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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 Master Sheng-yen Lu

入門真佛宗，
首要先皈依受灌頂。

皈依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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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密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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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相應法」、「本尊
法」、「寶瓶氣」、「拙火」、「通中脈」、
「開五輪」、「五金剛法」、「無上密」、
「大圓滿」，依次第實修，達到
「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為宗旨。

蓮生活佛盧勝彥

蓮

皈依的方法：
一、接受根本上師親自灌頂皈依，並發給「皈依證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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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真佛宗各地區的同修會、分堂、雷藏寺等地皈依，或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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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及代發「皈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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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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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49-231299 2 傳 真：+ 886-49-23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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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e Buddh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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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寶庫之門(序)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在

這本書裡，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就是這本

書裡的男主角，我就是寶庫。為什麼是寶

庫？我告訴大家幾個原因：
其一：
我是天賦。

當我的天眼打開了，我看見自己原來是「蓮花

童子」，又到了「摩訶雙蓮池」，那是蓮花童子的
淨土。
我寫偈：
法身原在天外天。
古塔舍利卻在前。
只為人間大事業。
化身僧人且流連。

蓮花童子是誰？是蓮花手菩薩、項光童子、寶

意童子、寶上童子、白蓮花王、大白蓮花童
子。……

是「華光自在佛」。

由於有這種天賦，所以我是寶庫。
其二：
我是相應者。

我具備了修行的緣份，修「資糧道」、修「加

行道」、修「見道」、修「真道」、修「究竟
道」。

密教修「生起次第」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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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修「圓滿次第」圓滿。

「明心」是理上的，而「見性」是事上的。理是

我是見性者。

「大威德」、「大圓勝慧」這四大法，我均潛修四十

持法門。以密教來說，「大圓滿」、「大手印」、

佛門廣大，教派繁多，各宗各派，皆有各自的修

理論，事是實修。

相應了「加行法」、「上師法」、「本尊法」、
「金剛法」、「無上密」、「大圓滿」。
我這一生，只有「修行」、「寫作」、「弘
法」。
我相應了「瑤池金母」、「阿彌陀佛」、「地藏

我是明心者。

其三：

由於我是相應者，所以我是寶庫。

在我的「慧眼」之中。人間、生命、宇宙、因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種「見證佛性」，世間少有，所以我是寶庫。

我見證佛性。

年。

明心就是開悟，我明白「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果、輪迴、涅槃、一切一切，全是一個「大夢幻」。

菩薩」。……

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明白「過去心不

我找到的，是佛法的終極，到了終極，連佛法也

不是。我有無窮盡的神通及微妙的覺受。所以我的智

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根
本無所得。

你若讀了這本書。

慧，使我一生無憾！

我明白「滅寂」。

你也會一生無憾。

我明白「空性」。
我明白「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讚嘆啊！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蓮生活佛 盧勝彥
REDMOND, WA 98052
U.S.A.

讚！

我明心之後，知道原來是一元，不是二元對立。
是絕對，而非相對。
明心之後，萬念皆寂，一切皆泯。這才是普空
寂，這才是恒在、不審。
這種大智慧，少人知之，所以我是寶庫。
其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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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秘密口訣是精華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先

講一個笑話吧！笑話是這樣的：

熄燈後，朱太太喋喋不休的講了一些家庭的瑣

事，朱先生連吭都不吭一聲。

過了好一陣子，朱太太盯著丈夫說：

「都是我說，不公平，換你來說幾句，我來
聽。」

朱先生點點頭，說：

「好！我說，時間不早了，睡覺吧！」
哈哈哈！
我說：

朱先生的一句話，是「精華」，是「口訣」，睡

覺時間到了，就睡覺吧！

這本書不是長篇大論的理論，我也不用那深奧的

佛學術語，不是訓話說教，我只是想把自己的修行心

得，用最簡易的語言，說了出來而已。
去其枝枝葉葉。
直達真實心意。
話不多。
但精要。
例如：
有弟子問：

「盧師尊這一生來人間，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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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

「我是明心見性的悟者，而眾生在迷中，悟者要

「如果有人不信？」

弟子問：

我答：

「你是瘋子嗎？」

弟子問：

喚醒迷者。」

我答：

「是的。在眾生的眼中，我是瘋子法王，瘋行

「度眾！」

「大聲疾呼！」

我答：

「如果有人信？」

我答：

「你是悟者，誰能證明你？」

弟子問：

者。」

「大聲疾呼！」

「沒有人能證明我是悟者，除了虛空，我證悟了

弟子問：

弟子問：

弟子問：

「都是大聲疾呼！」

它簡單。

「虛空。」

我告訴大家，我的口訣是：

虛空，虛空也證明了我，這就是我的自燈明，法燈

「還有呢？」

它澄明。

「怎麼都是大聲疾呼？」

我答：

它清淨。

明。」

「沒有了！」

它超越名相。

我答：

哈哈哈！我來這人間，就是「大聲疾呼」，其他

果你說「有」呢？我答：「有也在空中」。空有俱

這「虛空」兩個字，是絕對，不是二元對立。如
弟子問：

泯！

沒有了，這就是口訣。
「盧師尊為什麼要大聲疾呼？你是瘋子嗎？」
我答：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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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密口訣是精華

一月十八日蓮生活佛於台灣雷藏寺﹁準提佛母大法會﹂開示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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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隨喜贊助，功德無量

http://www.idn.com.tw

在首頁「發燒TOP-10」點選「蓮生活佛弘法紀要」，
即可得知蓮生活佛近期開示及新作發表。

一月十九日蓮生活佛於三義雷藏寺開光安座暨﹁千手千眼觀音大法會﹂

自立晚報 網址

密教重視實際的修法，行者必須具備初發心和長遠心。

電子郵件信箱：

讚歎洪講師及所有發心的善信大德，你們功德無量！

tb.t w@xuite.ne t

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886-49-2350140

投稿

傳真專線：

二○一三年「燃燈功德主」迴向特訊

投稿、功德主報名表、捐款授權書

人生因利他而圓滿，自性因利無而解脫。

蓮曉上師

lighten@hamicloud.net

一月廿五日蓮生活佛於台灣雷藏寺﹁藥師琉璃光王佛大法會﹂開示

實修出離與立決往生（下）

蓮耶上師

新-電子郵件信箱：

大圓滿眠光法可守護行者平安好眠、住家安然無虞。
蓮生活佛 大年除夕，擊鼓祈福；加持紅包，賜福眾生。

發菩提心論（五十八）

蓮翰上師

〈燃燈雜誌社〉業已申請新的電子郵件信箱，其儲存空
間較大，敬請各道場或讀者多加使用；若需交寄較大、
較多檔案予本社時，敬請寄至新的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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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公告

感謝師尊賜給南投燈會祝福與圓滿

一月卅一日蓮生活佛於台灣雷藏寺﹁彌勒菩薩大法會﹂開示

明白自己的心，修出自性光明，再融入大光明海，可以成佛！
參加法會討吉兆，馬年財運發發發！
奉行正信宗教，存好心、做好事、講好話！
蓮生活佛於大年初一接受電視媒體記者訪談

法雨均霑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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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準提佛母護摩
灌頂：準提佛母本尊法
第三眼灌頂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文字整理 / 燃燈雜誌
■圖片攝影 / 燃燈雜誌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
鳴和尚，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敬禮壇城三寶，敬禮
護摩主尊—大準提佛母。
師母、各位上師、吐登悉地仁
波切，各位法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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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北美事務
協調委員會〉秘書長廖東周大使、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
人陳旼旼女士、〈南投縣草屯鎮警察
分局〉局長邱顯良先生及同行貴賓、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
主任鄭森隆博士、〈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國立中正大
學〉電機系特聘教授王進賢博士及夫
人林世珍女士、〈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電機系教授王耀諄博士、〈國立
宜蘭大學〉電子系副教授林秀菊博
士、〈屏東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葉淑雯教育博士、〈中國醫藥大學〉
助理教授洪欣儀博士、〈行政院農委
會農試所鳳山分所〉助理研究員林照
龍先生、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
陳蕙美女士、〈民進黨大台南市黨
部〉主委蔡旺詮議員代表、〈高雄市
議會〉許慧玉議員代表、〈宗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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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new year
【燃燈雜誌】

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世界華光功
德會〉總會長常仁上師、〈華光功德
會〉台灣區理事長吳冠德先生，美國
加 州 高 銘 祿 師 兄 、 my university
classmates （我的大學同學）朱金
水 先 生 及 夫 人 陳 澤 霞 女 士 ，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三師姑盧幗英
女士及師姑丈，〈中天電視台〉「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
姐，「六祖壇經及密宗道次第廣論」
節目製作人蓮悅上師、主持人佩君師
姐。
大家午安！大家好！（師尊講
台語）你好！大家好！（師尊講廣東
話） Good afternoon and ど う も こ
んにちは（日文：你好）， Selamat
siang （印尼語：下午好）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您好！）
歡 迎 大 家 的 到 臨 ， Thank you for
coming （感謝你的蒞臨）， next
week see you soon （希望在下週看到
你們的到來）。歡迎每一個貴賓到
臨，還有每一個同門、信眾，大家今
天能夠再聚集在這裡，做這個大準提
佛母的護摩法會，覺得非常
Happy ，非常快樂！
我們今天是做大準提佛母的護
摩，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大準提佛
母。其實，這一尊準提佛母在東密—

日本密宗非常盛行，很多寺廟都有供
奉準提佛母；另外，中國的密宗也很
尊崇準提佛母，還有，「台密」—
《天台宗》的密宗，也是很尊敬準提
佛母的。這一尊原來是釋迦牟尼佛進
入金剛大海三昧耶所出生的準提佛
母，準提佛母的蓮花座大部分是從海
昇起來的，所以稱為「清淨金剛」。
祂蓮花座的蓮莖兩旁，還有兩位龍王
在護持祂，祂中間的手是結「準提
印」，另外，十八隻手各拿著法器，
成為十八不共法。
因為祂是釋迦牟尼佛本身的化
身，所以祂具備了種種的妙相跟莊
嚴，祂的法力無窮，一共有十八不共
法。祂的身色是屬於白色跟黃色，所
以，師尊今天就穿黃色的龍袍，戴白
色的圍巾；這白色的圍巾並不是我咳
嗽、感冒，而是象徵準提佛母的白
色。
準提佛母的咒語就是：「嗡。
者禮主禮。準提。梭哈。」這是祂最
短的咒語。祂的手印就是「總持
印」，釋迦牟尼佛是總持一切，所以
準提佛母的手印就是「總持印」。我
們主持法會比手印時，一定先比「總
持印」，「總持印」就包含了一切，
那一種印就好像須彌山一樣，端端正
正的，周圍很多的眾生圍繞著，是總
持著一切須彌山以及四大洲、八小

洲、七金山跟七海，祂等於是須彌
山，等於是一個中心一樣，所以才稱
為「總持印」。祂的十八隻手都拿著
法器。祂還有一個稱呼，叫做「最勝
金剛」。
修「準提佛母法」的人，準提
佛母可以當自己的本尊，又可以當成
自己護法，一尊就夠了！這個準提佛
母是本尊，也是護法。修「準提佛母
法」，有一個準提鏡，你可以看著這
個準提鏡修法，修到鏡子放光照你，
甚至準提佛母出現在鏡子裡面，如果
你要修第三眼，你可以觀想準提佛母
的第三眼照你的眉心輪，修久了，你
就會具有第三眼！
準提佛母是非常偉大的！準提
佛母也是我的上師，因為準提佛母是
普方上師的本尊，所以每次修準提佛
母我都要唸：「稽首皈依蘇悉帝，敬
禮佛母大準提。」（師尊唸台語）他
剛開始教我「準提佛母法」的時候，
就是用這兩句話，因為尊敬他，所以
我就唸：「稽首皈依蘇悉帝，敬禮佛
母大準提。」普方上師蓋的〈準提
寺〉，是在台北社子島。我們介紹準
提佛母就到這裡。
我們再講密教大圓滿的口訣
部。密教大圓滿口訣部裡面的法，也
有修身清淨、口清淨跟意念清淨的口
訣。修身清淨就是一種「印」，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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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手印、包括了身印，然後包括了
你坐的姿勢，你要修什麼法，就要坐
怎麼樣的姿勢，都是有規定的，都是
有一定的，那是屬於身清淨的方法。
口清淨就是持咒，意念清淨就是無
念。
今天跟大家講密教大圓滿—身
清淨、口清淨跟意念清淨當中的「口
清淨」，口清淨並不教你早上起床要
記得刷牙，現在，刷牙的方法好多
種，有電動的、有用水沖的，還有牙
尖刷、牙線，還有按摩牙床的……，
並不是教你這種口腔的清淨。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有一大
群女學生到農場實習，農場的主人教
大家擠牛奶，當示範完畢後，大家各

自親手去試試如何擠牛奶。有一個女
同學看別人都已經擠了半桶，而自己
只有擠一點點，就非常不解！農場主
人走過來一看，他就講：「小姐，你
不但用錯了方法，而且還選擇了一隻
公牛！」
大圓滿裡面的法，這個口訣其
實很簡單，大家都可以意會。我先講
第一個，你如何清淨你自己跟外在的
環境？這是一個重點！你只要用「毘
盧七支坐」，我們修法都要毘盧七支
坐，毘盧七支坐就是身清淨。簡單地
講，你端正坐好，舌抵上顎，就是教
你上行氣向下，上行氣向下進入中
脈，這是講身清淨的。
舌抵上顎就是讓你的上行氣進
入中脈，然後你要壓喉結，下巴稍微
勾住，壓住喉結，這個是讓你的心
氣、命氣能夠進入中脈。然後，胸部
要挺直，脊椎骨挺直，腰要挺直，兩
個肩膀挺直，就是讓你的遍行氣進入
中脈。另外，你的兩隻腳盤起來—
「跏趺坐」，跏趺坐就是讓你的下行
氣進入中脈。
身清淨有它的要訣。兩隻手放
在臍輪的地方，是讓你的火伴氣進入
中脈；兩肩是遍行氣，壓喉是屬於命
氣，舌抵上顎是上行氣，提肛是屬於
下行氣，兩隻腳盤起來就等於是下行
氣進入中脈。它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你做好毘盧七支坐以後，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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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你的心際蓮花開放，裡面立了一
個「吽（
）」字，你要學會寫一
個吽字，這個吽字在藍色的蓮花上
面，然後你開始輕輕地唸：「吽、
吽、吽、吽、吽、吽……」，然後從
你的右鼻孔出現一個藍色的吽字，第
一個藍色的吽字可以大可以小；出來
以後，你的心裡還在持續默唸吽字，
出來的吽字越來越多，這些吽字先在
壇城、在你打坐的四周牆上，統統貼
滿了吽字，再把你整個房子貼滿了吽
字，甚至貼在左右的鄰居。
像我現在坐在這裡在修「清淨
法」，這個吽字飛出來，就貼在前面

的大門、牆和後面的壇城，全部貼滿
藍色的吽字，整座雷藏寺都是藍色的
吽字，再延伸出去，整座山都是藍色
的吽字；再來，底下的墳場也全部都
是藍色的吽字；再來，整個草屯鎮都
是藍色的吽字，甚至到達更遠的地
方，甚至你的家人身體也都貼滿藍色
的吽字。
這個時候，你再吸一口氣，把
吽字吸回來，吽字再回到你的身體裡
面來，你的全身都布滿藍色的吽字；
最後，來一個吽字！全部變成藍色的
光！整個草屯、雷藏寺，包括你自
己，包括所有四周所有的人，包括整
個山、墳場、樹林、山河大地，全部
變成藍色的光！
外在的世界都變成藍色的光，
內在的世界也變成藍色的光，這種修
法就是清淨的修法！把所有外在世界
跟你的身體世界全部變成藍色，這個
就是清淨你自己跟周遭的修法，這是
很簡單的。呼出去都是藍色的吽字，
吸進來都是藍色的吽字；先出去，把
所有周遭全部變成藍色，吸回來，再
把自己身體的全部吽字變成藍色的
光。這是第一個修清淨的方法。你唸
吽字的時候可以很細聲、很小聲。
這個笑話是要教大家要謹慎一
點。在深夜，一個小夥子送姑娘回
家，在門前難捨難分，深深地擁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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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小時以後，這姑娘的老爸打開窗
戶喝道：「混蛋！放開我的女兒！」
這個小夥子嚇得不輕，但是還是鼓起
勇氣：「伯父，我們是真心相愛
的！」姑娘的老爸怒氣沖沖：「你親
她就親她！為什麼還要壓在我們家的
門鈴上？」所以，要小心一點，你把
小姐送回家，你吻她，結果壓住了門
鈴，吵到家裡面的人，人家當然會生
氣啊！
所以，我們修法要細心，毘盧
七支坐做得很好，舌抵上顎、壓喉
結、挺胸、兩肩平、收小腹、雙腳盤
起，毘盧七支坐，就是很規矩地這樣
子做，每一個動作都做好，氣就能夠
進入中脈，這是身清淨。
關於口清淨，剛剛雖然講得很
簡單，但是你要很細、很細地觀想藍
色的吽字，你要先學會怎麼寫，而且
要很仔細喔！一個圈圈、一個彎月、
一橫，再來，這一勾要非常標準，要
很細心，這個吽字不能有差錯。藍色
的吽字從你的右鼻孔由小變成大化出
去，把所有外面的世界全貼滿藍色的
吽字，再由左鼻孔吸進來，藍色的吽
字貼滿你的全身，然後，一個大吽
字，「吽」！就變成藍色的光，你的
周遭全部變成藍色的，你自己也變成
藍色的，就是清淨。準提佛母叫做
「清淨金剛」，今天，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清淨」。
第二個方法。首先，大家不要
以為我要講的這個是一種破壞法，不
是！祂是「摧破法」。什麼叫「摧破
法」呢？在你的心輪觀想一個吽字，
這個吽字是青色的；青色跟藍色要分
清楚，青色就是綠色。這青色的吽字
在心輪上，此時，唸的聲音要比較大
聲，一個字、一個字從你的右鼻孔出
來，吽字出去貼在雷藏寺的前門、左
牆、右牆、後牆、所有的諸尊，貼上
墳場、貼上整個草屯鎮、貼上整個山
河大地。
然後，一聲霹靂，就是閃電、
雷公：「吽！」統統倒了，雷藏寺也
倒了，虎山也倒了，墳場也倒了，整
個草屯鎮全部變成平地，包括所有山
河大地全部變成平地，再吸回來，把
青色的吽字吸到自己的鼻孔裡面，全
部進來，全身都貼上了這個青色的吽
字，再大吽一聲：「吽！」自己的身
體全部裂掉，整個山河大地，包括你
自己，全部統統都沒有、都空掉，
「空」就是最清淨的，因為沒有東西
了嘛！哪裡還有什麼淨？什麼汙垢？
沒有汙垢，也沒有清淨，什麼都沒有
了！
這裡面包含了一個很深、很深
的佛理在裡面，甚深，讓你想不到的
佛理就在裡面！沒有外在的世界，自

己也沒有了，就變成無生、無我，外
在世界全部都消失了！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在月亮
裡面，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
是？什麼是非？什麼是黑？什麼是
白？」那是對立的二元世界，人間就
因為是對立的二元世界，你如果修
「摧破法」，把周遭全部都摧破了，
包括把自己也摧破，這個時候就變成
一元的世界。在一元的世界，就沒有
什麼東西了，因為，一元的世界是最
清淨的世界。這也是「清淨法」。
那一聲吽字是非常強烈，具有
破壞、摧破性的，吽！吽！吽！吽！
每一個聲音都像雷公一樣，都像ハン
マ，就是鐵槌，統統都把它敲破！整
個器世界全部都破了，包括你自己也
破了，包括所有眾生全部破了，平等
性就出來了！平等性就是屬於完全清
淨的，象徵器世界本身沒有實性，也
不是永遠持久；象徵我們人也沒有實
性，全部都是組合的。你把組合的拆
掉，就完全清淨了。
我問皮膚科的醫生：「我這個
皮膚會不會好？」醫師跟我講：「會
好。」我說：「什麼時候會好？」他
說：「死了就好了！」我講：「 You
die. I die. All die. 」你死、我
死、全部都死，死了，還有什麼病
呢？死了，就好了！確實沒有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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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很喜歡當皮膚科醫生，反正皮膚
病都治不好，治好都是暫時的，給你
打個針、吃個藥、抹藥膏：「欸！好
了耶！」過一陣子，你的免疫力減低
的時候，細菌又從皮膚的深層出來
了！你又得了皮膚病！所以，皮膚病
是醫不好的。
有人在軍中得了香港腳，當要
測有沒有溼氣，他就把腳伸在窗子外
面：「喔！會下雨！」他不用再去看
氣象圖，因為他的腳伸到窗子外面，
呼吸一下外面的溼氣，看看他的腳是
不是會癢、稍微癢、很癢，他就知道
水氣有多重。用香港腳來測天氣很
準！下雨、不下雨，看香港腳就知
道！因為香港腳很難治好的，什麼時
候會好？死了，就會好！
另外，有一種人不會蛀牙—
「死人」不會蛀牙！活的人都會蛀
牙！你不把牙垢清理、清除，妳讓它
滋長細菌，你不刷牙，保證你蛀牙。
只有一種人不會蛀牙—死人，死人的
牙齒永遠都是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害
怕病啊！永遠不要怕有什麼病！死
了，就什麼病都沒了！這就是「摧
破」嘛！你把自己全身都粉碎了！把
所有的地上物全部粉碎了！山河大地
全部粉碎了！第一清淨。
大家想一想看，什麼東西不是
組合的？器世界任何一種都是組合起

來的，房子是組合起來的，桌子是組
合起來的，手、骨全部都是組合起來
的；不管是什麼，念珠也是組合起來
的，書本也是組合起來的，所有的電
器用品，包括所有的家具，統統都是
組合起來的，整個宇宙、大地，全部
都是組合物；沒有自性—沒有自己的
本性，沒有實質的，沒有永久存在
的，統統都是會壞掉的，連河流都會
改道，連山都會移。
師尊以前在測量學校讀地質
學、造山運動，你不要以為山永遠都
是山，山以前根本就是深海，你不要
以為海就是海，海本身就是高山，只
要一個造山運動，全部統統都毀掉！
整個地球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的造山
運動了，整個宇宙已經不知道有多少
次的成、住、壞、空了。所以，不要
以為這些都是存在的，記住佛經裡面
最重要的一句話：「空性就是佛
性。」只有佛性才能夠永遠存在，其
他的東西都是在變化，而且是不持久
的，包括佛法。
我問大家：「在月球上有佛法
嗎？」沒有！有情眾生才學佛法，因
為它是一個指導你進入佛性的一個方
法，這就是佛法，等你認識了佛性以
後，這個佛法也不需要了！不用坐在
那裡唸：「吽！吽！吽！吽！吽！」
統統都不用了！真的！佛法也不用

了！密法也不用了！顯法也不用了！
任何東西，你都不能夠執著，也不能
夠被它汙染；你不攀它，你也不執
著，不攀不執，能夠任運，這才叫做
佛性。你執著—她是我的妻子。你的
妻子？真的是你的妻子嗎？
講個笑話。一個老公在要死的
時候對老婆講：「老婆，我這一生當
中，做了一件對不起妳的事情，我有
一個外遇……。」老婆講：「你可以
很放心地走了！你看這裡這麼多的孩
子，哪一個像你啊？」你以為她真是
你的妻子嗎？你必須不執著、也不
攀，只有佛性才是真實的，其他的都
是有摻雜假的成分在裡面。你們看，
你吃的東西那一個不是假的？台灣的
食品那一種東西不是假的？什麼是真
的？你有吃到真的嗎？每一樣東西都
是假的！有一點真實性就不錯了！
有一對夫婦在庭院裡面喝酒，
老婆講：「唉！我真的不能沒有你！
我每天都思念你，我每天都想你，我
真的好愛你！」老公聽了之後，兩眼
淚水直淌：「老婆今天講出真心話，
令我很感動……。」老婆一抬頭：
「你在哭什麼？我是在對酒說話
呢！」夫妻啊！就是「互相欺騙」—
「互欺」。
「摧破」！把一切執著、把一
切污染、把一切攀緣摧破，這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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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只有摧破才是清淨，這是第二
個修法。
第三個修法就是觀想你心中有
一個紅色的「吽」字、一個黑色的
「吽」字，這兩個吽字從你的右鼻孔
出去，一個紅、一個黑，吽、吽、
吽……，一直出去，聲音不用那麼大
力，因為不是摧破。這紅、黑就變成
兩座山，黑的變成須彌山，紅色也是
變成須彌山，兩個須彌山在那邊爭位
子，在那邊繞來繞去，一直在爭位
子。你的精神集中在須彌山，然後再
變成一個紅色的「吽」字跟黑色的
「吽」字，再進到你的鼻孔裡面，再
到你的心，你的心裡面就有一個紅
的、一個黑的吽字。你用心注意著紅
色跟黑色兩個吽字，這樣子精神專注
下來，你就很容易入三摩地。這是入
禪定的一個方法。
一個紅的、一個黑的，你一定
會看不清楚，看了半天，要分成兩個
心，到最後變成一個吽字。變成一個
吽字之後，怎麼辦？吽字就變成一半
紅、一半黑，你看住它，你就很容易
入三摩地。
講一個笑話：甲說：「我當初
對她一見鍾情，憑直覺就知道我們之
間一定有某種神祕的緣分。」乙就
問：「是嗎？那你跟她搭訕了沒
有？」「當然有！我追得非常用心、

