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宮的靈應
到了至高境界也能：
以天為壇城 (無佛像)
以心香召請 (無信香)
以心供最上 (無實物供)

成仙成凡自心現

歡迎索閱
贊助結緣

飛㆝仙㊛
掩燈羅幕無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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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慧者心無差別，平等無差別之心即是大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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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真佛㊪就是真，不排斥其他㊪派、不捨他法，
依善巧方便建立正法。

瑜伽焰口能解冤消業除障 ㈻習佛法能靜心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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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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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宮的靈應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5冊 《古里古怪集》

一入廟

陳嘉萍

盧輝

人潮洶湧

﹂

等

到台北一家餐

走起路一跛又一跛

劃了一

度生如

口

給

隨緣進入參拜一

上書：

香火不斷

遙向關聖帝君參拜

﹂

供品一桌又一桌

手上持香

香客如雲

僧尼誦經

看見香火鼎盛

路經﹁行天宮﹂恩主公廟

吃午餐

與師母

一次

有
廳
下

大殿內有法會
收煞

大殿外有許多穿著藍袍的居士
香客收驚

我說：

我看到一塊招牌

﹁我想進入大殿參拜關聖帝君
但

在大殿外

﹁香客止步﹂
我手持香

止

我後腳立刻像扭到一樣

帝君手持﹁青龍刀﹂把我的後腳跟

關聖帝君從後趕至追我

沒有想到︱︱

說完由偏門走了出來

﹂

中祝曰：﹁聖帝千秋萬歲
天

下
的

止

帝君說：
﹁止

1

失

伐

我轉頭問：
﹁帝君何事找我
帝君說：
若不來見

又如何劃我一腳？﹂

頂透三光

禮尚有

供品是禮

有虔敬之意

習慣也會成自然！

一般人行之久矣！突然間改變
去適應
然而
又

﹁見你來朝
﹂

火供︱︱護摩供品甚多

我們密教修供養法：

我說：

水供︱︱供品亦多

金剛

能意

空行

人們會沒有辦法

護法

以火燒供品及香

﹁何劃我一刀？﹂

菩薩

有香有供)
祈禱本尊降臨

以人間之禮儀敬佛

(儀軌繁多

煙供︱︱解怨親債主之怨心
勿落怨敵口誅筆

帝君答：
﹁吾是想告訴你
﹂

行止宜當心

諸天

但

(無佛像)

我說：
﹁多謝示警！﹂

以天為壇城

到了至高境界也能：

帝君與我拜別
兩隻腳才能正常走路

﹁以至高的境界

我且問：

(無信香)
只用手合掌

以心香召請

我到餐館

廢去用香拜拜

影響環保；供品

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

(無實物供)

行天宮

(太多香

詩：

聖賢亦

以心供最上

後來︱︱
我聽說
供品也不用了
人問我：

無無無又無

會得？﹂

﹁這樣行嗎？﹂

空空空又空

不食)

我如此回答：

有無都是風

證得平等性
有傳達之意

依傳統來說：
香是信香

2

燃佛心燈

飛天仙女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5冊《古里古怪集》

晚上睡在客房

客房如同小

窗明

小客廳

沙發

有一床一衛

曾至一佛寺做客
套房一般

畫中﹁飛

上有一幅﹁飛天﹂的

所以特別注意畫功

眉心有一

懸掛一捲軸
我個人喜歡畫

白色的壁上

非常雅緻

我
几淨
畫

唇如丹紅

天女眉清目秀

我

又有紅花紛紛飛

也有人說是散花天女

這﹁飛天仙女﹂手持五弦琴

天﹂衣褶飄飄
痣
下

我問迎我的僧人：
﹁這飛天何名？﹂
僧答：

﹁有人說是妙音天女

﹂

發

剛好看到照到

偶而一瞥其目

有一盞小燈

側睡)

看去

聞到棉被是香的

們只知道是飛天仙女
我睡時

枕頭也是香的
從臥的地方
(我是吉祥臥

再詳看這幅畫

﹁飛天仙女﹂的臉
我特別起床

覺仙女似乎動了一下子眸子
我﹁呵！﹂了一聲

3

依附鍊形

砰磕有聲

畫了一張﹁鎖符﹂

盜人精氣

再看：

我回到客房

無風彈起

貼於此畫後
才一貼下
整張畫

遂寂寂

跪下

呵了一口真

連窗扉皆震

且到處

待緣至

向我磕了一個

好好靜心修持

又令高中生精神分裂

我對畫中天女說：

過了一回兒

氣

天哪！
那美目居然眨了眨眼三下
我大駭
一夜無夢

我問：

回床睡覺

我見了住持方丈

我裝著什麼也沒看見
非常香甜
第二天清晨

﹁汝已殺一人

我將汝困住

﹁客房有何怪異？﹂

盜人精氣

盈盈笑

橫眸嬌態令人憐

詩：

我看到﹁飛天仙女﹂

﹂

方丈答：
這侍

好自為之
隨我而出

自然成就

有一侍者僧

頭

﹁天下本無事！﹂
我出了方丈室

後
一位高中

我師弟曾住該房

患勞瘵而死！還有一件

竟然精

動香靨

沒有一個月
﹂

成仙成凡自心現

掩燈羅幕無人見

自此

有情自結鳳樓歡

於是

春夢特多！﹂

欲考大學

被送至精神病院

至寺讀書

形神清瘦

﹁盧師尊！是有這樣事

者僧對我說：
來
學子
神分裂

此寺之僧人

侍者僧說：
﹁還有

﹁什麼春夢？﹂
床單濕了！﹂
來依附這﹁飛天仙女﹂

就明白了

﹁就是夢飛天仙女來入夢
我聽了

這明明有女鬼
成了依附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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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宮的靈感

飛天仙女

大智慧者心無差別 平等無差別之心即是大菩提心

二○一五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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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圖片提供 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瑤池金母護摩
灌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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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慧者心無差別，
平等無差別之心即是大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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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護摩主尊︱瑤池金母大天尊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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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中央研究院
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
士 ︿台灣省政府﹀祕書長鄭培富先
生及夫人韓霧珍女士 南投縣長候選
人林明溱立委代表︱李青材祕書 南
投縣長候選人李文忠先生 台中市議
員吳瓊華女士 台中市議員候選人王
立任先生的夫人 台中市議員候選人
謝賢先生的母親 南投縣議員簡景賢

07

【燃燈雜誌】

先生 草屯鎮鎮長洪國浩先生代表︱
鎮公所主任祕書劉秋露先生 南投縣
草屯鎮長候選人張經魁先生 草屯鎮
民代表沈玉貞女士 南投縣議員候選
人簡峻庭先生 草屯鎮鎮代表候選人
陳家財里長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
表︱陳蕙美女士 ︿僑委會海外信用
保證基金﹀董事長夫人︱薛王淑媚女
士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港區藝術中
心﹀主任張曉玲女士 ︿社團法人嘉
邑行善團﹀第六屆理事李明穎先生
林榮美女士 ︿宗委會﹀法律顧問卓
忠三律師 周衡醫師 ﹁真佛宗教授
團﹂︱王進賢教授 王醴教授 麥韻
篁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李懿倫博士 游江成博
士 梁超凡博士 ︿世界華光功德會
總會長﹀常仁上師 ︿華光功德會﹀
理事長李春陽先生 監事長任成先
生 祕書長吳春樹先生 南區會長邱
正義先生 ︿高雄市消防局新莊分
隊﹀洪聖儀隊長及同仁 ︽兩岸時
報︾總編輯鄒志中先生 名歌星辛龍
先生 知名舞蹈家劉真小姐
My
university classmate ︵我的大學同
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
人拿汀曾美婷女士 不丹南伽堪布
印尼︿大燈文化企業﹀董事長曾耀全
先生及夫人陳瑞英女士 ︿關島太平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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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島渡假村﹀代表︱鄭貽女士 ︿琦
品家俱生活館﹀負責人黃淑琦女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
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六祖壇經及
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蓮悅上師
主持人佩君師姐
My sister 盧勝

美 盧玉意及先生 盧幗英及先生
盧霓英
另外 感謝很多致贈花籃的貴
賓 謝謝大家 ︵名單如下：台中市
長胡志強先生 草屯鎮長洪國浩先
生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女

蓮生活佛盧勝彥回台後第一場法會主壇
以息災、增益、敬愛、超度殊勝圓滿的
瑤池金母主尊護摩法會。

士 臺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先生 台
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先生 立法委員
蔡其昌先生 台中市議員陳世凱先
生 謝志中先生 張耀中先生 台中
市議員候選人王立任先生 因致送單
位繁多 無法一一列名 在此一併感
謝所有單位 ︶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應
該講幾個不同的語言向大家問好 廣
東話是：你好！大家好！唔該！唔該
晒！︵廣東話：謝謝你︶どうもこん
にちは︵日語：你好︶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and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
安︶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
友 你好︶
Merci beaucoup ︵法
語：非常謝謝︶ 감사합니다︵韓
語：謝謝︶
︵泰語：
你好︶
Sa ú de ︵葡萄牙語：祝你
健康︶
I just say h llo ︵我在
此向大家問候︶
long time no
see 好久沒見到大家了！
一下子就是半年的時光 這一次
回來 是坐︿長榮航空﹀ 開飛機的
機長姓楊 他住在台南 也是我們
︿真佛宗﹀的同門 是他開飛機送我
回來的 他是蓮剛講師那邊的同門
就是他的學生啦！另外 有位空中小
姐 姓楊 是在林口︿寶聚同修會﹀
同修的同門 機長 空中小姐都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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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楊 也都是同門 ︿寶聚同修會﹀
的負責人叫做蓮右 是蓮右師兄 楊
小姐拿了一本蓮右師兄寫的文章給我
看 寫得很好 是佳作 我在飛機上
剛好把︿寶聚同修會﹀負責人寫的文
章看完 寫得非常好
這次回來得很輕鬆 但是 回到
台灣就不輕鬆了 一回來 稍微喉嚨
有點沙啞 是呼吸到台灣空氣的關
係 我在美國西雅圖時 喉嚨一直都
是很好 一回來 吸到台灣的空氣就
有一點沙啞了 再來 就是腸胃不太
舒服 差不多有一兩天沒有吃
東西了 所以我就禁食 這腸
胃不太舒服 可能是又吃到黑
心油吧！對不起！台灣的食安
問題 以目前這種現象來看
是非常嚴重的 影響了大家的
身體健康 這是不好的
其實 商人應該也要有
良知 我在機場的記者會上就
講了 這是良知的問題 良知
倒不是一定要有宗教信仰 不
是！我覺得 還是教育的環結
問題 小時候我們被教導﹁良
能﹂ 你出來這個社會做事
情 你必須要有很好的本事
要有技術 但是 良知也非常
重要 也就是﹁道德﹂ 很簡
單地講 就是要有﹁良知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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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道德﹂
以佛教的角度來看 製造黑心油
是犯了兩個戒 第一個是﹁殺生
戒﹂ 為什麼是殺生戒呢？你出產的
東西 違背了你的良知 良心跟道

〈高雄市消防局新莊分隊〉洪聖
儀隊長致詞時，以「別人不做
的，〈華光〉來做」來讚歎〈華
光功德會〉的義行。
德 把不好的東西賣給人
家 影響到人的身體健
康 可能導致生病 死
亡 這就是犯了﹁五戒﹂
當中的﹁殺生戒﹂ 很多
人因為吃了你賣的東西而
身體不健康 甚至死亡
這就是殺生戒 第二個就
是﹁偷盜戒﹂ 你賣假的
東西給人家 拿人家真的
錢 這個就是犯了﹁偷盜
戒﹂ 一個就是﹁殺生
戒﹂︱危害眾生的健康；
一個就是﹁偷盜戒﹂︱賣假的東西
騙取真的錢
這個問題的重點是在教育環結
只培養良能 沒有培養良知 所以
在教育上 對於道德 良心 良知

蓮生活佛暨〈華光功德會〉捐贈消防
警備車予〈高雄市消防局新莊分隊〉
，由洪聖儀隊長代表接受。

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不是宗教信仰
的問題
我是六十六歲的時候回來的 今
年是七十歲 從六十六歲到七十歲
都有半年的時間住在台灣 所以 我
也吃了不少黑心油 我在美國的
family doctor ︵ 家 庭 醫 師 ︶
Dr. 高︵高醫師︶就對我講：﹁你要
去照胃鏡 照腸鏡
﹂嚇得我趕
快跑回來 想去照胃鏡 腸鏡 但又
不敢 他們說：﹁沒有關係 就睡一
覺 醒來就統統都好了 ﹂
最後 我還是沒有去照 因為我
覺得自己活了七十歲 很夠了 足夠
了 很夠本了 我覺得生死跟我了無
關係 身體健康我也無所謂了 年紀
到了 當然會有身體健康的問題 還
有很多種種生命的問題 其實 生死
在我們宗教界來講 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大家都會死 請放心！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不管你是密
教的最大上師 最大活佛 最高成就
者 都難免要把自己的肉體給拋棄
掉 沒有一個人是能夠真正長生不老
的 你學道家的長生不老 但是 長
生不老也一樣要死 天底下沒有不死
的 所有的教主統統都一樣 逃不過
這個天法︱天的法律 釋迦牟尼佛
耶穌基督都一樣 就算耶穌基督有復
活 祂活過來還是要死 沒有不死
的 穆聖︱穆斯林 也是一樣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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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任何一個教主統統都會死 就算
你是一個大成就者 大活佛 時候到
了 也是要死
所以 聽到死 應該要非常高
興 非常歡喜 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
免除 大家都一樣 就算你當了總
統 你也要死嘛！你當了世界的領導
人 你也要死啊！不管你是富人 窮
人 不管你有沒有修行 不管你是乞
丐還是皇帝 統統一樣要死
一想到死 我就特別高興
So
happy
我常常對我的女兒講
I
am a old man, ︵我是一個老人︶
a senior ︵ 一 位 老 者 ︶
almost
die ︱接近死亡 所以 ﹁死﹂是我
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沒有一個人可以
例外 所以 想清楚啊！不用悲傷
All die ︱統統都死 這是最好的一
件事情
今天 第一次見面就跟大家談這
個﹁死是最好的事情﹂ 沒有比死更
加快樂的 為什麼？﹁有修行的死﹂
跟﹁沒有修行的死﹂是有差別的！有
修行的死 你可以到佛國淨土 可以
直接成佛 如果你明心見性 直接就
可以到佛國 直接就可以成佛；沒有
修行的死 還是要在六道輪迴當中繼
續輪迴 如果你轉世到三惡道 那就
很慘了！
業障很輕的 你可以轉到天道

到人道；如果你是希望再來度化眾生
的 你就能夠乘願再來 所以 人生
很好玩啊！真的！這個人間 非常有
趣 非常好玩 大家來這一趟 大家
都是來玩一玩 開開心啦！吃 喝
拉 撒 一切的人生都非常好 快樂
得很 只是不要有痛苦
當然 人生是苦多於樂 因為苦
多於樂 你就知道人間有時候也不好
玩；既然不好玩 那要怎麼樣呢？當
然是要解脫這個人生或者是天上的快
樂 想要完全解脫的話 你就要懂得
怎樣去修行 這就是今天我們在這裡
聚在一起的原因
我一回來台灣 就剛好碰到選
舉 我一看這個選舉 哇！這麼好
玩 這個罵過來 那個罵過去 每天
都編新的 這個不得了 選舉很厲
害 不只是罵本人 還罵家庭 還罵
三代 哇！祖宗八代全部罵了！真
的！好熱鬧啊！打開電視一看 喔！
台灣太好玩了 美國不好玩 美國是
﹁好山 好水 好無聊﹂ 台灣是
﹁又髒 又亂 又好玩﹂
我們今天是做瑤池金母的護摩
瑤池金母是我的本尊 大家都認識
的 我是受瑤池金母開天眼的 開了
天眼以後 就懂得了很多很多 第一
天晚上 就遊遍了天上跟地獄 全部
都走遍了 了解到很多事情 現在也

開悟了；開悟之後就了解更多 全部
都了解 全部都明白 這個才叫做開
悟 明白 開悟了以後 就無有恐
懼 沒有顛倒妄想 一個開悟的境界
就是這樣子的
瑤池金母是我第一個相應的本
尊 還有阿彌陀佛 地藏菩薩 祂們
是我的三本尊 瑤池金母是我的第一
個本尊 我個人雖然修密教 但是瑤
池金母是我第一個相應的本尊 我不
能 夠 忘 本 所 以 我 剛 才 講 Golden
Mother give me the power ｜金母賜
給我力量 我一定是奉請我的根本上
師加持我 請我的本尊給我力量 請
我的護法擁戴我；你們也一樣要這樣
子祈禱 請你的上師加持你 請你的
本尊賜給你力量 請你的護法擁戴
你 讓你產生光明 讓你能夠修行得
成就 能夠相應 能夠往生佛國 能
夠到淨土 能夠直接成為本尊 這是
非常重要的！
我雖然修密教 但我這個人不忘
本 可以講祂就是我的根本本尊！我
對傳我法的師父 我都非常恭敬 一
直頂在頭頂上 我有皈依過很多的師
父 我從來不批評我的師父 從來不
違背師父的旨意 從來就不忘師父的
恩惠 我頂上頂的是我的根本上師
有﹁紅教寧瑪派﹂的了鳴和尚 ﹁薩
迦派﹂的德松仁波切 ﹁白教噶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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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還有
﹁黃教﹂的吐登達爾吉上師；我有這
四個教派的傳承
還有一個非常祕密 重要 在寂
靜之中三昧地的一個傳承 就是﹁蓮
華生大士﹂給我的傳承！我講過 蓮
華生大士是蓮花化生 所以祂也是蓮
花童子！怎麼會沒有蓮花童子呢？一
定有蓮花童子的 蓮華生大士就是蓮
花童子 另外 香巴拉淨土的第二個
國王就是白蓮花王 白蓮花王也就是

？！

蓮花童子 阿達爾瑪佛傳﹁大
手印法﹂給寶意童子 寶意童
子也是蓮花童子 可以講是噶
舉派﹁大手印法﹂的第一個祖
師 寶意童子就是蓮花童子
沒有想到吧！所以 今天講的
密教﹁大圓滿法﹂ 就是蓮華
生大士的真傳
講一個笑話吧！有一
天 小明講：﹁我爸爸在公車
上會讓人 你爸爸會嗎？﹂小
華講：﹁不會！﹂小明就問：
﹁為什麼呢？﹂小華就講：
﹁因為他是公車的司機 ﹂
師尊這個法座會讓人家
坐嗎？會！但是師尊在的時
候 這個法座會讓人家坐嗎？
不會！因為師尊是司機 師尊
是開︽真佛宗︾這輛火車的
人 我是司機 我要把整個火
車的人載到佛國淨土去！你們
知道嗎？我就是司機耶！
我在美國西雅圖時 常
常唱歌給三歲的平兒聽 就是
﹁坐火車﹂ 我唱一下看看
看看還記得嗎？﹁小板凳呀排
一排 小朋友呀坐上來 呀坐
上來 呀坐上來 我們的火車
就要開 我叫司機把車開 轟
得兒隆咚 轟得兒隆咚 轟得
兒隆咚 嘟 ﹂我就是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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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我開的是密教的火車 你們只要
修︽真佛宗︾的密法 你們坐上這一
部火車就可以到佛國淨土！
開學了 新入學的一位小朋友第
一天上學 他哭得很可憐 老師就問
他 小朋友回答：﹁我不喜歡學校
可是以後我得天天來這裡 一直到十
五歲 ﹂老師就安慰他講：﹁我比你
更可憐 我得天天來這裡 一直到六
十歲 ﹂
告訴大家 你們修行 不要以為
自己很可憐 師尊比你們更可憐 你
們有事情可以不來︿台灣雷藏寺﹀
家裡有事很忙 今天剛好有宴會 你
們就能夠不來 但是 師尊一定要
來 我比你們更可憐啊！你們來︿台
灣雷藏寺﹀當然很辛苦 一大早就坐
遊覽車 哇！好辛苦！有的是從國外
來的 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
people from so many countries
come
to
Taiwan
Lei
Tsang
Temple ︵有各國的人來到︿台灣雷
藏寺﹀︶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 你
們有時候可以不來啊！我發現 有幾
位是常常看到的 他們今天就沒來
啊！因為他們很忙 所以 我比你們
更可憐 我再怎麼忙都一定要來 為
什麼？因為這輛火車不能不開啊！
我是蓮華生大士直傳 真傳的
欸！你們不要以為蓮華生大士是很多

