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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師之道依師之道依師之道依師之道        
 

誰堪依止難抉擇， 
況逢欺誑轉灰退； 
自檢菩提踏實修， 
緩進慎察專志隨。 
 

跋 

佛友遠道來訪，請我就如何抉擇上師

為文，因為有許多人對此十分迷惑，不知

何所是從，又有許多人遭逢邪師，覺悟後

灰心退轉，對精神上的追求十分存疑。佛

道的進展，主要是基於菩提心。追隨上師

是為求得到有經驗、有證德者的護佑及指

導。因此，修行者首應自檢菩提心是否堅

實。只要菩提心堅實，則任何境遇都是助

長成熟的磨鍊，縱遇邪師欺誑，在行者自

心上並無虧欠。再者，修行者應當努力修

習基本功課，如念佛、持咒、拜佛、四加

行等，而不需急於求高法、妙法，或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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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場、領灌頂。只要根基札實，機緣成

熟，便會有感應，可以知道應當依止誰為

上師。親近上師，不必急著要馬上完全投

入，應順其自然，而有時間可以觀察及省

思，是否確實有助益於修途上的進展。至

於真正依止上師，則只有已經出離世事，

專門修行的人才能體會該怎麼做。其他一

般所謂的依止上師，只不過是結交道友而

已。 

      二○○○年四月十八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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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恩者稀沐恩者稀沐恩者稀沐恩者稀        
 

上師易呼難聽從， 

一言違逆便失蹤。 

辛勤服侍常隨學， 

方堪沐恩望成龍。 
 
跋 
 

修密年久，世人往往順口即呼為「上

師」。然而勸告之言，大多難以接受。往往

一言違逆，即失音訊。其實，真正修密之

行者對具德之上師應常隨學、服侍，方可

能領到加持，得到詳盡之開示，而有望成

証，以濟眾生。 
 

一九九八年九月廿四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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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隨修學常隨修學常隨修學常隨修學        
 

佛法圓融在起居， 

舉止應對也尋常； 

久隨承侍漸體會， 

潛移默化出鳳雛。 
 
跋 
 

佛法之修學終歸日常生活中，因為其

目的是使眾生由心地、見解的桎梏中解脫

出來，回復純真而得以活潑地發揮生命的

潛能。光靠文字或短暫的晤談，是難以體

會的；有時反而引生更多知見上的困惑。

因此，真正要得益，需要常隨著良師，在

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授受，一點一滴地吸

收。經過長久的薰陶，以及自己的真誠、

勤奮，才會塑成法器的雛形。 
 

至於是否只能追隨一位上師，以及為

師者可否限制弟子只准修學其法，就一時

專精而言，則無妨如此方便設施。就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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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論，則任何限制皆是執著。行者的

目標是徹底解脫，只要能對此目的有所增

益，正宜多方參學，不達解脫不休。 
 

二○○○年七月十六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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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撥點撥點撥點撥        
 

謙下方能承教恩， 

空心才堪貯法露； 

機緣恰巧施指點， 

一撥便轉顯靈活。 
 
跋 
 

教學貼切，需待機緣成熟。學者已謙

下，方堪施指點。正中偏執處，可免瞎摸

索。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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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佛師佛師佛師佛        
 
上師佛陀無二觀， 

本來一體泯分別； 

心離執取契如來， 

弘法利生未曾停。 
 
跋 
 

密法教示，觀上師與佛無二。若不明

其理，一則難以置信，再則疑似冒濫。佛

理教示，一切本來一體。若契入本來清

淨，並無佛與眾生之分別，更遑論及分別

師佛。有証德之上師，心離執著，即此而

契如來法身。弘法利生，正是佛陀法身無

盡妙用之延續。吾人只要不誤以為佛是可

以界定的，便容易了解認同師佛的教示實

是超越世間見解而深體師恩、師德的妙

法。 

                     

二○○三年三月一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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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教可教可教可教        
 
納履三次方堪授， 

侍師三年始習藝； 

真誠謙下漸成器， 

而今世態猶點菜。 
 
跋 
 

純樸從學，始於親近服侍。薰習熟

悉，自然吸收點滴於日常；長久匯積，而

後形成完整之真傳。而今世風日下，學子

到處略微沾染即自滿而去。甚且不自量

力，勉強出頭，冒濫師表。欺人無以長

久，而造業極難懺復，哀哉！ 

             

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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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皈從自願皈從自願皈從自願皈從        
 
皈依所在自願求， 

解脫怙主無勉從； 

慈懷關注遍群生， 

福慧具足方知趨。 
 
跋 
 

解脫覺道，不求信從，無用勉強。慈

悲平等普及一切眾生，因此對自知趨向

者，無不攝受。至於何去何從之抉擇，則

視各人福緣及智慧之開展程度而定。培福

養慧非易事，有志正道宜力行。 

                     

二○○三年六月一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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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師恩體會師恩體會師恩體會師恩        
 

上師示寂教未停， 

肉身不在見真情； 

重擔臨肩撐持際， 

方悟傳承延續恩。 
 
跋 
 

上師示寂，但其教導並不隨之中止。

每逢重要關頭，即蒙降臨開示。上師肉身

一隱，其周遭眾即逐漸顯示其各別之真象

矣。若上師猶住世，即無以了解此等實

情。因此，示寂亦為上師繼續教導之方便

措施。續燈努力之際方得以體會上師弘法

之境況，而真正知恩。 

 

                     

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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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上師皈依上師皈依上師皈依上師        
 
