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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說法 

《藉心經說真諦》之 

前言、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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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這裡我們法音出版社要澄清一點，今天法音出版社出版的這部經

典聖著《藉心經說真諦》，是第三世多杰羌佛藉由《心經》文句義理來說

法，闡明心佛眾生的關係，也可以說成是人生宇宙有情無情變異性和非

變異性、成住壞空的定義和無成住壞空的真理，佛陀是什麼？眾生與佛

陀是怎麼一回事，了生脫死是怎麼一回事，告訴大家什麼是佛法、解脫

的真諦。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透徹精準易懂，我們只能說是幾千年有佛

史以來第一次出現這麼好的頂級寶貝佛書、至高精髓經典。整個全文論

述說法都是《藉心經說真諦》，而不是“心經講義”。“心經講義”是另外

一本書，早在十幾年前第三世多杰羌佛就已經講著並出版發行了。

為了給《藉心經說真諦》這部聖著作序，我社曾請著名的王者仁波

且、碧瞿玉仁波且、摩訶法王執筆，可是他們再三表態，用各種說明佐

證自身慚愧、行持還差，只希望自己能真正吃透這部經典付之實用就不

錯了，他們說沒有資格在佛書上造句，我們盡了全力也沒能讓他們留下

文句。後來我們請莫知仁波且、祿東贊仁波且、丹瑪翟芒仁波且、開

初仁波且和拉珍聖德，他們聽說王者仁波且、碧瞿玉仁波且、摩訶法王

都沒有寫，第二天他們就給一個理由：“豈敢玷污聖著”，也謝絕了我們

的請求。後來我們有幸找到阿王諾布帕母，請她作序，可是收到的同

樣是她說無資格在這部經書上造序。無奈之下，我們只得找第三世多

杰羌佛，佛陀說：“我隨緣慚愧而說法，寫什麼序啊，能利益眾生才是

最好的序。”但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已經允諾，祂會找一大批法王、

仁波且、法師、居士來為我們這個出版社出版的《藉心經說真諦》法著

專門祈禱修法恭請“佛降甘露”和其他聖法。我們聽到這話既無比歡喜

又晴天霹靂，歡喜自不用說，震駭的是還沒有聽說過這世上哪個法王

仁波且法師有這樣的功德請得動佛陀降甘露！於是我們請示第三世多

杰羌佛：“法王仁波且法師們怎麼修得了佛降甘露？”第三世多杰羌佛

說：“如果他們修不了，我就更修不了。聖德們多了不起啊，比我有能

力啊，人多力量大嘛，你們相信我吧。”佛陀的話讓我們哭笑不得，能

相信佛陀的這幾句話嗎？再厲害的法王仁波且能沾上祂十分之一的成就

就算神不可攀了，能有什麼資格請佛陀降甘露啊！但是不聽佛陀的話又

三業不相應，所以不知說什麼，沒有言語，心中也不敢多想。但我們要

恭賀世上行人，佛陀已然允諾修法請佛降甘露，我們將以佛陀從天而降

的真精甘露降灑在每一本《藉心經說真諦》上，並且還要舉行法會，加

持這部書，凡是我社今後出版的每一本《藉心經說真諦》，都具有特別的

殊勝加持力，凡此聖著所在之處，是諸魔鬼不敢以惡害之。第三世多杰

羌佛說，所作這一切均是為了防止騙子邪師斷章取義破壞印刷出版，因

此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這部法著，或是某聖德個人印刷的，均一律不作加

持，因為若有斷章去句，加文造解，貽害眾生於無始，其駭然之業無法

救育，本尊遠離。此類不聽教言之行，看讀非法印行之書，將終身無法

取得境行灌頂資格，因百法明門黑關擇決本尊不接受犯行助邪的罪業之

人，故不予擇決法緣，無法緣則不能舉行境行灌頂，而不是第三世多杰

羌佛不慈悲不灌頂，也不是中地道大聖德師不為舉行灌頂，因為他不敢

為破戒印行《藉心經說真諦》的黑業之人違背灌頂。

但頭大的是這序言問題還得要解決，我們總不能拿給非真正聖德

人物只有空頭地位的法王尊者來寫序吧。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國際佛

教僧尼總會拉堅尊者二世隆慧法師給我們推薦了真正頂級的巨聖德。第

二天，隆慧主席領我們前去拜見巨聖德，說來真是困難，被擋在門外六

個多小時，最後聽說我們是為寫序來的，總算見到了巨聖德的侍者，匯

報了情況，請侍者轉達巨聖德。巨聖德回覆說：“要讓王者、碧瞿玉、

摩訶來寫序，馬上就可以讓他們動筆，但是牽涉到因緣關係他們不適合



4 5

寫。至於社會上的什麼著名法王尊者，提都不要提，真正說來，莫知他

們也是排不上的，但最恰當的還是他們。你們去告訴莫知、東贊他們幾

個，就說是我說的，讓他們今天就開始寫序吧。”巨聖老人家帶了一個

口信，序言終於解決了。

當我們看了序文以後，非常感動，幾位聖德哪裡是在作序啊，完全

是擔負著因果在講心裡話。我社決定把他們的一些實證聖量的資料圖

片、和其他一些聖德鐵的事蹟一併刊發在序言中，但願法音出版社能為

世界的眾生盡一點綿帛之力，給大家帶來安樂，帶來和平、祥瑞，帶來

解脫的聖因，今生福慧圓滿，達證成就的結果、全知起用的涅槃！

法音出版社

西元二零一二年

前　序

我們必須真誠地先對大家講心裡話。

我們幾個根本沒有資格在第三世多杰羌佛《藉心經說真諦》聖著上

發言，正如巨聖德老人家說的一樣：“當然排不上你們，哪怕你們在所有

的佛書論著上造序作言，也是沒有資格在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藉心經說真

諦》法著上評談的，只不過你們要為第三世多杰羌佛說的法《藉心經說真

諦》說說心裡話。”我們只得照辦。

我們當中，祿東贊、開初仁波且都是七八十歲的人了，我們深知，

每時每刻都來不得絲毫說謊摻假，不能錯半點因果，今天說的話必須對佛

教、對佛法、對眾生負責，哪怕一句不實在的話都不敢寫在序言中，否則

我們短暫的餘生所種下的就不是解脫之因，而是招來黑業罪報、輪迴痛

苦，那就真正是最愚笨的人了。

我們幾位都出自藏密各派，深研過顯密二宗，這些都是佛教中的佛

法，分宗而立，本源一體。我們曾經在這些法門中修學，用了很大功夫，

有些受用，但畢竟無能展顯實際聖量。而真正讓我們有今天這些成就的，

是現量大圓滿和金剛換體禪等不帶宗派性的佛法，是佛陀親持執掌的無分

別無派性的純正佛教佛法。第三世多杰羌佛沒有任何宗派，就如釋迦佛

陀，只有佛教，各宗各派，大乘、小乘，一律平等應機相應眾生弘揚。然

而佛陀親傳的頂聖成就法，加持功德力之高是無法想像的，如同釋迦佛陀

正法時期，成就證道十分快捷，即是釋迦佛陀親傳頂聖佛法之故。我們修

學的攤屍拙火定、現量大圓滿、金剛換體禪、未音禪等，這些法從灌頂受

法到修持成就，兩個小時之內可親見聖境、證入聖量，乃至當下進入虹身

世界。這是藏傳佛教密宗沒有的法，也是顯宗找不到的，而唯一只有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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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持的至高佛法境行灌頂傳的，也就是《藉心經說真諦》的見，《解脫大

手印》中的修行和要灌頂所傳的法。

至高佛陀師父第三世多杰羌佛是藉用《心經》的文句、法理，用平實

的、口語清談式的語言，把宇宙人生的真諦，把生死輪迴的真相，把心

佛眾生、佛陀與我們的關係，把解脫的方法和盤托出。恭學《藉心經說真

諦》，我們初看時覺得與古德們講的在理諦上似乎相同，但當細鑒後發現

精闢透徹，而且法理高妙無比，確實是前無古聖可及，妙義無窮、深不見

底，每聽聞一遍，都有飛躍性的進步，只能說：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在過去的學經習論修持中，一直困惑於很多祖師聖德對佛法的最終觀

