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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切乎實際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 《心的悸動》

的職業欄上

我

一向是﹁空白﹂

以前我的職業是﹁測量工程師﹂

密

(軍職)

不是﹁畫

圓通

(出家僧人證書)

(道長證書)

接著我是﹁相命師﹂(問事)
我兼﹁風水師﹂
後來是﹁道士﹂
然後又是﹁和尚﹂

寫作出版是﹁文藝青年﹂

在報社是﹁專欄作家﹂

又是出版二四四本書的﹁作家﹂
有人稱我﹁老師﹂

又是﹁心理咨詢師﹂

共畫了數千幅的畫

我畫畫又成了﹁畫家﹂
出版﹁畫作﹂
家﹂是什麼？

問題的所在是創立﹁真佛宗﹂

顯

弟子﹁五百萬﹂成了﹁一代宗師﹂

道

是﹁密教上師﹂

現在是﹁根本上師﹂

﹂

職業是﹁宗教家﹂
後來又是：
﹁蓮生活佛

1

不完

我喜歡運動

所以又是﹁運動家﹂
因此是﹁民俗專家﹂

我還是職業欄﹁空白﹂的好
了一切的一切

我的思考方式與時而變

對民俗頗有研究
脈

明點﹂所以又成了﹁瑜伽士﹂

我修﹁氣

我的行為方式與時而變
﹂

在每一個人之前

此時但知什麼是實務

詩：

這樣才能度眾生

明智的人

﹁品味從眾

我想到一個重點：

就成了：
(太極與散手)
寫也寫
所

的

喜愛功夫
﹁功夫瑪斯特﹂
因為再寫下去

才切合我的實際？實在想不出來

我實在不想再寫下去了
什麼職業

但﹁通靈﹂也算是職業

望盡天涯路

抬眼
在我的職業上

空白知何處

我的知識也與眾

曾預測馬年(二○一四年)的人類運氣

一切無有

確實與眾不同

我實實在在是﹁通靈﹂

﹁空白﹂

以我的職業是：

嗎？
不同
我說：

竟然是生命的建樹

不會有人明白這也是苦

﹁戰爭﹂
﹁瘟疫﹂
﹁天災地變﹂

職業如何落戶
請量一量

我的職業欄又添了一項：
﹁預言家﹂

尺度

結果全部應驗
唉！唉！

因為﹁空白﹂代表

都是要調整自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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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
處之泰然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4冊《心的悸動》

我有了悟境之後

當

﹁無所得﹂
﹁無所住﹂
﹁無所謂﹂

明白了：

令我﹁大

任何事情都不會令我﹁心
令我﹁心驚﹂

我就變成了﹁淡淡﹂
悸﹂

因為天下根本沒有什麼事

令我﹁恐怖﹂
駭﹂

有人說：

﹁飛機又失事了！﹂
我念：
﹁阿彌陀佛！﹂
有人說：
﹁戰爭了！﹂
我念：
﹁阿彌陀佛！﹂
有人說：
﹁大瘟疫了！﹂
我念：
﹁阿彌陀佛！﹂
有人說：

3

我念：

我不知

隨它去！

連想也不想

﹁阿彌陀佛！﹂

我反問大家：

也不做

有人說：

﹁在人間

﹁地震了！﹂

﹁你死了呢？﹂

有人說：
當了

﹁我不深奧莫測

我說：
哈哈哈！﹂

是無

走在楊柳岸上
看那漣漪圈圈
出現與消杳

何處心會亂

今後無繫絆

就把一切煩惱斬斷砍斷

我只是每天做好自己的小

深奧莫測！﹂

什麼是最要緊的事？﹂

什麼是要緊的事？

我念：
是無所得

﹁盧師尊

世界第一大富豪

成了世界第一小姐

皆無所得

是無所得
名

事

﹁阿彌陀佛！﹂
我已明白
色

國家的元首
財

詩：

所得

我淡然；上師

但看花兒燦爛燦爛

雷藏寺改名了

我淡然；媒體

密蜂飛舞晃盪晃盪

有人奔走哀嚎

我淡然；一群弟子出走了

我淡然；被視

叛變了

我淡然；被視為邪教

是煞

賞心悅目

毀謗盧師尊

看來這些都是茲事體大

我淡然；被視為

我淡然；被視為魔

我淡然

為附佛外道
詐財騙色
哈哈哈！

我根本不想辯白
在別人的眼中

連做

是千鈞重

連辯也不辯

是棘手的大事

連理也不理

是儼然大事
是大麻煩

有其事
擔

我則淡然
連問也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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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師於禪定㆗
得蓮師授法，是最寂靜的㆔昧㆞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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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五
佛 針巴拉黃財神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吉祥！大家
晚安！大家好！︵國語︶你好！大家
好！︵廣東話︶
今天晚上我們同修黃財神︱針巴
拉 針巴拉就是黃財神 以前去日本
四國 四國的日本話稱為しこく 我
們去繞八十八靈場 最後 我們到了
一個宮殿 叫做︿金比羅宮﹀︵又名
﹁金刀比羅宮﹂︶ 要爬很多層階梯
才會到 ﹁金比羅﹂的意思就是四天
王的北方多聞天王︱黃財神針巴拉
這四個天王都住在很好的宮殿
裡 針巴拉所住的宮殿是水晶所做成
的宮殿 其他三個天王 一個是住在
黃金的宮殿 一個是住在白銀的宮

07

【燃燈雜誌】

殿 還有一個
天王是住在琉
璃的宮殿 這
四個天王本來
都是印度教的
神 守護著帝
釋天 後來祂
們護持佛教
變成﹁護世四
天王﹂
我曾經講
過 在天上最
富有的就是四
天王 在海上
最富有的就是

龍王 在大地上最富有的就是大山的
山神 在大地上的山神都是很富有
的 因為山是最高的 山裡面有很多
東西 包括黃金 所有的貴重金屬
甚至所有的七珍八寶 都是在深山裡
面才有的 從礦裡挖出來的；其實
都是石頭 但這些石頭都是很貴的
包括鑽石 都是很珍貴稀有的
在地上 已經有這麼珍貴稀有的
七珍八寶 那在天上的四天王就更富
有了 海底當然也有很多珍貴的東
西 金比羅多聞天王原來也是在海底
的 祂是一種龍 叫做角龍 祂修行
證果後才變成﹁金比羅多聞天王﹂
四天王大部分是這樣的 我把我所知
道的跟大家講 在密教裡面 祂們都
是屬於財神
密教的財神 有紅財神 黃財
神 綠財神 黑財神 還有白財神
白財神也是騎著龍 我們稱為﹁騎龍
白財神﹂ 密教裡有白 黃 紅
黑 綠五種顏色的財神 我為什麼
選針巴拉做為︽真佛宗︾的八大本
尊之一？因為針巴拉是黃財神 黃
色的財神 祂不但聲名遠播 而且
祂有五佛在頂上面 那是祂的根源
地 祂成佛時 也等於五佛一
樣 所以我選針巴拉黃財神做為
我們的八大本尊 所以 每一次
在祈求黃財神針巴拉接引幽冥眾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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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地的同門同修真佛密法

等往生清淨佛國時 必須要有五佛在
上面 然後由祂帶著所有的幽冥眾到
五佛的佛國淨土 必須要這樣發願
祈求 或者迴向
每一次黃財神出現的時候 都有
五佛跟著出現一起灌頂 所以我們要
唸灌頂的咒語：﹁嗡。吽。針舍
阿。﹂要唸五佛的灌頂真言 這樣才
如法 每一次修黃財神 還要觀想五
佛出現在虛空之中 五佛給黃財神灌
頂後 黃財神變得非常亮麗 祂就會
賜福給眾生
大家剛剛觀想吐寶鼠出現 你們
是怎麼觀想？要做這樣的觀想︱吐寶
鼠開口吐出很多的東西出來 師尊是
先觀想黃金 像電影裡看到的金磚一
樣 一塊一塊堆起來像一座山一樣
有很多金山鋪滿整個大地；不過 黃
金如果像金塊那麼大 有時候拿出去
是沒辦法使用的
所以 我接著觀想富蘭克林︵美
金一百元鈔票︶ 我是先觀想富蘭克
林大頭的舊鈔 一下子又想：﹁欸！
他們有新鈔了！﹂我就觀想紅色一百
塊的富蘭克林 特別明顯；一邊是舊
鈔的富蘭克林 一邊是新鈔的富蘭克
林 都是一百的 有兩大堆這樣堆起
來
後來 我想 只有錢也是不夠
的 雖然有錢可以買很多東西 但也
有些東西是買不到的；所以 我就觀

想七珍八寶 觀想鑽石 寶石 都像
山一樣 一堆一堆的 吐寶鼠吐好多
出來 我有這三種觀想 你們觀想幾
種？一種？你們只觀想一種？也有人
觀想兩種 那邊有人說觀想很多種
好像五個手指都伸出來了 你們比我
還厲害啊！我觀想三種就覺得已經很
好了
誰去過日本四國的︿金比羅
宮﹀？八十八靈場也是在四國 那是
在好久以前 在劉文卿上師七十歲時
去的 當時 我們都用跑步爬︿金比
羅宮﹀的階梯 一直跑沒有停止 就
這樣跑了上千階 一直到︿金比羅
宮﹀才停止 往後面一看 劉文卿上
師也一樣用跑的 我們都很讚歎劉文
卿上師的身體！
剛剛忘了唸貴賓名單 今天的貴
賓是：︿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 姐 ﹁ 真 佛 宗 博 士 教 授
團﹂︿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王醴博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
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周
衡醫師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法律
顧問周慧芳律師
這是黃金還是白銀？︵師尊拿起
一個十多公分的宮殿︶鍍金還是鍍
銀？︵弟子答：鍍銀︶鍍銀也是四大
天王所住的 這是水晶 ︵師尊拿起
一個約十公分的瓶子︶都很漂亮 這
是黃金？︵師尊拿起一個十多公分的

傘蓋︶︵弟子：是鍍的︶當然啦！真
的不可能放在這裡 真的若放在這裡
的話 很容易﹁失蹤﹂ 我們的圖書
館︵也是雷藏寺餐廳所在︶流行一句
話：﹁老鼠會開冰箱 ﹂你如果把東
西放在廚房的冰箱裡 很容易遺失
大部分是老鼠開冰箱拿走的
在這裡的這些供具當然是鍍的
但如果在自己的家裡 你就可以用黃
金的 用白銀的 用水晶的 用琉璃
的 做為供具 就會非常真實 因為
在密教 一般都是用真實的去做供
養
再跟大家講︽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的︿三轉法輪
蓮華生﹀ ﹁蓮華生大士確確實實在
我禪定中現身 傳授種種無上密 因
此 我在︵紅教︶寧瑪巴的傳承 直
承蓮華生大士 ﹂這叫做什麼傳承？
叫做﹁寂靜禪定傳承﹂ 是有這樣的
傳承 但是很稀有 這種傳承叫做
﹁禪定三昧地寂靜傳承﹂ 由遠古的
祖師爺傳到你身上的這種傳承
我記得我是在西雅圖巴拉的地
方 那裡的住宅區大部分都是挪威
人 有一群挪威人住在那裡 蓮火上
師家就在我家斜對面 當初我買巴拉
的︿靈仙閣﹀ 是拜託蓮火上師他們
幫我買的 因為那邊有房子在出售；
我的舊房子在這裡 蓮火上師買地自
己蓋的新房子在這裡 中間隔著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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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 我的家是在 10th Ave.
蓮
火上師的家是在 11th Ave.
在同
一個社區裡
我在︿靈仙閣﹀修行的時候 有
一天晚上 我在禪定時 蓮華生大士
來了 祂帶我一起飛行；在飛行的時
候 祂叫我把眼睛閉起來 我耳朵只
聽到風的呼呼聲 過了一下子 祂叫
我張開眼睛 我張開眼睛一看 我還
在虛空之中 然後往下看 我看到很
多房子 也看到很多廟宇 接著進到
一座古墓裡 蓮華生大士就為我做了
兩個灌頂：一個是蓮華生大士全身毛
孔放光 就像虹光化身一樣 那些虹
光直接進到我的毛細孔裡；另一個灌
頂是祂將我變得很小 把我吃到祂的
身體裡面 我再從祂的密輪出來 祂
給我做這兩個灌頂
在這兩個灌頂裡 其中虹光的灌
頂就是﹁大圓滿法﹂ 因為﹁大圓滿
法﹂到最後就是化為虹光 極喜金剛
也是化為虹光；在印度的︿大菩提
寺﹀︵又名︿摩訶菩提寺﹀︶ 就是
種菩提樹的地方 妙吉祥友在那個寺
的塔頂虹光化現；師利星哈 也是化
成虹光；蓮華生大士也是身化虹光
當蓮華生大士化虹光照我的時
候 我的毛細孔也全是虹光 等於是
大圓滿的灌頂 這就是屬於﹁禪定寂
靜傳承﹂ 這傳承是非常稀有的 有

很多種種無上密的法 在蓮華生大士
為我灌頂以後 我就修習寧瑪巴所有
的傳承 ﹁五大金剛法﹂也是我在巴
拉︿靈仙閣﹀時修的 白天的時候
我大部分都沒有出門 晚上的時候
就是蓮火 蓮世 蓮主到我家來 喝
一杯小酒 小酒就是賴文彥︵蓮高上
師︶從溫哥華送來的﹁五龍二虎
酒﹂ 我們晚上都是喝那個酒 是賴
文彥所供養的
這裡有一個笑話 有一位少女很
苦惱地問禪師：﹁大師啊！我長得這
麼漂亮 每天出門都被一群男人死纏
著告白 我又很難拒絕別人 我該怎
麼辦？﹂禪師默默地從池塘裡掬起一
瓢水潑在少女的頭上 少女恍然大悟
地說：﹁我懂了！你是要我心靜如
水 對待世間萬物 都以清澈的心態
去面對 ﹂禪師說：﹁不！只要妳洗
掉臉上的妝就可以了 ﹂
告訴大家 你要入甚深的禪定
一定要洗掉你內心所有的垃圾才可
以 若你有妄念 是入不了禪定的
若你有妄念 腦海裡想東想西的話
你連一壇法都修不成 何況是禪定？
禪定一進入忘我的境界 四面牆全部
都消失掉 連你的法座都忘掉 連你
的身體都忘掉 一切所思統統都沒
有 一切想念統統都沒有 那時候才
能進入最深的禪定

你進入禪定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
在禪定 這樣才叫做禪定 也就是已
經忘我 道家講已經達到﹁坐忘﹂的
境界 什麼都沒有了 完全空掉了
四面牆空掉了 上面的屋頂也空掉
了 什麼都空掉了 包括你自己都空
掉了 所有想念統統都沒有 這才能
入甚深的三昧地 這是很不簡單的
當你忘掉身體 包括一切所作所為
什麼希望都沒有的時候 才能有這樣
的境界出現
像我有時候在︿真佛密苑﹀ 我
只要休息五分鐘 在這五分鐘 我全
部忘掉 包括我是在休息 或是在打
坐 或是在睡眠 也全部都忘掉 當
我一醒過來看錶 只是過了五分鐘而
已 但這五分鐘就讓我精神非常飽
滿 臉上出現精神非常飽滿的現象
只要五分鐘！這五分鐘就好像吃補一
樣 把所有的元氣全部補回來 只要
五分鐘 你完全忘掉 自己都不知道
多久 但醒過來看錶時 欸？我剛剛
坐的時候是十五分 現在是二十分
不過是五分鐘而已 但是好像已經很
久很久了
當你全部忘掉的時候 所有虛空
中的元氣全部到身上 你的精神馬上
全部恢復 有精神煥發的現象 日本
人講元気ある︵日文：很有元氣︶
日本人寫信時 很喜歡在最後寫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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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 元気ある﹂ 師尊也是一
樣！你真的要把你全身完全清洗乾
淨 把所有垃圾全部丟掉 空了一
切；這時候 所有的靈氣灌在你的身
上 你會馬上精神煥發
每一個學佛的人都一樣 不管你
再怎麼操勞 再怎麼辛苦 只要休息
五分鐘 你所有的元氣全部回來 大
家修行有沒有那個把握？入甚深三昧
地的寂靜禪定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能
夠做到這一點 然後再把時間延長
五分鐘等於五年 五百年 五千年
這種力量是很偉大的 所以 有這種
傳承就是非常殊勝 非常偉大 是你
從來沒有想到的
我雖然只在︿靈仙閣﹀三年 但
我在 Green Lake ︵西雅圖綠湖︶碰
到一個人 從巴拉往下走 就可以到
Green Lake
在綠湖旁邊 就是
︿薩迦寺﹀
Fred Mayer ︵連鎖超
市的名稱︶前面就是︿薩迦寺﹀ 從
︿ 薩 迦 寺 ﹀ 再 下 去 就 是 Green
Lake
我 在 Green Lake 遇 到 一 個 喇
嘛 祂就是薩迦證空上師｜德松仁波
切 祂的習慣就是在沒有人的地方
坐在樹下的石頭上大聲唸咒 我走過
去禮拜祂 祂就是我四個傳承上師當
中的一個 祂說：﹁你叫我﹃證
空﹄ ﹂祂就是﹁德松﹂ ﹁德松﹂
就是﹁證空﹂ 所以我叫祂︿薩迦

寺﹀的證空上師 因此﹁薩迦證空上
師﹂的尊稱是這樣來的 而我也得到
祂許多的灌頂
有時候 我會開車出去 是紅色
的 Mercury
Mercury 是九大行星
之一 叫做水星 我就開車去跟薩迦
證空上師學法 當時 我才開始學會
開車 我就開車到︿薩迦寺﹀ 或是
開 到 Green Lake
祂就在那邊等
我 教我許多法 大家一直有一個疑
問 師尊到底開車去哪裡？我那時候
常常每天開車出去 老大 老二 老
三都可以證明
講個笑話 有一個阿婆搭公共汽
車 上了公車以後 一個小朋友想起
身讓位 阿婆講：﹁你坐 你坐 我
站著就好 ﹂過了一會兒 小朋友又
站了起來 阿婆又壓下他的肩膀：
﹁你坐 你坐 ﹂過了一會兒 小朋
友又站起來 阿婆又壓下他的肩膀：
﹁你坐 你坐 ﹂經過幾次以後 小
朋友就大哭一場 哭著說：﹁我家已
經過了好幾站 為什麼一直叫我坐
不讓我回家？﹂有時候會誤會的
﹁師尊無緣無故開車出去幹什
麼？﹂那時候 大家覺得好像有問
題？其實 我是出去學法 蓮火上師
一家三兄弟都可以證明 有人說我在
外面有女朋友 但我不是一個隨便的
人 我是清白的 講到這個 也有一
個笑話是講：﹁我不是一個很隨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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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但 隨便起來就不是人 ﹂
那時候 我是非常嚴肅的 我在
巴拉近三年 真的只有修法 就是在
晚上喝一點小酒 沒有什麼娛樂 一
點娛樂都完全沒有 每天要修法 不
修法不行 逼著我非修法不可 所
以 很多法都是在那時候修成的
再講個笑話 Ａ婦人講：﹁我丈
夫精於賭博 ﹂Ｂ婦人講：﹁我的先
生也是 ﹂Ａ婦人講：﹁他第一次買
賽馬券 他就贏了 而且只用一千就
贏回三十萬 現在我很崇拜他 ﹂Ｂ
婦人講：﹁我的先生更厲害 他才繳
了第一次人壽保險的錢 就馬上贏回
三千萬 現在我每天都拜他 ﹂
雖然師尊在︿靈仙閣﹀閉關修法
三年 但在這三年當中 等於贏回了
我的一生 我有很多的法本 將來要
拿給傳承師尊的人 要把我自己修法
的法本全部交給他 我的前世也有很
多法本 吐登達爾吉上師跟我講：
﹁你前世有很多的法本存在我這裡
你要不要拿回去？﹂我跟吐登達爾吉
上師講：﹁不用！就留在你這裡 因
為我這一世的法已經很全了 ﹂沒想
到一留就拿不回來了 因為祂走了
走了以後 法本到底在哪裡 都不知
下落？
吐登達爾吉上師在香港荃灣 祂
的佛閣叫做︿淨音佛閣﹀ 祂的︿淨

