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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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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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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回歸「無知」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 《心的悸動》

瑤池金母﹂開天眼之後
求法若渴
我曾見：

欣喜佛道

呼之則

五大洲皆可

一切在掌握之中

能出神

呼雨雨來

﹁了鳴和尚﹂能驅役鬼神
又能呼風風來

召之則來

拜﹁清真道長﹂(了鳴和尚)為師父

當時

﹁
去

與天女共舞蹈
能預知天下大小事

能上天庭
至

了鳴和尚教我許多法：

或數月

樟柳木法

辟穀法︱︱能數日不食

預知法︱︱耳報童子

童子功

冥陽互通

元陽法︱︱能不漏元陽

入冥法︱︱進入冥府

召神神降

解降頭之法

召神法︱︱六丁六甲印咒

五雷法︱︱能趕走鬼魅

出陽神

出陰神

度人修行引人啟信的

生意興隆

出神法︱︱即開頂破瓦

五鬼法︱︱搬運錢財

最後了鳴和尚對我說：

﹁這些全是方便的法術

1

外法

無知

﹂
了嗚和尚說：
﹁真正是佛法

連佛法亦烏有

那完全是回歸於

感通
無知是無所不知
無知是真知
無知是放下一切
無知是明心見性

﹂
我很驚訝：

寫一首詩吧！

無心

無知是天真
佛家言涅

﹁什麼是無知？﹂
清淨冲虛

無知是無事
道家言

了鳴和尚答：
﹁無生無滅而已

昔日
曾參加仙宴

我聞

我問：

是真祕

在清虛殿

回歸無知

﹁如何修？﹂
內積陰隲

來時路

到如今

我見

樂於助人

任運無限

一切仍在自心中顯現

明了

漸漸的厭倦

財

必須堂堂正正

如同似夢非夢之中

﹁外絕世緣
﹂(寂滅)
我總算明白
義

我們在世間

了鳴和尚答：

槃即是矣！﹂

密
現在
節

要懂得對治法

而真佛自爾

等到﹁佛骨﹂

對自己欲望

做一個正人！而後

孝

痴

的忠

瞋

多行善功
貪

是積功累德而來

這是為修﹁無上密﹂的準備功夫

名

多累積資糧及功德
色
已成
這樣才不會窮蹇
﹁佛骨﹂已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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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諍三昧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心的悸動》

很少有人提及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迦牟尼佛的精神之一是：

不只遺忘

這個精神

﹁無諍﹂

釋
忘了

這兩個字

何況其他！

四

三

二

一

得罪

污辱

揚惡

揭露瘡疤

不公平

早就遭佛教徒給遺

似乎沒有什麼作用

﹂

吾不得已也！﹂

而在俗世人間
莫不是諍來諍去
孟子曰：
﹁吾豈好辯
連聖人亦如此

五

報復

諍有多害：

六

無所不用其極

佛陀看出

七

毀損

你我均受損

八

佛說：
﹁與對手爭執

3

佛說：
﹁在爭執之中
﹂
﹂

我自己感覺到

﹁別無他益

佛說：

公平的手段

無存

理智完全喪失

此時

只有不

﹁無諍﹂蕩然
彼此攻訐的

圍攻﹁光明頂﹂的幼稚舉

互不來往

在小小的教界

佛教教派各立山頭

舉之不勝

甚至有六大門派

多的是
止

除自己之外
真是

的

修行全在于提升及淨化

勿進入﹁鬥爭﹂的陷阱

言語及文字也是一樣

我想

來表達我的善意

我趨向﹁心平氣和﹂

要清淨婉轉

在我的內心世界
情意

我的說法及寫作
誠意

我無諍
你無諍
他無諍
一片祥和
詩：
教界吹起了一陣風
諍而不是淨
大家爭紅
何必白眼相向

這些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也有專門鬥爭他人的幫派集團
專門攻擊他人

由於悟後

口沫紛飛

攑動千江水
早就明白﹁無諍三昧﹂了

忘卻了如來的教義

讓我蹙起了眉峰

均言最勝

門派紛紛而立

因而只有﹁不回應﹂了

意清淨

欣喜相逢
﹂
﹂
口清淨

我早知：
﹁不落言詮
﹁勿流於言說
﹂
修的是身清淨

﹁語言無用
我們行者

4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回歸﹁無知﹂

無諍三昧

對待眾生要普同敬重 不貪財色不貪法 一法成 萬法皆成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325
Contents

創 辦 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指導上師：蓮香金剛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編輯部

修行莫忘人本 奉養育之恩 行忠孝節義 按步就班 也是自然

燃佛心燈

15

01
03

特別報導

07

總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社

長：蓮栽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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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57

53

51

49

善待細胞

身心清淨能得佛光加被 自省利他才是真正菩薩

印尼占碑阿底峽遺址及千年佛塔朝聖紀實︵一︶

︽真佛宗︾在關島的殊榮

另一種消除煩惱的方法

西雅圖中秋節神桌問事

你就能活得更健康！︻醫學健檢︼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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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索閱：全年24期，贊助＄2,400元

蓮衛上師

蓮到法師

蓮等法師

蓮拂上師

蓮花懷之

朱鍾勛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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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行者皆為法王子 要度眾入佛門 有寬廣不變的心才能證果

行者五具殊勝 可面見金剛薩埵 得受諸法 相應成就 成辦諸事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The Halo Of The Guru Mantra ︻英文譯本︼

Il ne faut pas oublier le pacte ︻法文譯本︼

世 界各地 法 務報導

lighten@hamicloud.net

法雨均霑

新-電子郵件信箱：

蓮耶上師

蓮花一秀

886-49-2350140

發菩提心論︵七十三︶

齋飯

蓮花慧君上師

傳真專線：

蓮曉上師

但願佛光多多注照驕慢者

蓮花俠女

投稿、功德主報名表、捐款授權書

宇宙的極樂心得︵下︶

菩提園地

塵心

投稿

41
47

72
74

75

23
31
43

46
48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對待眾生要普同敬重，
不貪㈶色不貪法，㆒法成，萬法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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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登記的貴賓
特別稀少：︿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
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
師姐 林淑華醫師 其實 在座有很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
三寶 敬禮同修本尊︱南摩阿彌陀如
來

師母

多醫生 只是他們沒有登記貴賓 當
律師或醫師都可以登記為貴賓 據我
所知 就有好幾個醫師在這裡 如果
你的企業做得很大 生意做得很好
也可以登記為貴賓；如果企業做得很
小 當然也是貴賓 我們是一律平等
的 大家都是貴賓
平時 我們在︿西雅圖雷藏
寺﹀ 每一次繞寺唸佛 主要都是唸
南摩阿彌陀佛 很少唸南摩藥師琉璃
光如來 也很少唸南摩觀世音菩薩
當然 也有人唸南摩觀世音菩薩 也
有人唸藥師如來 不過 大部分來
講 大家一碰面都是唸：﹁阿彌陀
佛！﹂有些比丘尼 人家對她唸：
﹁阿彌陀佛！﹂她會唸﹁觀世音菩
薩﹂來回應 也有這樣唸的 阿彌陀
佛跟眾生的緣分比較深 觀世音菩薩
跟眾生的緣也是非常深 都是很深的
緣分；但一般來講 就是很少人唸南
摩大勢至菩薩
在八大菩薩中 觀世音菩薩排第

9/ 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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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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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當中 跟眾生最接近 最有緣的
還是觀世音菩薩 而五方佛 也沒有
人唸南摩毘盧遮那佛︱中央大日如
來 阿閦如來也是很少人唸 寶生佛
跟不空成就佛也是比較少人唸 就只
有阿彌陀佛比較多人唸 主要是阿彌
陀佛和觀世音菩薩與眾生的緣比較
深
當然 也有人唸南摩本師釋迦牟
尼佛︱釋迦能仁 也有人唸釋迦文
佛 主要也是因為釋迦佛跟眾生的
緣 但唸最多的還是阿彌陀佛 在中
國大陸修道家的 道長跟道長見面時
就會唸：﹁無量壽！﹂其實 無量壽
也就是阿彌陀佛 無量光佛也是阿彌
陀佛 大光佛也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
佛的別稱非常多
最近 因為大法會的關係 人很
多 所以沒有辦法繞寺唸佛；師尊很
想跟大家繞寺唸佛 但人還是很多
繞寺唸佛的時候 因為集合眾人的力
量一起唸佛 力量很大 一般來說
佛都會降臨 每一次唸 佛都有來
除了佛菩薩有到以外 我們都會敬禮
龍神 從這邊唸過去 第一個遇到的
是龍神 就會跟龍神敬個禮 只要跟
龍神一敬禮 龍就會騰上天空 祂會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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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龍的形相出來 師尊就向祂合掌
敬禮
有一次 來為大家摩頂的就是龍
神 這也是很特殊的 像今天中午降
臨摩頂的是多聞天王︱黃財神針巴
拉 祂是第一次來 有時候是白衣觀
音來給大家摩頂 那一天 大家在
︿宗委會﹀的辦事處討論大幻化網金
剛 討論得非常熱烈 當天吃完飯給
大家摩頂時 居然是大幻化網金剛來
給大家摩頂 不過 大家不知道那麼
大的金剛神會給大家摩頂 所以準備
的紅包也差不多都是一塊錢的比較
多 這不嫌少 是隨意的 一塊錢也
可以 多也可以 少也可以 沒有也
可以 不給紅包也不要緊 你給個紅
包意思意思 紅包裡不裝錢也可以
我們一切都是隨緣 隨意 隨
喜 隨你心中歡喜 你心中歡喜給多
就給多 給少就給少 不給就不給
就像同門來參加同修 高興來就來
不高興來就不來 心中有一點火就不
來 沒有火 清涼的就來 有事情的
當然不能來 沒事情的也可以不來
唯一就是師尊︱我不能不來 我是沒
有辦法請假的 我不來的話 同修什
麼？我不來的話 誰做護摩？當然
我不在的時候 自然會有人輪流帶同
修；但是 只要我在 我都會出席
除非有天大的事
但是 在這天底下 天大的事很

少 在師尊看起來 都是沒有
事的 也沒有什麼嚴重的事
有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的
事情很嚴重！像每一次問事
時 同門都說：﹁師尊 我這
個問題很嚴重
一定要
問
﹂你的餐館生意不
好 對你來講當然是很嚴重
但對我來講
個人的觀點
不同 對不對？例如你生病
對你來說是很嚴重的 但對整
個世界來講 很多人都患同樣
的病 所以也就變成不嚴重
了 世界上的事情 在我來
講 生也不嚴重 死也不算嚴
重的事情 連生死都不嚴重
其中的一些過程 當然也都不
嚴重了
當我敬禮龍神的時候 龍
會出現 當我們繞佛的時候
我的方法是這樣 我先觀想阿
彌陀佛在我前面的虛空中 這
就是所謂﹁對生﹂的觀想；
﹁自生﹂的觀想 就是自己一
下子就變成阿彌陀佛 一路走
著 都是阿彌陀佛的姿勢 然
後繞一個圈；到了︿地藏
殿﹀ 先敬禮韋陀護法尊天菩
薩 再敬禮伽藍尊者 再敬禮
蓮花童子 再敬禮地藏王菩
薩 再敬禮所有的地神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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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有很多的地神 之後再敬禮所
有的幽冥眾 師尊是一律平等的 最
後 我再唸一句：﹁以佛性敬禮佛
性 ﹂我以九十度彎腰向︿地藏殿﹀
所有的幽冥敬禮 因為所有的幽冥眾
也是一樣有佛性存在 一律都是平等
的 我是這樣做的 每一尊我都敬
禮 包括所有的幽冥眾 所以我沒有
分別 人是完全的氣 幽冥眾只剩下
人的遺氣 人所剩下來的遺氣就是幽
冥眾 有些氣是不見的 沒有形相
但是對祂們敬禮的時候 祂們也會顯
現形相出來
所以 學了佛以後 就是平等無
差別 不管是男眾 女眾 不管是老
的 年輕的 少年的
baby ︵嬰
兒︶ 我同樣敬重 同時 也不管是
好人 還是壞人 普同敬重！我敬重
的是他原來的佛性 而不是敬重他的
惡行 所以 師尊對於怨敵也是同等
敬重 盡量做到平等沒有分別
有些毀謗師尊的人 我也很敬重
他們 因為等於是在勉勵我 鼓舞
我 希望我能更精進地去超越所有的
毀謗 把毀謗變成沒有毀謗 其實是
沒有毀謗的 如果你是開悟的人 你
就知道﹁根本就沒有毀謗﹂；如果你
是明心的人 你就知道﹁根本就沒有
毀謗﹂ 未開悟的人才會覺得那是毀
謗 開悟的人是沒有毀謗的 所以也

不用忍；但是 沒有開悟的人就要修
學忍辱 學習到一律平等沒有差別
不管是好人 壞人 對於好人
我們要讚揚他 對於壞人 我們也尊
敬他原來的佛性 因為本初的佛性是
一樣的 所以 我們也一樣要敬重
他 如果人家講：﹁這個人很凶惡
實在是太可惡了！要讓他死！﹂大家
要法官判他死刑 拼命叫：﹁判他死
刑！﹂但在我的心中 對這些死刑
犯 我還是很慈悲 我一看死刑犯被
判死刑的時候 我絕對幫他唸佛 這
是我個人的主張
有些人真的是有心中之痛 因為
他的親人被殺了 主張殺人者一定要
判死刑 那種悲慟 我們也是同情
他 因為他已經到了最悲慘的時候
當然希望殺人者被判死刑 所以 我
們一樣同情這些被殺者的眷屬 對於
死的人 對於被判死刑的人 我都一
樣同情！畢竟 所有的眾生都有佛
性 釋迦牟尼佛講眾生都有佛性 因
為在開悟者的眼中 是平等沒有差別
的 不管是男眾 女眾 老中青 好
人 壞人 一律都是平等的
在佛陀的︻本生經︼裡提到 佛
陀也曾經被人家殺過 還有很多開悟
的禪師 為了解除累世的業障 他必
須到兇手面前讓兇手殺掉 當然是有
因果在裡面 一個開悟的人 得道的

高僧 為什麼還要被人家刺死？那是
心甘情願的 心甘情願被人家殺死！
你如果知道因果的話 你欠了誰的因
果 你就要還 心甘情願地受被殺的
苦 你真的了解因果以後 你就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在因果之中 並不會因
為你是得道高僧就例外 每個人的死
法各有不同 有的要受很多的病業才
死 有時是走到怨敵之前被怨敵殺
死 雖然被殺了 但還是得道高僧
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是
無量的 喜無量 悲無量 慈無量
捨無量 因為無量 無止盡 這就是
阿彌陀佛的偉大
再跟大家談一談︽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承
阿彌陀佛重託 為無始以來的眾生下
生人間 由於眾生流轉生死苦海 不
知出離是最重要的 仍然受煩惱束
縛 全受胎 卵 濕 化四生之苦
貪 瞋 痴三毒纏身 六道輪迴不
息 因而我秉如來之重託 取無上菩
提之法來宣揚 運五佛的一切智 用
無上密法來調伏眾生 拯濟一切眾生
出離苦海 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摩訶雙
蓮池境界 ﹂這可以講是我﹁出生﹂
的意義 我出生在娑婆世界 就是要
度娑婆世界的眾生 回到西方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 大家一起修行 結共
成佛 一起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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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講到沒有差別 這個笑話是
講男人跟女人的差別 ﹁男人如果有
很多老婆 就會讓人超羨慕；女人如
果有很多老公 就會變成不檢點 ﹂
這就是有差別 世間都是有差別的
﹁男人如果有六塊肌 稱為猛男；女
人如果有六塊肌 就稱為恐怖跟噁
心 ﹂男女之間是有差別的 ﹁男人
如果抽菸喝酒 就是好 man ︵有男
人味︶；女人如果抽菸喝酒 就變成
壞女人 ﹂是有差別的 ﹁男人如果
有錢 是很有生意頭腦；女人如果有
錢 會被懷疑錢從哪裡來？﹂現在應
該是比較平等了 ﹁男人如果胖胖
的 是比較有安全感；女人如果胖胖
的 就變成死肥婆 ﹂﹁男人如果做
家務 是好男人；女人做家務 是應
該的 ﹂﹁男人整天在外 無所謂；
女人整天在外 就會被罵﹃去哪裡
了？這麼晚才回家！﹄﹂﹁男人如果
霸道 是好酷；女人霸道 就是無理
取鬧 ﹂通常 男女都會稍微有點分
別 現在的分別就比較少了
其實 在佛法裡面 男女沒有分
別 像釋迦牟尼佛重視比丘 比丘
尼 但是祂也尊敬優婆塞 優婆夷；
祂認為比丘 比丘尼是擁有佛法 在
家居士是護持佛法 都是普同敬重
所以 釋迦牟尼佛的心中沒有階級
以前 印度是有階級的 修行人最
高 再來是皇族 再來是商人 最後

是奴隸；結婚方面也是有階級之分
但 釋迦牟尼佛沒有階級的觀念 所
以在祂的弟子當中有各種階級 同樣
都是一律平等 耶穌也是一樣 祂的

門徒有很多是捕魚的漁夫 那時 漁
夫的階級非常低；在耶穌的十二門徒
當中當然有好的階級 但是低層的人
比較多 但祂都是一律平等看待
我既然下生人間 就是平等度眾
生 不管是卵生 濕生 胎生 化
生 同樣都是平等度化 所以 佛教
徒不殺眾生 包括所有的動物 都不
殺的 我上回講到達賴喇嘛殺蚊子的
故事 他第一次是讓蚊子叮 蚊子再
來第二次 他忍不住就會用嘴巴吹
牠 如果吹不走 最後就用手指頭彈
牠 蚊子當然也就完蛋了 在網路上
有達賴喇嘛殺蚊子的故事 第一次是
讓牠 第二次是忍牠 第三次再來
叮 實在是不行了 就唸一句﹁嗡嘛
呢唄咪吽﹂ 然後用手指頭彈
師尊是最怕蚊子了 蚊子實在是
很可怕 但我要殺蚊子以前 我會先
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
彌陀佛！﹂如果牠還沒有飛的話 命
中注定就是我的 不過 也要幫牠超
度一下 如果你碰到老虎 那怎麼
辦？還是一樣唸：﹁往生淨土 超生
出苦 南摩阿彌陀佛！﹂不過 這是
你被吃掉了 是幫自己超度！
這笑話剪了一張照片貼在上面
這張照片是誰？很漂亮 是哪一個美
女？你們這樣看得到嗎？︵弟子答：
看得到︶看得到啊？你們的眼力很好
耶！是不是因為是美女 所以你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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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到？美女的確是很迷人 ﹁美麗
的女人會迷死男人 放蕩的女人會爽
死男人 溫柔的女人會愛死男人 有
才華的女人會勾死男人 有錢的女人
會玩死男人 當官的女人會弄死男
人 女人的天職就是整死男人 ﹂不
過 我告訴大家 英雄難過美人關
這也是真實的
眾生真的是貪 瞋 痴纏身 單
單講一個﹁貪﹂字 全世界的高官都
一樣 不是貪財就是貪色；就這兩樣
而已 財跟色都非常迷人 你能夠不
貪財嗎？那我就不用講所有的上師都
是不貪財的 都是清廉的上師；你能
夠不貪色嗎？我們所有的男上師都禁
得起誘惑 但是 每個人還是要摸摸
自己的心 你是不是真的禁得起誘
惑？不是只有講上師 所有的出家人
也是一樣 所以 出家之後還俗 師
尊還是很尊敬他 因為你畢竟是沒有
辦法離開這個﹁貪﹂字
有的上師做一做 突然間就消失
掉 不久就抱著孩子出來；有的上
師 消息快要暴露了 他不得不離
開 我們以前講過 貪官走過的地
方 因為他刮地皮 地都會下陷；而
我們上師走過的地方 同門口袋裡的
錢就會減少 會有這種現象 不過
也有好一點的 就是隨喜；規定價錢
的也不少 隨喜的也不少 但有貪念
的上師還是有
天下兩個貪：一個是貪財 一個
是貪色 一般人都是如此 修行人當
然會少一點 會把這念頭清除一點

因為知道是無所得 得不到什麼的
夠了就可以了；應該是你的 你可以
拿 不應該是你的 絕對不要強迫人
家 不要跟人家開口要錢
世間眾生都是一樣的 哪一個人
做生意願意賠錢？願意賺得剛剛好？
你看有錢人 老闆只有兩種：一個是
為了賺錢 一個是要賺更多的錢 要
有良心一點 像在台灣 可以做真正
的好油 做品質優良的油讓大家吃
為什麼要讓所有的人吃﹁餿水油﹂？
中國大陸還有﹁地溝油﹂ 就是油流
到水溝 把水溝上面的那一層油弄下
來 然後再提煉給人吃 就是為了要
賺更多的錢 那也是貪啊！
台灣這次用的是餿水油 就是所
有人吃剩的 倒掉的 他們把浮在上
面的那一層油刮下來 然後再重新提
煉賣出去 全台灣幾乎有四百家的餐
廳跟小吃店用餿水油 豬才是吃餿水
的 現在人也都變成豬了！就是為了
錢嘛！錢多是為了色嘛！沒辦法！
每一個人觀念都不一樣 這笑話
談到有四個女人急著想要結婚 十八
歲的單身少女先問：﹁那男人長相如
何？是不是很高大英俊？﹂二十八歲
的單身女郎問：﹁那男人是做什麼
的 一個月薪水多少？﹂一個是貪
色︱英俊 一個是貪財︱每個月有多
少薪水 三十八歲的單身熟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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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人現在在哪裡？不管怎樣都可
以 ﹂四十八歲的單身大姐 掐著旁
邊那個人的脖子拼命搖：﹁趕快跟我
講那男人在哪裡？﹂三十八歲就不挑
了 四十八歲時 只要是男人就好
所以 每個人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我下到凡塵度眾生 對每一個人
說法是不一樣的 不能以同樣的道理
講給同樣的人聽 在密教的法裡面
有所謂﹁四加行﹂ ﹁上師相應
法﹂ 是有次第的 再來是﹁本尊
法﹂ 以後再修內法；外法先修 再
修內法 再修氣 脈 明點 到最高
層才修﹁無上密﹂ 但是 現在有很
多同門沒有經過二灌 也沒有三灌
也沒有四灌 只有初灌︱瓶灌 他們
已經在修﹁無上密﹂的法了 這是不
如法的！這叫做﹁貪法﹂！
一法成 萬法就成 一等於多
多等於一；你只要一法相應 所有的
法都相應 我曾講 如果你跟阿彌陀
佛相應了 所有的佛都會來跟你相
應；如果你跟觀世音菩薩相應了 所
有的菩薩都會來跟你相應；如果你修
阿羅漢相應了 所有的阿羅漢都會來
跟你相應；你跟哪一個神相應 祂周
邊的神 祂的眷屬 都會來跟你相
應 一法相應 所有的法全部相應
所以 不要貪多法 貪多法也是貪
曾經有人寄一百塊美金要遙灌一
百個本尊的法 一塊錢一個本尊 這

是不如法的！單單講灌頂就好 師尊
要給大家灌這個頂 虛空中的本尊要
下降到壇城 師尊由壇城取了灌頂的
法器 再以法器給大家做灌頂 這灌
頂就等於虛空中的本尊下降到壇城
由壇城降到師尊的身上 再由師尊取
著這個法器為大家做灌頂 是這樣循
環的 一百塊錢做一百個灌頂 師尊
要請一百次虛空中的本尊 請祂的時
候 一定要虔誠祈禱 還要供養祂
唸祂的經咒 然後虛空中的本尊降在
壇城 再降到師尊的身上 再灑水給
你做遙灌 這一種功夫 只值一塊
錢？這樣可以嗎？
例如 你要做阿彌陀佛的灌頂
阿彌陀佛在虛空之中 請阿彌陀佛下
降到阿彌陀佛金身上面 然後再進入
師尊的心中 然後進入灌頂瓶 再用
灌頂瓶給你做遙灌 而且還要請空行
母拿著灌頂瓶跑到新加坡 跑到馬來
西亞給你做灌頂 這樣 一塊錢辦得
到嗎？師尊還要供養阿彌陀佛 還要
唸︻阿彌陀經︼ 還要在家修﹁阿彌
陀法﹂ 所以 這是不如法的！
有的人不懂法就亂求！你既然亂
求 師尊就給你亂灌 像這種灌頂
師尊就拿餿水油給你灌 拿地溝油給
你灌 所以 要求灌頂也要懂得規矩
啊！是有規矩的 不能貪法！我們有
很多同門貪法：﹁你灌過幾個頂？﹂
﹁我已經灌了二十幾個 ﹂有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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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灌了八十幾個 ﹂你要灌這
個頂 你還要在你的地方準備供品
供養給師尊幫你遙灌的本尊 還要虔
心地祈求 這樣 本尊 我跟你 三
者才會相應
符也是一樣！師尊畫好了符 那
個人來說：﹁我要二十張 ﹂﹁要二
十張做什麼？﹂﹁我要給左右鄰居
啊！﹂那是不可以的！因為左右鄰居
不知道信什麼教？到底相不相信你這
個符？就算吃了這個符 也不一定相
信這個符啊！所以 這是佛菩薩 畫
符的人跟受符的人 三個必須要心跟
心合一 三者是合一的 同一個心去
祈求 這樣才會應 畫完符以後 符
法的主人 也就是本尊 祂會降到符
上面來 這個符才有效 很重要的就
是心一定要齊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有一天 小明跟小蘭比較誰家的
車比較貴 小明就說：﹁我爸爸是開
賓士 S600
﹂小蘭就說：﹁我爸爸
開的車 比你爸爸開的車貴好幾
倍 ﹂小明就問小蘭：﹁你爸爸開什
麼車？﹂﹁我爸爸開的是運鈔車 ﹂
當然 運鈔車的車子比較貴
度眾生真的非常困難！為什麼六
道輪迴永遠沒有停止過？很簡單 因
為眾生的貪 瞋 痴 疑 慢沒有停
止過 所以六道輪迴就沒有停止過
只要貪 瞋 痴 疑 慢和所有煩惱