唯命是從皈依師， 

依賴如斯難當真； 

久蒙感應體證德， 

方知依法謹遵循。 
 
跋 
 

密宗注重皈依上師，往往強調一切唯

師命是從。一般人初聞此類教示，大多認

為難以對個人如此信賴。在實際生活中，

此種徹底皈依也僅少數。真正能夠如此皈

依上師的，都是因為自身有足夠的感應經

歷，可以了解上師的確是佛、菩薩的代

表。 
 

二○○四年四月廿八日                     

陰曆初十  供上師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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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易位主從易位主從易位主從易位        
 

自我中心難移易， 

供佛香燈習勤役； 

侍師敬謹若廝從， 

長年磨鍊方得力。 
 

跋 

吾人以自我為中心之見解、習性及生

活，不易察覺，極難突破。學佛要由我執

之格局中解脫出來，故先由晨昏供佛香、

燈、水、花等做起，學習勤勞服侍，以佛

為主。至於專修之行人，若能隨侍上師，

猶如廝從之承事，則於生活中點點滴滴皆

成為抉擇我執或順從師意之考驗。有志者

於此等活生生之歷鍊中善加利用，則能如

抽絲剝繭一般，漸漸消磨我執，長年之

後，可以漸漸契入本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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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何種上師可以如此追隨，則當以

菩提心為基準來觀察、選擇。行者並應當

明確瞭解師徒關係不是世俗人際之交情，

而是完全基於對菩提心之認同。 

一九九九年二月廿二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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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依百順百依百順百依百順百依百順  
 

一念蹉跎十餘年， 

昔時不解今了然； 

安得弟子心純淨， 

百依百順領真傳？ 
 

跋 

初學密時，讀祖師傳記，有弟子因一

念對上師失敬信而蹉跎十餘年。當時自

忖，何以報應如斯嚴重？如今閱歷學佛者

之眾生相已數十年，便知世事往往如斯─

一念之差，輾轉便隔千里。 

願真誠修密者咸能不執己見而得以不

自限，不自作主張而免於橫生枝節，敬信

上師而百依百順，因而得以領受完整之加

持及教導，而在佛道上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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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十月廿九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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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講於台北中鼎菩提社 

錄音及筆錄：中鼎菩提社、陳寶媛 

校訂：林鈺堂博士 
 
吳社長引言：    

林博士，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們很高興

請到林鈺堂博士來為我們演講〈皈依菩提

心〉。林博士來演講不只一次了，雖然說每

次人數不是很多，但林博士不捨棄我們，

仍很慈悲的跟我們開示。我們現在請林博

士開始演講。 
 
林博士：今天的題目是〈皈依菩提心〉。 

在講題目之前，我們先說一些基本的觀

念，這樣後面才容易講。 
 

先講學佛。我們學佛是要學甚麼？我

們學佛的目標是要成佛，要得到究竟的證

覺。簡言之，成佛就是要回到本來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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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這是本來就有的。若非本來的，而

是努力，然後才能達到的話，那若是努力

不夠，或是情況轉變，遲早又會失去。這

次你得了第一，下次不知道換誰。所以世

間上任何用努力達到的事，都不是究竟的

安穩。本來的狀態，本來是沒有問題的。

而這裡所說的清淨不是平常所說的乾淨

啊、髒啊，喜歡、或不喜歡，那種的清

淨。世上的事好不好常依各人的標準，這

不是普遍放諸四海皆準，而是因緣而異。

因為世上的標準往往依環境、區域、文化

的不同而不同，是後天形成的。而在這裡

所說的本來清淨，不是經由分別而成的。

不論乾淨的或髒的本來狀態，是沒有人為

分別的。顏色雖有不同，但在我們起分別

以前，是融在一起沒有辦法分的。以紅綠

燈來說，「紅」、「綠」本來並不自起分別；

是在起作用時，才有分別。故其本身並無

分別，而是本來清淨，就是起初還沒有主

客對立的分別的那種狀態。這樣的清淨就

如同母親對小孩的愛，就算自己小孩的尿

布髒了，做母親的因為很愛她的小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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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分別心的去清潔小孩的尿布。那樣的

不起分別的心，就算是屎尿也是清淨的。

故若本來並沒有分別，就是一體的。 
 

在佛法中有「無我」的說法。在做分別

時是有個體，但是，就如同海洋、河流，

其實整個是混在一起的，人就如其中的一

滴水、一粒沙、或一塊石頭。看似可分，

但是，在有分別以前，海洋、河流都是整

個融在一起的。真相在我們人為的分別以

前，一切都是一體的。又如，地球的一端

有毒氣外洩，附近的人當然會遭殃，而住

得遠的人，可能覺得沒有什麼影響。但是

就整個地球而言，只要有一滴滴外洩，我

們每人就都有份。所以所有的都是因緣所

成，一直都在遷流。我們能做意識分別的

時候，才有分別，但到老時、病時，就連

抓這些分別的力氣都沒了。所以，一切有

情與無情，其實本來都是一體的，是無限

的，任何分別都是暫時的、人為的。又如

我們感官所形成的分別，從原子或更小的

粒子的層面來看，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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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微觀或鉅觀來看，也可以了解我們

平常的分別只是一種偏執。 

 

我們常為世間生活起分別，如，這是

權利、義務、這是責任。因此，種種問題

都會變成無解，都很苦。健康時還有精力

可以起分別去爭執，但若遇到車禍、老、

病，那些苦，更是無法解決。所以，看穿

了，人生就是苦，煩惱多，很難得能真正

開心笑一下。 

 

