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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以真心供養，與佛菩薩交心；身心壇城最重要，無作無為本成佛。

根本㆖師㈲持明傳承，是解㆔密第㆒㆖首，得蓮師教授大圓滿。

︿彩虹雷藏寺﹀大白傘蓋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行者應慈悲，當菩提心看見佛性，清淨無念，究竟成佛。

︿西雅圖雷藏寺﹀準提佛母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大㆗觀之道是祕密義，大圓滿法外修密、內修禪，是最大的㆝機。

︿彩虹雷藏寺﹀勾財天女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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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 Master Sheng-yen Lu

入門真佛宗
首要先皈依受灌頂

皈依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生活佛盧勝彥，依〈真佛密法〉次第實修，
而獲得即身成就，由於親證「西方極樂世界
摩訶雙蓮池」的佛國悉地，故而發下宏願，誓願
粉身碎骨度眾生，為當代密教最偉大的成就者。
蓮生活佛在三十多年的修行歷程中，將這艱深
的修行密法，整理融會成順應時代，適合現代人
修行的〈真佛密法〉儀軌。至目前已出版二百多
冊佛學巨著，藉以弘揚佛法，引度有緣，目前皈
依弟子有五百萬眾，遍布世界各地，成立弘法中
心達四百多處，許多密宗活佛及顯教大法師也都
皈依其門下，修持〈真佛密法〉。
《真佛宗》弘揚〈真佛密法〉引導眾生依法修
行，由「四加行」、「上師相應法」、「本尊
法」、「寶瓶氣」、「拙火」、「通中脈」、
「開五輪」、「五金剛法」、「無上密」、
「大圓滿」，依次第實修，達到
「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為宗旨。

皈依的方法：
一、接受根本上師親自灌頂皈依，並發給「皈依證書」。
二、寫信遙灌頂皈依：
欲皈依的弟子，只要在農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時，面向東方（太陽昇起的方向）。
唸四皈依咒：
「南無古魯貝。南無不達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蓮生活佛指引。皈依真佛。」
三稱三拜。
在自己家中做完儀式的弟子，只須寫信，列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地址和年齡，附上隨喜
的供佛費，信中註明「求皈依灌頂」，寄到台灣雷藏寺，辦理皈依事宜。並將會寄發給您一
張「皈依證書」及根本上師法相。
三、在真佛宗各地區的同修會、分堂、雷藏寺等地皈依，或由在世界各地代師弘法的真佛宗
金剛上師，代師灌頂並辦理皈依手續，及代發「皈依證書」。
皈依供養：
● 台 灣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22713441

郵 政劃撥帳戶：雷藏寺

●銀行匯款帳號：441-10-070004
帳
戶：Lei Tsang Temple
S.W.I.F.T. NO：FCBKTWTP
匯款銀行：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銀行地址： 256 Taiping Road, Sec. 2, Tsao-Tun,Nantou, Taiwan, R.O.C.
●匯票、支票抬頭請寫：雷藏寺（Lei Tsang Temple）

台灣雷藏寺地址：54264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電話：+ 886-49-2312992 傳真：+ 886-49-23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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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祿厚重之人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 《心的悸動》

日

一位姓潘

一位姓詹

釘上粗釘

避蚊子

四人同往

一位姓

先立

進入

進入帳篷內睡大

其他三

進入營帳

所以沒有馬上入睡

各自拿了睡袋

避免蛇在夜晚

帳篷立了起來

四周有樹木的地點

另一位是我

與高中同學去野地露營

昔
陳

拉繩子

我們選擇一處略高

夜晚
我們拾枯枝
唱歌
笑談
非常高興
夜深的時候

點了營火

我們也點了蚊香

在營帳四周撒了石灰粉

起了營帳
帳篷

覺
四人排一排
我由於太興奮了

半夢半醒

像用飄的一樣

半睡之中

位則已呼呼入深眠了
正當我倦了

看見了四團黑影

1

再吸潘的

也無

但也漸

接著一個一個

又吸詹的

只是腦袋尚清楚

四個黑影向我等吹了一口氣
我僵住了
先吸陳的

渾身動彈不得
的吸氣
如死人一般
張開口

我心雖了了

一動也不能動

聚集向我

他們三人縱橫偃臥
似被縶縛

接著四個黑影
漸昏沉
法呼救
嘴已近我之口

是福祿厚重之人

好像被鬼

月

詹同學精神分裂
獨我一個人無事
時

不勝噓唏

我的生

但虛擲福祿

此世勿造業

我曾翻查﹁袁天罡﹂的﹁評兩﹂
日

底下有幾行字：

﹁福祿厚重之人！﹂
我說：

若自知福祿厚重

是前世積來
累世福祿厚重

﹂

﹁福祿厚重
也是俗子凡夫
詩：
宴席紅
家宅翠
勸人勿浪費
黛眉長
檀口小

勤修福

勸人勿長醉
後來：

勤修祿

但都說

匆匆散去

此一人

自外厲聲喝說：

四個黑影向我吸氣
突然
一個聲音如雷響
﹁四野鬼不可造次
好像很驚駭

均不知昨夜事

則昏睡至天明

問三位同學

醒來

而我

這四團黑影

不可犯！﹂

壓床

陳同學心臟病亡

來生不下墮

我則噤口不敢說什麼

潘同學車禍亡

年

可保持

未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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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人
均有禮貌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心的悸動》

捨一個眾生的道理
均有禮貌﹂

他身子發臭
他臃腫
他有病
穿著汙垢破衣
失業
牙黃

他經常對我頂禮合掌

來吃飯

其基本點

但

念佛

就是﹁對人人

只要他走過的地

務請沐浴

最後只有派代

均會飄送著莫名的異

寺院清淨

但實在受不了

或脫下衣物置放的地方

他隨著我們在大殿繞佛

我則一樣對他合掌微笑

寺院常有一位流浪的洋人

不

方
香

中人欲嘔

無法形容
但

我們首先是忍耐
表去告訴他：
我們非常歡迎他來
穿洗淨的衣服才來

我們送給他清香的沐浴乳

我們送給他最好的洗衣粉

3

服

才來寺院

穿著乾乾淨淨的衣

他來了

請坐請

無禮又

個性又粗魯

是很簡單的

後來他接受了我們的建言
沐浴後
我們的笑容更親切
要做到這一點

他對我們也很親切
其實
又：
是非常﹁八卦﹂的人

人人厭惡

另有人
毫無禮貌

仍然很﹁恭敬﹂

包括自己的師尊

我對他
我則相送

鄙視寺院所有的人

他去了

高傲
坐

毀謗

破壞

不介意

我是非常﹁真誠﹂的

我確實充滿了真正的﹁愛

侮辱

很有禮貌去拜訪對我有敵意的人

我實實在在的對大家說
我非常想

認真說：

詩：

我都敬愛

想讓他人明白

我真的很有誠意

我用的是﹁真誠﹂

心﹂

心化虛空
無障無礙
圓融一切
教化大愛
任何一個人

我對他：

高高的柳

想去探望你啊！

彬彬有禮

但我心清和

浮世本如此

怨特多

淺淺的波
我對他均以

他對我：
但

仍然以禮貌待

歡會少
非常可鄙

但我

嗤之以鼻
雖然教養上不良

三進三出真佛宗
實在想感化他

至今

我是人人一視同禮的

禮貌待之

之

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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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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真心供養，與佛菩薩交心；
身心壇城最重要，無作無為本成佛。

首

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
的同修本尊︱地藏王菩薩 ﹁嗡。哈
哈哈。微㆔摩耶。梭哈。﹂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的貴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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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信佳
醫師
今天有兩位新皈依的同門 是西
雅圖的 兩位也是貴賓 請他們站起
來 歡迎你們 大家晚安！大家好！
︵國語︶你好！大家好！︵廣東話︶
好不好啊？︵師尊以廣東話問弟子
眾弟子回答：好！︶
今天 我們是同修﹁地藏王菩薩

07

【燃燈雜誌】

本尊法﹂ 地藏王菩薩跟師尊的緣分
非常深 我第一尊供奉的菩薩 是在
台灣台中的綜合大樓買了一尊觀世音
菩薩 那是黃色的觀世音菩薩 那時
綜合大樓還沒被火燒 其中有幾家書
局 不是賣佛像 有一家書局是出版
我的書 叫做︽綜合書局︾ 旁邊有
一家書局叫做︽益世書局︾
那時候 年輕的我很喜歡跑到書
局看書 到︽益世書局︾時 看到一
尊觀世音菩薩 祂左手掌持著一個淨
瓶 但是那個淨瓶斷了 所以老闆就
在祂手上掛一小串念珠 是這樣的形
相 我要買時 老闆就跟我講：﹁那
一尊觀世音菩薩的淨瓶斷了 ﹂我
說：﹁沒有關係 你就賣給我 ﹂他
很便宜賣給我 好像才台幣十五塊
吧？那時候的錢很大 我用十五塊錢
就買回來
當時 我還是職業軍人的測量
官 我就把祂放在我床頭的窗子上
一般來講 沒有人會把菩薩供奉在窗
子上；我那時候 什麼都不懂 就把
祂供在窗子上 這觀世音菩薩是我供
奉的第一尊菩薩 當天晚上 祂真的
就現身在大海之上 向前走來 這是
觀世音菩薩的靈感
我供奉的第二尊菩薩是地藏王菩
薩 就是今天我們同修的本尊 我當
時心想 地藏王菩薩有很大的願望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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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我是在︿玉皇宮﹀請地藏王菩
薩做主的一個觀落陰法會上被接引
我覺得跟地藏王菩薩很有緣 於是我
就想雕一尊地藏王菩薩來供奉
那時 在中正路上消防局的對
面 有三家雕佛像跟刺繡的佛具店
我請其中一家雕一尊地藏王菩薩 對
方問我要多大尊的？我說越小越好
因為我的家很小 所以越小越好 他
就雕一個差不多這麼高的︵師尊手比
約十公分高︶ 很簡單的貼了五佛冠
的冠冕 手上拿著光明珠跟錫杖 很
小尊 用木頭雕的 是我自己請雕工
雕好才拿回來 我還有一尊瑤池金
母 但不是我雕的 是台南鹽水一家
醫院的老闆娘 她雕來供養我 還有
一尊 就是我的本尊阿彌陀佛 我的
本尊都出現了 是一個年輕人雕來供
養我的
當初要移民到美國西雅圖時 因
為瑤池金母比較大尊︵師尊手比約五
十公分高︶ 怎麼辦？我那時沒辦
法 而蓮火上師 蓮世上師 蓮主上
師先來美國 我就請他們先把那一尊
瑤池金母請到美國西雅圖 先供奉在
他們家裡 差一點要不回來 因為他
們認為與瑤池金母很有緣 到最後
還是把祂請回來了 所以 第一尊瑤
池金母是他們請過來的
因為阿彌陀佛也是很小尊︵師尊
比約十五公分長高︶ 地藏王菩薩更

小 我就把祂們裝在我的行李箱裡
面 我們全家四個人 一個人一個包
袱 我就這樣把阿彌陀佛跟地藏王菩
薩帶過來 現在 這三尊都在︿真佛
密苑﹀裡面 最上面是瑤池金母 底
下是阿彌陀佛 再底下是地藏王菩
薩 最小尊的那一尊 就是我自己出
錢雕的
瑤池金母是台南鹽水一家醫院的
老闆娘供養的 阿彌陀佛是一位年輕
人供養的 地藏王菩薩是我自己請雕
工雕的 其他的佛菩薩現在都在︿台
灣雷藏寺﹀ 所以 我親自出錢請雕
工雕的就是地藏王菩薩 在我早期的
書上 你們都可以看到 地藏王菩薩
跟我的因緣非常深 我的三本尊 就
是瑤池金母稱為仙王 阿彌陀佛稱為
佛王 地藏王菩薩稱為地王 所以仙
王 佛王跟地王是我的﹁三根本﹂
三個根本本尊 我就是修這三尊 其
他的每一尊都是結緣的
每一個︽真佛宗︾的弟子都要有
根本的本尊 根本的護法和根本的上
師 在密教裡面所謂的﹁上師加持
本尊攝受 護法擁戴﹂ 這是非常重
要的！這三尊都曾經顯現讓我看 觀
世音菩薩也跟師尊很有緣分 阿彌陀
佛也顯現給我看 地藏菩薩也是 都
有顯現
在中國的四大名山裡面 九華山
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當時 有一

個新羅國的出家人 就是現在的朝
鮮 韓國 叫做金喬覺 到九華山開
闢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中國有四大名
山 五台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
很早以前叫做清涼山 普陀山是觀世
音菩薩的道場 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
的道場 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
我們再談一談︽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金剛
手菩薩出現在三十三天處的﹃尊勝
宮﹄ 這時 天帝及﹃慶喜藏﹄以種
種珍寶所製成的傘蓋及甲鎧與天供
品 來供養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
乃依﹃王權金瓶圓滿灌頂﹄ 傳授
﹃慶喜藏﹄十種口訣變化 及七依他
法 五大口訣 多種續部囗訣 剎那
演說大圓滿 一一傳授給天神之子
﹃慶喜藏﹄ ﹂
這是金剛手菩薩在天上化現 傳
法給天帝之子慶喜藏的經過 用﹁種
種珍寶所製成的傘蓋﹂ 平常在供養
佛菩薩方面 都要以實際的東西供養
最好 你如果沒有實際珍貴的東西去
供養 你把身上所有珍貴的東西做供
養也可以 如果比較貧窮 家裡沒有
什麼錢 那就把你心裡歡喜的拿出來
供養 供養佛菩薩是這樣的 供養有
很多種 但是一定要用真實的心 用
你的真心 拿著供品供養 這樣才是
好的

我講一個笑話 我今天收到女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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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一封簡訊 她講：﹁我們分手
吧！﹂我看完了 好傷心！結果 五
分鐘以後 她又傳來一個簡訊：﹁對
不起！傳錯人了 ﹂結果 我更傷
心 可見 她有很多男朋友
其實 真正交心的朋友不是很
多 朋友跟朋友之間 有很多是普通
的朋友 真正交心的很難 真正找到
一個能夠交心的朋友 那一定是真心
對待你 你對他真心 他對你也用真
心 這個才算交心的朋友 如果她有
很多男朋友 每一個都是交心的 這
就很麻煩了！哪是真正的朋友呢？現
代人 朋友都是亂交 像剛剛那個笑
話一樣 她說傳錯人了 其實已經不
知道傳錯幾個了 朋友之間 能夠真
正交心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其
他都是結緣的朋友
像我跟佛菩薩 瑤池金母是交心
的 一切以祂為主；阿彌陀佛 一切
以祂為主；地藏王菩薩 一切以祂為
主！這個就是交心 你把心交給佛菩
薩 你不會弄錯 不可能弄錯 這才
叫做交心
瑤池金母是第一個接引我的 是
我永遠最尊崇的；阿彌陀佛是將來我
要往生的地方 所以我全心全意地在
唸阿彌陀佛；再來 地藏王菩薩是我
最好的朋友 祂對我的教導非常多
我雖然不想去地獄 但是我也願意到

地藏王菩薩在地獄的翠微淨土 跟地
藏王菩薩一起度化幽冥眾生 我發了
三個願：﹁我願意在瑤池金母身邊
願意到西方淨土 也願意到地獄的翠
微淨土 ﹂這就是以前我發的願望
這就是要真心的 ﹁﹃慶喜藏﹄以種
種珍寶所製成的傘蓋及甲鎧與天供
品﹂ 這才是真心的
我記得馬來西亞檳城的法師做了
一個龍王寶瓶 本來他要獻給龍王；
但因為是黃金打造的 後來他們想：
﹁純金打造的供養龍王會不會太可惜
了？﹂結果 他轉供養給師尊 求師
尊賜福 因為師尊是大福金剛 也一
樣可以賜福
我想看這龍王寶瓶裡裝的是什
麼？就打開龍王寶瓶看看 因為寶瓶
是純金做的 我以為裡面裝藏的東西
會是鑽石 黃金 白銀 或者是珍
珠 瑪瑙 水晶 至少也要都是真
的 這樣配合黃金的供養才是真心
的 結果 裡面裝藏的是中藥磨成的
粉 是綜合的 裡面全部都是粉 是
把中藥磨成粉 摻合在一起
我想 如果你們這樣供養我倒是
對的！為什麼？因為龍王不一定只吃
中藥 你用黃金很好 但是裡面裝藏
的東西不對 怎麼只是中藥呢？所
以 祂如果收到寶瓶是會很高興 打
開後就會很生氣 因為裡面只是中藥

粉 裝藏裝的不對 裝藏必須要裝你
最喜歡的東西！雖然師尊有寫過 但
是 窮人家才用中藥代表
從腦部一直到尾部 裝藏都是有
層次的 要把寶瓶裝成像一條龍一
樣 雖然我講過用中藥 中藥也有很
多名稱 像海馬也是一種 中藥有一
個叫什麼腦？你們學中醫的？龍的頭
那裡必須要用龍涎香或者龍腦那種東
西 腳要用掌 肚腹的地方要用白
銀 裝藏是有規矩的 並不是全部都
用中藥 所以 你拿來供養師尊 非
常正確 也是一種真心的供養
這裡有一個笑話 人生講起來
都是很短暫的 一些東西都只能看看
而已；寶石 鑽石 只是借你看個幾
十年而已；縱使家財萬貫 畢竟只是
睡一張床而已；縱使山珍海味 手上
也只是一雙筷子；縱使長命百歲 到
最後也只是一副棺材而已 所以 人
要知足常樂 就是一世的福分
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 任何外在
的東西都帶不走 等到年紀大了 疾
病來了 有時候用你所有的財產也沒
有辦法換回健康；就算你再健康 到
最後也一定要病 到最後也一樣會兩
手空空 所以 在世上交友 心的供
養第一大 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
心 以身心來供養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壇城是什麼壇城？有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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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黃金做的壇城 有人用白銀做的壇
城 密教的壇城都是很貴的 大部分
都是裝金的 外面都是金的 有用純
金的 有用白銀的 有用鍍金的；還
有寶塔 還有琉璃 密教的東西都是
用最好的 但 最重要的一個壇城
叫做﹁身壇城﹂ 身體的壇城 將來
會跟大家講
你的﹁身壇城﹂是第一重要 還
有你的﹁心壇城﹂也是第一重要 比
外表有形的壇城還要重要 在藏密
有沙曼陀羅壇城 還有立體的壇城
都是很珍貴的 要用很多的心血去
做 因為要用心去做 就顯得珍貴；
所以 在做壇城的時候 你必須要一
邊做一邊唸咒 這壇城是用你的心去
做 這是最珍貴的 還有 你身體的
壇城也是最珍貴的 以後會跟大家
講 因為你用了真心跟你的身 口
意 去做為供養所有佛菩薩的壇城
有一個將軍到部隊校閱 將軍
講：﹁弟兄們好！﹂士兵講：﹁長官
好！﹂將軍講：﹁弟兄們 你們都曬
黑了 ﹂士兵講：﹁長官更黑 ﹂將
軍拍一位士兵的胸部說：﹁這肌肉練
得真棒 好厚實啊！﹂師尊也是一
樣 每天做伏地挺身兩百下 也做很
多仰臥起坐 那位士兵說：﹁報告長
官 我是女兵 ﹂看來 男女真的不
是很平等 男的肌肉若要練得厚實
必須每天不停地拼命鍛鍊 連一天都

不可以休息；女兵則不用訓練 天生
就很﹁厚實﹂ 男的必須很認真 實
在去鍛鍊才會有 女兵是天生就有
這沒話可講
﹁﹃慶喜藏﹄以種種珍寶所製成
的傘蓋及甲鎧與天供品 來供養金剛
手菩薩 ﹂當然是真心的 ﹁金剛手
菩薩乃依﹃王權金瓶圓滿灌頂﹄﹂
什麼是瓶？這個瓶本身來講︵師尊拿
起灌頂瓶︶ 在密教裡面是很重要
的 當師尊給上師灌頂的時候 其中
有用﹁瓶灌頂﹂ 用了這個瓶給上師
灌頂 表示這個上師將來可以用瓶給
你們灌頂 到現在為止 我雖然有黃
金的龍王寶瓶 但是 金剛手菩薩是
用黃金做的灌頂瓶給慶喜藏做﹁大圓
滿灌頂﹂ 一定是用最珍貴的東西才
做這個灌頂
黃金現在多少？黃金跟石油好像
都跌了 錢師姐在不在這裡？︵錢師

姐回答：目前黃金每盎司的美金價格
是一千兩百一十五元︶現在是一千兩
百一十五？跌了很多耶！以前最高的
時候到一千八百多 現在是一千兩百
多 我二○○○年在台灣閉關的時
候 那時候黃金的價格是三百美金
二○○○年的時候 我想去買黃金
因為菩薩告訴我：﹁你去買黃金 ﹂
現在是二○一四年 在十四年
前 我準備好要去買黃金了 結果銀
樓的人跟我講：﹁你不是開玩笑吧！
現在沒有人做黃金買賣 現在都是股
票買賣 ﹂因為當時的黃金價格一直
維持在三百 那時候 我如果聽了祂
的話去買 現在就不得了了！如果漲
到一千八的時候 我把它賣掉 可以
賺六倍 不過 我們曉得：﹁命裡若
有終須有 命裡沒有莫強求！﹂過去
就過去了 也不會遺憾 佛菩薩指點
我：﹁要去買！﹂因為買了以後就會
一直漲的
雖然黃金可以保值 也可以實際
買賣 交換 不過 如果只是把它當
裝飾 黃金也是借你看幾十年而已
若這個︵師尊拿起一般的灌頂瓶︶是
黃金做的 那就珍貴了 你看 用珍
貴的東西對真心 這是密教的規矩
﹁傳授﹃慶喜藏﹄十種口訣變化
及七依他法 五大口訣 多種續部囗
訣 剎那演說大圓滿 一一傳授給天
神之子﹃慶喜藏﹄ ﹂因為 他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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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供養 所以金剛手菩薩用金的寶
瓶給慶喜藏做灌頂 灌頂很重要 在
密教裡面 灌頂等於是授權給你 像
今天兩位西雅圖本地的新弟子 今天
我給他們灌頂 就是授權給他們 從
現在開始 他們就是密教的弟子 所
以 金剛手菩薩授權給慶喜藏修﹁大
圓滿法﹂ 讓他知道所有的﹁大圓滿
法﹂
﹁於是﹃大圓滿法﹄在三十三天
處宏揚 有偈記此事：無二妙智祕密
義 無作無為本成佛；名為大中觀之
道 當為來集會眾說 ﹂有一個偈是
這樣記載的 記載慶喜藏是這樣受灌
頂的 ﹁無二妙智祕密義﹂ ﹁大圓
滿法﹂是第一的法 是第一大法 所
以叫做﹁無二﹂ 我告訴你 開悟也
是無二 是第一的 明心見性也是
教堂裡有一對新人舉辦婚禮 牧
師問新娘：﹁不論是貧窮還是疾病
妳是否都願意嫁給妳身邊的這位男
士 做為他的妻子 不離不棄嗎？﹂
這新娘子臉色緋紅 突然﹁不﹂的一
聲 牧師一愣 隨即宣布：﹁既然這
位女士不同意 我宣布婚禮無效 ﹂
新郎馬上追問新娘緣由 新娘說：
﹁剛才我不小心放了一個屁 ﹂我們
知道這是假的 但 神父的耳朵很
尖 他馬上就聽到放屁的聲音 其
實 放屁的聲音很好認 但是 這是