全部斷除 六道輪迴就會停；只要你
身清淨 口清淨 意念清淨 六道輪
迴就會停 如果你的身 口 意不清
淨 六道輪迴就永遠在那邊轉 一定
是的 所以 善的上天 生三善道
惡的就下三惡道 當身 口 意清淨
的時候 你才能夠往生到清淨佛國
這就是相應嘛！本來就是相應的！
如果有人的心像毒蛇一樣 他將
來轉世就會變成平兒的﹁花花﹂跟
﹁草草﹂；她有兩條布做的蛇 一條
叫﹁花花﹂ 一條叫﹁草草﹂ ﹁草
草﹂比較大 ﹁花花﹂比較小 平兒
每天都抱著蛇睡覺
你想想看 因為你心如蛇 你就
是蛇 你將來轉世就是蛇；你心如
虎 你將來轉世就變成虎；你非常狡
猾 你將來就會變成狐狸 這都是相
應的 你是哪一種心就會轉成哪一種
動物 全世界所有的一切因果 全部
都是﹁相應﹂的
你如果心如佛 你就能夠成佛；
你的心像菩薩 你將來轉世就是菩
薩 這是相應的道理；你如果沉溺於
愛 你就在愛河裡面翻滾 所以 修
行要昇華 要把任何一個東西昇華變
成清淨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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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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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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
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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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開雄醫師 高歡嫻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 台
語︶你好！大家好！唔該晒！多謝
晒！︵廣東話：十分感謝︶
今天 我們是做綠度母的護摩
祂的咒語是：﹁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梭哈 ﹂度母有一個總咒：
﹁嗡 達拉 登木 梭哈﹂祂的種子
字是﹁當︵ ★ ︶﹂ 上面是一個
零 底下一個五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

修行莫忘㆟本，奉養育之恩，
行忠孝節義，按步就班，也是㉂然。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
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
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主尊︱綠度
母﹁多羅菩薩﹂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我

9/ 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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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 度母的手印是這樣︵師尊示範
與﹁瑤池金母手印﹂相同﹂︶ 綠度
母的形相 一隻手︵右手︶是﹁予願
印﹂ 一隻手︵左手︶是﹁持蓮
印﹂；﹁予願﹂就是給眾生滿願 另
一隻手是持著蓮花 祂的身子是綠
色 祂有很多變化身 祂的左腳是蓮
花座 另一隻腳是單盤；這左腳踩在
蓮花上面 是表示你召請祂時 祂隨
時會下來相應的意思
﹁度母﹂的意思 就是祂本身是
﹁慈悲眾生﹂為主 集﹁慈悲眾生﹂
所化 觀世音菩薩慈悲眾生 因此流
淚時 右邊的眼淚化為白度母 左邊
的眼淚化為綠度母 白度母跟綠度母
是像姐妹一樣的度母 一般說來 修
度母 因慈悲故 所以相應很快 感
應也很快 祂有很多的變化身 所
以 有所謂的﹁廿一度母﹂ 在︿真
佛密苑﹀壇城最前面 有供奉綠度母
跟廿一度母 形相都一樣
綠度母有三個淨土：一個淨土是
在極樂世界的淨土 一個是在普陀洛
迦山的淨土 也就是普陀山的淨土
第三個就是玉葉莊嚴淨土 度母的意
思就是救度無量的眾生 非常的急
切 而且有力量 凡能憶念度母的名
號者 必得諸佛大加持之力 能從種
種災難 痛苦中解脫 免除三有的痛
苦；因度母的願力 當世間愈是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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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 其救度之力則愈快速
催滅魔的力量愈強 度母是集諸
佛菩薩事業功德的本尊
蓮華生大士是大成就者 祂
是修度母成就的 祂的本尊也是
度母 就是獅面空行母 獅面空
行母也是度母 在總的度母來
講 應該是屬於般若佛母 然後
就是多傑帕母︱金剛亥母 有白
度母 有綠度母 有種種的度母
法 獅面空行母在藏語叫﹁先東
瑪﹂︵ Simhamukha
又稱﹁森
多瑪﹂︶ 蓮華生大士就是修先
東瑪相應 然後才成就祂救度眾
生的誓願
阿底峽尊者從印度出發 那
時候印度比較少有佛教 所以祂
從印度出發到斯里蘭卡 然後到
了現在印尼的日惹 就是婆羅浮
屠的地方 最後祂才到了占碑
禮金洲大師為師父 阿底峽尊者
在金洲大師那裡學了綠度母的
法 還有種種發菩提心的法 還
有種種的大法 那個時候 祂就
把綠度母重新帶回到印度 再帶
到西藏
阿底峽尊者跟蓮華生大士
在大幻化網金剛裡面 都是本
尊；中央是普賢王如來 普賢王
如來的右邊是阿底峽尊者 左邊
是蓮華生大士 我將來會講﹁大

綠度母手㊞

幻化網金剛﹂ 這個法首傳是在
︿台灣雷藏寺﹀ 二傳是在︿中
正紀念堂﹀的廣場 是蓮悅上
師與蓮妙上師他們來求法 所
以才有這樣的想法 ﹁大幻化
網金剛﹂包含非常多尊 你可
以看到 有一個金剛神有二十
一個頭 四十二隻手；佛母也
一樣有多頭多手 佛父的四十二
隻手都拿著圓鏡 圓鏡裡面出現四
十二尊寂靜尊 你看到這種形相 祂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
這尊金剛 我剛剛在金剛明王殿
裡面 沒有看到這一尊 又跑到我的
辦公室 也沒有看到這一尊 這一尊
好像很難請得到 但是在︿宗委會﹀
裡面 蓮寧上師有這幅唐卡 他在很
早以前就有這幅唐卡了 就是大幻化
網金剛 原來 大幻化網金剛早在我
們︿宗委會﹀裡面就有
蓮妙上師是國際聞名的大畫家
希望她能夠畫出大幻化網金剛 因為
唐卡的畫法跟一般現代畫的畫法不
同 不管你是哪一個派別 抽象畫
印象畫 寫實畫 但 唐卡的畫法就
是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畫家 當看到
某一種畫時 自然就能畫出那種畫
蓮妙上師應該畫得出大幻化網金剛
不管是印象畫法 抽象畫法或寫實畫
法 蓮妙上師應該會表現得非常好
從綠度母談到大幻化網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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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化網金剛﹂是很高的法；在
︽密教大圓滿︾裡面 本身就有大幻
化網金剛 所以祂周圍所有的護法
包括馬頭明王 也是大幻化網金剛的
眷屬；包括大威德金剛 也是大幻化
網金剛的眷屬；包括普巴金剛 也是
大幻化網金剛的眷屬 普賢王如來就
是本初佛 祂是最高的佛 我以前寫
﹁婆仙如來﹂ 就是用台灣話的﹁婆
仙﹂︵台語的發音近似﹁普賢﹂︶
所以我把祂寫成﹁婆仙﹂ 婆仙就是
普賢王如來 就是阿達爾瑪佛 就是
最高的佛了！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佛 祂是十六地的佛！
在講︽密教大圓滿︾前 先講一
個笑話 有兩個男子在討論花木蘭女
扮男裝的故事 其中一個男子講：
﹁這個故事肯定是假的 天天住在一
起 吃 喝 拉 撒都在一起 怎麼
能不發現花木蘭是女的？﹂另一男子
反駁：﹁要是天天和她睡一起的人是
你 你會講出去嗎？﹂這個也是很妙
的！一般講起來 男眾的佛菩薩很
多 女眾的佛菩薩比較少 現女相的
佛菩薩比較少；不管如何 女眾本身
先天帶有一種比較慈悲的精神存在
男的心比較橫 女的心比較慈 雖然
大部分來講是這樣子 但不一定 不
完全是這樣！因為女的一翻臉 她比
男的更兇

所以 如果你說：﹁癩蛤蟆想吃
天鵝肉 ﹂其實剛好相反 天鵝是很
兇的 癩蛤蟆是很軟弱 很溫順 很
柔軟的 癩蛤蟆本來是很慈悲的 天
鵝反而是很兇的！所以 癩蛤蟆往往
沒有吃到天鵝的肉 就已經被天鵝啄
死了 男眾不要以為女性都是很軟弱
的 女性兇起來就會像﹁小李飛刀﹂
一樣 飛刀一丟出來 你一定死！所
以 女的從軍也是可以啦！現在 世
界上也有女兵
我告訴大家 當釋迦牟尼佛在菩
提樹下證悟的時候 你們知道是誰出
現在釋迦牟尼佛的頂上嗎？答案就是
﹁綠度母﹂
我們再談︽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我的出生
早已懸記 且有異聞 等將來老死將
圓寂時再說 現在仍然是不可說 不
可說的 ﹂我以前寫文章的時候 很
少寫這一句 現在都可以說了！
我的書裡面有兩個故事 我以前
常常做一個夢 有兩座大山 我自己
變成一個巨人 橫在兩座山的上面
在甲山這邊的人要到乙山 就經過我
的身體 走到乙山；乙山上的人要到
甲山 就經過我的身體到甲山；我的
身體就變成橋樑一樣 我的身上來來
往往都是人 我常常做這個夢 現在
想起這個夢 其實那個時候 就已經

懸記註定好了：你要度很多的人 在
你的身上要度很多眾生 就是這個意
思
另外還有一個夢很奇怪 就是觀
世音菩薩顯現出來 祂要挑選弘法的
傳承人 夢境裡是我和很多小學的同
學在一起 一大堆人 我是個子最小
的 因為我個子小 所以我排在最後
一位
講到個子小 我們宗派裡面有一
個小女生 她的個子很小 在她小的
時候 媽媽還抱著她的時候 我就吻
了她一下；之後 她稍微長大了 是
小女生的時候 我又吻了她一下 現
在長大了 已經二十一歲了吧？︵弟
子答：二十三歲︶啊！二十三歲了！
她的個子還是很小 她認為是師尊害
的 因為師尊吻了她 她要離開西雅
圖回台灣的時候 寫了一張卡片 請
法師交給我：﹁師尊 您永遠要記
住 您欠我十公分！﹂我欠她十公分
耶！她當然是開玩笑的 但我
想
我這一輩子沒辦法還了 因
為我自己的個子也是很小
在夢中 因為個子小 所以我是
排在班上的最後 從後面數來是﹁第
一名﹂ 觀世音菩薩就開始挑選：
﹁這個人可以當傳承人嗎？﹂觀世音
菩薩旁邊的眷屬就講：﹁這個不
行！﹂我小學的班長很聰明 他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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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兒子 你們想想 在日本時代
剛剛光復不久 開醫院的人都是有智
慧的 他的爸爸在高雄開一家醫院
他將來可能也是當醫生吧！觀世音菩
薩講：﹁這班長可以出來當弘法的傳
承人吧？﹂旁邊的眷屬說：﹁不行！
不可以！﹂有兩個人的家裡是比較富
有 觀世音菩薩說：﹁這兩個人可以
嗎？﹂眷屬就講：﹁不行！﹂觀世音
菩薩點了好幾個人都不可以 最後看
到我 我是最小的 是最不起眼的
個子矮矮的 瘦瘦的 乾乾的 就像
葡萄乾一樣 觀世音菩薩就問祂所有
的眷屬：﹁這個人可以嗎？﹂眷屬就
講：﹁這個可以 這個讚！﹂所以
我的出生早己懸記 且有異聞 我小
時候就是常做這兩個夢
那兩位家裡富有的人 一位目前
還在高雄左營 一位是黃金雄 他已
經心臟病發過世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
友！小時候 他幫助我很多 因為我
家裡窮 我中午的便當裡只有兩條蕃
薯 我就是吃蕃薯長大的 因為先天
不良 後天不足 所以我長不大 黃
金雄很好 他有時候會準備兩個便
當 其中一個便當就是給我吃的 讓
我補充營養 另外 就是我被爸爸打
的時候 我跑到他家裡去睡 他是我
很好的朋友 想不到他英年早逝
我有這種懸記以後 將來自然就
遇到了遙池金母 遇到了佛菩薩賜予

天眼 然後弘法 廣度眾生 這就是
我小時候的懸記
講個笑話 老公講：﹁我剛剛逛
街時 看到四個包包 不知道妳會喜
歡哪一個 所以我全部買 ﹂這老婆
非常開心 老公對她這麼好！居然買
了四個包包！老婆講：﹁我好開心
喔！趕快 我要看看這四個包包！﹂
老公就拿出來了 原來是四個不同口
味的﹁豆沙包﹂！
很多人喜歡買名牌包 其實 包
包都是一樣的作用 只是有些很珍
貴 有些很便宜 但 同樣都是包
包 有些很珍貴的包包 外表看起來
很平凡 但它的價值就是不一樣 這
也有可能是炒出來的 但 如果是剛
剛笑話講的四種包包 那就讓人很傷
心了！
我們學佛的人要明白 站在最高
位置的人 他的修為不一定就很高
往往在最高位置的人 說不定他的修
為是最平常的 反而是有些在家居士
的修為很高 他們默默地在修行 不
欲人知 事實上 他才是真正的﹁名
牌﹂！
︽真佛宗︾的上師 雖然是名
牌 其實是不顯眼的 看不出來的
當然有名牌 但也有﹁龍蛇混雜﹂的
情形 有龍 也有蛇啊！人生也是一
樣 龍蛇混雜 真正有修行的人 有
時候是不願意出名的 他在暗中默默

地修 他成就了 他也不願意講
今天有一個人射箭 他說：﹁所
謂開悟 就是打破無我 ﹂他把﹁無
我﹂打破了！大家想一想 這句話對
不對？他想出一個結局 他認為﹁無
我﹂跟﹁有我﹂是相對的 只要把
﹁無我﹂打破了 那就是開悟 這
樣 不知道對不對？
大家先想一想 什麼是﹁無
我﹂？我不重要了 我不存在了 無
形無相 這是﹁無我﹂的精神 因為
有﹁無我﹂的精神 你才能夠融入空
性 空性才能夠進到這個所謂的﹁無
我﹂ 因為你自己本身已經分解了
才叫做﹁無我﹂ 你沒有分解你自
己 就不是﹁無我﹂ 你必須分解了
你自己以後 才能夠跟空性相應 空
性才能進入你 你才能進入空性
他講的是﹁打破無我﹂ 我告訴
這個人 你既然﹁無我﹂了 那就不
用打破了！﹁無我﹂也就是沒有了
那就是沒有相對了 跟﹁有我﹂並不
相對 ﹁無我﹂只是一個名稱 ﹁有
我﹂也是個名稱 自然就好 你既然
學到﹁無我﹂ 你就可以跟空性相
應 不用去打破它 自然就是！因為
打破還要費一點力氣 根本不用打破
它 你自己本身就是﹁無我﹂
所以 所謂的﹁明心見性﹂ 真
的空性 是沒有相對 是絕對的！既
然沒有我了 就變成絕對的 不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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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自然就是！
提到﹁自然﹂這兩個字 我的這
一生當中也是﹁自然﹂ 我並沒有勉
強我自己要修行 當初遇到瑤池金
母 是命中註定的 是自然而然的
並不是我去追求的 像我有第三眼
有天眼通 也不是我去追求的 是自
然來的 所以 一切都是自然的 命
中註定 我將來就是要弘法度眾生
這就是﹁我的出生早已懸記 且有異
聞﹂ 是自然的
﹁二年西雅圖真佛閣的靜坐 完
全使我普門深入 進入了甚深三昧大
定 知道了一切密軌 有了完完全全
的修學 受了﹃如來心印﹄ 釋迦牟
尼佛的摩頂 即身得﹃大圓滿法﹄
受五方佛的五智流大灌頂 頒﹃紅冠
聖冕﹄ 成就了﹃紅冠聖冕金剛上師
大持明蓮生密行尊者﹄ 我這密宗祕
旨 就是如此得到的 ﹂
這也是自然啊！因為我開了天眼
以後 我就從台灣到美國西雅圖 我
們︽真佛宗︾剛開始稱為︽靈仙
宗︾ 所以就把樓上的小閣樓稱為
﹁靈仙閣﹂ 我就在裡面靜坐 這樣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時還沒有
︿西雅圖雷藏寺﹀ 直到︿西雅圖雷
藏寺﹀跟八棟房子建起來的時候 那
時候才有︿西雅圖雷藏寺﹀ 我剛來
到美國的時候 住在巴拉的地方 我

就在那邊修行 修了差不多兩年多
將近三年的時間
再講個笑話 在產房裡面 有一
個妻子快臨盆了 妻子對丈夫講 我
要告訴你：﹁我的雙眼皮是割的 我
的鼻子是隆鼻的 下巴也是做的 這
娃娃生下來不像我的話 你不要太吃
驚 ﹂丈夫就安慰她說：﹁我早就知
道了 我吃驚的是 我早就結紮了
妳居然還能夠懷孕！﹂這個就不是自
然 是非自然的 師尊是自然的
其實 我也忘掉了 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樣出生的 哪一個人知道自己
還是胎兒時候的情況？哪個人記得你
在母親子宮裡面是怎樣出生的？有誰
能記得住自己在母親懷胎時是怎樣存
活的嗎？每一個人都記不住的！我是
怎樣出生的？當然也是自然的 生就
生啦！
我是母親懷胎七個月就出生的
我的父親很高興 想到自己終於有一
個兒子了！他當時穿著日本軍服 帶
著佩刀 在嘉義街上 碰到認識的人
就講：﹁我終於有一個兒子了！﹂其
中有個人就說：﹁奇怪？你結婚才七
個月 怎麼你太太就生了？這男孩是
不是你的啊？﹂那時候沒有驗
DNA ︵基因︶的技術 沒有辦法證
明
我父親聽了之後 認為有理 回

來就跟我媽媽吵架：﹁這小孩子是怎
麼來的？﹂我母親就說：﹁冤枉
啊！﹂他再跑去跟我的外祖母吵 吵
得雞飛狗跳 差一點打架 外祖母被
我父親氣得快要死掉 我外祖父開藥
舖 是練武功的 四 五個人都沒辦
法靠近他的身 當初我的父親要打我
外祖母 我的外公就出來：﹁你敢打
她 我就修理你！﹂哇！聽說吵得很
兇 我那時候是剛剛出生的 baby
當然不知道他們大人之間的事啊！
到底我是從哪裡來的？到現在還
是一個謎 我母親說：﹁你是我懷胎
七個月就出生的早產兒 ﹂我母親是
這樣跟我講 我父親當然不承認 那
時候又沒有驗 DNA 的技術 他們把
這事隱瞞起來 等到把我送給阿姨帶
的時候 阿姨才告訴我的 所以 我
小時候有個悲慘的童年 我也是被霸
凌過 但 這都是自然的一種現象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也沒做什麼
壞事 就被打得很慘 像我從學校剛
學了一首歌回來 歌名叫做︿菩提
樹﹀︵師尊唱歌︶：﹁井旁邊大門前
面 有一棵菩提樹 我曾在樹蔭底
下 做過甜夢無數；我曾在樹皮上
面 刻過寵句無數；歡樂和痛苦時
候 常常走近這樹 常常走近這
樹 ﹂我唱著這首歌回到家裡 父親
從床上跳起來說：﹁你牙齒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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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 啪 啪
我就被打了！我高
興的時候唱歌也不行啊！我小時候就
是這樣被霸凌的
這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是命中
註定的悲慘童年 已經過去了 但
是 我向大家講一句話：﹁不管我是
不是我父親生的 或者我跟耶穌一
樣 是聖靈懷胎也好；不管我是誰生
的 不管怎樣 一定要孝順父母 沒
有父母 你還是長不大；沒有父親
母親養你 你還是長不大 ﹂雖然我
的個子矮了一點 但是 我還是長大
了！會長大的原因 還是父母親的養
育 這個養育之恩 不可以忘
無論如何 我們學佛的人要知
道 在天上 沒有不孝的佛 沒有不
孝的菩薩 沒有不孝的神仙 我跟大
家講 不管如何 父母親生你 養
你 你都必須要孝順
我三年在西雅圖真佛閣的靜坐
沒有白白靜坐 我完全體會出﹁忠
孝 節 義﹂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
做人的道理 孔子之道 忠恕而已
但是 這個﹁忠恕﹂ 一般人就很難
做得到 你有沒有一心皈依︽真佛
宗︾？你有沒有完全信佛？一心信
法 一心行善 這是非常重要的！這
是忠恕 這是孔子講的忠恕的道理
講到﹁普門深入﹂ 我對聖人的
言教 對佛菩薩的言教 對長輩的言
教 我們統統必須要有一心的精神

這樣 你才能得到成就 然後才能夠
﹁進入甚深三昧大定 知道一切密
軌﹂
有一天 小明回家跟媽媽說：
﹁媽媽 老師比我笨 ﹂媽媽就問：
﹁為什麼？﹂﹁因為老師寫的字 我
看得懂；我寫的字 老師卻看不
懂 ﹂到底是誰比較笨？所以大家要
去體會這個道理
畢竟 我們大家學佛 都走過那
麼長遠的路了 師尊學佛也是走過很
長遠的路 總之 他有他的經歷 你
看他走過的經歷 你就知道 他到底
懂不懂佛法？不能隨便聽一般粗淺的
人所講的 有人說：﹁吃素三天 就
想飛上天 ﹂不是這樣的！必須要有
很長期的磨練
我因為﹁普門深入﹂ 所以能
﹁進入了甚深三昧大定﹂ 我雖然開
了天眼 還是必須要花很長久的時間
去學習密教的法 ﹁知道了一切密
軌 有了完完全全的修學 受了﹃如
來心印﹄ 釋迦牟尼佛的摩頂 即身
得﹃大圓滿法﹄ ﹂
你們看 我每一天的功課都是一
定的 早上起來 我一定寫文章 寫
好文章之後 我一定修法 修法都是
修到快接近十二點 再開車到︿密
苑﹀ 到︿西雅圖雷藏寺﹀ 我每天
寫好文章之後 就開始修法 今天早
上十一點的時候 我修法修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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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半沒有修 上了德輝上師的車
以後 我就跟德輝上師講：﹁我還有
一半的法還沒修完 我在車上修 你
開車 我修法 ﹂我就閉起眼睛 在
車上就開始修法 差不多到半途 快
十二點才把法修完 到現在為止 我
也是有完完全全的修行 我沒有一天
停止過！所以 我有學法的毅力跟精
神 我並沒有說：﹁因為我已經明心
見性了 我就不用修了 ﹂
我不得不修 因為如果我跟大家
講：﹁我現在已經達到無修的境界
我已經不必修法了 ﹂所有的同門就
會說：﹁師尊做什麼 我們就學什
麼 ﹂同門就會學我：﹁欸！師尊不
必修法 我們也不用修法了 ﹂所
以 我一定要修給你們看
還有一點要向大家講清楚 師尊
做的 有些是你們不能做的 密教常
有一個比喻：獅子跳的地方 兔子不
能跳 因為你們才剛剛開始學佛 你
們還是兔子 如果你看到獅子跳過這
個懸崖 你就跟著跳 那你就會摔
死！
你們看 師尊有初灌︱瓶灌 二
灌︱紅白花灌 三灌︱觸灌︱無上密
灌 四灌︱大圓滿灌 師尊都已經完
成了 有的人學了一年 二年 就
說：﹁我要二灌 ﹂有的講：﹁我要
三灌 ﹂有的講：﹁我要四灌 ﹂我

說：﹁好吧！你們求吧！﹂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 二
灌︱紅白花的灌頂 就已經很有價值
了！現在 在家居士得到二灌的不
少 比丘尼 比丘得到二灌的也不
少 得到二灌的上師也很多 但是
大家都不懂得這個價值 所以 不懂
價值的來求灌頂 師尊就勉為其難給
你灌頂吧！以後 師尊會準備一個水
槍 裡面裝水 ﹁你要求二灌啊？﹂
咻！就用水槍噴水給你灌頂 這也是
﹁瓶灌﹂啊！
所以 想要求法的人 當你修到
相應了 再來求二灌 沒有相應的
人 當然也可以學二灌的法 像﹁明
點法﹂ 一定要二灌 這是很重要
的
當初 我去吐登達爾吉上師那
裡 吐登達爾吉上師就給我一個水晶
球 叫我修﹁明點法﹂ 這個透明的
水晶球 就代表明點 其實 修法要
按步就班來 這也是自然的一種現
象 當你修到了某個程度 就可以受
怎樣的灌頂 並不是人家得了三灌
你也要修三灌的法 你根本沒有三灌
的程度 你就修學三灌的法 這是不
如法的！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嗡嘛呢
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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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讀到 你是怎麼樣的人 祂就變化
怎麼樣的化身來度化你 種種的變化
都有 甚至在六道裡面 全部都有觀
世音菩薩的變化身 觀世音菩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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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尊佛 稱為﹁正法明如來﹂
因為慈悲六道眾生 所以祂化為觀世
音菩薩
祂的變化身太多了 從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 一直到白衣觀
音 騎龍觀音 魚籃觀音 有
騎獅子的觀音 騎鰲龍的觀
音 也有騎一邊是鰲一邊是魚
的觀音 還有送子觀音 觀世
音菩薩有很多的變化 很多
種種的形相 數也數不清
我們講祂有五十幾個化身
其實不只 祂是﹁千百億化
身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佛教傳到中國的時候
家家是彌陀 戶戶是觀音；
家家都唸阿彌陀佛 每一
戶都供養觀世音菩薩 所
以 觀世音菩薩慈悲廣
大 跟眾生結的緣非常
深 甚至於觀世音菩薩慈
悲眾生的淚水 還化現了

