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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孤如道咕如道普臣2020年於加德滿都的演講
2020年3月10日

比爾庫提中心，加德滿都，尼泊爾
2020年2月29日

 
我們以無盡的景仰，向無比尊敬的、無所不知的、至高無上的大全知法眾孤如頂禮。我們向偉大的大孤如
阿媽和小孤如主溫柔的蓮花足下頂禮。我們，在此出席的，整個信眾團體、吉祥的慶祝者們和虔誠的追隨
者們，向孤如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尊敬並永遠歸從於孤如的庇護之中，我們的心充滿著奉獻、無限的愛、信
仰和信任、感激和敬畏。

懷著追隨的無限渴望，我們向所有天境世界中的所有神聖超靈博格萬孤如們頂禮，並獻上深深的崇敬。我
們以無盡的奉獻之心歸順於無限世界中最崇高的示道孤如們和孤如道咕如們。

我們在大全知法眾孤如的蓮花足下頂禮。法眾孤如化身於此世界，來清除那障礙人類文明的無知之根。祂
將充滿著尊敬、信任和奉獻以萬物一體的邁萃心境帶回人間，為無數生命帶來保護、昇華和超越。在這個
糾纏於迷信和虛假教義、缺乏正法和孤如的社會中，在這個人類徘徊迷失、瀕臨滅絕的迷茫時代，祂透過
孤如道咕如們點亮智慧之光，授予了無可比擬的、令人振奮的、充滿慈愛喜悅的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的原
則和法律。
 
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政治領袖、文化學者、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宗教領袖、新聞工作者、外國協會和其
他貴賓抽出時間，在這個講台上分享自己簡明、真實、清晰的主張、思想和見解。歡迎各界朋友的光臨。
 
致所有在場的和未在場的地光孤如道咕如們以及所有的信眾、奉獻者和追隨者們，大家心悅吉祥。

所有在座尊貴的法的祈福者們和宗教思想者們能來此出席這個友愛的靈性分享會，令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由於我們吉祥的法之善果，讓我們今天能夠在這裡分享大全知法眾孤如光明的甘露之語。孤如的開示將由
一位出世孤如道咕如宣讀，他是孤如道心法的領袖之一。對於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這一主題，孤如道咕如
占用的時間可能會有點長，這是因為真相必須要在此得以呈現。在這裡，也友善的請大家以極大的專注聆
聽孤如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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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如的主要使命是傳播萬物一體的邁萃心境，並將真正的、永恒的法道傳授給這世界；保護這世界上所有
的生命萬物，從人類到無數的動植物；維繫這個被完美創造的世界的平衡，使其免遭毀滅；通過教導真法
和真道，授予最高的解脫，使人類得到升華。

“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源於大全知法眾孤如本尊，我們要遵循這心法的原則，喚起友愛的精神。通過每
天的善業行為來使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眾生得到超越，喚醒超靈正法並使之永存於世。至上道啟示邁萃心
法是正法法道的指導，用來培育人類靈魂和超靈之間的和諧關系。通過對超靈博格萬的衷心奉獻、信仰、
理解、信任、無限的敬畏和尊敬，就像在蘇卡瓦提解脫天境一樣的和諧與欣欣向榮。

這樣，法的太陽在這世界升起了。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接收到這偉大智慧的光輝。沒有法也就沒有任何
幸福可言。友愛的精隨在於所有生命的幸福、普世平等與和平。例如，任何真正的法怎會在人們之間傳播
動亂？正法怎麽會引发任何的歧視？如果有些法不是拯救世界，不是促進和平，而是恰恰相反，它能被稱
為法嗎？那是法的行為嗎？當然不是！所有那些行為都是邪惡靈魂的把戲，而非任何真正正法修行者的所
為。毫無疑問，那些不可能是法。

如果 ”法”所留在這個世界的真理是像那樣引起動亂的，那麼這個世界怎麼能得到拯救？這是一個嚴肅
的大問題。事實上，代表真理的邁萃心法已經在每一個人的面前升起了，祂堅忍如天空，恒久如大地。此
時，呈現於世人面前的，是法正在遭受許多打擊和傷害。但邁萃心法的精神卻沒有因此而變得怨恨、憤怒
或不合作，而是呈現出一種更加警覺、覺知、無比堅定、身披偉大和平盔甲、療愈傷痛、重新整合破裂、
修覆殘缺的狀態，同時更加努力的，為一切生命包含那些正在進行打壓和傷害的靈魂們的最終解脫而努力，
更毫無歧視地平等對待每一個人。
 
