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枝
煙供㆒奇

322

2014 年 9月 1 日

歡迎索閱
贊助結緣

No.322 Sep. 1, 2014

Donations welcome

︿西雅圖雷藏寺﹀黃財神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布施的念頭才會㈲福分，具大忍辱、大定力，修行才能成！

放㆘才能寂靜，寂靜能成無㆖覺，而後能轉法輪度眾生。

︿彩虹雷藏寺﹀大輪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大圓 滿可成 就總持之總持、 辯才㆗ 的辯才，可 以斷盡煩惱！

︿彩虹雷藏寺﹀白度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涅槃㈲多義，能夠認識㉂己，真正聽法、修法，也是涅槃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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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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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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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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49-2312992 傳真：+ 886-49-23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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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杏枝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3冊《荒誕奇談》

一天晚上

有

五官嫵媚

穿紅色衣裳

我在夢中︱︱

﹂

出現在我的床前

一位端麗的女子
線玲瓏

她說：
﹁我叫杏枝
我問：
﹁不知有何事？﹂

腳穿紅鞋

曲

有一位企業家何

她說：

﹁明日你上雷藏寺做護摩
會去拜訪你

﹂

說我杏枝在此等

某

﹂

我會辦到的

請你告訴何某
他

我說：
﹁這是小事
她說：

特別遞上他的名片

﹁謝謝盧師尊！謝謝盧師尊！﹂

非常高興

我上雷藏寺

●

她笑容滿面
第二天

果然貴賓中有一位何某
上書某集團的董事長

1

我問：

得？﹂
我說：

才上吊自殺

竟然得到惡疾

有大摩擦

穿紅衣

不是小

不便在此臆

幾個月就離開人

自殺時

就匆匆的下山而

我確實超度不得！﹂

他有急事

業力太重
竟然說

這位杏枝的女子

何某與杏枝之間
事

●

我是不太清楚

冒濫馨香的事

我在此奉勸人：
藏瑕匿垢

為人不要太超過！

莫作！

這確實是一件﹁女鬼尋仇﹂的故事

但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說：

何某下山不久

據說：

是要尋仇的

測

間了

紅鞋

我才知道

後來：

這位何某

﹁你是何ＸＸ？﹂
﹂

﹂

去

﹁怨恨太重
臉方方泰泰的

他答：
﹁正是
何ＸＸ看起來是中年富商
我說：
紅衣紅鞋
汗水涔涔

她竟然上吊自殺

杏枝是我外面的女人

臉都綠了

一名女子叫杏枝

當場愕然失色

﹂

﹁昨夜我有一夢
何某一聽

說要在這裡等你
而下
我問：
﹁她是誰？﹂
何某要我借一步說話
他告訴我：
﹁我正是為此事而來的
我們不合

﹂

怎能說超度不

特別請盧師尊超度她的

然而為了一件小事
他說：
﹁此次來

我說：

無所不能

恐怕超度不得！﹂

我占算一下
﹁這件事
他說：

﹁盧師尊有大法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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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供一奇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3冊《荒誕奇談》

位弟子

﹁蓮花森一﹂告訴我：

學習了﹁煙供﹂的口訣及

由於母親已逝世多

嘛呢叭咪

他特別召請母親也來受

他想起自己的母親

也從來未在夢中看見她

那一天

便在自家的陽台燒煙供

他受了﹁煙供﹂灌頂

一
方法

年

他點火
煙裊裊升起

說：

煙往下吹

﹂

煙往

繞了脖子三

請繞著自己的脖子三

而且久聚不散

︵蓮花森一口中喃喃的誦：嗡

﹂
那煙卻真的裊裊的
﹂
他問：
﹁母親

如果是下降

你現在的境界如何？如果是上升

哇！真的是母親來了！

以優美的姿態

﹁如果是母親來受煙供

他突然靈機一動

煙一直往自己的臉上吹拂

那煙奇怪

︶

煙供

吽

圈

圈

上沖

3

說也奇怪：

﹁盧師尊是不是大成就者？﹂

他問：

為

竟然自動的

災難是如此的多

那升上來的煙

但

不一

結果用﹁煙供﹂自然能問

那也是滿準的

煙跑去繞著鐵欄桿

蓮花森一燒﹁煙供﹂

一定是障礙！如果是障礙

蓮花森一想：

想不到

什麼是這樣？﹂

﹁盧師尊是大成就者

他又問：

﹁大﹂！

形成一個字：

煙往上沖

我現在該買還是該

最怪的事情發生了

我現在做股票

而且在足上停

哇！是上到天上界了！
他又問：
﹁母親
賣是下降︶

漸漸的蜿繞而下降至足

股票就連降好多天

呈現平平的姿態

這也是一奇
我說：

事

小弟的成績平平而已

這純屬一件特別的例子

我倒是比較喜歡

我告訴大家：鬼神一切知

鬼神能問事嗎？

問修行

股票有漲有跌

定人人能

﹁煙供﹂能問事
與自己的妻子感情不是很和

﹁我的婚姻將來如何？﹂
︵因為蓮花森一

最後

我個人不喜問股票

他問：

哇！真準！

那煙不高不低

﹁小弟成績如何？﹂

他問：

哇！真的很準喔！隔一天

那煙

︵買是上沖

賣？﹂

留

睦︶
竟然橫的一條

果然離婚了！

想不到那煙表現得更奇
從中間裂為兩半
哇！證之後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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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能成無上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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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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施的念頭才會㈲福分，
具大忍辱、大定力，修行才能成！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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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世四天王︱北方多聞天針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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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秘書長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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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華醫師 ﹁真佛宗博士教授
團﹂︱︿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王
醴教授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
王資主師兄 大家晚安！大家好！
︵國語︶你好！大家好！唔該！唔
該晒！︵廣東話：謝謝︶
今天 我們修﹁黃財神本尊
法﹂ 黃財神就是北方多聞天王
也就是護世四天王 你如果到中

07

【燃燈雜誌】

國大陸去看 一般顯教的佛教寺院
在山門進去之後就會有四個天王 也
就是增長天王 持國天王 廣目天王
和多聞天王 祂們是護持佛教的天
王 所以稱為﹁護世四天王﹂
從山門一進去 就是護世四天
王 再進去就看到彌勒菩薩 在彌勒
菩薩之後 一般來講 就是護持佛教
的韋陀天︵韋陀尊者︶ 韋陀尊者的
正對面就是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裡面
就有釋迦牟尼佛 藥師佛 阿彌陀
佛 通常就是這三尊 另外 也有不
同的主尊 有些是千手千眼觀音 有
時候也有偏殿 在偏殿供的 有些是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
薩 有更多的殿就有更多菩薩 中國
寺廟的造型大部分都是這樣 跟西藏
寺廟的造型不太一樣
﹁護世四天王﹂是保護世間的
佛教有東 南 西 北四大部洲 分
別是東勝神洲 西牛賀洲 南贍部洲
跟北俱盧洲 ﹁東方﹂持國天王是保
護東勝神洲 ﹁西方﹂廣目天王是保
護西牛賀洲 多聞天王在﹁北方﹂保
護北俱蘆洲 增長天王就是在﹁南
方﹂保護南贍部洲 護世四天王的宮
殿都是黃金的宮殿 或者是白銀的宮
殿 或者是水晶的宮殿 或者是有很
多寶物的宮殿 都是很漂亮的宮殿
所以 在天上是四天王最富有；在海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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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地遠來同修的同門

裡面 龍王最富有；在地面上 山
神 土地 堅牢地神最富有 天上的
富有當然是勝過人間的山神 土地
更勝過海裡面的
密教裡有﹁財神法﹂ 有五方的
財神 依顏色是黃財神 紅財神 白
財神 黑財神 綠財神 還有財寶天
王 還有很多財神 有數不清的財
神 財神可以賜福大家 所以你們如
果見到了財神 見到了所有的天王出
現放光加持你 你就可以去買樂透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王醴教授

彩；如果你沒有見到 那就是靠你自
己的福分
師尊剛傳﹁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法﹂時 就有人中到大樂透 蓮花梭
麥說 在樂透要開獎的前幾天 他夢
到很多財神對他放光 還夢到蓮花童
子放光照他；那時候 他好像只花美
金五塊錢買彩券 當天晚上開獎的時
候 蓮花梭麥已經躺下睡覺了 他的
太太則拿著彩券對獎 一對完 她非
常驚訝！哇！號碼全部都一樣！她馬

上把她先生從床上拉起來說：﹁我們
中 獎 了 ！ ﹂ 然 後 再 check ︵ 檢
查︶一下 的確是中獎了 兩個人在
客廳互相抱著 然後在跳舞 歡喜得
睡不著
後來 有新聞記者去採訪他們
他們上了新聞 結果新聞記者把他的
名字公布出來 蓮花梭麥對我們說
他原本是想要把︽真佛宗︾講出來
是︽真佛宗︾所有佛菩薩加持 他才
中獎的 但是 他很快就打消了這個
念頭 才閃出這念頭後立刻就
沒有了 他中了這大樂透 當
新聞一播出來 他原本只是從
東南亞來的移民 結果他很多
鄉親 同學 還有慈善基金
會 慈善團體 全部包圍他在
西雅圖的家門口 當時 他的
家差不多接近 North Bend 那
邊 一間小屋子 周圍全部都
是人 包括同學 鄉親 朋
友 另外還有大慈善機構 小
慈善機構 中慈善機構和很多團體
把他家團團包圍 他的兩個小孩都不
能上學 就待在家裡
最後 他打電話給警察 警察開
車到了他家 然後他開車跟在警車後
面 請警察保護他們離開家 離開家
後 無處可去 因為才剛中樂透彩
不知要到哪裡去？這時 他想到了
︿雷藏寺﹀ 就連絡︿雷藏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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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於是他們就住在︿雷藏寺﹀的
﹁西邊小館﹂ 他就躲在那裡 自己
煮糯米飯 再配上一點肉 就這樣子
在﹁西邊小館﹂住了將近兩個月 在
這兩個月也沒有到︿雷藏寺﹀來
當初 是有幾次到︿雷藏寺﹀
結果有幾個堂的堂主看見了 堂主就
過去說：﹁你中了樂透獎 應該幫助
我們建寺 ﹂就是這樣嚇到他了 師
尊沒叫他供養喔！他們以前是很窮困
的 一間小房子 兩個小孩在讀書
他在打工 是很窮困的 蓮花梭麥住
在這邊時也是很窮困 吃的只是糯米
飯 加一點東西 三餐都是這樣 我
們還端了一些東西給他吃 最後他要
走的時候 有付給﹁西邊小館﹂一點
水電費
當時 師尊傳﹁瑤池金母馬上有
錢法﹂之後 他馬上就有錢！他有擲
筊問什麼時候可以中樂透獎 瑤池金
母對他講要唸多少遍的咒語 什麼咒
要多少遍 什麼咒又要多少遍 他都
去完成 結果就看到所有的財神出
現 還放光照他；當中還包括蓮花童
子 因為蓮花童子是大福金剛；雖然
我自己沒有什麼福 但是還是可以賜
福給人家
有很多在建寺的堂主向蓮花梭麥
講：﹁你中了樂透獎 是天賜給你
的 我們要建寺 你應該給我們 ﹂

然後就伸手向他要錢 他就覺得在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待不
下去了 他很快就買了一棟很大的房
子 真的是豪宅 因為我去那裡幫他
的佛菩薩開光 是一個漂亮的豪宅
但是我不能講在哪裡 蓮寧上師也去
過 另外還有好幾位上師也去過
他中的樂透獎金有五千五百萬美
金 有一天 他說要供養師尊吃飯
我說：﹁好！謝謝你！﹂我們就到
Kirkland ︵ 西 雅 圖 地 名 ︶ 的 一 家
Fish Cafe ︵餐廳名︶吃一頓飯 吃
了一些西餐 他說要供養師尊 我心
裡想 他中了大樂透 供養應該會很
大 我想這非常難得 令我感動 終
於 在吃完飯後 他拿了一個紅包供
養師尊
以前 德輝上師給我紅包 他都
是包很薄的 像名片這麼薄 裡面大
概是一百塊吧！現在他知道 我拿起
來這樣看的話 他就知道事情不妙
之後 他就會包厚一點 紅包裡面一
張一百塊 再摻雜幾張二十塊 十塊
的 這樣看起來就厚一點 他以為我
會舒服一點 我回去一看 還是不舒
服︵師尊笑︶ 這是德輝上師的技
巧 包得厚一點 其實一百塊的才
一 兩張而已 其他都是十塊錢的
蓮花梭麥是很窮困的人 他拿給
我的大供養 跟德輝上師第一次拿給

我的一樣 就是很薄的紅包 像名片
一樣 大概只有一張紙吧！我想 這
一張紙應該不得了 絕對是支票 支
票上不知寫了多少金額？我樂得要
死！當然 不好意思在當時就看 等
回到家裡一看 原來跟德輝上師包的
是一樣的！我是老實話老實講
one
hundred dollars ︱百塊美金
我看了 才這樣嗎？一下子從夢
中驚醒 不過 他是窮困人家 一百
塊的供養已經很多了！一般他來廟裡
供養絕對沒有那麼多 大概是五塊
錢 一塊錢 摩頂一次一塊錢 五塊
錢就算是很多了！供養一塊錢的特別
多 但我還是很快樂 只要弟子有那
個心就可以了 這就是蓮花梭麥他中
大樂透的經過
另外 美國這裡中大樂透的還有
兩個 台灣也有一個 但是都不敢講
出來 有一次 我做財神法會 我當
時宣布說：﹁你們這次會有中大獎
的 ﹂結果 隔了一個禮拜以後 我
在幫同門摩頂 一個人就悄悄跟我
講：﹁師尊 我中了最大的獎 ﹂
﹁喔！我知道了 那你什麼時候來找
我啊？﹂他說有一天會供養 而他是
真的有供養 還不錯啦！
師尊是很喜歡把供養的錢放到基
金會裡面 或者是拿出來做布施 像
最近在 Bellevue ︵西雅圖地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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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家︿ ICHS ﹀ 是低收入者的醫
院
師 尊 的 ︿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就給他們十萬美金 有很多同門去過
那個醫院看病 很多去看病的人都是
低收入者 在那邊看病幾乎不要錢
在 ︿ ICHS ﹀ 的 lobby ︵ 大
廳 ︶ 寫 著 ︿ Sheng-yen Lu
Foundation ﹀ 因為我們供養了十萬
塊美金 我們一直在做這種布施事
情
像這次西雅圖大法會上
︿ Sheng-yen Lu Foundation ﹀也會
拿出很多錢做布施 所以 你有了錢
財 還是要拿出去做布施！其實 布
施是一切之福 福分都是從布施而來
的 這是很重要的！佛菩薩賜給你
你要好好運用這些錢 也要去布施；
心中有布施的念頭 才會有那個福分
到來 所謂法財 財施 無畏施 大
家都要做的 這是你福分的根源
真的有︽真佛宗︾的弟子中樂透
耶！不是沒有 在美國有兩個 在台
灣有一個 另外 在別的州 其他國
家也有 ︵有弟子問師尊 今天有沒
有人會中獎？︶今天有沒有會中大樂
透的？我要問看看？︵師尊當場禪定
後回答︶今天會有人中﹁中樂透﹂和
﹁小樂透﹂ 沒有﹁大樂透﹂
這也是人家的福分 大概也是幾
世修來的；像蓮花梭麥 他可能也是
幾世修來的福分 也不是這一世說有

就有 大概是他幾世之中就有那種財
運 不能說：﹁怎麼他求就有 我求
就沒有？﹂他也要修好幾世啊！
我們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的﹁第四德﹂
上回提到﹁五樂苦行︵如何苦皆可樂
受︶ 六向菩提樹︵以修法示
人︶﹂ 以佛教本身來講 我們到菩
提迦耶︵印度的佛教聖地︶可以看到
︿ Maha Bodhi Temple ︵ 大 菩 提
寺︶﹀ 就在菩提樹前方的一座寺
廟 去到那裡就看得到 聽說那一棵
菩提樹被砍掉以後 移到斯里蘭卡
再從斯里蘭卡移回來 不是原來佛陀
坐的那棵菩提樹 但是佛陀是坐在菩
提樹下成道的 ﹁向菩提樹﹂的意思
就是說 菩提樹等於是開悟的地方
具有紀念性 佛陀就是在菩提樹下悟
道的！菩提樹有菩提樹的樹神！
五祖弘忍傳法給兩位 一位是六
祖惠能 一位是神秀大師 神秀大師
寫的偈是寫﹁有﹂的方面：﹁身是菩
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 勿
使惹塵埃 ﹂六祖惠能是寫﹁空﹂的
部分：﹁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一個是
寫﹁有﹂的部分 一個是寫﹁空﹂的
部分 這兩個偈加起來 就叫﹁開
悟﹂
溫哥華有一個蓮花玉嬋﹁射
箭﹂ 她射的是﹁空﹂ 沒有射

﹁有﹂ 所以我要問她﹁有﹂；因為
她射箭只射了一半 她是射六祖惠能
的那一半 她沒有射神秀那一半 所
以 所謂開悟必須要有神秀那一邊
也要有惠能那一邊 加起來才算是
菩提樹就是表示﹁修法示人﹂
佛陀在菩提樹下得到開悟 因為祂是
坐在菩提樹下開悟 所以 菩提樹就
是一個開悟的象徵
蓮花玉嬋射的箭是屬於﹁空﹂的
那一方面 ﹁有﹂的那方面必須要講
出來 這樣才算完整 為什麼是
﹁空﹂ 要講出來；為什麼是
﹁有﹂ 你要講出來 不是光寫給
我 今天我講菩提樹 明鏡台 無一
物 惹塵埃 你們就把這兩個偈寫給
我 這樣就是開悟嗎？不是的！你要
講出它的理由 為什麼是﹁空﹂？為
什麼是﹁有﹂？這兩個都要講出來才
算開悟 光是講﹁空﹂ 那麼﹁有﹂
呢？光講﹁有﹂ 那麼﹁空﹂呢？兩
個要在一起
在︻心經︼講：﹁色不異空 空
不異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你
要把這四句話講得非常清楚 讓師尊
明白你已經了解﹁有﹂ 也了解
﹁空﹂ 我才會為你的開悟印證 你
光了解﹁空﹂ 那﹁有﹂呢？你光了
解﹁有﹂ 那﹁空﹂呢？你只是把
︻心經︼所講的﹁色不異空 空不異
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寫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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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但那是佛經裡面講的 你一定還
不知道什麼叫﹁色不異空 空不異
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 講︻心經︼的人不一定明
白開悟 講︻金剛經︼的人也不一定
是開悟的；其實 ︻心經︼ ︻金剛
經︼ ︻大般若經︼都是開悟的
︻解深密經︼ ︻楞伽經︼ ︻維摩
詰經︼也都是開悟的 開悟的人可以
講這些經典 沒有開悟的還不能講
因為就算你講了 也只是照本宣科而
已
菩提樹就是象徵佛陀的開悟 非
常重要！所以 開悟一定是﹁有﹂跟
﹁空﹂都要講出來！為什麼是
﹁空﹂？你要講得出來；為什麼是
﹁有﹂ 你也要講得出來
小張在海灘上 看見一位穿比基
尼泳裝的美女 他馬上過去和她搭訕
閒聊 小張想要知道她的名字 又不
想太過於俗套 於是便問：﹁妳家裡
的人都怎麼叫妳呢？﹂小張心想這樣
問 她也許就會回答 然後可以繼續
聊下去 沒想到 美女笑了一笑
說：﹁我家裡的人 有的叫我老婆
有的叫我媽咪 ﹂現在的美女不同
了 並不是沒有結婚 有些結婚了還
是美女啊！
所謂﹁開悟﹂ 你叫它什麼都
行 但是你一定要解釋清楚 很多經

典裡面都有開悟的句子 但是 你不
能只是抄給我看 開悟有很多的名
稱 這一點 大家要記得
診所門前坐著兩個孩子 護士蹲
下來問其中一個小男孩：﹁小朋友
你哪裡不舒服？﹂小朋友講：﹁我吞
下了一個彈珠 ﹂護士問另外一個小
男孩：﹁那你呢？﹂這小男孩回答：
﹁我在等那一顆彈珠 因為它是我
的 ﹂
我告訴大家 ﹁空﹂跟﹁有﹂是
一體兩面 兩個孩子到了醫院 一個
是吞下一顆彈珠 一個是擁有那一顆
彈珠；一個是﹁有﹂ 一個是
﹁空﹂ ﹁空﹂跟﹁有﹂是一體兩
面 沒有兩個 只有一個 所謂的開
悟 絕對是一個 不是兩個 所以叫
做﹁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也就是
﹁有﹂的世界包含在﹁空﹂裡面
﹁空﹂的世界包含在﹁有﹂裡面 不
是兩個 而是一個 ﹁色不異空 空
不異色﹂就絕對是一個
老張逃獄被抓到 獄長就問：
﹁你為什麼逃獄？﹂老張講：﹁監獄
裡的伙食太差 ﹂獄長講：﹁鐵條那
麼硬 你怎麼敲得斷呢？﹂老張講：
﹁我是用昨晚的饅頭敲的 ﹂這笑話
不怎麼好笑 第一次懷孕的小真到醫
院檢查 由於沒有經驗 心裡很不安
就問醫生：﹁請問醫生 根據你的經

驗 接下來的日子裡 我最難熬的會
是什麼時候？﹂醫生回答：﹁未來的
十八年 ﹂醫師講的是養孩子的時
間 現在大家都不生小孩 這個笑話
就是因為這樣出來的 生小孩並不是
很難熬 而是養小孩的時候最難熬
所以 小孩子必須懂得孝順 父母把
你從小養到大 是非常辛苦的
這裡有個笑話也是一樣的 孝順
父母要趁早 百善孝為先 孝順是很
重要的 這笑話是講：﹁養女兒就像
種一盆名花 要小心翼翼地百般呵
護 晴天怕曬 雨天怕淋 夏天畏酷
暑 冬天畏嚴寒 心都碎了 眼睛都
酸了 好不容易 一朝花開 卻被一
個自稱女婿的整盆端走 ﹂養女兒很
辛苦啊！辛苦把她養大 她嫁人之
後 就被那個男的抱走 不過 養男
孩子也是很辛苦 因為他也被太太帶
走了 出去組織新的家庭 也是一樣
走啊！
所以 你們要懂得父母養大你們
是很辛苦的 人不會生下來自己就可
以活的 一定要懂得孝順 孝很重
要 佛 天對於孝順的人是很尊敬
的 佛 天會在孝順的人旁邊賦予護
法神 ﹁孝﹂這個字很重要！孝順父
母就如同你在禮拜佛菩薩 是一樣重
要的！每一個人都要懂得孝順！
﹁向菩提樹︵以修法示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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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魔︵有降伏一切魔的大法力︶﹂
在第四德裡面有好幾種 可以降伏一
切魔
釋迦牟尼佛最難降伏的有兩個大
關 釋迦牟尼佛端坐在菩提樹下 突
然之間 祂的天眼開了 祂看到自己
的妻子︱耶輸陀羅 祂的愛妃跟提婆
達多在一起 提婆達多也是一個王
子 還沒出家 他是八大王子出家當
中的一位 他後來背叛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看見耶輸陀羅跟也是釋迦
族的提婆達多在一起 提婆達多追求
耶輸陀羅 釋迦牟尼佛看見他們非常
親密 提婆達多約了耶輸陀羅 兩個
人就在 motel ︵汽車旅館︶裡面
美 國 的 motel 還 不 至 於 怎 麼
樣 很多人都會去住 但 台灣的
motel 都是情侶約會的地方 屬於不
倫的地方 師尊如果站在台灣的
motel 門口被拍一張照片 那就會很
難看 如果在美國的 motel 門口被
拍照 那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大家
一般人都可以住的地方 台灣一般的
老百姓不會去住 motel
而是住飯
店 motel 是專門給情侶約會的
莉莉法師住過台灣的︿歐悅
motel ﹀ 嘛 ！ 那 個 motel 是 很 大
的 比我們︿雷藏寺﹀還要大 妳住
的那個房間叫什麼廳？︵莉莉法師：
欲望之城︶她那天晚上一個人去住
﹁欲望之城﹂；因為那天有弟子招

