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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次第的修行重點，抓住口訣，仍須踏實修行。

︿西雅圖雷藏寺﹀蓮華生大士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皈依佛才是﹁大圓滿法﹂最高的開悟境界

︿彩虹雷藏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媽祖三聖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大圓滿㈲㈥個根本戒！ ﹁尊比丘，重眾生。﹂

︿西雅圖雷藏寺﹀蓮花童子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地母

精進改過才是真懺悔，改變習性，福分才會來！

︿彩虹雷藏寺﹀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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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幼鳥
的故事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第242冊《怪談一篇篇》

時候

因此

嫁給父親盧耳順

母親常常講一個故事給我聽

我常常想起這個故事

小

本姓黃

小池角就在西嶼

所

有鳥築巢

裡面有三隻幼鳥嗷

張得大

由母

生

先有三個鳥蛋

咬著白色的小蟲蟲

一個鳥巢

先要植擋風的樹欉

農產品大約是﹁花生﹂及﹁蕃

必須從馬公乘船才能到西嶼

原住澎湖小池角

母親盧黃玉女
以冠上夫姓
未嫁前

要種田

當地風沙很大

母親說：

以前跨海大橋未建

薯﹂

有一回
在樹欉的枝芽
嗷待哺
我們可以想像

出三隻小小的可愛幼鳥

度到幼鳥的口中

而母鳥會出去覓食
鳥的嘴

幼鳥的口

發出了輕微﹁呀！呀！﹂的聲

這是一個非常溫馨的景象
鳥舌吞吐

接住了小蟲蟲

路過樹欉

當小幼鳥口張開的時候

有一位調皮的少女

牠們由母鳥的口中

大的
音

發現了鳥巢

小池角村子裏
的時候

她很頑皮
就取來三支鐵釘

1

﹁呀！呀！﹂出聲的時候

把三支鐵釘

放入小幼鳥

本書的書名是﹁怪談一篇篇﹂
見︱︱是我看見的

知﹂

天啊！

是靈異的
是神鬼的
是因果的
是怪異的

主旨是

副題是﹁見聞覺

但我想把這本書寫得嚴謹些

言簡意賅

所言不

衡情論理之確當

雖然如此
正人心

大凡靈異事件：
信者自信
不信者不信
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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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謬

但望

所謂﹁怪談﹂：

知︱︱是我知道的

聞︱︱是我聽來的
她生了三個小

當然三隻小幼鳥死了！

發生了

露出﹁嗷嗷待哺﹂

口中只能發出﹁啞！

這位少女長大出嫁了

覺︱︱是我感覺到的

很快的

而母鳥的哀悽可知？

的口中

孩
想不到的事

常常朝上

這三個小孩都是﹁啞巴﹂
啞！﹂的聲音
更像的是：
三個小孩的頭口
的狀態
就如同那三隻幼鳥的形態
我母親說：

這

沒有因果報應

是我的第二百四十二冊的文集

●

﹁這就是因果報應！誰敢說
呢？﹂
我聽了！
悚然！

我寫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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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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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這之前

我是：

是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眼

測量官
文藝青年

我成了：

開天眼之後

合

張

達

印象最

獲﹁瑤池金母﹂開了天

我憶起從前

在﹁瑤池金母﹂開天眼之後
通靈人
到了七十歲

縛

指頭自動﹁達

長達三年

旋轉

雙手合掌
彎曲

移位

雙腳互相為

我雙眼看著手指自動﹁結

抬起

放下

腳自動的移動

這些步伐是：

我雙腳站立合掌

又：

這些是真的

非常驚訝的目瞪口呆

這些全是自動的

教導結﹁手印﹂

手指很柔軟

﹂的彎曲

我端身正坐

我每夜學習一小時

﹁無形靈師﹂的諄諄教導

深刻的是：

達

印﹂

用
後來我才知道
七星步

3

禹步

或許有人說是﹁自發功﹂

﹁外丹功﹂

我是非常清醒

一

跟

把我父母叫

把教導的﹁手印﹂及﹁步伐﹂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我還做筆記

我的五八○二測量連的連長

我自知

就讓我說一說吧！

實亦有可論者

他也非常相

皈依了我

精神上恐怕有點問題了？﹂

卻因我的神驗

常常問我吉凶之事

就認為沒有

輔導長皮志青

著我學佛

而副連長魏青萍

來問：﹁你們的兒子

那時

一的紀錄了下來

的

但是
我左腳抬高

讓我的腳放

不得

結果是放不

步罡踏斗
魁罡步
有一回

才放鬆了

﹁固定﹂住

很想把腳放下

有一件事令我非常驚異
累了

後來漸漸轉到六十度

是﹁無形﹂把我的腳抬住了

自己覺得抬太久
下來
移動
了下來
這時我的腦海有一個反應：

我說：

看不見

就認為沒有

信我

真的是有﹁無形﹂！

世人不能說

聽不見

老天！
真的是有﹁佛菩薩﹂！

世人不能說

也有深刻的感覺

就認為沒有

真的是有﹁鬼神﹂！
我的

後來：

感覺不到
這是我親自的體驗

一一在我的面前呈現了出

我看得見

聽得到

世人不能說

我的腳踏魁罡

這完完全全是真實的
手結印
來

這一切都是真的
六合之外

或許有人說是﹁妄想症﹂
或許有人說是﹁幻覺﹂

然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
或許有人說是﹁精神錯亂﹂

禍福有命

死生有數
或許有人說是﹁氣動﹂
或許有人說是﹁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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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生大士本尊法﹂ 祂是把密教
帶進西藏的第一人 不管你是紅教
黃教 白教 花教 四大教派都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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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尊崇祂的 祂所傳的法非常多 其中
最大的法也就是密教的﹁大圓滿
法﹂ 蓮華生大士不用介紹了 已經
介紹太多次了 蓮華生大士的咒語是
這樣唸的：﹁嗡阿吽 別炸古魯 貝
瑪悉地 吽 些 嗡 依喜措嘉 曼
達拉哇 梭哈 ﹂就是蓮華生大士
加上唐卡上面兩位主要佛母的名字
這樣 蓮華生大士會比較高興一點
師母今天雖然沒有來 但她的精
神是永在的 最主要就是她的 family
doctor ︵家庭醫生︶講她過於操勞
叫她要多休息 所以 大家不要覺得
奇怪 怎麼只看到師尊 沒有看到師
母？像上次去關島 就只有師尊一個
人去 師母沒有去 哇！謠言就滿天
飛 然後在︿台灣雷藏寺﹀的攤位就
流傳 師母跟師尊大概
其實是
沒有的 一切都非常和平 非常祥
和 不要誤解
昨 天
兩 個 孫 子 就 stay
overnight ︵留下來過夜︶ 在我們

㈨次第的修行重點，
抓住口訣，仍須踏實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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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晚上的同修主尊︱蓮
華生大士︱ Padmasambhava 咕嚕仁波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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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貴賓是：
︿中華民國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
會﹀秘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
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及公子 莊駿耀
醫師
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
好！唔該！多謝晒！︵廣東話：謝
謝！多謝！︶今天晚上我們修的是

敬

5/ 3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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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家裡 跟阿公 阿嬤一起睡覺 現在
她就是 take care of grandson and
granddaughter ︱照顧孫子和孫女
師母以後的家庭生活會多一點 參加
同修或護摩的時間會少一點 但是
有時間的話 她還是會來 她希望工
作稍微減輕一下 因為她的傳真跟手
機的簡訊實在太多了 一般人沒有辦
法受得了 師母一直承擔到現在 經
過了三十幾年 四十年的時間 手機
電話一直不斷 壓力很大
單單這次我去關島 其實在關島
真正的時間只有三天而已 一天在總
督府 一天記者會 一天是法會跟
︿圓覺堂﹀的開示 就只有三天而
已 關島︿圓覺堂﹀的堂主就提出了
四百多個問題問師母 師母剛開始有
處理這些問題 後來覺得越來越不對
勁 因為他的問題是：﹁請問師母
記者會有哪些同門要參加 請您告訴
我？﹂師母說：﹁誰要去參加記者
會 誰就去 不去參加的 就不去參
加 我哪有要去參加的名單？﹂要去
問每一個人啊！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
事情！然後又問：﹁記者會是不是可
以每人收費七元美金？﹂師母說：
﹁連記者會也要收費啊？大概沒有人
要去了 ﹂所以 問題愈問愈細 是
不是要安排紅色的地毯讓師尊走進
來？是不是要請關島的世界小姐去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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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師尊？是不是要警車開道？是不是
要請四個秘密警察隨身守護師尊？是
不是要怎麼樣
？一共有四百多條
問題 師母到最後就受不了了 他一
個人的問題就有這麼多 其他的人不
知道有多少？師母終於受不了了 所
以她決定不去關島了 所以只有我一
個人去！
不過我也是常常這樣講 不管怎
樣 太陽每天都會出來 不管怎樣
太陽每天都會下去 就過一天了 三
天
It's easy ︵很簡單的︶；只
是三天 就有四百多個問題 天啊！
如果是我接的話 我會把手機摔壞
真的！師母實在是太累了！還好 我
是不管這些事情 我說：﹁船到橋頭
自然直 水到渠成 ﹂師母對他講了
一句話：﹁師尊到了 一切就好了
不會有那麼多的事情 ﹂現在結果證
明
nothing ︵沒什麼︶ 沒有一
件事情需要煩惱的
所以 我們做為一個行者 什麼

事情都不要想太
多
Nothing,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我什麼事情都不
管 因為太陽每天還是會出來
太陽每天還是會下去 一天一天
過 你煩惱做什麼？該死的時候
就死 不該死的時候也不會死
你自己想死也死不了 天天就這
樣子過日子 吃飯 睡覺 多
好！多開心！我希望所有的同門
要學會開開心心過日子 不要操
煩
我講﹁大圓滿法﹂ 因為是
蓮華生大士傳的 有一個班禪的
法號叫做﹁蓮花自在﹂ 他寫了
一個﹁大圓滿九次第﹂的偈：
﹁依大圓滿古教授 聲聞緣覺菩
薩乘 是為因乘各別見 事行瑜
伽三外密 大瑜伽密為父續 無
比瑜伽為母續 無上瑜伽無二
續 此乃密乘三內密 ﹂
這是班禪蓮花自在寫的 其實

闊別半年時光，各地來訪的同門又可依願
而聚西城共修真佛密法。

09

【燃燈雜誌】

可以講都是﹁供養

九次第依照大圓滿古來的教授 有聲
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這是顯教的
三個乘；﹁是為因乘各別見﹂ 因為
這是屬於﹁因﹂的乘 ﹁果﹂的乘是
在密教 ﹁因﹂的乘是在顯教 再來
就是講事部 行部 瑜伽部 是屬於
三種外密；大瑜伽部是屬於父續 父
續是屬於方便；無比瑜伽是屬於母
續 無比瑜伽就是阿努瑜伽 是屬於
智慧的；無上瑜伽就是阿底瑜伽
﹁無上瑜伽無二續﹂ 無二續的意思
就是說它沒有父續跟母續 它是綜合
起來的 也就是﹁大圓滿﹂ ﹁此乃
密教三內密﹂ 也就是 Maha Yoga,
Anu Yoga, Ati Yoga ︵大瑜伽 阿
努瑜伽 阿底瑜伽︶ 屬於三種內
密；三種外密就是事部 行部 瑜伽
部
它的次第是什麼呢？以前人修
﹁大圓滿法﹂ 也要修顯教 就是屬
於聲聞 聲聞最主要的重點就是苦
集 滅 道︱﹁四聖諦﹂；釋迦牟尼
佛當初傳法時 就是先傳四聖諦的
法 接著傳緣覺的法 緣覺的法是依
照﹁十二因緣﹂去推想 能夠覺悟這
﹁十二因緣﹂的就叫做緣覺 到了菩
薩乘的時候 就是依照﹁六度﹂ 我
們學佛的都知道用﹁六度﹂的方法去
度
到事部時

法﹂ 要供養本尊 再來就是屬於密
教了；密教剛開始的時候 供養本尊
是最重要的！我現在講的都是要點
事部全部在供養本尊 到了行部 當
供養完了 就是祈求本尊給你加持
像我們現在修﹁本尊法﹂ 都祈求本
尊加持 這就是在行部的範圍之內
這個是重點
到了瑜伽部的時候 就是行者跟
本尊已經平等了 像我剛剛就觀想蓮
華生大士本尊 不只是住在虛空 祂
甚至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我自己變成
蓮華生大士 變成蓮華生大士的時
候 就是行者跟本尊是平等的 這一
方面的修行就叫做瑜伽部 瑜伽就是
相應的意思
在大瑜伽部進入三內密的時候
本尊跟你是合一的 是融合在一起
的 行者的身口意跟本尊的身口意
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這是最主要修行
的方法 到了阿努瑜伽 就是講氣
脈 點 有所謂的﹁大樂﹂ 就是當
氣在通行 拙火在通行 明點在下降
的時候 都會產生大樂的現象；再來
就是會產生光明 由樂以後 再進入
光明 第三個重點就變成空︱空性
就是佛性產生出來了！到了阿底瑜伽
就是打開五輪 然後明心見性 看到
自己的佛性；明白宇宙的道理 就叫
做﹁明心﹂ ﹁見性﹂就是看見佛

性 這個時候 你原來的自性 本來
就是佛
這個就是九次第最重要的口訣！
我一下子就把九次第全部講完了 它
的重點就是在這裡 聲聞乘的重點在
苦集滅道 緣覺乘的重點在十二因
緣 菩薩的重點在實踐你自己的六
度 事部的重點就是供養本尊 行部
的重點就是你祈求本尊給你加持清
淨 瑜伽部的重點是你自己跟本尊已
經結合在一起 平等是瑜伽部的重
點；大瑜伽部的重點就是你已經可以
跟本尊完全融合為一了 再來是阿努
瑜伽 就是修出大樂 光明跟空性；
到了阿底瑜伽 你可以看到佛性的光
明 你明心了 可以看見自己的佛
性 實踐自己的佛性 你自性就是佛
了！這是﹁大圓滿法﹂的九個次第修
行方法
有人講 如果﹁大圓滿法﹂從第
一個聲聞開始修 一直修到阿底瑜
伽 有時候 一輩子也很難修完 但
是 自古以來的修行人會有這樣的現
象 他們會用顯密圓融的方式 把顯
教跟密教圓融 其實 在聲聞乘也很
重視戒律 每一個乘都是重視戒律
的 因為戒律非常重要
現在談一談我所寫的﹁大圓滿
法﹂ 上個禮拜 我在︿彩虹山莊﹀
有提到 ﹁大圓滿法﹂最後的光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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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大光明灌頂﹂ 是非常重要
的！在你成就的時候 虛空之中會充
滿大法鼓的聲音 大法鼓帶著法意
這大法鼓音可以震動天地！在你成就
的時候 會有這種現象 我在書裡寫
著：﹁大地的枯木都長出芽來 一切
樹林花草全部呈現綠意 花全開放
果實圓熟 一時呈現欣欣繁茂之象
這是象微著﹃大法出世﹄之後 眾生
都得到加持 有大法可以修行 眾生
都可以依此而得證 ﹂
其實 一個人成就的時候 虛空
中所有的佛會全部出現 你就可以融
入到佛裡面 甚至所有的佛都會為你
做證明：﹁你已經即身成佛 ﹂甚至
所有的佛母 空行母也會全部出現在
虛空之中 為你證明：﹁你已經有了
證悟 ﹂這個就是大法鼓 而且聲音
是非常震耳欲聾 整個聲音全部融化
在這大法之中！也就是所有的佛在你
即身成佛的時候 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現象 都會產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你
講：﹁我已經開悟了 ﹂你開悟有沒
有這種現象？所有的空行母全部出現
跟你講：﹁你已經開悟了 ﹂你要修
到無形的菩薩 佛母 佛為你證明︱
你已經開悟
像釋迦牟尼佛行﹁八正道﹂ 祂
的覺悟是八正道 覺悟了八正道以
後 有無形的證明 地裂開 多寶如
來出現為祂證明說釋迦牟尼佛已經成

佛：﹁你已經是釋迦牟尼佛 ﹂而且
多寶如來還請釋迦牟尼佛進入祂的多
寶佛塔裡面 多寶佛把祂的座位讓出
一邊 讓釋迦牟尼佛坐在多寶如來的
旁邊 這就是多寶如來為祂證明︱祂
已經成佛 另外 堅牢地神也獻出一
切給釋迦牟尼佛 這個就是證明 不
是師尊寫一張證書說你已經開悟就好
了 這只是有形的證明
我這一次去關島 拿了三個獎回
來 一 個 獎 是 美 國 國 會 華 盛 頓 DC
︵特區︶給我的 證明蓮生活佛對人
類有貢獻的獎 這是美國參議院跟眾
議院的議員聯合簽名才頒發這個獎
這個獎有獎狀的號碼 也就是說查這
號碼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人 在什麼
時候 對人類有貢獻 這張獎狀也是
滿重要的 而且會登記在美國國會裡
面 是美國國會的眾議員和參議員給
的獎 另外 第二個獎是關島議會所
有議員簽出來的獎 那個獎就是最高
成就獎 也就是說 你對人類 對關
島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關島的議會全
體簽名 證明你是最高成就獎 第三
個獎是關島總督府的總督親自頒發
的 也就是說我是關島的榮譽公民
我已經加入關島 是關島這個大家庭
裡的一個榮譽公民
這種獎是有形的 是人給你證
明；你必須還要有無形的獎 是虛空
中的獎 由佛菩薩確實出現為你證

明
像 今 天 蓮 華 生 大 士 ︱
Padmasambhava 咕嚕仁波切 祂下降
在我的身上 這個獎就是蓮華生大士
證明我的修行已經相應 我可以跟本
尊融合在一起 必須要有這種獎 這
個才是真實的！你必須要覺察到蓮華
生大士已經下降到你的身體裡 跟你
合一了 這個是無形的獎 所以 有
﹁有形﹂的獎 有﹁無形﹂的獎
得到有形的獎不要高興 因為有
形的獎可以 pay money and buy ︱
是買得到的；你要什麼獎 出一些
錢 大學就給你榮譽博士 為
university ︵大學︶捐獻一個大禮
堂 大學就給你一個榮譽博士 只要
把 榮 譽 拿 掉 就 變 成 一 個 Doctor
︵博士︶ 有很多人都拿到大獎啊！
他連小學都沒有畢業 也可以得到美
國大學的榮譽博士 為什麼？因為他
幫大學建了一排的教室 這是 pay
money ︵付錢︶
you can have ︱
你可以拿到的 如果師尊想拿一個榮
譽博士 只要捐一點錢給那個大學
數目夠了 他們就馬上給我戴一個方
帽子 我就是榮譽博士了！
以前 有兩位出家人也拿到榮譽
博士 不好講出他們的名字 因為一
個捐了一排的教室 一個捐了一個大
禮堂 他們都拿到榮譽博士 是在美
國 California ︵加州︶的大學拿到
榮譽博士
師 尊 從 來 沒 有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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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付錢︶去買榮譽博士 我們
宗派是丐幫 大家的錢已經很少了
哪裡敢花錢去買榮譽博士？樂捐幫助
一些世界性的災難都來不及 哪有錢
去花這種錢？不過 我們並不是講榮
譽博士不好 替學校蓋大禮堂 蓋教
室也是一種公益 也很好 他們有錢
就去做 我們沒有錢就沒有辦法做
我們只有拿到無形的榮譽博士
美國人學中文很困難 我想
translator Miss Hanifa ︵擔任網路
直播翻譯的師姐︶也很難講這個笑
話；這個笑話可能大家都聽過 是有
關金錢的來往 西方人學中文 在中
文考試的時候 遇到一個考題︱﹁意
思﹂ 要解釋﹁意思﹂這兩個字 小
明送紅包給長官 兩個人的對話頗有
意思 長官問：﹁你這是什麼意
思？﹂小明就回答：﹁沒什麼意思
只是意思意思 ﹂長官又講：﹁你這
樣子做就不夠意思了 ﹂小明就講：
﹁小意思 小意思 ﹂長官又講：
﹁你這個人真有意思耶！﹂小明講：
﹁其實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 ﹂長官
又講：﹁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小明
就講：﹁是我不好意思 ﹂外國人看
到這樣的題目 他不曉得是什麼意
思？所以就交了白卷
這個﹁意思﹂是很深的！就像這
個﹁大圓滿法﹂ 你得到無形的證

明 別人看不見 別人不明白 只有
你自心明白 你自己心裡會很清楚
你有沒有相應 你自己會很清楚的
不必問師尊：﹁師尊 我有沒有相
應？﹂其實你自己有沒有相應 你自
己心裡明白 自心明白 這個很難有
什麼意思可以表現
阿貴問醫生：﹁請問減肥有何良
方？﹂醫生就講：﹁你把頭從右邊轉
到左邊 從左邊轉到右邊 從右邊轉
到左邊 從左邊轉到右邊 這個就是
方法 ﹂阿貴說：﹁這個方法是在什
麼時候做啊？﹂醫生講：﹁當有人要
請客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做 ﹂
大家知道 減肥一定要有毅力
no
sugar,
no
oil,
no
carbohydrates ︵不加糖 無油 無
殿粉︶ 不要吃有熱能的東西 不要
吃糖 不要吃太多的油 自然會瘦下
來 妳要有毅力啊！妳沒有毅力 妳
就變成恐龍妹；有毅力 你就能瘦
身 師尊就是有毅力 每天 pushups ︱做伏地挺身兩百下 每天做仰
臥起坐 練腹部的肌肉 做到流汗
還要打拳；師尊昨天晚上也是打太
極 打十字拳 散手 天天打拳 熟
能生巧 就變成太極舞 就變成一種
舞蹈 舞蹈也是一種運動啊！
像師母在台灣教舞供團 教排
舞 有人一下子就瘦了七公斤 練排

舞會瘦的 平時不運動 學了排舞
你很認真地練 就會瘦下來
exercise ︵運動︶是一個方法 最主
要是﹁吃﹂的問題 很多人就是沒有
辦法抵抗美食
sugar, oil,
carbohydrates ︵糖 油 殿粉類︶
就吃得很多 當然會變成恐龍妹 恐
龍先生 當然身材會變形 都變成變
形金剛了 所以 你要保持身材好
一定要懂得節制 要吃有營養的東
西 但是不要太多熱能 不要太多
糖 不要太多油 要有分寸
我們修行也是一樣 我們要有節
制的修行 不要太過了！我常常講：
﹁太過了 就會折斷；太鬆了 又變
成懶惰 ﹂所以 釋迦牟尼佛講得很
好 學佛就要調得剛剛好 就像我們
調弦一樣 彈古箏要調弦 彈琵琶或
弦琴都要調弦 彈吉他也要調弦 弦
要調得剛剛好 聲音就是最美妙的；
調得太緊了 它會斷掉 調得太鬆
了 聲音就不能聽了 人也是一樣
調得太緊了 就是躁鬱症；調得太鬆
了 就是憂鬱症
所以 我們修行就要調得剛剛
好 看你適合修哪一乘？喜歡修菩薩
的 你就修菩薩乘；喜歡修供養的
你就修事乘；喜歡修合一的 就修瑜
伽乘；喜歡修很快即身成佛的 就修
阿底瑜伽 你想修哪一樣 你自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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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要選擇對你最有緣 覺受最好
的 你修那個本尊就可以 師尊已經
灌頂幾百個法 你不可能每一個法都
修 你只能選擇一個或兩個 專心修
就可以了
再講個笑話 一般來講 不管從
哪個監獄寫出來的信 犯人的書信都
要經過審查 有一個囚犯收到妻子的
來信：﹁親愛的 我應該在什麼時候
種土豆？﹂土豆是台灣話 也就是
peanut
講國語就是﹁花生﹂ 囚
犯知道妻子的身體不太好 種花生要
翻田裡的土 很辛苦！於是這個囚犯
就回信：﹁你千萬要記住 後院的那
片菜園不要亂挖 因為那邊埋藏有一
些槍 具體的位置已經忘了 ﹂過了
幾天以後 妻子就來信：﹁突然之間
來了很多調查人員 巡警跟便衣警
察 就把後面的菜園通通都挖好
了 ﹂這個囚犯就回信：﹁現在你可
以種土豆了！﹂這個囚犯很聰明 對
不對？
學佛也是一樣 你聰明的話 就
是要抓住重點；如果抓住師尊的口
訣 不用很辛苦去挖 我現在出版了
一本書 書名是什麼啊？︵有上師回
答：︽打開寶庫之門︾︶ 你看我自
己寫的書 我都忘了書名 還要問你
們 為什麼？因為我寫的書太多
了！所以 這就是我聰明的地方
因為我不用記書名 我只要問你們

就可以了 那本書裡面有很多口訣
你去買來看 有很多法的口訣 全部
在這一本書裡面！我這一生當中 很
多修行的重要口訣就在這一本書裡
面！你得到這個口訣以後 就不用一
天到晚去挖土了；你要種佛的種子
不用拼命在那邊辛苦地挖土；你只要
看了這一本書 你就會懂得很多口
訣 這個就是要義 也就是口訣
剛剛我跟大家講九次第的重要口
訣 每一種都講重要的口訣在哪裡；
一個是苦 集 滅 道 一個是十二
因緣 一個是六度 這些都是口訣
很重要的！然後是事部的供養法 行
部是加持法 瑜伽部是相應法 大瑜
伽是融合法 阿努瑜伽是樂 明
空︱大樂 光明 空性 阿底瑜伽是
明心見性 看到佛性 這是最重要的
地方 這個就是口訣 聰明的人抓住
這個口訣 修行就可以成功
有一個婦女看到警察在大聲罵她
的丈夫 便很不快地對警察說：﹁請
你說話留神些 除了我 沒有第二個
人可以大聲罵我的老公 ﹂也就是
說 除了這位老婆可以大聲罵老公之
外 警察憑什麼權利罵她的老公？這
是奪權的笑話
法國有一個作家叫做杜馬 在俄

羅斯旅行的時候 到了一個城市 他
決定參觀城市最大的書店 書店老闆
聽到這個消息 非常高興 設法要讓
這個作家高興 於是他在書店的書架
上擺滿了杜馬的著作 其他的作家全
部拿掉 杜馬一走進書店 看見書架
上全部是自己的書 大吃一驚：﹁怎
麼書架上全部都是我的書？﹂因為老
闆希望作家高興 但作家很不解地
問：﹁其他作家的書呢？﹂這老闆就
講不出來 驚慌失措：﹁其他作家的
書全部賣完了 ﹂這是弄巧成拙 本
來是要讓這個作家高興：﹁你看 我
的書店全是賣你的書 ﹂結果說成別
人的書都賣完了 他的書賣不出去
所以 修行不能投機取巧！你有
口訣的話 你要腳踏實地 懂得用訣
竅去實修 不能投機取巧 我那天在
︿彩虹山莊﹀唸︻高王觀世音真
經︼ 我唸的速度非常快 那個就不
踏實；你每唸一句佛號 至少要記住
後面三個字 佛號前面的字都要從心
裡面流過 這才叫踏實 你修一壇
法 一定要集中你的意念 這個才會
踏實；你意念分散 就不踏實了
不管如何 你修任何一個法 你
的精神一定要集中 像我在做供養的
時候 我把菜盤端起來 然後我召
請 精神力是集中在召請上面 在佛
菩薩上面 本尊就下降接受我的供
養 你如果不這樣子 你隨便唸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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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閦佛

彌陀佛

﹂︵師尊用

就不知道祂到底有沒有來 如果是
踏實的話 你的精神力集中 會有
感應的；精神力不集中 就不會有
感應
所以 我常唸六方六佛名號
每一個都要唸出祂的佛號 唸出祂
最後的三個字 最少要三個字印在
心裡 像﹁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
佛﹂ 至少這﹁焰花王佛﹂要印過
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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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

彌勒佛

阿閦

台語唸︶當你唸到﹁無量諸佛﹂四
個字 要在心裡印過 然後﹁多寶
佛

佛 彌陀佛 ﹂彌陀佛就是阿彌陀
佛的意思 也是要印過你的心 每
一個佛號都要經過你的心 這樣才
叫踏實 不能投機取巧
這個笑話是屬於投機取巧的
律師剛從手術麻醉中醒來 他的妻
子坐在他的身邊 他睜開眼睛講：
﹁妳真美麗！﹂然後他就睡著了
妻子從來沒有聽過他講這種話 於
是繼續守在他的身邊 過了一會
兒 律師的眼睛又張開 他說：

