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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聖如來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
簡
介
頂聖如來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即是金剛總持，
又名持金剛，為原始報身佛多杰羌佛降世，簡稱三世多杰羌佛
（在這世界亦曾被尊稱為義雲高大師）。三世多杰羌佛的成就是
最頂尖的，所展顯的顯密和五明智慧、證量的實際證明材料在
佛法界中，也是沒有哪一個聖德能與之相提並論的。
佛陀規定以『顯密俱通，五明具足』為衡量佛法成就高低
的標準，但是，自佛史至今，真正完整、全面展顯『顯密圓
通，妙諳五明』的只有頂聖如來三世多杰羌佛！三世多杰羌佛
將佛陀規定的『顯密圓通，妙諳五明』的實際成就一條一款展
顯、公眾出來了，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完成如此微妙和完整證量
實顯的聖德古佛！本《多杰羌佛第三世──正法寶典》中所列
的三世多杰羌佛所獨立創造的三十大類的成就，就是一個明
證。當然，列出的三十大類成就，也只是一個名相而已，其實
書中成果遠超三十大類，如僅科技藝術類即含攝三項大類：攝
影類、立體畫類、玻璃畫類，但三世多杰羌佛將很多大類合為
一類而縮稱三十大類。實際上，三世多杰羌佛的成就又哪裡是
三十大類能概括得了的？三世多杰羌佛的成就表顯的是佛法的
智慧，是無以窮盡的，尤其是內明一類，即含攝三藏和密典、
宇宙有為法和無為法無窮盡的真諦。本書所列三十大類是：1.
認證祝賀類；2. 三世多杰羌佛的聖蹟佛格類；3. 頂聖如來的聖
量類；4. 百千萬劫難遭遇無上甚深佛法類；5. 楹聯類；6. 書法
類；7. 金石類；8. 詩詞歌賦類；9. 金剛除病針類；10. 治病
類；11. 製藥保健類；12. 玄妙彩寶雕類；13. 玉板類；14. 世
法哲言類；15. 古典散文現代詩類；16. 學術論文類；17. 造景
類；18. 音韻類；19. 神秘霧氣雕類；20. 枯藤古化類；21. 中
國畫類；22. 西畫類；23. 畫框類；24. 佛像設計造型類；25.
瓷磚類；26. 壁掛類；27. 建築庭園風景類；28. 茗茶類；29.
科技藝術類；30. 渡生成就類。三十大類中之第四大類『百千
萬劫難遭遇無上甚深佛法類』，即有兩千多堂開示，義理博大
精深，浩如淵海。從古至今，除了本世界釋迦佛陀說法外，從
來沒有一個聖者完成過如此多項的成就，而且每一項成就都達
到了世界級的巔峰。我們了解過很多被稱為「深通大小五明」
的人，實際上是一句空話，拿不出實在的內容，就連文字圖片

也拿不出來鑒定，說句不該說的真心話，甚至連世間上的專業
專家都比不過，這又哪裡是什麼深通大小五明呢？又怎能代表
佛陀所說的顯密俱通、智慧展顯的五明高度呢？
這本《正法寶典》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最好的展
現佛法實際證量的佛門寶典，本《正法寶典》初稿一出來後，
世界第一流的、佛菩薩轉世的巨聖高僧們見到了大為震驚，當
下依法查證，根據密法認證法義，深入法界觀照，查出真源，
行以法定文書，正式公認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
來為歷史上第一位出現的、佛史以來顯密圓通、妙諳五明之頂
首古佛！但是，想不到三世多杰羌佛卻說：ĺԧᔵϒёజ̂
ཐࣇͳڱᄮᙋቁᄮࠎΟҢࢫ͵Ă၁ԧߏ̦ᆃࢫ͵̙֭ࢦࢋĂ
҃ࢦࢋ۞ߏࢋឰிϠځϨĺ̦ᆃߏ࣒ҖĻăਕтࢦߏ̖࣒ڱ
ࢋ۞ᖼ͵Ąԧৌϒਖ਼ග̂छ۞ᖃۏĂߏҢڱĂтਕֶ̝எˢĂ
Ѝ࿆·ځĂ͵ࠧπĂிϠϖሄĂצϡĂᇊ႕ĄĻ
我們就撇開三十大類成就不提，另選一條即可證明三世多
杰羌佛是頂首巨聖。如早在公元1995年至2000年，三世多杰羌
