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輪迴中作一個好人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從輪迴

當中解脫的話，就一定要修持佛

法，然後去關懷別人，把慈悲

心分享出去。但是很多人把佛

法當作生活的工具，到寺廟供

養都是為了求自己或家人的健

康、財富，佛法變成了有限而自

私的。如果佛法的作用只是這

樣，那麼佛菩薩就不用教導我們

慈悲心了！我們要有福報才能

了解佛法，才能利益眾生，如果

我們只是自私的將佛法當成世間

的生活的工具，這也是很難成功

的。我自己不是真正非常了解輪

迴，因為如果真正了解，就可以

完全捨棄輪迴的生活，或是像密

勒日巴一樣，去找一個洞穴就閉

關起來了。我從閉關中體會到，

一個出家人不是每天念經，就可

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上師。上師的

幸福人生的關鍵字─光與熱（二）

 第二世卡盧仁波切 講述  福永喇嘛 口譯  林彥宏 整理

偉大是來自於修持。在十四歲出

家之前，我只是在寺廟裡過寺廟

生活，感覺像是被勉強關起來的

犯人一樣，實在很厭煩，每天就

是佛法佛法的。雖然也會念經修

持，但是並沒有真正把佛法融會

到心裡。直到閉關第二年，開始

修持觀音法門，因為修持「慈

悲」，才真正對佛法有更深的了

解。當離開關房又回到現實時，

種種繁雜事務有時候也令我充滿

壓力，有快樂的時候，也有低潮

的時候。我們的修持，是要清楚

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對自己要

產生信心，當別人講法時，我們

要去聽，去思維判斷，因為佛法

好像包了一層外衣，我們一定要

小心的檢查，才能把生命託付於

此。有很多人雖然修持了很長的

時間，可是發生突然狀況的時

候，卻不知道該怎麼做，不知道

怎麼面對與妥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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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可能想在這樣的佛

法分享中，聽到高層次的內容，

可是我們真的聽到後，是否真的

能打從心裡了解？我們往往聽到

很好聽的道理，但是卻沒有真正

的理解。做任何事都應該打從心

裡面去了解。

依止明師、常保明覺

佛陀給予眾生種種不同的教

導，所以我們要得到證悟、要領

悟佛法，並不是只有一種方法。

不要給自己壓力，以為不做某個

修持，就會墮入到地獄去，而要

做某個修持才會開悟。如果真要

確認的話，應該找到一個具格上

師，從他那邊得到教法，得到建

議，然後修持。如此，我們就可

以越來越接近佛性的開展，讓佛

性顯現。當我們得到這些教法或

口訣之後，不管到哪裡都要保持

住，常常提醒自己，然後依照教

法修持。有些人在寺廟裡很虔誠

做禮拜、做祈請，看起來像是一

個很好的修行人，可是一離開寺

廟，就有很大的變化，什麼事情都

不在乎，回到自己過去的習性。

在寺廟，我們能開展慈悲心，也

能放鬆地感到佛法的法喜，對眾

生的愛心，但我們離開之後，還

是要保持這個覺性、正念，不要

讓自己又回到習性之中。

佛法每次聽起來都差不多

有時我們講太多了，但是

修持太少了，我們應該把所聽聞

的道理，應用在實修上面，如果

我們不修而只是聽聞，又有什麼

意義呢？透過修持，才能真正廣

大利益眾生。佛法不像一般的演

說，一般的演說可以編排得很精

彩，但是佛法每次聽起來都差不

多，重點在於是否落實於修持。

問：仁波切提到，愛與關懷要沒

有貪濁慾望地分享給眾生。

請針對這一點再深入開示。

答：我們要付出愛與關懷，首先

我們必須要累積福報，例如做供

養、獻曼達。而供養最重要的，

幸福人生的關鍵字─光與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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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在於金錢，而要不斷觀想供

