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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欽加布仁波切之開示是應中華佛教直貢噶舉 

甚深圓滿協會中心主辦的「法器訓練與人才培育訓練班」之邀請， 

開示無上密續圓滿「四灌頂」的真實義 

 

2009 年 7月 26日  多傑喇嘛口譯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尊 身語意體性之所加持 

三界眾生吉祥寶怙主 至心祈請父子之傳承 

幻化化身得證祈加持 勤命報身成就祈加持 

心性法身成就祈加持 一生成就佛陀祈加持 

如是祈請眷從融上師 由自上師額喉心臍處 

白紅藍黃光芒照行者  融入四處次第淨四障 

圓滿四灌徨植四身種 而後上師化為光彩式 

上師三密融納於己中  自身三門亦同成無二 

 

 如同遍虛空如母的有情眾生，雖然心

中想要的是安樂，卻對安樂之因不知如何

修持；雖然厭惡受苦，卻又不斷的造做惡

業，這就是痛苦之因。心中所想與實際所

做完全顛倒，此等眾生實堪悲憫。為了將

這一切的眾生都能安置到遍知一切的佛陀

果位，以此動機來修證菩提心，願藉聽聞

修持「上師相應法」來達到目的。 

 

據我所知，在座的諸位都是長時間在

直貢法脈中學習法器及歷史。當我們努力

學習佛法時，必須先要了解佛法的個中之

意，才能藉此升起信心。「信心」可分

「清淨信心」、「嚮往信心」、「深信信

心」，及「了知道理」的信心。如果只是

用揣測的心態，不懂真實的意義，想應該

是如此而入佛門的話，這就是「迷信」。

因此，能了知個中道理的信心，是非常重

要的，因為信心是一切善法之地基，也是

生起一切善法之所依。 

 

有些人會認為修持儀軌並不是那麼重

要，認為在經論上努力才是重點；也有人

說學習這些法器跟在敲擊一些樂器是沒兩

樣的，因此會極度的輕視儀軌，而專注於

經論上的修持。相同的，有些人也會看不

起不專心修持經論而專注在儀軌上的人。

當然如果不懂得儀軌個中意義的話，確實

像似在敲擊樂器、跳舞，但這不是完全正

確。在儀軌當中從最開始的皈依發心到結

尾的迴向發願，有一定的流程，有它的功

德與利益。為什麼呢？過去曾經有一隻豬

因為繞塔而獲得功德，豬它自己本身並沒

有要繞行佛塔，只不過是因為被狗追，才

迫不得已繞塔三圈，而因這繞塔三圈而種

下了善根。我們敲擊這些法器的功德絕對



聞喜                 3                              2013 年 6月 
更勝於此，但也不能僅此滿足，要了解其

中的道理才更加重要。 

 

在大方廣經的普賢行願品中就有提到：

「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盡

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就是

告訴我們以音樂來作為供養的利益。我們

如果什麼都不懂，只是抱持信心、勝解心

來讚頌如來，其獲得的功德是非常廣大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普賢行願品裡強調以悅耳

之聲來讚頌諸佛，會有如此大的功德。 

 

因為有著這樣的功德，所以我們要學

習這些樂器。然而我們並不是只學習法器，

更要了解儀軌的意義。雖然學習、理解經

論是非常重要，可是我們要將經論的心得

付諸於實行時，除了應用儀軌外，沒有其

他的方法。這就是告訴我們了解儀軌的意

義是多麼重要。 

 

儀軌可分為很多種，如果要從生、死、

中陰這三階段來理解經論與儀軌的話，我

個人認為大概沒有比無上密續來的更加清

楚了。在我所聽過的達賴喇嘛教言中，幾

乎是認定生、死、中陰這些法門的開示是

以密意總集，也就是以密咒為主的。 

 

在座的諸位都有宿世的善緣，才能在

這一世來學習佛法。如果心中真的想要在

這生當中，藉著努力學習佛法而有所成就

的話，就不應該去道聽途說，一下說這個

法好，一下說那個法殊勝。應該要確實的

修持一個對自己臨終有意義的法門，藉著

思惟「轉心四法」來達成：思惟「人身難

得」、「死亡無常」、「業力因果」以及

「輪迴過患」，讓自己能在所修的法上有

所增上。為了在佛法中有所依靠，我們先

要皈依佛法僧三寶，接著為避免墮入到小

乘中，必須要有大乘的皈依發心。 

 

