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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甲午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首傳︻求夢示度母不共大法︼

首傳﹁求夢示度母不共大法﹂

要了解世間，才能出世間；終身實修，走正道才能得正果。

︿彩虹雷藏寺﹀佛母大孔雀明王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禪定可以見佛性，當身心皆空，可以得到婆仙如來的心㊞。

︿彩虹雷藏寺﹀虛空藏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行㆒切善，以戒律調伏貪，以定力調伏瞋，以智慧對治愚痴。

︿西雅圖雷藏寺﹀藥師佛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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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關島﹂總督的邀約

其目

又

忽現忽

向上飛

進入了淡淡的雲

在海面上
淡淡的

有一點點的雲

我個人倒是覺受了﹁關島﹂的落日

﹁關 島﹂ 的 落 日(序)
一次去﹁關島﹂
的是：

隱

太陽躲在淡雲的後方

大海的餘暉早就金光晃耀
但

很突然的
太陽不見了

使人不覺其下墜

蛋黃像長了翅膀

雲不厚

我獲頒獎：

謝謝大家的用心良苦

日落是很快的

樹立﹁尊勝佛母塔﹂
那一次

總督給我﹁榮譽公民獎﹂
議長給我﹁最高成就獎﹂
淡然收下

國會眾議員給我﹁服務眾生﹂的認證獎
我得了三大獎

都想給我最好的

向下

那蛋黃般的太陽

那裡

舉辦了﹁綠度母﹂的大護摩法會

那

的人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 《心的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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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有虹光

怎麼？還沒看清楚

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海

海上已紅光晃晃
再一會兒
我是有一點點﹁心的悸動﹂

﹂

﹁將來的我
的視線

這是﹁美﹂的
﹁唯美﹂
寫一首詩：

在人們未及想之下

如果是西風的話

應解人不同

應解與人同

每一回看那蛋黃落海

一切都結束了！
是已沉？還是未

就結束了
大家均猜忖

都噗通噗通掉下水

那一次的看落日

結束了！結束了！結束了！

太陽紅蛋入海

落？
沒有激情

如果是北風

我覺得：

沒有極端

詩人斷腸中

這個﹁落日﹂

沒有殘酷

就離開了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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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忡忡

這回的心

遊子斷腸中

突然之間消杳不見

沒有退藏之勢
沒有活埋
沒有海葬
因為蛋黃躲在淡雲的後方
倏得不見
在你的眼睛霎一下
就不見了
我想：

2

燃佛心燈

施 出善 意
反省﹂是我每天的功課：

反而︱︱
我知道自己的矮

我知道自己的醜

是不是不夠義氣？

我知道自己的過失

﹁
是不是不夠誠意？

我知道自己的缺點

穿上清

其實我跟一般大眾是非

我希望在我的晚年

並沒有比別人高人一等
想過自己的日子了

這是我心中的話

常接近的

是不是不夠人格？
再反省

所以我常常嘲笑我自己
一再的反省

是精神領袖

我從來沒有如此想
真佛宗的第一人

我是天下最了得的人

是不是欠缺智慧？
三反省
我是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心的悸動》

3

爽的衣服

與自己的善弟子

去泡一個好的溫泉
吹著涼風

睡覺覺

找一個清淨的地方
唱一首歌

起來後
然後
在自己的床上
坐在自己的禪椅上

施出善意

原則上：

儘量的在不經意中
意﹂真正是不經意的
無善
也無惡
名譽無有

眼睛閉一閉

到了老

寫一首詩：

才德無有

耳朵沒有聲音

才知道昔日的放縱

找一點小時間

回家
我也想：
每一天

口不誦咒

且休休又休休便休

全部無有

沒有去想什麼呼吸

一切寂靜的坐

變成
坐著

身子靜止
坐著

空空洞洞

就這樣子坐著

沒有龍

什麼都不想

就這樣坐著

著

沒有鳳

一切都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不知道什麼是佛？什麼是八正道？什麼是六
度？什麼是四聖諦？什麼是十二因緣？什麼是道？

因緣與果報

不想學習什麼

沒有企圖

無死生

無來去
何勞相送

不想得到什

均不種

什麼是開悟？
我只是：
坐著
沒有將來

一切是如此的知足矣！沒有追求
沒有未來
麼

這﹁施出善

4

Enlightenment

Magazine

﹁關島﹂的落日︵序︶

施出善意

首傳﹁求夢示度母不共大法﹂

燃佛心燈

21 20 19 18

01
03

特別報導

07

二○一四年十月一日

324
Contents

創 辦 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指導上師：蓮香金剛上師
總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社

長：蓮栽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編輯部

文字編輯：范少華
美術編輯：李昭嬋
採

訪：蓮衛上師

總

務：何

仲

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審

周慧芳律師

核：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核心小組

發 行 所：雷藏寺
真佛宗燃燈雜誌

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2001年4月1日創刊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郵政信箱：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索閱專線：電話： 886-49-2312992 # 367

72

69

63

61

60

伊波拉名病毒︻醫學健檢︼

和自己賽跑吧！

梁皇寶懺滅罪除障 地藏瑜伽超度化災

︿常弘﹀與︿寶華﹀成功舉辦中元節超度大法會

求灌頂與摩頂

︿彩虹雷藏寺﹀於西雅圖中國城豎立真佛法幢

萬萬不可輕忽！

74

傳真： 886-49-2350140
電子郵件信箱：lighten@hamicloud.net
郵政劃撥帳戶：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 2 2 6 5 1 2 5 2
贊助燃燈雜誌銀行帳戶
In favorof：Lei Tsang Temple（雷藏寺）
Mark：For Enlightenment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address：
256 Taiping Road, Sec.2,Tsao-Tun,
Nantou,Taiwan 54263, R.O.C.
圖像材質提供：意念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廠：陽昇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歡迎隨喜助印，金額不拘！

蓮衛上師

常虹雷藏寺

三輪雷藏寺

蓮花健有

朱鍾勛醫師

蓮花慧君上師

■一般索閱：全年24期，贊助＄2,400元
▓捐助扣繳單位統一編號：77392052

如欲贊助，請洽886-49-2312992 #368

隨喜贊助，功德無量

走正道才能得正果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Children From The Trayastrimsa (Di Shi) Heaven︻英文譯本︼

lighten@hamicloud.net

才能出世間；終身實修

Il ne faut pas oublier le pacte︻法文譯本︼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新-電子郵件信箱：

真佛宗核心會議在西城舉行 蓮寧上師和處長們共商大計

886-49-2350140

76
78

80

要了解世間

可以得到婆仙如來的心印

傳真專線：

行一切善 以戒律調伏貪 以定力調伏瞋 以智慧對治愚痴

當身心皆空

投稿、功德主報名表、捐款授權書

求夢示度母法儀軌

世 界各地 法 務報導

投稿

禪定可以見佛性

蓮曉上師

法雨均霑
宇宙的極樂心得︵上︶

蓮衛上師

蓮耶上師

大進大發！

發菩提心論︵七十-二︶

菩提園地
珍珠穴做生基

良辰吉日

55

82

83

24
25
34
35
45
57

59

Enlightenment Magazine

8/ 232014

Meydenbaue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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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傳﹁ 求夢示度母不共 大法﹂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薩
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
三寶 敬禮今天法會主尊︱西方極樂
世界阿彌陀如來 敬禮今天的求夢示
度母 敬禮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
行諸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非常多 謝謝他們都
能夠到臨 剛剛司儀已經唸過很多貴
賓的名字了 其實 還有很多的貴賓
沒報名登記 也謝謝他們
Thank
you for coming ︵ 謝 謝 大 家 的 蒞
臨︶ 明天在︿彩虹山莊﹀有孔雀明
王的護摩法會 也歡迎所有的人都能
夠參加 謝謝你們
先做一個人事報導 在星期三早
上十一點 有阿闍梨上師的灌頂 第
一位是蓮花續百 他是越南︿海天雷
藏寺﹀的住持 除了給他做阿闍梨的

07

【燃燈雜誌】

灌頂之外 還必須幫他做很多的灌
頂 希望他在越南的︿海天雷藏
寺﹀ 能夠發揚︿真佛密法﹀和佛
法 另外 ︿法明同修會﹀蓮涯法
師 將灌頂為阿闍梨；︿菩提雷藏
寺﹀蓮聞和蓮高上師推薦蓮現法師為
阿闍梨；︿西雅圖雷藏寺﹀推薦璧珍
教授師為阿闍梨；︿彩虹雷藏寺﹀推
薦蓮萬法師 蓮彥法師為阿闍梨
現在 最缺少阿闍梨的地方應該
是印尼 希望有多一點人能出家 延
續印尼上師的慧命；印尼只有幾個上
師而已 不過那邊的信眾非常多 馬
來西亞的上師已經很多 印尼的上師
卻很少 所以要延續印尼上師的慧
命 希望你們能夠注意一下出家法
師 或是鼓勵更多人來出家 才會
有好的上師出來
他必須是道心堅固的 而不
是被眾生度走了！所以 最重要
的是他的道心一定要堅固 一定
要有﹁淨信﹂ 清淨的信仰 清
淨的互信 這是最重要的！另
外 他要能夠弘法 要知道所有
佛法的儀軌 最好能夠明心見
性 自己本身有福分 也有智
慧 現在流行清廉的政府 而
我們要做一個清廉的上師 非
常努力弘法 廣度眾生 有智
慧 有福分 道心堅固的上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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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甲午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師最重要！
今天是要傳﹁求夢示度母法﹂
在密教裡面 度母是最好相應的 就
像觀世音菩薩一樣那麼慈悲 所以你
求祂 祂就應 這叫做﹁相應﹂ 度
母本身是觀世音菩薩的眼淚所化生
的 觀世音菩薩有千百億化身
無窮無盡 祂流下的悲淚演化為
度母 化為綠度母 白度母 其
中有一位就是夢示度母
很少人知道這一尊度母 今
天傳法 成為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的不共法
師尊這輩子只傳一次 就是這一
次 以後再也沒有了 沒有來
的 當然不能修這個法 也不能
灌頂這個法 將來你修到相應
了 才可以灌頂這個法 沒有修
相應 不能灌頂這個法
﹁求夢示度母法﹂是怎樣的
法？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蛇年
底 也就是二○一三年底 那時
台灣的名嘴林朝鑫 許聖梅兩個
人訪問我：﹁您認為二○一四年
會怎麼樣？﹂我講了兩個重點
二○一四年有戰爭 有瘟疫 還
有很多天災地變 有聽到的人請舉手
︵很多弟子舉手︶ 當時是在台灣台
中的︿大品文化中心﹀他們訪問時
現場將近有千人聽到我所講的
我當時說 第一個 在二○一四

《真佛宗》美國〈西雅圖雷藏寺〉
甲午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日期：2014年8月23日
地點 ：Meydenbauer Center 梅登堡會議中心
恭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親臨主持
首傳「求夢示度母不共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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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的馬年 國際之間會有戰火；第二
個 會有瘟疫；第三個 會有天災地
變 天災地變太含糊 但 戰爭跟瘟
疫就不能含糊了 也不能隨便講 對

不對？戰爭！開玩笑 這怎
麼可以講呢？瘟疫！怎麼可
以講呢？就是因為有佛菩薩
的指示 我反覆再三地
問 第一次問 祂說有戰
爭 有瘟疫 我不敢講；
我第二次又問 在現場
我又問了一次 祂說確實
會有戰爭 有瘟疫；問了
三次 那時我才敢公開
講
講天災地變太含
糊 因為到處都有天災
地變；講戰爭就比較冒
險 因為是兩國之間打
戰 不是開玩笑的；瘟
疫也不能隨便講 稍
微小小的雞瘟 小小
的口蹄疫 小小的狂牛症 你都不能
夠講的 小瘟疫算什麼？會死千人的
才算是大瘟疫
所以 我當初講的兩個重點 就
是﹁戰爭﹂跟﹁瘟疫﹂ 會在二○一

四年發生 現在有沒有發生啊？︵弟
子回答：有︶戰爭是區域性的戰爭
不是世界大戰 有的戰爭是在偏遠的
地方；瘟疫也有 伊波拉的病情已經
有千人喪生 這個就是靈算有夠準！
我每一次講的 統統都會出現；沒有
講的 不會出現
我以後不要再預言 因為名嘴問
了 我怕講了之後沒有出現 但又害
怕會出現 這是矛盾的心理 我希望
我講錯 但 還是講對了！每一次都
準 我也沒有辦法 二○一四年底
名嘴再問我的時候 我乾脆尿遁好
了 我不講了！一切都是自然 會發
生就會發生 不會發生就不會發生
﹁求夢示度母法﹂是問你個人的
事情！祂的壇城就是要布置成﹁求夢
示度母法﹂的修行壇城；其中有兩種
草 一種是吉祥草 這就是吉祥草
︵師尊拿給大家看︶ 在壇城面前要
供吉祥草 有些地方沒有吉祥草 就
要用薰衣草！在華盛頓州有薰衣草
薰衣草也可以用 吉祥草也可以用
這草是要做什麼用的？當你修完
法以後 向夢示度母講 你希望得到
什麼樣的夢示 然後晚上睡覺時 拿
一根薰衣草放在枕頭底下 夢示度母
就會給你報夢 這對大家有好處 對
現在在場的人有好處 沒有來的人沒
有好處 拿一根吉祥草或薰衣草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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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 不用拿一大把或拿很多根 你
想要有很多的夢嗎？ NO ！修一壇
法 只能夠求一個夢
例如：﹁我現在有一場官司 會
贏還是輸？請指示 ﹂夢示度母就會
跟你講：﹁你的官司會勝 ﹂如果會
勝的話 祂就顯現很多的花出來 會
有好多漂亮的花盛開 就是表示你會
勝；若花全部枯萎 就是表示你會
敗 記得 你既然知道會敗 那就早
早收場 不要再花律師費了；聰明的
人 聽我這樣舉例就會明白
﹁我做這個生意會成功嗎？﹂夢
示度母會跟你怎麼講呢？我舉一個例
子 若夢示度母現出金身 顯現非常
亮的光出來 有戴金冠 戴手鐲 穿
得非常莊嚴 那你就儘管做這個生
意 如果夢示度母出現 祂像一個乞
丐 全身什麼都沒有 穿著破衣；那
你就不要做這個生意 你不做就不會
賠 做了就會穩賠 這只是我說的一
個比喻 還有其他不同的夢示方式
例如 你可以求祂：﹁這個婚姻
會成嗎？﹂哇！你在夢中看到兩個人
結婚給師尊福證 那這個婚姻一定會
成 你就可以去追求 男的可以追求
女的 女的也可以追求男的 都會
成 若在夢中 你看到一個人孤單單
的走在荒郊遍野 前面的路非常長
連一個伴都沒有 那你就算了吧！

你在做夢的時候必須要有警覺
祂會很清楚地顯現讓你看 例如 你
想知道這個職業好不好？你問：﹁我
去這個公司上班好不好？﹂求夢示度
母就會顯現給你看 如果看到一個電
鍋 就是回家吃你的老米飯；如果看
到一個電風扇 就是哪邊涼快哪邊
去；如果看到一個冰箱 就是給你冰
起來；如果你看到像百花開放的景
象 那這個職業就是你的 會非常
好！我只是做幾個比喻給大家聽 大
家不要誤會
有一個小姐 特別迷信星相和星
座 有一天看到書上講：﹁這禮拜不
能跟處女座的人在一起 否則會有不
好的影響 ﹂這個小姐出去逛街時搭
計程車 她問司機：﹁司機先生 你
是處女座嗎？﹂司機愣了一下講：
﹁不是處女也可以坐 ﹂這是誤會
在夢示的時候 千萬不要誤會
夢示度母給你的一定是﹁正夢﹂ 密
教講的是正夢 什麼叫正夢？就是會
很清楚 你很自信地認為這個就是訊
息 不能誤會它 而且祂給你的指示
是清楚明白的 這就是最好的
你只要在祂的壇城前供夢示度
母 祂是藍色的度母 我們有白色度
母 有紅色度母 也有藍色的度母
另外還有綠色的度母 藍色的度母就
是﹁求夢示度母﹂ 我們依序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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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四無量心﹂ 還要做懺悔 做﹁披
甲護身﹂ 做﹁淨月觀空﹂ 這些就
是我們所講的﹁前行﹂ 是密教每一
個修法都必須要做的 這屬於﹁七
支﹂ 又叫﹁前行﹂
接著是結印觀想 結手印 度母
手印是這樣的 兩食指張開 兩大姆
指合併 兩中指豎立相觸 無名指跟
尾指內縛 這是﹁度母手印﹂ 結這
個手印 然後開始觀想藍色的虛空
有一個﹁邦︵★ ︶﹂字 就是一個
圈圈 底下一個四方形；﹁邦﹂字變
化成白色的蓮花 白蓮花上面有月
輪 月輪不一定是豎立的 月輪可以
平放在蓮花的中心；月輪中間有一個
﹁當︵★ ︶﹂字 就是一個圈圈
一個阿拉伯數字的五 再加上一個
勾；由這個﹁當﹂字 再變成藍色的
度母；這藍色的度母是一個頭 兩個
肩膀 兩臂 右手持與願印 左手持
藍色的烏巴拉花；所謂的烏巴拉花
就是蓮花；祂的左足是伸的 半跏
坐 穿藍色的天衣 重寶莊嚴
像 師 尊 今 天 戴 的
這 是
Hawaii ︵夏威夷︶的 coconut ︵椰
子︶跟小的白貝殼做成的項鍊來莊
嚴；另外 還有吐登達爾吉上師給的
黃金時輪金剛印跟十字金剛杵 這是
吐登達爾吉上師的傳承信物 師尊手
上戴的 右手戴的是紅寶石 左手戴

的是藍寶石 頭上還有寶冠 非常的
莊嚴 度母本身來講也是很莊嚴的
祂身上的配飾也很齊全 真的很莊
嚴 祂就是這一種形相︵師尊指壇城
後方的大唐卡︶
祂的頭頂上是不空成就佛 象徵
祂來自於不空成就佛 為什麼是不空
成就佛？因為它是屬於﹁羯摩法﹂
就是羯摩事業法 不空成就佛本身就
是羯摩部的部主 像蓮華部的部主就
是阿彌陀佛 羯摩部就是不空成就
佛 讓你所求的都不會空求 就是一
定會給你的
Ａ講：﹁我老婆很厲害 她改變
了我的信仰 ﹂Ｂ就問：﹁她是如何
辦到的？﹂Ａ講：﹁以前我什麼都不
信 直到我結婚以後 我才知道真的
有地獄存在 ﹂這當然是笑話 剛剛
福證的人當然不會到這個境界
你要解除自己的痛苦 你修了這
一尊 你可以到不空成就佛的淨土
你也可以到夢示度母的淨土 若你有
了痛苦 你祈求祂 祂會給你夢示
例如問你的婚姻會怎樣？但是 結過
婚的最好不要問 因為差不多都知道
了 有的是半知 有的是全部都知道
了 像師尊七十歲了 將來會過什麼
樣的日子 都已經清楚明白了 我的
心 你的心 大家都清楚明白 這樣
就很好繼續過日子 對不對？不明白
的要問夢示度母 將來會怎麼樣？剛

剛已經福證的 最好不要問了
夢示度母是非常莊嚴的 為什麼
師尊要戴藍寶石 紅寶石？因為對成
就者來說 有跟無是一樣的 不戴也
可以 戴了也可以 有人買給我 因
為他認為師尊戴過了 一定會帶來福
分；有人在簽書的時候 偷偷跟我
講：﹁師尊 我爸爸要買你的藍寶石
戒指 ﹂我想終於來了 我這個是可
以義賣的 義賣了做什麼呢？做慈善
事業 你們不要看我戴的是勞力士滿
天星 你們知道我義賣了幾個勞力士
嗎？我義賣了六個以上的勞力士耶！
我戴的東西都是要義賣的
將來這個傳承的信物︵吐登達爾
吉上師給的黃金時輪金剛印和杵︶
要交給真正能夠弘法的人 真正清廉
的人 真正有智慧 有福分的 真正
能夠堅固道心的人 這個傳承信物要
交給他 我走的時候 這個都不能帶
走 當然就要交給能夠交代的人 這
coconut ︵ 師 尊 戴 的 椰 子 項 鍊 ︶
Hawaii ︵夏威夷︶都可以買得到
不用交給你們 我就自己戴了
夢示度母的頭頂上是不空成就
佛 象徵你所求的不會空求 一定會
求得到！我們修密法的不會有困難
有困難的去問夢示度母 祂就會告訴
你
活在這世界上不簡單啊！你們知
道嗎？﹁花錢像拉屎一樣簡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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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就沒有了；賺錢像吃屎一樣困
難 ﹂想要解除這種困難 就去問求
夢示度母：﹁我的將來會變成怎麼
樣？﹂祂會顯示給你看 你就可以知
道自己的福分 是要安分守己的好？
還是要擴充你的事業？你求夢示度
母 祂就會回答你
觀想夢示度母出現以後 你的心
際同樣有一個﹁當﹂字放藍色光 迎
請本尊降臨到你的壇城上面 度母可
以坐在你的壇城上面 或者坐在大曼
達上面 或者坐在須彌山上面 都可
以 觀想完了 就開始唸咒：﹁嗡
蘇巴達 惹 梭哈 ﹂記住 修一壇
法 最少要唸一○八○遍的咒語 要
多唸也可以 可以多唸到五千遍 然
後 你就開始入定 就是入三昧地
師尊很會入定 我只要一下子就
入定了 剛剛看到各位 有的上師也
在入定 你們入定的時候頭低低的
五佛冠都快要掉下來了 然後還會
﹁釣魚﹂︵打瞌睡︶ 釣多少尾啊？
這是難免的 因為師尊知道 剛到的
人有時差 這個時候正是睡覺的時
間 所以一定會﹁釣魚﹂ 不能苛責
你們；如果你們來住一段時間之後
恢復正常了 就不可以﹁釣魚﹂了
師尊很會入定 想入定就入定
五分鐘也可以入定 十分鐘也可以入
定 眼睛閉起來 放空一切 就入定

了！精神專一也可以入定 專一以後
再放空 什麼都沒有了！入定五分
鐘 精神就全部統統回來 師尊可以
這樣子 所以入定很重要 時間不拘
長短 你能夠入定多久就入定多久
以前 虛雲老和尚在煮芋頭 然
後他入定了 出定之後 一張開眼
睛 天啊！本來是陽光普照的 怎麼
變成大雪紛飛了？到底入定多久？再
看他煮的芋頭 芋頭都發黴長菌 火
都沒有了 你們看他入定多久？他入
定的功夫非常好！師尊入定的功夫
不敢講長跟短 但是入定五分鐘 我
的精神就全部恢復了！所以 禪定在
密教裡面非常重要
剛剛看到上師之中有﹁釣魚﹂
的 就講一個釣魚的笑話吧！有一個
有名的釣魚客來到海邊釣魚 剛放下
釣竿等著魚上鉤 沒想到海巡署的員
警就來取締 員警講：﹁這裡禁止釣
魚 罰款兩千元 ﹂釣客反應很快：
﹁我不是在釣魚 我是在教蚯蚓游
泳 ﹂員警說：﹁好！讓我看看 ﹂
釣客拉起竿子：﹁你看 這是蚯蚓
啊！﹂員警說：﹁違反善良風俗 牠
們都是裸體游泳 罰款五千塊 ﹂
所以 修法的時候在﹁釣魚﹂
那是不可以的！那表示你的精神萎
靡 你沒有精神 修密教的行者 精
神都是要很旺盛的 不可以萎靡；修

法也是一樣 精神要非常旺盛 修法
也是要很有 power ︵力量︶的 才
能夠引得佛降臨 放光加持你
度母下降以後 你也入定 出
定 然後要誦完﹃百字明咒﹄三遍
補足你修法當中所有的過失 然後要
讚揚度母 我自己寫了一個讚揚的
偈：﹁度母放光 祈夢得夢 冥冥告
知 賜我吉祥 ﹂請度母告知我 讓
我能夠吉祥 迴向的時候你要講清
楚：﹁我要求夢示 ﹂夢示什麼呢？
例如：﹁我要和某某人合作一個生
意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他住哪裡
我住哪裡 合夥會成功嗎？還是會失
敗？﹂夢示度母就會很清楚地告訴
你
我在台灣的時候 度母曾在我耳
邊告訴我：﹁你看好 看清楚 明天
這個人會來找你問事 這個人是來試
探你的 你要看清楚哦！﹂我就把他
的相貌看清楚 第二天 我在幫人家
問事的時候 這個人來了 長得跟我
夢中所看到的一模一樣 他是來試探
我的 原來他寫的地址是假的 名字
也是假的 他偽稱：﹁這個人已經病
得很重 會活還是會死？﹂你說我怎
麼回答？我講：﹁他在死跟活之
間 ﹂這個人說：﹁什麼意思？死就
死 活就活 哪有死活中間？﹂﹁我
跟你講 這個人不存在 是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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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個人臉紅紅的 不好意思
拿著問事單就走了 度母是很厲害
的 祂會事先給你指示！
有一次 祂叫我趕快畫一道符
我問：﹁畫什麼符？﹂﹁畫一道符
然後你寄出去 ﹂﹁寄給誰啊？﹂
﹁寄給台灣的蓮信上師 這一道符就
是他要的符 你趕快畫 畫好寄出
去 ﹂蓮信上師沒什麼事啊？為什麼
要我畫這一道符給他？不久 蓮信上
師的家人寄來一封信 好像說他的腸
子阻塞 所以要求符 我回給他的信
和他給我的信 在虛空之中的飛機交
叉而過 他的信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
的符也已經在蓮信上師的手上 蓮傳
可以做證的 蓮傳 有沒有？︵蓮傳
上師：有︶有這回事 就是這樣子
很準啊！
祂先跟我講要畫什麼符：﹁你馬
上用快信 從美國寄到台灣 ﹂因為
祂已經跟我講了：﹁趕快起來畫
符！﹂我半夜被叫起來畫符耶！我畫
一畫 但寄信也要明天啊！為什麼不
明天才畫？但是 祂就是在半夜叫醒
我 叫我先畫好 加持好 放在那
裡 這事情 師母也是知道的 所謂
靈感就是這樣 度母本身是很靈感
的 祂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迴向時
你要求什麼夢示 祂就會告訴你 你
要求什麼就會得什麼
讚偈是唸：﹁度母放光，祈夢得
夢，冥冥告知，賜我吉祥。﹂迴向就
是唸：﹁我要求什麼夢 請您給我指
示 ﹂一定要講清楚 你要求什麼
不能口齒不清 如果你講得不清不
楚 或是口吃：﹁我我我
要要
要
請請請
你
夢示 ﹂講
了半天 度母出現時就會回答你：
﹁你你你
﹂也是不清不楚的
所以你要講清楚一點
告訴你們 修這個﹁求夢示度母
法﹂的時候 有一個口訣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漱口 沐浴 穿乾淨 新的
衣服 你不要沒有漱口 沒有洗臉
身上的衣服是穿了好久的 蓮旺上
師 請問你一套喇嘛裝多久才洗一
遍？他跟我講﹁三個月﹂ 我的天
啊！我兩套喇嘛裝就可以來美國過半
年 他的喇嘛裝三個月才洗一次！你
求夢示度母可不能這樣子啊！你的喇
嘛裝要洗乾淨 牙齒要刷乾淨 身體
要洗乾淨 而且你還要記得穿內褲
︵眾笑︶ 蓮旺上師為了不洗衣服
所以沒有穿內褲︵眾笑︶ 你修這個
法 一定要穿洗乾淨的衣服 頭髮洗
乾淨 牙齒洗乾淨 臉洗乾淨 一切
都清淨的時候 才去修﹁求夢示度母
法﹂ 這是很重要的口訣！
記得 拿一根吉祥草 求一個夢
示 你要觀想度母 ﹁嗡﹂︱白色的
光射你的眉心 ﹁阿﹂︱紅色的光射
你的喉際 ﹁吽﹂︱藍色的光射你的