賣力！最後關頭我還使出了殺手
鐧 ，告訴她，我老爸是百億富
豪！」乙就講：「哇！那你們從
此一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甲說：「是生活在一起了，她現
在是我的後媽。」結果她嫁給他
爸爸了！以前是「有情人終成眷
屬」，現在是「有錢人終成眷
屬」。不一樣了，已經有變化
了。
想要真正入三摩地，你不能
想太多，這種想念不能太多。你
只要想一件東西，想一個吽字，
吽字上有紅跟黑，為什麼要用紅
跟黑呢？因為紅跟黑最容易讓你
進入三摩地，黑最容易讓你睡
著，紅最容易讓你清醒，三摩地
剛好是在清醒跟睡著的中間。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你心中
有一個白色的吽字，呼出去，
吽、吽、吽……，照樣貼滿整個
山河大地及所有人的身上，回來
也是一個白色的吽字貼滿你自己
的全身，一個吽字！全部變成白
色，這個白色甚至可以從這個國
家到那個國家，整個地球上的國
度都是白色的吽字，甚至可以到
三界，到無色界、色界、欲界，
甚至到了六道，六道裡面全部用
這個白色的吽字去清淨，等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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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修了「清淨法」，也令眾生
能夠接受到你的「清淨法」。這
是第四個清淨的方法，只用一個
吽字去做的。
有一隻母螃蟹看到一隻直直
走的公螃蟹，她心裡想：「這隻
螃蟹實在太厲害了！螃蟹能夠直
著走嗎？一定要嫁給他！」結了
婚的第二天，那隻公的螃蟹也跟
其他的螃蟹一樣橫著走，母螃蟹
就問他：「你昨天不是直著走
嗎？」公螃蟹回答：「昨天我是
喝醉了。」
其實，眾生都是平等的，你
不要認為你是一個正人君子，不
要這樣子想！我們學佛的人最忌
諱比較高下！每一個人都有佛
性，大家統統都是有佛性的！將
來大家都會成佛的！每一個人將
來都會成佛的！所以，清淨就等
於平等，你平等視眾生就會得到
清淨，你不平等視眾生就會起糾
紛。所以，真正的行者應該是平
等視眾生，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佛
性，要對每一個人都很恭敬，你
就不會有麻煩、不會有是非、不
會有糾纏。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嗡
嘛呢唄咪吽。

今

天此行有兩件事要向各位信
眾報告。第一件事情就是
〈草屯分局〉在一月十三號已經辦
完交接典禮；在籌備過程中，非常
謝謝〈台灣雷藏寺〉，也非常謝謝
蓮生活佛在精神及物資上，給我們
非常大的助益，讓我們的典禮可以
如期完成。我在這邊表示最誠摯的
感謝。
其次，「二○一四年台灣燈
會」在〈中興新村〉舉行：二月七
號試點燈，二月十三號試營運，二
月十四號正式開幕。整個燈會展期
一直到二月二十三號正式閉幕。在
燈會期間的三次假日，〈台灣雷藏

寺〉都有舉辦大型法會，希望來參
加法會的信眾，也能到燈會展區參
觀。

在這燈會和雷藏寺大型法會期
間所遇到的交通問題，那是我們分

局責無旁貸要規劃的。我們會盡最
大的努力，讓整個交通井然有序，

讓大家可以順利參加法會，也可以

順利參觀燈會。

希望蓮生活佛、雷藏寺，可以
給我們多加指導，如果有服務不善

的地方，請不吝指正。最後，敬祝

蓮生活佛以及十方信眾、貴賓，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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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蓮哲上師代表捐贈善款，由〈南投縣草屯鎮警察分局〉局長邱顯良代表接受。

以最誠摯的心，
感謝蓮生活佛精神及物資的助益。

地點：三義雷藏寺 法會：千手千眼觀世音護摩
灌頂：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五部大法

1/ 19
2014

■文字整理 / 燃燈雜誌
■圖片攝影 / 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
了鳴和尚，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敬
禮吐登達爾吉上師，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主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師母、吐登悉地仁波切，各位上
師、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堂
主，各位同門，今天的貴賓：〈行政
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廖東
周大使、苗栗縣韓茂賢議員、苗栗縣
李文斌議員、苗栗縣三義鄉徐文達鄉
長、苗栗縣大湖鄉陳永福鄉長、立法
委員吳宜臻秘書—陳春暖女士、立法
委員吳宜臻特助—羅貴星代表、立法
委員吳宜臻服務處主任—徐毓檀女
士、台南市陳沛然議員、立法委員蔡
其昌先生代表—陳蕙美女士、〈國立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副教授林秀
菊博士、〈屏東教育大學〉兼任助理
教授葉淑雯教育博士、〈中國醫藥大
學〉助理教授洪欣儀博士、日本齊藤
秀春大德、〈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
王 資 主 師 兄 、 my university
classmaes （我的大學同學）朱金水
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士、〈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六祖壇經及密宗道次第
廣論」節目製作人蓮悅上師。
陳永福先生是有福相的，將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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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直往上走，不是只有鄉長而已。
Thank you for coming ， 歡 迎 大 家
來，大家午安，大家好（師尊講台
語），どうもこんにちわ（日文：你
好）， good afternoon （午安），
Selamat siang （印尼語：下午好）
selamat petang （ 馬 來 西 亞 語 ： 午
安），你好，大家好（廣東話），
Hola Amigo （西班牙文：朋友，你
好）， sawadika （泰文：你好）。
我不是第一次來這裡，有好幾次
了；第一次來的時候，只看到尊勝佛
塔，這三座寶殿都還沒看到。怎麼會
說「來過好幾次」呢？像在昨天晚
上，我也來了。昨天晚上來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在睡覺，只有我一個人
來；來了之後，我就先把佛像開光！
所以，昨天晚上就開光了！
開光了之後，有一尊菩薩跟我
講，祂是被接上去的。欸？這些佛菩
薩是用什麼材料做的？樟木是嗎？全
部都是樟木，沒錯！是在哪裡雕的？
在中國大陸！在大陸就很難講了，因
為在雕的過程當中，有的時候會不小
心，不過，這也是難免的，雕刻師傅
把佛菩薩的手弄斷了，然後用 Krazy
Glue 三秒膠黏上去，還有因為刮傷
再補上去的。這是佛菩薩祂們跟我講
的，有的不是整尊雕出來的，有的是
接的，有的是用三秒膠黏的，有的是
刮傷的。
(左起)三義鄉長徐文達、韓茂賢議員、大湖鄉長陳永福、蓮香師母、蓮生活佛
、立法委員吳宜臻特助羅貴星代表、秘書陳春暖女士

當我一一為祂們開光的時候，祂
們希望我用力量把祂們弄得更完整、
更圓滿、更加光明、更加有神力、法
力。洪講師可以問一問，但也不用認
真，因為現在全部都是完整的了！只
是在雕刻的時候，可能有手指頭斷掉
再接起來，或者是有刮傷，或是怎麼

樣弄到的，才再上色彩，難免有這種
現象。我昨天晚上來的時候，我一一
幫祂們補全，然後再把每一尊都開
光。
我當時看到的是粗胚的佛像，是
剛剛雕好的，粗胚的佛像有損傷的地
方，雕工再用膠黏起來。錢全部付清
了嗎？還有一部分啊！那你就問一
問，看看有沒有把佛像弄斷，然後用
三秒膠接起來？問一問，可能可以省
下一點錢。阿彌陀佛！不要說是我說
的，這是因為在昨天晚上有佛菩薩跟
我講，我也確實來過，也已經把每一
尊都開光了。
今天是做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
護摩法會。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也從
虛空中降下來，非常莊嚴，祂的法力
無邊，我相信可以造福這整個地方！
今天的法會非常圓滿，祂非常歡喜、
非 常 高 興 ， 這 就 是 so good （ 很
好）， so happy （好開心）， so
wonderful,so nice,so perfect （ 如
此美妙、這麼美好、如此完美）一切
都非常圓滿。
提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祂有
十一個頭，有十一面，有千隻手跟千
隻眼。這每一個頭是代表菩薩的地
位，初地菩薩是一個頭，一直到十地
菩薩，就有十個頭，這第十一個頭在
最上面，就是佛頭；所以，千手千眼
觀世音雖然是菩薩，其實祂是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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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十一地就是佛了！祂是非常偉大的
觀世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咒語就是
『大悲咒』，很多人都懂得『大悲
咒』，有人也常持『大悲咒』，『大
悲咒』的功德非常偉大、非常好。看
了〈三義雷藏寺〉，所有的佛菩薩都
非常莊嚴、非常殊勝，每一尊都是金
光閃閃；像伽藍尊者跟韋陀，雕得非
常好，因為師尊的個子不是很高，雕
成這樣，我感覺非常欣慰，這也是滿
有特色的。韋陀尊者有一個象徵，如
果這個廟是可以讓你來掛單的，韋陀
的降魔杵是捧在手上，像現在這尊韋
陀的降魔杵是按在地上，表示「歡迎
你們來參拜」，但是不能久住；想要
來這裡掛單，或者是想在這裡閉關住
久一點，看韋陀拿降魔杵的姿態就知
道了。
當然，大功德主是可以例外的。
從日本橫濱來的這位師姐（齊藤秀
春），妳如果來住的話，應該可以住
很久，因為妳是大功德主啊！我相信
洪醫師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總是有例
外的嘛！妳跟師尊是 はじめまして
（初次見面）的嗎？喔！すみません
（ 不 好 意 思 ） ， you can sit down
（請坐）。
我父親以前是受日本教育，母親
也是，所以我偶爾偷學一點日本話。
私はろかつ（我是盧勝彥），うちは

台 灣 台 中 （ 住 在 台 灣 台 中 ） ， in
America, at シアトル（在美國，住西
雅圖）。我住在美國的西雅圖，シア
トル 就是日本人講的 Seattle 。我
學了一點日文，是以前父母親經常講
的關係，我最喜歡的就是 ご飯食べ
（吃飯）、分かる（知道了）、はじ
めて（初次見面）、よろしく（請多
多指教）、 いきましょう （一起走
吧）、愛してる（愛你）。
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咒』有很深
的意義，『大悲咒』的功德非常大。
我們曉得，密教在修身方面都是用手
印跟身印，像金剛亥母二十七式跟一
○八式的 Yoga ，全部都是身印，甚
至提明點、飛須彌山，也都是身印。
我們的坐姿，除了毘盧七支坐以外，
還有六灶印的坐，是生拙火的，也都
是身印；另外，還有仙人坐、象坐、
獅子坐，還有遊戲坐、如意坐；有很
多種坐姿，都是屬於密教修身清淨
的。另外，還要修語清淨，修語清淨
就是持咒，持『大悲咒』就是語清
淨。修意念的清淨是用觀想跟無念。
大家都知道『大悲咒』，我們剛
剛也特別唸了『大悲咒』。『大悲
咒』有十大功德，它可以讓你安樂，
可以讓你把病去除掉，讓你能夠長
壽，能夠很有錢，能夠消掉業障，能
夠遠離災難，沒有畏懼，能夠修行成
就 ， 能 夠 到 佛 國 ， go to th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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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Buddha country （ 可以到極樂
世界），就是往生淨土。另外，還有
現世功德和無形的功德。
千手觀音菩薩是佛，所以，你修
祂的法，你也會成佛；祂的全身光
明，你將來也會很光明；你會很慈
悲，因為觀世音菩薩就是很慈悲的；
祂有很多法，千隻手就有千種妙法；
因為觀世音菩薩經常在禪定之中，所
以你也可以因此禪定，得到虛空、整
個世界，無所畏懼；另外，你還會有
微妙的語言出來，甚至你可以永遠常
住，可以解脫。祂本身也是藥王，具
有最大的神通。這是觀世音菩薩本身
的功德力。只要你修持這一尊，你的
現世就會得到很多功德，將來不管你
是在哪一世，你都會有很大的成就。
今天在這裡向大家講「五部密
法」。什麼是五部密法？其實，剛剛
我已經跟大家稍微提到了，就是在做
迴向時所說的：息滅災難、降伏怨
敵、增加利益、增加智慧、敬愛圓
滿，還能夠「鉤召」。「鉤召」的意
思就是能夠「攝眾」，能夠吸引所有
的眾生。只要你有鉤召的法，你可以
鉤召所有的眾生、鉤召每一個人的心
在選舉的時候選你。以台灣來講，如
果你想當台灣總統，你就要學會「鉤
召法」，你就能夠當選總統；今天，
鄉長、議員、立委都在這裡，都是要

靠選舉的，如果你們學會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的「鉤召法」，每個人都會
被你鉤召，大家的票一定投給你，你
絕對是會當選的。
但是，今天不講「鉤召法」，你
們如果想要學的話，偷偷來學，因為
這不能公開講，如果公開講，大家就
都當選了，誰願意落選？假如你今天
受過千手千眼觀世音的灌頂，你就有
資格學「鉤召法」。如果你是一個政
治人物，就要學「大鉤召法」，因為
要有很多的選民支持他；如果你是一
個大藝人，也要學「鉤召法」，就會
有很多粉絲追隨他。就算是最小的
「鉤召法」，也能把你心中最喜愛的
女朋友鉤召來，這樣就能結婚了。有
「大鉤召法」、「中鉤召法」、「小
鉤召法」，跟咕嚕咕咧「十方射箭
法」的意義是一樣的。這五部密法就
是息災、降伏、增益、敬愛、鉤召。
講個笑話。一位男子向小姐求
婚，小姐說：「我們認識才三天，你
了解我嗎？」男子急忙講：「了解、
了解，我早就了解妳了。」小姐問：
「是嗎？」男子講：「是的！我在銀
行工作三年，妳父親有多少存款，我
很清楚。」這男孩子太過分了，怎麼
可以這樣呢？就算知道也不能講啊！
我昨天講過了，以前人家是「有情人
終成眷屬」，現在是「有錢人終成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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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大家都是「向錢看」。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也有「息災
法」，「息災法」要用「化佛手」，
「降伏法」要用「金輪手」，「增益
法」要用「如意手」，「敬愛法」要
用「蓮花手」，「鉤召法」要用「寶
劍手」，這些都有很多的意義在裡
面。剛剛那個男子想要追求有錢人家
的小姐，但如果那個男子本身沒有什
麼錢，那就很難追得到女朋友了。所
以，我們學法，也要學「增益法」，
讓自己錢多多、錢來也、馬上有錢。
再講一個笑話。在一個診所裡
面，候診室裡面有一個阿嬤跟一個阿
嬸聊天，阿嬤講：「我那孫子在台灣
讀書時很用功，到了美國留學後就變
得很懶惰了。」阿嬸就講：「怎麼會
呢？」阿嬤回答：「我好幾次睡午覺
起來打電話到美國找他，他都說還在
睡覺。」其實，這是時差的問題。
對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你不
要誤解祂，不是你求祂，祂的法力就
會給你，不是的！你必須經過一段時
間的修練，一定要修法，密教講的是
實際上的修法，像這「鉤召法」，用
的是「寶劍手」或「鉤召印」、「金
剛鉤」，這個鉤可以把人鉤來，也可
以把錢鉤來、把事業鉤來，讓事業能
夠成功。
你學「鉤召印」，你要觀想你要
鉤的東西，把印變大；比如四天王的

錢在天上，你一鉤，錢就掉下來，掉
到你身上；但是，千萬不能掉下黃金
塊，因為如果掉下黃金塊，就會打到
你，你就會受傷。可以儘量鉤，但是
不要傷到自己。不論你在學什麼法，
你必須要懂得這個「鉤召法」，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裡有很
多很多這種法，你想要得到錢財，就
可以得到錢財，你想要得到美女，就
有美女，你想要得到政治地位，就能
夠得到政治地位。
剛開始修這個法的時候，是讓你
得到利益，以後，就會慢慢進入到佛
法，而當你進入佛法的時候，你就會
了解到，你所得到的都是暫時的！我
們學佛人要有平等心，如果真的有需
要，你可以去鉤召，一定會得到的。
師尊的一切都是鉤召來的，我身
上的一切東西都是鉤召來的，不是我
自己去買的。我從不買東西，我在美
國的時候， I just buy gas— 我只買
汽油，因為車子要開就要加油；我回
到台灣，我只有買水，因為台灣的水
不能喝，家裡喝的水，就是買礦泉
水。在台灣買水，在美國買油，我從
來不買什麼東西，但是，我什麼都
有！為什麼？都是「鉤」來的！
衣服，我從來沒有自己做，都是
弟子送的；帽子，我從來沒有自己
做，也都是弟子送的；我這手上的戒
指是馬來西亞的弟子送的，紅寶石戒

指是印尼的弟子送的，閃閃發亮的十
克拉鑽石是香港弟子送的，這勞力士
滿天星手錶，上面還有我的簽名「勝
彥」，全世界上只有一個，是〈宗委
會〉送的。還有，鞋子是台灣弟子送
的，我是「拖鞋哥」，因為我都是穿
拖鞋的。我的任何一個東西，都是弟
子送的，我沒有自己的東西。
不過，這是「遊戲」！所謂「遊
戲」的意思就是—你修法得到成就
了，自然有人會送東西給你！它是自
然來、自己來的，不用你去對人家講
需要什麼東西。師尊從來不開口跟人
家要東西，他們都是自己送來的；其
實，你送來也好，不送來也好，都可
以；你供養師尊也好，不供養師尊也
好。只要你修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
法，會不得了啊！人家會送你一千個
戒指！你修成就了，你就會有一切利
益。我們〈宗委會〉有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的法本，如果你們皈依了，受
了灌頂之後，你就可以按照法本修
法，你觀想什麼，就來什麼。
我的一生都很窮困，從出生的時
候就很窮困，一生都是沒有錢的。我
是軍校畢業的，是個職業軍人；我讀
〈中正理工學院〉，是因為讀書不用
錢，我是真正拒絕聯考的小子！那時
候有大學聯招，不像現在有那麼多大
學，考十幾分就可以上大學；早期哪
有這麼好，早期要讀得半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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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錢怎麼辦？我爸爸、媽媽對我講：
「你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去，一個是讀
〈師範大學〉，讀書不用錢，出來之
後當老師，幫學校服務。另一個就是
考軍校，讀書也不用錢。」所以我就
去考軍校，也考了師範。
我去報考〈台南師範〉，當時差
不多是四百個人才錄取一個，有好多
人去考，沒有幾個人考得上；我的成
績「麻麻低」（意即「一般般」），
所以，我沒考上師範。但，我考上了
〈中正理工學院〉，當了十四年的軍
人，包括讀書四年，當職業軍人十
年，之後就退伍了。在這一段時間
裡，我都沒有錢。我是在學了佛法，
得到了啟示，在很認真地學佛、修法
之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弟子們給
我的！所以，大家要學佛法。
當你真正學佛有成就以後，你想
要什麼，就會有什麼！但是，你要知
道，這是一個遊戲，你不可能永遠擁
有一切！你最重要的一個擁有，就是
你學會佛法；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成
就，就是能往生到更高的境界，這才
是真正永恆的成就！其他的都不是成
就，都是假的，只有當你往生的時候
能去佛國，才是真的！讓自己成為菩
薩、成為佛、成為如來，這才是真正
的成就，其他的都是假的。
剛剛講「孫子在中午時間還在睡
覺」的笑話，意思就是「誤解」了。

我們不要誤解「沒有修法也會有成
就」，不能這樣，一定要好好修行！
所以，我勸大家，如果有時間，多持
誦『大悲咒』，不但可以離苦得樂，
也能夠讓果位增長、蓮品增上、往生
佛國、即身成佛，這是最重要的！當
你唸『大悲咒』的時候，所有的佛菩
薩會護持你，金剛神會護持你，龍天
護法、天龍八部和所有的善神，都會
護持你。唸『大悲咒』有這麼多的好
處，所以我們要經常、每天固定時間
唸『大悲咒』，不但有益處，也能夠
避免很多災難。
跟大家談一談「轉經輪」。剛
剛，大家在唸『大悲咒』的時候，師
尊的手在「轉經輪」，這叫做「手搖
經」。轉經輪的來源是這樣的：有一
天，觀世音菩薩在龍樹菩薩面前出
現，觀世音菩薩說：「在龍宮的龍尊
王佛那裡，有一座轉經輪，任何眾生
只要看到轉經輪，或者是聽到轉經
輪、想到轉經輪，或者碰到轉經輪。
就可以離開三惡道而解脫。如果你獲
得轉經輪，你就可以利益眾生。」只
要聽到、看到、摸到、碰觸到，就能
夠從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解脫，
這是觀世音菩薩對龍樹菩薩講的。
龍樹菩薩就去了龍宮，見到了龍
尊王佛，龍尊王佛講：「你所問的轉
經輪是燃燈佛送給我們龍宮的，它有
大威力，可以讓所有的苦解脫，而且

可以保護龍族。」後來，龍樹菩薩把
轉經輪送給獅面空行母，獅面空行母
再把轉經輪帶到西藏，因此，西藏的
各地寺廟、到處都有轉經輪。轉經輪
的來源是這樣的。
在《寶篋經論》寫道：「轉動經
輪，具大神力，可以消業、降伏魔
難、降伏病，可以降伏天災、牢獄之
災、刀兵之災、怨敵之災。只要轉一
次，等同唸咒無數億萬遍，功德不可
思議！龍天護法護持，罪障消亡！」
轉經輪有這個好處，師尊剛剛也是拿
著這個「手轉經」，一邊轉一邊唸：
「嗡嘛呢唄咪吽……。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哇日拉。達摩。些。南無。
三滿多。母陀南。哇日拉。達摩。
些。……」哇！這樣就有幾億萬遍
啊！非常好，很有益處。這裡面放的
就是經文，只要轉一次，等於好幾千
萬次，所以，轉經輪有很大的益處。
我勉勵大家要持誦『大悲咒』、修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唸誦法」，轉
動轉經輪，這有很深的意義在裡面！
講個笑話。有一個孕婦快要臨盆
了，寶寶在肚子裡面動來動去，讓她
睡不著。這天晚上，她又翻來覆去，
睡不著覺，丈夫就問：「妳怎麼還不
睡覺？」太太就講：「你的兒子不
睡，我怎麼能夠睡覺？」丈夫想了
想，說：「他應該知道快要出來了，
所以在裡面收拾行李。」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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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講一個真實的事情。我在
美國西雅圖的時候，吐登悉地仁波切
在台灣的外祖母，她在晚上做了一個
夢，夢見師尊走到她的床邊對她講：
「我要帶妳走了。」他阿嬤就在夢中
起身說：「師尊，你要帶我走，那麼
我要準備行李，我去收拾行李。」然
後，她又一想：「欸？師尊，你要帶
我走，那一定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
了，既然要到西方極樂世界，還要收
拾行李幹什麼？不用了！」她就不收
拾行李了。在那時候，什麼就都要放
下，沒有你能得到的東西，所以，她
就說：「既然是師尊要帶我走，我很
高興。」她就沒有收拾行李。第二天
早上，她對家人講，也就是許鴻春夫
婦他們，她說師尊要帶她走，從那天
開始，她就開始全身覺得不舒服，一
直等著師尊帶她走。
當我從美國回到台灣，在〈台灣
雷藏寺〉主持法會，因為她的兩隻腳
沒有力，經常由許鴻春用輪椅推著她
到〈台灣雷藏寺〉參加星期六下午三
點的法會。她說：「師尊說要帶我
走，為什麼還不帶我走？」然後，她
在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前面發了一個
願：「我希望我死的時候，是在師尊
做法會的法會上走。」哪有那麼好的
事？人如果要死，哪會知道是在什麼
時候？想在我做法會的時候往生，幾
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法會的時間只

有幾個小時。但她每個星期六都來，
一直到了上個禮拜六—一月十一日，
在蓮華生大士的法會那天走了。
她在這之前還讓醫生檢查過，身
體都好好的，只是全身沒有力而已，
什麼病都沒有。她就坐在輪椅上，在
一月十一日那天，她來〈台灣雷藏
寺〉參加我的法會，她從頭聽到尾，
也參加了灌頂。當天晚上，我開始一
個一個摸頭，摸到她的時候，我一
摸，她的頭熱熱的，是燙的，我對許
鴻春講：「時間到了！」許鴻春就找
李佳霖醫師，請他來幫忙摸摸她的
脈。他一摸：「欸？早就沒有脈搏
了。」她早就走了，在灌頂的時候還
好好的，當我摸頂的時候，她居然早
就走了，沒有心跳。這叫無疾而終，
她沒有病就走了，而且是「坐化」。
她就是人不舒服，一直昏睡，就
這樣。她對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對
所有的菩薩發了一個願—她要在師尊
的法會上走，真的就讓她在師尊的法
會上走。這就是很不簡單的事情。她
唸『根本上師心咒』，不知唸了多少
遍？是沒辦法數的，超過八百萬遍很
多了！另外，她還常常布施、做善
事。她持了很多咒語，也常常修法，
做很多善事，要走的時候，她就會非
常輕鬆，只是人不舒服、昏睡，然
後，坐著就走了。這是修行修來的。
所以，要記得，修行是非常重要的。

當你持誦大悲咒，你就是要不計
其數地唸，你才能夠有成就；你不計
其數地唸，就會不得了！任何一個
咒，你唸了，你能夠持續、不停地
唸，比如唸【高王經】，如果你不停
地唸【高王經】，你將來往生之後，
燒出來就會有舍利花、舍利子，在頭
殼的地方會有一點一點、亮亮的舍利
子。所以，平常人只要認真持誦『大
悲咒』、唸【高王經】、唸『根本上
師心咒』，都會有益處的。
再講幾個笑話。老公問老婆：
「自從我結婚後，我的視力就出了問
題。」老婆：「是什麼症狀？」老公
說：「我看不到錢。」因為都被老婆
拿走了。有一天，小明跟爸爸一起搭
電車回去，小明對媽媽講：「媽媽，
我今天跟爸爸坐捷運，看到一個漂亮
的姐姐，爸爸就叫我讓座給她。」媽
媽說：「很好！讓座是美德。」小明
說：「可是，我當時是坐在爸爸的腿
上。」有一天，一個實習醫生跟著老
醫生查看病房，突然，實習醫生覺得
很納悶，就對老醫生講：「學長，為
什麼你要夾一支溫度計在你的耳朵
上？」老醫生摸摸耳朵上的溫度計，
很恐懼地講：「完了！我一定是把我
的鋼筆插在別人的肛門上了。」這些
笑話都是遊戲。
小駱駝問媽媽：「媽媽，為什麼
我的眼睫毛長得這麼長？」駱駝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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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三義雷藏寺〉開光安座落成的大
今喜日子，也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護

