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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聖德高僧們對提問的答案》這一本書是聖德高僧們針對佛教徒們所提出的三

十五個問題做的正確的答覆，前段是三十五道答覆的每一道概略綱要，後面是三十

五道答案的全文，為什麼出成一本書？因為在世界佛教總部諮詢中心代大聖德們執

筆回答提問正式公布以後，還有人沒有讀明白，甚至是非常嚴重錯誤的理解，把如

來正法必須不可欠缺的法規，理解成了是神通，有人還說：「我要學的是佛法，我

對神通不感興趣，連 H.H.第三世多杰羌佛也對你們聖德說神通不感興趣，佛陀重

視的是行善去惡，修菩提行利益眾生！」我們只能說，從根本上你就把法規與神通

混為一談了，你對神通不感興趣，而卻把法規視作神通了，你已落入了愚癡，完全

不懂佛教的大法，必須依法規鑑真假，你不知內密對法規的不可錯謬，不知法規不

可缺，缺則落外道，更不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陀覺境。南無羌佛對我們說的

正法法規並不是不感興趣，南無羌佛明確說了：「我不是說你們強調法

規不好，而是擔心沒有那麼多的聖德去傳真正的大法」，南無羌

佛還說：「當今全世界學佛的人非常得多，要到哪裡去找這麼多

的聖者師哦？有幾個大聖德師來教他們呢？」而且南無羌佛還

說：「在佛經上釋迦佛陀說的顯聖境相公案，比你們說的多，對

佛陀說的話無絲毫質疑，完全尊重世尊。」你們太笨了，連羌佛是誰

都還沒有弄清楚，從廣義來說，羌佛是整個佛教的佛陀，從娑婆世界而言，佛陀是

整個佛教的教皇，佛陀能偏向某一宗，能只重視某一法門嗎？羌佛是必須按照釋迦

佛陀的八萬四千法門平等相應眾生！你們根本沒有認到秤，在此嚴肅告知你們，三

十五道答案與神通一點關係也沒有，其中說到內密灌頂的法規等等，不是神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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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乘正法大法必須的法規，無論什麼神通，都是完成不了正法特定的法規，法規

是鑑別師資聖量必須規定實行的，不管你感不感興趣，你感興趣也好，不感興趣也

罷，由不得你，因為這是驗證真假之師的標準，是讓人們觀察認知一個上師是真的

懂佛法，還是不懂佛法？是真正的佛教，還是騙子邪道？是冒稱有內功有佛法，還

是虛殼身體沒有佛法？是讓人學到真佛法，還是讓人受騙學假佛法？是讓人快捷福

慧圓滿成就，還是讓人一輩子學不到佛法而上邪師騙子的當，慘不忍睹，得不到成

就解脫，墮入三惡道？有那麼個別邪惡妖師騙子對弟子矇騙說：「我是大菩薩金剛

上師，我不承認內密壇場的法規，什麼法規在我面前毫無作用，我輕輕用一根手指

就可以把它破了。」你這邪師啊！你已瘋狂愚癡到了神經不正常了，這就等於說有

人單手撥起 200 斤，你不承認他的體力好，認為遠不如你，既然如此那你就表現你

的好體力，在你的弟子面前，也來一個單手拿起 200 多斤證明你超過了他一斤半

兩，這才有資格否認他的體力不好不如你，尤其你故意在無意中自居大菩薩，作為

菩薩必然神通廣大法力高強，那就用你大菩薩的法力來證明你說的兩大法規是不行

的，你就敢於當眾公開上一個金剛三杵「地杵」、「天杵」、「法杵」，送一個菩薩一

表給你的信徒們看，證明這不算什麼，如果你做到了，你不承認法規、批判法規是

應該的，反之，如果你做不到，甚至只能在弟子前找藉口，連做都不敢做，只能證

明你是假的菩薩，凡夫都屬於是體力衰竭，邪惡的凡夫，聖者的氣味你一點都不

沾，是一個沒有功夫，體力衰竭的虛弱病殼殼身體，是地道的江湖騙子！！！你是

假聖者，誰都知道你從骨子裡就是無法做到法規，才只得用誹謗正法法規來遮蓋自

己冒充聖人、欺騙眾生的醜惡面目，為什麼要你上三杵驗證？因為你自居大菩薩，

大家都知道一個大菩薩，何等道行高深，可是你連上三杵的本事都沒有嗎？依法規

一個六十歲左右、體重 170 斤左右，單手連 200 磅的「地杵」都提不離地，更不要

說提高上供台，單手舉 110 磅的「天杵」都舉不過肩，這還沒有讓你拿比天、地杵

難百倍的「法杵」，你上不了三杵，不是一個凡夫虛殘病殼體，難道是身體健康體

力好嗎？告訴你，在凡夫中，都屬於差的虛體，是地道的凡夫冒充聖人，當然你會

找藉口跟你的弟子說：「我的手足腰腿受傷了。」那好，「法杵」不傷手足腰腿，只

需要見內功金剛力，再給你加上表顯一個內密灌頂，在離金剛丸十米遠處，你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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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大小、堅硬的金剛丸神變，至於「送菩薩一表」，那比上三杵難上千倍，作為

騙子邪師，連想像的資格都沒有。釋見慧法師正式在大殿佛前發下了願：「現在

佛陀住世，我有福報隨佛陀受教 18 年，只要佛陀恩師在加州，

幾乎每天都能求學親聞說法，而很多人遠地他方國度，對南無羌

佛毫不了解，心生不敬，我今發下寧願捨自己被戒規降罪，也不

會捨行人學到正法的願力，從現在起，無論你是什麼等級的人，

只要你做到『上金剛三杵』，就由你選擇任何地區的戶外廣闊草

地上，我來展顯良馬空行步雲法，升上空中行走，讓你和你的少

於一百位的弟子，我另外再選三百位善信佛教徒，現場親自觀

看，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如來正法的真鋼，我非常清楚違背本尊法

戒冒然顯道，是犯了該本尊法第七戒條的，會影響到我的成就，

但為了眾生，正如地藏王菩薩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其實

我已經展顯過兩次道量，第一次是為了送法章，趕時間的關係，

第二次是應隆慧法師之緣，再一次是第三次了，只要你做到『上

金剛三杵』，你已經是大聖德了，比我的道行高，完全有權看我

亮道，也有權安排你優秀的弟子觀看，我所作的發願，是為眾生

的慧命善業去做的，我已發下此願，當如是而實行，絕無絲毫自

讚顯揚之意，目的只有一條，讓尋求正法的人們見到真正的佛

法，從此徹底行善，遠離諸惡，實修『暇滿殊勝海心髓』，愛國

愛民愛眾生，真心誠意修行，做好人行正道，種下菩提聖因成正

果。」記住了，高僧聖德們的答覆不是說神通，不是耍神通，與

神通無關，而重視的是如來正法、真正內密必須用的法規，法

規不是神通，神通操控不了法規的法，所以才阿羅漢具六大神通，但在

法規上，都只能上供天、地、法三杵，而完不成「送菩薩一表」，因為法規是佛菩

薩掌控的規制，阿羅漢的三明六通對「送菩薩一表」毫無作用，原因在於不具資格

請大菩薩親臨內密壇場當眾收表。 

為了便於大家抓住三十五道答覆的重點，所以特別把每一道答案，作了簡短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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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示於下，但大家要針對每一道題的序號結合答案原文讀解，才能精確理解。 

 

三十五問答案綱要 
第一道綱要：莫知尊者親自答覆對他的六個提問： 

               (1)他不是大聖德地位。 

               (2)他沒有證到金釦三段道行，沒有證到不退地菩薩。 

               (3)他為弟子灌不了內密頂，但能做借灌內密頂。 

               (4)他不收弟子。 

               (5)「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錄像帶中修拙火燒傷高僧大德 

                  們，是他用的功夫。 

               (6)當天是有一個活佛名稱的凡夫，怕燒傷丟臉，嚇得不 

                 敢入場。 

 

第二道綱要：灌內密頂必須通過兩個關，缺一關都不可，灌頂師同意只 

               是過了第一關，可是一當對內密灌頂師有疑心或說假話， 

               就犯根本戒了，佛菩薩本尊就不同意通過第二關為你灌頂 

               傳法，哪怕就是勉強灌了頂，也不會有任何受用。 

 

第三道綱要：內密灌頂的作用是請佛菩薩來壇場接收弟子！！必須是非 

               常虔誠並為佛行事業，做了真實貢獻的人！！！才能合格 

               受灌。如果是盡了最虔誠供養巨聖德，則可受到本尊法緣 

               一品灌頂獲至寶甘露滅障，在十二小時之內，親見虛空佛菩 

               薩，學到至高大法，當下轉凡成聖，並舉出一名大家見到 

               的實證例子，詳見第三道答案的全文內容。 

 

第四道綱要：指出這世界上最好的修行修法百分之百是南無第三世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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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佛說的修行和修法，如《解脫大手印》的行和法，學羌佛 

               的法已經渡脫的有名有姓的高僧大德很多，無人能比，這就 

               是對你的成就解脫的保證。 

 

第五道綱要：表明了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觀點是各宗各派平等，各有所 

               涉，重點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依教行持，有了大悲善 

               業本質，才能學到大佛法，快捷成就。但聖德們為什麼強 

               調內密的法規，為了行人們防止邪師騙子，這是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是唯一只有內密灌頂，才能讓佛弟子即時與佛菩薩 

               本尊通達，如果是境行聖因種子灌頂，當下見虛空佛菩薩， 

               並從此隨時能進入聖境世界。 

 

第六道綱要：凡是如來正法門中，都會出現叛徒，因為正法的宗旨是利益  

               眾生，渡生成聖，不准邪惡騙人，這就不符合邪師騙子傳假 

               佛法騙財騙色的目的了，由於正法擋了騙子們的財色之路， 

               他們當然的視之為對立，所以必然為了走自己的詐騙之路， 

               唯一只有選擇叛變。 

 

第七道綱要：「境行灌頂」與「境行加持」，從現象上看，如開頂、如現量 

               大圓滿的初境都類似，其實完全是不同的性質，灌頂是佛菩 

               薩親自接收弟子，而加持是佛菩薩只作加持並沒有接收弟  

               子。另外有人把自己接受巨聖德加持的顯相，在弟子面前冒 

               充是受的灌頂，甚至更缺德去欺騙弟子，含混說成是他的道 

               行法力，這類人非常之多，都是凡夫加騙子，具體請諮詢總 

               部便知。 

 

第八道綱要：有為師之人，把自己接受大聖師的灌頂或加持，偷樑換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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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稱他能為弟子灌內密頂。注意：凡是受過內密灌頂必須 

               要有一條度量金剛繩，沒有這個信物可能只是內密加持， 

               或者根本就是騙人的。誰是什麼資格，請諮詢總部，假不了， 

               有案記載。 

 

第九道綱要：何謂「上金剛三杵」？三杵即是：「地杵」：六十歲左右， 

170 斤左右的人，單手上 200 磅重地杵。「天杵」：110 磅重， 

「法杵」展內力，天、地杵是體力和身體健康的驗證，體重 

在 170 斤，五十歲左右，上供地杵 210 磅，四十歲左右，上 

供 220 磅，三十歲左右，上供 230 磅，二十歲左右，上供 240 

磅，如果體重超過 170 斤，每超一斤體重加重重量一斤。為 

何「上金剛三杵」和「送菩薩一表」是內密壇場必須的嚴 

格法規，請看原文。 

 

