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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 
 

對諮詢的回覆 
 

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剛剛在香港舉辦了“世界和平大法會”，其中有列席

大會的阿闍黎和聞法上師們，在見到了一些仁波且、法師們持有聖證書登法台的

情況，並提到 ×× 仁波且，說：聖證書上的星輪，不是很確切的，如果一個仁波

且出於自謙，這是高尚的行為，可以要求不接受二星或三星輪級的證書，只接受

一星輪級的證書，都是可以的。另外，還有仁波且說他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上首

弟子，第三世多杰羌佛公開開示過他是大聖德，所以根本不需要聖證書，就是當

然的大聖德。還說：是不是聖德的真實身份，只要有兩位或三位著名的大活佛認

證、為其舉行修法確定，就是確確實實的聖德了，不需要持聖證書也是理所當然

的聖德。乃至說只要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依法定為聖德的，就是合法的聖德了。又

有仁波且說：沒有學法前，只拿得起幾十斤，學法後突然拿起兩百斤，這不是法

上產生的聖力嗎？為什麼不能得到一星輪聖證書？隔開空間的力量難道就高人一

等嗎？能身體騰空神仙都會，那兩星須彌輪能代表什麼？報上報導了國際佛教僧

尼總會主席釋隆慧大師，和僧眾修法請佛陀降下甘露和舍利，為什麼持的證件是

二星須彌輪七師十證聖德證書，而不是日月輪證書呢？還有等等很多不同的問

題，上述這些諮詢者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仁波且、法師們、大德、聖德之間的地位

差別，是否須彌輪聖德就請得動佛陀虛空降甘露、二星須彌輪是否道行高深、以

及等等的不同等級的位階及其意義。 

眾所周知，在當今末法時期，騙子邪師竄進佛教內部打著高僧聖德旗號招搖

撞騙的人實在太多，舉凡所見到的這些人都稱自己是大德或聖德，乃至猖獗到稱

大菩薩降世的地步，他們以此來迷惑大眾，就密宗而言，每個仁波且或法王拿出

來的認證書，往往都是某尊者、某菩薩的轉世，其實這已經是把一個普通而毫無

道量的凡夫俗子認證吹噓成聖者。而從顯教來說，這個法師是大德高僧，那個法

師更說要與佛菩薩稱兄道弟，如此等等，完全亂世，凡凡頗足。這些手持合法認

證書來支撐其不合格的聖者的法王、尊者、仁波且、法師們，實際上他們是完全

的假貨，乃至基本道德都沒有，毫無悲心，除了騙信徒，一說到佛學、佛法，都

採用摘抄文論、東拼西湊來騙外行。例如二零壹零年八月十一日國際衛視所播放

的中國九華山的一群出家人，為了燒香，竟然拿棍棒暴打信眾，其邪惡暴行，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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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睹。如果這個新聞沒有播出來，有誰知道這些平日道貌岸然、為人師表的所