點相互矛盾不統一，各家都好像很有道理，我們在這些論理中淘來淘去幾

十年，也無法究竟弄懂誰說的最正確，因為道理畢竟是空的，看不見、摸

不著，幾斤幾兩只能口頭說、心裡猜，各有各的理。我們曾問佛陀師父對

××大喇嘛的證量有何看法，他的見道怎樣，佛陀師父說我不作評，但

他應該是個學者。我們再請問佛陀師父，龍樹提婆師徒、無著世親兄弟、

寂天菩薩和唯識論師們誰的佛法正宗高深？佛陀師父說：“佛學理論各有

所長，自古宗風各異，見解分歧。龍樹菩薩著有《中論》《大智度論》等

弘傳於世，以緣起性空為正見悟理，而無著和世親兄弟則是法相唯識，

見上是實有論的主張，就此大乘兩大派系，各持不同見道。依於慈氏《五

論》，主要繼承瑜伽師地論點的以世親菩薩為代表，法闡《唯識二十頌》

和《唯識三十頌》。玄奘法師以《瑜伽師地論》等為宗，深究發展，著出

《八十規矩論》《成唯識論》等論著。唯識之見於空性取義，一切法立各自

所緣存在，於現量中非虛假而實有，於圓成實性觀心處則非真實存在，心

外無境，認身心實有。寂天菩薩以其《學集》和《經集》一百多部經典要

義而有建樹，獨造《入菩薩行》千頌闡述中觀見地，批數論派、勝論派和

小乘、大乘唯識見道。而說《入菩薩行》時，自己騰空飛隱，也說明了大

乘中觀的知見。唯識見為身心實有，中觀卻相反，見為身心是幻有非實，

不是實有的。中觀應成派認為現象外表之相狀是因緣聚合，無常幻顯，實

無自性，故隨眾緣離散而消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確實理論見解

有高低，實量成果非與同。從現量起見，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視了是否有真

佛法。因為理論認知的爭持，並非現見解脫的成果，沒有實量成就建立的

認知，最終獲得的也是無實量的涅槃。這就如我們從理論上完全可以認識

到銀行有很多錢，但事實上不是我們自己擁有的，我們要獲得銀行的財

富，只憑認識銀行有很多錢是沒有用的，而是要有合法獲得利益的正當業

務，這正當業務就猶如實量的佛法，才能滋生實際的效果。當然，我建議

論師們的論學作為助緣也是必要的，你們應作參考。”我們再請問佛陀師

父××喇嘛跟這些論師菩薩們相比較，誰的見道更深廣。佛陀師父說：

“這個喇嘛是一個好學的人，但是見地愚鈍一些，知見偏頗一些，比你們

之前還差那麼一點，以學習論師們的論著為基礎，這也是必要的，社會場

合、歷史的慣性，需求佛學滋養見地是應該的，也是必需的。有一句話

‘深入論學、開膚智慧’，但要明白，論學是學問的界域。”我們不太明白

佛陀師父的話，經大家推敲後，總算悟到了一點，正如祿東贊法王說：如

果只研究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寂天、月稱等的論學就能出現

實際聖量，進而解決生死問題，那論師們和佛學家與莫知仁波且、開初仁

波且就沒有什麼差別了。除了貫通經論外，頭頂骨開口如雞蛋大，神識來

去極樂世界，展顯實相，拙火禪功可用自己的身體把人燒傷，這是論學的

理論嗎？論學畢竟是空洞的佛學理論，它是以觀照而生實相的基礎而已，

如果結合不上真正佛法的實相緣起，論學終歸不是妙有，否則××喇嘛

就不是個只講學問都錯誤連篇的喇嘛，而早已妙諳五明。如王者仁波且手

掌摸在松杰仁波且頭頂，當下頭髮燒掉，頭頂燒開，流出黑業，去掉了病

障，身心暢快，開膚了文字成就。王者仁波且的手掌於現量所見，對唯識

來說是地大相狀，而非火大，對應成派而言則是生滅變異之幻有火大，無

自性無無常，其上兩派都是理論佛學，並非實際聖量成就。

後來，當我們受到佛陀師父的境行灌頂，深入聖境的當下，以真實的

解脫聖境擇照出了誰真誰邊誰不正，終於撥雲見天現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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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們本來住在聖境中，只要以過去學的高僧講的般若義理去行

持，聖境就會消失退化為凡境。包括玄奘法師翻譯的大般若經六百卷，乃

至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寂天、月稱等的論著，也會讓所證聖

量停頓不增，包括其他祖師們講的義理。比如睡眠中本來完全清楚是在睡

夢，一加入祖師們講的義理來作為鑒道，不到一個月就昏沉了，睡眠中夢

境也不知道是夢境了，回歸到凡夫混沌狀態沒有差別。又如修拙火，本來

已經修到二段或三段拙火，體溫升高到攝氏八十至九十度，只要加上其他

見地入修，幾天之內身體火溫退到五十度，乃至還原到凡夫體溫。而依第

三世多杰羌佛《藉心經說真諦》法理，火溫當天明顯提升，聖境現前，本

尊出現，護法臨場，頓入三昧之定，並日益殊勝。更神奇的是，依第三世

多杰羌佛《藉心經說真諦》和《解脫大手印》頌觀，境界本來殊勝得很，

一加上自己的簡短願文迴向，聖境都會快速消失。這時我們才曉得，原來

虛空中的護法是不認同任何凡夫文理混入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說《藉心

經說真諦》和《解脫大手印》的。曾有虛空大護法對祿東贊法王說：“然

何忘卻《藉心經說真諦》是受境行大法殊勝加持力被，多一句不可，少一

句不可，猶如持咒！”話音剛落，他的境界全然退化，莫知仁波且也有同

樣經驗。我們終於悟到《藉心經說真諦》是不能加入減少任何法語的，猶

如陀羅尼之微妙故，否則就失掉了境行悉地加持。

《藉心經說真諦》中，佛陀師父說法平淡中藏玄機，細說中開心竅，

妙不可言。乃至很簡單的幾句話，與佛法無關的，講故事的口語，竟然一

道豪光之後，讓我們頓時萬念空寂了，且時間堅固不散！之前我們其中一

人修持《金剛經》時有過類似感受，但時間很短就消失了，當然也許是什

麼原因而不相應，除此，任何我們研讀過的經藏論著都不具備的東西，在

《藉心經說真諦》中出現了，我們加上受境行灌頂的《解脫大手印》三大

心髓合修，威力無窮！！！一股強導性的威力，形成破愚開智的法流，橫

掃整個身心迷障，當機應徹本性開悟，強導實量聖境，離戲空洞言論、花

言虛理，是任何祖師所講般若、所傳的大法修持無法及其項背的，可令你

拜讀中應機分段開悟，乃至大徹大悟，真正是稀世奇絕之無上法寶！

住入實證聖境之後，我們再次將當今一些所謂著名第一流人物講的

《心經》拿來研究，才發現這些人連基本的般若諦相都沒有理清。如果說

過去我們只是依因明邏輯在理相上有所疑慮，那麼現在則是理體一味的真

實徹照，所有偽論、狡辯、敷衍、含混等虛假空洞之說，再也無從遁形。

相比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藉心經說真諦》，某些聲名顯赫的所謂高僧法王

仁波且大法師簡直是表皮術語未入肌膚，法理不明東拉西混，未得聖境天

地之別。

在全世界佛教徒中，有禪和子和經教子兩種人，這些人大多是地位

較高的著名人物。經教子又分兩類：一為順理經教子，二為湊混經叫子。

順理經教子是將經句原文列出後搬抄祖師們所講論學原文，以符合所講經

句之義，這類人是數他人珍寶，無自悟證量。湊混經叫子，是將所講原句

列出後，搬抄祖師們講的論學、論句，但與所應講的原句無關，胡亂拼湊

在一起騙外行，這是不懂經藏論學的流混子。包括許多大法王、大尊者，

乃至有宗教領袖頭銜的人物，同樣脫離不了這類不懂經藏論學的流混子本

質。比如要講“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這一句，而所講的內

容脫離經句含義，沒有講什麼叫“觀自在”，什麼叫“菩薩”，什麼叫“行

深”，什麼叫“般若”，什麼叫“波羅密”，什麼叫“多時”，實際上他不是

不講，是他講不出來，他不知道含義，在這種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搬

抄與這一句不相干的祖師論學原文或論句術語，翻來覆去東拉西扯，反正

世人又聽不懂，只認為是在說空理，就這樣欺騙外行，混堂過關。這就是

地道的湊混經叫子，對經喊叫、不通經教、摘句拼湊、混子亂鬧，故此類

人稱為矇騙行人的邪師混子。凡遇此類，包括那仁巴格西、登峰頂級的俄

燃巴格西，同樣概為不懂裝懂的混子、亂世邪師！行人要倍加小心。祿東

贊法王、開初仁波且等也曾被一位十三歲的學童迷惑，因為看到這小孩

的一篇《心經》講稿，大為吃驚，誤認為此世界竟有如此了得的聖者出世

了，於是當日前往拜見。交談中發現那小孩什麼教法也不懂，問他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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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妙法所在，小孩說他五歲就開始讀龍樹、提婆、陳那、無著、世

