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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機緣品】

小學生的課題
就是汝自己
六祖壇經

—特別報導—
黑財神護摩法會

修行非坐享其成，心有病，不能到佛國淨土！
桃園〈法記堂〉點地 蓋寺

法記坐金磚，三元泰卦，有將有財。

龍王菩薩護摩法會│ 六祖壇經 ‧【機緣品】

三身原來是我的身體；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香港│佛母大孔雀明王水供法會

身口意清淨，修法就容易相應，相應後諸法皆可成！

雜誌

龍王心咒

佛經上記載有無數龍王，專管興雲降雨，眾龍王中
婆竭羅龍最出名，因牠的女兒就是後來成佛的龍女。
【法華經】〈序品〉曰：「有八龍王：難陀龍王、
跋難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
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缽羅龍王等。」龍王
原居於龍宮，是龍王的宮殿，在大海之底，是龍王的神
力所化。
在釋迦牟尼佛時代，海中龍王曾詣靈鷺山，聞佛說
法，信心歡喜。於是，欲請佛至大海龍宮供養，佛應允
之。龍王即回大海，化為大宮殿，無量珠寶，種種莊
嚴，甚至從海邊至海底，造出三道寶階，如同釋迦牟尼
佛化寶階從忉利天降閻浮提。終於釋迦牟尼佛與諸比丘
菩薩共走寶階入龍宮，接受供養及說法。
後來，千五百歲後，惡魔波旬及外道眾，競破塔
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流移至鳩尸那竭國，阿那婆
達多龍王悉持入海，於是經藏全在龍宮。
昔日，又有大龍菩薩接引龍樹菩薩入龍宮，於龍宮
中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奧之經典，無量之妙法授，
龍樹受讀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所讀，已十倍閻浮
提。
蓮生聖尊亦曾至龍宮，閱【名相經】。因此，龍神
等八部眾，均護持真佛宗派。真佛宗派有「天護持」，
也有「龍護持」，尤其是難陀龍王，此龍王居八大龍王
之上首，非常歡喜護持「真佛」，其形像為頭戴七龍頭
冠，右手持刀，左手攜罥索。難陀龍王與蓮生聖尊甚契
合。
龍王梵語就是「那伽」，是佛說的不可思議之一，
龍王有大神通力也。
蓮生聖尊唸的『龍王咒』有二：
「嗡。那伽。那伽。密。」
「南摩三滿多。母得南。瓦日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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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小學生的課題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德國來的出家法師，提出來一個「小學生

的課題」，高法師說：

從

「在電線上停著十隻鳥，有一位獵人來了，

舉起了槍，打下了一隻鳥，請問還有幾隻鳥？」
有人說：

「沒有半隻鳥。」（全飛了，這是小學課本
上的答案）
高法師說：

「剩下一隻鳥。」（因為掉下來的那隻仍然
在，只是死了而已）
我說：

「仍然有十隻鳥。」（我的意思是說，掉下

來的一隻死鳥，加上飛走的九隻鳥共十隻鳥，飛

走是飛走，但鳥還在，所以仍然是十隻鳥）

由這個問題，令我聯想到佛法的第一義諦，

「有」、「無」、「一」的問題。

有部──不增不減。

無部──一切皆空。

一部──現象實況。
盧師尊說：

有部──人類有生有死，現代人生的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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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之後，死的也少，不增不減。

「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
人？」
澄湜禪師答：

無部──人類的世界如幻，人生如夢，世事
如戲，一切有情眾生，最後的一條路，仍然是

「蝦蟆蚯蚓。」
僧人問：

死，無一永存，所以是空。
一部──現象實況。

「什麼則物物皆沾恩？」
澄湜禪師答：

我請問聖弟子，請參究這人間，是「實
有」？是「空空」？是「現象實況」？聖弟子還

僧人問：

「踏不著。」

一＋一等於○。

「仙洞昨朝師罷唱，棲霞今日請師宣。」

一＋一等於三。

一只碗加一只碗，是二只碗。

一＋一等於二。

澄湜禪師答：

「如何是佛？」

僧人問：

「來日又如何？」

澄湜禪師答：

一件衣服，加一件衣服，拋入火中，等於

有更好的答案嗎？

○。

一個男生加一個女生，生了一個孩子，便成

「張三李四。」
僧人問：

三人。
一＋一等於多。

「古人斬蛇意旨如何？」
「猶未知痛痒。」

澄湜禪師答：

生物的繁殖，一株李子樹，長出無盡無數的
李子。
（這些全是思維修，腦筋急轉彎）

（盧師尊提示，這問答之中，有「○」，有

義諦在何處？如果是真開悟的弟子，早就明白

「一」，有「三」，有「多」……。試問，第一
百丈恒禪師法嗣，廬山，棲賢，澄湜禪師。

了，何用我來多此一舉）

●
僧人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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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就是汝自己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
僧人問：
「如何是佛？」
德興禪師答：

貴教授寫給我「讀者回應」如下：
盧師尊看過一場電影，一位韓國比丘，一生都在學佛。
比丘一直找尋佛陀，向佛陀祈禱，讓他看一看佛陀，了平生之願。
最後，在冰天雪地之中，踽踽獨行。
淒烈的向虛空高聲大喊：佛陀你究竟在哪裡？然後精疲力盡，在雪地上倒了下來，
在一場暴風雪中死了。
曾有弟子問盧師尊：
「佛陀究竟在哪裡？」
盧師尊答：
法身涅槃。
報身在色究竟天。
應身是……。
盧師尊認為：
應身不可說出，是大祕密，希望聖弟子參一參應身是誰？
阿貴教授答：
盧師尊就是應身佛陀。
每一位眾生都是應身佛陀。
有為者即是。
只是眾生「執迷」罷了！
當下承擔。
我現在再補一句：
「山河大地，塵土瓦礫。」
不知聖弟子認為如何？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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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一時瞻仰。」（妙答）
僧人問：
「如何是佛一句？」
德興禪師答：
「汝自為之。」（妙答）
德興禪師說：
「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今
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
處，出來對眾吐露箇消息。」
一時，無人出聲。
如果是盧師尊在場，我會站了起來，從東走向西，從西走向東，然後就走了出去。
請問聖弟子：
「我在幹嘛？」

●
有人問我：
「如何是佛？」
我答：
「不才謹退。」（有深意的退）
人問：
「盧師尊見過佛嗎？」
「見。」
「在何處見？」
「不見。」
人問：
「一會說見，一會說不見，到底是見還是不見？」
我答：「見個鬼！」
「這『見個鬼』是有深意的，聖弟子可知道『見個鬼』是什麼？」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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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灣雷藏寺
灌頂：黑財神

黑財神護摩法會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法語開示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
尚、薩迦證空上師、十六世
大寶法王噶瑪巴、吐登達爾吉上
師，敬禮壇城三寶，敬禮護摩主尊
黑財神。
師母、各位上師、教授師、法
師、講師、助教、堂主、各位同
門，還有網路上的同門，今天我們
的貴賓……，好像自己的家人比較
多： my father盧耳順大德、盧勝
美 師 姑 、 盧 幗 英 師 姑 and
husband、 〈 Sheng-Yen
Lu
Foundation〉 President Dr. Fo
Ching Lu and my son-in-law
Andy、〈中華民國道教法師聯合總
會〉理事老君觀鄭春臺道長、美國
西雅圖成功企業家黃文韜先生、大
陸汕頭市〈金昱公司〉郭仕杰先
生、美國休士頓成功企業家賴賢烈
先生、南投縣議會許粧議員。

修行非坐享其成，心有病，不能到佛國淨土！

︻六祖壇經︼
機緣品 第七卷

再啟曰。四智之義。
可得聞乎。師曰。
既會三身。便明四智。
何更問耶。若離三身。
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
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通

文／燃燈雜誌 整理

Today many people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is
Indonesia's蓮花國環跟很多一起
來的同門，Selamat siang!（印尼
語：午安） Thank you! Sit down.
Where is日本先生？從日本來的，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黑財神的護摩，黑財神
的手印—祂的右手持著寶物，祂的
左手是給予印；種子字是黑色的吽
字。黑財神的心咒在我的文集第四
十五集—《坐禪通明法》及第七十
五集—《真佛法中法》中都有介
紹，還有在《真佛報》第一百八十
三期都有報告過。
剛剛我們修護摩的時候，這個
黑財神變化成非常小尊，這麼小。
在我盤腿的時候，祂就在我的腿上
坐著，然後很頑皮地跳過來、跳過
去、跳過來、跳過去。這個黑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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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可愛的，像小孩子一樣，我不
知道黑財神的年紀多大，看起來是
有鬍子；祂好像很調皮，這樣跳過
來、跳過去。我相信，你只要讓祂
高興，祂就會賜財給你。所以今
天，我們都要很高興，祂會賜財。
今天在我們貴賓裡面，有一位
Rocky賴，就是美國休士頓成功企
業 家 — Rocky賴 ， 他 是 休 士 頓 來
的，他的外號就叫做「黃財神」。
（師尊笑、眾鼓掌）要不要站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黃財神」是什麼樣
子？他今天也穿得很黃喔！—「情
人的黃襯衫」。（師尊笑）
Rocky賴 在 休 士 頓 是 NO.1的 企 業
家—「造鎮」的企業家。什麼叫
「造鎮」？一塊土地買下來，然後
他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city。裡面
有醫院，有圖書館，有市議會，有
市長，有餐飲業、住宅區，像一個
city一樣大的城市。
他帶我去看一個 city，叫做
Sugar City— 糖 城 ， sugar就 是
糖，city就是城。然後他請市長跟
我們一起吃飯，原來這個城市是他
一手去策劃、創建起來的。另外，
他還帶我們去看他新建立的城市，
裡面有一個人工湖是花了二千五百

萬美金做的，只是讓你看，讓你看
到有這麼大的人工湖，因為在休士
頓幾乎是沒有湖的，是平原。但是
他製造人工湖就花了二千五百萬美
金，然後他在湖的周圍建立了一個
city。
我在休士頓領了七張獎狀，有
州長的獎狀，我是 Texas的榮譽市
民，而且還是德州 Texas的親善大
使 ， 一 共 領 了 七 張 。 沒 有 Rocky
賴，我就沒有那七張獎狀。弟子本
身 有 power， 師 尊 就 跟 著 有
power！ 我 們 有 這 樣 成 功 的 企 業
家，這是我們《真佛宗》的榮耀。
不管是大企業家，或者是小企業
家，或者不是企業家，不管你是賣
綠豆湯的，或者是賣香腸的，不管
是誰，any people都有Buddha in
your heart，佛都在你的心中。
希望經過這一次黑財神的法會，賜
福給每一個同門，希望黑財神給每
一個同門一個寶物，讓他們全部變
成企業家，而且是大大的企業家。
今天我看了氣象台的報告，說
今天的白天會到三十度。我出門就
是怕熱，三十度！怎麼得了！趕快
來一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嗡嘛呢
巴達咪吽。咄唎。急急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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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修黑財神，天就要黑一
點！我坐在車上，看到別的地方都
是陽光普照，就是我們虎山這邊是
黑沉沉的一塊。這個虛空之中，早
就布滿了黑金，要賜福給大家。
我們今天再談【六祖壇經】。
在講【六祖壇經】以前，先宣布一
件事情，香港筲箕灣成立一個同修
會，同修會的名字叫做〈寶門同修
會〉，是蓮凱法師申請的，筲箕灣
〈寶門同修會〉從即日起，它就是
有名有實的同修會。〈宗委會〉也
知道這個事情，將會在《真佛報》
跟《燃燈》發布這個新聞。
智通法師對六祖講：「四智之
義，可得聞乎？」六祖講：「既會
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
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
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六祖又講
了一個偈：「大圓鏡智性清淨，平
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
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
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這是六
祖講的，這個偈跟談到四智的問
題。
我們知道，「四智」是非常清
淨的！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
性智、大圓鏡智，稱為「四智」。
黑財神護摩火供—
遠方即為懸掛在廣場
上的巨幅黑財神唐卡

這「四智」在密教裡面，合起來就
叫做「法界體性智」，就變成「五
智」。六祖所講的前面這一段，
「四智」是離不開「三身」的，也
就是離不開法、報、應三身。六祖
講，既然離不開，如果你已經有了
「三身」，何怕沒有「四智」？沒
有「三身」，何來「四智」啊？六
祖的道理是這樣子講的，沒有「三
身」，就沒有「四智」，如果只有
「智」的話，這樣子的智也是「無
智」，也就是沒有「自性」。
六祖講的話非常直啊！不打誑
語，不說假話，是真實語！事實上
就是這樣子。既然明白法身清淨、
報身圓滿、千百億化身，「四智」
就在其中啊！「四智」就在這「三
身」當中。如果不明白法身清淨、
報身圓滿、千百億化身，何有「四
智」可言？所以六祖所講的話就是
真實語，不打誑語，不講假話。
這世間的人，很大的一個毛病
就是—講假話；不講真實語，專門
講騙人的話。最容易犯的就是講假
話、欺騙的話、講妄語、講綺語、
講兩舌、講惡口，都是講假話。假
的有多少？假的東西很多很多的，
所謂的「山寨版」，全是假的！
有一個 joke講給大家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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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joke要用腦筋想一想。有一位
父親去買了一個機器人回家，這個
機器人會測謊，你只要一講假話，
機器人就會打你一個巴掌。這個父
親就買了這個機器人回家。小明放
學回到家已經很晚了，他爸爸問
他：「你為什麼這麼晚回來？」小
明他就講：「今天學校補課。」那
個機器人就走過來，給小明一個巴
掌，小明痛得要死！他父親講：
「你講假話，趕快講真實話。」小
明就講：「我去看電影啦！」他父
親就問：「看什麼電影？」小明就
講：「我看『十誡』。」機器人走
過去，又給了小明一巴掌，他老爸
就問：「你到底是看什麼電影？」
他說：「我看『色戒』。」（師尊
笑、眾笑）「十誡」跟「色戒」只
相差一個字。他老爸很生氣：「你
老子年輕的時候，也沒有像你這麼
豬哥，去看色戒！」機器人就走過
來打他老爸一巴掌！原來他老爸說
謊。這時候他媽媽從廚房走出來，
她說：「你看嘛！你們這對寶貝父
親跟寶貝兒子啊！」她這一講，那
個機器人就走過去，打了媽媽一巴
掌！（眾笑）哪裡出錯誤啊？有人
講出來了！反正聽得懂的就聽，聽
從印尼遠道而來的真佛同門，
一身黑色制服，格外引人注目！

不懂的沒有關係，隨便啦！
我們從小講假的話有多少？真
的是很多！修行人尤其不可以打妄
語，未得言得、未證言證、未通言
通。你還沒有得到那個果位，你就
說你已經得到那個果位了，你已經
得到「無生法忍」了。未證言證，
你已經證明佛性了，你已經看見佛
性了，你沒有證明到，你說你證明
到了。未通言通，你根本毫無神
通，所有的神通都是你嘴巴的神
通，你當然通了！吃香的進去，臭
的出來，這個神通我也會啊！（師
尊笑）香的吃進去，臭的出來，
哇！真的會變化耶！這種神通，我
們每一個人都會。
你要講神通，你一定要有真實
的通才可以講，如果你不是有真實
的通，你妄語，那就是假的。像剛
剛黑財神在我的腳這邊坐著，在我
的腳這邊跳來跳去、跳來跳去，我
還看著祂呢！如果沒有真實見，沒
有在我腳上，那我就是妄語，未通
言通。修行人要注意到這一點，不
可以講假的，要講真實語，這個六
祖直接、非常、很明確的講「四
智」。
這裡面祂提到「五八六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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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意思？這個偈裡面有「五八
六七果因轉」—這個「五」就是成
所作智，「六」是妙觀察智，
「七」是平等性智，「八」是大圓
鏡智。這裡面所講的就是「識」，
這些「識」本身來講也就是佛性，
也就是「三身」，也就是「四
智」，祂用數目去表達出來。
什麼叫做「果因轉」呢？如果
你把「識」變成「智」，就是修
行，如果把「智」變成「識」，你
就是凡夫。祂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必須要轉，祂提到「轉」。有的人
不喜歡這個「轉」字，說本來「五
六七八」都是一樣的，「識」就是
「智」，「智」就是「識」，不可
以用轉。但是六祖在這裡變成「果
因轉」，因果本身是轉來轉去、轉
來轉去，都是有因、有果的；因
果，因也會變成果，果也會變成
因，因又變成果，果又變成因。
什麼東西是轉來轉去的？手錶
是轉來轉去的！這個錶它一直在
轉，上面是十二點，下面是六點，
一邊是三點，一邊是九點。每天就
是順著時鐘轉，一天就轉過去；每
天都在轉，越轉，時間就越過去。
我們希望大家把你自己的前五識跟
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全部都

能對諸塵

不起愛憎

事理不二

是二性空

漸漸地轉，每天都轉，把你的識轉
成四種智慧，每天都這樣子轉。
時間很寶貴，今天轉的跟昨天
轉的，就不一樣；今天轉的，昨天
就已經過去了，明天轉的今天就已
經過去了。時間很快，所以在這裡
教大家，必須要很精進地「轉」，
把你所有的一切識，轉成四種智
慧，有了四種智慧，你就會有三
身，那個叫做「轉」啊！
我們這一生都不是坐享其成
的！師尊不是坐享其成的！二十六
歲到現在，你看我寫書，現在在寫
二百二十二本。你們坐在底下看師
尊，很多人拿紅包供養師尊。「哎
呀！師尊實在是坐享其成啊！」你
知道嗎？二百二十二本書就是我織
出來的網，智慧的網，織成一片，
我就坐在智慧網的中間，像一隻蜘
蛛。蜘蛛本身就是坐享其成，但是
牠要吐所有心血的絲，把它織成一
大片的網，沒有織成一大片的網，
牠就不能夠坐享其成。你們想坐享
其成就要吐出所有智慧的網，你就
成為一個法王。二百二十二本書等
於我修行四十年的功夫。
每一個事情都有因果的，師尊
每天做 exercise，伏地挺身每天
做；數十年來， everyday統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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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沒有一天不做的！所以我練
出全身的 muscle。等到天氣非常
熱的時候，我把上衣全部脫光，讓
你們看一看六十七歲、六十八歲有
什麼muscle？這個不是假的喔！
我現在還可以跳高、跳遠！跳
高，就是從底下跳到上面；跳遠，
就是可以跳過去。我記得我在〈彩
虹山莊〉練跳遠，我們山頂上有一
個跳遠的台子，有沙。師尊在那裡
跳遠，跳得雖然不怎麼遠，也算是
跳遠。這個蓮寶上師一過來，他也
來跳遠，他一跳，哇！「元寶」落
地！蓮寶上師剛好有一個「寶」
字，就像我們古代那個元寶啊！掉
到地上，叩！「元寶」落地！爬了
半天才爬起來，從此就得了四十
腰、五十肩。（師尊笑、眾笑）那
一次蓮寶傷得很重，蓮寶確實受
傷。你看蓮寶高高帥帥的，師尊矮
矮的，稍微胖一點，我跳遠都跳得
比他還遠耶！因為他趴下去的時
候，他的腳距離踏板就近了！人是
要多運動的。
有兩隻青蛙，一隻青蛙是不運
動的，一隻青蛙是運動的，牠們一
起去住 hotel。運動的青蛙早就躺
在床上呼呼大睡，聽到不運動的青
聖尊蓮生活佛點燃護摩爐火

蛙 一 直 在 那 邊 跳 ，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牠心
想：「喔！那隻青蛙運動得非常勤
快。」第二天早上過去說：「哦！
你昨天晚上運動得很辛勞啊！」那
隻青蛙說：「不是啊！那個床我跳
不上去啊！」牠跳了一個晚上，要
上去睡覺都跳不上去。運動的青蛙
就跳得上去，不運動的青蛙牠就跳
不上去。
我們每個人都要保持運動，將
來要跑也會跑得比較快，像日本的
這個 tsunami—海嘯來的時候，你
跑得比海嘯還快，你就不會死了
嘛！你跑得比它還慢，你一定死！
你說「慢跑」重不重要？等到
tsunami來 的 時 候 ， 你 就 會 變 成
「快跑」！（師尊笑、眾笑）跑得
就會比較快一點。運動對你的身體
很重要，可以消除膽固醇、三酸甘
油脂，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大圓鏡智性清淨」—就是清
淨法身佛。「平等性智心無病」—
平等性智就等於是「報身佛」；
「心無病」，當然祂的心沒有病，
否則祂如何去主持一個淨土！心裡
有病的，不能夠到剎土，不能到佛
國淨土，因為阿彌陀佛在那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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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性智看著眾生。當眾生來到西
方淨土，「這個不是我們堂的，不
要跟他在一起。」「這個不是我們
寺的，不要跟他在一起。」「這個
跟我們不同派的，不要跟他在一
起。」佛教徒去到那裡，大家都大
眼瞪小眼，然後排隊也不排在一
起，吃飯也要分開。
阿彌陀佛說：「這裡讓你們住
好了，我離開！」心有病的，就是
在那裡吵架，佛國淨土哪裡容得你
吵架？哪還容得你打架？哪還容得
你這樣子打、罵、吵？阿彌陀佛一
看：「亂糟糟！算了！我走了！這
裡讓你們住好了！」祂也不願意住
在佛國淨土了。
你的心只要有病，就不能去佛
國淨土，那裡是平等性的剎土，大
家都是一樣的菩薩，一樣在修行，
都是菩薩。所以在人間，你不要有
大小眼，也不能嫌人家，不能分黨
派，不能這個堂批那個堂，這個會
批那個會，這個寺批那個寺，不可
以的！一律平等對待，叫做「心無
病」。這一句話最重要，你要往生
佛國，最重要的心沒有病，心有病
的是不能去的。
「妙觀察智見非功」，妙觀察
智可以去除你所有的障礙，你所有

的缺點都可以從妙觀察智看出來，
然後去除掉。這個妙觀察智是非常
重要的，因為你在修行的過程當
中，你必須要具有妙觀察智，你才
能夠除掉你所有的習性、業障跟所
有的障礙。
「成所作智同圓鏡」，為什麼
祂講「成所作智同圓鏡」呢？你能
夠把所有的智慧全部發揚出來，四
智都能夠發揚，你就是大圓鏡智
了，你就是成所作智，就是千百億
化身，你千百億化身的「應化佛」
都變成像菩薩一樣，你的作為完全
合乎於「菩薩道」，這個就是成所
作智。你合乎於「菩薩道」就等同
於大圓鏡智，就是你本身的千百億
化身，你的作為都合乎於千百億化
身的菩薩道，就是「成所作智同圓
鏡」啊！
這裡所講的四個智，都可以
「因」、「果」這樣子轉來轉去
的。「但用名言無實性」，「五六
七八」就代表四智，其實本身來講
是「沒有實性」的。
小明回家的時候，聽他爸爸跟
媽媽講：「我今天晚上要去應
酬。」小明就覺得很奇怪，問他的
媽媽：「什麼叫做應酬？」他媽媽
就跟他回答：「不想去但不得不