最慈悲的佛顏，摩頂加持引頸㈽盼的每位善信大德

待 那個弟子家的隔壁新開了一
間飯店 就叫我們去住 師尊也
去住啦 我住的那間也是好大
比我們︿雷藏寺﹀還要大 裡面
什麼都有
妳在床頭櫃有看到什麼嗎？
︵師尊問莉莉法師︶？哎
不
能講 總之是﹁保險箱﹂的另一
個名字 前面兩個字是﹁保
險﹂ 後面那個字不要唸 就放
在床頭櫃那裡 莉莉法師因為一
個人住很無聊 她就打開電視
喔！妳有沒有趕快關掉？︵莉莉
法師：有︶但我們沒有看到 因
為她說她一打開電視就看到那個
影片 就趕快把它關掉
那個︿歐悅 motel ﹀真的
是一間好大的 motel 還是連鎖
店 從台北一直到南部都有 房
間都好大間 我們去住過了 終
於了解 motel 是什麼樣子
釋迦牟尼佛在禪定的時候
眼睛一看 提婆達多約了耶輸陀
羅去 motel 一個是釋迦牟尼佛
的愛妃 一個是王子 兩人去
motel 住整個晚上 這像什麼話
嘛！當然 這是魔王化這個景象
給釋迦牟尼佛看的：﹁你看！你
的愛妃跟你的同胞兄弟在一
起
﹂請問 如果你是釋迦
牟尼佛 你的心中會有什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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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 釋迦牟尼佛如如不動 因為
祂出了家 就應該沒有家了 祂把什
麼都放下了！就算是出家 如果是那
樣的景象讓你看到 那是會﹁揪心
肝﹂的 會非常難受！但 難忍能
忍 這才是大忍辱！這是第一個大考
驗
第二個是在菩提樹下的很大考
驗 魔王派他的三個女兒 在佛陀的
面前 誘惑祂 三個美女在祂前面舞
蹈
表 演
就 像 美 國 跳 的
topless ︵脫衣舞︶一樣 三個美女
在釋迦牟尼佛面前跳脫衣舞 做出種
種誘惑的動作；釋迦牟尼佛坐在那
裡 眼睛看著三個美女 但是祂的心
不動 這就是很大的定力
所以 修行人有兩句話 是人家
轉告給我的：﹁男的要擋得住誘惑
女的要耐得住寂寞 ﹂出家的比丘要
擋得住誘惑 比丘尼要耐得住寂寞
這是非常重要的兩句話 佛陀示現在
菩提樹下 有這麼大的考驗 你們能
不能跳得過呢？
比丘尼有還俗的 比丘也有還俗
的 包括上師也有還俗的 有一個很
好的上師 他現在住北京 跟我們的
女同門結婚了 師尊也無可奈何啊！
誰叫那位上師擋不住誘惑啊！上師是
金剛阿闍梨耶！那個女的經常去請教
他佛法 金剛阿闍梨也會擋不住誘
惑 就跟她結婚了！那有什麼辦法
呢？那就還俗了吧！
我們這裡也有比丘尼還俗的 在
剃度當天就還俗了！那天早上法會的
時候給她剃度 她男朋友從紐約那邊
飛過來 還在圖書館煮飯給我們吃
吃完了就把比丘尼帶走了；不過也不

錯啦！她男朋友煮的飯很好吃
所以 比丘尼要耐得住寂
寞 比丘要擋得住誘惑 這兩句
話很好！我們宗派裡 打敗仗的
比丘跟比丘尼多得很 都是因為
比丘擋不住誘惑 比丘尼耐不住
寂寞啊！早上剛給她剃度 她還
在佛菩薩面前講：﹁我從此以後
出家 盡形壽
﹂結果晚上
就被載走還俗了！她還留下一封
信給我：﹁希望有緣再出家 ﹂
我說：﹁沒了啊！還有緣？﹂
比丘尼是這樣的 只要妳一
還俗 就不能再出家 只有一次
出家的機會；妳還俗了 就不能
再出家 這是佛教真傳的戒律
比丘可以幾次？七次 比丘可以
七次 可見男女還是不平等 釋
迦牟尼佛的僧團制度裡面 比丘
尼一還俗 就不能再出家；而比
丘還俗 還可以出家 來回一共
七次 這是佛陀的戒律 我也沒
辦法改
有一個比丘尼希望佛教團體
能夠改掉以前釋迦牟尼佛訂下的戒
律 改掉一些比較不合理的戒律 但
是 沒有人敢改 連達賴喇嘛也不敢
改 所以 大忍辱跟大定力是必要
的 都是修行人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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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才能寂靜，
寂靜能成無㆖覺，而後能轉法輪度眾生。

我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
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
寶 敬禮護摩主尊︱大輪金剛︵三
稱︶ 敬禮白衣觀世音菩薩 敬禮妙
色身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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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大家
好！︵台語 國語︶你好！大家好！
多謝晒！︵廣東話：謝謝你︶ Thank
you for coming ︵ 謝 謝 大 家 的 蒞
臨︶ See you soon next week ︵我
們下個星期再見︶ 今天我們的貴賓
是：︿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秘書長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Judy 師
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er husband
中
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真佛
宗博士教授團﹂︱︿台灣國立成功大
學﹀電機系王醴教授 ︿台灣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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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莊駿耀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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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們還是依照上個星期所
做的 超度了︿馬航﹀和︿復興航
空﹀的亡靈 ︿馬航﹀這次來了九
位 ︿復興航空﹀來了二十一位 加
起來是三十位 已經是很不錯了！因
為有的是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有的根
本不認識大輪金剛 也不認識白衣觀
世音菩薩 也不認識妙色身如來 所
以不敢隨便跟著走 有些亡靈雖然認
識 但是他們有的是沒有宗教信仰
有的是別的信仰 因此 不敢隨便亂
跑 來的就超度 沒
有來的就隨緣 今天
所做的超度都非常圓
滿 師尊看見護摩火
裡有三十個人在裡面
走動 然後就由阿彌
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放光 把
祂們接引到西方極樂
世 界 也 就 是 West
Very Happy Country
Land ！非常恭喜祂們
接受超度 往生佛國
淨土
今天做的是大輪
金剛的護摩 大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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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
廖東周大使及夫人Judy師姐。

剛的身色是白色 所以 我今天穿白
色的龍袍 戴白色的帽子 象徵大輪
金剛 大輪金剛的左手拿著三叉金剛
杵 右手拿著念珠 這三叉金剛杵的
三個牙如果是分開的 就是屬於日本
東密的；藏密的三個牙是合起來的
藏密的五鈷杵也是合起來的 藏密大
輪金剛的法相跟東密的法相不太一
樣 藏密的是雙手拿著五鈷杵交叉
頭上戴著帽子 長著鬍子；東密的沒
有鬍子 藏密的法相是有鬍子的 很
好分辨

供品加持

仰仗法王
無比殊勝的加持力

什麼是大輪金剛？有一種說法
說祂是釋迦牟尼佛教主的轉化；第二
種說法 說祂是彌勒菩薩金剛身的轉
化 也就是彌勒菩薩轉化為大輪金
剛 有這兩種說法 但 不管如何
都是佛教的教主來轉化 都是大權神
王佛轉化的！如果是釋迦牟尼佛教主
轉化為大輪金剛 釋牟尼佛是教主；
如果是彌勒菩薩轉化為大輪金剛 彌
勒菩薩也是教主 未來 在龍華三會
的時候 是彌勒菩薩下降人間成為教
主大權神王佛 祂會在﹁龍華三會﹂
度化所有的眾生
所以 這次主祈的人 都是﹁龍
華三會﹂裡面的人 將來都會到﹁龍
華三會﹂ 都跟彌勒菩薩有緣 跟教
主有緣 等於是跟佛法有緣 今天沒
有主祈的人 只要是接受了灌頂 當
然也是很好 大輪金剛是兩位教主的
化身 不做這一尊的主祈 非常可惜
啊！但是 主祈已經過了 可以重新
再主祈嗎？我想應該是不可以的
你做這一尊的主祈 你在娑婆世
界一定會被度 因為你跟祂有緣 你
一定會生在﹁龍華三會﹂的時代 大
權神王佛一定會接引你；有佛住世
而且還是大權神王佛 像我們現在所
謂的成佛 都是小的 都是一般一般
的 大權神王佛就是來娑婆世界當佛
教教主的 先是釋迦牟尼佛 最後是
彌勒菩薩；你跟兩個教主有緣 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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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往生淨土 一定成佛 今天主祈
的 一定成佛啦！沒有主祈的人 私
わからん！︵日文：我不知道︶
我從來就沒講過主祈哪一尊一定
會成佛的 大輪金剛這一尊很特別
可以﹁自授灌頂﹂ 這就是特別的原
因 別尊沒有所謂的﹁自授灌頂﹂
而這一尊可以﹁自授灌頂﹂ 什麼叫
做﹁自授灌頂﹂？你持誦大輪金剛的
咒二十一遍 再祈請那一尊來 你就
可以自授灌頂 你可以拿水 唸完大
輪金剛的咒二十一遍 你想受哪一尊
的灌頂 你就祈求祂來 然後你持誦
祂的咒 如果祂來了 你就拿水往自
己的頭上淋 這樣就是灌頂了
聽說有一次達賴喇嘛來台 在體
育館裡面擠了很多人 他們分給進來
的人每人一瓶礦泉水 當達賴喇嘛要
做灌頂的時候 他說：﹁你們每一個
人把礦泉水舉高 ﹂他就合掌 唸法
會主尊的咒 觀想主尊進入所有的礦
泉水裡面 然後他說：﹁我已經祈禱
完畢 你們把礦泉水打開 淋自己的
頭 ﹂這樣 灌頂就結束 這是達賴
喇嘛主持的 因為體育館裡有太多人
了 如果一個人 一個人灌頂 那還
得了！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的佛幡灌
頂 所以都是用瓶灌頂 也就是用
水 他們是這樣講的 因為太多人
了 如果一個個用瓶灌頂 那還得

了！整個體育館內有兩 三萬人啊！
我第一次回台灣 在桃園體育館
做﹁天眼灌頂﹂ 真的是一個一個灌
頂 每一個上台來 我拿一個天眼的
印 叩！點天心 叩 叩 叩 叩
叩
好奇怪 每一次舉起來就是
在天心 不會打到鼻子 也不會打到
眼睛 每一個都好準 那一次的灌
頂 每個人都上到法台灌頂 再下法
台 結果把下法台的樓梯整個壓垮
因為人太多了 也是兩 三萬人 叩
了兩 三萬下 而且每一個叩天心都
很準 可能是本尊抓著我的手去叩
的
大輪金剛可以自授灌頂是有原因
的 你知道了密法 得到了法本 而
在你住的地方沒有上師 沒有辦法祈
求上師為你灌頂 那時候 你就唸二
十一遍﹃大輪金剛咒﹄ 然後再祈請
要灌頂的本尊降臨賜授灌頂 這就是
自己給自己灌頂 大輪金剛有這種能
力 其他尊沒有 因為祂代表釋迦牟
尼佛 代表彌勒菩薩 代表大權神王
佛 所以可以自授灌頂
祂的手印 先內縛 是跟摩利支
天的手印是一樣的 這就是﹁大輪金
剛印﹂︵師尊示範︶ 小指跟無名指
內縛 中指勾食指 合掌 這就是大
輪金剛的手印 祂的種子字是白色的
﹁★ ︵吽︶﹂字 大輪金剛的短咒

是﹁嗡 達拉嘛底 細達 嘎里呀
達覽 梭哈 ﹂有身相 有手印 有
咒語 就可以成為一個法 修﹁大輪
金剛法﹂就等於在做大輪金剛本尊的
念誦法 其實 祂就是釋迦牟尼佛跟
彌勒佛本身的化身
大輪金剛是大權神王佛的化身
祂握有最大的權力 祂所說的一切就
是權柄 所以 大輪金剛的法力無
窮 非常偉大 在︻陀羅尼集經︼裡
面有提到：﹁誦此咒三七遍︵三七就
是二十一︶ 即當入一切曼荼羅 所
作皆成 誦咒有身印等種種印法 若
作手印 誦諸咒法 易得成驗︵比較
容易有感應︶ 若未曾入灌頂壇者
不得輒作一切手印 若人誦此咒 即
同入壇 作印行用 不成盜法也 ﹂
一般來講 你沒受過灌頂 翻開
法本 就是盜法 你沒有受過灌頂
修這個法也是盜法 修任何一個法
都是盜法 但是 只要唸了二十一遍
的﹃大輪金剛咒﹄以後 你進入任何
壇城作法 都不算盜法！差別在這
裡 ︽大藏秘要︾裡面有說道：﹁依
教中說 一切真言手印 必從師受
︵也就是要由上師來傳授的︶ 若未
入灌頂輪壇 輒結手印作法 得盜法
罪 所作不成 若於如來像前 誦此
咒二十一遍 即如見佛 即同入一切
曼荼羅 所求諸法 皆得成就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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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藏秘要︾所記載的
另外 在︽安樂妙寶︾裡面 也
有記載﹁大輪金剛菩薩法﹂修持的儀
軌 密教傳法是要金剛上師為其灌頂
跟授法 如未受灌頂修持其法 將觸
犯﹁越法罪﹂或﹁盜法罪﹂ 但是密
教也有其方便通融 能讓位處偏遠
地 沒有金剛上師常住之處 無法接
受灌頂者也能繼續修持密法 只要持
﹃大輪金剛菩薩心咒﹄ 就可開解修
法 等待以後遇到真正金剛上師再求
親灌
所以 你們看！大輪金剛重要不
重要？︵眾答：重要︶非常重要！祂
是釋迦牟尼佛 彌勒菩薩 大權神王
佛的化身 得到這一尊的灌頂 你會
出現在彌勒菩薩的龍華三會 而且彌
勒菩薩會帶領你成佛
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彥文
集第五十六冊︶ 昨天有提到第四德
裡面的﹁七現降魔﹂ 有降伏一切魔
的大法力 ﹁八現樂寂靜成無上覺
︵悟了明心得證︶ ﹂現在我們每一
個人每一天都在修行 有的人修一壇
法 有的人修兩壇 一般出家人 每
天至少是四壇 有些是修到六壇 一
日六時 每一天都修六壇 是屬於出
家要做的
在家的人 一天一壇或是兩壇
廖大使他是修法有成就的 有實際上
證驗的 他是在家居士 他一天修兩

壇 他可以看到寶藍色的光 在他天
心的地方顯現 非常好看 最近修
法 他又進一步 進到怎麼樣呢？他
可以看到白色的 鑽石般的明點光
出現在他的眼前；只要修九節佛風
持咒 他把氣運到頭頂上 他就可以
看到鑽石的明點光 一直在閃耀
我問一下廖大使 我講的都是真
的嗎？︵廖大使答：是真的︶真的！
他是在家裡的密壇做 在上班前 下
班後 然後他在 office 裡做伏地挺
身和仰臥起坐 他也做伏地挺身兩百
下 跟師尊一樣 他是在上班前 下
班後 在家裡的壇城修法 他可以把
氣運到眉心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寶藍
色的光 運到天心看到的是明點光
不是只有一個明點光 是很多的鑽石
光出現 差不多已經是金剛鏈了
你們看 一般的在家居士 一天
修兩壇法 他就可以看到很多明點
光 鑽石光 出現在他的眼前 而且
可以很快就看見 不需要因為想要看
見 就要經過觀想 持咒 唸佛 然
後運氣 運了半天 結果閃一下就沒
有了 他不是耶！他是看得很清楚
有很多明點光在他的眼前出現
認真修法就會這樣 而且非常真
實！廖大使沒有必要講假的 因為我
也不會給他紅包啊！他沒有什麼好處
啊！他確實 真實的看見明點光 而
且很多 像鑽石一樣閃亮 一顆一顆

在他的眼前閃亮 他能這樣修法 也
有賴於 Judy 師姐 因為 Judy 師姐
一直住在美國 而你在台灣 沒有事
做 就只好修法了 專心一意的修
法 能夠看見寶藍色光的明點光 而
且有很多很多 像鑽石一樣閃亮 能
夠看見明點光的人沒有幾個 更何況
是能看到一群的明點光
廖大使還講 他還看到不是很清
晰的金剛薩埵 是比較模糊的金剛薩
埵 將來 只要明點光聚起來 明點
光裡會出現金剛薩埵 會出現所有的
佛；你一直看那個光 等到結成一片
的時候 就會出現佛 會有很多佛出
現 廖大使看見模糊的金剛薩埵 就
是已經快要看見金剛薩埵了
拿麥克風讓他講一下吧！請他講
給大家聽！︵廖大使：我在台灣的時
候 看師尊說法的網路 還有在︿台
灣雷藏寺﹀參加護摩的時候 也一
樣 都是利用師尊在做迴向的時間
就做兩遍的寶瓶氣 然後光就出
來 ︶喔！他在台灣的時候 看師尊
說法的網路 或是師尊在︿台灣雷藏
寺﹀做迴向的時候 他就做兩次寶瓶
氣 然後光就顯現在他的天心這裡
今天師尊在迴向的時候也是這麼做
他也看到明點光 非常清楚
大家還不認真地好好修法 不認
真地好好修持 難道只讓廖大使一個
人專美於前嗎？每個人都要認真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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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心中所顯現出來的光 看自己的心
光啊！想要看到自己心裡的明點光
一定要很認真的 廖大使修兩次寶瓶
氣 就能夠看見 或是做九節佛風
也能夠看得到
︽真佛宗︾有很多上師 但很少
人來對我說他看見明點光 蓮旺上
師 你能看得到明點光嗎？︵上師
答：可以︶他也是可以看到明點光
能看到光的人沒幾個 說不定也有人
看到 只是比較謙虛 不好意思講
可能是你們比較謙虛 虛懷若谷 比
較內斂 不好意思講 或是比較害
臊 其實 講出來沒有關係 那是一
種見證
﹁現樂寂靜成無上覺﹂ 你要非
常寂靜 才有辦法心光發露 如果你
沒有辦法寂靜 你就沒有辦法心光發
露 這全部靠專一的功夫 也就是
禪 其實 講﹁禪﹂ 不用講什麼太
大的道理；禪不是什麼 禪就是﹁專
一﹂ 不要想過去 不要想現在 不
要想未來 你就﹁專一﹂ 你就可以
成 如果你一天到晚忙這個 忙那
個 忙來忙去 哪裡有時間看光？當
然 我們現在也看到光 眼睛張開就
可以看到太陽光 哇！太陽光好強！
不是那一種光！你內在的那一種光是
不一樣的！內在的光是要在最寂靜的
時候才能夠看見的那一種光 也就是

專一的時候才能看見的光
講一個笑話 中午在餐館見到一
個男生牽著一個女生的手下樓梯 不
料 那個男的不小心摔倒 但是他沒
有鬆手 於是 那個女生也跟著摔
倒 兩人沿著樓梯一路滾下去 情況
慘不忍睹 這件事告訴我們 有一種
愛叫做﹁放手﹂
牽手當然是很好 但是 男的摔
倒了 卻也拉著女生的手一起摔倒
從樓上滾到樓下 應該﹁放手﹂的時
候 還是要放手 但是 走在平穩的
路上 是要牽手的；危險的時候也是
要牽手 但是 下樓梯的時候 如果
你摔倒 你記得一定要放手 拉人家
一起摔倒就不太好了
告訴大家 專一就是﹁放手﹂
我聽到有人講：﹁心情不好 ﹂為什
麼心情不好？因為放不下！人家講了
他的是非 他從別人那裡聽到 心情
就不好 放不下 像這樣修法是沒有
用的 因為放不下 就不會專一；放
得下 才能很寂靜地看到光 然後看
到明點光 看到金剛鏈 最後看到金
剛幕 最後現出佛菩薩 本尊 金剛
薩埵
一定要﹁放下﹂ 才能看得到
否則坐下來 告訴自己：﹁要寂靜
要精神專一 要看光了
﹂欸？
結果看到女朋友出現！因為你的腦袋

裡都是你的女朋友嘛！﹁要寂靜 要
看光
﹂結果看到別人在罵你！
因為你的心裡很煩 不能專一嘛！
不受外面環境影響叫做﹁禪﹂
一心不亂 就叫做﹁定﹂ 我們每一
個人都會受外面環境的影響 師尊現
在已經不受外面環境的影響了 不管
哪一個人在生我的氣 我照樣呼呼大
睡 不管我聽到什麼 我都當成沒有
事 都沒有我的事 其實 只要看了
網路就有 聽了也有 雖然我不會看
網路 但人家會告訴我
因為我沒有電腦 不會上網 也
不會上 facebook ︵臉書︶ 我從來
沒有看過 facebook 我問什麼叫做
facebook ？師母跟我講：就是你進
到菜市場 看到很多人在賣菜 這個
人賣這個菜 那個人賣那個菜 賣
魚 賣海鮮 賣肉都有 一大堆人在
菜市場裡賣東西 流來流去 這一條
走過來 那一條走過去 菜市場很大
的
你 就 走 來 走 去
就 是
facebook
但是 到現在為止 我真的沒有
辦法想像 菜市場是怎麼樣子？我沒
有那個觀念存在 說什麼像是進入菜
市場一樣？我是去過菜市場 但是
我不知道網路也有菜市場 所以 我
沒有辦法想像人家在寫我什麼東西
師尊也不是無名小卒 總算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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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小名 既然有小名的話 人家就會
批評 被批評也是正常的 沒有名
就沒有人批評；有名 才會有人批
評 任何人都會被批評 當了總統也
會被批評啊！
因此 無論是人家轉述給我的
或是怎麼樣的 無所謂啊！不關我的
事 因為我沒有看到 我聽來的也不
一定是正確 所以 我很好睡 人家
再怎麼罵我 再怎麼生氣 我都沒感
覺 所以 我能夠很專一的 我連睡
覺都非常專一 很好睡啊！今天下午

我也睡了 從一點半睡到
兩點半 睡了一個小時
中午我也能睡 晚上我也
能睡 並不是白天睡了之
後 到了晚上就不睡不著
了 晚上我也照樣很好
睡 因為我在晚上也非常
專一 所以很好睡啊！
所以 什麼都要放下
才行 我告訴大家 你為
什麼會情緒不好 就是因
為你放不下！你每天情緒

大輪㈮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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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好 就是你放得下 要不要放下？
當然要 一定要放下 放得下 才能
寂靜 如果你能夠很好睡 這就是專
一 你連睡覺也要寂靜 你的心裡非
常寂靜 修法時就能看見明點光 將
來可以看到金剛幕 可以看到金剛薩
埵很清楚地現身 那就快要成就了！
有一個小偷偷東西的時候被抓
到 送到警察局後 警察發現他是慣
犯 而且專偷自己住家附近的房子
警察非常好奇 問他原因 警察講：
﹁為什麼你每一次偷的對象都是你家
附近的？這樣很容易被抓到啊！﹂小
偷講：﹁因為最近治安不好 老婆叫
我不要出遠門 ﹂
我覺得 每個環境都會影響人
你到台灣 台灣的環境是又髒 又
亂 又好玩；你在西雅圖 西雅圖的
環境是好山 好水 好無聊 所以
西雅圖應該是很好修行的地方 溫哥
華也是一樣 也是很好修行的地方
人很少
在台灣 每一次做護摩都是上萬
人 有時候是兩萬 三萬 王醴博士
就知道 廖大使也知道 現場密密麻
麻的 都是人 在西雅圖 我們做護
摩就是這樣一間而已 所看到的都是
熟面孔 要找幾個生面孔都很難 就
是這幾個 也沒有幾個新鮮的 看到
最後都不想看了 就是這麼幾個人

是非就那麼多！欸？在台灣上萬的
人 倒是沒有什麼是非 其實 是太
多了 因為太多就變成沒有了 應該
也有是非的
師尊出門是蓮涯法師開車的 另
外坐著他的兄弟︱蓮贈法師 還有蓮
店 有時蓮寧也來 還有慧君 師母
跟我 有時還有莉莉法師 還有
Hinafa
就這幾個人 小貓兩三
隻 坐在同一部車子裡面 人已經很
少了 那也是一個是非圈啊！就這幾
個人而已喔！這樣也會有是非 不是
這個叨念那個 就是那個叨念這個
幾個人鬥來鬥去 這也會互鬥
人多也互鬥 人少也互鬥 一台
車也互鬥 家裡才兩個 幾個人 也
是互鬥 什麼時候才能夠放得下？真
的很難啊！你就是要完全不理會 不
去理會就好了 要懂得這個道理 不
理 眼睛不看 耳朵不聽 嘴巴不
講 那就好了 這就是放下
在大學的宿舍裡 一位同學拿出
鏡子照自己 照了半天 突然講：
﹁哇！我好帥啊！﹂另一個答道：
﹁像你這種人也太狠了！連自己都可
以騙！﹂有時候想一想 大家都一
樣 常常都會自己騙自己 其實 自
己長得並不怎麼樣
像師尊來講 師尊長得並不怎麼
樣 師尊自以為是師尊 有時候照照