音佛閣﹀裡有我前世的法本 可見我
們因緣是很深的 我在︿靈仙閣﹀修
法三年 等於贏回我的一生 這是很
奧妙的 所以 若你學會這種禪定
什麼法都會憑空拿到 在虛空之中
你就會拿到很多法
我還有一個﹁近傳﹂ 就是台灣
的了鳴和尚跟四川的諾那上師 諾那
上師原本是屬於西康的活佛 諾那上
師到四川認識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從
諾那上師那裡得到很多寧瑪巴傳承的
法 然後了鳴和尚再傳給師尊 這是
屬於﹁近傳﹂
傳承有所謂﹁遠傳﹂ 也有所謂
﹁近傳﹂ 寧瑪巴又有﹁岩傳﹂ 就
是從岩洞裡找出蓮華生大士和伊喜措
嘉所藏的法本；﹁遠傳﹂是比較遠的
傳承 像甘珠活佛 那是比較遠的傳
承；﹁近傳﹂就是了鳴和尚 而所謂
的﹁寂靜傳承﹂ 就是蓮華生大士
我必須跟大家解釋這個傳承是怎麼來
的 這就是從禪定中最寂靜的三昧地
傳承
﹁在美國 ︿真佛宗﹀的道場
有一尊西藏來的蓮華生大士金身 銅
製 須四人才抬得動 是由西藏到香
港 由香港經海運到美國 這尊蓮華
生大士金身 是由香港弟子奉獻
的 ﹂是哪一尊︵師尊看︿西雅圖雷
藏寺﹀壇城︶？不是這一尊 這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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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到的 是那邊︵虎邊壇城︶的那
一尊 那一尊是最早的蓮華生大士
我一看就認識祂 那一尊要四個人才
抬得動 在︿南山雅舍﹀ 我有一尊
古董的蓮華生大士 是用象牙雕的
﹁我個人的﹃真佛密苑﹄ 也有
一尊蓮華生大士 是我的弟子蓮霈
在密宗的書局看到 買來轉送給我供
奉 也是銅製 約一尺高 ﹂我現在
有很多蓮華生大士 在我︿真佛密
苑﹀房間的壇城 大概就有七 八尊
蓮華生大士
﹁這兩尊蓮華生大士 均非常莊
嚴 蓮華生大士 依西藏密宗所傳
是﹃釋迦身 彌陀語 觀音心﹄之三
密合一的金剛應化身 蓮華生大士生
於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八年 夏曆的七
月十日 化生在西印度達喇郭嘯海五
色蓮花 西印度國王恩漲波迭 親往
海中蓮花上抱歸 立為太子 ﹂
大家都知道蓮華生大士的根源
祂是在西印度達拉郭嘯海的蓮花中出
生的 祂沒有父親 母親 因為祂是
蓮花所化身的 所以 祂是蓮花童
子 祂有一個號叫做﹁海生金剛﹂
在印度 在西印度 北印度 中印
度 很難看到海 只要看到湖 便統
稱為﹁海﹂ 所以 達拉郭嘯海不是
海 而是一個湖
在達拉郭嘯湖有很多蓮花 蓮華
生大士是在蓮花當中出生的一個

baby ︵嬰兒︶ 有一位國王到海中
尋寶 回來時看到蓮花上面有
baby
就取名﹁蓮華生大士﹂ 因
為祂是蓮花生的 把祂抱回國之後就
立為太子 其實祂不是國王和皇后生
的 是在湖裡蓮花抱回來的小孩 這
是很奇妙的事 有很多很奇妙的事
情 是讓你想不到的
大家都知道 師尊出生的時候
也是白絲裹身 白色的天衣 白色的
絲綢 全身都是白色的絲 全身封起
來的 產婆接生出來 我的全身都被
白色的絲裹住 這種出生 天底下大
概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 還有一個很
特殊的 就是哪吒三太子 祂出生的
時候是一個肉團包住的 把肉團切
開 哪吒三太子才從裡面出來 祂的
出生也是很奇怪的 蓮華生大士是在
蓮花裡面出生 一個 baby 在蓮花上
面 祂沒有父母 是真正的蓮花童
子
我出生的時候是早產 母親只懷
胎七個月而已 哪吒三太子出生的時
候 當時以為李靖的夫人生下一個妖
怪 因為那是一團肉 結果剖開來
裡面是哪吒三太子 我的母親則是生
出一團白紗 當時 他們用很多煤油
把白紗洗掉 我才從白紗裡面出來
這就是蓮生活佛盧勝彥
我爸爸娶了我媽媽才七個月 我

就出生了 我爸爸原本很高興 到處
跟人家講：﹁我終於有了一個兒子
啦！﹂結果 就有人講：﹁你才結婚
多久？你結婚才七個月耶！﹂當時是
日 據 時 代 那 時 候 沒 有 DNA ︵ 基
因︶的檢驗技術 怎麼辦？我爸爸就
跑去質問我母親：﹁這孩子是從哪裡
來的？﹂然後又跑去找我的外婆 外
公 鬧得很厲害 聽說差一點打架
外婆差點被氣死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來的？我的
媽媽說我是早產兒 但我爸爸不承
認 我媽媽當然承認 因為我是她生
的 但是 我到底從哪裡來的？難道
跟耶穌一樣嗎？聖靈懷胎 咻！到肚
子裡面 然後七個月就出來 而且是
一團白紗 還要用煤油洗
baby 才
從裡面出來 這就是奇特的地方
當初嘰哦桑︵林千代師姑︶ 大
家都認得的 她也就是青衣夫人︵台
灣花蓮︿慈惠堂﹀著名的牽亡者︶
她問我媽媽：﹁妳生他的時候 有什
麼現象？﹂我媽媽一時回答不出來
嘰哦桑講：﹁這個人是佛骨啊！是佛
骨所出生的 ﹂我媽媽說：﹁慘啦！
他要出家啦！完了！我們沒有後代
了！﹂我媽媽很害怕 就問嘰哦桑：
﹁他可不可以結婚啊？﹂嘰哦桑說：
﹁可以結婚啦！﹂﹁會不會出家
啊？﹂﹁不會啦！﹂其實 這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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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所以 一個人會有奇特的現象
也是一種因緣 有很多奇特的因緣都
在我身上出現 我的母親只要一回
來 我馬上就知道她回來了 蓮華生
大士也是很奇怪 祂是在蓮花裡面出
生 沒有父親 沒有母親 耶穌也是
一樣 瑪利亞只是有男朋友 一起回
鄉辦身分證 走到伯利恆的時候 她
就生下耶穌 耶穌的父親當初也不認
祂 我爸爸也不認我 一直到現在
只有我媽媽認我
講一個笑話吧！老師講到︻聖
經︼裡面諾亞方舟的故事 大洪水把
地球上的生物全都淹死了 小明就問
老師：﹁你確定嗎？﹂老師就講：
﹁確定！大洪水把所有的生物都淹死
了 ﹂小明就問：﹁那魚呢？﹂老師
說：﹁你給我出去！﹂我父親就像這
個老師一樣 每一次我問他問題 他
都會講：﹁你給我出去！﹂
再跟大家講幾句話 縱然我只是
被養大的 但也比親生的還珍貴 大
家要記住這句話 若沒有父親 母親
的養育 你是不可能長大的 不管如
何 一定要孝順自己的父母；縱然你
是被抱養的 也一樣要孝順父母 因
為天底下沒有不孝順的神仙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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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到臨的貴賓
是：︿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及 husband ︵先生︶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國立成功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醴博士 ︿中
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
作人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師 莊駿耀

為己就是貪，為他是菩薩；
無我無他就是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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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主
尊︱愛染明王金剛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敬

10/ 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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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 師 and his father ︵ 和 他 的 父
親︶ 高歡嫻醫師
我們今天是做愛染明王的護摩
愛染明王在東密 也就是日本的︿真
言宗﹀ 是非常有名的 在藏密也是
一樣 祂的手印跟地藏王菩薩 大威
德金剛的手印類似；兩手先內縛 豎
起兩根中指 如果兩中指豎得很直
指尖相觸 就是﹁幾里幾拉呀﹂的手
印 ﹁幾里幾拉呀﹂就是普巴金剛；
如果兩中指稍微彎曲 指尖相觸 就
是﹁閻曼德迦﹂的手印 ﹁閻曼德
迦﹂就是大威德金剛；如果兩中指直
豎分開 這就是地藏王菩薩的手印；
如果兩中指交叉 就是愛染明王的手
印
這幾種手印 都是雙手內縛 差
別就在中指的變化而已 單單這兩根
指頭 就有那麼多的變化 就代表好
多不同尊的菩薩 金剛 愛染明王的
手印就是兩中指交叉 如果想要請祂
下降 兩中指交叉接觸的地方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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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磨一磨 祂就會下降了
愛染明王有個特殊的地方 在淨
瓶裡面長出蓮花 愛染明王坐在蓮花
上 蓮花底下是一個寶瓶 也就是一
個淨瓶 這是祂特殊的地方 祂是一
個頭 六隻手臂的形相 我記得日本
的愛染明王 祂是這樣子拿金剛杵的
︵右手當胸拿著金剛杵 手心朝
上︶ 一隻手拿著蓮花 一隻手拿著
念珠 中間的兩隻手拿著金剛杵跟金
剛鈴 另一隻手拿著弓 一隻手拿著
劍 祂總共有六隻手臂 是一頭六臂
的形相
祂的咒語就是：﹁吽。吒只吽。

惹。﹂先是唸﹁吽﹂一個單字

是唸﹁吒只吽﹂三個字 最後唸
﹁惹﹂字 不要把第二句的﹁吽﹂和
第三句的﹁惹﹂連接起來 我剛剛聽
那個播放的咒音是唸：﹁吽。吒只。

吽惹。﹂應該是﹁吽。吒只吽。惹﹂

這樣才對 這是很短的心咒 很好
唸 只要唸滿三十萬遍 然後再修本
尊的話 很快就會相應！因為祂是
﹁愛染﹂ 這﹁愛染﹂的意思就是
﹁給你染上﹂
日本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愛染
桂︾ 日本話﹁愛染かつら﹂︵描述
男女主角在愛染明王堂前的桂花樹下
山盟海誓的感人故事︶ 我剛剛唸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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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染明王手㊞

いぜん dorje ︵愛染多傑︶ あい
ぜん︵愛染︶是日本話
dorje
︵藏字為‧
拼音為 dorje
中文為多傑︶是藏語 就是﹁金剛﹂
的意思
有手印 有形相 有咒語 就可
以成為一個﹁唸誦法﹂ 就可以制定
一個修法的儀軌
愛染明王是大敬愛尊 祂有很多
很特別的法 你修持這一尊 可以幫
助你跟你的本尊相應 祂有﹁斷惡
法﹂可以斷惡 什麼是﹁斷惡法﹂
呢？也就是你自己畫愛染明王 畫好
之後 把畫掛在西方 面對著東方
你要唸三十萬遍﹃愛染明王咒﹄ 你
一手持弓 一手持箭 把你心目中敵
對的人觀想在正面前 這一箭射過
去 他就會對你產生愛慕的心 如果
老闆對你不好 你一箭射過去 他就
會對你產生愛慕的心 就會給你加
薪 給你升官 對你特別好 這是
﹁斷惡法﹂
還有﹁射箭法﹂ 這要在﹁除
日﹂的午後修法 觀想怨敵在你的面
前 你一箭射過去 這個怨恨你的人
就會退散 他自己會解除對你的敵
意 或者自己主動調離現職 離你遠
遠的 還有﹁畫像法﹂ 你自己畫愛
染明王 畫好之後再著色 因為你用
心在畫 就有那個神在上面 你供奉

རྡ ོ
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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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祂 祂就會產生力量出來 你就可
以得到大敬愛的加持
另外 還有﹁敬愛法﹂ 這個法
是屬於護摩法 你做護摩時 要用紅
色蓮花裡面的花蕊 一共要有一○八
枝 把一○八枝花蕊放在護摩爐裡
面 然後唸對方的名字 你唸：
﹁吽 吒只吽 惹 勒令某人跟某人
相愛 ﹂那對方就會對你產生很大的
敬愛心 這就是屬於﹁敬愛法﹂ 這
個法是很有用的 護摩爐必須是半圓
形的 蓮花形的壇城 所獻的花果
飲食 衣物 統統都必須是紅色的
還有﹁甘露水法﹂ 因為愛染明
王是坐在淨瓶上 這淨瓶就是甘露
瓶 就有這﹁甘露水法﹂ 另外 還
有﹁刻像法﹂ 刻愛染明王的像 吊
掛在自己的身上 可以免除很多的障
礙 只要你唸滿三十萬遍﹃愛染明王
咒﹄ 上飛機唸七遍 坐船唸七遍
坐火車唸七遍 坐汽車唸七遍 走路
唸七遍 到任何場所都是唸七遍 就
都不會碰到災難！這個應該比較簡
單 你只要刻愛染明王的像吊在你的
胸前 唸滿三十萬遍 然後你到任何
場所都唸七遍 就不會有意外的災難

發生在你身上
還有﹁除魔法﹂可以除魔 還有
﹁解毒法﹂ 只要唸滿三十萬遍﹁愛
染明王咒﹂ 碰到任何要吃的食物
你唸﹁吽 吒只吽 惹﹂七遍 不管
是髒的 有細菌的食物 你吃下去
都會變成清淨的 你不會拉肚子
我記得有一次在︿彩虹山莊﹀
大家吃了回去之後都拉肚子 住溫哥
華的同門應該都還印象深刻 那時你
們開車開五分鐘 就一定要趕快找廁
所 找休息站 拉完了繼續開 開了
五分鐘又要拉 拉完再開 再開五分
鐘 肚子又開始疼 又要拉了！一直
這樣拉 回到家之後 每一個人都躺
下了 欸？奇怪了？師尊就沒有拉
有很多人都拉肚子 包括︿西雅圖雷
藏寺﹀的人
那次是因為有一鍋菜 大概是悶
住了 好像悶了一個晚上吧！然後它
起了泡 產生變化 已經有細菌了
大家還不知道 認為那是大鍋菜 很
好吃 大家都吃得光光的 回去後就
拉得很厲害 奇怪？我那一天沒有
拉 是什麼原因？難道是佛菩薩告訴
我不要吃嗎？我也不知道 總之 你

唸滿﹁愛染明王咒﹂三十萬遍以後
只要唸七遍 食物都會變成清淨的
還有 如果你看到毒蛇 你唸
﹁吽。吒只吽。惹﹂七遍 那條毒蛇

會轉頭就走 你如果到了地獄 因為
你貪汙 要給你吃鐵丸的話 你唸
﹁吽。吒只吽。惹﹂七遍 這個鐵丸

所有的糞都會變成香腸

所

的 火 就 會 熄 掉 變 成 warm cake
︵溫熱的蛋糕︶；如果到了糞坑地
獄 你只要唸七句﹃吽。吒只吽。
惹﹄

以 愛染明王的威力無窮 只要唸滿
三十萬遍﹃愛染明王咒﹄ 就會有大
相應出現
愛染明王是金剛薩埵的變化身
也就是法王子的變化身 也有這樣的
講法：毘盧遮那佛進入普賢菩薩 普
賢菩薩的心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所以
祂的威力很大 顯教沒有金剛薩埵
因為金剛薩埵是密教的法王子；智慧
的法王子是文殊師利 慈悲的法王子
是觀世音菩薩 小乘的法王子是舍利
弗 顯教也有把金剛薩埵當成普賢菩
薩的 認為普賢普薩變化成為金剛薩
埵 也有這樣的講法 有顯教法師會
講密教的金剛薩埵就是普賢菩薩
愛染明王的法非常多 想要知
道 可以在網路查看﹁真佛法相寶
典﹂ 你們可以仔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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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再談︽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
段經文：﹁在︽蓮華生大士應化史
略︾中記載：﹃蓮華生大士 生西印
度 其東北有海 盛產蓮花 中有蓮
莖 粗可合抱 有王臣採蓮 見大蓮
已敷 折為八瓣 中出小兒 相好光
明 端身趺坐 ﹄這是蓮華生大士的
蓮花化身 ﹂
蓮華生大士 蓮就是蓮花 蓮花
化身 也就是蓮花童子 哪吒三太子
也是蓮花化身 祂的大哥叫金吒 金
吒跟著文殊師利菩薩修行；祂的二哥
叫做木吒 木吒是跟著普賢菩薩修
行；哪吒是李靖的第三個兒子 是跟
著太乙真人修行 哪吒出生的時候就
是一個肉團 剖開後 裡面跳出一個
童子 哪吒也能夠顯現三頭六臂 在
封神榜裡面非常有名 祂就是中壇元
帥 中壇元帥就是所有壇中間的最前
鋒
祂為什麼是蓮花化身呢？祂本來
是從一個肉球裡面出來的 因為祂到
東海去游泳 後來殺死了東海龍王的
兒子 又把龍筋抽出來 東海龍王就
去找李靖：﹁你要還我兒子！﹂到最
後 沒有辦法了 哪吒就把自己的骨
跟肉自毀 自毀後 哪吒的魂魄就飛
到了祂的師父︱太乙真人那裡 祂的
師父知道祂死了 就用蓮花枝做祂的

骨頭 用蓮花葉做祂的身體 用蓮花
做祂的頭 再呼一口氣 哪吒的魂魄
就進去了 然後再變成一個哪吒 所
以 哪吒三太子是蓮花化生 祂也是
蓮花童子
很多人物的出生都很奇怪 像釋
迦摩尼佛的出生是從腋下 祂說祂不
能向下生 只能向上生 所以 釋迦
摩尼佛真的把胎移向上 然後從腋下
出生 一些大人物的出生都是不一樣
的！像老子的出生 他是在李子樹下
出生 一出生就老了 所以才叫﹁老
子﹂啊！因為他的母親懷他懷了差不
多一百年 所以 他是一百歲才出
生 一出生就老了 所以才叫做﹁老
子﹂
像耶穌的出生 祂的媽媽是處女
懷胎 耶穌是在馬房裡出生的 當
初 耶穌的父親︱約瑟是不認祂的！
約瑟對耶穌的母親瑪利亞說：﹁我只
是妳的朋友 我們沒有結婚 妳怎麼
會有小孩？﹂他不認耶穌是他的孩
子 到最後好像有聖靈指示 說是聖
靈懷胎 所以 瑪利亞生出的耶穌
是聖靈懷胎
哪吒三太子的出生也是一樣 哪
吒的爸爸也不認祂 因為哪吒出生
時 是一團肉球 那是怎麼生的？所
以 李靖也不認哪吒是他的兒子 哪
吒小時後非常調皮搗蛋 李靖更不認

祂 我的父親也是一樣 我出生之
後 我的父親也不認我 一直過了十
九年 當我離開家 去軍校讀書 從
此之後 我才活起來！之前的十九
年 父親都是不認我的 所以 那是
一個很悲慘的歲月 因為我出生的時
候 全身包著白色的細紗 也是很
怪
講一個笑話吧！一個女士無意中
踢到一個阿拉丁神燈 她要求神燈給
她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是老公的眼
中只有她 第二個願望是老公生命中
唯一的伴侶就只有她 第三個願望是
老公每天起床 馬上擁抱她 出門到
任何地方都帶她同行 於是 阿拉丁
神燈就把她變成 iPhone 6
如果是愛染明王的﹁敬愛法﹂
那不會這樣 有人寫一封信給師尊：
﹁師尊！請您幫幫忙！讓我的老公眼
睛永遠只看我
不看別的女
生
﹂這個
想要他永遠只
看妳的話 真的要把她變成 iPhone
6 他就會永遠只看她了
﹁按蓮華生大士 為何化身在西
印度 其因緣有三：一 當時的西印
度國王﹃恩漲波迭﹄無子 為令眾生
知因果 起正信 所以化身蓮花中
二 為救度六趣有情 而化身六道金
剛 令眾生得即身解脫 ﹂蓮華生大
士為了救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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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畜牲 為了救度六趣 所以祂變
化成為六道金剛 讓眾生能即身成
就 能即身解脫 這個很重要 祂是
為了救度眾生而來
﹁三
當時印度﹃鬼稠人
稀﹄﹂ 西藏又多﹃神道惡魅﹄ 為
了密教的方便度化 不得不在當地化
身 同時也為了幫助西藏王﹃赤松德
真﹄而來也 ﹂那時候 地方很大
人很少 鬼很多 西藏的黑道跟惡魔
也很多 為了幫助西藏王赤松德真
大家都知道師尊是赤松德真的轉化
蓮華生大士來人間有三個因緣 最主
要是為了度化﹁赤松德真﹂
﹁當時 ﹃恩漲波迭﹄王 初見
蓮華生大士 問其父母為誰？蓮華生
大士答曰：明了智慧以為父 歡喜慈
悲以為母 ﹂意思就是把智慧當成祂
的父親 把慈悲當成祂的母親 蓮華
生大士全身都是智慧
﹁明了智慧以為父
歡喜慈悲以為母
不生不滅以為地
內外瑩澈以為心
空有不著以為食
降伏妄念以為座
這是蓮華生大士的第一首偈 ﹂
這是祂講出來的第一首偈 是非常有
味道的

講一個笑話 幾個兄弟去唱歌
而且也找了小姐 買單的時候發現身
上沒有帶足夠的金錢 身上只有信用
卡 服務的少爺講：﹁可以刷卡 ﹂
要付錢的兄弟講：﹁這個卡是我老婆
的名字 刷了 收到我們上 KTV 的
短訊 會把我打死 ﹂服務的少爺
講：﹁沒有事的 大哥 我們可以幫
你刷成去餐廳吃飯消費的錢 ﹂付錢
的人聽了就很高興地刷卡 結果 回
到家後 老婆就打了他幾個大耳光
把手機短訊給他看：﹁你看！牛肉麵
一碗 消費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元 ﹂
老婆就罵：﹁這碗牛肉麵裡面放了一
頭牛嗎？﹂這個是 KTV 的刷卡沒有
智慧 不應該這樣子寫 如果是﹁一
桌的餐費﹂就可以了 怎麼會是一碗
牛肉麵的錢呢？
蓮華生大士的智慧是如來的智
慧 不是一般的智慧 如來的智慧是
整個宇宙最真實的大智慧 ﹁歡喜慈
悲以為母﹂ 慈悲也是很重要 每一
個行者都要以慈悲做出發點 講到慈
悲 是以觀世音菩薩為代表
兒子向媳婦要一百元買煙 媳婦
講：﹁再怎麼說都不給！﹂這件事情
剛好給爸爸看到 爸爸把兒子叫到房
間裡面訓斥：﹁你是一個七呎的漢
子 口袋竟連一百元都沒有 也不嫌