心際 然後一道光射你供養的吉祥
草 晚上睡覺的時候 再把這吉祥草
放在你的枕頭底下 祂就會來報夢
放吉祥草 薰衣草都可以
你供養度母的東西 一定要有
﹁三白三甜﹂ ﹁三白﹂是什麼？奶
粉
cheese ︵ 起 司 ︶ 和 白 色 的 酥
油 ﹁三甜﹂就是白糖 紅糖和冰
糖；一定要供﹁三白三甜﹂ 這是最
重要的 另外 還有其他的供品 你
想供花 供果 花 香 燈 茶 果
都可以 可以供養很多東西給夢示度
母 記得 一定要供吉祥草 或是供
薰衣草 這是做祈夢用的 一次只要
一枝 一壇法問一個問題
以前有人問我：﹁相應了才可以
得報夢嗎？﹂不用！你沒有跟度母相
應 但你請求度母下降 照儀軌做
度母就會慈悲下降 一樣給你報夢
當然 如果能夠跟度母相應就更好
了 那是最好的了！
最近新聞在講太極拳 師尊也打
太極拳 打快的 打慢的 都可以！
師尊也把太極拳變成太極舞 為什
麼？出家人不可以跳舞 只好把打拳
當跳舞 像﹁雲手﹂︵師尊演化太極
拳招式之一︶ 雲手也可以當成跳舞
啊！所以 太極拳也可以變成太極
舞 太極拳不是武當山張三豐發明
的 而是陳氏太極拳 楊氏太極拳
武氏太極拳 孫氏太極拳 四大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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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張三豐是以訛傳訛 武當山
沒有太極拳 如果這個人講：﹁我是
武當山的太極拳 ﹂那是不對的 因
為太極拳在中國大陸是陳氏太極拳先
出來 後來楊氏去學了陳氏太極拳
就變成楊氏太極拳 再來是孫氏跟武
氏學了太極拳 武當山是沒有太極拳
的
講一個笑話 張三豐在武當山立
派 因醫術高明而且醫德良好 常常
給山下的老百姓免費看病 深受百姓
愛戴 有一天張三豐下山採購生活的
必需品 店家不願意收
錢 張三豐也不願意佔
老百姓的便宜 硬是要
給錢 結果兩人就在那
裡你推我讓 推了半天
都沒有結果 然後 太
極拳就產生了！所以
武當山沒有太極拳 講
武當山有太極拳是騙人
的 我們這裡有弟子去
武當山學太極拳 它也
是從陳氏太極或楊氏太
極而來 真正的是陳氏
太極拳
密法裡面有﹁前
行﹂ ﹁正行﹂跟﹁後
行﹂ ﹁前行﹂就是
﹁大禮拜﹂ ﹁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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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偈
度母放光，祈夢得夢
冥冥告知，賜我吉祥

養﹂ ﹁四皈依﹂ ﹁四無量心﹂
﹁懺悔﹂ ﹁披甲護身﹂ ﹁淨月觀
空﹂；再來進入﹁正行﹂ 就是觀
想 結印 誦咒和入三昧地；﹁後
行﹂就是誦百字明咒 讚偈 迴向
大家要記得 最重要的就是要放
吉祥草或薰衣草 最重要的供品一定
要有奶粉
cheese
白色的酥油
這三種叫做﹁三白﹂ ﹁三甜﹂就是
白糖 紅糖 冰糖 另外 再加上其
他供品 最重要的一個口訣 你一定
要以清淨的心去求 跟你清淨的外表
合一 去求度母 今天就跟大家講
﹁求夢示度母法﹂ 我這樣講有沒有
清楚？
做一個結局吧！有一天 小峰
問：﹁為什麼薑母鴨一定要用母鴨
不用公鴨？﹂小妹講：﹁可能是母鴨
比較好吃吧！公鴨的肉比較硬 ﹂這
時小明就講：﹁別鬧了！是用薑母加
鴨肉 不是薑加母鴨 你們都很
笨！﹂
你們都很聰明 聽我講這個法
你們要牢記在心 ︿宗委會﹀也會把
這個法做成法本讓大家修持 注意！
要有清淨的內心 清淨的外衣 清淨
的自己；注意！供品要有﹁三白三
甜﹂；注意！要報夢 一定要有吉祥
草或薰衣草
嗡嘛呢唄咪吽

出家戒

十四位弟子受在家菩薩戒

在家
菩薩戒

貴賓合影
大法會上五位發心弟子受出家戒

新人
福證

六對新人做福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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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誠摯感謝各界貴賓蒞臨、致贈花籃暨賀函

《真佛宗》〈西雅圖雷藏寺〉二○一四年八月廿三日「甲午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圓滿結束。
感謝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慈悲主持，感謝《真佛宗》九十多位上師、各級弘法人員及佳賓親自
蒞臨，感謝各界題寫賀詞，致贈花籃。

■感謝法會貴賓
Bellevue市議會：李瑞麟議員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金星處長、莊足金秘書
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廖秘書長東周大使伉儷
僑務委員會：僑務諮詢委員卓鴻儀伉儷、僑務諮詢委員孫樂瑜、
僑務顧問曹仁傑伉儷
Snohomish County第一區消防委員會：委員長陳發正伉儷
松年會：會長黃文亮先生
華美銀行：李立言先生
美國銀行美林：資深副總裁陳少真、投資顧問謝寶婷
中國藝術音樂協會：國樂家張文龍教授、趙步雲教授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總裁盧佛青、秘書盧佛奇伉儷、財務長Andy D. Roberts、理事柯炳祥、
理事施淑娟暨夫婿Larry Piersa、理事Kevin Klingbeil、理事Heather J. Edlund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Director of Curriculum）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伉儷暨朱悅慧博士、朱悅瑩博士
東吳大學法學教授盧文祥博士暨盧郁潔小姐、盧郁心小姐、盧哲生先生
大仁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葉淑雯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醴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電機系：游江成博士
台灣立法委員蔡其昌代表：陳蕙美女士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譚偉倫教授
香港傑出企業家：雷豐毅伉儷
拍攝提供法會圖片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法律顧問：羅日良律師、黃月琴律師
英國名攝影師：Tony Chau
越南海天雷藏寺：釋續百上師
國際專業攝影師
阿位伯聯合大公國綠野集團：林坤音總裁、楊佩禮顧問
Tony Chau 師兄
特別嘉賓：薛王淑媚女士、蘇國英女士、周衡醫師、
莊駿耀醫師、林淑華醫師、許鴻春藥劑師

Sincerely thanks to

衷心感謝

For providing th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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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基金會得以成為強而有力的慈善單位！

在

未來的二○一八年，美國國內少數民族的兒童
人數，將會成為兒童的主流人數。但很遺憾的
是，根據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這些少數民族的兒
童，在啟發、健康照顧和教育方面，無法達到預期
的成長及正常標準的階段。
對於在移民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能獲得良好
的健康和教育機會，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因為失
去良好的機會，會影響未來成功的機率。因此，自
從〈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成立以來，基金會一直致
力於獎助金方面的方案，來幫助弱勢者排除障礙和
縮小其中的差距，讓他們有機會獲得高品質的健康
和教育。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辦人—聖尊蓮生活佛
說：「健康是人生的真正財富，教育是生命的文明
之燈。」基金會每年採取創新的計畫與措施，撥款
給最需要幫助的行善單位，以解決存在於健康與教
育中的種種問題；基金會以佛法慈悲為懷的精神，
力行於救助眾生的菩提事業，努力為人們爭取高品
質的健康和教育。
基金會和三十一個非營利機構合作，共同致力
健康照顧和教育的工作。這一年內，基金會的贊助
幫助了超過一萬五千位貧困的人，不分老少、階
層，同時也幫助了八千位貧困學生得到高品質的教
育。今年，〈盧勝彥佈施基金會〉頒發將近二十六
萬美金的贊助金，分別給十六個非營利機構，其中
頒發十項教育贊助金和六項健康照顧贊助金。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在健康照顧及教育方面
付出了更多的實際行動，我們在緬甸地區建立學
校，並推動在海地國家開幕了一間最先進的教學醫
院，以及全力協助菲律賓、日本、中國和台灣的災
後重建工作。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立至今，六年來總共

捐出大約一百一十
萬美元贊助健康照
顧和教育。此外，
還捐出將近四十萬
美元，幫助國際緊
急賑災的工作，以
及佛學獎學金。直
到今天，基金會所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盧佛青博士致詞
捐贈布施的善款總
共將近一百五十萬美元，對於改善人們的生活品
質，有著非常積極正面的幫助。
基金會今年之所以能幫助許多人，是因為有全
世界真佛弟子及各界人士的支持，這是一項難能可
貴的義舉。大家捐的每一塊錢，都是布施行善的功
德，更可以造累世福報。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與贊
助，我們才能幫助改善人們的生活、教育和健康照
顧，讓人們遠離貧困的遭遇。
結合大家的專業和豐富的資源，我們可以漸漸
擴大基金會的布施範圍，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請大家繼續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會〉行善，讓基
金會能成為強而有力的慈善單位，普施甘露，光明
遍照各地！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慈悲救濟的力量確實可
貴！今天，基金會所選出來的十六個非營利組織，
每個單位的負責人皆出席在場，感謝所有接受贊助
金機構的努力付出，期待能從合作中，彼此互相學
習、勉勵，共同造福人群。
在此，深深感謝所有關心及贊助〈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的同門、善信大德，你們功德無量！最
後，我們一起感謝〈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辦人—
偉大又慈悲、人見人愛的聖尊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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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無上宇宙意識的覺受，
可以啟發未來的科學發展！

在

上禮拜六的
「蓮花童子
本尊法」的同修
時，師尊談到了
十方三世和時空
的觀念，所以我
今天就以這個時
空的觀念，稍微
跟大家聊一聊。
十方三世，
「十方」代表整
〈中央研究院〉朱時宜教授致詞 個宇宙的空間，
「三世」代表時
間，就是指過去、現在跟未來。對於時空的觀
念，在科學方面的研究也非常重要，世界上所有
的宇宙天文學家都非常努力地在研究時間跟空
間，尤其在過去這一、兩年來，在天文、宇宙學
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幾個貢獻。
今年三月十七號，〈哈佛大學〉在史密松尼
恩天文物理中心發布一個消息，他們用南極的天
文望遠鏡，第一次觀察到在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宇宙在大爆炸、剛剛創生的那一剎那所遺留下來
的震波，這震波是科學史上第一次測量到的。
這個重力波就是宇宙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大
概只有一兆兆兆分之一秒，也就是十的負卅六次
方秒，就是零點零零零零零零……，有卅六個零
分之一秒。宇宙本來是沒有空間的，就在爆裂、
爆炸之後，遺留下來的重力波，現在測量到了！

在這五十年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雖然
大家都知道「宇宙大爆炸」學說，這學說在五、
六十年前就有了，不過都是理論的憶測，或是間
接的證據，而最近觀察到了直接的證據，證明這
宇宙的確是由大爆炸所產生的。
從佛學的觀點要如何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從
師尊的文集及開示中，可以得到一些領悟。師尊
常常講到，如果一個行者可以達到真正明心見性
的時候，他所覺受的宇宙是「一元」的，而不是
「二元」的對立，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
師尊從祂的慧眼看到，不管是人間、生命、
輪迴、科學，甚至於涅槃，這一切的一切，都是
一個大夢幻。師尊所謂無上宇宙意識的覺受，是
遠遠超過科學裡面所謂物質、空間、時間等限
制；師尊常講，也是佛經常講「一切諸法緣起性
空」，這是最圓滿的一種說法。
師尊的文集與開示，對將來的科學發展會有
很大的啟發，希望未來世，有人可以把物質宇宙
跟法界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學說，名字可以叫做
「量子佛學」，這量子佛學可以解釋十方三世的
一切現象，就是一個大圓滿。
今天，非常感謝師尊首傳「求夢示度母
法」，希望夢示度母可以告訴我，這宇宙到底是
怎麼樣的？真佛弟子一定要非常珍惜值遇蓮生活
佛在世的極大福分和殊勝法緣，讓我們祈請師尊
常住世間、永轉法輪、不入涅槃。

聖 尊 蓮生活佛按慣例，於法 會前必巡視會場並加持各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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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活佛首傳「求夢示度母法」

逾三千弟子暨各國各界嘉賓齊聚梅登堡
■ 文∕蓮衛上師

每

年夏末秋初是︿西雅圖雷
藏寺﹀舉行一年一度秋季
大法會的時節 二○一四年八月
二十三日︵星期六︶ 來自全球
逾三千名真佛弟子及各界嘉賓
︵各國貴賓及美國國會議員們的
賀函 請見本期相關報導︶齊聚
在西雅圖︿梅登堡會議中心﹀
共同護持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
王所主持的﹁甲午年阿彌陀佛息
災超度大法會﹂
由於本次法會聖尊蓮生活佛
將首傳﹁求夢示度母法﹂ 因此
進入會場後 映入眼簾的即是美
麗高貴的夢示度母法相 祂源自
不空成就佛 著藍色天衣 全身
飾以瓔珞莊嚴 令所見者皆生起
歡喜及仰慕之心 此外 很多同
門還特別穿上藍色衣服 配戴藍
色唸珠 並持著求夢示必備的吉
祥草來參加法會 希望能得到度
母慈悲的感應夢示
下午二時 在四眾弟子的期
待下 法會正式開始 聖尊蓮生
活佛身著寶藍色龍袍 頭戴著金
藍色法王冠 由九十多位上師護
壇 莊嚴地步入會場 當爐香乍
熱 聖尊蓮生活佛手持淨香 虔
誠地向法會主尊阿彌陀佛及傳法
主尊求夢示度母祈禱！
大會首先邀請︿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董事長盧佛青博士主持
捐贈儀式 今年接受贊助的十六
個非營利機構負責人皆出席上

台 盧佛青博士在影片中介紹
基金會以佛法慈悲為懷的精神
力行救助眾生的菩提事業 今年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共捐贈近
二十六萬美金 並和三十一個非
營利機構合作 致力於健康照顧
和教育的工作 總共幫助了一萬
五千位貧者及八千位貧困的學
生 盧佛青博士代表受助者 感
謝所有發心贊助的同門 希望大
家繼續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行善 發揮慈悲救濟的力
量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金星處長在致詞中讚歎聖
尊蓮生活佛的感召力 使得﹁阿
彌陀佛秋季大法會﹂成為華盛頓
州每年的盛會；盼望這場大法會
能消弭世界各地的天災 人禍與
戰爭 帶給我們甘霖和希望 金
處長並祝賀法會圓滿成功！
從台灣遠道而來的貴賓︱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在致詞中提到 多年來 科學家
致力研究宇宙的時間和空間 今
年三月 美國哈佛大學天文中心
終於測量到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間的遺留震
波 成為宇宙大爆炸而產生空間
的有力證據 朱教授讚歎蓮生活
佛無上宇宙意識的覺受 遠遠超
過科學物質 時間 空間的限
制 對將來科學發展有很大的啟
發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有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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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物質宇宙與法界 成為統一
的學說︱﹁量子佛學﹂ 解開十
方三世的一切現象 最後 朱教
授幽默地表示：﹁希望夢示度母
可以告訴他 宇宙到底是怎麼樣
的？﹂
貴賓致詞後 聖尊蓮生活佛
為五位發心弟子傳授出家戒 十
四位弟子傳授在家菩薩戒及六對
新人做福證儀式 而後 法會正
式開始 在司儀帶領下 與會眾
等靜心調息 依真佛儀軌進行
一一觀想 持咒 誦經 聖尊蓮
生活佛演化息 增 懷 誅 超
度大手印 虔誠祈請諸尊降臨大
加持！迴向時 祈求法會主尊︱
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以
﹁與願印﹂施予眾等健康長壽
自在光明 福分智慧 以﹁平等
印﹂令眾等自他平等 敬愛 加
持眾等業障消除 放紅色光遍照
大地 令和平祥和 敬愛圓滿
並接引幽冥眾往生清淨佛國
會後 法王在開示時首先宣
布 將晉封六位法師為︽真佛
宗︾上師 分別是：蓮花續百上
師 蓮涯上師 蓮現上師 蓮花
璧珍上師 蓮萬上師和蓮彥上
師 並期許上師們 要作一個清
廉 有智慧 有福分 道心堅固
的上師
接著 法王開示殊勝的﹁求
夢示度母法﹂為本宗的不共法

法王特別聲明 此法今生只傳一
次 沒有參加法會的人 將來不
能受此灌頂 故不能修此法 法
王告訴眾弟子 求夢示度母曾經
給予的種種靈感事蹟 並說明求
夢示度母的來源為不空成就佛
即是羯摩法的部主 象徵﹁所求
不空﹂ 因此 行者就算沒與度
母相應 只要按照儀軌修持 供
養﹁三白三甜﹂ 誠心祈請度母
下降 度母仍會慈悲報夢；惟
該法只能問行者自己的問題 且
修一壇法只能問一個問題 法王
詳細解說其觀修方法和吉祥草
︵或薰衣草︶的使用要點 並強
調修此法前 行者一定要沐浴
漱口和換上新淨衣服 最後 法
王提醒弟子 迴向時要清楚陳述
所問何事 虔心祈請度母指示
並誦讚：﹁度母放光 祈夢得
夢 冥冥告知 賜我吉祥 ﹂
在求夢示度母﹁嗡 蘇巴
達 惹 梭哈﹂的咒音中 眾等
手結﹁度母手印﹂ 依序接受
﹁求夢示度母法灌頂﹂ 感謝所
有工作人員的辛勞 各界貴賓的
蒞臨 各級弘法人員及同門的護
持 才能成就這一場莊嚴殊勝的
大法會 感恩法會主尊阿彌陀
佛 求夢示度母及諸尊的加持護
佑 更感恩法王慈悲傳授此殊勝
法門 開啟眾等光明之道 法會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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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

（一）蓮生活佛的等身法相
贊助〈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救助弱勢族群。
（二）傳承舍利塔：
贊助本次大法會的開銷

美國國會眾議員
蘇仙‧德班妮
賀函
2014 年 8 月 23 日
對於參加此次秋季祈福大法會的十方大德，本人謹致
熱誠歡迎之意。
〈西雅圖雷藏寺〉舉辦秋季祈福大法會，利益美國與
來自全球各地萬千佛子齊聚一堂，共同為世界和平與繁榮
祝禱。
本人特別祝賀聖尊盧勝彥蓮生活佛自 1982 年起，經
由創立《真佛宗》雷藏寺，熱心奉獻，宣揚大悲宏忍之真
實佛法。本人此次雖不克共襄盛舉，惟十分感謝誠摯邀
請，未來定當支持尊崇《真佛宗》所弘揚慈悲大愛之優良
傳統。
本人另對所有參與護持〈盧勝彥佈施基金會〉關照促
進本區非營利醫療與教育機構的善信大德敬表推崇，諸位
對本社區的慷慨義舉，足資欽佩與感激。
敬祝大會功德圓滿，與會大眾法喜同霑。
謹此

美國聯邦參議員
瑪麗亞‧坎特維爾
致意函
2014 年 8 月 23 日
親愛的朋友們，
本人謹以此函對本年的秋季祈福大法會敬致最誠
摯的祝福之意，並歡迎遠道前來美國太平洋大西北參
加今年法會的所有善信大德。三十年來這項每年舉辦
法會的傳統讓本地區的佛教信眾們齊聚一堂，見證時
輪季節的變遷。
我要特別感謝尊貴的盧勝彥聖尊主持今年的祈福
大法會，並對〈盧勝彥佈施基金會〉致力提昇本社區
教育與醫療機會深表謝意。我同時要對盧勝彥聖尊和
《真佛宗》大悲無別對所有前來祈求的信眾開釋教
誨，指點迷津，表示感激之意。
請再次接受本人感謝與祝福此次為見證宇宙時序
輪替所舉辦的祈福大法會。
謹此

美國國會特別褒揚狀

此致
聖尊盧勝彥蓮生活佛
表揚對本社區所作殊勝而無價之功業
2014年8月23日
美國國會眾議員 蘇仙‧德班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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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參議員、美國國會眾議員

特致褒揚狀及賀函
表揚蓮生活佛及西雅圖雷藏寺殊勝而無價之功業

美國國會眾議員
大衛‧雷克德
賀函

美國國會眾議員
亞當‧史密斯
賀函

2014 年 8 月 23 日
謹致蓮生活佛盧勝彥聖尊，
虔誠感謝聖尊與貴宗諸善信大德為本社區所作的
貢獻並祝賀此次秋季祈福大法會。本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貝爾優市舉行的秋季大法會必定能彰顯聖尊在全世
界所揭櫫的真佛大法，也就是慈悲關懷與回饋布施。
聖尊一生致力弘法利生，闡揚佛教大慈大悲的價
值觀，不但利益了本社區，也有助於教化世人關注國
際社會。這些寶貴的價值觀和德行對於建構社區各階
層良好互動至關重要。本地社會也從其他方面得到貴
宗的慈善護持，有許多非營利組織因為貴宗自二○○
八年成立〈盧勝彥佈施基金會〉以來所捐贈的一百二
十萬美元善款而受惠無窮，有更多人將因貴宗致力促
進教育與醫療而改善生活。
貴宗慈悲大愛澤被本社區，而聖尊對於提昇文化
與社會樂利的偉大貢獻令人感懷，再次感謝您的無私
胸懷與對本社區的諸多護持與貢獻。
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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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7 日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的 2014 年秋季祈福大
法會誠執邀請，本人至感榮幸。
貴寺法會誠為結合淨化人心與促進多元經濟文化
的最佳典範，也為本社區奠定強大基礎。對於此次大
法會選在第九國會議員選區舉行，本人深感驕傲並至
表歡迎。
〈西雅圖雷藏寺〉多年來對大普捷灣地區不斷的
護持，倍受肯定，秉持佛教同慈大悲的精神，貴組織
已經為西雅圖地區非營利機構提供了經濟及其他方面
諸多無價的協助。
貴組織無私奉獻促進維護公民社群，使我們這個
社區更值得安居樂業，以此為家。
再次感謝邀請參加此次 2014 秋季祈福大法會，
並感謝對於社區持續發展熱心貢獻。
您們的護持有助於大力提昇第九國會議員選區多
數民眾之生活品質。
謹此

8/ 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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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世間，才能出世間；
終身實修，走正道才能得正果。

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
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
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
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本尊︱
大孔雀明王 ﹁嗡 摩玉利 吉拉
帝 梭哈 ﹂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我們今天的貴賓：︿行政院北美事務
協調委員會﹀秘書長廖東周大使伉
儷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 姐 and her husband
︿第一區消防委員會﹀委員長程發正
夫婦 莊駿耀醫師 蘇國英女士 周
衡醫師 林淑華醫師 許弘春藥劑
師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游江成博
士 葉淑雯教授 ︿台灣雷藏寺﹀公
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
師姐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董事長
盧佛青博士和 Andy
︿盧勝彥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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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柯炳祥理事 立法委員蔡其
昌先生代表︱陳蕙美女士 ︿中央研
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夫婦 特別嘉
賓︱朱月惠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系譚偉倫教授 ︿國立成
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醴博士

外縛印

大孔雀明王㊞契，雙手的姆指、小指
相觸朝外，其餘㆔指交叉外縛，外縛
的㆔指㆖㆘搧動，如拍動翅膀。

︿東吳大學﹀法學教授盧文祥教授
特別嘉賓盧郁潔小姐 盧郁心小姐
盧哲生先生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法律顧問羅日良律師 ︿真佛宗宗務
委員會﹀法律顧問黃月琴律師 香港
傑出企業家雷豐毅夫婦 英國名攝影