親、寂護、月稱的論學，他講的《心經》是立出要講的句法以後，再把論

學裡面講空講緣起等句子抄下來湊合起來，有一點沾邊的就抄，一點也不

難。幾個人大為慚愧，竟然被一個湊混經叫子戲弄了，而且是一小孩子戲

弄。

所以，為了大家真正學到佛法，在此我們建議有緣善信們，最好先不

要看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藉心經說真諦》，這一點太重要了，而要先找到

當今世界的大人物法王尊者大師們或古德祖師們講的心經講義和論著，或

禪門開機之法，或講明心見性、法性真如、般若等等的論述來看，有了認

知以後，再開始拜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的法《藉心經說真諦》，這時你會

清楚認識到什麼是鑽石寶貝，什麼是塑料鍍金，正法與邪師一目了然。

我們要提醒行人，《藉心經說真諦》是至高無上的成就解脫真諦，所

以是妖人、魔類之敵，凡是妖孽均會見之生恨，視如大敵當前，他們會採

取各種手段詆毀誹謗第三世多杰羌佛及《藉心經說真諦》經著。但無論這

些人引什麼經、據什麼典、搬出什麼樣的儀軌法義，無論他們的身份是什

麼樣的至高傳承，無論他們有幾十萬幾百萬弟子，無論他們怎樣語驚四

座、口若懸河，你們會看到一個辯白不了的事實：他就是改變不了他的本

質，他必然是五明平淡無奇乃至不通，經教學識膚淺，凡夫境界聖量不

顯，肉體凡骨未結聖胎，這就是他改變不了的凡夫本質結構。所以，只要

他拿不出相應的實際本事展顯在你們面前，他所有的論述說辭都是騙人

的，無非三個結論：

1.�他沒有真正懂得經教法義的含義而歪曲亂講。此人絕無實際聖量

功夫！

2.他所借鑒的理論法義本身是假的，所以此人沒有聖量功夫實顯！

3.�他雖然身著高僧大德之裝，但其本質是凡夫或妖魔充當聖位，藉

用經典論著遮身，所以得不到正法加持才沒有實際本事展顯。

你們注意觀察一個事實，凡此上空洞理論者，凡誹謗第三世多杰羌佛

及《藉心經說真諦》經著者，其鐵定的共性是：沒有一個人能展顯得出聖

量來。為什麼？因為是假的，就真不了。他們教不出弟子真功夫，自己也

沒有任何聖證量本事，而只有四大黑業、身心不調、假慈悲、喪失人性，

講拙火自己修不出拙火升高體溫，講開頂自己開不了頂，講大圓滿弟子見

不到虹身世界，身體結構裡裡外外與凡夫毫無差別，根本就是講空洞理論

的假聖人。這就是以假充真的空洞凡夫現象，這就是邪惡騙子們想遮也遮

掩不了的事實，任何說辭都逃避不開的真相。至於他們口頭講的聖智慧五

明成果，他們死也拿不出來，不信你們去查，他們超越專家的五明成果每

一明擺在哪裡的？哪裡有陳列？記住，是成果，不是文字名詞。

佛弟子們，佛陀說法是為開示眾生實證成就得解脫的，不是拿給徒有

虛名的騙子人物混嘴皮子坑蒙眾生錢財的，任何法王仁波且法師所說的法

義，如果僅只在祖師們論著的理論術語上搬來抄去，沒有實際聖量展顯，

那就說明他講的法理是藉論矇騙於人。你們想一想，實際聖量都沒有，怎

麼會有最終的成就、全知涅槃呢？這不是騙你的嗎？

佛陀師父說的十二問語，是照妖鏡、鑑寶杖，是找到真佛法的指路

明燈。佛陀師父說：“你自問：為何學佛？為了生死。依何了脫？真實佛

法。何為真法？離虛實顯。怎擇聖師？空論非聖。真法怎鑑？實顯理真。

假法何分？空理無實。”把這十二句問語弄懂了，自然照出假聖，找到真

師，學到如來正法。一切聖法皆是要實量實顯，並非空洞理論能代表得了

的。比如金剛換體禪，或現量大圓滿，只要兩個小時之內弟子將會親自見

到聖境，就知道真假了。比如確定性觀照法緣、身份、預測乾坤雲夢得的

擇決，是至少中地道師資的道量，該師準確無誤地先知定論後，弟子在伸

手不見五指的黑關中，從他自己書寫打成密團的一百道文書中摸拿出三

張，這三道文書與師公眾預言毫無差別、一字不錯，只需一個時辰便見其

師道量真假。

我們今天的成就，全是因為佛陀師父說法的《藉心經說真諦》和《解

脫大手印》三大心髓具備的無上正等加持力，其言語之間藏著無窮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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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威力，完全不同其他人傳的法。不說深了，僅就世法受益而言，如開

初仁波且，學法前身體很差，全身病痛老態龍鍾，終年腰酸腿痛咳嗽感冒

不停歇，嚴重過敏、三高病癥、神經衰弱失眠等等，這樣那樣的病症弄得

他寢食難安。經佛陀師父傳境行灌頂，學習《藉心經說真諦》後，病痛不

見蹤影，整日神清氣爽健步如飛，到台灣檢查身體，醫生說他一點毛病都

沒有，身體健康指標如同三十幾歲年輕人，且悟徹菩提心妙理，斷魔歸本

徹真如。佛弟子們，佛陀師父第三世多杰羌佛說的第一義諦才真正能徹應

本性、真空妙有、體顯實相境界啊！

於此，我們再次希望行人提前閱讀其他大德高僧們的心經講義，或對

心經的論說，千萬要在第三世多杰羌佛《藉心經說真諦》出版之前就看，

建立廣泛認知，才能將法理對比，識別真假聖德，否則《藉心經說真諦》

出版公開發行後，你們再去應證有質疑的法王大德高僧，有些人已認真修

學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由邪轉正當然好，只怕有些執迷不悟的邪師會搬出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論遮身，若一時沒有警覺查其證量，單從理論方面，

你們或許很難辨別這位上師的程度、真假、類型，就容易上當了，乃至可

能終身迷在所謂傳承來頭大人物、實則騙子邪人的手中，陷入輪迴痛苦，

永無解脫了。

這序言的文句，想必有些人會覺得為什麼我見這麼重，你們幾個為

什麼只說自己好，不說他人好？這種寫法太愚笨了嘛，無疑會招人憎恨反

感的。這個簡單的處世之道“驕則損、謙受益”我們幾個懂得，但我們只

能說心裏話，不能說不真實的好聽話。我們發了誓要為因果承擔責任，讓

大家學到真正的佛法，只能如語、實語、不妄語，否則因果報應我們承擔

不起。比如說到五明，事實就是從古至今幾千年佛史，除了第三世多杰羌

佛，再沒有第二個拿得出如此完美無缺的巔峰五明成果，就是釋迦牟尼佛

也是在其他世界展顯登峰五明，這是鐵打的事實，我們總不能站在第三世

多杰羌佛的三十大類五明成果面前睜著眼睛說瞎話，總不能說第三世多杰

羌佛不具五明，而那些拿不出任何超凡五明成果的法王尊者仁波且才是五

明巨匠吧？比如那些宣說拙火定自己身體卻升不了溫、開不了頂、完全是

凡夫結構的喇嘛、仁波且、法王、法師，不但沒有實際成就本事，講的理

論都錯漏百出胡說八道，乃至全西藏全世界都找不出一個他們的門人能真

正升起拙火溫、能真正開頂、能真正聖力外用。他們最會迷惑人的一套就

是搬出自己的上師，或上師的上師，吹噓成修什麼什麼了得的功夫成就

的，拿這些看不見摸不著，早就不在人世的人來作空洞理論的支撐，其實

都是假的。要不然就弄一些看不到事實的空洞宣說錄影帶，如拙火，只能

拍一個誰都拍得出來的紅影像，卻沒有具體的溫度；只能看到插香插吉祥

草，而沒有實際的頭頂開口；只會吹噓說神識飛遷，卻看不到神識；只會

吹噓說大圓滿而弟子看不到虹身世界，只會吹噓說空洞擇決而不敢行文預

言等等。我們總不能睜眼說瞎話，總不能說這些喇嘛法王法師開頂幾指

寬、神識外用、化虹飛身、先知預言、徹見本性、已經大成就吧？我們今

天就來一個直白的、透明的、一眼看穿的提問吧：就拿拙火來舉一個例，

很多人都知道拙火定這個功夫，但是，你們能在這個世界上指得出有名有

姓真正能升得起拙火體內高溫、隨意除病的這樣一個人嗎？明確告訴你

們，找不到吧。這就是誰也無法遮蓋、辯駁不了的事實。我們怎麼能把沒

有的事說成有呢？相反的，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中，隨處都能找到真正

的拙火功夫，他們都活生生的在這個世界上，有名有姓，有科學驗證等

等，在鐵的事實證據下，我們怎麼能不寫事實呢？不要說這些生活中的人

修成聖者的實例了，就僅憑舊金山華藏寺現有存在的佛陀在虛空降下甘露

到缽中的缽、巨聖德先知預言的金瓶、肚腹升起拙火燒炒“喀卓安得丸”

