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师五十法颂略释（下） 

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第十个偈颂： 
  若彼求法学法者，登坛后谤阿阇黎； 

  则谤一切如来佛，彼子常得诸苦恼。 

  这个是说，弟子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做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凡

是想要求法或者是学法的弟子，在归依受法之后，就不应该毁谤阿阇黎，

不应该毁谤我们的金刚上师，如果毁谤我们的金刚上师，就等于是毁谤一

切的如来，这位弟子时常就会处在苦恼之中。 

  第十一： 

  若谤金刚阿阇黎，现得恶报无安时； 

  中毒得病着魔乱，愚痴此人会断命。 

  有哪一些苦恼的事情呢？在下面第十一个偈颂里面有讲到。如果是毁

谤金刚上师，这一世会有什么果报呢？现世报，现世会得种种的恶报，永

远没有安稳的时候。哪些恶报呢？就是他会中毒，人家吃东西都没事，他

吃东西就食物中毒。要不然就是吃到含铅、含汞的那些食物。现在有一些

黑心的食物，大部分里面都会掺一些化学物质，我们吃下去人体会轻微的

中毒，严重一点的话就会致命。这边讲的，就是会有中毒的现象。还有，

得种种的怪病，医生都检查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种种的怪病，严重一

点也是会丧命。或者是着魔、心狂乱。所以这位愚痴的弟子，往往会因此

而断命，中毒死的、得怪病死的、或者是着魔、心狂乱死的，这一世会有

这样的恶报。 

  还有，第十二个偈颂： 

  王法火灾恶毒蛇，冤贼水难空行怒； 

  妖魔鬼与邪怪等，毁人定进金刚狱。 

  还会受到王法的制裁，我们所谓的牢狱之灾，这一世还会碰到牢狱之

灾，要不然就会碰到火灾，要不然就是碰到凶猛的毒蛇，还有冤家、盗贼，

或者水难，或者是空行夜叉……等等的恼怒的事情。我们知道，夜叉有空

行夜叉、有地行夜叉，这边指的是空行夜叉，还会受到妖魔鬼、还有邪灵

精怪的干扰。我们就知道，这些现象都是毁谤金刚阿阇黎，这一世会受到

的种种的恶报。死后呢？毁谤上师的人，死后一定堕入金刚地狱，那个就

是将来这位弟子会去的地方。现世当中没有一刻安宁的日子，死后一定堕

金刚地狱。 

  第十三个偈颂： 

  金刚上师阿阇黎，永久不作障碍事； 

  愚痴常作诸障碍，命终一进恶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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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对金刚上师，永远都不做障碍上师的事情。如果还会愚痴地

做障碍上师的事的话，他临命终时，一定会是进入恶地狱当中。 

  第十四： 

  毁谤金刚阿阇黎，无间地狱等怖畏； 

  所说所有畏地狱，废子定入进住狱。 

  所以毁谤金刚上师的人，会堕在无间地狱等怖畏当中。还有经论上所

说的，所有的怖畏地狱，将来一定都是到这些地狱。废子，就是我们说被

抛弃的，叫做作废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被上师放弃的，我们昨天说你走遍

天涯海角，都没有一个上师要收你的这样的弟子，我们称为废子，被大家

所唾弃的。这样的一位弟子，一定是进入地狱当中的。 

  第十五： 

  大智金刚阿阇黎，发扬无降广大德； 

  是故一切当全力，永时辄莫生轻毁。 

  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毁谤上师的业这么重呢？因为上师的功德非常

大，因为他这一世来就是要弘扬佛法、救度众生的，所以他的功德非常的

大。就好像天降下甘霖，可以滋润大地、滋润万物，金刚上师说法也是一

样的，完全无我的来作法布施，所以可以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可是你障

碍上师、毁谤上师，毁谤这么大功德的上师，所以你的业非常的重， 主

要的原因是出在这里。所以它说，具有大智慧的金刚上师，他是发扬无降，

「无降」就是像我们刚才比喻的，像天降下甘露一样，无私的滋润万物大

地，所以金刚上师是发扬佛法的人，他有广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应当尽

一切的全力，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永远不要生起轻视毁谤上师的心。 

  第十六： 

  发生恭敬尊重心，供养咕噜金刚师； 

  则除苦恼病乱害，消后无复苦恼难。 

  所以我们应当要发起恭敬、尊重的心来供养金刚上师，这样做就能够

消除上面所说的种种的苦恼、病痛、还有魔乱等等的侵害，并且在消除这

些罪业之后，不会再有苦恼等等的障难。我们归依上师之后，应该做哪一

些事情？就是供养，尽全力供养，这个就是教我们舍、放下，把你 难舍

的都能够舍，拿来供养、布施给上师的话，那就是说除我们的执着、还有

我们的贪爱 有效的方法，就是全心全意的供养，尤其把我们 难舍的，

都能够舍下。 

  所以，接下来第十七个，就是讲我们归依上师之后，应该要全心全意

的供养。 

  自戒金刚阿阇黎，难施妻儿及自身； 

  自命亦舍为拜师，何况富贵与财物？ 

  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一世很幸运的遇到有真正传承的金刚上师的话（这

个「自戒」，就是有真传承的叫做自戒），遇到这样的金刚上师，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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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难布施的妻子、儿女，还有我们 珍爱的这个身体（自身，自己的身