寒酸 爸爸真的替你害臊！這個錢別
向你媳婦要 晚上我給你！﹂兒子
問：﹁爸 你為何不現在就給我
呢？﹂他說：﹁我現在哪有錢？等晚
上我找你媽要去！﹂這兩個太太都是
不慈悲啊！如果太太慈悲的話 應該
給她的丈夫一點面子 至少讓先生身
上有一些零用錢 不能什麼錢都要
管 對不對？應該要慈悲一點
我還不錯的！師母不用給我錢
我自己就有！其實 師母是很大方
的 她有時候會問我：﹁你身上有沒
有錢？﹂我說：﹁我從來不跟人家要
錢 ﹂我從來不向她拿錢 因為我自
己有一點私房錢！師母也是慈悲啦
每一次都會問我：﹁你身上有沒有
錢？﹂我說：﹁有 有 有 ﹂以後
她就不問了 因為我自己有私房錢
嘛！
慈悲就是一種母性 不管男的
女的 我們都要有慈悲心 行者的心
應該是最軟的 我講過 為自己就是
貪 為他人就是菩薩 而﹁沒有自
己 沒有他人﹂就是真諦！聽清楚
了：只為自己就是貪 為他人就是菩
薩 沒有自己也沒有他 就是真諦
這是最高的智慧 聽清楚就好
告訴大家 這世間上的事情並不
重要 但是你要修行 必須先具有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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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的慈悲心；很多人都是貪 要怎麼
才能夠除貪呢？不為自己 為眾生
你這個貪就可以除掉了！你如果是只
為自己 那就絕對是貪 你看那些貪
的人 哪樣不是為了自己？就是為自
己才會貪啊！所以 貪 瞋 痴 除
掉貪是第一重要的！為他人 為眾
生 你就﹁無我﹂了 你就是菩薩
了！只為自己 那就是貪
雖然︽真佛宗︾是師尊創辦的
但 師尊不做任何一間雷藏寺的住
持 ︿台灣雷藏寺﹀我是掛名住持
我真的沒有管任何金錢 他們金錢的
出入 我從來不管 出納是誰我也不
知道 會計是誰我也不知道 ︿台灣
雷藏寺﹀的行政 我從來不管 就是
現在的代理住持在管 其實 他是真
正的住持 他們做什麼法務 我都不
管 我真的是﹁不管的住持﹂
當初我當住持的原因 就是因為
要以師尊的名字來號召 就能夠讓很
多同門出錢把︿台灣雷藏寺﹀蓋好
︿台灣雷藏寺﹀還要做金母殿的道
路 還要買其他的地 還要蓋香客大
樓 還要再蓋文殊殿 普賢殿 佛陀
殿 金母殿 觀音殿
種種殿
統統都要蓋出來 需要買很多的地
還是需要用師尊的名字去號召 所以
我才沒有把住持的名字拿下來 主要
的原因是這樣 其實 我是不管的

他們在蓋什麼 我都不管
沒有一個寺是由我當住持的 沒
有！所以 我不是為自己 也沒有一
塊地是屬於我的名下 都沒有 很簡
單地講 師尊就是為了眾生 哪一座
寺是歸在我名下的？哪一塊地是歸我
名下的？從來沒有！我只是創辦人
是一個說法的 這個就是我
大家都知道 供養都是隨意的
摩頂也是隨意的 報名也是隨意的
在我來講 一切都是隨意的 沒有規
定 像我給大家灌頂 就算是很大的
頂 二灌 三灌 四灌 無上密 都
是很大的灌頂 但是 我都沒有規定
價錢 統統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不
管怎麼樣 都是隨意的 這也就是
說 我有柔軟的心 慈悲所有的眾
生 只要你能夠來學法 能夠修法
能夠得成就 這才是師尊最盼望的！
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裡面 這
杯水立刻變色 不能喝；但是 一滴
墨汁滴在大海裡面 大海依然是蔚藍
的大海 為什麼？因為兩者的度量不
一樣 修行就是要修這個 你有慈
悲 柔軟的心 你的度量就會很大！
你不會說：這個是我的弟子 這個不
是；這個是正的 這個是邪的；這個
是很清淨的人 這是很骯髒的人；這
個是很美的 這是很醜的 很美的
我就跟他多談幾句話；很醜的 我摩

個頂轉頭就走 不管你是怎麼樣子
的 就算你很骯髒 穿著破衣 很窮
困 師尊照樣接待你 這個就是海
量 我們有像海一樣的心量
我一看這個人 哇！是美女 我
就跟她多談幾句；如果像個母夜叉
恐龍妹 我就很簡單回答她 不會
的！我還是會跟妳談 不管你身上發
出來的體味是很香的 或是很臭的
我一樣招待 但是 師尊最怕口臭
曾經有人想要低著頭靠近我講話 他
的嘴巴一張開 那個氣一過來
喔
讓我快要暈倒 但是 我還
是閉著氣講：﹁你問什麼？﹂我還是
要忍啊！那個口臭確實是很厲害的
我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口臭 所以
以後想跟師尊講話 請多刷一下牙
或者含個口香糖 因為我實在是很怕
口臭 但是 不管如何 你來跟我講
話 師尊還是會很認真地聽 這就是
柔軟心啊！
我不敢直接跟人家說：﹁你有口
臭 ﹂直接講會得罪人 所以我只會
跟你講：﹁你去找莊醫師洗個牙或整
個牙 ﹂然後你會講：﹁不是啦 我
是胃腸的問題 ﹂如果是胃腸的問
題 那你就要趕快去找胃腸科 把問
題的癥結找出來 有口臭的原因 有
的時候是胃腸發出來的 有的是口腔
沒有清潔乾淨 腐敗 也就是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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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牙周病是有藥可以治的
牙齒跟牙齒之間的縫 那個溝很
深 你吃進去的東西都塞在溝裡面
你必須要把溝裡面的東西挑出來；然
後 你要按摩牙床 讓牙床的肉長出
來把溝填平 牙周病就是東西塞在溝
縫裡面 然後腐敗 發酵 產生
臭味 你自己不知道 現在有按
摩器可以讓牙肉長出來 要有恆
心 一年 兩年 三年 你做了
幾年 牙肉長出來 就沒有那個
溝縫 牙周病就好了
牙周病也會把牙齒腐蝕 就
是蛀牙 蛀牙也會產生惡臭 牙
床腫脹也會產生惡臭 牙齦發炎
也會產生口臭 吃東西刷牙不乾
淨也會產生口臭 我經常用水
沖 用牙線挑 還用牙間刷 然
後再刷牙 所以我有的時候弄個
牙齒要十幾分鐘 你們看 用水
沖 用牙線挑 用牙間刷 再用
牙刷刷一遍 要四個工程啊
不管對任何一個人你都能夠
容納 不管你是跛腳的 斷手的 或
者是五官不全 五音不全的 不管是
什麼樣子 你都要歡喜慈悲地去度化
他 這是蓮華生大士講的第二句
講一個笑話吧！有一天 有三個
不同國籍的人被食人族抓走 分別是

美國人 韓國人跟日本人 他們被關
在牢裡 突然間 進來一個食人族
說：﹁我們的主人要吃你們！﹂美國
人講：﹁不要吃我啊！我全身都是油
脂 不好吃！﹂食人族：﹁不就是跟
美國牛一樣嗎？油脂豐富 入口即

化！﹂美國人就被帶走了 韓國人看
到以後就講：﹁你們不能吃我啊！我
全身都是假的！因為我是美容出來
的 你們要怎麼吃呢？﹂食人族回：
﹁把假的部位去掉 剩下的燉湯！﹂
韓國人就被帶走了 日本人只對食人

族講了一句話 日本人就被放出來
了 獲救以後 媒體問日本人：﹁你
是怎麼逃出來的？﹂日本人說：﹁我
只跟他們講 我是臺灣人！﹂什麼意
思？因為臺灣人吃的都是毒油 毒麵
粉 所以食人族不敢吃
再講一個笑話 食人族的
父子出去打獵 看到一個很瘦
的女生從前面走過去 兒子問
父親：﹁這個要不要？﹂父
親：﹁這個不要 這個只是排
骨 不好吃的 ﹂全身都是
骨 就讓她過去 再來 出來
一個恐龍妹 走過來 兒子
問：﹁這個要不要？﹂父親搖
搖頭：﹁這個也不要 這個全
身都是油 看起來很髒 不要
吃 ﹂突然間有一個辣妹出
來 哇！明艷動人 走路婀娜
多姿 像柳樹的細枝一樣搖搖
擺擺 兒子問爸爸：﹁這個要
不要？﹂﹁這個當然要啦！把
她帶回家 把你媽媽吃掉！﹂
阿彌陀佛！這個食人族比較不慈悲
我們修行必須是慈悲的 不殺
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飲
酒 一定要守戒律 不管怎麼樣都不
貪 始終保持柔軟慈悲的心 嗡嘛呢
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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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們同修﹁蓮華生大士
法﹂ 在﹁大圓滿法﹂裡面 蓮華生
大士講了祂的第一個偈：
﹁明了智慧以為父
歡喜慈悲以為母
不生不滅以為地
內外瑩澈以為心
空有不著以為食
降伏妄念以為座 ﹂
這裡面最主要的重點
一個就是﹁智慧﹂ 一個是
﹁慈悲﹂ 一個是﹁不生不
滅﹂ 一個是﹁內外瑩澈﹂
一個是﹁空有不著﹂ 另外一
個是﹁降伏妄念﹂ 這幾句話
在佛法裡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解釋 則需要很久的時
間
我們先談一下﹁降伏妄
念﹂ 每個人的念頭都很多 人
的一切行為是由念頭來做主 因
為你有念頭才產生行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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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戒律來控制我們的所有行為
但事實上 有時你的念頭是超出戒律
以上 舉個例子來講 在密教裡 你
要學密教的法 你要先懂﹁事師法五
十頌﹂ 什麼叫做﹁事師法﹂？就是
你對於密教的師父 該如何去看待？

無所求能清涼，知足能止妄念，
降伏妄念即㈲果位。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
今天的同修本尊︱蓮華生大士
﹁嗡 阿 吽 別炸 咕嚕 貝嗎
悉地吽 些 嗡 別炸 貝嗎
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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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臨的貴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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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博士
教授團﹂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王醴博士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
師姐 莊駿耀醫師
大 家 晚 安 ！ 大 家 好 ！ Selamat
malam ︵印尼文：晚上好︶ 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祈求同修本尊給
予每個人吉祥如意

我

10/ 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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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講

總共有五十條的戒律 誰能夠不犯
呢？非常難！﹁事師法五十頌﹂是
最基本的戒律 但幾乎每個人都犯
了﹁事師法五十頌﹂的戒律
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清淨比
丘 他是守戒律非常嚴的清淨比
丘 他到了陰間 餓鬼看到他來
說：﹁我在餓鬼道等了將近一百
年 終於等到一個清淨比丘來 ﹂
這個清淨比丘拿食物給餓鬼吃 雖
然這食物不會變化 但是餓鬼也能
夠吃進去 假如是一般行者拿餅給
餓鬼吃 這個餅就會變成紅燒鐵
丸 是會變紅 發熱 發燙的 餓
鬼看了很想吃 但是一吃 就變成
熱的鐵丸下去 餓鬼的整個腸胃都
會燒壞
如果不是清淨比丘 是沒辦法
供養餓鬼道的 所以 很難啦！一
個餓鬼在地獄裡 想要有個清淨比
丘來給供養 居然要等一百年 才
能夠有一個清淨比丘來給祂供養；
有很多出家人 比丘都下去地獄做
過供養 但沒有一個是清淨的 可
見這﹁降伏妄念﹂是多麼的困難
若你能降伏妄念 你就等於有了果
位 有了法座 大家想一想 是很
困難啊！想要做到清淨 真的是非
常難

講今天的第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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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ch ︵巫婆︶跟白雪公主 巫婆拿
著一個 apple ︵蘋果︶：﹁白雪公
主 妳趕快把這個蘋果吃下去 ﹂白
雪公主就把蘋果吃完 巫婆就講：
﹁奇怪？妳吃了有毒的蘋果 為什麼
沒有死？﹂白雪公主就講：﹁因為我
在台灣住了好多年 早就百毒不
侵 ﹂這是在笑台灣的
因為台灣的食品安全有問題 以
前有所謂的毒澱粉 現在有毒油 什
麼油都是有毒的 師尊到了美國以
後 真的把什麼細菌都殺死了 可能
也是因為在台灣吃了很久的毒澱粉跟
毒油 已經變得百毒不侵 連細菌都
可以殺死 我的意思是講﹁降伏妄
念﹂是很困難的 老實說 若想將整
個地球降伏清淨是很困難的
所謂的生意人 他都會有貪念
人的本性也是有貪念 我記得有人問
台灣的副總統吳敦義先生：﹁為什麼
台灣這麼多東西都是有毒的？﹂吳敦
義副總統就很感嘆的講了一句話：
﹁他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貪念的
本身就是有毒的 如果做純的澱粉或
者是純的油 成本就會比較高 毒澱
粉跟毒油的成本比較低 人的貪念一
出來 就影響了很多人的身體健康
這個貪 也就是妄念 要降伏很困
難 因為每個人都會貪；所以 學佛
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要﹁止貪﹂ 要
止掉貪念

以前 我講過一個偷工減料的笑
話 印尼的部長到了巴西 見到巴西
部長的家像宮殿一樣 印尼的部長問
巴西的部長：﹁你是怎麼辦到的？﹂
巴西的部長就打開一個窗子：﹁你
看！﹂他從窗子看過去有一條橋 但
只造了一半 沒有另外一半 印尼的
部長：﹁喔！我了解了 ﹂他回到印
尼以後 有一天 他邀請巴西的部長
到印尼 巴西的部長一看印尼部長的
家：﹁哇！我家是宮殿 你家卻是皇
宮 你是怎麼辦到的？﹂印尼的部長
就打開一個窗子：﹁你看！﹂窗外面
的那條大河 上面都沒有橋
這是一種貪念 是會影響眾生
的 食安的問題 會影響眾人的身體
健康 必須要有道德良心 他們應該
要學佛法 就是要止掉貪念 瞋念跟
愚痴 這貪 瞋 痴三毒 統統要去
掉 而佛弟子要﹁降伏妄念﹂ 就要
從﹁守戒﹂開始
講今天的第二個笑話 我跟網路
認識的一個女子第二次約會 她對我
show ︵ 展 示 ︶ 新 買 的 iPhone 6
︵手機品牌︶ 我拿來玩 一時興起
就打開了通訊錄 看見有一個號碼的
名字叫做﹁備胎﹂ 我開玩笑地問：
﹁你有朋友姓﹃備﹄嗎？﹂這女生急
忙講：﹁趕快還給我！﹂我假裝不
還 在拉扯時 不小心按到﹁撥
出﹂ 然後 我的手機就響了 原來

這女生還是有妄念 不但交了﹁四個
輪胎﹂的男友 後面還有一個﹁備
胎﹂男友
不管是男生 女生 都還是有貪
念存在 有貪念 就要去除貪念 就
是要﹁降伏妄念﹂ 只要你的妄念一
降伏 你就有果位；妄念不降伏 怎
麼會有果位？是不可能有果位的
﹁空有不著以為食﹂ 不著空也
不著有 如果一切皆空 既然一切都
看成空了 哪裡還有因果存在？因果
也空 輪迴也空 什麼都空了 你就
坐在家裡 每天﹁空空﹂︵台語：呆
呆︶ 因為你﹁著空﹂啊！你既然
﹁著空﹂ 你會以為任何事情都是沒
有意義的 如果沒有意義的話 那你
就很容易得到自閉 憂鬱 什麼都空
了 覺得人生沒什麼意思 都不用
做 就違背了慈悲 也違背了智慧
﹁有﹂是什麼？你認為什麼都是
﹁有﹂ 那是不對的！如果你認為什
麼都是﹁空﹂ 那也是不對！什麼都
﹁有﹂ 你就會起貪念 就會起妄
念 你如果認為什麼都是有 什麼都
是你的：﹁我要有車子
房
子
﹂以前有一個大德說要買勞
斯萊斯給我 我說我已經有勞斯萊斯
的兄弟︱ Bentley ︵車的品牌：賓
利︶的車子可以開了 雖然是一九九
九年的車 到現在我才開二萬五千英
哩 開得很少 所以看起來還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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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昨天我開出去 還有一個警察搖
下窗子對我說：﹁ Nice car ︵好
車︶ ﹂我對警察講：﹁ Thank you,
but it's a 1999 old car ︵謝謝
不過這是一九九九年的舊車︶ ﹂我
跟他謝謝 他說我開的是很好的車
人不可以太貪心 我很謝謝那位
大德 因為我有賓利的車子 已經很
知足了 人要知足 就能夠阻止妄
念 如果不知足 那是阻止不了妄念
的 所以 ﹁知足﹂非常重要
任何東西都要 房子你也要 車
子你也要 金錢你也要 美色你也
要 財 色 名 地位 你都想要
大家都想要 無所不用其極 就是
貪 應該是你的 你可以拿來用 不
應該是你的 你就不要用
師尊的東西 全部是弟子供養
的 我身上所有一切的東西 都是人
家供養的 包括龍袍 喇嘛裝 內
衣 內褲 大家不要笑 最近很多人
給我內衣 內褲 已經把我的兩個抽
屜都塞滿了！因為我那一天講了一句
話：﹁我的龍袍已經很多了 就是少
內衣 內褲 ﹂結果 大家都送我內
衣 內褲 現在 兩個抽屜已經都塞
滿了內衣 內褲
另外 我的這個唸珠也是人家供
養 的 是 夏 威 夷 的 coconut ︵ 椰
子︶做的；我手上的戒指是運雄送

的 手上的紅寶石 藍寶石 都是印
尼的弟子送的 印尼的弟子不錯 所
以我今天講 Selamat malam ︵印尼
文：晚上好︶ 弟子送給師尊的東
西 我會換來換去 一定要戴給他們
看 而且要講一下 他們的心裡就很
舒服
我全身的一切 全部都是弟子送
的 我自己本身一無所有 我只花兩
種錢 一種是在美國到加油站的加油
錢 總不能加油時還打個電話：﹁你
來幫我付錢 ﹂另外 我回到台灣就
是花買礦泉水的錢 我只花這兩種
錢 還有其他的花費嗎？沒有！幾乎
沒有 我沒有買什麼東西 因為我全
部的東西都有了
像我手上這隻錶 這隻錶很閃
亮 這是︿宗委會﹀集體供養我的
這很特別 是﹁勝彥牌﹂ 是屬於我
名字的錶 是勞力士的錶 沒有錯！
就在錶面上 用一個金片 把我的簽
名蓋上去 就變成﹁勞力士勝彥牌﹂
的手錶 這是弟子集體供養的 這不
能不講 所以 師尊沒有用什麼錢
不需要花什麼錢 我已經知足了 因
為我用的都是很好的 都是弟子給
的 還求什麼？
因為無所求 腦袋裡面就清涼；
因為我沒有求什麼 腦袋就變清涼
了 所以 應該是你的 你可以用；

不應該是你的 不要去強求 這樣比
較好 還有 每做一件事情 必須要
憑著良心 良知跟良能去做 不能太
超過 也不能完全拒絕 也就是
﹁空﹂跟﹁有﹂統統都不著的現象
﹁蓮華生大士 在當太子中 一
日 在五色虹光中 金剛薩埵現身
告訴太子：﹃爾是教主 實非政
王 ﹄﹂這﹁爾是教主 實非政
王﹂ 意思就是﹁你將來是一個密教
的教主 而不是政治上的王﹂ 蓮華
生大士被國王帶回去當王子 但是
金剛薩埵現身跟祂講：﹁你是密教的
教主 而不是政治的王 ﹂
這裡面牽涉到一個問題 大家以
為地位最高的就是王 在古代就是國
王 現代就是總統 事實上 地位雖
然最高 但到最後也是不保 要記住
這一點 不保證你永遠當總統 像韓
國總統 有好幾個到最後都是進監獄
的 幾乎每一個總統當完就進到監獄
裡面 新的總統再把舊的總統大赦
舊的總統才被放出來 恢復平民身
分 日本是首相的制度 首相應該就
是最大 但是他們也是輪替 政王都
是輪替的 看看中國的皇帝 唐虞夏
商周 秦漢 四國 魏晉南北朝
唐 宋 元 明 清 中國五千年的
歷史 每一代都是這樣轉來轉去 你
不是永遠當國王 當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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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什麼是永遠的？其實 教主
才是永遠的 蓮華生大士就是密教的
一個教主 在西藏﹁紅 黃 白
花﹂的四大教派中 全部都很尊敬蓮
華生大士 我問大家 誰記得中國的
﹁三皇五帝﹂？你能夠唸出﹁三皇﹂
的名字嗎？你能夠唸出﹁五帝﹂的名
字嗎？能夠唸出來的請舉手 華人最
老的祖宗是﹁三皇五帝﹂ 這裡卻沒
有一個人記得！
再問大家 漢朝很有名 我們常
常講我們是漢人 不然就講我們是唐
人 因為唐朝非常興盛 漢朝也非常
興盛 請問大家 漢朝一共傳了幾個
皇帝？大家可能記得漢武帝 可能記
得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 唐高宗︱
李淵 除此之外 大家還記得誰？唐
朝一共有幾個皇帝？如果皇帝都不記
得 那些宰相 文武百官 民間百
姓 你們會記得嗎？都記不得了吧！
所以 名位只是一時 一時之間
讓人家意念 過了就沒了 名位也一
樣 過了就沒有了 ﹁爾是教主 實
非政王﹂ 教主修行成就以後會得到
果位 會不生不滅的 就跟祂的偈一
樣﹁不生不滅﹂ 你若要不生不滅
你就要得到如來的果位 雖然你一樣
會死 但事實上 你是不生不滅的
財 色 名 都是﹁有生有滅﹂的
年輕的小姐 我們稱為﹁正
妹﹂ 就是漂亮的妹妹 正妹是非常