鏡子：﹁嗯！氣色還不錯！看起來好
像不到七十歲喔！﹂有時候 早上起
來看到自己的臉 ﹁欸！糟糕！怎麼
搞的？好像老頭子耶！﹂七十歲就七
十歲 騙不了人的 的確是 沒有年
輕時那麼瀟灑 不要老是以為自己很
英俊 以為自己還是一個 handsome
boy ︵ 帥 哥 ︶
其實
還是個
handsome boy 嗎？早就是一個老頭
子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了！
我經常稱讚人家很美：﹁妳長得
實在很美 ﹂人家也會稱讚我：﹁你
好英俊喔！﹂卡嘜咧！︵台語：別這
樣啦！︶我自己知道自己長得怎麼
樣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會看著鏡子
看 看 看 想找出哪一點比較莊
嚴？是眉毛比較莊嚴？還是像菩薩向
下看的那種瞇瞇眼比較莊嚴？
總之 自己要明白自己 你真正
能夠放得下嗎？你說你可以看到光
或是可以看到佛菩薩 或看到什
麼
但我知道你平時什麼都放不
下 你還說你可以看到佛菩薩 我會
信嗎？不要自己騙自己了！自欺欺人
是不好的！
聽佛法必須要接續的 最好要持
續；因為如果沒有持續 有時候會誤
解這個法 小廷去醫院看腿腫 醫生
為他仔細檢查後 給了他一顆很大的
藥丸 醫生講：﹁我去拿水 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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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 你稍等一下 ﹂小廷等得不耐
煩 就走到外面的飲水機旁 硬是把
那個藥丸塞進喉嚨 大口地吞水 把
藥丸沖下喉嚨 當嚥下藥丸之後 醫
生提了桶熱水回來說：﹁好了！把藥
丸丟到水桶裡面溶解 再把那一條腫
起來的腿 泡在藥水裡面三十分
鐘 ﹂結果他已經吃下去了
所以 聽師尊說法要聽清楚 每
一個法都要聽清楚 什麼叫做﹁現樂
寂靜﹂？釋迦牟尼佛講﹁三法印﹂
其中之一就是﹁寂靜為樂﹂！你一定
要把什麼都放下 當完全空的時候
真正的 最大的法樂 才會產生出
來！這是一定的！如果你不聽 隨便
東想西想 以為這個藥丸是吃的 其
實是要泡的 你吃下去就反而傷害了
自己 所以 聽法要聽仔細 ﹁現樂
寂靜成無上覺﹂ 就是開悟了！
再講個笑話 離婚那一天 我要
求老公像抱我進門那樣子 抱我出
門 他沒有反對 照我的要求 抱我
下樓 當下樓分手的時候 他的臉色
蒼白 氣喘吁吁地丟下一句：﹁珍
重！﹂就因為這兩個字 讓我感覺到
這老公還其實是愛我的 因此 自從
離婚後 我再也沒交別的男人 一心
一意等他回頭 直到有一天 聽他的
朋友提起 那一天他抱她的時候 真
的是累壞了 其實他說的是﹁真
重﹂

所以 聽法不要聽錯 是﹁珍
重﹂還是﹁真的很重﹂ 聽法不要聽
錯 要點就是這樣 ﹁現樂寂靜﹂
法樂就是從寂靜中產生出來的！當你
到了寂靜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什麼是
開悟 無上覺︵無上的覺悟︶ 沒有
比這個更上的覺悟了 就是開悟
﹁現樂寂靜成無上覺﹂這句話就是明
心見性了 再來 就是﹁轉法輪︵度
眾生︶﹂
阿呆跟父親講：﹁一個人至少有
一個專長 不然會被社會淘汰 ﹂父
親講：﹁看你呆頭呆腦的 能有什麼
專長！﹂阿呆說：﹁我寫的字 除了
我以外 別人是看不懂的 ﹂這就是
開悟 師尊今天就是因為要講開悟
但是開悟 明心見性 無上覺 人家
不一定會懂 只有自己懂 所以 得
到開悟的人 也就是阿呆 因為只有
他自己懂 別人都不懂 在這個笑話
裡面 阿呆自己寫的字 只有自己看
得懂 自己懂自己 就是開悟 你自
己了不了解自己？問題在這裡 所
以 我們修法的時候 你會慢慢了解
自己 了解了以後 就可以轉法輪度
眾生
夫妻兩人去看泰國人妖秀 妻子
問：﹁為什麼只有男的變女的 沒有
女的變男的？﹂丈夫很平淡地講：
﹁要挖一個坑比較容易 種一顆樹比
較難 種了樹之後 能活更難 ﹂再

講一個笑話 如果你的狗在後門吠
而你的妻子在前門大喊大叫 你要先
讓哪一個進來？丈夫就講：﹁當然先
讓狗進來 因為狗進來後 至少狗會
住口 ﹂
大家想一想啊！什麼是住口？住
口就是不會再叫了 狗在後門吠 妻
子在前門大喊大叫 當然是讓狗先進
來 因為狗進來之後就不會叫了 可
是讓妻子進來之後還是會繼續叫 所
以 我們要懂得應該什麼在先 什麼
在後 就是要懂得如何放下 也要懂
得什麼時候要完全住口
所以 女生要注意了 我有一次
幫一對夫妻福證 我問：﹁你們每一
次約會都是誰在講話？﹂太太就說：
﹁都是我在講話 ﹂我問先生：﹁那
你有講話嗎？﹂他說：﹁沒有 我都
是在聽 ﹂之後 我就不講話了！因
為依這種情況來看 他們結婚以後
那位先生也差不多完蛋了！
如果你娶了一個太太是不怎麼講
話的 男的也不喜歡講話 那我就會
趕快幫他們福證 為什麼？因為兩個
都不怎麼講話 永遠都不會有爭執
這樣 家庭才會圓滿 兩人講話 重
點講一講就好 其他不用講太多
今天就是講﹁現樂寂靜成無上
覺﹂ 另外就是﹁轉法輪︵度眾
生︶﹂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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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的片羽
8 ㈪再版㆖市
如果㈲㆒㆝，你發現原本所熟悉的世
界，其實就像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㆒樣，是㆒個被諸神所安
排好的世界，而你是這個世界裡唯㆒知道
真相的㆟，你會選擇向世㆟公開真相，還
是㉂己默默離開就好？
本書作者蓮生活佛盧
勝彥法王，原是㆒位只信
仰㆖帝的虔誠基督教徒，
卻在民國㈤㈩㈥年（㆓㈩
㈤歲）時，㆒㈰陪母親㉃
台㆗〈玉皇宮〉參香，原
只是抱著參觀㈴勝心態的
祂，竟被廟裡的神明透過
靈媒點㈴，要祂出來濟度
眾生，頓時開啟了作者的
㆝眼，徹底顛覆了祂過去
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冥冥之中，有⼀股⽞
祕的⼒量在幫助我，發現
了⼈類的根本源頭，發現
了無形的不可思議……。
我終於懂得了，⽽且領悟
了，然⽽這個境界，為什麼古代⼤聖賢哲
要我們「不可說」呢？
～蓮⽣活佛盧勝彥～
這場奇遇後，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便
潛心於佛道的修行，不畏各種挑戰與聲
音，精進不已；同時每㈰㆒篇文章，將㉂
己的心得記錄撰㊢，陸續出版了《靈機神

算漫談》、《靈與我之間》、《靈魂的超
覺》、《啟靈㈻》等膾炙㆟口的暢銷書，
轟動當時的台灣。本書作者也在《台灣㈰
報》撰㊢「靈的世界」專欄，期望透過㆒
篇篇真實的告白，讓世㆟明白因果輪迴確
實存在，能夠斷惡向善，走向修行之路，
脫離生死輪迴。
現在，我仍然以⾃⼰
對真理的所⾒與體會，
堅守靈魂實有的⽴場。
我的寫作，絕對不是
如空中樓閣般的不著邊
際，⽽是腳踏實地的實
話實說。
～蓮⽣活佛盧勝彥～
本書《載著靈思的
舟》，除了收錄了活佛
當年在《台灣㈰報》連
載的「靈的世界」專欄
文章，另㆒部分則是作
者㈰常㈲感而發的散
文，題材包羅萬象，㈲
破除迷信、研究㊪教、講解修行法門，以
及個㆟感應等等。
且讓我們㆒同乘著這艘載著靈思的小
舟，跟著作者㆒同暢遊那神祕的靈的世界
吧！
〜大燈文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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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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多義，能夠認識㉂己，
真正聽法、修法，也是涅槃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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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本尊
Padmasambhava ︵蓮華生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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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秘書長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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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華醫師 ﹁真佛宗博士教授
團﹂︱︿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王醴教授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麥
顯輝功夫學校﹀麥顯輝師父 ︿台灣
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盧文
祥博士 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
大 家 好 ！ ︵ 廣 東 話 ︶ Selamat
Malam ！︵印尼文：晚安︶
今天是同修﹁蓮華生大士本尊
法﹂ 大家知道 最近世界上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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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 也有很大的瘟疫 各地都有
天災 也有人禍 我們希望蓮華生大
士慈悲眾生 因為祂是密教的祖師
而且祂的修行 修為都非常高 可以
講是無上的 沒有比祂更大的修行
者 希望祂能慈悲眾生 化解種種的
災難 目前的災難真的是很多 所
以 明天的護摩法會將做白度母的護
摩 白度母等於是觀世音菩薩 是非
常慈悲的 其中就有超度；第一個是
超度︿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空難的亡
者 第二個是超度台灣︿復興航空公
司﹀空難的亡者 第三個要超度台灣
﹁高雄氣爆﹂的亡者 所以 有三個
牌位要超度 責任都很重 為了超度
這些眾生 肩膀越來越重 像這樣的
災難很多 另外還有因為瘟疫而死
的 因為氣爆而死的 德國最近也有
火車相撞事件 還有種種很多的事
件
顯示整個地球都不是很平
安 我們祈求蓮華生大士慈悲眾生
放大光明照世間 讓所有的大事能夠
化小 小事能夠化無 一切吉祥圓
滿！讓我們能夠度過今年的馬年
蛇年尾的時候 我在︿大燈文
化﹀做了一個預言︵聖尊在二○一四
年一月接受︿中天電視﹀的專訪︶
他們問我：﹁馬年會怎樣？﹂那時候
我就說：﹁會有局部性的戰爭在世界
各地出現 還會出現瘟疫 ﹂我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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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重點 另外 還有天災和地
變 都會在馬年發生 當時在場聽到
我這樣預言的人請舉手︵有多位弟子
舉手︶
為什麼我會事先知道馬年會有戰
爭？為什麼事先知道非洲會有伊波拉
瘟疫出現？其實 不是我想要事先知
道 而是每一年的年底 ︿大燈文
化﹀就會問我明年的世界運氣怎樣？
因為他們問了 我就一定要答 我不
能講：﹁ I don't know! ﹂因為一
講 I don't know 就顯示師尊的功
力不高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而且要
答得很準；︿大燈﹀幾乎每一年都要
問 而我答得都很準 我是在很安靜
的時候定下來 接受指示；然後 在
我的眼前會顯現戰爭的狀況 顯現天
災地變 顯現瘟疫；因為我看見了
我才能夠答
我回答了之後 聽說有一位同門
通知我們所有的單位 說師尊講的戰
爭跟瘟疫不要刊登 叫︽真佛報︾
︽燃燈︾ 還有我們的傳播媒體不要
刊登這樣的訊息 但是 我聽蓮萊上
師說 他在我講了之後就馬上上網
登在他的臉書上 所以 還是有很多
人知道 我問一下 ︽真佛報︾有沒
有刊登？︵弟子答：有︶︽燃燈︾有
沒有刊登？︵弟子答：有︶師尊講的
話是要刊登的
當然 我們可以做很大的法會去

息滅那些災難 然而 這法會不一定
能夠息滅世界上所有的災難 因為佛
菩薩可以救病 師尊也一樣可以救
病；雖然佛菩薩有能力救有病的 但
是祂救不了命！為什麼救不了命？因
為命是注定的！定業很難轉 是定
數！能夠轉的病 佛菩薩就會轉；命
定的 那就沒辦法轉了 醫生也是只
能救病 不能救命 命中注定要死
的 還是會死；如果命中注定你的病
是可以治的 那就可以治 這當中有
所謂的﹁定業﹂跟﹁不定業﹂ 不定
業可以轉動 定業是轉不動的
我講個比喻 這個人一生當中能
夠賺多少錢 早就定了 再怎麼努
力 你還是只有那麼多的錢 這個是
不能轉的 但是 也有例外 如果你
做了大善 就可以轉變；如果你做了
大惡 也會轉變；除了大善 大惡之
外 命運都不能轉 所以 醫生也只
能救病而不能救命 如果所有的病都
能治的話 醫院也不用設立太平間
反正進來的病人都可以治
我告訴大家 不但病人會死 醫
生也會死 而且醫生還死得快 因為
第一個被感染的都是醫生 最近 美
國好像派飛機去把兩個醫生運送回美
國 有沒有這回事？︵弟子答：有︶
他們就是先受到感染了︵伊波拉病
毒︶ 所以要回美國醫病 病可以
治 但是命不能治；醫生也會有病

這就是定數跟不定數；也就是佛教講
的 有的是定數 有的是不定數
師尊因為看到了這些定數 我知
道那是不能夠轉的；縱然是佛菩薩非
常慈悲 祂能夠救一些眾生 但是祂
沒辦法轉變整個地球人類既定的命
運 也就是沒有辦法轉變的定數 我
們祈求蓮華生大士加持眾生 能夠好
好地度過今年的馬年 能夠平安一
點 至少減少一些災難
今天是情人節 祝福天下所有有
情人終成眷屬 有個人寫笑話給我
讓我在情人節這天講 情人節那一
天 妻子對丈夫說：﹁我昨天做了一
個夢 夢見你送我一條鑽石項鍊 你
說 這個夢是什麼意思？﹂丈夫講：
﹁妳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妻子看見
自己的暗示有效 心裡非常歡喜 到
了晚上 丈夫帶回來一盒禮物給妻
子 妻子滿懷喜悅地打開一看 是一
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解夢︾
師尊希望每個先生聽到妻子講的
話 或者是情人講的話 最好不要像
那位先生一樣 日本話的けち 就是
小氣巴拉！小氣巴拉不好 應該要大
方一點 既然是情人跟你講 或者是
妻子跟你講 你就滿她的願 她至少
會對你溫柔一 兩天吧！
今天繼績講︽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講到﹁九轉
法輪︵度眾生也︶﹂ 以前 吐登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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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吉上師對我說：﹁我的法輪已經轉
了 現在該你來轉 ﹂這就是叫我出
來度眾生 吐登達爾吉上師是如何找
到我的呢？有一次 白度母出現在吐
登達爾吉上師的面前 白度母說：
﹁你要到台灣找一個姓羅的︵盧的台
語發音︶﹂ 台灣話的﹁盧勝彥﹂就
是﹁羅勝彥﹂ 國語是﹁盧勝彥﹂
日本話是ろかつひこ 英文叫做
Sheng-yen Lu
吐登達爾吉上師把
﹁盧﹂聽成﹁羅﹂ 他就到台灣 在
桃園 台北 中部和南部找了幾個姓
羅的弟子
他回去之後 白度母又出現對他
講：﹁你並沒有找到那個姓羅的 ﹂
他說：﹁那怎麼辦呢？﹂白度母就跟
講：﹁祂就要出現在你的面前 而且
祂已經出現在你的面前 ﹂﹁怎麼回
事？﹂白度母就說：﹁你聽錯了 其
實我跟你講的是台語的﹃盧﹄ 不是
四維﹃羅﹄ ﹂那時候 我就出現
了 吐登達爾吉上師對我說：﹁我要
把法傳給你 將來你要去轉法輪 我
的法輪已經轉了 再來該你轉了 ﹂
這也是一種奧妙的地方 白度母
去找吐登達爾吉上師 說要把法交給
一個姓盧的 這是吐登達爾吉上師親
自跟我講的 不然 我是不會知道
的 我到吐登達爾吉上師那裡 也是
因為聽聞他的名而去拜訪他 然後就

皈依他 他是我最後的一個上師
﹁十入涅槃︵住自自如如的世
界︶﹂ 什麼叫做入涅槃？就是住在
自自如如的世界 以前有一個牧師研
究佛教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涅槃？他
最後終於得到答案 原來涅槃就是死
了嘛！有一次我在印尼過生日 印尼
弟子唱印尼的︿生日快樂﹀歌給我聽
Selamat Ulang Tahun ︵ Selamat 的
發音似華語的﹁死了嗎﹂︶ 我心裡
想 是﹁生日﹂欸！居然講我﹁死了
嗎﹂？原來 印尼話的 Selamat 是
﹁祝福﹂的意思 是一種祝福的話
但用國語來聽 就是﹁死了嗎﹂
喔！那不是很好聽的話 這就是語言
不同所造成的誤解 那位牧師研究到
﹁涅槃﹂兩個字 他認為涅槃就是死
了 大家現在也是祈求根本傳承上師
不入涅槃 不入涅槃幹什麼？跟你們
一樣坐在這裡做人間大夢啊？
其實 涅槃這兩個字有多種含
義 不只是代表死 也代表活 因為
人死了會再活 人的生跟死之間 有
一個東西 佛教叫做﹁中陰﹂ 就是
人剩下來的氣︱人的遺氣 日本話お
に︵日文：鬼︶ 國語叫做﹁鬼﹂
涅槃就像語言一樣 也是多義的 其
實 醒過來也叫涅槃 生也叫涅槃
死也叫涅槃 覺悟也叫涅槃
我做一個比喻 當你晚上睡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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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都有新同門至西雅圖雷藏寺共修〈真佛密法〉

夢 但你不知道是在做夢 到了早
上 你突然從夢中醒過來：﹁哇！原
來昨天晚上所做的是夢 現在終於醒
了！﹂這個醒 叫做涅槃 你終於覺
悟了 剛剛那個只是夢 那不是真實
的；真實的就叫涅槃 有真實義在裡
面 真實的東西叫涅槃
你以為是真實的 也不一定是真
實的 晚上做夢 大家都以為是真實
的 不是 原來是做夢 等到你有一
天修行成就了 你那時候才會覺得：
﹁唉呀！我們做人的那一段時光 原
來也是做夢啊！﹂這時候才算是清
醒 叫做涅槃 當你有一天死了 如
果你本身是開悟的 你會像突然醒過
來一樣 然後看到一片光明：﹁啊！
原來另外有一個真實的世界 ﹂
人間的世界 不過是大家一起做
百年大夢而已！所以 我以前常常
講 一歲 出場亮相；十歲 學業至
上；二十歲 青春蕩漾；三十歲 職
場闖蕩 開始賺錢；四十歲 稍微發
胖 大部分四十歲就會稍微發胖；五
十歲 老當益壯 雖然快進入老年
了 但身體還是滿強壯的；六十歲
血壓向上；七十歲 有一點遺忘；八
十歲 搖搖晃晃 走路走得不太穩
容易跌倒；九十歲 失去方向 因為
到了九十歲的時候 出門後都不知道
家在哪裡 講不出來；一百歲 就跟
佛一樣︱掛在牆上

等到你﹁百年﹂的時間一到 若
你有修行 會像突然醒來一樣 看到
一大片白光 所有佛菩薩來迎接你
到時你會說：﹁這個才是真的！﹂人
間呢？原來都是在做夢；這時候就是
涅槃 有醒來之意 有覺悟之意
涅槃有種種的意義在裡面 不單
純是死 有些人講：﹁死了就一切都
沒有了！﹂沒錯 但是 還有靈魂
還有識的存在 可以往生到佛國淨
土 可以直接成佛 這就要有修行的
功夫 還要領悟所謂﹁涅槃的智
慧﹂ 所以 涅槃不是死 那位牧師
只研究出涅槃的其中一個意義 其
實 涅槃有很多意義在裡面
有一隻蚊子出去練習飛行 回到
家以後 媽媽問牠：﹁飛得怎麼
樣？﹂牠回答：﹁感覺非常棒 因為
我看到每個人都在拍手 ﹂其實 牠
會錯意了 人家拍手是要把牠打死
不是為牠鼓掌
我們佛教徒是不殺生的 但是
蚊子飛到你的手上怎麼辦？不殺牠
嗎？我們不殺生 達賴喇嘛也不殺
生 他就用口吹牠 想把牠吹走 但
牠不走 因為細皮白肉的人 肉很香
甜 血是甜的 非常清涼 有營養
你吹牠 牠的翅膀動一動 卻不飛
走 怎麼辦？達賴喇嘛講：﹁既然牠
不走 那就唸﹃嗡嘛呢唄咪吽﹄ 然
後﹃啪﹄！﹂這不是我講的 牠真的

不走 命中注定要死在你的手上 有
什麼辦法呢？那就只好唸個咒 把牠
超度 所以 對涅槃不能會錯意 以
為涅槃只是死而已 其實不是的
有一天 小明在上課的時候睡
覺 老師很幽默地問：﹁周公對你說
了什麼？﹂小明講：﹁周公對我說
現在科技真發達 連早上都能夠遇見
你們 ﹂這算什麼科技發達？是人的
生理現象 對不對？這笑話不對 不
能這樣曲解
周公是周文王的兒子 周文王有
一百個兒子 本來是九十九個 最後
一個兒子叫做雷震子 是收養的；因
為當時打雷 在墳墓旁邊有一個娃娃
在哭 他收了這個兒子 就有了百
子 我們祝福新結婚的人 就會用
﹁百子千孫﹂來祝福 不過 現代人
已經不講﹁百子千孫﹂了
周公研究八卦 周文王本來就是
研究八卦的 所以 我們道家在排八
卦的時候會講：﹁有請八卦祖師 伏
羲氏 文王 周公 孔子 雲夢山鬼
谷子先生 ﹂排八卦的人一定要唸這
幾個人的名字 八卦祖師原是先天
的 無上的祖師 再來就是伏羲氏
伏羲氏就是把八卦畫出來的 ﹁天
地 雷 風 澤 水 火 山﹂八個
字就是﹁八卦﹂ 上就是﹁乾﹂ 下
就是﹁坤﹂ 乾三連 坤三斷叫做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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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可以用來做︽易經︾ 做人
事上的變化 世間一切的變化 可以
依照八卦的數算出來！這裡面有很大
的學問 所以稱為﹁易﹂ ︽易經︾
就是變化 八卦祖師 伏羲氏 文
王 文王指的就是周文王 周公就是
文王的兒子；孔子就是至聖先師 老
年的時候研究︽易經︾；雲夢山鬼谷
子先生 可以講是仙人 王禪鬼谷子
先生也是八卦的一個祖師 徒弟有龐
涓 孫臏 這是大家都曉得的 另
外 還要唸﹁成卦童子 排卦童
郎﹂ 請這兩個童子幫你鋪八卦 然
後開始搖
算命的人會用龜殼
裡面放卦錢 然後開始搖 然後讓卦
錢掉出來 搖出第一個卦是什麼 第
二個卦是什麼 這就是﹁文王八
卦﹂ 可以算出你的命運
涅槃的意思是要從這當中體悟到
人生是要修行 人生不能不修行 一
定要修正你本身的行為 走向善道
不要走向惡道 要走到陽 不要走到
陰；陽極則成仙 陰極則成魅 魅就
是妖怪 有它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
涅槃的另一個意義 就是要懂得修
行 修行才能成仙 成佛
修行忠孝節義 就能稱神 你非
常忠 非常有義氣 有貞節 非常孝
順；孝能感動天 能夠一輩子做一個
孝子的話 這是大善 將來可以稱

神 一輩子忠義 也可以稱神 關公
一輩子忠義 祂就能夠稱神 孔子一
輩子守禮義 祂就是文聖人；天上聖
母︱媽祖林默娘 祂救眾生就能夠稱
神 懂修行的人 將來也可成聖賢
成佛 成仙 所以 人就是要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你本身的行為 涅槃有
這個意義在裡面 就是要懂得修行
如果你不懂得修行 你下一世還
是當人吧！你造了很多的業 就下生
到三惡道 變成畜生 地獄 餓鬼；
你如果不善 不惡 你就還在人間；
你做了善事 就會升天稱神；你完全
變成純陽 就成仙了；呂祖就是呂純
陽 也就是呂洞賓 顯現的全是白色
的光氣；你化為光 就可以成佛作
祖 這就是涅槃之義 含義非常廣
有一個乞丐問一個先生：﹁好心
的先生啊！為何在兩年前 你每一次
都給我五百塊？去年你減為二百塊
今年只給我一百塊？﹂這位先生講：
﹁因為兩年前我還是一個單身漢 去
年我結婚了 而今年我添了一個孩
子 要花費較多的錢維持家計 ﹂乞
丐非常生氣：﹁你怎麼能夠這樣？居
然用我的錢去養活你的家人！﹂
這個乞丐有點太超過了 不講道
理！我們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理 人家
給你錢 那是布施供養 不管是多
少 你都要感恩 不能說：﹁上次給