体），这样子来布施给上师。有很多人念到这边会觉得很奇怪，难道我要把

我的老婆也供养给上师吗？很多人不能理解，不是说真的要把你的老婆送

给上师，不是这个意思，它的重点是「难施」， 难布施，因为一般人的贪

爱就是情爱 难断，它是一种形容，你 难舍的都能够舍了。身外的、

亲爱的人无非是夫妻，那个感情 好、 难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情爱是

难舍的，还有子女之间的情爱是 难舍的，所以它用妻子跟儿女，因为

这是人世的情感当中 难舍的就是亲人，所以它用这个来比喻，这是身外

的。自己本身来讲，就是每个众生 爱自己的生命，你如果说，今天可以

把你 珍爱的身体都供养给上师，不是说要把你的身体给他，而是说你真

的能够舍下你对身体的贪爱，然后对上师作身口意种种的供养的话，其实

是我们断执着、断贪爱 快的一种方式，也是成就 快的方式。我们不能

成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执着、还有欲望，然后会生烦恼，这就是障碍我们

为什么不能执着（成就） 主要的原因，就是烦恼障。在六道众生 主要

的就是烦恼障，四圣法界是所知障，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轮回的众生，

难断的就是烦恼障，那这些就是让我们生烦恼 主要的原因，如果我们

可以舍、放下，其实就是断烦恼 快的一种方式。我们是藉由对上师的供

养，然后来断除我们的执着跟贪爱， 主要的目的在这里，而不是真的要

你的命，上师要你的命干什么？你不是要留得这个命来成就佛的吗？所以

不会要你的命。这边 主要就是形容我们 难舍的，无非就是 亲爱的人、

还有我们自身，那我们希望连这个都能够舍下。所以为了拜师，我们连自

己的性命也可以舍了，更何况是荣华富贵、还有身外的财物，那当然就更

没有问题。 

  第十八： 

  为此无量亿劫时，极为稀有难得之； 

  无上成就证布达，勇猛修习此身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是无量亿劫也稀有难得会遇到

的，这样有真正传承的上师是很稀有难得的。那有了上师的教导，我们才

能够证得佛的果位（这个「布达」就是翻过来，布达就是佛的意思）。「成

就证布达」，就是能够证得佛的果位。「勇猛修习此身得」，我们只要能够勇

猛精进地修习，我们这一生就可以证得佛的果位，但是一个大前提，就是

要有上师的教导。所以上师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上师是成就的根

本，你这一世能不能成就，完全就靠上师，所以你能够完全的依止真正的

善知识的话，你这一世的成就就有希望了。有了师父的教导，再加上你全

心全意的供养，连你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了，用这样的舍、放下的精神，

然后再加上勇猛的修习，那这一世要证得佛的果位是没有困难的。所以，

金刚乘都强调说可以即身成佛，这一生就可以成佛，是真正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书上讲的这些，要求我们弟子的这些条件，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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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它做到？如果做到的话，那这一世就是很有机会成就。 

  第十九： 

  永久善护其深誓，永久供养诸如来； 

  永久供养阿阇黎，咕噜等同一切佛。 

  所以我们要永久时时的善于守护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或者是誓愿，

永久供养如来、永久供养上师，因为供养上师就等同供养一切佛。因为上

师是佛的代表，所以你供养上师，功德跟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功德是一

样的，所以能够全心全意的供养上师，是我们累积资粮 快的一种方式。 

  供养的内容在第二十个偈颂： 

  有心要得无尽成，所有 上诸珍玩； 

  上师心中欢喜物，长时诚心而奉献。 

  如果我们有心想要证得无尽的成就的弟子，我们就应该把所有 上好

的珍奇古玩，以及上师心中所欢喜的物品，长时间的、很诚心的来奉献给

上师。我们把自己拥有的一些 珍奇的东西，古董什么的，就是看你这一

世 珍爱的，为了舍你的珍爱，帮你去贪，你就把它拿来供养上师，其它

就是上师喜欢什么，你就供养什么，而且是长时间的，不是偶尔，长时间

的供养，很有诚心的供养。长时间的供养，就表示我们长时间都在累积资

粮，成佛的资粮，所以不是偶尔做做而已。 

  第二十一： 

  施供金刚阿阇黎，永施所有布达等； 

  所以此事福德德，福德能得金刚成。 

  所以我们布施、供养金刚上师，和永久布施、供养所有的佛是相等的，

我们刚才讲，功德是相等的，所以这件事情（此事，就是指我们布施、供

养金刚上师这件事情）它的福德的功德，能够得金刚成就。就是说我们想

要这一世得金刚成就，就是要布施、供养我们的金刚上师，因为供养上师

的功德，跟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是相等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 

  二十二： 

  所以想学求法者，有了具戒忍功德； 

  慈心圆满优越子，咕噜无二金刚持。 

  什么样才是一个好弟子呢？所以想学法、求法的弟子们，必须有了具

戒还有忍辱的功德。「具戒」就是不但要遵守戒律，不管你受了什么戒，你

都要持守，从五戒、菩萨戒，到现在的上师五十颂，还有等一下要讲的十

四根本堕戒，这个都是我们要守戒的内容，都要把它守好。此外，还要有

忍辱的功德，忍辱的功德就是不要害怕别人的障难。这个忍辱也是范围非

常的广，除了你在修行上的种种的耐心以外，就是说你修行不能怕天气太

热、又是太冷、又是住的地方不好、又是吃的不好，然后你就退失道心。

这个是 基本的，因为你的心是在法上面用功的话，你就不会很在意外在

的环境是不是很舒适，那个不是 重要， 主要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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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佛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法上面得欢喜的话，我们就