假的﹁不﹂
有時在灌頂壇裡給你灌頂 你心
裡想要受這個灌頂 那是真心的灌
頂 是會得到真實的力量在你的身
上 如果你的心裡想：﹁不！我不接
受這灌頂 ﹂那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
灌頂就不是真實的 所以 要﹁以真
對真﹂ ﹁真實的﹂對﹁真實的﹂
如果一個真 一個假 就不成 就會
像牧師宣布﹁婚禮無效﹂一樣 所
以 師尊給你們灌頂的時候 你們必
須用真心接受這個灌頂 那種灌頂才
會得到傳承的力量 才會得到法的力
量 才會得到歡喜的力量
灌頂非常重要 灌頂就是一個授
權 我給你這個權利 你將來變成密
教弟子 但是 如果你的心裡想：
﹁人家去灌頂 我就去灌頂 ﹂那就
不是真心的 你確實想信仰這個宗
教 確實想要接受師父給你的灌頂
用真心來承受 這樣的灌頂才算有
效 才是真正的授權 這裡講的﹁無
二﹂ 就是沒有二心的 完全是一
﹁妙智﹂就是最微妙的智慧 如來的
智慧就是妙智 就是佛的智慧
綁匪打電話過來：﹁你老婆現在
在我的手上 二十四小時內湊到一百
萬 不然我就撕票 ﹂哇！這時間很
緊迫！阿勇講：﹁錢沒有問題 但是
能不能晚幾天給你？﹂搶匪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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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阿勇講：﹁我想要清靜
幾天 ﹂搶匪想想後說：﹁你一定要
給我兩百萬 要不然 我就馬上放你
老婆回去 ﹂有時候是這樣子的 有
很多單身的人 過著很清靜的生活
如果他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了 他想過
吵吵鬧鬧的生活 那就讓他結婚吧！
我記得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 有
一個男的跑到大樓的頂樓準備要自
殺 警方勸他：﹁你千萬不要自殺
你為什麼要自殺呢？﹂他就講：﹁我
老婆兩年前跟著我的朋友跑了 ﹂警
方覺得很奇怪：﹁那你兩年前為什麼
不跳樓 到現在才要跳樓？﹂那個男
士回答：﹁你不知道啊？我那朋友說
現在要把老婆送回來！﹂
這就不是微妙的智慧了 大家用
腦筋想一想 學佛就是要得到如來的
智慧 如來的智慧是非常清淨 非常
光明 沒有特別吵雜的聲音 在人
間 真的想靜一靜都很難 其實都是
自己在折磨自己 夫妻也是在互相折
磨 妳折磨他 他折磨妳 兩個人統
統受折磨 很難過日子 結婚就是這
樣 沒有結婚的人呢？想要結婚；結
了婚的人 又想離婚；離了婚之後
又想再結婚 這就是人心的變化 變
來變去 因為沒有得到微妙的智慧
若你得到如來的智慧 那會是非
常清淨的 無染的 微妙的智慧
﹁大圓滿法﹂是這樣的 它有它的祕

密義在裡面 也就是一般眾生所不知
道的 稱為﹁祕密義﹂
佛講的法有四種：第一種 就是
教你做好事 講簡單一點 就是教你
做善事；第二種 就是教你做一個善
人 好人；第三種 就是教你對治所
有的不好 對治所有的貪 瞋 痴
疑 慢 用方法去對治；第四種 就
是前面講的一句話 叫做﹁祕密
義﹂ 最高的智慧是屬於祕密的 只
有當你學佛到了終極 無上 最高境
界 才會知道如來的祕密義 這是在
﹁大圓滿法﹂裡面才會有的
先教你做善事 教你做一個善
人 教你對治所有不好 不善的貪
瞋 痴 疑 慢 最後教你祕密義
當你得到祕密義後 天下太平 國家
不會有戰爭 種族不會有戰爭 家庭
不會有戰爭 這是因為你得到祕密
義 才不會有戰爭；若你沒有得到祕
密義 必然有煩惱 有戰爭
家庭也是一樣 不管你是單身還
是結婚 做人處世 在每一個地方都
會有戰爭；在一個團體裡面 一樣會
有戰爭；在一個公司裡面 照樣會跟
同事之間產生戰爭 跟上司產生戰
爭；你在商場上 一樣會跟你的同行
產生戰爭；這都是一定會有的 除非
你得到祕密義 才會天下太平 但
是 ﹁祕密義﹂因為是祕密 所以不
能講 講了就讓你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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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個笑話 ﹁魔鏡 魔鏡 誰
是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鏡講：
﹁又是妳！﹂那個人就講：﹁謝
謝！﹂魔鏡最後偷偷地加了一句話：
﹁又是妳這個不要臉的 整天跑來問
這個問題 ﹂搞了半天 魔鏡也是在
說謊 我記得白雪公主的故事裡 有
一個 witch ︵女巫︶天天問魔鏡：
﹁魔鏡 魔鏡 誰是這世界上最漂亮
的人？﹂魔鏡就講：﹁是妳 ﹂女巫
就講：﹁謝謝！﹂其實 魔鏡的心裡
是想：﹁又是妳這個不要臉的 整天
跑來問這個問題 現在世界上最漂亮
的人是白雪公主 ﹂
祕密義是真實的 當你得到以
後 美跟醜無差 美跟醜就沒有差
別 我們︽真佛宗︾有幾個上師已經
得到祕密義 你們想想看什麼是祕密
義？美跟醜都沒有差別 這也是祕密
義當中的一種
﹁無作無為本成佛﹂ 你要成
佛 沒有善業 沒有惡業 你無作無
為 是﹁無為道人﹂ 是﹁無心道
人﹂ 是﹁無事道人﹂ 無事 無
心 無為 如果是這樣 那位道人本
來就是佛；有作有為都是造作 不能
算成佛
有很多人喜歡喝酒 以為喝醉
了 什麼都不知道了 就是成佛了；
以為這樣 煩惱就統統掃淨了 有一

句話講：﹁抽刀斷水水更流 ﹂煩惱
就跟水一樣 你想要把它砍斷 怎麼
砍都砍不斷的！除非你開悟了 你才
能夠天下太平 煩惱都沒有了
小婷跟小芳兩人喝了很多酒 然
後開車 開著開著 看到前面有一個
警察 小芳說：﹁小婷 你小心開
喔！前面有條子︵警察︶ ﹂小婷疑
惑地問：﹁不是你在開車嗎？﹂兩個
都醉茫茫 到底是誰在開車？很多人
喝了酒就茫茫然 車子在跑 不知道
是自己在開車？還是別人在開車？因
此才會發生車禍 所以 千萬不能喝
酒開車 因為會製造很多麻煩出來；
喝酒本身就有麻煩了 如果再開車
更麻煩 所以 學佛的人 喝酒是戒
律 不能喝酒 千萬不可以喝酒
﹁無二妙智祕密義﹂就是唯一
的 是如來的智慧 它是屬於祕密義
的 就是﹁大圓滿法﹂ 到了﹁無作
無為本成佛﹂ 這是解釋﹁大圓滿
法﹂ 先是有作有為的修法 到最後
變成無修的時候 就是﹁無作無為本
成佛﹂ 那時候你就成佛了 你了解
了﹁無二妙智﹂ 如來的智慧跟祕密
義所在的時候 那時你等於成佛了
這樣講 大家明白嗎？
先講這兩句 明天再繼續講﹁名
為大中觀之道 當為來集會眾說﹂
嗡嘛呢唄咪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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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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r husband
台
灣︿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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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洪信佳醫
師 莊駿耀醫師 高歡嫻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大家好！多謝晒！唔該
晒！︵廣東話：謝謝你︶ 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next week,
see you soon. ︵謝謝大家的蒞臨
希望很快能在下星期見面 ︶
今天 我們是做勾財天女的護
摩 勾財天女的右手拿著金剛鉤 左
手拿著吐寶鼠 祂的身體是紅色 戴
著很漂亮的冠 在藏地來講 是以十
六歲的少女形相做為勾財天女；我們
現在是十八歲才算成年 但是在藏地
跟印度 她們的少女比較早熟 十六
歲就是最圓滿的時候
祂的形相很容易觀想 勾財天女
的手印就是﹁金剛鉤﹂︵左手握拳
左手食指伸直 右手握拳握住左手食
指 右手食指彎曲成鉤狀︶ 就像祂
拿著的金剛鉤前面這個鉤狀的鉤一
樣 祂的咒語：﹁嗡。嘛若哈㈰啊。

大㆗觀之道是祕密義，
大圓滿法外修密、內修禪，是最大的㆝機。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一心向
了鳴和尚敬禮 一心向薩迦證
空上師敬禮 一心向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敬禮 一心向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
摩主尊︱勾攝財續女︱勾財天女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首

9/ 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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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啊。嗡。引庫薩。引庫薩。些些
些。吽吽吽。呸。梭哈。﹂﹁嘛若哈
日啊﹂是祂的名 所謂的﹁引庫薩
引庫薩 些些些 吽吽吽 呸 梭
哈﹂就是祂將天下的財富資糧賜給我
們修行人 這是咒語的意思
祂的
種子字是紅色的﹁絀唎︵★ ︶﹂
﹁絀唎﹂是阿彌陀佛本身的種子字
在藏文就是唸﹁些︵ ︶﹂ 在東密
的梵文就唸﹁絀唎﹂ 這兩個唸法是
不一樣的 不過 它是一樣的意思
勾財天女是西方極樂世界最大的
財神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祂是阿彌陀
佛心中所化現的 阿彌陀佛原本有兩
個侍者 一個是觀世音菩薩 一個是
大勢至菩薩 而勾財天女是阿彌陀佛
心中所化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稱為祂
是﹁小三天女﹂ 是﹁第三位﹂的意
思 這位只有十六歲的小三天女曾經
跟隨著阿彌陀佛到所有的淨土去看
過 祂看過以後 就把所有淨土中最
好的 最理想的全部用金剛鉤勾到西
方極樂世界 所以 西方極樂世界是
所 有 淨 土 當 中 最 美 好
最
perfect ︵完美︶的一個世界
山神是大地之中的財神 龍王是
海裡面的財神；在天上 四天王都是
財神 都是很富有的財神；在淨土
最高境界的財神就是勾財天女 有一
次 我們做勾財天女護摩的時候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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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灌完了頂 師尊有講過一句話：
﹁你們回去之後 就會有人中頭
彩 ﹂到現在為止 始終沒有人說他
中彩券
其實 中彩券不要講出來 因為
也是滿麻煩的 在我們︽真佛宗︾弟
子裡面中樂透彩的 據我所知道是有
兩位 其中一位就不敢再來我們廟裡
了 另一位還有來 為什麼呢？因為
那一位已經被報紙公開了 所以他不
敢出現；另一位還有來 是因為他沒
有公開講 沒有人知道他中樂透彩
那一天的勾財天女灌頂完了以後 有
人也中了彩券 當然不是中個十塊錢
或者一千塊 總之 是有人中了萬萬
萬元以上 但是 他也不敢講
這中頭彩還是不要講比較好一
點 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上師 法師
虎視眈眈 看到哪一個中頭彩的 會
馬上過去說：﹁我們要蓋雷藏寺 請
你捐一點啊！﹂所以 中頭彩還是不
要講比較好一點 師尊是知道有人中
獎 但是我沒有講
勾財天女是用祂的金剛鉤把財富
勾下來 你想要黃金 祂就勾黃金給
你 這勾下來的黃金可以用﹁噸﹂來
計算的 但 千萬要記住︱你不要太
貪心 不然給黃金敲到頭 你就完蛋
了！觀想黃金掉在你面前就可以了
不要觀想黃金從頭上掉下來
我以前去看一家銀行的地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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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點半 銀行已經把鐵門拉下來
了 我在裡面看地理 他們在計算今
天的錢 那個時候 我看到他們在地
板上鋪了一塊好像是 毯子的東西
然後把今天所營收的錢全部堆在那
裡 那個錢堆得像是一座小山一樣
就在那個銀行的客廳中央 讓我的印
象很深刻 後來 我每一次觀想用金
剛鉤勾下來的錢 就觀想在銀行客廳
的那個景象 那個﹁富蘭克林﹂堆得
那麼高 哇！一大堆！這個都是我
的 如果用麻袋 垃圾袋來裝的話
幾十個袋子都裝不完
錢是非常重的！把三百萬裝在手
提箱裡面 那是很重的！黃金也很
重 只要一公斤就非常重了！紙跟黃
金都是很重的 有人經常會把﹁嗡嘛
呢唄咪吽﹂唸成﹁嗡 Money coming
home ﹂ 希 望 錢 都 到 我 們 的 家 裡
來 我們臺灣人也常講：﹁希望賺錢
就像在舀水一樣容易 ﹂上回講過一
個笑話 說：﹁用錢就像拉屎一樣容
易 賺錢就像吃屎那麼難 ﹂的確
賺錢是很困難的 但是大富豪們賺錢
真的是很容易 像比爾蓋茲 像臺灣
的郭台銘 還有香港的富豪李嘉誠
他們賺錢就很容易 他們本來就很多
錢 用錢再去生所有的錢 這賺錢就
非常容易了
現在每一次看電視 一抬頭看就

是 ﹁ 富 士 康 ﹂
Apple cell
phone ︵蘋果手機︶； Apple 只要
一直換機型 大家就一直跟著換
Apple 就一直賺錢啊！有沒有人的手
機是 Apple 4
Apple 3 ? 或者是
Apple 2
Apple 1 的？拜託 給
師尊一支 但我不要 Apple 6 的
因為我不會用智慧型的手機 有
Apple 1 的嗎？︵弟子答：淘汰了︶
淘汰啦 那就給我啊！反正師尊什麼
都沒有？我的兩支手機都是﹁陽春
型﹂的 只能夠打電話 沒有什麼搜
尋的功能 反正 我跟不上時代 因
為我的腦筋是古代的腦筋
勾財天女不只是勾財 祂還可以
敬愛；今天的供品當中就有一大盤都
是敬愛的供品 都是紅色的 勾財天
女的金剛鉤很好用 你想要勾什麼
就有什麼 這個金剛鉤是很長的 一
伸出去就伸到東南亞 伸到非洲 伸
到 Australia ︵澳大利亞︶ 伸到
北極 伸到南極 你要伸到哪裡都可
以 你可以把金剛鉤伸長 看哪裡有
美女 就把她勾過來 這金剛鉤是真
的有實際上的效用 你也可以用這個
金剛鉤把所有的佛菩薩召勾下來 當
佛菩薩在空中乘雲飛翔時 你用這個
金剛鉤一勾 就可以把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勾召下來 把佛菩薩勾召下
降到我們這裡 我們就會得到佛菩薩

諸尊的加持
你運用這尊勾財天女的修行 你
跟祂相應了 你比﹁金剛鉤手印﹂
你想要勾什麼 就會有什麼 也就是
變成了所謂的﹁神通﹂ 你會心想事
成 我們祝福人家時 常常會說﹁祝
你心想事成﹂ 那個﹁心想﹂就是你
的神力發揮出來；你只要跟勾財天女
相應 就會變成有這種能力
有這個手印 有咒語 另外還有
祂的形相 就可以制定﹁勾財天女本
尊念誦法﹂ 密教就是藉由這樣的修
行 讓你漸漸跟勾財天女相應 一相
應 你就可以心想事成 沒有事情不
成的 如果有不好的災難 你也可以
用金剛鉤把它勾走 把它甩掉 有不
好的緣分來 就用金剛鉤就把它甩
掉 甩得遠遠的 勾財天女是很重要
的一尊 有好的 你可以勾進來；有
不好的 你就把它勾出去；只要你相
應了 就可以心想事成 勾財天女就
介紹到這裡
我們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昨天講到﹁無
二妙智祕密義 無作無為本成佛﹂
這兩句非常重要！所有大圓滿的祕密
就在這兩句裡面 這兩句就是大圓滿
最重要的密義 ﹁名為大中觀之
道﹂ 什麼叫做﹁大中觀﹂？什麼叫
做﹁中觀﹂？有人說我們的︿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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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藏寺﹀蓋起來是有涵義的 其實
我們當初也不知道有什麼涵義？是一
個來看風水的人說的 他也學過佛
法 他說這︿西雅圖雷藏寺﹀的右邊
有一條斜坡上去 左邊也有一條斜坡
上去 中間有階梯上去 這︿西雅圖
雷藏寺﹀無意之中就包含了右道 左
道 中觀道 中間這個階梯就是中觀
道 中觀道一進來就是大雄寶殿 馬
上在那裡就成就了！
從右道上去 還要再轉一圈 才
能進到大雄寶殿 是繞得比較遠；從
左道上去也是繞得比較遠 但不管是
什麼道 都可以進到大雄寶殿 所謂
的﹁大中觀之道﹂ 我們︿西雅圖雷
藏寺﹀中間的階梯就是﹁大中觀之
道﹂！這樣 你們就了解什麼叫做
﹁大中觀﹂ 什麼叫做﹁中觀﹂ 不
偏右也不偏左 就是中觀
在這世界上 什麼都要﹁中
觀﹂ 你們相信不相信？身體也要
﹁中觀﹂ 年紀大的人要注意血壓
血糖 血脂肪 這三種指數都高 叫
做﹁三高﹂ 指數高了就是偏右 指
數低了就是偏左 指數在中間就是
﹁中觀﹂；你的血壓 血糖 血脂肪
都是有數字的 這數字都必須在中間
的範圍 你的身體才是健康 這就是
﹁中觀﹂的道理
今天 我們學佛要不偏右 不偏
左 也是中觀的道理 就像彈吉他一

樣 有學過的人就知道 彈到手指頭
腫起來就不彈了 吉他的弦不能太
鬆 弦太鬆就彈不出聲音；弦太緊了
也不行 彈的聲音不好 吉他的弦要
調得剛剛好才行 還有 調鋼琴的師
傅也是一樣 不能太高 不能太低
一定要﹁中觀﹂ 那時候的聲音是最
美妙的 這中觀的道理 我只是簡單
地跟大家這麼講 其實 中觀的道理
不是那麼簡單 這只是表面上的 還
有你內心上的
最澄跟空海 兩個人一起去中
國 空海到了長安的︿青龍寺﹀ 在
惠果老和尚那裡學唐朝的密宗；唐朝
密宗是善無畏 金剛智 不空傳到唐
朝的 祂們是﹁開元三大士﹂；空海
在惠果老和尚那裡學習了密教 後來
回到日本就變成︽真言宗︾ 最澄到
了天台山 學了﹁大止觀﹂ ﹁小止
觀﹂ 學了︽天台宗︾ ︽法相
宗︾ 一共學了六個宗才回日本 最
澄跟空海兩個人所學的不太一樣 唐
朝的密教是﹁唐密﹂ 天台山的密教
叫做﹁台密﹂ 在日本的叫做﹁東
密﹂ 在西藏的叫做﹁藏密﹂ 在臺
灣的 像我就是本土的密宗 就叫做
﹁土密﹂
講個笑話 有一天 我心血來潮
用老公跟孩子的合影做手機的桌布
手機一按下去 出現的第一個畫面就
是老公和小孩子 孩子看見了就問

我：﹁為什麼用我的照片？﹂我說：
﹁因為你是我手心裡的寶貝！﹂老公
看到了 心裡很得意 也問：﹁那張
照片上也有我 難道我也是你手心裡
的寶貝嗎？﹂老婆就很不屑地撇了他
一眼：﹁你想太多了！我是想讓你知
道 你永遠別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原來 這個差別在這裡 還好 師母
沒有在她的手機一開機就出現我 出
現的畫面是她自己跟佛青 沒有我
所謂的﹁名為大中觀之道﹂ 直
接點出這密教佛法的中心就是﹁大中
觀﹂ 因為密教是屬於中觀派 大中
觀的意思就是講佛所教化的中心 就
是在大中觀裡面 也就是在大圓滿裡
面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老公跟老婆說：﹁老婆 我給妳
搥搥背吧！﹂老婆講：﹁不用！﹂老
公又講：﹁老婆 我去給妳端洗腳水
吧！﹂老婆說：﹁不用！﹂這老公又
講：﹁你讓我做一點家務吧！﹂老婆
講：﹁不用！你現在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這樣子跪到天亮！﹂好可憐啊！
原來老公是被罰跪 一直在找事情想
起身 你們看 被握在掌心的老公是
多麼渺小 多麼可憐啊！
我們以前講過這個笑話 現代人
結婚 求婚 老公經常是拿著花跪下
來：﹁ Will you marry me? ﹂就是
說：﹁你願意嫁給我嗎？﹂孩子問媽
媽：﹁爸爸求婚的時候 有沒有對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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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下來？﹂媽媽說：﹁沒有 ﹂﹁為
什麼沒有呢？﹂媽媽說：﹁那有什麼
關係？以後跪的機會多得很！﹂
有一個人講：﹁我這條命可以說
是我老婆給的 當年 我們兩個去游
泳 游泳池只有我們兩個人 雖然水
深只到我頭髮的位置 但我還是溺水
了 正當我無力呼吸 快要死掉的時
候 我的女朋友從游泳池裡爬了出
去 水位就降到我的
脖子了！﹂這個老婆
也太厲害了！你們看
看師母 以師母的年
紀來講 應該是﹁水
桶形﹂的 但師母是
穿衣服的身材 美的
不得了 曲線玲瓏
啊！

Ａ和Ｂ在對話 Ａ問Ｂ：﹁你昨
天相親得怎麼樣啊？﹂Ｂ講：﹁沒有
成 ﹂Ａ說：﹁這回又斷了？﹂Ｂ
說：﹁對方太胖了！﹂Ａ講：﹁你已
經夠胖了 還嫌棄別人？﹂Ｂ講：
﹁就因為我胖 所以我才不要找胖

的 ﹂Ａ說：﹁為什麼啊？﹂Ｂ講：
﹁感覺不像在找對象 倒是像在找相
撲的對手 ﹂日本的相撲選手 都是
很胖的 他只要雙腳一蹲下來 用這
樣的姿勢往前把人撲倒 那個氣勢是
很驚人的！
前面這兩個笑話並不是要講胖不
好 我是要講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會
去注意某一些事情 同樣的那一個
心 我們要把心放在﹁中觀﹂之道
修行的重點就是在於這個大中觀之
道 大中觀之道就是講到佛法的心
佛的心 ﹁當為來集會眾說﹂是指在
大家聚集的時候 由大圓滿的上師向
大眾說法
﹁我曾在︽無上密與大手印︾一
書中的第二十六章 寫了一篇︿金剛
手菩薩真言法﹀ 我首段 如此寫
道：﹃在這篇文章中 隱藏了大天
機 知者有緣 不知者無緣 在這篇
文章中 隱藏了大玄密 是一切密法
之大祕密 能知修者 有天大的福分
也 ﹄﹂這個就是講﹁大圓滿法﹂
隱藏的大天機就是指大圓滿
藏密的大圓滿有點像我們中國的
禪宗 其實 在印度剛開始的時候也
有禪宗 但是這個禪宗並沒有說是禪
宗 那時候是大迦葉在靈山法會的時
候 釋迦牟尼佛拈花微笑 ﹁不說
話﹂ 就是釋迦牟尼佛說法之後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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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間拿起一朵花 所有聽法的人都不
知道是什麼意思 看著佛陀拿著一朵
花不說話；只有佛陀的十大弟子︱大
迦葉尊者 祂就破顏微笑 釋迦牟尼
佛就說：﹁我有涅槃妙心和真言法
場 我將這個涅槃妙心和真言法場付
給你 ﹂大迦葉就成為第二代祖師
以後傳傳傳
傳到第二十八代祖
師 就是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到了中土 祂先見梁武
帝 結果祂跟梁武帝談不合 就到北
魏 在河南的︿少林寺﹀閉關面壁
有九年之久 之後再傳給二祖慧可
三祖叫僧璨 一直傳到六祖惠能 那
個時候才叫做禪宗 傳到中土以後
禪宗變成中國普遍的信仰 其實
﹁大圓滿法﹂有點像禪宗 ﹁大圓滿
法﹂有內修 外修 外修像密教 內
修就像禪宗 禪宗是最主要的一個方
法 就是圓滿了大天機 大祕密 大
玄密 這就是禪
講一個有關於禪的笑話吧！有一
天 耶穌把祂的三十六位門徒帶到山
下：﹁大家先拿兩顆石頭 然後跟我
一起上山 ﹂其中有一個叫做撒旦
其實 撒旦是魔鬼 他拿了兩顆最小
粒的石頭 因為大石頭會很重 要上
山 當然要挑最小粒的 到了山上
耶穌就對大家講：﹁現在 拿手上的
石頭來換我的饅頭 大石頭換大饅
頭 小石頭換小饅頭 ﹂結果 撒旦

換到最小的饅頭 祂心裡很不舒服
換成最小的饅頭 他吃不飽
第二天 耶穌一樣把門徒帶到山
下 叫他們先拿兩顆石頭上山 這一
次撒旦就學乖了 拿兩顆最大的石頭
上山 上山之後 耶穌就跟大家講：
﹁你們把石頭丟出去 丟得最遠的就
換大饅頭 ﹂結果 撒旦的兩個石頭
抬得很辛苦 哪能夠丟得遠 就只能
丟到自己的面前而已 結果祂仍然是
換得小的饅頭 撒旦就噴血了
第三天 耶穌一樣叫他們拿石頭
上山 撒旦就想：﹁大的石頭可以換
大饅頭 小的石頭可以丟很遠 ﹂所
以 撒旦就拿一個大石頭和一個小石
頭 這樣 總不會有錯了吧！上了山
之後 耶穌說：﹁你們跟我上山三
次 一路都辛苦了！為了答謝你們
我把你們手上的兩顆石頭 就變成你
們身上的那兩顆 ﹂所以撒旦的一顆
很大 一顆很小 這要怎麼做人啊？
其實 男人的那兩顆真的是一顆
大 一顆小 只是差別不是很大；一
顆高一點 一顆低一點 一高一低
這樣才不會﹁相撞﹂ 我們人體 很
多地方本來就是會一大一小 以兩個
眼睛來說 一個眼睛大一點 一個眼
睛小一點 每一個人的兩個眼睛都是
不一樣大的 除非你去整形！
告訴你們 通常 右手都會比較
有力 當然 也有左手是比較有力