﹁妳很有性格 ﹂因為只是性格 而
不是美麗 妻子就有點失望 她問：
﹁現在怎麼不說美麗了？﹂丈夫回
答：﹁藥力已經過去了 ﹂
剛剛講的口訣和投機取巧是不一
樣的 口訣是抓住重點 投機取巧就
像藥力一樣 會過去的 不踏實 所
以 我們每一次修法 一定要精神集
中 注重口訣！唸︻高王經︼一樣要
把每一個佛號經過你的心 這樣就是
踏實 而不是投機取巧
我在︿彩虹山莊﹀唸︻高王
經︼ 很快就一千遍了！你如果順著
唸 就會非常清楚 但從中間唸起
就會不清不楚 你突然從﹁中央一切
眾生﹂這裡開始唸 有時候會忘掉；
從頭背到尾就會記得住 但如果從中
間挑一段唸誦 你就會突然忘掉 所
以 你必須要踏實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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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這樣子！我比較會用台語唸 用國
語唸 我就比較不會 因為我在家唸
經都是用台語唸的
口訣跟投機取巧是不一樣的 雖
然有口訣 但是 還是要踏實 口訣
跟踏實結合起來 你這樣實際去修
你就會成功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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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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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皈依佛才是
﹁大圓滿法﹂最高的開悟境界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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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主尊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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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華民國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
委員會﹀秘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會 計 師 Teresa 師 姐 and her
husband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法
律顧問周慧芳律師和她的公子及千
金 莊駿耀醫師跟他的母親 ︿僑委
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薛盛華
夫人︱薛王淑媚師姐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 你好！大家好！多謝晒！︵廣
東話：謝謝︶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手印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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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過了 是這樣子︵師尊示範手
印︶ 看起來很像有很多隻手 象徵
﹁千手千眼﹂ 祂有十一個頭 象徵
祂是十一地 十一地就是﹁妙覺﹂
就是﹁佛﹂；祂的頂上有一尊阿彌陀
佛 祂把自己的根本上師放在頭頂
上 我前面這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是白色的 其實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祂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的 所以
祂有很多種顏色；就像今天師尊穿的
︵龍袍︶ 也是有很多種顏色
為什麼沒有穿白的？因為在密教
裡面有﹁紅觀音﹂︱紅色的觀世音菩
薩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有很多種顏
色 象徵﹁息 增 懷 誅 勾﹂這
五部大法 祂都有的 祂的咒語是：
﹁南摩三滿哆 母馱喃 哇日拉 達
摩些 ﹂種子字就是﹁些﹂字 也就
是因為祂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的 祂
最主要的咒語 真正的長咒就是我們
常常唸的﹃大悲咒﹄ 很多佛都是從
﹃大悲咒﹄裡面產生出來的 以前
我看過一本︽大悲出相︾的書 裡面
講述﹃大悲咒﹄的每一個咒所代表的
一尊佛或者是菩薩 金剛 護法
一般來講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是有拿法器的 祂有息災的手 一般
以化佛手 白拂手 楊柳手 無畏手
︵施無畏手︶
所以 要做息災
的 你就可以觀想這些息災的手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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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手也就是降伏手 有：金輪手 寶
殿手︵宮殿手︶ 寶劍手 金剛杵
手 寶瓶手︵寶缽手︶
這些是
屬於降伏的手 增益的有：如意珠
手 寶經手 青蓮手 寶弓手 白蓮
手
這些是屬於增益的手 在敬
愛方面 祂有：蓮花合掌 有寶印
手 寶鏡手 玉環手 紅蓮手
在勾召方面有：寶箭手 五色雲手
數珠手 鐵鉤手 法螺手
祂的
每一隻手都有持法器
很多佛教徒 非佛教徒都知道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很多人也都知道
﹃大悲咒﹄ 也會唸﹃大悲咒﹄
﹃大悲咒﹄是很重要的咒語 裡面有
佛 有菩薩 有金剛 有護法 也有
空行 也有諸天 全部在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裡面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有十一個
頭 有微笑的 也有憤怒的；有金剛
的頭 也有佛 也有菩薩 一共有十
一個頭 最上面就是阿彌陀佛；底下
三層各有三個面孔 就有九個頭 加
第四層的一個頭 就是十個 最上面
的頭是阿彌陀佛 一共是十一個頭
有祂的形象 有祂的咒語 還有手
印 就可以變成﹁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唸誦法﹂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來源 是
因為祂一直很慈悲度化眾生 度化完
了之後 祂很高興地說：﹁眾生差不

多都度光了吧！﹂祂就算了一下 觀
察了一下 結果發現 雖然祂度了很
多眾生 但是 眾生並沒有減少 這
時候 祂就氣餒了！一氣餒 就違背
了祂自己的誓言 祂的頭和整個身體
就都粉碎了！就是因為祂破了誓 破
了戒 這個時候 祂的根本上師︱阿
彌陀佛來了 阿彌陀佛把觀世音菩薩
的身子撿一撿 黏一黏 就喊一聲：
﹁變！﹂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合一
以後 轉化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 有一千隻手 一千隻眼 就變
成一個新的觀世音菩薩出來 一共有
十一個頭 象徵是十一地菩薩
是根本上師阿彌陀佛去救了觀世
音菩薩 讓祂一下子就變成﹁妙覺﹂
的菩薩 所謂﹁妙覺﹂就是開悟的菩
薩 雖然是菩薩 但也不一定是開悟
的 如果是開悟 就知道眾生不會增
加 也不會減少；只是你沒有開悟
才會一直在做度眾生 做六度萬行的
菩薩行；等你開悟了 你才知道：
﹁噢！原來是這樣子！﹂那是開悟的
人才知道 聲聞也是不究竟 緣覺也
是不究竟 菩薩也是不究竟 必須是
成了佛 祂才是究竟！我寫了十幾本
有關於禪 可以讓大家開悟的書；你
如果了解了 你就知道什麼是開悟
它是一種絕對的 而不是相對的
所以 修行必須要一層一層修
修到最後 從聲聞修到緣覺 緣覺修

到菩薩 由菩薩修證開悟 然後再看
到自己的佛性 這時候才能夠成佛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代表﹁息
增 懷 誅 勾﹂五部的法 全部都
包含在裡面了 所以 你們今天如果
想求什麼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就會
給大家什麼 我剛剛做護摩的時候有
做降伏 就是降伏怨敵 還有降伏自
己 這就是平等
也有做息災 就是把不好的 會
發生的黑業給息滅 也就是﹁息災
法﹂ 種子在佛教裡面稱為﹁芥
子﹂ 黑色的芝麻也就是黑色的芥
子 代表把不好的業消滅掉 白色的
芥子就是代表讓善業越來越多
另外 所謂的﹁資糧俱足﹂就是
增加大家的福分 讓大家資糧都很充
足 沒有虧欠 紅色的表示敬愛 讓
敬愛能夠圓滿 還有所謂的元気︵日
文：精神︶ 元気就是元氣 讓大家
的﹁精 氣 神﹂都能夠增長 還有
讓大家百病消除 這也是屬於息災；
我們供養很多的藥材 就是讓大家百
病消除
供養燈就是讓大家有外在的光
明 讓所有人心中也都能夠有光明；
像考試考得很好 讀書都是第一名
業績都很好 這就是因為你有光明
我們如何莊嚴佛國？就是用沉香 木
香 末香來莊嚴佛國 供果 ︱ 供養
水果的意思就是讓自己的果位能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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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有這樣的意義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代表了五
部 你今天當主祈 報名這個護摩
你就能夠得到五部的法 等一下跟大
家做的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本
尊法﹂的灌頂 還有五部法的灌頂
我講一段﹁大圓滿法﹂ ﹁在禪
定中 根本上師承蓮華生大士直接傳
授密法﹂ 因為我曾經被蓮華生大士
帶到尼泊爾 蓮華生大士直接傳授密
法；﹁融通了道 顯 密﹂ 我講的
﹁九次第﹂就是融通了道 顯 密的
法；﹁所有的顯教經典 密教儀軌
一切究竟法意 無上悉地 大圓滿第
一法﹂ 無上悉地就是開悟了 一切
究竟的法意也是開悟；﹁全部得到
﹃蓮華生大士﹄的師承口訣﹂ 口訣
跟師承都得到了！還有﹁伏藏﹂ 因
為在古代的時候啊 蓮師曾經將祂的
伏藏放在我的腦袋裡面 這個就是伏
藏 等你的腦袋清明了 你可以看到
這些伏藏 這是﹁大圓滿法﹂
﹁可以說 所有金剛身語意三
業 轉識成智 甚至法身 應身 報
身完全成證而圓滿了 ﹂就因為有了
這樣子的開悟得證 所以﹁即知自己
是南無法身常住三際一如﹃蓮花童
子﹄ 南無報身清淨相好無倫﹃蓮花
童子﹄ 南無應身變現羯摩無量﹃蓮
花童子﹄﹂ 羯摩就是作法 作法的

蓮花童子 清淨報身的蓮花童子跟常
住三際一如的蓮花童子 這個就是
法 報 應三身
蓮花童子有法 報 應三身？大
家不要覺得奇怪 師尊以前剛開天眼
的時候 瑤池金母就帶我出去了 我
到了天上界就看到蓮花童子 我自己
不是蓮花童子嗎？為什麼天上還有蓮
花童子？摩訶雙蓮池還有蓮花童子？
因為那是法身的蓮花童子 法身的蓮
花童子是常住的 也就是屬於三際一
如 什麼叫做﹁三際﹂？就過去 現
在 未來 統統都在的！你到了摩訶
雙蓮池 在那裡可以看到蓮花童子；
你現在看到師尊 師尊是應身的蓮花
童子 你在夢中也可能看到蓮花童
子！做夢夢到師尊的人請舉手 喔！
有很多人都夢過師尊啊！那為什麼師
尊沒有夢過你們呢？是什麼道理啊？
因為那是報身的蓮花童子應化到你們
的夢中！
曾經有一個堂 大家在同一個晚
上夢見師尊！大家在堂裡講來講去
才知道在前一個晚上 每個人都夢到
師尊！我連那個堂名都不知道 為什
麼他們全部都夢到師尊？那是屬於報
身的蓮花童子應化到你們的夢中 只
是你們不曉得這個報身的蓮花童子是
什麼形象 所以就顯化成師尊的臉
讓你們知道：﹁喔！那是師尊！﹂就

是這樣的道理 否則 根本就沒有道
理
整個堂的人都在一個晚上夢到師
尊 這是什麼道理啊？因為師尊只有
一個 但是蓮花童子的應化身 報身
有很多 所以 每個人都會夢到 就
是這樣的道理 就像孫悟空 孫悟空
拔下一撮毛 ﹁呼！﹂就變成幾百個
孫悟空出來！這︽西遊記︾的作者一
定了解什麼是化身！這拔一撮毛 呼
一聲 就變出一百個 一千個孫悟
空 這叫做﹁身外化身﹂ 這個是有
道理的
報身可以應化很多的身 所以
蓮花童子化成師尊進入大家的夢 這
個是有道理的 如果以人間來講 師
尊只有一個 一個人怎麼可以入很多
人的夢呢？這是沒有道理的！所以
沒有道理當中有它的道理 道理當中
有它的沒有道理 我常常講這個意思
就在這裡
觀世音菩薩還沒有開悟的時候
祂以為已經度了很多眾生 其實 眾
生是不增不減的 這是因為祂當時還
沒有開悟的關係 開悟了是怎麼樣子
的？這裡有個笑話：﹁沒有結婚又沒
有女朋友的 那是廢物；享齊人之福
的 一定是大人物；有情人終成眷
屬 那是多麼痛苦的領悟；如果自作
多情 那你只是別人的障礙物；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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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情 就活像一棵植物；百依百順
是乖乖的寵物；看破紅塵 理掉了頭
髮 那才叫做頓悟 ﹂
我們理光頭的為什麼比較尊貴？
以前 釋迦牟尼佛的僧團有一千兩百
五十位比丘跟比丘尼 祂認為比丘跟
比丘尼都是比較崇高的 因為他們已
經看破紅塵 那在家居士呢？他留著
頭髮 還是在紅塵裡面翻滾 所以佛
對比丘跟比丘尼是比較尊重的 釋迦
牟尼佛說：﹁比丘跟比丘尼啊！你們
是擁有佛法的；優婆塞 優婆夷等在
家居士 是護持佛法的 ﹂這是有分
別 所以 佛教有四眾 ︱ 比丘 比
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所以 印度
那時候有階級制度
雖然比丘可以還俗七次 但並不
是你高興還俗就還俗 高興出家就出
家 比丘可以還俗七次 然後再剃度
七次；但是 比丘尼只有一次 所
以 古印度還是男女不平等 那時候
有一個規定 就算妳已經是九十九歲
的比丘尼 對於剛出家的比丘 還是
要做大禮拜！這個就是當初佛陀時代
的規矩 現在 這個規矩已經沒有
了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了
但是 有一些比丘尼出來反對佛
陀時代的這種規矩 她們說：﹁現在
已經是男女平等了 還有什麼比丘可
以七次還俗 七次出家 而比丘尼只
能一次？為什麼已經修行到老太婆的

比丘尼 還要向剛出家的男沙彌頂
禮？﹂現在 很多人都這麼講 我認
為也是啦！應該要﹁女男平等﹂ 而
不是﹁男女平等﹂ 我發覺 在台
灣 比丘尼比比丘還多人 女眾比較
容易出家 男眾反而少 女眾反而
多
但 在 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裡面 好像不太
一樣 男女眾也是滿平等的
你悟出一些道理了沒有？你要因
為看破紅塵才出家啊！不要因為戀愛
失敗才出家 也不要因為躲債 債務
很多才出家 這都是沒有正緣的出
家 真正正緣的出家是真的有了頓
悟 認為紅塵不實在 出家修行才實
在 這樣出家才叫做﹁悟﹂；你真正
想要脫離紅塵 這樣出家才是屬於正
緣 而不是一些好像活不下去了 在
人間混不下去了 乾脆就出家
有很多人是這樣子想的：﹁出家
到廟裡吃飯 不用錢欸！又不用出勞
力賺錢 有飯吃 又有得睡 乾脆出
家算了！﹂年紀大一點的人：﹁這樣
好啊！把︿西雅圖雷藏寺﹀ ︿彩虹
雷藏寺﹀當成養老院 我老了就在那
裡出家 又有得吃 又有地方睡！﹂
這都不是正緣 真正的正緣是因為你
看破紅塵 你想要修行 這個出家才
是第一義 才是頓悟
講個笑話：﹁︽紅樓夢︾告訴我
們 ︱ 凡是真心相愛的 最後都被拆

散！﹂你們看 賈寶玉 林黛玉 都
拆散了 ﹁胡亂搭在一起的 最後都
團圓了！﹂︽紅樓夢︾寫的 真的是
這樣子 ﹁︽西遊記︾告訴我
們 ︱ 凡是有後台的妖怪 最後都修
成了正果；凡是沒有後台的 都被孫
悟空打死了！﹂
所以 還是要有﹁靠﹂！這個
﹁靠﹂字很重要！你們大家要有領悟
│後面要有靠 觀世音菩薩後面有靠
啊！否則祂就粉身碎骨啦！祂的靠山
就是阿彌陀佛 師尊的靠山
哇！太好了！後面有蓮花童子 再上
面有阿彌陀佛 再上面有佛眼佛母
再上面有大日如來 這就很穩了！所
以 你們皈依師尊 就等於皈依蓮花
童子 皈依了阿彌陀佛 皈依了佛眼
佛母 皈依大日如來 也等於皈依了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所以 我
們在人間要有依怙 就是要去皈依
你要找一個真正有後台的老闆
﹁︽水滸傳︾告訴我們 ︱ 只走
白道是不行的 只走黑道更不行 要
走就要走黑白兩道 ﹂我們也是一樣
喔！告訴大家 師尊本身是白道 蓮
花童子 蓮花生大士 彌勒菩薩 阿
彌陀佛 再上去的大日如來 佛眼佛
母 走的都是白道 但 師尊本身有
護法 護法就是金剛神 還有很多跟
著我的おに︵日語：鬼︶ 英文叫做
ghost
因為師尊跟 ghost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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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師尊也走黑道 因為我跟
ghost 很好啊！
我上次就跟我家的 ghost 講
因為我做施食 祂們常來我家 我
說：﹁你們吶！我化食 你們就吃
也不幫我做一點事 我在網路上被人
家罵 你們也不去修理他們一下 你
們光吃我的 也不會做事 這樣 我
養你們有什麼用啊？﹂那些鬼說：
﹁哎呀！我們越不了邊界啊！﹂因為
祂們是屬於華盛頓州的 ghost
就
只能夠在華盛頓州 屬於美國的
ghost 就 只 能 夠 在 美 國
因為
ghost 也是有疆界的 有一個範圍
祂們不能跑到很遠的地方去
所以 師尊是白道 但師尊也跟
おに
ghost 都很好 當然也就會
有黑道撐腰的！所以 講實在話 修
行也要懂得黑白兩道
ghost 跟你
很好 祂就不會欺負你 我們還有大
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鬼子
母；羅剎是很兇的鬼 你經常供養祂
們 祂們就會對你很好；你要經常巴
結祂們啊！不然 祂們給你搗亂 你
就有修行的障礙啊！所以 修行一樣
要有黑白兩道
﹁三國演義告訴我們 ︱ 精兵強
將只能一時輝煌 兵多將廣才能夠坐
享天下 ﹂所以 師尊不捨一個眾
生 跟它講的是相符合的 ︽真佛

宗︾是什麼人都可以皈依 什麼人都
可以度 什麼人都可以修 什麼人都
有用！所以 師尊的兵多將廣 才能
夠坐享天下
以前 吐登達爾吉上師有三百多
個弟子 祂每天都在開除 只要不順
祂的一句話 祂馬上把這個弟子開
除 因為吐登達爾吉上師是很嚴的！
如果有哪個弟子沒有經過祂的允許就
私自離開寺廟 就把你開除！就不准
再進入寺廟！祂經常在門口貼著﹁某
個弟子犯什麼規被開除﹂ 祂都貼在
布告欄給大家看 祂是很嚴格的！祂
就是屬於精兵強將的做法 就是把這
幾個人訓練得很精強 所以祂始終只
有三百個弟子 不增加 也不減少
師尊從來沒有﹁開除﹂這回事
師尊是﹁不捨一個眾生﹂ 離開的人
可以再回來！你離開︽真佛宗︾了
沒有關係 還可以再回來！比丘尼出
家又還俗 出家又還俗 已經兩次
了 師尊還是讓她出家！沒有關係！
師尊始終就是像︿三國演義﹀所講的
﹁兵多將廣﹂那樣 這個是開悟啊！
﹁時間告訴我們 忙碌的日子裡
要好好照顧自己 人生如賽場 上半
場是靠學歷 權力 職位 業績 薪
津 比上升；下半場是按血壓 血
脂 血糖 尿酸 膽固醇 比下
降 ﹂一個是上升 一個是下降 都

要圓融 ﹁上半場要順勢而為 ︱ 聽
命；下半場要事在人為 ︱ 是認命；
但願大家上下兼顧 兩場都要贏 沒
病也要體檢 不渴也要喝水 再煩也
要想得通！﹂欸！這個是有悟境吶！
人生的上半場是比上升 下半場是比
下降 現在師尊就是要比下降 不能
讓血壓上升 不能讓血脂肪上升 不
能讓血糖上升 不能讓尿酸上升 不
能讓膽固醇上升！現在是在比身體
的
有個過路人對一個老頭子講：
﹁我剛才路過的時候 你的兒子拿了
一大塊石頭來打我！﹂老人問：﹁石
頭有沒有打中你？﹂過路人講：﹁幸
好沒有！﹂老頭子講：﹁那你說的不
是我兒子 我的兒子是很準的！﹂
今天你們學︿真佛密法﹀ 就一
定要準！人家問：﹁跟盧師尊學﹃大
圓滿法﹄ 那你學到了什麼？﹂你要
會講﹁九次第﹂啊！就是﹁聲聞 緣
覺 菩薩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再
來是大瑜伽 ︱ 摩訶瑜伽 阿努瑜
伽 阿底瑜伽﹂ 他一聽你這麼說就
會知道：﹁欸！有學問喔！九次第都
了解！﹂再講裡面的內容！哪一節是
在修什麼 你也都知道 那就是很準
吶！你來聽盧師尊說法 不要什麼都
沒有學到 至少要學到一些東西啊！
但是 你如果是開悟了 人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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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去盧師尊那裡學到什麼
啊？﹂你回答：﹁什麼也沒有學
到 ﹂﹁你什麼都沒有學到 那你去
幹什麼啊？﹂你說：﹁去到那裡才知
道 什麼都沒有學到 ﹂我告訴你
這個是開悟的語言吶！開悟了才知道
│什麼都沒有學到！因為不用在外面
學 要向你的內心去找 真正的明
心 真正的見性是﹁什麼都沒有 什
麼都沒有學到﹂ 那是開悟的話喔！
但是你要準 你就要講出一個道
理出來：﹁我在盧師尊那裡學了﹃大
圓滿﹄法 他的次第是
﹂到
最後 你開悟了 就會明白是﹁什麼
都沒有學到﹂ 修﹁大圓滿法﹂ 等
你真正修到開悟了 你就會知道│原
來﹁佛﹂就是﹁自性﹂ ﹁自性﹂就
是﹁佛﹂ 你自己﹁本來的佛性﹂就
是﹁佛﹂啦！不用到外面去找 那個
時候才叫做﹁自皈依佛﹂ ︱ 自己皈
依自己的佛性 那個才是真正﹁大圓
滿法﹂最高的開悟境界
有一個人問農夫：﹁你用什麼餵
豬？﹂農夫講：﹁用吃剩的東西跟不
要的菜餵豬 ﹂那個人講：﹁這樣
我應該罰你！我是大眾健康的視察
員 你用營養缺乏的東西去餵大眾吃
的動物 這是違法的！罰你美金一萬
元！﹂農夫就被罰了一萬元 過了不
久 一個穿著整齊的人來問農夫：
﹁哇！你的豬好肥大！餵牠什麼？﹂

農夫就回答：﹁餵牠魚翅 鮑魚 海
鮮 龍蝦！﹂那個人講：﹁那我應該
罰你！我是國際食物協會的視察員
世界人口有三分之一都在餓肚子 我
不能讓你用這麼好的食物去餵豬 罰
你美金一萬元！﹂他又被罰了 過了
幾個月 又來了第三個人 一如前面
兩個人 他在農夫的圍牆上探頭問：
﹁你用什麼餵豬啊？﹂農夫就回答：
﹁老弟啊！現在我每天給牠們十塊
錢 牠們想吃什麼就去買什麼！﹂
我告訴大家 其實開悟就是這麼
一回事 不走兩邊的！真正的開悟是
走中間！講得更清楚一點 你必須要
走左邊 走右邊 到最後 你才會走
中間！為什麼是這樣子？因為你不經
過一番苦苦的修行 你不會了解﹁開
悟﹂！那個﹁開悟﹂不是你的！
有一個人跟我講：﹁師尊吶！我
已經射箭射那麼多了 你也要同情我
這一番苦心！不如您就直接跟我講
吧！不要我老是花錢 貼郵票 還要
附供養 結果每一句都是﹃很接
近﹄ 師尊 請同情我的苦心 讓我
開悟吧！﹂我說：﹁如果我講給你
聽 這不是你的開悟 ﹂
真的！師尊也是從一開始就磨
磨到什麼程度？師尊坐在馬桶上也是
在那邊想什麼是﹁開悟﹂？我坐在馬
桶上 一面上大號 一面想 這一
坐 就坐了幾個小時 師母在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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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你為什麼還沒有出來？﹂你們
不知道啊！這開悟是很難纏 很難開
悟的啊！我每一次坐在那裡 我也是
習慣看書 我真的在思索那個﹁開
悟﹂ 想了差不多將近半輩子了 終
於有一天
哎呀！通啦！
師母她常常在喊：﹁你還在蹲馬
桶啊？怎麼上大號這麼久？﹂﹁你怎
麼洗澡洗那麼久？﹂其實 我洗澡也
在想開悟 上廁所也在想開悟 想得
神魂顛倒 我看漫畫書也是一樣 一
看 我一定要看出一個結果！︽灌籃
高手︾裡︿湘北高中﹀的櫻木花道跟
幾個學校在比賽籃球 一場籃球打得
很久 畫了一本書都還沒有打完！我
就一直看 看 看
第二本 第
三本 一直看到打完 結果 一個小
時 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我在學佛的
時候也是這樣子 想﹁開悟﹂就是這
樣子想！
所以 我不能告訴你答案啊！到
最後 那個人就在後面跪著：﹁師
尊！請您告訴我！﹂我用走的 他用
跪的 爬的：﹁師尊！請告訴我 讓
我也開悟
﹂我說：﹁你不要
這樣 你去坐馬桶啦！﹂你去坐馬桶
想一想 想通了 那個﹁開悟﹂才是
你的！你開悟以後 印象就會很深
刻 如果是我告訴你的 那就沒意思
了啊！那不是你想通的！我是千辛萬

苦才開悟的！
有一次 法國的一家報紙舉辦有
獎的智力競賽 有這樣的一個題
目 ︱ ﹁如果法國最大的博物館失火
了 情況只容許你搶救一幅畫 你會
搶救哪一幅？﹂結果 該報社收到成
千上萬的答案 貝爾納就是該題的最
佳答案 他因此而獲得了獎金 他的
答案是：﹁我搶救離出口最近的那一
幅畫 ﹂這個才是正確的 開悟就是
像這樣 ﹁如果失火了！你搶救哪一
幅畫？﹂你不能搶最貴或是最高級
的 離出口最近的那一幅畫才是正確
的！這 也算是一種開悟
在繁榮的市區發生了交通意外
有兩輛小轎車迎面相撞 其中一位司
機怒火沖天 他大叫：﹁你瞎了
嗎？﹂另一位司機不甘受辱 反唇相
譏：﹁誰說我瞎了？我不是把你撞個
正著嗎？﹂當然 這是笑話啦！但
是 開悟就是要這樣子 你一定要
﹁撞個正著﹂ 你千辛萬苦地去思
索 思維出來的 才是真實的開悟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因為祂沒有
開悟 祂發覺眾生度不完 祂就氣餒
了！祂破了誓言 所以就粉身碎骨
如果祂是開悟的 告訴大家 眾生原
來是不增不減的 沒有增加 也沒有
減少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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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 後來我被帶到天上界的時候
我才看到蓮花童子 瑤池金母在耳朵
旁跟我講：﹁你的過去世就是蓮花童
子 ﹂祂給的法名叫﹁蓮生﹂ 蓮花
化生的意思 後來 才開始發覺 原
來敦煌的石窟裡面有釋迦牟尼佛 瑤
池金母 蓮花童子 三尊並排在一
起 並不是釋迦牟尼佛在最高 瑤池
金母在中間 蓮花童子在底下 而是
三尊並排 從那時候開始 我才知道
原來真的有蓮花童子 而且 甘肅省
的︿蘭州大學﹀也有蓮花童子的研
究 出了一本書 裡面就有蓮花童
子 他們就是直接稱呼﹁蓮花童
子﹂ 所以 蓮花童子並不是我憑空
想像 突然之間有的
從此 有愈來愈多的蓮花童子出
現 像香巴拉國第一代國王是文殊師
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的第一個兒
子 也就是第二代的香巴拉國王 祂

大圓滿㈲㈥個根本戒！
﹁尊比丘，重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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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本尊蓮花童子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主要的貴賓
是：︿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秘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
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
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駿耀醫師 歡迎各位貴賓！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
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廣東
話：謝謝︶ 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next week, see you
soon. ︵謝謝大家的蒞臨 希望下周
能再見︶我們今天是同修蓮花童子的
本尊法 在以前根本沒有人講到蓮花