第十道綱要：內密壇場在建堂師圓寂三年三個月就會成為普通壇場，不 

               再有任何內密作用了，但符合法規的正法佛堂不受時間限 

               制。 

            

第十一道綱要：示範「上金剛三杵」的是一位大活佛，我們無權告知其 

                 法號，他是美籍活佛，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否收過泰國 

                 那個人作弟子，請見原文答覆。 

 

第十二道綱要：能作借灌內密的上師，必須具三大條件，缺一不可！！！ 

                 三段金釦聖德作不了「本尊法緣灌頂」，只能作真正內密 

                 灌頂，可是必須要在上了金剛三杵、完成菩薩一表的真正 

                 內密壇場，才作內密灌頂，否則弟子修法不會有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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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道綱要：要成就解脫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三十八億四千萬年)，還 

                 要廣修六度萬行，唯一只有內密灌頂才能七世或三世，或 

                 今生成就，乃至學到頂聖之法，可當下得成就。南無第三世 

                 多杰羌佛說了，無論任何人，只要按照祂教的行和法去實 

                 修，即身可成就。目前世界上還沒有聽說哪裡有真正的內密 

                 壇場，旺扎上尊去年已宣布今年之內要在美國建立一個符合 

                 兩大法規的真正內密壇場。 

 

第十四道綱要：你們問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有內密壇場嗎？答案是從來 

                 沒有，既然是佛陀，還需要內密壇場嗎？佛陀所在傳法之 

                 處，就地即是勝義悉地的內密壇場。 

 

第十五道綱要：證到金釦才是真正的尊者。三段金釦還沒十足的把握能 

                「送菩薩一表」，必須是三段金釦以上才確保能完成「送 

                 菩薩一表」。至於不同的人考到相同等級的藍釦段位，但 

                 成就道行完全不同，詳見原文答案。 

                 有關問到某人修的大悲觀音加持法，是正法傳承還是波旬 

                 魔王子孫的傳承，請諮詢世界佛教總部，否則接受加持者， 

                 一當走錯，會霉運痛苦。 

 

第十六道綱要：為何有人要反對內密壇場的法規呢？因為凡反對之人必           

                 然都是假聖者，真騙子，沒有道行建立得了內密壇場，他 

                 們灌的是假內密頂，他們恨透了真佛法的法規，如果不在 

                 發現的當下立刻反對，自己就在弟子面前暴露出一貫用來 

                 騙人的假內密頂了，這就無法遮蓋自己的騙子本質了，詳 

                 見原文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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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道綱要：魔術大師能用各種燈光、化學，能造地震等，能把飛機、 

                 汽車消失，但沒有本事把弟子寫好的紙化虹。「送菩薩一 

                 表」必須是巨聖德菩薩的上師才能做到。「送表」是當著 

                 眾人不用火燒，虛空菩薩會到場取表化虹飛去。「化表」 

                 是用火燒表，哪一個人都會燒。 

 

第十八道綱要：金釦一段或二段的成就仍有退道危險，見第十八道答案 

                 的原文有實例說明。 

 

第十九道綱要：傳承借灌內密至少要有三位受灌弟子。灌頂時的「度量 

                 金剛繩」會根據人數切成段和金剛丸打成粉一併分發給被 

                 受灌人。單人接受的內密灌頂會有一條一丈五尺到三丈長 

                 的「度量金剛繩」，受灌弟子如果沒有一條「度量金剛繩」， 

                 就不是接受真正的內密灌頂。灌頂師與受灌弟子間之距 

                 離，即是「度量金剛繩」的長度，不得少於五米，持繩者 

                 所持的是假繩、真繩請諮詢總部。 

 

第二十道綱要：金剛丸雖然堅硬很小，但內部卻是金剛壇場，內密本尊 

                 進入後，該丸會變大小高矮，會跳冰姿體操舞、顯神變。 

 

第二十一道綱要：南無羌佛從來沒有收過供養。能不能學到佛法，關 

                 鍵在真實的虔誠心，發假願的人，本尊菩薩不認可，教了 

                 他的法也不會成就。有人霸佔南無羌佛「髮必生」佛行事 

                 業的資糧三十年，南無羌佛沒有向她要過回報，這麼大的 

                 事，卻在南無羌佛的身心上似乎沒有發生過。 

                 另外，只能作借灌內密的聖德，不是不退地菩薩，有可 

                 能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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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道綱要：佛陀三十二相眉間白毫，不具因緣及對佛菩薩打妄 

                 語、不真誠、自私心、破重戒、心地不善、妖人邪魅魍 

                 魎、不真心學佛的人，是看不到的。去年十二月，南無 

                 第三世多杰羌佛現了佛陀真容相貌，在同場有百分之七 

                 十以上的人親眼見到，各人所見不同，有人只看到臉紅透 

                 潤麗如紅珊瑚，而有人看到卻是如太陽放強烈光芒照射， 

                 睜不開眼，而眉間白毫神異變化不一，也有人在當下幾分 

                 鐘內見到南無羌佛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相，卻也有人什麼 

                 也沒有見到，佛陀的三十二相並非固定的，隨類應化，因 

                 緣不同，所見不一。 

 

第二十三道綱要：「佛降甘露」只有等妙覺菩薩及佛陀能降，大菩薩最 

                 多降樹花甘露，樹花甘露與「佛降甘露」天差地別。甘 

                 露有不同種類和聖力加持：如 

                 (1)至寶甘露灌頂，能讓當下成就大聖人，證全知涅槃境。 

                 (2)大寶甘露灌頂，不犯甘露護持壽咒戒，壽長 125 歲， 

                   十二年成就解脫，證全知涅槃境。 

                 (3)菩提甘露灌頂，二十年成就解脫，壽長 125 歲，不犯 

                   甘露護持壽咒戒，犯戒 15 日內，必須真誠懺悔改過， 

                   否則流失無效。 

                 (4)菩提甘露沐灑灌，只有百分之五的效果。 

                 (5)甘露丸只有百分之二的效果。 

 

第二十四道綱要：能「隔石建壇」和「先知預言」就是真正的不退地 

                    巨聖，具備「送菩薩一表」的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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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道綱要：「良馬空行法」是初級階段的聖法，還建立不了內密壇 

                    場，必須要到三段金釦以上才行。南無羌佛說法的修 

                    行才是根本，想學「良馬空行法」的人去求另外的大 

                    聖德吧。 

 

第二十六道綱要：蓮花金釦莫知尊者尚建立不了內密壇場，只能作借 

                    灌，你們提到的那些知名人物還在藍釦階段，完全不 

                    具建內密壇場的道行，也做不了內密灌頂。 

 

第二十七道綱要：教人的師長自己必須深入經教，學懂教理法義，否 

                    則必然邪見帶人入邪門墮惡道，因為是佛門中的偽假 

                    上師、佛法外行。 

 

第二十八道綱要：尊稱並不是尊者，金釦才是尊者，蓮花釦尊者是尊者， 

                   三段金釦是上尊，尊者之上，大菩薩之意。再高的藍釦 

                   都還沒有達到阿羅漢的道力，不是聖德，只能傳灌內 

                   密，借灌不了內密，金釦一段以上未到三段的聖德，只 

                   能借灌內密，不能直灌內密頂。極少數的聖人隱姓埋名 

                   不考段位，但這種人一定要有聖證量，是絕對大慈大 

                   悲，百分之百有五明中的幾明，而且沒有落入 128 條知 

                   見，否則也不是聖者。 

 

第二十九道綱要：「世俗法行」是未經擇決或擇決後，本尊沒有到場認 

                    可的法和行。「勝義法行」是佛菩薩擇決認可的，佛菩 

                    薩只對「勝義法行」負責，凡是「勝義法行」，一句話 

                    都不能改動，否則當下成為「世俗法行」乃至成為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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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道綱要：為何必須在符合兩大法規的內密壇場才能作內密灌頂， 

                  原因是為了服務保護學佛修行人，防止邪師騙子詐騙學 

                  人，無論多狡猾的邪師騙子，都上不了金剛三杵及完成 

                  不了「送菩薩一表」，因此不具道行建立不了內密壇場， 

                  唯一只有真正的大聖德、大菩薩，才建立得了內密壇 

                  場，而且要在內密壇場灌的內密頂，受灌人才能修得起 

                  受用。 

 

第三十一道綱要：「送菩薩一表」，是根據表中設定的內容，召請至少 

                   是不退地菩薩來現場當著眾人取表，主法大聖師當場當 

                   著眾人，把在遠處大家面前的表化虹飛空而去，表被取 

                   走了，這說明內容已被接收，這就是正確的，如果表沒 

                   有被大菩薩取走，說明佛菩薩不認可，這就是不正確或 

                   邪惡的。 

 

第三十二道綱要：普通佛堂不是正法佛堂！正法佛堂並不是內密壇場！ 

                    正法佛堂要有受過內密灌頂的建堂師才能建立，建堂 

                    師不能破戒，破了戒建堂師就會失掉建堂道力，但不 

                    影響之前所建的佛堂，建堂師必須持有受內密灌頂的三 

                    色金剛繩。內密壇場必須是巨聖德、大聖德才能建立。 

                    目前沒有內密壇場，所以傳不了建堂法。 

 

第三十三道綱要：總部實行考試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大家看清真假善惡， 

                    以免上當受騙。偽假之師會有以下的行為： 

                    (1)打著自己是大聖者、大菩薩的牌子行騙。 

                    (2)讓弟子發誓賭咒效忠不變，不准另跟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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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嚴重違背釋迦佛陀教戒，編假佛法、假課本，殘害 

                      信徒，禽獸般猖毒。 

                    (4)以凡充聖，無道、無德、亂倫、騙供養。 

                    (5)經教考試中成了經教外行，錯誤連篇，噓吹自己 

                      有聖證量內功，實則體力衰竭病殼，純屬經教、 

                      修行、法義的外行。 

                    (6)胡編亂說開示，外道斷滅見，貽害欺騙殘毒廣闊。 

 

第三十四道綱要：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佛史上唯一被世界各大宗派領 

                    袖、大活佛們認證的佛陀，不是祖師派別某一宗派的 

                    教法，也不是密乘、大乘、小乘的獨有一乘教法、對 

                    所有佛教的各乘各宗各派一律平等，是與釋迦牟尼佛 

                    教理同流體系，純正的佛教佛法。 

 

第三十五道綱要：行人都要用 128 條知見，去應證三段金釦以下(不包 

                    括三段)的為師之人。功德有多少高低的不同，供養 

                    活佛、法師、寺廟，與供養釋迦佛陀的功德不能相提 

                    並論，天差地別，在布達佩斯的乳童具有特大聖因緣 

                    捧沙供養南無羌佛，其純淨心行功德絕對無量。南無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無私、自謙、聖潔，甚至自己發明 

                    的「髮必生」，被人霸佔私吞三十年，都沒有一句怨言， 

                    不為名利無私無貪，除此之外，南無羌佛的五明高度、 

                    佛降甘露、及佛陀特有的三十二相，都證明了南無第 

                    三世多杰羌佛就是鐵證如山的佛陀！其善業和聖蹟的 

                    事蹟，實例多到幾本書都寫不完，正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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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原文： 