的瓷鍋、兩位聖德抬動四千二百六十多磅的浴佛蓮池、迎接《多杰羌佛第

三世》寶書時降甘露的木棉花樹、浴佛池中大放豪光的法王子像等等聖跡

聖物，在這個地球上，沒有哪一個寺廟有這麼多真正佛法展顯的聖物，無

論是密宗寺廟還是顯宗著名寺廟都辦不到！至於常見的釋迦牟尼佛舍利，

和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成就後化虹出顯的堅固子、肉身不壞、生死自由

那就太多了。這些聖跡是現在的、實在的，時間地點人物都真真實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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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和事就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而不是談古論今講故事虛

幻夢影的傳說。你能指得出舊金山華藏寺以外還有哪個寺廟有這麼多聖

跡？當然，當今的佛教界，各宗各派有不少大佬級的法王尊者乃至名震世

界的大人物到處以佛菩薩身份自居，敢吹噓自己什麼聖境功夫都證到了，

可實際中就是沒有一項真實的成果擺得出來。他們不管是真是假，不顧因

果報應、眾生慧命，敢儼然登坐高臺以假亂真、故弄玄虛、顛迷信徒，周

圍的人也被他們的傳承、遊說迷昏了頭、不實際考證他們的成果聖量就跟

著亂吹捧。但我們是佛陀的弟子、慚愧的心行，我們要修行，我們要解

脫，我們怕錯因果，我們只能說真實來寫這篇序言，不敢說只討大家喜歡

的假話、不實在的話，所以請大家諒解。我們講得再多也沒有用，你們還

是去真誠恭敬地拜讀修學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藉心經說真諦》，會自然從

內心中明瞭什麼是至高無上，什麼是真正佛法，由此而獲證不同之相應開

悟。

我們相信，有人看了我們的序言後，會非常嫉妒憤恨，十分惱火，

因為幾千年來沒有人砸他們的招牌、打他們的痛處，所以他們不得不奮不

顧身跳出來大肆誹謗，罵我們幾個不是如語實語，在虛吹浮誇，是脫離佛

陀教誡的，不合經教；罵《藉心經說真諦》如何如何不好，而他講的才如

何如何好，如何符合經教，如何正法。你們這些妖僧邪師，我們只要問你

們幾句，就會讓你們丟底現眼！你們說你們如何合法了得，你們為什麼是

凡夫之體毫無功夫呢？你們修得起拙火功夫嗎？你們的頭頂開了幾指寬

呢？一指還是兩指呢？基本的神識外用都達不到嗎？你們能當著眾人請佛

陀從虛空降下甘露來嗎？你們明心見性了、能感召三洲嗎？答案是：你們

毫無功夫，一樣也不能！因為你們講的是假理論，你們沒有學懂真正的經

藏法義，還在佛門外面，所以你們才是凡夫一個、百無一能、只會吹噓，

好可憐，拿不出本事證明自己超凡入聖。記住，你們誹謗羌佛的人，是假

理論、造罪人，說假話騙騙人而已，把你們的面紗揭開，你們就是這個樣

子！可我們才是如語實語、符合佛陀教誡、沒有虛吹浮誇的，已經實實在

在拿出實際的佛法擺在了大家面前，證明了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藉心經說

真諦》和《解脫大手印》是無聖可及的頂聖佛法！我們就是修《藉心經說

真諦》和《解脫大手印》得到的成就！我們的成就絕不是你們的假理論能

達到的！

另外提醒大家，切不可聽信任何一個無論什麼地位之上師的膚識偏見

開示，你們如果不信，就等到你們拜讀過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的《藉心經

說真諦》，稍有一點點懂的時候，你們再回過頭去看你們依止的法王、尊

者、大法師、大活佛，曾經給你們講了什麼？是內行嗎？懂佛法嗎？可以

說是錯誤百出，大牙都要笑掉，這時候你們才會明白，不是大聖德、巨聖

德，哪裡懂得了佛法啊？！所以才再三規定不能聽任何人講的開示，只能

聽聞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任何人的講解開示都可能是邪見錯誤，甚至

連基本法義都沒鬧懂，想當然亂編瞎湊，必然誤導你們走入邪途的！！

願三界六道一切眾生均能受到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之洗滌，依持如來

正法，解脫定然無礙！

三寶弟子、慚愧行人：莫知�

祿東贊·慈仁嘉措�

丹瑪翟芒·隆智�

開初�

拉珍

共同發自內心的真話

西元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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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請大家參考部分修行證道的聖德們修學第三世多杰

羌佛如來正法後，所取得實證成果的資料。所有的文字和圖

片資料，都是法音出版社敦請的聖德們根據存在的事實組織

的。聖德們非常慈悲、關心行人們，為了讓大家早日福慧圓

滿、早證菩提，也闡揚了他們正知正見的看法。

介紹證量聖德的圖文資料排序，並未完全按照證量高低

來排。比如金剛換體禪證道者沒有申請七師十證的考試，而

泥丸道果雖不如金剛換體禪的法大，但該泥丸道果證道者已

經通過了七師十證的考試，所以就排在了金剛換體禪證道者

的前面，這是因為考了試的緣故。再加上有的聖德既修拙

火定，又修現量大圓滿，或金剛換體禪，或道果深道法，由

於法與法之間的參差混合、道行的不等，因此就無法定論先

後，只能以七師十證考試為最高標準來排序。因為通過七師

十證十七位仁波且法師監考畢業的聖德，那是絕對正確的證

聖者。

莫知仁波且當眾修境行法之攤屍拙火定生起腹部 
高溫製煉勝義藏密“喀卓安得丸”

莫知仁波且：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是經七師十證考試合格的中地道師

資大聖德。由於他的證聖身份，很多仁波且都對他不服氣，乃至質疑他超過

了開初、祿東贊仁波且的證量，為此，在西元2009年秋，莫知仁波且當著一

百多位法王仁波且法師修攤屍拙火定，藉製煉以觀世音菩薩為本尊的藏密藥

丸“喀卓安得丸”的機會，展示了他的道行功夫。在場有近二十位仁波且監

護並協助製煉，隆慧大師和多杰覺拔尊者當眾用自來水管沖洗乾淨一個白瓷

鍋（平底瓷盤），直接放在莫知仁波且腹部，仁波且們結手印放入安置在莫知

仁波且腹部的瓷鍋中，探試拙火

溫度，待到溫度升到自己無法承

受的高溫，便將手取出，放入藥

粉製藥。結果，莫知仁波且開始

修法約五分鐘，便升起了拙火高

溫，瓷鍋被三昧拙火燒得滾燙，

探溫的仁波且們完全無法抗衡，

被莫知仁波且的三昧內力之火燒

得臉色驟變、五形走樣，撤手敗

陣，自此認識到自己雖為聖德，

但比起莫知仁波且的道行，相距

還遠。

將瓷盤放在莫知仁波且腹部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大聖德莫知仁波且法衣蒙
面，在近二十位仁波且協助下修攤屍拙火定製煉藏密
“喀卓安得丸”造福眾生。觀禮四眾弟子一百多人。

隆
慧
大
師
和
多
杰
覺
拔
尊
者
當
眾
清
洗
瓷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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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製煉“喀卓安得丸”以手探測莫

知仁波且拙火高溫的仁波且有：祿東

贊尊者第四世慈仁嘉措法王、開初仁波

且、洛桑多杰丹貝仁波且、妙空大法師、

波迪溫圖仁波且、拉堅尊者二世隆慧大

師、運頓多吉白尊者第五世嘎堵仁波且、

炒藥的瓷盤洗淨後放在莫知仁波且腹部，仁波且們結好手印將手指按入磁盤中探溫，不到五分鐘，
急速升起的拙火高溫讓他們無法忍耐，紛紛各自放入藥粉撤手，以肚臍拙火為高溫，以瓷盤為鍋
鼎，以藥物為配方，開始炒煉。