佛就曾多次在講經說法時公開宣佈：『任何一個人，無論提宇
宙間什麼樣的問題，如果我回答不出來、答不正確的話，那麼
我就沒有資格為眾生開示佛法，給大家五年的時間提問，這是
我五年願力為期的表法，五年願力滿了，就不再實行這一願力
了。』這是三世多杰羌佛當時若干次在公開錄音場合的發願。
五年早已過去了，有若干人提出不同的問題，無論是佛法，還
是世間法，凡提問者都得到了滿意正確的回答，從來沒有一個
人的提問難倒了三世多杰羌佛。我們現在在三世多杰羌佛的開
示法音帶中隨時都能聽到頂聖如來當時的公眾宣言以及提問和
回答，不僅是回答東方人，乃至西方人的提問也一一作答，如
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美國大學聯盟的主席在聽到三世
多杰羌佛對校長們和教授博士們所提問題的即席回答後，激動
之下當著十幾位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的面打自己耳光，說：
聽了三世多杰羌佛的開示回答，深受教益，我真是白活了幾十
年。我們要知道，宇宙之大，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無有窮
盡，是什麼樣的人竟敢說『在宇宙間沒有回答不了的問題』
呢？而且公開發願給聖凡兩眾五年的時間提問。這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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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有如此高的道量、成就呢？人類怎麼會有這樣的超萬能知
識？但這又不是虛構的，而且事實又證實了當時的雲高大師無
所不通的證量、成了鐵的事實！這是普通聖者嗎？這絕不是普
通菩薩，而是一個謎。那麼這位聖德到底是誰？天上來的嗎？
還是從佛土來的呢？ય͵ˬזкۮڔҢ࣎યᗟॡĂᄲ
ߏၜປ۞Ă҃ͷҋؕҌĂଂֽ՟ѣШЇңˠކᄲ࿅݈͵
ߏ̦ᆃཐ۰ĂᓁߏᄲֽܫځЯڍăᄲৌтĂߏ̂ி۞ڇચ
ࣶĂߏ఼۞˘ਠ࣒ҖˠĄҭߏĂ่ଂᕚдࢬ݈۞၁၁дд۞
јಶֽ࠻Ă͵ࠧ˯˫ቁ၁Ա̙࣎˘זˠਕઇ͵ˬזкۮڔҢ่
ᕚдࢬ݈۞јಶ۞˘ΗĊтڍѣˠ၆ѩᘃႷၗޘĂ֤ᆃѣ˘
࣎ܧ૱ᖎಏ۞ᏱڱĈԧࣇᝌܓЇңˠֽχ࣎ࡔᐂĄΪࢋѣ
ˠਕઇ͵ˬזкۮڔҢ۞˩̣̂ᙷ۞јಶĂ֤ԧࣇ࠹ܫТᇹ
ߏҢ͵ࢫܟĄЇңˠౌۢĂ˘ਠˠ۞ώְިᆃਕ౼ٺဃă
̥̂گͷă̂إă̂ᇇ۞ཐ۰ࣇĉᙱព఼࣌ăჟஎ̣
ځă֖̂ംᇊ̝ˠᛳٺ఼۞˘ਠ࣒ҖˠĂ఼̙҃ͅពă
̙ځ̣ăрߏ˘̙ౌځᑖăംᇊҲ˭̝ˠ̖ߏҢඳᖠĉ
Ң۞ܟҢڱᙱߏឰѣ̝ˠјຌă҃ԯ˲͈ᕩᙷࠎ
ംᇊĉΞߏҢ۞ڱିܟৌநߏᙋဩᙋᇇгҜĂംᇊ۞ण
ពಶĂϒтҢ̂ࠎߏܟᛇਕ̥Ăӈߏംᇊ˞ז̙ٙਕ
̝ᛇҜĄ這是我們凡夫都能想到和理解的問題，聖者們還用得
著去想嗎？如果聖者們都還要去想這個問題的話，那真是一種
笑話了，那還叫什麼聖者呢？三世多杰羌佛的『玄妙彩寶雕』
成了世界上無人能複製的聖品，我們想一下，如果是釋迦牟尼
佛做的話，能做得了嗎？佛陀是無所不能的，沒有什麼做不了
的，這對佛陀來說自然是隨手一揮，你說對嗎？那麼觀音、文
殊菩薩做得了嗎？當然也不在話下。你總不能否認佛陀和大摩
訶薩們的智慧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吧？如果這一點證量都沒有，
能說他是佛陀、觀音、文殊、普賢菩薩再來轉世嗎？難道我們
說佛陀和大菩薩們做不了這些嗎？那麼反過來說，我們總不能
說做得了的人證量低、智慧低，而做不了的人證量高、智慧高
吧？比如有一個大石頭，我們總不能說抱得起它的人氣力小，
而抱不動它的人氣力大吧？這是一樣的道理。
理雖如此說，但是，雲高大師到底是誰降世呢？為什麼無
所不答、無所不通、有這麼多的頂級成就呢？為什麼他創造的
一些東西任何人照著做都做不了呢？這答案確實是永遠揭不開
