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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瑤池金母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感恩㈮母賜予㆒切！當㆒切種智若㈲若空、若事若理，即是開悟！

以妙語度眾，莫使生怨。心不召魔無魔怨，立斷惡念無魔事。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大圓滿法﹂可以存善業 、消惡 業 ， 讓 行 者 清 淨 成 佛 。

︿彩虹雷藏寺﹀時輪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淨信方得成就！行者應從容淡定，無㈲恐怖妄想，平等視眾生！

︿西雅圖雷藏寺﹀蓮花童子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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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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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之奇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3冊《荒誕奇談》

一篇文章

提到﹁煙供一奇﹂

也遇到一件不可思議之事

我手上舉香

向時輪金剛壇城

其實我自己

自然凝聚

致上最敬禮

那是在印尼耶迦達的﹁時輪金剛大法會﹂之

上
上

我精神集中
吟一詩：
時輪密法最勝希
手持妙香演法奇
幽靈飛向西
虔誠禮敬
頭低低

煙霏霏
心淒淒

那香煙裊裊

期盼金剛降來臨
令佛子
均皈依
●
就在這個時節

結成一個時輪金剛的頭
戴冠

1

樣

雙眼
倏然

病患經過灌頂幡

真是太神奇了
●

真是太神奇了

又是

全是光明串

我講﹁金剛鍊法﹂

真是太神奇了

那場﹁時輪大灌頂﹂
一件稀奇的事
有人照相

法會現場現出了整座體育館的上空

我這一生

名不虛傳

充滿傳奇

目不轉睛

我這一生

簡直太微妙了

人間哪得幾回聞

太荒誕了

萬歲！

此生只有天上有

我這一生

我說：

讓眾生看了

我盧師尊的﹁時輪金剛大法會﹂很多很多的奇

這又是相應

起來的﹁金剛鍊﹂

蹟

自己用走的

鼻子

人人獲

簡直

全場轟動

站立了起來
與唐卡的﹁時輪金剛﹂一模一

所有

口耳
那憤怒的形象

有人﹁鉲嚓﹂照了一張相
對著﹁時輪金剛﹂的臉

人人有法味

均對盧師尊及﹁時輪金剛﹂生起

正是盧師尊的臉
看見這張照片的人
了最大而且堅固的信心
我召請祂
祂來

人人有法喜

用煙聚成了金剛的臉
那次的法會

得了殊勝的時輪金剛大灌頂

未曾能坐立

他吊著點

竟然凝聚成﹁時輪金剛﹂的法相

最殊勝的是：
供養香

此病患多年臥病榻

有一位從醫院趕來的臥在病榻的病人

灌頂時：

是太不可思議了

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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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鬼無別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3冊《荒誕奇談》

鬼死為人

故說：如夢似幻

人死為鬼

我所知：﹁我始終覺得人鬼無別！﹂

鬼是陰

如此變化去

人間有

正是

人間有家庭

說是做夢

人間有族群

鬼亦有

家庭

同樣喜怒哀樂

鬼同樣

鬼與鬼也一樣會競爭

好似個人間一般

那一個不是荒誕？

鬼亦有家庭

正是
人間有國家
均在演戲
鬼亦有國家
均在演戲
大家想一想：
說鬼是多麼的荒誕
族群

那人沒有荒誕嗎？
國家
我說：
有惡

鬼界同樣亦紛紛擾擾

個人

鬼亦有族群

說是演戲

如此變化來

人是陽

鬼無形體

人有形體

有別的部份：

據

個人

個鬼

有善

3

氣

出去

鬼也競爭

人會競爭

一個人善心很強

一個人凶惡很強

一個人淫欲很強

善鬼附之

厲鬼附之

淫鬼附之

因為人有陽

財鬼附之

鬼有陰氣

都是比較畏懼人的

一個人愛錢很強

賭鬼附之

大部份的鬼
陰怕陽之故

一個人賭性很強
所以變化來把人驅趕

原因是：

鬼會干擾人
鬼不安

孤獨鬼附之

惡鬼附之

人入侵鬼域
秀一秀

自閉症的人

一個人暴戾很強

一
所以就現一現

我見

我見

一位好名位者

一位妖媚弄姿

一位財主走過

有數拾名利鬼擁戴

揚花水性的女子

有數拾名財鬼擁戴
淫鬼擁戴她
我見

正人君子

鬼之敢侮與否？全在於這個人的心念而已
我說：

自然有鬼

無愧

有許多

則無鬼

左右有無鬼？我可以如此告訴你
問心有愧

你不必問我
但問你的心
也

左右無一鬼

我見

這是唯人自召

毛燥鬼附之

怨鬼附之

鬼祈求人能祭拜祂

但

遇

一樣會橫行暴道

以求得人的祭拜與供養
鬼也有比較強的

則占舍
是運蹇的時

遇到運氣低的人
人得鬼神病
如乩童

死時有怨氣
報仇雪恨

燥鬱症的人

一個人怨心很強
二

小神通
三
則退避之

人與鬼附身者
謀食

鬼不迷人

出現在人間

是因在人間被欺凌

請求神給於准證

有些厲鬼

也有互相利用

四

到陽剛的人
他
候
五
及戾氣

以上是鬼作祟的原因
人不迷鬼

人自召之

我說：
人能遇鬼
例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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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鬼無別

感恩金母賜予一切！當一切種智若有若空 若事若理 即是開悟！

二○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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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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金母賜予一切！
當一切種智若有若空 若事若理 即是開悟！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
禮今天的同修本尊︱瑤池金母大天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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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
姐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
師兄 莊駿耀醫師 周衡醫師 盧文
祥博士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
語︶你好！大家好！唔該 唔該晒！
︵廣東話：謝謝︶
我們今天為預祝瑤池金母大天尊
聖誕 唸了︻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
解脫真經︼ 這是今晚特別為瑤池金
母祝壽而唸的 明天︿彩虹雷藏寺﹀
也有瑤池金母的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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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我對瑤池金母 沒有什麼話可以
說 因為從我在二十六歲開始 轉變
自己的宗教信仰 以及人生所有的改
變 完全是由瑤池金母開始 一直到

今天為止 那種改變 不是一剎那
的 但 也可以講是一剎那 以後就
一直在這一方面尋找 還有來自修行
人給我的資訊 第一次開始 是在台

中的︿玉皇宮﹀ 有關於過去的
這些事 我已經講了好多次了
今天就不再講了
自從瑤池金母打開我的天
眼跟全身的氣脈以後 很多通
靈的現象就產生出來 尤其是
在晚上 從十二點到一點 是
金母來傳授法的時間 那個時
候 我只要坐下來合掌 手指
頭自然就會動 我只是不經
意地合掌 手指頭慢慢就會
開始彎曲 然後結手印 一
個一個地結手印
有時候是震動性的 有
時候比劍指 比好之後 就
會開始做一種加持︵師尊
示範︶：像橫倒的八字
︵阿拉伯數字︶ 我把它記在自己的
小冊子上 祂說這是屬於﹁清淨﹂的
加持；如果是結﹁金剛印﹂ 往前推
︵師尊示範︶ 這種力量產生出來
就是把不好的東西趕出去 這是﹁破
除邪穢﹂的加持 祂還教我﹁五雷
印﹂ 在五雷印上哈一口氣 左腳踩
地一下 然後把印推出去 精神病患
本來是躺著 或者是在亂動之中 你
把五雷印哈一口氣 然後打出去 附
身的魅就會離開
那時候 祂教我結了很多手印
不只是結手印 祂還教我﹁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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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腳的踏步 我站著 腳會自動抬
起來 轉一個圈移到另外一個位置
然後換另一隻腳抬起來 轉一個圈移
到一個位置
祂都一直在教我關
於身體 腳跟手的種種結印 身印
腳印 手印 祂都是半夜十二點到一
點的時候來教我
我學了這個以後 祂還傳了很多
秘訣給我 有時候 不一定是瑤池金
母來教 祂還派遣所有的佛菩薩來幫
我 教我一些東西 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次 我的腳抬起來 停了好久
非常痠 我想要把腳放下來休息一
下 欸！居然放不下來？這時候 我
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原來這世界上
真的有無形 祂居然把我的腿整個抬
住 不讓我的腳放下來 令我非常震
撼 我自己知道氣動的現象 但是我
想用意念要把腳放下來 居然是放不
下來！這就是有其他東西來控制我的
腳 然後踏出一個印來
我就開始尋訪當時赫赫有名的出
家大師 或是大居士 那時候 最有
名的大居士就是李炳南 距離我上班
的測量連 走路就可以到 從南門橋
過去 有一些住宅 再過去是︿菩提
醫院﹀ 那裡有一家︿太虛紀念
館﹀ 就是紀念太虛大師的 那個時
候 ︿菩提醫院﹀的院長叫做于凌
波 他非常信佛法 所以他開創的醫
院叫做︿菩提醫院﹀ 李炳南就是在

︿太虛紀念館﹀講經 當時 我去聽
經 他講的是︻大勢至菩薩唸佛圓通
章︼
後來 我到李炳南居士的住家拜
訪 我就對他講我的這種現象不知道
是真的 假的？是佛 是魔？李居士
開口說：﹁這個絕對是魔 像這種現
象 只要三年 你的氣被吸光之後
你就死了 ﹂我說：﹁喔！阿彌陀
佛！﹂最後 他叫我去皈依印順導
師 我就去皈依印順導師
印順導師在台中民生路的︿佛教
蓮社﹀ 由李炳南居士主持皈依 他
看到我說：﹁喔！你改邪歸正了！
好！來皈依 很好！﹂我就在那邊
﹁改邪歸正﹂ 皈依了印順導師 皈
依儀式完了之後 李炳南居士還在正
殿 我就到︿佛教蓮社﹀的一個別
院 跟幾個居士在一起講話 那時候
有一個苑居士 一個蔣居士 都是大
居士 我跟他們談我有通靈的現象
他們很好奇地問我一些事情 當時我
就合掌 看到一個神轎進來 神轎裡
面是城隍 我說：﹁今天是城隍到
︿佛教蓮社﹀ 你們有什麼事情就問
祂 ﹂他們問事情 城隍跟我講 我
就回答 李炳南居士走過來 看到我
跟幾個大居士 而且我好像在通靈講
話 李炳南說：﹁怎麼搞的？你還是
在搞魔事啊？﹂我就被罵得好慘！
怎麼辦？然後 我去找朱斐居

士 那時朱斐居士有一個︽菩提樹︾
月刊 我就靈動給他看 就是雙手合
掌 結手印給朱斐居士看 朱斐居士
一看 他說：﹁這個我不懂 ﹂朱斐
居士的夫人在旁邊 嘴巴一直在唸
我說：﹁妳不用唸了 妳唸的是﹃大
悲咒﹄ 也是我常常唸的 ﹂她說：
﹁欸？你怎麼知道我唸﹃大悲
咒﹄？﹂我說：﹁是剛剛的地藏王菩
薩對我說妳在唸﹃大悲咒﹄ ﹂他們
都很驚訝！朱斐居士說 他實在不知
道我這是什麼情形 但是可以告訴我
一個人 叫我去找他的師父李炳南居
士 又是李炳南！我說：﹁李炳南不
用找了 他每一次都講我是魔 而且
三年就會死 ﹂
接著 我去台中︿持明寺﹀找聖
印大和尚 ︿持明寺﹀的住持就是聖
印！那時候 台中是聖印最大 南部
是星雲 北部是白聖長老 那時候是
白聖長老主持︿佛教會﹀ 白聖圓寂
以後就變成悟明長老 悟明長老現在
也走了 我去找聖印大和尚 我跟他
講瑤池金母幫我開天眼的事 他一聽
到瑤池金母 一句話也不講 說：
﹁我很忙 你找別人問吧！﹂聖印就
走了 我找了很多修行人 一個一個
找 大部分都不知道 不然就說是
魔
後來 我移民到美國西雅圖 有
一天晚上 李炳南居士在我床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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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那時祂已經圓寂了 祂來找我
說：﹁喔！我現在知道了 你跟我是
一樣的 放心 你不會三年之後就
走 ﹂其實 那時候已經過了好幾年
了
從二十六歲到現在 我的道心非
常堅固 現在的佛教界有的也將我列
為附佛外道︱依附在佛教界的外道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這種事
情︵通靈︶是很少有的 而且我能夠
看得見 聽得見 能夠明白自己的內
心 全部的緣起就是瑤池金母
我們︿雷藏寺﹀的諸佛菩薩都
在 金剛護法都在 但是我們也都有
供奉瑤池金母 只要是︿雷藏寺﹀
或者是家裡有壇城的 有供奉瑤池金
母的人相當多 都是由師尊這裡傳出
去的 瑤池金母也等於是我的根本上
師 也是我的根本本尊 我始終以瑤
池金母為第一尊的根本上師 而第一
個跟我相應的也是瑤池金母 從二十
六歲到現在七十歲為止 我的一切全
部是瑤池金母賜與的 這也是很奧妙
的地方
在中國的敦煌石窟裡面 有東王
公 西王母跟蓮花童子 我當時根本
就不知道什麼是蓮花童子？這也是瑤
池金母在第一天晚上帶我去看的 那
天 我開了天眼以後 當天晚上很早
就睡了！我在營區的宿舍裡面睡覺

從晚上九點到早上 這個晚上 我看
了所有的天 看了所有的地獄 簡單
的講 就是上了天堂和遊了地獄 又
看了四聖界 然後 瑤池金母告訴我
那個閃閃發光 很亮很亮 發出很大
淨光 根本看不到面孔的 瑤池金母
對我講：﹁這個就是蓮花童子 是你
的前世 ﹂
這一切全部都是瑤池金母賜給我
的 所以 我非常感恩瑤池金母 我
們今天預祝祂的聖誕 首先 我很感
恩瑤池金母大天尊 因為祂給我很多
的證驗 那時 我在幫人家問事的時
候 靈到什麼程度？台灣話講：﹁靈
到會吃糕 ﹂意思就是 靈到神也會
下來吃蛋糕 只要有人進到我的問事
房
那 時 候 沒 有 computer ︵ 電
腦︶ 你只要報上住址 我就知道這
房子住幾個人？有幾個男的 幾個女
的？如果不對 那不用問下去了！我
說對了 你才繼續問
有時候來客會講：﹁你多講了一
個 ﹂我說：﹁多的那一個 就在你
太太的肚子 ﹂真的！他的太太懷孕
了！所以 是很準確的 有一個人來
站在那裡 我說：﹁妳的皮包裡面有
一張符 ﹂她拿打開皮包一看 欸！
果然有一張符在裡面 是她在︿九天
玄女廟﹀拿的符 她放在皮包裡面
忘記了

我可以一下子就看穿 有一個男
的不相信 他走過來：﹁你說 我怎
麼樣？你講對了 我就信你；你講不
對 我不信 我手上有鞭炮 你講對
了 我就在你的門口放鞭炮 祝賀
你；你講不對 我這鞭炮就拿回家
放 ﹂我說：﹁你昨天騎摩托車跟人
家擦撞 你的腳受傷了 ﹂那個男的
就把他的西裝褲掀起來 腳上果然有
破皮 ﹁哇！好準！﹂他馬上在我家
門口放鞭炮 那種靈驗的程度 數不
清的啦！有一大堆人來考我！
有一次 大概是有七個或三個穿
西裝的坐在那邊考我 他們寫了姓
名 住址 想要問命運 問我：﹁這
個人現在怎麼樣？﹂瑤池金母跟我
講：﹁這是假的地址跟假的名字 你
不用問 也不用得罪他們 後面那些
人全部都是來考你的 每個人都拿著
明牌要來考你 ﹂ 我跟他們講：
﹁你們等一下 我先上個一號 ﹂我
就跑到後面上一號 然後從後門溜
走 根本不用問！因為後面這些人全
部來考驗我的 我不願意受考驗 也
不要得罪他們 我就離開家了
當時 有一個姓楊的醫生坐在那
裡看：﹁耶？盧老師怎麼走了？底下
的人都不問？﹂那時候 他們叫我盧
老師 結果 他們幾個就跟楊醫師
講：﹁其實 我們幾個人都是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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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法官 檢察官 調察局跟警察局
的 ﹂他們都是穿便服來試探我的
他們跟楊醫師講：﹁這盧勝彥很奇
怪？怎麼問到我們就不問了？就跑
了！﹂他們在那邊等了半天 我也不
回來 他們就走了 楊醫師跟我講：
﹁你厲害喔！他們都是來考驗你的
那些住址跟名字全部是假的 你只要
回答一句就漏氣了 ﹂瑤池金母就是
這麼厲害 我真的服了祂！今天想起
來 真的是
有一次 我在火車上 旁邊坐一
個男的 我先算好 我在一張白紙上
寫著這個男的有幾個兄弟 幾個姊
妹 他排行第幾 他家是在做什麼
的
我寫好了就放著 然後我就
問：﹁歐吉桑︵日語：先生︶ 你有
幾個兄弟姊妹？排行第幾？﹂﹁排行
第二 ﹂等他回答完我問的問題之
後 我把那張紙拿給他看 他一看：
﹁喔！你怎麼知道？你為什麼知道？
你問我的問題 你已經全部都事先知
道了？﹂ 我只是做一個實驗而已
實驗我感應的程度如何？真的很準！
這個都是有瑤池金母的關係
我也曾經懷疑瑤池金母：﹁你到
底是真的 假的？﹂有時候地藏王菩
薩來 我說：﹁地藏王菩薩 你到底
是真的 假的？﹂有時候是佛來 我
也問：﹁你到底是真的 假的？我現
在問不到人 我只有問你們 ﹂祂講

說：﹁你只要聽我的 我就讓你能夠
一直順利下去 ﹂今天 我就是聽瑤
池金母的 聽諸佛菩薩的！未來會怎
麼樣 我不敢講 但是活到現在這
樣 我已經很滿足了
剛剛的︻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
解脫真經︼有幾句很重要 ﹁慈航尊
者﹂就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就
是慈航大士 經文講修精 氣 神：
﹁人以孝悌為本 道以精神為本 ﹂
儒家︵儒道︶講人應該﹁以孝悌為
本﹂ 道家是﹁以精神為本﹂ 就是
以﹁精 氣 神﹂為本 密教是﹁以
氣 脈 明點為本﹂ 其實 ﹁氣
脈 明點﹂也就是﹁精 氣 神﹂
是一樣的東西
經文講要：﹁先除六賊 耳不聽
聲 目不視色 身不觸污 意不著物
︵就是無念︶ 鼻不妄嗅︵鼻子不亂
嗅東西︶ 口不貪食︵嘴巴不貪吃美
味的東西︶ ﹂要先除六賊 因為只
要迷了什麼 被什麼所迷 這就是你
身中的賊 讓你沒辦法禪定 ﹁五蘊
自明 受想行識 ﹂這是佛教的東
西 ﹁先除六賊﹂也是佛教的東西
﹁色 聲 香 味 觸 法﹂就是六
賊；五蘊就是﹁色 受 想 行
識﹂ 明白五蘊了 精 氣 神就
﹁三家會合﹂ ﹁長養活潑 上下流
通︵就是氣︶ 何難解脫 ﹂只要你
的氣 脈都通了 明點能夠放光 自

然能夠得到﹁道﹂ 能夠成佛成道
我們︽真佛宗︾很尊敬瑤池金
母 特別尊崇瑤池金母 因為瑤池金
母把我從一般的凡夫中 引領出來度
化眾生 還有很多出家人會考我 像
我去見悟明長老的時候 他是台灣
︿中國佛教會﹀的會長 他也考我
他拿出一包禮物給我：﹁你不要打
開 你看看這包禮物是什麼？﹂這是
考驗耶！我當時就靜默地看一下：
﹁喔！裡面是四四方方的東西 ﹂我
也沒有明講那是什麼東西：﹁四四方
方的東西 裡面有花 也有鳥 人
物 色彩 風景 ﹂悟明長老說：
﹁那你自己打開來看吧！﹂我就打開
來看 原來是﹁郵票﹂ 郵票就是四
四方方的 有的郵票是人物 有的郵
票是花鳥 有的郵票是風景 一整本
都是郵票 他把他收集的郵票都送給
我 還好我能夠答得出﹁是四四方方
的東西 裡面有什麼
﹂ 如果我
講錯了 悟明長老也不會跟我很好
對不對？
人家說：﹁盧勝彥有受菩薩戒？
我不相信！﹂悟明長老說他不信 他
叫他的徒弟來看我的手臂 因為我的
頭頂上沒有點三個戒疤 但我的手上
︵左前臂︶有三個戒疤 他說：
﹁欸？真的有受菩薩戒耶！﹂他那時
候才相信
我的人生碰到很多考驗 都是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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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
感應見證

池金母在幫我 如果祂不幫我的話
我現在大概已經死定了 被釘死了
所以 在瑤池金母聖誕的時候 預祝
瑤池金母聖誕 首先要感謝瑤池金
母！祂教我很多法 都是這樣教出來
的！還有很多法是很多師父教的
現在講︽密教大圓滿︾︵盧勝彥
文集第五十六冊︶ 今天講阿達爾瑪
佛的﹁第七德︱所有之一切種智 若
有若空 若事若理 就是這種境
界 ﹂所有一切種智 是有 也是

蓮花焱秋：「我是在今年的五
月四日生下我的第二個兒子，
我在生這個孩子之前，我做了幾
個滿奇妙的夢。第一個夢就是我
夢見一個很高大的喇嘛，他的周圍圍繞
著很多信眾，我也在人群當中注視著他。突然之
間，他把我叫到他的身邊，給我一串綠松石的手
珠，然後把他的名字告訴我。我記得他的名字發
音翻譯過來是『昂平嘉措』。之後，我又做了一
個奇特的夢，我竟然吞下一個像般若光一樣的球
狀東西。其實，在我生這孩子之前的兩年期間，
我特別想求一個女兒，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兒子
了，但是，這次我又生了一個兒子。其實，我不
得不承認，第一個
兒子是我通過〈真
佛密法〉求出來
的，因為在這之
前，我去算命，算
命先生告訴我，我
這輩子很難有兒
子。但是，我現在
有兩個兒子了。今
天，我寫了這封
信，我想請問師
尊，為什麼我又生
蓮花焱秋師姐
了一個兒子？」

空 也是事 也是理 就是這種境
界 這很難解釋
今天有一位同門︱蓮花焱秋 她
在哪裡？請拿一隻麥克風給她 請她
講第二個小孩的事情給大家聽
剛剛我一進來的時候 她對我
講：﹁如果我的兩個兒子以後都出了
家 那我該不該再生一個？﹂我說：
﹁沒那麼快啦！妳的兩個小孩都還小
嘛！﹂剛剛我問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
說她的第二個兒子是昂平嘉措 是一

位大喇嘛來轉世的 將來出家或不出
家 完全看他的因緣 大兒子是向大
白蓮花童子求來的 這是一樣的啦！
她剛才就掉眼淚說：﹁如果我這兩個
兒子將來都出家 那我怎麼辦？我是
不是要生第三個？﹂
妳慢一點這樣想 因為他們各有
他們的命運 將來出不出家是另一回
事 當初我二十六歲的時候 還沒有
結婚 瑤池金母跟我講 祂說：﹁你
可以不出家 你可以結婚 ﹂所以
妳也不用怕 說不定 他們兩個將
來都會結婚 會生很多孩子 不
過 剛剛瑤池金母已經對我講了
祂給妳印證 祂說妳的夢境有九成
真 但其中有幾樣是不對的 我將
來會再幫他算一下 他︵指第二個
兒子︶是堪布 是西藏一座寺廟的
住持來轉世的！這還要再查一下
好不好？
我出生的時候也是很不一樣
很特別啊！人家哪吒三太子出生的
時候 就像一顆肉球 剖開肉球之
後 裡面才有一個孩子出來 我出
生的時候 是一層白紗把我的全身
裹住！那白紗好像是一條一條的
線 裹住我的身體 那時候就用煤
油把它洗掉 煤油可以洗掉東西
嗎？我聽我媽媽講 是用煤油洗
的！她是用煤油把我全身的白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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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
瑤池金母
佛誕

農曆七月十八日是瑤池金母大天尊的佛誕，〈西雅圖雷藏寺〉在佛誕前夕
共修「瑤池金母本尊法」，並準備大蛋糕，由聖尊切下蛋糕與眾等同慶佛誕。

掉 我才出來的！這也是
有特殊之處 有的小孩出
生時 也有特殊的地方
這就很奧妙的
﹁所有之一切種智
若有若空 若事若理 ﹂
這一切種智好像有 又好
像沒有 好像是事 又好
像是理 這個很難講解
的 我講一個笑話吧！有
一對夫妻在看電視 老公
的手機響 他準備打開來
看 老婆就把手機搶過
來 原來是簡訊 是老公
公司的會計助理發的 寫
著：﹁經理
我懷孕
了 ﹂這時候 他的老婆
非常生氣 打了老公一巴
掌！老公還沒來得及講
話 老婆就開罵 喊聲罵
得能夠震地 非常慘烈
老婆的第二巴掌又要甩過
來時 老公的手機又響
了 又是簡訊 一看：
﹁明天我的男朋友想跟我
父母談婚事 臨時請假
很抱歉！請予惠准 ﹂老
婆看了以後 只是講：
﹁手機還給你 ﹂無辜的
老公 回了一封簡訊給會
計助理：﹁臨時請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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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但以後有公事 簡訊要完整 千
萬不要分成兩段 ﹂
我告訴大家 ﹁色即是空 空即
是色﹂是一段 不是兩段 有就是
無 無就是有 大家要去悟﹁若有若
空﹂ 要悟出這個 才算開悟 不能
分段 有跟空是不分的 有跟空是
﹁一﹂ 合起來是﹁絕對﹂的 你如
果能把有跟空結合起來 合成﹁絕
對﹂的 這個才叫開悟 你看︻心
經︼裡面寫的 ﹁色不異空 空不異
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有﹂
就是﹁色﹂ 所以 ﹁若有若空﹂是
開悟的 ﹁若事若理﹂也是開悟的
有兩個人大吵一天 一個人講
﹁三乘八等於二十四﹂ 一個人講
﹁三乘八等於二十一﹂ 兩個人相爭
不下 就請了一個數學老師來當裁
判 數學老師說：﹁把三乘八等於二
十四的人 拖出去打二十板 ﹂講三
乘八等於二十四的人不滿地說：﹁明
明是他錯 為什麼打我？﹂數學老師
講：﹁你能跟三乘八等於二十一的人
吵上一天 還說你不笨嗎？不打你的
話 那要打誰？﹂
這個也有﹁理 事﹂在裡面 事
實上 三乘八等於二十四是對的 但
為什麼講三乘八等於二十四的人要被
打二十板？因為這個人實在是很蠢
啊！你跟這麼笨的人︵三乘八等於二