養佛菩薩、本尊、僧眾等等，以

此觀修來累積福報。如此供養，

我們的慈悲心就可以開展出來。

在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個性也

非常倔強，常與別人打架。經過

閉關之後，再有人挑釁，對我說

再難聽的話，我也不會因此發脾

氣，且能夠保持平靜，將對方視

為需要關懷的眾生之一。即使發

生誤會過後，對方想要再親近，

我也覺得沒有問題。為什麼我可

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做過修

持。因此，當我們做過修持，我

們會對眾生更有責任感。當然也

不只是我們觀修愛、關懷、與慈

悲心，還有一個重點是，我們必

須有正確的動機，想要利益所有

的眾生，以這樣的發心去做修

持，才能對眾生產生幫助。甚至

我們要隨時保持著對待眾生如同

對待家人一般，如果我們能夠達

到這個程度，事實上對自己也是

非常有幫助的。此外，我們要對

眾生有深入的觀察，進而讓眾生

來了解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

這些慈悲、愛與關懷，其實都是

幫助眾生瞭解佛法的方式，但如

果只有這些的話，我們沒有辦法

讓眾生得到真正的快樂與解脫，

必須瞭解一切的本質是佛法，我

們需要去增強佛法，讓眾生得到

佛法的利益。就像平常我們已有

愛心與慈悲，但是仍然無法讓我

們得到真正的快樂、往生淨土、

開悟成佛。我們要開悟成佛，必

須依靠佛法，由佛法結合慈悲、

愛心，讓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

事實上讓眾生得到佛法利益，也

是我們對眾生慈悲的一環，這是

菩薩所做的，也是我們所該學習

的。所以我們的慈悲和愛心，要

與佛法結合，來發揮作用。

當我們心情低落時，應該做

皈依，當我們覺得孤單，而朋友

親人都無法幫助我們時，佛法能

夠幫助我們，這是一種深層的愛

與關懷。我們會去做瘋狂的事，

然後說這是「因為愛」，但是這

樣的愛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對

過去的自己有何瞭解？對未來的

自己有何利益？事實上，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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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很有限的。菩薩愛所有的眾

生，這樣的愛是深入的，透過修

持佛法，由佛法產生信心，讓愛

的種子結果。我們一般的愛充滿

了希望與等待，但是缺少信心。

而菩薩之愛沒有自私，是對所有

眾生的慈悲心，也因此深具信

心。透過佛法，我們可以分享更

深的愛與關懷。佛菩薩的愛深遠

廣大，雖然我們的愛範圍較小，

但我們能夠愛護家庭也是非常好

的，但如果我們想要更多更大的

利益，就要學習菩薩的愛。

問：如何供養上師？

答：最重要的是虔誠心，只要有

虔誠心，我們就是在服侍、服務

上師，如果沒有虔誠心，那麼服

務上師就好像是一種表演而已。

簡單來說，找到上師，然後以純

淨的虔誠心對待。我一開始也沒

有足夠的虔誠心，因而逐漸感覺

到心情的低落，後來經過修持，

知道要從心裡面去瞭解上師，看

到上師就如同見到佛陀一般，就

像佛陀出現在面前一樣，自己有

多麼幸運、多麼有福報，能見到

如佛的上師。如果沒有虔誠心，

就算佛陀出現在面前，也幫助不

了我們。

小時候，雖然對老師存有

尊敬，但是對根本上師的虔誠心

還未生起。根本上師是能夠幫助

我們瞭解心性的，不是透過閱讀

書本的教學，而是直達內心。如

果我們有這個虔誠心，就能走上

證悟之路，如果沒有虔誠心，我

們還會繼續墮入輪迴，如果我們

沒有虔誠心，我們會去看到上師

的缺點而思維：反正他也是很平

凡，跟我有什麼不同呢？同時依

循我們的惡習，繼續造作惡業，

於是繼續墮入輪迴。如果有虔誠

心，我們平常做的修持，便都是

一種服務上師的方法。透過修持

生起虔誠心，能讓我看到波卡仁

波切、泰錫度仁波切、堪布仁波

切的時候充滿歡喜，即使回到關

房，那歡喜心仍然持續，這是我

自己的經驗。

問：現代人生活與工作都忙碌，

幸福人生的關鍵字─光與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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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靜下來修行，希望仁波

切能教授我們簡易的懺除業

障的法門。

答：這個問題很好，可以幫助很

多人。在我們忙碌的生活中，最

重要的是廣大的發心以及不斷精

進，如果能夠依此修持，必能有

廣大的結果利益。如果我們只是

自私地一個人做修持的話，那當

然也幫助不了我們自己了。即使

是非常短的時間，我們仍然可以

做發心與精進的修持。此外對於

阿彌陀佛的淨土要有信心，因為

去這個淨土沒有簽證的問題！阿

彌陀佛親說，只要眾生能憶念名

號，對淨土有願心，祂必會在眾

生往生時接引，所以我們要有堅

定的信心，相信佛法去做修持。

至於修持，並不一定要到什麼地

方去，如果我們能夠安住下來做

修持，那麼我們所在之處，就是

菩提迦耶，就是佛成道之處，就

是淨土，如果我們的心安定不下

來，那麼就算到了多麼神聖之

處，一直受到妄念的牽引，到什

麼地方去，幫助也是很有限的。

問：我們心中瞭解有究竟恆常的

安樂，但是有些眾生卻也需

要得到暫時的安樂，我們如

何兼顧二者？

答：我們是依存著這個世界才能

生存、才能修持，這個世界對我

們是很仁慈的，我們為了回報地

球，或為了利益種種的生命，我

們可以有三種方式的發心，第一

種是我們完全了悟佛法之後，帶

領眾生、幫助眾生；第二種是跟

著眾生一起修行，跟著眾生一起

證悟；第三種是我們不斷服務眾

生、利益眾生，希望他們先成

就，之後我們自己再成就。佛法

講很多慈悲，但如果光說不練是

不夠的，別人也無法瞭解。透過

行為，我們把慈悲展現出來，所

以即使達到證悟是我們的終極目

標，但對於眾生，還是要展現我

們的慈悲心。我們需要學習更多

的教法，而一面幫助眾生，一面

修持。為眾生祈福持咒，也是利

益眾生的方法之一。我們都有能

力去幫助世上的人，要盡力去

做。佛教是能夠展現慈悲，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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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在行動上的，所以我希望能