的謎底。隨著時間慢慢過去了，就在這無法解答之際，世界上
的第一流大成就者的聖僧法王們見到了《正法寶典》，一時轟
動，互相傳觀，佛菩薩轉世的大聖德們入定的入定，修法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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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深入觀照，公佈了早就被尊勝大法王（大日如來之化顯）
認證為金剛總持的雲高益西諾布的來歷，聖僧們經過嚴格修
法，深入法界入定、觀照，見到了真源，原來這大聖德是維摩
詰第二世、多杰羌佛第三世，他們寫下了法定的確認書：義雲
高大師就是多杰羌佛第三世，是顯密兩宗、大小諸乘的至高古
佛，是阿彌陀佛等五方五佛及金剛薩埵大摩訶薩的上師，即是
當今法界的大教主頂聖如來雲高益西諾布！正因為多杰羌佛第
三世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來是多杰羌佛的完整真身直接降世，
與以百千萬化身來到這個世界的其他佛菩薩們不同，故所以在
當今世界所展示的顯密圓通、妙諳五明，確實無有其他聖德辦
得到，高僧法王們在文中讚嘆說：三世多杰羌佛是在佛教史上
唯一將五明一項一項實實在在展顯在眾生面前的最高第一巨
聖。正如尊勝大法王在授記中說明了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來的
證覺是當今在這世界上任何高僧大德都無與倫比的，並且立下
願言：『任何人或聖者若能仿製雲高益西諾布所創的神玄雕
寶，就算尊勝大法王的授記是欺世騙人的。』（神玄雕寶是為
色韻玄皇、神秘石霧等韻雕之作）
。
在這個世界上佛制規定，唯獨只有兩位大聖所說的法立之
為經，一位是釋迦牟尼佛，另一位就是維摩詰聖尊，除此之
外，無論是什麼菩薩所說的法，都只能稱論，而不能列之為
經。有人說慧能說《壇經》，其實，這是世人不明佛制規立而
誇大讚稱的名，六祖比許多菩薩的地位都低，比如彌勒菩薩是
下一屆龍華會上的佛，比慧能的地位高得太多了，但是彌勒菩
薩所說法也不能稱經，而只能立論，如《瑜伽師地論》。維摩
詰聖尊是在釋迦牟尼佛時代降世的，他是唯一以古佛應化居士
現身說法的。釋迦牟尼佛當時，除了直接教導四眾弟子之外，
尚有難於教化、不願發大乘菩提心的五百比丘，為了因緣善巧
教化所有的出家人和尚們和八千菩薩，應其因緣由古佛多杰羌
示現緣起轉由妙喜世界說法後，而化身成維摩聖尊出面協助佛
陀教化僧寶、菩薩等弟子，原因是為了護持釋迦牟尼佛所傳的
佛法。維摩聖尊的層次證量等同於釋迦牟尼佛無二，但是他並
不願意在人間登位另一位教主而造成分派、增加行人的我執，
再鑒於釋迦牟尼在此娑婆世界成佛的緣起，自己則猶如古佛正
法明如來化現觀世音菩薩一樣，又如七佛之師文殊菩薩相似，
宣釋迦牟尼為佛，自己化顯菩薩的角色輔助釋迦佛。這一切都
是為了利益眾生，如果同時有兩位地位一樣的佛陀出現，眾生
則會產生世相分別，對佛法的發展、渡脫眾生是會有阻礙的。

其實，佛陀們並不在乎誰出來做教主，而是以何種形態對眾生
最好，就以何種形態出現，一切皆以菩提心利益眾生。所以一
般人無法看出維摩詰聖尊的證覺竟然是如此之高，是在釋迦佛
陀之前的古佛之首多杰羌佛應世。但是，維摩聖尊所講的法與
佛陀說的一樣是經，不是論，佛制中列為《維摩詰所說經》。
這部經與釋迦牟尼佛所說經是同時誕生的，是非常重要的佛
經，在佛教的大乘法中，包括小乘南傳的經典裡都依學《維摩
詰所說經》
。
在法界中維摩詰尊者是多杰羌佛降世，由於他是報身古
佛，因此遍智、遍量、覺位高於一切菩薩，如經中記載，當釋
迦佛陀讓未來佛彌勒菩薩帶隊前往維摩聖尊處問安時，彌勒白
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彌勒菩薩對佛講出的原
因是他曾為眾生說法時，被維摩聖尊為難、教化，由此彌勒菩
