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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符合空性是真開悟；蓮生活佛㈲真傳承，行者能即身成就。

︿彩虹雷藏寺﹀金剛亥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以清淨心修㈻密法，法乳方可充滿，諸尊方可顯現。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蓮生活佛㈲密法傳承，開悟、明心見性、㉂主生死，是真㆖師。

︿彩虹雷藏寺﹀大黑天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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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師得㊞可，大轉法輪；想與根本㆖師相應，㆒定要齊心。

︿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將來何處可棲身
201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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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年）新年賀詞

二

○一三年六月二日，當代密教大
成就者—《真佛宗》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在美國〈彩
虹雷藏寺〉開演寧瑪派的「大圓滿九次
第法」，智慧無上的聖尊蓮生活佛再次
大轉密法巨輪，俾使《真佛宗》在整個
現代密教的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更
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及學術價值。
回顧二○一四年，聖尊蓮生活佛除
了仍在台灣、美國兩地弘揚「大圓滿
法」之外，亦於關島首傳「綠度母法」
並主持「綠度母護摩法會」，又於〈西
雅圖雷藏寺〉的秋季大法會上首傳「求
夢示度母法」，其弘法度眾的腳步未曾
停歇。
身為真佛弟子的我們何其幸運，能
夠值遇這無上殊勝的曠世法緣；聖尊此
等偉大的慈悲大愛風範，實令我輩弟子
無以為報。值此歲末，新春將屆，企盼
各道場、同門共同讚歎祝賀師佛、師母
新年快樂，獻上我們最熱忱的感恩之
心；懇請師佛建大法幢、擊大法鼓，燃
佛法炬，大轉法輪。

新年 賀 詞 謹 於
年 01㈪ 2 3 ㈰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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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半版【尺寸 19cm X 13cm 】廣告贊助費：
NT$5,400 （ 6000×0.9 ）∕ US$194
■廣告刊登洽詢電話：
（ 886 ） 49-2312-992 #368 蓮衛上師
■匯款相關問題電話：
（ 886 ） 49-2312-992 #362 賴師姐
■敬請將賀詞內容、版面、祝賀單位等資料，
一併郵寄、傳真或電郵至本社，謝謝！
■ E-mail ： lighten@hamicloud.net
■傳 真：（ 886 ） 49-2350140

燃佛
心燈
The True Buddha School
Grandmaster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新 作 文 選

雜誌

燃佛心燈

靈骨塔之魅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5冊 《古里古怪集》

子中

弟

有一位﹁蓮花巖東﹂
他來告訴我：

我將其火化的靈骨

送至某公

靈骨塔內有一魅

我在內

都是做同樣的夢

男女都是此魅的僕役

妻子夢中來告訴我

我的妻子過亡
墓的靈骨塔
不久

控制所有的亡魂

竟然連續有四個晚上

又如何是好？

土地公見到此魅

這位土地公只有小

﹁蓮花巖東﹂來告訴我：

如今

根本勝不了靈骨塔之魅

我的妻子又來夢中告訴我

不久

去求塔附近的﹁土地公﹂

我答：

如何是好？

但

我首先不信有此等事

不堪其苦

如今

法力

嚇得唯唯喏喏
我又答：

她說

城隍神根本不理會

﹁蓮花巖東﹂再一次來告訴我：

去求該地﹁城隍神﹂
再不久

我的妻子又入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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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

你去城隍廟求了三次

城隍無動於衷
如今

此魅已

我快要受不了了！

我只有上書︵寫疏文︶稟告玉皇大帝

怎辦？

對我更加嚴厲

靈骨塔之魅連城隍神都撼不動祂
知我去申訴
如今
我再答：
既然這樣
由玉帝來做主了

我斷

硬指

勾搭靈

便勾引靈骨塔

而是神

旨意是這樣的：
不是魅
一進塔

使盡渾身解數

便一再申訴

哈哈哈一笑
我不敢告之真相

才知道原委

惱羞成怒

現狐媚之態

此﹁蓮花巖東﹂之亡妻

這位﹁靈骨塔之魅﹂

我得到玉皇大帝的旨意

後來

︵天公︶

之神
三番二次
骨塔之神
這位女子

神不為所動
後來
神是魅
如此而已！
我一看﹁玉旨﹂

﹁蓮花巖東﹂來見我時
然決定：
用半碗米

洒之

持往靈骨塔

誦﹁結界咒﹂百○八遍

用半碗塩
調勻

於﹁定﹂日午後

於其妻骨灰罐遍

不能再入夢矣！

不能再妄動
一切均安

敕令其妻
從此

︵蓮花巖東是假名︶
詩：
竹有參差

鬼一樣有這樣的娃娃
申訴
誰能是明目
情不足
唯我上得了天橋
看到
最遠最遠之處
人也盲
鬼也盲
但仍然有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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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何處可棲身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5冊《古里古怪集》

前

以

服務須

有乩手扶

畢業後

約三十四歲

測量大學部四年讀書

我在軍職十年

︵當年
退役後

偶然走過﹁關聖帝君﹂廟
我走了進去

有一天

十年︶

乩

我寫了一個問題：

﹁將來何處可棲身？﹂
神示三首詩：
其一：
西園一片笙簫
到此猶如新曉
有海有湖有山
無奈天邊雲飄
其二：
雅居上好花園
一去他地終年
重來卻擁萬眾
桃李花開在前
其三：
圖中意態清閒

3

看你騎驢若仙

下

﹂

故鬼神可以預知

亦往往能前知

雖未發

這也是一奇

但

﹂

也未舉念

怪哉！怪哉！
萌

忙於法務天天
也有塵外之意

萬人皈依

他批下八個

確實﹁數皆前定﹂

雖略有風味翛然

吧！
字：

我寫詩：

真的有驗也！

﹁真佛降世

有人用﹁鐵板神數﹂算我的命

未來壽算自添
這三首詩
我個人始終覺得未道出什

竟然是

再翻出這三首

每首詩的第一個字

我移民美國﹁西雅圖﹂

卻又忙忙碌碌的樣子
麼？
後來
舊詩看
赫然發現
﹁圖﹂

湖水映山巒

﹁雅﹂

天啊！

秋色半山紅

大抵也差不多！

再看詩意

冬來雪飄飄

﹁西雅圖正是有海有湖有山
一去他地終年

有枯坐
有桃李

算來比台灣多

﹂

﹁我住西雅圖

有蕭條

有海有湖有山

冥色落日遙

﹂
所以是終

竟然是﹁西雅圖﹂！

﹁西﹂

年

看我騎驢過仙橋

神數一一皆明了

有眾繞
﹂
均
也應了桃李滿天

在台灣雷藏寺

忙於法務天天
﹁確實天天為弘法而忙碌
重來卻擁萬眾
每星期六
弟子五百萬人

﹁我回台弘法
有萬人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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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何處可棲身

根本上師得印可 大轉法輪；想與根本上師相應 一定要齊心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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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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得㊞可，大轉法輪；
想與根本㆖師相應，㆒定要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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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光如來阿彌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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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其實
在座的也有很多是大企業家 甚至
有很多是學有專長的專家 都在這
裡 大家遠道而來 都是貴賓 大
家晚安 大家好！︵國語︶你好
大 家 好 ！ ︵ 廣 東 話 ︶ 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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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謝謝大家的蒞臨 我們明天見︶
今天我們是修﹁阿彌陀佛本尊
法﹂ 阿彌陀佛也稱為﹁無量光
佛﹂ 也稱為﹁無量壽佛﹂ 因為祂
的光明無盡 壽命也無盡 所以叫做
﹁無量壽﹂ ﹁無量光﹂ 阿彌陀佛
最短的心咒是：﹁嗡 阿彌爹娃
些 ﹂﹁些﹂字是這樣寫的︱﹁★﹂
︵師尊示範︶ ﹁些﹂字是咒語 也
就是阿彌陀佛的種子字 是紅色的；
屬於阿彌陀佛系統的 大部分都是紅
色的 而且大部分都有一個﹁些﹂
字 這個﹁些﹂字在東方就是一個
﹁些﹂字的咒語而已 但是在西方白
人的世界 這個﹁些﹂字就有另一個
意義 他們經常﹁些﹂來﹁些﹂去
︵﹁些﹂字發音近似英文 shit ︶
這樣 也算是滿有福分的 他們跟阿
彌陀佛也算是有緣 我常常講這個笑
話
今天剛好是﹁第三十屆法師研
習班﹂的結業典禮 我覺得法師是
︽真佛宗︾最主要的骨幹 當初 有
些上師是一剃度就當了上師 沒受過
法師的訓練 其實 每個法師或每個
上師都應該接受﹁法師研習班﹂的訓
練比較好 因為這樣至少會懂一點梵
唄的唱誦 也會懂儀軌 這樣比較好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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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師母於〈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後，
與「第三十期法師培訓班」甫結訓的十位學員合影。

大家曉得 禮儀是非常重要
的 法師不能委靡不振 必須是
﹁行如風﹂︱走路很快 ﹁立如
松﹂ ﹁坐如鐘﹂ ﹁臥如弓﹂
這是表示一種禮儀 以前 我對於
晉升上師沒有規定 但現在 ︿宗
委會﹀有規定 法師出家滿五年以
後 有優秀的表現才能甄選為上
師
我記得很久以前 有一個新封
的上師 那時 他才剛出家不久就
當了上師 他到了師尊面前 他的
腳就翹了起來 然後半躺著
這樣的儀態 連法師的資格都沒
有 法師哪能夠翹腳的？而且還是
在師尊的面前 他翹著腳 斜著身
體 身體還抖著 我覺得 這樣是
不行的！不管你是上師還是法師
最好都要受過研習班的基本教育才
好 禮儀是一定要有
另外 ︽真佛宗︾有法師的出
家戒律 你自己在修法的最後 一
定要讀一遍法師的戒律 這一點也
很重要 ︿宗委會﹀有發給他們出
家的戒律嗎？︵︿宗委會﹀上師
答：有︶出家的戒律一定要守 不
能隨便 因為法師代表我們︽真佛
宗︾的一種精神 出去就要像個法
師的樣子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
覺得 ﹁法師研習班﹂非常重要

每個法師最好都能受﹁法師研習
班﹂的訓練 這樣才能代表︽真佛
宗︾的精神 將來 大家都是一致
的 而不是散亂的；坐有坐相 立
有立相 臥有臥相 走路有走路的
相
以前 我們當軍人要受軍訓
而且要到訓練中心受訓 才會像一
個軍人 若一個軍人不會玩槍 什
麼槍都不會 手榴彈也不會丟 不
管是六○砲或高射砲的射擊 輕機
關槍和重機關槍的射擊 戰地的訓
練
你如果什麼都沒有學過
這是不行的 每一個軍人都要受軍
訓 甚至到軍訓中心受訓；法師也
是一樣要受訓 它代表法師的精神
存在
今天修﹁阿彌陀佛本尊法﹂
我就講一些法師的禮儀 當法師的
應該要受這種訓練 才會坐有坐
相 站有站相 臥有臥相 走路有
走路的相 甚至於有兩個法師一起
走路時 步伐都要整齊 而不是各
走各的 如果有步伐不對時 都要
懂得用﹁踮步﹂校正回來；法師的
走路絕不能散散漫漫的 步伐統統
都要一樣
其實 當上師的也要受﹁法師
研習班﹂的訓練 現在規定 當上
師一定要出家 沒有﹁有頭髮︵在

家眾︶﹂的上師 絕對是沒有的
有頭髮的上師是以前老的上師 我
們可以稱為老上師 有頭髮的上師
都是很老的 後來的上師都是沒有
頭髮的
不管你是哪一個佛 哪一個菩
薩轉世 或者是哪個太初佛轉世
原初佛轉世 祖師佛轉世
不
管你是什麼轉世 一定都是要出家
的比丘 比丘尼才能晉升上師 以
後就沒有帶髮的上師了 有些會通
靈的人會說：﹁是瑤池金母給我戴
五佛冠的 ﹂請問 那個瑤池金母
是原來本初的瑤池金母？還是分身
的瑤池金母？還是草頭的瑤池金
母？
什麼叫做草頭的瑤池金母？瑤
池金母的化身就像草那麼多 每一
尊瑤池金母都不一樣的 當師尊給
大家摩頂時 來的瑤池金母 有的
很年輕 而且非常漂亮 看得到的
人都會說：﹁喔！怎麼會有這麼漂
亮的瑤池金母？﹂此外 也有中年
的 也有老年的 各寺所雕的瑤池
金母形相都不一樣 金母來的時候
都是以祂在寺裡所象徵的形相顯
現 有時候會來好多尊 我們稱為
﹁草頭神﹂；草頭神就是小廟裡的
瑤池金母 大廟的瑤池金母 ︿慈
惠堂﹀的瑤池金母 世界各地的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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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金母都是不同的
不能說瑤池金母給你戴五佛
冠 你就把五佛冠戴起來 不能夠
這樣！還是要經過︿宗委會﹀發給
的上師證書 也就是由師尊給你授
﹁阿闍梨灌頂﹂才可以 規矩是這
樣的 我們要按照規矩來
我們再談一下︽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的︿蓮
生上師大轉法輪﹀ ﹁在美國 每
一個星期六晚上八時 在蓮生上師
這兒 有很多很多的人參加同修法
會 同修法會結束 蓮生上師會應
機說法 在這些修密宗的人來說
由於﹃修學正確﹄ 有的已即身得
大成就 例如鍾露昇博士 他一皈
依﹃正確傳承的上師﹄ 馬上有大
成就的證驗 ﹂
當時 鍾露昇是有證驗的！但
我告訴大家 證驗有時候會消失掉
的 不一定每個上師得到證驗之
後 都會持久在那裡 我簡單做一
個比喻 例如這個鍋爐已經在滾
了 象徵有證驗；你用火燒的時
候 雖然這一鍋菜已經在滾 但你
若提早打開蓋子 熱氣一消散 它
就馬上冷卻 這表示你的證驗不能
夠持久 你必須要讓它︵菜 意謂
﹁證驗﹂︶滾到熟了 那才是真正

10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報
導

共修〈真佛密法〉是
娑婆世界眾生最大的福氣

的成就
在還沒有熟以前 你若打
開鍋蓋 水雖然有滾 但熱氣
會消散 火很快就熄了；所
以 有時候 證驗並不能持
久；在第一年 你會覺得好像
很有證驗 到了第二年卻什麼感
覺都沒有 所以 密教講的﹁證
驗﹂本身也是祕密的 不能講得
太早；若你一有感應就一直講出
來 講到最後 就會把所有的感
應全部講光了 就會變成沒有感
應
有時候 祂給你證驗 就是增
加你自己的信心 你雖然有了信
心 但經過長久的磨練跟挫折後
你的信心也會完全消失掉 也等於
沒有 以家庭來比喻 剛結婚的時
候 我愛你 你也愛我 彼此都很
愛 但到最後 愛久了就淡掉了
淡了就沒有 彼此的信心就崩潰
了 這就像我們修行久了之後就沒
有那種信心存在的意思一樣 是會
有這種現象的
講一個笑話 兒子對媽媽講：
﹁媽媽 給我一百塊 ﹂媽媽講：
﹁不行！﹂兒子講：﹁如果你給我
一百塊 我就告訴你 今天下午妳
不在的時候 爸爸向打掃的阿姨講
了什麼 ﹂媽媽一聽 很快地掏出

蓮到法師代表「第三十期法師培訓班」
結訓學員致感謝詞。

一百塊給兒子 兒子拿到錢後就
講：﹁爸爸講：﹃待會兒別忘了
櫃子底下也要掃一掃 ﹄﹂
其實 這是信心問題 妳如果
對妳的先生有信心 彼此的愛非常
堅固 就不怕別的 有一個師姐講
了一句話：﹁男生要經得起誘惑
女生要耐得住寂寞 ﹂法師剛出家
的時都是信心十足：﹁我出家就是
要好好修行！﹂隔一陣子之後 這
位法師不見了 結果他出現在北
京 手上已經抱著孩子
所以 所謂的﹁證驗﹂也是會
消失掉的 信心也有可能消失掉
就像夫妻一樣 兩個人要互相信
任 這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若
能夠一直堅持到白頭偕老 而且互
相尊敬 那是很不簡單的事！談到
﹁證驗﹂這種事情 當然 也不一
定非要有證驗才會道心堅固 有些
人即使沒有什麼驗證 他的道心也
是非常堅固的
﹁蓮生上師的密法 何以是
﹃正確的密法﹄？因為是蓮華生大
士顯現金身 真傳的緣故 當然
蓮生上師傳密法 凡是跟蓮生上師
學習的 均能夠得到大成就 ﹂
﹁凡跟蓮生上師學習的 均能夠得
到大成就﹂這句話 還是有一點問
題 因為行者本身必須要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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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器 而且他的相信必須是非常清
淨 也就是﹁淨信﹂ 是百分之百
的相信
以前 吐登達爾吉上師對我講
﹁一皈依﹂時說過 所謂﹁一皈
依﹂ 就是要經常把自己的上師頂
在頭頂上 因此 師尊每一次說
法 一定把自己的四個根本上師頂
在頭上 每一次都要恭敬自己的根
本上師；而不是當我傳了特別的法
之後 我就說：﹁這個法不是我的
根本上師傳的 是我傳的！﹂那我
的根本上師就沒了 變成我自己是
根本上師 所以 師尊說法一定頭
頂根本上師 那就是一個﹁淨
信﹂ 非常清淨的 絕對的 百分
之百的信心 這樣才會有成就
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賣黑心油
的老闆往生 到地獄報到 閻羅王
判他墮入油鍋地獄 老闆哭泣地
問：﹁那要下油鍋多久？﹂閻羅王
很生氣：﹁生前你賣多少黑心油
就炸多少油 炸到乾為止 ﹂老闆
又很哀戚地講：﹁可是 我生前也
做了不少善事 ﹂閻羅王想了一下
回答：﹁那下油鍋的時候 我派夜
叉鬼王在你的油鍋旁放一台電風
扇 ﹂
我們常常講﹁淨資﹂兩個字
師尊給你回信時會寫：﹁你的淨資
收到 ﹂乾淨的錢才叫做﹁淨
資﹂
不 乾 淨 的 錢 叫 做 dirty
money ︱ 髒 錢
那就不是﹁淨
資﹂ 不是清淨的財 是髒的財
如果你製造黑心油 賣黑心油 就
算你把那個錢拿來做善事 也沒辦
法抵消你的罪惡 就算你做了很多
善事 很多事情還是沒有辦法抵消
的 你還是要下地獄
黑心油會讓全台灣所有人都遭
殃 甚至讓世界各地的人也遭殃
黑心油已經毒害人們很多年了 甚
至 有 可 能 讓 人 罹 患 cancer ︵ 癌
症︶；我不知道是不是黑心油造成
的 但如果是的話 你讓人家得了

cancer
你就等於是﹁間接殺
生﹂ 這也是殺生
其實 販賣黑心油就等於強
盜 等於偷盜罪 之於﹁五戒﹂裡
的殺 盜 淫 妄 酒 你就等於
是殺了眾生 還搶了人家身上的
錢 不應該給你的錢都被你搶了
﹁偷盜罪﹂跟﹁殺生罪﹂ 你都犯
了 這是很嚴重的
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淨信﹂
跟﹁淨財﹂；要有清淨的信仰 就
如同師尊這裡有牛奶 而你是空的
杯子 把牛奶倒入空的杯子 讓你
得到滿足 得到圓滿 這樣 你才
能得到大成就 還有﹁真傳的緣
故﹂ 蓮華生大士確實在師尊的面
前現身 確實給我全身光明的﹁虹
光灌頂﹂ 我又得到蓮華生大士的
﹁心印灌頂﹂ 這都是確確實實
的 甚至於累世以來 蓮華生大士
還把心要 口訣 經典﹁伏藏﹂在
我的腦海裡面 這就是真傳
﹁蓮生上師由於蓮華生大士顯
現真傳 又由於歷代傳承上師的印
可 ﹂這是人間上師的印可 了鳴
和尚就是我的人間上師 歷代上師
的印可 ﹁印可﹂就是你已經得到
﹁大圓滿法﹂的灌頂 ﹁在整個宇
宙上下十方 都公認是上師中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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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這就是根本上師 ﹁是﹃真
正的金剛上師﹄ 由於﹃蓮華生大
士﹄的傳法真 令所有弟子學到真
法 自然全部﹃真佛宗﹄的弟子皆
有了相應 確確實實 一點也不
假 ﹂很多人都會夢到根本上師
夢過根本上師的請舉手？︵現場有
很多同門紛紛舉手︶哇！很多人夢
過根本上師！那就是﹁上師相應
法﹂有一點初機相應的現象 才能
夢見自己的根本上師
吐登達爾吉上師圓寂以後 很
少人夢到 我在美國西雅圖的時
候 我有夢過吐登達爾吉上師 祂
來給我做灌頂 做加持 甚至在夢
中傳法給我 這就是﹁上師相應
法﹂的初機及證驗 有時候 在夢
中也可以傳法 也可以在白日現身
傳法 甚至在禪定之中 衪都可以
傳法 只要不是妄念所產生的 這
都是屬於﹁真傳﹂
講一個笑話 這是家庭問題
小倆口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來 吵
完以後 丈夫覺得很後悔 便叫妻
子看窗外兩匹馬拉著一輛車子的情
景 他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像那
兩匹馬一樣齊心合力向前呢？﹂妻
子怒氣沖沖地說：﹁我們不是兩匹
馬 因為我們之中有一頭是驢 ﹂
她還是很生氣 因為不能齊心嘛！

夫妻就是要齊心 如果不能齊心
那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 我藉著這個例子來講
師父跟弟子之間也是一樣 齊心
你就會相應 不齊心的話 那你絕
對不會相應 因為你沒有清淨的信
仰 也沒有真實在修法 也沒有得
到師父真正傳法給你 那就是沒有
齊心 甚至有人在背後講了幾句
話 你的道心就退了 你怎麼跟師
父齊心？怎麼會得到真傳？如果是
這樣 你根本就不會相應；你一定
要齊心 才能夠相應
我以前講過這個笑話 夫妻倆
經常吵架 只要一吵架 先生就爆
粗口 太太也跟著爆粗口 兩人互
相罵來罵去 有一天 兩個人又吵
架了 太太不講話 她去刷馬桶
丈夫覺得很奇怪 太太怎麼突然間
改變態度 只要吵架了 她就默默
地去刷馬桶 丈夫以為她信︽真佛
宗︾ 修了﹁忍辱波羅蜜﹂ 懂得
忍辱了 所以就問她：﹁妳是不是
學會了﹃忍辱波羅蜜﹄？﹂太太回
答：﹁我現在不跟你吵了 我都是
刷馬桶 只是 我是拿你的牙刷來
刷馬桶 ﹂原來 太太的恨意還是
在的 她不是忍辱 這就是夫妻不
能齊心
上師跟弟子要齊心 而且 弟