的 但是 一手有力 另一手就比較
沒有力 你把身體分成左右兩邊 照
鏡子時 如果右邊這邊是在笑的臉
那左邊這張臉就是在哭的臉；如果一
邊是善的臉 另一邊就是惡的臉 都
是一半 一半的 你把身體分成左右
邊 總是有一半比較強 有一半比較
弱；其中一隻腳比較有力 另一隻腳
就比較沒力；一隻手比較有力 另一
隻手就比較沒力；一隻眼睛看得很清
楚 另一隻眼睛就看得比較模糊；耳
朵也是一樣 一隻耳朵聽得比較清
楚 另一隻耳朵就聽得比較模糊 都
是一半 一半的 這個就是人
什麼叫做禪？就是沒有這些現
象 叫做禪 大家想想看 佛法的祕
密義 佛法的大密義 所謂的佛性
沒有剛才我所舉例中的一大 一小
沒有一半 一半 這個就是佛本身大
中觀之道的祕密義 就是最大的天
機 就是禪宗的禪 就是大圓滿的最
大的天機 在這裡面 我這樣子講
當然你們也聽不太清楚 但是 你們
也不用猜測 要用想的 要想得非常
清楚
再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講這個故
事雖然長一點 但唸出來 你們就知
道了 有一位醫生在接到緊急手術的
電話以後 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醫院
並換上了手術的服裝 男孩的父親已
經失控了 對他喊：﹁你怎麼這麼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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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來？你難道不知道我的兒子正處在
危險中嗎？你怎麼一點責任心都沒
有？﹂他就一直罵醫生 醫生卻很淡
然地笑著講：﹁很抱歉！剛剛我不在
醫院 接到電話之後 我就馬上趕來
了 你要冷靜 ﹂男孩的父親又講：
﹁冷靜？如果手術室躺的是你兒子
你能冷靜嗎？如果現在你的兒子死
了 你會怎麼樣？﹂男孩的父親非常
憤怒 醫生還是很淡然地笑著說：
﹁我會默唸阿彌陀佛 我們從塵土中
來 也都歸於塵土 請為你的兒子祈
禱吧！﹂男孩的父親還是很生氣 他
認為當一個人對別人的生死漠不關心
的時候 才會講這樣子的話
幾個小時以後 手術順利完成
醫生很高興地從手術室裡走出來 對
男孩的父親說：﹁謝天謝地！你的兒
子得救了 ﹂還沒有等到男孩的父親
答話 醫生就匆匆離開 對男孩的父
親說：﹁如果有問題 你可以問護
士 ﹂這個父親還是非常生氣：﹁這
醫生怎麼如此傲慢 連我要問問兒子
的情況 這幾分鐘的時間都等不及
嗎？﹂男孩的父親對護士憤憤不平地
講 這護士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
了 護士講：﹁他的兒子昨天在交通
事故中死亡了！我們叫他來為你兒子
做手術的時候 他正在去殯儀館的路
上 他趕回來救活了你的兒子 現在

要去完成他兒子的葬禮 ﹂
請大家想一想 當我們在急的時
候 請你不要輕易去指責任何一個
人 因為別人也許有更緊急的事情
別人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他們正在經
歷著怎樣的波折跟磨難 站在自我的
立場 你可能不知道 你所看見的只
是表象而已 不要輕易去指責別人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智慧去知道別人
生活裡的喜 怒 哀 樂 無法真正
去體會別人的酸 甜 苦 辣
前面這個故事很簡單 也有教育
性 我們學佛的人 千萬不要輕易去
指責別人 也不要輕易去罵人家 不
要犯口業；雖然你的事情很急 但別
人的事情或許更急 所以 你不能對
別人有所苛責 這是非常重要的！你
們看 醫生的兒子死了 但他還是回
來救他的病人 他還是很淡定地進行
手術救病人 所以 我們不要去苛責
別人 因為有時候 你的苛責 你的
罵根本是錯誤的
今天 如果你了解了大圓滿的天
機 了解了禪宗本身的密義 你已經
開悟明心了 你就不會被這些煩惱所
困擾 你也不會去苛責別人 不會去
指責別人 不會去罵別人 嗡嘛呢叭
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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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家好！多謝晒！唔該晒！︵廣
東話：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晚上的
光臨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see you tomorrow. ︵謝謝大家的光
臨 明天見︶ Tomorrow is Sunday,
there will be a fire offering at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t the Rainbow
Lei Zhong Temple. ︵ 明 天
是星期日 下午三點在︿彩
虹雷藏寺﹀有護摩火供 ︶
今天我們修﹁準提佛母本
尊法﹂ 大家經常聽到我講
準提佛母是我一個皈依師父︱
普方上師的本尊 準提佛母是
屬於觀世音菩薩系列 剛剛的
電視螢幕上︵︿西雅圖雷藏
寺﹀的直播畫面︶有顯示普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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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的相片 他的寺在台北社子島 叫
做︿總持寺﹀ 準提佛母的手印最特
別 每一次要比手印以前 所有手印
的第一個手印 比的一定是這個手印
︵師尊示範︶ 這個手印叫做﹁總持
印﹂ 有總持的意義在裡面

行者應慈悲，當菩提心看見佛性，
清淨無念，究竟成佛。

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
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準提
佛母 ﹁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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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莊駿耀醫師
黃美娟醫師 香港黃日醫師 ︿中天
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師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

敬

9/ 2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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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藏密 台密 中密 東
密 唐密 或是種種的密教
還有﹁土密﹂ 什麼是﹁土密﹂？
就是本土的密宗 以前我們講密
宗 就是講西藏的密宗︵藏密︶
傳到中國的 在唐朝稱為﹁唐
密﹂ 也就是金剛智 善無畏 不
空 三個來自天竺的和尚把密教傳
到唐朝；那時候 中原的密宗叫做
﹁中密﹂ 唐朝的密宗叫做﹁唐
密﹂ 天台山的密宗叫﹁台密﹂
傳到日本的密宗 就是空海大師傳
過去的 屬於﹁東密﹂；此外 日
本也有一個︽天台宗︾的密宗 是
最澄上人到了天台山︿國清寺﹀去
學的密宗 在日本叫做﹁天台密
宗﹂ 日本的︽真言宗︾屬於東
密 是在唐朝時 空海大師到了現
在的西安︿青龍寺﹀跟惠果老和尚
學的 所以 日本有兩個密宗 一
個是︽天台宗︾的密宗 一個是由
唐密傳過去的東密 ﹁土密﹂是台
灣本土的密宗 就是︽真佛宗︾
這個﹁總持印﹂ ﹁總持﹂的
意思就是一切佛法的總持 全部在
這個印裡面 我覺得這個印的本身
有個祕密在裡面 兩個中指豎立好
像是須彌山 中間兩個圍︵二食指
各別按住二中指成圈︶好像是一陰
一陽 手指內縛︵二尾指與二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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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互相內縛︶ 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
宇宙 宇宙也就是總持 所有一切的
佛法皆在總持之中 密教其實也是總
持 普方上師有一個派別叫做﹁總持
寺派﹂ 他所建的廟 裡面全都是準
提佛母 所有的牆壁 任何地方都是
準提佛母 普方上師是我早期皈依的
一個師父
準提佛母很偉大 你可以依祂為
本尊 也可以依祂為護法 祂的力量
很大 祂有十八隻手 手裡什麼法器
都有 所以 你可以依祂為你的本
尊 也可以依祂為你的護法 所以
修準提佛母為本尊的人 不用問你的
護法是哪一尊 因為準提佛母就是你
的本尊 也是你的護法
今天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的一段：﹁我如
此解釋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
應該是一切如來的第一法王子 是十
方三世一切如來的菩提心 也就是一
切如來祕密的﹃增上主宰﹄ 正是
﹃執金剛祕密主﹄的大權示現 ﹂剛
剛我講到﹁總持﹂ 其實 密教祖師
真正顯現出來教化的是金剛薩埵 金
剛手菩薩代表的是力量 法力
西藏密宗的﹁三怙主﹂ 一位是
文殊師利菩薩 祂是智慧的怙主 你
的智慧要依怙文殊師利菩薩；慈悲就
是觀世音菩薩 因為觀世音菩薩代表
著慈悲 祂是你慈悲的怙主 每一個

修行人都要有慈悲心 不慈悲的就不
是修行人 每個人一定要有智慧 因
為你必須要從智慧裡才能學習佛法
佛法也就是智慧 智慧也是佛法 你
必須學習到如來的智慧 所以 智慧
的依怙是文殊師利菩薩 慈悲的依怙
是觀世音菩薩 還有一位法力的依
怙 也就是金剛乘產生出來的力量
就是金剛手菩薩 這就是我們密教講
的﹁三依怙﹂ 一個是慈悲 一個是
智慧 一個是法力 當法力增長了以
後 你就可以到佛國淨土 也可以直
接成佛
第一個顯現教密法的就是金剛薩
埵 祂也有三個身 一個是金剛薩
埵 一個是金剛心 一個就是金剛
手 這三個本來是合一的 我認為金
剛薩埵代表著身體 金剛心代表菩提
心 密教所謂菩提心 金剛心 就是
永遠不會改變的佛性 第三個是金剛
手 金剛手代表著由意念的修行 智
慧的修行 慈悲的行止 而產生一種
增上的力量 就是金剛手 大家現在
可以意會到什麼是金剛手菩薩了
﹁﹃金剛手菩薩﹄應該是一切如
來的第一法王子﹂ 祂是所有佛的第
一位法王子 因為金剛薩埵出現的時
候 就等於三尊都出現 龍樹菩薩到
南天竺開鐵塔面見金剛薩埵 傳金剛
界和胎藏界的兩部大法 所以 龍樹
菩薩等於是開創密教的一個祖師 先

出現金剛手 金剛心 金剛薩埵傳
法 ﹁大圓滿法﹂也就是如來先傳給
金剛手菩薩 然後再傳慶喜藏 再傳
極喜金剛 再傳妙吉祥友 再傳師利
星哈 再傳蓮華生大士 再傳伊喜措
嘉和赤松德真王 ﹁大圓滿法﹂就是
這樣一直傳下來 所以金剛手菩薩又
稱﹁手金剛﹂ 也就是宇宙之間的總
持︵師尊比﹁總持印﹂︶
年紀大的人記憶力都不太好 我
只有佛法能稍微記得住 其他的我都
記不住 跟大家講個笑話 有四位老
太太在打麻將 一位去上了廁所之
後 忘了自己在打牌 她就直接回家
了 另外三個老太太等了老半天 想
說她去上廁所 到底是去了哪裡？她
們就想打電話給她 結果這三個老太
太想不起來她到底是誰？真的很慘！
這可能是我未來的寫照 因為師尊也
是很容易忘掉事情；奇怪的是 我就
是忘不掉佛法 其他的都忘掉 這也
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我跟大家講過 我常常忘掉吃維
他命 醫生叫我每天吃一些維他命
我一般是早餐後吃維他命 但我常搞
不清楚我有沒有吃維他命？然後我問
蓮香上師︵師母︶：﹁妳剛剛有沒有
看到我吃維他命？﹂她講她沒注意
到 那我到底吃了沒有？我也不清
楚 很多同門聽到 跟我講要寫個
﹁吃過了﹂跟﹁還沒有吃﹂的牌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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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 如果吃過了 就把﹁吃過
了﹂的牌子翻轉過來 牌子朝上 我
回答同門：﹁但是 我會忘掉要把牌
子翻過來 ﹂最後很多同門幫我買從
Monday ︵星期一︶到 Sunday ︵星
期天︶的藥盒 你知道有多少人幫我
買嗎？我已經有十幾個藥盒 我都不
知道要放哪裡 有時候 我會忘掉到
底我的維他命是放在哪個藥盒？
只要年紀大一點 人的記憶力
就
我講過 五十歲老當益壯
六十歲血壓向上 七十歲偶爾遺
忘
；師尊不是偶爾遺忘 是大部
分遺忘 不過 佛法還好 傳承我記
得很清楚 像吐登達爾吉的傳承 最
上面是蒙古的甘珠活佛 祂傳給滿清
時代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翻譯了很多
經典 然後編輯起來 吐登尼瑪再傳
給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傳法給吐登達
爾吉 吐登達爾吉傳法給吐登奇摩
我的法號在吐登派就是吐登奇摩 現
在師尊也有一個吐登派的傳人 將來
會教授他密法 他就是吐登悉地 就
是這樣的一個傳承下來
外面的人講：﹁盧勝彥沒有傳
承 ﹂哪會沒有傳承？沒有傳承才是
騙人的 師尊是有傳承的 從甘珠活
佛 吐登尼瑪 吐登達力 吐登達爾
吉 吐登奇摩 吐登悉地 怎麼會沒
有傳承？我們每個人的傳承都要記得

很清楚 將來人家問：﹁你的師父是
誰？﹂﹁我的師父就是這樣傳承給我
的 ﹂師尊就有吐登派這樣的傳承
甚至還有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的傳
承 還有德松仁波切 也就是薩迦證
空上師的傳承 還有普方上師的傳
承 還有了鳴和尚的傳承 因為我以
前學紅教寧瑪派的﹁大圓滿法﹂ 也
是有了鳴和尚的傳承 了鳴和尚是屬
於紅教諾那上師的傳承 到了鳴和
尚 再傳到師尊 所以 話是隨便人
家講的 外面的人都是隨口胡扯 我
們不要聽人隨口胡扯 要聽師尊講
的 你們都是有傳承的
金剛手菩薩是阿達爾瑪佛｜普賢
王如來的第一個傳承 ﹁大圓滿法﹂
的第一個祖師就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
手菩薩 金剛薩埵 金剛心代表整個
密教的祖師 是由祂們傳下來 這個
就是傳承 這都是有意義的喔！
講一個笑話 當一個女人講她沒
有衣服穿的時候 意思就是她沒有新
衣服可以穿 而不是她真的沒有衣服
穿；如果真的沒有衣服可以穿 那就
是妨礙風化 當一個男人講他沒有衣
服穿的時候 意思就是他沒有乾淨的
衣服可以穿 男人 女人講﹁沒有衣
服穿﹂都有不同的意思在裡面 所
以 我們講金剛手菩薩 也是要知道
祂主要的意思 祂就是菩提心 祂就

是總持 祂就是傳所有密教的法！
﹁我如此說 當初釋迦牟尼佛授
記 而與授記相合的即是﹃金剛手菩
薩﹄ 也就是﹃金剛手菩薩﹄得最勝
的祕密義 當初世尊圓寂時 說：
﹃我從今起 不再人間示現 過了廿
八年之後 在三十三天的地方 有很
殊勝的聖教將興起來 這是大圓滿之
法之宏揚 在南贍部州的東方一隅
也有一國 將傳大圓滿法 這楞伽傳
法的主人 就是金剛手菩薩的化
現 ﹄﹂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 是祂
的授記
當初釋迦牟尼佛也為師尊授記
其實 釋迦牟尼佛也為每一個弟子授
記的 當初 在燃燈佛的時候 善慧
童子︵佛陀當時的名號︶以青色的蓮
花供養燃燈佛 燃燈佛就為善慧童子
授記：﹁你將來成佛 就叫做釋迦牟
尼佛 ﹂釋迦牟尼佛同樣也為每個弟
子授記 祂為舍利弗授記：﹁你將來
成佛 就是華光佛 ﹂祂也為後來叛
變的提婆達多授記：﹁你將來成佛
叫做天王佛 ﹂
奇怪了？為什麼叛變了也授記成
為天王佛 大家都搞不懂 當時 有
八大王子跟著釋迦牟尼佛出家 提婆
達多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弟 就是同輩
分的弟弟；釋迦牟尼佛的父親叫做淨
飯王 有八個王子出家 其中就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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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達多 提婆達多是釋迦牟尼佛的同
胞弟弟
提婆達多本來是釋迦牟尼佛的侍
者 侍奉釋迦牟尼佛很久 但是 他
為了爭取僧團的領導權 他說：﹁釋
迦牟尼佛 你老了 我年輕 應該換
我做 ﹂提婆達多有驕傲的心 他把
釋迦牟尼佛穿的袈裟拿起來穿 連佛
陀的法座他也上去坐 提婆達多到最
後居然變成這樣 穿佛陀的衣服 坐
佛陀的法座 僧團當然鬧分裂！結
果 一個由釋迦牟尼佛領導 一個就
是由提婆達多領導 提婆達多就反叛
了釋迦牟尼佛
這樣反叛的人也可以授記成為天
王佛嗎？我告訴大家 是可以的！你

們聽了都會覺得很奇怪？莫名其妙？
為什麼反叛的弟子也可以授記成佛？
因為人本來就有祕密義在裡面 每一
個人都有佛性 都有他的祕密義 因
為本來就是佛
在人間 你就是要修行 不管你
是上升或下降 你本來的佛性還在
本來就是佛 很多人不明白 為什麼
一個叛徒也被授記成為天王佛呢？這
是沒有錯的 只是他會比較晚成佛而
已；有的比較早 有的比較晚 所謂
自作自受 就是在這裡 你自己做了
什麼 你就要受那些苦 提婆達多反
叛釋迦牟尼佛 就是要下地獄受地獄
之苦 受完了地獄之苦後 重新再來
修行 照樣可以成佛 所以大家不要
覺得奇怪
當初 我到了加州的︿威光雷藏
寺﹀︵現在已改名為︿威光禪寺﹀
不再是本宗的道場︶ 我那時候也講
了一句話：﹁﹃威光﹄這兩個字非常
好 ﹂當時就把﹁威光佛﹂給了蓮戒
上師︵已不再是本宗的上師︶ 他就
認為自己是威光如來
我給他﹁威光佛﹂ 這﹁威光如
來﹂當然是很偉大 對不對？但是
告訴你們 這裡面有祕密義 他這一
世這樣做 他會自作自受 將來也要
受一些苦難 但是 說不定他會從苦
難當中體會到佛性 最後又好好修出
佛性 將來成佛 還是威光佛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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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大家了解嗎？
所以 釋迦牟尼佛給提婆達多授
記 將來成為﹁天王如來﹂；蓮生活
佛給蓮戒上師授記 將來成為﹁威光
如來﹂ 這是可以的 並沒有錯 一
點都沒有錯 只是你造了什麼業 就
受什麼業報 將來 當你的菩提心看
見自己的佛性 你究竟成佛 這就是
如來的祕密義
這笑話只有懂華語和普通話的才
聽得懂 一個美國大學生問一個來自
中國的學生：﹁在你們中國人的心目
中 是不是練武功比其他事情都重
要？﹂這華人回答：﹁沒有啊！到底
怎麼了？﹂那位美國大學生說：﹁每
一次我約姑娘吃飯 她們都回答﹃等
我有功夫了再去﹄ ﹂其實 這是一
個﹁用詞﹂的誤會 請不要誤會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功夫 我們每
一個人都有佛性 我們每一個人本來
就是佛 所以 在輪迴當中 不管你
怎麼輪迴 告訴大家 釋迦牟尼佛也
不是一世成佛 祂是經過五百世的菩
薩修行 到最後才成佛 在這五百世
當中 祂下過地獄 祂在地獄道待
過 在畜生道也待過 這兩個道我們
最常見 釋迦牟尼佛曾墮落到地獄
去 釋迦牟尼佛也曾經做過畜生 就
是動物野獸 象王也是釋迦牟尼佛
祂當過象 也當過猴子 也當過鹿
以華人來講 鹿茸是最好的 很
補的 中國人喜歡吃﹁龜鹿二仙
膠﹂ 龜就是龜板 是很寒的東西
鹿就是鹿茸 是很熱的東西 兩個合
起來就是﹁龜鹿二仙膠﹂ 你們看
﹁總持印﹂ 一個寒 一個熱 就是
﹁總持﹂；一個陰 一個陽 一個須
彌山分成陰陽 一個是陰的 就是龜
板 一個是陽的 就是鹿茸 然後合
起來；男生吃的 三分之二是鹿茸
三分之一是龜板；女生吃的 三分之
二是龜板 三分之一是鹿茸 周醫
師 有沒有這樣分？差不多喔！
真的是很奇怪！﹁陰陽﹂ ﹁寒

熱﹂ 天地之間的造化就是這樣子
你們看 白天跟晚上 就是陰 陽
陽就是白天 陰就是晚上 你晚上碰
到鬼：﹁嚇死我了！﹂鬼說：﹁你才
嚇我哩！人是在白天活動的 你晚上
出來幹什麼？不是嚇鬼嗎？我們鬼在
晚上出來是正當的 現在 你們人在
晚上也跑出來活動 三更半夜 夜貓
子到處跑 嚇得我們這些鬼都不敢出
來 ﹂所以 是人侵犯鬼 而不是鬼
侵犯人
鬼曾對我講：﹁現在你們人類老
是侵犯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地盤都被
侵犯光了 把我們的墳場統統遷走
蓋成大樓 變成你們在睡覺 我們要
去哪裡睡覺？我們沒地方睡了 ﹂鬼
都說我們人太壞了 祂們的心地才是
好的
講個笑話 一個姑娘的情緒很低
落 說她經常被嘲笑長得太胖 覺得
生活沒有意義 我就對她講：﹁生活
難免會有這樣的障礙 面對嘲諷與挫
折 不要沮喪 要活出精彩 才是對
嘲諷最好的反擊 有時候 妳要蹲下
來想一想 ﹂她點了點頭 擦擦淚
要蹲下來想一想 沒想到
蹲不
下去！因為還是太胖了
我以前也講過一個笑話 吃年夜
飯時 中國人常常講：﹁有錢沒錢
討一個老婆好過年 ﹂旁邊有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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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講：﹁那我嫁給你好了 ﹂那個人
一看那位小姐 原來是個﹁恐龍
妹﹂ 他就講：﹁我今年不過年
了！﹂這是一個笑話 因為恐龍妹實
在是很嚇人
大家要注意了 記得要運動 每
個人都要運動 把自己的肌肉練結
實 注意身體健康 不要吃得太多
剛好就可以；把熱量降低 多運動
把多餘的熱能揮發掉 你就會永遠青
春美貌 像師母一樣
﹁﹃金剛手菩薩﹄應該是一切如
來的第一法王子 是十方三世一切如
來的菩提心 也就是一切如來祕密的
﹃增上主宰﹄﹂ ﹁增上主宰﹂是什
麼意思？就是祂能夠在我們的修行當
中加持我們 讓我們智慧增長 讓我
們的法力也增長 讓我們菩提心跟慈
悲心一直增長 這是最重要的 當你
的慈悲心生出來 你就已經有了修法
的基礎 再加上無上的智慧給你 你
一下子就可以開悟了 你按照法去修
行 產生力量後 你就看到自己的佛
性 直接就可以成佛
所以 金剛手菩薩是﹁增上主
宰﹂ 是往上面走的 不是往下面走
的 往下面走就是到地獄道 畜生
道 餓鬼道 修行很困難 釋迦牟尼
佛的︻本生經︼裡寫了很多 佛陀行
菩薩行的時候 也曾經在畜生道 也
曾經在地獄道 但是祂最終還是成

佛 這力量是誰給祂的呢？增上就是
往上走的力量 那是非常重要的
﹁﹃增上主宰﹄ 正是﹃執金剛
祕密主﹄的大權示現﹂ ﹁執金剛祕
密主﹂的意思就是金剛手菩薩職掌所
有的祕密義 祂把所有的密法傳授給
大家 大家依照密法修行 將來就會
得到祕密義
其實 我已經講了祕密義：﹁大
家都是佛！﹂將來每個人都可以成
佛 像釋迦牟尼佛授記舍利弗時說：
﹁你將來成佛 就是華光佛 ﹂在這
一世 祂又給我一個﹁華光自在
佛﹂ 還是華光佛；佛本身就是﹁自
在﹂ ﹁自在﹂是多出來的兩個字
所以還是﹁華光佛﹂ 華光自在佛或
是華光佛 都是一樣的
我曾轉世在聲聞乘中 是聲聞乘
的智慧第一 就是舍利弗；大乘的智
慧第一 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師尊是
舍利弗的轉世 已經轉世很多次 很
多很奧妙的事情 師尊也都知道 祕
密義也都知道 知道而能行祕密義
就是﹁修行﹂ 這是最重要的
我以一個笑話做為今天的結語
最近毒澱粉跟毒油的事件充斥 台灣
有所謂的餿水油 地溝油 提煉後給
人吃的毒油事件 還有毒的澱
粉
有個美女去小吃店吃包子
老闆端上來以後 她就從包包裡面掏
出一根銀針 用銀針扎了下去 竟然