年以前的事 釋迦牟尼佛過往 圓寂
了 後來 蓮華生大士出生了 是阿
難尊者給祂剃度的 是迦葉尊者給祂
袈裟的 祂活了很久 祂到西藏弘法
五十年 咦！我是什麼時代的人？怎
麼會得到蓮華生大士的真傳？因為蓮
華生大士有講過 你只要持祂的咒
修祂的法 祂就會現身在你面前
蓮華生大士現身在我面前 這就
是﹁最寂靜的祕密傳承﹂ 所以 我
有蓮華生大士的真傳 是真正的傳
承 我受過﹁大圓滿法﹂的灌頂 在
人間 我是受了鳴和尚給的﹁大圓滿
法灌頂﹂ 在時間跟空間都沒有的境
界之下 我受了蓮華生大士給我的傳
承灌頂｜﹁大圓滿法灌頂﹂！
所以 我是開火車的司機 不能
不來 司機今天如果不來 大家上了
火車要到哪裡去啊！我是最可憐的
有一個記者問一個有錢的人：
﹁你這麼多錢 你不怕小偷 強盜搶
你嗎？﹂這個有錢人講：﹁不怕 我
把錢都捐給︿紅十字會﹀了 別說小
偷 強盜 現在全世界上的人都不知
道錢哪裡去？﹂
告訴大家 我們修來的資糧是所
有小偷跟強盜都拿不走的東西 永遠
是你自己的 你有多少修行 就有多
少資糧；你做了多少善行 也是你的
資糧；你會遇到真正的修行人傳授密

法 你可以得到成就 這個也是你自
己本身的資糧 我們的資糧在天上
不在人間；人間的錢會消失掉 你再
有錢 你也拿不走一毛錢 大家都知
道的 但是呢？沒有錢萬萬不行！在
人間 錢也是有一點好處 有了錢
很多事情都可以走得通 尤其在印度
尼西亞
上回 我講過一個笑話 巴西的
部長邀請印尼的部長到巴西 印尼部
長一看到巴西部長的房子：﹁喔！你
的房子好豪華 好棒！你是怎麼賺
的？﹂巴西部長就打開一個窗子：
﹁你看到沒？那是一條橋 只是做了
一半 這樣 你明白嗎？﹂這個印尼
部長就說：﹁喔！我明白了 一條橋
只做了一半 ﹂印尼部長回到印尼之
後 他邀請巴西部長去他家 ﹁哇！
皇宮啊！不得了 是皇宮欸！﹂印尼
部長就打開窗子給巴西部長看：﹁你
看到橋了嗎？﹂窗外根本就沒有橋
我們講︽密教大圓滿︾︵盧勝彥
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段內容：
﹁蓮生上師 在真正得到﹃蓮華生大
士﹄的真傳之後 如同西藏宗喀巴大
師一般 非常悲痛正法的不興 密宗
假法充斥 假上師充斥 歪曲佛理
甚至有些假上師祇圓滿自己的利益
沒有大菩提心及智慧 不但未發揚佛
法 而且用﹁妄說﹂來毀滅佛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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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慈憫眾生的沉淪 不得不登高一
呼 希望運用﹃蓮華生大士﹄的無上
智慧 圓滿了一切大小乘心要的一切
密義 寫出了密宗修法的一個真正的
次第 ﹂
這本︽密教大圓滿︾幾乎是在三
十幾年前寫的 那時候 台灣還沒有
密教盛行 我就寫出來了 現在 密
教已經在台灣非常盛行 但是我寫這
一本書的時候 密教還沒有盛行 密
教裡面當然還是有假的上師 而且是
只圓滿自己的利益 這是不好的現
象 當了上師 必須要發大菩提心以
及智慧 不能妄說 不能講假的話
自己要懂得心 像十六世大寶法
王噶瑪巴 祂就是一個自心明白的金
剛 做一個自心明白的金剛 非常重
要 你要了解自己的心 這是最重要
的！﹁明心﹂就是了解自己的心 了
解宇宙的真理 叫做﹁明心﹂ 也叫
做﹁開悟﹂ 然後 你繼續修行氣
脈 明點 然後見到自己的佛性 這
才叫做﹁見證佛性﹂ 你能夠見證佛
性之後才能夠成佛 才能夠有成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段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意
思 ﹁蓮生上師 在真正得到﹃蓮華
生大士﹄的真傳之後 如同西藏宗喀
巴大師一般 非常悲痛正法的不興
密宗假法充斥 ﹂事實上 密宗假法
是有的 因為有很多﹁雜密﹂ 什麼

知名歌星辛龍先生與舞蹈家劉真小姐賢伉儷。

叫做﹁雜密﹂？雜密不是真正的密
法 雜密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好像是
在作法方面的一種雜密
另外 還有很多上師不是真實的
上師 他是沒有發菩提心的上師 真
實的上師還要有智慧 所謂的智慧就
是可以讓你們開悟 讓你們明心見性
的智慧 也就是佛的智慧 如來的智
慧 不可以用妄說來毀滅佛法 要慈
悲眾生的沉淪
蓮華生大士有無上智慧的 祂後
來所有挖掘出來的伏藏 都是非常有
智慧的 有很多真正的佛理都在伏藏
的法裡面 可以圓滿一切大乘 小乘
心要的一切密義 然後寫出了密宗修
法的一個真正次第
講一個笑話吧！小華在作文簿上
寫﹁我的家﹂ 他說：﹁我的家有爸
爸 媽媽和我三個人 每天早上一出
門 我們三個人就分道揚鑣 各奔前
程 晚上又殊途同歸 爸爸是建築
師 每天在工地上比手畫腳 媽媽是
售貨員 每天在商店裡面招搖撞騙
來者不拒 我是學生 每天在教室裡
面目瞪口呆 充耳不聞 我家的三個
成員臭氣相投 家中一團和氣 但我
成績不好的時候 爸爸也同室操戈
心狠手辣地揍得我遍體鱗傷 五體投
地 媽媽在一旁視若無睹或袖手旁
觀 從來也不曾見義勇為 有時候甚
至助紂為虐 ﹂老師問小明：﹁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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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成績不好的話 你父母怎麼懲罰你
呢？﹂這個小華就講：﹁八十分以下
是女子單打 七十分以下是男子單
打 六十分以下是男女混合雙打 ﹂
我們的家 師尊是司機 那麼開
著︽真佛宗︾的列車在跑 我們是一
團和氣 不是臭氣相投 是一團和
氣 師尊不會打人 我這個人從小時
候一直到長大 到結婚 到有小孩
到有孫子 我沒有打過小孩 我從來
沒有打過小孩 沒有打過孫子 因為
我小時候被打怕了 所以知道被打很
痛苦 所以我以後不會打小孩
告訴大家 師尊有柔軟的心！你
儘管罵師尊 毀謗師尊 汙辱師尊
調侃師尊 諷刺師尊 怎麼樣子弄都
可以 師尊絕對不會還手 但是 這
裡的金剛護法打你 那我也沒辦法阻
止 金剛護法打你 那是金剛護法；
我們有些同門也都是金剛護法 他們
要打你 我也沒辦法阻止啊！我只能
幫你唸唸咒 幫你祈福吧！希望大家
能夠有緣在一起 都是好的緣
這世界上 講實在話 這些﹁逆
加持﹂都是我的功德主 是很重要
的 如果沒有這些逆加持 沒有這些
毀謗 這些侮辱 這些調侃 這些嘲
諷 就不會成就師尊！那是一種歷
練 教我修行﹁無生法忍﹂ 教我修
行﹁忍辱波羅蜜﹂ 教我修行 所以

說 他們才是我的真正功德主 我還
是要感謝這些同門 雖然現在他們不
承認 但過去是同門 我還是承認他
們 只要有緣 師尊一定度到你！
所以 做一個有智慧的行者 要
很明白 很清楚地知道 眾生一律都
是平等無差別的 這一點很重要 你
能夠有平等無差別的心 就不會拿假
的東西去騙真的鈔票 在座的 有些
人是我再世的父母 累世的父母 累
世的親人 因為是親人 才能夠聚在
一起！你們都是我的親人 都是最可
愛的人
所以 一個真正的大智慧者 一
定是平等無差別心的人 不可能捨棄
一個人 因為每一個有情眾生都是你
的親人 都是你可愛的親人 可尊敬
的人 你不可能去傷害他 不可以
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
學佛的人懂得平等無差別心 這
個是代表著一個大菩提心 佛的平等
智 大圓滿智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智
慧 悲憫眾生的沉淪 圓滿了一切大
小乘心要的一切密義；不能妄說 要
有大菩提心 即佛如來的智慧 這是
最重要的
我們一切的資糧在天上 不在人
間 請大家記住 今天跟大家說法的
最主要法義 就是在這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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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區各分堂聯合敬獻法會供養予根本傳承上師
蓮哲上師敬獻哈達

2014
Nov.

29

■文字整理∕圖片提供 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蓮花童子護摩
灌頂：傳承灌頂、根本上師相應法
還淨法、最速捷相應往生法
真佛米供法施觀、五大成就法
蓮生上師金剛髮鬘法

真佛㊪就是真，不排斥其他㊪派、
不捨他法，依善巧方便建立正法。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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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護摩主尊︱蓮花童
子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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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印度尼西亞
︿佛教宗教司﹀司長達喜金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
人陳旼旼女士 ︿國防部後備指揮
部﹀上校政戰副主任潘岱勛先生
︿台灣省政府﹀祕書長鄭培富先生及
夫人韓霧珍女士 台中市議員吳瓊華
女士 ︿宗委會﹀法律顧問卓忠三律
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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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森隆博士 ︿財團
法人賴樹旺基金會﹀
執行長李滿春先生；
﹁真佛宗博士教授
團﹂王進賢教授 王
醴教授 洪欣儀教
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林秀
菊教授 葉淑雯教
授 游江成博士
梁超凡博士 林峻
安醫師；台北市闕
枚莎議員顧問｜闕
慧玲女士 台南市
蔡旺詮議員代表 ︿世界華光功德會
總會長﹀常仁上師 台灣區︿華光功
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先生 不丹｜南
伽堪布 馬來西亞砂勞越美里︿海龍
寺斗母宮﹀青龍住持及同行人員 名
節目主持人邰智源先生 名歌星辛龍
先生 知名舞蹈家劉真小姐 我的大
學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
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督雷豐毅先生
及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 ﹁大圓滿九次第 喜金剛
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節目製作人
蓮悅上師
my sister ︵ 我 的 妹
妹︶盧勝美女士
感謝致贈花籃的貴賓：台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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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根本手印

候選人連勝文先生 台中市長胡志強
先生 由於致贈的單位很多 所以一
併致上感謝
Thank
you
for
coming
everybody ︵感謝大家來︶
Good
afternoon ︵英文：午安︶ どうも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감사합
니 다 ︵ 韓 語 ： 謝 謝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 你好︶
Merci beaucoup ︵法語：你好︶
Sawadikap ︵泰語：你好︶你好 大
家好！︵廣東話︶唔該 唔該晒！
︵廣東話：謝謝你︶ 謝謝大家蒞
臨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今天是做蓮花童子的護摩 大家
都知道蓮花童子 不用再多解釋了
每一個人都知道蓮花童子 ︽真佛
宗︾的弟子 沒有人是不知道的 另
外有一點 上個禮拜 我說我從來不
打小孩 但是 小孩子打我 這個
﹁小孩子﹂不是指佛青 佛奇 不要
誤會 他們不但不敢打我 只要我講
一句話 他們馬上就會去做 我講的
﹁小孩子打我﹂ 意思是說我這個做
師父的 就算是一個﹁大人﹂ 而所
謂的﹁小孩子﹂就是指我的﹁學
生﹂
有一句話講：﹁一籃子的蘋果
總有幾個是爛的 ﹂所以 一個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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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裡 總有幾個是調皮搗蛋的
像我們這樣的一個 Big Group ︵大
團體︶︱ True Buddha School ︵真
佛宗︶ 當然也有很多逃學的 離家
出走的 一去不回的 以及很多招搖
撞騙的學生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有五百萬人 難免有些是招搖撞騙
的 離家出走的 也有一些在佛教裡
面稱為焦芽敗種的
當然 他們離開︽真佛宗︾ 其
實是不要緊的 再回來就好；但是
他們是來一個﹁回馬槍﹂ 所以 師
尊經常﹁中槍﹂ 這是難免的事情
古代的聖賢也是這樣子 都會有這種
事情發生 何況是現代 這種事情非
常平常；所以 我就稱為是﹁小孩子
打我﹂ 不是指佛青 佛奇打我 師
母特別打國際長途電話給我 要我聲
明這一點 為佛青跟佛奇︵師尊的女
兒 兒子︶
Jaden 跟君君︵師尊
的孫子 孫女︶特別聲明 不是他們
打我 是我的學生打我
我在說法的時候 都沒有這種感
覺 但是 聽的人有這種感覺 感覺
好像是說佛青 佛奇打我 他們哪敢
啊！我沒有打他們已經很好了 他們
哪裡敢打我 對不對？
事實上 我對於我們︽真佛宗︾
的弟子 我也不敢罵 講一句坦白
話 現代的師父最怕﹁弟子﹂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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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與馬來西亞砂勞越美里〈海龍寺斗母宮〉
青龍住持（左三）及同行人員合影留念。

字 因為不能罵啊！罵了 他就走
了 如果是用打的 那還得了 他會
告耶！對不對？所以 不能罵 我不
罵 至少弟子偶爾還會給一點供養
︵師尊笑 眾笑︶ 罵他等於是斷了
自己的財路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師父最怕的就是學生
I'm so scared of my students
︵我很怕我的學生︶ 現在的學生比
較好當 當老師的就不好當了 問一
問﹁真佛宗博士教授團﹂的教授們就
知道了 他們也是很委屈的 師尊也
是很委屈的
師母打國際長途電話叫我要特別
聲明這一點 佛奇 佛青 盧弘 盧
君 都是我最愛的 另外還有一個更
愛的 就是師母 對於師母 那是沒
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因為她幫助︽真
佛宗︾從一開始一直到現在 四十個
年頭 她一直在護持
對於她這一次沒有回來台灣 我
感到非常難過 很多人問我：﹁為什
麼師母沒有回來呢？﹂因為 Family
Doctor ︵家庭醫師︶對她說：﹁妳
再做下去的話 妳會過勞 瘦到剩一
隻骨︵台語︶ 越來越瘦 ﹂聽說
我回台灣之後 她在西雅圖的每天晚
上都非常好睡 最近有胖起來了！她
跟我說 我一離開 她就非常好睡
當然 我是很懷念師母的
這一次 我回來的第二天就開始

咳嗽了 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好 但
是 只要我上法座 咳嗽就會好︵眾
鼓掌︶ 這個很怪啊！我一上法座
坐在法座上面 我的聲音就恢復正
常；我一下法座 在沒有上法座的時
候 就會一直咳 咳個不停
有弟子聽到師尊咳嗽 心裡就很
傷心 有一次 我打電話回美國西雅
圖 我一直咳 一直咳 咳個不停
對方聽了就一直哭 一直流眼淚 真
的！我現在連打電話都不行 我打電
話都會咳嗽 所以 我最近很少
make phone Calls ︵ 打 電 話 ︶
Because of cough heavy ︵ 因 為 咳
嗽得很厲害︶ 是很嚴重的咳嗽 廖
大使也知道 那天吃飯的時候 我一
直咳嗽 咳得很厲害
大家看我現在都沒咳嗽 會覺得
很奇怪？欸！我一坐在法座上 什麼
咳嗽都沒有 人好像是好好的啊！但
是 我的 cough, no kidding ︵咳
嗽不是開玩笑的︶
It's true
︵是真的︶ 的確是非常真實的 咳
嗽得很厲害 但一上法座就不咳 怎
麼回事呢？
我拿金剛鈴會放光 我比手印也
會放光 全身的光都出來了 有夠奇
怪的啦！是不是椅子的關係呢？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樣︶可能是所有的弟子加持我
嗡嘛呢唄咪吽 非常感謝所有的︽真

佛宗︾弟子加持我 讓我一坐上法
座 就不會咳
我們講︽密教大圓滿︾︵盧勝彥
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段內容：
﹁蓮生上師創立﹃靈仙真佛宗﹄ 並
不是自立個別特殊的宗派 而是發揚
佛理 諸善奉行 不排斥其他宗派
也不捨其他法 而依善巧方便來建立
一切正法 這﹃靈仙真佛宗﹄就是佛
教 道教 甚至任何宗派的助緣 ﹂
在﹁大圓滿法﹂裡面 重點在一
個﹁真﹂字上面 我的人不隱瞞 就
像我咳嗽一樣 我會講出來 不像有
些人不敢講出來 我下飛機的第二天
就開始咳嗽 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好
什麼藥都吃過了 任何一個祕方都吃
過了 也去看了耳鼻喉科的醫生 也
讓許鴻春師兄看過了 他是中醫師
他也開了西藥房 他給我中藥 也給
我西藥 也給我龍角散 也給我化痰
散 止咳散 什麼散全部都吃了
我吃了差不多上百種藥 反正不
管了 人家給我的統統都吃了 哇！
差不多有半碗的西藥 紅 白 黃
花 綠 藍 紫 全都吃下去 什麼
種顏色的藥都吃了 在上法座之前
我還是在咳嗽的 甚至剛上法座的時
候 我也在咳嗽 但一講話就不咳了
︵眾鼓掌︶
我跟大家講
這 就 是 True
Buddha School 的﹁ True ﹂！我的

21

【燃燈雜誌】

人就是像童子一樣 沒有隱瞞 絕對
沒有隱瞞
我知道是瑤池金母讓我咳嗽 瑤
池金母可能有別的意思在 所以 昨
天我就跟瑤池金母講：﹁你讓我咳
嗽 明天我就信基督教 ﹂︵師尊
笑 眾笑︶我本來就是基督教徒嘛！
不過 我以前跟祂講：﹁我跟瑤池金
母相應 那相應了 瑤池金母就是
我 我就是瑤池金母 那我咳嗽 瑤
池金母也咳嗽 你難道喜歡你自己咳
嗽嗎？你喜歡嗎？﹂所以 我之前那
次的咳嗽很快就好了
這一次 我用同樣的方法對瑤池
金母說：﹁我和你相應了 那我咳嗽
就等於你咳嗽 你喜歡咳嗽嗎？﹂但
是 祂這一次不理我︵師尊笑 眾
笑︶ 沒有辦法 我昨天就想出絕
招 好！你再讓我繼續咳嗽的話 我
就去信基督教︵師尊笑 眾笑︶
我會背聖經的 在︽新約全書︾
裡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這是
四個聖者的﹁四福音書﹂ 還有︿使
徒行傳﹀ ︿歌林多前書﹀ ︿歌林
多後書﹀ 還有很多章節 ︽新約全
書︾有很多章節 我以前都會背
︽舊約全書︾一打開就是創世紀 中
間就是詩篇 我以前是查經班的老
師 ﹁既然瑤池金母讓我咳嗽 我明
天就去洗禮 重新洗禮 然後我去信

基督教 我要唸阿門 我不要唸阿彌
陀佛 唸阿門比較輕鬆 唸阿彌陀佛
還要四字 ﹂喔！祂聽到也不理我
這一次氣死我了
不過 我講的是真的 是真實
話
True Buddha School 的
True 就是﹁真﹂ 當初瑤池金母帶
我去看我自己的前世︱蓮花童子 那
是非常清楚的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
忘掉 這是真實的 我這個人講話
絕不欺騙眾生 我看見我自己的前
世 就講我看見自己的前世 這是我
四十年來 唯一支撐我的精神力量
全部都在這﹁真﹂字上面
蓮花童子絕對不虛偽 不造假
不妄語 我跟大家保證 我上過天
堂 下過地獄 我到過摩訶雙蓮池
我真正的見到了蓮花童子 聽到了蓮
花童子 完全真實不虛 我們︽真佛
宗︾的立足點就是在一個﹁真﹂字上
面
請大家注意 師尊不妄語 你們
要有這個信 我很盼望你們的信一直
道心不退 一定會有成就 大家不要
看我的不好行為 我的行為有善的
也有惡的 如果你們看到我不良的行
為 請不要退道心 師尊當初所看見
的 所聽到的 所學的法 一切都是
真實無虛；你們相信我這一點 不要
看我的缺點 要看我的優點 看我當