薩不敢去。其他的菩薩們也都確定說維摩聖尊智慧太高，他們
遠遠不足以堪任，怕被為難不敢前往，故最後由七佛之師、古
佛文殊菩薩帶領諸菩薩、羅漢五百比丘等前往維摩聖尊處問
疾。當時，維摩詰聖尊以廣大的神通和智慧幫助釋迦佛陀教化
他們，其中維摩聖尊顯佛陀證量神通將妙喜世界諸有菩薩、羅
漢、一切佛土包括無動佛全然搬至娑婆世界展示在佛弟子前
時，妙喜世界的諸有菩薩都認為是無動佛把妙喜世界與諸菩薩
搬到了人間，此時無動佛說：『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
作。』此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能把如來佛搬動到另一世界的，這除了權威的古佛多杰羌佛，
無論什麼菩薩也是無此證量的。釋迦佛陀在經中盛讚維摩詰聖
尊說：『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
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佛陀已說明維摩詰聖尊就是如
來佛。為什麼維摩詰有如此高的證覺，因為維摩詰就是金剛總
持多杰羌佛，也是阿彌陀佛等五方五佛的上師、諸佛之師，曾
化顯燃燈古佛，收釋迦牟尼佛為徒，多杰羌佛也是佛教顯密二
宗各大教派之至高祖先、古佛、大教主。故所以當時證德證境
智慧無敵於天下，釋迦佛陀的出家與在家的四眾一切弟子，包
括菩薩們都虔心聽聞維摩詰聖尊的教化，維摩聖尊輔助釋迦佛
陀升化了五百比丘、八千菩薩的成就，造就了無數菩提心量大
菩薩。維摩詰第二世、多杰羌佛第三世即是雲高益西諾布頂聖
如來，這是佛菩薩級的大聖法王們依法認定、是具合法法定文
證的。
三世多杰羌佛，一出生時突然天空鼓聲齊鳴，天樂美妙，
三道彩虹同時出現在虛空，中間一道藍色為主，右邊一道紅色

為主，左邊一道白色為主，每道彩虹之間的間隔約四、五十
米。生出來全身為深藍色，不見哭聲，而是當下開口說話，非
常清楚地說：『我入此世，顯密圓通，妙展五明，比之知之。』
語後無言，一如常態孩童。父母視為玄生異人，秘而不宣，此
後直到三歲才開口說話。三歲那年，大日如來尊勝法王導學三
藏，時教持多杰羌佛心咒七遍，小孩突然哈哈大笑，頓時展顯
三身四智。尊勝大法王當下試其經律論三藏並密典，法王子小
孩解如流水，無有不通，義理全證。大日如來尊勝法王賦授記
曰：『多杰羌佛，三世來到。維摩尊聖，二下雲霄。法藏通
達，四智圓妙。眾生怙主，無師可教。神玄雕寶，奇端絕妙。
能取霧氣，雕品定持。展顯證量，高峰絕技。當世諸人，無聖
可複。若仿不異，我言欺世。維摩雲高，金剛總持。佛降甘
露，眾見空施。最益有情，古佛悲智。今說示言，以證授
記。』並取法號為仰諤益智嘎丹赤巴，其意為法王子至高智慧
的總教主。尊勝大日如來隨即又說：『娑婆世界末法時期，多
有邪師魔類以假冒真，為辨真假，今授嚴記以為試考標鑒。記
曰：於此娑婆世界中，五千年內無四身，三世羌佛獨一聖，無
有二者再化身。法緣擬定考真佛，若有號稱真身臨，佛降甘露
可見真，金瓶擇緣預報境，取業除障見分明，複製玄妙彩寶
雕，信手拿霧石中存，五跡無缺是真身，多杰羌佛第四世。除
此展顯五聖跡，無論何等掘藏聖，手足石上留凹印，諸般神通
廣大等，斷非多杰羌佛身。若是古佛降凡塵，五試何難手上
生。留得試題五跡境，後學見觀防冒稱。』雲高法王子教主五
歲那年收第一位弟子，即是當年蓮花生大師隨行之弟子、亦為
藏密寧瑪巴創始人素布切．釋伽炯乃大師之四大尖端弟子之一
的喜饒杰布、而今世被格魯巴加冠為大班智達的喜饒杰布尊者
第二世。可是奇怪的是，雲高法王子收下這位弟子後，除了喜
饒杰布在法王子身邊隨時見到他超人的奇妙本事以外，而世人
都從此少有聽到法王子講到佛法了，乃至根本聽不到，法王子
這一切表現猶如當年維摩聖尊一樣，諸教皆收，諸識皆納，亦
如常人之態，學之不倦，無人知曉個理。時至十六歲，突然說
《僧俗辯語》一法，伏藏後由慧永大師掘藏取出，並由仁清洛
珠、索朗丹布二人上供大日如來尊勝益西諾布法鑒。尊勝益西