真佛行者皆為法王子，
要度眾入佛門，㈲寬廣不變的心才能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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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修本尊︱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
薩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
是：︿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
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莊駿耀醫師
今天晚上是同修﹁觀世音菩薩本
尊法﹂ 其實 觀世音菩薩有很多變
化身 在︻普門品︼裡面 大家都可

我

9/ 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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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度母和二十一度母 也化現了白
度母 這都是觀世音菩薩慈悲眾生
的化現 可以講祂的大慈大悲是第
一名
剛剛沒有問候大家好 對不
對？大家晚安！︵國語︶你好！大
家好！唔該！唔該晒！︵廣東話：
謝謝大家︶也向觀世音菩薩講：
﹁唔該！唔該晒！﹂謝謝觀世音菩
薩 今天晚上 我們在做﹁九節佛
風﹂ ﹁入三昧地﹂的時候 觀世
音菩薩很慈悲 有下降放光
觀世音菩薩也有忿怒身 馬頭
明王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忿怒身 明
天在︿彩虹山莊﹀要做馬頭明王的
護摩 祂是觀世音菩薩的忿怒相
為什麼有慈悲相 又有忿怒相？慈
悲相是對付柔的 我們心性很柔
的 一看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相
就會產生很強的信仰 對祂非常恭
敬 有一些剛強難化的眾生 就顯
現忿怒相給他看 用很大的力量去
制服他 讓他皈依；這是屬於明王
相 也就是忿怒相 忿怒相是度剛
強難化的眾生 慈悲相是度一般心
地比較柔軟善良的眾生 觀世音菩
薩對每個眾生的顯化都不一樣 像
大黑天瑪哈嘎啦 六臂瑪哈嘎拉
也是觀世音菩薩所化現的忿怒身
特別的是 整個西藏幾乎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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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祂的顯化又不一
樣 祂顯化的是四臂觀音 中間的兩
隻手拿著如意寶 就是摩尼寶 摩尼
就是如意的意思；另外兩隻手 一隻
手是持著蓮花 一隻手拿著唸珠 大
家都知道觀世音菩薩度了很多的眾
生 所以 觀世音菩薩又可以稱為
﹁南摩大慈大悲廣大靈感觀世音菩
薩﹂
佛教最早應該是在東漢時代傳入
中國 到了唐朝 觀世音菩薩有改了
一個名字 改掉了一個字 叫做﹁觀
音菩薩﹂ 在唐太宗︱李世民執政的
時候 因為他是皇帝 大家都說觀世
音的﹁世﹂跟李世民的﹁世﹂剛好一
樣 這觀世音菩薩應該要避開李世民
的﹁世﹂字 所以才變成﹁觀音菩
薩﹂
其實 應該是李世民要改名字
怎麼變成觀世音菩薩改名字呢？但
是 那時候的人認為﹁人皇﹂最大！
當了皇帝 就認為自己是天子 就是
最偉大的了 連菩薩都要改名字 所
以 觀世音菩薩就簡稱﹁觀音菩
薩﹂ 但 李世民不是永遠的 一下
子就死了！人都會死 你再怎麼偉大
也是會死的 所以 後來又改回﹁觀
世音菩薩﹂
我們再談一下︽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這裡
寫：﹁受了﹃如來心印﹄ 釋迦牟尼
來自世界各地的弟子，共聚同修〈真佛密法〉，歡喜自我介紹並問候大家。

佛的摩頂 即身得﹃大圓滿法﹄ ﹂
有一次 我跟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
見面 當時我住在︿台中公園﹀附近
的︿敬華大飯店﹀ 有一天晚上 我
在台中出神到了台北 我看到釋迦牟
尼佛 釋迦牟尼佛是穿西裝的 但
是 不管祂穿西裝還是變化什麼形
相 師尊還是認得祂是釋迦牟尼佛
我在書上寫了這一段 當然有很多佛
教徒認為是胡扯：﹁哪有釋迦牟尼佛
是穿西裝的？﹂我跟釋迦牟尼佛見面
以後 我們就在西門町︵位於台北西
區︶的一家咖啡店坐下來 佛陀叫了
一杯咖啡 祂可以喝咖啡 因為祂不
怕咖啡干擾祂的睡眠；但我不行 我
是喝 decaf ︵無咖啡因︶的咖啡
就叫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 我出了元
神 還知道得自己如果喝了咖啡會睡
不著
有一次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跟
蓮寶上師的爸爸到了一家餐館 我喝
了咖啡 真的好香 好好喝 是很小
杯的 cappuccino ︵卡布奇諾︶ 因
為好喝 就一連喝了三杯 結果 回
去以後 一整個晚上都看著天花板
我想 第二天應該會累得半死 晚上
就睡得著了；想不到 第二天雖然是
累得半死 但晚上還是在看著天花
板；第三個晚上也是看著天花板 我
看我快要發神經了！因為三個晚上沒
睡覺 可能會精神分裂 會崩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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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累得不行了 那天晚上終於可
以睡著了 所以 我不能喝咖啡 也
不能喝茶 每一次在飛機上 空服員
問：﹁ coffee or tea ︵要咖啡還
是 茶 ︶ ？ ﹂ 我 說 ： ﹁ Just cold
water ︵冷水就好︶ ﹂我每一次都
是喝冷水 不能喝咖啡 也不能喝
茶 因為會干擾我的睡眠
我跟釋迦牟尼佛見面時 佛說：
﹁你覺得自己在人間好嗎？﹂我說：
﹁唉
很不爽 很不舒服 才出
道就被圍攻 被很多人攻擊來攻擊
去 毀謗來 毀謗去 哪裡受得
了？﹂佛陀講：﹁唉
我在世的
時候也是一樣 ﹂當初 釋迦牟尼佛
也是惡名流布 六師外道攻擊佛陀的
僧團 是很有名的！另外 還有兩個
女的攻擊釋迦牟尼佛 一個是孫陀
利 一個叫做戰遮 我說：﹁我慘
了！我將來的命運可能跟佛陀一
樣！﹂祂說：﹁差不多！你的命運跟
我差不多！﹂你們知道嗎？只要顯化
來度化眾生而太有名的 被世間人丟
石頭的人 多得很 很慘！
佛講：﹁不要緊啦！我用如來心
印給你授記成佛！﹂祂就跟咖啡廳要
了一張白紙 從西裝裡拿出一支筆
寫：﹁大光自在佛 ﹂大光自在佛簡
稱﹁大光佛﹂ 那時候我覺得﹁大光
佛﹂太大 我跟釋迦牟尼佛講：﹁這

個﹃大﹄字不好 你看看還有哪個名
字比較好？你再幫我改個名字吧！﹂
這﹁大﹂字會讓人家攻擊得更厲害
但也不能叫做﹁小光自在佛﹂啊！蓮
印上師原來的名字就叫做﹁曉光﹂
小光︱ little light
跟我弟子一
樣的名字也不行啊！到最後 佛陀就
把﹁大﹂劃掉 變成﹁華﹂ 中華的
華 叫做﹁華光自在佛﹂ 這個名字
還麻麻地︵廣東話：還可以︶ 可以
用啦！
其實 ﹁大光佛﹂是誰？就是阿
彌陀佛 ﹁無量光﹂就是阿彌陀佛
﹁無量壽﹂也是阿彌陀佛 你翻開
︻阿彌陀經︼來看 裡面有﹁大光
佛﹂ 不過 我當初也不知道﹁大光
佛﹂是阿彌陀佛的別號 結果 佛陀
幫我改成﹁華光自在佛﹂ 那麼
﹁華光﹂又是誰的號？舍利弗將來成
佛就叫做﹁華光佛﹂
所以 釋迦牟尼佛在幫我取佛號
時 三句不離本行 舍利弗是我的過
去世 阿彌陀佛是我的根源 所以取
﹁大光佛﹂也是對的 因為本來就是
阿彌陀佛的顯化 為什麼再改名成
﹁華光佛﹂呢？未來三千佛 當中第
一個成佛的就是舍利弗︱﹁華光
佛﹂ 是千佛當中的首座 另一個千
佛當中的首座是彌勒佛 還有一個千
佛當中的首座是樓至佛 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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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佛是未來佛 另外樓至佛就是韋
陀護法尊天菩薩 所以 真正得到如
來心印的就是師尊
﹁同時 智慧現前了 如同吃水
果一般 採來即是 今天 皈依我的
弟子 全是﹃法王子﹄ 決定成就無
上菩提 初學者或久修密法的行者
要仔細分辨真正的金剛上師 如此依
止 才能走上真正菩提的大道 求取
﹃得證之果﹄ ﹂
講個笑話 問大家幾個問題：小
牛叫做什麼？剛出生的小牛叫做
﹁犢﹂ 小兔叫什麼呢？小烏龜叫什
麼呢？有智慧的人是這樣回答的 小
兔子叫做﹁兔崽子﹂ 小烏龜就叫做
﹁龜兒子﹂ 來個智慧問答：﹁請
問 陰間跟陽間的中間在哪裡？﹂答
案是你躺著還沒有到陰間的時候 就
是在﹁太平間﹂ 人們往天空放煙
火 為什麼不會射到星星？這個智慧
問答的答案是：﹁因為星星會
﹃閃﹄ 一閃就射不到了 ﹂中華民
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源遠流
長 有五千年的歷史 唐代有詩 宋
朝有詞 元代有曲 明朝跟清朝的時
候有小說 古典文學 民國以後是什
麼書？答案是﹁參考書﹂ 還有一個
智慧問答題：﹁一個離過很多次婚的
女人 該怎麼稱呼她呢？﹂答案是一
句成語 就是﹁前功︵公︶盡棄﹂
學佛以後 智慧會產生出來 但

這智慧不是剛剛所講的一般智慧 這
個智慧是如來的智慧 佛的智慧 菩
薩的智慧 都是廣大無邊的智慧 你
的心是非常開放 非常大 非常亮
是無邊的智慧 你有無邊的心 才有
無邊的智慧 你心越狹窄 你的智慧
就越狹窄 就會頑固 固執 執著
任性 心量大的 一切都可以包容
所以我們學佛應該是學心量越來越
大 而不是心量越來越小 這一點要
注意
如來的智慧是無量的 如來的心
胸非常廣大 你想要得到佛菩薩的加
持 你只要心一放開 祂就進來 你
的心太狹小 或者你心裡面的東西太
多 不懂得把 garbage ︵垃圾︶丟
掉 祂就不會進來 你心裡的垃圾全
都要丟掉 那時佛菩薩才會進來；如
果你心裡面有垃圾 有不好的念頭在
裡面 佛菩薩是很難跟你相應的
所以 你想要得到釋迦牟尼佛的
心印 你的心一定要跟釋迦牟尼佛一
樣 你的心裡一定要清淨 祂才會進
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才會感應到佛菩
薩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 想要有
感應的最好方法 就是你要做到身清
淨 口清淨和意念清淨 意念就是代
表你的心 這一點很重要 若你心量
狹小 那就沒辦法了 佛菩薩怎麼會
跟你相應呢？你要懂得放寬心 什麼
事情都不會影響你 那時候 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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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下降在你的身上 跟你合一 這
個就是得到如來的心印
再講個笑話 最近 唐三藏聽說
西方又有新的佛經 於是召集三位弟
子 唐三藏講：﹁我決定再去西方取
經 可是想換個更快的方法前往 諸
位徒弟有沒有什麼建議？﹂孫悟空
講：﹁啟稟師父 聽說高鐵︵高速鐵
路︶很快 我們要不要試試？鐵定比
你騎馬快多了 ﹂豬八戒講：﹁師父
啊 高鐵再快也沒有飛機快 我覺得
坐飛機好 而且聽說機上還有餐點可
以吃 我們坐飛機去好了 ﹂唐三藏
想：﹁兩位所言甚是 老三你覺得
呢？﹂只看到沙悟淨從衣內掏出一支
手槍：﹁師父 我聽說這玩意可以直
接送人上西天 師父要不要試試？﹂
西天取經是古代的事情 古代要
騎馬經過絲路去西域 古時候稱印度
為﹁西域﹂或﹁天竺﹂﹂ 那時候把
佛教結集的經典送回中國 因為第一
次送回中國是用白馬載佛經 所以第
一個建起來的寺叫做︿白馬寺﹀；那
時還有兩個西域來的僧人 一個叫做
迦葉摩騰 一個叫做竺法蘭 這兩個

印度的僧人跟著白馬一起來 那是在
最早的時候
﹁如同吃水果一般 採來即
是 ﹂前人取經非常困難 現在佛經
很普遍 你到圖書館就有很多佛經
甚至不用去圖書館 你在電腦 手
機
iPad 裡面 打開就有 你要找
經 律 論 三藏十二部經典 網路
全都有 非常方便 不用去印度取
經 而且 現在印度也沒有佛教了
佛教流傳到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還是佛教 小乘流傳到東南亞 大乘
流傳到中國 又流傳到韓國 日本
最普遍的大概就是這個區域；還有到
西藏 到台灣就變成台灣的密宗 我
們是屬於台灣的密宗 綜合了台灣所
有的神成為護法神 像地母 天上聖
母都成為密教的神
現在看佛經就﹁如同吃水果一
般 採來即是﹂ 你們要得到如來的
智慧 你們讀經 採來就是 ﹁律
藏﹂是專門講佛陀的戒律 ﹁經藏﹂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論藏﹂是後來
的大善知識寫出來解釋佛經的 其
實 真正佛陀講的是﹁經藏﹂ 當
初 佛經到了中國 沒有東西可以解
釋 只有用中國原來的道家思想去解
釋佛經 現在的佛經就像我們吃水果
一般 採來即是
﹁今天 皈依我的弟子 全是

﹃法王子﹄ ﹂因為傳承是最真實
的 ﹁大圓滿法﹂也是非常真實的
當初 蓮華生大士把﹁大圓滿法﹂伏
藏在師尊的腦袋裡面 我在很早以前
就寫了﹁大圓滿法﹂ 我手上這本書
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再版的 是再版
的書 所以在這更早之前就寫了﹁大
圓滿法﹂
現在是中華民國幾年？︵弟子：
一○三年︶減掉八十二是多少？有二
十幾年了 初版可能還更早 ︵弟子
答：初版是民國七十四年︶啊！原來
在民國七十四年就出版了 距離現在
有多久了？有二十九年 快三十年
了！在三十年前 我就已經寫﹁大圓
滿法﹂了
這可以證明 蓮華生大士也是阿
彌陀佛的化身 祂是釋迦牟尼佛 阿
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的三身合一 所
以 蓮華生大士顯現的等於是如來心
印 伏藏放到我的腦海裡面 所有的
東西才會出來 我今天所講的﹁大圓
滿法﹂ 就等於是從我的腦袋裡面拿
出來一樣 既然是從蓮華生大士到師
尊 如果你們不是法王子 那是什
麼？
﹁決定成就無上菩提 初學者或
久修密法的行者 要仔細分辨真正的
金剛上師 如此依止 才能走上真正
菩提的大道 求取﹃得證之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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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果﹂就是證到果位 在果位當
中 有一個果位叫做﹁無生法忍﹂
大家仔細看﹁無生﹂兩個字 若任何
東西都能夠忍辱 這個人一定是無心
的 否則 誰能夠忍辱？一般來講
﹁忍﹂是非常困難的 中國的﹁忍﹂
字是上面一把刀 這一把刀插在心
上！除非一把刀是插在土上 你就能
夠忍；一把刀插在你的心上 你哪裡
能夠忍？
像這樣根本無法忍的﹁忍﹂ 叫
﹁無生法忍﹂ ﹁無生﹂兩個字很重
要 你的心沒有了 也就是你沒有念
頭了 等於無覺 沒有感覺了 比獨
覺還大 因為獨覺還有一個﹁一﹂存
在 無覺就是什麼覺悟都沒有 完全
沒有 那才叫做﹁無心道人﹂ 當你
得到無心 無生的智慧以後 你才能
夠無生法忍 這時候 你才真正得到
果位
我們一般人是受不了人家的侮
辱 人家侮辱你 你就無法睡覺 例
如 你們今天晚上來同修 看到一個
同門走過你身邊時 他用眼神瞄你一
下 你的心裡就不舒服了：﹁怎麼搞
的 他給我白眼？給我衛生丸？﹂或
者是對方走過去時：﹁哼！﹂﹁哇！
我到底得罪他什麼？﹂你回去之後
晚上都睡不著 沒辦法忍受他這樣的
侮辱 有時 沒人理他 他也認為是
一種侮辱

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是自由
入 自由出的啦！什麼人來也不管
什麼人走也不管 來了陌生人也不
管 我不是講過我們守廟的人 人家
進來了 守廟的人看了一眼 就繼續
看自己的書；他不管 也不引導 不
理會 守廟的人要跟人家講：﹁如果
要點香 香在那裡 點香的火在那
裡 ﹂﹁你是第一次來的嗎？﹂﹁你
是同門嗎？﹂﹁你為什麼來？﹂﹁住
哪裡？﹂﹁叫什麼名字？﹂﹁ Every
Saturday night at eight o'clock,
we have group practice here.
Every Sunday afternoon at 3
o'clock, we have fire offering at
Rainbow Lei Tsang Temple. You are
welcome to join us. ︵我們這裡每
星期六晚上八點有同修 每星期日下
午三點在︿彩虹雷藏寺﹀有護摩 歡
迎你來參加︶﹂
你要介紹啊！還要介紹哪些書是
可以送人的？哪些書是要買的？﹁我
們這裡有佛具部 你需要什麼嗎？﹂
都要介紹一下 然後要介紹寺廟的佛
菩薩 他如果好奇：﹁這一尊是什
麼？﹂你就要向他介紹 我們廟裡的
佛菩薩很多 人家不見得每一尊都認
得 所以要介紹 這是我們守廟的一
個責任 而不是人來了 就讓他來
人走了 就讓他去 要度眾生啊！
我經常站在︿真佛密苑﹀那邊看

這條路上走的人 當我看到陌生人
我就會問：﹁剛剛有一個陌生人來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問了半天 沒
有一個人知道 經常是這樣 ﹁問道
於盲﹂啊！好像每個人都是瞎子 我
修我的 你進來 我就只是點個頭
要接引眾生啊！每一個都是法王子
都要接引人家進佛門 這一點非常重
要！不是只顧你自己 如果只顧你自
己 就變成小乘的阿羅漢了！你還要
度眾生 因為你是大乘的菩薩 每一
個來的人 如果剛好遇上吃飯的時
間 你要請他：﹁請到我們餐廳來吃
飯吧！﹂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像以前 我的師父吐登達爾
吉上師到了︿台灣雷藏寺﹀ 走了半
天 沒有一個人認得祂 也沒有人理
祂 大家都學會﹁不管他 不理他
隨他來 隨他去﹂ 連一個人去招呼
都沒有 祂說祂繞了整個廟一大圈
連一杯水都沒有！﹁這是盧勝彥的廟
耶！怎麼搞的？連一個人都沒有？﹂
最後 蓮旺上師走出來 祂拿出我在
頂禮吐登達爾吉上師的照片說：﹁你
看看這張是什麼？﹂他一看：
﹁耶？﹂原來是師公啊！蓮旺上師才
趕快頂禮
我常常講 我在台灣的時候度了
一個富豪 他是台灣十大企業之一的
富豪 他穿得很隨便 進到︿台灣雷
藏寺﹀一看 因為沒有錢蓋寺廟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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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鋼筋水泥都生鏽了 表示還沒有建
好 那時候他心裡發願要幫忙蓋好整
個︿台灣雷藏寺﹀ 他到流通處想要
買書 他對一個出家的比丘尼講：
﹁師姐 我要買盧勝彥的書 ﹂﹁怎
麼可以叫我師姐？我是法師 ﹂
﹁喔！我不知道你是法師 ﹂然後
他就叫她法師 ﹁請問盧勝彥的書在
哪裡？﹂﹁在那邊 你自己看吧！﹂
他去看了以後 要買一些書 然後法
師就對我度的那一位億萬富豪講：
﹁對不起！我們吃飯時間到了 我要
去吃飯了 ﹂﹁那等一下怎麼辦？﹂
﹁那你下次再來吧！﹂這法師就跑去
吃飯 剩下他一個人 要買書也不
是 不買書也不是 不知道怎麼辦才
好 就坐車下山了 這位信眾是台灣
十大企業之一的億萬富豪 他再也不
相信我了！我告訴你們 我們這裡面
也有算億的富豪在裡面 你不認得而
已 你們不知道是誰 我也不講 不
然很多要蓋廟的上師會馬上去找他
我們﹁要仔細分辨真正的金剛上
師﹂ 有些上師是一般的 有些上師
是真正有實修的 有些是真正有開悟
的 但是 還是有心量狹窄的上師
還有﹁地盤上師﹂ 什麼叫做﹁地盤
上師﹂？﹁這一塊是我的 任何人進
來 我一律一腳踢出去 ﹂﹁這餅是
我吃的 誰敢來吃我的餅？我就給他

一個鐵砂掌 ﹂就用︿少林寺﹀的大
力金剛掌把他打飛出去了 逐出地盤
之外 還有爭地盤上師：﹁這裡是我
的地盤 ﹂﹁這個寺是我的地盤 ﹂
﹁這幾個分堂都是我的地盤 誰敢進
來 就把誰踢出去 ﹂
心量一定要寬廣 要有無量的
心 佛菩薩是有智慧 有眼睛的 他
可以看到真正的金剛上師 修行人記
得要﹁如此依止﹂ 一個心量非常寬
廣 非常慈悲 知道所有法 受過無
盡灌頂的上師 懂得法 懂得慈悲
懂得心量寬廣 那一種上師 才可以
去依止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入滅？入滅
就是離開這個人間 將來有很多的上
師 大家必須要有智慧之眼 才能夠
看出真正的上師 進而依止他
﹁求取﹃得證之果﹄ ﹂這樣
你才能得到證悟的果 你們要努力實
修 身為上師也是要很實修 每天都
要修持 修法 都要有進步 這樣的
上師才是真正的金剛上師 道心要很
堅固的 你不要跟了一個道心不堅固
的上師！師尊沒有封他為仁波切 或
師尊沒有封他為接班人 師尊沒有封
他為第一等的上師 或者師尊沒對他
很特別 結果他心裡很不舒服 他就
退走了 如果你去依止他 那不是倒
楣嗎？

我們︽真佛宗︾的上師也有很多
退道心 當初你跟著他 他不只讓你
荷包縮水 你荷包裡的錢都被他拿
光 然後他居然退出了！你怎麼追也
追不回來 怎麼辦？大家出錢蓋好了
一座寺 他卻退出了 而寺卻登記在
他名字下 是他私人的 我們大家都
幫助了他 師尊的荷包失血了 大家
的荷包也都失血了！
所以 要認明 要認清楚啊！師
尊不是不認明 師尊是知道的 想要
挽救他 想要幫他 希望他能道心堅
固 但有時也幫不了 人間就是很奇
怪的
師尊只要拿了人家的東西 就會
想辦法去幫助這個人 人家有供養
我們就必須要盡心盡力地去做這一件
事情 去幫助眾生 而不像這些人
拿了就跑 你追都追不到 要告他都
很難 因為都變成在他名下了 如果
他還當上師 他能夠成佛嗎？
當初佛陀的僧團也是一樣的 不
要以為哪一個僧團沒有退道心的 我
看了很多 所以 人的心是會變的
只有佛菩薩的心是不變的 阿羅漢的
心是不變的 那種無限寬廣不變的
心 才叫做真正的心 才能夠證得果
位 無生法忍的果位是這樣證得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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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者㈤具殊勝，可面見㈮剛薩埵，
得受諸法，相應成就，成辦諸事。

敬

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
三寶 敬禮護摩主尊︱馬頭明王金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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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
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莊駿耀醫師 and his mother
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你
好！大家好！︵廣東話︶唔該！多謝
晒 ！ ︵ 廣 東 話 ︶ Thank you for
coming 謝謝大家來參加這一次的護
摩法會
今天我們做的是馬頭明王金剛的
護摩 這尊馬頭明王金剛︵師尊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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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明王手㊞

看桌上的金身︶
一隻手拿著索 一
隻手拿著權杖
︵師尊仔細看過
後︶祂拿的這個
好像是金剛杵
吧？祂的頭頂上
有一個馬頭的標
誌 代表祂是
馬頭明王 其
實 按照經典
裡面所寫的
祂的一隻手應
該是拿著權杖 在權杖的頂端有一個
骷髏頭；另外一隻手 有的是結忿怒
印 有的是拿著索 一般來說 拿金
剛杵 拿索 如果沒有這個馬頭做標
誌 那就是金剛手；每一尊金剛明王
的忿怒相都是差不多的 比較好認的
就是大威德金剛 因為祂有牛的角
馬頭明王主要的顏色是紅色 另外還
有黑色跟加一點藍色 是代表降伏的
意思
修馬頭明王法 要先觀空 由空
中現出種子字﹁些︵★︶﹂ 萬里晴
空 平靜的大海升起月輪 月輪中有
種子字 種子字轉化成為本尊
大部分的觀想就是這樣子的 有的時
候是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在空中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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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種子字︱﹁些﹂ ﹁些﹂字
在一朵紅色的蓮花之上 再變
化成為馬頭明王
我們︽真佛宗︾的觀想每
一次都是平靜的大海和無雲晴
空 月輪從大海裡面升起來在
虛空之中 虛空之中有種子
字 然後再旋轉就變成了本
尊
我們大部分就是這樣
子觀想 千篇一律 但事實
上 不一定每一種的觀想都是
一樣 有些時候是可以不一樣
的 可以觀想由行者的心中有
一個﹁些﹂字 然後這個
﹁些﹂字放光出去召請虛空中
的馬頭明王 虛空中也有一個
﹁些﹂字 再轉化成為馬頭明
王 這樣也是可以的
祂的手印就是兩手先握
拳 然後兩手的食指跟姆指相
觸成圈狀 右手的其餘三指相
併伸直 然後再稍微壓著左手
握著的拳頭 就是馬頭明王金
剛的手印 種子字是﹁些
︵★︶﹂字 ﹁些﹂字就是阿
彌陀佛的種子字 祂的咒語是
﹁嗡 些 貝瑪達吉 哈耶吉
瓦 些 吽呸﹂ 有祂的咒
語 有祂的形相 有祂的種子
字 然後還有手印 就可以完