初的出發心 ︽真佛宗︾的﹁真﹂字
就是非常真實的 我本人很清楚明白
這一點
True Buddha School 確實
就是﹁真﹂ 絕對不會有假！
講 個 笑 話 父 親 問 Bill ：
﹁ Bill
你長大了要做什麼？﹂
Bill 想 了 一 想 ： ﹁ 我 要 當 個 銀 行
家 我從今天開始就準備 好嗎？﹂
父親非常高興地說：﹁太好了！快告
訴爸爸 你要準備什麼做？﹂
Bill 眨眨眼：﹁請爸爸 媽媽 外
公 外婆 每天都來我這裡存錢 ﹂
這就是銀行家的準備工作 銀行家剛
開始的時候 就是要請每個人都到他
那裡去存錢
師尊不是銀行家 師尊的銀行是
開在摩訶雙蓮池 那是真實的摩訶雙
蓮池 是真實的淨土 那個淨土是真
的！所以 你們要存你們的資糧 你
要存在天上 把你自己所有好的資
糧 善的資糧 全部存在摩訶雙蓮
池 摩 訶 雙 蓮 池 是 West So Happy
Buddha Country ︵西方極樂世界︶
最 大 的 bank ︵ 銀 行 ︶
那個
bank 是真正的銀行 其他的銀行都
是假的
再講個笑話 話說從前有個國家
發生戰爭 百姓們爭先恐後去買麵
包 有個人排了兩個小時的隊伍還買
不到麵包 生氣地對後面的朋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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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弘願深
憫念眾生下凡塵

﹁豈有此理！﹂他眼神充滿了憤怒：
﹁我要去暗殺總統 ﹂說完就走了
半個小時以後他又回來排隊買麵包
這個時候這個朋友問他：﹁你不是去
暗殺總統嗎？怎麼又回來了？﹂他
講：﹁因為暗殺總統也要排隊！﹂之
後又緩緩地說：﹁而且排的隊伍比買
麵包還長！﹂
當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 就是必
須要用﹁真誠﹂去對待所有的人 尤
其是一個宗教團體的領導者 更是必
須要以最真誠的心去對待眾生 必須
要把每一個人都當成佛一樣看待 這
是 Saint Teresa ︵聖德蕾莎修女︶
的精神 聖德蕾莎就是以這樣子的心
去對待眾生 祂把每一個病患 每一
個窮苦的人 每一個眾生 都當成上
帝
當一個領導者 你要做到非常真
誠地對待你自己的弟子 把所有的弟
子 都 當 成 Buddha ｜ 佛
Bodhisattva ｜菩薩 把所有的弟子
當成佛 菩薩來侍奉 這一點也就是
﹁真﹂ 也就是真誠 如此一來 這
個領導者就會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這
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你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是你最尊
敬 最仰慕的人 你要把所有的人都
當成佛 用這樣子的心對待他們 就
像 Saint Teresa 一樣 祂就是把所
有的人都當成上帝 用這樣子的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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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他們 所以 Saint Teresa 真的
可以稱做是﹁聖﹂ 因為祂把所有的
人都當成上帝
今天 師尊也要學習祂的精神
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佛菩薩 這個就是
﹁真﹂ 也是︽真佛宗︾的﹁真﹂
另外 我們沒有派別之分 既然把所
有的人都當成佛菩薩 那其他宗派的
領導人 其他宗派的弟子 甚至於異
教徒 你也要把他當成佛菩薩 這樣
子一來 這個世界就和平 三民主義

就可以實現了 孔子的世界大同就可
以實現了
講個笑話 在白色情人節的第二
天 小慧因為背痛到醫院去看診 她
問：﹁醫生 為什麼我的背部會那麼
痛？﹂醫生看了之後搖一搖頭 小慧
緊張地問：﹁怎麼了？﹂醫生問說：
﹁你昨晚是不是跟你的男朋友去約
會？﹂小慧說：﹁對！﹂醫生又說：
﹁你們到墓仔埔︵台語 ﹁墳場﹂之
意︶約會 對不對？﹂﹁對！﹂小慧

不好意思地回答 醫生問：﹁你們有
過度的激烈運動嗎？﹂小慧講：﹁醫
生你好厲害喔！怎麼都知道？﹂醫生
講說：﹁因為你的背部浮現了﹃顯考
王公之墓﹄！﹂這個不是算出來的
這是有憑有據才推斷出來的
我們︽真佛宗︾一樣也是有邏
輯 有推理的 為什麼是﹁真﹂？大
家記得以前的一位馮馮居士嗎？馮馮
曾講：﹁你盧勝彥講你的宗派叫︽真
佛宗︾ 那其他的佛教都是假佛宗
嗎？﹂我說：﹁不是的 其他的宗派
也是﹃真佛宗﹄ ﹂一切都是
﹁真﹂ 盧師尊這裡是﹁真﹂ 別的
宗派也是﹁真﹂ 因為釋迦牟尼佛的
確是聖者 是悟者 是覺者 祂是真
的佛陀 所以一切都真！
這是要靠邏輯跟推理的 你們要
靠邏輯跟推理的智慧去想 才能夠想
得出來 這個︽真佛宗︾不是嘴巴講
的 你必須要有邏輯 能夠推理 盧
師尊是確實看見 確實聽到 確實遊
遍了摩訶雙蓮池 我到了諸天 都是
非常真實的 所以才叫做﹁真﹂ 佛
陀祂悟到了 祂已經是一個覺者 這
個也是真 所以 都是真 並沒有
假
市長帶著兩個隨從爬山 不慎掉
入懸崖 三人同時抓住一根藤條 但
藤條不能承重三個人 市長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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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誰願意鬆手？﹂兩個隨從同時答
道：﹁我們都不鬆手 ﹂市長無奈地
講：﹁好吧！既然我是市長 捨己救
人是應該的 你們獲救以後要好好地
工作 不要辜負市政跟人民的期望
好！我的話講完了 ﹂話聲剛落 兩
個隨從立刻鼓掌
師尊是這樣子的 師尊如果跟所
有的同門在一起 寧可讓同門都到摩
訶雙蓮池 師尊本身信過基督教 有
耶穌的精神 耶穌說：﹁羊在前面
受傷的羊在我手上 我是牧羊人 趕
著羊到了天堂 我是最後一個到天堂
的 ﹂我希望︽真佛宗︾所有的弟子
全都到摩訶雙蓮池 師尊才上摩訶雙
蓮池！
師尊有犧牲的精神 我已經咳嗽
半個月 今天還是不請假 一定要上
法座 一定要說法 一定要把護摩辦
好 一定要加持大眾；先把眾生的病
全部治好 眾生的病治不好 師尊的
咳嗽就不好
一個父親臨終前把兒子們叫到床
前 慢條斯理地從床下拿出一雙筷
子 大兒子見狀 一把就把它折斷；
父親再拿兩雙筷子 老二也把它折
斷；父親再拿出三雙筷子 三兒子也
把它折斷；最後拿出僅有的一把 最
小的四子也迅速把筷子折斷 還說：
﹁爸爸 你是要告訴我們團結是最重
要的嗎？﹂快斷氣的老爸說：﹁這些

筷子是 是 是 乾隆皇帝用過的
可以換很多錢啊！﹂
你們大家要了解師尊的本意 師
尊講什麼 你們要聽清楚 不要誤
解 ︽ 真 佛 宗 ︾ ︱ True Buddha
School 就是﹁真﹂ 在這世界上
什麼最值錢？只有﹁真﹂是最值錢
的 其實 鑽石不值錢 黃金也不值
錢 鈔票只是政府承認的 我們︽真
佛宗︾的鈔票很多 ︽真佛宗︾要幾
億都有啊！但 那是印出來的 只有
我們承認它是幾億 只要︽真佛宗︾
承認說這幾億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就像政府承認它印出來的鈔票是真
的 那就是真的
今天 師尊講︽真佛宗︾是真
的 最值錢的就是︽真佛宗︾的這個
﹁真﹂字 如果你道心堅固 保證有
成就 你們看 今天師尊在這裡說
法 一聲咳嗽都沒有 這就是﹁真﹂
的啦！等一下我下法座就會咳嗽了
上個禮拜我說法的時候也都沒有咳
嗽 但下法座就咳嗽了
一個喝得醉茫茫的阿伯跑到
TOYOTA 汽車銷售中心 大搖大擺地
從口袋裡面掏出兩千元 給我來一部
Camry 業務員驚恐地講：﹁阿伯
你的錢不夠欸！﹂阿伯臭屁地說：
﹁外面不是寫著 Camry 2000 嗎？﹂
業務員講：﹁阿伯！你出門右轉 那
家的賓士才 500 ！﹂這個 2000

500
都不是真的；告訴大家
True Buddha School 的 True 才 是
真的！
媽媽說：﹁你看你房間跟豬窩一
樣亂 還不趕快去打掃！﹂兒子就回
答：﹁你有看過豬會打掃嗎？還不都
是養豬的人在打掃 ﹂確實如此 都
是養豬的打掃豬舍 今天 師尊也是
一樣 讓你們都上到摩訶雙蓮池 你
們所剩的業障 師尊一個一個給打掃
乾淨！
我跟我的本尊︱瑤池金母 阿彌
陀佛 地藏王菩薩講：
讓眾生全部清淨
讓所有的業障歸在我的身上
讓我承擔所有︽真佛宗︾弟子所
有的業
讓他們的病痛能夠解除
讓他們的業障能夠消除
讓他們在護摩火之中得到完全的
清淨
讓他們每一次來參加以後 有無
量的歡喜 無量的清淨 無量的輕
鬆 無量的快樂！
做師父的願意承擔所有弟子的所
有業障 這個才是真正的師父！︵台
下：謝謝師尊︶阿彌陀佛！﹁嗡 金
母悉地 吽 ﹂ ﹁嗡 阿彌爹哇
些 ﹂ ﹁嗡 哈哈哈 微三摩耶
梭哈 ﹂希望三本尊以及所有的金剛
護法 所有的上師加持 讓我能夠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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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所有︽真佛宗︾弟子的業障 嗡嘛
呢唄咪吽
甲問乙：﹁怎麼辦？過情人節
卻沒有情人陪我 ﹂乙回答：﹁難道
清明節也要死人陪你嗎？﹂﹁哇！你
講什麼話？﹂
師尊願意陪所有︽真佛宗︾的弟
子 情人節跟清明節有何不同呢？都
是在燒﹁金﹂哪！情人節燒的是真
錢 清明節燒的是紙錢；情人節講鬼
話給人聽 清明節講人話給鬼聽 我
們︽真佛宗︾是真的 我講的是人
話 聽話的也是人
老王打牌輸了十塊錢 被媳婦當
眾數落 我看老王挺可憐的 就安慰
他說：﹁你這還算好啦！我上個星期
在菜市場 遠遠看見一個男人 被他
的媳婦罵得狗血淋頭 那才叫丟
臉！﹂老王聽完 眼淚就掉下來說：
﹁那個也是我！﹂攏嘛係我啦！︵台
語：都是我啦︶誰叫我要創辦︽真佛
宗︾？誰叫我要弘揚︿真佛密法﹀？
因為我創辦︽真佛宗︾ 弘揚︿真佛
密法﹀ 我就要擔當眾生的業 這個
是真實的
一個宗派的領導人並不好做 必
須要受很多的挫折 而且非常辛勞地
工作 這四十年來 師尊天天修法
天天寫作 天天為眾生祈禱 天天要
解除眾生的業障 一樣要不辭辛勞

這樣子才叫做﹁真﹂ 如果有一天我
不做了 那就不是真 師尊確實是天
天非常努力地修行 非常努力地修

法 非常努力地寫作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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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圖片提供 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地點：甘露精舍
法會：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
灌頂：三聖母灌頂
（金母、地母、媽祖）

瑜伽焰口能解冤消業除障
㈻習佛法能靜心幸福美滿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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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焰口﹂主尊地藏王菩
薩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
門 還有今天最主要的貴賓：印尼
︿佛教宗教司﹀司長達喜金先生
祕書阿貢先生 馬來西亞︿首相署
民營部﹀次長拿督陳耀宗博士及夫
人 謝謝大家的蒞臨！大家午安
大家好！
在美國西雅圖時 蓮火 蓮
世 蓮主三位上師就邀請我來主壇
今天的﹁瑜伽焰口法會﹂ 我當然
是非常樂意的 畢竟在︿甘露精
舍﹀所舉行的﹁瑜伽焰口法會﹂是
按 照 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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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的儀軌 有召請地藏王
菩薩 還摧破地獄 讓所有的幽冥
能出來 再由七個如來放光加持祂
們 讓祂們的業障都能消除掉 最
終就可以往生到清淨的佛國跟淨
土 這是瑜伽焰口最重要的
有些罪業是非常重的 最後都
是用瑜伽焰口的方法去消除 因為
在三惡道的大部分眾生都是受極大
的苦；有的是在地獄道 要受很多
刑罰 那種痛苦是無量的 有時候
生 有時候死 有時候是千生千
死 有時候是萬生萬死 億生億
死；還有無間地獄 那種苦是根本
沒有間斷的 一直在受苦 是地獄
道裡最慘的
再來是餓鬼道 餓鬼道根本不
能吃東西 所以我們有咒語能夠解
開祂們的喉嚨 餓鬼的形相是肚子
很大 喉嚨像針那麼細 根本沒辦
法吃東西 始終在飢餓之中！你想
想看 喉嚨像針那麼細 肚子像酒
缸 肚子就像酒桶那麼大 祂什麼
時候能吃飽？當然是不會飽 所
以 我們有破咽喉的咒
在餓鬼道的餓鬼 當你拿東西
給祂吃時 假設你拿一顆糖果給祂
吃 祂是沒辦法吃的 因為祂的喉
嚨像針那麼小 所以你必須要唸破
咽喉的咒 才能夠讓祂吞食；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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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拿食物給祂吃 食物會變成
火 或是變成銅汁鐵丸 根本就不
能吃；所以 必須用手印加持 讓
祂能夠飲嚥吃飽
另外 妙色身如來變化無窮！
因為在餓鬼道的形相都是不好的
在地獄道的形相也是不好 在畜生
道的形相也是不好 所以 想要變
回原形 想要像天人一樣的色身
這就需要妙色身如來的加持 妙色
身如來可以把不完整的變成完整
的 再把完整的變得非常美妙 像
天人一樣 把祂們清淨了之後 祂
們才能往生到佛國
此外 焰口有幾種作用在其
中 有冤不能解的 可以用解冤的
咒語 在地獄裡面就像人間一樣
有上手銬 上腳鐐的懲罰 也是要
靠解冤的咒語把手銬 腳鐐解掉
祂才能往生到更好的地方
祂們為什麼有這些災難？這些
人為什麼會到地獄道 到餓鬼道
到畜生道？︻地藏經︼裡面已經講
得很清楚了：﹁閻浮提眾生 舉止
動念無不是業 ﹂其實 眾生的舉
止動念全都是業障 為了解除這些
業障 必須要解冤 把業解掉 七
個如來有很多的方法 能夠賜給所
有的幽冥眾 能夠完全變成天色
身 變得非常清淨 身體具足 也
具足資糧 才能夠往生到佛國淨

延生位壇城
七如來壇城

土 這是瑜伽焰口最重要的意義！
你們剛剛如果有入三昧地的
話 應該可以看見 師尊所看見的
是妙色身如來放七寶光明 照向幽
冥眾等 很多幽冥眾被妙色身如來
的七寶光明照射以後 本來身體不
是非常完整的 有殘障的 全部變
成非常莊嚴 跟天人一樣莊嚴 這
種現象 通常都會在瑜伽焰口出
現
我看到妙色身如來在這邊︵師
尊的左邊︶ 所有的六道眾生在前
面 包括黑暗的地獄 餓鬼 畜生
這三惡道；然後 妙色身如來放七
寶光明照射三惡道 三惡道的眾生
就跟著光明一直走 身體開始慢慢
變化 變得像天人色身一樣 可以
往生到諸天 可以往生到佛國淨
土
剛剛有誰看到了？因為是下午
的時間了 有些人眼睛是閉起來
的 這樣的話 偶爾會有所見 有
時候是會看到的 有人看到嗎？看
到的請舉手！︵弟子回答：地藏王
菩薩帶了很多的幽靈從外面走進
來︶哇！地藏王菩薩本身帶著幽
靈 這是很不簡單的 祂是主尊
還有呢？還有人看到什麼嗎？有沒
有人看到自己的祖先？有啊？你看
到什麼？︵弟子回答：我看到我的
兩個祖先 一個阿公 一個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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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阿公和一個阿婆 那很好！事
實上 都是可以證明的 都是有所
見
其實 你們想要看到 打一個
瞌睡就可看到了！為什麼你打瞌睡
時可以看到？因為在那個時候 你
的精神是集中在瞌睡上 眼睛一
閉 欸！就會看到有﹁人﹂ 原來
是自己的先人 我不是講你們剛剛
打瞌睡啦！而是當你們眼睛閉起
來 精神集中的時候 是會有所看
見的
其實 人間的生活跟陰間的生
活 有些是一樣的 大家不曉得
以為陽間跟陰間不同；其實 陽間
跟陰間是差不了多少 有一個笑話
是這樣的 有一個記者問：﹁大
爺 你好！我們是某某電視台 想
採訪你幾個問題 以前 農民過著
都是牛馬不如的生活 現在怎麼樣
呢？﹂大爺就講：﹁現在 已經如
願了 都過上了牛馬的生活 ﹂
其實 人間的牛跟馬都是畜
生 馬要載貨 要讓人騎 牛要耕
田 這就是畜生道 我們人間就可
以看到畜生道 雞 鴨 狗 都是
畜生道 你都可以看見的 牠們沒
有智慧 也不懂得修行 其實 牠
們也都是轉世！你不要以為人間沒
有地獄道 醫院就是地獄道 你看

醫院裡開腦 挖眼 開心 不是那
種﹁開心﹂ 而是把你的心臟開
刀 心 肝 脾 肺 腎統統都開
刀 所以 醫院就是地獄道
生病的人哪一個不苦？生病的
人都在受苦 這些苦雖然差地獄很
遠 但是 離地獄也近了；因為生
病是很痛苦的 當你生病躺在醫院
的時候 那是任人宰割的 其實
多開一家醫院 就等於多開一個地
獄；開刀的醫生手上拿著刀 就像
是地獄裡面的獄卒一樣
醫院裡面真的就像地獄一樣
你們現時就可以看得到了 什麼都
可以動 把你的腳鋸掉 把你的手
鋸掉 把你的眼睛挖起來 把你的
腦打開 腸子整個拖出來 剪掉一
段腸子 甚至把你的胃割掉 我們
稱這些為﹁邊地﹂ 屬於不是正式
的地獄 是邊上的地獄
不要講沒有報應 人生病是因
為業障重 所以你會進到醫院任醫
生宰割 如果你呼吸困難 醫生就
給你氣切 把你的喉嚨打開 然後
接一個管子 吃東西就從管子進
去 呼吸也用管子 全身都是插
管 那就是屬於地獄道
所以 過牛馬的生活還可以
牠有吃 有工作 以勞力來換取
吃；在畜生道 有些是在山野裡的

30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報
導

往生位壇城

畜生 那也是弱肉強食 命運也是
很悲慘 所以 我們在做瑜伽焰口
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 慎勿造業
千萬不要造業啊！
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神父對一
個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講：﹁你想跟
上帝說什麼嗎？﹂病床上的老人似
乎想說什麼 但只能做出痛苦的表
情 連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神父趕
緊拿了紙跟筆遞給老人：﹁不要
緊 你可以寫出來 ﹂老人去世以
後 神父大聲朗誦老人的臨終遺
言 他寫著：﹁該死的神父 你踩
到我呼吸器的管子了 ﹂在醫院裡

面是很慘的 我認為醫院就等於地
獄 很多生病的人都要在醫院裡受
苦受難
﹁牽著小姐的手 一股熱流往
上流 好像回到十八 九 牽著情
人的手 一股熱流向下流 酸甜苦
辣在心頭 牽著老同學的手 後悔
當年沒下手 牽著小姨子的手 後
悔當年牽錯手 牽著老婆的手 好
像左手換右手 一點感覺都沒有
握著上級的手 就好像是被牽著的
一條狗 ﹂
這個笑話講的是感受 感覺
我們剛剛做瑜伽焰口的時候 你也

