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刚

上

师

与

灌

顶





金刚上师与灌顶 145

在藏地，人们对于金刚上师与灌顶的认识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目前在汉地，很多居士对于金刚上师与灌顶的认知，却存在

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人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盲目地依止一

些金刚上师、盲目地接受一些灌顶，结果造成不好的后果，这是比

较普遍的现象。其后果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有二：一是造成了那些

金刚弟子（即学密之人）个人修行上的一大障碍；二是这些现象给

整个藏传佛教和密宗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得社会各界人士，

无论学佛或不学佛的人，都对藏传佛教产生了种种误解。所以，我

们有必要谈谈这两个问题。 

一、金刚上师 

是不是来自藏地、穿藏红色僧装的人都具足金刚上师的条件？

或者具有活佛、堪布等名字的人，是不是都是金刚上师呢？都不一定。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金刚上师？小乘和大乘显宗上师所要

具备的条件又是什么呢？下面一个个分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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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择师 

有些人也许会想，我们也不做金刚上师，为什么要讲这些？你

们虽然不会做金刚上师，但你们会依止金刚上师。依止上师是刚刚

开始学佛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因不如法地依止上师而走

错了路，就浪费了珍宝人身。人的生命本来就很短暂，在短暂的一

生中，遇到正法很难，之后遇到真正的善知识—金刚上师就更难，

此后能依止金刚上师如理如法地修行更是难乎其难，所以，要想学

正法，就有一系列的困难。我们既然学佛，就要学一个正规的法，

要走一条正规的道路。 

佛教就像一个超级市场，其内容十分丰富。如宁玛巴的《大幻

化网》所讲，佛法可分为五乘：第一是人天乘，只求人天福报；第

二是声闻乘；第三是缘觉乘；第四是大乘显宗的菩萨乘；第五是密

乘。如果你想求人天福报，佛教里有这样的法；你想修声闻的法、

缘觉的法，佛教里也有；若想修大乘显宗的法或者密乘的法，佛教

里还是有。超市里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随意选购。同样，在佛教里，

从世间法到最顶峰的无上大圆满，有一层一层的很多修法，选择其

中哪一个，是由自己决定的，这是每个人的自由。诸佛菩萨虽然希

望大家都修解脱法，不要去追求人天福报，但这只是他们的期望而已。

他们既不会勉强所有的人都去修密法，也不会勉强所有的人都去修

大乘法或小乘法。因为众生的根机不一样，而一个法门能不能度化

所有的众生呢？显然是不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才

会一转、二转、三转法轮，传了八万四千法门。如果仅一个法门就

能够度化所有众生，佛也不会说那么多的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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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太虚老和尚提倡的人间佛教，也不代表整个佛法。他们主张

建立慈善机构，承办社会福利，帮助人或动物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

的问题。行持这些善法可以说是人天乘，也可以说是大乘菩萨的行为。

因为，大乘菩萨非但不排斥，而且十分赞叹除了传法和劝人修行以

外的其他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些善行是大乘菩萨的行为还是世间法，

关键是由自己的发心（动机）决定。 

现在很多居士自称是学佛的，但实际上他是如何学佛呢？上至

知识分子和商人，下至农村里的老太婆，很多居士都是修人天福报的。

为什么学佛？为什么受皈依戒？为什么受五戒？都是为了健康长寿、

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孩子们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能够找到很好

的工作……这是不是学佛呢？佛没有这样做过。我们都知道，自从

佛发了菩提心后，于三大阿僧祇劫中，从没有为自己希求过这些世

间安乐。这样的“学佛”更应该叫学法。梵文的法（Dharma），中

文译音为达摩，其意很广，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在修持正法上讲，

“法”具有度众生的能力，可直译为“持”，即抓住的意思。若修

人天福报，此人则可享受一些人天报应而不堕恶趣，具有“法”的

意义。只是为求人天福报或现世利益而行善，不是学佛，只是学法。

现在很多自称学佛之人，都是这样发心的。 

在剩下的修行人中，又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修行。

虽然我们都会说“我是大乘佛教徒”，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却

是为了个人的解脱。我们修加行是为了自己，放生也是为了自己，

烧香、磕头还是为了自己，处处都是这样，和上班或处理一些家务

事没有很大差别。上班不是为了其他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修

五加行、听法也不是为了其他人，就是为了自己的解脱，同样都是

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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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剩下的一部分人，才真正是在考虑众生的事情。自己的事，

