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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真佛宗
首要先皈依受灌頂

皈依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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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即身成就，由於親證「西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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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真佛密法〉儀軌。至目前已出版二百多
冊佛學巨著，藉以弘揚佛法，引度有緣，目前皈
依弟子有五百萬眾，遍布世界各地，成立弘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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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瓶氣」、「拙火」、「通中脈」、
「開五輪」、「五金剛法」、「無上密」、
「大圓滿」，依次第實修，達到
「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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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佛費，信中註明「求皈依灌頂」，寄到台灣雷藏寺，辦理皈依事宜。並將會寄發給您一
張「皈依證書」及根本上師法相。
三、在真佛宗各地區的同修會、分堂、雷藏寺等地皈依，或由在世界各地代師弘法的真佛宗
金剛上師，代師灌頂並辦理皈依手續，及代發「皈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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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火車的比喻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第２４６冊《自己與自己聊天》

是唱給﹁平兒﹂聽的

住西雅圖雷藏寺的隔壁

常常唱一首兒歌

是三歲的女童

我
我唱：

小板凳兒排一排

平兒

把真佛列車上的有緣

開往佛國淨土

轟得隆咚

小朋友啊！坐上來啊！坐上來
我們的火車就要開

轟得隆咚

我做司機把車開
轟得隆咚
嘟
我比喻︱︱

火車︱︱是真佛列車
乘客︱︱皈依弟子

司機︱︱蓮生活佛盧勝彥

我做司機

這是一個讓我們捨棄生

如是說：

載到摩訶雙蓮池去！

我的意思是說
弟子

龍樹菩薩有一個偈
於彼生滅等
此法得斷時
宣說緣起者
能王我頂禮
龍樹菩薩是說：

對教導我們緣起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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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方法

諸法無我

又有一偈：

我曾經問一名醫師：

這就是人間的真正本質

涅槃寂靜

皈命三世寂滅主

﹁這種病什麼時候會好？﹂

我們要虔敬的頂禮啊！

宣說緣生正法語

醫師答：

對這麼威猛的聖者

若了諸法離緣生

﹁死的時候
我聽了

有悟嗎？

有悟！

轟得隆咚

坐上來！

病就好了！而且死了之後

所作法行即是離

你聽了

種病全好了！﹂

我再比喻：

我唱：

我說：

我不是司機

小板凳兒排一排

這就是﹁解脫﹂啊！

根本沒有真佛列車

小朋友啊！坐上來

若一切緣未生

也沒有乘客

轟得隆咚

我做司機把車開

我們的火車就要開
已經了解了﹁根本真

(這才是了義的真正本質)
我這個﹁明心見性﹂的人

轟得隆咚
嘟！

實的狀態﹂
無常

哈！哈！哈！
真是一場遊戲啊！

無我
空

﹁你了解這場遊戲嗎？﹂

還有苦
真正的本質是指：

其他眾生了解嗎？﹂

﹁你了解了

但

諸行無常

百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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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仙與通靈盤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6冊《自己與自己聊天》

風行﹁碟仙﹂

是有關﹁通靈盤﹂的

有問必答

我的念頭閃過以前玩的碟仙

看一場美國的鬼電影
看完了

去

有一陣子
大家都在玩

底下一紙﹁千字文﹂
上放一碟

輕輕放著

會指示大小事

三個人伸三隻手
碟仙自行轉動

美國﹁通靈盤﹂差不多
一紙英文字母

那就是

是錢師姐贈給

由字母一字一字指出想問的答案

三個人伸手輕放
通靈盤自轉

我在美國﹁真佛密苑﹂有通靈盤
我做紀念品的
我沒有玩過

這中間確實有一媒介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是你在推？
是我在推？
是他在推？
其實都不是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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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低級靈

只因靈來

今天

昨天

大家有沒有想
是前天

你的眼識
你融入在電影的

的一個人生事物
﹂

﹁你能斬斷嗎？﹂
﹁不能

﹁為什麼不能？﹂

我在這裡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不以為那是一場電影！﹂

並且誤以為它們是持續存在

每一個人在每天的生活之中

明年

所以相當曲折複雜

你問的答案有﹁驗﹂有﹁不驗﹂
不會是高級靈

今年

一直連續著
去年

不單純
如果執著

未來

你恐

完全混為一談的

現在

產

過去
欲拔不能

你驚

念頭隨著電影起起伏伏

在那二個小時之中

也有可能發生其他的意外

必生迷
迷則入其中
由碟仙及靈盤
生了走火入魔的現象
我說：
我們去看電影
完全投入在電影之中
在剎那的當下

﹁如果你能斬斷！﹂

如果還有當下的話！﹂

忘了！﹂

﹁你只活在當下
﹁過去的你

忘了！﹂

你站立了起

彷彿回歸現實

﹁現在的你

尚未！﹂

電影放完了

電影情節回味一下

﹁未來的你

當二個小時過去

情節當中
來
哈！

﹁這時候的你會怎麼樣？﹂
我答：﹁放下！﹂

原來是這樣！
永遠不再想起
放下了！

從此一刀兩斷
大半如此

這只是一場戲
來了也
我們看電影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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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任運顯
就是大圓滿！

334
Contents

創 辦 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指導上師：蓮香金剛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蓮生活佛在金墓塔學習十八部大圓滿法 由蓮師親自灌頂

懂得清淨空

二○一五年三月一日

總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社

長：蓮栽上師

文字編輯：范少華
美術編輯：李昭嬋
採

訪：蓮衛上師

總

務：何

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仲

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審

真佛宗燃燈雜誌

Magazine

燃佛心燈

17

01
03

特別報導

07

周慧芳律師

核：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核心小組

發 行 所：雷藏寺

2001年4月1日創刊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郵政信箱：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68

66

63

59

57

索閱專線：電話： 886-49-2312992 #367

七佛藥師消業解疾 修持積福更當惜福

金母宣詔 諸佛聚集 萬德交歸

就是多一份體諒！

請佛住世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

若真愛師尊

葛森療法︵一︶︻醫學健檢︼

傳真： 886-49-2350140
電子郵件信箱：lighten@hamicloud.net
郵政劃撥帳戶：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 2 2 6 5 1 2 5 2
贊助燃燈雜誌銀行帳戶
In favorof：Lei Tsang Temple（雷藏寺）
Remark：For Enlightenment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address：
256 Taiping Road, Sec.2,Tsao-Tun,
Nantou,Taiwan 54263, R.O.C.
圖像材質提供：意念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廠：陽昇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一般索閱：全年24期，贊助＄2,400元
▓捐助扣繳單位統一編號：77392052

真願堂

蓮花俠女

智慧同修會

朱鍾勛醫師

蓮花慧君上師

■歡迎隨喜助印，金額不拘！

如欲贊助，請洽886-49-2312992 #368

隨喜贊助，功德無量

心不覺時 即是清淨本然；回歸一真法界 就是成佛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Auspicious Signs Of Transmigration ︻英文譯本︼

在首頁「發燒TOP-10」點選「蓮生活佛弘法紀要」
即可得知蓮生活佛近期開示及新作發表。

La révélation directe ︻法文譯本︼

http://www.idn.com.tw

法雨均霑

自立晚報 網址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lighten@hamicloud.net

蓮曉上師

新-電子郵件信箱：

苦樂是什麼在作怪？

886-49-2350140

法師晉升上師通告

傳真專線：

蓮耶上師
蓮寧上師

唯有真正的慈悲與智慧
才能不捨眾生
與眾不同的破魔解厄流年大旺大法會

嚴明雷藏寺

投稿

投稿、功德主報名表、捐款授權書

發菩提心論︵八十一︶
念佛的四種法門

菩提園地

等諸佛心無分別 等諸佛願生菩提

寶悅同修會

蓮生活佛新春訪談 羊年趨吉運勢暢旺︵上︶ 蓮衛上師

於順境容易迷失 於困境能長智慧

蓮花美麗
進而修行成就！

51

70
72

73

27

37
39
41
53

43
55

Enlightenment Magazine

2015
Jan.

24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文字整理∕圖片提供 燃燈雜誌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大輪金剛護摩
灌頂：大輪金剛不共大法

○一五年一月廿四日午時，蓮生活佛抵達〈台灣
雷藏寺〉，甫下坐車，一看到蓮嶝上師，隨即拍
一下蓮嶝上師的肩膀，並於開示中特別提到蓮嶝上師的
成就。
蓮嶝上師是大成就者！雖然他的身體比較虛弱，但
他的身上光芒萬丈！他的心胸非常開朗、開放，不把愛
恨放在心中，他的心像虛空一樣廣大。他屢次見到穿黃
衣者拿著幡、旗迎接他，那是高雄〈三鳳宮〉要請他去
當主神一段時間，因為他是太子元帥—哪吒三太子，他
跟太子元帥有一世的緣，必須要任太子元帥，等任期滿
了，就會回到佛天成佛！

蓮生活佛在金墓塔學習十八部大圓滿法
由蓮師親自灌頂

二

07

【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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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壇城三寶敬禮 向
今天的護摩主尊︱﹁金剛起尊者﹂大
輪金剛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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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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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省政
府﹀祕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珍
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
授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台南市蔡旺詮
議員；﹁真佛宗教授團﹂：王進賢教
授 王耀諄教授 王醴教授 蔡國裕
教授 麥韻篁教授 顧皓翔教授 洪
欣儀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
授 施佳玫教授 李懿倫博士 游江
成博士 梁超凡博士 林峻安醫師；
︿宗委會﹀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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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
張予甄女士 ︿琦品傢俱生活館﹀董
事長黃淑琦小姐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
生代表陳蕙美女士 高雄市許慧玉議
員代表 ︿關島太平洋島渡假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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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鄭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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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佩君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
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香
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 感謝︿香
港華光功德會﹀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中文 台
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ど
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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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감사합니다︵韓語：
謝 謝 ︶ ； Sawadikap ︵ 泰 語 ： 你
好︶ 謝謝大家！
先宣布一下消息 新聞：香港
︿蓮豐堂﹀蓮馨上師推薦蓮器法師灌
頂為阿闍梨 馬來西亞詩巫︿妙理雷

