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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控制你们吗？我为了什么？ 
 

大家坐好，今天本来是来接待大家的，没有想到突然就变成说法了，因

缘是起源于有一个法师叫释慧聪，现在就坐在这边上的，就是你吧？ 

（释慧聪合掌恭敬回答：是。） 

大声点。 

（释慧聪合掌恭敬回答：是，释慧聪。） 

他说他找不到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脉，因此到中国去就找到这个法脉了。

所有的佛教徒、弟子们，你们好生听到：世界上没有第三世多杰羌佛法脉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法师的法脉！只有佛教这么一个法脉！这个法脉是什么呢？

就叫佛教，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十方诸佛的佛教！法脉只有一个，永远记住

这一条！以后不要开黄腔。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完全胡说八道、外道的思维，什么来到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传承？第三世

多杰羌佛没有什么传承，只有佛教！永远记住这一条。至于其它的什么传承、

什么山头、什么祖师、什么派、什么宗，那是后辈祖师们在释迦牟尼佛灭度

以后，慢慢形成自我的帮派，这叫帮派，永远记住，无论他是什么样一个成

就，他也是帮派，因为佛教只有佛陀的教法，只有一个传承。 

好了，那么刚才这个法师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他代表着很多人提出这个

问题，很多人的意识、概念同样存在的是“我们这个传承”，这是非常幼稚的、

非常的偏知偏见，甚至于是邪见，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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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以后，就回过来想到：难道说，这个所有世界上的出家人、活

佛，他们教的法都是佛教吗？这个可不能这样想了，这要打疑问了，要打上

问号了。他到底教的是不是佛教，要经过考证的。佛教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教

法，而出家人和仁波且，有很多在弘法的宗派，他们一代一代的传，现在表

面上穿著的衣服是佛教的，其实非常之多的人已经堕入了邪恶见了，因此他

早都不是佛教徒了，虽然是和尚，但同样不是佛教徒；虽然是活佛，同样不

是佛教徒；乃至于虽然是格西，甚至于拉然巴格西，都不是佛教徒，这是我

很实在地讲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宣说的不是佛教的教法，从二三十年前

曾经我说到的法——《正法鉴邪僧》这一盘带子，就证明了高僧——所谓的

高僧，实际上不懂佛教！近代更多了，近代的非常多的所谓高僧，完全说的

是外道，掺和着释迦牟尼佛的经藏伙在一起说，所以就把佛教的行人们搞昏

了，就认为他们是正宗佛教。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说的是：我没有什么第三

世多杰羌佛的法脉，我没有什么传承，只有佛教——十方诸佛的正规的佛教、

没有被演变的佛教，因为我直接在说！ 

我是被认证的第三世多杰羌佛，而不是自己冒充、自己选出来的，那么

从经藏来说，我确确实实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后辈祖师们所记载的经藏，

我有清楚的认知，就是经藏里面也有错误，当然那个错误不是释迦牟尼佛说

错的，是五百比丘分四次在七叶崖窟结经的时间结错的，凭记忆力，你想怎

么能不结错？假如今天我给你们说了佛法，过了十几年，你们再回忆，把我

这个话写成笔录，会不会错？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会。） 

你们五百个人去商量，不会一团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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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所以，经书啊里面有很多是错误的，但不是佛陀说错的。就我曾经告诉

过大家，释迦牟尼佛说：啊，某某某某他如是之功德，将会在什么什么时候

成为阿罗汉、成为菩萨，或者要成为一个大富贵，乃至于要当什么、当什么、

当什么大宰官或者是帝王，经常作这样的预言。但是，人们就没有搞清楚、

佛教徒就没有弄清楚，释迦牟尼佛说的预言是正确的，而所有的弟子们却把

这个预言搞错了，释迦牟尼佛说“如是修持”或“如是行道”，在什么时间就会成

为几地菩萨、几果罗汉，非常多的这种预言，那么这个预言、释迦牟尼佛的

说法是没有错的，为啥子没有错？人家前面说了的，要根据现在这种情况“如

是行道”、“如是修持”、“如是而为之”，佛教徒怎么可能根据当下那种情况如是为之

啊？他明天起来就变了，一变就不是了，那个时候就成不了啦，你们明白了

吗？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可是，后辈祖师们全部把这个搞错，都说：哎呀，佛陀都预言了，说如