十一︶還在論什麼？根本不用論了
還吵了一整天？所以應該打你
以﹁理﹂來說 在道理上 應該
要打三乘八等於二十一的人 但居然
是打三乘八等於二十四這個人 這個
就是在講﹁事﹂了！以﹁事﹂來說
你雖然答對了 但你這聰明的人居然
跟笨的人大吵一天 所以打你
﹁若事若理﹂ 就是你要把事跟
理完全合起來 一樣的 這才叫做開
悟 要有﹁理﹂ 也要有﹁事﹂ 不
要分成兩段 這才叫做開悟 就是這
樣的境界
女的問男的：﹁你愛我嗎？﹂男
的講：﹁當然 ﹂女的問：﹁愛我到
什麼程度？﹂男的講：﹁一毛錢 ﹂
女的講：﹁怎麼這麼少？﹂男的講：
﹁一毛等於十分 ﹂這就是裡面有
﹁理﹂ 裡面也有﹁事﹂ ﹁事 理
合一﹂才叫開悟 這樣了解嗎？
有一個科學家經常坐火車 查票
員在查票 這科學家一直找不到車
票 急得滿頭大汗 這時候 列車長
認出他是一位大科學家 就講：﹁不
要緊 你不必著急 回來時給我看看
就行 ﹂科學家講：﹁不 我一定要
找到它 ﹂列車長就講：﹁你實在太
認真了 ﹂科學家講：﹁不是認真
我必須要找到這該死的車票 要不
然 我怎麼知道我要坐到哪裡？﹂

我告訴大家 開悟的人就是這樣
子的 他根本無知的 他的腦袋是空
的 在他的思維裡面 幾乎什麼都沒
有 雖然是大科學家 但經常是忘東
忘西的 師尊也是一樣！師尊開悟了
以後 什麼都不掛在心上；當你什麼
都不掛在心上時 你就煩惱立斷 也
就是第六德︱所有煩惱斷盡 就是什
麼都無所謂嘛！
所謂﹁無所謂 無所住 無所
得﹂ 你在這世界上既然得不到什
麼 你還要去得嗎？既然住在這個世
界上 等於沒有住在這個世界上 你
生死可了 任何外面的批評言語 或
者人家怎麼氣你 或者你遭遇任何挫
折 你統統都無所謂 你不管碰到任
何境界 你都無所謂；人罵你 無所
謂；人氣你 無所謂；人侮辱你 也
無所謂！什麼都無所謂 這樣才能夠
煩惱立斷
﹁所有煩惱斷盡 成就一切種
智﹂ 煩惱一斷 一切智慧自然就會
從心裡發出來 就是這個道理 成佛
也是這個道理 明心見性也是這個道
理 禪定也是這個道理 你行一切
善 把善統統都忘掉 也是這個道
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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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妙語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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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斷 惡 念 無魔事

莫使生怨

心不 召魔 無 魔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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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母聖誕千秋 香煙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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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她的先生︶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
任王資主師兄 莊駿耀醫師 and his
mother 周衡醫師 盧文祥博士 高
歡嫻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
︵廣東話：謝謝大家︶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next week see you
soon. ︵謝謝大家蒞臨 下星期見︶
今天做的是瑤池金母的護摩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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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祝壽的護摩 師尊剛剛在閉眼的時
候 看見瑤池金母不是坐著青鳥來
而是坐著
好像是轎子那樣
的
是很大 很寬廣的轎子 就
好像樓閣一樣 還有祂的七位大侍者
跟所有的天女 一起下降
瑤池金母化為光進到我的身體裡
面來 阿彌陀佛也進到我的身體來
還有 蓮華生大士也進到我的身體裡
面 再來是蓮花童子 也進到我的身
體裡面來 一共有四尊 對於今天的
主祈人 瑤池金母說：﹁你只要跟瑤
池金母相應了 就等於跟蓮花童子相
應了 也等於跟上師相應了！﹂這三
個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 瑤池金母的咒語就是
名咒 是唸祂的名字 ﹁嗡 金母悉
地 吽﹂ 就好像唸﹃蓮花童子心
咒﹄一樣 因為有﹁蓮生﹂兩個字
所以是名咒 ﹁嗡 咕嚕 蓮生悉

地 吽 ﹂也是屬於名咒 ﹁嗡 摩
利支依 梭哈 ﹂是摩利支天的名
咒 ﹁嗡 閻曼德迦 吽呸 ﹂這也
是名咒 ﹁閻曼德迦﹂就是降魔閻
尊
瑤池金母的心咒也是瑤池金母的
名咒 就是呼喚祂的名字的咒語 祂
的手印就是結這樣的手印︵師尊示
範︶ 一般度母的手印也是結這樣的
手印 金母 地母都是結這樣的手

印 天上聖母不一樣 天上
聖母結的是這個手︵師尊示
範︶ 綠度母 白度母 瑤
池金母 地母 都是同樣的
手印
祂的左手拿著如意 右
手持著拂塵 這尊有帶冠
嗎？︵師尊指桌上的金母金
身︶只是髮髻而已 一般來
講 瑤池金母是戴著鳳冠
的 在我們護摩爐的後方有
一尊瑤池金母 祂戴的冠就
非常寬大 我覺得祂戴得非
常辛苦 因為感覺太重了！
有點像滿清時候的宮女 戴
著很寬大的冠 走起路來會
不怎麼好走 ︿西雅圖雷藏
寺﹀的那一尊瑤池金母 祂
戴的冠就剛剛好 感覺不是
很重 比較莊嚴一點 而這
尊戴的冠 感覺比較重
不過 祂們神仙是無所謂的 祂
是屬於上仙 也屬於金仙；我們在佛
經裡面所看到的﹁大覺金仙﹂ 就是
指釋迦牟尼佛 瑤池金母也稱為金
仙；我們在敦煌可以看到東王公 西
王母 蓮花童子 釋迦牟尼佛 四尊
是並列的！我稱瑤池金母為仙王 稱
阿彌陀佛為佛王 稱地藏菩薩為地
王 這是我自己修行的三個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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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原來的宗教裡 最古老的
一尊大羅金仙就是瑤池金母 ︽封神
榜︾裡主要是演道家的兩個宗派 一
個叫做闡教 一個叫做截教 闡教的
祖師叫做元始天尊 道教有三個祖
師 最早的祖師 一個就是太上老
君 一個就是元始天尊 一個是通天
教主 屬於道教的三寶 那佛教的三
寶呢？我們經常講的是釋迦牟尼佛
藥師佛 阿彌陀佛 這是佛教大雄寶
殿的三尊 道教的三尊是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 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領導

精緻特殊的下爐供品

的是截教 元始天尊領導的是闡教
瑤池金母不在︽封神榜︾裡面
祂是大羅金仙 是比三個祖師還更高
的 可以講 瑤池金母是先天一炁所
化成的 地位非常高 比道教的三個
祖師還高 在︽封神榜︾裡面 雖然
有提到瑤池金母 但衪是界外的金
仙 不在三界之內 佛教講的﹁四
聖﹂ 就是佛 菩薩 聲聞 緣覺
也是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三界之內；
瑤池金母也是跳出三界之外的 是屬
於金仙！佛經裡面寫釋迦牟尼佛是
﹁大覺金仙﹂ 祂也是屬於金仙 在
道教來講 就叫做﹁大羅金仙﹂ 所
以 金母的地位非常崇高
如果能夠跟瑤池金母相應 那就
與所有諸佛菩薩 四聖 三界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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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跟三界以內的所有神仙 差不多
都相應了 中國有一本書 叫做︽列
仙全傳︾ 裡面記載所有的神仙 瑤
池金母是排第一位 衪的應化身叫做
﹁侯回﹂ 衪的報身就是瑤池金母
法身是大羅金仙先天一炁 只能夠這
樣子講 所以我這裡寫著 先天一炁
就是瑤池金母的法身 瑤池金母顯現
出來的相就是報身 侯回是祂的應化
身
在︽封神榜︾裡面 有一個國家
的公主叫做龍吉 按照陸西星所寫
的 龍吉公主是瑤池金母的一個女
兒 師尊在過去世當中 有一個夫
人 我的妻子就是雲華夫人 雲華夫
人她也是瑤池金母的女兒 駐守在巫
山十二峰 所以 瑤池金母找我 我
跟瑤池金母有這樣特別的關係 因
此 瑤池金母找我 祂說：﹁我找你
找很久了 怎麼找都找不到你 現在
終於找到了！﹂祂幫助我 我幫助
祂 瑤池金母跟我之間就是這樣子
是這原因的
另外 剛剛我看見蓮高上師的身
影在護摩爐裡面 是好 是壞？不知
道！另外還有一位是蓮慈上師 也在
護摩爐裡面 是好 是壞？不知道！
總之 有蓮高上師和蓮慈上師在護摩
爐裡面 是好 是壞？不知道！你們
說是好就是好 說是壞就是壞 我告

訴你們 好的不一定好 壞的不一定
壞 你們都是想吉祥的啦！師尊是不
管 是好 是壞？不知道！到時候
看看有什麼證驗
我們繼續談︽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講到阿達爾
瑪佛的﹁第八德︱降伏一切魔怨 而
無有魔事﹂ 你修這個法 能夠降伏
一切魔怨 沒有魔的事情出現在你的
身上
什麼是魔？大家都講魔是不吉祥
的 其實 魔也有可能是吉祥的 當
你到了最高的境界 魔佛一如 魔跟
佛是一樣的！在經典裡面有寫到﹁魔
是深地菩薩﹂ 大家以為閻羅王是不
好的 因為閻羅王在地獄 當你碰到
閻羅王時：﹁慘了！我死了！我現在
在地獄 ﹂其實 閻羅王也是好的
衪是地藏王菩薩的使者 也是一個很
偉大的大神
很多事情很難講 好跟壞很難
講 在師尊的心中 沒有什麼叫做
﹁好﹂ 也沒有什麼叫做﹁不好﹂
也沒有什麼叫做﹁吉﹂ 也沒有什麼
叫做﹁凶﹂ 當你修行的境界到了
你就知道﹁好 不好﹂ ﹁吉
凶﹂ 根本都是一樣的 那是境界到
了的人才知道 境界不到 始終分別
吉兇啊！
講一個笑話 小明剛剛睡著 被

蚊子叮了一口 他起來趕蚊子 但
是 都沒辦法把蚊子趕出去 小明便
對著蚊子講：﹁好吧！你不出去 那
我出去！﹂他就走出房間 把門使勁
的關上 ﹁我今晚不進我的臥室睡
覺 非把你餓死不可！﹂
這是什麼意思？如果講蚊子是
魔 其實蚊子也有佛性 上回講過
有記者問達賴喇嘛：﹁如果蚊子叮你
怎麼辦？﹂達賴喇嘛說 第一次就讓
牠叮 叮一口；第二次再來叮 他受
不了就用吹的；但是 如果吹了還不
走 怎麼辦？我上一回講是啪一聲打
死 但在電腦上查到的是﹁達賴喇嘛
把蚊子彈掉﹂ 但是 這﹁彈掉﹂也
是死 跟打死差不多 所以 我更正
一下 達賴喇嘛是這樣彈掉的 其
實 差不多也是死了
其實 認真講起來 有些事情
我們不能講 但有些事情 我們是要
把它彈掉 就像魔 你趕不走 你就
要把魔看成沒有！這是很特別的
有人去住鬼屋 他沒辦法 因為
前不著村 後不著店 只有那間鬼屋
在那裡 所以 他今晚只好住到鬼屋
裡 而且還聽說裡面的鬼是很凶的
他躺下來之後 眼睛閉起來 真的有
一個鬼出來 非常嚇人！這個人就跟
鬼講：﹁我是一個路過的人 沒有地
方可以去 前面很遠的地方才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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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後面也是很遠的地方才有村莊
我今天路過這裡 居然遇到你 算是
我們有緣 但是 我是個很窮的人
身上沒有錢 身體也很虛弱 我這一
生也沒做什麼壞事 我只是想在這裡
睡一晚而已 請鬼大爺讓我安安靜靜
睡個覺 你不要吵我 你也要有良心
啊！﹂那個鬼一聽 這個人講的滿有
道理的 就不吵他了 鬼就回去了
所以 以後我們遇到魔的時候
你也可以對祂講道理 其實 魔也是
講道理的 只要跟祂講道理 祂就不
可能欺負你 當然 你不能跟蚊子講
道理
﹁降伏一切魔怨﹂ 也就是你能
用巧妙的方法 將魔怨降伏 ﹁大圓
滿法﹂就能夠將魔降伏 因為 你如
果懂﹁大圓滿法﹂ 你就知魔是空
性 你就不會畏懼魔 你不畏懼祂
祂反而就跑了 有一次 密勒日巴回
到岩洞 岩洞裡面有魔 不管密勒日
巴怎麼作法 魔都不走 最後 密勒
日巴沒有辦法了 祂想：﹁我只好跟
魔同居 ﹂密勒日巴走進去裡面 魔
反而走了 你不畏懼魔 魔就會離
開；你畏懼祂 祂反而會欺你 是有
這樣的道理
小明小時候對肚臍非常好奇 小
明問爸爸 爸爸就把臍帶連著胎兒以
及母親的道理講了一下：﹁嬰兒離開
母體以後 醫生便把臍帶剪斷 打了

一個結 變成了肚臍 ﹂小明就很好
奇：﹁那醫生為什麼不打一個漂亮的
蝴蝶結呢？﹂
肚臍對人有什麼關係？其實一點
用處都沒有 可以﹁拔火罐﹂啦！把
肚子裡面的氣拔出來 除了這個 肚
臍對人有好處嗎？有壞處嗎？都沒有
吧！魔也是這樣 魔本身不是壞的
祂也可以變成好的；如果你境界到
了 修了﹁大圓滿法﹂ 當你的境界
到了 你就會知道 魔也是這樣子
衪沒什麼好處 也沒什麼壞處 因為
魔本身是個空性
小明對爸爸講；﹁爸爸 為什麼
你有那麼多的白頭髮？﹂爸爸講：
﹁因為你不乖 所以爸爸有很多的白
頭髮 ﹂小明就很疑惑地問：﹁爺爺
滿頭都是白頭髮 爸爸也是不乖
嗎？﹂爸爸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白頭
髮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要欺騙小孩
你有白頭髮 是因為煩惱你的兒子
嗎？不可能的！
魔本身也是這樣 是自然而然
的 你心中沒有魔 就絕對沒有魔
事；你心中有魔 就絕對有魔事 道
理就是這樣 是自然而然的 你說你
怕鬼 其實是你把鬼召來的 很多事
情都是這樣
師尊剛剛在做護摩時 拿好幾朵
花 有紅色的花 黃色的花 藍色的
花跟白色的花 四朵花做花供 我唸

了一下 念頭動了一下 然後把花丟
進護摩爐 結果 紅色的花跳到外
面！這表示師尊剛剛所想的是沒有用
的 我剛剛所唸的是沒有效的；因
為 很多事情都是跟你相應的 你想
什麼 什麼東西就會來 以密教行者
來 講 如 果 密 教 行 者 有 power 出
來 修到有相應的時候 密教行者想
念什麼 那個東西就會來
以前 我的法王冠很少 當我想
念法王冠時 師母就做了一頂法王
冠 有一個卍字在上面 那是師母做
的法王冠 因為我有相應的現象 所
以 弟子就拼命送法王冠 現在堆在
︿彩虹雷藏寺﹀有幾個冠？︵上師
答：三十個︶有三十個冠 那時候
單是一場法會 就有弟子送了一百個
法王冠！因為我想念 所以就送來了
一百個冠
魔是怎麼來的？是你自己想念來
的 你不去想魔 魔根本就不會來
所以 很多的厄運 不好的運 是你
自己想來的 如果你有貪念產生在你
的腦海裡面 而你是相應的瑜伽士
你貪的東西就會來 變成是你自己造
了魔業 你是相應的瑜伽士 如果你
想錢 錢也會來；你想要地位 地位
也會來 只要你是相應的瑜伽士 你
就有這種力量 所以 一般的瑜伽士
不可以亂想 不可以妄想；因為你有
power 無形中就有這個魅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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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 我講了一個笑話 有一個
出家人 在森林裡面靜坐 遇到了一
個樵夫 樵夫很欽佩這個和尚：﹁你
在深山裡閉關 實在是非常難得 不
知道你有沒有慾念？﹂和尚就用手指
頭比三 樵夫就說：﹁喔！你很不簡
單 一個月才有三次的慾望 ﹂和尚
很老實的講：﹁一次十天 ﹂三次就
是三十天了！其實 你有慾望 躲到
深山裡面閉關修行也是沒有用
你的念頭不止 魔事就不會止
只有止了你的念頭 在﹁大圓滿法﹂
裡有﹁立斷﹂ 就是把你的妄念一下
子就斷掉 所以才能夠﹁無有魔
事﹂ ﹁降伏一切魔怨﹂ 魔是由你
的心所產生出來的
有一天 小明跟媽媽上街 走在
路上 突然下起雨來 媽媽拉過小明
的手 說：﹁下雨了 趕快往前
跑！﹂小明慢條斯理地問：﹁前面就
沒下雨嗎？﹂前面一樣是在下雨啊！
所以 你心中有念 不管走到哪裡
不管跑得多快 魔還是在你的身上
你躲在深山裡面 魔還是一樣跟
你在深山裡面；你躲到閣樓 大樓的
最高點 魔還是在；你躲到地下室
魔還是一樣在那裡 祂白天也在 晚
上也在 因為祂根本就在你的心中
你怎麼樣也逃不掉！這就是你的念頭
召請來的魔怨

所以 學佛的人要有清淨的念
頭 你的念頭必須是完全清淨的 沒
有其他的想法 師尊就是這樣 師尊
看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都是清淨的
佛性 這個人看起來像做了很多善
事 你就很喜歡他 另外那個人看起
來渾身邪氣 你就厭惡他；如果你這
樣看人 那是不可以的
以師尊來看 怨親平等覺 不管
是有怨的 或跟你親近的 都是平等
的 修行人必須要這樣 我知道哪一
個人的業障很重 哪一個人的身上有
病 有的人是生理上的病 有的人是
心理上的病 心理上的病是看不出來
的 心理上的病就是魔在心裡而產生
種種的妄念 種種的想念；所做出來
的事 會超乎常人的恐怖 這是因為
你的心魔不除啊！什麼魔事就都會產
生出來
前面也是下雨 這裡也是在下
雨 何必跑呢？根本不用跑 只要雨
停 一切都停 想要讓雨停 還要靠
你的心 只要你心中沒有魔 就一點
魔事都沒有 如何﹁降伏一切魔
怨﹂？其實不用降伏 只要你的心裡
沒有 那就沒有
﹁第九德︱轉妙法輪 度人天
眾 ﹂師尊在說法 是一個法 也是
一個妙法 現在跟你們講的 雖然會
談到一點點的笑話 其實也是妙法

你聽了有覺受 知道不能用自己的心
召魔 像師尊剛剛在供養花的時候
想要把紅色的花供養給誰 然後我把
花丟出去 結果那一朵花就蹦跳出
來 哎呀！原來不可以有這種想念
這種花不可以供養給他 所以 還是
要供養給瑤池金母
我的心中就是有那一種念頭 那
種念是不好的 所以就產生這樣的現
象；我如果不唸那一朵紅花給誰 一
抛進去就是供養瑤池金母 那就好
就沒事了 沒有想到那朵花真的跳出
來！黃色的花也進去了 藍色的花也
進去了 白色的花也進去了 就是那
一朵紅色的花跳出來 就是不行！
爸爸為小明講小時候經常挨餓的
故事 小明聽完以後 兩眼含淚 十
分同情地問：﹁爸爸 你是因為沒有
飯吃 所以才來我們家的嗎？﹂這是
小孩子天真的想法 但是 有法味在
裡面
過去的不要去想 現在的也不要
去想 未來的也不要去想 因為小孩
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同 小孩的想法
是很天真的 大人的想法跟小孩的想
法不同 大人老是講他過去小時候的
事情 當一個小孩這樣想是可以的
蓮花童子是小孩子 我越修越像
童子 就像小孩一樣 因為有赤子之
心啊！有赤子之心就不會有妄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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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妄念 也不會想自己的過去 過
去就過去了嘛！有些人知道師尊是在
一個有家暴的家庭裡面成長 但是
我現在要恭敬我的父親跟母親 到七
月的時候 還是要唸﹃報父母恩
咒﹄ 還是要有孝悌的心 這是為人
之本 我自從學佛以後 我就從來沒
有怨過自己的父母 對父母也不惡聲
相向 師尊對佛青 佛奇也是一樣

我這一生沒打過小孩 因為我小時候
常常被父母打 所以我不打小孩
有一次 我在海邊抓魚 抓蝦
子 我潛水拿蚵仔︵牡蠣︶ 丟到水
桶 抓了一水桶的魚 一水桶的蝦
子 一水桶的蚵仔 我拿回家 我媽
媽坐在門邊 我說：﹁我回來了！我
釣了很多的魚 還有蝦子 還抓了很
多的蚵仔 ﹂我讓家裡有魚 有蝦
吃 好像功勞很大的樣子 我媽媽
說：﹁你過來 我不會打你 過
來 ﹂我媽媽是很和藹的笑臉 我就
好高興 提著水桶趕快走進門 門旁
邊有一個竹掃把 我媽媽抽出一根
就打我的腿 一打下去就是兩條痕
我的媽呀！做媽媽的怎這麼沒有信用
啊？不過 其實我媽媽很少打我 這
是我印象中被我媽媽打的一次
我父親打我打得最凶 他打我打
到把木劍打斷！那是最凶狠的一次
我是從來不哭的 再怎麼打都不哭；
我妹妹被打 一下子就哭得好慘：
﹁饒命啊！
﹂看她們哭得那麼
慘 我的父親就饒她們 而我這個從
不哭的 打到木劍斷了也不哭 我轉
過頭看他 跟他講：﹁我會永遠記住
你打我的這一幕 ﹂哇！我父親就更
火了 椅子拿起來就打 抓到東西就
打 我就跑 我就出走了 跑到同學
的家去
有一個同學很關照我的 他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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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雄 是我的小學同學 我最懷念
他 他對我很好 家裡非常富有 中
午都帶兩個便當 一個就是給我 一
個他自己吃 我出走就跑到他家睡
他那裡有一個房間就是留給我的 小
時候 我們家都是用冷水刷牙 而他
們家都是用溫水刷牙；他穿的學生制
服是用好的布 我的褲子是麵粉袋做
的 學生褲後面還補一個蜘蛛網
我的家很窮 這是被打的原因之
一 我很搞怪 也是被打的原因之
一 我會飛簷走壁 從這個房子跳到
那個房子 一直跳過去 由這棵樹爬
到另一棵樹 爬來爬去！還有爬牆
跳上去能夠翻得到的 馬上就翻過
去 我爸爸一打我 我就趕快爬上屋
頂
但是 我感謝我的父親 母親
因為他們教了我不可以打小孩 所以
這一世 我沒有打過佛青 佛奇一
下 沒有煽過一個耳光 沒拿棍子打
過他們 從來沒有 這也是一種教
育 把父母加諸在我們身上的 我反
想過來 不可以打小孩 不過 想一
想 父母在那時候也是為了我好 希
望我能夠做一個很乖的小孩
小明問媽媽：﹁為什麼蔣公去世
稱為先人？﹂媽媽講：﹁先人是對死
去的人的稱呼 ﹂小明就講：﹁那
麼 去世的奶奶呢？是不是叫做﹃先

奶﹄︵音同﹃鮮奶﹄︶？﹂這是不一
樣的 覺受不同 在我是小孩子的那
時候 我覺得要報復 長大之後 一
定要報復自己的父母 其實 這就是
魔怨 那是心中的怨 長大以後就不
會了 因為學了佛 學了佛以後 知
道﹁怨親平等覺﹂ 有怨的也一樣要
對他平等 跟你的親人也是一樣 一
定要平等 這就是講﹁降伏一切魔
怨 而無有魔事﹂ 也是﹁轉妙法
輪 度人天眾﹂
講一個笑話 在公車上 小明
講：﹁今天晚上我要跟媽媽睡 ﹂媽
媽問：﹁你將來娶了媳婦也要跟媽媽
睡嗎？﹂小明不假思索地講：﹁還是
要跟媽媽睡 ﹂媽媽就問：﹁那你的
媳婦怎麼辦？﹂小明想了半天之後
說：﹁好吧！就讓她跟爸爸睡吧！﹂
媽媽講不出話來 而爸爸早就熱淚盈
眶了 好感動喔！這小孩子這麼小就
懂事了！
小孩子講話是赤子之心 沒有別
的意思；有時候 師尊講話也是沒有
別的意思；有時候 師尊講話比較直
一點 有人寫了一封信給師尊：﹁師
尊 拜託您在法座上 不要談到某一
個上師的醜事 不要談到某一個上師
的缺點 這叫做﹃歸過於私事﹄ 您
要講他 您要叫他來 在房間裡面
講 一個人單獨跟他講做錯了什麼