諾布於四眾前親自宣講此《僧俗辯語》一法，講完後親自率四
眾弟子對法跪拜，授記曰：「東方來了古佛。」認證為第三世
多杰羌佛，授以頂聖如來，封號為仰諤雲高益西諾布，並謂之
曰《僧俗辯經》然也。當然，在三世多杰羌佛的弘化渡生中，
除了五歲時收徒喜饒杰布外，隨因緣的成熟，創建寧瑪派的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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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炯乃大師座下的四大弟子都一一皈依到三世多杰羌佛的座
下，如木雅迥扎、香格瓊哇、喜饒杰布。更有蓮花生大師的二
十五大王臣之一的丹瑪．翟芒尊者第二世也隨侍於頂聖如來，
松讚干布的丞相祿東贊尊者第四世也拜在三世多杰羌佛的身
邊，還有噶舉瑪蒼派創始人喜饒僧格轉世的巴登洛德尊者，有
寧瑪巴運頓多吉白尊者嘎堵仁波且，還有覺域派當巴桑結祖師
的大弟子達楚．恒生尊者；阿底峽尊者的四大高峰弟子之一、
噶當派的庫頓尊哲雍仲尊者；格魯派丹增諾日仁波且等紛紛拜
在三世多杰羌佛的門下，還有阿寇拉摩女大尊者。連聞名西藏
的香巴噶舉派大祖師唐東迦波菩薩也拜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來
為師，更有幾位巨聖，如祇園精舍給孤獨長者轉世之大聖、釋
迦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和寧瑪巴創始人釋伽炯乃大祖師之轉世
大聖仁者也都來到三世多杰羌佛的身邊，接承頂聖如來甚深法
門。
從另一方面，我們僅從世俗的角度也能見到，三世多杰羌
佛的學歷也是最高的，古文的四書五經全然讀習，而若以現代
教育制度的讀書來說，從小學優秀生到大學的高級博士，從博
士升華到美國著名大學的教授，任教六年，榮獲大學的特別褒
獎，直至獲得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兩百多年來唯一的『Fellow』。
儘管如此，但在三世多杰羌佛的身上，這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
兒科。而對他自己的真實身份，三世多杰羌佛卻內含不露，雖
然無意之間流露出來的大智慧證量，為人們見到而深感驚嘆，
但三世多杰羌佛從未談論過自己的來歷。有很多人向他咨詢傳
承來歷，甚至行文求答，三世多杰羌佛總是說：『我不知道，
我只有佛教，我是你們慚愧的服務員。』這在很多年的法音帶
中隨時都可以聽到，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也就認為這無非
是一個善良智慧的人才而已。包括已成立十一年多、堪稱最了
解他的義雲高大師國際文化基金會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只
認為這是一位大學者、大德聖者，最多也不過是如達賴喇嘛和
噶瑪巴那樣的佛教大法王而已，因此，當基金會的會長龍舟仁
波且得知三世多杰羌佛的真實身份後，目瞪口呆，連聲說：
『難怪，難怪，這哪裡是大法王能相提並論的！實在是玷辱、
罪過啊。』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不知在什麼時候，人們發現雲高益
西諾布無論何種學問技藝不需學，一看即通，信手拈來，而且
當下便精，所作超越本有原物。到今天高僧法王們認證公佈了
這一驚天聖訊，我們才知道，難怪是多杰羌佛真身維摩聖尊降
世，故所以大日如來授記中說，現前哪裡找得到有超越三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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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羌佛的證量的聖德來作他的上師呢？就連當年的五百比丘、
