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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蓮花童子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蓮師知㈤明、得悉㆞，具威猛伏魔法，可降伏㆒切㆝魔。

平等視眾生才能產生利他之心，捨為平等覺，是第㆒重要。

︿彩虹雷藏寺﹀妙音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無忍不成德，瞋是㆞獄根；㉂性成佛大圓滿，無求放㆘即是修。

︿彩虹雷藏寺﹀一髻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蓮生活佛是乘願再來成就者，得如來心㊞、口耳、持明諸傳承。

︿西雅圖雷藏寺﹀藥師佛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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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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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

點火吸之

喜歡抽煙的老

留著白長鬍

而是用煙

我看他且吸且嚥

用指頭拿煙抽

相貌清瘦

鄰居有一位老煙槍

年約六十餘

中有放置煙草

他抽煙不像現代人

談吐像一個讀書人

人

我
子
筒

津津有味
我問他：

抽煙也是遊戲！﹂

﹁阿伯！抽煙不是不好嗎？﹂
他答：
﹁人生如戲
我問：

只是用手示意

煙從口出

他要我看他的口

﹁如何遊戲？﹂
他不答話

舌頭動了一動

每圈如同﹁甜甜圈﹂形

一圈又

只見張口吐煙

一圈的煙從口一一溢出

這個我曾看過

不稀奇！﹂

也就是一個又一個﹁甜甜

又消失掉

四周圓煙團
往上飄

中間空
圈﹂

他問我：

但

﹁好玩嗎？﹂
我說：
﹁好玩

1

看

他說：
﹁我有更稀奇的

你看吧！﹂
後來再

還不很清楚

初看
一個又

他又吐煙

這時
有頭有身子有手有腳

向上飄

竟然是﹁人形﹂

一個﹁煙人﹂

靈又靈

就成

再一朵一朵的

天哪！真的

真的是

突然四面爆開

算是很稀奇的了

我覺得吐煙能吐出一個又一個

滿空中都是﹁煙人﹂

這個我沒看過
﹁人形﹂
他是怎麼辦到的？

就會靈

峙立良久

四面八方的放射

變成一朵又一朵的花

到了最上面

他又表演：﹁百花齊放﹂

我瞠目結舌
後來
再細看

吐煙成一條直線
如煙火
大朵

小朵

﹁花﹂
是﹁花﹂
婷婷玉立

﹂
學得精

非常驚訝！

每一朵花

﹂

﹁你學佛就好

他笑了：

﹁我想學

我說：

我見了

消失掉

仙

(他知道我學佛)
他說：
﹁只要你持續不斷
我專精於佛

專精於佛

自然有成就

發現了原來這世界是：

原本就是如此如

就是﹁古里古怪集﹂

我看見的世界與他人不

古里古怪也非古里古怪

結集成書

在我的見聞覺知之中

但

古里古怪的事非常多

﹁化網﹂

﹁大幻﹂

後來

啊！﹂

此
同

我把這些

這是我二四五本書
祝：開卷有益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蓮生活佛‧盧勝彥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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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化網金剛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5冊《古里古怪集》

喉輪

心輪

又佛母的九面

十臂

四足

四十

不想未來

幻化出百

我的身子便

密輪

便知

臍輪

修練﹁大幻化網金剛﹂時
是壇城

我

由眉心輪

這即是﹁大幻化網﹂
我的修法是：
自然靜默
身是毘盧七支坐

不想過去事

不說話
意是心

無分別

口隨氣出入
即不作

(這是﹁無依止﹂)
又：
八足

如果我觀想﹁大幻化網金剛﹂的二十一面

不想現在事

尊的﹁忿怒﹂及﹁寂靜﹂本尊

事

二臂

﹁普賢王如來佛母﹂

﹁六釋迦能

﹁八大菩薩及八大菩

﹁護四門明王及四忿怒母﹂

﹁五方佛佛母﹂

及觀想﹁普賢王如來﹂
﹁五方佛﹂
薩佛母﹂
仁﹂
(這是﹁有依止﹂)
我的意思是說：
自然︱︱無依止

3

語

觀想︱︱有依止
一密

又現出一位星官羽衣的天神

我說：﹁不是！﹂

水清清

不見綽約

不聞聲音

於是了知

﹂

我來教你

持法器的阿修羅

又現出一位佛陀一樣的如來
我說：﹁不是！﹂

又現出一位三頭六臂

竟然耳聞

其音清晰

我說：﹁不是！﹂

我修﹁無依止﹂

﹁我是大幻化網金剛！﹂

祂說：

有一次

我問：

這才是化網

大笑而去！

這才是大幻

大幻化網金剛

﹁盧師尊
不是

哈哈哈
詩：

又何必

我說：

修行修行修行

幻即是形

﹁我想見見！﹂

豈是當中真有形

形即是幻

﹁請現其形！﹂
祂答：
﹁吾是幻形

祂答：

修心修心修心

我恍然有悟！

﹁想見就讓你見！﹂

但問幾時平

見！﹂

於是：

我說：﹁不是！﹂

尋覓也無影

現出一位仙風道骨的道長

又現出一位持蓮童子的蓮花童子
又現出一位綽約美麗的天女

自古便是這番情

我說：﹁不是！﹂
我說：﹁不是！﹂

什麼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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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師知㈤明、得悉㆞，
具威猛伏魔法，可降伏㆒切㆝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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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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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到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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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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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你
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廣東
話 ： 謝 謝 大 家 ︶ ！ Selamat malam
︵印尼話：晚上好︶
今天是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其實 蓮花童子本身有很多種顏色
不只是白色的蓮花童子 任何顏色都

07

【燃燈雜誌】

有 所以今天大家不管穿什麼顏色的
衣服都可以 因為有各色的蓮花童
子 不只一種顏色 你們如果去翻以
前的課誦本 裡面有一個偈︵︿禮讚
五方佛偈﹀︶ 講到﹁香焚東海 有
各色童子 手上拿著蓮花
﹂你
們學過這個讚偈沒有？課誦本裡面
有 有各色的蓮花童子出現 每個童
子手持白蓮花 黃蓮花 紅蓮
花
各色的蓮花童子都有 我以
前在台中的︿慈音寺﹀學過 有一位
善賜法師在教課誦 我那時候有去他
那裡學課誦 所以 我知道有這個讚
偈 好像是在佛菩薩過生日的時候要
唱的偈
大家都知道蓮花童子 若你到敦
煌看蓮花童子 那裡的管理員會跟你
講：﹁每一個窟都有蓮花童子 ﹂因
為每一窟都有蓮花童子 他們也是直
接稱之為蓮花童子 尤其是﹁三一四
窟﹂特別標明﹁蓮花童子﹂ 而且
︿蘭州大學﹀所出版的敦煌書籍裡
面 特別有﹁蓮花童子的研究﹂ 這
些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蓮華生大士
到西藏度化 是應西藏王﹃赤松德
真﹄之邀請 當時西藏欲建一寺 但
每遭魔神破壞 王問﹃寂護大師﹄：
﹃如此情形 如何是好 莫非我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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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寂護﹄答：﹃我是修菩提
心的 祇會寂靜法 不會伏魔法 伏
魔法要威猛的法力才可制敵 今印度
金剛座處有烏金人名蓮華生 其身是
蓮花化生 知五明 得悉地 摧諸
魔 八部天龍是侍者 一切天魔見之
逃遁 已降伏諸多魔眾 若請此人
至 則諸魔不能為害 ﹄﹂
大家看這一段文字 應該都很清
楚 蓮華生大士命中注定要到西藏度
化 祂在西藏有五十年的時光 那
時 西藏王叫做﹁西藏贊普﹂︵﹁贊
普﹂為西藏王的尊稱︶ 一直到朗達
瑪王 他是最後一個國王 之後就沒
有西藏王贊普了 赤松德真王當時想
為西藏建一座寺廟 但 每一次建都
遭到破壞；寂護大師︵又稱為﹁靜命
大師﹂︶當時已經在西藏了 祂就介
紹蓮華生大士 請蓮華生大士來西
藏 幫助降伏西藏的魔神
有時候 有些人在還沒有學佛以
前 生活還算平順 但一開始皈依
開始學佛 因為他的業障很重 他所
有的業一起來 那就會遭遇到不順的
事情 有人就是會這樣 他沒有學佛
之前 一切都很順 因為他的命運是
在魔的掌控之下；然而 當你學佛之
後
﹁欸？你怎麼可以學佛
呢？﹂你一學佛 那就障礙了魔 魔
就會來考驗你 或是製造障礙
剛剛我做迴向時就說：﹁希望我

每一場同修，絡繹不絕來自各地的同門前來共修〈真佛密法〉

們的弘法人員 出去弘法的時候 儘
量減低弘法的障礙 ﹂師尊本身弘法
時 也是會有種種障礙出來 當障礙
出來的時候 就必須把障礙去除掉
所以 我們要常常迴向：﹁希望自己
修行的障礙和抵制修行的業障 能夠
清除 ﹂否則 有時候不修還好 一
修就馬上有業障 一些障礙就來了
有的人還算好 業障不重 學佛 修
行就不會有什麼障礙 一切都很順
利 也有這樣的情形
有一個小孩子問他的爸爸：﹁為
什麼每一個人結婚都要挑好日子？﹂
爸爸就回答：﹁因為結婚以後就沒有
好日子過了 ﹂結婚也是有障礙的
剛結婚時 都是很好的
今天晚上在餐廳吃飯時 蓮旺上
師講了一件事 在中國大陸 有一輛
水泥車 由於路不是很平 水泥車就
掉到坑裡 車上有兩個人 其中有一
個人重傷 一個人死了 那個人在臨
死前還講：﹁我愛我的妻子 我愛我
的兒子 我愛我的女兒
﹂他一
直唸唸唸 唸到最後就死了 我回答
了一句話：﹁這個人一定是剛結婚不
久 ﹂
今天 我挑選了幾個笑話 放在
︿南山雅舍﹀的桌子上 但出門的時
候很匆促 就把那些笑話留在桌子上
了 剛剛同修時 我一摸口袋 糟糕
了！笑話沒帶出來 怎麼辦？我就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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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找 我這邊的桌上也有一些 我就
找了一些 這個笑話是剛剛看到的
有時候 修行跟結婚是一樣的
所謂﹁下士道的皈依﹂ 是因為你要
脫離人間的苦 你才皈依 因為你認
為人間太苦 求也求不得 冤親債主
始終在前面 愛的人始終在遠方 冤
親債主天天讓你看見 什麼事情都做
不成
你有很多苦 身體又有病 發覺
自己也老了 生苦 老苦 病苦 生
病最苦 死也是苦；所有的人都怕
死 每個人都會死 人間快樂的時間
不是很長 人生黃金時間也不是很
長；四十歲的時候 稍微發胖；六十
歲的時候 血壓向上；七十歲的時
候 就會遺忘 很多事情都很匆促
時光不夠用 人間的苦比樂還要多
因為苦 所以你會想：﹁我將來要離
開人間 要到更好的地方 ﹂這樣子
的皈依 叫做﹁下士道皈依﹂
還有一種叫做﹁中士道皈依﹂
什麼是﹁中士道皈依﹂？你已經知道
人間是苦 你盡心修行：﹁我要學
佛 我要到佛國淨土 我要成佛！﹂
這就是屬於﹁中士道皈依﹂ 比﹁下
士倒皈依﹂更上一層 人間雖然苦
但我要到佛國 或得到佛的果位
第三種皈依叫做﹁上士道皈
依﹂ 這是最高級的 也就是：不但
要救自己 還發願救所有的眾生 讓
眾生都能離苦得樂 能夠到佛國淨
土 這種發願的皈依叫做﹁上士道皈
依﹂ 有這三種皈依 但皈依以後
往往還是有很多障礙出來
雖然赤松德真王想要弘揚佛法
但西藏是屬於很野蠻的地方 而且是
邊地 不是中原 很荒涼 文化很落
後 是魔障很多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
都信仰笨波教︵又稱黑教︶ 那時
候 赤松德真王想要把佛法引到西
藏 但遭遇到很多西藏原來的神抵
抗 很多山神都抵制 蓮華生大士進
到西藏後 就要先破除笨波教所有的
魔神 降伏祂們 讓祂們成為佛教的
護法 這是蓮華生大士進西藏最主要
的原因 所以 蓮華生大士在那邊弘
揚佛法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新來的上
司 對所有部門的人講：﹁大家都是

一家人 我們都應該為公司盡力工
作 所以 大家有問題都可以問
我 ﹂裡面的同仁講：﹁請問 你會
罵人嗎？前一個上司的情緒很不穩
大家都有些怕 ﹂上司就笑笑地講：
﹁你們都不用怕我 我是從來不罵人
的 ﹂當大家都放下心的時候 這位
上司慢慢地講：﹁被我罵的都不是
人 ﹂這跟我之前講過的一個笑話差
不多︱師尊不是一個隨便的人 但隨
便起來就不是人
蓮華生大士進到西藏 被祂降伏
的都是魔 祂不用降伏人 佛菩薩也
不用降伏 金剛護法也不用降伏 真
正要降伏的是你自己的心魔 一定要
降伏！每個人的心跟情緒都不是很穩
定 這是正常的；但如果情緒太不穩
定 那就不正常了！一下子好 一下
子不好 不但會影響自己的福分 也
會影響所有人的福分
修行人就是沒有情緒化的表現
時時保持在一個範圍之內 不會太情
緒化地做事情 情緒不能太高昂 也
不能夠太低落 低落就是憂鬱症 太
高昂就是躁鬱症 你保持在憂鬱症跟
躁鬱症之間 那樣就算是正常 但這
樣還是不穩
真正的行者是修到完全能夠定下
來 遇到非常狂喜的事情 不會表露
出來 遇到非常悲傷時 也會調回到

10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報
導

中間 行者的態度就是要這樣
子 你如果有情緒不穩的現象
就要學佛 就要學禪定 才能調
整你的情緒 這是最重要的
以前 我們的網路剛建好︿真
佛護法園地﹀時 大家的興趣都非
常高昂 大家都在耕耘︿真佛護法
園地﹀ 每個人都寫文章 一直在裡
面打拼 最近 比較少外力刺激 所
以︿真佛護法園地﹀就沒什麼人寫文
章 看的人也少 我們要持續保持
︿真佛護法園地﹀ 讓它還是生機盎
然 這一點很重要
最近 沒什麼人剌激 大家就不
看了！其實 還是有新的文章貼上
去 你們沒看 也沒有人寫 感覺這
個園地好像快要荒蕪了 這是不可以
的！大家還是要護持︿真佛護法園
地﹀ 大家要看 而且要寫新的文
章 這是很重要的
寂護大師回答：﹁我是修菩提心
的 只會寂靜法 不會伏魔法 ﹂因
為祂主要是修﹁靜﹂的方面 ﹁伏魔
法﹂就需要蓮華生大士了 修行 兩
種要配合 要能靜下來 要能定 但
是 也要能夠度化眾生 度化西藏原
來的魔神 若沒有度化祂們 只是
﹁寂靜﹂的話 那就不行
你們看 我們的佛︵師尊指壇城
上的諸尊︶都是寂靜的 還有很多護
法神在這裡；要有寂靜的佛菩薩 但

蓮生法王為眾生的慧命，弘法度眾，永不缺席！

也要有具降伏力量的蓮華生大士和金
剛護法 都必須要配合 所以 師尊
雖然是寂靜的 但是我們當中也要有
金剛護法來耕耘︿真佛護法園地﹀
大家還是要支持 大家還是要看 有
人耕耘 才會把荒蕪變成生機盎然
﹁伏魔法要威猛的法力才可制
敵 今印度金剛座處有烏金人名蓮華
生 其身是蓮花化生 知五明 得悉
地 ﹂蓮花化身就是蓮花童子 我們
已經解釋過什麼是﹁五明﹂：﹁內
明﹂就是佛法 ﹁工巧明﹂就是技
術 ﹁因明﹂就是邏輯學 ﹁聲
明﹂就是語文學 還有種種的醫學
︵醫方明︶ 醫學也是在﹁五明﹂
之內 蓮華生大士懂得﹁五明﹂
﹁得悉地﹂就是得到成就 悉地就是
成就
我們修行都必須要有成就 第一
個成就是﹁相應﹂ 你一定要相應
現在天氣冷 所以沒有到外面繞佛
但我們每天在︿雷藏寺﹀室內繞佛
每一次繞佛時 有感應到阿彌陀佛降
臨的人請舉手 這邊有人舉手 那邊
也有人舉手；能夠感應到阿彌陀佛降
臨 這就是有相應的現象；若你唸
佛 卻完全沒有感覺到有佛 那就是
還沒有相應
你祈求哪一尊降臨 哪一尊真的
降在你身上 那就是有相應 這是第
一個悉地︱﹁相應﹂ 因為 將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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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死亡時 你要唸阿彌陀佛 你若
有相應 阿彌陀佛就會顯現出來 祂
就會接引你到佛國淨土；如果你唸
佛 沒有感應到佛來 將來你死的時
候 你唸佛 佛也沒來 你的唸佛就
沒有到﹁悉地﹂的境界
無論你修哪一壇法 就請那一尊
來 你感應到了 就叫做相應；你感
應不到 就不叫相應 像師尊吃飯
時 每一次供養 就直接把盤子拿起
來 默唸：﹁嗡 阿 吽 ﹂然後布
滿整個虛空 化為供養；那時 你就
要祈請諸尊接受供養 供養佛 供養
法 供養僧 供養自己的金剛上師
做完獻供 再唸：﹁嗡 阿 吽 ﹂
獻供時 佛菩薩到臨 祂會給你感
應 讓你知道祂已經來了 已經接受
供養了 你能夠這樣 就叫做相應
每一次吃完飯 師尊給大家摩頂
時 一定會祈求摩頂的本尊降臨在我
身上 然後我再給大家摩頂 這個叫
做﹁悉地﹂ 也就是﹁相應﹂ 這第
一個悉地就是相應 沒有相應的 修
法不得力 還得不到力量；能夠相應
的 表示可以得到力量 這樣 大家
應該就很清楚什麼叫做﹁相應﹂
經理對警察講：﹁警察先生 我
們公司的出納員逃走了 ﹂警察就
講：﹁保險櫃檢查了沒有？﹂經理
講：﹁已經徹底檢查了 他沒有藏在
裡面 ﹂經理跟警察先生的對話 就
是沒有相應 警察問：﹁保險櫃檢查
了沒有？﹂意思是問到底掉了什麼東
西？但經理聽不懂 他說：﹁已經徹
底檢查了 他沒有藏在裡面 ﹂這答
非所問 就是沒有相應
我以前也講過一個笑話 有一個
人的家裡失火 打電話給九一一 台
灣是一一九 他說：﹁我家失火
了 ﹂對方就回答：﹁在哪裡？﹂他
說：﹁在廚房 ﹂﹁你到底在哪
裡？﹂﹁在我家啊！﹂對方又問：
﹁我們怎麼去你那裡？﹂他說：﹁你
們不是有消防車嗎？﹂這就是沒有相
應 人家是問的是你家在哪裡？地址
在哪裡？要講出地址 車子才能到
達 這就是沒有相應
所以 第一個﹁悉地﹂就是相

應 蓮華生大士得到世間的﹁八悉
地﹂跟出世間的﹁八悉地﹂ 這就是
成就 密教所謂的﹁唸誦法﹂ ﹁相
應法﹂ ﹁瑜伽法﹂ 全部都是相應
的意思 你必須要跟你的本尊相應
跟你的上師相應 跟你的護法相應
你跟你的上師有相應 你就能夠得到
上師的力；你跟本尊有相應 你就可
以得到本尊的力；你跟你的護法有相
應 你就可以得到護法的力
一個男生對女生講：﹁我今天很
不順利 如果有一位漂亮的女生對我
微笑 會讓我的心情好一點 請問
妳可以為我笑一笑嗎？﹂女生就講：
﹁你想讓我今天不順利嗎？﹂這就是
沒有相應 如果女生真的對他笑一
下 那就是有意思；女生對男生笑一
笑都是有意思的 男生對女生笑一
笑 也都是有意思的 男女之間先開
始的是什麼？就是微笑啊！眼睛對著
眼睛 再來就是微笑 那才有意思
我們出家人要守戒律 戒律是很
嚴的 修律宗的人就知道；眼睛不能
看眼睛 不然會﹁來電﹂的 一旦
﹁來電﹂ 那你就死了 會被﹁電
死﹂的 你的心神搖晃 內心小鹿亂
撞 不只是女生會小鹿亂撞 男生也
會小鹿亂撞 我曾講一個笑話 有個
太太問她的先生：﹁還沒有結婚以
前 你看到我都會小鹿亂撞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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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你還有這種感覺嗎？﹂先生回
答：﹁小鹿已經撞死了 ﹂這都是沒
有相應的現象 密教最重要的是﹁悉
地﹂ 就是相應 相應了 就會有法
力
蓮華生大士會﹁伏魔法﹂ 為什
麼祂會﹁伏魔法﹂？因為有護法在祂
身上 祂能夠摧毀諸魔 就是因為有
護法的力量把魔神降伏；所以 蓮華
生大士一到西藏 一路都是降伏外
道 降伏那些魔神 蓮華生大士一進
到西藏 就有很多的障礙 因為那些
魔神知道蓮華生大士進西藏是要弘揚
佛法 所以祂一進西藏就有很多障
礙 很多魔神都來阻礙祂 蓮華生大
士就把祂們一一降伏 那時候的大吉
祥天 十二吉祥天 五長壽天 本來
都是笨波教的魔神 到最後都被蓮華
生大士降伏 變成佛法的護法神
蓮華生大士能夠摧毀所有的魔
﹁八部天龍是侍者﹂ 這﹁天龍八
部﹂跟金庸小說裡寫的﹁天龍八部﹂
不太一樣 佛教﹁天龍八部﹂的
﹁天﹂是指諸天 ﹁龍﹂就是龍神
這﹁天龍八部﹂都侍奉蓮華生大士
其實 學佛法的人也可以召請天
龍八部 只要你的護法力量很強 你
用你的手印就可以召請天龍八部 值
日神︵又稱為值日功曹︶ 值夜神
值年神 你都可以召請到
師尊以前講過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師尊以大姆指順時鐘依序按掌中
四指節︶ 這是十二個時辰 在哪個
時辰要召請那一個神 你的大姆指就
按那個時辰 現在是晚上九點到十一
點 就是亥時 你的手指就按在
﹁亥﹂這個時辰 另一隻手用﹁召請
印﹂ ﹁勾印﹂ 然後你召請這個時
辰的神︵值日功曹︶ 祂就會降下
來；然後 你問祂什麼事 祂就會幫
你查 在這個時間之內都是祂管的
祂知道天下很多事 ﹁八部天龍是侍
者﹂ 所以蓮華生大士可以召請八部
天龍來辦事情
﹁一切天魔見之逃遁﹂ 所有的
魔看到蓮華生大士都會逃走 因為祂
的法力很大 祂的光很強 黑暗就消
失掉
男的對女的講：﹁我看到妳就有
一種大海的感覺 ﹂女的講：﹁你是
不是看上我 愛上我了？﹂男的講：
﹁妳別誤會 我從小就暈船 看到大
海就想吐 ﹂這是小姐的誤會 再講
一個笑話 看到這個笑話 我就想到
很多年以前 那時候還沒有電燈 我
小時候去過澎湖 那時候 澎湖的西
嶼還沒有電 但 馬公︵澎湖縣的城
市︶已經有電燈了 西嶼是澎湖島其
中一個偏遠的鄉下 現在因為有跨海
大橋 所以可以到西嶼 在沒有跨海
大橋以前 西嶼是很偏僻的 當時澎