不能在公眾面前講 ﹂有弟子是寫這
樣的信給我 因為怕我講出來了之
後 說不定那位上師在心理上就跟師
尊結了怨
我覺得這位弟子講得很對 但
是 我這個人就是講話很直 想到什
麼事 剛好可以拿來當題材 然後就
把那個人的事講出來 其實 這樣是
不好的 應該﹁歸過於私事﹂ 不要
公開講 才是好的 ﹁轉妙法輪 度
人天眾 ﹂要不捨一個眾生 所以
不能輕視那個上師 雖然他在這一世
有很多過失 那也是不可以講 只能
﹁歸過於私事﹂ 不可以公開講
﹁轉妙法輪 度人天眾 ﹂說法
的時候能夠講出一些妙語 讓大家的
心裡能夠領受 而且要讓人對你不會
產生反感 如果是產生惡的感覺 或
者讓人覺得好像是揭人家的隱私 那
都是不好的
﹁降伏一切魔怨﹂ 心中不要召
魔 就不會有魔怨；要﹁立斷﹂一切
不好的念頭 就不會有魔事
﹁第九德 ︱ 轉妙法輪 度人天
眾 ﹂說法的時候要用微妙的語言度
眾生；﹁度人天眾﹂就是不捨一個眾
生 不能讓他的心裡產生怨念出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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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
的同修本尊︱毘盧遮那佛 佛眼佛
母 阿彌陀如來 蓮花童子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德海和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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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蒞臨的貴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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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北方海防市︿海天雷藏寺﹀
住持釋續百法師及同門 ﹁真佛宗博
士教授團﹂台灣︿國立中正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王進賢教授及家
人 周衡醫師 ︿台灣雷藏寺﹀公關
主任王資主師兄 莊駿耀醫師 盧文
祥博士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師
姐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
團﹀總裁林坤音師姐
這裡特別介紹︿海天雷藏寺﹀住

我

8/ 16 2014

持 他在越南一共有四個寺廟 已經
都建好了 一般人叫他﹁海和尚﹂
他的俗名叫﹁德海﹂ 他是釋續百法
師 在這次的大法會中 要剃度成為
密教的行者 也就是密教的法師跟阿
闍梨 他本身有很多弟子 大概有千
名弟子吧！他剃度的出家眾很多 將
來 全部都穿我們的喇嘛裝 所以
他會是越南第一位傳︿真佛密教﹀的
阿闍梨
Thank you for coming
︵謝謝您的蒞臨︶ 另外 吐登悉地
仁波切從台灣來 他是地藏王菩薩的
化身 他本身被認證為︽吐登派︾
﹁吐登悉地﹂是他的法號 今天 他
的爸爸 媽媽 姐姐都有來 謝謝他
們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
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廣東
話：謝謝大家︶另外還有很多國家的
問候語 今天就不講了 歡迎大家來
到祖廟︿西雅圖雷藏寺﹀！全世界每
一個︿雷藏寺﹀幾乎都很大 就是這
祖廟很小 什麼原因呢？因為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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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源 地
是 ︽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最初的 第一座
寺廟
想在美國蓋一座寺廟 並不容
易！能夠在這裡發跡 然後傳遍全世
界 更不容易 現在 泰國有我們
︽真佛宗︾的分堂 越南也有︿雷藏
寺﹀ 也有密教在傳播 我們這裡剛
好有懂得越南話的蓮照上師 常智上
師 ︿彩虹山莊﹀的蓮萬法師 還有
蓮右法師 他們都懂越南話 這次也
是靠蓮右法師跟續百法師聯繫 今天
在越南才有︿雷藏寺﹀
海防市是在北越 聽說北越跟南
越的語言不太一樣 蓮萬法師是北越
的 珮梁師姐是南越的 謝明芳也是
南越的 所以妳開過越南餐館 叫做
Little Saigon ︵小西貢︶ 我們幸
好有法師到越南弘法 跟續百法師接
觸 而且他很願意到這裡接受剃度；
他本身就是阿闍梨 是個剃度師 底
下有很多出家的弟子 將來全部都穿
我們的喇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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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有一位︵與續百法師同來的
弟子︶是會講英文的吧？ Can you
speak English ? ︵ 你 會 講 英 文
嗎？︶ Oh, you can. ︵喔！你會︶
Very nice. ︵ 很 好 ︶ We have a
translator for you. ︵我們現場有
翻譯人員︶很好！有一個懂得英文
的 其實 剛剛講的 續百法師一句
都聽不懂 不過 將來我們會請懂越

南話的上師去越南
弘法 然後把我們
的︿真佛密法﹀
八大本尊和修行儀
軌 每一尊都傳到
越南的︿海天雷藏
寺﹀ 希望將來能
夠出版越南的書
在越南弘揚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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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 ﹁蓮花童子本尊法﹂
也等於是﹁上師相應法﹂ 有很多蓮
花童子的應化身降世 其實 這裡每
一個人都是很尊貴的！王進賢特聘教
授的妻子是帝釋天公主來轉世的 他
的兒子是不動明王來轉世的 而王進
賢博士是蓮花童子來轉世的 他們家
住台灣嘉義 古代叫做﹁諸羅﹂ 日
本話的發音也叫做﹁嘉義﹂ 從台中
往下走就是是嘉義 他們將來會有一
個堂 叫做︿法華堂﹀ 因為目前在
嘉義發揮得比較少 他們將來會在嘉
義發展︽真佛宗︾的法務 謝謝他
們！這也是很特別的
在他們的身上 每一個佛菩薩都
曾降臨下來 寫了很多詩篇；從最高
的佛菩薩 一直到福德正神土地公
幾乎全部都有寫詩 並由王進賢博士
打字；這些降下來的詩文 都非常優
雅 非常好 這個詩集叫做︽洗心
錄︾ 從第一集到第四集 每一本都
很厚 而且印的字很小 它記錄了佛
菩薩降臨所講的話 我想 將來在台
灣嘉義 密法一定會興旺 謝謝他
們！
蓮華生大士講得不錯：﹁鐵鳥騰
空 密法大興 ﹂蓮華生大士時代是
沒有飛機的 ﹁鐵鳥騰空﹂表示是飛
機在飛翔的時候 密法就會很興旺
這是蓮華生大士的預言 現在有很多
仁波切會出現 不管是藏族的仁波
切 還是西方的仁波切 還是東方的
仁波切 他們會一直在轉世 身
口 意都可以轉世 西方出現了很多
仁波切 東方也一樣的 漢族當中也
會出現很多仁波切 其他種族也會出
現很多仁波切 這樣 密法就能非常
興旺 這是非常重要的！
密法傳播開來 是一件很好的事
情 因為密法的修行非常快速 成佛
可以非常快速 相應也是非常快速
人只要有虔誠的心 自然會有很大的
感應 除非你本身﹁不淨信﹂ 不淨
信就不會有感應 也就是說 若你是
很清淨的 全心全意的信仰 這樣就
會有感應；不能淨信的人 所得到的
感應當然是汙穢的

來自越南，釋續百法師

不淨信的人 怎麼會有感應呢？
就算你當上阿闍梨 若你不淨信 不
能完全清淨地信仰 那你也不會有感
應；你再怎麼修也是沒有用的 你也
不能夠有成就 反而會越來越退步
你如果能夠很清淨地信仰 在佛眼之
中 你都是清淨的 你的成就就會非
常快速 所以 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你若沒有信仰 怎麼能夠修這個法？
你修這個法 就是因為你淨信 你才
能夠修這個法 你若沒有清淨的信
仰 你就沒有清淨的心去修這個法
你後來就會懈怠 就會懶惰 那怎麼
會有成就呢？有了淨信 自然就會有
成就！所以 當一個阿闍梨金剛上師
給弟子灌頂 弟子很有淨信 弟子修
了法以後 就會很有成就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個阿
闍梨帶著他的弟子到曠野 經過一條
河流 那位阿闍梨就講：﹁如果你們
有淨信修法的 你就能夠過這一條
河 ﹂其中幾個弟子是非常有信心
的 而且他們向上天祈禱 向本尊祈
禱 然後閉著眼睛 居然能在水上
走 很快地走過那一條河流 到最
後 他的弟子全部過去了 只剩下阿
闍梨一個人 這位阿闍梨本身雖然給
弟子灌頂 但他卻沒有真正的實修密
法 他想：﹁我的弟子都能夠過去
我難道不能過去嗎？﹂結果 他跟
著 這一過去就被水沖走 所以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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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淨信 就會有成就 有了成就以
後 就會發出力量 就會有法力 這
是很重要的
下個禮拜要傳授﹁求夢示度
母﹂ 這一尊是很難得的度母 祂能
夠預言 像師尊一樣能夠預言 師尊
預言馬年 大家都不敢講的 師尊在
蛇年年尾的時候 跟許聖梅 林朝鑫
兩個名嘴 我們三個人在談話節目
上 師尊當時就講馬年會有戰爭 而
且會有大瘟疫出現
我敢講
但 是 我 們 ︽ True
Buddha School ︾的媒體不敢登 為
什麼呢？開玩笑 戰爭耶！好多年都
沒有戰爭 怎麼會有戰爭？這怎麼可
以講出來？萬一︽真佛宗︾以後破
功？！而且還說有瘟疫耶！誰敢講瘟
疫？開玩笑 好多年都沒有流行 只
有小的像口蹄疫 雞瘟 禽流感 流
行性感冒 或者狂牛症 以前我講過
一個笑話 有兩隻牛在對話 一隻牛
講：﹁聽說有狂牛症 ﹂另一隻牛
說：﹁還好！我們不是牛 我們是
馬 ﹂其實 這條牛已經得了狂牛
症
我們想一想 戰爭跟瘟疫是不能
夠隨便講的！你講颱風 每一年都
有；講地震 幾乎每個地方都會有地
震；講天災地變也可以 但是 戰爭
是不可以開玩笑的 瘟疫也是不能開

台灣〈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王進賢教授及家人

玩笑的！結果 馬年戰爭特別多 到
處都是戰爭 非洲的瘟疫幾乎沒有辦
法控制 很多國家的伊波拉瘟疫越來
越嚴重
求夢示度母是非常靈感的一尊度
母 沒有來參加的人非常可惜啊！你
受了﹁求夢示度母灌頂﹂以後 你跟
度母就很容易相應 修法求夢示 你

只要按照師尊的法去修 按照師尊所
講的話去做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夢
示度母就出現對你講你所想要知道
的 你有問題 你就跟夢示度母講
你修完法之後 當晚祂就會示現讓你
看 像是想問你的父親 母親 祖
父 祖母 祖先輩往生到哪裡？祂都
可以告訴你
你的生意會成？會敗？你向夢示
度母講 祂在晚上就會給你夢示；會
成功你就做 會失敗你就不要做 這
多好啊！祂會幫你們賺錢啊！你想要
有兒子 你問：﹁會有嗎？﹂求夢示
度母就會告訴你；﹁會生嗎？﹂求夢
示度母也會告訴你 你的財運如何
祂都會告訴你 你不用來問我 求夢
示度母都會告訴你的 你打的官司會
贏還是輸？求夢示度母會來告訴你
你的這個病會不會好？求夢示度母也
會來告訴你
以人生來講 大家都想知道的是
能不能賺錢？官司會不會贏？會生幾
個男的？會生幾個女的？兒女將來會
成就什麼？這些都是你們關心的 你
身體的病會不會好？壽命 健康怎麼
樣？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都想問
這些事情 求夢示度母就會在夢中給
你指示 這麼好的度母 你還不來灌
頂？這樣的話 以後不要來問我！
我們講一下﹁大圓滿法﹂︵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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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第八德是
﹁降伏一切魔怨 而無有魔
事 ﹂﹁大圓滿法﹂本身不會有
魔 也不會有魔事 當你了解
﹁大圓滿法﹂以後 你就知道
不會有魔 魔是怎樣來的？是
你的心召來的！如果你心中無
魔 就不會有魔事 我們常
常講的﹁吉凶禍福﹂ 是
吉 是凶？是福 是禍？都
是你的自心感召來的
我們行者 修行人也
不要太管別人的事情 更
何況是管師尊的事情
有些人實在太過分了
管事情居然管到師尊！
還管到師母！無論如
何 吉凶禍福 師
尊 師母自然知道
別人的事情 他做
了善 我們當然要
宣揚；他做了惡
你千萬不要宣
揚 為什麼？因
為自有懲罰 你
不要以為沒有地
獄 是會受地
獄懲罰的 既
然他會受地獄
的懲罰 你管他
那是別人的事 你
什麼事

管好自己要緊！
不要老是管到師尊的身上！師尊
有什麼事 自有菩薩安排 自有閻摩
法王︵閻羅王︶安排 身為弟子居然
管師尊的事 這不是太過分了嗎？師
尊沒加持你 你哪裡能修行成就？師
尊給你灌頂 你還管師尊的事？根本
不關你的事！修行人最重要是管好自
己要緊 自己犯了惡業自己擔 沒有
人能夠分擔的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
限到來各分飛；老公有錯 閻羅王會
懲罰；老婆有錯 閻羅王也會懲罰
關你什麼事？不要太管別人的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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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管好自己！
﹁第九德︱轉妙法輪 度人天
眾 ﹂將來 我們這邊會有很多人都
是﹁轉妙法輪 度人天眾 ﹂父親對
小明講：﹁你今不天不用上學了！昨
天晚上 你媽媽給你生了兩個雙胎弟
弟 你跟老師說一下 請假就行
了 ﹂小明回答：﹁爸爸 我只說生
了一個 ﹂爸爸問：﹁為什麼？﹂
﹁另外一個 我想留著下禮拜再請
假 ﹂
﹁大圓滿法﹂是﹁一﹂ 開悟也
是﹁一﹂ 不分段 不會分成兩段
的 小明以為生了兩個 就可以分成
兩次請假 其實 ﹁大圓滿法﹂是不
分段的 雖然是十個德 其實是一個
德 沒有分開的
有一個男人很怕老婆 有一天
他老婆當著客人的面前跟他吵架 而
且打了他一個耳光 老公為了面子問
題 壯著膽子大吼：﹁妳敢再打我一
下嗎？﹂老婆毫不猶豫又打了一下
老公看嚇不住老婆 只得講：﹁既然
妳這麼聽話 就饒妳一次吧！﹂
在﹁大圓滿法﹂裡面 ﹁轉妙法
輪﹂的時候是十分圓滿的 ﹁度人天
眾﹂就是平等沒有差別的 我們講度
眾生 你不能只度善人 因為善人本
來就是上天堂 本來就是要升天的
本來修行就會有成就的 所以 我們

也要度惡人 其實 惡人也有佛性
一樣是有佛性的 再不好的惡人 同
樣也有佛性 所以才叫做﹁轉妙法
輪﹂ 是絕對平等的 沒有分別！男
眾 女眾也不應該有分別 同樣都有
佛性 所以 我們︽真佛宗︾不能夠
歧視女眾 優婆塞 優婆夷是平等
的 我們一切都是平等的 老婆不能
欺負老公 老公也不能欺負老婆 大
家都是平等的
﹁第十德︱十方佛土 完全莊
嚴成就 ﹂佛教老是講﹁十方﹂
﹁十方﹂是什麼意思？﹁十方﹂就是
﹁全部﹂ 東 西 南 北 是四
方 畫成八卦就成八方 加上一個上
方和一個下方 就是十方 我們講十
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就代表著整
個宇宙 ﹁三世﹂就是代表時間 就
像英文一樣 有所謂的過去式 現在
式 未來式；我們的過去世 現在
世 未來世 就以﹁三世﹂為代表
如果人家問你：﹁佛教講的﹃十方三
世﹄是什麼意思？﹂﹁十方﹂就是空
間 ﹁三世﹂就是時間 包含了過去
的時間 現在的時間 未來的時間
﹁十方三世﹂的佛國淨土 完全是莊
嚴圓滿的 非常莊嚴 非常圓滿 在
﹁大圓滿法﹂裡面是這樣講的
丈夫對妻子講：﹁為什麼上帝
把女人造得那麼美麗 卻又那麼的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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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妻子回答：﹁上帝將我們造得
美麗 男人才會愛我們；把我們造得
愚蠢 我們女人才會愛你們 ﹂其
實 男女是公平的 在佛國淨土 並
沒有男女之分 其實 觀世音菩薩也
是男的 祂顯現女相 是因為祂慈
悲 地藏王菩薩原來也是女相 曾經
是婆羅門女 還有顯現其他不同身分
的女生︵例如：光目女︶ 都是地藏
王菩薩為了度化眾生而顯現女相
我們的吐登悉地仁波切 看起來
就是眉清目秀 皮膚很白皙 如果他
留長頭髮 就會像個女生 但是他也
顯現男相 男女相都可以變來變去
的！觀世音菩薩也有顯現為天人丈夫
相的 就是顯現男相 有些外道講觀
世音菩薩是不男不女 其實 這樣講
是錯誤的！在佛的眼中 根本就沒有
男女 是不分別的 密教也一樣是不
分別的 男眾就叫做佛父 女眾就叫
做佛母 原來都是佛的 是平等沒有
差別的 不管你是男是女 成就以後
就是完全莊嚴成就的
這笑話是和﹁分別﹂有關係的
由於考試制度使然 補習教育成為東
方人很平常的求學過程 你們也都上
過補習班 大家都曾經補習過 如果
回到過去的歷史 你們會發現 至聖
先師︱孔子 他其實是世界上第一個
開補習班的人 孔子的門下弟子很
多 成聖成賢比較有名的有七十二

位 孔子不僅有教無類 連補習費怎
麼算 學生可以享受到什麼福利 都
有明確的規定
這笑話裡面講 孔子的補習收費
如下：﹁三十而立﹂ 也就是繳三十
兩的 只能站著聽課；﹁四十而不
惑﹂ 繳四十兩的可以發問 直到你
沒有疑問為止；﹁五十而知天命﹂
繳五十兩的 可以知道明天考試的題
目；﹁六十而耳順﹂ 繳六十兩的
考試時 老師可以在你耳邊提醒答
案 直到考到順手為止；﹁七十而從
心所欲﹂ 繳七十兩的 上課時要
躺 要坐 要來或不來上課 都隨
便 你都可以畢業
這是笑話 但是裡面所講的就是
分別心 學佛的人不能有分別心 師
尊每一次吃完飯後 都會給大家摩
頂 但師尊從來不看紅包裡面是什
麼 也不看裡面包多少錢 一律平
等 摩頂的加持都是一樣的 但是
拜託大家 不要傳來傳去 說只要美
金一塊錢就好︵眾笑︶ 因為每天吃
完飯摩頂時 大家好像變成習慣 拿
十塊錢去找蓮茲法師 說要換十張一
塊錢 因為每天都要摩頂一次 這樣
不太好 對不對？
你要摩頂 必須要很誠意地祈
求 但我不會規定價錢 不過也不要
訛傳 你在美國看醫生 一塊錢能看
什麼病？當然是不行的 大家稍微估

量自己 你如果確實沒有錢 包一個
紅包就好 裡面不用放錢 師尊照樣
給你摩頂︵眾人鼓掌︶ 要圓滿大
眾 所以一律平等沒有差別
阿福為了要學習佛陀偉大的精
神 就在下半夜時分 赤裸著上身
躺在山邊禱告：﹁願意捨身餵蚊
子 ﹂觀世音菩薩知道了 就想考一
考他是否真的誠心 就變為一隻大老
虎向他撲過去 阿福一看到大老虎
大驚失色 拔足狂奔 邊跑邊說：
﹁對不起啊！我請不起這樣的大客
人 ﹂其實 釋迦牟尼佛過去世在雪
山修行的時候 祂也有捨身餵虎 祂
沒有分別的！對於蚊子 祂也捨身
對於老虎 祂也捨身 祂是沒有分別
的 不分大小 這個才叫做沒有分
別 你分大小 還是有分別
有一個小男生暗戀一個小女生
可是始終沒有勇氣向她表白 有一
天 在朋友的鼓勵下 這個小男生終
於寫了一封充滿愛意的情書 可是每
一次見到她 那一隻緊緊握著情書的
手 總是無法從口袋裡面拿出來 就
這樣 浪費了好幾次的機會 而且情
書已經變得皺巴巴了 終於 有一
天 他不知哪裡來的勇氣 一見到她
就把那一封皺巴巴的情書塞到她的手
裡 然後慌忙地逃走 第二天 這小
女生打電話來 說要跟這小男生見
面 這時候 小男生的心情是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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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緊張！在昏暗的路燈底下 兩個人
終於見面了！小女生看著不安的小男
生問：﹁昨天你塞給我一百塊錢幹什
麼？﹂原來 小男孩忙中有錯 把鈔
票當成情書了
所以 修行人要很淡定 有一句
話很重要：很自然 很從容 不緊
張 行者本來就是要很從容 很自
然 凡事不要太緊張 因為你一緊
張 事情就做不好 你要凡事都很從
容 很冷靜地處理 不要緊張 很從
容 很自然地去做事 這才是行者的
風範 密教行者是無有恐怖 無有妄
想的 妄想跟恐怖都不存在 都是很
自然的 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
修行人是很莊嚴的 歡喜的時候
也不用太顯露 憂傷的時候也不要太
悲傷 因為你如果太歡喜 就會得到
躁鬱症；你如果太悲傷 就會得到憂
鬱症 所以 修行人是走在中道上
的 平時就是很自然 很從容 你是
一個隱者 你是一個修行人 做什麼
事情都不要緊張 也不要慌張 無論
怎麼樣 在﹁大圓滿法﹂裡面 你會
學習到無有恐怖 無有顛倒妄想
有一個笑話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男孩問一個女孩：﹁你願意嫁
給我嗎？﹂女孩子講：﹁不！﹂從此
以後 這個男孩開始過著前所未有的
幸福快樂日子 每天騎著機車去釣

魚 打獵 打小白球 喝啤酒 喝威
士忌 錢都存在自己的銀行 而且馬
桶的坐墊也不用放下來︵男生專
用︶ 想放屁就放屁 故事就結束
了
這意思是講 修行人就是要單單
一個人修 單一的修 你不能管太太
修不修 你也不能管兒女修不修 都
不要去管 你就是修你自己的 你會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如果你管別人
修不修 那就會開始痛苦 這個 大
家要稍微用腦筋想一想 你只要管自
己有沒有修就好 不要管別人有沒有
修 那是別人的事情 所以 兒子願
意修 他就會來修；女兒願意修 她
就會來修；孫子願意修 他就會來；
孫女願意修 她就會來 不要管兒子
修不修 女兒修不修 太太修不修
都不要去管 因為修行是你一個人的
事 你將來會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嫁了老公 娶了老婆 幸福就會
減少 真的 管自己就好 別人上不
上天堂 成不成佛 成不成為菩薩
我們實在管不著 自己如果能影響
他 而他也自然發心修行 那是最好
的 所以 我們一切都很從容
不必每天都在擔憂 只有你自己
在修 老婆都不修；有的是老婆在修
行 先生都不修 不必擔心他們修不
修 因為自己過自己的日子 是最幸

福的！你結了婚 娶了老婆 或是你
嫁了老公 很多麻煩的事情就來了
你們看看 單單說馬桶就好 男
生都要把坐墊翻開 然後老婆就講：
﹁你不會把坐墊放下來啊？﹂隨便一
件事情就會有爭執 在結婚以前 兩
人還是情人的時候 你當然不敢隨便
放屁 無論如何也要忍！結婚以後就
是﹁連珠炮﹂ 不過 現在聽說連珠
炮也有益處 因為你吸了連珠炮的
氣 居然可以防癌症！這是英國的研
究團隊講的 所以 如果你的老婆放
了連珠炮 你要對她說：﹁阿彌陀
佛！謝謝妳！﹂老公放了連珠炮 妳
要對他說：﹁謝謝老公！你讓我可以
預防癌症 ﹂
在恐龍時代 有一個巨大的隕石
撞向地球 有一隻恐龍看到了 雙手
合十 一動也不動 另一隻恐龍看到
了就說：﹁都什麼時候了 還不快
跑？﹂只聽到這隻雙手合十的恐龍回
答：﹁好大的流星 我先許個願 ﹂
哪一隻是對的？哪一隻是錯的？
當巨大的隕石撞地球時 你跑到哪裡
都一樣 一律平等 所以我們還是合
掌唸個佛吧！南摩阿彌陀佛！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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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系特聘教授王進賢博士及家人
周衡醫師 莊駿耀醫師 盧文祥博
士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
團﹀總裁林坤音師姐 ︿台灣雷藏
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ど
うもこんにちは︵日
文：你好︶
Good
afternoon ︵午安︶
你好！大家好！唔
該！唔該晒！︵廣東
話：謝謝大家︶
今天是做時輪
金剛的護摩法會
時輪金剛也可以稱
為時輪金剛佛 我
所講過的﹁時輪
金剛法﹂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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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包括﹁時輪金剛七大法﹂ ﹁時
輪金剛真實金剛橛法﹂ ﹁時輪金剛
禪定九次第法﹂ ﹁時輪金剛本義
法﹂ ﹁時輪金剛盾牌防護法﹂
﹁時輪金剛日月輪法﹂ ﹁時輪金剛
金剛鏈不共大法﹂ 還有時輪金剛的
所有戒律 我都曾經傳過 而且 傳
法的地方都不一樣 傳到

﹁大圓滿法﹂可以存善業、
消惡業，讓行者清淨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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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護摩主尊﹁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敬禮宇宙須彌山頂
時輪金剛佛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德海和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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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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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她的先生︶ 越南
北方海防市︿海天雷藏寺﹀住持釋續
百法師和九位同門 ﹁真佛宗博士教
授團﹂台灣︿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