發現銀針前端變成黑色的 她就驚
呼：﹁老闆 包子有毒！﹂滿餐廳的
客人全部鴉雀無聲 很安靜地聽老闆
怎麼回答 這時老闆走向前 大聲地
講：﹁ XXX ︵罵人的話︶ 這是黑
芝麻包啦！﹂因為包子是包黑芝麻
的 扎下去當然是黑色的
我用這笑話做總結的意思 就是
要跟大家講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佛
性的 不管你現在是屬於清淨的身
體 或者是有毒的身體 ﹁欸？師尊
怎麼把我們當成有毒的？﹂我意思
是 若你業障重的 就是有毒的；若
你修得非常清淨 就是沒有毒的 就
算你修了 可是滿身還是有很重的業
障 殺 盜 淫 妄 酒 種種的戒
律都犯 那你這身體就是有毒的 因
為沒有修得很清淨
不管你是毒包子也好 沒有毒的
包子也好 其祕密義都是﹁將來都會
成佛﹂！但是 你必須要把自己本身
的業障慢慢清除掉 只要你的業障一
清除掉 身 口 意全部清淨了 你
自然就成佛
密教的總持很簡單 就是教你把
所有的業變成清淨！︻真佛經︼裡面
有講﹁身清淨 口清淨 意清淨﹂
只要你身 口 意全部清淨 你自然
無念 無念就可以成佛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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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市
佛典有云：
⼈死之後，出現中陰⾝（靈魂），經七
七四⼗九天，就進⼊輪迴。
中陰⾝（靈魂），即⿁也。其中也有例
外的，墮⼊⿁趣，當⿁多年，飄來盪去，⼀
直流浪在⿁趣之中。
～蓮⽣活佛盧勝彥～
關於鬼，我們似乎知道
些什麼，又似乎其實什麼也
不知道……
那並不是不存在的世
界。所㈲的存在都是真的存
在，所㈲的事件都㈲他的因
果，所㈲的㆝道、所㈲的善
惡報應，㆒條㆒條的，都記
錄在我們看不到的那個世界
裡。

我⾒，⼀位財主⾛過，
有數⼗名財⿁擁戴。
我⾒，⼀位妖媚弄姿，
楊花⽔性的⼥⼦，有許多淫
⿁擁戴她。
我⾒，⼀位好名位者，
有數⼗名利⿁擁戴。
我⾒，正⼈君⼦，左右無⼀⿁。
⿁之敢侮與否？全在於這個⼈的⼼念⽽
已。
我說：你不必問我，左右有無⿁？我可

以如此告訴你：但問你的⼼，問⼼有愧，⾃
然有⿁。無愧，則無⿁也。
～蓮⽣活佛盧勝彥～
鬼和㆟同，鬼界和㆟界㆒樣荒誕。
並不是只㈲「㆟」才㈲國家、族群、家
庭、個㆟，「鬼」也㈲。我們都㆒樣在演
戲，都㆒樣在大千世界裡，
睜著眼睛夢遊，且扮演㆒齣
又㆒齣的戲，不管你是鬼，
還是㆟。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㆒位已然實修㈲成的大覺悟
者，告訴你「我來，我見，
我感覺」―那些不存在你眼
前，卻又真實存在的故事，
那些幽冥奇幻的荒誕奇談，
那些㆒層又㆒層的因果鎖
鍊。㆒旦揭開，你便會驚
覺：無論我們想得㈲多麼驚
奇詭怪，最終，那不過都是
㆒幕又㆒幕的大戲，在不同
的時間與空間㆗，㆒次又㆒
次的開演、謝幕，㆒次又㆒
次的帝王將相，㆒次又㆒次
的喜怒哀樂……。
《荒誕奇談》㆔句不離鬼，若你能看出
隱藏的深義，如此幸甚！
〜大燈文化供稿〜

9/ 28 2014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文字整理 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根本㆖師㈲持明傳承，
是解㆔密第㆒㆖首，得蓮師教授大圓滿。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
主尊︱大白傘蓋迴遮母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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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周慧
芳律師及她的公子和千金 莊駿耀醫
師 周衡醫師 黃美娟醫師 香港黃
日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你
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廣東
話：謝謝︶
今天是做大白傘蓋佛母的護摩
祂的手印就是︵右手︶一個是傘蓋
加上︵左手︶一根支撐傘的柱子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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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祂的手印；這個大白傘蓋佛母的
手印很容易記 就是上面一個傘蓋
底下一根柱子 祂的種子字是﹁嗡
︵★︶﹂ 放白色的光 大白傘蓋佛
母的﹃堅甲咒﹄是短咒 就是﹁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大白傘蓋的由來是這樣 以前
帝釋天跟阿修羅天 兩個天眾發生戰
爭 大家都知道 在人間都會有戰
爭 以色列打巴勒斯坦就是戰爭 美
國空襲伊斯蘭國 也是戰爭 這就是
國跟國之間的戰爭 在以前 還有種
族跟種族之間的戰爭 在部落 族群

還沒有成為一個國家的時候 你
是一族 他是一族 兩族也會
發生戰爭
我們中國就有很多種族
我剛剛講的廣東話 他們也是屬於一
個族群；像在台灣 有四個比較大的
族群 一個就是﹁閩南人﹂ 閩就是
福建 福建南方的人叫做﹁閩南
人﹂ 一個是外省人 就是從中國大
陸過來台灣的人 稱為﹁外省人﹂或
是﹁內地人﹂ 還有﹁客家人﹂
﹁原住民﹂ 台灣就有這四大族群
中國大陸的族群更大 族跟族之
間有時候也會有戰爭 像西藏的藏
人 新疆的維吾爾族 雲南的擺夷
族 福建的閩南族 東北的旗人 蓮
印上師就是旗人 旗人分為正白旗
正黃旗 正藍旗
有所謂的﹁八

旗﹂ 你是哪一旗？︵蓮印上師答：
正黃旗︶他是屬於正黃旗 努爾哈赤
是哪一旗？他是正黃旗 原來你是皇
族啊！東北的旗人 又叫滿人 是滿
族 在中原地方有漢族 在更北的地
方有蒙族 蒙古 西藏 新疆 雲
南 東北 福建 廣東 中原只有那
麼一小塊 就是漢族 漢 滿 蒙
回 藏 苗︱苗族 有那麼多族群
經常也是會有戰爭
國家之間有戰爭 族群之間有戰
爭 再來就是在家裡面 一樣會有戰
爭；你們不要以為家裡沒有戰爭 家
裡的戰爭才厲害 不但有熱戰 還有
冷戰；冷戰就是家庭的兩個主角︱男
主角 女主角 兩人都不講話 這個
冷戰可以持續到半年 一年 甚至幾
年 溝通就要用寫紙條 就有這樣的
事情 所以 家庭一樣會有戰爭 兩
個人一樣會有戰爭
不只人間有戰爭 天上也有戰
爭 升上了天 怎麼還有戰爭啊？阿
修羅天跟帝釋天的戰爭是最明顯的
帝釋天是屬於欲界天當中的一個天
那個天住的是玉帝 帝釋就是玉皇大
帝 祂的正名在佛教裡面叫做釋提桓
因 玉皇大帝跟阿修羅王發生戰爭
阿修羅居然戰贏帝釋天 包圍整個帝
釋天 眼看帝釋天就要在二十八天當
中消失 怎麼辦？帝釋就去求釋迦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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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佛 請釋迦牟尼佛救命 釋迦牟尼
佛：﹁啊？你們天帝都打不過阿修羅
啊？怎麼辦？﹂於是 釋迦牟尼佛就
禪定 從釋迦牟尼佛的頂竅放出一道
白色的光明 就是佛頂的光明顯現
出現一個大白傘蓋
是誰做這個大白傘蓋的？︵師尊
拿起桌上的傘蓋︶這個是大白傘蓋
不過 為什麼要用那麼黃的顏色？應
該要用白色的 白色才是正確的 是
大白傘蓋 不是大黃傘蓋！這個不知
道是誰做的？是誰異想天開？居然把
它做成黃色的 喔！是尤銀壽︱阿不
拉設計的！阿不拉的孫子︱蓮明法師
現在在這裡 這是你阿公設計的 我
不知道是他設計的 大白傘蓋應該是
白色的 所以 師尊今天穿白色的
釋迦牟尼佛頂上的白光顯化出大
白傘蓋佛母 大白傘蓋佛母就持著白
色的傘蓋 把整個帝釋天蓋住 阿修
羅王不管用什麼弓 箭或各種利器
全都攻不進去！因為有大白傘蓋把整
個帝釋天全部保護住 所以 玉皇大
帝還存在的原因就是這樣 否則 早
就被阿修羅王給﹁喀嚓﹂ 沒有帝釋
天了
大白傘蓋的由來 向大家講個清
楚 因為帝釋天跟阿修羅王打仗 帝
釋天失敗後去求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
尼佛的佛頂白光顯化成為大白傘蓋佛
母 佛母用大白傘蓋去遮止整個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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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所以阿修羅王的軍隊怎麼攻都攻
不進去 這才保住了帝釋天
大白傘蓋佛母有一個很重要的要
訣 就是祂的﹁迴遮﹂ 可以阻擋人
家對你下用降頭 今天沒有做主祈
的 那就錯失機緣了！只要修大白傘
蓋佛母 有大白傘蓋來護助你的話
所有的降頭都沒有辦法攻你 因為你
有大白傘蓋啊！不管是弓箭 利箭射
過來 可以用大白傘蓋去擋 就算箭
如雨下 用大白傘蓋一遮 一滴雨都
沾不到你 整個人在大白傘蓋底下被
蓋住 任何一個降頭都沒有辦法侵

入 任何鬼神也都沒有辦法侵入！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大白
傘蓋佛母又稱為﹁迴遮母﹂ 這是一
個重點 大白傘蓋佛母的﹃堅甲
咒﹄ 堅甲的意思就是整個傘蓋像堅
固的甲冑一樣 你唸：﹁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觀想大白傘蓋升高
升得很高 然後傘蓋把你整個人全部
遮住 就叫做﹁迴遮﹂ ﹁迴﹂就是
回去 ﹁遮﹂就是遮止 大白傘蓋佛
母的﹃堅甲咒﹄又可以唸成﹃迴遮
咒﹄ 不管人家使用多大的降頭來對
你 你迴遮給他 這降頭就會反射回

去給他 降頭的力量有多大 回去的
力量就有多大
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要有一尊護
法神 因為護法神本身就有力量迴
遮 大白傘蓋佛母 尊勝佛母 馬頭
明王 獅面空行母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 這幾尊都可以做迴遮 你唸了
﹃迴遮咒﹄ 不管別人對你做的力量
有多大 都會把它反射回去 讓他的
利劍轉向 射向他自己
當初 蓮華生大士在古森林裡面
跟五百個外道鬥法 就是獅面空行母
下降保護蓮華生大士 蓮華生大士再
用﹃迴遮咒﹄反射回去 五百外道全
部倒地昏迷！你們看 那個力量有多
大！所以 這個﹃迴遮咒﹄ 我們密
教行者要學習 剛剛講的這幾尊 大
白傘蓋佛母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尊勝佛母 獅面空行母 馬頭明王
這幾尊都有迴遮的作用 你只要把咒
語顛倒唸
什麼叫做﹃迴遮咒﹄？你把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變成﹁哈
梭 尼吽 媽媽 吽﹂就是﹃迴遮
咒﹄ 如果人家攻過來了 你唸：
﹁哈梭 尼吽 媽媽 吽 ﹂就反射
回去了 以前很少跟你們講﹃迴遮
咒﹄要怎麼唸 其實﹁迴﹂就是從後
面倒唸過來 我們平時唸咒語是從前
面唸過去 ﹁迴遮﹂就是從後面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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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今天聽到的有福啦！沒有聽到的
人 不要講給他們聽 這就是﹃迴遮
咒﹄啊！以前我不太願意講迴遮咒
因為是 secret ︱祕密的
你懂得使用﹃迴遮咒﹄ 對方就
會受傷 你不懂得使用﹃迴遮咒﹄
你就只是保護自己 遮住自己 沒有
反射回給他 當你知道有降頭過來
你可以唸﹃迴遮咒﹄ 祈求大白傘蓋
把你蓋住 然後唸﹃迴遮咒﹄ 那個
給你放降頭的人反而馬上就倒下
大白傘蓋可以保護個人 也可以
保護國家 連帝釋天都可以保護 何
況是一個國家 所以 密教可以護
國 佛菩薩是可以保護國家的 四大
天王也可以護國
大白傘蓋佛母 尊勝佛母 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 馬頭明王 獅面空
行母 這五位都有﹃迴遮咒﹄ 其他
的不要亂唸；時輪金剛也可以 還有
一些金剛神也可以 但我今天只講出
大白傘蓋佛母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 尊勝佛母 獅面空行母 馬頭明
王 這些都是有﹃迴遮咒﹄的
大白傘蓋佛母是比較難觀想的
因為祂有點像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
形相 很難觀想 但我們可以觀想比
較簡單的形相 就是觀想白色身體的
佛母 祂的左手拿著大白傘蓋 祂的
右手是﹁予願印﹂ 這種一頭二臂的

形相比較容易觀想 大白傘蓋佛母也
有三頭六臂的 也有千手千眼的 祂
是釋迦牟尼佛頂上白光的變化身 有
祂的來源 有祂的形相 有祂的咒
語 有祂的手印 就可以修祂的﹁唸
誦法﹂
我們今天再講︽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當初
世尊圓寂時 說：﹃我從今起 不再
人間示現 過了廿八年之後 在三十
三天的地方 有很殊勝的聖教將興起
來 這是大圓滿之法之宏揚 在南贍
部洲的東方一隅 也有一國 將傳大
圓滿法 這楞伽傳法的主人 就是金
剛手菩薩的化現 ﹄﹂
金剛手菩薩的化現是這樣子的
釋迦牟尼佛授記 將來在三十三天的
地方 有很殊勝的聖教 三十三天的
地方也就是慶喜藏 因為祂是天子
所以在三十三天也能夠宏揚﹁大圓滿
法﹂ 在人間也有
﹁西藏密宗的第一法﹃大圓滿
法﹄ 若由金剛手菩薩二轉法輪所得
的傳承 即稱為﹃持明傳承﹄ ﹂這
個傳承叫做﹁持明傳承﹂ 也就是持
咒 持祂的咒語 ﹁按西藏密宗 紅
教︵寧瑪巴︶的歷代祖師表是這樣
的 第一代阿達爾瑪佛 第二代毘盧
遮那佛 第三代五方五金剛 第四代
釋迦牟尼佛 第五代金剛手菩薩 第

六代是格乃布道爾極金剛 第七代謝
爾遜哈金剛 第八代是蓮華生大
士
﹂
五方五金剛就是五方五如來 也
就是五金剛如來 是五位如來；格乃
布道爾極金剛也就是極喜金剛 是在
人間的傳承；謝爾遜哈金剛就是師利
星哈；其實 當中還有一代 就是從
極喜金剛到妙吉祥友 我這邊少寫了
一代 就是妙吉祥友 在很多年以
前 我就知道這個是寧瑪派﹁大圓滿
法﹂的傳承
﹁第三代以前 就是佛法尚未到
世間的時代 ﹃大圓滿法﹄即是﹃如
來心印﹄ 也就是﹃太初古佛婆仙如
來﹄出轉法輪的任運神通遊戲 到了
金剛手菩薩得祕密義 ﹃大圓滿法﹄
宏揚於印度 也就是在第七代以前
﹃大圓滿法﹄只在印度流傳而已 ﹂
﹁到了第八代蓮華生大士才到了
西藏 創立了西藏佛教︵喇嘛教︶
最古老的紅教 把西藏神教︵黑教︶
陋習破除 所以本書的下篇 就以蓮
華生大士為三轉﹃大圓滿法﹄的法輪
為篇名 ﹂
﹁我︵蓮生上師︶ 是最知曉金
剛手菩薩的第一人 解三密人中第一
上首者 我知金剛手菩薩最詳 如
﹁金剛薩埵﹂一般 所以我亦有﹃持
明傳承﹄的大灌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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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談到西藏的黑教 黑教是屬
於薩滿教的一派 又叫做笨波教 其
實是﹁萬物有靈論﹂ 因為古代的人
不知道閃電 打雷 地震 起風是天
候的變化 都為它取一個神的名字
任何東西都用上一個神的名字 這是
薩滿教﹁萬物有靈﹂的意思
在西藏 原來就有原始的宗教
叫做笨波教 蓮華生大士到了西藏之
後 就破除這些原來的宗教 把所有
的神全部變成佛教的護法神 這世界
上有很多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神跟鬼
就不太一樣 神跟鬼的差別在於力量
的大小 神有大力量 鬼只有小的力
量 差別在這裡 佛菩薩跟鬼神是沒
有什麼關係的 佛是一個覺者 祂是
已經覺悟的人 跟一般的神不一樣
神跟神還會打仗 鬼跟鬼也會打仗
佛跟佛之間不會打仗 是不一樣的
有一個人買了含羞草 他問老
闆：﹁老闆 我昨天跟你買了含羞
草 回家以後碰它 它怎麼都不會害
羞地合上葉子？﹂﹁先生 你好！你
買的那一盆含羞草可能是比較不要臉
的含羞草！﹂所以 以鬼來講 有君
子鬼 也有小人鬼
有一個晚上 我禪定的時候看到
我父親 祂很少出現的 以前 祂走
的時候也不過是跟我講一聲：﹁かつ
︵日文：勝︶我走了！﹂就是一個聲

音而已 從來不出現 那一天 祂居
然出現了！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形相是很像我父親 完全一
樣 但是 照理說 祂已經到了佛國
淨土 祂會馬上轉變成在佛國淨土的
模樣；先是顯化我父親生前的模樣
然後再變成在佛國淨土的模樣 讓我
知道祂已經在佛國淨土 但是 這次
的祂居然不變化 一直都是原來生前
的那個模樣 我就覺得有問題 這個
是﹁有問題﹂的爸爸
那個爸爸居然跟我講：﹁我現在
住在︿台灣雷藏寺﹀的西方境 兒子
跟女兒初一 十五都沒有拿東西來
拜 所以我現在非常缺乏 沒有新衣
服穿 也沒有飯可以吃 我就變成乞
丐到處乞討 希望你以後初一 十五
都要拿東西來拜一拜 讓爸爸比較有
面子 ﹂
這個就很奇怪了？我爸爸怎麼會
還在人間呢？還沒有到佛國淨土？開
玩笑！這個是丟我的臉啊！我一天到
晚超度人家 竟然沒有超度我爸爸往
生佛國淨土？我的臉怎麼掛得住呢！
我爸爸居然顯像跟我要吃的 要喝
的 還要討新衣服穿？我就問祂：
﹁請問你的遺囑裡 到底給我多
少？﹂我爸爸死了之後 當然會有遺
產留給我 我就故意跟祂討價還價
祂就講：﹁你是長子 當然是給你最

大份的 ﹂我一聽就知道不對了！
為什麼呢？因為我對我父親講
過：﹁你的遺產不用留給我 給我的
四個妹妹 還有給我用錢請來照顧你
的那位師兄 你給他們就可以了 不
用給我 ﹂祂的遺囑是這樣子寫的
在宣布遺囑的時候 一看遺囑 就是
給四個妹妹跟照顧祂的師兄 每個人
一份 只有我沒有 所以 這個爸爸
祂搞錯了 我就知道祂是冒牌的 是
來騙吃騙喝的！
原來 鬼也有詐騙集團 是來詐
騙的 想要我供養祂 想要騙吃騙
喝 就化身成為我爸爸 我就故意再
問祂：﹁我從小讀到高中 你的床頭
上都放了三本書 請問那三本書的書
名是什麼？﹂祂講出我幾個妹妹的名
字 也講出照顧祂的師兄名字 就是
講不出書名 ﹁你不用講那些 放在
你床頭上面那三本書 書名是什
麼？﹂因為那三本書我也偷看過 我
也把它看完了 我知道那三本書的書
名 但眼前這個爸爸卻講不出來 後
來 我 就 對 祂 說 ： ﹁ Get out ︵ 出
去︶你這冒牌的 給我滾！﹂祂就化
成一道青藍色的煙跑掉了 這就是
鬼 鬼也想來騙我 是騙不過我的
稍微考一下就知道了
鬼跟神不同 佛跟菩薩不同 菩
薩跟這些神 鬼又不同 我爸爸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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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頭那三本書是︽上古神話演義︾
上 中 下三集 現在 鬼也聽到
了 祂如果再來 我不會再用這個問
題考祂 我還有其他的問題
所謂的笨波教 它跟寧瑪派 跟
佛教 是不一樣的 佛教也有很多派
別 也都不同 譬如你拿藏密的唸咒
跟東密的唸咒 那就不一樣了 東密
唸的﹁絀利﹂ 藏密是唸﹁些﹂ 藏
密的五大金剛明王跟東密的五大金剛
明王也是不一樣的 名稱也不同 形
相也不太一樣 但 有些手印是相同
的；像大威德金剛的手印 東密的大
威德金剛是騎著牛 比這個手印 藏
密的大威德金剛是長著牛角 也有這
個手印 手印是一樣的 但形相是不
一樣的
所以 很多事情我們必須要了解
清楚 什麼是一樣 什麼是不一樣
這裡也有所謂的一樣跟不一樣 有一
個叫做鐵雄的人跑去算命 算命師寫
了一張紙條給他 內容是﹁大富大貴
沒有大災難要小心﹂ 鐵雄看完之
後 很高興地離開 過沒幾天 他在
路上發生車禍 被車子撞斷了腿 腿
傷好了之後 他很生氣地找算命師理
論：﹁你之前告訴我 我是大富大
貴 沒有大災難的命 為何我會被車
子撞斷腿？﹂算命師拿起那張紙條
慢條斯理地講：﹁先生 你大概沒有
注意到 我寫的字是有標點符號的

﹃大富大貴沒有﹄ 一點 然後是
﹃大災難要小心﹄ ﹂就差那麼一
點 ﹁大富大貴 沒有大災難要小
心﹂就是表示不會有大災難 不需要
小心注意；但如果是﹁大富大貴沒
有 大災難要小心﹂就是完全不同的
意思了！差一點 差別就非常大
所以 笨波教和西藏密宗只差一
點 五長壽天女本來是笨波教的 十
二大吉祥天本來也是笨波教的 後來
祂們都護持佛教 都變成佛教的護法
神 就是差這麼一點 笨波教跟西藏
密宗是有差 就差一點 大家要記得
是這樣子
繼續跟大家談﹁大圓滿法﹂ 釋
迦牟尼佛授記 ﹁在南贍部洲的東方
一隅 也有一國 將傳大圓滿法 ﹂
這﹁南贍部洲的東方一隅 也有一
國﹂指的是中國 佛教傳到中土 中
土把佛教興盛起來 中國最重要的一
個教派就是禪宗 其實 禪宗就是
﹁大圓滿法﹂ 師利星哈是中國人
是唐朝的人 祂移民到印度 學了
﹁大圓滿法﹂ 所以 蓮華生大士是
師利星哈的弟子 也等於是藏人 中
國人的弟子 所以 蓮華生大士有
﹁大圓滿法﹂的傳承
天上會打仗 人間也有戰爭 種
族也有戰爭 家庭也有戰爭 這個笑
話就是關於家庭戰爭的 ﹁這段時
間 我天天跟妻子吵架
﹂朋友