湖有很多偏僻的農村 都還沒有電
力
這個笑話是這樣的 許多年前
在一個偏遠的農村 那裡剛剛通了
電 家家戶戶都用了電燈泡 但都不
知道怎麼關燈 所以他們就像以前吹
煤油燈一樣 對著電燈泡吹了半天
但都沒有熄滅 就講：﹁這玩意兒真
好 還可以防風呢！﹂
澎湖的風沙很大 我冬天的時候
去過澎湖 夏天時也去過澎湖 澎湖
的風沙很大 你如果順著風走 風從
後面吹過來 人往前面走 就是風在
推你 還有沙打在你身上 我有一個
親戚在澎湖 ︿全家便利超商﹀在澎
湖有二十幾家 都是他在負責供應東
西 也是一個富豪 你到馬公的︿中
國商行﹀ 他的老闆是我親戚 電影
院也是他的 他有很多土地 我到澎
湖看電影都不用錢 因為他是我伯父
的兒子 那裡有一個盧家的宗祠 我
是屬於福建汾陽堂 從福建到金門
從金門到澎湖 從澎湖到嘉義 我以
前去澎湖的時候 西嶼還沒有電燈
真的很落後
在以前 西藏也是沒有電燈
﹁一切天魔見之逃遁﹂ 只要你心中
有光明 因為一些魔是黑的 有光明
在你身上顯現出來 魔 鬼 魅看到
就會離開 就想逃遁 當你們沖犯
時 師尊幫你拍身體 一打身體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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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因為我要上你弟子的身 我才
能見到你 ﹂我才能夠用掌拍他 那
個鬼才能夠得到超度
﹁若請此人至 則諸魔不能為
害 ﹂因為蓮華生大士可以降伏諸多
魔眾 到最後 廟就順利蓋起來了
有一個人買了一隻烏龜 賣主
說：﹁這東西能活一萬年 ﹂客人買
回去之後 烏龜在第二天就死了 買
的人很生氣 跑去賣主那裡：﹁你看
這烏龜 我買回去就死了 ﹂賣主就
講：﹁唉
今天牠剛好是一萬
歲 ﹂真的很巧 這生意人是很厲害
的
一名妙齡少女嫁給一位老富翁
婚禮上有人指著新娘的背影講：﹁真
是委屈了這個小姐 你看 那位老新

吽

郎 年紀都快可以當她爺爺了！﹂老
富翁反駁：﹁我才委屈呢！她的爺爺
只比我大兩歲 我還要叫他爺爺 ﹂
也有這種笑話啊！
蓮華生大士的壽命很長 祂是屬
於長壽的 我不知道祂的年齡是怎麼
算的 但是 祂的壽命是真的非常
長 佛陀過世才幾年 蓮華生大士就
出生了 大迦葉尊者為蓮華生大士剃
髮 阿難尊者為祂授出家戒 那時
蓮華生大士在印度就已經學法 而且
修成了很多法 在印度就已經很有
名 聽說蓮華生大士也曾經在阿蘭陀
大學 祂的壽命是真的非常長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

師兄敘述：「事情是這樣
的。在農曆十二日的時候，
有一位師姐被鬼附身，她在家裡鬧
得很兇，她一直說：『你們要救
我，你們要幫我，我會報答你們
的。』可是家裡沒人管她，她就砸
碗、杯、傢俱。許師姐是師尊的弟
子，許師姐就和她溝通，才知道是
鬼上身，但她家裡的人都不相信。
許師姐就和鬼溝通，問那位師姐身
上的鬼想要怎麼樣？鬼說：『你們
要超度我、救我，之後，我會報答
你們的。』許師姐就說：『好！明
天正好是十五，妳趕快皈依蓮生活
佛吧！』然後，許師姐就為她身上
的鬼做皈依；星期天，我也幫她身
上的鬼報名做主祈。我們這邊主祈
的時間是下午三點，中國那邊是早
上六點鐘，在那個時間，許師姐就
做了個夢，當師尊大手印比一比，
鬼就被超度了。之後，那個鬼說：
『既然妳幫了我，我也要實行我的
諾言，我要報答你。明天十點鐘，
在你家的某某地方，你去買一百塊
錢彩票。」許師姐醒來之後，等到
十點鐘，她真的去買彩票，就買了
一百塊錢。哇！居然中了十六
萬！」

杜
為掌中有光出現 附在你身上不好的
東西就會離開
杜師兄那天講了一件事 他所講
的鬼還滿講義氣的：﹁你幫我超度
了 我可以轉世輪迴 然後 你到某
家的彩券行去買一百塊 ﹂許師姐就
得到十六萬了！鬼也會報答她 這個
鬼還是滿講信用的 這是好的 因為
這個鬼知道 找那位師姐上身 那位
師姐是︽真佛宗︾弟子的親戚 這
︽真佛宗︾弟子會幫她在︿彩虹雷藏
寺﹀的護摩做主祈 當護摩一做完
那邊的鬼就得到超度 之後 還報答
她 這個鬼算是不錯的！這是有腦筋
的鬼 會找上我們︽真佛宗︾弟子的
親戚上身
我以前也碰到一次 鬼還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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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摩主尊︱妙音天女 ﹁嗡 沙拉沙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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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與
會的貴賓：︿行政院北美
事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
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
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
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er husband
︿中
天電視台﹀﹁給你點上
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
琪師姐 莊駿耀醫師
高歡嫻醫師 ︿台灣雷
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
師 兄
前 加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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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meda 縣縣參事長賴燕萍師姐 黃
美 娟 醫 師
Thank you for
coming ︵謝謝大家的蒞臨︶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 どうも こんにちは︵日語：
你好︶ Selamat Siang ︵印尼語：
午安︶ 你好！大家好！唔該！唔該
晒！多謝晒︵廣東話：謝謝你︶
今天我們是做妙音佛母的護摩
妙音佛母有很多稱號 ﹁辯才天女﹂
也是祂的稱號 另外還有：妙音佛
母 美音天女 妙音天女 智欲天
女 才藝天女 祂的稱號非常多 但
是都是同一尊！︵師尊拿起妙音佛母
的唐卡畫︶妙音佛母手上拿的是三絃
琴 祂只有十六歲 是一個很美貌的
少女形相 膚色是白色 祂的咒字也
是白色 非常美妙 美麗
祂是在第九地的﹁大辯神用自在
光潔名天﹂ 祂的天名很長 最前面
的兩個字表示祂有很大的辯才 祂是
第九地的菩薩果位 我們知道 第十

平等視眾生才能產生利他之心，
捨為平等覺，是第㆒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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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10/ 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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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叫做﹁等覺﹂ 第十一地就叫做
﹁妙覺﹂ 這第十一地就是佛了
﹁等覺﹂就是在﹁等待成佛﹂ ﹁等
覺﹂相當於佛一樣；祂是在第九地
表示已經快要成佛了 這個天是屬於
﹁第一義天﹂ 也因為這樣 祂的地
位很高
以前 我常常看到有三尊佛像擺
在一起 都是綠色的 我記得有一尊
是綠度母 另一尊就是妙音天女 妙
音天女又被稱為﹁音樂的神﹂ 祂的
聲音很好聽 有一個同門對我說：
﹁聲音最好的是哪兩位？﹂我就跟他
講：﹁妙音天女的聲音最好 另外還
有一位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迦陵頻
迦鳥 ﹂他說：﹁我知道 妙音天女
是在天上的 絕對買不到 但 迦陵
頻迦鳥在哪裡買得到？﹂迦陵頻迦鳥
也是天上的 是阿彌陀佛所化出來
的 聲音非常美妙 是非常好聽的聲
音
妙音天女最短的心咒是：﹁嗡
沙拉沙底 梭哈 ﹂其實 辯才天女
的長咒是非常長的 不得了！修這一
尊有什麼好處？這裡面有記載：﹁祂
可以賜予大眾四種東西 第一個是增
加辯才 第二個是增加衣服 第三是
增加你的飲食 第四是增加你的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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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衣服 飲食 都是增加你福
分的意思；因為增加你的福分 自然
就要消滅你的業障 才能夠增加你的
福分 修這個法的人 一切的惡星侵
害 一切災難 一切沖犯 一切疾病
之苦 如鬥爭 戰爭 惡夢 惡神
蠱毒 還有降頭 咒等等 全部都會
解除 消滅 因為解除消滅 所以能
夠增加你的福分跟智慧 以及增加你
的辯才
祂的智慧很高 我們常常講 智
慧最高的是文殊師利菩薩︱﹁阿拉巴
雜那底﹂ 妙音天女的智慧也是非常
高 ﹁沙拉沙底﹂跟﹁阿拉巴雜那
底﹂兩個都是屬於智慧的主尊 妙音
天女跟阿彌陀佛最有緣 跟文殊師利
菩薩最有緣 跟大威德金剛最有緣
阿彌陀佛 文殊師利菩薩 大威德金
剛 其實是一個系列 也就是蓮花部
的一個系列 妙音天女也是一樣
妙音天女的咒語是：﹁嗡 沙拉
沙底 梭哈 ﹂祂的手印就是一隻手
是平的︵左手手掌張開 五指併攏
掌心朝上︶ 象徵著琵琶 另一隻手
是在彈琵琶的樣子︵右手姆指與食指
指尖相觸成圈 餘三指張開微屈 掌
心朝下︶ 這就是妙音天女的手印
我看這個是三絃的琵琶 應該是日本
的 因為日本人只用三絃 另外還有
五弦的 還有七弦的；你們當中有學
過琵琶的人請舉手 喔！你學過琵琶
啊？你用的是幾絃的？︵弟子答：五
絃︶五絃的 三絃是日本人用的 五
絃是屬於中國的 這張妙音天女畫相
裡面所畫的琵琶是三條絃的
妙音天女非常美麗 非常亮麗
祂的穿著五花十色 頭上所戴的都是
很美的飾品 身上所穿的都是天衣
天衣重裙 祂坐在蓮花上 是第九地
菩薩 是很高的菩薩！按照經文裡面
所寫的 祂的左手輕托千絲鳳頭琴

弟子們表演歌藝喜供佛

當然 這個琴是沒有那麼多條絃啦！
意思應該講祂之所以能夠發出很好聽
的音樂 能夠發出很多美妙的聲音
就是因為祂的琴有很多條絃
有咒語 有手印 有祂的形相
就能制定﹁念誦法﹂ ︿宗委會﹀有
沒有﹁辯才天女念誦法﹂？在我們宗
派裡面 很少人修這一尊 如果女生
能修這一尊的話 那是很好的 能有
辯才 又有福報 又有智慧 而且能
夠成就到辯才天 那就是第九地了
以此智慧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第一
義 很快就可以到﹁等覺﹂ ﹁等
覺﹂就是﹁等著成佛﹂ 再到第十一
地﹁妙覺﹂ 那就是佛了 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有十一個頭 代表祂是第
十一地的佛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就
等於佛了 妙音天女是第九地的
My granddaughter ︵孫女︶｜
盧君 她的來歷是第七地的菩薩 第
七地的菩薩離第八地還很遠 離第九
地更遠 所以 你們只要修妙音天女
這一尊 你相應了 你就可以到第九
地 到了那一個天 就已經是很好的
了！在那裡 每一個人都是十六歲
每一個都變成十六歲 在西藏 印
度 十六歲就已經算是成熟了 現在
在美國要十八歲才算是成年
我也希望大家修妙音天女 因為
妙音天女跟阿彌陀佛 文殊師利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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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 大威德金剛是最有緣的
我們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蓮華生大士
赴西藏途中 收服了一切藏地天魔
及黑教大惡護法 皆安置在正法之
中 到了紅崖 修法鎮壓寺院之地
建立﹃任運寺﹄ 替任運寺開光的三
位大師是﹃寂護阿闍黎﹄
﹃蓮華生大士﹄ ﹃毘摩羅
密多囉﹄ 三度授花 有很
多希有的神變事跡 ﹂
我曾經談過這三位大
師 和書上所記載的有點不
同
一個是﹁寂護阿闍
黎﹂ 一個是﹁蓮華生大
士﹂ 一個是﹁赤松德真
王﹂ 這三位把︿任運寺﹀
蓋起來 ﹁寂護﹂的轉世是
吐登達爾吉上師 這是我自
己的觀察 祂轉化成為吐登
達爾吉上師；﹁蓮華生大
士﹂還是蓮華生大士 ﹁毘摩羅密多
囉﹂的﹁摩﹂字就是我在吐登達爾吉
上師那裡所用的﹁吐登奇摩﹂ 這個
﹁摩﹂字就是指﹁吐登奇摩﹂﹂ 藏
王是赤松德真 赤松德真轉化成為蓮
生活佛盧勝彥 以前 我在書上是這
樣子暗中記下來的
︿ 桑 耶 寺 Samye monastery ﹀

的中文就叫做︿任運寺﹀ 是蓮華生
大士在西藏的第一間寺廟 ﹁任運﹂
兩個字是非常偉大的 如何偉大？
﹁任運﹂就等於是佛 自由自在
﹁自在﹂ 你們看佛的號 ﹁華光﹂
的後面還要加上﹁自在﹂兩個字 所
以 ﹁自在﹂跟﹁任運﹂是相同的

能夠自在 任運的就等於是佛 ︿任
運寺﹀就等於是佛寺 如來的寺
人就是不能夠任運 自在 如果
是法身就可以任運 自在 所有一切
無形 很多都是任運 自在 很自在
的 有形 就會受到拘束 把門一關
上 你就出不去了！如果把這裡的三
個門都關上 全部鎖起來 你就出不

去了；但是 你如果是任運自在的
你就出得去；如果你沒有肉身 你就
可以直接出去 ﹁自在﹂就等於法
身 法身佛就是自在的 所以 釋迦
牟尼佛為我授記：﹁你將來是華光自
在佛 ﹂其實 ﹁自在﹂兩個字就是
任運的意思
我們講第一個笑話 一個媽
媽對兒子講：﹁孩子 做人要有
骨氣！怎麼只為了借一個電動玩
具就跪下來求人 ﹂兒子：﹁有
什麼關係呢？到時候他也會跪下
來求我還他 ﹂這兩個都是不自
在的 你為了要得到一個玩具
就跪下來求對方：﹁你的玩具借
我玩一下！﹂借到之後不還 還
要對方跪下來求 這都是不自在
的
真正的﹁自在﹂是 當你想
要手鼓 你的手一伸 手上就有
手鼓出來 這也叫做﹁任運﹂
西方極樂世界是什麼樣子 就是﹁任
運﹂！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你想念娑
婆世界的肉羹 想念很好吃的豬腳麵
線 想念特別好吃的台灣蚵仔麵
線
；如果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唉
好久沒有吃蚵仔麵線
了
﹂你的念頭一想 手一伸
蚵仔麵線就在手上 這個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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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要什麼有什麼
你不必害怕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之
後 你的女朋友不在那裡 聽說有一
個很有名的名人 他說：﹁我不想去
天堂！因為我老婆不在那裡 我不
去！﹂其實 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你想念你的老婆 你只要閉者眼睛想
念 你的眼睛一張開 你的老婆就在
你面前 這個就是﹁任運﹂啊！你不
要以為西方極樂世界就只有迦陵頻迦
鳥 每天聽迦陵頻迦唸：﹁南摩佛
南摩法 南摩僧
﹂不管再美妙
的聲音 你聽都聽膩了：﹁我還是喜
歡我以前的那個老婆 ﹂放心！每一
個人到了那裡 都是﹁任運﹂的 你
想念什麼就出現什麼
小時候 看著在做棉花糖的人
一面用腳一直踩 然後用一根竹籤捲
起來 就做出一個棉花糖 小孩子都
喜歡吃棉花糖 當你突然想吃棉花
糖 想起 ice cream ︱冰淇淋 自
然就會出現一個棉花糖
一個 ice
cream
你可以用舌頭舔 滿足你的
味蕾：﹁哇！好好吃喔！﹂吃完就消
失了 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那才叫
做極樂啊！
所以 你到極樂世界 你放心好
了 你不會想要回來的啦！因為到了
那裡 你想什麼就有什麼 你回來做
什麼？因為一回來 你就會受拘束了

啊！除非你是回來度眾生 不然 你
回來做什麼？﹁任運﹂這兩個字不得
了啊！我講過 ﹁心想事成﹂就是神
通啊！你心裡想 這個事情就成了
那不是神通是什麼？
有一個小女孩和她爸爸去電腦商
店 看了一家又一家 這個女孩子突
然眼睛一亮 指著最貴的一台電腦
講：﹁啊！就是這一台 我要這一台
電腦 ﹂看到那驚人的價錢 爸爸不
禁面有難色：﹁不好吧？爸爸得工作
整整一個月才能買下它 ﹂小女孩：
﹁沒關係！爸爸 我可以等一個
月！﹂她不知道賺錢的辛苦 她只想
要買到那台最貴的電腦 爸爸卻很為
難 因為那要一個月的薪水啊！如果
你到了﹁任運﹂的地步 你想要電腦
就有電腦 不管是多貴的都可以啊！
在西方極樂世界 你穿的是天衣
重裙 是永遠不會髒的衣服 天衣是
不用洗的 永遠有香味 是很微妙
的；你的身體也是一樣 從來不會汙
穢 清淨無比 因為那是妙色身 是
很微妙的法身 那才是﹁任運﹂啊！
你們看看你現在穿的衣服 不管
是穿什麼衣服 它都會髒 都需要
洗；但天衣是不用洗的 而且它的香
味永遠都存在 佛國是永遠那麼莊
嚴 清淨 只要你的念頭一想 心想
事成 所以才會稱為極樂世界 極樂

世界就是這樣子 我的英文講法是
west very happy Buddha country
︵西方極樂世界︶
﹁蓮華生大士赴西藏途中 收服
了一切藏地天魔 及黑教大惡護法
皆安置在正法之中 ﹂就是降伏祂
們 然後把祂們安置在正法裡面 成
為護法 ﹁到了紅崖 修法鎮壓寺院
之地 建立﹃任運寺﹄ 替任運寺開
光的三位大師是﹃寂護阿闍黎﹄
﹃蓮華生大士﹄ ﹃赤松德真王﹄
三度授花 有很多的希有的神變事
跡 ﹂
在︿桑耶寺︵任運寺︶﹀的紀錄
裡面 有很多神變事跡 有些神像會
自己走出去 然後又自己走回去 好
像是說 當我奉請哪一尊來修法 那
一尊就會自己走出來 等我修完法
了 那一尊就會自己再回去
﹁授花﹂就是灑花 ﹁三度授
花﹂就是三度灑花 當花灑出去時
並不會落在地上 會黏在神像上面；
當花一灑出去 神像接受了你的花
花就會黏在神像上面 甚至 每一朵
花還會在空中飛行 繞寺三匝 然後
再飛進寺廟裡 灑在佛菩薩的身上
當時 有很多這樣的事跡出現
一個公司的老闆向女出納講：
﹁妳今天晚上去提款 ﹂女出納講：
﹁老闆 這麼晚去提款 我很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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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老闆：﹁沒有辦法 這筆資金
有點兒急 所以妳必須要去提款！﹂
女出納：﹁我怕萬一有歹徒劫色 那
怎麼辦？﹂主管：﹁那妳就拿手電筒
去 ﹂女出納：﹁拿手電筒去有什麼
用呢？﹂主管：﹁遇到歹徒劫色 妳
就照一照自己的臉 ﹂這個是什麼意
思啊？原來這女出納很醜
人的美醜就是很特別 很稀奇
每一個人同樣都有一個鼻子 兩個眼
睛 一個嘴巴 兩個耳朵 一張臉
有的人就比較英俊 有的人就比較帥
氣 有的人就比較美 有的人就比較
醜 真的很奇怪！所以 如果你修妙
音天女的法 那就不得了 我保證就
算你沒有到第九地的妙音天 你也會
轉世成為非常美的人 你修這個法
將來絕對會非常漂亮 非常美 人人
看到你都會有﹁我心狂跳﹂的感覺出
來：﹁哇！妳好美喔！﹂
我這一生為人家神算 看過很多
男士 女士 小姐 先生 有數萬人
以上 但是 我只有算到一個人：
﹁這個女生怎麼這麼美！﹂我在給人
家神算當中 我只有讚嘆過這一個
人 這個女生是我從來沒看過長得這
麼美的！可見 師尊的眼光也是很高
的 師尊算了幾萬人 什麼男生 女
生都算過 就只有讚嘆過一個女生

在我看過的男藝人當中 有個長
得非常好的 那個眼神 眉毛 鼻
子 嘴巴 耳朵
他的整個神貌
都不錯 是個歌星 他唱那個：
﹁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一
點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
的傻 有了你 什麼都不差 ﹂唱這
一條歌的人是誰啊？︵弟子答：王力
宏︶就是王力宏！在我看的藝人當
中 王力宏是長得不錯的 可惜他結
婚了 我沒有見到他本人 他本人不
知道長得怎麼樣 只是看到他的相
片 覺得他的五官都配合得很好
眼睛 眉毛 鼻子 嘴巴 耳
朵 臉型 就這幾樣 就變化成為千
千萬萬的面孔 數不盡的 幾億人的
面孔就這樣變出 統統都不一樣！就
算你是雙胞胎 三胞胎 也都不太一
樣 你們說這個厲不厲害 就這幾樣
東西﹁喬︵台語：調整 調節︶﹂在
一起 就是不同
告訴你們 你只要修妙音天女
那就不得了的 將來會是天下第一美
女啊！你如果將來 下一世 想要變
成天下第一美女 那你就修妙音天
女 保證是天下第一美女 那個就是
﹁任運﹂ 到時候你的美真的是會不
得了 會讓人家稱讚不已 就是那麼
美