很多 這次給很少？﹂那是不可以
的 你如果因為這樣生氣 那是不對
的 乞丐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來講道理
上 聽起來好像是對的 但在做人的
道理上是不對的
我們修行 就是要懂得道理 如
果能夠分辨出來 就叫做智慧 也叫
做涅槃 涅槃也有分別義 有好多種
的涅槃 一個涅槃就可以一個晚上講
不完 所以 懂得修行是很重要的！
先生買了眼藥水回家 點了兩
滴 閉上眼睛 轉一轉眼珠 張開眼
睛之後 眼前一片漆黑 突然什麼都
看不到了：﹁天啊！這是什麼毒藥
水？﹂急忙站起來 從椅子上摔倒
桌子也踢翻了 開始大哭不停 這時
候 妻子在旁邊很淡定地講：﹁年紀
大了 愈來愈沒用 停個電就把你嚇
成這樣子 ﹂
告訴大家 在這世界上 我們每
一個人都是瞎子 你會講：﹁為什
麼？我們都有眼睛 都看得見 怎麼
講我們是瞎子呢？﹂真正有眼睛的是
坐在上面那些閉著眼睛的 祂們是有
眼睛的啊！我們這些張開眼睛的人
都是沒有眼睛的
在這世界上 有誰能夠真正認識
你自己啊？你把你自己做的好事宣揚
得很大 你把自己的污點或是不對的
地方 都藏得很深 不敢承認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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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你自己在欺騙自己 你不是瞎子
的話 那是什麼？人都是在自欺欺
人 自己欺騙自己 還欺騙別人；自
己做了很多惡業 都不敢承認 還說
自己是非常棒的：﹁我應該稱神 或
者是叫我大仙 ﹂如果我們不能認識
自己 也不能夠認識別人 也不能夠
認識自己的師父
；有些人根本是
顛倒的 人間顛倒的人太多了 所
以 真正的瞎子是我們人 因為你還
沒有真正的開悟 真正的明目
明天的護摩主尊是白度母 白度
母叫做﹁七眼佛母﹂ 祂有七個眼
睛 這裡有一個眼睛︵師尊指﹁眉
心﹂處︶ 這裡兩個眼睛︵臉部︶
兩隻手掌上各有一個眼睛 兩個腳心
上也各有一個眼睛 所以叫做七眼佛
母 祂是真正的佛母
白度母的這個眼睛︵眉心處︶才
是真的眼睛 手掌上的眼睛才是真的
眼睛 腳心的眼睛才是真的眼睛 我
們人臉上的兩個眼睛是盲目的 那是
肉眼 每一個人都是肉眼凡胎 看不
到真的 所看到的全是假的 沒有一
樣是真的 大家都拼命追求假的
告訴你們 什麼是假的？鈔票是
假的啦！有一個人在法官面前 法官
說：﹁你為什麼印假鈔？﹂那個人回
答：﹁我不會印真鈔 ﹂怪了 你們
以為那是鈔票嗎？其實 那是紙啊！
大家看 這是一百塊的富蘭克林 這

一張紙是真鈔 真的可以用來買東
西 但我告訴你 這是假的！為什麼
是假的？這本來是一張紙耶！只是印
了富蘭克林 有美國政府的背書 有
簽字 所以才變成真的
你們就說這個是真鈔 有很多防
偽 其實這是因為有美國政府的承
認 所以是真鈔 如果你到了月球
用美金一百塊買一瓶礦泉水喝 外星
人說：﹁你想騙我？你拿的這個是什
麼啊？﹂外星人認為你詐欺 這只是
一張紙啊！你在美國可以用 在地球
上可以用 你拿到月球上用用看 月
球上的外星人會認為這是假的東西
只是一張紙而已
很多人共同承認我們︽真佛宗︾
的紙金 這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力在紙
金上面 它就是︽真佛宗︾的鈔票
現在印到幾兆了？有沒有︽真佛宗︾
的支票？在陰間可以用的支票？只要
我們共同承認 這就是真的金紙 我
們︽真佛宗︾有自己製造紙金啊！只
要是我們︽真佛宗︾共同承認的
︽真佛宗︾所有的幽靈眾生都共同承
認 這就是真鈔 在陰間就可以通
行 因為有師尊的背書
告訴大家 共同承認的就是真
你一個人承認的就是假 鑽石也是一
樣 黃金也是一樣 只要大家共同承
認那是有價值的 承認它現在的價格
多少錢 那它就值那麼多錢 如果整

個月球都是金礦 你拿黃金到了那
裡 他們會說：﹁這東西是我們月球
的沙 ﹂那黃金會有用嗎？黃金在那
裡 一點用處都沒有 說不定火星上
也都是金礦 他們看到你的黃金：
﹁這有什麼價值？﹂黃你的金就沒有
價值了！
涅槃就是有這個義在裡面！所謂
共同承認的 佛菩薩承認的就是真
佛菩薩不承認的 全部都是假 所
以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連鈔票都
是假！你拿一張一百元鈔票給阿彌陀
佛說：﹁阿彌陀佛 我給你一百
塊 ﹂祂會用嗎？對祂來講 鈔票沒
有用 在佛菩薩的世界 看那些財
主 像 Bill Gates
︿鴻海﹀的郭
台銘 他們賺了很多錢 到了西方極
樂世界 那些錢全部都是廢紙
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作祖的時
候 什麼是真？你的修行才是真！在
西方極樂世界 你的地位 金錢 美
色 都是假的 美色根本是假中之
假 很快的 你就變成阿婆 由小姐
變成歐巴桑︵中年婦女︶ 歐巴桑變
成阿婆 人老珠黃 還有什麼美麗可
言？財呢？當到了西方極樂世界用不
到 所以 也是假的
地位呢？在極樂世界 地位有用
嗎？盧文祥博士曾經當過法官 當過
檢察官 當過律師 也當過︿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的副局長 現在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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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講一個笑話 有律師 牧師 神
父到了天堂 上帝給律師住七星級的
飯店 給牧師住四星級的飯店 給神
父住五星級的飯店 牧師跟神父就抗
議：﹁我們為你工作那麼多年 只住
四星級和五星級 為什麼律師住七星
級的？﹂祂說：﹁你難道不知道 到
天堂的律師只有一個耶！所以 他是
非常珍貴的！﹂這律師不得了 一定
是非常好的律師
另外還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工程
師到了天堂 他覺得天堂不好 因為
他的朋友都在地獄 於是 工程師想
要到地獄去 工程師到了地獄之後
上帝就抗議：﹁這工程師應該是要到
我的天堂 為什麼又被魔鬼抓到地
獄？﹂魔鬼就笑：﹁他喜歡地獄啊！
他不喜歡天堂 他把地獄設計成非常
好玩的地方 讓地獄的鬼都很開
心 ﹂上帝就非常生氣：﹁我要請律
師告你 ﹂魔鬼笑得更大聲：﹁你知
道律師都在哪裡嗎？律師全部都在我
這裡 ﹂因為很少律師能夠上天堂
這裡面也有涅槃的意義存在
如何去分別真假？哪一個才是真
正的明眼者？現在你們能夠真正在這
裡聽法 真正修法 真正往靈性方面
走 這才是真正的涅槃義 才叫做覺
悟 其他的都是芸芸凡夫 嗡嘛呢唄
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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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夢示度母不共大法
請法儀式

2014年8月23日
西雅圖雷藏寺「秋季阿彌陀佛
超度大法會」，
由蓮生活佛盧勝彥主壇，將首
傳「求夢示度母不共大法」。

由德輝上師及蓮潔上師、蓮育上
師、蓮 予上師、璧珍教授師及蓮
漣法師，向尊貴的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法王，莊嚴隆重地請法。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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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圓滿可成就總持之總持、
辯才㆗的辯才，可以斷盡煩惱！

敬

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薩迦證
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
寶 敬禮護摩主尊︱白度母︱白空
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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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r
husband
﹁真佛宗博士教授
團﹂︱︿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王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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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華醫
師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
主師兄 黃美娟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華語︶
Good afternoon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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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
好︶你好！大家好！︵廣東話︶一
切都非常圓滿
今天也有超度︿馬航﹀ ︿復
興航空﹀ 高雄氣爆和雲南地震的
亡靈 這些亡靈沒有講自己是來自
於哪裡 一共有八十三位 阿彌陀
佛！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
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嗡 阿
彌爹哇 些 ﹂祈請接引幽冥眾等
往生清淨佛國 祈請白度母接引幽
冥眾等往生清淨佛國
今天是做白度母的護摩 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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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指

母一共來了六尊 每一尊都是非常
年輕 而且非常亮麗 是白色的膚
色 穿著白紗 一手是﹁與願
印﹂ 一手拿著烏巴拉花 烏巴拉
花就是蓮花 有的蓮花是合起來
的 有的蓮花是半開的 有的蓮花
是完全盛開的 有所謂的未開 中
開跟大開 我無法形容白度母有多
美 總之 是超美麗的白度母 在
人間很難看到這樣的美

是對的
在所有的度母裡面 有七個眼
睛的只有白度母 祂的眉心之間有
一個眼睛 雙手的掌心各有一個眼
睛 雙腳的腳心也是各有一個眼

咕嚕。耶。梭哈。﹂要分開來唸才

﹁咕嚕﹂跟﹁耶﹂要分開：﹁嗡。

白度母的咒 應該是分開唸
的：﹁嗡。咕嚕。耶。梭哈。﹂

白度母法相

睛 加上臉上原有的兩個眼睛 剛
好有﹁七眼﹂ 所以 我們稱祂為
﹁七眼佛母﹂ 祂有眼通 可以照
見眾生所有的病業 祂有能力治癒
眾生的病 息滅眾生的業 所以被
列為﹁長壽三尊﹂之一 ﹁長壽三
尊﹂就是長壽佛 尊勝佛母跟白度
母
白度母的由來跟觀世音菩薩是
有關的 因為觀世音菩薩要度眾
生 一尊觀世音菩薩是不夠的 所
以顯化千百億萬尊的觀世音菩薩
由於眾生非常難度 觀世音菩薩非
常慈悲 因此 祂流露出慈悲的感
情 從眼睛流下眼淚 一邊的眼淚
化為綠度母 另一邊的眼淚就化為
白度母 白度母就是觀世音菩薩的
淚所化生的佛母 所以 白度母跟
觀世音菩薩的來歷是一樣的 慈悲
救度眾生 白色以息災為本 就是
息滅災難 祂能夠息滅眾生的惡
業；我每一次唸︻高王經︼都會
唸：﹁十方觀世音 一切諸菩薩
誓願救眾生 業障皆消除 ﹂
參加這次白度母的護摩 有業
障的人 希望能夠在這次的護摩法
會之中 把自己的黑業 惡業能夠
息滅 增長善業 讓所有的病在護
摩法會以後 漸漸好起來 或是馬
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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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度母跟師尊的因緣非常深
厚 昨天晚上我講了 白度母現
身給我的上師︵吐登達爾吉上
師︶看 祂也指示吐登達爾吉上
師到台灣找一個姓﹁羅︵盧字的
台語發音︶﹂的 吐登達爾吉上
師也有來找 後來 白度母跟吐
登達爾吉上師講：﹁姓羅的已經
到了你這裡 ﹂那時候 我就出

現了！他才知道原來﹁羅﹂是
﹁盧﹂的台灣話發音 台灣話就是
﹁羅勝彥﹂ 日本話叫做ろかつひ
こ
白度母跟師尊的因緣很深 在
天上的時候 是師尊本身的道伴︱
修道的伴侶；在人間也一樣 是師
尊修道的伴侶 白度母的功德誓願
跟祂的心咒 主要是為了消滅眾生
的病苦 消除因果的業障 消除愚
癡的業障 還有消除魔障 白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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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慈悲超度〈馬航〉、

〈復興航空〉、高雄氣爆和雲
南地震的亡靈，有緣至此被超
度的一共有八十三位亡者。
法會迴向時，除了祈請阿彌陀
佛接引幽冥眾等往生清淨佛國
，也祈請護摩主尊白度母慈悲
接引幽冥眾等往生清淨佛國。

白度母主尊手印

承聖尊蓮生活佛的教示，護摩法會為近期世界各
地發生不幸事件的罹難者，分設超度牌位，並召
請妙色身如來依願修復亡者色身俱全，往生佛國
淨土。

還可以消除瘟疫和各種病症 可以
對治蠱毒跟惡咒所引起的疾病 替
修行者去除逆緣 增長壽命 解脫
生死輪迴
我有一本書 完全是寫白空行
母︱白度母的 那本書就是︽瑜伽
士的寶劍︾ 其中談到金剛乘的戒
律跟佛教的戒律 白度母的種子字
是﹁當︵★ ︶﹂字 ﹁當﹂字的寫
法 最上面是一個圈圈 然後底下
寫一個像﹁五﹂的阿拉伯數字 然
後畫一個圈圈再點一點 就是藏文
的﹁ ★ ﹂ 祂 的手 印是 ﹁ 度母 手
印﹂ 跟瑤池金母 地母 綠度
母 二十一度母一樣 都是同一個
手印
祂的形像是白色的 非常莊
嚴 非常美麗 我桌上這尊白度母
的形像是蓮花坐姿 一手︵右手︶
是與願印 可給予所有的願 這一
隻手︵左手︶是持著蓮花的印 我
剛剛所看見的白度母 真的全身是
白色的 而且坐的是遊戲的姿勢
遊戲就是自在的姿勢 是很自在的
坐法 不像這一尊是雙盤的蓮花坐
姿 我剛剛所看見的白度母是遊戲
坐 腿是很自由伸縮的那一種姿
勢 有祂的印相 有祂的身相 又
有祂的咒語 就可以修﹁白度母
法﹂

以前 有一個紅教的教團 男
生一律修蓮華生大士 女生都是修
度母 只有這兩種本尊 沒有其他
的選擇 我們︽真佛宗︾有八大本
尊 他們只有兩種本尊 這樣也很
好 因為你們常常都來問我：﹁我
的本尊是誰？﹂大家都在問這個問
題 所以 那邊的教團很好 你根
本不必問本尊 只要你是男的 就
修蓮華生大士 只要妳是女的 就
修度母 據我所知 修度母的法很
容易相應 其實 修觀音也很容易
相應 因為度母是觀世音菩薩的化
身 今天就介紹白度母到這裡
昨天晚上講︽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講到
阿達爾瑪佛的第四德的﹁十入涅槃
︵住自自如如的世界︶ 涅槃的意
義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有很多種
意義 不只是一種；﹁住自自如如
的世界﹂ 可以講是﹁自在的世
界﹂ ﹁任運的世界﹂ 有很多意
義在裡面
其實 這十種遊戲神通 從第
一個開始 捨天壽 受生人間 現
童子相 現出家 樂苦行 向菩提
樹 現降魔 現樂寂靜成無上覺
轉法輪 入涅槃 稱為﹁十種遊戲
神通﹂ 這就是釋迦牟尼佛的一
生！釋迦牟尼佛就是阿達爾瑪佛的

化身之一 到人間受生 也是十種
遊戲的神通
﹁第五德︱總持之總持 稱為
無盡 而辯才中的辯才 也是無
盡 ﹂我記得有一間寺 叫做︿總
持寺﹀ 是我的上師︵普方上師︶
所蓋的 在台北的社子 普方上師
也是我皈依的上師 普方上師的教
派稱為﹁總持寺派﹂ 其根源於準
提佛母 因為準提佛母的手印就叫
做﹁總持印﹂ 普方上師的本尊就
是準提佛母 所以他的寺就叫做
︿總持寺﹀
﹁第五德︱總持之總持 ﹂為
什麼講兩個總持呢？也就是再也沒
有其他的總持 所以稱為﹁總持之
總持﹂ 也就是無盡 全部攝召在
一起 ﹁辯才中的辯才﹂ 有一個
天女 叫做辯才天女 又叫做妙音
天女 又叫做才藝天女 稱做﹁辯
才天﹂ 辯才天有很長的咒 發出
來的聲音非常好聽 因為祂辯才無
礙 什麼都知道 所以稱為﹁辯才
中的辯才﹂ 這也是無盡
講一個笑話 在公司裡面 王
總跟劉主任都結婚了 這兩個男人
交流結婚以後的心得跟體驗 王總
講：﹁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 特
別健忘 經常提著菜刀還滿屋子找
菜刀 有時候 我還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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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提著菜刀找菜刀 這是我們
常有的事 有些人是拿著筆在找
筆 劉主任講：﹁你的處境比我好
多了 我老婆也是經常提著菜刀
但卻是滿屋子在找我 ﹂
辯論的道理 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是那樣 有時候是不同的
是個別的 會有百千萬種答案 能
說出比較恰當的 就叫做﹁辯才中
的辯才﹂
我今年七十歲了 也是稍微有
一些健忘 有時候對於人的臉跟姓
名 我是經常對不起來的 今天早
上起來更好笑 我起來時 首先做
﹁化食﹂ 就到瑤池金母面前拿著
水 結﹁金剛指印﹂ 我在水上面
畫一個﹁吽﹂字 然後我就唸咒：
﹁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
鬼子母 甘露悉充滿 嗡 穆地
梭哈 嗡 穆地 梭哈 嗡 穆
地 梭哈 ﹂唸完之後 把水潑出
去 化食給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
眾 羅剎鬼子母 水潑出去之後
我再回去裝水 再來 我的行動是
把這杯水端至供桌前放著 我平常
都是這麼做的 今天 我拿著那一
杯水 就一直走 走 走 走到廚
房去 ﹁欸？這一杯水是要做什麼
的？﹂本來應該是放在供桌的 我

怎麼走到廚房呢？我就再往回走
把這杯水放到供桌上 我說怎麼搞
的 怎麼這麼糊塗？我自己都覺得
莫名奇妙！
我吃早點的時候 我是同時在
看︿ TTV ︱台視新聞﹀ 我在喝水
的時候 我還記得要吃營養食品
我就去抽屜那裡把營養食品拿出
來 把每一顆吃完後再回來看電
視 再繼續吃 突然之間 我好像
忘了什麼？師母走出來之後 我
說：﹁妳剛剛有沒有看到我吃維他
命？﹂因為 我已經忘了我有沒有
吃維他命 所以我經常問師母：
﹁妳剛剛有沒有看到我走到那邊吃
維他命？﹂她說：﹁我沒有注
意 ﹂完了！師母沒有注意？可是
我已經忘了 那還要再吃嗎？糟糕
了！按照醫師的指示 只要忘掉
就不要再吃了 但是 我不放心
啊！我只好走過去 管他三七二十
一 四七二十八 重新再吃一遍
就是有一點健忘 這是很糟糕
的一件事情！大概只有這樣吧？其
他的不會忘掉 我還不至於沒穿衣
服就走出來吧 ！ 有一點健忘 這是
我經常發生的一件事情 師母也是
一樣會有相同的狀況 她說：﹁好
啦！好啦！我們去開車了 ﹂然後

我開一部車 師母開一部車 師母
走到車庫 她一上車 突然發覺她
穿的是家裡的拖鞋 祈請白空行
母︱白度母加持 讓我們長壽 健
康 還有﹁不要太健忘﹂
年紀大的人 總是會比較容易
忘掉一些事情 有一次 我在百貨
公司裡面走 遇到一個人 他說：
﹁盧師尊 你好！﹂我一看他 糟
糕！這個人的面孔很陌生 我也不
記得他的名字 不知道要叫他什
麼
我實在是想不起來 他看
我愣住的樣子 他就說：﹁啊？你
不記得我了？三天前 我們才一起
吃飯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三天
前我們一起吃飯 三天後我把他忘
掉 希望白度母加持我 不但要健
康 還要長壽 還要記憶力好 我
們不能像美國總統隆納德雷根 他
在晚年的時候得到失憶症 他連妻
子都忘了 我想 我這一輩子大概
沒有辦法忘掉師母︱蓮香上師 那
是忘不掉的！
有一個法官問：﹁身為一個已
婚男性 請你形容一下婚姻 ﹂小
李就講：﹁結婚前 當我下班 晚
一點回去 發現客廳亮著的時候
我的心感覺是很溫暖的 ﹂因為女
朋友在客廳等他 他的心裡會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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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溫暖 法官又問：﹁那結婚以
後呢？﹂小李講：﹁結婚以後 當
我下班 晚一點回去 發現客廳燈
亮著的時候 我會感覺雙腿發
軟 ﹂
我不會忘記師母 因為如果每
一次我晚一點回家 我就會覺得雙
腿一軟！︵眾笑︶師母會問：﹁今
天怎麼搞的？這麼晚才回來？﹂我
說：﹁沒有啦！我跟 Fermi 的小孩
子在運動 丟飛盤 小孩子不停
我怎麼能夠停？﹂當師尊的 就是
要等到小孩子玩累了 他停 我才
停 所以才晚回去嘛！師母說：
﹁你有沒有到哪裡去啊？﹂﹁哪裡
敢？﹂所以 我不會忘記師母的眼
睛
﹁辯才中的辯才
也是無
盡 ﹂我們在講話當中 只要能夠
讓大家生起歡喜心 而且讓人家能
夠接受你所講的 這也是一種辯
才 在說法當中 如果能讓對方信
服你 這是一種辯才；在說法當
中 讓人家心裡歡喜 能夠接受
你 這也是一種辯才 有了這種辯
才 才能夠度眾生
如果你沒這種辯才 講的都是
一樣 就像老和尚講經 只會看著
經典照唸：﹁﹃如來心印﹄到底是
什麼？原來是﹃婆仙如來﹄在不可

思議世界隨所應化變現無數化
身
﹂老是依照書上的文字唸
給你們聽 你們聽到最後不是得憂
鬱症 就是睡著 所以 說法也是
要有辯才 讓大家能夠接受是一定
要的
辯 才 非 常 重 要
當 一 個
salesman ︵業務員︶就必須要有講
到讓客戶非買不可的那一種心 講
到客戶能夠聽進去 而且產生興
趣 一定要向你買 這就是辯才
說法的人 也是要能夠講到﹁入對
方的心﹂ 讓對方有感覺 讓對方
接受 這樣才可以 這才叫做辯
才 有些人 他本身就像陽光一
樣 照到哪裡 哪裡的心都會亮起
來 這就是辯才的一種功夫
有一個笑話 在醫院的走廊裡
有一群人在等待驗尿 每個人的手
裡都端著自己的尿 護士出來叫名
字 輪到一個叫做﹁王尚舉﹂的患
者 護士出來對著大家喊：﹁王尚
舉！︵音似﹁往上舉﹂︶﹂聽到護
士的叫喊 所有的患者都把手裡的
尿往上舉 護士又喊：﹁王尚
舉！﹂患者們又再把手裡的尿往上
舉得更高一點 護士急得大喊：
﹁王尚舉！﹂大家就把尿舉到最
高 這時候 有一個名字叫做﹁王
尚舉﹂的人 他終於聽清楚 原來

護士是在喊他的名字 他便大聲的
喊：﹁到！︵音同﹁倒﹂︶ ﹂所
有的患者就把尿倒在自己的頭上
天啊！這是誤會！滿好笑的笑話
大家笑一笑 開心一點 比較不會
打瞌睡
再講一個笑話 晚飯以後 爸
爸講：﹁兒子！走！跟爸爸出去散
步 ﹂兒子聽了毫無反應 倒是家
裡的一條小狗就跟著爸爸走 兒子
的同學就問：﹁你爸爸叫你 為什
麼你不應聲？﹂兒子就講：﹁他是
在叫他的狗兒子 ﹂﹁那你爸爸平
時叫你什麼？﹂這時候 門外傳來
爸爸的聲音：﹁兔崽子！要記得寫
作業 ﹂這個笑話只有華人聽得
懂 狗兒子 兔崽子︵本指幼小頑
劣的兔子 後多用來罵人︶ 西方
人聽不懂這個
﹁第六德︱所有煩惱斷盡 成
就一切種智 ﹂所有的煩惱要斷
掉 當然是很困難 以前我講過
要斷掉煩惱是很困難 但成了佛以
後 真的是把所有的煩惱全部斷
掉 像師尊 就是所有的煩惱都全
部斷掉了 因為記憶力不好 所有
的煩惱記不住 所以煩惱容易斷
掉；剛剛才有的煩惱 到睡覺時就
全部忘光了！
我只要上床一躺 我就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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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
陀佛！﹂我就唸：﹁瑤池金母 請
你加持我 瑤池金母 請你加持
我
﹂唸一唸 我馬上就睡
著 因為我只要唸﹁瑤池金母 請
你加持我﹂ ﹁往生淨土 超生出
苦 南摩阿彌陀佛！﹂等於把自己
當作是死了 我要往生淨土 超生
出苦 皈依南摩阿彌陀佛了！既然
要往生淨土 還帶著煩惱做什麼？
當然就不用煩惱 煩惱自然就斷掉
了
我講過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如果有家庭的 太太會跟老公衝
突 老公也會跟太太衝突 有時候
也會跟兒子衝突 跟女兒衝突 有
時候 兒子跟女兒衝突
有很
多衝突會發生 都是煩惱 家庭會
這樣 國家也是會這樣；國家跟國
家之間打仗 這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的衝突
在公司也是 你跟老闆發生衝
突 你就準備被開除 所以 不能
跟老闆發生衝突 我講過 老闆只
有兩種 一個是賺錢 一個是賺更
多的錢 有時候 你企劃書中的企
劃跟老闆不符合 兩個人就會有衝
突 或是你跟同事之間有衝突 天
底下的事情都是這樣子的 那就是