子要學上師的好處 要看根本上師
好的地方 根本上師壞的地方不要
學 因為人難免有缺點 所以才會
當人；沒有一個人是聖人 否則
你早就坐在﹁那裡﹂了︵師尊指壇
城上的佛菩薩︶ 祂們都是沒有缺
點的 我們一生為人 就有七情六
慾 所以才要靠修行改變自己的欲
望跟習性
你們不能因為看到根本上師有
習性 你就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你
就退了道心 那都是不對的 你們
要知道 什麼叫做﹁密宗﹂？你們
也要知道 什麼叫做﹁密行﹂？你
也要知道 密教有其祕密性在裡
面 你不能在背後批評你的根本上
師 這樣就不能齊心了；你批評
了 心怎麼齊？你對根本上師已經
沒有信心了 你還修法做什麼？根
本就不用修了！
我告訴你們 我也看過我的根
本上師的缺點 像了鳴和尚 薩迦
證空上師 噶瑪巴 噶瑪巴有時也
會生氣的 祂養了很多鳥 祂說這
些鳥都是以前離開衪的弟子 祂重
新把他們找回來 在印度錫金︿隆
德寺﹀最頂樓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
的鳥籠 祂養了很多鳥 祂說這些
都是祂前世的弟子 離開了祂而變
成畜生 然後 祂再把他們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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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養在自己的籠子 然後教鸚鵡
唸﹃噶瑪巴千諾﹄ 教牠們唸十六
世大寶法王的心咒：﹁嗡 噶瑪巴
千諾 梭哈 ﹂
噶瑪巴已經是一個很偉大的上
師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弟子離開
祂 那些弟子就是因為不齊心 然
後 祂看到了動物 祂就說：﹁這
就是我前世的
﹂當祂看到一
隻羊：﹁那隻羊就是我前世的侍
者 ﹂祂在世的時候 祂經常帶著
一隻羊 因為那隻羊就是前世離開
祂的侍者 後來轉世為羊 祂再把
牠找回來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
以 ﹁齊心﹂很重要！
師尊已經七十歲了 在世的時
間也不是很久 能夠來親近的 你
就儘快來；要親近的機會不多了
沒有幾年 對不對？你這時候不來
親近 你玩你的 怎麼齊心？吐登
達爾吉上師還跟我講：﹁你前世的
法本都在我這裡 要不要我現在還
給你？﹂我說：﹁不用 因為我已
經學到很多 你不用還給我 這些
我都學過了 ﹂我跟師父之間是齊
心的 雖然我看到吐登達爾吉上師
的缺點 但是我不認為那是缺點
那是上師本身的遊戲 祂在考驗我
們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你要跟你的

根本上師齊心
﹁由﹃婆仙如來﹄︵就是阿達
爾瑪佛︶原始佛的﹃如來心印﹄
到﹃金剛手菩薩﹄的﹃持明心
印﹄ 再到﹃蓮華生大士﹄的﹃口
耳心印﹄ 這就是不斷的傳承 今
天 蓮生金剛上師的傳承 從太初
古佛到蓮華生大士的摩頂授記 這
種傳承 就是不斷 就是有大加持
力 天下第一正確的密法 凡皈依
的弟子 就有了傳承的加持力量
得到真傳上師的加持力 ﹂
這加持力是從哪裡來的？你每
天修﹁上師相應法﹂ 根本上師就
加持一遍 你每一天修﹁本尊
法﹂ 就得到本尊的加持一遍 你
來接近師尊 但不要太親近 因為
有一句話講：﹁上師是火 你太親
近了 就會被火燒到；你距離太
遠 就得不到光 ﹂所以 真正親
近根本上師的弟子 也要保持一個
距離 這樣 你既可以得到上師的
加持 但你又不會被上師的火燒
到
聖人孔子講過一句話：﹁近者
不遜 遠者怨之 唯女子與小人難
養也 ﹂這是孔子講的 你太接近
了 你就會覺得根本上師有什麼了
不起 ﹁他就是一個人嘛！運動的

時候還會扭來扭去 很多我們可以
做到的姿勢 他還做不到呢！﹂
﹁根本上師講的都是中文式的英
文 我的英文都比根本上師好 根
本上師有什麼了不起？﹂﹁我長得
高大 英俊 根本上師還穿著矮子
樂的鞋子 看祂長得那麼矮 只到
我的胸口 沒什麼了不起 ﹂﹁祂
經常講錯別字 都是我在校正
他 ﹂你如果產生這種觀念出來
這是不好的 太近了 你就會失去
禮節；你離開根本上師比較遠了
你的心裡就發出埋怨；所以 距離
要保持得剛剛好 這也是很重要
的 都是學問啊！
以前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在世的時候 有些弟子也是跟祂很
接近 很接近之後 就會失去禮
儀 禮貌 禮節 都失去了 大寶
法王也是會像小孩子一樣 很開心
地跟弟子玩在一起 但有時候 弟
子會突然間失去禮儀 例如大寶法
王拍一下弟子的肩膀 結果那弟子
也拍大寶法王的肩膀 大寶法王給
那弟子摩頂 那弟子也伸手摸大寶
法王的頂 這都不對的 所以 有
時候 大寶法王會發怒！禮儀一旦
不對了 大寶法王就會很生氣 你
以為這樣是跟祂很親近 祂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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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樣在那邊玩 突然之間 你摸
祂的頂 那還得了！
不斷的傳承是由加持力來的
誰加持誰 都是有規定的 這就是
不斷的傳承 ﹁如來心印﹂是原始
佛傳的 ﹁大手印﹂是本初佛傳
的 ﹁大圓滿﹂也是本初佛傳的；
﹁大手印﹂是傳給寶意童子 寶意
童子是誰？寶意童子就是蓮花童
子 是傳承﹁大手印﹂的第一個
人；另外 ﹁大圓滿法﹂傳給金剛
手菩薩 也等於是金剛薩埵 金剛
心 這是屬於持明 光明的傳承
再傳到蓮華生大士的就是﹁口耳傳
承﹂ 另外還有伏藏的傳承 這就
是﹁不斷的傳承﹂
講一個笑話 在上課的時候
小明因為打瞌睡而被老師罰站 小
明跟老師講：﹁報告老師 我的眼
皮生病了 ﹂老師問：﹁生什麼
病？﹂小明回答：﹁自閉症 ﹂這
就是沒有得到﹁口耳傳承﹂ 老師
在說法 他在底下睡覺 這哪會有
﹁口耳傳承﹂？你的耳朵都閉起來
了 哪會有﹁口耳傳承﹂？你的耳
朵必須聽師父講法 這才是﹁口耳
傳承﹂；師父講 你聽進去了 就
是﹁口耳傳承﹂
告訴大家 傳承加持力是怎麼
來的？你修了師父傳的﹁上師相應

法﹂ 就得到一個傳承 你每天
修 你的傳承加持力就越來越強；
你修﹁本尊法﹂ 就得到本尊給你
的加持跟灌頂 每天都受灌頂 灌
頂的水永遠不會停 這才是真正的
真傳 你每天修護法 護法天天灌
頂你 這就是護法永遠在護持你
你就不會得到降頭 如果有人陷害
你 你也沒有感覺 因為護法都幫
你擋了
這當中有一個是﹁傳承力﹂
傳承的力量就是由根本上師來的；
一個是﹁灌頂力﹂ 就是由你的本
尊來的；一個是﹁護法的力量﹂
就是護法的力量永遠在你的身上
所以 你不會得到降頭 你都不會
有感覺 因為護法全部幫你擋了
在︿真佛密苑﹀裡面 一進去
第一個就是看到四臂觀音的像 這
邊有一個瑪吉拉尊 就是︽覺宇
派︾的瑪吉拉尊者︵藏傳佛教著名
女性密宗師 是︽覺宇派︾的開創
者︶ 另外 有一邊金剛薩埵 就
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心 再來 另
一邊是蓮華生大士 開門進去的右
手邊有一個很莊嚴的多傑帕姆
︵ Dorje Pamo ︶ 金 剛 亥 母 祂 是
我修內法的本尊 我修內法的時
候 就是以多傑帕姆金剛亥母升起
我的拙火 然後 繞過去有蓮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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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 瑤池金母 還有其他所有的
諸尊
我每一次從︿真佛密苑﹀要回
︿南山雅舍﹀時 我都合掌講：
﹁四臂觀音再見 瑤池金母再見
諸尊再見 瑪吉拉尊再見 金剛薩
埵再見 蓮華生大士再見 多傑帕
姆再見 ﹂講完了 我才離開房
間 每天都一樣 祂們就等於住在
我的房間裡一樣 回到︿南山雅
舍﹀也一樣 每天早上我都唸瑤池
金母跟蓮華生大士的名字 瑤池金
母在前面 蓮華生大士在後面 底
下的壇城是瑤池金母壇 孔雀明王
壇 釋迦牟尼佛的壇城 另外還有
Ganesh ︵紅財神︶ 喜金剛壇城都
在那裡 每一尊都有很多的眷屬
瑤池金母的壇城裡包括所有的諸
尊 都在裡面
我每天都對祂們打招呼 一起
床就跟祂們打招呼 從來沒有離開
過 那樣 我就有傳承加持力 有
本尊的灌頂力 還有護法的力量在
我的身上 這是密教行者統統都要
學到的 然後 你要跟你的上師有
相應 跟你的本尊有相應 跟你的
護法有相應 整個力量要在你的身
上顯現出來 你才會有光 才會有
成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走了就走了 進來就進
來 看到四臂觀音也不打招呼 看
到瑪吉拉尊也不打招呼 看到金剛
薩埵也不打招呼 看到蓮華生大士
也不打招呼；反正 祂們不是金
銀 銅 鐵 就是唐卡 不然就是
木頭 如果你這樣認為 那你就只
得到金 銀 銅 鐵的加持力 因
為你認為祂們都是金 銀 銅
鐵 都是唐卡嘛！
但我把祂們看成是真實的 尤
其我看到四臂觀音的兩個眼睛一直
看著我 金剛亥母的三個眼睛也是
一直在看著我 祂們實在長得太漂
亮了！真的 四臂觀音是非常美
的 金剛亥母是非常美的 瑪吉拉
尊是非常美的
所以 你要有感覺 你跟所有
諸尊都要有感覺 那種感覺叫做
﹁齊心﹂啊！若你跟你的根本上師
沒感覺 還算什麼齊心？彼此都要
有感覺 而且不能埋怨根本上師
如果你埋怨根本上師 那你就是不
懂得﹁齊心﹂ 不懂得﹁一皈
依﹂ 這樣的話 那你還修什麼密
教？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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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
有：︿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
員 會 ﹀ 會 計 師 Teresa 師 姐
and her husband
︿中天
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
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
淑華醫師 莊駿耀醫師 陳
志揚醫師 僑務顧問謝明芳
師姐 高歡嫻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
︵ 國 語 ︶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
午安︶你好！大家好！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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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做的是大黑天護摩 大
黑天的手印是這樣的︵右腕在左腕
上 二手背相靠 大拇指豎直 餘四
指交叉︶ 種子字是﹁摩︵ ★ ︶﹂
字 或者是﹁吽︵★ ︶﹂字 兩個
都可以 祂的咒語是：﹁嗡 瑪哈嘎
拉耶 梭哈 ﹂
一般的金剛神 在西藏的唐卡上
所畫的 都是同一種臉相；祂有二
臂 四臂 六臂和八臂 修大黑天的
法 最主要的觀想是瑪哈嘎拉的手
臂 還有 祂一定是兩隻腳踩在臥倒
的白象上面 這是祂主要的特徵；還
可以觀想其他象徵的東西 像是觀想
祂手上的法器 祂手上拿著骷髏唸
珠 象徵貪瞋痴的卡倉卡 還有嘎巴
拉 鉞刀 手鼓跟金剛索 祂手上拿
的每一樣東西都有其象徵
在藏密 瑪哈嘎拉是很威猛的護
法神 在東密 卻變成一個慈祥的老
人 拿著背包 是東密的七財神之
一；在東密的七財神當中有一個大黑

蓮生活佛㈲密法傳承，
開悟、明心見性、㉂主生死，是真㆖師。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
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
摩主尊︱大黑天瑪哈嘎拉

我

11/ 2 2014

17

【燃燈雜誌】

天 是同一尊 主財富 在藏密的瑪
哈嘎拉也是主福分 祿位 長壽和財
富 都是屬於祂掌管 一個護法神能
夠主福 主祿 主壽和主財 這是很
少有的；有形相 有手印 有咒語
就成為一個﹁唸誦法﹂ 也就是﹁相
應法﹂
這一尊非常重要 這一尊的身分
也比較特別 有人講祂是毗盧遮那
佛︱大日如來的化身 也有人講祂是
印度教裡希瓦︵破壞神︶的化身 也
有人講祂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在東
密 祂是七福神之一 在藏密 祂是
所有墳場的守護神
蓮華生大士在建︿桑耶寺﹀的時
候 遭鬼神破壞 於是 蓮華生大士
召請大黑天︱瑪哈嘎拉 瑪哈嘎拉就
把所有鬼神 障礙清除掉 所以 我
特別強調這一尊 如果你在弘法當中
出現了什麼障礙 你可以祈請祂 做
祂的護摩 祂就會下降來保護你的弘
法 讓你的弘法沒有障礙
瑪哈嘎拉具有很大的力量 祂的
法力很強 能夠召請到所有的鬼神；
手印是先內縳 然後尾指跟無名指分
開豎立 兩個大姆指互相動 然後唸
祂的咒 這就是召請鬼神的手印 只
要唸瑪哈嘎拉一敕令 所有的鬼神便
會一起到
因為祂有召請鬼神的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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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瑪哈嘎拉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 祂能夠接引幽冥眾等往生清淨
的佛國；六臂白色瑪哈嘎拉本身是智
慧的護法 也是資糧的護法 我在
﹁真佛法相寶典﹂裡面有寫到要如何
把大黑天請回去供養的方法 大家仔
細看 就會知道大黑天供養的方法
在藏地 很多人都想要得到這一尊護
法的灌頂
我記得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是
一九八一年在芝加哥過世的 我是在
一九八○年 在紐約上州的︿法輪
寺﹀見到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祂
有時候不願意接見別人 但有時候也
很容易接見別人 有時候 祂喜歡自
己一個人 有時候 祂也喜歡跟很多
人在一起
我去的時候 很幸運 沒有其他
人 祂的心情也非常好 於是 我請
祂給我灌頂 其中的一個灌頂就是瑪
哈嘎拉的灌頂 瑪哈嘎拉是白教噶舉
派最重視的護法神 在西藏 紅
黃 白 花 每一個教派都有修瑪哈
嘎拉的法 但是 噶舉派最重視 因
為他們認為瑪哈嘎拉是白教的護法
神 因此 我在大寶法王那裡也祈求
瑪哈嘎拉的灌頂
曾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在喜
雅拉瑪山 珠穆朗瑪峰是最高的 珠
穆朗瑪峰也就是聖母峰 在它的山底
下約五千四百公尺的地方 距離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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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瑪峰的大本營很近 有一間寺
廟 叫做︿圖登林丘寺﹀ 裡面有一
個住持 名叫楚西仁波切 他一直在
這間寺廟裡面閉關修行 很少出來
但是他一生當中唯一所祈求的 就是
希望能見到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並且向祂求一個瑪哈嘎拉的灌頂 要
求到這個灌頂 當然是要等機會了
當大寶法王在錫金︿隆德寺﹀
時 楚西仁波切下山拜訪祂 結果山
上下了很大的雪 阻礙了他 使得他
沒辦法下山 當大寶法王在印度的時
候 楚西仁波切也想到印度見祂 向
祂求瑪哈嘎拉灌頂 當他到了印度
他發覺要見到噶瑪巴很困難 周圍有
很多阻礙 有層層的關卡 像他這樣
的仁波切是沒辦法見到噶瑪巴的
有一次 當噶瑪巴在尼泊爾的時
候 楚西仁波切也是準備好一切東西
要去見祂 結果他生病了 所以也沒
辦法見到噶瑪巴 等到楚西仁波切有
了資糧 什麼都準備足了之後 他想
到美國見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結
果噶瑪巴在一九八一年圓寂於芝加
哥 楚西仁波切最終就是一直沒見到
大寶法王
因為大寶法王圓寂了 於是他就
開始修大寶法王的法 ﹁嗡 噶瑪巴
千諾 嗡 噶瑪巴千諾
﹂他一

直唸大寶法王的心咒 然後他也祈求
密教所有的護法神掃除他所有的障
礙 他希望從噶舉派的精神領袖︱十
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那裡得到瑪哈嘎
拉的灌頂 他修了很多的法 終於有
一天 他在夢中見到了噶瑪巴以明光
出現 噶瑪巴全身發出光亮 真的給
他瑪哈嘎拉︱大黑天的灌頂 然後再
為他講解瑪哈嘎拉的法要怎修持 再
講解口訣跟心要
有時候 人的命運是不一樣的
我第一次到美國是一九八○年 一登
陸美國 火山就爆發；在一九八○年
五月
Mount St. Helens ︵聖海倫
山 在美國華盛頓州 距離西雅圖三
個小時車程之外處︶火山爆發 然後
還有地震
整 個 Portland City
︵波特蘭市︶都是火山灰 在我登陸
美國的那一天 腳一踩上美國的領
土 就發生火山爆發
之後 我遊歷整個美國 到了紐
約的時候 遇到一位來自彰化的弟子
的女兒 她跟她的男朋友在紐約讀
書 我向她說明 我希望見到十六世
大寶法王噶瑪巴 她說她知道那個地
方 在紐約上州有一座山 在山麓的
地方有︿法輪寺﹀ 是人家幫大寶法
王蓋起來的 後來 我就在那裡見到
了大寶法王

當時 是她跟她的男朋友開車載
我跟黃朝初去見噶瑪巴 黃朝初跟彰
化的弟子的女兒比較熟 我是第一次
和她見面 我這樣要求他們 他們就
直接開車載我們去找大寶法王 於
是 我得到了﹁五佛嚴頂灌﹂跟﹁大
黑天瑪哈嘎拉灌頂﹂
我比那位楚西仁波切還幸運得
多 而且見到祂的時候 祂特別高
興 祂還送我水晶手珠 送我玉器
到現在我都還保存著 當然 我也把
自己身上所有的錢全部供養祂 當
時 黃朝初沒有供養 為什麼沒有供
養？因為他的錢在紐約的 Hotel 裡
全被小偷偷走 包括他的行李 全部
被偷走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其實 在那時候 我也不是很懂
得密教 但是看到大寶法王倒是非常
高興 然後祂一直幫我灌頂 我跟祂
講：﹁您將來是我的師父 我會把您
當成我的頭飾 ﹂意思就是 當我在
每一次的說法 我一定把噶瑪巴頂在
我的頭上 所以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
忘掉我所有的根本上師
師尊對自己的根本上師 像了鳴
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
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全部
將祂們頂在我的頭上 但是 今天
︽真佛宗︾的弟子都很偉大 怎麼偉
大？︵師尊苦笑︶這真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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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我不知道弟子們是怎麼看師
尊的？
我自己本人是一個敬師 重法
實修的人 永遠尊敬我皈依過的師
父 我都不會講自己師父的是是非
非 或者是短處 我都不敢講 不能
因為大寶法王有很多的病就輕忽祂
輕視祂 因為人都會有病的 大寶法
王的病很多 祂最後的死因是癌症｜
胃癌 祂只有五十七歲就過世了；祂
的血糖很高 祂的牙齒也有病 全身
有好幾種病 甚至於祂的骨節都有扭
曲變形的現象 但是 不能因為這樣
就輕視祂 ﹁他是一個修行人 還是
噶舉派最高的精神領袖 怎麼身體這
麼多病？﹂不能因此輕視祂 因為祂
精神的力量跟祂的心靈本身還是個巨
人
我對我皈依的上師 我從來都是
很恭敬的 但是 我就不知道我們
︽真佛宗︾弟子是怎麼看師尊的？當
然 恭敬師尊的人很多 其實 離開
就離開了 沒有緣就沒有緣 對不
對？何必再對我﹁打槍﹂？這沒意思
嘛！師尊已經做榜樣給大家看了 我
也常常被師父罵 吐登達爾吉上師也
罵我 了鳴和尚也罵我 薩迦證空上
師也罵我；我只見了十六世大寶法王
幾次 就只有祂沒有罵我 其他三個
相處比較久 罵得特別多 但是我不
能因為祂們罵我 我就罵祂們 以眼

還眼 以牙還牙 這是不可以的！
要把自己的師父都做為傳承的頂
飾 這是一定要的 這一點非常重
要 我要講的意思是 你們今天在這
裡 很容易就得到瑪哈嘎拉的灌頂
要是在以前 真的是不容易啊！你想
要求一個灌頂 必須要把自己身上所
有的錢拿出來供養 才求到﹁五佛嚴
頂灌﹂
我為大家灌頂 師尊就是讓大家
隨意 你們在這裡很容易就得到一個
噶舉派的最高護法︱瑪哈嘎拉的灌
頂 楚西仁波切一直夢寐想要求得一
個瑪哈嘎拉的灌頂 資糧準備了好幾
次 結果都遇不到噶瑪巴；楚西仁波
切沒有那個運氣可以見到噶瑪巴 只
有在噶瑪巴圓寂之後 噶瑪巴顯現明
光在楚西仁波切的夢中 楚西仁波切
才能接受瑪哈嘎拉的灌頂 而我本人
是在︿法輪寺﹀接受大寶法王噶瑪巴
的灌頂 灌一個頂 真的很不容易
啊！在這裡的每個人 大家都不知灌
多少頂了！
我們再談︽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在這個時代
之中 假密法及假上師充斥 有的人
以為去了一趟西藏回來 就變成上師
了 有的人以為跟了幾位西藏佛爺跑
跑腿 學了幾招就變成上師了 其實
真正的上師 是得到正確的密法傳承
之後 一切依照上師的教導去修學