成馬頭明王金剛的唸誦法
其實 馬頭明王是觀世音菩薩的
忿怒相 六道眾生都是祂度化的對
象 但偏重於畜牲道 因為祂是馬
祂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叫做﹁迅疾金
剛﹂ 也可以稱為﹁快疾金剛﹂；祂
很快 一下子就可以跑遍五大洲 古
代都是用馬來代步 現在汽車的力量
也是用﹁馬力﹂做為單位 我桌上這
一尊金身是沒有裝臟的 有的時候裝
臟 是用馬的牙齒 你能夠找到兩顆
馬的牙齒 給祂裝臟進去 代表祂是
馬頭明王金剛 那會更加有力！馬的
力量在於腳 祂可以很快去辦成所有
的事情；還有祂的牙齒 也是很有
力
剛剛在做護摩的時候 我看到一
堆草 欸？怎麼有一堆草？我從來沒
在護摩的供養中看到一堆草 今天怎
麼有一堆草？我突然間才醒悟 原來
是牧草！養馬 養一些動物 都要用
牧草 所以 供養牧草也是對的 因
為要配合馬頭明王 因為馬要吃草
所以你供養牧草 這個是對的
馬頭明王的牙齒跟馬頭明王的腳
力是最有力量的！我以前講過 修馬
頭明王在除病方面 你要觀想馬頭明
王的牙齒咬你生病的地方 吃掉你那
個地方的病；你有腫瘤 馬頭明王就
把你的腫瘤吃掉 這個就是馬頭明王

33

【燃燈雜誌】

治病法；哪裡有病 請馬頭明王來
咬 把病根給它咬掉 這是屬於馬頭
明王治病的法
另外 馬頭明王還有聚集財富的
法 你喜歡鑽石 馬頭明王就跑到鑽
石礦咬幾顆鑽石來給你 你就會有鑽
石 無形之中增加你的財富 祂可以
咬東西回來給你 就是靠祂牙齒的力
量 你修﹁敬愛法﹂的話 注意了
你就要請馬頭明王用牙齒去咬你最喜
歡的高高帥帥的男生 或者是美女；
請馬頭明王咬回來 但不能咬得太大
力 咬太大力就會咬死了 要輕輕地
咬回來 這是屬於﹁敬愛法﹂ 如果
是咬著經典 就是增加你自己的智
慧 祂也有降伏的力量 如果有什麼
降頭在你身上 祂就咬出什麼 這是
馬頭明王除降頭的法
你供養馬頭明王 一日三時都修
祂的法而且不忘 祂隨時會聽你的差
遣 馬頭明王主要是忿怒相 所有的
雕工跟畫工 西藏的唐卡或是雕刻
品 幾乎每一個忿怒相的形相都一
樣 差不了多少 大同小異 我看過
有三頭六臂的馬頭明王 在我們︿彩
虹山莊﹀的金剛明王殿裡面就有三頭
六臂的馬頭明王 主要是看祂上面有
沒有一個馬頭
還有 馬頭明王的金剛杵是做降

伏用的 我們修觀世音菩薩的本尊
大部分護法都是馬頭明王 有人問我
說：﹁我的本尊是觀世音菩薩 那護
法要修哪一尊？﹂我大部分的回答是
﹁馬頭明王﹂ 因為馬頭明王本身就
是觀世音菩薩的忿怒相 是有關聯
的；所以 本尊修觀世音菩薩的 護
法都是馬頭明王
今天再跟大家講︽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們談
到︿金剛手菩薩二轉法輪﹀：﹁當世
尊釋迦牟尼佛在雙羅樹下涅盤時 曾
經授記無上真言 其中有言：﹃楞伽
之主等 金剛手化現 ﹄這個意思就
是講 在未來際有﹃金剛手菩薩﹄出
來 發揚﹃無上內乘之教﹄ 教授大
圓滿法 ﹂
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候 在雙羅
樹下曾經授記無上真言 其中有﹁楞
伽之主等 金剛手化現﹂ 楞伽是一
部經典 叫做︻楞伽經︼ 這一部經
典很早就有了 達摩祖師從印度到了
中土 那個時代有梁 齊 魏幾個小
國家 其中梁武帝是信佛的 達摩祖
師到了中土 祂拿的就是︻楞伽
經︼ 這一部經典是開悟的經典；當
初 達摩祖師拿這一本經典 是以這
一本經典做為開悟的印證 一般人不
知道 六祖以後才用︻金剛經︼ 達

摩來中土的時候是︻楞伽經︼ 因為
這一本是開悟的經典 用這一本經典
來印證開悟
另外 那時候出現了一尊金剛手
菩薩 因為按照釋迦牟尼佛所授記
的 金剛手菩薩會化現 佛教在佛入
滅之後到了某個時候 有一個叫做大
天比丘 大天比丘被所有的長老趕出
僧團 大天比丘再去組織大眾部 佛
教就分成兩派 一個是由以前長老所
領導的原始佛教 後來變成上座部；
大天比丘被長老趕出來 他另外組織
大眾部的佛教 這個時候就叫部派佛
教 部派佛教以後再演變成為大乘佛
教 大乘佛教以後再演變成為密乘佛
教 也就是金剛乘 在那個時候 金
剛手就出現了
跟大家講個笑話 男的講：﹁女
人講話就像畫眉一樣 ﹂女的講：
﹁你的意思是說話非常有藝術？﹂男
的講：﹁不是！是越描越黑 ﹂因為
畫眉毛會越描越黑 我們有時候不要
講太多的話 因為講太多話也會有漏
失 講太多的話 寫太多的書 有時
候會出現矛盾 矛盾要再把它圓滿就
很難 所以 有時候講話講多了 就
會愈講愈偏 不能夠抓住
釋迦牟尼佛講：﹁楞伽之主等
金剛手化現 ﹂話很短 但祂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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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就是﹁有密乘會出現﹂ 因為
金剛手菩薩就是密教最早的佛！本初
佛 婆仙如來 普賢王如來 祂本身
第二個化現就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
跟這一尊也很像 只是祂沒有馬頭
祂一手拿著金剛杵 一手拿著繩索；
在西藏 有些是稱為手金剛 我們稱
為金剛手
金剛手跟金剛薩埵有什麼關係？
金剛手是代表祂的法力 金剛薩埵是
代表祂的形相 拿著金剛杵跟拿著金
剛鈴；另外 金剛心是代表意念 代
表祂的意 身是金剛薩埵 力量 法
力就是金剛手 意念就是金剛心 這
三個其實是一尊 只是祂變成三種不
同的形相 都是普賢王如來跟本初佛
所化現 就是最初的密教祖師 所以
才講︿金剛手菩薩二轉法輪﹀ 那是
身 口 意的化現
這個是一個中秋節笑話 下週一
就是中秋節了 公司的總部管理處今
天發來簡訊通知員工 說：﹁上半年
的整體業績不錯 為了感謝大家的努
力 中秋節每人加發六個月！﹂不得
了！這個就等於是加發半年的薪水
大家都非常高興 沒有多久公司又傳
來簡訊：﹁上一通簡訊漏打了一個
字 是中秋節每人加發六個月餅！﹂
﹁加發六個月餅﹂跟﹁加發六個
月﹂ 少一個字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要認清什麼是金剛薩
埵？什麼是金剛手？什麼是金剛心？
我們常常唸﹃金剛薩埵百字明﹄
﹃金剛心百字明﹄ ﹃金剛手菩薩百
字明﹄ 都是一樣的 都是﹃百字明
咒﹄ 但是 我們一定要認清楚 雖
然金剛薩埵就是金剛手 就是金剛
心 大意上是一樣的 但是 形相不
同
我以前看過金剛心菩薩是拿著兩
個金剛杵的︵雙手拿著杵 交叉於胸
前︶ 這是代表金剛心菩薩 另外
金剛薩埵還有這種形相︵右手金剛
杵 左手金剛鈴︶ 祂的這個金剛鈴
是放在腰際的 至於顯現忿怒相的金
剛手菩薩是一隻手拿著金剛索 一隻
手拿著金剛杵 那是金剛手菩薩 不
能誤解
婆仙如來︱普賢王如來本身傳法
給金剛手 也就是手金剛 由金剛手
繼續再傳下去 所以 金剛手是﹁大
圓滿法﹂第二個祖師爺 ﹁大手印
法﹂也是婆仙如來 普賢如來傳法給
寶意童子 寶意童子是﹁大手印法﹂
的第二個祖師爺 寶意童子就是蓮花
童子 所以 ﹁大手印法﹂的第二個
祖師爺就是蓮花童子 一個是﹁大手
印法﹂ 一個是﹁大圓滿法﹂ 彼此
之間有關聯！這個大手印跟大圓滿
稍微有一點不同而已 其實 幾乎是

一樣的；在藏密裡面 修大手印跟大
圓滿 幾乎是一樣的 其中只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這有一個笑話 老公對老婆講：
﹁老婆 自從我結婚以後 我的視力
就出了問題 ﹂老婆問：﹁什麼症狀
啊？﹂老公講：﹁我看不見錢 ﹂不
過 這個可以命令馬頭明王去把這些
錢咬出來 你就看得見
我們這裡 有誰騎過馬？有騎馬
經驗的人很少 師尊以前很喜歡騎
馬 自從聽到有一個專門演超人的演
員 他從馬上摔下來之後就殘廢 現
在已經往生 所以 我就不太敢騎馬
了 我以前很喜歡騎馬 到了
Hawaii 也騎馬 去到紐約也騎馬
去 到 墨 西 哥 也 騎 馬
去 到
California 也騎馬 我到過很多地
方 都有去騎馬 馬是很厲害的 想
要降伏馬 不是很容易；就像馬頭明
王一樣 想要降伏祂 不是很容易
馬很溫順的時候 人騎起來就會
很舒服 如果你騎到不溫順的 就會
很慘 師尊就騎過不溫順的馬 牠故
意上坡 我整個人就往後仰 我趕快
把繩子拉住 抱緊馬頭 這樣扶著上
去；然後牠故意走下坡 走最斜的斜
坡 我差點就翻下去 我又只好往後
仰 然後 牠看到兩棵樹之間很窄
只有馬身可以過 你的腳跨在馬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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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牠就故意走過去 讓樹幹把你的
腳皮劃破 馬就是這樣子 牠看你很
溫順 很溫和 牠就會欺負你 故意
穿過兩棵樹 我一看 這可不行 趕
快把兩隻腳抬到馬背上
那時候 我騎著牠在沙堆上狂
奔 跑得好快 我趕快把皮包弄緊
不然皮包掉出去就找不回來了！其
實 你抓住那一條繩子 腳要放好
是可以控制馬的 如果牠要吃草 這
一手拉繩子 牠的頭就會順著你轉
然後用你鞋子上的馬刺 去刺牠的背
後 牠就會跑 要跑 要停 都是你
可以控制的
這個﹁金剛手菩薩化現 來教授
大圓滿法 據我所知 有三大記載：
有一個國王 在自己宮中的庫藏 發
現了一盒寶金筐 這寶金筐當中有用
﹃融吠﹄琉璃寫的大密經典 其中有
一部︽金剛手之補楚剛巴︾ 內中有
一文是︿面見金剛薩埵品﹀ 這位國
王就以這︿面見金剛薩埵品﹀去修
行 整整修持了六個月之後 果然金
剛手菩薩現在空中 給國王加持 解
釋了經中種種的義理 因此 這位國
王 就把﹃大圓滿法﹄次第弘揚在他
的國度之中 這是金剛手菩薩化現
教授﹃大圓滿法﹄的第一段記載 ﹂
其實 ︿面見金剛薩埵品﹀就是

在修法當中 你親自見到金剛薩埵
我們知道龍樹菩薩在南印度開了鐵塔
以後 進到鐵塔裡面 面見金剛薩
埵 你要得到密教的這個直接傳承
就是面見金剛薩埵 因為 金剛薩埵
是祖師爺
我在吐登達爾吉那裡 祂拿著金
剛薩埵的寶篋 裡面有金剛薩埵 祂
拿給我 祂說：﹁這個就是密教的教
主 ﹂所以 金剛薩埵 金剛心 金
剛手 都是密教的教主 當人家問
你：﹁你們金剛乘的教主是誰？﹂你
不能講說是毘盧遮那佛 毘盧遮那佛
是金 胎兩部的教主 真正本初佛化
現的 代表著金剛乘的是金剛薩埵
金剛心跟金剛手 都是密教的教主
吐登達爾吉上師給我的金剛薩埵寶
篋 現在在︿南山雅舍﹀
你要是看見了金剛薩埵 由金剛
薩埵直接跟你傳法 或是金剛手直接
跟你傳法 就是經典裡面所寫的︿面
見金剛薩埵品﹀ 就會得到金剛薩埵
傳法 龍樹菩薩傳密乘 也是因為在
南天竺鐵塔裡面見到金剛薩埵 金剛
薩埵才授龍樹菩薩密乘的法 所以龍
樹菩薩是八個宗派的祖師 有八個宗
派是以龍樹菩薩為祖師的 其中一宗
就是金剛乘 也就是密宗
講個笑話 有個人醒過來時 枕

頭旁邊躺著一隻蚊子 身邊有一封遺
書 上面寫著：﹁我奮鬥了一個晚
上 也沒有辦法刺破你的臉 你的臉
皮厚得讓我無顏活在這世上 主啊！
寬恕他吧！我是自殺的 ﹂這個笑話
實在是太可笑 不可思議 蚊子也會
沒有臉見江東父老 也會自殺
這個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 在密教裡面 很多事情都
是可能的 你看見金剛薩埵 看見金
剛手 看見金剛心 都是可能的 祂
本身是無形的 如果你唸誦祂的法
金剛手菩薩出現了 祂授權給你 那
密乘的法 你就都可以修了！只要祂
授權給你 你就可以修！所以 金剛
手菩薩應該是有權杖的 祂的權杖就
是授權：﹁我授權給你 你可以傳這
個法 ﹂像蓮華生大士也是祖師 是
﹁大圓滿法﹂的祖師爺 祂在我腦海
裡面伏藏了﹁大圓滿法﹂ 等於是蓮
華生大士授權給我傳﹁大圓滿法﹂
這個就是授權
﹁第二段記載 在當時 有一位
﹃五具殊勝﹄的行者 在摩羅耶的山
上修行 時時憶念著佛 心中甚感
嘆 認為世尊已經和太陽下山了 這
世間的光明從此不再出現了 世間的
黑暗誰來除盡呢！這位行者在山頂上
廿三度大放悲聲 哭得山河變色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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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無光 於是如來乃親自去請金剛手
菩薩 金剛手菩薩於是現身在摩羅耶
山上 為﹃五具殊勝﹄的行者 演說
了﹃大圓滿法﹄ 把一切﹃經密意
集﹄傳授給他 金剛手菩薩又曾在西
方﹃烏金﹄國境之中 化身成為極喜
金剛 演說了﹃吉祥秘密﹄及﹃大圓
滿﹄口訣 母女續等等諸法 因此在
﹃烏金一地﹄ 有﹃大圓滿法﹄次第
的宏傳開來 ﹂
有﹁五具殊勝﹂的行者 什麼叫
做﹁五具﹂？﹁五具﹂就是他具足所
有行者的條件 有五種 平時我們在
講的﹁五種﹂ 就是他的道心非常堅
固 他是守著戒律的 他有菩提心去
度化眾生 他是非常清廉的 他是屬
於出世間的 這個就是﹁五具﹂ 這
表示他是﹁五具殊勝﹂的行者
這裡有一個笑話 古董商跟記者
同時追求張太太的女兒 女兒猶豫不
決 張太太要女兒選擇古董商 女兒
問：﹁為什麼要選擇古董商呢？﹂張
太太講：﹁因為古董商喜舊厭新 記
者是喜新厭舊 ﹂這兩個是有這樣的
差別
我們要做一個現代﹁五具殊勝﹂
的修行者 就是要學習古人 你必須
要出世間 你必須要有菩提心 你必
須要嚴守戒律 你必須要清廉 還必
須道心非常堅固 很重要！現代人的
道心都不堅固 我們現在的修行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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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具﹂ 什麼都沒有具足 是﹁無
具行者﹂ ︽真佛宗︾的弟子裡也滿
多是﹁無具行者﹂ 道心不堅固 又
不清廉 也沒有守戒 也沒有發菩提
心 只顧自己 又沒有出世的想法
都是在做入世的工作 所以 ﹁五具
殊勝﹂的行者是很難得的！
佛過世了 這位﹁五具殊勝﹂的
行者哭得很傷心 因為祂認為世尊已
經和太陽下山了 佛當初也是請金剛
手菩薩來教祂﹁大圓滿法﹂ 把一切
的經典 密意跟集傳授給祂 金剛手
菩薩又曾在西方﹁烏金﹂的國家化身
成為極喜金剛 極喜金剛其實是人間
的一個國王 金剛手菩薩在天上界傳
了勝心太子 勝心太子再轉世成為極
喜金剛 金剛手菩薩又來教極喜金剛
﹁大圓滿口訣﹂ 還有母女續等等諸
法 ﹁因此在﹃烏金一地﹄ 有﹃大
圓滿法﹄次第的宏傳開來 ﹂烏金本
來就是密教修行的地方 像蓮華生大
士的地方也是在烏金 叫﹁烏金淨
土﹂
﹁第三段的記載 這﹃大圓滿
法﹄ 曾經在天上界宏傳 也曾在三
十三天處宏揚 許多天神均修持這
﹃大圓滿法﹄ 原來有一位天神叫做
﹃賢護﹄ 這個天神的長子叫﹃慶喜
藏﹄ 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天神之子
這位﹃慶喜藏﹄ 不喜遊樂 只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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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靜慮之中修法 或持誦密典 天神
之子﹃慶喜藏﹄ 曾經有許許多多的
祥兆 天帝亦稱讚祂：﹃瞭解了諸佛
的密意就是真正的法王子 將來亦有
制伏天魔的大法力 把一切微細的黑
暗都清淨了 聖教的光明出現了 有
了無能勝的大法 就可以完全解脫了
六道輪迴的煩惱了 這是最具有大智
慧的 ﹄由於如此的祥瑞 三世如來
又親自勸請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
乃在東方金剛光明中 從金剛祕密如
來中出生；在南方寶光明中 從
金 . 剛寶如來出生；在西方蓮華積
集世界中 從金剛蓮華如來出生；在
北方清淨成就光明中 成就光明如來
中出生；在中央毘盧遮那如來中 由
毘盧遮那佛心中出生 這即是五佛化
生﹃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具有
五佛的智慧 ﹂
在天上界也有﹁大圓滿法﹂ 在
地上界是極喜金剛 在天上界是勝心
太子︱慶喜藏；在地上也有 在天上
也有 在人間也有 金剛手菩薩是婆
仙如來傳法 金剛手菩薩是二轉法
輪 那麼 金剛手菩薩又從五個如來
當中出生 也就是在毘盧遮那佛中出
生 在阿彌陀佛中出生 在阿★佛中
出生 在寶生佛中出生 在不空成就
佛中出生 是五個如來的法王子！可
以講 金剛手菩薩是婆仙如來跟五佛
閦

的法王子
這個﹁大圓滿法﹂不是騙人的
喔！師尊能夠把這個傳承統統都講出
來 在﹁大圓滿法﹂裡面講 天上有
﹁大圓滿法﹂︱慶喜藏 在人間有
﹁大圓滿法﹂︱極喜金剛；極喜金剛
傳法給妙吉祥友 妙吉祥友然後再傳
法給師利星哈 師利星哈傳法給蓮華
生大士 蓮華生傳法給伊喜措嘉跟赤
松德真王 蓮華生大士把祂的﹁大圓
滿法﹂伏藏在赤松德真王的腦海裡
面 師尊就是赤松德真王的轉世 這
樣的傳承 都是真的！這個絕對不是
騙你們的喔！整個傳承都在我寫的書
裡面 都已經寫出來了
講個笑話 ﹁想你是一件很快樂
的事 見你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愛
你是我永遠要做的事 把你放在心上
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不過 騙你是剛
剛發生的事 ﹂師尊的這個傳承不是
騙你們的！我講﹁大圓滿法﹂ 已經
講過很多傳承了 現在在這本︽密教
大圓滿︾裡面 我也提到了這個傳承
就是這樣子來的 天上︱慶喜藏 地
下︱極喜金剛 妙吉祥友 師利星
哈 蓮華生大士 伊喜措嘉跟藏王赤
松德真 就是這樣子傳承下來的！以
前講的跟這本︽密教大圓滿︾所講
的 是完全一樣的
老師問同學：﹁同學們 你們最

喜歡有關時間的名言有那些呢？﹂同
學講：﹁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們聽
了﹁大圓滿法﹂就值得千金了！是值
千金的 不是隨隨便便的啦！
這裡有個問答的笑話：﹁請問我
得了健忘症怎麼辦？﹂回答：﹁非常
好！你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會發現
睡在自己身邊都是不同的女人 ﹂
﹁請問 一個來自權貴家庭的學生
成績年年倒數第一 常跟人打架 老
師被要求給學生好聽一點的期末評
語 要怎麼寫啊？﹂回答：﹁該生的
成績非常穩定 動手能力很強 ﹂成
績年年倒數第一叫做﹁成績穩定﹂
常常跟人家打架是﹁動手能力很
強﹂ ﹁請問 你們女人大熱天戴胸
罩不熱嗎？﹂回答：﹁我們如果不
戴 男人會更熱 ﹂﹁我新買了一處
大莊園 ﹂﹁有多大？﹂﹁說出來會
嚇死你！我開車繞了一圈 足足用了
兩個半小時！﹂回答：﹁以前我也有
一輛這樣的破車 ﹂
師尊最喜歡﹁五具殊勝的行者﹂
這句話 希望大家能夠都變成﹁五具
殊勝﹂的行者 不要變成﹁無具殊
勝﹂的行者 如果是﹁無具殊勝﹂的
行者就完蛋了！發音只差一點點就不
一樣了！
這個是差一點點的笑話 這種笑
話只有懂得國語的人才會笑 老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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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很不好 一直在喝悶酒 老婆
問：﹁你在幹嘛？﹂老公講：﹁別跟
我說話 我想靜靜！﹂老婆就給他一
個巴掌：﹁你還想靜靜！靜靜是
誰？﹂這個也是差一點點 你看 本
來靜靜是好的 想歪了 就變成不好
的 這﹁五具殊勝﹂是好的 變成
﹁無具殊勝﹂就是不好的
老公帶著老婆兜風 想起挨了那
一巴掌就很不舒服 於是把車停在路
旁 老婆問：﹁你幹嘛？﹂老公不耐
煩地回答：﹁我想停停 ﹂老婆就
說：﹁你剛剛想靜靜 現在又想婷
婷！﹂啪！他又被賞了一巴掌 他心
裡煩 這樣開車就不太好 所以想停
停 這是好的 沒想到也被挨了一巴
掌
老公又被打了 越想越窩囊 看
到路邊的丁香花開了 就走了過去
老婆問：﹁要採花啊？﹂老公講：
﹁不！我是想聞聞 ﹂老婆又打了一
個巴掌：﹁想了靜靜 再想婷婷 現
在又想雯雯 雯雯是誰啊？﹂你看
吧！他只是想聞一聞花 結果都被誤
解了 回到家後 老公的臉被打得火
辣辣的 就從冰箱裡面拿出冰淇淋放
在臉上降溫 老婆問：﹁你不吃 放
在臉上 不就化了嗎？﹂老公講：
﹁我吃不下 想冰冰
﹂話還沒
講完 老婆又給他一巴掌：﹁冰冰是