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因在於他看到了老

病死苦，於是放棄權位，思索人如何可以

平安度一生，並克服老病死苦。先是跟著

印度當時的仙人學道，雖然到了色界、無

色界的境界，卻還是發現有問題，不是究

竟。一般普通人連要到這種境界都不容易

了。所以到了他的那種境界，就不只是觀

念上的突破了。很多目前社會的機制是沒

辦法徹底救助的。這次水災捐了款，難保

下一次又再來一次天災。家園重建了，但

是人們的心理創傷是沒辦法一時平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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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自己可以開解，否則別人也無法幫得

上忙。釋迦牟尼佛在精神上可以突破任何

微細的執著，連禪定很好這樣的執著也放

下了，而回歸本來清淨。無限之一體是超

越時空的。到達無限一體的境界時，自然

有力量傳到需要幫助的人那裡去。像這樣

的事，聽來雖如神話，但若依照教法去

修，都會有接近到無限之一體為超越時空

的體驗。修行久了，有時可以知道前世的

事或預知將來的事，這是超越時間的例

子。例如我在幫忙代禱，遠在海外的那邊

就會感到有力量來，或事情就轉變了。這

是超越空間的例子。這些是真實且可以體

驗到的。這就是支持我長期修行下去的原

因。 
 

有了以上的了解以後，再來講皈依菩

提心。 
 

何謂皈依？只要一講到皈依，在學佛

的路上，就已經不是講開始的階段了。皈

依看似第一步，但現實生活中，誰會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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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相信任何人？小時候也許父母帶領著去

皈依法師，但長大了，觀念會改變，那就

不一定是真正的皈依。真正的皈依是自己

真的想要回去本來清淨的狀態，要找一個

歸宿，可以仰賴的。靠自己原來世間那一

套是行不通的，所以要找可以安穩的東

西。而要到這一步，自己多少對佛法也已

經懂一點了，知道佛教導我們什麼，甚麼

對我真有幫助，這樣才會想要皈依，之後

才不會跑掉。這已經不是佛法的理論部分

了，而是超出「聞思」，而到了「修」，到

修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皈依。 

 

我們要皈依的是什麼？是要皈依本來

的清淨，但以平常人的經驗來講太遠了。

本來在哪裡？要是本來就有，那我們什麼

都不必做，本來就已經在那裡了，沒有離

開。所以，理論上來說，我們要皈依三

寶。我們皈依佛，因為佛是已經有正覺經

驗的人，已証悟達到無限的一體，雖然在

肉體上已經入涅，但實際上到現在還是可

以幫助我們，跟我們溝通。然而，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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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如何跟這樣已經證覺的有情連絡，也

認不出來。所以，我們要依靠傳下來的可

靠的法。經典雖多，但基本都是無常、無

我、菩提心。像這類的正確的教法，是我

們要依循的。所以，找不到佛的時候，我

們就依尋這些教法。再說皈依僧。有些已

經有修行經驗的人，他知道法應該怎樣

修，才算是如法還是不如法。這不一定限

於指出家人，也包括修比較久有經驗的過

來人。但是，這樣有時也會產生一些問

題。有些人會自稱就是活佛，而我們一般

人不知如何去分辨真假。另外，佛教有很

多宗派，有小乘、大乘、密乘，還有人說

只有某種法才是真的，才是當年釋迦牟尼

所傳的。那我們到底要如何去分辨是不是

正當的教法及真正的有修行經驗的人呢？

有一個原則，就是以菩提心有無為標準。

若是可以証入無限的本來清淨的一體，也

就是菩提心。但要我們眼前就達到這樣高

的果位，不太可能。菩提心還有另一個意

思，就是，我希望能夠達到這目標——願

一切眾生早日成佛，不但是自己解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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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也可以得到解脫。有了目標，碰到問

題時，就可以用有無菩提心來判斷。因為

這是沒有偏私的，不是只有我的家人，而

是所有現在過去未來一切的眾生都包括進

來，都希望他們能徹底得到安樂，這樣才

能究竟解決問題。在我們能做得到的範圍

內，我們都要幫助他們，願一切眾生早日

成佛，離苦得樂。所以做任何事，除了希

望他們過得了眼前的難關以外，還要希望

他們能經過這個法緣，最終能成佛。所以

我們要努力精進，才能使大家早日離苦得

樂。有些學佛者，苦惱於無法說服家人學

佛。若你要等到說服了他們你才要開始修

行，有可能一輩子什麼也沒有修出來。但

若是一視同仁，知道各有成熟的因緣，而

設法努力把佛法留在世間，這樣，即使我

們先死了，他將來也會有機會遇到佛法。

這樣才是真正的救渡，不然還是愚痴。救

渡若有智慧，一切平等，最終都可以救

到，只是遲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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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以菩提心這個標準，願一切眾生

早日成佛，就不會有偏失。因為有時雖說

皈依師，還是可能變成個人崇拜。而且有

的法說只能這樣不能那樣，雖然佛法圓

融，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法，但我們有時

自己觀念被綁住都不自知。但若以菩提心

為準則，自然我們就會知道該如何去做。

因此就算有時被騙，我們問心無愧，只願

眾生早日成佛。因此被騙與否，都不成問

題，沒有吃虧，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往菩提

心靠近。 
 

現在說到皈依上師。在密宗裡，上師

是放在第一位。先是皈依上師，再皈依

佛、歸依法、皈依僧。密宗為什麼會將皈

依上師擺在第一位？理由是，密宗一代一

代的上師在精神上延續著純粹的菩提心。

佛是超越時空的限制。有的人說沒辦法找

到真正的歸依處，我就勸他在本師釋迦牟

尼佛像前，自己念三皈依。佛對一切眾生

平等，這就好像向我們的父母求，跟佛說

我覺得佛你教的對，我願意聽從佛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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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教奉行。所以，沒有人可以說，非