何如何，他好多世就要成为什么大菩萨的这个公案，经书上非常多这类的公

案，这个公案是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叫宿

命论，宿命论是外道论、邪教论，是邪教的论点，释迦牟尼佛不会说邪教论

点，但是经书上又出现，怎么办？经书上出现是比丘们结经和后辈翻译们翻

译成中文、甚至于翻译成其它的文字，就错了，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在事实中

证明。我说的法，给英文的弟子们拿去翻译，到今天各说不一，十个弟子翻，

十个弟子矛盾，都把那个意思整不准，我们只要随便录取一个就是有问题，

难道不是吗？对不对？你们说。 



我在控制你们吗？我为了什么？ 

Page 4 of 12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你们大声点。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那为啥宿命论是外道论呢？因为一切都要靠修行成就解脱，如果是依照

到经藏，拿给这些翻译、拿给这些记录的五百比丘，以他们的观点来作为标

准的话，那就不要修行，那就不要学佛。为啥不能学？学来干啥？反正佛陀

的预言已经说明了，每个人都是到好久好久就要成大官、到好久好久就要富

贵的，命都定了的嘛，是不是？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所以说，这绝对不成立的。可是经书上非常多的宿命论、非常多的预言，

因此，这些经书、这种预言是绝对不能要的，因为依宿命论就不能修行。譬

如说，一个阿罗汉，已经预言他在某某某某佛出世的时间，他现在是一个凡

夫，那个佛出世以后、当成佛以后，他就会成为四果金身罗汉。那他还修啥

子行呢？他再修行、再努力，也得要等那个佛出世、成佛的时间，他才成四

果阿罗汉，他莫如现在耍、莫如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到处整天玩，对不对

嘛？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修行多累人啊！可是，释迦牟尼佛说了大量的修行，六度万行，处处要

众生修行，你们修行、种因、结果，种下这个因，才能结这个果，没有修行、

没有种下这个因，就结不了这个果！因此，在佛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名词，那就是修行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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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修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修成什么？修成佛的一样，佛陀的行为

是怎么，我们就把他学成什么样，所以叫学佛，学佛的行为，因此叫修行学

佛！要靠修行学佛来成就解脱，而不是靠整天贪玩好耍、享乐腐化、等到固

定的命运二天成什么，没有这回事！ 

我讲到这里以后，就要提醒你们马上回光返照一下：修行学佛是真理呢，

还是宿命论的预言是真理呢？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修行学佛是真理。） 

对，如果预言、宿命论是真理，那修行学佛就不存在了，就没有用了，

对吧？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当然，我说的这是经藏上的问题。释迦牟尼佛是非常伟大的，祂不会开

黄腔的，祂说的法很好，因为祂是至高无上的佛陀，佛陀就是至高无上、无

所不通的，但是，弟子们要咋翻、咋整，那谁都管不了，这也是随众生的因

缘、众生的业力、众生的习气，造成自己种因结果的福报，该不该享受这个

法。所以有时候啊，整错的东西往往还不能怪五百比丘，也不能怪后辈祖师，

是众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只能听错误的，就相当于现在末法时期，大法师、

大活佛一说法开示，满口尽是邪教的语言，甚至于公开诽谤释迦牟尼佛的教

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完全搞不清楚，他还认为他讲的蛮好的。 

那你说：师父你不是刚才也诽谤吗？你们说我是诽谤吗？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不是。） 

我是维护释迦牟尼佛的形象、维护佛陀的正教，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是光

明的，只有一个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而这个佛教，也就是十方诸



我在控制你们吗？我为了什么？ 

Page 6 of 12 
 

佛的佛教，完全一样的，没有两个真理的，只有一个真理。因此以后，大家

要注意：没有“我们这个传承”，只有佛教传承。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只有佛教正法。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其它的都不是佛教正法。有的人说：哎呀，千万不要说如来正法，人家

中国那边听到如来正法不高兴。这又错了，这是他们没有学问的人不懂。如

来是什么？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就是佛的正法嘛，佛陀的正法、释迦

牟尼佛的正法，说如来正法错在哪里呀？你们要念释迦本师如来的嘛，难道

不是吗？对不对？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好，那么，我今天说到这里以后呢，我还要说一种邪恶见——愚痴邪恶

见，这种愚痴邪恶见很可怜的，说什么呢？非常多的人有这个观点，而且这

种观点的人都是妖僧、邪教、或者是妖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第三世多

杰羌佛做很多佛事，为什么祂要做那么多佛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控

制我们这些学佛的人。” 

佛弟子们，你们该清醒头脑的时候了，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师、任何一

个仁波且、任何一个宣教的上师，你说他控制你们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这

是说得走的，牵强附会可以拉上去，如果你要说第三世多杰羌佛控制你们，

不错，确实控制你们，你们听清楚了，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佛菩萨要做一

件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做事也有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呢？非常明确地