謂佛法代表人出家比丘竟如此殘忍呢？有誰知道這些有著鐵定傳承、披著比丘外

衣、身為以慈悲願力著稱的地藏王菩薩的道場的後繼子孫、其中有部分傳承人士

竟然是一些惡棍呢？你們想一想，地藏王菩薩會拿棍棒打人嗎？所以傳承，代表

不了個人的實際行持，更代表不了實際證道的真聖德。還有的身份很高，享有世

界級的聲譽，但實質連一個真正在修行的人都談不上，完全是披著聖者外衣而未

經考核道量的假聖者，但是，這些誇張行騙之舉，都是名震世界的大傳承，他們

動輒就要灌內密灌頂、最高勝義內密灌頂傳法等等，因此往往迷惑了許多誠信而

不加思考的佛教徒，使很多好人上當受騙，失財損福，走上一生無法解脫的路。 

再者，特別是一些打著傳承大旗的法王、大活佛，其中有很多都是凡夫，說

穿了，很多都是江湖騙子，說什麼：我的大圓滿法如何了得，虹身隨便化。其實

是在說假話，真正的大圓滿巨聖是第四世多珠欽土登成利華桑波大法王，他是唯

一掌有大圓滿最高法的大祖師，在大圓滿法統，其他任何西藏和印度的法王、仁

波且都是不能與他相提並論的。另外有假法王說：那一點證量神通算什麼？我隨

便教你唸幾個咒子就能成功。其實，說這話的人是只會唸唸經的白痴，只能騙老

實好人，不信你請他來華藏寺考一下六類師資，他會當場現出幾十年隱藏著的騙

子的本來面目，如果他找藉口說來不了，或者用其它的誹謗來逃避，你想一想，

他為什麼不把誹謗逃避的時間，以自己的聖量本事，用來在六師應證上展顯一手，

當下說明問題呢？既然他是大聖者，難道連六師之最底一層都做不到嗎？可惜事

實就是不可能，你打死他也不可能，因為他是假聖者、真凡夫，沒有聖量可言，

只有用誹謗來遮蓋自己的偽假和騙子的面目，如果你還不信，那你就請他教你一

個咒子唸一唸，我告訴你吧，你唸幾十年都不會有一分一毫的神通，這就是相信

騙子的結果，因為他說的是騙人的假話！！！有很多善良的佛教徒，往往百分之

九十九看問題都只看表面，不看內在的實質真相，這正與工之僑所製之琴的遭遇

如出一轍。工之僑用一根上好的桐木製作了一把琴，其音質金聲玉應，為天下最

好的了，於是就把這琴獻給太常，太常讓宮廷的最優秀的樂工來看，說這是新琴，

不古，便將其退還。工之僑把琴帶回家後，請人把琴重新上漆，做出斷紋，又找

篆刻工在琴身刻上古代的名款，然後放在盒子裡埋入土中，過了一年之後，從土

裡挖出來，抱到集市上去賣，結果一個官貴用百兩之金買下了這個琴，把這琴獻

給了朝廷，然後這批優秀的樂工看了以後都贊不絕口說：這個琴是稀世珍品。你

們看，如果只從表面來判定真假好壞，而不從內在來看實質，那無疑是把好的看

成壞的，把假的當作真的。這末法時期佛教裡的為師騙子者們，就如劉伯溫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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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桐”的道理一樣，我們如果只從外表的傳承看誰是大活佛、大法師、誰是

正統認證的正宗法脈，而不以內在實質的道行聖量做標準的話，任何一個人都可

以說自己最精通佛法達到上乘標準、自己是觀音化身、文殊再來，甚至把佛陀都

可請來降甘露，乃至可以說他懂得的經教與釋迦牟尼佛沒有差別，不從實質鑑定

真鋼，迷於外表，那學到的也是外表的假法，生死怎麼了脫呢？ 

因此，如何讓佛弟子明了佛教裡面的等級之差，分清聖凡之別，從而依止修

學到真正的解脫佛法，是關係到所有眾生的福慧利益、是解脫還是墮落的大事。

正因為如此，逢世界和平大法會期間，才發出了“無上珍寶之福音”小冊子，這

就是為了讓大家提前學習其他祖師、高僧、法王、大師們開示、講述的般若、空

性之理，做好準備，以其鑑證什麼叫如來正法，只有這樣才能盡量避免邪惡之師

和凡夫騙子傷害的後果。若不提前做準備，同樣容易上當受騙。 

還有一些人曾經因為某種相對性因緣被巨聖德讚歎過，但是，這不能說明這

些人就是大德或聖德，因為第三世多杰羌佛曾經開示說：“原因很簡單，一旦在

行持過程中知見失守正諦，無論是什麼地位的人物，乃至是著名古德、尊者、法

王轉世再來的，只要今生不是上覺道或中地道師資，都有危險退道，會當下步入

邊道中，乃至墮入邪門。凡是行持不落入 128 條邪惡和錯誤知見、深通經教而如

法修行、菩提大悲利眾的就是大德，具備大德基礎後拿到七師十證現場監考人發

誓擔保簽字的聖證書，這就是鐵定的聖德，除此之外，任何法王認證的或封授的

聖者，包括認證為上一世的祖師、大尊者、大法王轉世的，只要今生未經考核，

沒有領到聖證書的，都不能確定是真正的聖者，只要此人沒有七師十證發誓簽發

給他的聖證書，他的聖德身份也是不成立的。”第三世多杰羌佛還說了：“六不

代表，唯一是：1. 傳承法脈不代表就是聖德證量的身份；2. 佛學知識不代表就是

聖德證量的身份；3. 修行學法不代表就是聖德證量的身份；4. 認證的轉世身份不

代表就是聖德證量的身份；5. 三師七證不代表七師十證發誓簽字的聖德身份；6. 

地位頭銜不代表就是具證量的聖德身份。唯一是：七師十證現場監考的過關者是

真正的聖德。另有三種能確定：1. 公開在僧眾前修法，當場先知預言，能確定該

聖德是真正具名姓的等妙覺巨聖德；2. 公開隔石建壇，能確定該聖德是真正的巨

聖德；3. 通過持二星或三星日月輪的中地道師資大聖德如法修百法明門黑關擇決

法，擇決出來的三道文書內容，依其文書內容確定其受灌弟子的真實身份和情況。

比如我第三世多杰羌，在佛教史上應該說是對我的認證是最正統的，至今為止，

任何一位前者被認證的活佛所持的認證書都沒有我的多，我持有的諸派大德的認

證書和附議恭賀函是最多的、轉世身份不是自封的、認證附議恭賀的地位頭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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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高的，但是這些不代表我就是聖德，因為僅認證書、恭賀函是代表不了聖字