人生因利他而圓滿，
自性因利無而解脫。

佛今法難聞亦難修，密法難得亦難證；我等
天幸運得相遇，俱足功德根本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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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駱駝能
走長遠的路，才能夠越過沙漠，去到
綠洲；我們行者就是要能夠走很長遠
的路，才能到佛國淨土。今天就講到
這裡。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佛；已由大慈悲恩攝受我等，祈願上師加持
入我們的心，生生世世不離清淨師，恆時受
用妙法之勝德，十地五道功德圓滿已，祈願
金剛持位速證得，莫捨我。
住持—洪講師致謝詞
感謝師佛的攝召、師母蓮香上師的指
導；感謝諸佛菩薩、空行護法的加持；感謝
各位功德主和各界長官、親戚朋友、同門大
德的相挺、相疼與照顧。
感謝韓茂賢議員伉儷、李文斌議員、陳
沛然議員，由於你們的相挺、相疼，〈三義
雷藏寺〉的建設才能順利圓滿。感謝旅居日
本的齊藤秀春師姐，這裡的佛像，幾乎都是
她捐的。感謝所有功德主的捐助，才能完成
這小小的菩提道場。感謝工程人員，由於你
們的用心，〈三義雷藏寺〉有最好的品質。
本次法會，感謝蓮悅上師的輔導，感謝
齊藤秀春師姐
石緯杰師兄和徐佳新講師，感謝蓮哲上師、
蓮衛上師、蓮謀法師以及所有的上師、法師們，感謝所有的志工。
〈三義雷藏寺〉的未來就如師佛所題示的—「善性經營佛法興，利
益眾生共究竟；人生因利他而圓滿，自性因利無而解脫」。讓我們一起追
隨師尊的腳步，共同完成師尊弘法度眾、廣利眾生的宏願。

夠的水，讓你可以走長時間的路。」
小駱駝就問：「那為什麼我會在動物
園裡面呢？」
我們修行就是要像駱駝一樣，要
走長遠的路。修行是一條長遠的路，
不是很短的路。在實際上的修行，我
們要有「初發心」和「長遠心」，這

摩法會」的日子，由蓮生活佛親臨開光、主
持法會，這是最、最殊勝的了！
在很久之前，當〈三義雷藏寺〉的住
蓮香師母上師致詞
持—洪講師告訴我決定安座開光的日子之
後，他就開始帶領同門，日日持唸『根本上
師心咒』、『大悲咒』，持誦【真佛經】、【高王觀世音真經】，修持種
種事法，就是為了這個法會的前行而做。洪講師真是一個實修的行者！
洪講師是一位很有名的醫師，因為〈真佛密法〉的攝召，他有很多殊
勝的感應，所以他發願要蓋雷藏寺。今天，他將成就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值得大家讚歎。洪講師很有眾生的緣分，攝召許多善信大德，尤其是來自
日本的齊藤秀春師姐，感謝為〈三義雷藏寺〉出錢出力的所有功德主，除
了讚歎，還是讚歎，讚歎洪講師及所有發心的善信大德，你們功德無量！
〈三義雷藏寺〉這裡有山有水、環境優美，讓人來了還想再來！點個
香，安靜地打坐，肯定會法喜充滿，進入甚深禪定，一步步達到你想要的
境界。真心祝福〈三義雷藏寺〉廣度眾生，到達彼岸。

講：「沙漠中風沙很大，長長的眼睫
毛能保護眼睛。」小駱駝就問：「為
什麼我的腳這麼大？」駱駝媽媽講：
「有大大的腳，就不會陷入沙子裡
面。」小駱駝就問：「為什麼我有這
麼大的駝峰？」駱駝媽媽講：「在沙
漠中行走的時候，駱駝峰裡會儲存足

讚歎洪講師
及所有發心的善信大德，
你們功德無量！

大圓滿眠光法 可守護行者平安好眠

首

■圖片攝影 / 燃燈雜誌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
鳴和尚，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敬禮壇城三寶，敬禮
護摩主尊—藥師琉璃光
王佛。我們祈請藥師琉
璃光王佛傾聽所有眾等

住家安然無虞。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文字整理 / 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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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藥師琉璃光王佛護摩
灌頂：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

藥師十二神將、除鬼神病法灌頂、
七佛藥師五壇修法

的心聲，讓你的願賜予所有的眾生，
讓人人都能夠心想事成，敬禮藥師琉
璃光王佛。
師母、吐登悉地仁波切、各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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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臨的貴賓：〈台灣省政府〉秘書長

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珍女士，〈南
投縣政府〉觀光處處長王源鍾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
人陳旼旼女士，〈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
士，〈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特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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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王進賢博士及夫人林世珍女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林
孟彥博士，〈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
副教授林秀菊博士，〈屏東教育大
學〉兼任助理教授葉淑雯教育博士，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陳蕙美女
士，〈民進黨大台南市黨部〉主委蔡
旺詮議員，〈高雄市議會〉許慧玉議
員代表，〈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長
常仁上師，〈宗委會〉法律顧問卓忠
三律師，〈福泰桔子商務旅館〉台中
店駐店經理沈中祥先生，〈板信銀
行〉賴怡雁小姐，香港傑出企業家雷
豐毅先生及夫人曾美婷女士，
California,United States （ 美國加
州 ） 高 銘 祿 師 兄 ， my university
classmates （我的大學同學）朱金
水 先 生 及 夫 人 陳 澤 霞 女 士 ， my
sister 盧 勝 美 女 士 ， 〈 中 天 電 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六祖壇經及密宗道次第
廣論」節目製作人蓮悅上師、主持人
佩君師姐。
Today is nice day. Because
it is sunny and a little bit
wind.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see you soon next Friday. （今天
的天氣很好，因為陽光明媚、微風徐
徐。謝謝大家的光臨，在下星期五，
很快就再見到大家。）很快就是我們

的農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先
向大家恭喜，祝大家新年快樂！先跟
大家講，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十點四十
分左右，吳敦義副總統會來〈台灣雷
藏寺〉禮佛，同時也向大家拜年，在
初一的下午有彌勒佛的護摩法會。
另外，剛剛請法的，有〈中觀
堂〉即將舉辦的「尊勝佛母法會」，
是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希望藉由
尊勝佛母的法會幫助生長在這個地方
的人們，減少災難、增加福分、經濟
發展、一切平安吉祥！另外，還有
〈黃帝雷藏寺〉接財神的法會，希望
報名的人越多越好！可以加持所有的
弘法人員得到相應，為眾生做山海鎮
跟風水的禳解，吉祥感應，都非常
好。這個法會有所謂的「三聖母」，
第一位就是仙王—瑤池金母，再來就
是地母，另外就是天上聖母—媽祖；
代表虛空的是瑤池金母，代表海的是
天上聖母，代表土地的就是地母，這
場法會可以講是「天、地、水」的大
法會，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感應要向大家
講。當我進到大殿禮拜瑤池金母的時
候，我抬頭一看！瑤池金母不是金色
的，而是穿藍色的，藍色的叫做
Blue 。 祂 居 然 可 以 變 裝 ， 穿 成
Blue 的，表示祂對於這次的法會非
常關照，因為我沒有看過瑤池金母穿

吐登悉地仁波切對根本上師蓮生活佛敬獻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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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Blue 的，所以我非常驚訝！瑤池
金母怎麼穿 Blue 的？然後我又看到
衣服的滾邊是 Red 紅色的；我還發
覺，瑤池金母也圍了一條領巾，是
Yellow 黃色的。今天一看，瑤池金
母不同了，原來祂也會換衣服，我以
為祂每一次都穿同樣的金色，或是白
色的，我從來沒有看過祂穿這三種顏
色。我一看，哇！祂跟我穿得一樣，
我非常欣慰，這個是相應的顏色，這
種感應非常殊勝！
另外有一件事情要報告。上一
次，我在〈三義雷藏寺〉講過吐登悉
地仁波切的外婆，我稍微補充一下她
的事。那是在去年九月的時候，當時
我在美國西雅圖，她得到一個夢境，
師尊叫她、要帶她走，她非常高興地
說：「喔！師尊要帶我走，那我整理
一下行李。」她要打包一些行李，我
就對她講：「我要帶妳到摩訶雙蓮
池。」她就說：「既然要去摩訶雙蓮
池，那就不用打包行李了。」那她就
沒有打包行李了。這個夢很快就醒過

來。之後、她就覺得身體四肢、全身
都沒有什麼力量。之後，她又有一個
夢境，師尊在夢中告訴她：「妳會在
雷藏寺法會當中往生，我會來接
妳！」我要補充說明的就是這個。
她只是身體沒有力，去給醫生
檢查，都檢查不出什麼毛病，就是身
體非常虛弱，四肢無力而已。她一直
在說：「師尊說要帶我走，為什麼還
不帶我走？」她就在佛堂祈求，希望
在師尊法會的時候能夠走。在一月十
一號「蓮花生大士護摩法會」的時
候，她那天早上的精神還很好，她照
常來雷藏寺參加法會，也參加了灌
頂；在灌頂的時候，一切都還是很好
的，她就坐在輪椅上過灌頂幡，當推
過灌頂幡後，她就開始昏迷。
許鴻春師兄跑過來告訴我，說
他的岳母一直在昏睡，我稍微算一
下：「哎呀！時間到了！我等一下再
給她摸頭。」當我為大眾摸頭摸到她
這邊的時候，她坐在輪椅上是睡著的
樣子，我摸她的頭，還熱熱的，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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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她加持，接著我就繼續摸頭了。許
師兄就請李佳霖醫師為他岳母把脈，
李佳霖醫師說他岳母根本就沒有心跳
了！所以，那一天很少人知道，就在
我們當中，已經有人往生了！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師尊
在夢中對她講：「我會在法會中把妳
接走。」她的家人都不太相信，因為
法會是三點到五點多，在這麼短的時
間，哪能說走就走？一般人是不知道
會在什麼時候走的，如果可以知道，
那大家都可以事先準備好。就是不讓
你知道會在哪一天、哪一個時辰，你
都不會知道的！結果，一個禮拜只有
星期六才有法會，怎麼那麼巧，就是
在星期六往生？
就在法會的時候，她真的被接
引了！我知道她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居然是「上品中生」，「上品中生」
是很少人有的！一般來說，到了西方

極樂世界能夠「下品下生」已經很好
了！她能夠「上品中生」，是因為她
唸滿八百萬遍『根本上師心咒』之
後，她就不計數，持續唸下去，可以
講她已經唸有億萬遍『根本上師心
咒』了！就憑著根本上師的心咒，她
就能夠「上品中生」，可見這個蓮花
童子的心咒是不可思議的！
她沒有修很多的法，但是她很
認真，每天都要修法，而且每天都要
持蓮花童子的心咒，可見這「一心」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那個心，佛
會有感應，就會來接引你。跟大家
講，你只要一心，就能夠有成就。
來 自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高銘祿師兄，他就能看到蓮
花童子，他能夠在吐納當中把明點提
起來，而且能夠得到大樂，整整二十
四個小時。另外，卓忠三律師最近很
認真修法，他能夠讓眉心輪轉動，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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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轉動，覺受到很多的、很舒暢、很
殊勝的感應；他只是剛開始修法不
久，就有這種非常好的殊勝相應，這
是很好的現象！很好！
所以你只要認真修法，都會有相
應的！就像吐登悉地仁波切的外婆，
她就能夠「坐化」！因為醫生檢查之
後，都認為她沒有病，但是她坐在輪
椅上，在法會當中無疾而終、無疾逝
化，這個是最高等的死亡，是第一等
的。所以，〈真佛密法〉值得確信！
誰能夠說要什麼時候死就什麼時
候死的？她說要在法會當中走，她就
是在法會當中坐化，這是非常偉大
的！今天，我也看到有一個人走在我
的面前，影像很清楚，這個人就是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
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的伯伯；他走到
這個台前，顯一下影像讓我看，然後
他就走出去，在護摩火中往上、往虛
空中走。這都是相應的現象，這是非
常好的！
藥師琉璃光王佛非常靈感，師尊
曾經親自見到藥師琉璃光王佛。我跟
大家講一件事情，當你有病的時候，
你恭唸南摩藥師琉璃光王佛的佛號，
或者是唸南摩藥師琉璃光王佛的心
咒，只要祂的光現出來，祂出現讓你
看，你的病一定會好！
我在隱居的時候曾經得到一場大

病，也就是我講的「腦裂症」。我想
找一個佛教的國家去繞寺、繞塔，去
拜佛；本來我想去日本，最後我去
Korea 韓國，韓國也是佛教國家。我
去到了韓國之後，每到一個寺廟都去
繞寺，每見一個佛像都去繞佛，後來
去繞一尊很高很高的藥師琉璃光王
佛，繞佛之後，我向祂頂禮、禮拜，
當時，我的身體還不是很清爽，回到
遊覽車上，我的眼睛一閉，藥師琉璃
光王佛就現身給我看，非常清楚！
一起去 Korea 的人有哪些人？
師 母 有 去 ， 另 外 還 有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加州的四個小女
生。我當時在遊覽車上見到了藥師琉
璃光王佛、月光菩薩、日光菩薩、藥
王菩薩、藥上菩薩、十二藥叉神將，
所有藥師琉璃光王佛的眷屬全部出
現。我那時候就講一句話：「我的病
一定會好，因為我見到了藥師琉璃光
王佛！」祂的感應就是如此！當你看
見了藥師琉璃光王佛，你的病一定會
好！我回來不久之後就完全痊癒了，
一點事都沒有！
藥師琉璃光王佛有兩個手印，一
個手印是「五色光印」，就是雙掌分
開，左手拇指壓食指，掌心向上，右
手拇指壓食指，掌心向外、向前，放
在胸前。這是藥師琉璃光王佛的「五
色光印」。還有，藥師琉璃光王佛的

「根本印」，就是雙手內縛，兩個大
拇指豎立相併靠，放在胸前。這是祂
的兩個手印。
藥師琉璃光王佛的形象，大家應
該都知道。祂的心咒是：「爹雅他。
嗡。別卡子也。別卡子也。嗎哈別卡
子也。辣炸娑摩伽德黑。梭哈。」這
是藥師琉璃光王佛的咒語。有了相、
有了咒、有了手印，就可以有藥師琉
璃光王佛的「唸誦法」，這就是一個
修行的方法。
以前，我就教過大家「藥師琉璃
光王佛本尊法」、「藥師十二神將
法」、「除鬼神病法」跟「七佛藥師
五壇修法」，這「七佛藥師五壇修
法」是東密最大的法，這個壇城的中
央是不動明王，還有東方、南方、北
方、西方，由東密的五大明王圍起
來，稱為「七佛藥師五壇修法」，這
是很大的法，也是一種治病的法。
今天我們做藥師琉璃光王佛的護
摩，希望祂能夠滿眾生的願；因為藥
師琉璃光王佛講過，祂最大的願就是
希望能夠消除眾生的疾病。希望大家
在灌頂以後，你哪裡有疾病就摸哪
裡，你哪裡有疾病就想念哪裡，然後
接受灌頂。希望藥師琉璃光王佛放光
普照，加持大家，讓有疾病的人能夠
好起來。
我想到台中的廖醫師，他是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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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醫師的高中同學，他是皮膚科醫
生，鄭醫師是整形美容的主任。我去
他那裡找他，他說：「欸！盧師尊，
您又來啦！」他很高興，我說：「這
皮膚病什麼時候會好？」他說：「會
啊！」我說：「什麼時候？」他說：
「死掉的時候！」他很喜歡跟我開玩
笑。我說：「不會好嗎？」他說：
「會啊！」他問我：「你的感冒會好
嗎？」我說：「會啊！」「那感冒還
會來嗎？」我說：「會啊！」感冒會
好，但你還是會再得到感冒，皮膚病
也是這樣子！「會好嗎？」「會！」
「會再得嗎？」「會！」「什麼時候
會永遠好？」「死了就好了！」我
說：「你當醫生怎麼講這種話呢？」
「盧師尊！你是我的衣食父母耶！我
一次就把你醫好的話，我怎麼再賺你
的錢？所以就醫好一下，當你發作之
後，你會再來，我再給你醫一下子。
這樣我才有錢賺啊！」醫生就是靠這
個吃飯吶！不然，給你一次藥就好
了，那醫師吃什麼？
「病」的確是很難痊癒的！有很
多生理上的病，真的是很難治療，還
有心理上的病，也是很厲害。要把生
理上、心理上的病治好，我們要學習
佛法，經過拙火的燃燒，經過明點的
光明顯現，然後進入非常圓滿的境界
裡面，這個時候，病才算是真正的痊

癒！今天，藥師琉璃光王佛就介紹到
這裡吧！
我們講一點「大圓滿法」，先講
個笑話。有一間頗負盛名的寺廟，在
過年之前都會把壯觀的廟宇重新粉刷
一次，讓寺廟煥然一新。新年當天，
廟裡的和尚恐怕善男信女和觀光客又
會在雪白的牆壁上胡亂塗鴉，所以就
在廟裡的牆上寫著：「此處不准
寫！」當天遊客湧入，寺廟的香火非
常旺盛，有一個遊客看到牆上的字之
後，就在旁邊加了一句：「為何你先
寫？」十分鐘以後，牆壁上又多了一
句：「幹嘛不准寫？」再過五分鐘，
又有遊客補寫上一句：「要寫由他
寫。」最後，牆壁上又增加了一句：
「要寫大家寫！」
這個笑話的意思就是—病是治不
好的。本來是沒有病的，有了一個病
以後就會增加另外一個病，然後再增
加一個病，又再增加一個病，加到最
後，統統都是病！所以，這病是不會
好的，它會重新再來，我們要善自珍
重。只有學習佛法才能夠真正把病完
全除掉，否則，你會再次輪迴，一直
在輪迴之中，你的病要到什麼時候才
會除去啊？佛法就是教你以後永遠不
用輪迴！
講個笑話。有一位華盛頓的扒手
大王娶了紐約的扒手女王，不久生了

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出生的時候右手
緊握不放，怎麼扳都不放開，扒手大
王跟扒手女王認為，可能他們的職業
受到天譴，讓兒子不能繼承家業，找
了許多醫生，都不能讓兒子的手打
開，後來經人介紹去找一位心理醫
生，這位醫生問清楚這對父母的職業
之後，就拿著一支金錶給小孩子看，
小孩子居然伸出右手要來偷那支錶，
結果他張開的右手中掉下來婦產科醫
生的戒指，原來他在出生的時候，右
手已經偷了婦產科醫生的戒指，所以
右手一直不放開，大家還以為他的右
手有先天障礙，沒有辦法放開。
告訴大家，這是遺傳！病會遺
傳，健康也會遺傳，壽命也會遺傳，
他的基因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
要學習佛法，才能夠把基因打破，沒
有轉世輪迴的基因，你才能夠轉世佛
國，從此以後不必受病魔的干擾。
今天跟大家講大圓滿「眠光法」
的口訣，「眠光法」就是睡在光明裡
面。今天講的這個很重要！當你要睡
覺的時候，把眼睛閉起來，躺在床
上，全身放輕鬆，你要無事無心，在
你的心中，沒有什麼事可以擔憂，外
面沒有什麼事，你心中也沒有什麼
事，一點都不擔憂，這樣子，你很快
就能夠入眠。
很多人不能睡覺，有睡眠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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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有些是心理上的問題，有些
是生理上的問題；生理上的問題是因
為年齡的關係，因為人到四十歲的時
候，褪黑激素就少了一半。有的人很
幸運，從年輕到老都能睡；師尊也很
幸運，師尊七十歲，躺下來跟十七歲
一樣，幾秒鐘就呼聲大起，我也不知
道是什麼時候睡著，反正躺上去，修
了「眠光法」之後就不知道了，醒過
來之後，不知何處是家鄉。
我有時候睡在那邊，有時候睡在
這邊，有時候睡在別的地方；在高鐵
上也睡、在火車上也睡、在飛機上也
睡、在輪船上也睡，醒過來還要認識
一下環境：「這裡是哪裡？」每一次
都是這樣子，可見我是睡得很深吶！
深眠才會有這種現象！根本不醒人
事，不知道到哪裡去，人也不見了！
一剎那之間就睡著，管他什麼煩惱的
事，把那些垃圾事全部丟掉，所以我
很少失眠，根本就沒有失眠，都很好
睡，這是因為「無事、無心」。
「眠光法」是怎麼回事？你躺
著，把眼睛閉起來，觀想你的喉嚨有
一個阿彌陀佛的「些（ ）」字，然
後，「些」字旋轉變成阿彌陀佛在你
的喉際安住，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出
來，照向你的床上方，在床的上方結
成一個紅色的網，然後像傘蓋一樣慢
慢地套下來，你睡在這個紅色的光影

之中，這個就是「眠光法」。
很簡單！
你躺著，眼睛閉起來，觀
想「些」字在喉際旋轉變成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
從你的喉際升上虛空，變成一
個光網把你罩住，「嗡。阿彌
爹哇。些。嗡。阿彌爹哇。
些 。 嗡 。 阿 彌 爹 哇 。
些。……。」你就可以進入睡
眠。這紅色的光照你，任何一
種外來的力量都沒有辦法把你
搖醒，你就睡在光明之中，這
個就是很簡單的「眠光法」。
密法很簡單，看你用心不
用心，你用了心力，專一地觀
想些字在你的喉際旋轉，變成
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出來罩
住你的床，這個就是「眠光
法」！然後，你就安心地睡，
因為有阿彌陀佛紅色的光照住
你，你還怕什麼鬼壓床啊？
另外還有第二種「眠光
法」，在你的眉心輪安上大日
如來，在你的喉輪安上阿彌陀
佛，在你的心輪安上阿閦佛，
阿閦佛在密教就代表藥師琉璃
光王佛，在你的臍輪安上寶生
佛，在你的密輪安上不空成就
佛。你躺著觀想五佛或者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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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個種子字，或是你唸五佛的咒
字，安上咒字，然後旋轉變成五佛，
直接觀想成五佛也可以，然後，五佛
各自的顏色全部放光出來。大日如來
放白色的光，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
阿閦佛放藍色的光，寶生佛放綠色的
光，不空成就佛放黃色的光，各種顏
色的光織成一片光芒，就像傘蓋一樣
罩住你的床，你在這五色光中睡眠，
這個就是「眠光法」。
男的修行者害怕漂亮的女鬼打開
光網的門進來，然後鬼壓床，怎麼辦
呢？還有一種「眠光法」也是很靈
的！你唸『三字咒』，你躺下來唸：
「讓！」「讓」就是火，你觀想有很
大的護摩火升起來，把你的全身燒成
灰；之後，來了一陣風：「樣！」
「樣」就是風，把燒成灰的你吹得一
乾二淨，床上根本就沒有東西了；
「康」就是空，又稱為「吭」（ㄏㄤ
ˋ），就是空了，床上沒有東西了。
這個時候，你是睡在光明中，因
為虛空就是光明。鬼壓床？真的是
「壓床」，因為沒有人嘛！所以是壓
床！如果是「鬼壓人」，人會被壓得
唧唧叫，醒也醒不過來，手腳也動不
了，被壓得緊緊的，想喊也喊不出
聲，你想要叫誰都不應啊！眼睛也張
不開，身體、手腳都不能動，呼吸都
快要沒有了！你只要心裡默唸：

「嗡。咕嚕。蓮生悉地。
吽。……」你的嘴巴不能
動，你可以在心裡唸啊！你
也可以唸你本尊的咒，要懂
得唸本尊的咒，如果唸八個
本尊，那更有力量！那個鬼
會壓不住你，一下子就被彈
開，你就輕鬆了，就可以醒
過來。
講個笑話。總經理出國
考察，臨時打電話回公司交
代事情，不巧接到電話的是
小明，他正在摸魚，小明回
答：「抱歉！我在跟我的女
朋友講話，你待會兒再
打。」總經理問：「你知道
我是誰嗎？我是總經理！」
小明回答：「那你知道我是
誰嗎？」總經理說：「不知
道！」小明講：「那就沒有
關係了！」
你會「眠光法」，誰都
找不到你！你懂得「眠光
法」，誰都沒有辦法侵犯
你！「眠光法」很簡單的！
你睡醒的時候記得，一醒過
來馬上觀想，周圍有很多漂
亮的天女在搖著鼓：咚、
咚、咚、咚、咚……。哇！
好美妙的天樂！所有的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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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唱歌，有好美妙的天樂、美妙的天
鼓搖醒你，這個時候你醒過來，你要
觀想自己變化成為本尊，才開始起
床。你起床要做這樣子的觀想，這很
重要哦！
有一個男孩子怒氣沖沖地對寵物
店老闆講：「你把狗賣給我看門，但
是昨天晚上小偷進我家偷了三百塊，
牠連叫一聲都沒有叫！」老闆立刻回
答：「這條狗以前的主人是億萬富
豪，所以三百塊錢，牠看不在眼
裡。」
告訴大家，我們有「眠光法」，
不只是千億偷不掉，萬億也偷不掉，
就算是三百塊錢，他還是偷不掉！你
可以用「眠光法」守護你自己，你也
可以用「眠光法」守護你這個家啊！
為什麼不能？你躺在床上，唸：
「嗡。阿彌爹哇。些。」些、些、
些、些……，紅色的光出去，不只是
照你的床，你可以觀想你的整個房子
都被光圍住了，誰也不能進來偷你的
東西。就算小偷在白天記住了你這一
家，等他到你家門口，眼睛就花掉
了！他只看到別人的家，看不到你的
家，他進去偷了，是偷別人的不會偷
你的。你會守護你這個家，你難道不
會守護你的家人嗎？懂得「眠光法」
的應用非常好的，可以這樣子做。
再講個笑話。小明把紅茶、綠