應該會有感覺 什麼是餓鬼道？肚
子餓會不會苦？很苦！畜生道 將
來都要被宰殺 如果是家裡養的還
好一點 如果是野生的 那真的是
弱肉強食 一物剋一物 碰到了冤
家對頭 一下子就沒了
以前有一個電影 叫做﹁海底
奇觀﹂ 海底的那些動物 有一隻
Tuna ︵鮪魚︶在海裡游著游著 突
然來了一隻鯊魚 鯊魚追逐了一
下 最後張口一咬 就把鮪魚咬成
一半 鮪魚流出紅紅的血 鯊魚還
在繼續咬 咬到最後 鮪魚就沒
了
不要以為鳥是非常自由的 你
們去當鳥看看 當你飛啊飛啊的
突然間就沒了 因為來了一隻大鳥
把你吃掉 或是來了一隻鷹把你吃
掉 所以 任何一個畜生道 都非
常辛苦 尤其是一些小的生物；你
們看 那些剛剛出生的魚 只要鯨
魚的大口一張 把海水統統吞進
去 所有的魚也都跟著全部吞到牠
的肚子裡 一下子就變成牠的食物
了
餓鬼道確實是非常辛苦 因為
長年飢餓 在地獄道 投生在酷熱
的地獄裡 那是非常辛苦的 投生
在寒冰的地獄裡 也是非常辛苦；
有八個非常熱的地獄 也有八個非
常寒冷的地獄 那裡的寒風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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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刺骨 那種痛是真的非常痛
苦 在地獄 冷 熱的感覺都會
有
一個美女對醫生講：﹁我有很
重的失眠 ﹂醫生講：﹁我開一些
藥丸給妳吃 紅色的 可以讓妳夢
見劉德華；白色的 會讓妳夢見金
城武；粉紅色的 會夢見謝霆
鋒 ﹂美女病人就講：﹁如果三個
一起吃下去呢？﹂醫生說：﹁我保
證妳可以看見張國榮︵已往生的香
港明星︶ ﹂
大家想想看 張國榮為什要自
殺？因為失眠啊！他有很嚴重的憂
鬱症 憂鬱症是從哪裡來？從失眠
來的 人如果失眠 會很辛苦！講
到人間的苦 我覺得失眠就已經是
很痛苦的了 你三天沒有睡覺看
看 你的精神就會分裂；如果是長
期的失眠 那人生就乏味了 什麼
味道都沒有 吃都吃不下 你的心
會非常浮躁 人生完全失去希望
失眠絕對是人生很痛苦的一件
事！所以 我們學佛 就是希望能
夠讓心靜下來 讓你的腦袋放空
沒有任何病的干擾 很快就能夠入
眠 這樣 你的精神跟體能就都會
恢復 如果你患了失眠 就要請教
醫生 想辦法解決
人生是滿苦的 有時候 考試

的分數不高 你也會很痛苦 我小
時候最怕考試 最怕當學生 現在
做夢 我還是在當學生 都是在考
試 連做夢也不自由！我不想考
試 我覺得我不應該考試的 我年
紀這麼大了 還考什麼試？但是
晚上做夢時 還是回到小學 還在
那邊考試 還在作弊 還在偷看
很緊張啊！連做夢也是很辛苦
找工作也很辛苦 賺錢也很辛
苦 做生意也很辛苦 交女朋友也
很辛苦 有時候 你的心情會被女
朋友影響 女朋友心情不好 你就
跟著心情不好 分手的時候 生氣
起來還會做出超乎常軌的事情 這
都是很不好的
我們必須要有道德上的修養
能夠讓自己心靈平靜的方法就是佛
法 才能夠度過種種人生的挫折
人生有一半是苦的 因為做人難
修行難 登天難 賺錢難 賺錢也
很難 很多人做生意 如果生意做
下去都一直在虧錢時 壓力馬上就
來
所以 我們必須要學佛 學佛
就能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就能夠幸
福 美滿 清淨 將來往生佛國
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簡單講到
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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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在

不論男女

不論對錯

無住的自然！

不論衣冠
那是明心的朗照

吃飯不安心吃飯

做事不安心

睡覺不安心睡

思維竄跳掙扎不

看景不安心看景

如果喝茶不安心喝茶
畫畫不安心畫畫

上擔下憂

前思後想

左顧右慮

覺

不是禪的生活

只

井底說

都不是正經︵道︶的生活

那是紙上談兵

聰明之

似乎

那就是一盎

而不要放棄行動

才能夠進入真實的幻存︵非

聊談裡

息

辯論

卻放棄了真理的行動
文字
狒狒論佛

生命必須透過實行真理
這才會永恆

寧可稍多放棄思想

明確了之後

空而括有

使自己每日的作為在觀照之下感覺清晰

大而化之

那是頂級的境地了

但又更無所謂
後的糊塗︵執之離執︶

越加敏感

進而

大燈忽地亮堂了！

依蓮生活佛的教導而思考

明白真理後

幻非真︶

天

活在哲學

有的人雖然沒有放棄思考

做事

失

■蓮曉上師
■生命必須透過實行真理，才能夠進入真實的幻存︵非幻非真︶，這才會永恆。

它無法使人達

真理是要實施的

思考與行動並進

適隨與真淨的自在

喜歡真理的思考會停留在畫餅充饑

到樂活

只
所以要進入行動
要努力做得到

而非口頭

實踐行

將師佛傳承正見與個人參悟思考印證與此對應的任何
都變為行動！說得到的

依真理而行動

變成即身即禪的生活

手工作業

我們才能夠跟真實的真相合一

存活在世界上需要行動
透過行動
放下多餘的思考

做好一盤帳

所謂煩惱又怎能糾結上心？

專注而欣然

在屋裡插花
跳舞

當你專注時

運動

在日下農作
繪畫
試想

揮鋤在鋤

那個專注就是﹁乾

當心燈是亮時

彈琴在琴

睡覺在覺

陰影如何能入侵！
？
走路在路
歌唱在歌

吃飯在飯

不論貧富

種種困惑與思慮又如何能煩著？
不論名次

不論得

喝茶在茶

答案

動
禪

看書

澡
淨﹂

﹁乾淨﹂不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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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外

身在世俗紅塵
無論戲悲戲樂

心不迷執入戲

那覺識就猶如保持在
都不影響朗

但心不會痛啊！

戲變戲止

如果戲是痛的
但心不會髒啊！

戲富戲貧

如果戲是髒的
但心不會亂啊！

照的心境

如果戲是亂的
但俺無心的心不會隨其完蛋啊！
與各位親們共勉：

如果戲完蛋了
唱一首︽人生角色︾
生存是一連串旅行
﹁註定﹂會遇見無窮的人和事
或早或晚
或對或錯
或恩或怨
難免會留有遺憾
卻又依此成為﹁理由﹂
續約著無窮的角色
驚喜嚇死沒個完
心若執著是迷癡
心若輕安是看戲

蓮生活佛金句

我 已 經 是頂 尖 證悟 的人了

清淨 識

我已 親證

所謂 三

所謂 明心 見
證如 來藏

悟得 菩提智 慧

證 得 真 實心 證 得真實 性
性 是 也 明 了佛 心 明 了佛 性
證 阿 賴 耶識

悟 得 解 脫智 慧
藐三菩提

我 已 親證 真 實不 壞之 金剛心
毫 無 無 染的 佛 性

佛

佛

佛

﹁修 道﹂ 已圓滿

世 事 如幻 身心 如幻 但 不生 不滅
無 隱 無遮 不增 不減
﹁ 資 糧 道﹂ 已 圓滿 ﹁加 行道﹂ 已圓
滿 ﹁ 見 道﹂ 已 圓滿
﹁ 究 竟道 ﹂ 已 圓 滿

我是佛 佛 佛 佛
我 是 頂尖 證 悟的 人

恭錄自︽天邊的孤星︾

34

法語均霑

四是金剛身

卷舒自在

當

︵文接三二九期︶
量等虛空

無謬誤也

三意
三是金

五是證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也

﹂當你的心
﹁卷舒自在﹂還

﹁芥子可納須彌﹂

那

原來

大家可以

從中國古代的這幾

就可以看到這種空間融合變化的概念

其中有一段對話

我們全都住在貓的鈴鐺裡

很

祖師寫﹁一切智﹂的意思就是

﹁月輪﹂所代表的是﹁無相﹂

月輪為喻

謂滿月圓明體

連阿字都沒有

則與菩提心相類

是

﹂為什麼要

修法 修了﹁月輪觀﹂之後 才能﹁當具一切智﹂
在︽發菩提心論︾的前面 祖師就有講到：﹁何故以

真正的﹁本不生﹂ ﹁阿字觀﹂還是﹁有生﹂ 因為﹁月
輪觀﹂的﹁本不生﹂不容易修 所以才會有﹁阿字觀﹂的

識﹂

當你修﹁月輪觀﹂後 你應該就是﹁廓周法界 量等
虛空 卷舒自在﹂了 因為﹁月輪﹂就是代表﹁圓明淨

是在禪定 你都沒有跟你的本心離開過 也就是所謂的
﹁須臾捨離皆無﹂︱一瞬間都未曾離開過

﹁廓周法界 量等虛空 卷舒自在 ﹂意思就是當你
就是虛空 你就是法界的時候 不管你是禪定 度眾 你
始終都是﹁一﹂；在禪定時也是在度眾生 在度眾生時也

自然地就會具備了一切智
﹁你統統都懂了﹂

完全是超越我們所能想像的時空現象
﹁卷舒自在 當具一切智 ﹂當你心量無限大時

真的是這樣耶！原來

整個銀河系都裝在那隻貓所戴項圈上的鈴鐺裡

去看︽ MIB 星際戰警︾這部電影

句話裡

小如芥子﹂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當你的心量無限擴大時，你就會知道法界有多大，很自然地就會具備了一切智。

則廓周法界

發菩提心論
若轉漸增長
具一切智

如密誦真言令文句了了分明

凡修習瑜伽觀行人 當須具修三密行 證悟五相成身
所言三密者 一身密者 如結契印召請聖眾是也

當

你就會知道法界有多大

﹁蟲洞﹂就在我們身邊 只是我們沒有看到而已
﹁放之則彌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 ﹁大如須彌

有另外一種看法 以目前人類所知道的﹁蟲洞﹂來看
﹁蟲洞﹂是什麼？就是跨越到另一個時空的通道 其實這

量無限擴大時

到底用多少時間跟金剛心菩薩在一起呢？
﹁若轉漸增長 則廓周法界 量等虛空

見﹂呢？就像你很喜歡一個人 你就會很想常常跟對方在
一起；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想要跟金剛心菩薩相應 那你

你到了都是﹁見﹂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用﹁觀﹂的
方式了 那是﹁現量﹂ 直接就在眼前 而所謂的
﹁常見﹂ 就是你常常跟它在一起 要怎樣才能達到﹁常

剛心

密者 如住瑜伽相應白淨月圓觀菩提心
次明五相成身者 一是通達心 二是菩提心

二語密者

義也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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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月輪觀﹂？就是因為它跟﹁菩提心﹂相似

相仿

當

你應該可以證悟﹁菩

心

心源空寂

住於寂滅平等究竟真實之智
妄若息時

﹂其實

令無退失

這段才是祖師

妄心若起

知而勿隨

穿透了那個﹁月輪﹂之後

每一種手印都有不同的含

你修完

手印是要活用的

提心﹂了 所以 修﹁月輪觀﹂很重要
如果你一定要﹁有相﹂才會修？那你就去修﹁阿字

印召佛菩薩

要告訴我們的最重要的話 能夠這樣就悟的人是上等根
器 不能因此而悟 就修﹁月輪觀﹂ 再不行的話 就修
﹁阿字觀﹂ 還是不行的話 那就修﹁三密行﹂
﹁一身密者 如結契印召請聖眾是也 ﹂就是結手

觀﹂ 仔細看看這兩段話 ﹁廓周法界 量等虛空 卷舒
自在﹂和前面所講的﹁照見本心 湛然清淨 猶如滿月光
遍虛空無所分別﹂ 都是一樣的意思嘛！所以 如果你無
法契入﹁月輪觀﹂的修法 那你就修﹁阿字觀﹂
﹁阿字觀﹂放到極大的時候 它就是﹁月輪觀﹂ 因

義 ﹁二語密者 如密誦真言令文句了了分明 ﹂唸咒語
的時候 要一字一句唸得很清楚 句句入心 這樣才不容
易產生妄念 ﹁三意密者 如住瑜伽相應白淨月圓觀菩提
心 ﹂你想要跟佛菩薩合一 最後還是要運用﹁月輪

也是從﹁有﹂入﹁空﹂ 其實 ﹁月
﹁月輪觀﹂裡面出一個﹁阿﹂字 那

﹁五

你把﹁金剛心菩薩法﹂的法本

這﹁五相成身﹂是最後一招了

﹁五相成身﹂就是法本裡的﹁入我觀﹂：

相成身﹂是什麼？簡單講

那

為﹁阿﹂字不見了
輪觀﹂也是﹁有﹂

如果

打開

祖師認為

觀﹂ ﹁菩提心﹂的方法
如果連﹁三密行﹂都很難做到的話

修﹁月輪觀﹂就可以﹁明心見性﹂

就修﹁五相成身﹂

是﹁更有﹂ 你要把這些統統都去掉 把﹁阿﹂字放大
把﹁月輪﹂放大 大到﹁廓周法界 量等虛空
﹂
照道理說

口

還不行？就修﹁阿字觀﹂ 如果還不行？祖師就講了更清
楚的方法來告訴後人：﹁凡修習瑜伽觀行人 當須具修三
密行 證悟五相成身義也 ﹂
﹁當須具修三密行﹂ ﹁三密﹂就是指﹁身

意﹂三密 也就是要你跟佛菩薩時時刻刻在一起 祖師在
後面緊接著講：﹁所言三密者 一身密者 如結契印召請
聖眾是也 二語密者 如密誦真言令文句了了分明 無謬

觀想萬里無雲晴空 底下有一個平靜無波的大海
有一個月輪從海面上升起到虛空 月輪中間有個吽字 吽
字旋轉 放光 縮小 放大 變成金剛心菩薩；再觀想金
剛心菩薩坐在蓮花上放光加持 然後移到行者的頭頂上
菩薩縮小 沿著蓮花的脈梗一直下降到行者的心輪 行者
心輪打開 觀想菩薩放大 跟行者合一 行者就跟金剛心
菩薩無二無別 其實 這個就是﹁五相成身﹂

方便
不見身

成身﹂是一樣的！其實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了 因為修
﹁金剛心菩薩法﹂的時候 就是這樣修的
︱待續︱

這跟︽發菩提心論︾所講的﹁五相

通達本
證金剛

誤也 三意密者 如住瑜伽相應白淨月圓觀菩提心 ﹂
修﹁三密相應﹂ 到最後也是要應用﹁月輪觀﹂的方

大悲為根
心體自如

佛身圓滿

在︻金剛頂經︼的﹁五相成身﹂是：第一
心；第二 修菩提心；第三 成金剛心；第四
而是在更前面所講的﹁菩提為因
已悟法本無生

身；第五

法 把月輪放大到沒有月輪 之後又是﹁廓周法界 量等
虛空
﹂ 其實 祖師給我們的最好方法不是﹁月輪
觀﹂

為究竟﹂
﹁當知一切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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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寧上師於馬來西亞主壇﹁佛頂尊勝佛母千供護摩大法會暨請佛住世全國供僧大會﹂開示

尤其是︿馬

我趕緊向師尊報
會有很多僧眾一起
隔天就賜了一個

幾位資深的上師知道

很清涼

這

發現此法

很甘露的法味

我手持五佛嚴頂法器時

很奇怪

重點是在祈禱

是比丘

供養大鵬

當日也有安排出家眾在寺

裡面有皈依的加持

我們修﹁上師相應法﹂時

我們︽真佛宗︾的供僧法會真的很不一樣

器飄出一種很美妙
讓我覺得

今天早上

有修法的加持

根本傳承上師加持僧眾和與會大眾
有傳承的加持

供養鬼神眾

住

祈禱成就；接下來

臥等種種

由在家

先由代表獻供給根本傳承

也是屬於廣大的供養

這是佛陀所交代的

也做施食
供養羅剎鬼子母

廟做佛前大供及晚課
金翅鳥

祈禱加持

我們開始齋僧大會

比丘尼日常就需要做的功課
再來

祈禱消業

還有行

坐

除了供養食

迴向給大眾

我們以最虔誠的心禮佛拜懺

眾供養出家眾

祈禱佛光加被

迴向給在座及
報名眾等

再誦︻真佛經︼

而現在

︿馬來

我祈禱根本傳承上師加持此

難怪可以攝召很多眾生

每一步都很

我覺得

我們還有尊勝塔的安座儀式

祈求根本傳承上師加持
今天早上

們完成了這一壇﹁尊勝佛母護摩法會﹂
做得非常莊嚴圓滿

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在今天所安排的活動
用心

這場護摩法會由我主壇

我

供養；接下來是由出家眾禮︽真佛寶懺︾

上師

在座的也只有

■我做護摩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涼風陣陣吹來，讓我覺得很舒服，同又可以感受到火的熱度

師尊很慈悲

這是非常珍貴的法寶

宗派內知道﹁五佛嚴頂灌﹂的人不多

佛頂尊勝佛母千供護摩法會殊勝圓滿
師尊慈悲賜予﹁五佛嚴頂法器﹂

我有很多感觸

次來︿法輪雷藏寺﹀參加與主持﹁請佛住世全國供

僧大會﹂的各項活動

這

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和︿法輪雷藏寺﹀在籌辦﹁供僧

師尊知道這場法會很殊

但由於種種因

還有看到大家以最誠敬的心做供

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用心

大會﹂上花了很多心思
養
可是

供僧法會應該邀請師尊前來

師尊不能親自蒞臨

本來
緣
在我來之前

我就看到 facebook ︵臉書︶上流傳著

勝

接受大家的供養

說我們這次法會可能多達兩千人

我還沒開始向師尊祈求啊！於是

﹁蓮寧上師已經拿到師尊的法寶要給大家做賜福灌頂﹂
其實
告
來參加

也稱為﹁五佛嚴頂法器﹂

師尊慈悲賜予的傳承信物是﹁五佛嚴頂灌﹂所使用的

傳承信物
法器

是吐登達爾吉上師為師尊做﹁五佛嚴頂灌﹂及﹁空行灌
讓我為

已經供奉在︿真佛密苑﹀很
我想不到師尊居然會賜予這個傳承信物

頂﹂時賜予師尊的傳承信物
多年了

大家做﹁尊勝佛母息災賜福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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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次大會順利圓滿
順利
委會﹀問候大家

也代表︿宗
謝謝大家！

師母和︿宗委會﹀感謝你

師母問候大家

而師尊也告訴我說：﹁你此行將會非常
我代表師尊
也代表師尊
廣度眾生

我有很多東西想與大家分

尊勝佛母威猛殊勝

對於我這次的說法開示

下雨

老

早上為
到了晚上

我想這是因為尊勝
今天我坐在外頭的法
我也可
這簡直是

法船都觀想在其

我把火觀想

用這護摩火燃燒大眾的

祈求根本傳

同時
很容易觀想

讓我覺得很舒服
很強

因為他們準備

甚至可以開一個護摩供品的展覽

覺

護摩最主要的就是用心供養

首先
很用心

我仔細看了︿法輪雷藏寺﹀的護摩供品之後

我先講﹁護摩﹂

護摩供品繁多莊嚴

們多年來為︽真佛宗︾弘揚佛法

享
的供品
得真的很莊嚴
會了；我看了這些護摩供品之後就很開心
打雷

這讓我很放心

打閃電給我們看

有﹁二十四節令鼓﹂助興

最近古晉的天氣是閃電

了很多供養護法的供品
聽說
尊勝塔安座時
天也敲鼓給我們聽

很亮

吹來陣陣的涼風

我做護摩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

佛母的殊勝
座上
以感受到火的熱度

祈求尊勝佛母加持

在告訴我︱主壇上師啊！你要生起你的拙火
承上師加持
業障吧！
也把︿法輪雷藏寺﹀的地藏殿

我首先觀想幽冥眾進護摩火裡燒掉業障
得很大

誅也是

做息

懷

中燃燒；做超度時是這樣觀想

我希望根本傳承上師與尊

增
報名眾等全部在火裡燃燒消業

勝佛母滿眾生的願
加持

讓眾生得到息

要感謝諸位上師

增

懷

誅的加持

他們這幾天

讓這場法會吉祥

我聽到有很多上師

感謝他們一起放光加持

在供品方面
在持咒

法師們很辛苦

真的很不容易；感謝︿馬密總﹀也做了

圓滿；感謝眾法師誦經持咒
一直都在做迴向

蓮滿上師前來授

很難得可以邀

關於舉辦﹁研習班﹂的重要

祈禱這次法會可以順利圓滿
我要補充一點

蓮傳上師

因為培養人才就是要靠教育啊！這次

此外

很多功課
性

蓮萊上師

希望︽真佛宗︾可以這樣一代傳

以後

就是這樣培

我實在不敢當

我們這些在座的上師

﹁二祖﹂這個稱號

永續培養人才

研習班真的很重要

請到蓮一上師
課
一代

養出來的
還有

有祂

如同﹃一字金輪

因為祂的 第一 個咒音 就是

但盡量不要在公開場合用這個名稱

稱蓮寧金剛上師就足矣；雖然﹁二祖﹂這個稱號是師尊封
的

尊 勝 佛 母是 很 威猛 的
普隆

尊勝佛母是非常特別的

就好像打雷一樣

﹁嗡

可以消除一切業障

梭哈﹂
咒﹄

可以產生種種的光

感恩師

當我觀想尊勝佛母有八隻手

有祂八隻手的變化
可以很圓滿

顯化進入護摩火
來加持大家

今天在做護摩的時候

感覺自己也有了八隻手

這是師尊的加持

時

所以由我代表

讓這場法會很殊勝

一切都

師尊的靈光一直在護佑著我！感謝師

由於師尊不能親自前來主壇這場法會
因此

尊

師尊來弘法

尊在這場法會裡加持我很多
吉祥圓滿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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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心發現