的，只代表我慚愧者說善知識學佛修行，被大德們認證，說穿了，認證也好，恭

賀也罷，這完全證明不了真正的聖德身份，對我是沒有用的，我很致謝諸山大德

給我的認證祝賀文憑，但我確實不在乎這些，我要的是貨真價實的顯密俱通、五

明高度完善，用來給大家帶來利益。所以說，無論是什麼聖德寫的認證書，只能

是代表活佛身份的世俗表象，決不能代表內在的、貨真價實的實相聖德，而必須

要七師十證的聖證書才能證明是什麼等級的聖德，這是獨一無二的！！！我手裡

沒有七師十證監考發誓簽字的聖證書，所以我還是慚愧者。我很贊同為了確定聖

凡，無論地位多高的大法王、法師銜頭人物，唯一的是必須在七師十證前接受現

場監考過關畢業，拿到由十七位發誓簽字的聖證書，才是最終聖德身份，否則，

再了不起的巨大人物、法王、尊者，最多看好只能是大德善知識。我還要說的是，

就是你們考上了聖德，乃至你就是師資聖德，也要身口意付諸實踐，認真修持《極

聖解脫大手印》的《根本上師海心髓》、《暇滿殊勝海心髓》和《最勝菩提空行

海心髓》，學懂我說法的《藉心經說真諦》，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 

大家要特別小心注意，無論一個人是什麼樣的大法師、大仁波且、法王、尊

者的頭銜地位，只要他在日常生活中或法務中以聖德自居，甚而是他默認自己是

聖者轉世，但是又拿不出聖證書就升座法台，此類人不是騙子即是邪師（當然，

這是針對聖德的考試確認，沒有以聖者自居的善知識、大德例外），因為這比沒

有認證書而稱仁波且還要具詐騙性，仁波且的認證無非一兩位大德認證都可以成

立，但是對聖德的確認靠八、九個仁波且認同是決不成立的，必須要有聖德監考，

而不是大德，並且當場一定要夠十七位出家師，其中要有三位是聖德，並且其聖

證書必須是有完整十七位出家師發誓簽字了的。如果你不相信稱聖者而又不掛證

就升座的是邪師，你看這位稱聖自居又不掛證的上師一定沒有聖量，比如頭頂未

開、拙火升不了溫等，拿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暇滿殊勝海心髓》和《最勝菩提空

行海心髓》一對照，他差之十萬八千里，以《藉心經說真諦》之法一問他，他會

目瞪口呆，所答非所問，因為他根本不懂佛法，連門檻都沒有步入，正因為如此，

才考不上聖德、拿不到聖德證書的。或雖有聖證書，但由於邪見纏身，鬼魅入體，

才藏證不掛，惡意慢辱佛聖，其罪大惡極。至於有人傳言說聖證書上的星輪可以

不接受多，但可以接受少，說這話的人完全是在妖言惑眾，星輪的多少、有幾顆，

是須彌輪還是日月輪，那是憑考試人的聖量成就所獲證的，拿十七個人的身家性

命發誓擔保換來的，沒有半分毫假得了，星輪如有改變，或多於事實，或少於事

實，只要是不實，當時現場監考的七師十證，則不會發誓簽字擔保該聖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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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位，這個級位就是成就在聖量道行高低上的差別。在這裡打一個比喻，雖然不