敬

6/ 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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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就是白蓮花王 另外 還有很多因緣
指示 蓮花童子在這世間非常普遍；
敦煌石窟的每一個石窟裡面都有蓮花
童子 所以 是最普遍的 但以前都
沒有人寫過 最後 我看到一本自心
流露的經典 那部經典就是︻真佛
經︼ 經典裡面寫的都是蓮花童子過
去世存在的因緣 而且祂的感應非常
迅速 蓮花童子的出現也是因緣所生
法 以前不知道有蓮花童子 從來也
沒有人提過 後來 金母跟我講蓮花
童子 我親耳聽見 而且非常清晰；
之後 蓮花童子過去的歷史就統統出
現了 這是在人世間非常大的因緣
由於這個看見跟聽見 就支撐了
我的道心 如果我沒有在天上看過蓮
花童子 也沒有親耳聽過蓮花童子
那等於是我本人編造出來的 那這個
謊言就太大了！好像是彌天蓋地的謊
言 那就是我欺騙了很多人 但事實
上 我是親眼看到蓮花童子 也親耳
聽到蓮花童子 你們聽過︿蓮花燈﹀
這首歌沒有？裡面有一句歌詞講﹁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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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童子從來不虛偽﹂ 意思就是﹁非
常真實！﹂祂支撐我的道心四十四
年 沒有中斷過！我的道心從來沒有
退過 如果我退了道心 大概什麼都
沒了！道心能夠非常地堅固 就是因
為我親眼看到 親耳聽到 而且我也
到了摩訶雙蓮池︱蓮花童子的境土
大家都聽過很多蓮花童子的事
而且也有人出版關於蓮花童子的書
就是︿法明同修會﹀的張明聰師兄
他研究蓮花童子之後 把它印成一本
書 這裡有這一本書嗎？︿西雅圖雷
藏寺﹀有嗎？這本書 ︿宗委會﹀居
然只有一本︵師尊笑︶ 阿彌陀佛！
是︿大燈﹀還沒有寄過來嗎？講了半
天 原來︿西雅圖雷藏寺﹀只有一
本 ︿宗委會﹀文宣部應該要倡印
︽蓮花童子的根源︾這本書
在講﹁大圓滿法﹂的時候曾經提
到 ﹁大圓滿法﹂也是有戒律的 一
般談到戒律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五
戒﹂ ﹁八關齋戒﹂ 出家的人有
﹁沙彌戒﹂ ﹁比丘戒﹂ ﹁比丘尼
戒﹂ 另外還有﹁菩薩戒﹂ 這都是
很重要的戒律 學佛的人都要守這些
戒律 在密教 又有﹁根本十四墮﹂
和﹁事師法五十誦﹂
這裡提到的戒律就是大圓滿的六
個很大戒律 這個﹁大圓滿法﹂一般
是給上根器的人修的 其實它有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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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 最高的是阿底瑜伽 阿努瑜伽
跟瑪哈瑜伽︵大瑜伽︶ 這是最高層
的修學 從佛教的聲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再來是密教的事部 行部
瑜伽部 到最高的 Maha Yoga, Anu
Yoga, Ati Yoga ︵大瑜伽 阿努瑜
伽 阿底瑜伽︶ 剛好是九個次第
最高的是修 Maha Yoga, Anu Yoga,
Ati Yoga ︵大瑜伽 阿努瑜伽 阿
底瑜伽︶ 最淺的從聲聞 緣覺 菩
薩 一直到密教的事部 行部 瑜伽
部 包含了上根器修的 中根器修
的 下根器修的 各種因緣的人 修
各種不同適合的法 其中 ﹁大圓滿
法﹂有六個根本墮：
第一個根本墮就是﹁貪利養﹂
你貪名 貪利 都是屬於根本墮 你
實際上沒有到那個位置 卻說你已經
證到了什麼 那就貪名 實際上你還
沒有修證 你說你早已經修出證量
那就是貪名 你不應得的 你把它拿
來 就是貪利 這個都屬於根本墮
第二個 自己讚揚自己 毀謗別
人 很多人都這樣做：﹁我的最好
他的不好 我的最高 他的比我
低 ﹂﹁自讚毀他﹂就是根本墮 當
你真正到了﹁大圓滿法﹂的最高境
界 你會知道﹁自他平等﹂ 沒有什
麼高下之分；原來自己跟別人都是平
等的 不是自己很高大 別人很渺
小 沒有這回事 如果你自己讚揚自
己 毀謗別人 那也是根本墮
第三個 不布施︱當你聽到了
應該要隨喜布施卻不去布施 像我們
︿雷藏寺﹀最近有﹁為米而走﹂的活
動 是為了救濟貧窮的老百姓 你聽
到了這個活動 從右耳進去 左耳出
來：﹁我自己又沒有什麼錢 為什麼
要布施？是人家要布施給我才對 ﹂
你多少出一點錢就是隨喜 多少出一

點 應該不會怎麼樣嘛！出個美金兩
塊錢 五塊錢也好 都可以 多少布
施一點就是隨喜 你聽到了而不布
施 這也是根本墮
因為你應該要幫助別人 你要修
行 就是要布施 有﹁法布施 財布
施 無畏布施﹂ 你沒有錢 那沒有
關係 一塊錢也可以 甚至於你連一
毛錢都沒有 那你可以叫別人去布
施 那也是有功德；你叫別人布施
表示你心裡有布施之想 沒有布施的
人 在﹁大圓滿法﹂裡面也是根本
墮
第四個 不忍受︱也就是你根本
沒有辦法忍受這個人 那個人或者是
誰 這都是不行的 什麼原因不行？
修行不是要講﹁自他平等﹂嗎？既然
要自他平等 你就應該要忍受 要忍
辱 不能夠忍辱的人 不能修﹁大圓
滿法﹂ 別人寫一篇文章影射你 你
氣得暴跳如雷！修行人就是要忍辱
能忍辱的就很好；若你不能夠忍辱
那就是你修﹁大圓滿法﹂或是開悟沒
有徹底！開悟的人就一定要忍辱 為
什麼要忍辱？因為根本沒有人毀謗
你！你要懂得 根本沒有毀謗這回
事 所以應該要懂得忍辱
第五個 修﹁大圓滿法﹂的人不
能跟人家打架 也不能跟人家吵架
﹁大圓滿法﹂修成後 到了最高境
界 你如果還跟人家吵架 打架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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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像話
第六個 捨棄大乘菩提心 這也
是根本墮 大乘菩提心包含很多 要
慈悲 如果你把它捨掉了 你就根本
跟凡夫一樣 你怎麼能夠修﹁大圓滿
法﹂呢？
講一點﹁大圓滿法﹂裡面的一段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密教大圓
滿︾︶ ﹁蓮華生大士 在蓮生上師
禪定中現身 給蓮生金剛上師授記摩
頂 並且說：﹃蓮生金剛上師未來圓
證了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的佛
土 將來眾生皆因此得度化 蓮生上
師的莊嚴之相 即蓮華生大士的不二
之德 說法不但利人利天 連小乘學
人也盡皆皈依 蓮生上師擊大法鼓
吹大法螺 所度眾生之多 在未來被
稱無二 ﹄﹂蓮華生大士以前講了這
句話 事實上證明 今天︽真佛宗︾
的弟子遍布全世界 已經沒有辦法數
了 有時候 我們根本不必算的
講一個關於算數的笑話 有兩個
搶匪拿著槍到銀行搶錢 在﹁砰砰﹂
幾聲槍響後 大家都趴在地上 搶匪
喊：﹁把錢都交出來！﹂出納人員就
趕快把錢放在桌子上 然後他就拿走
錢 還翻到櫃臺裡面 把錢全部搜刮
走 搶走了以後 兩個搶匪就說：
﹁我們要二一添做五 一個人一半
我們來算這些錢 ﹂甲就對乙講：

﹁其實我們不用算 明天看報紙就知
道了 他們會幫我們算好的 ﹂
師尊講﹁不用算﹂ 我沒有指哪
一個國家 但有一個國家已經幫我們
算好了 ︽真佛宗︾弟子在那個國家
有多少人 那個國家的警察早就幫我
們算好了 我們在那個國家有一百萬
個弟子！單單那個國家就有一百萬
所以︽真佛宗︾弟子真的是不少 我

沒有說是哪一個國家哦！
所以 蓮華生大士所講的是對
的！﹁所度眾生之多 在未來被稱無
二﹂ 我們還沒有結束啊！﹁在未來
被稱無二﹂ 是我們度眾很多的意
思 蓮華生大士已經在這裡講了 這
本書我很早就寫了 這本書是我的第
五十六本 現在是二百四十二本 這
本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再版 所以比
這個時間還早 現在民國幾年？︵弟
子回答：民國一○三年︶你看 是在
那時候所講的 這本書是民國八十二
年八月再版 距離現在二十一年 所
謂﹁再版﹂是書賣完以後還再印 稱
為﹁再版﹂ 所以比這個更早 可以
講蓮華生大士在二十幾年前就這樣講
過 現在印證了蓮華生大士所講的沒
有錯 將來度的眾生非常多
其實 Maha Yoga 大瑜伽 就是
大相應 阿努瑜伽講的是相應法 像
我們今天修﹁蓮花童子相應法﹂ 就
是希望大家能夠和蓮花童子相應 剛
剛師尊在修法的時候 法身蓮花童子
出現在虛空之中放光 有白光 紅
光 藍光 祂又變成蓮花童子 蓮花
童子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兩個蓮花童
子合成一個蓮花童子 如果你們在同
修的時候也能夠這樣子 你能感應到
蓮花童子進到你裡面 你自己變成蓮
花童子 這個時候再來持蓮花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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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 堅固蓮花童子 讓祂在你裡面
而且你也能感應到 這個就叫做﹁相
應﹂
再講一個笑話 妻子嘆氣：﹁怎
麼一個家庭主婦永遠有做不完的家
務？﹂丈夫就講：﹁沒辦法 你又不
同意我再娶兩個 ﹂這個笑話是講再
娶兩個 那就三個 最近 我非常地
辛苦 我們家只有兩個人 因為小孩
子都搬出去了！佛青已經嫁人 當然
是搬出去了 佛奇娶了 Sunny
佛
青嫁給 Andy 佛奇自己蓋了一棟房
子住 兩個孫子都在那裡 所以 我
的家裡只有兩個人 師母忙著做家
事 她永遠有做不完的家事 我也跟
她講過：﹁多幾個人幫忙 不是很好
嗎？﹂她就是不肯：﹁我一定要自己
做 ﹂事情很多時 她就會說：﹁你
來幫忙這個 ﹂都是簡單的事啦！就
是每天把垃圾拿去丟 等垃圾車來
時 把垃圾拿到門口；還有 要到門
口拿信 都是我的工作
有時候 我看到吃完的碗放在那
邊 我就會自己去洗 比較油一點
的 就用一點清潔劑 我會把清潔劑
洗乾淨一點 不然化學的清潔劑留在
碗上也不好；如果沒有油的 我就用
菜瓜布把它擦一擦 調羹 筷子
碗 兩個人用的東西不多 我有時也
會幫忙洗鍋子 那天 師母用吸塵器
吸地板 吸了一大片 就把吸塵器放

在那裡 她看我一眼 我也看她一
眼 我說：﹁台灣不是有四個舞供團
的人要來嗎？那你就讓他們打地鋪
睡在家裡 然後每天叫他們運動 把
我們的車庫 院子打掃一下 這些都
可以叫他們做的 ﹂她說：﹁不
行！﹂因為舞供團的人都很年輕 很
漂亮 所以她不許可；她只許可一個
人 可是這個人不會做家事 這個人
就是慧君上師 她就只容許慧君上師
住在我家 但是 她不會做家事啊！

初來乍到共修同門的自我介紹

︵慧君上師：會一點點啦！︶
我講過 我在美國只有買一樣︱
買汽油加油
go to gas station ,
buy the gas ︵到加油站買汽油︶；
我在台灣就是買礦泉水 奇怪！我明
明剛買了七桶 怎麼突然少了兩桶？
原來是慧君把它帶回家喝 妳有沒有
良心啊！我辛辛苦苦抬上我家 結果
妳就帶回家喝？還有 師母在台灣時
講：﹁慧君 妳來幫忙師母 想吃什
麼 妳就去冰箱拿吧？﹂結果 我吃
的東西都被她吃光了！天啊！原來她
是 吃 零 食 專 家 她 把 我 的 ice
cream ︵冰淇淋︶都吃掉了 我還
有一大桶的堅果 她也把堅果全部
吃光！總之 她把我家的東西都吃
光 真的！慧君上師 妳會做家事
嗎？︵慧君上師答：一點點︶一點點
有什麼用！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用處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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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當然也有她的專長 她的文章寫得
很快 她的網路做得很好 她有她的
專長 她到餐館點菜 聯絡協調也都
非常專業 做得不錯 其實我不是自
讚毀他 自讚毀他是不可以的 我是
毀她又讚她︵師尊笑︶ 這個就抵銷
了 這不是根本墮
有一個記者問最後跑到終點的運
動員：﹁你跑最後一名 是不是沒有
勁？﹂這個運動員很激動地說：﹁怎
麼能夠說沒有勁呢？你沒有看到他們
前面七個人 被我追得一直跑嗎？﹂
所以 每個人都是有用的 最後一名
也是一樣到達彼岸 所以 我們不能
自讚毀他的原因就在這裡！將來 我
們每一個人都會成佛 在﹁大圓滿
法﹂裡已講得很清楚 每一個人都是
佛 每一個人將來都會成佛 只是快
跟慢的差別 有的人早就知道這一條
路怎麼走 有的人還在摸索 就是這
樣子而已；其實 最後都會到達目的
地 大家都會成佛 所以叫做﹁平等
無別﹂
不用打架 也不用吵架 反正每
一個人都會成佛 只是時間早晚而
已 因為眾生都有佛性；就算強盜
土匪 所有的飛禽 按照﹁大圓滿
法﹂所講 每一個也都有佛性 釋迦
牟尼佛的︻本生經︼裡面 祂也曾轉
世到三惡道 祂也曾轉世成動物 祂

曾轉成象 鹿 所謂﹁象王﹂指的是
釋迦牟尼佛 鹿王指的也是釋迦牟尼
佛 在︻本生經︼裡面有提到 祂曾
經做過天人︱天上的人 也曾經是一
個鬼 也曾經是羅剎；︻本生經︼都
有寫祂在哪一道轉世過 有時候是天
人 有時候是鬼 有時候是羅剎 有
到三惡道 甚至祂也曾轉世為動物
當釋迦牟尼佛成佛時 祂過去世所有
的本生全部顯示出來 不管你怎麼
樣 都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才叫﹁大
圓滿﹂ 不然就不叫﹁大圓滿﹂了
有一個人的家裡有喜事 筵席的
時間快要到了 卻只來了二十幾個
人 他很著急地講：﹁怎麼該來的都
沒有來 ﹂結果一些客人聽了 就覺
得他們是不該來的 心裡想：﹁既然
如此 那我們豈不是不該來的？﹂於
是就走了十幾個 主人見了 心中很
慌張 又說：﹁不該走的又走了！﹂
其他的客人聽了之後 就全部都走
了 只剩下主人最要好的一個朋友
他對主人說：﹁你不該對客人這樣
說 ﹂主人說：﹁這些話並不是對他
們講的 ﹂這唯一的朋友一聽 心
想：﹁既然不是對他們講的 那一定
是對我講的 ﹂他也只好走了 結
果 一個人都沒有
這裡有很簡單的一個啟示 我們
講話不可以捨棄大乘的菩提心 我們

是要度眾生的 在佛陀時代 祂制定
了一個戒律 這個戒律很重要：﹁尊
比丘 重眾生 ﹂就是尊敬出家人
重視在家人 這是佛陀制定的戒 所
有在家人都要尊敬比丘 比丘尼 而
比丘 比丘尼要重視在家的優婆塞
優婆夷 比丘不可以自認很大 很尊
貴
以前 有一個從德國來的一家
人 他們要坐公車到︿西雅圖雷藏
寺﹀ 坐到湖邊那一站下了車 然後
他們就打電話到︿西雅圖雷藏寺﹀
說：﹁我們是德國來的 坐公車到閃
米密西湖的這一站 很多行李 你們
能不能派一部車 載我們到廟裡？﹂
這法師一聽就講說：﹁我們是法師
耶！法師是很尊貴的 怎麼可以讓法
師變成司機 去載在家居士？已經很
近了 你們就把行李拖到︿西雅圖雷
藏寺﹀ ﹂他們本來要住一個月的
聽法師講了這個話以後 他們決定只
住一天或兩天 最後 我在法座上講
出來：﹁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佛陀
制定出來的戒律是︱要尊敬比丘 比
丘尼 但也要重視大眾 我們在度眾
生 不能捨棄大乘的菩提心 我講了
之後 他們就住了一個月
︿台灣雷藏寺﹀也發生過一件事
件 我在隱居的時候 度了一個台灣
十大企業的企業家 全世界都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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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他們問我：﹁要買您的書 要
到哪裡去買？﹂我說：﹁你到︿台灣
雷藏寺﹀去 那裡可以買到我的
書 ﹂他們就輕車簡從 而且穿得很
樸素就到︿台灣雷藏寺﹀去了 那時
候 ︿台灣雷藏寺﹀還沒有蓋好 露
出來的鋼骨都生鏽了 沒有資金可以
蓋 那個大老闆去了一看 他發願要
把︿台灣雷藏寺﹀蓋起來 他進去裡
面 碰到一個比丘尼 他就問：﹁師
姐 請問盧勝彥的書放哪個地方？﹂
那個比丘尼法師就跟他講：﹁你不要
叫我師姐 我是法師 ﹂﹁法師你
好！請問盧勝彥的書放哪裡？﹂這個
法師就講：﹁我們吃午飯的時間到
了 我要去吃午飯 你要買書 那裡
就是 你自己去看 ﹂法師就去吃午
飯了 全部的人也都去吃午飯 根本
沒有人理他 他進到裡面看了書 回
來以後 過了一陣子就不理我了 他
是台灣十大企業家 好不容易度了一
個 到了︿台灣雷藏寺﹀就報銷 這
就是﹁捨大乘菩提心﹂
我去過台灣潭子的︿慈濟醫
院﹀ 我一看 哇！這等於是︿布達
拉宮﹀一樣 建得好雄偉 好大 因
為我的姐夫生病了 就是師母姐姐的
先生 他生病住進︿慈濟醫院﹀ 那
是我第一次去︿慈濟醫院﹀ 一進去
就看到好大的廣場 好大的廳堂 看
到他們建築雄偉得像︿布達拉宮﹀

而我們祖廟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
我們︽真佛宗︾完了 我一進去裡
面 他們的大廳就像我們圍牆之內那
麼大 只是醫院的大廳而已喔！一看
過去 一望無際 這麼大的大廳
師母去的時候 他們的義工排了
一整排 幾百個義工排列 都穿上義
工的制服 當你一下車 義工就上
前：﹁我可以幫助你嗎？你要到哪一
科？我帶你去 ﹂﹁你要看病人嗎？
第幾號房？我帶你去 ﹂﹁你需要我
幫助你什麼？需要我幫你買花嗎？需
要買什麼東西給病人嗎？﹂﹁你需要
我幫你做什麼？需要幫你叫車子
嗎？﹂﹁你要看哪個醫生？﹂所有的
義工都圍上來 問你需要什麼幫忙？
每一個下車的人 不論是從計程車或
是公車下車的人 只要走進︿慈濟醫
院﹀的大門 義工就上前：﹁我可以
幫助你什麼嗎？﹂這一點非常重要！
有時候 ︿西雅圖雷藏寺﹀有些
陌生人進來 在裡面繞了一圈出去
我看到 欸？從來沒看過這個人 我
就問法師：﹁剛剛進來的人是誰？﹂
法師講：﹁不知道啊！﹂問另外一
個：﹁我沒有看到 ﹂問第三個：
﹁我看到了 ﹂﹁那你怎麼沒有上前
向他介紹？﹂﹁因為我正在忙 ﹂問
第四個 ﹁啊？要問什麼？﹂人家進
到廟裡 居然沒有一個上前招呼的？
吐登達爾吉上師到了︿台灣雷藏

寺﹀ 繞了一圈 都沒有人理會！祂
是我的根本上師 祂到︿台灣雷藏
寺﹀時 祂穿的衣服不一樣 是九條
衣的喇嘛裝 祂進到︿台灣雷藏
寺﹀ 走了一圈 都沒有人理會 沒
有人問候祂 祂寫一封信對我
complain ︵抱怨︶：﹁我到了你的
︿台灣雷藏寺﹀ 連一杯水都沒有喝
到 ﹂
後來 祂終於遇到蓮旺上師 當
時蓮旺上師在那裡 你跟祂說了什
麼？︵蓮旺上師：有法師來找我說：
﹁有一個人穿著及動作比較奇
怪 ﹂︶法師來找他 說有一個人動
作很奇怪︵師尊笑︶ 你有跟祂講什
麼嗎？︵蓮旺上師：祂就一邊上樓
梯 一邊介紹佛像 跟我講解佛像的
道理 ︶喔！是祂講解佛像的道理
奇怪？不是應該你講給祂聽嗎？怎麼
反而是祂講解給你聽？你知道祂是師
尊的上師嗎？︵蓮旺上師：祂後來拿
出一本相簿 裡面祂是站著的 師尊
在地上向祂頂禮 我一看 嚇一大
跳 立刻頂禮祂 ︶好啦！我問你
你有沒有跟祂頂禮？︵蓮旺上師：有
啊！︶有喔！︵蓮旺上師：然後 我
就找所有的法師向祂頂禮 ︶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人
進到我們這裡 繞了一圈 如果他不
講他是誰 你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
誰 所以 應該要親自問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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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哪裡來啊？需要我幫助你什麼
嗎？﹂跟他介紹我們廟裡有什麼服
務：﹁我們星期六晚上八點有同修
另外 禮拜天下午三點在︿彩虹雷藏
寺﹀有護摩 歡迎你來參加 ﹂這才
是度眾生的方法
我跟大家講的意思就是﹁沒有推
銷 就是報銷﹂ 這很重要！度眾生
是要這樣的 必須要有很多的人 共
同去做這一件事情 每一個人都是弘
法人員 不管你是比丘 比丘尼 或
者是優婆塞 優婆夷 統統都要很親
切地去對待所有來的人 讓他們有賓
至如歸的感覺 覺得這裡是很親切
很好的地方 不是龍潭虎穴 一進去
就被吃掉
所以 度眾生真的是很難啊！要
每一個都教 實在是很難教！真的！
但是 ︽慈濟︾怎麼教他們的義工？
︽慈濟︾教出來的義工 每一個都彬
彬有禮 不是吃飯時間到了 拿了便
當就走 不是這樣的 他們確確實實
是來服務眾生的 這一點 一定要學
到！每一個人都是義工 每一個人都
去要度眾生 這才是﹁大圓滿法﹂裡
面所需要的
有個推銷員在公眾會議上 大力
鼓吹自己的商品：﹁諸位 這種自動
刮臉機非常好 你們只要投幾個硬
幣 把頭放在托架上 電動的剃刀就

會開始刮臉 ﹂聽眾中一片歡喜 但
是 有一個人大聲地問：﹁每一個人
的臉型都不一樣 剃刀如何處理
呢？﹂推銷員講：﹁放心 只要剃一
次 每個臉型都會一樣 ﹂這種推銷
當然是不行的
我們必須要推銷自己的︽真佛
宗︾ 我們的好處在哪裡？我們的優
點在哪裡？我們能夠讓人家往生清淨
的佛國 我們也能夠幫助人家身體的
健康和心理的健康 我們有︿真佛密
法﹀ 大眾都可以學習 都可以修；
有﹁本尊法﹂ 有﹁加行法﹂ 有
﹁上師相應法﹂ 還有內法 還有更
秘密的法 還有﹁大圓滿法﹂ 我們
的法非常周全 從最高的到最低的
法 我們都有 別人不一定有 在修
法上 在法理上 在整個密教的法
上 我們應該是最好的 ︽真佛宗︾
是最周全的 你在這學了以後 回去
自己修 就會有很多的感應出來
所以 應該把好的推銷出去 我
們跟人家不一樣 不要像剛剛講的那
個推銷員一樣：﹁只要刮過以後 大
家的臉都一樣了 ﹂不是這樣！我們
為什麼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我們﹁重
法﹂ 是佛教真正實修的法 我們確
實有修行的法可以推銷出去 所以
每一個人都要做最好的推銷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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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地母大天尊 天上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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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改過才是真懺悔，
改變習性，福分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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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池金母大天

敬

6/ 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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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是：︿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er husband
︿中天電視台﹀﹁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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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
姐 莊駿耀醫師 ︿宗委會﹀法律顧
問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陳嘉
好 ︿僑委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會﹀
董事長薛盛華夫人︱薛王淑媚師姐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
︵廣東話：謝謝你︶今天我們做的是
三聖母 有的人說瑤池金母是至聖的
天 地母就是至聖的地 天上聖母是
屬於海 所以叫做﹁陸 海 空﹂三
聖母 ﹁空﹂是指瑤池金母 ﹁陸﹂
是指地母 ﹁海﹂是天上聖母
剛剛我聽了︿彩虹雷藏寺﹀做出
來的咒語 這個咒音好像剛剛睡醒
沒有什麼力 我們做護摩 做任何事
情 都要有靈感 我聽了剛剛的咒音
以後 這個靈感全部都沒有了 就好
像剛剛睡醒 沒有力 而且沒有什麼
氣 那個搖鼓配得還是很好 但那個
咒音實在是不敢想像
我們唸咒要麼就唸輕聲 不然就
唸柔一點 也可以唸重音 就是要有
力量出來 剛剛播放的咒音好像是
﹁嗡 金 母 悉 地 吽﹂一個

字 一個字唸出來 應該是這樣子唸
﹁嗡 地母 悉地 吽﹂ 要這樣唸
才可以 剛剛那咒音請再放一下給我
聽 也讓大家聽一下 ︵現場再次播
放咒音︶
好了 可以了 剛剛
播放的聲音比較小聲 現在播放的聲
音比較大聲 這也是有問題的 為什
麼剛剛不放大聲一點？
但是 那個咒語 還是不太清
楚 如果唸柔一點的話 這樣也可以
啦！剛剛是唸得比較快一點 但是也
應該要有高低音啊！不能完全都是一
樣的聲音 我聽得整個身體都軟了
好像變成剛睡醒一樣
我唸的﹁阿利也 蘇利哆﹂的時
候 我老是唸成﹁嗡 阿利也 蘇
﹃哆利﹄ 陀密 梭哈﹂ 我把﹁蘇
利哆﹂字調過來 變成﹁蘇哆利﹂而
已啊 天上聖母也是聽得懂這個心咒
啦！就像在台灣是講唸﹁盧勝彥﹂
在美國就唸﹁勝彥︱盧﹂ 都是一樣
的 所以 這個﹁蘇利哆 蘇哆利﹂
是一樣的！這是談咒音的問題
像我唸咒的時候 我在自己家裡
的壇城 我是這樣子唸的：﹁嗡 牟

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
哈﹂ ﹁嗡 別炸 達都 泛 ﹂
﹁阿 厄 囉 吽 堪 ﹂ ﹁嗡
別炸 迦魯達 炸咧 炸咧 吽
呸 ﹂ ﹁嗡 閻曼德迦 吽呸﹂
﹁嗡 絀利 卡拉魯帕 吽堪 梭
哈 ﹂ ﹁嗡 嘛哈室利曳 梭
哈 ﹂ ﹁嗡 爹瓦 必主 瓦日
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我是唸
慢的 每一尊都唸得很清楚 這只是
在釋迦牟尼佛壇城唸的
我家裡的壇城很多 有二十天的
壇城 有鰲龍觀音的壇城 有大吉祥
天的壇城 有阿彌陀佛的壇城 有大
威德金剛的壇城 有蓮華生大士的壇
城 還有瑤池金母的壇城 有孔雀明
王的壇城 有釋迦牟尼佛的壇城 有
象頭財神的壇城 我家裡有這麼多壇
城 每一個壇城都要唸很多咒 所
以 一個早上就過去了 很快！所
以 有時候 你可以唸快 有時候
你要唸慢
這三聖母的法是在︿黃帝雷藏
寺﹀傳的 ︿黃帝雷藏寺﹀的春蓮教
授師講﹁三聖母﹂ 那就是﹁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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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啦！她要講﹁陸 海 空﹂ 那
就是﹁陸 海 空﹂ 這是綜合的
其實 每一尊都可以當成主尊 地母
可以當成主尊 因為地母本身就是掌
管整個地球的財寶 也是財神 天上
聖母一樣是財神 瑤池金母也是一樣
是財神 我剛剛在唸迴向的時候 我
主要是在唸：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資糧具足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增加福
分 增加智慧 讓每一個人的病業都
能夠消除 其實 病業跟地母也有很
多的關係 所有的藥都是大地生長
的；剛剛在供養藥的時候 我就唸：
﹁供養這個藥 讓大家藥到病除！﹂
護摩所做的供養是有意義存在
的！你供養營養品或者是藥 就是希
望藥到病除 讓身體健康；供養香
就是莊嚴佛國；供養蜂蜜 就是化苦
為樂 把所有的苦去除掉 變成快
樂；供養水果 就是希望果位增上；
供養白芝麻 就是讓善業增長；供養
黑芝麻 就是讓惡業消除；供養燈
蠟燭 就是讓光明無量；供養水 就
是清淨所有的身心；供花 就是讓你
青春永駐；供茶 也是讓你的福慧增
長 身心清淨 這都是有意義存在
的 所以 我們在供這些東西的時
候 就必須要這樣子唸 這種唸 是
一種意念 把每一樣東西都觀想成廣
大無邊 做廣大無邊的供養 這個供
養如幻似夢 好像在做夢一樣