藏寺﹀蓮花盛法上師推薦蓮啟法師跟
蓮哉法師為金剛阿闍梨 他們三位將
來都要受灌頂 在這個年頭 年尾這
段時間 是灌頂阿闍梨的時間 如果
你們認為是非常優秀的人選 你們自
己保證 再經過我看了以後 確認是
可以的 就灌頂為金剛上師︱阿闍
梨！
我們今天是做大輪金剛的護摩
其實 大輪金剛有兩個講法 一個是
釋迦牟尼佛的化身；一個是彌勒菩薩
的化身 就是未來佛彌勒菩薩的化
身 祂在金剛界有一個號 叫做﹁金
剛起﹂ 是﹁起源﹂的﹁起﹂ 今天
主祈大輪金剛有三樣益處：第一樣
祂是金剛乘主要的起源 所以叫做
﹁金剛起﹂ 從今而後 做主祈的
人 受了大輪金剛的灌頂 每一世都
跟金剛乘有緣！是做主祈的人喔！
也就是說 你如果想修任何一個
法 而當時沒有上師住︵駐︶在那附
近 你可以﹁自授灌頂﹂；你只要唸
﹃大輪金剛咒﹄長咒二十一遍 祈請
大輪金剛降臨 你供養祂 對祂做大
禮拜 然後自己給自己灌頂 叫做
﹁自授灌頂﹂ 那是如法的灌頂 因
為祂是屬於金剛起尊者 也就是金剛
起源的尊者 祂是大權神王佛的化
身︱釋迦牟尼佛的化身跟彌勒佛的化
身 有這兩個化身 祂就能給你做
﹁自授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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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授灌頂﹂是什麼樣的灌頂？
你去買一瓶礦泉水 回家擺在壇城
然後向大輪金剛做大禮拜 做大供
養 然後唸﹃大輪金剛咒﹄二十一
遍 然後打開礦泉水的瓶蓋 就往自
己的頭上澆 這樣就是﹁自授灌
頂﹂ 我記得達賴喇嘛曾經來台灣做
法會 發給每個人一瓶礦泉水 當他
講：﹁要灌頂了 大家準備了 好！
打開瓶蓋
﹂然後 大家自己給
自己淋水 這就是灌頂 這也是屬於
隔空灌頂 有它的味道 你做了大輪
金剛的主祈 你就有這個資格自授灌
頂
第三樣 你做了主祈 還有一個
最大的好處 在彌勒菩薩下降的龍華
三會裡面 你一定會到 絕對成佛
今天做主祈的 大概有一百七十
多個人吧？沒有做主祈的人 你們再
等吧！不管你轉世到哪裡 你主祈的
種子不滅 你一定會在龍華三會裡
面 會到龍華三會的會場 只要彌勒
菩薩祂的心光一放 把每個人的心照
一遍 佛性統統都會顯現 絕對成
佛 一下子就成佛了 不用學道家的
﹁金丹法﹂ 或是佛門的各宗各派
只要做大輪金剛的主祈 你一定到龍
華三會 絕對成佛啦！這是最﹁好
康﹂的事 結果才只有一百多個人做
主祈 很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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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大權神王佛﹂？釋迦牟
尼佛是大權神王佛 彌勒菩薩也是大
權神王佛；在燃燈佛時代 燃燈佛是
大權神王佛；在金光王佛時代 金光
王佛是大權神王佛；大威德佛時代
大威德佛是大權神王佛 沒有幾個是
大權神王佛 但是 能夠在娑婆世間
成為教主的佛 就是大權神王佛
大輪金剛的手印跟摩利支天的手
印一樣 也是一個輪 什麼叫做﹁大
輪﹂？就是不管你在哪裡 祂的光都
照得到你 所以叫做﹁大輪﹂ 大輪
金剛是金剛變化身 所以今天所看到
的大輪金剛帶著所有的金剛眾 全部
都到
前兩週做﹁多傑帕母︵金剛亥
母︶護摩﹂的時候 我講多傑帕母跟
十萬空行母下降 很多人向虛空照相
之後 照到很多布滿在虛空的般若
光 上個禮拜的﹁咕嚕咕咧佛母法
會﹂ 咕嚕咕咧佛母也是帶領很多空
行母下降 有同門向虛空拍照 一樣
照到非常多的般若光 還有﹁法流
光﹂ 都非常清楚 每一個都跟月亮
一樣 出現幾十萬個月亮 已經有兩
個禮拜都是這樣 今天是大輪金剛跟
所有的金剛眾顯現在虛空之中 在之
前的﹁時輪金剛法會﹂也有 有很多
很多 密密麻麻的般若光 可見我們
草屯的︿台灣雷藏寺﹀法緣殊勝
我曾經有這樣的想念 不得不跟

大家講 每一次到︿台灣雷藏寺﹀
侍者一拿香給我 我就看到瑤池金
母 我們這一尊瑤池金母是中年的瑤
池金母 好像是有一點年紀 慈眉善
目 非常莊嚴 但是 每一次我都在
想：﹁為什麼瑤池金母要做成中年的
呢？為什麼不做成十六歲的 美得像
天仙一樣的瑤池金母？﹂祂旁邊的兩
個侍者 我看到的也是中年的歐巴
桑 侍者應該年輕一點嘛！中間的那
一位 我每一次看到祂 都覺得祂好
像是我媽媽一樣 欸？我沒感覺我老
了 我講的是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但是 今天不一樣了！我抬頭一
看 祂的整個臉都變了 變得非常年
輕 非常的かわいい︵日文：可
愛︶ 非常 pretty ︵漂亮︶
so
beautiful ︵ 如 此 美 麗 ︶
so
nice ︵ 那 麼 好 看 ︶
so
perfect ︵如此完美︶欸？哪有這回
事？我再認真一看 還是我媽媽！是
不是我的幻覺 我就不知道了？原來
瑤池金母可以變得像中年一樣的莊嚴
肅穆 也可以變得像小姐一樣的令人
感動 ︵蓮哲上師：正在準備十八歲
的金母金身︶喔！住持蓮哲上師講
他有在準備十八歲的瑤池金母 感謝
你！常仁上師已經在做了
真的！我今天一看 嚇了我一
跳 世間哪有那麼漂亮的瑤池金母？
阿彌陀佛！我都昏頭了 然後我再仔

細看 原來還是我媽媽 我一看到我
媽媽 我會怕啊！因為她以前打過
我 她怎麼打的？以前我去高雄火車
站那裡的寶珠溪摸蜆仔 抓魚 年紀
大一點的人就知道 現在 那條溪已
經沒有了
那時候 溪水很清 我拿著水桶
去抓魚 捉了很多回來 很高興家裡
終於有魚吃 還有蜆仔可以煮蜆仔
湯 我就很高興地回家 我媽媽坐在
門口 她問我：﹁你去哪裡？﹂我
說：﹁我沒去哪裡啊！﹂﹁沒去哪
裡？那水桶裡是什麼？﹂﹁就是幾隻
魚 還有蜆仔 拿回來煮蜆仔湯 晚
上我們可以配菜 又有湯可以喝 ﹂
﹁你很行啊！﹂聽到這句話 我已經
在﹁皮皮挫﹂︵台語 ﹁害怕﹂之
意︶了
我媽媽坐在門的旁邊 然後跟我
講：﹁你進來 我絕對不會打你 ﹂
我媽媽講的話是很有信用的 我就提
著桶走進去 我媽媽的手就從後面抓
出竹掃帚的細竹 對著我的腿打下
去 實在是有夠痛的 我這個人被打
是從來不哭的 但是 我會掉淚 腿
上被打的痕跡 一痕一痕的 我都還
記得
就因為我小時候被我媽媽打過
所以我看到瑤池金母就會有一點怕
是不是弄年輕一點的 我就不會怕
了 沒想到 常仁上師已經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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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要雕成年輕的 才不會看成是我
媽媽 我今天來的時候 看到的是年
輕的瑤池金母 而常仁上師真的是在
做年輕的瑤池金母 這就是應證了！
今天早上十一點的時候 我在自
己的佛堂修法 修到十一點半 我回
到自己的房間 我坐下來 在我面前
出現一個人 穿白色的衣服 只露出
兩個眼睛 其他地方全部用白色的裹
起來 那兩個眼睛 黑白分明 非常
的亮麗 我一看 我就知道是徐瑞
光 她是在美國西雅圖的一位師姐
我離開美國西雅圖以後 她就圓寂離
開人間了
因為有一次 她也是穿白色的衣
服 只露出兩個眼睛 我從車庫開車
出來 外面都沒有人 只看到這個穿
白色衣服 露出兩個眼睛的人 她請
我把車窗搖下 我就把車窗搖下 她
的兩個眼睛看著我 黑白分明 非常
的亮麗 是很好看的兩個眼睛 她寫
了幾個字在車窗旁給我看 就幾個字
而已 很簡單：﹁我要跟著師尊 ﹂
我一看 喔！原來是要跟著我修行
我就跟她講：﹁好！可以
OK ！﹂
然後我把車窗搖上去 車子倒退 我
就回家
後來她在︿彩虹雷藏寺﹀唱了一
首歌 她今天早上十一點半的時候
唱同樣的那首歌給我聽 那一首歌叫

做﹁我的家鄉在日喀則﹂ 她唱了那
首歌 ﹁我的家鄉在日喀則
藍
藍的天上白雲朵朵
那是因為菩
薩保佑的
留下那段動人的
歌
﹂最後是唱：﹁嗡嘛呢嘛呢
唄咪吽
嗡嘛呢嘛呢唄咪吽
嗡嘛呢嘛呢唄咪吽
﹂但她
唱的是：﹁嗡咕嚕咕嚕蓮生佛
嗡咕嚕咕嚕蓮生佛
嗡咕嚕咕嚕
蓮生佛
﹂她是東北吉林長春的
人 今天接近中午 當我在床上打坐
時 她現身 她唱這首歌 而且在我
的耳中環繞 我在這裡祈請大輪金剛
帶她去色究竟天 釋迦牟尼佛在那
裡；請帶她到彌勒菩薩的兜率天內
院 彌勒菩薩在那裡 這是我的感
慨 師尊在人間不會很長久 你跟著
我也不會很長久 不如跟著釋迦牟尼
佛 跟著彌勒菩薩去吧！
我們今天再講︽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
段內容：
我是在﹁金墓塔﹂的洞穴之中
學習了﹁十八部大圓滿法﹂ 由蓮華
生大士親自給我灌頂 蓮華生大士像
太陽 而我像一顆小星星 蓮華生大
士的指頭 就像有電流環繞一般 而
灌頂時 就如同最精細的電流 如同
閃電一般的閃入我的身中部位 造成
了﹁氣﹂的激盪 我的神識如同衝激