誰？你到底有幾個女人
啊？﹂老公的臉火辣辣
的 老婆問：﹁你現在還
有什麼好想的？﹂老公
說：﹁沒了！我現在只想
揉揉 ﹂老婆又甩一巴
掌：﹁連柔柔都來了！﹂
這些差別 其實都是一點
點！﹁五具殊勝﹂的行者
跟﹁無具殊勝﹂的行者
也是差一點點
你把﹁無具﹂變成
﹁五具﹂ 你就是一個真
正的行者 你如果﹁五
具﹂都不具全 這種行者
是不會有成就的！你只要
﹁五具殊勝﹂的行者 佛
就會現在你面前 菩薩也
會現在你面前 金剛薩埵
也會現在你面前 金剛手
菩薩也會現在你面前 所
有的本尊都會出現在你面
前！出現了 你就相應
了！相應了 什麼事情都
好辦 什麼事情都會成
功！你不相應 任何密法
一概無成！你只要相應
了 任何密法統統都成
就！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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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了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了！但是 這世間的種種漩渦 全都是世間的⽅便善巧
你不在旁邊繞⼀圈 你不會知道⾃⼰的功夫好不好 所
以 如果你經歷過這些種種 你真的懂了 你就可以﹁具
⾜成就﹂ 此時才是真正圓滿的 為什麼？因為世間種種
的⽅便善巧你看得多了 你就不會﹁暈船﹂了
這⼊世間驗證⽅便善巧的⽅法 很簡單 就是去做跟
佛⼀樣的事 說佛說的話 跟佛⼀樣的念頭 也就是
﹁⾝ ⼝ 意﹂都跟佛⼀樣 離開你的⼭洞 ⼤樹 到⼈
群中 把佛做的事情落實在⾯對所有的⼈ 事 物 當所
有的⼈討厭你 反駁你 罵你的時候 你看看你的空性還
在不在？你的體悟還堅不堅固？經歷過這些種種的事件之
後 你對於所悟的都不會再動搖 再改變了 那才是真的
﹁究竟的證悟﹂ 你如果是真正的悟 那就百考不倒了！
修⾏就是難在這裡 你們可以看看那洛巴祖師的⼗⼆
苦⾏ 合理的要求叫做﹁訓練﹂ 不合理的要求叫做﹁磨
練﹂ 現在如果⽤不合理的要求來磨練 ⼤概就跑光了！
Discovery 曾經播放︽李⼩⿓傳奇︾ 我發覺李⼩⿓
的學武創派過程和我們學佛修⾏有異曲同⼯之妙 李⼩⿓
在學武過程中 不斷找⼈﹁訓練﹂他⾃⼰ 他⽤各種⽅便
善巧來磨練⾃⼰的拳術 驗證⾃⼰的武學 看看⾃⼰是不
是完整 圓滿了
他有⾃⼰的⼀套拳術 可是他不知道⾃⼰的這套拳術

■你所悟的知見不一定是完整的，還需要經歷世間種種的測驗與磨練，才能

發菩提心論

了﹁沒有可以訓練﹂的時候 你就應該把﹁不能訓
練出來﹂的那個 落實在你⽣活中⾷ ⾐ 住 ⾏
的每⼀分 每⼀秒 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佛性作⽤﹂
要常常去落實它 甚⾄要做到﹁沒有離開過﹂ ﹁沒有不
落實﹂的時候 也就是﹁堅固所悟﹂ 等到你都沒有問題
了 才叫做﹁具⾜成就﹂
世間種種都是幫助我們修行成就的方便善巧 世間哪
裡沒有會讓⼈頭暈的⼤漩渦？到處都是啊！財 ⾊ 名
⾷ 睡 全都是！那天 師母傳來⼀個簡訊：﹁師尊說
世間種種 凡修行者 其實就三件事：財 色 名 ﹂你
逃過這三件事 你就可以迴避掉那個會讓你頭暈的⼤漩渦
了！當你不再畏懼它 可以從旁安然⽽過 你就真的是⼀
個很好的⽔⼿
看到⼩姐裙⼦穿得短⼀點 胸⼝露得多⼀點 你就暈
這就叫做﹁暈船﹂！這個漩渦 你栽進去就萬劫不復

到

開佛知見 雙開菩提涅槃如初阿字 是菩提心義
也 示字者 示佛知見 如第二阿字 是菩提行義也
悟字者 悟佛知見 如第三暗字 是證菩提義也 入字
者 入佛知見 如第四惡字 是般涅槃義 總而言之
具足成就 第五惡字 是方便善巧智圓滿義也

︵文接三二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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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不夠好 所以 他就去找⼈家較量 然後從中學習 如
果是被⼈家打敗了 他就重新整理⾃⼰的拳術 因此 他
如果是被⼀個很厲害的⼤師打敗了 他會覺得很值得 因
為可以從那位⼤師的⾝上學到東西
曾經有⼀位⼤師打輸了 他承認⾃⼰不如李⼩⿓ 然
後去拜訪李⼩⿓ 並表⽰要學李⼩⿓的拳術 李⼩⿓傾囊
相送 然⽽ 李⼩⿓也表⽰要學那位⼤師的拳術 那位⼤
師也是傾囊相送 兩個⼈都好不藏私 ⽽且 都是教絕
招 這樣才是真正的⼤師
李⼩⿓在西雅圖發⽣過⼀件事 當時 他被⼈家⽤⾃
⼰的絕招給擊敗了！然⽽ 擊敗他的⼈覺得很慚愧 就把
⾃⼰的武學筆記送給李⼩⿓ 擊敗李⼩⿓的⼈說：﹁這是
我的筆記 我是卑鄙⼩⼈ 我偷學你的絕招 然後加在我
的絕招中去擊敗你
﹂可是 李⼩⿓反⽽把這視為是
很難得的經驗 因為他沒有想到⾃⼰的絕招被別⼈⽤起來
竟是這個樣⼦ 他也從來沒有被⾃⼰的絕招打敗過 他沒
有從此就⼀蹶不振 他也沒有從此就放棄學武
李⼩⿓的武學理論並不是⽤憑空想像的 ⽽是真實的
經歷與磨練！如果把﹁菩提﹂換成﹁武學﹂ 李⼩⿓有他
⾃⼰的⼀套﹁武學⾏義﹂ 當他和別⼈較量拳術時 就去
印證﹁武學本義﹂ 到最後 他終於瞭解何謂﹁武學﹂
他常常沉浸在那裡 最後就創出⾃⼰的⾨派︱截拳道
李⼩⿓在創⽴截拳道時 他並沒有認為⾃⼰是最了不
起 最棒的 他知道⾃⼰所創的拳術是很棒的 但 還不
是很完整 很完美 於是 他就⽤⼀些⽅式去表現出他的
狂妄 讓⼈家覺得：﹁你這個⼩⼦太狂妄了 我⼀定要打
敗你！﹂李⼩⿓就是故意要讓⼈家盡全⼒去打敗他 這
樣 他就可以從中學到東西 讓⾃⼰的拳術更完美 進⽽

印證他的武學
這跟修⾏有著類似的含義 當你聽了這些佛法 佛
理 你學習了之後 你要去實踐 最後 再創出⾃⼰的⾒
解 為什麼？因為佛法 佛理是佛菩薩說的 是你的上師
說的 不是你⾃⼰的證悟 你的證悟⼀定要⾃⼰﹁悟佛知
見﹂ ⼀定要⾃⼰去﹁證菩提義﹂
在﹁悟佛知見﹂後是﹁入佛知見﹂ ⽽所謂的﹁入
佛知見﹂ 就是當你悟了佛的知⾒以後 你要沉浸在你所
悟的知⾒裡 因為 你所悟的知見不一定是完整的 還需
要經歷世間種種的測驗與磨練 才能得到圓滿的知見 你
必須到了這個時候 你才會不⼀樣 別⼈才會尊稱你為⼀
代⼤師 ⼀派宗師
這﹁阿﹂字的五個意思 簡單地說 這就是告訴我
們要從聽聞佛法開始 然後去觀察佛菩薩在做什麼 等你
懂得原來佛菩薩是這樣⼦做的之後 你的⾝ ⼝ 意都在
實踐佛菩薩所做的 浸潤在佛菩薩的證悟當中 你會有⾃
⼰的知⾒ 從中⽣出善巧⽅便以對應世間的種種考驗
所 謂 ﹁方 便 善 巧智 圓 滿義也﹂就是 指 ﹁無招勝有
招﹂ 雖然你沒有什麼學問 本事 沒有什麼功夫 可
是 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你的學問 技巧與招式 這也就
是師尊曾經說過的：﹁在那個時候 你所說的話 就是咒
音；你的手勢 身形 就是結印；你的意念 就是佛
旨 ﹂此時 才是真正的圓滿義
但這個圓滿義是一個廣大無邊的智慧 眾⽣很難明
⽩ 所以你要運⽤種種善巧⽅便在幫助眾⽣的時候表現出
來 眾⽣才會因此知道原來這就是佛的知⾒ 進⽽就會有
第⼆個⼈依著﹁開 ⽰ 悟 ⼊﹂的過程修⾏ 最後也具
⾜成就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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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器

思緒總在本質﹁外﹂新陳代謝
丁財興旺 ⾞⽔⾺⿓是念起 浪漫冒險性格無常
轉動的科技帶著幻設的期許和想像
試圖應驗⼀切應有盡有的奇幻企圖

毀滅是﹁物質﹂的暫時退隱
以及欲望怪獸﹁無中生有﹂後的迴避

幻發的激情促⾧著⼀切 似乎來來去去著
恍如恆河沙數那些不恆的點線⾯
沒空安樂是⼼的不空

器世界是被幻造的⼤玩具 有蓬勃的景象⼊眼
有⼈依貪執 愛戀 妒忌 爭⾾ 報復等等零件構
⽽⾃⽢迷⼊
⽇久被玩⽽不覺

些慘烈與迷離 無聊⽽有聊罷了
唉唉 或從佛國去看輪迴眾生 一切幻演的都是佛
眾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佛 只是心還不是︵未顯佛性︶！
此刻 憐憫感懷 意猶未盡 筆者不免繼續⾃⾔⾃
唸唸有詞

■蓮曉上師
■思想創意了時光隧道，隧道是任意藝術創作的路，法喜的路。

宇 宙 的 極 樂 心 得 ︵下︶
池⾦母早曾淚流披臉地對地球全⼈類說過：

瑤

天從無極中開 太極日月三台；
日月陰陽運轉 人從陰陽胚胎
或稱男兮為女 皆從無極而來；
只為中間一動 霎時落下塵埃
墜入五濁惡世 貪戀酒色氣財；
因此輪迴旋轉 情波欲海生災
血水周流可愍 尸骸遺脫堪哀；
無極既生太極 兩儀又分三家
萬物由此而生 又復由此而滅 何不令其不生不滅：
以免血流滿地 骨脫如山 豈不甚幸！
太極分判 天地生物之心也；
血流滿地 骨脫如山 萬物自作之孽也
老母說經至此 婆心慈淚頻催
︵摘⾃︽瑤池⾦母
普渡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這真經三⾔⼆語之中 實已概述出現今科學所未解的
⼀切⽣命緣起 以及⽣命在後天緣結迷執過患中⽽當出離
的道理
確實⾮常精準厲害：
科學所遠未探⾄ 沒料到仙王早已總括答案結論在很
久很久以前！
筆者的個⼈感受 有時猶如⾝在虛空 只在觀看著這

43

像⼤爆炸後的宇宙散發

男⼥只是道具

⽽不要被道具戲弄

脫了⾐服是禽獸

沒命

都自會﹁歸
穿著⾐服是⾐冠禽

每個⽣命都在做戲和看戲
無事幹事 啥也沒幹 圓從那點出發

不可思議的突發奇想 ⾃演著無⾸無尾的連續劇
⼈說 ⼀⼭不能容⼆虎 除⾮是⼀公⼀母
男的忽悠⼥的叫﹁調戲﹂ ⼥的忽悠男的叫﹁勾
相互忽悠的叫﹁愛情﹂
海誓山盟大忽悠 概念源自無明的無中生有

萬象如發春夢 到處是天下男⼥都會犯的﹁錯﹂
俺創作了太多﹁自己﹂ 而後被﹁自己﹂所吸引
景中⼈看⼈中景 我是﹁別⼈﹂的景
然後被﹁別⼈﹂追求

無停地﹁擴張﹂︵亦無張可擴︶ 無為與無不為
⽔⽊年華 我們﹁去遠⽅﹂！
何來﹁遠⽅﹂！
？ 無出乎如來︵本性︶⼿掌！

⾏程的終點永遠是夢

無⼼﹁有⼒﹂地遊歷世界 無事﹁有理﹂地打理伊甸
園
思想創意了時光隧道 隧道是任意藝術創作的路 法
喜的路
沒有⽬的的旅途 旅途中⾃有奇遇
花樣頑是驚變無窮 原則總是不受滄桑

地跑

引﹂

來﹂
獸
應把道具耍好

⾁菜粉麵花錢買 做美⾷⼜頗⾟苦
過了⼝⾆轉下腸肚最終都⼊糞坑
！
不如拿來直接丟⼊坑中豈不更省事？
呵呵！生命就重在﹁幻爽﹂的過程：無所得的得啊！

沒有什麼必須 唯有隨遇自然
不斷⾛進下⼀段幻美 沒有最好或幻有更好
無執的創意都是值得感恩和歡慶的！
！
死了拉倒重來 本來無⽣何來死？

⼀階⼜⼀階的遞變 沒有什麼可懼怕
失憶或⽴斷後 迎來了新的⽉亮
太陽每天都當新郎

新婚其實都是古事兒 新就是舊
任誰都不是﹁新鮮﹂的
無⼼的遊戲 都是無我的莊嚴！

大貪的胸懷應當轉化成於無所住
在奢華和凋零中適然自在
創造與輕安並聯 歌唱所謂修⾏⽣活

似乎愛美麗也愛醜陋 任何東西只是妙；
依佛性超逸 隨時隨處都是圓滿
不設限定的淨念 想像由它自主地馳騁

能展出空性妙樂 煩惱自然不知所蹤；
正如只須亮燈 ⿊暗即便消匿
實在無須著念針對它 氣憤它 ⾾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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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不能度化無緣

不能盡度眾⽣

︶

成了佛也是在﹁作夢﹂ 不必﹁叫醒﹂的夢才﹁真
實﹂ 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才是最真切的萬壽無疆 南摩阿彌陀佛︵無量壽
佛︶！
⼦虛烏有和美滿豐盛永結同⼼⽽無⼼ 南摩西⽅極樂
世界！

在輪迴中玩累了 倒頭睡﹁覺﹂去
已﹁覺﹂時 夢也不必﹁叫醒﹂了

空妙的和美歡欣 奇玩無膩
極樂的激動是露珠兒
佛性的太陽會接受這些有意無⼼的供養吧！

如此﹁圓滿幸福﹂得要﹁罵娘﹂了：
阿阿阿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阿阿阿 空性的蜜運與浪漫！

佛與眾⽣都神妙莫⽐！
遊戲是巨⼤的任意性和無住性
！
巨大就是妙空 還有什麼比得過妙空麼？

什麼是﹁我﹂的極樂世界呢？
⼗法界都是﹁我們﹂所謂的極樂所在！
放下提起 提起放下；從來如此 無所從來

︵不能違背因果

■蓮曉上師
■思想創意了時光隧道，隧道是任意藝術創作的路，法喜的路。

或許 ⼈⽣的愚笨是綠葉 ⼈⽣的智慧是鮮花
它們是宇宙的⽼夫⽼妻 也是再⽣的少男少⼥！
⼀葷⼀素很團結 溫柔也是⼀種鋒利
整⿑⼀律很美 無秩序的奇幻棋局也好
舊事翻騰 靜⼼來看秘密花園
沒有﹁壞﹂人的電影 ﹁好人﹂也不見得﹁好﹂
是與非 無常而常地重歸於﹁好﹂︵妙空︶
時空可張可

也無甚⾧
這就是當下！
卻幻有顯性︵覺性︶吧！

⼼念所在已是時間和空間的﹁綜合﹂
迢遙的時光⽐永久還⾧
所有⽣命其實只有⼀天
時空無有 如鏡本無物

終⾒⼀切都很﹁清潔﹂ 舒適是本然的 ⾃在如畫
美在於完美那些不完美！
美其不美更可人！無美最美！
美醜只是廢話 依妙空⽽說說廢話也無妨
我是誰是我？
念起廣闊 念止無物
存在 是不存在的
佛性的⼒量﹁孤獨﹂地：
無與倫⽐！
連佛也奈祂不何 ⽽⽰現了﹁三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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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文∕蓮花一秀

總是想念著巴黎︿真願堂﹀
的齋飯 不知為什麼 那齋
飯除了它特有的香甜之外 它給
我無盡的迴響！
初去︿真願堂﹀ 我總是先
在餐館裡用完午飯後才去佛堂
在路上 我不停地用茶水漱口
以求盡可能使自己潔凈！後來
李助教告訴我 可以早一點來佛
堂 早上與同門共習師尊開示
中午同進齋飯 下午同修 此
後 我只要去佛堂 就必定去和
諸同門共進午齋！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用
的午齋 有麵筋 燒南瓜等 還
有炒青菜 青菜沙拉！看到我吃
得有滋有味 眾同門都紛紛讓我
多吃一點 連最後剩下的菜也問
我：﹁如果願意的話 可以給你
帶回家 ﹂我當然極為樂意帶這
佛堂的齋飯回去讓全家共霑法
喜 但我真的感到不好意思
一位師姐卻非常善解人意地
對我說：﹁你不要不好意思 你
能不嫌棄大家吃剩的東西 把它
帶回去 這是功德！﹂如此 不
僅讓我心安 而且讓我這初入佛
門的人又懂得了一個適當的行為
與做功德的道理！
第二次 我們吃的菜和第一
次吃的又不一樣了 有蘿蔔 豆
腐 沙拉
第三次 有蘑菇
燉菜
；齋飯的菜每次都不一
樣 每次都是李助教事先安排又
親自去購買 爾後再送到佛堂
每一個星期天他都這麼做 那
麼 很可能他在星期六就要開始
去做這些事了！我心裡想 這就
是他修行的一部分

和李助教一樣 每星期天為
︿真願堂﹀同門服務做齋飯的還
有林師兄 他是一位專業的廚
師 年過七旬 已是退休的居
士 可是他依然每週日早上不忘
比別人早到佛堂 提前做好準備
工作 做好中午的齋飯！我想
這也是他的修行！
齋飯前後的所有工作 都是
在無人指示的情況下有條不紊地
進行的 開飯前 佛堂中央地毯
上先鋪好潔淨的塑膠桌布 大家
就把飯菜 碗盤 筷子 叉子擺
好 飯後又迅速地收拾乾淨並清
掃佛堂 下午的同修就在這安詳
靜謐中的佛堂開始 諸同門虔心
在李助教帶領下齊聲唱誦 按照
︽真佛宗︾儀軌認真修行！
每當五月到來的時候 春滿
大地 花香鳥唱！就在這美好的
時節 巴黎︿真願堂﹀舉辦的
﹁梁皇寶懺大法會﹂正在莊重地
進行著！但我為不能親臨而深
憾！深夜不寐 我想著巴黎︿真
願堂﹀那裡的一切 也自然想到
了那裡的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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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飯

■文∕蓮花慧君上師

㆒、將過錯推給別㆟，死不認
錯，凡事㆒定要贏。

類在成長的過程中 是從何時
開始有﹁驕慢﹂的習氣？為什
麼會如此的自我肯定？進而自視甚
高？
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驕
慢行為表現﹂的分析：

人

㈩㈦、喜歡與㆟比較、怕吃

㆓、喜受讚美、肯定，喜被另
眼看待，喜受㈵殊待遇，喜成為受
矚目的焦點。
㆔、㉂以為㆒切︵修行或工作
㆖︶都很好、沒問題。
㆕、做事的動機常為博取他㆟
之肯定、讚美。
㈤、看不起別㆟，矮化別㆟。
㈥、擇㆟做服務工作。
㈦、別㆟㈲的，我也要㈲。
㈧、個㆟喜用或購買具獨㈵性
的物品。
㈨、對每件事、每個㆟都㈲意
見，愛批評、評判㆟。
㈩、常在㈰常生活㆗每件事都
過度膨脹㉂己、認為㉂己很好。
㈩㆒、堅持己見︵認為㉂己的
想法及做法最對︶。
㈩㆓、厭惡及害怕被批評。
㈩㆔、討厭不合作及不接受建
議的㆟。
㈩㆕、討厭㈲太多意見的㆟。
㈩㈤、㉂讚毀他。
㈩㈥、不把師長的教導放在心
㆖。
虧。
㈩㈧、嫉妒他㆟的成就。

㈩㈨、怕㆟看不起㉂己，覺得
不受尊重。
㆓㈩、害怕別㆟比較。
廿㆒、不㉂覺打量別㆟及比
較。
廿㆓、將別㆟禮貌性的謝詞誤
以為是真。
廿㆔、救世主心態。
廿㆕、背後批評㆟。
廿㈤、當面罵㆟。
廿㈥、喜歡教別㆟。
廿㈦、盡量不麻煩善知識。
廿㈧、認為師父、善知識都不
幫我。
廿㈨、認為別㆟都在看我出
醜。
㆔㈩、㊟重表相及場面。
卅㆒、酸葡萄心理。
卅㆓、㈲問題發生時急於解
決，無法等待。
卅㆔、窺視別㆟或探㆟隱私。
卅㆕、很多事㉂己做比較快、
比較好︵不信任別㆟會做得好︶。
卅㈤、說話沒㈲耐心。
卅㈥、墨守成規，害怕改變。
卅㈦、見不得別㆟好。
卅㈧、感覺好像全世界的㆟都
虧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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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卅㈨、不合意就生氣。
㆕㈩、做事執著程序、對和
真佩服這位分析者 列出如此
多項 令人咋舌！
筆者記得 有一次為了護持根
本傳承上師 好意地向同門建議護
持聖尊的禮節 沒想到竟惹來數天
的謾罵！
在台灣的昔日教育 我們會留
下好的習慣：﹁請問 不好意思
謝謝
﹂
可是 現代人的對話 有很多
是：﹁喂！你
﹂
有人收到簡訊留言 也會視自
己的心情看看是否回覆 有時認為
不用回應也是理所當然！而自己留
言給他人 對方卻沒回覆 就會頻
頻抱怨不受重視！
反而 我看到法務繁忙的師
母 只要收到同門的請益 幾乎常
常迅速回覆 她的慈悲展現在法務
上 十分重視眾生的心聲！
師尊於二○一四年九月十三
日 在美國︿西雅圖雷藏寺﹀開示
時提到：﹁修行人要修證﹃無生法
忍﹄ 的確不容易！因為 人情態
度 有的熱情 有的冷淡 有的謙
卑 有的傲慢 不一而足！﹂

師尊曾經寫道：﹁所謂的﹁頂
禮﹂是什麼？就是在折服我們自己
的傲慢 所謂﹃敬禮諸尊﹄ ﹃禮
拜佛﹄ 就是認為自己是非常低下
的；向最崇高的佛菩薩敬禮 是降
伏自己的傲慢 這是﹃敬禮﹄的最
大意義 ﹂
﹁為什麼會有傲慢？因為﹃有
我﹄ 才有傲慢 真正的佛是﹃無
我﹄ 真正的佛理 它的意義是
﹃無我﹄ ﹂︵摘自：蓮生法王二
○一一年二月五日︿台灣雷藏寺﹀
﹁新春五財神護摩大法會﹂法語開
示精要)
﹁釋迦牟尼佛說﹃我慢心﹄不
除 就算修禪定成就 必淪為阿修
羅或是魔王 真佛行者 要記住：
克服我慢 是佛；貢高我慢 是
魔 ﹂︵恭錄自蓮生活佛盧勝彥文
集第一五四冊︽智慧光環︾︿我
慢﹀︶
有人以為只要有﹁修法﹂ 就
是﹁修行﹂？甚至很會做﹁大禮
拜﹂ ﹃根本上師心咒﹄已經持了
八百萬遍了 八大本尊的咒也每一
尊都持幾十萬遍了 師尊所傳的咒
都持幾萬遍了
可是 ﹁自
我﹂的心還很熾盛 那
到底是
在修什麼？將來又會修成什麼？

只祈求佛菩薩加倍放光此輩
心地光明 智慧成就！
阿彌陀佛！願以此與大家共
勉！

■文∕蓮花俠女

風花雪㈪琴聲飄送
流淌歲㈪斑駁樹痕
落葉繽紛梧桐無語
昔㈰紛擾層層
徒留殘夢
今㈰風雲重重
枉換痴夢
枝頭鳳凰
神馳在其㆗
利祿功㈴
飄飄迷塵心
真性光華黯黯無明
彼岸歸路遙遙無盡
不執存誠步步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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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西雅圖
神桌問事
㆗秋節

■文∕蓮衛上師

常

聽老一輩的人說：﹁過了
中秋 就要開始準備冬天
的衣服了 ﹂果不其然 中秋節
當天一早醒來 西雅圖的氣溫突
然從前一天攝氏二十六度︵華氏
八十度︶的大太陽 轉為陰暗微
寒的十五度︵華氏六十度︶ 古
人的智慧果然不容小覷！
中秋月圓人團圓 每逢佳節
倍思親 是的！就算是要開好幾
個小時的車 或者是搭長途飛
機 可愛的真佛弟子還是會直奔
西雅圖 而且今年的人潮好像比
往年更多耶！原來 秋季大法會
後 很多同門根本還沒回國 特
別留下來要與師尊 師母一起過
中秋節團圓 吃完月餅才回去
真是用心良苦！
是日晚餐 ﹁西雅圖大飯
店﹂還特別加菜 有雪蟹 烤
魚 月餅 柚子
每一道菜
都好可口 不僅讓人食指大動
還得﹁十指大動﹂才能吃得盡
興 飽食之後 走到︿雷藏寺﹀
廣場 發覺天空的烏雲竟還在？
不會吧？是中秋節耶
！那今
晚還看得到月亮嗎？