茶、茉莉花茶全部裝進熱水裡，
然後騎著機車出門，路上遇到警
察臨檢，警察問小明：「你這瓶
液體是什麼？」小明拉下口罩
講：「什錦茶！（諧音：死警
察）」於是，警察就氣得把他帶
走了！小明的茶真的是「什錦
茶」啊！因為小明沒有修「眠光
法」、沒有修「守護輪」，他就
被警察帶走了。懂得修行就不會
被警察帶走。
大家要記住「眠光法」！記
住啊！三個方法：放紅色的光、
放五色光、把自己變成沒有，統
統都是「眠光法」，尤其是最後
的「讓。養。康」把自己變成沒
有了，化為光明，誰也抓不到
你，誰也偷不到你，誰也欺負不
到你，降頭也降不到你，因為你
都化成沒有了，還有什麼降頭
呢？
「嗡。啊。吽」是三字明，
「讓。養。康」也是三字明。
「讓。養。康」一唸完，你就變
成虛空，哪還有什麼毛病？病也
沒有了，病也病不到你了，強盜
也搶不到你，小偷也偷不到你，
降頭也降不到你，這個就是「眠
光法」。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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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麼盛大的法會場面，讓我回想到這三十年來，雷藏
寺在這邊籌建的過程；隨著師尊宣揚教化的腳步，從
台灣踏向全球，同時也把草屯、南投，把整個台灣帶向全世
界。
〈台灣雷藏寺〉在南投三十年以來，對於地方公益一直
是不遺餘力，在此仍要特別提到，我們南投縣今年籌建的
「二○一四台灣燈會」獲得師尊、師母和各位上師的全力支
持。我在此表示最高的敬意，謝謝大家！
在這次的燈會裡，有設置宗教燈區，而在宗教燈區最高
的燈就是〈台灣雷藏寺〉所設的「蓮花童子燈」，這座燈充
滿喜悅、充滿吉祥。在二月七號晚上七點半試點燈的時候，
雷藏寺會在燈會現場舉辦祈福儀式，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二
月七號宗教燈區的開燈。
此外，感謝師尊、感謝〈台灣雷藏寺〉捐助六千件志工
背心。我想，這六千件背心不僅是對燈會提供贊助，更重要
的是帶給這場燈會的祝福與圓滿，我認為，這才是給我們最
大的鼓勵。
在二○一三年底，內政部舉辦了宗教百景全民票選活
動，〈台灣雷藏寺〉排在全國第六名，這正彰顯雷藏寺對草
屯、南投的重要！《真佛宗》在全球擁有數百萬信眾，無疑
地，這也會為草屯、南投、台灣帶來很多實質的貢獻。
歡迎大家在回到雷藏寺之後，也能到南投各處的好山好
水走走，我相信南投縣的好山好水也會帶給各位更輕鬆、更
陽光的心情。

看

師尊與〈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處長王源鍾先生

感謝師尊賜給

南投燈會
祝福與圓滿

南摩佛頂尊勝佛母
護國息災圓滿總結壇薈供大法會
蓮翰上師敬獻—哈達及法王冠，代表最尊貴佛頂尊勝
光明，是眾弟子對根本上師最無上的歸依及頂禮。
蓮悅上師敬獻—哈達及法王袍，供養法王袍象徵根本
上師金剛身勝義菩提大光明，是眾弟子對根本上師身
口意最無上的供養。

中觀堂

請法儀式

蓮妙上師敬獻—哈達及尊勝千供，眾弟子以最殊勝的
大薈供及千供，獻上最無上的供養。

金母、地母、天上聖母
三聖母新春 接 財神水供大法會
暨陸海空財神大供養
雜誌

黃帝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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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春蓮教授師敬獻—香水及哈達。
雷峰毅師兄敬獻—哈達及供養。
蓮郢上師敬獻—法王冠。
樂智上師敬獻—法王袍。
麗惠上師敬獻—三聖母山海鎮唐卡。
蓮楹上師敬獻—極品黃金財神香。
蓮尚法師敬獻—魁星狀元筆。
賀賓師兄敬獻—黃金護鍊。

師尊、師母與四眾弟子除夕圍爐
2014大年除夕夜，法王蓮生活佛與蓮香師母
親臨〈台灣雷藏寺〉，與四眾弟子圍爐晚餐。
晚餐前，〈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理事長蓮
歐上師與〈台灣雷藏寺〉住持蓮哲上師代表敬獻
哈達，祝賀師尊、師母新春快樂、馬年吉祥；並
恭請蓮生法王加持兩萬個「蓮花童子馬上賜福紅
包」，準備於大年初一發送。
晚餐後有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活動高
潮迭起，令人驚喜連連。活動結束後，師尊與師
母 步入密壇，為近千名弟子發送「馬上賜福紅
包」。四眾弟子於此歡度一場無比溫馨洋溢、珍
貴且充滿喜悅的團圓夜。

大年除夕

2014

擊鼓祈福 1 30
/

地點：台灣雷藏寺

蓮生法王於除夕夜在〈台灣雷藏寺〉密壇擊鼓，賜福四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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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法王加持兩萬個「蓮花童子馬上賜福紅包」，
準備於大年初一發送。

加持紅包

賜福眾生

近千位同門領取師尊加持的「馬上賜福紅包」

除夕圍爐抽獎活動

雜誌

除夕夜的抽獎活動在熱鬧的氣氛中由聖尊蓮生活佛抽出頭獎，並親自頒獎給得獎者—蓮轅上師；
蓮香師母也幸運地抽中第三獎，並由蓮歐上師頒獎，與佛除夕圍爐的氣氛 High 到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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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彌勒菩薩護摩
灌頂：彌勒菩薩不共大法、
彌勒白雲觀、賜福灌頂

首

■圖片攝影 / 燃燈雜誌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
鳴和尚，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敬禮壇城
三寶，敬禮一生補處
大權神王佛彌勒菩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文字整理 / 燃燈雜誌

1/ 31
2014

薩，敬禮一生補處大權神王佛彌勒菩
薩，敬禮一生補處大權神王佛彌勒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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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的貴
賓：〈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

生及夫人韓霧珍女士、〈中央研究
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
士、〈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
醴博士、〈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特
聘教授王進賢博士及夫人林世珍女
士、〈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副教授
林秀菊博士、〈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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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理教授葉淑雯教育博士、〈華
夏技術學院〉資管系助理教授蔡國裕
博士、〈崑山科技大學〉副教授施佳
玫博士、〈美國西北大學〉電機系游
江成博士、〈香港大學〉藥理學博士
梁超凡醫師、〈民進黨大台南市黨
部；主委蔡旺詮議員，〈世界華光功
德會〉總會長常仁上師、〈華光功德
會〉台灣區理事長吳冠德先生、 my
university classmates ， （ 我 的 大
學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
士、大師姑盧勝美女士、〈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六祖壇經及密宗道次第
廣論」節目製作人蓮悅上師、主持人
佩君師姐，來自印尼的大企業家。
我看到了啟仲師兄。啟仲師兄，
你今天願意唱祈請文嗎？請你上台唱
大手印的祈請文，請面向大家。（啟
仲師兄唱誦「大手印祈請文」）謝謝
啟仲師兄！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中
文） Selamat siang （印尼語：下午
好 ） selamat petang （ 馬 來 西 亞
語 ： 午 安 ） Good afternoon （ 午
安） どうもこんにちわ （日文：你
好）！你好！大家好！（廣東話）
I
have
one
news
tell
everybody. （我有一個消息告訴大

家 ） This morning, my daughter
call telephone for me and LienShang Master. （今天早上，我的女
兒 打 電 話 給 我 及 蓮 香 上 師 ） She
said "Happy New Year!" （她說：新
年 快 樂 ！ ） I tell my daughter
"How are you today? Are you
busy? （我告訴我的女兒：妳今天怎
麼 樣 ？ 妳 忙 不 忙 ？ ） There is
heavy snow in the America. （美國
↑ 啟仲師兄唱誦「大手印祈請文」

在下大雪） Are you OK?" （妳還好
嗎 ？ ） My daughter said "It's
very nice, no problem! （我的女兒
說：很不錯，沒問題！） because
in seattle have the Pacific
temperature, （因為在西雅圖有溫暖
的太平洋） so no big snow, just
small one." （所以沒有大雪，只是
小的而已）

My daughter said "Are you
busy?" （ 我 的 女 兒 說 ： 你 忙 不
忙 ？ ） I said "I am busy! （ 我
說 ： 我 很 忙 ） because at this
morning nine-thirty, I go to the
Taiwan Lei Tsang Temple. （因為在
今天上午九點卅分，我去〈台灣雷藏
寺 〉 ） have the vice president
come to Temple pray the buddha,
（有副總統來到寺裡禮佛） see me
and everybody. （探望我和每個人）
at afternoon, I have ceremony. （在
下 午 ， 我 要 主 持 法 會 ） It's the
Maitreya Bodhisattva Fire
Offering, （ 是 彌 勒 菩 薩 的 護 摩 火
供） so I am busy. （所以我很忙）
I speak chanting and talk Dharma.
（我要誦經又要說法） so I am busy!
but temperature is good. （但氣溫是
舒 適 的 ） Today is sunny day,
beautiful day and nice day. （今天
是陽光明媚的一天，美好的一天，愉
快 的 一 天 ） Just at morning and
evening night a little bit cold."
（只在早晨和傍晚、晚上會有點冷）
I just tell everybody today the
news. （今天我就告訴大家這個消
息）簡單跟我的女兒講講電話，我非
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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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大 家 的 光 臨 ！ Thank you
for coming （謝謝大家的蒞臨），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再見）。感
謝 大 家 今 天 來 到 這 裡 ， Selamat
Ulang Tahun ，就是恭喜生日快樂的
意思，因為今天是彌勒菩薩的生日。
「 Selamat Ulang Tahun,Selamat
Ulang Tahun…… 」（師尊與現場的
印尼同門一起唱生日快樂歌），這是
印尼的生日歌，有一些歌詞我忘掉
了！今天，很高興這些印尼同門在這
裡 唱 這 首 歌 ， 給 彌 勒 菩 薩 happy
happy 。
剛剛我講「一生補處」，這「一
生補處」的意思是「只要過了這一生
就可以成佛」，「補處」的意思就是
「再補充一世」。祂是大權神王佛，
就是很大的、有權威的佛，跟釋迦牟
尼佛一樣，釋迦牟尼佛授記彌勒菩薩
將來成佛，就是「彌勒佛」；「現在
佛」是釋迦牟尼佛，「未來佛」是彌
勒佛，也就是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非常偉大，在底沙佛的
時候，祂跟釋迦牟尼佛是師兄弟。當
時，釋迦牟尼佛還沒有明心見性，還
沒有見道，還沒有修道成佛，是彌勒
菩薩先明心見性。但是，釋迦牟尼佛
跟娑婆世界的因緣具足，彌勒菩薩跟
娑婆世界的因緣比較少，所以，底沙
佛觀察了以後，祂請釋迦牟尼佛先到

娑婆世界度眾生，以後才是彌勒菩薩
到娑婆世界度眾生。將來彌勒菩薩來
度眾生的時候，眾生那時候的慧命都
是非常長的。根據【彌勒下生經】所
寫的，彌勒菩薩在龍華三會時，將度
億萬眾生！
你們今天來這裡做主祈的、受灌
頂的，都跟彌勒菩薩有緣，也就是龍
華三會的弟子。在那個時候，將會有
很多大菩薩跟著彌勒菩薩一起降生到
娑婆世界，比如：觀世音菩薩、文殊
菩薩、普賢菩薩、地藏王菩薩、彌勒
菩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金
剛手菩薩，八大菩薩會一起下降，以
彌勒菩薩為主，在龍華三會之中，所
有今天在座的，全部都是龍華三會裡

一、自心明白
二、心光顯現
三、溶入大毘盧遮那光海

應允了當年的承諾
彌勒菩薩光明顯現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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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大菩薩，將來一定成佛！
彌勒菩薩的修行跟別人不同，釋
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依照釋迦牟尼
佛的法教，祂是以小乘為主，祂當然
也有講大乘跟金剛乘。小乘是指聲聞
乘，也就是「說一切有部」跟「經量
部」；中觀跟唯識，都是屬於大乘，
中觀是由龍樹菩薩開始，唯識是由彌
勒菩薩開始。其實，彌勒菩薩不只是
講唯識，祂仍然有中觀在裡面，中觀
有兩派，一個是「自空派」，一個是
「他空派」。
「自空派」就是龍樹菩薩依照中
觀的理論，當把一切處理得相當好的
時候，佛性—也就是空性，自然就顯
現出來。彌勒菩薩講的是「他空
派」，除了自己的如來藏，以外的全
部都是空！祂破除了一切的空跟頑
空。但是，彌勒菩薩祂有「唯識」—
唯有如來藏識，祂是屬於「明性」
的，「明」就是光明，彌勒菩薩是講
「光明的佛性」；在龍華三會的時
候，祂只要放一道光出來，把祂唯識
的如來藏光放出來，照射所有眾生的
心，只要一閃耀，所有業障全部清
淨，一聲「南摩不打耶」，就全部上
昇到佛國淨土了，一下子就全部度
光！我們稱這個就是「唯識大神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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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 彌勒菩薩新春恩賜三寶給眾生

所以，將來要注意彌勒菩薩什麼
時候到娑婆？有時候，大家會認不出
來，就像以前的布袋和尚，布袋和尚
祂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所有的佛菩
薩都可以有千百億化身在娑婆世界度
眾生，到了大權神王佛—彌勒菩薩下
降度眾生的時候，娑婆世界差不多已
經淨空了，全部都會被彌勒菩薩度
走；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往生佛國的
人，或者還在輪迴這一條路上行走的
人，將來都可以遇到彌勒菩薩，一起
往生到清淨的佛國！你如果還有力量
在這個娑婆世界，盡量地在輪迴之中
也不要緊，因為你將來還是要成佛！
我先講一個 joke （笑話）吧！
小雨對爸爸說要減肥，結果她每天都
吃很多，而且是狼吞虎嚥，爸爸就
問：「妳不是要減肥嗎？怎麼還吃那
麼多？」小雨就回答：「要吃飽才有
力氣減肥！」我講這個笑話的意思就
是說，這也是一種「輪迴」，她吃那
麼多也有理由，因為減肥要有力氣。
我們在娑婆世界是要度眾生的，
我們所有的上師、弘法人員，在娑婆
世界度眾生都要有 power ，要有力
氣，他們也許發願生生世世要在世間
度化眾生，這個願一許下去的話，你
就必須要很努力地、有力量地去度化
眾生，不能有氣無力，要像剛剛啟仲

唱「大手印祈請文」一樣，如果我像
他一樣唱幾遍，我的嗓子就啞了！但
是，度眾生就是要有像這樣的力量、
有能力，而且能夠自主轉世。你想要
能夠遇到善知識，能夠再學習佛法，
繼續用佛法來度化眾生，必須要靠你
的力氣跟 power 。
彌勒菩薩有講過一個比喻。有一
條河是任何人都不能擺渡過去的，那
就是「輪迴之河」，而有一棵樹很高
的樹，剛好可以橫跨這一條河，但是
它是直立的，這棵樹就是「我執之
樹」、「執著之樹」，每一個人都很
執著。
有一天，我聽到一個小姐講：
「我是最不執著的，我是最能夠放得
下的。……」阿彌陀佛！連我都不敢
講這種話，妳能夠講這種話，我應該
拜妳為師。眾人都沒有辦法砍倒「執
著之樹」，彌勒菩薩講只有一個東西
可以砍倒，那就是水晶的玻璃劍，可
以砍倒這棵樹。所謂「水晶的玻璃
劍」就是「智慧的寶劍」！唯有智慧
的寶劍才能夠砍倒這一棵執著之樹！
我們不能誇大講：「我是最不執著
的，我是最能夠放得下的。」彌勒菩
薩祂才能夠放得下。
有人問布袋和尚：「布袋和尚，
你的佛法是什麼？」布袋和尚就把布

袋放在地上，意思就是要「放得
下」。「佛法就只是這樣嗎？」布袋
和尚又把布袋提起來放在背上，意思
就是「提得起」。要「提得起」，又
要「放得下」，這樣，你才是真正懂
得佛法的人！這有很深的智慧在裡面
啊！只有智慧的寶劍能夠砍斷執著之
樹，橫在輪迴之河渡過彼岸！眾生的
執著是可以看得見的，你想念什麼？
就是執著什麼！
彌勒菩薩有很多寶藏。我記得我
到了美國的時候，我是兩手空空的，
我和師母以及佛青、佛奇去到美國西
雅圖，住在巴拉。那個時候，蓮火、
蓮世、蓮主三位上師，他們家是做
furniture （家具）的，我就對蓮火
上師講：「蓮火上師，請你給我一張
桌子，我要放在我的客廳問事。」因
為只有問事，我才能夠活啊！才會有
income （ 收 入 ） 。 because in
United States no student （因為在美
國沒有弟子）， so no income （所以
沒有收入）， I just write down the
book （我只能寫書），還有給人家
問事。所以，我要一張桌子、一張椅
子、才能夠給人家問事。
蓮火、蓮世、蓮主上師說：「師
尊，不用了！不用桌子，也不用椅
子，在美國沒有人會來問事。」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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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上 open the door （ 打開門），
走到街上，沒車也沒人，只有一隻小
貓走過來，我看到小貓：「喔！小貓
是要來問事嗎？」牠在我家門口抓呀
抓的，還以為小貓是要來問事呢！蓮
火、蓮世、蓮主他們是不錯的，他們
知道不會有人來問事的。那時候，我
的心中一寒，「哇！慘了！我們會在
美國餓死！」在台灣，一天有三百個
人來問事，到了美國，連一隻小貓來
問事都沒有，那不就是會餓死？
這個時候，彌勒菩薩出現了！我
就對彌勒菩薩講：「我已經快要餓死
了！」 No food! （沒有食物） No
income! （ 沒 有 收 入 ） I have the
wife and two children （我有妻子和
兩個孩子）都要喝西北風啊！我對彌
勒菩薩這樣講，彌勒菩薩就說：
「 Oh! I have so many items for
you. （喔！我有一些東西給你）」
彌勒菩薩就把布袋打開。哇！裡面有
很多金銀珠寶、鑽石、法王帽、衣
服，還有大房子，還有土地，哇！全
部都是要給我的。我說：「 Are you
kidding? （ 你 在 開 玩 笑 吧 ？ ） 」
「 I don't think so. （我不這麼認
為）」「你騙我！你看，我現在什麼
都沒有！」彌勒菩薩只是把布袋舉起
來，說：「 Good Bye! Master Lu. 」
祂就走了。
今天，剛剛我要出來說法的時
候，彌勒菩薩在我身後現身，祂拍拍
我的肩膀，我就拍一下搭在我肩膀的
手：「幹什麼？」然後回頭一看，原
來是彌勒菩薩，祂在我身後，跟著我
一起走上台。剛剛有沒有人看到我在
拍肩膀？……，吐登悉地有看到，蓮
史也看到啊！我當時拍我的肩膀，就
是在拍祂的手。彌勒菩薩對我說：
「今天你每樣東西都有了喔！」你在
娑婆世界要有 power ，這樣，什麼
都會給你。你只要真正見道了，佛菩
薩會把什麼都給你，彌勒菩薩也是什
麼都可以給你，祂布袋裡面所裝的，
都是賜福給眾生的東西！
這裡有個笑話。媽媽問：「醫
生，我的女兒好像有精神病耶！她一
直認為自己是一隻母雞。」醫生講：
「那為什麼不早一點帶她來看病？」
媽媽回答：「因為我們一家人都在等
她下蛋吶！」我在美國西雅圖就是等
著彌勒菩薩下蛋給我。是不能等的！
你要自己想辦法讓 All money coming
home （所有的錢都進我家）。
那時候，《西華報》剛剛創刊，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投稿，結果登出來
了，就寄了稿費四塊錢給我，這四塊
錢美金是我在美國第一次賺到的錢。

哇！我好高興！我跟師母、佛青、佛
奇 就 到 Carkeek Park （ 卡 基 克 公
園），那是一個在海邊的小公園，我
們在那裡度假一天；中午就用四塊錢
去買一條麵包跟幾個雞蛋，我們就靠
著麵包跟蛋這樣帶著佛青、佛奇去玩
一天，去爬那個小山，然後到
seaside （海邊）撿一些免費的海帶
回家，師母還把那些海帶曬乾，然後
等回到台灣的時候，送給台灣的親友
吃。這些都是真實的，不是假的！那
時候，賺了四塊錢就很高興了！等了
半年，好不容易啊！
Vancouver （ 溫 哥 華 ） 的 賴 文
彥—蓮高上師，他以前常到台灣來問
事，他知道我住在西雅圖，所以帶溫
哥華比較信佛的人來到我家裡問事，
這是問事的開始囉！另外，紐約〈金
剛雷藏寺〉的蓮薇堂主—曾美珠，還
有一位住在 Houston 常來台灣問事
情的，我到了美國以後菩薩去跟他
講。菩薩去跟很多人講，很多在美國
拜佛的弟子講：「有一位盧勝彥來到
西雅圖，你們可以去找他問事。」
哇！就開始有問事。我在西雅圖住了
半年之後，終於有人來問事，那時候
才開始有一點 income ，而我也很努
力寫書。
彌勒菩薩的話是真實的！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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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講英文，祂說：「 Trust me!
No kidding! It's true! 」 （ 相 信
我，我沒有欺騙你！這是真的！）你
只要好好地、靜靜地修行，佛菩薩會
給你安排一切。祂在很多美國弟子的
夢中給他們啟示：「 Master Lu is
in Seattle. 」 （ 盧 師 尊 在 西 雅
圖）。從此以後，也是像在台灣一
樣 ， 人 煙 不 斷 ， 一 直 到 Seattle
來。我就在 Ballard 的靈仙閣，一
面隱居，一面給人家問事情，一面修
法，就在那邊，我也能夠明心見性。
不管怎麼樣，都是有用的！這裡
有個笑話。有一個農夫的女兒長得非
常醜，農夫只好讓她到玉米田裡當個
稻草人，去嚇烏鴉；結果她不僅嚇跑
了烏鴉，甚至有烏鴉嚇得把叼去的玉
米都送回來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
雖然是很窮，但是我們嚇得把那些在
美國的弟子都趕快跑來問事，還有送
東西過來的。
我記得那時候，紐約〈金剛雷藏
寺〉的蓮薇堂主是拿了幾瓶汽水到我
家來，有 Seven Up （七喜汽水）、
CocaCola （可口可樂），她拿那些汽
水來供佛。真的是有人送東西過來
耶！這就是彌勒菩薩講的：「人間
的，我都會給你！」另外，祂在今天
也講，祂要送三個禮物給大家，每一
個人都送三個禮物，讓你們都能夠有

智慧，就像智慧的寶劍一樣。十六世
大寶法王噶瑪巴的金剛號就是「自心
明白金剛」，這「自心明白」就是
「你要先明白你自己的心」，這就是
彌勒菩薩要送給大家的，彌勒菩薩告
訴我，學習佛法最重要的是「明白你
自己的心」，這是重點！
這笑話是昨天晚上有一個同門寫
給我的。病人對醫生說：「我一直覺
得自己是一隻狗。」醫生說：「喔！
那這樣就嚴重了！請問你的情形是什
麼時候開始的？」病人說：「是從我
還是小狗的時候就開始的。」
我跟大家講，你要明白自己的習
性跟煩惱是從哪裡產生出來的。我們
每一個人都有習性、都有煩惱，那是
從哪裡產生出來的呢？把你的習性跟
煩惱去除了，你就能夠明白你自己的
心，這是彌勒菩薩講的第一個智慧—
你要明白自己的心。因為你的心裡很
煩惱、不安，你有很多習性是你自己
知道的，你自己應該看清楚你的煩惱
是什麼？你的習性是什麼？要如何才
能把你的煩惱跟習性清淨掉？這個時
候，你就會明白你自己的心。這是彌
勒菩薩給我們的第一個禮物。
所以我講：「眾生都有煩惱，眾
生都有習性。」我也常常講：「我們
每一個人都是精神病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煩惱、有習性，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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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氣了，你很超過地生氣，那時
候，你會處於很瘋狂的狀態之下。你
的動作也許還沒有達到要進精神醫院
的那種資格，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輕微的精神問題。事實上就是這樣
子。我是如此認為，所以我不認為精
神病很可怕，因為我們是在界定精神
病範圍之內的小精神病患，只要找出
原因，好好把它清淨，你就可以明白
你自己的佛性，這就是你要先明白你
自己的心。
中觀派就是把心調勻，把心調得
剛剛好，這個時候，你就很穩定；你
觀察自己很穩定的心，你就沒有精神
病，這是中觀派。唯識派是認為這娑
婆世界、器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空
的，房子是一合相，汽車是一合相，
人也是一合相，這是我們有如來藏
識，佛性就在裡面，光明閃耀就在裡
面。當你光明閃耀的這一顆心出來
了，那個如來的心就顯現了！這是彌
勒菩薩要給我們的第二個禮物。明白
你自己的心之後，把心的光明佛性顯
現出來，這就是今天要給的第二個寶
物，這個是很重要的口訣！
當你把障礙掃除之後，你的心就
會像虛空中的藍天一樣，無雲晴空，
什麼東西都沒有，這個無雲晴空就是
一個光明，你的心就會像無雲晴空一