農曆正月初一 

第一道答案：首先答覆你們對莫知尊者的六個提問，由莫知尊者親自回答：「第 

    一：我莫知是蓮花釦尊者，大聖德稱號不敢當。第二：我沒有證到三段金釦 

    道行，我不是不退地菩薩，不夠大聖德的份量。第三：我不能作真正的內密 

    灌頂，但是借了內密壇場，才能借灌內密頂。第四：我還在努力修行，渡 

    生的道行不夠，不收任何弟子。第五：你們在『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的 

    錄相帶中見到的，就是我當著很多人修拙火定，用我身體的靈火把法王、活 

    佛、法師們的手燒傷，起了泡，在這裡給高僧大德們說一聲對不起，也向被 

    燒傷者致歉。第六：當天確實有活佛名稱的人，站在遠處，不敢探摸我的拙 

    火，其實他不是真活佛，怕燒殘廢丟臉，我不點他的名，我的身上還沒有染 

    上妖孽的心態，不敢把眾生燒殘廢。」 

農曆正月初二 

第二道答案：你們說對了一半，確實想要得到內密灌頂，首先大聖者師要歡喜為 

    你灌頂，但這只是過了第一關，如果大聖者師都不同意，就一點希望也沒有 

    了。無論誰建立什麼功德，只要對佛菩薩級別的內密灌頂師，不 

   能斷疑生信絕相超宗，就壞心因本質了，世尊說金剛讚「斷 

   疑生信絕相超宗」，已經說明「疑」為斷滅善根之本，你不 

   真誠、打妄語，哪怕故意給內密灌頂師說了一句假話，就犯 

   了「隨口根本罪戒」，灌內密頂就得不了灌了，而且凡灌起 

   了內密頂或境行頂的弟子，只要對內密灌頂師故意說一句假 

   話，本尊就會遠離，所灌的頂就會減壞種子，法力自退。凡 

    有犯者，必須當下徹底懺悔，改正後絕對一次都不能再犯，絕對忠心，如果 

    是受「本尊法緣灌頂」，本尊是百分之百不會到場來接收打妄語的弟子的。 

    要明白，內密灌頂必須經過兩大關，灌頂師歡喜為你灌頂只 

   是過了第一關，還必須要經過擇決的第二關，而擇決關不是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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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師說了算的，但是如果你對灌頂師故意說過假話，由本尊掌管的擇決關絕 

    不會通過，所以灌不成內密頂，因為本尊不認可。 

農曆正月初三 

第三道答案：內密灌頂的作用是請本尊（佛菩薩）來壇場接收受灌 

   弟子，只要如法修行，對了生脫死是百分之百的保障！！！ 

   做了淨業功德的人，若有緣遇上巨聖德，可在灌頂後即刻成 

   聖。受內密灌頂或境行灌頂的條件，必須是為真正的佛行事業做 

   了盡心真實的貢獻，立下大功德的人，比如做好事、救災難、弘 

    正法、發大願、行善業、不行邪說，貢獻真正的如來正法寺廟，如「正法寺」 

    或「古佛寺」，至於要捐供多少錢才是對佛行事業的貢獻，如果一個人生活 

    都困難，他能省吃儉用從生活中節省一元錢做佛行事業，就是貢獻大了，如 

    果一個人本來是億萬或幾十億的富翁，他只捐贈一百萬供修正法寺廟，這一 

    定還不是盡心供養，而是應酬性的，重點在於真心誠意，付之實踐，要特 

別注意，哪怕你做了盡心真實的供養，立下了大功德，但只 

要你對內密灌頂師說假話、打妄語，本尊就不會通過擇決， 

灌頂是得不了灌的！！！還有以貢獻佛行事業為第一，而把自己的生 

活都放在第二位，這就超越了大功德，直接圓滿了全獻淨業純功德， 

由於此類行人的供養心行已經建立了淨業純功德，若遇巨聖德即可 

當下 12 小時之內得見虛空佛菩薩本尊，把當眾寫好焚燒了 

的文表，佛菩薩會把它復原後送到淨業功德弟子的手中，弟 

子在夢裡接到佛菩薩本尊當面交給弟子的文表後，醒來之後 

手中就會拿著文表，此表是當著眾人所寫好的表，而當時就火化燒掉， 

卻又由佛菩薩將它復原，在夢中交給弟子，而弟子醒後手中一定拿著這道文 

表，有這道佛菩薩親自送給淨業功德人的文表，這位至誠弟子必然受到本 

尊法緣一品灌頂，接著送菩薩一表後，受至寶甘露，就圓滿 

頓超直入成聖，但必須依戒行持！！！大悲為本利生。在 2018 

年國曆 2 月中旬，於美國聖寺，本來主題是大家要接受格蘭德謙釋勒玉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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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扎上尊、莫知尊者等團聚慶年，而就在當時主題緣變，在很多人集合的公 

眾場合之下，出現了一位發心堅固、淨業功德供養巨聖德的人，當天她堅決 

要寧捨一切財產生命供養巨聖德，而不是供養常規聖德羅漢菩薩，雖然巨聖 

德拒絕，分文沒有收，但此善德弟子的真心淨業功德感動了巨聖德，巨聖德 

說：「你看得起我，給了我這麼厚的禮，這一世我是第一次遇上如此真心虔 

誠的佛弟子，記住我永遠也不會接收你一分錢的供養，但是你的純淨心意我 

和佛菩薩收下了，依法我當送你一份回贈禮，我的禮是今晚下半夜一點至五 

點之間，會有菩薩本尊從虛空來到你的住所跟你見面。」眾行人頓時譁然震 

驚，巨聖德當公眾寫好的文表讓大家看好後火化，果然晚上約四點鐘金色菩 

薩金光燦爛駕臨，將當眾手寫火化後的文表送到了該睡夢裡的弟子手中，醒 

來自己手中拿著火化後復原的文表，完全如上所說的顯境相同，座場四眾弟 

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親自從頭到尾目睹此稀世難遇的聖境空 

前「本尊法緣一品灌頂」的第一部前奏。 

農曆正月初四 

第四道答案：你們要我們總部拿什麼來保證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修行和修法，當然 

    百分之百是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說的修行和修法，如《解脫大手印》中的修 

    行和修法，通過本尊認可接收你而傳法就是至高的法，鐵的事實已經證明， 

    修學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成就的聖者很多，這不是說空話，他們都 

    是有名有姓的，這就是對你成就的保證，你能找得出誰教成就的人有這麼多 

    嗎？量你一個也找不到。 

農曆正月初五 

第五道答案：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對我們這次的提問回答，提出了看法，羌佛 

   說：「你們回答大家的提問，口口聲聲要求合法規『送菩薩 

   一表』，強調內密灌頂『金剛丸顯聖』，篇幅裡很多這些名 

  詞，你們提到這麼多的顯聖境相，這不是我要的學佛修

行， 

  我不是說你們強調法規不好，不會認為你們説得神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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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經上釋迦佛陀説的顯聖境相公案，比你們說的多，也比 

你們說的神威玄妙，我是佛教徒，對佛陀說的話無絲毫 

質疑，完全尊重世尊，讚嘆佛說諸經。」南無羌佛説的太正確 

 了，不要說是佛陀了，就連佛陀座下的十六尊者之一優陀夷尊者的事蹟顯 

 聖，如以手摸頂變成大髻、使腸出腹、缽出妙物、獨覺飛行、比丘空中行 

 走，都成了怪力亂神的話，釋迦佛陀所顯那麼多聖相，那也不是如來正法 

 嗎？如果對釋迦佛陀所說諸多聖相顯境都會生疑惑，那無疑就是謗佛法僧 

 了。羌佛還說：「但是後來尊者們對佛陀所說教法的回憶集 

    經記錄時的誤失、以及後人對經藏譯錯之義，則另當別

論， 

    我提醒你們幾個，當今全世界學佛的人非常地多，要到哪 

    裡去找這麼多的聖者師哦？有幾個大聖者師來教他們呢？ 

    就拿我來說，只是一個學佛修行者，我不是聖者，不要說 

    是你們幾個教不了那麼多人，就是釋迦佛陀在世，對那些 

    不夠資格的人，也教化不了的，因為他們欠缺真誠，甚至 

    說假話，佛陀不會教他們的，正因為這樣，現在世界上才 

    有很多人還沒有渡成，想過沒有，更況能有資格接受你們 

    這麼高標準要求的佛弟子，要多麼地真心虔誠，貢獻於佛 

    行利生事業，這些佛弟子又有幾個呢？難道沒有灌成內密 

    頂的人就不需要學佛了嗎？不錯！我的名字是第三世多杰 

    羌佛，這佛號不是我自封的，而是來源於各教派的法王、 

    攝政王、活佛們寫成文書認證附議的，我要說我不是第三 

    世多杰羌佛我否認得了嗎？雖然我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但 

    我明白我被高僧聖德們掛了佛陀稱號，可是從本質上來 

    說，我就是一個一般的佛教成員，不配聖德二字，根本沒 

    有資格擔當佛教領袖，身心都還在修持，但是我講說的佛 

    教佛法，是絕對的正教正法！！！是最高完美的圓滿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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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脫成就的大法！！！與十方諸佛一樣的法！！！成就解 

    脫的人在實踐中已經證明了！！！但是我沒有你們想像的 

    道行參與你們的內密嚴格法規。我主張學佛修行的人，各 

    有法緣，應自己去選擇他們喜歡的宗派，只要是佛教的宗 

    派，每一宗都有各自的長處，在我這裡，一切宗派都是平 

    等的，釋迦世尊說八萬四千法門，就是為了應機利生所用 

    啊，不管學哪一宗哪一派，首先應該學做一個好人，從因 

    果上注意入手，真正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了，由人格昇 

    華聖格，連好人都做不到的話，還能學佛證聖果嗎？更況 

    當今佛教已經演化出有很多宗派，如顯宗教法裡就沒有什 

    麼灌頂，難道顯宗就不成就了嗎？我必須嚴肅告知你們聖 

    德們，要把《學佛》一書和《解脫大手印》兩大心髓學

好， 

    實行了，這才重要哦！！！否則什麼灌頂都沒有用，業障 

    輕了就會看懂悟到《藉心經說真諦》的真諦了，《了義

經》、 

   《金剛經》等也可悟徹了，基礎紮實了，灌頂傳法根本毫無 

    問題。」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說祂不是佛陀，沒有資格擔當聖德二字， 

     你們千萬莫誤會，那是羌佛以無我的謙卑是為了利生傚仿，在做言傳身教 

     的表率，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如果不是佛陀，那世界各大教派的領袖、大 

     法王、攝政王、大活佛們都是騙子嗎？因為是他們認證附議寫出了「第三 

     世多杰羌佛是金剛總持、佛陀」，羌佛如果不是佛陀，那世界根本就沒有佛 

     陀了，包括歷史上認證的藏傳活佛們都是假的了，因為都是認證的嘛，羌 

     佛的認證比法王、活佛們的多得太多都不成立，他們這些活佛認證書那麼 

     少，還能說是真的嗎？就更不能成立了，就憑羌佛舉世無雙的聖量成就就 

     是佛陀，更不要說各宗各派首領的認證，世界佛教最高法庭作出的審判， 

     判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理是與釋迦牟尼佛同流體系，羌佛是佛教最高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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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暫且把以上的鐵證放在一邊，根本不用拿這些來為羌佛支撐，就只憑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成就，你們看看歷史至今有哪一位聖者祖師是超越 