高僧大德、八千菩薩們都是他的教化對象，何況今朝。也正因
為三世多杰羌佛是古佛再來，所以是『不分顯密，不論宗派，
相應眾生，因機教化，佛陀教法，普皆弘揚』的無分教派的圓
滿完整『佛屬派』的金剛總持大法王，普利一切眾生。三世多
杰羌佛一直告誡大家：『在我的心中沒有派別之分，只有佛
教。但是，任何一宗一派的法王、仁波且、阿闍黎，只要他們
遵照佛陀的教導，根據眾生的因緣而自渡渡他，就是值得讚嘆
的。』
三世多杰羌佛的弘法利生，在十一歲之前為三藏顯表期，
十一歲至十五歲為噶舉法教密行期，時有度松淺巴法王子獅子
吼宣法之稱。十五歲之後則為格魯教誡密行期，有宗喀巴大師
應世之稱，此時，也同時為薩迦、寧瑪等諸派密典圓融密行
期，有蓮花生大師身語意三身之稱。其實，大德們和世人的這
些恭稱都不是三世多杰羌佛的真實身份，而真實身份是經過眾
生因緣的成熟，佛陀、大菩薩法王們於不同法義，或於定中，
或於進入法界中，各自觀照，親自真實所見真源，無誤統一地
認證雲高益西諾布為古佛多杰羌佛再來，也就是維摩聖尊第二
世、多杰羌佛第三世。對於三世多杰羌佛的降世，文殊菩薩化
身的薩迦總教主ᖠ͇࢘ߺ̂ࢷͳڱ寫下認證說：『仰諤雲高益
西諾布，是金剛總持多杰羌佛第三世。』著名的寧瑪大法王、
龍欽寧提獨掌人кംഢ̥گͷ在祝賀《正法寶典》一書時說：
『這本書令人驚嘆和不可思議，超常地表現出了用語言能夠表
達出來和語言所不能表達出來的佛法真諦。』寧瑪巴的總法王
֓Ꮪͳڱ致信給仁波且們說：『經眾多大德高僧認證的第三世
多杰羌佛仰諤雲高益西諾布弘揚佛行事業……成為有情眾生…
…獲得終極成佛的因緣。』龍薩娘波尊者轉世的࿆ംࢫͳڱዳ
ᐷкΐણ在認證書中說：『義雲高大師是維摩詰（Vimalakirti）
再來，即多杰羌佛（
）第三世。』覺囊派總法王Р࡚к
Рͳڱ代表覺囊派恭祝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其成
就之高峰實乃幾千年來首次耀古騰今，為我佛光燦之楷模。』
格魯巴宗師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著名的Ⴌъ祝賀說：
『金剛總持仰諤雲高益西諾布大師的……傑出成就，史無前
例。』
寧瑪巴敏林崔欽法王的總秘書闊千仁波且代表ୂڒ૫ഢڱ
ͳ和敏珠林寺系發來賀信說：『雲高益西諾布多杰羌為所有眾
生帶來福慧。』
寧瑪派北藏傳承掌教法王྿ᐷࣰͳڱ祝賀說：『尊貴的

多杰羌佛第三世仰諤雲高益西諾布，具備佛陀正法。』
達賴喇嘛的上師、著名的Ҙͳڱ，同時也是藏傳佛教幾
位法王和傳承持有者的根本上師，他恭賀金剛總持仰諤雲高益
西諾布說：『三世多杰羌佛的《正法寶典》……將成為墮落六
道深淵的每一位有情離苦得樂之因。』
薩迦派第二領袖ᖠ࢘྿ഢͳڱ祝賀說：『許多大師讚頌多
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和他的佛行事業的書──《正法寶
典》
』
。
薩迦茶巴法王、達賴喇嘛的根本金剛上師ࡌР૫ഢͳڱ祝
賀說：『金剛總持（多杰羌）仰諤雲高益西諾布的……《正法
寶典》……是正法的路標和利樂有情之門』
。
觀音菩薩化身的噶舉四大攝政王之首位紅寶冠法王आႳ̥
گͷ敬賀文說：『尊貴的雲高益西諾布──持金剛第三世的…
…所有成就都是利益眾生的』
。
噶瑪巴大寶法王的唯一攝政、國師、岡波巴祖師化身的လ
၅̥گͷ則恭讚無比上師仰諤雲高：『為維摩詰第二世。真誠
祈願能有緣見聞覺知《正法寶典》的芸芸眾生獲得徹知圓悟的
遍智無上佛果！』
那諾巴尊者轉世的आࡌ̥گͷ恭賀雲高至高頂聖如意
寶法王說：『無上至尊第三世多杰羌佛您的《正法寶典》……
是利益眾生的最高正法。』
名垂佛史、曾任印度、不丹、錫金、蒙古、東藏四大教派
之教主，並稱為醫藥之父、橋樑之父、戲劇之父、渡船之父等
的࣫گ࢘ڌඳᖠ（第十六世）在美國舊金山華藏寺開法會時，
於中展示佛法道量，見到三世多杰羌佛雲高益西諾布的證量證