祈求加持、淨除道上的迷亂，最好的

法門就是修持「上師相應法」。總體來說，

岡波巴四法是極為深奧的，但為了讓各位

明瞭易懂，我們簡單的來說，淨除道上的

障礙就必須要仰仗上師。在道的修持，特

別在噶舉派的傳承中，上師的加持是非常

重要的。密勒日巴祖師就說過這個傳承的

修持是仰仗「上師相應法」的加持。因此

在修持正法的路途上，「上師相應法」是

極為重要的。我雖然沒有辦法講的很好，

但是各位今天所求的這個法是非常好的。 

 

以噶舉派來說，勝解心是觀修之頭，

這是說不管一個人他的身體有多麼健壯，

如果沒有了頭就永遠發揮不了作用。「不

散亂」是觀修之正行，「離貪」則是觀修

之足，這就是基礎。吉天頌恭曾說：「密

咒是以加持作為道上之用的，如果不能注

入上師的加持的話，不論生起什麼樣的證

量，都只不過是心意的造作而已，而這樣

的心意造作只屬於世俗的污垢。」因此依

著上師所開示的口訣來修持或獲得上師的

加持，這才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在自己的

手中放下盒子一樣，完全清澈可見。獲得

上師的加持才能去除有所作意之念頭而證

得離心之意。 

 

上師是非常多的，然而真正具備殊勝

的證量少之又少，如吉天頌恭大成就者，

受 25 位成就者授記，是我們毫無錯謬的選

擇。不管是我們所謂的藏傳佛教或是密咒

乘，都一再強調上師的重要性。但在台灣

也有人問我說，難道真的需要上師嗎？修

行時非有上師的指示才行嗎？不是也有所

謂的獨覺靠著自己的思惟來證得果位的嗎？

而且像這樣的修持除了在密續之外，難道

在顯教的經論當中也有嗎？其實這並不只

是在密續中說要依止上師，在顯教中的虛

空無垢經裡面佛陀曾開示阿難：「阿難！

如來非一切眾生可見，但善知識為一切眾

生可見。」這就是告訴我們，眾生是看不

到真正的如來，只能看到善知識，善知識

能開示佛法，故善知識勝於如來。在顯教

的經論中有著這樣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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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法」是在所有的法中最為殊勝，

而吉天頌恭的「上師相應法」又在所有

「供養法」中最為無上。道理在於無論是

執持善逝如來之身語意的大密或其他的金

剛執持，他們的持有者就是上師，而這當

中吉天頌恭更是不可思議的上師。所以即

使不懂其它的儀軌，我們只要對這「上師

相應法」勤於修持，在一剎那間就能淨化

我們本身所有的罪障。在大方廣經中就提

到無論多麼深厚的罪障都能藉著這樣的修

持而被淨化，如同我們只要用火星般的火

就能將整座山的乾草給燒毀一樣；自己的

煩惱不論多麼深重，只要能夠進行「供養

上師」這個法門，就能藉此淨化所有的煩

惱，獲得涅槃的種子。請求上師給予「四

灌」，如實的修持「上師相應法」，其所

獲得的利益和功德是更加的實際可靠。所

謂的上師相應法的儀軌到底是什麼呢？其

重要性呢？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尊，身語意體性

之所加持。」上師是安住在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之身語意體性的加持。「三界眾生吉

祥寶怙主」，「三界」就是「三地」，指

的是「地上、地下和天上」。三地有兩種

不同的說法，有些人說指的並不是地上、

地下、天上這三地，而是菩薩十地中的前

三地。以我的認知，這不僅僅只是地上、

地下、天上等三地，而是囊括輪迴與涅槃、

寂滅的聲聞、緣覺等一切，都稱為三地。 

 