瑤池金母本身是至上的仙佛 跟
至上的佛是一樣的 天上聖母就是屬
於女的聖人 我曾經講過 武聖人是
關公︱關雲長 文聖人是孔子︱孔
丘 女聖人就是天上聖母 那地母
呢？我們要尊敬這個大地 剛剛講的
﹁藥到病除﹂ 藥就是屬於大地的
因為所有的藥 所有的珍寶 所有的
資糧 全部都出自於大地 所以 這
個地母是非常珍貴的！相關的法已經
在︿黃帝雷藏寺﹀講過了 瑤池金
母 天上聖母啊 地母啊 都有修行
的法
三聖母的咒語就是︱﹁嗡 金
母 悉地 吽﹂ ﹁嗡 阿利也 蘇
利哆 陀密 梭哈﹂ ﹁嗡 地母
悉地 吽﹂ 這些是祂們本身的咒
語 瑤池金母的手印跟地母的手印是
一樣的 唯一只有天上聖母的手印是
不一樣的 祂是這樣的︵師尊示範
雙手手掌交疊 類似持奏板的手
勢︶ 祂們各有各的形象
瑤池金母的法特別多 有：﹁瑤
池金母本尊法﹂ ﹁瑤池金母八大
法﹂ ﹁瑤池金母九轉玄功﹂ ﹁瑤
池金母役使神兵大法﹂ ﹁瑤池金母
揪錢招財法﹂ ﹁瑤池金母狀元魁星
大法﹂ ﹁瑤池金母水供法﹂ ﹁瑤
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瑤池金母替
身法﹂
瑤池金母的法特別多
﹁瑤池金母八大法﹂我天天都在做

芝加哥蓮龍上師的夫人在哪裡？
喔！她在那邊！因為她本身有在洗
腎 一般來講 一旦洗腎的話 就不
可能再好了 就會一直洗下去；一洗
腎的結果 就是永遠都要洗腎！我就
教她 我說：﹁妳用﹃瑤池金母八大
法﹄ 讓妳的腎臟熱起來 就會改
變！﹂讓腎臟運動 讓腎臟熱起來
就會有改變 結果她回台灣之後 台
灣的醫生對她講：﹁妳不用洗腎了
妳腎臟的指數現在已經正常了 所以
不用洗腎 ﹂然後 她回到美國檢
查 美國的醫生也對她講：﹁妳不用
洗腎了！﹂她就是用﹁瑤池金母八大
法﹂ 洗腎的病人要能夠不再洗腎
那是很少的！大部分的人一洗腎之
後 就是永遠要洗腎 但她現在是完
全不用洗腎了！妳是每天摩擦四百下
嗎？喔！是早上兩百下 晚上兩百
下 她按照﹁瑤池金母八大法﹂裡面
﹁保護腎臟的方法﹂－早上兩百下
晚上兩百下 結果就不用洗腎了！
所以 ︽真佛宗︾有一個好處
就是感應特別快 她的感應就是特別
快！︵蓮龍上師的夫人：謝謝師
尊！︶阿彌陀佛！妳洗腎洗了多久？
︵蓮龍上師的夫人：洗了一年半︶
洗了一年半以後就不用再洗腎了 這
是很少！妳請坐！我想 ︽真佛宗︾
珍貴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就是讓你很
有感應 什麼感應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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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人拿一封信給我 我回去
打開一看 他說希望能夠中到大樂
透 因為他需要一筆資金做生意 另
外 他要娶一個很 beautiful ︵美
麗︶的 lady ︵女士︶做為老婆 他
寫了這兩個願望 他把那個女生的照
片也給我看 那女生真的很漂亮！我
們在這裡當然也是祝福他 祝福他有
福分能夠中到大樂透
當然 我本人是沒有那個福分
的 我本人是沒有！我從來沒有想到
要中大樂透 從來沒想！其實想也不
敢想啦！因為我沒有那個福分 如果
有的話 也是師母有那個福分！我本
人沒有福分！我本人本來就是受苦受
難的 我每一次都是拜託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幫助我 讓我能
夠逢凶化吉就已經很好了 我只求逢
凶化吉 碰到不好的轉變一下 這樣
就可以了
天生有福分的人 自然就會有福
分 有一句話講：﹁是福不是禍 是
禍躲不過 ﹂還有：﹁命裡若有終須
有 命裡沒有莫強求 ﹂那我個人是
屬於莫強求 因為知道自己命裡沒有
嘛！但是 師母的命裡有 所以 她
就幫助我了 其實 我真的沒什麼福
分 我只是祈求逢凶化吉
我在美國的家有很多鬼 那鬼看
我在求：﹁請求佛祖保佑我 我用這

麼多東西供養你 請保佑我 讓我能
夠平安 身體健康 福分很大 無窮
無盡 ﹂那鬼笑我 還跟我爭論 祂
說：﹁您怎麼也去求福分啊！您這樣
子求 不就是向佛祖賄賂嗎？祂會給
你嗎？不可能的啦！﹂鬼還說：﹁要
靠您自己啊！您還靠佛祖？沒得靠的
啦！﹂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想靠佛
祖 佛祖也會 叩！︵師尊手勢比擬
﹁倒下﹂︶我們靠的是誰啊？要靠自
己！你把你自己的心改變了 你的心
只要一改變 福分才會到啊！你的心
不改變 福分怎麼會到呢？所以 最
重要的是改變你自己啊！改變自己
那你就有福分啦！你不好好的修行
你永遠不會有福分！
哇！我聽了鬼跟我這樣子講了以
後 我就深受感動 這個鬼一定是有
修行的 祂才能講出這一種話啊！一
般來講 鬼講的是鬼話 哪有這種把
道理講得那麼好的鬼？祂真的是講出
我們這些所有人的心！所以 福分是
靠修行來的 要靠自己 你自己求自
己來 你好好的修行 改變你的心
就會有福分
然後 我家裡的鬼也跟我談到懺
悔 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六做壞事
禮拜天去教堂才做禮拜懺悔 鬼跟我
講：﹁沒有用！﹂所謂懺悔 就是把
你過去所做一切不對的事情 全部發

露出來；發露出來之後 完全精進地
去改變它 鬼跟我講：﹁這個才是真
懺悔！你今天懺悔 明天又做；後天
懺悔 大後天又做
那個不是懺
悔 ﹂這是鬼講的喔！不是我講的！
鬼說：﹁很精進地去改過 這個才是
真懺悔！﹂
如果你在佛菩薩面前懺悔貪
瞋 痴 懺悔我慢 驕傲 懺悔嫉
妒 吃醋
一直懺悔 一直懺
悔 但是 你明天又犯 同樣的事情
你又再犯 祂說：﹁這個不是真懺
悔！﹂祂告訴我：﹁真正的懺悔是很
精進地去改變你自己的過失 這個才
是真懺悔 ﹂哇！這個鬼不得了！這
個鬼是有修行的鬼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講：﹁人不
如鬼 ﹂你連過失都改不了 老毛病
都改不了 一年過去也是這樣 兩年
過去還是這樣 俗話說：﹁牛就是
牛 牽到北京還是牛 ﹂這就是改不
了習性 很多人都會說：﹁我要改
我要改
﹂結果還是沒有改 幾
年之後還是一樣的習性 我在台上說
法 有的人已經聽了五年 十年 二
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啦！結果 還
是老樣子！所以 你一定要真懺悔
真修行 真正地改變你自己的心 改
變你自己的習性 福分才會來
所以 有些事情 你們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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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師尊 因為師尊本身沒有福分 你
們不如去求師母！為什麼去求師母
原因是這樣的：以前 每一次有抽獎
的活動 大家在摸彩 抽 抽 抽
我始終都沒有抽到 但只要是師母摸
彩 她一定會抽到獎 一定中獎！她
只要買獎 她一定中獎
在以前 我媽媽會打牌 師母是
剛剛學的 來到我家 我媽媽說：
﹁妳也來參一腳！﹂師母沒有辦法
就被我媽媽叫去打牌 怪了！每一次
都是她聽牌 隨便聽牌隨便贏啊！牌
已經胡了 她還不知道 她把胡的牌
打一個出去 轉了兩圈以後 她又把
那個牌抽回來 還是胡了！天底下有
這種事嗎？她也不知道胡牌了 還把
自己的牌打出去 她說：﹁欸！不對
啊！我胡了！怎麼又把牌打出去
呢？﹂結果 等一下 那個牌又回
來 還是胡了 自摸了！這是很奇怪
的事情喔！她每一次打牌 每一次
贏 我每一次打牌 每一次輸！她每
一次都是贏的！
另外 在分析事情要怎麼做的時
候 她也是一樣！簡單講一件事 師
母不會做股票 但是她做股票永遠是
最低點的時候買 到了最高點 她就
賣出；只要她一賣出 明天就跌了！
很準的！好幾次都是這樣子！最低點
買進 最高點賣出 然後 一賣出就
跌 一買進就上升 她是這樣子的

那我呢？在還沒有修行以前 每
一次打牌都輸 我燒的麻將牌一共燒
了十幾副以上 我打牌輸了 我就火
了 然後就把這麻將拿去燒了 跟金
紙一起燒掉 之後 再買一副新的牌
來玩 用新的牌玩一玩 玩輸了 再
把這一副牌燒掉 又再買一副新的
牌 總共燒了十幾副了！
不得不服師母 真的！師母就是
有福分 怎麼打怎麼贏 她打瞌睡也
會贏！她打麻將打得很疲倦了 隨便
抽一隻牌 拿出去 人家都不會胡
的 但 人家打出來的牌 她看一看
就：﹁喔！胡了！﹂所以 師母才是
有福分的！剛剛講的那位男士 你去
求師母 不用求我 我沒有什麼福分
的 你去求師母說：﹁拜託師母賜一
些福分給我 ﹂可能還有效一點 我
是講真的喔！
我今天簡單跟大家講修行 我們
修行當中有所謂﹁三十七助道品﹂
學佛的人應該都知道﹁三十七助道
品﹂ 一個是﹁四念住﹂ 一個是
﹁四道行﹂ ﹁四神足﹂ 還有﹁五
根﹂ ﹁五力﹂ ﹁七覺支﹂ ﹁八
正道﹂ 加起來剛剛好﹁三十七助道
品﹂ 這是很重要的 你們可以去查
佛教的辭典 看看什麼是四念住？什
麼是四道行？什麼是四神足？什麼是
五根？什麼是五力？什麼是七覺支？
什麼是八正道？你們慢慢看 把﹁三

十七助道品﹂看會 這個就是屬於一
般的加行 這是修行人很重要的加
行！
我現在講︽密教大圓滿︾ 我在
書上寫：﹁我在禪定之中 見自己手
握日月輪 百花怒放 知道自己﹃轉
法輪﹄的時機已到 而蓮華生大士告
知曰：﹃是將大圓滿法公諸天下之
時﹄ 密法普度眾生時機已至 不可
以再﹃密﹄ 若再﹃密授﹄ 眾生一
失此機 即再墮落 永遠難以得度
了 ﹄﹂
以前的密法修行 大部分都是師
父口傳 而且所度的人並不是很多
一般來講 師父收弟子大概十個 二
十個 三十個 或者是更多 吐登達
爾吉上師是三百個 在傳法方面 都
會比較認識自己的弟子 但是現在
如果密法想要普傳 就不可以再密
也就是寫在書上 或者直接在電視上
傳播出去 這樣比較快一點 或者是
在網路上 也會比較快一點 這是蓮
華生大士講的
蓮華生大士說：﹁不可以再
密！﹂本來密教就是很祕密地傳授
現在是公開地傳授 因為祂希望能夠
很快度盡眾生 所以蓮華生大士說：
﹁汝秘密主！速度眾生！﹂我回答：
﹁眾生無知 無法度之 ﹂蓮華生大
士質問：﹁你捨了誓願 世間即不
淨 ﹂意思是說 如果我捨去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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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願 就是捨去了大乘菩提心 這個
世間就不會清淨了 我就回答蓮華生
大士：﹁我未捨誓願 當說無上
法！﹂這就是我的誓願︱我生生世世
都要度眾生 生生世世都要轉法輪
但是 轉法輪也會有很多的災難 這
叫做﹁魔界重重﹂ 當然會有很多的
攻擊 災難 轉法輪的意思就是讓佛
法能夠弘傳
有一對夫婦去相命 相命的人看
了丈夫之後講：﹁你將來會突然破
產 引起心臟病死亡 ﹂妻子就哀求
說﹁先生 你能不能幫他改變命
運？﹂相命的看了看這位太太又講：
﹁好吧！我想辦法改成﹃因為突然發
財 引起心臟病死亡﹄ ﹂還是一樣
的 那位先生都是會死
其實 這個笑話很有意義 命運
確實是很難改的 想要改變命運 只
有兩樣 你行了很大的善事 就能夠
改變 或是你行了很大的惡事 也可
以改變命運 大惡可以改變命運；大
善也可以改變命運 但其實 命運非
常難改
大善就是剛剛我講的 你必須要
很精進地去改變你的過失 這樣就是
屬於大善 你的命運才能夠改；你如
果不改 你的命運永遠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是突然之間發大財 道理就是
在這裡

妻子患了重病 醫生宣告回天乏
術 妻子就對丈夫講：﹁我現在希望
你能夠發誓 ﹂丈夫講：﹁發什麼
誓？﹂妻子就說：﹁如果你再婚 不
准把我的衣服給你新的妻子
穿
﹂丈夫恍然大悟：﹁這個我
可以發誓！妳根本不用操心 因為我
再也不想找像妳這麼胖的太太了 ﹂
哇
這是什麼道理呢？
在戲院的前座 有一個男人橫躺
著 一個人佔了四個位子 帶座的小
姐跟他說：﹁先生 一個人只能坐一
個位子 ﹂他只是哼了一聲 動也不
動 小姐就請來戲院的經理 經理客
氣地講：﹁先生 麻煩你坐好 一個
人只能夠坐一個位子的 ﹂他還是哼
了一聲 沒有行動 經理只好請來警
察 警察說：﹁老兄 你真狠 你是
哪個道上的？﹂那個人低哼了一聲
講：﹁我是從樓上走道跌下來的 ﹂
他從樓上跌下來 當然是不能動了！
這個就是沒有道理當中的道理
很多事情都是沒有道理當中的道
理 像師尊應該是大福金剛 是最有
福分的 可惜我本人沒有什麼福分
大福是虛空中給的 大福金剛反而沒
有福分 這是沒有道理當中的道理；
師母不應該有大福的 她居然有大
福 這也是沒有道理當中的道理 所
以 我常常講：﹁很多事情沒有道

理 但其實當中很有道理；講有道理
時 其實是沒有道理 ﹂很多事情是
這樣子的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 我
們轉法輪 度化眾生 有的時候必須
要講沒有道理的道理 有的時候要講
有道理的沒有道理 就是要這樣子
講 說法一定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人為了簽賭﹁大家樂﹂
跑去廟裡拜拜 求神問卦一番 結果
大家樂開獎以後 他輸了好幾千萬
於是跑到廟發洩 他看廟裡沒有人
就把佛像給丟出去 越想越氣 最後
乾脆放了一把火把廟給燒了 然後就
離開了那個地方 很多年以後回來
他發現那一座廟變得非常雄偉 莊嚴
輝煌 他就問當地人是怎麼一回事
他得到的答案是：﹁多年前 這一座
廟失火了 結果菩薩很靈驗 自己跑
出來 後來大家就集資蓋廟 現在香
火鼎盛啊！﹂這個就是沒有道理的道
理 也可以說是有道理當中的沒有道
理！大家稍微用腦筋想一想
我們︽真佛宗︾應該要旺的！因
為我們度了很多的眾生啊！︿真佛密
法﹀那麼好！相應的人那麼多 感應
的人那麼多 是真的有道理的！人家
沒有什麼法 做的事業卻是那麼大
廟也蓋得那麼大 這是沒有道理中的
道理 所以 想要轉法輪 我們不要
看表象 人家雖然資金很多 有無窮

36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報
導

無盡的資源 什麼都蓋得那麼大！
但 我們︽真佛宗︾才是真正開悟的
宗派！
今天 我們來了兩位律師先生跟
律師的太太 我常常講的一個笑話：
有一天 有三個人上天堂 一個是牧
師 一個是神父 一個是律師 上帝
讓律師住在六星
級的飯店 牧
師跟神父就住二
星級 有跳蚤的
飯店 牧師跟神
父都向上帝抗
議：﹁我們一生
奉獻給您 為什
麼我們住二星級的
飯店 那個律師為
什麼住六星級的飯
店？﹂上帝回答：
﹁讓你們上天堂已
經很好了 坦白講
牧師跟神父上天堂的
很多 律師幾千年來
只有一個上天堂 難
道不能優待他嗎？﹂
當律師的很難上
天堂 因為他們開口就
是要錢 閉口也是要錢 講幾分鐘都
是要錢 所以他們很少上天堂的 你
看 律師的衣服就是黑跟白色的 我
們稱為﹁黑白講﹂ 意思就是可以把

﹁是﹂講成﹁非﹂ 把﹁非﹂講成
﹁是﹂；就是一直這樣顛顛倒倒 本
來可以結案的 他就拖 拖
拖
只是為了要賺很多錢 所
以 上天堂的律師很少 有一個上天
堂
哇！上帝就非常高興 所以特
別優待他 這是沒有
道理中的道理 而牧
師 神父上天堂 卻
是住二星級 有跳蚤
的飯店 這是有道理
中的沒道理 就是
這樣子啊！
今天 ︽真佛
宗︾應該要旺的
要很大的 要很崇
高的 我們是轉法
輪轉得最多的

卻不能做這世間的表率 只是麻麻地
︵廣東話：尚可之意︶ 人家是沒有
佛法 沒有開悟的 全部是大山頭
啊！所以 要怎麼講？這是沒辦法講
的！我們重視的是實修 有真實的
法 能夠相應 能夠開悟 能夠往生
清淨佛國
某位電影明星相當不滿自己鼻子
的形狀 去請教整形外科醫生 結果
手術費高達五百美元 明星講：﹁怎
麼這麼貴？有更便宜的方法嗎？﹂醫
生講：﹁當然有啊！你去撞牆就可以
了 ﹂
我們︿真佛密法﹀是無價的！
﹁大圓滿法﹂是無價的！沒有價值可
以比 你不能拿金錢來比 不能拿有
形相的東西來比 建的廟大 菩薩是
小；我們︿西雅圖雷藏寺﹀的廟非常
小 菩薩是大的！所以 不一樣
啊！我們不用去整形 我們的法永
遠是無上的 是無上的密法！所
以 蓮華生大士叫我趕快去度眾
生 我們度眾生並不是要建最大的
寺廟 不是要在有形有相這方面下
功夫 我們是在無形 在心靈得到
真實的開悟 真正見到佛性
丈夫對妻子講：﹁從明天開
始 我決心重新做人 再也不喝酒
了！﹂第二天晚上 他依然喝得醉
醺醺地回來 妻子就問：﹁我以為
你真的要重新做人 再也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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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為什麼你還要喝酒呢？﹂丈夫回
答：﹁沒想到我重新做的這個人 也
是喜歡喝酒 ﹂
簡單地告訴大家 江山易改 本
性難移；你想要移掉你自己的習性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真實地懺悔 我問
我家裡的鬼：﹁我現在傳那麼多法
請問 什麼法最好？﹂鬼對我說：
﹁﹃懺悔法﹄最好！﹂我就質問祂：
﹁你知道﹃懺悔法﹄最好 你真懺悔
就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那你為什麼
不懺悔呢？你怎麼還是鬼呢？憑什麼
說﹃懺悔法﹄最好？﹂祂說：﹁您不
知道啊！在有身體的時候 懺悔還來
得及 當沒有身體的時候 怎麼懺悔
都沒有用了！因為想要修行 必須要
有形才能修啊！﹂鬼就是對我這樣
講
﹁懺悔要及時啊！當你做錯的時
候 你要趕快懺悔改過 永遠不再
犯 那個才是真懺悔 你如果能夠真
懺悔 你的運氣就可以改變 你的習
性也會改變；你如果沒有真懺悔 你
的習性永遠存在 你再怎麼懺悔都是
沒有用的 ﹂這是那個鬼對我講的
﹁等你死了再來懺悔 那是空口說白
話 懺悔就沒有用了！只能隨著命運
走 ﹂祂是這樣子對我講的
所以 我們在有生之年就必須要
真實懺悔！那個鬼對我講：﹁其實

在你們世間 當你真實修了﹃懺悔
法﹄ 把你的習性真正改掉了 你
絕對能夠往生到天上 到更好的境
界去 ﹂你既然學了佛 你完全清
淨了 你就能夠成佛 所以祂講：
﹁﹃懺悔法﹄最好！﹂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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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猶如⾵劫

空性

回歸太虛

⽔被⽕蒸

直到此一切存有之盡頭

﹂

不是絕對

因為﹁無我

當然也是包括佛國在

壽也是幻設

所以﹁⼀切存有之盡頭﹂

無量壽是無可限量的壽

故其教謂凡有色相者

皆是虛妄

其

是亦金丹之義

惟此金為實

勝境無窮無盡⽽如無量壽吧！
⼀切⾃以空性光﹁啟始﹂ 以空性光﹁了結﹂！
但須知 這裡指的是相︵有形︶的﹁了結﹂ ⽽那

性剛不壞
若有餘二 則非其真 且可不必度量之也
可⾒ 唯⾦丹無我之性是真 ⼀切幻相國⼟遊戲：
皆因緣假合⽽已！
此中 得復顯⾒性⾃主之後 能妙現所有幻⽣樂相

也

有 它是任何實質都不存 ﹂
︽悟真篇正義︾有云：
極樂在於西方 而西方為金鄉之地

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世上所有相皆為虛
妄﹂ ︵︻金剛經︼︶
佛國也僅是相對存在的妙有幻有！
正如前⾯⽂章曾提及的某西藏仁波切所云：﹁︵西
方極樂世界︶如果你認為沒有 它絕對有；如果你認為

內

■蓮曉上師∣︻雲影風言︼
■由此可見：空性顯化的浪漫永無窮盡，以幻心妙運幻相沒有終極！

毀建與佛國
︵文接三一六期︶

然後運⼀⼝氣
歸於妙空

後⽔

再⾵

們的師佛先傳外法的⽕供 再傳⽔供；傳內⽕明
點 拙⽕法 再來教導燃滴 ⽢露⽔下降 神⽔

⽔⽕既濟
同樣是先⽕
⽕⼊⽔中
⽔是坎卦；

蠟炬成灰︵⽕劫︶淚︵⽔劫︶始乾︵⾵劫︶！
⽕是離卦
歸⼀真

化為氣⾵

離坎交媾

也是幻⽣

說不

更上⼀層樓的佛國當然相安無事

極樂佛國從本質⽽⾔

過程中獲得解脫

⼀⽂中也說：
﹁上師︵蓮華生大士︶與明妃兩人皆從生老病死的

實有
故︽曼達拉娃佛母傳︾︿於瑪拉帝卡洞成就⾧壽﹀

但是

﹁極樂世界的享福無盡 極樂世界的功德是無盡
完的 ﹂︵蓮生聖尊講解︽佛說阿彌陀經︾︶

臉﹂！
⽕⽔⾵⼤劫時

⾃然界的形成與拆解 是有⼀定的序列及規則的
循其邏輯次第 可以參究 追究出宇宙⽣命的﹁本來嘴

法

（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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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的真實︵真理
本然已

⼤圓滿教法

無始無⽣

第⼀義諦︶是不滅的

中有的稱之為﹁基﹂：
是⼀切⽣命諸現象固有的本態

業風吹動輾轉沒個停
荒廢後的祈冀
又是新夢的起始
說是上帝的創立

即使眾⽣沉沒於⼆元狀態

﹁淨﹂︵無所依持之絕對︶
及諸煩惱中時 亦復如是

倒不如趁早覺知

法

宇宙除了唯⼀

實在是一無是處

根本全部不實

無

是當下

無依無靠

根本就沒有憤爭的；緣起及緣滅之

對真如之體

絕對的真如之外：
一切之眾生界 根本就沒有眾生
所有的一切之法 也根本沒有 根本不存在
所有的一切之法 根本就沒有人去用法 去使用

蓮⽣聖尊曾經如實透徹地告訴世⼈

本性的動念起心

那是無明妙空的

難怪蓮⽣聖尊開⽰道：

永永

愛你萬萬年畢竟也有結束的時候 但那個真實﹁沒
有什麼結局﹂ 也就是無始無終不會結束 ︵筆者摘要
你我的情誼

﹂ ︵︽對著月亮說話︾︿不會

自蓮生聖尊的︽對著月亮說話︾︶
﹁我們沒有空間 時間的限制
遠遠不停的流傳不休
有結局﹀︶
由此可⾒︵筆者早前的領悟︶：

以幻心妙運幻相沒有終

所有的一切之法

空性顯化的浪漫永無窮盡
極！

筆者感喟︵︽空性易相︾︶：

在這宇宙之間

相 根本無住
宇宙間的一切事物
永恆

萬有圓缺不缺
故事突然被風暴摔棄
無明的喘上一口氣
又再心跳不息！

悉無所住
所有的菩薩也一樣

一切的境界

消亡或只是

四聖的境界

時間是不存在的
打了個盹

無邊的虛空

悉無所有
醒來又會是

很震撼的醒鐘之⾔！這是⼀切科學的本相

科學所未知⽽未來必然⼀⼀逐步證實的⾄⾼無上的真
理！
︱ 待 續 ︱

悉無所有
虛擬的癡男怨女！
衝突和合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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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三世一切諸聖賢
流出四佛

⾝！

⾦剛⾦菩薩會跟毗盧遮那佛會再⽣出阿

這四波羅蜜就會跟毗盧遮那佛⽣出諸佛
也就是說

你看

變

會變成阿 閦

⼀再合體

怎麼⽣？就是﹁合體﹂再﹁變⾝﹂！其實

都是毗盧遮那佛跟⾃⼰變化的

會變⾝為不空成就佛

諸佛就是由這裡誕⽣的！
流出四佛也

合體

變⾝

你

然後流出

有點

就

﹂就是這句話！﹁⾦寶法業﹂⽣出來

中

為什麼還要四佛？把祂們收回來

然後從固狀變成液體狀流出

西⽅在你的後⾯

北⽅在你的左⼿

南⽅寶勝

﹂你要觀修的時候

像是⽜油遇熱

各攝四菩薩

就會各再變成四個菩薩

佛在你的右⼿邊

要把五⽅佛的東⽅阿閦佛觀想在你的正前⽅

﹁四方如來

了這四佛以後呢

這﹁流﹂是個關鍵！意思就是很⾃然出現的

⾃然流出來啦！

了

為什麼？因為後⾯接著就講：﹁於是應成法界體性

就

就會成為寶⽣佛；跟⾦剛法菩

毗盧遮那佛跟⾦剛⾦菩薩合體之後

來看去

閦佛

波羅蜜

■這四個相就是從你頂輪出來的東西，換句話說，統統都是自己變出來的

各攝四菩薩

於是印成法界體性中

即金寶法業也

已上四佛智出生四波羅蜜菩薩

︵文接三一六期︶

發菩提心論

四菩薩

由成法界智為本
焉
四方如來

生成養育之母
也

這是指誰？可

佛；跟⾦剛寶菩薩合體

生成養育之母﹂

三世一切聖賢

薩合體

由這個四個智慧變成四

就會變⾝為阿彌陀佛；跟⾦剛業菩薩合體

以說﹁⾦寶法業﹂四菩薩是⼀切聖賢⽣成養育之

就

那個智慧就是﹁法

意思就是三世諸佛都是由

師尊告訴過我：﹁三世諸佛皆由般若成

就是指毗

生成養育之母﹂

也可以說在﹁⾦寶法業﹂四菩薩之外的﹁毗盧遮那

﹁
母

這裡講的﹁一切聖賢

祂是三世聖賢⽣育之母
其實

以前

﹂般若就是指般若佛母

⼀定要有⼀種智慧
﹁金寶法業﹂四個象徵的智慧

界體性﹂！是從法界體性⽣出來的！法界體性會先生出

佛的⽣出

般若佛母所生出來的

就

盧遮那佛⾃⼰！祂只是顯現般若佛母的外形

是指﹁般若佛母﹂嘛！般若佛母是誰？其實

佛﹂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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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中央毗盧遮那佛
我們把五⽅佛觀出來之後