得到確實的開悟 明心見性 自主生
死 這樣學密的人 才有資格自稱是
上師 ﹂
其實 也不能講是﹁自稱上
師﹂ 因為要確實得到開悟 也明心
見性了 也能自主生死了 在那個時
候 當然 你就是上師了！雖然沒有
人為你做阿闍梨灌頂 你也是上師
當你能夠自主生死 你想要到哪裡就
到哪裡 那就是自主了；如果你真正
能夠自主的話 雖然你沒有上師的
名 其實你也是上師
像今天做瑪哈嘎拉的護摩 瑪哈
嘎拉就現身 祂帶著一個藍色的佛
母 像這樣能夠知道 能夠召請到瑪
哈嘎拉來 還能夠召請到很多尊來
你都能夠相應 這才是當阿闍梨真正
的資格 就算我幫你做阿闍梨的灌
頂 你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這阿闍
梨還是假的啊！還是假的上師
師尊也得過阿闍梨的灌頂 了鳴
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吐登達爾吉上
師 祂們都給我做了阿闍梨的灌頂
也就是上師的灌頂 所以我才能具足
這種身分
我去求無上密的時候 我求吐登
達爾吉上師灌頂的時候 我給祂的供
養其實也不多 我只給祂一萬美金
但是 還是比我們的法師求一個灌頂
還要多 一般來講 我對自己的要求
就是這樣 我去求一個灌頂 就是一

21

【燃燈雜誌】

萬美金；把我自己所儲備的一切資
糧 全部拿去供養給自己的上師 這
就是重法的表現 表示我很重視這個
法 如果你灌一個頂只供養五塊錢
十塊錢 二十塊錢 表示你不重視這
個法
講一個笑話 上午第四節課 小
華肚子餓了 無心聽課 坐在位子上
呆呆地想著麵包 三明治 熱狗 想
得都快流口水了 數學老師發現他走
神了 便問他：﹁ 1.200 的小數點
向右邊移一位 會得到什麼樣的結
果？﹂小華非常高興地講：﹁下課
了！終於可以吃飯 ﹂
師尊很幸運得到幾個上師的灌
頂 我在西雅圖巴拉的時候 我每天
都開車出去一次 是訓練自己開車；
有一次 我開車到 Green Lake ︵綠
湖︶的 parking lot ︵停車場︶停
下來 看到一個喇嘛在那邊高聲地唸
咒 我想我自己也是學密教的啊！應
該要向祂頂禮 我就跟祂頂禮 沒想
到祂居然是︿薩迦寺﹀的德松仁波
切 祂在那邊唸咒唸得好大聲 後
來 祂教我幾個咒語 傳我幾個法
最重要的是﹁喜金剛﹂ 祂為我講解
喜金剛 都是一種巧遇吧
講一個笑話 一個老公問太太：
﹁老婆 妳出去時有沒有人誇妳？﹂
老婆回答：﹁誇我什麼？﹂老公講：

﹁誇妳有運動員的身材 ﹂老婆講：
﹁沒有啊！那我的身材適合哪項運
動？﹂老公講：﹁舉重 ﹂再講一個
笑話 妻子問老公：﹁喂！死鬼 你
還不趕快去車站接我媽媽？﹂丈夫
講：﹁我不敢去 ﹂妻子問：﹁為什
麼？﹂丈夫講：﹁因為妳規定過我
除了妳之外 不可接觸任何女性 ﹂
師尊接觸到的上師都是各有因
緣 像了鳴和尚 因緣是特別重 很
多的咒語跟法術都是跟祂學的 薩迦
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這是大家都知道
的！我最後皈依的上師是吐登達爾吉
上師 所以 有很多同門跑到吐登達
爾吉上師那裡 因為︽真佛宗︾的弟
子把吐登達爾吉上師煩得不得了 煩
到吐登達爾吉上師說：﹁除了︽真佛
宗︾的弟子之外 我都見 只有︽真
佛宗︾的弟子不見 ﹂你們看 把一
個上師煩成這樣 煩到祂生病了
吐登達爾吉上師是七十五歲走
的 在祂走的前三天 我去香港找
祂 當時祂是任何人都不見的 只有
見我和師母 祂還伸手加持我跟師
母 在祂圓寂的前三天 只有接見兩
個人 就是我跟師母 本來 祂那時
候已經是不見任何一個人的 當祂一
聽到是我跟師母要去見祂 祂馬上
見 可見這因緣多麼深厚

祂那時候已經病得很重 祂躺
著 因為戴著氧氣罩 所以講話的聲
音都不清楚；祂的手伸出來 是發抖
的 但還是加持我們 當時 我們看
到師父這樣 祂居然還是伸手加持我
們 我們都非常感動 本來祂是任何
人都不見的 只有見我跟師母 那是
因為師父非常器重我 表示我才是真
正的阿闍梨！這也就是說 我有真正
的傳承 不是假的
祂的侍者特別跟我說：﹁師父只
見你們兩個 其他人全都不見 ﹂自
從祂臥病以後 任何人都不見 只見
我們兩個 當時侍者有問祂：﹁要不
要見盧師尊跟師母？﹂祂還點頭說要
見 由此可見 師尊是吐登達爾吉上
師的心子 等於是祂心的兒子 所以
才見我
將來我也是一樣 當我快圓寂的
時候 我躺在病禢上面 如果有某個
人要來見我 我一看 如果這個人本
身就不在我心中 我是不會見的 一
定是在我心中很重要的 是我器重
的 我才會見 我認為他是大根器
的 是我的心子 是百分之百的上
師 我才會見
所以 我告訴大家 師尊不是假
的上師 當我的師父最危急的時候
我去見祂 祂還見我 如果祂當時
講：﹁我不見！﹂那我的腳會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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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為我不是祂心目中的心子 所
以他不願意見我 重點在這裡 真正
的上師跟假的上師的分別就是在這
裡 到時 日後見真章 師尊在危急
的時候 在走的前一刻還見你的話
表示你是我真正的心子 我才會這樣
做
一個店員在擦招牌的灰塵 用力
太猛 就把招牌扯了下來 招牌掉在
地上裂成兩半 老闆看到了 臉色都
變了 店員急中生智 講：﹁這是好
兆頭 ﹂老闆問：﹁招牌都掉下來
了 還有什麼好兆頭？﹂店員講：
﹁招牌斷成兩半 是要開分店的好兆
頭 ﹂
做為一個弟子 你必須要有智
慧 我們曉得 資糧有兩種 一種就
是福德資糧 一種就是智慧資糧 你
必須要很聰明的 你跟在師尊旁邊
眼色要看得很清楚 屬於師尊的 你
要分開拿 屬於充公的 你要分開
拿 這就是當侍者聰明的地方
當師尊的侍者就是要這樣 當人
家特別講：﹁這是要供養師尊的 ﹂
因為身上負荷太重 我就會拿給侍
者 侍者就收起來 我回去一看 怎
麼都是一塊錢的？算了 算了 就充
公了 侍者要很聰明 哪一個東西是
師尊需要的 哪一個東西是師尊不需
要的 他要懂得 他要有智慧 他要
會分 這樣的侍者才是好的侍者

師尊在哪時候需要什麼 侍者要
很聰明 師尊在跟一個美女談話的時
候 侍者要懂得分寸 老是站在旁邊
聽人家的祕密做什麼？對不對？人家
在講她心中的祕密 並不是跟師尊怎
麼樣 但是她在講她心中的祕密 侍
者就應該走遠一點 站在門旁邊 不
要看就可以了 但是 還是要在門旁
邊 不能不理就走了 只要保持一個
距離 讓她能傾訴心中的話 這也是
個要訣
師尊在服侍自己的師父時也是這
樣的 一看師父的精神不是很好 我
就懂得要離開 讓師父休息 當你問
法 你也要懂得師父是不是不耐煩
了 所以 弟子跟師父之間 要懂得
那個道理 要懂得那種禮貌 禮節和
禮儀
我看到師父一定頂禮 這一點沒
話可講 我當時已經是師尊了 已經
創辦︽真佛宗︾了 我看到我自己皈
依的師父 我不能跟祂平起平坐 當
師父叫你坐 有時候是在考驗你 比
如 祂會講：﹁這是盧師尊每一次來
這裡所坐的座位 今天讓你坐 ﹂你
要聽明白這一句話 如果你這個上師
走過去就坐下來 回頭祂就會跟我
講：﹁這上師坐你的位子 你要注意
了！這上師本身就是有企圖心的 他
是有野心的 我告訴過他這座位是你
盧師尊坐的 我請他坐是在考驗他

他是不是能夠尊重你這個盧師尊的座
位？﹂所以 你不能坐 你只能說：
﹁這是師尊的座位 我不能坐 ﹂如
果你坐了 祂就會跟我說：﹁盧師
尊 你可以不要這個上師了 ﹂祂就
會直接這樣跟我講
每個人到祂那邊 祂都會考驗對
方 所以 你要有智慧啊！如果你沒
有智慧 就會被吐登達爾吉上師考
倒
吐登達爾吉上師有時候也會在你
們面前故意罵我：﹁盧師尊 什麼蓮
花童子？根本就沒有蓮花童子 盧師
尊也不是蓮花童子 ﹂你聽到了：
﹁欸？這是師公講的話耶！弟子一定
要聽啊！他是師尊的師父 師公這麼
說 那麼 絕對沒有蓮花童子 ﹂如
果你這樣想 那就被祂考倒了 祂就
會跟我講：﹁這種弟子 我跟他講這
種話 他也聽我的 而且還附和我說
他也知道師尊是假的 這樣的弟子不
要也罷！將來他會毀謗你 ﹂祂會這
樣跟我講
所以 真的上師跟假的上師 你
要有智慧 要能夠分辨 不要隨便聽
聽就隨便做 祂告訴你：﹁這是盧師
尊的座位 祂每次都是坐這裡 來
這位子讓你坐 ﹂你就真的坐上去
了 你以為你很偉大 很尊貴 其實
祂是在考你 下一回我去的時候 祂
就會講：﹁這種上師 你不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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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聰明一點啊！
真的上師具有確實的開悟 明心
見性 自主生死 學密的人要這樣才
有資格稱為上師 你已經能夠自主生
死 能夠明心見性 也已經開悟了
這才是真正的上師 雖然師尊灌頂你
為阿闍梨 但是 你並沒有開悟 也
不能自主生死 也沒有明心見性 那
就不是真正的上師 這很重要的
講個笑話 男人從白天忙到晚
回到家立刻上網玩遊戲 老婆很生
氣：﹁你什麼時候才會發現 孩子不
是你親生的？﹂男子一聽 大發雷
霆：﹁我早就懷疑妳很久了 妳現在
終於承認了 ﹂老婆講：﹁我為什麼
不敢承認？你去客廳看看 你從幼稚
園接回來的是你兒子嗎？﹂原來 他
接到別人的兒子 因為他忙著打電玩
啊！
我們學習佛法 你不能認錯自己
的師父 不能認錯自己的上師 不能
認錯真正皈依的師父；知道祂有確實
的傳承 有確實的密法 確實有證
驗 你就要跟祂一輩子 這才叫做
﹁一皈依﹂
吐登達爾吉上師很重視﹁一皈
依﹂ 當我在祂那裡時 如果︽真佛
宗︾的弟子進來 一看到兩個師父
一個是師公 一個是我 有的弟子就
會先向我頂禮 然後再頂禮師公 這

樣是對的 如果先頂禮師公 我在那
裡 連看都不看一眼 然後就坐下
來 那就錯了！他以為是師公最大
其實不是啊！是你的根本傳承上師最
大 密教有密教規矩的 我當然是應
該頂禮師公 當我的弟子進來 因為
我是我弟子的根本上師 所以應該先
頂禮我 然後再頂禮師公 這樣才是
對的 不能弄錯
很多事情 弄來弄去 都會弄
錯 一位很美麗的空中小姐 雖然她
很漂亮 但她很會放屁 而且奇臭無
比 有一次在飛行中 這位漂亮的空
姐又放屁 整個飛機裡瀰漫著臭味
一位乘客實在受不了 便問：﹁空
姐 怎麼會這麼臭啊？﹂這位空中小
姐十分不好意思 但不能承認 因為
太丟臉了 這位空中小姐臨機一動
回答：﹁這很正常 因為我們的飛機
正好飛過臭氧層 ﹂這是一種智慧
我們就是要學習 要有智慧
有兩種資糧 一個是福德資糧
一個是智慧資糧 你有了智慧 就懂
得如何分辨 懂得怎樣按照程序學習
密法 最近有人求二灌 二灌就是
﹁紅白花灌頂﹂ 本來是紅菩提和白
菩提一起的灌頂 是師父的白菩提跟
佛母的紅菩提 兩個結合起來 以密
意的灌頂 但是到了現代就不一樣
了 現在是以紅花代表紅菩提 白花

代表白菩提 這是屬於二灌
當初 我接受二灌的時候 我把
我一年私人儲蓄的薪水 全部供養了
鳴和尚 得到的灌頂才是真實的 因
為我確實百分之百的供養根本上師
得到了福分 得到了德 還有得到了
智慧 得到所有的資糧 很重要的
我們做火供也是一種很大的供養 所
以 每個人最好學習火供 不然學習
煙供 或者是水供 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有人說：﹁我可以代表師尊
為大家做四灌︱大圓滿的灌頂 供養
的錢由我代收 ﹂有很多︽真佛宗︾
弟子都被她唬了 這是假的啊！你要
分清楚 大圓滿的灌頂哪有這樣隨便
灌的 沒有這回事！大家要分清楚
而且是一個女的 個子矮矮的 奇醜
無比 師尊哪會把﹁大圓滿法﹂拜託
她 叫她代傳﹁大圓滿灌頂﹂？就算
是非常美麗 非常漂亮的女生 我也
不可能給啊！何況是那麼醜的？
她說師尊每一天都和她通電話
她是在播放師尊說法的錄音帶 然後
說：﹁你聽 師尊在旁邊 這是師尊
的聲音耶！他讓我幫你們做大圓滿的
灌頂 ﹂那個女的長得又矮又醜 有
人居然會相信她？難道師尊欣賞醜女
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結果 還
是有人相信 阿彌陀佛！好像我的眼
光真的很低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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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蓮香師母致詞

大 家 晚 安 大 家 好 ！ Selamat
malam ︵印尼文：晚上好︶！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唔該 唔該晒！
︵廣東話：謝謝大家︶
剛剛大家都看到了 有迎請師尊
回台灣的致詞 也有︿西雅圖雷藏
寺﹀德輝上師和師母的致詞 大家都
聽到了 我本人自從修學佛法跟密教
後有這樣的觀念 以真正的義諦來
講 時間跟空間是不存在的 更何況
是東方 西方 雖然我的肉身回到了
台灣 在西雅圖的弟子好像就見不到
我了 或是當我回到西雅圖 在台灣
的弟子就見不到師尊的肉身 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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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講起來 佛教跟密教的修行 最大
的義諦是根本連生死也不存在的！生
跟死本來是人生一件很重大的事 但
在事實上 生 死 都是不存在的！
我們今天修的是﹁觀世音菩薩本
尊唸誦法﹂ 也就是﹁相應法﹂ 觀
世音菩薩看似已經距離我們很遠了
在佛陀時代 觀世音菩薩是八大菩薩
之一；八大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
薩 彌勒菩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
菩薩和除蓋障菩薩 在所有菩薩階層
裡面 這八位菩薩是最大的菩薩 在
佛教裡面是盛名遠播的菩薩
大家以為祂們是佛陀時代的八
大菩薩 而不是現在的八大菩薩 其
實是不對的 因為觀世音菩薩到今天
為止 祂並沒有生死 今天我們修觀
世音菩薩的﹁唸誦法﹂ 觀世音菩薩
本尊就現身在面前 而且高高地頂
立；師尊剛剛就看到白色的觀世音菩
薩顯現在整個虛空之中 比︿雷藏

以清淨心修㈻密法，
法乳方可充滿，諸尊方可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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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大慈大悲廣大靈感
觀世音菩薩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
是：︿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Judy 師
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 高銘祿師兄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加州四大媽︶
黃美娟醫師 還有各地的貴賓

（致詞內容已刊登在第327期）

11/ 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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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所以 你修行成就之後 就是
沒有生死 ﹁生 死﹂這兩個字是
不存在的 十方也不存在的 十方
就是東南西北 兩邊 上下 一共
是﹁十方﹂ 連十方也都是不存在
的 觀世音菩薩講過一句話：﹁千
處祈求千處現！﹂你在哪裡祈求
衪 祂就在哪裡現身
有一個上師問我一個問題：
﹁如何用眼睛看見所有的佛菩
薩？﹂我告訴大家 當你的念頭全
部沒有的時候 你恭敬祈請祂 祂
就會出現 宗喀巴大師是如何看見
所有的佛菩薩？祂一直磕頭 磕大
頭 一直祈求諸佛菩薩現全身 祂
一直祈求 一直跪 以這樣的念頭
一直祈求 在︻阿彌陀經︼裡面有
一個法 就是﹁般舟三昧﹂ 也就
是一直唸佛 從來不睡覺 如果疲
倦了 就拉住繩子不睡；一直到了
盡頭 當你寂滅的念頭產生時 所
有阿彌陀佛全部現身在你面前
告訴大家 師尊不只是肉體的
一個師尊 還有虛空無窮盡的師
尊 所以你只要心中有師尊 師尊
隨時都會顯現在你的身邊 不論我
在西雅圖或是在台灣 或是在東南
亞 歐洲 非洲 日本 或是任何
一個國家 你修﹁上師相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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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一相應了 師尊就隨時隨地在
你的身邊 這跟密教的道理是完全一
樣的 並不是在西雅圖才有觀世音菩
薩 台灣就沒有 事實上 觀世音菩
薩無處不顯身 每個地方都會顯現
修行成就的人也是一樣 也是無
處不顯身 統統都會顯現的；所以
我覺得 不管我是在西雅圖或者台
灣 根本不是問題 只要你修到相應
了 就算我在外星球 一樣可以顯現
出來；即使我在諸天 也可以顯現出
來；或是我在地獄 也可以顯現出
來 不管我在任何地方 你只要唸我
的心咒 只要你相應了 我一定會出
現的 只要是一個大的成就者 就有
那種力量 就可以在十方法界顯現出
來的
我常常講 我今年是七十歲 明
年是十七歲 為什麼是十七歲？因
為 中國人讀文字是從右邊到左邊
的 寫拉阿拉伯數字是﹁七一﹂ 但
從右讀到左邊就是﹁一七﹂ 所以
師尊明年是十七歲
a young man
︵年輕人︶
韓國有很多人工美女︵指﹁整
型﹂︶ 有的人已經是五十幾歲或六
十幾歲了 但她看起來像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原本的臉看起來很可怕
整型出來之後 眼睛變好大 睫毛變
好長 頭髮烏溜溜的 皮膚變得好
細 其實 加州四大媽只是不肯花錢
而已 她們寧可當﹁資深美女﹂ 如
果四大媽去韓國走一趟 回來一定會
變成 four small girls ︵四個小女
生︶！
真的！連皮都可以換 把屁股的
皮貼在臉上 現在還可以把骨頭削
掉 讓下巴變成尖尖的 皮肉都可以
換 眼睛都可以變 哪裡太胖要變
瘦 就挖哪裡 都可以做得出來 因
為科技發達啊！
我不是講我們需要這樣做 我是
說現在不一樣了 以前佛菩薩的神
通 現代都可以慢慢應驗出來 以前
哪有像現在我在西雅圖講話 還可以
看到台灣的人 以前哪裡有可能！是
看不到的 現在 你人在西雅圖 可
以跟台灣的人面對面講話；過了半個
地球 都還可以面對面講話 現在都
可以了 佛菩薩的神通也是隨時隨地
可以顯現的 祂們就是那麼偉大
本來 我每一年回去台灣之前
只要德輝上師一致詞 我的淚水就會
流出來 因為很感動 但是 現在覺

得 不過是一個晚上而已！我就算回
到台灣 只需要一個晚上的時間 我
就可以回到這裡 是那麼近啊！也不
過是十幾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 時間不算什麼 只要你身
體好 只要佛菩薩讓你身體健康 你
就可以自在任運 只要你修氣 脈
明點 只要將身上的病解除 自然還
是可以長壽自在 所以 我覺得 當
一個行者真的修行成就了 那才是真
正叫做﹁自在任運﹂
觀世音菩薩能夠自在任運地去救
度眾生 師尊一樣可以自在任運地去
救度眾生 觀世音菩薩講過一句話：
﹁千處祈求千處現！﹂一千個地方跟
祂祈求 祂就出現在一千個地方 表
示衪的神通是無止盡的
剛剛觀世音菩薩顯現 我看衪看
了很久 希望祂加持大家 讓每一個
人的祈願都能夠如意！觀世音菩薩是
最慈悲的菩薩 其實 每一個菩薩都
很慈悲 但是觀世音菩薩象徵著慈
悲 最偉大的慈悲
生死不存在 有一天 師尊的肉
身會消失掉 但師尊的精神跟佛性是
永遠不會消失的
我們繼續講︽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裡面的
幾句話：﹁我個人可以如此的說 我
是從頭至尾 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密法
的修學 我從下學到中 從中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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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我可以如此說 我沒有白白空廢
一日 我學了密法的全部 今天才有
資格 寫出這﹃大圓滿法﹄ 我是從
頭到尾完全瞭解的 我是從基本密法
學到最高的第一密法 ﹂
我現在的功課是 每天一定要修
法 每天一定要寫文章 寫作 另
外 每天一定入三昧地禪定 像今
天 我九點多就要離開家到︿密
苑﹀ 因為要到 China Town ︵中國
城︶開光 今天早上我就沒有辦法在
家寫作 也沒辦法在家裡修法 但
是 我的修法還是持續的 當德輝上
師車子一開的時候 我就在車上開始
修法 我完全沒有看外面 在車上就
一直修 一直修到 China Town
這
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我每一天都要跟我的本尊 我的
護法 我的上師修法 我祈求我的上
師在虛空中加持我 祈求我的本尊一
定要跟我相應 攝受我 我祈求護法
能排除我周邊所有弘法的障礙 我每
天都這樣祈求
我不只是為自己祈求 我也為所
有的眾生祈求 我是怎麼求的？我用
台灣話：﹁十方觀世音 一切諸菩
薩 誓願救眾生 業障皆解脫 請幫
助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道心堅
固 逢凶化吉；幫助所有的弟子 若
有寫信來求願的 讓他們達成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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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已立冬
在西城的歲月，依例一起同修
摩頂……
有歡笑、有離愁、也有相逢……

若有寫信來超度的 讓他們往生到佛
國淨土 賜給眾生都有靈感相應 他
們所求的 所願望的 都讓他們達
成 ﹂這是我的祈求 連寫信來的我
都祈求 我每天都是這樣祈求
﹁我是從頭至尾 一步一步的去
完成密法的修學 ﹂有時候 我也為
自己祈求 不過 我每一天都祈求所
有的弟子能夠相應 都能夠願望達
成 都能夠往生佛國 所以 我的心
是屬於圓滿眾生的心 師母剛剛也
講 她把人生最精華的時光奉獻給
︽真佛宗︾了 我想 這是最令人感
動的
這裡有一個笑話 是希望大家響
應捐血救人 公司的廣場停著一輛捐
血車 上面掛著：﹁捐二百五十毫升
的人 送一套修指甲的用具；捐五百
毫升的人 送一個精美手錶 ﹂同事
們聽說後都很激動 跑過去問護士：
﹁那捐一千毫升的人送什麼？﹂護士
淡定地講：﹁送急診 ﹂捐一千毫升
就要送去急診室了！一千毫升有多
少？是很多啊！太多了！
師母也等於是捐血 她把自己的
血捐出來給大家 她現在必須要調
養 ﹁過勞﹂是會死的 這世界因為
﹁過勞死﹂的人太普遍了 醫生跟師
母講 她最好要休息跟運動 不要再
操勞一些事情 否則很危險！這是醫
生交代的 一定要師母休息 否則她