中發抖的風
蓮華生大士說；﹁灌頂在表面
上 是一種儀式 但真正的灌頂就是
﹃電流﹄ 也就是一種振動 我運用
電流入您的心靈 使您的心靈產生同
我一樣的振動 這就是灌頂的意
義 ﹂
蓮華生又如此的告訴我 大圓滿
法真正的經書有十八部 若要學此
法 須受十八部經灌頂 有人單受
﹁幻化密藏的灌頂﹂就要三天 另外
八諭灌頂也要三天 單單講解傳經要
費時二個星期 而十八部經書全部灌
頂要好幾年
我聽得目瞪口呆
但是 蓮華生大士說 祂在施灌
頂的時候 祂的手指頭放射出千萬種
個體的電流 也就是十八部大圓滿法
的灌頂均在其中 當放射灌頂時 又
把盧勝彥的小小個體 分成千萬個更
小小的個體 如此千萬灌頂施放於千
萬個體 就如此灌頂完成
我們今天談灌頂 其實 像剛剛
講的﹁自授灌頂﹂是一種灌頂的方
法 但是 禮儀要非常地周全 不能
夠禮儀不周全 那是不行的 雖然是
﹁自授灌頂﹂ 但你一定要做﹁大禮
拜﹂ 要做﹁大供養﹂ 要做﹁四皈
依﹂ 要做﹁四無量心﹂ 要發願
迴向 跟修法一樣 你要召請大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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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然後對祂做禮拜 做供養 最後
才做﹁自授灌頂﹂ 這也是灌頂的一
個儀式
密教裡面有四個層次的灌頂 第
一個層次的灌頂就是﹁水灌頂﹂ 又
叫做﹁瓶灌頂﹂ 大家都灌過水灌
頂 瓶灌頂 第二種的就是屬於紅花
跟白花的灌頂 這是屬於內法的灌
頂 你修外法已經相應 要修內法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紅白花灌頂﹂；
白花代表﹁白菩提﹂ 紅花代表﹁紅
菩提﹂ 在古代 這種灌頂是要紅
白菩提都吞入行者的口中 在現代
就用紅色的代表血 白色的代表明
點 這是二灌 三灌是﹁無上密﹂的
灌頂 叫做﹁觸灌頂﹂ 男的行者要
灌頂三個地方 女的行者也要灌頂三
個地方 這是﹁無上密灌頂﹂ 第四
種灌頂就是﹁大圓滿灌頂﹂ 那就不
拘哪個形式
我們現在的灌頂 因為在︿台灣
雷藏寺﹀有幾萬個人要做灌頂 每次
給大家做諸尊灌頂的時候 大部分都
是屬於﹁瓶灌頂﹂ 如果要一個一個
做﹁瓶灌頂﹂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們就變成﹁幡灌頂﹂ 就像時輪金
剛有所謂的﹁佛幡灌頂﹂ ﹁佛幡灌
頂﹂的意思就是﹁授權給你修這個
法﹂ 那是屬於﹁幡灌頂﹂的一種
﹁佛幡﹂就是用佛的相給你做灌頂
等一下大輪金剛的灌頂就是用﹁佛幡

灌頂﹂
這是我們方便進行灌頂 因為我
們每一次的法會都是萬人以上 如果
每一個都要做﹁瓶灌頂﹂的話 那就
沒有辦法灌頂了 那就會像達賴喇嘛
在體育館灌頂一樣 每一個人去買一
瓶礦泉水 然後跟著我唸一句 大家
跟著我唸一句：﹁南摩古魯貝 南摩
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
耶 ﹂唸完了 我就給大家做灌頂
﹁嗡 閻曼德迦 吽呸 ﹂﹁嗡 絀
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大
家一邊跟著唸 一邊觀想大威德金剛
在虛空之中 然後 你自己就把水往
頭上倒 這樣就是灌頂
如果要灌頂蓮華生大士 就唸：
﹁嗡 啞 吽 別炸 古魯 貝嗎
悉地 吽 些 嗡 別炸 貝瑪
吽 嗡 依喜措嘉 曼達拉娃 梭
哈 ﹂大家一起唸出來以後 大家再
一起拿礦泉水往頭上倒 這就是灌
頂
但是 祂也有一個儀式 真正灌
頂的儀式 就是虛空中出現本尊 本
尊 降 臨 在 Mandala ︵ 曼 陀 羅 ／ 壇
城︶ 然後再由 Mandala 到金剛上
師的手 金剛上師再觀想到瓶裡面
本尊進到瓶裡面 毛細孔張開 所有
的水流到金剛瓶裡面 再給大家做灌
頂 必須要有這幾個儀式 祈請智慧
本尊從虛空中下降 到 Mandala 壇

城 然後由壇城再下降到金剛上師的
灌頂瓶裡面 然後再讓祂跟水融合在
一起 然後再給弟子灌頂 有時候
一個灌頂的儀式就要唸經七天 那個
是﹁事部法﹂；灌頂也一樣分成﹁事
部﹂ ﹁行部﹂ ﹁瑜伽部﹂ ﹁無
上部﹂這幾種方式
像師尊本人就屬於摩訶瑜伽 阿
努瑜伽 阿底瑜伽 是屬於無上部的
灌頂 只用一個儀式 灌頂就結束
很快 這是屬於最高的灌頂 這為什
麼呢？因為宇宙就是 Mandala
真
正的金剛上師的身 裡面有五佛 五
金剛 還有其他所有的菩薩都在身
上 真正的金剛就變成身壇城 你的
身體就是你的壇城 所以 你一伸手
就可以授灌頂 這是真正的 無上的
灌頂 比較簡單 事部 行部的灌頂
就比較繁複
講笑話吧！有一對男女朋友 女
朋友說：﹁今天是情人節 你要送給
我巧克力 ﹂她男朋友就買巧克力給
她 結果買來的是白色的巧克力 女
朋友就說：﹁我要吃黑色的巧克
力 ﹂男朋友就拿一個太陽眼鏡給她
戴：﹁妳就這樣吃吧！﹂拿一個墨鏡
給她戴 這在禮儀上就是不對的 但
是 在摩訶瑜伽上是可以的 白色也
可以變成黑色的 黑色也可以變成白
色的 真正的金剛上師可以變化 在
摩訶瑜伽裡面 阿努瑜伽 阿底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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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是可以的；但是 以一般性來
說 白色是不可能變成黑色的 我這
樣子講 你們清楚嗎？你的金剛上師
是屬於身壇城的金剛上師嗎？如果是
的話 你可接受他的灌頂 如果不是
的話 那就按規矩來灌頂
太太考上駕駛執照了 先生說：
﹁我帶你去看車 ﹂太太很高興要買
車 了 先 生 ： ﹁ 這 是 BMW
這是
BENZ
這是 PORSCHE
﹂太太非常
高興：﹁哇！我一考上駕照就可以開
高級車了？﹂先生就講：﹁我是要告
訴你 你剛剛考上駕照 開車要特別
小心 不要撞到這三種車 你一撞
我賠不起啊！﹂不要誤會 哪有那麼
容易就讓妳開高級車
有人說：﹁師尊傳授我﹃大圓滿
灌頂﹄ 你們大家統統來接受我給你
們做﹃大圓滿灌頂﹄吧！﹂哪有那麼
簡單的事！不要那麼笨啊！大圓滿灌
頂？你二灌還沒灌 三灌還沒灌 怎
麼可能就給你第四灌︱﹁大圓滿灌
頂﹂了？哪有這種事？笨笨的 都被
那些卒仔騙去了！如果你們的錢花不
完 你就拿來給我花 我就算不花
錢 我也會存錢 你拿來給我存也
好 不要被卒仔騙去說給你做﹁大圓
滿灌頂﹂ 不要那麼笨 那是四灌
啊！不要隨便相信人！
我那一天說到﹁開悟﹂ 你們也

不要隨便相信喔！你遇到一個人說：
﹁我已經開悟了 ﹂你開悟了 你所
做的事情還是沒有開悟的樣子啊！做
出來的事還是很低俗 那算什麼開
悟？我常常講 我這一生當中只是叫
人家醒過來 讓你可以得道 明白
﹁無所得 無所謂 無所住﹂ 這才
叫做醒過來
醒過來並不是什麼說：﹁欸！我
醒過來了喔！我知道我的前世 ﹂其
實 以前瑤池金母帶我去看我的前
世︱蓮花童子 祂說：﹁你的前世就
是蓮花童子 ﹂我這才終於知道我的
前世是蓮花童子 雖然我的本性是蓮
花童子 但是 我還沒有開始修行
怎麼是蓮花童子呢？如果還沒有開始
起修 那算是什麼蓮花童子？
有人以為：﹁我前世是釋迦牟尼
佛 是最大的！是教主！你們看到我
就要頂禮 要給供養 因為我前世是
釋迦牟尼佛 ﹂﹁我還是釋迦牟尼佛
的師父 我是燃燈佛！比你還大 ﹂
﹁燃燈佛算什麼？我是金光佛 是燃
燈佛的師父！﹂這個更大了 ﹁你大
什麼？我前世是大威德佛 是金光佛
的師父！﹂哇！一個比一個還大！越
來越大！﹁你算什麼大威德佛？我是
阿達爾瑪佛 是本初佛！沒有比我更
大的啦！你們的供養全都要給我！﹂
不要被這些人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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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相應？﹁本尊時時在你
身邊﹂就是相應 ﹁本尊跟你合一﹂
才叫做相應 我教你醒過來 是因為
當你醒過來看透這個人間 你看出來
這是人間 你完全看清楚人間是什麼
樣子 你終於證得了真理 你已經悟
到了人間真正的道理 這才叫做醒過
來 這才叫做開悟 什麼叫開悟？你
已經認清楚世間是什麼 已經看得很
清楚了 你所有的貪 瞋 痴 疑
慢 全都沒有了 你的心胸已經開朗
像虛空 你知道你自己無所得 無所
住 無所謂
你的心能不能像虛空一樣啊？佛
經裡面講得那麼多 畢竟還是有差
別 你有沒有跟本尊確實相應啊？你
的本尊是誰啊？有沒有搞清楚啊？到
現在還不知道本尊是誰？你跟你修的
本尊相應了 祂可以牽連很多 一尊
相應了 幾乎每一尊都會相應
有一個先生在重病房 醫生告訴
他活不過三天了 太太在旁邊哭 先
生說：﹁唉！你不要哭了 我老實告
訴妳吧！我一看到妳就很討厭 尤其
是聽到妳的哭聲 我更討厭 我根本
就不愛妳 我的外遇或是巧遇有一大
堆 數不清的啦！﹂過一會兒 護士
跑過來對著這位先生 太太講：﹁剛
才的檢查報告拿錯了 你不應該住重
病房 三天之內不會死的 你現在可
以出院了！﹂太太在旁邊聽了說：

﹁好！我知道了 不過 我的先生死
定了！﹂
這個灌頂才厲害 一灌頂就會馬
上醒過來 這個灌頂確實不一樣 有
事部的灌頂 有行部的灌頂 有瑜伽
部的灌頂 有無上部的灌頂 統統都
不同 統統都不一樣 你真的修行到
你已經完全明心見性 你要做哪一尊
灌頂 從你身上調就有 毗盧遮那
佛 阿彌陀佛 阿閦佛 寶生佛 不
空成就佛 這五佛都在你身上啊！毗
盧遮那佛在你的頂上 阿彌陀佛在你
的喉輪 阿閦佛在你的心輪 寶生佛
在你的臍輪 不空成就佛在你的密
輪 全都在你身上 五佛轉成五大金
剛 也都在你身上
不管你身上有多少個點 多少個
脈 全都住滿了所有的寂靜百尊 忿
怒尊也在你身上 寂靜尊也在你身
上 一百尊佛菩薩都在你身上 甚至
有更多的佛菩薩 完全都在你身上
還有很多諸天 都在你身上 你就是
﹁身壇城﹂ 當你想做哪種灌頂 很
快就能做那種灌頂 那時候 你的全
身都是光 叫做﹁大持明金剛上
師﹂ 這才是真正的金剛上師 如果
你不是身壇城的金剛上師 那還早
呢！
你們不要小看蓮嶝上師 他是有
成就的 他這一世走完了 有一個地
方要請他去 去任一座寺的主神 因