最後回到中央毗盧遮那

最後集中到

也就是﹁頂輪﹂這
就是做﹁⼦母
出去

蜜菩薩

換

也可以觀修

這四個相就是從你頂輪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觀修這四個菩薩是⼥⽣相

成沒有性別的

﹁三世一切諸聖賢

﹂講的就是這四菩薩

然後這五位轉變成雙⾝像

如果你要觀想成單⾝像也可以

佛母變出四位菩薩
停在觀想當中

就這樣

那就把

就可以涵蓋整個宇

就只⽤兩個軸來形容

橫﹂兩⽅⾯

⽤意就是要以最少的指標來形容宇宙的⽔平⾯和垂

從頂輪四周的五個⽅位變成了⾝體垂直⾯的五個⽅

五位菩薩全部轉成五⽅佛
位

也就是以﹁縱

最少的指標

想要修這個法的人

裡⾯

你如果有灌

可是

你一定要有師尊

理論上是這樣修

你要有﹁五佛嚴頂灌﹂；第二

我現在講的這些都只是理論

這是⽤最少

直⾯
宙

第一

這樣才可以修

的口傳

整個宇宙都在你⾝上

透過這個修法

你的五輪如果

︱ 待 續 ︱

你才有辦法形成宇宙虛

那要怎麼修宇宙虛空？你的身體必須完完全

也就是﹁⾦剛界﹂

這是⾦剛

五輪必須已經打開了！你的中脈

那你才可以修

不能講的還是不能講
你在修這個之前

師尊也有告訴你要怎麼修

法界智就在

不要出去

統統都是自己變出來的

句話說

我們就在虛空裡⾯；

放掉了之後

就把這些放掉

佛

生成養育之母

只要提到頂輪就好

就是﹁由成法界智為本﹂

那你⾃⼰︱法界體性就變成般若佛母！然後從般若

然後在虛空中⽣出四個菩薩

就是當你觀想

當全部回歸

已上四佛智出生四波羅蜜菩薩

就從頂輪生出四佛智

﹂成法界智是在哪裡？就是﹁頂輪﹂

﹁由成法界智為本

我們⾃⼰就是虛空
焉
中間這一尊的時候
在這裡還需要加上⼀段觀想

回歸到虛空

全部觀修到零

回到中央之後 你要做師尊講的﹁眠光法﹂︱觀

其實
四⽅佛

但是

當回歸到虛空︵頂輪︶的時候

然後再往上提

想從你的腳開始⼀直到頭
⼼輪
個地⽅
光相會﹂
會很危險！
這個時候

空

全都是通暢的

沒有打開

頂瑜伽裡⾯的東西

必須已經打開了！因為你要修的是宇宙虛空

頂

有很細節的東西
所

也﹁⾦寶法
就是東⽅的﹁⼤圓鏡智﹂

從頂輪流出四智

第⼀個是﹁⾦﹂

﹁頂輪﹂這個地⽅
業﹂

由⼼輪⽣出﹁⼤圓鏡智﹂；然後再下
就會⽣出﹁成

⽣出﹁平等性智﹂；然後再提上去到喉輪

以是下降到⼼輪
降到臍輪

最後再下降到密輪
這些都是⽤觀想的

⽣出﹁轉法輪智﹂
所作智﹂

﹁⾦寶法業﹂四個波羅蜜菩薩就會出
也就是

這個時候

現！﹁四菩薩﹂也有⼈講成﹁四波羅蜜菩薩﹂

業波羅

寶波羅蜜菩薩

法波羅蜜菩薩

⾦波羅蜜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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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蓮生活佛

接受蘋果㈰報、壹週刊、遠見雜誌聯合採訪（㆖）
■整理∕蓮衛上師
▲ 蓮生活佛仔細聆聽記者的發問。

聖尊蓮生活佛
盧勝彥法王五
月即將遠赴美國關
島及西雅圖弘法之
際 台灣知名的三
家報章雜誌：︽蘋
果日報︾ ︽壹週
刊︾和︽遠見雜
誌︾ 特別把握機
會 於二○一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
假︿台中永豐棧酒
店﹀會議中心 與
蓮生活佛做一次深
入的訪談
回顧一代法王
這七十年來的順境
與逆境 祂的體悟
是什麼？祂每日源
源不絕的創作靈感
從何而來？祂是如
何堅持這一條修行
的路？祂如何能過
得這麼快樂自在？
祂還有什麼願望
嗎？就讓我們跟著
記者 一起探索法
王的內心世界
記者：回顧您
人生七十年來的點

在

滴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信眾跟隨您？
蓮生活佛：學習佛法的人 他本
身如果有實在的東西 自然就能吸引
所有的人來學習佛法 這是最重要
的！另外 讓來皈依你的弟子有了感
應的話 他們就會很有信心
記者：什樣的人會有這種感應？
蓮生活佛：如果信仰很堅定 而
且在學佛方面很實在 每天實際上去
修行 就會有感應
記者：您覺得目前的成就 是否
無愧於佛祖？
蓮生活佛：成就是很難講的 到
底成就了什麼？這是非常難講的！不
過 假如你從一開始學佛到現在 並
沒有間斷 你有恆心 有長遠心 一
直都沒停止的話 你不會愧對自己！
你不愧對自己 就等於不愧對佛祖
不要以一個對象來論 你只要沒有愧
對自身的良知 在學佛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間斷 也有很多的感應現象
你自己能夠解脫 就不會愧對佛祖
記者：師尊在弘法的期間 有沒
有受過什麼阻礙？比如自己內心的掙
扎 或者外界的因素？您又是如何排
除萬難？如何調適？
蓮生活佛：我們常常講﹁禪
定﹂ ﹁禪﹂就是不受外界的影響
﹁定﹂就是一心不亂 當然是有外面
的阻撓 你想想看 在這個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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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人沒有受外界的挫折或影響？
上至總統 下至販夫走卒 單單賣一
樣東西 同行就會互相排斥 我們學
佛的人 不是從外面學 而從內在
學 先從自己做起 最大的敵人是自
己 不是外面這些人 外面的這些
人 你都可以把他們看成一種空 而
他們給你的阻礙和挫折 其實都是在
勉勵你 教你要更加超越
記者：師尊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
的挫折？
蓮生活佛：我開始出道的時候
一下子就很有名 結果人家就來勒索
我！更嚴重的是 我並不認識對方
但他產生了一點嫉妒心 他就請黑道
來勒索我；那時候 年輕的我沒有什
麼錢 但是他勒索的錢相當多 比買
房子還要多！因為我沒有那些錢 所
以沒辦法給他；他就請一個黑道 躲
在土地公廟旁邊 在我上班經過土地
公廟時 那個黑道講挖一個眼睛算多
少錢
砍一條寫文章的手算多少
錢
就在要執行的時候 那個騎
摩托車的人自己摔傷 被送進醫院
後來 黑道的頭子去醫院看那個
人 剛好碰到我的一個弟子也到那個
醫院去看病人 我的那個弟子跟黑道
頭子是認識的 結果兩個人就談起來
了 他說：﹁我的人騎摩托車去殺盧

勝彥 結果他自己卻騎摩托車摔倒
了 所以沒有辦法傷他 ﹂我那個弟
子就講：﹁這個事情慢點做 這是我
的師父 你要先了解一下 ﹂後來擺
了一桌 大家一起吃飯 我跟黑道的
頭子見面 談了一下 他說：﹁欸！
你不像一個壞人啊！﹂黑道有黑道的
規矩 一般是殺很凶惡或是很壞的
人 而他認為我不像一個壞人 結果
我跟黑道頭子變成了好朋友 就躲過
一個災劫 否則 我還沒有出來弘
法 早就已經沒命了
記者：師尊能否給在逆境求生的
人一些啟示 或是心靈上的慰藉？
蓮生活佛：想要逆境求生 一般
來講是很困難的！所以 有可能還沒
有出來弘法 就已經被﹁做掉﹂了！
因此 也是要靠菩薩 護法來保佑
像我這件事情 就是有護法在暗中保
佑 否則早就沒命了！以我們修行人
來講 就是要祈求護法的保佑 在逆
境中的人 他必須要有堅定的信心
要繼續努力下去 此外 依目前的社
會來看 他還要有創意
記者：您覺得什麼樣的人生才算
成功呢？是社會地位 財富 還是內
心的滿足？您覺得自己成功了嗎？您
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蓮生活佛：有很多人都認為自己

成功 以有錢人來講 像台灣的郭台
銘 他生意做得很好 算是賺錢成
功 但 成功在佛法的定義是：你已
經能夠自己解脫 就是成功 或是說
你已經成佛 成為一個菩薩 你也能
夠到佛國淨土 這個才算成功！
記者：所以 師尊是成功了嗎？
蓮生活佛：我是可以自己解脫
啦！所以應該是成功了
記者：現在台灣從上到下都在拚
經濟 師尊也說今年就是拚經濟就對
了 每個人都想拚經濟 想要富有
有些人想要財富上的富有 有些人想
要心靈上的富有 您覺得哪一種能讓
人變強壯？還是兩者都要？
蓮生活佛：應該是兩者都要 出
家人 方外之士的財富是在天上 不
在人間 誰最富有呢？這很難講！大
家認為台灣的幾個商人都非常富有
但我認為他們心靈上 不一定是富有
的 如果 以心靈的富有來講 我自
己就是心靈上最富有的 所以 我覺
得我們的富有是在天上 是在出世
間 當你可以成佛 成為菩薩 你可
以到佛國淨土 那個才是最富有的！
如果是金錢上的富有 不過是一
代一代的傳下去；你看從古代至今
所有富有的人何在？都沒有！以前古
代最有錢的石崇 石崇的後人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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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沒有 像紅頂商人胡雪巖 他的
後代富有嗎？也沒有 近代的孔祥熙
也很富有 他的後代富有嗎？沒有！
現在還是有很多富有的人 但是再隔
幾代以後 他會富有嗎？也是沒有
從古至今 多少富有的人 現在
都變成沒有了 所以 那個富有只是
暫時 只是一個名詞 沒什麼意義！
我們方外之士講﹁真正的富有﹂ 是
你已經可以成佛 成菩薩 到佛國淨
土 這個才是真正的富有
記者：從您平常很愛笑 像彌勒
佛的感覺 可以反映出您內心的富
有 您覺得每天開心 對您重要嗎？
如何面對現在很多憂鬱症的情況？
蓮生活佛：我就是守住三句話：
﹁活一天就是要修行一天 活一天就
是要快樂一天 活一天就是要感恩一
天 ﹂這是我自己的原則 人如果失
去希望 對每一樣東西都沒興趣 那
他就會得到憂鬱症；對任何事情都不
感興趣 沒辦法提升自己的心靈 而
且對任何事情也不抱希望 那他就會
進入憂鬱 憂鬱跟躁鬱是兩個極端
對於憂鬱症的人 我的建議是
他要找出自己人生的興趣 找出他自
己最喜歡的 然後投入自己歡喜的事
情裡 如果他越來越自閉 越來越閉
關自守 那他必須要走出自己的門
出去交友 由朋友那裡得到樂趣；若

他喜歡旅行 就去旅行 他喜歡什
麼 就去學習什麼；任何事情都不喜
歡的話 那會把自己完全關起來 所
以 至少要在他的心中打開一扇窗
記者：誰能幫他打開這一扇窗？
蓮生活佛：如果他非常憂鬱 對
人生沒有希望 我就會勸他乾脆把頭
髮理掉 出家算了 他可以學佛 至
少他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記者：就是藉由宗教的力量？
蓮生活佛：對！
記者：師尊 對於剛皈依的信
徒 哪些功課是他們每日要學習的？
對於還未皈依的大眾 他們每天可以
為自己 家人和其他人做些什麼？
蓮生活佛：對於剛皈依的弟子
必須要堅定自己的道心 所以我先教
他修﹁四加行﹂ 四加行的第一個就
是做﹁大禮拜﹂ 大禮拜是把自己的
身分調低 對上師 本尊跟佛菩薩
護法 做全身投地大禮拜 因全身投
地大禮拜可以堅固自己的道心 還有
唸﹃四皈依咒﹄ 也是在堅定自己的
道心 唸﹃四皈依咒﹄就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金剛上師
然後 他還必須要做﹁大供
養﹂ 大供養是讓自己修行有資糧；
雖然大供養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供養儀
式 但卻可以讓自己得到更大的福
分；供養佛菩薩 就等於在做一種布

施 因為你願意布施 你才會有福
分 第四個就是要做﹁懺悔﹂ 並不
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在這一生當中 沒
有做過什麼不好的事就不用懺悔；但
我們佛教講﹁因果輪迴﹂ 有因果輪
迴 表示他本身就有業障 既然有業
障 那就要做懺悔的功課 能夠自己
很深刻地懺悔的話 就是用自己的心
真正地懺悔 就可以消除自己的業
障 剛皈依的人就是要這樣子做
至於沒有皈依的一般人 我認為
要憑著自己的良知去做事情 良知就
是屬於社會的 屬於道德性的 屬於
心靈性的；很多的黑心商品 就是因
為製造者把良知蓋住了 所以一般人
做事情 還是要憑著良知去做
記者：師尊現在的弟子已經滿天
下 您覺得這樣子已經功德圓滿了
嗎？您還會再繼續度化眾生嗎？
蓮生活佛：我是很隨順自然的
人 所以我常常講 我沒有什麼計
劃 對未來也沒有什麼很大的期許
我只是做我本身應該做的事情 我先
把自己做好 然後以自己的心靈去引
導所有的弟子 只是這樣子而已！我
做好每一天的事情 一天一天 日子
過得很快啊！就是做好每一天的事
情 就行了！其他的就順其自然
記者：師尊走到了七十歲 人生
如果重來的話 您會怎麼去改寫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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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劇本？還是照舊？
蓮生活佛：我這一生滿辛苦的
我出生就很苦 因為我是早產兒 父
親跟母親結婚不到十個月 我差不多
提早三個月就出生了 那時候又沒有
辦 法 檢 查 DNA 這 個 問 題 就 很 嚴 重
了 所以 我從小就很辛苦 因為我
常常想︱我還要再來人間度眾生 如
果我再來人間的話 我有一點希
望
第一個 就是當一個正常出
生的人 就不會被父親誤解
另外一點 我一出生就先天不
足 後天又失調 個子比較矮一點
如果能夠再來 我下一輩子想要一百

‧︽真佛宗︾創辦人︱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八十公分以上 這是我這一生當中比
較遺憾的事情 但是 這也不算是遺
憾啦！因為學佛已經有了成就 對於
這個就只是講講笑話啦！現在電視上
有﹁王子的約會﹂這個節目 每一個
出來的王子都是一百七十幾 一百八
十公分以上 而我最高的時候才一百
六十三公分 現在年紀大了 身高又
縮水了 看到那種節目 我的身高實
在差太多了！不過 這是講好玩的！
記者：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 您
是否曾後悔做了哪些選擇？
蓮生活佛：到現在為止 我走宗
教這條路 走學佛這條路 我認為是
我人生當中最好的選擇；而且
出家這一條路 我也覺得是我
人生當中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
活到現在 一切都是最好的
所以沒有什麼後悔的選擇
記者：對於一些批評您的
人 您有什麼想法？您會認為
那也是一種遺憾嗎？
蓮生活佛：其實有時候想
想 一些考驗 一些批評 一
些挫折 都是來讓我們更加努
力 更加精進的 其實他們也
是很好的；所以遇到對我有敵
意的人 我也覺得他們是很好
的 因此 當遇到某一些事

件 對我來講 雖然說是考驗 事實
上 它是來讓我成就的 所以我認為
一切都是美好的 倒是沒有什麼遺憾
的
記者：所以 師尊也感謝打擊過
您的人囉？
蓮生活佛：我是很感謝對方 沒
有他的打擊 我不會這麼認真啊！以
前 我剛出來寫書 當然也有人批評
我的書 而且反對我 宗教界也有
一般社會界也有 但我那時候想 人
家如果批評我一本書 我就寫十本書
回應他 也就是說我不辯解 我年輕
時 血氣方剛 人家攻擊我 我也曾
跟人家辯 李敖說過：﹁人家用手槍
打你一槍 你就用機關槍掃他 ﹂所
以 我年輕的時候 人家寫一本書攻
擊我 我就發願再寫十本書回應
其實 我只是對自己苛求 雖然
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反擊 這是很多年
之前的事了！此後 如果人家還有批
評 我會反省我有沒有錯？如果有
錯 錯則改之 這對我來說也是好
事 我寫了二百四十本書 是因為我
自己勉勵自己 如果人家寫一本書攻
擊我 我就要發願寫十本書 我是用
一種精進的方法來改正自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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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島總督等政要及︽真
佛宗︾美國關島︿圓覺
堂﹀的邀請 二○一四年五月三
日晚十一時 無上法王聖尊蓮生
活佛一行在︿桃園國際機場﹀搭
機 飛赴美國關島 聖尊此行將
於 關 島 Tamunig Mayor Office
Park︵塔 穆 寧 市 立 公 園 ︶ 主 持
﹁尊勝塔開光安座﹂儀式 並為
︿圓覺堂﹀開光安座 接受美國
政府所頒發的最高成就獎 然
而 最令人興奮的是聖尊蓮生法
王此行將要在綠意盎然的關島主
持﹁綠度母護摩法會﹂ 弘傳綠
度母大法
此次隨行的有︽真佛宗︾的
上師 法師及同門數百人 還有
許多同門欣喜地從世界各地直接
飛來關島護持師尊的法會 筆者
有幸能夠隨行 期盼收益多多

美

空
人岬上
‧在戀

場︵Plaza de Espana︶和在廣場
內的巧克力屋︵是一間六角型的
小房子 傳說是因西班牙總督夫
人在此邀請貴族喝下午茶 品嚐
巧克力而得名︶ 也參觀了當地
最大的白色天主教堂︱聖母瑪利
亞教堂︵Dulce Nombre de Maria
Cathedral Memoria︶ 關島當地
人多信奉天主教 導遊特地講述
該教堂的內部非常精緻漂亮 內
部供奉了當地的守護神︱卡瑪琳
女神 她是保護當地村落的女
神 教堂門口石柱上站著的就是
她的分身 但因時間太早 教堂
還沒有開門 所以我們只能在外
面拍照 導遊也向我們介紹了關
島的軍事基地 並介紹了有關菲
律賓人和當地土著人的一些故
事 使我們對關島的風土人情及
經濟概況有所瞭解

■文∕釋蓮拂金剛上師

無比殊勝的智慧般若光！︵㆖︶

與大家分享
五月四日淩晨四點多 在飛
行了三個半小時後 飛機平安抵
達美國關島機場 蓮生法王一行
受到了關島當地政府要員的熱烈
歡迎 隨後 因為時間太早 酒
店還不能入住 導遊就帶領我們
大家先去遊覽關島的市區風光
關島市區之旅
大家坐上旅遊大巴之後 便
開始了關島市區遊覽 關島天亮
得很早 旭日升起 萬道霞光
晨曦非常美 雖然剛剛下飛機
但清新的空氣 明媚的陽光 令
大家都非常興奮！大家都望向窗
外 欣賞著關島美麗的景色 更
有人不停地拍照 藍天 白雲
海灘 椰子樹
我們到了總督府 西班牙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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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龍）
美麗的
雲（
拍到的

接下來 我們到了關島最美
麗的景點︱戀人岬︵The Legend
of Two Lovers︶ 當我們登上了
這最美麗的景點 仰望藍天 這
裡的天空真的是好美啊！藍天
白雲 柔和的海風 織就了一幅
大自然美麗的圖畫
佛駕關島 天空中的白雲尤
其特別 許多龍天護法都以美妙
的雲化現出來 真的是龍飛鳳
舞！只見一條長長的白雲鑲嵌在
藍藍的天空中 彷彿像一條美麗
的巨龍 再俯瞰那無垠的大海
海水是那樣的蔚藍 清澈 沒有
任何污染 望著那碧綠的海水
白色的沙灘 再放眼遠眺 海天
一線 真的是令人心胸開闊！再
環視海岸上那濃郁的綠樹 茵茵
的青草 好有活力呀！此時此
刻 還有什麼煩惱嗎？大自然真
的很美！
是日 蓮生聖尊剛到關島
第一個行程就是接受關島各大媒
體記者的採訪 為期一個多小時
的採訪 法王還可以用英文幽默
地回答記者 令人領受到一位大
成就者的無上智慧與幽默感 蓮
生法王提到這次來關島會主持

主持︿圓覺堂﹀開光安座
五月四日晚上八時許 聖尊
佛駕關島︿圓覺堂﹀ 主持開光
安座儀式 賜授墨寶 並賜與會
大眾﹁護摩灌頂﹂ 在︿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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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綠度母法會﹂有其因緣 是為
了讓關島的環境變得更加美好及
平安 法王讚譽關島是一個綠意
盎然之地 綠度母與森林的顏色
一樣 充滿了生機與希望
⑴聖尊於〈圓覺堂〉賜與會大眾「護摩灌頂」。
⑵、⑶五月四日所拍到的般若光。

1

‧五月五日清晨的關島朝霞。

堂﹀ 聖尊做了
非常寶貴 精闢
的法語開示 還
為大家講了許多
幽默 富有哲理
的笑話 逗得大
家笑聲不斷！師
尊的每一句話都
寓意深刻 令大
家回味無窮
雖然︿圓
覺堂﹀很小 無
法容納所有前去

▼五月五日清晨所拍到的奇特般若光。

的人 此時外面又下起了雨 但
大家都不受任何影響 仍仔細聆
聽聖尊的諄諄教誨 不但心中充
滿法喜 更期待著第二天﹁綠度
母大法會﹂的甘露法雨！
綠度母護摩大法會
二○一四年五月五日清晨
聽到外面下了一陣小雨 早上六
點多 筆者在下榻的︿皇家蘭花
酒店﹀打開窗簾朝著窗外望去
只見雨過天晴 一輪大日從東方
的海平面上升起 萬道金色的霞

光放射出極其耀眼的光芒！整個
大地都被金光所籠罩著 這預示
著光明一天的到來 象徵是日的
﹁綠度母護摩法會﹂吉祥圓滿！
因為在﹁大圓滿徹卻﹂的修習
中 金色的太陽象徵著﹁本覺智
光﹂ 而萬道金光正是智慧光明
的通路 預示著領受綠度母大法
的灌頂 將會使我們的智慧光明
顯現 從而成就智慧虹身 這真
的是非常祥瑞的徵兆！
筆者知道佛菩薩和龍天護法
都到了 就打開照相機朝著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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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五月五日﹁綠度母法會﹂ 大日周圍都是絢麗的彩雲
右圖：五月五日﹁綠度母法會﹂上所拍到的綠色般若光和龍王

拍攝 哇！不得了 有許多黃
色 白色 綠色及其它各色的般
若光在鏡頭前飛跑 還像雪片兒
一樣垂直降落 它們甚至還串成
鏈
好神奇呀！太令人興奮
啦！再仔細看 裡面有很多佛菩
薩和護法的曼陀羅 蓮生法王要
傳綠度母大法 果然不同凡響
天地呼應！筆者攝下了這非常珍
貴難得的聖境！感恩根本傳承上
師！感恩諸佛菩薩的放光！
是日上午 蓮生法王應邀與
關島總督Eddie Calvo先生在總督
府會面 再與關島議長︱Juidth
Won Pat女士會面 都受到熱烈歡
迎 他們都感謝蓮生法為關島地
區帶來吉祥的賜福 並相信蓮生
法王此次蒞臨關島主壇法會 設
立﹁尊勝塔﹂ 一定會給關島人
民安居樂業 帶來經濟繁榮 平
安幸福！
來自世界各地的同門都陸續
來到綠度母的法會現場 準備法
會報名等事宜 筆者也及早趕
到 選了許多綠度母喜歡的綠色
供品 關島真的是很奇妙！和綠
度母很相應 到處都綠意盎然
此時 佛菩薩 龍天護法降臨

天空又現出了許多祥雲 筆者也
拍到了很殊勝的照片
下午二時 法王法駕Tamunig
Mayor Office Park︵塔穆寧市府
公園︶為尊勝塔開光安座及主持
﹁綠度母護摩法會﹂ 當聖尊為
尊勝塔開光時 帶領與會大眾繞
塔 場面非常莊嚴 壯觀 在此
期間 筆者又拍到了殊勝的照
片 最後 法王以﹁鼓聲震響十
法界﹂的擊鼓表演 為當日的
﹁綠度母法會﹂增威添彩！
下午四點 ﹁綠度母護摩法
會﹂正式開始 在以天主教為主
的關島舉辦這場別開生面的﹁綠
度母護摩法會﹂ 的確是非常殊
勝難得的！現場數百人共同持誦
著節奏明快的﹃綠度母心咒﹄
會場氣氛非常活躍 護摩後 在
大眾熱烈的掌聲中 恭請聖尊蓮
生法王為大眾做寶貴的傳法開
示 當師尊講到：﹁今天在關島
傳這個法 是非常偉大 非常有
意義的 所以 今天得到灌頂的
人 前途都有光明 而且都有出
路！﹂這正應證了筆者在今日清
晨所拍到的金色朝霞與般若光
在﹁綠度母護摩法會﹂期

50

‧聖尊與同行貴賓於總督府與關島總督、議長及議員等人合照留影。

間 筆者有幸拍攝到了非常殊勝
的錄影及照片 令人非常驚奇的
是大日周圍都是絢麗的彩雲 此
時 筆者看到綠色的般若光在飛
跑 般若光的周邊有紫光和深紅
色的光包圍著 那是綠度母和護
法的般若光 連一髻佛母也到
了 這時 師尊正講到：﹁如果
你能夠和綠度母相應 那就可以
修一髻佛母和摩利支天菩薩的
法 與祂們相應
﹂
在鏡頭中 筆者似乎看見龍
王駕到 只見龍王頭戴寶冠 仔
細看 寶冠上還頂著一尊女佛
那應該是度母的化現吧！因為度
母就是龍王頭上的如意寶︵頂
飾︶ 師尊在法會上講 綠度母
曾三次下降到護摩火中 原來
祂一直都在的啊！
不可思議的是護摩法會期
間 音響發出二十二響奇妙的聲
音 聖尊幽默地講 迎接總統是
二十一響禮炮 而迎接佛菩薩是
多一響！慈悲的聖尊是日賜予大
眾﹁綠度母及二十一度母分身灌
頂﹂ 有緣能來灌頂的人真的是
非常幸運啊！︵是日 師尊的完
整開示請參閱︽燃燈︾第三一六
期 筆者就不在此細述了 ︶

︱ 待續 ︱

蓮生法王獲頒殊榮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關島
總督邀請蓮生法王及︽真佛宗︾
的上師 法師和一些隨行的同門
到總督官邸 為蓮生法王頒贈華
府國會特殊證書 關島議會決議
文及關島總督獎 之後 又特別
為蓮生法王慶生祝壽 與會貴賓
一同為蓮生法王唱生日快樂歌
場面溫馨感人

‧在總督府外廣場享用午餐的隨行真佛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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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感恩聖尊的開示，
感恩聖尊把這光明獻給所有的眾生……
■文∕蓮花慧君上師

概在每年師尊生日的前兩個月
開始 前來台灣朝聖的四眾弟
子們總不忘準備蛋糕 事先為師佛
慶生賀壽 有些道場及單位甚至還
舉辦了大型的慶生會 大家總是想
要對師尊表達這番賀壽心意啊！師
母蓮香上師在今年大馬︿密教總
會﹀為師尊舉辦的慶生宴致詞中
說：﹁祝師尊永遠十七歲！﹂讓弟
子們歡呼高喊到了極點 其實 師
尊的體力驚人 神通力無比 智慧
無上
早已超越了年齡
而在一次的慶生聚餐中 當大
家恭請聖尊切下生日蛋糕時 本人

竟然拍到師父的右臉旁 出現了一
圓形的般若光 由於是即時的 於
是 我立刻呈上給師尊以及與會大
眾觀看 此時 聖尊才透露：剛剛
切蛋糕前 自己正召請主尊做供
養！
可見 聖尊的神通力 諸尊的
守護力 是多麼地千真萬確啊！
在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
一五四冊｜︽智慧光環︾的︿放光
加持﹀一文中曾經提到：
﹁在密教裡 我們常常祈禱上
師︵根本傳承︶ 本尊 護法 時
時刻刻加持我們 這種加持 當然
是放光加持 ﹂
﹁不只是上師︵根本傳承︶
本尊 護法放光加持我們 我們在
修密法之中 也要懂得⾃⼰觀想放
光 ﹂
﹁例如：我們誦﹃⼤悲咒﹄
時 要觀想⾃⼰⼼⽉輪中 有⼀⽩
⾊梵⽂﹃咄唎﹄ 放光照⼊⽔中
誦完咒
此⽔即是﹃⼤悲咒
⽔﹄ ﹂
﹁我們誦﹃佛頂尊勝陀羅尼
咒﹄ 要觀想⾃⼰⼼⽉輪中有⼀⽩
⾊梵⽂﹃刊﹄字放光 普照⼀切眾