由於缺乏足夠法的善果或智慧品質，所有在這裡出席或未出席的純潔而善良的靈魂們，很不幸，我們在之
前沒有實現超越，沒有升入解脫天境，如今都以人類的身份在此世界轉世了。但是，即使我們前世沒有實
現超越，憑借著所累積足夠法的善果，我們這次得以再生為人，而不是動物。能夠擁有這個珍貴的機會，
我們真的很幸運。把握這最後一次的機會，從零開始，不要再有絲毫浪費，我們必須跟隨真正的法和孤如。
我們之前的善果和知識已隨著這次新生而終結了，我們需要再次從零開始，累積法的善果。現在，通過超
靈孤如們的無限祝福，我們將有機會不必再重生於人間，而是進入無所不知、永恒極樂的解脫天境。但是，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所需的一切努力都將完全是每一個靈魂自己的責任。

由於大全知法眾孤如在過去許多世累積了龐大的法的善果，因此，在神聖的超靈博格萬們的同意下，祂再
次降臨人間再生為人，將法賜予世人以拯救世界。我們也因此有機會獲得這神聖的指導，可以通過一生的
時間來實踐法業並最終達到超越。

從過去到現在，我看到了自己的變化，我看到了所有地光孤如道咕如們和弟子信眾追隨者們在內在心靈中
所发生的明顯變化。跟隨大全知法眾孤如的腳步，每個人都能體驗到同樣積極的轉變，都能得到極大的喜
悅和滿足，都能在朝聖的過程中實現脫胎換骨的變化。

哦，善良的靈魂們，我們靠自己的能力掌握了獲得世俗成功的種種方法，但卻不能讓這個珍稀的生命獲得
任何意義。這短暫的生命終將以死亡結束，不會結出任何成果。因此，讓我們從內心最深處出发，把我們
所有的智慧、覺悟和意識交給孤如和法，踏上心靈超越之旅。在世界上，或在這一生中，還有什麽事比這
個更重要、更偉大呢？畢竟終有一天，我每個人都必須離開這個世界。

孤如曾經開示道，在法看來，所有的靈魂無一例外都是一目了然的，因為超靈正法洞悉一切。由於法是所
有萬物的唯一根本來源，包括所有活著的人類靈魂。怎麽會有任何東西能從法中分離? 或脫離法而獨立存
在？又或是讓法不能徹底看穿？那是不可能的。

人類在過去幾千年來產生了種種嚴重的錯覺，讓我們根本無法理解或認識法的真正本質。我們甚至從未親
身體驗過法。但無可避免的，我們所有的靈魂都要經歷法的旅程，無論我們最終是實現了對生死的超越，
還是繼續漫無目的迷失而最終走向滅亡。
 
有人會說“我是無神論者，我是虛無主義者。我不相信生命的意義，不相信創造者，不相信博格萬超靈，
不相信神聖的力量，我不相信輪迴，我只相信自然科學”，事實上，人類始終無法越過或繞開法。我們生
命中一切的所作所為，都會導致一定的結果。最終，我們的靈魂會走上被拯救的路，或是被摧毀，抑或是
迷失在其他的世界裡。這意味著，當我們離開自己的身體時，我們在世時的思想和行為決定我們的靈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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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天境、還是地獄抑或是其他世界，是變得無所不知還是愚昧無知，是得到永恒的幸福還是無盡的悲傷。
這完全取決於我們此生的業力。最終，每個靈魂都會去往那個自己應得的、確切的歸處。

地獄意味著靈魂被毀滅了。就像被火燒毀了的貧瘠土地一般，結束了，再也不能發芽和生長種子了。當一
個靈魂犯下了嚴重的錯誤時，他在世界上就失去立足之地了。最嚴重的惡行包括：做邪惡之事或參與陰謀
破壞法和孤如的行動；從事破壞世界的行為；參與大規模破壞綠色森林和野生動物的活動；謀劃、實施或
參與種族滅絕、其他大規模戰爭暴行和世界沖突等；以及，在這一生中去殺死任何的生物。任何這類的行
為都會毀滅自己的靈魂。
 