由

■文∕蓮花慧君上師
於筆者長時間用手機與電腦
因此造成對眼睛的傷害 加上
年齡的老化 視力也就漸漸模糊了！
我記得第一次提到這個問題時
是一位印尼的同門告訴我：﹁葉黃素
對眼睛很好 可以去西藥房買這種保
健品！﹂︵其實 還有﹁花青素﹂及
﹁玉米黃素﹂都對眼睛有很大的幫
助 只是調養的區域有所不同 ︶
然而 也有專家指出：葉黃素
︵Lutein︶為一種天然存在於蔬果中
的類胡蘿蔔素 很容易於飲食中補
充 如甘藍菜︵又稱高麗菜 包心
菜︶ 菠菜 香菜 芥菜 深綠色的
花椰菜 玉米等蔬菜葉片中；又 奇
異果 柳橙汁 葡萄 綠皮胡瓜及南
瓜 也富含葉黃素
好了 這下子是該吃萃取的葉黃

素保健品？還是從蔬菜 水果中去攝
取呢？天然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嗎？
還有 如果以為只是吃保健食品
或是多吃蔬果 卻長時間沉迷於手
機 電腦 或是生活作息不正常 如
此而想要改善眼睛 那是不可能的！
此外 有人認為飯前吃水果有益
健康 可是 如果這個人是屬於虛寒
體質或是胃腸不好的人 筆者還是建
議飯後吃水果會比較好！
有人認為吃菠菜可以護肝 還有
各種的維生素 礦物質
然而
菠菜含有草酸 必須煮熟才不易造成
與體內物質結合而結石！
有專家指出：百分之八十五的結
石都是草酸鈣結石 另外較少的結石
則是磷酸鈣結石 尿酸結石 酸胺鎂
結石及銧胺酸結石 草酸鈣結石是由
草酸和鈣在尿液中結合所形成的結
石 因此我們應該由降低草酸的攝取
以及鈣的攝取來作預防
在降低草酸的方面可以：一 減
少含草酸過高的食物︵例如：茶 菠
菜︶ 二 避免攝取過多的維他命
Ｃ 三 增加維他命B6的攝取量
而在降低鈣的濃度方面可以：
一 避免攝取過多的維他命Ｄ
二 避免飲用硬水 三 熬煮高湯的
時候不宜加醋 否則骨中的鈣質溶易

溶出 四 避免高鈣食物︵例如：大
量喝牛奶 食用乳酪或鈣片等︶
五 低鹽清淡的飲食 以減少尿鈣的
分泌 ︵以上部分資料載自網路︶
筆者在這裡要提醒讀者的是︱想
要健康 飲食一定要均衡 不可以倚
賴單一食物或食品 其實 不管是一
般飲食或攝取健康食品 都要注意是
否符合自己的體質；要多了解這些食
物 食品 就算是所謂的﹁天然
的﹂ ﹁取自大自然的﹂ 其本身也
都有一定的飲食禁忌 一定要去了解
自己的體質是否適合吃這種食物
以前 我在餐桌上 也曾拿了一
瓶礦泉水 報告師尊：﹁這是鹼性的
礦泉水 可幫助酸化的體質均衡！﹂
想不到師尊不但精通佛法 連日
常的生活常識也非常熟悉 於是師尊
告訴我：﹁其實 人體的骨髓裡就能
製造平衡身體酸鹼的物質 只要我們
飲食 生活作息都均衡就可以了！﹂
昔日 聖尊曾經開示：﹁佛法就
是均衡之學！﹂原來 生活中的飲
食 作息都要不偏不倚 如此修行也
才符合中道！
當人們嚮往以天然的食物來幫助
自己的健康 可是其背後的智慧 仍
然需要佛法的均衡之學 才可以讓自
己活得更精彩 充實 圓融與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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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立人

在

中國的某個王朝 有一位皇帝
即位之初 天下的臣工百姓均
認為國家在這位精明的皇帝領導之
下 國家應該會堅若磐石 國力強
大

有一天 皇帝命人用象牙做了
一雙筷子 他十分高興地使用這雙象
牙筷子用餐 他的叔叔看見了這件
事 就勸他把筷子收起來 但是 皇
帝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滿朝文武大臣
也覺得皇帝的叔叔太小題大作了 認
為這件事只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皇帝的叔叔為了這件事情憂心
忡忡 有位大臣就問他為何如此擔
心 他回答說：﹁皇帝現在用象牙做
筷子 想必以後用餐就不會再用土製
的瓦罐盛湯 裝飯 而會改用犀牛角
做的杯子及美玉製的飯碗 有了象牙
筷 犀牛角杯和美玉碗 你想想 皇
帝還會用它們來吃粗茶淡飯嗎？可想
而知 以後皇帝的餐桌上就必須得餐
餐擺上山珍海味及奇珍異果 如果連
吃飯都如此了 衣服穿著自然就會以
綾羅綢緞為主 居住的宮殿就必須重
新改建 把皇宮建得美輪美奐 以符
合皇帝的身分 而以上的種種 必須
花費國力 而民力就是國力 皇帝揮
霍國家的民力 國家就虛弱 百姓就
會怨聲載道 國家基礎虛弱動搖 國
家降將滅亡 ﹂
皇帝的叔叔沒說錯 經過五年
時間 這個幾百年的王朝就結束了

被一個有仁德且頗有人望的君主所取
代 以上故事針對皇帝的叔叔對於皇
帝使用象牙筷子的評價 其所要說明
的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種效應︱棘輪
效應
實際上 棘輪效應可以用宋代
政治家司馬光所說的一句話來概括：
﹁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 ﹂這句
話出自︿訓儉示康﹀中︵他寫給他的
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 他還說：
﹁儉 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 ﹂
司馬光秉承清白家風 不喜奢侈浪
費 倡導儉樸為美 他寫此家書的目
的在於告誡兒 子不可沾染紈褲之
氣 保持儉樸清廉的家庭傳統
現今台灣社會 面臨景氣衰退
現象 導致各行各業生意大受影響
商家經營不易 進而衍生出個人的工
作減少等問題 讓生活變得辛苦 收
入不如以往 工作權汲汲不保；要如
何適應不同於以往那般優渥的簡約生
活 相信有很多人都需要用心調整
台灣人具有勤勞 樸實 肯拼
的特質 相信我們能以此特質積極面
對 度過此時的不景氣 為後世子孫
打拼 再次奠定基礎 迎接台灣經濟
的再次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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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世界】

在

﹁第三十期法師培訓班﹂的結
業典禮上 釋蓮到︱一位新出
家的老和尚謹代表十位學員致詞：
﹁感恩師尊 師母和︿西雅圖雷藏
寺﹀的住持 監院 各級弘法人員
及同門 才能有如此殊勝的因緣
來到這裡學習梵唄和儀軌 我們這
十位學員都是來自不同國家和道
場 南腔北調 五音不全 節奏不
穩；有走調專家 有抖音專家 有
緊張專家 有變調專家；若沒有老
師們的耐心調教和慈悲關懷 我們
是無法領取結業證書的 由衷地感
激大家 懇請師尊慈悲加持我們
將學習的成果帶回各自的道場 廣
度眾生 ﹂
× × × ×
筆者一直在學校教書及做研究
隨時必須研讀最新的資料
工作

程 現在 我對重複的事件不再感
到煩悶 這對筆者而言 是在法師
培訓課程中所得到的最大收穫
筆者認為 沒有出家之前的修
行 是業餘 玩票性質 隨性的
想修就修 若不想修 常可給自己
找個理由就不修了 出家之後的修
行 是專業的 玩真的 認真的
理論上是二十四小時都在修行 沒
有假期 也沒有休息 沒有理由不
修行 比起一般世俗的職業 似乎
要求更嚴格
筆者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
日就皈依師尊 前十年很精進 並
參與許多宗內的活動 之後十年
因學校工作的壓力 宗派的活動減
少 修法上亦較懶散 直到二○○
六年暑假 筆者由關島回台灣 在
台北︿善導寺﹀為自己父母的靈位

■文∕圓覺堂‧釋蓮到

第㆔㈩期法師培訓班
結業及出家感言
找尋新的研究方向 否則就會被淘
汰 所以 我們對已知道或陳舊的
知識︵例如﹁牛頓三大運動定
律﹂ 是物理學最基本的理論︶
只要我們理解後 就不會浪費時間
重複研讀這些定律 因此 這造成
我對重複持誦佛經和唸誦佛號 有
著抗拒的心理；因筆者認為 這些
就是一般知識而已 所以 一直以
來 我在修法上有著很大的障礙
但 這次在法師培訓班學習唱
誦和打法器 因為每一個音符與法
器的落點都必須精準 身︵打法
器︶ 口︵唱誦︶ 意︵注意節拍
的配合︶都要一致 否則一定會
錯 這樣的課程 可以訓練一個人
的專心和用心 而這對修法也會很
有幫助 比較容易產生法喜
歷經兩個月的法師培訓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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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香 並持﹃根本上師心咒﹄一串
珠 迴向給自己的父母 但突然覺
得自己太自私 就將持咒功德迴向
給︿善導寺﹀的所有幽靈眾
筆者當晚回到住所 即全身過
敏紅腫 吃藥亦不見效 如此持續
了好幾天 後來筆者俗家師姐的一
位同學 她並不是︽真佛宗︾的弟
子 只是一位家庭主婦 但她有天
眼通 她來到我們的住處 希望能
幫忙處理 但她發現弟子背後有成
千上萬的靈眾 她認為這不是她個
人力量所能解決的 這時 師尊的
報身出現了 師尊請她轉告筆者
師尊可暫時將這些幽靈眾安置在地
藏王菩薩的翠微淨土 但是 幽靈
眾還是要等待筆者去救度 因為這
是筆者和他們之間的因緣 她後來
並告訴筆者 我的修行已經荒廢太
久了 必須盡速回到師尊身邊學
習
因為和︿善導寺﹀的幽靈眾結
緣這件事 促成了筆者下列一連串
的因緣：二○○六年十二月 筆者
到︿彩虹山莊﹀閉關懺悔；二○○
七年 筆者把自宅做為︿圓覺堂﹀
暫時的道場；二○一一年二月一
日 ︿圓覺堂﹀開光；二○一二年
十月 筆者於︿關島大學﹀提早辦
理退休；二○一四年二月八日 筆

者剃度出家；二○一四年五月四
日 師尊為︿圓覺堂﹀開光並賜墨
寶；二○一四年五月五日 師尊在
關島的市府公園代表︿圓覺堂﹀捐
贈表演台 並主持﹁綠度母護摩法
會﹂ 同時為尊勝塔開光；二○一
四年五月六日 師尊榮獲關島總
督 美國國會議員 關島議會議長
等人的頒獎表揚；二○一四年九月
一日 筆者參加為期兩個月的法師
培訓
這一切因緣都是在師佛的慈悲
大力加持下 才能如此順利圓滿
筆者感恩不盡
法師培訓班結訓後 筆者參加
十一月二日在︿彩虹山莊﹀的護
摩 結束後 突然左腿疼痛異常
上下樓梯非常艱難 吃藥 看推拿
醫生 做瑜伽拉筋 都不見好轉
筆者認為應是業障現前 這可能和
︿善導寺﹀所結緣的幽靈眾有關
因為已經有八年之久 筆者一直沒
有稟告師尊 也沒有採取任何作
為 因此在十一月六日寫了一封信
給師尊 請求指引
而後 師尊在十一月八日中午
和晚上的加持 均告知筆者 需早
晚各唸誦一遍︻真佛經︼；在十一
月九日的﹁金剛亥母護摩法會﹂開
示時 又再公開強調 ︻真佛經︼

是由具十德的金剛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自心流露 是非常殊勝的息災
賜福經 行者早晚各唸一遍︻真佛
經︼ 可以得到極大的傳承加持
力 可和上師相應 亦可息滅重大
災難 其靈驗程度不低於︻高王觀
世音真經︼
自從師尊指引後 筆者自知業
障深重 每天早晚都各唸誦七遍
非常非常感恩師尊的慈悲教導
在職場上流傳著很有哲理的幾
句話：
專家是將複雜的事情
簡單做
行家是將簡單的事情
重複做
贏家是將重複的事情
用心做
師尊是佛學的專家 祂將浩瀚
的佛法 整理濃縮成有次第而又簡
單易行的︿真佛密法﹀ ︽真佛
宗︾的弟子很幸運 不需費盡畢生
的精力研讀 成為佛學專家；我們
只需按照︿真佛密法﹀ 重複並用
心去做 我們每位都會是贏家 大
家都可以成就 都可以到佛國淨
土
筆者認為 真佛弟子若能珍惜
︿真佛密法﹀ 專一用心修法 精
進修行 早日成就 這是報答師尊
不捨一眾生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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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想不到 今年聖尊的七十仙
壽 承蒙師尊加持 讓我有
福分可以和同門一起赴西雅圖慶祝
聖尊的誕辰；當天是農曆五月十八
日 也恰巧是六月十五日的西洋父
親節 真是喜上加喜！我今年非常
幸運 又得到︽真佛報︾的文學
獎 趁著去領獎 又能參加慶祝師
尊的生日﹁盛裝大會﹂及參加
﹁長壽三尊護摩大法
會﹂ 真是再圓滿不過
了！感恩再感恩！
我皈依師尊已
有二十多載 ︿西
雅圖雷藏寺﹀每一
年舉辦秋季大法會
時 我一定會參
加 也一定讓師尊
摩頂 因為我總覺得
眾生如電池 每一年
必須去給師尊充電 藉
以充實電力讓修法更精進
尤其歲月不饒人 師尊曾開示：
﹁我年歲已高 不曉得還有多少年
華能和眾弟子們相處在一起 一定
要好好珍惜師徒們相聚的日子 ﹂
聽了師尊這番話後 我更是不能錯
過這樣的緣分
今年到西雅圖朝聖時 收穫
比往年更佳！我們此次提早幾天到

真

達 那幾天人數較少 我們有更多
機會接近師尊 聽師尊的幽默開
示 不僅令人開懷 尤其目睹師尊
大笑的神情 真的如似童子一般
尤其令人開心 喜悅
師尊對著大家說：﹁希望星
期日的法會 千萬別下大雨 因為
在寺外搭了表演舞台用的大帳棚
裡面有許多裝備 布滿好
多電線 如果下起大
雨 恐怕會妨礙到
法會 ﹂師尊突
然對著我說：
﹁四妹 妳趕
快去求龍王
法會當天別下
大雨啊！﹂師
尊還很風趣地
說：﹁因為龍王
一見到四妹來 就
飛跑了！﹂逗得大家
一陣呵笑！
當時的我只認為師尊在開
玩笑 逗我開心 沒想到後來有許
多同門跑來找我說：﹁師尊真的要
妳去求龍王耶！﹂我聽了之後 不
敢疏忽 立刻執行任務 我就到龍
王亭去祈求龍王 我不停不斷地唸
﹃龍王咒﹄ 聽同門說 師尊還要
我唸滿三天 直至法會來臨 這三

文∕蓮 花 四 妹

■

天 我真的一直都在唸﹃龍王
咒﹄ 不知唸了多少串珠 說來真
的很奇妙 唸咒之後的那兩天 天
氣就開始由陰轉晴 沒下雨了！大
家都很高興 因為這樣就可以在晚
餐後的黃昏 跟隨著師尊在寺外唸
佛號繞佛了！
一天 師尊走到運動場準備
做雙槓運動 當師尊雙手按著鐵
桿 準備要上槓時 我就立刻拿起
相機拍照 果然 又拍到了不可思
議的般若光 真的很微妙！每當我
拍照後 我一定會很注意觀看照片
中是否有般若光？般若光是什麼型
態？照片中有多少般若光？此次亦
不例外 只見師尊的照片 出現了
一個般若光
三天之後 當我媳婦來到
時 我把所拍的師尊照片給她看
她說：﹁師尊的這張照片有好多般
若光啊！﹂我一聽 立刻取來再
看 令我驚訝非常！這張師尊的照
片 原本只有一個般若光啊！怎麼
經過了三天 般若光居然會增長出
來？我只曾經聽同門說供奉師尊的
頭髮會再生長 但從來未聽過照片
中的般若光也會生長 這真的是不
可思議的難思議啊！由此可證 師
尊真的是佛力無邊 殊勝無處不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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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日的清晨 我們儘
早出發去︿彩虹山莊﹀ 在路上
我仰望天空 原本有陽光的天空漸
漸布滿了黑雲 我很擔憂今天會下
大雨 心中一直在喊著：﹁龍王
啊！請龍天護法大慈大悲 千萬別
下雨！﹂到了︿彩虹山莊﹀時 天
空已下著毛毛細雨 只見同門攜帶
雨傘 站在路的兩旁 等待著師
尊 師母的駕臨！而我這個與雨傘
絕緣的人 也站在人群中 一邊等
待 一邊感受甘露水降在身上的清
涼
親愛的師尊 師母坐著﹁跨
越時空﹂的馬車 由遠而近 人人
高聲歡呼：﹁歡迎師尊 師母 師
尊生日快樂 萬歲！萬萬歲！﹂整
個山莊好熱鬧 一片普天同慶的景
象 當師尊 師母被迎接到舞台
上 準備進行七十仙壽生日慶典
時 正要拍照的我看到照相機螢幕
上出現了一道藍色的光 就在佛青
師姐的身上環繞著 我立刻按鈕拍
照 果然 一個藍色的般若光就在
佛青師姐的手臂上！這是第二次照
到佛青師姐身上的般若光了 由此
也可見證肩負︿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重責大任的佛青師姐 也必然
受到師尊 諸佛菩薩 護法金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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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持
生日慶典禮之後 大家跟隨
著師尊 師母走到寺外放氣球 突
然間聽到人人高聲呼喊著：﹁太陽
出來了！﹂當時 我的心裡很是感
動 感恩龍王 龍天護法的慈悲
終於雨過天晴！我相信 藉以師尊
的德澤 真佛弟子們的祈願 只要
是合乎情理 定是有求必應！
感恩師尊 感恩龍王及龍天
護法 賜予美好的天氣 讓我們師
徒可以於此相聚 一起與天共同慶
賀蓮生活佛七十仙壽！嗡嘛呢唄咪
吽

‧在佛青師姐身上出現的藍色般若光。

▼在〈西雅圖雷藏寺〉切蛋糕時，蛋糕四周出現了
四個般若光。
▼在師尊準備做雙槓運動時所拍到的般若光，
原本只有一個，三天後增長為十多個。

菩提園地

當法

在蓮火上師

蓮世上師和蓮

■文∕蓮衛上師

聖尊悲願無遠弗屆 ㆞藏瑜伽超拔幽冥

年十一月

聖尊蓮生

活佛於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主上師的至誠邀請下

親臨主持﹁梁皇寶懺大法會﹂後

王蓮生活佛從西

的﹁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大

特別
亞洲各國的弟子皆會蜂

雅圖返回台灣時

參加聖

很多
湧至台灣朝聖

法會﹂

是日

各級弘法人員與各國

讓這場拜懺暨超度法會
尊蓮生活佛在︿台灣雷

更加光明殊勝和圓滿！
二○一四年十一月

真佛弟子齊聚一堂

參與這場普
二十三日

利冥陽的大法筵

恰逢︿甘露
精舍﹀啟建為期五天的

印尼︿佛教宗教司﹀司長達喜金

以及馬來西亞

與會的貴賓有
﹁梁皇寶懺大法會﹂

和祕書阿貢先生

先 生 ︵ Drs. DASIKIN, M.Pd ︶
參與這場殊勝的

︿首相署民營部﹀次長拿督陳耀
藉由經文與

拜懺法會

先向蓮生法王問候

首

宗博士
逐條審示自身的言

並感謝主辦
業

單位的邀請；達喜金先生也希望

能邀請法王蓮生活佛於二○一五

冀望能確實改過遷
善

行

達喜金先生致詞時
懺文中所列眾生之罪

機會

很多國外的同門也把握

會

藏寺﹀所主持的護摩法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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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的衛塞節