     了羌佛成就的呢？我們今天不是在說空話，把實際成果擺出來亮一亮、比 

     一比、查一查歷史資料，有哪一位祖師、菩薩的成果可比，就證明事實了， 

     就單憑五明之一的工巧明「一石橫嬌」，石中奇霧就找不到一個聖者能效仿 

     其十分之一，我們可以坦白地說，羌佛的眾多浩瀚成果，前人今人一個也 

     找不到與之平列左右，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佛教史上真正讓人們看到了 

     的佛陀五明妙諳的高峰，就憑這一點就是佛陀，更況是全世界所有高僧聖 

     德們在幾千年佛史上，唯一認證出來的佛陀，這在佛史上是沒有前人有過 

     的，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地位，是無上至高的佛陀，祂卻如此虛懷若谷 

     來體顯無我大覺菩提聖格，讓我們這些佛陀恩師座下的弟子慚愧至極，我 

     們還戴一個聖德的桂冠，實在丟人，對於內密法規方面，南無羌佛說得非 

     常透徹如理，但是已經有人提出了三十五個求證的問題，我們是一定要列 

     出正確法規法義來回答佛教徒們的，因為我們擔負著因果的責任，我們必 

     須讓行人知道他們所求證的法規、法義、修行、內密灌頂等的正確答案， 

     以免他們上騙子師們的當，這是必須維護上乘佛法而要如實地回答 

     的！！！當然南無羌佛說法的修行，那才是眾生求解脫的根本之因，根本 

     種因錯了，不要說灌不了內密頂，就是灌了頂，也是得不了灌的，種因正 

     了，自然得到灌頂，學到大法，超凡證聖，甚至頓超直入成聖！！！ 

農曆正月初六 

第六道答案：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從這一生到現在，都是發願實行不收任何供 

    養來義務為大家服務，也從來沒有設過一次功德箱，這是大家都看到的、眾 

    所周知的事實。有可憐之人說：「羌佛的佛法那麼好，既然那麼好，為什麼 

    跟祂學的有上師級別的人叛變了，反對羌佛呢？出了好幾個叛徒。」其實有 

    這種想法的人實在太無知！！太可憐了！！！今天提醒你一下吧，如果如來 

    正法門中不出現欺師滅祖，沒有謗佛謗法謗師的叛徒冒出來，說明這法門絕 

    對不是如來正法，而是邪師騙子集團！！！因為如來正法的教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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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都是規定當上師的人，必須依教奉行守戒，做絕對利益 

   眾生的事，但是壞人騙子學佛的目的是恰恰相反的，凡是壞 

   人騙子師是絕對不可能接受正法約束的！！！原因很簡 

   單，他們的目的是藉佛教而集中人員，方便行騙佛弟子而為 

   生活，一當他們發現正法門中的某種制度規定，涉及到他們 

   將會暴露騙行妖孽的真面目時，就會背叛，比如考試，尤其是規 

    定第二年要年審，一當犯戒必然考成退步，座下的弟子一定另行選師，他們 

    非常擔心害怕，這時唯一的選擇是馬上採取叛變，以謗佛謗法謗師來掩蓋自 

    己的騙行，這是脫離年審最好的辦法，所以選擇脫離正法門當叛徒，是騙子 

    邪師唯一的路，南無多杰羌佛的叛變弟子都是如此，南無釋迦佛陀的叛徒弟 

    子比南無多杰羌佛的還要多，如善星、馬丘等等比丘，而相反的，只有非如 

    來正法之處，騙行邪惡集團的利益捆在一起，才不會出現叛徒，因為利益共 

    同，相互間睜隻眼閉隻眼，絕不考慮行人受不受騙，該騙行集團絕不會有公 

    告提示弟子如何識別邪師、騙子師，這樣就不存在揭穿偽假師的騙行底 

    細——不是如來正法，才符合邪師騙子的詐騙目的，目的相同當然絕不會有 

    叛徒。你們看看，只有第三世多杰羌佛辦公室和世界佛教總部等正法機構， 

    才會處處發公告，幫助佛弟子修行人識別假師、邪師、騙子師，更是只有南 

    無羌佛才會說 128 條知見，來幫助行人防止誤入歧途，這對邪惡騙子之師來 

    說，是何等的仇視，難道不是這樣嗎？邪惡們若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採 

    取當叛徒，那就不正常了。 

農曆正月初七 

第七道答案：現在說明境行灌頂，該項灌頂歸納為超於內密的最高傳法，實際 

    上也就是內密的最高頂端傳法，分為「境行聖因種子灌」和「境行 

   加持表法相」，這兩類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加持表法相」是灌頂 

    師為弟子作的境行加持表法所顯的現象，本尊只作加持而不接收這位弟子。 

   「境行聖因種子灌」是本尊要通過看該弟子在今後的虔誠是否堅固永恆？是 

    否大悲為本？是否真正利生行道，還是詐騙行人？經本尊看過此人的過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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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變故後，才會通過擇決或者不通過擇決，接受「境行聖因種子灌 

   頂」的人，有不同的聖相顯出，有當下得他心通，有騰空飛 

   行、有能進入虹光佛土世界、有能頭頂開大洞、能神識出沒 

   顯相等，而且接受「境行聖因種子灌頂」者，必須有一條超 

   過兩丈四尺(八米)長的「度量金剛繩」作為信物，這是「境 

   行聖因種子灌頂」必不可缺的！！！也是灌頂之後，接受灌頂之 

    人，要用此「度量金剛繩」為他座下的弟子傳法加持的法器，沒有這一 

   條「度量金剛繩」，就絕對不是「境行聖因種子灌頂」，只是 

   「境行加持表法相」而已，接受「聖因種子灌頂」的人，已經種下了聖種子， 

    繼續精進修持就會成為大聖者，凡受過「境行聖因種子灌頂」的人，已經能 

    對他人加持聖力了，但受「境行加持表法相」的人，則對他人施加不了聖力， 

    接受境行加持的人，同樣頭頂開大洞表顯現象，可是沒有他心通，不能 

   騰空飛行，不能當下神識出體，而且沒有兩丈四尺(八米)長 

   的「度量金剛繩」，並不能代表已經了生脫死成聖了，此等人 

    雖然能顯頭頂開洞的現象，但是沒有對他人的加持力，因為照常是凡 

   夫，在進取成聖階段，他顯出的現象是他的上師為他作的加 

   持出顯的現象，而不是他得到的「境行聖因種子灌」的道

行， 

    (到底某些人接受的是哪一類，世界佛教總部有註冊記錄，可向總部去電諮詢 

    分清類別。)如果要當下轉凡成聖，唯一只有接受了「覺行」灌頂的人，才 

    是當下證聖的大成就者，或者接受了「本尊法緣一品灌頂」的人，才能得到 

    頓超直入轉凡成聖，只要接受過「覺行」灌頂的人，就能百分之百作內密 

    灌頂了，也才能作境行灌頂，因為接受過「覺行」灌頂的人，已經是大聖 

    者。小心注意聖與凡的鑑別，接受境行灌頂出現的聖相，不一定 

   是聖者，必須具「送菩薩一表」的聖量、能「隔石建壇」、「能先知預言」、 

   「能站在六米之外的遠處請本尊進入金剛丸，在弟子掌管處的金剛丸會神 

    變，會跳冰姿體操舞給弟子看，堅硬的金剛丸會變大變小變高變矮」，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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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以上四聖境之一，就是已經證聖的大聖者了，但要特別小心觀察，你的 

    上師是讓你站在六米之外，為你修的金剛丸在你面前顯聖呢？還是你的上師 

    在接受他的上師更高聖德在加持他顯法呢？要分得非常清楚。另外可以通過 

    考「金剛陣」或者「八風大陣」，鑑別聖者果位，或直取尊者稱號掛一枚蓮 

    花釦，除此任何神奇表顯，都還在凡夫階段，還不是聖人，但有的已經進入 

    高僧大德，在歷史上能排上高僧大德的位置，都是少之又少的，是不簡單的 

    了。特別小心分辨，不要混為一談，你要清楚你的上師能不能灌內密頂，請 

    向世界佛教總部諮詢中心查閱他的註冊記錄。 

農曆正月初八 

第八道答案：特別注意內密灌頂的要點，只是金剛丸跳動，要看是上師 

   為弟子修的那是屬於加持弟子，而你的上師接受更高大聖德 

   的加持，那就是他在接受他的大聖上師加持他，不是他能灌 

   內密頂了，真正具有內密灌頂的大聖上師，必須受灌弟子要有一丈五尺到 

    三丈長的「度量金剛繩」和一粒金剛丸，而且灌頂師必須由受灌弟子指定離 

    開金剛丸站在遠處，金剛丸必須在弟子手中，由弟子掌管著，看著神變。凡 

    沒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長的「度量金剛繩」，上師只是站在遠處修法，均不屬 

    於內密灌頂，只是內密加持，只要是受過真正的內密灌頂的弟子，必須有一 

    條「度量金剛繩」，最短為一丈五尺，但內密灌頂的「度量金剛繩」，與「境 

    行聖因種子灌頂」和「本尊法緣一品灌頂」的，長短是不一樣的，「境行聖 

    因種子灌頂」的「度量金剛繩」最短為二丈四尺(八米)長。哪一位上師有灌 

    內密頂的道行，可諮詢世界佛教總部，凡是能灌內密頂的都有註冊立名的。 

農曆正月初九 

第九道答案：「上金剛三杵」即是 1、「地杵」，2、「天杵」，3、「法杵」，上這三 

杵是建立內密壇場必須用的程序，除非能直接「送菩薩一

表」，「上金剛三杵」也是為了驗證一個上師是否具內證量，身

體是  

否衰竭，是否具有健康體力和內力，是否是噓吹的道行，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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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正的男性大活佛，年齡在 30 歲左右(左右即是指四捨五入，就是以 30 歲為 