為什麼說不只是三地呢？我並不是誇

耀自己的傳承，是因為吉天頌恭是一位證

得十地的大菩薩。當我們講到三地時，天

上是神的世界，地上是人的世界，地下是

龍的世界，吉天頌恭所證得的已超越這三

地，同時也已經超越了所謂的寂有，也就

是所謂寂靜涅槃的聲聞緣覺眾，而證得十

地菩薩之果位。這是真實的情況，並不是

因為我屬於直貢噶舉而來讚頌自己的祖師。 

 

「至心祈請父子之傳承」。這裡的父

是指吉天頌恭，而子是指由他之後所傳承

下來的所有祖師們，證得不可思議的成就

者們。如果要一一講解的話，可能會佔用

許多時間。總之，在以前的某段時間中，

因為蒙古軍隊入侵而對整個傳承有所傷害，

在當時，就有一萬多位的僧眾，從天空飛

翔而去，屬於直貢派的出家眾就有一萬多

位，這殊勝傳承一直都因有加持力而無中

斷，所以我們要由衷、虔誠、致心悲切的

來進行祈請。 

 

在直貢或竹巴等這些傳承裡，對於上

師的祈請有句話叫做「勝解狗吠法」。

「狗吠」是指「像狗不斷的吠行人」，對

於自己的上師要「像狗一樣不停的啕吠」

來祈請。吉天頌恭說在對上師祈請時，要

用悅耳的妙音來進行勝解之銳利語，這個

「銳利」是指像刀鋒的銳利可以斬斷東西。

我們要以極為虔誠的勝解心來祈求加持的

注入。 

 

以我個人的看法，這個「勝解狗吠

法」，直貢派的人是修的不好，修的好的

人是噶瑪噶舉，他們不斷的頌「噶瑪巴千

諾！噶瑪巴千諾！」但在直貢派，卻沒有

人會說「直貢巴千諾！直貢巴千諾！」所

以我個人認為我們這一派的「勝解狗吠法」

是修的不怎樣的。以巴楚仁波切的教言來

說，認為對於上師的信心是參雜著勝解心

和關愛心。 

 

對於上師勝解心的生起，最上品者是

「視上師為法身」的勝解心，現階段的我

們所無法達到的。對於初學者來說，上師

是以形像來顯像的，我們無法達到對上師

有著「見他即為法身佛」。「見上師為法

身佛」的見地正是金剛經裡面的偈文：

「若以音聲求我，是以人行邪道不能見如

來。」如果用形像和聲音來見佛的話，這

是人行邪道而無法見如來。佛本身是法身，

上師也是法身，如果我們所求的只是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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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的形像和聲音，這即不是見真佛，而

是已經入了邪道。 

 

各位都是在直貢噶舉派中沒有邪見也

願意修持的人，否則接下來這一句「幻化

化身得證祈加持」就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所謂的「幻化化身」在這裡所指的是並非

是我們所理解的具備 36 種不淨物的血肉之

軀，而是指我們臍位的脈輪。我們的身體

先是形成，接著毀壞，散落，再聚合，然

後成熟等，在這樣的過程裏而形成了我們

這個幻身。這樣的幻身，先是從細微的部

分，然後再變成粗分；粗分之後再形成臍

位的脈絡，再形成現在所擁有的血肉之軀。

所以，這裡所謂的「化身得證」是藉著脈

絡的淨化來修持幻化的口訣，藉著口訣的

修持將不淨之身轉為清淨之幻化身，也就

是把這個有五根、器官、脈輪的粗分之身，

藉著有如幻化一般的本尊觀修，將身體淨

化至極細微的程度。所要淨化的幻化之身

就是「本初之身」，安住在臍位之中，藉

著修持來成就事業，藉著這樣的化身來行

利他之事。對幻身而言，藉著這種修持最

後在法身不動搖中顯現出「報身」，再現

出「化身」，以這兩種色身來進行利他之

事。所以，在這裡的「幻化化身得證祈加

持」是有這樣深層的意義，而我們現在僅

能簡略的講解而已。 

 