僅僅是通曉法、擁有廣博的知識，終生奉獻服務於法，精通冥想或瑜伽練習，是不可能獲得永恒的解脫的。
即使是善於看到過去和未來，或是從神靈的形象中得到祝福，也不能保證我們能夠獲得最終的超越生死。
首先，最至關重要的，是要遇到一位實現了永恒解脫仍在世的孤如，並獲得祂的幫助和祝福。

我們必須確切地遵循已解脫了痛苦和輪迴的超靈孤如們所授予的法律及規定，除此，我們在這個世界裡沒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獲得升華。這是因為解脫天境中超靈博格萬們的法律及規定與這個塵世的法是完全一樣
的。但在這墮落的時代，人類難以獲得超靈孤如們所給予的深刻信心，因此想得到永恒的自由解脫，進入
至樂天境是非常艱難的，而只能被束縛在塵世間，生生死死，痛苦循環。事實上，在數萬年前，獲得永恆
的解脫是很容易的，反之，如今人類卻很難獲得解脫。這是因為在過去的幾萬年中，人類靈魂最初對法的
積極真性和真心已經消失。人類靈魂本有的原始純潔，平等與合一已經被扭曲及腐敗的道路所束縛，任由
炫耀、傲慢和自我中心所取代，這導致人類靈魂與神聖的超靈孤如們之間的和諧關係喪失了。人類對法的
力量失去了信任，開始轉向了貪戀物質和娛樂。當人類不再相信真理的時候，真理也就離開了。就這樣，
人類的靈魂在過去數萬年間墮落成了我們今天的樣子，沉淪於分離主義、腐敗、分歧、利己主義、不當言
論、以自我為中心和有害的行為，因此，達到超越變得極其困難。
 
極其幸運的是，超越了肉體生死的超靈大全知法眾孤如降臨了人間，通過祂極大的憐憫與祝福，我們可以
輕松地獲得永恒的解脫。祂，就是這種超越力量的化身。因此，我們只需要緊緊的跟隨祂。

在這個塵世，快樂或痛苦都不會是永遠不變的。這些情緒是轉瞬即逝的，比如饑餓感會因吃東西而立刻得
到消除。如果來自身體的饑餓意味著短暫的痛苦或渴望，那麽它的消除看起來就像是快樂。然而，物質世
界裡的這個身體稍縱即逝，認清了身體的這個本質，我們就必須去追求永恒的幸福，點燃我們神聖的內在
智慧之光去修習法業。人們習以為常的追求著世俗與物質的幸福，這種快樂就像是一場沈睡著的大夢。夢
醒後我們才发現自己回到了現實中，才意識到是那些瞬息的錯覺把我們從永恒的真相中轉移開了。因此，
偉大的智者並不以世俗間的快樂或悲傷為世界觀，他們過著沒有依戀的生活，只把這些依戀當作自己肉身
的影子，一生都致力於追求終極真相。
 
人的靈魂具有無窮的品質和特徵。為了讓我們的身體在這個世界上得以生存，我們需要為它提供住所、保
護、遮蓋和食物，我們需要竹子、蘆葦、棉花和植物，我們需要空氣、陽光、水和泥土，我們需要很多東
西。同樣的，被稱為靈魂的意識實體需要法才能存活。他需要友愛的邁萃精神、需要超靈孤如們慈悲的祝
福、需要對神聖真相及其本質的領悟才能茁壯成長。我們可以理解為，在這個世界上，由於身體和靈魂是
不同的，因此他們的需求也就不同；盡管人類靈魂有無盡的個性和特點，但這個名為靈魂的實體，卻總是
充滿著光明，一直在尋找其源頭和核心，那就是法的真相。

作為人類，身體是必然會消亡的，無論我們如何渴求，也不可能被賦予永恒。但是對於靈魂，我們可以使
祂永恒，也可以讓祂毀滅讓祂消失，這一切都是根據我們內心的願望。作為生活在物質世界裡的人類，一
直以來我們都只是在為我們那易腐爛的身體在謀求福利，卻很少或根本沒有為我們靈魂的提升和繁榮去做
任何努力。這一切可能是由於我們缺乏智慧。
 