煩惱 但是 公司的煩惱不要帶回
家 你在外面的煩惱不要帶回家
因為帶回家 家裡的人也會跟著你
煩惱 帶到哪裡就煩惱到哪裡 所
以 第六德就是把所有的煩惱全部
斷盡 沒有煩惱
師尊只要一上床 要睡覺了
煩惱就全部斷盡！今天的跟我無
關 以前的也跟我無關 幾年前的
事 統統跟我無關！小孩子的事跟
我無關 年輕的事也跟我無關 中
年的事也跟我無關 老年的事也跟
我無關
I don't care
所以
煩惱斷盡
未來的事也跟我無關啊！不要
想未來 不管未來會怎麼樣 未來
跟我無關 現在呢？現在也不管
過去呢？過去也不管 這叫﹁無所
得﹂ 也就是﹁斷盡煩惱﹂ 然後
可以﹁成就一切種智﹂ 就是可以
成就
爸爸生重病在住院當中 病床
邊圍繞著太太 兒女跟護士 爸爸
終於張開眼睛對兒子說：﹁爸爸將
仁愛路十二巷至二十二巷統統送給
你；敦化南路的辦公大樓統統送給
最寵愛的女兒；最親愛的老伴 忠
孝兩社區就歸妳 ﹂護士聽到這
裡 終於忍不住講：﹁想不到你是

這麼有錢又疼愛家人的富豪 ﹂旁
邊的太太臉色有點不太好 講：
﹁富豪個屁！這些都是送報紙的路
線 ﹂
﹁沒有錢﹂有﹁沒有錢﹂的煩
惱 很嚴重！﹁有錢﹂也煩惱
但 ﹁有錢﹂的煩惱比﹁沒有錢﹂
的煩惱好一些 有錢的煩惱是怎麼
樣？報稅的時候 要忙好幾個月
差不多每個月都要忙著報稅 太多
錢了 太多公司了 要怎麼報稅
呢？必須要請很多人幫忙 所以
這報稅也是很煩惱的事情 尤其是
在美國 進到美國的第一個煩惱就
是 Green Card ︵ 綠 卡 ︶ 跟 你 的 身
分 你 拿 到 Green Card
拿到身
分後 第二個煩惱就跟著來 那就
是報稅 在美國 美國人最大的煩
惱就是報稅
我看過很老實的美國老太婆
她會理髮 有理髮師執照 她以前
到蓮火上師的家
好像是老
Peterson 的太太吧？她去幫他們理
髮 我是舉一個例子 如果是十塊
錢 她會要求兩塊錢報稅 所以她
要拿十二塊 她很老實喔！理一個
小孩子的頭十二塊 兩塊是要報
稅 給國稅局的 十塊是給自己
連理髮都要報稅 美國人不管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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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件事情 都要報稅！蓮火上師
以前常常講一句話：﹁抱著貓過個
門檻 也要報稅 ﹂
在美國
任 何 一 個 imcome
︵收入︶全部都是要報稅的 沒有
不報稅的 只有 gift 不用報稅
gift 是給錢那一方要報稅 收錢的
那一方不用報稅 在美國做任何一
件事情 都要報稅 像︿彩虹山
莊﹀砍一棵樹賣了 森林公司來買
樹 他給你錢 你就要登記 就是
要報稅的 理一個頭髮都要報稅
可見稅是美國 citizen ︵市民︶或
者 是 resident ︵ 居 民 ︶ 煩 惱 的 事

情 什麼事都是煩惱 很多事都是
煩惱
報稅的這個煩惱 師母幫忙很
多 我從來沒有管過稅的問題 全
部都是師母在處理 她經常指給我
看：﹁這一箱是哪一年的稅﹂
﹁這一箱是哪一年的稅﹂ ﹁這一
箱是哪一年的稅﹂
統統要我
記好 我一轉身就全部忘了 我全
部忘光 所有報稅的事都是辛苦師
母了 師母非常辛苦 真的！可以
講她是我們盧家裡面﹁總持之總
持﹂ 非常辛苦的
她這一輩子 兩個小孩子的教
育也是她在負責的 我從來沒有煩
惱 從小帶到大 都是她在負責
煮飯 家事 或者是怎麼樣 都是
她在負責 我什麼都不做 我只會
說法 講佛法而已 我是﹁辯才中
的辯才﹂ 她是﹁總持之總持﹂
講實在話 師母也是滿偉大的 把
事情都拉到她身上 不僅是家裡的
﹁總持之總持﹂ 還是︽真佛宗︾
的﹁總持之總持﹂ ︽真佛宗︾裡
很多的大小事 你們不要告訴師
尊 告訴師母就可以了
所以 師母會這麼瘦的原因
其來有自 自然是有原因的啦！師
尊瘦的原因是因為年紀大 自然就
會瘦；師母瘦的原因是因為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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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持之總持﹂ 擔子太重了！有
人叫她出去旅行 我也贊成她多出
去旅行 多休息 但是 她有時候
放不下 因為當她去旅行的時候
還有很多的 E-mail
手機也天天
在響 還是要天天處理宗派的事
情
Fermi 就知道 他是︿台灣雷
藏寺﹀的公關 ︿台灣雷藏寺﹀的
大小事 全部是師母﹁總持之總
持﹂在處理的
鐵雄問妻子珍珍：﹁我的長相
並不怎麼樣 可是妳為什麼經常說
我酷斃了？﹂我們常常讚揚一個男
孩子 說：﹁喔！你好酷！簡直是
酷斃了！﹂這是讚揚 珍珍講：
﹁我說你是酷斃了 這是簡稱 全
稱是﹃長相太殘酷 應該拉出去斃
了﹄ ﹂
我這一生只會一樣 就是佛
法！不管是寫作 修法 說法 都
跟佛法有關 其他的 我什麼都不
會 ﹁所有煩惱斷盡﹂ 這個我
會 因為我沒做什麼事 所以煩惱
全部不在我身上
參加友人的婚禮 新郎的朋友
很多 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的祝福
也是五花八門 律師講：﹁祝你的
婚姻像無期徒刑 天長地久！﹂這
也是很好的祝福 ﹁無期徒刑﹂表

示可以白頭偕老；交通警察講：
﹁祝你在婚姻路上 只有綠燈 沒
有紅燈！﹂這也是很好 一路通行
無阻 沒有挫折 工程師講：﹁祝
你的婚姻像銅牆鐵壁一樣 堅不可
摧！﹂這也是很好 婚姻像銅牆鐵
壁 非常堅固 就像我們常常講的
﹁道心要堅固﹂ 消防隊員講：
﹁祝你的婚姻紅紅火火！﹂消防隊
員祝福你的婚姻像火燒得那麼旺
永遠都是那麼熱情 醫生講：﹁祝
你的婚姻多點心跳的味道 多點心
動的浪漫！﹂看到太太心跳就砰
恰 砰恰 砰恰 不是害怕 而是
始終都有新鮮感 當老師的講：
﹁祝你的婚姻像寫日記一樣 常寫
常新！﹂每一天都是新的 氣象局
的朋友講：﹁祝你的婚姻像太空一
樣 浩瀚無邊！﹂無雲晴空啊！沒
有什麼掛礙在心頭 這樣 婚姻就
是最好的
今天講到大圓滿的第六德︱所
有煩惱斷盡 這在大圓滿裡是很重
要的！煩惱斷盡就是﹁無雲晴
空﹂ 連一點陰影都沒有 都沒有
煩惱 一切浩瀚無邊無際 也祝福
大家所有的煩惱全部統統退盡 那
就是大圓滿 無雲晴空 嗡嘛呢唄
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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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曉上師∣︻雲影風言︼
■極樂世界也是說變便能頓變，常亦是無常，心念顯象可以應機而化……

蓮生聖尊在這生，若沒借肉身來奮不顧身撲救我等凡

所以，在相對的真實中，要合乎「情、法、理」！

對的「真實」！

在如夢人生中跳樓，為什麼會爆頭噴血？那是因為相

後便知，「真實」只是相對的，夢也是相對的。

西方極樂世界如幻顯化
生聖尊早在年輕時，已真實地魂遊過西方極樂世
界。

蓮

其中有一回到了佛國，歡喜感懷之餘，曾幻生一念，
留居老家，不回娑婆世界了。
沒料到，大世界頓然變臉，烏雲翻湧，巨浪掀然。

類，那慘死、下地獄的肯定會更多更多。

現況是不幸中的萬幸！

（大意）
聖尊忽聞佛言，還得回娑婆世界度眾，了緣才歸。

所以，要緊隨著蓮生聖尊，好好地做「敬師、重法、

樣，慘叫與慘痛在感覺上，都是挺「真實」的。

式邪教（心外求法，非第一義諦者皆邪）的路，就會這

惡夢就是這樣，不隨蓮生師佛、佛祖言教，而走了各

「戲說」成是「畏罪自殺」呢！

若做跳樓惡夢的，轟地一聲，恐怖核突，還會被人

實修」的好夢妙夢，諸惡莫做，莫做惡夢。

那時，聖尊若不回，那現在我們這些有緣佛種，見地
就會把握得不精正、不徹底，命運就會浮沉得更大。
或甚至一不小心，就貪、瞋、痴、慢、疑地流轉，找
不著北（真理之北斗星），不知方向，一塌糊塗，悲不可
言，無有出期了。
幸好，不僅師佛宏願極大，愚等亦算善緣甚深，那滔
滔良緣之力在關鍵時刻，翻做相應現象，呈現猶如勸阻求

我們應當以無住的投影，遊藝於無限的投影！

宇宙要說「真」，也「真」是心念之偉大投影吧！
此中同時可見，極樂世界也是說變便能頓變，常亦是

我們應以無為的投影，遊藝於無不為的投影！

請之相。
無常，心念顯象可以應機而化，確實如同幻夢，而又相對

不朽，唯在無窮的周易變化當中！

幻在過程，而無實果。不會失去，也不會得到。

生命存在的意義，或有如無常中不斷被擦新的法喜，

常就是在無常當中！

真實。
都說人生如夢如幻，但若「真」的跳樓到了地面，地
面是「真實」的，頭就會爆破，腦漿、血水就肯定塗地。
當然，死是「死不了」的，沒有絕對的「真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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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現象物之果是「真」的！
凡人在誤以為實有中，創立炫耀的廟宇或王國，便自
其所「建」之日起，即預定了所「毀」之時。
但若在空妙之中，創立明心的雷藏寺或佛國，因心無
住（滯執）「建」，便無「毀」果（毀而無毀，識中無滯
物）。

×

×

即—心有所住者，有得失毀建；心無所住者，無得失
毀建。
×

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佛以天眼所見的西方極樂
世界的國王，就是阿彌陀佛。
如今，西方極樂世界的國王依然還是阿彌陀佛，一直
沒有被政變，沒有被推翻打倒，沒有被革了性命。
可見，那地方、那人們、那境況的「完美」，阿彌陀
佛才是真正的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
人間歇斯底里疾呼的「萬壽」、「萬歲」，僅是君王
等人圖個耳順心舒、自我慰安、自淫自醉，自大唬人的一
時幻作罷了。

「管治」的厲害！——宇宙間以無為而治的最高範例！

洞仙、地府、神國、天神國皆不可比啊！

可惜，一如地球的很多國王一樣，阿彌陀佛眾尊的塑

像在人間：
！
不知被推翻了多少回？被革了多少回命？

！
被打倒了多少回？被砍頭坑焚了多少回？
涉及阿彌陀佛眾尊的「碎屍案」、「冤假錯案」，又

！
被平反過多少回？
以分別心去看，人間真的很混帳！人心很混帳！人心
大大的「壞」透！

多少君臣民曾經或正在：為了私欲的「極樂」，恬不

知恥，矇人、坑人，奸人、宰人、自害、害他！

「無知者無畏」的凡夫不知道，也不想多瞭解：

宇宙宏大無比的夢象要理，乃必須以善心、淨心、無

心、空性，才能是幻成永遠極樂的來源和保險！

人間的幻樂很短暫、很恐怖，佛國的幻樂極安適、甚

蓮生聖尊在《敲開你的心扉》〈起信的秘密〉中揭秘

永恆。
了：

雖然知道一切國土也是幻化，

阿彌陀佛獨裁乎？絕不！
阿彌陀佛的佛世界是不可思議的絕對平等：

但我能清淨妙行去莊嚴佛國；

雖然知道佛菩薩也是幻化，

施者、受者，供養與被供養者，都樂不可言，不分彼
此，「君、臣、民」唯有相的遊戲幻比區別，而無心性的

但我能以清淨妙行去莊嚴佛菩薩。

以夢覺夢，掀起著片刻又片刻的永恆閃爍與輝煌啊！

一種偉大的詩意消遣，以妙空遊樂妙有，以幻耍幻，

任何區別。
誰是阿彌陀佛？復顯佛性者全部都是，人人都是。這
是不可思議的難思議！
人間的國王都自以為了得，卻遠遠不知道阿彌陀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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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所以為什麼要觀月輪？為什麼要在心輪做「阿字

法本不生義」。

忍」；之後，你就可以證得佛性。因為「阿」就是「一切

白分明」之後，就可以證得「無生智」，也就是「無生法

「證無生智。夫阿字者。一切法本不生義。」在「潔

顆晶瑩剔透的發光水晶球。

開，心輪全部充滿「阿」字的光明。在這裡，你可以觀一

然後慢慢讓「阿」字變得明亮，明亮到整個心輪全部被撐

白分明。」行者觀想自己的心輪出現「阿（

「所以觀行者。初以阿字發起本心中分明。即漸令潔

都修到滿分。

這十五門功課同時都在修，相輔相成，一直到十五門功課

去完成，這個階級完成後，才能到下一個階級。我認為是

個階級；因為，如果是十五個階級，那就一定要一個一個

修行的十五門功課。我寧可說是十五門功課，而不是十五

那就是因為我們人的習氣，所以在佛性顯現後，仍要

有些點數可能會降低一點。

把某個特質打到滿分，一定是有些點數不時會增高一點，

寶物，都可以增加不同的點數或經驗值，你不可能一口氣

就像玩電腦遊戲，你打贏了某種怪獸，或是獲得一些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一切法不生」就是所有的現象都沒有出現過……，那就是「無始」，也就是……

發菩提心論

一切有情於心質中。有一分淨性。眾行皆備。」從

的金剛護。

分，然後也完成了金剛語的一部分，然後也完成了一部分

了無所畏懼的那個感覺，很可能就是完成了金剛法的一部

菩薩才能修金剛愛菩薩，之後後才能再修金剛喜。當你有

這十五個階段是同步的，並不是一定要先修完金剛王

成佛了！

水，一直到有一天，這十五根吸管全部都滿的時候，你就

空的吸管在吸水一樣，每一根吸管裡面隨時都會增加一點

開始，接下來的十五菩薩，都是同步的！就好像是十五根

菩薩到十六地的普賢王如來，但我覺得，從金剛薩埵出現

佛過程中，你所要學習的功課。有的人講這是代表從初地

金剛薩埵到金剛拳菩薩，這十六菩薩象徵著在你成

「

法本不生義。

明。即漸令潔白分明。證無生智。夫阿字者。一切

備。…………所以觀行者。初以阿字發起本心中分

一切有情於心質中。有一分淨性。眾行皆

（文接三二一期）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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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不生」的「法不生」就是所有的現象都沒有出現過、

觀」？因為「阿字觀」就是在觀「一切法本不生」。「一

子，不要動！能坐多久算多久，會很舒服。

是溶解了，我們融入那個光明裡，自己就消失了！就這樣

這個過程就是「月輪觀」，修「佛性觀」、修

當你這樣修的時候，千萬記得，一定要在非常安靜

沒有生起過、沒有開始過……，那就是「無始」啊！也就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階段要「見證佛性」，會有一點

的靜室。因為當你整個身體放大光明的時候，此時，你可

「法、報、化」三身的觀想，都是一樣的過程，只是觀的

點難！因為你還有一個「阿」字啊！其實，修到最後是連

以不要衝到外面去，你整個人在光明裡，你身體裡的氣會

是「無生」啊！所以，這樣做可以證得「無生」，那就是

「阿」都沒有，那才會看到佛性。保守一點來看的話，這

自己調整，你就安心地坐在光明裡禪定。在你禪定很深、

東西有點不同。這種修法，可以讓我們忘掉世間的東西。

裡講到「無生智」，至少你會開悟、明心，但是，能不能

很安靜的時候，你連螞蟻吵架的聲音都聽得到！達摩祖師

開悟、明心見性，再進一步就可以見證佛性。

看見佛性？這很難說，說不定多修就可以了！

我的經驗是—冷氣、傢俱都會有發出聲音的時候！

也是這麼說過。所以，千萬要小心，不要被聲音嚇到。

觀白月輪。由作此觀。照見本心。湛然清淨。……」一直

還有鄰居，我曾被鄰居發出的聲音嚇過。所以，要小心，

我們回到前面一段來看，從「令修行者。於內心中。
到「後起月初。日日漸加。至十五日圓滿無礙。」這兩

一旦被嚇到，會很麻煩！可能會生病、疼痛，或是氣塞

住。當然，如果你可以把氣駕馭得很好，那被嚇到的機會

段，其實就是在講「月輪觀」。
「月輪觀」要怎麼觀？就是觀想你的心輪有一朵八葉

都是光亮的，就像雷達掃過去一樣，掃過的地方都變亮

兩點鐘一道光、三點鐘一道光，而是走過的範圍那一整片

下去，凡是走過的地方都是光亮的。不是一點鐘一道光、

起，然後這道光像時鐘一樣，往一點鐘的方向走，一直走

定要修的，叫做「大攤屍法」！大攤屍為什麼很重要？因

一定要的啦！所以，有一個功法一定要去求灌頂，也是一

後才會恢復正常。這個時候該怎麼辦？祈求師尊的加持是

火入魔那樣，你會癱瘓在地上，不能動，直到一段時間過

如果被嚇到了，有的時候甚至會像武俠小說寫的走

就會很小。

了！最後回到十二點的方向，就是時針跟分針合一的感

為當你癱瘓、不能動的時候，你可以用大攤屍自救。

蓮花，然後有一道白色或藍色的光明往十二點鐘方向升

覺，然後就是圓滿的亮光，你就這樣停著不要動！觀想這

癱瘓好一陣子不能動。在不能動的這一陣子，我就修「大

我以前就是常常被聲音嚇到！被嚇到之後，我就會
再來，觀想我們自己的輪廓，皮膚不再是實的，皮膚

攤屍法」，把自己完完全全、徹底放鬆，一直到我的身體

個光慢慢向外擴散出去，讓整個身體都是亮的。
變成虛的，讓在身體裡面的光衝破皮膚，光透出來，整個

自己調整回來。

— 待 續 —

人就發光了！然後跟外面的光合在一起，自己的身體就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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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心發現

以

前 縱使知道
﹁請佛住世﹂
很重要 也知道此為
﹁普賢菩薩十大行
願﹂所極力倡導的
然而 在此想請問大
家：自己是否重視
﹁請佛住世﹂？是否
有每天﹁請佛住
世﹂？自己又是如何
﹁請佛住世﹂？﹁請
佛住世﹂是一種口
號？還是真正的行
動？
然而 在師尊
第二四○本文集︽打
開寶庫之門︾提到：
﹁請佛住世得最大福分！﹂
也由於這短短一句話 卻發生
了一些靈驗的故事
二○一四年七月 筆者在南馬
︿金海同修會﹀弘法 由於主辦單位
製作了一片︿請佛住世祈願文﹀的
CD 於是 在法會前播放此CD 筆者
與同門齊唱︿請佛住世祈願文﹀ 眾
同門由於深深憶念師尊 大家流淚感
恩

■文∕蓮花慧君上師

而在是次法會中 進行殊勝
由於﹁請佛住世﹂的威力 帶來了根
本傳承直接的大加持 甚至現場有同
門疾病痊癒！那天的法會 簡直是真
佛親臨！師尊 您真是太棒了！
八月一日 筆者準備從吉隆坡
返回台灣 本來在此之前 台灣的氣
象預報有雙颱﹁大駕光臨﹂ 於是
接機者問是否需改回程機票？然而
我們卻在返台的前三天與同門同修護
摩 大家﹁請佛住世﹂ 祈請根本傳
承加持 哪知隔日清晨 氣象局已經
宣布颱風北移 此事有多位吉隆坡同
門可以作證！原來是師尊又把颱風移
走了！真是感恩師尊！
於是 連日來 我鼓勵同門背
誦︿請佛住世祈願文﹀ 結果 同門
們告訴我：﹁由於自己虔誠﹃請佛住
世﹄ 得師尊加持觀想清晰 修法更
加融入 真是感恩師尊！﹂
連筆者八月來西雅圖朝聖 在
首夜時差之際 也是在默唸︿請佛住
世祈願文﹀中 一覺到天亮！
種種加持感應 無不顯示﹁請
佛住世﹂真是大福分！
今年的飛航墜機事件何其多？
風災 水災頻傳！還有可怕的
地震

伊波拉病毒來勢凶凶 以及中東的軍
事衝擊 大家想想：師尊在二○一四
年初預言：戰爭 天災 瘟疫 如今
是否一一應驗？
可想而知 當今的偉大救世主
是誰？是誰教我們持誦﹃大救難咒﹄
來迴向？是誰能有大力護佑佛子們的
安祥？共業猶如猛獸來襲之際 誰是
護佑我們的最大羽翼？
所以 請大家常常恭唸︿請佛
住世祈願文﹀：
具德妙善聖尊秘密主
十方世界佛剎塵數佛
大悲有情海會眾菩薩
護教金剛空行前頂禮
世間三毒熾盛夜漫漫
身心摧折輪迴苦無休
聖尊憫念降生度迷情
三寶於是威光護群生
人天福田所依金剛身
授戒傳法灌頂賜悉地
佛子祈請住世轉法輪
利樂無量無盡眾生界

歡迎多多祈請 多多背誦！願
真佛不離 時時護佑正信佛子 得最
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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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感原來是一
種能量的注
入 若沒有靈感的
加注 很難發揮出
奇妙的拍子；每每
內心出現靈感時
是一剎那產生 非
常巧妙 我便很暢
順地將經咒或歌曲
詞唱出拍子 同時
也很適合其中的意
義
寫文章也如
是
近日我返回舊
居清理 因租客已
搬離開 我打算將
屋出售 不用緊拮
開支 今天是七月
四號 正好是美國
的國慶日 我在舊
居室內 再細看大
致上已完成的工
作 稍微休息 細
看屋內景況 回想
以往在此住了十多
年的舊居
那時 我的那

三個孩子仍未成長 我除了工作
之外 閒來便喜園藝 更喜一邊
做打理 一面自顧細唱發自內心
的歌來抒發心情 這樣就不覺得
生活與工作的辛勞 當時 我會
將自唱的歌錄音下來 累積起
來 足足有十多盒錄音帶 當時
我所用的錄音機是幾拾美元一
台 錄音的清晰度還可以 現時
這種錄音機已經沒有賣了 而那
台錄音機也已經壞了
舊地重臨
憶起前塵往
事
如今 我的三個兒子也
各自成家 目前我有六個孫子
共三男三女 想起以前的生活點
滴 不禁意興闌珊
於是
我用自想的拍子在舊居中唱起
﹃往生咒﹄ 一來可以將屋內外
超度一番 包含蟲蟻及一切有生
命之物 我唱的﹃往生咒﹄曲調
輕快順暢 我感到音咒繚繞 不
費吹灰之力 越唱越舒適 我還
觀想觀世音菩薩以甘露水普施一
切有情
當日還有神奇的事情一訴
當天 我的外子負責清洗屋外牆
及車庫走道 當時天氣陽光普