遠道而來的同門，歡喜齊聚一堂同修。

美的！我們男人也是很﹁專一﹂的
所謂的﹁專一﹂就是：當男人二十歲
的時候 他愛上的是十八歲；到了四
十歲的時候 還是愛十八歲；到了七
十歲的時候 還是愛十八歲；到了八
十歲 九十歲的時候 還是愛十八
歲
女生只要超過十八歲 到了四十
歲就已經是半老 到了八十歲 接個
吻牙齒都會掉光 色也是保不住 哪
裡保得住？能亮麗的時候也就只有那
一段時間 超過那一段時間 妳就變
成﹁徐娘﹂ 保不住妳自己的青春
什麼東西都保不住的 唯一的﹁不生
不滅﹂ 就是修行 如果你能夠往生
到佛國淨土 這才是保得住的 所
以 金剛薩埵現身告訴蓮華生大士：
﹁你是教主 是要修行的 而不是政
治的王 ﹂
中國古代最有錢的人是誰？鄧通
︵西漢寵臣︶ 石崇︵西晉荊州剌
史︶是最有錢的 那麼 石崇的後代
呢？沒有了！以前 有錢的人很多
但現在 他們的後代呢？也都是一時
而已啦！在台灣 我們小時候或年輕
的時候 都認為王永慶最有錢 現在
有別人取代他了 現在 郭台銘是台
灣最有錢的 香港最有錢的是李嘉
誠 但李嘉誠以前很有名嗎？再更早
以前也是沒有名嘛！所以 有錢也是
一時 並不是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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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 Bill Gates ︵微軟公司創
辦人：比爾蓋茲︶ 我告訴大家一件
事情 我第一次來到 Bellevue ︵西
雅圖城市名︶ 看 Redmond ︿西雅
圖雷藏寺﹀的地點時 這裡只是一個
山丘 上面全部都是樹林
Bill
Gates 的 Microsoft ︵微軟公司︶也
全部都是樹林 我走到這裡來的時
候 我說：﹁這個點太好了 做︿西
雅圖雷藏寺﹀非常好！﹂那時候 沒
有幾個弟子 但這個點一下去 全世
界上就會有很多弟子；從︿西雅圖雷
藏寺﹀這個祖廟開始 可以發揮成全
世 界 很 大 的 宗 派 ︱ True Buddha
School ︽ 真 佛 宗 ︾ 這 就 是 地 理
啊！
當我走到︿西雅圖雷藏寺﹀上面
的坡 那裡全部都是樹林 我說：
﹁這塊地不得了 將來是世界第一富
豪所擁有的土地 ﹂這世界第一富豪
就 是 Bill Gates 的 Microsoft
那時候
Microsoft 這片土地全部
都是樹林 連一棟房子都沒有 老
大 老三︵蓮火上師 蓮主上師︶
對不對？我走過的時候 我跟高明善
講：﹁你要買地 趕快把這邊的地全
買了 我們上面是第一富豪的地 若
買了不放手 將來第一富豪非買你的
地不可 到時候你就發了 ﹂
我當時就跟他講：﹁這是世界第
一富豪的地 你想買地 就要買上面
的那些地 ﹂︿雷藏寺﹀當然是我們
自己用 但上面的那些地一定要買
﹁買了就不得了 隨便蓋個房子都有
人租的 不怕租不出去 很多人會來
租房子 那邊的社區都是滿的 ﹂當

初我就這樣講
﹁上面的地 我打分數是打一百
分的 我們這邊的地是及格的 也是
很好的地 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很大的
True Buddha School ︽ 真 佛 宗 ︾
Microsoft 的那些地 那是世界第一
富豪的地 ﹂我當初是這樣講的 那
是一百分的
會看地的 就是看地的氣 地理
有氣 氣非常旺盛 一到我們的︿雷
藏寺﹀這裡 就停止結成包 在這個
地理的﹁包﹂還挖出一塊石頭 那塊
石頭就是龍神 這是非常真實的 老
大跟老三都是親耳聽到 親眼看見
當初上面的那塊地 全部都是樹林
一棟房子都沒有 我說買地就要買那
種地 將來一定有大發展
奧運會上 外國的觀眾跟中國的
觀眾在一旁比較哪一國得到的金牌
多 外國觀眾講：﹁我們的奧圖曾在
奧運會上得到六面金牌 ︵東德女泳
將奧圖︵ Otto ︶在一九八八年獨得
六面游泳金牌︶﹂中國的觀眾講：
﹁那算什麼 我們岳飛一天內就拿到
十二面金牌 ﹂如果你讀過歷史就知
道 皇帝受了宰相秦檜的影響 由於
秦檜嫉妒打了很多勝仗的岳飛 所以
想把岳飛調回來 就用十二面金牌把
他調回來 因為是皇帝的金牌 所以
岳飛一定要回 結果 就被秦檜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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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這是中國的歷史
嫉妒 吃醋 發怒都是病 這三
種都要注意 修行人不能嫉妒別人
不能對別人吃醋 要懂得修正自己的
行為跟自己的心 修心跟修行 ﹁修
心﹂就是修正自己的心 ﹁修行﹂就
是修正自己的行為 不能犯戒 佛教
徒就是不能犯佛陀的戒律 事實上
犯戒的人還是很多 雖然吃醋跟嫉妒
是很平常的一種心理 但事實上 也
都是犯了戒律
﹁因此太子才至南力﹃阿顛地噶
炯﹄崆峒中修行 受金剛薩埵灌頂
學成外八成法及內八成法及長壽不生
不滅之法皆得成就 ﹂金剛薩埵給蓮
華生大士灌頂 也是一種很祕密的傳
承 因為金剛薩埵是無形的 金剛薩
埵給蓮華生大士灌頂 而我是被蓮華
生大士灌頂的 同樣也是無形的 這
叫做﹁最寂靜祕密傳承﹂
﹁蓮華生大士 精通五明之學
各種學問兼備 ﹂佛教講的﹁五明之
學﹂：﹁醫方明﹂是當醫生看診的本
事；﹁工巧明﹂是能做出很多的機
械 或是有非常巧妙的技藝；﹁因
明﹂是屬於邏輯學；﹁聲明﹂就是語
言 會講很多國家的語言 懂得梵
文 懂得藏文；﹁內明﹂就是佛學
這﹁五明﹂全部學會 也就是各種學
問都會了
﹁大士跟﹃司左﹄學習天文 地

理 陰陽五行 大士跟﹃戳不﹄學習
醫術 大士跟﹃滾絜匹﹄學習印度各
地語言 ﹂那時候 還有天文 地
理 陰陽五行 這是屬於陰陽學 蓮
華生大士也有很多老師 我到印度以
後 才知道原來有古梵文 今梵文
古代的梵文跟現代的梵文不一樣 在
印度 一共有十八種梵文 我們中國
也很大 光一個福建省就有很多方
言 廣東省也有很多方言；四川講四
川話 上海講寧波話 到了東北 滿
族講的是滿語 有滿族的文字 這
漢 滿 蒙 回 藏 苗 就有多少
種語言啊！當然是學不完的
我在台灣學的是注音符號 其實
我在文學上的造詣還算可以 但我唸
字都是﹁有邊讀邊 無邊讀中間﹂
的 我不管 反正要說法 總是要讓
人家笑一下 我在台灣出生 學的是
ㄅ ㄆ ㄇ ㄈ︵ bo,po,mo,fo ︶
但中國大陸的北京話不是用ㄅ ㄆ
ㄇ ㄈ 好像是用羅馬拼音 北京話
的國語是比較標準 台灣的國語稍微
差一點 馬來西亞的華語 印尼的華
語 新加坡的華語 都在我們的後
面 那差更遠了！所以 語言真的是
不簡單 要﹁學習印度各地語言﹂
真的是不簡單
像師尊學那麼久 寫那麼多書
發音都還是不對 有些字我還不認
得 像白人學華語 有些人是學得很

好 但要能深入 那就不容易了 中
國文學有中國文學的味道 為什中國
文學很少得到文學獎？只有一位高行
健 他寫了一本︽靈山︾ 我把高行
健得諾貝爾獎的︽靈山︾拿來看 其
實我也看不懂 我看了好幾遍 我還
是不懂 可能是因為不容易懂 所以
才會得到諾貝爾獎 如果讓你懂了
諾貝爾獎就是你的了 對不對？
像現代的畫 抽象畫 我們的蓮
妙上師畫的都是很抽象的畫 她畫得
出來 她說她懂 我卻看不懂 我的
畫大家都看得懂 她的畫 人家看不
懂 但是 人家很欣賞她的畫 為什
麼欣賞？因為﹁看不懂﹂！看不懂就
會得獎 看得懂的都是莫名其妙
﹁大士跟﹃噶馬﹄學習雕刻 織
染 繪畫 修造之種種技藝 ﹂就是
工巧明 剛剛是醫方明 聲明 因明
和內明 ﹁大士跟﹃扎巴海迭﹄上
師 學習無上密乘 ﹂這就是內明
學了﹁五明之學﹂
有一列火車上 坐著一個泰國
人 一個韓國人 一個台灣教授以及
一個台灣的大學生 途中 泰國人拿
出幾顆榴槤分給大家吃 然後把剩下
的幾顆往火車外面丟 台灣教授問：
﹁你這樣不是太浪費了嗎？﹂泰國人
很驕傲地講：﹁泰國有的是榴槤 我
們根本吃不完 ﹂沒多久 韓國人也
拿出幾株高級的人參分給大家吃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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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吃沒幾口就扔了 台灣教授驚
訝地問：﹁這可是上好的人參 怎麼
可以扔了？﹂韓國人不在乎地說：
﹁我們韓國有的是人參 怎麼吃也吃
不完 ﹂台灣教授沉思了一會兒 突
然站起來 抱起身邊台灣的大學生
然後把他扔出車外 因為台灣的大學
生滿街都是
以前 我讀大學的時候 讀的是
︿測量學校﹀大學部 我沒有錢考大
專聯考 我是真正的﹁拒絕聯考的小
子﹂ 為什麼？因為家裡沒有錢 我
沒有辦法讀大學 我父母跟我講：
﹁就算你考上了 我們也沒有錢讓你
去讀 你只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去考
︿師範大學﹀ ︿師範大學﹀可以免
費提供吃 住 還會給零用錢 將來
當老師 不然你就去考軍校 ﹂因為
軍校也是一樣 去讀軍校 校方提供
衣服穿 給你吃 住 都是免費 每
個月還有薪水可以拿 等到畢業以
後 必須在軍中服役十年 報答學校
教育你的恩
因為沒有錢 我真的就沒有去考
大學 我考了軍校聯招︵聯合招
生︶ 我考上︿測量學校﹀的大學
部 後來學會測量 我去讀軍校的原
因在這裡 台灣人很少去讀軍校 大
部分都是內地人去讀軍校當軍人 台
灣人很少 我是台灣人去考軍校的

因為當時沒有錢 所以只好去讀軍
校
現在不一樣了 台灣到處都是大
學 一共有幾座大學？一百五十幾所
大學 有些還招不到學生 錄取成績
就變得很低 只要你來考 好幾科加
起來只要十幾分就可以讀大學了；眼
睛閉著 是非題 選擇題 隨便亂
猜 亂勾 只要有十幾分 就可以讀

大學了 真的是閉著眼睛考都能上大
學 我們那時候很難考 哪像現在？
現在大學多得很 所有人都是大學
生 所以 你︵王醴博士︶丟了幾個
大學生到車窗外？
多了就不稀奇 今天我們學習密
教 是很稀奇的一件事 很稀罕 很
稀有！以前在台灣根本就沒有密教
是我第一個學習密法 在台灣寫密教
的書 我一寫密教的書 哇！不得了
了 所有的仁波切 喇嘛 達蘭沙拉
︵北印度大城︶的人 都到台灣當法
王 有些是在達蘭沙拉化緣的乞丐
到了台灣 他也穿起了喇嘛裝 居然
就說他是仁波切 台灣人對佛教信仰
很虔誠 就供養他 不得了了 他一
下子就發了 這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
為師尊寫出那些密教的書而影響的
我是最早弘揚密教的漢人 所以
我們那時候是很稀奇的 現在密教慢
慢普遍 但是 在西方國家 還是很
少人知道密教 現在 我們︽真佛
宗︾每一個弟子都是法王子 將來每
個人修行成就以後 都是密教的祖師
爺；將來師尊離開人間以後 每一個
上師 法師 個個百花齊放 甚至千
花齊放 萬花齊放 那時候會不得
了
True Buddha School ︽ 真 佛
宗︾的影響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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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淨的信仰，才能得到加持與成就；
勤修禪定，可得㆔約嘎。

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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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護摩本尊﹁不空
羂索觀音﹂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到臨的貴
賓：︿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及先生 ︿真佛宗宗務委
員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真佛
宗博士教授團﹂︿國立成功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王醴博士 台灣︿中天電
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莊駿耀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
好︶ 你好！大家好！︵廣東話︶唔
該！唔該晒！︵廣東話：謝謝你︶
先向大家報告一個消息
Tomorrow afternoon between four
o'clock to five o'clock will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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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Seattle ︵明天下午四點到
五點會回來西雅圖︶ 蓮香金剛上師
將回到西雅圖 除了她之外 還有
Judy 師姐和徐瑞玲師姐 她們三個
人都是住西雅圖的 所以會一起回
來
還有一個消息告訴大家 在明年
的三月一日 ︿黃帝雷藏寺﹀將有一
個接財神的法會 一般人不知道瑤池
金母有一個金剛神的化身 那就是
﹁虎頭金剛﹂ 我將會在︿黃帝雷藏
寺﹀介紹﹁虎頭金剛降伏法﹂ 一般
的金剛神都是由寂靜尊轉化 由寂靜
尊轉為忿怒尊 像五佛就化身為五大
金剛 八大菩薩化身為八大明王 因
為若以慈悲相去度化眾生 剛強頑固
的不一定能夠馴服 所以一定要變化
為非常剛強和非常忿怒的金剛身去度
化頑劣的行者和眾生 因此才有金剛
化身的金剛神 其實 這些金剛神都
是佛菩薩所化的
瑤池金母有慈祥的一面 也有忿
怒的一面 所有禮拜瑤池金母的人都
知道瑤池金母非常慈悲 但是 祂一
樣也有忿怒的訓示 用忿怒法去化導
眾生的形相 這種形相叫做﹁虎頭金
剛﹂ 明年的三月一日那一天 我會
跟大家講﹁虎頭金剛法﹂ 這只有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
才有 別的宗派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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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知道虎頭金
剛？在道家 西方屬白虎
東方是青龍 南方是朱雀
北方是勾陳︵玄武︶ 白虎
就是虎頭金剛 是瑤池金母
的顯化 像台灣的︿慈惠
堂﹀ 是以瑤池金母為主尊
的堂 瑤池金母是很慈悲
的 但祂忿怒起來 那是比
什麼都忿怒的 所以 有時
祂對祂的信徒一旦忿怒起
來 那是非常忿怒的 虎頭
金剛就是祂顯現的忿怒相
我將會在︿黃帝雷藏寺﹀跟
大家講﹁虎頭金剛降伏
法﹂
今天 主祈不空羂索觀
音的人特別多 因為祂是
﹁等引金剛﹂ 這是祂的金
剛號 就是﹁平等接引﹂的
意思；我講過 不管是善
的 惡的 不空羂索觀音一
概統統平等接引往生佛國
因為有﹁不空﹂之故 所以
今天主祈的人很多 祂是屬
於五佛當中的不空成就佛所
顯化 也是屬於七觀音之
一 不空羂索觀音有三面
每一面都有三個眼睛 有四
隻手臂 右邊的第一隻手拿
念珠 第二隻手拿淨瓶 左

邊的第一隻手拿蓮花 第二隻手拿著
羂索 所以叫做﹁不空羂索﹂
一般人很頑劣 而且有叛逆性
你叫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他偏偏不
去 他一定要到東方；你要他往生南
方的佛國淨土 他也不去 他就一定
要到北方；你叫他上天堂 他偏偏不
去 他就一定要下地獄 就是有這樣
的人 不空羂索的意思就是｜你不
去 就用羂索把你綁起來 綁著去佛
國淨土 所以祂叫做不空羂索觀音
你們所祈求的 祂也是全都用羂索捆
住 不會落空 所以稱為不空羂索觀
音
祂的手印是先內縛 再將尾指
無名指 中指豎起來 ︵不空羂索觀
音其他三種手印如下 擇一皆可：
一 雙手合掌 拇指 食指外
縛 右拇指伸至左手虎口處
二 雙手合掌 食指彎曲相疊
右壓左 大拇指交叉 右壓左伸入掌
心
三 雙手先合掌 食指彎曲相
疊 右壓左 大拇指相併按食指 ︶
這就是不空羂索觀音的手印
祂的咒語是：﹁嗡 阿摩噶 毗
闍耶 吽泮吒 ﹂祂的形相有三面
每一面都有三個眼睛 四隻手臂 其
中一隻手臂拿著羂索 祂的頭頂有一
尊佛 就是不空成就佛 因為平等接
引 又叫做﹁等引金剛﹂ 因為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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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隻手臂拿著羂索 祂可以用羂索
綁住你的祈求 讓你全部的祈求都能
達成 也可以用羂索接引你到西方極
樂世界 祂有這樣的力量 也有人
講 在七觀音裡 祂的法力是一級棒
的 是最高的 準提佛母的法力也很
高 不空羂索觀音的法力相當於準提
佛母的法力
再跟大家談一談︽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蓮華
生大士在﹃滾高﹄尊者處受戒 持地
佛母來獻袈裟 十方佛現身加持讚
嘆 迦葉尊者替蓮華生大士薙髮 ﹂
蓮華生大士在滾高尊者處受戒
我所知道的蓮華生大士 祂是在釋迦
牟尼佛滅度後才出生 是阿難尊者給
祂受戒；這時候有持地佛母 獻袈裟
給祂 喇嘛裝也就是屬於袈裟 ﹁十
方佛現身加持讚嘆﹂ 在蓮華生大士
受戒的時候 很多佛在虛空中現身讚
嘆；大伽葉尊者當時也在 祂幫蓮華
生大士剪掉頭髮 表示蓮華生大士受
了出家戒 這是佛滅度以後 蓮華生
大士才出現
﹁蓮華生大士在修行的過程中
歷事諸師 為了方便度眾生 所以什
麼都學 尤其在印度 尼泊爾 古塔
婆等地 勤修禪定 得三約嘎 甚至
祕密主金剛手 金剛佛母 阿達爾瑪
諸佛均現身 傳授無上密五部心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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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證得了五佛智 得究竟法身 精
通﹃大圓滿法﹄ ﹂這裡面提到的都
是蓮華生大士的過去 祂拜了很多師
父
當師尊剛得到瑤池金母開了天眼
以後 瑤池金母對我講：﹁你要去找
人間的師父 不能因為我開了你的天
眼 那就一切都是無形的來教導 ﹂
當時我在五八○二測量連 在開天眼
的第一晚以後 我在睡夢之中 其實
沒有睡著；說是做夢 其實不是做
夢 說不是做夢 其實又像做夢 是
屬於入禪定之中的樣子 所謂的禪
定 就是在清醒跟做夢的中間
我躺下來 前面變成一個光圈
是很亮的光 像棉絮一樣 我整個人
就飛起來 然後進到那個圈子裡面
我進到圈子裡面以後 我就開始遊歷
天上界 也遊歷三惡道的地獄 在一
個晚上的時間就全部遊遍
我看到很多佛菩薩 我向祂們合
掌 祂們也向我合掌 祂們都對我
說：﹁你回來了！﹂但是 我一個都
不認得 因為那時候 我都還沒有拜
佛 不知道哪尊是哪尊 總之 看到
很多佛菩薩 我向祂們合掌 祂們都
說：﹁你回來了！﹂欸？祂們怎麼會
說我回來了？那我是什麼時候離開這
裡的？我也不知道！然後 瑤池金母
帶我去看一尊很祕密 閃耀著白色光

明 沒有辦法看清楚的
就像演
布袋戲的人講：﹁祥光萬道 瑞氣千
條 ﹂瑤池金母就在旁邊跟我講：
﹁這就是蓮花童子 ﹂
因為我有這個信念 我有這樣的
看見 有這樣的相信 是﹁淨信﹂︱
完全的相信 因為耳朵確實聽到了
﹁你就是蓮花童子﹂ 又讓我眼睛看
到 因為眼睛看到 耳朵聽到 因
此 我就以這個做為我永遠的信念
我是道心絕不會退卻的人 沒有看到
不說 沒有聽到不說 既然讓我聽
到 看到 而且親自到了地頭 如何
可以不信？
釋迦牟尼佛常常講：﹁你必須要
有淨信 才會有清淨的成就 ﹂淨信
│清淨的信仰 不能摻雜一點疑惑
才能有清淨的成就 這是重點 所有
︽真佛宗︾的弟子 如果深信盧師尊
現在所講的 盧師尊眼睛看到蓮花童
子 耳朵聽到蓮花童子 就應該要產
生淨信出來 這樣才會有成就
我不妄語 不虛語 也不是講騙
話 不是講謊言 不是欺騙大眾 如
果你相信盧師尊確實看見蓮花童子
確實聽見蓮花童子 你就必須產生淨
信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清
淨的信仰 就得不到清淨的加持 也
得不到完全的成就
如果你去問別人：﹁聽說有個盧