恰當，但是可以幫助大家作一個便於認知的參考：善知識大德就是等於小學生程

度，一星須彌輪就等於初中學生的程度，二星須彌輪就等於高中學生的程度，三

星須彌輪就等於大學程度，一星日月輪就等於碩士研究生程度，二星日月輪就等

於博士研究生程度，三星日月輪就等於博士後程度，四星日月輪就等於院士程度，

五星日月輪就等於高到頂點的程度，聖量的星輪就代表程度，不同數量的星輪其

聖量道行是完全不同的。特別是不具四星或五星日月輪的人，他們就不是等妙覺

菩薩，這些人是絕對沒有資格對《解脫大手印》作提問答覆開示的，持有一星、

二星、三星須彌輪的聖德若作《解脫大手印》的提問答覆開示的話，那絕對是錯

誤邪說，但是，這些人可以談自己修學《解脫大手印》的心得體會，因為凡是開

示，應該是正確的說法，而聖德是不具備這樣的學問和證量去作開示的，甚至高

於聖德的一星日月輪的師資聖德也是沒有資格開示《解脫大手印》的，乃至二星

日月輪的中地道師資，能為眾生舉行黑關擇決法的聖量功夫，都要特別小心，謹

防開示大錯，因為中地道的聖量沒有達到這一級的空間世界，不會了解其中暗藏

的真實義理。總之，聖量就是超於凡人的能量，正如雖然拿很重，但這畢竟限控

於凡夫的力氣範圍，並不是超於時空。隔空之外的聖力，大家都清楚可見，一清

二楚，不是凡人的人力能做得到的。得一星須彌輪，以表超凡入聖之力。至於二

星須彌輪，那是要脫胎換骨的，必須頭頂泥丸開一道門，一條口二指寬，科學檢

測實際看到，與凡夫頭骨徹底不同，由於脫胎換骨的聖量，並神識能出入於體，

或修大圓滿深道六法訣竅已解脫，或能入於三昧定中，如如了性，或心風自然萬

相平等，能施外力，或修某部金剛法已達生起次第，進入圓滿次第，能顯外境等

等妙用功夫。太多的成就境，就不一一列舉了，但必須符合聖量標準，才進入二

星須彌輪。至於境行金剛換體禪，那頭頂五層同開，其中包括腦髓深洞，口大於

雞蛋，還要看到神識外出的真相，禪定入於時輪它空境中，那是很高的聖德。但

是，即便如此，不一定就是具備了師資聖量的聖德，也許是碩士道師資，也許不

具師資，需經七師十證考試才能定位，但至少是三星須彌輪。至於修密宗大圓滿

法，或心中心，或光明大手印，或恒河大手印，或道果法，或無修瑜伽、一味瑜

伽，等等無上部金剛法的大德，要清楚無論是什麼等級的聖量，也必須經過七師

十證現場監考應證，才能說明其成就到了聖德還是師資聖德，這絕不是自我或別

人認為就可以成立的，任何大聖德都沒有這個權力作決定，第三世多杰羌佛都明

確說了，非巨聖德修法，任何人說誰是聖德都不成立，除非是七師十證現場監考、

發誓擔保簽字為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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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來，佛教裡面的等級差別非常的多，例如，自佛陀以下，菩薩有十二

地，外加更高的等覺菩薩和妙覺菩薩，還有羅漢有四果，這些都是從成就的聖證

量上產生的級位。那麼，對於在現實生活中的這些轉世再來的法王、仁波且、法

師們，又如何去鑑別他們的等級呢？當然主要是要從修行在佛法的成就上去劃

分，如果要非常詳盡地列出來，至少有幾百個不同的階級和層次，但是，在這裡，

我們只能從方便佛弟子學佛修行的角度簡單來做一個劃分，以最粗略地把它概括

為二十級，畫成了一個由下至上的升級表格，為了便於大家一目了然，我們將其

立為台階來比喻，並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以利修行人區分鑑別。 

需要說明的是，在佛教裡面，由於級別、學位、果位、地位等牽涉的範圍太

多太廣，小乘、大乘、密乘、顯教等宗派的不同，無法列出所有的等級，因此此

表難免掛一漏百，比如在普通的在家眾和普通的出家眾中也許有大德或高僧，而

格西裡面也有大活佛和法王、尊者等，這些都未曾列入。但本公告是經過修法擇

決，護法菩薩預言確定的，所以不會有錯！ 

下面的表格按由下往上次序，逐級遞增，從初級的一級升到最高級的二十級。

所謂遞增上升，就是指該行人在經教、學識、修行、證量上的提高，以及佛菩薩、

阿羅漢果位、地位和覺位上的升級，並用二十層台位來代表地位證量道行的高低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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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從下至上來讀此表格：  

 

 
 



8 

 

第一階位，在最低一層，即是紫色區域代表，是最基礎的階位，是持守五戒，

成為一個正規、守戒修行的在家人中的佛弟子。 

第二階位，比第一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就是如法依教奉行的普通出家眾。 

第三階位，比第二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則是受了三壇大戒並如法守戒、如

法行持的出家眾。第一階位到第三階位均由紫色區域表示，每一區域

代表一個不同層次的境界。 

第四階位，進入綠色區域，比第三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就是寺廟的住持。 

第五階位，比第四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成為寺廟的方丈。 

第六階位，比第五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就是按照規定的課程，修學了相應

的經律論三藏，通過辯論，得到學位的格西，有的格西也是方丈、堪

布。 

第七階位，比第六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格西裡面的高級別拉然巴格西、最

高級別俄然巴格西。 

第八階位，比第七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堪布，為寺廟的出家統領，有的堪

布也是格西，乃至是俄然巴格西。格西是學位，而堪布是僧職。 

第九階位，比第八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獲得正式世俗或勝義認證的、轉世

再來的仁波且。 

第十階位，比第九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法王，為一個寺廟的寺主或一教派

的黃金法台。第五階位到第十階位均由綠色區域表示。 

在第五到第十個這六個級別中，有真正的高僧大德、善知識，除了自己如法修

行之外，能夠輔導行人們學佛修行。但是，也有很多只是空有頭銜、學識和名位，

並不具備高僧大德、善知識的行為證量。在這其中，第六階位的格西和第七階位

的拉然巴格西、俄然巴格西，不能一概而論，格西裡面有仁波且，有法王，有尊

者，也有一般行人，有些格西的學識和證量要超過法王尊者，也有很多格西只是

拿到了格西的學位而已。但不管如何，從實質來說，這六個級別的本身職務衔頭

稱號，不能確定就是登上大德或聖德的門檻了，這聖門是另外的概念、另外的空

間世界，完全與外表的身份、職務、地位無關。這六個級別的人就其身份地位來

說，基本上每個人都在為人師表，但是實際上，他們只能教授一些經教知識，社

會上廣為流傳的一些所謂的顯密和內密灌頂、顯密法義修行，其實只是空洞理論

的外密或顯教佛法而已，不能舉行真正的內密灌頂和更高的勝義內密灌頂，除非

是聖德師資，方具真實內灌道量。 

第十一階位，進入藍色區域，比第十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為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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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階位，比第十一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為大德。 