照 還要用毛巾遮蓋著頭 免得
曬昏頭了！他足足花了三個多小
時才完成任務 清洗工作完成
後 太陽仍然高照 於是我們把
工具放回儲物室 就在放好工具
之際 不早不遲 天上忽然下起
了雨來 還好我們來得及坐上
車 沒被雨淋 回家的途中 沿
途都是傾盆大雨 雷聲大作 整
個鎮都在大雨之中 回到家後仍
是大雨不停 足足下了一個多小
時才靜止 天氣變得很清爽！
時停時下的綿綿細雨 夾帶
著不斷從遠處傳來的雷聲 就有
如慶祝美國國慶的煙火聲響一
樣 傍晚時分 市政府施放煙
火 加上天上傳來的雷聲 聲聲
不斷 很有節奏 令我內心感動
不已！在此祈願國泰民安 風調
雨順 歡樂昇平 人人生活轉
好！
夜幕低垂 看著黃昏雨後天
上的一片片雲彩 人們施放的煙
火配合絢麗的雲彩 好一幅美妙
的圖畫 一時天上人間 一片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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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揚

靈思

菩提園地

聖

修︿真佛密法﹀得舍利 的 又㆒個見證

即從座起禮

恭敬圍繞還就本座

此舍利者是戒定慧

■文∕蓮鼎法師

可禮是舍利

之所熏修
田 ﹂

是最上福

其中 ﹁是舍利者 乃是無量
六波羅蜜功德所熏﹂及﹁此舍利

甚難可得

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 甚難可
得 是最上福田﹂在在說明了舍
利的可貴與殊勝

爾時道場菩提樹神白佛言
如來世雄出現於世 常為
一切之所恭敬 於諸眾生最勝最
尊 何因緣故禮拜是

世尊

塔
佛言 善女天 我
本修行菩薩道時 我身

印尼雅加達︽真佛宗︾道
場︱︿圓信堂﹀的一位老師姐

對根本

舍利安止是塔 因由是
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

利子
敬

真是不可思議

令人起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無限嚮
往 往生火化後竟然獲得不少舍

虔心勤修︿真佛密法﹀

名叫蓮花︵俗姓：鄧︶清招 她
自皈依蓮生活佛以來 一直都很

汝等今

乃是無量

汝可開塔取中舍利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

示此大眾 是舍利者
六波羅蜜功德所熏

難

藐三菩提
爾時佛告尊者阿

拜是塔

豔麗無比的舍利花和數量甚多的舍利子，使得在場所㈲㆟士都愣住了

神足力

痴
就回

尊蓮生活佛曾開示：﹁每
一個人都有佛性 只是受

了習性影響 有了貪 瞋
慢 疑 當這些統統清除
到本來的面目 這一
條由凡夫到聖賢的路
就是修行 ﹂
舍利子是佛性的
體現象徵 是修行磨
練的結晶 在︻金光
明經︼︽捨身品第十
七︾中有這麼一段敘
述：
爾時世尊即現神足

爾時世尊

故令此大地六種震動 於大講堂
眾會之中 有七寶塔從地涌
出

‧蓮花清招老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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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頂的神思︾中指出：
﹁人一出生 沒有一個是天
生的超人 人只要努力 上

位
行

分
學歷
道德

而是在於你的品
態度 ﹂師尊在

﹁人生如果有高低之
不在於你的身分 地

甚多的舍利子
士都愣住了！

件 一切從簡 因此未請法師做
最後的出葬儀式；怎知在火葬出
爐時 豔麗無比的舍利花和數量

言﹂ ﹃光明真言﹄各一○八
遍 火化那天 家人因經濟條

她加持唸誦﹃根本傳承上師心
咒﹄ ﹃佛頂尊勝陀羅尼心真

唸︻金光明經︼ ︻地藏王
菩薩本願經︼ ︻妙法蓮華
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

法 ﹁金剛心菩薩法﹂
﹁根本上師相應法﹂ 另加

修的弟子 退休後更是努力
精進修法 每日勤修三壇

直以來都是佛堂裡最積極勤

二歲 家境以打工為生
在三乘七平方米的老屋

但
就

的
筆者心想 很多人都認為修
行想要有所成就 真的很難；

態 ﹂ 我們的鄧清招師姐 就是
時時保持這樣的態度來過其餘生

樂 也不會不樂 始終沒有苦也
沒有樂 要平衡我們自己的心

碰到樂

師尊時時提醒我們：﹁修行
人心中要平衡 要無苦 無樂

使得在場所有人

天必定會賜給他力量 ﹂
蓮花清招師姐享年七十

其唸誦整本︻地藏經︼已不
需兩個小時

好！﹂正如師尊在︽上師的證
悟︾一書中所言：﹁我們專心去

住
一

有感於蓮花清招師姐的
虔誠勤修 兩位經驗豐富的

做一件事情

無論做什麼事情都

是否想過：﹁管他成就不成
我只要認真 專心修就

碰到不

︽真佛宗︾法師發心替她做

可以成功 ﹂最後 謹以此師佛
所訓和真佛同門共勉

也不會很瘋狂

兩場真佛白事誦經儀式 除
了施以﹁金光明沙﹂ 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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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收集起來的五十多顆舍利子。
▲蓮花清招師姐的舍利花。

■文∕蓮村法師

菜

家務

因為沒辦法

又再次跌

還是有忙不盡的

這次摔斷了腿

差事；在八十歲左右
倒

如今

拄著兩根

父親已往生多年

再工作了 這才真正退休
我個人因為在初中剛畢業時
就離開家庭 為求學 工作而長
年奔波在外 偶爾回家探望而
已 與雙親自然是聚少離多 談
不上盡責奉養 一晃眼 數十年

過去了

的母親已是風燭殘年

正是需要親人

枴杖

‧筆者現行修法的壇城

步履蹣跚

︵削蔗葉︶賺取那每天只有幾分

她是那

親已屆九二高齡

站在甘蔗

幾釐的微薄工資
母親瘦小的身軀

個年代的典型台灣農村婦

一輩子不曾離開過土生土長

只露出一
顆頭；當時糖廠督工的工頭就曾

一輩子辛勤勞碌

全年無休

堆中就看不到身影了

照顧的時候 我感念親恩的浩
翰 母親一生貧苦 我豈能不回
饋照顧 讓母親有一個身心安頓
的餘年？為此 我不得不辭去寺
堂常住的法務 回家陪伴老母

因為天雨路滑

經嘲笑她：﹁囡仔！妳回去吃吃
奶 再擱來！﹂她就在
這樣的環境中成長 結
婚 生子 一生操勞度
日
直至七十幾歲
那年

無法再

八歲時就要牽

跌倒摔斷了手
與同村年齡稍長的

才終結

三頭大水牛

下田幫傭工作
一同到村郊野外去放牧；

孩子

種

打工的生活

但是
十二歲就開始到農場蔗田工作

的母親沒讀過書

早年 純樸落後的農村裡沒
有現在的自來水 瓦斯 洗衣
機 婦女們必須每天不斷忙著挑
水 擔柴 燒飯 洗衣 還要照
顧小孩 以及下田工作
我

的鄉村土地

女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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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佛緣甚深
雖然不識字 卻非常
喜歡聽經聞法 渴仰

與佛願心相應

母 永遠如大日普照 平等關愛
一切眾生；眾生能具足信心 願
力 學佛念佛 臨終必能神識清

一心不亂

明

溢於言表；在

之情

嗡

願以此章句與讀者互勉！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如是說： ﹁
十方如來 憐
念眾生 如母憶子 若子逃
逝 雖憶何為 子若憶母
如母憶時 母子歷生 不相
違遠 若眾生心 憶佛念
佛 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
去佛不遠 不假方便 自得
心開 如染香人 身有香
氣 此則名曰 香光莊嚴
我本因地 以念佛心 入無
生忍 今於此界 攝念佛
人 歸於淨土 佛問圓通
我無選擇 都攝六根 淨念
相繼 得三摩地 斯為第
一 ﹂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往生淨土
能有幸皈依根本

含辛茹苦過一生的晚
年

此生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 精勤持誦﹃根本
上師心咒﹄及唸佛
信願求生淨土 就是
最大的福分了 吃
苦 了苦 消業障
苦難已成煙雲
已不虛度
為了修行方便
後 學 自 個 兒 DIY搭 建
了一間十來坪的竹
屋 規劃做為修法壇
城與畫室 這壇城的
背景正是後學自己所
繪的﹁西方三聖﹂
大

阿彌陀
觀世音菩薩

︵如附圖︶
佛

勢至菩薩及諸佛菩薩
都是眾生的大慈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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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世界】

文 就無財可理
不是嗎﹖
現階段灌輸給青
少年的一些理財觀
念 筆者建議三個
基本觀念與原則
即使不懂任何高深
的理財工具 也能
夠傳遞給青少年
這些基本觀念包
括：
一 正確的認識金錢
二 記帳及儲蓄
三 有計畫的安排金錢與檢討
正確的認識金錢
家庭教育傳輸對錢的正確認識
父母親應該要從生活中尋找機會和小
孩談論金錢的問題 而且態度應該開
明中立 並且說明金錢只是一種交換
的工具 用來保存我們勞動生產後的
報酬 跟孩子說明 請孩子切記 只
要不是欺騙或不法手段所得到的 積
極賺錢並不是壞事 並且時時關心孩
子與家人的互動 有助於青少年期間
建立正確的想法與金錢觀念
青少年成長過程中 平時在家與
家人聊天的話題最主要為青少年自身
相關的課業 未來 理財與消費等議

青少年該㈲的正確理㈶觀

相

信很多人在六十年代讀國小
時 老師會教育我們儲蓄的重
要性！那時候 學校會跟郵局約定每
星期的特定時間 派專人到校幫忙小
學生做存錢 提錢的手續 還會發放
一本小小綠色存摺給你 那時心性純
真 看到簿子裡一塊錢 兩塊錢的累
積 小小心靈充滿了滿足 就會想把
媽媽給我的幾個銅板 能夠省下一兩
塊 存入我的小小存摺中
一般人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你
不理財 財不理你﹂ 這句話的前提
是你要有﹁量入為出﹂的精神及儲蓄
的觀念 這也是每個家庭父母親必須
教育自己小孩對於金錢有正確的價值
觀 但是 有些人會說：﹁錢存在銀
行 利息會趕不上通貨膨脹 或吃掉
你本身所持有的金錢價值 ﹂但是
話說回來 如果沒有儲蓄 身無分

■文∕林立人

題 父母可藉由此方式 幫助青少年
建立對未來金錢使用有更正面的想法
與規劃 父母親更是青少年最主要的
理財資訊及觀念的來源 因此 欲讓
青少年能及早對金錢有更佳的使用
父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理財觀念必
須由小時候開始灌輸

記帳及儲蓄
即將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必須要有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記帳﹂ 一般
來說 邊工作邊花費 有時會覺得錢
不夠用 花錢如流水 沒有自制 不
知錢花到何處 唯一的做法就是記
帳；記帳的目的在於讓自己瞭解金錢
的流向 真的有收支不平衡的情況發
生時 才會知道該從何處改進自己的
財務狀況 養成記帳習慣後 抓出生
活必須開銷；看到想要的商品時 則
透過設定理財目標 詳列預算與執行
方式 一步一步實現自我的夢想 所
以說：﹁管理好自己的財務 是邁向
財務自由的第一步 ﹂
換個角度而言：要讓還沒有賺錢
能力的青少年朋友 養成理財的觀
念 就是先從存錢開始 每月拿到零
用錢的時候 養成記帳的習慣 將來
才不會因為扭曲的金錢觀 產生偏差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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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自己或者跟同學們一起做
功課 逛街 看電影 這些平日的花
費都仰賴父母給的零用錢 開銷之
餘 每個月多多少少存一點錢 積少
成多 一年下來 也會有不少積蓄
不論金額大小都養成記帳的習慣 理
財的正確觀念就會慢慢養成了 所
以 讓青少年檢視自己的消費習慣
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以及預防債務
是一件重要及嚴肅的課題
如何計帳省錢呢？其實很簡單
將自己當做是一家公司來經營 公司
的營運與金錢的進出 一定都要有詳
細的記錄 所以 每日記帳 持之以
恆 把它培養成一種習慣 每日的花
費︵比如：車費 餐飲 零食 文
具
︶ 都可以記錄下來 每週或
每月定期翻看帳本 就可以瞭解自己
在哪方面的開支比較多 有哪些開支
是必要的 而哪些開支是完全不必要
的 這樣 以後花錢的時候 就可以
完全避免不必要的花費
有計畫的安排金錢與檢討
當父母親了解自己的孩子已經能
夠控制自己的儲蓄來購買東西時 可
以更進一步教導孩子有計畫的安排金
錢 陪他一起計畫一年的預算 然後
將三個月或一年的零用錢一次給他

讓他按照預先和你一起編定的計畫來
花費 父母親在這個編訂過程中必須
仔細和子女討論預算的比例原則 不
能讓子女編出一個百分之五十的錢都
花在零食或買玩具的預算 在這期
間 可以搭配要求子女一定要記帳與
定期回報
孩子慢慢長大 隨著社會物質及
同學互動的影響 自身對於物質的需
求及面向有所不同 每隔一段時間
讓孩子檢視購買的物品 思考當初買
下的原因是否仍在 讓他理解﹁需
要﹂與﹁想要﹂的差別
例如孩子因追求流行時髦而買的
衣服或籃球鞋 發現不適合後 可與
他討論 同樣的金錢還可買哪些必需
品 而非嘮叨或取笑 孩子覺得錢花
得太凶時 父母可以﹁同理﹂孩子沒
錢的痛苦 但千萬別幫他﹁解決﹂
要讓孩子有機會承擔錯誤購買行為的
後果
還有 所謂的﹁開源節流﹂ 除
了﹁節流﹂ 父母親可以教育孩子
如果時間 體力允許 年滿十六歲的
青少年不妨於暑假做一些能力所及的
工作 為自己﹁開源﹂ 這樣既可以
減輕父母的負擔 孩子還可以學會獨
立 明白金錢的意義 也更加明白理
財的重要性

若以上三點確實做到了 相信對
青少年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有一定程
度的幫助
再者 可以介紹進階的理財商品
︵例如保險及定存︶ 任何一位初入
社會的新鮮人 必須對於自身的安全
要提高警覺 許多人往往因為一場意
外而花費高額的金錢 導致儲蓄花
盡 所以 可以在﹁人身保障﹂這部
分加強 而青少年年紀較輕 保費相
對就比較便宜 可選擇﹁終身還本
險﹂ 或是兼具保障型的﹁投資型商
品﹂ 一方面享有人身保障 一方面
可累積一筆創業基金
建議青少年應儘早建立風險管理
觀念 除了投保﹁意外險﹂外 投保
﹁責任險﹂可做為父母及青少年的護
身符 保障的範圍要包括因個人過
失 交通事故而導致自己與他人的傷
殘及財物損失
等
對於日益普及 容易申請的信用
卡消費模式 消費專家也提出﹁四不
原則﹂ 避免卡債上身！一 每月刷
卡金額不超過月薪的三分之一；二
沒有還款計畫時 不刷卡；三 卡片
不超過三張 每張額度不超過月薪的
二倍；最後是﹁不逾期繳款 避免用
到循環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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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迴向文

■文∕蓮花宏東

天就是師尊出家廿八週年紀
念了！我的心中很感動 非
常感恩師尊的加持與救度！本文
是﹁遠方﹂弟子的一片心聲 做
為一個小小的禮物 真心獻給敬
愛的師尊！
身為真佛弟子 除了要守
戒 最基本的就是︽事師法五十
頌︾ 其中第一條是﹁日出 日
中
日落
三時禮拜根本上

可令身心靈清淨的

師﹂
二○一四年二月一日中午
我在壇城前禮拜根本傳承上師
後 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歡喜法
流 突然憶起了在法本中我非常
喜歡的那句︿皈依迴向文﹀ 於
是我就開始跪在壇城前 一直重

複 唸 誦 ： ﹁ 無緣大慈 同體大
悲 弟子蓮花宏東從此皈依根
本傳承上師三寶 直至菩提
永不退轉 所有大小各善悉以
迴施眾生 速成佛道 同成正

覺 ﹂
我一直唸
一直唸 並且
觀想無量無邊的眾生也跪著和我
一起唸誦 祈願大家一起皈依真
佛 唸著 唸著
我唸誦的
聲音漸漸變大 內心感動不已
生起無比感恩的心！一時淚流滿
面！就這樣
眼淚流啊流
的
我感受到內心被光明的
甘露清洗了一次 很多塵垢因此
被洗掉 身 心 靈都變得乾淨
了！感到非常輕安
原來 只要我們真心誠意地
唸誦一句︿皈依迴向文﹀ 就可
以得到這麼大的加持！多麼希望
可以告訴所有的人：﹁我們的師

55

尊是真佛！﹂師尊倒駕慈航來娑
婆世界廣度有緣 如果錯過了這
一次獲得人身且值遇真佛的機
會 就不知道要還要苦苦輪迴多
少萬年 才會再次遇到真佛！
接著 我非常喜歡唸誦︿四
無量心偈﹀：﹁願一切眾生具足
樂及樂因 是慈無量 願一切
眾生脫離苦及苦因 是悲無
量 願一切眾生永住無苦安
樂 是喜無量 願一切眾生棄

愛憎住平等 是捨無量 ﹂身心
再次獲得法流加持
這天 我看到師尊文集裡的
一段開示︱﹁我們的身體是一個
祭壇﹂ 讀過之後感觸很深！原
來 很多生命都匯流到我們的生
命之中 我們生命的墮落 不光
是一個生命的墮落 原來是千千
萬萬生命的墮落 荒廢了這個得
來不易的人身祭壇 如果我們修
持成就了 祭壇放光了 是千千
萬萬的生命都得到解脫 如果我
們的祭壇荒廢了 就要去負擔這
欠下千千萬萬生命的債 就會變
得輪迴不休
我想起蓮花麗惠上師在尊勝

佛母護摩法會上的祈禱詞 願把
所承受的罪業迴向修道 辦道
成道 祈禱詞如下：

我願改過。不再造錯。
請給我機會向善。
我願服從不再迷失。
請帶領我超升淨土。
佛母慈悲接引我。
無始以來所造的罪孽。
所殺害的眾生。
皆得清淨，往生。
不再遲留怨懟。罪罪相
造。
佛母慈悲。
我願化解。我願懺悔。我
願安心。
誠求眾等皆能順心。
不再討報纏繞。往生淨
土。離身超升。
所承受之一切罪業。
願化為修道，辦道。成道
之功德迴向。
祈願佛母慈悲攝受。一切
吉祥圓滿。
記得曾讀過這麼一則故事：
釋迦牟尼佛曾轉世為一隻雪蛙

忍痛把身體讓一群螞蟻吃 祂發
願把這個功德迴向將來度化這群
螞蟻 後來雪蛙轉世為釋迦牟尼
佛 螞蟻們也轉世為人 因緣成
熟 他們都在釋迦牟尼佛的法教
下得到成就

呼喚從

向後從

日夜淚

發願度

想起師尊的慈悲 我不免又
要感動流淚 師尊寫的一首偈常
常縈繞在我心頭：

幾年衣袂惹塵埃
生無盡來
南燕數聲鄉何處
眼斷又來
此回若不化法船
誰跟將來
但看沿途血海河
者來不來

在此祈請師尊常住世間 大
轉法輪 廣度眾生！祈願師尊佛
體安康 長壽自在！希望所有的
真佛弟子都能道心堅固 人人
﹁敬師 重法 實修﹂ 以謝佛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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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文∕蓮花小朋友

莫讓子彈在網路亂飛
常看師尊文集和開示，㉂己就會㈲「正見」，
不會今㆝聽到師兄、師姐說些什麼，想法就跟著團團轉……

自己的想法

為誰

誰

情緒公布在部

誰打抱不平

或

文章的作者只是做出﹁個人

是﹁只有單一面向﹂ 就像瞎子
摸象一樣 只摸到大象的某一部
位而已啊！

的 但可以保證是﹁全面性的真
實﹂嗎？我們講述的事情往往都

是講一些﹁揭發黑幕﹂的話題
筆者相信發言的人說的是真

膺

非﹂ 文章底下也會有﹁熱烈的
討論﹂ 發言的人講得義憤填

歷 筆者也有看過同門在自己的
園地寫一些關於﹁宗派的是

就會開始出現一篇篇的﹁回
應﹂ 於是就﹁沒完沒了﹂
大家在網路上都有類似的經

友﹂就會開始猜測 推敲你到底
為何寫這些文字 然後文章底下

﹁看看就算了﹂ 些許還會﹁開
始認真了起來﹂！那些﹁看官好

是有些﹁看官好友﹂就不一定是

自己﹁當下﹂的情緒垃圾 一般
來說 作者自己寫完就算了 但

落格 FACEBOOK
等 這
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通常 那是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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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誰是真的壞人？誰是被冤枉
的？既然不能保證自己是全知

者﹂的角度在看﹁連續劇﹂ 只
有全知者知道接下來發展會怎

我們不是站在一個﹁全知

只是想要打抱不平的﹁正義﹂
結果變成﹁爭議﹂

來越斷章取義 甚至看到黑影就
開砲 整個走樣 原文作者本來

拼命闡述自己的理由來說服別
人 結果沒有說服到人 反而言
語越來越偏激 越來越誇張 越

自己的個人解讀﹂ 如此
滿天飛 大家都不想認輸

口水
一直

解讀﹂ 然後其他同門又在這個
﹁個人解讀﹂上面繼續發表﹁他

雖然師尊說﹁不要有分別
心﹂ 但是 筆者認為在學習密
法的過程中 一定要有﹁分別的

今天聽到師兄 師姐說些什麼
想法就跟著團團轉

答﹂！而且 常看師尊文集和開
示 自己就會有﹁正見﹂ 不會

會找到﹁同門目前需要的解

代表大家﹁欠缺教育﹂！同門真
的要多看師尊文集和開示 一定

非﹂嗎？
其實

不就

情寫在網路 會被有心人士利用
嗎？會誤導剛皈依不久的同門覺
得﹁宗派怎麼老是有糾紛和是

有盡﹁愛護師尊和維護宗派名
譽﹂的義務嗎？大家有想過把事

權利 其他人有知道的權利 ﹂
大家都知道權利 但是請問大家

務必要有智慧 平和地發言 以
縮小紛爭為發言準則 不要無限

強做解人﹂呢？還是先降伏自己
的貪瞋痴吧！
希望大家在發言前要三思

們無法理解和看到的因緣和因
果 我們又何必﹁自以為聰明

有人會認為﹁怎麼可以如此不公
不義﹂？然而 這當中肯定有我

注意到人性的黑暗面？當然

呢？可以多寫寫熱心 精進 默
默付出的同門 為什麼眼光總是

說：﹁我要揭露黑暗面 ﹂奇怪
了！那你怎麼不多看點光明面

的地方 就會有是非 ﹂既然這
是個﹁常態﹂ 我們又為何要在
這個﹁常態﹂裡認真呢？有人會

修行不就是要﹁修正自己的
心念﹂？師尊說過：﹁只要有人

解 誤會 久而久之
傳訛 胡說八道

就會以訛

者 我們又何必公開這些是非在
網路上呢？其實是 問題本身沒
有這麼複雜 是旁觀的人越弄越

智慧﹂ 要分別什麼是正見？什
麼是邪見？因為邪見不會直接

大家各說各話

複雜 連當事人自己都未必知
道 也不想回應 但是看戲的倒

卻

也

還想要繼續﹁留

否則做不到集思廣益

反而先造了一堆口業

問題

上綱地發表而擴大事端；公開討
論就必須要回歸解決事件本身的
就容易被同門曲

千萬不要被騙了！只要有
﹁模糊地帶﹂

所以

說：﹁我是邪見 ﹂一定是包裹
著﹁自以為正見﹂的漂亮糖衣
我有發表的

一定會有人講說：

是不願意離開
言討論﹂
當然

﹁現在是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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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穢跡㈮剛燒盡煩惱病業
咕嚕咕咧賜㈶敬愛圓滿
■文∕張敏