讓我來舉個例子。過去有一位香巴噶

舉的成就者章瑪香棟：「總體上說，如果

能對於一個法門有著明確澈底的信解時，

其他任何的法們也都能夠完全明瞭。」如

果對於專一的法門無法完全信解，在涉獵

其他法門又是似懂非懂、不能完全理解時，

有些狀況就會產生了。這位成就者他本身

是修持幻身、幻身成一位瑜珈士，在夜晚

睡夢時，修持睡夢瑜珈。剛才跟各位所說

的細微的異生身，所說的就是在夢境中所

出現的那個身體。在顯教學經的人常問：

「你們藏傳佛教一直不斷的強調要觀想，

到底是在觀想些什麼呢？」我們所觀想的

就是要把現在自己所擁有的粗分身體轉化

成為幻化之身。這位成就者藉著在夢境的

修持，把這世界上的一切當成是如夢如幻。

在這世間的一切境相，都與夢境相同，如

果自己能在睡夢中確定的抉擇，則在世間

也可以，進而理解到一切都是如夢如幻，

也藉此了解到何謂是空性。他再進一步的

觀察，了悟到這樣的空性是上師的恩惠，

因上師的傳授口訣而使他能理解到這一層

的道理！ 

 

一位香巴噶舉的成就者的自傳裡就曾

經提到他修持睡夢瑜珈的故事。有一天他

到外地修持睡夢瑜珈，在西藏有一座湖，

在湖裡有一條非常惡毒的龍叫做黑嘴龍，

他在夢裡面想著要降服這條龍並臣服在誓

言之下。他在夢裡把自己變成大鵬金翅鳥，

潛入到湖裡面，在湖中用他的雙爪把這一

條龍的頭抓住，帶到岸上將其降服，並對

他說法讓他屈服於誓言之下。吉天頌恭的

弟子有一位叫噶當巴，他也正好修持睡夢

瑜珈來到同樣的地方，他也變成一隻大鵬

金翅鳥，就在這條龍臣服於香巴噶舉成就

者的誓言時，噶當巴所變成的這隻大鵬金

翅鳥突然咻的一聲，把這一條龍給搶走了。

所以香巴噶舉成就者在傳記裡說這個噶當

巴真是太過分了。這個故事在直貢噶舉中

没有記錄裡，而是在香巴噶舉的傳記裡面。

所以日後各位對於這個歷史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以研究。 

 

修習幻身就能了知這世間如睡夢般的不

真實，就能夠在夢境裡有所變化，隨意的變

化自身，將這世間的事物都看作是如夢如幻。

「如夢如幻」是佛陀的開示，但是因為我們

自己本身的習氣，而認定這個世間的一切都

是真實不虛的。但是藉由修持幻身、睡夢，

就能知道此世的一切淨相皆是如夢如幻，既

然是如夢如幻，那怎麼可能無法證得空性呢！

藉由證得空性，以自己的幻化之身就能行利

眾之事業。利眾之事業是以悲心為主，用色

身來成辦。為什麼色身能夠成辦呢？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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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自己已經了知一切皆是如夢如幻時，就

會對於仍在這世間中執著一切為真實而迷亂

的眾生起了悲心。就好比是在睡夢中無論如

何爭鬥、爭權奪利都是虛幻一場，在夢境裡

既使得到許多的錢財那又如何？醒來還是什

麼都沒有。因此以這樣的見地對於未能證得

如是空性的眾生，生起了悲心；而以這樣的

悲心顯現出利他的化身或是幻身、色身來救

度眾生。以上是我個人的見解。這就是所謂

的「幻化化身得證祈加持」。 

 

「勤命報身成就祈加持」，這句話更

加難以理解，不過各位都已經灌過頂，是

比較殊勝的，所以跟各位講解應該是可以

的。所謂的勤命指的就是「氣息」。所謂

的勤、命這兩者在密續當中所認持的觀點

是不同的，不過他們所說的就是氣息。像

是在無上續部裡面，無論是勝樂金剛續、

亥母續、時輪金剛、或是喜金剛續等，所

認持的觀點都不盡相同。這個中的差異當

各位日後在修持那洛六法時，再去向精通

此道的上師來求取，這不是像我這樣的人

可以跟各位講解的。 

 