去。」咦！聽起來也有道理，他媽
媽講得很對，「不想去又不得不
去」叫做應酬。第二天，小明上
學，他媽媽就問他：「你今天上學
要好好的讀書。」他說：「是啊！
我要去應酬。」（眾笑）
「不想去又不得不去」—這個
是有應酬這個名，並無應酬之實
啊！這個小明所講的應酬是錯誤
的，他爸爸講應酬是對的；小明自
己講的應酬是不對的，這就是有應
酬之名，無應酬之實啊！你必須要
去讀書，這是你必須要的，而不是
去應酬。
我們必須要學佛，是必須要
的，而不是來〈台灣雷藏寺〉應酬
一下，不是的！不能講你來參加法
會是應酬，你是真實來這裡聽法
的，而不是星期六下午來這裡，大
家聚一聚、看一看、交交男女朋
友、開開心。開開心，排排坐，吃
果果！不是這樣子的！你們是真實
來聽法的！
所以，我們是有真實性，我們
有真實地來這裡聽法，我們來這裡
參加這個fire offering火供，並
不是來應酬的。也不是來這裡看看
朋友、坐一坐，在這裡睡個午覺，
等到五點的時候灌個頂再回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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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定在那裡」，不動的、不轉的，
永遠定在那裡。按照六祖所說來
講，永遠定在那裡也不是很好，應
該要有菩提心，以菩提心去轉，這
樣才是好的。怎麼轉？把它轉到剛
好的地方。
有一句話是這樣子講的：「錢
多錢少，夠用就好；人醜人美，順
眼就好。」就有一點中觀的思想在
裡面。「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家
窮家富，和氣就好；老公晚歸，回
家就好。」老公那麼晚都不回來，
白天回來就好，晚上不用回來也可
以啦！反正有回來就好。這是中觀
的思想。
你必須要懂得轉變，要懂得轉
化；你懂得轉化，你才能夠成就
「三身四智」；不懂得轉化，你就
沒有「三身」，就沒有「四智」。
這個道理非常的清楚。也不能夠不
精進，不精進是不可以的！「若於
轉處不留情」，這個不精進是不可
以的，還是要精進。但是，轉化要
轉成好的，不能轉成不好的。
有一個joke。有一個老公在外
面賺錢，因為金融風暴，經濟蕭
條，他沒有錢寄回家，他就寫了一
個條子，他說：「因為金融風暴，
經濟蕭條，所以沒有錢寄回家，我

寄一百個吻給你。」他的太太就回
了一封信，說明這一百個吻怎麼
用！她說：「給校長十個吻，小孩
子就不用學雜費了﹔給雜貨店十個
吻，日用品就統統都有了；給鄰居
的先生十個吻，他就可以幫忙耕種
我們家的田；剩下的七十個吻，我
會慢慢用。」
這個不叫做轉化，看起來也是
轉化，其實不是轉化，轉化不應該
是這個樣子。真正的轉化，據我所
知道的，是要用你的菩提心去行、
去做，才會做成你的千百億化身；
你做了就會產生四種智慧，那個叫
做菩提心；有了菩提心，就「心無
病」，平等性智就出來了。
你用千百億化身、用菩提心去
做，等同大圓鏡智啊！它就是清淨
的。在這個作為當中，必須要用妙
觀察智，才能夠見到什麼是你的障
礙、你的煩惱、你的習性、你的缺
點？才能夠用你的菩提心把這些去
除掉。總的來講，這就叫做修行；
總的來講，這個叫做「果因轉」；
總的來講，這個就叫做精進！
今天就講到這裡。嗡嘛呢唄咪
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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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再摸摸頭，那就更好了，回去就
有福分了。剛剛師尊講了什麼法？
祂昨天講什麼？不知道！這個就不
可以了。這個用在這裡非常好。
「若於轉處不留情」，在轉的
地方不留情，不留情是什麼？我認
為是，你在轉的時候，你根本不注
意去轉，你就隨俗、隨波逐流、隨
著社會的風氣走，你根本不留意在
它的轉處，不給它「果因轉」。
「繁興永處那伽定」這一句話很重
要！這一句話就是開悟的話。
「繁興永處那伽定」，你沒有
辦法轉，那怎麼會這樣子呢？這一
句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回到原點，
回到原來的那個點，俗的歸俗的，
聖的歸聖的，「那伽定」就是「永
蓮生聖尊與〈中華民國道教法師聯合
總會〉理事老君觀鄭春臺道長（圖左）
及秘書馬凱先生（圖右）合影。

2011

4/ 19

地點：桃園觀音
法記堂建寺用地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法語開示

法記坐金磚，三元泰卦，有將有財。

把合磚埋在這裡，寺廟就蓋在合
磚的前面。）（師尊仔細探勘寺
地方位）如果蓋這個方向，將來

廟的座向以面朝西北較好。（堂
主點香，恭請師尊上香）廟的中
心有蓮花，四周也都有蓮花，每
一根柱子都有蓮花。
我們把合磚擺在廟的後面，
不要去動它。（蓮極上師：師尊

建法來蓋，面向馬路就可
以了。我們找一下中心點，將來

個地有八十分，照正常的

磚」）堂主屬什麼？（堂主：屬
狗）坐巳向亥，巳山亥向，坐蛇
向豬，堂主屬狗，這樣算是「三

尺。（蓮極上師：圓橇拿來，挖
一個凹槽就好，鹽米、金剛鈴、
手鼓、準備好）（師尊準備「合

殿。）這樣後面還是有「靠」，
因為後面比較高嘛！再來前面的
地勢是愈來愈低。
（堂主：請問師尊，因為前
面的道路比較高，那要墊多高起
來？填土要填多高？）墊高一公

合院的樣子，（蓮極上師：就是
中間一個主殿，旁邊二個副

的或者三合院的樣式？）要建三

台灣地理的水都是這樣子
流，北邊向南邊流，東邊向西邊

磚儀式完成，正好有飛機自上空
飛過去）好！相應了！鵬程萬
里，大鵬展翅！

吽泮。煞出」。然後灑鹽米，剩
下的拿回去，將來做結界用。）
（同門向師尊獻五供及供養，合

泰卦是第一的，很好、很好！
（謝謝師尊加持！）（蓮極上
師：用沙蓋起來，做個記號就知
道合磚在這裡。）（師尊加持鹽
米）（蓮極上師：請四位事業金
剛拿到四個角落，唸「阿彌達。

掛是最好的，是九日運；八日運
快走過了，現在是走九日運。坐

我看這個卦是……泰卦，泰

文／燃燈雜誌 整理

可能會跟對面的房子（有尖尖的
形狀）相對，我再請示看
看……，往左邊移動三步，這樣

元」，三元比較合，可以講是坐
東南朝西北，坐甲辰，乙亥向。

這

就不會對到那個房子的尖角。
（堂主請示：將來要建獨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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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活佛應〈法記堂〉堂主蓮花佩慈助教（圖右一）之邀，至桃園縣觀音鄉
〈法記雷藏寺〉建寺用地，舉行「合磚儀式」；聖尊在仔細探勘寺地方位後，向
佛菩薩請示寺地中心點，然後指示將來寺廟興建的許多相關注意事宜。

流。你假如是北邊向南邊流，若
照這個方向來講，都是大房的會
比較旺；向亥來講，是三房比較
旺，二房方面一般來講就比較差
一些。

現在這裡是坐東，所以，後
面有比較高，後面是坐東、坐
南，向西、向北，也有水神進
來，坐北還有丁，還會集眾，算
坐東比較會集眾；你若向北，有
水神比較有財路，這樣了解嗎？
這個地若是四四方方，一般來講
就是金磚—金磚穴。現在黃金是
最貴的，黃金是今日最貴的。
（蓮極上師問：要蓋幾樓？）可
以蓋三樓。
現在可以開始申請了。不

錯！這塊地算很好的，打八十

分，差不多四年就可以完成。你
若坐東，後面比較高，將才比較

多，若金磚坐高—坐東向西；坐

南向北又有水神，財比較多。這

樣，水神也有、將才也有，有

丁、有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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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寺〉的每一根柱子都有「蓮花」，
寺地是「金磚穴」，將來有將、有
財，預計會在四年內興建完成，「合
磚儀式」甫完成之際，剛好有飛機凌
空飛過，正好相應了大鵬展翅、鵬程
萬里的吉兆。
「合磚儀式」完成後，師佛慈

悲為每一位同門加持，加持時有瑤池
金母、觀音菩薩、天上聖母、三太
子、呂洞賓、韋陀菩薩、伽藍尊者、
土地公、城隍爺、達摩祖師、保生大
帝、三山國王、蓮花童子、地藏王菩
薩、蓮花生大士、阿彌陀佛、財寶天
王及千歲王爺、準提佛母等二十多尊
佛菩薩降臨加持。
師佛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怎麼
有那麼多佛菩薩來加持，這是非常
少有的現象。隨後到了觀音鄉的
〈甘泉寺〉，看到寺內的諸佛菩薩
金身，才知道原來是〈甘泉寺〉的
諸佛菩薩都到了〈法記雷藏寺〉的
建寺用地，來加持大家。
〈甘泉寺〉的泉水非常有名，
十分甘甜，師佛說大家喝了泉水，
病都會好。所以同門眾等都非常歡
喜，紛紛用水壺、罐子裝滿甘泉帶
回家。
跟師佛同聚在一起的半日裡，
大家都充滿了歡樂及喜悅，心情像
在做夢一樣，充滿幸福的感覺。希
望在師佛的加持及同門善信的護持
下，〈法記雷藏寺〉能如願順利建
成。

聖尊親臨〈法記雷藏寺〉點地合磚 鐵鳥凌空相應大吉祥
【蓮花佩慈助教‧桃園訊】二○一一
年四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許，正是風和
日麗、豔陽高照的吉祥日子，敬愛的
聖尊蓮生活佛法駕蒞臨〈法記雷藏
寺〉建寺用地，指點中心點及舉行
「合磚儀式」，並指示將來寺廟興建
的相關事宜。師佛說，將來〈法記雷
▲師尊與隨行同門在〈甘泉寺〉前合影。
▼師尊說喝甘泉水可治病後，同門紛紛用水壺、罐子裝滿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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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灣雷藏寺
灌頂：龍王菩薩
龍王寶瓶法

Enlightenment
Magazine

龍王菩薩護摩法會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法語開示

我

生，歡迎大家來。
今天，師母跟佛青師姐、
Andy 師兄，他們現在在九寨溝。
昨天晚上他們住在成都千禧
hotel ，千禧 hotel 是五星級的大
飯 店 ， 是 Rocky 賴 的 好 朋 友 蓋
的。昨天晚上她告訴我，主持護摩
法會的時候，要我向大家問好，她
會趕回來參加香港的「孔雀明王大
法會」。
今天我們做「龍王法」的灌
頂，包括了龍王寶瓶。龍王寶瓶以
前就曾經寫在盧勝彥文集第八十七
冊《神秘的五彩繽紛》跟文集第八
十八冊《蓮花池畔的信步》—〈龍
王法的秘密〉，另外還有《密教智
慧劍》、《虹光大成就》，都有講
解龍王菩薩的修法，可以說非常的
周全跟圓滿；想要學「龍王寶瓶
法」或者「龍王法」，你就參考這
些以前寫過的內容。

文／燃燈雜誌 整理

三身原來是我的身體；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六祖壇經︼
機緣品 第七卷

通頓悟性智。
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了鳴
和尚、薩迦證空上師、十
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吐登達爾
吉上師，敬禮壇城三寶，敬禮護
摩主尊龍王菩薩。
師母、各位上師、教授師、
法師、講師、助教、堂主、各位
同門、還有網路上的同門，我們
今天的貴賓： my father 盧耳
順大德、 my older sister 盧
勝美師姑、 third sister 盧幗
英 師 姑 and her husband 、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及夫人陳旼旼女士、〈高雄海軍
官校〉陳秋菊教授、〈輔仁大
學〉宗教學系參訪團四十人由鄭
志明教授帶領參訪、南投縣議會
許粧議員、〈北美世界日報〉張
心慈編輯、〈台中木棉花協會〉
創會理事長陳蕙美女士、〈三立
電視台〉新聞部專案副理王琰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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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三身以四智為體‧四智以三身為用

昔以為得菩提後方可得四智，今乃知四智本於自心，心悟則八識已成四智。

可以講，在海最富的就是龍
王；在虛空中最富的是四天王；在
地上最富的是山王跟地神。學習
「龍王寶瓶法」也能夠讓大家得到
很大的利益跟很大的智慧。在佛經
裡面有提到，也有龍能夠成佛的，
也就是龍尊上王佛，龍尊上王佛就
是龍王成佛。另外佛經也提到「龍
女成佛」，龍女也可以成佛。那麼
佛經當然也提到有所謂【海龍王
經】，裡面都有很詳細的記載，你
們看經典的話，看【海龍王經】。
龍樹菩薩祂為什麼能夠入龍宮
閱藏—看【華嚴經】？祂為什麼能
夠進到龍宮去取藏—取【華嚴
經】？因為祂名字有一個「龍」
字—龍樹，祂本身也是龍族，龍族
當然能夠到龍宮，這個都是在佛經
裡面有記載的。
我跟龍族的結緣，是因為我有
一塊土地在 Camano Island 克里
特 島 ， Camano Island 就 在
Seattle 西 雅 圖 的 Highway 到 了
二一二出口，然後轉向西方，那裡
有 一 個 半 島 叫 做 Camano
Island 。 Camano Island 有一個
Park ，我曾經到那個 Park 去散
步，有幾個人一起散步，其中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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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師，蓮信上師他現在已經八十
七歲了。另外還有〈法聲堂〉的堂
主蓮體法師，還有常智上師。
我們在那邊散步，海非常的
藍、非常的平靜，沒有風，太陽高
掛，看過去，一片大海。正在漫步
的時候，突然間浪潮洶湧，非常大
的浪。大家覺得很奇怪，沒有船、
沒有風，什麼都沒有，突然間浪濤
洶湧，我趕快用火眼金睛，定睛一
看，原來有八大龍王在翻滾。
有幾個一起漫步的弟子就講
說：「欸！是龍王出現了。」不好
意思！這個就有點托大了，他們旁
邊的就講：「那是龍王來朝禮師
尊。」不是啦！剛好遇到而已，不
是朝禮，朝禮是很托大的。古代的
龍王在朝禮皇帝，也是一樣，哇！
水波不興，突然間浪濤洶湧，旁邊
的軍師一看：「噢！是龍王來朝禮
天子。」龍王來向天子禮拜，所以
浪很大。怎麼辦？船都搖得很厲
害，皇帝趕快寫了兩個字—「免
朝」，然後丟到江裡，丟到江裡
說：「免朝。」這個江的龍王一看
到「免朝」，江水就平穩了。
中國古代很多的神話裡面有提
到這個，但是師尊不是抄襲中國古
代的這些神話，我們是在 Camano
Island 的 Park 散步，突然間浪潮
洶湧，翻滾而來，原來是八大龍王
來朝禮。那時候師尊想，有沒有紙
啊？趕快寫兩個字吧！（師尊笑、
眾笑）結果找了半天，終於寫了兩
個字丟下去，說：「免朝。」這丟
下去還是不停的，還是浪濤洶湧
啊！糟糕！這一回漏氣了，因為我
不是天子啊！寫了「免朝」祂也不
聽啊！怎麼辦？
那時候蓮信上師好像有神通，
他就講：「他們要來皈依師尊啊！
八大龍王來皈依師尊。」我就站在
那裡：「南摩古魯貝。南摩不打
耶。南摩達摩耶。南摩僧伽耶。」
「南摩古魯貝。南摩不打耶。南摩
達摩耶。南摩僧伽耶。」「南摩古
魯貝。南摩不打耶。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這樣好了沒？八大
龍王說舒服了，這樣就很舒服了，
這樣就風平浪靜。給他們唸『四皈
依咒』，他們就風平浪靜了。所
以，龍王跟隨師尊！
大家最清楚的一次，是印度尼
西亞雅加達史那延大會堂的大法
會，那時候印尼有五個月沒有下
雨，大旱，遍地黃沙，紅色的沙

土，遍地荒野。法會那天，天空也
是很晴朗，大日高掛。我主持法
會，〈西雅圖雷藏寺〉的龍王居然
跟著我到印尼去。那時候我講了一
句：「那實在是『起空』了！（台
語：瘋了）」大日高掛，法會外面
的豔陽像今天一樣，太陽很大的！
五個月沒有下雨，一點雨都沒有，
我居然脫口而出，沒有經過腦袋
想，腦袋「秀逗」（台語：腦筋一
時轉不過來）：「法會完後即刻下
雨！」
史那延大法會誰有去？有去的
舉手。噢！邱鴻港（蓮籍）上師他
有去，常智也有啊！（眾笑）又是
你啊！怎麼搞的，都有你那一份
啊！還有誰？今天有很多印度尼西
亞的人，如果有參加那次法會的請
舉手。噢！有、有、有。
那一次法會完後，要離開，結
束完十五分，我們在等車，下大
雨！那個雨水就像用倒的一樣，雨
水就像用倒的，馬上淹水，雅加達
淹水，全印度尼西亞。當時那個耀
全師兄馬上 call telephone 給每
一個島的同門，他都問。因為印尼

有 thousand
Islands
country 的美稱，就是「千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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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真佛宗》的弟子遍布全印
尼。
這個時候，耀全師兄馬上打電
話通知全印尼，是不是他那邊的島
有下雨，因為它上到新加坡，下到
Australia ， 這 個 是 thousand
Islands 的 country ， 是 千 島 之
國，結果全印尼全部下大雨！
這個法會完畢以後，東南亞有
一個協會，簡稱「東協」，「東
協」有一本雜誌，就把我求雨的經
過全部寫出來，說：「怎麼會那麼
準！法會完，說下雨就下雨！」完
全沒有跡象，竟然會被他猜到！
（師尊笑、眾笑）其實，是真的有
龍王隨身，龍王跟著師尊的。
所以，今天你們如果修「龍王
寶瓶法」和所有的「龍王法」，你
就講說是盧師尊敕令，你們要發大
財！那龍王是師尊的弟子，他們
說：「噢！是師父交待的！」那麼
一定會給你們的！
我聽說台灣今年到現在還沒有
什麼太大的雨，好像北部有下雨，
中部好像沒有，南部好像也沒有，
好像只有東部跟北部下雨而已。天
空沒有「落水」（客家話：下雨）
沒有落水、落雨，要怎麼辦？現在

靠你們大家回去求。（師尊笑、眾
笑）
師尊已經 show 過了，再讓師
尊 show 的話，沒有意思嘛！師尊
已經 show 了一次旱災求大雨，應
該 要 換 弟 子 來 show 。 換 〈 宗 委
會〉的大處長，換〈台灣雷藏寺〉
的住持、副住持，換〈密教總會〉
的理事長。今年台灣如果不下雨，
是他們的責任！（眾笑、眾鼓掌）
Not me ，不是我， Not me ！ I
don't care. （師尊笑、眾笑）今
天是你們的責任，師尊已經
show 過了嘛！
「龍王聽令，盧師尊有旨，希
望你們在台灣這個寶島，不要鬧旱
災！」你們要記下來喔！你們今天
來這裡啊，你們要求龍王，要讓台
灣今年的旱災，據我所知
啊！……，不要再講下去了，不要
預言。所以現在要靠你們啊！你們
要加一句：「盧師尊有旨，請龍王
布施台灣各地，讓旱災解除。」
我們繼續講【六祖壇經】。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這個
「通」，就是那位法師的名字，他
的法號叫「智通」，他突然領悟到
所謂的「三身、四智」，就寫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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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偈給六祖，這個偈是這樣子寫
的：「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
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這個偈寫得非常的
好，非常的妙。
「三身」就是法、報、應三
身，「四智」就是成所作智、妙觀
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這四個
智慧。他說：「三身原來是我的身
體、我的本體。」一般來講，我們
講「三身」，都是分開的。以前我
講「三身」，也是分開的，大日如
來是我的「法身」，阿彌陀佛是我
的「報身」，蓮花童子是我的「應
身」，盧勝彥是我的「應身」，把
他們分開了。
其實真正懂得佛理的人就知
道，「法、報、應」三身原來就在
我身體裡面。當我清淨的時候，完
全清淨領悟了我就是「法身」；當
我頭戴五佛冠，身上佩著飾物，莊
嚴如金剛持，那個就是我的「圓滿
報身」；那麼現在的我不管穿任何
衣服，就是我的「應身」。這個
「法、報、應」三身都在我身上
的，根本就沒有分別，是眾生在分
別啊！真正悟者是「法、報、應」
三身都是「我的身體」。

學佛最主要的，就是回歸到法
身境界。完全清淨就是「法身」；
你一切的作為非常圓滿，發菩提心
圓滿、出離心圓滿、中觀正見圓
滿，你就是「報身」；行六度的妙
法，六度萬行去度化眾生，布施、
說法、無畏，形成了六度的現象，
去教化眾生，那你就是「應化
身」—千百億應化身。這些其實都
是「我身」，就是偈中講的第一句
話。
我們人有時候腦筋是「秀逗」
的，本身做了很多多餘的事情而自
己不知道，不能夠明白真正的佛
理。人的腦筋是很奇怪的，很複
雜，所以才叫做凡夫，聖賢就不是
這樣。
有一次我坐電梯，蓮極上師也
坐電梯。蓮極上師他坐電梯，他喜
歡注意漂亮的小姐。（眾笑）他跟
我講的啊！師尊絕不虛言。我們一
起坐電梯，然後進來一位漂亮的小
姐，坐到六樓門開了，那漂亮的小
姐走出去，蓮極上師他也跟著出
去。我喊他，我說：「還沒到啦！
我們是去九樓，不是去六樓。」他
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這
才走回來。
這個是人的習性，你們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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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推輪椅出去我就跟著出去，
（師尊笑、眾笑）我不是看漂亮小
姐我就走出去。蓮極是看到漂亮小
姐，他就走出去了，而且他也喜歡
跟漂亮小姐搭訕，我就常常問他一