會跟笑話上講的一樣 把自己整個人
都捐出去了 師母真的已經捐很多
了 只剩下一息而已 所以 要讓她
休息 讓她恢復元氣 讓她的身體恢
復健康
師父臨終前 把小明叫到身邊
小明就問：﹁師父 你有什麼心願未
了？徒兒一定替你完成 ﹂師父就
講：﹁我要一統江湖︵音似﹁一桶漿
糊﹂︶ ﹂小明就講：﹁徒兒半年內
一定替你完成 ﹂四個月以後 小明
提著﹁一桶漿糊﹂來到師父的墳前
告訴大家 沒有人可以一統江湖
的 真正能夠一統江湖就是修行成
就 跟虛空融入 你變成虛空 自在
任運 那就是﹁一統江湖﹂ 在這世
間 沒有人能夠真正一統江湖的 沒
有這回事
你們看 歷史上的凱薩大帝 馬
其頓 成吉思汗 漢武帝 還有想要
一統全世界的德意志 日本 希特
勒 他們都製造了很大的戰爭 到了
最後 有誰能夠一統江湖？沒有的！
所以 真正的修行是你跟虛空融入
你等於虛空 這個才叫做﹁一統江
湖﹂；因為唯有修行成佛了 這時才
算是﹁一﹂
我回到台灣之後 要在︿台灣雷
藏寺﹀授﹁阿達爾瑪佛﹂的灌頂；另
外 在︿中觀堂﹀於︿中正紀念堂﹀
所辦的法會上舉辦﹁大殊勝赫魯嘎﹂

的灌頂 ﹁大殊勝赫魯嘎﹂也就是
﹁大幻化網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就是﹁一統江
湖﹂ 阿達爾瑪佛也是﹁一統江
湖﹂ 因為阿達爾瑪佛是本初佛 祂
是十六地的佛 最原始的佛 祂的金
剛身就是大幻化網金剛 有十個忿怒
王全部顯現在大幻化網金剛裡面 這
十個忿怒王就是十個赫魯嘎
︵ Heruka ︶ 祂是誰轉化的？就是
本初佛轉化的 所以 真正能夠﹁一
統江湖﹂的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阿
達爾瑪佛 這是非常重要的
笑話：阿俊在中午的時候去巷口
的麵店吃餛飩麵 驚見老闆娘邊教育
兒子 邊用衣架抽打 孩子被打到鬼
哭神號 阿俊看不下去了 就說：
﹁頭家娘 教育小孩要用愛心 不能
用暴力啦！不然 孩子的心理會留下
陰影！﹂這時 老闆娘終於停手了
阿俊關切地問：﹁小朋友 你怎麼惹
媽媽生氣啦？﹂小孩回答：﹁我只是
在麵鍋裡尿尿而已 媽媽就打我
了 ﹂阿俊楞了一下 看了自己吃掉
半碗的麵 然後對老闆娘說：﹁你打
累了休息一下 換我來打吧！﹂
其實 小孩子的尿是是童子尿
是無所謂的 西方人當然是不可能用
這個做藥 但中國人覺得童子尿是很
營養的 而且有補的作用 頭段的尿
不要喝 尾段的尿也不要喝 就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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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那一段 那一段的尿叫做﹁回龍
水﹂ 是可以做藥引治病的 這是一
種藥 在西方國家是沒有的﹁回龍
水﹂ 但在東方國家是很稀奇的東
西
﹁仙家酒 仙家酒 就在人間處
處有 ﹂仙家酒是什麼東西？是﹁奶
水﹂ 很重要的 這個真的是藥 不
是牛奶 母牛跟公牛抱怨說：﹁很多
人都喝我的奶水 但是沒有人叫我一
聲媽 ﹂對啊！大家都喝牛奶 但也
沒有人叫牛一聲媽
你知道嗎？人的奶水是最精華
最有營養的東西 中國人叫做﹁仙家
酒﹂ 奶水可以治好很多人的病 我
不是醫生 不過我聽人家講 女生生
孩子的時候 她自然會流奶水 如果
不生孩子 不會有奶水 不知道是不
是真的不會？如果女生不生孩子還是
有奶水的話 那真的是人的福分啊！
密教裡有講到 這一瓶是奶水
這一瓶是空碗 當你得到真正傳承的
時候 師父就把奶水倒滿空瓶 師父
本身的這一杯奶水是傳承不斷的 你
如果真正修學佛法 師父就把奶水為
你倒滿 但有三個法器沒有辦法修學
密法 其中一個是覆蓋的碗 奶水沒
辦法倒滿 為什麼？因為他根本就不
信佛 你如何倒？一個覆蓋的碗 怎
麼倒都是流到碗外面了 有些人就如

同覆蓋的碗一樣 他沒辦法接受到佛
法
第二個 他本身的信心不足 他
這個碗就是破的 師父的法乳倒在他
碗裡面 結果都流掉了 雖然法乳有
進到碗裡 但是碗是破的 這叫做
﹁破法器﹂ 法乳就會流掉 第三
個 碗是髒的 法乳一進去 碗裡全
是很骯髒的土 骯髒的垃圾 法乳和
骯髒的東西混在一起 這法乳就是沒
有用的
密教所講究﹁傳承﹂就是 如果
你是覆蓋的碗 師父就沒有辦法讓你
裝法乳；若你是破的碗 也沒辦法裝
法乳 因為倒進去又流出來 這是
﹁破法器﹂；你雖然是好的 但是你
的心裡骯髒 當然 法乳就變髒了
大家要記得 密法的修學 必須
要有很清淨的心 你一步一步吸取佛
菩薩的法乳 你的全身一定能充滿法
乳；你不能用骯髒的身心來承受佛菩
薩的法乳 因為你的身心是骯髒的
法乳就變髒了
你不能犯戒 若犯了戒律 貪
瞋 痴 疑 慢 ﹁五毒﹂都犯了
殺 盜 淫 妄 酒 ﹁五戒﹂都犯
了 那個法乳就不是清淨的 法乳進
到你的身體就變成骯髒的 所以千萬
不要破戒 千萬不要貪心
像台灣的黑心油 那都是貪 台

灣賣黑心油的人犯了兩個戒：一個是
﹁殺生戒﹂ 因為他用最骯髒的油讓
人吃了會生病 病人死了 他就是
﹁間接殺生﹂ 也是犯了殺生的戒
律；第二個 他犯了﹁偷盜戒﹂ 什
麼叫做偷盜？他拿了不應該拿的錢
因為他賣的不是真正的油 賣的是黑
心油 這就形同偷人家的錢 也就是
偷盜 所以 他是犯了這兩個戒 一
個是殺生 一個是偷盜 你以為他沒
有殺生嗎？其實 他讓人生病 讓人
死亡 就是殺生 你以為他沒有偷
盜？他賣假貨 拿了人家付真貨的
錢 就是偷盜 這是良知的問題
有人問 到底環節錯在哪裡？是
食品管理局管理得不好嗎？其實 不
是管理得不好 因為食品管理局沒辦
法把所有的食物一一拿來化驗 這是
我們本身的教育不好 不能把良知良
能發揮出來 大家想到有錢賺就好
什麼都不管 那是錯誤的！學校的教
育非常重要 要教好學生的良能 還
要教導良知 良知才是最重要的！要
讓大家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大家都要
有良知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學佛的人更加要有良知
﹁我是從頭至尾 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密法的修學 我從下學到中 從中學
到上 ﹂我還要學習良知 你要有良
知 這樣才是清淨的法器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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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骯髒的法器
我在任何一個狀況之下 我都能
夠觀想 能夠唸佛 能夠持咒；我在
任何環境之下 在任何一個地方 我
都能夠清淨自己的身心 這就是密教
的法 密教是教你身口意清淨 這一
點最重要 當你身 口 意都清淨
了 師父的傳承法乳就可以全部倒在
你身上 你擁有了這個 你就可以看
見所有的佛菩薩 諸尊全部都會顯現
給你看 這是很重要的
人間有很多禁忌的 很多姓氏就
不能冠在前頭 比方說 姓段的不能
開骨科 因為﹁段︵斷︶骨診所﹂
姓劉的人不能開婦產科 因為是﹁劉
︵流︶產診所﹂ 姓吳的不能開齒
科 因為是﹁吳︵無︶齒診所﹂ 姓
單的不能開眼科 因為是﹁單眼診
所﹂ 尤其是姓宋的不能開中醫 因
為招牌上面是﹁宋中︵送終︶醫診
所﹂ 這是一些關於姓氏的禁忌
我們學佛法 一樣有禁忌 不是
只學佛法就好 也是有禁忌的 我上
回不是講了一個賣黑心油的笑話 賣
黑心油的人到了地獄 閻羅王對他
講：﹁你賣了多少黑心油 就讓你下
油鍋多少次 ﹂他實在賣了太多黑心
油 這下糟糕了！因為他都是幾頓
幾噸在賣的 怎麼辦？他就跟閻羅王
講：﹁我也有做善事耶！﹂閻羅王就
講：﹁那你下油鍋的時候 旁邊給你
一個電風扇吹涼 ﹂惡業那是沒辦法
用善業去抵消的 因為殺生的罪是第
一重 偷盜也是很重的罪
再講個笑話 第一天猜拳 我輸
了 她就笑：﹁輸的人要洗碗 ﹂第
二天 跟她猜拳 我贏了 她就憤
怒：﹁你竟敢贏我？罰你洗碗 ﹂第

德輝上師、蓮印上師代表西雅圖同門，向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敬獻哈達，以表最崇高敬意。

三天 她問我愛她嗎？我點頭 她笑
道：﹁愛 就幫我洗碗 ﹂第四天
她問我愛她嗎？我搖頭 她就很生
氣：﹁竟然不愛我 罰你洗碗 ﹂第
五天 吃完飯 她看了我一眼 我便
默默去洗碗 第六天 吃完飯 她還
沒有看我 我就主動去洗碗 第七
天 她還沒有吃完飯 我就喊：﹁快
點吃 我等著洗碗 ﹂原來 好習慣
就是這樣養出來的
奇怪？最近我也滿喜歡洗碗的
每次 我自己吃過的碗都是自己洗
吃完早餐 我自己洗碗；午餐當然是
這裡的人洗 晚餐也是這裡的人洗
晚上回去再吃一點東西 那個碗筷
我也是自己洗 反正 在家裡都是我
自己洗碗 我有洗就是了
告訴大家 這個洗碗 會養出好
習慣；師尊這樣修法 也是會養出好
習慣；你們每個人修行 也都會養出
好習慣；要做到只要一天不修 就覺
得有個工作沒有做完 你的心裡就會
覺得難受 怪怪的
當你養出好習慣 你每天都可以
接受本尊的灌頂 每天都可以接受上
師給你的灌頂 每天都可以接受護法
給你的護持 多好啊！你一切都會很
平安的 平安就是幸福 幸福就是吉
祥 吉祥就是如意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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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
讓大家看到師尊的十七歲風采！

我雷謹代表〈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台灣
藏寺〉、〈華光功德會〉、〈中觀
堂〉、〈黃帝雷藏寺〉等台灣地區所有的道場，
以及亞太地區所有的同門，前來迎請師尊回台弘
法。
這兩年來，我們每一年都來西雅圖迎請師尊，
我們是帶著雀躍無比的心情，前來迎接師尊、師
母，但西雅圖這邊的同門卻是完全不同的心情，
大家都很不捨得師尊離開。
今年，我們又來迎請師尊了！在這裡講話變成
是我心裡最大的壓力跟負擔。去年，我在台上致
詞的時候講：「我們一定會好好的照顧好師尊、
師母，讓師尊、師母過得幸福、美滿、快樂。當
來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再將師尊恭送回來。」
所幸，師尊經過這兩年的兩地奔波，比起兩年
前是更加瀟灑、健康和充滿活力，師母也比兩年
前更加美麗，全身散發著青春的氣息。

師尊講過：
「我願是吉祥
的表徵，賜福
給所到過的地
方與人們。」
台灣地區，甚
至廣大的亞太
蓮歐上師致詞
地區久旱不
雨，資糧不
足，都在引頸企盼法雨的滋潤，期待師尊賜下甘
霖。
我們保證，絕對會好好照顧師尊、師母，也會
做好維安的工作，甚至做好食安的把關，決不會
讓師尊吃到半滴餿水油、地溝油、黑心油。
相信，在明年鳳凰花開的時候，你們一定會在
此看到師尊的十七歲迷人風采。

希望 夢想 成 真—師 尊 重 現 舍 衛 城 說 法 盛 事

今晚去 是台 師灣 尊弘

德輝上師致詞

法前的最後一次
同修，我想，西
雅圖弟子們的心
情，就像西雅圖
最近的天空一
樣，伴著無盡的
雨絲，相信每一
位西雅圖的弟子
都和我一樣有著
同樣的感受，只
要有師尊在的地
方，想要得到幸

福都可以變得很簡單。
今年，西雅圖的夏天，有歡笑、有法味，還有
師徒身心靈契合的饗宴，就算是天天相見，也還
是會天天思念！
師尊對西雅圖和西雅圖弟子的情感，曾在書中
細膩的刻畫描述，我擷取數段師尊對西雅圖的心
情寫真，與大家一起感動分享：
西雅圖的種種 在我的夢中疏鬆和釋放
原來我對於她 由本來的無知變成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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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仍然又知道什麼呢
那湖 那樹 那清涼的空氣
那廣闊的土地 還有那秋冬的雨絲
夢無數 心還在西雅圖
如果讓我重來 讓我再努力一次
不可言喻的
我會非常的非常珍惜 珍惜
西雅圖的每一個人
西雅圖的每一件小事
那裡有我的住處 叫我如何不感懷
只有用筆去細細描述。
敬愛的師尊，就是因為這樣深濃的情感，西雅
圖弟子們守候等待師尊無數個秋冬，也無怨無
悔；就算是再嚴酷的寒冬，我們也能守住那一絲
溫暖的思念，深刻的師徒情誼，在世間來回流
轉，做夢也能微笑醒來。
這一次，我們決定不再與您淚眼道別離，就算
心中有千般萬般的不捨，也會揚起我們的嘴角，
燦爛地微笑，深刻的、寧靜的，等候您的歸來。
但，或許、也許、可能，會有那麼一天，可以停
止這種思念的輪迴，我們的夢想成真，希望實現
－師尊能長久駐錫西雅圖，重現佛陀時代舍衛城
說法盛事。

2014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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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止符合空性是真開悟；
蓮生活佛㈲真傳承加持力，能使行者即身成就。

首

先我們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
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
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空行總持
多傑帕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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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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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銘
祿師兄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加州四大媽︶ 黃美娟醫
師 莊駿耀醫師 陳志揚醫師 韋開
雄醫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 Selamat siang ︵印尼語：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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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
語：午安︶ 你好！大家好！唔該！
唔該晒！︵廣東話：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是做金剛亥母的護摩
在密教裡 有幾尊很大的空行母 一
髻佛母是很大的空行母 般若佛母也
是很大的空行母 再來就是金剛亥
母 獅面空行母 這幾尊佛母在空行
母當中都是最高的 尤其是金剛亥
母 金剛亥母是密教修內法的本尊
你想要修拙火 就一定要修金剛亥
母 因為金剛亥母是從﹁阿﹂字的火
當中顯化的
金剛亥母有很多種形相 大部分
來講 祂主要的形相是紅色的 手上
夾著卡倉卡 這三個骷髏頭代表貪
瞋 痴 祂的右手拿著鉞刀 左手拿
著嘎巴拉；一般來講 祂的姿勢都是
抬起右腳 左腳踩在一個女屍上面
祂站立在蓮花的日月輪上 祂的種子
字是﹁棒︵★︶﹂字 ﹁棒﹂就是蓮
花的意思 由﹁棒﹂字可以顯現出金
剛亥母
金剛亥母的形相是一個面孔三個
眼睛 二臂裸身 憤怒中帶著笑容
身是紅色 用跳舞的姿勢站立 曲線
曼妙玲瓏 配飾人骨瓔珞 掛垂頭顱
為髮飾 祂的咒語是：﹁嗡 多傑帕
母 吽呸 梭哈 ﹂祂的右手拿著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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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左手拿著嘎巴拉 可以擺多種姿
勢 這兩隻手也可以這樣子︵鉞刀在
上 嘎巴拉在下︶放在胸前
受過二灌 修拙火的人就知道
有一個金剛亥母的祈請文 裡面有重
要的幾句：﹁至心召請 亥母來顧
作金剛師 蓮宮乳哺 速證佛果 長
生普度 ﹂祈請文主要的內容就是這
樣 祂的威力無窮 空行母代表智
慧 修祂的法 主要有三個意義在裡
面 祂的火可以把所有的病業消除
掉 同時 可以增加眾生的敬愛跟福
分 祂也可以降魔 主要的功德是
﹁淨除煩惱 顯俱生智 調柔氣脈

證無死果 降伏魔仇 攝十法界﹂
金剛亥母有降伏的作用 有調柔
氣脈的作用 有淨除煩惱的作用 也
就是你修這一尊 可以用金剛亥母的
火消除一切的業障 能夠把你的氣脈
調柔 能夠降伏所有的魔怨 能夠降
伏所有魔和所有的障礙 這是祂最主
要的三個功德
這張法相比較清楚 祂的手上拿
卡倉卡 鉞刀 嘎巴拉 以跳舞的姿
勢站在日月輪上面 種子字是﹁棒
︵★︶﹂字 咒語是：﹁嗡 多傑帕
姆 吽呸 梭哈 ﹂手印就是這個手
印 ︵師尊示範：先內縳 兩手中指
伸直 指尖相觸 兩
手食指向外伸直 兩
手姆指伸直併攏 與
金母手印相同︶ 所
有空行母的手印差不
多都是這個手印
一般來講 多傑
帕姆的形相有很多
種 師尊有一尊非常
莊嚴 非常艷麗的空
行母 就是多傑帕
姆 但是 看過那一
尊的人不多 蓮贈法
師有看過吧？︵蓮贈
法師答：沒有︶你沒
有看過？就是做瑜伽

士姿勢的那一尊 那一尊也是多傑帕
姆 那一尊非常莊嚴 非常亮麗 沒
有幾個人看過 我一請回來就放在我
的房間裡 而且把祂藏起來 放在人
家看不到的地方 只有我知道 在回
台灣前 剛好做祂的護摩 我感覺到
祂下降 祂的動作非常的快 祂的任
何動作都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顯
現祂的法力非常的強 祂在火裡面跳
躍 非常的強烈
這一尊是﹁拙火法﹂的本尊
﹁拙火法﹂ ﹁明點法﹂ ﹁氣脈
法﹂都是以這一尊為本尊 每一個密
教行者在二灌的時候 一定是祂顯現
在你的臍輪裡面 祂是幫助你把拙火
生起的最主要本尊 沒有這一尊來幫
忙的話 生不起拙火的 祂的火可以
把你身上的賀爾蒙 也就是明點 全
部燒化 然後輸送到全身 讓明點一
直增加 也就是讓賀爾蒙一直增加
如果拙火一直很旺 就可以把你
的身體變成一個很大的光明 我們在
修行當中 主要的就是光明 由氣燃
燒變成拙火 由拙火去燃燒明點 讓
全身的明點一直增加 然後 把拙火
上昇 把整個身體燃燒成為一片火
光 火光從毛細孔射出來 到最後化
成光明 所謂的﹁大圓滿法﹂到最後
也是變成虹光 變成光明 這個過程
全部都是由金剛亥母主導 所以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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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一尊
我們講一下︽密
教大圓滿︾︵盧勝彥文
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
一段內容：﹁今天 很
多人想學密宗 找不到
真正的上師 找不到真
正的密法 告訴讀者
吧！在這世界上 有真
正傳承的就是﹃蓮生金
剛上師﹄ 有了真正的
傳承加持力 才能使人
即身得大成就 才能學
得真正的密法 才能得
到正當而完全的指
導 ﹂
師尊所講的﹁外
法﹂ 是屬於心靈上的
相應 就是﹁瑜伽念誦
法﹂；而﹁內法﹂就是
我剛剛講的﹁寶瓶
氣﹂ ﹁金剛亥母拙火
定﹂ ﹁中脈光明﹂
﹁光明風脈﹂ 最後形
成全身的虹光 明點下
降 拙火上升 融化五
輪 把你的佛性顯現出
來化為光明 然後達到
﹁大手印﹂跟﹁大圓

滿﹂的境界 這樣的過程 就是所謂
的﹁外法﹂ ﹁內法﹂ ﹁密法﹂
﹁祕密法﹂四個階段
灌頂也就是有所謂的﹁瓶灌﹂
﹁紅白花灌﹂ ﹁密灌︵智慧灌
頂︶﹂ ﹁圓滿灌頂﹂這四層灌頂
依照﹁大手印﹂所講的 分得很清
楚 先是﹁專一瑜伽﹂ 也就是先修
本尊相應；再來是﹁離戲瑜伽﹂ 就
是專修自己成就為虹光；再來是﹁一
味瑜伽﹂ 就是你跟佛 菩薩 本
尊 護法沒有分別；最後才是﹁無修
瑜伽﹂ 到了﹁無修瑜伽﹂的時候
等於是統統都完成了 當你在弘法度
眾生的時候 你沒有修的時候有等於
在修 就叫做﹁無修瑜伽﹂ 這是
﹁大手印﹂的四個階段
﹁大圓滿﹂也一樣有四個階段
幾乎跟﹁大手印﹂的四個階段差不
多 其中唯一的分別是修行方法不同
而已 其他的方法是一樣的 阿達爾
瑪佛所傳的也就是﹁大圓滿﹂跟﹁大
手印﹂ 其中的差別就是修行的方法
不同
我記得在我的書上 或是在講解
當中 我提到過﹁大圓滿﹂跟﹁大手
印﹂有哪一點不同 我曾經指出來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不記得？要仔細地
聽好 要找真正的上師 才﹁有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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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傳承加持力 才能使人即身得大
成就 才能夠學得真正的密法 才能
得到正當而完全的指導 ﹂
我是這樣認為 所有顯教的法
禪宗是屬於﹁大圓滿﹂方面的 但是
沒有修內法 禪宗直接修空性；而密
教有一個階梯可以上 由不完全修空
性當中 還有階梯存在 也就是氣
脈跟明點 這就是它的階梯 如果沒
有修氣 脈 明點 直接進入空性是
禪 由修氣 脈 明點漸漸走入空性
的就是密教 密教跟顯教是有差別
有些顯教並沒有修空性 但是修
的是淨土 就是到佛土 到那時候就
已經是不退轉了 所以很多人希望到
西方極樂世界 道理是這樣的 你想
要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佛土 只要你跟
阿彌陀佛相應了 就可以到；你跟觀
世音菩薩相應了 就可以到；你跟大
勢至菩薩相應了 就可以到；到了那
裡之後 你再修學空性 有些人不一
定需要明心見性 但是他也可以到佛
國淨土 等到了佛國淨土之後 同樣
的 你還是要修學空性 還要修明心
跟見性
真正的上師 一定能夠分別這些
道理︱什麼是顯教？什麼是密教？什
麼是密教四層的灌頂？每一層的灌頂
要修什麼？都必須要清楚明白 這是