師 Tony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
綠野集團﹀總裁林坤音女士 顧問楊
佩禮先生 ︿溫哥華金融投資公司﹀
總裁 John
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 台
語︶ Good afternoon! どうもこんに
ち は ︵ 日 語 ： 你 好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bentar ︵馬來語：午安︶你好！大家
好！唔該！唔該晒！︵廣東話：謝謝
你︶
今天是做大孔雀明王的護摩 大
家都知道孔雀明王的形相 祂有四隻
手臂 一隻手拿孔雀羽 一隻手拿白
蓮花 一隻手拿俱緣果 一隻手拿吉
祥果 一共有四種；祂騎著孔雀 坐
立在蓮花座上面
我在台灣講大孔雀明王的時候是
在露台上 因為當時的天氣很熱 我
被太陽直接照到 當時 我就跟大孔
雀明王講：﹁露臺很熱 陽光照得很
厲害 希望大孔雀明王的兩個翼能夠
遮住太陽 ﹂結果 就有雲遮住陽光
了！當時 有人從山下看到 只有
︿台灣雷藏寺﹀的上方有兩片雲 剛
好遮住︿台灣雷藏寺﹀ 其他的地方
都還是豔陽高照 可見 孔雀明王是
很靈感的
孔雀羽有降伏的作用；俱緣果是
紅色的 有敬愛的作用；吉祥果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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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 有增加福分 增加智慧的作
用；白蓮花有消除業障和接引眾等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作用 孔雀明王本
身的根源是大日如來 因為祂頭上所
戴的是大日如來的冠 孔雀呢？在
︻阿彌陀經︼裡有寫到孔雀 鸚鵡
迦陵頻伽等眾鳥 是阿彌陀佛所化
的 所以 祂跟阿彌陀佛也有關聯
也就是大日如來 阿彌陀佛 釋迦牟
尼佛都在裡面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中 也曾當
過孔雀王 所以 孔雀王跟阿彌陀佛
所化出來的孔雀 跟戴著大日如來冠
的這一尊大孔雀明王 就代表著﹁大
日如來 阿彌陀佛 釋迦牟尼佛﹂三
身合一 是最具有法力的
大孔雀明王有很多眷屬 祂的頂
上有﹁過去七佛﹂ 也就是︻高王
經︼裡唸到的﹁過去七佛﹂ 是大孔
雀明王的眷屬 祂的右邊有聲聞的眷
屬 有舍利弗 喇呼啦 目犍連 阿
難 祂的左邊還有所有的緣覺眾 底
下有諸天 有羅剎天 焰摩天 帝釋
天 伊舍那天︵即大自在天︶ 風
天 水天 包括金 木 水 火 土
及二十八星宿 全部圍繞在孔雀明王
的四周 所以 當你禮拜孔雀明王的
時候 要唸﹁南摩大孔雀明王及其眷
屬﹂ 這樣唸就全部包含了
孔雀明王的手印有這樣的印︵師
尊示範：雙手合掌 雙手的姆指 小

27

【燃燈雜誌】

指相觸朝外 其餘三指交叉外縛 外
縛的三指上下搧動 如拍動翅膀︶
這就像飛翔的孔雀 還有一個是內縛
的印︵師尊示範：雙手的姆指 小指
相觸朝外 其餘三指交叉內縛︶這是
收起翅膀的孔雀
孔雀明王的種子字是﹁摩
︵★︶﹂字 咒語是﹁嗡 摩玉利
吉拉帝 梭哈 ﹂有祂的形相 有手
印 有咒語 就可以完整構成本尊法
的修行 手印代表身清淨 觀想就是
代表意念清淨 持咒就是代表口清
淨 以身 口 意清淨來修行 是密
教所有本尊念誦法的一個大概 ﹁孔
雀明王法﹂大致上都傳過了 大家也
都了解了
剛剛廖大使講 ︽真佛宗︾受到
很多的肯定跟褒獎 這都是眾同門及
廖大使的抬舉 廖大使可以講是我們
密教行者當中比較特殊的 是很特別
的一個 差不多短短一年的功夫 他
就可以練到全身化為大地一樣堅固
又可以把氣的力量集合起來 也能夠
生起拙火 另外 他可以看到很多的
光 寶藍色的光 金剛鏈的光 他都
可以看見 甚至於可以修到無漏 他
每天都這樣子鍛鍊 所以 他是一個
很好的見證 他只用了一年的功夫
以一個密教行者的身分 他還有從政
者的身分 來證明︿真佛密法﹀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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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用的 而且是實用的
他只要凝神在天心的地方 他就
可以看到寶藍色的光！現在 他看的
光又不同了 會出現種種顏色的光
可以產生金剛鏈出來 只是短短一年
的功夫 若不是有很大的緣分 他不
可能有這樣子的成就 他在過去世
一定是有修行的人
這些戴著五佛冠的上師們 他們
沒有講出來 也沒有講給我聽 他們
的修為可能很不錯 當然 在一籃子
的蘋果當中 總是會出幾個爛的蘋
果；好的蘋果非常多 爛的蘋果也是
會有啦！我不能講戴五佛冠的這些上
師全是聖賢 偉人 或者是都已經成
就了 我在摩訶雙蓮池看見了 只讓
我看見兩個好的 在那邊 已經有他
們的蓮花座了！一位就是︿菩提雷藏
寺﹀的蓮聞上師 我真的看見蓮聞上
師是有蓮花座的
另一位是﹁遊俠﹂ 什麼叫做遊
俠？就是揹著行囊 到處行俠仗義
的 他就是我們︽真佛宗︾的長老！
你們說 他是誰啊？︵眾答：常智上
師︶就是常智上師！他在摩訶雙蓮池
那裡已經有一個蓮花座 你們看常智
上師的香袋︵眾人看向常智上師︶
你們看到沒有？你們什麼都看不到！
上面寫著四個字︱﹁往生佛國﹂
︵常智上師拿起只有︽真佛宗︾標誌
的香袋 上無其他圖文︶師尊是真實

看到 在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只
顯現兩個 當然還有更多 但我沒有
看見
我也看到我們︽真佛宗︾有一個
上師 這上師的名字不能講 因為我
們要隱惡揚善 好的 我們要講；壞
的 我們不能夠講 這一個上師還在
我們世間 但他的名字早就刻在地獄
裡面了！我是看到有一個 我敢保
證 我是確實看到 有一個人的名字
早就刻在地獄裡面了 而且刻得很
深 欲拔不能！他絕對很難超生 他
是上師 是戴五佛冠的 他現在還活
著 但是在地獄已經刻了名字了 刻
得很深
當然 有善的 自然也會有惡
的 就像一棵樹 樹大必有枯枝 一
定會有枯萎的枝幹；也一定會掉落
葉 也一定會有枝幹斷掉 而且離開
主幹 一定會有的 不能說沒有 所
以 我看見的 雖然他現在還是戴著
五佛冠 但在地獄裡 已經刻上他的
名字了 而且永難超生 入五無間地
獄 超拔都很困難 所以 修行這一
條路並不好走
昨天講 要當一個清廉的上師
難啦！為名 為利 為色 都有的！
上師也是人 師尊也是人 是人就難
免有過錯 但是 要知過能改 才能
善莫大焉；知道有過失了 要能夠
改 這樣 大惡就可以變成大善 希

望聽到這一句話的所有弘法人員 所
有的善弟子 都能夠有所警愓 修行
這一條路並不好走 而且是終身實修
的一條路
世上所有的一切 沒有一樣是可
以永遠存在的 我常常舉阿扁總統為
例 他現在的名位已經沒有了 他曾
經是中華民國最高名位的人 但是
現在他的名位也不保了 也是會消失
的 錢財多到不得了的王永慶先生
他走了以後 雖然錢財還是多到不得
了 但是 他也沒能拿走一毛錢
還有美色 在這裡看到的所有美
人 很多都是﹁資深美女﹂ 我們的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她
們以前在加州是四大美女 都是非常
漂亮的 不相信的話 你們拿她們年
輕時的照片來看 確實是勝過所有的
美女 但是 美色可以永遠存在嗎？
加州四大媽 站起來 讓大家看一看
︵四位師姐起立問好︶ 哇！也是美
女 只是﹁資深﹂而已
加州的大嬸婆也是很有名的 她
跟我講：﹁如果當初我不是美女 在
省政府任職的先生絕對不會追求
我 ﹂她先生那時候在省政府任職
姓高 因為她是美女 所以高先生才
追求她 不過 現在的大嬸婆已經是
﹁資深美女﹂了
所以 美色是不會 不可能永遠
存在的；名位也不可能永遠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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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房屋 土地 包括金 銀 珠
寶 都沒辦法永遠存在的！所謂的
﹁不動產﹂ 也是沒辦法永遠存在
的 因為現在都變成﹁動產﹂了 地
震一來就變成﹁動產﹂了 台灣還有
所謂的﹁走山﹂ 本來這裡的山地是
我的 一地震以後 就﹁走山﹂ 移
到別人那裡了！整個山移到別人的土
地範圍 變成別人的土地 整個山都
可以移掉了 那你的不動產在哪裡？
所以 只有修行 修行是生死第一大
事！你要到佛國淨土 非這樣不可
我們繼續講︽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講到：﹁釋
迦牟尼佛得了婆仙如來的﹃如來心印
傳承﹄ 才能在娑婆世界之中說法
說了顯教 密教之法 指明﹃調伏
契經 對法﹄三部 ﹂就是調伏你自
己的煩惱 契合如來的經典 對治所
有一切的苦 煩惱 叫做﹁調伏 契
經 對法三部﹂
﹁在真言密教方面 有了﹃作
密﹄ ﹃行密﹄ ﹃密應﹄ 釋迦牟
尼佛在世間宣說二萬一千調伏藏 調
伏貪欲煩惱之對治 宣說二萬一千契
經藏 調伏嗔恚煩惱之對治 宣說二
萬一千對法藏 調伏愚痴煩惱之對
治 再宣說二萬一千第四藏 調伏三
毒等分之對治 ﹂
有一本︻本生經︼ 敘述釋迦牟

尼佛在過去世當中 修菩薩行；到最
後 祂得到了如來心印的傳承 釋迦
牟尼佛有沒有傳承？祂是有傳承的
但是 祂是寂靜心印傳承 就是在很
靜的當中 得到心印的傳承
有一個笑話 有個人印名片 他
是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的 顧
問 印刷廠印錯了 印成了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的﹁顧門﹂ 要
印名片的人說少了一個口 請印刷廠
再重印 印刷廠說：﹁一定幫您印
好！﹂最後 印刷廠印成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的﹁顧門口﹂ 還是
印錯了！
所以 在美國做事情要注意一
下 當你們申請什麼 如果是非常正
常給你的 你應該要很高興 因為那
是非常難得的！因為他們從來都是不
正常的！如果美國的行政效率非常正
常的時候 那是不正常的 因為他們
正常的效率是︱每一樣事情都會出一
點差錯
申請綠卡時 我交給律師之後
律師用平信寄到華盛頓 DC 去要七
天 回來要七天 結果我十一天就收
到綠卡了！那是怎麼回事？律師說不
可思議 不可能！因為這飛機飛來飛
去 就不只十一天了 而且用的還是
平信 一般申請 至少要三個月！我
十一天就拿到綠卡 好奇怪？一定是

七天送到那裡之後 本來是要放在最
底下的 結果放在最上面 那位辦理
准證的人 一看到就蓋章了 然後馬
上回信 他加貼了郵票 咻！就以快
信寄回來了！
但是 還是有缺點 住址寫錯
了！我的住址是七五七三號 他寫七
六七九號 哪有七六七九號？七五七
三號是最後一間啊！還好郵差認得
我 他知道 Sheng-yen Lu 是誰 他
就拿到七五七三給我 看吧！信封上
的住址都打錯了 沒有七六七九號這
個住址耶！
還有 我們收到綠卡 有好幾
張 有佛青的綠卡 有佛奇的綠卡
有師母的綠卡和我的綠卡；名字打
錯 生日也打錯 什麼都是錯的 我
就知道糟糕了！所以 在美國辦事
情 效率快的時候 很多都是錯的
後來 我就趕快把申請綠卡 申請公
民的資料 全部 copy 一份 到了考
公民的時候 終於考過了
在公民考試之前 考官去檔案室
找我的資料 他下來之後對我說：
﹁抱歉！你不能考 ﹂我說：﹁為什
麼？﹂﹁因為你的檔案全部不見
了！﹂﹁我的檔案全部不見了？天
啊！﹂還好 早就知道會不見 所以
我把所有 copy 的資料全部拿出來
﹁喔！你已經準備好了？﹂然後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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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審查我們的資料 一下子就通過
了！而且剛好法院正在宣誓 ﹁你趕
快拿著核准的資料去宣誓 你就可以
拿護照回台灣了！﹂你們看看吧！有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所以 凡事都
要用心 不要出錯
我們修行也不能有錯 一定要走
正道的路 修的是正法 走的是正
道 得到的就是正果 釋迦牟尼佛得
到婆仙如來的如來心印傳承 就是正
果！祂在菩提樹下證悟 終於明心見
性 就是正果︱正直的果位 祂是一
個覺悟者 我們這裡有很多覺悟者
雖然是覺悟 但是行事作風好像沒有
開悟 一旦覺悟了 行事作風就要契
合開悟 如果行事作風不像覺悟 我
就不敢講了
講一個笑話 ﹁我的女朋友把我
甩了！﹂另一個人講：﹁天涯何處無
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花？很快 你就
會把她忘了 ﹂男的講：﹁我無法忘
了她 ﹂另一個男的問：﹁為什
麼？﹂﹁因為我送她的東西 全部都
是分期付款買的 每當我收到帳單的
時候 我就會想起她啊！﹂這就是不
能斬草除根 快刀斬亂麻 應該要斬
就要斬 不能在那邊藕斷絲連 這
樣 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 釋迦牟尼佛很快就把所有
的煩惱斬斷 一切的煩惱苦難都沒有
了 我上回講過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

樹下 是魔幻化讓祂看到提婆達多跟
祂的妻子耶輸陀羅上 motel
當釋
迦牟尼佛看到妻子耶輸陀羅跟提婆達
多 上 motel
你們說 揪不揪心
啊？一般的凡夫 一定是揪心的 不
過 釋迦牟尼佛動也不動 非常安
靜 這樣 祂就過關了！因為祂早就
把欲望超越了 把親情也超越了 這
就是一種超越 祂要明心見性 得正
等正覺 就要受這樣的考驗
以前 有一個將軍到我面前 說
要出家 我一看 我說：﹁將軍啊！
你娶幾個老婆？﹂他說：﹁三個 ﹂
﹁你最疼愛哪一個？﹂他說：﹁第三
個 ﹂我說：﹁你現在趕快回去 你
到山裡來 你那第三個老婆已
經
﹂他馬上就站起來 奪門而
出 我說：﹁你不是要出家嗎？﹂他
說：﹁我先回去一下 ﹂
以前 耶穌在弘法的時候 有一
個人要跟隨他 這個人就在耶穌的旁
邊站了很久 耶穌問：﹁你要做什
麼？﹂他說：﹁我要跟隨你 永遠在
你的旁邊 ﹂﹁好吧！如果你要跟隨
我 從現在開始 你馬上就跟隨我
這個人講：﹁但是 我的父親死了
我要回去處理許多事情 等處理好
了 再來跟隨您 ﹂耶穌講了一句
話：﹁讓死人去處理死人的事情 你
還是跟著我吧！﹂但是 那個人向耶
穌說：﹁不行！我還是一定要回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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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所以 他本身沒有那個福分可
以跟隨耶穌的 如果要跟隨 就必須
什麼都放下 才叫做真正的跟隨；放
不下的就不能跟隨
在︻聖經︼裡面有一段︱﹁讓死
人去處理死人的事情﹂！死人自己會
處理 這是耶穌講的話 如果要跟
隨 全部都要放下 不然你就不要跟
隨 這很不簡單啊！要跟隨 要全部
放下才可以 釋迦牟尼佛是全部放下
的 所以祂能夠超越 才能夠得到如
來心印的傳承 因為祂全部放下
老蚊子對小蚊子講：﹁現在的女
人穿得那麼暴露 可以大飽口福 ﹂
小蚊子很無奈：﹁你看到的只是外表
啊！因為很多年輕的小蚊子都噎死
了 ﹂﹁為什麼？﹂﹁因為吸到的都
是矽膠啊！﹂蚊子一吸 馬上兩眼一
閉 就死了！很多小蚊子都是因為這
樣而殉難了！矽膠噎死了很多蚊子
告訴大家 食也是欲望 修行人
當然要吃東西 但是 只要能養活
你 讓你的身體健康的 你可以吃；
不健康的 過量的 都不可以 大家
要記得這件事情 飲食方面也是一種
吸引力
釋迦牟尼佛得到了如來心印的傳
承 才能夠在娑婆世界之中說法 祂
說了顯教 密教之法 然後指明﹁調
伏 契經 對法﹂三部 那要調伏什

麼呢？要調伏你所有的煩惱 調伏你
所有的貪 瞋 痴 疑 慢 全部都
要調伏；所有一切的煩惱跟障礙 都
要能夠調伏 包括飲食 也要能夠調
伏
修行人對每一件事情都要觀察入
微 你必須要先深入了解人世間 你
才出得了世間 如果你不了解這世間
是怎麼回事 你就出不了世間 佛就
是因為能夠了解世間 契合世間所有
不了義跟了義的經典 所以 祂知道
入世間 也知道出世間 這是一個重
點 如果你不了解世間 你就沒辦法
出世間 世間是怎麼樣的一個形相？
你不了解就會迷惑於世間 開悟的人
就不能迷惑於世間 要跳出世間之
外 才能夠出世間 才能夠有成就
太太在廚房看見先生拿著蒼蠅
拍 太太就問：﹁你在幹什麼？﹂先
生答：﹁打蒼蠅 ﹂太太問：﹁打到
了嗎？﹂先生答：﹁打到三隻公的
兩隻母的 ﹂太太問：﹁你如何區分
公的和母的？﹂先生講：﹁有三隻在
酒瓶上面 其他兩隻在電話上面 ﹂
這叫做觀察入微
如果你聽過師尊講電話就知道
師尊講電話都是簡單 扼要 明白
五分鐘就結束了 重點講一講 馬上
就掛掉電話 我現在有兩支手機 我
的手機從來沒有打開過 我要打出去

可以 但是打不進來 我在︿真佛密
苑﹀有一支手機 我在︿南山雅舍﹀
也有一支手機 在︿南山雅舍﹀的手
機是蓮印上師送給我的 方便我使
用 這是了解師尊心的人 蓮印上師
觀察入微啊！
佛！一定是觀察入微 你對世間
的一切事情都能觀察入微 就能夠跳
出世間；如果你不能觀察入微 你是
沒有辦法跳出世間的 你要了解世間
的一切事情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你要觀察入微 其實 善惡真的是很
難講的 什麼是善？你為他人行﹁菩
薩道﹂就是善 你為自己行﹁企圖
道﹂ 什麼是企圖道？我沒辦法用名
詞形容 就是企圖把所有的東西全部
抓來變成自己的 包括金錢 人 房
地產 七珍八寶 全部都是你的 這
就是惡 這個貪 就是企圖！
瞋！你生氣是為了什麼？因為得
不到 所以才生氣 痴！你無知 不
懂得善惡 不懂良知良能 你的企
圖 只是自己擁有 不給別人快樂
給人家的是痛苦；你不喜歡做善事
你對所有的人根本是有分別心 那就
是沒有調伏 不能契合如來的了義跟
不了義 之後 佛再講對治法 其
實 ﹁調伏 契經 對法﹂這三個都
是不了義的 ﹁對治法﹂還是不了義
的 但如果你能對治 就是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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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個世界上的科技是不得了
的！這裡有一個比喻：一個美國人
一個日本人和一個印第安人 三人一
起 洗 sauna ︵ 三 溫 暖 ︶ 突 然 之
間 美國人的手臂有聲音響了 按一
下手臂 響的聲音就停了 美國人很
得意：﹁這是我們的新科技 只要在
手臂裡移植一個晶片 就可以當成傳
呼機 ﹂過了一會兒 日本人的手掌
也響了 日本人拿起手掌 在耳邊講
起日本話 其他人非常驚訝 日本人
很得意地講：﹁這是我們的新科技
在手掌裡面植入一個晶片 就可以當
手機 以後就不用拿著手機在手上
一個晶片在手掌裡面 隨時可以講
話 ﹂印地安人很自卑 默默地上了
廁所 過了一會兒 他就回來了 由
於沒有擦乾淨 屁股還夾著半張的衛
生紙 美國人和日本人就嘲笑印地安
人：﹁這是什麼？﹂印地安人就講：
﹁有一張傳真剛好傳到我的屁股 ﹂
你們要了解 這世間都是在比
試 較量 演布袋戲啊！我剛才在比
手印 也就是像在演布袋戲啊！你們
要懂得看戲 再了解人生 人生就是
一場戲 佛陀知道人生是一場戲 所
以 祂能夠當成觀賞戲的人 能夠這
樣的人才懂得調伏
不要當戲裡面的男主角或者是女
主角 你要站在旁邊觀察一切事情
你要清楚明白世間的一切 才能夠出

世間 所以 釋迦牟尼佛得到婆仙如
來的如來心印傳承 祂就是因為先了
解世間的一切 了解清楚以後 最後
就能夠出世間 出世間就是明心見
性
有人講 師尊密教的灌頂不如
法 因為師尊用的是佛幡灌頂 密教
剛開始的時候 在西藏的密宗 要做
沙曼陀羅 做沙曼陀羅做什麼？就是
做﹁壇場﹂ 比如要灌頂大孔雀明王
的法 你就要先做一個大孔雀明王的
沙曼陀羅 按照儀軌 很仔細地做沙
曼陀羅 然後把本尊迎到曼陀羅裡
面 再從曼陀羅裡面取灌頂的水 再
為大家灌頂 這樣才是如法的灌頂
但是 我們︽真佛宗︾ 我本人
在事法上面已經經過了磨練 然後在
行法上面也經過了磨練 師尊已經到
達了﹁瑜伽法﹂ 也就是﹁相應
法﹂ 師尊跟本尊已經相應了 自己
的身體就可以當成曼陀羅 所以 師
尊的灌頂是如法的
剛剛 你們看師尊在護摩的時
候 孔雀明王的眷屬全部進到我的身
體裡面 祂們就能以我的身體做為祂
們的壇城 因為我已經相應了本尊
就有這種現象 那是已經進入了瑜伽
部 師尊已經進入瑜伽部和無上部
只要進入瑜伽部 就可隨時隨地把自
己的身體當成曼陀羅 灌頂所有的
人 因此 師尊用手加持灌頂幡 就

是把大孔雀明王的法流灌注在灌頂幡
上面 大家走過去 就是真實的灌
頂 要懂得這個道理啊！
西藏密宗在事部 行部必須要做
曼陀羅 在瑜伽部就不用做曼陀羅
在無上部也不用做曼陀羅；只有前面
的事部 行部要做曼陀羅 他們只知
其一 不知其二 他們必須要了解得
非常清楚
老婆在家裡老是嘮叨個沒完 丈
夫不勝其煩 於是拿起電視的遙控
器 對著老婆一陣猛按 老婆很驚訝
的問：﹁你在按什麼？﹂丈夫沉重地
講：﹁我在按﹃靜音﹄ ﹂其實 他
只要走開就好了 這就是說 婚姻也
許不是天堂 有可能是地獄 要了
解 當你處在地獄的時候 對方唸個
不停的時候 你要趕快走開躲起來
等到對方不唸的時候 你再出來 這
是和合之道！入世間就是要這樣
有一次 我問來福證的新人：
﹁你太太喜歡講話嗎？﹂女的說：
﹁喜歡 ﹂男的說：﹁我也很喜歡
聽 ﹂我說：﹁好啦！你繼續喜歡聽
吧！結婚以後你就知道了！﹂另外
有一對來福證的新人 我問：﹁你太
太喜歡講話嗎？﹂﹁她很安靜 都不
講話 ﹂﹁哎呀！難得啊！阿彌陀
佛！善哉善哉！你娶到一個好太
太 ﹂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要了解世間 才能夠出世間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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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為了解了世間是什麼 所以祂
能夠開悟 明心 看到自己的佛性
成為真正的覺者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 溫哥華︿華光功德會﹀
︿華光雷藏寺﹀捐贈五萬
美金贊助︿盧勝彥佈施基
金會﹀﹁蓮花獎學金﹂

贊助
義舉

聖尊蓮生活佛廣受肯定，〈真佛密法〉真實不虛！
《

真佛宗》
在師尊三
十多年的領導
下，可以從昨
天 的 兩 件 事
情，看到《真
佛宗》得到各
方的認定與支
持。
我在美國
服務，從一九
八五年任職外
8月24日廖東周大使致詞
交部秘書，後
來任職〈僑教
中心〉主任，擔任兩次處長，據我的了解與觀察，美
國的參議員每一州只有兩個，眾議員也是依照人口比
例選舉，他們假如不認為你對社會、人類很有貢獻的
話，他們忙得很，不會給你認可的。
昨天的法會上，有一位參議員、三位眾議員給
我們認可，其中一位眾議員還給師尊褒揚狀，這四位
都給昨天法會致祝福的函，這就是他們給《真佛
宗》、給師尊的最高認可！這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一件事情，這場法會非常殊勝，這是無庸
置疑的，但是，法會的義賣金額說明，假如師尊、
〈真佛密法〉，不是得到同門的感動、感激與認同，
會有同門願意花這麼多錢來支持嗎？
這兩件事情證明了，師尊和所傳的〈真佛密
法〉，以及《真佛宗》跟我們各位同門的努力，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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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虛的！師尊所傳的〈真佛密法〉，真的值得我們
去實修。
我是昨天才下飛機的，昨天整個下午的法會
上，我沒有打瞌睡，還用力地在唸咒、唸經，包括唸
【阿彌陀經】，我都是用力在唸，唸得全身是汗！剛
才，要感謝有很多同門做主祈者，因為很多主祈者，
所以可以唸幾百遍『孔雀明王心咒』，真是太棒了！
經過實修，我真正體會到，當把經咒用心、用
丹田唸出來，就是把你的心願給了別人，給了這個世
界，給了這個虛空，同時也給了你健康的身體。我從
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子，覺得身心如此健康，我走路的
時候、深呼吸的時候，真的覺得我的丹田有一塊石頭
在這邊，因為我一年多以來，真正奉行師尊的教導，
用深呼吸、提肛、練寶瓶氣。我在搭飛機來的時候就
修了兩壇法！為什麼？爽啊！
當你實修之後，你的身體會覺得舒服，你真的
會不想看電視、看電影。那些世間的東西其實也還
好，但大部分的時間，你只會想要修法。
講了這些，我不禁要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
人不了解〈真佛密法〉，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努力
讓他們了解；但是，竟然有人要離開《真佛宗》，他
們為什麼不把時間花在修行上，讓自己的身體健康，
把願力給別人，造福別人？反而把時間花在批評跟污
衊上？
我真的深深地為這些朋友感到非常不值得、非
常可惜！希望我們大家發願力，願他們都能夠回頭是
岸，再一次接受〈真佛密法〉。
在此祝福師佛佛體安康，常轉法輪；祝福師母
身體永遠健康。