沒有這樣子？一定有！你跟著漂亮
小姐走出去，你就被人家笑，你的
樓層都還沒有到，但是你的習性就
是—人家走出去，我就跟著走出
去。是有這一種「秀逗」的現象。
師尊也有，但我是這樣子的，

台灣有悠遊卡？坐公車要用悠
遊卡，是吧？坐捷運也要用悠遊
卡！也有用投錢的！也是這樣子。
有一個漂亮小姐在前面先上車，她
用投錢的，後面的男生他跟著小

句話：「奇怪了！你碰到男生怎麼
不搭訕？」那個男的長得粗粗壯壯
的，他就不搭訕了！一有女的進
來，眼睛就亮起來，就很喜歡跟她
講話，隨便找話題講：「你是電梯
小姐嗎？」這個就是習性啊！

姐，就把悠遊卡丟進去。這個就是
習性啊！你看人家丟錢，你就把悠
遊卡也丟進去了。腦筋要聰明一
點，要有智慧啊！這個講的就是
「智」啊！「三身」要合一，精神
就集中，不會被人家牽著走啊！
今天有〈三立新聞台〉的副理
在這裡。我們的知識來自於誰？來
自於媒體！媒體一講這個是壞人，
大家就說是壞人，有一天啊！二十
幾年以後，他沉冤大白。糟糕了！
平反了！所以眾生有時候是盲目
的。
我們的腳步都是跟著媒體走，
媒體講什麼，我們就說什麼。為什
麼呢？因為沒有別的知識給你，媒
體是主要的、所有的、一切的知識
和眾生的現象，呈現在你的面前；
你接受到了媒體，你就變成了媒體
的……，我們不要說污染，說污染
比較難聽，也不能講說洗腦，我們
要講一個好聽一點的，因為〈三立
電視台〉的副理在這裡啊！（師尊
笑、眾笑）說影響可以啦！就受到
電視台的影響。其實這個人不一定
壞啊！
我們知道的，很多有名的企業
家做很多的善事，他們不一定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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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八八水災」時，他只是去
染一個頭髮，他怎麼知道水災會那
麼大？（眾笑）他只是去染一個頭
髮，哪有什麼罪過？
我實在是為他叫屈啊！那時媒
體每天報他去染頭髮，每天都報，

啊！只是媒體把他其中的一個缺點
渲染大一點，就完蛋了。我常常為
劉兆玄抱屈啊！劉兆玄—以前的行
政院長。他是一個好人啊，在師尊
的眼中看起來，他是一個 NO.1 、
很優秀的學者，也是一個 NO.1 的

這麼重？」染頭髮的罪哪有那麼
重！南部在淹大水，他就是不知道
啊！只是覺得才剛下雨，他就去染
頭髮，等到知道，已經來不及了。
氣象台有時候講的也不一定準
啊！不是說昨天全省要下大雨嗎？

他本來是黑頭髮的，染到變成白頭
髮了，不只頭髮變白，身體也變白
了，染到最後，行政院長不用做
了。就是媒體每天報他去染頭髮、
染頭髮、染頭髮，染到沒辦法了！
「我下台好了！我染頭髮的罪怎麼

我們每天看著天啊！怎麼搞的？都
沒有下雨啊！台中也沒下雨，南部
也沒下雨，北部有下一點。「全省
下大雨」？沒有啊！所以，有時候
講「颱風很大」，結果大家都坐在
那裡打瞌睡，沒發生什麼事？大家
都輕鬆回家睡覺。有時候，氣象台
說：「沒有颱風，沒有颱風。」結
果颱風進來了。哇！那些官員都被
害慘了。這個就是我們本身沒辦法
清淨，沒有理智，沒有辦法去判
斷。
「終亡染污名」，要有真正的
「四智」，才不會被染污。所以好
人、壞人真的是很難分的；你要有
理智，法官也會判錯啊！媒體經常
是「未審先判」，已經判了，哇！
這也是很麻煩的事情。所以要有理
智，你有理智能夠觀察，就不會被
污染，不會被影響。
但是，如果沒有媒體也不行
啊！這個就是難處。我們眾生就是
很難去分別，媒體給我們知識、也
給我們真相，但有些是猜測的、有
些推測的，你必須要用智慧去觀
察。今天，沒有媒體也不行。
師尊每天早上也是要看新聞，
而且，我很喜歡看〈三立〉，為什
麼要看〈三立〉呢？因為有一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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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這樣子的，有一個人去買橘
子，他跟老闆講：「我要買三
粒。」這個老闆就給他十粒。
「哇！你怎麼給我十粒呢？」「因
為送七粒。（諧音：宋七力）」有
這個笑話的緣故，所以我很喜歡看
〈三立〉。〈三立〉也給我很多的
知識，它的報導範圍非常的廣泛，
很有知識性、很有趣味性、很有真
實性。因為〈三立〉的副理在這
裡，我就講：「大家統統看〈三
立〉」。阿彌陀佛！
「四智」—佛的四種智慧，本
來就是你心裡非常的清楚，你心裡
非常的清楚，就是「四智」。你明
白，「四智」就統統擁有，在你心
中，你非常的明白，這個就是開
悟。像我的師父—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祂的金剛號就是「自心明
白金剛」，就是開悟的金剛。什麼
叫開悟？就在這裡，你心裡清楚
了，就叫開悟。對世間的真理，你
確實明白，而且是唯一的，沒有所
謂的第二，沒有相對的，只有這
個，叫做「心明」。「四智」也是
在你的心中，你身體有了「四智」
跟你融化在一起，一切沒有障礙，
沒有我執、法執，沒有煩惱。統統

都沒有障礙，你的修行就沒有障
礙。真的！你如果開悟了，你的修
行就沒有障礙，障礙一切都掃除，
煩惱也掃除。
你為什麼在人間呢？因為你的
「應化身」是任何一個形象，你一
直都在世間上，改變你自己的「應
化身」，去度化眾生。「應物任隨
形」啊！這個就是有智慧的！有智
慧的人沒有障礙，有智慧的人「應
物隨形」。
有一個鄰居忘了拿鑰匙，他跑
到隔壁跟鄰居講：「我鑰匙放在家
裡面，我想爬你的陽台到我家的陽
台，進到我的房間裡面去拿鑰
匙。」於是他就從鄰居陽台爬到自
己的陽台，然後進到自己的房子裡
面拿鑰匙，然後再從自己的陽台爬
到鄰居的陽台，然後再去開自己家
的門。（眾笑）哪裡有錯？本來他
進到自己家裡，就可以在自己家裡
面開門了，他還從他家的陽台爬回
到鄰居陽台，從鄰居家出來，再跑
到自己的家去開門。
這個就是「畫蛇添足」—多此
一舉！這在射箭裡面叫做「頭上安
頭」。我們是不是經常做這樣的事
情呢？有一隻老鼠開了兩個洞。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會打
洞。」另外一隻老鼠說：「一個洞
就好了，你為什麼要打兩個洞
呢？」牠說：「一個是進去，一個
是出來。」誰比較有智慧？所以我
們要清楚，「應物任隨形」，你的
「應身」度化眾生，隨著任何事
情，可以隨時變化。
「起修皆妄動」，這一句話是
「第一義」才懂得。你把念頭開始
啟動，全部都是妄動！你修行，有
的時候也是妄動！為什麼會這樣子
呢？「守住匪真精」你統統都不
動—守住，也不對。你起修也不
對，你守住也不對，這兩句話就是
「第一義」。「起修皆妄動」—你
起念頭修行，全部都是在妄動啊！
你守住，統統都不想，入於空境，
也非真精啊！也不是真實的。這是
第一義喔！這兩句話非常的重要，
這是第一義。
動也不是，靜也不是，那什麼
才是「是」？不動不靜才是
「是」。咦？怎麼樣才叫做「不動
不靜」呢？如何才能夠「不動不
靜」呢？動了，不影響你，才是真
的在動；靜了，沒有完全空掉，你
發菩提心，才叫做真靜。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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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可能你們還不是非常的明白，
對這一句話還不能夠非常的清楚。
有時候，在修行上，真正到了
最高的境界，就是「無修」，你沒
有修行，但是事實上你也在修行，
那一種境界才是真正的修行。你守
住你的菩提心，但是你去行你的菩
提心，你不被你的菩提心所影響，
不被你自己的心所影響。所謂真正
的菩提心是這樣子的，沒有施者、
沒有受者、沒有施受之物，三輪體
空，不被影響，才是真正的靜。
有一個人掉了手機，他怎麼找
都找不到，哇！很緊張！現在的人
沒有手機是不行的，他到處找，找
找找找找，都找不到，他說：「完
了！我要告訴所有的人，說我沒有
手機。」然後，他就從他的口袋裡
面拿出一支手機，發簡訊給人家。
（師尊笑、眾笑）你不要笑喔！可
能就是你噢！（眾笑）你手機掉
了，有時候你找好幾遍，就是找不
到，氣得要死！最後從自己的後面
口袋拿出來一支手機來，原來就是
你找的手機。

Miss Hannifa, she is a
translator. I talk dharma,
Hannifa will translate for

Taiwan Lei Tsang Temple and
Seattle Lei Tsang Temple. 統
統都是她在翻譯的。有一次，她跟
我一起回台灣。我說：「時間到
了，妳怎麼還沒有來啊！」「我找
不到我的 Passport ，我明明放在
皮箱裡面，就是找不到。」她翻了
所有的衣服，統統都打開，找找
找，就是找不到護照。我說：「妳
再找找看，在皮箱裡面。」「我找
了四次、五次了，都找不到，師尊
你幫我算一算，它在哪裡啊？」
（ 眾 笑 ） 我 們 要 上 車 到
Airport 了 ， 她 還 在 找 她 的
Passport 。我說：「妳再找，還
是在妳的皮箱裡面。」
最後把皮箱翻過來，扣！原來
她皮箱裡面的顏色跟 Passport 的
顏色是完全一樣的； Passport 就
像黏在她皮箱的皮一樣，她怎麼
翻、怎麼找，都找不到。直到她把
皮箱翻過來，大力的用腳踢它，皮
箱滾了幾滾， Passport 終於滾出
來。最後趕到了 Airport ，時間
剛剛好！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明明你放
在那裡，你就是找不到！你的心要
靜下來啊！你要想想你的

Passport 的顏色，皮箱的顏色，
你要看清楚，它在哪裡。那個時
候，你必須要靜下來，你越是慌
亂，越是找不到。所以有時候靜下
來，你能夠很清楚的看見一切。
日本武士在練劍、練刀時，他
是這樣子的—他看一隻蒼蠅，必須
要把牠看得很大。他說：「你看那
一隻蒼蠅，一直注意牠，蒼蠅本來
是這麼小的，你要把牠看成像輪胎
那麼大，然後你一劍過去，就可以
中牠的要害。把蒼蠅看得像輪胎那
麼大，是第一個要訣。
有兩個武士比武，一個說：
「你看那隻蒼蠅！」就「咻」一
下，那隻蒼蠅就掉下來，死了。
哇！很準！另一個也「咻」一下，
但是，蒼蠅還在飛。第一個武士
說：「你輸了，你看，我一下子就
把牠殺死。」第二個武士說：「你
看一看吧！」他把蒼蠅抓過來一
看，哇！原來牠那兩粒沒有了。
（師尊笑、眾笑）哪個高明啊？所
以，心一定要靜，一定要精，一定
要看得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學
佛也是這樣，「起修皆妄動」，你
妄動就不行；「守住匪真精」，這
兩句話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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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旨因師曉」，所有非常微
妙的法旨，師父是知道的。智通法
師他懂得法旨，是因為師父跟他講
「三身、四智」，所以他終於知道
了。因為師父傳法給他，他才有法
可修啊！因為師父有講過，才能夠
知曉，才能夠知道啊！因為師父懂
啊！所以，他終於把自己的污染，
全部變成「三身四智」。他本來身
體是受污染的，現在身體有了「三
身四智」，就不會受污染，終於把
污染去除掉。「終亡染污名」這一
句話的意思就是在這裡，把污染全
部去除掉。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講，所謂的
「煩惱」，都是我們的污染；你有
煩惱，所以不清淨。你不能夠圓
滿，是因為你有煩惱；你沒有懂得
真正的智慧，所以你有煩惱、你有
障礙、你有污染。師父教你「三身
四智」以後，你就可以把這個污染
全部給它去除掉。
我們平時在做事情，要很清楚
明白，就不會有差錯。有一個差錯
的笑話，有四個人在打牌，忽然間
停電了，「我們點蠟燭再繼續打
吧！」就在桌邊點了蠟燭，繼續打
牌。繼續打牌的時候，有一個人

本具身智，

何勞修治；

若有修治，

皆是妄動。

與會大眾走過灌頂幡
虔誠禮受「龍王菩薩灌頂」

講：「這個冷氣沒有了，我們吹電
風扇吧！」有二個就說：「好啊！
我們吹風扇。」另外一個就講：
「不能！不能吹電風扇，電風扇一
吹，蠟燭的火就會被吹熄掉。」
（眾笑）到底錯在哪裡？本來就停
電了，哪裡有電風扇可以吹？所
以，人有時候就是會迷糊。這個講
起來，我們都知道的，這是什麼？
就是本身有了差錯。
你不能有差錯，修行不能有差
錯，不能「頭上安頭」。不能把自
己的佛性認為「我可以看見我的佛
性就在那裡」。不對啊！那還有
「看見」的那一種意識在裡面。佛
性本身來講，沒有「見」的這一種
意識，沒有「看見」的這一種意
識。所以大家還可以參，為什麼師
尊講佛性不能存有「見」的那一種
意識？原因在哪裡？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
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這個偈大家都很清
楚了，下一次，我再講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談
「見性」的問題，那就等香港法會
完了，回來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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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所有貴賓的光臨，還有網
路上的所有同門，這麼多來參與這
個法會的同門，還有很多的上師、
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很多
國外的同門也來參加這個盛會。
我在這裡祝福大家！在龍王的
大力之下，病業都能夠消除，福分
都能夠增長，也請龍王有求必應，
讓我們〈台灣雷藏寺〉的住持—蓮
哲、蓮栽，還有〈密教總會〉理事
長—蓮傑，還有我們〈宗委會〉的
大處長，統統都沒有漏氣，讓他們
求雨得雨。師尊已經在這裡開口
了，祈求龍王別讓他們漏氣。（眾
笑、眾鼓掌）謝謝大家！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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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0
地點：香港
蓮豐堂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法語開示

去，送到應該送到的地方，供養所
有的本尊跟眷屬。水供是屬於水天
神，同樣，用水來運送所有的供品
到本尊跟眷屬那裡去。這兩個供法
不一樣。
以前我們做「瑤池金母水供
法」，大多在室內、大禮堂；在大
的場合做火供顧忌比較多。所以，
這一次用水供，以水天神的力量，
加持這些供品，變化如海一樣，運
送到佛國界，讓本尊跟眷屬可以接
受到水供。
其實在供養當中，所有的供品
都是經過變化的，先清淨，再變
化，變化的時候都是像虛空中的雲
層一樣，像坐飛機的時候看到的雲
層，非常的遠。雖然供品不一定要
很多，但是每一樣供品經過清淨以
後，再變化如雲這麼多，這個就由
觀想來做。

你能夠做這樣子的水供，就等
於大曼達的供養。其實密教裡面有
一個最大的法，這個就是「供
養」。「供養法」應該是很簡單，
供一下就結束了；其實不是，大家
都不知道，「供養法」就是等於涵
蓋了所有一切。「供養法」本身就
是布施；所有的儀軌要清淨，就包
含了「持戒」；你這個儀軌非常周
全、很清淨，你就是在修「持
戒」。
還有「精進」，你努力的修
「供養法」，就是在做「精進」；
而種種的變化，其實就是「智
慧」。修「供養法」要懂得變化，
最大的供養是怎麼樣，七大海、四
大洲、八小洲，做這樣子的供養，
就是最大的供養，就叫做「大曼達
供養」。你能夠做中央、七大海、
四大洲、八小洲這樣子的觀想供

文／蓮花淑婷 恭錄

供養法涵蓋了六度萬行，是密教大法！

水

供跟火供不同，火供的意思
就是經過火天神的口，把供
品送到火天神那裡，火天神把供品
化了以後，由火天神的口轉送出

師尊為參加法會福證佳偶的結婚證書簽名證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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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這個是布施、持戒、精進、智
慧，「供養法」就包含了智慧。
供養的時候要有「禪定」，觀
想、禪定，就是「智慧」跟「定」
都有。再來，你在供養的時候，幾

乎等於是在修「忍」，因為你無量
無盡的供養，什麼都可以捨，這是
「無畏施」，就是「忍」。
單單一個「供養法」，它本身
就包含了六度，「布施」本身就是
「供養法」；「持戒」是把所有食
物清淨，包括自己的身、口、意清
淨了，就是「持戒」；「忍辱」，
你可以把最好的東西拿去供養；你
每天修「供養法」，就是「精
進」。你懂得供養的「智慧」，讓
諸佛歡喜，就是「智慧」。你在
「供養法」裡面，你也必須要精神
統一去做這些事情，這些儀軌，那
個就是「禪定」。
所以不要小看密教的供養，其
實它涵蓋了所有的法。很多人忽視
了「供養法」，其實「供養法」涵
蓋了密教所有的法，涵蓋了「六度
萬行」。所以我們每天都一定要做
供養。
你身、口、意都可以供養，
身、口跟意念，任何一個你喜歡的
東西，你都可以供養，要令你的本
尊、上師，所有的佛菩薩眷屬統統
都歡喜，你所得到的福報就是第一
大。你的福報會讓你遇到佛法，遇
到佛法，就可以了自己的生死，這
是最重要的。

物質的東西，佛菩薩並不是一
定要，但是你供養祂，讓祂心中產
生歡喜，讓所有佛、眷屬歡喜，讓
所有的護法金剛歡喜，讓諸天歡
喜，讓你的根本上師歡喜，你就得
到最大的加持。
你修供養就是「六度」，有形
的供養，所謂法施、無畏施，就包
含了「六度萬行」。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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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香港亞洲博覽會館
灌頂：孔雀明王不共大法
星光身法、祈雨法
甘露水法、水供法

5/ 1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
祖師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十六世
大寶法王噶瑪巴、吐登
達爾吉上師，敬禮壇城
三寶，敬禮水供主尊大
孔雀明王。
師母、各位上師、
教授師、法師、講師、
助教、堂主、各位同
門、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以及今天報名的所
有貴賓。大家好！大家
午安！剛剛講的是台灣
話，日本話要講こんに
ちは （ Konnichiwa），
英 文 是 G o o d
afternoon， 印 尼 語 是
Selamat siang，馬來西
亞的最好記，叫做
Selamat bundan。
今天很難得的這個

文／燃燈雜誌 整理

機緣，在這裡做孔雀明王的水供法
會，因緣具足！舉辦這個法會的是
〈蓮豐堂〉的蓮馨上師，短短的兩
三個月，以前她提出來，很短的時
間她提出來要辦這個法會，只有兩
三個月的時間，不過仗著諸佛菩薩
的威力，大孔雀明王的威力，把這
個法會辦的非常圓滿。
孔雀明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尊
明王，因為我以前在〈台灣雷藏
寺〉、在〈西雅圖雷藏寺〉、在西
雅圖〈彩虹雷藏寺〉都已經把「孔
雀明王法」講解的很清楚。祂有四
個手臂，一隻手持孔雀羽，孔雀羽
是降服作用；另外一隻手持著白色
的蓮花，是息災用的；另外兩隻
手，一隻手拿著俱緣果，俱緣果是
敬愛用的；還有一隻手拿著吉祥
果，是增益用的。所以，孔雀明王
具備了四種成就—息災、增益、敬
愛、降服，這一尊全部都具有。
我也講過了重點，大孔雀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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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口意清淨，修法就容易相應，相應後修法皆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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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佛的身分，大日如來、釋迦牟
尼佛、阿彌陀佛三身合一的大孔雀
明王。
另外，我們看曼陀羅尼上面有
七佛，從迦葉佛一直到釋迦牟尼
佛，上面有七佛，那是過去七佛；
未來佛彌勒佛在祂的頂上，另外

祂帶著大日如來的冠，祂是大日如
來的等流身，相等的身分；那麼祂
也是阿彌陀佛的變化身，因為西方
極樂世界有孔雀，是阿彌陀佛變化
出來的；祂也是釋迦牟尼佛的受用
身，因為釋迦牟尼佛在祂行菩薩行
的時候，祂是孔雀王。所以，祂有

有孔雀明王的眷屬都是。孔雀明王
的法身是特別不一樣的，大孔雀明
王來歷不凡，只要這個白脖子一
閃，再一轉，一切統統都清除了。
剛剛給十九對的新人福證，福
證的時候一向都是講一些都是非
常……非常……，講不下去，因為

左、右邊各有大緣覺尊者、大聲聞
尊者，祂的眷屬底下有八天王、九
曜就是九星，十二宮，二十八宿。
剛剛他們在唸「皈依佛」，「皈依
佛」—就是皈依大孔雀明王，祂本
身就是佛；「皈依法」—【大孔雀
明王經】就是法；「皈依僧」—所

是新人。我們要把大孔雀明王當成
親人，那十九對的新人，當然都是
非常親密的，孔雀明王祂本身是
「親人」，為什麼講孔雀明王是
「親人」？在佛法裡面所有的明王
都是非常兇惡的，唯有大孔雀明王
是非常的慈祥跟慈悲。祂永遠的祝
福《真佛宗》的弟子，永遠跟著
《真佛宗》的弟子，孔雀明王就是
我們的sweet heart。
十九對新人回去以後都可以互
相 講 甜 心 ， sweet heart、 sweet
heart，親愛的！但是，人難免吵
架，吵架的時候，最後還是床頭
吵、床尾和。夫妻吵架有一個
Joke，兩個夫妻吵架，吵得很厲
害，就分開了，先生很鬱悶就躲起
來，突然之間聽到太太在喊：「親
愛的！你在哪裡？」先生一聽心中
非常的震撼，趕快跑出去說：「我
在這裡！」他太太就講說：「我又
不是在找你！我是找我那條狗。」
（師尊笑、眾笑）我們的十九對新
人，不能像這個樣子。無論如何夫
妻吵架，都要喊：「親愛的！你在
哪裡？」老公不出來，就自己找，
兩個人就和好，夫妻吵架不算是真
正的吵架。
所以，我們要學習大孔雀明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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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真佛宗》〈蓮豐堂〉蓮馨上師的懇切邀請暨港澳各道場上師、同門們的熱誠期盼中，《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聖尊暨師母蓮香金剛上師親率《真佛宗》七十多位上師、一百六十多位法師，蒞臨香港〈蓮豐堂〉主辦的「從香港
展望世界光明、和平、繁榮、喜悅，孔雀明王水供大法會」。