“喀卓安得丸”製煉完畢，就在大眾恭請藥丸之
時。不知不覺中莫知仁波且已悄然離開壇場，只剩
下空空法台上的袈裟和仁波且們被拙火燒傷劇痛的
手指和白泡。

密義法規，“喀卓安得丸”所需
配方如下：

一、�人:拙火修到三段以上的大

聖德一位，修發拙火炒藥。

協製仁波且十位或更多。

二、�藥:寒冰石、麝香、訶子、

藏紅花、青木香、吉祥草、

老鸛筋、五靈脂、孔雀尾、

硃砂、雄黃（份量各異，不

可錯配，需經傳授方可組

方，最好以佛降甘露、菩提

聖水溶之。）

三、�器具:瓷鍋、法床、法台、

洗盆、紗衣帶

庫頓尊哲雍仲尊者第五世恒性嘉措仁波且、香格瓊哇尊者第四世多扎信雄仁

波且、多杰覺拔格西第二世龍舟仁波且、西番仁波且、木雅迥扎法王、永登

貢布仁波且、雲登贊普仁波且、永旦多杰仁波且、諾拉堅贊仁波且、貢覺迥

乃第七世江嘉阿旺扎巴仁波且、赤江多杰仁波且、洛桑多杰央嘎仁波且等。

【詳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像】

法義規定，拙火定分瑜伽拙火和攤屍拙火。攤屍拙火定是一種最高級的禪

修功夫，是進入三昧耶定、法性真如最快捷的禪修。當今除了第三世多杰羌

佛座下，世上已看不到有人能拿得出真正的瑜伽拙火功夫了，都是空說理

論。而莫知仁波且所修的,是瑜伽拙火定之上的拙火之王的攤屍拙火定。行

者修拙火定製煉“喀卓安得丸”，須在十位以上仁波且協助下進行，仁波且們

以手結印放入拙火修煉者腹部的瓷鍋中，探測拙火溫度，當溫度升高到無法

承受時，此時發願代眾生受苦的菩提心願結成，才將手拿出，把藥粉放入瓷

鍋中煉製，此時修拙火者頂上米覺巴圓成。密義記載，蓮花生大師時代，監

護協同拙火瑜伽士製藥的仁波且們，將探溫時被拙火燒傷的印記視為功德，

向大眾展示，頌揚佛法威神之力。無論何種印記，只要守持戒律，數日之內

均不見蹤影完好如初。西元2009年秋這場曠世難得的製煉“喀卓安得丸”大

法會，來自世界各地證量不凡的法王、尊者、仁波且、法師們，各人自認道

行了得，堪登藏密成就頭等高手，信心滿滿展顯道力欲與莫知仁波且的道行

較量，但攤屍拙火定的三昧真火來勢迅猛且溫度甚高，身如熱油煎燙、烈火

噴焚，實在無法抵禦，仁波且們迅速潰敗不堪、脫陣而逃，包括十位聖德在

內，也無法抵擋中地道師資證量的莫知仁波且的拙火禪定內力，依各自因緣

的不同，有的人手指被燒紅，有的被燒出很大的水泡，都留下了攤屍拙火定

聖力展顯的殊勝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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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法王認證的寧瑪派素布杰•
釋迦迥乃祖師四大高峰弟子之一
香格瓊哇尊者第四世多扎信雄仁
波且手指被拙火燒紅（左）

就連國際佛教僧尼總會主席，
華藏寺住持，修成五雷正法掌
的隆慧大師（上）在探溫時手
指也被拙火高溫燒起白泡。

摩訶法王認證的格魯派多杰覺拔尊者第二
世龍舟仁波且（上），瑜伽拙火定修習成
功者，他的手指被拙火燒起很大的白泡。

夏珠秋揚法王認證的寧瑪派釋迦迥乃祖師四大高峰
弟子之一木雅迥扎法王（上）的手指，在探溫時被
拙火燒起白泡。

寧瑪派運頓多吉白尊者第五世嘎堵仁波且手指
被拙火燒得紅腫（上）

白人活佛波迪溫圖仁波且（上）手指被拙火高
溫燒起水泡。數日後，他手上的水泡消失無蹤。

第十七世噶瑪巴認證的噶
舉瑪倉派法王巴登洛德仁
波且（上）手指被拙火燒
得紅腫

噶舉派噶瑪德格貢拉仁波且
（右）的手指被拙火燒起了
一個巨大水泡

雲登贊普仁波且（右）
在探溫時手指被拙火高
溫燒起白泡

永登貢布仁波且（上）用兩只手指
探溫，均被拙火高溫燒起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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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東贊法王認證的
諾拉堅贊仁波且
（上）手指被拙火燒
起一個大水泡

噶諾仁波且認證的阿底峽
尊者高峰弟子之一的雍仲
尊者第五世恒性嘉措仁波
且（左）在探溫時，手指被
拙火燒起白泡。

噶舉派鄔金赤烈多杰仁波且手指被
拙火燒得紅腫發亮（右）

塔爾寺宗康法王認證的格魯派多杰洛桑央嘎仁波且
（上）被拙火高溫燒起很大的泡 永旦多杰仁波且（上）探溫時手指

被拙火高溫燒起白泡

“喀卓安得丸”製藥大法會詳情請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像

協助製煉“喀卓安得丸”的法王、尊者仁波且們紛紛在法會現場當

眾莊重起誓，以資曉瞭“喀卓安得丸”是以真正的拙火定證量功夫製煉

而成的聖丸，不是凡間爐灶燒煉的。（鑑於篇幅所限，此處僅摘錄幾位

仁波且的發誓內容。詳情請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像）

（上圖）雲登贊普仁波且敗陣後莊重發誓：“我的
手指是拙火燒的，如有半句謊言，我願墮金剛地
獄，永世不得超生。如果我所講的是句句實言，
我願將我的功德回向給我的佛陀師父，給所有的
一切眾生，祝大家早證菩提，阿彌陀佛。”

（上圖）永旦多杰仁波且被拙火擊敗後莊重發
誓：“今天探到的拙火定的溫度相當相當地高，
實在受不了。我所講的一切，如果是謊話的
話，我願墮金剛地獄。”

（上圖）夏珠秋揚駐錫寺那日寺第三任法王木雅迥扎
被拙火擊垮後莊重發誓：“今天所修的喀卓安得丸
的拙火定，溫度是非常非常燙的，燙到後來弟子實
在是受不了了，弟子才把手拿開的。弟子所言句句
屬實，如果一切是真實的，願將功德供養給佛陀師
父、十方一切諸佛菩薩，回向法界一切有情。如果
是假話，弟子願墮金剛地獄，遭一切惡報。”

（上圖）雍仲尊者第五世恒性嘉措仁波且被拙火
擊退後莊重發誓：“今天參加喀卓安得丸的拙火
確實熱得我招架不住，在咬緊牙關之下，我鬆
開我的手。所言如果有謊話，願墮金剛地獄。
所言屬實，將功德供養至尊佛陀恩師，及回向
法界一切眾，早證菩提。”（平臥法台的是剛剛
修完法的莫知仁波且）

（上圖）多杰覺拔尊者被拙火擊敗後莊重地說：
“它的溫度非常非常的燙，最後實在受不了了。
弟子在這裡以一個仁波且的身份鄭重發誓：所
言句句皆實，若有違背一句話，馬上墮無間地
獄！”

（上圖）噶瑪德格貢拉仁波且從拙火中潰敗下來
後莊重發誓：“幾分鐘後，高溫升起，就像一塊
燒紅的鐵放在皮肉上，根本無法忍受。以上我
所說如有欺瞞大家，我必墮地獄！如果我所言
是真實，必和所有眾生共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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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東贊法王：祿東贊尊者第一世，即唐朝時迎

請文成公主進藏的吐蕃宰相。他英勇果敢，智慧

過人，深受藏王松贊干布倚重。他更是一位大修

行的尊者，歷世渡生，協助松贊干布為西藏佛法

的弘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H.H.祿東贊尊者第四世慈仁嘉措仁波且，是第三

世多杰羌佛的弟子，現任華藏寺第二任法王。早

年遍訪拜學多師無果，後依止第三世多杰羌佛修

學心地法門，於真如佛性中返本還源。受第三世

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現量大圓滿，一個時辰內

證入虹身境界。再修《解脫大手印》境行法之金剛換體禪，兩小時內開頂，

經核磁共振儀檢測照片，見頂門骨肉腦髓大開約一英寸寬。自此神識出入肉

體無礙，曾當著尊者仁波且們展顯了神識取物聖量。已四大皆空、明心見

性、徹證真如。祿東贊法王公開發願效學第三世多杰羌佛願力，今生只利益

眾生，絕不收受任何供養，他說到做到。如此聖潔德境，當今世界的活佛法

師中實難尋找。祿東贊法王是經七師十證公開考試，現場證實為合格的碩士

道師資聖德。第三世多杰羌佛對他說：“祿東贊啊，祿東贊，你就是個懶蟬

子，獨行獨步，證到了碩士道師資，卻只管自己修持，不與人交往，應該改

改這毛病，否則你說的要追上莫知仁波且就成空話了。”

祿東贊尊者第四世
慈仁嘉措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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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祿東贊法王修境行法“金剛換體禪”前後，MRI核磁共振儀

腦斷層掃描檢測照片。可以清楚看見，開頂後，頭頂大樂輪門處的

頭骨、皮層和肉、腦髓裂開約一英寸寬。

金剛換體禪：乃《解脫大手印》境行灌頂金剛部法之一，為第一世多杰羌

佛傳予十方菩薩成為正等正覺佛陀之至高大法。修金剛換體禪，必須是時輪

金剛修到最高境界後方有資格聽聞這一絕密開頂成就大法。金剛換體禪之殊

勝在於，其一，它可令修法者從灌頂學法到修法直至開頂，最多只需兩個小

時。其二，它與密宗頗啊法開頂不同，頗啊法開頂後神識無法再度返回肉

身，而金剛換體禪徹底超越了禪控，開頂後神識出入自如，可以遷升雲遊他

方世界，上天入地或直趨佛國，亦可返回肉身，生死自由掌控。

祿東贊尊者第四世慈仁嘉措法王開頂成就 
醫學圖片對比

� 金剛換體禪開頂前� 金剛換體禪開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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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東贊法王修金剛換體禪令神識出體取物