他没有去考虑。如经中所喻，种谷可得谷，但稻草不求自得，无须

专门求得（种谷喻为菩萨之六度万行，谷喻为众生的利乐，稻草喻

为自己的利乐）。又有一个比喻是，烧火做饭可得饭，火起则烟自

然冒出，不须专门求烟（烧火做饭与种谷义同，饭与谷义同，烟与

稻草义同）。这些比喻说明了：虽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不管你

的能力怎样，如果你真正能够放下自己（不要说现世生活上的问题，

甚至后世的解脱也不去管它），根据自己的能力，只是一心一意、

无条件地利益众生，自利之事不需要专门去做，也会不求自得。 

其实，只是我们放不下而已，如果放得下，就不用专门做。对此，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众生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流转轮回，

无论做高贵的帝释天王，还是转生为微贱的蚂蚁、蚯蚓，随时随地

无不为自己打算，从来没有考虑其他人的解脱，但是今天我们有什

么结果呢？还是流转于轮回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今生去世时依然

空手而归，以后也是这样，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而佛真正把自己的

一切都放下了，没有去管自己，只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正如佛的

广传里所记载的，就是为了填饱一个众生的肚子，他都会舍弃自己

的身体甚至生命，更不要说其他的。他没有管一己私事，但是佛已

经成佛了，他的福德和智慧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能够放下就会和

佛一样，不能放下就和六道众生一样。学佛人当中，真正能够学到

大乘佛法的人比较少，但这只是从外在现象上得到的结论，所以有

可能是不准确的。 

凡是只考虑自己的解脱，无论闻、思、修或做世间善法都是小

乘的道路；凡是考虑其他人的解脱，不要说闻、思、修，即使外表

上是造罪，也是积累成佛的资粮。佛经里有许多这样的公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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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为了自己去放生、修法……表面上做得非常好，其实从根本上

已经错了。 

是不是为他人着想的所有事情都是正法呢？不一定。社会上确

实有很多善良的人，他们做得那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每当见闻

他们的事迹时，我感到非常惭愧。但是他们不是学佛的人，也没有

说为了度化众生而成佛。另外，我们天天从早到晚念了一遍又一遍：

为了度化众生发菩提心，这只是口在念，但我们的心行是否与之相

应呢？ 

总之，只有为了众生的解脱而行利益众生的事业，才是正确的路，

也才是我们要走的菩提之路。 

这样的路该如何走呢？我们需要一个具格的人引导，才能顺利

地走上菩提道。例如，无始以来，我们在生生世世中，肯定学了很

多次世间的学问，只是现在想不起来了，然而，如今只学其中一种，

尚需一位老师的引导，否则难以完全掌握。放下自己的事，是无始

以来我们从未做过、想过，甚至连做梦都很少梦到的；而利益自己，

是我们生生世世做惯了的。今天，佛要求我们把无始以来一直做惯

的放下，去接受一个从未想到的事物，该有多难啊！这肯定要有善

知识给予帮助才能办到。所以，选择金刚上师和善知识特别重要。 

（二）如何择师 

1. 做大乘上师的条件 

什么是衡量大乘善知识的最低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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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乘上师要有无造作的菩提心。据佛经所载，若某人有

不造作的菩提心，即使他不是十全十美，在没有其他上师可寻时，

我们也可依止他。我们依止上师，除了希望依靠他获得对解脱有利

的智慧和方便外，别无所求。若他有不造作的菩提心，就多多少少

会给我们灌输一些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绝不可能为获得个人的

财产、名誉和地位而利用我们，只会尽己所能地来度化、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第二，只具有菩提心是不太圆满的。比如在世间，我们找到一