不会很在意外在的享受的安乐，因为外在的环境就是色声香味触，对我们

所引发的那种喜乐，那个是感官的刺激而已，那个不是真正的喜乐，真正

的喜乐是我们内发的，我们内在跟佛法、跟修行相应所生起的那个喜乐。

所以一旦你有了这个喜乐，你就不会很在意外在的环境到底是多么的辛苦，

就不会太在意，也不会受到它的影响。譬如说一热，然后心就很烦燥，生

活条件比较差也会影响心情，那个都是因为我们在法上还没有办法获得喜

乐的缘故，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边的忍辱的功德，除了修法上的

苦以外，还要不怕别人的障碍，人家恶意的阻碍、恶意的破坏，我们也都

能够忍耐，不会马上就起瞋恚心，然后跟人家斗，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

生。所以即使别人对我们百般的阻碍、破坏，我们仍然要有慈心圆满，「慈

心圆满优越子」，就是说即使别人障碍我们，我们仍然要慈心圆满的对待一

切的众生，这个就是 优越的金刚弟子。所以金刚弟子必须要做到的，就

是要持戒圆满，还要有忍辱的功德，还要慈心圆满，这个是 基本的作弟

子的条件。还要 后一句，永远视上师如佛。「咕噜」就是上师，就是永远

视上师与金刚持无二无别，就是视上师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因为我们末法

时代已经没有因缘见到真正的佛，那一切佛菩萨怎么办？就化现凡夫身的

金刚上师，然后来传法救度众生，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用凡夫的眼光来看，

上师就是凡夫嘛，他可能是佛菩萨的化现，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真正的佛，

那只有靠这些化身佛，就是佛菩萨的化身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所

以他等于是诸佛菩萨现的凡夫相，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视上师跟佛无二无别

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对上师起种种的怀疑不信，我们的心就容易生起信心，

或者心容易保持清净，就不会寻求上师的过失，然后就不会造下种种轻视

毁谤、不恭敬上师的业障，这些都不会再犯了，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句话

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大段，就是随时要观察自己，什么是该做、不该

做的，该做的就要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随时都要观察在日常生活当中。 

  第二十三： 

  若足踏过上师影，获罪恐怖如破塔； 

  于床坐鞋等资具，蓦过获罪何况说。 

  如果我们是用脚踏过上师的影子的话，它所获得的罪业，就如同破坏

佛塔一样的恐怖。所以我们跟上师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随时注意，不

要踩到上师的影子。还有，对上师所坐的床座、还有他所穿的鞋子……等

等的这些资生用具，我们也是，如果说偶然的从上面越过去的话，所获得

的罪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罪比刚刚讲的踏过上师的影子的罪还要重，只

是踏过上师的影子就如同破塔，破坏那个佛塔，那更何况是从师父用的那

些东西的上面这样子跨过去，那这个罪业就更严重了，所以我们都要很小

心的，上师睡的床、坐的坐垫、穿的鞋子，就是一切的用具，上师的用品，

上师五十法颂略释(下) 5



我们都不要从上面跨过去，这个要注意的。 

  第二十四： 

  大慧弟子欢喜心，上师指导当听受； 

  真是超力不能为，则善言恭敬禀白。 

  这是说，有大智慧的弟子，都是以欢喜心来听受上师的教导。对于上

师所交代的事情，如果真的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而不能够做到的话，我

们应该好好的说，「善言」就是应该要很善巧的说、婉转的说，态度很恭敬

的向上师禀白说，这个事情，上师交代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完成，因为我

的能力不够，或者是因为我有什么困难，就要好好跟上师讲，不能够用那

个很埋怨、很生气的口气跟上师讲，「你就知道我这个不行嘛！你还要叫我

做！」或者是那个不好的口气，「就是明明知道我不可以，然后你还要叫我！」，

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没有善言。「善言」的意思，就是语气要非常的柔

和，然后慢慢、好好地说，这中间不能有不好的语气、埋怨的语气在里面。 

  二十五： 

  依止咕噜阿阇黎，成就生天现乐成； 

  所以一切力所为，当受师命不违背。 

  就是不论成就将来生天、或者是现世的安乐的成就，都是依止上师来

的，所以我们应该尽一切能力所为，听受上师的话，没有丝毫的违背。因

为这一世的成就、还有将来的成就，完全都是依止上师来的，就是依止上

师的教导，我们才有这一世、还有将来的成就。所以我们应该听上师的话，

然后不要违背上师的意思，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成就。 

  第二十六： 

  咕噜财物犹如命，上师心爱如师敬； 

  于彼上师执侍人，如亲常时恭敬心。 

  就是要爱护上师一切的财物，就像爱护自己的性命一样。所有属于上

师的东西，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爱惜，就好像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

的爱惜。上师心爱的东西，我们也要像上师一样的恭敬、喜爱。还有，对

上师身边的执事人，譬如说照顾师父生活起居的，或者是师父的侍者，我

们都要像对待亲人一样的，时常对他生起恭敬心，就是不要忽视上师身边

的人，因为能够把上师照顾好的话，他的功德也很大，所以我们不要把他

当作好像是一个下人、一个仆人这样的一个地位，非常下等，不是这样子，

要把他当作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的生起恭敬心，因为师父的一切都

是靠他来照顾的。 

  二十七： 

  不应金刚上师前，包头顶高坐前去； 

  翘足踏坐手扠腰，安然按腰上师前。 

  以下就是一些不恭敬、不礼貌的举动，我们在上师面前尽量不要这样

做。就是不应该在金刚上师的面前包着头、或者是戴帽子、或者是坐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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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是坐着比师父还高的位子，或者是坐在师父的前面，这些都是不恭

敬的。也不要翘起脚踏坐、两手扠腰。翘脚踏坐，就是你们脚这样子翘着；

踏坐就是这样子，很舒服啦，可是这个姿势不太恭敬、也不太礼貌。两手

扠腰，像这样子。安然按腰，这个就是坐久了、腰好酸，这样子很舒服，

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举动。 

  二十八： 

  金刚咕噜站起时，应当勿坐与勿卧； 

  常具敬供诸威仪，站会全事欢喜事。 

  就是金刚上师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坐在那边、或者是躺在

那边。经常具足恭敬在供养诸威仪的时候，就是说种种威仪的时候，譬如

说你在供养上师的时候，或者是在帮上师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规距

的站起来，希望能够事事都做到圆满周全，事事也做得欢喜。 

  二十九： 

  无弃涕唾上师前，坐时勿舒于双足； 

  师处举步随口诤，应当不作上师前。 

  就是在上师的面前，我们不擤鼻涕、不吐痰，坐的时候，我们也不伸

出两脚，都坐得很好。因为坐久了嘛，脚会酸，就两个脚对着上师，这样

子摆得直直的，这样也是不礼貌的。还有，上师的处所，上师在的地方，

也不可以乱走动，上师坐在那边，你就在前面忙过来、忙过去这样子。或

者是随口起诤论，在上师的面前拌嘴、讲闲话、闲话家常，这些都是不合

适的。夫妻吵嘴也在上师面前，或者要上师评评理，然后他就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反正闲话家常的这些内容，都不要在上师面前讲，在上师面

前只谈佛法修行的事情，其它的闲话不要谈。所以，以上所说的这些不恭

敬、不礼貌的事情，应当不要在上师面前做出来。 

  第三十： 

  上师行处邻近傍，语笑歌舞言作唱； 

  亦勿金刚上师前，手足揉等无敬行。 

  在上师行走的地方、或者是住处的附近，我们不要高声谈笑，不要唱

歌、不要跳舞、不要弹奏音乐、或者是边谈边唱、什么伴唱、说没有意义

的话。这个「邻近傍」的意思，就是上师可以听得到的地方，叫做邻近傍。

只要你做这些唱歌、跳舞，然后很喧哗的这种声音，只要上师听得到的范

围之内，我们都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吵到师父，那个业也很重，干扰师

父嘛，使师父身心不安，这个业很重，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也不

要在金刚上师的面前有搓揉手脚等不恭敬的行为，搓手还有搓脚，香港脚

犯了搓一搓，这个也是不礼貌。 

  第三十一： 

  常时咕噜坐或起，各按坐起徐礼敬； 

  夜水危险路行中，许准后自作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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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平常看上师是坐着还是站着，如果上师坐着或者是站起来，