2009年，在一場法會中，行人們提出金剛換體禪神識外用的

事，第三世多杰羌佛對祿東贊法王說：“你這懶蟬子什麼也不做，你

就給大家做一點事吧。”當下祿東贊法王合掌恭敬白佛言：“慚愧，

弟子無能，我就給大家做一個神識外用吧。”於是祿東贊法王當場

修法展顯金剛換體禪聖力，神識外用取物。一顆金剛丸被當眾放入

綠色法缽中，眾人將法缽請入法帳，數十人圍坐法帳四周，目不轉

睛地看住法缽和金剛丸，不讓任何人靠近。祿東贊法王坐在離法帳

約兩丈遠的草地上修法，起法後幾分鐘，突然一道靈光飛入法帳，

金剛丸頓時不見了，就這樣到了兩丈遠處的祿東贊法王手中！四座

震駭！【神識取物詳情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像。】

最終，這金剛丸還是沒守住，被端坐草地一動不動的
祿東贊法王拿到了手中(下圖)。

眾人緊緊盯住法帳中的金剛丸和正在修法的祿東
贊法王（上圖）

（上圖）這法缽中的金剛丸，在眾目睽睽圍
觀近距離看守之下，將被兩丈遠處入金剛換
體禪修法的祿東贊法王神識出體拿到手中。

開初仁波且：由寧瑪派釋迦迥乃祖師轉世之摩

訶法王認證，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和摩訶法王的弟

子，亦隨摩訶法王座下十年有餘，深受教益。曾受

第三世多杰羌佛“現量大圓滿”、“金剛換體禪”、

“攤屍拙火定”三部大法的灌頂，最難得的是三部

法全部修成功了。一個時辰之內他成就了現量大圓

滿，進入佛土虹光世界，現在晝夜恆時均可進入佛

土世界。金剛換體禪修成功後，經核磁共振儀檢測

照片，他的頂門頭骨開一深洞入腦髓如雞蛋大，並

整個頭骨化現為彌勒菩薩乳胎像。開初仁波且禪定

顯赫，源於攤屍拙火定，以紅外線熱感應攝影儀探測拙火升溫，體溫升達華氏

197.4度（攝氏92度），已達三段拙火，僅次於人們所知的莫知仁波且的功夫，

在當今全世界拙火定禪修中堪稱上乘境界。經七師十證公開考試，現場證實為

合格的碩士道師資聖德。摩訶法王對開初仁波且說：“你要有大菩提之心，功夫

上學莫知仁波且是比較困難，但至少要趕上祿東贊仁波且，在利益眾生上不要

學祿東贊仁波且，要實際為眾生做些什麼。”

開初仁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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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熱感應儀探測開初仁波且拙火高溫

這是從實況錄像中截取的照片，是開初仁波且在修攤屍拙火定

時用紅外線熱感應攝影儀拍攝的。畫面上熱感應儀探測出三種溫

度：一，這一刻開初仁波且身體的最低溫度：華氏77.9度；二，開

初仁波且身體的最高溫度：華氏197.4度，高溫發出位置在肚臍下

密輪處（丹田），鮮紅色部位。三，開初仁波且身體平均溫度：華

氏164.1度。華氏197.4度，也就是攝氏92度，這已是快要將水煮

開、肉煮熟的溫度！【詳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像】

紅外線熱感應儀
拍攝的開初仁波
且修拙火定時的
圍觀人群（右）



32 33

開初仁波且和莫知仁波且的拙火證量可修至三段，已經是舉

世罕見的拙火真功了，然而這個世界還有拙火證量高得難以想像

的“拙火之王”王者仁波且，為行人消除黑業盡在反掌之間。噶舉

派桑益西第八世松杰仁波且曾有幸受王者仁波且以拙火加持消除黑

業，那才是真正的佛菩薩聖量。只可惜這位王者仁波且寂靜平淡清

修世外，熄滅外緣。【詳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影帶】

桑益西松杰仁波且受王者仁波且拙火聖力加持消業除障，於頭

頂留下印記。松杰仁波且鄭重說道：“大聖德的手摸著我的頭頂，

軟綿綿十分溫和，幾分鐘後，熱透我全身，最後他的手掌心冒出一

團烈火在我頭上燃燒，整個頭其痛無比，我被燒得無法抗拒，隨即

全身暢快輕盈難以言狀。我發誓：我所說的話若是假話，必墮地

獄，我所說的話是真話，必得成就。”王者仁波且掌心放出的拙火

將松杰仁波且的頭髮燒掉，燒起一個紅色包塊，當下黑業外湧流

出，幾小時後，頭頂包塊處出現了古典密義中記載的，極其稀有的

黃色水晶體——功德蜜，這正是黑業消除，功德呈顯的標識。

王者仁波且手摸松杰仁波且的頭頂為其消業除障，三昧拙
火從王者仁波且掌心傳出，如一團熊熊烈火，令松杰仁波
且難以招架，很快頭頂便燒出現一快紅色的拙火印記。

拙火除障加
持印記

開初仁波且MRI核磁共振腦斷層掃描醫學圖片

這是開初仁波且修金剛換體禪後，在加州醫療中心檢查身體時

拍攝的MRI核磁共振檢測照片。可以清晰看見開頂後，頭頂大樂輪門

處頭骨、皮肉等大開，開口寬約兩英寸，腦髓開出雞蛋大的凹洞。

更令人震撼的是，當開初仁波且拍攝掃描照片時，整塊頭骨突然不

見，而呈現出彌勒菩薩乳胎嬰童像，身搭俱袍，手腳呈現，心空大

洞，跏趺而坐，在電腦上清晰可見五官面容，眼睛、鼻子、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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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大瑜伽女的腹部貼放的溫度計顯示，她的拙火溫度已經升高到華氏146度（攝氏63度）。

詳情請見《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DVD實況錄像

大瑜伽女：是第三世

多杰羌佛的弟子。受

第三世多杰羌佛勝義

內密灌頂修學瑜伽拙

火定，當眾修法、體

溫升高到華氏146度

（攝氏63度），達二段

拙火，經七師十證現

場圍觀公開考試，證

實為合格之聖德。
大瑜伽女當著眾人的面展示瑜伽拙火定，體發高溫。

巴登洛德仁波且：喜饒僧格轉世的噶舉瑪倉派

法王，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世多杰

羌佛灌頂傳境行大法“金剛換體禪”，堅持自行修

持開頂，並誓言若不修成，斷臂燃燈供佛，代眾

生受苦。虔修三年如願開頂，MRI核磁共振腦斷層

掃描檢測，其頭頂大樂輪門處開口近三英寸寬，

腦髓中開出一個下陷的深凹洞大如鵝蛋。2011年

自請七師十證考核證量，在百餘信眾面前入三

昧定神識出體，施展聖力轉動金剛柱。更為殊

勝的是，當時整個考場內外出現極其祥瑞的聖境，無數曼陀羅壇城在人群中

穿梭，天空白雲降到樹梢上，

多杰羌佛藍色莊嚴像出現在眾

人頭頂，化為五彩虹光飛向天

際。考試結果，十七位聖德考

官發重誓擔保巴登洛德仁波且

為“金剛換體禪”開頂聖德。

噶舉派巴登洛德仁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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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德吉證達上人：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

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

法”，不到一個時辰開頂，經MRI核磁共振腦斷

層掃描檢測，其頭頂泥丸處大開約一英寸寬，有

深洞凹陷入腦髓，並見神識氣狀動態。2012年，

國際佛教僧尼總會為證達上人舉行七師十證的公

開證量考試，證達上人當場神識出體、轉動金剛

柱，於虛空中親見佛菩薩駕臨，與佛菩薩同處共

語。於是放下紅塵一切名利財產，頓然剃度出家

為尼。十七位聖德考官莊嚴發誓擔保證達上人為

“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阿旺德吉證達法師

隆慧法師：國際佛教僧尼總會

主席，華藏寺住持，是第三世

多杰羌佛的弟子。九年前就受

到第三世多杰羌佛傳授“五雷正

法掌”得到了威力外用，且為

人療病免災頗廣。她受第三世

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

道法”，一個時辰之內開頂。經

MRI核磁共振檢測，其頭頂泥丸

處打開約一英寸寬，神識飄然

躍動。2011年，隆慧法師申請

七師十證的公開證量考試，當

眾神識出體，穿壁入壇，施展

外力轉動金剛柱。為此，十七

位聖德考官發重誓擔保隆慧法

師為“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隆慧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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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換體禪開頂前� 金剛換體禪開頂後