位人品极好的老师，而他却一无所能，我们跟着他又能学到什么呢？

同理，上师人品虽如弥陀、观音一般（菩提心还是必要的），但我

们要的是解脱智慧，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老师都没有智慧，我们

哪里能得到智慧呢？所以，大乘上师在无造作菩提心的基础上，要

或多或少地精通显、密教理，特别要精通我们所需要的、正式修法

上的智慧。若某人不具有菩提心和智慧，他表面上会说得很好听，

做得也很好，但实际上利益自己的成分很多，考虑其他众生的成分

很少，他会为了自己的一些目的利用我们。如果我们在很多关系上

处理不好就会很麻烦，这时，还是以不依止为好。

上面讲的这两个要求，是做大乘上师的最低标准。 

2. 做金刚上师的条件 

做金刚上师只具备上述的最低标准是不够的。无垢光尊者的弟

子智悲光尊者，是宁玛巴一位非常伟大的成就者。他著的《功德宝

藏论》里收集了很多显宗、密宗对金刚上师的要求。之后，他做了

一首偈子，其中讲道：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众生的福报浅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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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位非常完美、如佛陀或大菩萨一样的金刚上师，恐怕难而又难。

尊者又继续说道：所以，暂且不谈很高的要求，对金刚上师比较低

一点的要求是： 

第一，三戒一定要清净。三戒是指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 

（1）别解脱戒清净。别解脱戒分为在家和出家两种。故从这个

角度而言，金刚上师既可以是在家人，也可以是出家人。在家的金

刚上师首先要具足圆满、清净的居士戒。 

（2）菩萨戒清净。做金刚上师一定要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说到菩萨戒，我要强调汉地存在的一个问题。现在，汉地很多学佛

人都认为，我曾在某法会上受了菩萨戒，所以我肯定有菩萨戒。但

实际上他们得到菩萨戒了吗？很难说。问题在于，获得菩萨戒的关

键是什么？若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法会，并邀请一些高僧大德，由

他们为大家举行一个授菩萨戒的仪式，是否就得到菩萨戒了？从外

缘上讲，很多条件都具备了：传戒上师是有菩萨戒的高僧大德；他

懂得怎样传菩萨戒；仪轨也准确无误；我们去参加了；法会也非常

隆重，种种外缘十分圆满。但得菩萨戒的关键是内因而非外缘。内

因就是我们从心灵深处是否发过菩提心。比如说，参加受戒法会后，

我们应扪心自问：现在我做的一切，是为利益自己，还是为利益众

生？若是为利益众生，就要有为度众生而成佛的念头。若大部分修

法的动机是这种念头，就可以得到菩萨戒；反之，若处处都是为了

自己的解脱，那你根本没有菩提心，又怎么会有菩萨戒呢？这是绝

对不可能的事。 

所以，首先要锻炼、调整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按加行里讲的发

菩提心的方法，先修四无量心，再发菩提心。佛法再三强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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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要从内心出发，从内心开始。内在没有任何基础、没有菩提心，

只是参加授菩萨戒的法会有什么作用？传戒法师虽是高僧大德，福

德、智慧都很圆满，但他的圆满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自己不发

菩提心，他也没有办法强迫把我们变成菩萨，如果有这种可能，释

迦牟尼佛早就这样做了。所以，得菩萨戒也没有那么容易。一旦得

了菩萨戒，就要护持使之清净。 

（3）密乘戒清净。获得密乘戒需要得到真正的灌顶。现在我

们也会说：我是受了灌顶的，有密乘戒。但是否真正得到，要看三

个方面：①给你灌顶的人有没有灌顶的资格和能力，再进一步说，

他自己有没有密乘戒；②你本身有没有受灌顶的资格；③举行的灌

顶仪式是否如法。如果能保证这三方面都没有问题，才可以说我已

经入了金刚乘，否则，是不是金刚弟子还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要广闻佛法。例如，有些修行人（以前某些在山洞里修

行的老喇嘛），修行相当好，戒律清净，又很虔诚，对上师非常有信心。

在智慧上，他还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但是，要给别人传法就很困难，

因为佛法跟世间学问不同。比如，虽然你只精通世间所有学问的一

部分，但在这个圈子里，你就是权威。而佛法不是这样，只有精通

了整个佛法后，你才可以融会贯通，了解佛的真实意趣，若只看了

一两部经典，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佛法可分为了义和不了义

两种，佛传法时，要考虑听众的根器，传对他们有利的相应之法。

如果讲实话，而有人不能理解，佛是不会这么做的。假如实际上不

是这样，但若暂时这样讲，可使大家都能理解，都很开心，又由这

个开心而都能走上解脱之路，那么佛就让大家开心，先讲一个方便

法。这难道是佛打妄语吗？不是，佛要观察众生的根器，应机施教。

众生的根机各种各样，因此佛说的法也各种各样。而在所有这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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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这只有在精通了很多经论后才会明白。