我们也要按照上师坐着或者是站起来，要慢慢的，「徐」就是慢慢的，动作

不是很鲁莽、很粗鲁的动作，也要慢慢的站起来，或者慢慢的坐下来，很

有礼貌、很恭敬的慢慢站起来或坐下来。所以上师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

不适合坐着，我们要跟着站起来，那师父坐下来之后，我们才坐下来。没

有特别的事情要跟师父报告、或者是问问题的话，我们一般也不坐在上师

的正对面，这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盯着上师，这个也是非常不礼貌

的。要坐在师父的旁边、侧边，问问题也 好是在稍微旁边，就是不要在

师父的正对面坐。晚上夜间走在危险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会让

上师走在前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先请示上师，那上师准许之后，我

们就自己到前面去作前导，先要跟上师报告说：「我到前面带路」，然后就

走到前面。 

  三十二： 

  阿阇黎前或见处，有智不应现疲身； 

  不倚柱及墙壁等，亦不屈指节作声。 

  在阿阇黎面前，或者是看得到的地方，有智慧的弟子不应当现出疲劳

的身相，不靠着柱子或者是墙壁。也不弯曲我们的手指，作出喀喀喀这样

的声音，不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有一些法会，整天的时间很长，那坐久

了，我们就会尽量找角落头来坐，或者柱子旁边可以靠着，这样比较舒服。

或者是，跟师父出外一整天也是很辛苦的时候，觉得好累喔，有墙就靠、

有柱子就靠，就是现出一副很疲倦的样子。在上师面前尽量不要现出「你

好累」这样子，那师父看了就「好像都是我的错，我带你跑一整天，都是

我的错！」「我的法会这么长，害你们在那边，这么辛苦。」会不忍心，所以

我们尽量，再累的话，我们也要就是安静的坐着或站着就好了，不要现出

很疲劳的样子。 

  三十三： 

  若须替师浴身足，濯足身等奉侍时； 

  先白顶礼师令知，完后顶礼自作事。 

  这个就是要替上师沐浴身体、或者是洗脚等等，奉事上师的时候，我

们应当要先禀白，要先跟上师报告说：「我现在要准备帮上师沐浴了」，还

是怎么样，不是人一上来，然后就抓。譬如说要帮师父按摩，一上来就把

师父的手就抓过来，就开始按，这个也是非常不得体的。所以我们要先报

告师父，现在要帮师父按摩手，然后才开始。这边讲到还有一个动作，就

是要先三顶礼，先报告说：「我现在要帮师父沐浴了」，所以三顶礼之后，

然后再开始帮师父沐浴，然后完了之后，还要再作三顶礼。所以书上讲说

要先禀白，然后顶礼三次开始，要让上师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所以要先

报告上师，然后顶礼三次，然后洗完之后，再顶礼上师三次，如果上师没

有其它的交代的话，才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礼节，帮上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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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时候，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三十四： 

  弟子名称上师时，不称只名下有礼； 

  为得恭敬余人前，上师名前特点称。 

  那就是恭敬上师，我们不直接叫上师的名字，上面都会加上一些称号

这样的意思。所以弟子必须要称呼上师名字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称呼上

师的名字，而是有礼貌的弟子，为了在其它人面前得到恭敬，因为你这样

子做，人家也会恭敬你的上师，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模范。一般我们会在上

师名字的前面，特别加一点称号，譬如说：具德的上师、三恩德的上师、

慈悲圆满的上师，或者你心中觉得说你的上师应该怎么样去赞叹他，你就

加在那个上师名字的前面，这样子来恭敬赞叹上师，然后让其它人也随着

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生起恭敬心，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率。 

  三十五： 

  先请何作上师令，说全遵照上师令； 

  双手合掌心耳一，乐心忆持咕噜令。 

  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应该要这样子很恭敬的来忆持上师的教导。前

面说到，先请问上师有什么事情要弟子做的，那上师说了之后，我们就要

完全的遵照上师的命令去做，不要随着自己认为说这样比较好，然后随意

就更改，不要，上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上师开示或教导的时候，我

们应该双手合掌，很专心的来听。「心耳一」，就是心耳要合一，你的心要

在，耳朵也要在的意思，就是你耳朵听进来，心念要非常的相应，心耳合

一，很专心、很用心的来听师父的开示或者是教导，中间不散乱、放逸、

懈怠、失念、不正知，都没有这样，也没有昏沉，没有这些现象。然后听

完了之后，我们平时是以一种乐心来忆持上师的教导，我们说闻思修，听

闻之后要不断不断的思惟、忆念上师所说的那些教导的内容，然后我们的

心尽量跟这些佛法的内容相应，这样我们成就才会快速。 

  三十六： 

  有笑嗽时上师前，应当则以手遮口； 

  若有完事白上事，当无得意软语明。 

  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笑或者是咳嗽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上师的

面前想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当用手来遮住口，不要笑（或者咳嗽的时

候），口水喷到上师的脸上，要把口遮住。还有，如果帮上师办完事情之后，

要向上师报告说：「事情办好了」，不要让师父挂心说，上师交代你那件事

情，从此以后没有下文，也不知道到底做好？没有做好？也没有报告一声。

那做完事情以后，帮上师办完事情之后，我们脸上也不可以有得意的表情，

「你看我很了不起，我很棒吧！我很行吧！你看嘛，我都做得这么好」，不

可以有这样得意的表情，应当以柔软语来禀明上师说：「事情已经办好了」，

不要觉得很了不起的表情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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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 