是讓我們的靈魂不朽，還是用負面的行為來消滅祂，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塵世中的每個人都有權利，
也有義務做出自己的決定。為了使我們的靈魂不朽，我們必須要得到超靈孤如們的祝福、累積法的善果、
得到神聖的知識，並生活在邁萃的心境中。只有這些營養才能使靈魂永恒不朽。但如果我們做相反的事情，
我們靈魂的光就會被自己錯誤的行為所熄滅，最終不復存在。
 
在法中，這個規律適用於所有的靈魂。例如，我們可以看看那些動物。在過去的某個時期，某個動物的靈
魂也曾是一個理性的、深思熟慮的、像超靈們的人的靈魂。但由於那個人可怕的惡行，他的來世將會在一
個動物的子宮裡，這個可憐的靈魂從此再也無法重新獲得足夠的理解力，無法修行正法而獲得生死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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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靈魂正在逐漸走向最終的毀滅，這是此人先前所累積的惡行業力所決定的。如果作為我們人類都很難
對法形成正確的心態，那麽我們還能對那些靈魂已經空乏的動物們期待些什麽呢？今天，如果我們完全專
注於無窮無盡的慈愛、法之善果的微妙光芒，以及創造者博格萬們賜予法中的提升，那麽領悟就會以某種
方式在人類身上綻放。

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的超靈孤如和法是永遠公平沒有偏見的。祂們永遠不會傷害或毀滅任何一個靈魂，
也不會存有任何惡意，祂們總是希望我們所有人都得到升華與超越。例如，孤如和邁萃心法的光芒正在遍
照世間、弟子信眾們正在積極前行。邁萃心法在這世界上不可抹滅的歷史已被一頁頁的寫下。
 
法眾孤如已完全了悟了法的真實本質，並被所有的至高無上的超靈博格萬們授予了在此世界傳法的神聖權
威。孤如將以祂的方式指導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前進。在孤如看來，沒有人是遙遠的，沒有人是陌生的，所
有人都是一體和平等的。由於我們自己的無知，我們不能認出祂

，我們被自負、傲慢、貪婪、偏見和自私蒙蔽了雙眼，這是我們可怕的錯誤。由於大全知法眾孤如的祝福，
當今大多數人的靈魂正朝著積極的方向轉變，充滿了極度的幸福與平和，這從在座每一位洋溢著微笑和慈
愛的臉上都能看得出來。每個人的眼睛裡都閃耀著無比的崇敬和深深的尊重，都充滿了對孤如的信仰、信
任、信心和奉獻。
 
法眾孤如被賦予了所有超然的品質和法的本質。現在祂已經沒有什麽再需要學習的了。祂就是那個至高無
上的靈魂，已經從世界上的一切束縛中解脫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以再做的，就是在孤如願意時，離
開這個肉體。盡管被賦予了如此巨大的潛力和無所不知的知識，為什麽孤如沒有立即向世界展示祂的真正
形態、祂全能的能力和理解力呢？孤如說：

“因為法絕對禁止任何這樣的行為。孤如本人也必須遵守所有的超靈律法。慢慢的，時間將說明一切。”

如同果實需要時間才會變得成熟甜美。隨著法的指導的深入，孤如的真實身份會在深度和強度上逐漸被揭
示出來。慢慢的，歷史的每一頁，都將彰顯並見證祂真實的形態、能力、權威和神聖的智慧。祂從不誇耀
自己，也不傲慢地堅持世界和人類必須立刻掌握所有神聖的洞察力。孤如是愛。祂富有同情心和耐心。
 
關於這一點，孤如曾經解釋道：

我獲得的知識不是為了任何世俗的頭銜、名望、聲譽或自己的利益或方便，不是只為了任何特定的人類社
會或國家，也不是要在這個世界上成為國王或皇帝。我獲得這些知識的唯一原因和目的是要保存這世界上
所有被創造的生命元素和拯救所有的靈魂。
 
根據時間和需要，許多積極的轉變已經在发生了。這些例子對世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