晚上七點多 飄起了當地最
著名的﹁西雅圖小雨﹂
唉
下雨也不挑日子 真的
是﹁平等﹂！相較於室外的寒冷
小雨 廟裡的人氣卻是強強滾！
大家超興奮地等著聖尊蓮生活佛
來主持﹁中秋節神桌問事﹂ 這
可是宗派內一等一的人氣話題
想知道來年的全球展望 可千萬
不能錯過這百聞不如一見的﹁神
桌問事﹂！而︿西雅圖雷藏寺﹀
為了此次的﹁神桌問事﹂ 早已
準備了各種口味的月餅及美味的
供品 務必讓降臨的諸尊也與我
們一起團圓同樂
今晚月亮雖然害羞沒出來
不過一進到廟裡 哇！竟然看到
了史上﹁最大的月亮﹂
不
好意思 原來是問事用的﹁白色
大圓桌﹂啦！
晚上八點 聖尊先用金紙點
火清淨神桌 用筆在圓桌上劃一
個大箭頭 接著在白紙上各寫一
個﹁是﹂與﹁否﹂ 放在神桌的
左右兩側 同一時間 同門紛紛
寫下想要訊問的二○一五年全球
大事 聖尊一張一張地拿起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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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事箴 虔誠請示 此次降臨
指示的是瑤池金母大天尊
只見神桌緩緩旋轉 一圈又
一圈
有的國家箭頭停在
﹁是﹂ 有的國家停在﹁否﹂
有的國家則停在神桌的中間 這
是什麼意思呢？金母的意思是
﹁好﹂ ﹁不太好﹂和﹁一般
般﹂ 綜合來說 二○一五年的
全球經濟仍未見好轉 尤其非
洲 南美洲和東南亞地區的表現
會比較疲弱 歐美地區則是一般
般 台灣的景氣會稍微回升 不
過 亞洲地區的中國 香港 澳
門和新加坡的表現 則是相對亮
麗
問完國家大事之後 聖尊慈
悲讓同門問個人事情 只見雪片
般的問事箴 一張又一
張 一張又一張 一張又
一張
傳到前方桌
子 瞬間變成一座雪白的
小山 同門最關心的不外
乎是親人往生何處 事業
姻緣 病況
甚至還有
離家 失蹤 失散多年的親
人 讓家人一輩子掛心著

聽了令人鼻酸
聖尊問事一個小時後 由蓮
者上師接替問事為同門解惑；只
見蓮者上師召請時 口中不斷地
持誦﹃蓮花童子心咒﹄ 待降靈
後 桌子也開始轉動 此時 聖
尊指示降臨的是城隍境主 接
著 師尊親自唸同門的提問 由
蓮者上師請示城隍 只見聖尊不
時提點蓮者上師 自然地流露對
弟子的關懷與指導之心！能遇如
此明師 真的是我們幾世修來的
福分啊！
在問事的過程中 神桌有時
是順時鐘轉 有時是逆時鐘轉
有時卻又不動 原來是同門給的
資料不足 無法短時間內查出回
答 所以 在此提醒同門問事
時 資料要齊全 一定要有當事
人的姓名 生辰和地址
當天 同門提問最多的就屬
親人往生何處？大部分的亡者因
習性未除 所以都還是在六道當
中輪迴 未能跳脫三界 有少數
的亡者下到地獄道中 有的輪迴
為畜牲 有的轉生在阿修羅道
有很多轉生到人道︵有的甚至殘

廢︶ 也有很多轉生至天界︵包
括欲界天 色界天和無色界
天︶ 不過還是有些人得以往生
至佛國淨土 有的則只到佛國邊
城︵師尊曾開示：佛國邊城不在
淨土內 還只是含苞的蓮花 需
再精進修持 去除各種習性 將
來才能花開見佛 往生至佛國淨
土︶ 可見 修行不是只靠嘴巴
講 要往生淨土還是得靠自己努
力﹁修行﹂ 修正自己的行為和
習性！
整個神桌問事歷時兩個小
時 雖然眾人意猶未盡 但聖尊
為了幫弟子們問事 可是紮實地
站了兩個小時耶︵眾人皆坐︶！
晚上十點 今年的神桌問事劃上
了休止符 眾弟子們聲聲地感恩
著聖尊的辛勞與慈悲！
當步出壇城時 雖然外頭還
下著小雨 看不到月亮 但月亮
如同我們的佛性一樣 是恆在
的！在這月圓人團圓的日子 能
和師尊 師母一同過節 真的很
開心 希望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
今朝 大家相約明年再來西雅圖
過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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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㆒種 消除 煩惱的方法
■文∕圓覺堂‧蓮到法師

想

要消除煩惱 首先要瞭解什
麼是煩惱？煩惱如何產生？
否則我們無從下手 筆者認為 煩
惱有兩種 一種是事件發生之前的
擔憂 另一種是事件發生之後的困
擾
先討論第一種煩惱︱事前的擔
憂：害怕實際的結果將不如預期
例如：在考試前擔憂 若考得不
好 就不能畢業了；在面試前擔
憂 若面試不通過就沒有工作了；
在比賽前擔憂 若沒有得到理想名
次 就會對不起贊助者；在演唱會
前擔憂 若唱得不好 就會失去粉
絲的支持；在選舉前擔憂 若落
選 就會失去人生的舞台；在生產
前擔憂 若沒有生男孩 會得不到
婆婆的歡喜；在約會前擔憂 若被
拒絕 會失去人生活著的意義；在
乘飛機前擔憂 若失事 會失去一
切；在公司裁員前擔憂 若被裁
員 會使全家生計陷入困境
再討論第二種煩惱︱事後的困
擾：因實際結果已不如預期結果
舉一個例子說明：在十字路口 紅
燈亮了 擋了一整列的車輛 老張
開第一部車 認為今天太倒霉了
都是前面那部車子開太慢了 否則
他的車一定可以及時開過去；老王
開第二部車 認為老是碰到紅燈

今天上班一定會遲到；老李開第三
部車 今天休假帶太太到郊外遊
玩 悠哉悠哉 看別人在趕時間
自己心中暗喜 今天可沒有任何壓
力；老陳開第四部車 送小孩去上
學 平時都可以準時到校 今天不
但塞車且屢遇紅燈 看來今天非遲
到不可了！老林開第五部車 今天
和一位大客戶有約 等了兩個路
口 車子都過不了 綠燈的時間太
短了 一定要向有關單位反應 希
望他們能做調整；老謝開第六部
車 他平時在大都會市區開車 第
一次來到這個小鎮出差 發現這裡
上班時間的交通情況 比他在大都
會任何時間的交通情況都好很多
在同一個路口等紅燈 所有的
駕駛都面對同樣的事情 但在綠燈
亮起之前 每個人的設想 反應完
全不同！主要是因為在開車前往目
的地的途中 每個人心中所預期的
交通情況與實際交通情況不同 等
紅綠燈的時間已經對其個人造成不
同的結果了
從上面的陳述 我們可以更進
一步了解 無論是成功的人或失敗
的人 富人或窮人 長官或部屬
老板或伙計 朋友或自己 老師或
學生 父母或子女 丈夫或妻
子
從早到晚 煩惱都會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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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現
那是因為面對各種事
情時 在自己的分析 判斷 認知
裡 總是會擔憂其所預期的結果
以及實際的結果不如預期 落差愈
大 煩惱愈深 因此 不管事前
事後 始終煩惱
一般來說 通常會責備事件
的負責人 但很少會懷疑自己預期
的結果是否合理；然而 若是能完
全了解事件負責人的習性 背景
能力 並且很仔細地徹底分析事件
發生的各種因素 就會發現自己是
否過高地預期事件結果？
因此 煩惱的根源不是事件
發生的﹁實際結果﹂ 因為事件發
生的結果﹁本應如此﹂ 那是﹁因
緣果報﹂的必然！由此可知 煩惱
的根源是自己對事件產生了﹁預期
結果﹂
所謂的﹁事與願違﹂ 是認
為事件的實際結果 違背了自己所
祈願的結果 因此將問題歸咎於事
件的實際結果 給自己所產生的煩
惱找到很好的理由 進而去埋怨事
件的實際結果 若將這句話改成
﹁願與事違﹂ 認為是自己所祈願
的結果 違背了事件本該的實際結
果 因此 將問題歸咎於自己的祈
願 沒有理由去埋怨別人 完全接
受事件的實際結果 如此 自然地

就沒有煩惱的理由
所謂﹁盡人事而後聽天
命﹂ 沒什麼好煩惱 指的就是任
何一件事 順勢盡力去完成 不管
最後結果如何 都可以完全接受
而根據以上的陳述可以知道 很多
事件的實際結果 是不會隨自己預
期的結果而改變；所以 我們只有
一個選項 就是無怨無悔地接受實
際結果 對於自己的預期 僅供尚
未有實際結果前的參考而已
在此必須強調 我們不是不
能設定預期結果 因為預期結果可
指引我們處理事件的步驟和方式
當然 對狀況愈清楚明白 對各種
因素有完全的掌控 自然這﹁預期
結果﹂和﹁實際結果﹂的差距就會
變小 相對的 煩惱也會變小
我們必須認知 事件的﹁實
際結果﹂才是真實的 它是不會隨
個人的﹁預期﹂而改變 任何的
﹁預期﹂皆來自用自己的意識去解
讀事件 每個人的﹁預期﹂皆不相
同 所以 事件的﹁預期﹂是虛幻
的
無論事件的實際結果是否如
預期 只要是執著於﹁虛幻的預
期﹂ 這才是煩惱的根源 而不是
事件的實際結果使人煩惱；是自己
所設定預期的結果和實際結果﹁產

生落差﹂ 才使自己煩惱 因此
只要我們願意接受事件的實際結
果 就不會執著於虛幻的預期結
果 自然也就不會落入問題之中
就不會產生煩惱了
師尊佛駕關島時 ︿圓覺
堂﹀負責各項活動的規劃 提及有
四百多個問題 事實上 在弟子心
中的問題更多 正所謂﹁心有千千
結﹂ 每一件事都擔憂 害怕實際
的結果將不如預期 雖然師尊一直
安慰筆者：﹁事情總會過去 事後
一切復歸平靜 不需擔憂 ﹂但當
時 筆者真的是愁容滿面 若當時
能了解到﹁預期的結果﹂本身是虛
幻的 就可能理解師尊的慈悲開
示 做到事前不擔憂 不致如此庸
人自擾 自尋煩惱
各位看官 若是因為自己對
事件的預期結果與實際結果有落差
而產生煩惱時 不妨試著用上述的
方法去面對；只要內心深處深信
預期的結果是虛幻的 法爾本然
實際結果是不會受預期結果的影
響 進而坦然接受實際的結果 煩
惱自然不會顯現
讀者若試過 如果願意 懇
請告訴大家效果如何？希望有更多
的人 一起來探討這個方法是否值
得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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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資主師兄代表《真佛宗》擔任〈二○一四關島世界小姐選美會〉的評審。

法師
蓮等
∕
■文

二

○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台灣
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代表聖尊蓮生活佛前往關島 擔任
﹁二○一四關島世界小姐選美會﹂的
評審
二○一四年五月五日 蓮生活佛
在關島首傳﹁綠度母法﹂ 綠度母是
觀世音菩薩的一滴眼淚所變化 綠度
母非常慈悲 非常美麗 這次︽真佛
宗︾被邀請擔任選美會評審 相信一
定是一個很好的感應
關島的天空是標準的藍天白雲
海水清澈無比 道路兩旁開著白色的
雞蛋花︵緬梔花︶和火紅的鳳凰木
還有很多的椰子樹 此處景觀優美且
民風純樸 聖尊曾誇讚關島有很好的
地理 住在此島都會資糧具足
王資主師兄此行還有一個重要的

任務 就是代表師尊贈送四幅真跡畫
作 第一幅畫作︱﹁荷塘妙香逸十
方 ﹂ 是 送 給 關 島 總 督 Eddie Baza
Calvo 先生 聖尊說只要是清廉愛護
百姓的領導者 都會受到十方法界和
百姓的擁護；因此以這幅畫贈送給關
島總督府 做為永久紀念
關島政府高度重視聖尊蓮生活佛
帶領真佛弟子五百多人 於二○一四
年五月三日至七日蒞臨關島弘法 聖
尊蓮生活佛將︿真佛密法﹀帶入關
島 雖然關島以信奉天主教為主 但
是政府官員對師尊的藝術造詣及︿真
佛密法﹀ 都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關島總督
府設宴祝賀蓮生活佛七十佛誕 身為
天主教徒的總督夫人 在午宴的禱告
詞是：﹁感謝主！能將偉大聖者蓮生
活佛及真佛弟子帶到關島 豐富關島
的文化 增加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的
生活過得更充實 期待蓮生活佛多多
蒞臨關島 ﹂
現 在
總 督 Eddie Baza
Calvo 先生的民調高達七成 完全沒
有對手 總督感謝師尊的加持
關 島 總 督 府 秘 書 長 Franklin
Arriola 更把在二○一三年專程飛往
台灣 於︿台灣雷藏寺﹀﹁黃財神護
摩大法會﹂上 代表關島政府正式邀
請蓮生法王蒞臨關島 幫助當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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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資主師兄代表師尊贈送畫作予關島觀光局局長
Karl Pangelinan 先生（左三）。

▲王資主師兄（右二）代表師尊贈送畫作予
關島總督 Eddie Baza Calvo 先生（中）。

▼王資主師兄代表師尊贈送畫作予國會議員
Madeleine Z. Bordallo 女士（左一）。

▲王資主師兄代表師尊贈送畫作予關島議會議長
Judith T. Won Pat 女士（右三）。

心靈成長 安居樂業的報導納入政績
裡
關島政府以最高敬意表達對蓮
生活佛的尊崇 師尊蒞臨關島時 獲
頒三項殊榮：
一 華府國會特殊證書 以表
彰 認可法王的成就 並永久登錄於
美國華府國會的會議記錄之中
二 關島議會決議文 表揚法
王蓮生活佛的最高成就
三 關島總督獎 尊崇法王蓮
生活佛為關島榮譽公民
聖尊蓮生活佛獲此三項極大的
國際殊榮 足證聖尊乃是眾望所歸
萬人所景仰
第二幅畫作︱﹁春天的訊
息 ﹂ 師 尊 贈 送 給 觀 光 局 長 Karl
Pangelinan 先生 祝福關島的觀光
事業如春天的訊息一般 朝氣蓬勃！
關島每年都有一百萬人次的觀光客
是關島的主要收入
此次聖尊蒞臨關島主持的﹁綠
度母法會﹂及﹁尊勝塔開光安座儀
式﹂ 其主辦單位正是塔穆寧市政府
及關島觀光局 觀光局提供經費 包
括場地 設備 音響 椅子 帳篷
等 統統免費提供 可見關島政府對
︽真佛宗︾的高度重視
第三幅畫作︱﹁人生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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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師尊贈送給關島議會議長
Judith T. Won Pat 女士 民生問題
一直在變化 議會代表著民意 要解
決民生問題就如同衝浪般的挑戰 這
幅畫寓意深遠
議 長 Judith T. Won Pat 女 士
表示 她的祖先也有中國人血統 因
此 看到師尊時覺得特別親切 此次
師尊蒞臨關島 議會多方協助 包括
設置尊勝塔的公園用地 交通 場地
及許多相關事項的協調等 讓法會如

• 二○一四關島世界小姐選美的現場。

期順利進行
興建尊勝塔由︿圓覺堂﹀向關
島政府申請許可 若依正常的程序
從送件 審核 批准 找地 興建
完成 一般大約需要兩年的時間 特
別是議會的審核有一定的流程 但
是 此次尊勝塔的申請 關島正受到
飛彈威脅的影響 個個人心惶惶 關
島政府深知要讓關島的居民遠離心中
恐懼 因此 對於可以鎮地震 風
災 水災和刀兵之災的尊勝塔非常歡
迎 以最快的時間批准通過 並免費

• 王資主師兄與關島總督歡談，中為周秀琴師姐。

提供公園用地 這其中 聖尊蓮生活
佛 佛菩薩 護法龍天的加持護佑
應是最大力量！
師尊的第四幅畫作︱﹁爭鋒﹂
是送給︿關島世界小姐選美會﹀理事
長 Madeleine Z. Bordallo 女士 她
同時也是關島駐美國華府國會的議
員 她代表著關島人民 至美國華府
最高國會殿堂爭取島民的權益 二○
一四年七月初 這位高齡已八十多
歲 卻充滿活力的國會議員 邀請聖
尊蓮生活佛擔任選美會的評審委員
聖尊授權王資主師兄代表前往
二○一四年五月 聖尊蒞臨關
島時 華府國會正好在審核預算
Bordallo 女士走不開 沒有見到師
尊 因此 她此次特別邀請師尊 並
期待將來與師尊會面 關島雖然小
也曾獲選過世界小姐冠軍 因此 選
美活動在關島受到高度的重視
王師兄說 在選美大賽當天
所有的評審們就選美佳麗們的機智問
答 儀表 身材 生活親和力以及走
路台風做出評比 當選者可前往倫敦
參加世界小姐冠軍大賽 開啟星光之
路 因此 所有參賽佳麗們的後援
會 都卯足了全力到現場造勢 讓選
美大賽顯得分外熱鬧 精彩
王師兄笑說 評審們到了會場
都會受到嚴密的保護 就連上廁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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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的前三名關島小姐。

會有保鑣陪同 以免受到過度熱情的
選美佳麗後援會拉票干擾
此次選出的二○一四關島世界
小 姐 第 一 名 是 廿 一 歲 的 Chanel
Cruz Jarrett 第二名是二十歲的
Province Chargualaf Poppe 第 三
名 是 十 七 歲 的 Anjoelais Rose
Mendiola 每個都非常美麗出眾
祝福她們
這是︽真佛宗︾第一次和世界
小姐選美會接觸 格外新鮮 王資主

• 王資主師兄與〈關島世界小姐選美會〉理事長

Madeleine Z. Bordallo 女士合影。

師兄此行運送師尊的四幅大型畫作
由︿中華航空﹀用特殊的貨櫃箱專案
運送 一切免費 真佛弟子在五月份
前往關島的飛機上 ︿華航﹀也非常
友善地在座椅上秀出﹁歡迎真佛宗搭
乘中華航空公司﹂的大字 這是非常
難得的
談到︿華航﹀ 那就一定要介
紹鄭貽師姐 鄭貽師姐也是關島世界
小姐選美會的重要委員和贊助商 她
的先生是傅達仁 是台灣知名的體育
主播及主持人 她的女兒曾任台灣立
法委員 鄭師姐是關島最大飯店︱
︿ PIC 渡假村﹀的台灣總代理 鄭師
姐和︿華航﹀的關係良好 此次也是

由她居中協調 師尊的真跡畫作才得
以順利運送到關島
由於觀光事業是關島最主要的
收入 在關島受世界經濟衰退風暴影
響時 鄭貽師姐居中協調美國政府開
放台灣免簽證至關島旅遊 同時也協
調︿華航﹀用大型飛機直飛關島航
線 因此 每年約有五萬多名台灣觀
光客前往旅遊 關島政府非常感謝鄭
貽師姐的貢獻 這也是美國地區首次
開放免簽證給台灣
師尊於五月份蒞臨關島弘法
時 正逢日本觀光客的黃金假期 全
島的大巴士都被日本旅行業訂走了
我們透過關島議會的︿交通委員會﹀
召集人 Tina Rose MunaBarnes 議員
的協助 三天共提供了二十部大巴士
給真佛弟子使用 這次王師兄再訪關
島時 Tina Rose MunaBarnes 議員
表示 很懷念師尊和︽真佛宗︾師兄
姐們蒞臨關島的時光 歡迎大家再度
參訪關島
經過二○一四年五月聖尊蓮生
活佛再度蒞臨關島弘法後 ︽真佛
宗︾與當地政府和人民建立了友好的
緣分 在關島打下了良好基礎 期待
︿真佛密法﹀在關島生根 成長 茁
壯 早日結出甜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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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一四關島世界小姐選美」中

殊勝無量光明燈
賢劫千佛諸聖眾
十方廣大佛淨土

印尼歷史名城︱占碑市
占碑市是印尼占碑省的省會 為
蘇門答臘的第六大城市 是印尼石油
和橡膠的重要產地 有沿河港口 曾
是古代三佛齊王國的占碑遺跡所在
地 距離占碑市僅有二十六公里
蘇門答臘是印尼最西面的一個大
島 也是全球第六大島嶼 全島面積
達四十七萬平方公里 蘇門答臘島東
南與爪哇島隔著巽他海峽相望 北方
隔著麻六甲海峽與馬來半島遙遙相
對 東方隔著卡里馬達海峽毗鄰婆羅

上師本尊護法眾
壇城聖眾我供養
父母為主有情眾
生生世世各方所
皆能親見佛淨土
願與彌陀合為一
三寶聖眾三根本
以清淨力發此願
祈速成就賜加持

︿圓果雷藏寺﹀
︽真佛宗︾︿圓果雷藏寺﹀座落
於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的占碑市
︿圓果雷藏寺﹀的前身是︿圓果
堂﹀ ︿圓果堂﹀成立於一九九二年
十一月十六日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的加持 ︿圓果雷藏寺﹀
於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落成
目前 ︿圓果雷藏寺﹀每年都會
舉辦三次法會 包括一年一度的﹁梁
皇寶懺法會﹂ ︿圓果雷藏寺﹀眾同

洲 西方瀕臨印度洋
蘇 門 答 臘 的 古 名 為 s u v a r nN‧ a
dvipa︵梵文：金島︶ 中國文獻中
也稱為﹁金洲﹂ 馬來語稱為Pulau
Emas也是指金洲 顯然是因為自古以
來蘇門答臘山區出產黃金 十六世紀
時 ﹁金洲﹂之名聲曾吸引不少葡萄
牙探險家遠赴蘇門答臘尋金 古時的
蘇門答臘島上有室利佛逝 蘇門答
臘 八昔 亞齊 那孤兒和黎代等古
國

■文∕釋蓮拂金剛上師

㊞尼占碑阿底峽遺址及千年佛塔朝聖紀實︵㆒︶

願燈碗變化成三千大千世界的
廣大輪圍
願燈柱變化成高廣須彌山王
願酥油變化成大海
願數量無盡 在無量佛前都有
億盞明燈
願此光明消除三有之頂以及下
到極苦地獄以上所有的無明與黑暗
願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的淨
土都顯現親見

諸佛正法聖僧眾
直至菩提我皈依；
以我布施等功德
為利眾生願成佛

先發露一段燃燒自己 照亮黑
暗的阿底峽尊者供燈祈願文：

首

▲甫下飛機就看到天空中一
條顯化成一髻佛母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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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峽尊者及印尼占碑的宿緣！也是我
們真佛聖弟子們和占碑的因緣！據
說 當年阿底峽尊者從印度遠赴重
洋 歷盡千辛萬苦 就是到印尼蘇門
答臘島的占碑向金洲大師︵法護大
師︶求法 在那裡 祂虔敬地侍奉金
洲大師十二年 學到了最大的法︱發
菩提心法！
感恩師尊和佛菩薩 筆者有幸每
次都能夠與佛同行 赴聖地朝禮 由
於師尊和佛菩薩的加持 筆者了知自
己與印尼︵尤其是占碑︶有宿緣 一
直以來 筆者都有個心願︱有機會一
定要再到占碑的阿底峽遺址朝聖 感
受那裡的地靈 得到祖師的加持！
有消息傳來 近期在阿底峽遺址
附近又發現了千年佛塔︵當年行者們
修行及生活之場所︶ 而且近來國外
有很多考察團不斷來此探訪 研究
許多西藏的仁波切也都很虔誠地來此
朝聖 我們︽真佛宗︾的一些上師
法師和同門也多次到過那裡 這更加
激發了筆者赴占碑的興致
因緣巧合 二○一三年十二月下
旬 ︿圓果雷藏寺﹀禮拜梁皇寶懺
這也算是難得的機緣 既可拜懺又可
以朝聖 此次 ︿圓果雷藏寺﹀還是
像往年一樣邀請釋蓮飛金剛上師主
壇 眾法師護壇 一心去朝聖的筆
者 這次也順便加入了這一行列

飛赴︿圓果雷藏寺﹀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行
人從雅加達機場飛赴占碑 是日 晴
空萬里 大日普照 令人心情爽朗
一路上 喜歡看雲的筆者 從飛機上
向外望去 祥雲滿天 要去聖地 佛
菩薩及龍天護法都有來呦！占碑距雅
加達只有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時間 因
此 很快就抵達了占碑機場 一下飛
機 就看到天空中有一條豎直的雲
此景非常特別 筆者知道那是一髻佛
母 立刻請隨行的蓮轟法師趕快拍下
這一殊勝難得的妙景！
︿圓果雷藏寺﹀的理事長蓮花偉
鈞師兄帶領一些同門前來接機 大家
見面時都非常興奮！之後就驅車前往
︿圓果雷藏寺﹀ 因為該寺距機場很
近 所以才一會兒的時間就到了 熱
情的師兄 師姐們都已經準備好豐盛
的午餐了 餐後 大家稍作休息 午
後下了一場大雨 天氣變得很涼爽
為祈願﹁梁皇寶懺暨瑜伽焰口法
會﹂一切吉祥圓滿 當晚 由蓮飛上
師主壇了一場﹁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
會﹂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大力加持 有逾一百五十人參加護
摩 護摩火燃燒得很漂亮 彷若預示
著此次占碑之行一切將會非常吉祥光
明！
︿圓果雷藏寺﹀讓筆者感覺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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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個個道心堅固 都有一日一修或恆
持﹃持本上師心咒﹄ 時而會帶領同
門到阿底峽遺址共修一壇法
︿圓果雷藏寺﹀秉承師尊的腳步
弘揚︿真佛密法﹀ 落實﹁敬師 重
法 實修﹂的精神 並積極培養年輕
的一代 讓︽真佛宗︾的法脈永續傳
承下去
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與印尼占
碑及阿底峽尊者的殊勝因緣
自二○一○年聖尊蓮生活佛全球
弘法以來 已經兩度親赴印尼 而每
一次聖尊都會法駕蘇門答臘島的占
碑 巡禮道場 並赴著名的阿底峽聖
地 聖尊蓮生活佛一到印尼占碑 天
上就雷聲不止 天降甘露 聖尊在該
地栽了一株菩提樹 天上有聲音對著
聖尊說：﹁你就是阿底峽的再來！﹂
當年 阿底峽曾
對當地的土著人說：
﹁若有人唸﹃嗡 古
魯 蓮生 悉地
吽﹄ 你們就去皈依
祂 祂即是我的再
來 ﹂所以 當地的
土著人一聽到這個咒
音 就一村又一村的
皈依了
這就是聖尊與阿
‧阿底峽尊者。