的精神，祂真的是慈悲喜捨，四種
成就都有。慈—給人快樂，悲—解
除他人的痛苦，喜—竭盡力量地去
完成，捨—什麼都可以放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四無量心」。
我們學佛的人不要跟人家吵架，也
不要爭吵、爭論，也不要誹謗，一
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我們學佛的人
要知道「發菩提心」、「四無量
心」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要講孔雀明王的什麼
呢？主辦單位要我灌頂「星光身
法」—「孔雀明王星光身法」，還
有「孔雀明王祈雨法」，沒有下雨
要祈雨的法，要灌頂這兩個。
其實，孔雀明王祂一直在做我
們人間的法務，慈悲喜捨，四法成
就，祂有很多的法都是幫助眾生做
善行。怎麼善行呢？童子軍日行一
善，就是善行。我們現在的人都是
日行一善，日行二善，甚至日行多
善，每天所講的話都是好的，都是
祝福的，都是吉祥的，都是柔軟
的，惡聲惡語、粗聲粗口的話，不
可以講，這些都是善行。
這裡有一個 Joke，一個老師
在講台上對同學們講：「今天，你
們有誰日行二善？」有一位小朋友
站起來：「我有行善！」「你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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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世界各地嘉賓、同門、善信逾三萬人湧至香港〈亞洲博覽會館〉參與這場水供大盛會。

是什麼善呢？」老師就問了。小明
就講：「我星期六去外婆家，外婆
很高興。」老師點點頭說：「這樣
子算是善行！」去外婆家讓外婆很
高興，這是善事。「那麼你的第二
個善呢？」小明就講：「我禮拜天
回家，我外婆更高興。」
這個善行說起來很容易，做起
來很難，在言語上、在意念上，在
行為上還要做到，這就是身口意的
善。身口意的善，也就是身口意的
清淨。這個身口意清淨就是修法、
修密法的根本。你沒有身口意清
淨，去敬禮諸佛、菩薩、金剛、護
法、空行、諸天，敬禮所有的你自
己的根本上師，如果你身口意不清
淨，你要修這個法就非常困難。所
以，我們行者知道，一定要身清
淨、口清淨、意念清淨，這三個清
淨合一，你修法就非常容易相應。
其實，「星光身法」一定要相
應以後才有可能，沒有相應不可能
有星光身。如果你說，你已經有了
星光身，但是，你跟孔雀明王或者
跟你的本尊沒有相應，你會不會有
星光身？不可能有！一定要相應以
後，才有這個星光身。
我看這個天上有好多很大的星
星，大家往上看，好多Stars。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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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法會蒙聖尊及佛菩薩加持攝召，有一千多人皈依《真佛宗》，可謂盛況空前，度眾無量！

個light，我們把它想成星星，它
布滿整個博覽會的會館，我們頭上
有很多的星星，要有電，這個電來
自於哪裡？來至於本尊！你跟你的
本尊如果沒有相應，就沒有電，不
可能有這麼多的亮光，今天有這麼
多的亮光，就表示有電。
什麼叫相應？你身體有電，電
從哪裡來？電從本尊來，本尊跟你
合一的時候，你自然就有 light，
就有相應的light，非常閃烈的一
種光，從你身上發出來，那是本來
的佛性，因為你身上有電。
在密教裡面修行，最重要的是
相應，本尊跟你合一，本尊有電在
你身上，你本身有Power，就是密
教行者。如果你身上沒有光，表示
你身口意不清淨，本尊沒有跟你相
應。你身口意清淨，本尊跟你合
一，你身上有Power，這個就叫相
應。
簡單的告訴大家什麼是「星光
身法」？當你內修的時候，中脈
通，你的中脈裡面，所有的本尊都
在你中脈裡面；像我們今天的本尊
是大孔雀明王，就觀想你的中脈，
全身的中脈，中脈一尊一尊的相
疊，有幾百、千百億化身的大孔雀
明王，全部排列在你的中脈裡面；

一尊一尊的、小小的像光點一樣，
一直重疊從你「七重輪」的「密
輪」，一直到最上的「頂輪」，這
一條中脈全部布滿了大孔雀明王。
你選擇像現在這樣子的夜晚，
非常的羅曼蒂克，你到了很寧靜的
山頂，舉頭望向天上的星星，這時
候，用你的「寶瓶氣」，一口氣把
中脈裡面的大孔雀明王，一點一點
的飛向虛空，讓你中脈的大孔雀明
王全部貼在星星的上面，你看著星
星也等於看著大孔雀明王，一尊一
尊的羅列在整個虛空之中，一個光
點就是一個大孔雀明王。當你把中
脈的大孔雀明王全部推出去，貼進
了所有的星光，坐在星光的蓮花座
上，全宇宙的星星都是大孔雀明王
坐著，如果你能夠運用你中脈裡的
大孔雀明王，把祂們從頂竅飛到所
有的星星上面，每一顆星星上的每
一尊孔雀明王，都是你的分身，千
百億化身。
我道理講的很簡單，但，修行
方面你要修到相應，把大孔雀明王
排列在你的中脈，然後用寶瓶氣一
口一口的運出去，到了宇宙虛空中
的星光裡面，每一個星光變化成為
大孔雀明王，你就變成了千百億化
身，可以進入人家的夢中，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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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的事業跟善行。
我今天所講的是很神奇、很奧
妙，我講的是很簡單，但是，全部
都是精華，我所講的是正中要害。
啊？你們聽過「星光身法」！
「噯！今天要來聽盧師尊講『星光
身法』，我要變成星光身，我要進
到我情人的夢中，只准他想我，不
准他想別人。」也不錯了，也不是
壞事，情人的心中只有我。
以前有一個女的同門寫信給
我：「祈請師尊給我一道符，讓我
老公吃，他的眼睛不看別人，只看
我。」哇！這個符很厲害，但是，

我不會畫欸！從來沒有這一道符。
你修成星光身，我告訴你，你要看
你的女朋友， so easy，只要晚上
睡覺的時候，把你的星光身運出
去，到你的 girl friend的 house
看看，你就可以看見她在做什麼。
很厲害的！
「星光身法」是很厲害的！它
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在你無形之
中，行盡所有的善事。千百億化
身，你可以出去幫所有《真佛宗》
的同門治病，他有什麼病，你用星
光身去看，把那個星光身的電加持
在他的身上。我們每一次灌頂，你
看灌頂幡吊在那裡，這每一次的灌
頂，都是加持這一尊的電流，這一
尊的法力。
大孔雀明王照樣降在這個壇城
上，降在這個灌頂幡、灌頂幢上，
讓所有的同門走過去，都得到法流
的灌頂，這個就是大孔雀明王的修
法。我打的就是要害，一拳就中，
不像別人講了法講了半天，你們回
去還是搞不清楚？它這個「星光身
法」是怎麼回事？我是講重點、重
要的。有一個強盜跑到人家的家裡
去，老婆出來看，她躲在暗處，突
然間出來打那個強盜，把強盜的脊
骨打斷三根，腳也打斷了，手也打

斷了。警察來的時候說：「妳下手
怎麼這麼重啊！把一個強盜打得脊
骨斷了三根，腳也斷，手也斷。」
這個太太怎麼講？「我以為是我老
公啊！偷偷摸摸的半夜回家。」所
以，她把他打得半死。她說：「我
怎麼知道他是強盜啊！以為是我老
公半夜偷溜回來，就把他打成這個
樣了。」
師尊所打的都是要害，所打出
去的都是重點。什麼是「星光身
法」？相應了以後，把你的本尊全
部引到你的中脈裡面，一點一點的
光，一尊一尊的，很小！然後運用
你的寶瓶氣把祂推出去，從這個頂
竅推出去，讓祂直接進入星光，取
得了星光身，這個時候你就在虛空
之中布滿了你自己的星光身了！密
教就有這種法，從來沒有人講過，
今天來灌頂的有福了，你們只要修
到相應，你們就會有星光身！
這個「大孔雀明王祈雨法」，
那還不簡單哪， so easy，要它下
來它就下來，要它打雷它就打，要
它閃電就閃電。我們中國古代很喜
歡講一句話：「呼風喚雨，撒豆成
兵。」什麼叫撒豆成兵呢？「星光
身法」就是撒豆成兵，什麼叫作
「祈雨法」？呼風喚雨啊！「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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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以拂塵加持清淨水供法會供品。

摩玉利。吉拉帝。敕令下雨。」它
就下雨。「嗡。摩玉利。吉拉帝。
下雨。梭哈。」它就下雨。
下雨的咒語，下雨的咒語非常
簡單，你記住：「淅瀝淅瀝。嘩啦
嘩啦。淅瀝淅瀝。嘩拉嘩拉。」它
就下雨。淅瀝淅瀝，真的！不騙你
喔！下雨的咒語就是「淅瀝淅瀝淅
瀝淅瀝……。下雨。」它就下雨。
很好記的！怎麼不會下雨呢？今天
香港有沒有下雨？（眾答：有）應
該下雨，下一點哦！
這個就是孔雀羽，大孔雀明王
的孔雀羽，你集起來就是法旨。
「孔雀明王法會」法旨在這裡！
「嗡。摩玉利。吉拉帝。淅瀝淅瀝
淅瀝淅瀝。下雨。梭哈。」好！那
就這樣，好！下雨的法也不講了。
告訴你們吶！正中要害，這孔雀羽
就是下雨的法旨，雖然，它是主降
服的，但是，祂也就是敕令，敕令
怎麼樣？「淅瀝淅瀝」，咒語就是
「淅瀝淅瀝」。
「下雨」就是普通話，「落
水」（師尊說客家話）這是哪裡的
話？廣東話？「天公落水」！是客
家話啊！蓮印上師每一次告訴我都
是錯誤的，這客家話是「天公落
水」，廣東話是「天公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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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笑、歡樂鼓掌）
這個法旨，只要你修行真的身
口意清淨，真的有法旨，你修的這
一壇法，你祈請法旨，唸了下雨的
咒語，它一定會下雨。最近，如果
不下雨的地方，你們回去這樣子
做，就是行一件善事，好事！行一
件好事就是善事，修法讓它下雨，
沒有下雨的地方，你讓它下雨，下
雨很多的地方，你不要叫它下雨，
你不能唸『下雨咒』：「淅瀝淅瀝
淅瀝淅瀝淅瀝。下雨。梭哈。」你
不能一直唸，唸到最後大雨成災。
我們講「祈雨法」，最重要的是，
你要相應！
我們今天很多《真佛宗》的同

門，修時輪金剛「金剛橛法」都有
相應的現象，很多很多，這個我們
上師當中有八十幾位，一位站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吧！他修時輪金剛
「金剛橛法」相應，同門當中也有
很多相應的，看到煙，看到陽焰，
看到時輪金剛像的，看到光—明
光，都是相應的現象。這個時候你
要跟時輪金剛「誓盟」，祈求時輪
金剛隨時「入我我入」，住我身
中，你真的跟時輪金剛相應，你舉
起這個（時輪金剛橛），唸『時輪
金剛咒』—「嗡。哈。卡瑪拉。哇
拉牙。敕令下雨。梭哈。」一定下
雨。你水滴在哪一個地方，哪個地
方就下雨。
所以，下雨的法，本身
來講比較簡單，下雨，你只要
相應，你修成時輪金剛，你跟
時輪金剛相應，時輪金剛進到
你裡面，這時候你祈請法旨，
一沾水它就是相應，就有法
力，就能夠產生力量，就可以
呼風喚雨。
有很多法，今天要灌
頂，一個是「星光身法」，一
個是「祈雨法」。但是，最重
要的，有燈、有定，這個燈本
身是可以亮的；有你，有本尊
對最尊貴的法王表以最崇高的敬意，用五色哈達敬獻
聖尊蓮生活佛，此次法會主辦由香港〈蓮豐堂〉住持
蓮馨金剛上師（右）統籌規劃。

在你身中，你就有法力，你就可以
成就「星光身法」，成就「祈雨
法」。
今天我們是修大孔雀明王的
「祈雨法」，這個咒語也是要先唸
滿六萬遍『大孔雀明王咒』，然後
以這個法旨，如果你相應了，以這
個法旨來祈雨就可以了。你跟時輪
金剛相應了，你就拿時輪金剛的
橛，時輪金剛橛就是法旨，以時輪
金剛的法旨來敕令就可以了！祂都
有法旨。
我們還要講一個法，等一下還
要灌頂「甘露水法」，「甘露水
法」適合你自己的哪一尊本尊？都
可以！哪個本尊都可以。本尊在你
的頭頂上，祂坐在蓮花上，這個蓮
花有一個蓮梗；你要觀想你的本尊
住頂，本尊坐在蓮花上，蓮花有一
個蓮梗，蓮梗它直接通到你的身體
裡面，通到你的中脈；你的中脈頂
上的中脈，蓮梗插在中脈上面、你
祈請你的本尊降臨，住在你的頂
上，觀想蓮梗進入你的中脈。
你祈求你的本尊，降下甘露在
你的身上，這時候你要觀想那個蓮
梗有水滴出來，由本尊那裡來的
水—清淨的甘露水滴出來；一滴、
二滴、三滴、四滴，一直充滿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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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再充滿你的上身，再充滿你下
身，充滿你的手，充滿你的腳，你
原來身體裡面的業障就化成黑色的
水，從你的毛細孔流出去，然後，
你的身體就變成充滿了甘露。這個
就是「甘露水法」，是對應自己業
障的「清淨法」。

你要觀想本尊，要觀想、要持
咒、要結手印，結本尊的手印，觀
想本尊的甘露水進到你身體裡面，
把你身上業障的黑水，全部從毛細
孔排出去，這是甘露水消除業障的
法。

演化主尊—佛母大孔雀明王印契

怎麼修呢？跟著「本尊法」的
儀軌一直修，修到最後，本尊住你
的頂，蓮花、本尊、蓮梗通你的中
脈，一滴一滴清涼的水，觀想進到
你身體裡，把你的業障全部從毛細
孔，或者是腳指頭，大拇指那裡流
出去黑色的水，你的身體就變成非
常的清淨，甘露水充滿你的全身，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甘露水法」。
它有咒語、有觀想，先觀想後
持咒，觀想是觀想誰？就是觀想本
尊住在你的頂上，持咒是持什麼？
持本尊咒，甘露水滴下來，清涼的
甘露水充滿你全身，黑色的水流出
去，這個時候你就非常的
beautiful漂亮。修這個法，能夠
解除你身上的疾病，解除你身上的
業障，解除你身上所有的黑業、病
業、煩惱，統統在這裡得到清涼。
我今天不做修法示範，但是，
我只是教你本尊引到頂上，坐著蓮
花，那個蓮梗插在你的頂上中脈，
觀想甘露水滴下來，充滿全身，黑
色的水從大拇指流出去，或者毛細
孔流出去，都可以，這就是你身體
的「甘露水法」，讓你自己身清淨
的「甘露水法」。
有一個太太講：「我今天出
門，所看見的女人，全部都比我

老，全部都比我醜。」她的先生在
旁邊聽到，就跟她講：「妳絕對是
去了老人院。」你只要每天都修
「甘露水法」，你業障會消除，煩
惱會消除，你身體疾病會消除；疾
病、煩惱、業障，都可以除掉。你
每天修「甘露水法」，你會變得非
常漂亮，男的會很英俊瀟灑，女的
漂亮、亮麗，非常的艷麗，非常的
苗條，因為「甘露水法」也可以把
那些贅肉甩掉。好像沒有說可以把
贅肉甩掉，對不起！我多講了。那
些剩餘的肉叫什麼肉？贅肉！要把
贅肉甩掉要 exercise（運動）才
能甩掉，還要少吃糖、少吃油、少
吃澱粉，這三樣少吃，你一定會非
常苗條，像天上的仙女一樣。
「甘露水法」不只是自己修，
也可以修出甘露給別人！甘露水如
何給別人呢？也是很簡單，本尊
「對生」，什麼是「對生」呢？相
對的在虛空之中，觀想本尊住頂，
祂用這個「嗡」罩著你，讓你身體
裡—紅色的「阿」，白色的
「嗡」，藍色的「吽」，讓你的身
體清淨，這時候你一直持咒，持本
尊的咒，祈請本尊降甘露，那觀世
音菩薩的楊枝跟祂的淨瓶，觀世音
菩薩的楊枝灑出來的水，就成甘露

39

【燃燈雜誌】

特別報
導

Enlightenment
Magazine

水一直到你的甘露瓶裡面，「嗡嘛
呢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吽、嗡嘛呢
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吽……。」祈
請甘露水下降，楊枝淨水一直下降
到你的甘露淨瓶裡面，甘露淨瓶裡
面就有裝水，用觀世音菩薩的楊枝
淨水進到甘露瓶裡面，這個時候，
那個瓶裡面的水就是甘露水，這個

水 可 以 給 病 人 「 飲 」 、 drink、
淋，都可以。喝了這個甘露水，你
有法力！你就可以救人。
法力就是什麼？就是 Power，
法力就是什麼？就是電；法力就是
Power，就是電！由你這個身體，
你就是 light，因為有佛菩薩給你

Power，你就有法力去救眾生。
陳傳芳寫的笑話—五角跟五角
結婚，肯定成「一塊」。這陳傳芳
寫的笑話，就是說，你有了
Light，你有了這個電燈，再加上
Power，肯定成「一塊」，也就是
你就有了法力了。另外，陳傳芳寫
的：「自從得了精神病，整個人精
神就好多了。」
有的人說：「哎呀！你得了神
精病，你才會去修行。」你不知道
啊！你一修行，你就得了精神病，
你得了精神病，你精神就好多了。
你知道嗎？為什麼得精神病，精神
就會好多了？因為，你身上有
Power，有佛菩薩給你的法力啊！
你就不同於凡夫，凡夫是不懂得修
行的！但是，我們不要修成精神
病，我們是修行成為真的精神越來
越好，越有Power。
我告訴你，這個是有因果的
喔！我們今天能夠在一起修行，都
是有因果的。今天你們來聽盧師尊
講法，都是有因果的，有因也有
果，就在這裡。我今天出門的時
候，從Hotel出來的時候，我就跟
佛菩薩講：「我們今天的法會辦得
如何？」佛菩薩說：「等一下你就
知道。」我當然會知道啊！但是您

不能說等一下啊！
我出了 Hotel，你們知道我還
看見什麼嗎？你不會相信啊！看見
幾百輛的車子啊！你們會講：「幾
百輛的車子有什麼了不起？本來香
港就有幾百輛的車子跑來跑去。」
不同啊！全部都是法拉利
（ Ferrari） 跟 藍 寶 基 尼
（ Lamborghini） ， 一 出 門 ， 在
Hotel的門口，幾百輛的藍寶基尼
跟法拉利，排成一排，慢慢的給我
們觀賞，看到幾百輛藍寶基尼的請
站起來，上師們請站起來，你看
吧！我們坐那一班車的，全部看到
幾百輛的藍寶基尼跟法拉利，可見
我們今天的法會，非常的圓滿！最
尊貴的、最殊勝的、最好的，很圓
滿的大法會！
這是因果啊！因緣吶！我跟佛
菩薩講：「您要顯現吉兆給我們
看。」結果一出門就看到，噢！幾
百輛最尊貴的法拉利跟藍寶基尼，
噢！尤其，是那個雷豐毅師兄，他
馬上站起來，哇！我的夢想實現
了。（眾笑）他畢生中的夢想就是
要開法拉利跟藍寶基尼，他說只要
開了藍寶基尼跟法拉利，他的夢想
就破滅了，夢想就完成了。我們看
到那麼多，佛菩薩顯現給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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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５月１日在香港大嶼山國際機場〈亞洲博覽館〉，蓮生法王主壇「佛母大孔雀明王水供法會」。

那個機緣巧合就是因果，讓我們看
那麼多，就表示今天的法會是圓滿
的、是成功的、是可以成就的。
有一個消化不良的病人去看醫
生，他說：「不好了！醫生，我吃
西瓜就拉西瓜，吃冬瓜就拉冬瓜，
吃黃瓜就拉黃瓜！」這個醫生：
「你告訴我吃什麼？」常仁上師可
以告訴你：「吃大便就好了。」
（師尊笑、眾大笑）這是因果關係
啊！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你吃什
麼拉什麼，本來就應該的嘛！幹嘛
要問醫生？這本來就是這樣，吃什
麼就會拉什麼。但是，你有神通的
時候，要注意噢！吃香的會拉臭

佛母大孔雀明王壇城

的，這個不叫神通，這是自然現
象，這是因果，吃什麼就拉什麼，
我們今天在這裡，你學什麼法，你
就會成就什麼。
重點在你必需要跟本尊相應，
你跟本尊相應，你學「星光身
法」，你就會得星光身，你學「甘
露水法」，你就會得甘露水；你學
所有的息、增、懷、誅，你就會成
就息、增、懷、誅。只要你認真的
學佛法，認真的身口意清淨，認真
的去幫助、解除人家的痛苦，給人
家快樂；你盡力去做，你可以捨掉
自己的生命，去行這一種菩薩行，
你就是發菩提心；你身口意清淨，

密教三角形水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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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法會親蒙聖尊剃度出家的三位戒子

聖尊蓮生活佛以拂塵加持水供供品。

雜誌

十九對新人接受〈真佛宗〉福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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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夠開悟明心，你就得到真正的
佛法。
如來說法，祂講了很多，目的
就是講重要的三點：出離心、菩提
心、中觀正見。我們學佛啊！不要
學電影「無間道」，你們看過了沒
有？有！無間道就是臥底的。我跟
大家講，你們學佛不要臥底，不要
學臥底，光明正大的學佛！誰是真
正的臥底？哪一個人是真正臥底？
師尊就是真正臥底。我是西方極樂
世界阿彌陀佛本尊派我來人間臥
底，（眾笑、眾鼓掌）我是真正的
臥底。
我臥底幹什麼呢？觀察所有的

「孔雀明王水供大法會」上六十六名戒子受在家菩薩戒

佛菩薩就能夠跟你相應，你能夠相
應，電燈泡就有電，它就會發亮、
發光，照遍全世界。
今天跟大家講三種法，事實上
一定都要相應才會好，相應最重要
是身口意清淨，你就是要行菩薩
行，發菩提心。什麼是最高的清
淨，「出離心」是最高的清淨，什
麼是發菩提心？你受菩薩戒，行菩
薩戒，就是行願合一，行跟願都能
夠合一，就是真正的發菩提心。
行菩薩行，身口意清淨，再
來，要有中觀正見；中觀正見就能
夠解除你自己的業障跟煩惱，這個
就是佛法。你能夠有中觀的正見，
法會上，宗委會捐助「日本三一一」賑災善款五萬美元。