重要的地方
講個笑話吧！少婦到警察局報
案：﹁我把我的錢放在我的胸衣內
在擁擠的地鐵裡面被一個帥哥偷走
了 ﹂警察非常納悶：﹁這麼敏感的
地方 你就沒有覺察到嗎？﹂少婦紅
著臉回答：﹁誰想到他是在摸錢？﹂
顯教跟密教的方法不一樣 有些
顯教的方法是希望你唸佛 佛來接引
你到佛國 這就是最簡易的佛法 也
可以講是﹁易行道﹂ 是比較容易
的 但是 密教不一樣 密教是教導
你 當你的身 口 意清淨 業障消
除了 你相應了本尊 就可以到本尊
的佛國淨土 這兩個有差別 一個是
唸佛 唸到佛現前 專心一至 一心
不亂 佛接引你到佛國；另一個是你
修身清淨 口清淨 意念清淨 只要
相應了 你就可以到佛國淨土
剛剛的笑話是關於錢 另一個
我就不好意思講了 都是很迷人的財
跟色 這兩個字﹁目標﹂不同 再講
一個笑話 有一天 女祕書神色凝重
地講：﹁王總 我懷孕了 ﹂王總低
著頭看文件 連看她都沒有看 只是
笑一笑講：﹁我早就結紮了 ﹂女祕
書愣了一下 笑了：﹁我剛才是跟你
開玩笑的 ﹂這時候 王總抬頭看了
她一眼 喝了一口茶 講：﹁我也

是 ﹂這種反應很厲害 所以不要隨
便賴給別人 賴錯了 是很麻煩的
我昨天晚上講 在︿台灣雷藏
寺﹀舉行法會時要做﹁阿達爾瑪佛灌
頂﹂ ﹁大手印﹂跟﹁大圓滿﹂都是
阿達爾瑪佛傳的 阿達爾瑪佛就是本
初佛 是最大的了 沒有比祂更大的
了 明年在︿中正紀念堂﹀ 要做大
幻化網金剛的灌頂 也就是﹁大殊勝
赫魯嘎﹂ 包括十忿怒王 這一尊也
是最大的金剛神 因為祂就是阿達爾
瑪佛所現化的 另外 在︿黃帝雷藏
寺﹀要做瑤池金母轉化的﹁虎頭金剛
灌頂﹂ 不但可以納福 也有降伏的
作用
講一個笑話 甲對乙講：﹁這件
事 我只告訴你一個人 請你千萬要
為我保密 ﹂大家都會講這句話 乙
就講：﹁放心啦！不但我會為你保
密 我還會請大家都為你保密 ﹂師
尊常常講一句話：﹁今天講的不要講
出去 聽到的 不要講出去 ﹂結果
網路直播 大家都知道了 請所有的
人都要為我保密 欸？告訴大家一個
祕密 蓮生活佛盧勝彥是真正的金剛
上師 ︵眾鼓掌︶請大家小聲一點
不要講出去 不然 太多人知道了
我的負荷會太重了
昨天 有一個人說她得了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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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然後她吃了我畫的符 她的皮膚
病就好了 這個人在不在？喔！是
Sophie 啊？妳不是有兩張照片嗎？
有沒有放在妳身上？拿出來讓大家看
一下 妳能走出來嗎？皮膚病是很難
治的 治皮膚科的符居然把她的皮膚
病治好了！請妳對著鏡頭 先拿有皮
膚病的照片給大家看看
■ Sophie 師姐：我的皮膚病已
經有一年多了 天天抓得皮破血流
抓到已經沒地方抓了 後來 我求師
尊畫符給我 我喝了以後 到現在
已經一個月了 都沒再抓過 皮膚已
經變得很滑了 本來是這樣的 這張

照片是我的腳 不過 現在我的腳不
能給人家看 ︵師尊：沒關係啦！我
們會為你保密的 ︶我喝了師尊畫的
符 七天之後 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
了 一下都沒再抓過 謝謝師尊
妳的皮膚病有多少年了？
︵ Sophie 師姐：有一年多了 但是
靜脈曲張有二十多年 是家族遺
傳 ︶好 謝謝妳 這一種皮膚科的
符 只有︽真佛宗︾才有 而且是
﹁尚字符﹂ 是了鳴和尚特別傳給我
的 一個尚字 一個食 中間很多的
蟲 然後把蟲圈起來 再畫上特別的
符號 就會把那些蟲全部消滅 所
以 她的皮膚病就好了 這是祕密
有些人的業障很重 屬於皮膚病
這種的就真的是很重很重 那就要看
這個符的力量 能不能把這很重的業
障給消除 這還是要靠一點修行的力
量 如果是像她一樣 才發生一年的
皮膚病 或是才幾年的皮膚病 也許
還可以治得好；如果來個四十年的
或者是七十年的 已經是七十年的皮
膚病就很難治了 因為那些細菌都已
經深到皮膚的內部了 表面上治好
了 又會再跑出來 實在是很難治得
好 ﹁尚字符﹂有辦法把業障輕一點
皮膚病消除掉 還是有它的力量存

在 而且也是因為師尊真正得到了師
父的教導 才能夠做這樣子的事情
廖大使在修法當中得到很多證
驗 你要不要講你的證驗？

■廖大使：謝謝師尊讓我跟大家
分享 我這次來到西雅圖 主要是來
歡迎師尊回台灣 我是真的很認真修
習︿真佛密法﹀ 我的證驗 除了我
跟各位分享過的每次修法都有光的顯
現之外 先前我向師尊報告 以及跟
各位同門也分享的 是說我修到最後
在入定時 我在做﹁九節佛風﹂跟
﹁寶瓶氣﹂的時候 會展現寶藍光
後來我再向師尊報告 同時也和各位
同門分享的是﹁明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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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師姐

廖東周大使

其實 如果各位也是真正很用心
地修氣 每一口氣都是深呼吸 唸
咒 持咒的時候也是一樣的話 你的
身體會很好 像剛才 從獻哈達的時
候開始 我就是很認真地一直練 用
力地提肛 用丹田一直練 我不是練
著玩的 而是練到全身都發熱 當你
也真正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很
好
現在 行政院安排我去授課 對
地方公務員講課 講外交禮儀 國際
關係 我可以七個小時都站著 我的
腳不會痠 這七個小時的課 從早上
九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每一節課中間
有十分鐘休息 但是 我全都是站著
的 腳不會痠 喉嚨也不會癢 我覺
得 這要真的感謝師尊 感謝︿真佛
密法﹀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果你
真正認真地照著師尊所教導的密法去
修的話 不需要到﹁寶瓶氣﹂這個階
段 只要在前面的階段 只要你真正
有用心在唸﹃懺悔咒﹄一○八遍 有
用心在唸﹃根本上師心咒﹄一○八遍
的時候 就開始有光了！這真的是會
讓人想要精進 而且 真的是會讓你
的身體非常好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所
知道 所產生的現象
其實 師尊有交代 不要一直講

一直講 因為一直講 這現象就會不
見了 師尊 我都有在聽您的開示
但是 不會不見啦！只要你真正有認
真練 就算跟大家分享 也不會不
見 因為師尊也是一直跟我們分享
祂也沒有不見啊！對不對？謝謝大
家！
蓮高上師剛剛說 他也是在練
他的腎臟功能本來快沒有了 都快要
洗腎了 但是因為他練師尊教他的
﹁瑤池金母七大法﹂ 還有師尊畫給
他的符 他的腎功能已經恢復三分之
一了 另外 蓮龍上師的師姐都已經
洗腎兩年了 我教她瑤池金母傳的方
法 她照著做了 當她回台灣檢查
時 醫師說不用洗腎了 回美國檢查

高銘祿師兄

之後 醫師也說也不用洗腎了；從
﹁洗腎﹂到﹁不用洗腎﹂ 這是非常
不簡單的！她的腎功能已經完全恢
復 到現在都不用再洗腎了 這也是
一種證驗
另外 高銘祿師兄有什麼話要講
的嗎？你要不要再分享一下？分享你
以前能夠看見法身？你確實看見了
嗎？︵高師兄答：確實看見︶那你就
講嘛！你可以看見多久？︵高師兄
答：大概是幾分鐘︶有幾分鐘的時
間

■高銘祿師兄：謝謝師尊！我從
頭講起好了 我經常是這樣的 只要
我聽到有效的方法 我都會拿來試驗
看看 我有一次聽到一位師姐講 因
為她的小孩要申請一個學校 但有困
難 於是她就唸︻真佛經︼ 唸了七
遍之後 小孩就進入他想要進入的學
校了 有一天早上起來 我因為脖子
這邊腫了 我就想到唸七遍︻真佛
經︼ 唸到第七遍的時候 師尊就出
現在面前 可是 我還沒有唸完 我
就繼續唸
我當時所看到的師尊是透明的
因為我的眼睛沒有閉起來 所以 我
是用肉眼看到的 當時 我並沒有太
在意這件事 後來 在去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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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水淹都淹不到的 就算是淹大
水 我還可以站在水面上 沒有問題
的 所以 大家不要看盧師尊的肉身
是矮矮的 但我的法身有二層樓高
啊！
其實不只二層樓高 我的法身跟
天一樣高啊！因為你家只有二層樓
吧？你家有幾層樓？︵高師兄答：我
的壇城在二樓︶ 你的壇城在二樓
那麼 我是從地上站到二樓囉？你家
只有二樓嗎？︵高師兄答：還有一個
閣樓︶ 還有一個閣樓啊！唉
閣

金剛亥母祂的右手拿著鉞刀，
左手拿著嘎巴拉。

師尊提到祂的法身 幻身是很高大
的 所以我回想到之前的現象 但因
為我當時看到的只有半身 推算起
來 全身應該是很高大的 因此 我
在去年向師尊報告了這件事 整個經
過就是這樣
我的法身有二層樓高 對不對？
︵高師兄答：對！還背了一個香袋在
身上︶背一個香袋 上面還有︽真佛
宗︾的字 ︵高師兄答：對︶好！高
銘祿師兄所看到師尊的法身有二層樓

樓上不去啦！
因此 確實是一個真正的上師
有真正傳承加持力 才能夠教導密
法 可以讓人家得到益處 得到傳承
加持力 讓你在修行方面會有成就
但是 你必須要實修 如果你光是來
這裡聽師尊說法 不一定能夠有成
就 你必須要實際去修
像唸︻真佛經︼ 我從來不提
︻真佛經︼ 很少提 但是偶爾我會
跟大家講：﹁你唸︻真佛經︼ 早上
一遍 晚上一遍 ﹂因為這是我的祕
密 你們不可以講出去 我只是
叫你唸︻高王經︼ 很少叫人家
唸︻真佛經︼ 在我的書裡面
也是叫人家唸︻高王經︼ 很少
叫人家唸︻真佛經︼ 只有到了
沒辦法的時候 我才會告訴你：
﹁你唸︻真佛經︼ ﹂
因為︻真佛經︼是由一個真
正的金剛上師的內心裡面流露出
來的經典 自然顯現的一個經
典 這經典的力量非常大 加持
力非常強 傳承加持力很強 你
唸了 可以幫助你的相應成就
而且可以﹁看見﹂ 是看得到
的 是非常有感應的 這也是祕
密啊！你們不要講出去
在這麼多年 這麼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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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我很少叫人家唸︻真佛經︼ 都
是叫你唸︻高王經︼一千遍 因為太
多人唸的話 太多感應了 太轟動
了 我也怕很轟動啊！一旦很轟動的
話 弟子會越來越多 我覺得我這一
生已經很知足了 不需要太多的弟
子 這樣已經很夠了 所以 我不想
叫人家唸︻真佛經︼ 如果你確實有
了很大的困難 我才會叫你唸︻真佛
經︼ 早上一遍 晚上一遍 你唸
了 就會解除你的災難
講一個笑話吧！今天下午跟一群
女同事聊天 突然有人說我不是男
人 我就火了 我說：﹁你說我不是
男人 那我掏出來給妳看 ﹂所有的
女生都笑了 其中一個女生講：﹁你
掏啊！﹂﹁好！﹂於是我就掏出身分
證給大家看
師尊真正的身分證是在虛空之
中 這是祕密的 沒有盧勝彥 沒有
蓮生金剛上師 沒有蓮生活佛 這才
是我真正的身分證
女的問男的：﹁親愛的 你會拋
棄我嗎？﹂男的講：﹁不會的 親愛
的 ﹂女的好感動 說：﹁親愛的
為什麼呢？﹂男的講：﹁因為拋不動
啊！﹂因為女的體重太重 男的拋不
動了
你修﹁上師相應法﹂ 上師就會
把傳承加持力給你 只要你的身上有
真正的傳承加持力 你修﹁本尊
法﹂ 你很快就會跟本尊相應 而
且 護法很快就會出現 那就會非常
圓滿 在第一層的密教修行當中 你
已經就圓滿了 在內法方面 也是一
樣 很快就會有成就
密教視根本傳承上師為第一 因
為根本傳承上師傳你所有的本尊跟所

美國加州四位師姐特來護持法會。

有的護法 這些都是由師父傳出來
的 你們得到灌頂以後 你們才能修
法 才能夠有成就 追根到底 淵源
還是根本傳承上師 這是最重要的
有一個年輕人 拿自己的畫讓女
朋友欣賞 女朋友講：﹁不錯！跟我
弟弟畫的水平不相上下 ﹂年輕人就
問：﹁你弟弟是搞美術的嗎？﹂女朋
友講：﹁不 他是幼稚園的學生 ﹂
師尊的畫 每個人都看得懂 但是
最上乘藝術家所畫出來的畫 沒有人
看得懂 連師尊都看不懂
蓮妙上師畫出來的畫 我都看不
懂 但是 有很多人欣賞她的畫 為
什麼有很多人欣賞？因為他們都不
懂 連我都不懂了 誰能夠懂？人家
都喊：﹁蓮妙上師的畫好棒 好美
已經擠上國際畫壇 ﹂當然 大家都
看不懂 只好往上面擠啊！看得懂的
就往下面擠
我畫的是人家看得懂的 蓮妙上
師有個妙字 ﹁妙﹂就是﹁看不
懂﹂ 才叫做妙 事實上 師尊本身
也有妙 這個妙是你們看不懂的 但
我呈現在大家面前 一定讓大家看得
懂 那麼 你們所看不懂的是什麼？
那就是﹁空性﹂ 如果你明白了空
性 你才能叫做明心見性 才能看見
自己的心 明白自己的心 這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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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 有很多人開悟 但是 行為還
是沒有開悟 一切的行止要符合空
性 你的行止跟空性符合了 這才是
最微妙的
年輕的夫妻吵架以後打冷戰 幾
天之後 先生想要和太太說話 可是
太太就是不理他 於是先生在所有的
抽屜 衣櫥到處翻 太太忍無可忍地
問：﹁你到底在找什麼？﹂先生講：
﹁謝天謝地 我總算找到妳的聲音
了 ﹂
你們要知道 密法有很多方便
法 方便法就是叫你去尋找東西；像
開悟 就是要你自己去尋找 有一
天 當你找到了 才會變成是你自己
的 並不是我說出空性是什麼？然後
我教你 不是這樣的 開悟是什麼？
如果是我講出來給你聽 那就不是你
的 你必須要自己去找空性 找佛
性 找到你自己的心 當有一天 你
真正找到了 這才真正是你的
所以 真正的金剛上師 就是用
方便法來引導大家 讓大家能夠找到
真正的心 找到真正的佛性
星期一早上上國文課時 老師發
現小明在課堂上打瞌睡 便問：﹁岳
飛是怎麼死的？﹂小明想了一下 肯
定地說：﹁過勞死 ﹂老師說：﹁為
什麼岳飛是過勞死？﹂小明就講：

﹁老師不是講 岳飛是被勤快
︵音同﹁秦檜﹂︶害死的 因
為岳飛太勤快了 所以過勞
死 ﹂這種說法就是方便法
方便接引的方法
為什麼我要把開悟當成
secret ︵祕密︶ 不能講？其
實 最高的法也不能講 為什
麼要當成祕密？因為要讓大家
自己去找 你尋找到了 才真
正是你自己的 不能夠隨便講
出來 講出來的話 太方便
了 讓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沒
有意思 也不能說法
其實 佛講到最後 祂是
這樣講的：﹁我從來沒有說
法 因為無法可說 ﹂佛為什
麼要講？祂說祂沒有說法 其
實 祂所講的都是方便法 真
正最高的智慧 祂沒有講出
來 而在﹁大圓滿法﹂跟﹁大
手印法﹂的最後 都會講到如
來說法當中最高的第一義諦
在那個時候 你已經尋找到自
己的心了 你已經尋找到真正
的佛性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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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心如何能亡？

！
有形被亡了 但無形如何能亡？
！
有形的雷藏寺被亡了 但無形的雷藏寺如何能亡？
日光之下並無什麼大不了的事！
要問是否﹁合道﹂否？
合道則可大笑天下一切無事之事啊！
五戒十善等 不是佛尊閒得慌 沒事找事 對人類要
求太高 而是自然律本身﹁太過﹂精密︱連最微小的物質
粒子或細胞 其組合與運作都是相當的據理 精準
所以 做人若失合理 適度 無執︵守戒︶ 必遭
﹁處罰﹂
曾有皈依不久的同門因欲求過高︵要當特別角色 心
外求法等︶而不達 就說我們依次第而對機教化的標準過
高 而有所抱怨
愚就說：﹁這根本不是我︵人為︶故意這樣的 而是
自然因果律則非常精密使然啊！我只是服從於它 並善意
地為解救你的苦 而介紹你也去依循它而存活罷了 ﹂
弘法者只是聞聲救苦 告訴那些所謂的受苦者﹁因果
法則﹂如何 所以﹁戒﹂就對應如何 守不守是你的事
並非︽真佛宗︾ 佛法或我對你有什麼要求

！
人若有道 天如何能亡你？
縱使一時因緣不濟 相被亡了

■蓮曉上師
！縱使一時因緣不濟、相被亡了，但心如何能亡？
！
■人若有道，天如何能亡你？

生命的須知
︵文接三二八期︶
善若水 無為而為；水很低調︵度己 這樣很安
全︶ 又很努力︵度眾 亦無懼適時應機的任何狀
況︶
輕安於無常 那才叫永恆
隨喜外界形態 而自安立己身
俺叫水 石頭是擲不死俺的
還可把石頭給淹沒︵讓其回歸愛懷︶
如果人自以為是 爭功 爭寵 爭奪﹁江湖地位﹂
爭執﹁開悟﹂ 要面子 要貪愛 那就等同幻執成蛋 亂
碰 亂撞到石頭︵業緣強力或正道︶ 那就求之不得 反
而完蛋
不會活︵欠缺真諦正見︶ 很難活；活不到頭 蛋碰
石頭
﹁退一步海闊天空﹂或已不算什麼 筆者私底下常會
用些﹁狠話﹂來自我警示 天要我亡 我不得不亡；意即
是已經盡力了 自然而快樂地接受命運結果
是非打擊 私欲分化 人事迫脅 拉隊走人 名利壓
力
等 若想讓你﹁亡﹂︵邪見要正見聽命於它 貪妄
要清淨聽命於它 否則大刀砍來 或同歸於盡︶ 實在阻
止不了時 那就該亡就亡 靠邊玩去 哪有什麼大不了！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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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也不關佛事 不關我事
假設真有什麼要求的話 那也是它︵自然因果律則︶
對受苦者具精密的要求罷了！
而這也是受苦者有幻作所謂解脫需求 才有這相應給
出的所謂解脫要求！
弘法者只是自然因果律則以及駕馭超然律則︵至高無
上是與規則合一而無規則︶的介紹人 指導人而已
可惜這位同門還是很貪執 當然就是欲速不達了
這令人想到一例 有一隻蠍子可憐楚楚而且非常誠懇
地請求烏龜載自己過河 並答應不會螫牠
但載至河的中間 烏龜突然感到頸處尖刺劇痛 於是
大叫：﹁為什麼螫我？你不想活了？﹂
蠍子急死了：﹁知道 知道 但俺是蠍子 看到你龜
頭一伸一伸的 就忍不住要螫一下 沒辦法 這是俺的本
能呀！現在可怎麼辦呢？﹂
烏龜聽完 只有遺言兩字：﹁我暈！﹂於是 便雙雙
沉到河底
有些眾生的習性確實很重 儘管入了佛門 但還是時
常有意無意地依陋習 習性行事 修著修著就走了樣
還會反過來想指導前來指導他的人 以他所理解的
﹁佛理﹂︵已滲入貪欲 偏袒私心︶來進攻真正的﹁佛
理﹂ 發起一波又一波的衝殺
上演偽佛殺真佛 假唐僧害真唐僧等連續劇大戲
弘法者若受到強力螫痛而堅守不住真正﹁佛理﹂的
話 當然就會被已受塵染的﹁佛理﹂或偽﹁佛理﹂所拉
沉 失落在輪迴的河底了
不做死就不會死︵不有意無意地做了害人害己的業
就不會有應得的報應︶
因