師尊 你最接近祂 你知道祂有成就
嗎？﹂這個人說：﹁在我看來 麻麻
地︵廣東話：馬馬虎虎︶ 祂也是個
人 兩隻手 兩隻腳 兩道眉 兩隻
眼 兩個鼻孔 一個嘴巴 兩個耳
朵 跟我們差不多 甚至比我還矮
看起來沒什麼 非常平凡 ﹂講到
矮 感謝弟子送我拖鞋 這拖鞋好像
是特別訂做的 鞋底的厚度有稍微高
一點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也稍微高了
一點 謝謝他 成全了我長高一點的
夢想
外表看起來很平凡 但 成就是
在內的 不一定看得出來 師尊時常
顯化進到弟子的夢中 夢過師尊的人
舉手？哇！阿彌陀佛！沒想到有這麼
多人夢過師尊 幾乎是全部都舉手
了 師尊會顯化的 也有人看過師尊
的法身 高銘祿師兄就看過師尊的法
身 還看了十幾分鐘 而且 這法身
有二層樓高；他是在二樓看到我的頭
跟身體 從地上站起來 有二層樓
高；他還看到我揹著香袋 就這樣
看了十幾分鐘
蓮華生大士的修行過程中 歷經
很多位師父 我雖然有這樣的看見和
聽見 但我也在人間拜了很多師父
在顯教 我的第一個皈依師是印順導
師 當時是在台中民生路的︿佛教蓮
社﹀ 那是我第一次皈依；第二個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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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師是日月潭︿玄奘寺﹀的道安法
師；第三個皈依師是在沙鹿 從中港
路一直下去就會到沙鹿 在那裡有一
間寺廟 我在那裡皈依了樂果法師
所以 我就有這三位顯教的師父
樂果法師的徒弟當中 有一位是
我的上師 就是吐登達爾吉上師；吐
登達爾吉皈依樂果老法師 我也是皈
依樂果老法師 樂果老法師有一間寺
廟留下來 印順法師也有一間寺廟留
下來 就是︿法雨精舍﹀ 那是他最
後駐錫的地方 至於道安法師 我就
不知道了 但我皈依他的時候 他是
︿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
樂果法師有一間廟在台灣 他是
香港的老法師 常駐在香港 他在台
灣的埔里有間︿佛光寺﹀ ︿佛光
寺﹀是樂果老法師蓋起來的寺廟 很
接近︿中台禪寺﹀ 我皈依了三個顯
教的師父 也皈依很多位密教師父
另外 我還有很多師父 算一算 差
不多有二十七個師父吧？這都是為了
方便度眾生 所以我去拜很多師父
先講一個笑話吧！老婆問老公：
﹁老公 你嫌我醜不？﹂她本來以為
老公會講：﹁寶貝 妳一點都不
醜 ﹂結果老公只講了兩個字：﹁不
嫌 ﹂那到底是美？還是醜？老公沒
說 只說：﹁不嫌 ﹂這讓老婆很傷
心

講話要小心 我們在講話的時
候 有時候會漏掉幾個字 也是不對
的 有時候是會得罪人的 應該增加
幾個字 說明清楚 遇到人家幫助
你 你一定要講﹁謝謝﹂ 當你做錯
了事 你一定要講﹁對不起﹂ 學佛
的人做錯了事 就要懺悔 不能不懺
悔 這樣才能夠還淨 還你一個清淨
的修行個體 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個學者費盡了心思 想把一
個新買的櫃子拼裝起來 他翻閱了說
明書 弄了老半天 仍舊是徒勞無
功 只好將這堆東西丟在一旁 過了
不久 他意外發現 家裡的女傭竟然
將那複雜的東西拼裝完成 他非常驚
訝 他問她：﹁妳是如何完成的？﹂
女傭就講：﹁我不識字 只好盡量動
動腦筋 ﹂
我們會的 別人不一定會；別人
會的 我不一定會 以師尊來講 如
果你跟我講電腦 跟我講 iPad
跟
我講 iPhone
我是什麼都不懂；對
於這些方面 我是完全不用腦筋 不
用花心神在電腦
iPad
或者是手
機 我從來不花這方面的精神
我跟大家講 我沒有電腦 沒有
iPad
沒有手機 只有舊型的手
機 只是能打電話出去而已 我打完
就馬上關機 人家打不進來 我就只
有用來打出去 很多人問我：﹁師

尊 你打給誰？﹂我如果還對你講打
給誰 那我還有什麼祕密可言？這是
secret ︵ 祕 密 ︶ 是 我 自 己 的 祕
密 人家給我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機
我都沒有用 因為我只會打出去 我
只知道一個﹁撥出去﹂的記號 按下
去 鍵盤出來之後 就點點點 然後
按﹁通話﹂ 按完之後就是﹁結
束﹂ 然後就關機 我只會這樣
如果叫我組合一個櫃子 我是一
定不會的 我只是懂得學佛 懂得修
行 其他真的什麼都不會 所以 我
專精於學佛 專精於內明 其他的
我都不會
剛剛的笑話是講一個學者無法把
椅子組合起來 但是一般的工人就很
有辦法 像是修理水管 修理電 他
們都很有辦法 電工我是最不會的
水的方面 我也不會 很對不起 我
沒辦法教你們 我只能教你們佛法而
已 所以 蓮華生大士為了方便度眾
生 什麼都學 ﹁尤其在印度 尼泊
爾 古塔婆等地 勤修禪定 得三約
嘎 ﹂三約嘎︵ Yoga ︶就是三瑜
伽 就是大瑜伽 阿努瑜伽 阿底瑜
伽
在加油站裡面 有一個工讀生
手拖著腮 若有所思 一個男子走過
來問他：﹁小伙子 想什麼？﹂工讀
生講：﹁我想當總統 ﹂男子拍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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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膀 說：﹁加油！﹂工讀生激動
的說：﹁謝謝你！你是第一個鼓勵我
的人 我會努力的 ﹂男子大吼：
﹁鼓勵你個頭啦！我是叫你給我的車
加油！﹂
像我這種人 有人會說：﹁你有
很多的弟子 你出來選舉啊！﹂﹁出
來選個里長啊！﹂﹁出來選個鎮長
啊！﹂﹁出來選個縣長啊！﹂﹁出來
選個市長啊！﹂﹁你的弟子都是你的
椿腳 他們都會幫助你 你的選票會
很高啊！﹂
但我從來沒有去想這些 我就只
是一個傳法的人 我是︽真佛宗︾創
辦人 我只是傳法 我不求什麼 什
麼都不求的 我的弟子雖然很多 只
要弟子連署 再繳個錢 就可以出來
競選總統 如果要我來選總統 那是
可以的 因為我的弟子很多 大家幫
我簽名連署 就可以競選總統了
但是 郭台銘講過：﹁每個當選
總統的人 都是黑頭髮進去 白頭髮
出來 ﹂你們不覺得嗎？歐巴馬進去
的時候是黑頭髮 現在已經有白頭髮
了 他的任期還沒有完 頭髮已經白
了 你們再看馬英九 他還沒進去總
統府的時候 滿英俊瀟灑的 很多人
仰慕他啊！今年雙十節國慶 我看他
講話的時候 嘴巴好像有點歪一邊
他的眼袋也變得很大 眼袋下垂 怎
麼當了總統會變成這樣呢？郭台銘也

講過一句話：﹁只有一個職業不能
當 這職業就是總統 ﹂
人要懂得自己的能力 要知道自
己能做到怎樣的程度 只要爭取自己
所能得到的 不要太異想天開
我小的時候寫﹁我的志願﹂ 每
個人都寫﹁我要當總統﹂ 只有我一
個人寫﹁我要當老師﹂ 小時候 我
很怕老師 因為老師會打我 我以前
有一點小聰明 當老師說：﹁考試不
及格的同學全站出來 ﹂我們都是排
成一排的 我馬上看家長會會長的兒
子排在哪裡 趁老師沒注意的時候
我就趕快排在會長兒子的後面；老師
一個一個打 打完第一個 再打第二
個 再打第三個打 打打打
當
他打到家長會長兒子的時候：﹁欸？
他是我們學校的功德主 ﹂﹁算了！
老師今天手酸了 不打了 ﹂嘿！我
都是這樣 站在老師不敢打的那位同
學之後 這樣就可以免打 我什麼都
沒有學到 這一點倒是會
講一個笑話 一個老師對學生
講：﹁清朝跟唐朝的審美觀念有何不
同？請舉例說明 ﹂學生就講：﹁清
朝的美人如林黛玉 美人上馬 馬不
知 唐朝的美人如楊貴妃 美人上
馬 馬不支 ﹂馬沒辦法支持 老師
講：﹁你給我出去！﹂
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是胖的嗎？
你是瘦的嗎？你是身材剛剛好的嗎？

要看一看自己啊！我們常常講：﹁你
去撒一泡尿 照照自己的臉 ﹂這是
什麼意思？當我們在追求的時候 要
量一量自己 是不是能夠追求得到
自己有沒有本事？自己有沒有本領？
大家都想成佛 你的本事在哪裡？你
修法夠嗎？持咒夠嗎？禪定夠嗎？有
沒有學到真正的禪定？你真正能夠入
定嗎？如果你連睡眠都睡不好 你如
何入定？
睡眠要先把腦袋放空 禪定也是
一樣 先要把腦袋放空 你一定要學
習把腦袋放空；有很多煩惱擠在你的
腦海裡 你就會睡不著 要把腦袋放
空 你就能夠入眠 有的人很好睡
但是一有煩惱 他就睡不著 因為煩
惱佔據了腦袋 你必須把腦袋放空
把煩惱放掉 你才能睡得著 這是基
本的道理 你要學禪定 一定要懂得
放空！你不要太緊張 也不要太鬆
弛 因為一鬆弛就睡著了；必須在鬆
弛跟緊張之間 就是禪定 在清醒與
睡夢中間 就是禪定 蓮華生大士是
很殷勤地修禪定 才得三約嘎
我們要自己量身打造你自己 你
要知道自己能夠娶到怎樣的老婆 你
才去追求 你的身價有多少？身材有
多高？自己有沒有英俊瀟灑？都要有
自知之明啊！這樣 你才能夠去追求
啊！你有你的外表 也要有你的內
在 更要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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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成佛 也要有自知之
明 你到底學到了沒有？你學會禪
定沒有？你持了多少咒？你學會種
種儀軌沒有？這都是很重要的事
情 你跟本尊相應了沒有？有相應
就有把握 相應就是第一個及格；
只要有相應 你就算及格 將來一
定往生佛國淨土 就算不直接成
佛 也能夠到佛國淨土 相應了就
是這樣 是很重要的
小明特別喜歡鋼琴 但是 這
麼多年來 也沒有什麼成績 有一
天 他跪在上帝面前禱告：﹁上帝
啊！請你把我變得像貝多芬一樣
吧！哪怕有一點像也可以 ﹂過了
幾天 他的耳朵就聾了 大家都知
道 貝多芬的耳朵是聾的 但他完
成了很多著名的交響曲
﹁甚至祕密主金剛手 金剛佛
母 阿達爾瑪諸佛均現身 傳授無
上密五部心傳大法 證得了五佛
智 得究竟法身 精通﹃大圓滿
法﹄ ﹂金剛佛母就是大自在母
我自己也是受到蓮華生大士的教導
和傳授密法 還有幾個祖師傳授我
密法；人間的老師也有 無形的老
師也有 蓮華生大士證得了五佛
智 五佛智就是五佛的智慧 有：
法界體性智 妙觀察智 大圓淨
智 平等性智 成所作智 ﹁得究

竟法身﹂ 蓮華生大士可以顯現
法身 祂可以顯現在你的面前；
所以 師尊所看到的蓮華生大
士 就是蓮華生大士所顯現的法
身 是真實的看見 因此 蓮華
生大士精通﹁大圓滿法﹂
我這次回台灣會傳授﹁大幻
化網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就是
阿達爾瑪佛的化身 也就是﹁大
殊勝赫魯嘎﹂ 大幻化網金剛其
實也就是阿達爾瑪佛所顯化的忿
怒身
有一個先生得意地對太太
講：﹁你看 我們的兒子這麼聰
明 考試都得第一名 我知道
他聰明的頭腦都是我傳給他
的 ﹂太太講：﹁是啊！你那麼
好的頭腦 早就已經傳給你兒子
了 ﹂先生一聽 非常的高興
講：﹁老婆啊！妳真的也有同感
嗎？﹂太太講：﹁是啊！所以
你現在做起事來 都是沒頭沒
腦 ﹂因為老公把好的頭腦都傳
給兒子了 所以他就變成沒頭沒
腦
當師尊把﹁大圓滿法﹂講完
的時候 把﹁大圓滿法﹂傳給大
家之後 那時候 師尊就可以沒
頭沒腦 什麼都空掉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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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不顧一切而來的，也不顧一切而去。
四時交遞，切莫執戀其情；
取捨得失，應如隔岸觀照。
千古不變唯空覺，覺所無限只是戲。
寒來暑去，無事嚴重；
佛性輕舟，不困重山。

〈本然無無奈〉

縱觀人生，雜亂紛陳之中有事亦然無事。
閑悠無住，其實是可以一直貫連其間的。
靜思也是一種禪妙，那也屬於無事找事的法樂啊！
於是筆者白壁留言，消遣了當下之此一時也：

塵世頑物其實也有可愛可親之處，
但萬水千山、百花情叢與物象，卻唯有無心（無所
住）才能暢遊其間啊！

■蓮曉上師
■靜思也是一種禪妙，那也屬於無事找事的法樂啊！

如幻的演化
間那日夜長流中的景物總免不了綠著又黃了，紅著
又灰了。
動物們依然在做事、哭笑與吃喝間，希望活得長一點
再長一點，願望再多實現一點以及點點點；各身不由己走
著自以為真的命運，為自我、為兒女、為某某而背負沉
重，無法輕安。
時光的水裡，每秒都在送走各式各色的愛戀和怨恨。
唯那水底的石頭和砂子總能無動於衷：
死寂如屍無感無知，
不知是凶是吉，自然無凶無吉，
不曾苦惱也不曾快意！
懶管一切烏有子虛……。
儘管如此，世間還是似有能讓人感動和心愛的。
腐了的草木也有臭的香，破爛的船板也有醜的
美……。
眼下，這麼些如幻的繁華並凋零的景觀也可以依著有
情的開解而度脫有情的困惑吧！

花兒開得美善
被風搖得昏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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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自下走過
沒有看見天堂
僅有數鳥共鳴
古琴隱如沉香
山谷沒得明白
河水一再無奈
背著夕陽的禪行
無輕無重的自在
〈修行不是往死裡修〉
如果俺是美女，不會與一身暮氣的男人結「昏」
（婚）！
學佛不是學呆。
生活要修行，修行不是往死裡修。
只要不使壞（損人、損己），不迷執萬有，
！
有什麼不可以空妙地幻展一切豐盛呢？
生命應當全然地無執，平等，
然後滿懷春意地洋溢！
應當像蓮花一般，化髒孕為淨養，化腐朽為神奇，
出彩虹那般的彩！

蓮生活佛金句

無 上 的 佛法 ，是精神 領 域的運 行， 任何
物 質 世界 的 有 形， 是完全 無法 相比擬 的 。
地 球 上 縱然 建 立了 無數的 梵剎 ，無 數的
塔 寺 ，無 數 的 壇城， 人 們把它視 為 功德， 而
在 如 來的 眼 中 ， 是一 粒沙。
如 果 我 們把 思 維的 觸角再 向前 伸延 ，不
得 不 承認 ， 整 個地球 只 是宇宙當 中 的：
「一 粒 沙 ！ 」
當 我 們 擁 有空 前的物質 享 受時， 你可 以
想 像 自己 像 一 隻 蝗蟲 ，飛入了 玉 米田之 中 ，
大 啃 特啃 「 番 麥」 。
當 我們 住 進 了豪宅， 你可 以想一 想 ，你
不 過 是 住 進了 一 粒 沙中的一 點， 或許 連一 點
也無 。

恭錄自《給你點上心燈》

雜誌

40

法語均霑

裡」在樂？那只是氣通過脈的反應，你在樂什麼？如此，
「樂」在那個瞬間明滅，讓「樂」跟「空」融入在一起。

「空性」的體悟，堅固「心不可得」的體悟，如此，當
「大樂」來臨之時，你就會分析，是「誰」在樂？是「哪

很堅固。以外法修「空」，修到證悟「空」，再來就要修
內法的「有」，之後才能做到進一步的「空有不二」。
從開悟到明心的過程，還有一小段路，這段路是堅固

但是，那樣並不好，「樂」跟「空」必須要調得剛剛
好，你要看透「樂」的本質，前提是你對「空」的體悟要

險。」後來我才知道，在師尊的著作裡也有講，氣在脈裡
面走的時候，那個感覺是……，以西方人的講法，那個叫
做「狂喜」。

在那個時候，以我自己的經驗，師尊是說：「空性的
體悟要很堅固，你才能修寶瓶氣跟拙火定，否則很危

叫做「一合相」—你跟你的本尊是一，不是二；世界跟你
是一，不是二。

「召入如來寂靜智」，通常都是先觀修，是「外來」
的。內法主要是在明心之後才修，因為當你與本尊相應之
後，你會知道，原來心真的是不可得，那你就會知道什麼

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就是指你我啊！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佛的作用，佛的本心跟人的本性，
本來就是同一個東西，差異就是在於有沒有貪瞋痴。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就在那一天，整個世界突然間亮了起來！原來這就是明白「心是什麼」。

發菩提心論
（文接三二六期）

樣的，不管是外部靈還是內部靈，都不對，都不是。佛性
跟啟靈沒有關係。我們在修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應該想
的是—我們到底是要以什麼東西來顯現？
什麼是佛性？達摩祖師的弟子波羅提尊者說：「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

「以菩提心做事」不再是一個「鬧鐘」，而是自然而然
的，如此，這個階段的功課才算是完成。
這個階段的功課並不容易，因為我們常常就是只用腦
袋、用人性來運作，很難拋棄人性的那一部分，完全讓佛
性來引導我們去做事。
有人以為啟靈之後，我們的佛性就被發掘了，因為有
靈性的指導，就是以佛性去做事。其實，這跟啟靈是不一

菩提心，才能真正保持任運自在。其實，菩提心本
來就是任運自在的，問題是我們自己能不能任運自在？我
們能不能一直和菩提心在一起？
就算我們不能跟菩提心在一起，菩提心還是存在的，
只是我們有沒有時刻提醒自己要去以菩提心去做事，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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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發生任何事情，你還是要保有菩提心，因為有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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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如果你只抓住了「樂」，那就很危險了！
在明心之後，還是有一大段路要走！那一大段路不只
是要堅固明心，而且還要能夠二十四小時都明白「心是不
可得」的。屆時，你可以甩掉更多的煩惱，你可以甩掉更
多的習氣，就算是極細微、剎那的念頭，統統都可以甩
掉。在開悟、明心之後，才真正開始叫做「修行」。
有個祖師更嚴格，祂認為「見性」之後才叫做「修
行」。為什麼？因為只有在真正「見證佛性」之後，行者
無始以來的無明、煩惱習氣才能真的斷除。
在斷除的那一刻開始，照道理說，應該是「從此不
生」，可是，因為人性使然，因此，從「見性」到「成
佛」還有一大段路，這段路是要幹什麼？就是要長養你的
菩提心，長存你的菩提心，一直做到只有佛性作用，做到
人性跟佛性沒有分別了，那才是真的「成佛」。
「八葉白蓮一肘門。炳現阿字素光色。」當「阿」字
的光明出現時，「禪智俱入金剛縛」，你就把自己包在裡
面，你仔細地觀，你可以看到，它是「自性」，也是「佛
性」，是「人性」也是「佛性」。當你把「我執」去掉
時，它什麼都不是！你以為真的是你自己，你以為真的是
「有」，可是，那只是一個「以為真有」的幻覺。
如果我們活著的時候，捨不掉世間的恩、愛、情仇，
死了以後，就會造成我們的輪迴。就是這麼簡單！所以，
你要做到，「有」、「沒有」都好，要懂得「捨」，完完
全全都是「無所謂」。
「過去」的早已經不見了，「現在」很快就成為「過
去」，「未來」也會很快就到眼前，但也是會成為「過
去」，只剩下「剎那」、「眼前」的一刻是存在的！整個
世界就是「相續不斷」的，輪迴就是這樣。