德，大驚，當下五體投地拜為師長。他在祝賀信中說：『雲高
益西諾布……是五佛之師，在人類的佛教史上第一次展顯了顯
密圓通、妙諳五明，這個佛教的目標是所有佛弟子都沒有達到
的，但現在最終由雲高益西諾布達到了！』
發心終身位於山谷閉關、神通具足、威震雪域的格薩爾王
化身̥ᆧκႳฯͳڱ則認證：『義雲高大師是多杰羌佛第三
世。』
覺囊派法王ٻܠႳͳڱڔݑ敬賀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
西諾布：『法界持金剛，身壽不變故，化顯上乘境，最勝大悲
力。』
敏珠林寺ୂڒಝഢ̥گͷ祝賀說：『尊貴的金剛總持第三
世仰諤雲高益西諾布……的《正法寶典》順緣於佛法……已衰

者令恢復，未衰者令增長。』
寧瑪敏珠林派耶喜措嘉佛母轉世的̳מ̥گͷ來信祝
賀說，非常感激雲高益西諾布多杰羌佛的《正法寶典》
。
著名的佐欽ጧᏚ̥گͷ祝賀說：『第三世金剛總持雲高益
西諾布的《正法寶典》具足佛陀開示之正法。』
而藏漢兩地僧俗四眾無限景仰的大伏藏師⟫િಈᛝಊ࣒
۰在確認書中寫到：『仰諤雲高益西諾布，是金剛總持
轉世再來，曾幫釋迦佛陀教化五百比丘成大乘。』
創立敏珠林寺系的德德林巴不變金剛化身的大覺之聖кڔ
̥ᆧ也是當今很多大仁波且的上師，他在祝賀文中說：『雲高
益西諾布是五佛之師多杰羌佛。』
寧瑪雪謙寺系的法王ౠᓽ̥گͷ祝賀：『第三世多杰羌佛
仰諤雲高如意寶聖者，為正法增長宏大而行，善哉！』
薩迦派仲薩欽哲的心子、根薩寺寺主ٻڀഢࣰ̥گͷ長期
閉關，具足神通，其修為譽滿雪域高原，他在祝賀信中說：
『大教主雲高益西諾布：只有怙主多杰羌佛的智慧才能完成
《正法寶典》！』
駐錫在印度的ௐ˛͵ҥഢͳڱР࡚ࠃࣰگ祝賀說：『多
杰羌雲高益西諾布的《正法寶典》利益所有有情眾生。』而駐
錫在中國的ௐ˛͵ҥഢͳڱόᆧąᐷкκႳ則恭賀三界有情怙
主仰諤雲高益西諾布說：『《正法寶典》猶如如意寶般莊嚴古
今中外所有文化典籍，開發和增長人類心靈的智慧之門。』
寧瑪東藏法王̥ܦඖ͐گඖگ̥گͷ禮讚雲高益西諾布
說：『大師作為偉大報身佛陀再降人間，佛教宏法以來，今開
眼初見，世界無雙，智慧高峰，多杰羌佛，渡生無量。』
ქᚗ݄ጧႳ͐ڔЅ̂ᚗͳڱ則頂禮金剛總持仰諤雲高益西
諾布：『金剛總持的《正法寶典》，乃是佛法最高智能的具體
顯現。』
協慶寺為金剛亥母化身的ܷ౪ϨႳкР̥گͷ專門寫信禮
敬三界法王仰諤雲高益西諾布三身四智：『大法王是將佛陀的
開示以實際證量完整地展現在法界的第一聖，大法王是真正的
金剛總持人天導師！』
代表達賴喇嘛全權掌管尼泊爾的格魯派佛教的̂ಝοΙ
ॹąလણ在賀信中說：『我堅信尊貴的持金剛雲高大師的作品
將激勵所有的眾生從理論和修行兩個方面更好地理解佛法。』
著名的ᖟआ̥گͷ頂禮怙主、大教主多杰羌佛雲高益西諾
布：『我們找到了我們至高無上的怙主多杰羌佛，讓所有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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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末法時代有了最終的依靠！』
密勒日巴祖師轉世、已八十高齡的ำ൳ࢫନ̥گͷ恭賀金
剛總持的《正法寶典》說：『這一佛法大智慧的出現，前輩是
沒有任何人做到了的，只有雲高益西諾布才做到了。』
著名的྿˿൳ॾઙလନ̥گͷ說：『祈請偉大聖勝的三
世多杰羌佛加持六道有情早證菩提，得聞《正法寶典》，圓滿
無上正等正覺。』
在印度廣受恭敬、金沙江沿流人人敬奉的第六世ϨႳၷ
̥گͷ則頂禮雲高益西諾布：『看到《正法寶典》，得悉多杰
羌佛
怙主再次降臨人世間，真是我們莫大的幸福！』
第五世法臺ܻ͐߿Ң則代表仁波且們十分感謝至尊雲高益
西諾布說：『至高無上的多杰羌佛給我們帶來了《正法寶
典》
。』
薩迦天津法王授予的̂ಝοჍѡૈ禮讚多杰羌佛第三世
雲高益西諾布：『最聖獨有持金剛，八萬四千法總主，統攝釋
教諸法門，初開法界報身境。』