告诉你们：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你们的邪恶，让你们的邪恶观点——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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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利、对众生不利的这种习气、这种身口意的行为改掉，改成善业，让你

们成为黑业远去、善业亲迎，而能达到福慧圆满成就解脱，这就是我的目的。 

那么我自己获得什么呢？我自己获得的是，跟其他的师父、跟其他的所

有法师上师们获得的完全不同，他们获得的至少是求功德，或者是求弟子供

养、求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弘法、在那里建坛、建寺、建庙、建道场、做 Temple。

我呢，恰恰相反，我在你们所有的佛教徒当中，所要让你们改掉你们的恶习

的这个观点、这个目的，我获得的是半夜两点、三点、四点不能回去，白天

在那边道场接待，晚上到这边来，累得筋疲力尽，有时候甚至，我说有时候，

我没有说妄语的，你们出家人听到，出家人还不煮饭给我吃，我累倒三点过

钟，我还得晚上自己喝一点开水就算了，我说这是事实的。 

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的恶习不要增长，成为善业、成为解脱成就的

圣者、成为一个好人，我获得的利益就是劳累、辛苦、痛苦，而不收一分钱

的供养，什么利益都不要，这就是我所获得的目的。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就

是我，没有第二个，弟子们。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事实就是这样。有这么笨的人吗？哦，第三世多杰羌佛真笨，好没有智

慧哟，嘿呀，自己那么辛苦，祂还要来拼。我不是在为我拼，我是在为所有

的佛教徒拼，我是把利益全部给了你们，我自己捡到的全是折磨。弟子们，

你们想过吗？有这样笨的第三世多杰羌佛，有吗？没有！我清楚得很，我完

全可以不理你们，我完全可以一个人都不接待，我自己逍遥自在，全世界旅

游，我自己全部享乐腐化，我幸福得很。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声嘶力哑的呢？

啊？ 



我在控制你们吗？我为了什么？ 

Page 8 of 12 
 

所以呀，有些邪恶的人说：你看嘛，第三世多杰羌佛这就是在控制我们

嘛，做那些很多佛事，就是要控制，还有一天还给我们发甘露丸，那个甘露

丸不是拿来控制我们的吗？ 

反过来又说，弟子们，我控制你们干啥？我控制你们找倒霉，我控制你

们找痛苦。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不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心态，我难得

淘神！我凭什么要控制你们来自找倒霉呢？你们说我说得对吗？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关键是我没有要你们东西呀！你们要弄清楚点。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是。） 

而我们的虔诚的弟子，这里大有人在，而今天没有好多人，但是要说供

养我的人可多啦，真诚的不得了，弟子们，我今天跟你们说。以前证达也拼

命供养我的，以前，我在成都的时间就，我也没有要啊，对不对？ 

（证达法师合掌恭敬回答：是。） 

慧善采取一切办法供养我，甚至于还整成什么呢，那个卡，我要没有？

你说。 

（慧善法师合掌恭敬回答：没有。） 

对啦，就是现场的。 

还有我们这个弟子盛苗珊，很虔诚，他把他的钱、他把他的财产都拿来

供养我，不瞒你们说，他上亿的财产，我完全拒绝。你说，我说的是事实吗？ 

（盛苗珊合掌恭敬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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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了吗？我分文不要。那一天他看实在没有办法供养了，他还跑去买

了一个啥子戒指，钻石的，好多万美金买的，我说我告诉你我不会要的，这

个跟我说不通的，所以通过其他的弟子来跟我说，我说没有用的。师父就是

为你们服务的，师父没有控制你们，师父是在教化你们，是教化！就尽管是

教化，我也是自找劳累、自找辛苦，世界上有这样的师父吗？有没有啊？ 

（大众合掌恭敬回答：没有！） 

我没有勉强你们说，事实就是这样。 

当然，你们说：哎呀，那么下面有些法师他们要修庙、有些要做事，那

么他们不是不正确的吗？我必须说：法师们，只要他行的是正法，他修庙、

做佛事是正确的。一个佛弟子不行佛道、不做佛事，那就不应该了。可是这

个你们不要拿在我的身上来，我不需要你们做佛事，做什么啊？你们只要去

渡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渡众生来闻法，就建立功德。因为释迦牟尼佛

有规定：你们供养三宝，是要种福田的，这是必然的。供养沙门种福田，这

是肯定的，否则，你就不会结上善因、不会结上菩提的种子。因此，修庙、

建寺、做佛事，真真诚诚地，那是对的。 

可是，要认清楚了，现在邪师遍布，整个世界充盈着邪师，一万个，九

千九百九十多个都是邪师，所以你们轻轻就落在他们手里去了，那可不能供

养的，那供养了你就完了，供养了，你就助邪为恶，不是助善增功，这很重

要。 

那你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是最正确的，连法

音这么多都是佛陀说的。可是，我已经讲了，我发下了愿力，我不收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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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想这个问题，我是只劳累辛苦来为你们义务服务的。