8/ 3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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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㆒切善，以戒律調伏貪，
以定力調伏瞋，以智慧對治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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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本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及其眷屬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行政院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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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宗務
委員會﹀法律顧問羅日良律師及黃月
琴律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
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
林坤音師姐 林淑華醫師 許鴻春藥
劑師及家人 李佳霖醫師 今天與會
大眾還有很多貴賓 但他們都沒有報
貴賓名單 所以 今天我們大家都是
貴賓
大 家 晚 安 ！ Selamat 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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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晚上好︶你好！大家好！
︵廣東話︶唔該 唔該晒！︵廣東
話：謝謝大家︶還有來自很多國家來
的同門 法國的同門老是說：﹁為什
麼沒講法語？﹂我只會一句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感謝︶；另
外 還有巴西的 巴西應該講
Saude ︵葡語：大家健康︶ 日本的
是どうも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
好︶ 越南的我只會
Nguoi ︵ 越 南 語 ： 大
家︶還有西班牙的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朋友您好︶ 泰國
的 Sawadika ︵泰語：
你好︶ 德國我只會講
Deutsch ︵ 德 語 ： 德
國︶ 還有哪裡？︵弟
子：荷蘭︶啊！講英語
啦 ！ Good evening
︵晚上好︶ 總之 大
家好！
剛剛我們修的是
﹁藥師佛本尊法﹂ 藥
師佛是東方琉璃世界的
教主 一般將衪列為阿
閦佛的異名同體 因為
阿閦如來不動佛 藥師
琉璃光王佛都在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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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閦佛跟東方藥師琉璃光王佛有一個
世界叫做﹁琉璃世界﹂ 也是佛國淨
土 我們常常持咒唸佛都是想要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其實 東方藥師
如來的琉璃淨土一樣非常莊嚴殊勝
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也是一個很好的
佛國
藥師本尊最大的法就是﹁七佛藥
師﹂ 有其壇城跟修持的方法 藥師
如來為什麼稱為﹁藥師﹂呢？主要是
在祂的願望中 祂希望能夠以祂的名
及經典 免除眾生疾病的痛苦
人生最大的苦是病苦 只要得到
很嚴重的疾病 你會覺得這世界上的
任何東西 你都不需要；在那個時
候 你的什麼欲望都沒有了 你只剩
下最後一個欲望 就是希望病能夠
好；但是 等到你的病好了 你的欲
望又有了 人就是這樣 人在疾病的
時候是萬念俱灰 所有欲望的念頭全
部都沒有 唯一的期望就是病能夠
好
我從上個禮拜開始問事 這禮拜
也有問事 差不多問了將近半個月的
時間 進來問事的同門有兩種痛︱這
裡痛跟那裡痛 也有兩種病︱這裡
病 那裡也病 很多同門都有病 唉
這病業實在是太苦了！人生最
大的苦應該還是病苦 上回 我們修
藥師佛的時候我講過 張飛是天不
怕 地不怕 什麼都不怕的！孔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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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搖扇子：﹁你還有一怕 ﹂張飛
講：﹁我什麼都不怕！﹂孔明就講：
﹁病！怕不怕？﹂張飛一聽就從馬上
掉下來 他還是怕病的
人再怎麼強壯 都怕病的 你以
為身體非常健康 結果你去檢查的時
候 突然檢驗出一個無藥可治的病在
你身上 這時候 你就開始怕了 而
且蒼老得很快；因為這個病 你的整

個人生都變成灰色 你會意志消沉
覺得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想一想 師尊七十年來 只
有在隱居的那一段時間 有一個病
苦 除了這個以外 我不知道什麼是
病；除了那個時候的痛以外 我不知
道什麼是痛 人家有四十腰 五十
肩 就是四十的時候腰會痛 五十的
時候肩膀會痛 師尊到了七十還沒
有 這是佛菩薩保佑 瑤池金母保
佑 還有所有的神將保佑 讓我沒感
覺到病苦 實在是很幸運
你們想想看 太陽每天都很猛
烈 今年的夏天很熱；但是 最熱以
後 太陽就會慢慢變成不熱；進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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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 太陽也會變涼；到了冬天 就
會變寒酷 這也是一種太陽的無常
我們看月亮最清楚了 它每一天都在
變 到了十五的時候最圓 過了最圓
滿之後就慢慢開始虧了 所以 佛陀
講﹁無常﹂ 不只是指天 不只是指
地 還有指我們人類也是無常
例如 在生意最好最旺的時候
突然發布一個消息：﹁你的東西裡面
含有致癌物質 ﹂一下子 你的生意
就破滅了 這就是說 有旺必然有
衰 有最旺的時候 也必然有衰退的
時候 身體也是一樣 有壯年 一定
有老年 老了之後 老跟病是在一起
的
在密教裡 我們祝福人家時會
說：﹁札西爹列 ﹂就是如意吉祥！
再來是：﹁祝福你健康長壽 ﹂健康
是可以的 但長壽就不一定健康了
你若長壽到了七十歲 八十歲 九十
歲 就會有病出來 到了老年 很多
毛病就開始出來了 所以 長壽不等
於健康 如果能健康又長壽 那是非
常好 最吉祥的
我們常常祈求﹁日吉祥 夜吉
祥 一日六時皆吉祥 一切吉祥中
者 祈願本尊攝受 上師加持 護法
擁戴 ﹂在這裡也祈求藥師琉璃光如
來加持眾等 把大家身上的病業全部
拔除 如同藥師如來的願望一樣 讓
大家身體健康 長壽自在

我發覺大家的病業很重 有很多
人生病 感冒倒是不要緊 但如果中
了伊波拉病毒
我們這裡有西非
來的同門 在不在這裡？在那裡 他
是西非來的！他說兩個禮拜以前 他
還在西非 你是哪一個國家來的？
︵同門答：奈及利亞︶奈及利亞！我
問過佛菩薩 他沒有﹁伊波拉﹂︵眾
笑︶ 奈及利亞的伊波拉病毒是很嚴
重的 他來的時候 已經幫他
check ︵查︶了 沒有！那就放心
了 他已經來了兩個禮拜 沒問題！
大家安啦！
這種病真的非常難測 這種病
毒 你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細菌 師
尊身體的免疫力真的很強！在台灣
很多人都有Ｂ型肝炎 這幾年 我半
年在台灣 半年在美國 回台灣的時
候 路邊攤我也吃啊！每一次吃路邊
攤 他們只用一個水桶洗所有客人的
碗 但是你看不到 你也吃了啊！回
到美國 我每一年檢查一次身體 一
抽血檢查 醫生講：﹁欸？你血液裡
面有Ｂ型肝炎的細菌 ﹂我說完了完
了
我從來不打預防針的 師母
是什麼預防針都打 我是什麼預防針
都不打
以前 我們有十八個人去印度
總共要打九種預防針 我一種針都沒
有打 去了印度之後 我們到了一個
叫做﹁瓦拉納西﹂的地方 那是五千

年歷史的城市 在恆河旁邊 是印度
的一個重鎮 大家去到那裡之後 每
一個人都﹁拉稀﹂︱全部拉肚子 只
有師尊一個人放的全都是﹁金條﹂
沒有﹁拉稀﹂
我抽血檢查 醫師說：﹁你有Ｂ
型肝炎的細菌 ﹂但是醫生說：﹁你
實在是太幸運了！因為當Ｂ型肝炎的
細菌進到你身體時 你的免疫力發
揮 把細菌統統殺死 你血液裡所有
Ｂ型肝炎的細菌都是死的 ﹂也就
是 我的免疫力大過Ｂ型肝炎的細
菌 把所有Ａ型 Ｂ型 Ｃ型 重
型 輕型肝炎的細菌 統統都
kill ︵殺死︶！所以 師尊是健康
的 請大家放心！我問：﹁是否要打
Ｂ型肝炎的預防針？﹂醫師說：﹁不
用！因為你早就把那些細菌全部殺
死 你身體的防禦力已經很強了 不
管是什麼細菌進來 都把它全部殺
死 ﹂所以 能夠吃掉細菌的人就是
師尊
每一次有感冒細菌進來 我都知
道 然後 我的身體就開始運作 把
這些細菌全部殺死 有人感冒了 我
就把他的細菌吃掉！我也能夠吃掉別
人感冒的細菌 這個功夫很厲害 實
在也不錯啦！感謝瑤池金母 諸佛菩
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讓我現在
身體都很強壯 到了七十歲 我還能
咬甘蔗 眼睛不用戴眼鏡 看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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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開車也不用戴眼鏡 寫文章也
不用戴眼鏡 看報紙也不用戴眼鏡
報紙上最小的字 我都看得很清楚
有三個小孩子在比誰的爸爸比較
快 第一個小孩子講：﹁我爸爸最快
了 桌上的咖啡杯掉下來 他可以在
杯子跌到地面之前 把杯子接住 ﹂
這是很快 不過也可能是巧合 第二
個小孩子就講：﹁我爸爸才快咧 我
爸爸去打獵 在兩百尺外射中一頭
鹿 在鹿摔倒地面之前 他可以衝上
去把鹿扶住 ﹂哇！這也是很快 第
三個小孩講：﹁我爸爸是公務人員
每天下午五點下班 他四點半就到家
了 ﹂這個最快
師尊看報紙不用戴眼鏡 我的眼
睛也沒有去做雷射治療 你們不要以
為師尊一定有偷偷跑去雷射眼睛 矯
正自己的近視 沒有！我沒有雷射眼
睛 蓮主上師有雷射眼睛 他以前是
戴眼鏡的 現在不用戴 也滿好的
蓮世有沒有去？沒有啊！所以你戴眼
鏡嘛！我沒有雷射眼睛 自然而然
眼睛就是很好 晚上開車也不用戴眼
鏡 七十歲不用戴眼鏡！師母有戴眼
鏡 她有兩副眼鏡 一副是老花 另
一副是怕光的 我的眼睛很好 所
以 我一切看得很清楚 不像這個笑
話 他看得不清楚
某一天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有一名搶匪在缺錢之下 突破層層的
關卡 進入銀行的保險櫃 搶匪打開
其中一個保險櫃 卻見裡頭只放了果
凍 他就打開其他的保險櫃 發覺每
個櫃子裡全都是果凍 一氣之下 他
就把所有果凍都吃掉才離開 隔天
該名歹徒起床 下樓買了一份報紙
準備看看自己的豐功偉業 結果 報
紙的頭條是這麼寫的：﹁瘋狂的歹
徒 精子銀行被盜！﹂原來是偷錯銀
行了！
師尊七十歲了 有一個很有名的
作家說：﹁七十歲了 你不用進去情
趣商品店 情趣商品對你已經沒有用
了 ﹂七十歲差不多是﹁叮叮﹂了
就是死了 講到﹁叮叮﹂ 其實這也
是四大喜事：第一件事 洞房花燭
夜 是很高興的事情；第二件事 金
榜題名時 是很高興的事情；第三件
事 他鄉遇故知 都是很高興的事
情；第四件事 久旱逢甘霖 都是很
高興的事情 最高興的當然是洞房花
燭夜了 結果你不舉 那就是最悲慘
的事了 所謂﹁叮叮﹂ 就是﹁差不
多了﹂！不過 大家放心 藥師如來
非常照顧師尊
這裡有一個笑話 有一次出去
玩 在一個遠房親戚家住了兩天 那
裡有個風俗 就是認為小孩子的尿是
最乾淨的 所以 他們用童子尿來煮

雞蛋 說是非常養生 問題是我哪裡
敢吃？無奈的是 人家熱情一直勸我
吃 沒辦法 我只好答：﹁我不愛吃
雞蛋 ﹂可是我那親戚更可愛 他
說：﹁那你喝點湯吧！﹂
在中國古代的童子尿 指的是一
歲到六歲之間的小孩子 他的小便叫
做童子尿 在中醫裡面叫做﹁回籠
水﹂ 剛出來的尿 頭不要 尾不
要 只取中間那一段 那也是一種藥
材 是很好的藥材
真的是有人喝童子尿 喝童子尿
是日本人發明的 以前有一個人講日
本 人 不 好
Why Japanese no
good? ︵ 為 什 麼 日 本 人 不 好 ？ ︶
Everytime after drinking Sake,
they pee anywhere. 日本人喝了酒以
後 會到處小便的 有一次 我們在
日本旅行 遊覽車在高速公路上突然
停下來 怎麼回事？看到司機走下
來 在巴士旁邊就小便了 這是親眼
看到的 日本的蓮常上師 是不是這
樣？︵上師回答：はい︶他講はい
就是﹁是﹂的意思
總之 中醫有很多藥材是很特殊
的 也有其效驗在裡面；不只是尿
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都可以當
成中醫的藥材 藥師佛明白這些都是
藥 西方人不會明白這個 但 中醫
有很多藥都是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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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世界各地的同門一起同修〈真佛密法〉

我繼續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在真言密教
方面 有了﹃作密﹄ ﹃行密﹄
﹃密應﹄︵師尊補充說 其實有四
種：作密 行密 瑜伽密和無上
密︶ 釋迦牟尼佛在世間宣說二萬一
千調伏藏 調伏貪欲煩惱之對治 宣
說二萬一千契經藏 調伏嗔恚煩惱之
對治 宣說二萬一千對法藏 調伏愚
痴煩惱之對治 再宣說二萬一千第四
藏 調伏三毒等分之對治 ﹂
三毒是﹁貪 瞋 痴﹂ 佛陀有
講對付貪的 對付瞋的 對付愚痴
的 主要都是在﹁對治﹂方面 佛陀
說法有講到﹁對治﹂ 我們有貪
瞋 痴 疑 慢 種種的煩惱跟心理
上種種的病 貪 瞋 痴 疑 慢都
是屬於心理上的 以什麼來對治貪？
以什麼來對治瞋？以什麼來對治愚
痴？佛陀就講了﹁三無漏學﹂ 什麼
是﹁三無漏學﹂？就是﹁戒 定
慧﹂！
用戒律來對治貪 像欲望 野
心 都是屬於貪；如果完全沒有欲
望 或者是有欲望 但是你在欲望的
範圍之內 有一條繩子 超過這個界
線 就是屬於貪 這條繩子就叫做
﹁戒律﹂ 佛教的戒律 首先有五
戒 戒殺生 戒偷盜 戒邪淫 戒妄
語 戒喝酒 這五種一定要守住 這
就是一種戒律 可以調伏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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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伏瞋就是用定力！你要把憤怒
的心降伏住 就是要靠你的定力！任
何時候都要靠你的定力來降伏你的
瞋；不可以發怒 不可以激動 都是
要靠你的定力 所以學佛的人是行如
風 坐如鐘 立如松 臥如弓 行
住 坐 臥是有規矩的 所以 師尊
說法時 一定坐得直直的 不會彎腰
駝背 一定要坐得很正 這是一種定
的功夫
另外 以智慧來對治愚痴 你必
須要學習如來的智慧 你有了如來的
智慧 才能夠調伏愚痴；很多很愚
蠢 愚笨的行為 要用如來的智慧來
調伏 所以 ﹁戒 定 慧﹂是對治
﹁貪 瞋 痴﹂的 這就是對治法
佛在講法當中 有所謂的﹁資糧
道﹂ 資糧道是什麼？是修善的 行
一切善事 做一個正正當當的善人
另外 用戒 定 慧來調伏貪 瞋
痴 我們聽了應該都可以明白 也就
是﹁調伏三毒等分之對治﹂ 這是佛
在說法中所謂的﹁對治法﹂ 最後
佛陀才講到真正的第一義 佛教真正
的第一義叫做﹁明心﹂
﹁﹃大圓滿法﹄的第一位轉法輪
者 即是﹃太初古佛婆仙如來﹄的神
通任運 現在的﹃大圓滿法﹄被西藏
人稱為﹃內續部三瑜伽﹄︵師尊說
明：屬於內部的 內在的 內法的三

個瑜伽法︶ 也即是﹃內乘生起 圓
滿 大圓滿﹄ 梵音﹃摩訶 阿努
阿底﹄三續部 ﹂這是﹁大圓滿法﹂
最高的法 最重要的是摩訶瑜伽 阿
努瑜伽 阿底瑜伽三續部 摩訶瑜伽
就是無上部跟瑜伽部 無上部跟瑜伽
部合起來是摩訶瑜伽；阿努瑜伽就是
明心 也就是佛陀講的第一義；而阿
底瑜伽就是見性 看見佛性
今天坐計程車出去 我叫司機大
哥開快一點 沒想到速度快到我都看
不清楚路人 連闖四個紅燈 我擔心
地問司機大哥：﹁不用這麼急 不
然 可能會讓你被吊銷駕照 ﹂只見
司機大哥很淡定地說：﹁放心 我根
本沒有駕照 ﹂
這笑話代表什麼？學佛在一個
﹁戒﹂字上面 要懂得這個﹁戒﹂
字 不能夠太超過 這客人心裡很
急 請司機開快一點 沒想到司機開
得比他想像的更快 這是犯戒的
﹁過﹂跟﹁不及﹂都屬於犯戒；太超
過了 你就犯了戒；你完全沒有 也
是犯了戒
現在有兩種病 一個是躁鬱症
一個是憂鬱症 躁鬱症就是性子太急
躁了 一發怒就會打人 躁鬱症是會
打人的；憂鬱症就好像太自閉了 什
麼都不想做 什麼都沒有興趣 什麼
事情都很慢 躁鬱症是會殺人的 就

是太超過了；憂鬱症是會自殺的 因
為人生實在什麼樂趣都沒有 這也是
太超過了
我講過一個比喻 有躁鬱症的人
在急的時候 他會在桌上急速地東摸
西摸 不知道在摸什麼︵師尊示
範︶ 這是躁鬱 憂鬱呢？無精打
彩 低頭扁嘴 愁眉苦臉 一個是躁
鬱 一個是憂鬱
我不是要講我們的上師 在︿西
雅圖雷藏寺﹀有兩個極端 蓮寧上師
以前的綽號叫做﹁雷公﹂ 他一急起
來就會來回踱步 會走來走去 一直
不停地繞 他現在變成在界線以內
已經不躁鬱了 已經變得很好 我們
以前去旅行 我跟他的姐姐講：﹁奇
怪？蓮寧上師
﹂她說：﹁唉
我知道我弟弟 只要他一急起
來 他就
﹂你姐姐在多倫多買
了一個地方給你住吧？她常常見你在
那邊走來走去 一直不停 她說：
﹁他這個樣子 我們已經看習慣
了 ﹂不過 現在好像好一點了 現
在已經變得比較沉著了 這是好的現
象
我們的住持德輝上師 他始終非
常穩 他想的事情很多 給他一 他
就會想到十 因為他講他看過很多偵
探小說 所以給他一個現象 他就會
分析半天 把事情可能發生的現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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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析出來 從頭分析到尾 等他講
完 我們都打瞌睡了
一個是躁鬱的代表 一個是憂鬱
的代表 其實 他們不是躁鬱跟憂
鬱 他們都在調整；比較慢的那個
調得稍微快一點 比較快的就調得慢
一點 這種現象 表示修行有進步
講個笑話 小明收到朋友送的一
份禮物 上面附有一張紙條：﹁朋
友 這雖不算是什麼珍貴的禮物 但
也夠你用一年了！﹂哇！小明非常歡
喜地打開一看 結果是﹁日曆﹂！
佛陀所說的法 夠用你一生 人
生的一切弊病 人的每一種弊病 釋
迦牟尼佛都在經典中全部指出來 各
有八萬四千種病 就有八萬四千種法
去對治它 所以 你愈研究佛學 你
就會慢慢轉變自己 由惡而變成善
在做事方面 釋迦牟尼佛在經典裡面
也談到忠 也談到孝 也談到節 節
也是一種戒 也談到義 忠 孝
節 義 統統都談到了 釋迦牟尼佛
教你種種方法 給你一種尺去量自己
的行為 是否太超過？還是完全沒
有？這是教你去量的 佛陀的教法是
非常好的 並沒有超過
第一個是戒殺生 就是慈悲為
懷 這個就是善；不偷盜也就是善
不邪淫也就是善 欲望太大是不好
的 就要懂得用方法去節制 密教裡
面對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方法 不妄

語也是善！講妄語的話 會造成很多
事情 飲酒會造很多事端 喝酒了就
會亂 亂的話 貪 瞋 痴 疑 慢
全部都出來了！只要一亂 什麼事情
都做得出來！
所以 酒也應該要戒 修行人不
可以喝酒 如果吃中藥 以酒為藥
引 要放一點酒 這酒是可以的 吃
中藥加一點酒是加強藥效 但是不能

老是吃藥 老是喝酒 喝酒就是犯
戒 身為佛弟子不應該這樣 因為你
喝了酒以後 什麼都敢做 那就是不
好的事情
這是陳傳芳講過的笑話 一位男
士問禪師：﹁老婆對我專橫跋扈 情
人對我卻萬般體貼 這該怎麼辦？﹂
禪師就正色道：﹁要鎮定啊！千萬不
要相信在野黨 誰上台都一樣 ﹂這
也是很有道理 每一個上台的都做得
亂七八糟 然後就滾下來 然後又換
別的上台 都是一樣的！這笑話的意
義在哪裡？我們不能靠別人 要鎮
定 這是一個﹁定﹂字
有些人是要觀察很久的 有時
候 看人要看三年 有時候 三年也
不夠 你還看不到他的真面目；就算
你看個五年 也不一定能看得出來；
等到你看了十年 才終於看出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人 要十年才看得出來
啊！可見人的城府之深 心是藏在最
深裡面的！人家講：﹁城府很深！﹂
他外在的表現都很好 但是你要看他
三年 五年 十年才看得出來 這個
人城府就很深
你們看師尊 一眼就看穿 因為
師尊都表現在外面 心裡想什麼 馬
上就表現 不會造假 沒有做作 我
這個人不做作 不偽裝 這就是﹁直
心﹂ 佛講﹁直心就是道場﹂ 這是
很重要的一點！直心就是沒有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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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情都在你的身上 你所做的就
是你本身的表現 你不會把心藏在裡
面
為了達到目的 而把心藏在裡
面 不透露出來 這就是城府很重的
人 這種人 我們要小心一點 有時
候 你交朋友 交了三年都看不出
來 交了五年也看不出來 交了十年
還看不出來 有一天 終於看出來
了 那時候 你已經完蛋了！你已經
被害了！所以 人也是滿恐怖的 因
此 要很仔細觀察
有人問畢卡索：﹁你到底在畫什
麼？我都看不懂 ﹂畢卡索反問：
﹁你聽過鳥在叫嗎？﹂這個人回答：
﹁聽過 ﹂畢卡索問：﹁好聽嗎？﹂
這個人回答：﹁鳥叫聲滿好聽的 ﹂
畢卡索問：﹁那你聽得懂嗎？﹂ 這
個人回答：﹁不懂！﹂畢卡索說：
﹁那就是了！你不會懂我的畫 ﹂所
以 有些事不必懂 也不必全部懂
做一個快樂的傻瓜！
師尊懂不懂一切的事情？跟大家
講 師尊其實不懂 電器壞了 師尊
會修嗎？你們問師母 我會修嗎？師
母會修 師尊會做飯 炒飯 做菜
嗎？師母說沒有看過 師尊會釘釘
子 做一些雜務嗎？師母說不會 師
尊會 computer ︵電腦︶嗎？我完全
不會電腦 師尊會操作手機嗎？也不

會 我的兩隻手機只能夠打電話而
已 他們給我的手機都是不能上網
的！蓮印上師跟 Hanifa 師姐給我的
手機就是打電話而已 都沒有什麼作
用的 那是最便宜的手機
那我到底會做什麼？︵弟子說：
開車︶開車？我在台灣也不敢開車
我在美國才敢開啊！我還有什麼不會
的？請師母統統指點出來！︵師母：
家事都不會做︶是啊！做家事 我是
真的都不會 我是個什麼都不會的
人 所以我是快樂的傻瓜
我不是常常講三隻鸚鵡的笑話
嘛！有人去買鸚鵡：﹁這隻鸚鵡多少
錢？﹂他說：﹁兩萬美金 ﹂
﹁喔！怎麼這麼貴啊！一隻鸚鵡兩萬
美金？﹂﹁你不知道 我這隻鸚鵡是
會彈鋼琴的 ﹂﹁哇！真的值得兩萬
塊美金 ﹂﹁那這一隻呢？﹂﹁另外
一隻啊！四萬美金 ﹂﹁喔！更貴
啊！怎麼回事？﹂﹁因為這一隻會打
電腦 ﹂﹁第三隻呢？﹂﹁更貴
啊！﹂﹁多少錢？﹂﹁十萬美金 ﹂
﹁喔！怎麼那麼貴 牠會什麼啊？﹂
老闆就回答：﹁牠什麼都不會 ﹂
﹁什麼都不會 怎麼那麼貴？﹂﹁因
為其他兩隻都叫牠﹃師尊﹄ ﹂阿彌
陀佛！我就是這樣的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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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可以見佛性，
當身心皆空，可以得到婆仙如來的心㊞。

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
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
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
禮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本尊︱虛空藏
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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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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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她的先生︶ ︿真佛宗
宗務委員會﹀法律顧問羅日良律師及
黃月琴律師
my sister 盧霓英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
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林坤音師
姐 林淑華醫師 莊駿耀醫師 and
his father ︵和他的父親︶ 李佳霖
醫師 許鴻春藥劑師及家人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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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藏菩薩手㊞
語︶你好！大家好！︵廣東話︶唔
該！唔該晒！︵廣東話：謝謝你︶
今天是做虛空藏菩薩的護摩 今
天的供品當中有一樣東西很奇怪 是
小小的 很像亮片的東西 它會彈出
來 第一個是黏在我的手上 奇怪
它弄不掉 好像有膠一樣黏住了 用
手彈都彈不掉！然後 又彈出第二
個 我彈了半天 也是彈不掉 有幾
個是彈在衣服上 在喇嘛裝上面 喇
嘛裝可能會燒個洞！
我的指頭上有一點黑色的疤 因
為它會黏 現在護摩爐裡面還在
﹁砰 砰 砰﹂ 好像爆竹一樣 它
好像是貼著亮片的東西 但是有膠
一彈出來 它會黏住 怎麼拿都拿不
掉！它也會黏在身上 那邊也被噴到
是不是？哈！做替代？我的皮肉也受