⽣ 眾⽣觸此光 業障消除
清涼 得⼤智慧 ﹂

⾝⼼

﹁真正懂得密教作法的 知道
密教的珍貴 密教可以滿⾜六道眾
⽣ ⽣⽼病死憂悲苦惱 ⼀逢放光
加持 能永得解脫 我告訴⼤家：
放光加持 ⾮常真實 ﹂
所以 當自己還煩惱於心之際
時 想想：還有什麼是永遠不離開
的？難道就此被黑潮淹沒？別忘了
我們仍然在光明的守護中！不只是
在修法時念念光明 更因為我們皈
依了這位彌陀轉世的如來 祂就是
﹁無量光﹂ ﹁無量壽﹂的化身！
感恩聖尊的開示 感恩聖尊把這光
明獻給所有的眾生！
因此 如果我們的心在每個時
刻被世事凡塵所蒙蔽了 千萬不要
忘記 我們還有師尊啊！師尊就是
一切佛心！師尊就是一切佛咒！師
尊就是一切諸尊的總持！
於是 那天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了蛋糕 那是師尊般若光蛋糕 有
濃濃起司味 還有師父更濃 更濃
的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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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般若光蛋糕

‧蓮熅上師講課。

■文∕學員

二

○一四年四月十五日清晨
陽光明媚 秋高氣爽 在墨
爾本最古老文化藝術中心︱
︿Abbotsford Convent﹀內 一個
寬敞簡樸的教室裡 布置著師尊
的法相 鮮花和供
品 在神聖莊嚴的
氣氛下 盼望已久
的兩天﹁英文禪定
研習班﹂終於開始
了！
此次的﹁英文
禪定研習班﹂共有
三十二人報名參
加 其中有皈依的
弟子 也有慕名而
來的人 雖然大家
的禪定基礎都不
同 但都抱著同樣
的目的︱希望了解
佛教的禪定方法
此次活動是由
墨爾本洋人禪定班
的洋人同門發起
特別邀請了加拿大卡城︿白雲雷
藏寺﹀的釋蓮熅金剛上師來為大
家講課 這可是︽真佛宗︾史上
第一次由上師用英語為洋人主講
禪定 連續兩天的活動 讓人分

外期待
第一天 上師首先講解禪定
的基本坐姿︱﹁毗盧遮那七支
坐﹂的七個要點 指出正確坐姿
對禪定的重要性 然後 上師教
導大家如何在禪定中
數息 同時引導大
家進入禪定 並反
覆訓練所教的技
巧
第二天 上師
又進一步在數息的
基礎上 教導大家
如何觀察自己的意
念 並且抓自己的
意念 上師在講解
禪定中參入佛法
讓洋人理解禪定並
不是究竟 意念的
產生是和自己的貪
瞋痴有關 而貪瞋
痴就是輪迴的種
子 從中引伸到因
果輪迴和十法界等
佛教概念 同時
也進一步讓大家知道 根本傳承
上師的重要性及什麼是皈依
上師深入淺出的講解 風趣
幽默的開示 深入人心 讓每個

‧蓮熅上師和「禪定研習班」學員合影留念。

53

在兩天的活動中 有人生病
但卻仍然堅持到最後；也有人來
回的路途遙遠 還是堅持參加；
更多人是放棄了工作前來參加
的 但大家都感到有所得 受益
匪淺

‧蓮熅上師代師為新皈依者做皈依儀式

只是 stillness 還有更重要的意
義 讓我在學佛的道路上有了一
個很大的飛躍！﹂
最後 禪定班的負責人︱
Lyndon 在致感謝詞時也很激動
地提到：﹁這次的研習班是給所
有參加者 在他們的人生道路
上 一份很不可思議又神聖的禮
物 我們很榮幸能有蓮熅上師來
指導 這是難得可貴的第一次
非常感恩師尊的大加持和師尊所
傳的︿真佛密法﹀ 也希望每個
人回去之後 都能夠堅持每日一
修！﹂蕩漾在無限感激的氣氛
中 大家依依不捨的告別了蓮熅
上師 並盼望她能再來！

再一次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感恩代師傳法的蓮熅上
師！

54

洋人進入深度的思考中 同時又
感受到︿真佛密法﹀的殊勝和根
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的偉
大 最後 有四位洋人要求皈
依 上師也代師為這四位新皈依
者進行了莊嚴的皈依儀式
‧︿ Abbotsford Convent﹀ 裡寬敞簡樸的教室

參加禪定班五年之久的同
門︱Lilia很感慨地分享：﹁修禪
定修了五年 一直很想知道如何
去 達 到 stillness︵寂 靜 止
定 不動︶ 現在知道 禪定不

‧跟著上師的引導，「禪定研習班」學員練習進入禪定。

↑九天的法會結束後，上師、法師們和與會大眾合影留念。
←蓮傳上師（圖左）與蓮滿上師。

■文∕真願堂

國巴黎︿真
願堂﹀一年
一度的﹁梁皇寶懺
法會﹂於二○一四
年五月三日隆重開
場 這次是︿真願
堂﹀舉辦梁皇寶懺
九年以來 陣容最
龐大的一次 由釋
蓮滿金剛上師 釋
蓮傳金剛上師主
持 還有來自台灣
的蓮 法師 英國
的蓮仁法師 蓮枚
法師和德國的蓮根
法師共同護持 一
連九天的法會活
動 在根本上師
諸佛菩薩的加持
下 圓滿成功 與
會大眾個個法喜充
滿！兩位上師還特
別將這次﹁梁皇寶
懺法會﹂的功德迴
向給︽燃燈雜誌︾
的贊助功德主
九天的法會活
動裡 首先舉辦了
一場﹁文殊師利菩

法

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會﹂ 第
二天上午舉行﹁慶祝釋迦牟尼佛
佛誕浴佛法會﹂ 下午開始七天
的﹁梁皇寶懺法會﹂ 最後是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法會﹂
在每天的法會後 兩位上師
和四位法師都輪流地為與會大眾
做法語開示 蓮滿上師指導與會
大眾 修行要時常反省自己的行
為是否符合師尊 佛菩薩的教
導？並多檢討自己的不足之處
不能老是去看別人的缺點 說別
人的不對之處；因為修行是修自
己的心 修自己的行為 因為自
性光明︵佛性︶是在自己的心
中 不在別人身上 不修自己
而去﹁修理﹂別人 是不可能成
佛的 上師還提到 布施行善要
做到﹁三輪體空﹂ 即是﹁沒有
做功德的人 沒有受功德的人
也沒有功德這件事﹂ 這樣才是
真正的功德！如果做了好事 布
施了錢財 卻總是希望別人知
道 希望別人讚歎的話 這些只
是福德 將來會得到福報 但卻
不是成佛的功德！
蓮傳上師在﹁文殊菩薩護摩
法會﹂後 特別用文殊菩薩化現
度人的故事教導與會大眾 話說

55

‧主壇上師於︿真願堂﹀密壇
主持﹁梁皇寶懺法會﹂開懺

↑「文殊師利菩薩護摩法會」旺盛的護摩火。
→迎師組恭迎主壇上師及護壇的上師、法師。

在五台山的某天
有一座寺廟在做法
事 一位僧人在寺
廟廚房忙碌地工作
時 一位懷孕的婦
人帶著一個小孩和
一隻狗來向僧人討
吃的 於是僧人就
給了她一些食物
她吃完以後 又向
僧人要食物給她的
孩子吃 僧人又拿
了一些食物給她的
孩子 過一會兒
她又向僧人要食
物 這次是想要給
她的狗吃 僧人就
開始有點不高興
了 不過還是拿了
一點食物給狗吃
但這位婦人還是不
走 又對僧人說：
﹁我肚裡的孩子還
沒吃到東西喔！﹂
此時 僧人就更加
不高興了 他指責
這婦人說：﹁妳有
完沒完呀？妳肚子

裡的孩子都還沒有出生 怎麼會
吃東西？﹂他剛說完這句話 就
發現婦人 孩子和狗都不見了
虛空中就出現了文殊菩薩和祂的
兩位童子 菩薩對僧人說：﹁你
有慈悲心 但缺乏耐心 故還不
能成就 ﹂僧人對自己錯過了真
正的菩薩而後悔不已！
上師指出這個故事就是要教
導大家 修行除了要有慈悲心
喜捨心 還要有耐心；要把每個
人都看成是佛菩薩來對待 才能
生起﹁平等性智﹂ 而且 修行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就的 必須
有耐心地恆持下去 不斷地修正
自己的言行 這樣才能和佛菩薩
相應 不要剛修了幾個月的法
就想著：﹁怎麼沒有感應？﹂或
修了幾年後就想：﹁怎麼都沒有
看到佛菩薩現身呢？﹂上師說
其實你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未來
的佛菩薩 每一件事都是你修行
的功課 所以 行 住 坐 臥
都是在修行
兩位上師的教導 讓同門大
眾的深思 大家都受益匪淺！感
恩兩位上師和四位法師的開示及
不辭辛勞地前來本堂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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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芝城雷藏寺﹀
理事會之竭誠邀
請及同門熱烈反應 來
自達拉斯的釋蓮鎮金剛
上師在短短一年半內
於二○一四年五月十五
日傍晚第三度蒞臨芝城
展開為期三天的諸項法
務活動｜問事 勘察風
水 祭拜土地公 主持
﹁瑤池金母替身護摩大
法會﹂ 上師甫抵芝
城 已持續數日的陰天
即逐漸轉晴 氣溫回
升 迨週六及週日已轉
為風和日麗 此乃護摩
最佳的氣候！感謝上師
為芝城帶來瑞氣
五月十六日 上師
親臨勘察風水 方位
擺設 指導善信如何調
整布局 以改善氣場
提升運氣 結束後 在
︿芝城雷藏寺﹀護法殿
主壇問事 為大眾解答
內心疑惑 指示如何掌
握人生方向 上師的風
水指導 問事服務 遠
近馳名 不同凡響 獲

■文∕鄭惠玲‧攝影∕張強
‧蓮鎮上師主持「瑤池金母替身護摩大法會」。

得同門大力讚歎！
五月十七日上
午十一時 在︿芝
城雷藏寺﹀城隍
殿 上師帶領大眾
祭拜土地公 迎請
九十一位土地公降
臨接受資糧 現場
感應連連 是日下
午一點半 上師主
持﹁南摩無極瑤池
金母除障轉運替身
護摩大法會﹂ 雷
藏寺已於日前為大
眾準備替身紙人
報名者填寫個人資
料於紙人上 哈三
口氣於紙人天心
後
經上師的加
持
置於法會壇
城 上師並指導與
會大眾如何結劍印
加持自己的替身
使其更堅固 法會
結束後 上師帶領
眾等加持替身及送
走替身 如此 可
帶走眾等的黑業
病業 以及避開小

人之難 降頭之難等等災難 這是
︿芝城雷藏寺﹀建寺以來第一次舉辦
替身的護摩法會
上師開示﹁替身法﹂的源由及其
重要性 ﹁替身法﹂的祖師爺是姜太
公︵姜子牙︶ 當年周文王請教姜太
公治國之道 姜太公要求周文王雙手
拉車載他 文王知道姜太公非泛泛之
輩 遂允之 拉車八百多步 力竭而
停；姜太公告之：﹁周朝江山八百
年 ﹂文王聞矣 欲再拉車前進 太
公言：﹁天意如此 再拉無用 ﹂
周文王八卦神算亦是天下聞名
經常﹁畫地為牢﹂ 令犯人坐在地面
所畫的圈圈當中 不得逃跑！人人皆
知文王神算厲害 無論如何 文王八
卦皆可算出逃往何處 故無犯人敢
逃 當年有個樵夫擔柴入城 因為閃
躲 意外打死一路人 犯過失殺人
罪 文王路過 畫地為牢 犯人思其
家中老母 嚎啕大哭 姜子牙路過
同情其處境 以﹁替身法﹂將假人拋
下山谷 助犯人攜母逃往他國 文王
回程見畫地之牢尚在 犯人卻已渺茫
無蹤；回宮占卦所得答案︱此人犯已
落下懸崖身亡矣
﹁替身法﹂非常殊勝 可以替代
業障 同門只要誠心依照儀軌 可不
假他人 午後在家自行修﹁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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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法會功德亦迴向二○一四年贊助《燃燈雜誌》的功德主。

法﹂ 從後門送走
假人 切記所剪之
紙人必須完整 不
可斷手斷腳或有任
何缺失；亦不可折
疊之 以硃筆填寫
姓名 生辰 地址
於紙人正面 所祈
之願寫於紙人背
面 觀想瑤池金母
放三道光照射行者
天心 哈三口丹田
氣︵代表穢氣 業
障︶於紙人天心
爾後面對紙人說：
﹁紙人啊！紙人！
請將我的業障帶
走 ﹂隨後向瑤池
金母擲筊請示要燒
多少金紙 如果請
示結果 必須燒很
多金紙而財力不
足 可請問金母是
否可以唸︻真佛
經︼ ︻高王經︼
或﹃百字明咒﹄代
替部分的金紙？
上師指出 欲

增加財富 禮拜財神爺固然重要
土地公亦不可缺 土地公離我們最
近 時時意念祂 禮拜供養祂 土
地公歡喜受供後 財源即滾滾而
來！尤其是餐館業者 更須供養土
地公！
上師亦指出 行者當善加利用
﹁六根﹂修持戒 定 慧 以了脫
生死 所謂﹁六根﹂即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種感覺器
官；﹁六根﹂所接觸的﹁色 身
香 味 觸 法﹂即是﹁六塵﹂
﹁六根﹂接觸﹁六塵﹂就會產生眼
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
識等六種認識和分別的﹁六識﹂
芸芸眾生之所以從無始劫來流轉於
生死輪迴苦海之中 都是因為﹁六
根﹂未清淨之故 因此 若要遏止
繼續造惡業 需持戒 修禪定 才
能開發靈性的智慧 以喚醒潛藏於
我們內在本有的佛性
開示畢 上師代師為新皈依者
做﹁皈依灌頂﹂ 並為佛像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及為與會大眾做﹁瑤
池金母息災賜福灌頂﹂ 是次法會
功德亦迴向二○一四年贊助︽燃燈
雜誌︾的功德主 與會大眾皆沐祥
光 法喜充滿 法會吉祥圓滿

→﹁替身法﹂所用的替身紙人

←在︿芝城雷藏寺﹀城隍殿 報名眾等虔誠叩拜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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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財神王國聖域的落慶開鏡儀式

王國聖域落慶
■文∕住吉山編輯部

二

○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住
吉山雷藏寺﹀啟建一場殊勝
的﹁尊勝佛母七日七夜不斷經
不斷火大法會﹂ 法會吉祥圓
滿 奇蹟連連 在法會中亦同時
進行﹁紅財神王國聖域﹂的落
慶 在歷經了四年漫長且辛苦的
工程建設後 終於在本次法會的
前一天順利竣工 在法會時一併
舉行了開光儀式與開鏡儀式
建立﹁紅財神王國聖域﹂的
緣起要從靜香上師還在本師院
︵︿住吉山雷藏寺﹀的第一個
院︶的時候說起 那時 上師勤
修︿真佛密法﹀ ﹁春雷瑜伽體
功法﹂ 感應諸多；曾經有一
年 靜香上師舉辦了﹁七天七夜
不斷大悲咒﹂時 上師在深夜誦
咒 法本上出現了諸尊 並在浮
動著 之後 紅財神多次入夢指
示上師要供奉紅財神 當時的壇
城已經安立有黃財神了 而且
壇城空間不大 所以上師也就沒
有主動想要安立紅財神 直至紅
財神第五次入夢
夢中 靜
香上師來到了一個玫瑰花園 恍
然來到了另一個世界 在那裡
是印度的三大神之一的濕婆神
濕婆神指示靜香上師要到印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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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下瑜伽大修行。

印度之旅
從南印度到
北印度 僅
靠著夢中的
指示 起初
如同浪裡淘
金 沒個頭
緒
有 一

天 上師宿泊在河上的船屋 當
日則在船屋裡修法 唸誦︻金剛
經︼後 來了一艘印度人駕駛的
小遊艇 說是要去看印度家具
上師因為沒有特別的行程 於是
就一同前去了 在經過了一片蓮
花湖畔之後 來到了家具屋 上
師無心看家具 於是便到處閒

紅財神王剛到本師院的時
天空顯現奇蹟 周圍的天空

逛 恍然間 在店鋪裡的角落處
看到一尊色澤光亮的紅木雕紅財
神像 全身鑲著寶石以及像是象
牙的裝飾 佛像長寬將近一米左
右 很威武 很莊嚴
上師心花怒放 毫不猶豫地
跟老闆說：﹁這一尊 我要買
下！﹂當時顧店的是老闆的弟
弟 他趕緊叫哥哥出來 老闆本
人信奉阿拉 他激動地說：﹁是
阿拉把你找來的 是阿拉把你找
來的
﹂上師一頭霧水 原
來是其曾祖父曾經交代：﹁這一
尊紅財神不能賣 以後會有建廟
的人來迎請供奉
﹂直到今
天 真的是應驗了！算下來 這
尊紅財神王已經有一百多年了
更奇的是 由於要將紅財神
帶回來日本也不是容易的事！剛
好 海關的檢察人員是日本︽真
言宗︾的信徒 可能因為同樣都
是信仰密教的關係 檢察官只是
開箱稍微檢查了一點點 就趕快
再度包好 讓紅財神過了關 這
算是紅財神王第一次的靈感顯化
吧！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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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 迎請紅財神
王 於是上師認為機
緣成熟 便親自帶領
蓮應法師和同門共九
位 啟程前往印度尋
找夢中所指示的紅財
神佛像
遙遠的二十一天

▲紅財神王國聖域的金寶蓋。

菩提園地

中只有本師院上空祥雲朵朵 祥
雲像極了大白蓮花 同時還出現
彩虹 非常殊勝！該名海關檢察
官之後來拜訪靜香上師 說他結
婚十多年了 至今沒有小孩 祈
求上師幫忙祈福賜孩子 靜香上
師在紅財神面前誦﹃大悲咒﹄
取紅財神香灰加淨水 讓他們夫
妻喝下；三個月後 他的妻子懷
孕了 後來生下了一個女兒
在隨後的日子 紅財神更是
頻頻顯靈 靈示靜香上師啟建藏
財神院 唐式木雕紅財神宮殿

請佛駐世一切如來心秘密寶篋印
陀羅尼塔
紅財神王國聖
域
可謂是靈光顯赫 感應
如影隨形 上師的女兒芸音師姐
也曾夢到陪很多小象一起玩耍
醒來之後決定要去擦紅財神金
身 擦拭之後 公司的社長夫人
一看到她便心生歡喜 給了一個
大大的紅包 其工作也是很順
利 入社四年便當上藥局長 人
見人愛

紅財神在印度是印度人心中
的重大信仰之神 在密教 護持
密法的弘揚 紅財神也是最具足
資糧和財富的大財神 主司國泰
民安 家內平安 良緣成就 財
源廣進 考試順利 病氣平癒
紅財神曾顯靈告訴靜香上
整個宇宙的財富在祂的肚子
再經住吉山的金天門賜出給
師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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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量大 有福德 有修持 有
大願力 心地善良的眾生 紅財
神還說 若是家裡的風水地理是
不對的 只要摸祂的肚子 觀想
家中房子旋轉 就能改變風水地
理 因為整個宇宙就在祂的肚子
裡 紅財神還告訴靜香上師 金
銅鑼一響 宇宙共鳴 紅財神印
心 智結 緣結 財結 滿願吉
祥 完工後 歡
迎大眾蒞臨住吉

山敲金銅鑼
﹁紅財神王國聖域﹂矗立在
住吉山五大龍脈之一 是兩條龍
脈的交匯 是整座山的心臟處
紅財神王國聖域的建立由於是山
坡地 建築施工非常不容易 更
何況都是用幾噸重的大石壁所砌
成 整個大工程都是使用大吊
車 小吊車 耗資龐大；施工時
更要小心翼翼 常常都是有驚無
險 很多工程都是表面所看不到
的 例如：困
難重重的排水

管道 開電路 埋電線 工程複
雜 費用昂貴 工程進度很慢
但是竣工後卻是天工巧匠 金璧
輝煌 稱得上是文化藝術的建
築 可以千年不壞 百世留芳
整個﹁大聖天紅財神王國聖
域﹂是紅財神顯化給靜香上師觀
看的 然後 上師指揮設計師畫
設計圖 由上師親自督工 聖域
的大門 佛像由蓮應法師監工製
造 紅財神神像雕刻得栩栩如
生 一米正方厚 二米六高的石
柱內砌佛像浮雕 二邊還要用石
材 砌壁 和
上面的 宮殿
形 成 一 體
化 一 百二
十 六公分 的
石材浮 雕五
尊壁 佛 紅
色的 花崗岩
金身 高一 ○
八公分 還
有綠色 玉石
雕 刻 的 金
身 印度 黑
石金身 白
色大 理石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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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身
等等
屋頂是二千年不壞的
金色鑄銅材質 屋頂上
金 鑲嵌寶珠；印度式的
大門使用越南的水晶白

石 左右石柱分別雕刻蓮
生法王親筆書寫的﹁住在
宇宙之中央‧吉祥如意大
自在﹂ 兩隻石柱上掛著
兩個︽真佛宗︾的蓮花標

誌；主殿有銅製安金的滿願銅
鑼
主尊台座是半圓形的紅色花
崗岩 手工木雕宮殿的台座由浮
雕鑄銅包住 正前方雕刻紅財神
法相 左邊雕刻愛染
明王 右邊是大威德
金剛 背後是密教十
字金剛杵；此四面畫
作由日本︿大阪國際
藝術大學﹀畢業的天
元辰宏師兄擔當執筆
畫圖 宮殿旁的厚牆
再用白色及紅色花崗
岩掛上 步道及周邊
是日式庭園設計 主
殿前方是整排紅財神
金柱 造型別緻 是
日式的風格 鑄銅安
金 十分引人注目
讓人心生歡喜
紅財神曾在二○
一二年十月廿六日清
晨再度顯化﹁紅財神
王國聖域﹂的全面景觀給靜香上
師看 祂告訴上師 紅財神印度
天門完工後 要再建立金色大天
門 兩邊大柱要雕刻﹁雷聲震響
十法界 藏我如來顯真如﹂ 參
‧紅財神王國聖域的天門。

拜者可以通過金天門到紅財神宮
殿 空海大師宮殿 百年福德地
藏尊 十二干支生肖小徑 華光
自在佛石碑 蓮生佛宮殿 藍不
動尊 千手觀音本尊大殿 天靈
大權現龍王神 虛空藏菩薩智慧
亭 尊勝塔 黑不動尊
等處
參拜 因此 金天門也就是參拜
大道的總天門 整體完工後美侖
美奐 莊嚴無比 會令人歎為觀
止
︿住吉山雷藏寺﹀從開發申
請 籌款 策劃 設計 估價
發包 監工 重重壓力 讓上師
做得心痛 背痛 胃痛 唯師尊
知 天地知 佛菩薩知 護持者
知；相信 紅財神宮殿一定可以
留芳百世 蓮花靜香上師 蓮應
法師 礒山石材工業社長 平和
合金社長藤田益一 設計師盧永
春博士 謝謝你們！你們辛苦
了！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的大加持 感恩師母蓮香上
師 ︿宗委會﹀的支持 感恩再
感恩 感謝︿住吉山﹀國際理
事 國際委員及功德主的大護
持 感恩再感恩 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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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與會上師和論文發表人合影。

■文∕威德佛學院學員‧蓮樑法師

︿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暨
︿威德佛學院﹀ 為鼓勵及
推動宗內同門和學者 以學術角度
來研究︽真佛宗︾ 今年首創徵選
論文競賽；獲選的優異論文於今年
五月十八日 在︿台灣雷藏寺﹀舉
行的發表會公開發表 論文以本宗
派的文化為研究素材 為期半年的
徵選期 經由大學教授
和上師組成的評審團
以嚴謹角度選出優異論
文 透過徵文競賽 冀
能發掘宗內有研究能力
的人材 提升學術水
平 並能與國際學術水
平接軌 以利推動本宗
弘法工作
本屆徵選論文競
賽 評審團由三位大學
教授和三位本宗上師組
成 六位評審員對參選
論文各自獨立評分 奇妙的是 最
高分的兩份參選論文 竟然同分
主辦單位決定頒發二個第一名 他
們分別是︿國立宜蘭大學﹀魏寧的
﹁真佛宗台灣雷藏寺之研究﹂ 和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助理教授
洪欣儀 ︿雲林科技大學﹀電機系
教授王耀醇 ︿美國西北大學﹀電

機博士游江成共同研究的﹁高王經
的正負面評價研究﹂；第二名則是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的
﹁密教火供護摩法會之電場強度實
測｜法會能量變動之初探﹂；第三
名是︿中正大學﹀特聘教授王進賢
的﹁︽真佛宗︾教義與修學效益初
探｜四加行法研究﹂
會上亦由專長
︽真佛宗︾歷史研
究的張明聰師兄
發表︽蓮花童子的
根源︾研究 讓大
眾了解蓮花童子並
非杜撰而來 另由
馬來西亞︿北方大
學﹀語文老師陳秉
瑋 以宗外人士研
究馬來西亞︽真佛
宗︾的發展 並以
專書發表
發表會於上午
十時開始 首先由評審團成員之
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系譚偉倫教授 簡介徵文競賽的目
的和評審參賽論文過程 接著
︿中國密教總會﹀理事長蓮歐上師
致詞 他強調 透過學術研究 推
動本宗發展 冀能將本宗國際化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理事長蓮歐上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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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人—魏寧。

‧論文發表人—陳秉瑋。

佛眼佛母的根源研究 以至大日
如來的研究 如此能以學術角度
來確定︽真佛宗︾的根源
上午為第一場論文發表 由
︿馬來亞大學﹀榮退教授蘇慶華
博士主持 首先是由魏寧發表所
著的︽真佛宗台灣雷藏寺之研
究︾一書 此書以她在︿佛光大
學﹀宗教學碩士班的論文為本
於二○一三年四月資料蒐集研究
期間 蒙蓮生活佛口諭 勉勵其
出書 而後 作者屢蒙蓮生活佛
及諸佛菩薩夢示及提醒 使此書
能順利完成
接著 由馬來西亞︿北方大
學﹀語文老師陳秉瑋發表以宗外
人士研究︽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
總會的歷史及其發展現狀︾一
書 此書厚達二百七十頁 歷時

‧第二場論文發表主持人—譚偉倫教授。

持續發展 並且結合學界 教界
及宗派力量 推動研究以深化佛
理 以便接引眾生
接著是專題分享 首先張明
聰師兄發表︽蓮花童子的根源︾
一書的編輯歷程與未來的展望
讓大眾了解蓮花童子並非憑空杜
撰出來 ︿宗委會﹀蓮寧金剛上
師於評論時表示 這本書可做為
傳承研究的開端 以後可擴大到

‧張明聰師兄發表專題—
《蓮花童子的根源》。

‧第一場論文發表持人—蘇慶華博士。
‧蓮寧金剛上師發表專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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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座談主持人—吳有能教授。

法﹂為研究主軸 部分內容涉及
藏傳密教 論文內容包括密教各
派四加行與︽真佛宗︾四加行之
異同 四加行定義研究 四加行
法內涵研究 四加行法規定研
究 ︽真佛宗︾四加行的特別意
義；亦說明四加行的現實生活效
益 密教學習效益 與超越現實
效益等資料蒐集 分析及研究結
果
最後 由︿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吳有能教授主持宗
教座談 主題為﹁真佛宗學術研
究發展方向﹂ 座談人士包括蓮
栽上師 蓮歐上師 蓮花程祖上
師 王醴博士 蘇慶華博士 譚
偉倫博士 在專家各抒己見 聽
眾踴躍發表建言中 是日論文發
表會在與會大眾意猶未盡的離情
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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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人—王進賢。

探﹂ 此文是以商用電磁場量測
儀器 於二○一三年五月四日至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 在︿台灣
雷藏寺﹀舉行密教護摩法會的前
後時段 進行現場電場強度測
量 並完成數據結果的分析
︿中正大學﹀特聘教授王進
賢發表﹁︽真佛宗︾教義與修學
效益初探｜四加行法研究﹂ 此
論文以︽真佛宗︾的﹁四加行

‧論文發表人—王醴。

三年才完成 是以作者所撰同名
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增訂 作者選
擇以︿馬密總﹀為案例切入 並
將焦點放在一九九六年至二○一
三年期間的發展 以帶出蓮生活
佛與︽真佛宗︾的發展史
午後 由︿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主持論文發表 由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助理教
授洪欣儀等三人發表﹁高王經的
正負面評價研究﹂論文 此文探
討︻高王經︼在佛教界及民間信
仰的正面及負面評價 並從其歷
史起源 典籍考證 經文內容與
結構 修持方法 該書所引佛名
與其他佛教經典之交集等角度
討論該經書殊勝之處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
醴發表﹁密教火供護摩法會之電
場強度實測｜法會能量變動之初