明白这点就对了。 

而且再告诉你们佛弟子们，我也不想这样，整天人太多了，确实我没有

办法应酬，今后不是非常虔诚的弟子，你也不要来找我了，你们就闻法吧，

等你把佛法闻懂了，等学好了，再来，目的是要让你们获得成就、获得解脱，

只要你们能成就、能解脱、能幸福，就是我最高兴、我最需要的，你们的成

就就是供养我和十方诸佛，十方诸佛不要任何供养，我也不要，但是，你们

的成就可以去渡众生、利益众生、帮助他人，让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吉祥

昌盛幸福，因为我们佛教才是最圆满、最伟大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把佛法、

要把法音翻去复来地好好地闻懂、听进去。人生是无常的、是痛苦的、是毫

无意义的，弟子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之间，你们就会变得很老很老

了，一下就六七十、七八十，你们就不行了。 

而且，无论你有多大的财富，你一死了，什么财富都没有了。你说：不

要紧，我们家人准备好了的，他们会给我烧钱化纸。我跟你讲，中阴境界用

不到钱的，转轮道中也用不到钱的，转到鬼道，鬼道没有饭店、没有旅馆，

不用钱的，只有孤独痛苦，饿得心慌，一塌糊涂，就是那句话：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一口气一断，马上就完了，黄泉道上没有旅店的，那今夜我又

在哪里住呢？我又在哪里吃呢？那个时候，除了急剧的痛苦和恐怖，什么都

没有！就算把你转轮打到畜生道，畜生道哪里在用钱呢？那才是真正被控制、

真正被宰割。变羊，按时，到什么时间就该杀了、就该剥皮了，变猪，什么

时间该杀，变鸡，我不说了，你们就想象，通通都要挨刀的。变鸟，好可怜

哦，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吃一个东西，再造孽，吃虫子、吃食物，尤其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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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这口吃了二口就没有了，还要养自己的小鸟、小孩，除了心慌，什

么都没有，弟子们，什么都没有。蚂蚁，可怜得不得了，一个暴风雨来了，

立刻一淹，都淹死，住得高的，水还沥得快，还算能活，住在低洼处的，都

得要死。你们想过众生的可怜吗？ 

那你说：我不会变众生的，我多好啊，我是佛弟子。我只想给你们说一

句，前面说到因果了，因果，没有种下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你杀过多少

生命了，你知道吗？你为你曾经整死过众生吗？死一个都得要还的哦，因果

是对等的，你还想变人吗？那个时候你就找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找不到，因为

你在另外一个道中，我才不想再来这个世界的，我不免得人家别人说我来控

制他们，我这个控制是来找倒霉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控制而被诬陷成

控制，结果是找倒霉、找痛苦，把利益全部给所谓的被控制者。 

有的人说：第三世多杰羌佛，你看嘛，祂们上尊们修法，就是为了控制

嘛。控制你干啥？上尊们修法，祂们控制你要供养祂，那是理所当然，因为

祂是上尊，祂是圣者，孺尊就是圣者了，教尊是圣者。我们莫知仁波且修拙

火定最凶，那祂也在控制人吗？莫明其妙！祂什么时间控制过？什么时间喊

你们拿供养给祂了？哎呀，可怜啦，众生啦，太可怜啦！ 

记住，第三世多杰羌佛来这个世界，是为了给三界六道众生，首先是人

道的众生，说法来的，是为了来帮助大家把邪恶的心、行改过，成为一个好

人，成为一个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人，进而成为一个上好的修行人，得到

解脱成就，不要再在轮回当中打转了。我所捡到的、所收取的利益，唯一就

是劳累辛苦，其它的都没有，不收一分钱的供养，什么利益都不要。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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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你们幸福、我看到你们成就，那个时候，十方诸佛跟我一样，会法喜

地关照着，会高兴的。 

今天的法就说到这里。 

（大众合掌恭敬说：感恩佛陀师父！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