前往印尼主持

紛降臨
聖尊特別

一一放光加持報名和參

加的陽世與幽冥眾等

讓印尼的佛教能夠更進一

法會

的苦；因此

的大法力

聖尊施以瑜伽焰口

令業障深重的三惡道

得以解脫

舉止動念

妙色身如來真實顯化

眾生

眾生

﹂並解說三惡道眾生

得

以七寶光

聖尊也提到在法會進行中

業

明

無不是

︻地藏經︼云：﹁閻浮提

開示
地

步的發展！
超度﹂手印中

在聖尊行雲流水般的﹁息
誅

餓鬼和畜牲︶種種無量

令殘缺的眾靈業障消除

︵地獄

3
4

懷
七如來和諸佛菩薩紛

⑴印尼〈佛教宗教司〉司長達喜金先生致詞。
⑵蓮火上師向蓮生法王敬獻哈達，
以表最崇高敬意。
⑶蓮生法王於法會後法語開示，
其右為蓮火上師。
⑷〈甘露精舍〉布置以妙色身如來為主的
七如來壇城。

增
藏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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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解脫往生手印
‧蓮生法王主壇「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
手結「地藏手印」。

▲蓮生法王與印尼〈佛教宗教司〉司長達喜金先生等一行人於法會後合影留念。

加持眾靈

特別祈請地

具足往生

到天人般的莊嚴；並以七如來的
大誓願力
佛國的資糧
聖尊在迴向時

以瑜伽大法力超拔眾

接引往生清淨佛國；並祈

藏王菩薩
幽冥

具足一切資糧往生清淨佛

請七佛如來加持一切天色身放大
光明

清淨所有的業障

四生
願

祈願瑜伽焰口具足

放大光明照世間

國；祈請一切諸如來菩薩慈悲六
道眾生

六道離倒懸
一切資糧

口清

敕令一
身清淨

增長
一切所求皆能

資糧具足

幽冥眾等往生清淨佛國

果位圓滿

意念清淨

切眾等皆得賜福
淨
智慧
夠如願

在法王蓮生活佛的迴向中

蓮生活佛為眾弟

更顯聖尊的願力與慈悲無遠

不但字字句句闡述瑜伽焰口的要
義

弗屆！法會後

眾人在咒語聲中
度過充滿聖恩的一

媽祖︶

子賜授﹁三聖母灌頂﹂︵金母
地母

領受法流
天！

‧蓮生法王為眾弟子賜授「三聖母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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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的慈悲加持
我還記得四年前︵二○一○
年︶ 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 投了數
百份簡歷 結果只得到
一次的面試機會 而最
後也沒被錄用
我是學商科的 眼
看著同班同學都得到了
稱心如意 體面的銀行
工作 自己在家心情頗
為沮喪 時間一天天的
流逝 自己思量著應該
怎麼辦 就在這個時
候 有一位善知識叫我
持誦︻高王經︼以及修
﹁白衣大士如意寶珠
法﹂試試看
於是我每天在家裡
的壇城 把自己想要的
工作 非常虔誠地觀想
在白衣大士的寶珠裡
面 當時的要求是：
一 工作單位必須
是世界五百強的外資企業
二 每個月工資不低於三千元
三 錄取後工作會順利 每天能
準時下班

感

修「白衣大士如意寶珠法」
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

我就這樣在家修了兩個月的﹁白
衣大士如意寶珠法﹂ 以及持誦二千
遍︻高王經︼ 並寫信求師尊加持
迴向可以找到工作
就在功課完成的沒多
久 我收到了師尊的回
信 並賜給我一張﹁貴人
符﹂ 碰巧的是 我媽媽
在上班的時候遇到一位客
戶需要找秘書 就請我去
面試 我自己在網上搜索
了一下 該公司是一家美
國五百強的房地產公司
正好符合我的第一個所
求
我記得面試的當天
我把師尊的﹁貴人符﹂放
入口袋裡 惴惴不安地走
進面試的房間
面試官開始用流利的
英語發問 我的英文很
差 回答不上來 我就很
不好意思的對面試官說：
﹁我英語講得不好 可以
用中文回答你的問題嗎？﹂面試官停
頓了下 說：﹁可以 ﹂接下來的問
題 面試官都用中文提問 我也答得
很生澀 面試結束後 我就想：﹁這

■文∕Summer

下完蛋了！這家公司的老闆是外國
人 我又當著面試官的面說自己的英
文講得不好 這次面試肯定又是失
敗！﹂
但是 奇蹟發生了 沒想到面試
結束後 我收到了對方公司的電話
告知我被錄用了 我頗為吃驚！我很
直白地問面試官：﹁為什麼我的英文
講得不好 貴公司還願意錄用我？﹂
面試官告訴我：﹁人力資源部也反對
錄用我 首先 你沒有經驗 其次
你的英文又講得不好 但是我的老闆
對他們說 英文不好可以培養 人品
比較重要！﹂我就這樣歪打正著被錄
用了
我簽約的每個月工資超過了三千
元；我的工作單位離家走路距離只有
十五分鐘 我每天中午可以走路回家
吃午飯；我每個月向老闆申請去台灣
參加法會 老闆都准假；我每天可以
準時五點半下班 回家吃完飯就可以
修法 我是做秘書的工作 只需要做
一些簡單的文字整理工作 工作的性
質不會造業 在我心中 這份工作簡
直就是師尊 佛菩薩完美的恩賜
我非常感恩師尊和白衣大士的加
持 以及那位善知識的提點 嗡咕嚕
蓮生悉地吽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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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瑤池金母大法會」的護摩
火旺盛非常，火焰直竄天際。

門及善信大德踴躍前來護持 法會
功德亦迴向﹁二○一四年︽燃燈雜
誌︾功德主﹂
為了這一年一度的盛事 上
師 法師和眾同門早在法會前幾個
星期就開始籌備 師兄們合力把風
馬旗掛在大殿前廣場的四周；把
︽真佛宗︾的旗幟沿著車道兩旁
從山下入口處一路插到寺門口 師
姐們也齊心協力準備了一○八盤各
式的山珍海味 七珍八寶 珍貴藥
材 鮮花 水果 蠟燭 沉香 美
酒 龍袍 法王帽 手珠等精美的
供品 來供養法會主尊 大孩子們
領著小小孩在寺外的草地上玩耍
大家就像一個大家庭 和樂融融
眼前宛如一幅溫馨的畫面！
蓮鎮上師和法師在每天的護摩
法會後 都會做簡短的開示 上師
講解：﹁披甲護身﹂的重要與方
法 ﹁眠光法﹂的步驟 做﹁九節

佛風﹂時如何讓氣息在脈中流轉
唸經持咒不在次數而是在於﹁聲聲
入耳﹂ ﹁字字入心﹂ 及﹁寶瓶
氣﹂的呼吸方法
上師強調
這些不但是學襌定的基礎 也是修
學更深密法的關鍵 上師也教導
﹁轉心輪光法﹂ ﹁呼吸法﹂
﹁內視法﹂及做﹁大禮拜﹂的正確
姿勢和時間 並再三強調﹁感應﹂
和﹁相應﹂的不同 有些同門把
﹁感應﹂誤以為﹁相應﹂ 或者沉
迷於靈動 結果惹上身來的不是佛
菩薩 後果可想而知
在每天法會的開示後 大家都
迫不及待地走到護摩爐前 攝受味
道香馥的殊勝金母護摩火加持 剎
那間 人人皆感到清淨光明 舒暢
無比！
在每天清晨 上師 法師都會
和眾同門在菩提大道上散步 並閒
話家常 上師為大家解答學習佛法

■文∕︿三輪雷藏寺﹀法務組

謙虛愛布施，無執常感恩，如此才是真相應！

落於美國德州達拉斯的︿三
輪雷藏寺﹀為慶祝建寺五週
年 於二○一四年十一月九日 啟
建﹁南摩無極瑤池金母息災 祈
福 敬愛 超度藏密式護摩大法
會﹂ 並提前於十一月二至九日
舉行一連八天的護摩火供︵包含一
壇大白蓮花童子護摩 七壇瑤池金
母護摩︶ 法會由釋蓮鎮金剛上師
主壇 蓮央法師護壇 並有各方同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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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上的種種疑惑 及家庭 工作 親
子關係 健康養生保健等問題 大
家獲益良多 上師帶領同門繞山運
動時也提到︿三輪雷藏寺﹀建寺初
期的辛苦 每天割草 砍樹 除石
頭 從早到晚忙不停；上師也解釋
師尊賜予︿三輪雷藏寺﹀的寺名是
有﹁佛陀三轉法輪﹂和﹁三輪體
空﹂兩種含意；上師還特別講了新
落成的水子靈塔 建尊勝塔的因緣
和籌建期間所遇到的種種問題
︿三輪雷藏寺﹀才成立五週
年 同門之間的相處都非常和睦
都很發心護持 不但利用下班時間
練習鐘鼓 唱誦等 也自動自發定
期到寺裡幫忙整理環境 上師 法
師也很關心同門 在法會期間 上
師 法師曾在半夜接到一位同門病
重的消息 他們立刻開車到醫院探
視並給予加持 直到天亮才回來
並特地撥出時間為這位同門做了一
場專壇護摩 如此這般的慈悲行
者 讓眾同門由衷讚歎！
因為在八天的法會期間都是
素食 有﹁天廚妙供﹂美譽的廚房
組義工於是大展身手 天天準備不
同的素菜 讓同門都大飽口福 個
個直呼：﹁好好吃喔！﹂上師說
來自於不同國家 地方的我們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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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⑴法會進行中，蓮鎮上師
以金母拂塵及如意，加持與會大眾。
⑵蓮鎮上師為藏密式護摩爐開爐結界。
⑶蓮鎮上師代師為二十多位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頂」。

▲蓮鎮上師於法會後和法師及眾義工、同門合影留念。

相聚在一起同桌吃飯 是很難
得的一件事 那是因為有前世
的好因緣 才有今天的緣分
十一月九日的重頭戲是
﹁瑤池金母護摩法會﹂的第七
壇 也就是﹁圓滿壇﹂ 當天
天氣風和日麗 氣溫適中 微
風徐徐吹來 是十一月秋末難
得的溫度 最適合做戶外的藏
密式護摩 真正符合了天時
地利 人和 全部俱全了！發
心的同門早上八點鐘不到就來
到寺裡幫忙架起幾個大帳棚
早餐過後 法師帶領眾同門把
藏密式護摩爐搭建起來 各式
各樣美侖美奐的供品也依下爐
順序在護摩爐兩側一一整齊擺
放 法會在下午二點準時開
始 遵行真佛儀軌順利進行；
在法會進行中 上師特別以金
母拂塵及如意 為與會大眾做
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的大
加持
法會後 上師於開示時首
先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的大力
加持 也感謝所有義工同門的
辛勞及善信大德的發心護持
才能達到人天共讚之境 上師
再次提醒大家 修行人一定要
常常自我觀照 不可有貢高我

慢的心 行者若念頭不正 私心太
強 太重名利 心術不良 就會走
火入魔
上師講述 一些幻聽 幻
覺 幻視 其實都是由﹁五毒
︵貪 瞋 痴 慢 疑︶﹂加上以
自我中心的執著而產生 若能去掉
我執 並以平常心去面對一切事
物 便不易著魔 行者若是真相
應 其身心均會有大轉變 愚痴變
成有智慧 貪妄變成廣大布施 貢
高我慢變成很謙虛 容易憤怒變成
常慈悲 容易嫉妒變成常讚
歎
時時刻刻都懷著感恩的
心 這才是相應者應具有的特質
也就是身不動了 心不亂了 氣平
和了
上師希望大家要效法聖尊
每日一修 一定要從﹁四加行﹂及
﹁上師相應法﹂開始修持 時時觀
想根本傳承上師住頂放光加持 確
實做到﹁敬師 重法 實修﹂ 如
此修行一定會有成就
蓮鎮上師苦口婆心 慈悲愍
念的開示 讓在場的眾同門都為之
鐫心銘骨 無不報以熱烈掌聲！是
日 有二十多位善信當下發願皈
依 在接受上師代師做﹁皈依灌
頂﹂之後 與會大眾恭賀新皈依同
門 真佛座下又再添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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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朱元璋微服私
訪 到了寺廟門
口 口乾舌燥到處找水
時 一位農民把自己解
渴的一碗水讓給了他
朱元璋當即表示：﹁我
是當今的天子 你可以
不再種田了 我讓你當
縣官 ﹂
此時有一位讀書人
準備考秀才 聽到有人
用一碗水就當上了縣
長 心裡很不服氣 他
在寺廟的牆寫上：﹁十
年寒窗苦 不如一杯茶
水 ﹂
第二年朱元璋又來
到這個寺廟 他發現了
這兩句話 隨即又在後
面加上了兩句：﹁他才
不 如 你
你 命 不 如
他 ﹂
當機會均等時 別
人得到而我們沒有得
到 這是福分的問題
與其去嫉妒別人 還不
如趕快廣造福田改變命
運
最近閱讀了一篇文

章 裡面記載著林清玄在
寫一篇關於報導小偷做案
的文章時 有感於小偷思
維之縝密 以及做案手法
之細膩 因此 情不自禁
地在文章最後發出感嘆：
﹁像思維如此細密 手法
那麼靈巧 風格這樣獨特
的小偷 做任何一行都會
有成就的！﹂但他未曾想
到 這無心為之的一句
話 竟影響了一位青年的
一生
二十年後 當年的
小偷已經脫胎換骨 重新
做人 成了一位小有名氣
的企業家了！在一次與林
清玄的邂逅中 這位老闆
誠摯地對林清玄說：﹁林
先生寫的那篇文章︱︽點
亮了我生活的盲點︾ 它
使我想到 除了做小偷
我還可以做正經事！﹂
成長過程中犯錯是
平凡的 但懂得懺悔改進
才能使自己超凡
我常看見同門在網
絡上推廣師尊文集 有的
是一篇文章 也有的是金

句 這種發心布施的行為雖然看似
簡單 但 它的力量卻是可以指引
現今人們忙碌的心靈 讓人在茫然
中看到前路的光明從而走出困境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們隨時都
可以開拓自己的人生 只要懂得廣
結善緣 所謂﹁一字之褒 榮於華
袞；一字之貶 嚴於斧鉞﹂ 一句
睿智的語言足以影響他人一生 成
為他人生活中的指南和處世依據
我們要學會改造命運 而不是
天天讓命運煎熬 千萬不要勿以善
小而不為 因為推廣師尊文集的善
行 能夠拯救無比的生命 成就無
限的功德 這是﹁積極增福的態
度﹂ 它可以使你跨越困境 脫離
不幸
改變命運除了懺悔 還有最重
要的一件事就是﹁廣結善緣﹂
小小分享！在日常生活中 有
時壞心情是自己想不開時 所折磨
出來的 而現實並沒有你想的那樣
糟糕 因為世事本來就無恆在 只
要懂得凡事從前因後果的因緣來觀
照 就不會一昧地執著於結果 也
才能避免因執著而左右自己的情
緒 凡事用心去做 但要有做﹁空
花佛事 水月道場﹂的哲思 這樣
人生才會愈接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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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九

‧蓮花靜香上師 蓮蹻上師︵右三︶與︿日本高
崗扶輪社﹀會長藤田益一︵左一︶ ︿台灣啟
禾扶輪社﹀石家瑜女士︵左二︶ ︿天暢國際
藝術﹀財務長陳 麗女士︵右二︶ ︿日本泉
佐野扶輪社﹀加藤美三子女士︵右一︶合影
盈

活佛文創藝術館﹀的時機已到 於
是就開始尋找文創館的用地 很巧
合地 剛好有一間非常適合當文創
館的現成建築物 靜香上師毫不猶
豫地在九月一日簽下契約 然後立
即開始進行各項工作 舉凡建築物
裝潢 設計 布置 燈光 設備
保全設施 以及建造日本庭園風格
的景致 一一完成
在緊張忙碌的趕工之下 ︿蓮
生活佛文創藝術館﹀得以在十一月
九日舉辦開幕典禮 在這段時間
靜香上師每天都四點起床 為了保
持精神和體力 上師禪定 修法
練功 才得以不至於累倒 或許也
正因為如此 建立︿蓮生活佛文創
藝術館﹀亦非常順利地完成
由於文創館的建立 可促進當
地文化交流 旅遊觀光 因此 也
得到了三位市長的支持與鼓勵 並
決定出席參加開幕儀式 同時給靜
香上師頒發感謝狀 感謝上師在南
泉州地區︵關西空港泉佐野市 泉

■文∕︿住吉山雷藏寺﹀編輯部

㈰本︿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
開 幕 ㈷ 賀 慶 典
本︿住吉山雷藏寺﹀釋蓮花
靜香金剛上師在二○一四年
十一月九日為︿蓮生活佛文創藝術
館﹀舉辦了隆重盛大的開幕儀式
與會大眾多達一百多位 親臨的貴
賓包括地位顯赫的市長 扶輪社
公司社長 會長 畫家
等 還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同門善信大德踴
躍前來護持盛會
建立︿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
的緣起要追溯到十八年前 當時在
美國西雅圖 蓮生活佛囑咐蓮花靜
香上師未來要建立蓮生活佛文創
館 於日本弘揚︿真佛密法﹀ 延
續真佛法脈 並賜予蓮花靜香上師
很多文字墨寶 龍袍 還有傳承信
物 偈語和珍貴的蓮生活佛足跡
事隔十八年 在今年的八月廿
四日 蓮花靜香上師再次到美國參
加西雅圖法會的時候 師尊正式賜
下﹁︿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墨
寶給靜香上師 八月廿七日 靜香
上師回到日本 意識到建立︿蓮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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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 阪南市 岬町︶促
進國際文化交流 地域性
的文化藝術發展和觀光事
業的繁榮 而社會各界人
士也給予了很大的鼓勵
在開幕儀式當天前來參加
的各界貴賓有四十位之
多 其中十八位貴賓參與
剪綵
這文創館開幕之前
蓮花靜香上師帶領阪南市
長 泉佐野市長 泉南市
長 前任的泉南市長 在
九月廿八日前往台灣訪問
高雄市政府 外交部 行
政院南區辦事處 並參觀
了︿天暢國際藝術集團﹀
的﹁華夏藝術古文物
展﹂ 促進台日文化交
流 之後 上師又出發到
香港弘法 總共在國外忙
了將近半個月 才又匆忙
地回到日本參與文創館的
各項建設工程
師尊曾經開示過：
﹁每一位真佛弟子都要做
最好的佛法宣傳員 宣揚
︿真佛密法﹀ ﹂在日本
所建立的全世界第一間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 可以說
是開演了真佛世界文創館的第一
步 不僅可以保存聖尊蓮生活佛二
四○多本著作及豐富的真跡墨寶與
畫作 同時也宣傳聖尊的精神與境
界 展覽師尊一生的傳奇 可以讓
更多人聽聞並了解︿真佛密法﹀
提升眾生的心靈 使社會更加和平
安定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少不
了聖尊的作品及相關文物的蒐藏與
展示 因此 除了靜香上師捐出長
年珍藏的師尊真跡墨寶 畫作和古
文物外 香港的蓮蹻上師亦捐贈師
尊的真跡墨寶畫作 還有來自馬來
西亞吳師兄 美國項師兄及台灣許
師兄的捐贈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同時
還獲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與文物捐
贈 不但有國際氣韻書道家王誠
一 氣韻書法家方瑞豐 愛心畫家
柳青松 當代畫家梁密萄的畫作
所獲贈的古文物涵蓋了宋 元
明 清等年代 計有：︿天暢國際
藝術集團﹀林茂唐總經理 財務長
陳盈麗女士所捐贈的多件古文物；
︿美商方美克斯藝術集團﹀方瑞豐
董事長捐贈多件古文物和唐卡；香
港羅耀荃董事長捐贈明朝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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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南市長竹中勇人先生頒發
感謝狀予蓮花靜香上師。
▲泉佐野市長千代松大耕先生
頒發感謝狀予蓮花靜香上師。
▲阪南市長福山敏博先生頒發
感謝狀予蓮花靜香上師。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入口大門。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的館前側庭園。