第十一階位和第十二階位的善知識和大德的階位是獨立的，這是因為當一個

行者的知見是基本正確的，有一定的經教學識，如法嚴持戒律，為善德楷模，就

自然進入善知識和大德的行列，這可以是法王或仁波且，也可以是法師、住持、

方丈或居士，也就是說不是身份決定的，而是修行導致的級位。第十一階位和第

十二階位由藍色區域表示。 

第十三階位，進入黃色區域，只要進入這一黃色區域以上的各個階位，就已

經進入聖量領域裡，也就是說已經超越凡區領域，進入聖區領域了，

但這是非常不容易進入的，因為這一領域的證量絕不是冒充得了的。

第十三階位比第十二階位再上升了一個等級，則是說明行者自身已經

步入聖者門庭，稱為聖德。雖然剛剛跨進聖德的門檻，但這已經入聖，

而不是處凡，由此經驗證後發給一星須彌輪級聖德位證書。 

第十四階位，比第十三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成就較一星須彌輪級聖德位高，

為二星須彌輪級聖德位證書，如國際佛教僧尼總會主席拉堅二世釋隆

慧聖德。有的人會認為說：“隆慧法師太差了吧，才證到二星須彌輪

第十四階位，灌內密頂的道量都不具備。我在西藏、印度學法的，那

些法王上師不但能灌內密頂，而且最高密密頂都能灌了，傳的法全是

密續部金剛大法。”你說的不錯，西藏確實有些法王尊者能作內密、

密密灌頂，可就是自己的頭頂開不了，照常是凡骨，拙火升不起溫，

照常是常人體溫。要弄清楚，因為他們學的、灌的內密、密密頂，是

西藏的世俗密法，並不是真鋼實鑒的超凡內密，這是不同空間世界的

真正內密法灌頂。至於西藏的世俗內密法和秘密法灌頂，隆慧大師幾

年前就得心應手，誦軌作灌如唱戲，隆慧大師說：世俗密法的內密灌

頂，是小孩手中的玩具汽車，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要坐真正的汽

車，不這樣，我就會像西藏密宗的很多大活佛法王一樣，只會西藏的

密法內密灌頂、密密灌頂，永遠落於世俗密法了，還怎麼能修成了泥

丸道果呢？那麼到現在不照常凡胎肉體一個嗎？所以隆慧大師的道行

證量已屬於二星須彌輪聖德，早已遠超藏密的法王、大活佛們了。 

第十五階位，比第十四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成就比二星須彌輪級聖德位高，

為三星須彌輪級聖德位證書，如瑪蒼噶舉派創始祖師喜饒僧格·巴登

洛德法王聖德。 

從第十三階位開始，便是聖者的級別了，在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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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聖者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某一個或幾個大德高僧乃至聖德封授或認證就能成

立的，而是由七師十證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監督考試，大家現場親見，符合實在

的聖量，是必須要憑自己真實不虛的成就功夫獲得的，也就是說，十七個出家人

或仁波且、法王、尊者，見證了他們符合超凡入聖的聖證量成就，並為他們發下

重誓和簽名，以此來擔保他們是聖者。因此，大家可以了解，如果一個人的聖證

量成就沒有達到超凡入聖的那個程度，這十七個人當中，完全不會有一個人願意

為他發誓而導致自己墮地獄，而且這十七位監考人當中必須要有三位是聖德，因

此，鑑於如此的實在，至少對佛弟子依止學習來說，這些聖者是比較可靠和安全

的，不會誤導他們人生一世的修行學法。同時，這些應試的聖德也不是固定於某

一種身份，只要一位行者的證量成就達到聖者的階位，他就是聖德，不在乎他是

仁波且或法師或居士。還有，能夠晉升到第十三至第十五這三個級別中，也就是

進入黃色區域，只是說明行者個人的修行成就已經邁入聖者的門檻，與人者的上

師、仁波且、法王們的成就是完全不同的了，一者是人，一者是聖，聖者在此世

界比較稀有，但是這三個階位的聖德仍然不具備作真正內密灌頂的師資，而只能

作書本上廣為佛教界所知的內密灌頂，最高傳藏密中的大圓滿深道六法，比如這

三個階位的聖德是絕沒有弟子掌中金剛舞的道量，作真正的內密灌頂，而只能在

透明法台上顫動金剛力。第十三階位到第十五階位以黃色區域表示。 

第十六階位，進入紅色區域，比第十五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此聖量已脫離

須彌輪領域，而進入日月輪領域，進入這一領域實在奇少，不僅自身

的成就已經成為聖德，而且通過七師十證現場監督考試，現場拿出聖

力，證明舉行內密灌頂的功行圓滿，已具備教授弟子的聖法，到此地

步，即為聖德“碩士道師資”，可作真正的內密灌頂，但不具作真正

的勝義內密灌頂聖量。此“碩士道師資”，所持聖證書為一星日月輪

級【聖德法位】的證書，在法師、仁波且、法王一萬個中也僅有一、

兩位而已，如開初仁波且，碩士道師資。 

第十七階位，比第十六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成就聖量進入再高一層次，為

聖德“中地道師資”。對於中地道師資，可作勝義內密灌頂，中地道

師資在這個世界上基本上是很難找到的了，可以這樣說，十萬法師、

仁波且、法王中最多有一至兩位而已，這完全是稀世珍寶中的珍寶。

第十七階位的聖德“中地道師資”所持聖證書為【聖德駕到】，標有

兩星日月輪級，如莫知仁波且，中地道師資。 

第十八階位，比第十七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第十八階位的大聖德“中地道



11 

 