問：﹁你吵得過她嗎？﹂﹁所以 我
每次在最後就會說一句 她就不再吭
聲了 ﹂﹁這麼厲害！你說了什
麼？﹂我說：﹁對不起！都是我的
錯！﹂這個很好用喔！這一句話 男
生要學起來 因為太太是永遠沒有錯
的 錯的一定是先生
有一首歌的內容是這樣的：﹁到
底為什麼？都是我的錯
﹂誰叫
你要結婚？你一結婚就錯了！女生都
不會有錯的 都是男生的錯！就是算
女生錯了 也是男生的錯 這樣 家
庭才會圓滿 對不對？︵眾弟子大
笑︶你們笑得很大聲啊！我沒有在看
師母喔！你們不要搞錯了 以為都是
我的錯 告訴你們 師尊錯了也是對
的 這才是真正的佛法！
﹁我在美國靜坐二年多 教授我
密教大圓滿法的 正是蓮華生大
士 ﹂那時候 其實 祂是要來開我
的 竅
我 記 得 是 在 Seattle
Ballard 的地方 在那棟房子上面有
一個小閣樓 我稱為︿靈仙閣﹀ 我
就在那邊靜坐 白天都在那裡 很少
出去 來教我的就是蓮華生大士
蓮華生大士不但教授我 也給我
灌頂；祂帶我到尼泊爾的一個古墓裡
面 在裡面給我兩個灌頂 我對那兩
個灌頂的印象很深 一個就是﹁光明
灌頂﹂ 祂的全身毛細孔全部射出
光 然後照我的毛細孔 讓我全身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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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我變成另外一個蓮華生大士一
樣 我通身是光 然後 蓮華生大士
再把我變成很小 像一個點 祂把我
吃下去 再從祂的密輪出來 再變成
我 這個灌頂是很奇怪的
蓮華生大士給我這兩個灌頂 然
後我的頂竅裡面就出現了伏藏已久的
﹁大圓滿法﹂ ﹁大圓滿法﹂就出現
在我的腦海裡面 當初赤松德真王伏
藏在腦海裡面的﹁大圓滿法﹂就出現
了！所以 教授我密教﹁大圓滿法﹂
的就是蓮華生大士！
我在︿靈仙閣﹀枯坐了差不多將
近兩年半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弘法
什麼都沒有！我到了美國西雅圖 都
是靠蓮火 蓮世 蓮主 蓮火上師一
家人幫忙與照顧 我在︿靈仙閣﹀的
時候 他們每天晚上都過來陪我飲
酒 蓮高上師從溫哥華帶來五龍二虎
酒 我們每天晚上都喝五龍二虎酒
那時候 我很喜歡每天晚上喝點酒
蓮高上師說他過海關的時候 都是把
五龍二虎酒藏在車底下 而且是整箱
拿過來供養師尊 但是 我喝酒從來
沒有醉過 只是喝得很高興
感謝蓮高上師和蓮火上師一家人
的照顧！以前都是他們照顧 我沒有
辦法賺錢 沒有弟子 紅包哪裡來？
我那時候還哭給彌勒佛聽 哭給釋迦
牟尼佛聽 說：﹁我堂堂一個蓮生活

佛 怎麼到了西雅圖就困在美國了？
我快要餓死了 你們救救我吧！﹂彌
勒佛從空中飛過去 把祂的包包打
開 哇！裡面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還
有房子 車子 漂亮的龍袍 很多的
佛冠 金銀珠寶 還有很多的
money 從虛空中灑下來 彌勒佛飛過
去 我撿得好高興 這個也要 那個
也要 一直撿到打開眼睛 原來是做
夢！我以為這下子發了 結果醒過
來 一切都沒有
那時候真的是
很痛苦
第一次賺到錢 是我投稿西雅圖
︽西華報︾ 我寫了一篇文章投稿
居然給我稿費︱美金四塊錢 這是我
第 一 次 在 美 國 賺 的 錢 only 4
dollars ︵只有四塊錢︶ 拿到稿費
後 心裡很高興 我終於在美國賺到
錢了！後來 我就寫文章回台灣 投
稿︽台灣日報︾ 因為我以前在︽台
灣日報︾有專欄 我跟主編很熟 那
時候是一篇文章五百塊錢台幣 那三
年就是過這樣的日子 還好可以飲
酒 那是蓮高上師送的 現在不可以
送給我了 他說喝那種酒可以幫助內
火 所以那時候 我的火氣很大
講個笑話 小龍蝦去相親 回家
以後悶悶不樂 小龍蝦的媽媽講：
﹁烏龜有什麼不好？人家身體好 長
命百歲 妳不用擔心會守寡 最重要

的是有房子住 ﹂小龍蝦就哭了：
﹁好什麼好？如果我生個孩子 人家
會說那是﹃王八蛋﹄！哪天 我如果
拉著孩子逛街 人家又會說我是﹃蝦
扯蛋﹄！﹂
其實 有房子住是很重要的！我
到了美國 第一個就是先買房子 那
時候 一間房子才八萬塊 在三十多
年前 美金八萬就有一棟房子 現在
的房子都很貴了 八萬塊錢要去哪裡
買房子？那時候 ︿靈仙閣﹀就是八
萬塊錢買的
家庭一定要和樂 以下這是一個
例子 在夕陽底下 一位白髮蒼蒼的
老奶奶在湖邊推著輪椅 輪椅上的老
爺爺對老奶奶說：﹁寶貝 妳真好！
妳這樣推著我 讓我感覺好溫馨！﹂
記者上前問老奶奶：﹁你們怎麼能保
持一輩子這麼恩愛呢？﹂老奶奶講：
﹁他的腿是我打斷的 ﹂記者傻眼：
﹁妳為什麼打斷他的腿？﹂﹁因為打
斷腿 他才不會跑 就永遠是我
的 ﹂記者轉身問老爺爺：﹁老爺
爺 你都這麼老了 你還叫老伴﹃寶
貝﹄ 請問你是怎麼做到的？﹂老爺
爺：﹁我不叫她寶貝 那要叫她什
麼？因為我忘了她的名字
﹂這
個就是恩愛的家庭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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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曉上師
■「隨遇而安」應是歷經紅塵萬象的千刀萬剮也不失定慧，如此才能……

偉大的無人

得到也像沒有得到，失去也像沒有失去。

會刻意找人來知道，知與不知隨緣，從不牽強要製

火在黑暗中，並不需廣告宣傳，大家自然曉得或不曉

失，也不會緊張失望。

一切的發生均隨遇而安：

門，遇小中大是非衝擊安於小中大是非衝擊，遇貧賤安於

遇雙喜臨門安於雙喜臨門，遇百喜臨門安於百喜臨

最偉大的人是一個無人！

貧賤，遇富貴安于富貴，遇失戀安於失戀，遇閃電安於閃
千刀萬剮……。

電，遇蓮花安於蓮花，遇大糞安於大糞，遇千刀萬剮安于

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唯恍唯惚，是無人世

沒有自己才是真實的自己。

一即是多，所以並不孤獨。非言語的論斷。

利

如果美好的宮殿花園產生，就讓它產生，如果它消

益萬有萬物的人不為人知（利益也非利益），他不

造任何東西。
得。

界。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老子的開示）

話說太平天國「起義軍」左軍主將石達開與宰輔曾仕

和於一八六三年（清朝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成都公

那是無極之太極的「實際操作」：
沒有過分努力賺錢，也不刻意保持貧窮。

堂受審，並被判凌遲處死。

（一般剮刑會根據犯人的罪及判者意旨來量刑：

情裡沒有情，欲中沒有欲。
去脫任何物象情象的執著。

最輕的為八刀，面部一刀、四肢各一刀、前胸一刀、

最重的要剮三千六百刀，將一張漁網纏在犯人身上，

後背一刀、私處一刀。

不依靠別人、外境。
「我」朗朗獨然，唯「我」獨尊。「我」就是整體。
那不是孤獨，也是孤獨。因為唯一，所以孤獨；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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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歷史上被執行剮刑的還沒有能熬過三千六百刀

每個網眼都要割一刀，所以又稱魚鱗剮。
的。
以上可見，人間本就有地獄。這是眾生所造業因反作
用力於己身上時的現象。
大將軍若曾一刀一刀向「別人」（其實是自己。宇宙
並無「別人」，無人有別）砍，終歸會「反彈」到自己身

心安不只是堅忍，還有不憤怨、不糾結、不貪愛，無
念無住。

能這樣的安，天然恆在的淨樂才不會被打擾到。

隨遇而安乃是街知巷聞的道理，但卻是「七歲鼻涕蟲

都會說，八十歲老翁也做不到」。

所以，「隨遇而安」應是歷經紅塵萬象的千刀萬剮也

不失定慧，如此才能煉成！

另外，當人刻意去進行比較時，也是作繭自縛。

上。）
石、曾二人分別被面對面縛在兩個十字木樁上。

一直看著別人，對比其他，就等於招手把煩惱喊進心

凡人起心動念、刻意分別，就是在本自清淨上的蒙

經常迷執於做這做那，換生意、換玩法、換先生、換

不當無人，實等同白活了！

是何等的自在與暢然！

偉大的無人幻心如鏡，能映照一切而無一切糾結，那

！
地，把本具的安然與清淨打亂了，豈不哀哉？

如此背著重擔，消散能量，就如同自己折磨自己似

望……；

一輩子都在選擇，改變選擇，改變安排，更新欲

太太……；

塵。

門內了。

執行凌遲時，劊子手先對曾仕和割下第一刀，曾仕和
受疼不過，慘叫狂呼。
石達開便呵斥他：「為什麼不能忍受此須臾時間？」
曾仕和這才咬緊牙關，不再叫喊。
可見，心理調整與主控，可以或多或少地減弱肉體痛
苦的覺受程度，心裡越驚怕，恐怖痛苦感更重。
石達開受刑時，被割一百多刀，從始至終默然無聲。
清軍官兵感到震驚，觀者無不動容，有人歎為「奇男
子」。
連四川布政使劉蓉都不禁讚他：「梟桀堅強之氣溢於
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
際，神色怡然，實丑類之最悍者。」
當然，真正的隨遇而安還不只是表面咬緊牙關的安。
更重要的是心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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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現阿字素光色」，裡面會出現一個阿字，阿字發
出素色的光明。所謂的「素色光」是指不是很燦爛、也不

手肘，也有人講是從中指到手肘。你們想想，這不就是中
脈的長度嗎？這「一肘門」指的就是中脈的長度。

在【大日經】所講的修「阿字觀」也是觀想在心輪裡
面有八葉蓮花，當白色的蓮台打開後，有一道白色的光
明，這一道光明，每個人都不一樣長，有人講是從手腕到

怪？這些佛菩薩不會下降到喉輪，不會跑到臍輪，也不會
跑到密輪，就是要到心輪。

你自己，統統都回到心輪裡面。
當我們修「煙供法」時，觀想心輪打開，放出藍色的
光，放光三次，引請四臂觀音下降，也是下降到心輪。奇

寂靜智。」這「八葉白蓮一肘門」就是在講心輪，然後
「召入如來寂靜智」，就是引請佛菩薩或是本尊，也就是

那「菩提心」到底是什麼？祖師的講法是：「八葉白
蓮一肘門。炳現阿字素光色。禪智俱入金剛縛。召入如來

我們的色身都消滅過太多次了！這個世界在「成、
住、壞、空」的過程中，也是不知道被消滅多少次了！因
此，菩提心顯然是超越過輪迴。

相續性也被包含在「菩提心」裡面！「菩提心」一定是超
過「相續」、超越「輪迴」的，不然的話，它肯定在輪迴
當中會被消滅！因為沒有什麼東西不會在輪迴中被消滅。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以金剛縛把大拇指包在裡面，意思就是一定要把人性的那一面消除。

發菩提心論
（文接三二五期）

是我們過去知識的累積，然而，佛法所講的東西有的時候
是推翻過去我們所學的概念，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在祂
們眼中，這一切是「不生不滅」的。
「菩提心」就是不生不滅、不動不靜。那它到底是什
麼？勉強講是「相續」，這世間是一個相續的現象，所以

像「地獄」，也是我們的心念投射出來的。
所以，對於佛菩薩來講，祂們的眼中沒有時間跟空
間，祂們也不認為時間跟空間是一個虛空不動的東西，大
概……只剩下「相續」而已！所謂「相續」，就是指因為
我們的心念是相續的，所以才會造成所謂的時間有延續
性，空間也有延續性。
從哲學上講，也的確是這樣。我們所有一切的判斷都

即讚阿字是菩提心義。頌曰。
八葉白蓮一肘門。炳現阿字素光色。
禪智俱入金剛縛。召入如來寂靜智。
「阿字是菩提心義」也就是指阿字的五種唸法和所
代表的五種意義，也包含了「開、示、悟、入」以
及「具足善巧方便」，所以祖師稱讚阿字是菩提心義。
那這個「菩提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對於時間跟空間的觀點，以佛法的觀點來看，那是不
實在的；佛法認為時間空間是我們心念去投射出來的，就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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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清淡的光。勉強可以說是那種「無雲晴空」的顏色，
可是，也不是那種顏色，也沒有更接近的顏色了！雖然很
像白色，但，肯定不是白色，就是那種「藍得很白，白得
很藍」，藍白之間很難分的那種顏色。
在本文的前一段也有提到「所以觀行者。初以阿字發
起本心中分明。即漸令潔白分明」，這就是在心輪修「阿
字觀」。觀想「阿」字在心輪出現，然後讓「阿」字慢慢
充滿全身，全身潔淨，充滿「阿」字的光明。
「八葉白蓮一肘門。炳現阿字素光色。」這兩句話就
是說在心輪生起八葉白蓮，然後在中脈出現一段「從手肘
到手指這種長度」的光芒，這個光是素色的。
「禪智俱入金剛縛」，我們左右兩手的大拇指分別代
表「禪」跟「智」；而這「金剛縛」，有的祖師是講「外
縛」，有的祖師是講「內縛」，但依我所看到的是「內
縛」比較多。「內縛」是兩手四指交叉朝內（掌心），
「外縛」是兩手四指交叉朝外（手背）。
「內縛」有點像是兩手握著拳頭相扣，這樣子修禪定
比較難修禪定，而「外縛」的方式有點像是「大海超度
印」。但我最常用的是「握固印」，兩手的大拇指要壓在
無名指底下，表示「壓住無明」，然後握拳。這是我最常
用的方式，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自然。
有的時候，我也會只是單純的把手放著，因為我一直
記得師尊講的：「你不能確定在你死的時候還有手可以結
手印，如果沒有手的話，怎麼辦？」比如搭乘飛機時，飛
機爆炸，你的手斷掉了，那你要怎麼結手印？此外，也不
能確定我們死的時候是盤坐的姿勢。所以，才要訓練自己
不管是在什麼狀況、什麼時候，都可以入禪定。
不管是用內縛、外縛，或是其他方式，兩手的大拇指

還有別的含義，這大拇指象徵「自信」，也象徵「自
我」，象徵「佛性」，也象徵「人性」。以金剛縛把大拇
指包在裡面，意思就是一定要把人性的那一面消除。
請注意，在這個階段修行的時候，我們還不是個成
就者，我們只是一般的修行人，所以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禪智俱入金剛縛」，用意就是要我們不要被「貪、瞋、
痴」的人性給牽著走，要堅固你「不動的見解」。
所 以 ， 這「 金 剛縛 」 另外的 含 義就是 「不 動的見
解」，就是把你的人性、佛性都包覆在裡面，善自體會，
用「不動的見解」把你的人性約束好，不要讓「我慢、我
執、貪、瞋、痴」跑出來。如果你能夠做到，那你自然而
然就可以進入如來的寂靜智慧，也就是「涅槃的智慧」，
這就是「召入如來寂靜智」。
既然有「召入」，那就表示還有「用」！你要先長
存你的菩提心，長養你的菩提心，意思就是你要慢慢地習
慣，不管發生什麼事，不管是什麼對境、外境，永遠都是
以「菩提心」在作用，永遠都是「菩提心」在做事，而不
是「人性」在作用。
以前的我，都是在思考如何把人家的企業打垮，讓
我的公司賺錢，這完全是與修行的路相反。而現在的我，
就是要學習怎樣以菩提心去作用，時時刻刻都這樣做，就
做叫「長存」。其實，你不做，它還是「長存」，問題是
在於我們有沒有辦法跟它一起「長存」。
所以，「長養菩提心」、「長存菩提心」，並不是
我們不養、不存，它就不見了，而是我們會失去了那個
「掛鉤」。我們必須要時時刻刻去體會、去行，直到有一
天，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人家罵你、打你、砍你，你還是
以菩提心作用，你不會恨他。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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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厭煩。

從小就聽過千百遍了，沒有耐性再聽下去，兒子的心裡就

天都對兒子說做人的道理，兒子聽多便覺得很無聊，因為

生，就不想擁抱她了。兒子和媽媽同住了一個月，媽媽每

到媽媽後，發覺媽媽老了很多，樣貌也改變了，實在很陌

看媽媽，本來準備在見面時給媽媽一個深情的擁抱，但見

年沒有回去探望媽媽；有一天，兒子想見媽媽了，便回家

養大了，送兒子出國讀書，兒子在外國生活了很多年，常

有一個這樣的真人真事。有個媽媽含辛茹苦，把兒子

當我老了

常侍膝下，一定要常打電話問候父母或親自探望。

已往生，一定要親自前往掃墓；如果父母仍健在，若無法

父母，感謝養育之恩，這是人人都應盡的孝道。如果父母

恩。此外，在農曆七月，可以唸『報父母恩咒』，迴向給

不要忘本，尤其是對父母，千萬不要忘記父母的養育之

孝」，是因為懂得「飲水思源」。做人一定要飲水思源，

這是「父慈子孝」的故事，而人之所以會「慈、

■蓮一上師—於〈白雲雷藏寺〉「盂蘭節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開示
■飲水思源」是修行人、也是每一個人的基本做人原則與處世態度，如此才會從而產生……

溯源知恩 提放八風
飲水思源
人師說，現在科技發達，清明節（盂蘭節）可以用
電腦上網祭拜祖先，貼上祖先的照片，再貼上水

有

果、香燭、金紙等各種供品的照片，然後在網上拜祭即
可。有老菩薩講：「這樣不好，不夠誠意。」其實，這真
的是缺少誠意。雖然親自到墳前祭拜祖先和在網路上祭拜
祖先，都一樣是「心意」，但在網路上祭拜祖先確實是
「缺少誠意」，誠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親自」到墳
前，也是一種「孝」的表現。
百善孝為先，很多人喜歡行善，但，即使做了很多善
事，也不及孝順父母來得重要！有一對父子，父親的眼睛
瞎了，有一天，爸爸想吃牛肉麵，兒子就帶爸爸去吃牛肉
麵，但因為不夠錢，所以兒子暗中只叫了一碗牛肉麵，另
一碗是清湯麵。兒子把牛肉麵端給爸爸吃，爸爸就把自己
碗裡的牛肉一塊一塊地夾給兒子吃，對兒子說：「要好好
努力讀書，將來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多幫助社會……。」
兒子一面聽，一面暗中把牛肉再夾回爸爸的碗裡，爸爸持
續夾牛肉給兒子，兩人夾來夾去，爸爸因為看不見，便說
這家店的老闆真的很厚道，給他們這麼多牛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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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誰會看從報紙剪下來的東西。」但又不想拒絕媽媽，

等有機會時交給兒子的。兒子不屑地想：「現在科學發

疊剪報，是一些處世格言和金句，這是媽媽保存多年，想

功德更加殊勝。」岡波巴又問：「有什麼比供養根本上師

勒日巴回答：「供養根本上師的功德，比供養十方諸佛的

巴：「有什麼是比供養十方諸佛的功德更加殊勝的？」密

密勒日巴是岡波巴的根本上師，岡波巴請問密勒日

比生育我們的父母還小。

於是很不情願地接過那些剪報。在接手時，掉下了一篇文

的功德更大嗎？」密勒日巴說：「你好好珍惜，好好修持

一個月過去了，到了要離開的時候，媽媽送兒子一大

章在地上，兒子順手撿起來，無意中看到標題寫著「當我

根本上師傳給你的法，直到成就。這個功德比你供養根本

上師的功德更加殊勝。」密教修行，在外是皈依根本傳承

老了」，於是就看看內容。文章是這樣寫的：
當我老了，不再是原來的我，請理解我，對我有點耐

上師；在內的是皈依自己的自性，因此而知，知恩、報恩

有一個修行人向師父求法，師父要他畫一個茶壺和

心。想起你小時候，每次要睡覺時，我會把故事一遍又一
有耐心地一句一句教你，直到你學懂為止；尤其是你學走

一個茶杯，於是，修行人把茶壺畫在上面，茶杯畫在下

是最重要的！

路的時候，每次當你跌倒，我都會扶你起來，你再跌倒，

面，這是一般人正常的畫法。師父說他畫錯了，要他把茶

遍地講給你聽，直到你進入夢鄉；當你要學說話時，我很

我又扶你起來，直到你學會走路為止。現在我年紀漸漸老

壺畫在下面，茶杯畫在上面。修行人覺得奇怪：「茶壺在

說：「你也明白茶杯在上面，茶壺在下面，水是無法倒進

了，請你理解，對我有耐心一點，讓我走完這人生最後的
這個在國外多年的兒子看完文章後，感動到淚流不

茶杯的道理。一個修行人求法時，一定要自處卑下，如

下面，茶杯在上面，水如何倒進去呢？」於是，師父開示

止，於是向媽媽懺悔，並深深地擁抱著媽媽。因此，做人

此，才能接到師父的口訣，如果自覺高高在上，那就無法

道路。

一定有飲水思源、感恩圖報的心。

承接別人的教導了。」師父接著又說：「修行人還有一件

更重要的事，就是要時時謹記……。」於是，師父在畫紙

最重要的是什麼？祂的回答就是「知恩報恩」。身為真佛

阿底峽尊者修行成就的時候，有很多人請教祂，修行

恩、謙卑」的心。如果時時都能自處卑下，有謙卑的心，

本做人原則與處世態度，如此才會從而產生「不忘本、知

因此，「飲水思源」是修行人、也是每一個人的基

知恩報恩

弟子要明白，皈依了師尊之後，我們所學習的一切，都是

才能真正學習到別人的長處，進而再發揮出來，這個力量

上寫了四個大字—飲水思源。

來自根本傳承上師；父母給我們的生命是只有這一世，而

才是最強大的。

— 待 續 —
根本傳承上師給我們的慧命卻是生生世世，這個恩情不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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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警主動要求與我們合影留念

修及做大供養的地方 還有很多非常
奇特的樹 我們都一一拍下了照片
之後 大家要騎摩托車和自行車去看
師尊去年來的時候種下的菩提樹︵因
為還有一段距離︶ 但因最近的雨量
較大 師尊種的菩提樹周圍已被水淹
了 我們無法靠近 只好租了小船
由當地的土著人幫忙我們擺渡過去
又因為船小 只有筆者和瑤端助教坐
上船靠近菩提樹 師尊在二○一二年
三月廿八日所種下的那棵菩提樹 現
在已長高了許多 我們把船划過去
靠近那棵樹 拍下了珍貴的照片
我們的造訪 也引起了當地人的
關注 看到我們穿著喇嘛裝 這裡的
一些女警都過來向我們恭敬合掌 並
主動要求與我們合影留念
這裡的確是一片充滿靈氣的佛
土 在我們朝聖時 天地呼應 天空
中不時有龍天護法的形象出現 最令
人興奮的是一髻佛母的形象多次顯
現！據說 我們的師公︱了鳴和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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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早上八點三十分 天氣晴朗 朝
日當空 前晚下了一場雨 令人感到
空氣更清新 因為上一次朝聖 大家
都覺得意猶未盡 慈悲的堂主︱蓮花
偉鈞師兄今天又為大家︵同行的還有
蓮手法師 蓮轟法師 丁沛興師兄
瑤端助教及陳師姐︶安排去師尊在二
○一二年三月親臨印尼時 所種植菩
提樹的那處遺址 此處遺址比較大
也較為人知 主要是還有一個博物
館
我們剛下車 一進入遺址區 不
可思議的事情又發生了！晴朗的天空
突然下起了毛毛細雨 就像淋浴一
樣 大家都覺得很驚奇！我們抬頭望
向天空 只見大日當頭 晴空萬里
這是﹁天降甘露﹂啊！是師尊 佛菩
薩及祖師們在給我們賜福呢！大家都
驚喜萬分 感到非常幸福！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到各個景點
拍照留念 這裡不但有當年修行人禪

▲遺址上空出現形似一髻佛
母形象的雲，令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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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動物組合在一起的 這種護法神
在此處多次出現 我們也把它拍下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四點禮拜︻梁皇寶懺︼第五
卷 晚上七點三十分禮拜︻梁皇寶
懺︼第六卷 這兩卷是禮拜有關冤親
債主的 禮拜期間及結束後 占碑天
降大雨 看來是梁皇寶懺千佛如來在
為大家息災 消業障！
禮懺後 筆者為大眾開示 闡明
一定要相信因果 了知因果不昧；講
述﹁忍辱﹂是消業障非常有效的方
法；要正視逆緣 逆緣可以幫助行者
消業障；修行千萬不要有怨恨心 要
感恩他人所給給予的逆加持 只有這

46

本尊就是一髻佛母 而金洲大師和了
鳴和尚又有因緣 這一切真的是很相
應！筆者一路上也是帶著雷驚木製的
一髻佛母 因為一髻佛母與我們︽真
佛宗︾是有大因緣的 祂時時都在護
佑著真佛行者！
離開了菩提樹 我們又回到入門
處 這次進了當年師尊也參觀過的
﹁ 博 物 館 ﹂ ︵ P U S A T
INFORMASI︱Kawasan Percandian
Muarajambi︶ 我們這次又進去仔細
地參觀 還參觀當年遺留下的一些文
物及那些修行人的骨灰陳列室 大家
注 意 到 裡 面 有 一 種 護 法 神
︵MAKARA︶的形象很特別 它是由大
鵬金翅鳥 大象鼻紅財神 魚和蛇
▲ 因連日大雨，師尊種下的菩提樹周遭為水所淹。