我

8/ 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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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 遍及整個亞洲 歐洲 澳
洲 美洲 中美洲等地方
總結來說 ﹁時輪金剛法﹂是很
尊貴的 在藏密裡面 受四個教派共
同尊崇 在藏人當中 有幾個大喇嘛
傳﹁時輪金剛法﹂ 像達賴喇嘛 班
禪喇嘛 貢唐倉活佛 卡魯仁波切等
這幾個大活佛 大喇嘛 他們都有傳
授 在華人當中 也是漢人當中 大
概只有我一個傳吧？﹁時輪金剛法﹂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祂可以生起一
切 也可以滅掉一切 因為祂是時間
的巨輪
昨天晚上講過 時間有過去式
現在式和未來式 時間的轉化就是時
輪金剛佛 時輪金剛也就是代表時間
的 時間一過去 就像佛陀曾經講的
﹁成 住 壞 空﹂ ﹁成﹂就是生
起 ﹁住﹂就是暫時存留 ﹁壞﹂就
是會壞掉 最後變成﹁空﹂ 所以
時輪金剛象徵著﹁成 住 壞
空﹂ 也象徵著時間的巨輪 輾過一
切 把所有的煩惱全部清除乾淨 把
所有的業障全部清除乾淨 你就可以
到佛國淨土 甚至成佛！這就是時輪
金剛的本義！祂本來的意義就是：時
間的巨輪旋轉 碾碎所有一切的煩惱
跟業障 達到空境 究竟成佛 這就
是時輪金剛佛的本義
﹃時輪金剛心咒﹄有十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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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金剛主尊手印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
哈 ﹂這十個字存有祂本身的本義在
裡面 我曾經講過 所有宇宙的一切
稱為﹁外時輪﹂ 我們人身上的一切
稱為﹁內時輪﹂ 結合起來 就叫做
﹁別時輪﹂ 如果你能運用你身體的
時輪跟宇宙之間的時輪 互相配合起
來 就成為時輪金剛的一個境界 講
起來是很深奧的
時輪金剛的法相各有象徵 祂有
四個面孔 我是這樣認為 四個面孔
代表﹁春 夏 秋 冬﹂；三個頸代
表﹁天 地 人﹂；祂有六個肩膀
代表一天裡面有六個重要的時辰；十
二臂 代表一年有十二個月；二十四
隻手 代表二十四個節氣 所以 在
時輪金剛的迴向裡 我們常常特別
講：﹁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六時恆
吉祥；一切吉祥中之者 祈請本尊攝
受 上師加持 護法擁戴 ﹂這在
﹁時輪金剛法﹂裡是最重要的
我們在密教裡面也是這樣子修
行 就是希望本尊能夠攝受 當你修
了﹁本尊法﹂相應以後 到了整個壞
空的時候 只有本尊出現跟你相應
你就變成本尊 這就是本尊來攝受
你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只要你和本尊相應了 本尊自然
就會來攝受你；另外 你每一次祈求
上師加持 每加持一遍就是清淨一
遍 把你的業障清除掉 ﹁護法擁

戴﹂也就是﹁護法顯
現﹂ 護法能夠常常
保護你 讓你能夠清
淨的修行而沒有魔
障
我昨天晚上講
過 魔障不是外面真
的有魔 而是你自心
生魔 從你的心裡產
生了之後 一切都會
變成魔事 怎麼會變
成魔事呢？當你吃醋
了 就會變成魔事
變成你的煩惱障礙；
當你嫉妒了 就會變
成你的煩惱跟障礙；
當你貪念一起 就會
變成你的煩惱跟障
礙；當你瞋心一起
就會變成你的煩惱跟
障礙；當你愚痴時
不懂得修行 就會變
成你的煩惱跟障礙
也就是全部變成你的
業障；當你疑念一
起 就會變成你的煩
惱跟障礙；當你貢高
我慢 自以為了不
起 就會變成你的煩
惱跟障礙 這些都不
是由外面的魔事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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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而是完全由自己的心裡攝召來
的
當你妄想神通：﹁我要修出神
通！﹂其實 神通是自然來的 不是
修來的；在你的修行當中自然會顯現
的 而不是你去妄修神通 你一想妄
修神通 鬼就來附；鬼之所以來附
是你自心召請鬼來附在你的身上 讓
你有鬼通 而你就會認為這﹁鬼通﹂
是﹁神通﹂ ﹁神通﹂其實跟﹁神
經﹂差不了多少 根本都是一樣的
亂搞一通之後 你就進了精神醫院
你就住在那裡 永遠脫離不了
以前 瑤池金母跟我講過：﹁只
要得了精神病六年以上 腦部的神經
就會全部被破壞掉 你不要救 因為
救也救不好 六年以內的還可以
救 ﹂還有另外一種 對於在農曆二
月出生和十一月出生的精神病人 瑤
池金母講：﹁你也不要救 ﹂我就不
知道為什麼了？這表示 他們命中注
定會有﹁神通﹂ 通到最後 只有一
個人關在神經病院裡面對著﹁虛空﹂
講話 嘴巴唸唸有詞 每天都在
﹁通﹂
你們看 精神醫院的笑話多得
很 院長對一個精神病患講話 院長
講：﹁為什麼你老是以為自己是教
宗？﹂精神病患講：﹁是上帝封我為
教宗的 ﹂旁邊剛好有一個精神病患

走過去 說：﹁我又
沒有封你 ﹂精神病
患大多都是由﹁神
通﹂變成﹁神經
病﹂ 天天講自己是
上帝 不然就是教
宗 不然就是總統
不然就是誰
有一個笑話是這
樣講的 有一個精神
病患說他是蔣介石
最後 他的家人就把
他送到精神醫院關起
來 後來又有一個精
神病患來了 院長一
看：﹁你是誰？﹂他
說：﹁我是蔣介
石 ﹂﹁好！你們兩
個蔣介石就關在一
起 ﹂這一關 兩人
卻不吵不鬧 院長覺
得很奇怪 把兩個蔣
介石叫出來 問其中
一個﹁你是蔣介石
嗎？﹂他說：﹁我是
蔣介石 ﹂院長問另
一個：﹁那麼你
呢？﹂﹁我現在已經
變成蔣夫人了 ﹂所
以 那一間病房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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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靜
大家要小心 精神病不是修行才
會引起的！考試也會 戀愛也會 做
生意失敗也會的 有很多事情都會產
生精神分裂跟交錯的現象 甚至產生
雙重的人格 你必須在正常的現象之
下 能夠知曉一切 像天眼通 天耳
通 他心通 神足通 宿命通 漏盡
通 所謂﹁漏盡﹂ 就是業障都沒有
了；有漏皆盡 業障全部消除 ﹁時
輪金剛法﹂就是消除你本身的業障
當你完全清淨了 你就成佛 或是到
香巴拉佛國淨土
時輪金剛有本尊的修行法 非常
重要！時輪金剛的咒語是﹁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手印就是
把十個手指頭交叉結成這樣 兩個大
拇指相觸︵師尊示範︶ 代表時輪
你們要觀想時輪金剛的法相 唸祂的
咒語 結祂的手印 就自成﹁本尊
法﹂ 漸漸的 你跟本尊相應 祂就
可以清除你所有的業障
今天的護摩 只要你受了時輪金
剛的灌頂 你的業障就會減輕 在時
輪金剛的灌頂當中 等於幫你們﹁還
淨﹂ 也就是你本來是污濁 污穢
的 就會變成清淨了
時輪金剛最開始有七個灌頂 水
灌頂 冠灌頂 飄帶灌頂 鈴杵灌
頂 行為灌頂 名灌頂 出生灌頂
︵許可灌頂︶︵詳見盧勝彥文集第一

九一冊︽諸天的階梯︾︿我主持時輪
金剛灌頂﹀一文︶ 一共有七個灌
頂 等一下做灌頂的時候 等於是做
七個灌頂 時輪金剛還有其他的灌
頂 是比較祕密的灌頂 必須由根本
上師傳授才可以修的
師尊為什麼可以傳﹁時輪金剛
法﹂？為什麼別人不能夠傳？因為必
須要有傳承 師尊的第一個傳承是從
甘珠活佛開始 甘珠活佛傳給吐登尼
瑪 在清朝的時候 有一位吐登尼瑪
整理所有密教的經典 吐登尼瑪傳給
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傳給吐登達吉
︵吐登達爾吉上師︶ 祂就是我的根
本上師 吐登達吉傳給我 我在吐登
派裡叫做吐登奇摩 吐登奇摩也就是
蓮生活佛盧勝彥 所以我可以傳授
﹁時輪金剛法﹂
我的第二個傳承是從班禪九世開
始 祂在青海玉樹傳﹁時輪金剛
法﹂ 薩迦證空上師在場 受了灌頂
以後 得到傳承 再傳給蓮生活佛盧
勝彥 這是結合兩個傳承 第三個傳
承是﹁禪定寂靜秘密傳承﹂ 我在禪
定當中 得到宇宙時輪金剛的顯現加
持 祂給我灌頂 也就是我在禪定寂
靜中極機密的傳承 這是第三種傳
承 所以 我可以傳﹁時輪金剛
法﹂
我傳﹁時輪金剛法﹂的時候 都
有做成光碟存起來吧？如果有不明白

時輪金剛本義 或者是不明白其他
的 想了解﹁時輪金剛法﹂是如何修
的 你可以去看光碟 講時輪金剛就
講到這裡 我們繼續談︽密教大圓
滿︾︵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婆仙如來﹄的功德 原是無
量無盡的 今天我寫出這十大功德
不過是從一座大山之中 寫出一粒沙
而已 又如同在大海之旁 取了一滴
海水來述說一樣 總之 ﹃婆仙如
來﹄這位太初古佛的功德 根本是不
可說的 說了也等於無盡 ﹂意思是
﹁大圓滿法﹂是講不完的 因為﹁大
圓滿法﹂包含一切 其實 密教的
﹁大圓滿法﹂ 在寧瑪派中 這個法
是最大的 我寫祂的十種功德 其實
不只十種 這每一種功德都是非常大
的 大到無盡 而且是說不出來的功
德
這笑話是談大小的問題 一個老
囚犯問一個剛關進來的新囚犯 他
說：﹁喂！小子 你為什麼進來？﹂
他說他去偷獵 老囚犯問：﹁判了多
少年？﹂他說：﹁十二年 ﹂﹁你偷
獵是殺了大象啊？﹂他說沒有 他只
是炸魚 就是在河裡面放個炸彈 一
爆炸 魚就浮起來了 老囚犯很驚
訝：﹁你是炸鯨魚啊？為什麼判十二
年？﹂他說：﹁不是！我是在一個寫
著﹃不許釣魚﹄的河裡面炸魚 點了
導火線之後 就把炸彈包丟到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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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聽到﹃轟﹄的一聲 飄上來三條旗
魚 ﹂老囚犯問：﹁就這樣判十二
年？﹂﹁後來 還有十二個潛水員浮
起來 ﹂原來底下有十二個人在潛
水 所以 ﹁大﹂跟﹁小﹂的分別就
在這裡
上回提到 什麼是小？打死一隻
蚊子 你殺生啊！你殺死一隻蚊子
法官不會對你判刑 因為殺蚊子是很
平常的事情 但是 如果你殺了一個
人 那不得了了 那是大事啊！盧文
祥博士當過法官 他也當過檢察官
也當過律師 他知道法律 不可以殺
人 但 殺蚊子就可以？人是一條生
命 蚊子也一條生命啊！都是有佛性
的
在如來裡面 在佛裡面 有輕重
緩急 雖然也有分別 但是 殺生總
是不可以的 五戒當中的第一個戒就
是殺生戒 一定不要去犯 因為犯殺
生戒最不好 這是很大的業障
德海和尚本身從十幾歲就開始吃
齋到現在 現在是五十幾歲 他到我
們這裡 一樣是吃齋的 因為他慈悲
眾生 他不殺生 不過 也不能執著
不殺生 有一個老太婆吃齋六十年
她生病到了醫院 醫生講要開刀 還
要輸血 但她卻拒絕輸血 她說：
﹁因為血是葷的 ﹂拒絕輸血 那要
怎麼開刀啊？所以 也不能執著 後

來醫生說：﹁好！妳拒絕輸血 可
以！﹂醫生就給她打了一支針 讓她
昏迷之後 醫生照樣給她輸血
血是葷的沒有錯 吃齋以後 血
會變成素的嗎？還是葷的嘛！對不
對？重要的是﹁素心﹂ 心是素的
這一點很重要！什麼叫做素心？心地
非常善良 非常清淨 沒有妄念 沒
有胡思亂想 心地非常好 你是一個
大善人 那就是﹁素﹂ 你的心是清
淨的 是光明的 是善良的 是有良
知的 你的心就是素的 這比有形的
吃素更重要！
有一位先生在結婚二十五年以
後 決定跟太太離婚 因為太太一生
氣就會拿盤子扔他 朋友都勸他：
﹁這麼多年 都忍過了 何必現在要
離婚？﹂先生說：﹁我現在實在受不
了了 因為她的盤子越扔越準 ﹂
學密法也是這樣 在你剛剛開始
學的時候 你是很生疏不熟的 其
實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就不得
了 如果你經常在密法裡面做 就會
一直進步 密法有四個很重要的階
段 一個是﹁事部﹂ 一個是﹁行
部﹂ 一個是﹁瑜伽部﹂ 一個是
﹁無上部﹂ 這四個修起來的時間很
長；從事部法到無上密 非常長 但
是 如果你常常從﹁事部法﹂開始
學 可以很快到﹁行部法﹂ 再從

﹁行部法﹂進入﹁瑜伽部﹂ 再進入
﹁無上密部﹂
我曾經解釋 什麼叫做﹁事部
法﹂？你剛剛開始學的時候就是﹁事
部法﹂ 因為你距離密教的本尊很
遠；到了﹁行部法﹂ 就是接近你的
頭頂了 本尊就在你的頭頂上！本尊
本來是離你很遠的 到了﹁行部
法﹂ 本尊已經在你的頭頂；到了
﹁瑜伽部﹂ 就是本尊跟你合一；到
了﹁無上部﹂就是能夠產生法力 產
生力量出來！本尊跟你合一 產生力
量並清淨你所有的業障 就變成﹁無
上部﹂了 所以 密教有四重法
﹁大圓滿法﹂也包含了事部 行
部 瑜伽部跟無上瑜伽 ﹁大圓滿
法﹂最重要的就是大瑜伽 大瑜伽代
表瑜伽部 阿努瑜伽代表無上部 阿
底瑜伽就是大圓滿 而這三個瑜伽是
非常重要的 在密教的﹁大圓滿法﹂
裡 分成大瑜伽 阿努瑜伽和阿底瑜
伽 三個都是大圓滿 而﹁大圓滿九
次第法﹂就包含全部
有一對夫妻在睡覺以前 老公坐
在床頭看報紙 老婆開口問：﹁今
天 我聽說你在外面交了很多女朋
友 是不是？﹂老公不講話 老婆又
問：﹁你在外面到底交了多少女朋
友？﹂老公仍然不講話 老婆用很嚴
厲的聲音問：﹁你不講就是默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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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仍然想知道 你到底交了多少女
朋友？﹂老公終於回答：﹁唉！好不
容易算了一半 被妳這麼一鬧 又要
重新再算 ﹂這就像是一個次第 一
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
個 七個
一直往上算 算到
﹁大圓滿九次第﹂
師尊娶了九個老婆！你們說：
﹁真的？假的？﹂其實 我是講﹁大
圓滿九次第﹂ 娶九個老婆的意思是
講 當我修行的時候 經過第一個階
段﹁聲聞乘﹂ 然後﹁緣覺乘﹂
﹁菩薩乘﹂ ﹁菩薩乘﹂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乘﹂；再來是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無上部就是大瑜
伽 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 這九次第
就像是九個老婆 意思就是圓滿
﹁大圓滿法﹂就是包含所有的密法在
裡面
有一位年過半百的貴婦問小明：
﹁你看我有多大的年紀？﹂小明講：
﹁我看妳晶瑩的牙齒像十八歲 看妳
蓬鬆的捲髮像十九歲 看妳扭捏的腰
肢頂多十四歲 ﹂貴婦聽了很高興地
說：﹁你是否能準確地說出我的年齡
呢？﹂小明回答：﹁請把我剛才講的
三個數字加起來 ﹂
在藏密裡面有講到 在二十歲以
前 學的是顯教 二十歲以後 要有
八年的時間學密教 到二十八歲才能
夠當一個喇嘛！必須要有二十年顯教

的底 再好好的修行八年的密教 這
樣才算完成了基礎 那時候已經是二
十八歲了！你不可能從一歲到二十歲
就開始學密法 不可能嘛！所以 修
行的功夫是算年的 就像時輪金剛一
樣 必須經過很長久的歲月才能夠有
成就
師尊從二十八歲開始 一直到今
天 已經學了四十二年了！學了四十
二年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們剛皈
依 剛開始學的 來日方長啊！但
是 最重要的是你要按照我剛剛所講
的 經常祈求﹁本尊給你攝受 上師
給你加持 護法給你擁戴﹂ 然後
要淨信 完全清淨的信仰 你才能有
成就 一點都疏忽不得
抽煙的人要注意了 密教是不准
抽煙的 密教行者也不要喝酒 因為
會影響你的身體 你的內時輪會受到
影響 這笑話是講吸煙的人問醫生：
﹁醫生啊！請你對我講實話 ﹂醫生
講：﹁你想知道什麼？﹂抽煙的人
講：﹁你是不是發現我的肺部有陰
影？﹂醫生講：﹁請相信我 我什麼
也沒有看見 真的！一片漆黑 沒有
陰影 ﹂
抽煙的人注意了 不要抽煙 你
可以看看臥香爐 你每天點一根香就
好 不到一年 你把臥香爐的蓋子拿
起來看 一定是一片漆黑 烏抹抹
的 幾乎整個臥香爐的蓋子都黑掉

了！你想想看 如果是抽煙 那會有
多嚴重？所以 千萬不要抽煙 我們
的氣 脈 明點非常重要 當你喝了
酒 會麻醉你自己 也會麻醉你自己
的氣 脈 明點；當你抽了煙 就會
阻塞你的氣 脈 明點 所以 行者
不要抽煙 也不要喝酒
師尊不喝酒 也沒有抽煙 喝酒
有啦！那是過去年輕當兵的時候 老
榮民跟師尊講：﹁測量官啊！來喝一
杯！﹂為了跟這些士官 或者是士
兵 測量兵打成一片 我就過去跟他
們喝 喝到最後上了癮 我年輕的時
候 每次出去測量都有帶水壺 我的
水壺裡面裝的全都是酒 口渴就喝
面孔老是紅紅的 當有人說要找工兵
營的測量官：﹁請問測量官在哪
裡？﹂﹁你找找看 臉老是紅紅的那
一個就是測量官 ﹂
我後來為什麼開始不喝酒？因為
喝到眼睛的血管破裂 白的地方都變
成紅的 自從破裂以後 慘了！每一
次只要喝酒 眼睛就紅 而且要治很
久才能治好 所以 我那時候自動戒
酒 因為很難看啊！要追女朋友 哪
可以讓眼睛老是紅紅的？煙呢？這一
生中只抽過一根 因為我爸爸媽媽不
准我讀軍校 ﹁不准我去讀？我就當
流氓給你看！﹂結果 他們就讓我去
讀了 行者一定要記住 不可以抽
煙！不可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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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男士準備結婚 但是 沒
有買傢俱 他的媽媽就對他講：﹁不
能買大床 要買小床 ﹂男士問：
﹁為什麼？﹂媽媽說：﹁如果以後你
們倆口子吵架 上大床就會各睡各
的 睡小床就比較好哄她 ﹂男士苦
笑：﹁媽 妳太天真了 妳覺得吵
架了 我還能睡床嗎？﹂
我在這裡跟大家講 大家不要
生氣 生氣是不好的；氣一生起
來 瞋心一發起來 容易把你自
己的氣弄亂 把你的脈燒壞掉
把你原來修的內法破壞掉 所
以 生氣是最要不得的！一定要記
得 修行人要心平氣和 不能生氣
我昨天晚上講過 就是要從容 自
然 不要發怒 一發怒 氣 脈全部
亂 氣也不平 什麼都亂 這時候
容易發生危險的事情
人一生氣 一發火 什麼都做得
出來 因為氣已經不平了 所有的氣
在你的脈裡亂竄 你的腦中有火 所
做出來的事情都會很嚇人的 家庭也
是一樣 國家也是一樣 個人也是一
樣 你必須要懂得把氣轉移掉 然後
平心靜氣 從容自然 這是修行人修
瞋最好的方法 一定要轉移 如果不
轉移的話 不能去除憤怒的火 就會
擾亂你自己的心神 影響你修行的功
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上圖：由同門組成的歌舞表演供養師佛。
下圖：來自越南的釋續百法師一行人與蓮照上師合影。

今天講﹁大圓滿法﹂ 包含很
多 時輪金剛是教你消除所有的業
障 讓你清淨而成佛 同樣的 ﹁大
圓滿法﹂是要消除你的貪 瞋 痴
疑 慢 把疑心 吃醋 嫉妒這些不
良的行為消除掉 讓你存下善業 把
惡業全部消除 這是﹁大圓滿法﹂最
重要的！也等於是在消除業障！嗡嘛
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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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本

■蓮曉上師

有⼼燒⾹ 不論早晚
當下 不管你依緣喜歡跟隨哪⼀種個性或外觀不同的
真正明師 嚮往何⽅神佛 佛⼟ 修⾏的形式和名稱或有
不同 但過程其實都是⼤同⼩異：
一樣要敬師 重法 實修 一樣要忍辱波羅蜜多 一
樣要由生起次第到圓滿次第 由六度萬行到無上超越
宇宙中 佛⼟數之不盡 特⾊或各有差別 但內質都
是⼀樣
只是如今 無上超越的明師極為難求呵！
眼下 對於這位來自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的主

戲 ﹁消費﹂那無盡﹁豐盛﹂的本⾃具⾜的﹁空性的浪
漫﹂吧！
我們嚮往：
﹁此界的心靈是彼此互相溝通的 心靈的波濤保持一
個快樂的水準 一如迅速生長的聲息 堅重緻密地傳遍每
一個人的心 ﹂︵︽蓮生聖尊講解佛說阿彌陀經︾︶
仰觀宇宙之⼤ 俯察品類之盛！
驚歎這五光⼗⾊的法界 筆者不禁嘮叨：
做了⽜ 不會被殺 唯到印度去
不信⿁神 ⽽受尊崇 唯到唯物質陣營去
正信了佛 不被打倒 唯到⾃由體制世界去
⾃主任運 且不受輪迴 唯複顯佛性吧！

■不能怨天尤人，不可以去怨天尤人。我們要快樂地活在現在這個樣子，這個就是

幸得蓮⽣聖尊悲智光明指引眾⽣：

終生唯此最勝願
世紀

阿彌陀佛本⾝的另外⼀個號 就是無量壽佛 無量光
佛 無量壽
︻法句經︼裡⾯有講 你若要求壽 要求無量壽：永
遠沒有死亡的那⼀種壽 叫做無量壽 能夠往⽣ 就是無
量壽 往⽣西⽅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 就是無量壽
我們學佛 是求往⽣西⽅極樂世界 得無量壽 這是
⼀種⼈⽣的價值觀 我們學佛者的觀念是﹁生苦死樂﹂
正好是︵世俗的︶相反！
所以 我們不認為長壽就是快樂的 反而認為寂靜是
快樂的 認為涅盤是快樂的 認為死才是快樂的 ︵︽偕
汝談心︵一︶︾︶
聖尊的觀點很﹁⼀如︵不⼆︶﹂ 很﹁到位﹂︵與佛
陀的核⼼思想完全⼀致︶
這是超越的 是即⾝成佛的 是即⾝能修成 不論在
何處 也如同置⾝在極樂世界的法旨
可⾒ 在此科學時代 有幸是：
大海航行靠舵手 修往極樂隨蓮生！
這位稀有師佛 正是披著蓮⽣聖尊 ⼤⽩蓮花童⼦外
⾐的阿彌陀佛！
願我們都能在真正的故鄉佛國︱西⽅極樂世界 永遠
與師佛菩薩眾⽣無我地相聚 無為地相親相愛 相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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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若你路過 見過 聞過 但請萬勿錯過！
在此 筆者毫不猶疑 教唆⼤家 要有悲智不懈的回
歸⼒ 堅決嚮往西⽅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修往生法者 當厭離娑婆 欣求極樂！
修即身成佛法者 當在輪迴與涅盤中無住而極樂！
當前 我們要努⼒向如來菩薩諸尊的智慧慈悲學習
莫怕品類繁多的磨難 挫折與挑戰
勇受那些不得已 不如意的果報
當成是歷練定慧及菩提⼼的必須
反⽽能使我們更快抵達彼岸！
體驗過死 才真正瞭解：
死就是不死！
敢回歸妙空 你自然會發笑：
原來 空就是不空！
蓮⽣聖尊有燦爛的⾦句：
如來的智慧是這樣講的 如果你快樂 你就是跟快樂
合一；如果你病了 你就要想辦法跟病合一；如果你老
了 你要跟老合一
到最後 你一心向佛 祈求本尊攝受 上師加持 護
法護佑 你能夠直接成佛 即身成佛 這是第一等 第二
等是由本尊攝受你到淨土去
我們這個⾝體會壞 那你⼀定要懂得跟病合⼀
︵筆者：無法避免時 歡喜接受 總⽐埋怨接受好
我就是那個痛 享受這個痛 也當成是與﹁快樂合⼀﹂
無論苦與樂 最終也是妙空 ︶
應該吃藥就要吃藥 應該打針就要打針 應該看醫⽣
就要看醫⽣；⽼了⾛不動了 拿拐杖也好 套著⼀個⽿
機：﹁南無阿彌陀佛
﹂你也要快樂地過⽇⼦！
即使全身都不能動了 你的意念裡還是有佛！
嘴巴不能講話了 你的心中還是有佛！