師尊不過是無所不包的自然律的指明人！
閣下聽不聽 做不做 與佛無關 唯與自己的福禍有
關而已
所以 想要大自在 一定是不住﹁名﹂相 不住
﹁利﹂相 在﹁名﹂中不住﹁名﹂相 在﹁利﹂中不住
﹁利﹂相的
蓮生聖尊開示道：
活一天 要快樂一天
把每一天生活的小事 一一完成 就很快樂
一切事情 往﹁正面﹂想 ︵第一重要︶
一切事情 往﹁快樂﹂想 ︵第一重要︶
無所謂 無所住 無所得
如此 才可離苦得樂 出離輪迴 妙運無窮 清淨極
樂 ﹁成就河沙夢功德﹂︵王安石偈︶！
常看什麼不順眼的 不順眼的便會常來找纏
所以 遇緣皆施善淨就妙好了！
活著的理想 只是在複雜裡簡單地生活著 安樂著
無念著
不染一切的打擾！
在好與不好中沒有好與不好 或只有自在與不自在！
煩惱沒啥 ﹁不想﹂就是 或想而﹁不想﹂
這﹁不想﹂當然是需要大功力的
宇宙間 生命既然顯妙了 那就當是空性中連場的喜
慶與歡舞吧！
根本上說 生命不是要達成什麼目標的 只是整體而
各自地逍遣著無奇不有 無不空覺的無限遊戲 圓滿那唯
恍唯惚的空性本然吧！

︱ 續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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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按照祖師的講法

你只是瞥

是你看到的那個嗎？那個是什麼？那是你嗎？﹂如果各位
有興趣的話 可以仔細看看︻楞嚴經︼裡的那一段 裡面
講得很清楚︱﹁我﹂都是虛妄的
但 問題是 很難分辨哪個我是虛妄 哪個我是真實
的 為什麼？關鍵的地方就是在於﹁煩惱﹂！這就是為什
麼修行的首要就是一定要﹁斷煩惱﹂！唯有斷了煩惱 你
才能看到這些徵兆 你才能夠看得到︱原來佛性是有的
斷了煩惱就等於把﹁我執﹂消除 那就真的是﹁無
我﹂了！你原先以為的那個﹁有我執的我﹂不存在了 那
根本就只是﹁幻覺﹂ 根本就只是﹁妄想﹂ 我們以為
﹁我﹂是存在的 其實 那個﹁我﹂根本就是假的
﹁無我﹂的﹁我﹂跟﹁我執﹂ ﹁人性﹂ 跟﹁過去
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的﹁心﹂ 都
是在講相同的東西 這個道理 大家都懂 因為這是﹁聖
言量﹂ 是大家都知道的 佛陀和歷代祖師都是這樣講
的 問題是︱我們要去做且做得到 那才是﹁真悟﹂ 也
就是在這過程中 你一定會有自己的體悟 這種體悟叫做
﹁新見解﹂ 也就是你有自己實踐後的心得
﹁無我﹂其實是很簡單的！就是不管人家怎麼樣對待
你 你都無所謂！那就表示︱你的心量是無限寬廣的！如
果你的心量不是無限寬廣 那你當然會有所謂啊！
只有在生活上才能證悟﹁無我﹂ 如果你關起門來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只有在生活上才能證悟﹁無我﹂，關起門來，整天在壇城前修法，那是不會證悟﹁無我﹂的。

發菩提心論

薩其實很難做的

見一刻 原來那個﹁心﹂是空的 原來那個﹁心﹂
也是不存在的
在︽發菩提心論︾的中段有講到﹁無我法中有真
我﹂ 這句話裡面所講的﹁無我法﹂的那個﹁我﹂ 是指
﹁妄心﹂ 也就是﹁世俗的心﹂ 那是永遠找不到的那個
﹁我﹂ 也就是永遠找不到的那個﹁心﹂
﹁無我法中有真我﹂這句話裡的第一個﹁我﹂字 就
是指﹁不可得的心﹂ 第二個﹁我﹂字就是指﹁佛性﹂
這個﹁佛性﹂是大家都一樣的 那才是真正的平等
不管你長得好不好看？不管你有沒有什麼惡習？不管
你殺人 放火 還是世界首富？大家都是一樣的佛性 沒
有任何例外 蟑螂 螞蟻也一樣 獅子 老虎 小貓 小
狗都一樣 而且 大家都是同一個 那才是真正的平等
這﹁無我法﹂中的﹁我﹂是指﹁有我執的我﹂ 真正
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證悟﹁有我執的我﹂是虛妄的 所以
在︻楞嚴經︼裡 佛陀教導阿難尊者：﹁﹃我﹄在哪裡？

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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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接三二八期︶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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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在壇城前修法 那是不會證悟﹁無我﹂的 你必須要
到紅塵俗世去體驗 必須要有﹁對境﹂ 你才會明白怎樣
才是真的﹁無我﹂ 如果﹁對境﹂沒有對你造成影響 你
不會因此生氣 難過 高興 這才真的是﹁無我﹂
就像之前發生的一件事 我為新皈依的同門修法修了
一天 我並沒有想他們可以為︿大願學會﹀貢獻多少 他
們甚至連幫忙整理︿大願學會﹀的環境都沒有 為什麼我
還願意這樣做？我也不是為了那位同門的小孩 ﹁業報﹂
就是這樣 沒什麼可說；坦白講 我是為了被火燒死的那
整座山的生靈 那才是讓我覺得很不忍的地方 可是 那
些生靈不願意跟他和解 那我能怎麼辦？我在做這件事的
時候 完全沒有考慮到我會不會怎麼樣 更不會考慮到他
們會不會供養我
要怎麼看見﹁圓明淨識﹂？要怎麼看到﹁我執﹂？舉
例來看 很多弘法者就是以燒護摩為人家消災解厄 但往
往我看了之後 我認為其實可以不用燒護摩 只要自己在
家唸唸經就好了 所以 你在為眾生修法消災解厄的時
候 你有沒有為了任何名 利而想？這是關鍵所在！
那位同門的舅舅燒出舍利子 他們那邊的親戚都看到
了 但他們也沒有皈依 他們都是有錢的老闆 在工業區
有好幾間工廠啊！但我們成立基金會後 我們也沒去向他
們化緣 希望他們捐錢；因為我們是出家人 我們不去攀
緣 他們願意捐就捐 沒有那個緣就算了 但是 只要有
人來求助 我們一定是盡力去做 不去想任何利益 因為
只有這樣 才會慢慢看見自己的﹁圓明淨識﹂
我常講：﹁浴室的鏡子用久了 一定會髒的 要怎麼
樣讓鏡子乾淨？除了要經常擦之外 如果到了連擦都擦不
乾淨時 就要用清潔劑啊！﹂﹁鏡子﹂是什麼？就是你的

﹁本心﹂ 就是﹁圓明淨識﹂ 是誰弄髒的？就是自己
嘛！馬桶也是自己弄髒的 也是要自己洗 太久沒洗就會
變得很髒 當然在平時就要勤洗啊！
所以 在看見﹁圓明淨識﹂之前 就是要勤拂拭
要拼命地擦 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再被貪 瞋 痴給影
響了 當你看見本心之後 你就要保持時常看見它 要常
常跟它在一起
﹁若纔見者﹂就是﹁剛看見﹂ 就像男生跟女生初
次見面一樣 一見鍾情 之後 你就會想要常常看見對
方 吃飯也想 睡覺也想 因為一直保持著歡喜心 所
以 很快就進入﹁常見﹂了！
﹁若常見者 則入菩薩初地 ﹂﹁菩薩初地﹂就是
﹁歡喜地﹂ 也就是因為你一直保持著歡喜心 所以你就
會時常看見它
﹁若 轉 漸 增 長 則廓 周 法界 量 等虛空 卷舒自
在 ﹂就是漸漸地把你的心量擴大 一直擴大到整個法
界 虛空；其實 ﹁圓明淨識﹂就是法界 虛空 ﹁卷舒
自在﹂的意思就是可以自由地收起來或延展出去 可以收
到極小 推展出去則可以無窮無盡 這個其實就是﹁圓明
淨識﹂的屬性
我們漸漸地把心放大 把﹁阿字觀﹂所包容的範圍
放大 整個宇宙就是一個﹁阿字觀﹂ 整個法界就是﹁阿
字觀﹂ 到最後 沒有﹁阿﹂字 也沒有﹁吽﹂字 更沒
有﹁嗡﹂字 就是整個虛空了
從﹁初見﹂到﹁常見﹂到﹁廓周法界﹂ 這是三階
段的修行 最終就是進入虛空 這個時候 不管你想不
想 都是﹁見﹂ 那就是師尊所講的﹁恆在 不審﹂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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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翰上師︻塵客夢語︼
■蓮生聖尊是娑婆世界唯一珍貴、慈悲、偉大的佛王，早已經沒有第二位了。

﹂

既然︽真佛宗︾弟子都可以得到聖尊賜予那麼大的利

是一個﹃真﹄字﹂？

有邏

那為什麼不去認真﹁了解師尊的本意﹂？為什麼不去
有根據的

﹁了解師尊的本意﹂到底是什麼？

理論

﹁師尊的本意﹂到底有多深？
﹁︽真佛宗︾的邏輯

最珍貴的﹂到底是什麼？

根據﹂到底是什麼？
﹁︽真佛宗︾最值錢

是聖尊能﹁有求必應﹂嗎？是聖尊能﹁靈算如神﹂

中

去領悟到︽真佛宗︾是

有多少真佛同門能夠從﹁菩提心

是﹁即身成佛﹂
然而

世間遺失已久的殊勝珍貴的法寶！

進入﹁無上般若法門﹂的﹁佛陀無上正法﹂？這是佛教在

觀正見﹂三大要素的邏輯理論中

出離心

也深信不少真佛同門領悟到︿真佛密法﹀的最高成就

﹁大光明三昧﹂

相信很多聖同門都可以實修實證到︿真佛密法﹀的

嗎？是聖尊能﹁加持治病﹂嗎？

輯

用實修實證的行動去求證﹁︽真佛宗︾是有推理

益

︽真佛宗︾

﹁請佛住世﹂的另一章

讓所有

再次

蓮生聖尊在﹁蓮花童子護

重申了祂數十年來的偉大宏願

○一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摩法會﹂上

二
深深震撼了每位真佛弟子的心！
聖尊再次重申：要揹負所有真佛弟子的業障

真佛弟子底下的業障全都由聖

師尊願意陪每一位弟子上佛地

真佛弟子都上摩訶雙蓮池
尊來承擔打掃

因為
輕

因為我們真佛弟子

大家歡呼：﹁師

就有聖尊包下所有業障

這些宏願是所有真佛弟子都感到最雀躍歡欣的
不用自己怎麼艱辛努力消業

多麼爽快！

大家才覺得聖尊是最偉大的

輕鬆鬆就可上到雙蓮池
因此
尊萬歲！萬萬歲！﹂

真是大到極點了！

我個人並不覺得那麼興奮

眾生的福分
但是

而且大家只聽取了自
忽略了聖尊全面的涵義

並沒有讓自己的師父活得輕鬆愉快
己想要聽的一部分

是一個
最珍貴的都在

有根據的
最值錢

有邏輯

且聽聽師尊當場講的另一番話：
﹂

﹁︽真佛宗︾是有推理
﹃真﹄字

﹁大家要了解師尊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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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蓮生聖尊在末法娑婆中艱辛困苦地創立︽真佛
再也沒有比這更珍貴殊勝的了
聖尊受盡了人間四十多

宗︾最珍貴的豐功偉績與最偉大的無量功德！在十方法
界
為了創立神聖的︽真佛宗︾
聖尊堅韌無比的大慈悲教
四十年
聖尊

完全無事

為了救度無量眾生

忍辱負重的身教言教

著作等身

諄諄誨人的苦口婆心

年長期殘酷的嚴竣毀謗打擊
化
每日辛勤寫作不懈
受盡了眾生極深的誤會與非議污辱而在所不計
無心

早已經沒有第二位了

但祂每天還要

衪是娑婆世界唯一珍貴

誰會真正深入地體會到聖尊﹁粉身碎骨救度眾生﹂那

偉大的佛王

現年七十一歲的蓮生聖尊

種視死如歸的決心宏願？
慈悲

每次
還有那要求聖尊親自簽書

為眾生做多少事？數以百千計的眾生要求加持治病
週六法會前要為上百弟子問事
的弟子排成走不完的長長人龍
摩頂
甫下飛機

照相

聖尊心地太軟
就無奈地說：﹁我
沒有

晚

午餐也照

﹂但是
情況一直沒有改善

已經在排午餐了

加持

更有全世界每個角落一大批一大批的弟子都趕過來爭
不好意思拒絕

著要同蓮生聖尊進餐
太慈悲

去年聖尊由美國回台
下半年的晚餐都排滿了

直至聖尊離台那天

人會聽取了解聖尊的意思
樣排滿

仍然每天中

有無真佛弟子為聖尊感到

又將整整半年
毫無虛席

今年聖尊由美回台
兩餐都是排得滿滿

自他交換

半年一百八

你會受得了嗎？在台灣地溝

設身處地

天天兩餐都吃大餐

心痛？如果你是聖尊
十三天

有無真佛弟子真

請大家多

說法

還要私下為台灣數十個分堂

油等食安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惡劣環境下

簽書

聖尊除了雷藏寺之外
開光

但仍是一尊肉體之軀

還能撐多

祂是給我們真

七十一高齡的法王

加持治病等等

正考慮到聖尊的健康安危？
奔波

如此每日勞累

聖尊是活佛法王
去想想

久？如果法王是為眾生過勞而倒下去的話

佛弟子害死的啊！這種罪孽不知有多大多深？恐怕要成為

史無前例的佛教歷史大事！

做到大家都滾

就

就完畢了；︿宗委會﹀和一些分堂

大家循例唸一遍︿請佛住世文﹀

真佛弟子的﹁請佛住世﹂做了很多
瓜爛熟；同修會後
是﹁請了佛住世﹂了

那當然

為什麼不從聖尊的繁重工作量去減輕聖尊的

也發動了數次全宗持咒迴向的﹁請佛住世﹂活動
是很好的
但是

而不去做實際有效的功

更有實際意義的﹁請佛住世﹂嗎？為

壓力和負擔呢？為什麼不多給聖尊一些個人的空間和時間
呢？這不是更有效

何大家只注重口頭上漂亮的表相
夫呢？

是最令人

請大家運用智慧三

若能理與事兩方面都能做到的話

被聖尊稱為﹁聖弟子﹂的同門
思再三思！
當然

讚嘆而且最圓滿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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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心發現

■文∕蓮花慧君上師

○一四年 台灣爆發
食安問題 受到媒體
大幅報導；尤其是黑心油事
件 媒體指出 此事大大提
升民眾罹患癌症的機率！還
有最近的黑心醃薑 黑心豆
乾
各種再製食品 都
不免讓人聯想到﹁黑心商
品﹂的疑慮！
在市面上到處充斥著各
種保健品 營養品 從維生
素 維他命到各種肝 心
脾 肺 腎
保健食品
讓人眼花撩亂 很多吃了黑
心食品的民眾 認為可以食
用這些保健品去調整身體
也有很多人是因為中老年的
種種身體問題 而去食用這
些保健品來幫助身體各個部
位做代謝與強化
一些保健食品的廠商
為了吸引消費者的眼光 常
以強勢廣告或請名人 藝人
代言 宣傳其產品效果 讓
這些保健食品 營養品的價
格不菲 令民眾所費不貲
但消費者仍然趨之若鶩！
民眾會這樣 原本也是
無可厚非 但是否想過 其

二

實這些保健品也是一種萃取的再
製品 其品質是否有絕對的安全
與保障？有人在每餐餐前就一手
抓了好幾種顏色的保健品往嘴裡
塞 但 這樣真的好嗎？
有專家表示 如果吃補鈣營
養品太多 也會危險喔！︵如：
高鈣血症︶維生素Ｄ或其他代謝
產物服用過多 會顯著增加鈣在
腸道內的吸收 從而產生高鈣血
症；而維生素Ａ服用過多 也可
以通過骨頭吸收而產生高鈣血
症
又例如：大多數民眾不清楚
保健食品與藥物之間的關係 以
廣受民眾喜愛的﹁紅麴﹂為例
它雖可降膽固醇 但必須吃到一
定劑量︵四‧八 一五‧二毫
克︶才能達效果 低於四‧八毫
克 民眾吃了根本無效；吃過
量 高於一五‧二毫克以上 則
可能傷害身體
一般民眾習慣用多種維他命
及抗氧化劑來保健身體 認為只
要清除體內的自由基 就可以保
持身體正常運作 甚至預防癌
症 不過 真的是這樣嗎？某位
家醫科醫師提醒大家 脂溶性
︵lipophylic︶維他命及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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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的

本來是空白

㈤顏㈥色隨意來彩

㆟生的遊歷

又㆒次展開

隨著貪瞋痴的毒害

越來越精彩

生與滅的幻化

無始無終不存在的存在

而

虛空的空白

㉂然流出綺麗色彩

因為

本然就不留白

這空與㈲的雙運

草單方精油中 ﹁醋酸沉香醇﹂
和﹁沈香醇﹂兩種成分佔百分之
八十八 而醇類與酒精一樣 過
量使用就會對肝臟造成損害 導
致肝功能下降 交感神經過分受
壓制而麻痺 表現為血壓上升等
症狀 如果將單方的精油直接塗
抹在身上 還容易對皮膚造成灼
傷 使皮膚發黑
需要注意的是 在使用精油
時也要注意通風 別以為將香氣
關在密閉空間就是對身體最好的
幫助 如果空氣不流通 不僅無
法產生應有的效果 連身體都容
易感到不適 ︵以上不分資料摘
自網路資訊︶
所以
食用保健
品 使用養身精油 一定
要懂得適量 而且瞭解自
己的身體體質 最好能先
做健康檢查 知道自己身
體的各種指數 再依照醫
師 營養師的建議去做適
量的補充 才會對身體有
好的幫助 否則 反而花
了高額的冤枉錢 到頭來
卻搞壞了自己的身體！

心力的變化真是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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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謹慎
一般的精油說明書都要求用
量在﹁一 三滴﹂或﹁三 五
滴﹂ 但有人為了效果顯著 總
喜歡多滴一些 殊不知 過量使
用精油可能會適得其反 如：泡
澡時滴五滴薰衣草精油 可做安
眠的睡前浴 但如果滴了十滴以
上 就變成了興奮劑 讓你整晚
也別想睡著 又 天竺葵精油在
情緒暴躁時使用 有安靜 鎮定
的作用 但用多了 反而會給情
緒﹁火上澆油﹂
此外 有些精油過度使用會
對身體造成一定的傷害 在薰衣

是生命覺醒的慧海

劑多吃反而會致癌
另外 也有人以精油調養身
體 但專家指出 精油濃度很
高 可以很快由皮膚滲透到體
內 進入血液循環 而每個人的
體質都有所差異 某些人就容易
產生一些不良的身體反應 玫瑰
精油能軟化皮膚 平時使用不會
造成過敏 但如果皮膚處於敏感
期 使用玫瑰精油也可能使皮膚
出現紅點 檸檬精油雖然有美白
作用 但精油中的成分與陽光接
觸後會產生﹁光毒反應﹂ 在體
內經生物轉化產生毒性 進而令
皮膚過敏 所以 使用精油應特

■文∕林漢宗

思維與靜慮

永遠也分不開

菩提園地

蓮生法王返台弘法

訪慰問 瞭解警備車對消防局的
重要性 ︿華光功德會﹀遂決議
捐贈一部警備車給高雄市消防
局 隨後 ︿華光功德會﹀理事
長李春陽師兄和︿高雄市消防
局﹀洪聖儀分隊長分別上台致
詞 表達無限感激之意
接著 釋蓮哲金剛上師代表
與會大眾向聖尊敬獻哈達 以表
最崇高之敬意 ﹁瑤池金母護摩
大法會﹂正式開始 法會如儀進
行 冥陽兩利 一切吉祥圓滿
會後 聖尊傳法開示及講解﹁大
圓滿九次第法﹂ 首先談到台灣
黑心油的問題很嚴重 這是屬於
﹁良知﹂的問題 就是良心 道
德 重點在於﹁教育﹂；並以佛
教的觀點闡述黑心油是犯了嚴重
的﹁殺生罪﹂及﹁偷盜罪﹂
聖尊再次介紹與瑤池金母的

弟子蜂擁而㉃ 嘉賓冠蓋雲集
︻燃燈雜誌‧草屯訊︼二○一四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週末︶全台
艷陽高照 沉寂半年的︿台灣雷
藏寺﹀一早就出現絡繹不絕的人
潮 是日為︽真佛宗︾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回
台灣後主持的第一場法會 來自
世界各地 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同
門蜂擁而至 與會嘉賓更是冠蓋
雲集
當聖尊的座車抵達雷藏寺
時 熱情的同門夾道歡呼問候
聖尊在進入密壇上香後 先上樓
加持信件 再為信眾簽書及加持
主祈眾等
下午三時許 無上尊貴的蓮
生聖尊於掌聲如雷中陞法王座
法會前先舉行捐贈儀式 緣起於
高雄市﹁八一氣爆事件﹂發生
時 台灣︿華光功德會﹀實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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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歌手辛龍先生與新婚妻子劉真參加
蓮生法王返台弘法的首場法會

因緣 瑤池金母是聖尊第一尊相
應的根本本尊 聖尊也教導同
門 行者要向﹁三根本﹂祈禱
祈請根本上師加持 祈請本尊賜
給力量 祈請護法擁戴 讓行者
產生光明 俾使修行能夠得成
就 能夠相應 能夠往生佛國淨
土
聖尊講解﹁密教大圓滿法﹂
時提到 學佛的人要懂得平等無
差別 這是代表大菩提心 是佛
的一個智慧 聖尊並說明 我們
修行的資糧 是所有小偷 強盜
都偷不走的 我們一切的資糧在
天上 不在人間 ︵聖尊完整開
示內容 請參閱第三三○期︽燃
燈雜誌︾︶
開示畢 慈悲的聖尊為壇
城 流通處及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器 文物開光 並做總加持
最後 賜授與會大眾﹁瑤池金母
本尊法﹂ ﹁金母八大法﹂
﹁水供法﹂ ﹁金母馬上有錢
法﹂ ﹁替身法﹂等灌頂︵含
﹁皈依灌頂﹂︶ 是日法會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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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香師母出席感恩節餐會，向所有弘法人員、同門們問候。

導 這批新移民學會了狩獵 種植
玉米 南瓜 而有了很好的豐收
讓移民們終於有了安定富足的日
子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 為了感謝
上帝及印地安人的幫助 於是他們
舉辦了第一次的感恩慶典 此後
﹁感恩節﹂慶典一直維持至今
︿西雅圖雷藏寺﹀不能免俗
也 在 這 一 天 舉 辦 potluck 晚 餐 聚
會 讓上師 法師 同門共聚歡度
感恩夜 大家都滿懷著興奮的心情
期待著 傍晚時分 ︿西雅圖雷藏
寺﹀的大飯店開始熱鬧起來 雷藏
寺準備的美味餐點和大家帶來的佳
餚擺滿了大長桌 令人垂涎欲滴
待用餐時刻到了 眾上師 法
師陸續進場和同門互相問候 今年
最特別的是︱師母蓮香上師也出席
參加感恩節餐會 讓大家都雀躍不
已 在一陣熱烈的歡呼聲後 眾人
開始享用美饌
餐後 師母準備了七十多份禮
物讓大家抽獎 一時之間 人聲沸