﹁蓮華生大士在西藏傳法 是為
轉﹃大圓滿阿底瑜珈等內續部三瑜
伽﹄的法輪 這個傳承 就是﹃補特
伽羅口耳傳承﹄ ﹂﹁三瑜伽﹂就是
大瑜伽 阿努瑜伽 阿底瑜伽 ﹁口
耳傳承﹂就是嘴巴對著耳朵講 嘴巴
講出來 耳朵聽進去 這也屬於一種
傳承 就叫做﹁口耳傳承﹂ 像師尊
現在在說法 你們用耳朵聽 這個傳
承就是﹁口耳傳承﹂
剛剛所講的﹁任運﹂ 什麼是
﹁任運﹂？你如果到了西方極樂世
界 你會變成非常清淨 美妙的童
子 你所留的白鬚會不見 你的眼鏡
也會不見 因為在西方極樂世界是不
用戴眼鏡的 每一個人都有天眼；到
那時候 你會有很清淨的心 很快樂
的心 為什麼有快樂的心？因為在那
裡 心跟心是相通的 你的心裡一快
樂 別人就感染到你的快樂 因此
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所以叫做﹁極
樂﹂ 你沒有不快樂的時候 因為每
一個人都會感覺到別人的快樂 只要
有一個人快樂 所有的人全部快樂
師尊在人間就不能夠這樣 因為
受了限制 我心裡快樂的時候 別人
感受不到；就算某個人心裡非常快
樂 他人也感受不到 但是 在西方
極樂世界 只要有一個人心裡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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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蓮花童子心裡都一樣快樂 這
就是心跟心是一樣的；在那裡 只要
有一個童子心裡快樂 所有的人都覺
受到他的快樂 自己也就變成很快
樂 從來沒有悲傷的時候 而這快樂
是永遠不斷的 這才叫做﹁極樂﹂
以前 我常常講：﹁我不去西方
極樂世界！﹂為什麼呢？因為到那邊
老是要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
陀佛
會讓人發神經啊！老是天
天在那邊唸佛 有什麼意思？其實
還是要唸佛啦！唸佛 是要讓你
﹁定﹂ 你能定於﹁佛﹂之中 就是
在﹁禪定﹂ 你在禪定可以得到法
味 得到法味就會快樂 真正的 最
大的快樂 就是﹁以法味為食﹂ 妙
食︱最妙的食物 就是法味 ﹁以法
味為食﹂才是最快樂的
這個是很感人的故事 有一個女
生喜歡在上網的時候吃蘋果 他的男
朋友每天都會削兩個蘋果 一人一
個 她喜歡這種溫馨浪漫的感覺 她
發現 她男朋友總是先把兩個蘋果各
咬一口 然後再遞給她一個 女朋友
納悶好久 終於有一天 趁男朋友出
去接電話的時候 她拿過男朋友的蘋
果咬了一口 結果 那個蘋果不如自
己的蘋果脆 甜 可口 一瞬間 淚
水無聲地滑過了她的臉
原來 她的男朋友很愛她 總是

把比較不好的蘋果給自己吃 把甜脆
的蘋果給女朋友吃 這就是一種愛
啊！這就是一種溫暖！自己捨不得花
錢 卻把錢給女朋友花 把最好的東
西給女朋友 都是愛的一種表現
愛 就是把最好的留給對方
師尊有大愛 師尊喜歡眾生 我
把好的都留給眾生 但我告訴你們
世界上有兩個東西要注意 一個是
﹁愛﹂ 一個是﹁憎恨﹂；你會很愛
你的親人 你會很討厭你的仇人 但
是 對學佛的人來說 這是不對的
你要知道 跟你有仇的人 一定是跟
你有因緣的人 說不定對方是你前世
的父母；你前世的父母會變成你現在
的仇人 你前世的兄弟姐妹會變成你
現在的仇人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
以 學佛的人要﹁視天下眾生為自己
的父母﹂ 真正的成就者一定要視天
下眾生都是我的父母 這樣才會產生
﹁利他﹂的心 所以 對於你的仇
人 你要明白 對方才是你真正的
﹁功德主﹂
一般人是︱愛的 就很喜歡 恨
的 就很討厭 對於我所愛的人 我
就會非常愛他；對於我很憎恨的人
我就非常恨他 還有些是很激烈的
人 他會殺掉他所恨的人 他的恨
心 瞋心特別重 但是 學佛的人不
能這樣子 因為你要明白 所謂

﹁慈 悲 喜 捨﹂的這個﹁捨﹂字
就是﹁平等覺﹂ 凡是毀謗你的人
仇恨你的人 憎恨你的人 討厭你的
人 他們是我們真正的功德主 你必
須要更加敬愛他們 更加度化他們
耶穌講過一句話：﹁我是牧羊
人 我趕著一群羊到天堂 我手上抱
的是受傷的羊 ﹂祂把有疾病 受傷
的羊 抱在手上 就是表示祂對於仇
恨祂的人都抱在手上 這個才是學佛
的精神 耶穌其實也有佛的精神在裡
面 對於受傷的羊本身講起來 受傷
的羊已經很悲慘了 所以我們更要特
別去疼愛這種受傷的羊
所以 學佛的人要注意 你不能
去憎恨人 有恨 表示你的瞋還沒有
除盡 做不到﹁慈 悲 喜 捨﹂
那個﹁捨﹂字最重要 ﹁捨﹂就是
﹁平等覺﹂ 眾生都是平等的 都是
有情眾生 不管是善的 惡的 非常
兇惡的 你都必須要慈悲他 而慈悲
是以﹁捨﹂做為基礎 ﹁捨﹂應該是
第一 也就是看眾生是平等的 你不
能只是慈悲你喜歡的 對於你不喜歡
的人就不慈悲了 那就不是學佛的
人 想學佛 ﹁捨﹂是第一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學佛要記得 凡是毀謗你的
人 凡是侮辱你的人 凡是很憎恨你
的人 凡是對你完全不禮貌 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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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很惡意相向的人 都是你的功德
主 都是你的前世父母 都是你的親
眷 如果不是親眷 沒有那種緣 對
方不會恨你 因為有緣 你們才會在
一起 對方會討厭你 也是因為緣的
關係 ﹁愛﹂有時候也會變成
﹁恨﹂ 所謂﹁愛恨平等覺﹂ 你必
須要懂得這一句話 對於有情眾生要
平等對視 你不可以有恨 佛教徒不
能夠有恨 只能夠有愛 要平等捨
這一點非常重要！不能說你愛的人就
對他特別好 你恨的人就不理他
我們男人都是這樣子長大的嗎？
小時候 媽媽嚇唬你：﹁虎姑婆來
了！﹂你就被嚇到了；上學以後 同
學嚇唬你：﹁老師來了！﹂結婚以
後 朋友嚇唬你：﹁你老婆來了！﹂
工作以後 同事嚇唬你：﹁主管來
了！﹂當了主管以後 經理嚇唬你：
﹁董事長來了！﹂當了老闆以後 總
機就會嚇唬你：﹁國稅局來了！﹂打
發官員走之後 回到辦公室 女祕書
嚇唬你：﹁人家這個月沒來了 ﹂我
們都是被嚇著長大的 你們看 當一
個人多不自在啊！都是被嚇的
講一個分別心的笑話 一個挑剔
的客人到餐廳吃飯 老闆建議很多菜
色 都被客人批評得一無是處 客
人：﹁那這樣吧！你們這裡的招牌菜

是什麼？﹂﹁先生 這裡最有名的是
燕窩 ﹂客人：﹁不！我不吃從動物
嘴裡吐出來的東西！太骯髒了！想到
就噁心 ﹂老闆耐著性子地問：﹁那
你到底想吃什麼？﹂﹁看來只有蛋花
湯可以吃了 ﹂老闆：﹁那你知道雞
蛋是從雞的哪個地方出來的嗎？﹂這
個就是分別心！覺得從嘴巴吐出來的
東西很髒 那從屁股出來的東西就吃

得很高興 這都是分別心吶！
最後一個笑話 美國有一所教會
主辦的幼稚園 有一天 一位虔誠的
基督徒女老師問小朋友：﹁你相信有
上帝嗎？﹂學生：﹁相信！﹂老師：
﹁你們知道上帝在哪裡嗎？知道的人
請告訴老師 ﹂有的學生說：﹁上帝
在天上！﹂有的學生說：﹁上帝在教
堂！﹂也有人說：﹁上帝在每一個人
的心中 ﹂老師對這些答案都很滿
意 臉上堆滿了笑容 突然間 四歲
的 Peter 勇敢地舉起手 神祕兮兮
地告訴老師：﹁老師！我知道上帝在
哪裡！祂就住在我家的廁所裡面！﹂
同學一臉錯愕 老師也是一臉尷尬
老師問 Peter ：﹁為什麼上帝
在 你 家 的 廁 所 裡 面 呢 ？ ﹂ Peter
說：﹁有好幾次在早上的時候 我媽
媽在廁所 我看見爸爸不斷地敲廁所
的門 而且嘴巴高聲喊：﹃ Oh my
God
為什麼妳還不趕快出來？﹄﹂
這 Peter 所講的事有兩種情況 一
種情況是廁所裡的人蹲得很久 外面
的人等不及了：﹁ Oh my God
請
趕快出來！﹂另一個情況是蹲在廁所
裡面的人便祕 拉不出來 自己在
喊：﹁ Oh
My
God
﹂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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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廣東
話 ： 謝 謝 大 家 ︶ 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tomorrow. ︵謝謝
大家的蒞臨 我們明天再見︶
今天 我們是修﹁藥師琉璃光如
來本尊念誦法﹂ 所謂的﹁念誦
法﹂ 其實是在做清淨的功夫 也就
是在八大本尊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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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自己 能夠跟佛非常接近 甚至於
相應合一 跟佛融合為一 這就是
﹁相應﹂ 想要﹁相應﹂ 最重要的
是身口意清淨；身體要清淨 口也要
清淨 意念也要清淨 這﹁身口意清
淨﹂是密教﹁念誦法﹂最主要的作
用
我們人的身口意本來都是有業障
的 也就是身體有身體的業障 口有
口的業障 意念也有意念的業障；若
要把自己的業障清淨 唯有用密教的
﹁念誦法﹂ 也就是﹁相應法﹂ 像
今天的﹁藥師佛本尊相應法﹂ 就是
依靠著手印 持咒和觀想 手印和身
印就是讓你的身體清淨 持咒是清淨
你的口業 並觀想藍色的藥師琉璃光
如來 具三十二相 坐在蓮花上 拿
著甘露放光照你 讓你的身口意皆得
到清淨 這種想念的方法 也就是
意念的清淨 在那個時刻 你的身
口意就都清淨了
其實 我們應該常常保持本尊

蓮生活佛是乘願再來成就者，
得如來心㊞、口耳、持明諸傳承。

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同修
的本尊︱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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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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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 ︽真佛宗︾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總
裁盧佛青博士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

首

10/ 2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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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一直在相應之中 這樣子就能
夠時時刻刻都清淨；本來只是一時
的清淨 最後變成時時刻刻都保持
清淨 這就是密教的﹁念誦相應
法﹂ 當你達到清淨的時候 自然
能夠看到你的本尊 而且 你也能
夠變化成為本尊 也就是光光互相
融入 光光相照 這就叫做﹁相
應﹂
相應了以後 若能夠永遠保持
相應的話 你將來就能夠到本尊的
淨土 這是一定的！因為當你眼睛
一閉 你的本尊就現前 祂就可以
接引你到佛國淨土 密教就是靠這
樣的念誦法 修到相應 這也就是
用咒 印和觀想 最主要的作用
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有所謂的
﹁前行 正行 後行﹂ ﹁正行﹂
就是咒 印 觀想 然後入三昧
地 入三昧地代表本尊跟你融合在
一起 你變化成為本尊 本尊跟你
無二無別 密教最基礎的是皈依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這是第一次的皈依 皈依
的意思就是你依止祂去修行
藥師琉璃光王佛跟阿彌陀佛是
同樣偉大的 祂的淨土像琉璃光世
界一樣 非常莊嚴 非常殊勝 藥
師佛有一個願比較特別 修這個法
時 你稱誦﹁藥師琉璃光王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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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就可以治眾生的病
我跟大家講過 我在閉關的時
候 得到一個很重的病 那時我去韓
國禮拜了藥師如來 在回程當中 我
感應到藥師琉璃光王佛現身 而且藥
王菩薩 藥上菩薩 日光菩薩 月光
菩薩和藥叉十二神將也全部現身 我
在遊覽車上跟隨行的人講：﹁我這個
病一定會好 ﹂師母有去 加州四大
媽也有去 我那時就講我看到了藥師
琉璃光如來 而且也看到了藥王菩
薩 藥上菩薩 日光菩薩 月光菩
薩 還有藥叉十二神將 當時我就知
道 我這個病一定有救
你們身上有病的人 如果能在三
昧地中看到藥師琉璃光如來放光加
持 保證你的病一定會好 藥師琉璃
光如來有這個願 願意幫助眾生所有
的病能夠好 祂有這樣的大願 藥師
琉璃光如來就介紹到此
再談一下︽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烏金第二
佛 蓮華生大士說：﹃將大圓滿法
不可思議的法教 寫於經書的金箋之
上 祕收入於地水火風空之中 為了
將大圓滿法傳到後世 發願付囑 以
印印之 在未來世中 將有位蓮花童
子乘願再來的得成就者 會開啟如此
地水火風空五輪的寶藏之門 去度化
更多數有業障的﹃補特伽羅﹄ 這個
傳承 就是﹃補特伽羅﹄的口耳傳

承 ﹄﹂
﹁補特伽羅﹂就是有情眾生 而
文學上常常寫的﹁普羅世界﹂ 意思
就是﹁有情的人間世界﹂ ﹁﹃補特
伽羅﹄的口耳傳承﹂就是由我嘴巴講
出去 你們的耳朵聽進去 就是這個
傳承；師父講出口 弟子的耳朵聽進
去 然後按照這個方法修行 這就叫
做﹁口耳傳承﹂ 也可以講是祕密傳
承 師父的嘴在你的耳朵旁邊 向你
講很祕密的法語 這就是﹁口耳傳
承﹂
﹁寫於經書的金箋之上 祕收入
於地水火風空之中 ﹂這是很奇妙
的 在寧瑪派 ﹁寧瑪﹂是舊的意
思 就是舊教 也就是紅教 西藏的
密教有紅 黃 白 花四教 黑教是
西藏原來的笨波教 也就是薩滿教
也有人把黑教列進去 其實 紅
黃 白 花 紅就是寧瑪 代表舊
教 後來有白教噶舉派 黃教格魯
派 花教薩迦派 這些是屬於新教
寧瑪派是屬於舊教︱舊的密教 是由
蓮華生大士帶進去的密教 是最早傳
入西藏的密教 所以是舊教
在蓮華生大士離開西藏的時候
蓮華生大士特別把寧瑪派很多的口訣
心要藏起來 請祂的得意弟子︱依喜
措嘉 赤松德真王 把口訣心要藏在
地水火風空之中 有一個傳說是這樣
的 蓮華生大士在夢中告訴他的弟

子 如果有弟子想要取得祂的傳承和
口訣心要 可以在某年的某月某日
把船開到湖的中心等待 等待什麼？
就是等待蓮華生大士所藏的心要口訣
出現 這時 湖面突然跳出一條很大
的魚 剛好跳到船上 這位行者認為
蓮師夢中所指示的就是這條魚 他打
開魚腹 裡面就有一張金箋 是蓮華
生大士用金筆把口訣寫在羊皮上面
蓮華生大士遺留下來的口訣 就放在
魚肚裡面 這簡直就是神話 但確實
是有這樣的
或者是蓮師叫弟子到某一個山
山頂有一個岩石 這岩石是好好的
沒有破裂的岩石 蓮華生大士指示弟
子在第幾層岩石的岩頁敲幾下 然後
唸幾次咒 這頁片就掉下來 然後出
現一個岩洞；弟子伸手進去 一拿出
來 就是蓮華生大士藏的金箋 這真
的是很奇怪的事情！有很多人相信
也有很多人不信
像師尊的轉世 蓮華生大士把祂
的﹁大圓滿法﹂放在師尊的腦海裡
面 當我要講﹁大圓滿法﹂時候 就
會源源不絕地看見蓮華生大士的心要
口訣 這也是很奇怪的 轉世的事情
是很奇怪的 我自己歷劫轉世 卻不
知道蓮華生大士所藏的心要口訣 居
然能夠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還源源不
絕地一直出現
我先講第一個關於蚊子的笑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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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聽 西雅圖是很少看到蚊子的
我的家裡沒有掛蚊帳 但是 東南亞
地區是有蚊子的地方 你必須要用蚊
香 蚊油 甚至要掛蚊帳 有一天
法官的女朋友被兩隻蚊子吵得沒辦法
睡 因為這兩隻蚊子飛進她的蚊帳
讓她沒辦法睡覺 所以她叫法官去處
理這兩隻蚊子 只見法官把那隻肚子
飽飽的蚊子打死 卻對那隻肚子乾癟
的蚊子遲遲不肯下手 女朋友就問：
﹁為什麼不把那隻蚊子也打死呢？﹂
法官回答：﹁證據不足！﹂吃得飽飽
的那一隻保證是叮了他的女朋友 那
隻肚子扁扁的 應該是沒有叮他的女
朋友 所以 法官在處理事情時 證
據不足是不起訴的
很多人也是這樣講：﹁伏藏的證
據不足！﹂你們說 轉世的事情 怎
麼會﹁證據足夠﹂呢？都是證據不足
的 很難去解釋！但是 我記得有這
樣的故事：以前 在鄉下有一位殺豬
的屠夫 有一天 屠夫突然死掉了
在屠夫死的同時 鄰居的母豬也生了
一隻小豬 但這隻小豬很特別；屠夫
有小兒麻痺 他的左腳有一點跛 而
這隻小豬的左後腳一樣也有一點跛
這就是奇怪的地方
更奇怪的是 當小豬可以走路的
時候 牠每天都跑出豬欄；在鄉下也
有把豬放出來養的 並不一定養在豬

欄裡 但這隻小豬就跑到以前屠夫的
家門口 躺在那裡 只要屠夫家的人
一打開門 牠就鑽進屠夫的家 豬的
主人常常到屠夫的家把豬抓回來 但
只要一有機會 那隻豬還是跑到屠夫
的家門口 等門一開 牠就鑽進去
有一次 屠夫的妻子到市場買
菜 那隻豬就一直跟著她走 在旁邊
拼命叫 屠夫的家人覺得很奇怪 屠
夫的妻子也感到奇怪 而且那隻豬的
腳跟她先生一樣是跛腳 於是 屠夫
的妻子就對那隻豬講：﹁你是某某某
嗎？﹂那隻豬拼命點頭 ﹁這下慘
了！我的先生怎麼變成一隻豬呢？﹂
最後 屠夫的妻子就把這隻豬買回家
養 就有這種事情 這只是一個轉世
的小例子
師尊也親眼看過 有一位將軍的
女兒 她穿的衣服袖子總是很長 手
老是被衣袖蓋著 人長得非常漂亮
身材阿娜多姿 將軍請我去 他女兒
問我一件事：﹁這個應該怎麼辦？﹂
她把袖子捲起給我看 原來 她的一
隻手是豬蹄啊！而且還長著黑色的豬
毛！人怎麼會長豬蹄呢？這是我親眼
看到的
那位將軍 本來是找我去訓話
因為我在軍中時 他找我訓話：﹁你
不可以再妖言惑眾 不可以在軍中傳
法 ﹂在早期的時候 還是戒嚴時

期 在軍中是不可以傳法的 保防官
把我的資料全報到將軍那邊 將軍看
了 便叫我去問話 我還被他罵了好
久 後來 他來找我 就是為了女兒
的事；我當時沒跟他講什麼 但我回
去之後 靈算出一個結果 我後來寫
在書上 確實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
以 轉世是有特徵的 確實是有的
師尊經過轉世 由於蓮華生大士
把祂的心要口訣伏藏在我的腦海裡
面 所以 我在很早之前就寫了︽密
教大圓滿︾ 早在二十幾年前 台灣
的密教還沒有那麼盛行 ﹁大圓滿
法﹂還沒有真正在傳的時候 我就寫
了這本書︽密教大圓滿︾
﹁將大圓滿法 不可思議的法
教 寫於經書的金箋之上 祕收入於
地水火風空之中 ﹂地裡面也藏 水
裡面也藏 我剛剛有講到水︵指金箋
藏於魚肚︶ 火當中也藏 風當中也
藏 空當中也藏 所以 魚肚裡面有
蓮華生大士的心要口訣 師尊的腦海
裡面一樣有﹁大圓滿法﹂的心要口
訣
﹁發願付囑 以印印之 ﹂就是
把心要口訣伏藏在我的腦海裡 然後
蓋起來︵師尊摸頭頂︶ ﹁在未來世
中 將有位蓮花童子乘願再來的得成
就者 ﹂這是烏金第二佛︱蓮華生大
士講的 其實 蓮華生大士是蓮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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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 師尊的法號叫做﹁蓮生﹂ 都
是蓮花化生 都是蓮花童子；蓮華生
大士就是蓮花化生的童子 師尊 也
是蓮花化生的童子 都是乘願再來的
得成就者

一個婦人 在附近的公園餵食鴿
子 有個男子走過來 很生氣地責備
那位婦女：﹁你怎麼這麼浪費？亂扔
糧食？非洲有許多人在挨餓 妳知道
嗎？﹂那婦人瞪了他一眼：﹁對不
起！我沒辦法扔那麼遠 ﹂
蓮華生大士藏得遠不遠？︵弟
子：遠︶近的也藏 遠的也藏 幾百
世以後 祂都能夠藏 能夠藏千年
這就是祂偉大的地方 你看！祂把心
要口訣的金箋 藏在魚肚 藏在水
裡 藏在岩洞裡 藏在虛空之中 藏
在人的身上；祂藏在人身上 大概只
有一個 那就是師尊

不過 也不一定！也許會藏在你
們身上 因為你們自己還不知道！等
到有一天 你明白了 你往內看 就
可以看到如來的經典；自心就可以流
露出來 從你的心就有經典流露出
來 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
轉世就是很奇妙的 伏藏
也是很奇妙的 所以 紅教寧
瑪派有很多﹁伏藏大師﹂ 都
是蓮華生大士的弟子轉世再
來 然後挖掘以前師父所留下

Sheng -yen Lu Foundation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總裁
盧佛青博士。