主辦單位特別為弘法人員及貴賓，準備了各式各樣光彩耀眼的孔雀胸徽，會場還特別規劃了博愛區及為當晚趕搭飛機的專屬區
域，讓該區同門得以優先接受灌頂。現場並有網路直播，將法會過程一一傳遞到世界各地同門善信面前。
為此次「孔雀明王不共大法、星光身法、祈雨法、甘露水法、水供法」灌頂，主辦單位架設孔雀明王、瑤池金母、甘露瓶等主尊
幢幡之外，更別出心裁在灌頂幡上，加了五色探照燈及如繁星般的閃亮星光，幫助受灌頂者能加強攝受主尊法流的灌頂加持。

弟子，隨機授，跟著機緣去
授，你們有機緣，有因果，
來這裡參加這個法會，你們
就可以得到阿彌陀佛派來人
間臥底的盧師尊，會教你們
佛法。我來人間臥底，我是
幹好事，是搞好事、搞善
事、搞修行的，這個臥底是
好的臥底。壞的臥底是什麼
呢？誹謗佛法、欺
騙的、不真實的，
那是壞的臥底。
你們不要學壞
的臥底，大家都學
好的臥底。這人間
難免有是非，但
是，我們學佛的
人，修「忍辱波羅
蜜」，無論怎麼
樣，都要高高興興
的去修行，要高高
興興的了生死，高
高興興的做善的事
業，高高興興的成
就佛果。
希望大家好好
記得，佛法是教人
家：「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自淨其

意，是諸佛教」，重點在最後一
句，自淨其意，就是自覺覺他。自
淨其意是諸佛，自淨其意，身口也
一樣會清淨，也就是身口意清淨，
也就是密教。密教就是教你，你要
跟你的本尊學習，跟你的本尊合
一，跟你的本尊相應，跟你的本尊
成就，成就你自己的本尊。
嗡嘛呢唄咪吽！

專業的密教舞蹈團—〈晨之古月〉特別編了二支不同型態風格的舞蹈，並召
集舞群進行了近三個月的集訓，七位專業舞者以「孔雀明王金仙舞」，為水
供法會隆重揭開序幕。曼妙的舞姿供養法會諸尊，舞蹈展現孔雀莊嚴的神采
、飛翔氣勢及各種優雅姿態，獲得全場熱烈掌聲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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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尊蓮生活佛在大法會前夕首度巡視會場，關切法會現
場布置情況，在試用音響時更以廣東話問候大家，令
現場工作人員精神大振。法會當天早上，師尊再次抵達會場
察看，法會現場以現代化聲光音響搭配孔雀明王海會壇場，
聖尊法座前方是三角形水供壇，壇前是精緻耀眼的孔雀明王

海會諸尊、聲聞、緣覺、諸天聖眾、彩虹等等，此外，主辦
單位更不惜巨資準備了純金蓮花、鑽石，許許多多各式金、
銀、玉器、奇珍異寶及珍貴稀有的高級藥材等，精心準備了
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珍饈美味、上妙供品，為祈諸天歡喜
降臨壇場攝受供養，加持法會圓滿眾願。

福袋
雜誌

主辦單位還贈送親臨現場的參
加者，每人一個供品福袋，內裝
精美的孔雀明王法相、水供大法會
法會當天早上，師尊前往博覽錧時，一出門就看見大批的義大利名車
儀軌，一份精緻花、香、燈、茶、餅乾
「藍寶基尼」跟「法拉利」、「保時捷」。
供品，還有一大包的白米，讓參加法會的
正應證了諸佛菩薩所言，當日的法會是最尊貴的、最殊勝的、最好的、非常
每一位同門不落空求，與會大眾也都深深感受到
圓滿的大法會！
主辦單位的細心與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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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5 1
年

月

日

感恩晚會

下

午六點多，法會及灌頂圓滿結束後，在七點多，
二號館隨即進行謝師宴，場地規劃的精準與效率
令人讚歎，謝師宴主持人以幽默對話為演出者串場，其
中〈尊貴堂〉的合唱、〈香港華光功德會〉演唱三首歌
曲、小邰與辛隆精彩說唱，都令人印象深刻，〈晨之古
月〉舞蹈劇團推出精彩的「金剛太極
舞」，七位舞者以金剛的大力與
太極行雲流水之美，供養聖尊
及晚宴大眾。
聖尊蓮生活佛與師母蓮香上
師上台致詞時，特別感謝所
有工作同門義工同心協力圓

滿這場大法會，並祝福大家
滿這場大法會，並祝福大家
法喜綿延、修法精進、直至
法喜綿延、修法精進、直至
成就！師尊並點亮「最勝光
成就！師尊並點亮「最勝光
明
燈」，賜福大眾逢吉更
明燈」，賜福大眾逢吉更
吉、前程光明、和平、繁榮、
吉、前程光明、和平、繁榮、
喜悅；最後，聖尊以氣勢震撼的
喜悅；最後，聖尊以氣勢震撼的
↑蓮馨上師在晚會中致詞
金剛拳加持與會大眾，令全場同門
金剛拳加持與會大眾，令全場同門
善信歡欣鼓舞報以如雷掌聲。
善信歡欣鼓舞報以如雷掌聲。
在〈蓮豐堂〉蓮馨上師及各地上師們精心策劃，弘法人
在〈蓮豐堂〉蓮馨上師及各地上師們精心策劃，弘法人
員、義工的努力下，二○一一年五月一日「香港孔雀明
員、義工的努力下，二○一一年五月一日「香港孔雀明
王水供大法會」，集法味與美味的饗宴中，圓滿呈現在
王水供大法會」，集法味與美味的饗宴中，圓滿呈現在
大眾面前。
大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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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燃燈雜誌衷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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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ional staff photographer
英國專業攝影師 TONY CHAU 提供。
攝影工作人員 Andy -SHEEN
Vincent -LU

法語均霑

■蓮曉上師∣︻雲影風言︼
■不曉得命運奧秘時，動物們難免困惑：高級動物跟低級動物在生死問題上，同樣……

其時，那驢也是這麼想的。
此時此刻，驢當然自我感覺：淘氣朋友跟俺是
一夥的。（同一陣線！）

夫一郎說：過節了，家裡只有一頭豬和一頭
驢，你說先殺豬還是先殺驢？
淘氣朋友說：先殺豬吧！

驢若被害，最好唯作幻觀，慷慨就義，下回
「重新做人」！豬若被害，最好也作幻觀，放開執
著，下回「不再輪迴」！

只在一地之差，結局就大不一樣！
萬物因緣都是唯心的化現，什麼關係跟什麼關
係，都是人為和相對的幻立。

朋友和敵人實質上只是相對的。沒有不可以轉
化的敵友關係：
有時只在一念之異，有時只在一時之別，有時

有關一切動物們的「悲哀」問題

淘氣朋友說：先殺驢吧！
其時，那豬也是這麼想的。
此時此刻，豬當然自我感覺：淘氣朋友跟俺是

凡

一夥的。（統一戰線！）
由此可見，「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去
考量問題的。

數約為一百五十萬頭。另外，美國是世界養豬生產

嗡嘛呢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吽。嗡嘛呢唄咪
吽……。尊敬的一切動物們，大夥兒們都來齊聲唸
誦啊！
【附評】有說，在十多億人的內地，每日宰豬

人若被害，唯去天台透透氣，要怕死，勿跳
樓！好好修行，勿比驢豬還不如啊！
無論高級動物還是低級動物，到最終，日子過
得不開心，會死！過得開心，也會死！您當好好選
擇吧！
由此可見，驢該死還是豬該死？全由不得驢、
豬自個兒說了算。
人什麼時候該死？也由不得人自個兒說了算。
也許，那得看小閻王與老閻王爭論的結果呢！
不曉得命運奧秘時，動物們難免困惑：高級動
物跟低級動物在生死問題上，同樣悲哀！
──不由自主，身不由己。

47

大國，生豬存欄數和豬肉產量占世界第二位，早在
二○○三年，生豬存欄數就達六○八二萬頭。
近來向中國大量批出口豬肉的史密斯‧菲爾德
公司大型屠宰場，每天宰殺近八萬頭豬。以每天工
作十六小時計算，每分鐘就有三十三頭豬被宰殺。
由此可見，受苦刑的眾生、呼天搶地的眾生每
日均多得不可勝數！
由此可見，度化眾生應當像蓮生師佛那般：心
切慈之！狂熱救之啊！

被「淺見」所淹死的
據傳，一場狂雨後，洪水開始淹向某城。一個
神父正在教堂裡祈禱。洪水已經淹到他的下半身
了。這時，一個救生員開著小艇過來說：「神父，
快上來，不然洪水會把你淹死的！」
神父老神不動地回應：「不！我要守著我的殿
堂。我深信上帝會來救我的！」
救生員心想，我確實不叫上帝，讓他等上帝先
生來救吧！於是，便無奈的離開了。
不久，洪水淹至神父的嘴臉，神父只好勉強站
到桌子上。這時，有一個員警開著小艇過來說：
「神父，快上來，不然洪水會把你淹死的！」
神父回答：「不！我要守著我的殿堂。我深信
上帝會來救我的！」
員警聽後，搖搖頭，便遺憾的離開了。

又過了一會兒，洪水已經把教堂淹沒，神父便
抓緊教堂頂的十字架在水中掙扎。這時，一架直升
機開來，丟下繩梯之後救援人員大叫：「神父，拉
著繩梯爬上來，不然洪水會把你淹死的！」
神父還是意志很堅硬地說：「不！我要守著我
的殿堂。我深信上帝會來救我的！」
直升機上的人也只好絕望的離去。
幾經周折，神父終於跟他的祈願相反，被淹死
了。
亡魂抵達天堂後，神父見了上帝竟眼含淚光，
很生氣地質問：「您是怎麼搞的？這樣子讓我被洪
水淹死，您的子民還會信任您嗎？」
上帝雙手一攤，慈聲道：「你到底想怎樣？我
已經派了兩艘小艇和一架直升機去救你了！」
神父此刻，才猛然「開悟」，生前原來是「錯
悟」了！
缺乏智慧、固執淺見真的是會害死人的。
絕對的「唯物」思維是一種極端，絕對的「非
唯物」思維也是一種極端。
「非唯物」的上帝以「唯物」的方式去救度，

！不可的，反而是不可絕對的物、非物之
怎麼不可？
分別。

物質與非物質是一如的，佛學裡早已經說得很
清楚。還不明白的，可以從神父那兒，轉學到蓮生
活佛這邊來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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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拂上師—於英國〈真渡雷藏寺〉佛學講座
■如果沒有出離心、菩提心及空性的修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無法……

「無我」的修法

也有明顯的作用。

佛法的三個重點是：出離心、菩提心及中觀正

有些人修行喜歡唸誦【金剛經】、【心經】和

見（空性）。我們要以這種思維去實際地修行！
「空性」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斷除「我執」，而

和「菩提心」的幫助，無論是唸經、燒香或拜佛都

【地藏經】等，這當然很好，但如果有「出離心」

障。

很殊勝。

每個行者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安排時間修行。

有這些修法（出離心、菩提心及空性的修法），是

以前的功課也不要間斷，但，最主要的是，如果沒

就修「慈悲心」。可是，如果證悟了空性，貪心、
瞋心就無需「不淨觀」和「慈悲心」來解決，空性
就可以解決一切，它是一種綜合的對治法。

不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無法解脫的。因此，若要

在此，用很短的時間把這些宇宙的真理講出

解脫，必須要以這種思維來修法。

專注於此境界中直至感受消失，又開始新一輪的思

以上所講的全部內容，已經具備了一條比較完

作、佛經和論典，而不是我自己擅自講的。

述的。並且所講述的所有內容都來自於師尊的著

言，也就是很口語化的語言，而非佛教的術語來講

來，已經是很不容易的，我是儘量用了世俗的語
法。

心裡播下殊勝的解脫種子，對治貪、瞋、癡和執著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修上去的。這樣修，至少能夠在

除非你們能在一剎那間證悟大圓滿，否則空性

維和安住，如是反覆輪換，這是初期最好的空性修

的交替：思維到感受至深時就靜下來，再不思維，

這是「中觀」的修法，是「思維」和「安住」

一般來說，有貪心就修「不淨觀」，有瞋恨心

且可以幫我們斷除貪心、瞋心等煩惱障和一切所知

五、修「法無我」的作用

（文接二四二期）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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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解脫道路。如果一個人能夠真實地依此去修

光、宇宙的愛、宇宙的平等。這樣子大家一起成

— 全文完 —

就！」
嗡嘛呢唄咪吽。

行，就基本上可以達到比較高的境界。
如果不實際地去修，即使讀遍三藏十二部經
典，也不會對修行有太大的幫助，因為那只是理論
上的，而我們是要實修的。
修行很重要的！人生最大的價值就是修行！
開悟是明心—見道。見道之後還是要去實踐，
去見證佛性。所以，實修非常的重要！
我們今天有因緣能夠皈依我們的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佛，這是我們累世修來的福分，我們一
定要像珍愛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自己的根本傳承上
師，堅定地依止根本傳承上師，對師尊如佛般的恭
敬；師尊是太陽，我們是月亮，如輪圍山的圍繞著
須彌山，如眾星捧月般共同愛戴師尊、護持師尊、
護持師尊的菩提事業；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師尊的加
持力，修行才能得成就！
最後，和大家分享在澳洲悉尼感恩宴上傳遞心
燈時，師尊自心流露的感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蓮花童子，我們永遠都是蓮花童子，我們的心中沒
有怨恨，我們的心中只有愛，這個愛就是對眾生的
愛。把這個愛的燈，流傳千秋萬世，請你看清楚你
內在的光，請你仔細聆聽內心的聲音，請大家一

50

起，因為我們都是自己。你、我、他沒有分別，一
切都是平等，沒有分別。這樣子才是真正宇宙的

雜誌

蓮拂上師於英國〈真渡雷藏寺〉佛學講座後和與會大眾合影。

菩提園地

聽海軒

《清風小語》這本書中，師尊
在第一篇文章〈念頭如何住〉就教
示：
我實實在在告訴弟子們，在二
千五百年前，佛陀告訴我們說：
「對於凡夫只有一條路可以導致清
淨，克服煩惱憂傷，去除痛苦，走
在正確的道路上，這條路就是四念
處。」
我們要常常想念：
身念處—觀身不淨。
受念處—觀受是苦。
心念處—觀心無常。
法念處—觀法無我。
在佛陀時代，阿羅漢在岩洞
裡、樹下、墓塚中、就想念這四
樣。因為身不淨，慾火就熄；受是
苦，就想出離；心無常，就不執
著；法無我，證明空性。
如此，如此，念念分明，憶持
不忘，念頭就愈來愈清淨，去除了
貪、瞋、癡的無明，念頭全在正確
的道路上，不會有歪念邪念，享受
身心解脫的大道。
其實這世界有哪個人不苦？偏
偏有人說，他幸福得很，怎麼做
「苦觀」？幸福的人，內心豈有不

■文／初雪

想到又要回到公司處理帳目，
就一個頭兩個大。中學時上過
會計課、高中時考過經濟課，還得
了個甲呢！可是一開始整理公司帳
目，就覺得苦不堪言。雖然大把人
都說：「應該感恩有工作，那些失
業的、三餐無著落的，不是更苦
嗎？」
身邊很多朋友，也都異口同聲
的嘆無奈——當醫師的，除了一天
到晚忙看診，還得應付藥商、診所
行政工作；當導遊的，從早忙到晚
上，回房時已接近半夜，身體累得
虛脫，往往跟司機同房，也無法修
法打坐；當老板的，下屬聽話但遲
鈍而固執，真慘；下屬聰明卻不合
作，也慘；收不到訂單，苦，收到
訂單趕不出貨，亦苦；貨品都送出
去了，顧客賒帳不還錢，更苦！
漸漸的，大家都在思出離。

一

恐懼幸福會溜走的？【百喻經】說
的「世人無知，以富貴為樂。夫富
貴者，求時甚苦，既獲得已，守護
亦苦，後還失之，憂念復苦，於三
時中，都無有樂。猶如衣食，遮故
名樂，於辛苦中，橫生樂想。諸佛
說言：『三界無安，皆是大苦。』
凡夫倒惑，橫生樂想。」其實都是
苦，因為顛倒夢想，才以為是樂，
因為樂在其中，不懂得修行，生生
世世輪迴不休，這是「五陰熾盛
苦」，是為最苦之苦。
今天看到幾則新聞：一、北京
一名卅三歲男子在網吧連續上網廿
七天、吃了廿七天的快熟麵後，猝
死在電腦桌前。二、喜歡到夜店玩
樂的外國人小心！美女投懷送抱之
後，忽然有數名大漢護著她，誣告
他性騷擾；由於當時多半已有醉
意，連自己都搞不清狀況，上了法
庭更是有理說不清，又害怕護照被
扣留，這些外國人為了息事寧人，
往往都付一筆「賠償金」了結。
這，不都是樂極生悲的例子
嗎？
更苦的新聞有：一名廿八歲的
精神病患在爭執中刺死母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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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丈夫感染愛滋病的廿九歲婦女為
了報復，故意與百人性交將愛滋病
傳給他們；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
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導致生靈塗
炭、核能輻射危機……。
都是苦、苦、苦、苦、苦。
孩童時期懵懵懂懂，妄意而
為，昔人是抓魚打鳥，今人是在電
子遊戲中恣意殺戳，前生今世，種
下了種種苦因。青年時期思潮洶
湧，除了拼學業，又覺得受到種種
誤解、束縛，不得自由自主，很愁
又被罵「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
詞強說愁」！壯年時期為事業打
拼、為生活掙扎，遇到種種不平對
待、白眼交加，有袖手旁觀者、有
落井下石者、興風作浪者、背叛欺
瞞者，再加上時運不濟、處處碰
壁，或者為了生存，不擇手
段……，嚐遍苦果，再種苦因。
到了中年，身心不一了，開始
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種種病痛初
露角頭。可是事業尚未穩定，還是
得辛勞工作。另外，忽然感覺孩子
漸漸遠離自己，不再如以往般親暱
而依依膝下，他們各自有自己的世
界，而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人，這
時，心中難免淒苦，感覺無以為
繼，不知辛苦是為了誰？
老年漸漸靠近，身體更加不由

自主。這時孩子多半已各自成家或
打拼事業，孤寂老人，看遍世情，
復有何樂？
更別說人生所經歷的生離死別
之苦，經歷一次，心上就像被挖了
一個洞，總是無法復原；想念的
人，總無法在一起，苦苦思念；討
厭的人，卻必須日日面對；求什麼
卻得不到什麼之苦……。
最苦的是，無論再如何苦，那
覺受只有自己知道，大人物苦吟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
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小人
物自小開始，就煩惱「父母家人不
了解我」，然後是「妻子不了解
我」，再來是「兒女不了解我」，
反正整個世界都不了解我的苦！歌
裡也唱：「人說愛情故事分分合
合，不必難受，可是你不是我，怎
知我痛！」【佛說無量壽經】說得
最貼切：「人在世間，愛欲之中，
獨生獨死，獨去獨來，當行至趣苦
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
每個人的心，總是各自在黯黯的角
落獨自承受啊！
師尊在〈斷除悲痛的智慧〉這
一篇裡說：
在這人世間，誰人不苦？
要斷除這些悲痛，釋迦牟尼佛
要我們修『四念處』。修習『四念

處』不只消除今生的悲痛，也了斷
來世的悲痛，所以，要斷除悲痛，
就要修習『四念處』。
因為在觀照個人的心識和身體
的一切過程，你會發覺苦、空、無
常、無我，原來是自然的法則，沒
有其他的選擇，從此，得到了『看
破』及『放下』的智慧。
如果你證得了空性的實相，那
就是完完全全的清淨和脫離了一切
悲痛的聖者之流了。
告訴大家，了悟這一切都只是
剎那間的「生起」與「沉滅」，而
無其他的東西。你會變得有智慧，
對一切不「執取」！
請勿怪我突然之間「嘆十
聲」，皆因自己往往沉迷於樂中，
忘了輪迴的苦因。有時候，深做
「苦之觀」，才會靜止下來，清清
楚楚自己為何要修行，再一次鞏固
我們的出離心。師尊在《魔眼》的
〈輪迴即是涅槃〉篇章，藉著阿底
峽尊者提醒我們：「修出離心是至
要。」又藉宗咯巴祖師的口宣揚：
「修定可以治病，顯現神通可以得
受用。唸經可以感得福報，但都不
是究竟行持，要修出離才是。」
唯有認知人間如火宅般的苦，
具備了「出離心」，我們才會走向
「清淨」的道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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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 感 言

■文∕觀照雷藏寺∕蓮花四妹

了一位開悟者！
我一次又一次的重複閱讀，
彷彿見到師佛顯現在我眼前問起
文章裡的問題，一時心血來潮，
提起勇氣，寫出心得，願與大家
互相共勉，祈願師佛能指點迷
津，賜弟子福慧，開悟共舞，同
證佛果。
一、如何是此信大意？
弟子答：一切由心而起，何
必多舉，眾生皆佛，心淨不染，
隨順世緣。

五、沒有下手處，佛果如何

如是觀。

得？

弟子答：一直保持永遠童子
的赤裸心，清淨無染。

六、 什麼是「有為法」？

弟子答：有心而為，念念不
忘功德，反而遠之。

七、 什麼是「無為法」？

弟子答：無心而為，不念功
德，起歡喜心，由遠而近。

八、 「蓮花填珠」的那首
偈，我很欣賞，但如何做到？

二、為了成就佛法，而力行
弟子答：貪

弟子答：既然一切由心起，
只要放下一切世俗的名聞利養，

轉，直至菩提。

弟子答：明明白白，清清楚
楚看到自己心中的佛性，看到自
己真實的心，一悟永悟，永不退

九、 開悟是什麼？

無所謂、無執著、無煩惱。

三、 如果全是「幻有」怎

精進，錯在何處？

辦？
弟子答：隨它而去。

弟子答：真真假假，假假真

四、 如果全是「真空」怎
燈》「燃佛心燈」單元中師佛所
寫的文章—〈與開悟共舞序〉，

真，何必執著，全是夢幻，應作

辦？
令我非常興奮，《真佛宗》又添

近期所閱到二四○期《燃

直與電腦無緣的我，當
《真佛報》與《燃燈》誕
生之後，就結了深緣，結伴為
伍，從不間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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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燃燈雜誌》二四○
期師尊的文章—〈與開
悟共舞序〉，內心似有所契
入，對於師尊在該文所寫的問
題，弟子在此僅以拙文試予應
答。