中線，25-34 歲納入 30 歲，35-44 歲都歸 40 歲)，體重在 200 磅左右(也按四捨五 

入計算)，必須把 260 磅的「地杵」提起上供到初供台上，40 歲左右，提放 240 

磅上供台，50 歲左右，提放 220 磅上供台，60 歲左右，提放 200 磅上供台，70 

歲左右，提放 180 磅上供台。如果上供「天杵」，必須超過肩，則根據年齡體 

重相應減去「地杵」的重量，所有上供都是單手(一隻手) 提杵上供台。上供

「法 

  杵」是比較難的，「法杵」雖然很小，但只是強大的外力是上不了的，還必須 

  要憑聖證量內力，才能上得了供。凡是能「上金剛三杵」的仁波切，就證明確 

  實是具備健康身體、內證功夫的真正大活佛了。「送菩薩一表」更比「上 

 金剛三杵」重要，因為是必須報給本尊菩薩的陳述表，大家見 

 到「收表化虹」才能作為批准內密壇場的證據，這是絕對的大 

 聖德師，才能做得到的。灌頂師在一丈五尺以外請金剛丸神變或變高變 

 矮變大變小、起舞、出相或者突然飛空不見，「金剛丸神變」和「送菩薩一表」 

 是嚴格防止了邪師騙子用魔術邪法矇騙佛教徒，魔術大師可以玩弄各種邪法魔 

 術，但冒稱不了把他人寫好的一張紙看守在他人自己的面前，讓灌頂師站在遠 

 處，把他人看守的這張紙，當眾請菩薩收走，化虹飛向虛空不見，只要做不到， 

 就證明此師不具建立真正內密壇場的佛法道行，此人不是大聖者！！！相反， 

 凡是冒充聖者的上師所給信眾展示的其他神奇都是魔術，他是凡夫，而且是虛 

 殘身體的凡夫。你們想一想，如果是菩薩大聖者，連一張紙都化不了 

 虹嗎？這點本事都沒有，還能是超凡的大聖人嗎？ 

農曆正月初十 

第十道答案：「內密壇場」是有時間性的，只要建壇的大聖德圓寂三年三個月， 

    「內密壇場」就會成為普通壇場，不再有內密加持力了。但是受過內密建堂 

     灌頂的建堂師所建的法規「正法佛堂」，只要佛堂的種子還保留，哪怕換供 

     了佛菩薩的相，照常是「正法佛堂」，但供了外道神像，則會被污染失效。 

     注意：開光裝臟佛堂，不屬於「正法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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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一 

第十一道答案：示範「上金剛三杵」的那位，是世界著名的大活佛，他為什麼背 

  對著上杵？他說他慚愧，他不願意公眾亮相，因此我們無權對你的要求告訴你 

  他的法號？現在這一把明代的普巴金剛杵，上供在世界佛教總部寺廟中。蓮花 

  釦尊者甘丹莫知瑪凱聖德說，什麼毫不沾邊的問題都來諮詢，今天就例外告知 

  你們，上「天杵」的大活佛不是泰國的殷剛(又名阿剛)，關於殷剛是一個什麼 

  樣的人，我們沒有見過也不了解，諮詢得到的準確訊息，不錯，他的師父陳寶 

  生帶阿剛和一批他們的師兄弟，在深圳拜見過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團體公 

  眾接見，只有那麼一次，至今二十年了，羌佛與阿剛從來沒有任何來往，從開 

  始到現在，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一次也沒有收阿剛做過弟子，從何談起還教過 

  他什麼，也不知道他幫陳寶生收過錢這件事，他們泰國有個什麼樣子的佛堂， 

  在什麼地方，是誰出錢修的，不知道，對他們兩人的關係不了解。 

農曆正月十二 

第十二道答案：能做傳承借灌內密頂的上師，必須具備三大條件，一：該師 

   接受過內密灌頂，必須有一丈五尺至三丈長的信物「度量金 

   剛繩」，二：必須是金釦聖德，三：該師確實沒有失掉傳承； 

    三條缺一條都不具借灌內密頂的道行。能作單人真正內密灌頂之 

   師，必須是三段金釦聖德，但三段金釦聖德灌不了「本尊法 

   緣灌頂」，至於一至二段金釦聖德，只能借內密壇場作借灌內密，而蓮花 

    釦尊者能借灌內密，可是沒有絕對把握為弟子灌成真正的內密灌頂，凡是 

   牽涉到內密的灌頂，必須要在符合法規的內密壇場作灌，才 

   能如法，否則灌了頂對受灌弟子也是絲毫修不起受用的。 

農曆正月十三 

第十三道答案：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沒有內密壇場，目前美國沒有一所具 

兩大法規的內密壇場。據我們所知，第四世多竹欽土登成利華桑波大法王、 

旺扎上尊和另外四段金釦的巨聖德能作真正的內密灌頂，但目前在美國、中 

國還沒有建成內密壇場，我們沒有聽說過當今其他宗派的法王建成功過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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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規的內密壇場，因為現在沒有內密壇場了，所以灌不了真正的內密 

頂，總之不到三段金釦的任何大法王、尊者，沒有一個有本事做得到在符合 

兩大法規的內密壇場做真正內密灌頂。有佛弟子說：「我才不笨呢！我是 

學佛，不是要內密灌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都說了的，學佛有很多 

法門都能成就，我學其它法門一樣成就。」這位弟子說的正確，可是你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其它任何佛法都能成就，這是正確的，可是你卻忘了釋迦 

   佛陀的說法，要成就解脫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而且還必須 

   要廣修六度萬行才能成就，唯一只有得到內密灌頂，才能學 

   到七世成就或三世成就，或者今生成就，乃至當下親見佛菩 

   薩本尊得成就的大法，除了內密灌頂學法，其它任何佛法修 

   持都辦不到，其它法門都要經三大阿僧祇劫，廣修六度萬行，要三十八 

    億四千萬年才能成就，如果在這三十八億四千萬年中，六度萬行修的不如 

    法，還成就不了，你們懂了嗎？你還覺得不笨嗎？明確告訴你們，除了內 

   密灌頂能即修見境證聖，別無它門，至於南無第三世多杰羌 

   佛說祂那裡是一切宗派平等，因為祂是佛陀佛教，不是宗派 

   教，一碗水在佛陀手中不端平嗎？能說哪一宗派高、哪一宗 

   派低？哪一宗派快、哪一宗派慢嗎？如果旺扎上尊不受到羌 

   佛的內密境行灌頂，還證不到三段多金釦咧！旺扎上尊去年已 

    經公布，要在美國公開建一個符合兩大法規的內密壇場，但在「送菩薩一表」 

    上還沒有百分之百把握，可是祂確保萬一是遇到這種情況，將恭請四段金釦 

    玉尊出面協助建壇「送菩薩一表」。你們說得對，旺扎上尊每次接待高僧大 

    德，大家所見到祂的形象，都完全不同，而且上尊曾經用一根手指施拙火定， 

    為金剛寶座寺的寺主扎西卓瑪仁波且除障，手指的火溫把扎西卓瑪仁波且燒 

    叫了；用手掌摸瑪倉寺的寺主松杰活佛的頭頂，松杰活佛當下燒垮架，頭出 

    功德蜜。莫知教尊與上尊比拙火功，也被上尊燒敗陣，上尊的道行非常深厚， 

建成內密壇場，是毫無問題的。對於南無釋迦牟尼佛說要廣修六度萬行，要 

歷經三十八億萬年才能成就，羌佛說：「釋迦牟尼佛說得對，但那 



25 
 

是針對常規學佛修行者而言，而對於修學《什麼叫修行》、 

認真研讀《學佛》一書對實行、認真實修《解脫大手印》兩 

大心髓之一的任何人，我會親傳該修學者的即身解脫成就 

法，至於我的法如何，我只能說，學我教的法之人，包括高 

僧大德、聖者，解脫成就的先例已有很多，絕不會被三大阿 

僧祇劫所控，但是只能了生脫死、即身成聖，至於即身成

佛， 

是歷史上沒有的事，那是祖師們口頭講的空話，就是偉大的 

彌勒菩薩到現在還在等覺之位，在你們這一生，祂還不可能 

等到龍華三樹的出現呢！更況那些講這些話的祖師們，難道 

他們比彌勒菩薩還偉大嗎？如果他們真的超過了彌勒菩 

薩，這世界早就金沙佈地，成為淨土囉！ 

農曆正月十四 

第十四道答案：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沒有內密壇場，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佛教 

    史上，唯一的一位獲得各大教派領袖、攝政、大活佛們，最多、最高認證的 

    佛陀，仔細查過佛教認證史上沒有一人超過。你如果不信，請你指出過去或 

    現在有哪一位聖者有先例，又有哪一位聖者有如羌佛的五明高度，確實無人 

    能比擬，羌佛不是你認為的沒有內密壇場灌不了內密頂，而是你不具資格接 

    受真正的內密灌頂，羌佛是佛陀，不需要內密壇場，正如釋迦牟尼佛一樣， 

    佛陀所在傳法之處，就地即是勝義悉地的內密壇場，莫知尊者說：「我本人 

    和比我高的玉尊、聖尊，都是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恩師，為我們灌的真 

    正內密境行聖因種子灌頂，乃至大家知道的去年成就的趙玉勝聖德，也是羌 

    佛恩師為他作的內密本尊法緣灌頂，所以阿彌陀佛才親自傳聖法給他，他才 

    證到了預知時辰生死自由的境界，觀世音菩薩也才顯形當著大家接走他，再 

    說幾句，羌佛不是大菩薩必須要用法規內壇才能灌頂，羌佛是佛陀，哪裡都 

    是勝義內壇，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渡脫的大成就者非常非常地多，全部都是 

    真人真事擺在那裡，除了南無羌佛，這世界上有哪一位有這麼多實例呢？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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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不是嗎？」 

農曆正月十五 

第十五道答案：對不起，我們必須講真話、講實情，因果錯不起，我們怕因果， 

    不敢說假話，尊者的身份這一稱呼起於釋迦牟尼佛座下的弟子大阿羅漢十六 

    尊者，可想而知，何等了得尊貴，這哪裡是爾等高僧大德能望其項背、能擔 

    當的身份呢？包括顯宗、密宗的後輩祖師們，很多都不到尊者果位，更況你 

    們，再高的藍釦都沒有達到尊者成就，必須是金釦聖德，才能沾上尊者的

「尊」 

    字，比如一段金釦孺尊，二段金釦教尊，三段金釦上尊，這就是不同果位的 

    尊者了。一段金釦、二段金釦，沒有「送菩薩一表」的道行，甚至三段金釦 

    也沒有十分把握能「送菩薩一表」，必須是三段金釦以上才能確保完成「送 

    菩薩一表」！！！金身阿羅漢尊者也送不了菩薩一表，因為尊者難以召動菩 

    薩入壇，菩薩召不來，表就取不走，沒有菩薩取表走，怎麼化虹飛蹤呢？另 

外，關於不退地菩薩，必須要到三段金釦上尊的道行才是不退地菩薩。 

至於提到段位相同的等級是否成就相等？答案是金釦與藍釦是完全不同的量 

資，在考完藍釦後上升考金釦一段時，都必須以成就、道行、聖量入考，除非 

在考藍釦時，大家都是用證量道行入考的，但在入考藍釦時，各自考的特長不 

同，有人是以建聞法點，有人是以護法，有人是以經教論學，有人是以積德行 

善，有人是以修持證量，各自不同的入考只能代表某方面的功德，代表不了成 

就道行。 

至於某師修的觀音大悲加持法，是正規佛教傳承還是波旬魔王子孫的傳承，這 

一點要千萬查清楚，否則接受加持的當事人，必遭霉運痛苦，最後淪入三惡

道。 

這件事早有公告說過了，無論是什麼人修這個法，要想查清楚正邪，只有諮詢 

世界佛教總部，才會獲得正確答案。 

農曆正月十六 

第十六道答案：為什麼有上師法王稱號的人會反對內密壇場的法規呢？因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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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聖者，這世界上有法王、活佛稱號的上師，都習慣說自己能作內密灌頂，分 