來的種種寶貴法本跟口訣 心要 甚
至於密藏的法 很多祕密的法都是這
樣傳出來的
師尊以前也不知道自己的腦海有
伏藏這些法 師尊只是個凡夫 很平
常而已 在學校讀書 我小學的時
候 差不多都是最後一名 在初中的
時候 也是最後一名 還被留級兩
次 從︿高雄二中﹀轉學到︿高雄三
中﹀的職訓班 就是現在的︿獅甲國
中﹀ 轉學後 我才變成第一名 然
後進到︿高雄高工﹀ 我每一次都拿
到第一名 為什麼差那麼多？從最後
一名變成第一名 是什麼原因？因為
在職訓班裡 每個人都是留級的
我曾留級兩次 台灣話講：﹁落
地補 吃菜脯 ﹂﹁落地﹂就是根本
沒辦法升級 初一︵初中一年級︶之
後要讀初二︵初中二年級︶ 我就沒
辦法升級啊！然後 我轉到三中 因
為全部都是留級生集中在那裡 所
以 我的成績只要稍微好一點點 就
贏過他們 變成第一名了
重拾信心後 我就很認真讀書
一讀 就變成班上的模範生 因為跟
那些留級的比 我贏他們啦！有了信
心以後 認真的讀書 考上︿高雄高
工﹀ 我在︿高雄高工﹀遇到一個貴
人 老師是我的貴人 他很器重我
一直幫我 我就一直讀 也是全班第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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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 因為我都是第一名 可
以領取︿嘉新水泥公司﹀的獎學金
所以讀書不用錢 學雜費全免 高中
讀書都不用錢 從最後一名變成第一
名 而 且 還 可 以 變 成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的創辦人 這也
是一種奇蹟啊！留級兩次的留級生
居然會變成這樣！我自己也覺得很奇
怪 佛菩薩也跟我指示：﹁你將來要
弘法 ﹂我也是突然之間被祂叫出來
弘法的 就是有這些感應的現象
那天 我到︿西雅圖雷藏寺﹀跟
大家一起運動 在唸佛的時候 佛菩
薩就跟我講：﹁雷藏寺裡面 有人吵
架！﹂﹁欸！有人吵架？沒聽說
啊？﹂我開車的時候就問侍者蓮贈法
師：﹁雷藏寺裡 有沒有人吵架？﹂
他對我說沒有 我搖下窗戶問蓮潔：
﹁︿雷藏寺﹀有沒有人吵架？﹂蓮潔
說：﹁欸！師尊怎麼知道？﹂有沒
有？︵蓮潔答：有︶
沒有人告訴我 是佛菩薩告訴我
的！其實 只要我進到裡面 吸幾口
氣就知道了！真的有吵架 我們︿雷
藏寺﹀的董事長差一點就不幹了！我
是有感應的 不過有一些感應卻不能
講 講了會傷人 有的感應可以講
有的感應不能講 不能講就是不能
講 因為講了就會破局 講了就裂
了 所以 很多事情不能講

師尊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不能
講 因為講了就破局 破局就很難
看 何必呢？彼此之間相安無事 不
聞不問 我什麼都不管 明明知道
我也不管 為什麼？對於有情眾生
都要留給人家一些面子 不可以撕
破 也不可以揭人家的隱私 人家的
隱私是屬於人家的 不可以講破 很
多事情都不可以講破 講破了就不
好
我不是不知道這些毀謗我的人的
隱私 我知道 但是我不太願意提人
家的隱私 只是稍微點他一下 應該
知道的人就會明白了 不應該知道的
人還是不知道 聰明的話 我點一
下 你就應該知道了
講一個笑話 我有一次出去玩
在一個遠房親戚家裡住了兩天 那裡
有一個風俗 因為小孩子的尿是最乾
淨的 他們就用童子尿煮雞蛋 說是
非常養生 我哪裡敢吃？無奈 人家
一直勸我吃：﹁吃蛋啊！﹂沒辦法
我只好講了一句：﹁我不愛吃雞
蛋 ﹂那親戚更可愛 就講：﹁你不
吃蛋 那喝點湯吧！﹂
我的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夠
勉強的 師尊的方法就是隨順眾生
為了保持一種圓滿 一種圓融 一種
快樂 一種幸福 我就隨順眾生 先
隨順他 然後再點醒一下 不然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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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我也不能講得太白 講得太白
就破壞了 所以 有些事情 我在神
算當中都知道 但是 我不能講 只
能夠點一下 雖然不能講 但有時
候 我會給你夢示 我只要講：﹁給
你夢示 ﹂他就有夢示了
有一個人得了癌症來找師尊 師
尊算一算 非我能力所能救 我就跟
他講：﹁給你夢示 ﹂隔幾天 真的
有夢示 法身的盧師尊就在他身體裡
拿了一些腫瘤出來 然後跟他講：
﹁剩下的一些 你要自己處理 ﹂這
就已經點醒他了 他就自己去處理
我算的結果是師尊沒辦法把他的腫瘤
消除掉 但是 能處理多少就處理多
少 剩下的就讓他自己處理 所以
佛菩薩救度眾生有很多巧妙的方法
﹁發願付囑 以印印之 在未來
世中 將有位蓮花童子乘願再來的得
成就者 會開啟如此地水火風空五輪
的寶藏之門 去度化更多數有業障的
﹃補特伽羅﹄ 這個傳承 就是﹃補
特伽羅﹄的口耳傳承 ﹂
﹁據我所知 得到﹃補特伽羅口
耳傳承﹄的上師 已有多位 在這些
上師當中 ﹃紅冠聖冕金剛上師蓮生
密行尊者﹄ 是得大智慧的次第修行
者 原是蓮花童子的真正化身 蓮華
生大士現身加持灌頂傳授﹃大圓滿
法﹄ 使﹃如來心印傳承﹄ ﹃持明
傳承﹄ ﹃口耳傳承﹄皆得圓滿受

持 ﹂
傳承有很多種 像﹁口耳傳
承﹂ 大家現在都是屬於﹁口耳傳
承﹂ 什麼叫做﹁持明傳承﹂？就是
光跟光對照的傳承 就是法身佛或報
身佛傳給你的傳承 ﹁如來心印傳
承﹂就是你見到了佛 佛給你印心
這種傳承叫做﹁如來心印傳承﹂ 師
尊講過 蓮華生大士給師尊灌頂 祂
是﹁烏金第二佛﹂ 也就是﹁如
來﹂ ﹁如來心印傳承﹂就是蓮華生
大士以祂身體的毛細孔所發出來的光
明 照射我全身所有的毛細孔 這就
得到﹁持明傳承﹂
﹁心印傳承﹂又是怎麼一回事？
蓮華生大士把我變小吃到口裡 然後

從密輪出來 等於是蓮華生大士的心
印印在我蓮花童子︱蓮生活佛盧勝彥
的心上 這就是屬於﹁心印傳承﹂
我確實見到蓮華生大士 祂給我
三個傳承 一個是光的傳承 就是報
身佛的﹁持明傳承﹂ 一個就是﹁如
來心印傳承﹂ 還有一個就是﹁口耳
傳承﹂ 這三個傳承 師尊都有
了鳴和尚給我灌頂﹁大圓滿
法﹂ 教我﹁大圓滿法﹂的心要跟口
訣 這就是﹁口耳傳承﹂；光跟光相
照的 就是﹁持明傳承﹂ 是報身佛
給我的；我進入蓮華生大士的心 得
到的傳承就是﹁如來心印傳承﹂
講個笑話 醫生在家裡接到同事
的電話 因為打麻將﹁三缺一﹂ 醫
生講：﹁我馬上來 ﹂妻子在旁邊
問：﹁情況嚴重嗎？﹂醫生嚴肅地
講：﹁相當嚴重 已經有三位醫生在
那裡了 ﹂這也是﹁口耳傳承﹂ 為
什麼？我講了 我打電話給你 你耳
朵聽到了 這就是我傳給你 是﹁口
耳傳承﹂ 別人聽不到 今天 我講
給你們聽 還有看網路直播的人 都
聽到了 這是﹁口耳傳承﹂
至於﹁持明傳承﹂ 你要等報身
佛出現用光照你 這就是﹁持明傳
承﹂ 再來就是你進到如來的心 如
來進到你的心 那就是﹁心印傳
承﹂ 要進到如來的心 就是要在非
常寂靜的狀態之下 在全身完全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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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之下 你才可能進入如來的
心 如來才可能進到你的心 這道理
很簡單
如果你身上充滿垃圾 如來如何
進到你的心？你如何進到如來的心？
你拿垃圾去拿﹁垃圾心印傳承﹂ 就
變成了 dirty people ︵骯髒人︶
你就是垃圾人 垃圾人怎麼能夠到佛
國淨土呢？怎麼能跟如來相應？
所以 最重要的是在你的言行
意念當中 你都必須要很清淨 所以
我常講：﹁給你夢示 ﹂你有了夢
示 表示你有了印 表示這一尊如來
或本尊就可以跟你相應 有時候 我
常常說 你若做一個夢 把夢境告訴
師尊 我就知道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記的人
你在夢中看到也可以 禪定三昧
地中看到也可以 用你的肉眼在清醒
中看到也可以 這樣才算 最差的
當然是在夢中看到 最好的是你隨時
隨地都可以看到 相應的現象 就是
這樣；在夢中給你指示 在禪定中指
示 甚至顯現法身給你指示 這才叫
做相應
每一次 我跟大家摩頂的時候
我一定是要相應了 我才幫大家摩
頂 如果沒有相應 我絕不摩頂 我
合掌請藥師如來︵師尊當場召請︶降
臨 這才算相應 如果感應不到藥師

如來 就不能灌頂；一開始的時候沒
有來 一直要等到看見藥師如來 這
時候才可以算是相應
講最後一個笑話 一個老人跟和
尚在湖邊釣魚 距離他們不遠處 放
著一個牌子 上面寫著：﹁回頭是
岸 ﹂這時候 有個年輕人開車過
來 看到牌子的勸告 就丟出一句
話：﹁見鬼！﹂然後就聽到﹁噗通﹂
一聲 車就掉進河裡 老人嘆了口氣
對和尚講：﹁我說要寫上﹃注意前面
有河﹄ 你偏不聽 ﹂
事實上就是這樣 有時候 師父
講的話你們不一定聽 師父講：﹁回
頭是岸！﹂你們偏偏不聽 就一定要
往前走 然後就掉進陷阱裡面 爬了
半天爬不起來 佛法也是一樣 有很
多的警語在裡面 勸告大家要做善
事 不要造業；要做一個好人 不要
做一個壞人；要有好心腸 好的行
為 要幫助人 不要太自私 不要太
貪 也不要發怒 也不要無知 但事
實上 往往勸不回來 不如講一句很
普通的話：﹁前面就是陷阱 你不要
再走了！﹂
就是這樣 人都是很盲目的 明
明知道前面是陷阱 你還是掉下去
了 所以 還是要依照如來的話 按
佛教的戒律來做吧！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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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摩頂

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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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忍不成德，瞋是㆞獄根；
㉂性成佛大圓滿，無求放㆘即是修。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
今天護摩主尊︱一髻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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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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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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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華醫師
今天是做一髻佛母的護摩 大家
比較少修一髻佛母的法 不過也是因
為比較少傳 一髻佛母是很大的佛
母 祂本身就是阿達爾瑪佛的化身
也就是本初佛的化身 所以是最大的
佛母 一髻佛母是寧瑪派三大護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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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護法 第二個護法是咕嚕咕
咧佛母 第三個護法就是喇呼啦尊
者
大家很少修到一髻佛母的法 一
髻佛母的種子字是﹁讓﹂字 ﹁讓﹂
字就是火的意思 祂的咒語就是
﹁嗡 阿松瑪 吽 呸﹂ 這是直接
稱呼一髻佛母的名字 ﹁一髻﹂就是
﹁阿松瑪﹂的意思 ﹁吽 呸﹂是屬
於降伏 ﹁嗡﹂就是宇宙
有兩個很重要的佛母 一個阿松
瑪 一個是先東瑪；先東瑪就是獅面
空行母 阿松瑪就是一髻佛母 在一
髻佛母的心咒就有祂的名字在裡面：
﹁嗡 阿松瑪 吽 呸 ﹂另一個心
咒是﹁嗡 一髻 讓 樣 康
吽﹂
為什麼叫做﹁一髻佛母﹂？因為
祂的頭上綁起來是﹁一髻﹂ 五台山
有一髻文殊 二髻文殊 三髻文殊
四髻文殊 五髻文殊 表示文殊的頭
髮綁成一個﹁啾啾﹂︵台語：小球
狀︶ 所以 一髻佛母的頭髮豎起來
就是一個髻
一髻佛母還有其他的象徵性 祂
只有一個眼睛 一顆牙 一個乳房
祂的牙齒是尖的三角形；一髻佛母的
形相有一髻 一眼 一牙 一乳；祂
的右手拿著屍杖 也就是用一個人的
屍體當成法杖 左手拿著一顆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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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

們稱為﹁魔的心﹂ 或是﹁狼的
心﹂
這些有什麼意義呢？ ﹁一髻﹂
代表阿達爾瑪佛 祂就是阿達爾瑪佛
的化身 今天的主祈不是很多人 大
家都是想追求最大的 如果是要灌頂
阿達爾瑪佛 因為祂是本初佛 是最
大的佛 大家都會想要灌這個頂 但
是 這麼一尊最大的佛母 大家卻都
不認識 其實祂是阿達爾瑪佛所化現
的佛母 你做這一尊的主祈等於是做
阿達爾瑪佛的主祈 可是主祈的人卻
特別少 因為大家不認識 也很少聽
聞一髻佛母 所以就錯過良機了
跟大家講 如果你能修持﹁一髻
佛母法﹂成就 就等於﹁大圓滿法﹂
也可以成就了 眾生就是比較盲目
不懂得一髻佛母是阿達爾瑪佛的佛
母 另外 還有兩尊也是很大的 一
個就是般若佛母 另一個就是佛眼佛
母 但 一髻佛母還是最大的佛母
結果主祈的人卻是那麼少 上一次
我們做不空羂索觀音的護摩 主祈者
特別多 今天這麼大的佛母 主祈者
卻很少
一髻佛母的形相很好觀想 一
髻 一眼 一牙｜尖尖三角形的牙
齒 還有一乳 一髻 代表阿達爾瑪
佛；一眼 代表一個智慧 將五佛的
智慧全部圓滿 剩下一個智慧 就是
大圓滿的智慧；一牙 就是可以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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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貪 瞋 痴 疑 慢｜﹁五
毒﹂ 以及所有一切不好的業障 用
祂的一牙消除 把所有的毒全部排
掉 把毒全部排光就變成清淨了 那
﹁一牙﹂的意思就是清淨 一乳就是
代表哺育所有的眾生 息 增 懷
誅 全部統統都有 全部充滿 也就
是度眾生的事業 在一乳裡面全部吃
飽 一個乳房就讓所有眾生全部吃
飽 都是有意義在裡面的
﹁唯一的本初佛 大圓滿的智
慧 消除一切毒 哺乳眾生 讓一切
都是清淨的 ﹂一髻佛母有這許多的
象徵意義在裡面 祂的一牙代表著降
伏 所以 這一尊也是降伏尊 因為
祂的種子字是﹁讓﹂字 因此 祂的
身體是紅色的；師尊今天也穿紅色
旁邊又有藍色 藍色代表降伏
一髻 代表無上頂的本初佛阿達
爾瑪佛；一眼 代表一個智慧 就是
大圓滿的智慧 而大圓滿的智慧就是
兩個字｜﹁無生﹂；一牙 代表完全
的清淨 因為祂的一顆牙就可以把
貪 瞋 痴 疑 慢咬碎 把所有一
切不好的都咬碎；一乳 代表息
增 懷 誅四種事業 賜福加持眾
生 沒有分別 一視同仁 一髻佛母
也是我的上師了鳴和尚的本尊
﹁念誦法﹂要有咒語 形相 手
一髻佛母的手印就是﹁一根手
印

指﹂︵右手食指︶ 這樣就代表一髻
佛母 也就是﹁一番﹂︵日語：いち
ばん 一級棒︶ 眾生是﹁二番﹂
因為眾生有善 惡 有常 斷︵常見
和斷見︶ 就是兩邊 黑 白是兩
邊 吉 凶是兩邊 陰 陽是兩邊
男 女也是兩邊 一切東西都是兩
邊 就像太極一樣 一邊黑的 一邊
白的 就是兩邊 到了一髻佛母 就
剩下﹁一﹂ 沒有﹁二﹂；﹁一番﹂
的意思就是第一的 大家應該要瞭解
祂的這個意義
祂的咒語是﹁嗡 阿松瑪 吽
呸 ﹂有手印 有咒語 還有祂的形
相 就可以制定﹁念誦法﹂ 修這個
法時也不必﹁在平靜的大海 無雲晴
空 月輪從海面升上虛空 月輪中有
個﹃讓﹄字旋轉 然後變成一髻佛
母﹂ 不用這樣做 你直接觀想阿達
爾瑪佛的心中有個﹁讓﹂字 ﹁讓﹂
字轉化成為一髻佛母 這樣就可以
了 不用按照一般﹁念誦法﹂每一次
都﹁三段法生﹂ 只要直接在阿達爾
瑪佛的心輪中有個﹁讓﹂字 在
﹁讓﹂字裡面轉化出一髻佛母 這樣
的轉化也是三段法生
這一尊一髻佛母特別不一樣 直
接由阿達爾瑪佛轉化就可以了 其實
也有很多金剛神是直接轉化的 是先
出現金剛薩埵 而金剛薩埵的出現

有時候是先出現蓮花 蓮花上面有日
輪 月輪 中間有個﹁吽﹂字 再由
﹁吽﹂字出現金剛薩埵 金剛薩埵出
現以後 再由金剛薩埵的心出現種子
字 再出現一個﹁吽﹂字 再轉化成
為金剛神 像大幻化網金剛 祂的轉
化也是由金剛薩埵先出現 之後再出
現大幻化網金剛 是不一樣的
不要再從月輪裡面出生了 做
﹁月輪觀﹂當然是很好 ﹁三段法
生﹂在︽真佛宗︾是統一的 但是有
時候是不一定的 有些是由特別的本
尊出生
我們再談一下︽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悟
得﹃大圓滿法﹄ 為轉這圓滿聖教的
法輪 將現出一切正覺的智慧 筆之
於書 普天同現密法之光 喜金剛在
空中頌讚：心之自性已成佛 心無生
滅如虛空；悟法平等性真義 無求放
下即是修 今天讀到本書者 真是有
大法緣者 一切智慧在其中；若修
持 可得大圓滿悉地 到了悟的境界
就是﹃大平等﹄ 這是一切智慧的源
頭 此書是密法普現世間的大光
芒 ﹂﹁正覺﹂就是真正的覺悟 等
於是開悟了
我先講一個笑話 一位老先生的
體能狀況很差 他到了健身房問教
練：﹁我想吸引年輕的美女 請問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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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哪一種運動器材？﹂教練回答：
﹁我們這裡的運動器材沒有用 請用
外面的提款機比較快 ﹂這就是在教
你﹁正覺﹂
什麼是﹁正覺﹂？就是直接有用
的 而且是最圓滿的 就叫做﹁正
覺﹂ 沒有比這個更圓滿的智慧了
前面的笑話是世俗的智慧 一個是年
輕 體能 一個是金錢；麵包跟愛
情 哪一個比較重要？如果你沒有麵
包 愛情就會死掉；如果你只有麵
包 沒有愛情 那你的心靈也會枯
萎 也一樣會死掉 所以二者要並
重 愛情跟麵包都要
現在 很多年輕女孩子認為麵包
比較重要 愛情次之 為什麼？因為
嫁給老先生也是很好 幾年後他就叮
叮︵意謂死亡︶了；老先生叮叮之
後 妳就有麵包了 那時候再來找愛
情 現在的女生想得很現實 比以前
的女生聰明多了 以前的女生 像薛
平貴的太太︱王寶釧 她苦守寒窯十
八年 這種女人已經找不到了 白天
提著燈籠去找都找不到
一髻佛母就是如來的智慧 是大
圓滿的智慧 大圓滿的智慧只有
﹁一﹂ 一智 無生 只要含有一點
﹁有﹂ 那就不是﹁大圓滿﹂ 講到
這裡就好 如果再講下去 你們都開
悟了 還是不要講的好 之所以不能

講 當然是有很多理由 因為開悟是
不能講的 其中有一個理由就是︱只
要一講出來就不值錢 不要講 但還
是會有人射箭
講一個笑話 現在的臺北街頭出
現一名歹徒拿著硫酸 隨機找個對象
就潑硫酸；有一個女生的背影很漂
亮 身材婀娜多姿 歹徒從後面快步
追上去 當走到女生的前面時 歹徒
轉身準備要拿硫酸潑她 一看到女生
的臉 哎呀！不用潑了！
當你們看到一髻佛母的時候 你
會想潑祂硫酸嗎？不用潑了 真的！
一個髮髻 一個大眼睛 一個尖牙
一個乳房 你們說 還有什麼好潑
的？不過 我告訴你們 潑硫酸的這
種心理 是很不好的心理
這個歹徒為什麼要隨機對女生潑
硫酸？因為他的女朋友離開他 他對
他的女朋友有怨恨 但又潑不到他的
女朋友 所以就拿著硫酸潑別人 這
是一種﹁遷怒﹂的心理 在以前 有
人拿著針筒 看到漂亮的女生或者是
遊客 就往對方的屁股或者是腿上紮
一針 因為他自己得了 AIDS ︵愛滋
病︶ 他認為：﹁為什麼是我？為什
麼不是大家？﹂他就把怨恨歸咎到別
人的身上 這種心理叫做﹁遷怒﹂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身為佛教徒 不管你是正怒 還