經過我不可——那些都是錯的。所以，超

越時空，而直接皈依佛，是可以的。而在

密宗，可以一代一代把佛法的直接加持力

量傳下去。因佛已入涅，雖仍可以起作

用，但一般人感覺不到，所以要傳在某個

大弟子的身上。這樣，一代代若按照規矩

並保持菩提心傳下去，佛法的加持是可以

留在世間的。但若是一亂來，就沒辦法繼

續保有傳承的加持力，就會被收回。故傳

承就如同火的種子，一直保留在那個傳承

的人的心中。所以，這樣的上師就等於是

佛，跟佛沒有差別。什麼是法，要靠他來

決定。他是已經通達的人，他可以跟你說

你去做什麼，雖然經裡沒寫，但那其實就

是要叫你去修。經裡寫的是原則，而原則

到了生活中怎麼去做，就要按照你所相信

的上師叫你去做的來做。這樣，你在做這

些事情時所碰到的問題，乃至如何克服的

過程，就會漸漸學到佛法裡所講的布施、

持戒、忍辱、等等，就都在生活裡面了。

所以，在密宗裡，你若都按照師父所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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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不知不覺中就會發現，自己已經跟

別人不一樣了。因為已經被訓練慣了，所

以有很多自我的想法都被磨掉了。因此，

上師也包括法。他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

當然也包括僧。而上師甚至比法還重要，

因為他是真正來教你的人。誰把奶水拿給

你喝的，那個人才是媽媽。所以密宗把上

師放在佛法僧之前。至於有的人跟錯上師

而出問題，這還是要回到菩提心來決定。

若自己的菩提心是真的，那就算跟錯上

師，也不成問題，而能學會分別什麼是對

的、什麼是錯的。上師不像佛、法、僧是

抽象原則，若要真的深入起修，有一位真

的上師可以跟，那是很佔便宜的。一般人

有很多層次上的限制，雖照著原則修，但

摸索了半天，有時摸錯了，說不定都還不

知道。因為你看不出自己的範圍在哪裡。

但若有上師的話，你不必熟讀經綸，經由

上師的指點，你就能在生活中運用佛法。

有了上師的指引，你本來自己綁在一個固

定的範圍內，就可以從這種莫須有的限制

中跑出來。只要靠上師提點一句，你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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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出一步，而這一步就可能是永遠看不

到的盲點。所以說若有上師可以指導你，

很佔便宜。 
 

現在請看所發之講義《依止上師之

道》。 
 

陳寶媛從我所有過去一千多首詩中，

找出十二首詩。其中跟如何依止上師直接

有關的詩作有九篇，你們可以看出來這是

從時間來排的，從幾年前一直到現在。我

寫作都是有靈感時或是有人問我時才寫

的。在過去這幾年，有關如何依止上師這

個題目，其實是寫了十篇。但是有一首叫

〈冒濫〉，是寫比較負面的，故不收錄。十

二首中另外有兩首，是屬於比較一般的，

範圍比較廣泛，寫的是法界裡每個人都有

我們值得學習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做為

我們的老師。另一首是寫我們所經歷的磨

難，若我們可以從中解脫出來，這些磨難

亦可以做為我們的老師。這兩首因為範圍

較廣，所以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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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了這些詩以後，也可以看到我

就同一個主題，在不同的時間，有什麼見

解上的差別。 
 
接下來我們一首首來看。 

依師之道依師之道依師之道依師之道    

誰堪依止難抉擇，況逢欺誑轉灰退； 

自檢菩提踏實修，緩進慎察專志隨。 
 

這裡是說如何依止上師。有的人起先

對某個上師很投入，後來發生事情，變得

心灰意冷，非常難過。若我們不知道怎麼

抉擇，那就依著菩提心去自我檢視，修法

時一步步慢慢來踏實的修，不求忽然開

悟。若是遇到一個上師，他不貪圖什麼，

遇到事情他知道怎麼做，這是真正的善知

識，那我們最好是好好跟著這一個上師實

修，不要聽到這個好就轉依這個上師，聽

到那個好就轉依那個上師。這樣轉來轉

去，弄得亦是如飄萍一個，沒有根可以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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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首詩都有跋，請各位自己讀即可。 

沐恩者稀沐恩者稀沐恩者稀沐恩者稀    

上師易呼難聽從，一言違逆便失蹤。 

辛勤服侍常隨學，方堪沐恩望成龍。 
 

已經投入修行的人，會有機緣遇到可

依止的上師。但並不能像現在人結交朋友

一樣。好像有些人今天客氣稱呼你上師、

上師，遇到他有很多期待，而你所講的不

是他想要聽的時候，人就失蹤了。而真正

依止是要辛勤服侍，長期跟在身邊才能學

到東西。我們不能期待人家天天像來給你

上課一樣，都是講給你聽，這樣學到的都

是理論。真正跟在上師身邊，在生活中遭

遇到問題，看他是怎麼解決的，看他的想

法、做法，這樣就能一點一滴學到了，這

就是從生活中去學。這樣長時間依止的薰

習，領到加持，才有希望成為法器，以濟

眾生。 

常隨修學常隨修學常隨修學常隨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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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圓融在起居，舉止應對也尋常； 