  净心前来欲听法，上师前坐具威仪； 

  心身衣等规律正，合掌前跪应三请。 

  这个是请法的时候的一个规矩。我们想要听什么法，应该以清净心前

来请法。坐在上师的面前，也要具足威仪。所谓的具足威仪，就是下面讲

的「心身衣等规律正」，你的心、还有身、还有你穿的衣服都要合乎规律、

要整齐，你穿的衣服要清洁、整齐，然后身体就是要坐得很端正，很有规

矩，心要去除一切的傲慢，要把我们的傲慢心降伏下来，然后很恭敬的来

请法，很有礼貌的合掌，双脚跪下，这样子请求三次，看你要请什么法，

就是非常有礼貌的合掌，然后跪在上师的面前，说三次你要请法的内容。 

  三十八： 

  供养上师与时时，舍离野心憍慢心； 

  三门当如初适嫁，摄心低颜甚惭赧。 

  就是我们供养上师，还有为上师做事的时候，应当舍离野心。「野」就

是狂野，舍弃那个狂妄的心，还有憍慢的心，想说：「如果没有我的护持，

上师你就是不行！每次法会都是我提供道场，每次法会都是我来什么……」。

或者举办什么法会，需要募款，「每次募款还不是都靠我募款，都是我介绍

很多大功德主……」。或者是「你看！你盖庙，如果不是我找这么多大功德

主来护持，你的庙也盖不起来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反正不要有觉得说我

有恩于上师这样子，上师你应该常常忆念我对你的恩德，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庙也盖不起来，法会也办不成，我也介绍很多师兄来你这边归依你啊，

如果没有我的话，你也不会有这么多弟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千

万不要这样想。这个就是一种野心、还有憍慢心，这样子你所有的功德全

部泡汤了，因为你心不清净，所以我们是身口意三门应当像刚刚出嫁的妇

人一样，收摄自己的心，低着头，一副很羞惭的样子，应该要这个样子，

而不是张大眼睛瞪着上师，从头到脚这样打量。 

  三十九： 

  严身具等生爱乐，不得现于上师前； 

  余事一切自思惟，切勿自作当远离。 

  就是有关于庄严身相这些资生用具，我们如果还是很贪爱、很喜乐的

时候，我们不得现于上师的面前。就是在上师的面前，我们不要表现出我

们还对喜欢吃得好、穿得漂亮，就是庄严身相的资生用具，譬如说，我们

今天有法会，很多师姊就会碰面，在上师的面前就开始谈起来啰。「你那个

衣服好漂亮，哪边买的？」他就问说：「多少钱？」他说：「现在百货公司

在打折，我跟你讲，要到哪一家，它现在在打八折，比较便宜喔！」就是诸

如此类的。那表示说你对吃的、穿的、还是用的，或者是「你那个包包好

漂亮喔！是 LV 的还是什么名牌的，是真的名牌？还是假的名牌？」又在

那边开始讨论起来了。这些事情都不适合在上师的面前，表现出我们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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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一些物品非常的贪爱，这个也是不恰当的。然后其余的一切事情自

己要好好的思惟，不应该做的，我们千万不要做，应当要远离。 

  四十： 

  开光坛城火供等，说法集子度弟子； 

  同城金刚上师居，一切无旨不应作。 

  这就是上师跟他的弟子之间，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和金刚上师居

住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就譬如说，我的上师现在如果在新

加坡的话，我如果没有得到上师的允许，我不会在新加坡举办法会，或者

讲经弘法，除非得到上师的允许，或者上师派你去，你到哪边去开光、坛

城、火供，你到那边帮那些师兄他们去作火供，除非上师派你去，或者是

得到上师的允许，然后你才可以从事开光、坛城、火供，或者是说法、聚

集弟子、或者度化弟子的这些事情才能够做。所以，这一切如果没有上师

的允许的话，我们是不应该做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恭敬上师嘛，上

师既然跟我现在同在一个城市，或者小都市、一个小地方，我如果说有这

些事情，我应该请上师去，而不是我自己去，因为恭敬上师的缘故，要不

然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上师在，你上师不出来弘法，然后你来

弘法？是你现在比上师厉害，还是怎么样？所以一般人也会觉得很奇怪，

你上师在，为什么要你来做？我们弟子也是要恭敬上师，这一切度化众生

的事情，应该要先请上师来做，除非上师说你可以，就是上师的允许，然

后我们才去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 

  第四十一： 

  开光说法等所得，净施悉以奉其师； 

  师纳受后留让财，随得可用自所需。 

  帮助别人开光或者说法等等所得的财物，我们应当要全部清净的布施

奉献给自己的上师，让上师在纳受一部分之后，留下来的财物，弟子才能

够随其所得，可以用在自己所需上面。这个就是一般讲，跟着上师在一起

的那些弟子，随身或者是出家弟子，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出家弟子的身上比

较多，在家弟子也可以。他一般如果说，他真的心里面恭敬上师的话，他

也会在帮别人开光、说法之后的那些供养，一般出家众的话，因为他有寺

庙，所以他都会，一般在外面从事这些活动收到的这些供养，一般都会回

到寺庙之后会交给住持，或者是他的师父，然后由师父来分配这个财物要

怎么来运用，一般是这样的情况，不会说自己就放到口袋去了，然后没事

情就尽量到外面去赚外快，到外面去找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获得比较

多的供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舒适，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反正

你在外面收到的供养，你都要回去交给你的师父，所以他就不会生起想要

获得财物这样的一个贪心。一方面也是把这些供养上师，也是一种感恩的

表现，就是感谢师父的教导，我今天才有能力来向外面弘扬佛法，也是师

父教得好，我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度众生，一方面也是感谢上师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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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有这样的表现。 