騰 氣氛熱絡 眾人彼此詢問所抽
到的獎品 無不歡心 非常感謝師
尊 師母所提供的禮品 眾人在說
說笑笑的歡樂聲中 皆大歡喜 大
家都非常高興能和師母一起度過這
愉快溫馨的感恩佳節！

蓮香師母參加︿西雅圖雷藏寺﹀感恩節之㊰
︻西雅圖訊︼感恩節是
美國的一個古老節日
也是美國人合家歡聚的
節日 十一月廿七日是
美國二○一四年的﹁感
恩節﹂ 一連幾天的休
假日 不但是個溫馨團
圓的假期 也是各商店
打折造成民眾搶購熱潮
的開始
關於﹁感恩節﹂的
由來 要追溯到美國歷
史的源頭 一六二○年
的十一月 ﹁五月花
號﹂船滿載不堪忍受英
國國內宗教迫害的清教
徒一○二人到達美洲
在該年的冬季 他們處
在饑寒交迫之中 冬季
過後 存活下來的移民
只剩五十多人
當春季來臨 因得
到印地安人的協助與教

‧蓮寧上師（右三）於感恩節之夜
帶領眾上師向大家問候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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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童子加持與會大眾增長智慧 福
分 光明和善因緣 加持眾等修行
精進 果位增長 道心堅固 健康
長壽 資糧具足 敬愛和合 法會
殊勝圓滿 功德無量！

會後 聖尊開示暨繼續講解
︽密教大圓滿︾︵盧勝彥文集第五
十六冊︶ 聖尊闡明 ︽真佛宗︾
的立足點就在一個﹁真﹂字 聖尊
期勉真佛行者一定要淨信 只要道

心不退 一定會有成就 盧師尊也
提到大家應學聖陶麗莎修女的精
神 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佛菩薩；聖
尊希望 當所有︽真佛宗︾弟子都
到了摩訶雙蓮池之後 聖尊才到摩
訶雙蓮池 最後 聖尊表示願意承
擔所有弟子的業障 希望瑤池金
母 阿彌陀佛 地藏王菩薩及所有
金剛護法諸尊加持 讓所有弟子的
病痛痊癒 業障消除 ︵聖尊完整
開示內容 請參閱第三三○期︽燃
燈雜誌︾︶
開示畢 聖尊慈悲為壇城 流
通處及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器 文
物開光 並做總加持 且賜授與會
大眾﹁傳承灌頂﹂ ﹁根本上師相
應法﹂ ﹁五大成就法﹂ ﹁最速
捷相應往生法﹂ ﹁真佛米供法施
觀﹂ ﹁蓮生上師金剛髮鬘法﹂及
﹁還淨法﹂灌頂︵含﹁皈依灌
頂﹂︶ 與會大眾滿懷無限感動之
情 依依不捨地恭送聖尊

︽真佛宗︾確實是真 行者淨信必能成就
︻燃燈雜誌‧草屯訊︼二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週末︶ ︿台灣雷藏
寺﹀恭請︽真佛宗︾根本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親
臨主持﹁蓮花童子護摩大
法會﹂及講解﹁大圓滿九
次第法﹂ 是日天氣晴朗
炎熱 由於︽真佛宗︾根
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即是
大白蓮花童子的應化身
如此殊勝的真佛傳承大法
緣 不但與會佳賓眾多
來自全世界敬重傳承的真
佛弟子們 更趨之若鶩地
前來護持 使得密壇內和
廣場座無虛席
下午近四點 蓮生聖
尊在四眾弟子的期盼下陞
法王座 聖尊點燃護摩
火 供品下爐 並演化
﹁息 增 懷 誅﹂大手
印 聖尊一心祈請大白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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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文∕法國真願堂

○一四年十月廿六日 法國
︿真願堂﹀邀請馬來西亞的
釋蓮已金剛上師主壇﹁慈悲三昧水
懺法會﹂ 並由台灣的蓮惺教授
師 英國的蓮景法師 法國的蓮漮
法師護持 蓮已上師應︿真願堂﹀

二

真誠懺悔能消苦
㆒心淨信能除難
捨得才㈲大福田

理事會的請求 延後了離開的時
間 並於十一月二日 再為本堂主
持一壇﹁黃財神護摩法會﹂
﹁水懺法會﹂後 蓮已上師於
開示勸勉大家：我們每一個人在過
去世 今世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一旦做錯事就要背負因果 而我們
這一生所遇到的種種苦 都是因為
過去世所造成的過失而產生的 如
果想要擺脫這些痛苦 我們就必須
要誠心誠意 發自內心地懺悔自己
的過錯 懇求自己的冤親債主原
諒 祈求諸佛菩薩加持 讓自己的
冤親債主去除怨恨 讓冤親債主往
生佛國淨土 只有冤親債主願意原
諒你 願意離開你 如此 你的苦
報才能消除 因此 你一定要真心

▲釋蓮已金剛上師（右一）主壇「黃財神護摩法會」。

誠意地發露懺悔 如此才能讓冤親
債主原諒你 不是隨便禮拜就可以
的 這才是拜懺的真正意義和目
的
上師還提醒大家 不要讓自己
再犯錯 必須要守﹁五戒﹂︱戒
殺 戒盜 戒淫 戒妄語 戒酒
此外 一定要孝敬父母 長輩 不
要忘了為父母報名參加法會 可以
祈求諸佛菩薩加持在世的父母健
康 長壽 快樂 加持往生的父母
早日離苦得樂 往生好的境界 這
是很重要的 不然 舊的冤親債主
剛離開 新的怨親債主又來了 那
麼 你的苦就會沒完沒了 我們今
生有福分皈依聖尊蓮生活佛 一定
要﹁敬師 重法 實修﹂ 一定要
好好修行 讓自己能脫離輪迴的苦
海 往生極樂世界！
蓮已上師舉了真實的例子 彰
顯行者對根本傳承上師敬重 淨信
的重要 上師認識一位馬來西亞的
師姐 這位師姐一直都對根本傳承
上師有淨信 就是相信根本傳承上
師是佛 相信﹃根本上師心咒﹄有
不可思議的力量 並時常唸誦﹃根
本上師心咒﹄ 她已經唸了八百萬
遍以上 因此 她的生意做得很成
功
有一天 她出門在外遇到持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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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歹徒都好像沒看見一樣 大家想
想看 如果不是根本傳承上師的加
持 用掩眼法蒙了歹徒的眼 怎麼
可能十幾個歹徒都沒有看見那位師
姐的名牌服飾而放過她呢？此事又
再度證明﹃根本上師心咒﹄有不可
思議的能量 不可估量的神奇力！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精進修
持！
在十一月二日的﹁黃財神護
摩法會﹂後 蓮已上師於開示闡述
﹁捨得﹂的真義 有很多人都想發
財 卻不知道﹁有捨才有得﹂的道
理 其實 想要有財 就要懂得供
養 布施 要廣種福田 才會有收
穫 種福田有很多方法 來佛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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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就會增加福分資糧 不過 做
義工必須要無怨無悔 歡喜地做
同時要不怕累 不要計較工作的內
容
上師最後勉勵大家 要多行
善布施 因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你﹁捨﹂出去的 將來還是你自己
﹁得﹂ 假如你現在﹁不捨﹂ 將
來就不要問為什麼﹁得不到﹂了
上師的開示讓與會大眾獲益良多
大家無不感謝上師
再次感謝上師 教授師 法
師慈悲蒞臨弘法 感謝前來護持參
加法會的同門善信 更感謝根本傳
承上師及諸佛菩薩的加持 兩場法
會都功德圓滿！

▲法流融融、火光旺盛的護摩火。

歹徒打劫 十幾個劫匪用槍指著在
場的所有人 要每個人把自己身上
的財物交出來 當時 這位師姐臨
危不亂 馬上觀想根本傳承上師住
頂 手結﹁蓮花童子手印﹂ 口中
不停地唸誦﹁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一名來到她面前索取財物的
劫匪看到她臉無懼色︵在場的其他
人都害怕得發抖或臉發白︶ 且手
勢奇怪 喃喃自語 眼睛還鎮定地
看著劫匪 劫匪以為她是精神病人
而放過她 就轉向其他人索取財物
了
其實 這位師姐當時身上揹
著名牌皮包 裡面有不少現金 手
上還戴著價值不菲的勞力士手錶

▲豐盛的護摩供品。

▲〈真願堂〉代表向主壇蓮已上師敬獻哈達，
以表最高敬意。

▲應邀護壇的蓮惺教授師。

▲雲層上空所出現的般若光
及彷彿西方三聖的光暈。

請佛住世 災難化解 度母慈悲 滿願眾生

電 雷電交加後就是傾盆大雨 而
雨勢之大 在不到半小時的時間
整個多倫多城幾乎是全城積水 這
場大雨洗滌了多倫多城不少汙穢
彷彿就是為同修會的水供法會先進
行一場清淨 大家已經很久沒有看
到打這麼大的雷 下這麼大的雨
了！可見這護法的威力真的不可思
議啊！
十月十七日晚上 蓮拂上師
和大家一起共修了一壇﹁根本上師
相應法﹂ 之後 上師為大眾開
示 闡明加持力來自根本傳承上
師 聖尊蓮生活佛是大善知識 是
開悟者 我們皈依了師尊 就一定
要對師尊淨信 行者唯有敬師 重
法 實修 這樣的修行才能得到相
應 也必能有成就
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許

﹁二十一度母息災敬愛增益治病超
度水供法會﹂開始 由蓮拂上師主
壇 蓮浩法師 蓮桓法師及助教們
共同護壇 還有︿淨心堂﹀的眾同
門及十方善信大德的踴躍護持 大
家同心協力將飾物 衣服 食物
水果等各種供品陸續供養 更將二
十一度母的各式法器一一仿造出
來 供養法會主尊 諸佛菩薩及龍
天空行護法
水供法會給與會大眾帶來一
股股清涼祥和的覺受 令人有如沐
浴在甘露香水海中 眾人如釋重
負 累世業障得以滌淨 身心清澈
晶瑩 在緯度較高的加拿大做水供
法會果然不同 殊勝的法會中 竟
然拍到了很美的冰花 是從來沒有
見過的景象 裡面還有曼陀羅 難
道是﹁冰天神﹂？後來 蓮拂上師

記︿北大多倫多同修會﹀舉辦﹁㆓㈩㆒度母
■文∕多倫多同修會
息災敬愛增益治病超度㈬供法會﹂

○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北
大多倫多同修會﹀誠邀釋蓮
拂金剛上師蒞臨主持法會及講座
蓮拂上師此行多倫多弘法 非常圓
滿 瑞相頻現 在上師還未抵達多
倫多的前兩天 原本很冷的天氣突
然變得溫暖和煦；而就在上師下飛
機時 天空突然變得烏雲密布 筆
者拿起相機拍下這突如其來的異
象 在仔細觀察後 發現烏雲內出
現了一長串不是很明顯的般若光
而最特別的是 天空中現了截然分
明的兩種雲層 一邊是大片的烏
雲 而另一邊則是美麗如畫的藍天
白雲 黑白互相輝映 有如太極圖
一樣 真的非常奇特！
瞬息間 黑白雲層竟混合在
一起 一時電光閃耀 雷聲大作
震得如同地震一般 讓全城險些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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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拂上師於法會後和法師、助教及眾同門合影留念。

去問師尊 原來真的有冰天神
啊！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法會後 上師開示 水供是
藉水天神之口 將供品轉化給主
尊 諸佛菩薩及龍天空行護法
今天的法會主尊﹁綠度母﹂是觀
世音菩薩憐愍眾生而掉下的右眼
眼淚所變化出來的；綠度母很慈
悲 能清除業障 綠度母為滿眾
生的願 因此 從心輪中轉化出
﹁二十一度母﹂來應眾生的各種
祈求 此外 綠度母的頭頂是
﹁不空成就佛﹂ 而不空成就佛
可以解除眾生的煩惱 可以成就
一切大願 從不落空 祂是任何
一種事業都可以成就的一尊佛
綠度母的感應是很迅速的
想要與綠度母相應 行者一定要
發菩提心 更要有慈悲心 心存
善念 樂於布施 每天要依次第
從四加行開始實修 持誦﹃根本
上師心咒﹄及﹃綠度母心咒﹄
一定可得到般若大智慧 行者相
應了綠度母 一定會入世吉祥
出世成就！
最後 上師為與會大眾代師
做﹁皈依灌頂﹂及﹁二十一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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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 最後 大家滿心歡喜地
拍下了大合照 以茲留念 感恩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的大
加持 讓這場水供法會在祥和清
淨的法流中 圓滿結束！
‧在烏雲中所出現的一長串般若光。

菩提園地

緣

文文化協會﹀夏嘉儀理事長幫忙策
劃 安排
打從接機 參觀古文物 參
觀︿義大世界﹀ 乘坐摩天輪觀覽
高雄景觀 在︿天悅大飯店﹀宴請
四位市長的歡迎會 訪問︿高雄市
政府﹀陳菊市長暨慰問氣爆事件
參訪︿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
心﹀ 參訪︿外交部南部辦事
處﹀
一直到送機 都是︿天
暢國際藝術公司﹀方瑞豐董事長
總經理林茂唐先生及財務長陳盈麗
的鼎力支持
高達七十多人參加的日本大
阪府四位市長歡迎會 如此陣容讓
日本四位市長們受寵若驚 欣喜萬
分 但由於高雄氣爆事件嚴重 陳
菊市長出席質詢會議的關係 無法
出席交流會 所以由︿高雄市政
府﹀的祕書長李瑞昌代表出席 並
致贈見面禮 歡迎會上還有︿外交

■文∕住吉山雷藏寺

日本大阪府四位市長
於台灣高雄進行親善訪問
起於阪南市長福山敏博先
生 泉佐野市長千代松大耕
先生 泉南市長竹中勇人先生 前
任泉南市長向井通彥先生 四位市
長希望︿真佛宗住吉山雷藏寺﹀住
持釋蓮花靜香金剛上師引見拜訪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蔡明耀大使 蔡大使為人親切
德高望重 是台灣人在日本的大家
長 靜香上師帶領四位市長拜訪蔡
大使 蔡大使熱情接待並宴請午
餐
日後 四位市長為了促進台
日國際文化交流 以及促進二國親
善友好關係 和觀光事業的發展
決定親善訪問南台灣 因為南台灣
是靜香上師成長的故鄉 因此又請
靜香上師幫忙安排行程 於是 靜
香上師致電台灣高雄︿天暢國際藝
術公司﹀陳盈麗財務長 還有︿高
雄啟禾扶輪社﹀石家瑜祕書 ︿華

‧蓮花靜香上師和〈天暢國際藝術〉總經理林茂唐、副總經理曾敬翔、財務長陳盈麗、
〈啟禾扶輪社〉石家瑜等人，於〈高雄小港機場〉迎接日本大阪府四位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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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寫了三篇相關的新聞報導
容如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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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關西地區四位市長
拜會政院南辦

⑴大阪府四位市長及蓮花靜香上師於〈天暢國際藝術〉參觀後與方瑞豐董
事長、林茂唐總經理等人合影。
⑵日本大阪府四位市長蒞臨〈天暢國際藝術〉參觀，受到熱情迎接。
⑶四位市長於〈天暢國際藝術〉參觀，對於所蒐藏的中國古文物歎為觀止。

⿈守作∕城市∕南台灣
︵ 2014-09-29 ︶
︻本報記者⿈守作⾼雄報
導︼日本關西地區四位市長於昨天
上午 由︿天暢國際藝術公司﹀總
經理林茂唐陪同 到︿行政院南部

3

眾的熱烈歡迎 我本人由衷感激和
感動 我是台灣高雄人 回到了自
己的故鄉 今晚的盛況 讓我心中
感到溫暖 感謝大家抽出寶貴的時
間蒞臨 我謹代表四位市長向大家
說聲謝謝 並向主辦單位︿天暢國
際藝術公司﹀所有成員致謝 辛苦
大家！感謝大家！﹂
此次靜香上師和四位市長親
善訪問南台灣之行引起了高雄市的
注目 ︽民眾日報︾記者黃守作先

2

部南部辦事處﹀處長陳忠 ︿義大
天悅飯店﹀董事長王俊典 ︿義大
開發公司﹀營運長林建成 當代水
墨畫家梁密萄 氣韻書法家王誠一
等 熱情與會
靜香上師於致詞時說：﹁今
天能夠出席這麼大的盛會 認識這
麼多的貴賓 完全要感恩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活佛賜予︿真佛宗住
吉山雷藏寺﹀這個舞台 此次能帶
四位市長訪問南台灣 得到與會大

1

‧大阪府四位市長拜訪〈高雄市政府〉，由祕書處副處長許群英代表接見。

←大阪府四位市長聯名頒發感謝狀予
〈天暢國際藝術〉董事長方瑞豐先生。
↓大阪府四位市長在〈行政院南部聯合
服務中心〉與執行長江玲君、副執行
長林清強及相關人等合影留念。

聯合服務中心﹀拜會 由該中心執
行長江玲君與副執行長林清強接
待 以架起台日雙方友誼橋樑 促
進兩國及國際間文化 商旅之交流
活動
日本關西地區泉佐野市市長
千代松大耕 阪南市市長福山敏
博 泉南市市長竹中勇人 前泉南
市市長向井通彥等四位市長 以及
日本︿真佛宗住吉山雷藏寺﹀住持
蓮花靜香上師 是由︿天暢國際藝
術公司﹀總經理林茂唐 副總經理
曾敬翔 財務長陳盈麗等人陪同
至︿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拜
會 由該中心執行長江玲君與副執
行長林清強接待
四位市長在拜會時 與︿行
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江
玲君座談 江玲君執行長應允協助
日本關西地區泉佐野市 阪南市
泉南市等三市的特色加以推廣 讓
國人更加瞭解 前往進行觀光旅遊
等文化交流活動
阪南市市長福山敏博表示
阪南市與泉佐野市 泉南市均在日
本關西國際機場附近 目前與鄰近
往和歌山的九市四盯聯合進行推廣
觀光的工作 並選擇與台灣高雄進
行交流 以架起台日雙方友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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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 促進兩國及國際間文化
旅之交流活動

日市長參訪天暢
感受中華藝術之美

商

⿈守作∕
產業︵ 2014-09-29 ︶
︻本報記者⿈守作⾼雄報
導︼日本關西地區四位市長於昨
天下午 到高雄市三民區︿天暢
國際藝術公司﹀參訪 對於該公
司所典藏的中華古文物藝術品之
豐富 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關西地區泉佐野市市長
千代松大耕 阪南市市長福山敏
博 泉南市市長竹中勇人 前泉
南市市長向井通彥等四位市長
是由日本︿真佛宗住吉山雷藏
寺﹀住持蓮花靜香上師等人陪
同 至︿天暢國際藝術公司﹀參
觀訪問 受到該公司董事長方瑞
豐 總經理林茂唐 財務長陳盈
麗等人 率公司員工熱烈歡迎
四位市長在參訪時 由︿天
暢國際藝術公司﹀董事長方瑞豐
進行簡報 並一一介紹所典藏的
中華古文物藝術品 包括商周戰
國青銅器 宋元明清朝代官窯磁
器和清朝康熙 雍正 乾隆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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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祕書長李瑞倉代表致贈禮物予
大阪府四位市長及蓮花靜香上師。

狀予
生代表頒發感謝
總經理林茂唐先
〉
術
泉佐
藝
、
際
長
國
市
暢
▲〈〈天
市福山敏博
靜香上師、阪南
花
前任
蓮
市
）
南
右
泉
至
、
左
（由
中勇人市長
市長、泉南市竹
。
野市千代松大耕
化交流
感謝促進台日文
市長向井通彥，

‧大阪府四位市長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聽取簡報，並由蓮花靜香上師擔任翻譯。

‧〈天暢國際藝術〉總經理林茂唐（前排左一）、義大天悅飯店董事長王俊典（前排左二）、
〈高雄市政府〉祕書長李瑞倉（前排左五）等人與大阪府四位市長及蓮花靜香上師（前排中間）
於「東方文化台日交流會」上合影。

的古文物 以及近代藝術家 書
法家之作品 讓四位市長對中華
古文物藝術品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天暢國際藝術公司﹀董事
長方瑞豐表示 此次日本關西地
區四位市長的到來 是由日本
︿真佛宗住吉山雷藏寺﹀住持蓮
花靜香上師安排 架起台日雙方
友誼橋樑 促進兩國及國際間文
化 商旅之交流活動
四位市長同時也邀約︿天暢
國際藝術公司﹀將所典藏的中華
古文物藝術品 於日本關西地區
展示 讓日本民眾可以更貼近欣
賞中華古文物藝術品之美
天暢國際藝術
宴請日本關西市長訪問團
⿈守作︵ 2014-10-01 ︶
︻本報記者⿈守作⾼雄報
導︼︿天暢國際藝術公司﹀昨天
晚間於︿義大天悅飯店﹀ 宴請
日本關西地區泉佐野市市長千代
松大耕 阪南市市長福山敏博
泉南市市長竹中勇人 前泉南市
市長向井通彥等四位市長 以盡
地主之誼 並促進台日雙方的文
化 商旅交流
四位市長及日本︿真佛宗住

吉山雷藏寺﹀住持蓮花靜香上師
於昨日下午 由︿天暢國際藝術
公司﹀總經理林茂唐陪同 在參
觀︿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及︿義
大世界﹀後 晚間到︿義大天悅
飯店﹀ 由該飯店董事長王俊
典 ︿義大開發公司﹀營運長林
建成接待
四位市長以及蓮花靜香上
師 在晚宴中接受︿天暢國際藝
術公司﹀總經理林茂唐 副總經
理曾敬翔 財務長陳盈麗 以及
︿高雄市政府﹀祕書長李瑞昌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處長陳
忠 ︿華文交流協會﹀理事長夏
嘉儀等人的熱烈歡迎
日本阪南市市長福山敏博在
晚宴中表示 高雄市發生﹁七三
一氣爆事件﹂後 日方也表達慰
問之意 在此期望高雄市災區可
以趕快復建起來 並與日本關西
地區泉佐野市 阪南市 泉南市
等城市進行文化觀光旅遊的交流
活動
︿高雄市政府﹀祕書長李瑞
昌也應允協助日本關西地區泉佐
野市 阪南市 泉南市等三市的
特色加以推廣 讓國人更加瞭
解 前往進行觀光旅遊等文化交
流活動

63

根

∕林

立人
■文
據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定
義 產權並非指對物件的
擁有權 而是包含以下的三項權