久隨承侍漸體會，潛移默化出鳳雛。 
 

佛法若要與生活一體，就是整天的生

活裡，無一不是跟佛法有關的事情。這其

實沒有什麼神妙，師父碰到人也是要問

好，跟平常人一樣。但若是跟在師父身邊

久了，遇到事情時可以看到師父如何處

理，看到他體貼別人的情況。一般人有他

們的層次，有他們的想法，師父要幫他們

還得順著他們。這樣你才了解到，原來要

救眾生是這麼難，要自我調整去順應眾

生。不然，你還沒幫到他，他就跑掉了。

所以，你長時間跟在身邊，在日常生活中

自然地一點一滴地去學。經過長久的薰

陶，自然而然會成法器的。 

點撥點撥點撥點撥    

謙下方能承教恩，空心才堪貯法露； 

機緣恰巧施指點，一撥便轉顯靈活。 
 

一個人必須要謙虛才能承教。在平常

時候，都很體貼很仔細的服侍，一點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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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導都遵從，這只有空心才能做得到。

這時候世間的事要擺在一邊。遇到事情，

師父做的與我想的不一樣，從而悟到，原

來人家是這樣想的、這樣做的。就好像路

上遇到了石頭，你跟本不用去踫，你不用

去搬石頭，只要繞一下，就可以過去了。

這樣指點一下，一撥便轉，顯出佛法的靈

活妙用。所以，遇到事情，學會不一樣的

處理方式，就可慢慢學到如何解脫。 

師佛師佛師佛師佛    

上師佛陀無二觀，本來一體泯分別； 

心離執取契如來，弘法利生未曾停。 
 

密法裡，你看上師是與佛無二無別

的。要証入空性中，上師要幫你回到無限

之一體。上師是專心投入修行，為眾生服

務的。若連這樣的上師你都無法看成與佛

無二，那你永遠無法找到合格的人可以修

如何與他人一體了。上師是給我們修的，

修不起分別心的。上師的心沒有執著，完

全放下，跟佛已經很接近了。上師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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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利生，幫助別人，這就與佛是無二無

別的。你本身要是真能停止分別，上師的

加持才能到你的身上。若加持力量不能

到，是因為你自己執著的緣故。如，有的

人執著法，在做法上自我的觀念太多。雖

然如此，但真正的上師也不會跟你爭，他

一定會說沒關係，否則他就跟你一樣了。

但是你自己設限，損失的是你自己，錯過

學習的機會。所以若聽從上師的話，少管

理論上的東西，才能得到真正的東西。 

可教可教可教可教    

納履三次方堪授，侍師三年始習藝； 

真誠謙下漸成器，而今世態猶點菜。 
 

親近上師就好像張良納履三次才學到

兵法一樣，世間的學問也一樣，你學剃頭

也要先幫師父打掃三年，然後才從剃冬瓜

皮開始學。因為你長時間給師父服務，心

態慢慢謙下，才能從頭學起。現在世上學

法好似只要磕個頭、灌個頂就好了，就回

去了，像在餐館吃完菜就走人，這樣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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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服侍，也無法跟師父真正學到什麼東

西。 

自願皈從自願皈從自願皈從自願皈從    

皈依所在自願求，解脫怙主無勉從； 

慈懷關注遍群生，福慧具足方知趨。 
 

皈依上師都是自願歸從的。上師做為

解脫的怙主，是無所求的，他永遠是隨時

在幫助有緣的眾生，有需要的自然會得到

好處，這要靠學佛者本身積集的福慧資糧

具足，才會跟得到上師。 

體會師恩體會師恩體會師恩體會師恩    

上師示寂教未停，肉身不在見真情； 

重擔臨肩撐持際，方悟傳承延續恩。 
 

這是描繪 陳上師人雖入涅示寂，但

遇到事情還是會夢到他的指示。他雖然肉

身不在了，可是還是一直沒有停止他的教

導。例如我新寫的火供儀軌，亦是夢到感

應，佛菩薩叫我作，我才作的。這樣才能

真正幫助人家，而不是我以為可以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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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夢見 陳上師告訴我讚頌集第三

篇，然後就給我看一片畫框，裡面有些葉

子，要我將之塗成紅色的。我醒來趕快去

看，發現讚頌集第三篇，是讚大悲觀音的

那篇。將畫像塗紅色，就是依他的火供儀

軌來作紅觀音的儀軌。他走後十二年，他

開許我作，我才作的。還有，我只寫了兩

個火供儀軌。文殊儀軌，也是有人請，而

且有感應我才寫的。地藏菩薩儀軌，有人

希望有，但是還沒有感應，我就不敢寫。

觀世音菩薩的火供儀軌，第一次要做的之

前幾天，我夢到白衣觀音與侍女。我要磕

頭，他們說不必，但我還是磕了。他們都

笑起來，我才不再磕。觀音舉起右手，在

空中寫符，我就感覺到力量來了，充滿全

身。以前陳上師一個儀軌是一種法，但是

因為需要做火供的人日益增多了，所以我

就希望將息增懷三種法寫在同一火供儀軌

中。觀音知道這需要很大的力量，所以就

給我加持。有了這樣的加持，我才做了第

一次觀音的火供。所以師父雖然走了，還

是超越時空不停的救渡眾生。比如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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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見過陳上師，但仍會夢見他給予指