瑪琅︿增明堂﹀的堂主及同
共計有二百餘人前來護持
把︿光明雷藏寺﹀的大殿擠得滿
滿的！
七月十九日︵星期六︶晚上

門
門

穢跡金剛息災祈福護摩法會﹂及
﹁南摩咕嚕咕咧佛母息災祈福護

蓮九法

七時卅分舉辦第一場法會︱﹁南
摩穢跡金剛息災祈福護

常住釋蓮洪金剛上師

演化手印

響亮的咒音旋律中 人
人沉浸在護摩火的清淨

輕巧如流

師 蓮花國龍講師及︿三寶壟雷
藏寺﹀的蓮花至高助教 蘇南省

靈氣非凡 護摩火威猛
光明 與會大眾融入在

摩法會﹂ 法會如儀進
行 主壇蓮花慧君上師

巴布巫里︿圓弘堂﹀的蓮花一敏
助教護壇 由蓮花國龍講師擔任
司儀 蓮花祥榕師姐 蓮花施安
師兄負責翻譯
是日法會參加的人數十分踴

光明裡；在司儀的導引
下 觀想自身與主尊
護摩火合一 在那強烈
除了︿光明雷藏寺﹀的理事
眾理事及同門之外 還有來

躍
長

的法流中

祈求主尊燒
自泗水︿蓮齊堂﹀的堂主及同

‧穢跡金剛壇城。

摩法會﹂ 特請來自台灣的釋蓮
花慧君金剛上師主壇 並由本寺

○一四年七月十九 二十
日 座落於印尼東爪哇泗
水的︿光明雷藏寺﹀舉辦﹁南摩

▲蓮花慧君上師於〈光明雷藏寺〉主壇法會。

盡自身煩惱 病業 讓身心得以
安康 讓福慧得以增長
七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

一時卅分舉辦第二場法會︱﹁南
摩咕嚕咕咧佛母息災祈福護摩法

每個人身心都得以

會﹂ 法會在根本傳承上師蓮生
活佛的強大法流加持下 與會大

眾得霑法益

光明 吉祥
這兩場的法會功德都迴向請

佛住世 祈願聖尊蓮生活佛佛體
安康 快樂自在 永轉法輪 法

會後 蓮花慧君上師開示咕嚕咕
咧佛母﹁地 水 火 風﹂的誓
願：

59

←七月十九日「穢跡金剛護摩法會」的護摩火。
↓七月二十日「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的護摩火。

﹁水﹂的誓願

﹁地﹂的誓願
到財富
息災
﹁火﹂的誓願

可以治病

能讓行者得

大家
住頂

嚴謹
甚深

密教行者當常常觀想師尊
根本傳承上師是加持的根

講解細膩 與會大眾受益
最後 慧君上師再次提醒

一定要祈

本

行者每一次修法
能夠幫助眾
中

以要珍惜當下的時間 認真修
行 好好唸佛 持咒；此外 要

求根本傳承上師加持！要常思維
人生無常 今天不知明天事 所

多護持道場的法務 廣結善緣
如此才會得到師尊 佛菩薩的加
持 以及龍天護法的佑護

生敬愛圓滿 不論是大敬愛
敬愛 小敬愛

上師特別提醒大家 咕嚕咕
咧佛母﹁風的誓願﹂是降伏的力
量 行者只要唸滿﹁嗡 咕嚕咕

慧君上師藉此呼籲 希望同
門幫忙廣傳微博的﹁真佛天空新

﹁風﹂的誓願 能夠降伏敵
可讓小人退散！

咧 絀利 梭哈﹂十萬遍 然後
對著敵人吹一口氣 敵人就遠離

人

敵人可能就
如果你不喜
歡這個人

不要

你就只要吹一口氣就

了 如果吹兩口氣
會有所傷亡；所以

聞 台 ﹂ 現 已 有 印 尼 版 的 TBSky
Indonesia︵https://www.faceboo
k.com/TBSkyBahasaIndonesia)
裡面有聖尊蓮生活佛的寶貴文
集 上師也希望有翻譯能力的同
好 對方很快就會被調職
吹兩口氣 而讓對方傷亡

如果行者修﹁咕嚕咕列佛母
敬愛法﹂ 首先 行者必須自己

門一起來參與 讓聖尊的文集更
為廣傳
最後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賜

福灌頂 在柔和的﹃咕嚕咕咧佛
母心咒﹄聲中 結束了殊勝的法

法會順利圓滿吉祥

先敬愛他人 只要行者守戒 莊
嚴自己 他人就會敬愛行者 此
外 行者須切記 不可以修﹁敬

大加持

會 人人身心清涼 法喜充滿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幽默中有

愛法﹂來亂射對象 唯一要射的
是廣度眾生 廣結善緣
慧君上師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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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也特別迴向給二○一四年《燃燈雜誌》功德主。
↓蓮訶上師主壇「地藏王菩薩護摩大法會」。

，可避免成為㆔種壞法器！
具足

■文∕蓮花麗麗

○一四年八月十日上午
十時卅分 巴西︿真諦
雷藏寺﹀舉行隆重的﹁地藏
王菩薩護摩大法會﹂ 恭請
釋蓮訶金剛上師主壇 由副
理事長蓮花耀斌講師擔任司
儀 蓮花菊華助教及蓮花一
靜助教護壇 是日共有百餘
名同門及各界善信參加護摩
法會
法會當天晴空萬里 陽
光燦爛 精心布置的壇城莊
嚴肅穆 鮮花 水果等各種
豐盛的供品擺滿壇城四周
還有同門特別準備的地藏菩
薩寶冠 錫杖 寶珠等珍貴
的供品 以及連夜摺組而成
的大法船 在法會會場的一
側還特別為所有報名者的祖
先 冤親債主及幽冥眾等設
立壇城 同時也為二○一四
年︽燃燈︾功德主的冤親債
主及幽冥眾立牌位
護摩火供開始 隨著富
有節奏感的﹃地藏王菩薩心
咒﹄咒音中 主壇上師點燃
護摩火 是日護摩火時而威
猛 時而悠柔 正象徵了地
藏王菩薩的大願與慈悲；蓮
訶上師凝神觀想 各種珍貴

㆓

的供品陸續下爐 通過火天神供養
給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供
養給護摩主尊︱大願地藏王菩薩及
諸佛菩薩金剛護法 祈請大力加持
法會吉祥圓滿
在主壇上師及與會大眾的一
心祈請下 地藏菩薩及諸尊歡喜降
臨 法流強勁 佛光普照 同門專
注持咒 咒音響徹整個會場 伴隨
著不斷躍動的護摩火 上師演化了
息災 敬愛 增益 超度大手印
手印剛柔並濟 如行雲流水般流
暢 此時 與會大眾觀想自己與主
尊在護摩火中合一 清除累世業
障 令人倍感身心清涼自在 人人
法喜充滿
蓮訶上師在迴向中首先將法

↓為所有報名者的祖先、冤親債主及幽冥眾等
所設立的壇城。

61

⑴蓮訶上師為大眾做「地藏王菩薩賜福灌頂」。
⑵時而威猛、時而悠柔的護摩火。
⑶與會大眾一心觀想自己與主尊在護摩火中合一。

功德；地藏王菩薩誓願：﹁地獄不
空 誓不成佛 眾生度盡 方證菩
提 ﹂上師以此勉勵與會大眾 修
行當有﹁捨己為人 捨我其誰﹂的
奉獻精神
上師講述從佛陀在世的﹁果
法時期﹂ 到佛過世後的﹁正法時
期﹂︵解脫堅固和禪定堅固︶ 再
到之後的﹁像法時期﹂︵多聞堅固
和塔寺堅固︶ 直至到﹁末法時
期﹂的鬥爭堅固 上師希望大家要
明白 謹記﹁佛教是無諍的宗
教﹂！
此外 上師分享了鳴和尚的
開示 以成佛的兩個要件︱﹁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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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累功積德﹂ 藉以闡明
持戒 修福的深遠意義 上師還最
後再三強調 真佛行者一定要對根
本傳承上師具足﹁實信﹂及﹁淨
信﹂ 就能在面對種種的災劫苦難
中 避免成為三種壞法器︱破法器
︵無法承受法教 有漏失︶ 髒法
器︵不正見︶ 覆法器︵不相信法
教︶ 上師勉勵大家 只要確實做
到敬師 重法 實修 每個人都可
以成為正法器！
蓮訶上師的精彩講解 令眾
等受益匪淺 道心也更加堅固了！
在上師為大眾做﹁地藏王菩薩賜福
灌頂﹂後 是日法會圓滿結束

3

會功德迴向給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生活佛 祈願師佛佛體安康 長住
世間 永轉法輪；也特別迴向給二
○一四年︽燃燈雜誌︾功德主 祈
願地藏王菩薩放大光明大力加持眾
等身體健康 家庭合睦 事業興
旺 亦特別超度眾等的歷代祖先
過世的父母親人 纏身靈 水子
靈 冤親債主速速往生佛國淨土
解除一切無形的障礙 令所求如
願 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法會後 蓮訶上師於開示
時 為大眾介紹地藏王菩薩的願
力 地藏王菩薩願力第一 若善信
大德供奉 持咒 修法 可獲無量

1

2

‧法會功德迴向《燃燈雜誌》二○一四功德主，祈所求如願。

︿

芝城雷藏寺﹀於西元二○一
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一時卅
分 隆重舉行﹁南無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大悲寶懺法會﹂ 敬邀來自
台灣的釋蓮衛金剛上師主壇及來自
加拿大的釋蓮果法師護壇；十方善
信齊聚芝城護持拜懺 與會大眾十
分踴躍報名當懺主
擔任司儀的梁萍榕師姐代表
理事會致詞感謝上師的蒞臨 同時
感恩義工同門於日前發心布置如此
莊嚴的壇城與會場 也對供齋的功
德主和廚房組的義工所呈現如天廚
般美味的齋飯 致上深深的謝意
是次法會亦迴向︽燃燈雜誌︾二○
一四功德主 祈所求如願
禮懺畢 主壇蓮衛上師開
示：行者修法或唸經文時 不要貪
快 當解其義 運心觀想 入心；
如此 行者與修法本尊或持咒本尊
才可以心心相印 行者每持一咒
可以應用﹁千轉輪法﹂ 觀想自身
有無數無量的幻化身禮拜恭敬所持

■文∕鄭惠玲‧攝影∕IVY & Nancy

之咒的主尊 勾主尊的蓮花座雲
觀想主尊以歡喜心來受供 清楚觀
想主尊的形相 光色 所持之寶物
等 如此才是真實修法
眾等禮拜大悲寶懺 學觀世
音菩薩﹁慈 悲 喜 捨﹂的精
神 帶給眾生快樂 勿讓眾生痛
苦 觀世音菩薩手持淨瓶 瓶中的
大悲咒水不可思議 能夠息滅一切
災難 驅除一切障礙 消除一切業
障 增長智慧 延續壽命 加大福
分 使其光明顯現 只要得到觀世
音菩薩的一滴大悲水即可享用不
盡 經過大悲咒加持的水即是大悲
水 以蓮花童子心咒加持之水即是
蓮花童子水；行者可對著水持咒
然後飲用 可使自身舒暢 大悲咒
水力量強大 可撫平身上的磁場
上師引用江本勝博士的水結
晶試驗報告為例 印證密宗的修
行：將培養皿的水送進冷凍庫後
水結晶的美醜與聽到 看到的詞語
或音樂有關聯 聆聽古典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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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可呈現美麗的結
晶；聆聽重金屬搖滾
樂的水 呈現醜陋的
結晶；聆聽經文的
水 呈現強而有力的
結晶 被貼上﹁謝
謝﹂或﹁愛﹂字標簽
的水 呈現出六角形
的美麗結晶；被貼上
﹁混蛋﹂或﹁討厭﹂
等字眼的水 呈現出
零散不規則的結晶
一杯污濁的水
經由遠距離眾人的祈
禱後 可以變成乾淨
的水 水可以感應人
的心念 水是人心的
一面鏡子 人體內百
分之七十的比例為
水 如果每天怨自
己 恨別人 體內的
水就會變差 自體將
發出混濁的磁場；善
待自己 善待眾生
可以提升體內水質
讓身體的每一個細胞
都是美好的 可以讓
生命更精彩 更有活
力 我們的愛心能超

越時間與空間 慈悲美麗的人心能
化解災難 帶給世界和平
上師強調 人的心念勝過磁
波 一個念頭產生 法界虛空皆可
感應到 往事已矣 當誠心懺悔往
昔所產生之惡念及所做之惡事 確
定改過不再犯 身體的六根接觸了
外境的六塵 就會產生了分別的六
識 因此 行者要守住﹁眼 耳
鼻 舌 身 意﹂等六根 不要被
外界﹁色 身 香 味 觸 法﹂
等六塵所影響 才不會產生不恰當
的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
識 意識
六根是所有業障的來源 眾
生從無始劫來流入輪迴的生死苦海
之中 皆因六根所致；眼根貪色
耳根貪聲 鼻根貪香 舌根貪味
身根貪細滑 意根貪樂境 當欲望
得不到時即產生生氣 嫉妒 怨恨
之心 皆是因無明所致 只要業障
未除 無明一定存在 ︻地藏經︼
言：﹁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
罪 無不是業 ﹂行者當以﹁戒
定 慧﹂對治﹁貪 瞋 痴﹂ 唯
有持戒才能清淨六根 進而守住
身 口 意 將此應用到日常生活
當中 臨終時即可一心不亂 往生
淨土 不受輪迴

此外 行者當勤修﹁四加
行﹂ 真心懺悔 改正不好的習
性 修正不當的行為；要多參加同
修及拜懺 時時以﹁自他互換法﹂
體諒他人 確實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的心態與行為 藉以打
開心量 善心與善行乃是修行的基
本要素 人人都想要有一個美好和
平的社會 就要先從改變自身習性
與提升自性心靈做起
開示畢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
﹁觀世音息災賜福灌頂﹂ 眾等皆
沐祥光 歡喜讚歎

蓮衛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觀世音息災賜福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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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大悲寶懺」的同門善信，一心虔誠禮懺。
▲蓮衛上師主壇「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寶懺」。

買不得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 本 熱 賣 100 萬 本 的 新 書 － 《 買 不
得》，內容包括：你知道「電動刮鬍刀」
會加速癌細胞的增值能力高達㆒萬㈤千倍
嗎？保養品可能會讓你的皮膚更乾燥？維
他命飲料既不提神又傷身？抗菌商品㆒點
都不抗菌？……。
㆖超市購物，㈲些㆟挑價錢，㈲些㆟
買固定品牌或買大做廣告的商品，但卻很
少㆟會看商品的成分，深入了解各種成分
的作用。去年在㈰本，新書㆖市才 3 個
㈪，就熱賣 100 萬本的《買不得》㆒書，
赤裸裸㆞指出商品㆗充斥著健康殺手，你
看了，就知道哪些東西買不得！這本書改
變了許多㈰本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不少㆟
在購物時，開始會留心商品的主要成分，
做為選擇商品的標準。
《買不得》㆒書是由作者群將與㆒般
㆟關係密切的生活用品，分為食品、飲
料、清潔劑、化妝品、藥品和雜貨等類，
旁徵博引研究機構的報告，指㈴道姓㆞揭
發㈰本許多著㈴廠商生產的㈹表性商品，
其成分內容是多麼㆞㈲害㆟體。書㆗刊出
約 90 種商品，並把㈽業㈴、商品㈴、商
品照片、內容成分，以及㈽業的聯絡電話
都附在文章旁邊，讓消費者可以打電話直
接向廠商反應意見或詢問究竟。
如此赤裸裸㆞批判㈽業的媒體和報
導，實為罕見。作者之㆒的船瀨俊介受邀
各㆞演講，常㈲民眾對他說：「你還活
著，真不容易。」透露㈳會民眾也明白媒
體記者單挑大㈽業，此舉是冒著生命危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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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渡邊雄㆓㈺籲消費者採取「不
買、不喝、不送㆟」的策略，更要改掉
「不看商品成分就買」的習慣。他說：
「消費者應該用消費力量培養㊝良廠商，
培育㊝良商品，否則吃虧的還是㉂己。」
㈲㆟說《買不得》是媒體㈹表廣大的
消費者，擲向大㈽業的㆒本戰書。也㈲㆟
認為這是㆒本讓㈰本消費者㉂省的「消費
指南」。全球環保與健康意識抬頭，消費
者需㈲意識並且培養習慣，在購買㈰常用
品時，不再只受廣告宣傳的影響，而是檢
視產品成分內容，拒絕購買會危害環境與
㆟體健康、安全的產品。
參考㈰本《買不得》書㆗所揭示的原
則，台灣消費者在購買食品、飲料、清潔
用品、化妝品及各㊠雜貨時，可以更加警
覺㆒些現象：
●碗裝泡麵—環境賀爾蒙來襲
㈰本的《㈪刊消費者》曾對碗裝泡麵
的營養成分進行調查，發現維他命
A、C 是 零 ， 其 他 的 維 他 命 含 量 也 非 常
少，反而鹽分是〈美國參議院營養問題㈵
別委員會〉建議㆒㆝攝取只限 3 公克的
2 倍 ， 而 且 化 ㈻ 調 味 料 glutamic acid
soda 足足㈲ 1 公克。如果常吃泡麵，會
導致維他命不足、礦物質缺乏、鹽分攝取
過多，以及化㈻調味料引發的味覺障礙等
各種營養失調症。

更值得注意的是，碗裝泡麵的容
器多⽤「聚苯⼄烯」，加熱會變形，
為了避免在加熱時變形，廠商還加⼊

㊩㈻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BHT（ 酸 化 防 ⽌ 劑 ） 做 為 安 定 劑 。
BHT 是 致 癌 物 質 之 ⼀ ， 會 引 起 肝 臟 肥
⼤、染⾊體異常和降低繁殖機率。
⽇本的科學家曾做過實驗，將微量
的 BHT（ ⽐率 0.1％） 加⼊飼料中，餵⾷
給⽼⿏，結果⽣下的幼⿏有無眼症，也
有畸形。⽽⼤多數泡麵都經過油炸，其
油 裡 ⾯ 也 有 放 BHT， 所 以 ⽤ 熱 ⽔ 沖 泡
時，有害⼈體的物質，會從泡麵及容器
兩者溶解出來。
更可怕的是，會有「苯⼄烯
（ styrene）」 單體溶解出來。如果倒⽔
在 苯 ⼄ 烯 材 質 的 杯 ⼦ ， 會 溶 出
6～9ppb（ ⼗億分之⼀），⽇本〈三重⼤
學〉醫學部實驗，把這種⽔給⽩⽼⿏
喝， 7 隻中有 4 隻發⽣癌症。如果加⼊熱
⽔ ， 溶 解 量 更 會 增 到 51ppb。〈 東 京 ⼤
學〉「⾃主講座」的論⽂指出，⼈類平
均 體 重 ⼀ 公 ⽄ ⼀ 天 0.001mg （ 毫 克 ） 的
苯⼄烯單體是危險攝取量，業界也承認
⼀個碗裝泡麵溶解出 0.015mg 是危險量的
⼗四分之⼀。
東京多摩川的鯉魚精囊異常萎縮，原因
是受到環境賀爾蒙的影響，其㆗㆒種叫做鄰
苯㆓㆙醯基

phthaloyl ） 的 環 荷 爾 蒙 在

多摩川㆘游㈬質㆗的濃度是 1.6ppb， 但碗
裝泡麵湯的濃度居然高達 1,100ppb， 是多
摩川污染濃度的 688 倍。
因此，《買不得》作者群認為，將碗裝
泡麵稱之為「亡國食品」，㆒點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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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cience

他們建議愛麵族最好選擇添加物較少的白麵
條，比較㈲益健康。
●不能提神醒腦的維他命飲料
曾經針對㈰本太太做㆒㊠問卷調查：
「如果老公累了，如何讓他恢復疲㈸？」令
㆟驚訝的是，絕大部分的回答是「給他喝維
他命飲料」，而不是「讓他好好㉁息」。

然⽽，在⽇本販售的各種強調提神
醒腦、壯陽補神的維他命飲料，毫無例
外地都添加了咖啡因，部分商品還添加
酒精成分，甚⾄酒精成分⾼達 12％ 的商
品，也出現在「維他命飲料」的商品陳
列架上。
曾㈲㆒位卡車司機深㊰開車，為了提神
醒腦，喝了㆔瓶號稱㈲「提神醒腦」效果的
維他命飲料，在㈴神高速公路㆖失速追撞前
車，造成前後㈤輛車起㈫燃燒，該司機當場
死亡，由於化驗結果㈲酒精反應，警察初步
勘驗還誤以為是酒後駕車肇事。
〈㈰本大㈻〉田村豐幸博士在實驗㆗，
讓白老鼠喝㆘維他命飲料，看能在㈬㆗游幾
分鐘，測試維他命飲料到底能不能激發「元
氣」，沒想到都不如喝㉂來㈬的老鼠游得
久。
在外國㆟的眼㆗，似乎無法理解㈰本㆟
為什麼要喝維他命飲料，「如果要補充營
養，直接服用維他命藥丸就好了，為什麼要
把維他命劑泡在㈬㆗融化來喝？」更可笑的
是曾㈲製藥公司的員工洩漏機密，所謂維他
命飲料的成本價只㈲㆔㈰圓，但卻以百倍、
甚㉃數千倍的價錢賣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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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iple by the surname of Chen from Sichuan province Song sun country has a seven
year old daughter, Xiao Yi. One day, she was play beside the pond and accidentally fell
into it. There was nobody around.
While she was struggling, an invisible force was lifting her, and pushed her to the shore.
As she was agile, she caught hold of the straw and crawled to the shore. Her precious life
was saved.
Adults was asked ”How were you saved?”
She said: ”There was this uncle Lotus, who jumped from the air, into the water and made
such a big splash. He supported me from under the water, pulling my sinking body to the
shore, so I came out from the pond.”
”How do you know it was uncle Lotus?”
She replied:” It was uncle Lotus who told me who he is!”
The father took out a photograph of Padmakumara and showed it to her daughter. She
shouted:
”That is him, that is him, uncle Lotus.”
One night after the incident, Mr Chen saw Grandmaster standing in the air and shouted to
him in his dream:
”Padmakumara covering blanket (bestowing protection), Padmakumara covering blanket.”
This true story was spread far and fast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putation of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was enhanced day after day. More and more disciples took refuge, and
they had marvellous responses.
On the same subject, I reproduce a letter:
In my dream, Grandmaster pointed his palm at right side of my mouth. On the following day, I saw
a red mark at the same spot, and it is still there. (It became very obvious at night)
I also dreamed that Grandmaster gave me an overcoat (light white in colour), and my husband a
light green one. And I wonder what is the meaning?
Hoping that Grandmaster could empower us so that we are all safe and make great progress in our
cultivation. Find prosperity in business. Thank you.
Your disciple Lian-Hua bi Yu
My explanation is:
1. a red mark at the mouth––you must take steps to avoid misfortune because of talking.
When dealing with others, try not to talk too much, not to get involved in unnecessary
troubles.
2. Light white overcoat––It is an empowerment to eradicate misfortune.
3. Light green overcoat––It is an empowerment to receive monetary or dharma treasure.
(The meaning is the same when you dream about the grand master covers you with
blanket, i.e. Jia Bei. or give you an overc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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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3 - The Great Spiritual Response Of Tantrayan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1(510)473-4818 or fax +1(510)437-1987.
Contact Address: 3440 Foothill Blvd. Oakland CA 94601, U.S.A.