師資”所持聖證書為【聖德駕到】，標有三星日月輪級。 

第十九階位，比第十八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進入巨聖德“上覺道師資”，

這是真正的等妙覺菩薩的級位，是能真正主持最高灌頂的巨聖菩薩，

能當場令弟子證到升起次第，第十九階位的巨聖德“上覺道師資”所

持聖證書為四星日月輪級明文標著【佛聖親臨】的證書。 

第二十階位，比第十九階位再上升一個等級，為最高等級的巨聖德“上覺道

師資”，其大悲菩提、佛學、佛法、聖量、覺位非同小可，豈能語言

可表。當場先知預言，當場實現，能作最高境行灌頂，當下讓弟子成

就，所傳佛法超於常規佛法一萬多倍的快捷和成就力。此等妙覺菩薩

之上覺道巨聖師也是必須由七師十證現場監考、十七人獨立為其發誓

擔保，發給【佛聖親臨】五星日月輪級聖證書，凡五星日月輪證書中，

必須註明是哪一位等妙覺菩薩的降世再來。此等妙覺的“上覺道師

資”實在比大海撈針還要難找了，應該說在世界上基本上是見不到

的，比如真正的觀音菩薩、文殊菩薩、列了名的度母和佛母等，他們

絕不是憑某人認證就算是真身了，而必須憑自己的等妙覺聖證量在公

眾和七師十證前展顯相應道行，亮出大聖真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先知預言，公眾鑑證。 

從第十六階位開始，這些聖德們才是真正的聖德具備師資者，他們主要為眾

生開示傳法，舉行內密灌頂和勝義內密灌頂等，帶領眾生走向解脫的道路。第十

六階位到第二十階位均以紅色區域表示，這是佛菩薩和阿羅漢們的世界。若在這

個人類世界出現了四星日月輪和五星日月輪的巨聖能為你灌頂的話，你學到的法

將會超過常規佛法內密灌頂的一萬多倍快捷成就的功德力，比如一個時辰即能能

讓你脫胎換骨，就連身體都會徹底改變，由凡轉聖。但這只是從法理、階位上來

給大家講的，要遇上這樣的巨聖是沒有什麼可能性的，就是最偉大至高的第三世

多杰羌佛也說他都不行，沒有聖量，只能抱著慚愧行持利益眾生。當然，佛陀不

認同自己，我們根本無法。所以，要遇上【佛聖親臨】，實在比大海撈針還要難。 

上面這二十個等級的劃分，雖然極其粗略，但是階級的劃分是正確的，其目

的是讓行人們能識別佛教裡上師們的成就和等級，以此鑑別那些以凡充聖的假師

和邪師，有助於佛教徒在依止修學的過程中獲取正知正見的學識和功行，早日得

到自利利他，福慧圓滿，成就解脫。 

為了讓大家更明瞭不同等級的大德和聖德及大聖德的證量深淺、道行高低、

地位大小的差別，下面另外列了一個“大小聖德級位比量圖”，供大家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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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是從第十二級大德開始所畫的對比，十二級以下的沒有列在這個圖中，因