︵筆者：願⼤夥兒做⼀個遵從真理的快樂⾃在的﹁⽼
頑固﹂！︶
這個就是與佛合⼀的﹁如來的智慧﹂
不能怨天尤人 不可以去怨天尤人 我們要快樂地活
在現在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如來的智慧
筆者覺得 ⼆千多年過去了 仍然有億萬⼈民在頑強
地在向如來佛祖學習 以學習如來為好榜樣！這是永不過
時的！因為 真的假不了
這不⽤⼼機 不⽤強逼 不⽤⾼壓 不⽤⾏政命令
不⽤標語遍布 有緣的⼤夥兒都歡喜無量 信受奉⾏：諸
惡莫作 眾善奉⾏ ⾃淨其意！
佛教是不是迷信 ⽽是因果教育
依循最本質的科學 成就最究竟的⼤圓滿！
唱⼀⾸︽嚮往︾ 與暫時在凡間﹁落難﹂的⼤夥兒們
共勉吧：
沒有撼天無奈的悲聲
遠離了那落葉的地球

不再時常為亡者送⾏
然後輪到⾃⼰被別⼈挽留
不再有河⽔對我冷眼
⼀切美好只顧無情奔流
沒有撼天無奈的悲聲
遠離了那落葉的地球

墓頭的荒草已如⽩髮
裡⾯⼊夢的如何出幻？
願得阿佛⼀⼿把我接上
⾃蓮胎之中怡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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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唸﹁阿

﹂

有短暫

在括弧裡⾯有註明﹁短

發⾳要輕⼀點

﹁引聲﹂就是稍微拉⾧

括弧裡⾯註明

⽐短聲的﹁阿﹂字稍微拉

這是代表﹁菩提心﹂

這個﹁阿﹂字發⾳很短

⼀點的發⾳

第⼆個﹁阿﹂字是﹁引聲﹂

停頓的感覺

聲﹂

第⼀個﹁阿﹂字的唸法

﹁阿﹂字的唸法分別代表五種意義：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方便為究竟﹂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所有能修的、能說的語言、文字，都是方便！

發菩提心論

一者阿字

︵文接三二二期︶

具有五義

三

四惡字 ( 短聲 ) 是般涅

二阿字 ( 引聲 ) 是菩提行

准毘盧遮那經疏釋阿字
( 短聲 ) 是菩提心
暗字 ( 長聲 ) 是證菩提義

又將阿

論裡⾯寫﹁暗﹂字

應該是

我也看過另⼀種版本

我終於找到證據

嘴巴要⽴刻合起來

這是代表﹁證

這第三個字的發⾳就真的很像﹁暗﹂字

後來

是﹁證菩提義﹂；可是
所以

發⾳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常在唸﹁阿彌陀佛﹂

跟前

發⾳是很接近

把﹁ㄜ﹂稍微拉⾧⼀點

這是

所以這

這是代表﹁般涅槃﹂

上⾯寫﹁惡字︵短聲︶﹂

其實⽐較接近﹁ㄜ﹂

論裡⾯寫﹁惡字︵引聲︶﹂
﹂

﹁引聲﹂就是稍微拉⾧⼀點的發⾳
﹁具足方便智﹂

裡的發⾳就是唸﹁ㄜ

⾯講的⼀樣

第五個﹁阿﹂字

﹁惡﹂

的﹁ㄜ﹂字

第四個﹁阿﹂字

菩提﹂

的發⾳

﹁短聲﹂

第三個﹁阿﹂字

這是代表﹁菩提行﹂

雙

這裡所談的是⼼輪
這五種

⾧⼀點

開佛知見

五惡字 ( 引聲 ) 是具足方便智義

配解法華經中開示悟入四字也

槃義
字

示

是菩提心義也

示字者

開菩提涅槃如初阿字

﹁⾧聲﹂

是菩提行義也

悟

如第二阿字

悟字者

佛知見

是證菩提義也

也是從⼼

⼀般來講

是方便善巧智圓滿義也
︶﹂字觀

具

是寫﹁短聲證菩提意﹂

如第三暗字

是般涅槃義

入

佛知見

如第四惡字

入字者

佛知見

第五惡字

總而言之

足成就

這裡開始講﹁阿︵

﹁阿﹂字跟﹁吽﹂字的觀修法是⼀樣的

的﹁阿﹂字觀修法
修﹁阿﹂字觀時

﹁阿﹂字的唸法有五種

那是在修拙⽕升起的時候要⽤的⽅法

輪開始修起；另外還有﹁半阿﹂字和﹁短阿﹂字的修法

從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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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個﹁阿﹂字

就有那麼多含義！其實

在修

我會在⼼

也就是⽤﹁金剛誦﹂的⽅式

我很少會把﹁阿﹂唸出來

發那個⾳

﹁阿﹂字觀的時候
裡⾯觀那個字
修﹁無漏
表示你還是

把

然後在⼼裡⾯默

﹂因為發出聲音

是可以不要發出聲音的

有的時候沒有

是不是也要把﹁吽﹂字唸出來？我說：﹁有

就像有⼈問我關於修﹁破⽡法﹂的時候
法﹂的時候
的時候有
有氣會漏！其實
結﹁握固印﹂

﹂通常並不是真的把聲音發出來

你吸了⼀⼝寶瓶氣
唸：﹁吽

我們看﹁總而言之
巧智圓滿義也﹂這⼀段

具足成就

第五惡字

是方便善

再看前⾯講的﹁五惡字 ( 引

聲 ) 是具足方便智義﹂；這個﹁⽅便善巧智﹂竟然是﹁圓

滿義﹂！太奇怪了？怎麼﹁⽅便善巧﹂是﹁圓滿義﹂呢？

這是︽⼤毗盧遮那經疏︾講的喔！︽⼤毗盧

我們可以在這前⾯⼀段的開頭

請注意

遮那經疏︾是原始的經典

⼤

方便為

菩提為因

是每個⼈都有的

大悲為根

看到﹁如大毘盧遮那經云
究竟﹂

菩提⼼

要﹁從真

⽽以﹁⼤悲﹂所⽣出來的

你要怎麼讓⼤家知道？所以

菩提種性
可是

也就是說
家都⼀樣

那⼀定是﹁⼤悲﹂

氣就會漏掉

起⽤﹂

聲音發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是要發出

你要看⾃⼰修持的狀況⽽定

真正的智慧⼀定要要靠

要讓⼈

祂有求必應啊！﹂這兩種反應是完全

當你告訴⼈家：﹁蓮⽣活佛有⼤智慧！﹂和

所能接受的都是慈悲法

才能被實現

所以

都叫做﹁⽅便﹂

七遍之後

﹁⽤﹂

五遍

你就轉為不出聲⾳

修個三遍

﹁慈悲﹂

聲⾳

不⼀樣的！

實現的

所有的﹁究竟﹂

都是方便！如果沒有這些⽅便？怎麼讓

能

⽽你

你不能只是告訴⼈家

⼤家都是要能直接實踐

﹁蓮⽣活佛很慈悲

⾨；所以

⼀般眾⽣很難懂得智慧法⾨

﹁⽅便﹂
所以

我常講﹁⾦剛

就⽤﹁⾦剛誦﹂的⽅式把發⾳拉⾧

這個﹁證菩提意﹂就

很重要的！因為⽇後都會⽤到這種功

菩提⾏到證菩提義

念誦法﹂是很基本
夫
從菩提⼼

再來才

這個世間

才能接受

你必須要⽤各種⽅式去喚醒⼤家

⼈家才會懂
你有多⼤的智慧

家看得到
﹂意思

統統都要靠﹁⽅便﹂和﹁慈悲﹂

就有這好幾個

真的是你實修出來的功夫！再來才會﹁般涅槃﹂
單是﹁阿﹂字的觀修

配解法華經中開示悟入四字也

會﹁具⾜⽅便智﹂
層次
﹁又將阿字

喚醒⼈家的⽅法
文字

都需要靠﹁⽅便﹂來指引

︱ 待 續 ︱

⼤家達到究竟？這是沒有辦法的！所以

說的語言

﹁方便為究竟﹂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所有能修的

悟
﹁⽰﹂就是﹁示佛知

⽰
﹁開﹂就是﹁開佛知見﹂

就是把﹁阿﹂字搭配︻法華經︼所講的﹁開
⼊﹂

但﹁阿﹂字有五種唸

﹁⼊﹂就是﹁入佛知
⼊﹂有四個字

﹁悟﹂就是﹁悟佛知見﹂
悟

見﹂

⽰

那要如何配解？

﹁開

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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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㆒頁心發現

真佛法語談基督教
■文∕蓮花慧君上師

二

○一四年八月廿一日 ︿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綠野集團﹀
總裁林坤音師姐邀請該公司楊佩禮
顧問前來︿西雅圖雷藏寺﹀拜見聖
尊 由於該顧問本身是基督徒 聖
尊隨機應化 談及關於猶太教與基
督教的其中要義 以下 筆者將是
日與以前 聖尊提到的有關要點摘
錄如下：
猶太人尊重摩西的教義 猶太
人相信他們是上帝的子民 猶太人
是以︽舊約全書︾為經典 主要由
摩西的弟子所撰 基督教是以︽新
約全書︾為主 而天主教也是以舊
約為主 耶穌本身有犧牲的精神
耶穌相信眾生皆有罪 所以祂以自
己的血替代了所有眾生的罪 一般
基督教教徒會喝紅酒 代表喝耶穌
的血 吃麵餅代表吃耶穌的肉 這
樣就能讓自己也清淨了
在︻聖經︼裡提到﹁別人打你
的右臉 你要讓他也打你的左
臉﹂ 這就是教導我們要﹁忍
辱﹂ 此外 ﹁別人要你的外衣
你連內衣也要脫給他﹂ ﹁耶穌的
慈悲是右手做過的善事 左手不知
道﹂ 這就是教我們﹁三輪體
空﹂
當時耶穌傳教的時候 都以開
放的方式來教導 祂比較喜歡度化

貧窮及較低級階層的人士 耶穌的
第一個弟子是彼得 他是一名漁
夫 當時 耶穌向一群漁夫說法
大家聽了心生歡喜 可是當天漁夫
出海捕魚收成不好 因此向耶穌抱
怨 祂教導的法義雖然好 但是不
能解決他們生計的問題 當時 耶
穌就對他們說：﹁魚就在你們的船
旁 ﹂那群漁夫不敢相信 因為出
海沒有魚 怎麼可能有魚出現在船
附近？不過 最後 漁夫去船附近
撒網 就抓到一大堆的魚 證實耶
穌說的是正確的 所以大家終於接
受耶穌 而信仰天國福音
耶穌出道只有三年 以非常大
的神通吸引廣大的信徒 可惜祂只
說到天國的教法 無法把更深的教
法傳授下來 耶穌在十八歲到三十
歲都是和喇嘛學習密教修行︵於喜
馬拉雅山︶ 祂穿上紅色或白色的
袍 就像是喇嘛一樣 日後 祂在
曠野被魔鬼試探 耶穌於﹁最後的
晚餐﹂之際 耶穌預言猶大將出賣
祂 耶穌對猶大說：﹁你想要做什
麼 就快去做吧！﹂猶大出去後
其他門徒還以為猶大去買過節要用
的東西呢！耶穌隨即被猶大出賣
就被抓了
於︽禪天廬雜記︾中 聖尊寫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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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曾主動行了許多神蹟
第一次神蹟在加利利省的迦拿鎮
耶穌把水缸裡的水變成酒 耶穌的
第二個神蹟是在迦拿 他對加利利
藩王府的大官說：﹁你兒子的病可
以痊癒 ﹂結果真的就好了 耶穌
的第三個神蹟 是讓一個病了三十
八年的瘸瘤腿者 拿起擔子就走
地點在耶路撒冷 耶穌的第四個神
蹟 在加利利湖畔 用五個餅與二
條魚 神變無量 令五千人充飢
結果還剩十二籃子的魚和餅 耶穌
的第五個神蹟是走在加利利湖的水
面上 並且降伏了大風大浪 耶穌
的第六個神蹟是治好一個瞎眼的
人 耶穌的第七個神蹟是在伯大
尼 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出來復
活 耶穌的神蹟當然有很多很多
而這七項是較令人傳頌的
一個有生命權威的人 何以
要被釘上十字架 要被人吐唾沬在
的臉上 被人打耳光 譏笑祂 因
為祂談過博愛 甚至要愛自己的仇
敵 耶穌說：﹁天父的陽光不但普
照善人 連惡人也普照 天上的雨
水 滋潤善人的地 但連惡人的地
也滋潤 這是均賜和博愛的真
諦 ﹂
此外 耶穌亦曾說：﹁富人
上天堂 猶如駱駝穿針孔 ﹂於

此 聖尊感嘆大部分權貴 仍在追
求物質之中
× × × ×
由於早年曾為基督徒的聖
尊 深諳︻聖經︼道理 即使師佛
證得密教大成就 仍然尊重︻聖
經︼其中法教 而筆者自高中時
代 亦為基督徒 最近在轟動一時
的美國影集︽聖經的故事︾ 也再
度看了其中義理 關於其中教義
筆者有些感想：
一 神通弘法：舊約 新約
的︻聖經︼義理傳道 因為有很多
的神通事蹟 才能弘揚迅速 然
而 不管是先知們與耶穌 都是深
具高尚節操的聖者 而不是像現今
貪名利之輩 假藉神通詐財 自我
托大！
二 ﹁一皈依﹂與﹁三昧耶
戒﹂：在亞伯拉罕 摩西
的命
運征途中 因為對上帝的﹁淨
信﹂ 而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耶穌
基督明明知道上帝指示祂要去耶路
撒冷 最終還要受難被釘上十字
架 明知道此任務將受辱 極大苦
難 祂仍然永往直前！祂也曾經在
蒙難前流淚說：﹁神啊！為何要捨
棄我！﹂然而 虔誠祈禱後 祂
說：﹁既然天父要我去 那我就完
成這任務吧！﹂那是對上帝的﹁一

皈依﹂ 謹守﹁三昧耶戒﹂的誓願
精神 令人深深感動與懺悔我們的
不足
三 師徒同法力：當耶穌蒙
難之後 祂的使徒們 仍然弘法
但是因為見到師父的死後三日復
活 信心大增 由於對師父的淨
信 在毫無咒語 儀軌之下 也同
師父一樣 可以奉師父之名 輕易
就拉起自幼癱瘓的病人 而且神蹟
甚多 宛如師父分身！人們讚歎使
徒的神力 想要祭拜他們 然而
使徒會忿怒斥責說：﹁那是師父耶
穌救度的 不是我救度的！﹂這也
是謹守﹁三昧耶戒﹂與﹁一皈依﹂
的表現 也同於密教精神
記得師尊曾經說：﹁弟子只
要與師尊相應 師父成就什麼 弟
子也成就什麼 ﹂密教提到：﹁一
切功德來自根本傳承 ﹂然而 有
好名利者 瞎貓碰到死耗子 偶爾
應驗感應 正如師尊文集︽瑜伽士
的寶劍︾所述：自矜法力 吹噓神
通 忘失傳承 自犯﹁三昧耶戒﹂
而不知 而追隨者也要小心注意
否則皆雙雙犯錯！
還有很多師尊談到基督教要
義之處 因為限於篇幅 筆者暫時
走筆至此 感恩根本傳承的加持與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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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立人

【真情世界】

話說「沉沒成本」

—古㈹瓷器重要還是切身安全重要？

林對於收集骨
董玩意很有興
趣 有一天在光華商
場周邊的市集上看到
一位好友張伯伯；張
伯伯特別喜歡收集各
種古董 一看到喜好
的骨董 不論花多少
錢都會買下
這一天 小林看
到張伯伯在市場上花
了很多錢買下一件古
代瓷器 興沖沖地把
這寶貝綁在摩托車後
方騎車回家 沒想
到 由於瓷器綁得不
牢 在回家的路上從
後座滑落下來 摔得
粉碎
那時 小林在後
方對張伯伯大聲喊
說：﹁張伯伯！你的
瓷 器 摔 下 來 破 掉
了！﹂張伯伯頭也沒
回的說：﹁摔破了
嗎？我聽到聲音了！
一定是摔得粉碎 沒

小

有辦法挽回了！﹂一下子 張伯
伯就消失在車潮中
小林事後問張伯伯為何不停
下來看瓷器摔的情形及收拾一
下？張伯伯說：﹁那時剛好正值
下班顛峰時間 車子很多 而我
突然停下車來 如果後方車輛一
時不察 把我撞了 那豈不是損
傷更多或是因此而送命嗎？﹂
小林聽了以後深覺有道理
畢竟一般人絕對是馬上停車下來
看古董瓷器摔的情形為何？面對
碎片及金錢上的損失而感到扼腕
傷痛 一時之間無法平復自己的
心情
換個角度來說明 你花了五
百元買了電影票要與女朋友一同
去看晚場電影 正要出門時正好
下起傾盆大雨 這時你要如何抉
擇？如果你還是要去跟女友看電
影 你不僅要來回搭計程車增加
額外支出 而且還要面臨被大雨
淋濕導致感冒發燒的風險
我想 大部分的人不會讓五
百元因大雨而浪費 可是大家鮮
少考量成本增加及風險的問題
更簡單的說明 有時候

﹁沉沒成本﹂只是價格的一部
分 比方說你買了一輛單車 然
後只騎了幾天便低價在二手市場
賣出 此時 原價和你的賣出價
中間的差價就是你的﹁沉沒成
本﹂ 且在這種情況下 沉沒成
本會隨時間而改變 你留著那輛
單車騎的時間越長 一般來說
賣出價格會越低︵折舊︶
任何人做事一定是有動機
當我們在處理日常生活家庭問題
時 也有明確的目的性 也就是
當我們決定要去做某件事情時
除了考量為何去做？還要考量做
此事時划不划算 從經濟學的角
度來看 就是判斷成本及效益
所以 ﹁沉沒成本﹂是已經
發生的投入成本 無論如何也無
法回收 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一
定的慣性及軌跡可循 畢竟讓人
成功及失敗的做法與案例 會深
植於實際執行的人之腦海中；所
以 做任何事時都要考量人力
物力 財力 還有時間成本 在
做決策時一定要再三考量 甚至
不可避免要了解前期的投入資本
是否可回收或尚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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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殊勝圓滿，現場座無虛席。
←法會後，所有義工同門與兩位
上師合影紀念。

加

拿大魁北克省是法語區 擁
有多元的人文風貌 因語言
文化 冬季酷寒及政治分歧 常苦
於獨立與英 法語言衝突 讓本地
華人社會面臨生存競爭而紛紛出
走 移居他鄉到說英語的省分謀
生
︽真佛宗︾︿禪海雷藏寺﹀
在加國雖歷經二十五年 然遭逢考
驗與挑戰不少 幸得有睿智與毅力
的蓮實金剛上師 她總是排除萬
難 無怨無悔地默默守護著 讓全
體同門仍可以在祥和的環境下修持
︿真佛密法﹀ 讓同門得以道心堅
固 法喜充滿！
二○一四年八月的中元節
︿禪海雷藏寺﹀舉辦了二場護摩火
供法會 恭請蓮實金剛上師主壇
而接續所舉辦的﹁梁皇寶懺暨南摩
地藏王菩薩瑜伽燄口超度大法
會﹂ 則由釋蓮艇金剛上師與蓮實
金剛上師共同主壇
在法會後 蓮艇上師用廣東
話與普通話雙語開示 上師慈悲又
幽默地指導本地同門 如何以擲筊
的方法與土地公溝通 同時也分享
了一些經驗與真實故事 讓同門的
笑聲與掌聲不斷 同時也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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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實上師則在開示時 很詳
細地解說護摩火供的修法過程 並
強調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所
傳的護摩火供 做一次等於是平常
人一年 甚至是十年的供養 是增
加福分 智慧 並且可以很快達到
成就的大法
中元節一系列的活動在本寺
後院架起西式的白色大帳棚 造成
空前轟動 座無虛席！很多本地人
幾乎都沒看過護摩火供 大家都特
別興奮 對於︿真佛密法﹀都讚歎
不已！吉祥圓滿的兩場大法會 證
明了︿真佛密法﹀的無比魅力與殊
勝！
‧蓮艇上師與蓮實上師共同主壇
「梁皇寶懺暨地藏王菩薩瑜伽燄口超度大法會」。

■文∕蓮花月卿

真佛密法無比殊勝

菩提園地

■文∕嚴明雷藏寺
壇城諸佛菩薩。
• 蓮花靜香上師帶領與會大眾禮拜

大㈰如來㈮剛界典禮瑜伽㆔㈩㈦尊

︿
嚴明雷藏寺﹀有幸邀
請到日本︿住吉山雷
藏寺﹀的釋蓮花靜香金剛
上師於二○一四年八月十
六日至十七日至本寺弘
法 主持﹁金剛界三十七
尊禮懺﹂暨﹁菩提七支
供﹂及﹁大日如來息
增 懷 誅超度護摩火供
大法會﹂ 是次﹁盂蘭節
法會﹂的護壇法師有蓮應
法師 蓮雨法師及蓮定法
師
︿嚴明雷藏寺﹀為準
備此次法會 特別從印度
請購一幅由手工刺繡製作
而成的大日如來唐卡 非
常精美！而在護摩大法會
開始前 蓮花靜香上師亦
看到了大日輪放射出萬道
光芒；雖然法會當日天氣
是陰天 但能看見一輪
輪 一圈圈的光明輪 點
點繁星布滿整個虛空 蔚
為殊勝！是日的護摩火
全程都十分旺盛 法會亦
進行得非常圓滿
上師於開示講述禮拜
金剛界三十七尊的緣由

上師說 ﹁大日如來金剛界典禮
瑜伽三十七尊﹂是聖尊蓮生活佛
在一九九六年賜手諭 讓蓮花靜
香上師到︽真言宗︾高野山留
學 並在接受金剛上師阿闍黎身
分之前 一定要拜的懺 在日本
只有在受灌的金剛上師才可以拜
﹁大日如來金剛界典禮瑜伽三十
七尊﹂ 此次法會共有三十七個
主尊 這整個宇宙所有的佛都是
從這三十七尊變化出來的 所
以 能參加這次法會 是很大的
福報
上師亦闡述夫妻間的相處之
道 人與人之間不要太計較 尤
其是夫妻之間 更不能計較！在
一個家庭裡 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都很重要 女人再怎麼強 她的
內心總是脆弱的 一定要有個強
者給她依靠 而這個強者就是
﹁男人﹂ 男人個性剛強 女人
個性溫柔 因為有女人 這世界
才會增加幾分柔性 陰陽才能調
和；女人是扮演調和的角色 所
以 男人需要體諒老婆 上師強
調 女人的美麗不是靠化妝 而
是靠男人﹁給的﹂ 男人要讓女
人有所依靠 而女人要讓男人無
後顧之憂 這樣才能擁有幸福的

47

→蓮花靜香上師持印觀想供養，護摩火格外旺盛。
↓蓮花靜香上師於〈嚴明雷藏寺〉主持「大日如來護摩火供大法會」。

家庭；而我們更因為皈依了師
尊 修持︿真佛密法﹀ 我們的
家庭才能更加得以圓滿
上師感謝法會的所有相關人
員 上師說 法會能夠順利舉
辦 都要依靠理事長及理事會的
策劃 以及義工們的辛苦幫忙及
眾同門的護持 要維繫一個道場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道場無論大
小 其理事會都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理事會要扛下如來的大印！
我們在人間奉獻心力弘揚佛法
在天上界就會有我們的名字；所
以 我們千萬要做善事 千萬不
要退縮 只有全心全意的付出
把心力發揮到極限 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就會加持 就會得到宇
宙能量的大加持
法會後 蓮花靜香上師代師
為新皈依的同門做﹁皈依灌
頂﹂ 之後 上師為大家做﹁大
日如來真言灌頂﹂及﹁大日如來
本尊法灌頂﹂ 與會大眾個個法
喜充滿 蓮花靜香上師最後報告
了︿住吉山雷藏寺﹀目前的工程
建設進度 眾同門歡喜地為︿住
吉山雷藏寺﹀的籌建添磚加瓦
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共同建
設真佛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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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依㆔根本 謹守㆔昧耶

■文∕蓮花延新

一

年一度中元普度是中
國民間傳統的節日
在這期間 各地寺廟本著諸
佛菩薩救度眾生的慈心悲
願 都會舉行超度法會 有
的是做七天誦經的超度 有
的寺廟甚至於整個月都在誦
經超度 祈求佛光接引眾
靈 往生極樂淨土
二○一四年八月十日
印尼泗水︿光明雷藏寺﹀舉
辦﹁中元普度暨阿彌陀佛息
增懷誅護摩法會﹂ 恭請常
住釋蓮洪金剛上師主壇 本
寺蓮花國龍講師 以及來自
三寶壟的蓮花志高助教 巴
布勿里的蓮花張敏助教護
壇；更有來自泗水︿蓮齊
堂﹀眾同門 瑪琅︿增明
堂﹀眾同門 瑪琅鄉鎮原住
友族的︽真佛宗︾同門及各
界善信大德同門共同護持
法會現場一片溫馨融合
下午二時 司儀國龍講
師先率眾唱誦︿請佛住世祈
願文﹀ 以表達佛弟子們對
師佛的共同心聲與情懷 而
後 主祈者向主壇上師敬獻
哈達及供養 以表最崇高敬