為他有這個因緣 所以他幾次都看到
有穿黃色衣服的拿著幡 拿著旗在迎
接他 他不想去 所以他目前留到現
在 我告訴蓮嶝上師 你跟祂去了
你就到那一家廟去當主神；那就是高
雄︿三鳳宮﹀的主神要請他去 他是
太子元帥︱哪吒三太子 你跟太子元
帥有一世的緣 你必須要任太子元
帥 任期滿了 你會回到佛天裡面成
佛！
蓮嶝上師 你不要小看他 他是
有成就的！他的心裡一直很開放 他
知道人間就像夢一場 就像一場戲
就像夢幻泡影 終究每一個人都是不
存在的 什麼都無所得 所以 他的
心胸非常開朗 開放 也不把愛跟恨
放在心中 都沒有！全部空掉！他心
像虛空一樣廣大 這個才是大成就
者
蓮嶝上師是大成就者！將來要找
他 你們可以到高雄︿三鳳宮﹀ 他
有哪吒三太子的命在身上 所以他要
先當哪吒三太子 在那裡當一段時間
的主神 以後再回到佛天 他的成就
很高 只是他在世間還有一段緣 告
訴大家 你們不要小看蓮嶝上師 雖
然他的身體比較虛弱 但他身上的
光 光芒萬丈！所以我今天一下車一
看到他 我就過去跟他拍一下肩膀
我拍人家肩膀是有意義的 不是隨便
拍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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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很
多現象 大家
要看清楚；其
實 人間沒有
什麼現象 什
麼都沒有 師
尊活到今年
過了年就是七
十一 這七十
一年來 看過
非常多各種形
形色色的人
很多事情都看
遍了 我到現
在才了解 原
來根本沒有什
麼事！
再講幾個
笑話 男職員
向女主管請
假
男職員
講：﹁經理
我想請假 去
向我的女友求
婚 ﹂女主管
講了一句話：
﹁難道你沒有
聽過 婚姻就
是愛情的墳
墓 ﹂男職員

就講：﹁那麼 我請喪假好了 ﹂
小明問妹妹：﹁妹妹 你幹嘛那
麼用功？﹂妹妹講：﹁還不都是為了
你！﹂小明說：﹁怎麼會是為了
我？﹂妹妹講說：﹁沒錯！我們家裡
總要有一個人有出息吧！﹂這就是人
間的現象
男女相親 女方問：﹁可不可以
誠實告訴我 你的年薪有多少？﹂男
方答：﹁有三百萬 ﹂女方問：﹁你
這是誠實回答嗎？﹂男方答：﹁是
啊！我已經﹃乘十﹄︵音同﹃誠
實﹄︶了 ﹂乘以十 這也是人間的
現象啊！
妹妹對小明講：﹁哥 你是我見
過最愛乾淨的人﹂ 小明講：﹁過獎
了！你是怎麼看出來的？﹂妹妹講：
﹁不管什麼事 你都推得一乾二
淨！﹂
女方問男方：﹁你喜歡我天使的
臉孔？還是魔鬼的身材？﹂男方回
答：﹁我喜歡妳的幽默感！﹂
人間是有很多的笑話 我告訴大
家 把人間看成一種笑話 這就對
了！你們可能會有疑問：﹁師尊剛剛
提到徐瑞光就眼泛淚光 差一點講不
出話 那就是哭啊！如果人生就是一
種笑話 為什麼要哭呢？﹂告訴大
家 我的哭也是一種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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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清淨空，懂得任運顯，
就是大圓滿！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
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主
尊︱一髻佛母﹁阿松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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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省政府﹀祕書長鄭培富先生及
夫人韓霧珍女士 台南市蔡旺
詮議員；﹁真佛宗教授團﹂︱
王進賢教授 王耀諄教授 王
醴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
教授 洪欣儀教授 葉淑雯教
授 林秀菊教授 施佳玫教

我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一髻佛母護摩
灌頂：一髻佛母不共大法

授 游江成博士 梁超凡
博士 林峻安醫師；︿宗
委會﹀法律顧問羅日良律
師 黃月琴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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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
張予甄女士 立法委員蔡
其昌先生代表︱陳蕙美女
士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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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
徐 雅 琪 師 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還有
我的同學朱金水跟夫人陳
澤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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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法舟堂﹀打齋二十
萬台幣 感謝劉鈺萍師姐打齋
十萬台幣 ︿香港華光功德
會﹀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中文︶
今天 我們是做一髻佛
母︱﹁阿松瑪﹂的護摩 先講
一下我接受專訪跟春節特別節
目的報紙刊登日期跟電視播出
日期 ︽壹週刊︾專訪的刊登
時間是在二月十二日出刊的第
七百一十六期 再過一個月
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七百二十期
會再刊出來 還有四月三十日
第七百二十七期 ︽蘋果日
報︾專訪的刊登日期是在二月
十二日 二月十七日 三月六
日 三月九日 四月二十四
日 五月二日 春節專訪的特
別節目是在 CH36 台︱︿中天
綜合台﹀播出 播出的日期是
二月二十一日︵大年初三︶
也就是星期六 播出的時間是
早上十點到十一點 另一個播
出時間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大年
初四︵星期日︶的早上十點到
十一點
為什麼要在電視或平面媒
體播出來呢？這是有原因的
︿華光功德會﹀的總會長常仁

上師是在香港的尖沙嘴
那是最貴的一個地方 他
有︿十方同修會﹀ 他那
裡的佛像非常莊嚴 你們
如果到香港 到︿十方同
修會﹀ 可以去參觀常仁
上師的佛像 都會嘆為觀
止！
︿台灣雷藏寺﹀有一
尊瑤池金母 就是我上回
看到年輕 十八歲的瑤池
金母 就是常仁上師他去
打造出來的 我今天聽他
講 費用是六百萬台幣！
我一聽到需要六百萬台
幣 我的舌頭伸出來就縮
不回去了：﹁一尊佛像要
六百萬！﹂他講：﹁師尊
放心 是我們︿香港華光
功德會﹀ ︿十方同修
會﹀出的錢 ﹂不是我出
的錢 也不是︿台灣雷藏
寺﹀出的錢 是香港常仁
上師領導的︿十方同修
會﹀跟︿華光功德會﹀總
會長出的六百萬台幣
我一想：﹁為什麼
︿香港華光功德會﹀做的
事業那麼大？﹂因為常仁
上師講：﹁我在香港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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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我們有﹃點滴是生命﹄的影片在
電視台播出 ﹂︿華光功德會﹀都有
在宣傳 ︿華光功德會﹀所做的 在
整個世界都有宣傳 常仁上師講：
﹁沒有推銷就是報銷 ﹂而且 他們
在廣告裡還召集 希望所有的人一起
來做︿華光功德會﹀ 所以 香港的
藝人響應得非常多！請常仁上師講一
下有多少藝人 多少名人參加︿華光
功德會﹀
︵常仁上師：﹁師尊！各位嘉
賓 各位上師 大家好！︿香港華光
功德會﹀在師尊和佛菩薩的加持之
下 參加響應我們的有二十幾個藝
人 在我們做慈善活動的過程中 他
們都有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他們來參
加的時候 都是當義工 沒有收任何
錢；他們看了我們做的慈善工作 他
們很感動 都會出錢 出力 ﹂︶
謝謝常仁上師！他在電視台做廣
告 推銷︿華光功德會﹀ 他所做的
每一件慈善公益 都在電視台播出
來 然後 他還有募款 他講：﹁不
會虧本的！所募的款足夠於應付所有
的廣告費 而且還有剩！﹂不但可以
推銷︿華光功德會﹀ 募款還會增
加 讓不知道︿華光功德會﹀ 不知
道︽真佛宗︾的人都來參與這個公益
的活動 我希望︿台灣雷藏寺﹀ 台
灣的︿華光功德會﹀也是要像這樣推
銷出去 不要只是閉門做善事

上個禮拜天 有一千多個學生在
︿台灣雷藏寺﹀的廣場舉辦民俗活動
的技藝競賽跟表演 那是多麼大的場
面啊！還來了很多校長！但是 新
聞 電視 統統都沒有報導 ︿台灣
雷藏寺﹀做這麼大的公益活動 ︿華
光功德會﹀做這麼大的公益活動 電
視新聞 平面媒體 統統都沒有 一
個字都沒有 我再注意網路 只有一
些是學校自己的網站有播出來 ︿台
灣雷藏寺﹀的網站也沒播 台灣︿華
光功德會﹀的網站也沒播；沒有推
銷 就是報銷
最近 我遇到很多政府官員 有
縣長 有副總統 有議員 有立法委
員 我拿名片給他們之後 他們一
看：﹁喔！︿台灣雷藏寺﹀？﹂他們
還沒有看到小字 就問我：﹁︿台灣
雷藏寺﹀在哪裡啊？﹂他們居然不知
道︿台灣雷藏寺﹀在哪裡！這是我們
︽真佛宗︾最大的本營耶！︿台灣雷
藏寺﹀必須要推出去 要讓所有的人
知道︽真佛宗︾的︿台灣雷藏寺﹀！
不能夠閉門造車啊！不能關起門來做
公益事業 關起門來弘法 而只有
︽真佛宗︾的弟子知道︿台灣雷藏
寺﹀ 當然是有人知道啦！但 那是
少數 多數的人還是不知道
我問大家 你們知道︿慈濟功德
會﹀的總會在哪裡嗎？每個人都知道
是在花蓮；再問一下 ︿佛光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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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每一個人都知道在高雄；再問
一下 ︽真佛宗︾的︿台灣雷藏寺﹀
在哪裡嗎？私はわかりません︵日
文：我不知道︶
沒有推銷就是報銷！其實 你在
推銷的時候也可以募款啊！有些人想
要捐錢都想不到地方捐 當你推銷
︿華光功德會﹀的公益事業 人家看
了很喜歡 就會捐錢給你 ︿華光功
德會﹀要做到全世界上去啊！是每一

個人的︿華光功德會﹀！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香港的︿華光功德會﹀做
得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學習 另外
在西雅圖 China Town ︵中國城︶的
︿真佛文物﹀ 所有的佛像 不管是
雕刻的 彩繪的 一律都是︿華光功
德會﹀香港總會長常仁上師和︿十方
同修會﹀出的錢 他們的錢從哪裡來
啊？一句話 就是﹁推銷﹂ ﹁募
款﹂
所以 我們也應該 真的要走出
去 我們︿台灣雷藏寺﹀絕對不能
﹁遮頭蓋臉﹂ 我們台灣的︿華光功
德會﹀絕不能閉門造車 在自己的庭
院裡面做公益；雖然有做到外面去
但是 你完全沒有宣傳 我問：
﹁︿台灣雷藏寺﹀有沒有播出來？有
沒有放到網路上？﹂至少網路也要播
出來啊！結果都沒有 ︿華光功德
會﹀自己也沒有做宣傳 連自己的網
路都沒有播放 反而是來這裡參加的
學校有一點點網路宣傳 可見我們的
宣傳真的是不夠的
我們的公關︱王資主師兄 其
實 他也要負一半的責任 要加強宣
傳 要推出去！一定能夠做出來的
台灣︿華光功德會﹀做了什麼事 要
在電視上播出來 同時 也可以募
款 因為 我們有支出 也要有收
入 只要你做的事 可以讓大家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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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仁上師