傷了 還好沒有彈在臉上！
有時候 做護摩還是要小心一
點 發現不對就要趕快跑！還好是最
後一道供品 放下去的時候 它大概
就像亮片一樣 一片一片的 像魚鱗
片一樣地彈出來 這是特殊的供品
這也是一種
應該是說這個虛空
中還是有東西！我們今天是修虛空藏
菩薩的護摩 可見虛空並不是完全虛
空 虛空中還是有物 還是有東西存
在的
虛空藏菩薩頭戴五佛冠 祂的右
手臂彎曲 是拿著寶劍的 劍有光
焰 左手在腰側握著拳頭 手中拿著
蓮花 蓮花上面有寶物 像珠一樣
虛空藏菩薩的身體是白色的 但祂坐
在青色的蓮花之上 大家可以做這樣
的觀想

在︽法相寶典︾裡面 祂的膚色
是白色的 祂的手印就是寶珠的印
雙手內縛 食指指尖相觸 大拇指相
併 就是虛空藏菩薩的手印 祂的咒
語就是﹃虛空藏菩薩求聞持真言﹄
虛空藏菩薩是八大菩薩之一 是八個
很大的菩薩之一 八大菩薩是觀世音
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地
藏王菩薩 彌勒菩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
這八大菩薩 虛空藏菩薩是屬於
智慧方面的菩薩 祂的智慧就像虛空
一樣 所以 祂在金剛界裡面的名稱
是﹁金剛寶菩薩﹂ 是賢劫十六尊之
一 祂在胎藏界裡面是占虛空藏院的
首位 祂的密號叫做﹁庫藏金剛﹂
庫藏就是好像寶藏一樣；祂是因為智
慧很深廣 像虛空一樣的廣大 住在
虛空界 得到所有的密意 用大悲心
去救度所有的眾生
虛空藏菩薩有一個淨土 叫做
﹁香積淨土﹂ 也有人講 星星是虛
空藏菩薩的淨土 因為空海大師是修
﹁虛空藏菩薩求聞持真言法﹂ 祂在
岩洞裡面修虛空藏菩薩的法 祂在禪
定的時候 曾經看見一個星星飛進祂
的嘴巴裡 然後充滿全身 全身都是
星光閃爍 所以有人講星星就是虛空
藏菩薩的淨土 還有人講月亮就是觀
世音菩薩的淨土 因為虛空藏菩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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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是星星 所以當星星飛進空海大
師的嘴巴裡 空海大師就有了很深廣
的智慧
有真言 有手印 有祂的形象
就能夠修﹁虛空藏菩薩念誦法﹂ 虛
空藏菩薩也有經典︻虛空藏經︼ 我
唸一下給大家聽：﹁若有人欲得智
慧 欲得大家敬愛 欲得良好的歌喉
︵哇！原來歌手也是！有良好的歌
喉 可以得到大家的敬愛 還可以得
到大智慧︶ 欲得帝王及百官之位
欲得種種財產及美滿的眷屬 同時在
行善之後 能名聞天下 則必須經常
唸此尊名字 一定得到如願以償 ﹂
哇！虛空藏菩薩真的管很多耶！
能夠名聞天下 能夠有美滿的眷屬
還會有很多的財產 還可以得到帝王
之位 可以有好的歌喉 還可以得到
大家的敬愛 還可以有很大的智慧
哇！能夠修持這一尊就很好了！
祂的右手持寶劍 是讓智慧像劍
一樣利；左手持蓮花 蓮花上有日月
輪 還有圓形的智慧果 也有智慧
寶 虛空藏菩薩的手印 中間有食
指 可以用食指結成像寶瓶 也可以
用中指結成寶形 有點像大威德金
剛 文殊師利菩薩的手印 但是 用
食指結成寶形就是虛空藏菩薩的手
印 虛空藏菩薩就介紹到這裡
關於虛空藏菩薩的文章 師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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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很多 能夠有良好的歌喉 就能
夠當歌手唱歌了！有一首我常常唱的
童歌 也是關於星星的 是這麼唱
的：﹁美麗的美麗的天空裡 出現了
光亮的小星星 好像是我媽媽慈愛的
眼睛；美麗的美麗的天空裡 出現了
光亮的小星星 好像是我媽媽慈愛的
眼睛 ﹂因為星星是很光亮 很美
的 它雖然很小 但它的光其實是很
亮的
我在測量連做﹁月掩星觀測﹂的
時候 觀測儀器的底下有水銀 上面
是照著虛空 用格林威治的時間 在
晚上幾點幾分觀察哪一顆星星會經
過 我們是在水銀上面看到那顆星
星 水銀上面有四根線 那顆星星一
進來 我們就要登記時間 它在什麼
時間進入第一根線？在什麼時間退出
第四根線？用這樣去證驗這一顆星叫
什麼名字 這個叫做﹁月掩星觀
測﹂ 就是測量星星的
師尊在測量學校的時候 曾經做
月掩星觀測 在我們那裡有一座天文
台 有一個儀器叫做﹁月掩星觀測
儀﹂ 我們用這儀器去看天上的星
星；星星分成好多等級 第一級是最
亮的 最後一級是比較暗的 哪顆星
星叫做什麼名字？我們都要做這樣子
的測量
那時候 我最喜歡天文台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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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晚上摸到天文台後面 然後翻
牆出去喝酒 吃宵夜 有一次 印象
非常深 翻牆出去吃麵 喝高粱酒
可能喝到假酒 回來的時候翻牆翻不
回來 幾個同學勉強才把我推上牆翻
回來 那天晚上 頭好像要裂開一
樣 第二天早上 起床號一吹 我們
列隊 連隊長走過來：﹁欸！有酒
味！哪一個人出去喝酒？﹂沒有人敢
講話 其實 我呼出來的氣還有酒
味 全身毛細孔都散發酒味出來 還
好連隊長沒有一直深究 只是聞到酒
味而已 那一次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過 因為那一次喝完酒之後
實在是頭痛欲裂 從那一天開始 我
就禁酒 但是 過沒有多久又喝了
一直喝到有一次 實在喝得太多了！
喝到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測量官在工兵
營裡老是臉紅紅的！那是誰？大家都
知道是盧勝彥！因為我的水壺裡面裝
的不是水 全都是酒！喝到這個工程
做完了 測量完了 當我要離開這個
工兵營時 那個行軍床一收起來
哇！整個寢室都是我的酒瓶子 實在
是喝得太多了！
這個要懺悔啊！阿彌陀佛！真的
是不可以喝酒的！那時候很年輕 什
麼酒都喝 有一次 喝到眼睛裡的血
管爆裂 這種情況持續很久 因為眼
睛好了以後又繼續喝 喝了之後 眼

睛的血管又爆裂了！後來每一次喝
酒 血管就會裂開 一直好不了 所
以我就只好﹁自動戒酒﹂ 我不是主
動戒酒的 而是酒來戒我 所以我就
真的戒酒了 剛剛 我看到好多瓶
酒 都是很珍貴的 XO 還有路易十
三︵酒名︶ 在以前 這是我的命
啊！現在都不敢喝了！
真的不能喝酒！因為酒能夠亂
性 會亂了你的智慧 亂了你的判
斷 甚至亂了你的心性 為什麼不能
吃毒？因為毒會亂了你的心性 亂了
你的智慧 亂了你的禪定 破壞你的
身體 這都是不好的 如果亂了你的
心性 你就會胡作非為 讓你什麼都
敢做 人家說：﹁喝了酒 連天公
玉皇大帝都可以罵 還把歷代祖先全
都罵光 連旁邊的人也都一起罵 ﹂
因為喝了酒 膽子就大 什麼都可以
罵 管你是天公 媽祖 玉皇大帝
玄天上帝 不管是什麼帝 喝酒的人
比祂們都大 對不對？還會有﹁色膽
包天﹂的行為啊！所以 不可以喝
酒 喝酒真的是不好的！喝一口可以
嗎？喝一口也不行！喝了就會上癮
所以不行 酒是亂的媒介 是不可以
喝的！
我們今天再談談﹁大圓滿法﹂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蓮生
金剛上師﹄有沒有得﹃婆仙如來心

印﹄傳承 我說有的 因我在美國西
雅圖枯坐二年 自知一切 ︵其實差
不多是兩年多 快接近三年的時間︶
前世為﹃南無金剛不生不滅蓮花童
子﹄化身下生人間 早已成等正覺
早已證五佛智 早已在摩訶大雙蓮池
有無上佛土悉地的清淨琉璃世界 ﹂
這一段是講自己的！是說我有沒
有得到婆仙如來的心印傳承？這是講
我在禪定的時候 我看到 知道 明
白宇宙的真理 而且看見自己的佛
性 就是所有的眾生都有佛性 因為
是婆仙如來本身的一切變化 一直到
所有一切生物的心中皆有佛性 這是
佛陀開悟的時候也講的一句話：﹁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 ﹂一切都是具足
的 沒有虧欠 沒有欠 沒有缺少
不會說你這個人是沒有佛性的 佛性
是每一個人都有 只是你不知道你有
佛性 當你修了禪定以後 你就知道
你也有佛性
我現在在入定時 非常奇怪！就
是在入定時 就算只有五分鐘 我會
覺得什麼都沒有 但是有很多的力
量 在這五分鐘裡面 就可以全部充
沛 而且發揮出自己本身的智慧
譬如 我們相應的時候 簡單的
講就是﹁入我我入﹂ ﹁入我﹂是本
尊在虛空之中 虛空藏菩薩在虛空之
中 當你打坐的時候 你的念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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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到了無念的這種狀態之下 你的
身心放開如虛空 自然讓虛空進入虛
空 這個就是相應 這個叫﹁入
我﹂ 當你把身心全部忘卻 你的念
頭全部忘掉 遺忘 統統都沒有的時
候 你的身子化為虛空 然後你進入
虛空中的虛空藏菩薩心中 這個時候
叫做﹁我入﹂ ﹁入我﹂是﹁虛空進
入我﹂；﹁我入﹂是﹁我進入虛
空﹂ 叫做﹁入我我入﹂
一般來講 當你修行到這個境界
的時候 就稱為相應！這個時候 你
可以看到自己的佛性 當看到自己的
佛性時 就叫做﹁得到婆仙如來的心
印﹂ 這種體驗 師尊是有的 你們
可能也有這種現象 當你們靜坐禪定
的時候 進入忘我的境界 就開始打
呼 被自己的打呼聲音吵醒 這個不
是忘我 而是入了﹁四摩地﹂ 不是
﹁三摩地﹂
忘我的境界是什麼樣的境界呢？
是介於﹁睡﹂跟﹁醒﹂之間！你不知
道你有睡！像今天中午做完生基回
來 我在自己的床上 然後眼睛就閉
起來 忘掉一切 把什麼都忘掉 把
什麼都空掉 我不覺得有睡 但是
我的精神非常充沛！在這一段時間是
空白的 沒有夢 什麼夢都沒有！
看看錶 我差不多是一點十五分

的時候在床上 到了二點十五分 在
這一個小時裡 我等於是﹁沒有
了﹂！身體沒有了 心也沒有了 念
頭也沒有了 我感覺到沒有睡！因為
我不知道有睡 也沒有夢 只是眼睛
閉著；但是 我就精神非常飽滿！
完全空掉 這是真正在定中才會
有的這種現象！第一個 你的感覺是
沒有睡 但是 也感覺到不是清醒
在這段時間 等於是消失了 你的身
心都消失了！那個就是定！我常常打
坐就是這個樣子 就算打坐五分鐘
在這五分鐘裡 你在做什麼？你完全
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也完全沒有！
你的身心完全都忘掉 身心都空掉
那就是定！在定中 你能夠知道 看
見你自己的佛性 那就是心印了！
我很容易入定 有時候我用﹁眠
光法﹂ 我唸：﹁讓 養 康 ﹂
讓 就是把火生起來 把自己的身體
全部燒掉 心也燒掉 肉體全都燒
掉；養 就是一陣風吹過來 把你身
上的所有灰塵吹掉；康 就是變成虛
空 那個時候 所有的佛菩薩都可以
融入你 你就可以相應所有的佛菩
薩 無念的狀態就是這樣子 那個時
候可以得到如來的心印！這是很神奇
的！
我們對這個世間的事情 不要以

為你得到的是真的知識 真正的知識
是如來的佛慧 其他的 不是真正的
知識 我們以為我們有智慧 能夠判
斷 能夠分別 其實有時候也差得很
遠
在這裡簡單地講一個故事 有一
艘郵輪遭遇海難 船上有一對夫妻好
不容易來到救生艇之前 救生艇只剩
下一個座位 這個時候男的把女的推
到他的身後 自己跳上了救生艇 女
的站在漸漸下沉的船上向男人喊出了
一句話 講到這裡 老師就問學生：
﹁你們猜 這個女人會喊出什麼
話？﹂這個時候 學生們群情激憤地
說 那個女的一定是喊：﹁我恨你！
我瞎了眼才嫁給你！﹂這時候 老師
注意到一個學生一直沒有發言 就向
他問 這個學生說：﹁老師 我覺得
女人會喊﹃照顧好我們的孩子﹄！﹂
這個老師嚇了一跳：﹁你聽過這
個故事嗎？﹂學生搖頭：﹁沒有！但
我母親生病去世之前 就是這樣子對
我父親講的 ﹂老師感嘆地說：﹁回
答正確 大家聽我把這個故事講完
輪船沉沒了 男人回到家鄉 獨自帶
著他的女兒 多年以後 這個男的也
生病死了 女兒整理遺物的時候 發
現父親的日記 原來父親跟母親乘坐
郵輪的時候 母親已經患了絕症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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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快要死了 在關鍵時刻 父親衝向
了那唯一的生機 父親在日記中寫到
﹃我多想跟妳一起沉入海底 但是我
不能 為了女兒 我只能讓妳一個人
長眠在深深的海底﹄ ﹂故事一講
完 教室裡面就很沉默 老師知道學
生們已經聽懂了這個故事
所以 世間的善跟惡 有時候是
錯縱複雜 難以分辨的 不可以輕易
去論斷他人！我們不是常常講﹁眼見
為憑﹂嗎？大家認為眼睛看見的 就
是事實！其實 眼睛看見的還不是事
實 裡面還有內幕呢！所以我們常常
講的﹁眼見為憑﹂是不一定的 眼睛
看到的 有時候也不是事實 所以
用我們人的智慧去判斷 有時候常常
有錯誤 不一定是正確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人的智慧畢
竟有限 不要以為眼睛看到了就是真
實的；還有很多人以為耳朵聽到的
就是真實的；更嚴重的是 人家隨便
怎麼講 他就隨便怎麼聽 其實都不
是真實 真實的 只有天知 地知
你知 我不知 因為你心裡想的只有
你知道啊！誰能夠了解別人的心呢？
所以很難去了解 明白人的心 人的
心也是在變化之中啊！
所以 禪定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這裡 你能夠禪定的話 就能夠生
出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在禪定裡面才

有；你得到如來的心印 那是在禪定
裡面才會有；你真正把什麼都忘卻
了 統統都忘掉了 那最好！
我常常跟大家講：﹁不要講別人
的是非 ﹂我們人很容易自認為﹁我
看見了﹂ ﹁我聽到了﹂ ﹁我聽來
的﹂
聽來的你就信了？有時
候 跟你講話的這個人是說謊話啊！
他是騙子啊！他跟你講的是謊言 你
信以為真 那你就被騙了！你被騙了
都不知道 還認為是真實的 百分之
百是真實的
有智慧的人不隨便去論斷他人
本來就不關你的事 跟你也沒有什麼
關係 他們兩個人的事 跟你有什麼
關係？對不對？或是他們一群人的
事 跟你有什麼關係？你只要好好地
修行 忘掉一切 就可以得到如來的
智慧 那才是真實的！你把那些垃
圾 謠言全都放在你身上幹什麼？自
討苦吃啊！
你每天為他人在那邊想東想西
然後講給別人聽 那個人又跟別人
講：﹁你不可以講出去喔！我只講給
你聽而已喔！﹂他也跟別人講：﹁我
只是講給你聽而已喔！你要保守這個
秘密！﹂每個人都這樣講 到最後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只有師尊不知
道 因為我保守別人的秘密 別人不
保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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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問事情要有道德啊！就像醫
生看診一樣啊！不可以把這個人的病
告訴另外一個人 醫生看診時 會知
道你有哪些病 他如果告訴另外一個
人 另外一個人又傳給另外一個人
傳到最後 大家都知道了！這是道德
的問題啊！師尊在問事情也有道德的
問題 你們有什麼病告訴我 你們有
什麼困難告訴我 都告訴我了 師尊
不能講出去 不可以講出去！我會把
它忘掉 統統都忘掉！
最近 我忘得更嚴重！剛剛看過

的名字 剛一拿開就忘掉 蓮真講師
帶了幾個同門來問事情 我當時還講
這個人姓什麼 他在做什麼事
情
然後 我就給他加持；因為
這個人讓我印象很深 所以我想記住
他 沒想到 隔一天我就忘了 真
的！現在 ﹁忘﹂也是一種幸福啊！
我的腦筋常常遺忘！
剛剛我在︿彩虹雷藏寺﹀吃中飯
的時候 我還問師母跟我妹妹：﹁我
剛剛有沒有供養？﹂我妹妹說：﹁有
啊！你拿起盤子就這樣子供養 ﹂我

說：﹁喔！有拿起來那就好！那就沒
事 ﹂現在 有人送我從星期一到禮
拜天的藥盒子 還有營養品 維他命
的盒子 每天早上要吃的就放在那
裡 現在可以很清楚了 盒子裡面還
有 就表示沒有吃 我就把它吃掉
但是 我有晚上吃的維他命跟白天吃
的維他命 還是會弄錯 反正拿到盒
子就吃 以後要註明﹁晚上﹂或者
﹁白天﹂ 因為要在晚上吃的 白天
不可以吃
我經常會忘掉 很嚴重！就是因
為遺忘得很嚴重 所以現在很容易幾
分鐘就入禪定了！要睡覺也很容易
才幾分鐘而已 我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陀佛 瑤池金母
做主
﹂ 還沒有唸完就已經睡著
了！然後到了半夜 我想要唸完 就
再唸一遍！所以 我很容易就能夠睡
著 很容易就能夠入定 原來 這個
遺忘有這麼多的好處！
大家要多來︿西雅圖雷藏寺﹀
多來︿彩虹山莊﹀ 讓師尊看一看
師尊才會記得你 否則才來幾次 我
就會把你忘掉 對不起啊！我有時
候 人跟名字對不起來 有時候要講
這個人的名字也想不起來 最糟糕的
一件事情是︱有時候想打一通電話
這個電話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也是常
常打的電話 突然間
我不是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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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啊！但是一緊張起來 這個電話
號碼就想不起來了！我就按來按去
電話那頭一直跟我講：﹁這是空
號 ﹂慘了！怎麼辦呢？我以為我記
得住這個電話號碼 結果打了好多
次 試了好久 好不容易才矇對了！
師尊已經有這種現象出現 不
過 我認為這是幸福！為什麼？因為
很容易睡眠 所有一切事 全都遺
忘；人家罵你的 全都遺忘；所有一
切毀謗 全都遺忘；所有不好的事
情 全都遺忘 這個時候 你就得到
如來的心印了！
你可以真正看到自己的佛性！當
你看到自己的佛性 你就得到如來的
心印 我認為這個是修行的功夫啊！
你要把自己的身 心 全部統統都忘
卻 這是一種修行的功夫！但是 不
要是失憶症就好 如果是失憶症 那
就很慘！別人的太太都認得 自己的
太太就忘掉 這就是失憶症
所以 師尊本人真的是得到如來
的心印傳承 我只要一坐 什麼都忘
掉 而且我對於一些毀謗或是其他什
麼
其實 我也是聽來的 不知
道是真的 假的 反正有很多毀謗；
聽說是很多 很多 我只知道很多
很多 但是 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真
的！到現在為止 我連一篇都沒有看
過！所以 我只活在我自己的如來心

印當中 一直都很快樂
我昨天講：﹁師尊是快樂的傻
瓜 ﹂不知道外在的世界 雖然外面
是﹁烏雲密布﹂ 但我的自心裡面
還是放著光芒 修行就要修到這樣
子 只有你心放出很大的無念光芒
有佛性的光芒在閃耀 你心中沒有一
點的雜念 妄念 什麼念頭都沒有
你只有佛性在放光芒 這就是如來的
心印啊！將來你成就的 就是這個！
一滴水融入大海裡面 回歸於佛
性的大海 回歸於毘盧遮那海 你仍
然是一滴水 但是 你已經在佛性的
大海之中 人間的一切是非 毀謗
善惡 全部離你遠去 全部不見 那
個時候 你才能夠任運 自在 自由
自在！那個時候 你才是真正的解
脫 真正的沒有煩惱 要懂得這個
其他的都是旁支
告訴你 真正修行到最後 連佛
法都要全部忘記！欸？佛法怎麼可以
忘記呢？我們︻高王經︼裡面不是
講：﹁佛國有緣 佛法相因 常樂我
淨 有緣佛法 ﹂不是講有緣佛法
嗎？你跟佛法有緣 怎麼到最後要把
佛法忘記呢？︻金剛經︼裡面就講得
很清楚：﹁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
佛法都要捨去 更何況不是佛法的那
些法 全都要捨去！如果你真正到了
﹁地頭﹂啊！連佛法都要捨去！連佛

法都不要記在腦海裡面 因為你的一
舉一動都是法爾本然！本來就是法
法就是你 你就是法 還需要佛法做
什麼？這個是很高深的一種境界
有一隻公牛慌張地對母牛講：
﹁快跑！電視名嘴來了！﹂母牛講：
﹁名嘴來就來 為什麼要跑？﹂公牛
講：﹁名嘴專會吹牛 你還不跑？﹂
狂奔的母牛追著公牛講：﹁為什麼你
看起來比我還緊張呢？﹂公牛：﹁唉
你不知道 這些名嘴不只是吹
牛 還會扯蛋！﹂
學佛的人到了真正能夠坐忘 什
麼都沒了 也不用緊張 也不管名嘴
怎麼講 名筆怎麼寫 都不必理會
根本就不聽 不看 不講 別人有時
候要講給我聽：﹁師尊 你看這一
篇 很嚴重呢！這一篇好嚴重喔！你
要看一下！﹂拿到我面前 我說：
﹁我不看 對不起！﹂再怎麼嚴重
對我來講 都不是嚴重 這天底下有
嚴重的事情嗎？沒有！真正嚴重的事
情就是你根本沒有明心見性！你如果
明了心 那就沒有一件事情是嚴重
的！你如果見了性 你可以完全煩惱
解脫！明心的人根本就沒有煩惱 為
什麼？因為他知道世間的一切事情
沒有一樣是嚴重的 所以我講：﹁不
嚴重啦！﹂
這個是陳傳芳的笑話 老虎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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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鹿 然後要把牠吃掉 鹿說：
﹁你不能吃我！﹂老虎愣了一下
問：﹁為什麼？﹂鹿講：﹁因為我是
國家的二級保護動物！﹂老虎大笑：
﹁總不能為了二級保護動物而讓一級
保護動物餓死吧？﹂
所以師尊講：﹁死就死啊！﹂因
為你們大家都有佛性 師尊也有佛
性 死了 佛性就顯現 那就更好
了 人生也沒有什麼 所以我昨天晚
上在︿真佛密苑﹀的門口跟大家講
有一次我問佛菩薩：﹁我的壽命有多
長？﹂佛菩薩根本不答 第一次問不
答 第二次問也不答 第三次問還是
不答 第四次問的時候 祂說：
﹁ No comment ！ ﹂ 就 是 ﹁ 無 可 奉
告﹂ 我就說：﹁這個對我來講很重
要耶！我想知道我可以活幾歲 將來
我可以做人生規劃 幾歲的時候要做
什麼 我有人生規劃 ﹂祂就講：
﹁你自己不是講嗎？活一天修行一
天 活一天快樂一天 活一天感恩一
天 那你還要問什麼壽命？那你不是
在吹牛嗎？﹂我就沒話可說了 祂又
對我說：﹁你想問壽命做什麼？你知
道你自己的壽命有多長 想要延長你
的壽命 你可以做很大的善事 就可
以延壽 在︻地藏王消災延壽經︼裡
面也有講到延壽的方法 想要延長壽
命 全都寫在裡面 另外 你想要減

壽也可以 多幹一些大的壞
事 你就可以減壽 為什麼還
要問我呢？延壽你也知道 減
壽你也知道 折壽你也知道
你為什麼還來問我呢？﹂不用
問！世界上沒有什麼叫做重要
的事情 反正你這樣子做 每
天把事做好 完成你自己的小
事 就是做大事！每天把自己
的事情做得圓滿就好 其他的
事不用管 這個就是禪定
﹁禪﹂︱不受外界的影響
﹁定﹂｜一心不亂 你能不能
做到這個？
師尊能夠做到這個
﹁禪﹂︱不受外界的影響 因
為我根本不知道外界是怎麼
樣？我不太曉得 聽到新聞
只想幫他們多唸一點佛；哪邊
有地震了 哪邊發生氣爆了
哪邊有飛機失事了 我只是為
他們做超度 幫他們唸佛 有
時候 當然也會為眾生嘆息
可憐 像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我也覺得滿可憐的 所以 人
生啊！就是你把每一天的事情
都做得圓滿 其他的事不用
管 這樣 你就能夠禪定 你
就能夠得到如來心印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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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古

■蓮曉上師

經︼

這也屬於歸根究底的⼀種﹁⾃願﹂ 智慧不夠：
只好被動地待到
無情的幻滅迎頭撲來
迎受那種種
毫不客氣撲臉而來的恐懼與痛苦
在幻滅之⼒︵與創造⼒相對 是﹁正﹂創造⼒的
﹁反﹂對 有正必有反；有假造必有假滅︶⾯前 賄賂
它 無效；賣弄姿⾊ 它不領情
幻愛的烈⽕熊熊難以盡興 卻會焚⾝
所有的玩物反過來 將玩倒⼀⼤⽚癡⼈
三千多年前 國君重⾂常在青銅器上留銘 云：﹁⼦
⼦孫孫 永寶⽤之 ﹂
此﹁寶﹂涵義 其實應當更正為：
以修往西方極樂世界法門為﹁寶﹂ 而不是持戀世間
物情為﹁寶﹂
凡間某藥盒上有詞 振振有詞名為﹁跌打聖藥﹂
筆者則想 眾⽣可有什麼﹁解脫聖藥﹂嗎？
應當廣⽽告之的說 ︿真佛密法﹀能救度⼀切迷途性
命！
在世間 何種沉迷都是無益；唯沉迷根本傳承上師
本尊 護法 沉迷︻真佛經︼才是有益︵⽅便法⾨︶
恆唸﹃蓮花童⼦⼼咒﹄ 或阿彌陀佛聖號 或︻真佛
睡前觀想周邊都是佛國寶殿蓮池 光華瑰麗；伽陵