意 法會在隆重的氣氛中依序如
儀進行 主壇上師上護摩法座
在加持報名表及疏文後 上師點
燃護摩火 一時 火光沖天 熾
烈 威猛的火焰伴隨著﹃阿彌陀
佛心咒﹄的咒聲 大眾沉浸在護
摩火 主尊及自身三者合一的法
流之中
在最後的總迴向中 上師祈
求聖尊蓮生活佛 諸佛菩薩 護
摩主尊︱阿彌陀佛的慈悲大願
力 令所有贊助的功德主和參加
法會眾等及報名者業障消除 福
慧增長 遠離一切災難 事業順
利 家庭圓滿 道心堅固 修法
精進 所求如願 祈願超度所有
報名的歷代祖先 冤親債主 水
子靈等 業障消除 靈體清淨光
明 接引往生佛國淨土
上師在精闢的法語開示中提
醒與會大眾 密教行者有﹁三根
本﹂：一 根本傳承上師是﹁加
持根本﹂；二 根本本尊是﹁成
就根本﹂；三 根本護法是﹁事
業根本﹂ 而行者與﹁三根本﹂
的關係就是建立在﹁三昧耶﹂的
基礎上
﹁三昧耶﹂就是指﹁三昧耶
是密教行者的根本戒律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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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者皈依的那一刻開始 行者
與根本傳承上師之間就有了﹁三
昧耶﹂ 也就是﹁誓言﹂！密教
行者絕不能離開自己的﹁根本上
師﹂ 必須時時憶念根本上師
根本本尊與根本護法 其中 根
本上師是第一重要 永遠不可捨
棄 因為密教行者的修行 唯有
根本傳承上師時時給你灌頂和加
持 行者才能有所成就；若無根
本上師 必然也就沒有根本本尊
與根本護法 如此的修行一定不
能有成就
上師苦口婆心 總是殷殷期
望大家都能精進修法 千萬不要
懈怠 將來大家都能有所成就！
上師的開示 又再次推動了大家
的修行腳步
接著 上師代師為兩名新弟
子賜授﹁皈依灌頂﹂ 而後 再
為大眾做﹁阿彌陀佛賜福灌
頂﹂ 最後 上師在寺前的廣場
上為紙製的大型﹁地藏殿﹂ 以
及各式各樣的法船 蓮花 冥紙
等一一加持 而後開始焚燒 並
請幽冥眾等收供 在與會大眾身
心都充滿法喜中 法會圓滿落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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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雷藏寺〉的迎師組。
▲火焰熾烈威猛的護摩火。
▲主壇上師代師為兩名新弟子
賜授「皈依灌頂」。

▲主壇上師為大眾做「阿彌陀佛賜福灌頂」。
▲擺放在寺前廣場的紙製地藏殿以及各式法船、蓮花、冥紙。

菩提園地

十位原住民同門 都趕來參加法會
盛典 人數共達二百餘名 把佛堂
大殿坐得滿滿的 護摩爐設置在佛
堂大門前 正好是
位於關聖帝君及福
德正神前；本堂在
廟前一角放置幾張
桌子 義工師兄師
姐們正忙著協助前
來報名的同門
下午一點三十
分 鐘鼓齊鳴 與
會大眾虔誠合掌
由蓮花國龍講師擔
任司儀 迎師組列
隊向壇城頂禮後
隨著﹃根本傳承上
師心咒﹄咒聲 由
講師及助教帶領前
往後院迎接主壇上
師進入大殿 在主
壇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
佛菩薩 做觀想大禮拜後 上師加
持延生位 往生位以及法船 蓮花
等 而後恭請上師上法座 在介紹

上師 貴賓 以及由本堂理事代表
敬獻哈達後 唱誦組帶領與會大眾
唱誦︿爐香讚﹀ ︿清淨讚﹀ 法
會正式開始
主壇上師以金剛鈴杵加持護
摩供品 轉珠明 結界 而後點燃
護摩火 主壇上師祈請法會主尊︱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慈悲降
臨；上師演化手印 觀想供品變
化 供品一一下爐 做最大的供
養；與會大眾齊誦淨土三尊的心
咒 祈求陽世報名法會眾等能得以
息災 消業 得福 也令幽冥眾等
靈體光明 往生佛國淨土 法會現
場咒音繚繞 與會大眾觀想自身與
主尊 護摩火三者合一 觀想自身
的業障被護摩火燒除殆盡；法會功
德迴向聖尊蓮生活佛佛體安康 快
樂自在 永轉法輪 並一心虔誠請
佛住世
法會後 蓮洪上師於開示中
講述密教行者應當學習佛菩薩的慈
悲及智慧 以慈悲對待眾生 以智
慧轉化煩惱 如此﹁自度 度

■文∕張敏

以慈悲度他，以智慧㉂度，是真修行！
月份的孟蘭節 普度 祭祖
是中國的傳統習俗 為超度
祖先及幽靈眾等 幾乎所有的寺
廟都會舉辦祈福超度法
會 印尼東爪哇泗水市的
︽真佛宗︾︿蓮齊堂﹀特
邀來自英國 現任︿光明
雷藏寺﹀的常住︱釋蓮洪
金剛上師 於二○一四年
八月三日主壇﹁淨土三尊
息災祈福超度護摩火供大
法會﹂ 並由︿光明雷藏
寺﹀的蓮花國龍講師 瑪
琅市︿觀音堂﹀的蓮花金
光助教 蓮花國輝助教
蘇南省巴布勿里市︿圓弘
堂﹀的蓮花一敏助教護
壇
除了該堂的本地同
門 還有來自︿光明雷藏
寺﹀ ︿明觀雷藏寺﹀
︿觀音堂﹀的理事與同門 更有來
自 Gunung Kawi, Vihara Argopuro
kebobang 的四十五名原住民同門及
來自 Sampit, Kalimantan tengah 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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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才是真正的修
行人 ︽真佛宗︾有
最殊勝的密法傳承
包含了道 顯 密的
各宗法脈傳承 所以
︽真佛宗︾不但是密
教 也是大乘佛教
也包含了道教 所以
在︽真佛宗︾各道場
都會用印有咒語的金
紙 蓮花 法船來祭
拜祖先及幽冥眾 我
們依聖尊蓮生活佛的
教導 以密法為主
以道教為輔 不離大
乘義理 跟著師尊的
教導 依次第而修
將來一定會成就
此外 上師希望
同門要以歡喜心護持
道場的法會 要用快
樂的心去做義工 因
為歡喜心 快樂心都
是一種供養！更要學
習師尊的慈 悲
喜 捨 最重要的
是 要明白眾生平
等 修行人對眾生要
不分貧富貴賤 不分

種族！在︻阿彌陀經︼ ︻真佛
經︼裡記載有很多不同顏色的蓮花
在極樂世界裡 那就是意味佛菩薩
要我們明白 就算是不同階級 不
同種族的眾生 都可以學習佛法
都可以成佛
上師仍不免殷殷提醒大家
有緣皈依聖尊蓮生活佛就是我們的
福分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這
得來不易的法緣！要學習看破與放
下 這樣 心就會廣大 快樂 即
使面對逆緣 都要快樂修行 不管
是自修或來道場同修 持續不斷
就會漸漸增加法緣 增長福慧 也
可以在無形中化解惡緣 累積善
緣
最後 上師開示幾項真實事
例 提醒大家不要執著於世間 要
積極儲蓄天上的資糧！上師闡述所
謂﹁若執著此生 則非修行者﹂
﹁若執著世間 則無出離心﹂
﹁若執著己目的 不具菩提心﹂
﹁若執著生起 正見已喪失﹂等修
行人應該要遠離的四種執著
是次法會 蓮洪上師以華語
開示 而聽不懂華語的同門則由蓮
花施安師兄翻譯成印尼語 使大眾
都能獲得法益 感謝蓮洪上師主壇
法會及精彩的法語開示 最後 上

師慈悲為與會大眾做﹁淨土三尊賜
福灌頂﹂ 結束這場殊勝的法會
感恩聖尊蓮生活佛大加持 感恩主
尊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
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放光普照 法
會吉祥圓滿
法會隔天 ︿蓮齊堂﹀眾同
門義工把供養的白米 供品等生活
物資 用袋子一一分裝 準備捐給
附近的回教堂 習經院 ︿蓮齊
堂﹀每年都是如此 希望與當地的
回教族群廣結善緣
記得在法會的前兩個星期
也就是農曆的六月二十四日 正是
伽藍尊者關聖帝君的誕辰 ︿蓮齊
堂﹀也舉行了放生儀式 總共放生
了淡水魚類二萬二千條 鳥類七百
隻 是日參加的同門共有四十多
位 放生就是救命 不但可以增長
我們的慈悲心 更可以讓放生者健
康長壽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生活佛 依真佛儀軌所舉行的放生
儀式 是放生中的大放生 格外圓
滿殊勝！
師尊的開示是寶 ︿真佛密
法﹀更是無價之寶！祈願師尊佛體
安康 快樂自在 永轉法輪 祈願
︿蓮齊堂﹀法務興隆 能度更多眾
生皈依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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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師的德國︿忍智堂﹀釋蓮

被聖尊蓮生活佛賜封為上

︿真願堂﹀邀請今年初剛

事

常

法會

所以要認真地做好每一件

﹁第一次﹂

中

也許這﹁第一次﹂就是﹁最

■文∕真願堂

來為我們主

七日

法國巴黎

超度護摩法
義

上師說

在人的一生當

我們要感念無

每個人都會經歷過很多個

但

我們和蓮欉上師相處幾天下

不辭勞

深深體會到上師以身作則

認真弘揚︿真佛密法﹀

來

欉上師開示說這是他第一次主持

欉金剛上師

後一次﹂

○一四年七月二十

持一場﹁大白蓮花童子祈
息災

在法會的前一天

利益圓

就在上師來巴黎

犧牲個人休息時間

苦

滿眾生的精神

的前兩天

以彩雲師姐精心製作

雖然那位師姐已請求師尊

有一位師姐的父親剛
的紅黃色新布

去世

加上愛群
師姐從中國買來的五色彩

如何跟上師開口

不知該

畢竟上師才剛

師的同門心中頗有顧慮

她的要求讓一起去接上

但她還是想請上師到她家

蓮

走一趟

接引
布

裡的壇城
新

法會圓滿結束後

使壇城煥然一

有條不紊地布置花園

下

工們在蓮欉上師親自率領

會﹂

福

二

這次白事誦經法事是法國︽真佛㊪︾同門㈲史以來參加㆟數最多的㆒次，
讓很多㆟感受到︿真佛密法﹀的莊嚴殊勝

‧ 法國巴黎〈真願堂〉舉辦「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同門踴躍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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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

當這位師姐鼓起

• 蓮欉上師於巴黎︿真願堂﹀主壇法會
點燃護摩火

下火車啊！
在火車站

勇氣跟上師提出要求時

• 蓮欉上師於︿真願堂﹀主壇法會後

會親自帶領同門做

愉悅地為大眾法語開示

父親出殯時

上師匆忙地趕回德國

因為

而在法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早

白事誦經儀式等法事
上

德國還有一位往生的同門等著上

並馬上拖
讓接

上師很爽快地答應了

著行李先去那位師姐的家

帶

上師

師舉行出殯法事

又馬不停蹄地再次趕到巴黎

結束後
不僅
上師還答應那位師姐在她

上師的同門感動得想流淚
如此

進行白事誦經

出殯

領眾同門到那位師姐的父親所在

的殯儀館

儀式和墳場下葬法事

蓮欉上師都沒有

這次白事

這讓那位師姐和她的

連續八天

好好休息

家人都很感動！還有

誦經法事是法國︽真佛宗︾同門

有史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

讓很多人感受到︿真佛密法﹀的

師尊加

那位師姐的父親

大家都說

上師慈悲

莊嚴殊勝
持

真有福分

再一次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

方

得到光明自

使我們冥陽兩界的眾生都

尊蓮生活佛傳給我們的︿真佛密
法﹀

有機會脫離苦海

在！感恩蓮欉上師慈悲隨和

讓大家明白﹁給

喜

無私才是真正

捨﹂的真實修

同時體會

無我

付出﹂的真義

便眾生的無私
予

悲

原來

﹁慈
行

的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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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師姐（著藍色外套）與殘障中心負責人、員工及殘障兒童合影。

■文∕蓮花耀斌

有

這樣一些家長
他們渴望家庭幸
福 卻因生有殘障子女
且家境貧寒 無法醫治
而飽受困擾
有這樣一些孩子
他們渴望過無憂無慮的
生活 卻因是孤兒或殘
障 奪去了他們幸福的
童年
有這樣一些老人
本應是老有所依 可是
晚年卻過著無依無助的
生活
這世間有多少人遭
遇不幸 有多少人生活
坎坷 可是他們卻仍感
謝上蒼 仍對生活充滿
信心 這一切皆源於人
間有真愛 源於人間有
希望
因為在他們的身邊
總有這麼一些﹁愛的使
者﹂ 給他們送來溫
情 總有有這麼一些救
苦救難的菩薩 為他們
伸出援手 帶來希望
其中 巴西︿真諦

雷藏寺﹀的同門就是這當中的一
群
八月二十日︵星期三︶一大
早 筆者就來到︿真諦雷藏寺﹀
救濟組負責人︱宮師姐的家中
與她一同前往位於 Brooklin 區的
︿ AAEB︵ 青 少 年 殘 障 救 治 中
心︶﹀ 宮師姐一路上興致勃勃
地向我介紹她的戰利品 在她的
座車 後車廂裡都放滿了她剛剛
從超市購買的大量生活用品；另
外由善信孫太太等同門捐助的基
本生活用品 包括食物 籃子
衣物 清潔用品等 則由另一輛
貨車前往︿真諦雷藏寺﹀搬運
而陳宗傑理事長早已在那裡等
候
一路上 她穿街走巷 根本
不用汽車導航儀 我問她：﹁為
什麼對路這麼熟悉？﹂她很輕鬆
地說：﹁因為路走多了 就記住
了！﹂這句話聽起來簡單 但卻
不知這裡面包含著師姐多年來的
辛勤付出啊！她雖已年逾六十
除了開店 照顧家裡外 仍然不
忘在修行之餘關懷弱勢群體
救濟活動是︿真諦雷藏寺﹀
的重要工作之一 近年來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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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雷藏寺﹀在住持蓮訶上師的帶
領下 救濟的工作不斷向前推
進 還專門成立了救濟組 由宮
師姐負責 隨著救濟活動的日益
加強 已得到了當地社會的廣泛
讚譽 也有越來越多的善信人士
加入她們的行列
做一件好事並不難 最難能
可貴的是她們多年來的堅持不
斷 而且她們已經把這些弱勢群
體看做是自己的親人 成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每個月都要去看
望他們 幫助他們 二十多年
來 她們的救濟工作從未間斷
足跡已遍滿聖保羅的老人院 孤
兒院 殘障兒童中心
等 真
是名副其實的﹁愛的使者﹂！她
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著聖尊
蓮生活佛﹁真實救度眾生﹂的諾
言 把佛法融入生活 把真愛灑
向人間
據殘障中心的協調主任
Joana 介紹 殘障中心目前暫時借
住在市政府的一個公共俱樂部
共收留近一百位殘障兒童青少
年 其中百分之六十是智障 年
齡從零歲到廿一歲不等 而這些
孩子的家長皆因家境貧困 無法

把孩子送到專門的醫院救治 只
好送到他們這裡
該中心現有十四位員工 四
十多位義工 由於患者的費用全
部是免費的 所以該中心目前面
臨很大的經濟困難 甚至連維持
日常開銷都已成了問題 看著那
些堆積如山的用品 中心負責人
感激地說：﹁你們是上帝派來的
使者 上帝一定會賜福你們 ﹂
她詳細地向我們介紹了中心的情
況以及目前所遇到的困難 並帶
我們參觀了殘障兒童救治的教
室
在參觀過程中 我們看到中
心的醫務人員 老師正在為兒童
們做理療和心理治療 有些教室
裡的老師正在教授孩子們繪畫
做手工等 教他們一些力所能及
的知識技能 期望將來他們能夠
成為對社會 家庭的有用之才
最後 中心負責人希望透過
我們呼籲更多的社會人士關心他
們 尤其是目前他們正在建造自
己的殘障中心 因資金問題現已
停工 希望有更多的善信大德伸
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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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為殘障兒童做心理治療。
▲老師教授殘障兒童繪畫、做手工。

買不得（㆓）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洗髮精、沐浴精、洗面乳等皮膚清潔用品
各種清潔用品登場，觸㆟心弦的旁白，這些商品是多麼的滋潤肌膚、保護秀髮，但這些
每㆝接觸我們皮膚的清潔用品，主要成分㈲哪些？
EDTA（ ㆚㆓胺㆕㆚酸 ）： 是沈澱防止劑、硬㈬軟化劑，會刺激皮膚和黏膜，會引起缺
乏鈣質、血壓降低和腎功能減退等。
安息香酸鈉（ benzoicacidsodium）： 可能引起胃腸功能減退。
己㆓烯酸鈉（ sorbicacidsodium）： 可能致癌。
paraben： 殺菌劑、防止黴菌劑，是引發肝臟障礙的原因物質。
香料：可能引起過敏。
知㈴廠牌的洗髮精含量高達 30％， 使用的是陰離子系合成介面活性劑（聚氣㆚烯㈪桂醚
∕ polyoxyethylenelaurylether）， 可能引起皮膚病和內臟障礙。
TAR 色素青色㆒號和黃色㆕號：㈲刺激性和致癌可能性。

化學物質合成的洗臉⽤品，會破壞⽪膚的⾓質層和顆粒層，甚⾄把⽪膚底層的蛋
⽩質溶解，⾧期使⽤，會慢性中毒。⽽合成洗髮精會傷害頭髮，使頭髮變脆弱，讓
頭髮表⽪膜消失，呈現營養不良的狀態。其實，洗⼿、洗澡⽤價廉物美的肥皂就能
去汙，⽽且不傷⽪膚，最好是選擇沒有添加物質的肥皂。
化妝品可能傷害肌膚
消費者在購買化妝品應先看看㈲沒㈲㆘列成分：
精製羊毛脂醇（ lanolinealcohol）： 是油性原料，會造成接觸性皮膚疹。
羥
基
㆙
苯
㆓
㆜
酯
及
羥
基
茴
香
㆓
（ dibutylhydroxytoluene、butylhydroxyanisol）： ㈲致癌可能性。
香料：是過敏源。

㆜

酯

合成介⾯活性劑，會破壞溶解保護⽪膚的⽪脂膜，會降低⽪膚本來分泌⽪脂腺的
功能，使⽪膚變成慢性乾燥累積性⽪膚炎。⽪膚科醫⽣說，塗抹乳液等⽤品，不是
「護膚（ skincare）」 ⽽是「摧殘⽪膚。如果⽪膚乾燥，不妨⽤「⼭茶油」或「橄欖
油」，可以代替添加諸多化學物質的乳液、化妝⽔等⽤品。
口紅、護唇膏
護唇膏的主要成分和乳液、保養霜相同，非但沒辦法滋潤嘴唇，可能還會導致逐漸變成
乾燥的累積性皮膚炎，並且也㈲致癌或過敏的毛病。而口紅只是將油和㈬混合而成，加入合
成介面活性劑、 TAR 系色素、香料和酸化防止劑等。因為油很容易腐敗，所以還加入防腐
劑、防黴菌劑等 AR 系色素、石油 TAR 為原料合成，大部分都被確認會引發癌症。
近來，受㊛性歡迎的不掉色口紅，強調使用食用色素，其實大多加入了 TAR 系色素，而
且想想看，「不掉色」表示㆒直附著在嘴唇㆖，要卸妝時還不容易，所以各化妝品廠商都另
備㈲洗淨液，主要成分是使用化㈻物質合成的洗淨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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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Health
Medical Science

嘴唇是黏膜，吸收物質能⼒是⽪膚的⼗倍，對刺激物很弱，每天塗護唇膏、⼝紅，不
但會失去滋潤，還會乾燥、破⽪，罹患累積性⽪膚炎。如果愛⽤不掉⾊⼝紅，再⽤洗淨
液，不啻是雙重打擊。應該選擇成分安全的護唇膏和橄欖油，以為替代。
雜貨隱藏化㈻毒素
塑膠奶瓶：透明、攜帶方便、不容易摔破的塑膠奶瓶，深受現㈹父母的喜愛。嬰兒用奶瓶因為
用熱㈬泡奶粉，容易溶解出 2,2 雙對酚㆙烷，對成長㆗的幼兒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
發生影響㆒輩子的不良作用。 2,2 雙對酚㆙烷和戴奧辛、 PCB 並列環境賀爾蒙的㈹表之㆒，㈲引發
乳癌的可能性。由此看來，改用玻璃奶瓶是消費者㉂我保護的手段。
濕紙巾：㆖餐館時，服務生先遞㆖濕紙巾，外出擦手也少不了它，但其主要成分，包括：
㆛㆓醇（ propyleneglycol）： 會引起接觸性皮膚炎。
氯化㈩㈥烷基啶（ cetylpyrieiniumchloride）： 會刺激皮膚、黏膜、眼睛。
酒精（ ethanol）： 會刺激皮膚、黏膜，㈵別是皮膚過敏的小孩。
paraben： 對某些㆟會引起皮膚障礙，過敏性濕疹。
EDTA： 會刺激皮膚、黏膜、皮膚發疹等過敏的化㈻物質。
防腐劑和防黴菌劑：為了防止變質而使用，但可能引發皮膚癌。
所謂的抗菌濕紙巾還加入抑制菌和阻止細菌繁殖的銀、銅和亞鉛等㈮屬及藥劑。事實㆖，抗菌
濕紙巾的「抗菌效果」究竟㈲多少呢？曾進行㆒㊠試驗，選擇號稱抗菌的切菜板、丟廚餘的塑膠小
桶、洗臉檯、牙刷、洗碗海綿等 5 ㊠用品，塗㆖大腸菌，結果㈲ 3 成以㆖的產品幾乎完全沒㈲抗菌
效果。
㆒般㆟用了濕紙巾後就不會再洗手，所以濕紙巾的化㈻成分會殘留在手㆖，㈲些㆟還用來擦嬰
兒的小屁股，後果令㆟擔憂。站在環保的觀點來說，用了㆒次就丟，更是浪費森林㈾源。建議大
眾，用濕毛巾來擦手、擦臉，既環保又健康。
電動刮鬍刀：在電磁性生體㈻部門，曾經兩次獲得諾貝爾獎提㈴的美國紐約州立大㈻㊩㈻部教
授貝克在《 Cross Current― 電磁波「重複輻射」的恐怖》㆒書㆗，指出我們㈰常生活所使用的家
電製品，發出的電磁波安全值是 1mG。14 吋大的電視，距離 1 公尺所發出的電磁波剛好是 1mG。

使⽤交流式⾺達的、接插座的電動刮鬍⼑，在距離 3公分的位置，電池波⾼達
15,000mG， 是⾙克博⼠安全值的 15000 倍！眾所周知，電磁波會加速癌細胞的增值能⼒，
使之變化為惡性腫瘤。⾙克博⼠擔憂的是，如果臉上有痣的⼈，使⽤電動刮鬍⼑，其強⼒
電磁波可能會引發病變，因此⽽得⽪膚癌。雖然每天使⽤時間短，但輻射量會⽇積⽉累，
例如癌症、⽩⾎病、腦瘤等，因為電磁波⽽可能導致的疾病，都要等到 10 年以後才會出
現。所以，要避免每天⼀點⼀點接收輻射，最好儘快改⽤⼀般的刮鬍⼑，在臉上抹上肥
皂，安⼼地慢慢享受刮鬍⼦的樂趣。
《買不得》這本書再㆔強調，不是希望讀者看完之後，不知何去何從，而是希望大家㆒起思考
「今後要如何改善」，把意見和憤怒反映給㈽業和政府㈲關單位，也許因此能匯聚成㆒股催生環
保、健康產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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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ce a Tibetan Living Buddha, the elder of Yellow sect Amchok came to Lei Tsang temple
in Seattle. I pointed at one image and said it is ”Di shi”. Amchok shook his head.
I said again:
” Sakradevanam”.
He shook his head again.
Finally I said:
”Sakradevanam Indra”.
Suddenly he understood me:
” It is Indra, it is Indra.”
Then I realised, the heavenly king of Trayastrimsa heaven who is living at Sudarsana City
on top of Sumeru mountain, and the one in charge of the emperors of thirty three heavens is
known as ”Indra” to all the Living Buddhas from Tibet.
●
I strongly believe Indra and I have deep causation.
First of all, I was converted from a Christian to a Buddhist at the jade emperor temple,
which has the jade emperor as its main god. He is known as jade emperor to the Taoists and
Di shi to the Buddhists.
Secondly, before I came to this world, I descended to Sudarsanan City's good dharma
chapter. And Di shi gave me two presents:
The princess of Di shi (Lu Fu Qing), and the prince of Di shi (Lu Fu Qi). They wanted to
follow me to the Samsara World.
Thirdly, When I was a guest at the heaven. Di shi accompanied me, and I know the four
gardens there:
1, Vehicle garden where fast and safe space travelling vehicles were found.
2. Cu-Er garden where the weapons used in the war are produced automatically.
3. Mixing tree garden where heavenly beings have their exciting fun.
4. Blessing tree garden where all kinds of magnificent things can be seen there.
I have seen other treasures such as Di shi net - which is without boundary, Dishi's secret
vas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virtue vase, saint vase, auspicious vase that can reproduce all
kinds of treasures and Di shi's bow.
Indra was very sincere when he accompanied me.
Fourthly, The True Buddha Sutra which flowed from my heart was prompted by Indra's
question.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fully explained the extent of causation between
Indra and Padmakumara.
Fifthly, At the Sudarsana City's good dharma chapter heaven, I saw the secret Sutra of the
rituals completed by Indra. This sutra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translated by either Shi Bu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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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3 - The Great Spiritual Response Of Tantrayan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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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Xian.
●
In the book ”The night of Soul Lake”, I talked about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of Indra,
who followed me to the planet earth. This is a mysterious and colourful story. People asked
me incisive question on this.
” Is it true?”
” True.”
” Any Proof ?”
” They showed Indra mudra, when they were born.”
” Who saw this?”
” My wife and Me”
” You are from the same family, so it is not counted.”
Because of this doubt, I have prayed many times to Indra. Hoping that more children will
come from the same heaven, and they know how to show the Indra mudra. All of them will
cultivate Tantra and protect the True Buddha School.
To prove my point, I quote a letter:
I bow to Grandmaster,
Om mani padme Hum,
I prayed to the Grandmaster and wished that I could have a baby boy during my cultivations in
1989.
Not long later, that was on 7th March 1990 at 7: 15 a.m. (lunar calendar llth of second moon), my
wife gave birth to a child. I was there waiting and witnessed the child birth. As it was a baby boy, I was
so happy that I forgot to see whether the baby boy showed any mudra. I only had the chance to look at
him again when the baby room opened.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he was from the Indra heaven since
he was no different from other children. Silently I talked to the child, I told him I was happy to have
him, but I did not see him showing any mudra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Immediately after my
thought, I saw him struggling and his face turned red (his whole body was covered with cloth). His left
hand came out from the clothes, and his left thumb pressed on the middle and small fingers. He then
curved his index finger and pressed on the back of the middle finger. I write this letter to find out from
Grandmaster whether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 spiritual response.
Enclosed is the child's photograph and fifty Malaysian ringgits, please accept my meagre offerings.
Moreover, please let me have the empowerment of longevity Buddha.
I hope to be more witty and have more faith in Amitabha Buddha.
Your disciple, Lian Hua Xiang Zhen
1992.10.02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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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nourritures
pour les mânes des morts
et les esprits célestes