導。另外，師父在時大家是一個樣子，等

到師父走了，大家的其他想法都會出來

了。若上師在世，這是沒辦法了解到的。

因此努力繼承上師的志業才能體會上師不

捨我們的恩德。我自己在撐持法務時，

佛、菩薩跟護法會來幫忙，會把事情改

變。所以遇到事情時，若本著菩提心，事

情自己會變，不需要擔心。 

皈皈皈皈依上師依上師依上師依上師    

唯命是從皈依師，依賴如斯難當真； 

久蒙感應體證德，方知依法謹遵循。 
 

密宗說上師的命令要照著做，但真正

要這樣依賴師父並且當真卻很難。古德傳

記中，有的師父叫弟子跳他就跳。一般人

看來像是瘋狂，但他之所以會願意這樣

做，是他自己的程度可以了解到他的師父

是真正與佛無異，有這樣對師父的信心才

能求到法，所以才會願意照師父所說的去

做。故你跟一個上師時，要能體會他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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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佛、菩薩的代表。能夠如此皈依上

師的，有很多都是真正有感應經歷的，才

會了解到上師的慈悲與智慧，然後遵循他

的教導。 
 
祝願大家佛緣增長而得以隨侍具德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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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的意義皈依的意義皈依的意義皈依的意義    
 
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講於馬來西亞．馬六甲 
 
開示及校訂﹕林鈺堂上師 

錄音﹕弟子疾呼 

筆錄﹕弟子綿延     
 

皈依皈依皈依皈依  

皈依佛，回歸無限一體，永恆依止。 

皈依法，恢復本淨念行，永恆依順。 

皈依僧，踐履覺道行持，永恆依循。 

皈依上師，融入慧命法脈，永恆依怙。 
 
主持人﹕好，我們恭請上師為我們弘法。 
 
上師﹕對不起，來晚了喔，因為剛剛那個

隔壁的餐館，等這麼久都還沒有做好，所

以我們先來講再吃。那我是因為這一次，

我們五月七號吧，五月七號就出來了，然

後去台灣，又去中國一個月，去了普陀

山、九華山、成都、拉薩、廣州，然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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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古晉，在古晉前後是五天，才來這

裡。結果昨天晚上吃了山竹以後喔，忽然

聲音就沒有了，所以今天還好有這個擴音

機，你們還可以聽到我講的嗎？ 
 

那，我的演講通常是這樣，就是臨時

給題目也可以啊，先給我題目我也沒準

備，因為我就是把心裡的話，當時想到這

個題目是怎麼樣，就跟你講，這樣子。

那，今天呢，我想要先講一下的，是一個

〈皈依〉這個題目。因為我有寫一個……。

我寫過一篇叫〈皈依〉的，我想把它講解一

下。現在是有人皈依我的時候，我也是都

是把這個講解一次，但是這個「皈依」不是

說皈依我、皈依誰嘛，所以這個我想解釋

一下。因為我們通常皈依有時候會發生一

些問題，比方說，有的說，噢，只有我的

法門是好的啊；有的說，噢，皈依了我

門，別的不可以碰。有沒有？有種種這類

問題。然後皈依了哪一個師父呢，過了一

陣子，有時候徒弟又說，噢，師父不對

了，師父怎麼樣了。就是變成說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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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怎麼樣，好像世間的人際問題一

樣。 

 

所以我寫這個呢，你們看一下，我是

先寫「皈依佛」。但是什麼是叫做「佛」呢？

因為我們雖然理論上可以知道說，哦，兩

足尊吶，什麼智悲圓融吶，但是實際上離

我們一般人的情況來講太遠了，根本不知

道真正佛是什麼樣子。所以我解釋說，所

謂「皈依佛」呢，就是「回歸無限一體」，

就是說我們本來是佛、本來是清淨，本來

是沒有任何限制的，而且在那個情況下

呢，一切是一體的。你要是能修到回到原

來的這個樣子呢，那麼就是「皈依佛」的真

正意義。那麼，如果皈依佛是回到無限一

體的話呢，那麼就可以「永恆依止」了。因

為這個東西超越時空了，沒有什麼皈依、

不皈依的問題，永遠是在裡面。 
 

那麼再來「皈依法」呢，我說「恢復本

淨念行」。就是說我們佛法裡不管是哪一種

修法，它的目的在什麼？就是幫助你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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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到本來清淨的念頭和行為。你如果

了解這樣的話，那麼就不會有什麼爭執，

說，喔，只有這個法好；或者這個法高、

這個法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說，對於

這個人，是不是能夠幫助他恢復本來清淨

的念頭和行為，朝這個方向去走一點。能

夠的都是好的，都是佛法。你如果懂這一

點的話呢，那麼「永恆依順」。就是說我們

要順什麼來做呢？就是順著說，能使我們

恢復本來清淨的言行的。那麼你如果懂這

一點的話，你可以了解為什麼叫我們念佛

啊、持咒啊、做禮拜啊，為什麼？因為這

些你做多了，幫助你單純化，使你的心清

淨，少在世間的煩惱裡面糾纏——糾纏也

沒有結果，只有增加你的執著、煩惱，

喔。 
 

那再來看說「皈依僧」。為什麼我們要

皈依僧？重點不是在於說，噢，他披了一

件衣服，剃了光頭，跟我們不一樣啊、什

麼。重點是在說，他已經在照著覺悟的道

上應該做的，他開始在做，所以我們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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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囉！那麼如果你尊重的是說，他有真的