Many people dreamed that I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covered them with blankets, that
is quite normal, since they are True Buddha's disciples.
There is an unusual one:
Kelly, a caucasian woman is from Florida. She is twenty eight. Five years ago she was
very weak, suffering from all kinds of sickness.
She suffered from short-sighted,double vision, infection in her ear, headache, water in her
lung, asthma,irregular heart beat, stones in her gall, ulcer in stomach, kidney malfunction,
weak bladder.....she is full of sickness from head to toe.
She is a Catholic.
She went to church to pray everyday. Lighting the candles, she knelt down, cupped her
hands and prayed to mother Mary.
She was so sincere and earnest.
Not long later, she dreamed of a saint from the east with five Buddha crown (She did not
know that and thought he is an Indian chief with 5 big feathers), sitting on a big flower in the
air (the big flower is the lotus seat). She was very sure the saint had an oriental look, since
she saw it vividly and had a deep impression.
She dreamed that the saint of the east, threw a heavenly cloth to her from the air, and the
cloth covered her body.
If the dream is only once, then there is nothing strange.
But she had the same dream, seven days in succession, what a strange thing.
Kelly went to the church to consult the father.
The father shook his head.
She asked others, no body could throw any light.
The miracle is that after the seven dreams, all kinds of sickness have lessened. After
another month of prognosis and X-ray, all her sicknes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unlikely to be
cured, have disappeared.
The disappearance of all her sickness surprised even her family doctor.
And Kelly regarded the saint of the east to be her saviour.
Five years later.
Kelly went to Japan for a tour. On her return trip, she met Lian-Hua Jia Qi, a disciple of
True Buddha School. Lian Hua Jia Qi was reading a True Buddha magazine, which had a
picture featured Grandmaster wearing five Buddha crown and sitting on a white lotus seat.
Kelly was so excited and jumped up. She shouted:”That is him, that is the man who saved
my life. He cured all my sickness. He is the saint from the east.”
This silenced all the passengers on the plane. They listened to Kelly who told them the
strange story of being covered by a heavenly cloth.
Many a Westerner must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n the myth after listening to h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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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nourritures
pour les mânes des morts
et les esprits célestes

L

ors d'un voyage spirituel —

Je rencontrai un roi génie. Il accomplissait, lui
aussi, son voyage spirituel. Nous nous tenions
compagnie et nous déplacions ensemble. En effet,
nous étions deux à partager la même route.
Je demandai au roi génie :
— Au moment où le Bouddha séjournait dans
le monde terrestre, quelqu'un lui posa une
question sur le sacrifice. Le Bouddha lui répondit
que le sacrifi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mais que si
l'homme voulait en offrir, il le pourrait tout de
même. Je voudrais m'enquérir auprès de vous, roi
génie, de l'opportunité d'offrir ou pas un sacrifice.
Il répondit :
— Selon l'idée du Bouddha, l'important réside
dans la sincérité du coeur et ne se résume pas à la
quantité d'offrandes apparentes faites dans les
cérémonies de la délivrance.
Je l'interrogeai de nouveau :
— Les génies et les mânes des morts
reçoivent-ils un sacrifice ?
Il répondit :
— Pour les bouddhas, bodhisattva,
shrâvaka ① et prtyekabuddha ② qui font partie
du Monde des quatre saints, ce qui compte ne
dépend que de la sincérité du coeur. En fait, le
monde céleste est un endroit rempli de joie ; le
sacrifice offert au Ciel se réalise également avec
sincérité. Dans sa majeure partie, le monde
humain n'a pas besoin de recevoir de sacrifice.
Quant à la voie de l'Animalité, formée par la
stupidité, les êtres qui y séjournent ne peuvent
pas non plus recevoir de sacrifice. Dans la voie
de l'Enfer où la souffrance est à son comble, les
sacrifices accordés aux êtres n'apportent pas de
grands avantages, à moins que ce ne soient des
offrandes rituelles faites par des moines éminents,
comme Maudgalyâyana, etc. D'après ce que je
sais, c'est seulement dans la voie où séjournent
les spectres et les génies que les êtres ont bes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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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acrifices. Il est vrai que les génies et les
spectres espèrent vivement recevoir des sacrifices
offerts par le genre humain.
— Mangent-ils des aliments ? Peuvent-ils
voir les fleurs fraî-ches ?
Le roi génie répondit :
— Oui. Les spectres et les génies se
nourrissent par le contact ! Ils peuvent voir toutes
choses !
Il continua :
— L'esprit de l'homme est nourri par le
sommeil, le corps charnel est nourri par les
aliments, tous les spectres et les génies se
nourrissent par le contact.
Je m'informai :
— Qu'est-ce que la prise des aliments par
contact ?
Le roi génie se mit à rire et dit :
— Une bête en mord une autre, une chose
porte malheur à une autre, celui-ci dévore celuilà, c'est cela le contact. L'être humain mange du
riz et des pâtes, c'est également cela le contact.
Les spectres et les génies se servent également du
contact, et cela ne fait pas partie du rang
supérieur.
— En ce qui concerne l'alimentation, fait-on
une distinction entre ce qui est supérieur et ce qui
est inférieur ? demandai-je.
Il me répondit :
— Les êtres de rang supérieur tiennent la
pensée, la conscience et la joie méditative pour
nourritures. Les êtres de rang inférieur, comme
les animaux qui mangent d'autres animaux,
considèrent la chair comme une nourriture. Dans
la voie de l'Esprit affamé, le sang est pris pour
nourriture ; dans la voie de l'Enfer, le feu est
considéré comme de la nourriture. Quant à la
voie de l'Humanité, pareillement, elle ne fait pas
partie du rang supérieur.
Le roi génie continua :
— En effet, dans le monde des spectres et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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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énies, les aliments sont également variés.
Certains génies absorbent les souffles, certains
boivent de l'eau, certains consomment de la
fumée d'encens, certains dévorent le sommeil,
certains ingèrent de l'éner-gie ; tout cela peu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meilleur. Certains spectres sont
plutôt déclassés : ils se nourrissent soit
d'excréments, soit d'urine, soit de sang fétide, soit
de chair, soit de sperme et de sang menstruel, soit
de produits toxiques.
En entendant cela, je fus saisi d'effroi.
Il me dit alors :
— Vous avez beaucoup vu ce genre de chose,
alors de quoi avez-vous peur ? En ce monde, les
gens prennent la nourriture par le contact, ils
mangent, eux aussi, n'importe quoi. À l'époque
actuelle, il existe même des clans qui boivent de
l'urine ou consomment de la cocaïne.
J'inclinai la tête en un signe d'approbation.
Je demandai au roi génie :
— Qu'est-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d'après
vous, quand on offre un sacrifice aux êtres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voie des spectres et des génies ?
Il répondit :
— Ce qui importe, c'est la sincérité. Il faut
que les offrandes soient réellement bénéfiques ;
les aliments cuits représentent une telle sincérité ;
une ou deux offrandes, la quantité n'a pas
d'importance. L'officiant doit comprendre la
transformation des aliments par son coeur, selon
la méthode de l'oblation pratiquée dans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C'est cela la sincérité.
— Les aliments cuits ? Pourquoi les aliments
cuits ?
— Beaucoup de spectres et de génies adorent
les sacrifices qui sont cuits et qui ne sont pas mis
en boîtes de conserve, car ces offrandes
renferment de la sincérité.
— Qu'est-ce que la distribution des aumônes
alimentaires au Meng-shan ?
Le roi génie expliqua :

— La distribution des aumônes alimentaires
au Meng-shan sert à secourir les êtres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voie de l'Esprit affamé. Mengshan est le nom d'un lieu. Un moine éminent, du
nom de Gan Lou (Rosée bienfaisante), y avait
établi ce rite en vue de porter secours aux êtres de
la voie de l'Esprit affamé. C'est pourquoi cette
pratique est appelée la « distribution des aumônes
alimentaires au Meng-shan ».
— Qu'est-ce que la cérémonie yogique
d'alimentation et de délivrance des esprits
affamés ?
— Dans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c'est grâce
à la force de bénédiction donnée par tous les
bouddhas que l'on peut faire l'aumône
alimentaire. On obtient ainsi la plus grande
bénédiction.
— Dans une cérémonie de délivrance, en plus
de la distribution des aumônes alimentaires, que
peut-on encore donner comme offrande ?
— L'aumône du dharma, c'est le don du
dharma. Prenons La Pénitence précieuse de
l'empereur Liang comme exemple, elle est
justement le don du dharma. L'épouse légitime de
l'empereur Liang ③ était rongée par la jalousie ;
non seulement elle causait d'amères souffrances
aux concubines de l'empereur, mais elle jalousait
aussi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Chih-kung, que
l'empereur Liang avait pris pour maître et qui
était devenu un familier. Après sa mort, elle
transmigra dans le corps d'un grand boa ; chacune
des é cailles du reptile était entamée par des
insectes venimeux. Elle en souffrait, et ses
douleurs étaient indescriptibles.
- à suivre -

① Disciples auditeurs du Bouddha.
② Qui réalise l'Éveil par lui-même et pour
lui-même.
③ Wu Ti (464-549) de la dynastie Liang
(50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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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馬來西亞

挑選喜歡的供品 上達佛國 下
濟眾生
法會進行得非常順利 主壇
上師將護摩法會功德迴向聖尊
祈願聖尊長壽自在 大轉法輪；
也迴向參加法會眾等業障消除
身體健康；並祈求諸佛菩薩和護
摩主尊︱南摩大願地藏王菩薩
慈悲接引報名的幽冥眾等 以及
失事的︿馬航﹀罹難者 消除恐
懼 往生佛國淨土！
法會後 首先由蓮者上師致
詞 蓮者上師歡迎蓮今上師的蒞
臨與辛勞 令法會圓滿 並感謝
義工同門的奉獻精神 而後由蓮
今上師為大眾開示 蓮今上師讚
歎紐約同門都是有大福報的人
能夠在這麼好的道場同修 辦法
會 從紐約去西雅圖參加師尊的
法會也很方便 真的要好好惜
福 勿讓光陰流逝 上師的一番
語重心長 提醒大眾不要放逸
勿逗留在紅塵苦海 不要忘失正
念和佛陀的教法 一定要尊敬根
本傳承上師 重視法教 實修
︿真佛密法﹀
開示結束後 蓮今上師為與
會大眾做﹁地藏王菩薩結緣賜福
灌頂﹂ 法會吉祥圓滿！

此次拜懺活動 除了有馬來
西亞的同門參加之外 也有來自
香港及中國的同門；大家每天早
上及晚上 帶著一顆懺悔的心禮
拜﹁真佛寶懺﹂ 在蓮殷法師及
惠儀師姐的帶領下 大家專心一
意禮拜諸尊 祈求自身業障消
除 懺悔以往一切所作 四十九
壇寶懺總共有三千多拜 所以要
有很好的體力 其中 有一位來
自中國的七十一歲師姐 竟然可
以圓滿完成這四十九壇﹁真佛寶
懺﹂ 真是令人讚歎！
另外 有一位來自香港的師
姐 於完成四十九壇寶懺及結壇
法會後 當晚夢見夢中的她又吐
又瀉 出現了師尊所提及的懺
相 實是可喜可賀！而來自中國
的同門只是報名法會 便在夢中
得見師尊到她家 並告知她爸爸
過得很不錯 但叔公卻過得不
好 衣服也很骯髒；剛好家人在
為叔公撿骨時 發現叔公的頭顱
不見了 於是這位師姐馬上請蓮
殷法師為其叔公安了一個牌位
感恩聖尊及諸佛菩薩的佛光
照耀 讓所有來參與及報名拜懺
的同門 都得到佛光注照 業力
消除 一切吉祥！

真佛寶懺真殊勝 虔心禮拜現懺相 佛光㊟照業障消

︻寶明⽂宣 ⼤⾺訊︼馬來西亞
金保︿寶明同修會﹀於二○一四
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 一
連七天 總共禮拜四十九壇﹁真
佛寶懺﹂ 一切順利圓滿完成
並於八月四日結壇舉辦﹁南摩瑤
池金母息災超度祈福增益大法
會﹂ 恭請釋蓮一金剛上師主
壇 常住蓮殷法師 蓮庭法師與
蓮口法師共同護壇 法會後 蓮
一上師於開示中提到 無論對方
有多不好 也會有好的一面讓我
們可以學習；有時 由於我們已
判定對方的不好 因此 無論對
方做出什麼行為也會覺得不好
從而產生很多的誤解與偏見

法師與同門善信於〈寶明同修會〉禮懺後合影

真佛行者㆒定要敬師 重視法教 實修︿真佛密法﹀

︻蓮花⼀璐 紐約訊︼紐約︿金
剛雷藏寺﹀於二○一四年七月二
十七日 為同門善信舉辦了一場
﹁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增益超度
護摩大法會﹂ 由釋蓮今金剛上
師主持法會 釋蓮者金剛上師
蓮茵法師 蓮蕾法師護壇 有眾
多同門善信護持此次中元節超度
祖先和怨親亡靈的盛會
︿金剛雷藏寺﹀為法會準備
了豐盛的供品 包括米 麵包
酒 花香燈茶果 金紙 法船
等 還有下護摩爐的各種供品
參加法會的大眾無不以虔誠恭敬
之心 為祖先 家人和親眷精心

蓮今、蓮者兩位上師與法師、同門於〈金剛雷藏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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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NEWS—

法會後 蓮熅上師開示 首先講
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因緣：
有感於剛強罪苦的眾生難調難
伏 因此 觀世音菩薩心碎了
身體散成了千片 後來得到根本
上師阿彌陀佛的救度 將祂粉碎
的身體縫合起來 觀世音菩薩繼
而再次發願度眾 變化成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
上師說 ﹁修行﹂這兩個字
真的不簡單 真正的修行要懂得
反觀自照 要明白什麼是修行
要懂得怎麼去修行 有些人在自
家壇城安靜地修 認為自己修得
可以 可是當他遇到不如意的
事 就生起了貪瞋痴 惡習 惡
念馬上就湧現出來 修行人一定
要明白 真正的修行是要消除
改善自己的惡習 惡念 那才是
真正的修行
大家都知道唸經持咒能消除
自己的業障 讓心中發出光明
而所祈求的就能圓滿；可是 有
些人雖然一直在唸經持咒 但惡
習卻沒有改變 那是消不了業障
的 所以 修行人要經常反觀自
照 提醒自己什麼事情該做？什
麼事情不該做？試想 如果業障

沒有消除 所祈求的會圓滿嗎？
我們唸經 修法 持咒 要
有持久心 不可以高興時才持
咒 修法 不高興時就不唸 不
修 不可以這樣！修行一定要保
持一顆堅固的道心 要分配好時
間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不要拉
得太緊 也不要放得太鬆 必須
持之以恆地修下去 大家可以試
試看 保持每天唸﹃大悲咒﹄五
遍 同時改善自己的惡習 那你
的業障就會消除 而你所祈求的
也較容易圓滿
上師再次提醒與會大眾 唸
經 持咒時也要用心 用什麼心
呢？要用掛念的心！佛菩薩是我
們生生世世的父母 如果用掛念
父母的心去唸祂的咒 就很容易
有所感應！我們就像佛菩薩的子
女 子女掛念父母 父母就會感
應到 所以 用掛念的心去唸
咒 就能感動佛菩薩 所祈求的
事就容易得到圓滿
感謝蓮熅上師寶貴的開示
明白地道出修行與修法的重點
同時感恩師尊 佛菩薩的加持
讓法會順利圓滿吉祥！

True Buddha School NEWS

蓮熅 蓮欉兩位上師與助教
於︿忍智堂﹀合影留念

義工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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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惡習惡念才是真修行 道心堅固不放逸 用心念佛祈願才能成

︻蓮花合⾹‧德國訊︼二○一四
年七月七日 德國︿忍智堂﹀誠
邀請來自加拿大︿白雲雷藏寺﹀
的釋蓮熅金剛上師主持﹁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增益超度
法會﹂ 並由釋蓮欉金剛上師護
壇
每次法會 都有很多義工同
門放下自己的工作 來到佛堂幫
忙 難得大家有這份心意 感謝
蓮熅上師百忙中抽空來︿忍智
堂﹀主持法會
感恩師尊 佛菩薩的加持
法會流程一切順利 圓滿吉祥

德國

T.B.S.

蓮熅上師於〈忍智堂〉主持「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法會」後開示

現場充滿著莊嚴肅穆的氣
人人身心法喜充滿！上師演

助㊞燃燈 迎向光明大道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法流㈩方無盡燈－

高王觀世音真經

•助㊞者：蓮花世亮
•迴 向：超度蓮花世亮所㈲的
冤親債主、纏身靈往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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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久

淨土
上
師為所有與會大眾做﹁大白蓮花
童子賜福灌頂﹂ ﹁薈供儀式﹂
順利圓滿結束

在﹁薈供﹂儀式結束時

固 並祈願幽冥眾生都得到佛光
注照 靈體得以清淨 往生佛國

樂自在 蓮洪上師衷心期望大家
在修法上能日益精進 道心堅

行者身體安康 無災無難 家庭
圓滿 小人遠離 貴人多助 快

供﹂就是大供養 供養佛菩薩諸
尊的意義是感謝佛菩薩諸尊護佑

蓮洪上師於開示闡明﹁薈

化著﹁息災 增益 敬愛 降
伏﹂大手印 殊勝的法流瀰漫久

器
氛

﹁薈供儀式﹂由蓮花國龍講
師擔任司儀並帶領唱誦 蓮花施
安師兄恭唸疏文及翻譯 並由來
自巴布勿里的蓮花張敏助教 青
少年組 以及近百位同門護持
﹁薈供﹂如儀進行 蓮花國龍講
師以洪亮的唱誦 配合富有青春
活力的青少年組所敲擊的各種法

︿光明雷藏寺﹀舉辦薈供 儀式莊嚴肅穆 ㆟㆟法喜充滿

︻蓮花延新 泗⽔訊︼二○一四
年八月八日晚上七時卅分 印尼
泗水︿光明雷藏寺﹀恭請常住釋
蓮洪金剛上師主持﹁薈供儀
式﹂ 在儀式進行前 首先由主
祈者一一向蓮洪上師敬獻哈達
以表最高敬意；接著由本寺
Sunday Club兒 童 班 的 四 位 小 朋
友 ︵ Sharon
Caitlyn
Haruka Karen︶ 分 別 向 上 師
敬獻八供 致表最高敬意

Sunday Club兒童班的小朋友敬獻八供，向蓮洪上師致表最高敬意。

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真佛㊪燃燈雜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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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近期公告】

台灣高雄氣爆賑災募款通告

˙近期公告˙

台灣高雄市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連續發生嚴重的地下管線大氣爆，範圍長達 20 公里，多條道
路炸開塌陷成壕溝，滿目瘡痍。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統計，至 8 月 6 日下午 2 時，已知有
30 人死亡、 310 人受傷。
〈宗委會〉呼籲《真佛宗》眾同門，秉持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的慈悲教誨，救助苦難災民，敬
請大家踴躍捐助善款，配合政府救災指揮加入醫療、搬運、清掃、建築……等等救援行列，並修持
〈真佛密法〉，道場舉辦法事或法會，功德迴向「受難亡魂消除恐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救災與
災後重建順利完成」，幫助災民紓難，重建家園。
善款賑濟的方式如下，贊助時請簡要註明用途為「高雄氣爆賑災」，〈宗委會〉將專款專用，
所有善款全額撥給〈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運用，由〈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統籌國際救援工作：
一、網路（真佛資訊網路）信用卡贊助 http://tbsn2.stores.yahoo.net/7.html
二、善款（如是支票，受款人為 TRUE BUDDHA FOUNDATION） 直接寄給〈宗委會〉。
〈宗委會〉地址（即〈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的永久會址）：
17110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電話： (425)885-7573 傳真： (425)883-2173
謝謝眾同門發心救助苦難災民！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雲南大㆞震賑災捐款通告
中國雲南魯甸縣於 2014 年 8 月 3 日發生規模 6.5 強烈地震，據雲南昭通魯甸 6.5 地震抗震救
災 指 揮 部 消 息 ， 截 至 8 月 8 日 15 時 初 步 統 計 ， 地 震 已 造 成 617 人 死 亡 ， 112 人 失 蹤 ， 超 過
3000 人受傷， 22.97 萬人緊急轉移安置， 2.58 萬戶 8.09 萬間房屋倒塌。
〈宗委會〉呼籲《真佛宗》眾同門，秉持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的慈悲教誨，大家持誦「大救難
咒」，修持〈真佛密法〉，道場舉辦法事或法會，功德迴向「受難亡魂消除恐懼，往生西方極樂
世界，救災與災後重建順利完成」，救助苦難災民，重建家園。
善款賑濟的方式如下，贊助時請簡要註明用途為「雲南賑災」，〈宗委會〉將專款專用，所有
善款全額撥給〈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運用，由〈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統籌國際救援工作：
一、網路（真佛資訊網路）信用卡贊助 http://tbsn2.stores.yahoo.net/8.html
二、善款（如是支票，受款人為 TRUE BUDDHA FOUNDATION） 直接寄給〈宗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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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眾同門發心救助苦難災民！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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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

美 國
加拿大

總機電話：
886-49-2312992
傳真專線：
886-49-2350140
分機362、367、368

※欲參加「燃燈雜誌功德主」，
請註明，並請將報名表、支票或
匯票寄至本社的郵政信箱。

˙【香港雷藏寺】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10號新寶中心31字樓
支票抬頭：佛教密宗香港雷藏寺有限公司
BUDDHISM HONG KONG LUI TSANG SZU LIMITED

電話：852-23888987
傳真：852-27830661

˙【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No. 1A, Jalan Perawas, Lebuh Setaka,
Taman chi Liung,41200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支票抬頭：P. A. B. T. CHEN FOH CHONG MALAYSIA

電話：603-33749399
傳真：603-33771908

˙美國【芝城雷藏寺】
1035 W 31st Street, Chicago, IL 60608, U.S.A
支票抬頭：Ling Shen Ching Tze Temple
http://lingshenchingtzetemple.weebly.com
E-mail：tbs-chicago＠hotmail.com

電話：1-773-9278807
傳真：1-773-9270134

˙加拿大【菩提雷藏寺】聯絡人：蓮楚法師
514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Y3, Canada.

電話：1-604-2553811
傳真：1-604-2558894

讓分布全世界各地
真佛宗同門同步閱讀
（尺寸19cmx26cm）NT$ 12,000／US$ 420
（尺寸19cmx13cm）NT$ 6,000／US$ 215
（尺寸19cmx8.7cm）NT$ 4,000／US$150

新加坡

˙【獅城雷藏寺】負責人：蓮花獅渢講師
Permit No：MICA(P)033/01/2009
通訊地址：117 SIMS AVE, SINGAPORE 387441
支票抬頭：TRUE BUDDHA SHI CHENG TEMPLE
E-mail：dharma＠shicheng.org
互聯網：http//www.shicheng.org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
Kompleks Ruko Permata Ancol, Blok L No.27,
Jakarta Utara, 14420 Indonesia.
Email：madhatantri＠gmail.com
中文 Email：rudysalim9＠gmail.com

印 尼

˙【圓潤堂】
JL.Kusuma VI,Blok A-7C, No.4 Jakarta
Barat-11460,Indonesia
˙【禮善雷藏寺】 負責人：張德強
Tikno Tjandrane Gara D/H Toko : Moro Dadi
JL. Nusantara No.1A Pekalongan,Indonesia.

歐 洲

澳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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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s
welcome

電話：65-67413438
傳真：65-67417436

電話：62-21-6456909
62-21-6456919
傳真：62-21-6457123

電話：62-21-6241884
傳真：62-21-6241785

電話：62-28-5433988
62-28-5433508
傳真：62-28-5433688

˙英國【真渡雷藏寺】
265 Willesden Lane,Willesden,London,NW2 5J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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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61-3-93118149
傳真：61-3-93118218

˙雪 梨【嚴山雷藏寺】
643 Princes Highway,Tempe,N.S.W 2044 Australia.

電話：61-2-95911156
傳真：61-2-95587035

紙本雜誌

法會祈福包含:根本上師蓮生活佛主壇的法會及全世界真佛宗各道場法會。

凡贊助一年24期 即可 祈福報名迴向一年
有下列方案可選擇:
1.馬頭明王杵
2.象鼻紅財神
3.瑤池金母金如意
電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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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en@hamicloud.net
■http://www.lighten.org.tw/

Enlightenment
Magazine

（■敬請務必填寫清楚，字體請勿潦草。謝謝！■請連同功德主報名表一傳真或投寄〈燃燈雜誌社〉）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

－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持卡人：

信 用 卡 背 面
簽名欄位末 3 碼

－
月（請注意年月勿填顛倒）

身份證字號：

（台灣以外同門免填）

※地址：□□□
※電話：

手機號碼：

※贊助用途：□隨喜贊助

□2014年功德主方案□1 □2 □3 □助印經書：

※贊助金額及方式：□不分期：
□分
※簽名日期：西元

幣

元整

期，每月捐款：
年

月

幣

元整（自

日

※持卡人簽名：

□其他：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年

月起）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
一經使用，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
付款予發卡銀行。

收件人資料

※□需要寄雜誌，收件人：

電話：

手機號碼：

地址：□同上

※□不需要寄雜誌

※收據抬頭：

地址：

※寶貴賜言：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姓

聯絡人：

名

2014
年齡

以下善信一心頂禮，虔具供養，根本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諸佛菩薩，
冀以佛光加持，延丈真佛密法，祈願迴向皆吉祥圓滿。

地

祈願迴向

址

電話：

填妥後請寄至：54099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局第69號信箱 燃燈雜誌社
P.O.BOX 69 Jhongsing, Nantou, 54099, Taiwan R.O.C.

手機號碼：
或傳真至：886-49-2350140
電子信箱：lighten@hamiclou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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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10㈪05㈰
•10㈪12㈰
•10㈪19㈰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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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㆕
南無摩利支㆝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南無摩利支㆝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南無摩利支㆝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0

☆10㈪1、8、15、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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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長盛
黃武勇
余玉本
顏吉甫

菩薩
菩薩
菩薩
菩薩

08.21
08.18
07.21
07.17

蘇孝直
李春瑩
葉步相
沈祿全

菩薩
菩薩
菩薩
菩薩

07.02
06.06
06.02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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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專線： 886-3-4283479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 傳真電話： 886-3-4596917

• 台灣桃園縣平鎮市㈮陵路㆓段 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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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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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如意

2014

2

象鼻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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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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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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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en@hamiclo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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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