菩提園地
▲文創館內所展示的胎藏界曼陀羅、
古唐卡與歷史古文物。
曼陀羅、
展示的金剛界
▲文創館內所
物。
文
古
史
與歷
十二生肖獸首

▲文創館內所展示的蓮生活佛畫作
及方瑞豐畫作、王誠一畫作。
▲文創館內所展示的蓮生活佛畫作、
方瑞豐墨寶、古桌與金字塔水晶。

獸首 清明上河圖的古屏風 清朝
皇帝龍袍；香港蔡鴻發董事長捐贈
西漢時期古文物；馬來西亞王煜驊
董事長捐贈明朝古文物；比利時古
董珍藏家捐贈兩幅近三米長的︻妙
法蓮華經︼
此外 感謝馬來西亞的莊師兄
幫忙翻譯所有文創藝術品 蓮生活
佛文集畫作的標題 招牌看板的英
文介紹；文創館的正面看板是十二
米長 二米寬的大招牌 後面是十
米長 六十公分的大招牌 是由
︿日本國際藝術大學﹀畢業的天元
辰宏師兄︵蓮花靜香上師的女婿︶
所設計的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是師
尊 師母二十多年來的心願 僅用
最短的時間完成 蓮花靜香上師做
得十分辛苦 同門義工也都緊迫趕
工 阪南市長後援會的善信大德亦
被感召而前來幫忙 文物的整理以
及文創館的每一個角落 都是他們
清潔的 這樣的辛苦忙碌 讓靜香
上師的體力已經接近極限 因此感
動了佛菩薩 得到了許多不可思議
的現象 師尊和諸佛菩薩屢屢降
臨 給予靜香上師大加持
上師在開幕式中開示：﹁能身
為聖尊蓮生活佛的弟子 是我們的
福氣；能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為宗
派做事 是我們的天職與任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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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⑴文創館內所展示的蓮生活佛墨寶、
清明上河圖繡畫古屏風及古佛像。
⑵文創館內所展示的蓮生活佛畫作與古屏風。
⑶文創館內所展示的蓮生活佛傳承信物、
著作、密教法器和歷史古文物展。

3

常在想 生命的可貴就是奉獻 盡
自己一切的力量來服務社會 服務
眾生 也是修行的重要一環
我常為法務忙到體力極限
時 我的天心 頂輪不停地旋轉
我的頭部三處在裂開 像得到﹁裂
腦症﹂一樣 之後 我的體力反而
得以充沛 我因此悟出修行的道
理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專
心努力去做好一件事 用堅定不移
的信念去完成一件任務 無求 無
私 捨掉自己 把自己捐出去 為
眾生做事 你得到的根本傳承力
本尊的加持力 龍天護法的護持力
和眾生的向心力 絕非言語可以表
達出來的！而所謂的超常態 超意
識 超越時空的力量 都會啟動
這就印證法界無邊力的存在與偉
大 整個宇宙天地間會呈現出聖潔
的光明
此時的你會感受到萬般尊
貴 美麗 善良 和平的心境 且
隨時感受到與佛同在 你會由衷發
露懺悔過去的所做所為 你會原諒
曾經傷害過你的每一個人 你會愛
天地萬物 你會感謝所有幫助過你
的每一個人 你的心如同宇宙般的
寬大 你會體解大道無私的境界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師母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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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⑴十八位貴賓參與開幕剪綵。
⑵十八位剪綵貴賓與「慶、祝」大寶扇合影留念。
⑶阪南市市政府〈樂太鼓隊〉擊鼓慶祝。

香上師慈悲賜予龍袍 ︿蓮生活佛
文創藝術館﹀才能夠圓滿開幕 感
恩︿住吉雷藏寺﹀所有國際理事的
護持 文創館才能如期完工 感謝
︿宗委會﹀的關懷和所有關心的同
門 有大家的鼓勵 才能不斷的推
動我向前邁步 謝謝大家！感恩再
感恩！﹂

三位市長頒發感謝狀 肯定
蓮花靜香上師對地方的貢獻
開幕當天上午十時 天空下
起了濛濛細雨 映著街道兩旁微紅
的楓葉 為文創館的開幕增添了一
絲藝術氣息 當天 日本的產經新
聞記者亦前來採訪報導 此次開幕
慶典儀式是由上師的女兒︱蓮花芸
音師姐主持 來自大阪府的四位市
長致詞 無不表達了期許與讚歎
因為︿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的建
立 對當地以及鄰近市的國際文化
交流有著卓越的貢獻 阪南市長福
山敏博 泉佐野市長千代松大耕
泉南市長竹中勇人三位市長 分別
頒發感謝狀予︿住吉雷藏寺﹀住
持︱釋蓮花靜香金剛上師 以表示
支持與肯定
全世界第一間︿蓮生活佛文
創藝術館﹀剪綵儀式開始 由釋蓮
花靜香上師 釋蓮蹻上師 諸位市
長和各界貴賓共十八人一起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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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館開幕當天所舉行的國際文化交流。

由於下著細雨 與會來賓們高
興地撐傘協助剪綵的貴賓 此
情此景 更增添了和諧 團結
的氣氛 表現出對︿蓮生活佛
文創藝術館﹀成立的熱烈支
持
接著是日本特有的祝賀慶
典開鏡儀式 上師與四位市長
手持吉祥的木槌 一同敲開裝
滿清酒的開運檜木大酒桶 然
後與所有來賓共同舉杯慶祝
同霑喜氣 在大家共同舉杯與
天同慶 與師同歡 與眾同樂
的時刻 由七人所組成的阪南
市市政府︿樂太鼓隊﹀出場擊
鼓誌慶 鼓音繚繞太虛 與會
大眾無不高聲歡呼 掌聲久久
不停
隨後是歡樂的﹁搥麻糬﹂
活動 熱氣騰騰的熟糯米 由
來賓穿著特殊的慶典服裝 同
時吆喝著口令 大家接力搥出
日本道地的美味Ｑ軟麻糬 配
上香甜的紅豆湯 是日本一道
別有風味的慶典甜食
來賓在一片歡聲笑語中
搥得不亦樂乎 接著的國際文
化交流 所有來賓在歡笑中享
用日本的懷石料理便當 暢談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

‧網名：日本真佛宗總本山住吉雷藏寺
‧Facebook：zh-tw.facebook.com/Raizoji

國際文化及泉州地區未來的國際觀
光發展；日式的開幕﹁慶﹂
﹁祝﹂兩大寶扇格外奪目耀眼 同
門爭相拍照合影
文創館前方張貼著聖尊蓮生
活佛的大海報 在雨中顯得更有加
持力；大海報旁花團錦簇 五彩繽
紛 那是貴賓們的祝賀花籃 往來
的當地居民習慣性地會在慶典結束
後 將祝賀的花朵取下帶回家 表
示將喜氣帶回家
是日 一切吉祥圓滿 ︿蓮
生活佛文創藝術館﹀開幕剪綵儀式
在一片祥和的氣氛中 畫上了圓滿
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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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貴賓和〈樂太鼓隊〉合影留念。
▲前所張貼的聖尊法相與各界致贈的祝賀花籃。

‧郵編：599-0232
‧地址：日本大阪府阪南市箱作2225
‧英文地址：599-0232
2225 Hakotukuri Hannansi Osakafu Japan
‧電話：072-447-5958（日本國碼請+81）
‧網址：raizoji.or.jp

‧蓮花常仁上師為〈大覺堂〉新道場主
持開光安座後，和眾同門合影留念。

■文∕蓮花如茵講師

緣

起於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佛曾在
法會開示上 非常讚歎香
港︿十方同修會﹀的莊嚴
彩繪佛像 因此 早在二
○一三年初 秉承根本傳
承上師的開示及指示後
印尼雅加達︿真佛宗大覺
堂﹀全體理事決定恭請香
港︿十方同修會﹀住持︱
釋蓮花常仁金剛上師為
︿大覺堂﹀新道場設計壇
城及佛像
感恩蓮生活佛的大力
加持 僅短短的一年間
終於在二○一四年十月八
日 所有的彩繪佛像順利
地運至︿大覺堂﹀新堂
址 而在二○一四年十一
月一日星期六︵農曆潤九
月九日︶早上十時正
︿大覺堂﹀誠邀來自香港
的︿十方同修會﹀住持
同時也是︿世界華光功德
會﹀總會長︱釋蓮花常仁
金剛上師為︿大覺堂﹀的
新道場主持開光安座典
禮

▼蓮花常仁上師為〈大覺堂〉新道場主持開光安座。
▼眾同門歡喜參加〈大覺堂〉新道場開光安座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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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堂〉新道場安裝佛像的過程。

栩栩如生的佛像散發
著攝眾的光明 所有佛菩
薩金剛護法像 尤其是中
央的主尊︱大白蓮花童子
金身最為莊嚴 每一尊都
非常攝眾！上師在開光儀
式進行中 為佛像開光點
睛後 持偈誦曰：﹁吉日
良辰 開光大吉 弘法度
眾 發！發！發！﹂開光
儀式圓滿結束後 上師與
全體理事及與會大眾合影
留念 留下美好的回憶
接著 上師為本年法
會主題之﹁長壽三尊﹂
慈悲主持﹁南摩長壽佛請
佛住世息災 祈福 超度
薈供法會﹂ 以此次薈供
法會功德 迴向根本傳承
上師佛體安康 常住世
間 長壽自在 廣度眾
生 法會在下午二時正式
開始 由眾法師 講師
助教 同門善信共同參加
護持
上師表示 是日為大
好的日子 因為十一月一

號有三個﹁一﹂ 同時在農曆上
也是﹁滿日﹂ 冥冥之中 佛菩
薩似乎都在安排著一切 上師回
想二十年前 ︿西雅圖雷藏寺﹀
的壇城也是上師設計的 當時畫
了圖並做小的模型 再請示師尊
後 才有現在︿西雅圖雷藏寺﹀
的新壇城 進而全世界許多雷藏
寺或分堂都按照︿西雅圖雷藏
寺﹀的壇城來設計道場壇城 上
師也向大家分享︿大覺堂﹀新壇
城的籌建過程 在三天安裝佛像
的過程中 證實了佛菩薩冥冥之
中的安排
蓮花常仁上師已經協助了十
幾個道場設計壇城 緣起於十年
前師尊佛駕香港︿十方同修會﹀
時 非常讚歎壇城諸佛菩薩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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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堂〉新道場安置佛像完成後的大殿，色彩瑰麗，莊嚴非凡。

莊嚴 並訊問是否有介紹
這些佛像給其他道場？上
師說 因為覺得自己身為
出家人 幫人家做佛像
會讓人以為上師是做生意
的 所以上師並沒有向他
人介紹 過了幾年後
︿十方同修會﹀再擴充
整個壇城更莊嚴 更完
整 師尊蒞臨時又再讚
歎 根本傳承上師很慈
悲 常常在開示或著作裡
提及︿十方同修會﹀的壇
‧︿大覺堂﹀新道場的太歲殿
城及佛像
嚴的壇城 師尊常常講 壇城是
上師記得師尊曾經開示 在
萬德交歸的地方 也就是佛菩薩
宗喀巴祖師著的︽密宗道次第廣
在宇宙的光明降下來的地方 所
論︾裡 此論三分之一就是在講
以 入曼陀羅首先要布一個很莊
﹁入曼陀羅﹂ 也就是﹁設立壇
嚴的壇城 要非常用心 更要有
城﹂ 因為在密教 ﹁入曼陀
足夠的資糧 才能夠完成 從
羅﹂非常重要且非常嚴格 戒律
︽密宗道次第廣論︾裡可以得
不嚴者 不允許去碰曼陀羅 甚
知 莊嚴的壇城可以讓修法比較
至做不好是會往生的 也就是
容易精神統一 佛菩薩下降後
說 不可以掉以輕心 不可馬馬
比較容易感應 這是修密教的基
虎虎 上師建議大家去看看師尊
本所需
講此論的開示
上師以日前香港佔中示威靜
上師非常讚歎︿大覺堂﹀的
坐爭取自由民主為例 上師表
弘法人員 理事及同門 假使沒
示 其實 人一出生就不自由
有魄力的話 根本做不出如此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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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是自己的業障讓自己不自
由 跑到全世界都不自由；靜坐
追求民主自由 其實只是表面的
自由 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只要
是人 根本就沒有自由
人一出生就是追求自己執著
的東西而已 我們學佛修行的行
者才是追求真正的自由 追求真
正的解脫 當修行成就時 自己
想在哪裡出生 就在哪裡出生
不是不知道為什麼而出生 而後
還怨父母把自己帶來人間 其實
是自己來的 今天 大家皈依了
師尊 恭喜大家 因為大家才是
追求真正自由的人 這一生能皈
依真正的明師修行 這才是很難
得 很稀有的 其它的一切都是
幻 假
學佛是正面的 並不是逃
避 學佛不是整天躲在家裡修法
持咒 我們要熱愛人生 不但要
自己修行 還要積極幫助所有的
人 除了讓自己得到自由 也希
望所有眾生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有了莊嚴的壇城 希望大家能更
深入師尊的法教 得到真正的解
脫和自由

在精彩的法語開示之後 上
師代師為大眾做﹁長壽佛賜福灌
頂﹂ 與會大眾法喜充滿 法會
圓滿結束
隔日︵十一月二日︶早上十
點正 上師主持﹁密一研習
班﹂ 上師以根本傳承上師第二
四○冊著作︱︽打開寶庫之門︾
中的︿覺受光明的口訣﹀一文
做為﹁密一研習班﹂的課程教
材 上師藉由文章所敘述的禪定
口訣 教導大家坐禪 入三摩
地 上師在短短五個小時內 把
禪定口訣講完 並鼓勵大家要敬
師 重法 實修 希望大家都能
精進修持 自度度他 自覺覺
他 最終能明心見性 自主生
死
在根本傳承上師 諸佛菩薩
大力加持以及護法的庇佑之下
兩天的法務活動圓滿結束 大家
滿載而歸 法喜充滿！非常感恩
根本傳承上師 諸佛菩薩及護法
金剛 希望大家能珍惜師尊所傳
的︿真佛密法﹀ 發菩提心 護
持來之不易的莊嚴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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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堂〉新道場的財神殿。
▲〈大覺堂〉新道場的高王觀音殿。

■文∕蓮鼎法師

▲蓮漸法師（左）與蓮易法師於尊勝佛塔前合影。

朗的天氣帶著一絲絲乾燥

︿印尼

馬上轉機赴中爪

立即飛向三寶壟市
一個小時後 飛機降落在三

三寶壟︿慈園堂﹀堂主

許嘉利師姐 ︿集寶同修會﹀曾
玉婷助教等幾位同門都已在候客

寶壟市

場

此親切地相互問候 寒暄幾句之
後 大家直接步入國內航線機

來 久違的蓮栽上師 依然淡然
自在的樣子；在陳勇華主席 祕
書伍詩萍師姐的熱情歡迎下 彼

護摩法會
上師緩緩地由入境處走出

哇三寶壟市 為︿慈園堂﹀主持
﹁準提佛母﹂及﹁藥師如來﹂的

北抵雅加達後

首日︵十月二十二日︶的行程是
蓮栽上師將馬不停蹄地直接從台

的蒞臨 準備主持一場尊勝佛塔
的開光以及主壇五場護摩法會

密總﹀主席陳勇華師兄以及祕書
伍詩萍師姐 蓮鼎法師等候上師

為迎接釋蓮栽金剛上師

繁忙的旅客人來人往 絡繹不
絕
就在機場的候客室外

的熱風迎面吹來 千島之
國的首府︱︿雅加達國際機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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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栽上師等一行人和〈喜法同修會〉 Harry 堂主（蹲者）
於尊勝佛塔前合影留念。

臨 當地時間已是下午五
點卅分 為爭取時間 在

室外

雅加達趕來 年邁的︿禮善堂﹀
堂主張德強師兄伉儷也老遠從北

會﹂ 當天會場貴客滿座 ︿印
尼密總﹀主席陳勇華師兄專程從

息

第二天的﹁藥師如來護摩法

前往旅館路途中 許堂主
和林泳吉師兄在著名的

加浪岸趕來 ︿三寶壟雷藏寺﹀
主席關家治師兄伉儷也陪同︽燃
燈雜誌︾的何仲師兄到場護持

迎接蓮栽上師的蒞

︿ Holiday Inn 餐 館 ﹀
款待上師
於用餐中 上師提

法會前高客相聚 和氣融融 法
會期間 法喜充滿 祥和氣息不

法會殊勝圓

及法會籌備事宜時 堂
主提議先修﹁龍王寶瓶

斷
滿

雷雨聲不絕
法﹂ 因各地旱災災情
嚴重 想祈求龍王降

沙拉笛加市

的︿廣慧同修會﹀堂主林清英師
姐邀請蓮栽上師及︿印尼密總﹀

十月二十四日
經上師開示 此次護摩
法會主尊︱準提佛母的

主席前往同修會指點壇城事宜
在用過早餐後 上師與幾位同門

解決漫長的旱季

兩位使者皆是龍王 可
以祈風調雨 這才使堂

同赴沙拉笛加市 大約一小時半
後抵達︿廣慧同修會﹀ 經上師
指導 一切順利 在用過午餐

雨

主放心不再顧慮 遺憾
不能修﹁龍王寶瓶
法﹂ 餐後 大家就匆

後
時

請上師於當晚蒞臨︿集寶同修
會﹀主持同修 上師在同修後的

再返回三寶壟市 下午六
由曾玉婷助教款待晚宴 邀
匆奔赴道場
﹁準提佛母護摩法
會﹂進行得很順利 護摩
結束前雷聲隆隆 一場雨

法語開示時表示

常存菩提

﹁發菩提心﹂
一股兒灑下

是修行的重要條件

會場悶熱的
氣氛頓時透入清涼新鮮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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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上師搭乘早

‧蓮栽上師於︿慈園堂﹀主壇﹁準提佛母護摩法會﹂

心

修法才易相應
二十五日一早

主和不少同門師兄前來接

機 在用過午餐後就一路直
奔︿喜法同修會﹀

陣陣讚歎

到了︿喜法同修會﹀
當宏偉的藏密式︿尊勝佛

塔﹀呈現在眼前

之聲此起彼落；大家都被震
攝住了！據上師講述 這是

︽真佛宗︾第一座的藏密式
尊勝佛塔 會場早有幾位法

師正著手布置 有從泗水趕
來的蓮手法師和來自西加里
曼丹的蓮令法師 而常住︱

蓮漸法師於很早期就皈依師
尊 因當初還未收出家眾

近幾年

尊勝佛母可以改

所以就在泰國出家
才回印尼

師尊曾言

塔 頂禮佛塔的眾生
得到解脫的法緣

都能因此

心造塔 消災延命 天福無盡
佛陀更有教示 發心造塔有不可
思議的功德 凡建佛塔 繞佛

圓滿眾生的心願 而︻造塔延命
功德經︼記載 塔不論大小 誠

變命運 若眾生向尊勝佛塔祈
求 持﹃尊勝佛母心咒﹄ 可以

‧蓮栽上師於︿圓信堂﹀主壇﹁藥師如來護摩法會﹂

前 雷雨陣陣 把大地洗刷得一
乾二淨 法會順利進行 法喜充
處處呈現晴朗吉祥的感覺
二十八日早晨 ︿印尼密

滿

班飛機返回雅加達 於當天下午
二時在︿圓信堂﹀主持﹁勾財天

總﹀主席陳勇華伉儷 前任主席
梁銧中伉儷 伍詩萍師姐和三位
都準時集聚在機場

女護摩法會﹂ 從四面八方趕來
參加法會的同門早已把場地坐
法會舉辦得殊勝

Harry 堂

同門師姐
無一虛座

飛機終於飛達巴淡島

滿

法會

準備陪同上師及兩位法師飛往巴
淡島 經過大約三小時的飛行
氣氛十分殊勝

如意圓滿 次日 上師主壇﹁藥
師如來護摩法會﹂ 壇城布置得
莊嚴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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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大眾順時針繞塔三圈 在陣
陣的掌聲中 再由迎師隊引領返