歡喜 願意捐款給你 這就是你的成
功 這一點非常重要！總之 一句
話：﹁沒有推銷 就是報銷﹂ 不能
再默默做事情了
﹁阿松瑪﹂的手印就是一個﹁第
一﹂︵右手握拳 食指伸直 比出
﹁一﹂的手勢︶ 因為祂只有一個髮
髻 一隻眼睛 一個嘴巴 一顆牙
齒 一個乳房 為什麼都是﹁一﹂？
因為祂是 No.1 的！祂是阿達爾瑪
佛︱本初佛的化身 所以 一髻佛母
只有﹁一﹂ 祂的一個眼就是代表
﹁一個智慧﹂ 這個智慧就是﹁佛
慧﹂ 是如來的智慧；祂的一個乳就
代表了一切的息 增 懷 誅 能夠
做一切事業
我曾經講過 在﹁般若波羅蜜多
乘﹂裡面 ﹁般若佛母﹂是最高的佛
母；﹁般若波羅蜜多乘﹂就是﹁大
乘﹂ 在大乘裡面 最高的佛母就是
﹁般若佛母﹂ 而在密教裡面 最高
的﹁本初佛﹂的佛母就是﹁阿松
瑪﹂ ﹁嗡 阿松瑪 吽 呸﹂就是
﹁一髻佛母﹂ 祂是最高的佛母
﹁般若佛母﹂也是最高的 ﹁咕
嚕咕咧佛母﹂也是最高的 還有﹁先
東瑪﹂︱﹁獅面空行母﹂ 祂也是最
高的 這些都是很大的佛母 在密教
裡面 ﹁一髻佛母﹂跟﹁咕嚕咕咧佛
母﹂跟﹁喇呼拉尊者﹂ 這三尊是紅
教的三大護法 最高的護法就是

﹁嗡 阿松瑪 吽 呸﹂ 祂是最有
法力的護法 這一尊也是﹁了鳴和
尚﹂的本尊
今天主祈的人也很有福分 你做
了這一尊的主祈 你修任何一尊佛
母 像綠度母 白度母 二十一度
母 或是一切其他的佛母 你得到這
一尊的加持之後 你們再修度母的
話 就很容易相應！這一尊的法力非
常強 祂的法力無邊 祂有息 增
懷 誅的力量 全部給與眾生；祂的
光芒可以照遍全世界 所以 得到這
一尊的灌頂跟主祈 會有很大的福
分 很大的法力
祂的種子字是紅色的﹁讓
︵
︵★︶﹂字 祂主要是主﹁降伏﹂
降伏不是降伏別人 是先降伏自己
把自己的傲慢降伏 把自己的所有缺
點降伏 把﹁貪 瞋 痴 疑 慢﹂
全部降伏 獲得最高的清淨 這是第
一等的清淨！這是非常重要的
再講一點︽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蓮華生大士說 祂在施灌頂的時
候 祂的手指頭放射出千萬種個體的
電流 也就是十八部大圓滿法的灌頂
均在其中 當放射灌頂時 又把盧勝
彥的小小個體 分成千萬個更小小的
個體 如此千萬灌頂施放於千萬個
體 就如此灌頂完成
我記得有一個印象 當祂放射灌

頂的光顯現出來的時候 是從我全身
毛細孔進去的 也就是我每一個毛細
孔 都得到大圓滿法的灌頂 這是很
完整的灌頂
這﹁十八部大圓滿法﹂除了紅教
大喇嘛獨有之外 根本在這世界上
找不出尚有人會 這是印度烏金第二
佛蓮華生大士的無上密法 今天 蓮
華生大士把獨一無二的大密心法傳授
給盧勝彥 並囑發揚光大 我一次獨
得十八部大灌頂 將一切灌頂施放於
我身上 細心的教導我 這真是天下
法益 簡直令我感動得無以復加
蓮華生大士 詳說了四種心要：
一 比瑪心要
二 喇嘛心要
三 空行心要
四 甚深心要
﹁大圓滿法﹂有四種心要 第一
個是﹁比瑪心要﹂；蓮華生大士的師
父是師利星哈 毘盧遮那的師父也是
師利星哈 是同一個師父 都是師利
星哈教出來的 第二個是﹁喇嘛心
要﹂ 當初 西藏派到師利星哈那裡
去學﹁大圓滿法﹂的 一共有五位
他們回來之後 所集合起來的心要就
是﹁喇嘛心要﹂
第三個是﹁空行心要﹂ 什麼是
﹁空行心要﹂？就是蓮華生大士從師
利星哈那邊學回來的 就是﹁空行心
要﹂ 第四個是﹁甚深心要﹂ 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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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
是甚深心要
蓮華生大士說 這四大心要 貫
通了十八部大圓滿法 而這四種心要
解說 就是由蓮華生大士本人及智慧
海王佛母 兩人結集之後 藏於宇宙
十方﹁地水火風空﹂的五大庫藏之
中 要等有緣者 開了庫藏 才能得
到這四大心要之法
在西藏 傳說有無垢光大師 在
西藏桑耶欽浦的洞穴中 取到了﹁四
種心要﹂ 因而修練得大成就
請問各位上師：﹁無垢光大師是
誰啊？沒有人知道？﹂白蓮花王寫了
︽無垢光明論︾ 但是 白蓮花王所
寫的︽無垢光明論︾全都是時輪金剛
的心要 不是﹁大圓滿法﹂的心要
是不一樣的 白蓮花王是香巴拉第二
代的國王 祂寫的︽無垢光明論︾是
屬於時輪金剛的心要
無垢光大師在西藏桑耶欽浦的洞
穴中 蓮華生大士跟依喜措嘉 跟二
十五位大弟子在岩洞裡面修行 就是
在欽浦的洞穴中 祂們取到了四種心
要 才修練成大成就
而我 我在入金剛三昧大定之
時 由蓮華生大士帶著 進入西藏的
﹁金墓塔﹂ 竟由大士直接傳授 這
豈不是受寵若驚 根本就未曾有的希
奇大事嗎！

蓮華生大士教導說 藏語的﹁澈
切﹂就是﹁清淨空﹂ 而藏語的﹁脫
噶﹂是﹁任運顯﹂ 這裏面就是心經
中的﹁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也即
是﹁空不異顯 顯不異空 空即是
顯 顯即是空﹂ 大士在這方面 對
我詳詳細細的說了一個透澈
我最清楚的就是這個 什麼叫做
﹁澈卻﹂？就是﹁空﹂；什麼叫做
﹁脫噶︵拖噶︶﹂？就是﹁任運﹂；
﹁澈卻﹂就是﹁空﹂ ﹁脫噶﹂就是
﹁任運﹂ 其實 當你懂了﹁澈卻﹂
跟﹁脫噶﹂ 就是開悟！今天最主要
的還是在﹁澈卻﹂跟﹁脫噶﹂ 所以
我講過 你想要開悟 我會問你兩個
問題：﹁什麼是空？什麼是有？﹂你
能夠悟出這兩個字來 就是開悟！
什麼是空？什麼是有？我還可以
告訴你們：﹁空就是有 有就是
空 ﹂這跟﹁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是一樣的問題 這是︻心經︼裡剛開
始的幾句話 到最後 你會得到什
麼？
就是﹁無所得﹂！
我呼籲大家都寫開悟的信來給我
看 讓大家都來射這支箭 有人講：
﹁根本沒有箭！所以 不用射 也不
用開悟 什麼都不用 ﹂這樣講是對
的 沒錯！但是 什麼是﹁有﹂？什
麼是﹁空﹂？他就解釋不來 有人
講：﹁開悟到最後就是沒有開悟！﹂

欸！這句話講得很對！但是 你要講
為什麼沒有開悟？我才知道你開悟不
開悟啊！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你們慢慢想
吧！我講笑話給你們聽 有一個中國
人坐火車遇到一個印度人 他閒著沒
事 就用中文和印度人聊聊國家的文
化 這個印度人會講中文 中國人就
問印度人：﹁你會用中國的筷子
嗎？﹂印度人說：﹁用手抓才是最正
確的吃飯方法 而且不受制於食物
什麼都可以抓 ﹂於是 中國人就帶
印度人去吃火鍋：﹁你說什麼都可以
用手抓 我們現在吃火鍋 看你怎麼
抓？﹂
告訴大家 這有佛理在裡面 用
手抓是幾乎什麼都可以抓 但是 他
的訣竅在於﹁有﹂；用手抓就等於是
﹁空﹂ 使用筷子就是﹁有﹂ 有時
候要用﹁有﹂的方法 這個時候就是
﹁脫噶﹂ 就是﹁任運﹂ 你用手抓
的時候 是屬於﹁空性﹂的 當你使
用起筷子時 雖然落於﹁有﹂ 但還
是一樣任運；所以 ﹁有﹂跟﹁空﹂
是一樣的 這裡有佛理存在 你們稍
微想一想
有一個人去花草店對老闆講：
﹁昨天在你這裡買了一盆含羞草回
去 我去碰它 葉子都不會合起來
那真的是含羞草嗎？﹂老闆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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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可能你買到的含羞草是不要臉
的 ﹂因為是不要臉的含羞草 所以
不會合起來
這裡面也有哲理存在 合起來的
是什麼？打開的是什麼？你執著於合
起來 那你就是一般的凡夫啊！你執
著於打開 就是空的；也可以合起
來 也可以打開 這樣才是自然的
你們不要小看這些笑話 每一個都有
它的道理存在
有一天 聯合國在開大會 在場

的各國代表都要發言 大會主席是英
國人 大家爭相發言 日本人就先舉
手 主席講：﹁你可以講了 ﹂日本
人就講了一堆話 主席開口：﹁你能
不能講英文啊？﹂日本人說：﹁我就
是在講英文啊！﹂日本人又繼續發
言 主席就講：﹁你能不能站起來發
言？﹂日本人說：﹁我早就已經站起
來了！﹂日本人喜歡自稱為﹁大日本
帝國﹂ 其實 在以前 日本人的個
子很小 不是很高

日本人講 American Seattle
他 們 講 成 ： ﹁ A-Mei-Li-Kan-Si-ATo-Ru ︵アメリカン シアトル︶﹂
他們用英文講﹁西雅圖﹂會講成
﹁ Si-A-To-Ru ﹂ 日本人講英文
還是像講日本話 真的！那天 我問
日本話的﹁瀟灑﹂要怎麼講？英文是
講 Handsome
日本話就是講 HanSa-Mu ︵ハンサム︶ 這是外來語
Handsome 就變成 Han-Sa-Mu ︵ハン
サム︶了 所以 你必須要聽得懂日
本話 你才聽得懂日本人講英文
高跟矮是有差別的 但是 在
﹁大圓滿法﹂裡面是﹁沒有差別
的﹂ 個子矮的人 有的智慧是比較
高的 慧君上師最快樂 蓮 上師也
很快樂 她們兩個都很快樂 因為我
經常聽她們講我是大一點的哈比人
她們是小一點的哈比人；她們兩位幫
我很多 雖然個子非常小 但是腦袋
很發達 不是腦滿腸肥無心機；她們
腦袋裡面裝的東西非常多 你們不要
小看慧君喔！她的腦袋裝很多 她連
蟲都裝進去
所以 要平等 你們不要小看小
個子的人 大個子才危險 大個子的
目標那麼大 砰！很容易就被打到
為什麼越南在越戰的時候會贏？因為
他們的個子小 很會藏 他們可以躲
在樹根裡面 他們挖的地洞 老外都
進不去！你們知道他們挖的地洞洞口