‧論文發表人—洪欣儀。

腎臟的保養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腎臟是身體新陳㈹謝、排除廢物、排
毒的重要器官，全身的血液每小時經過腎
臟㆓㈩次，血液裡新陳㈹謝的廢物透過腎
臟過濾變成尿，再排出體外。腎臟的排毒
功能失調，會引起腰酸背痛、㈬腫、尿
毒、高血壓、尿道發炎、疲倦、失眠、耳
鳴、脫髮、視力模糊、反應遲鈍、情緒低
落、恐懼感，甚㉃精神錯亂。
任何進入身體的飲料、食物、空氣和
情緒壓力所產生的毒素，都會經過腎臟。
如果污染物質太多，造成腎臟負擔太重，
短期會出現阻塞、發炎現象，長期則㈲結
石、排毒功能衰退、血液不乾淨等各種毛
病，最嚴重的要靠㆟工洗腎清除血液污
染，不然，會㈲生命危險。
因此，腎的「㈰常保養」預防勝於
「治療」！平㈰就要㊟意保健，避免對腎
臟造成傷害，才是㆖㆖之策。
造成腎臟失調的主要原因㈲㆘列幾

5. 飲⽤酒、咖啡、汽⽔、冰冷飲料
過多。
6. 潮濕寒冷的天氣。
7. 飲⽔不夠。
想要保護腎臟，就要減少以㆖的傷
害，同時做到㆘列幾點：

1. 多喝⽔。
2. 多 吃 、 多 喝 漿 果 類 。 例 如 ： 草
莓、蔓越莓（ cranberry ⼩紅莓）、藍
莓、覆盆⼦（ raspberry）、 西⽠、檸
檬等⽔果或果汁。
3. 攝取植物性蛋⽩質。
4. 規律運動。
5. 清淡的天然飲⾷，充分的休息。
6. 開朗的⼼情。
7. 避免腰部受寒，常⽤⼿擦熱按摩
腰部，達到強腎的排毒功效。

點：
香菜、荷蘭芹與檸檬對腎臟的保健

1. ⾷ ⽤ 過 多 的 動 物 性 ⾼ 蛋 ⽩ 質 ⾷
物，產⽣過多尿酸，讓腎臟⼯作過
量。
2. ⼯作過勞，壓⼒太⼤，沒有充分
的休閒。
3. 服⽤西藥，如消炎⽌痛藥、抗⽣
素等。
4. 環境的污染，包括⽔源、⼟壤、
空氣、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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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經過多年的運作，負責排除鹽、
毒素及所㈲不需物進入身體；但隨著時
㈰，鹽毒積累越來越多，因此，需要進行
清潔處理。現在，只要用蔬菜就可以簡單
保養你的腎臟。
香菜：香菜是由西漢時張騫出使西域
時引入的，它的嫩莖和鮮葉㈲種㈵殊的香
味，常被用作菜餚的點綴、提味，是㆟們
喜歡食用的蔬菜之㆒。

㊩㈻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拿㆒把香菜洗乾淨，切小塊，用清㈬煮
沸 10 分 鐘 ， 冷 卻 後 過 濾 到 ㆒ 個 乾 淨 的 瓶
子，存放冰箱。每㆝喝㆒杯，可以把腎臟所
㈲積累的鹽和其他毒素經排尿排出。你會發
現，從來沒㈲過這麼大的差別。
香菜已被證實為最好及㆝然的清洗腎臟
治療用料。〈㆖仁達㊩㊩療診所〉主治㊩師
兼㈻術副院長—葉㊪仁㆗㊩師說過：
香菜又㈴芫荽、鹽荽、胡荽、香荽、延
荽、漫㆝星等。香菜性溫味甘、入肺胃經，
能健胃消食、發汗透疹、利尿通便、驅風解
毒。香菜營養豐富，內含揮發油和揮發性香
味物質、蘋果酸鉀、大量維生素 C、 胡蘿蔔
素、維生素 B1、B2， 同時還含㈲豐富的礦
物質（如：鈣、鐵、磷、鎂）。
因香菜含大量維生素、礦物質，所以飲
用香菜生汁可以幫助腎臟清理廢棄物，將所
積累的鹽和其他毒素經排尿排出。香菜㆗所
含的維生素 C 量比普通蔬菜高得多，㆒般㆟
食用 7〜10 克香菜葉就能滿足㆟體對維生素
C 的需求量；而香菜㆗所含的胡蘿蔔素要比
番茄、菜豆、黃瓜等高出 10 倍之多。
荷蘭芹：拿㆒把荷蘭芹，洗乾淨，切成
小塊，放在鍋子裡，㊟入乾淨的㈬煮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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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葉子捲曲狀的荷蘭芹，以及葉子扁平與
㆒般香菜外觀類似的香芹。荷蘭芹的味道類
似香菜與芹菜，但並非香菜和芹菜。
荷蘭芹又叫㈯芹菜，是不錯的保健食
物！若腎臟是好的，倒是沒什麼影響，因其
富含纖維，可幫助消化外，其維生素含量也
相當高，對視力保護㈲不錯的幫助。此外，
因其含㈲芹菜油，具芳香氣味，能㈲健腦、
清腸和利便的作用。
㆟們很早就曉得荷蘭芹是最佳腎臟清洗
劑，而且它是㆝然的。因芹菜含㈲大量的
鉀、鈣、磷等礦物質，鉀對腎臟病患者來
說，會讓病情雪㆖加霜。但㆗㊩觀點認為，
芹菜性涼，吃多了會引發腹瀉等問題。
所以，芹菜汁對於身體健康的民眾來
說，無疑就是保健食品，但是，對於高血
壓、腎臟病患，會㈲㆒定的影響和傷害。
檸檬養腎法：善用檸檬，檸檬對腎臟好
處多多，同時還可強化肝臟。
飲用「溫檸檬汁」可以保養腎臟。
每㈰起床後鮮榨㆒個檸檬，加入㆒杯
200CC 溫開㈬調和（可加少許㆝然海鹽、口
感更滑潤順口），空腹慢慢喝㆘，可以清潔
腎臟，也可讓大小便更順暢。

鐘，冷卻後過濾到㆒個乾淨的瓶子，存放冰
箱。
每㆝喝㆒杯，你會發現你腎臟裡所㈲積
累的鹽和其他毒素都經由尿液排出體外，而
且感覺身體和以前完全不同。
〈義守大㈻義大㊩院〉㆗藥科吳㊪修藥
師表示， parsley 翻譯成㆗文稱為荷蘭芹或
巴西裡、洋香菜、歐芹、洋莞荽，市面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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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entance puja is considered an integral part of Buddhism.

This ritual is known as repentance dharma. As far as I know,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rituals:
1.King Liang’ s precious repentance－ King Liang invented this after reading the Mahayana sutras for his
concubine.
2.Water repentance－invented by dharma master Wu Da after he learned it from Shen Zen.
3.Golden brightness repentance－Master Tian Tai invented it from the golden brightness sutra.
4.Avalokitesvara repentance－basing on the Avalokitesvara Sutra to eradicate all latent calamities.
5.Amitabha repentance－drawing the magnificent purity of Amitabha Buddha.
6.Avatamsaka (Fa Hua)－ Master Tian Tai invented it from Avatamsaka Sutra,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Six SenseOrgans and Avatamsaka samadhi.
7.Medicine Buddha－basing on the sutra of vows and merits of Medicine Buddha.
8.Fang deng－Master Tian Tai invented it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ome dharani sutras.
Why must we do a repentance ritual?
It is mentioned in the“Xin Di” Sutra:
The sin will grow if it is repeated, the sin will be annihilated if a repentance ritual is carried out.
All of us are familiar with the following repentance verse.
“These unwholesome karma created by me since time immemorial,
arising from my endless greed, hatred and ignorance,
created by my body, speech and mind,
I now repent what I have done.”
A paragraph from “Da Ji” Sutra is what I like best.
“A piece of a hundred years' cloth, can be cleaned within a day. Likewise all the unwholesome karma we
have accumulated over the umpteen lives can be annihilated if we take a little time, may be a day, to follow the
right thought prescribed by the dharma.”
●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repentance:
1.Confess all the unwholesome karma created by body, speech and mind in front of the Buddha. This form is used to
atone for the precepts we have broken. It is known as “zuo fa” repentance.
2.Invoke a Buddha to touch our head, or a Bodhisattva to radiate light on us in our meditation. These auspicious signs
can be used to eliminate all kinds of anxiety-it is known as “Qu Xiang” repentance.
3.eradicate the ignorance of middle path by means of medit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non-rebirth.-known as “Wu Sheng”
repentance.
In the “Ling Xian Vajra Tantra”, I talked about how to do a True Buddha repentance ritual. There are five salient points:
1.Invocation of Buddha to witness
In our meditation, We must summon three Buddhas from the West, five Buddhas from the south, five Buddhas from the
south and eight Buddhas from the north - altogether 21 Buddhas - to appear in the air and be our witness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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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3 - The Great Spiritual Response Of Tantr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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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ntance ritual.
2.Radiation of lights for eradication
The virtue of 21 Buddhas can be used to reduce unwholesome karma and increase the merit of a cultivator. The
cultivator must visualise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ddhas, each radiates colourful lights from his pores. The ray comes out
from the pores will burst into illumination, and endless colours can be spotted. The light will be able to turn the worlds in ten
directions into Buddha countries. And the cultivator immerses in a world of brightness. The five stages of a world's existence
will have the lights. As the lights are omnipresent, first it can be used to change a filthy country to a Buddha country.
Second, to liberate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who are supposed to be descended to hungry ghosts and animal realms because
they have ten unwholesome karma, five profound sins, slander of triple gems, do not respect gurus and are un-filial.
Third, the light will radiate at the cultivator, so that his unwholesome karma will be eradicated. After the empowerment,
he will be happy, upright, fortunate and smart. And be as dignified as a Buddha. He could also see the Buddhas of three
lives from the ten directions.
3. Recite the names of Buddhas and chant mantra.
When seeing the lights, the cultivator must wholeheartedly recite the name of all the 21 Buddhas three times and chant
the karma eradication mantra between 108 times and 1080 times. “Lipo lipo ti, qiu he qiu he ti, tuo luo ni ti, zhen ning qian it,
suaha.”
4. Visualisation and mudra
Left hand forms a fist and place it near the waist. Open the right palm, extend the five fingers (just like a five colour
lights shine naturally ), and put the palm near the heart.
5. Transference and repentance
The unwholesome karma created over the past lives which would lead us to lower realms such as hell, animal, hungry
ghosts or asura. Or the eight conditions in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see a Buddha or hear his dharma. All these will be
eradicated when we cultivate right belief and repentance and the bad effect will not ripen. Following the Bodhisattvas before
us who did cultivation and repent their unwholesome karma, we must confess and repent the same, so that all our past
misdeeds will be exterminated and all our future misdeeds will not arise. The 21 Buddhas are invited to be our witness.
This is the True Buddha repentance ritual that must be cultivated together with four basic rituals and guru yoga. If we
follow the rites properly, our merit will increase and hindrance will be removed totally.
●
The hundred words bright mantra is known to be the best mantra for repentance in Tibetan Tantra. Its three uses are:
1. Repentance
2. Empowerment by the five Buddhas
3. Ramification of imperfection if any in the cultivation
Two reasons of cultivating “Vajra heart Bodhisattva dharma” were stressed:
1. All the unwholesome karma from time immemorial can be eradicated.
2. True Buddha cultivator's action and vow will be as solid as a vajra.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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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hangements infinis
J

e dis alors :

Le b o u d d h a M a h â v a iro c a n a (le
Tathâgata Grand Soleil) est le corps
dharmique de Padmakumara.
Le bouddha Amitâbha est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de Padmakumara.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est le
corps de métamorphose de Padmakumara.
Moi, Sheng-yen Lu, j'ai transmis aux
disciples le dharma tantrique du Vrai
Bouddha. Je leur ai donné toutes les paroles
de vérité et montré tous les témoignages
authentiques.
J'ai vraiment prouvé en personne, de
manière irrécusable, l'existence du maha
Étang au Double Lotus dans le Sukhâvati
(le Monde de la béatitude parfaite de
l'Ouest). Ce n'est pas un mensonge ni une
hypocrisie. Je suis entré dans le vide
suprême au moyen du voyage spirituel ; j'ai
vu de mes propres yeux le Grand
Padmakumara blanc, et j'étais conscient
d'être le corps métamorphosé de
Padmakumara. (Je l'ai déjà consigné dans
les livres que j'ai écrits il y a plus de trente
ans.)
Ayant reçu la transmission de la lignée
issue du bouddha Mahâvairocana, du
bouddha Amitâbha, de Padmakumara et du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il vous suffit
d'en trouver la fréquence électrique, vous
pouvez alors acquérir une correspo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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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aire apparaître et en recevoir des
messages. Voici ceux auxquels le fait se
réfère :
Une lune se reflète sur mille fleuves.
Une voie propage mille dharma.
Un coeur fait s'élever au royaume du
bouddha.
Par la pratique du dharma tantrique du
Vrai Bouddha, on purifie le corps, la parole
et la pensée ; on reçoit des bénédictions
venant de la transformation pure et
prodigieuse ; la confiance et l'effort dans la
pratique s'accroissent. On peut dire que ce
sont des changements sans fin.
Je cite un petit exemple :
Dans une annexe de l'école du Vrai
Bouddha, après avoir assisté à une pratique
collective, un disciple se mit debout et dit :
— Hier soir, j'ai vu dans mon rêve notre
maître vénérable, qui habite à Seattle, aux
États-Unis, et il m'a offert un objet…
Ce disciple n'avait pas encore terminé
son discours, deux autres disciples se
levèrent déjà et dirent :
— Hier soir, nous avons également rêvé
du maître vénérable, qui habite à Seattle,
aux États-Unis, et qui nous a offert un
objet...
Alors, le responsable de la succursale
demanda :
— Eh bien, ne dévoilez pas maintenant
l'objet que vous avez reçu, mais vous trois,
notez-le sur un papier, puis donnez-le-moi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Journal des voyages spirituels
～Un autre genre de manifestation du prodige～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1, Éditions Darong

afin que nous sachions de quel objet il
s'agit.
Ces trois personnes notèrent le nom de
l'objet sur un papier, qu'ils remirent au
responsable de la succursale. Celui-ci
déplia les papiers devant tout le monde et il
sursauta d'étonnement. Comme c'était
merveilleux ! Car ils avaient écrit les
mêmes mots : « pêche de longévité ».
À la proclamation du résultat, tout le
monde se regarda en silence.
En fait, c'était, le jour même,
l'anniversaire du bouddha Amitâbha.
Je dis :
— Chaque disciple récite de tout son
coeur le nom de son maître vénérable ou
son mantra : « Om Goulou Lianshen Siddhi
Rom ».
» “De tout son coeur” signifie que son
esprit n'est pas confus, mais se concentre
sur un point. Il faut savoir que lorsque le
coeur ne conçoit pas la moindre pensée
divergente ni aucune idée illusoire, on se
transcende déjà au-delà de l'état de
“sollicitude de la pensée” ».
» Ce qui veut dire que, l'esprit unifié, on
peut posséder en même temps les trois
mille dharma. C'est la théorie préconisée
par l'école T'ien-t'ai.
Si on ajoute foi de toute son âme à la
correspondance avec Padmakumara, on
pourra certainement le rencontrer, et on
pourra, dans l'état méditatif, dans une

pensée qui se manifeste un instant, voir de
ses propres yeux Padmakumara.
Je dis sincèrement et honnêtement à tout
le monde : je suis capable de faire voyager
mon esprit et aussi de me diviser pour me
manifester en même temps dans plusieurs
endroits. Il suffit que vous, pratiquants de la
perfection, entriez par la porte du coeur
unique. Comme cela, vous pourrez
facilement communiquer avec
Padmakumara, obtenir l'onction, la
bénédiction, la protection. Votre bonheur et
votre sagesse s'accroîtront ; vous pourrez
même renaître dans le royaume du
bouddha, et vous n'éprouverez aucune
difficulté à vous rendre dans n'importe quel
pays bouddhique du Monde du trésor de
lotus.
Cela peut se résumer en quelques mots :
L'esprit unifié, on ne se trouble pas.
L'esprit unifié, on ne s'illusionne pas.
On récite de tout son coeur le nom du
bouddha.
On récite de tout son coeur le mantra.
On confie de tout son coeur son corps et
son âme aux Trois Joyaux.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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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宗委會核⼼⼩組訊】⼆○⼀四年五⽉⼗三、⼗四兩⽇，台中的天空瑞雲繚繞，
陽光明媚，五⽉份的〈宗委會〉核⼼會議在台中〈 Hotel One〉 舉⾏。在前⼀天，剛剛
結束「真佛宗⾸屆法師聯誼會」之後，全體處⾧不辭勞苦，不顧遠道⽽來、嚴重時差
之苦，全數出席核⼼會議。此次核⼼會議的主席是總務處⾧蓮者上師，出席會議的有
蓮寧上師、秘書處⾧蓮潔上師、財政處⾧蓮印上師、法務處⾧蓮栽上師、公關處⾧蓮
悅上師、監委處⾧蓮旺上師和⽂宣處⾧蓮訶上師。
在恭誦『根本上師⼼咒』和『四皈依咒』祈請傳承⼤加持之後，處⾧們⾸先審核了
今年⼆⽉份核⼼會議的各項決議，了解決議的執⾏情況，然後由各位處⾧⼀⼀做出近
期的⼯作報告，詳細敘述這兩個⽉中各⽅⾯⼯作的進展情況。然後，依照會議的流
程，處⾧們依次討論了：重要決議案、特別討論案、⼀般討論案、網路討論案以及臨
時動議。
在重要決議案中：台灣〈崑崙同修會〉申請道場認可，已通過第⼀階段審核賜名，
⽬前補交⼈民團體⽴案證書影本，資料已⿑全，〈宗委會〉予以道場認可。另，台灣
真佛密壇同修道場申請道場認可，第⼀階段⽂件資料已⿑全，〈宗委會〉通過道場賜
名認可。
在特別討論案中，處⾧們詳細策劃了「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四屆第四次上師聯
誼研討會」及「宗務委員會第四屆第四次⼤會」的⽇期、地點和議題，會議的時間
是：今年⼋⽉廿五⽇及廿六⽇，地點是〈彩虹雷藏寺〉，會議的新穎討論形式和議
題，〈宗委會〉將分別寄給全體上師和〈宗委會〉委員。
「真佛宗⾸屆全體法師聯誼會」圓滿成功，處⾧們熱烈討論總結此次聯誼會的經
驗，收集了法師資料和建議。處⾧們也詳細研究了〈⾺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的
《僧務建議書》，這對於未來真佛宗派弘法⼈員的關懷、管理和建⽴完善僧伽制度，
以及下⼀屆的法師聯誼會該如何舉辦，都有著重要意義，甚⾄對於上師聯誼會的未來
形式也有很⼤的參考意義。
《真佛宗》⼋⼤本尊及四加⾏修法儀軌的英⽂版已經修改完成，將在台灣印刷出
版，未來將在美加地區及全世界發⾏，對於〈真佛密法〉在西⽅世界的弘揚將啟發進
⼀步的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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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光華—細說密教完整儀軌》⼀書是所有《真佛宗》初學弟⼦的必讀之
書，其內容是師尊親⾃講授〈真佛密法〉的修持儀軌，授課極為完整詳盡，條理分
明，層次清晰，是⼀本對初學者極為重要珍貴、不可多得的教材。〈宗委會〉在徵得
師尊、師母的同意之下，將印刷出版，未來贈送給所有新皈依的真佛弟⼦，利益無量
眾⽣。
第⼗版《真佛宗簡介》經過各位處⾧的詳細審核終於圓滿通過，這是⼀份代表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的官⽅介紹，其內容包含了：根本上師蓮⽣活佛、《真佛
宗》、〈真佛密法〉以及〈華光功德會〉、〈盧勝彥佈施基⾦會〉、《真佛報》、
《燃燈》、〈 TBSN 簡介〉等等。未來將⼤量印刷，發⾏到全世界各分堂。
蓮寧上師特別提出關於真佛網路和 Facebook 的宣導及監督事宜，當今網路世界發
展迅猛，尤其是 Facebook 的傳播速度，極為驚⼈。真佛宗派在使⽤網路傳媒弘揚正法
的同時，也要監督審查那些利⽤網路來誹謗真佛、混淆視聽、誤導真佛弟⼦者，及時
予以糾正，澄清錯誤⾔論，辨明是⾮，護師護教，也守護所有的真佛弟⼦，使其不受
污染，為此，核⼼⼩組經過討論，當即發出了相關通告。
由〈宗委會〉主辦的「師尊七⼗⼤壽慶典」將於六⽉⼗五⽇在〈彩虹雷藏寺〉舉
⾏，處⾧們共同詳細討論了此次慶典的場地布置和活動內容安排，希望這次慶典能夠
代表五百萬弟⼦的敬師愛師之⼼，將⼀個不同凡響的慶典呈現給根本傳承上師，也歡
迎全世界的同⾨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三⽇當晚，處⾧們與師尊、師母共進晚餐之時，⼤家向師尊、師母⼀⼀詳細稟
報會議商討結果，並就幾個相關議題請教師尊、師母的指⽰，感恩師尊、師母給予諸
多慈悲的教誨和極⼤的⿎勵，使得此次核⼼會議⾮常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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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集推廣組訊】「宗委會師尊⽂集推廣組」將繼續推廣精華版的《陽宅地靈闡
微》、《陽宅⽞秘譚》⼝袋書結緣贈書活動。根據以往參加書展的各單位⼤⼒反應，
這兩本師尊精⼼講解⾵⽔的知識，只要⼀拿出來展⽰，⽴即被參觀書展的會眾索取⼀
空。所以，我們將再接再勵繼續藉這兩本書與⼤眾結下真佛緣。
並且，推廣組也跟台灣〈⼤燈⽂化出版社〉協商，將〈⼤燈⽂化〉已推出的善書
（ G069 《當下集》及 G073 《⼤願地藏》），重新編排縮⼩尺⼨，列⼊師尊⽂集精華
版⼝袋書推廣的活動中。期待⼤願地藏菩薩的「孝」以及令⼈震撼的「因果說」能深
深地打動⼈⼼，啟發讀者學佛向善的⼼。
下表列出 2013 年 1 ⽉ 1 ⽇⾄ 2014 年 6 ⽉ 7 ⽇贊助「宗委會師尊⽂集推廣組」的捐款
明細。也懇請世界各《真佛宗》道場幫忙呼籲眾堂⽣贊助⽀持「宗委會師尊⽂集推廣
組」。贊助說明如下：
1. 單⼀同⾨贊助款如果少於 US$1000 ，〈宗委會〉將不會寄送到贊助者處。
2. 但同⼀道場之同⾨可以集合⼤家贊助的款項，寄⾄〈宗委會辦事處〉。只要寄來
的贊助款總合是 US$1000 或更多，便可要求寄書到貴單位，註明道場的收件地址及書本
總數（以不超過贊助⾦額為限）。
3. 如果贊助善款是⽀票，受款⼈為： TRUE BUDDHA FOUNDATION ，⽀票上請註
明「贊助師尊⽂集推廣組」（ Donation to Propagation of Grand Master's Books ），直接
寄給〈宗委會〉。
4. 贊助者亦可上《真佛宗》官網 tbsn.org ，選擇 e-store 的⽅式捐款。善款亦可使⽤
網路信⽤卡 ESTORE 贊助。如果符合條件，需要寄書的贊助單位，請註明收件者的詳
細資料，再傳真到〈宗委會辦事處〉。
其餘的⼝袋書將由「宗委會師尊⽂集推廣組」統籌分配。如果道場或相關單位舉辦
蓮⽣活佛書畫展亦可來信申請。
贊助者可註明助印善書功德迴向資料，將祈請師佛特別加持。為節省印刷費⽤，迴
向名單不會印在⼝袋書內。⽇後將整理贊助者名單公布於中央⽂宣上。
感謝⼤家熱忱參於贊助，如有任何疑問請來函〈宗委會辦事處〉詢問。
〈宗委會〉地址： 17110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電話： (425) 885-7573 傳真： (425) 883-2173
在此特公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到 2014 年 6 月 7 日贊助「宗委會師尊文集推廣組」
的功德主，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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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真佛護法㈮剛」
前100㈴最高捐獻者功德榜

˙近期公告˙

【宗委會核⼼⼩組訊】當根本傳承上師蓮⽣活佛盧勝彥的清譽受到汙衊，當真實殊勝
的密法受到毀謗時，〈宗委會〉責無旁貸，即刻揚起護師護教、匡復正知正⾒的⼤
旗。呼籲帶領全世界真佛護法弟⼦，全⼒以赴地展開⼀連串遏⽌網路惡意毀謗的法律
訴訟⾏動。
感謝全球護法⾦剛們在這⼀年來的贊助，您們的⼼意如雪⽚般的⾶來，以實際的⾏
動捍衛宗派，展現《真佛宗》精誠團結的⼒量。
〈宗委會〉謹此向這⼀年來護師護教的真佛弟⼦們，致上最誠摯的謝意與感激。
因為有你我共同⼼⼿相連，才能保護我們最想要護衛的根本傳承上師，讓真佛法脈
得以淵遠流傳！
〈宗委會〉謹此公布前 100 名最⾼「真佛護法⾦剛」捐獻功德主，此 100 位將列名
聖尊蓮⽣活佛盧勝彥於西雅圖〈彩虹雷藏寺〉主祈護摩七壇及頒授「宗委會感謝狀」
⼀只（感謝狀上特書：⾦剛護法威德⼒，除障辟惡斷妄惑；⽕蓮海中顯⼒⾏，慈悲喜
捨護眾⽣），以表謝忱。
前 100 名最高「真佛護法金剛」捐獻功德主名單如下：
True Buddha Diamond Temple of NY。 候尚智。彩虹雷藏寺。蕭志界。嚴明雷藏寺。
⾹港雷藏寺。林坤⾳。蓮院上師 , Tien L。 ⼤願學會。林鑽⼼。胡⽯⼄合家。 Dr. Lee
Lak Moi。Jing Yin Temple。 周維⽥。華嚴雷藏寺。葉福勝 , 葉崧 , 葉內梅合家。徐⽞
鉦。林宗清閤家。蓮毅法師。蓮銨法師。陳⽟⾦。 Chun Wing Sze。 釋蓮雄上師。蓮⽣
活 佛 , 師 母 。 Winarico, Hanifa。 釋 蓮 茵 。 施 鎮 榮 。 ⿈ 堅 恆 。 Wei An Ying。Phan,
Thu。Leung, Wayne W。 蓮花永正 , 美珠 , 聖娣。廖煒⽂。洪以安。 Hua, Elaine I。 許⽂
財 。 Fu Lim。Shen, Rong。 胡 乾 廣 合 家 。 Sun, Zhi Yang。 劉 燕 冰 。 Cheng, Goh
Low。Chaofan Liang。PPAB Zhen Fo Zhong Lian Yi Hui。Tsz Chiu Liu。Tang,
Amita。Meng, Sim Kay。 釋蓮枚。尤靖。蓮紀法師。 Kok-Kwong, Ai-Lan, Shann-Renn
Chain。 吳⽟樹。黎陰炳。韓建萍。 Huang, Chester J。 蓮花海興 , 雪娟 , 映真 , 尹麗 , 尹
進 。 蓮 花 進 昆 。 尊 勝 雷 藏 寺 。 登 寶 堂 。 聖 德 雷 藏 寺 。 Tung Chou & Fuh Ru Lee
Liao。Yuan Xue Lei Zang Temple。 蓮 任 法 師 。 蓮 君 法 師 。 靜 ⾹ 上 師 。 Yew, HwaLing。 蓮寧上師。蓮馨上師。蓮者上師。楊雪玲。朱紹明合家。蓮⼀上師。 Chu, Shih
& 蓮花⽂⽂。 Chow, Janny。Tam, Kimberly, Ricky Tam。Seok Hui Severine Ng。 陳仁和。
劉美麗。鄭秀英。 Thai, Chin Yu。 法明同修會。蓮店上師。蓮涯法師。蓮贈法師。蓮花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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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再次恭請聖尊親㉂主持生基儀式
⼤好消息！再次恭請聖尊蓮⽣活佛於 2014 年 8 ⽉ 31 ⽇在〈彩虹雷藏寺〉親⾃主持
⽣基儀式！