L

e roi génie continua :

— Plus tard, l'empereur Wu Ti pensa à
l'impératrice ; le grand boa se montra alors dans
un jardin interdit. Ce boa au corps fétide sifflait et
dardait sa langue. L'empereur Wu Ti voulut le
chasser, mais le serpent se mit à parler et lui
révéla que son âme é tait celle de l'impératrice et
qu'elle s'était incarnée dans le corps du boa à
cause de sa jalousie. Elle le suppliait de la sauver
en pratiquant une cérémonie de délivrance, pour
qu'elle puisse se libérer de ce malheur. Alors,
l'empereur Wu Ti rassembla tous les moines pour
qu'ils récitent des prières de repentance en faveur
de l'impératrice Hsi.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Chih-kung compila donc tous les rituels de
confession dans un grand livre de pénitence. En
s'appuyant sur la force des noms honorifiques de
tous les bouddhas, les cinq cents moines
bouddhistes récitèrent pour l'impératrice Hsi des
prières de repentance. Le grand boa s'enroula
autour d'une colonne et écouta le dharma tout au
long de la cérémonie. Lorsque la cérémonie
s'accomplit de la manière parfaite, des parfums et
des musiques célestes s'élevèrent dans le palais,
et l'impératrice Hsi se transforma en un être divin
et monta au ciel Trâyastrimsha. Telle est la
puissance de La Pénitence précieuse de
l'empereur Liang, c'est le don du dharma.
Je demandai encore :
— Le don du dharma est-il plus important que
la distribution des aumônes alimentaires ?
— L'aumône alimentaire permet d'assouvir
momentanément la faim ; le don du dharma
donne l'occasion de monter au ciel, il vient en
premier.
J'ajoutai :
— Y a-t-il des heures propices pour donner
l'aumône ?
Le roi génie répondit :
— Faire des offrandes aux bouddhas 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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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aux êtres cé-lestes au petit matin ; distribuer
des aumônes alimentaires aux esprits supérieurs
et aux mânes des morts dans la nuit, et aux génies
à la tombée du soleil, cela s'appelle les « quatre
temps de l'oblation de l'aumône ».
Je lui dis :
— Je pratique l'oblation sans distinguer les
périodes et je le fais quand j'ai à ma disposition
des offrandes !
Le roi génie expliqua :
— Vous,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quand votre sincérité est présente, le
temps de faire des offrandes est donc arrivé.
Ainsi, les bouddhas, les bodhisattva, les
protecteurs de diamant, les défenseurs du dharma,
les êtres célestes, les esprits divins, les génies,
tous se présenteront. Vous êtes un âchya ④ de
diamant du grand dhâranî, vous êtes évidemment
différent, bien différent.
Je me rappelai une autre question. Je lui
demandai donc :
— Et le brûlement des papiers dorés ?
Le roi génie se mit à rire :
— Il présente des traits communs avec le
brûlement de l'encens.
— Pourquoi cela revient-il au même ?
— Tout dépend de la sincérité.
— Qu'est-ce que la sincérité ?
Il répondit :
— C'est le coeur de piété filiale, le coeur de
gratitude, le coeur révérenciel, le coeur dévot, le
coeur de dédicace des mérites, le coeur avec
lequel on délivre les âmes des défunts de leurs
souffrances : de tout son coeur, de tout son zèle.
— En quoi consiste le coeur avec lequel on
délivre les âmes des défunts de leurs souffrances
?
— On prie tous les bouddhas de bénir la
purification de leur corps, de leur parole et de
leur pensée afin qu'ils puissent aller renaître dans
le royaume du Bo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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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st-ce possible ?
— Si on prie avec ferveur, les âmes pourront
certainement en tirer profit.
Le roi génie et moi voyagions ensemble par
l'esprit, tout en formulant questions et réponses.
J'avais posé des questions pendant tout le
trajet du voyage.Soudain, le roi génie
m'interrogea :
—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maintenant,
c'est à mon tour de vous poser une question : «
Avancer d'un pas, c'est la mort ; reculer d'un pas,
c'est aussi la mort. Si on ne s'avance pas et si on
ne se recule pas non plus, on sera submergé et
inerte comme une eau morte. Comment agissezvous dans ce cas-là pour trouver une issue ? »
Je répondis :
— Une stance consignée dans AvatamsakaSûtra (Sûtra de la guirlande des fleurs) dit :
Si l'homme veut comprendre parfaitement
Tous les bouddhas des trois phases de
l'existence,
Il doit visualiser la nature du Monde
dharmique,
Car tout est fabriqu é par le coeur.
Le roi génie hocha la tête en signe
d'acquiescement et demanda encore :
— Il y a un tigre devant, un loup derrière, un
gouffre profond à gauche et un précipice à droite.
Si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arrive à cet
endroit, comment fera-t-il pour franchir ces
obstacles ?
Je répondis :
Il ne faut pas tomber sur le dharma
conditionn é , ni sur le dharma non conditionn é .
L'attachement et la d é livrance sont tous
les deux oubli é s,
Les trois temps sont identiques à eux-m ê
mes,
L'espace s' é tend pleinement.

bondit, s'éleva dans l'espace et disparut. À cet
instant, apparut dans le ciel un terrain de diamant
précieux, une roue exceptionnelle et majestueuse,
ainsiqu'un pur et précieux joyau mani. Au-dessus
se trouvait une bannière somptueuse qui
répandait de la lumière, faisait constamment
entendre une musique merveilleuse, exhalait des
parfums extraordinaires et qui était parée de
perles. Au-dessous de cette bannière se trouvait
un bodhisattva, dont le corps était en diamant et
les vêtements en lazulite. Il chevauchait un
éléphant blanc, et son corps entier diffusait de la
lumière.
Je joignis mes mains avec révérence :
— C'est le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
— C'est exact.
— Le bodhisattva s'est manifesté en se
déguisant en roi génie pour porter secours aux
êtres vivants !
— Le corps de métamorphose est infini. Je
voulais, en me servant des questions et des
réponses, expliquer toutes sortes de dharma.
Durant mon voyage spirituel, je me dis même
que ce roi génie était omniscient et que ses
connaissances s'étendaient de la Terre jusqu'au
Ciel. Comment serait-il possible qu'il fût un
simple roi génie ? Je pensais qu'il était
certainement la métamorphose d'un grand
bodhisattva. Son pouvoir libre et prodigieux était
effectivement extraordinaire.
Je vénérai le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Le bodhisattva me dit :
— Je souhaite que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prêche les états illimités et magnifiques et
que sa voix merveilleuse porte partout et
longtemps.
-fin -

④ Maître du dharma.
Sitôt après avoir entendu cela, le roi gé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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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訊】〈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四屆第四次上師聯誼研討會於 2014 年 8 ⽉
25 ⽇於〈彩虹雷藏寺〉護摩寶殿順利召開，此次會議由〈宗委會〉秘書處處⾧蓮潔⾦
剛上師擔任主席主持會議，出席的上師共有 89 位。
會議⾸先由主席蓮潔上師代表〈宗委會〉致歡迎詞，主席感謝諸位上師能在護持根
本傳承上師聖尊蓮⽣活佛盧勝彥法王所主壇的兩場法會之餘，仍留下來參與宗務會
議，關⼼宗派發展。蓮潔上師邀請在今年新賜封為⾦剛阿闍梨的諸位上師，發表他們
第⼀次參與宗務會議的感想。
謹列師尊於於 2014 年（ 8 ⽉底前）新賜封的上師：
美國：蓮萬上師、蓮彥上師、蓮花璧珍上師、蓮現上師（因事缺席）
台灣：蓮余上師、蓮涯上師
韓國：蓮墻上師
英國：蓮將上師
德國：蓮欉上師
印尼：蓮菩上師（因簽證問題請假）
越南：蓮花續百上師
幾位新封的上師都⾮常謙虛地表達了⾃⼰被賜封上師的感想，也發表各⾃未來弘法
事業的期待。越南的蓮花續百上師藉由蓮照上師的翻譯，發表他對於〈真佛密法〉未
來在越南的期望及發展，在場的諸位上師都給予熱烈的掌聲⿎勵，期待〈真佛密法〉
在越南廣⼤弘揚。
接著由法務處處⾧蓮栽上師報告，〈宗委會〉法務處最近整理的儀軌以佛菩薩的分
類做為優先處理，⽬前佛部的儀軌已經整理好了，也把佛部儀軌分發給每⼀位在場上
師做為參閱，若儀軌有疏忽及錯誤之處，蓮栽上師希望眾上師能即時給予通知及指
正。
蓮哲上師因為法務繁忙，向〈宗委會〉辭去「真佛墓園組」組⾧⼀職，退為⼩組的
組員繼續護持。經過全體上師投票⼀致贊同蓮僧上師為「真佛墓園組」組⾧。
主席也為在場的上師做了簡易的年齡調查，初步瞭解《真佛宗》弘法⼈員的⽼⼈化
現象，經過統計， 89 位出席的上師中，已經有 67 位上師超過 50 歲以上。可⾒，對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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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所策劃的⽼⼈院、真佛墓園、臨終關懷，都有迫切的需要。
接下來是各⼩組的討論及進展報告。⾸先由「師尊⽂集推廣⼩組」組⾧蓮傳上師
報告了⼩組在這 2014 年的進展。⾄⽬前為⽌，「師尊⽂集推廣⼩組」已經助印了〈⼤
燈〉的兩本善書（《⼤願地藏》和《當下集》）以及師尊⽂集有關兩本陽宅的⼝袋
書，總共助印了 15000 本；⼩組也正在進⾏⽇⽂及英⽂的⼝袋書，⽽關於印尼的有聲
書，⽬前⼩組還在申請授權中。最後，「師尊⽂集推廣⼩組」感謝所有上師這幾年來
的護持以及協助推廣師尊⽂集。
「⽼⼈院組」組⾧蓮⽀上師報告⽬前⼩組還在收集資料過程，當所有資料⿑全的
時候，就會提出⼀份計劃書給〈宗委會〉。⽬前，⼩組發現每⼀個國家都有各⾃的法
情及國律，若是有上師有意願成⽴⽼⼈院，請轉交予⼩組整合，呈現在未來的計劃書
中。
「弘法⼈員關懷組」組⾧蓮悅上師希望⼩組未來也可以聯合上師與法師的聯誼
會，做為對內的關懷活動之⼀。⼩組也希望能把〈宗委會〉的關懷，延伸到各地的道
場，因此，⼩組規劃了⼀份調查表來了解弘法⼈員希望被關懷的事項，希望上師、法
師們能提供有關於關懷事項，如：福利制度、服務項⽬、研習班的需求、聯誼會、法
會講座……等事項。
「真佛墓園組」新升任的組⾧—蓮僧上師再次感謝諸位上師的信任，希望⾃⼰在
未來中能為「真佛墓園組」做出貢獻。蓮僧上師也分享了⼩組組員對於「真佛墓園
組」的建議，綜合意⾒後，提出未來的創意管理、弘法⼈員往⽣的處理程序、弘法⼈
員安葬……等看法。
公關處處⾧蓮悅上師希望宗派未來能對於弘法⼈員有明顯及實際的關懷，蓮悅上
師在之前會議所做的年齡調查中發現，宗派的弘法⼈員已經有漸漸⽼⼈化的現象，未
來對於醫療的需求將會增加，蓮悅上師建議配合「弘法⼈員關懷組」，⼀起進⾏對內
的關懷，希望各地能提供醫療服務這類的資料給「弘法⼈員關懷組」。
⽂宣處處⾧蓮訶上師在會議中展⽰《真佛宗簡介》的最新版予諸位上師閱覽。⽬
前，〈宗委會〉已經印刷了三萬份《真佛宗簡介》讓各道場及上師們索取。蓮訶上師
希望能把《真佛宗簡介》翻譯成各國語⾔，希望上師們能推薦優秀的義⼯們參與，翻
譯成各國語⾔。
蓮訶上師接著報告⽂宣處未來⼀系列的計劃，包括引進 App 的技術，加速⽂宣的
推廣，也計劃推出「蓮⽣活佛網路形象」議案。⽂宣處準備推出更多與世界各地密總
和道場的互動，推廣〈宗委會〉為世界道場的服務⽂宣，促進中央和地⽅性的交流，
提升宗派團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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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於八月二十三日〈西雅圖雷藏寺〉
「甲午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中宣布，將於八月二十七日賜「阿闍梨
灌頂」予下列法師及教授師：
一、〈海天雷藏寺〉蓮花續百法師（越南）
二、〈法明同修會〉蓮涯法師（台灣）
三、〈菩提雷藏寺〉蓮現法師（加拿大）
四、〈西雅圖雷藏寺〉蓮花璧珍教授師（美國）
五、〈彩虹雷藏寺〉蓮萬法師（美國）
六、〈彩虹雷藏寺〉蓮彥法師（美國）
謹此公告周知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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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蓮寧上師報告〈 TBSN〉 的最新發展。由於幕後作業龐⼤，所以要分幾個階
段推出改良的〈 TBSN〉 網站，在五⽉份的時候，〈 TBSN〉 網站已經推出第三版。在
最近〈 TBSN〉 網站的活動，可以發現⼤家對於持咒活動以及為師尊慶⽣的短⽚祝賀
活動，都⾮常受歡迎！這類活動有助於〈宗委會〉和世界各地道場的交流，以此緣
故，〈 TBSN〉 網站計劃明年推出「向師尊祝賀新年」活動，來滿⾜⼤家對這類活動
的興趣。
蓮寧上師也報告了〈 TBSN〉 網站在世界的排名，〈 TBSN〉 網站⽬前是世界排名
第 2 萬 6 千名左右，這個排名是由⼗億以上的數據⽽產⽣，這是⾮常難得的！因為全世
界的前 2 萬名網站都是屬於銀⾏和⾦融性的網站，即使是其他聞名的佛教團體，也都
沒有這樣的排名成績。所以，〈 TBSN〉 網站能得到如此成績是⾮常不可思議的，⽽
且還是在分散了流量之下（其他⾮官⽅網站同步發布〈 TBSN〉 網站消息），還能得
到如此結果，真的是⾮常難得！是次參與會議的所有上師，不約⽽同地⼀起⿎掌讚
歎。
蓮寧上師同時也報告有關〈 TBSN〉 網站的相關運作資訊，諸如：各⽉份的
〈 TBSN〉 網 站 點 閱 率 流 量 、 印 尼 版 〈 TBSN〉 網 站 的 同 步 運 作 、 〈 TBSN〉 在
Facebook 的 固 定 更 新 、 成 ⽴ 官 ⽅ 註 冊 的 電 ⼦ 書 … … 。 此 外 ， 除 了 英 ⽂ 版 的
〈 TBSN〉（ ⽬前尚未能同步更新），其他語⾔的〈 TBSN〉 也在籌劃中。
⽬前，〈 TBSN〉 已經放上《印尼時輪⾦剛法會傳集》，未來還會陸續推出電⼦書
和各種修法儀軌，⽅便弘法⼈員攜帶。⽽〈 TBSN〉 網站第四版，將會在明年推出，
新的功能包括上師與〈宗委會〉的呈報系統；這個系統能代替⽬前法務報告的程序，
不必再以傳真及來信通知。未來，上師們能從系統中得到最新的法務消息及法務的更
動，⽽這類呈報系統會慢慢延伸到法師及各道場來運⽤。
在「⾃由討論」及「臨時動議」中，主席宣布台灣明年的「春季⼤法會」的⽇
期，將在 2015 年 3 ⽉ 7 ⽇舉辦。同時，〈中觀堂〉也將會在 2015 年 3 ⽉ 8 ⽇在台北〈中
正紀念堂〉舉辦⼤法會，邀請師尊主持。
⽽後，上師聯誼研討會在⼀整天的冗⾧時間裡，⼤家熱烈地討論，於下午四點圓
滿結束。
在會議當中，出現了⼀則⾮常殊勝的事，〈彩虹雷藏寺〉上⽅竟然出現了難⾒的
⼤⽇彩虹光暈，這正呼應了上師們對於宗派的正⾯發展、希望《真佛宗》能繁榮成
⾧、得以利益更廣⼤眾⽣的⾼度期待！就如此刻的⼤⽇虹光⼀樣，〈真佛密法〉必能
遍照⼀切世間萬物⽽無阻礙，必能利養世間⼀切眾⽣，如彩虹般圓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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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蓮琪上師特訊】在〈西雅圖雷藏寺〉⼀年⼀度的秋季⼤法會之後，〈宗委
會〉依例於 2014 年 8 ⽉ 26 ⽇假座〈彩虹雷藏寺〉，舉⾏〈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
四屆第四次委員⼤會。共有⼗九位委員上師出席，分別是：蓮寧上師、蓮花德輝上
師、蓮花常智上師、蓮印上師、蓮主上師、蓮花常仁上師、蓮者上師、蓮旺上師、蓮
潔上師、蓮訶上師、蓮今上師、蓮太上師、蓮鳴上師、蓮栽上師、蓮哲上師、蓮悅上
師、蓮店上師、蓮萊上師、蓮⿓上師和蓮聲上師，並有列席與會的⼗⼋位上師，分別
是：蓮育上師、蓮衛上師、蓮琪上師、蓮才上師、蓮欉上師、蓮花程祖上師、蓮友上
師、蓮允上師、蓮夫上師、蓮將上師、蓮祖上師、蓮晴上師、蓮婷上師、蓮歐上師、
蓮元上師、蓮海上師、蓮東上師。
⾸先由擔任本次會議的主席—〈宗委會〉⽂宣處處⾧蓮訶上師致歡迎詞，主席感
謝所有委員上師及列席與會的所有上師們出席此次會議！特別歡迎〈⾺來西亞密教總
會〉、〈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印尼密教總會〉與〈印尼密教總協會〉出席參與
此次交流會！這是〈宗委會〉⾸次舉辦與各國密教總會的交流⼤會。
在交流會議的⼀開始，由〈⾺來西亞密教總會〉新任總會⾧蓮太上師作報告。
〈⾺密總〉 15 年來不斷地在東⾺、西⾺不定期舉辦區域性的師尊書展及培訓班，皆以
教育為主軸，培養弘法⼈員，提升素質，⾧期實⾏正觀、正念，達到正⾯的⼼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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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久⽽久之⾃然道⼼堅固。
因此，〈⾺密總〉在⾺來西亞凝聚了⼀百多個道場同⾨的向⼼⼒，發揮出⼀股強
⼤的⼒量，有著完善的組織：公關組、⽂宣組、網路組……。之所以有這樣的完善組
織，現任顧問—蓮花程祖上師功不可沒！蓮花程祖上師⾄今仍努⼒不懈，強調以教育
為出發點，培育⼈才，配合〈宗委會〉的度眾⽅針，在⾺來西亞將〈真佛密法〉這股
清流注⼊⼈⼼，發揚光⼤，利樂有情。
接著，〈印尼密教總協會〉蓮花⽉琴師姐報告。協會在印尼也是戮⼒推動弘法⼈
員的培訓，已成⽴⾼中青年班，舉辦⼀年兩次的青年研習班，以初中、⾼中⽣為培養
對象；同時也想嘗試把〈真佛密法〉融⼊⼤學教材，但⽬前⼈才缺乏，因此，蓮花⽉
琴師姐希望〈宗委會〉要建⽴教學團隊，推動宗派的教育發展。
蓮花⽉琴師姐表⽰，希望能有統⼀的教材，⽅便印尼同⾨（尤其是⽅便原住民同
⾨）學習和依⽌。⽉琴師姐也常到鄉下，探訪關懷設備極其不⾜的各道場，進⽽給予
適當的輔導與幫助，更希望〈宗委會〉以後能在印尼舉⾏助教考選，但應更加嚴格，
著重⼈品，以⼼地善良為要。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理事⾧蓮歐上師提出了僧眾⽼化和福利問題，以及由此
⽽出現的出家僧眾斷層的危機，希望〈宗委會〉就此問題深⼊探討，解決斷層現象。
蓮哲上師也提出《真佛宗》這三個字及標誌、咒輪應該註冊，以《真佛宗》的名字在
世界各地申請註冊，⽅便將來的管理。
在這次會議上也提及《真佛宗》⼥出家眾的問題，〈宗委會〉將完全依照師尊所
說的「佛陀制定的制度不可改」，所以，以後《真佛宗》的⼥眾只能出家⼀次。
最後，〈宗委會〉財政處⾧蓮印上師報告：〈宗委會〉成⽴於 1998 年，蓮印上師
於 2006 年接任財政⼀職，除遵師囑籌集護法⾦剛資⾦外，〈宗委會〉從沒公開籌過
款，這⼀切都要感恩師尊的加持。⽬前，〈宗委會〉每年的帳⽬都是由美國合法的政
府公司處理，所以，帳⽬都是⾮常清楚、完全合法的。
〈宗委會〉與各地密教總會第⼀次的交流⼤會，得到了熱烈迴響，促進了解各地
道場運作的情況與問題。〈宗委會〉也希望各國的密教總會、協會能更深⼊了解各道
場的產權問題，以⽅便《真佛宗》未來進⼀步輔導及幫助各道場。同時，〈宗委會〉
也會著重於教育，培養更多優秀⼈才，讓弘揚〈真佛密法〉的腳步更穩健。
⾸次的交流⼤會得到了很好的效應，上師們也都⾮常熱絡地交換⼼得。⽇後，
〈宗委會〉將會持續做這樣的交流活動，以期將《真佛宗》、〈真佛密法〉更圓滿地
深⼊⼈⼼，讓《真佛宗》的旗幟飄揚在世界上每⼀個⾓落。
最後，在主席蓮訶上師帶領下，與會上師持唸三遍『圓滿咒』，為第四屆第四次
的委員⼤會劃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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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西雅圖訊】在繁忙的西雅圖秋季⼤法會期間，師尊蓮⽣活佛已經連續兩
個星期慈悲為眾⽣問事、加持和灌頂，解救眾⽣於⽔⽕，救拔眾⽣的病業痛苦，驅
散弟⼦們⼼中的煩惱烏雲，師尊犧牲了寶貴的休息時間，完全無暇作畫和寫字，⼀
⼼只為眾⽣解除疾苦，滿⾜⼤家的祈求和願望，如此悲憫之⼼、忘我犧牲之舉，令
⼈⼼痛落淚，感動莫名。
在各國前來問事的同⾨中，也有弟⼦才剛⼊⾨，還在修基本的法，卻連求⼗個灌
頂，⽽且還在不斷祈求更多灌頂，對此，師尊殷重地教導弟⼦們，不要貪圖過多灌
頂，真佛⾏者應當專注於三根本（根本上師、根本本尊、根本護法），⼀法成就，
法法成就；⼀佛相應，佛佛相應。
師尊開⽰說：「我每⽇只修三本尊：瑤池⾦母、阿彌陀佛和地藏王菩薩。只要你
跟瑤池⾦母相應了，就相應了所有天上道教的神；你跟阿彌陀佛相應了，所有⼀切
佛，你都可以召請；你跟地藏菩薩相應了，閻羅王和所有幽冥界，全部都可以召
請。所以，天界、佛界、幽冥界都可以召請，⽽佛⼜⽐菩薩⾼，由阿彌陀佛出⾯，
哪⼀個菩薩不相應！所以，修⼀尊相應了，你就會相應很多尊，⼀就是多，多就是
⼀。很多⼈不懂，他們喜歡多，可是⼀尊都沒有相應，那⼜有什麼⽤呢？這個道理
要清楚，不要⼀天到晚求灌頂，問他在修什麼法？他說在修『四加⾏』。『四加
⾏』還沒相應，就求了⼗幾個灌頂，這樣對嗎？很多⼈貪法，但是不實修。沒有要
修這個法，就不要去求灌頂。」
師尊舉例說：「單單畫符就很不簡單了！畫符之前要吃齋整⽇，要⽤⾹⽔沐浴，
要穿最新、乾淨的⾐服，⽤最虔誠的⼼，擺⾹案向虛空中祈求，然後開始的時候，
先要把筆清淨，把墨⽔清淨，把紙清淨乾淨，『清淨咒』唸完之後，擺好紙張才開
始畫符；從符頭到符尾，最好整個⼀⼝氣畫完，畫完之後最重要的還是要加持—畫
符者請佛菩薩進到⾃⼰的⾝體裡，再加持這張符，最後還要三跪九叩。規矩是這樣
⼦的，在古代是很嚴格的，這些在《靈仙⾶虹法》裡⾯都寫得很清楚了。」
「所謂『不會畫符⿁神笑』，是說⼀個⼈根本不懂畫符的規矩，卻在那裡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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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神都在旁邊笑話他。所以，畫符是⼀件很嚴肅的事情，⽽有些⼈求『畫符
灌頂』實在是很隨便的，聽到有灌頂，就叫⼤家⼀起來灌，曾經有⼀次上百⼈⼀起
求『畫符灌頂』，連兩歲的⼩孩⼦也要『畫符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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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得了『畫符灌頂』，隨隨便便就照書抄給別⼈，他不知道畫符的要
求是：求符的⼈、畫符的⼈和神明，三者的⼼必須合⼀。他如果不懂得恭敬，畫符
沒有效果，那最後不就是還要怪到師尊嗎？所有的⿁神最後也會怪到師尊，怪師尊
亂教⼈畫符，做師尊的擔⼦真的很重啊！」
師尊回憶起：「有⼀個⾺來西亞的弟⼦寄來⼀百塊錢，要求⼀百個灌頂。⼀塊錢
⼀個灌頂！弟⼦要⾃⼰想想看。什麼叫做灌頂？這樣求灌頂可以嗎？太不如法了
吧？恭敬⼼何在？敬師、重法之⼼何在？師尊召請佛菩薩來灌頂，只給⼀塊錢，那
不是等於是在耍佛菩薩⼀樣！這不是錢的問題，在禮節上都說不過去！按照禮儀，
灌頂時，求灌頂的⼈，應當在旁邊跪著，⽤最虔誠的⼼祈求，⽽且還要觀想那⼀尊
佛菩薩，持祂的⼼咒，結祂的⼿印，這樣才可以，⽽有的弟⼦來求灌頂，卻連咒語
都不會唸，怎麼可以呢？」
師尊說：「在《喜⾦剛》中寫過，以前的⽩教祖師⾺爾巴向卓⽶譯師求灌頂，卓
⽶譯師要他供養⼀個莊園，包括⼟地、⽜⽺，所有的財物都要供養，才給予⼀個灌
頂。卓⽶譯師講：『我不是貪你的錢財、你的⼟地、你的莊園，不是的！⽽是要你
能夠重視這個法！所以才要你⽤⾝家性命、全部資糧來供養！』 ⽐較起來，《真佛
宗》的灌頂實在是太隨便了！」
「現在，很多⼈摩頂、灌頂、問事，都只包⼀塊錢的紅包，他們求那麼⼤的灌
頂，問很重要的⼈⽣⼤事，求佛菩薩治癒很重的疾病，卻只包⼀塊錢！想想看，佛
菩薩降臨了，⼀看到祈求的⼈如此兒戲，那會怎樣呢？如果你確實沒錢，也是可以
⽤你最虔誠的⼼，沒錢也能感動佛菩薩。但現在，每個⼈都去財務處換⼀塊錢零
錢，這樣的⼼如何能夠感動佛菩薩。」
〈宗委會〉在此鄭重呼籲全體真佛弟⼦，要真實地實踐「敬師、重法、實修」，
珍惜師尊的每⼀次傳法和灌頂，真⼼愛護根本傳承上師的佛體健康，讓師尊有更多
的時間可以寫字、作畫和休息，同時請謹記師佛的教導：專注於三根本，不要貪
法，要敬重灌頂，⽽且求了灌頂就要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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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組‧西雅圖訊】 2014 年 9 ⽉ 1、2 ⽇，〈真佛宗世界宗務委員會〉核⼼⼩組在
美國西雅圖〈宗委會辦事處〉舉⾏了為期兩天的核⼼會議，出席此次會議的有：《真
佛宗》接班⼈蓮寧上師、公關處⾧蓮悅上師（此次會議主席）、秘書處⾧蓮潔上師、
財務處⾧蓮印上師、法務處⾧蓮栽上師、總務處⾧蓮者上師、監察處⾧蓮旺上師和⽂
宣處⾧蓮訶上師。
此次會議氣氛祥和，討論熱烈，產⽣共鳴，時⽽沉思靜默，時⽽慷慨激昂，時⽽
歡呼雷動，時⽽掌聲熱烈，⼤家⿑⼼協⼒，不僅努⼒地解決宗派的種種現象問題，更
著眼宗派的宏觀發展，致⼒於宗派的整體改善和推動。
根據會議的流程，處⾧們⾸先回顧查閱了 2014 年 7 ⽉核⼼會議的記錄，檢查了諸多
決議的執⾏情況。然後由七位處⾧們分別做出述職報告，匯報近兩個⽉以來的⼯作進
展狀況。接下來進⼊⼀般討論案、網路討論案、決議案、特別討論案和臨時動議，⼀
共研究、討論和決議了 30 個議題，其中主要內容如下：
1、 師尊所講授的《密教⼤光華—細說密教完整儀軌》是所有新皈依者的⼊⾨必讀
書籍，《真佛宗》在徵得師尊、師母同意之後，由蓮悅上師負責編輯、排版及印製⼯
作，蓮訶上師負責校核已經完畢，核⼼⼩組七位處⾧共同審閱，決定採⽤橫版模式，
保留⼝語化的形式，將⼤量印刷，並製作電⼦檔，在網路上供⼤家下載閱讀，同時各
地密總也可以⾃⾏印刷，免費與新皈依的真佛弟⼦們結緣，利樂無量眾⽣。
2、〈 宗委會〉將製作所有師尊所傳的佛菩薩⾦剛護法之護摩咒⾳，此項⼯作由蓮
栽上師負責，此官⽅正式版本的咒⾳未來將發⾏⾄全世界各《真佛宗》道場，供所有
道場法會使⽤。同時蓮訶上師建議，製作《真佛宗》唱誦標準版，由〈宗委會〉發
⾏，以供全世界的各道場學習梵唄之⽤。
3、 師尊曾經在法會上指出，〈宗委會〉⽂宣處可以倡印《蓮花童⼦的根源》⼀
書，根據師尊的指⽰，核⼼會議討論了倡印此書的⽅案，⾸先請蓮寧上師與此書的作
者張明聰先⽣會談，取得作者的同意和授權，然後將發起倡印活動。
4、〈 宗委會〉的功能之⼀就是協助世界各道場建⽴完善的體制，促進道場的發
展，廣度眾⽣，但是芸芸眾⽣千差萬別，各具習性，道場發展難免遇到⼈事問題和糾
紛，此時，〈宗委會〉就肩負起指導、調和的作⽤。此次核⼼會議，處⾧們甚⾄邀請
道場負責⼈出席會議，當⾯述說問題癥結，理清脈絡，共同找到最佳的解決⽅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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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能讓真佛的菩提事業在世界各地繼續⾶揚。
5、 在上週全體上師⼤會之中，真佛墓園⼩組原組⾧蓮哲上師因為⼯作太忙⽽請
辭，⼤會改選蓮僧上師為新任真佛墓園⼩組組⾧。蓮僧上師上任伊始，希望⾸先對全
世界真佛道場的墓園情況做⼀個詳盡的調查，此調查表經核⼼⼩組審核和修改，近⽇
將寄發世界各地雷藏寺和擁有墓園的分堂，請各道場將填寫好的表格及時寄回西雅圖
〈宗委會辦事處〉，以便整理統計。
6、 在今年的西雅圖秋季⼤法會上，⼀位令⼈矚⽬的越南法師接受聖尊蓮⽣活佛剃
度出家，成為《真佛宗》的⾦剛阿闍梨，法號蓮花續百上師。蓮花續百上師係北越
〈海天雷藏寺〉住持，其名下有五座寺廟，弟⼦數千⼈，如今成為《真佛宗》在越南
的第⼀位⾦剛上師。師尊預⾔，未來越南會度萬萬眾，〈真佛密法〉會變成越南佛教
的主流！如何協助續百上師將〈真佛密法〉弘揚於越南、如何普度未來的越南真佛弟
⼦、如何管理本宗派的弘法⼈員在越南的弘法……等等，這些都是核⼼⼩組積極熱烈
討論的問題。
7、 鑒於每次⼤法會的主辦單位都要製作上師、法師的名牌，為了節省這些開銷，
也為了⽅便⼤眾對《真佛宗》弘法⼈員的辨認，更為了弘法⼈員莊嚴和約束⾃⼰，
〈宗委會〉將製作上師、法師證件牌，此議案由蓮訶上師提出並負責執⾏，七位處⾧
共同審核和決議了證件牌的形式和細節，將由〈⾺密總〉及⾺來西亞〈華光功德會〉
贊助製作。
8、 根據師尊的指⽰，〈宗委會〉核⼼⼩組公布：依照佛制，真佛⼥眾只能出家⼀
次。⽐丘尼如果還俗，將不能夠再⼀次剃度出家。
9、〈 ⾺來西亞密教總會〉提出了影⾳弘法計劃：為了讓更多眾⽣認知蓮⽣活佛，
〈了解真佛密法〉，將以：⑴製作單元劇集、⑵製作⼈⽂性節⽬、⑶製作電影等形式
推動真佛網路電視，甚⾄有〈真佛宗電視台〉的建⽴。對此，核⼼⼩組的處⾧們給予
熱烈的⽀持和⿎勵，期盼著真佛影⾳弘法能夠更上⼀層樓！
10、 在核⼼會議的最後，公關處提出了「真佛宗未來三年展望」計劃，其中包
括：⑴道場關懷與輔導、⑵弘法⼈員之關懷與輔導、⑶全球道場的教育與關懷計劃。
⽽在教育案中包括：⑴區域性教育、⑵法師研習班及聯誼會、⑶新出家法師培訓教
育、⑷網路教育案、⑸成⽴教育⼩組。
此次核⼼會議在極為熱烈的氣氛中結束，並於當⽇晚餐之時，向師尊、師母報告
了會議的諸多決議，請師尊、師母給予指⽰，師尊、師母開⼼的⿎勵諸位處⾧，並給
予了詳細的指導，九⽉的核⼼會議在此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美國‧台灣