■我們應當知足美滿地活著，隨時可以伸出援手，亮出師佛傳承下來的

宇 宙 的 極 樂 心 得 ︵上︶
時 著名的琴家公明儀演奏⽔準若天⾼ 粉絲如雲
聚
有天 他攜琴訪友 去討表揚
路過⼀處⼭明⽔秀的地⽅ ⼀位⽜先⽣正很滋味地吃
著草 瞟⾒公明儀的⾝影 便禁不住抬起頭來 好像情深
地看了他⼀眼
公明儀以為遇到了知⾳ 竊喜流蜜 便坐下來 撫弦
弄琴 傾⼼演奏⼀曲
⽜聽到琴聲 竟不知所謂 ⼜低下頭去⼤嚼青草
公明儀的臉脖⼀陣熱紅 ⾃知表錯情 便急忙晴轉多
雲 掃興⽽歸
佛不能度無緣人 琴師也不能度無緣牛
世俗人固執的思維定勢與吃草牛無異！
有的更甚 像茅坑裡的⽯頭⼜硬⼜臭 寧當腐屍也不
相信因果輪迴 以及來⾃彼岸極樂佛世界的慈航救度
無緣⽜只管吃草去 無緣⼈只管執得失去
他們如做夢般地在欲海裡打拼 浮出海⾯時驚呼⼀聲
很精彩 ⽽後⼜被業⼒拉沉 有說不出的苦楚 腸都痛穿
了呀！
⿃為⾷亡 ⼈為財死 在名利漩圈⼦裡呼吸困難 在
情⾊迷醉中消耗精氣神
無緣的⼈會留在這個地球上繼續轉世 直等到世界末
⽇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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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拖累

頻迦⿃唱⾵和 美滿舒暢；流向⿐孔的是眾菩薩的蓮芯芬
馥 ⽽不是凡間美⼥的榴槤味 ⾹奈兒的⾹味
將摩訶雙蓮池︵西方極樂世界︶根本傳承上師 本
尊 護法及種種香潔聖妙情景深深印刻腦袋 常受薰染
乃至最終念念不忘！這樣 無論在⼈間發⽣何種突發事
件 你都不會慌不擇路 ⽽誤投到輪迴的迷藏裡 捉幻不
停
請聽聽那正悟⼼中的發聲吧：
我們堅定是蓮生師佛極樂世界的人！偉大雙蓮池的蓮
花童子！
童⼦們好 童⼦們⾟苦了！
在這地球上 努⼒幹活⽽不是與誰敵意競爭 所以不
必妒忌 不是爭什麼虛榮 不是貪得無厭
我們應當知足美滿地活著 隨時可以伸出援手 亮出
師佛傳承下來的出離生死輪迴的智慧 去幫助世上無休息
似的 在苦難中翻滾騰撲的眾生 除此之外 別無他事
世上的複雜紛擾 只是世俗迷途⼈的事 不⼲我們清
淨⾏者的事；他們為貪欲爭⾾⽽﹁熱鬧﹂ 我們是在﹁熱
鬧﹂間穿⾏ 觀照⼀切迷茫的﹁熱鬧﹂ 將⼀切視為無事
之中的五光⼗⾊ 無⼼之中的超世﹁精彩﹂！
他們惱怒 我們平靜；他們痛罵 我們善意⼀笑；他
們深懷是⾮ 我們當⽿邊⾵
我們是和平淨逸的慈航 共度著這些在苦海裡掙扎還
互相誹謗踢腳的⼈ 挽救⼀個算⼀個 不捨任何⼀位眾⽣
︵從無分離 ⼀直共﹁在﹂︶
他們若辱罵或虛意奉讚我們 要拖累我們深陷進禍患
我們不中計 不受牽纏 ⼼腸堅定地站在慈航的船
漩渦
板上

我們有根本傳承上師蓮⽣聖尊的全然照顧

不了我們；只要我們道心堅固 守穩佛見與清淨立場 虛
幻有序的時光 只會在我們自然而前行的乘風破浪中不斷
後移
我們雖還單薄 但信念堅忍
⾝雖輪迴 ⼼卻超遊 如在雲上浪漫⾛動的空覺呵！
告別塵染 我⼼即道！
我們堅定是蓮⽣師佛極樂世界的⼈！是偉⼤雙蓮池的
蓮花童⼦！
童⼦們好 童⼦們⾟苦了！

此刻 供⾹飄⾶ 窗外正照來花束⼀般的陽光
筆者唸叨著師佛眾尊與淨⼟ 有時會疑似已在佛國
！
⽽⾝在⼈間⽽已 莫⾮這就是所謂的﹁無來無去﹂？
⼈間的慘烈與迷離 在﹁現實﹂的電腦屏中顯現 泡
⽣泡滅
⽣命被割喉 砍頭 焦燒 爆碎等等 這樣﹁真實﹂
的慘痛情節 萬古之間從未中斷過；乃⾄千年億年之後
慘絕⼈寰的事件亦難免還會陸續繼續 看不到盡頭
切記 空性的外顯外化特徵之一：
是具有極度超乎想像的無限性 無限制性！
要幻﹁顯有﹂多慘烈 就會﹁顯有﹂多慘烈的現象發
⽣！
沒有⼈也沒有佛可以隨便⼲預到
因為 ⼈與佛⼼原是無⼼的 誰﹁有⼼﹂了 誰便幻
﹁有慘烈﹂了！
在﹁住有﹂之中
縱觀萬世怖畏象
執之甚深難出離

當有﹁因果法則﹂在精密運⾏啊！
無可⽽執卻陷執；
痛殺每天永無息！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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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都

還要加上第五

﹁涅槃意﹂

有的祖師認為前⾯所講的

﹁菩提意﹂

不能把﹁乃﹂加上去
﹁菩提⾏﹂

前⾯這四個並不是圓滿的

一個真

本

是⼈去勉強把它們分家

慈悲

⼒量

然後具

這智慧

這四個本來就是⼀體的

真

佛懂

因為空性的

也不是只有智慧而

⽽且是﹁究竟的﹂菩提⼼

誓願

就如同⼀個⼈的四肢
⼒量

﹁智慧﹂跟﹁慈

這樣才﹁具⾜成就﹂！
悲﹂本來就是不分家的

慈悲

這個⼀體就是﹁菩提⼼﹂

正證悟的行者所證悟的不是空性而已

最大的慈悲

﹁開佛知見﹂是告訴你

已；他一定是具足全部的慈悲
本質就是最⼤的慈悲

來﹂

然後從中知道佛懂什麼

佛在想什麼

到最後

佛在做什麼

才會做得出

你才會﹁入佛知

佛也是如此知道之後

當你懂了這個﹁原來﹂

你要去悟﹁原來

也就是﹁悟佛知見﹂

看

得是什麼；﹁示佛知見﹂是你去做﹁佛做的事情﹂給⼤家

我們再看前⾯所講的

誓願

運用方便

﹁⽅便善巧智﹂本來就是⼀種智慧

個︱﹁⽅便善巧智﹂

是跟空性有關

﹁菩提⼼﹂

覺得

■真正證悟的行者所證悟的不是空性而已，也不是只有智慧而已；他一定是

發菩提心論

一者阿字

︵文接三二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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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所

正實修的行者本來就應該是體性慈悲

開佛知見

備力量去實踐他的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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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就是不分家的

是菩提行義也

悟

如第二阿字

悟字者

佛知見

是證菩提義也

是方便善巧智圓滿義也
都不是﹁究竟﹂！那﹁究

具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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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叫做究竟﹂的

⼤家要修什麼？那不就沒辦法修了！所以

竟﹂到底是什麼？都說﹁究竟﹂是﹁不可說﹂的東

所

那麼

﹂我

這﹁⽅便善巧智﹂是不
是﹁圓滿義﹂？有⼈說：﹁⽅便善巧智乃圓滿義也

﹁是方便善巧智圓滿義也﹂

有的﹁究竟﹂都需要靠﹁⽅便﹂來指引

西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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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旦到了﹁入佛知見﹂這個階段

你甚⾄會⼆⼗四
了

題
然後

當你禪坐久了

佛為什麼會這麼做﹂

可是

這仍舊
就是﹁示

就做給你看

這

的⾦剛⼼就不⾒了！

你很堅固了

你認為可以⼼念不動

我還

你

當你的腳放下的那⼀刻

像我以前候還在學校教書時

看看國外的學術期刊

你

還要

才能做到﹁百花

那是很難的！這要經過很

當你在做事的同時

當你在看影⽚的時候

我的⾦剛⼼去哪裡了？此外

看看股市
這個時候

要看看財經動態
要做的事很多

有些⼈會以看影⽚來放鬆⾃⼰

不管是做任何事

的⾦剛⼼還在不在？
其實

保持在﹁涅槃寂靜﹂的狀態中

這要下很⼤的功夫

就要訓

訓練

才能達到

⽰

它是真正

可是

有個不必訓練的東西

你都還是在禪定狀態

想要做到世間種種對你都沒有影響

⽚葉不留⾝﹂

⾧⼀段時間的訓練
叢中過

所以

你會發現

那個叫做﹁佛性﹂！

練⾃⼰在任何環境中
到最後

永遠都不會動搖的

你才能真正瞭解

要 具⾜前 ⾯ 所講的 ﹁開
如此

這就必須要經歷
⼊﹂四個階段

⽽這個﹁不再被影響﹂真的是很微妙很微妙的！你

那才算是真正具足
成就

沒有什麼可訓練的

︱ 待 續 ︱

只是訓練這個⽽已！到最後

不要被腦袋⽠裡的妄念給

其實是訓練⾃⼰要怎樣才不會被⾃⼰的腦袋給騙
騙了

了；也就是當妄念⽣起的時候

會發現

當你不再被任何人事物影響時

﹁⽅便善巧智圓滿義﹂

悟

我要準備課程

你是不是就把注意⼒放在﹁腳放下﹂的事情上！此時

你試著把腳放下來

都沉浸在佛的知

也就是整天
把⾃

即使是你的

你可以當成是釀酒
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當成是熏修

⼆⼗四⼩時

時都不離開
⾒裡⾯
這個﹁⼊﹂
⼰泡在佛的知⾒裡⾯
不把它放在

讓它自己消失

你可以不管它

不抓也不放

即使仍有妄念

佛是怎麼想的

﹁開佛知見﹂有⼀點像是﹁我先告訴你︱佛在做什麼

不當一回事

腦袋在作用
心上
事
我們在聽
表演

佛就是是這樣做的！這個

佛就表演給你看

是佛在講
讓你知道在實作上

所以

佛知見﹂
可以把它說成是⽰範

我們⼤家就懂了：﹁哦！原來佛遇到這種事會這樣

﹁⽰﹂
樣

你會有所瞭
就是證得

你就會知

什麼是﹁菩提﹂？什麼不是﹁菩

你當然可以﹁證菩提義﹂

也就是你做了

也就是﹁⾏菩提﹂的

﹂佛所做的都是﹁菩提行意﹂

然⽽

你會越懂越多

再來是﹁悟佛知見﹂

做
⽅法
解
菩提的意義

沒有什麼不是菩提
你就會﹁入佛知見﹂這個時候

提﹂？到最後你會發現
到了最後

原來佛是永遠在涅槃中

祂也同時在度化眾

道

也就是﹁禪定與度化﹂都在同時進行

但是

生

或是﹁⼼
我們很難在跟⼈家

⼀般⼈認為﹁禪定﹂就是要﹁坐著不動﹂
基本上
我們依舊是⼼念不動的

念不動﹂；就算是﹁⾏禪﹂
講話的時候

我們之前講﹁⾦剛⼼菩薩法﹂的時候就談過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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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穴做生基，良辰吉㈰，大進大發！

■文∕蓮衛上師

行善積福，否則走遍名山也是枉
然。因此，做生基實非易事，不是
想做就能做的！加上其花費頗高，
歷來只有富商或達官貴人才有能力
為之，一般大眾也只能耳聞罷了。
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法
王蓮生活佛於美國西雅圖︿彩虹雷
藏寺﹀擇一﹁珍珠穴﹂，慈悲為真
佛弟子及善信眾等，主持殊勝、珍
貴、千金難買、百年難得的﹁生基
大法﹂。是日，︿彩虹雷藏寺﹀備
好香案供品於寶穴處，聖尊蓮生活
佛焚香稟禱上天，以金剛鈴杵結
界，施以鹽米撒淨，再焚化金紙清
淨生基寶穴，將眾善信之生基物置
入寶穴，待吉時一到，聖尊率眾弟
子齊呼：﹁良辰吉日，大進大發，
發、發、發、發、發
。﹂
仰仗大福金剛聖尊蓮生活佛之
大加持，所謂：﹁人身難得，佛法
難聞，明師難遇，風水寶地難
覓。﹂真佛聖弟子今已得，實應好
好把握，珍惜之！

聖尊蓮生活佛主持︿彩虹雷藏寺﹀生基大法儀式
有同門問筆者，什麼是﹁生
基﹂？做﹁生基﹂有什麼好
處呢？此次，藉由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於︿彩虹雷藏寺﹀主持
﹁生基大法﹂之因緣，為大家稍做
說明。
所謂﹁生基﹂，又稱﹁生墳﹂
或﹁壽墳﹂。源於唐代即有記載：
姚崇自築壽藏於萬安山，預作壽終
之壽墳，張良建壽墳修成正道。所
以，﹁生基﹂即是運用風水的造運
大法！概將生人之生辰和貼身之物
︵衣服、頭髮、指甲、血、鞋、銅
錢、玉器
︶，擇吉時稟天地行
法，藏於風水寶地，以取天地日月
靈氣，助人增強運勢，趨吉避凶，
達到功名、保命、增壽、求婚、求
子、啟智、進祿、招財等目的︵愈
年輕為之，愈能達預期效果︶。
不過，風水寶地並非隨處可
得。所謂﹁福地福人居﹂，真正藏
風聚氣的寶地都有山神守護著，若
非有功德之人，實難覓得！勸君多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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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衛上師

Seattle WA 98144, USA

1207 S. Jackson St. #102 AdB,

◎附註：新的弘法中心地點位於

店鋪打通之後 面積將達二千三百
呎︵約六十五坪︶ 聖尊也隨即拿
起羅盤 指示將來二個壇城的座向
以利接水 並說明壇城及佛像的高
度皆以七的倍數為吉祥
最後 聖尊加持鹽米 在四
個角落灑淨結界 冀望接下來的裝
潢工程及壇城布置皆能順利吉祥！
也歡迎諸位同門能發心贊助
︿彩虹雷藏寺﹀預計裝修工
程於短期內即可完竣 屆時將再次
恭請聖尊蒞臨開光安座 恭賀︿彩
虹雷藏寺﹀又豎立起一真佛法幢
以利他精神 接引中國城當地眾生
入真佛之門 大轉法輪 廣度眾
生！

︿彩虹雷藏寺﹀於西雅圖㆗國城
豎立真佛法幢
早

在二十年前 聖尊蓮生活佛
已有在西雅圖中國城豎立法
幢的心願 希望能將︿真佛密法﹀
傳入當地僑界及亞洲新移民 讓眾
生提昇心靈 得到光明
現今 因緣具足 ︿彩虹雷
藏寺﹀蓮印上師在房地產經驗豐富
的 David 凌師兄協助下 終於在中
國城的熱鬧地段︱頂好中心 順利
租下兩間相連的店鋪 該中心不但
有地下停車場 而且距離輕軌電車
的中國站僅兩分鐘 可直達西雅圖
的國際機場 交通非常便利
應︿彩虹雷藏寺﹀眾上師及
真佛弟子的請求 慈悲的聖尊蓮生
活佛與師母蓮香上師於二○一四年
九月一日晚間八時 佛駕︿彩虹雷
藏寺﹀新的弘法中心 蓮印上師及
蓮今上師︵新弘法中心的未來住
持︶分別向聖尊報告 將來 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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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上

師
∕
■文

慧
蓮花
※真佛弟子總是想盡辦法求師尊
灌頂各種密法。這樣對嗎？
如果有這想法者 反而不是﹁重
法精神﹂
不能因為師尊廣傳各尊
的法 自己就想與諸尊﹁結緣﹂ 深
恐漏掉一尊的法沒灌頂到！
二○一四年九月四日 弟子們請
示聖尊灌頂事宜 聖尊諄諄教誨 告
知弟子們﹁應以三根本為主修 勿貪
法求灌﹂！

㆒頁心發現

聖尊很鄭重地表示：
﹁我自己仍在實修阿彌陀佛 瑤
池金母 地藏菩薩與大威德金剛！﹂
﹁與阿彌陀佛相應 即可相應諸
佛部；與瑤池金母相應即可相應道教
諸仙尊神；與地藏菩薩相應即可通閻
羅王 諸鬼神；與大威德金剛相應即
可與五大金剛 甚至諸尊明王護法相
應！﹂
﹁修一尊相應就相應諸尊！﹂
﹁求灌頂數十尊 基本外法卻未
實修 未相應 皆為枉然！﹂
﹁真佛弟子應該實修﹃三根本﹄
︵根本上師 本尊 護法︶ 尤其與
根本上師相應 即可召請諸尊 ﹂
※在真佛道場內，某同門想請師
尊遙灌頂某法，也會﹁㆒時好心﹂㈺
朋引伴，請其他㆟㆒起同灌此法！這
樣對嗎？
真正要求灌頂 要有灌有修 自
己真的想修此法才求灌頂！

其實 對此法都不熟悉 就想求
難道是求安心嗎？不能因為師

※㈲㆟認為只是師父的﹁遙
灌﹂，就簡單報㈴了事！甚㉃此尊的
觀想、手㊞、心咒也不熟悉
，就
想等夢示，看看㈲什麼感應？這樣對
嗎？
灌

尊 佛菩薩慈悲 就予取予求！
即使求遙灌者 亦必須熟悉此
法；也要擺上最珍貴的供品 至心稟
告 虔誠唸誦 有灌有修！

※㈲的㆟寄了㆒筆㈮錢，例如：
寄㆒○㈧元馬幣，求㆒○㈧尊法灌
頂！寄㆒百美㈮，求㆒百尊灌頂！這
樣對嗎？
古代祖師求灌一法 都是準備數
頭牛 羊供養師父 並非師父貪供
養 而是此法極為尊貴 重法的緣
故！所以 這種以一筆小金額就想求
灌如此多頂 真的很不重法 太輕忽
密法的珍貴了！

※㈲的㆟在參加法會時由師尊親
灌某尊密法，或者遙灌該尊密法；㈰
後，當其他㆖師在該道場弘傳該尊密
法時，此㆟也來求灌。這樣對嗎？
其實 凡是一切師尊親灌或遙灌
的法 都不需要再請其他上師灌頂
因為師尊的灌頂就是最終極的了！

※同門為了修﹁護摩法﹂，需在
護摩㈭畫符或畫㈫㆝神符，甚㉃為了
求息災治病而畫符，如此求師尊賜
﹁畫符灌頂﹂，這樣對嗎？
自修護摩未必需要畫符 誠心祈
專注修每一儀軌才是要點！有人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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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問：﹁需要結各種手印嗎？﹂其
實 先懂得結傳承 主尊與八大本尊
的手印已經夠了 按照自己的程度
日後再加添就可以 最主要的是︱行
者 護摩火與主尊三者合一
﹁畫符灌頂﹂其實是道家大
法 適用於弘法人員 如：上師 道
場住持
等法務人員 必須是實修
者 深懂其儀軌再來求灌
師尊於九月四日曾開示：﹁求
畫符灌頂者 如果本身未實修 亦不
知修法儀式要周全︵如：戒煙酒 甚
至茹素 沐浴 穿新洗淨之衣 供
養 持咒 召請主尊下降真實布
光
︶ 是會被鬼神嘲笑的！應熟
讀︽靈仙飛虹法︾一書所提到的畫符
儀式 實修︿真佛密法﹀再求灌頂較
好！﹂
※另外，對於師尊的餐後摩
頂 反正不是傳法，只是加持而已，
那就是隨便供養就可以了︵例如：以
個位數的㈮額做供養︶。這樣對嗎？
天哪！如果有這種想法的人
就輕忽了！凡是根本傳承上師的灌
頂 摩頂 加持 都是極為尊貴的
弟子千萬勿輕視 不要認為是次於法
會的灌頂！
其實 師尊於摩頂前 總是召

請諸尊下降 例如：瑤池金母 白衣
觀世音 阿彌陀佛
有時還一次
來二尊 多尊為眾摩頂 這是真實主
尊下降的加持 極為珍貴 弟子千萬
勿輕忽 仍應尊重並供養 並非是金
錢價格的世俗衡量 而是主尊下降
傳承加持是如此地珍貴 怎可輕忽而
隨意供養！︵然而 如果是家境貧困
清寒者 隨意即可 ︶
其他 應該盡力供養以重法！
※師尊摩頂愈多，就加持愈
多！所以，反正排隊的㆟龍很長，給
師尊摩頂後就趕快在後面插隊，再請
師尊摩㆒次、㆓次
。這樣對嗎？
這是一種偏差的想法！如果人
人都這樣做 不就更勞累根本傳承上
師了 談何﹁請佛住世﹂？請體諒根
本傳承上師的辛勞！
再者 筆者想提醒大家 師尊
為弟子摩頂 這是密教的傳承加持
十分珍貴！在網路上讚歎根本傳承上
師 原本是無可厚非 但是文字要懂
得敘述 有人誤寫﹁摸頭﹂
﹁摸
﹂ 根本是錯誤的描述 這
種太﹁口語﹂ ﹁自己發明﹂的術
語 易造成誤會 與事實相差十萬八
千里！
請諸君在下筆時 要一再小心

斟酌 所用的文字是否會令他人︵甚
至尚未皈依者︶造成誤會

※又，凡師尊在平時場合︵非
在法座㆖︶的開示，㈲些同門喜歡抓
取﹁勁爆點﹂在網路㆖報導，認為這
是在幫師父宣揚。這樣對嗎？
因為有很多同門不是︽真佛
宗︾的文宣人員 用詞遣字上還太白
話或斷章取義︵有些事件 是有前因
後果的︶ 一旦在網路上發布 仍會
造成誤會 那就太冤枉了！本來想弘
揚佛法 卻因為文字的用詞 而變成
怪異的言論 那真的是枉費一片心
意 反而造了業障還不自知！即使自
己實修 卻因為自己在網路上的發言
斷章取義 造成以訛傳訛的業障 以
致成為自己修法中的障礙 甚至諸多
不順 那就真划不來了！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完全懂得師
父的心意！其實 唯有佛知道佛！我
們只能遵循法教而繼續學習

本文討論的諸點雖然比較嚴
肅 但無非是一片婆心 關愛眾生慧
命 盼大家一起體諒 同心同德 請
佛住世 護持真佛 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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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拂上師於〈常弘雷藏寺〉主壇法會後和與會大眾合影留念。

與

■文∕常虹雷藏寺文宣

八月五日：
蓮華生大士護摩法會
農曆七月是佛教的教
孝月 逢此一年一度的
﹁中元節﹂ 巴拿馬︿常
弘雷藏寺﹀與︿寶華同修
會﹀共同恭請釋蓮拂金剛
上師蒞臨 由蓮羅法師
蓮員法師護壇 為巴拿馬
眾同門善信大德主持﹁中
元節超度大法會﹂及數壇
﹁請佛住世暨息災 祈
福 敬愛 除障護摩法
會﹂ 法會一切順利 吉
祥圓滿！
巴拿馬是熱帶國家
烈日晴空伴隨著陣陣清爽
的海風 巴拿馬都市的繁
華和︿寶華同修會﹀
David 城的悠然讓蓮拂上
師留下了深刻印象 蓮拂
上師這次巴拿馬弘法之行
共有六天行程 共主壇了
七場法會 也創了歷史記
錄 而且多日的法會亦是
瑞相連連 在上師到達的
前一天 龍天護法就已經
到臨 氣溫下降 並降甘
露法雨賜福 每場法會的
法流都很強 令眾同門法

喜充滿 更堅定了對師尊和︿真佛密
法﹀的信心！
八月五日 正逢蓮華生大士正
誕 蓮拂上師不辭辛勞 下午一點到
達巴拿馬國際機場 在晚上八點即主
壇﹁蓮華生大士敬愛護摩法會﹂ 因
逢蓮師正誕 護摩爐採用半圓形的敬
愛壇 各式美妙的鮮花 水果盤 甘
露 美食 珍寶 在熊熊的烈焰中燃
燒上供；上師演化了﹁息 增 懷
誅﹂等手印 開始了弘法行程的第一
場法會 蓮拂上師的開示以依喜措嘉
佛母的空行法教之金玉良言展開
對於實踐佛法 行者應依如下口
訣修行：
見自高下︱樹立成佛的目標！
修由低起︱要依次第修
以發菩提心為道︱用慈 悲
菩提心來鍛鍊自己
持戒是修行的根本︱要遵從戒
律的約束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蓮師灌頂﹂
後 大家切蛋糕 一起唱起了各種語
‧蓮拂上師的臉
變成了龍王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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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日，蓮拂上師於「蓮華生大士護摩法會」帶領大眾頂禮壇城。

言的生日歌 恭祝蓮師聖誕快樂！與
會者都非常歡喜 因為第二天一大
早 上師還要去位於 Chiriqui 省的
︿寶華同修會﹀ 大家在一片歡聲笑
語中歡送上師
八月六日 七日：寶華同修會
︿寶華同修會﹀位於巴拿馬西
部 Chiriqui 省的 David 城 在巴拿
馬國家的最南端 距首都巴拿馬城有
一個小時的航程 是巴拿馬蔬菜 水
果 著名咖啡豆的種植中心 居住於
此的人民生活悠然 純樸 一點兒都
不像大城市那樣的緊張與繁華
︿寶華同修會﹀的理事和眾同
門間相處得非常和諧 蓮羅法師一直
在此指導著法務 大家在一起都非常
開心 堂務一切都處於良性運轉中
二○一四年一月 ︿寶華同修會﹀在