如今，出世孤如道咕如們的法道已經開展，大地光孤如道咕如與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的法道也是如此。世
俗信眾奉獻者的法道亦已得到發展。最初的箴言、法袍和語言，這些邁萃心法友愛的法道也在蓬勃發展之
中。在心法的歷史上，有很多心懷悲憫、解救眾生偉大的至上道（博格萬道）的孤如們、示道孤如們、孤
如道咕如們一直隱沒著並不為人所知，現在，通過揭示祂們的品質、能力、本質和目的來介紹給這個世界。
就這樣逐漸的，邁萃心法在這個世界上快速而堅定的發展開來。

現在，縱然是萬水千山也無法阻擋正法的發展。最終，法就在這裡，且不斷前進。這樣說，並不是自負，
而事實就是如此。因為每個人都同樣地希望擁有安樂，幸福和福祉。我們都希望獲得終極的昇華。就因為
如此，法怎麼會被阻止？阻止法就是消滅在這個世界的一切存在。
 
早期，孤如在霍可里亞叢林進行震驚世界的苦修冥想期間，曾授予信眾、奉獻者和追隨者們十一條邁萃箴
言。這讓大家對法有了明確的認識，以避免陷入困惑之中。

其中，第二條箴言清楚地說明：“在找到了永恒的法、道和孤如後，仍然要尊重所有的宗教和信仰。”，
這是至上道所示邁萃心法的根基。這條箴言的基礎上，孤如親自號召並邀請所有宗教和靈性道路的追求者
通過每個人內在的追求、探索和領悟來跟隨至上道所示邁萃心法。根據法的原則，首先就是要尊重每一個
人，而不要因為名字、外表、種姓、宗教、膚色、階級、性別、信仰、社區、民族、權力、地位、能力等
原因而產生任何偏見，第一條箴言也是如此規定的。今天，孤如將此作為我們的首要任務，鼓勵我們以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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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敬意去平等地對待所有人和宗教。拋棄所有自私的“我，我的”的心態，培養愛心及友善的發展及綻
放，這就是萬物一體的邁萃的心境。

一位正道的精神領袖，絕不應在思想上或言論上反對其他的宗教、國家、民族、社會或個人。法的戒律裡
不允許這種偏見。孤如曾在一次開示中說到，從天境般解脫界的超靈博格萬到此凡間世界的咕如們，所有
法的孤如/咕如們的戒律都是一樣的。他們只是在所得到的智慧上和在法中所擔負的責任或角色上有所不
同，這些所得是與各自遵循法的程度成正比的。因此，所有的法均指向同樣的道路。但是，人們被自私蒙
蔽了雙眼，不斷的累積錯誤行為，看不到我們彼此在法中是平等的靈魂，本都是宇宙一體的一部分。現在，
我們面臨著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這些法和咕如們都真的是肩負神聖使命來拯救眾生和保護世界的，他們
之間怎麽會有絲毫的分歧呢？
 
由超靈們創造的天空為一。大地為一，太陽為一，月亮為一，而宇宙為蘊含以上所有的實體，整體也為一。
解脫界的超靈博格萬的法及法律都是相同的，同樣為一。我們人類與其他生命萬物本就是內在緊密聯系著
的一個整體，我們為什麽不能以同一體、同一法、共同業力的心態去承認並遵循我們神聖的法道呢？
 
事實上，一位真正博愛友善的法師咕如，絕不會做任何帶有惡意的非法行為，如批評、駁斥其他靈性領袖，
或對他們惡言相向等，更不用說傷害他人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始終都是為了其他所有人的進步與提升。如
果擁有著那偉大智慧、偉大的相互理解、滿溢著友愛心境的我們，卻繼續像無知的人類那樣做事，那麽這
個世界上誰才是誠實的呢？因此，我們必須保護自己避免這些重大的錯誤行為。我在哪里？我所遵循的規
定和原則是什麽？我所奉行的道能讓我們永恒的解脫生死嗎？能讓個人、社會和國家都出現積極向上的變
化嗎？現在，到了世界上所有的靈性領袖都應去認真思考這些根本及關鍵問題的時候了。一位為所有人謀
福祉的靈性領袖，不應陷於對財、富、名、譽的貪戀中，不應依戀於親屬關系、政治或經濟，永遠不要偏
袒任何一方，不要分別你我，而對貧富應一視同仁。
 