  四十二： 

  师子金兄不为徒，自徒说法受礼拜； 

  接受承事礼敬等，应止金刚上师前。 

  就是上师的弟子、金刚师兄，不能收为自己的徒弟，就是我们不能收

上师的弟子为自己的弟子，这也是对上师不恭敬。本来上师的弟子，现在

变我的弟子，也是怪怪的，所以一般我们不会收上师的弟子为自己的徒弟。

为自己的徒弟说法，接受礼拜，或者是接受恭敬、供养、承事，这些事情

都应该禁止在金刚上师面前，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金刚上师面前，我们不

让自己的弟子来礼拜我，来恭敬、供养、承事我，一切承事我的事情，我

都不在上师的面前做。譬如说，现在我的弟子要帮我洗脚，我的上师坐在

旁边，然后看着我的弟子帮我洗脚，就是种种身的承事，不适合在自己的

上师面前来做。或者是弟子帮我穿衣，或者是帮我作种种的服务（服务就

是承事），这一切的承事，不适合在自己的师父面前来做。师父在的话，你

要顶礼的话，就是顶礼上师，而不是顶礼我，上师坐在旁边，就请我的弟

子来顶礼上师，而不是上师坐在旁边，然后我的弟子来顶礼我，那上师坐

在旁边看，也是怪怪的。所以一般也是恭敬上师，我们会请我们的弟子来

恭敬上师，一切的恭敬、供养、承事都给上师。你如果想要服务，请你为

我的上师服务；你要供养，供养我的上师；你要恭敬，恭敬我的上师，就

是这个意思。 

  四十三： 

  若物供养上师时，或有上师所施时； 

  二手奉献后顶受，有智弟子大礼师。 

  如果有物品要供养上师的时候，或者是上师要布施给自己物品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用双手来。像供养的话，我们就会用双手来奉献，不会用一个

手这样子拿，用双手来奉献。如果上师有东西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

要双手来接，接完以后，我们就放在头顶，这个叫做顶受，就是顶礼接受。

或者是起来礼拜上师，也是可以。这表示一种恭敬，这才是有智慧的弟子

大的礼敬上师的表现。所以我们都会常常看到那些西藏的喇嘛、或者仁

波切，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举动，他们都会把它，像看到上师的法照的话，

你给他看上师的法照，他一定会这样子，然后才开始看，这就是一种顶受

的意思，表示对上师的恭敬。 

  第四十四，就是我们要帮助，如果有其它师兄破戒的时候，我们要好

言相劝： 

  自专常忆持不忘，专修正行当全力； 

  金刚兄弟非律时，爱语相教指导他。 

  我们自己应该要非常专一的忆持上师不忘，这个就是说随时忆念上师

的意思。一个弟子要经常忆念上师，应当尽全力专心修习正行，不但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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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忆念上师，而且上师所教导的这些法的内容，也要经常非常专心的来修

习。现在讲的正行，就是讲「上师五十颂」，我们应当专心修习上师五十颂。

金刚兄弟如果有违反戒律的时候，我们要用爱语，还要以各种经论中所说

的道理来指导他，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意思讲，他可能不服气，你就引经据

典，什么经怎么说、什么论怎么说、哪个大德怎么开示，也是有依据，然

后来好言相劝。就是千万不要对他们生起瞋恚心，然后讲的语气不好，就

是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你用瞋恚心、不好的语气，他听了会反感，反

而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然后你们之间可能因此结下梁子、结下怨结。就是

说你曾经指责他、或者怒骂他、或者对他发脾气，他就会记在心里面，他

心里也不好过，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用柔软语、爱语来说。 

  第四十五，就是说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被允许的，就是戒律

上讲的，那我们没有做到的时候，是没有犯戒的： 

  若自病缘无能力，顶礼站等上师戒； 

  上师所教勅无作，有德心子无其咎。 

  那就是如果自己因为生重病，没有能力做到向上师顶礼，或者我们昨

天讲的站礼，就是要很礼貌的站在师父的一边，可是因为你生病，没有那

个体力一直站在师父的旁边，然后随时要为他服务，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力，

因为生重病，也没有办法起来来顶礼上师，都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上师戒律的内容，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上师所教的虽然没有做到，

但是有品德的心子（就是弟子），比喻说他是一个很用功修行的好弟子，所

以他有品德，并没有过失，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表面上看了好像违

反戒律，戒律里面的你都没有做到，可是他并没有过失的。 

  四十六： 

  此处多说无意义，当令一切师欢喜； 

  离诸上师烦恼事，一切当勤而行之。 

  以上有关于如何事师的内容已经讲得很多了，那在这里再多说也没有

意义。反正我们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说，当令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让上师欢