「勤命報身成就祈加持」，這裡所講

的就是所謂的「氣息」，藉著氣息來成就。

當心奔馳於外境時，這是說當我們看到一

物品時，我們的心就已經在那物品旁邊了；

就像坐著風，帶著沒有腳的心而到達了異

地；我們的「心」就像沒有腳的人，而

「氣」像是沒有眼睛的馬，所以當沒有腳

的人騎上沒有眼睛的馬，沒有眼睛的馬是

不會有所遲疑的去沒有腳的人要去的地方；

而沒有腳的人如果不騎馬的話，也哪兒都

去不了。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外境，心和氣

這兩者是同一體，同出同入的。所以當自

己的心奔馳到外境時，都是兩者合一的。

三界當中所有的一切境相，都是由主要和

分支的脈絡所形成，或是「風」的形成。

以「氣」來說，又分為「細微氣」、「粗

分氣」和所謂的「極細分氣」這三種，所

謂「虛空的氣」或是「風」，都是屬於這

樣的性相的。對於我們尚未有這方面經驗

的人，以簡單易懂的方式來作講解，如生

病來說，是脫離不了「氣」的，不管我們

是寒症也好、是熱病也好、或是冷熱兩者

互相交錯的病也好，絕對脫離不了「風」

或「氣」的關係。所以「氣」是遍佈一切

的，這就是為什麼跟各位說三界的一切都

是由「風」所著成，「風」就是一切的造

作者。 

 

當我們講到「氣」的口訣時，所謂的

氣也好、風也好，他的本質是廣大而撼動、

動搖，或說是輕揚而動搖，這就是「風」

本身的性相。不管是方便道的那洛六法，

或是解脫道的大手印，在最開頭的口訣時，

就告訴你要修這個「氣」。以那洛六法來

說，主要是藉著修持將所有的智慧氣都納

入中脈，藉此而達到成就圓滿報身佛。這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脈絡清淨成就化身，

將「氣息」或是「風」清淨則成就報身佛。 

 

「心性法身成就祈加持」。總體來說，噶

舉派對於「心」和「心性」是不會加以分類

的，就像煮大鍋菜一樣都混雜成一體，我當

然是炒大鍋菜的人了。但以我個人來看，這

當中是必須加以分類的。以各位能夠聽懂的

方式來說，「心」指的是被凡俗他利所驅使

而迷亂者，所以趨向於迷亂之外境者就稱為

「心」。 

 

所以無論講到「我」、「我的心」、「我

所」等，就會有一個「無有自性」的結論。

總體而言，有關到底是誰在承擔或是感受這

樣的苦樂，這樣的疑問或是這樣的研究，那

麼是大約距今四千年前的一些學者們所闡述

的，所有的教派當中最早興盛者是外道，而

外道當中是以印度的數論派為最早的宗派，

他們一開始就對誰是苦樂的感受者不斷的進

行研究，後來他們的答案是心在感受著這個

苦樂，是所謂的我在感受這樣的苦樂。後來

又出現更多的教派，不斷的在心是否有感受

到這樣的苦樂當中來進行研究，那竟然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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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結論是心在感受苦樂時，就開始進行到底

我在哪裡的觀察，進行觀察之後，發覺找不

到一個所謂的我出現，但是又是以無中生有

的方式來說我是存在的，所以說到底我存在

與否？就變成是討論的重點。 

 