这是佛教与其他学问的不同之处。所以，要给别人传法，就必须广

闻多学。 

第三，要有大悲心。因为，作为金刚上师就要以悲心摄受众生。

若某修行人戒律清净，又懂得一些显、密教法，但他只是独自在山

洞里修行，拒绝跟所有的人接触，不愿意摄受他人，那么，他虽是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却不具备做金刚上师的条件。 

第四，要精通显、密仪轨。特别在密宗里，有很多事业法，它

们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可以遣除修行的障碍，但这些全是依照仪轨

来做的。若什么仪轨都不懂，就缺少了许多度生的方便，所以，要

精通这些仪轨。 

博通经论和显、密仪轨是从学识方面讲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第五，要有证悟。譬如要灌一个大幻化网的灌顶，在大幻化网

中有一百位本尊，其中有五十八位忿怒本尊，四十二位寂静本尊。

授灌顶者不但要将所有的本尊都观想清楚，甚至连每尊佛持何种法

器、结何种手印、身上有何种装饰也要清晰地观想出来。若做不到

这一点，他怎么给人灌顶呢？所以，做金刚上师一定要有证悟。又

如，给别人传讲大圆满，首先自己必须证悟大圆满。如同为人带路，

首先要把路了解得清清楚楚，才可能引人走上正途。若引路人都是

糊涂的，又怎么为人带路呢？同样，若上师自己都没有证悟，他讲

什么大圆满呢？所以，传大圆满、传窍诀的人必须是证悟者。 

这里的证悟，不要求断掉所有的烦恼，也不要求证悟圆满的智慧，

只要求或多或少地断除了烦恼、证悟了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世智辩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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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文字上的知识，而是通过修证得来的。 

第六，要懂得四摄法，即四种大乘菩萨摄受众生的方法。若不

懂四摄法，也没有办法度化众生。 

对金刚上师较低的要求，就是以上六点。具备这些条件的称为具

德上师。可是，在藏地有一个说法：小偷和佛，难以分辨。在大街上

有很多很多的人，其中谁是小偷呢？我们不知道。佛也是同样的，在

大街上的众多人中，肯定有佛的化身，但他的头上也没有写着“佛”

字。所以，佛和小偷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既然这样，我们该怎样

去选择、依止金刚上师呢？在密续里讲了三种观察金刚上师的方法。 

首先，在还未接触时，向住在此人附近的大众打听，因为这些

人应该比较了解他的情况。这是从远的方面讲。第二，从近的方面讲，

虽然不接触他，但可以在这个人的附近观察他的行为，仅观察一两

天是不够的，因为短期内他是可以伪装出来的。第三，就是真正接

触这个人并仔细观察，在观察五六年、七八年后，如果你觉得上述

六点他都具备了，就可以去依止。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呢？ 

对于现代社会工作繁忙的人来说，怎么可能用七八年的时间去

观察一位上师呢？但是，我们要真正地得到灌顶或接受一些密宗的

窍诀，对金刚上师又必须要严格要求。那该怎么办呢？此时，像法

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等那些高僧大德，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他们是

很多高僧大德长期以来已经观察好的，依止他们，就不用费太大的

心思去观察。而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很多上师，就必须要观察。 

上面讲的是密宗对上师的最低标准，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就没

有办法做金刚上师。但是做不做金刚上师是他们的事，依不依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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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事。在前面也提到过目前汉地的状况：从藏地出来的穿红衣