喜，远离那些令上师烦恼的事，一切都应当这样精勤地去做。重点就是说，

我们做的事都要让上师欢喜的事情，一切上师会生烦恼的，让上师身心不

安的事情，弟子绝对不去做，这就是一个重点。 

  四十七： 

  金刚如来亲此说，成就跟随阿阇黎； 

  此明全物一切事，圆满欢喜咕噜师。 

  这是金刚佛亲口说的，弟子的一切成就，都是跟随阿阇黎来的，由此

说明弟子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让上师圆满欢喜。 

  四十八： 

  弟子清净有信心，皈依稀有三宝后； 

  能后随师咕噜法，传子日夜为常诵。 

上师五十法颂略释(下) 13



  这就是圆满要结束上师五十法颂了。弟子有了清净的信心，在归依稀

有的上师、三宝之后，我们应该跟着就学习上师五十法颂。得传的弟子，

要日夜经常的读诵，我们一旦今天已经得到这个法了，得到这个传法的弟

子，从今天以后开始，要白天、晚上不断不断的经常来读诵上师五十法颂，

好是把它背下来。 

  四十九： 

  及授金刚密咒等，令作弟子正法盆； 

  堕落根本十四戒，应当观背诵持严。 

  这是在我们归依之后，要先熟读上师五十法颂，这样子日夜经常的来

读诵，一直到我们正式接受授法，就是传授密法，或者接受灌顶。「及授」

就是一直到传授金刚密咒等，就是一直到我们正式的传授、接受我们上师

的传法。我们归依之后，要先读熟上师五十法颂，一直到我们接受上师的

传法，接受上师的传法开始，我们就要密切注意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十四

根本堕戒」。所以它这边讲到说，为了令弟子能做为正法的法器，就是能够

具足法器，所以关于会使弟子堕落的密宗根本十四条大戒，应当观背读诵，

并且严格的持守。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十四根本堕戒，也是 好把它

背下来，而且严格的持守十四根本堕戒，这样子我们密教才可能即身成就，

这一世成就才有希望。就是上师五十法颂之后，我们就要把十四根本堕戒

也读熟。不过这个十四根本堕戒也是等于在上师五十法颂里面的第四十九

条，所以其实就包含在这个五十颂里面。 

  我们现在看，这十四根本堕戒的内容。 

  第一个：对于上师身口意不恭敬。 

  这就是你轻视、瞧不起你的上师，这是 重要的一条。对于上师的身

语意不恭敬，犯金刚罪，死后一定是堕金刚地狱的。这十四条任何一条，

都是堕金刚地狱的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持守，千万不要犯。千万不要

对上师的身口意不恭敬：「身」的不恭敬，包括了上师的鞋子、衣服、座位，

我们不要从上面跨过去，或者踩到上师的影子等等。对上师的「口」不恭

敬，就是不听从上师的教导，或者是上师在传法、在开示的时候，在讲经

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听，没有仔细地听上师的传法，这个也是对上师的口

不恭敬。因为上师的口在传法，可是你没有用心的听，这个也是一种不恭

敬的表现。对上师的「意」不恭敬，就是学法不认真，自己高兴干嘛就干

嘛，都不听师父的话，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按照上师的心意去做，上师

交代你的事情，你随便改变上师的心意，你认为这样比较好，你自己的想

法。那师父怎么交代，你把它放一边，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你就自己改变，

自作主张，这个是对上师意的不恭敬。上师怎么交代，你就怎么做，没有

自己的意见在里面。你如果觉得这样比较好，你可以在上师的面前提出来

你的想法，这样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够没有上师的准许，然后自己自作主

张改变，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可以先讨论，把你的意见先提出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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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讲给上师听，那上师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好，那就这样子吧」，这样

O.K.。不可以没有经过上师的允许，然后自己改变，这个就是不恭敬的一

种行为。 

  第二：对显密律仪不遵守。 

  就是不管显教还是密教的戒律，你不遵守，那当然是很严重嘛，这个

不用多说，一定要严持戒律的。 

  第三：对金刚兄弟起怨诤。 

  这个我们就要稍微注意，因为有些师兄我们很讨厌他，可能中间有一

些过节，我们心中就会对他有一些怨恨的地方，埋怨，过去可能哪边闹得

不愉快，相处得不愉快，我们都要把这些怨结把它解开。我们千万不能够

对金刚兄弟起任何的怨恨，或者是有任何的诤讼发生。金刚师兄弟也尽量

背后不要挑拨离间，因为挑拨离间也是引起怨恨跟诤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导

火线，因为在你面前说那个师兄上次讲你什么、什么，他就发火了嘛，很

容易就挑动，然后他就开始生气，那就开始怨恨了嘛，就开始有一些争端

发生，所以我们也尽量不要挑拨离间。 

  第四：忘失慈悲心嫉有情乐。 

  因为大乘佛法就是以菩提心为根本，你忘失菩提心，你些修任何的大

乘法门都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你忘失慈悲心，然后嫉妒有情的安乐的话，

那绝对就是这个罪很重的，那表示说你没有资格修大乘的法门。大乘就是

以菩提心为根本，可是你忘失慈悲心，慈就是希望给众生快乐，因为你没

有慈心，所以你才会嫉妒众生的快乐，因为我们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快乐。

可是你现在见不得人家快乐，因为嫉妒的关系，你愈快乐，我就愈难受，

因为我不喜欢看到你快乐，尤其我讨厌的人，我愈讨厌，那个嫉妒心愈强。

你愈快乐，我就愈不快乐，那就是一种嫉妒的心，这个我们也是要调伏的。

慈心，就是要做到给一切众生快乐；悲心，就要拔除一切的痛苦。你现在

不但没有拔除众生的痛苦，还加重给众生的痛苦，所以这是没有慈悲心的

一种表现，这个也是犯金刚罪。 

  第五：畏难不度退失菩提心。 

  就是害怕困难，不度众生。受到一点挫折就说：「众生好难度，我不度

了！」犯了这一条，所以不可以退失菩提心。不可以放弃菩萨愿行，就是愿

菩提心、行菩提心，都不能够放弃。 

  第六：毁谤显密经典非佛说。 

  我们不可以毁谤任何的显教或者是密教的经典，说它不是佛说的，这

个就是严重的毁谤三宝，这个业本来就是很重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毁

谤小乘、大乘、金刚乘，而且还要发愿，尽力的来学习小乘、大乘、金刚

乘所有的佛法。 

  第七：灌信不具授密法。 

  这个就是不对没有信心的人灌顶，或者是传授密法。他如果不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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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不传法给他，传法的话，就犯金刚罪。 

  第八：损苦自蕴不如佛。 

  损就是损害，苦就是受苦，自蕴就是自己的五蕴身，就是自己的身体。

你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者是使你的身体受种种无益的苦行，这个在密教是

绝对不允许的，就是修苦行，然后来残害你的身体，这个是犯金刚罪的。

为什么不能够伤害自己的身体呢？因为身体是准备要成就的，成就佛身的，

所以你不可以伤害它，你伤害身体，就没有办法即身成佛。因为在密教来

说，你的身体就是坛城，就是文武百尊坛城，你伤害了你的身体，等于伤

害了文武百尊的坛城，等于伤害了佛的坛城。我们是要转五毒为五方佛，

转所有的烦恼为五方佛，所以你伤害你的身体，等于就是伤害佛身，所以

业很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任意的伤害身体，去行那种没有意义的苦行，

就是说它跟我们开悟、解脱没有关系的，并不会因为你行了这样的苦行，

然后你就可以开悟、或解脱、或者是断烦恼，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话，

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苦行。这样子戕害你的身体，是破戒的行为。 

  第九：偏废空有、不学空心。 

  就是偏废在「空」或者是「有」当中，不学空心。「空心」就是中观正

见、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有关于，它说的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