如果是一隻動物的話，他不會去思惟我現

在是快樂或是痛苦的。在最早的時候過去的

人等到他們知道如何祈請天神時，在那個時

候也只不過是去供養這些天神，除了這個之

外，他們也大概不會去想說到底所謂的「我」

是在哪裡的？到後來人類的知識或覺知越來

越發達時，就會開始去想說到底所謂的「我」

是存在與否的問題。於是就有印度的數論派

及其他宗派開始進行爭論所謂的「我」是有

或是無，那不管是如何，在經過這樣種種觀

察之後，就知道所謂的心就被稱為是「我」，

藉著這樣的「我」所看到一切就認定是心所

看到的，比方說「我」現在看到茶杯，事實

上是眼識去看到茶杯，但是我們會認為是

「我」去看到這個茶杯，如果是「我」去看

到這個茶杯的話，去觀察到底「我」在哪裡

時，我們就會發覺到「我」是不存在的，當

我們覺得「我」是存在時，就要開始去尋覓

到底「我」的形狀、心的形狀是如何、他又

是什麼顏色？等等，這些都是找不到答案，

因為「我」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藉由自己的

覺知不斷的進行思惟與研究，理解到說原來

「我」是確實不存在的，而這個可能就被我

們稱為是證得無我之般若智慧了。所以是我

們心迷亂之後，將無我塑造成為有我，在理

解這樣的道理之後，藉此我們證得所謂的無

我。而證得無我指的就是證得心的真如，因

此我們簡稱為心性。所謂的心，他是遠離有

無二邊，遠離一切的思惟的，能夠這樣去理

解了悟時，就能藉此去證得法身。所以在這

裡才說心性法身成就祈加持，所謂的法身他

是沒有錯謬的，因為所有的錯謬都已經完全

捨棄；法身也是沒有障弊的，所有的障弊也

都完全被拋棄。因為法身本身就能對治所謂

的錯謬和障弊。因此，所謂的心之真如，我

們就簡稱為心性。這樣的心之真如在噶舉派

就把他稱為是大手印。總結來說，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是因為迷亂的心才會去想著

「我」是存在的，或許我們就會想說是不是

只要去想著「我」是不存在的，就證得無我

的般若智慧了。光是這樣想還不夠的，我們

還要去尋找出那個想著「我」不在的想法，

他在哪裡？這也就是在經書裡面所說的「離

言絕思般若至彼岸，無生無滅虛空本性智」。

所謂的離言絕思指的就是不是用我們的言語

所可以來表達的，而空性據說即使是佛的廣

長舌也是無法將他完全透澈的表達，也因此

我們才說他是無生也是無滅，如同虛空的自

性。而第三句就是「各各自明智慧所行境」，

這是說必須要靠個人的覺性去加以尋覓的，

而能去證得個中的義理的話，就是所謂的法

身了。所謂的法身、本智身，其實指的都是

同一體的。那麼也可以說這就是所謂的本初

的覺性了，這一切都必須靠著對上師的勝解

心才能來理解的。因此，在最初的時候尋覓

一位合格的上師，擁有傳承的上師，藉著他

最初在詞句上講解的引導，接著在經驗上的

引導，最後以口訣來加以引導、了悟。而在

引導上來說的話有分為兩種，馬爾巴譯師他

就說對於解脫和開悟的同時者，必須要給予

赤裸親見的大手印法。像這樣的方式去進行

修持而了悟其義理的話，就能完全徹證法身。 

 

因此下一句說「一生成就佛陀祈加持」，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在岡波巴的道歌當中，

也曾提到噶舉派的修持是以對上師的祈請為

主，所以我們不管是向密勒日巴或向岡波巴

祈請都是有用處的。各位不用擔心他們已經

不在人間了，那麼祈請是否會有用處？所謂

的勝義的傳承，即使上師已經不在人世，但

加持力是永遠存在的。吉天頌恭也曾說過，

不管是向他、乃至於他傳承裡面的弟子來祈

請，他都能夠用這樣的方式來賜予加持。總

之，噶舉派這個傳承就是所謂的殊勝意念之

王，所有的祖師都是如此的，僅憑著憶念就

能獲得加持，因此上師相應法的修持是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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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我們藉著這樣的憶念，祈請上師能

夠讓自心生起三昧，之後再讓上師看看能不

能藉此安住自己的心性。總之，「勝解心」

是最根本也是最為重要的。密勒日巴等等的

祖師們也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到達最究竟的

果位。因此，就是這裡所說的「一生成就佛

陀祈加持」。 

 

按照密續裡面所說的方式，持誦咒語時必

須把上師觀想在頭頂上，而在修持上師時，

比方說在修持上師四身等等的時候，必須把

上師觀於心間，而在供養時，則是把上師觀

於前方。所以當我們以上師供養法來修持時，

上師是為我們祈請的對象，因此必須觀想在

前方。到這裡已經是尾端，我們必須和各位

講一下，我們藉著供養，把資糧境或是皈依

境觀想在自己的前方，之後經過這樣的祈請，

上師、所有的周圍的眷屬祖師們都融入到中

央的上師主尊。 

 