最重要的是，寧靜而喜悅的邁萃心境含納一切，每個創造著這種如天空般寬廣的邁萃心境並領會了永恒解
脫的靈魂，都會努力引領所有的人類靈魂走向終極的真理。大家都知道，在世俗瑣事中迷失自我並散布妄
想謬見是嚴重錯誤的非法行為。沒有兩種形式的超靈正法，所有的法都是相同的，只有一個法。世界上所
有的宗教都是相同的，因為他們都是從原始的創造之法中衍生出來的。然而引領這些宗教的領袖們的是真
實的或者非真實的法？這個問題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回答。
 
關於這點，世界上的靈性領袖們，每一位都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外表和品質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們都有偉
大的思想、深刻的感情和深遠的影響力。很明顯地，他們在保護世界一切的生命，啟發靈魂人道品質的發
展，將人類憐憫的行為從家庭，村莊和社會到國家更延伸到國際層面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這些靈性
的領袖們之外，其他人都無法完成這項工作。在靈性領袖們的引領下，今日各個大型社會團體正展現了明
顯的進展。
 
但是，在當今物質、經濟、社會、政治、教育或外交因素劇烈變化的背景下，僅僅靠友善、愛、合作或信
念，是不可能拯救世界和所有生命的。世界形勢如此動蕩，因此將法深植於人類靈魂中同樣是至關重要的。
否則，人類邁萃的博愛精神和法之善果將會逐漸消失。若法最終消亡，全世界也必將終結。這是人類不斷
衝突、戰爭、作惡和誤會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將法深耕於人類靈魂是一項世界性而浩大的工作，需要合乎
超靈孤如正法的整體及平等，並在細節上因地區和文化而異。這統一之法也需要得到來自上方的超靈博格
萬極大的信任、信心和祝福。

法與政治是不同的。法從遠處看待政治並予以尊重。世界政治有其獨特的功能和特點。但是，法怎麽會涉
及政治呢？請智者更深入地審視自己；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信徒們、信眾團體們以及宗教領袖們，應開始
發展相心靈上的連結，透過充滿愛及友善的邁萃心境而團結、理解、平等、支持與合作而共同向前邁進。
大全知法眾孤如以其不朽之言開示道：
 
“由於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即真理，世界上的一切虛假會被其自動拒絕，並被其立即放棄。”
 
到目前為止，邁萃心法想要向世界展現所有的弟子們、信眾成員們和奉獻者們的許多明顯的正面變化。大
全知法眾孤如曾在一次演講中以其甘露之語開示道，
 
“從創世至今，許多孤如們獲得了全知的智慧，實現了對塵世間生死輪回的超越，並在法的歷史上做出了
巨大的貢獻，其中有些孤如已在這世界上廣為人知，而有些卻仍然隱藏在神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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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們以各自的能力和遵循法規的程度，通過以下三種法道獲得了全知的知識，第一種是至上道創造者，第
二種是示道孤如創造者，第三種是孤如道創造者。在當前這21世紀，從2005年5月16日至2011年5月16日，
從拉坦普爾叢林的第一個地點開始，到霍可里亞森林的第二個地點，大全知法眾孤如放棄了一切，保持在
不進食及不飲水無比艱難的苦修冥想中經歷了所有這三種法道，獲得了全知的無上智慧。也正是在這嚴峻
的苦修期間，祂得到了拯救世界的至上道所示邁萃心法。

根據孤如道法道的原則，法眾孤如根據弟子們的能力，將他們分為出世孤如道咕如、出世大地光孤如道咕
如、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和世俗凡人孤如道咕如。在這些法道中，最高的是那些出世孤如道的男女咕如們。

出世孤如道咕如是那些在孤如身邊的弟子們，他們直接從孤如本尊那裡學習法，然後再教導給他人。遵循
著孤如道的指示，出世孤如道咕如完全遠離家庭和社會。他們給予出世大地光孤如道咕如們、入世地光孤
如道咕如們和世俗信眾團體的追隨者們傳授法的原則、法律和知識方面，一直发揮著重要作用。