服的人，只要自称是活佛或堪布，人们便不看他的背景，也不知道

灌顶有哪些条件，而一律去接受灌顶。大家只知道灌顶很好，金刚

上师很好，仅此而已。如果依止以后永远不退失信心，倒也无妨，

而实际不是这样。比如一人来灌顶，大家都去听，等他离开不到一

个星期，这些人就开始毁谤：“噢，我们错了，他（上师）没有修证、

没有戒律，甚至连人品都不好……”或者又说：“你的上师不如我

的上师，我的传承比你的传承好，我的教派比你的教派好”，等等。

这些都是目前在汉地的居士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3. 做小乘上师的条件 

下面，顺便说一下小乘的上师。做小乘的上师，一要戒律清净，

也就是说，若是沙弥（尼），则沙弥（尼）戒清净，若是比丘（尼），

则比丘（尼）戒清净；二要精通戒律；三要非常关照他的学法弟子。

其他的还有很多，但这里只讲这三点。 

在所有的上师中，对密乘上师的要求最严格，特别是对修证的

要求，因为证悟不是很容易的事。密法绝对不允许你盲目地依止上师，

它严格地要求你再三地观察，选择好上师后，再依止他听法、受灌顶。 

此后，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是，从今以后，无论发现他有什么

样的过失，都不要退失信心，这位上师有功德也好，没有功德也好，

你要认真地依止，否则又会造业。现在无论在汉地或藏地，都是既

有很多真正的金刚上师，也有很多不具足金刚上师条件的人。所以，

对于我们来说，要观察好，选择好。 

如果你不能观察，那该怎么办呢？他们无论是出家人或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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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修行人，尤其是穿僧衣的出家人，多少都有一些功德，这是肯

定的。释迦牟尼佛也讲过：出家后还俗犯戒的人，就像獐子的尸体

一样；而其他不修法的人，却像狗的尸体一样。因为在獐子的尸体

上，还有非常有用的麝香；而在狗的尸体上，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

可取之物（这是古印度人的看法），而只是一具尸体。也就是说，

一个出家人即使再没有功德，也比一般情况下的在家人好，他总是

或多或少有些功德。所以，在家人的做法应该是，从自己的信仰上，

要恭敬所有的出家人，不要去观察他们的过失。如果你要依止某位

出家人，就一定要再三地观察；如果你不打算依止，却常认为这个

出家人这里不如法、那里不如法，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无功德

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也许这些人都是菩萨的示现。 

印度曾有八十位大成就者，他们显现为什么样的人呢？按照我

们的旧有观念，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他们，肯定会生起很大的邪见—

他们中有些是打猎的，有些是妓女或屠夫，总之，都是世间种姓最

下劣的人，但他们却是佛菩萨的应化，所以，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习惯，

在信仰上这样恭敬，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这是居士应有的正知正见。 

二、灌顶 

目前，在灌顶方面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大家都认为灌顶非常

了不起，所以去接受灌顶；有些人听说没有灌顶就不能看密宗的书，

他很想知道密宗的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越不让看就越想看，为了

有资格看密乘的书，他便去接受灌顶；有些人觉得，有资格看很多

密宗的书是很了不起的，因此要接受灌顶。而且，人们往往在接受

灌顶后，不认真地护持密乘戒。在汉地的各大城市里面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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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外和藏地某些地方也有这种现象。 

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在金刚上师灌顶时，自己到那个地方坐

一坐，听一听，吃一些发下来的加持品，再将佛像搁在头上，这样

就得了灌顶，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实际上不是这样。 

是否得到灌顶要考虑三个因素：①灌顶的人是否具备金刚上师

的条件；②受灌者是否有接受灌顶的资格；③金刚上师灌顶时的方

法是否正确。这三方面有一个欠缺，我们就没有得到灌顶。如果以

后我们要接受灌顶，就需要观察这三方面的条件。 

首先讲一下什么叫做灌顶。很多居士，包括汉地的出家人，都

不懂灌顶是什么。有些人认为，灌顶后修行上会有很大的进步，很

快就会成就；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开许，灌顶后就可以看许多以

前不能看的经书。需要澄清的是，灌顶后马上成佛，对目前一般人

的根机来说是不可能的。虽然曾经有一些这样的人，但他们是利根

之人。对普通人来讲，不要说马上成佛，甚至在灌顶后能否立刻看

到进步都是不一定的。 

那么，灌顶到底是什么呢？灌顶就是一个高层次的受戒。比如

受比丘戒、比丘尼戒时有一个仪轨，受菩萨戒时也有一个仪轨，同

样，受灌顶时还是有仪轨。更确切地说，受灌顶就是受密乘戒。如

我们去受大幻化网灌顶，幻化网有五条根本戒，十条支分戒。我们

首先要看能否做到这些戒律的要求，如果目前能够做到，就去接受

这个灌顶；如果根本无法做到，就不能去受，否则灌顶后会犯戒的。

凡是灌顶都是受密乘戒，只是戒条各不一样，有多有少。这些戒律

中有一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经过开许，也会有代替的方法；还

有一些戒条是一般人能够做到，而我们却做不到的。所以，首先要

了解灌顶的那些戒条，若觉得能够接受，才可以去受灌顶，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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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法的。 