講到灌頂，寶瓶置於頭頂外灌頂，自身觀

為佛身內灌頂，覺性如實成辦意灌頂，這在

密勒日巴祖師的道歌中有提及，而我們既然

是密勒日巴的追隨者，就必須要如此的來理

解。為什麼需要灌頂呢？吉天頌恭就曾說大

小乘之差異在於發心，顯密的差異在於灌頂。

顯教與密教的目標相同都是為了要成佛，但

是在他們的教法當中所說的如夢如幻，指的

是凡俗境界的如夢如幻，而不是像在密咒裡

面所說的觀想本尊的幻身，所以觀想本尊的

幻身是密咒的特點。我們也可以說一切的密

咒無有不被灌頂所囊括。所以，灌頂又有所

謂的「基」灌頂、「道」灌頂。在這一部儀

軌裡面我們所說講解的就是屬於道灌頂，要

來求取道灌頂。 

 

所謂的基灌頂又被稱為是「基礎」的灌頂。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想要收成豌豆的話，那

麼我們所種的種子本身也必須要有能夠結成

豌豆的力量才行，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力量的

話，即使播種也沒有任何的意義。而這樣的

意義所指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基」了。在我

們的「基」上所擁有的能力，就稱為「如來

藏」。所以如來藏所指的就是本身具備發芽

結果的能力，如果沒有的話就不用去播種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基位灌頂」。 

 

不管是如來藏或是佛性，所指的就是這個

種子，而這個種子就是在基位上的種子。所

以擁有這基位的種子，再接受上師所給予放

置在我們頭頂上的灌頂，再修持上師所告訴

我們的應該要這樣做的意義時，這就是「道

位的灌頂」。因此，在這樣的基位上，接受

由上師所給予的道位灌頂而修持其義，這就

是道位的灌頂了。當上師給予我們道位灌頂

時，如寶瓶置於頭頂外灌頂，是屬於外部的

灌頂。外灌頂所指的就是我們剛才跟各位講

過的道位灌頂裡的「因位灌頂」，或也可稱

為是「道位之道位灌頂」。這是告訴我們在

接受灌頂之後，並不是說已經結束了，可丟

在一邊，是必須要繼續修持才行的。所以所

謂的外在的寶瓶灌頂，灌的是我們所現的境

相，以生起次第觀想成為佛的尊身，或是說

以本尊之身來觀修所謂的幻身。在心經當中

所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

空亦不異色。」，此「空性」並不是指「生

起次第」，但其實相差無幾。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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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欽加布仁波切之開示是應中華佛教直貢噶舉 

甚深圓滿協會中心主辦 

「法器訓練與人才培育訓練班」之邀請 

 

開示無上密續圓滿「四灌頂」的真實義 

 

2009 年 7月 26日新店中心  多傑喇嘛翻譯 

 

 

總之，當我們觀想本尊的形象時，不是將本尊觀想

成現在這樣的血肉之軀，而是要觀想成如虹彩般的身相，

但以虹彩本身而言，是沒有任何知覺的，所以要觀想本

尊為彩虹般，且有無生本智之相、具備覺知。如果不這

樣的話，即使觀想生起次第，都會有所錯繆與歧途。當

然這些必須要在善巧的上師跟前來加以指導，在這裡僅

是跟各位以譬喻的方式來作講解。 

 

「由自上師額喉心臍處」，在這裡是把字意簡略了。

意思是當獲得寶瓶灌頂時，從上師的額頭放射出「白

光」，藉著白光的照耀與融入，自己「身體」的罪障被

淨化，也同時觀修佛身，而獲得顯空雙運的幻化之身，

藉此證得化身佛。當光芒照耀自己時，就獲得這樣的成

就。所謂的灌頂就是能夠獲得觀修本尊之權力，因此稱

為「灌頂」。 

 

另外，我們還強調所謂的「雙運」。這個雙運請各

位千萬不要誤會，遍知一切的龍欽饒降巴在藏文裡所說

的雙運並非指雙身，而是指「密不可分」的意思；就像

水和濕潤是絕對分不開的，雙運並非是雙身的意思。 

 