‧博物館前所懸掛的牌子— PUSAT INFORMASI—
Kawasan Percandian Muarajambi。
‧博物館展示解說形象
特別的護法神。
‧遺址入口處的博物館。

▼筆者和瑤端助教坐上船靠近師尊所種植的菩提樹。

‧遺址內景觀。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熱心的蓮花偉鈞師兄今天
要安排我們再去千年佛塔遺
址 這次是打算要到那裡的禪
修方洞內共修一壇法 是日同

樣才能夠徹底消除自己累世所
造的惡業 然後 筆者向大家
介紹了送走冤親債主的法︱
﹁煙供法﹂ 並向大家講解
﹁煙供法﹂的殊勝及修法時應
注意的事項
當天適逢阿彌陀佛聖誕
兩位上師及堂主 理事們一起
切蛋糕 大家共同分享生日蛋
糕 在一片生日快樂聲中結束
了這一天的法務活動 一切吉
祥圓滿！

▼筆者一行人與遺址內合影留念。

行的有筆者 蓮飛上師 堂主以及天
雄師兄 我們一行四人 在早上五點
三十分準時出發 雖然前一天夜裡下
了大雨 但早晨已是雨過天晴 師尊
和佛菩薩 龍天護法保佑 給了一個
好天氣 沒有影響我們的計畫
早晨沒有交通的問題 我們六點
整就到達了千年佛塔Candi
Kedaton 還是像上次一樣 把鞋子脫
下來淌水過小木橋 水似乎是淺了一
些 但有一塊木板不見了 過橋時還
真的要小心一些 一上岸 大家就直
往禪修的磚牆走去
這時 突然有人喊了一聲：
﹁看 小貓！﹂大家定睛一看 真
的 小貓正蹲在堂主的腳下 阿彌陀
佛！難道牠知道我們今天要來 早上
六時 牠就已經在橋的那一頭等待

▼筆者一行人在遺址內打坐。

大家再次遇到小貓 真的是驚喜萬
分！好有緣啊！
小貓就這樣又跟著我們向前走
但我們因為要趕著修法 走得快了一
些 並沒有等牠 直奔那個用磚圍起
來的禪修方洞 這個禪修洞是露天
的 不大 據堂主講 可以容納十二
個人在那裡共修 我們一到就聽到有
人向我們打招呼 原來是一個當地的
土著人 堂主說 他們每次都會把這
裡打掃得乾乾淨淨的
這時 小貓也從後面趕上我們
了 牠的功夫果然很深 竟能自己追
上來 此時 天雄師兄就把帶來的炸
雞給牠吃 牠好像啃不動啊！我說：
﹁牠是吃素的 不會吃雞 ﹂其實
看牠瘦成那個樣子 應該是很餓的
果然 不一會兒 牠就開始吃了

▼通往千年佛塔遺址的小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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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內一種特別的樹。

大家趕快把帶來的墊子鋪好 設
好了一個小壇城 堂主特意準備了師
尊 阿底峽尊者和金洲大師的法相
照 我也帶了一髻佛母 點上了燈
香 擺好了帶來的供品 一切安排就
緒 四個人就坐下來 靜坐調息 由
蓮飛上師帶領同修﹁上師相應法﹂
這個修法的地方設計得真是非常
科學 修法時 不但覺得法流很強
還會覺得這裡面的空氣是有對流的
令人感覺非常舒服 易入定 我們就
這樣按照真佛儀軌 進入正行 再入
三昧地 大家有帶計時器來 定時約
半個小時 有趣的是 當進行到一半
的時候 小貓突然喵喵叫 彷彿是叫
在我們出定 但看大家沒有反應 牠
也就只好靜了下來；待我們出定後
發現牠就趴在共修的平臺下方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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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樹很特別 像心的形狀！﹂這時
蓮飛上師也望向那顆樹 就說：﹁那
是菩提心！﹂對了！是菩提心！金洲
大師當年在這裡傳給阿底峽尊者的就
是﹁發菩提心法﹂ 天地之間 有些
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議 這難道只是巧
合嗎？我十分喜歡那棵很神奇的樹
就在它的前面拍下了照片
因為大家還要趕在八點前 回去
堂裡吃早餐 所以 就收起帶來的東
西開始往回走了 這時 小貓在我們
的腳下緊緊跟著 蓮飛上師向來都是
很喜歡小貓的 他就抱起小貓 依依
不捨地撫摸著 突然 蓮飛上師說：
﹁堂主 就把小貓領回︿圓果雷藏
寺﹀吧！牠在這裡風吹雨淋 會凍死
或餓死的 ﹂此時 大家也為小貓說
情：﹁來這裡這麼多次了 這次又看
▼一行人在千年佛塔的禪修方洞內共修一壇法。

牠也和大家步調一致︱入三昧地了
在這佛風吹拂的大地理修法 領
受天地之間的靈能 真的是感受不
同 在這裡易入定 由於師尊和祖師
們的加持 讓筆者在定中看到了一些
情景 本知自己和這裡有宿緣 但這
次更加證實了這一點 記得二○一二
年隨師尊一起來這裡 在參觀博物館
的時候 師尊曾回頭對我們講：﹁在
前世 阿底峽領你們來過這裡 ﹂
不可思議的是 在筆者出定後
一睜眼 映入眼簾的就是在前方遠處
正對著大家的一棵樹！那棵樹很特
別 第一眼看上去就看到樹頂端的細
樹幹 那形狀很像師尊經常和大家比
的那個手印︱I LOVE YOU 再仔細看
樹幹的旁邊 哇！有一顆心臟形狀
類似網狀的樹葉 我說：﹁快看！那
▼由師尊、阿底峽尊者和金洲大師法相所
組成的簡易小壇城。

4

5

3
1

⑴菩提心樹近攝。
⑵筆者與菩提心樹合影。
⑶從禪修方洞往外看，
前方遠處正有一棵菩提心樹。
⑷筆者持拂塵在遺址內留影。
⑸筆者在遺址內留影。

2

到了菩提心樹 堂主今天一定是會發
出菩提心了 ﹂堂主這時就說：﹁那
就把牠帶回去吧！﹂蓮飛上師一聽獲
准了 趕快抱起小貓就往前快步行
走 彷彿是怕堂主反悔似的 我們大
家緊跟在後 又淌水過了木橋 踏上
了歸程 一路上 小貓就趴在我們的
身邊 乖乖的 彷彿知道大家是牠的
恩人！幸運的小貓遇到了慈悲的行
者 這一切都是緣啊！
╳
╳
╳
╳
下午四點禮拜︻梁皇寶懺︼第七
卷 晚上七點三十分禮拜︻梁皇寶
懺︼第八卷 拜懺完畢 由蓮飛上師
做簡短開示 之後是供僧活動 因為
當天的︻梁皇寶懺︼是提到供齋的
發心的同門要供養師尊 賓頭盧尊
者 上師和法師們 感恩占碑同門的
發心！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下午四點禮拜︻梁皇寶懺︼第九
卷 晚上七點三十分禮拜︻梁皇寶
懺︼第十卷 ︻梁皇寶懺︼結懺
禮懺後 筆者開示人身難得 人
生無常迅速 要認知宇宙的真相 體
會空性 發大菩提心 精進修行；並
向大家解釋當時師尊佛駕︿圓果雷藏
寺﹀所題賜之墨寶；再講解五乘之含
義 勉勵大家堅定真佛傳承 全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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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根本傳承上師 依次第而修 行五
戒十善 將來一定會保住人身或往生
天界 乃至即身證得更高的果位

‧筆者在小宇宙湖邊留影。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早上八點 因前一天有兩位師姐
才從椰城︿佛光堂﹀前來參加拜懺
慈悲的堂主當天又安排大家去參觀師
尊種植菩提樹的那處遺址 因此 我
們又有幸再多去一次 當日天氣涼
爽 天空中飄著許多美麗的雲
這次人多了一些 有筆者 蓮飛
上師 蓮花偉鈞堂主 ︿佛光堂﹀的
兩位師姐 還有一些同門跟隨 我們
還是按照以前的路線參觀 但這次我
們還參觀了一個湖 (KOLAM TELAGO
RAJO) 蓮飛上師向我解釋了那個指示

牌 據說那個湖象徵著小宇宙 我們
在那裡拍了照片 還到對面的亭子參
觀 照了相 堂主說以前他們來到這
個亭子裡共修過
雖然湖水有些污染 但湖還是很
美 周圍有非常美的樹及花草 還可
以看到一些從前遺留下來的磚頭 它
們不時露出地面 令人聯想到地下應
該還有很多未被發掘出來的古跡吧！
之後 我們又去博物館參觀 這次看
得比較詳細 並且又去出土文物及骨
灰陳列間參觀了一遍 拍了許多珍貴
的照片
下午二時 ︿圓果雷藏寺﹀舉行
﹁瑜伽焰口大法會﹂ 法會準時開
始 感恩師尊 千佛如來 諸護法龍
天及空行護法慈悲下降 大放光明
整個︿圓果雷藏寺﹀佛光注照 大家
都法喜充滿 法會非常殊勝圓滿！感
恩師尊和諸佛菩薩的大力加持！
蓮飛上師的開示還是圍繞著發大
菩提心的話題 向大家講解其重要
性 強調要想成佛 發菩提心是關
鍵 且 菩提心需經過長期乃至多生
多世的薰修才能夠圓滿！最後 筆者
勉勵大家修行要精進 一定要淨信根
本傳承上師 全心依止師尊 依次第
地如法地修行 一定要嚴守戒律 止
惡行善 不斷發露懺悔 才能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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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人在象徵小宇宙的湖前合影留念。

） 的告示牌
JO
M TELAGORA
▲象徵

湖（ KOLA
「小宇宙」

還淨 希望大家同發菩提大心 早日
共證菩提！
蓮飛上師的精彩開示為本次﹁梁
皇寶懺及瑜伽焰口法會﹂劃上了圓滿
的句號 之後 蓮飛上師為與會大眾
做﹁地藏王菩薩賜福灌頂﹂ 最後
大家拍下了難忘的大合照
值得一提的是 筆者發現 占碑
的小蓮花童子們個個都非常美麗 莊
嚴！女孩子都像度母 男孩子相貌都
很圓滿 也有金剛威猛相的 而且都
非常單純 可惜的是照相的時候 有
很多小蓮花童子不敢來照 筆者問為
什麼 原來他們很害羞啊！
占碑確實是一塊福地！據說這裡
從來沒有地震等自然災害 也沒有暴
亂 當年排華事件在印尼爆發時 根
本就沒有波及到占碑 占碑果然有佛

菩薩及龍天的護佑 真正有善根之人
才能降生此地啊！
禮拜︻梁皇寶懺︼後 覺得非常
輕鬆！此行一切都非常圓滿！業障消
了 又能夠有福分到祖師們修行過的
地方朝聖 並有諸多不可思議之奇蹟
發生 真的是要感恩師尊和佛菩薩的
大加持！
也感謝︿圓果雷藏寺﹀的堂主蓮
花偉鈞師兄的熱心安排！還有蓮花瑤
端助教的辛勤工作及多位法師和同門
的護持！感謝發心的義工師姐們 讓
我們品嚐到那麼多的美味佳餚！
‧博物館內陳列的蓮花座。

‧博物館內的無頭度母雕塑。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要離開占碑回椰城了 臨行前
大家都來向我們道別 這些天一直發
心陪我們的丁沛興師兄送給筆者一件
禮物 是一個心形的太陽能吊墜 說
是帶上它可以調節身體的磁場 排除
來自外界的干擾 仔細一看 心的中
間是一個法輪 在占碑 有人送這樣
的禮物 難道是佛菩薩在提示我們要
發大菩提心 大轉法輪 對吧！
我們馬上要離開︿圓果雷藏寺﹀
去機場了 這時 最讓我們無法割捨
的就是那隻剛剛抱回來的﹁蓮花小
貓﹂ 牠非常有靈性 甚至比人還有
悟性 真的是令人憐惜！每次大家叫

‧博物館內陳列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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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陳列的出土文物。

牠：﹁蓮花小貓！﹂牠都會﹁喵 喵
﹂地回答 牠知道我們要走了 此
時 牠就在門口趴下 然後難過地閉
上了雙眼 突然全身抽動起來 原
來 牠是在哭耶！蓮飛上師非常疼愛
牠 就和堂主講：﹁︿圓果雷藏寺﹀
地藏殿的靈骨塔也要給小貓留一個位
置吧！每隔一個月就照張小貓的照
片 發給我們看一看 ﹂
我們的車要開了 一位師姐抱起
小貓 先舉起牠的右腳像招財貓一樣
向我們道別 後來又把左腳也舉了起
來 以﹁雙手﹂致意 小貓就這樣全
身筆直地在那裡向我們告別 牠的腿
長得又細又長 大家都說牠是仙女下
凡 才生有這樣的美腿！
車子載著我們離開了︿圓果雷藏
寺﹀
再見了！占碑！再見了！
蓮花小貓！有緣下一次再相聚！︵後
來有消息傳來 蓮花小貓正在健康成
長 ︿圓果雷藏寺﹀的人都很疼愛
牠 還多次發來小貓的最新照片 牠
現在已經長胖了 身上的毛也更亮
了 有很高貴的氣息 好可愛啊！︶
︿圓果雷藏寺﹀已經再次邀請筆
者於二○一五年的清明時節 前往占
碑主壇﹁清明超度法會﹂ 到時候
大家又會相聚了 歡迎大家前往占碑
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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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草坪上露出的石磚塊。
占碑蓮花小貓。

→蓮悅上師於〈大覺堂〉和與會同門合影留念。
↓蓮悅上師和講師、助教等弘法人員及義工同門合影。

唯㈲真正的慈悲與智慧，

才能不捨眾生，進而修行成就！
印尼〈大覺堂〉邀請蓮悅上師主持「臨終關懷
及修法口訣佛學班」暨「尊勝佛母護摩法會」

■文∕蓮花如茵講師
○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至廿一日 印尼雅加
達︿大覺堂﹀為祈願無上法
王聖尊蓮生活佛常住世間
長壽自在 特舉辦長壽三尊
的法務活動 至誠邀請來自
台灣︿中觀堂﹀的住持 同
時也是︿世界真佛宗宗務委
員會﹀公關處處長的釋蓮悅
金剛上師 主持連續三天的
﹁臨終關懷及修法口訣佛學
班﹂ 並於最後一天主壇
﹁南摩佛頂尊勝佛母請佛住
世 息災 祈福 超度護摩
法會﹂ 連續三天的法務活
動 都有眾多講師 助教
同門善信踴躍護持
上師在三天的佛學班
中 首先將﹁臨終關懷﹂四
個字分開介紹 ﹁臨終﹂是
指亡者面臨死亡的狀態 往
生後的八小時稱為﹁黃金八
小時﹂；﹁關懷﹂也就是
愛 此愛非小愛 而是大
愛 上師將自己當年在印度
德蕾莎修女所創立的﹁垂死
之家﹂當義工時 以及從事
臨終關懷二十多年來的寶貴
經驗 分享給大家 從中教
導大家如何學習去關愛眾
生

二

在課程中 上師親自帶領同門
做詳細的﹁三段法生觀﹂ 由﹁三
光加被﹂直到﹁入我﹂ ﹁合
一﹂ ﹁我入﹂ 進而﹁入三摩
地﹂ 上師諄諄教導修法的重要口
訣：一 密教的根本傳承上師代表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的身口意；
二 三光加被就是將世俗凡夫的身
口意轉化為蓮花童子的身口意
上師希望大家將此兩大口訣銘
記於心 實踐在修法以及日常生活
上 時時觀想自己的身口意與根本
傳承上師的身口意合一 如此就等
於是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的
法流灌頂加持 上師強調 大家可
以﹁我願意﹂三個字做為開始 只
要﹁我願意﹂去行 修行必定會有
成就的一天
上師並示範如何在黃金八小時
的重要階段幫助臨終者 一一講解
如何帶領亡者修法 直到如何度過
體內七輪的每一個關 待一一過關
後 靈魂上升到頭頂處 然後升到
根本傳承上師的心中 進而往生淨
土
九月廿一日下午二時 法會正
式開始 全場座無虛席 法會後
上師引述一段與計程車司機的對話
內容 希望大家學習從金剛兄弟的
愛開始 再慢慢學習成為佛菩薩的
愛 修行像就像爬樓梯一樣 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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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禮壇城諸佛菩薩。

格一格穩健 踏實地往上走 經營
道場也是一樣 從每一個笑容開
始 很實際地從注意每一個人的說
話開始 彼此互相讚歎 互相鼓
勵 當做人能夠圓滿時 才是學習
做菩薩的開始
上師說 身為真佛行者 一定
要感恩根本傳承上師的傳法 以
﹁敬師 重法 實修﹂來供養師
尊；師尊說過這麼一句話：﹁要
﹃請佛住世 常住世間﹄是由愛來
決定的 ﹂我們當然都要愛師尊
但如果我們也能和金剛兄弟彼此敬
愛 這種愛必定也能讓師尊歡喜
所以 我們應下定決心 讓自己成
為最有情的菩薩 讓道場成為最有
情的道場
蓮悅上師說她常常覺得自己是
最幸福的人 因為自己有能力去愛

眾生 因為心中有愛 所以自己的
臉上常常掛著笑容 心自然就會笑
起來 這就是幸福 當我們真心讚
歎 鼓勵他人 最終獲益的都是自
己 因為當我們對他人好時 最終
就是對自己好 每天心存感恩 自
己願意且有能力去愛眾生 沒有要
求任何回報 只有對眾生真心的
愛 如此 終有一天能夠跟佛菩
薩 跟蓮花童子相應
最後 上師總結三個不能忘記
的重點 同時也是行者這一輩子最
重要的功課：
一 願意去愛眾生 而且真的
願意去做 去學；從每天臉上帶著
笑容開始 時時把師尊很清楚地觀
想在虛空中 在自己心中 如果能
夠每天這樣觀想 甘露將從虛空中
不斷給我們灌頂 而我們身上一切
不好的能量就會排出去 自然而
然 每一天都是最清淨 光明的
二 願意好好學習﹁三光加
被﹂ 因為三光加被就是將我們世
俗凡夫的身口意轉化成為蓮花童子
的身口意
三 願意在禪定時與根本傳承
上師﹁合一﹂ 修習禪定時 我們
頭上除了師尊之外 還有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菩薩 只要我們常常頭頂
根本傳承上師 不好的能量自然就

不容易進入自身 除非自己氣虛
了 失去正念了 否則這種光明的
能量就會非常堅固地守護行者 然
後 把此光變成光點 進入我們的
心輪 當師尊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菩薩都在我們的心輪時 我們的心
就是淨土 所有在心中的煩惱也就
消散了 我們要讓自己的心常存師
尊和諸佛菩薩的光明能量 然後觀
想心中的師尊慢慢變大 最後﹁合
一﹂ 此﹁合一﹂不僅是在修法
時 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合一﹂
才能真正學習師尊的慈悲 不捨一
切眾生
上師最後強調 有真正的慈
悲 才會生起智慧 也唯有真正的
慈悲與智慧 才能明白為何師尊不
捨一個眾生 因此 我們要學習師
尊的諄諄教誨 對於一些會帶給我
們煩惱的眾生 我們也要有耐心教
導 這一切修行都要從﹁我願意﹂
這三個字開始；只要還有一點點
﹁不願意﹂的念頭 修行就很難有
成就
在精彩的法語開示後 上師與
諸位弘法人員及同門善信大德合影
留念 接著 上師代師為七位新皈
依者做﹁皈依灌頂﹂ 最後為大眾
做﹁佛頂尊勝佛母賜福灌頂﹂ 與
會大眾法喜充滿 法會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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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悅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

修行要㈲ 堅固不動 的心
〈寶幢同修會〉舉辦三場法會
暨捐獻善款予〈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寶照同修會〉

■文∕蓮花佩欣

馬

來西亞︿寶幢同修會﹀於二
○一四年九月十九 二十及
二十一日 啟建﹁大悲寶懺法
會﹂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護摩法
會﹂及﹁南摩瑤池金母護摩法
會﹂ 特邀請來自台灣的︿中國真
佛宗密教總會﹀理事長︱釋蓮歐金
剛上師主壇 並有多位法師護壇及
來自澳洲悉尼 台灣 香港 安順
等地的同門前來護持 三場法會皆
法流遍布 殊勝圓滿
秉承聖尊慈 悲 喜 捨的精
神 除了精進實修 弘揚︿真佛密
法﹀外 ︿寶幢同修會﹀也努力造
福人群 落實菩提濟世的事業 在
九月二十一日的﹁南摩瑤池金母護
摩法會﹂上 舉辦了簡單而隆重的
捐款儀式
▲〈寶幢同修會〉贊助〈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由蓮歐上師代表接受。

▲蓮歐上師代表〈寶幢同修會〉贊助〈寶照同修會〉
建置新道場，由〈寶照同修會〉的主席代表接受。

▲〈寶幢同修會〉捐助〈台灣雷藏寺〉金母殿道路修築工程，
由蓮歐上師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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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的見證下 ︿寶幢
同修會﹀代表移交所籌集的馬
幣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元予︿盧
勝彥佈施基金會﹀ 同時以相
同的金額捐助︿台灣雷藏寺﹀
的金母殿道路修築工程 由蓮
歐上師代表接受；︿寶幢同修
會﹀並贊助七千元予位在馬來
西亞霹靂州打巴的︿寶照同修
會﹀建置新道場 由蓮歐上師
代表轉贈予︿寶照同修會﹀的
主席
在捐款儀式後 ﹁南摩瑤
池金母護摩法會﹂正式開始
在一片和諧的佛光法流中 護
摩法會吉祥圓滿 法會後 與
會大眾以最虔誠的心唱誦︿請
佛住世祈願文﹀ 祈求聖尊佛
體安康 常轉法輪 隨後 蓮
歐上師以風趣 幽默且深入淺
出的方式為大眾做法語開示
讓與會大眾聽得津津有味 進
而對佛法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
解 人人皆感到法喜充滿 受
益良多
上師在開示中特別提及學
佛修行要做到﹁以心轉境﹂
不要﹁心隨境轉﹂ 想要成為
一個成就者 最重要的就是要
有一顆﹁不動的心﹂ ﹁不動

的心﹂非﹁心不跳動﹂ 而是﹁堅
固不動﹂！只要行者有堅固不動的
心 就能夠做到﹁一皈依﹂ 進而
也就能夠做到﹁淨信﹂；在生活
上 不管見聞任何的人 事 物
只要有堅固不動的心 就不會生起
種種分別的心；不管處於任何環
境 只要有堅固不動的心 也能夠
心不顛倒 無有恐懼；最後 行者
在堅固不動的心之中生起智慧 煩
惱就能夠斷除
上師強調 一個成就者的心絕
對不會被任何人 事 物所影響
如果心還會受環境影響 那就不是
成就者 成就者是﹁用心轉境﹂
絕非﹁心隨境轉﹂ 上師最後鼓勵
與會大眾 一定要持續有恆地精進
修持 ︿真佛密法﹀真實不虛 行
者只要做到﹁敬師 重法 實
修﹂ 最後一定會嚐到甜美的果
實 上師結束精彩的法語開示後
代師賜授﹁皈依灌頂﹂及﹁瑤池金
母賜福灌頂﹂ 與會大眾皆法喜滿
滿
感謝蓮歐上師主壇︿寶幢同修
會﹀所啟建的三場法會 普利冥
陽 利益眾生；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及諸佛菩薩慈悲放光加
持 令幽冥眾等超生離苦 往生真
佛淨土 法會圓滿吉祥

‧ 蓮歐上師於〈寶幢同修會〉法會後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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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師組恭迎釋蓮歐金剛上師主壇法會。
‧ 蓮歐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諸佛菩薩。
‧ 瑰麗且變化無窮的護摩火。

• 蓮歐上師代師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頂」。
和義工及部分同門合影。
「瑤池金母賜福灌頂」。

• 蓮歐上師與諸位法師於法會後
• 蓮歐上師為與會大眾做

• 蓮者上師第一次做「藏密式」的護摩，

高舉供品做供養，再由事業金剛送至護摩爐火供。

二

○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
國︿真願堂﹀邀請︿世界真
佛宗宗務委員會﹀總務處處長釋蓮
者金剛上師主壇﹁摩利支天菩薩祈
福息災超度護摩法會﹂ 同時還有
法國的蓮漮法師護持 此次法會在
根本傳承上師及諸佛菩薩的加持
下 圓滿成功 非常殊勝 令與會
大眾嘖嘖稱奇！
法會當天的天氣預報是整個
下午都會下雨 直至六 七點才會
停止 而這段時間正是︿真願堂﹀
舉辦法會的時間 果不其然 在法
會前半個小時 天空就開始下起雨
了 而且是越下越大 義工們急急
忙忙拿出塑膠布把護摩爐和供品蓋
起來 避免被大雨淋濕 大家看著
大雨 心裡都擔心著等下法會不知
道該怎麼辦？
此時 蓮者上師臨時決定將
法會的時間延遲半小時後才進行
並讓司儀帶領大家一起唸誦﹃根本
上師心咒﹄ 一時 ︿真願堂﹀內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的咒
音響徹雲霄！過了約二十分鐘 大
雨開始慢慢變小 之後不久就完全
停止了！大家不約而同地歡呼鼓
掌！有同門對著天空大喊：﹁感謝
師尊的加持！感恩師尊和龍天護法
的幫忙！﹂