那 ， 我 們 到 底 還 要 執著什 麼 ？當我 想 通這個的時
候，我還記得，就在那一天，整個世界突然間亮了起來！
師尊曾對我說過，虛雲老和尚也是一樣，有一天，祂在禪
定時，突然間，整個世界都亮了起來！這「整個世界突然
間亮了起來」，原來就是明白「心是什麼」。我們以為
「心」是找不到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你會真正看見
「真實的心」。
這個過程很有趣！達摩祖師當年在〈少林寺〉面壁
禪定時，「聞蟻鬥如雷鳴」，聽到了螞蟻在地上打架的聲
音，就像打雷得聲音一樣大。虛雲老和尚也是，祂的弟子
當時在庭院外輕聲地說了些什麼話，他都聽得一清二楚。
在那一刻，「心」是很靜很靜很靜……，你可以知
道很多事情，你可以聽到很微細或在遠處的聲音；即使你
人在五樓，你會知道一樓發生什麼事，因為聽得好清楚！
有人開門、有人講話、有人拿東西……，你都可以好清
楚，就好像你在現場一樣！可是，你又不在現場，你是聽
得很清楚而已。這個就「召入如來寂靜智」的現象，在這
時候，你才會真的瞭解，原來，山河大地都在這裡面。
那時候，不是用觀想的，也不需要觀想，是「蹦」
出來的！但是，坦白講，那個「蹦」出來的東西也不堅
固。因為我們就是這麼修，它就那麼樣地「蹦」出來了！
至於下次會不會出現？那是不一定的！
你有這樣的經驗，很好！但下次還會不會有？那不
重要，你也不要再去想，你每一次禪定都是從頭再來，不
要期望它會發生，做你該做的，順其自然，它自然就會出
現。這「召入如來寂靜智」是自心出現的，在那個時候，
「如來寂靜智」自然而然出現。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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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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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法唯心，行者的心清淨，看任何人都是菩薩，這是修行人必須要有的心。

溯源知恩 提放八風
（文接三二六期）

物，分別是布袋和尚和淨瓶居士。常有修行人問布

明朝萬歷年間，明州奉化縣出了遠近聞名的兩號人

提起放下

在

袋和尚：「什麼是佛法？」布袋和尚就把布袋放下，人們
便說：「原來『放下』就是佛法。」但布袋和尚沒有回
答，提起布袋便走。這放下、提起，到底哪個是佛法呢？
其實，「放下」和「提起」，都是佛法。要提起什麼
呢？行者要做到的是「提起正念」。如何是「提起正
念」？比如這兩盆開得很燦爛的花，但至多一個星期，這
花便會凋謝，不會永遠這麼美麗燦爛，當這些花枯萎了，
便要丟棄，此時便要放下。行者明白花開花落的過程，知
道燦爛的花遲早會枯萎，這就是一種「正念」。
正如人一樣，人也是不可能永生，遲早都會離開人
間；就像蓮務法師，我認識他十多年了，我這次來到卡城
弘法，他已經往生，得到師尊的接引。
人生本來就是一個過程，不要太執著人世間的事情，

譏諷相對，時常以佛法互相取笑對方，但，是沒有惡意

蘇東坡有一位方外之交，名為佛印禪師，這兩人常常

萬法唯心

行者要把自己的心空了，才能虛心接受別人的教導。

是在開示—杯子必須先空了，才可以倒水進去，同時教導

子已經滿了，為何持續倒水進去呢？」其實，淨瓶居士已

杯子裡，茶水都滿出來了，也沒有停止。修行人問：「杯

沒有說話，拿了一個還裝有茶水的杯子，持續把茶水倒進

曾有修行人問淨瓶居士：「什麼是佛法？」淨瓶居士

此，長存「正念」就容易「放下」。

道理，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就容易「放下」了。因

樣，花開花落、生老病死，都是一個過程，唯有明白這個

是真實的，不知道人生是很無常的。人生的過程就像花一

正念非常重要，但一般人就是缺乏正念，以為人世間

白白浪費人生。明白這個道理，也是「正念」。

但必須要珍惜，讓這個人生活得更有意義、價值，才不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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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時，你看我像什麼呢﹖」蘇東坡答：「剛才你打坐的

佛。」蘇東坡聽見後便很高興。佛印禪師也問：「剛才我

候，你看我像什麼﹖」佛印禪師答：「我看你像一尊

蘇東坡坐禪之後，蘇東坡問佛印禪師：「剛才我打坐的時

的，只是互相較量、增長智慧。話說有一天，佛印禪師與

看便知道自己又輸了。

「放屁」就讓蘇東坡過江問罪了，功力仍未夠。蘇東坡一

思就是既然自稱禪定功深，但一點考驗也受不起，一句

東坡看，紙上寫的就是「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意

道蘇東坡必定會來找他理論，於是在門口貼上一張紙給蘇

他，於是馬上過江，想和佛印禪師理論一番。佛印禪師知

著名畫家張大千先生留著又長又濃密的大鬍子，一

觀照自心

時候，我看你像一堆牛糞。」
蘇東坡以為自己佔上風了，沾沾自喜，回家後將此事
告知妹妹，認為自己贏了佛印禪師。妹妹卻對蘇東坡說：
「哥，你又輸了！你想想，佛印禪師因為心中有佛，所以
看你是一尊佛。你的心中不淨，所以才會看佛印禪師像一

還是外面呢？」經此一問，當晚，張大千先生便為了鬍子

天，有人問他：「您睡覺的時候，鬍子是放在棉被的裡面

萬法唯心，行者的心清淨，看任何人都是菩薩，這是

該怎麼放而失眠。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一般人很容易

堆牛糞。」蘇東坡這才知道自己又輸了。
修行人必須要有的心。修行人看每個人都是好人，沒有壞

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只是簡單的一句話，就可以讓人失

行者要時時提醒自己，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觀照自己

人，就像師尊一樣，別人對祂不好，祂都不會介意，仍視
話說回來，經過一段時間，蘇東坡的禪定境界又提升

的心。把外面的人都當成是菩薩的顯化，無論別人對你好

眠。可見，心的調整是修行的重要功課。

了。有一天，蘇東坡在禪定後心生歡喜，覺得很有法味，

或不好，都是菩薩化現來助你修行；如果心存這樣的想

對方為菩薩，這就是心清淨，生起慈悲心，包容對方。

便寫了一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

法，那就不容易被外面的環境所影響。

修行必須要有對治的方法，〈真佛密法〉有觀想、

端坐紫金蓮。」意思是表示他的修行有定力。蘇東坡很歡
喜地命書僮將偈帶到住在江對面的佛印禪師看，認為佛印

法，可以幫助我們觀照自心、對治妄念。用觀想、持咒，

持咒、手印，看似簡單，其實這裡面都蘊藏著對治的方
佛印禪師看了偈之後，在偈上面用紅筆寫了「放屁」

可以把散亂的心拉回來，只要用心多練習，妄念就會越來

禪師會稱讚他的境界。
兩個字，然後叫書僮把偈拿回去給蘇東坡。蘇東坡看了之

越少。

— 待 續 —

後，很不高興，心想佛印禪師沒讚歎他就算了，還要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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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 蓮生活佛（中）、蓮香師母、蓮花德輝上師（右一）與金星處長、
莊秘書（左一）於〈西雅圖雷藏寺〉合影。

拜會蓮生活佛

㈮星處長對師尊現已出版㆓百㆕㈩㈤本著作，
且㈰㈰筆耕不斷的毅力非常讚歎……

︻西雅圖雷藏寺訊︼中華民
國︿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金星處長連續三年
前來參加︿西雅圖雷藏寺﹀
每年所舉辦的秋季大法會
一直都是法會上的特別貴
賓 二○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上午十一時二十分 金星處
長與莊足金祕書小姐首次親
訪︿西雅圖雷藏寺﹀ 拜會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西雅圖雷藏寺﹀住持釋蓮
花德輝金剛上師 副住持釋
蓮潔金剛上師及眾上師 法
師 同門在雷藏寺歡迎貴賓
們的蒞臨
首先 蓮花德輝上師接
待金星處長與莊祕書在壇城
前上香禮佛 之後再介紹雷
藏寺藏密式的壇城與建寺的
歷史因緣 並介紹每週六晚
上八時共修及︿彩虹雷藏
寺﹀每週日下午三時的護摩
火供法會 隨後 參觀雷藏
寺的辦公室 師尊的簽書處
及師尊著作陳列部
不久 師尊 師母已從
︿真佛密苑﹀來到雷藏寺
師尊 師母與貴賓們相互問

好 金星處長表示他於早年已拜
讀過師尊有關風水的書 久仰師
尊大名 並讚歎師尊以書度化眾
生 著作內容豐富多元 攝召眾
生皈依學佛
師尊談起最初為興建雷藏寺
時 所歷經為期兩年聽證會的艱
辛 最終才獲得批准通過興建
感嘆建寺非常不易 現在 ︽真
佛宗︾在西雅圖已擁有雷藏寺
在 North Bend有 ︿ 彩 虹 雷 藏 寺 ﹀
及最近在中國城剛剛成立的︿真
佛文物中心﹀ ︽真佛宗︾一直
發展不斷 真佛弟子人才濟濟
有專業人士 高知識學者 醫
師 博士 律師 大學教授與大
企業家 不管是從政或經商 大
家都可以修持︿真佛密法﹀ 同
得成就
師尊接著提到︿國立成功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的王醴教授
王教授跟學生們在︿台灣雷藏
寺﹀師尊所主持的護摩法會現場
四周 安裝高科技測量儀器 比
較法會前 後的磁場測量 驚奇
地發現法會場地中磁場大幅度增
強的現象 並將測量的結論發表
在博士論文中
而後 師尊贈送金星處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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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真佛㊪》的愛，血濃於㈬！
蓮香金剛上師11月8日於〈西雅圖雷藏寺〉週六同修致詞

在

這個師徒感情熱騰騰的氣氛之㆘，是多麼溫馨，令㆟感動！但，每
當師尊將啟程前往台灣弘法的時刻，這裡的同門總㈲㆒種別離之痛
的感覺！
這㆒次，我已經決定留在西雅圖陪伴同門嘗受那㆒份別離的滋味。
大家聽到這個消息，㆒定會感到很訝異！我想藉此機會向大家報告，
我是㆒位身兼多重角色微妙身分的工作者，我是：
孩子的母親
《真佛㊪》的師母
㆖師之職
師尊最貼切的侍者
師尊㊪務㆖的祕書
師尊密修的佛母
我扮演了這樣多重角色的工作已歷經了㆕㈩㆒年，㆟生最精華的生命階段全部奉獻給《真佛
㊪》。這㆒份神聖的工作是我畢生的榮幸，亦是我因緣㆗所註定神聖的㆝職，我感到無比光榮！
然而，歲㈪不饒㆟，㆟生如同浮雲朝露，生命已經邁入㈰薄西山。近幾年來，我深深體會「路遙
知馬力，㆟老知體力」；我已不再似㆒頭勇猛強壯的牛了，辦起事來力不從心，心㈲餘而力不足矣！
由於長期過度的疲㈸，致使骨瘦如柴，我的身體在強烈表達抗議，不得不㉁息了！㊩生說，「㉁
息」是我身體的最大良藥。所以，這次沒跟隨師尊回台灣弘法，請大家諒解！
在此鄭重㆞告訴大家，我㉁息去了！我會好好的調養身體，過些時候再向大家報告。
今㆝最想要表達的是—師尊，㈤百萬弟子都愛您！您洪福齊㆝，福慧圓滿，是內外密修的大成就
者！請常加持我們，讓我們沐浴在您的佛恩㆗，溫暖真佛傳承，讓真佛法脈，脈脈相傳！
師尊不在西雅圖的時候，我們除了思念之外，更由衷㈷福師尊台灣弘法，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最後我想說，我對師尊的愛不亞於㈤百萬弟子，情到深處轉為濃，愛到深處無怨尤！我給《真佛
㊪》的愛，如同母親愛子㊛㆒樣，血濃於㈬！
嗡嘛呢唄咪吽。

二四二冊︽怪談一篇篇︾的新
書 ︽真佛宗二十週年紀念
冊︾ ︽真佛報︾及︽燃燈雜
誌︾ 並在大殿前合影留念 金
星處長對師尊現已出版二百四十
五本著作 且日日筆耕不斷的毅
力非常讚歎！
師尊 師母邀請金星處長與
莊祕書在︿西雅圖雷藏寺﹀的餐
廳共進午餐 氣氛融洽 金星處
長並特別祈請師尊加持台灣國泰
民安 餐後 師尊 師母再邀請
金星處長與莊祕書到︿真佛密
苑﹀參觀 師尊 師母一一介紹
由美國華盛頓州州政府頒發的
﹁名人獎﹂與美國國會參議院
關島國會議會及關島總督頒發的
﹁美國國會認可表揚證書﹂
﹁最高成就獎﹂ ﹁榮譽公
民﹂ ﹁親善友好大使﹂
等
多項獎狀 並介紹師尊在白教
︿卡瑪列切寺﹀接受卡乘仁波切
所舉行的坐床大典儀式相片 以
及多幅師尊的真跡畫作
臨別時 師尊 師母表示非
常歡迎金星處長常來︿西雅圖雷
藏寺﹀上香禮佛 並相約早日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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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十
有位穿著打扮時髦的老人
頭髮染了咖啡色 皮膚比較白
晰 等她下車 才看到她的雙腳
透出斑點無數
還有一位頭髮全白的老人
拄著拐杖 蹣跚地上下車 大家
都禮讓她 似乎是半中風地緩緩
行走 親人呢？她是獨自一人到
醫院看診 那是何等堅強啊！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於
二○一三年十月六日開示﹁修行

■文∕蓮花慧君上師

從㆒個﹁老﹂字，
看㆟生的無常風貌！

月份 因為父親開刀住
院 筆者急忙更改海外行
程；回台後 多次搭台北捷運
於明德站下車後轉乘台北︿振興
醫院﹀的接泊車
我常常坐在車內尾排 看著
前幾排頭髮斑白的老人們 彼此
無奈地討論自己的病情
其中一位老人說：﹁我早已
沒有排尿了！﹂原來他是一位洗
腎患者！

㆒頁心發現

人應有的認知﹂ 其中提到
﹁苦 空 無常 無我﹂ 聖尊
特別提醒真佛行者：﹁修行是不
能退的 不要東學一點 西學一
點 修持一個法要有貫徹始終的
精神 要體認生 老 病 死
苦：
︻苦︼

人生就是苦 從出生開始就
要受苦 老了也是苦 年輕時體
力很好 什麼動作 運動都難不
倒 但是年輕做得到的 老了就
都做不到了
然而 病才是最苦；而﹁得
不到又害怕失去﹂也是苦 怨憎
會 愛別離 都是苦；﹁天道﹂
眾生也有福分享盡後下墮地獄之
苦 ﹁阿修羅道﹂的眾生每天都
想著憎恨 鬥爭；﹁畜生道﹂眾
生受環境的牽制 肉弱強食；
﹁餓鬼道﹂眾生受著饑餓無有出
期 還有﹁地獄道﹂的眾生反覆
受盡刑罰 這六道眾生都是苦
︻空︼

人生追求的不外乎就是名
份 權位 財富 美色 家
庭
等 縱使都追求到了 但
還是會有其他的煩惱痛苦 終究
還是會受老死苦 到最後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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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㆒會 茗㆒杯 舞㆒段 唱㆒回

養㆒神 引㆒津 花㆒簇 鳥㆒群

這㆒觀 氣㆒安 此㆒刻 念㆒善

■文∕

蓮花俠

女

每過完一天 我們就又老了
一天 雖不知不覺 可是 時間
已在倒數了！無常真的很可怕
自己是否已經在衰退 應要懂得
觀察 檢查 把握修行與調理
若錯過時機 那就後悔莫及了！

㈲㆒謂 空㆒揮 放㆒切 循㆒軌

㆒念

情㆒茫 心㆒傷 淚㆒串 夢㆒場

麼都得不到 帶不走 都是
﹁空﹂的 人世間是苦多於樂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苦﹂ 如此
才會想要解脫這個﹁苦﹂ 離開
這個輪迴
︻無常︼

× × × ×
師尊曾經提到老人為什麼經
常咳嗽？ 因為口水的分泌變少
了！此外 還有老人味 老人
斑 記憶力退化 臟腑功能衰
退
單是想到這些 就覺得
可怖！我們從一個﹁老﹂字 就
可以看到人生的無常風貌！
感謝師尊的加持 師母的關
心和同門的迴向 父親這次的胃
癌開刀 進行得很順利
父親之前也是生活得多采多
姿 常與三五好友相聚 樂觀開
朗 而且 他的活動力很大 每
天都有怡情怡樂的勞動與活動
但是 這次他病下來 連他自己
都不得不說：﹁ 人啊！只要一病
下來 什麼都無法做了
﹂
在此 我想到
若真正
愛父母的話 應該定期帶他們做
健康檢查！
進而當思維 我們每天大把
的時間都用在哪裡？
除了要多做運動 保持內臟
的功能繼續運轉之外 還要多多
修法迴向 尤其是自我心靈的充
實 以避免無常到來 引起內心
的極度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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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空﹂ ﹁變化
的﹂ 這三個加起來就是﹁無
常﹂ 無常大鬼一到 你就必須
離開人間 誰都無法倖免！即使
有再高的權位 再多的財富 再
美的美色 全部都會被帶走！身
體是每天都在變化 有形的是無
常 無形的更是無常
本來早上起床時是開開心心
的 結果一件事情一發生 煩
惱 沮喪 痛苦 憤恨
馬
上統統都湧現出來 心情馬上改
變 你根本不曉得為何會發生這
種事 只是一天的時間 從早到
晚 心情就可以是變化無常了
更何況是漫長的人生
︻無我︼
綜合了﹁苦﹂ ﹁空﹂
﹁無常﹂ 就知道這一切都只是
暫時的現象 全部都歸於無
常
最終我們會知道一切必
須﹁無我﹂

㆟㆒世 靈㆒蝕 惹㆒命 爭㆒時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24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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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真情世界】

話說米開朗基羅雕塑大衛像

說：﹁如果沒有前人鑿下一刀 就沒
有這座大衛像的流傳；正因為他的冒
險給了我勇氣 讓我更小心翼翼地完
成這個作品 ﹂
由以上的故事可知 做任何事都
有風險 一定要有完整的思考 才能
得以避免走冤枉路 再來 就看我們
敢不敢冒險！
在經濟領域上 風險的作用與危
害尤為重要 因世事及訊息多變化
今天還在持續飆升的股市 明天就有
可能大跌 導致許多人瞬間傾家蕩
產 所以 未來是不可預測的！換角
度來說 雖然氣象專家可能預知明天
的天氣 但也不能保證後天會怎樣
以上的說明稱為﹁不確定性﹂
人們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從事經濟活
動 這樣就產生了風險
以上所談論的風險既然是無法預
期的 那麼 轉移風險的方法就是購

■文∕ 林立人

︱論述經濟㆗的 風 險 與 防範

義大利佛羅倫斯開採到一塊品
質優良的大型大理石 這塊大
理石的外型被很多工匠評估過 都認
為適合雕刻成一座人型雕像；但因為
這塊大理石很漂亮且取之不易 讓許
多工匠沒有把握雕刻成一座好的雕
像 所以遲遲沒有人敢動手雕刻 後
來有一位工匠在構思了雕刻的藍圖
後 鑿下了第一刀 但在鑿下這刀之
後 就感到自己無法駕馭這寶貴的石
材而停手了！
過了許久 終於有一位偉大的雕
刻家︱米開朗基羅 把這塊大理石雕
刻成了世界著名的大衛像！但 美中
不足的是 先前雕刻家的鑿刀打重
了 傷了這塊大理石的結構 竟在大
衛像的背後留下了傷痕
作品完成後 有人看到這樣的缺
失 於是就請問米開朗基羅對於這個
傷痕是否會感到遺憾？偉大的雕刻家

買保險 保險的作用在於﹁分攤風
險﹂｜把一個人所要承擔的風險分擔
給更多人 每個人承擔的風險就小
了
保險是透過保險公司來進行的
保險公司存在的基礎是公司與投保人
都有利 一個人遇到風險的機率不
大 但萬一遇到損失就不會很大 可
以用一定的保險費來換取遇到風險時
的賠償權利
員工是一家公司的基礎 甚至是
命脈 筆者的公司先前為所有員工投
保職災險 以防員工上下班遭遇不
測 有一天 小麗︵公司員工︶早上
騎摩托車 在上班途中不慎被計程車
撞上 造成左小腿粉碎性骨折 最後
送醫治療
消息傳回公司 筆者請相關人員
告知勞保局及保險公司此一事故 以
做備案 也請小麗家人將警察單位調
查資料交付公司 再轉交付勞保局及
保險公司 完成職災相關申請 結
果 小麗在政府的保險機制及保險公
司的保障下 安心休養了兩年 也慢
慢恢復以往的健康
由以上可知 不論經濟活動或是
人身安全 均要有風險的防範與投保
分擔風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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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雷藏寺〉「藥師寶懺大法會」亦迴向 2014 年《燃燈雜誌》功德主。

■文∕鄭惠玲

十二點 上卷禮懺才剛結束 這
位躺在病床上 完全失去意識的
善信 竟然奇蹟般地睜開了雙
眼 手也開始恢復了動作
由此可知 ︽藥師寶懺︾不可思
議 ︿真佛密法﹀真實不虛！
法會後 蓮今上師為與會大
眾做寶貴的法語開示 蓮今上師
以自身為例勉勵大家 只要真心
改過懺悔 人人皆可學佛 人人
皆可往生佛國淨土 上師年輕時
生活糜爛 偶然的際遇 閱讀了
一本師尊的文集 啟發其學佛的
意念 後來欲歸還書本時 發現
書本的主人︵本宗分堂堂主︶是
上師早年的同學 上師向其請
教：﹁滿身重罪業者 可學佛
耶？﹂堂主答：﹁沒問題！前提
是要真心懺悔 改過向善 絕不
再犯 ﹂