裡確實是地靈人傑 這裡的同門都是
佛緣深厚 無論是老菩薩還是小蓮花
童子 都很有善根 對人都非常親
切！尤其是小蓮花童子們 個個都是
那麼漂亮 天真可愛！
還有 ︿圓果雷藏寺﹀大殿虎邊
牆上那幅師尊穿紅色龍袍的法相照最
令人難忘了 好莊嚴啊！這是筆者第
三次來到占碑 以前都是護持師尊弘
法 每次到這裡都倍感親切 有回家
的感覺！
在﹁大白蓮花童子護摩﹂後 筆
者特別在開示中強調：密教行者首重
根本傳承 皈依具德的根本傳承上師
很重要！根本傳承上師是成就佛法的
關鍵！因為行者一切的成就都來自於
根本傳承上師！所以 行者一定要把

根本傳承上師當頂飾 行者永遠頭頂
著根本傳承上師 時時憶念 如此才
可以得到加持力 所以 一定要堅守
﹁三昧耶﹂！而蓮華生大士所說的
﹁敬師 重法 實修﹂ 那是一定要
實實在在依次第精進地修持 筆者勉
勵大家精進修持 把自己累世所造的
業障消除 還自己本來的清淨 同時
累積自己的福德；而消除業障有許多
種方法 其中 拜懺就是非常好的方
法
阿底峽遺址朝聖暨禮拜梁皇寶懺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早上八點三十分 天氣晴朗 筆
者 蓮飛上師 ︿圓果雷藏寺﹀堂主
蓮花偉鈞師兄 蓮轟法師
及另外兩位同門 一行六
人驅車去印尼慕亞拉占碑
千年佛塔遺址 據說其曾
是古代三佛齊王國的占碑
遺跡所在地
大家當日要去的地方
距占碑以北約三十公里
距二○一二年三月師尊來
到此地所栽種的菩提樹之
處 只有幾公里 這座千
年佛塔遺址是當年的佛教
徒修行之處 其中包括生
• 〈圓果雷藏寺〉大殿虎邊牆上所懸掛的師尊法相。

活區和祭拜的場所 據說 當年︵一
○一二年︶阿底峽尊者來到印尼向金
洲大師求法 就是在蘇門答臘島的慕
亞拉占碑這個地方上岸的 而這千年
佛塔遺址也自然可以令人推測到當年
阿底峽尊者很可能就是在此地向金洲
大師學了十二年的發菩提心大法
自一九八一年以來 印尼政府更
加重視對占碑千年佛塔遺址的開發與
研究 更多的佛塔被陸續發掘 根據
歷史記載 占碑的佛塔早在中國唐朝
時︵西元六六四年︶就已建設 成為
室利威查雅王朝國王祭拜的重地
印尼國家歷史文物研究中心今年
來對其遺址進行調查研究 發現約有
八十處佛塔遺址被埋於地下 此後
陸續對四個遺址進行挖掘 顯示出這
是印尼古代馬來王朝在亞洲最大型的
佛教學府 占地二六一二公頃 因為
是學府 其建築格式與日惹的婆羅浮
屠完全不同 其中包括了師生的生活
區和祭拜區
據史料記載 中國唐朝高僧︱義
淨法師於七世紀曾到過三佛齊學經
他在書中描述過﹁在圍牆圍住的環境
裡 千名僧伽聚精學習與祈禱﹂的情
景 在印尼蘇南省三佛齊境內佛塔
甚至蘇北省 北幹一帶佛塔 都沒有
圍牆圍住 只有占碑的佛塔 每座都
有圍牆圍住 以此推測 義淨法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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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與蓮飛上師、同門參觀佛塔遺址，
白底黃斑的小貓亦緊緊跟隨。

時看到的景觀應該就是在占碑的佛
塔 何況其中佛塔︵Candi Kembar
Batu︶挖掘時 發現有中國唐朝的開
元通寶銅幣；除此之外 也發現宋朝
紹定四年︵西元一二三一年︶刻有中
文字的鑼 以及中國古代各種文物
今待確證的是西元六七一年唐朝
義淨法師曾來過此取經 故 當時慕
亞拉占碑與中國已有往來 另外 待
考證的是阿底峽尊者在一○一二年到
印尼金洲島向金洲大師求法之地 就
是現在蘇門答臘島占碑的慕亞拉占碑
千年佛塔遺址
這些從古代佛塔發掘出的歷史遺
物 大部分是西元七世紀到九世紀唐
朝和宋朝的瓷器 銅像 以及當地紅
磚築建的佛教佛塔和相關文物 顯示
這片在巴當哈利河邊的古跡是一所一
千多年前在印尼的大型佛教大學 說
明當時印尼室利威查雅王朝和古馬來
文明在當地蓬勃發展 曾經是亞洲文
明和佛教文化的中心
目前 該遺址已成為國際上名聞
遐邇的朝聖之地 很多西藏的仁波切
也時常來這裡 且很虔誠地禮拜 並
向樹上拋哈達 以示最崇高的敬意
二○一三年八月 中國也有記者
專程來這裡探訪 以追溯源遠流長的
中印文化交流史 印尼前外交部長
占碑省長哈山‧巴斯里‧阿古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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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佛塔遺址入口處的牌子— CANDI KEDATON。

▲ 筆者在千年佛塔遺址打坐臺子下方所撿拾的石子。
▼通往阿底峽遺址路途，在巴當哈利河上的跨河大橋。

▼蓮拂上師在遺址內的獨孤樹下前留影。

▲ 筆者一行人與微杜裡花合影留念。

▲ 千年佛塔遺址內的獨孤樹。

▲ 非常美的微杜裡花。
▲ 在千年佛塔遺址所產的獨孤果。

▲ 筆者唸『四皈依咒』，為跟隨我們的小貓做皈依。
▲ 遠處倒下的樹幹所形成的象鼻財神，惟妙惟肖！

印尼大學教授 考古系學生 都曾來
此考察 更有發心關愛慕亞拉占碑千
年佛塔的華裔居士 為考察和研究出
資 出力
╳
╳
╳
╳
早晨的占碑空氣很清新 也沒有
交通堵塞 一路上 大家高高興興地
談笑風生 一邊欣賞著沿途的風光
在路過著名的巴當哈利河的時候 堂
主蓮花偉鈞師兄向我們講到當地有一
種傳說︱﹁凡是喝了巴當哈利河水的
人 一定會再返回來的！﹂是啊！我
們不就是又再回來了嘛！
巴當是印尼的一個島 靠近新加
坡 巴當哈利河很寬 氣勢雄偉且長
達數百公里 是從西蘇門答臘省的省
會巴東那裡起源的 據說 當年阿底
峽尊者來的時候就是經過這條河
在巴當哈利河上的跨河大橋建得
很美 我們跨過大橋 繼續行駛 沿
途風光秀美 有許多很奇特又漂亮的
樹 據說這樣特別的風景在印尼也是
少見了 我們還看到路邊的攤子上有
賣一種水果 大家都叫它﹁獨孤
果﹂ 這是只有在占碑才出產的
哇！這是筆者最喜歡吃的一種印尼水
果 在椰城曾經吃過 但這裡的怎麼
看起來這樣大 而且顏色更美 是金
燦燦的顏色
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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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千年佛塔遺址︱格打頓佛塔
︵CANDI KEDATON︶ 據說 慕亞拉
占碑以前就是一個小鄉村 而格打頓
佛塔就是千年前佛教徒修行的道場
堂主蓮花偉鈞師兄特別告訴我們 他
曾夢到我們經過的這條通往慕亞拉占
碑村的路 已改名為﹁蓮生路﹂！
要進入佛塔遺址一定要經過一條
河 河上面有座臨時搭建的木橋 我
們就把車子停在一座靠河邊的小木房
子前面 因為下了場雨 雖雨量不
大 但也把橋淹了一部分 大家必須
要脫掉鞋子淌水過橋 還好水不深
正好洗腳！有人講因為我們不夠清
淨 去朝禮祖師修道的地方 要先清
淨一下 聽起來 似乎也有道理
過了河 就步入了千年佛塔遺址
區 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個非常
醒目的方形佛塔底座遺址 周圍是一
片倒塌了的磚圍牆 有兩道牆 八個
門 入口處有一牌子立在那裡︱
CANDI KEDATON 牌子上印有印尼文
和英文的介紹
再往裡面望去 可見到高大挺拔
的古老榴槤樹 還有一些很奇特的
樹 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這裡面最明
顯的兩處遺址就是：一處是窄長方形
類似禪修的洞窟 但它是露天的 應
該是當年佛教徒打坐或共修的地方；
另一處是一個大平臺 據說是當年修

行人祭拜的地方︵看似做大供養的地
方︶ 而這裡所有的建築 都是用磚
砌成的
我們剛剛一踏進佛塔 突然有一
隻非常瘦小 白底黃斑的小貓向我們
跑了過來 牠朝著我們喵喵叫 好像
在向我們問候 之後 牠就一直跟著
我們 看到這麼瘦的牠 真令人憐
惜！牠喜歡 那就讓牠跟著我們吧！
奇怪的是 牠很快就和我們熟悉了
彷彿就是我們的一員 我們走到哪
牠就跟到哪 我們照相 牠也很快就
找到牠自己的位置和大家一起合影
我們繼續在圍牆內仔細地參觀
先進到那個打坐禪修的地方 大家一
進到裡面 就覺得磁場真的不同呦！
果然 真的像是有祖師修行過的地
方 能量很強！蓮花偉鈞堂主講 有
時候 堂裡會帶領一些同門前來這裡
共修 當大家共同持咒的時候 會有
很強的聲音在這裡迴盪 但仔細聽
和我們的咒音不同 好像是梵音 也
許那就是天籟之音吧！
在打坐的臺子下面 我們見到有
許多圓圓的石子兒 堂主講他們曾經
拿石子兒回去 供奉在壇城 後來就
看到石子兒在放光哎！一聽到這樣神
奇 我也挑了幾個大小不一的石子兒
帶回去觀察
我們也登上了那個祭拜用的大平

臺 好開闊呀！站在那裡仰望天空
真的有一種心底無私天地寬的感覺！
這時候 還有什麼煩惱嗎？
令人非常興奮的是 在這裡 我
們發現有幾顆很高大的獨孤果樹 上
面還結了很多的果子 哇！原來這種
樹生長在此聖地 難怪果子那樣好
吃！是佛果呀！大家都想立刻從樹上
摘一些下來吃 這時 旁邊跟著我們
的當地土著馬上就給我們取來了一袋
獨孤果 讓我們馬上就有得吃 能來
到此聖地 又有甜美的佛果吃 我們
真的是很有福氣！聽說這獨孤果只有
在年尾才是季節 這時來正是時候！
佛塔遺址內還有一景很奇特！我
們看到了一個大象鼻紅財神站在那
裡 像活的一樣 但這個象鼻財神是
由一些倒下的樹幹形成的 惟妙惟
肖！它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難道是當
年隨大師從印度來的？看來紅財神和
印尼也是很有緣！無論如何 在這裡
遇到紅財神都是非常吉祥的！
我們在圍牆裡面停留了大約半個
多小時 拍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那
只小貓還是一直地跟著我們 這時蓮
飛上師突然講 趕快給小貓皈依！對
啊！牠一直跟著我們 是要我們幫牠
皈依的啊！說也奇怪 小貓咪經常對
著我叫 那聲音就是：﹁媽咪 媽
咪！﹂大家聽了都在哈哈笑 有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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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地說：﹁你前世可能是牠的媽媽
現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我馬上蹲
下來 一邊兒用手撫摸著牠 一邊兒
唸﹃四皈依咒﹄ 牠真的是很乖 看
起來非常喜歡我為牠做皈依 之後
大家又唸﹃根本上師心咒﹄給牠聽
牠似乎更喜歡聽了 現在回想起來
當時應該給牠一個法號 也許叫﹁蓮
花占碑小貓﹂吧！
這時 我們開始往外走 這裡的
確很美 很特別！回到河邊兒 我們
發現有一種非常美的花︱微杜裡花
據說 這種花很有名 在印尼還有一
首歌是讚美它的 我們大家還在美麗
的花前拍了照
踏上了回程 馬上就要上橋了
小貓還是跟著我們 同行的丁師兄

▲千年佛塔遺址內的護法神。

說：﹁小貓似乎是要和我們回︿圓果
雷藏寺﹀ ﹂我們大家也都有這種感
覺 但堂主講：﹁小貓留在這裡會得
到祖師的更大加持！再說 橋淹水
了 牠也過不了橋 ﹂小貓只好淚汪
汪地留下來了 下次我們再來時 有
緣就再見面吧！
我們又把鞋子脫下 再淌水過河
回到對岸 正好把撿來的石子兒也洗
乾淨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時回頭望
去 小貓還站在那裡望著我們 牠在
我們的視野裡變得越來越渺小了 望
著牠那瘦小的身軀 筆者在想 牠難
道是來示現給我們看的？古代的行者
多數都是修苦行的 所以牠也是來修
苦行的 但我們今世皈依了師尊 不

址內護法神的

近攝。

▲千年佛塔遺址內古樸的美景。

用做苦行僧 又有這麼多珍貴的法來
修 是何等的幸運啊！
我們又回到了停車的小房子前
這時看到房前的木製平臺上站了一個
小男孩兒 好可愛的小孩兒啊！有著
一雙閃亮的大眼睛 真不敢相信這小
男孩竟是生長在這偏僻的小山村 大
家都非常喜歡這小男孩兒 還為他拍
了照片留念
回來的路上我們大家都覺得這裡
的地靈果然不同凡響 這裡的人 小
貓 花草 樹木
一切都是那樣
有靈氣 還有那特別的水果 真的是
令人難忘！
╳
╳
╳
╳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四
點 ︿圓果雷藏寺﹀梁皇寶懺開懺

▲千年佛塔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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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附近河流上的磚製小亭子。

︵未完待續︶

切供養之最 在占碑這個得天獨厚的
地方 講大乘菩提心是有其非常深遠
的意義！因當年阿底峽尊者歷盡千辛
萬苦帶領一百二十五名弟子 在海上
航行三個月 從印度來到印尼的占碑
向金洲大師求法 金洲大師傳授給祂
的就是﹁大乘菩提心法﹂ 以及﹁自
他互換法﹂的不共教授 此﹁發大菩
提心﹂正是成佛的關鍵！
接下來 上師向大家介紹有關阿
底峽尊者和金洲大師的應化因緣以及
與印尼占碑的特殊因緣 並欣喜地與
大家分享了前一天去格打頓佛塔朝聖
時 所遇到不可思議的情景

念。

識 遠離損友；要發菩提心 有出離
心 住於空性 悟無所得
晚上 當大家要散去時 突然發
現堂裡養的那盆皇帝花開了！︵這種
花很難得會開 且都是在半夜開的︶
堂主風趣地講：﹁我們禮拜梁皇寶
懺 梁武帝顯靈 開出了兩朵漂亮的
白色皇帝花 這花很像白蓮花啊！﹂
可見拜懺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議！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今日禮拜梁皇寶懺第三卷和第四
卷 禮懺後 為大家開示﹁金剛乘的
行者第一要緊的是不要忘失菩提
心﹂ 行者只唸佛 持咒 但不發菩
提心 那是不能成佛的！金剛乘行者
一定要在﹁心﹂上下功夫 心供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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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內合影留
人於千年佛塔
▲筆者等一行

由蓮飛上師主壇 開始禮拜第一卷
晚上七點三十分 繼續禮拜第二卷
筆者是有些時日沒有禮拜梁皇寶懺
了 剛開始拜時 覺得有些辛苦 但
看著主壇蓮飛上師是那樣的自在 唱
得那樣動聽 大家一起虔誠地禮拜
整個︿圓果雷藏寺﹀彷彿是在開音樂
會般令人愉悅 漸漸地 筆者也就很
快融入了這感人的場面
兩卷禮懺結束後 為大家開示懺
悔罪業的意義和重要性 並講解了拜
懺的意義 行者唯有真心發露懺悔
才能消除累世所造惡業及修行上的障
礙 而為了防止再造新的業障 修行
人一定要守戒 要行善布施 千萬不
要因為犯戒 造業而失去了寶貴的人
身 下了三惡道；還要親近大善知

▲千年佛塔遺址內的供養祭祀台。

菩提園地

二

○一四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
一日 ︿蓮聖同修會﹀邀請
釋蓮拂金剛上師主壇﹁大隨求菩
薩﹂和﹁咕嚕咕咧佛母﹂的護摩
法會 除了祈願與會大眾所求如
願 一切吉祥 敬愛圓滿之外
更以四眾弟子最虔誠的心 迴向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體
安康 長壽自在 常住世間 永
轉法輪
七月二十日適逢週日 朗朗
的晴空下 求福善信一一湧入
︿蓮聖同修會﹀ 同修會還準備
了精緻豐富的供品 有各種的藥
材以及﹁大隨求菩薩﹂八臂所持
法器的彩畫 冀能觸動主尊的
心 賜予所有參加者大感應 蓮
拂上師還特別告知大家：﹁大隨
求菩薩的大威神力 連墮入阿鼻
地獄的幽冥仍可超拔！﹂又 大
隨求菩薩依其名號 誓願 正是
隨眾生所求給予滿願 是以﹁只
要是善願 便大膽去求！﹂而法
會之前 延生位點的環香竟然
﹁發爐﹂ 燃起光明的烈焰 如
此吉兆 令參加眾皆非常興奮！
下午二時半許 ﹁大隨求菩
薩護摩法會﹂正式開始 在蓮拂
上師以五色拂塵清淨供品後 熊
• 法會開始前

身心清淨能得佛光加被

■文∕蓮花懷之

延生位的環香竟然﹁發爐﹂！

記〈蓮聖同修會〉大隨求菩薩、
咕嚕咕咧佛母暨請佛住世護摩法會

熊的護摩火燃起 熾烈的金色火
光猶如護摩主尊無能勝的大光
明 照遍與會大眾的身心；蓮拂
上師俐落有力的手印 每一印都
蘊含豐沛的靈力 在根本傳承上
師 大隨求佛母與諸佛菩薩降臨
放光中 參與的同門所求皆得到
大加持
迴向時 蓮拂上師虔誦讚
偈：﹁大悲觀音妙化身 名曰與
願大隨求 熾盛八臂圓輪光 周
遍法界智無染 救脫災苦諸逼
難 無礙加持固成就 普願困厄
諸有情 同入瑜伽大願海 ﹂法
會功德除了迴向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之外 亦祈願有緣幽
冥眾悉皆超薦往生 離苦得樂
與會大眾身心清淨 所有祈求皆
得如意
開示時 蓮拂上師先稱讚
︿蓮聖同修會﹀理事長鄭師姐能
獨當一面 能一人籌辦及打理法
會的大小事務 令來幫忙的義工
同門速速進入狀況 上師也感謝
眾善信的蒞臨參與 上師此次是
去新加坡弘法 回來時在台灣轉
機 本無在台弘法的行程 藉著
鄭師姊發心的因緣留在台灣幾
天 連續兩天主壇了﹁大隨求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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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雲中閃耀著彩虹光與般若光。

薩﹂和﹁咕嚕咕咧佛母﹂的護
摩 法會也特別請師尊加持；是
日護摩火燃燒得非常好 火焰旺
盛卻沒有什麼黑煙 代表大眾的
業障不算很重 在大隨求菩薩及
諸佛菩薩的祝福下 望大家的祈
求都能得到滿願
而後 上師仔細地介紹大隨
求菩薩的大威神力 並介紹菩薩
八臂所持法器的密意及詳述大隨
求菩薩的廿三種利益 上師強
調 真正重罪之人是無法聽聞如
此殊勝法門的 故 今日有緣來
參加法會的人 實皆有大福分！
上師亦期勉同門要嚴守五戒 這
是維持人身的基本要件 守得身
心清淨 自然能得到純淨的佛光
加被

蓮拂上師讚美︿蓮聖同修
會﹀是一個很好的道場 壇城非
常莊嚴閃亮 希望大眾珍惜這麼
好的場地 上師說 到佛堂同修
可以約束行者的身心 催動行者
精進 消業增福 ﹁財 侶
法 地﹂都是從一個小小的佛堂
開始成就的 行者千萬不能有害
人之心 要以﹁自他互換法﹂來
攻破﹁執心﹂ 視他人與自己為
一體
上師要大家多看師佛的書
師佛近期著作︱︽打開寶庫之
門︾講了非常多明心見性的口
訣 每個人閱讀後都會有所悟
境 但 即使開悟 也要靠實踐
師佛的法教 才能守
護 堅固開悟的心
蓮拂上師以日前在
新加坡主壇三場法會為
題 雖然分別是以大白
蓮花童子 二十一度
母 紅財神為主尊 但
都以﹁請佛住世﹂為
本 參與者都得到非常
美妙的感應；可知比起
其他求福的方式 實踐
請佛住世 才是最根

本 最快的增加福慧法門
法會最後 蓮拂上師代師賜
予﹁大隨求菩薩持咒灌頂﹂；並
以白 黃 紅 黑 綠五色拂塵
替大家做息 增 懷 誅 寶的
五部加持 與會大眾無不法喜充
滿 法會後 上師和同門拍到了
非常殊勝的彩虹光和般若光的照
片
七月二十一日是星期一 為
了相應法會主尊﹁咕嚕咕咧佛
母﹂的紅色敬愛相 鄭師姐率義
工同門在短短的半日空檔中 就
將壇城布置得紅光遍遍 非常莊
嚴 供品亦是豐盛非常 星期一
雖是上班日 但︿蓮聖同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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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隨求護摩法會」之後，天垂瑞相；

• 參加「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的與會善信們。

菩提園地

依然湧入許多聞法而來的善信
可見大敬愛尊超凡的攝召力 蓮
拂上師繼續提醒同門要重視超
度 咕嚕咕咧佛母是阿彌陀佛的
化現 超拔幽冥之力亦不同凡
響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於下午三時開始 大眾齊誦﹃咕
嚕咕咧佛母十方發射法心咒﹄
當護摩火點起 火紅的光明遍照
於道場 彷彿是護摩主尊廣射十
方的優婆羅花箭 演化著優美手

印的蓮拂上師 猶如展現了﹁三
界自在空行母﹂的美麗舞蹈 許
多同門都感應到根本傳承上師
咕嚕咕咧佛母與諸尊溫暖的敬愛
加持力 迴向時 蓮拂上師再誠
心祈求根本傳承上師佛體安康
常轉法輪；幽冥眾生業障消除
往生淨土；與會大眾敬愛圓滿
所求如意；︿蓮聖同修會﹀障礙
消除 法務興隆；更祈願護摩主
尊依地 水 火 風的誓願 弭
平臺灣的一切天災人禍

▲「咕嚕咕咧佛母法會」護摩火
中顯示作明佛母的形相。
▲「咕嚕咕咧佛母法會」護摩火中顯示
酷似紅財神與美的天女的形相。

而後 蓮拂上師開示咕嚕咕
咧佛母的功德和佛母所持法器的
各種力量 行者修持咕嚕咕咧佛
母法不只是可獲敬愛而已 祂有
地 水 火 風四大誓願：
﹁地﹂可出生一切 增加資糧
﹁水﹂可息滅業障病苦 ﹁火﹂
可加持敬愛成就 ﹁風﹂可摧破
全部魔難 四大的災難無不調
伏
依﹁敬愛﹂之說 上師繼續
闡揚﹁自 他﹂之間的密意 上
師希望與會大眾要明白 人與人
之間 一定要先尊重別人 才會
得到別人的尊重 就算相處上有
干戈 也別忘了別人是自己的鏡
子 要能自省 修忍辱 要像咕
嚕咕咧佛母一樣敬愛他人 像師
佛一樣以﹁慈悲 利他﹂為準
則 消滅自己所有不利於他人的
念頭 以此發菩提心 對眾生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樣
才是真正的菩薩！
上師再度強調根本傳承上師
的重要性 每位上師 弘法人員
乃至所有的真佛弟子 一切都要
仰仗聖尊的大加持！修法想要有
所相應 一定是與根本傳承上師
為一體的 才不會退道心 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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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門仍留在屍陀林同修大煙供。

所有的災難及惡緣退散 祈求滿
願 敬愛皆如意
是次﹁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
會﹂非常殊勝 尤其奇妙的是
在護摩火中 拍到許多雙雙出現
的形相 足見大敬愛尊的慈悲與
不可思議！
法會結束 蓮拂上師帶領十
多位同門來到五股的第一公墓
︿孝恩堂﹀同修大煙供 ︿蓮聖
同修會﹀亦準備了豐富供品 堆
積如山的煙供粉與蓮花 金紙
很快地在野外布置了簡單莊嚴的
臨時壇城；蓮拂上師以鈴和鼓奉
請根本傳承上師 四臂觀音 蓮
師 普巴金剛及諸佛菩薩 十方
空行護法下降 大家一起共修
﹁四臂觀音煙供法﹂ 恭誦﹃觀
世音菩薩心咒﹄十串珠 上師演
化了息災 超度手印 將煙供粉
燃起的無盡妙香變化為無量的妙
供 上供下施 焚燒的金紙 法
船 刮起了一陣陣的旋風 只見
天空布滿祥雲 大家都感應到靈
眾紛紛前來受供 真是非常難得
的經歷 此次的墳場煙供亦攝得
了殊勝的放光照片
同修結束 蓮拂上師分享在