跟更多人結緣，幫助需要幫助之

人，有需要佛法的傳授的話，

我也願意用這樣的方式去利益眾

生，所以在這兩方面我沒有產

生疑惑，我自己找到了建立去幫

助眾生修持暫時與究竟利益的方

法，所以我也建議大家去找出自

己的方法，相信佛法是有力量利

益一切眾生的。

問：（一）能否請仁波切聊聊他平

日的興趣、活動？

（二）仁波切是否有在上網，

有facebook？如果有的話，

我們信眾有問題是否可以直

接在網路上向仁波切請益？

（三）仁波切在回答第一個問

題時提到，自己在青少年時期

也會跟別人打架，可是在我們

的概念中，仁波切是高高在上

的，是誰敢跟仁波切打架？

答：（一）閉關時如果有休息時

間我喜歡打坐，打坐也可以當作

很好休息。此外念念咒語，停留在

自然的安定中也很棒。有時候喜

歡聽音樂，是柔和的音樂，而不是

搖滾、Hip Hop。因為你聽什麼音

樂，就變成什麼人。我喜歡聽像

Kenny G的薩克斯風演奏，因為很

舒服，所以自然而然可以進入修

持，讓人覺得自在放鬆。事實上，

我的生活常常碰到棘手的問題，

而我真的因為愛所有人，所以在

這裡分享所有包括生活的經驗，

但是仍有許多眾生不瞭解，所以

我很忙碌。我喜歡這個問題，這問

題也讓我很放鬆。謝謝你！

（二）我的確有facebook，

在上面很多人想跟我聊天，但是

幾天的經驗下來，每個人都想聊

天，如果大家都說一句：「你好

嗎？」我就要回答數不清次的：

「我很好！」後來我只好以公

開、公佈的方式向大家問好。所

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提問，那麼

可以發訊息給我，我也會回答。

當初我給自己的鼓勵是：「啊！

你是卡盧仁波切！每個人都需要

卡盧仁波切的幫助，如果只跟別

人接觸短短幾分鐘，那怎麼能夠

幸福人生的關鍵字─光與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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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別人對你的期望呢？」所以

後來就設立了facebook能夠直接

跟別人溝通。

（三）不要以為每個仁波切

的故事都一樣，有些仁波切過得

很普通，有些仁波切受到很好的

供養，吃得越來越胖（如同過去

的我），有些則要聽別人的話，

無法獨立自主。在我父親往生之

後，我向波卡仁波切求學，在那

裡的生活，跟平常的僧眾是一模

一樣的。十三、四歲時，也是跟

小喇嘛們玩在一起，在平常時也

許有點不太尊重我，而我也不敢

把這些事告訴波卡仁波切，因為

即使說了出來，也會被仁波切教

訓，不會得到好臉色。我並不是

特別調皮，只是跟一般青少年一

樣。不同仁波切有各自不同的故

事，有的可以獨立，有的很聽助

理、總管的話。所有仁波切都是

偉大菩薩的化身，但我是很平凡

的從醫院生出來的。有些仁波切

不管助手、侍者，而是以他們自

己的方式做事，但是對於眾生都

具有廣大的慈悲心。當然這樣會

比較辛苦，因為有自己的堅持，

要做這個、要做那個，而我就是

這樣的人。無論仁波切平凡或特

殊，他們都是菩薩的化身。而仁

波切重要不在相貌莊嚴或何等名

號，重要的是他們的心是仁波

切，有很高的證悟，所以在輪迴

中可以利益廣大的眾生。當然我

是很平凡的，沒有很高的證悟，

這並不是我特別謙虛，而是表達

我本來是什麼就是什麼。

結　語

二世卡盧仁波切的幽默、開

朗，在妙趣橫生的演說中展露無

遺，講座上笑聲與讚嘆不絕於耳。

風雨之中，大崙山華梵大學因為

仁波切的佛法開示，而綻放光與

熱。這一份光熱，滋長眾生的慈

悲、關愛，以及源源不絕的法喜，

感恩仁波切慈悲，並願以此福德

回向一切眾生，特別是梅姬風災

中受苦的眾生。 （全文完）

本文經佛教利生中心、華梵大學曉雲法師
研究中心授權同意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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