  內密、外密壇場，哪知真正的內密壇場法規公布於佛教徒們後，他們的謊言 

 全部被拆穿了，所以他們極度瞋恨，原因在於一萬個法王活佛冒稱自 

  己有內密壇場，基本上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都是假的內密壇場！ 

 假的內密灌頂！為什麼西藏過去化虹光成就的活佛很多，為什麼近幾十年 

 來一個也找不到了呢？誰也否認不了這一事實吧！因為現在沒有內密壇場了， 

 灌不了內密頂，失掉了聖壇悉地力，所以傳的法接不上本尊軌，佛菩薩不接收 

 不在真正內密壇場的灌頂。現在的假活佛充遍，他們沒有受到真正的內密灌頂 

 的大法，你想如果他們能做真正的內密灌頂，就必然是身為大聖  

 人，作為一個大聖菩薩，而把你寫的一張紙，都化不成虹飛

空， 

 這不明擺著他不是聖人嗎？他只會口頭空講好聽話，實際上是凡夫嗎？ 

 而他（她）把一張紙化虹不見都做不到，乃至根本不敢做，這是大聖人嗎？大 

菩薩就這麼沒本事連一張紙都對付不了嗎？還沒有要他返送文表， 

 顯大菩薩道行，把當眾寫下的文表燒掉，請菩薩把文表送給在睡夢中的弟子， 

 神奇的是，弟子睡醒後，手中竟然會拿著燒掉復原了的那一張文表，拿有此表 

 就會受到上乘內密的「本尊法緣一品灌頂」，至此，三時中與佛菩薩等來往。金 

 剛三杵是檢驗男性上師身體的，只有身體不好欠缺體力，才上不了「地杵」、「天 

 杵」，而沒有聖證量功夫上不了「法杵」，更是只有小聖德百分之百不具「送菩 

 薩一表」的道行，也沒有道行在遠處命令金剛丸在弟子手中神變等，你們認 

真想一下，這種無道的假聖人，他不採用反對建立內密壇場的 

兩大法規，又怎麼遮蓋得了自己騙人的醜呢？難道他向你們承 

認說他身體衰竭，沒有體力「上金剛三杵」，他完成不了「送 

菩薩一表」，他是假聖者嗎？他會承認他是冒充的聖者在騙大 

家嗎？他只有採用反對正法法規，來遮蓋自己的凡夫騙子本

質，所以空有虛名而沒有道行的假聖者一定會反對。 

農曆正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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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道答案：魔術大師能用燈光、激光、化學，乃至讓人都站不穩的地震房都 

    能安裝的出來，能把飛機、汽車都消失或出現，但任何魔術大師，都無法把 

    大家自己寫的一張紙（放在大家面前的桌子上），讓大家近在桌子前，親自 

    看守著這張紙，而該師站在遠處，請菩薩把此紙化成虹光接向虛空不見，這 

    必須是巨聖德菩薩的上師才能做得到的，阿羅漢都不行。要知道「送表」與 

   「化表」是兩碼事，「送表」是把一張紙現場寫了文書，不用火，弟子們一唸 

    嗡啊吽，這張紙憑空化虹飛去無蹤影，而「化表」是在火上燒表，你們哪一 

    個人都會燒。 

農曆正月十八 

第十八道答案：金釦一段或二段的成就，若不認真修行，還有退道 

   的危險，如祿東贊法王就曾由二段金釦教尊退到了孺尊道行，今年他自己 

    選擇了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為本尊修持，又證到了教尊二段金釦，儘管如 

    此，正如 2015 年 7 月 16 日，祿東贊法王給台灣覺行寺興建籌備委員會的一 

    封信中的預言一樣，祿東贊法王為什麼以文字答覆了不能擔任台灣覺行寺的 

    方丈，因為他沒有這因緣了，祿東贊法王能清徹了知生死成就的緣起緣生， 

    這就是真正的佛法在向你們保證。還有另外一位教尊，同樣由二段金釦退到 

    一段孺尊，他選擇了南無釋迦佛陀為本尊，實修「最勝菩提空行海心髓」， 

    現在已經回到金釦二段教尊道行，另外開初孺尊自己選擇「第三世多杰羌佛 

    儀軌法」為本尊，加修「暇滿殊勝海心髓」，拙火功夫力量加強，現已證到 

    二段金釦道行，他與祿東贊法王不同，他會等到很多年齡比他小得多的人都 

    不在了，他還活鮮鮮地在羌佛恩師身邊，除了真正的佛法，有什麼本事能知 

    道得這麼清楚嗎？你們愚笨哦！只有被邪惡詐騙迷惑的份！ 

農曆正月十九 

第十九道答案：傳承借灌內密，至少要有三位接受灌頂弟子，對傳承借灌內密 

    的金剛繩，會根據人數而切成段分給他們，也會把金剛丸打成粉一併分發給 

    他們，而唯一只有單人接受的真正內密灌頂，才會擁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長的 

   「度量金剛繩」和一粒顯聖的活性金剛丸，這一條「度量金剛繩」屬於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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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繩的最短必須為一丈五尺，長短是經過修法擇決由金剛本尊定出的尺 

    度。記住：法規鐵定，只要接受灌頂弟子，沒有一條一丈五尺至三丈長的「度 

    量金剛繩」，就不是真正的內密灌頂，為什麼非要有一條「度量金剛繩」？ 

    要明白「度量」二字的含義，即是量其灌頂師與受灌弟子，兩者之間所站的 

    距離，是用這條繩的長度量出來的，也就是灌頂師站在金剛繩的一個端頭， 

    而弟子站在金剛繩的另一個端頭，至少要相隔五米距離，而金剛丸不是離灌 

    頂師五米以外在弟子處顯的聖，少於五米就是外道，就不是真正的內密灌 

    頂，假如只有五米以外的金剛丸在弟子處顯聖，而沒有這一條測量距離的金 

    剛繩，就不是真正的內密灌頂，而是內密加持，也許還是用內密在審查弟子 

    的根器，有的心術壞惡之人，虛假欲騙之人，還以為自己受到內密灌頂了， 

    就開始反對佛法僧，哪知他沒有五米以外的金剛繩，他還在被查審階段，就 

    落馬墜地，妖行畢露。 

農曆正月二十 

第二十道答案：金剛丸雖然很小，但是丸的內部是金剛壇場，而內密本尊會進入 

    這個壇場神變出相，金剛丸的外形有兩種，為堅硬體，如豌豆或如綠豆大小 

    的體積，表皮為紅色，另有一種紅色上有一小白點，本尊進入金剛丸壇場後， 

    由於金剛丸上用甘露點了一顆白點，猶如背上貼了一個白色標誌，這是便於 

    祂在跳鍋莊舞或者跳冰上體操舞時，受灌弟子容易看到祂轉身、旋轉、前進、 

    後退、轉彎、快速漫遊等動作，看到白點突然消失、突然顯出、長大縮小， 

    乃至神變金剛之相。金剛丸打碎內部是白色的，分發給受灌弟子時，吞服在 

    口中是異香甜味。 

農曆正月二十一 

第二十一道答案：確實有很多人寫了發願文要供養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但是無 

  論是富豪的重金供養，或是普通人的供養，羌佛一分一文也沒有收過，也不會 

  收，南無羌佛看了他們真心誠意的發心後，說：「佛法就是拿來給眾生 
 的！！！能不能學到，關鍵在於是否有真實的虔誠心，我深知 
 我是一個普通佛教徒，有何功何德接收大家的供養，因此才發  
 下終身不收任何供養的願力，來義務服務眾生，你們這麼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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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起我，我會為你們的真誠盡我的心去祈禱祝福你們，但是 
 我自己都還是一個普通佛教徒，我的祈禱也許沒有作用，可是 
 你們的真誠，佛菩薩都看得到的，福不唐捐哦！我今天要表明 
 我的態度，明確跟你們說，有極少數的人是發假願的，自己很 
 富有，卻沒有真誠之心供養佛行事業，而且寫假的發願文，這 
 種人我不會教，就是教了，他(她)也不能修行學法成就，更有 
 可悲之人，利用我的不執染，不在乎金錢名利，認為我是最好 
 欺負的，沒有去過問她，她就把我發明的『髮必生』，中國衛 
 生部批准為名列第一號的產品，拿去自己貪欲賺錢，至始至終 
 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分錢，用了三十年了，還竟然大言不慚地寫 
 發願文說，她還要把『髮必生』發展大去賺更多的錢，說這樣 
 的話臉都不紅一下，可悲，可悲哦！！！她把我『髮必生』佛 
 行事業的資糧全霸佔了，還美其名曰宣稱在做佛事，假如是她 
 把釋迦牟尼佛一天的資糧霸佔了，將會是什麼罪哦？我雖然不 
 是聖德，可她霸佔三十年了，至少修一個大廟宇都用不完的資 
 糧，這樣的人能學得到大法嗎？她成就呢？還是到另外地方 
 呢？愚癡可悲哦！！！相反的，而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真心發  
 願，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困難，有的幾乎沒有飯吃 
 了，很可憐！但是他們竟然在心力交悴愁眉苦臉、咬緊牙關之 
 下作供佛事，這種情況下，還竟然有人忍心收他們的供養給種 
 什麼福田，人家飯都吃不飽了，還福田咧！記住！！！這類基 
 本生活都困難的人不准供養任何佛行事業，尤其是我本來就不 
 收供養，你們放心了，只要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真正盡 
 了虔誠心行的，我會教你們修學上好的佛法，你們太困難堅苦 
 了，把你們的錢拿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吧！有了生活，才能安心 
 學佛成就啊！如果今天不聽我的話，我不會再教你們了！」 
      另外，凡是只能借灌內密頂，而不是灌真正內密頂的聖德，都不是不退 

  地菩薩，所以聖量損減時，也不一定能再次借灌內密頂了，也就是有可能道 

  力減退，借灌不了內密頂了。 

農曆正月二十二 

第二十二道答案：佛陀的三十二相眉間白毫，不是哪一個都能看得全、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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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因緣的人或對佛菩薩打妄語的人、對佛陀不真誠說假話的人、自私極盛 