• 同門在屍陀林同修大煙供後，

攝得如柱般的放光相片。

屍陀林修法的經驗 上師說 師
佛已多次在開示 文集中詳述
煙供本身有甚大功德 而我們在
農曆七月與中元節於墳場做煙供
及廣大供養 與有緣的眾靈結善
緣 只要行者發心純正 是可以
利益極多眾生的
上師在各地都有到屍陀林修
持 各處都有不同心得 有緣參
加的同門也都吉祥平安；希望人
人都廣結善緣 聚積解脫資糧
在蓮拂上師這兩日的弘法行
程中 有幸參與的大眾皆能得到
根本傳承上師與佛菩薩的殊勝加
持 上師精彩的開示與身教 也
讓參加眾學習到許多佛法的正
知 正見與重要口訣 真是滿載
而歸！許多同門無不希望能請蓮
拂上師日後再來指導 ︿蓮聖同
修會﹀﹁大隨求菩薩﹂ ﹁咕嚕
咕咧佛母﹂暨請佛住世的兩場護
摩法會 終於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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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魔強法弱 唯一的對治之
法就是佛法 而﹁有佛住世﹂才
會有佛法；師佛在其第二四○冊
文集︱︽打開寶庫之門︾慈悲透
露﹁請佛住世是最大福田﹂
故 行者要日日實修 以實踐佛
法的功德去請佛住世 請佛轉法
輪；如此 不但可以圓滿行者的
福慧資糧 更可以為一切眾生延
續慧命
開示完畢 蓮拂上師代師為
未灌頂過﹁咕嚕咕咧佛母法﹂的
同門賜予﹁咕嚕咕咧佛母持咒灌
頂﹂；以黃 紅拂塵給大眾做賜
福 敬愛的加持 願眾等在根本
上師與護摩主尊的大威神力下

• 天色已黑，

善待細胞，你就能活得更健康！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李豐，這位國內細胞病理權威，沒㈲被癌症擊倒，走過㆔㈩年漫漫抗癌心路，她沒㈲
怨，反而感謝癌症，讓她㈻會省視㆟生。
㆔㈩年前，當時正在加拿大研究所進修的李豐，被㊩師診斷罹患惡性淋巴瘤，估計只能
再活半年。那時候，她是〈台大〉㊩㈻系畢業的高材生，㆔㈩歲不到，正打算去開創美好㆟
生，「癌症」擊垮她㆒切夢想與希望；㆔㈩年過去了，李豐還活著，且走出生命谷底，健康
狀況也不斷在爬坡，她笑說：「我要感謝我的癌症，因為我賺到了，到現在已經多活了㈥㈩
個半年！」
已從〈台大㊩院〉退㉁的病理科㊩師李豐，是國內細胞病理權威。李豐表示，得到癌
症，即使治好了，也不表示病㆟已痊癒，因為抗癌是㆒輩子的功課。她曾在顯微鏡底㆘觀
察，㆒位已治癒的鼻咽癌病㆟，廿㈥年來癌症未再發，在他去世後，其鼻咽組織仍看得到癌
細胞，只是癌細胞被正常細胞包著，隨時伺機而動。
被宣判罹癌症 猶如青㆝霹靂
從發現癌症迄今，李豐已經㈻會和癌症和平共處。但是，㆔㈩年前的癌症宣判，猶如青
㆝霹靂。那時候，李豐在加拿大當㊩師，研究所進修課程只剩㆒年就畢業了，但頸部淋巴結
卻無緣無故腫大，經診斷確定是惡性淋巴瘤，面對這個打擊，她簡直嚇呆了。更可悲的是，
已論及婚嫁的㊚友藉故疏遠她，㊩院老板要求她離職……。
在失去所愛、失去工作、失去健康的多重打擊之㆘，李豐情緒跌到最低點，甚㉃還想到
㉂殺，她的癌症經過手術、放療、化療，病情時好時壞；㆒年半以後，她回到國內，不但獲
得友情安慰，而且恢復工作，還認識了另㆒半—作家李慶榮，李豐的情緒由消極轉為積極，
雖然頸部腫瘤還像鴨蛋般大，但她㈻著去接納它，並修正觀念、調整生活作息。
由於長期治療與服藥，李豐的身體非常孱弱，治療後的副作用層出不窮，雖然癌症控制
住沒再發，卻是大小病不斷，感冒、帶狀皰疹、肺結核……，㆒個接㆒個，住院、出院像家
常便飯。
直到㈩㆓年前，她持續發燒住院兩周，㊩院㆒直以肺結核做治療，抽血結果卻顯示她吃
了太多藥物而引起㆗毒性肝炎，肺結核其實是誤診，她躺在病床㆖深思，平白吃了這麼多
藥，卻惹來㆒身副作用，她㉂問：「我要因為癌症而死？還是因其他併發症而死？」
練瑜伽吃素禮佛

㈩年來未曾住院

生病之後，李豐開始做的運動是爬山，但㈲㆒次爬山摔傷了腰椎，只能坐著輪椅，復健
很久，最後卻演變成退化性關節炎。此時，她接觸到瑜伽，剛開始兩年，她只在家㆗練瑜伽
的熱身和拉筋，㆒般㆟幾個㈪就可以做到兩腳雙盤，她足足練了㈦年才達成，進度雖然慢，
健康卻在無形㆗改善了，她知道㉂己的身體差，所以練得比誰都勤快。
如同許多癌症病㆟㆒樣，李豐也嘗試過各式各樣的民俗療法、健康食品，但是，只要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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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沒效果，就馬㆖停止。如今，她什麼補品都不吃，只吃全素（不吃蛋、牛奶），李豐說，只要
是新鮮的食物，不經加工的蔬果、糙米飯，就是最㆝然的營養品，她認為，㆟活得越㉂然越好，簡
單清淡，讓她的健康㆒㆝比㆒㆝好。
癌症病㆟㆔處方：多笑、積極、不生氣
原本是急性子，凡事講求效率的李豐，罹患癌症之後，改變最大的就是「隨時反省㉂己，㈻會
放鬆」，李豐給癌症病㆟的㆔個處方是：多笑、生活態度要積極、不生氣。她㉂己也是這樣㆒步㆒
步走過來的。
卅年來，她的癌症不曾再發作過，當初那個鴨蛋大的腫瘤，已經萎縮剩㆘㆒個小疤。李豐表
示，癌症病㆟要從心態及生活㆖去改變，㈻習放鬆，處世樂觀，讓身體免疫力保持在最好的狀態，
細胞，是我們最忠誠的伙伴。細胞不會欺騙、不會假裝、也不會隱瞞。如果主㆟善待它，它便表現
得活力㈩足；只要讓細胞的環境改變，壞細胞變回好細胞的機率非常高。如果是基因密碼已受到損
傷的細胞，我們的身體㉂然會把它們淘汰掉，製造出新的細胞來取㈹它們的位置！
李豐㊩師說：「我的細胞病理專業讓我明白，生病都是咎由㉂取，是我們置㉂己的細胞於死
㆞，讓身體沒㈲機會復原。罹癌後，我開始㉂我反省，改變了飲食、作息、運動，只要善待細胞，
身體就會越來越好；身體的主㆟㈲壓力，細胞就會生病；善待細胞，就可跟癌症或慢性病和平共
處。
正確飲食，規律作息，樂觀㆟生
㈲機糙米是細胞歡迎且需要的能量好食物，多吃當㆞、當季新鮮的，勝過進口、罕見的食物；
要健康就要讓細胞動起來，運動可讓氣血暢通，是㆒帖健康良藥；哈哈大笑，可讓全身及內臟細胞
慢跑或跳舞；生活規律，細胞會回饋給你好身體；改變飲食習慣，不留宿便，讓腸道乾淨；知道㉂
己的極限，只承擔能力範圍內的壓力就好；凡事正面思考，把能量轉化成激發生命向㆖的動能；惜
福知足，㉂愛助㆟，從練習慈悲心開始。此外，老年是㆟生的第㆓個出發點，多做好事，可以讓生
命更㈲意義，而預做往生準備，臨終時無障礙，可以走得㉂在。
從被㊩師宣告只能再活半年，但㉃今又多活了㆔㈩年！若問為什麼，李豐㊩師的答案是：她很
「尊重細胞」。在此分享抗癌養生㊙訣：
規律作息：清晨㆕點起床，晚㆖㈨點睡覺。
清淡飲食：以㈤穀雜糧加蔬菜為主。
靜態運動：靜坐、瑜伽。
動態運動：爬山、拍打、拉筋、舉啞鈴、雙膝夾球、哈哈大笑。
快樂哲㈻：時時保持心情愉快，常懷感恩心。
㆟生目標：臨終無障礙，走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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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egin this short article, allow me to quote from a letter:

Om Mani Padme Hum
My most respectful Grandmaster,
Time fli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month since I received your reply of 12th September.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for not written in to thank you earlier, for which my sister had
complained many times already.
You are kind enough to bestow a Gui Ren (lucky man) charm to my sis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empower her and her friend with radiating lights. Their unwholesome karma have since
reduced considerably. They also came to realise your timely reminder and helps. We are very
glad indeed. My sister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gastric problems, and has never been on a
vegetarian diet before. After she read your reply, she went on a vegetarian diet for a whole day
and chanted one thousand and eighty times of guru mantra. She also began to chant True
Buddha Sutra one to two times a day. Whenever she is free, she will chant the guru mantra
silently. No words could describe her inner gratification to you. As she can't write well, she
asked me to write in on her behalf. Please forgive her discourtesy.
My sister was very happy to have communicated with you. She has the greatest faith in you.
She could feel the empowerment by your Buddha light, which is strong and great. She was very
happy to tell us ,one day after finished chanting one thousand and eighty times of guru mantra
with the utmost sincere heart, she went to bed. When she was about to sleep, she saw two halos
with green light vividly.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again about ten days ago, when two gold
yellow halos radiating light on her...
What is your explanation?....
●
Lately, when disciples asking for charms, I wanted them to chant guru mantra one
thousand and eighty times.
The short mantra will do.
The short mantra is ”Om guru lian-Shen sidhi Hum”
The meaning of the mantra is ”the great teacher of the universe, the Pur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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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of Living Buddha Lian-Shen, may everything be accomplished.”
Why must we chant this mantra?
Because when you ask for a charm, you must be very devoted. With a sincere
attitude, the charm will be effective. This is a fact all of us know.
Once you chant the mantra, there will be spiritual response with Padmakumara.
The Lotus Youth (Living Buddha Lian-Shen) will be able to empower and protect you,
and everything you asked will be fulfilled.
There must be spiritual response in order to use charm, and chanting mantra will
lead to spiritual response.
A green halo - is to bestow dharma medicine.
A golden yellow halo is to increase the causation with Buddha.
Those who see the halos of guru mantra will have great causation with Buddha and
will get great merit.
●
What is the guru mantra?
It is a dharani, a magnificent dharma of the guru. An enlightened person who after
seeing the true self, will culminate his true experience into a mantra. Vajra guru Lian
Shen's heart mantra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Long mantra - Om Ah Hum, Guru peh, Ah ho sasah maha, Lian-Shen sidhi Hum.
Short mantra - Om Guru, Lian-Shen sidhi Hum.
One word mantra - Hum.
Chanting guru mantra is:
Chanting the guru mantra secretly,
your prayer will be answered.
With the utmost sincere heart,
is the greatest secret.
Linking with the guru,
there are endless uses.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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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ne faut pas oublier le pacte

»

Ah, Dâkinî ! Dans cette vie, vous
avez pris refuge auprès de moi ; je
vous ai reconnue, et vous avez même dit
que c'était moi qui vous avais demandé de
descendre dans ce monde poussiéreux pour
seconder le Vrai Bouddha. Je vis
aujourd'hui en ermite au Lac foliacé,
pourquoi avez-vous encore l'intention de
descendre ici-bas ?
Ah, Dâkinî !
Pourrez-vous rester lucide, pure et
agréable ?
Pourrez-vous ne pas oublier l'idée de la
Voie ?
Pourrez-vous vous libérer de la
souffrance et obtenir la joie ?
Pourrez-vous purifier votre propre
coeur ?
Pourrez-vous revenir au maha Étang au
Double Lotus ?
» La véritable réalisation dans la vie
consiste à purifier son propre coeur et à
délaisser la célébrité et le profit ; la plus
grande réalisation, c'est de porter secours
aux êtres vivants pour qu'ils puissent se
délivrer de la Roue de la souffrance. Seule
cette pureté immaculée nous permet de ne
pas subir la transmigration dans les Six
Voies. Ah, Dâkinî ! Vous voulez retourner
en ce bas monde, mais avez-vous la pleine
confiance en vous ? Êtes-vous sûre de vous
?
À ce discours, la dâkinî fut saisie de
frissons, et ses yeux se remplirent de
larmes. Je savais qu'elle n'était pas du tout
assurée de pouvoir retourner dans 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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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este. C'était justemen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me faisais du souci.
La dâkinî me demanda :
— Maître vénérable ! Que dois-je faire
?
Elle était en contradiction avec ellemême, et son coeur se démenait.
Je lui répondis :
— Le commun des mortels s'impose
toujours des contraintes et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il s'enfonce dans l'océan de
souffrance, comme s'il habitait une maison
en flammes. Ici-bas, tous les gens sont
tourmentés à la fois par la froideur et par la
chaleur, et tous sont d'accord pour dire que
l'intensité de la souffrance est plus grande
que celle du bonheur. Pourtant, bien qu'ils
vivent dans un océan de souffrance,
combien parmi eux la comprennent à fond
et y ont renoncé ? C'est comme s'ils étaient
dans un rêve, ne pouvant pas en sortir.
Je continuai :
— Aujourd'hui, dans le Monde de la
béatitude parfaite du Bouddha, les sons
articulés propagent tous le dharma
merveilleux ; l'eau de mani s'y déverse ; les
portraits des Tathâgata, des saints et des
sages sont majestueux et sans égal, le joyau
de bon augure répand avec profusion une
lumière dorée ; les édifices à étages sont
parés d'une multitude de joyaux précieux et
les sols sont recouverts de sable d'or. Vous
ne voulez pas vous rendre à un tel royaume
bouddhique et, en même temps, vous êtes
parfaitement consciente que les affaires du
monde sont comme un rêve ; en dépi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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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a, vous cherchez encore le rêve. Vous
savez pertinemment que vous pourriez
tomber dans les Trois Mauvaises Voies ( : la
voie de l'Enfer, la voie de l'Esprit affamé et
la voie de l'Animalité), vous ne voulez
pourtant pas prendre le chemin qui mène à
votre pays natal et vous vous égarez, n'êtesvous toujours pas sortie de votre grand rêve
?
La dâkinî demanda :
— Que deviendront mes enfants et mes
petits-enfants ?
Je me mis à rire et lui dis :
—
Naturellement, notre postérité
dispose de son propre bonheur ; nous ne
sommes pas des chevaux ou des boeufs qui
labourent pour eux.
Elle ajouta :
— Comment se diriger vers le chemin
qui mène au paradis de l'Ouest ?
Je dis :
On ne sent pas la pesanteur si le fardeau
est d é pos é ,
Une fleur de lotus s'ouvre naturellement
sous les pieds ;
Si vous r é citez de tout votre coeur le
nom du bouddha,
Il n'est pas n é cessaire de pr é parer
d'avance un si è ge en forme de fleur de
lotus.
La dâkinî prononça la formule suivante
:
— Namo les trois cent soixante mille
milliards cent dix-neuf mille cinq cents
bouddhas du même nom que le bouddha
Amitâbha.

Je me transformai aussitôt, du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en un
bouddha Amitâyus (bouddha de la
longévité infinie), dont les trente-deux
caractéristiques physiques remarquables
ornent majestueusement l'espace du monde
du dharma. Les nuages qui enveloppent son
corps répandent tous de la lumière. Il tient
dans la main un piédestal en forme de fleur
de lotus. Tout était parfait. Je lâchai le
piédestal et la dâkinî y posa tout de suite les
pieds.
Elle demanda :
— Quelle sorte de récitation ai-je faite ?
— Il y a dix façons de réciter le nom du
bouddha : la récitation quiète, la récitation
pure, la récitation non troublée, la récitation
limpide, la récitation du détachement des
poussières, la récitation du détachement de
toutes choses, la récitation du détachement
des souillures, la récitation de la lumière
éclatante, la récitation agréable de la joie, la
récitation de l'absence d'obstacles. La
récitation que vous avez faite tout à l'heure
contient déjà pleinement les dix récitations.
— Comment parvenir à la Terre pure ?
demanda la dâkinî.
— On l'atteint le temps d'une pensée.
On renaît à la Terre pure en un court
instant.
À l'instant même, la dâkinî se trouva
déjà dans le maha Étang au Double Lotus et
se réincarna dans une fleur de lotus.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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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進入法會壇城 法會如儀進行一
切吉祥圓滿
蓮者上師首先合掌頂禮根本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頂禮法
會主尊金剛薩埵 頂禮壇城諸佛
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神
眾 接著 上師感謝︿忍智堂﹀
的邀請 也感謝各地同門前來護
持這場法會 更感謝發心出力的
義工同門 令法會順利圓滿
蓮者上師於開示時 首先講
解金剛薩埵的因緣 並講解﹁四
加行﹂的修持｜﹁大禮拜﹂是對
治行者的貢高我慢 當五體投地
禮拜下去時 誰都比我們還高；
同時也是頂禮自己的祖先 感謝
祂們讓我們有這個身體可以修
行 ﹁大供養﹂是對治行者的貪
念 做﹁大供養﹂時就是要學會
﹁捨﹂ 捨得去買供品 並且以
最至誠的心去做供養 ﹁四皈
依﹂是提醒佛弟子們學佛修行
要學諸佛菩薩的﹁慈 悲 喜
捨﹂；而﹃百字明咒﹄則是可以
補闕我們修法當中的錯漏 祈求
虛空中的五方五佛及金剛薩埵給
我們灌頂加持 消除我們的業

障 讓福慧增長
如果業障沒有消除 那福分
又怎麼來呢？﹁四加行﹂是消除
業障 累積資糧的方法 因此
行者宜先修持﹁四加行﹂：﹁大
禮拜﹂十萬遍 ﹁大供養﹂十萬
遍 ﹁四皈依﹂十萭遍 ﹃百字
明咒﹂長咒十萬遍 將修行的基
礎打好 當這些功課完成時 行
者就會漸漸有感應 可能會夢到
自己的身體有蟲跑出來 這就是
﹁懺相﹂ 蓮者上師鼓勵大家要
每天修法 做功課 每天消除業
障 積聚資糧 才能改變自己的
命運
最後 上師希望大家能好好
修行 珍惜和師佛的緣分 以及
蓮生聖尊傳給我們的︿真佛密
法﹀ 感恩聖尊蓮生活佛加持法
會 法會一切吉祥圓滿 感謝蓮
者上師慈悲蒞臨︿忍智堂﹀主持
法會 也謝謝來自各地同門的護
持

﹁㆕加行﹂是修行的基礎 每㆝消除業障、積聚㈾糧，才能改變命運

︻蓮花合⾹ 德國訊︼二○一四
年九月十五日 德國︿忍智堂﹀
誠摯邀請釋蓮者金剛上師主持
﹁金剛薩埵息災祈福超度大法
會﹂ 雖然上師是第一次來到德
國 不過 蓮者上師見到同門
時 臉上總是笑嘻嘻的 令大家
心生歡喜 大家都很喜歡上師不
拘泥的笑容 是日一早 義工們
便忙著布置法會現場 在準備過
程中 一切順利如意 下午四
時 同門已經紛紛到來 法會準
時開始 由迎師組恭迎蓮者上師

蓮者上師於德國〈忍智堂〉主持「金剛薩埵大法會」

上師 弘法人員及同門於︿忍智堂﹀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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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壇禮懺超薦

法﹀儀軌進行

蓮生活佛所喻

無不莊嚴殊勝圓

全程依︿真佛密

依︽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親證菩薩歡喜㆞，懺文舉處罪花飛，解了冤、懺了罪，消災增福慧
制懺文十卷

定；︻梁皇寶懺︼依經律懺罪要
義

繼八天的拜懺法會之後

郗氏皇后
除了個人對自己

接著於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滿

所謂拜懺
或是犯過失時向

舉行﹁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
依據︻佛說救拔焰口餓

緊

的內心行懺悔
常於不

亦可向諸佛菩薩

法會﹂

大眾懺悔之外
行懺悔！只因眾生愚痴
有意無意中犯了錯誤而

以佛菩薩的大慈悲力令其得

鬼陀羅尼經︼為餓鬼道眾生施

知不覺

食

也是對亡者追薦的佛事之

所

度

至使業力牽引

以才會有種種的災難和病痛來障

傷害到他人

行者必須至誠懺

礙行者；因此

皈依

授
不再造罪
成就菩

人人皆身心清
法喜滿滿！

True Buddha School NEWS

淨舒暢

十七日圓滿結束

為期九天的法會於九月二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的慈悲大

及早日脫離苦趣

最重要

法會除了施食之外

受苦

令祂們具足正見

的是為幽冥眾等說法

一

請求佛菩薩做見證

消除行者

並以諸

悔

佛菩薩的圓滿功德行

提！

戒
並真誠發
痴

每天在

加持

不再有瞋恨

行者只要依︻梁皇寶
反省改過

虔誠恭敬禮懺

的罪業
懺︼
露懺悔
忌妒之心

並有︿本覺

由來自台灣的釋蓮惺

與會大眾非常踴躍

堂﹀常住蓮運法師及蓮晃法師護

教授師擔任維那

上師主壇

︵本覺雷藏寺︶住持釋蓮已金剛

此次的法會由︿本覺堂﹀

瞋

︻⼤⾺訊︼馬來西亞東馬沙巴州

一定可以將業障懺悔清淨！

並斷除貪

亞庇︿本覺堂﹀︵本覺雷藏寺︶
啟建懺中之王｜﹁梁

於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至九月
二十六日
法益眾生

因其皇后郗氏生

此懺由南朝有﹁皇帝菩薩﹂

一千多年

皇寶懺﹂
前
之稱的梁武帝

壇

—NEWS—

梁武

死後墮落為蟒蛇

工作之後便聚集法會現場共沐佛

前心懷瞋毒

為解救皇后郗氏脫離苦道

T.B.S.

法會由主壇上師

恩

同霑法喜

帝請高僧寶誌禪師等十人所集制

馬來西亞

大眾虔誠禮懺

發露懺悔

祈願懺罪解冤

76

蓮已上師於〈本覺堂〉主持「梁皇寶懺」，與會大眾虔誠禮懺。

助印燃燈，法流十方，功德無量！

《燃燈雜誌》㉂公元 2001 年 4 ㈪ 1 ㈰創刊㉃今，已屆 14 年了，非常感謝真佛弟子們長期護持根本傳
承㆖師，護持真佛正法的弘揚，《燃燈雜誌》才得以繼續發行。
《燃燈》出刊，「當然不為別事，乃生死大事耳！」聖尊蓮生活佛諄諄教誨弟子精進實修，每㈰辛勤
筆耕，每期發表新文章在《燃燈雜誌》㆖，可想而知，《燃燈》是維繫著師尊與弟子們心靈的橋樑！
《燃燈雜誌》除了師尊最新著作文選及最新開示和畫作之外，還涵蓋世界各寺堂會法務報導，內容㆖
包括佛教教義、教育性、文化性、藝術性、㈻術性、㈳會服務、㊩療慈濟等等，呈現出《真佛㊪》確實是
真實救度、真正濟世的㊪派。
《燃燈雜誌》是雙週刊發行，每期發行㈦千多本寄發全世界，包含美加、歐洲、㈰本、香港、台灣、
㊞尼、馬來西亞等㆞。由於《燃燈雜誌》為結緣贈閱品，本㈳㆒切支出（包括㊞刷、包裝、郵寄費……）
都需要您的持續護持和捐助。
■ http://www.lighten.org.tw/light/
■E-mail: lighten@hamicloud.net
■Tel: +886-49-2312992 #367
■Fax: +886-49-2350140

贊助《燃燈》善款之劃撥、匯票、支票及國外匯款方法如㆘：
◆銀行匯款㈾料：
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 雷藏寺）
Mark：For Enlightenment Magazine
Account No：441-10-022786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㆒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 2, Tsao-Tun, Nantou, Taiwan 54263, R.O.C.
The address of Ray-Tsang Temple：100 Lian Sheng Lane, Shan-Geau Lee, Tsao-Tun, Nantou, Taiwan R.O.C.
S.W.I.F.T No：FCBKTWTP
◆ 國外匯票、支票抬頭： Lei Tsang Temple（ 雷藏寺） 【請註明：燃燈專戶】
◆刷卡：線㆖刷卡或傳真「信用卡（贊助捐款）授權書」，請從《燃燈》網頁㆘載。
◆郵政劃撥 ( 台灣總㈳ )
帳戶：燃燈雜誌㈳
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匯款後，請將收據傳真㉃〈燃燈雜誌㈳〉，以利作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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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度蓮花世亮歷㈹祖先往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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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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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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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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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務必填寫清楚，字體請勿潦草。謝謝！■請連同功德主報名表一傳真或投寄〈燃燈雜誌社〉）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

－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持卡人：

信 用 卡 背 面
簽名欄位末 3 碼

－
月（請注意年月勿填顛倒）

身份證字號：

（台灣以外同門免填）

※地址：□□□
※電話：

手機號碼：

※贊助用途：□隨喜贊助

□2014年功德主方案□1 □2 □3 □助印經書：

※贊助金額及方式：□不分期：
□分
※簽名日期：西元

幣

元整

期，每月捐款：
年

月

幣

元整（自

日

※持卡人簽名：

□其他：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年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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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人資料

※□需要寄雜誌，收件人：

電話：

手機號碼：

地址：□同上

※□不需要寄雜誌

※收據抬頭：

地址：

※寶貴賜言：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姓

名腤

聯絡人：

2014
年齡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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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