原有的基礎上 順利地擴建完成 並
於二○一四年的新春祈福法會期間
新道場開光安座 做為︽真佛宗︾在
巴拿馬的第二個道場
也是
Chiriqui 省唯一的道場 莊嚴的壇
城 栩栩如生的佛像 自然散發著攝
眾的光明 蓮拂上師和蓮羅法師尤其
讚歎壇城的金剛薩埵 非常攝眾！
上師此次於巴拿馬弘法 有蓮
羅法師和蓮員法師隨行護持 ︿寶華
同修會﹀的理事和同門熱情恭迎蓮拂
上師與法師們的蒞臨 並招待上師
法師應時的新鮮水果
八月六日：
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八月六日 蓮拂上師於下午五
點抵達 Chiriqui 省 晚上九點主壇
﹁請佛住世︱南摩大白蓮花童子息災
護摩法會﹂ 在蓮羅法師的指導下
同門精心地準備了非常豐盛 以白色
為主調的下爐供品 應有盡有 在一
陣非常雄壯而富有節奏的﹃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的咒音中 上師
點燃了護摩火 演化手印 主尊和諸
佛菩薩 龍天護法紛紛下降 歡喜受
供 護摩火燃燒得很漂亮 護摩爐台
上不停地刮起旋風 雖然平時堂裡也
有舉辦超度法會 但對護摩法會的認

知還是有限 因此 當日的護摩法會
讓同門明顯地感受到法流下降 人人
皆法喜充滿 與會者都有很好的覺
受 非常興奮 進而對護摩法會產生
了濃厚的興趣
上師於開示時告訴大家 密教
行者首重根本傳承 務必要嚴守﹁三
昧耶﹂ 我們今生有幸皈依師尊︱一
位密教修行的大成就者 大家一定要
珍惜這殊勝的佛緣和法緣！此外 一
定要對根本傳承上師﹁淨信﹂ 謹記
蓮華生大士所說的﹁敬師 重法 實
修﹂ 其中﹁敬師﹂是非常重要的
唯有敬師 才會有傳承的加持力 唯
有敬師 修法才會有成就 最後 上
師用師尊法會的灌頂幡為大家做﹁蓮
花童子賜福灌頂﹂和﹁普巴金剛持咒
灌頂﹂

八月七日：
地藏王菩薩超度大法會
八月七日晚上九點 ﹁地藏王
菩薩超度大法會﹂開始 一年一度的
中元節超度法會 在當地是非常隆重
的 參加法會者逾百名 更可喜的是
還來了很多的小蓮花童子 個個都十
分活潑可愛！十八位小蓮花童子們恭
迎主壇上師及法師 法會依照儀軌進
行 並恭誦︻地藏王菩薩消災延壽

64

▲釋蓮拂金剛上師（中）
與蓮羅法師、蓮員法師。

經︼ 持誦﹃地藏王菩薩滅定業真
言﹄
在一片悠揚的地藏王菩薩聖號
唱誦聲中 上師演化了優美的﹁息
災 祈福 超度﹂大手印 師尊和諸
佛菩薩 龍天護法下降 使整個法會
現場佛光融融 大家無不感覺到那強
烈的法流！與會大眾法喜充滿！有師
姐看到諸多佛菩薩降臨 她說：
﹁哇！從來沒有看到那麼多 一層層
的佛菩薩下降啊！﹂
上師開示 大願地藏王菩薩是

▲蓮拂上師於〈寶華同修會〉主壇法會後和與會大眾合影留念。

佛教四大菩薩之一 其願力弘深 現
聲聞相 是釋迦牟尼佛唯一咐囑在彌
勒菩薩降生娑婆前 擔當起度化六道
眾生的重任！此天人大丈夫︱地藏王
菩薩以其﹁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的
偉大誓願為世人所敬仰 末法年代
魔強佛弱 眾生越來越不信因果 不
怕造業 因此 行者一定要深信因
果 要斷惡 修福 修三昧 要嚴守
戒律 要行善布施 為自己集聚成佛
的資糧
法會後 蓮拂上師代師賜授
﹁地藏王菩薩本尊法灌頂﹂和﹁普巴
金剛持咒灌頂﹂ 並用四色拂塵為大
家做﹁息 增 懷 誅﹂的加持 祝
願大家一切吉祥光明！修行成就！當
日有二人皈依 在歡歡喜喜地拍下了
大合照後 大家依依不捨地與上師
法師告別 期待著上師早日再來︿寶
華﹀
八月八日：
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八月八日 蓮拂上師 蓮羅法
師及蓮員法師搭乘早上八點的飛機飛
回巴拿馬城 因當晚還要在︿常弘雷
藏寺﹀舉辦﹁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
會﹂ 一回到雷藏寺 映入眼簾的就
是各組義工同門都在忙碌 有的在插
花 有的在整理法船 蓮花和金紙

有的在廚房準備膳食 還有接待善信
報名的
大家都很積極地為接下
來的三天法會做充分的準備
晚上八點 ﹁高王觀世音菩薩
息災增益護摩法會﹂開始 因為此次
護摩做的是﹁息災﹂和﹁增益﹂壇
因此 相應顏色的各種供品非常豐
盛 有鮮花 水果 珠寶 首飾 天
衣 香水
等 眾同門也穿著與主
尊相應的黃色 白色衣服 在雄壯
明快的﹃高王觀世音菩薩心咒﹄咒音
中 蓮拂上師開始演化手印 與會大
眾虔誠唱誦主尊心咒 觀想自己融入
護摩火中 與主尊合一 清淨消業
之後 蓮拂上師先請兩位法師
開示 蓮員法師開示：師尊教導我們
要做好每一件小事才能成就大事 我
們修持︿真佛密法﹀的最終目的是要

▼ 8 月 8 日，「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護摩火中化現的紅財神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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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 若修持多年都沒有任何感應
則應檢視自己 正視自己的過失 修
正自己的行為 師尊教導我們入世
出世等種種密法 我們應要從﹁拜
佛﹂圓滿入世所求而漸漸走向﹁學
佛﹂ 學習佛菩薩的慈悲與智慧！祈
願大家在︿常弘﹀這個大家庭裡一起
相互鼓勵 護持參與同修 法會 在
做義工中增長佛慧 修持有成
蓮羅法師開示：人生沒有多少
個十年 任何物質的東西都可以變得
更好 但人的身體只會越來越差 我
與巴拿馬︿常弘雷藏寺﹀結緣近十
年 有很多上師 法師在這十年內都
修出成果了 希望新同門 老同門
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 更精進修行
早日修持有成！
蓮拂上師則開示：消除業障非
常重要！每一個人都會有業障 只有
還其本來的﹁清淨﹂ 佛性才會自
顯 才得以解脫生死 ︻高王經︼是
︽真佛宗︾最為推崇的經典 經裡面
有諸多佛菩薩的名號 又有﹃七佛滅
罪真言﹄ 是消除業障最為殊勝的
經 所以 大家一定要多唸︻高王
經︼ 只要一心持唸 同時觀想諸佛
菩薩放光注照自己 能滅生死苦 消
除諸毒害
法會後 上師用師尊法會的灌

烈日當空 很久才吹了一絲海風 法
師與在場同門們迅速地擺好了供品
有花 香 燈 茶 果 金紙 蓮花
等 以及超過五十斤的煙供粉 待蓮
拂上師座車在前來的路上 天空即出
現大片烏雲 烈日逐
漸被遮住 天氣變
陰 氣溫也馬上降了
下來
上師一到達墳
場 就開始帶領大家
點燃煙供粉 金紙和
蓮花 上師一邊唱誦
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及
﹃六字大明咒﹄ 一
邊點火 大家也都隨
著大聲唱誦 不到三
分鐘 已經有涼風不
時地從不同的方向吹
來 風把煙吹得很高
很遠 ﹁煙供法﹂依
照真佛儀軌進行 大
家在持誦觀世音菩薩
聖號及﹃六字大明
咒﹄的時候 蓮拂上
師演化著息災 超度
的手印 最神奇的
是︱整個修法過程
中 天空都在飄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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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幡為大家做﹁高王觀世音菩薩賜福
灌頂﹂ 法會一切吉祥圓滿！
八月九日：
福壽陵紀念墳場大煙供
八月九日是農曆的
七月十四日 下午兩點
半 上師臨時決定帶領
法師同門一起到巴拿馬
的︿福壽陵紀念墳場﹀
加修一壇﹁大煙供
法﹂ 上師希望在中元
時節與巴拿馬的無形結
緣 之所以會在﹁普巴
金剛護摩法會﹂之前修
此法 是希望借助普巴
金剛的大力來超拔有緣
的幽冥眾等
是日 陽光普照
上午時分 巴拿馬城的
氣溫很高 蓮拂上師向
普巴金剛祈求：﹁天氣
這麼熱 怎樣去墳場
呢？普巴金剛啊！請用
您的翅膀把大日遮
住
﹂
下午 蓮員法師和
幾個同門先驅車去墳場
布壇 剛到時 依然是

‧蓮拂上師於〈福壽陵紀念墳場〉做煙供。

‧ 8 月 9 日，「普巴金剛護摩法會」護摩火中所化現的佛菩薩形相。

清涼的甘露雨滴 墳場
的氣氛讓人覺得非常清
涼祥和
修完法後 天氣又
放晴了 在場的諸位都
感到法喜充滿！感恩師
尊 佛菩薩及龍天護法
大力加持 讓這場﹁大
煙供﹂得以殊勝非常
利益眾靈 讓我們更加
堅定了對師尊和︿真佛
密法﹀的信心
八月九日：
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八月九日晚上九
點 ︿常弘雷藏寺﹀第
一次舉辦﹁普巴金剛除
障護摩法會﹂ 寺方按
照除障降伏法細心布
壇 法會開始 一眼望
去 同門穿的都是深藍
色的衣服 眾同門唱誦
著鏗鏘有力的﹃普巴金
剛心咒﹄ 上師點燃了
護摩火 供品下爐 各
種烈酒 香水 藍色和
黑色的美食妙供 紛紛
供入了三角形的護摩爐
中 上師用持過咒的屍

陀林枯木為主祈者消災 除障
上師演化了迅捷有力的手印
佛菩薩和諸金剛護法紛紛下降 與會
大眾都感覺到整個雷藏寺內法流很
強 在護摩爐台上 不時地刮著旋
風 此時 負責拍攝的師兄姐在熊熊
的烈火中拍攝到化現不同外形的佛菩
薩 護法諸尊形相
上師開示時 詳細講解普巴金
剛的形相和意義 並解說普巴金剛的
修法特點 修法利益及與其相應的口
訣 法會後 上師用黑色的拂塵為大
家掃除病痛及一切修行上的障礙 並
代師賜授﹁普巴金剛持咒灌頂﹂

▲蓮拂上師主壇「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護摩火剛一點燃，就非常的旺盛。

慈悲的上師留下了一隻自己修
法用的普巴金剛橛給︿常弘雷藏寺﹀
鎮壇 祈普巴金剛能夠護佑巴拿馬所
有的真佛弟子遠離一切災難 消除一
切修行障礙 早日成就！

八月十日：
地藏王菩薩超度大法會
八月十日是︿常弘雷藏寺﹀一
年一度的﹁中元節超度大法會﹂ 同
門們在一大清早就趕到寺裡做義工
從廚房 報名處到大殿都有義工的身
影 很多遠地的同門善信也陸續到
達 大家互相問候 氣氛融洽
下午二點 大雄寶殿早已是座
無虛席 逾二百人參加 在司儀的帶
領下 大眾齊唱﹃蓮花童子心咒﹄恭
迎主壇︱釋蓮拂金剛上師及法師團入
壇城 法會按照真佛儀軌進行 眾同
門善信虔誠唱誦地藏王菩薩聖號 祈
禱地藏王菩薩慈悲接引祖先與眾靈往
生清淨的佛國 法會令冥陽兩利！
蓮拂上師在法會後的開示中表
示 上師在來巴拿馬弘法前 已向師
尊稟報了整個弘法行程 並得到師尊
的簽字加持 同時也稟告金母 因
此 每一場法會都進行得非常順利
上師讚歎巴拿馬的法師和同門都是如
此精進團結 毅力驚人！尤其稱讚蓮
羅法師準備供品和護壇 堪稱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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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所有的法會都非常順利圓滿！每一
壇法會都有大法力的慈悲加持 只要
您淨信 誠心祈求 必定能利益及幫
助到自身 家人 祖先 乃至已逝的
至親及其他靈界眾生
上師說 地藏王菩薩也是以孝
順聞名 因此 唸誦地藏王菩薩的名
號或經典 會有很大的利益 可以利
益自身 祖先及過去世父母；而在農
曆七月裡 每日持誦﹃報父母恩咒﹄
︵南摩 密栗多 哆婆曳 梭哈︶四
十九遍 可以報答親恩與超拔亡靈
皆得有成！
父母給了我們生命 聖尊蓮生
活佛是賜予我們慧命 師尊的教導
在入世方面 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健
康 因果 消障 增福報的問題 在
出世方面 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智慧
去實踐佛法 最終能明心見性 成就
佛果！
﹁佛法大海 信為能入 智為
能度 如是者 即為信也 若人心中
有信清淨 是人能入佛法 ﹂皈依聖
尊蓮生活佛就是有大福分的人 而能
夠﹁敬師 重法 實修﹂的人就更是
有大智慧的人 對於初入門的同門
應﹁淨信﹂ 從﹁四加行﹂開始修
並盡快完成十萬遍的﹃百字明咒﹄
﹃四皈依咒﹄ ﹁大供養﹂及﹁大禮
拜﹂ 在這些修持的過程中 會有懺
相出現 會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我們
的道心就會變得很堅固 同時 我們
會因為業消了 福報就會增長
上師勉勵大家 想要修持有
成 需要一段長時間過程 除了對根
本傳承上師有百分百的恭敬與淨信之
外 還要謹守戒律 保持修持不偏
差 保持身 口 意的清淨 如果破
戒了 需向根本傳承上師懺悔 求還
淨 否則 是無法修持成就的 此
外 還要多看師尊的書 因為師尊把

所有的修持心要都寫在書裡 行者要
多看 可以提升靈命
開示後 蓮拂上師代師賜授
﹁地藏王菩薩本尊法灌頂﹂ 並用四
色的拂塵為與會大眾賜福加持！在拍
下了大合照後 ﹁中元節地藏王菩薩
超度法會﹂圓滿結束！
╳
╳
╳
╳
╳
蓮拂上師此次的巴拿馬弘法之
行 連日來 天現瑞祥 大家感應連
連 令眾同門感受到真佛傳承的真實
不虛 以及︿真佛密法﹀的殊勝！使
大家更加堅固道心 法會後 更有好
消息傳來：有同門以前修法有障礙
現在可以入壇靜心修法了；有腰疼的
師姐被拂塵掃了之後就好了；有同門
在參加除障法會後 她的頭腦突然清
醒了 知道之前所還的債款 其債主
計算利息的方法有誤 在重新計算
後 大大減少了所欠的債款 這真是
不可思議的大加持！
此次巴拿馬弘法 蓮拂上師非
常讚歎巴拿馬的社會及人文環境 她
感受到巴拿馬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中美洲人的豪放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讓她留下了很難忘的印象 巴拿馬城
更是有香港灣大都市般的現代與繁
華 而整個巴拿馬國家也是風調雨
順 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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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下午「地藏王菩薩超度大法會」後，
蓮拂上師用四色拂塵加持與會大眾。

→蓮鎮上師和眾法師及
與會同門義工合影。

﹁

中元普度﹂是華人最重視的祭
拜祖先節日之一 在佛教稱之
為﹁盂蘭盆節﹂ 為因應此節日 座
落於達拉斯的︿三輪雷藏寺﹀已連續
第四年在此段期間啟建﹁梁皇寶懺暨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息災祈福增益敬
愛超度法會﹂ 今年的梁皇寶懺是由
住持釋蓮鎮金剛上師主壇 並有蓮央

法師 蓮行法師 蓮可法
師 蓮槿法師 蓮姜法師護
壇
為使﹁梁皇寶懺法會﹂
順利圓滿進行 ︿三輪雷藏
寺﹀特在梁皇寶懺開懺前
啟建二十二壇護摩火供 迴
向法會一切順利圓滿進行
同時亦迴向所有報名陽居眾
等業障消除 身體健康 所
求如願 讓所有報名之亡靈
能離苦得樂 往生淨土
八月三日下午二時正
梁皇寶懺正式開懺 在﹃根
本上師心咒﹄及鐘鼓齊鳴
中 莊嚴的迎師組恭迎主壇
蓮鎮上師進入法會現場 也
為為期一個星期的﹁梁皇寶
懺暨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法
會﹂展開了序幕
蓮鎮上師及眾法師每天
帶領大眾誦經禮佛 在法師
們嘹亮 圓潤的唱誦帶領
下 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同門前來參
加拜懺；有些同門甚至請假 暫時放
下工作前來參加 也有風塵僕僕地從
遠地搭機前來的同門 拜懺時 大家
都非常專注 雖然汗流浹背 但在諸
佛菩薩 千佛如來的加持之下 與會
大眾均能業障消除 光明清淨 法喜

■文∕三輪雷藏寺

充滿
每天禮懺結束都會有一位法師開
示 法師們的開示都非常精彩 毫不
保留地將學佛的經驗及知識告訴大
家 希望大家能把握當下 好好體悟
佛法的真諦 在開示當中 法師們都
不斷地讚歎︿三輪雷藏寺﹀是一個環
境幽美寧靜 地靈人傑 修行的好地
方 也希望大家能把握當下 珍惜這
一塊寶地 好好修行
在法師每天的開示結束後 蓮鎮
上師也都會為大眾開示 上師的開示
簡潔有力 深入淺出 所有的與會同
門都得益匪淺 上師希望大家體認世

▲蓮鎮上師與（左起）蓮姜法師、蓮央法師、蓮槿法師、蓮行法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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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種種天災人禍之後 更要時時提醒
自己無常迅速且隨時圍繞在我們的身
邊 所以要珍惜生命 把握當下 好
好修行 也希望大家把握此次的梁皇
寶懺 好好地懺悔前世因果 以及今
生所犯下的種種身 口 意業 所謂
﹁罪從心起將心懺 心若滅時罪亦
亡 心亡罪滅兩俱空 是則名為真懺
悔﹂ 只要大家能用心懺悔 必能消
除自身的業障
與此同時 上師也開示梁皇寶懺
所提及的﹁四攝法﹂ 傳授﹁四攝
法﹂的手印 講解﹁四攝法﹂最重要
的口訣 觀想 以及如何召請佛菩
薩 如何與佛菩薩合一 在另一次的
開示當中 上師也講解了三種菩提

‧引靈

心︱行菩提 願菩提及勝義菩提 並
開示了發菩提心的重要性
在梁皇寶懺結懺當天 上師請同
門發言關於參加拜懺的感想 同門都
讚歎此次的梁皇寶懺非常圓滿 法師
們的唱誦更是如行雲流水般流暢 動
聽 令人感動 有一位蔡師兄發言說
他在梁皇寶懺前 因患有腎結石而感
到異常疼痛 但仍然堅持每天前來禮
懺 而在師尊 諸佛菩薩及梁皇寶懺
千佛如來的加持之下 在禮懺期間如
廁時 陸陸續續掉出小石頭來 並在
禮懺結束後就不再感到疼痛了！
梁皇寶懺結束後 緊接著就是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會﹂
師尊曾於開示時讚揚﹁瑜伽焰口﹂是

‧施法水

配合密教的咒語 手印及觀想三密合
一的真實超度 在瑜伽焰口法會的前
一天︵即梁皇寶懺結懺當晚︶ 住在
寺裡的義工同門便開始整理及布置法
會供品 法會當天 並豎立了︽真佛
宗︾殊勝的﹁地藏七星令旗﹂ 此令
旗所放出的光芒 可以消除重罪 由
此可見﹁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
會﹂是何等殊勝！
下午二時 法會準時開始 出席
的同門絡繹不絕 齊聚一堂 共赴盛
會 在蓮鎮上師及眾法師的帶領下
法會依儀軌順利進行；上師演化超度
手印 在根本傳承上師 地藏王菩薩
的加持及如來的威德與願力之下 為
幽冥眾等解除饑渴 痛苦障礙 並為

‧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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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長的大法船。
▲蓮鎮上師代師為新皈依的同門做「皈依灌頂」。

祂們皈依 授戒 發菩提心等 讓幽
冥眾等放下我執 遠離惡趣 往生淨
土 超昇自在；也為陽居善信解冤釋
仇 業障消除 化災解厄 俾使人人
身心健康 家庭和樂 運程亨通 增
福延壽 萬事如意 一切吉祥光明
法會後 上師於開示時提醒大
眾 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 能夠
投生為人 應該感到非常慶幸 因為
我們可以懺悔業障 而無形眾生卻很
難有因緣懺悔 因此 我們更應該好
好懺悔 精進修行 隨後 上師代師
為新皈依的同門做﹁皈依灌頂﹂ 並
慈悲為與會大眾做﹁地藏王菩薩賜福
灌頂﹂ 在法會結束 送位儀式後
上師帶領著大眾焚燒法船 金紙 蓮
花等 法師們也帶領同門收拾場地
以準備當晚的﹁瑤池金母萬壽慶典暨
新任理事宣誓就職典禮﹂
當晚六時半 隆重的新任理事就
職典禮正式開始 就職典禮在莊嚴的
大殿中進行 並由上師 法師及眾同
門共同見證 新任理事們在宣誓時
個個表情嚴肅認真；新任理事們舉起
右手宣讀誓願行 承諾會盡力承擔寺
務及弘法利生的如來大業
宣誓就職典禮結束後 緊接著就
是﹁瑤池金母萬壽慶﹂的祝壽儀式
當天 大家都準備了許多各式珍貴供

品 如：壽麵 壽包 水果 清茶
鮮花 靈芝
等 以恭賀瑤池金母
萬壽 首先是由理事們先行獻供 之
後再由同門進行獻供儀式 隨後 同
門開始表演各項各自專長的餘興節
目 有：優美旋律的古箏彈奏 歌唱
節目 充滿笑料的話劇 姿態優雅的
舞蹈
等供養師尊 瑤池金母 是
晚慶祝活動歷時兩個小時 最後在溫
馨快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三輪雷藏寺﹀啟建冥陽兩利的
﹁梁皇寶懺暨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
度法會﹂ 一年比一年成功 這全歸
功於大家的細心籌劃及準備 除了蓮
鎮上師與眾法師帶領大家在法會之前
做了二十二壇護摩火供迴向於此次法
會之外 更重要的是義工同門在法會
之前的採購 布置 規劃等各項準備
工作︵包括：七尺長的法船 贊普
供佛禮籃 千朵蓮花及每卷拜懺所要
用的供品︶ 更有同門特地請假留宿
於寺裡全力支援
除此之外 上師會在每天利用大
家用餐的時間 和大家分享佛法 佛
門禮儀 修行歷程等 讓大家法喜充
滿 得益匪淺 在短短一星期的法會
結束後 大家都懷著依依不捨 滿載
而歸的心情回家 也期許著明年能再
次前來寺裡禮懺 洗滌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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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運動科學家以高速攝影機
詳細記錄鮑威爾的跑步方式 更進
一步藉著斷層掃描分析其全身肌
肉 骨骼組織；而在與日本短跑好
手做為對照後發現：鮑威爾的大腿
肌肉組織特別發達 而腰大肌竟是
日本選手的數倍之大！無怪乎其跑
步的爆發力有如獵豹般 能瞬間達
到極速！
原來鮑威爾除了努力訓練之
外 本身就擁有完美的短跑身材
以其獨特的爆發起跑方式 同時又
兼具了大步幅與高步頻 放遠全世
界 仍無人可出其右！很可惜的
是 雖然鮑威爾是世界紀錄保持
人 卻沒有在世人所關注的奧運會
場上奪冠 因此被人戲稱是﹁無冕
短跑王﹂
二○○四年的雅典奧運男子百
米比賽中 由於鮑威爾起跑過慢
結果僅跑出第五名的成績 在抵達
百米終點的那一刻 可以看出鮑威
爾全身僵硬 身體傾斜
可能
是因為他太在意身旁勁敵的表現
以致心理因素影響了身體的協調
性 結果失去原本該有的水準！
或許我們會說鮑威爾是因為失
去﹁平常心﹂而輸掉比賽 那麼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又何嘗不是如
此呢？人的一生常常都在和別人比
賽並爭奪﹁第一﹂︵包括考試 工
作
甚至修行︶ 卻很少人真
的能以平常心來面對所有事情的結
果 因此才會產生了比較心及得失
心 最後因為壓力而造成憂鬱 躁
鬱
等等精神疾病
和自己賽跑吧！
我們太常把眼光放在他人的身
上了！都是拿自己跟別人比較 因
此 從中產生了很多執著與煩惱
忘了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是有不同的
條件 一昧地去追求與他人相同的
﹁成功﹂︵世人所認定的那種﹁成
功﹂︶ 當然很容易產生煩惱 執
著
和自己賽跑吧！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先天或後
天的有限條件︶做到最好即可 至
於會不會︵要不要︶越來越好？不
要去追求 也不要去設限 只要當
下確實有盡心盡力 至於結果如
何 就無須在意了！
和自己賽跑吧！
只有跟自己比賽的人 才能在
不斷提升自己的同時 又能真正擁
有心靈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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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牙買
加短跑選手︱阿薩法‧鮑威
爾 他在二○○五年六月雅典田徑
賽的一百米決賽中 跑出了九秒七
七的成績 成功刷新了男子百米賽
跑世界紀錄 更在二○○七年義大
利的國際田徑總會大獎賽 創下了
九秒七四男子百米賽跑的最快紀錄
︵後被牙買加選手︱烏塞恩‧博爾
特在二○○八年雅典奧運以九秒六
九的成績打破︶

■文∕蓮花健有

伊波拉㈴病毒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伊波拉病毒的命㈴，源㉂最初發現的㆟類帶原發病者，恰好定居於薩伊（現為剛果共和
國）的伊波拉河附近，所以被稱為「伊波拉出血熱病毒」。以㆘謹列關於伊波拉病毒，你不
可不知的 11 個 Q&A。
Q1： 什麼是伊波拉病毒出血熱？
A： 伊波拉病毒出血熱是㆟及靈長類（猴子、大猩猩及黑猩猩）的㆒種嚴重致命疾病。
伊波拉病毒首度出現於 1976 年，同時間爆發了兩起疫情，㆒起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另㆒起在
蘇丹的偏遠㆞區。伊波拉病毒的起源未知，但根據研究，果蝠可能是該病毒的㆝然宿主。
Q2： ㆟類如何感染伊波拉病毒？
A： 伊波拉病毒的原生宿主，或許是棲息非洲㆗西部的猩猩、果蝠，當㆞住民吃食牠們
而間接感染，病㆟死後，再經由喪禮的觸摸遺體習俗，持續擴散感染，直到全村落滅亡。