妙空法師：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華藏寺聖

德長老。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金剛

換體禪”，不到一個時辰開頂，神識頓然出體，上

天入地穿行自由無阻，往返自體無礙。MRI腦斷層

掃描圖片清晰顯示，妙空法師頭頂大樂輪門處的

頭骨、皮層、肉質打開約一英寸寬，一個雞蛋大

的圓洞開入腦髓、無底深空。妙空法師是稀有難

得的“金剛換體禪”開頂聖德。

妙空大師金剛換體禪開頂前後MRI核磁共振醫學
圖片對比

� 金剛換體禪開頂前� 金剛換體禪開頂後

妙空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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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三世多杰羌佛在說法中提到：“無論是最高級的金剛換

體禪開頂，還是中級的泥丸道果開頂，和普通的藏密頗啊開頂，僅

憑科學圖片，都不一定能說明是真正的脫胎換骨證到相應成就的

聖者。因為圖片顯示的開頂現象是可以人為造成的，比如開刀切

骨，比如其他原因干擾攝像圖片，比如機器故障，都能造成缺肉缺

骨的現象。唯獨七師十證現場公開考試是假不了的，神識出體、施

展外用，讓大家親眼得見聖境聖力，而十七位聖德必須在現場親自

見到實情，才會為應試入考開頂者發下重誓擔保，發給聖德證。因

為他們不敢為虛假作證給自己招來惡報乃至墮地獄。因此經七師十

證考試過關的，就是百分之百的開頂聖德了。沒有實際聖量本事的

人是拿不到七師十證的聖德證的，比如我就修不了拙火定，頂也沒

有開，就拿不到聖德證，只自己給自己發了一個慚愧心的證。像我

這樣很普通的一個慚愧者，有什麼資格收供養呢？因此就只為大家

服務，不收任何供養，我就這樣造成了對不起釋迦佛陀的規定。但

是今天明確告訴你們，這不收供養在佛教中唯一只有我是這樣的發

願，只能代表我個人的行為，而行人們應該按照釋迦佛陀的規定，

要供養真正的聖者和真正的高僧大德種福田，不可以違背釋迦佛陀

教誡。前面說到聖德要經過考試，但是有些聖德確實開了頂，卻並

沒有申請考試，還有一些沒有去做科學驗證，其實他們是開了頂

的。不過，要讓世人真正了解實情，還得要科學驗證，要確切定論

最好是經七師十證監考過關。而開了頂的聖德和未開頂的行人們，

你們不要忘了一個根本，修行最重要的精髓，是大悲菩提利他之

行，無私斷執徹見真如，因此你們真正要修的，是《解脫大手印》，

真正要鑽研徹悟的，是《藉心經說真諦》！而不是開了頂，修了拙火

定、能入三昧禪、開了二三明智慧就認為自己是了不起的聖德了。

其實，要知道天有多高，還得要加緊努力啊！”鑑於第三世多杰羌

波迪溫圖仁波且：美國籍猶太人仁波且，是第

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

頂修學“金剛換體禪”，一個時辰內開頂。MRI核

磁共振腦斷層掃描圖片上，可清晰看見他的頭頂

大樂輪門處之頂骨、皮肉層開口一英寸左右，並

見神識之氣狀動態，腦髓中央打開一個凹洞。經

三師七證核查科學資料及錄像等，波迪溫圖仁波

且乃“金剛換體禪”開頂聖德。

波迪溫圖仁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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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泥丸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

開頂聖德。

運頓多吉白尊者第五世嘎堵仁波且：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

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親見聖境出現在虛

空，獲泥丸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

開頂聖德。

雍仲尊者第五世恆性嘉措仁波且：苦行頭陀，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

弟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攤屍拙火定”，經溫度計檢測，拙火溫

度升至華氏130度，達初段拙火。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

為聖德。

多杰覺拔尊者第二世龍舟仁波且：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

三世多杰羌佛勝義內密灌頂修學瑜伽拙火定，修發之拙火，經溫度計檢測，

火溫升至華氏127度（攝氏53度），達初段拙火。另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

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見聖境出現在虛空，獲泥丸道果開頂。經

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聖德。

扎西卓瑪仁波且：美國白人仁波且，金剛壇城宣法寺寺主，是第三世

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不到一個

時辰見聖境出現在虛空，即證泥丸道果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

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德勒轟媚仁波且：早年依止慈濟功德會學佛，後皈依在隆慧大師座

下，又有緣隨第三世多杰羌佛東行，沿途聽聞教法，功德頓長，受第三世多

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見聖境出現在空中，獲泥丸

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格桑益且曲培仁波且：華藏寺長老，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

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見聖境出現在虛空，

佛以上之說法，也為了節省版面，以下我們就不再列出聖德們的醫

學檢測照片和其他圖檔資料，只列出法號和簡介。

達楚恆生仁波且：由佐欽噶諾仁波且認證的達楚尊者第二世恆生仁波

且，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近年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金瓶威力

先知預言加持，授以“白財神”深密訣竅和“時輪金剛”灌頂及“道果深道

法”，當下從光明自性中徹見真如境界，一片虹光海上升，幾多幻影成妙趣。

爾際得見天庭聖境，剎那間泥丸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

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宣慧杏子子聖德：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

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親見聖境，獲泥丸開頂。一日，第三世

多杰羌佛對她說：汝之往昔業報近日將會現前，但今師加持，汝可放心，人

車無妨。忽一日宣慧橫禍飛來，利刀剖腹長達尺餘，腹內五臟全現眼前，鮮

血冒湧。她此時唯一觀想佛陀，生起泥丸道境，頓時劇痛消失得無影無蹤！

經醫縫合，三日後出院回家，從未服食任何止痛藥，卻毫無痛覺。更為聖跡

者，撞爛凹陷大坑的汽車，瞬刻之間自然彈平完好如初。經三師七證核查科

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覺慧大法師：聖格講堂等寺廟住持，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

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之內見聖境出現在空中，

獲泥丸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

聖德。

頓珠聖德：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

“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泥丸開頂，得見上天諸聖飄緲於虛空。經三師七

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聖德。

香格瓊哇尊者第四世多扎信雄仁波且：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

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修學“道果深道法”，一個時辰內見聖境出現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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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凡夫，與他來往，必同擔罪障，不得解脫！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中，另外還有更高層次的大聖德並未列

入本序，比如修得與天同壽之身的降養清真法王、肉身不壞的普觀

大師、能任意上天入地的永定大法師、肉身不壞的悟明長老，還有

仍健在於世已一百多歲隨時身現紅光的果章長老、金身大羅漢通慧

長老等。再比如有更高的中地道師資級的大聖德，已經通過七師十

證考試，乃至由中地道師資已步入上覺道師資，也通過了考試獲證

一星日月輪，緊接著超越一星日月輪，獲證二星日月輪，壓蓋祿東

贊和開初仁波且達到與莫知仁波且的證量平級，又在很短時間內超

過莫知仁波且，步入三星日月輪。但這些頂級高人大聖德謙卑自

修，不願耗費光陰於喧囂塵世，斷破名利，意在注重自我深修，他

們都尚未入世弘法，沒有正式教授弟子，幾乎斷絕與行人來往。為

了不打攪他們的清修，故未將他們列入書中宣揚於世。但也得告知

世人佛法並非空洞理論，所以不得不列出部分實際道行之人以作見

證，利益眾生明瞭真正的如來正法是實在的、看得見摸得著的，而

假的騙人的佛法是空洞的、沒有實際成果的。

獲泥丸開頂，經三師七證核查科學驗證資料及錄像等定為“泥丸道果”開頂

聖德。

西番仁波且：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三世多杰羌佛勝義內密灌

頂修學“瑜伽拙火定”，經溫度計檢測，所修發之拙火最高溫度升至華氏120

度（攝氏49度），達初段拙火。經三師七證核查資料及錄像等定為聖德。

到目前為止，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中，已有一百七十六位聖

德分別證取“現量大圓滿”、“金剛換體禪”、“攤屍拙火定”、“一味

禪”、“未音禪”、“道果深道法泥丸道果”等等境行大法之聖量成

果。大家一定要明白，聖德這兩個字的概念是不簡單的，這些聖德

的修持道行都是在大德之上的，每一個的功夫道行都是超越世俗上

那些著名的大法師大活佛的。大聖德更不簡單，“大”字是不能隨便

加上去的，比如蓮花生大師、宗喀巴大師、瑪爾巴大師、無我母大

師、吉美林巴大師、阿底峽大師、達摩祖師、慧能大師、虛雲大師

這類證量級別，才能在聖德二字前面掛上“大”字，稱為大聖德。

至於巨聖德，那絕對是至高無上的概念，如佛陀、綠度母和等覺妙

覺菩薩。為了精煉篇幅，在此我們不逐一介紹這一百多位已證聖德

的行人，但並不是說沒有介紹的人就很差，比如丹貝仁波且，就是

金剛換體禪的成就者，也沒有作介紹，還有吉田幸子老人、關老夫

人、 Mr.� Mayer、 Kion、喜饒杰布、淑旦珠瑪、文善夫妻、木雅、

昱宏、娟珠等等。此序言中所列的聖德大都是常與行人們來往熟悉

的，不過，其中也有幾位由於犯戒，在行人面前偏見錯論、言行不

純而失道退聖返回凡夫。為什麼不點明哪幾個是失道退聖返回凡夫

的罪業邪師呢？請記住，為了讓大家掌握正知正見，我們不會告訴

你們誰是失道邪師，只有這樣你們才會去認真看，查明第三世多杰

羌佛辦公室發的公告和說明，凡是違背、不符合的人，他就是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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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程娥芬大居士：依