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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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嗎？只有一本書那麼大 進去
裡面的空間才是很大的
他們越南人挖的地洞口很小 一
旦鑽進去 外國人想要抓他都很難！
這個老外想要抓他 哇！只有腳能進
去 兩個屁股卡在洞口外面 根本進
不去 你說 美國怎麼打得贏越戰？
一定輸的啦！你們看 美軍在越戰死
傷多少？犧牲多少人？結果越陷越
深！你雖然個子大 身體壯 但卻輸
給小個子 所以 高的跟低的 都是
平等啊！
﹁澈卻﹂就是﹁脫噶﹂ ﹁脫
噶﹂就是﹁澈卻﹂ 這裡面有﹁大圓
滿法﹂ 有﹁空﹂跟﹁有﹂在裡面
是非常殊勝的
講個笑話 班上有一位同學早上
看他還好好的 下午突然全身起了紅
疹子 看起來像是過敏 而且還癢得
不得了 他只好請假去看醫生 想要
請假外出 一定要填單子 但他是國
二的學生而已 寫到﹁外出原因﹂那
一欄 應該寫﹁皮膚過敏﹂ 但是他
的國文造詣特別差 都已經國二了
不太會寫皮膚的﹁膚﹂字 過敏這個
詞對他而言也是太艱難了 他一直想
不出來 於是 假單就變成這樣子：
請假看醫生的原因是﹁皮在癢﹂！
告訴大家：﹁會通就好！﹂
﹁通﹂就是任運 師尊在美國的時候

會講英文 他們美國人聽起來感覺是
怎麼樣 我是不知道啦！反正 在美
國 他們是﹁內地人﹂ 師尊才是老
外 所以遇到我這種老外講英文 他
們會認為：﹁喔！你們不怎麼會講英
文 那是當然的 ﹂但是 他們也聽
得懂
遇到老外 我就跟他說 How are
you today? ︵今天好嗎？︶他就講
Fine Today is a nice day. ︵ 很
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就回他
說 It's a beautiful day. ︵這是美
好 的 一 天 ︶ 或 是 It's a sunny
day. ︵這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是
彼此打招呼啦！ I can go to the
gas station buy gas. ︵我能去加油
站 加 油 ︶ I can go to the
restaurant order food. ︵我能去餐
館點餐︶ I can go the airport
bus station and anywhere. ︵我可
以去機場 車站和任何地方︶ I can
drive the car. ︵我可以開車︶ I
say something ︵我說些什麼︶老外
都聽得懂 你也不一定要用文法 不
一定要把話接得很漂亮
我上回講了 我在阿拉斯加一家
老 外 開 的 店 ： ﹁ I want to order
king crabs. ︵我想訂購帝王蟹︶﹂
老外就講：﹁ No king crabs. ︵沒
有 帝 王 蟹 ︶ ﹂ ﹁ No king c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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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uh? King crabs were born
in Alaska, why no king crabs in
Alaska ? ︵欸？阿拉斯加是產帝王
蟹的地方 為什麼沒有帝王蟹？︶﹂
老 外 就 講 ： ﹁ Because sell to
other countries and states, so no
king crabs. ︵因為都賣到別的國家
和其他州 所以沒有帝王蟹︶﹂
你們看 師尊講的英文還可以
吧 ！ How come ? Alaska is home
for king crabs and Alaska is the
state for crabs, how come no king
crabs ? ︵為什麼？阿拉斯加是帝王
蟹的故鄉 阿拉斯加是專門產帝王蟹
的州 怎麼會沒有帝王蟹？︶師尊講
的英文還是可以的 所以 懂得任運
就很好 把各種詞接起來 就好像懂
得很多
How come ? ︵為什麼︶其
實 我什麼都不懂！
我們在台灣碰到老外會問：
﹁ Where are you from ? ︵你是從
哪裡來的︶﹂他講：﹁ I come from
Boston. ︵ 我 是 來 自 波 士 頓 ︶ ﹂ I
know Boston ︵ 我 知 道 波 士 頓 ︶
Harvard
University
is
there
︵︿哈佛大學﹀就在那裡︶ 其實
︿麻省理工學院﹀也是在 Boston
但是 英文發音不要講成﹁波士
頓﹂ 要講﹁巴士頓﹂ ﹁波士頓﹂
的發音是不對的 ﹁巴士頓﹂才是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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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我就跟他講在巴士頓的龍
蝦是很好吃的 他就問我：﹁ Are
you living in Taichung ? ︵你住在
台中嗎？︶﹂我說：﹁ Yes. Half a
year in Taiwan, half a year in
United States. ︵是的 不過 半年
住在台灣 半年住在美國︶﹂他也會
說：﹁ How come ? ︵為什麼︶﹂
﹁ Because I like cold air.

Summer is very hot in Taiwan so I
go back to Seattle. I come back
to Taiwan in winter. I have a
house in Taiwan and I also have a
house in Seattle. ︵因為我喜歡比
較冷的天氣 台灣的夏天太熱了 所
以我就回西雅圖 在冬天的時候 我
就回台灣 我在台灣有房子 在西雅
圖也有房子 ︶﹂我跟他們講英文

我講的英文他們也聽得懂啊！這個就
是任運
有一個男孩子比較害臊 某一
天 他終於鼓起勇氣向女孩子表白
就用紙條寫上﹁ 5201314 ﹂ 意思
就是﹁我愛你一生一世﹂ 女孩子在
回條上寫著﹁ 520+1314
再乘以十
倍﹂ 這個男孩子欣喜若狂 哇！是
﹁我愛你一生一世再乘以十倍﹂耶！
但是 旁邊的朋友對男孩子講：﹁小
子 你計算結果看看是什麼意思？﹂
520+1314
再乘以十
等於是
18340
意思就是﹁一巴掌搧死
你﹂！這個也是任運 數字可以代表
文字 文字也可以代表數字 加
減 乘 除都有它的意思
如果你能夠懂得﹁空﹂｜清淨
空 再懂得﹁任運﹂ 這就是﹁大圓
滿﹂ 整個加起來就是﹁開悟﹂ 大
家想想看 ﹁有﹂是什麼？﹁空﹂是
什麼？你就會了解什麼叫做﹁澈
卻﹂ 真正的清淨空 真正的任運
顯 ﹁空﹂裡面有﹁顯﹂ ﹁顯﹂裡
面有﹁空﹂ 這就是﹁大圓滿﹂最重
要的心要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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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
法會：二十一度母護摩
灌頂：二十一度母總持

心不覺時，即是清淨本然；
回歸㆒真法界，就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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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護摩主尊︱聖救
度母︱綠度母 二十一度母 敬禮壇
城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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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與會貴賓有：前副總統呂
秀蓮女士 謝謝她的光臨 副總統在
政治這方面來講 她是屬於創新的一
種理念 聽起來會讓人有很深的感
受
︽真佛宗︾這個宗教團體 同門
遍布全世界 各種黨派 各種思想的
同門都有 而我們的宗派是屬於自
由 民主的 我們不能夠阻止別人的
思想 你們如果有喜歡呂副總統理念
的人 那就跟呂副總統多多聯繫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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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任何黨派的人 他講了他的一番理
念 你如果欣賞他 你就跟他聯繫
我個人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她是
創新的 她有她的理想 她希望世界
和平︱ world peace
可以避免戰
爭；她要向世界各國 聯合國鼓吹她
的創新理想 那要看各國元首是怎麼
樣的看法 呂副總統會遊說世界各國
的領袖 來認同她這種新創意的理想
國度 我個人覺得她是有理想 有創
新的
以前 我在高中的時候讀過她的
文章 她投稿在︽中國時報︾由高信
疆所主編的﹁人間副刊﹂ 呂副總統
當時的專欄就是﹁拓荒者的話﹂ 拓
荒者就是呂副總統 她的理論同樣是
創新的 她所講的﹁良心治國﹂ 這
一點是大家都知道的 每個人都要良
心治國 但是 很少人能夠做得到
她的這一種理想 這一種創新 值得
讚揚！
我們︽真佛宗︾是沒有政治立場
的 講實在話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宗
教立場 反正我們就是要成佛 要成
聖 各種修行都可以 所以 在我們
這裡 每一種政治理念都可以發表
呂副總統發表她的理念 你附議的
你就跟呂副總統多多聯繫；如果有別
的政治理念 你附議 你也可以跟他
聯繫 ︽真佛宗︾是自由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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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貴賓有：︿行政院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
廖東周大使 以前 呂副總統
到西雅圖的時候 廖大使有接
待過呂副總統 ︿台灣省政
府﹀祕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
韓霧珍女士 ︿美國夏威夷州
政府駐中華民國辦事處﹀處長
雷均先生 ︿台南市議會﹀蔡
旺詮議員；﹁真佛宗教授
團﹂︱王進賢教授 王耀諄教
授 王醴教授 麥韻篁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洪
欣儀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秀
菊教授 游江成博士 林峻安
醫師；︿宗委會﹀法律顧問卓
忠三律師 ︿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 姐 and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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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雕藝術家
王松冠老師 ︿高大牧場有限
公司﹀總經理陳東杰先生 經
理陳鴻璋先生 ︿靜乙企業公
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琦
品傢俱生活館﹀董事長黃淑琦
小姐 ︿台中食材安全促進協
會﹀理事長蔡坤南先生及夫人
張淑惠女士 ︿台北市高中學
生家長會聯合會﹀公關長闕慧
玲女士 ︿台北市國中家長會