一、如何是此信大意？
弟子答：自然就是美！

■文／蓮花健有

變老，就不會患得（對治太
過）！
四、如果全是「真空」，
怎麼辦？
弟子答：想想人有一天會
死去，就不會患失（對治不
及）！
五、沒有下手處，佛果如
何得？
弟子答：美（德）人人本
有，與化不化妝無關，無得也
無失！

二、為了成就佛法，而力
行精進，錯在何處？
弟子答：為了愛美而化妝
反而掩蓋原本樸實之美！

弟子答：化妝（精進）！

六、什麼是「有為法」？

三、如果全是「幻有」，
怎麼辦？
弟子答：想想人有一天會

七、什麼是「無為法」？

弟子答：素顏（寂滅）！

八、「蓮花填珠」的那首
偈，我很欣賞，但如何做到
呢？

弟子答：待人真誠、單純
不做作，自然散發出美
（德）！

九、開悟是什麼？

弟子答：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一合相」即是美
德）！（附註）
若要說真的美，真的只有
自然。
所以弟子認為：
美醜不生因心無。
待人真誠即素顏。
心無做作何用妝。
隨順自然就是美。

附註：美（色性）、德
（佛性）皆出自於天性，是一
體兩面！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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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文／蓮花國夫

燈相燃以照亮黑暗的使命？
×
× × ×
在這整個月裡，我一直在
思索著：「為什麼這麼慈祥的
一個人，在臨終前， 要受這些
苦痛呢？」
大家說、師父說、我也
說：「業障還清了，去了安祥
之處、去了佛國樂土啊！」
但，誰能證實呢？平庸的
我都是在猜測、在自我安慰。
……。
媽媽往生後的第二天凌晨，
兩根大香頭燒出了兩朵蓮花，燕子
成群結伴，來回穿梭在靈堂前的帳
縫，從早到晚來回翱翔，飛入又飛
出。
……。

■文／黃帥父

人間情處處，仰天白雲浮，愛之何所及，瞬息不能留；
緣來去聚散，因果何時休；雖知無虛實，難禁憶母愁。

秋風葉飄下，片片蓋新丘；滴滴淚珠水 ， 點點暗裡流；
春臨日漸暖，野草遍塚頭；突聞山鳥聲，為兒築固巢；

些人活著，但我們並沒有感
到他的存在；有些人走了，
卻永遠的活在我們的心裡。
每個星星的升起、殞落，都
有一定的原因；或許是為成就另一
個因緣；或許是為點燃另一盞
燈……。
燈已點起，它能否延續，燈

有

我還是一直在思索，一定有
個原因！
凡事都有個原由！ 我怎能以
猜測的心裡去敷衍塞責呢？
我怎能白白錯過媽媽臨終
前，佛菩薩特意安排的種種呢？
……。
昨 晚 ， 又 在 晚 課 間 冥
想……，……，我突然笑了！
師尊啊！師尊！您一直沒有
給我任何回應，正因您給了我全部
的回應！
師尊曾說：「我沒來過，也
沒離去。」廣欽老和尚也說：「沒
來，也沒去。」佛說：「你若說我
說法，你在謗佛！」
這……正是不生不滅、本在
的道理啊！
所以，媽媽也沒來，也沒
去……，媽媽一直都在啊！……。
那天，望著釋迦佛像，我默
默的哭了……，因為懷念。
寫到這，想到媽媽，我又哭
了……，同樣是因為懷念。
因為……。
因為媽媽的慈愛，也正是佛
陀的慈愛，也正是師尊的慈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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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洲〈悉尼華光功德會〉於
二○一○年十二月至二○
一一年四月止，基於本會慈善
救濟之宗旨，陸續發動本地會
員及各界善心人士共襄善舉，
慷慨捐獻，救濟「昆士蘭水
災」、「紐西蘭
基督城地震」及
「日本三一一地
震」。
為濟助災民
紓難，重建家
園，善長仁翁及
悉尼〈嚴山雷藏
寺〉同門，紛紛
慷慨解囊，熱心
贊助。
期間，〈華
光功德會〉所籌
募的善款總額共
計五千七百六十
澳元。其中，為
「昆士蘭水災」籌得善款金額
為一千八百二十五澳元，為
「紐西蘭基督城地震」籌得善
款金額為一千二百三十澳元，
為「日本三一一地震」所募得

雜誌

善款為二千七百零五澳元。
除了澳洲「昆士蘭水災」
的賑災善款是直接呈交昆士蘭
政府之外，「紐西蘭基督城地
震」及「日本三一一地震」所
募得之善款，是通過本地〈紅
十字會〉轉交至有關單
位撥發至所屬災區。所
有功德主名單及〈紅十
字會〉收據均張貼於華
光 功 德 會 會 址 （ 643
Prince
Highway,
Tempe, NSW 2044）
澳洲〈華光功德
會〉對澳洲「昆士蘭水
災」、「紐西蘭基督城
地震」及「日本三一一
地震」的賑災募款活
動，暫告停止。
感謝各界善心人
士慷慨解囊，支持〈華
光功德會〉的賑災募款
活動，大力贊助。
若有善心人士有意願繼續
贊助，可直接與〈紅十字會〉
聯繫。

■文／悉尼‧華光功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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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蘭水災
▲紐西蘭基督城地震
▲日本三一一地震

陽光曉棧

豐 進 情 ‧ 串愛 心
南投縣府於信義鄉舉辦
物資發放暨義診活動

灣〈南投
縣政府〉
為了提供轄區
內三百戶低收
入戶弱勢家庭
生活物資，於
二○一一年四
■文∕蓮均法師
月廿五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
在信義鄉〈豐進宮〉舉辦
發放物資及免費義診服務
活動。此項服務是由〈南
投縣政府〉社會處規劃，
社會處熊俊平處長連結轄
區內資源，建立合作網
絡。鑒於近年來〈台灣雷
藏寺〉積極配合南投地方
上多項社會服務及救濟活
動，遂聯絡雷藏寺公關主
任王資鑫師兄，雷藏寺立
刻提供多項生活物資以贊
助活動。
此次〈台灣雷藏寺〉
贊助的物品有：抽取式衛
生紙三百袋、洗衣精三百
罐、夾心酥（餅乾）三百
盒、巧克力派（餅乾）三
百盒。另外，其他合作的

台

單位有南投縣〈竹山行善會〉贊
助白米，〈香里食品公司〉贊助
肉鬆三百份，〈興霖食品公司〉
贊助拉麵三百份，〈三清慈善
會〉贊助衛生紙、洗髮精、醬
油、牙膏各三百份。社會處的同
仁很費心地將所有贊助生活物資
分別包成三百個大購物袋，發放
給三百個低收入戶弱勢家庭，每
戶可領取一袋。
社會處熊俊平處長在南投集
集、水里、東埔、信義選區，曾
連任四屆議員，後受李朝卿縣長
委任，擔任南投縣社會處處長一
職，發揮社會服務長才，致使南
投縣社會處的服務躍居全國第
一。
熊處長篤信佛道，平日即慈
悲為懷，以服務鄉民為己任，是
一位愛民的地方官員。所以，只
要南投各地有需要救濟者，他都
會廣邀各善心團體一起為地方百
姓造福。他非常敬仰《真佛宗》
蓮生活佛的大慈悲心與濟世助
民，有志一同，也常面見聖尊請
益。聖尊佛心無量，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更不遺餘力發揚愛心
於台灣和世界各地災區，廣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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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有目共睹。
人間處處有溫情，除了物資
救濟外，署立〈南投醫院〉也派
出了婦科高惠美醫師，為女性做
子宮頸抹片檢查及高齡老人健康
檢查；同時水里〈同慶堂〉的陳
永歡中醫師親自率領了三位護士
及數十種中藥材，為低收入戶做
義診，十足的發揮了社會愛心的
一面。
為感謝各慈善團體的支持和
愛心，〈南投縣政府〉社會處也
特地頒發了感謝狀，並盼望社會
各界繼續發揮人溺己溺、人飢己
飢的精神，支持縣府社會處的各
項救濟活動。熊處長致詞感謝大
家的贊助，並代表南投縣長感激
各團體、企業行號的慷慨解囊。
〈台灣雷藏寺〉公關王資鑫
主任也向各位鄉親致詞，歡迎大
家蒞臨位於草屯的〈台灣雷藏
寺〉禮佛，同時說明雷藏寺在週
六都有蓮生活佛主壇的法會，邀
請大家前來參加，同霑法益、廣
結佛緣。另外，與會的信義鄉代
表會主席邱瑞榮、陳永歡中醫師
等人也前後致詞，感謝各界的愛
心讓這個社會更溫馨。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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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社會處熊俊平處長頒發感謝狀予〈台灣雷藏寺〉代表。〈南投縣
政府〉社會處熊俊平處長頒發感謝狀予〈三清慈善會〉代表。〈南投縣政府〉社會處
熊俊平處長頒發感謝狀予〈同慶堂〉陳永歡醫師。〈南投縣政府〉社會處熊俊平處長
頒發感謝狀予〈豐進宮〉代表。署立〈南投醫院〉高惠美醫師為鄉民做健康檢查。
〈同慶堂〉陳永歡醫師為高齡老人進行義診。

1

帕金森氏症
「帕金森氏症」的名稱是來自一位叫做詹姆士‧帕金森
的英國醫生，他在西元一八一七年的時候首先描述此病，也
是第一位於醫學文獻中報告症狀為四肢及軀體顫抖、僵硬且
行動緩慢的病例。後人將他當時所發表的「震顫麻痺」稱作
「帕金森氏症」。
引起疾病原因
其確實的發病原因目前還不明，「遺傳」有可能是帕金
森氏症的發病原因之一。
目前已知會誘發帕金森氏症的危險因子包括：
病毒感染。
藥物濫用造成。如：海洛英合成的副產品， MPTP
（ methyl phenyl tetrahydro-pyridine） 有 毒 性 ， 會 選
擇性的危害黑質腦細胞，使得多巴胺神經元的粒線體中毒死
亡，產生帕金森氏症。
其他的有毒物質。如：一氧化碳中毒或重金屬如鎂中
毒，亦可以破壞黑質腦細胞而產生帕金森氏症患者。
遺傳因素。有些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是跟遺傳的因素有
關。
精神科的藥物副作用。如： phenothiazine類安神
劑、Haloperidol等。
病理機轉

■文／蓮接（朱鍾勛 醫師）

脆弱的神經系統毫無抵抗外界壓迫的能力，神經系統本
身幾乎沒有修復的能力。神經細胞不具有再生性。神經傳導
的物質可以分類成興奮性與抑制性的，黑質分泌抑制性神經
傳導物質多巴胺，從大腦皮質及視丘傳來的神經纖維分泌乙
醯膽鹼至紋狀體，目前已知帕金森氏症的症狀是多巴胺與乙
醯膽鹼不平衡所造成的。
帕金森氏症臨床症狀

症狀嚴重度可分為五期。

第一期是單側肢體先產生症狀。寫字或作精細的動
作會較差，手會有些顫抖，也較僵硬，字寫起來會有些
扭曲。
第二期則是兩側肢體皆有症狀。臉部表情僵硬，雙
手皆會有顫抖、僵直或動作緩慢的現象，行走時軀體及
兩下肢皆較僵直、遲緩，此階段仍然有能力從事輕便工
作。
第三期則兩側肢體之症狀皆加重，部分日常生活須
旁人扶助。此時走路相當緩慢，不但步伐很小，動作很
緩慢，臉部表情更為呆滯，說話聲音較小，構音也較不
清楚，但病患神智及記憶力仍然正常。
第四期的肢體症狀更嚴重了，病患行走時相當不
穩，舉步維艱，須要旁人扶助才能走動，日常生活如吃
飯、洗澡等皆須旁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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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則是帕金森氏症的末期。病患已無法行走，
完全臥床，連吞嚥、咳啖、翻身皆相當困難，因此容易
產生褥瘡、肺炎及營養不良，以致死亡。
目前統計，五十歲以上中老年人的流行率約1%，而六十
五歲以上則有15%的流行率，而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約是相
同的。
帕金森氏症之診斷
帕金森氏症之診斷除了依據臨床症狀包括顫抖、肢體僵
直或行動遲緩，進一步的檢查是「氟18多巴正電子腦斷層攝
影」。此種檢查的原理是由靜脈注射放射藥物氟18多巴，此
藥物會被多巴胺神經吸收。利用正電子電腦斷層攝影，就可
正確的測量多巴胺的多少。
鑑別診斷
有一些疾病的症狀類似帕金森氏症，走路也相當遲緩、
僵直、或顫抖；這類疾病包括腦血管疾病、水腦症等，須與
帕金森氏症作鑑別診斷。因此須作腦部核磁共振攝影，證實
是否有腦血管阻塞、腦梗塞、腦萎縮以及水腦等，這些疾病
之治療方法完全與帕金森氏症不同。
藥物治療

為主，藉由供給多巴胺神經多一點的多巴藥物，以便製造出
更多的多巴胺來彌補退化的神經所減少的製造量。早期的帕
金森氏症患者，對於多巴藥物的療效反應皆相當不錯，但由
於帕金森氏症為一進行性的疾病，多巴胺神經一直在死亡，
以至多巴藥物會愈服用愈多，然後藥效愈來愈差，症狀就愈
來愈嚴重。
外科手術療法

由於藥物治療無法控制嚴重病患之症狀，改善病患生活
品質，因此外科手術治療便成為很重要的治療方法。這些手
術方法分破壞性與建設性，手術方法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燒灼切開術，有些區域包括蒼白球、視丘及視
丘下核等。經過研究已證實，當多巴胺神經死亡時，上述三
個地方的神經細胞功能就會大大增強分泌的乙醯膽鹼，破壞
視丘，病人就不會顫抖。破壞視丘下核，病患的所有症狀就
會減輕，藥效也會增強。
第二種則是埋入電極，埋電極至上述三個區域中的一
個，皆與燒灼破壞效果類似。
第三種手術則是胚胎腦移植手術，其原理就是補充退化
的多巴胺細胞，刺激多巴胺產生。
結論

帕金森氏症已不是一種不可治療的病歷了，除了初期的
藥物治療外，只要藥物療效不佳者，皆可利用外科手術治
療，重要的是病人與醫師合作改善病患症狀，恢復良好的生
活品質。

15% 取決於遺傳因素； 10%取決於社會條件； 8% 取決於醫療衛生條件；7% 取決於氣候。

世界衛生組織，前不久在其年度報告中宣布：每個人的健康與長壽， 60% 取決於自己的努力；

初期主要是藥物治療，以短效型及長效型的多巴胺藥物

健康，操之在己

可見，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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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於香江召開核心會議綜理宗務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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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同修道場、沙巴哥打馬魯都同修道
場第一階段資料已齊全，皆予賜名認
可。
而〈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及美國〈登寶堂〉申請籌款案，資料
齊全，予以批准。
商討〈宗委會〉代印再版《真佛
宗入門手冊（輕便版）》，重點解答
新皈依者的疑惑，並扼要敘述蓮生活
佛學佛弘法經歷、《真佛宗》概況與
修持〈真佛密法〉的理念。歡迎所有
道場大量訂製，做為送給新皈依同門
的禮物。同門與道場，在向親友、外
界介紹《真佛宗》時，也是一份難得
的贈禮。代印方法，將另行發布。
依聖尊、師母指示：為因應聖尊
長駐台灣，使〈真佛密法〉廣傳、綿
延，相關法務推動、世界各地善信弟
子之問事、求加持等信件，以及聖尊
行程安排協調窗口的確立，均刻不容
緩。有鑑於此，將在〈台灣雷藏寺〉
成立〈宗委會在台辦事處〉暨真佛宗
接班人釋蓮寧金剛上師辦公室，竭誠
為各界善信服務。相關訊息，另行通
告。
此次〈宗委會〉核心例會感謝
〈蓮豐堂〉蓮馨上師鼎力協助，會議
一切吉祥圓滿。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宗委會香江訊‧蓮潔上師】二○一
一年五月三日，〈宗委會〉處長們趁
著參加五月一日聖尊在港主持的「孔
雀明王水供大法會」後，隨即〈宗委
會〉核心小組七位處長：蓮寧上師、
蓮印上師、蓮僧上師、蓮栽上師、蓮
旺上師、蓮者上師及蓮潔上師，如期
召開核心例會，商討各項宗務事宜。
會中先由主席蓮寧上師報告會議
流程，查閱二○一一年二月份會議記
錄及二、三、四月份宗務記要後，各
處長作簡要報告，即進入各項議案。
〈宗委會〉收到世界各地道場暨
同門善信大德的捐款，已經累積到美
金五萬元，全部轉交給〈華光功德
會〉總會會址所在的美國〈紅十字
會〉，獲得了〈紅十字會〉頒贈的感
謝匾額一面。於五月一日大法會時已
請〈宗委會〉蓮寧上師及〈世界華光
功德會〉會長蓮花常仁上師，代表捐
款受贈。
研討「第三屆上師聯誼研討會」
及「第八次宗務委員大會」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議題，謹訂於二○
一一年八月廿七日〈西雅圖雷藏寺〉
舉行「秋季超度大法會」後之八月二
十九日及三十日召開會議。
會中討論馬來西亞貝巴翰南同修
道場申請成立認可及審核馬來西亞直

The True Fundation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真佛宗燃燈雜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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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接班人釋蓮寧金剛上師辦公室
暨〈宗委會在台辦事處〉成立
～竭誠為各界善信服務～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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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法王自去年四月由西雅
圖返台以來，各分堂道場邀約不
斷，法王心繫弟子，為滿眾生願，
風塵僕僕不辭辛勞，一一行腳百餘
分堂，賜授灌頂、傳法開示及加
持，給予弟子們莫大的賜福與鼓
舞！
因應聖尊長駐台灣，為使〈真佛
密法〉廣傳、綿延，相關法務推
動、世界各地善信弟子之問事、求
加持等信件，以及聖尊行程安排協
調窗口的確立，均刻不容緩。有鑑
於此，《真佛宗》接班人釋蓮寧金
剛上師辦公室暨〈宗委會在台辦事
處〉的成立，實有其必要及立即
性，以期群策群力推展法務並處理
各項宗務事宜，其功能包含：
一、公文處理：協助宗內各組織
單位行政管理與溝通協調。
二、信件回覆：各國弟子皈依受
理及問事等信件回覆，斐風來函接
請聖尊親自加持。
三、對外之文宣、影音、媒體的
活動規劃。
四、預約供養餐會：圓滿世界各
國弟子前來台灣同沾法喜時，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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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餐敘的心願。
吾等佛子何其有幸，欣逢真佛住
世，大法廣傳，眾弟子更應團結一
致，珍惜此千載難逢的法緣，積極
護持聖尊大轉法輪，廣度眾生！上
述《真佛宗》接班人釋蓮寧金剛上
師辦公室暨〈宗委會在台辦事
處〉，即日起在〈台灣雷藏寺〉成
立，竭誠為各界善信服務，歡迎多
加利用！
釋蓮寧金剛上師辦公室暨〈宗委
會在台辦事處〉相關資訊：
54264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
100號（即〈台灣雷藏寺〉）
No. 100, Lane LianSheng, Shanjiao
Village, Tsao-Tun Township, Nantou
Country, Taiwan, 54264, R.O.C.