    的人、破重戒的人、心地不善的人、妖人邪魅魍魎、不是真心學佛修行的人， 

    一切無緣、不具瞻仰福報的人，都是看不到佛陀的三十二相中的某種相的， 

    實際已經證明，去年十二月份，上百人看到了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陀真 

    容相貌，面如極品紅珊瑚，有人見到如太陽放光，照得眼睛都睜不開，有人 

    卻看到內含潤麗紅透至極，而羌佛兩眉間的白毫，有人見到只有一根，有人 

    看到非常之多，無法數清，有人看到盤如珍珠，有人見到直如利劍放射放光， 

    異變長短，放出不同瑞光，在同時同場有人沒有看到白毫，有人看到平齒相， 

    有人沒有看到卻清楚看到了羌佛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大悲之相，但只有七十 

    多人看到了三十二相，有二十多人同場同時沒有看到。其實，佛之三十二相 

    並不是固定的，在各解釋版本中都不太相同，只有頂上肉髻、眉間白毫、平 

    齒相、胸有卍字，都是較為定數的，而其它各項很是難以解釋定相，各人有 

    各人的認知看法，尤其是佛陀是隨類應化因緣而度生，在天上和人間、在畜 

    生道等不同因緣場合，各所顯之相不同，中阿含經等有提到，可上網在百科 

    全書裡就有解說。因此羌佛現極品紅珊瑚相、如太陽放光、眉間白毫異變長 

    短多少等，而同場同時的人，由於因緣不同，所見不一，所以說佛陀三十二 

    相並非固定之相。 

農曆正月二十三 

第二十三道答案：「佛降甘露」不是你諮詢的「某某大活佛能降甘露嗎？」你太 

愚癡、太可悲了，他連金釦一段都不是，就是三段金釦的上尊、四段金釦的玉 

尊，也沒有「佛降甘露」的本事，一句話，菩薩、尊者降不了甘露，除了佛陀， 

  另外只有妙覺菩薩是古佛降世，故具佛陀覺量才降得了甘露，故必須非佛陀不 

可。《藉心經說真諦》所降的甘露是《藉心經說真諦》感召虛空佛陀降下來， 

印證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說的法是如來正法，不是哪一個大聖德、大菩薩修法 

降的甘露，因為聖德們中目前沒有等妙覺菩薩，不具佛陀覺量，降不了「佛降 

甘露」，大菩薩最多降樹花甘露，但必須說明，彌勒菩薩是等覺菩薩，等於佛， 

能佛降甘露，故在藏密中，現在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強巴佛」。甘露有幾種不 

同，如果是佛降至寶甘露，當下受到真正內密灌頂，當下大成就，證全知涅槃 

境。如果是佛降大寶甘露灌頂，必須守戒奉行，不犯甘露護持壽咒戒，若求長 

壽，壽長 125 歲，十二年成就解脫，證全知涅槃境。如果是佛降菩提甘露，二 

十年成就解脫，壽長 125 歲，但必須守甘露護持壽咒戒，若有犯戒十五日內， 



32 
 

必須真誠懺悔改過，否則甘露流失無蹤。只有菩提甘露能做沐灑灌頂，但只有 

百分之五的效果，而甘露丸只有百分之二的效果。 

農曆正月二十四 

第二十四道答案：能隔石建壇的巨聖德，絕對已經具備「送菩薩一表」的道行和 

   「先知預言」的道行，是百分之百不退地大摩訶薩再來的巨聖。 

農曆正月二十五 

第二十五道答案：「良馬空行法」是藏密中的法，在升空步雲初段，雖然是掛聖 

    字孺尊，可是建立不了內密壇場的，只比神話故事西遊記的孫悟空駕的畚箕 

    雲高超一些，因為道行還不夠，還需當努力修行進取道量，必須證到三段金 

    釦以上的大聖德，才能有建立內密壇場的聖量。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 

   說：「我聽說過『良馬空行法』，但自己不懂這個『良馬空行 

   法』，除了自愧法不如人，就是知道修行才是根本，你們想 

   要學這個法，就求另外大聖德吧！」 

農曆正月二十六 

第二十六道答案：你們諮詢某某人和某某法王、某某尊者、某某法師，建立的內 

    密壇場是真的嗎？首先我們不會如你們的心願，請我們公開列出他們的法 

    號，提這個問題已經屬於無知，說明你們沒有看公告，你們提到的這些人， 

    他們連金釦一段的聖德都不是，還處在藍釦，最多稱高僧大德，不是大聖菩 

    薩，完全不具建內密壇場的道行，也對弟子做不了真正的內密灌頂，明確告 

    訴你們，在十萬個活佛、一千個高僧大德、一百個聖德中， 

   也許還找不到一個具有建立真正法規內密壇場的大聖德，要 

    不是這樣的話，就不會美國、中國、印度等，現在都還找不到內密壇場，你 

    們提到的這些上師，雖然名望不小，憑他們的道行，要建內密壇場或為弟子 

    作真正的內密灌頂，還太遙遠了，因為他們請佛菩薩降壇是很困難的，而且 

    他們有的對顯密灌頂也許還不一定弄得圓滿咧。你們還聽不懂我們跟你們講 

    的，這樣跟你們說吧，你們從「千年難見的真佛法現前」的錄相帶中，你們 

    提到的其中有些人物就在現場，見到莫知尊者多麼厲害了得，他們被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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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的道力功夫，敗陣出相，甚至你們提到的其中有一個冠尊者活 

    佛名頭的，實則是凡夫，嚇得躲在場外，連場都不敢進，就是這麼了得 

   的莫知尊者，還建立不了內密壇場咧，還得借內壇才能作內密灌 

   頂，你們提到的那些知名人物，比起莫知尊者算個什麼呢？遠得咧！ 

農曆正月二十七 

第二十七道答案：經教論學確實很重要，作為一個教人的師長，必須深入經教而 

    且學懂，如果自己都不懂經教論學，就是佛教外行，一個外行必然把自己不 

    懂的東西胡亂編說拿去教人，如此絕對會把行人帶入邪門，墮入罪惡道中， 

    包括此類為師之人所修的道場都會是遭黑業的。 

農曆正月二十八 

第二十八道答案：聖德的聖號，是考經律論，加考證量的量資而得到聖德的道行， 

    才能具聖德資格，受金釦或蓮花金釦段位，不是藍釦，有的藍釦之師會認為 

    自己一直以來在弟子面前是聖德，怎麼今天說成不是聖德，想不通，我們問 

    你這位上師，你真的是聖德嗎？你是阿羅漢嗎？你具備三明六通嗎？不是 

   阿羅漢就不是聖德，不是尊者，孺尊、教尊、蓮花尊才是

尊， 

   難道不是嗎？你給我們弄清楚點，因為凡是聖德至少也要證到羅漢果的 

    轉世者，才能掛聖字，你們認為聖德是破銅爛鐵，好像哪裡都可以撿到，誤 

    認為是大活佛、大法師、尊者稱呼就是聖德，犯愚癡了，至於平常大家經常 

    聽到的某某大活佛、大法師、尊者的稱呼，只要沒有三尊金釦，那只是座下 

    的弟子們對上師的一種尊敬的稱呼，如果把尊稱當成尊者，這實在是對聖人 

    的玷辱，蓮花釦尊者即是真正的尊者，是二段以上但又未到三段金釦的道 

    行，即概稱蓮花釦尊者，至於三段金釦稱上尊，即是尊者之上，大菩薩之意。 

    其實你們有些上師已經比普通的上師們高得多了，有的已經是高僧大德的水 

    準，這已是非常稀有的了，其實你們有的具上師身分的人，見到過真正佛法 

    功夫，遠比社會上的一些大活佛、法王還見識得多咧，如果你雖然被莫知尊 

    者的拙火燒傷出相，但那些法王們一輩子只是聽到、看到過理論，還沒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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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見過真正的拙火定的。再說一句，凡是藍釦都沒有掛上聖字，因 

   為還沒有達到阿羅漢的道力，再高的藍釦上師也灌不了「真正的內 

    密灌頂」，最多只能作傳灌內密，你們不信就請號稱內密灌頂的師給你們試 

    一試，看他在遠處能把你手中的金剛丸神變嗎？確定地跟你說「不可能的」， 

    你一試就會知道他是假聖德了，其他金釦一段至二段或者蓮花釦尊者的大活 

    佛、大法師，雖然位為聖德，也只能借灌內密頂，沒有證到直灌內密頂的 

    道行，但也有極少數的聖人，不願意拋頭露面，不收徒弟，不渡無緣之生， 

    自己隱姓埋名遊化於常人中，而佛弟子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地位，他們 

    也不去考段位，但確實是聖者，可是這種人一定要有道有德，有聖證量，是 

    絕對的大慈大悲，而且百分之百擁有五明之中其中幾明，如果不具也掛不上 

    聖字。 

農曆正月二十九 

第二十九道答案：你既然知道佛菩薩大慈大悲，佛菩薩當然會對修行修法負責， 

    佛菩薩把佛法和修行，都分為世俗和勝義兩類，哪怕是同樣的法行，經擇決 

    後，本尊沒有到場認可的，就是世俗法行，佛菩薩不負責世俗法行，只對擇 

    決認可的勝義法行負責，不負責非勝義法行。凡是勝義的佛法和修行，一句 

    話也不能改，改動過本尊就不負責了，當下就會成為非勝義的世俗法行，乃 

    至成為邪法。 

農曆二月初一 

第三十道答案：為什麼法定等妙覺菩薩都要在符合兩大法規的內密壇場才能作內 

    密灌頂呢？原因是為了保護服務學佛修行人，防止邪師騙子冒充大聖人詐騙 

    他們，所以等妙覺菩薩帶頭以身作則，非內密壇場而不能做內密灌頂，否則 

    受灌弟子不得受用，這就防止了邪惡騙子冒充大菩薩，而高僧大德們絕不會 

    冒充大菩薩的，也不會稱自己能做內密灌頂、有內密壇場，而只有邪惡騙子 

    才會自吹是大菩薩，因為無論多狡猾的邪師騙子都沒有建立內密壇場的功 

    夫，首先在上「地杵」和「天杵」上，也改變不了身體虛弱、體力衰竭的真 

    相，就算能上「地杵」和「天杵」，但也冒充不了上「法杵」，更不可能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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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量「送菩薩一表」，所以虛吹浮誇的邪師騙子，無論是多大名頭的人物， 

    只能空洞吹噓，而不敢公眾建立符合兩大法規的內密壇場，因為唯一只有真 

    正的大聖德、大菩薩，必須是真材實料才建立得了內密壇場！！！這是任何 

    邪師騙子、假的大菩薩都做不到的。 

農曆二月初二 

第三十一道答案：「送菩薩一表」，要看設定表上所寫要求的是什麼內容，比如是 

    建立內密壇場呢？還是擇決某一部法？或某一個咒或某開示是正的還是邪 

    的？然後再根據表中設立的內容，召請至少是不退地菩薩來擇決印證，如彌 

    勒菩薩、地藏菩薩來取表，主法的大聖師站在遠處，把公眾當面寫的表放在 

    弟子面前桌子上，弟子們唸出「嗡啊吽」三字，此表當場化虹飛空不見，如 

    此聖境印證所擇的內容已被接收，這就是正確的，如果報表沒有被化虹，就 

    說明菩薩不認可不取表走，也就是佛菩薩本尊不接收，這就是不正確或邪惡 

    的。 

農曆二月初三 

第三十二道答案：佛堂有很多種，以恭敬之心建立、開光，屬於普通佛堂，並不       

    是符合建堂法規的正法佛堂，正法佛堂與開光佛堂無關，正法佛堂是鐵定召天

龍八部護法入了位設的供，因此設有正法佛堂的人，會受天龍八部護佑。注

意：正法佛堂不是內密壇場，符合法規的內密壇場，必須是巨聖德、大聖德才

能建立，初級聖德或高僧大德都建立不了，如果高僧大德都能建立內密壇場，

佛菩薩世界就不正常了，就不需要有大聖德、高僧大德的區別了，但社會人士

往往誤把修持有道的法師和聖者，都概括為高僧大德。無論是聖德還是高僧大

德，都必須要受過建堂內密灌頂接承建堂法的建堂師才建立的了符合法規的正

法佛堂，該建堂師持有接受建堂內密灌頂時的三色金剛繩和四天王內壇殿，專

業建堂師並不一定是高僧大德，可是必須由建堂師設建才能召供菩薩聖眾，據

我們清楚知道，旺扎上尊和另外上尊、玉尊，能作建堂師灌頂、傳建堂法給建

堂師，但目前根本不可能為建堂師灌頂傳建堂法，因為沒有內密壇場灌頂傳

法，就算有一天灌了建堂頂，受灌頂的那位建堂師也不能犯戒的，一當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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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八部則不再應召，破戒的建堂師，從此就失掉建堂道力了，但不影響之前