池金母與︽真佛宗︾有莫大因
緣 在三十多年前 蓮生法王受
瑤池金母付託 把︿真佛密法﹀
從台灣傳到美國及全世界 這個
弘傳密法的因緣 實在是不可思
議！這讓我們這些在國外的善信
和弟子也得以聽聞︿真佛密
法﹀ 上師提到 有很多真佛行
者都是從瑤池金母那邊來到人間
護持佛法的 但只要稍一疏忽
便會引來貪愛 執迷在塵濁和光
怪陸離的誘感中 心性容易被污
染 使靈智矇蔽 不知往返天
界 幸好聖尊發大願力來救度有
情眾生 脫離六道苦海 所以我
們要衷心感謝聖尊所傳的︿真佛
密法﹀ 不管入世 出世 都能
度種種不同的有情眾生
蓮弘上師說 ︻瑤池金母定
慧解脫真經︼是一部寶典 大家
一定也要好好研讀 裡面有很多
修行的方法和宇宙的法則 希望
大家要明瞭金母的苦口婆心 謹
記時時刻刻修持心性 斷絕聲色
的誘惑 自然可以悟得宇宙真
諦 成佛有望！最後 上師感謝
所有護持法會的義工及全體同門
善信大德 更感謝聖尊慈悲和諸
佛菩薩加持 法會圓滿吉祥

而產生不同的變化！點燈初期
原本燈油或杯口會有變黑的現
象 經由法會期間唸誦︻地藏
經︼後 會漸漸轉淡；或原本燈
油黑濁 經過添油及唸經加持
後 也會逐漸變淡 這都是業障
逐漸消除的好現象
如果油燈一直保持潔淨 代
表﹁本業﹂及﹁宿業﹂較輕 此
為可喜可賀之事！建議每年持續
點燈供養地藏菩薩 就可以不斷
增福 但必須注意應避免在身
口 意上再造新業
殊勝法會 廣利眾生
今年﹁燈供﹂有個特別的現
象 有數隻飛蛾於啟燈後飛進壇
城 停在布幔之上 一同參加誦
經 一直到法會結束才飛離開
見者無不驚歎！
連續七天參與法會的眾善信
大德 每天都懷著虔誠之心而
來 親自讀誦︻本願經︼一部
會後皆滿臉歡喜 滿載喜悅之心
回家 這就是殊勝的驗證！今年
來不及點燈的大德 明年可得把
握機會喔！誠摯歡迎您來共同參
加法會 感受法會的殊勝圓滿

點燃心燈 歡喜祈願 點燈供養 消災祈福

點燃心燈 歡喜祈願
︻台中訊︼感恩師佛慈悲加
持 ︿太平雷藏寺﹀﹁二○一四
年地藏王菩薩千燈供法會﹂於八
月二十四日圓滿結束 圓滿日當
天湧進來自各地的大德參加法
會 誠心恭誦︻地藏本願經︼
祈願地藏王菩薩慈悲滿眾生願
此次法會壇城就是完全遵照︻地
藏本願經︼所言而布置 非常莊
嚴殊勝！我們用令牌及燃油燈做
供養 油燈七天七夜永明不滅
每盞燈都是由聖尊賜下的﹁根本
傳承種子火﹂所加持點燃
點燈供養 消災祈福
油燈 會因個人的業力不同

與會同門善信於大殿虔心恭誦【地藏本願經】

時時刻刻修持心性 ㉂然可悟宇宙真諦

︻蓮花新民 北卡訊︼二○一四
年八月九日 十日 美國北卡州
︿禪觀雷藏寺﹀舉辦﹁瑤池金母
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會﹂ 邀請
來自佛羅里達州︿聖德雷藏寺﹀
的住持釋蓮弘金剛上師蒞臨主
壇 蓮銨法師 蓮誼法師 蓮花
麗娥堂主與眾同門及善信大德護
持 法會布置莊嚴 供品俱足
蓮弘上師不辭勞苦地幫信眾看陽
宅風水及問事解疑難 法會期間
又教導氣功療病的方法 給了大
家無價之寶 上師雖年近八十
歲 但中氣充足 說話響亮 可
見上師的修為確實大有證量
在護摩法會中 上師開示瑤

蓮弘上師於〈禪觀雷藏寺〉主持「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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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已經如火如荼地在進行
著
由於是次法務是歐洲地區第
一次舉辦﹁三天三夜尊勝佛母持
咒活動﹂ 因此獲得十方各界人
士紛紛熱烈響應 在沉寂的歐洲
初轉﹁尊勝法輪﹂ 真有如大地
震動般 撼動人心！此次法會邀
請來自英國的蓮莘金剛上師主
壇 並由德國︿忍智堂﹀的釋蓮
欉金剛上師 荷蘭的蓮筒法師
英國的蓮枚法師 西班牙的蓮籠
法師共同護壇 更有來自英國
法國 比利時及荷蘭當地的同門
前來護持
在這三天當中 從各地前來
護持的同門 因珍惜此次殊勝的
因緣際會 摒棄俗務 忘掉疲
憊 日以繼夜地持誦 專心地大
轉真佛法輪 而︿真音堂﹀的同
門 更是無私地捨棄寶貴的休息
時間 除了提供貼心的交通接送
服務外 更準備了生津解渴的飲
料和膳食 供應給護持法務的同
門 在每天每夜接替休息的期
間 飯堂中不時可聽到各地同門
互相交流 愉快的歡笑聲充斥著

每一個角落 然而 歡樂而殊勝
的光陰 往往如流星般地快速飛
逝 三天三夜持咒活動終於在八
月十日上午十時 於簡單而莊嚴
的圓滿壇中徐徐落幕
八月十一日接著舉行﹁尊勝
佛母中元節息災祈福超度暨請佛
住世法會﹂ 法會甫於中午時分
開始 隨即雷電交加 大雨滂
沱 彷彿龍天護法親臨顯現威神
力 驚懾蒼生的妄念 又似洗滌
大地 潔淨眾生的無明；但 一
瞬間卻又雨過天青 彷若尊勝佛
母慈悲放大光明普照世間 是日
法會得到諸佛菩薩慈悲加持 法
喜充滿 且進行流暢無礙 唱誦
至﹁請佛住世祈願文﹂時 觸動
思佛情深及感念末法時期障礙重
重 同門紛紛潸然淚下 場面感
人！
蓮欉上師在法語開示時 以
輕鬆幽默的口吻 道出佛法的奧
妙 而蓮莘上師則語重心長地闡
述世間弘揚佛法的艱難 二者所
說雖截然不同 但若合二為一
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蓮花童子境
地 師佛常言：﹁知難修而修

True Buddha School NEWS

知難行而行 才是真正的真佛行
者 以稚子之心清淨無畏 無為
而為 正是蓮花童子！﹂
法會最後由慈悲的法師們
帶領大眾持咒繞尊勝佛塔七匝以
滅諸罪！法會在一片祥和的咒音
中 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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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難修而修，知難行而行，才是真正的真佛行者

︻阿姆斯特丹訊︼二○一四年八
月七日是寧靜祥和的一天 位於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真佛宗︾道
場︱︿真音堂﹀ 除了散發在清
晨空氣中柔柔的裊裊香煙 更傳
出一段段雄渾澎湃的﹃尊勝佛母
咒﹄咒音 原來籌備已久的﹁三
天三夜佛頂尊勝陀羅尼持誦活
動﹂︵從八月七日至十日︶及
﹁尊勝佛母中元節息災祈福超度
暨請佛住世法會﹂︵八月十一

荷蘭

T.B.S.

蓮莘上師、蓮欉上師與法師們及眾同門善信於〈真音堂〉合影留念。

澳洲

短

定要跟隨聖尊蓮生活佛的腳步

罪

俗子舉心動念無不是業

淨信方得加持 修法、㈻佛就是要時刻保持身口意的清淨
隨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學習

﹁敬師

修法
而我們這些凡夫

實修﹂

讓我們一起請佛住世

將︿真

點燃真佛弟子的心燈

地藏王菩薩法相

瑤池金母法相

真佛法脈源源不斷

法輪

落

讓

大轉

佛密法﹀普傳到世界的每一個角

重法

一

無不是

從布里斯本趕來悉尼主持兩場大

︿真佛密法﹀

我們有幸跟

法會｜﹁瑤池金母息災祈福治病

一定會得到聖尊以及諸佛菩薩的

無常不期而至

增益超度護摩大法會﹂及八月十

加持和守護
會得到所有佛菩
消除諸

︻高王觀世音真經︼

意的清淨

今世我們有緣得遇明師

日的﹁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息災

薩的加持

諸佛菩薩名號

唸︻高王經︼就是持誦宇宙

若有淨信的心

祈福增益超度大法會﹂
吃苦耐勞

也是悉尼同門所熟悉的

法理通達

蓮祈上師是一位處事嚴謹
辦事認真
的上師

許多同門善信都非

中有云：﹁能滅生死苦

因此

上師

所
不受病
將來往生西方摩訶雙蓮池
在
整個七月都是﹁佛歡

蓮祈上師開示

八月十日恰逢農曆七月十五
佛教來說

即先

日的中元節

苦

以我們要懂得祈求善終

﹂這是佛菩薩的誓願

毒害
︿嚴山雷藏

整個道場
義工們將花

等供品

請購金紙

非常熱鬧！大家

到了法會當天

常踴躍地參加這兩場法會
寺﹀人來人往
燈

忙著填寫報名表格
蓮花

擠得水洩不通

也就

口

意三業

喜日﹂

又是﹁自恣日﹂
自我檢討身

果等各種供品擺滿
大眾虔誠祈求法會主

同時也是
可以

行者於此月份
每日唸誦﹃報父母恩咒﹄

﹁報父母恩日﹂

是自己做懺悔的日子

茶

燈

蓮祈

大放光

香

諸佛菩薩加持攝受

了壇城
尊

希望所求皆能如願
綜合兩壇法會的開示

明

報答累世及現世父母的養育之
囑

口

學佛就是要時時刻刻保持身

並可融入日常生活中

蓮祈上師的開示句句深入人

上師指出密教供養的重要性

千萬不能

恩
要懂得惜食惜福

告知與會大眾人生苦

心

咐真佛行者要虔心供養諸佛菩
浪費及糟蹋食物！法會供過的食

薩

物都能食用

眾同門合影留念

悉尼訊︼二○一四年八

循善誘

蓮祈上師與法師

︻沈瑾

︿嚴山雷藏寺﹀理事會

上師循

月三日

能保平安

再次有幸邀請釋蓮祈金剛上師

73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242冊

─ 見聞覺知

書名是「怪談⼀篇篇」，副題是「⾒
聞覺知」。
⾒──是我看來的，
聞──是我聽來的；
覺──是我感覺到的，
知──是我知道的。
所㈲的鬼故事都以
「這是真的故事！」做為
賣點，卻沒㈲哪㆒本書能
夠在靈異怪談之後，完整
道出那個真實存在卻不顯
露的世界。蓮生活佛盧勝
彥法王在夏季的末尾，即
將結束的鬼故事季節，帶
來最新著作《怪談㆒篇
篇》做為總結。書㈴彷彿
是坊間常見的靈異故事，
卻又並非這麼簡單。
所謂「怪談」是靈異
的，是神⿁的，是因果
的，是怪異的，
我⾃知，這⼀切都是真的！禍福有
命，死⽣有數，就讓我說⼀說吧！
～蓮⽣活佛盧勝彥～

對㆒位實修成就的密教行者，當身體
能量催動，相應宇宙㆞㈬㈫風時，是可
以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產生真實的
力量，在幽冥㆟間㉂由來去，㆖㆘㆔㈩
㆔重㆝、㆔千大千世界裡任遨遊。作者
無意在滿坑滿谷的鬼故
事書㆗再堆疊㆒本，而
是以嚴謹的筆觸，詳實
記載幽冥界裡的故事，
那些祂所親身經歷、親
眼看到、親耳聽見、親
㉂知道的，真實發生過
的故事。
書㆗內容雖以怪談
起篇，主旨卻非嘩眾取
寵，而是㆒再㆞提醒世
㆟因果乃不可思議的難
思議，㆒言㆒行務必謹
慎小心，勿輕乎果報之
事，㈲時驗，㈲時不
驗，事實㆖遲速而已，
神理終不憒憒！
《怪談㆒篇篇》意
不在嚇㆟，也不需獵奇，而是要藉由這
些故事，告訴讀者：這個世界，還㈲很
多我們看不見的真理！信不信由你！
〜大燈文化供稿〜

依

真佛傳承特別設計，更祈求師尊慈悲加持賜予「押煞符」，為其放置
場所押制百煞，以及「旺㆞符」，使先人得地靈旺盛之氣，以庇祐子
孫代代昌隆，是冥陽兩利兼具調合大地之氣的最佳聖品。
骨灰罐材質有黃玉、青玉、琉璃等材質可供選擇。
Ａ：蓋面鑲有師尊親自加持九彩「施華洛世奇水晶」及「六道金剛咒」。
Ｂ：蓋內為「尊勝佛母心咒」。
Ｃ：罐身為「高王觀世音真經」。

歡迎世界各場同門善信大德選購，福蔭陰陽，出世、入世皆得根本傳承上
師六道金剛咒、尊勝咒、高王經之護祐。
註：弘法㆟員可享㊝惠價格。同門憑護持法會、贊助收據㈮額累計，最高
折扣參仟元台幣。
•經銷處：舟翔㊪教文物（徐國聖）0927138768
•㆞址：台灣省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㆓段㈧㈩㈥號

•電話：03－4912507
•傳真：03－4911757

• 網址 : www.jos.url.tw
•E-mail：nov11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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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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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燃燈雜誌》為結緣贈閱，本社一切開銷支出包括印刷、包裝……等等，都極需
您的發心捐助！
《燃燈》第二三九期〈燃佛心燈〉專欄－師尊在〈善書 善書 善書〉文中寫到：印善書

不只是幫助往生者，事實上，對所有的有情眾生均有助益。……印送善書是「冥陽兩
利」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亡者、生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印善書是大善行，不可
小視，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為了回饋您的發心，燃燈雜誌特別為您報名參加全年三十九壇以上的護摩法會功德迴向，增添您的
運勢和光明，並寄送一年份的《燃燈雜誌》以及數種贈品。（贈品方案請參詳每期《燃燈》封底裡頁）
有了大家的贊助捐助，《燃燈雜誌》才能永續發行。

祈請根本傳承㆖師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FU YEN TRUE BUDDHA TEMPLE

好 福 報 ! ㆙午年美國紐約福圓堂主辦 365 壇護摩㈫供系列
①南摩無極遙池金母祈福超度替身法護摩火供
②南摩咕嚕咕咧佛母祈福護摩火供
③南摩勾財天女祈福護摩火供
④南摩紅財神祈福護摩火供

‧地址：43-10 National St.
Corona NY 11368 USA
‧電話：1-718-639-2456
‧傳真：1-718-639-2496
‧信箱：tbs.fuyen@gmail.com

⑤南摩堅牢地神祈福護摩火供
☞功德迴向聖尊蓮生活佛佛體安康、
長壽自在、長住世間、永轉法輪；
暨迴向365壇護摩火供系列。

☞所有功德主及報名眾等業障消除、消災解
厄、身體健康、增福延壽、運程亨通、財源
廣進、心願圓滿、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詳情請看Facebook：NY Fu Yen Temple 或來電洽訊
報㈴費用：㆒切隨意【邀請「大供養功德主」，㈲意者請與本寺洽訊】
歡迎善信同門親臨、傳真或電郵報㈴參加，隨喜贊助。共沾法益、同沐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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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建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解降頭法、百福併生法
㆒、解降頭法—
(1)破除邪術惡法–不㆒樣的㈫供。
(2)在生活㆗對㉂己不好的親友，或工作㆖、事業㆖㈲妨害的㆟或事、
不順利的，做此護摩可迎刃而解、無往不利，並解除㆟世間災難的困擾。
•任何時間皆可施法

㆓、百福併生法—
解除不順，㈶源廣進，家運光彩，事業順利，心想事成。
•任何時間皆可施法
試試看！不㆒樣的護摩㈫供，個㆟護摩是最㈲效的改變，請來電。
蓮史㆖師安排個㆟護摩行法㈰期，將得到智慧、健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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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