電話：+886-49-2312992
傳真：+886-49-2350801
備註: 西雅圖〈宗委會辦事處〉
仍繼續運作，為大眾服務。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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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捐贈五萬美金賑濟日本「三一一」震災

《燃燈雜誌》是由《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所創辦的文宣刊物，也是蓮生活佛多年來的心願
之一。《燃燈雜誌》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旨，以正信正見，認知真佛正法，淨化人心，而且修心與修
法並重，堅定「敬師、重法、實修」的光明大道，進而達到「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的最終目標。
《燃燈雜誌》是根本傳承上師所慈悲賜予所有真佛弟子與有緣眾生成就功德、福慧並修的良善法緣，
期盼您我共襄盛舉，勤耕福田！
由於《燃燈雜誌》為結緣贈閱，本社一切開銷支出包括印刷、包裝……等等，都極需您的發心捐助！
《燃燈》第二三九期〈燃佛心燈〉專欄－師尊在〈善書 善書 善書〉文中寫到：印善書不只是幫助
往生者，事實上，對所有的有情眾生均有助益。……印送善書是「冥陽兩利」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
亡者、生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印善書是大善行，不可小視，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為了回饋您的發心，燃燈雜誌特別為您報名參加全年三十九壇以上的護摩法會功德迴向，增添您的運
勢和光明，並寄送一年份的《燃燈雜誌》，以及數種贈品。（贈品方案請參詳每期《燃燈》封底裡頁）
有了大家的贊助捐助，《燃燈雜誌》才能永續發行。為了弘揚《真佛宗》最殊勝的〈真佛密法〉，為
了廣度眾生，光明普被。希望您能一起來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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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日本賑災的卓越貢獻。
〈美國紅十字會西雅圖救災中心〉
執行長Ms. Cynthia Chirot亦再次表達，
向《真佛宗》創辦人蓮生活佛致上最崇
高的敬意。
此次「三一一」日本賑災捐款活
動，說明全宗上下團結一心，發揮人溺
己溺，人飢己飢的大悲博愛精神，令人
讚嘆！
〈宗委會〉感謝大家發心慷慨解
囊，參與募款活動，救助苦難災民，功
德無量！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西雅圖宗委會訊】為賑濟日本「三一
一」強震受害災民，繼〈盧勝彥佈施基
金會〉及〈西雅圖雷藏寺〉將美金六萬
元轉交〈美國紅十字會〉後，〈世界真
佛宗宗務委員會〉積極彙整善款，日前
由財政處處長釋蓮印上師及監委處處長
釋蓮潔上師代表將來自世界各地《真佛
宗》道場暨同門踴躍捐輸的美金五萬元
支票於二○一一年四月廿二日在〈美國
紅十字會西雅圖救災中心〉大廳委由
〈 美 國 紅 十 字 會 〉 代 轉 日 方 ， 而 Ms.
Cynthia Chirot執行長親自代表接受並同
時頒發感謝獎牌，表彰本宗對此次「三

嚕咕咧佛母屬紅色尊，源頭是阿
彌陀佛，因此也可以超度。上師
讚歎修此敬愛尊有大成就，娑婆
世界眾生求家庭、婚姻圓滿，修
此尊對發展感情或找工作都是需
要的。上師說，修法還能幫助調
適心情，把心情變好，並舉例：
一個老頭如何改變自己的慣性思
維，學會在下雨時為賣傘的女兒
高興，放晴時替另一個賣扇的女
兒開心，成功地將壞心情變成好
心情。上師也談到，若是孩子不
聽話、夫妻吵架，只要虔誠誦此
佛母心咒六十萬遍，求願即有感
應。上師以「開車不能沒有油，
坐公車或高鐵須買票」來比喻資
糧的重要，希望大眾積極參與建
寺，出錢出力即種福田，下一世
都會好。最後，上師再次強調每
日一修以及根本傳承上師所傳的
〈真佛密法〉的重要。
開示後，上師為新皈依者及
眾等賜授「佛母賜福灌頂」。每
當灌頂時造成堵塞及諸多不便，
我們都有一個心願，一齊努力快
快在獅城建造一座精緻完美的雷
藏寺，大放光明。

的成功與大家的發心密不可分，
感恩每位參與法會的善信大德。
讓我們共同消除業障，共沐佛
光。

這次殊勝圓滿的大型法會得
到眾同門、義工的大力護持，在
此感恩法會眾義工的辛勤，法會

頂」、「紅財神、五路財神灌
頂」。
為準備此次法會，本寺的法
師團及眾同門，早在法會兩個月
之前，即開始恭誦【地藏經】及
『滅定業真言』，迴向法會吉祥
圓滿。

皈依弟子。法會期間蓮火上師分
別為澳洲善信做了「地藏菩薩錫
杖除障灌頂」以及「煙供法灌

信均踴躍報名參加，至誠在六地
藏及十殿閻君壇城前懺罪解冤。
七壇法會期間，每一壇均有新的

災解冤結，為往生眾靈拔濟超
度。
七壇「六地藏護摩法會」感
召力非凡，場場座無虛席，眾善

羅道、人道、天道的地藏王菩薩
為護摩主尊，為陽世報名大眾消

光明顯現六地藏 息災解冤度眾生

【嚴明文宣．墨爾本訊】殊勝的
「六地藏息災祈福解冤超度護摩
大法會」於復活節假期二○一一
年四月廿二日至廿五日在〈嚴明
雷藏寺〉舉行；法會由來自美國
的釋蓮火金剛上師主壇、釋蓮世
金剛上師護壇。另外，護持此次
法會的還有來自〈善明同修會〉
的釋蓮照金剛上師，以及本寺之
蓮桐法師、蓮定法師、蓮湛法
師、蓮靈法師等護壇。
法會期間，每日分別以救度
地獄道、餓鬼道、畜牲道、阿修

True Buddh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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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火上師（左二）帶領眾同門上香禮佛

偉哉！敬愛尊 調和眾生心

【蓮花愛蘭．新加坡訊】二○一
一年四月十六日，〈獅城雷藏
寺〉舉辦「辛卯年咕嚕咕咧佛母
護摩法會」。傍晚時分，涼風習
習，宛如溫柔春風拂面，壇城上
的花卉及隨風搖曳生姿的許願卡
令人賞心悅目。屬於敬愛事業的
殊勝本尊，果然攝召力強，許多
同門穿著豔紅的衣裳來參加法
會，天色未暗，會場已是人山人

護摩後，蓮世上師開示：咕

海。當日的法會延後開始，彷彿
得到懷柔佛母的敬愛感召，與會
眾人耐心等候，氣氛一片融洽。

新加坡、澳洲

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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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城雷藏寺〉正門入口處，擠滿參加法會的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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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聖尊祈請護摩主尊黑財神賜
福與會大眾，讓幽冥眾等往生清

金器、銀器、珠寶、鮮花、香水
等等，經聖尊加持後，一一下

中，供養財神必備的供品：葡萄
美酒、果、香、茶、餅、點心。

護摩法會開始，在節奏輕快
的『黑財神心咒』─「嗡。煙雜
尼目抗。雜嘛咧。梭哈。」咒聲

家認識。感謝大家支持基金會，
讓基金會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
的人。

已遴選出六位成績很好，家境清
寒，全部主修佛學的學生，基金
會將會介紹這六位受惠學生給大

續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關於聖尊最近文章中提到的
「蓮花獎學金」，基金會在去年

會〉。基金會將繼續為日本「三
一一」震災籌款，幫助災民在健
康跟教育方面的問題，請大家繼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做為日本
救災款項，基金會日前已將此賑
災善款轉捐給美國〈紅十字

最新消息，最慈悲且最慷慨的聖
尊蓮生活佛，捐出五萬美金給

光，並加持大悲咒水及做總加

最後聖尊為壇城、流通處及
同門帶來的佛像、法器、文物開

妙觀察智才能消除所有的習性、
業障和障礙。

慧就會有「三身」。聖尊強調，
妙觀察智非常重要，修行中要有

就是修行，把智變成識就是凡
夫。必須要很精進的把所有一切
的識轉成四種智慧，有了四種智

自即日起正式成立。
接著繼續講解【六祖壇經】
─〈機緣品第七〉，把識轉成智

業家。
聖尊在講【六祖壇經】前宣
布：香港筲箕灣〈寶門同修會〉

黑財神護摩後，每一位同門都得
到賜福，希望黑財神給每一個同
門一個寶物，全都成為大大的企

印、種子字、心咒請參閱第四十
五和第七十五文集，以及《真佛
報》一八三期。希望經過這一壇

長智慧，敬愛圓滿，光明遍照，
怨敵退散。
會後聖尊開示黑財神的手

癒，息滅一切災難，化解一切厄
運，增加大家的利益和福分，增

是日出席護壇的弘法人員計有師
母及廿位金剛上師、百餘位法
師、十二位講師、廿位助教。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請參閱本

持，最後賜授與會大眾「黑財神
本尊法灌頂」（含皈依灌頂）。

接受「黑財神本尊法灌頂」的人潮

期《燃燈雜誌》。）

淨佛國，賜加力量令疾病者得痊

以妙觀察智 消除所有的習性、業障和障礙

【蓮花智雯．草屯訊】二○一一
年四月十六日又是個天氣晴朗炎
熱的週末，〈台灣雷藏寺〉恭請
聖尊親臨主持「南摩黑財神護摩
大法會」，並講解【六祖壇
經】。來自世界各地近萬人共同
禮讚黑財神：「敬禮財神諸尊，
普行饒益誓願，布施財物珍寶，
免除眾生貧苦，廣大功德圓滿，
人天歡喜讚美。」
下午三時，無上尊貴的法王
聖尊蓮生活佛在與會大眾熱情的
掌聲中陞法王座。護摩法會開始
前，先由〈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總裁盧佛青博士致詞。佛青師姐
表示她是代表在美國的家人回來
探望聖尊，並代表向聖尊問好。
接著報告〈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聖尊蓮生活佛召請法會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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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聖尊點燃護摩火，加持供品
下爐，演化「息、增、懷、誅」大
手印。祈請龍王上昇成佛，放光加
被眾生，敕令一切災難消除、風調
雨順、增長智慧、增加福分、敬愛
圓滿、怨敵退散。祈請龍王加被幽
冥眾等，接引往生清淨佛國。
會後聖尊開示，學習「龍王
寶瓶法」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和智
慧。聖尊回憶與龍族結緣、八大龍
王來皈依的往事，及當年於印尼雅
加達大法會，祈請龍王降雨的真實
事跡。聖尊開示時，著蓮寧、蓮
栽、蓮哲、蓮傑四位上師修法，請
龍王布施台灣各地降雨，讓旱災解
除。

的修行。所謂真正的菩提心是沒有

是回歸到法身境界；沒有修行，但
事實上在修行，那種境界才是真正

─〈機緣品第七〉，學佛最主要就

《真佛宗》創辦人聖尊蓮生活佛

舉行「龍王護摩法會」，恭請

隊前來參訪。

鄭志明教授帶領前來〈台灣雷藏
寺〉參訪。鄭教授已連續三年帶

○一一年四月廿三日，〈輔仁大
學〉宗教學系師生約四十人，由

摯邀請大家參加。

〈輔仁大學〉主辦「第五屆生死
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誠

鄭教授將於六月廿五日在

邀請他共進晚餐。

佛，蓮生活佛表達歡迎之意，並

《真佛宗》有進一步的了解。
晚餐時，鄭教授拜見蓮生活

工作，對今天的護摩法會也做了
詳細的解說，令〈輔大〉師生對

次看到密教的護摩火供。
「龍王法會」前一天晚上，
下了一場喜雨。法王蓮生活佛關
心台灣中南部的旱象，傳下法
旨，囑咐《真佛宗》上師為台灣
求雨，並祈請龍王讓旱象解除，
讓《真佛宗》上師祈雨圓滿。聖
尊幽默的請鄭志明教授做見證，
與會大眾熱烈鼓掌感謝聖尊的慈
悲。接著聖尊並繼續講解【六祖
壇經】。
法會後，〈中國真佛宗密教
總會〉理事長蓮傑上師，特別與
〈輔大〉師生舉行一場座談會，
簡介《真佛宗》教義與社會服務

〈輔仁大學〉宗教系參訪〈台灣雷藏寺〉

施者，沒有受者，沒有施受之物，
三輪體空。最後，聖尊祝福大家在

【台灣雷藏寺文宣．草屯訊】二

龍王大力加持下，病業消除、福分

主壇，會場有一萬多人虔誠護

接著繼續講解【六祖壇經】

增長，請龍王有求必應、求雨得

持；〈輔仁大學〉參訪團師生也
參加了這場法會，他們都是第一

當天，正逢〈台灣雷藏寺〉

雨。最後賜授與會大眾「龍王菩薩
及龍王寶瓶法灌頂」。

True Buddh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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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參訪團師生，一同參加「龍王菩薩護摩法會」。

真正的菩提心是沒有施者、受者、施受之物

【蓮花 智雯．草屯訊】二○一一
年四月廿三日，〈台灣雷藏寺〉恭
請聖尊親臨主持「南摩龍王菩薩護
摩大法會」，並講解【六祖壇
經】。「龍王法」是很偉大的密
法，大乘經典中都很讚歎天龍八部
的護持法力，因為祂們都曾在佛前
發願要護持修行人及佛法。龍王擁
有五通，是大福龍王，也可成就
息、增、懷、誅等密法成就。來自
世界各地逾萬四眾弟子齊聚〈台灣
雷藏寺〉，希冀親聞聖尊法教與龍
王的賜福。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年度
宗教參訪之旅，由鄭志明教授帶領
約四十位師生，是日來到〈台灣雷
藏寺〉交流，巧逢此盛會。
下午三時，聖尊蓮生活佛陞
法王座後，在莊嚴的『龍王咒』梵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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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法王手結「龍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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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接著解說如何供奉準提佛母
與修持「準提佛母法」的殊勝功
德，並詳細講解準提佛母息災、
消業障的持咒方法。
上師說，修持「準提佛母
法」相應的重點在於行者要契合
「清淨最勝」的口訣，要嚴守戒
律，明瞭空性的智慧及清淨，才
容易與準提佛母相應。上師還教
導與會大眾學習佛菩薩平等無礙
的大愛精神，在人與人之間，學
習互相尊重，放下自我，多傾聽
別人的聲音，多包容，多說鼓勵
的話，這樣人際關係一定能夠圓
滿。最後，蓮僧上師祝福大家敬
愛圓滿，在人生的每一次「臨門
一腳」時，都能夠得到貴人相
助，事事順利，早日成就。
蓮僧上師的法語開示，獲得
與會大眾熱烈的掌聲。開示後，
上師代師為新皈依的同門做「皈
依灌頂」，並為佛像開光及加持
大悲咒水，再為與會大眾做「準
提佛母敬愛如意結緣灌頂」。法
會在莊嚴的『根本上師心咒』聲
中圓滿結束。

上師鼓勵大家要好好做定慧的功
夫，這是回歸佛性的唯一途徑。

午夜或中午十一點到一點、清晨
或下午五點到七點，地點當然佛
堂最好，不得已時臥房也可以，
但要將床鋪觀想為清淨的蓮花。

門方法，靜坐還要選擇正確的時
間和地點。最適合的時間是每天

一。以呼吸調身心靈是入靜的入

場法會，紛紛相告，將護摩殿有
限的空間擠得水洩不通。
護摩後，上師開示：瑤池金
母的【定慧解脫真經】要世人回
歸本源，定與慧正是其方法。由
靜可以得定，由定可以生慧，由
慧就能放下六根六塵，最後身心
歸一，再由一進入空性與宇宙合

四月五日在眾人要求下，上
師再主持一壇「瑤池金母護摩法
會」。眾人聽說上師要再主持一

由於蓮鎮上師口才好、內容豐
富，現場發問十分熱烈，是一次
非常成功的講座。

響」。為了向大眾推廣師尊文
集，現場並贈送書報、《燃燈雜
誌》結緣。到場聆聽者數十人。

氣場對健康氣運與修行的影

做好定慧的功夫 是回歸佛性的途徑

【登寶文宣‧馬利蘭訊】〈登寶
堂〉許多同門曾參加蓮生法王為
〈三輪雷藏寺〉主持的「安座開
光大典」，對釋蓮鎮金剛上師與
宋師姊所建立的〈三輪雷藏寺〉
之廣大恢宏，留下極深的印象。
二○一一年四月一日，在眾
人期盼下，終於迎來了蓮鎮上
師。上師此次弘法，因行程緊
湊，只主壇兩場護摩法會及主持

另外一場弘法是以講座方式

一次風水與修行的講座。場次雖
少，護持的同門卻非常踴躍。大
家法喜充滿覺得意猶未盡。
在堂外舉辦。講座題目是「風水

蓮鎮上師於〈登寶堂〉法會後，為眾同門法語開示。

圓滿人際關係要互相尊重、無我、多傾聽、多包容

【尊勝文宣．北加州屋侖訊】二
○一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國〈尊
勝雷藏寺〉為紀念大準提佛母聖
誕，特別舉辦一場「大準提佛母
息災增益敬愛超度護摩大法
會」。法會恭請釋蓮僧金剛上師
主持，蓮花家邦師兄和蓮花月星
師姐擔任事業金剛。
法會於當天下午一點，按儀
軌進行。護摩結束後，蓮僧上師
做了精彩的法語開示；上師先簡
單講解「密教五大部」的修行方

蓮僧上師於〈尊勝雷藏寺〉法會後，與眾同門義工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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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時候，要修忍辱波羅蜜，不
要產生恨、貪念，因為這將成為
未來的因果；知足常樂，當有一
天業障消除時，福報自然就來
了。
聖尊曾說過，福禍相依，若
我們能修忍辱波羅蜜，證得無生
法忍，就能成就阿羅漢的果位。
對於學佛者來說，沒有敵人，只
有恩人，所有眾生都是自己的貴
人。我們人生中會遇到許多無奈
的事，如生死、病業等等，都很
難超越。今日即使有人能長命百
歲，但若無視佛法，無視因果，
日日造業，常憎恨別人，那麼再
長的生命也無意義。我們雖然無
法主宰生命本身，但如果能修行
〈真佛密法〉，那麼當我們有了

一位凡夫，有一天也能變成莊嚴
的佛菩薩。

增益大手印，並將供品供入熊熊

大德踴躍參加護持。
法會進行中，上師演化息災

壇，蓮花素娥助教與眾同門善信

大家法喜充滿，法會圓滿結束。

並為大眾做「白財神賜福結緣灌
頂」、「阿彌陀佛賜福灌頂」，

師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頂」，

上師於兩場法會開示後，代

師的福分，要珍惜每個緣分。

故事來勸導大家要珍惜皈依學佛
的緣分，珍惜今生和根本傳承上

自己，做人要知足，並引用很多

清明節「阿彌陀佛息災祈福
超度法會」亦非常殊勝圓滿，蓮
一上師開示，要看看別人，想想

障。眾人同唸『白財神心咒』。
護摩法會吉祥圓滿，法會中同門
深感殊勝法流。
法會後，蓮一上師開示，講
述白財神的來歷和喜好，並舉例
講述『師尊心咒』的強大威力，
和鼓勵同門多唸佛的心咒，佛的
心咒代表佛的一種光明。要選一
個有緣的法，一法深入，口訣在
於心。有形需無形的加持，而無
形需有形的支持，〈真佛密法〉
是安心的法門，持唸心咒到一定
程度，境界就會煥然一新。上師
更鼓勵同門要持之以恆，並介紹
白財神壇城供品的布置方法。

〈真佛密法〉是安心的法門

【白雲文宣．卡城訊】二○一一
年四月二日、三日，加拿大〈白
雲雷藏寺〉舉行「騎龍白財神息
災增益護摩法會」與「清明節阿
彌陀佛息災祈福超度法會」。恭
請溫哥華〈普陀堂〉釋蓮一金剛
上師主壇，由本寺常住上師釋蓮
鳴金剛上師，蓮靜法師、蓮奉法

隨後，蓮龍上師為眾人做
「地藏王菩薩消災賜福灌頂」，

烈火中，消除報名者和祖先的業

師、蓮鈺法師、蓮熅法師、蓮芳
法師、蓮務法師、蓮言法師護

盛大的「地藏寶懺大法會」，圓

成就，就可自主生死，回到摩訶
雙蓮池淨土。今天遇到的困難，
有一天都會變成心中的寶蓮，每

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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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一上師於〈白雲雷藏寺〉法會後，為與會同門灌頂。

佛教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圓滿的宗教

【張強．芝加哥訊】二○一一年
四月廿四日，美國〈芝城雷藏
寺〉隆重舉行「地藏寶懺大法
會」。法會由釋蓮龍金剛上師主
壇，蓮毅法師護壇，來自芝加哥
地區近二百位同門共同護持。大
家將法會功德迴向給自己的家人
和先人，及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祈禱家人身體健康，先人得
往生淨土，慈悲的師佛能長住世
間。
歷時三個小時的拜懺法會圓
滿結束後，蓮龍上師法語開示
道：佛教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
圓滿的宗教。我們今天能皈依佛
法、皈依根本傳承上師，是累世
修來的大福慧。修行人在遇到困

美國、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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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龍上師於〈芝城雷藏寺〉主壇「地藏寶懺」

Information

印尼

世界各地
真佛宗 法
務報導

助教、眾同門近三百人參與盛
會。
是日，同門攜帶各式供品，
將壇城堆滿了各類熟食、水果等
豐盛供品。法會於四時卅分開
始，依照儀軌如儀進行，轉珠
明、點燃護摩火、供品下爐並演
化手印，在上師和與會眾等一心
祈求中，法會順利圓滿。
法會後，上師開示「清明
節」是祭祖掃墓的日子，可以在
前十天或後十天進行。師尊在
《密宗道次第廣論》第七冊有談
到，現代人每次祭祖，都會燒些
紙紮的房子、電冰箱、電視機、
汽車等，那是一個心意！不能批
評說不可以；因為燒金紙跟燒那
些紙紮的洋房、汽車、冰箱、電
視機，和你拜佛菩薩是同樣的道
理，完全是一種心意的流露。
其實《真佛宗》的超度法
會，有燒瑤池金母傳下的金紙及
豐盛的供品，再加上完整的超度
儀軌和殊勝傳承加持力、佛菩
薩、護法的加持力，所以，《真
佛宗》超度法會是非常殊勝的。

沐佛恩中，圓滿拉下了帷幕。

依灌頂」及為大眾做「賜福灌
頂」。法會在大眾法喜充滿、共

著，上師為新皈依者代師做「皈

弟子們學習的典範。
法會接近尾聲，鼎昌師兄代
表主辦單位將米糧等生活用品，
交給兩位友族同門代表領受。接

個小旅行箱而已，吃也簡單，而
且，師尊很守時，從不遲到，是

了，但聖尊在〈台灣雷藏寺〉法
會上，仍細膩談起在印尼的印象
及種種感受。上師也談到，聖尊
在生活上非常簡樸，出門只帶一

一次來到瑪琅〈明觀雷藏寺〉，
盛讚為東爪哇最大的道場之一。
聖尊從印尼回台雖已兩個多星期

城等，可說是樣樣俱到，甚感欣
慰，並特別指導火供法會前應注
意的事項。
上師在開示中講述，聖尊第

法會後，上師對〈明觀雷藏
寺〉的青少年組參與寺務工作，
無論是唱誦、敲打法器、布置壇

演化超度手印，祈求在聖尊蓮生
活佛、諸佛菩薩、金剛護法的加
持下，報名超度者往生淨土。

聖尊蓮生活佛的身教、言教 是佛弟子學習的典範

【蓮花延新．瑪琅訊】二○一一
年四月十七日，〈明觀雷藏寺〉
邀請雅加達〈印尼雷藏寺〉住持
釋蓮飛金剛上師主壇「地藏王菩
薩息災增益超度大法會」。本寺
映茴助教及青少年組生力軍護
壇；此外，瑪琅部分友族同門及
各界同門善信共二百餘名前來護
持，氣氛熱烈。
殿堂兩旁安置功德主延生位
及往生位，還有法船及琳瑯滿目
的超度供品，如山如海。映茴助
教及 Davit 師兄擔任司儀兼帶領
唱誦，法會如儀進行。主壇上師

蓮飛上師主壇〈明觀雷藏寺〉「地藏王菩薩息災增益超度大法會」

清明掃墓貴在心意 《真佛宗》超度法會非常殊勝

【釋蓮霞．巨港訊】清明節也叫
民族掃墓節。中國祭祀祖先的歷
史由來已久，早在上古時代就有
帝王、諸侯祭祀宗廟的儀式；春
秋時代孔子的墓祭，這些都屬於
貴族特有的；到了秦漢以後，貴
族制度沒落，才有一般民眾到祖
先墳墓去祭祀的習俗。
二○一一年四月三日，印尼
巨港市〈聖輪雷藏寺〉舉辦「阿
彌陀佛息災祈福超度護摩大法
會」，由住持釋蓮元金剛上師主
壇，蓮霞法師、蓮菩法師護壇，

〈聖輪雷藏寺〉舉辦「清明超度法會」，大殿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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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四月廿四日，兒
童班在班主任曾愛美老師的領導
下，例行舉辦「放生活動」。放
生前，曾老師以問答方式，向學
童們講解為何要放生？為何對所
有生靈要愛護？放生有何好處？
曾老師逐一解說。然後帶領學童
們修一壇法，誦經、持咒、結手
印，如儀進行。接著，曾老師率
學童們走到門外廣場，輔導員
Danny 師 兄 將 鳥 籠 打 開 ， 剎 那
間，成群的小鳥從籠中蜂擁飛
出，在虛空中自由飛翔。學童們
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這場放
生活動。通過這項活動，使幼小
學童們的心靈對放生的活動，有
更進一步的瞭解，並且加強對所
有生靈的愛護和產生慈悲心，啟
發了學童們對佛理的認識。
本寺住持釋蓮洪金剛上師曾