是遷怒 都不行 都不可以；因為怒
就是瞋 絕對會下地獄 只要你的瞋
心一起 你一定是會去破壞別人 想
想看 那些寫文章毀謗別人的 他們
是用什麼心來寫文章 ﹁我一定要把
你毀滅掉！﹂他們發出這樣的心 那
就是﹁瞋心﹂ 只要你發出瞋心 你
絕對會下地獄
經文有講到：﹁以牙還牙 以眼
還眼 不可以 ﹂為什麼？因為如果
你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你這發出來
的瞋心可以斷一切福德 可以把你修
出來的所有德和資糧全都毀滅掉 所
以 千千萬萬不能讓恨心產生出來
然後去毀滅別人 千萬不可以
如果你是一個行者 不管對方有
多惡 你也不能發瞋心毀滅他 因
為 你一旦發了瞋心 一定會滅掉你
所有修行的功德 大家聽明白了嗎？
行者一定要修忍辱 你想成為菩薩
一定要修忍辱；一切都要忍 沒有忍
辱 不成為功德
世間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
是 修行人不應該批評 因為你發出
憤怒的心 就會變成下地獄的根 這
是很重要的 只要你開悟了 你就會
明白 貪 瞋 痴 疑 慢都不可以
有 這樣才能夠顯現密法之光
﹁心之自性已成佛﹂ 成佛了就
不像金剛神那樣 成佛了就完全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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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大圓滿 所謂的﹁大圓淨智
平等性智 法界體性智 成所作智
妙觀察智﹂ 所有的智慧在那裡就變
成一個智慧 那就是﹁大圓滿﹂ 佛
就是大圓滿 所以不會有﹁瞋﹂出
現 因為瞋會毀掉你的所有功德
做完飯 男的跟女的講：﹁把我
的衣服拿去洗 ﹂女的就說：﹁怎
麼？家裡的事都讓我一個人做嗎？﹂
男的講：﹁如果你不做 誰做？﹂女
的講：﹁結婚以前 你不是說我是你
的小天使嗎？﹂男的講：﹁對啊！天
使就是天天使喚 ﹂
現在流行一首歌：﹁妳是我的小
呀小蘋果 怎麼愛妳也不嫌多 紅紅
的小臉兒溫暖我的心窩 燃起我生命
之火火火火火 ﹂婚前跟婚後是不一
樣的 是兩個極端；有一對夫妻 他
們在結婚以前 只要每次開車碰到紅
燈的時候 兩個人就親吻一下；在還
沒結婚之前 男生每次都開去有很多
紅綠燈的地方 一碰到紅燈 他們就
親吻一下 結婚之後 太太就問先
生：﹁你最近開車怎麼都沒有吻
我？﹂先生講：﹁我現在都開高速公
路 沒有紅綠燈 ﹂
其實 ﹁心之自性已成佛﹂就是
只有﹁一﹂ 沒有﹁二﹂ 是﹁大圓
滿﹂ 沒有兩個極端 沒有相對的
﹁心無生滅如虛空﹂ 心本身是不生

不滅的 跟虛空一樣 當然就沒有分
別了 虛空哪有分別？虛空原本就是
沒有分別的 其中產生的雲 雷
電 雨 霜 雪 都是在天空底下所
發生的事情；原本的虛空是永遠不變
的 就是﹁一﹂ 底下的白雲 黑
雲 雷 電 雨 霜 雪都是會變
的
一個公車司機跟一個牧師在同一
天往生 上帝判了牧師下地獄 司機
上天堂 牧師非常不滿 舉手抗議：
﹁上帝 您是老糊塗了嗎？我每天都
在為您傳道 而那個司機可都是在飆
車呢！﹂上帝淡淡地說：﹁牧師啊！
雖然你每天很認真傳道 可是 大家
都在下面睡覺 司機雖然天天在飆
車 但是 所有的乘客都在禱告 ﹂
這就是師尊為什麼要講笑話的原
因 就是害怕你們會睡覺 因為你們
一睡覺 我一定下地獄 我的責任很
重 你們看看 我讓大家笑一笑 大
家就不會打瞌睡 都會認真聽我說
法 獲得法益之後 將來 你們上了
天堂 師尊也上天堂 我們一起上天
堂 這就是﹁大圓滿﹂
教法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國王
式﹂的教法 意思就是我自己先修行
成佛 然後再教大家；一種就是﹁舟
楫式﹂的教法 就是海上行舟 大家
在一起 傳法也在一起 也一起上天

堂 一起成佛 也就是大家一起學習
成佛；一種是﹁牧羊式﹂的教法 也
就是羊先到彼岸 我自己最後才到彼
岸 地藏王菩薩就是這樣 祂先讓大
家成佛 自己最後再成佛 這是最慈
悲的 自己先成佛 然後再教大家成
佛 這是稍微有點私心；中等的是大
家一起成佛 師尊是屬於大家一起成
就的這種
﹁悟法平等性真義﹂ 這就是佛
教的精神︱無諍 不會有什麼辯論
我跟你辯 你跟我辯 辯來辯去 就
變成兩個吵架 變成吵架式的辯論
都不是無諍的 ﹁平等性﹂這三個字
在佛教裡很重要！比如我們看眾生
我看你們 或者是你們看我 像我今
天走進來 大家會鼓掌 會說：﹁師
尊好！﹂如果你走進來 沒有一個人
看你 也沒有人向你打招呼 也沒有
人和你談話 完全不理你 就是把你
當成空氣 這時候 你的心裡會不舒
服：﹁為什麼我進來 沒人跟我打招
呼？﹂
這也還好 有些人是 一進來之
後 就有人回頭看 還被瞪了一眼：
﹁什麼東西嘛？﹂這就是有分別 還
有些人是一進來就有人對她打招呼：
﹁嗨！ sweet heart ︵甜心︶ ﹂
有些是進來之後 完全沒有人理他
這就是有分別 告訴大家 佛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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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性真義﹂ 對每一個人 統統
都要打招呼 不管是你喜歡的 或是
你不喜歡的；身上有香味的 或者是
身上有臭味的 統統一律平等
就算是有臭味的人靠近來 也要
閉住呼吸 然後幫他摩頂；對方還要
問事 他的嘴巴一張 口臭就薰過
來 我還要跟他談：﹁你有什麼事
嗎？﹂這些都是要忍辱的 這個人明
明味道很臭 體味不好 你也要忍
耐 同樣要關心他 這才是平等義；
明明是你最不喜歡的 是你最討厭
的 你也是要很耐心的聽他講話 不
能產生歡喜跟厭惡的心 這才是平等
義 這個人明明在後面毀謗我 我見
到他時 還是要有禮貌 這也是平等
義
為什麼眾生平等？如果是你的仇
人 一定是跟你有緣 說不定他是你
前世的親戚 或是你前世的父母 或
是你前世的兄弟姐妹 或是你前世的
好朋友 前世是你最親近的人 今天
會變成仇人 為什麼？因為當中有很
多的因素跟原因 好朋友也會變成不
來往的
如果是這樣 那就要注意了！對
於你的仇人 你一定要平等對待他
還要度化他 這才叫做平等義啊！修
行人想要聚集資糧 往生佛國淨土
就不能有仇人；就算對方非常討厭

你 你還要把他當成親人
他為什麼討厭你？ 其中一定有
因素 他在前世一定是跟你有緣 所
以他才會討厭你 你在這一世一定要
儘量化解這種冤結 一律平等 沒有
什麼善 沒有什麼惡 沒有什麼好
人 壞人 大家要記得 在佛法裡面
沒有這樣的東西
病人問醫生：﹁我已經連續失眠
三天了 怎麼辦？﹂醫生說：﹁來
我幫你開一些藥 紅色的 會讓你夢
到徐若瑄；白色的 會讓你夢到蔡依
林；粉紅色的 會讓你夢到林志
玲 ﹂病人就講：﹁天啊！太棒了！
那我可以全部一起吃嗎？﹂醫生講：
﹁喔！那你會親眼看見鄧麗君 ﹂
告訴大家 人不能有太貪的心
坦白講 如果要找老婆 最好是找
﹁安全牌﹂ 什麼是﹁安全牌﹂？就
是只要她一走出來 男生都不會看
她 這就是﹁安全牌﹂ 但是 情人
就不一樣了 這就不是平等 告訴大
家 真的 娶老婆就是要找非常賢
慧 有智慧 屬於安全牌的 這樣
你的心才能平靜 這是人間的道理
娶太漂亮的老婆 會有煩惱產
生！因為現在的人不一樣了 就算是
結婚了 男生還是照樣追得像豬哥一
樣；漂亮的老婆一出去 很亮眼 就
是大家目光集中的焦點 這只是一般

的智慧 希伯來人有一句話：﹁家有
美妻 必有邪友 ﹂意思是家裡有漂
亮的妻子 一定會交到有邪氣的朋
友 記住這一句話 還是安全牌比較
好
以修行上來講 平凡的面孔跟漂
亮艷麗的面孔 還是平等性義 修行
人要看成平等 這一點很重要 現在
的男人喜歡娶漂亮的老婆 認真講起
來 這是很冒險的
﹁無求放下即是修﹂ 你什麼都
不求了嗎？你什麼都可以放得下了
嗎？沒有 大家都是放不下的 有些
人會有很多放不下的 就算再怎麼放
得下 至少有一樣東西是放不下的
像師尊 我並沒有求什麼 健康 家
庭 兄弟姊妹 壽命 好朋友 或者
是金錢 子女 孫子 孫女 我統統
都無求 師尊都沒有求什麼了；我既
然達到無求 我就要放下
但有時候 有些還是放不下 放
不下什麼？ Jaden 太矮了 君君太
瘦了
Jaden 太矮？﹁沒關係 雖
然太矮 但是智慧高 像師尊一樣就
可以 ﹂這樣想就可以放下 君君太
瘦？﹁吃多還是會胖 將來還是會
美 不要緊 ﹂這樣想就可以放下
了 對不對？
有些人認為家族人口稀少 放不
下 像我的家族 就只有我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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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青 佛奇
Andy
Sunny
Jaden
君
君 就是這幾個人 每一
次家庭聚餐就是這麼少的
人 但是 ﹁沒有關係
眾生都是我的子女 ﹂這
樣就放下了 我並不是只
有注重在親族上面 而是
注重在眾生上面
當然 有的眾生有成
就 有的沒有成就 有的
好 有的壞 ﹁沒有關
係 下輩子再來 ﹂像是
有些弟子 皈依︽真佛
宗︾之後又離開了 ﹁沒
有關係 下輩子有緣再
來 ﹂這﹁沒有關係 下
輩子有緣再來 ﹂就是放
下了
所以 如果你能夠無
求 然後放下 你就是在
修行 比如 一個雷藏寺
被人家搶走了 傷心不傷
心啊？當然傷心啊！﹁那是拿我的龍
袍義賣捐給他的 ﹂﹁是師母的手錶
義賣捐給他的 ﹂雷藏寺被拿走了
傷心有用嗎！
不要傷心！反正有錢大家用 至
少還是有個寺在那裡啊！雖然不是雷
藏寺 已經改名了 但還是我們捐的
呢！命中註定不是你
的 就不會是你的；命
中註定是你的 永遠是
你的 何必呢？
如果什麼都可以放
下 如果什麼都可以無
求 那你的修行就成功
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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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足珍貴的蓮生法王是
皈依者的依怙主。
從殿內至寺外，眾等秩
序井然排隊等候摩頂。

法語均霑

可讀少一點，更多修行。
筆者認為，修行是人生的大老闆！比什麼世俗工具都
重要！而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是現今有緣眾生修行
中的最大老闆！入世出世諸事皆可了得（如願圓滿）！
有次在飯桌上，蓮生聖尊說：「我們不參與政治。」
弟子在旁感言：「但政治對人民影響很大。」
聖尊點點頭。
人活著，無法離開社會；社會若激蕩，那人生的行船
難免就會陷在無奈的嚴重漩渦當中。譬如：兵荒馬亂、人
禍天災（遇上糟糕政治在內，乃因果業緣的主流性呈顯）
時，人要如何輕安以對？
古時，有一家人遇到窮災，因極難吃到魚，就將僅剩
的一條鹹魚掛在飯桌的上方。每吃一口米飯，就看一眼鹹
魚。有次，父親看到兒子吃飯時，多看了一眼鹹魚，便搖
頭歎息，批評道：「你就不怕被齁（因太過鹹而使喉嚨不
舒服）到嗎？」
想想，窮是身體的，困也是身體的，當形相上一時未
「能滅生存苦」，那也不該沉溺在痛苦，而要積極去「消
除煩惱害」，以空性的「精神勝利法」、以佛性去超越。
望鹹止淡，望梅止渴，望樂止苦，更以「無心」去幻
享一切苦樂而甘之如飴，安然解脫。

■蓮曉上師
■忍耐與包容之中又無忍耐與包容的執念，那是無小、無大、無限……

生命的須知

！
相比之下，修行與讀書，哪個更重要？
修行與讀書也算平等，但真不可缺少修行啊！甚至寧

依佛旨，生命由「無中生有」（無生的顯有）之後，
勿對「無中生有」的「萬有」執著與貪求，否則會愈求
（非自然的所求）愈遠（目標）。
只要敬師、重法、老實修行，心底亮好，不求而自然
吉祥如意！
甘於平凡，樂於平常，「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便是
做大事」（蓮生聖尊法語）。如此，自然就是凡人中的不
凡與超凡。別人賞識或不賞識，已無所謂。
平凡是福，這都是很多貪到進了監獄的自命不凡者所
感慨萬千、求之而難以換取的至寶啊！
無論什麼狀況都要學習安心，因為人是「很習慣性」
地不會知足的。
正因為這樣，難做而能做，才是能人！
若不能成功安心，「讀書讀到博士級、彈琴彈到拿第
一」又如何？人從娘胎哭出來，若不修行，豈不是最終加
！
個哀樂伴奏，哭回去？
人生是一滴淚的夢，閃了一下身，又滲回泥土中了。

我喜歡每一個眾生！」（蓮生聖尊法語）沒有親疏
（一心），或是遠近（幻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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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之中，也多有高僧大德示現大苦行，沒有住房，
只有閉關洞（形同坐牢），衣褲短缺，連鹹魚也沒有。
但是，卻可以修出心靈超脫，不沉輪迴，越過種種山
珍海味、財寶豪宅的虛幻世福，而法食無盡、如意圓滿！
所以，無論境況如何，貧或富，高或低，成或敗，受
讚或受毀，有名或無名，有婚或無婚，真修行者都應當修
向入世出世的平衡自在與自主。
依佛法而活著，具陽光氣的無住、率真，笑得燦爛，
活得瀟灑！
正如蓮生聖尊講笑話時，別人聽了有時候並沒有反
應，但聖尊從不顧慮效果、面子等，只管想笑就笑，甚至
大顫大笑，坦蕩無拘。
真是—活得無畏，笑也笑得無畏！
這就是令人可敬的燦爛自然！
聖尊這類大自在的感覺，筆者覺得真的跟一般人很不
一樣。看似簡單無啥，實際上要很多東西真正放得下，才
能做得到。
很多凡人都是心事重重的，笑也笑得像心中還有個秤
鉈似的：臉皮在笑，心還未能全然地笑、超脫地笑。
不奢望別人的愛，不奢望別人雪中送炭，不奢望別人
不會落井下石……。
愚等仍應義無反顧，依然去敬愛，去成人之美，去以
德報怨！
不問「收成」，自有「收成」！（正是蓮生聖尊開示
的「無所得的得」）
很多人的潛意識或多或少都有最奇美的夢、最完美的
索求，總是得寸進尺（執上再執）。
然而，可憐的卻是只會「得寸進尺」地貪，而不肯

「得寸進尺」地捨，只吃不做，只盼不種。
只想別人來關心、來愛、來說好話，卻不對別人去關
心、去愛、去說好話。這不合邏輯。
不播種、不收穫。很多女生熱切祈得真愛，很多男生
熱切祈成真才；還是這一句，有種皆得，無種空求。
不種財（「財」泛指種種布施。誠唸經咒迴向佛與眾
生，亦是布施）等不來財，不種愛（先行捨愛予他人，無
緣亦大悲）等不來愛。
那些不循因果的，難怪他們沒法心想事成！
凡人滿世界找愛，卻不知愛就在自心當中；凡人滿世
界找財，卻不知財就在自心當中。
請先愛別人、先捨別人，再說後話，否則都是徒喚奈
何的妄求。
大事、小事都計較的人，是不會美滿的。
忍耐與包容就是大！忍耐與包容之中又無忍耐與包容
的執念，那是無小、無大、無限……。
說一例子，如果有人依小氣私我的心，持劍示強，其
實那只能壓服別人、別事於外在一時，而不能真正令人敬
服於內在。
所以，「劍法的最高境界」是你手中無劍，心中也無
劍，卻能以降伏自我自私為先，然後自然平定一切紛擾！
真正最令佩服的不是你手中的絕技利劍，而是你偉大
悲智而包容的心！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優勝處，都是獨一無二的。
當尊敬所有眾生！
這世界，確實「唯我（大我）獨尊」，別無其他。
何日修復大我、無我，便是天空海闊任逍遙了！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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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護摩可以占卜？修法可以占卜？在很多時候都
可以占卜？今天蔡師姐說，希望我在護摩的時候，祈求師

性裡面依舊是有，但是，不會有作用。不會有作用的原因
是什麼？就像是師尊所說的：「不放在心上、不管它。」

識」就是「本心」，也就是「佛性」。
不再被「貪瞋痴」所牽絆的人性，那就是佛性，因
為，人性跟佛性是「一」的。人性裡面的「貪瞋痴」在佛

什麼叫做「圓明淨識」？當這個「識」是「圓滿、光
明、清淨」的，那當然就是「佛性」了！所以，「圓明淨

到的是「現量」，也就是「直觀」的，是不用動腦筋思考
的，不是推論的，不是有什麼依據才這麼說的，它是直接
確認的，當下直取的，不用再想的。

「比量」是推論的，佛說、根本上師說「眾生都有佛
性」，這叫做「聖言量」。可是，這個「觀」到最後要做

是「直觀」的，不是用想的。
在《因明學》裡面講，這個「觀」其實是「現量」。

「無生」，「扶會」其實是語助詞。「揩實決定觀之」就
是「我們決定要這麼做了」。這個「觀」，可以說是「觀
想」、「觀修」，也可以說是「照見」，可以這樣講，它

漸增長。則廓周法界。量等虛空。卷舒自在。當具一切
智。」
這個「阿」字其實就是「一切法本不生」，也就是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不再被「貪瞋痴」所牽絆的人性，那就是佛性，因為，人性跟佛性是「一」的。

發菩提心論

「否定句」來形容的，那是不得已的，因為沒有辦法解釋
「那個東西」，說「那個東西」也是太明白了，因為「那
個」沒辦法說，沒辦法說，大家就沒有可悟之處。
「扶會阿字者。揩實決定觀之。當觀圓明淨識。若纔
見者。則名見真勝義諦。若常見者。則入菩薩初地。若轉

候，往往可能還需要「閉關」；你可以完全不跟外界接
觸，也可以保持適度地跟外界接觸，這很重要！
誰沒有「如來寂靜智」？每一個人都有，因為這個
「如來寂靜智」就是在後面這一行所寫的「真勝義諦」，
這「真勝義諦」也就是「第一義諦」，那也就是「如來德
相」。
我們用「不生不滅」來形容「如來德相」，那是用

個「召入如來寂靜智」雖然是自心出現的，是自然
而然出現的，但仍需要「前行」，然後，你要縮短
前行的時間，甚至做到你一坐下來就是的地步。
這個過程有好一段路，必須要天天修，這也就是師尊
所講的「熏修」。你必須要天天修、不斷地修，這個時

這

扶會阿字者。揩實決定觀之。當觀圓明淨識。若纔見
者。則名見真勝義諦。若常見者。則入菩薩初地。若轉漸
增長。則廓周法界。量等虛空。卷舒自在。當具一切智。

（文接三二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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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加持，讓她媽媽放下執著。我說我求看看，結果我一轉
身，喇嘛裝就被勾住了！當下我就知道，「勾住」這個動
作是一種「徵兆」：表示「牽掛」、「放不下」，所以，
要讓她的媽媽放下執著，很難啊！
很多東西都是有意義、有徵兆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
「圓明淨識」是不是常在、常存？是不是不再被「貪瞋
痴」左右？不再被遮蓋？
佛性就跟所謂的「徵兆」一樣，到處都有「徵兆」，
隨處可見，問題是是我們不知道那是「徵兆」，是我們的
問題，不是「徵兆」的問題。就像我們在看自己時，本來
應該是看得到佛性的，可是我們卻不認識它，我們認不出
來，這「佛性」不見了！我們認不出來的原因在哪兒？還
是因為「貪瞋痴」的作用，因為「執著」而看不到。
比如「乾淨」和「污穢」，你要看透「乾淨」的本
質，其實它是不實在的，是隨時都會消失的，是隨時會幻
滅的，既然隨時會幻滅，那它很可能馬上就會變成污穢，
就像剛擦過的地，不見得是乾淨的，因為「乾淨」只存在
於你「擦過」的那一瞬間，那個瞬間非常非常短暫，短到
你根本來不及感覺就又髒了！
很正常，這個世間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只有我們認
為「乾淨」和「污穢」都是「一」的時候，這個「圓明淨
識」才會顯現，我們才能從「觀想、觀修」的「思維」，
變成「現量」的「實證」。
「若纔見者」、「若常見者」、「若轉漸增長者」這
三種，可以這樣簡單地解說：
「若纔見者」就是在禪定的時候，當融入合一時可以
在一瞬間看到，當離開了禪定，也就是在「前行」和「後
行」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看到了！

「 若 常 見 者 」是 當你在 禪 定「正 行 」的二十分鐘
裡，你看到佛性，有三分鐘之久，而不是「一撇」，而且
在你日後的禪定中，你看到佛性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若轉漸增長者」是在禪定的二十分鐘之中，我都
可以看見，漸漸地，當我出了禪定，在「後行」的時候還
是可以看見，我不會迷失、不會忘記、不會對面相見不相
識了！在「前行」時，我只要坐下來，唸完『清淨咒』就
能看到我的佛性，那就是「若轉漸增長者」。
基本上就是這三種情況。所以，我曾說過：「從開
悟到明心有一小段路，要到真正見性還有一大段路。」你
必須要做到不修法也可以看到佛性，其實，沒有「不修
法」的時候，你隨時隨地都是在修法，如果這樣的話，你
就會越看越清楚。
祖師講：「若纔見者。則名見真勝義諦。」你才只
是剛看見佛性，那你就是看見了真實的「勝義諦」。那個
「真實」不是只有「空」，也不是只有「有」，也不是只
有「又空又有」，也不是只有「非空非有」。其實，這
「空、有、非空非有、又空又有」四個加起來，也不是完
整的「真勝義諦」，它只是其中一部分。
再來，祖師講：「若常見者。則入菩薩初地。」如
果你可以常常見到佛性，那你就可以稱為「初地菩薩」。
菩薩的初地叫做「歡喜地」，在《華嚴十地品》裡面，佛
陀講得很清楚，你只要很喜歡布施，很喜歡幫助別人，很
喜歡勸人家向善修行，你永遠身體力行，毫無怨言，都很
樂意做，那就是「歡喜地」，也就是菩薩的初地。
意思就是，當你可以常常見到佛性時，你必然會真
心歡喜地幫助別人，喜歡做種種布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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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面臨衰敗之時，轉化心境最重要，此時，唯有佛法才能讓人靜心。