聯合會﹀副總會長呂國寶先生 師尊
大學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
士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陳蕙
美女士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表 香
港傑出企業家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
人拿汀︱曾美婷女士 ︿關島太平洋
島渡假村﹀代表︱鄭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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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
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
女士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我
是台灣人 所以我說台灣話 大家午
安 大家好！︵中文︶你好 大家
好 ！ ︵ 廣 東 話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ど
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 你
好︶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
常感謝︶
Sawadikap ︵泰文：你
好︶ 감사합니다︵韓文：謝謝︶
今天 我們很多人穿綠色的 因
為是綠度母跟二十一度母︱聖救度母
的護摩 綠度母是十六世大寶法王噶
瑪巴的本尊 我曾經在紐約上州的
︿三乘法輪寺﹀見到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 我當時請問噶瑪巴：﹁您是
怎麼修法的？﹂祂很簡單地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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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修度母 晚上修護法｜
瑪哈嘎拉 ﹂所以我知道噶瑪
巴的本尊是綠度母
其實 有很多祖師爺 大
成就者都是修綠度母的 蓮華
生大士是修獅面空行母做為祂
的本尊 也是護法 又是本
尊 又是護法 又是上師；龍
樹菩薩的本尊是度母 白教的
祖師│帝洛巴 那洛巴 祂們
的本尊都是度母 另外 阿底
峽尊者的本尊也是度母
綠度母│聖救度母出現得
很早 我們稱為多羅菩薩 多
羅菩薩就是度母；觀世音菩薩
出現得更早 觀世音菩薩因為
慈悲眾生 留下的眼淚 其中
一滴眼淚化現為綠度母 另一
滴眼淚化現為白度母 所以
多羅菩薩有三個願望 第一個
願望是祂以女相來度眾生 祂
超越世界之上 本無男女之
分 但是祂顯化女相來度眾
生 象徵著慈悲的度母 這是
度母的來源 所以 幾乎所有
的空行母都是以女相來度化眾
生 尤其在密教裡面 都是用
女的相來度化眾生
第二 祂慈悲無畏 什麼
叫做﹁無畏﹂呢？所謂最大的

慈悲就是﹁完全奉獻﹂ ﹁完全奉
獻﹂就是無畏的慈悲 祂對眾生都是
平等完全奉獻的 只有一種人不能受
度母的解救 是什麼樣子的人呢？度
母講：﹁欺師滅祖的人 不能夠解
救 ﹂除了這個以外 全部給予解
脫
所以 今天盧師尊在這裡所表現
的 我一定把自己的師父頂在頭頂
上 我對我的任何一個師父都一樣
我主要的師父當然是了鳴和尚 薩迦
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另外 我還有拜過
其他的師父 我這一生當中 嚴守一
個戒律 就是絕不毀謗自己的師父！
欸！不要以為每一個師父都對我很
好 所以我才不會毀謗 並不是的！
也有打過我的師父 也有罵過我的師
父 但我從來就是照著我的心在做事
情 也就是剛剛呂副總統所講的﹁良
心﹂
只要師父教過我一個佛號 就是
我的師父；教過我一個咒語 就是我
的師父；傳過我一個法 就是我的師
父；講過一個良言給我 教過我一個
字 就是我的師父 蓮華生大士講的
第一個就是﹁敬師﹂ 我們學佛法的
只有這個 沒有別的了！你不尊敬師
父 學法無益！因為你已經輕視那個
法了 你輕視師父 也輕視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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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你修法怎麼能夠成就？這是絕對
的！
只要師父有教過我 就是有恩於
我 ﹁敬師﹂兩個字 沒有第二句
話；再來就是﹁重法﹂ 尊重法 因
為你敬師 你會尊重師父傳下來的
法；再來就是﹁實修﹂ 要用很殷勤
的心 重法就是一個口訣│﹁勤﹂
字 你就可以成就！這是﹁一字口
訣﹂啊！
多羅菩薩雖然有大慈悲 可以普
救眾生 但唯獨﹁欺師滅祖﹂的人
祂沒有辦法救度 這一點要請眾生原
諒 多羅菩薩祂自己也是這樣子講
第三個願望 所有的聖救度母都是要
幫助觀世音菩薩
多羅菩薩︱聖救度母有三個淨
土 一個是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淨
土 一個是普陀洛迦山的淨土 也就
是觀世音菩薩的淨土 第三個是祂自
己的淨土 也就是玉葉莊嚴淨土 這
是多羅菩薩│聖救度母的淨土
很多祖師都是修綠度母 阿底峽
尊者從印度天竺到了印尼的占碑 去
拜見金洲大師 在金洲大師那裡得到
了所有發菩提心以及所有度母的法
然後回到印度 再到西藏 再把綠度
母傳遍整個西藏 阿底峽尊者就是以
度母做為祂的修行本尊 噶瑪巴一樣
以度母做為祂的本尊 噶瑪巴晚上修
護法 就是瑪哈嘎拉

那我們先宣布兩則訊息 第一則
是師母蓮香上師將在下一個禮拜從西
雅圖回到台灣 這是大家所期盼的
希望師母趕快回來 師母在下個禮拜
會回來 師尊知道是哪一天回來 其
他的人不知道 她不要我講出去 所
以 我也不能講 總之 是下一個禮
拜 第二個訊息是 蓮火上師 蓮世
上師 蓮主上師推薦東馬︿沙巴雷藏
寺﹀蓮韡法師為金剛阿闍黎︵此時
蓮韡法師跪拜師尊︶再找時間給你做
金剛阿闍黎灌頂 就講這兩個訊息
我們再談一下︽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蓮華生大士說明一真法界 原是
清淨本然的 根本就沒有魔 也沒有
眾生 這是清淨空的光明藏世界 也
無正邪 這種境界是心不覺世界
但 由於有了心的妄動 就有了因
果 有了因果 就有了善惡 陰陽變
得有分 生滅也就變得不停 萬象也
就紛紜不休
所以空是本源
顯是幽關隱隱
成佛成聖即是返妄歸真 轉識成
智 空顯無礙
在﹁金墓塔﹂ 我學到了成就菩
提分三等 剋期取證是第一等 第二
等是命終登位 第三等是中陰轉成
而大圓滿法是第一等的﹁剋期取
證﹂ 是最上上法

蓮華生大士所講的﹁一真法
界﹂ 這個是非常深奧的！這裡面就
是﹁大圓滿﹂ 也就是我們新春法會
要舉辦的﹁阿達爾瑪佛﹂跟﹁大幻化
網金剛﹂的主要主軸 祂主要講的就
是﹁一真法界﹂ 都是在講這個的
我在這裡再補充一個訊息 ︿復
興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台北發生空難
的時候 我們︿中觀堂﹀和蓮妙上師
帶領了很多同門在現場助念 是按照
我們︽真佛宗︾超度法會的程序去
做 只是電視沒有播出來 電視台沒
有錄到他們 所以 我在這邊補充一
下 蓮妙上師率領很多同門 在空難
現場做超度 祈福 做種種的儀式
這要讓大家知道 真的！功德無量！
我們今天做二十一度母 綠度母︱聖
救度母的護摩 我們也同樣做了祈福
跟超度
講個笑話吧！總經理出國考察
臨時打到公司交代事情 不巧 正在
摸魚的小明接到電話 小明回答：
﹁抱歉！我在跟我的女朋友講話 請
你待會兒再打 ﹂總經理就問：﹁你
知道我是誰嗎？我是總經理 ﹂小明
也問：﹁那麼 你知道我是誰嗎？﹂
總經理講：﹁不知道！﹂小明就講：
﹁那就沒有關係了！﹂我告訴大家
什麼是﹁一真法界﹂？什麼叫做﹁一
真法界﹂？就在這笑話裡面
誰也不知道誰？誰也不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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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我講過 如果只是一個人在月球
上 請問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當
你一個人在月球上 沒有其他人 只
有你一個人 請問 什麼是善？什麼
是惡？慧君上師講﹁善惡是人定的
有人才需要去定義的 沒有人就沒有
善惡﹂ 當誰都不知道是誰的時候
什麼是正？什麼是邪？
有人去吃一碗牛肉麵 他跟老闆
講：﹁老闆 怎麼都是麵 沒有看到
牛肉？﹂老闆回答：﹁你吃太陽餅的
時候 裡面有太陽嗎？你吃老婆餅的
時候 裡面有老婆嗎？﹂所以 他的
牛肉麵裡面沒有牛肉 告訴大家﹁一
真法界﹂ 類似這種情形 什麼是
﹁一真法界﹂？大家用腦筋想一想
是﹁清淨本然﹂的 月球有魔嗎？如
果月球有魔的話 那個魔早就餓死
了！不知道有什麼好吃的？
還有一個笑話 如果月收入十五
萬 可以考慮去歐洲遊覽；如果每個
月收入五萬到十萬 那就選擇東南亞
遊覽；如果月收入低於五萬 那就選
擇在國內遊覽；如果月收入低於兩
萬 那就選擇郊遊；如果月收入低於
一萬 那就選擇花生油；如果月收入
低於五千 就選擇地溝油；完全沒有
收入 失業的人 就選擇夢遊 這是
按照金錢去衡量你要怎麼樣去遊覽
我告訴大家 ﹁一真法界﹂什麼

都有 也什麼都沒有 大家再稍微想
想看！﹁清淨本然﹂的根本就沒有
魔 也沒有眾生 為什麼會沒有眾生
呢？我們大家都不是眾生嗎？﹁一真
法界﹂誰也不知道誰？誰也看不見
誰？﹁一真法界﹂誰都是誰 這是
﹁清淨空﹂的光明藏世界 連﹁正﹂
跟﹁邪﹂也沒有；這種境界是﹁心不
覺﹂世界 就是﹁心都沒有覺受﹂的
這一種世界 就是﹁一真法界﹂
蓮花生大士講的這是什麼東西
啊？這就是﹁密教大圓滿﹂ 也就是
禪宗的 你進入了真正的禪定 會有
這種現象
師尊講過真正進入禪定的時候是
什麼樣子︱你會不知道你自己在禪
定 譬如我在修法的時候 到最後
我會不知道時間 連空間也不知道
我坐在那裡 但我不知道我自己坐在
哪裡 也不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然
後 當慧君上師在我的房間門口喊了
一聲：﹁師尊 只剩下五分鐘 ﹂她
的聲音進到耳裡 我就出定了
這個禪定的時間到底有多長？我
到底靜坐了多久？有的時候只有五分
鐘 有的時候是十分鐘 有的時候是
二十分鐘 有的時候是三十分鐘 你
在禪定當中 你不知道自己在禪定
也不知道身在何處 睜開眼才知道
原來是在︿南山雅舍﹀ 如果沒有慧

伃

君上師在門口說：﹁師尊 只剩下五
分鐘 ﹂蓮 上師也叫過我 但是
我沒有聽到 因為她的聲音太小 慧
君的聲音比較大一點 因為她的形狀
就像一個喇叭
所以 禪定就是定入﹁一真法
界﹂ 到了﹁一真法界﹂ 禪定進入
大圓滿的時候 只需要少少的幾分
鐘 精神就會全部恢復！你只要空
了 把煩惱 妄念全部移開的時候
當你整個身心全部空了 身體都沒有
感覺 這就是﹁心不覺﹂的世界 整
個宇宙的能量就會降在你的身上 你
的精神會非常充沛 當出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好像是第二次重生 那
完全是重生的一種現象 精神 毅
力 一切都非常充足！只要短短五分
鐘 你就可以恢復本然的世界
所以 禪定非常重要！蓮華生講
的﹁一真法界﹂就是這樣子 這種境
界是﹁心不覺﹂世界 這一句話最重
要！根本就沒有心了 這叫做﹁心不
覺﹂的世界！
講個笑話
Jack 是軍人家庭
有一天 朋友去他家做客 發現廚房
的門上寫著﹁食堂﹂ 客廳的門上寫
著﹁會議室﹂ 兒子的房間寫﹁男兵
宿舍﹂ 女兒的房間寫﹁女兵宿
舍﹂ 朋友想：﹁他們夫妻房間的門
上一定寫著﹃司令部﹄！﹂結果 出