發露懺悔遷向善
依教奉行能證果
︿

芝城雷藏寺﹀於西元二○
一四年十月十二日隆重舉
行﹁藥師寶懺大法會﹂ 由︿馬
來西亞密教總會﹀副總會長 現
任︿華嚴雷藏寺﹀住持 前︿西
雅圖雷藏寺﹀監院的釋蓮今金剛
上師主壇；法會當天 十方善信
大德齊聚芝城 虔誠禮拜︽藥師
寶懺︾
法會歷時一整天 上午禮拜
懺本上卷 下午禮拜懺本中卷及
下卷；於拜懺之中 即出現殊勝
的感應 一位完全失去意識十幾
天的善信 一直躺在醫院的監護
室 並已於拜懺法會的前一日
決定拔管 放棄治療 在法會當
日 家屬抱著最後一絲希望 為
其報名做法會的功德主 並將手
機放在其耳邊 讓她直接聽到眾
同門虔誠拜懺的聲音 當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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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是 上師在一九九二年寫
信皈依 向師尊發露懺悔往昔所
犯的種種不當惡習惡性 發願修
正過往行為 當時 師尊回覆告
知其必須修滿一千壇﹁懺悔
法﹂ 上師依旨奉行 三年內修
滿一千壇﹁懺悔法﹂ 同時加唸
︻高王經︼ 並到分堂當義工
上師表示 行者當老實修
行 一步一腳印 修法 持咒不
要貪快 最重要的是要專注 真
佛行者當時時頭頂根本傳承上
師 一心為佛 為宗派 致力推
廣︿真佛密法﹀ 滄海桑田 人
事變遷乃修行過程中考驗之一部
分 大家有緣齊聚一堂同修 應
當珍惜彼此之間的緣分
眾生皆有佛性 即使是大奸
大惡之徒 受完地獄果報後 也
會有開悟成佛的一天；因此 修
行人要平等視眾生 因為眾生皆
是未來佛 當尊敬 善待眾生猶
如諸佛 要讚歎他人優點 切莫
論他人過失 因為 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 在佛菩薩眼裡 無是無
非 無對無錯 眾生皆有佛性且
佛性恆有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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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蓮今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敬禮壇城諸佛。
⑵義工同門在準備藥材。
⑶蓮今上師與同門在討論禮懺儀軌，並對懺本解惑釋疑。
⑷十方善信大德齊聚，虔誠禮拜《藥師寶懺》。

▲蓮今上師為大眾做「藥師佛息災賜福灌頂」。

修行當時時刻刻把握當下
所謂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
得 未來心不可得；已經過去
的 無法追回；現時的一剎那
馬上會成為過去；對於不知道的
未來 則無需花費心思去揣測；
把握當下 發露懺悔 改過遷
善 且行且珍惜才是最重要的
修行是修正行為與修心 眾
生起心動念 其念頭善惡與否
諸佛菩薩遍虛空十法界皆可感
受 正此所謂天知 地知也！修
行的路程除了修法 持咒 唸
經 還要常存善念 止息惡念
做到身 口 意的清淨
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個人所造之善業與惡業 一定是
各自承擔；因果報應 絲毫不
爽 眾生一出世後 即朝死亡邁
進 時間的流失即是與死亡距離
的縮短；醫師只能治病 不能醫
命 俗語道：﹁真藥醫假病 真
病無藥醫 ﹂死亡 眾生無一可
倖免 大限一到 希望你我不是
在黃泉路上相逢 而是在佛國淨
土相遇

上師最後表示 能值遇根本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實修
︿真佛密法﹀ 即是此生最大的
福報！真佛行者只要真心懺悔改
過 行善布施 如此依教奉行
敬師 重法 實修且守戒 將來
一定可以回歸摩訶雙蓮池
蓮今上師以自身為例的懇切
開示 讓與會大眾都心有戚戚
焉 個個凝神靜聽；當上師開示
語畢 眾等身心頓時豁朗 法會
後 上師為大眾做﹁藥師佛息災
賜福灌頂﹂ 灌頂法流充沛 受
灌者身心倍感愉悅清暢 法會圓
滿結束

‧蓮今上師於︿芝城雷藏寺﹀主壇
﹁藥師寶懺大法會﹂後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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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㆒朵紅蓮，

開在︿真渡雷藏寺﹀的後院。

她出生在小小的﹁迷你雙蓮池﹂，

背靠尊勝佛母塔的柵欄。

法師召喚大家前來圍觀，

我給小小紅蓮㊢㆖㆒曲，

那是︿真渡雷藏寺﹀全體同門的紀念。

小小紅蓮㈬㆗禪，

微風含露意綿綿；

舉目觀雲望㆝宇，

寺廟處處現紅蓮。

‧在︿真渡雷藏寺﹀迷你雙蓮池的小小紅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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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花一慧

小小紅蓮

菩提園地

• 屏東地區首次聯合法會於〈高恩寺〉舉行，由蓮紫上師主壇。

〈真佛密法〉

是出苦輪、斷輪迴的最佳妙方

■文∕蓮花德成

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法王的加持
台灣屏東地區的︽真佛宗︾道場
為請佛住世 迴向師佛健康長
壽 特於九九重陽節前夕︵二○
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聯合舉辦
﹁南摩藥師琉璃光王佛息災祈福
超度護摩火供法會﹂ 法會吉祥
圓滿
法會於台灣最南端的同修道
場︿高恩寺﹀舉行 由︿高恩
寺﹀住持︵常住︶釋蓮紫金剛上
師主壇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
會﹀理事長釋蓮歐金剛上師 蓮
純法師 蓮竟法師護壇 與會貴
賓有：︿大義學會﹀蓮花特譽講
師 蓮鐽講師 ︿善德同修會﹀
蓮花長立助教 蓮花米珍助教
葉淑雯教授 南區︿華光功德
會﹀會長邱正義 ︿高雄市刮痧
拔罐協會﹀理事長許先富 ︿大
義學會﹀理事長廖麗瑩 ︿華光
功德會﹀前秘書長田岳易 ︿溪
埔國小﹀校長張麗蘭 ︿新庄國
小﹀校長曾耀文 ︿本師堂﹀堂
主顏莉榛 ︿參明堂﹀堂主林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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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地區首次聯合法會，逾三百名同門善信及各界貴賓踴躍與會。

金 ︿明珠堂﹀堂主簡水明
︿高恩寺﹀負責人孔德成及三百
多位同門善信參加
感謝師佛加持 護摩火燒得
特別旺 法會進行得非常順利
吉祥圓滿 蓮紫上師於開示時特

別強調 聖尊蓮生活佛所傳授的
︿真佛密法﹀是治療眾生貪
瞋 痴 疑 慢的良藥 可以救
度眾生 令業障消除 是解脫生
死的最佳妙方 是出苦輪 斷輪
迴的特效藥
此次法會功德迴向根
本傳承上師 祈願聖尊佛
體健康 長壽自在 大轉
法輪；同時迴向參加者
報名者業障消除 身體健
康；暨迴向︽真佛報︾的
功德主及︽燃燈雜誌︾的
功德主
法會結束後 主壇上
師為與會大眾做﹁藥師琉
璃光王佛賜福灌頂﹂ 法
會吉祥圓滿
此次法會是屏東區道
場第一次聯合舉辦 來自
各分堂的師兄 師姐本著
︿真佛宗屏東區同修道場
聯誼會﹀的聯誼宗旨與目
的：
一 為致力於屏東區
︽真佛宗︾同門的大團

結 達成資源共享 同心協力
弘揚殊勝的︿真佛密法﹀ 以此
真誠的心 回報聖尊蓮生活佛對
眾弟子的無量恩德
二 以實際行動實踐﹁請佛
住世﹂的決心；以歡樂喜悅 奉
獻的心 共同努力辦好每次法
會 而此次法會的結餘款項將全
數捐出 贊助慈善公益活動
最後 要感謝︿參明堂﹀的
眾師兄 師姐發心贊助法會供品
及擔任迎師 唱誦的工作；感謝
︿明珠堂﹀的眾師兄 師姐發心
贊助中 晚餐及堂主親自帶領的
交通指揮成員；感謝南區︿華光
功德會﹀支援音響 攝影等各項
器材及推拿 刮痧 整脊的服
務；感謝︿高恩寺﹀提供法會場
地及住宿；感謝︿善德同修
會﹀ ︿弘範同修會﹀ ︿本師
堂﹀及其他分堂同門分擔各項法
務工作
期盼每年都能夠在屏東地區
聯合舉辦這麼吉祥圓滿 普傳
︿真佛密法﹀ 廣度眾生的護摩
火供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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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份，可以每天唸
『報父母恩咒』四十九遍迴向給父母，以報答父母恩……

■文∕敬天堂

○一四年八月九日
馬來西亞昔加末︿敬
天堂﹀邀請釋蓮允金剛上師
主壇﹁南摩四臂觀音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護摩法
會﹂ 當天下了非常大的
雨 但同門仍然冒雨前來踴
躍護持 讓主壇上師甚表感
動 讚歎大家護持︿真佛密
法﹀的心
蓮允上師是第一次來到
︿敬天堂﹀ 但在多年以
前 當蓮允上師還是法師或
教授師的時候 ︿敬天堂﹀
的成員去︿馬密總﹀學習法
器跟唱誦時 蓮允上師即是
當時的授課教師 蓮允上師
對︿敬天堂﹀的成員印象很
深刻 由此因緣 於是︿馬
密總﹀就安排蓮允上師跟
︿敬天堂﹀再度結緣 前來
主壇法會
是日法會如儀進行 護
摩火分外旺盛 法會圓滿殊
勝！迴盪在室內的梵唄聲
咒聲 引領著與會眾等的心
逐漸專一 進而清安無憂
靜靜享受虛空中祥和的法

二

流 戶外仍下著雨 感受敏銳的
人 可以覺受到室內空氣中所充
斥的水分子 彷彿也是一種清涼
甘露
會後 蓮允上師開示 上師
談到一般人對於農曆七月都會有
點畏懼 認為是鬼門開的時候
傳統上說是﹁鬼月﹂ 但在佛教
來說 卻叫做﹁敬孝月 慈悲
月 吉祥月 歡喜月﹂ 在古印
度 有三個月份是雨季 這段時
間有很多昆蟲繁殖 以至於僧人
出去托缽時會增加踩到昆蟲的機
會 佛陀為了避免這些昆蟲被踩
死 因此要僧人在這幾個月份閉
關靜修；因為沒有托缽 在這靜
修的三個月裡 很多僧人在出關
的時候 也是他們得成就的日
子 所以 七月十五日也叫做
﹁佛歡喜日﹂
稱為﹁孝親月﹂是因為目犍
連尊者的母親生前非常慳貪 因
而墮入餓鬼道 其母親的喉嚨好
像一支針那麼細小 無法進食
雖然目犍連神通廣大 可以變化
食物給母親吃 但食物一到喉嚨
就燒掉了 於是 目犍連去請示
佛陀 佛陀教示在七月份對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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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當天下大雨，但同門仍然冒雨前來，踴躍護持。
• 法會當天下大雨，但同門仍然冒雨前來，踴躍護持。

眾做廣大供養 以僧眾誦經的力
量迴向其母親 其母才得以脫離
餓鬼道 ﹁中元普度﹂ ﹁盂蘭
盆節﹂即是由此而來
上師述說釋迦牟尼佛在舍衛
國所講述的孝順故事 過去 在
波羅奈國流傳一個陋氣 當父母
年老 要將他們活埋 因為認為
人老了沒用 既不能幹活 也浪
費糧食 久而久之 竟成了國家
的法律規定 有一個長者的兒子
非常孝順 不認同這個規定 希
望有一天能導正 於是他將年老
的父親藏在地下室 仍然每天供
養 他的這份孝心感動諸天 為
了協助他 諸神出了四道問題給
國王：﹁如果七天內你能解答
我會擁護你及你的國家；如果七
天內解答不出 我就要把你的頭
劈成七塊 ﹂於是國王召集大臣
商討 大家絞盡腦汁仍束手無
策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於是國
王就號召天下：﹁能夠解答的人
就能得到獎勵 任何要求都答
應 ﹂
天神提的四個問題是：﹁什
麼是最大的福報？什麼是最大的
快樂？什麼是第一美味？什麼最

長壽？﹂長者子得知後 立刻回
家詢問父親 其父親很有學問
給了一個很圓滿的答案：﹁信用
誠實是最大的福報 修行正法是
最大的快樂 誠實善語是第一美
味 法身慧命最長壽 ﹂
長者子把答案稟告國王 國
王順利通過考驗 國王問長者
子：﹁答案是你自己想的嗎？﹂
長者子說是其父親 國王很驚
訝：﹁你父親應該很老了 怎麼
他現在還活著嗎？﹂長者子說：
﹁請國王饒恕 我的父親的確很
老了 但我違反國法 私自將他
藏起來 ﹂長者子繼續說：﹁父
母的深恩 如天地一般 十月懷
胎 辛苦撫養 還要教導為人處
事的道理 才能成就今天的我
們；縱使有人能左肩擔父 右肩
擔母 行走一百年 並且無微不
至地侍奉 供養 這樣都還無法
報答父母的深恩 我別無所求
希望國王能廢除活埋年老父母的
法律 ﹂國王深受感動 不僅廢
除這條法律 而且還增加一條法
律：﹁凡是不孝父母的人 將治
重罪 ﹂
佛陀說：﹁能夠孝養 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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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 蓮允上師主壇護摩法會
加持護摩供品

父母 即是孝養 恭敬一切佛及
賢聖 這是非常殊勝可貴的 ﹂
而後告訴大家：﹁當時這位長者
的兒子就是我 我因為孝順父母
而令國王廢除陋習 這個功德就
是我今日成佛的資糧 ﹂
由此可知 孝順父母是非常
重要的 值此七月 我們可以對
現在的父母或是過去七世的父
母 以他們的名去供僧 可以利
益現世的父母得健康長壽 過去
七世的父母得以超拔往生；此
外 在七月份 可以每天唸﹃報
父母恩咒﹄四十九遍迴向給父

護摩火分外旺盛

母 以報答父母恩
而後 蓮允上師繼續為大家
分享三篇供僧得福的故事：
有一對非常窮苦的夫妻 每
天過著飢寒的日子 當他們看到
村莊裡的富豪都去寺廟做布施與
供養時 夫妻倆明白了布施與供
僧的重要；於是 這對夫妻決定
賣身給富豪當奴婢 將所得拿去
供養出家眾 他們找到一個富
豪 向富豪借了千金 並表示如
果一個禮拜後沒還錢 可以將之
夫妻倆當做奴婢 任之使喚 然
• 蓮允上師主壇護摩法會

後 夫妻倆便把這筆錢捐給寺
廟 齋僧七日
一天 國王想到寺廟齋僧
寺廟的住持卻說該檔期已有人供
養了 國王很生氣地說：﹁我身
為一國之君 今天要供養僧人
竟然給人搶了！﹂於是召來那對
夫妻 夫妻倆一五一十稟告後
坦言他們只有七天的時間可以布
施 七天過後就失去自由了 國
王聽了非常感動 於是賜寶物及
土地予他們 這對夫妻因此而成
了富豪
第二個故事很特別 故事的
主角是一隻母狗 有一個居士很
發心 每天都會供養僧人 所以
有很多僧人會到他家裡受供 居
士的家裡養了一隻母狗 這隻母
狗每次看到僧人所接受的供養
牠都想吃；有一個得證的僧人知
道這隻母狗想吃 每次都會把糧
食分給牠 因此 這隻狗對這位
僧人生起很大的歡喜心 後來
這隻狗去世了 轉世投胎做公
主
公主還記得自己前世是一隻
母狗 受了出家人的恩惠 因為
對僧人生起歡喜心 所以才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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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當天下大雨，但同門仍然冒雨前來，踴躍護持。
• 蓮允上師於〈敬天堂〉法會後開示，與會大眾細心聆聽。

分轉世為公主 但 她的國家沒
有任何的寺廟與出家眾 沒有機
會做供僧與布施 於是她嫁到一
個有很多寺廟 僧人的國家；公
主每天都做廣大供養 凡事親力
親為 有一次 傭人把掃把藏起
來 公主找不到掃把 於是就把
自己的衣服當掃把 她的丈夫看
到了 問其原因 公主詳述緣
由 丈夫很感動 只因為對比丘
生起歡喜和恭敬心就得此福報
真的不可思議！因此 她的丈夫
也發心布施 供僧
第三個故事是講有一長者發
願 每年臘八月一定要供僧 後
來年紀大了 臨終時對他的孩子
說 以後仍要在每年臘八月繼續
供養僧人 雖然這位長者很有
錢 但是他的兒子很老實 遵父
遺言 每年都做廣大供僧 因此
越來越窮 今年的臘八月將至
卻沒錢供僧了 此時 佛陀請目
犍連尊者前來詢問：﹁你今年還
是會像你父親一樣 繼續供養僧
人嗎？﹂長者子回答：﹁是的
我會繼續供僧 ﹂於是長者子想
盡辦法四處借錢 也請妻子回娘

家借錢
當臘八月過去 完成了佛陀
與其他僧人的供養之後 長者子
感到很欣慰 終於還是圓了父親
的心願 第二天早上 他發現
一夜之間 家中竟然充滿了寶
物 心中既高興且害怕 怕的是
被官府查究 於是他去請示佛
陀 佛陀說：﹁這些財寶可以任
你使用 因為你守信用 不違反
父親的教導 繼續做廣大供僧
而且經常懺悔 精進學佛 因此
得到這個福德 ﹂
這三篇故事告訴大家 只要
有恭敬僧人及供養僧人的心 對
出家人心生歡喜 即使是一剎那
的心 仍然會有福分
在今天蓮允上師與大家分享
孝親與齋僧的緣起故事後 是日
法會圓滿結束 ︿敬天堂﹀在此
感謝大家的護持 感謝不畏舟車
勞頓遠道而來的同門 感謝不辭
勞苦參加籌備工作的同門；有了
大家的發心 參與 才能舉辦這
場法會 更有了根本傳承上師
諸佛菩薩的加持 法會才得以吉
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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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我家

―蓮生活佛禪式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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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蓮生活佛禪式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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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打手肘內彎療法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根據今年 4 ㈪ 16 ㈰《經濟㈰報》報導，我國心因性猝死患者的數量居全球之首，救回
的機率幾乎是零。因為心臟病的黃㈮㈲效急救時間只㈲㆕、㈤分鐘，過了急救時間，腦細
胞就會缺氧死亡，超過 12 分鐘存活率僅㈲ 2% ㉃ 5%。 而我國搶救成功率不到 1%。
據〈新京報網〉 11 ㈪ 27 ㈰報導，殲 -15 研製現場行政總指揮—羅陽「突發急性心肌
梗塞」，經搶救無效，於 25 ㈰ 12 時 48 分殉職。而在此次遼寧艦海試過程㆗，羅陽曾經感
到不㊜， 25 ㈰㆗午走㆘航空母艦後，羅陽曾告知㉂己的身體很難受，之後，在送往㊩院過
程㆗發生大面積心肌梗塞，到達㊩院後仍搶救無效，享年 51 歲。
〈第㆕軍㊩大㈻〉專家撰文在 11 ㈪ 19 ㈰《健康報》坦誠，急救心肌梗塞療法風險之
大也讓㆟驚怵：病㆟心肌梗塞後，會緊急做動脈導管插管溶栓術，將血栓解除，然而，栓
塞解除後的數分鐘內，由於心臟的缺血後再灌㊟而產生的心肌損傷，可能導致心律失常，
甚㉃危及生命！

但，若是以「拍打⼿肘內彎療法」予以拍打急救，需時不多，卻是效果⾮
凡，不僅可緩解⼼梗突發前的⼼區不適，⽽且不會有「外⽤醫藥產⽣⼼肌損
傷，導致⼼律失常，甚⾄危及⽣命」的副作⽤。
×

×

×

×

㆒位施救者曾在參加㆒個訂婚宴後正要離開，鄰座㆒位 70 多歲的老㆟突然昏厥，仰坐
在椅子㆖㈺吸急促，兩眼僵直，疑似心肌梗塞。㈲㆟說：「快叫救護車。」㆒位施救者便
㆖前拉起老㆟的衣袖，大力拍打老㆟的㊨肘內彎，並要家㆟拍另㆒隻手肘內彎。在拍打幾
㈩㆘後，老㆟就開始㆒再縮手，這說明老㆟知道疼痛，意識開始恢復，應無大礙了。
翌㈰，老㆟的家屬打電話告知施救者，救護車把老㆟送到〈朝陽㊩院〉急救後，該㊩
院的大夫問：「胳膊是誰拍的？拍這㆞方是拍對了，可以把堵住血管的血栓疏通掉，不
然，等到救護車送到㊩院再搶救，真不知後果會如何？」㊩院㆒檢查，就是心肌梗塞，在
㊩院打了㆒瓶點滴之後就回家了。隔年的 5 ㈪ 26 ㈰，施救者去參加婚禮時，又碰㆖那位突
發心梗的老㆟，老倆口滿口感謝，直說那㆝救了老頭㆒命……。
幸而〈朝陽㊩院〉那位大夫能理解拍打的作用，那句「不然，等到救護車送到㊩院再
搶救，真不知後果會如何」的言外之意也不難理解，若真是等救護車送到㊩院才急救，錯
過了黃㈮搶救時間，只怕老㆟已經是沒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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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60%
7%