樣，那麼廣大無邊，這個時候，你的
光明就在無雲晴空裡面，是藍色、非
常閃耀地顯現出來。所以，你要修出
明性—光明的佛性，你要修光明。在
「那洛六法」當中就有「淨光法」，
「淨光法」就是修出你心中的淨光，
把你心中的光明顯現出來。這就是彌
勒菩薩今天給我們的第二個寶。
那位同門給我的笑話都是精神有
問題的。張先生問醫生：「我覺得我
太太的精神有問題？她一直認為自己
是一台鋼琴。」醫生講：「唉唷！那
麼嚴重啊！為什麼不帶她來看病
呢？」張先生說：「你有病啊！我一
個人怎麼抬得動一台鋼琴！」其實兩
個人都有病！太太認為自己是一台鋼
琴，先生也認為太太是一台鋼琴，因
為他說：「我怎麼抬得動一台鋼琴
呢？」不過，這也符合「眾生有病我
有病」啦！
有一個寺廟裡的和尚和在屠宰場
殺豬的屠夫是鄰居，兩個人是好朋
友，只要誰起得早，誰就叫對方起
床。兩個人相繼去世以後，和尚下了
地獄，屠夫卻上了天堂。和尚很不服
氣地問閻羅王：「為什麼我會下地獄
呢？」閻羅王講：「因為屠夫每天都
叫你起來唸經，所以他上天堂；而你
每天都叫他起床來殺豬，所以你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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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我看這個閻羅王也是有病的！
其實，大家都是有病的，這世間
就只有你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如果你
看得清楚自己的話，你就能夠明白你
自己的心，當你的心顯現成為如來
藏，佛性一顯現，光明就出來了！這
是彌勒菩薩教我們修的方法：你要清
淨自己的所有煩惱跟習性，把執著的
樹一砍斷，你就能到彼岸，你就見道
了，然後，你要發出佛性的光明。
最重要的第三個口訣，這是彌勒
菩薩要送給大家的第三個禮物—你要
懂得把你心中的光明顯現，然後把你
的光明融入到大毘盧遮那光明海裡
面，你就真正成佛了。這個第三個口
訣就是「融入」，你能夠把你的心中
的光明融入到宇宙的光明之中，你就
成佛了！
將來，彌勒菩薩會在龍華三會鉤
攝所有眾生的心，一下子就把所有的
業障消除，讓如來藏顯現，藉著這些
光明，你就可以跟著彌勒菩薩一起到
兜率內院的彌勒淨土，那是不壞的淨
土，那是非常偉大的淨土。
彌勒菩薩送給我們三個寶：你要
先認識自己的心，再把你自己心中的
光明顯現出來，你自己覺悟還要覺悟
他人，你要把最好的佛法給大家，你
要發菩提心去度化眾生，然後才能夠
融入彌勒菩薩的光明或大毘盧遮那海

的光明裡面，你就能夠到彌勒的淨
土。這是彌勒菩薩今天給我們的禮
物。你要能夠懂得「融入」，「融
入」就是用你的如來藏識和宇宙意識
相通，你才能夠成佛。
這個笑話是用寫的喔！小明講：
「我的鄰居太可惡了，三更半夜一直
狂按我家門鈴！」小華就問：「真可
惡！那你有報警嗎？」小明講：「當
然沒有啦！我繼續吹我的小喇叭。」
「眾生有病我有病」，這是維摩詰居
士講的—眾生的病就是我的病，眾生
沒有病，我才沒有病，我要體驗眾生
的病。明明是他吹小喇叭吹得人家沒
辦法睡，吹到人家不得不狂按他家的
門鈴，他還怪人家三更半夜狂按他家
門鈴，而他繼續吹他的小喇叭。可
見，眾生都是有病的。我也有病啊！
我看到眾生的病，就等於是我自己的
病，那要怎麼樣把眾生的病消除掉
呢？這就是功夫啊！師尊也要把病消
除掉，如何消除才是問題啊！
要如何消除眾生的疾病跟煩惱？
這要學一學中觀，學一學唯識，你學
唯識、中觀，所謂「自空見」，就是
自己由地、水、火、風所組成，在一
剎那之間就會走掉的，世界萬物全部
都是空的，你調和自己符合於空性，
這個叫做「自空見」。什麼是「他空
見」？一切外面都是空的，房子也是

空的，車子也是空的，金銀財寶、財
色名，全部都是空的；當你知道是空
的，你就不需要去追求，讓他自然
來、自然去，自己也是自然來、自然
去，但是你要明白自己的心，知道自
己心裡有佛性、有光明的性，你要顯
現出你的光明，這個是「他空見」。
又是精神病患的笑話。有一個精
神病患對醫生說：「我一直覺得自己
是老鼠。」醫生說：「沒關係！我開
的藥你按時吃，就會好了！」兩個月
後，精神病患高興地告訴醫生，已經
不再覺得自己是老鼠了。正當他要踏
出醫院的時候，眼前出現了一隻貓，
精神病患一動也不敢動，醫生就說：
「你不是覺得自己不是老鼠了嗎？怎
麼還怕貓呢？」精神病患回答：「我
知道自己不是老鼠，可是貓知道
啊！」他還是覺得自己是老鼠啊！
我常常講：「師尊什麼都可以放
下，一點執著都沒有了，師尊已修得
沒有執著了！一點都不執著！每一個
東西我都可以放下了！」當然我是放
下了很多了，但是還有一點點，就跟
那個一樣，知道自己已經不是老鼠
了，但還是怕貓。我知道自己已經非
常超越了，但我看到美麗的小姐，心
裡還是會衝動一下，但是，我可以自
制，可以自己 control （控制）。
沒錯！小姐是很漂亮，但是你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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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控制自己就不會進精神
病院、不會犯法；你不能控制自
己，就會犯法，就要進精神病院
了。
這位同門好會寫，寫了那麼
多笑話。有一天，校長打電話給
某個家長，校長說：「先生，我
有一個好消息跟壞消息，都是關
於你兒子的。」家長說：「校
長，你先說壞消息吧！」校長
說：「好！壞消息是你兒子的動
作十分女性化。」家長：「那好
消息呢？」校長說：「他現在是
本校的校花。」他寫得很好，把
所有的病都寫出來了！
華文老師問小明：「『壓』
這個字有幾筆劃？」小明說：
「一筆！是老師教我的。」華文
老師說：「是哪位老師教的？」
小明說：「是音樂老師教的！」
因為：「一筆壓壓一筆一筆壓
～，一筆壓壓一筆一筆壓～，一
筆壓壓一筆一筆壓～，一筆壓壓
一筆一筆壓～。」（師尊唱歌，
眾鼓掌）師尊有問題，你們也有
問題啊？「眾生有病我有病」，
這是逃不了的命運啊！看到美麗
的小姐，心中還會小鹿怦怦跳。
這是講蓮史上師的笑話啦！

今

師母蓮香金剛上師致詞
天早上，吳副總統蒞臨雷藏寺禮
佛、拜年。吳副總統發表致詞，他
的致詞跟師尊的致歡迎詞，都談到了今
天風和日麗、佛光普照！師尊希望所有
的弟子都能像今天的天氣一樣光明燦
爛，馬年行大運！
我們送給吳副總統一尊瑤池金母，
還有師尊的新書—《少少心懷》。吳副
總統非常開心，非常虔誠地捧著瑤池金
母與我們拍照留念。而後，我們邀請吳
副總統到虎邊四樓，去為師尊的創作個
展做 grand opening （盛大開幕）的剪
綵；在參觀了師尊的著作與畫作之後，
才結束了吳副總統來禮佛拜年的行程。
今天是馬年的第一天，這一天很重
要！今天正好是彌勒菩薩的聖誕，大家
前來雷藏寺禮佛，參加師尊主持的「彌
勒菩薩護摩法會」，就是為自己在這新
年的第一天，討了最好的吉兆！
在這馬年的第一天，我在此祝福大
家龍馬精神，馬兒跑得快、跑得樂、跑
得遠；馬年事業順利，跑到哪裡都如
意，馬年財運發發發！

兩位北京人在聊天，甲問乙：「貴姓
啊？」乙回答：「不敢說，怕你
吃。」甲說：「姓范？」乙回答：
「不是。」甲再說：「姓余？」乙回
答：「還真的不是呢！」甲就問了：
「那你到底姓什麼？」乙回答：「姓
史。」是怕你不敢吃啊！
有一個罹患癌症的病人去給醫生
複診，病人問醫生：「我還有多久可
以活？」醫生回答：「三、三、三、
三、……。」病患問他：「到底是多
少？是三年？還是三個月？」醫生回
答：「三、二、一，叮叮！」病是很
難治的，但還是要治，要認真修「那
洛六法」的「淨光法」。一個眼睛瞎
了的老太婆在路上迷了路，於是拍了
小明的肩膀問：「請問，這裡是哪
裡？」小明回答：「這裡是我的肩
膀。」喔！我把手上的笑話都講完
了！
彌勒菩薩很偉大，祂知道眾生有
病，所以祂給我們寶物。你要去認識
自己的心，你只要明白自己的心，就
可以把所有的病清淨了，然後，你用
心弘揚佛法，去度化所有的眾生，你
就放出了光明，最後，你把自己的光
明融入宇宙的大光明海，這樣，你就
成佛了！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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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法會討吉兆，馬年財運發發發！

奉行正信宗教，存好心、做好事、講好話！
吳副總統於大年初一蒞臨雷藏寺禮佛拜年，

甲午年正月初一
蓮生活佛致歡迎詞：
天是大年初一，陽光
普照，非常燦爛，是
美麗的一天。我們歡迎吳副
總統蒞臨雷藏寺！希望我們
國家國運昌榮、經濟起飛，
每一個人都有錢，每一個人
都有信仰、都有一個希望。
歡迎吳副總統的到來，我們
感到非常榮幸！他帶給我們
每一個人都有像今天天氣一
樣的光明燦爛、如意吉祥！

今

。

事長、〈南投縣政府〉民政
處吳燕玲處長、〈南投縣農
會〉蕭忠郁總幹事、南投縣
議會張金奎議員、〈南縣政
府〉服務中心陳啟昭主任)、
蓮生活佛與蓮香上師率四眾弟子盛情歡迎！ 簡 景 賢 議 員 、 許 粧 議 員 、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
心〉副執行長林俊梧先生、
吳副總統致詞：
〈中國國民黨南投縣黨部〉李哲華主任委員。
生活佛伉儷，各位善信大德，大家新年
我們一起向大家鞠躬拜年！
快樂！很高興今天又回到我的出生地—
過去六、七年的春節都是下雨的天氣，天
草屯，我是在草屯出生的，我是讀〈新庄國
氣也滿冷的，但，昨天晚上的天氣很暖和，一
小〉，之後就出外讀書了。在三十年前，我回
片晴朗；今天起床，我發現整個台灣都是風和
到這裡當了八年的縣長，然後在民國九十一年
日麗的好天氣；今天的報紙說「求國運籤」，
起連續三屆擔任立法委員，後來兼任中央黨部
我想，這種天氣就代表了我們今年會很好！
秘書長，接著去行政院，現在在總統府。今天
國運需要神，也需要人；上天有保佑，佛
回來草屯，很高興可以感受到這風和日麗！不
祖與眾神都有保佑，我們人也要認真打拚，這
只是陽光，也是佛光普照！
樣才能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而且，我們一定
今天和我一起來的，有兩位是本縣選出來
要奉行正信宗教的教導，每一個人都存好心、
的立法委員，一位是馬文君立委，一位是林明
做好事、講好話；這樣，夫妻才會恩愛、父母
溱立委；林明溱立委是經過公平的初選機制而
子女才會有情有義，兄弟手足才會互相幫忙；
被提名為下一屆縣長候選人。同行的還有：代
如此，家庭和樂，社區平安，全縣都會福氣充
理縣長陳志清先生、省政府鄭培富秘書長、
滿，全台灣都會經濟發展，家家戶戶都會平安
〈水利會〉林庚辛會長、〈全國汽車代檢協
順利！
會〉林世聰理事長、〈草屯鎮農會〉林昆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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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於大年初一接受電視媒體記者訪談

祝福大家
馬上吉祥
馬上健康
馬上有錢！
記者：師尊，今天早上，吳副總統特別
來〈台灣雷藏寺〉上香禮佛，請問你們
是否是為國家祈福？
師尊：是的！吳副總統在今天蒞臨〈台
灣雷藏寺〉，我們一起為國家祈福。此
外，《真佛宗》也會在新春期間舉辦幾
場法會為國家祈福。今天剛好是彌勒菩
薩的生日，所以我們舉辦了彌勒菩薩的
法會。
彌勒菩薩有非常開懷的微笑，就像
今天的天氣一樣燦爛，希望彌勒菩薩賜
福給這塊土地的眾生，讓他們能夠很富
足，有健康、有財富，有光明無限的好
日子。吳副總統早上的致詞也是這麼
講，他也希望這塊土地能夠平安、快
樂、富足。

↑聖尊與吳副總統共同為「蓮生活佛書畫雙絕創作個展」做剪綵儀式

記者：今天是金馬年的大年初一，請師
尊為全國民眾講幾句吉祥話？
師尊：今天是大年初一，祝福大家馬上
吉祥、馬上健康、馬上有錢。

↑ 聖尊接受各家媒體採訪。

記者：除了吉祥話之外，請師尊給弟子
一段新春開示？

雜誌

師尊：學佛最主要的就是要修行，而修
行最主要的就是要有光明，當你的心裡
有光明，以你心裡的光明去點亮別人心
裡的光明，如此意義相傳，就可以把佛
性顯化出來！
在佛法方面來講，有兩個是最重要
的，一個是「光明」，一個是「佛
性」，當這兩個結合在一起，你就覺悟
了，就可以成為佛了！
↑ 聖尊親自發給同門「蓮生活佛馬上賜福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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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曉上師∣︻雲影風言︼
■臨終應當一咬牙、一閉眼（肉眼），中陰眼見佛光、見師佛，要果斷地……

實修出離與立決往生
（文接三○七期）

王老先生的請帖一到，陰間的員警（鬼差）馬上把人

扣住，連午飯也不讓吃，瞬間就被拖到殿前。

法，經過長期累積身口意的淨化，才能重拾與
師佛、菩薩、聖者的至親歸屬感：

了獎或會如同中了陷阱，會捨不得人間的「樂透」。
緣到之際，到佛國遊覽、定居，是不必帶上「行
李」（世間的留戀物與依戀者）的！

住，難逃「生天」；莫中六合、樂透等彩票大獎，中

以，活著時最好能越早實修越好，敬師、重

免得死亡時，忘失師佛（有陌生感、疑惑、不習
慣、不喜接近，有心理與業力等障礙），而只認六親
（特別是只愛與豬朋狗友嘻哈虛度者）和七寶（貪財

不怕山高，就怕腿軟。
備戰好「一去不返」的心理準備吧！那是真正回
家的感覺！

臨終前，莫見美眉，否則那眉眼也能把凡夫勾

戀物者），見光害怕，聞香不慣，只喜陰臭暗昧，迷
醉於以為是真實的一切世俗人事物，糾纏留戀。
有時，甚至為貪茶酒、品飲美食之類，也會令人

擔心、掛心兒孫家眷，顧慮怨親的，筆者在此教

世界），甭管三七二十一，還是六六三十六，先上去
再說。
在人間尚且有辦法（修法求解、法會超拔）關照
兒孫家眷等，難道登了天（極樂世界）後，就沒法子
救助那可能變現出來的敗家兒、倒蛋孫、騷媳婦、混

無志山壓頭，有志人搬山。
臨終應當一咬牙、一閉眼（肉眼），中陰眼見佛
光、見師佛，要果斷地隨師佛、菩薩一步登天（極樂

疏：

（平時，要修好跟這個家有無上親近的感覺為
要，否則，會誤以為生疏地而不想去。）

了。
就算剛從銀行提取出暴發錢款，沒走幾步，閻羅

人生落幕，時常是突來襲。

你（鬼魂）了。
你乾著急也無用。這盤「大生意」已非你可屬

又或臨終前，剛好有李老闆約談發財事宜，自己
的魂魄卻不由自主出了殼，依習性還尋回舊路，到了
老地方……。
此時此刻，你雖見著李老闆，李老闆卻已見不著

回頭，不識佛國的豐盛法喜，而留在人間把那品飲美
食消化完畢，撒一盤尿糞，圖一時暢快，還再做種種
他想，包袱沉重，而耽誤了出離輪迴的行程。

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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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兄弟、「親愛」損友麼？
只要有心，自有辦法請佛放光大大加持他們，漸
進地令他們修行。
緣至吉時，再請佛菩薩接引這些後續眷屬部隊上
來，便可永遠地大團圓了。
若有頑固七分、七十分的，待七世、七十世後，
也仍「有機可乘」的。來日方長，時間「無窮」，有

「當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雖然（仍要）一報還
一報，但你可修法還給冤親債主，將他們遣散。這就
是密教最殊勝的地方。」（蓮生聖尊答〈中天電視
臺〉專訪∕ 2012.02.03 ）

筆者感嘆，〈我們會永別人間〉：

人若帶業往生了佛國，這樣，他未及還的債（因果）

！
笨蛋麼？
有問，因果是不能滅的（只能償還或轉化），某

實在了吧！）
總之，近岸者快上岸為要！顧慮糾葛的，不很是

尚未安固的功力呢！（在相對的層面而言，這話也夠

不用留戀醉心的波韻
前途，更有超凡的風景！

決絕的背影，會往生淨土

和流光執手，終落為塵沙

無法遠離世味的茶
無法可愛不失的老

或荒地野菊，或車馬喧囂

— 續 完 —

與美夢有過相濡以沫的約定
邂逅宛若初見的春跡
卻不免新痛和愁離

如何還？
有答，修佛的好處，正是行者在沒能力還債時，

自如是無比的優雅

曾經迷得貪婪，勸說不動
讀書讀人，煙水迷離
每一次轉身都如隔世
每一次相逢都如幻得
風起雲湧，幾多不平事！

佛菩薩護法放光庇佑，加上自心善正，便可得以喘息

滄桑一脫更精神！

！
緣的，看誰能逃出如來手掌心不？
早修早得，遲修遲得，各自因果各自受吧！
我等若修得相應緣至，先上岸是好；告訴那些暫
未上岸的，我們在上面等你們。
從岸上伸手，伸廣長手去拉，好過大家同在苦海
裡浮沉，喝水嗆鼻的。
若在水中用力抬舉某人的屁股，促他上岸（彼
岸），肯定不及從岸上伸手拉一把的好；弄得不對勁
時，也許會被他不識抬舉地、「好心沒好報」似地蹬
踢幾腳，因此而不幸地扯動出自己的瞋心，會影響到

緩氣，不被迫得狼狽不堪，甚至死路；有點像獲取了
「破產保護令」，待至有能力還時，得以輕鬆還之。

雜誌

48

法語均霑

「有」進入「無」，然後再從「無」生起「有」，然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深知一切法無自性」是要告訴瑜伽行者，你修了這種佛菩薩法，下一步你就是要……

發菩提心論
（文接三○七期）

後就是「萬德斯具、妙用無窮」、接著「皆以大悲為
主」。這就是修行的次第。
「瑜伽勝上法」要怎麼修？你要先修有相的，有
相的修完，才能知道「一切法無自性」，去證悟無

生、無相！這也就是說師尊說過的，最終是要皈依自
性。可是在你了解自性之前，你還是得皈依有相的根

本上師跟所有的佛菩薩；在你皈依有相的時候，你還
是要有壇城來莊嚴你自己，你進入壇城時也得穿戴這
些東西，那是在有相階段時要這麼做的。

這就是為什麼密教的儀軌很複雜，法器很要求，
的原因，你看，密教的燒護摩也是複雜得很啊！因為
這是外法啊！

薩，再相應無形無相卻又「萬德斯具、妙用無窮」的
本心。這第四「深知一切法無自性」是要告訴瑜伽行
者，你修了這種佛菩薩法，下一步你就是要破除佛菩

是「瑜伽相應法門」，相應什麼？先相應有相的佛菩

那麼，如何「證無上菩提」？這就是問題所在。

有儀軌可言，只剩下一個名詞而已—一個名詞的灌
頂、一個授記，再來就沒有了！再來就是堅固你自己
所悟的。

了「三灌」的時候，那更是要莊嚴你的心，而且可以
說沒有不莊嚴的時候了！因為你的專注力很強，在那
個時候，儀軌都慢慢不見了。到了「四灌」，那更沒

內法就少了這些，但是，內法要求莊嚴在心！到

薩，直接看透祂，原來祂跟你自己是一樣的。從

「復修瑜伽勝上法」—修行密教的一切法，第四「深
知一切法無自性」，最後，以「大悲」行道。
我之前在講「復修瑜伽勝上法」的時候說過，這

要「復發利益安樂無餘眾生界一切眾生心」，再來

呢？」「證無上菩提」就是「成佛」。
如何才能成佛？前面講了慈悲、智慧、破外道、
破凡夫、破阿羅漢、破緣覺、發菩提心。然後，你還

第三言三摩地者。真言行人如是觀已。云何能證
無上菩提。
師的問題在這裡開始了！這裡說的「如是觀
已」是指從第一頁的第一行「若有上根上智之
人。不樂外道二乘法。有大度量。勇銳無惑者。宜修
佛乘。」到「今真言行人。如前觀已。復發利益安樂
無餘眾生界一切眾生心。以大悲決定。」當你都做到
這些了，祖師問：「那要怎麼樣才能夠證悟無上菩提

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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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講的「法爾」就是自然的意思。你本來就應
該保持著普賢大菩提心，你本來就應該修普賢大菩提

無法侵擾。只有安住在普賢大菩提心才有辦法。

樣；人家不供養你，你也是這樣。不管世間發生什麼
事，你都不會動搖，世間種種地、水、火、風絕對都

祖師在這邊就給了一句提示：「當知法爾應住普賢大
菩提心。」你本來就應該安住在「普賢大菩提心」，
也就是宇宙虛空般這麼廣大微妙的菩提心裡。
安住在你的佛性當中，安住在你的真如。食、
衣、住、行，都是用真如、佛心去作用，不要以人心
去作用。人家罵你，你不會放在心上，因為你都已經
安住在普賢大菩提心了，怎麼會放在心上呢？當有煩
惱時，因為色身在，所以一定有煩惱，但是不放在心
上，所以還是等於沒有。這些都是師尊講過的啊！
「法爾應住普賢大菩提心」坦白講就是「四灌」
的大圓滿了！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住」啊？哇！這
個講下去不得了了！先講什麼叫做「三摩地」？三摩
地其實就是你能夠「法爾應住普賢大菩提心」了！
當你能夠時時刻刻跟你的佛性合一，你的佛性就
不是有相的佛菩薩，而是你本來的佛性，你只要時時
刻刻保持這樣的狀態，人家稱讚你，你還是這樣；人
家罵你混蛋，你還是這樣；人家供養你，你還是這

三個，你才能去做什麼事情；第四個，你做的這些事
情才會成就；然後，你把前四個全部合在一起，就會
變成第五個。密教就是這樣子。

密教很重視修法的次第跟順序。第一個，你一定
要先見證什麼東西；第二個，你才會有東西出現；第

入，才能淨化自己。

什麼密教要修很多很多的三摩地，因為只有當你把眼
耳鼻舌身全關掉，用你的意念不斷地深入深入再深

上就是大圓滿。」大手印還有個門戶，大圓滿沒有門
戶，就像禪宗那樣，那個不是只有明心而已，連見性
都有，但是明心太快樂了，很多時候，行者就會停在
明心裡面。
當知法爾應住普賢大菩提心。一切眾生本有薩
埵。為貪瞋癡煩惱所縛故。諸佛大悲。以善巧智。說
此甚深秘密瑜伽。
「一切眾生本有薩埵」就是一切眾生本來就具有
佛性！你本來就具有菩提性！只是因為貪瞋癡綁住了
你，你就變眾生了！
我說過，密教行者，最好就是時時刻刻觀想跟你
的本尊合一；當本尊就是你，你就是本尊的時候，你
就不會想貪世間的種種，你不會去瞋恨人家；你不會
今天心情好就多修一壇，心情不好就少修一壇。
所以，問題是出在於—如果我們被貪瞋癡這些煩
惱給纏上了，那我們就會看不見我們原來的樣子！
但，看不見並不是失去了，並不是不見了。這就是為

— 待 續 —

心瑜伽法，你本來就該跟它是一體的。如果你都是這
樣，那你當然就是在三摩地當中啊！一直保持下去，
當然就證無上菩提、成佛了！
師尊一直在講這個東西，祂只是用禪宗來解釋而
已！甚至很多密教祖師都會說：「禪法的究竟，事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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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福田，得福報。

就算沒有修持密法，也有很多做布施的人，都是

的甚為普遍。

■蓮翰上師︻塵客夢語︼
■「慈悲喜捨」四種無量的心願，普緣無量眾生，可以引生出無量之福報……

喜悅之心，憧憬著新的一年，福星高照，萬事

年伊始，華人世界一片祝福之聲，大家都滿懷

福 報

新
順心，福報綿綿。

現世很多當大官、發大財的，都是前世有修密法

蓮生聖尊曾經開示過：

悲、大加持，已經平安迎來了第六個馬年。也在這龍

的果報；很多大明星，擁有無數的粉絲，過去世都是

小老僧非常幸運，感恩根本傳承蓮生聖尊大慈
飛馬騰的新年裡，趁興揮動禿筆，寫寫大家所喜愛的

修過敬愛法，修過「咕嚕咕咧佛母法」的，才會有這

可見修持密法，是有非常超勝的力量，其果報是

樣大的福報。

「福報」吧！
眾所皆知，修持密法能消除業障、增進福報與智
慧，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試想地球上百千萬億的芸芸眾生，男女老少，每

相當驚人的。

持就是播種耕耘，根本傳承上師加持就是陽光、水分

個人都竭盡全力在拚搏，或只是為了三餐溫飽，或為

這是一種因果律，密法就是種子，行者的努力修
與肥料；經過如是因，就必然會得到消業增福慧的如

了名利與財富，或為了實現某個理想；耗盡畢生的時

間與精力，經受無數的挫折和失敗，都仍然繼續奮鬥

是果報。
果報的來臨，有的遲，有的快，要看各人的精進

但是，能夠真正脫穎而出的，能夠吸引千萬眾生

不懈，無非想展現自己生存的價值。
量；快的可以快到一兩個星期，甚至數天；慢的可以

投來羨慕目光的人；或企業成功人士，或富甲一方的

程度以及業力的障礙程度，還有根本傳承加持的力
慢到隔世或隔數世。一般的講，小的果報感應，比較

強豪，或宦海中的顯貴，或科技領域的佼佼者，或擁

有特殊技能的傑出人材，或顛倒眾生的歌星與影業帝

快，大的果報感應，就比較慢。
世間的人，修持密法都會有所求，而且是求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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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等等等，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有隱藏在