同樣地，出世大地光孤如道咕如是和那些入世地光道咕如一樣的情況進入法道中，但隨後與家人分離，成
為在孤如的神聖區域內隱居修行的咕如們。他們，像出世孤如道咕如一樣，也在為入世孤如道咕如們、以
及世俗信眾奉獻者和追隨者們傳授知識方面发揮著重要的作用。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在社會和家庭中生活，
特別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事件主持儀式，例如在葬禮上將靈魂送上邁萃之路，在出生儀式上祝福那些新生
的靈魂，在婚禮儀式中將兩個靈魂合二為一的過程等等，並在平時為信眾奉獻者和追隨者們提供了保護並
賜予了信心。他們是所有普通世俗信眾奉獻者們的導師咕如。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通過主持包括精神障礙
消除法會在內的其他重大活動來提升信眾和奉獻者們。這些法的咕如們幫助信眾免於痛苦和折磨，並指導
他們進行正確的生活方式和禮拜，包括祈禱、咒語和簡易的連珠吟咒冥想等。
 
到目前為止，男性和女性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們，即男性阿托阿哈斯和女性塔波娃已透過不同的訓練，包
含一個月的初步訓練、持續三個月的獨處冥想和六個月的邁萃語學習。直接從法眾孤如本尊那裡獲得到了
邁萃心法的主要法律、規定、儀式和練習的知識。此外，他們還完成了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訓練，以邁萃語
學習了二十一界和超靈孤如的祈禱文。
 
就這樣，他們掌握了各種法的儀式和練習，為生活中影響人類的一切好或壞事件做好了準備。每當信眾社
區需要時，地光孤如道咕如們都會通過各種心法的活動給予信眾們有益而溫和的監督指導，為他們提供深
深的信心。同時，信眾奉獻者們和追隨者們也會得到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的指導，得到關於日常禮拜、誦
經、連珠冥想練習的訓練。除此之外，人們需要做到最重要的原則是：

1） 避免傷害任何生物的行為

2） 只食用邁萃的純凈營養

3） 崇敬孤如、法和彼此

4） 每天進行禮拜，祈禱和連珠冥想。

作為首要安排，邁萃心法已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信眾奉獻者和追隨者們提供了可以獲得巨大法的善果的簡
單方法。同時，為出世孤如道咕如們、地光孤如道咕如們提供了邁萃心法咕如們專用的法袍；為所有世俗
信眾奉獻者的藍、綠、粉、紫顏色的服飾也被提供了出來。心領最上全知法眾協會以尼泊爾語出版了第一
版法典簡介，這是根據孤如甘露教導的邁萃心法簡介。第二版和英文世界版也已基本就緒，將在適當的時
間出版。這些都是迄今為止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就。根據時代的需要，孤如將繼續賜
予進一步的指導。
 
法眾孤如在不斷地提升世界，拯救世界免於自我毀滅，拯救人類免於滅絕，為我們的心靈和心態提供共生、
共存和合一的指導，將愛心傳播到人類社會和所有生物身上，為什麽要對這位偉大而純潔的孤如進行毫無
根據的虛假指控呢？他甚至試圖拯救那些有害、惡毒而反對正法的靈魂，他們因為試圖摧毀孤如和法，正
將自己帶入最可怕的無盡危險之中。這樣持續不斷的對無辜的孤如進行非法、不正當的反覆攻擊，難道不
會向越來越多的人傳播侵略意識？難道不會導致這種戰爭般的不安從社會蔓延到國家，並最終擴散到全世
界嗎？從很多方面看來，確實會是如此。

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正在一條完全獨立、獨一無二、史無前例的道路上發展，沒有任何偏見。任何來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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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個利益領域的政治或企業的個人、組織，都不要企圖制造任何障礙來阻止邁萃心法的發展。因為孤如
和法一直在向世人表明，至上道啟示邁萃心法不反對任何人、不反對任何精神領袖、任何團體、任何組織、
任何世界上的其他個人或組織，不會反對尼泊爾這個國家。祂專注所有人類靈魂的福祉，平等地執行超靈
的法律、規定和原則，使人類洋溢在終極超越的至樂和寧靜中。