彩虹雷藏寺聯絡⽅式： 14310 476th AVE SE North Bend, WA 98045-7931 U.S.A.
‧電話： 425-888-3677 ‧傳真： 425-888-9008 ‧網址： http://tbs-rainbow.org
麗娟 , 妍雅 ,Rob Wason, ⾠漢。 Kin San Siu。 蓮花丹齡。蓮花美英。釋蓮供。鄭佳芬。
彭稚瓔。蓮花俊瑛。吉祥堂。江梅正。⾼雄⼤義學會。蘇添⽕。 Neo Koek Tsaan。 葉
俊傑。周正欣。 Sun, Mme Meigin。 忍智同修會。莉莉法師 &Louie Wu。 蓮潔上師。何
⽂榮。蓮器法師。何耀燊。⿈漢華。吳容基。
再次感謝⼤家的熱誠贊助，盼望繼續⽀持〈宗委會〉。
「真佛護法⾦剛」專案，擁護傳承，破除魔障，護師護教，功德最勝！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四年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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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根本傳承上師蓮⽣活佛盧勝彥再次應允弟⼦，將於 2014 年 8 ⽉ 31 ⽇（星期
⽇），在〈彩虹雷藏寺〉親⾃為⼤眾主持⽣基儀式！
請⼤家務必在 8 ⽉ 24 ⽇之前把⽣基物寄到〈彩虹雷藏寺〉，如果在 8 ⽉ 24 ⽇之後
寄來的⽣基物，〈彩虹雷藏寺〉無法擔保能給聖尊親⾃做⽣基。請⼤家儘早把⽣基物
寄過來，把握此難得的機緣。
做⽣基的代表物：個⼈的⼿指甲、腳指甲、少許頭髮、內⾐褲⼀⼩塊，密封在⼀
個的⼩包袋裡（包袋顏⾊可隨意）。請注意：包袋⼤⼩以紅包袋為準，請在⽣基物封
袋上註明姓名及⽣⾠。
因郵件數量龐⼤，為⽅便作業，有關⽣基物郵寄注意事項如下：
1. 請將⽣基物與供養紅包分開，在郵寄信封上要註明是做⽣基。
2. 做⽣基信件不予回覆。（如需回信，請註明需要回信及⽤正楷寫清回郵地址。
因地址不清楚、不詳細導致往來郵誤，本寺無法負責。）
3. 請單獨郵寄⽣基物信件，請勿將做⽣基信件夾雜法會報名表格、問事、求加
持、求符等類信件。〈彩虹雷藏寺〉不負責代處理任何問事、求加持、求符等類信
件，此類信件請直接寄往〈宗委會辦事處〉。
⾮常感謝⼤家的合作！

台灣

褒揚狀﹂ ﹁最高成就獎﹂和
﹁榮譽公民﹂等三個獎項 並講
述救度關島︿圓覺堂﹀蓮到法師
的姐姐出寒冰地獄的真實事件
以及蓮郲講師皈依的感應故事和
蓮信上師求符的靈應神蹟
聖尊開示介紹大日如來的法
相 種子字 手印和咒語 大日
如來有三種象徵：﹁光明遍
照﹂ ﹁智慧遍照﹂和﹁破煩遍
照﹂ 大日如來的法身是﹁毘盧
遮那佛﹂ 報身是﹁盧舍那
佛﹂ 應身是﹁釋迦牟尼佛﹂
聖尊強調 修法不要去計較
修了幾壇法 每日修法如草長
不要浪費時光 多持咒 少說無
聊的話 總有一天會有收穫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請參閱第三
一六期︽燃燈雜誌︾︶
灌頂前 ︿台灣雷藏寺﹀準
備了三層蛋糕 祝福師母及全天
下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最後 聖尊為壇城 流通處
及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器 文物
開光 並加持大悲咒水及做總加
持 慈悲賜授﹁金剛界大日如
來﹂ ﹁胎藏界大日如來﹂
﹁護摩﹂和﹁拙火定﹂等灌頂
與會大眾法喜充滿！

身的長壽如來 以甘露加持眾
等 祈願人人都能夠長壽健康
平安吉祥
會後 聖尊介紹長壽佛手中
所持甘露瓶的作用 並示範手印
和親誦咒語；聖尊告訴大家 修
﹁長壽如來法﹂可以治病 並獲
得長壽
接著 聖尊詳細講解密教
﹁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的
重點 所謂生起次第就是外法
而圓滿次第就是內法 生起次第
以修身 口 意為主 而圓滿次
第是以修氣 脈 明點最為重
要 身 口 意清淨 就一定相
應；身 口 意不清淨 就永不
得相應 最重要的是﹁身不漏
智慧不漏 心不漏﹂才能成佛
是日 ︿台灣雷藏寺﹀準備
七層大蛋糕慶賀聖尊七十佛誕
大家同唱生日快樂歌 祝聖尊生
日快樂！︵聖尊完整開示內容請
參閱第三一七期︽燃燈雜誌︾︶
最後 聖尊為壇城 流通處
及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器 文物
開光 並加持大悲咒水及做總加
持 慈悲賜授與會大眾﹁長壽佛
灌頂﹂ 法會在一片歡樂氛圍
中 劃下圓滿的休止符！

齊聚㆒堂共讚佛恩 同享殊勝法筵

︻燃燈 草屯訊︼二○一四年五
月十七日︵週末︶ ︿台灣雷藏
寺﹀恭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親臨主持﹁長壽佛護摩大法
會﹂及講解﹁大圓滿九次第
法﹂ 這是聖尊回西雅圖前在台
灣主持的最後一埸法會 因此
有非常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弟子參
加 珍惜此無上法緣 齊聚一
堂 共慶佛恩 同享殊勝法筵
下午四時許 聖尊陞法王
座 首先由蓮哲上師代表與會大
眾向聖尊敬獻哈達及供養 恭祝
聖尊七十仙壽 護摩法會正式開
始 聖尊點燃護摩火 加持供品
下爐 演化﹁息 增 懷 誅﹂
大手印 並祈求由阿彌陀佛所化

蓮生活佛與蓮香師母同切生日蛋糕

大㈰如來放大光明 遍照娑婆世界

︻燃燈 草屯訊︼二○一四年五
月十日︵週末︶ ︿台灣雷藏
寺﹀恭請︽真佛宗︾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主持﹁南摩大日
如來護摩大法會﹂ 是日 來自
世界各地親臨領受法教的弟子相
當踴躍 護摩供品琳瑯滿目
下午四時許 聖尊陞法王
座 護摩依序進行 法王祈求護
摩主尊大日如來 放大光明照娑
婆世界 除了所求﹁息 增
懷 誅﹂皆能如願之外 更祈請
加持真佛弟子 修行日日增長
業障消滅
會後 聖尊首先說明上星期
應邀至關島弘法的法務行程 且
很榮幸地獲頒﹁美國國會眾議院

蓮生法王於〈台灣雷藏寺〉法語開示

79

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子
新的建設不但具有佛教
的藝術文化 也令雷藏寺更增添
莊嚴
五月六日是佛陀的聖誕 為
了感恩並紀念釋迦牟尼佛的誕生
及慈悲救度眾生 ︿淨印雷藏
寺﹀舉行﹁浴佛節慶祝儀式﹂
並迴向﹁二○一四年燃燈雜誌功
德主﹂ ︿淨印雷藏寺﹀於佛誕
日當天 特別布置了一個九龍吐
水沐浴盆 再配上莊嚴的花壇
突顯慶祝釋迦牟尼佛佛誕的殊
勝 為了隆重其事 個個同門均
用心布置以莊嚴浴佛壇城；在大
家合作無間之下 布滿鮮花的壇
城呈現眼前 莊嚴亮麗 令人肅
然起敬！
為方便同門信眾參與浴佛
浴佛儀式分別在早上十時半和晚
上七時半舉行 並全日不分時段
開放 以供善信隨時前來浴佛
浴佛儀式莊嚴肅穆 祥和的梵唱
咒音響徹大殿 感恩釋迦牟尼佛
降生五濁惡世娑婆 弘揚佛法
救度蒼生；祈求世尊光明遍照
加持眾生業障消除 福慧增長
上午浴佛儀式結束後 一整
天來浴佛的善信眾多 直至晚上
浴佛結壇 儀式方才圓滿結束

釋迦誕生 步步生蓮 教化眾生常清淨

︻多倫多訊︼加拿大多倫多地域
甚廣 除了原有的中外人士 近
年的新移民也漸漸增多 而且很
多都是佛教徒；但具規模的佛教
寺廟只有三 兩座 難以吸引當
地居民與新移民到寺廟參拜
︿淨印雷藏寺﹀座落在市區 交
通方便 為大眾提供了一座禮佛
參拜修行的莊嚴寺廟
︿淨印雷藏寺﹀自二○一二
年十月 蒙聖尊開光啟用後 寺
廟和壇城的莊嚴 不斷攝召中外
信眾前來參拜 且雷藏寺也繼續
增添新的建設 如：大殿前廣場
上由八點五米高的花崗石所雕刻
而成的﹁尊勝咒幢﹂ 大門樓梯
石階兩旁三點五米高的石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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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上師再談到佛陀的一
生 釋迦牟尼佛是從兜率天下
降 在人間圓滿成佛的 佛陀在
看見並體會﹁生 老 病 死﹂
後 便產生出離心 修了六年的
苦行 最後在菩提樹下 夜睹明
星 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佛陀悟
出眾生皆有佛性 只因被無明所
蒙蔽 佛陀弘法四十九年 八十
歲時進入涅槃 而佛陀在涅槃
前 教導大家要﹁以戒為師﹂
上師最後勉勵大家 佛法唯
﹁信﹂能入 要對根本傳承上師
有淨信 依法實修 要有長遠
心 要具有忍辱的心 最終才能
得以圓滿成佛 超脫一切
上師慈悲開示後 ︿西雅圖
雷藏寺﹀唱誦組法師領眾齊唱
﹁浴佛讚偈﹂；與會大眾人人虔
心 以鮮花香湯灌浴佛陀金身
祈求佛陀加被 清淨佛弟子無始
以來之罪業
浴佛後 ︿西雅圖雷藏寺﹀
特別準備了大型蛋糕慶祝佛陀聖
誕 大家齊聲歡唱生日快樂歌
全體合影留念 與會的善信大
德 除了開心的享用蛋糕以外
雷藏寺還特別準備香湯與大家結
緣 浴佛節儀式圓滿吉祥！

T.B.S.

外籍善信於〈淨印雷藏寺〉浴佛

行者須㉂我反省 力改貪瞋痴的習氣

燃燈功德主迴向特訊

Information

蓮晴上師及諸位上師以香湯灌浴佛陀金身

︻西雅圖訊︼二○一四五月三
日 欣逢一年一度的釋迦牟尼佛
聖誕 ︿西雅圖雷藏寺﹀特地舉
辦﹁浴佛節儀式﹂ 當天晚上
由︿彩虹雷藏寺﹀釋蓮晴金剛上
師主持﹁釋迦牟尼佛本尊法﹂的
同修 在同修儀軌中 並特別加
唸︻浴佛功德經︼
在莊嚴圓滿的同修後 蓮晴
上師於開示中談到﹁浴佛節﹂的
意義 首先要感恩佛陀的教化
讓我們能得到智慧 學習如何修
持 進而煩惱解脫 明心見性
自主生死 而浴佛的意義就是要
行者做自我反省 改掉貪瞋痴的
習氣 祈求佛陀的加持 將身心
的汙染轉為清淨

美國‧

2014

加拿大

躍共襄善舉 將︿白雲雷藏寺﹀
的壇城布置得美崙美奐 花團錦
簇
承蒙聖尊蓮生活佛的大力加
持 傳承法流的灌浴及本師釋迦
牟尼佛的佛光注照 所有參加法
會者個個如沐春風 法喜充滿
法會依照︿真佛密法﹀的儀軌流
程 在恭誦︻浴佛功德經︼時
大家均格外專注且誦持有力 誦
經的音韻震撼卻又清妙 整個道
場沉浸在清淨光明之中 接著持
誦﹃本師釋迦牟尼佛心咒﹄：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共一○八
遍 主壇蓮熅上師演化﹁息災
祈福 增益 敬愛 超度﹂大手
印 眾人虔誠唱誦﹁南摩本師釋
迦牟尼佛﹂聖號 個個歡喜攝
受
此次法會別具意義 在浴佛
的過程中 大眾一邊以甘露水
香花灌浴本師釋迦牟尼佛的金
身 一邊唱誦浴佛讚偈：﹁我今
灌浴諸如來 淨智莊嚴功德聚
五濁眾生令離垢 同證如來淨法
身 ﹂如此神聖的儀式 其實是
要清淨我們自己身 口 意的罪

﹁身、口、意清淨﹂是浴佛最重要的意義

︻蓮花⼀蕾‧卡城訊︼一年一度
迎接﹁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誕息災
祈福增益敬愛超度大法會暨浴佛
節儀式﹂ 於二○一四年五月四
日︵星期日︶在加拿大卡加利
︿白雲雷藏寺﹀隆重舉行 經過
了兩天瑞雪紛飛 大地呈現清
淨 一片祥和之氣 連天地都應
和這場殊勝的法會
法會由本寺的住持釋蓮熅金
剛上師主壇 蓮則法師 蓮潢法
師 蓮奉法師 蓮芳法師及兩位
助教護壇 與會的同門及各方善
信大德熱烈出席 義工們更是踴

蓮熅上師於〈白雲雷藏寺〉主壇「釋迦牟尼佛大法會」

業；只見每一位浴佛的師兄 師
姐及大德們均欲罷不能 直想將
整盆的甘露水灌盡 如此的法
流 這般的法善 感恩師佛 本
師釋迦摩牟佛及諸佛菩薩 金剛
護法的加持
法會後 蓮熅上師開示﹁浴
佛節儀式﹂的由來及意義 上師
從二五○○年前釋迦牟尼佛誕生
時說起 釋迦牟尼佛誕生於印
度 出生時大地震動 九條龍在
天上出現 噴水沐浴釋迦牟尼
佛 瑞相連連 許多天人均讚歎
不已 後人流傳下來 慶祝釋迦
牟尼佛佛誕時所舉行的莊嚴浴佛
儀式 就是象徵洗滌 清淨我們
的身 口 意 這是浴佛最重要
的意義︱清淨 身清淨即是不殺
生 不偷盜 不邪淫；口清淨即
是不妄語 不兩舌 不綺語 不
惡口；意清淨乃是意念不可產生
貪瞋痴的念頭 如此簡易隆重的
儀式所含的意義卻是如此甚深！
蓮熅上師並開示如何分辨修
法相應與否 修習︿真佛密法﹀
是有次第的 而且佛法不只是用
講的 更要實際修行 這也是聖
尊蓮生活佛一而再 再而三所教

虔心浴佛！

導我們的
法會後 蓮熅上師慈悲為大
眾做﹁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賜福
結緣灌頂﹂ 圓滿殊勝的法會暨
浴佛節儀式在大家虔誠合掌唱誦
﹃根本上師心咒﹄聲中 互道珍
重 吉祥 如意！

大眾依序一一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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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

終於到了︿忍智堂﹀ 在簡單用
過午飯後 上師們視察法會的布
置 一切皆已就序
下午 ﹁蓮華生大士法會﹂
準時開始 同門準備就位 迎香
組 獻哈達 加持疏文的同門
各守自己的崗位 充分表現出合
作無間的精神 迎師組迎接兩位
上師進入道場 法會顯得莊嚴隆
重 與會大眾一心跟著法會的流
程 很用心地唸著每一經 每一
偈 深入法味 此次法會吉祥圓
滿結束！
兩位上師真的很慈悲 雖然
開示的時間很短 但兩位上師精
闢的開示 令現場的同門都得到
密法的深刻認知 首先 由蓮滿
上師講解蓮華生大士的因緣 蓮
華生大士是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
薩的化身 在講解過程中 大家
都很用心聽 上師說 雖然只是
個故事 但其中也有修習密法該
有的知識與體認 上師說 關於
蓮華生大士的故事還有很多 實
在是講也講不完呢！
接著 由蓮傳上師開示 上
師說 修密法是不簡單的 就好
像在毒蛇口裡採寶珠 ︿真佛密

法﹀是很深入的 不只是一個外
相 師尊開示 ﹁禪定﹂就是不
受外來的影響！上師又說 修密
法的出家人在一般人的眼中 看
起來好像不是很正規 會質疑出
家人為什麼吃肉？上師很細心地
講解吃素的由來 並講解﹁三淨
肉﹂的意義；何謂﹁三淨肉﹂？
就是﹁不聞殺 不見殺 不為我
殺﹂
此外 密教有超度之法 在
吃之前需持﹃超度咒﹄ 令已成
餐食的牲靈聽到咒語能離苦得
樂 讓牠們往生好的境界 如果
我們見到一些動物 也可以唸
﹃四皈依咒﹄迴向給牠們 讓牠
們有緣聽到咒語 讓牠們將來往
生也有佛的接引 或者轉世為
人 不再做畜生 所以我們修密
法要有慈悲心 要心胸廣大 眼
光長遠 千萬不要為了一些小事
情而鑽牛角尖；做事也不要太執
著 放開執著 自然會解脫煩
惱 我們有緣能學到這麼好的密
法 我們一定要感恩師尊！
感恩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以及諸佛菩薩加持今天的法會
法會非常順利圓滿 感謝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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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

同門及善信於法會後合照

義工 也感謝來參加法會的同
門 祝福︿忍智堂﹀法務興盛
一切吉祥光明

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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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行者應具慈悲心、心胸廣大、眼光長遠，放㆘執著，㉂然會解脫煩惱！

德國

Information

蓮滿上師、蓮傳上師於〈忍智堂〉主持法會。

︻德國訊︼二○一四年五月十二
日早上 同門紛紛來到︿忍智
堂﹀ 大家同心合力準備法會的
一切事宜；有些同門跟著秋芳助
教做安位儀式 有些同門則在廚
房裡準備大家的午餐 另外還有
同門去科隆火車站迎接蓮滿上
師 蓮傳上師和蓮 法師 同門
來到佛堂 大家互相關心 互相
問候 發揮所長並熱心出力幫忙
法會的一切事務
眾等在一
片祥和的氣氛下迎接法會
上師們一早就很辛苦地從法
國趕搭三個多小時的火車來到德
國 在大家的期待中 兩位上師
女英

馬來西亞

間斷地寫作 至今創作已達二四
○冊 而最新一冊︽打開智慧的
寶庫︾ 只要看了這本書就是得
寶山 入寶庫
上師提到 不論是修法或是
平常的時間 無論念誦 唱誦
永遠都要有﹁請佛住世﹂的心
只要請佛住世 在人間這一趟就
是最大的福報 修行需要天
地 人 三者合一 天上的蓮花
童子 壇城的蓮花童子 心中的
蓮花童子 可以產生出共鳴的力
量 對於佛菩薩保有尊敬恭敬之
餘 禮拜 供養也要知道要訣
才能真正達到效益
聖尊教導我們 這個﹁器世
界﹂會成 住 壞 空 面對這
樣的環境變化 我們的內心要清
淨 光明 人生在世 一定會有
問題產生 有現在的問題 過去
的問題 未來的問題 但很多時
候 障礙都是自己造成的 故
與人為善 累積善緣很重要！
最後 上師嘉勉與會大眾
︿嘉慧堂﹀本身也有人和的力
量 把握機緣 把握善因緣 多
廣結善緣 必能同心攜手邁進
大家共同成就

高空黑夜

白雲中透著絲絲紅光

沐浴 並以象鼻吐出無量甘露財
寶出來賜福大眾 此尊財神非常
應驗！上師表示 紅財神一定會
下降給大眾賜福 而當晚參與法
會的同門中 日後竟有數位中
獎 實為感應殊勝 法喜充滿！
法會最後 主壇上師代師為
數十位新皈依同門賜授﹁皈依灌
頂﹂ 在蓮花以仁上師幽默風趣
的開示下 法會圓滿結束

世明紅㈶神賜福 象鼻勾召 ㆗獎連連

︻西⾺訊︼二○一四年六月七
日 馬來西亞︿世明同修會﹀啟
建﹁紅財神息災祈福增益敬愛火
供﹂ 由釋蓮郢金剛上師主壇
蓮花以仁金剛上師護壇 與會護
持的同門有來自台灣 文德甲
淡馬魯及新山等地 法會現場咒
音繚繞 火光四射 與會百餘位
同門善信虔誠敬誦 祈願佛光注
照 祈願象鼻財神廣賜福慧
高空黑夜 白雲中透著絲絲
紅光 主壇蓮郢上師開示中講授
象鼻財神的﹁敬愛勾召法﹂ 並
說明可觀想紅財神以歡喜心接受

蓮郢上師代師為數十位新皈依同門賜授「皈依灌頂」

障礙皆㉂己所造 與㆟為善 累積善緣很重要

︻蓮花瑞容 淡⾺魯訊︼二○一
四年六月九日 馬來西亞淡馬魯
︿嘉慧堂﹀啟建﹁南無五路財神
息災祈福增益敬愛火供﹂ 邀請
來自台灣的釋蓮郢金剛上師主
壇 蓮勇法師護壇 與會護持的
道場及貴賓有：馬來西亞︿傳印
堂﹀ ︿海慧同修會﹀ ︿吉拉
央同修會﹀ ︿華藏同修會﹀
︿行證堂﹀ ︿護行堂﹀ ︿大
馬華光功德會﹀代表及台灣中區
︿華光功德會﹀代表 ︿黃帝雷
藏寺﹀代表等 更有百餘位同門
善信參與 蓮郢上師開示說到根
本傳承上師年屆七十 每天還不

蓮郢上師於〈嘉慧堂〉主壇「五路財神火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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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的小金身 顯得格外
莊嚴和肅靜
中午十一時 鼓號齊鳴 法
會即將開始 ︿光明雷藏寺﹀恭
請常住︱釋蓮洪金剛上師主壇
蓮花國龍講師 張敏助教護壇
泗水︿蓮齊堂﹀理事會主席蓮花
守齊師兄偕夫人蓮花碧英堂主
率眾同門及各界善信大德等參與
盛會 法會現場座無虛席 氣氛
十分熱烈
浴佛前 上師先主壇一場
﹁釋迦牟尼佛息災祈福護摩火供
大法會﹂ 由蓮花國龍講師擔任
司儀兼唱誦 蓮花施安師兄翻
譯 法會如儀進行 在眾同門齊
誦﹃釋迦牟尼佛心咒﹄中 護摩
火光明遍照 照亮了整個殿堂
讓處在苦難 無明或迷失的眾
生 都能蒙受佛光的加被 得以
破暗解脫 上師把法會功德迴向
給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
體安康 常轉法輪 一切如意吉
祥；又祈願師佛 護摩主尊釋迦
牟尼佛及諸佛菩薩佛光普照 加
持參加者 報名者 身體健康
業障消除 遠離一切災難 家庭
圓滿 人際和合 前途光明 一

切吉祥如意
接下來 浴佛儀式即將開
始 蓮洪上師先做簡單的開示
上師教導大家做浴佛的觀想：
﹁先觀想自己和佛合一 浴佛
時 等於灌浴自己 淨水進入自
己的身體 清淨自己的身 口
意 將所有的業障化為黑氣 排
出體外 自身得清淨光明 ﹂之
後 大家依序列隊 由蓮洪上師
帶領大眾浴佛 與會大眾不斷地
唱誦浴佛讚偈：﹁我今灌浴諸如
來 淨智莊嚴功德聚 五濁眾生
離塵垢 同證如來淨法身 ﹂悠
揚的旋律 陣陣入心 帶出了懺
悔聲 並融入清淨的境界中 大
眾虔誠地許願 依序浴佛 洗滌
自身的塵垢 清淨累世所積聚下
的罪垢 業障消除
浴佛結束後 蓮洪上師慈悲
為大眾做﹁釋迦牟尼佛賜福灌
頂﹂ 人人法喜充滿 法會吉祥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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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觀想與佛合㆒ 浴佛等於灌浴行者 行者身口意得清淨光明

︻蓮花延新 泗⽔訊︼二○一四
年五月十五日正值衛塞節 衛塞
節是慶祝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聖
誕 成道 涅槃紀念日 乃是全
世界佛教徒普天同慶的大節日
而一般以浴佛的方式慶祝佛誕
當天中午 泗水︿光明雷藏寺﹀
舉辦了﹁衛塞節浴佛慶典暨釋迦
牟尼佛息災祈福護摩火供大法
會﹂
在殿堂一角 報名處的師姐
們 低頭專注著填寫表格 很是
忙碌；而密壇前特別安置一座五
色繽紛的浴佛壇城 在香花雲綴
布滿的水面上 中間佇立著一尊

印尼

Information

蓮洪上師於〈光明雷藏寺〉帶領大眾浴佛

啟建 息災 祈福 超度 護摩法會
恭請 釋蓮海㈮剛㆖師 主壇

．每周日上午9:00AM 護摩，全年共51壇火供。
．每周三上午9:00AM 南無四臂觀音煙供，全年共53壇。

◆8月03日--南無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8月10日--南無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8月17日--南無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8月24日--南無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8月31日--南無大白蓮花童子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BENEFICIARY NAME WANG/LE-KANG
BENEFICIARY ADD NO.52-2, SHUEI
TOU LN SEC.2 JHONG HE ST. SINSHE TOWNSHIP,
TAI CHUNG CITY
TAIWAN R O C
A/C NO 109 007 578 375
BANK OF TAIWAN SHUI NAN BRANCH
SWIFT CODE BKTWTWTP109
BANK ADD NO.416, SEC.2, CHUNG DER ROAD,
TAICHUNG CITY, TAIWAN, R.O.C. TEL 04-22468130

0

☆8月6日、13日、20日、27日 南無四臂觀世音菩薩煙供
法音雷藏寺地址：
台㆗市新㈳區大南里㆗和街㆓段㈬頭巷52-2號
電 話：04-2581-0118｜ 傳 真：04-2581-0218
網址：www.fayin.org.tw
E-mail：fayin@fayin.org.tw

■敬請把握此難得的機會，踴躍報㈴參加。
■㈲意參加各㊠護摩的㈩方善信，
請與法音雷藏寺聯絡。

怨恨重罪化为尘。无灾厄。福星高照。
■迴向： 伟强偏头疼不再纠缠，夜夜好睡眠。
君皓、君怡努力专心求学，考试佳绩。

■助印： 邓作兰、叶伟强、 叶 君皓、 叶 君怡 、凌 英 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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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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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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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法 細 膩•精 雕 細 琢

宗教文物
～金剛鏈新式樣功能專利～
各式宗教文物製作、批發、流通
佛像、法器、護牌、舍利塔、供皿、油杯、念珠……
鍍金、鍍銀、烤漆。歡迎提供式樣，我們均可承製。

洪師兄 0958-398885

咕嚕咕咧佛母弓箭手環

台灣屏東縣萬丹鄉崙頂村崙頂路813號
電 話：886-2-2626-7685
傳 真：886-2-2628-1268
E-mail：rewfinc@yahoo.com.tw

咕嚕咕咧佛母弓箭正面㈲咕嚕咕咧佛母
心咒「嗡。咕嚕咕咧。絀利。梭哈」，
背面㈲㈨顆暗鑽，音同「穩賺」，象徵
感情不會㆒去不回，不會真心換絕情。

真佛禮 儀 虛空㆗的道場
金 剛 心 法 堂

卍 聞

同門誼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李春瑩
葉步相
沈祿全
鄭美齡

菩薩
菩薩
菩薩
菩薩

06.06
06.02
05.24
05.14

李 分
何蕙生
程祥明
翁振元

菩薩
菩薩
菩薩
菩薩

05.03
04.24
04.23
04.23

許師兄
0933-868-086
林師姐
0933-135-727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服務㊠目

真佛禮儀 金剛心法堂：//blog.udn.com/kalachakra168
虛空道場 法門助念團：//blog.udn.com/lotus365880
法門實業 生命事業部：//blug.udn.com/farmen

24hr臨終關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True Buddha Schoo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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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書不只是幫助往生者，事實㆖，對所㈲的㈲情眾生均㈲助益。……
㊞送善書是「冥陽兩利」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亡者、生者都㈲很大的助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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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讀者：
由於〈㆗華電信公司〉將㈲效整合網路㈾源，㉂2014年6㈪底，將停止
Xuite.net的所㈲相關服務。
因此，〈燃燈雜誌㈳〉目前的公用電子信箱（tb.tw@xuite.net）㉂即㈰起
將停止使用。
敬請舊雨新知，即㈰起更新本㈳的電子信箱為

lighten@hamicloud.net

本㈳將使用新的電子信箱，繼續為讀者提供服務。
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海涵。
謹此公告周知海內外同門善信讀者。
敬㈷ 吉祥如意
燃燈雜誌㈳合㈩
2014-05-30

慶賀

70 佛誕

蓮生活佛

高豎法幢擊法鼓
振錫娑婆演密法
萬千弟子賀誕辰
同㈷須彌無量壽
印尼密教總協會
虔 誠頂 禮
㈦㈩仙壽

佛誕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