但是，擁有了福報的他、她，還會繼續去行善積福

他、她們在過去世種下福因，現在世才能有此福報；

霍，盛勢凌人，讓慾望橫溢，胡作非為，墮落，把珍

背後的一種必具條件與無形的力量，那就是「福
那含著金匙銀匙投胎的富二代、官二代，生來就

貴的福報都糟蹋了。又種下了無盡惡因；等福報享用

嗎？他們因為不懂珍惜，驕橫、奢華、跋扈、盡情揮

集富貴於一身，當然更是福報的呈現，許興是他、她

完了，未來世呢？現世所種的惡因就抬頭了，到時又

報」！

們的過去世修善行大布施，或修持密法所得來的福

淪為貧窮、惡疾，苦難、災禍、甚至淪為畜生或地
獄。

所以，只求福報的後果，也會有想像不到的弊病

果。
佛法的因果律是很公平的，如是因如是果，我們
無須嫉妒他人。

能夠保住福報歷世永久不變質的，如果生生世世

啊！

們是天之驕子，佔盡人間的尊榮，一人之下，百人、

都能行善積福，當然很好；但是，人類每次轉劫投

擁有福報的人，當然是令人非常羨慕的，他、她
萬人或數十萬人之上，可以為所欲為，一舉手一投

也就是說，投胎一次，即必然會將前世的一切忘記，

胎，都必定迷失，菩薩都會有轉胎之迷，何況人類？

世間太多的善書都在勸人行善，行善積德可以使

哪還能記得要繼續去行善不作惡呢？更何況三毒六毒

足，揮灑自如，萬類逢迎，氣勢磅礡，盡情聲色。
世道祥和，減少殺戮戾氣，讓人間充滿大愛。這是相

熾盛，加上五濁惡世的強大誘惑，誰還能保得住那種

善行的記憶？所以，這是不可靠的。

當好的善法。
得到福報的人，如果能利用福報去行善德，那是

切眾生脫離苦及苦因，是悲無量。願一切眾生永住無

聖尊教導我們「四無量心」：

然而，正在享受福報的人，並不是每一位都有行

苦安樂，是喜無量。願一切眾生棄愛憎住平等，是捨

非常有智慧有根基的人，是值得我們敬仰尊崇的大

善積德的智慧根基。大多數人都經受不起五濁惡世強

無量。」以此「慈悲喜捨」四種無量的心願，普緣無

「願一切眾生，具足樂及樂因，是慈無量。願一

大的誘惑力，人類的貪瞋癡妒慢疑也趁著他、她的福

量眾生，可以引生出無量之福報，則生生世世都能福

德。

報，在盡情展現劣根性的功能，在聲色犬馬、紙醉金

德綿綿不斷！

平時我們〈真佛密法〉儀軌上，大家只是照唸一

迷的現世中肆意橫流，形成了更畸形的末法娑婆。
得意的富二代、官二代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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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翰上師︻塵客夢語︼
■「慈悲喜捨」四種無量的心願，普緣無量眾生，可以引生出無量之福報……

蓮生聖尊在《魔眼》〈輪迴即是涅槃〉中開示：

就要從蓮生聖尊文集中去學習「出離心」。

有那麼大的福德力！但，如果光是唸，卻沒有用心去

第一是「出離心」。……

遍，朗朗上口，卻並不特別注意，原來「四無量心」
發這四個「願」，會有效果嗎？

修「出離心」的人，當如是思維：
佛陀說：

發「四無量心」，也就是發菩提心；發菩提心要
付諸行動，付諸行動要學習「三輪體空」，無施者，

三界輪迴，無片時樂。地獄有寒熱苦，餓鬼有飢

明苦，人有三苦八苦，修羅有戰鬥苦，天界有下

渴苦，畜生有無

無受者，無布施之物。並且真正努力用心去實行。
聖尊教導說：「左手做善事，不要讓右手知
道。」就連左手都要隨即忘掉。

（三界如火宅，要思出離。）

墮苦。」

生平等」，「自他互換」，那麼「福報」就比較能保

以上聖尊的金句，還要用心「行」去深切實踐。

要祈求根本傳承加持，要真正用心去實踐，「眾
持歷世不衰，轉世後也會懂得繼續修行，不容易墮

修行大事，要想超脫輪迴，再難行也要行！要趁

法」的實踐又是最為艱難的一項。

能達到圓滿，重要的是必須「事理圓融」。而「事

我們《真佛宗》是講求實修的宗派，光講理論不
如果是不斷力求上進的行者，會覺得這樣仍然不

落。
夠。
因為蓮生聖尊在一八三冊《走出紅塵》一一八頁

蓮生聖尊住世的珍貴機緣，佛陀正法重現末法娑婆的

大好時機，千劫萬劫難逢的黃金時期，真佛同門確實

指出：
『當「人」容易迷失』！

要好好把握了！

祝大家新年壯健如龍馬，廣增福慧，飛躍成就！

因此，要加上〈真佛密法〉三大要素之一的「出
離心」。
為此，在修持密法的同時，不能只祈求福德，不
只要發「四無量心」，還要得到出離心的智慧；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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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主迴向活動法會時間表
農曆日期

國曆日期

法會主尊

主壇上師

法會地點

09 月 29 日

11 月 02 日

六

財寶天王護摩法會

蓮鎮上師

美國芝城雷藏寺

10 月 01 日
10 月 01 日

11 月 03 日

日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11 月 03 日

日

堅牢地神護摩法會

蓮鎮上師

美國芝城雷藏寺

10 月 08 日

11 月 10 日

日

金剛總持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10 月 21 日

11 月 23 日

六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0 月 28 日

11 月 30 日

六

瑤池金母護摩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1 月 05 日

12 月 07 日

六

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1 月 12 日

12 月 14 日

六

阿彌陀佛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1 月
16 至 18 日
及 20 日

12 月
18 至 20 日
及 22 日

三
五
日

梁皇寶懺大法會 暨
每個月初八、十八、二十八
的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蓮楹上師

台灣妙行堂

11 月 19 日

12 月 21 日

六

金剛薩埵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1 月 26 日

12 月 28 日

六

黃財神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2 月 05 日

01 月 5 日

日

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蓮海上師

台灣法音雷藏寺

12 月 11 日

01 月 11 日

六

蓮華生大士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2 月 18 日

01 月 18 日

六

準提佛母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12 月 19 日

01 月 19 日

日

不動明王護摩法會

蓮已上師

沙巴本覺堂

12 月 25 日

01 月 25 日

六

藥師佛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01 月 01 日

01 月 31 日

五

彌勒菩薩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01 月 03 日

02 月 02 日

日

新春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
增益敬愛超度大法會

01 月 09 日

02 月 08 日

六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01 月 16 日

02 月 15 日

六

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01 月 23 日

02 月 22 日

六

不空 絹 索觀音菩薩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02 月 01 日

03 月 01 日

六

大威德金剛護摩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02 月 16 日

03 月 16 日

日

大悲寶懺法會

蓮者上師

金剛雷藏寺

02 月 18 日

03 月 18 日

二

真佛寶懺法會

蓮郢上師

台灣法舟堂

03 月 06 日

04 月 05 日

六

清明節地藏王超度法會

蓮元上師

印尼聖輪雷藏寺

03 月 14 日

04 月 13 日

日

大黑天護摩法會

蓮祈上師

大馬法輪精舍

04 月
03 至 12 日

05 月
04 至 10 日

日
六

梁皇寶懺及瑜伽焰口

蓮滿、蓮傳上師

法國真願堂

04 月 27 日

05 月 25 日

日

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樂智上師

台灣一智同修會

05 月 18 日

06 月 15 日

日

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蓮鳴上師

加拿大白雲雷藏寺

05 月 18 日

06 月 15 日

日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蓮耶上師

台灣大願學會

06 月 19 日

07 月 15 日

二

觀音水供法會

蓮悅上師

台灣中觀堂

蓮

上師

加拿大白雲雷藏寺

※一心感謝法王蓮生活佛及諸位金剛上師為《燃燈雜誌》2013年功德主於法會中做迴向，
2014年仍將有多位上師暨多場法會陸續加入，待法會主尊與舉辦日期確認後即公布周知。

顧二○一三年，不是天
災，就是人禍，諸如食安問
題、地震、風災、水災等，在屬
性是水蛇的這一年裡，大家過得
既不安心又很失望，所以，展望
金馬年，大家都希望是一個新的
氣象，能夠歡歡喜喜過個好年。
二○一四年一月五日下午三
時，〈中天電視台〉假台中霧峰
〈蓮生活佛創作館〉，預先錄製
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的「新春座
談會」。在「新春座談會」裡，
兩位主持人訪問蓮生活佛，暢談
有關金馬年的整體運勢；同時，
適逢師尊七十仙壽，對於要如何
保持身心健康，快樂地面對每一
天？蓮生活佛毫不保留傳授個人
保健之道；此外，蓮生活佛亦對
食安問題、環保問題提供寶貴的
意見，還有種種大家關注的問
題。以下是名嘴許聖梅小姐、林

回

二 ○一四

朝鑫先生兩位主持人訪問蓮生活
佛的完整內容。
許聖梅： 今天是大年初三，
首先，我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拜年，祝福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馬上成功、事事如意、事事順
心、平安喜樂。
林朝鑫： 朝鑫也在這裡祝福
大家，新年快樂大賺錢，金馬奔
騰賺到翻。
許聖梅： 告別了二○一三水
蛇年，把不好的都留在水蛇年，
我們已經進入二○一四金馬年，
希望有好的、新的發展，都在金
馬年發生。我們請最敬愛的師尊
跟大家說一些祝福的話。
蓮生法王： 今年是金馬年，
我在這裡祝福大家，充滿龍馬精
神，飛翔在天空，每一件事情都
順心順利，吉祥如意。
許聖梅： 我想，所有現場的

■文∕蓮會法師

真佛弟子，還有我們電視機前的
觀眾朋友們，在這個座談會開始
之前，我在這裡宣布一件喜事，
在今年農曆五月十八號，就是我
們師尊的七十仙壽！全世界五百
萬弟子都在緊鑼密鼓地準備慶祝
這個重要的日子。現在，我們在
這裡先祝福師尊「生日快樂」！
蓮生法王：謝謝大家！
許聖梅： 我相信接下來還會
有八十仙壽、九十仙壽，一定還
有一百仙壽。
林朝鑫： 師尊看起來依然青
春，活力充沛！
許聖梅： 我希望一百仙壽的
時候，聖梅跟朝鑫也可以一起來
祝福師尊。首先要請教師尊的保
健之道，我很難想像師尊已經七
十歲了！因為師尊講您每天還是
做二百下伏地挺身！我想，有很
多年輕人都沒辦法做到二百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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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挺身。師尊一向給我們的
印象就是充滿活力，容光煥
發，師尊也常常講祂在心態
上、體力上，就像年輕人一
樣。
蓮生法王： 是的！我常
常感覺到自己只有十七歲，
還是未成年的少年！
林朝鑫： 因為師尊天天
都充滿活力！
許聖梅： 請問師尊，要
怎樣一直保持十七歲的年輕
心境、活力、理想跟熱情
呢？
蓮生法王： 這在心理上
的調整是非常重要的！每天
都要非常快樂，每天都要像
有陽光照進來一樣，顯示前
途一片光明；在心靈上要保
持愉悅、快樂、無煩惱，身
體無病，要注重保養，要運
動，因為動才有生命，就是
俗話常說的「要活就要
動」。
許聖梅： 除了每天持續
的運動之外，要如何才能像
師尊一樣，每一天都活得精
力充沛，每一天都充滿了智

■許聖梅小姐、林朝鑫先生聯合主持「蓮生活佛新春座談會」。

慧？請師尊告訴大家，如何
維持一個喜樂的心情？
蓮生法王： 我們每天都
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讓
自己覺得今天沒有白活，你
要信心充滿，把事情做得非
常圓滿，不一定要做大事，
只要把小事做好，讓心情愉
悅，那這一天就活得非常有
價值了。
我們在修行也是一樣，
我們每一天都按照規矩好好
地修一壇法，當修完了法，
你就會覺得今天的工作已經
完成了，心裡就會法喜充
滿；當有法喜產生，你整個
人就會變得非常年輕、非常
快樂，對未來充滿希望！
林朝鑫：今年是金馬
年，在過去，您把水龍年打
五十分，而水蛇年只有四十
分，在去年，我們台灣真的
過得不是很好，有假油、假
米，食安問題充斥整個台
灣，讓我們感到很惶恐，最
近又有工廠排放汙水汙染環
境的問題。面對金馬年，請
師尊開示，如何在金馬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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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希望，能夠有好的開始？
蓮生法王： 阿彌陀佛！先唸
佛吧！然後做一個深呼吸。水蛇
年已經過去了，未來呢？應該是
曙光要出現了，只要不被雲蓋
住，曙光就會出現；如果被烏雲
蓋住，曙光就不會出現了。所
以，我要唸個佛，深呼吸，喘一
口氣，然後再講。金馬年還
是一個「忍」字，忍耐
的「忍」，大家還是
要忍耐了！
林朝鑫：師尊
的意思是，今年還
是處在黎明前的黑
暗，大家還要再忍
耐？台灣的經濟已經
down到谷底了啊！去年
在「台灣二○一三代表字
大選」中，前面十名的排行，大
概有七個，都是負面的字，台灣
充滿了假、安、毒、危、亂，不
然就是「悶」了。在這金馬奔騰
的一年，您給了我們「忍」字，
請師尊再給我們一點啟示，好讓
我們的觀眾可以充滿希望。
蓮生法王： 阿彌陀佛！你問
的這個問題，我實在很難開口。
你一直想讓大家充滿希望、充滿

陽光，好像車子就要到隧道口
了，好像光明就要出現了，但
是，這輛車子在往回跑啊！
許聖梅：啊！車子會往回
跑？
林朝鑫：就是「倒退」了
啦！
蓮生法王：或者是停在那
裡，它根本不走了！那不
是很為難我嗎？要我
怎麼開口呢？我的
心裡很難過啊！我
這樣子講吧！這
個金馬看起來好
像是純金的，可
惜只是鍍金的，表
面上好看而已，結
果還是假的！所以這
個金馬年，按照我所知
道的，和過去是一樣的，雖然
會往上，但還是一個「忍」字，
還是四十分。
許聖梅： 這表示在金馬年，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阻礙或挑戰要
去面對囉！希望大家要忍耐。剛
剛師尊有提醒大家，我們今天開
始，每天做一件對生活有意義的
事情，也許這經濟就起飛了！
蓮生法王：我倒是希望我的

這個靈感是錯誤的，因為在金馬
年會有瘟疫！是像 SARS那一類的
禽流感，或是口蹄疫、狂牛症這
一類的，在我的感應裡面，是會
有大一點的瘟疫，會影響到整個
世界的經濟。
許聖梅： 大家在金馬年還是
期待在經濟方面有所發展。師尊
有比較長的時間住在美國，對美
國的經濟發展應該比較熟悉，其
實，長久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
都會受到美國經濟的影響，現在
美國的經濟已經有蓬勃的現象，
以這樣的狀況來看台灣的經濟，
請問師尊，還是會有烏雲嗎？
蓮生法王： 應該還是有！據
我所知，美國的經濟還是保持現
狀，並沒有真正蓬勃發展、經濟
起飛的現象。表面上，美國的經
濟好像愈來愈好，其實不然，就
是外強中乾的現象。當然，美國
這樣的情形也影響了台灣的經
濟。其實，台灣經濟漸漸走向邊
緣化，不但不能主導經濟，甚至
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因為台灣
經濟被邊緣化，所以，沒有大的
蓬勃現象，只會有小的蓬勃現
象。

因為沒有吸引錢進到這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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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力量，所以，經濟會漸漸往
外面移，好像在這世界經濟板塊
裡面，並沒有台灣的經濟出現。
（許聖梅：意思就是我們會比較
依賴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沒
有錯，因為，很少會有熱錢進到
台灣來投資，還會漸漸減少。
（林朝鑫：如果按照師尊這麼
說，那我們還有活路嗎？）（許
聖梅：有！一定有！）我們小時
候也是吃番薯、番薯葉長大的
啊！台灣當然還是有活力，因為
番薯是最營養的。
林朝鑫： 師尊說的一點都沒
錯！再怎麼辛苦的日子，我們都
走過去了！剛剛師尊講要忍耐，
我想請教師尊，我們現在經濟這
麼壞，我們要活下去，除了忍耐
之外，我們應該要用什麼心態？
怎麼拋開憂鬱煩惱？怎麼面對金
馬年的挑戰？要怎麼做才能更快
樂、更有成就？
蓮生法王： 台灣的經濟還是
要靠台灣人，台灣人有艱苦耐勞
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一定要在台
灣發展，可以到世界各地去開
發；也就是說，台灣人可以走出
這個國家，然後到世界各國去開

花結果。
林朝鑫： 師尊的意思是台灣
人應該要有「番薯擴根」的精
神，去世界各地經營就對了！
蓮生法王： 對、對、對，就
可以遍地開花，然後，把在外面
所得到的，可以再回流到台灣
來。
許聖梅： 在二○一三年選出
來的字是「假」的時候，身為母
親、妻子的我，其實非常擔
心，因為我非常熱愛台
灣這塊土地；我當時
在一個節目中說，如
果要我選一個字的
話，我會選希望的
「望」字，這是我做為
一個母親的想法，就像剛剛
聽到 baby的聲音，我其實非常開
心，因為每一次看到小朋友，我
都會希望自己能多為這些小朋友
做一些事。
剛剛師尊有提到一點，讓我
心裡開始害怕，二○一四年難道
不是希望的「望」嗎？師尊說二
○一四恐怕會有類似瘟疫的流
感，我想大家對這方面的恐慌會
比較大。在今年二月九號，師尊

會在台北主持一場「尊勝佛母法
會」，想請教師尊，這一場法會
是不是和二○一四的瘟疫有關？
蓮生法王： 是的！我們會在
台北〈中正紀念堂〉舉辦尊勝佛
母的法會，尊勝佛母主要就是在
於息滅災難。據我所知，在人禍
方面，二○一四年有一個小型的
戰爭會出現；在天災方面，地震
是有50%的機率，水災、風災還是
有的，地、水、火、風方面的災
害跟瘟疫，都還是會有。以二
○一四年來講，能夠維持像
二○一三水蛇年的狀況，已
經算是不錯了！
林朝鑫： 所以，電視機
前的觀眾，所有的善信大德
們，二月初九，一定要來參加師
尊主持的祈福大法會，祈求台灣
能平安度過金馬年，大家都能健
康快樂。
蓮生法王：如果「尊勝法
會」能夠非常吉祥圓滿的話，那
就能把這些災難降低，減少傷
害，這也就是給予這塊土地上的
人民一個希望，也就是許小姐所
講的「望」字。
許聖梅： 所以，還能夠達到

雜誌

58

這個「望」字？（蓮生法王：
對！）我們大家有希望了！
林朝鑫： 請問師尊，我們每
一年過年都要安太歲、點光明
燈，是因為有「犯太歲」，這並
不是去做布施，或是捐款蓋廟，
我只是去點光明燈、安太歲，沒
有其它的用意。但是，外國人也
沒有安太歲、點光明啊？那他們
要如何做，才可以保一年的平
安？
蓮生法王： 其實，在西方不
是沒有點光明燈、安太歲，因為
這是習俗嘛！在台灣，大部分的
人都是信仰佛教，或是信仰一般
民間神祇，在心理上，都是希望
神明保佑，所以這安太歲就等於
是讓自己心安！讓佛菩薩加持我
們，我們安心，這是我們的習
俗。在西方，他們也是到教堂去
向上帝、耶穌基督祈禱，然後牧
師給他們加持，他們就是求得一
個心安。我們也是一樣，求得一
個心安，只是方式不一樣。
你到了教堂，教會會拿個東
西來向你收錢，請你丟錢進去，
因為牧師也要生活，教堂也要建
設啊！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金錢
的！你這樣做了之後，就會覺得

自己在做布施，就會安心了，然
後，大家一起唱歌讚揚上帝、基
督、耶和華，就等於是在祈求加
持，這跟點光明燈、安太歲的意
義是完全一樣的。
林朝鑫： 師尊這樣講，我們
就很清楚了！所以，我們今年要
到雷藏寺去點光明燈、安太歲。
許聖梅： 我延續朝鑫大哥的
問題，師尊寫了一本《盧勝彥手
的魔力》的書，在這本書裡提
到，每當在法會結束之後，有非
常多真佛弟子，就算不是《真佛
宗》的弟子，他們也都會去排
隊，求師尊給他們加持、灌頂，
有些是找不到工作的，有些是健
康出了問題的，只要接觸到師
尊，問題都能解決。請師尊聊一
聊這樣的魔力，為什麼能夠解決
他們的問題？
蓮生法王：我每一次到了
〈台灣雷藏寺〉，很多弟子都希
望師尊用手去摩頂、加持他們。
在密教裡面有摩頂和灌頂。「灌
頂」就是迎請虛空中的智慧本尊
降臨壇城，智慧本尊寄身在壇城
上面，再由壇城用法力來給弟子
做灌頂。另外一種就是本尊直接
降到我的身上，我就等於是本尊

一樣，然後用我的手去給弟子摩
頂，就等於是消除他的業障。
林朝鑫： 剛剛師尊講，在金
馬這一年，我們還是要忍耐、要
認真打拼。我們沒辦法改變這種
共業，但是，我們還是要活下
去，所以，想請師尊教我們如何
能夠過得順利？甚至於如何多賺
一些錢？有什麼法可以讓我們過
得比較輕鬆、比較快樂？
蓮生法王： 在密教裡面，四
種顏色都有象徵性，紅色就代表
能夠攝召很多貴人，你若穿紅色
的衣服，就會有很多貴人來幫助
你，不管是紅色或桃紅色，都可
以攝召很多貴人。黃色是主財運
的，今年是金馬年，黃色會非常
好；你經常穿黃色的衣服，財運
就會旺，自然就會招財，所以，
在今年，大家要多穿黃色的衣
服，就會錢多多。
另外，白色可以息滅災難，
大家多穿白色的衣服，就可以把
災難退掉；醫生穿白袍主要的意
思就是消除眾生的災難；耶穌也
很喜歡穿白袍，因為祂要消除眾
生的災難；祂也穿紅袍，是要讓
眾生都來信仰祂。另外還有藍
色，就是希望自己身邊的小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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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電視台〉於〈蓮生活佛創作館〉錄製蓮生活佛「新春座談會」。

少一點；藍色有這個抵抗力，可
以讓小人少一點，讓小人遠離我
們。
許聖梅： 有很多人會在身上
戴個幸運符或戴串佛珠，很多都
是到廟裡求一個東西，各種佛
像、佛牌都帶在身上，請問師
尊，這樣好嗎？每次看到那些身
上戴很多的，反而好像災難特別
多，不知道是不是磁場混亂了？
師尊曾經提到蓮花童子護牌，它
可以護身，可以消災解厄，請問
師尊，我們到底要怎麼做，要帶
什麼樣的東西在身上，才可以保
佑自己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呢？
蓮生法王： 老王賣瓜，自賣
自誇，每個人都會說自己的瓜
好。其實，蓮花童子講起來，祂
有很悠遠的歷史，我講過，在印
度最早的宗教—婆羅門，有兩本
經最有名的經典，一個是「瑪哈
普拉達」，一個是「聖傳」，這
兩本經在吠陀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了，它裡面有寫到，
香巴拉王國的第一代王叫做「名
稱王」，第二代王就是「白蓮花
王」，師尊就是白蓮花童子，所
以這蓮花童子的歷史非常久，比

佛教還久，所以，這個護牌的淵
源，歷史悠遠，因此，這個護牌
比所有佛菩薩的歷史更久遠。
印度教有三大神，一個是破
壞神—希娃，一個是保護神—毘
濕奴，一個就是創造神—大梵
天，這三大神在印度教裡面都是
很久遠的，比佛教歷史還久，白
蓮花王的歷史也跟祂們一樣，是
非常悠遠的。所以，這護牌可以
罩蓋整個世界。
其實，說蓮花童子的護牌就
等於是時輪金剛的護牌，因為白
蓮花王寫了一本書，叫做《無垢
光明論》，也就是流傳下來的時
輪金剛。雖然時輪金剛的修法在
第十世紀才出來，但事實上，它
的歷史比這更久，因為它是在釋
迦牟尼佛講了經之後，這個經典
才進入香巴拉裡面，所以，它的
歷史很悠遠。由此可以知道，蓮
花童子護牌的歷史是非常悠遠
的，比所有的護牌更久、更有法
力。
蓮生法王： 你剛剛講，很多
人身上戴了很多護牌，全身掛滿
護牌，從台灣頭到台灣尾，所有
神明的護牌都放在身上了！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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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用、沒有用的問題，那是因
為碰到事情的時候，那些神明會
說：「你去做吧！」另一個神明
也說：「你去做吧！」神明太多
了，祂們也會推來推去，結果都
沒有神明去做，這樣就完蛋了！
所以，不如就一個護牌就好。
林朝鑫： 我有一個問題，一
定要替觀眾朋友來問師尊。大家
都希望中樂透，大家都想發財，
大家都想事業順利，大家都想家

庭婚姻順利，大家都希望健健康
康、平平安安。但是，也有一句
話說：「一飲一酌皆有定數，一
輩子要吃多少、用多少，皆有定
數。」以這樣說起來，那就不用
努力了，反正都是定數！請問師
尊，要如何改變原來的定數、增
加我們的福分？
蓮生法王： 我們學佛人都希
望佛菩薩有感應、有靈感，讓大
家健康自在，讓大家都有錢，都
很有福氣，沒有什麼災難，平安
過日子，每個人都是這樣子想
的。佛菩薩的佛法無邊，祂在出
世方面幫助眾生，在入世法方面
也是可以幫助眾生，因為祂有加
持的力量。命運是註定的，就像
打棒球一樣，你揮棒的力量跟方
向，球跟棒的接觸點，那就是你
的命運了；你用了多少力量，球
能飛得多遠，都是一定的！但如
果佛菩薩給你一加持，吹起一陣
風，那個球就會飛得比較遠，就
變成全壘打了！
所以，所謂的佛菩薩保佑，
它就像一陣風一樣，祂如果吹一
下，那就是全壘打，你什麼都有
了！每個人的命運都是天定的，
但是，如果佛菩薩吹那麼一下，