止第三世多杰羌佛學法，

2004年5月23日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兩

度親臨接引，往生時滿室

異香，於中國寶光寺荼毗

出上品上等舍利花及數十

粒圓潤晶瑩堅固子。【詳

見報紙報導及《多杰羌佛

第三世》寶書495-502頁

的轉載（含英文翻譯）】

王靈澤大居士：受第

三世多杰羌佛境行灌頂

修“福壽財富成就法”

解脫成就，生死自由。

1991年 5月 12日當街

說法完畢，就地打坐說

“我到佛土去也！”頓

時圓寂。於中國寶光寺

荼毗出十三枚晶瑩剔透

堅固子。

王程娥芬大居士

當街坐化圓寂、生死自由的王靈
澤大居士。這是當時當街坐化後
拍攝的。

王靈澤居士堅固子

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大量弟子脫離輪迴生死， 
成就解脫部份實例

學佛修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脫離六道輪迴而成就解脫，住於

永恒的幸福祥樂之中。然而解脫成就並不是口頭說說或僅靠文

字理論就能達到的，那必須要依靠真實的具有解脫力量的如來

之法。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很多弟子，因修學到了真正的佛法

而徹底成就解脫，或化虹光成就，或預知時辰按時坐化，或先

到極樂世界參觀再返回人間按時往生，或生死自由掌控，肉體

金剛不壞等等。幾千年前來佛門中日漸稀少的成就者、解脫者，

在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卻層出不窮！更為稀世難得的是，他們

都由佛菩薩親自到場接引往生，家人朋友等親眼目睹，且大多

數人都荼毗出堅固子。在此略舉幾例。

大西拉仁波且圓寂時身體大放虹光（這
張照片是現場信眾用手機拍得）

大西拉仁波且：噶舉雪巴派法王，西巴

寺寺主，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依止

第三世多杰羌佛學法近二十年，獲證虹身

成就。2012年8月3日，大西拉仁波且坐

化圓寂，圓寂後身體大放虹光。【詳見當

時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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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劉惠秀居士：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修學

第三世多杰羌佛所傳淨土法門，2003年8月6日於

美國西雅圖家中跏趺坐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佛菩

薩親臨接引。【詳見當時報紙報導，及《多杰羌佛

第三世》寶書237-239頁的轉載、林劉惠秀丈夫林

永茂居士於2003年9月3日的講述錄音記錄。（含

英文翻譯）】

林劉惠秀居士

盧全芳居士：依止第三世多杰羌佛密修數十年，

在第三世多杰羌佛才五歲時，她就和先生王光明居

士帶著兒子喜饒杰布，全家皈依在第三世多杰羌佛

座下。2004年9月9日開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

彌陀佛降下紫金饒缽親臨接引，荼毗出堅固子49

粒。【詳見當時報

紙報導，及《多杰

羌佛第三世》寶書

中510-512頁的轉

載（含英文翻譯）】
盧全芳居士

盧全芳居士堅固子

王光明居士：是第三世

多杰羌佛的弟子，修第三

世多杰羌佛所傳佛法，於

2003年11月13日往生極

樂世界，往生時佛菩薩駕

臨，瑞相叢生，荼毗出堅

固子9粒。王光明居士 王光明居士堅固子

余林彩春居士：2003年在她70歲生日前三日因病去世，其家人為第三世多

杰羌佛的弟子，再三乞求之下，第三世多杰羌佛將身體已完全僵硬的余林彩

春召回人間。與家人共聚半年後，余林彩春修第三世多杰羌佛所傳佛法，佛

菩薩駕臨接引，吉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詳見當時報紙報導，及《多杰羌佛

第三世》寶書247-249頁的轉載（含英文翻譯）】

受“非時之死迴生法”招魂復生的余林彩春居士（前排左起第二位）與家人共慶70歲生日

侯欲善教授：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受第

三世多杰羌佛灌頂修學“福壽財富成就法”，往

生前一周先行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參觀遊玩，與阿

彌陀佛商榷往生時間，回來後按時往生。2003年

6月1日吉祥往生，家人親見釋迦佛陀、阿彌陀

佛、觀世音菩薩駕臨接引。【詳見當時報紙報導

及《多杰羌佛第三世》寶書513-515之轉載（含英

文翻譯）】

侯欲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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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篤川教授堅固子

王篤川教授：虔誠依止

第三世多杰羌佛修學佛

法。2005年9月24日，

王篤川教授開頂往生，

佛菩薩駕臨接引，呈種

種瑞相，並荼毗出堅固

子225粒。【詳見當時報

紙報導及《多杰羌佛第三

世》寶書526-527頁的轉

載（含英文翻譯）】

籃秀櫻(中坐者)坐化圓寂後第四天，她的法體仍舊坐
著，臉色紅潤，笑容安祥，這是其家人與她的法體合
照。法體旁的頭像照片是她四年前拍的，以為對照。

籃秀櫻坐化圓寂後燒出一百多顆堅
固子

籃秀櫻坐化圓寂，火化後從骨灰中篩撿
出的鋼骨，堅硬無比。

籃秀櫻居士：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

2011年12月24日，修第三世多杰羌佛所傳

佛法，於美國洛杉磯家中坐化圓寂，往生

極樂世界。圓寂後法體面色紅潤、笑容安

詳一如生前，荼毗出堅硬無比的鋼骨和一

百多粒堅固子。【詳見當時媒體報導】

唐謝樂慧居士：是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

子，2004年8月31日

由阿彌陀佛接引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荼毗

出堅固子二百六十多

粒。【詳見當時報紙報

導，及《多杰羌佛第三

世》寶書518-520頁的

轉載（含英文翻譯）】唐謝樂慧居士

唐謝樂慧居士堅固子

圓寂三天後面色紅潤如生的趙賢雲
居士（左），和當時仍在世的丈夫闕
祥壽居士（右）。

趙賢雲居士：是第三世多

杰羌佛的弟子。1991年10月

5日，趙賢雲居士修第三世多

杰羌佛所傳佛法，結手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第三世多杰羌佛告知她將於某

年某日某時圓寂，觀世音菩薩會來接引她。果然，趙賢雲按日按時盤腳打坐

結手印，在家人歡喜陪同下坐化了，觀世音菩薩親臨接引。法體數日端坐不

倒，手印不散，面色紅潤與生者毫無差別。其丈夫闕祥壽居士，亦為第三世

多杰羌佛的弟子，修持第三世多杰羌佛所傳佛法，1993年圓寂時身體大放虹

光三次，將室內夜晚照耀如同白日，虹化往生。百餘人見狀，不學佛的人也

馬上找寺廟皈依了。

【詳情見《多杰羌佛第三世》寶書中 233-236 頁趙賢雲、闕祥壽居士之女赤

烈爾的親自講述（含英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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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取得的這類成就實例非常之

多，大家看到的已經圓寂成就的這些人，第三世多杰羌佛

只是給他們傳授了中層的佛法，他們並沒有學到《解脫大手

印》中的上乘佛法，就已經證得如此成就聖量，如果把上

乘的成就全部寫進來，此文將會非常繁瑣，故在此不一一列

舉。加之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我的宗旨不是把功夫拿來當

作佛法的主心骨，什麼話頭禪、木魚禪、香燈禪、小止觀、

觀般念、持咒師、經教子、禪和子，有一點些許受用也拿來

說話，這是錯誤的。我真正的宗旨是要大家認真修學《藉心

經說真諦》，行持《解脫大手印》！我不贊同支持神奇古怪、

神通現象，任何現象、任何功夫顯現都代替不了無私無我利

他之行，真諦上代替不了《藉心經說真諦》，行持修法上代

替不了《解脫大手印》，這兩部法義才是至高無上的不變真

理和實踐所必然獲證的相應成果所在。”為此，我們出版社

只得刪繁就簡益群生，捷取菩提入正道。

祝大家福慧圓滿、早證菩提！

法音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