的道理。空而不空，就是讲性空，但是不碍缘起。不空而空，是说缘起，

自性是空的。虽然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空，但是这个「空」，不是毕

竟无。虽然它自性是空，在这个性空里面，又不碍缘起。就是这个空，不

是断灭无、或者是毕竟无，在这个空性当中，因为它还是可以作用，因缘

具足的时候，它还是能够生起一切法，所以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

还能够有无量的缘起，所以这个「性空」是不碍无量的缘起的生起。一切

的因缘所生的，我们又不能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而产生了种种的执着。

所以一切因缘所生法，我们又要当下知道它自性是空的，这个就是空而不

空、不空而空的道理。 

  这样说起来有点理论，我们举实际的例子，各位比较能够清楚明白。

就是我们一切的修行，有没有堕在「有」边或者「空」边，我们如果修一

切的修行，都是非常执着的话，那就是堕在有边，因为你把因缘所生的一

切法，当作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你修得很执着，然后都着在种种的相上

面，修行的相上面，而没有从那个生灭当下去体会它的性空的道理。就是

你会修得很执着，然后生很多烦恼，表示你的修行是落在「有」这边，因

为你把一切修行都把它当作是实有的，这是落在有这边。那落在空边，也

有很多这样子。书上讲身体是假的嘛，要去贪嘛，所以我就不要照顾我的

身体，假的嘛，随便它啰，不要贪嘛，不要贪口腹之欲，所以我就随便吃

啰，开水配馒头，我今天一天就这样给它过了，管它饿啊、饱啊，都一样

嘛，假的嘛，这就是落在空边。很多修行人就是把身体搞坏了，我们刚才

讲，不可以损害你的身体，结果你修行是在折磨你的身体，结果弄得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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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病，然后面有菜色，这就是落在空边的一个表现。叫你不执着，不是说

你就不要管它的意思，因为你要靠它成佛，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

你没有力气修行的，所以落在空边这样的一个师兄，他又会说「不要执着

嘛」，书上告诉我们不要执着，看破、放下，他就统统丢掉了，都不要管了。

不是，我们是不要执着的照顾你的身体，因为要靠它成佛，它就是你的金

刚身、五方佛，文武百尊的坛城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不可以随便折磨、

伤害它的，这样犯金刚罪，我们刚刚讲过了。所以我们要不执着的照顾你

的身体，为了好好修行，能够成佛，证得佛的果位，这个就不会落在空边。

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落在空边、也不落在有边，行中道实相、中道正观，

这个就是空心，不然就犯这一条。不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犯这一条；

可是你很贪爱你的身体，也犯这一条。一个落在有边，很贪爱、很执着你

的身体，这个是落在有边；都不照顾它，是落在空边。所以就是要不执着

的好好照顾它就对了，不会生起执着、不会生起贪爱，然后把它照顾好。 

  第十：与谤佛破法闹害众生者为朋。 

  我们不跟那些人做朋友，哪些人呢？毁谤佛、破坏佛法、还有恼害众

生这样的人做朋友。为什么？因为他破戒、谤法的严重业障会影响你没有

办法成就，因为有共业，你跟他在一起有一分共业，虽然他做的事情你都

没有做，可是在一起就是有那一分共业，所以我们应该远离这样的人，不

然我们要成就也很困难。那你说这样会不会没有慈悲心？不会，你发愿度

他，我成佛第一个就度你，可是我现在先闪远远。 

  第十一：自矜胜法忘失密意。 

  这个就是自己高傲自大的以为获得了殊胜的密法，其实根本不明白佛

的密意。这个就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个久修的，学得愈久、修得愈久的，

愈会有这种贡高，除非他证得初地以上。因为密法的内容，密法的密意，

要初地以上才能够有一些了解，因为初地以上破了一品无明。我们不了解，

是因为我们无明还在，可能见思惑也都还在，我们有见思惑、还有尘沙惑、

还有四十一品无明统统在，你是不可能了解密教的密意的，你是不可能了

解。可是你自以为了解，除非你证到初地就 O.K.啰，可是你没有证到初地

以前，你自以为了解，自己认为我什么顶都灌过了嘛，什么大法都传过了，

仁波切看多了，就是这样子嘛，没什么嘛。认为自己都了解了，什么大手

印、大圆满，也是都能够开示，他也都能够开示。可是他如果是这样的一

个心，贡高我慢的心的话，也不是真正的契入那个密意当中的话，就破了

这一条。所以不要自大，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佛法的密意，如果不是真

的了解，就破金刚罪。 

  十二：不说真密法障破善根。 

  这个就是对那个适合的人，因缘也成熟，根性也具器的弟子，可是他

想学密法，你不教他，这个你也破。刚才说没有信心的人，不应该教的，

你教了，破金刚罪；应该教，你没教，也破金刚罪。所以该教、不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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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很高的智慧来分辨。所以对那个有信心、适合接受密法的众生，可是

你不说真密法，这样就是障碍、破坏众生的善根，你让他没有种善根的机

会，所以你犯了金刚罪，所以该说的时候要说。 

  第十三：法器及密法材料不完成。 

  这个就是说，修密法应该准备的法器或者是材料，像有些法要做朵玛，

你就不可以说我全部都用观想的，应该准备的那些材料你都不准备，你就

说我全部用观想，除非你观想成就了 O.K.，你把全部的朵玛、什么应该观

想的，全部都排整齐这样子。如果你观想不起来，你就是应该要准备的要

准备，应该有的法器，像铃杵、或者是鼓，就是你不同的修法有不同的法

器，你也不能说我就按照法本念，应该用铃杵的，应该打鼓的，我也都给

它省略过去，这样是破金刚罪，所以应该要准备的法器、应该准备的材料，

都要准备好。 

  第十四：毁谤妇人慧自性。 

  不能看轻女众，因为女众也有佛性，也能够成佛，不能够轻视女众。

所以说毁谤妇人，说她没有智慧，都不能够见性、不能够见自性，就是不

能够开悟成佛，说女人不能够成佛，这个是错的。你这样说的话，就犯这

一条，犯金刚罪。所以不可以毁谤说女人没有智慧，然后不能够开悟成佛、

不能够明心见性，不可以这样子毁谤。 

  我们就讲 后第五十颂： 

  依教随顺上师行学子，一切得成无缺上师法； 

  我作所集无边善德缘，愿与众生万速胜利成。 

  如果能随顺上师的教导，依教修行上师五十法颂，达到圆满无缺的学

子，一定能得一切的成就。 后作者他说，将我所作五十法颂所集的无边

善功德缘，但愿能给与众生万速达到殊胜利益成就。他希望一切众生都能

够快快成就，这是作者他 后的期望。所以我们 后在这里也要感恩作者，

我们要感恩跋维谛瓦大阿阇黎，他造了这部五十法颂。还要感谢比丘仁权

让钵，把它翻译成藏文。还有感谢广定法师，把它翻译成汉文。有了他们

的慈悲发心，我们才有机会学习上师五十法颂。 后希望各位师兄都能够

不辜负作者的期望，这一世都能够尽速达到殊胜圆满的成就。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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