那你就全壘打了。
許聖梅：剛剛師尊提到打
球，感覺好有活力，我可以想像
那個球飛出去的樣子。請師尊丟
個球給大家，師尊會丟到哪兒
呢？快、快、快，大家把手舉起
來接球！（師尊丟出去無形的
球，大家都在接球。）
林朝鑫： 大家接到這個無形
的球，相信也都接到福分了吧！
許聖梅： 恭喜《真佛宗》的
弟子們，每一次來看到大家都好
開心喔！座談會到此先告一段
落，我知道大家一定覺得非常不
過癮，而且，剛剛師尊還特別提
到了，今年雖然有一些天災人
禍，但是，不用擔心，我們會在
法會當中為台灣祈福，而且，接
下來，到底是要買黃金？買房地
產？還是買什麼好呢？這些都是
我想問的，我會後半段的訪問中
幫大家請問師尊。好！謝謝師
尊！也謝謝真佛弟子們，謝謝電
視機前的觀眾朋友，祝福你們馬
年行大運，馬上成功，事事順
利。

—待續—

61

買

■文∕林立人

消費是 享受
還是 負 債

—如何擁有自有住宅

一間屬於自己的屋子，是
每個人一生最美的夢想！
但對使用金錢的觀念不同，結果
也就不同。
有兩位老婆婆，分別來自台
灣及美國，她們在天堂相遇，彼
此閒聊生活上的點點滴滴，突然
提到不動產的購置，兩位老人就
興致勃勃地聊開了。台灣的老婆
婆說：「我大學畢業後，找到一

份穩定的工作，就開始把賺的錢
一部分儲蓄起來，一年到頭辛辛
苦苦地忙碌著，捨不得吃好的、
用好的，等我存了三十年的錢，
晚年終於買到自己喜歡的大房
子。」
美國老婆婆聽完後接著說：
「我跟妳一樣，也是在大學畢業
後，找到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
但我跟妳不同，我是向銀行貸款
買別墅，並且買了許多高級的
生活用品及車子，每月按時
還給銀行利息，生活充實又
緊湊，享受各種人生的樂
趣，等我八十歲臨終，剛好
把銀行貸款清償完了。」
以上兩位老婆婆的消費習慣
及理財觀截然不同！但像不像現
今我們社會的縮影，有人極力存
錢，有人拼命花費，但有一個重
點是—投資與消費都與個人的收
入能力有關。
每個人都有消費的慾望，但
沒有足夠的資金是無法實現消費
的。社會的經濟發展必須要倚靠
大眾的消費，但是，影響消費的
主要因素是「收入」，並不是每

個人身上都有錢去做各方面的消
費，於是就導引出「提前消費」
的概念。
「提前消費」就是拿明日的
金錢獲取今日的需求與享受。而
一次要花費幾百萬或是上千萬的
房地產，就必須引用此觀念，鼓
勵民眾向銀行貸款，先買房屋，
繳交利息，後還貸款，來讓許多
人擁有自己的屋子來居住。
故事中的美國老婆婆運用
銀行的借貸，完成自己在
物質上的擁有及享受，
銀行得到的是利息的收
入，兩方互蒙其利。而
台灣老婆婆克制自己的慾
望，努力工作存錢，實現
自己購買屋子的願望，捨不得讓
銀行賺取利息。
以上舉例沒有誰對誰非，只
是肇始於個人對金錢的規劃及未
來的願景。可是，有一件事是千
真萬確的—就是要努力充實自
己，讓自己在職場立於不敗之
地，唯有如此，收入才會穩定與
成長，才能有金錢可以支配，才
能以金錢去換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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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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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等法師

○一四年一月十八日（星
期六）上午，在草屯鎮山
腳里集會所，由〈山腳里辦公
室〉和〈台灣雷藏寺〉共同舉辦
「社區春聯揮毫愛心送暖活
動」。
當天，聘請了十五位書法大
師為里民寫春聯，同時也發放愛
心物資給住在雷藏寺附近急需幫
助的居民們。社區里民十分熱心
參與，紛紛來到集會所索取春

二

▲〈台灣雷藏寺〉、〈華光功德會〉發放愛心物資給急需幫助的居民。

聯，在每位大師面前都大排長
龍。因為寫好的春聯要先晾乾，
因此，會場內處處掛著紅色的春
聯，人人臉上都充滿笑容，春聯
與笑容互相輝映，一片喜氣洋
洋。
在舞台上播放〈真佛宗華光
功德會〉的愛心活動影片後，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
主師兄首先致詞，表達〈台灣雷
藏寺〉謹尊師訓，落實敦親睦
鄰，並表達蓮生活佛將在大年初
一發送「蓮花童子馬上賜福」紅
包，歡迎大家來雷藏寺上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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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台灣雷藏寺〉及各單位、代表熱心贊
助「社區春聯揮毫愛心送暖活動」。
⑵蕭芸婷小朋友為雷藏寺書寫的「嗡咕嚕
咕咧佛母‧十方發射敬愛法」春聯。
⑶十五位大師現場揮毫書寫春聯，里民大
排長龍。
⑷蕭芸婷小朋友也在現場認真書寫春聯。

1

3

2

4

拿紅包。
而後，〈台灣省政府〉
秘書長鄭培富先生、〈馬文
君立委辦公室〉黃主任、許
粧議員、山腳里陳里長等貴
賓，都紛紛致詞感謝〈台灣
雷藏寺〉對社區的付出，並
讚歎揮春活動，帶動山腳里
文化氣息。農曆新年即將來
臨，貴賓們亦藉此向里民拜
年，祝願金馬奔騰，萬事吉
祥。〈台灣雷藏寺〉並贈送
甲午年農民曆予山腳里里民。
在現場揮毫寫春聯的十五位
書法大師包括：林木村、洪澄
清、林戊鎮、張世欣、 錦進、
林文士、蕭東宜、秋養、洪嘉
勇、林大鈞、陳昭坤、葉景文、
莊一琳、楊惠如、黃鈺銓。此
外，還有兩位可愛的小朋友也在
現場很認真地書寫春聯，分別是
〈虎山國小〉四年級的蕭芸婷和
陳亭榕，穿紅衣的蕭芸婷並為雷
藏寺「咕嚕咕咧佛母新春法會」
暖身，恭書「嗡咕嚕咕咧佛母‧
十方發射敬愛法」，這是當天意
外的收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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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壽命有關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性別與壽命
男性一般出現心臟疾病或中風的時間比
女性早大約 10 年，在百歲老人中，女性占
85% ，而男性只有 15% 。女性在絕經期（平
均為 51 歲）後與男性相比的這種優勢趨於
減弱，因此，有些科學家推測雌激素在這種
優勢中發揮作用。另有一種學說認為是慢性
缺鐵（由月經導致）造成了女性的這種優
勢。鐵是我們細胞製造導致老化的自由基的
關鍵，這種自由基是導致心臟病、中風、老
年癡呆和癌症的因素。
婚姻與壽命
婚姻（或生活中擁有伴侶）對您預期壽
命的影響取決於您的性別。近 100% 的男性
百歲老人都是已婚或晚年才失去配偶。也就
是說，對於終身未婚的男性，其壽命必然會
受到影響。
家人與壽命
與您的家人或親如家人的朋友保持頻繁
的聯繫有益於幫助您舒緩壓力，同時也可能
延長壽命。
良好的家庭凝聚力和與家人頻繁的聯繫
是百歲老人的一個顯著特徵。研究者指出，
與親人關係疏遠的人擁有更弱的心理承受能
力和更重的社會和心理壓力。因為心理壓力
可能導致疾病、多種癌症和更高的死亡率。
健康與壽命
個人的健康和壽命有 60% 取決於自己，
15% 取 決 於 遺 傳 ， 10% 取 決 於 社 會 因 素 ，
8% 取 決 於 醫 療 條 件 ， 7% 取 決 於 氣 候 的 影
響。這也有力地印證了健康離不開健康生活
方式的說法。
壓力與壽命
您是個幸福的人，沒有壓力的生活無疑
會讓您長壽，無論生活條件是否優越，是否
感到有壓力，關鍵決定於您對生活的態度，
中國人常說的「知足常樂」就很好地說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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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
睡眠與壽命
擁有適當和高品質的睡眠較為長壽，而
適量睡眠也是健康的一個信號。
教育與壽命
其中潛在的原因包括更好的社會地位、
更健康的生活習慣以及更好的醫療保障發揮
的作用，同時也與大腦功能更好的發掘有
關；後者同時也可以通過閱讀知識書籍、腦
力活動（如：腦筋急轉彎）、學習外語或者
學習演奏樂器等，得到提高。
工作與壽命
一天工作高於 7 小時的人會處在心臟病
的高風險中。如果您最近的工作負量很合適
的話，不妨好好利用起閒暇的時間參與一些
健康的積極活動，將對您有好處，並繼續擔
任這個好工作吧！
空氣與壽命
深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氣吧！生活在一個
無煙、潔淨的環境中是一件令人愉悅並能顯
著延長壽命的事。
汽車與壽命
即使有了安全氣囊，使用安全帶仍是顯
著使您在車禍中獲得最大程度減輕受傷或倖
免於難。所以，一定要堅持使用安全帶啊！
飲茶與壽命
茶裡所含的抗氧化劑會減少心臟病與癌
症的發生機率，因為茶裡含有一種強效的抗
氧化劑—茶多酚。
吸煙與壽命
盡全力避免二手煙的危害，因為二手煙
比吸煙者吸食的過濾煙更具有毒害性，僅僅
一點劑量就會對肺部乃至全身有毒。
飲酒與壽命

醫學健檢

健康，操之在己
世紀衛生組織，前不久在其年度報告中宣佈：
每個人的健康與長壽， 60% 取決於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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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節制的飲酒還可以降低心臟病風險。
藥物與壽命
每日 81 毫克的阿司匹林可以顯著降低患
心臟病的風險，這種功效可能得益於阿司匹
林中含有的抗血液凝固物質。
防曬與壽命
陽光中的紫外線直接破壞 DNA ，越多的日
曬意味著越多的皺紋，同時也意味著更高的
致命皮膚癌風險。過多的日曬大體上同時對
身體也有毒害作用。
性愛與壽命
您有一個固定的性伴侶，這對於健康是很
重要的！固定的性伴侶不僅能預防性傳播性
疾病，還非常有益於身心健康。
刷牙與壽命
慢性牙齦問題可能出現牙斑，將形成的某
些炎症、有毒物質和某些特定微生物被釋放
進血流，並最終導致心臟病。這一過程同時
可能增加中風和器官功能衰退的風險。
排便與壽命
最少兩天一次的排便，可能降低結腸癌發
生的風險。
堅持「腸運動」間隔不超過 20 小時，似
乎能降低結腸癌的發病率，原因可能是運動
腸子可以減少腸內壁與食物中的致癌物質接
觸的時間。
血壓與壽命
收縮壓越接近 100 至 110 越好。如果收縮
壓超過 140 ，這意味著您將處在心臟病和中風
的高風險種。
舒張壓若小於 85 ，說明您擁有很好的舒
張壓。百歲老人普遍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
內擁有這個範圍內的舒張壓。
體檢與壽命
任 何 40 歲 及 以 上 的 人 需 要 每 年 一 次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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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完善的檢測和預防是長壽和健康的關
鍵。
吃肉與壽命
少吃速食，包括油炸食物和漢堡，這些高
熱量和高脂肪的食品會增加您的體重，同時
增加您心臟病、中風，甚至癌症的風險。
燒烤與壽命
避免燒烤，有助於為您避免因以過高溫度
烹飪肉類和魚類所產生的致癌物質。燒烤食
物不僅易產生致癌物質，還會破壞一些營養
素。
補鈣與壽命
晚年適量攝取鈣，可以延緩骨質隨著年齡
增加的流失。除了乳製品，加鈣的飲品、麵
包、穀物都是很好的攝取來源，一些非處方
補鈣藥物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甜食與壽命
嗜糖之害甚於吸煙，長期食用含糖量高的
食物會使人的壽命明顯縮短。
肥胖與壽命
肥胖是低效率的能量製造和細胞中不斷增
加的氧自由基所導致，這無疑是增加了癌
症、心臟病、加速老化的風險。當然，還有
可能導致糖尿病。
補鐵與壽命
如果可以的話，遠離鐵來源和含鐵豐富的
食物（尤其是紅色肉類），因為鐵可以導致
老化以及老化引起的疾病。
運動與壽命
一週至少抽時間做三次運動（每次 30 分
鐘以上）是很重要的。
病史與壽命
在您的家庭中沒有關於心臟病、癌症或者
糖尿病的病史，要好好的珍惜基因給予的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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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ybe you will let out a big sigh of relief as you come to this last chapter, saying to

yourself, “I am finally going to find enlightenment.”

If so, I would ask reader A, “Tell me, what do you think enlightenment is?”
Reader A may respond, “ Enlightenment is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the
tathagatagarbha consciousness, realizing this eighth consciousness.”
To this I would say, “Way off base. There still remains a consciousness.”
Reader B may answer, “Enlightenment is equality of all equality, equality of everything.”
To this I would say, “Wrong realization.”
Reader C may answer, “ Enlightenment is nothing to gain, no big deal, not abiding
anywhere.”
And I would say, “You are only close.”
Reader D may answer, “ Awakening is the Five Buddha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Five
Wisdoms.”
I would respond, “ That is not enlightenment at all. Any Buddhist would know about the
Five Buddhas and their Five Wisdoms. Just as any Buddhist would also know about the
eighth, ninth, and tenth consciousness.”
Once again I will ask, “What do you think enlightenment is?”
Reader E may answer, “ Madhyamaka [Middle Way] says enlightenment is sublime
substantiality within emptiness. Yogacara [Mind-Only] says enlightenment is non-existenc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nd everything is derived from the mind.”
I would say, “You missed.”
Reader F may answer, “ Enlightenment is not attached to anything, no obscuration, and
not even a trace of attachment.”
I would say, “No, a trace still remains.”
Reader G may answer, “Enlightenment is only one word,'emptiness.' ”
雜誌

I would say, “That is also not it. That is clinging to an extreme.”
Reader H may say, “Enlightenment is only one word, 'buddha. ' ”
I would reply, “Garbage.”
Reader I may say, “Enlightenment is only one word,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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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respond, “Where is this heart? Tell me, where is this heart?”
Reader J may say, “ Enlightenment is formless, without expectation, everything is
pristine, and pristine purity of self-nature.”
I would say, “Just a bit off.”
Reader K may say, “ Enlightenment is nowhere to be found, ineffable, never said a
word.”
I would say, “Almost there!”
Reader L may say, “Enlightenment is just non-arising.”
I would say, “Off just ever so slightly.”
Reader M may say, “Enlightenment is not buddha, not heart, and not object.”
I would say, “This answer is barely acceptable.”
Reader N may say, “Enlightenment is like a dream, illusion, bubble, and shadow.”
I would say, “Flashes of lightning and fire sparks are not enlightenment.”
Reader O may say, “ Enlightenment is a flower's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or a moon's
image in water.”
I would say, “You also didn't hit it on the mark. You are only treating it as an illusion.”
Reader P may say, “ Would Grand Master Lu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 would say, “ Enlightenment is, it is, it is… Does everyone understand? Reflect upon it.
What is this 'it'?”
Then, I would demonstrate the pose, “golden rooster standing on one leg.”
A wise student may shout, “Enlightenment is the word 'I'.”
I would reply, “Take a hike!”
A wiser student may shout, “Enlightenment is unity of all phenomena.”
I would answer, “Unity my butt.”
With everyone quiet and silent, I would nod my head and say, “ This is the time, this is
the time.”
I wonder if you understand this chapter on non-a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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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oie de la délivrance de
l'âme dans l'état intermédiaire
E

n ce qui concerne la voie de la délivrance
d'une âme qui se trouve dans l'état
intermédiaire, le Bouddha en a déjà
effectivement donné assez clairement ses
explications dans le Sûtra du voeu primordial
du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Comme dans le huitième chapitre où le roi
Yama (le roi des enfers) et les autres rois
génies s'exclament d'admiration :
Le Bouddha dit au roi Yama : « Dans le
Jambudvîpa① , les êtres vivants, dont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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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ctère est dur et fort, sont difficiles à
vaincre leurs maux en harmonisant leurs
sentiments, leurs paroles et leurs pensées. Ce
grand bodhisattva, durant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kalpa, s'efforce de secourir
absolument ces êtres animés, délivre le plus
tôt possible les pécheurs de la chute dans les
mauvaises voies. Le bodhisattva les arrache,
avec son pouvoir approprié, à la cause
karmique fondamentale pour qu'ils puissent se
rappeler leurs actes commis dans leur vie
antérieure. Effectivement, les êtres vivants du
Jambudvîpa s'attirent profondément les karma
négatifs, ils sont à peine délivrés de l'enfer
qu'ils y retournent aussitôt, ce bodhisattva
prend alors, depuis longtemps, depuis de
nombreux kalpa, la peine de les en libérer. »
Comme quelqu'un qui a perdu son chemin
pour rentrer chez lui et qui s'est engagé dans
une voie dangereuse. Le sentier est plein de
yaksa② , de tigres, de loups, de lions, de
serpents venimeux, de scorpions, et cette
personne égarée pourrait, d'un instant à l'autre,
être l'objet d'une attaque lancée par tous 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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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x. Un homme sage qui a de grandes
connaissances des arts et qui est très habile à
neutraliser l'effet des yaksa et des autres
dangers, rencontre par hasard la personne
égarée et lui dit alors : « Hé ! Homme,
pourquoi vous engagez-vous dans cette voie ?
Avez-vous quelques moyens particuliers pour
réprimer tous les maux ?» Ayant soudain
entendu ce propos, cet individu égaré se rend
rendu compte que c'est un chemin dangereux,
il revient alors sur ses pas et demande sa route.
Alors cet homme sage et débonnaire lui
apporte son aide en prenant sa main et en le
conduisant loin de la voie dangereuse.
Aujourd'hui, j'ai fait mention de ces deux
paragraphes du sûtra, mais l'essentiel consiste
à indiquer ceci :
–La personne égarée est l'âme qui se trouve
dans l'état intermédiaire.
–Le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est le grand
homme sage et débonnaire.
–L'homme sage et débonnaire exhorte la
personne éloignée de sa route à ne pas
s'engager dans les Trois Mauvaises Voies③.
–Il délivre les êtres pécheurs de l'état de
souffrance et les fait transmigrer dans la voie
humaine ou la voie céleste.
–Il les fait renaître dans le royaume du
Bouddha.
Le sûtra dit encore :
Ainsi, pour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du
Jambudvîpa, lors de leur agonie, leur espritconscience est plongé dans les ténèbres, il ne
discerne pas le bien du mal, de sorte que leurs
yeux et leurs oreilles manquent de visio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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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endement. Il convient que toutes leurs
familles fassent généreusement l'offrande,
lisent ce précieux sûtra, récitent les saints
noms des bouddhas ou des bodhisattva. Une
telle production conditionnante permet à la
personne morte de quitter toutes les mauvaises
voies et que tous les démons et génies se
retirent et se dissipent complètement.
Le plus important est ce paragraphe :
Vénérable du Monde, si tous les êtres
vivants peuvent, à l'article de la mort, entendre
le nom d'un bouddha ou d'un bodhisattva, ou
bien un livre canonique du Grand Véhicule,
une phrase ou une stance, je vois que tous ces
gens-là se délivreront des cinq péchés mortels
qui les font être condamnés dans l'enfer
Avici④ , et ceux qui ayant commis le moindre
karma négatif auraient déchu dans les
mauvaises voies s'en libéreront subitement.
Le Sûtra du voeu primordial du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enseigne :
Dédier le mérite des actes bienfaisants à la
personne morte.
Dédier le mérite de la pratique du dharma à
la personne morte.
Dédier le mérite de la lecture du sûtra à la
personne morte.
Réciter le nom du Bouddha et psalmodier le
mantra.
Hisser une oriflamme.
Hisser un parasol.
Faire une offrande d'un peu d'encens ou de
quelques fleurs aux statues des bouddhas et
aux portraits des bodhisattva.
Faire l'offrande en brûlant des encens, en

récitant une phrase ou une stance du sûtra.
(Tout cela est consigné dans le sûtra ; c'est
très important.)
Pourquoi est-il nécessaire de réciter le Sûtra
du voeu primordial du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 Parce que la récitation de ce
sûtra fait du bien au monde des morts et au
monde de la lumière à la fois. Il décrit le fait
que le bouddha Sâkyamuni monta au palais
céleste de Trâyastrimsha pour parler à sa mère
Dame Mâyâ du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en
chinois, le bodhisattva Ti Tsang). Ti signifie la
tranquillité, la patience, l'immuabilité comme
la Terre ; Tsang désigne le silence, la
réflexion, la profondeur, la densité. Ce grand
bodhisattva n'apporte pas des secours
uniquement au monde des morts, il vient aussi
à l'aide des êtres vivants qui séjournent dans
les six voies de la réincarnation. Après
l'extinction du Tathâgata Sâkyamuni (le
bouddha historique), avant la naissance du
Tathâgata Maitreya (le bouddha du futur), il a
pris la grande responsabilité, la lourde charge
confiée par le Bouddha, de secourir les êtres
vivants.
- à suivre -

①Le grand continent au sud du mont Sumeru.
② Les démons.
③ Les trois mauvais destins de renaissance :
l'enfer, l'animal, l'esprit affamé.
④ L'enfer où les peines sont sans interruption,
sans ré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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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世界各地
真佛宗 法
務報導

做為印證。
緊接著，聖尊闡述觀世音菩
薩與娑婆世界的眾生緣，至深至
重。在【普門品】中可知，觀世
音菩薩會依所度化的對象，而變
化不同的性別、地位、身分，如
此不拘外相的千百億化身，就為
了度化有情；以佛菩薩的觀點來
看，是捨棄自己、大慈大悲的表
現。觀世音菩薩如此神聖又偉大
的行為，在某些世俗人的觀點中
卻解讀為「不男不女」與「邪
淫」，聖尊提醒眾人必須以「出
發點」來看待發心，而非表象。
而後，聖尊繼續講解「大圓
滿法」｜「發菩提心的口訣」，
聖尊強調，只要是大乘的法都要
發菩提心，而發菩提心最重要的
口訣就是「自他互換」。 （聖尊
完整開示內容請參閱三○八期特
別報導）
在灌頂前，聖尊依慣例先為
壇城、流通處及同門帶來的佛
像、法器文物開光，並加持大悲
咒水、做總加持，慈悲賜授與會
大眾「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觀音身壇城避災法」與「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本尊法」等灌
頂，法會吉祥圓滿。

介紹護摩主尊—密教祖師爺—
「蓮華生大士」的偉大，並講解
手印、咒語、種子字和法相等。
聖尊說，當聖尊在入三摩地時，
蓮華生大士即施予聖尊紅色甘露
和白色甘露灌頂；蓮華生大士是
聖尊無形的師父之一；當年，蓮
師帶聖尊至尼泊爾時，賜予兩個
很特別的灌頂給聖尊。聖尊說，
修蓮師的法可以息災、增益、敬
愛、降伏！今日能做主祈者、參
加者和聽法者，都很有福分。
接著，聖尊講解「大圓滿法
口訣部｜修守護輪」，聖尊強
調，每個行者都要修「守護
輪」，修「守護輪」就是守住
「堅固、不壞、清淨」。「守護
輪」的觀修方法有「披甲護
身」、「月輪觀」、「五方佛住
五輪」、「種子字觀」及『七佛
滅罪真言』等守護法。 （完整內
容請參閱三○八期特別報導）
在灌頂前，聖尊依照慣例為
壇城、流通處及同門帶來的佛
像、法器文物開光，並加持大悲
咒水、做總加持。最後賜授與會
大眾「蓮華生大士本尊法、最勝
寶息增懷誅法、搖錢樹密法、破
瓦法」等灌頂。

修「守護輪」就是守住「堅固、不壞、清淨」

【燃燈．草屯訊】二○一四年一
月十一日（週末）〈台灣雷藏
寺〉恭請《真佛宗》根本傳承上
師蓮生活佛親臨主持「蓮華生大
士護摩大法會」。是日，來自世
界各地與會的弟子逾萬，相應了
護摩主尊「蓮華生大士」的光明
灌注眾生心，菩提大心恆護持。
莊嚴肅穆的迎師隊伍在『蓮
花童子心咒』聲中恭請蓮生聖尊
陞法王座。貴賓〈南投縣政府〉
秘書長陳朝旺先生致詞時，特別
感謝〈台灣雷藏寺〉對南投燈會
的大力協助，捐贈義工背心和贊
助現金，並希望在二月七日試點
燈及二月十四日正式點燈時，歡
迎大家一起到「中興新村」。
會後，聖尊傳法開示時首先

蓮生法王為敬獻哈達的蓮海上師摩頂加持

發菩提心最重要的口訣—「自他互換」

【燃燈．草屯訊】二○一四年一
月四日（週末），〈台灣雷藏
寺〉恭請《真佛宗》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親臨主持「觀世
音菩薩護摩大法會」，並講解
「大圓滿法」口訣。
聖尊點燃護摩火，豐盛的供
品一一下爐，與會大眾專注持誦
『觀世音菩薩心咒』。
護摩火供會後，聖尊於開示
中宣布：「由於今日是觀世音菩
薩的護摩，師嬤成就送子觀音後
也一同參加法會，能讓眾人能求
子得子、求女得女。」聖尊同時
宣布，接到了傳承祖師—吐登達
爾吉上師的指示，祖師將在香港
九龍降生於與《真佛宗》有緣的
夫婦，並說明新生兒的特徵記號