為級別證量太低了，沒有依止修學的意義。 

級位就是修行成就的聖證量道行的果位、地位和覺位。一切居士、法師、仁

波且、法王和尊者的頭銜，或名聲的大小和傳承法脈是代表不了聖德本質級位的

深淺的，無論多大的法王、尊者、大居士，都不一定是聖德，也許是凡夫，乃至

是騙子妖人，無論多小的法師、居士，也不一定不是聖德，說不定是菩薩，因此，

唯一只有聖證量才能代表貨真價實的聖者的地位。凡是確切的聖德，是必須經過

七師十證考試、實際證到聖德的智慧聖量、發給證件的，否則都是假聖德或不定

性行者。 

此“大小聖德級位比量圖”共有五個圈（方和圓均統稱之為圈），由小至大，

圈越大代表證量地位越高，圈越小代表證量地位越低。中心最裡面的是灰色的正

方形圈，作為比量（亦為譬喻量）代表大德，大德再繼續修學提高，進而成為聖

德，這就是橘紅色的六邊形框，聖德再繼續積累功行，證量提高，上升為師資聖

德，這時已經轉方成圓，由內向外，裡面第一個圓形為碩士道師資聖德，再繼續

發展深入，第二個圓形為中地道師資聖德，再向上就是第三個圓形為上覺道師資

聖德。 

從這個簡示圖可以看出，代表聖德的橘紅色六邊形圈大於代表大德的灰色正

方形圈，這就是說聖德的智慧聖證量超出大德的智慧聖證量，凡是大德懂的、證

到的境界，聖德都懂、都證到了，但聖德證到的高出大德的那一部分智慧聖量，

大德卻沒有證到，所以，要成聖德，必先成大德。同樣的，代表碩士道師資聖德

的紅色圓形圈大於代表聖德的橘紅色六邊形圈，說明聖德懂的、證到的境界，碩

士道師資聖德都懂、都證到了，但碩士道師資聖德證到的高出聖德的那一部分智

慧聖量，聖德卻沒有證到。更重要的是碩士道師資聖德已進入六類師資聖德範疇，

為人中聖寶，屬於合法聖師，故在圖解表法上已轉方成圓。代表中地道師資聖德

的紅色圓形圈大於代表碩士道師資聖德的圓形圈，說明碩士道師資聖德懂的、證

到的境界，中地道師資聖德都懂、都證到了，但中地道師資聖德證到的高出碩士

道師資聖德的那一部分智慧聖量，碩士道師資聖德卻沒有證到。代表上覺道師資

聖德的紅色圓形圈大於代表中地道師資聖德的圓形圈，說明中地道師資聖德懂

的、證到的境界，上覺道師資聖德都懂、都證到了，但上覺道師資聖德證到的高

出中地道師資聖德的那一部分智慧聖量，中地道師資聖德卻沒有證到。圖中最外

圍發光的一圈則代表等覺菩薩的遍智、妙覺菩薩（因為妙覺菩薩為古佛應顯）和

佛陀的無量智，無盡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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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你們看圈的大小，就知道其成就、智慧道行聖量、地位覺位的大

小高低了，就不會被騙了。一切都得驗證聖德證，否則必然上當，因為現在是末

法時期，一萬個活佛、法師中，有幾個是正派的就不錯了。本會決不為自我利益

而發公告，一切皆是為了保護大眾免受欺騙，而學到真正的佛法，讓其福慧早日

圓滿，得證菩提！ 

 

 

 

 

大小聖德，其成就道行的高低級位比量圖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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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4 

 



15 

 

  

同時，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也籍此機會公告諸善行人：凡是具備了聖量的

真正的大德、善知識們，無論你們是什麼教派、什麼身份，只要是佛教都歡迎，

都可以到位於美國舊金山的華藏寺去考核各自的聖量，那裡專門為大家設立了聖

德和六類師資三個級別的考試。當然，對於那些已經經過七師十證考試的就不必

再考了，凡合格者，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將會按規定標準級位發給聖證書。 

在此要為大家多講兩句，有些人接受了很多偏見邪論，滿以為更多法王、大

活佛、打著傳承大旗的著名仁波且法王都會內密灌頂或勝義內密灌頂，動不動就

是修十大金剛法，什麼時輪金剛、喜金剛、熱呼拉、獨髮母、馬頭金剛、大威德

金剛等等，什麼修大圓滿、修無上瑜伽，其實這很多雖然具傳承，但在法上都是

空洞的、假的，只是寫在書本上、法本上的語言，根本沒有實質作用，正如有法

王一口一個傳授化虹光法，結果不但他教的人一個也沒有化成虹光，就是他本人，

不僅化不了虹身，而且連自己的頂都開不了，照出來的片子與凡夫俗人的腦殼完

全一樣，一道門洞都沒有，更不能神識自由，談何成就解脫呢？因此，這些全是

筆墨寫成的空洞語言。勝義內密灌頂談何容易啊？就拿本會的主席祿東贊法王來

說，他之前修了十六年的九乘次第之頂級法大圓滿深道六法的加行和甚深訣竅，

而他的心照常無法一切放下，所謂放下是口頭說的放下，最後經境行灌頂兩個小

時就證到了萬念空寂，這時他不想放下，也會自然放下，法界同體，虹光世界，

不來不去，他更是金剛換體禪大成就者，真正脫胎換骨了，頭骨與凡夫完全兩樣，

但都還只是碩士道師資、只考上了一星日月輪；摩訶法王認證的開初大仁波且，

是金剛換體禪成就者，而且是拙火三段高手，可以說目前在全西藏都找不到第二

個，如果你認為我在亂講，你可以找出第二個人來，你說出他的名字來吧，可惜

你找不出來。開初仁波且的道量，錄像上都能看到實況，這一次在香港展出了他

的聖蹟圖片和科學功夫錄像，他當著公眾很多人修法，把很多仁波且、法師用拙

火當場燒垮，你想過沒有，難道那些有頭有臉的仁波且們就甘願丟盔卸甲嗎？開

初大活佛完全可以堪稱稀世大寶法王了吧，但想不到的是，也只是考過了一星日

月輪的碩士道師資，而未曾考上中地道師資聖量，看看他佔的那圓圈雖然比須彌

輪大，但是，比上一級就差得太遠了。 

有很多修學密法的人，滿腦子都裝的是西藏的某某仁波且、法王、大尊者，

他一定是上覺道師資，你看他傳承多正統、他是某大菩薩的化身、座下弟子上百

萬之多，這種認為是徹底地走偏門了，可以說這類想法是天方夜譚，是完完全全

的錯誤，就連喜饒扎巴、喜饒杰布、木雅炯扎、香格瓊哇四大寧瑪尖端弟子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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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寧瑪派創始人釋伽炯乃大祖師轉世的 HH 摩訶法王，考試上覺道師資還沒有