著名的倉倉寺住持ം˿൳ॢ࡚̥گͷ感謝至尊怙主多杰
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至尊怙主把西藏四大教派及顯密
佛法完美無缺地帶到我們這個世界上來。』
佛教真言宗高野山北美洲Ѡሏᓁି讚嘆金剛總持雲高
益西諾布法王『在佛法上的巨大成就是世界上從來沒有見到過
的，雲高益西諾布是真正的原始古佛來到此世界傳授如來正
法。』
ॾઙॹο̥گͷ頂禮至高無上的仰諤雲高益西諾布：『大
法王了徹宇宙萬物的因果實相，是真正佛史上在人間展顯顯密
圓通、妙諳五明的第一巨聖！』
ࠃࢫନ̥گͷ頂禮雲高益西諾布說：『有幸恭聞大教主
仰諤雲高益西諾布的《正法寶典》，又一次見到真正的佛陀降
世了。』
五明佛學院的大喇嘛̥̥ࠡگͷ頂禮讚嘆雲高益西諾布金
剛大聖法王的成就『是驚人的，也是驚聖的！大法王就代表著
佛法！』
此外，к̥گͷ、߿گҢ、ј̂ಝο、ೆନ̥گͷ
等等都分別寫信敬賀三世多杰羌古佛再來的成就，並衷心感謝
三世多杰羌佛的加持。還有顯、密二宗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寺
廟、當今的一些知名的仁波且都寫來了附議賀信，但鑒於眾生
的因緣，本書沒有列入。
也正因為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來是整個法界佛教的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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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多杰羌佛的降世，所以在整個佛教歷史上所有的大聖者
的轉世認證中，三世多杰羌佛是唯一獲得五項第一的古佛降世
的總持古佛、最高佛教領袖：
2/ߏҢΫ˯זЧ̂ିࠁ۞Ң̂ܟඳᖠࣇᄮᙋăະ៙к
۞λཐĞ֍ᄮᙋৡෲğć
3/ߏҢΫ˯Ч̂ିࠁ۞Ң̂ܟඳᖠࣇෞᆊ۞λཐĞ֍
ᄮᙋৡෲ۞ෞؠğć
4/ߏдˠᙷ͵ࠧٙࢫ͵۞Ңඳᖠ̚гҜ۞ΟҢλཐĞ֍
ᄮᙋৡෲ۞ᄮؠҢཱིௐˬ͵кۮڔҢğć
5/ߏˠᙷ።Ϋ˯ன۞ព఼ăӻᏟ̣ځјಶពᄿ۞λ
ཐĞણ֍ˬ˩̂ᙷğć
6/ܑڱԯ͇۩̚۞ேᙳोזᐎ۞גϮ߽̚ϛӻᐎᘹ̝ৠ
ཐĂт౼̂۞ͳڱĄҢΫҌ̫Їңᖼ͵λཐౌ՟ѣ
˘ˠਕઇזăኑᄦ˞Ğ֍ώ३ௐ380ࢱᜠᙋְ၁ğĄ
這些不是我們空洞玄說的，而是依據當今世界大聖德仁波
且、法王高僧們的文證，站在因果業報的立場，以認真嚴肅的
態度所講的真實負責的話。
為什麼佛菩薩們化身的教主、法王和仁波且們幾千年來第
一次都一致說雲高益西諾布是當今世界第一最高巨聖呢？這不
用想都會明白，因為他是三世多杰羌佛，加之他作出的成就，
當今世界，哪一位智者或聖者做得了呢？就連做三十大類的一
半，都找不到一個人能夠做得了，乃至就一件玄妙彩寶雕照著
複製，也找不到一個人有此能力。更何況依於眾生因緣的成
熟，三世多杰羌佛帶來了至高無上的現量大圓滿虹身成就法，
凡是得到三世多杰羌佛此法灌頂的人，不需要經過幾天、幾月
或幾年的修煉，而在傳法灌頂的當天就能證到虹身境觀。已經
有有緣者接受了灌頂，如祿東贊尊者第四世、開初仁波且等大
德從灌頂日開始，三時皆能住入法性光界中。因此，除了真正
的多杰羌佛，還有哪一位有此證量呢？何況，早在佛陀在世
時，維摩詰聖尊就是教化所有高僧大德菩薩們的導師，現在已
被佛陀大菩薩級的法王們法定文書確認，仰諤雲高益西諾布就
是維摩詰第二世，也就是多杰羌佛第三世。無論是從實際的證
量上，還是從古佛的身份上，皈依境的供位排序上，這三者任
鑒其一，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來都是諸佛菩
薩、高僧大德之上的第一巨聖！

國際佛教僧尼總會
（此文的英文翻譯印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