下午 上師一行人等進入酒
放下行李準備盥洗 當時又

店

回壇城主持﹁尊勝佛母護摩法
會﹂

護摩火激烈

有兩位師姐從雅加達趕來護持
還有新加坡的蓮道法師和兩位同

當供品下爐後
澎湃
交加

大家聚

在一起 熱鬧非凡 是晚 在附
近的大排檔享用晚餐 因為巴淡

氣 一下子變得特別清涼
法會結束後 宏偉的佛塔

門也從新加坡趕來護持

島四周是海 菜譜以海鮮著稱
當晚就是以海鮮果腹

的法會讓大家沉醉在深深的禪定
中 感受著︿真佛密法﹀的法味
和殊勝 上師在法語開示時 大

會場外頭雷雨
本來燥熱的天

翌日︵十月二十八日︶吃過
早點後 上師就趕往︿喜法同修
會﹀的法會會場 準備及指導開

粒大粒的雨點灑下 整個會場變
得分外清爽 據堂主說 這是頭

火勢磅礡
狂風不斷

光事宜 當天從各地來的同門
都發心參加這殊勝無比的開光儀

為

護摩
殊勝

一下就坐滿整

次下這樣的大雨 以往不曾如此
傾盆大雨 法會結束時 雨也停
式和護摩大法會
個會場

為大地

與會眾等大灑淨水 清淨一切
十月二十九日早上 上師一

好似在為佛塔
鐘鼓齊鳴 迎師隊伍緩緩步行恭
迎主壇上師 有六位法師護持的

行人搭機返回雅加達 結束了此
次的印尼弘法行程 感恩蓮栽上

了

釋蓮栽金剛上師戴著五佛冠 威
儀十足 莊嚴無比 在迎師隊的

師一連七天的辛苦 讓每一場法
會都非常殊勝圓滿 瑞相環生
感謝根本傳承上師大加持 讓此

開光儀式開始

引領下步入壇城 率領大眾做
﹁真佛大禮拜﹂ 接著就步向尊
勝佛塔做開光儀式 炎熱的陽光

行一切如意吉祥

上午十時

把正在開光的︿尊勝佛塔﹀照耀
得威光赫赫！開光後 上師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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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來 壇 城 與 法器 組 同 門合 影 。
於〈圓信堂〉藥師
‧蓮栽上師

青蛙王子

線上訂閱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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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69

70

活不過 90 ，那是你的錯！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從生物㈻㆖講，衰老是生物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的必然過程，表現為結構的退化和
機能的衰退，㊜應性和抵抗力減低。
雖然許多器官功能㆘降，對於生活幾乎沒㈲影響，但㈲㆒些器官的功能㆘降，能夠極
大㆞影響㆟的健康和幸福。例如，雖然老年㆟的心臟在㉁息時泵出的血量並未明顯㆘降，
但心臟泵出最大血量卻㆘降，這意味著年紀較大的運動員不能像年輕運動員那樣行使功
能。而腎功能的變化明顯影響老年㆟把某些藥物排出體外。

哪些變化是純粹因衰⽼⽽引起？哪些變化是⼈們⽣活習慣的結果？常常是難以
判斷的。經常坐著不動、飲⾷不當、吸煙、酗酒和濫⽤藥物，較之單純的衰⽼，會
更早損傷許多⾝體器官；因此，從⽣活習慣下⼿，是延年益壽的根本之道。
「多喝⽩開⽔，飲⾷⼋分飽，⽇⾏⼀萬步。」這是〈北⼤⼈民醫院〉⼼研所所
⾧胡⼤⼀教授送給⼤家的⾧壽秘訣。據統計，中國⼈的平均壽命為 73 歲，由此可
知，很多⼈認為活到 80 歲就實屬不易，但專家教授卻認為：只要你遵守四句⽼話—
戒煙限酒、合理膳⾷、有氧運動、⼼態平衡，就可輕輕鬆鬆活到九⼗歲，如果活不
過，那就是你的錯！
10 個心肌梗塞者， 9 個可以被預測
出門計程車、進門坐電梯、煙酒不離身、洋速食不離口……，種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國㆟心血管疾病發病的主因。據統計，㆗國大陸每年㈲ 300 萬㆟死於心血管疾病，平均
每 12 〜 13 秒就㈲㆒㆟被心血管疾病奪去生命，㆔、㆕㈩歲的㆟罹患心肌梗塞早已不罕
見，已佔了因心肌梗塞住院病㆟的㈤分之㆒。
大家都知道㈲病去看㊩生，但真正的預防卻沒㆟重視。「疾病發展幾㈩年，致殘致死
㆒瞬間。」胡大㆒教授指出，防治心血管病絕不是老年㆟的事情。「 10 個心梗， 9 個可被
預測； 6 個心梗， 5 個可以被預防。」胡大㆒教授說，告別癌症，可多活 3 年，但告別心
血管病，可多活 10 年。
不做閒㆟，堅持㈰行萬步路
運動的好處㆟㆟皆知，關鍵是很多㆟既沒㈲落實，也不能堅持。胡教授表示，他不是
很閒的㆟，所以，需要開會時，如果離會議樓不遠，他㆒定會走著去；會間的茶歇時間，
他會起來走動；在候機廳候機時，他會不停㆞走；出行時，他盡可能乘㆞鐵、坐公車；㆖
樓的時候，別㆟乘電梯，他會走樓梯……。
「我帶計步器鍛練 11 年了，每㆝都要走 1 萬步。」胡教授認為，走路是運動的最好方
式，簡單、經濟、安全、㈲效，對老年㆟的關節、肌肉、韌帶損害很小，對心臟負擔相對
也較小。除此之外，平時可練練小啞鈴、橡皮帶等。鍛練身體的靈活性可選擇太極拳及瑜
伽。另外，慢跑、扭秧歌、打乒乓球等都㊜合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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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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吃㈧分飽，要㈲㊜度饑餓感
談到合理膳食，胡教授建議大家記住㆒個原則：總量控制㈧分飽，合理搭配不過分。食鹽量
每㆝不超過 5 克，少吃或不吃超市裡賣的熟食，吃速食麵時，調料包只用㆔分之㆒就足夠了，以
免熱量、鹽等攝入超量；減少膳食脂肪，多吃蔬菜㈬果、㈤穀雜糧；㊜度吃瘦肉，或雞鴨及魚
肉；海鮮㊜度；雞蛋每㆝ 1 個，如果到了㆗午或㆘午㆕、㈤點鐘，肚子感覺㈲點餓的話，表示這
㆒㆝的食量是合㊜的。
喝酒㈲度， 0 吸煙
專家提醒，吸煙不光是不良的嗜好，更是㆒種疾病；煙草㆗的尼古㆜已被證實是毒品，其成
癮性與可卡因相似。此外，戒煙是降低心血管病風險最經濟的方式，可降低 36% 的死亡率。
酒倒是可以喝㆒點。坊間報導，㊜當喝酒可以保護心臟，其實這是沒㈲確切的科㈻依據，㈲
㆟說：「喝酒可以升高體內的好膽固醇。」其實，走 30 分鐘的路或做點運動就可升高好膽固
醇。如果你不喜歡喝酒就不要主動去喝，更別相信「買酒保健康」的商業廣告。對於喜歡喝酒的
㆟來說，㊚性每㆝可喝白酒 1 兩（ 50 克）， 2 兩葡萄酒， 300 毫升啤酒，㆔者則其㆒，這是可
以的；㊛性則減半，但孕婦絕對不能喝酒。
健康標準
「 140 毫米汞柱」是血壓的達標值，因此，要保護心臟，必須把收縮壓降到 140 毫米汞柱以
㆘。㆒般㆟糖化血色素的正常值約為 4 〜 6 ％，糖尿病㆟宜控制在 7 ％以㆘。
總膽固醇：理想值是＜ 200mg/dL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理想值是＜ 130mg/d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理想值是＞ 40mg/dL
㆔酸甘油脂：理想值 <150mg/dL
㊚性腰圍須小於 90 公分，㊛性腰圍須小於 80 公分。打營養針藥，不如多喝白開㈬。
胡教授強調，對老年㆟來說，與其迷信各種各樣的保健品，不如養成良好的養生習慣，不要
盲目迷信那些所謂的養生專家，以免走入健康誤區。比如換季時，很多老㆟常常去定期輸液，以
此達到稀釋血液的目的，這樣做是非常荒謬的。
身體本身是個無菌環境，輸液則不但不安全，對身體也沒好處，如果真的覺得㉂己的血液太
黏稠了，可以多喝點白開㈬，根本沒㈲必要輸液。
最後，專家送給老年朋友幾個字—淡泊㈴利、廣交朋友、多做實事、善待㉂己。㆟生不如意
㈩之㈧㈨，要常想「㆒、㆓」而不思「㈧、㈨」。胡教授說，㆟活 70 古來稀，但現在活到 90 歲
應該是常態，我們應該㈲這樣㆒個㆟生目標：不過 99 ，輕易不能走，讓我們向著 100 歲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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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you know what is Tantra? It is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If you have
mastered the Tantra, you have the whole universe. It is yours. Where
is the lineage from? It is from the air. (applause) Since I came from the air, I
must return to the air in future. I will travel to many places including other
planets for sightseeing.
Maybe I won't be around next year. I am already forty nine, if you retain
me, then I shall live.(applause) If nobody wants me any more, then may be
I shall live for another two years. To tell the truth, I like where I came from.
But, as I have great causation with the sentient beings of this world, I wish I
could stay longer.(applause) All gurus embody Vajrasattva, I am telling you.
What did Master Kong Hai learn from Hui Guo? He learned all the
things that a Tantric cultivator must know and master:
First, he learned ”the Tantric shrine”.
Second, he learned ”the true mantra”.
Third, he learned ”Self-Tantra”.
You may think that we should not learn about ”self”, since it is our own
ego. You are wrong in this instance, the self is not the external self, it the
the true self inside us.
The tantric cultivator must learn to recite and to fire. The fire is not the
same as the external one. It is ignited from within, we must learn about
temparature, smoking torch, light and finally liberation.
Apart from these, he must also learn the rites of chanting,
empowerment and finally puja. Master Kong Hai spent three months to
learn the ten essentials from Hui Guo. These are the ten musts in tantra
that you must learn thorou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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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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by Shakyamuni Buddha
Why do I say Tantra is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just now? After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the first statement made by Shakyamuni Buddha was :”All
mountains, rivers, earth, sentient beings in fact everything have the Buddha
nature!” Buddha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one and the same.
What is the wisdom that Shakyamuni obtained after his enlightenment?
The most accurate answer should be: The wisdom of equality. It is one of
the five wisdoms possessed by the five Buddhas. I suppose all of you know
the five Buddhas are. The five wisdoms are :
Wisdom of dharma realm nature
Wisdom of fantastic observation
Wisdom of Maha perfection mirror
Wisdom of accomplishment in all things
Wisdom of equality
The first sentence uttered by Shakyamuni after his enlightenment was
one of the five wisdoms, known as wisdom of equality. If you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is wisdom, you have the universe. You are already
enlightened. That is why from the Tantra, you can be enlightened as a
Buddha within a life time. In the eyes of the Buddhas,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equal, this is the wisdom of equality.
This morning, we have chanted the Vajra Sutra. What did it say?
Sentient beings are not sentient beings, that is why they are known as
sentient beings. To tell the truth,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Buddhas. By
cultivation, we can reach a stage of purification, whereby everything is pure,
yourself, your country and everything else. This is a fact; not a hoax.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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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amâdhi
de la moitié de mort
D

ans les chapitres précédents, je n'ai
cessé de raconter des
récits de mon voyage spirituel.
Effectivement, mon voyage en esprit est
fort merveilleux, je l'appelle le samâdhi de
la moitié de mort.
Voici mon point de vue :
‒ la mort complète : le véritable
nirvâna, le repos parfait ; l'extinction totale
du corps charnel ;
‒ la mort minime : le sommeil ;
‒ la moitié de mort : le voyage spirituel.
J'ai expérimenté le samâdhi de la moitié
de mort, et j'en connais bien le goût. Il
ressemble à une agonie aux derniers
instants avant la mort : les formes, le son,
l'odeur, la saveur, le toucher et le
phénomène mental comme les yeux, les
oreilles, le nez, la langue, le corps et la
pensée se réduisent à toute vitesse. En
l'espace d'une pensée, je pouvais atteindre
n'importe quel monde du dharma.
Je demeurais complètement dans un
état qui se situe entre la présence d'une
pensée et l'absence de pensée. Dans cet
état-là, j'avais un rapport étroit avec le
monde du dharma, et tous ceux qui
n'avaient pas d'affinité prédestinée le
fuyaient et s'en éloignaient, mais ceux qui
étaient heureusement prédestinés, même
s'ils se trouvaient loin, très loin, quelle que
soit cette distance, je pouvais aussi les
atteindre en l'espace d'une pensée. Cette
pensée était changeante au gré de la nature.
La pensée est moi, je suis la pensée.
Face à de nombreux phénomènes, je trou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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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ceux-ci sont aussi réels qu'illusoires ;
ils n'ont pas d'existence, mais ne sont pas
non plus le vide.
Quelqu'un a dit que c'était un
phénomène qui apparaissait après la mort
dans l'état intermédiaire ; un autre a affirmé
que c'était un phénomène de l'extase ; un
autre encore a mentionné un phénomène de
la conscience, celle de l'esprit.
Qu'importent les propos que les gens
tenaient, mon énergie était parfois
débordante, mais j'éprouvais aussi, à
certains moments, un sentiment
d'impuissance. Cette sensation d'atonie
provenait des images illusoires et
terrifiantes qui me cernaient de près au
moment où je me trouvais dans l'incapacité
de porter secours aux êtres vivants.
Lorsque tous mes efforts s'épuisaient,
que les gens se méprenaient sur moi, que
j'avais conscience de l'illusion extrême de
la vie, que j'avais l'impression de perdre la
valeur de la vie et le succès éclatant, et que
le genre humain me percevait de manière
erronée, alors, je me perdais également
dans mon voyage spirituel.
Le voyage spirituel est une expérience
toute particulière de l'esprit ; il ressemble
énormément au recueillement méditatif.
Après en avoir fait l'expérience, j'ai donc
composé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vie
et de mort. Durant cette période de voyage
en esprit, mon corps matériel éprouva une
faiblesse irrémédiable, il se brouilla et
atteignit la frontière de la vie et de la mort,
sans que je puisse y faire face.
Dans ma vie, je me cultive assidû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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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s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mais je ne
suis pas un pratiquant académique. Je mets
le vaste dharma tantrique en application, et
je ne me limite pas uniquement à une école
ou à une branche religieuse. Je ne tiens pas
du tout de propos mensongers, j'ai la force
de la pratique diligente, et je n'ai pas de
confiance aveugle.
Je me suis cultivé jusqu'à l'état où mes
cinq appétences : la richesse, le désir
charnel, le renom, la nourriture et le
sommeil, se transforment complètement en
vide.
Le corps se vide.
Le coeur se vide.
Le dharma se vide.
La nature se vide.
Par le voyage spirituel, j'ai réussi à
rejoindre le monde du dharma des dix
directions, les Terres pures et infinies du
royaume du bouddha…
Chuang-tzu ① dit :
̶

Ne pas consommer les cinq

céréales ② , mais aspirer le vent, boire la
rosée matinale, profiter de l'énergie du
nuage, conduire le dragon volant, et
voyager en dehors de l'univers.
Ch'ü Yüan ③ dit :

concevoir la fine fleur des deux pièces de
jade précieux ; harmoniser le teint d'un
visage âgé avec la couleur de jade de la
vase ; purifier l'énergie et rendre celle-ci
toujours vigoureuse.
Quant à mon voyage spirituel, je peux
le considérer comme :
‒ l'absence d'action ;
‒ la purification ;
‒ la réalisation.
Il est vrai que ma vie érémitique se
rapportait à l'absence d'action, car au Lac
foliacé où je menais une vie recluse et
faisais l'expérience des retraites
méditatives, je ne voyais que la verdure de
la montagne jaunir, puis reverdir. Le temps
passait furtivement ; c'était effectivement la
non-action. Si vous dites que je me suis
purifié, c'est également exact, car mes
relations avec le monde extérieur
n'existaient pas, le vrai et le faux, le succès
et l'échec s'étaient évanouis en un clin d'oeil
; c'était effectivement l'extrême pureté. En
ce qui concerne le succès de la réalisation,
je n'en ai que très peu, j'ai pourtant éprouvé
un sentiment d'impuissance.
- à suivre -

̶ Manger les six ch'i et boire la brume
; avaler le droit yang et garder dans la
bouche le brouillard matinal ; conserver la
limpidité et le rayonnement lumineux de
son esprit ; faire entrer le souffle subtil et
sortir celui qui est grossier et infect ; aspirer
la quintessence de la source distillée ;

① Philosophe chinois, 370-300 avant J.-C.
② Le riz, le millet glutineux, le millet non
glutineux, le blé, haricots.
③ Le plus célèbre poète de l'Antiquité
chinoise, 340-278 avant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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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悸動

散 文 與 詩

兩

千五百年來，浩瀚湮邈的佛教史裡，
曾經有過兩位成就璀璨、了不起的詩
僧：他們分別是十五世紀日本的一休宗純
禪師（一休和尚），和十七世紀西藏的六
世達賴喇嘛央倉嘉措。在《全唐詩》裡，
也收錄了一百一十五位僧人，共計兩千九
百一十三首的詩作。
他們用誦經結印的雙手寫詩，他們用
吟唱梵唄的嗓音喃喃，他們撰寫許多美妙
且千古傳誦的詩篇，讓人們體會到佛法的
慈悲解脫，讓人們知道，大殿上俯視眾生
的諸佛菩薩們觀照紅塵的溫柔不捨。佛法
不只是木魚的聲響，而是真正的覺有情。
如今，嚴謹的詩歌、自由的散文，被
結合在同一本書裡，完美而服貼，像金蘋
果落在了銀網子裡那般。
《心的悸動》是蓮生活佛第二百四十
四冊作品，書中四十九篇的散文與詩，可
以說是活佛自二○一四年五月底離台返美
後的日記，一日一篇，信手拈來，親切且
自然，溫和細緻，卻同時準確、流暢、清
新，簡潔凝練的文字看似樸實無華，卻正
是大巧若拙的最佳寫照。
在落著細雨的西城書寫度眾，在落著
細雨的西城老實修行，在落著細雨的西城
裡，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的筆從未停止。
祂的筆尖滔滔，告訴大家一切的生命意
義：那些真誠與溫柔，那些慈悲和喜捨，
那些低著頭的淺斟低唱，那些昂起首的真
知灼見。
然而不管抬首低頭，祂從來不計毀
譽，只是握著船槳，在落著細雨的西雅
圖，唱出心中永不停歇的悸動。

我的書，不是花，⽽是草，能利益眾
⽣就是好。
書好像不少，但願世⼈都能曉；也願
是⼀座橋，度眾⽣，化解⼀切的苦惱。
～蓮⽣活佛盧勝彥～
～大燈文化供稿～

啟建 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 護摩法會
恭請 釋蓮海㈮剛㆖師 主壇

祈求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加持，一切平安、順利、圓滿、吉祥！
⑴每週日上午 9:00 護摩火供
全年共 49 壇火供
⑵每週三下午 5:00 南摩四臂觀世音菩薩煙供 全年共 49 壇煙供

BENEFICIARY NAME WANG/LE-KANG
BENEFICIARY ADD NO.52-2, SHUEI
TOU LN SEC.2 JHONG HE ST. SINSHE TOWNSHIP,
TAI CHUNG CITY
TAIWAN R O C
A/C NO 109 007 578 375
BANK OF TAIWAN SHUI NAN BRANCH
SWIFT CODE BKTWTWTP109
BANK ADD NO.416, SEC.2, CHUNG DER ROAD,
TAICHUNG CITY, TAIWAN, R.O.C. TEL 04-22468130

① 1 ㈪ 04 ㈰

南無阿彌陀佛•••息災祈福護摩

② 1 ㈪ 11 ㈰
③ 1 ㈪ 18 ㈰
④ 1 ㈪ 25 ㈰

南無藥師佛••••息災祈福護摩
南無千手觀音•••息災祈福護摩
南無㆕大㆝王•••息災祈福護摩

◎ 1 ㈪ 07 、 14 、 21 、 28 ㈰ 南無㆕臂觀世音菩薩煙供
法音雷藏寺㆞址：
台㆗市新㈳區大南里㆗和街㆓段㈬頭巷52-2號
電 話：04-2581-0118｜ 傳 真：04-2581-0218
網址：www.fayin.org.tw
E-mail：fayin@fayin.org.tw

■敬請把握此難得的機會，踴躍報㈴參加。
■㈲意參加各㊠護摩的㈩方善信，
請與法音雷藏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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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鍍透明護膜！抗氧化時間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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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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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秋偉 菩薩 12.6
高接根 菩薩 11.10
謝賴元妹 菩薩 11.09
吳㈬文 菩薩 09.25

許師兄
0933-86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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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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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鈔 隆重㆖市！
◎功用：超渡、供養歷代祖先、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等
十方法界眾生及還冤債。
凡訂購一箱以上者，贈送運費（海運）。
‧「瑤池金母金」祈求平安、健康、金丹治病、求財馬上有錢、
修行的資糧金紙。法會、護摩、火供、修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法，不可缺少之聖品。
‧「城隍爺赦罪還債金」是一份可以化除因果業障，解冤釋結。
還累世今生冤債。
‧「福德開運招財金」祈求招財、補庫、生意興隆、家庭和樂圓
滿、平安、健康、拜地基主的好金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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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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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