（文接三二七期）

溯源知恩 提放八風
世間八法

、稱讚：每個人都喜歡被別人稱讚，但稱讚必須是

一句起兩句止；輕輕讚歎別人，讓別人生起歡喜心

一

即可，太過稱讚，就是奉承阿諛了。每當聽到別人稱讚的
話語時，我會提醒自己，對方是推我坐上一朵雲，令我飄
飄然，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
所以，修行人要時時提醒自己，對於別人的稱讚要感
謝，但自己是否如對方所稱讚得那麼好，自己是最清楚的
了。如果真如所說，切莫驕傲；若非如所言，就必須要加
倍努力精進，提昇自己。要注意的是，在佛法裡，稱讚也
是一種陷阱，一定要警惕。
二、譏笑：當我們自己被別人取笑時，我們的心裡又
是如何呢？有一對夫婦，太太在生日那天打扮得很美，她
問丈夫：「漂亮不漂亮？」丈夫說：「好漂亮﹗沒有十全
十美，也有十全八美。」太太好生高興地問：「為什麼只
有八美？」丈夫說：「就是沒有『外在美』和『內在
美』。」
大家要明白，說話不要太直接，要有技巧，語帶幽
默。有一句話說：「只要看破，不要說破。」看破別人的

藉此身分而貪求名聞利養，那就是「下墮」，輪迴無期。

的本職是「代師弘法」，以上師的身分去弘法利生；如果

就是下墮。」被師尊賜封為上師，雖有其因緣，但最重要

上，其實師尊講過：「金剛上師只有兩條路，不是上昇，

那就不好了。例如身為上師，頭戴五佛冠，看似高高在

容易令人信服，可以因此幫助眾生；但如果執著於名譽，

四、名譽：憑藉著名譽去宣傳佛法，那是好事，因為

煩惱吧！

提」，懂得轉化，煩惱就是菩提，不懂得轉化，那就繼續

法，就不會介意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所謂「煩惱即菩

緣視同燃料、薪柴，是用來幫助自己修行的！若有這種想

毀謗如薪柴，令火燒更旺。行者要把所有的外緣、逆

時，自己唯有更加精進。

動力。修行人要明白，逆緣就是助緣，當受到他人毀謗

樣，當別人毀謗祂，祂便發願寫更多書，把毀謗轉為一種

跌入陷阱。那要如何面對毀謗呢？師尊就是一個最好的榜

三、譭謗：千萬不要因毀謗之語而受影響，否則就會

不要說破別人的缺點，不要譏笑別人，讓別人難受。

就是包容，修行人應該用種種善巧方便去度化眾生，千萬

缺點是一種智慧，不去說破別人的缺點是一種慈悲，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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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應用錢，而不是被錢利用。香港十大首富之一的李嘉誠

五、利：對於錢，往往都是越多越好，但切記，要懂

堂，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大富大貴，但比以前更快樂。

者真的是有慈悲心，因此而皈依師尊。他現在仍常去佛

沒有看不起他，反而時時鼓勵他、幫助他，讓他覺得學佛

最重要，此時，唯有佛法才能讓人靜心；記得要修法、持

人生的際遇會有起伏，當面臨衰敗之時，轉化心境

先生，他在一九五七、五八年間就賺了很多錢，那兩年，
他很開心；在第三年，他想到：「擁有這麼多錢之後，究
竟是否能令自己擁有真正的快樂？」

辦了很多教育，他原籍是廣東汕頭人士，他在家鄉辦義

懂得應用錢，這樣，賺錢才有意義。」於是，李嘉誠先生

票輸了三百萬，在二○○四年發現患了癌症，在二○○五

到一個同門述說他的一生都很苦：他在二○○三年投資股

七、苦：人生都是苦多樂少。我曾經在弘法時，遇

咒，請菩薩加持，讓你心平氣和，生起智慧去面對。

學，也在香港成立教育基金，幫助貧苦學生。所以，懂得

年最疼愛的兒子因為交通意外而往生。這些打擊真的讓他

李嘉誠先生後來想通了，他認為：「懂得賺錢，更要

應用錢，這樣賺錢才有意義。

去。許多富豪都很捨得，因為他們都很明白應用錢的道

去；比爾蓋茲也曾說過，將來退休後，會把財產全部捐出

且要明白這些困難、痛苦都會像師尊所說的一樣—「一切

當困難、痛苦臨身，最重要的還是必須調整心態去面對，

人世間就是如此，人的一生一定會遇到各種困難，

痛不欲生。

理。奉勸大家，有錢一定要多做功德，積財不如積德，多

都會過去的」。後來，這位一生受苦的人因為學佛而看開

香港明星周潤發曾表示，將來會把家產全部布施出

留些錢給後代，未必是好事，要懂得累積福德，有福德就

了，他罹患癌症十年，現在仍然快樂地活著，因為他每天

八、樂：西藏人每天在做完事情之後，便會拿著轉

比較容易得到世間的財，所謂「身在福中再造福，福報方
六、衰敗：有一個香港人在加拿大投資二千多萬加

經輪持咒，他們不是很有錢，所處在的環境條件也不是太

都是心情開朗。可見，學佛修行、調心，真的很重要！

幣，做地產生意，投資後剛好遇到金融風暴，因為無力償

好，但是，他們的心靈卻很富足、快樂。其實，他們在轉

才綿不絕」，就是這個道理。

還貸款而宣布破產；破產之後，他的人生由最高點跌到最

經輪的同時就是在「轉心輪」。

— 續 完 —

到，那才是最大的享樂。嗡嘛呢唄咪吽。

千萬不要沉迷。切記！只有精神上的快樂，有錢也買不

「苦」和「樂」就像兩兄弟，當我們在享樂之時，

低點，情緒非常低落。尤其感嘆以前有錢的時候，身邊總
有很多朋友，在破產後，所有的朋友都離開了！頓時失去
一切的他，感受人的無情，因此而有了輕生的念頭。
就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一個《真佛宗》弟子勸他要
學佛修法，當他在我們的佛堂裡感受到大家對他的好，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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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蓮生活佛、師母蓮香上師與各界貴賓合影留念。

︿真佛文物﹀於西雅圖㆗國城開幕誌慶

• 眾人在︿真佛文物﹀外恭候師尊和師母的蒞臨

顯輝體育會︶﹀麥顯輝師傅 Mak
Hin Fai Sifu ︿ 越 華 集 團 ﹀
總裁暨現任︿印支華裔相濟會﹀
會長陳德先生 特別嘉賓黃秀林
女士暨夫婿何瑞豊先生 ︿美中
經濟文化促進會﹀名譽會長鄧作
列先生 ︿西城時報﹀總編鄧日
華先生 ︿匯豐銀行﹀經理王麗
英女士 ︿華美銀行﹀經理方永
正先生 全美五大建築設計公司
之一︿ MG2 建築設計公司﹀建築
總裁張銘先生 ︿海城大酒樓餐
廳 ﹀ 負 責 人 Christine Lee 女
士 ︿七星椒餐館﹀負責人李紅
女士 ︿東興超級市場﹀董事長
李喜保女士 ︿廣東同鄉會﹀副
會長蘇佳麗女士 ︿華州潮州同
鄉會﹀副會長陳鴻佳先生 特別
嘉賓湯妍女士 ︿真佛宗宗務委
員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理事施淑

蓮生活佛、蓮香師母與廖東周大使聯合剪綵
︻西雅圖訊︼二○一四年十一月
八日 深秋的西雅圖艷陽高照
座落在西雅圖中國城的︽真佛
宗︾新的弘法中心︱︿真佛文
物﹀終於誕生了！世界各地︽真
佛宗︾的上師 法師和各級弘法
人員皆出席盛會 ︿行政院駐西
雅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金星
處長特別致贈花籃恭賀 是日蒞
臨道賀的貴賓有：︿行政院北美
事務協調委員會﹀廖祕書長東周
大使伉儷 ︿僑務委員會﹀僑務
諮詢委員卓鴻儀先生 ︿僑務委
員會﹀僑務顧問曹仁傑伉儷
︿西雅圖台灣商會﹀理事龔莉珍
女士
︿全美電視﹀記者
Lucy 和攝影師 Henry ︿美國綠
健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明芳女
士 ︿美國綠健有限公司﹀總裁
段 生 泉 先 生 ︿ Mak Hin Fai
Washington Kung Fu Club ︵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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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獅為〈真佛文物〉開幕綵青獻瑞。

娟 暨 夫 婿 Larry Piersa
︿ Church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 Ms.
Dawn
M.
Durham ︿ 中 天 電 視 台 ﹀ ﹁ 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
女士 特別嘉賓陳曉峰女士 特
別嘉賓林寶瑛女士 ︿海寧同鄉
會﹀副主席胡錦棠先生 ︿天仁
茗茶﹀徐舟玄先生伉儷
︿ Huong Binh 餐 館 ﹀ 負 責 人
以及︽真佛宗︾眾同門善信數百
人聚集 周圍布滿世界各地恭賀
的花籃 鮮花錦秀 團團簇擁
恭候︽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及師母蓮香上師的蒞
臨
一時 鑼鼓齊鳴震天響
聖尊蓮生活佛連同師母蓮香上
師 在眾弟子陪同下佛駕光臨
︿真佛文物﹀剪綵儀式開始 蓮
生活佛 蓮香上師與中華民國
︿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廖祕書長東周大使 共同為︿真
佛文物﹀開幕剪綵 隨後 聖尊
與師母一起拉開︿真佛文物﹀的
匾額 爆竹聲聲 五隻五色的祥
獅活靈活現 踏著鼓鑼聲獻瑞綵
青 象徵開幕歡慶 一切吉祥

聖尊 師母和廖祕書長一一賜予
祥獅紅包 只見祥獅口中吐出
﹁真佛住世 密法廣傳 ﹂兩幅
對聯 眾人均報以熱烈掌聲
接著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
為︿真佛文物﹀壇城開光 只見
聖尊手中如來神筆飛揚 口中咒
聲鏗鏘有力 神光閃閃 壇城佛
菩薩護法神彩奕奕 佛光普照十
方眾生 真佛住世是眾生們的福
分 蓮印上師代表眾人向聖尊敬
獻哈達 以表對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最崇高的敬意！
在大殿左側 有一大張醒
目的聖尊蓮生活佛在全球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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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獅呈獻的兩幅對聯—「真佛住世。密法廣傳」。

▲座落在西雅圖中國城的〈真佛文物〉。

的弘法圖 顯示出︽真佛宗︾遍
佈世界各地的寺廟 分堂 同修
會 多達四百多個道場 弟子有
五百萬眾
聖尊在接受︿全美電視﹀
採訪時提到 聖尊的心願就是要
把︿真佛密法﹀弘揚到世界各
地 聖尊早期就有個心願 希望
能在西雅圖的中國城︵東南亞華
人聚集的地方︶ 成立一個︽真
佛宗︾的弘法地點 弘揚︿真佛
密法﹀ 讓所有的人知道真佛文
化 知道修行的方法 進而度化

▲聖尊蓮生活佛為〈真佛文物〉壇城開光。

眾人的心靈 讓每個人都過得很
幸福 讓在世的人幸福 給未來
的人希望 聖尊蓮生活佛也提
到 看到很多同門 善信共襄盛
舉 分外高興
而後 蓮生活佛 蓮香師
母和貴賓們在蓮印上師的引領介
紹下 參觀了︿真佛文物﹀的聖
尊蓮生活佛文集 咒語書櫃 越
文版經書 財神榜 光明燈和太
歲壇 一入門 有聖尊蓮生活佛
的法王帽及龍袍賜福 並陳列著
八吉祥 五輪塔 舍利塔和密教

▲聖尊蓮生活佛接受〈全美電視〉採訪。

法器 還有大型的聖尊蓮生活佛
西北角弘法圖 並以大螢幕電視
播放介紹聖尊蓮生活佛及弘揚
︿真佛密法﹀的活動
︿真佛文物﹀在眾人努力
下 充分利用所有的空間 向眾
人展示真佛文化 聖尊甚是讚歎
︿真佛文物﹀布置得非常莊嚴
讓人心生歡喜 笑說：﹁我想留
在西雅圖 不回台灣了！﹂眾人
聽到後 大聲鼓掌歡呼：﹁師
尊 師母留下來！﹂可見西雅圖
眾弟子是多麼希望聖尊留下來

▲蓮印上師向聖尊敬獻哈達，以表最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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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文物〉的室內空間陳設，清朗潔淨，令人賞心悅目。

啊！
來自西雅圖及外地各界的
貴賓們都非常歡欣 紛紛把握良
機 與聖尊蓮生活佛及師母蓮香
上師合影留念 與會眾人一一巡
禮 細細參觀︿真佛文物﹀的各
項陳設 是日活動在眾弟子依依
不捨地恭送師尊 師母離開後
圓滿結束
︿真佛文物﹀將做為︽真
佛宗︾在西雅圖中國城的前哨
介紹︽真佛宗︾創辦人 華人廣
傳密法第一人︱聖尊蓮生活佛
弘揚︿真佛密法﹀及護摩法會的
意義和人生的意義 冀能利益眾
生 除了︿真佛文物﹀的佛具
還有點光明燈 安太歲 財神
榜 求籤問事及紅白事等各項服
務 歡迎世界各地同門善信蒞臨
︿真佛文物﹀ 共霑法益！
︿真佛文物﹀在此頂禮感
恩聖尊蓮生活佛及師母蓮香上師
的大力加持指導 使得︿真佛文
物﹀能在短短的時間裡順利籌
設；也感謝︿彩虹雷藏寺﹀住
持︱蓮印上師帶領諸多法師共同
協助籌備 讓︿真佛文物﹀一步
步完成；感謝眾貴賓在百忙之中

抽空蒞臨 令︿真佛文物﹀蓬蓽
生輝
在︿真佛文物﹀的成立過
程中 舉凡佛像 唐卡 書籍
佛具文物 廣告 花籃
等
有很多地方需要出錢 出力；感
謝世界各地的道場 單位 個
人 請恕無法在此一一列名感
謝 謹此表最真誠的謝意
︿真佛文物﹀感謝各界捐
施大德及義工同門的奉獻支持
共同攜手承辦真佛菩提事業 廣
度群生 願大家繼續給予︿真佛
文物﹀支持愛護 功德無量！

‧聖尊蓮生活佛、蓮香上師與各界貴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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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境大廳等候聖尊返台弘法的真佛弟子。

■文∕蓮衛上師

一月的西雅圖已正式進入
冬季 氣溫也降到攝氏零
下的溫度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
五日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由寒冷的美國西雅圖搭機返回台
灣弘法
十六日清晨的桃園︿中正國
際機場﹀第二航廈 早已聚集了
上千名真佛弟子 更有各家電視
媒體︵︿中天電視台﹀ ︿非凡
新聞﹀ ︿民視新聞﹀ ︿三立
新聞﹀ ︿台視新聞﹀ ︿東森
新聞﹀︶等候採訪 眾等無不引
領企盼著大家思念已久的聖尊蓮
生活佛 能夠快快返抵國門！
經過六個月的等待 清晨五
點多 蓮生活佛身著象徵吉祥的
金黃色龍袍 精神煥發地返抵國
門 當聖尊身影出現的那一刻

十

聖尊蓮生活佛回台弘法
師徒之緣相續綿延久長

‧〈台灣雷藏寺〉監院蓮勤上師代表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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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觸爆弟子思念師父的情
懷 一聲又一聲的熱情問候
響徹入境大廳：﹁師尊
好！﹂﹁師尊辛苦了！﹂
﹁歡迎師尊回台灣！﹂﹁師
尊 我們愛您！﹂整個入境
大廳人聲鼎沸 眾弟子不斷
揮舞著愛的手印 歡迎看
板 聖尊法相 當聖尊親切
地與久別的弟子打招呼時
弟子們更是爭相以錄影機
相機 平板 手機 記錄著
聖尊的每一個微笑
而後 聖尊接受各家電
視媒體採訪 聖尊提到台灣
目前的食安問題以及即將投
票的九合一選舉；面對紛紛
擾擾的二○一四年 蓮生活
佛將於每星期六於南投的
︿台灣雷藏寺﹀舉行消災祈
福法會；聖尊亦大膽預測二
○一五年的台灣經濟將會有
所成長︵詳細的採訪內容
請見本期後續報導︶
採訪結束後 聖尊不畏
長途飛行的辛勞 仍為在場
的上千名弟子一一摩頂加
持；只見台灣本地以及來自

◆聖尊為四眾弟子摩頂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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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美國和英國等各國真佛
弟子 有秩序地排起隊伍 長長
的人龍將整個第二航廈繞了一圈
又一圈 隊伍中有年輕的師兄
姐 老菩薩 還有襁褓中的小嬰
兒
大家都虔心等待聖尊的
摩頂加持！
整個摩頂過程歷時近一個小
時 慈悲的聖尊與敬師的弟子們
終於在相隔半年後再次重逢 期
盼師徒之緣可以綿延久長！早上
六點多步出機場 在清晨微涼的
風中 看見剛升起的陽光 令人
心中充滿無限光明與希望 這又
是美好一天的開始！

• 等待聖尊摩頂的眾弟子們。

〈㆗㆝〉、〈非凡〉、〈民視〉、〈㆔立〉、〈台視〉、〈東森〉聯合採訪

■文∕蓮衛上師

○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清
晨五點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法王返台弘法 ︿中正國際機
場﹀第二航廈的入境大廳聚集了上
千名弟子熱情接機；聖尊甫抵國
門 隨即參加返台弘法聯合記者
會 在主持人簡單的介紹之後 恭
請蓮生活佛致詞
蓮生活佛：今天一大早回到台
灣 看到很多同門前來接機 每個
人都很熱情 就是這種熱情 讓我
每半年都留在台灣 這次回來
︿台灣雷藏寺﹀要舉辦幾場大法
會 第一場是瑤池金母的法會 之
後還有很多場 包括阿達爾瑪佛
大幻化網金剛 虎頭金剛的法會
希望藉著這幾次的護摩法會 能夠
讓台灣更加祥和 平靜 平安 希
望能讓台灣走上康平的大道 謝謝
大家！
媒體記者：台灣的食安問題造
成人心惶惶 請問台灣是否能度過
這次的風暴 重建美食王國的美
譽？
蓮生活佛：我雖然人在美國
但也知道台灣食安問題非常嚴重
我自己也吃了不少黑心油 因為我
每半年都在台灣 而我又喜歡台灣
的美食 當然也一定會吃到黑心
油 我心有戚戚焉啦！

二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有﹁良
知﹂ 良知的教育不夠 這才是最
重要的環節 台灣在技術方面的高
成就 打造了美食王國的稱號 但
在﹁心術﹂方面 也就是良知方面
的教育不夠
此外 食品安全的管理是很重
要的 美國的食品比其他國家還乾
淨 就是很注重食品安全的管理
台灣必須要再加強食品安全的管
理 其實 食品安全的管理非常困
難
在 美 國
所 有 標 明
organic︵ 有機︶的食品 美國政
府也不敢保證全都是 organic 的
因為政府沒有辦法針對每一件食品
都做檢驗 這就要需要生意人的良
知了 所以 最重要的還是在良知
教育
媒體記者：台灣的選舉將至
您身為一個宗教家 對於年底選舉
的紛亂狀況 您有何建議？
蓮生活佛：第一 我本人不參
與政治；第二 ︽真佛宗︾也不參
與政治 在︽真佛宗︾這麼大的團
體裡 我的弟子有屬於藍營的 也
有屬於綠營的 也有屬於其他營
的
選舉往往都是互相抹黑 然後
把對方的瘡疤一樣一樣挖出來 在
我們修行人來看 這是人間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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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記者提問

現象 但 我們衷心希望
大家能像國父所講的﹁選
賢與能﹂ 認真去觀察
不要管什麼黨派 誰有能
力 就投票給他
我個人倒是喜歡黨
派聯合的政府 不管是當
權的或在野的 有能力的
人就可以擔任官員 進入
內閣；我喜歡不分黨派的
聯合內閣 這是我個人的
想法 台灣的選舉 目前
還是互揭瘡疤較多 所
以 選民要有眼光才是最
重要的 要讓真正有才能
的人當選 台灣才會繁
榮 快樂 進步
媒體記者：我代表
︿中天電視台﹀請問師
尊 在今年初的特別節目
裡 您提到今年的經濟
政治都會很差 我記得您
的評分是四十分 想請問
師尊 明年的經濟 政治
是否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蓮生活佛：在二○
一四年以前 沒有人認為
這個世界還會有戰爭 有
瘟疫 但我在二○一三年

的年尾預測二○一四年裡 這個世
界會發生戰爭 出現瘟疫 而今
年 也就是二○一四年 真的發生
了戰爭 出現了瘟疫
今年 我對台灣二○一五年
的經濟預測是六十分 二○一四年
是四十分 顯見明年的經濟會有所
進步 我看到國際經濟會談 二○
一五年的經濟情勢似乎也不是很
好 但我覺得會有六十分 已經不
錯了！
媒體記者：師尊預計明年三
月在︿台灣雷藏寺﹀主持大幻化網
金剛的法會 請問 為什麼會選擇
大幻化網金剛做為法會的主尊？
蓮生活佛：因為大幻化網金
剛是普賢王如來 也就是本初佛
又稱阿達爾瑪佛 是屬於最大的
佛 大幻化網金剛出現的時候 就
像一片網一樣
會把整個國家網
住 能夠救度更
多眾生 能夠平
息地 水 火
風各種災難 也
能夠平息戰爭
平息瘟疫 我希
望能夠平息以上種
種災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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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馬來西亞︿傳律同
修會﹀於二○一四年十一月
八日晚上七時卅分 舉辦一場
﹁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護摩法會﹂ 敬邀來
自香港的釋蓮花常仁金剛上師主
壇 護持法會的有隆成助教 齊
成助教 奕材助教 馬玉花助
教 以及︿大觀堂﹀ ︿敬佛
堂﹀ ︿華嚴雷藏寺﹀ ︿長春
同修會﹀ ︿敬行堂﹀各分堂代
表和︿華光功德會﹀柔南分會代
表及眾同門
此次法會最殊勝之處 是大
家總共持誦十七萬遍︻高王觀世
音真經︼迴向表格下護摩爐供
養！另外 為了方便同門及鼓勵
大家持誦千遍︻高王經︼ ︿傳
律同修會﹀鼓勵大家發願持誦千
遍︻高王經︼ 先呈上一百遍
︻高王經︼的發願迴向表 因此
有許多發願持誦千遍︻高王經︼
的迴向表格下爐 這些︻高王
經︼無疑是最好的法供養了！
︿傳律同修會﹀也依據師尊
文章︿圈圈點點的秘密﹀將迴向
表折成八卦形 此外 由於師尊
曾經開示護摩供品最好是供養護
摩主尊的法器或頭飾 因此

▼蓮花常仁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敬禮壇城諸佛菩薩。
▼參加「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的眾同門。