若灌顶时根本不知灌顶就是受戒，而且上师们也不讲。这样，

在灌顶三四年后还是不懂，以后看到密乘戒的法本时，才发现两件

事：或是根本就没有得到密乘戒，或是密乘戒早就破了。这有两个

原因：一是自己没有好好考虑；二是授灌顶的人没有介绍。    

律经里讲：如果给某人授比丘戒或比丘尼戒，必须先要清楚地

告诉他从今以后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佛说，假如拿一把非常锐

利的刀交给屠夫，让他去杀生，这肯定有很大的罪过，但是，这个

罪过却不如为一个人传戒，却不给他介绍戒条的罪过大！ 

有人会提出疑问：受戒不是很好吗？灌顶不是很好吗？为什么

会有罪过呢？ 

因为，如果他真正得到了灌顶，却因上师没有传讲戒律而犯了

密乘戒，那么他不是要堕金刚地狱吗？这个灌顶对他到底是利益还

是伤害呢？当然，这是上师的责任，不是我们责任。可是现在已经

破戒了，即使责任不在我们，而受害者却是我们。所以，接受灌顶

前首先必须懂得灌顶是受密乘戒。虽然得了灌顶后，可以被开许看

密乘的书，而且可以逐渐地、间接地增长一些智慧，减少一些罪业，

但灌顶主要是受戒。 

首先介绍了什么是灌顶，接下来讲得到灌顶所要具备的条件。 

只有具备了六种因缘—二因四缘，才能够得到灌顶。 

二因四缘的第一个是相应因。相应因本来是指人体里的气脉明

点等。对于一个六根具足之人，这个条件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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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虑。 

第二是俱有因。它是指灌顶用的法器，如宝瓶、佛像、甘露等。

有了一个瓶子，上面插一根孔雀的羽毛，是否就是一个法器呢？

不是。要成为法器，除了需要很多其他东西外，还需要金刚上师的

加持。你们经常说“加持”，但是否知道什么叫加持呢？所谓加持，

就是有一定能力的人，在某种物品里面加入一种能力。比如说，平

时我们喝的水只是自来水或矿泉水等，只能解渴，但加持过的水，

就有能力消除业障和增长智慧。它的能力之源是什么呢？是不是念

一个经就有这种能力了？不是。如果念一念经就叫加持，那凡是认

字的人都可以做到。事实上，加持的来源是一定层次的修证，这样

的人才能够加持这些灌顶用的法器。现在，有钱的人可以购买到外

表非常庄严的金银做的宝瓶，里面需要的很多药物也可以在中药市

场买到。但金子就是金子，金银不会有什么加持吧？同样，佛像、

甘露水等也需要开光、加持。在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物体上，有一

种肉眼无法看到的能力，那就是通过他们的开光、通过他们的修证

加持得到的，这是金刚上师们的事。如果我们选择了具德的金刚上师，

他肯定有这个能力，我们就不用考虑俱有因。 

下面讲四缘。第一是因缘。修密乘的金刚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

叫做因缘。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他要对密乘有坚定不移的

信心，且在灌顶的现场，能够听到金刚上师讲的话、念的仪轨，需

要观想的能够观想，这种人可以说因缘已经具备了。如果对密法没

有什么兴趣，或者是以好奇心去接受灌顶，这种人就不具备因缘，

也得不到灌顶。有些人虽然对密法有一些信心，但是到了灌顶现场

不认真听，也不具备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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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增上缘。这是金刚上师要具备的。如上所讲，金刚上师

相当重要。你们中的居士都去过学院，在学院听过很多法，基本上

没有问题。但在其他地方，不能经常听法的那些居士，虽然非常虔

诚，但是因为他们对密法不了解，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所以非常盲目。

他们不会选择金刚上师，在这上面发生了一系列问题。 

如果金刚上师没有灌顶的能力，就得不到灌顶。若只需授予灌

顶的人能念一个经，那么谁都有灌顶的资格，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他必须要精通密宗的经典而且要有修证，特别是在生起次第和圆满