不僅如此 當法會如儀進行
時 大太陽還高高地出現在︿真願
堂﹀的上空 而且 當天的護摩爐
火似乎也特別﹁興奮﹂ 烈焰騰
騰 時而高 時而低 形態多變
彷彿是快樂的舞者一般 盡情飛
舞 當天的護摩火一直燃燒到法會
結束之後 還在繼續燃燒 這是
︿真願堂﹀舉辦護摩法會以來 從
未有過的現象
蓮者上師在法會後開示說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是真正
的大成就者！﹃根本上師心咒﹄具
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和威力！法力無
邊！在目前的高科技時代 天氣預
報都是很準確的 但因為我們要做
護摩法會 持誦﹃根本上師心咒﹄
祈求加持 結果讓天文臺天氣預報

• 〈真願堂〉代表向蓮者上師敬獻哈達。

■文∕真願堂
• 〈真願堂〉的龍神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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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十八星宿 若持唸其心咒 可
以避災難 賊難 小人難 官非
難 蠱難 刀兵難等等難 如果行
者唸經修法時會常打瞌睡 祂也有
除瞌睡之功用 因為摩利支天菩薩
是在太陽前面行走的 所以祂能隱
身 因此 在法會期間有太陽出
現 這也是相應的現象
蓮者上師最後開玩笑說 這
是他第一次做﹁藏密式﹂的護摩法
會 這個﹁第一次﹂的經驗令他
﹁終生難忘﹂ 蓮漮法師在開示時
亦特別向大家介紹蓮者上師 蓮者
上師是本宗年輕一代的優秀上師之
一 在一九九七年出家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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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於師尊閉關期間 師尊手諭封為
金剛上師 幾年後就被選入︿宗委
會﹀核心小組擔任處長一直到現
在 是一位實修有證量的好上師！
法會最後 蓮者上師以師尊
的龍袍為與會大眾做﹁賜福灌
頂﹂ 法會圓滿結束 第二天一
早 蓮者上師隨即離開法國 回美
國去了 在此 ︿真願堂﹀的理事
會和同門 很感謝蓮者上師慈悲前
來弘法！此外 還要感謝釋常智金
剛上師於九月二十四日過境法國
時 不顧疲勞且犧牲自己的休息時
間 為︿真願堂﹀的龍神安座
︿真願堂﹀衷心感謝兩位上師！

• 常智上師為〈真願堂〉的龍神安座。

﹁失準﹂ 可能法國天氣預報中心
的人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吧！明明所
有數據都顯示巴黎當天是會下雨
的 怎麼會變成太陽高照呢？難道
是儀器出了問題嗎？他們哪會想到
是我們大日如來化身的根本傳承上
師改變了原來的天氣啊！所以說
我們的師尊以及祂所傳的︿真佛密
法﹀是真實不虛！是非常殊勝的！
大家要好好珍惜 好好修持 不要
浪費 錯過了這麼好的福分
而後 上師講述護摩主尊︱
摩利支天的殊勝 摩利支天菩薩是
﹁戰威金剛﹂ 也就是道家所尊稱
的﹁斗母星君﹂ 祂掌管三十三天

• 事業金剛將供品放進護摩爐。

• 蓮者上師於〈真願堂〉法會後和眾義工同門合影。

光

成功！

• 蓮元上師為學員們做﹁長壽佛賜福灌頂﹂

分別是來自美國︿西雅圖雷藏寺﹀常
住釋蓮滿金剛上師 釋蓮傳金剛上
師 印尼蘇南省巴領旁市︿聖輪雷藏
寺﹀常住釋蓮元金剛上師 釋蓮菩金
剛上師 印尼蘇北省棉蘭市︿圓月

圓滿

㊞尼全國第㈥屆密法生活營
順利

陰似箭 一轉眼 ﹁真佛宗印
尼全國第六屆密法生活營︵以
下簡稱﹁全國密營﹂︶﹂又再次展開
了！本屆的主辦單位是三寶壟的︿慈
園堂﹀ 活動於二○一四年九月二十
五至二十九日期間舉行
九月二十五日 來自各印尼地區
的真佛弟子 紛紛抵達︿慈園堂﹀
︿慈園堂﹀動用了三輛遊覽大巴士
把所有成員送往需耗費兩個小時車程
的 郊 外 山 區 Salatiga Kopeng Salib
Putih 該地氣候涼爽 正是﹁修習﹂
的好地方
義工們忙著讓報到的學員簽名
發放制服 背心 書本 簿子 鋼筆
等 並分配房間 有些忙著填寫當晚
的法會報名表格及護摩木 有的忙著
與久未見面的同門打招呼
晚上七點舉行密法生活營的開幕
儀式 大家聚集在牆壁已掛上唐卡
布置成簡單壇城的禮堂 六位穿著莊
嚴喇嘛裝的金剛上師一一進入禮堂

■文∕蓮花一敏

堂﹀常住釋蓮祖金剛上師及新加坡
︿圓慧堂﹀常住釋蓮又金剛上師 由
擔任司儀的蓮花耀輝講師和蓮花旺義
助教一一介紹
此次前來參加生活營的弘法人員
有：來自泗水︿蓮齊堂﹀的蓮手法
師 雅加達︿大淨同修會﹀蓮若法
師 雅加達︿印尼雷藏寺﹀蓮花秋錦
講師 ︿大覺堂﹀蓮花慶財講師 棉
蘭市︿圓月堂﹀蓮花秀碧講師 蓮花
耀輝講師 蓮花柔杉助教 蓮花小芬
助教 占碑市︿圓果雷藏寺﹀蓮花瑤
端助教 ︿印尼雷藏寺﹀蓮花于孟助
教 蓮花旺義助教 巴布巫里市︿圓
弘堂﹀蓮花一敏助教 蓮花仙龍助
教 東爪哇瑪琅市︿觀音堂﹀蓮花金
光助教 馬來西亞美里︿萬法堂﹀蓮
花國訊助教及三寶壟︿慈園堂﹀的蓮
花永順助教 還有來自馬來西亞 新
加坡和印尼各地的同門 更有理事
長 堂主或分堂代表親臨護持 拉木
村及中爪哇原住民各分堂也有代表及
同門參加 使本屆﹁全國密營﹂學員
總數達一百三十一名之多
兩位司儀精心策劃了密營口頭
語 請大家配合動作用力喊出來 讓
活動氣氛一下子就熱絡了起來 彼此
之間陌生的感覺在此刻都被融解了
而後 蓮祖上師以印尼﹁全國密營﹂
班長的身分代表致詞 上師於致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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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這次特地恭請特
有經驗的蓮傳上師和蓮
滿上師前來授課 希望
各位學員好好把握機
會 認真學習 在蓮祖
上師敲響大罄三下 一
年一度的﹁第六屆全國
密營﹂正式開始
首先在餐廳的後院
舉行一壇開幕法會︱
﹁吉祥天女息災祈福增
益超度護摩火供大法
會﹂ 由釋蓮傳金剛上
師主壇 眾上師護壇
︿慈園堂﹀堂主及諸
位分堂同門敬獻哈達
以表最高敬意
九月二十六日
在吃完早餐後 大家
集聚在後院的廣場
陽光普照 紅色的喇
嘛裝與鮮豔的黃色背
心 顯得格外出色
在拍攝大合照之後
大家進入禮堂 由釋
蓮元金剛上師主壇
﹁長壽佛息災祈福超
度法會﹂ 法會順利
圓滿 上師為眾等做

﹁長壽佛賜福灌頂﹂
九點三十分 第一堂課是由蓮傳
上師開講 講述﹁修持︿真佛密法﹀
應有的正念︵如何做個︿真佛密法﹀
行者︶﹂
上師說 正念就是專一 專注
嘴巴唸咒 心要專一 如果一邊唸
經 一邊想東想西就不是專心 就不
是專一 也就不是正念 不管做什
麼 能夠專一 才是正念
吃飯的時候 好好地吃
飯 好好地享受這一
餐；睡覺的時候 好
好地睡覺 讓睡眠足
夠 精神飽滿 就會
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
有精神修行
此外 行者面對
每一種環境 必須要去
適應環境 而不是讓環境把
我們帶走；要運用﹁專心﹂ 用這
樣的方法才會達到﹁以心轉境﹂的目
的 佛法很簡單 做起來卻是困難重
重 所謂﹁學佛一年 佛在眼前；學
佛十年 佛在天邊﹂ 其實 環境都
沒變 而是行者的心在變
師尊開示過：﹁光明 清淨就是
正念 正念是光明的虛空
﹂若
行者能專一修持 無非正念 當身口

意清淨時 身體就會發出光明 而所
處的環境 人事物也會隨之清淨 如
此 境隨心轉 就能得到清淨自在
第二堂課是蓮滿上師講述﹁密教
四大過﹂ 上師說 完全的依止就是
淨信 當行者完全相信師尊 相信
︿真佛密法﹀ 就會產生力量 如此
修行才會有成就 修密法絕對不可以
有懷疑之心 疑師 疑法 修行就不
會有成就
修行當﹁依次第而
修﹂ 從﹁四加行﹂修
起 必須先消業 懺悔
己過 且堅固道心 依
師尊的教導 跟著師尊
的腳步 逐步踏實 依
序修行 就能有所成
就 修行當謹記 ﹁發菩
提心﹂是成佛的重要因素
唯有忘掉自己 盡心幫助他
人 六度萬行才是成就的根本
兩堂課下來 學員們聽得意猶未
盡 吃飯時間就已經到了！大家起
立 恭敬合掌 感謝師尊 諸佛菩薩
及主講上師後 就到樓下的餐廳用
餐 雖菜色簡單 卻是美味可口 據
筆者觀察 部分同門會自動將用餐後
的空盤帶到收集處 而桌面仍是保持
清潔；這雖然是小事 但已能看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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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密法〉的修法細節。
• 蓮滿上師（圖左）、蓮傳上師聯合講授〈
眾學員。
• 在課堂裡參加「長壽佛法會」的

‧蓮傳上師講述修持
〈真佛密法〉應有的正念。

個人的修行 師尊經常開示：﹁做好
身邊的每一件小事 就是做大事 ﹂
修行就是要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舉
凡食 衣 住 行 無不是佛法
下午一點鐘 大家再度進入教
室 司儀耀輝講師及旺義助教先讓大
家來一段呼口號 然後播放流行歌
曲 讓大家運動熱身 驅趕睏意 提
起精神聽課 這第三堂課是由蓮傳上
師所教授 講述﹁學佛是否能立即消
災解危﹂
上師說 很多人認為學了佛 佛
菩薩一定要幫忙消災解厄 其實 消
災解厄只是一個方便 並不是學佛的

‧六位金剛上師帶領與會大眾頂禮壇城做觀想大禮拜。

目的 當祈求不靈時 並不是佛菩薩
不靈 而是行者的業力所致 行者當
知懺悔往昔所造諸惡業 唯有真誠的
懺悔 才可以消業
行者求佛菩薩幫助 讓行者能夠
找到好醫生 讓醫生能夠查出正確的
病情 但這病業 災難 都是要自己
去承擔 去面對的 佛菩薩幫不了我
們 無法為我們直接消除病業力 因
此 祈求佛菩薩消災解厄 還是要從
改變自己的習性做起
上師的講課內容 特別精彩 不
知不覺 喝下午茶的休息時間又到
了 在用過點心 喝過茶之後 接下

‧蓮祖上師主壇「馬上有錢法會」。

‧上師們為話劇表演打分數、點評。

來的第四堂課是由蓮傳上師和蓮滿上
師講授﹁︿真佛密法﹀的修法細節﹂
兩位上師很有耐心地從﹁前行﹂
講起 每個細節都講得很好 很仔
細 講解每一個步驟所代表的意思以
及注意事項 舉凡以﹁嗡 阿 吽﹂
三光三度召請時 這連續三次以光奉
請 佛菩薩必來不可；當大家一起同
修時 因為有眾多同門的心力召請
佛菩薩也是不行不來
上師鼓勵大家 修行要趁早 不
要等到年紀大了 趁年輕 身強體健
時 趕快把根基打好 ﹁四加行﹂是
很重要的基礎 可以增長信心 減少

‧第一組同門的話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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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障 增加資糧 增強力量 如
此就不會退失道心
再者 唸經也要用心觀
想 如持唸︻高王經︼時 要觀
想經裡的字 讓字浮現在心中
很多人因為唸得太熟了 不必看
著法本了 本來很恭敬的心就不
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如此 佛就
會遠離 因為行者的心沒有真切
地想念祂們啊！
下課之後 兩位司儀正準
備安排明天的活動 他們把學員
分為十二組 每一組有十一個學
員 第一個活動是：各組自行拍
攝不同意境的照片 挑出最美
的 最醜的 最可愛的 最噁心
的 充滿活力的 最誇張的各種
照片 藉此活動 讓大家能多多
互相接觸 認識 團結 讓大家
不再陌生 也讓大家互相合作
展現才能 第二個活動是各組選
出一篇師尊文集 以話劇表演的
方式呈現出來 讓大家能更加瞭
解師尊文章的含義
在用過晚餐之後 大家再
進入課堂 等待﹁馬上有錢法
會﹂的開始 由釋蓮祖金剛上師
主壇 法會後 主壇上師為大家
做﹁馬上有錢賜福灌頂﹂

之後 第五堂課是由蓮元上
師講授﹁怎樣應用佛法在商場
上﹂ 上師說 想要跟佛菩薩相
應 想要與財神相應 想要有福
報 就要勤勞修法；懂得供養
修法用心 道心堅固 與佛合
一 最重要的是百分之百相信根
本傳承上師 如此就會得到感應
及賜福加持；此外 修法時一定
要知道修法主尊的誓願 與主尊
同心 如此才會相應
當晚 各個分組已經開始為
所抽到的師尊文集故事做準備
商量表演方式 推選扮演角色
有的組合甚至已開始排練
大家因此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不
但表現出團體精神 更可以感受
到我們真佛弟子都是一家人
第三天 蓮傳上師 蓮滿上
師再繼續為大家講授第六堂課︱
﹁︿真佛密法﹀的修法細節﹂
上師講解 ﹁前行﹂都是在聚集
資糧 堅固道心 消除障礙 當
進入﹁正行﹂時 就要觀想清楚
主尊的法相 手印 法器等 每
一尊佛菩薩表現出來的身印就代
表著祂們的誓願
兩位上師
仔細地解說修法過程中的每一個
細節 強調觀想 三光加被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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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蓮祖上師戴上爪哇帽子，很 Q 喔！

❸ 感恩蓮元上師，贈送禮物留念。
❷ 還有赤子之心的蓮傳上師！

❺ 最年輕的印尼新上師—蓮菩上師。

❹ 戴上爪哇帽後可愛十足的蓮滿上師。

要 因為我們要跟著師尊 佛菩薩的
光明走
第七堂課是蓮菩上師講授﹁三根
本﹂ 闡述修法不是求神通；第八堂
課是由蓮傳上師 蓮滿上師講授﹁如
何將佛法融入生活當中﹂；第九堂課
是由蓮滿上師講授﹁如何修入定 入
我我入及後行﹂ 並教導金剛鈴杵迴
向的觀想及意義
兩 三天下來 上師們辛苦授
課 學員對上師們的授課方式 內容
讚歎不已！耀輝講師同時也很細心地
為聽不懂華語的學員 把講課內容翻
譯成印尼語
接下來就是﹁話劇表演﹂的時間
了 六位上師坐在評審桌前認真打分
數 而在走廊上和各個角落處 很多
小組仍在加緊排練話劇 十二個小組
一一上臺表演 舉凡報紙 紙皮 樹
葉 床單 毛巾都派用上場 成為表
演的道具；每一組的故事裡都有師尊
的角色 只見各種師尊衣物 五佛冠
都有 有的演得很認真 有的刻意添
加古怪的動作 有的演得很搞笑 讓
在場的每個人都笑破了肚皮 每一組
都得到了上師們的用心評語
因為當天也是蓮又上師的生日
主辦單位的義工們送上很多蛋糕 此
舉讓蓮又上師高興萬分！上師請在九
月份生日的同門上台 大家一起唱

︿生日歌﹀ 吹蠟燭 切蛋糕 現場
歡樂非常 因為蓮元上師 蓮菩上師
將先行離開 所以 ︿慈園堂﹀堂主
代表提前致贈感謝狀及紀念禮物給諸
位上師 感恩上師們的辛苦與勞累
晚餐後 氣候開始變得寒冷了
圓滿壇的法會︱﹁馬頭明王息災祈福
護摩法會﹂在戶外的後院舉行 由釋
蓮滿金剛上師主壇 法會後 主壇上
師為大眾做﹁馬頭明王賜福灌頂﹂
第四天 全體學員穿著紅色背心
衣 在享用早餐後 大家聚合在大
廳 搭乘三輛大巴士 出發前往世界
文化遺產︱婆羅浮屠佛塔聖地 甫達
聖地 大家已迫不及待要先來個大合
照 出色的紅色衣裳和莊嚴的紅色喇
嘛裝 在那輝煌燦爛的陽光下 展現
︽真佛宗︾的殊勝 大家都露出輕
鬆 和諧的笑容
蓮滿上師說 見塔如見佛 當大
家登上佛塔後 四位上師帶領大家頂
‧蓮滿上師主壇
「馬頭明王護摩火供法會」。

賜福灌頂」

。
「馬頭明王

▲學員們在廣場參加「馬頭明王護摩法會」。

為學員們做
▲蓮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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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與全體學員、義工同門於婆羅浮屠佛塔大合照。

禮佛塔 做觀想大禮拜 隨後就唱起
了﹃根本上師心咒﹄ 引罄聲 木魚
聲 冉冉響起 大家合掌跟隨眾上
師 順時鐘繞塔三圈 場面莊嚴；祥
和的咒音 歌聲和紅色的隊伍 吸引
了很多在場遊客的關注
大家排列成兩行長長的隊伍 繞
塔經行持咒 一步一腳印 大家都很
投入 專注 ﹁嗡 咕嚕 蓮生悉
地 吽﹂的咒音響徹聖地 彷彿師尊
就坐在佛塔上 正在加持我們 隨著
咒音 彷彿融入佛與塔中
婆羅浮屠是一整座大佛塔 從空
中往下看 就像佛教金剛乘的一座曼
陀羅 象徵佛教的宇宙觀 婆羅浮屠
佛塔到處都是雕工精美的浮雕 呈現
多姿多彩的佛教文化 這些具有歷史
性的雕刻 猶如一篇篇講述佛界與人
間故事的連環畫 可惜 有一些雕像
的頭部已經不見了 真是好可惜
經行結束後 有半個小時的自由
時間 有的學員趕緊再往上爬到更高
處 有的學員忙著拍照留念 印尼此
時正值旱季 氣候煩熱 主辦單位準
備了當地農民的帽子讓上師戴著 要
不然 這光亮的﹁圓頂﹂可是會難受
極了 結束參觀行程 大家再次搭乘
大巴士 主辦單位發放便當 大家在
車上享用中餐 在回到旅館後 把身

上的汗臭沖洗乾淨了 還能夠輕鬆休
息一下
就剩最後一堂課了！在下午五點
鐘 蓮傳上師 蓮滿上師已經在課堂
坐定 準備讓學生發問 解答在修行
上的種種難題 兩位上師以多年來跟
著師尊的腳步 一步一腳印的修行體
驗 回答學員們的發問 不管是有
理 無理的種種問題 上師都能心平
氣和 詳細解說 讓發問的同門心服
口服 稱讚連連 眾學員都報以熱烈
的掌聲
而後 司儀播放各組所拍攝的種
種照片 全場又是稀哩嘩啦的一片笑
聲 掌聲連連 上師打著分數 同時
也跟著開口大笑 之後 馬上就要公
布比賽結果 大家抱著緊張的心情
想看看到底是哪一組得到最高分？其
實 得獎並不重要 大家有緣到此學
習 能體會 參與活動的感動 能互
相合作 團結一心 才是最重要的
最優勝的三個小組分別上台與上
師們合照留念 大家都得到了紀念禮
物 人人身心兩悅 滿載而歸 幾位
分堂同門也道出了心聲感言 對上師
的精彩講解感恩萬分 希望都能把所
學到的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把︿真
佛密法﹀廣傳下去
當晚
大家在廣場上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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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印在佛

塔聖地。
一步一腳
▲繞塔經

行持咒，
▲玩遊戲分組拿下「最誇張照片」的團隊。

BBQ 現場已擺放好數根木材
在兩邊的桌子上 也準備了要燒
烤用的雞肉串 以及用香蕉葉包
成的米團 還有玉米 香腸 咖
啡 茶
當晚還有最引人注目的活
動︱施放孔明燈 大家都在燈上
寫著願望：﹁祈願師尊佛體安
康 常住世間 永轉法輪 快樂
自在 ﹂紅色 黃色的孔明燈
緩緩升起 掛滿天空 可愛極
了！祈願大家心想事成 祈願師
尊常住世間 永遠快樂自在
同門們有的吃 有的笑
有的聊天 有的在交換電話號
碼 然後 大家手牽手 不分你
我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圍著
火把轉啊轉的 唱起了︿我的家
鄉是真佛宗﹀以及其他流行歌
曲 翁明鑑師兄則以口琴吹了一
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現場歡
樂的氣氛High到極點
﹁真佛宗印尼全國第七屆
密法生活營﹂將由棉蘭的︿圓月
堂﹀主辦 由蓮花碧秀講師代表
接受﹁密營旗﹂ 明年的密營一
定會有更精彩的活動 更豐富的
教材 以培養人才 廣宏︿真佛
密法﹀

四位上師帶領學員們頂禮佛塔

感恩無上尊貴的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佛慈悲加持 感謝主辦單
位 義工們的辛勞！無限的歡樂 讓
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於中爪哇 ﹁第
六屆密法生活營﹂順利 圓滿 成
功！

• 繞佛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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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寶懺」功德迴向「二○一四年燃燈功德主」 。

■文∕鄭惠玲

與 守戒 是改變命運的基本要素
與

︿

芝城雷藏寺﹀於西元二○

一四年九月十四日︵星期

隆重舉行﹁真

以及來自

誠懇邀請來自台灣的

天︶下午一點半

佛寶懺﹂

釋蓮東金剛上師主壇

法會就準時開始了

鐘鼓齊

加拿大的蓮果法師護壇；時間一
到

迎師組恭迎主壇上師

理事長張強

加持大悲

鳴

在蓮東上師上香

咒水以及昇法座後

感謝上師慈悲蒞

師兄代表︿芝城雷藏寺﹀的全體

同門致歡迎詞

臨主壇拜懺；張強理事長指出

但萍

在因緣際會之下結了法

雖然與蓮東上師素昧平生

水相逢
緣

天降大

正好歡迎著蓮東上師的

法會前兩天的傍晚

量甘霖

皆是風和日麗

芝加

秋高

到來；迨上師抵達芝城的隔天及

法會當天

週六上午

氣爽的好天氣

哥上空的雲彩宛如仙女所織出美

白雲時而匯聚成帶

週五傍晚的傾盆陣

彷彿一條白色的哈達以為獻

麗的天衣
狀

供法會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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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象徵著預先洗滌與會大眾之黑