利：
一 自由轉讓權：你可以把
你擁有產權的東西轉讓予他人
二 收入享受權：你可以將
你擁有產權的東西所產生的收入
歸為己有
三 私人使用權：你可以決
定你擁有產權的東西怎樣使用
供誰使用
由以下的故事可以知道產權
的重要性
歐洲某國國王修建皇宮 當
修建好了之後 發現皇宮的東北
角有個水磨坊的風車擋住了他的
美麗皇宮的視線 國王讓衛士向
磨坊主人交涉 打算付他一筆
錢 讓他拆掉磨坊 但磨坊主人
因為這是祖產而不肯拆 於是
國王一生氣 便下命令把磨坊拆
了
磨坊主人見狀也不惱怒 他
認為即便是國王也必須遵守法
律 所以他就把國王的做法告上
法庭 後來 法庭做出判決 國
王必須完整重建磨坊 所以 磨

坊又被重建起來了 經過多年以
後 磨坊主人過世了 由他的兒
子接手 但經過一段時間 因為
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 於是 磨
坊主人的兒子決定把磨坊賣給國
王
磨坊主人的兒子寫了一封信
給國王 但國王回給他一封信
信中寫著：﹁親愛的鄰居 磨坊
無法賣掉 它代表的是你們家的
祖業 也象徵我國法律的公正
現在 我致贈一筆維護費 請你
維護好磨坊 並繼續保存它 ﹂
直到現在 這座磨坊還是屹
立不搖 雖然它有礙於人們看到
皇宮的全景 但因為有它的存
在 使許多人對法律有更多的了
解
這一則故事告訴我們 磨坊
屬於磨坊主人所擁有 並且為此
一財產的所有者 而他對自有財
產的所有權及產權 應該得到國
家法律的相對保護 由此可見
法律是保障行為正當的人 而不
是保障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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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世界】

父子的對話

線上訂閱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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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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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健康標準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我國對⽼⼈健康所認定的標準是： 1. 軀體無明顯畸形，無明顯駝背，⾻關節活
動基本正常。 2. 無偏癱、⽼年性癡呆等神經系統疾病。 3. ⼼臟基本正常，無⾼⾎
壓、冠⼼病。 4. 無慢性肺部疾病。 5. 無肝腎疾病、內分泌代謝疾病、惡性腫瘤。
6. 有⼀定的視聽能⼒。 7. 無精神障礙，性格健全，情緒穩定。 8. 能恰當地對待家
庭，有⼀定的社會交往能⼒。 9. 能適應環境。 10. 具有⼀定的學習、記憶能⼒。
中醫為⽼⼈健康所認定的標準為： 1. 眼有神—⽬光炯炯有神。 2. 聲息和—說話
聲⾳洪亮。 3. 前⾨松—⼩便正常、暢通無阻。 4. 後⾨緊—排便通暢。 5. 形不豐—體
型應偏瘦，不應肥胖。 6. ⽛⿒堅。 7. 腰腿靈。 8. 脈形⼩—⾎壓不⾼，⼼律正常。
美國對⾼齡⽼⼈軀體健康所認定的標準是： 1. 能⾛⼀公⾥路。 2. 能爬⼀層樓。
3. 能舉五公⽄的重量。 4. 能彎腰、下蹲、下跪。 5. 保持標準體重。 6. 沒有糖尿病。
7. 很少接受醫療照顧。
對於⽼⼈在⼼理健康⽅⾯的表現則是： 1. 適應體⼒與健康的衰退。 2. 消費欲望
逐步降低。 3. 適應配偶、朋友、家屬的死亡和由此帶來的死亡臨近感。 4. 與周圍的
⼈保持和諧的關係，不⾃我封閉。 5. 繼續承擔公民的義務，做⾃⼰⼒所能及的事
情，關⼼他⼈、⿎勵他⼈、幫助他⼈。 6. 降低對物質⽣活滿⾜的要求。 7. 適應社會
⾓⾊的改變，有平常⼼。
㉂我測驗是否「衰老」
■單腳立：被測者雙手㉂然㆘垂，緊貼大腿兩側，閉㆖眼睛，用㆒隻腳站立，另㆒㆟
看碼錶。根據其單腳獨立穩定不移動的時間，來判斷衰老的程度。㊚性的標準是： 30 〜
39 歲為 9.9 秒； 40 〜 49 歲為 8.4 秒； 50 〜 59 歲為 7.4 秒； 60 〜 69 歲為 5.8 秒。㊛性
則比㊚性推遲 10 歲做計算，未達標準者，生理年齡已經高於實際年齡了，需要保養身體，
保持心情愉悅。
■爬樓梯：以 5 層樓為限， 30 歲㊧㊨的㆟，㆒步可邁兩個臺階，能快速登㆖ 5 層樓，
仍覺得輕鬆，說明健康狀況良好； 50 歲㊧㊨的㆟應該能㆒步㆒階登㆖ 5 層樓，㆗途不㉁
息，不用借助扶手，沒㈲明顯的氣喘現象，說明健康狀況不錯。不論哪個年齡階段的㆟，
如果登㆖ 3 樓就氣喘吁吁，心跳加速，說明體力較差，應該加強鍛練。
■屏氣：檢測肺健康屏氣的測試，可以察覺肺是否健康。游泳或盆浴時，先深吸㆒口
氣，然後將頭埋進㈬裡，屏住㈺吸，再慢慢吐出，看能維持多長時間。如果在 30 秒以㆖，
就說明肺很健康；能達到 1 分鐘，肺就㈩分強壯了。想提升肺的品質，可以在空氣良好的
環境裡做深㈺吸，並主動咳嗽，這樣可以排出沉積在肺裡的雜質。
■心臟功能測試：心臟經過幾㈩年的跳動，功能會不斷衰減，容易發生病變，各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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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Health
Medical Science

臟病㈲各種症狀，㆒旦出現㈺吸困難、胸痛、吐泡沫樣血痰、眼前發黑，這些都是心臟病症狀，
應及早就㊩。如果想知道㉂己的心功能，以㆘幾點可做粗略的㉂我鑒定：
■心率：正常㆟每分鐘心跳應在 60 〜 100 次之間，超過或低於都屬不正常之列。但是，不
同年齡㈲不同的心跳次數。 60 歲以㆖老年㆟，心跳可減慢，但最慢不能低於每分鐘 50 次，運動
員或強體力㈸動者，由於心排量比正常㆟明顯增大，心跳次數可在 45 次㊧㊨。
■節律：心臟負擔著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應，通過心臟㈲力的運動，經氧化後的血液不斷輸
送給全身各個部位進行新陳㈹謝，使㆟保持飽滿精神狀態。正常㆟的每次心跳間隔互差不能大於
0.12 秒以㆖，明顯的節律不等是心臟病佐證，如出現過度的長期間歇，很可能是各類傳導阻
滯，應及時到㊩院檢查心電圖，明確診斷，及早用藥。
■睡眠：睡眠也能反應心臟功能，㈲部分老年㆟睡到深㊰突感心慌、氣促。坐起後氣急緩
解，這是㊰間性㊧心衰表現，是心功能不全的反應，應服藥治療。將枕頭㊜當增高，可以避免氣
促現象，而正確的睡眠姿態是㊨側臥位。
■運動：㈲部分心臟病㆟在平靜情況㆘不會顯示出心臟病症，只㈲在增加心臟負荷情況㆘，
才能顯露心臟病本質，最典型的就是冠心病㆟。正常心臟㈲足夠儲備能力，能承受㆒定運動負
荷，當心臟發生某㆒疾病，這種儲備力就會明顯減弱，輕微活動就會感到氣急。疑㈲冠心病但又
沒㈲確切依據，應儘快去㊩院做動態心電圖檢查。
■行走速度：研究㆟員發現，行走速度快的㆟比行走速度慢的㆟更長壽。研究顯示，在 9 年
裡，行走速度快的㆟㈲ 27 ％逝世，行走速度慢的㆟則㈲ 77 ％死亡。行走速度快的定義是每小時
在跑步機㆖行走達 4 公里。
斯圖德斯基說：「㆟們常以『步伐蹣跚』或『健步如飛』來形容㆒個㆟的身體狀態。這是很
簡單的分析，但讓我們驚訝的是，如此簡單的㈾訊竟然可以判斷㆒個㆟的身體健康狀況。」
㆒個㆟的步行速度可以顯示出身體各器官的機能，如：心、肺、㆕肢、循環系統的機能，㆒
旦行走的速度慢了㆘來，可能就要請㊩師做仔細診斷，以確定是否是因為心臟功能減弱所造成
的。
■禁食：每㈪禁食㆒㆝，患心臟病的機率可降低 40% 。禁食不僅意味著減肥，還能降低罹患
心臟病的機率。研究㆟員發現，如果每㈪㉃少㈲㆒次連續 24 小時的禁食，罹患心臟病的機率就
能降低 40% 。專家表示，這是由於停止㆒段時間的食物攝取，可重新調整新陳㈹謝。
關於禁食的好處，之前也㈲過不少的相關研究，美國〈加州大㈻老化研究㆗心〉華福㈵教授
研究發現，每週禁食 1 〜 2 ㆝，可以讓㆟更健康。因為大腸是專收糞便的「垃圾箱」，若不按時
清理，任其堆積腐化，便會產生毒素，變成慢性病的「工廠」，引起感冒、頭痛，乃㉃高血壓、
癌症等，而禁食則是㆒次全身「大掃除」，能徹底「清倉」。
但，專家所說的禁食並非滴㈬不沾，你可以在禁食的㈰子多喝白開㈬和鮮榨蔬果汁。不過，
專家提醒，糖尿病㆟可不要輕易禁食，若要禁食，㆒定要聽從㊩生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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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y's function reminds me of the ritual held at the Hong Kong Football
Stadium. That day, the weather was very cold. On the other hand, our ritual
today at Seattle is just the opposite, the weather is very hot. When it is supposed to
be cold, it turns out to be hot; while it is supposed to be hot, it was cold. I call this
”impermanence”.
The main image to protect today's ritual is Vajrasattva. Therefore, we must
thank Vajrasattva Bodhisattva first. (applause) After chanting the heart mantra of
Vajrasattva three times, fifty thousand Vajrasattvas appeared in the air. Moreover,
there were five hundred thousands of beings from the ether world. (applause) This
ritual is really well attended.
●Founder of Japanese eastern Tantra by Master Kong Hai
When the founder of Japanese eastern Tantra, Master Kong Hai went to Xian
of China, he met a thunder in his journey. I remember he said ”When there is a
typhoon, we must change into wind; when there is flood, we must change into
water.” Following his advice now, when there is a big sun, we must perspire!
(applause, laughter)
Master Kong Hai left Japan to visit China for two years. He learned the
Sanskrit language first, then he learned Tantra from Hui Guo the monk for three
months. After completion of his training, he went back to Japan. The lineage of
Japanese Eastern Tantra is passed down from Master Kong Hai until it is now.
Tian Tai school of Tantra attacked Master Kong Hai. They doubted whether he
could complete his study within three months. Master Kong Hai replied that he had
learned the Tantra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before he went to China. And when he
was with Hui Guo, Hui Guo only pointed out the salient points to him, so he was
able to master the Tantra quickly.
That is why I want to stress this point to you, I am telling all of you, the
fundamental of cultiv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have already learned the
essence of Tantra,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Grandmaster, you can be a master of
Tantra within a few months.(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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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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people argued that Lu Sheng Yen only cultivated Tantra after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 at Ling Xian Ge after three
years of retreat. But if you are mindful, you will notice from my first book on spiritual
cultivation, entitled ”A Talk On Wonderful Foresight”. In its preface, I mentioned
about I had been cultivating Tantra, and I also learn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piritual world.
That was twenty two years ago. My teacher at that time was Lian Ming the
monk. Do you understand now?
Twenty two years is a long time, and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many of my
teachers.
If I am asked now, which teacher of yours can acknowledge your lineage? My
answer will be Lama Sa Jia Cheng Kong, who empowered me as a guru
(Acharya). (applause).
Another one is from the yellow sect, his name is Guru Tu Den Da Ji. He is still
living in Hong Kong. He gave me one image of Vajrasattva and another image of
Vajra mother. These images were made by Living Buddha Gan Chu. The images
left behind by my teacher's teacher can be used as an evidence.
Moreover, I have a dharma raja seat which was given to me by Om Amchok
Rinpoche. It is now kept in the Rainbow Lodge. A photograph of Lu Sheng Yen is
also displayed above the Living Buddha Amchok's dharma seat in India.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t is an acknowledge. (applause).
Why do I need so many acknowledgements, and so many lineages? This is
because a real Vajra guru will have the power of assimilation and summon.
(applause). Living Buddhas will follow a Vajra guru of great calibre. That is why
amongst our disciples, there are many living Buddhas. It is magnificient. True
Buddha School is a religious sect that possesses the truth in the universe.
(applause)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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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s sur l'accueil
d'un ongle du Bouddha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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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é finitivement l'infortune des g é n é
rations à venir », voici mon
commentaire :
Les ossements du Bouddha sont
l'objet d'une comm é moration, on peut
les consid é rer avec respect en montrant
sa gratitude. Les jeter dans l'eau et dans
le feu, c'est faire toute une histoire pour
un rien.
Il faut croire en Bouddha sans la
moindre incr é dulit é .
Il n'y aura pas de malheur si on
ajoute foi au Bouddha.
Serait-il possible que vous
n'entendissiez jamais le propos du
Souverain supr ê me : « Le bonheur et
le malheur n'ont pas de porte d'acc è s,
l'homme les attire sur lui-m ê me » ?
En ce bas monde, dans le Monde
Sahâ, l'esprit clairvoyant et p é n é trant
du Bouddha comprend au plus profond
l'essence ultime des choses, la r é alit é
fondamentale et absolue de tous les ph é
nom è nes. Si le genre humain ne se
cultive pas dans la voie de la D é
livrance ou dans la voie de la Bodhi,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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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sais pas quel est le sens de son
existence, m ê me si l'homme vit
longtemps, jusqu' à l'âge de cent ans.
Lors d'un voyage spirituel, je vis la
d é votion des ê tres vivants qui v é n é
raient une relique d'ongle du Bouddha,
et mon coeur s'en é mut grandement.
Certains des d é vots se prostern è rent
devant elle jusqu' à minuit, puis de
minuit jusqu' à l'aube, et encore du petit
matin jusqu' à la nuit suivante ; quand
le portail du temple é tait ferm é , ils
faisaient alors des g é nuflexions devant
la porte de la pagode.
Je vis aussi beaucoup de spectres et
de g é nies s'avancer pour le c é r é
monial de cour. Certains d'entre eux s'y
appliquaient avec sinc é rit é , mais
d'autres é taient venus en simples
badauds ; d'autres encore faisaient un
chambard de tous les diables. Je les
regardai attentivement. En fait, ils se
disputaient les rangs, les offrandes et les
nourritures.
Il y avait en effet beaucoup
d'offrandes : encens, fleurs, bougies,
th é , fruits, etc. Les mânes des morts et
les g é nies voulaient s'en emparer.
Au vu de cette situation, je n'arr ê
tais pas de pousser des soup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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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erçus l'arriv é e d'un Immortel de
l'ancien temps. Je lui demandai :
— O ù est Han Y ü ?
— Eh bien, il est rest é à Ch'aochou !
— L'histoire s'est pass é e il y a bien
longtemps, pourquoi reste-t-il encore à
Ch'ao-chou ?
L'Immortel de l'ancien temps
expliqua :
— À l' é poque, l'empereur Li Chun
eut un acc è s de col è re quand il lut le
texte des remontrances contre les
ossements du Bouddha, et il voulut tuer
Han Y ü . Heureusement, les grands
officiers Fei Du et Ts'ui Ch' ü n, ainsi
que les autres serviteurs, vinrent à sa
rescousse. Il fut alors exil é au loin, pr è
s de la fronti è re, à Ch'ao-chou, dans le
nord-est du Kuang-tung. Il faisait office
de chef r é gional et il n'arriva pas,
durant toute sa vie, à r é aliser ses
ambitions. Han Y ü é tait quelqu'un de
fid è le et de nigaud, parce que comme
l'empereur ne lui demandait pas de
rentrer, il resta l à -bas jusqu' à sa mort !
— Depuis si longtemps !
— En l'espace d'une pens é e,
l'esprit peut traverser trois mille mondes
dharmiques. Le temps passe tr è s vite,

mais aussi en un bref instant !
— Comment l'homme peut-il
obtenir la d é livrance ?
L'Immortel de l'ancien temps r é
pondit :
— Si le genre humain veut obtenir
la d é livrance et prouver la bodhi,
j'estime que trois grands facteurs
essentiels sont indispensables.
— Lesquels ? demandai-je.
— Le premier, il faut vraiment
avoir une affinit é pr é destiI n é e pour
rencontrer un grand kalyanamitra
(homme à la connaissance du bien). Le
deuxi è me, il faut penser à finir le cycle
de ses existences. Le troisi è me, il faut
renoncer à toutes les r é putations
surfaites et à tous les profits illusoires.
Si on est plac é dans cette condition, on
pourra ê tre consid é r é comme un v é
ritable pratiquant du bouddhisme.
Je demandai :
— Qui est l'homme à la
connaissance du bien ?
L'Immortel de l'ancien temps é clata
de rire et dit :
— Il est loin, à l'extr é mit é du ciel,
et il est à proximit é , devant moi.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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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真佛㊪燃燈雜誌專欄

2014．
12
㊪委會【近期公告】

˙近期公告˙

【宗委會公告】饒崑弘（已改名：饒益⾏）毀謗《真佛宗》相關⼈員之
「散布⽂字誹謗罪」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茲有饒崑弘（現已更名為 饒益⾏）以無中⽣有、顛倒是⾮之不實資
訊，藉由網路⼤量散播，此舉不僅損及《真佛宗》及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活佛盧勝彥法王與相關⼈員之名譽、形象，亦涉及刑法上之以⽂字
毀謗他⼈之誹謗罪，嚴重影響《真佛宗》之弘法與社會觀瞻甚鉅。
本案經《真佛宗》相關⼈員向台灣地⽅法院檢察署提出告訴，檢察
官於 2013 年 11 ⽉以「妨害名譽」罪嫌提起公訴，法官於 2014 年 10 ⽉
27 ⽇以「妨害名譽」、「散布⽂字誹謗罪」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期盼本判決之公告，能使「毀謗者」認知在網路訛傳與散播誹謗
《真佛宗》相關情事，已涉嫌台灣司法所認定之誹謗事實，已被刑事定
罪，並將⾯對其後「民事求償」之⾼度⾵險。
本判決伸張正義公理，期盼犯罪者能惕勵⾃新，改過向善，並盼所
有網路毀謗者皆能懸崖勒⾺，勿蹈法網，免受獄繫！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2014 年 1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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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流㈩方無盡燈－

助㊞燃燈 迎向光明大道
‧助印：蓮花一仲
‧迴向：身體健康
怨親退散
一切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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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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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祖先往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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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請根本傳承㆖師聖
年 香港普明同修會

1 月 18 日 星 期日 下 午 1 時

暨傳承灌頂
恭 請

蓮花少東㈮剛㆖師 主壇
釋蓮樑法師 蓮花碧霞講師 護壇

尊蓮生活佛放光加持
1 月 18 日 星 期日 下 午 6 時
賀普明同修會㈥週年聯歡晚宴
〜餐券即㈰起發售〜
㈥週年聯歡 晚宴㆞址:
香港㈨龍新界沙田㈫炭山尾街18-24號
沙田商業㆗心2樓（昇悅超級漁港）

普明同修會 法會㆞址
沙田㈫炭山尾街37-41號華樂工業㆗心B座9樓33室
（㈫炭㈫車站B出口步行15分鐘或A出口811綠色專線小巴）
•電話：（852）2616943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傳真：（852）26169424
•網址：www.hk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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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份 南摩無極瑤池㈮母
•4㈪份 南摩㈮剛薩埵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咕嚕咕咧佛母祈福護摩
祈福超度替身法護摩㈫供
南摩堅牢㆞神祈福護摩㈫供 •5㈪份 南摩高王觀世音菩薩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紅㈶神祈福護摩
•電話：1-718-639-2456
•6㈪份 南摩無極瑤池㈮母祈福超度護摩
•傳真：1-718-639-2496
南摩龍王菩薩祈福護摩
•信箱：tbs.fuyen@gmail.co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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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㈧白㈰】南摩堅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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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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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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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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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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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tions
welcome

1

第一方案：

普巴金剛橛

2

景泰藍
時輪金剛佛塔
第二方案：

普臂，各頭皆具三眼，背有雙
巴金剛身黑藍色，三頭六

翅。正面黑藍色，為大勢至菩薩
變化的金剛手菩薩；右面白色，
為文殊菩薩變化的大威德金剛；
左面紅色，為觀世音菩薩變化的
馬頭明王。
胸前雙手捧持金剛橛，右第一手
執九股金剛杵，第二手執五股金
剛杵，左第一手持火焰，第二手
持天杖。右二腳踩男魔背部，左
二腳踩女魔胸部。
手印：雙手外縛（或內縛），二
中指豎立相觸。
修法：需受密教灌頂，才可修法。
1.佈壇：普巴金剛壇城。在壇城
上供奉普巴金剛橛，插在米堆
上。並以供品供養。
2.唸滿10萬遍普巴金剛心咒。
3. 自己心中若有所祈願，唸心
咒：「嗡。別炸。幾里幾拉呀。
沙爾瓦。比嘎念。棒。吽呸。敕
令○○○。」

時輪佛塔是最稀有的佛塔，具
體特徵是佛教對宇宙的觀
念，時輪佛塔表達出圓滿清淨的
心性，塔的上部象徵著十地菩薩
的階梯，及佛菩薩身語意的內在
覺醒和寧靜開悟之狀態。
顯示出宇宙間普遍性原則的和諧
與完美。
時輪佛塔是屬於第九型的舍利
塔，代表密宗最高的時輪大法。
時輪大法是包括外部、內部和兩
者合一的方法。
外部是指宇宙無限的時光。
內部是指身體的脈輪。
觀修時輪金剛本尊密法，實踐內
在能量系統的淨化，身心靈達到
宇宙光明之間的相互和諧關係。

3

第三方案：

賓頭廬尊者

「

賓頭廬」尊者是住世阿羅
漢，為十六阿羅漢之首，
被稱為「福田第一」。
修行「賓頭盧尊者法」，最重
要的是「出離世間的心」。
修法：需受密教灌頂，才可修法。
手印：金剛合掌。
觀想：賓頭盧尊者。
心咒：爹耶他。嗡。牟尼。牟
尼。嘛哈牟尼。釋迦牟尼。沙娃
僧迦。巴咧不拉加。梭哈。
咒的意義是：
皈依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及一切
聲聞僧伽，一切污染變成清淨，
圓滿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