聖尊加持，法會吉祥圓滿。

門做「皈依灌頂」，也為大眾賜
授「堅牢地神賜福灌頂」，感恩

地神結界護身法」，藉以避邪除
疾。法會後上師代師為九位新同

有關係。上師更教導大家「堅牢

圓滿。上師開示，堅牢地神是地
上最富有的財神，跟五路財神也

人立足觀看，法會在咒音中吉祥

傳送到護摩爐下供，護摩火熊熊
燃燒，大眾誠心唱誦『堅牢地神
心咒』，咒音宏亮傳到街上，行

壇「堅牢地神護摩大法會」，由
蓮霞法師及〈真德雷藏寺〉三位
助教護壇，來自各地的堂主、同
門善信三百餘位參與盛會。上師
以金剛鈴杵加持供品，再由內壇

加〈圓輝堂〉、〈圓雲堂〉、
〈真德雷藏寺〉助教、堂主及三
百位同門善信，使得堂裡、堂外
及鄰居的屋簷下，都坐滿了人。
拜懺圓滿結束後，上師開示，同
修會雖狹小，但大家都誠心拜
懺，也為祖先報名拜懺，是很難
得的機會。開示後，上師為大眾
賜授「觀世音菩薩賜福灌頂」。
廿四日下午，由蓮元上師主

虔誠禮懺消除眾業 堅牢地神護身能避邪除疾

【蓮霞法師．坤甸訊】二○一一
年四月廿三、廿四日，印尼坤甸
市〈寶音同修會〉舉辦「大悲寶
懺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及「堅
牢地神護摩大法會」。恭請巨港
〈聖輪雷藏寺〉住持釋蓮元金剛
上師主壇。
廿二日，蓮元上師與蓮霞法

上師休息片刻後即到〈寶音同修

對 Sunday Club 的 開 辦 甚 感 期
許，冀望 Sunday Club 能培育出
更多幼童的真佛弟子，為未來
〈真佛密法〉的延續和普傳不斷

會〉，為眾人開示拜懺的意義。

師飛抵坤甸已是傍晚，由〈寶音
同修會〉堂主及兩位理事接機；
擴大；這也是泗水〈光明雷藏

悲寶懺」。來自〈圓頂堂〉、邦

廿三日，蓮元上師主壇「大

寺〉對將來的夙願，把真佛法脈
代代相傳，地久天長！

True Buddh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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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元上師於〈寶音同修會〉持金剛棒為護摩爐開爐結界

真佛法脈代代相傳 地久天長！

【蓮花延新．泗水訊】〈光明雷
藏寺〉開設的「兒童密宗佛學
班 」 〈 TrueBuddha Sunday
Club 〉，其宗旨是以佛教的精神
注重品德教育，教育良好的習慣
及禮儀。兒童班是每星期日上午
十點半開始上課，由班主任曾愛
美 （ Emilia Tjandra M Pd ） 執
教 ， 還 有 青 年 班 的 Danny 、
Lidya 、 Chandra 、 PeiPie 、
Lily 等發心輔導，幫忙教課。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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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雷藏寺〉「兒童密宗佛學班」曾愛美老師向學童示範結手印

Information

燃燈雜誌

Enlightenment
Magazine tb.tw@xuite.net
電子郵件信箱

∣燃燈雜誌

台灣總發行所∣

【燃燈雜誌社】
總社資料

Add：100, Lane Liansheng, Shanjiao Village, Tsao-Tu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Taiwan, 54264 R.O.C.

社 址：54264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郵政信箱：54099 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郵政劃撥戶名：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限台灣地區)

燃燈雜誌總社
∣台灣地區∣

國外匯票、支票抬頭：Lei Tsang Temple
銀行匯款資料：
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S.W.I.F.T. NO：F C B K T W T P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 2,
Tsao-Tun, Nantou, Taiwan 54264, R.O.C.
(匯款後，請將收據傳真至燃燈雜誌告知，謝謝！)

總機電話：
886-49-2312992
新傳真專線：

886-49-2350140
■廣告、報導、一般事務
請撥分機：368蓮均法師
■郵寄事務、更改資料
請撥分機：367何師兄
■匯款、贊助款、信用卡
捐款相關事務
請撥分機：362賴師姐

（欲報名參加「燃燈雜誌功德主」，請特別註明：報名表、支票或匯票請寄至燃燈雜誌社。）
54099 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燃燈雜誌

世界各地分社通訊網∣

˙【香港雷藏寺】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10號新寶中心31字樓

∣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地區∣

支票抬頭：佛教密宗香港雷藏寺有限公司
BUDDHISM HONG KONG LUI TSANG SZU LIMITED
˙【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No. 1A, Jalan Perawas, Lebuh Setaka, Taman chi Liung,41200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支票抬頭：P. A. B. T. CHEN FOH CHONG MALAYSIA
˙美國【西雅圖雷藏寺】1701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美、加地區∣

∣歐洲地區∣

支票抬頭：LING SHEN CHING TZE TEMPLE
通訊網：http://www.tbsseattle.org
˙英國【真渡雷藏寺】
265 Willesden Lane, Willesden, London, NW2 5JG, U.K.

電話：852-23888987
傳真：852-27830661

電話：603-33749399
傳真：603-33771908

電話：1-425-8820916
傳真：1-425-8837360
電話：44-208-4519118
傳真：44-208-4519677

˙墨爾本【嚴明雷藏寺】67 Sydney Street, Sunshine, VIC3020, Australia

電話：61-3-93118149
傳真：61-3-93118218

˙雪

電話：61-2-95911156
傳真：61-2-95587035

∣澳洲地區∣
梨【嚴山雷藏寺】643 Princes Highway, Tempe, N.S.W 2044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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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佛 宗 燃 燈雜
雜誌
社
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四月十五日

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四月 一 日

二○○八年三月 一 日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二○○八年二月 一 日

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七年十二月 一 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 社

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 社

二○○八年一月 一 日

宗燃燈雜誌社

二○○七年十一月
一 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社

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

社

社

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

社

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

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真佛

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二○○七年十月 一
日

二○○七年九月 一
日

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二○○七年八月 一
日

二○○七年七月 一
日

二○○七年六
月 一 日

二○○七年六
月十五日

月 一 日

二○○七年五
月十五日

二○○七年四

二○○七年四
月十五日

二○○七年五
月 一 日

二○○七年三
月十五日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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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燃燈 兩岸匯款全面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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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八月 一 日

中國讀者可透過大陸所有「外匯指定銀行」匯入郵政存簿儲金帳戶，請填寫以下資料：

二○○九年七月 一 日

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二○○九年六月 一 日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九年四月 一 日

二○○九年四月十五日

二○○九年五月 一 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九年二月十五日

二○○九年三月 一 日

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九年一月 一 日

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二○○九年二月 一 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 社

二○○八年十二月 一 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 社

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 社

雜誌

雜誌

●受款人姓名：ChungHwa Post - Jan Teng Tsa Chig She Cheng Hsien Ming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受款聯絡電話：886-49-2312992#362
◎幣別：暫限「美金」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十一月 一 日真 佛 宗 燃 燈 雜 誌 社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十月 一 日

二○○八年十月十五日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八月 一 日

二○○八年八月十五日

二○○八年九月 一 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二○○八年七月 一 日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二○○八年五月 一 日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二○○八年六月 一 日

雜誌

雜誌

雜誌

●受款銀行：中華郵政（ＳＷＩＦＴ ＣＯＤＥ：ＣＩＴＩＴＷＴＸ）
●受款人帳號：7000081206-0162589
196 197 198 19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刊登

∣燃燈雜誌∣
全彩廣告
贊助費

讓分布全世界各地
真佛宗同門同步閱讀
全版 （尺寸19cmx26cm）NT$ 12,000／US$ 400
半版 （尺寸19cmx13cm）NT$ 6,000／US$ 200
1/3版（尺寸19cmx8.7cm）NT$ 4,000／US$ 135

∣燃燈雜誌

世界各地分社通訊網∣

˙【獅城雷藏寺】負責人：蓮花獅渢講師

∣新加坡地區∣

Permit No：MICA(P)033/01/2009

通訊地址：117 SIMS AVE SINGAPORE 387441
支票抬頭：TRUE BUDDHA SHI CHENG TEMPLE
E-mail：dharma@shicheng.org 互聯網：http//www.shicheng.org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Kompleks Ruko Permata Anccl Blok L No.27
Jakarta Utara 14420 Indonesia
E-mail：madhatantri＠gmail.com 中文 E-mail：rudysalimg＠gmail.com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
JL. Vila Permata,Kel. Desa Binong Kec.Curug.Jawa Barat,Indonesia
˙【圓潤堂】
JL. Kusuma VI Blok A-7C No. 4 Jakarta Barat-11460,Indonesia

∣印尼地區∣

˙【圓月堂】
JL. Lombok No. 1, Kode Pos：20234, Medan Sumatera Utara,Indonesia
˙ 蓮燈佛具 Light Lotus Gallery Buddhism Center
Jln.Jendral Sudirman No.384(Depan Bank Mandiri Cinde)Palembang Indonesia
E-mail : lotus@jingen.org
˙【禮善雷藏寺】
負責人：張德強

Tikno Tjandrane Gara

D/H Toko: Moro Dadi

JL. Nusantara No.1A Pekalongan ,Indonesia

電話：65-67413438
傳真：65-67417436

電話：62-21-6456909
62-21-6456919
傳真：62-21-6457123
電話：62-21-5919680
傳真：62-21-5919681
電話：62-21-6241884
傳真：62-21-6241785
電話：62-61-4574739
傳真：62-61-4570224

電話：62-71-1320379

電話：62-28-5433988
62-28-5433508
傳真：62-28-543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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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
請根
根 本 傳承上
傳 承 上 師 蓮 生活
生 活 佛加持
佛加持

法音雷藏寺徵求建寺功德主
法音雷藏寺

啟建108壇「南無愛染明王息災、祈福、敬愛、超度護摩」
暨 啟建108壇「南無摩利支天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及母斗金罡永久光明燈，作功德迴向。

另外，每週日上午10:00護摩，依序作八大本尊及金剛空行護法護摩。
歡迎各位同門、善信大德，隨喜報名參加。

時間表：

護摩舉行時間如下：

■南無愛染明王： 2011/5/18‧5/19‧ 5/20‧ 5/24‧ 5/25‧ 5/26‧ 5/27‧
5/31‧6/21‧6/22‧6/23‧6/24‧6/28‧6/29‧6/30

共15壇

■南無摩利支天菩薩： 2011/6/1‧ 6/2‧ 6/3‧ 6/7‧ 6/8‧ 6/10‧ 6/14‧
6/15‧6/16‧6/17
郵政劃撥戶名：雷藏寺 邱清芬
帳號： 22696100

法音雷藏寺

台灣
地區

匯款帳戶資料：
BENEFICIARY’S NAME ：
CHIU CHIN-FEN
A / C No： 046080002092
S.W.I.F.T. CODE： UWCBTWTP 046
BANK ： CATHAY UNITED BANK
CHING-SHUI BRANCH
BANK ADDRESS ： 170 CHUNG-SHAN RD.,
CHING-SHUI,TAI CHUNG,
TAIWAN R.O.C.
台灣

以外
地區

共10壇

■八大本尊及金剛空行護法週日護摩：
(1)5/22 堅牢地神金剛 (2)5/29 藥師佛 (3)6/5 大白傘蓋佛母 (4)6/9 堅
牢地神金剛 (5)6/12 大威德金剛 (6)6/19 大白蓮花童子聖誕 (7)6/26 不
動明王

共7場

地 址：台灣台中市新社區大南里中和街二段
水頭巷52-2號
電 話：04-25810118 傳 真：04-25810218
手 機： 0910-966382 (蓮省法師)
Web：www.fayin.org.tw
E-mail：fayin@fayin.org.tw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敬請把握此難得的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有意參加各項護摩的十方善信，
請與法音雷藏寺蓮省法師聯絡。
或 Email ： fayin@fayin.org.tw

助印者：羅賴玉蘭 大德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
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
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
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
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
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
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
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
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
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
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 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
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
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
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
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菩賢菩薩。虛空藏
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
唸唸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
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
哈。」（咒唸七遍）

慶祝蓮生活佛六秩晉七佛誕ˉ台灣區聯合放生法會
蓮生活佛佛眼觀眾生因殺業過重以致冤孽纏身，遭致諸多不順，身
心受創。欣逢蓮生活佛慈悲降生娑婆，度化眾生，今仰仗佛誕威德之力
，法力無邊化解冤孽災障消散。香華雷藏寺特祈求蓮生活佛親臨主持聯
合各分堂、寺、同修會之放生法會並賜福眾生。
放生法會會場於香華雷藏寺舉行，恭請蓮生活佛放光加持放生魚苗
後，護送至日月潭放流，回歸自然，一切功德圓滿。

恭請聖尊

蓮生活佛親臨主壇，真佛宗上師團、法師團護壇。

＊ 主辦單位：香華雷藏寺
＊ 協辦單位：
台灣雷藏寺、 莊嚴雷藏寺、佛林同修會、中觀堂、清淨同修會、
法聲堂 、妙行堂、蓮聖同修會、淨心同修會、三重同修會、法
舟堂、法記堂、通慧堂、法身雷藏寺、廣喜堂、福佑雷藏寺、竹
賢堂、瑤池精舍、南聖堂、三義雷藏寺 、 銅鑼法鑼堂、明德同修
會、寶悅同修會、覺心雷藏寺、法音雷藏寺、慈尊堂、靈智堂、
溪湖同修會、玄行堂、三清堂、大雄堂、參明堂、新港同修會、
台南市真佛宗大願學會、弘範同修會、宜蘭同修會
＊ 參加辦法：本寺報名、通訊報名、現場報名或各分堂報名均可。
＊ 放生費用：放生費用隨喜供養。
＊ 法會地點：香華雷藏寺
＊ 法會日期：國曆 五 月 二十九 日（星期日），法會下午二點開始。

香華雷藏寺
※地址：40658台中市北區柳川東路四段8號
※電話：04-22014818
※傳真：04-22014838
※郵政劃撥
帳號：２２６０１０８６
戶名：台中市真佛宗香華學會

※國內匯款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中港分行
帳號：５１７１－７１７６－１４３７０
戶名：台中市真佛宗香華學會

恭請 :
蓮花少東金剛上師主壇
（一）5月29日(星期日) 下午2時
南無龍尊王佛 息災祈福 增益轉運 護摩法會
暨 師尊親賜傳承信物灌頂
（二）5月30日(星期一)至6月4日(星期六)晚上8時
龍王寶瓶法同修 暨 恭誦佛說海龍王經
（三）6月5日（星期日）中午11時30分
慈悲放生法會 及 敬獻祈願龍王寶瓶

如欲參加乘船出海放生及獻寶瓶者，必須預先報名留
座。座位有限，額滿即止。並請於6月5日(星期日) 上
午11時，新界大學火車站出口處集合，逾時不候。
普明佛學會有限公司
Universal Enlighten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 Ltd
香港新界火炭山尾街 37~41 號華樂工業中心第一期B座9樓33室
電話：+852 2616 9434 傳真：+852 2616 9424
hkpuming@ymail.com 詳情請瀏覽網址及下載表格www.hkpm.org
普照堂
香港新界元朗教育路48號兆明樓三樓A,B座
電話：+852 2479-3228 傳真：+852 2478-8837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Grand- Master Sheng-yen Lu
皈依的方法：

生活佛盧勝彥，依〈真佛密法〉次第實修，
而獲得即身成就，由於親證「西方極樂世界
摩訶雙蓮池」的佛國悉地，故而發下宏願，誓願粉
身碎骨度眾生，為當代密教最偉大的成就者。
蓮生活佛在三十多年的修行歷程中，將這艱深的
修行密法，整理融會成順應時代，適合現代人修行
的〈真佛密法〉儀軌。至目前已出版二百多冊佛學
巨著，藉以弘揚佛法，引度有緣，目前皈依弟子有
五百萬眾，遍布世界各地，成立弘法中心達四百多
處，許多西藏活佛及顯教大法師也都皈依其門下，
修持〈真佛密法〉。
《真佛宗》弘揚〈真佛密法〉引導眾生依法修
行，由「四加行」、「上師相應」、「本尊法」、
「寶瓶氣」、「拙火」、「通中脈」、「開五
輪」、「五金剛法」、「無上密」、「大圓滿」，
次第實修，達到「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為宗旨。

蓮生活佛的方法

皈依

蓮

一、寫信遙灌頂皈依：
欲皈依的弟子，只要在農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時，面向
東方（太陽昇起的方向）。唸四皈依咒：
「南無古魯貝。南無不達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蓮生
活佛指引。皈依真佛。」三稱三拜。
在自己家中做完儀式的弟子，只須寫信，列上自己的真實姓
名、地址和年齡，附上隨喜的供佛費，信中註明「求皈依灌
頂」，寄到台灣雷藏寺，辦理皈依事宜。並將會寄發給您一張皈
依證書及根本上師法相。
二、世界各地代師弘法的真佛宗金剛上師，代師灌頂並辦理皈依
皈依供養：

●台灣郵政劃撥帳號：22713441 郵政劃撥帳戶：雷藏寺
●銀行匯款帳號：441-10-070004
帳戶：Lei Tsang Temple
S.W.I.F.T. NO：FCBKTWTP
匯款銀行：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銀行地址：NO 256 Taiping Road, Sec. 2, Tsao-Tun,
Nantou, Taiwan, R.O.C.
●匯票、支票抬頭請寫：雷藏寺（Lei Tsang Temple）
台灣雷藏寺
地址：54264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電話：886-49-2312992 傳真：886-49-2350801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簡 介：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是由蓮生
活佛盧勝彥於二○○八年成立的。基金會是在蓮生活佛
的指引下依佛教教義所創設，基金會以佛教慈悲為懷的
精神，力行救助眾生的菩提事業。雖然基金會是啟發自
佛教的教義，但它幫助的對象是不分任何宗教的。
◎宗 旨：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慈善機構。我
們以慈善及關懷的心，努力為人們爭取高品質的健康和
教育。基金會每年將會採取創新的計劃與措施，撥款給
需要幫助的單位，以解決存在於健康與教育問題中的部
門。此外，基金會每年將撥出部分基金用於國際救災工
作及個人獎學金等特殊計劃。
◎歡迎參與：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慈善機構。有
您和《真佛宗》團體的支持，我們以慈善及關懷的心，
努力為人們爭取高品質的健康和教育。
◎義 工：
我們需要下列有經驗的理事會義工成員。
1、具備美國及其他開發中的國家，有保健及醫療的經
驗者。
2、具備美國及其他開發中的國家，有教育體制的經驗
者。
3、具備行銷、公共關係或非營利組織籌款經驗者。
4、曾任其他非營利性組織的理事者（優先）。
5、居住在西雅圖地區者（優先）。

◎捐 贈：
每筆捐贈都重要！有您的支持，我們能夠對最需要者的
健康和教育做最大的貢獻。
捐贈方式——
1、使用PAYPAL捐贈
2、使用支票捐贈請寄到：17102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支票抬頭：SHENG-YEN LU FOUNDATION
3、銀行匯款方式：
銀行名稱：BANK OF AMERICA
受款銀行代碼：BOFAUS3N
受款戶名：SHENG-YEN LU FOUNDATION
受款帳號：5318759797
銀行分行代碼：125000024
受款人地址：
17102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銀行地址：
15800 NE 8th STREET BELLEVUE. WA 98007 U.S.A.
◎歡迎與我們聯絡：
電子郵件：info@sylfoundation.org
Internet：www.sylfoundation.org
郵件請寄：
17102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電話：+1-425-883-3500
傳真：+1-425-883-3511

如果您想刊登師佛佛誕賀詞，敬請儘速於2011年6月3日前將「賀詞內容」、
「刊登版面」、「祝賀單位」等，一併郵寄、傳真或E-mail至本社，謝謝！
燃燈雜誌感謝您的支持與愛護！

E-mail：tb.tw@xuite.net
傳真Fax（886）49-2350-140

敬請
各
儘量 寺、分堂
單獨
、同
刊
修
對師 登賀詞， 會
佛的
敬意 以示
！

廣告刊登洽詢 Tel （886）49-2312-992#368 蓮均法師
匯款相關問題 Tel （886）49-2312-992#362 賴師姐 #367 何師兄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幢
高： 21 公分 寬： 6公分
材質：特級水晶、金漆、黃銅

善書不只是幫助往生者，事實
上，對所有的有情眾生均有助
益。…印送善書是「冥陽兩利」的事
情，只要是善書，對亡者、生者都有很
大的助益。……這印善書，也看個人的
因緣了。……印善書是大善行，不可小
視，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印

助印燃燈雜誌 等於 印善書

1
■摘錄／燃燈239期〈燃佛心燈〉∣〈善書 善書 善書〉

Size:17cm

金如意

且修心與修法並重，堅定「敬師、重法、實修」的

燃

方案

燈雜誌是由《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所創辦的文宣刊物，也是蓮生活佛多年來
的心願之一。《燃燈雜誌》以弘揚〈真佛密法〉為
主旨，以正信正見，認知真佛正法，淨化人心，而

如意

光明大道，進而達到「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的最
終目標。
《燃燈雜誌》是根本傳承上師所慈悲賜予所有真
佛弟子與有緣眾生成就功德、福慧並修的良善法
緣，期盼您我共襄盛舉，勤耕福田！
由於《燃燈雜誌》乃為結緣贈閱，本社一切開銷
支出包括印刷、包裝……等等，都極需要您的發心
捐助！《燃燈雜誌》才能永續發行。
為了弘揚《真佛宗》最殊勝的〈真佛密法〉，為
了廣度眾生，光明普被。希望您能一起來發心！
本社將為您參加全年三十九壇以上的護摩法會功
德迴向，增添您運勢和光明，並寄送您一年份的
《燃燈雜誌》，以及下列數種贈品方案供您選擇。

時輪佛龕（嘎烏）

高：5.5cm 寬：3cm
材質：合金、噴999真金

高：8.5cm寬：7cm厚：2.7cm
材質：合金鍍金、仿綠松石

Size:13.5cmX8cm

蓮花童子金身

千年紅財神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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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

方案

經典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