在做覺悟的行持的話，那麼修行很久的居

士，也一樣是要尊重呀！就沒有說一定是

看外表了。而且呢，你尊重的是這一點的

話，最重要的「皈依僧」是什麼？倒不是皈

依哪一個僧，而是什麼？你自己也要做

到，你自己也要「踐履覺道行持」。你如果

了解這樣的話呢，那麼「永恆依循」了。我

們永遠要循著覺道的行持來做，這樣子。 
 

那麼最後講這個「皈依上師」呢，也不

是在強調說，喔，我這個派怎麼樣、我這

一宗怎麼樣。有沒有？而是在哪裡？「融入

慧命法脈」。我們皈依一個密宗的師父的時

候，是認清說，他所傳的是正確的佛法的

觀念；他所教的是清淨的佛法的行為，而

且他也做到了。那麼因為他做到呢，所以

我們值得「永恆依怙」，就是永遠依靠他來

教導我們、保護我們。那另一個方面的意

義呢，我們不是說崇拜一個人、追隨一個

人，而是說我們要融入這個慧命的法脈，

就是說我們也要去通達正確的佛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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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去修這些佛法，使得自己呢，也完全

變成這個法脈的一部分，那麼這樣的結果

呢，將來你有可能變成所有眾生的依怙

喔。你看，這樣子了解的話，就完全沒有

人際的問題了，沒有平常的那個比較高低

的這些問題，都沒有了。這樣子了解皈依

呢，是最好的，因為完全都回到說，純粹

的理念、清淨的行為，這樣子。 
 

那麼，因為我的喉嚨不是很好，我今

天的題目就是講這樣子。那另外呢，因為

有些人說希望皈依呢，趁著我們現在剛了

解皈依的真正意義喔，就是說如果要皈依

的人，我們現在就做一下。因為不是每

天、每個人都有時間來，現在如果要皈依

的人到前面來。 
 

好，要皈依的人呢，你就做三個頂

禮。然後跪著合掌跟我念﹕皈依佛……。

（師開始皈依儀式） 
 

普賢王如來壇城法脈，這個名字喔。

以前陳上師他在走以前，在美國有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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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是希望在那裡建一個像閉關的地

方。那麼他一直說，這個叫做「普賢王如來

壇城」。什麼是「普賢王如來壇城」呢？就

是說，密宗的紅教，把法身佛叫做「普賢王

如來」。因為法身其實是無相的，但是紅教

認為說，雖然無相呢，我們可以有相的來

代表，所以他就是一個父佛、母佛，裸體

的、雙運的相。那麼他說這個是，裸體表

示他無相，但是他又有父佛、母佛，又有

相了，就是這樣子來表示說，以有相代表

無相，這樣子。這叫「普賢王如來」；那麼

「壇城」是表示他的宮殿了。他的宮殿的

話，既然是法身佛，就是整個法界了。現

在因為我把它延續下來，那麼有一些弟子

了，他們就說，那我們這個法脈要叫什

麼？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普賢王如來壇城

法脈」這樣子。我們有那個法本。 
 

佛友﹕所以我們也不是紅教、也不是

黃教、也不是花教？ 
 

上師﹕我們的法脈喔，因為陳上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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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上師是紅教、白教的。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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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的意義皈依的意義皈依的意義皈依的意義（節錄）    
 
二○○九年五月十七日 

講於中國．普陀山 
 

我那時候寫這個，是因為你要先了解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意思，那麼

再講「皈依上師」，你才了解完整，所以我

寫這個次序，但是我們密宗通常先念皈依

上師。 
 

那麼「皈依法」的時候呢……，什麼叫

做「法」？這些法是要幫助你清淨的念頭跟

行為。那你如果了解這樣的時候，沒有爭

議嘛，只要你的法能夠達到這個，都是可

以的，有沒有？你就開闊了。不懂的人才

會爭說，你的好、我的好。只要能幫助你

「恢復本淨念行」，都好。其實這句話很深

囉，就是說，平常說密宗是修貪道是不

好、什麼；它是從這一點來看，它也是可

以的，有沒有？那麼呢，我們「永恆依順」

的意思是說，我們做的事情呢，都要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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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法是順的，就不要逆這樣的法喔。 
 

密宗為什麼特別要強調「皈依上師」？

因為佛、法、僧，佛離你很遠啊，雖然佛

是其實跟你無分，我們不知道怎麼樣跟他

融入嘛！那「法」呢，也是要有人教導，你

自己不一定了解怎麼樣正確分別；那麼

「僧」呢，就是以他的言行、什麼，來教導

你說該怎麼做。那麼上師是把這個都融在

一處了，使得這些抽象的東西，他——而

且他最重要一點是，上師他親自教你的。

你說誰最偉大、最偉大啊，他遠在天邊，

你怎麼辦吶？這個能夠親自教你的，這個

是最重要的，他是這樣。那皈依上師呢，

可是我們不要變成，喔，我是哪一派啊，

我是跟誰怎麼樣，又是人間的問題了，派

系嘛！所以要了解說，「皈依上師」是什麼

意思？我們融入這個法脈了。他這個法脈

我們知道說，他傳承清淨啊，他們教的正

確啊，他做的也正確啊！那，我們現在來

皈依是什麼意思？經過跟他發生這個關係

以後呢，欸，我也是要維持這個清淨法



 

 47 

脈，我也是要弘揚這個清淨的法，我也是

要修這個法，有沒有？那麼，這樣就是你

跟這個法脈完全成為一體了，不是說派系

的問題。那麼這樣呢，「永恆依怙」，這個

「永恆依怙」，一方面是上師他們一直傳下

來，是給你做依怙；一方面呢，你融入這

個，以後你也要變成眾生的依怙了，這樣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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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循師示謹循師示謹循師示謹循師示    
 