蓮東上師表示
美國代師弘法

此乃初次在
使其冥陽

因此特請根本傳

此乃法會之瑞兆也

禮懺

業
承上師大力加持法會

禮懺吉

上師於︿威德佛學院﹀
早年因經歷一場

從中體驗人生無常而出
出家後常住於︿台灣雷藏
並於︿威德佛學院﹀畢

上師圓頂後五年即被師尊賜
上師的母親也是︽真
且為︿日光
蓮東上師第
上師祈禱法

開始

雲密布

所幸

風生雲起

烏

只飄落幾滴象

上師復祈願莫下雨而熄

天色漸暗

滅護摩火

徵性的小甘霖點綴；迨護摩畢

蓮東上師每次啟程弘法前

炎炎烈日掛著高

會後一個星期內下雨

力

護法

藉由根本傳承上師

而師尊亦會入其夢而加持

上師說

以及諸佛菩薩

都有

和與會大眾的願

數場的印尼弘法之旅

龍天的法力

的加持力

之

順利

皆懇請根本傳承上師加持其弘法

空

又是萬里無雲
同門認為所降之雨量不
懇請上師再次祈雨；當上師

然而
足

天空忽
同門皆歡喜雀躍

等車至下一個弘法站時
又灑落甘霖

蓮東上師於印尼弘法期間的
場地位於
法會甫

烈日當空；上

最後一場為護摩法會
座東朝西

師祈求勿曬壞與會大眾

赤道

迨法會結

‧蓮東上師主壇「真佛寶懺大法會」。

束數小時後的清晨即飄落陣雨

連續三個月的乾旱

一次外出於印尼弘法即遇上當地

今年八月上旬

同修會﹀之堂主

佛宗︾的出家法師

封為上師

業

寺﹀

家

大病

教授戒律課程

祥圓滿

兩利；感恩師尊的加持

法會司儀梁萍榕師姐表揚義
並

畢
工及功德主的發心與護持後
恭請蓮東上師法語開示

▲蓮東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諸尊。

67

很多殊勝的感應

由此可見︿真

業障尚

要以

師尊近來勉勵

佛密法﹀的殊勝實屬不可思議！
蓮東上師說
清洗業障為主
一心貪法

追求諸多

弟子務必做好基本的功課
修懺悔
未除去時
鬼神會嘲笑

此

是無

如果行者一法深入

因為行者福德若不足

灌頂是本末倒置的
之
法承受的
則萬法皆通
去掉妄念
正行

只因自性

修行人應謹

自然產生法

當前行

不被外境所影響；持咒

行者當嚴守戒律

若一法通達
外
與執著
唸經應不急不徐
與後行皆圓滿時
力
上師勉勵大眾
記﹁人人皆有佛性﹂
導致業障現前

逆境重

光明被累世所積滯的不正當習性
所汙染

重；而眾生起心動念皆被業力牽
惡念頭

上師闡述
天都在變化

人體內的細胞每
修行猶如行者把自
可以去除

進而轉換成為

我體內的基因行改造
體內不好的基因

好的念頭

當我們期

此乃逆境

自體基因就會變差

體內細胞即產生毒素

和疾病之源頭

上師請大眾反思

那我們自己是否也是以

待他人以佛菩薩般的慈悲心來對

待我們

而是降

佛菩薩般的慈悲心去對待眾生？

痴

修行不是為了降伏別人

瞋

期勉大

重

自然可以得

確實﹁敬師

上師於開示末尾

意

時時清

口

行者唯有真心懺悔

伏自己的貪
家
淨身

守戒﹂

本尊的

實修

到根本傳承上師的加持

進而接

法

以及護法的擁戴

攝受

收到虛空法流不可思議的力量

上師並以﹁真心懺悔與守戒是改

所求如意；法會功

蓮東上師祝福與會大

變命運的基本要素﹂做結語

最後

眾吉祥圓滿

德亦迴向﹁二○一四年燃燈功德

與會眾等

難以控制惡習性

主﹂

大眾皆沐

制

好的能量

齊聚大殿與上師合照

不可言喻！

人人讚歎真佛寶懺之加持

在法會結束後
遍法界盡虛空馬上會感應到其念

祥光

當行者一起心動念
容易墮落三惡道之

頭是好

惡念
惡習猶存

行者當持戒以消減黑

力

如不實修
所以

自體會轉換成好的基因；若是不

如此惡性循環
中

增長白業

是壞？若是好的念頭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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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東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賜福灌頂」。

免疫系統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免疫系統為㆟體抵抗外來病菌最重要的系統，其能辨認出非㉂體的物質，對這些體內
的外來物產生排斥，甚㉃將它消滅。
免疫系統主要是由免疫器官（胸腺、骨髓、脾臟、扁桃線等）、免疫細胞（淋巴細
胞、巨噬細胞等）及免疫分子（補體、干擾素等）所組成。免疫系統又可以劃分為先㆝性
免疫及後㆝性免疫，兩者針對不同病原體，相輔相成㆒起保護㆟體。
健全的免疫力是健康的基礎
免疫力低落不僅是㆟類發生許多病變的原因之㆒，在腫瘤病患的致病過程㆗，更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提昇免疫力」，以培養抵抗力、預防腫瘤、加速腫瘤的痊癒
與減低復發和轉移的機率，遂成為腫瘤臨床㊩㈻與基礎研究㆖的重要課題之㆒。

什麼是免疫⼒？簡單來說，免疫⼒就是⾝體的「防禦機制」。當⼈體遭遇到
細菌、黴菌、病毒、寄⽣蟲等與⾃⼰細胞不同的「異物」⼊侵時，若任其⼤量
增殖便會引起疾病。因此，⼀旦有異物⼊侵，體內就會知道，並派出「⼠
兵」，迅速蒐集情報，組織「軍隊」以抵抗外敵，必要時，甚⾄將其撲殺或排
除，以積極的作為來維護⾝體的健康。
這些士兵平常在體內巡邏，㈼視各處的任何微細反應，㆒㈲問題發生，便立即派出精
銳與之對抗，但並不會波及正常的組織或細胞。換言之，士兵必須㈲辨識「㉂體」與「非
㉂體」的能力，這也就是免疫系統的奇妙之處。只要辨識力與抵抗力能夠發揮作用，㆟就
不會生病。所以㆒旦免疫力降低，各種疾病便容易隨之而來。
先㆝性免疫及後㆝性免疫

⼈體免疫系統之組成相當多樣化，但⼤體上若以專⼀性來區分，則免疫系統
主要可分為兩⼤類，即「先天性免疫」及「後天性免疫」。
先天性免疫就是與⽣俱來的免疫⼒，它是⼀種⾮特異性的免疫，只會分辨敵
我，無法對特定的病源產⽣反應。雖然說先天性免疫系統的能⼒有限，但它卻
是必要的，它是⼈體的第⼀道防禦系統。
先天性免疫系統的感染反應較迅速（數分鐘⾄數⼩時），先天性免疫系統主
要由巨噬細胞、⾃然殺⼿細胞及吞噬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能辨識並且吞噬病
原體，在吞噬時會釋放出化學分⼦，啟動後天性免疫系統。
後天性免疫⼜稱「適應性免疫」，是體內防禦系統的第⼆道防線，其感染反

70

㊩㈻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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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較慢（數天⾄數周），主要由 B 細胞和 T 細胞組成。當 B 細胞接受到先天性免疫系
統所釋放出的化學分⼦後， B 細胞會依照病原體的不同⽽製造做特定的抗體，來消滅
病原體。 T 細胞則是會直接和病原體作⽤將其消滅。
後天性免疫具有四⼤特⾊：特異性、多樣性、記憶性及區分是否為⾃⼰抗體的能
⼒。後天性免疫的記憶性，能讓體內再度遇到相同病原時，會有較快的反應時間去消
滅它。
以免疫㈼視機制治療癌症
免疫系統消滅外來病原的㈵性，在過去廣泛的被應用在傳染病的預防，近期的研究更發現，
免疫細胞不僅與癌症的發生㈲著密切關連性，透過「免疫㈼視機制」，免疫細胞還具㈲消滅體內
癌細胞的能力。
所謂的「癌細胞」是指失去正常機制調控而不斷增生，或因死亡機制發生突變導致生長不受
控制的細胞。這些不受控制的癌細胞或腫瘤細胞，會破壞或壓迫周圍的正常組織，甚㉃產生遠端
轉移，形成我們所熟知的「癌症」。
在「免疫㈼視機制」裡，研究者發現在㈵異性免疫㆗扮演重要角色的 T 細胞，可以在異常生
長細胞或是腫瘤細胞大量繁殖前，便加以消滅、清除。藉由這種免疫功能的持續㈼控，能在細胞
發生病變的早期便加以清除，防止癌細胞擴張。
但是，癌細胞也相當聰明，可以透過改變表面抗原或分泌相關抑制因子，來干擾免疫細胞辨
識癌細胞的能力，以逃避免疫細胞的㈼控。㆒旦癌細胞脫離免疫細胞的㈼控，癌細胞就會迅速擴
張，快速增生的癌細胞更具㈲抑制患者免疫系統的功能，能加速癌細胞的發展。
免疫系統的衰退
免疫系統衰退是造成許多疾病發生的主因，癌細胞逃離免疫㈼控的機率也跟著大增。
20 歲的免疫力是最高的，為 100%， 到了 40 歲時則降為 50%， 到了 70 歲時只㈲ 10%， 隨著
年齡的增長，免疫系統會逐漸退化，這也是為什麼癌症、傳染病及慢性疾病大多伴隨著老化而
來。
在免疫細胞療法技術成熟的今㈰，如果能預先儲存健康的免疫細胞，在㈰後㈲需要時加以應
用，不但可以實踐疾病預防的概念，更能提升預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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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 we able to have spiritual response after using the charm drawn by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Let me quote you another letter:

My dear Grandmaster and his wife,
Om mani padme hum,
After reading your letter, I understand that time is still not ripe for me to be a monk. I am
doing daily cultivation now. I have read all your spiritual books, and work even harder. One of
these days in the future, I will be able to move to Seattle to learn the dharma from you.
First I must thank you, my grand master, for seven years ago a doctor confirmed that I
was suffering from a polycistic kidney. The sickness can deteriorate any time, and is
potentially dangerous. After receiving a charm of ”not to deteriorate”, My sickness really did
not deteriorate, I am very grateful, and wish to praise the master for his endless power......
●
A famous dharma teacher, who is also a Zen master, always slandered me in his
dharma talk, using all kinds of sarcastic remarks.
Once some True Buddha disciples invited him to midland to give a dharma talk.
He did not bother to find out who invited him in the first place.
In his sermon, he ridiculed me as a medium, a tool of god and ghost, a crazy nut...
The True Buddha disciples who were listening to his sermon were out of wit.
They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 since he was invited.
It is an insult to have listened to some one who have humiliated your root guru.
The matter was not happily settled.
One day.
The Zen master's mother suddenly became crazy. She consulted many doctors, but
the sickness was never cured. The dharma teacher held many repentance sessions for
her. Strange enough, she cried even more often and longer.
Finally someone suggested to him to seek help from Lu Sheng Yen.
He was told:” Lu Sheng Yen really has quite a few skills, I mean real skills. The
charms drawn by him is very effective, all those who used his charms see miracl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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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3 - The Great Spiritual Response Of Tantrayan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1(510)473-4818 or fax +1(510)437-1987.
Contact Address: 3440 Foothill Blvd. Oakland CA 94601, U.S.A.

my friends were cured by Lu Sheng Yen. By words of mouth, he is very well known.
Although he is in Seattle, a lot of people flew there to seek his help...”
The old Zen master was very shy about this, but to cure his mother's strange
sickness, he sought help from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After three pieces of charm.
The Zen master's mother was fully recovered within a week. She can rest on her
own, went for a stroll, took care of herself.
She did not cry any more, did not murmur, did not see any ghost any more...
She can eat and sleep.
Now when people ask him: ”What is your view on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now?”
He would answer:” This person really has some mystic power that is unable to
explain. I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the reason. But he is able to cure the sickness, and
that is a fact. This is a fact of miracle. I do not wish to comment on him.”
A dharma master who is noted for slandering me, has changed his tone now and
only says he does not understand me after I have cured his mother.
I , Living Buddha Lian-Shen wish to make a statement now:
” Those dharma masters that have slandered me, if their relatives are suffering
from strange sicknesses that are unable to cure, I will wholeheartedly help them ,
repaying their hatred with virtue.”
●
The Zen master's incidence reminds me of monks from the Mahayana school of
Buddhism, who came to see me.
They said: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to tell the truth, we are suffering, and we do
not know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want to consult you.”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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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s sur l'accueil
d'un ongle du Bouddha

L

ors d'un voyage spirituel —

Je vis célébrer un office religieux où l'on
accueillait un ongle du Bouddha. Les
ministres du pays, les personnes
importantes de la ville, les moines
bouddhistes âgés, les grands maîtres
officiants, les bouddhas vivants, les
innombrables croyants, tous vén é raient
l'ongle du Bouddha.
Des femmes déployèrent leur chevelure
pour que l'ongle du Bouddha passe audessus.
Certains enlevèrent leurs habits et les
parsemèrent de fleurs pour que l'ongle du
Bouddha passe au-dessus.
D'autres se prosternaient, le front contre
terre, en faisant « pan, pan », pour saluer
une centaine de milliers de fois l'ongle du
Bouddha.
Effectivement, l'accueil de l'ongle du
Bouddha est un grand événement sous le
ciel, un événement important pour le
pays,la société, la religion et les
bouddhistes dévots.
L'ongle du Bouddha circulait partout
dans le pays. La foule venait sans
interruption pour faire des offrandes et se
prosterner devant lui. J'étais très ému de
voir cette marée humaine, des êtres vivants,
avoir une telle vénération pour la relique du
bouddha Sâkyamuni.
Évidemment, j'aperçus aussi des gens
qui épiloguaient sur l'authenticité de l'ongle
du Bouddha.
Cela me fit penser à une histoir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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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i :
Sous la dynastie Tang (618-907), le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se promenait
la nuit dans le monastère Xi-ming et, par
imprudence, il trébucha sur une marche.
Quelqu'un soutint Dao-xuan, et ce
dernier ne s'était pas blessé.
Une fois debout, Dao-xuan regarda la
personne qui le soutenait. C'était un jeune
homme.
Dao-xuan demanda :
— Qui êtes-vous ? Pourquoi êtes-vous
ici à la moitié de la nuit ?
Le jeune homme répondit :
— Je ne suis pas quelqu'un d'autre, je
suis justement le troisième prince Nata, fils
du roi céleste Vaisravana. Depuis longtemps, je suis votre protecteur du dharma ;
ça fait un bon bout de temps que je vous
soutiens !
Le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dit :
— Moi, pauvre moine qui se cultive
dans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je n'ose
déranger le troisième prince pour rien.
L'esprit puissant du prince est aisé ;
actuellement, s'est-il produit quelque
événement bouddhique au pays de l'Ouest,
en Inde ?
Le prince expliqua :
— J'ai une relique de dent du Bouddha,
que j'ai préservée depuis très longtemps ; je
vais alors l'offrir au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
(La relique de dent du bouddha
Sâkyamuni lui fut offerte par le troisième
prince Nata. Les bouddhistes le savent t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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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faut savoir que le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était le patriarche de l'école du
Sud. La discipline monastique fait partie du
Tripitaka et débouche sur toutes les écoles
bouddhiques. Dao-xuan de l'école du Sud
se cultivait en suivant les disciplines
Mahiâsakavinaya et les disciplines
Dharmaguptavinaya ; il comprenait
parfaitement toutes les règles monastiques.
Les disciplines Dharmaguptavinaya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celles de l'école de la
Discipline.)
Certains individus critiquaient
l'authenticité de la relique de dent
conservée par le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 ils trouvaient impossible que le
troisième prince Nata lui eût offert une dent
de Bouddha et doutaient de ce don même.
Cependant, je suis d'avis que les
mondains n'auraient pas dû critiquer le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car :
Après le nirvâna du Bouddha,
C'était la Loi ressemblante qui
demeurait en ce bas monde.
La prospérité de la vinayapitaka ①
Ne dépend que des maîtres de discipline.
(Le maître Dao-xuan observait
rigoureusement la discipline ; il portait
toujours les trois vêtements du bonze,
prenait un repas par jour et marchait un
bâton à la main ; il ne s'appuyait pas contre
le lit quand il était assis ; les puces et les
insectes le suivaient en voyage.)
Jadis, quelqu'un me posa une question :
— Parmi les reliques d'ossements, la
relique de dent et la relique d'ongle du

Bouddha, laquelle est authentique et
laquelle est un faux ?
Je répondis :
— Pour l'expliquer, on peut prendre
l'exemple du maître de discipline Daoxuan. Ceux qui y accordent crédit le
croient, ceux qui n'y ajoutent pas foi ne le
croient pas ; croire ou non dépend
complètement de soi-même. L'histoire est
vieille de deux mille six cents ans,
comment être dans un juste discernement ?
Les bouddhistes ne peuvent même pas
préciser la date de naissance du bouddha
Sâkyamuni. Et en ce qui concerne l'image
du Bouddha, il n'y en avait pas d'autre que
celle qui était en la possession de Pûrna
② , toutes les autres représentations de sa
figure sont inventées, sans fondement. En
fait, l'authenticité des reliques n'est pas très
importante. Pour ma part, j'estime que les
reliques d'ossements, de dent et d'ongle du
Bouddha ont toutes une valeur
commémorative. Ah ! le plus important
reste l'enseignement du Bouddha ! Pour la
vie, c'est effectivement de la plus grande
valeur !
- à suivre -

① La discipline monastique.
② L'un des principaux disciples du
Bo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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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務顧問謝明芳師姐及多位僑界政
要等 大家一同祝賀中華民國國
運昌隆 生日快樂！
席間的餐點華而不奢 熱鬧
開場的祥獅獻瑞 歌唱舞蹈等精
彩活潑的節目穿插其中 並有多
位西雅圖議員到場致詞祝賀 晚
會洋溢著溫馨和諧的氣氛
在美好的國慶酒會上 聖尊
蓮生法王接受︿全美電視﹀的採
訪 並祝福中華民國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蓮生法王參加西雅圖的國慶酒會

光菩薩 月光菩薩及十二藥叉神
將
法會於下午一時卅分準時開
始 一切如儀進行 迴向時 蓮
緻上師祈求師佛 主尊藥師佛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參加者及報名
者業障消除 讓所求都能圓滿；
並加持報名超度者及纏身靈等
速速往生西方淨土
法會後 蓮緻上師以英語及
廣東話為大眾做寶貴的開示 上
師首先指出法會的力量來自於聖
尊蓮生活佛的傳承加持力 咒力
及行者的念力 大眾若能清淨自
己的身口意 消除業障的效果會
更好 而清淨自己身口意最快速
的方法 就是守戒律；上師從解
釋﹁四聖諦︵苦 集 滅
道︶﹂著手 指出佛弟子一定要
依止﹁八正道﹂而行 最終才可
離苦得樂 上師舉很多例子 讓
大眾明白如何將正語 正業 正
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正見
及正思維 融入日常生活中
最後 蓮緻上師代師為幾位
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頂﹂ 並為
大眾做﹁藥師佛賜福灌頂﹂ 與
會眾等皆法喜充滿 法會吉祥圓
滿

能除病苦藥㆖尊 光明照觸得解脫

︻聖德⽂宣 佛州訊︼二○一四
年九月廿八日 ︿聖德雷藏寺﹀
舉辦﹁藥師佛息災祈福增益治病
超度大法會﹂ 由加拿大︿淨音
雷藏寺﹀住持蓮緻金剛上師主
壇 本寺住持釋蓮弘金剛上師
蓮荊法師 蓮白法師及蓮茹法師
護壇 是次護持法會的同門善信
大德超過一百五十人 創本道場
舉辦法會人數的歷史新高
在法會前 依照︻藥師琉璃
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安立殊勝的
﹁藥師琉璃光王佛壇城﹂ 在藥
師佛壇城上共有七尊藥師佛和日

蓮緻上師（右）主壇〈聖德雷藏寺〉藥師佛法會，蓮弘上師護壇。

蓮生法王參加國慶盛會 ㈷福㆗華民國國泰民安

︻西雅圖訊︼二○一四年十月六
日 入秋的西雅圖夜晚 在
Bellevue ︿君悅大飯店﹀舉行著
﹁中華民國一○三年國慶酒
會﹂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應主辦單位︿台灣僑務委員會﹀
誠摯邀約 參加國慶盛會 陪同
出席的還包括多位︽真佛宗︾上
師 法師及信眾 大家一同出
席
國慶酒會嘉賓雲集 許多與
會貴賓紛紛和蓮生法王會晤合
影 包括：︿駐西雅圖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金星處長伉儷 僑

蓮生法王祝福中華民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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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訊︼全世界有

承上師！
二○一四年十月五日
除了由蓮余上師

次

最後

陳師兄再教導大家如
是

陳師兄

﹁入我我入﹂做得不好

何做﹁入我我入觀﹂
說

因為在觀想聖尊或本尊形相時

帶領

開的關係

氣不純熟

但

以及中脈脈輪無法打

做得不夠仔細

再來就是平時練

生活佛認證曾到過摩訶雙蓮池

只要知道如何觀

沐浴過八功德水的陳仁和師兄

正式

再多多練習就可以有很好的
修法自然會有所成就
蓮余上師帶領完前行

才持咒不到幾分鐘
而且整

卻一直看到前方

一字

大家的精神越來越好
所有同門都專注於咒音裡

氣場下

個壇城的氣場越來越凝固！在這

有強烈的光芒在閃耀著

筆者雖閉著眼

進入持咒

覺受

想
蓮余上師

上師更強

所以很多人都忽略最基本
只要持滿﹃根本上師心咒﹄
一定能往生摩訶雙蓮

因為這是師佛的誓願！

一句整齊地慢慢持著﹃根本上師
讓人感受到此時此地就

由陳仁和師兄教導如

這裡就是摩訶雙蓮池

接著

心咒﹄

池

八百萬遍

調

的﹁上師相應法﹂

法門

的！但因為聖尊傳了不少殊勝的

強調﹁上師相應法﹂是非常重要

同修還沒開始前

來教授如何觀想持咒

更非常榮幸地邀請到由蓮

持咒精進班﹂

悅同修會﹀首次舉辦﹁上師心咒

︿寶

根本傳承㆖師就是㈩方㆔世諸佛菩薩的身口意㈹表

︻蓮花鈞雯
許多分堂都在舉辦各種持咒精進

是淨土

筆

何觀想

當陳師兄在教導時

者很明顯地感受到一股強烈法流

所以

蓮余上

但很少人舉辦﹁根本上師心

而所有的蓮花童子都在持誦﹃根

班
咒持咒精進班﹂

降臨壇城

感

一定要

當下內心好感動

師與陳堂主就有個想法

本上師心咒﹄
這
意

和盛會

齊聚一

True Buddha School NEWS

領受根本傳承上師的大

將身心融於根本傳承上師的

大家放下萬緣

這真是一場非常殊勝的法緣

能來感受這種殊勝的感應

真心希望大家都
恩聖尊派了一位蓮花童子︱陳仁
和師兄來帶領大家一同持咒

根本傳承上師

班

是多麼殊勝的一場同修啊！

因為在密教

舉辦﹃根本上師心咒﹄的精進
就是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的身口意

持咒時

堂

陳仁和師兄說

念要放於聖尊的形象或蓮花上

因

只要與根本傳承上師相

所有本尊皆能快速相應

代表
應

法流裡
—NEWS—

如果念頭跑掉要重頭再觀想一

T.B.S.

為一切的功德力都來自於根本傳

台灣

加持

正因如此

也誠摯邀

蓮余上師期許能

有更多的同門來參加

請所有同門都來參與︿寶悅同修

會﹀的﹁根本上師心咒持咒精進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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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余上師於〈寶悅同修會〉為與會大眾做精彩的開示。

《燃燈雜誌》是由《真佛㊪》根本傳承㆖師蓮生活佛所創辦的文宣刊物，也是蓮生活佛多
年來的心願之㆒。《燃燈雜誌》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旨，以正信正見，認知真佛正法，淨
化㆟心，而且修心與修法並重，堅定「敬師、重法、實修」的光明大道，進而達到「明心見
性、㉂主生死」的最終目標。
《燃燈雜誌》是根本傳承㆖師所慈悲賜予所㈲真佛弟子與㈲緣眾生成就功德、福慧並修的
良善法緣，期盼您我共襄盛舉，勤耕福田！
由於《燃燈雜誌》為結緣贈閱，本㈳㆒切開銷支出包括㊞刷、包裝……等等，都極需您的
發心捐助！
《燃燈》第㆓㆔㈨期〈燃佛心燈〉專欄－師尊在〈善書 善書 善書〉文㆗㊢到：㊞善書

不只是幫助往生者，事實㆖，對所㈲的㈲情眾生均㈲助益。……㊞送善書是「冥陽兩
利」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亡者、生者都㈲很大的助益。……㊞善書是大善行，不
可小視，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為了回饋您的發心，燃燈雜誌㈵別為您報㈴參加全年㆔㈩㈨壇以㆖的護摩法會功德迴向，
增添您的運勢和光明，並寄送㆒年份的《燃燈雜誌》，以及數種贈品。（贈品方案請參詳每期
《燃燈》封底裡頁）
㈲了大家的贊助捐助，《燃燈雜誌》才能永續發行。為了弘揚《真佛㊪》最殊勝的〈真佛
密法〉，為了廣度眾生，光明普被。希望您能㆒起來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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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菩薩 09.25
李雪玉 菩薩 09.18
吳朝陽 菩薩 09.16
張郭㈮話 菩薩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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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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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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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桃園縣平鎮市㈮陵路㆓段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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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寄雜誌，收件人：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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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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