8%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Health
Medical Science

㈲㆒位朋友的父親也是突發心肌梗塞，連吃救心丸都來不及了，兩個㆟各拉起老㆟的㆒條胳
膊，按照拍打拉筋的方法—「在手肘彎處猛拍幾分鐘」，老㆟果然甦醒了，並如同常㆟㆒樣站了
起來。
據推行「拍打拉筋㉂癒法」的蕭宏慈先生講，這㆒招實為道家的㊙法—「調傷法」。此法鮮
少㆟知，只因「道不輕傳」，怕「所傳非㆟」，很多㆟不是「聞道勤而行之」，而是「聞道大笑
之」，還不免說㆔道㆕：「這種簡單的法子也能治病？跟㉂虐似的，別拍殘了！」而它㈲無療
效，只㈲試過方知。

中醫認為「寒凝致瘀，⾎⾏受阻」，⽽⾎栓形成和疏通的原理⼤概近似超市裡的
花⽣油，室溫稍低即凝結，室溫⼀升就化開。肘彎處的⼼包經、⼼經直通⼼臟，⼤⼒
拍打這兩條經絡就能促使「氣⾏⾎⾏」，令⼈發熱出汗，起到「升陽化除⾎栓、疏通
⾎管瘀堵」的作⽤。這⼤概就是〈朝陽醫院〉⼤夫所⾔⽤：「拍打急救可以把堵住⾎
管的⾎栓疏通掉」的原理所在。
⽽這種拍打⼿法，⼈⼈⼀看就會，無需培訓，平⽇常拍還能防治各種⼼臟疾病，
調降⾎壓，⼤⼤減少⼼臟病的發⽣。此外，拍打肘彎出痧與否，當即就能看出有無⼼
臟疾病，這是診斷的過程，準確性⾼於現代醫療儀器檢測的結果；將拍出的紫⿊⾊毒
痧持續拍成紅⾊，⼼臟病症會隨之減輕或消失，這⼜是化痧治療的過程。堅持拍打⾝
體其它經絡或疼痛部位，還能治愈很多⼤醫院束⼿無策的不治之症。
換言之，羅陽先生前兩年的體檢報告，都表明他的身體沒㈲問題，然而在今年卻突發心肌梗
塞，足見㊩療儀器檢測的結果也會誤㆟性命！㈲鑑於此，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倘若媒體早㈰大力
宣傳推廣普及這種簡便易㈻、安全㈲效的㆗㊩拍打療法，讓㆟㆟都能知道「拍打手肘內彎」的簡
便急救法，羅陽何以會在身感不㊜之時，㆟㆟無能為力，甚或愛莫能助？又何㉃於在送㊩途㆗也
無㆟能出手拍打施救，以致白白錯過㆕、㈤分鐘的黃㈮㈲效急救時間。
其實，羅陽送㊩不治，㈲關部門也難辭其咎，因為多年來在諸多文宣㆗片面迷信現㈹㊩藥，
而將傳統㆗㊩療法邊緣化，甚㉃否定㆒些防治疾病顯著㈲效的民間療法，此即間接導致了㈰前羅
陽送㊩搶救無效身亡，難免㈰後重演類似的悲劇。
反之，若能大力宣傳推廣普及拍打療法，不僅能大大減少心肌梗塞突發的機率，還能讓㆟㆟
都能㈻習「拍打手肘內彎」的急救方法，如此，不知能挽救多少心肌梗塞患者的寶貴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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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sked: ”What is the matter?”
They answered: ”We have learned Buddhism for a number of years now. We

understand how to tame our heart, how to be pure, we are able to uphold it in the day
time. At night , it has become a routine, we will ejaculate a lot after a few days. We kept
quiet, for we are unable to vindicate. This is a human nature. For an ordinary person
once it is full, it will overflow, it is normal.
But as a cultivator, to ejaculate is ridiculous. Whether there is ejaculation, we know
ourselves. The young ones will ejaculate a lot. For the older monks, maybe because of
their age, the quantity is not so much.”
I asked :”Why do you come here to see me?”
They answered:” We have your spiritual books. You mentioned about how the
monks wet the bed. Although you did not give the solution, we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We hope you could teach us, so that we can solve
our long suffering.”
They also said:” From the Living Buddha's sermon, we know you are cultivating
”Non-leaking”.
We know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non-leaking, such as non-leaking in troubles,
non-leaking in wisdom, non-leaking in material. The last one is in fact non-leaking of
sperm. A male must cultivate until his sperm is not leaking, and a female without
menstruation. This is to cultivate ”cutting off”, it is not when you are old, nature takes it
course and cut you off, by then you are too old to be a cultivator.When we hear that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has mastered ”non-leaking”, we have high hope that you will
be merciful and teach us the solution.”
I understand the dharma masters of Mahayana school of Buddhism never cultivate
Qi, Mai and Ming Dian. They only know of the triple gem of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and Precept, tranquillity and wisdom.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cultivate their
bodies. They thought by sheer endurance, they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non-leaking.
This is very difficult, even if the sexual organ is removed, there will still be eja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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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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not uncommon to see dharma masters of Mahayana school of Buddhism wet
their beds.
Even for the gurus of Tantra, without many years of cultivation in Qi, Mai and Ming
Dian, and without achieving certain level of response, it is a difficult task to be nonleaking.
There are four levels of Tantra.
Assembly of external cultivation (wai Yuan hui) - purification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Assembly of internal cultivation-(nei Yuan hui) - cultivation of Qi, mai and Ming
Dian.
Assembly of tantric cultivation (mi Yuan hui) - the most profound section.
Assembly of the most profound tantric cultivation (Mimi Yuan hui) - the Maha
perfection dharma.
●
I wanted them to take refuge in me first.
They had difficulties, but finally agreed to take refuge secretly.
I know their pains, once they take refuge in me,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face their
teacher. They might be ousted out from the complacent traditional Buddhism fraternity.
after their secret refuge, I taught them
sleeping light dharma - sleeping in brightness.
Dream Mahamudra dharma - purification of dreams
Ming Dian dharma - descend, ascend, hold, and spread
My dharma is to cultivate the physical body. The sperm that is full will be turned into
Qi by fire, and the Qi will flow in the whole body.
My special skills will enable all the monks to master the act of non-leaking; and all
the nuns have their menses stopped.
In the near future, I will let all the True Buddha disciples have the key to success
when teaching at the Rainbow Lodg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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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s sur l'accueil
d'un ongle du Bouddha

J

e dis :

— Quelle utilité y a-t-il à parler du
vrai et du faux, tant que l'on n'a pas pris
refuge dans les Trois Joyaux ③ , ni reçu
l'ordination ? En l'absence d'incorporation
de la règle, on ne peut pas accumuler les
vertus par la pratique de la discipline pour
réaliser l'état de bouddha.
» Quelle utilité y a-t-il à parler du vrai
et du faux, tant que l'on n'a pas entendu le
sûtra, ni compris l'enseignement du
dharma ? En l'absence de compréhension
du dharma, comment pourrait-on réaliser
l'état de bouddha par une pratique assidue
?
» Quelle utilité y a-t-il à parler du vrai
et du faux, tant que le corps, la parole et la
pensée ne sont pas purifiés ? En l'absence
de pureté, on ne peut pas réaliser l'état de
bouddha, même en se prosternant le front
contre terre jusqu'à ce que la tête se brise.
» Par l'observance des préceptes, on
éradique l'avidité.
» Par la méditation, on éradique la
colère.
» Par la sagesse, on éradique
l'ignorance.
(S'appliquer avec assiduité aux
préceptes, à la méditation et à la sagesse
supprime l'avidité, la colère et
l'ignorance.)
Ceux qui pratiquent les préceptes
doivent persévérer à les suivre. Ceux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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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citent le nom du bouddha ou le mantra
doivent maintenir leurs pensées pures.
Ceux qui pratiquent la méditation et la
sagesse doivent accorder leur coeur à la
nature, leur nature de bouddha pourra
ainsi se manifester. Si on se cultive dans
la voie de la Délivrance et la voie de la
Bodhi, on pourra finir le cycle de ses
existences, comprendre son coeur et
percevoir sa nature !
Tout cela est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que l'accueil de l'ongle du Bouddha.
Personnellement, je ne désapprouve
p as q u ' o n accu eille les r eliq u es
d'ossements, de dent ou d'ongle du
Bouddha pour la bénédiction du pays, de
la société ou des êtres vivants ; je ne
m'oppose pas non plus à ce que les gens
fassent des génu-flexions devant l'ongle
du Bouddha, en frappant leur front contre
le sol, « pan, pan, pan » !
Je ne voudrais que les bouddhistes
retiennent bien ceci : en réalité, la
pratique assidue du coeur et la nature de
bouddha émanant de son propre coeur
sont plus importantes que la prosternation
apparente.
Jadis, quelqu'un s'enquit auprès de
moi de la chose suivante :
— Han Yü1 ④ avait rédigé des
remontrances contre l'accueil des reliques
d'ossements du Bouddha. Quel est votre
sentiment sur sa désapprobation ?
Quand j'étais étudiant, beau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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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s avaient déjà lu ce texte. Han Yü était
un écrivain renommé et ce texte-là très
célèbre. Il conseillait à l'empereur Li Chun
de ne pas accueillir les reliques du
Bouddha, et l'essentiel de son
raisonnement était le suivant :
1. C'était sous la dynastie des Han
postérieurs ⑤ que le boud-dhisme était
entré en Chine, et il n'y avait pas de
religion boud-dhique avant cette période.
2. En Chine, au moment où le
bouddhisme n'existait pas, les souverains
restaient longtemps sur le trône, le pays
était en paix, le peuple était tranquille et
heureux.
Par exemple, Huang Ti (le Souverain
Jaune), Shao Hao, Chuan Hsü, Ti K'u,
T'ang Yao, Yü Shun, Ta Yü, Ch'eng T'ang,
Wu Ting, Wen Wang, Wu Wang et Mu
Wang de la dynastie Chou ⑥ , tous ces
empereurs régnèrent longtemps, jusqu'à
plus de cent ans, à l'exception de Wu Ting,
qui fut au pouvoir pendant seul ment
cinquante-neuf ans. En outre, tous ces
souverains jouissaient d'une grande
longévité, excepté Wu Wang de la
dynastie Chou, qui, bien que la durée de
sa vie fût plus courte, vécut tout de même
pendant quatre-vingt-treize ans.
Tous les peuples vivaient en harmonie
et dans la félicité.
3. Sous la dynastie des Han postérieurs,
le règne de Ming Ti ⑦ connut l'entrée de la
religion bouddhique en Chine. En

conséquence, le souverain Ming Ti ne resta
sur le trône que pendant dix-huit ans.
Les empereurs de la période des
dynasties du Sud et du Nord croyaient en
Bouddha ; ils gouvernaient le pays à court
terme, et la durée de leur vie n'était pas très
longue.
Les peuples vivaient dans le chaos des
guerres, et l'Empire chinois n'était pas en
paix.
(Parmi les empereurs, Liang Wu Ti ⑧
resta le plus longtemps au pouvoir, c'est-àdire pendant quarante-huit ans de règne, et
il fut aussi le seul qui vécut plus de quatrevingts ans. Il était le coeur du Bouddha, le
fils du Ciel, le plus dévot bouddhiste, et il
avait sacrifié à trois reprises sa vie pour
l'offrir au Bouddha. Cependant, au déclin de
l'âge, sa situation était mauvaise, car il fut
traqué par le traître Hou Jing et mourut de
faim dans une ville autre que la sienne et,
huit ans après sa mort, sa patrie fut
détruite.)

- à suivre -

③ Le bouddha, le dharma et la sangha.
④ 768-824 après J.-C.
⑤ 25-220 après J.-C.
⑥ 1046-256 avant J.-C.
⑦ 57-75 après J.-C.
⑧ L'empereur Wu Ti (502-549) de la
dynastie Nan Liang (50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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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集推廣組訊】〈宗委
會〉 師尊⽂集推廣組為慶祝蓮
⽣活佛七⼗仙壽，響應「書代
表我的⼼」，將《真佛宗》創
辦⼈蓮⽣活佛盧勝彥法王歷年
來⼼⾎結晶的上百冊⽂集著作
之法語精華名⾔句編輯。
《真如⽚⽚》基本原⽂是中
⽂，⾸次先推出三種版本，有
英⽂、法⽂、⽇⽂等三國⽂字
譯本。
⾮常感謝上師、法師、教授
博⼠、弘法⼈員及相關參與⼈
等，不辭⾟勞地將其翻譯成多國⽂字語⾔，匯集成冊，並委由〈⼤燈⽂化〉印刷出
版。
此為最新的蓮⽣活佛⽂集法語精華⼝袋書，書名為《真如⽚⽚》，即將推出，敬
請拭⽬以待。
蓮⽣活佛將真如智慧化為蓮花⼼瓣，⼀⽚⼀⽚飄落⼈間，冀指引⼈⼼，開啟眾等
般若。希望⼈⼿⼀本，推廣這本蓮⽣活佛法語精華—《真如⽚⽚》⼝袋書。
另，師尊⽂集推廣組也提供更多的法語精華予台灣〈中觀堂〉於台北市公⾞內
BEE TV 的「蓮⽣活佛⾦句廣告」上使⽤，希望藉由多⽅⾯媒體傳播，讓師尊的般若
法教遍及社會各⾓落。
〈宗委會〉呼籲，歡迎各道場及眾同⾨，共襄盛舉，以實際⾏動來護持師佛，贊
助善書助印推廣，讓師尊⽂集永遠流傳，也讓更多的⼈受益。
助印善書，功德無量。希望所有同⾨⼤⼒護持，⼀起努⼒弘揚真佛，與⼤眾分
享。
此外，對於歷年來贊助〈宗委會〉 師尊⽂集推廣組的前⼗名單位，為感謝他們
的⾧期贊助與⽀持，〈宗委會〉將回饋贈送五百本最新蓮⽣活佛⽂集法語精華—
《真如⽚⽚》⼝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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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會 〉 ㆞址 ：17110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電話： (425) 885-7573

•傳真： (425) 883-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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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告˙

口 袋 書 贊 助 辦 法 說 明 如 下：
⼀、單⼀同⾨贊助款如果少於 US$1000，〈 宗委會〉將不會寄送到贊助者處。
⼆、但同⼀道場之同⾨可以集合⼤家贊助的款項，寄⾄〈宗委會〉辦事處。只要
寄來的贊助款總合是 US$1000 或更多，便可要求寄書到貴單位，註明道場的收件地址
及書本總數（以不超過贊助⾦額為限）。
三、如果贊助善款是⽀票，受款⼈為： TRUE BUDDHA FOUNDATION， ⽀票上
請 註 明 ： 贊 助 師 尊 ⽂ 集 推 廣 組 （ Donation to Propagation of Grand Masters
'
Books）， 直接寄給〈宗委會〉。
四、贊助者亦可上《真佛宗》官網（ tbsn.org） 選擇 e-store 的⽅式捐款。善款亦
可使⽤網路信⽤卡 e-store 贊助。如果符合條件，需要寄書的贊助單位，請註明收件
者的詳細資料，再傳真到〈宗委會〉辦事處。
其餘的⼝袋書將由〈宗委會〉師尊⽂集推廣組統籌分配，如果道場或相關單位舉
辦蓮⽣活佛書畫展，亦可來信申請⼝袋書。
贊助者可註明助印善書功德迴向資料，將祈請師佛特別加持。為節省印刷費⽤，
迴向名單不會印在⼝袋書內，⽇後將整理贊助者名單，公布於中央⽂宣上。
感謝⼤家熱忱參於贊助，如有任何疑問請來函〈宗委會〉辦事處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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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劉荐㈲
•迴 向：超度劉荐㈲所㈲的冤親債主
纏身靈及㈬子靈往生淨㈯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
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
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
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
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
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
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
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閃佛。彌陀佛。
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
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
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
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
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
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FU YEN TRUE BUDDHA TEMPLE

好福報 ! （ 2014 年）
㆙午年 365 壇護摩㈫供系列

好福報 ! （ 2015 年）
㆚未年 365 壇護摩㈫供系列

‧2月份
‧11月份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
祈福超度替身法護摩火供
‧3月份
南摩堅牢地神祈福護摩火供
•電話：1-718-639-2456
•傳真：1-718-639-2496
•信箱：tbs.fuyen@gmail.com
•㆞址：43-10 National St.Corona NY 11368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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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蓮花童子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蓮花童子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勾財天女祈福護摩

.

※每逢【八白日】南摩堅牢地神祈福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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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請根本傳承㆖師聖

迴向 根本傳承㆖師聖尊蓮生活佛
佛體安康、㉂在㉂樂、
長住世間、大轉法輪！

12 月 15 日 至 21 日
恭請 蓮花少東㈮剛㆖師 主壇
釋蓮樑法師 蓮花碧霞講師 護壇
暨 南摩藥師佛增福祛病障灌頂

尊蓮生活佛放光加持

星

期㆒㉃星期㈥，每晚 8 時開始。 12 ㈪ 21 ㈰ 星期㈰，㆘午㆓時正開始。
連續㈦㆝㈦場護摩法會，每場護摩㈵備 108 份藥品㆘爐供佛，包括珍貴藥
材–杜仲、巴戟、冬蟲夏草、鹿茸、鹿尾巴、㆟參、党參、田㈦、石斛、靈
芝、阿膠、燕窩、當歸、珍珠末等；並分㈦㆝恭誦【 1. 真佛經、 2. ㆞藏王菩薩
消災延壽經、 3. 普門品、 4. 佛說療痔病經（㈦遍）、 5. 瑤池㈮母普度收圓定
慧解脫真經、 6. 佛說阿彌陀經、 7.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別增設【南摩藥師佛、㈦色曼陀羅、消災延壽功德主】。為功德主安奉–
消災延壽本命位、續命幡、延命燈、㈤色華蓋，㈤功德米斗，祈求：利斷煩
惱、智慧無礙、靈命增長、稱心如意、增益進步。共 108 位，額滿即止。
★ 12 ㈪ 14 ㈰星期㈰，㆖午 11 時同修並加唸藥師佛心咒 1080 遍迴向法會。

香港㈫炭普明同修會
香港新界㈫炭山尾街37〜41號華樂工業㆗心第㆒期B座9樓33室
•電話：+852 2616 943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傳真：+852 2616 9424  •詳情請瀏覽及㆘載表格www.hkpm.org

103 年
㈪

㈰

頂：㆞藏王菩薩賜福灌頂
㆝㆖聖母（媽祖）賜福灌頂

0

㆝㆖聖母法於民國95年3㈪8㈰及101年2㈪4㈰
聖尊蓮生活佛親傳
0

唱

誦：妙行團隊唱誦團擔任

•法會日期：
國曆12㈪24、25、26、28㈰
民國103年
㆕㆝
農曆11㈪03、04、05、07㈰
•法會地點：妙行堂
桃園縣㆗壢市復華里復華街186巷51號
‧法會功德：
請佛住世 祈請「南摩華光㉂在佛聖尊蓮生
活佛」長住世間 長住台灣 常轉法輪 不入
涅槃
加持真佛㊪發揚光大 以弘揚真佛密法
廣度眾生
為兩岸和平祈福 護國息災 報孝恩親
為所㈲參加者報㈴者息災 祈福 增益 敬愛
治病及超拔歷㈹祖先 ㈦世父母 纏身靈
㈬子靈 冤親債主與普度幽冥
•法會圓滿日：
民國103年國曆12㈪28㈰ 梁皇寶懺圓滿壇
㆘午㆒時
㆞藏王菩薩超度大法會
施放大甘露瑜伽焰口 冥陽兩利
●民國104年02㈪06㈰ 農曆103年12㈪18㈰
（星期㈤）晚㆖㈧時 叩謝癸巳年太歲星君與
燃點光明燈及禮拜元辰斗燈圓滿法會。
★歡迎各界善信大德同門踴躍參加或報㈴參加，
同沾法喜，共沐佛恩。（現場供應餐點）

真佛妙行雷藏寺籌備處

灌

㆗國真佛㊪密教總會妙行堂

主壇㆖師：蓮楹㈮剛㆖師

•報名：
親㉂報㈴：請親㉂㉃妙行堂報㈴
通訊報㈴或傳真報㈴：
聯絡電話：03-4523521
傳
真：03-4625692
妙行堂網址：http://www.macts.com.tw
請利用網站點入「真佛㊪妙行堂活動看版」
㆘載表格報㈴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影㊞即可。
•費用隨喜
•法會贊助建議功德主設有總懺主、懺主。
法會結餘移作建寺基㈮，福不唐捐。
妙行堂每㈪農曆初㈧、㈩㈧、廿㈧㈰啟建蓮
花童子護摩法會時，為所㈲報㈴者、參加者
祈願迴向㆒年賜福加持吉祥圓滿。
凡參加總懺主、懺主之功德主：
每戶贈送聖尊蓮生活佛
加持之「勾㈶㆝㊛菩薩護
牌」㆒只作為紀念。
每戶為其設斗禮拜「元
辰斗燈」㆒年消災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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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