一一一一、、、、上師對同一問題的回答上師對同一問題的回答上師對同一問題的回答上師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前後不同前後不同前後不同前後不同，，，，

則依後示則依後示則依後示則依後示。。。。 

曾請示陳師，護法讚頌當如何排列於廿九

之供讚中。先示最先念護法海會眾總讚。

數年後將印行時再請示，則曰此當置於穩

都借波，五長壽女及當今多吉勒巴之後，

即遵行。 
 
二二二二、、、、上師所示上師所示上師所示上師所示，，，，雖非常軌雖非常軌雖非常軌雖非常軌，，，，依然遵循依然遵循依然遵循依然遵循。。。。    

請陳師傳穢跡金剛咒，蒙傳。師示寂後，

方悟所得乃准提心咒，依舊持之為穢跡金

剛咒。十餘年後於夢中得穢跡金剛咒，而

此咒亦異於常軌所傳者。 
 
上師所示，出乎本來清淨，無有對錯之問

題，弟子依循即得加持之真傳，而於去除

我執、我慢，進而證入本淨上得力。 
 
三三三三、、、、至於擔任上師者至於擔任上師者至於擔任上師者至於擔任上師者，，，，若知無心之失誤若知無心之失誤若知無心之失誤若知無心之失誤，，，，

亦必立即更正亦必立即更正亦必立即更正亦必立即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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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陸朝佛期間，傳兩次准提手印，一

次誤為外縛，即令弟子勿傳該相片。遮諸

妨礙神咒內一處讀音有誤，亦一經指出，

立即訂正。 
 
此等乃學密者之疑難問題，特為提出，以

令後學知所是從。 

                     

二○○七年十月廿五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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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以後皈依以後皈依以後皈依以後  
 

為了不成為他人得渡的障礙 

我大開方便之門 

讓求皈依的生張熟魏 

都一樣與無上密法之 

清淨法脈結合了 

入門之後 

離圓滿的證悟 

仍有漫長的修途 

需要每個佛子親自踐履 

上師一生的身教言傳 

只能加持您 

認清方向 步上正道 

走幾步 走多快 

全在您自己努力 

上師是平等地在對一切眾生弘法 

不可能時時一一地教導 

您若努力修行，遇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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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自己提請教示 

最好是能常親近左右 

服侍與從學 

從而漸漸領略生活中的行持 

這樣一心投入 

才容易早日成熟 

                     

二○○九年七月廿六日                     

養和齋   於養和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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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師亦修行供師亦修行供師亦修行供師亦修行                

  

有的弟子疏於佛課  

但對於供養上師却能長久盡心盡力  

這樣算不算在修行 

 

具德的上師專志於佛事  

生活需要有人護持照顧  

維持上師住世所需  

便是使佛法活生生地存續在世間  

因而對眾生有極大的裨益  

因此有極大的功德 

 

能夠相信上師的功德  

能夠認清供養上師的意義  

更能夠盡心盡力來從事長久的護持  

這裡面便包含了戒、定、慧  

也包含了布施、忍辱、精進  

因此這也是在修行  

並且是要具備了相當的機緣與福報  

纔能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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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樂於單調乏味的佛課  

供養具德上師的活動  

較近於一般日常生活  

若修行者自覺不耐清靜獨修  

也可選取此種寓修行於供奉中的修途吧 

 

                     

二○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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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事師九心事師九心事師九心事師九心    

密乘傳統教授密乘傳統教授密乘傳統教授密乘傳統教授    

 
慈尊根本上師，出類拔萃，猶勝一切諸

佛！弟子向您祈請！祈加持弟子盡一切生

中，以大恭敬心依止具格上師尊。 
 
了知如法依止一切功德之本的慈尊根本上

師，是善樂的根本，弟子以大恭敬心依止

您，即使犧牲生命亦不背捨！ 
 
思惟具格上師的重要，讓自己受其主控。 

1. 應如孝子，完全奉行上師的諭示，絲毫
不爽。 （孝子心） 

2. 應如金剛杵，即使魔類、惡友離間自己
與上師，永不分離。 （金剛心） 

3. 應如大地，負荷上師賦予的一切工作負
擔。 （大地心） 

4. 應如山岳，依止上師而受苦受難時，內
心毫不動搖。（不起煩惱、喪氣） （鐵
圍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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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如王僕，即使必須執行一切艱困的任
務，也不心煩。 （世間僕使心） 

6. 應如清道夫，棄絕慢心，視己較上師卑
下。（除穢人心） 

7. 應如繩索，欣喜地繼承上師的志業，無
論負擔多麼困難、沉重。（延續心/乘
心） 

8. 應如家犬，即使上師譏評、激怒或忽視
自己，永不回以瞋心。 （犬心） 

9. 應如舟船，隨時為上師往返而不起煩
惱。 （船心） 

具德珍貴的根本上師！乞加持弟子得以如

是修行。從今以後，乃至盡未來世，願弟

子能夠如此依止上師尊。 
 
藉由口誦這些文字，並在內心省思其意

義，盡未來世，你將會幸運地生生世世如

法依止珍貴的上師。 
 
如果能夠本著這九種心態承事、恭敬、供

養珍貴的上師，即使不刻意修習，也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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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許多美德，積集廣大資糧，乃至迅速

成就圓滿佛果。 

二○○六年三月五日                     

應弟子之請求校訂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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