⼀旦⼈類因接觸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動物⽽感染後，此疾病可藉著⼈傳⼈的⽅式於
社區中擴散。⼈與⼈之傳染是因直接接觸（透過⽪膚傷⼝或黏膜）被感染者或其屍
體之⾎液、分泌物、器官、精液，或是間接接觸被感染者體液污染的環境（例如⾐
服、床罩或針頭等）。所以院內感染的情況頗為常⾒，主因是醫護⼈員未配戴適當
的個⼈防護裝備（如⼿套等）照顧病患，另外，在葬禮儀式中直接接觸屍體，亦在
疾病傳播中扮演著重要⾓⾊。
只要病㆟的血液或分泌物㈲伊波拉病毒，病㆟就仍具㈲傳染力。因此，病㆟應接受㊩護
㆟員密切㈼測以及實驗室檢驗，以確定病毒已在體內消失。
Q3： 哪些族群㈲風險？
A： 在疫情發生時，風險族群包括㊩護㆟員、家㆟或其他親密接觸者、葬禮儀式㆗直接
接觸屍體者、雨林㆗直接接觸死亡動物的獵㆟等。
Q4： 疾病的症狀？

A： 伊波拉病毒感染後將引起嚴重的急性疾病，其初期症狀為突然出現⾼燒、嚴
重倦怠、肌⾁痛、頭痛與咽喉痛等，接著出現嘔吐、腹瀉、⽪膚斑點狀丘疹與出⾎
現象。重症者常伴有肝臟受損、腎衰竭、中樞神經損傷、休克併發多重器官衰竭。
實驗室檢驗則發現白血球、血小板降低與肝功能㆖升。潛伏期為 2〜21 ㆝，此時尚不具
傳染力，㆒旦出現症狀就表示具傳染力了。截㉃ 8 ㈪ 28 ㈰累計通報 3026 例病例，其㆗
1550 ㆟死亡，致死率為 60〜90%。
Q5： 什麼時候應該就㊩？
A： 任何㆟士若曾經去過伊波拉病毒出血熱流行㆞區，或是曾經接觸疑似或確定病例，
並且已經開始出現症狀，就應立即就㊩。
Q6： 如何治療伊波拉病毒出血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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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病患應接受支持性治療，包括：保持病患的體液和電解質平衡、㈼測含氧狀態及血壓、輸
血以補充其流失之血液及凝血因子，以及治療其他併發性之感染。目前尚無㈵定抗病毒治療方法。
Q7： 如何預防伊波拉病毒出血熱？
A： 目前尚無㈲效疫苗可供預防接種。其他預防方式包括：

在流⾏地區，避免接觸或⾷⽤果蝠、猿猴等野⽣動物。如需接觸動物則應戴⼿套及穿
著合適⾐物。⾷⽤動物製品前應煮熟。
避免直接接觸被感染者之⾎液、分泌物、器官、精液或可能被污染的環境。如需照顧
病患則應配戴⼿套及合適的個⼈防護裝備。病患禁⽌性⾏為，直到確定精液無病毒為⽌。
病患屍體應妥為埋葬。
因疾病初期症狀較不典型，醫護⼈員照護所有病患需提⾼警覺並配戴標準防護配備，
實施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洗⼿、呼吸道衛⽣、避免體液噴濺等。如近距離（⼀公尺內）照
顧疑似或確定個案時，則應配戴⼝罩、護⽬鏡、隔離袍與⼿套等，避免直接接觸病患之⾎
液及體液。
Q8： ㊩護㆟員如何保護㉂己不受病㆟感染？
A： 由於㊩護㆟員照護疑似或確診病㆟被感染的風險較其他族群為高，因此除了標準防護措
施，亦應嚴格執行感染控制措施。㊩療㆟員應充分瞭解疾病㈵性以及安全處理措施，正確使用個㆟
防護配備如口罩、護目鏡、防護衣及手套等，並且不要重複使用。病㆟應安置於負壓隔離病房，照
顧不同病㆟應換手套，對病㆟的侵入性㊩療措施須在嚴格且安全的條件㆘執行。
Q9： 實驗室如何診斷伊波拉病毒出血熱？
A： 疾病管制署已建立伊波拉病毒的檢驗方法，包括病原體分離與鑑定、聚合 鏈式反應
（ PCR）、 抗體檢測等。如具㈲㆘列任㆒個條件則符合病例定義㆗之檢驗條件：臨床檢體（咽喉擦
拭液或㈲病灶之皮膚抹片）、臨床檢體分子生物㈻核酸檢測陽性、血清㈻抗體 IgG 及（或） IgM
檢測陽性、組織切片免疫化㈻染色（ IHC） 陽性。
Q10： 如果我計畫前往疫情發生國家，我該怎麼辦？
A： ㆒般遊客感染的風險極低，因為疾病傳染方式為接觸感染者的體液或分泌物等，而㆒般遊
客較不會與感染者接觸。建議民眾前往疫情發生國家及鄰近國家時應提高警覺並㊟意個㆟衛生及手
部清潔，避免接觸野生動物、屍體或食用生肉，也應避免接觸疑似感染者或其屍體。另外，㉂伊波
拉病毒出血熱疫情流行㆞區回國的旅客，如㈲出現身體不㊜症狀，於入境時應主動通報港埠檢疫㆟
員並配合接受檢疫措施。
Q11： 若我想了解伊波拉病毒出血熱相關㈾訊，㈲什麼查詢管道？
A： 疾病管制署網址： www.cdc.gov.tw； 防疫專線： 1922（ 提供疫情通報、傳染病諮詢、防
疫政策及措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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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ce when I was doing miraculous prediction, a woman brought her daughter for
consultation. She was quite a cute little girl. Seeing her, I showed an Indra Mudra to her.
Immediately she smiled and showed me the same mudra.
Her mother was surprised to see this:
” Ling Yun showed this mudra when she was born. Sometimes on both hands. She likes
red, she will stare at red object and show the mudra. Her behaviour is weird.”
” It is not weird at all,”I replied: ”She is a child from the Indra Heaven, She is the goddess
in red. Surely she will like red colours.”
The mother asked:
” Is it so?”
I asked :
”Was there anything unusual when she was born?”
Her mother replied:
”Ling Yun was born on third of Nov 1988. The night she was born saw a fire ball
appearing at the nearby hill. The neighbours thought the forest was on fire, and called for fire
brigade. When the fire engines arrived, there was no fire at the forest, or at any house. The
surroundings were very bright because of moving lights from the air.Later on, somebody saw
a ray of light stopped at our roof and disappeared instantly. ”
Her mother added:
” Ling Yun was born in the hospital. After the strange phenomenal, my labour pain
started, I rushed to the hospital to give birth to her.”
” Any other strange behaviour ” I asked.
” Yes” the mother replied.
” Her eye sight is not normal. Eating fish, she will see the bones first. She even saw a
hole in my stomach (stomach ulcer). ”
” Ah, this is penetrating vision”
Her mother continued:
” My house enshrines an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She praised the beauty of the
image and claimed that something divine had flew into it. ”
I turned my head and asked Ling Yun:
” Look at me, who am I?”
(wondering she might see my skeletons.)
She answered:
” Grandmaster is Padmakumara. Your whole body is full of white light. Padmakumara is
the same as Avalokitesvara who came to succour others.”
I told her mother: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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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g Yun is the goddess in red from the Indra heaven. She has special skills.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she can still retain her power when she grows up.”
●
From what I know, am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disciples of True Buddha School, many
children came from the Indra heaven. This is the result of deep causation between True
Buddha School and Indra.
If you have a child from the Indra heaven, I believe you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1. Show respect to the heaven realm.
2. Observe precepts so that sins are not created by the body - better still uphold the eight
precepts i.e.
i. Not to kill
ii. Not to steal
iii. Not to have improper sexual behaviour
iv. Not to tell lies
v. Not to drink liquor
vi. Not to use fragrance on the body
vii. Not to enjoy singing and dancing
viii. Not to sleep on a big and cosy bed
3. chant the sutra of respecting heaven rites
4. chant the sutra of middle agama
5. Take refuge in True Buddha School and cultivate the True Buddha Tantra.
●
For the children from Indra heaven, I have written a verse for them:
To have such causation is magnificent.
Its valued in the heaven and earth.
Precious fruit can be reaped in the mundane world.
Even heavenly beings descended to pay respect.
Brightness is caused by purity.
after the mission, movement is unrestrained.
Their descendence for the purpose of reaffirmation.
teaching the wicked to be kind.
One of the six realms of existence is heaven.
and to ascend there is human beings.
the place is real, pure and without any worry.
protecting the ground that True Buddha Tantra prevail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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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ne faut pas oublier le pacte
L

ors d'un voyage spirituel —

Je rencontrai une dâkinî. Elle portait un
bouquet de fleurs et m'accueillit entre ciel
et terre. Je la regardai attentivement. Cette
dâkinî était en réalité ma disciple. De son
vivant, elle m'avait aidé à porter secours
aux êtres vivants. C'est par ce facteur
conditionné qu'elle était devenue, en peu de
temps, un être céleste.
Je fus surpris de la voir.
— Vous êtes entrée dans le nirvâna ?
demandai-je.
La dâkinî répondit, les yeux rougis de
larmes :
— Oui.
— Comment avez-vous trouvé le repos
parfait ? demandai-je, attristé.
— La veille, je me sentais encore bien
et, dans la soirée, je suis allée me soumettre
à une rééducation, puis je suis partie dans la
nuit !
Je versai des larmes sans m'en
a p e r c e v o i r. C ' é t a i t u n e d i s c i p l e
exceptionnelle !
Je lui demandai :
— Où souhaitez-vous aller, à présent ?
Elle répondit :
— Depuis mon départ, le personnel de
l'entreprise que j'avais administrée dans le
Monde Sahâ n'a pas eu le temps de prendre
ses dispositions. Aujourd'hui, je suis venue
voir le maître vénérable, parce que je
voudrais y retourner pour porter assistance
à ceux à qui j'ai remis mes affaires.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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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grerai une nouvelle fois dans leur
famille afin de leur apporter un soutien
dans le travail.
— À mon avis, ce genre de chose est
absolument ridicule, absurde ! Les affaires
du Monde Sahâ sont les affaires du Monde
Sahâ. Vous êtes morte, ce qui marque pour
vous la fin d'une étape. Si vous vous
réincarnez, vous vous ridiculiserez aux
quatre coins du monde.
— Mais j'apprécie cette entreprise !
Je l'arrêtai par un cri :
— Retournez au maha Étang au Double
Lotus ! Si vous regagnez le monde
terrestre, il est fort à craindre que vous ne
puissiez plus retourner dans le Monde de la
béatitude parfaite.
— Je ne voudrais pas y retourner, ditelle bien fermement, avec une claire
intention de se rendre à nouveau dans le
monde humain.
— Avez-vous oublié le pacte ?
— Quel pacte ai-je conclu avec le
maître vénérable ?
La dâkinî l'avait complètement oublié.
Je fis apparaître une image et la lui
montrai.
Elle était originaire du maha Étang au
Double Lotus. Voici le pacte scellé autrefois
: moi,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je
descendrais dans le Monde Sahâ, je lui
avais demandé de m'assister dans ma tâche.
Au début, elle n'avait pas donné son accord,
au motif qu'elle aurait souffert dans le
Monde Sahâ situé dans l'ère trouble des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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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q Impuretés ① . Elle n'avait pas voulu
descendre ici-bas, parce que :
Sur une branche de corail fut attaché un
rhinocéros faible.
Les vagues de l'océan de souffrance se
soulevèrent, dont l'extrémité fut difficile à
atteindre.
Je dis :
Il est bon de s'arrêter en cet instant dans
le Monde de la béatitude parfaite.
La sainteté et l'ordinaire ne sont
éloignés que d'un fil.
Je l'avais exhortée et encouragée à
maintes reprises, et elle avait enfin accepté
de descendre du Ciel pour se rendre dans le
Monde Sahâ. Née avant moi, elle était donc
un peu plus âgée.
Je lui avais accordé ceci :
Un bouddha Amitâbha sera gardé dans
le coeur.
À peine manifestée, une pensée
distancera mille sommets.
Il y aura naturellement là-dedans un
reflet des lumières.
Il ne faut point oublier le pacte ni
chercher l'extérieur.
Je lui avais fait une promesse :
Allez-y pour cette fois seulement et,
après, vous rentrerez dans le Monde de la
béatitude parfaite.
À votre retour à l'Étang au Double
Lotus, vous serez un Kuan Yin ② .
Voilà le pacte signé entre la dâkinî et
moi,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Maintenant, elle l'avait complètement

oublié et ne pensait qu'à retourner en ce bas
monde pour vaquer de nouveau à ses
affaires.
Au Lac foliacé où je menais une
existence recluse et où je faisais mes
retraites méditatives, je m'aperçus de la
réalité des choses : les voies du monde sont
difficiles à emprunter, elles sont parsemées
de trop de pièges ; les chemins du monde
sont pleins d'imbroglios et de calamités ; et
l'on y rencontre difficilement le dharma du
Bouddha. Même si on le rencontre, il n'est
pas certain que les gens le comprennent et y
ajoutent foi. Ils se trouvent d'ailleurs
incapables de le pratiquer et de le prouver.
— Ah, Dâkinî ! Vous voudriez
descendre en ce bas monde poussiéreux
pour reprendre votre entreprise ! Ne
connaissez-vous pas la souffrance, le vide,
l'impermanence ? Pourrez-vous ne pas être
influencée par les situations mondaines ?
Serez-vous capable de ne pas être
gouvernée par les états phénoménaux, ni
troublée par ceux-ci ?
- à suivre -

① La période de décadence, la
détérioration des manières de voir, la
prévalence des passions, l'augmentation
des misères humaines, la diminution de la
longueur de la vie.
② Un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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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核心小組七位處長和蓮寧
上師於核心會議後與師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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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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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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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性教育、②法師研習班及聯誼會、③新出家法師培訓教育、④網路教育案、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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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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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祈求根本傳承加持：先觀空，次觀想根本傳承上師蓮⽣活佛住頂放光加持，
持『根本傳承上師⼼咒』七遍，祈求修法圓滿。
◎再做四無量⼼觀。做驚醒⼿印（拍掌兩下，再交加彈指）。
⼀、清淨咒。
⼆、召請咒。
三、⼤禮拜。
四、⼤供養。
五、四皈依。
六、四無量⼼及懺悔。
七、披甲護⾝。
⼋、⾼王觀世⾳真經。（⼀遍）
九、往⽣咒。（七遍）
⼗、根本傳承上師⼼咒。
嗡。咕嚕。蓮生。悉㆞。吽。（百○⼋遍）
（夢示度母手印）
⼗⼀、結印及觀想。
結印：夢⽰度母⼿印。
兩⾷指張開，兩⼤拇指合併，中指豎⽴相觸，無名指和尾指內縛。（置胸前）
種⼦字： （「當」）
觀想：先觀空，唸觀空咒。
嗡。司巴瓦。速達。沙爾瓦。打爾嘛。司巴瓦。速朵杭。（三遍）

（⼀）觀想藍⾊的虛空有⼀個 「邦」字， 「邦」字變成⽩⾊的蓮花，蓮花上
⾯有⼀個⽉輪，⽉輪中間有⼀個 「當」字，放藍光。
（⼆）觀想⽉輪中 「當」字旋轉，化為「夢⽰度母」。夢⽰度母⼀頭⼆臂，⾝藍
⾊。頭頂戴不空成就佛，右⼿持「與願印」，左⼿持藍⾊「烏巴拉花」。度母伸右
⾜，半跏趺座。穿藍⾊的天⾐，重寶莊嚴。
（三）⾏者觀想⼼際有⼀個 「當」字放藍⾊的光，迎請「夢⽰度母」降臨壇城上
⾯（⼤曼達或須彌⼭上⾯也可以）。
（四）觀想「夢⽰度母」的天⼼放出⼀道⽩光，直照⾃⼰天⼼；喉部放出⼀道紅
光，直照⾃⼰喉部；⼼輪放出⼀道藍光，直照⾃⼰⼼輪。⼀道光射您供養的吉祥草或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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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草。⽩、紅、藍三光融⼊⾃⼰⾝⼼。
⼗⼆、持『夢⽰度母⼼咒』。先做「持唸珠觀想」。
嗡。蘇巴達。惹。梭哈。（千○⼋⼗遍）
⼗三、做九節佛⾵，⼊三摩地。
⼗四、出定、誦讚。
度母放光，祈夢得夢。冥冥告知，賜我吉祥。
⼗五、加持其他⼼咒。
⼗六、唸佛。
南摩㆔㈩㈥萬億，㆒㈩㆒萬，㈨千㈤百同㈴同號阿彌陀佛。（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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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迴向。
⼗⼋、百字明咒。（三遍）
⼗九、⼤禮拜。
⼆⼗、圓滿咒。
嗡。部林。（三遍）
◎嗡。嘛呢。唄咪。吽。
◎做遣散⼿印（拍掌兩下，再交加彈指）。
◎修法圓滿。如意吉祥。

【注意事項】
⼀、 求夢⽰度母法是問您個⼈的事情。
⼆、 清淨的內⼼，清淨的外⾐，清淨您⾃⼰。
修「夢⽰度母法」，⾝體⼀定要洗乾淨，漱⼝沐浴，穿乾淨的⾐服。
三、 求「夢⽰度母法」的供品，要有三⽩、三甜和吉祥草（或薰⾐草）。
三⽩：奶粉、起⼠、⽩⾊酥油。
三甜：⽩糖、紅糖、冰糖。
吉祥草：⼀次只要⼀枝。⼀壇法問⼀個問題。
四、 要報夢必須要有吉祥草或薰⾐草。
晚上睡覺的時候，將修法供養的吉祥草或薰⾐草放在枕頭下，夢⽰度母就會
來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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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雅圖雷藏寺﹀﹁乙未年
新春祈福法會﹂謹訂於二○一五
年二月廿八日︵農曆正月初十︶
舉行 特恭請釋蓮喜金剛上師主
持
二 ﹁乙未年秋季大法會﹂謹訂
於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農曆
七月三十︶舉行

◎附註：

為了感謝同門供養師尊 師
母以及所有出家僧眾 同時也供
養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同門 ︿西
雅圖雷藏寺﹀特別安排供齋功德
主與師尊同桌 一起用餐 感謝
他們供齋的一番心意
在此 ︿西雅圖雷藏寺﹀感
謝這次法會期間所有的義工 尤
其是廚房組義工不辭勞苦 日夜
準備菜餚 提供世界各地同門的
餐飲 也特別感恩供齋功德主在
法會期間 贊助伙食開銷 祈求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加持
大家 祈求佛菩薩護佑 願大家
日吉祥 夜吉祥 晝夜六時皆吉
祥

感謝義工不辭㈸苦 感恩供齋功德主發心贊助

︻西雅圖訊︼︿西雅圖雷藏寺﹀
每年的秋季超度大法會期間 都
會吸引世界各地真佛弟子前來參
加法會及朝拜 並留下來與師
尊 師母共餐
而這數百近千的人潮 無疑
地增加了︿西雅圖雷藏寺﹀廚房
組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 伙食
費也是一筆很大的開銷 有許多
同門體諒︿西雅圖雷藏寺﹀全天
候提供大量飲食 因此發心隨喜
贊助︿西雅圖雷藏寺﹀的供齋

眾弟子引頸企盼、虔心恭迎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蒞臨。

布施可以成就㈥度萬行

︻溪湖同修會⽂宣 彰化訊︼東
嶽大帝是三途惡道的總戒神 其
法主﹁懺悔﹂ 故今年農曆七
月｜吉祥月 ︿溪湖同修會﹀於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敬邀釋蓮
崇金剛上師主持﹁東嶽大帝解冤
謝罪法懺暨地藏王菩薩超度護摩
法會﹂ 以啟迪同門懺悔謝罪之
心 冀能解冤謝罪 消除罪障與
災難 轉增福因 超度先祖 同
時有幸邀請到︿台灣雷藏寺﹀的
蓮雪法師 蓮鍾法師及蓮歌法師
護壇 法會供品別於他日 不但
倍增 同門還發心摺一艘約一張
長桌大小的法船與無數小法船和
蓮花 造福有情

蓮崇上師於〈溪湖同修會〉以金剛鈴杵加持法船及供品。

法會莊嚴 如儀進行 會
後 蓮崇上師在開示中提及至馬
來西亞麻六甲︿大善堂﹀拜﹁東
嶽大帝法懺﹂時 竟然有五 六
百人來參加 人數為平常的十
倍 法會十分殊勝！感謝師佛加
持 懺法感應迅速 大家要珍惜
法緣 好好修行
接著 上師開示﹁布施﹂的
重要 講述︻地藏經︼裡有提及
布施的功德：若布施時 迴向自
身 捨一得萬報；而迴向法界
畢竟成佛 布施可以成就六度萬
行 布施有﹁財施 法施 無畏
施﹂ 對一般眾生而言 ﹁財
施﹂是比較簡單方便的法門
﹁法施﹂就是用佛法來做度化眾
生的工作 ﹁無畏施﹂就是以大
無畏的精神 用自己的身體行救
度眾生的工作 所以 布施可以
成就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 具足六度萬行
上師的開示提醒與會大眾
行善布施雖能生功德福報 但終
究不能執著 若能以佛經所講的
觀念做為修行的依據 且能不執
著個人私利 真正為他人著想而
做布施 這樣的心態 才是真正
的大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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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芳法師

蓮潢法師

都有

正如我們每天都在修持的

︿真佛密法﹀所有儀軌中

法

㈻佛修行以求智慧 真佛密法可行對治 正念生處妄念滅
蓮鈺法師

由本寺的蓮則法師
蓮奉法師

並不只是

結手印

所蘊藏的全都是對治的

持咒

觀想

其實在這些修持法

因日前︿白雲

及兩位助教護壇

照著做就好
的裡面

蓮一上師也藉此特別迴向

雷藏寺﹀前住持︱蓮務法師往
生

佛法是一種方便
不需要用戒慎恐懼的心態去

上師強調

可以對治我們的妄念

方法
法

並開專壇白事誦經
由小

讓與會大眾可以容易

蓮一上師法語開示時
故事導入

面對！當我們知道自己的心散亂

間越來越短

時間練習

害怕

儘快
需要花很多

蓮一上師縮短一日遊
慈悲地為蓮務法師做專
參加誦經的同門有
在優雅的佛號聲中
迴向蓮務

True Buddha School NEWS

法師品位高昇

上師演化超度大手印

四十多人

壇白事誦經

的時間

隔日

人生觀就會變得不一樣

負面的事情；凡事都往好的想

心裡不要老是想

上師希望與會大眾要

妄念也就會隨之越

讓妄念存在心裡的時

回來﹂確實不容易

不需要太緊張

時

人

什麼最重要？佛法

了解佛法對人生是很重要的
的一生當中

把心拉回來就好；而這﹁把心拉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追求智

是在追求什麼？聖尊蓮生活佛說
過

因為有了智慧

來越少了

才會明白世

慧
間的現象

而不被世間因緣所左

右；沒有修行的人會隨著世間因

—NEWS—

學會正面思考

最後

執著無明

往往會產生很多問題

一

觀想自己

妄

要時常觀

譏

僅以小我角度看

緣

人事物

毀謗

當﹁世間八法﹂︵稱讚
樂︶影響我們時

衰敗

笑

利益
苦

要馬上持咒

名譽

︻⽩雲⽂宣組

卡加利訊︼加拿

大卡加利︿白雲雷藏寺﹀於二

念一起

照自己的起心動念；當煩惱
十七日舉辦

○一四年八月十六日啟建﹁大威
德金剛護摩法會﹂

的根本傳承上師或本尊住頂

T.B.S.

行者要懂得對治的方

妄念便會消除

﹁地藏王菩薩祈福超度法會﹂

因此

煩惱

心持唸
並

特邀來自加拿大溫哥華︿普陀
堂﹀的釋蓮一金剛上師主壇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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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一上師與眾法師、弘法人員及同門善信大德於〈白雲雷藏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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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02日--南無四大天王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11月09日--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11月16日--南無普巴金剛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11月23日--南無馬頭明王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11月30日--南無金剛薩埵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BENEFICIARY NAME WANG/LE-KANG
BENEFICIARY ADD NO.52-2, SHUEI
TOU LN SEC.2 JHONG HE ST. SINSHE TOWNSHIP,
TAI CHUNG CITY
TAIWAN R O C
A/C NO 109 007 578 375
BANK OF TAIWAN SHUI NAN BRANCH
SWIFT CODE BKTWTWTP109
BANK ADD NO.416, SEC.2, CHUNG DER ROAD,
TAICHUNG CITY, TAIWAN, R.O.C. TEL 04-22468130

0

☆11月5日、12日、19日、26日 南無四臂觀世音菩薩煙供
法音雷藏寺地址：
台㆗市新㈳區大南里㆗和街㆓段㈬頭巷52-2號
電 話：04-2581-0118｜ 傳 真：04-2581-0218
網址：www.fayin.org.tw
E-mail：fayin@fayi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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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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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 邓作兰、叶伟强、 叶 君皓、 叶 君怡 、凌 英 娇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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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法 細 膩•精 雕 細 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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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師兄 0958-398885

咕嚕咕咧佛母弓箭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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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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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禮 儀 虛空㆗的道場
金 剛 心 法 堂

卍 聞

同門誼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吳朝陽 菩薩 09.16
吳曾秀蘭 菩薩 08.29
陳坤俊 菩薩 08.27
鐘長盛 菩薩 08.21

黃武勇
余玉本
顏吉甫
蘇孝直

菩薩
菩薩
菩薩
菩薩

08.18
07.21
07.17
07.02

許師兄
0933-868-086
林師姐
0933-135-727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服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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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hr臨終關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訂購專線：886-3-4283479 •傳真電話：886-3-4596917
•台灣桃園縣平鎮市㈮陵路㆓段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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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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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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願腤
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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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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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