次第上，要有一定的修证层次，才可以给人灌顶。这样的灌顶才是

如法的，其他的灌顶都是形式。听听那些声音也是有功德的，那也

是续部里的金刚语，除此以外，得不到什么。因为，这里面没有什

么可以得的，如同锅里没有瓢，能舀得出东西吗？所以，观察、选

择上师很重要。 

第三是所缘缘。金刚上师也是标准的金刚上师，我们自己也有

信心，且所用法器也很圆满，是加持过的，但是还需要具备一个缘。

灌顶中，上师会让我们做很多观想，如果不观想这些，就不具备所

缘缘。所以，在灌顶的时候，要认真听灌顶词，让我们观想的都要

一一观想，这些全部做到，才能够得到灌顶。如果你的身体虽然在

灌顶的现场，但心里却在胡思乱想，是得不到灌顶的，这很容易发生。

你们很多人都去学院接受过灌顶，灌顶的金刚上师已经具备了上师

的条件，找不到再好的了，而且在法器和灌顶的仪式上也无可挑剔，

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听、去观想呢？若是没有，灌顶还是不圆满的。 

第四是无间缘。无间缘是指灌顶的次第不能颠倒，前面的灌顶

和后面的灌顶，一个一个不能错乱，但这不是我们的事，是金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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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事。 

综上所述，在灌顶时，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首先观察、选择好

金刚上师，然后到灌顶的现场，认认真真地听，上师让我们观想什么，

我们就认真地观想。 

前面讲的两个因四个缘，其中缺少哪一个都得不到灌顶，这在

经书里讲得很清楚。经中有一个比喻，比如古代的马车，有两个轮子，

若缺少了任何一个轮子，它都无法行驶。同样的，这六个因缘里缺

少任何一个，我们就不能得到灌顶。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真

实的灌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具备这六种因缘。 

灌顶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护持密乘戒。灌顶就是接

受密宗的戒律，在灌顶时所发的誓言必须要做到，否则就要犯密乘戒，

堕金刚地狱，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犯戒者很危险，金刚上师们也

有危险，除非是佛或很高层次的菩萨，因为他们不受因果的影响。

凡夫有没有灌顶的资格呢？也可能有。凡夫中修到加行道较高层次

的人有资格灌顶，但是他也有可能堕地狱。因为凡夫有可能犯戒，

如果犯戒，就有可能堕落。既然这样的金刚上师都有堕地狱的可能，

那接受灌顶的人当然有堕地狱的可能。所以，灌顶后的第一个重要

学处，就是详详细细地了解密乘戒，然后要好好地护持戒律。这非

常重要。 

现在很多事已经颠倒了。比如，若首先把居士五戒介绍得清清

楚楚，然后要求每个人都要受圆满的居士戒，很多人就会十分害怕

地说：“这我做不到，五戒中有的对我不合适。”但是，人们对灌

顶的态度不是这样。凡是有人授灌顶，大家都会去参加。若连居士

五戒都不能完全做到，那怎么接受得了密乘的戒律呢？这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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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接受灌顶之前根本没有观察。实际上，居士五戒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对传居士戒的上师的要求也不那么严格，对受戒者的要求相对来说

也比较低，即使是这样，很多人仍会觉得力不能及。而灌顶的时候，

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假如有人灌一个大圆满的顶，那么此地凡

是听到这个消息的学密居士，肯定都会去接受这个灌顶。可不可以

这样做呢？前面讲了，即便灌顶的法器、灌顶的仪式以及授灌顶者

都非常圆满，自己也有可能不能接受此灌顶。大圆满有很多戒律，

你能不能护持这些戒律，这一定要选择！若居士的五条戒都要这么

认真选择，那么对密乘戒更要谨慎，不能掉以轻心。 

如法地接受灌顶、如法地护持密乘戒的功德与守持别解脱戒的

功德相差天渊，然而，破密乘戒的危险性与破别解脱戒的危险性也

相差天渊。不过，只要能认真护戒，根据密宗的要求如实去做，密

乘戒也并非高不可攀。因为，密法不是针对登地菩萨，也不是针对佛，

就是针对凡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要失望，因为佛所制

定的密乘戒是凡夫能够做到的，只是方法一定要正确。所以，若能

如理如法地做，灌顶还是非常殊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