蓮生法王於〈台灣雷藏寺〉講解「大圓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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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手矯健的男眾法師登上壇城，挽起袖子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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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為同門開示，令大家歡聲
陣陣、笑語連連。上師的口才
真是令人佩服！上師教導大
家，面對不一樣的眾生，要用
不一樣的方法去度化；行者要
時時保持好的心態，堅持做好
每一件事。
上師也談到修行人要有廣
大的思與見，莫以事實一角而
著了偏見，要以宏觀的視野去
思維、去處理問題，不但可以
精進自己，而且更方便度眾
生。眾生有不同的主見，要懂
得易位轉移，以他見為己見而
啟機說法！上師誠告同門，入
世要懂得講兩種語言，即「智
慧語言」及「慈悲語言」！
最後，上師告誡大家，一
定不要忘記根本傳承上師的加
持，大家要堅定信心，因為我
們皈依的是「無上法王」！
開示後，上師為大眾做
「阿彌陀佛賜福灌頂」，法會
吉祥圓滿結束。

時時保持好的心態 堅持做好每一件事

【蓮花偉文．德國訊】二○一
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德國〈真
隆堂〉舉辦「阿彌陀佛消災祈
福超度大法會」，很榮幸邀請
到香港蓮花少東金剛上師主
壇，並有蓮欉法師及來自各地
同門前來參加護持法會。
是日，天氣雖然寒冷，但
是，〈真隆堂〉裡卻仍然充滿
了一片熱情高漲的氣氛，法會
依照真佛儀軌如儀進行，與會
大眾共霑法喜，法會非常圓滿
吉祥。
法會後，少東上師以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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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城的最高層，小心翼翼地將
每一層佛像金身上的塵埃一一
彈盡。聖尊平日說法開示的法
座和法桌上的擺設，全都一一
清理擦拭光亮。大家還將師嬤
菩薩的壇城、時輪金剛的壇
城、地藏殿、龍王殿，連正殿
外的天公爐都清理得煥然一
新……，春節的氛圍越顯濃厚
了。
為迎接甲午年的到來，祖
廟日前錄製賀歲短片於〈全美
電視〉播出外，還提供給善信
大德安奉太歲、點光明燈及延
生位的服務。今年太歲正沖生
肖為「馬、鼠」，偏沖生肖則
為「兔、雞」，歡迎大眾為自
己和家人安太歲及點燈祈福，
可護佑新的一年諸事吉祥如
意、健康平安。
〈西雅圖雷藏寺〉安排一
系列春節的相關活動，有送迎
太歲、除夕守歲團拜、新春祈
福大法會……等迎春納福的活
動。祖廟歡喜賀春節，一切都
準備就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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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少東上師於〈真隆堂〉以港式幽默為同門開示

除舊布新過新年 迎春納福好運到

【西雅圖雷藏寺訊】隨著春節
的腳步越來越近，〈西雅圖雷
藏寺〉於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一早，在法師的帶領下，以及
數位義工同門的協助，個個挽
起袖子，一年一度祖廟的大掃
除，正式歡喜開鑼了！
首先，由璧珍教授師點上
一炷香，向壇城上的諸佛菩
薩、金剛護法稟報，請祂們暫
駐虛空。接著，法師們便開始
分派工作，身手矯健的男眾法
師，拿著吸塵器和撢子，登上

美國．德國

真 佛 宗 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馬來西亞

世界各地
真佛宗 法
務報導

充滿。
上師於護摩後開示：師尊
講過，真正的懺悔不是跟佛菩
薩懺悔，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懺
悔。釋迦牟尼佛也說過，當你
拜了懺之後不再犯，這才是真
懺悔。而後，上師讚歎〈敬天
堂〉的新道場感覺真的很不
錯，在馬來西亞有這樣寬闊、
莊嚴可以辦法會的大道場提供
給大家共修，是大家的福分。
上師同時也鼓勵大家盡量每天
要持咒、修法。
上師也讚揚〈敬天堂〉的
師姐們都很發心，幫忙法務時
不分彼此、笑口常開、法喜充
滿，這是對的。所以我們有這
樣的道場，大家除了要發心護
持之外，有任何法務活動一定
要全力做好，這種功德應該是
每個人都要爭著來做的。師尊
講過，功德是你的，你今天來
道場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的
功德，這種功德是你聚集天上
的資糧。發菩提心就是要用很
快樂、很歡喜的心去做。當你

看到別人做得很好，你要很歡
喜地說：「師姐、師兄辛苦
了，功德無量！」修行人最怕
被扯後腿，對不對？看到別人
做得好，自己不做就妒嫉，還
去講別人。你來這裡若帶著歡
喜的心，你就會很喜歡去道
場；掃掃地、抹抹桌子、洗冼
廁所，你會覺得今天來參加法
會的人都跟你結了善緣，這就
是你的菩提心。所以說，我們
做事要很樂意去做，看到哪裡
髒、哪裡亂，自動走過去整理
好！那是為誰做？都是為自己
布施。大家每天修法、每天修
行，但是，你在佛堂所做的，
會把你修行的境界也發揮在眾
生身上，你所做的每件善行，
你要做不做？師尊說：「跟我
盧勝彥沒有關係，因為功德都
是你自己的。」
上師也談到能夠拜【大通
方廣懺悔滅罪成佛經】實在太
好了，這本經是釋迦牟尼佛要
進入涅槃時講的，在經裡面提
到未來三千佛成佛的時候以華

佛性本清淨 眾生都有佛性 皆因貪瞋痴疑慢而蒙蔽了

【敬天文宣．昔加末訊】二○
一三年十一月卅日及十二月一
日，〈敬天堂〉舉辦「大通方
廣懺悔滅罪成佛經寶懺暨釋迦
牟尼佛增益祈福超度護摩法
會」，恭請來自西馬巫詩〈妙
理雷藏寺〉的釋蓮花盛法金剛
上師主壇，法師及弘法人員護
壇。此次拜懺法會於星期六傍
晚開懺，星期日早上是第二
懺，中午則為結懺及護摩。
拜懺當中，大家雖然又跪
又拜，卻在上師、法師的帶領
下，唱得愉快舒暢，拜得法喜

蓮花盛法上師於〈敬天堂〉主壇拜懺及護摩

光佛為首，所以，我們能夠跟
著師尊，大家一定要好好珍
惜，而且，我們對根本上師一
定要「一皈依」，就是時時憶
念根本上師。雖然師尊的應身
是盧勝彥，但要知道，佛菩薩
的法身是無所不在的，所以師
尊說：「師尊將來完全不在世
間，師尊也會想念弟子，只要
你們憶念師尊，師尊還是會來
幫助你。」師尊說，蓮花童子
的法身永遠都在雷藏寺，根本
沒有離開。上師也談了「了
義」跟「不了義」，真正懂得
了義的人，根本是無所謂的，
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不
執著。為什麼叫「如來」？因
為祂根本沒有來、沒有去，所
以釋迦牟尼佛講「佛性本來就
是清淨的」。每個人的佛性本
來就是清淨的，是因為我們的
無明和貪、瞋、痴、疑、慢，
蒙蔽了我們的佛性。
兩日來的三場拜懺及護摩
法會在灌頂過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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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洪上師主壇「高王觀世音菩薩法會」，護摩火旺盛、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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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一日一修。行者要用歡喜
心去做任何事情，用歡喜心修
法，也要有慈悲心、菩提心，不
單單是自己好、自己有福，也要
讓大家都好，讓大家都有福，這
樣才容易跟財神相應。
供養財神、地神，必須要以
財神喜愛之物，以最歡喜的心去
做供養，如此才容易相應。上師
鼓勵大家，歲數越來越成長，修
法也應該要越來越進步。最後，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紅財神賜福
灌頂」，結束了當天的法會。
十二月三日，舉辦「高王觀
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
會」，是次的護摩火特別旺盛。
護摩後，上師開示，高王觀世音
菩薩可以「賜福、息災、增益、
敬愛、降伏」；上師鼓勵同門要
多瞭解【高王經】的意思，如
此，唸經才會更加專心，也才會
明白「常樂我淨」、「有緣佛
法」的理趣。我們有緣得遇佛
法，一定要用心學習，用快樂的
心去體會佛法的意境。
當遇到挫折時，要學習轉
化，往好的方面想，保持平靜
心，知足常樂。此外，真佛行者
一定要時時觀想師尊住頂，與師

尊合一。
上師勉勵大家，學習佛法並
不是要等到老了才來學，請看看
現在罹患中風的人，其實並不全
是老人，大家要從中明白「無
常」的道理，【高王經】裡所謂
的「有緣佛法」即是「與佛法有
緣」，既然有緣，就要好好把
握、好好珍惜法緣得來的不易。
當行者很認真地修法，雖然
錢財或貴人沒有很快出現，雖然
沒有馬上就改善不好的環境，但
這並不表示沒有收穫；因為，修
法可以得到佛光注照，可以得到
師尊、佛菩薩的加持，行者的業
障就會漸漸消除，福慧就逐漸增
長，那才是無價的寶藏。
十二月四日，舉辦「長壽佛
薈供息災祈福敬愛超度法會」，
當晚，「薈供法會」壇城前擺滿
了各式各樣的美味佳餚，讓人食
指欲動。是日法會準時開始，並
依照真佛儀軌順利進行。
法會後，上師開示：為什麼
需要長壽？因為密教從修法到成
佛，需要很長的時間，更需要健
康的身體，所以，必須長壽；若
有了長壽，就要更認真修行。
上師亦詳細講解「三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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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細節，「三光加被」可以
讓行者的身、口、意變清淨，讓
身體如水晶般透明，如此就容易
召請佛菩薩合一，就可以洗滌我
們無明和無始以來的業障。
此外，行者不要隨便在壇城
前發誓！上師舉例，有些人在病
痛的時候發誓，一旦病好了就忘
得一乾二淨，如此言而無信，就
很難和佛菩薩感應，有時甚至還
會因而招致不好的因果。
再來，行者要學習做一個
「好人」，真正的「好人」跟
「菩薩」是沒有分別的，因為，
真正的「好人」不會生氣、沒有
分別心、不為自己只為眾生（無
我）。受菩薩戒的同門披上這身
戒衣，就是在提醒自己要做一個
菩薩，成就菩薩就從學習做一個
「好人」開始。
開示後，上師先為八位新皈
依同門做「皈依灌頂」，而後，
再為大眾做「長壽佛賜福灌
頂」，結束了一連三天的殊勝法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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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菩薩從學習做一個「好人」開始

【蓮花一敏．巴布巫裏市訊】二
○一三年十二月二日〈圓弘堂〉
恭請泗水〈光明雷藏寺〉常住釋
蓮洪金剛上師主壇「紅財神護摩
法會」，有〈圓務堂〉的andi助
教、本堂的仙龍助教、張敏助教
護壇。在小小的佛堂大殿裡，居
然坐滿了將近百名真佛弟子，參
與這場殊勝的法會。
當晚護摩後，上師於開示時
特別告訴與會大眾，對紅財神一
定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對師尊
所教導的佛法也要有百分之百的
信心，一定要認真去修，不可以
偷懶！只要我們皈依師尊，就不
是世俗人了，我們是真佛行者，

印尼

真 佛 宗 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印尼‧香港

世界各地
真佛宗 法
務報導

嚴的「開光儀式」，在大家專注
唱誦『上師心咒』咒音中，上師
為壇城佛像開光，圓滿吉祥。
下午一點整，鐘鼓齊鳴，迎
師組及講師、助教，把首次蒞臨
本堂主壇的蓮洪上師恭迎進入大
殿，首先由〈蓮齊堂〉主席蓮花
守齊師兄致詞，在主席及同門代
表敬獻哈達；以表最高敬意之
後，開始了《真佛宗》獨特的法
會。由蓮花一敏擔任司儀，蓮花
國龍講師帶領唱誦，雷藏寺青年
組亦特別加入陣容，法會儀軌周
全，法會進行得非常順利圓滿。
法會後，蓮花施安師兄擔任
上師開示的翻譯。上師說，剛剛
在唸誦【真佛經】時下了一場大
雨，正表示「大白蓮花童子蓮生
佛」在清淨〈蓮齊堂〉道場及同
門的心。上師認為，〈光明雷藏
寺〉與〈蓮齊堂〉是鄰居，互相
合作是應該的，大家都是一家
人；每個道場都有各自度眾的因
緣，互助合作更可讓真佛法脈永
續不斷。上師最後鼓勵大家要珍
惜法緣，精進修持，自度度他。
開示後，因機會難得，同門
很興奮地與蓮洪上師合影留念！
法會圓滿結束。

重建順利完成」。
除了此次的「阿彌陀佛護摩
法會」迴向外，本會之前在十一
月廿四日、十二月一日及八日，
舉辦三次同修，每次都有約四十
位同門一齊唸誦『大救難咒』一
○八○遍。且由六十名大德一共
籌得港幣六千六百五十元善款，
悉數捐入〈宗委會〉戶口，與其
他寺堂會一起辦理。
法會後，少東上師請大眾再
次誠心唸七遍『大救難咒』迴向
給菲律賓的海燕颱風遇難者。接
著上師開示說：「師尊的本尊就
是阿彌陀佛，我們每次修法加唸
八大本尊心咒時，都是先唸阿彌
陀佛的心咒，可見《真佛宗》極
為推崇阿彌陀佛。在過去的兩個
星期，我在歐洲的幾個國家弘
法，連續有多場講座，很多人為
了要聽開示，特地請假一天，甚
至來回開了八個小時的車程，這
都是同門重法的表現。」
最後，少東上師為與會大眾
做「長壽佛灌頂」，法會在一片
和樂聲中圓滿結束。

秉承師誨慈悲喜捨 大救難咒普濟幽冥

【蓮花碧霞講師‧香港訊】二○
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香港〈普明同修會〉
恭請蓮花少東金剛上師主壇「阿
彌陀佛聖誕息災祈福增益超度護
摩法會」。是日天氣晴朗，有中
國及本地同門約二百餘人踴躍與
會護持。
為響應〈宗委會〉呼籲《真
佛宗》所有道場與同門，秉承師
尊慈悲喜捨的教誨，持誦『大救
難咒』、修持密法、舉辦法會，
將功德迴向予「菲律賓受海燕颱
風侵襲遇難亡魂，恐懼消除、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讓救災與災後

蓮花少東上師於〈普明同修會〉主壇法會及誦『大救難咒』

道場互助合作可讓真佛法脈永續不斷

【蓮花一敏．泗水訊】歷經三個
月，〈蓮齊堂〉的壇城終於裝修
完成！二○一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星期日)，本堂很榮幸邀請〈光
明雷藏寺〉住持釋蓮洪金剛上
師，主壇開光儀式及「大白蓮花
童子息災祈福超度火供法會」。
由〈光明雷藏寺〉蓮花國龍講
師、〈圓弘堂〉蓮花一敏助教、
蓮花勝曾助教、蓮花金光助教、
〈觀音堂〉蓮花國輝助教等護
壇，並有本堂眾同門和〈光明雷
藏寺〉理事長、眾同門，以及瑪
朗市〈觀音堂〉眾同門，都來護
持法會。
是日中午十一點進行簡單莊

〈蓮齊堂〉法會後，眾同門很興奮地與蓮洪上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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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洪上師於〈光明雷藏寺〉主壇法會，演化手印。

Information

T.B.S.

懂的方式解說過去、現在、未來
賢劫千佛的由來，並勸誡大眾應
依止根本傳承上師所傳的殊勝
〈真佛密法〉精進修持，將來必
得成就。
元月十二日的「摩利支天菩
薩護摩法會」有四百多人參加，
當天，壇城布置分外莊嚴，藏密
式的護摩爐增添了密教的特色。
法會依照儀軌進行，在祈請根本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加持後，
靈氣瀰布，與會大眾個個法喜充
滿。會後，有多位新皈依者加入
了真佛大家庭，法會吉祥圓滿。

年終歲末消業障 消災吉祥增福慧

【蓮菩法師．巨港訊】位於印尼
南蘇門達臘省的〈聖輪雷藏
寺〉，於二○一四年元月四日至
十一日啟建禮「三千佛洪名寶
懺」及元月十二日舉辦「摩利支
天護摩法會」。雖然南洋長年炎
夏高溫，但在禮拜「三千佛洪名
寶懺」期間，與會者非常踴躍。
此次法會由〈聖輪雷藏寺〉住持
釋蓮元金剛上師主壇、蓮惺教授
師擔任維那、〈聖輪雷藏寺〉常
住蓮菩法師及三位助教護壇。
法會依儀軌有淨壇、供養、
皈依、手印、真言等，每日沐浴
在根本傳承的法流及諸佛如來的
加持中進行，與會大眾均法喜充
滿。拜懺後，主壇上師以淺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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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希望同門修持此法門得到財富
後，還要利益一切有情，要多布
施，多做善事，護持〈真佛密
法〉修法精進。
近午夜十二時，主壇上師率
眾列隊，每人持一炷香至寺門外
向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
訶薩虔誠祈願。
子夜一時正，第二場法會以
《真佛宗》「五大財神」為主
尊，主壇一場「息災祈福護摩大
法會」，為與會信眾息災、祈
福。上師講述密教五大財神—黃
財神、紅財神、黑財神、綠財神
及白財神，可以觀想黃財神及持
唸『黃財神心咒』。在熊熊的大
火中，大家一心觀想主尊、行
者、火，三者合一，燒掉自身的
業障與煩惱，並各自在心中祈
願。
上師在開示中，一再提醒並
勉勵大家要精進修法，要持之以
恆。最後，上師祝福大家新年快
樂！在法會後，上師為大眾做
「財寶天王暨五大財神賜福灌
頂」。直到二○一四年一月一日
凌晨二時許，法會才在歡樂的氣
氛中圓滿結束，與會大眾均法喜
充滿，滿載而歸。

True Buddha School
Information

蓮元上師於〈聖輪雷藏寺〉主壇法會後和蓮惺教授師合影

癸巳歲末辭舊迎新 消災祈福納吉祥

【蓮花延新．泗水訊】十二月卅
一日晚上，〈光明雷藏寺〉常住
釋蓮洪金剛上師主壇「財寶天
王」暨「五大財神息災祈福護摩
大法會」迎接新年等祈福活動。
有蓮手法師、國龍講師、張敏助
教、施安助教護壇，瑪琅分堂同
門及善信共百餘人前來護持。
首場的「財寶天王祈福護摩
法會」於十點卅分開始，由國龍
講師唱誦，施安助教翻譯，法會
如儀進行。當上師點燃護摩火
時，熊熊火焰騰空而起，主壇上
師演化手印、供品下爐，與會大
眾齊誦『財寶天王心咒』。大家
觀想進入財寶天王火光三摩地，
誠心向財寶天王許願求財富。上

印尼

真 佛 宗 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2013

燃燈功德主迴向特訊

世界各地
真佛宗 法
務報導

梵音頓時縈繞在整個虛空，上師
帶領眾同門用最虔誠的心懺悔前
世今生所造的業障，並恭誦【真
佛經】、『藥師咒』、【心經】
等經咒。
次日，蓮晴上師再次主壇
「淨土寶懺大法會」。大家在上
師的帶領下，虔誠地頂禮跪拜西
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梵
音高奏，恭誦【高王經】、【阿
彌陀經】等經咒。與會大眾一心
祈禱，願所有的業障都能全部消
除，願將法會功德迴向給蓮生活
佛，願師尊身體健康、永住世
間，也迴向給《燃燈雜誌》功德
主，所求如願。
上師在拜懺圓滿結束後，為
同門做了一場輕鬆活潑的開示：
修行是為了真正得到解脫，不受
世間輪迴之苦。師尊是圓滿的
佛，因為祂的慈悲，才有【真佛
經】及〈真佛密法〉；因為現代
人都比較沒有空閒，此法皆很適
合現代人修行。
拜懺是要讓大家確切地反省
自己，因為自己的身口意常在無
意間造業，也往往在未顧及別人
的痛苦而造了業，這樣容易墮入
三惡道。我們為善，身體就會很

舒適；為惡，則氣就會往下沉。
佛法的「自淨其意」是其他
教派沒有的，只有學習佛法才能
得到解脫。《真佛宗》主修密
教，也對顯教的「淨土寶懺」非
常尊崇，因為懺內的主尊就是西
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只要
我們能誠心發露懺悔往昔罪業，
就可以消除業障，臨終往生阿彌
陀佛的西方極樂淨土。
上師教導大家一個比較簡單
的方法，在臨終往生時，只要唸
六字或四字佛號，即「南無阿彌
陀佛」或「阿彌陀佛」。因為，
阿彌陀佛有無量壽、無量光，有
四十八大願，祂的願力最大，只
要臨終時一心不亂，一心稱唸祂
的佛號，縱使帶業亦可往生祂的
佛土，在那裡繼續修行，終得成
佛，與阿彌陀佛無分無別
此外，阿彌陀佛佛號非常殊
勝，若有什麼障礙亦可化為吉
祥。上師說他未出家時就常常稱
唸阿彌陀佛佛號，上師在剛來美
國時，取英文名字時也特別選個
Amita—「阿彌陀」，如此，每當
有人叫他的名字，便結下佛緣。
接著，上師為大家示範金剛
鈴杵的搖法及灑淨。在密教，金

釋蓮晴金剛上師主壇「真佛寶懺法會、淨土寶懺法會」

【陳桂珍．芝城訊】二○一三年
十二月廿一日，白雪皚皚的芝城
萬里晴空，這是隆冬的芝城數月
來最燦爛、最溫暖的一天。冰雪
消融，陽光明媚，處處瀰漫著春
天的氣息。是日，〈芝城雷藏
寺〉隆重舉行「真佛寶懺大法
會」，由來自〈彩虹雷藏寺〉的
釋蓮晴金剛上師主壇，及來自大
芝加哥地區的一百多位善信，共
同護持法會。
當震撼的鐘鼓聲響起，莊嚴

蓮晴上師與來自大芝加哥地區的一百多位善信大合照

剛杵代表「堅固不壞」與「慈
悲」，而金剛鈴則代表「智慧」
與「歡喜」，兩者一起的意義為
「悲智雙運」。結界時：當杵觸
鈴的四面時，觀想白光直射到會
場最遠處的四個角落。接著從鈴
底由下至上敲三下，觀想白光上
升，化為大白傘蓋保護自己及壇
城，繼而再做各種息災、增益、
敬愛、降伏的搖法。，上師特別
提醒大家，使用金剛鈴杵一定要
有灌頂才能修持。
至於灑淨，如果沒有出家人
可幫忙，行者可以自己做—到廟
裡取一小杯大悲咒水，左手結
「三山印」持杯，右手用姆指、
中指把咒水彈出去，邊唸『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心咒』｜「南摩
三滿多。母陀南。瓦日拉。達
摩。些。」。並觀想「些」字放
光清淨。
隨後，上師耐心地為同門解
答了一些修法問題，並為大眾做
「大白蓮花童子和阿彌陀佛賜福
灌頂」。兩天的拜懺至此正式吉
祥圓滿，人人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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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FU YEN TRUE BUDDHA TEMPLE

◆2014年2月15日～2月21日
◇2014年2月22日～2月28日
◆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
◇2014年3月04日(星期二)
◆2014年3月01日～3月07日
◇2014年3月08日～3月14日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2014年3月15日～3月21日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下午1pm
下午1pm
下午5pm
下午5pm
下午1pm
下午1pm
下午5pm
下午1pm
下午5pm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護摩火供7壇
南摩瑤池金大天尊護摩火供7壇
堅牢地神護摩火供 第1壇
堅牢地神護摩火供 第2壇
南摩紅財神護摩火供7壇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護摩火供7壇
堅牢地神護摩火供 第3壇
南摩觀世音菩薩護摩火供7壇 ‧地址： 43-10 National St.
堅牢地神護摩火供 第4壇
Corona NY 11368 USA

（2014年啓建49壇堅牢地神護摩火供邀請功德主，有意參加報名者請與本堂連絡）‧電話： 1-718-639-2456
‧傳真1-718-639-2496
‧ E-Mail ： tbs.fuyen@gmail.com
◎每逢農曆18日---啟建大白蓮花童子護摩火供同修法會
‧ FB：NY Fu Yen Temple

◎每逢八白日----- 啟建堅牢地神護摩火供同修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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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燃燈雜誌功德主方案
●為您做全年的護摩法會祈福
迴向，增添您全年的財氣運
勢和光明；並贈送您一年份
的《燃燈雜誌》，且有以下
數種方案供您選擇。

1

馬頭明王金剛杵

尺寸：20 cm

馬

頭明王金剛杵的用法
是 ， 用一個碗裝滿米，
插在米堆上面，在周圍築一個花
壇，面對著金剛杵持「馬頭明王」
咒，持十萬遍，然後取下「馬頭明王」
金剛杵，用繩子綁在腰際。祂能夠守護
你，所有的巫術、降頭、災難不會降臨在身
上。馬頭明王能解所有的降頭，祂有「堅固
身法」、「破毒法」、「巫、降不近身
法」，還有「敬愛法」，「馬頭明
王」威力無窮。

凡一次贊助
（僅限同一位功德主）

2種方案10％off
3種方案15％off

馬
躍
飛騰

Donations
welcome

3

瑤池金母金如意

2014

2

象鼻紅財神
尺寸：13.5*8cm

尺寸：12.5 cm

象

如意是無極瑤池金母大天尊的手持
金物。如意表示「吉祥如意，幸福來
臨」。如意之所以能夠長久不衰，被歷代的
王公貴族大戶人家所器重，除了它的造型貴
重，美觀莊嚴之外，更重要的是如意所
蘊含的寓意非常深刻，深得人心，素
有「凡如意必有寓意，凡寓意必
有吉祥」之說。

■國外地區請以「外幣金額」贊助。
■電話：886- 49 - 2312992 分機 362、368
■傳真：886- 49 - 2350140
■E-mail: tb.tw@xuite.net
■http://www.lighten.org.tw/
信用卡授權書及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
電子檔請以Email寄回。

鼻紅財神在印度和西藏都很有
名望，大家對印度教有所了解
的話，會對Ganesh產生無比的恭敬心，因為
祂是「賜福」之王，賜福眾生的財富。要拜象鼻紅
財神，記得要摸祂的鼻子，紅財神本
身法力最主要的地方在祂的鼻子，
祂的鼻子是最有力量的，能夠生出
一切的財寶，吐出一切的金銀珠
寶和金錢。行者為求得人間的
資糧，以金剛杵觸紅財神的
頂，敕令紅財神吐出所有
的資糧。紅財神這一尊對
修行資糧，非常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