過關呢，摩訶法王是 HH 第四世多珠欽土登成利華桑波大法王的弟子（HH 多珠

欽大法王是晉美彭措等大德的上師，也是大圓滿龍欽寧體的唯一獨掌人），是塔

爾寺 HH 宗康法王、賽巴寺賽巴法王以及夏珠秋陽法王認證的，是經過勝義內密

測證、七師十證鑑證的黃金法台，這一巨聖祖師 HH 摩訶法王還不具備這麼高的

聖量呢，我們把其他的法王、尊者、仁波且、法師們稱一下就知道這些人有幾斤

幾兩了。HH 摩訶法王說：“我大膽說一句，話不好聽，但是是實話，大家好好修

行吧，你們根本不是觀音、文殊、度母，不是等妙覺真身再來，上覺道師資是想

都別想的地位，我去應考了先知預言，門都沒有，考到的是慚愧，至少六十年我

都不會去考了，原因太簡單，沒有這本事只有如實修行。開初仁波且對我說，他

想去考中地道師資，不知現在證量可否到位，請我為他印證。我對他說：你雖然

具拙火功夫、金剛換體禪，但我必須告訴你，你是不夠格的。結果去考了如何？

開初現在除了修行，再不說要去考中地道師資了。”HH 摩訶法王的話多麼中肯聖

潔啊！由此可見，獲得聖德一星輪證書，已經是少之又少，很不簡單了，要珍惜

這來之不易的證書，要付之實踐修行、利益眾生。要知道，是聖就是聖，是凡就

是凡，什麼等級就是什麼等級，幾星輪就是幾星輪，冒充不了的。很多當上師的

都吹噓他是大菩薩轉世，還有說他是佛陀轉世的，這完全是在騙人，想當初，丹

增諾日也自吹是釋迦牟尼佛轉世，結果吐出來的是黑水罪業，這一妖孽的行為終

歸於因果而遭了惡報。這世界上的觀音、文殊、普賢、金剛手、彌勒等等妙覺菩

薩、等覺再來人太多了，但可惜都是假的，連聖德都不是，外表是稱聖者大法王，

而其本質就是活生生的凡夫，因此，大家要弄清楚，切記不可聽信虛吹浮誇、誑

惑眾生的假話，要知道，只是須彌輪聖德就是很難得到的了，所以，聖證書絕不

是無聖證量的人可以拿得到的，本會不敢包庇任何一個人，都知道百千萬劫就此

一世人生難得，若有弄虛作假，豈不是把自己徹底送進三惡道嗎？因此不管他是

什麼傳承、什麼法王、尊者，凡是空洞的頭銜一點用也沒有，一切都得憑真道行、

真聖量來說話，只要沒有在考場上見真鋼，拿不出真功夫來，再大的傳承地位只

能說明是失傳佛法的變質體。 

另外大家要注意一個細節，凡是已考試拿到了聖證書的聖德們，在登台時必

須掛證拜佛，然後拜證登台。如果此師把聖證書收藏起來，反以藉口託辭解說，

而不掛證坐法台的一切已有證書的人頭，均是有嚴重問題的騙子，雖然持有證書，

但已被邪魔附體，所以才犯下狂慢辱佛菩薩罪，要明白聖證書是對佛菩薩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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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眾生負責的原則，光明無私的行為比法師披衣搭具上殿禮佛還要重要，如果是

真正聖德，一定是斷了私心雜念的，這些聖師都會接受大眾核實，除非這人已是

退聖還凡的俗子，才不敢接受大眾核實身份。凡是聖德，他們一切為利眾生，為

了讓行人弟子放心，給眾生的安心、斷疑生信心，這才是上師的行為，凡好上師

是不會考慮自己的成就高低，而只會以為利眾生為目的。凡已獲得聖證書，卻又

不掛證、拜佛、拜證再登台的上師，是與我執私心凡夫俗見有關的，所以如果你

的上師是這類污穢慢佛之人、藏私而利己的壞蛋，你要趕快離開，否則同擔黑業

罪障，就不可能有機會受到勝義內密灌頂了，要成就解脫是沒有可能的，因為你

明知跟錯了師而不離開，罪業同等，任何聖德師資都不敢為你灌頂（當然，沒有

聖證書的善知識大德們，他們不稱聖、不宣自己是古德轉世的，而真正無私利益

眾生、依教奉行弘法，是沒有我慢心行的好師長，這類好師是例外的，應該敬重）。 

 

 

 

 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