▲供養七佛冠。

▼供養【高王經】。

高王觀世音真經
的供養

記馬來西亞〈傳律同修會〉
舉辦「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文∕傳律文宣
• ︿傳律同修會﹀所製作的持誦︻高王觀世音真經︼迴向表

㈩㈦萬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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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師尊文章〈圈圈點點的秘密〉將迴向表折成八卦形。

︿傳律同修會﹀亦特別製作了十
頂七佛冠供養護摩主尊︱高王觀
世音菩薩
同時 為了讓同門了解師尊
對︻高王經︼的尊崇及︻高王
經︼的殊勝法益 從九月十二日
開始 ︿傳律同修會﹀的臉書專
頁即開始製作及發布師尊文集裡
有關︻高王經︼的文章 一直到
法會結束後的兩天 總共發佈了
四十多篇！這可算是師尊文集中
有關︻高王經︼篇章的最完整收
集了！
︿傳律同修會﹀感謝曾師姐

‧以手工製作盛裝各種護摩供品的精緻盒子。

的用心 她花費了很多精神 時
間 為︿傳律同修會﹀製作金句
圖片 這些文章每一篇都有上千
人點閱 許多外地和國外的同門
就是因為看到師尊的文章和金句
圖 而參與了此次誦經活動 曾
師姐真的是功德無量！在收集這
些文章時 才發現師尊對︻高王
經︼是尊崇備至 而︻高王經︼
也是無比的殊勝！茲將部分精要
內容摘錄予讀者分享：
︻高王經︼是實踐的密意：
⼀者 此︻⾼王經︼ 我初
遇之經 甚有緣分故

⼗⽅佛

⼆者 此︻⾼王經︼ 有經
歷義 盛⾏唐代
三者 此︻⾼王經︼ 全是
佛菩薩號 無有疑義
四者 此︻⾼王經︼ 諸佛
菩薩 周遍圓滿 純真不偽
五者 此︻⾼王經︼ 能攝
我⼼ 是為⼤義
六者 此︻⾼王經︼ ⽂短
易顯 最好背誦
七者 此︻⾼王經︼ 能滅
⽣死苦 消除諸毒害 世⼈最
喜

你精神統⼀地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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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律同修會〉為供養高王觀世音菩薩所特別製作的七佛冠。

⼗⽅菩薩會幫你灌頂；唸⼀遍就
等於把你的業障去掉⼀些 好像
在幫你把業障剝開；那些業障會
⼀⽚ ⼀⽚地被剝掉 ⼼輪就⾃
然打開
︻⾼王經︼是﹁⼗⽅佛菩
薩﹂總名 每唸⼀回 法界虛空
光明咸照 等同禮敬三寶 等同
法界⼤灌頂 等同法界光明法流
清淨 ⼤⼤不可思議！
︻⾼王觀世⾳真經︼是最純
淨的法益

‧蓮花常仁上師於法會後法語開示。

︻⾼王觀世⾳真經︼是最崇
⾼的淨⼟
︻⾼王觀世⾳真經︼是最⾼
的法幢
︽真佛宗︾的弟⼦要尊崇
︻⾼王觀世⾳真經︼ 凡真佛弟
⼦ 要⼈⼈持誦滿千遍 要⼈⼈
持誦⼀⽣⼀世 要變成⾃⼰化⾝
合⼀的淨⼟ 要⼼坎蘊藏這永恆
珍寶
︻⾼王經︼唸⼀遍 等於⼗
⽅三世⼀切佛 ⼀切菩薩摩訶薩
的⼤灌頂
︻⾼王觀世⾳真經︼含有三
⼤⼒量 其⼀是諸佛洪名之⼒
這諸佛洪名是宇宙意識的象徵
︻⾼王經︼就是諸佛總名也 其
⼆是咒⼒ ︻⾼王經︼列有﹃七
佛滅罪真⾔﹄ ⼀佛咒⼒已⾮同
⼩可 何況是七佛咒⼒ 這﹃七
佛真⾔﹄是不可思議的 其三
︻⾼王經︼中說 能滅⽣死苦
消除諸毒害 就這⼗個字 信之
得救
我蓮⽣活佛盧勝彥 原是宇
宙意識的化⾝之⼀ 唸︻⾼王
經︼亦即唸我也 我從宇宙意識
⾛出來 令有緣的眾⽣ 都可以
⾒到我 我的法⾝無所不在

真佛⾏者 以︻⾼王經︼之
咒 可治魔事
我每⽇必誦︻⾼王觀世⾳真
經︼ 經後 有七佛世尊的真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
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
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梭
哈 ﹂
此咒是我每⽇必誦
我誦此咒 光明從⾆出 七
粒摩尼珠 光明永不斷
我教導⼤家 何不早晚唸⼀
遍︻⾼王觀世⾳真經︼ 這本經
是靈驗經 ⾃古⾄今 從唐朝就
具有⼤盛名 很靈驗 唸此經的
⼈ 所求都能夠如願 當然能夠
安定⼼神了！
╳ ╳ ╳ ╳
蓮花常仁上師在開示中提
到 當年他在西雅圖︿真佛密
苑﹀的回信中心 最初擔任的是
貼郵票的任務 原本以為是非常
簡單的工作 但師尊過來一看卻
告訴他：﹁郵票貼得不正！﹂有
一次 被委派把信放在郵筒 等
郵差來收集 因為原本這是師尊
親自做的工作 突然被﹁委以重
任﹂ 他感到非常興奮 當他把
信放進去後 就把代表﹁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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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常仁上師在法會後於〈傳律同修會〉和眾同門合影留念。

件﹂的旗子豎起來 沒想到 師
尊在事後告訴他：﹁還差了一
點 要聽到有﹃咯﹄的一聲才
對 旗子就穩固不會倒下 ﹂原
來 師尊是會親自去檢查的！
上師讚歎師尊 因為師尊說
過的﹁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大
事﹂ 師尊自己就是絕對奉行
的！上師提醒大家 ﹁戒﹂是從
般若來的 我們要依了義的佛法
修 只要我們的心改變向善 命
運就會開始改變；行者想要增加
福分 就要懂得先﹁捨﹂ 有
﹁捨﹂才有﹁得﹂；靜坐時有妄
念進來 不要跟著妄念走 也不
用阻止它 看著它 知道它的存
在就好 只要放鬆 妄念就會消
失
感謝蓮花常仁上師應邀慈悲
主壇法會 感謝所有參與籌劃
準備工作的義工 感謝所有前來
參加法會的弘法人員及同門 根
本傳承上師的法力殊勝！高王觀
世音菩薩的善緣殊勝！感恩師尊
和諸佛菩薩及護法的加持 令這
場法會的所有參與者都感到法喜
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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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常仁上師代師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頂」。
‧蓮花常仁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賜福灌頂。

‧ 蓮花常仁上師與〈真德雷藏寺〉
眾義工同門合影留念。

■文∕如茵講師

○一四年十一月三
日 印 尼 ︿真 德 雷藏
寺﹀為預祝觀世音菩薩出家
日 本寺誠邀來自香港︿十
方同修會﹀的住持 同時也
是︿華光功德會﹀總會長︱
釋蓮花常仁金剛上師 首次
蒞臨主持﹁高王觀世音菩薩
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會﹂
此次法會採藏密式護摩火
供 眾法師 講師 助教齊
聚 總共有近五百位同門善
信共同護持
在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生活佛 法會主尊高王觀世
音菩薩 諸佛菩薩加持 以
及護法金剛的擁戴之下 法
會進行得十分順利 吉祥圓
滿 法會普利冥陽 人人法
喜充滿 法會後 蓮花常仁
上師以聖尊蓮生活佛賜予
︿真德雷藏寺﹀的墨寶︱
﹁真實第一義 德高始知
諦 無始無終時 諸佛給授
記﹂做為開示
上師以梁武帝與達摩祖
師之間的對話為例 講解
﹁功德﹂與﹁福德﹂之區
別 梁武帝誇耀自己的建寺

二

事蹟 這個﹁誇耀﹂就是屬於福
德 不是功德 功德是﹁離一切
相 修一切善法﹂ 不著相是功
德 著相就是福德；功德可以了
生死 可以出三界 福德只能享
受人天福報
上師說 師尊所題賜的偈與
惠能祖師在︻六祖壇經︼所講述
的 有著相同的意義 惠能祖師
講：﹁一切處所 一切時中 念
念不愚 常行智慧 即是般若
行 ﹂上師表示 在任何時空
念念不迷惑 不被妄念影響 才
能產生﹁般若﹂ 也就是佛的智
慧
上師鼓勵與會大眾 除了自
己精進修持 也要發菩提心幫助
眾生 更要多看師尊的著作 多
聽師尊的開示 由此來增長自己
的智慧 唯有不著相 當自心清
淨 心念一處 如此才能生起真
正的功德 進而明白第一義諦
達到明心見性 自主生死
上師非常讚歎︿真德雷藏
寺﹀有如此莊嚴寬廣的道場 真
的非常不容易 勉勵大家一定要
好好珍惜︿真佛密法﹀ 敬師
重法 實修 上師看到︿真德雷
藏寺﹀的青年迎師組 誦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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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便回想起早年在︿西雅圖雷藏
寺﹀ 有許多同門帶來的小孩
子 包括童年的佛青 佛奇 都
在法會或同修時 在寺外走來走
去 上師當時便開始教他們唱
誦
上師非常讚歎︿真德雷藏
寺﹀認真培養︽真佛宗︾的年輕
一代 上師表示 看到︿真德雷
藏寺﹀的眾多青年 可以肯定
︿真德雷藏寺﹀一定會有光明無
量的前景 如此 真佛傳承必能
一代傳一代 真佛法脈 永續無
虞 現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感謝
上師的讚歎及鼓勵
最後 蓮花常仁上師祝福與
會大眾 希望大家精進修持 早
日成就 如此才不枉根本傳承上
師來到人世間 證明眾生皆能成
佛
開示後 上師代師為眾多新
皈依者賜授﹁皈依灌頂﹂ 並為
與會大眾賜授﹁高王觀世音菩薩
賜福灌頂﹂ 而後 上師和理
事 同門合影留念 留下上師首
次蒞臨坤甸的美好回憶 是次
﹁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
護摩法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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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⑴蓮花常仁上師與〈真德雷藏寺〉眾理事合影留念。
⑵蓮花常仁上師加持護摩木。
⑶蓮花常仁上師於〈真德雷藏寺〉主持「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⑷蓮花常仁上師以金剛棒為護摩爐開爐結界。

• 上師 法師於拜懺後和與會同門合影

■文∕寶悅文宣組

台

灣︿寶悅同修會﹀於十月
十九日︵星期日︶舉辦
﹁慈悲藥師寶懺法會﹂ 陳堂主
在法會前一天修法祈求藥師佛加
持法會吉祥圓滿時 見到藥師佛
放出寶藍色光充滿整個道場；得
見此景 陳堂主內心即安 是次
法會一切順利 前來參加的同門
皆得藥師佛消業及賜福
此次法會由蓮余上師 蓮村
法師和蓮依法師帶領拜懺 由於
︿寶悅同修會﹀是第一次舉行
﹁慈悲藥師寶懺﹂ 參加的人數
眾多 樓上樓下都擠滿了人 還
有國外的同門報名參加
法會開始 上師 法師們對
儀軌相當熟悉 流暢渾厚的唱
功 讓與會大眾陶醉在磁性柔軟
的法音中 與會大眾跟著唱誦
心靈也跟著悠揚飄然 彷彿藥師
佛引領日光菩薩 月光菩薩 藥
王菩薩 藥上菩薩 十二藥叉大
將及諸聖眾 東方琉璃光淨土世
界就現在眼前 人人融入於懺法
的三昧之中 將近三個小時的法
會很快就過去 人人法喜充滿
意猶未盡
這本︽慈悲藥師寶懺︾是古
德彙整節錄自︻藥師本願功德

經︼ 比起︽梁皇寶懺︾短了很
多 適合現代人修學 懺文中敘
述 如有人福祿將盡 種種業報
現前 黜官位而下賤 削富饒而
貧窮 折子女而孤獨 紛紛苦
果 一一先後呈現出來 是人如
能依︻藥師本願功德經︼讀誦
造藥師佛像七軀 一一像前各置
七燈 大如車輪 燃至四十九
日 光明不絕 如是供養必能獲
藥師如來加持賜福 倉庫財寶充
足
但 資糧微薄的眾生 雖然
很想這樣做 卻又不能如法莊嚴
而為 以是因緣 從︻藥師本願
功德經︼中 譯出﹁消災延壽懺
法﹂ 令一切眾生 方便供養禮
懺 亦能所求如願
懺文中反覆禮拜七個佛名
︻藥師經︼及十五個菩薩名 表
面看來比起其它懺本中的佛菩薩
要少很多 但 這本︻慈悲藥師
寶懺︼懺文中有三個佛名 即：
﹁南摩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
佛﹂ ﹁南摩盡十方遍法界現在
一切諸佛﹂ ﹁南摩盡十方遍法
界未來一切諸佛﹂ 禮此佛名
等於遍禮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把
所有的佛都禮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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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慈悲藥師寶懺︾
裡面還有很深的含義：
一 佛無三世 方便才
說過去 現在 未來 眾生
界等同佛界 所謂眾生成
佛 於眾生界無減 於佛
界無增 眾生與佛只是名
相 本自空寂 因此 禮
敬諸佛的同時 對一切眾
生 無論動 植 飛
潛 都要普同尊重
二 法無先後 過
去諸佛說法 現在未來眾
生能聽能聞；未來諸佛說
法 現在過去眾生同樣能
聽能聞 只是這個﹁法﹂
無成 住 壞 空
在懺文中敘述 眾
生的病 其根由來自無始
的貪瞋嫉妒 驕傲自大
不識善惡 不信因果 不
孝五逆 迷逐聲色 放逸
無度等等 藥師佛是大醫
王 應病與藥 慈悲喜捨
忍辱柔和 正信三寶 勤修
福慧 六波羅蜜 修真養
氣 有過能改 清心斷欲等
都是藥 眾生之病同一無明

病 解藥則是同一菩提之藥
法會結束後 蓮余上師開示
說拜懺的重點是要﹁發乎真
誠﹂ 向三寶披露自己的過失
誓不再犯 如此才能與佛相應
得佛加持 懺悔不是在這裡拜完
懺 而後又恢復貪瞋痴的習性
而是時時刻刻都要攝心莊嚴 守
護六根如防六賊 自他不起分
別 敬重眾生如同自己 守護眾
生如護己眼目 如果不小心身口
意犯了過失 一定要儘快向根本
傳承上師 本尊懺悔 每天修法
時都要檢討自我的行為
陳堂主則向與會大眾分享
﹁忍辱 柔和是藥﹂的經驗 有
一回 她被某人責罵 心裡感到
委屈 憤恨不平 很想立刻回嘴
反駁 但想到凡事應﹁以和為
貴﹂ 於是忍了下來；原本以為
該事還會有餘波盪漾 沒想到一
切平靜無事；回想起來 如果當
初她回嘴反駁 該事一定是沒完
沒了
是次﹁慈悲藥師寶懺法
會﹂ 參加者皆得法益 身心如
沐法雨 清淨清涼 人人充滿法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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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余上師法語開示，其左為蓮村法師，右為蓮依法師。
▲蓮余上師帶領大眾上香，虔誠敬禮壇城諸佛菩薩。

菩提園地

我

的家鄉是真佛宗 你的家
鄉是真佛宗 從前的時候
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手
牽著手 肩併著肩 輕輕的唱出
﹁嗡咕嚕蓮生悉地吽﹂ 團結起
來 相親相愛 因為我們都是一
家人 永遠還是一家人
自從在︿印尼雷藏寺﹀﹁尊
勝佛母大法會﹂聽到︿我的家鄉
是真佛宗﹀這首歌之後 這首歌
曲不時迴響在我腦海裡
在
九月底的﹁真佛宗印尼全國第六

屆密法生活營﹂ 當課程進入尾
聲的當晚 主辦單位準備了BBQ燒
烤活動 是晚 大家手牽手 不
分你我 男女 老少 圍著火
把 又唱起︿我的家鄉是真佛
宗﹀這首歌 再度讓我感動莫
名
﹁第六屆密法生活營﹂在課
程中安排學員參觀世界文化遺
產︱莊嚴雄偉的婆羅浮屠 只見
︽真佛宗︾的隊伍唱著﹃根本上
師心咒﹄ 太陽彷彿佛光普照般
照映著我們 感覺沐浴在師尊的

■文∕蓮花一敏

靈光中 師尊就在佛塔上加持著
我們
沒錯！從前的時候是一家
人 現在才能夠有此機緣在此地
一邊繞塔 一邊唱著同樣的咒
是的！我們永遠都是一家人 我
們都是真佛的弟子 我們是一體
的！大家應該團結 相親相愛
一起努力弘揚︽真佛宗︾
我們歷經百千萬劫 終於值
遇真正尊貴的明師 修持珍貴的
︿真佛密法﹀ 應當腳踏實地
實實在在修法且修心 護持道
場 盡真佛弟子的本分 歡喜地
做 讓我們永永遠遠護持這個家
鄉！
× × × ×
回憶十九年前 剛皈依︽真
佛宗︾時 當時是﹁好奇心﹂使
然而結下這個緣分 該怎麼說
呢？應該從當時的旱災說
起
一九九五年 印尼各地
都發生乾旱 到處都缺水 稻田
都乾了 橡膠樹也流不出膠汁
種植都沒有好收成
當時
聽到幾位鄰居和親友們說要去雅
加達參加蓮生活佛的法會 都說
蓮生活佛是很厲害的活佛 有人
連家裡的菩薩都抱去求加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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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在那個時候 我並不瞭解
什麼是﹁活佛﹂ 更不懂什麼是
﹁加持﹂ 因為我從來並沒有參
加過任何宗教 法會的活動
我的父親是校長 母親是教
師 他們都是無神論者 只有在
家裡供奉著祖先牌位 所以 我
自小就不懂得要去佛堂 寺廟

我在家裡是排行老大 當有了弟
弟 妹妹之後 母親就不再教書
了 而後 有人送了一尊白衣觀
世音菩薩給母親 父親說：﹁只
要拜家裡的神明 不需要到處去
拜神明 ﹂所以 父母親從來沒
帶我們到處去寺廟禮拜 我是在
結婚後搬到了蘇南 才偶爾跟著
家人去寺廟拜拜
直到一九九五年 我們去雅
加達參加了師尊的法會 師尊在
法會的尾聲說了一句話：﹁今天
的法會後 將會下大雨
﹂
果不其然！真的下雨了！解除了
印尼的乾旱 當時 真的是轟動
一時 鄰居 親友們都一直讚歎
師尊的法力高強 能呼風喚雨
真的是大活佛！
後來 我聽了很多讚揚師尊
的感應事件 就這樣去分堂同修
了 記得第一次進入同修會︵是
同門的家︶共修時 我不會唸
咒 也跟不上修法步驟 覺得很
尷尬 但我一再參加同修 久而
久之就喜歡上同修了 反而期待
著同修的日子趕快到來 同修會
裡的師姐們很熱心地教導我 教
我看師尊的書 讓我覺得︽真佛

宗︾真好啊！就和我的先生一起
辦理皈依了
之後 我也學習了梵唄 學
習帶領同修 我們認為修法能消
災解厄 可以讓孩子增加智慧及
福分 所以 五位女兒也跟著皈
依了
後來 想在家裡修法 就請
了蓮花童子 觀世音菩薩 地藏
王菩薩的金身供奉在家裡 卻因
此發生種種家庭風波 剛開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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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參加「第六屆密法生活營」
於婆羅浮屠留影。

菩提園地
父親的反對 且幾乎每天都和我
先生鬧意見
似乎印證了師
尊所說的：﹁沒修密法就沒事
修了就有事 ﹂
考驗接踵而來 當時我也不
曉得該怎麼辦？還要繼續修嗎？
最後決定放棄 就把師尊法相和
佛菩薩金身收拾乾淨 收起來之
後 不拜 就沒事了！人家說：
﹁很多人都沒修什麼密法的 還
不是活得好好的！生意還是蒸蒸
日上呢！﹂
過了不久 從來沒有夢境的
我 竟然做了個夢 夢見師尊在
高高莊嚴的法座上 而我坐在小
小的墊子 就在師尊的法座邊
師尊一給我摩頂 我就在墊子上
轉了幾圈 然後就醒過來了
我每天想著師尊給我的這個
夢示 卻無處可問 是師尊給我
摩頂加持 鼓勵而已？是師尊要
我堅持下去 不可半途而廢？是
師尊要我經得起考驗？為何得此
夢？我很不甘心 師尊都沒嫌棄
我 我身為弟子 如果不好好修
行來報答佛恩 那就辜負了師尊
的心啊！
我最後想通了 所以又把佛

菩薩的法相 金身重新安置 並
請求師尊 佛菩薩原諒 向師
尊 佛菩薩懺悔自己的無知 然
後繼續修法 但 考驗還是繼續
不斷 事情總是有克服的方法
每當遇到不如意的事 我都會翻

開師尊的書 隨便翻開︽活佛之
歌︾的某一頁 就可從中感受到
師尊的法流 煥發出無盡的光
明 彷彿師尊在指示我該如何面
對
學習看開之後 發覺事情都

是會過去的 至今 女兒們都已
有自己的歸宿 有著美滿的家
庭 這都應該感恩師尊的大加
持 若當時經不起考驗 可能就
沒有今天的美滿生活了
我很慶幸今生能夠成為真佛
弟子 這一定是好幾
世修來的福報！感恩
師尊的大慈大悲 不
捨一個眾生 ︿真佛
密法﹀實在是太殊勝
了！不管是何種障
礙 只要我們用歡喜
心去面對
實修實
行 把修行的心實際
用在生活上 凡事盡
心盡力 真誠待人
就一定能突破障礙
不管 遇到 什麼挫
折 只要記得︱我們
的頭頂有師尊 有本
尊 身邊有護法 祂
們一定會加持我們
一定能幫助我們度過難關
願我們都能敬師 重法 實
修 自度度他 廣播真佛 讓更
多眾生也能回到我們共同的家
鄉︱︽真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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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法務報導