所謂的「顯空」，「顯」是指外境。我們以為所看

到的外境是外面的顯現，其實是自己心裡面所顯現的，

這是符合科學的。科學家們說所看到的影像其實是自己

眼根的反射，從眼根裡面顯像出來的。所以我們所看到

的一切境相，是自己心的顯現，而不是外境的顯現。因

此，像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外境，如顏色是與貓、狗所看

到的完全不同。以這色相來加以仔細研究分析，是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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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深入的。若能將自己的身體以「顯空不二」

的本尊形象加以觀修時，日後在中陰階段就

能證得化身佛。總而言之，灌頂所指的就是

顯空不二之幻化身了，這就是寶瓶灌頂之義。

所謂的密咒要點都在這當中，無論我們所說

的「四階段」或是「四空」，都囊括在這當

中。總之，所謂的密宗、密咒，都囊括在灌

頂裡。 

 

接著，由上師的喉嚨放射出「紅色」的光

芒，淨化所有的語業與氣息蔽障，藉此讓自己

的「語」能證得「聲空不二」的境界。在此之

前我們曾說過，所謂的「勤命報身成就」就是

藉著氣的淨化而證得報身佛。因此，我們藉著

對上師的祈請獲得秘密的灌頂，在自己的語上

獲得「聲空不二」的成就。 

 

接著在上師的心間放射出「藍色」的光芒，

藉此證得智慧的灌頂。上師給予這樣的灌頂時，

要觀想自己所有「意」的蔽壁完全被淨化，而

使得「俱生智」得以現前。為了使俱生智能夠

現前，在平常的時候我們就要進行這樣的觀修。 

 

接著是「黃色」的光芒從上師的肚臍處放

射照耀到自己的肚臍，淨化了三門等分的障蔽，

藉此也淨化所有的邪氣。 

 

最後我們看到「而後上師化為光彩式」，

指的就是化為光蘊身的意思。 

 

「上師三密融納於己中，自身三門亦同成

無二」。上師的尊身化為光蘊之後，融入於己。

這裡的「三密」是比較深奧、難以理解。所謂

的顯空不二的佛身，必須要和氣脈、紅白心等

理論來做講解。總之，除了「幻化化身」及

「勤命報身」等外，由於上師雖具備法報化三

身，但並非我們所能理解，因此我們一直把他

看成與自己相同的身口意，上師的三身或三門

就是我們的三密。「三密」指的就是「身金

剛」、「語金剛」及「意金剛」。我們無法理

解，因此稱為是秘密。 

 

藉著「心氣不二」或藉著屬於氣息的「聲空

不二」成就「報身」；藉著上師聖意中的「明

空不二」成就「法身」；藉著「顯空不二」成

就「化身」。將上師的身語意三金剛融入於自

己的身口意當中，觀想上師化為光蘊而融入於

自己心裡。自己就在這樣的狀態中，毫無造作、

自然的入持於這裡所說的「大等持」或所謂的

「無分別」之靜坐。藉著這樣的理解來求取灌

頂。由於我們時間不夠，所以我們在最後結尾

時會顯得比較簡略。但無論如何，如果自己不

加修持的話，我們說的多好都沒有用。我們必

須要實際的加以修持，藉著修持，我們才會知

道自己的問題和疑問、以及錯繆在哪裡。藉著

修持，錯誤出現之後，再到具相合格上師跟前，

去遣除自己的疑惑及問題。 

 

就像我們生病時，必須去看醫生，告訴醫

生我們的病痛在哪裡，醫生再藉由問者把脈，

理解我們的病痛，再進一步的治療。同理，我

們現在都是被三毒煩惱所侵蝕的病人，只有上

師才能給予我們去除病痛、如藥般的甘露。因

此我們必須要實際的修持。這裡我已經把吉天

頌恭的「上師供養法」盡自己所知的為各位作

講解，心中覺得十分的歡喜，各位應該要生起

自己有著這樣的福分與意願來進行修持。最後

藉由修持所產生的力量，願吉天頌恭的教法能

與虛空同等安住。在這邊和各位說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