所建的佛堂。而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認為，正規佛堂確實應該由懂法規的人來

建立，但是如果都得由建堂師去建佛堂，而很多人都找不到建堂師，佛教徒們

就不設佛堂了嗎？這並不利於學佛，因此羌佛認為已經設有佛堂的人，哪怕只

供阿彌陀佛、觀音菩薩也是很好的，關鍵在於行善離惡，以做好人為基礎而深

入修行，等遇到建堂師的時候，再請建堂師去重新作法如規改換安置，這是可

以考慮的，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明確說了，祂不傳建堂師灌頂的法，因此想學

建堂法的人不要找羌佛。 

農曆二月初四 

第三十三道答案：世界佛教總部實行考試制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佛教徒尋訪到真 

    正有德有道的良師益友，避免走偏路，現在末法時期，偽假之師竄遍四面八 

    方，而都是打著自己是大聖者、大菩薩的牌子行騙，作為初學佛修行的人， 

    由於欠缺佛教知識，對真正的佛法行持更是門都沒有入，所以百分之九十幾 

    的人都會上當受騙，可惡的是邪惡之師還要他們發誓賭咒效忠不變，不准另 

    跟他師，這類邪師騙子禽獸般猖毒，嚴重違背釋迦牟尼佛教戒，因此世界佛 

    教總部為了幫助佛教徒避免上當受騙，只有對真假之師們的程度施行考試， 

    來保障大家，世界佛教總部主席祿東贊法王說：「我做為主席實行考試，沒 

    有絲毫的念頭是為我自己，包括新任主席莫知尊者也沒有私心，我們兩個不 

    收弟子，是全心為大家服務，不是要大家跟我們學，只要是高僧大德，你們 

    都可以去依止。」我們發現往往以凡夫充聖冒充大菩薩的那些人，基本上都 

    是藍釦或者什麼釦也沒有的人物，一個也沒有考上金釦段位，他們不但不是 

    菩薩，連阿羅漢的邊都沾不上，沒有絲毫聖德的道行、品質，甚至沒有一點 

    高僧大德的學識、品德，因此這些以凡充聖之人，才無道、無德、亂倫、欺 

    騙，他們就是活脫脫殘害眾生的邪靈，這類人都是凡夫加騙子，經過總部的 

    經律論實證書面答卷的考試，事實已經證明，平常騙得弟子們五體投地的所 

    謂大菩薩、聞名響世的大活佛上師，在經律論考試中卻成了經教外行，很多 

    人的答卷風馬牛不相及，錯誤連篇，還虛吹自己有聖證量內功，身體好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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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金剛不壞，結果經過考試發現體力衰竭，身體虛弱，二十至五十歲的人， 

    還竟然單手撥不起 200 磅重的「地杵」上初台，真正內功有道之人，五十至 

    七十歲，還能 200 磅上供初台，邪惡騙師竟然大言不慚說：「200 磅上供我看 

    不上。」主考官說：「既然你口出狂言，那就直接上『法杵』，亮出聖體道行 

    吧！」這一下曝了光，在實證受用上毫無聖量可言，就是一個佛教門外漢、 

    凡夫加騙子，虛體病殻，純屬經教、修行、法義的白癡，十足的邪靈，這些 

    佛教外行騙子們，還胡編亂說開示，編寫課本，貽害了非常多的人，騙得佛 

    教徒們叩頭禮拜傾其供養而依止邪修，墮入惡道，此惡劣形勢，還在社會上 

    繼續擴張殘害眾生，大家要特別小心注意！！！總部實行考試，是為了服務 

    幫助大家看清真假善惡。 

農曆二月初五 

第三十四道答案：你們說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西藏密宗，這實在是錯誤的理 

    解，太不了解佛陀的概念是什麼，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佛陀，不是祖師派 

    別的這一宗哪一派的法祖，羌佛弘揚的是如釋迦佛陀一樣完整的、沒有任何 

    祖師派系觀點的佛教佛法。2017 年社會上個別邪惡之人，誣蔑毀謗第三世多 

    杰羌佛，把第三世多杰羌佛告到了法庭，世界佛教全球的最高機構法庭，於 

    2018 年 003 號在終審中得出結論，所檢舉揭發控告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事由 

    都是編造出來的，判決書中定性：「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理與釋迦 

   牟尼佛的教理同流體系，屬於純正的佛教佛法。」正因為羌佛 

    是純正的佛教，不是某一宗派的教法，因此才受到世界各大宗派的法王活佛 

    一致認證附議是佛陀，也是兩千多年來佛教史上被唯一認證的，佛陀是整個 

    佛教的最高掌持者，而不是單一屬於哪一宗派的大法王。如果是哪一派的大 

    法王或活佛，都會歸屬於哪一派來認證，而不會由各宗各派的領袖和攝政王 

    們都來認證，對 H.H.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認證就等於無論哪一宗、哪一派都認 

    可尊奉南無釋迦佛陀一樣，釋迦佛陀不屬於哪一宗哪一派，就是整個佛教的 

    佛陀。 

農曆二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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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道答案：沒有到金釦段位，還在藍釦段位範圍內的為師之人，是能教人

的，但必須拿 128 條知見去應證，除了三段或更高金釦的大聖德之外，一段金釦、

二段金釦的聖德，也要拿 128 條知見去應證，看這位為師者的知見是否正確，是否

屬於邪惡見，乃至凡是懂佛教知識而又不落入 128 條知見的任何人都能教人，如

果確實已經落入 128 條，嚴重者，只要是教人絕對就會把人帶上

邪惡道上去的！！！三段金釦屬於大聖德，是不退地菩薩了，祂們有時嚴肅

行持，時而遊戲三昧，因此難以判別，比如瘋子喇嘛依西揚嘎，又比如日古溫波仁

波且的兒子，及旺扎上尊，有時行持怪異，難以分辨。望大家千萬小心防止偽假之

師誤害你們終生，墮入三惡道中，受盡痛苦，為了自己的福慧圓滿解脫成就，請大

家反覆多次讀懂這份聖德們的回答吧！另外有人提出，除了古佛寺，都不要作供養

捐贈，說其他寺廟和住持者沒有加持力，供養不會有功德，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知

見，而正知正見應該是，其實無論是什麼寺廟或個人，只要是捐贈給行正確的佛

事、乃至做一切善事的機構，都是有功德的，甚而善意的唸一句佛號、慈悲一眾

生，都有功德，但是功德確實是有多少高低不同的差別，如果供養釋迦佛陀

一碗飯，那功德就太大了，反之供養的是一個活佛或法師，怎

能與供養釋迦佛陀的功德相提並論呢？可是供養世尊 

談何容易，要看你有沒有這個緣起，萬法都得有緣而生。如 2016 年 11 月 14 日中

午十二點半，在匈牙利布達佩斯，那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與隨

行人等，參觀完風景後，走到停車處，馬上要上車離開到第二風景區了，南無第三

世多杰羌佛突然轉身向高處的山頭走去，金釦聖德、善知識及人非人等，大家也就

趕快跟上，導遊說：「上面沒有風景，不好看。」南無羌佛繼續走，走到半山，聞

到難以忍受噁心嘔吐的臭味，原來地上施了一種長草的臭肥，又冷又臭，可是南無

羌佛就是不反轉，繼續前進，真是想不通，大家都把鼻子摀住，七嘴八舌地說：

「太臭了！」導遊說：「不好受！我們回去吧！」南無羌佛好像沒有聽到，繼續前

進，大家只好跟著佛陀往上攀，快到山頂時，臭氣全部都沒有了，佛陀停了下來，

這時看到一對白人的青年父母帶著一乳幼小男童，年約一歲左右，叉著腿顫驚驚走

了幾步，走到南無羌佛面前，臉笑開了花，非常歡喜，欲彎腰下去，結果站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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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倒坐地上，用他自己的手，捧了一把泥沙，伸手供養南無羌佛，南無羌佛為其

摸頂授記，隨行人等見此狀，震驚吐舌，當下發大清淨之願，我們相信這小孩就具

有捧沙供佛特大的聖因緣，雖然無財物供養佛陀，而只好就地捧沙供佛，其純淨的

心境功德絕對無量，如果無緣，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就不會在 

已經參觀完景點後，決定上車離開的那一刻，突然轉身走向一個沒有景點、沒有遊

客去的山頂，當時大家一頭霧水，想不明白好景點等著不去看，來這裡幹什麼？有

一善德說：「我明白了！原來佛陀是來接受乳童捧沙供佛的，這一事件正與釋迦牟

尼佛受童子捧沙獻佛同一緣相哦！」南無羌佛說：「你不可亂猜妄評，我

是一個普通佛教徒，有什麼資格與釋迦佛陀品列，我除了修

行，就是慚愧，我哪有本事知道會遇上這乳童，這就是一個偶

然的巧遇罷了，不要把這事說神誇大了。」你們相信這是巧遇嗎？為

什麼好的風光點不去，偏偏要到這個很長一段路而且沒有風景點、又冷又臭的高處

呢？只有白癡才會相信這是巧遇，我們所說沒有絲毫誇張，完全是隨行眾人親見的

事實，佛陀太無私、太自謙、太聖潔了！不愧為正覺無量之如來！也許你們會認為

這就是聖潔嗎？不錯，在這鐵的事實面前，南無羌佛沒有說自己是古佛降世是專程

來接受童子捧沙供養的，反而說自己是普通佛教徒，是偶然巧遇的，這樣的崇高光

明之德還不是聖潔嗎？其實豈止是聖潔，那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不要說

南無羌佛五明的高度是佛史無雙、佛降甘露印證《藉心經說真

諦》是佛陀說的法，僅就大家看到羌佛的紅珊瑚色佛陀真容顯

現如太陽放光照得人睜不開眼、眉間白毫異變長短多少、放光

加持等等佛陀特有的三十二相，這就是鐵證如山的佛陀，南無羌佛

把一切好的都說成他人的，而把他人不好的都撿來自己擔負，相反，有的人本來就

是凡夫普通人，卻八方噓吹冒充聖者，把與他無關的、光彩的，都歸功於他自己，

這種人太低級、太邪惡了。南無羌佛還把自己發明創造、中國衛生部批准為第一號

的「雄力育髮液」(髮必生)，讓人私吞霸佔了三十年，還揹黑鍋讓人誤認為是拿了

錢給南無羌佛，要不是今年霸佔者顯露私惡心態，大家還認為南無羌佛只是佛史上

唯一不收供養義務服務大眾，卻根本沒有想到佛陀的無私不貪，光明佛境，竟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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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自己發明創造該得的財富都無執念，有誰得到了如此崇高的聖境呢？拿走三十

年沒有給佛陀分文，而佛陀沒有一句怨言，南無羌佛的不為名利無私無貪，自謙平

等利眾，關心他人勝於自己的崇高光明德品事蹟，至少幾本書都寫不完，我們在收

集整理中太多實例了，只能說善境佛覺祥光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太感人了！祝大

家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修成大道力，開敷大智慧，早證上菩提，福報昌隆久無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