—NEWS—

連數天的拜懺法會 有些來自遠
埠的同門 甚至放下手邊的工
作 租住於︿忍智堂﹀附近的酒
店 有些同門則借住於當地同門
家裡；可見大家真的是帶著一顆
懺悔的心 一心禮懺 祈求千佛
如來加持孽障消除 福慧增長
一連數天的﹁梁皇寶懺法
會﹂帶給︿忍智堂﹀一片熱鬧的
氣氛 同門們每天都同心合力地
煮飯 布置壇城 更換供品 使
得拜懺法會很祥和 很有法味
禮懺時 大家都很用心地跟著上
師唸誦每一句佛號 就這樣 不
知不覺 日子一天一天就過去
了 很快就完成︻梁皇寶懺︼的
十卷功課 接著就是﹁南摩地藏
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會﹂ 超
度法會也是很順利圓滿
蓮已上師在開示時表示 很
高興每年都能來︿忍智堂﹀參與
﹁梁皇寶懺法會﹂！時間過得很
快 從第一天的第一卷開始禮
拜 緊接著第二卷 第三卷 第
四卷
很快就拜完了十卷
相信大家對於︻梁皇寶懺︼裡面
的經文都已經很熟悉也很明白
了 可是 大家是否有帶著一顆

懺悔的心來禮懺呢？面對千佛如
來 是否有誠心懺悔自己的過
錯？懺悔過後 是否不再犯錯？
上師希望大家是真正的拜懺 真
心悔改往昔所造的罪業 這樣的
禮懺才有意義
上師提醒大家 修行人不但
要信佛 拜佛 更需要學佛修
行 止惡修善；也就是修改我們
的行為 改掉不好的習慣與念
頭 不要去指責別人的不是；謹
記 當我們用手指著別人的時
候 其他的手指也同時指著我們
自己 所以 不要評論別人 要
反過來檢視自己的言行又是如
何 ︿真佛密法﹀包含了﹁息
增 懷 誅﹂各種法門 ﹁息﹂
是息災 ﹁增﹂是增益 ﹁懷﹂
是敬愛 ﹁誅﹂是降伏 但這個
﹁誅﹂不是去降伏別人 而是應
該先降伏自己的貪 瞋 痴
修行一定要先修出﹁慈
悲 喜 捨﹂的心 要修出慈悲
心 要修出菩提心 發心到佛堂
服務 護持建寺 這也是修行
而不是只在家裡修法 我們要鼓
勵同門常來道場 大家同心合
力 讓真佛法輪常轉 就是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NEWS

真佛行者的責任
大家歡歡喜喜地來到佛堂
行菩提願 千萬不要論人是非
以免障礙他人精進 障礙他人布
施 障礙他人發菩提心 ︻梁皇
寶懺︼的經文裡提到 障礙他人
行善 孽障非輕 重則下金剛地
獄 所以 希望大家能財法二
施 念地獄苦 發菩提心
除此之外 上師勉勵大家
修行人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
幫助過你的人 感恩給你逆加持
的人 感恩父母 更要感恩根本
傳承上師身為︽真佛宗︾弟子
我們不但學習師尊所傳的法 也
要學習師尊的慈悲 忍辱 一定
要牢牢記住 修行一定要有感恩
的心 如此 慈悲心 喜捨心
菩提心才會一一出現 最後 上
師期勉大家都能勇猛精進修行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加持﹁梁
皇寶懺法會及南摩地藏王菩薩瑜
伽焰口法會﹂ 一切圓滿吉祥！
感謝蓮已上師寶貴的開示 感謝
蓮欉上師 蓮惺教授師和蓮羅法
師的護壇 也感謝來自比利時及
歐洲各城市同門的護持

64

降伏貪瞋痴 懺悔己過 止惡修善 如此方是真修行

︻蓮花合⾹ 德國訊︼二○一四
年十月十三曰 德國︿忍智堂﹀
邀請來自馬來西亞沙巴︿本覺雷
藏寺﹀的釋蓮已金剛上師蒞臨
︿忍智堂﹀主持﹁梁皇寶懺法
會﹂及﹁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
度法會﹂ 由︿忍智堂﹀的蓮欉
上師 台北的蓮惺教授師及巴拿
馬的蓮羅法師護壇
眾同門期盼著一年一度的
﹁梁皇寶懺法會﹂ 為了參加接

德國

T.B.S.

蓮已上師和教授師、法師及同門於〈忍智堂〉合影留念。

拉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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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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食物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近㈰塑化劑、餿㈬油風波，讓㆟聞毒色變，許多㆝然食材可以幫助我們排除體內㈲毒
物質；除了靠飲食以外，平時也應該多運動，增加血液循環、㊜度排汗，也是不錯的排毒
方式。以㆘介紹既方便又健康的排毒食物：
㈬：㆟體㆗㈲ 70% 是㈬，㈬在體內可促進新陳㈹謝，經由㈺吸、排汗、排尿等順序，
排出體內廢物及毒素。
醋：㈲利於㆟體的新陳㈹謝，可排出體內的酸性物質而消除疲㈸，還㈲利尿通便的效
果；每㆝早晚餐後，各喝㆒次稀釋過的醋，㊜量飲用，㈲助健康。
㊝格：㊝格含㈲豐富的乳酸菌，可降低腸道內的 PH 值，抑制壞菌的生長，並且可促進
腸胃的蠕動，加速廢物及㈲害毒素的排除。亦可改善便㊙，穩定腸胃，原本積存在腸道的
毒素，也會因為乳酸菌的作用而變得容易排出，最好早餐空腹前吃，利用㊝格增加飽足
感，減少早餐的攝食量。
㆞瓜：㆞瓜富含纖維，可以促進腸胃蠕動，㈲助排便；另含㈲黏液蛋白的多醣類物
質，可維持血管壁的彈性，預防動脈粥狀硬化。最棒的吃法是烤㆞瓜，連皮㆒起烤，㆒起
吃掉。
㆞瓜葉：是少用農藥的蔬菜，能幫助清除血㆗㆔酸甘油脂及膽固醇；纖維豐富柔細，
不苦澀，容易㈲飽足感，能促進胃腸蠕動，預防便㊙。將㆞瓜葉洗淨汆燙＋大蒜＋少許鹽
油拌勻，就是㆒道美味餐。
燕麥：燕麥㆗所含的㈬溶性纖維β - 聚葡萄糖，可改善心血管疾病，幫助降低血膽固
醇㆗的低密度脂蛋白。不可溶性纖維可促進腸胃蠕動，能滑順通便，促進糞便體積變大，
㈬分增加，配合纖維促進腸胃蠕動，發揮通便排毒的作用；打成汁來喝，可加入蘋果、葡
萄乾，是不錯的選擇。
薏仁：薏仁可促進血液及㈬分的㈹謝，㈲利尿消腫的作用，㈲助於改善㈬腫型肥胖。
將薏仁煮熟後加少許的糖，是肌膚美白的㆝然保養品，但要㊟意薏仁會造成子宮收縮，孕
婦不可食用。
川㈦：葉片含㈲降血糖的成分，並能治療習慣性便㊙，減少身體負擔。可把川㈦、蕃
茄、苜蓿芽、黃甜椒、奇異果等蔬果，加㆖綜合堅果，以及少許的百香果汁或蘋果醋，打
成汁飲用。
山藥：含㈲黏蛋白，可整頓消化系統，減少皮㆘脂肪沉積；另含㈲多巴胺，具㈲擴張
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的功能。以生食方式排毒效果最佳，涼拌或打汁飲用，將去皮山藥＋
鳳梨切小塊，㆒起打汁，㈲健胃整腸的效果，可以避免肥胖，增加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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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茼蒿：含豐富維生素Ａ，可維護肝臟，㈲助體內毒素排出，將山茼蒿和柳㆜、蕃茄、胡蘿
同
蔔、柚子、蘋果、綜合堅果㆒起打成精力湯飲用，是很不錯的選擇。
蘆筍：蘆筍㆗所含的㆝門冬胺酸及鉀具㈲利尿的作用，能排除體內多餘的㈬分，㈲利於毒素
的排出；另含㈲許多具㈲抗氧化作用的維生素及礦物質，幫助㆗和體內的㉂由基。蘆筍的筍尖富
含維生素Ａ，料理時可將尖端微露㈬面，能保存最多營養素，滋味又好。
洋蔥：能促進腸胃蠕動，加強消化能力，含㈲豐富的硫，和蛋白質結合的情形最好，對肝臟
㈵別㈲益，因此㈲助於排毒。煮㆒鍋洋蔥蔬菜湯，加入花椰菜、胡蘿蔔、芹菜等高纖蔬果，能分
解體內累積的毒素，㈲助排便。
蓮藕：蓮藕的利尿作用能促進體內廢物快速排出，藉此淨化血液。將其搾成汁＋蜂蜜飲用，
也可以小㈫加溫＋糖，趁熱時喝。
海帶：㈲長壽菜美稱的海帶，含㈲豐富的礦物質及含㈲能夠捕捉㉂由基的硒。在㆗藥典籍
《本草別錄》㆗記載，海帶可去老痰、清肺，對慢性支氣管炎的患者㈲保養的效果，但㈲㆙狀腺
機能亢進的患者不宜食用太多。
牛蒡：牛蒡可促進血液循環，新陳㈹謝並㈲調整腸胃功能的效果，所含的膳食纖維可以保㈲
㈬分，軟化糞便，㈲助排毒，消除便㊙。將其做成牛蒡茶，可隨時飲用，亦可長期服用。
小米：不含麩質，不會刺激腸道壁，容易被消化。另，小米粥很㊜合排毒，㈲清熱利尿的效
果，營養豐富，也㈲助於美白。
糙米：具吸㈬、吸脂作用，能整腸利便，㈲助於排毒。每㆝早餐㆒杯糙米豆漿或糙米粥，也
是很不錯的排毒方法。
紅豆：紅豆可增加腸胃蠕動，減少便㊙，促進排尿。睡前將紅豆用電鍋墩煮浸泡㆒段時間，
隔㆝將無糖的紅豆㈬當㈬喝，能㈲效促進排毒。
綠豆：明朝李時珍稱讚綠豆為「食㆗要物，菜㆗佳蔬，真濟世之良穀也」。綠豆具㈲清熱解
毒、去濕利尿、消暑解渴的功效，富含的蛋白質、礦物質及維生素可補充㆟體養分。多喝綠豆湯
㈲利排毒消腫，煮的時間不宜過長，以免㈲機酸、維生素受到破壞而降低作用。
胡蘿蔔：對改善便㊙很㈲效，也富含β - 胡蘿蔔素，可㆗和毒素，能清熱解毒，潤腸通便。
打成果汁＋蜂蜜＋檸檬汁飲用，㈲利排毒。
白蘿蔔：白蘿蔔㈲很好的利尿效果，所含的纖維素也可促進排便，利於減肥。如果想利用蘿
蔔來排毒，則㊜合生食，打成汁或涼拌方式食用。
蘿蔔葉：含㈲豐富的維生素和纖維質，㈲促進食慾、活潑腸道的作用，也能改善便㊙。將蘿
蔔葉打成汁＋少許蜂蜜㆒起食用，常喝可排毒和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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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undergraduate came for consultation.

I told him:
”You will get married next year!”
He laughed:
”Grandmaster, that is impossible. I am only in my second year of my university
course. I only intend to get married after my graduation. Grand master, you must
have made a mistake!”
I told him seriously:
”August 17th next year is your wedding day.” By using my mind power, I could
see the calendar hanging on the wall of his house.”
He shook his head:
”Grandmaster, I came for consultation on my mother’s behalf, not for myself. Did
I ask you to predict my marriage?”
I said again:
”On your wedding day, the bridal car is deep blue in colour. Like watching a
movie, I see your bride’s home, and there is a well there!”
●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The young man went to a classmate’s house in the second year, and he met
Chao Xiu Xiu.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nothing could stop them. Their parents asked
for an auspicious day for them to get married. And it was on August 17th. And the
bridal car they rented was really deep blue in colour.
The most fantastic of all was Chao Xiu Xiu’s house did have a well.
The well does not belong to her family. It is shared by the neighbours. I told him
the wrong thing.
But the young disciple still sent me the wedding invitation card.
He wrote humo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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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oes have a well,
But it’s not hers,
Wonderful foresight of Grandmaster went astray,
I am very glad on his mistake.
●
On the subject of changing for better luck in marriage, may I disclose a letter.
(The charm for the early arrival of marriage is effective.)

Om mani padme Hum
My dear Grandmaster and his wife,
Please accept my homage. I received a charm for the early arrival of marri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my wish is fulfilled now. The wedding ceremony was held on
October 18th. My whole family is very glad to have received your empowerment. We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you. Enclosed is US$300. This is to fulfil my vow. We are indeed
grateful to you, Grandmaster and to Buddas and Bodhisattvas. We shall continue to have
faith in Buddhism, to learn more from Buddhism until we are all enlightened. We shall
propagate the True Buddha dharma and wish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enlightened. Also
enclosed is my wife’s application letter to take refuge in the Grandmaster. Please accept
her as a True Buddha disciple; and my wife and I shall be very grateful to you.
May peace be with you.
Your disciple Lian Hua Qi Qiu with a hundred bows.
199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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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s sur l'accueil
d'un ongle du Bouddha
4. Li Yuan, l'empereur Kao Tsu ⑨ de
la dynastie T'ang ⑩ , décréta que les
moines bouddhistes et les bonzesses
seraient éliminés.
5. Confucius avait dit : « Respecter
les génies et les spectres, mais s'en tenir à
distance. »
6. Han Yü conseilla à Li Chun de
jeter dans l'eau et dans le feu les reliques
d'ossements du Bouddha pour les faire
disparaître, dissiper les doutes du monde
entier et interrompre définitivement
l'infortune des générations à venir.
En ce qui concerne les points
mentionnés ci-dessus, mon commentaire
est le suivant :
1. La religion bouddhique n'existait
pas en Chine avant la dynastie des Han
postérieurs. (Ce point n'a pas besoin
d'éclaircissement.)
2. Avant l'apparition du bouddhisme
en Chine, quelle était la nature des
souverains, de Huang Ti jusqu'à Mu
Wang de la dynastie Chou… ? Comment
le genre humain pourrait-il la connaître ?
En fait, ces empereurs étaient mihommes, mi-dieux.
D'après mes connaissances, les
grands souverains, les Trois Officiers⑪,
qui s'occupent des Trois Principes⑫ et
des Trois Grades⑬, sont précisément
T'ang Yao, Yü Shun et Ta Yü. Quant 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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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res empereurs, on n'a pas besoin d'en
parler. La durée de leur vie é tait longue,
et ils étaient tous au pouvoir pendant
longtemps ; évidemment, il y a des
raisons propres pour cela.
Lorsque les peuples étaient
gouvernés par des grands esprits divins, il
était naturel que tout fût en paix. De plus,
dans les temps très reculés, le coeur de
l'homme était calme et pur, les anciens
avaient très peu de désir, et la paix régnait
sous le ciel.
3. Les empereurs suivants
convoitaient davantage les plaisir, en se
comportant de manière de plus en plus
inconsidérée, de sorte que, sous leur
règne, le chaos des guerres s'ensuivait.
Selon l'expression, « les hommes ne sont
plus comme jadis », car il ne purifient
plus leur coeur et ne réduisent pas leurs
passions. Par conséquent, tous ces
empereurs ne restaient pas longtemps au
pouvoir, et leur durée de vie était très
courte.
Ils étaient tous d'extraction ordinaire,
appartenant au commun des mortels ; ils
n'étaient en rien de grands souverains mihommes, mi-dieux.
Hélas ! inévitablement, ils faisaient
subir des malheurs au peuples !
(Quant à la mort par inanition de
Liang Wu Ti,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Zhi-gong a expliqué jadis la causal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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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t empereur. Je ne la répète donc pas
ici.)
4. Li Yuan, l'empereur Kao Tsu de la
dynastie T'ang, n'était pas la seule
personne qui voulût éliminer les moines
bouddhistes et les bonzesses. Dans
l'histoire de la Chine, la religion
bouddhique avait déjà rencontré les
calamités du dharma appelées les « trois
Wu et un Tsung⑭ ». Il suffisait que les
empereurs embrassent une religion
quelconque ou en fassent grand cas pour
que la religion bouddhique subisse des
attaques ou une répression, que les
monastères bouddhistes soient détruits et
que les bonzes et les bonzesses soient
dissipés. L'infortune du dharma était
considérable.
Je repris :
— Depuis que le bouddhisme a été
détruit et a disparu en Inde, que devient
ce pays ? Il est toujours dans le même
état, ni riche ni paisible.
» Le bouddhisme a été détruit et a
disparu en Afghanistan ; un monument
historique de la haute Antiquité, la plus
grande des statues du Bouddha, y a même
été bombardé. Alors, que devient ce pays
? Il est encore si confus, si obscur !
5. Confucius avait dit : « Respecter
les génies et les spectres, mais s'en tenir à
distance ». Han Yü n'avait pas utilisé la
bonne allégorie. Tout d'abord, les

ossements du Bouddha n'étaient pas ceux
de génie ni de spectre, le bouddhisme et
le Bouddha ne sont ni des génies ni des
spectres, ils sont bien différents ; la
croyance bouddhique se distingue de la
superstition, par celle-ci, on croit aux
génies et aux mânes des défunts. Le
Bouddha est un être éveillé, autrement
dit, un grand saint qui s'est illuminé luimême et qui illumine autrui, et sa
réalisation de l'Illumination est
parfaitement accomplie.
- à suivre -

⑨ 618-626 après J.-C.
⑩ 618-907 après J.-C.
⑪ Les trois agents du ciel, de la terre et
de l'eau.
⑫ Le ciel, la terre, l'eau.
⑬ Le premier grade, le deuxième grade
et le troisième grade.
⑭ Les trois Wu sont : trois empereurs
Wu, persécuteurs du bouddhisme : T'aiwu Ti, (423-452 après J.-C.), Wu Ti (561578) et Wu Tsung (840-846) ; un Tsung :
l'empereur Shih Tsung (95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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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創辦人蓮生活佛與〈宗委會〉核心小組七位處長於會議後合影。
七位處長（由左至右）：蓮悅上師、蓮印上師、蓮栽上師、蓮訶上師、蓮旺上師、蓮者上師、蓮潔上師。

【宗委會核⼼⼩組訊】 2014 年 11 ⽉ 6 ⽇，在美國西雅圖的〈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
會〉辦事處，舉⾏了今年 11 ⽉份的的〈宗委會〉核⼼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擔任此
次會議主席的監委處⾧蓮旺上師、祕書處⾧蓮潔上師、財政處⾧蓮印上師、法務處
⾧蓮栽上師、總務處⾧蓮者上師、公關處⾧蓮悅上師和⽂宣處⾧蓮訶上師。是次會
議氣氛祥和、討論熱烈，充滿了團結、和諧的⼒量。
在恭誦『根本上師⼼咒』和『四皈依咒』祈請傳承⼤加持之後，七位處⾧⾸先
瀏覽回顧了 9 ⽉份核⼼會議的各項議案，檢查核實執⾏情況，然後由各位處⾧報告
在這兩個⽉之中宗派在相關領域發⽣的重⼤事件。
法務處⾧蓮栽上師報告，〈台灣雷藏寺〉⼤殿後⾯的新樓即將落成，等師尊回
到台灣即可開啟使⽤，屆時師尊和⼤眾⽤餐皆可在新樓之中，⽽且新樓還包括了影
像錄製中⼼等特別功⽤。
總務處⾧蓮者上師報告，師尊⽂集的英⽂翻譯⽬前已經開始著⼿翻譯第 220 冊
《當代法王答疑惑：⼤慧普照》、第 226 冊《敲開你的⼼扉：起信的祕密》、第
238 冊《對著⽉亮說話：⽉落不離天》，同時， TBSN 的英⽂翻譯也在加緊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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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的《密教⼤圓滿》開⽰ 2014-2-22 期和 2013-7-28 期也在進⾏中，希望未來可以利
益更多的西⽅⼤眾，將〈真佛密法〉更加弘揚於全世界。
祕書處⾧蓮潔上師向⼤家報告了近期師尊所做的重要指⽰，包括了師尊針對宗
派、同⾨各種問題的指⽰，以及弘法⼈員所應該注意的事項等等。
財政處⾧蓮印上師將最新的〈宗委會〉財務報表複印給每⼀位處⾧審核過⽬，
〈宗委會〉的財務⼯作進展⼀切順利，在此特別感謝 Teresa 師姐的發⼼幫忙。
公關處⾧蓮悅上師報告，依據上次核⼼會議的決議，在歐洲弘法的⾏程中，進
⾏了對相關道場的⼈事問題的協調⼯作。
⽂宣處⾧蓮訶上師提出了關於真佛網路未來⾛向的幾種⽅案，供處⾧們商討和
提出建議。
在接㆘來進行的討論議案㆗，其㆗重要內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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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道場的證書審核，由蓮潔上師主持審核⼯作，對於資料不全或者出現問
題的道場，已經由〈宗委會〉發函向該道場詢問；對於資料⿑全⽽且正確無誤的道
場，〈宗委會〉已經開始陸續頒發證書。
另，關於真佛墓園的議案，⽬前已經收集到了來⾃全世界各道場的統計資料，
〈宗委會〉將會把這些資料轉交給真佛墓園⼩組組⾧蓮僧上師，以便開展下⼀步的
⼯作。
2015 年春季的「全體上師會議」和「宗務委員⼤會」，經考慮 3 ⽉ 8 ⽇在台北
〈中正紀念堂〉舉⾏的「⼤幻化網⾦剛法會」及灌頂，為了不使全體上師⾈⾞勞頓
過甚，處⾧們決議為⼤家安排⼀天的休息時間，「全體上師會議」和「宗務委員⼤
會」的⽇期分別訂在 3 ⽉ 10 ⽇（星期⼆）和 11 ⽇（星期三），地點是〈台灣雷藏
寺〉。核⼼⼩組會議並同時擬定了兩次會議的流程和討論議題。
秉承根本上師的指⽰，《真佛宗》的法師應當具⾜威儀，嚴守戒律，參加法師
培訓班，學習好所有相關課程。〈宗委會〉特別要求所有法師必須參加《真佛宗》
的法師培訓班，甚⾄對於某些申請出家者，要求他們先在佛學院參加學習半年時
間，觀察和適應出家⽣活，等到熟悉和真正了解之後，才接受剃度出家。
⽽針對某些法師穿戴不符合宗派規定的法⾐、法帽等亂象，有上師提出修改法
師的守則章程，核⼼會議已經將修改內容擬定好，將於明年的「宗務委員⼤會」討
論。
晚間，七位處⾧和師尊、師母共進晚餐，並向師尊、師母匯報了核⼼會議的
進展情況和各項決議，師尊、師母也給予諸多建議和指導，為此次核⼼會議劃上了
⼀個圓滿的句號。

‧迴向：祈請蓮生聖尊 諸佛菩薩佛光加持
化解災厄 運程亨通 增福延壽 萬事如意
‧助印：李敖 周嘉川 錢思語 陳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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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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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接根 菩薩 11.10
謝賴元妹 菩薩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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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師兄
0933-868-086
林師姐
0933-135-727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服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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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hr臨終關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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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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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