有些人可能會說，修法能給我帶來什麽好處？我能得到什麽？法有什麽價值？目前，我們仍然可以看到，
許多人在社會中表現出類似的心態。例如，以政治的力量攻擊和控制法，試圖消滅、壓制、封殺法，或者
某些特定傳統或儀式習俗的個人或團體出於私利，試圖消滅法的存在。當人類把自然科學視為知識的最高
境界而無視正法時，法的生命和人類本身就會很快地從大地上消失。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以法的名義進行
貪婪的商業化行為，將神聖的法空間發展成娛樂場所和旅遊景點，導致了物欲橫流的娛樂取代了最初真正
對法的崇敬和尊重、信仰和信心。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狀態：人的靈魂忘記了法的重要意義和真正的本質，
只知道外在的、物質肉體的禮拜行為，忘記了我們與超靈孤如們的內在連結。
 
當這種膚淺的思想和感覺在個人和社會中紮根之後，法的本質也就自然消失了。在沒有法的情況下，人類
的靈魂便全部陷入了沖突、戰爭、扭曲、墮落或壓迫的非法行為之中了。這表現在剝削、社會犯罪、謀殺、
家庭暴力和虐待、以政治手段壓迫社會和國家等。類似這些現象在世界範圍內正在呈現上升趨勢。在我們
當前的環境中，這種趨勢愈演愈烈，隨處可見。人類日益增長的傲慢和貪戀在靈魂中造成了不安和不滿。
濫用地位和力量而導致暴力、沖突、鎮壓和騷擾行為的主要原因是真相和正法已經離開了人類。

這個世界不應該認為法是無稽之談，毫無用處。這種想法是極度的錯誤。事實上，所有人類的生命，動物
植物和微生物的生命，大地，太陽，月亮，天空，和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類活動，無論是真是假，都包含
在正法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了法，人將寸步難行。這是事實。以人自身為例，仔細想想，這個
生命本身是否不需要任何食物維持，僅靠自己就能獨立存活？同樣，看看大地、太陽、月亮，看看大自然，
它們是否是僅靠自己就能獨立存在和進化的？機械般的自行運轉？盡管無法看見，但是請想一下，如果沒
有任何動力或能量，以上這些可能持續嗎？

在這個完美創造的世界裡，人類運用他們的智力和良知，利用所有在“大自然中自然產生” 的元素，為
我們的日常生活製造必需的東西。這些人造的東西在沒有人類努力的情況下就能自行發揮作用或存在嗎？
這是不可能的，它們必須由人類用智力來控制和操作。否則，就會出現麻煩和混亂。同樣，如果沒有創造
者的維護和指導，宇宙和所有這些自然創造的元素怎會運作甚至存在？正是這些創造者們用法創造了宇宙，
也正是祂們給予了人類可維持的法，以便人們在和平與幸福中順利生活，以擺脫像今天這樣圍繞在我們身
邊的、各種反法的、人為的殘暴行為和自然災害。

同樣，宇宙中所有的元素都是由法所創造和支配的。所有的事物都通過某個至高無上的靈魂顯現出來的，
千萬不要認為法是二手的、人造的、非物質的或毫無根據的。那至高無上的存在，那超靈們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祂們創造了一切，並維持和統理著一切。事實上，如果沒有這樣真正的本質來指
導和運作一切，就不可能有移動、呼吸，最終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

法眾孤如出生於尼泊爾，也正是在這個美麗的國家，祂獲得了至高無上的神聖智慧。這使尼泊爾成為了世
界和平的中心。事實上，尼泊爾這片獨特而神聖的高地，是幾千年來造就偉大精神領袖的聖地，尼泊爾的
精神意義和價值舉世聞名。尼泊爾不僅引領了所有的尼泊爾人民，她也將她的崇敬和尊嚴傳播到了世界各
地。這一事實，應該令所有的尼泊爾人民對我們引以為傲的遺產心存感激，因為正是從尼泊爾，最深切的
真心崇敬和人類尊嚴將傳遍並祝福全世界。
 
認清了這真相，就讓我們都走上正法之路吧。快樂地生活，沒有任何煩惱、焦慮和恐懼。為了學習更多的
法，我們所有的日常業力行為都必須合乎法道。在此，我們再次衷心地鼓勵所有人，請毫不猶豫地遵循友
愛心法。讓我們團結一致，共同建設一個美麗和平的世界。
 
祝福大家一切心悅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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