32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報
導

乎意料之外 夫妻房間的門上卻寫著
﹁新兵培養中心﹂
這是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都是這
樣子的 人的世界就是會有這種觀
念 我們修行 最主要就是把一些妄
念 妄想 全部去除 你想要登﹁一
真法界﹂ 你的腦海裡必須要清淨
那些腦中的垃圾不要再去想它
你想要得到快樂 那很簡單！你
要快樂一天？還是憂愁一天？如果你
想要快樂一天 你就去想快樂的事
情 你就會快樂；如果你要憂愁一
天 你就盡量去煩惱每一件事情 這
樣 你就會天天都很憂愁 因為每一
件事情都是煩惱
你在一個國家裡面 國家有國家
的煩惱；你住在一個家庭裡面 家庭
有家庭的煩惱；你去上班 就有辦公
室的煩惱；你做事業 就有事業的煩
惱；你有了兒女 就會有兒女的煩
惱；你有父母 就會有父母的煩惱；
你有兄弟姊妹 就有兄弟姊妹的煩
惱；你有愛情 就會有愛情的煩惱；
有錢就會有錢的煩惱 會有物質上的
煩惱 生活中有很多煩惱的事 你天
天在想 你就會過憂愁的日子
所以 修行的人要學到﹁心不
覺﹂ 就是你要把煩惱全部丟掉 把
那些在你身上的垃圾 全部丟掉 這
就是一種﹁觀﹂｜﹁觀心法門﹂ 最
高上的一個法門就是﹁觀心法門﹂

你看住自己的心 然後看到心變成沒
有感覺 那一種感覺叫做﹁一真法
界﹂！
你至少有愉悅的那一顆心 還有
慈悲的那一顆心 還有你自己本身的
良知 良能 也就是呂副總統講的良
心 你有良心的話 心裡就會平安
聖嚴法師曾講一句話：﹁心安就是平
安 ﹂你有了良心 你的心裡就安
了 你的心裡安了 你就會平安
有良心的人不可能去犯﹁五
戒﹂︱殺 盜 淫 妄 酒；有良心
的人 你不可能去作奸犯科 不會去
做犯法的事情 這樣 在這個國家的
人民就會覺得非常幸福 因為沒有那
些悲慘的事情發生 所以 ﹁良心﹂
是我們為人的第一個條件 這也就是
孔子的思想
現在問大家 你的心能夠安嗎？
如果你的心能夠安 那你就﹁安﹂
啦！你就是平安！聖嚴法師講的﹁心
安就是平安﹂ 道理就是在這裡 你
要以良心來行一切事情 你就能夠得
到平安 所謂﹁夜半敲門心不驚﹂
你在半夜聽到敲門聲 你也不會怕
你更不用怕鬼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光
明 清淨 有良心的人 你的身上會
有光 鬼都會怕你！不是你怕鬼 而
是鬼怕你！除非你的心裡有陰暗的地
方 你才會怕鬼 你心裡都是光明的
話 怎麼會怕鬼呢？

講個笑話 一個消化不良的病人
向醫生抱怨：﹁我近來很不正常 吃
什麼就拉什麼！吃黃瓜就拉黃瓜 吃
西瓜就拉西瓜 怎麼樣才能恢復正常
呢？﹂醫生沉默了片刻 對病人講：
﹁那你只能夠吃屎了 ﹂這個笑話裡
面是有道理存在的 你做了什麼就得
了什麼業 這是因果啊！
你做了什麼就得到了什麼業 所
以 千萬不要去做犯法的事情 你不
能違背良心做事情 這樣就是造業
你造了業 就一定會有業報 有人
說：﹁我只是在中午做壞事 ﹂為什
麼只在中午做壞事？因為有一句話
講：﹁早晚會有報應！﹂所以 他只
在中午做壞事 其實 不是講你早
上 晚上做壞事才會有報應 而是不
管你什麼時候做壞事 都是會有報應
的啦！這只是一個笑話 就算你在中
午做壞事 一樣是賴不掉的 ﹁早晚
會有報應﹂是表示時間早一點或晚一
點 那是﹁遲早﹂的事 而不是在中
午就不算 不要誤會
﹁心不覺﹂世界當然是最好的
那就是大圓滿 你修行真的到了﹁一
真法界﹂的時候 那就是﹁無心﹂｜
我沒有心 但是 我只要醒過來 我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按照我的良心
去做 這樣就會平安！
以師尊來講 師尊從來不覺得我
是︽真佛宗︾的創辦人 世界各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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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雷藏寺 但是 我都不管理任何一
個雷藏寺 因為在我的心中 我沒有
雷藏寺 雖然︿台灣雷藏寺﹀是掛師
尊的名 但是 主理︿台灣雷藏寺﹀
的是蓮哲上師 蓮哲上師是總主理
一切人事 行政 財政 蓮哲上師都
知道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 你跟我講哪一個當會計？
哪一個當招待組？哪一個在廚房做
事？我從來不知道！哪一個是雇員？
是聘請的？我從來不知道！私しは
ぜんぜん わからん︵日文：我是全
然不知︶ 我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 在這世界上 沒有一個雷藏寺
是掛我的名 只有︿台灣雷藏寺﹀還
掛著我的名 我是希望有一天把我的
名字刪除掉 因為︿台灣雷藏寺﹀有
事情 等於是我有事情 但是 事實
上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是住在心不覺世界 所以 真
正講起來 對於︿台灣雷藏寺﹀的任
何事情 我確實是什麼都不知道！你
們有什麼組織？我從來都不過問 只
是你們找我拍照的時候 我會站在那
裡 其他的 我是從來不管的 不管
是財政 行政 人事 我統統都不
管 在我心中 我是心不覺 我是遇
到事情才有反應 我是真的ぜんぜん
わからん︵日文：全然不知︶ 真的
是 I don't know. 我真的是什麼都

不知道的！
我是無心無事的道人 所以人家
問我︿台灣雷藏寺﹀的事 我只知道
住持是蓮哲上師 還有蓮栽 蓮歐
蓮歐是︿密教總會﹀的理事長 我知
道這三個大頭就可以了 其他的小頭
我都不知道 這就是心不覺世界 因
為我的心中沒有煩惱 因為我沒有容
下什麼東西啊！不用我去煩惱 在我
心裡上也沒有對任何人 事 物預設
立場 也不管誰在那邊說誰對誰錯；
我回到台灣 我也不擔心會吃到什麼
東西 反正都是吃外面 到處都是黑
心油
再講個笑話 老頭子給兒子買房
子 去到銀行辦理分期付款手續 銀
行業務員講：﹁先生 你是季付還是
月付？﹂老頭子一聽就火冒三丈：
﹁我不是繼父 也不是岳父 我是父
親︵音似﹃付清﹄︶ ﹂於是 業務
員就在申請表格上的﹁一次付清﹂打
了一個勾 這是在語言上﹁誤聽﹂的
笑話 現在有很多這種語言上笑話；
他說他是﹁父親﹂ 銀行業務員就聽
成﹁一次付清﹂ 這就是誤會 是一
種誤解
人跟人之間會有很多誤解 所
以 外面人看的盧勝彥 在我身邊人
看的盧勝彥 我自己心中的盧勝彥
是三個不同的盧勝彥！外界所看的盧

勝彥 跟你們在我旁邊所看的盧勝
彥 跟我自己心中的盧勝彥 是三個
不同的盧勝彥！
我是住在﹁一真法界﹂的盧勝
彥 這是心不覺世界 但你只要心裡
一動 就有了因果 有了因果 就有
了善惡 有了陰陽 變成有分 生滅
也變成不停 萬象也就紛紜不休 所
以 回歸﹁一真法界﹂就是成佛 蓮
華生大士解釋得非常清楚｜回歸﹁一
真法界﹂
什麼是開悟呢？開悟就是在﹁一
真法界﹂裡面 不是一般的開悟 這
個開悟是很高的境界 不是一般人所
講的開悟 ﹁空是本源 顯是幽關隱
隱﹂ ﹁空﹂才是真正的本源 所
以 我們要修﹁空﹂的原因就在這
裡
﹁成佛成聖即是返妄歸真 轉識
成智 空顯無礙 ﹂你在﹁空﹂或
﹁顯﹂當中 都沒有妨礙 因為當你
空了 就是﹁一真法界﹂ 當你顯
了 就是良心；你空了 就是﹁一
真﹂ 你顯了 就是﹁良知﹂ ﹁良
心﹂ 你以良心去做事情 然後再回
歸到﹁一真法界﹂的空
﹁在﹃金墓塔﹄裡面 我學到了
成就菩提分三等 ﹂ 當你明心見性
之後 ﹁剋期取證﹂是第一等的成
就！你雖然有人的身體 但你已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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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 第二種是﹁命終登地 當你把
生命拋棄了 就可以回歸﹁一真法
界﹂ 這是第二等 第三等是﹁中陰
轉成﹂ 就是你化為靈魂 你變成了
靈魂 以靈魂回到﹁一真法界﹂ 這
個就是第三等的成就 ﹁大圓滿法是
第一等的﹃剋期取證﹄ 是最上上
法 ﹂﹁大圓滿法﹂就是最上上的
法 在那個法裡面 那才是真正的醒
來
所謂的﹁真正的醒來﹂是你已經
證到了心不覺世界 你已經回到了
﹁一真法界﹂ 這個就是真正的醒
來 而不是說知道自己的前世是什
麼：﹁欸？我醒過來了 我知道我的
前世是什麼了 ﹂這種醒來是小醒
不是大醒
真正的最大覺悟是大圓滿的覺
悟 那才是最大的覺悟；一般小的覺
悟只是你知道了你的前一世 或是你
的前一百世 前五百世 前知五百
世 後知五百世 只能夠當仙 仙還
是有分境界｜大羅金仙 天仙 地
仙 人仙 鬼仙 仙有好幾等 祂們
的境界都不同
只能夠知道前五百世 後五百
世 或是前五十世 後五十世 或是
前一世 後一世 都只是小覺 不是
真正的覺悟 真正的醒過來是﹁一真
法界﹂ 那才是最上上法 是大圓
滿！嗡嘛呢唄咪吽

互贈禮物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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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7 前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蒞臨《真佛宗》〈台灣雷藏寺〉，並參加由
蓮生活佛主壇的「二十一度母護摩法會」，於法會前上台致詞。

說良心話、做良心事、賺良心錢
到大家都用最虔誠的心情來參加今天的
看法會。我知道蓮生活佛是台灣人，早在
二十幾年前，就在西雅圖興建了一座非常大的
道場，信眾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所以，我一直
對祂充滿崇拜且好奇，但是，因為佛緣未到，
到今天才到雷藏寺來。
剛剛從蓮生活佛手中收到祂的第二百四十
五著作，我連二十四本書都沒有寫出來，蓮生
活佛已經寫了二百四十五本！更難得的是，祂
可以在回教國家－印尼，在二○一二年舉辦
「時輪金剛鏈大法會」，而且盛況空前！剛剛
在過來的途中，特別拜讀了蓮生活佛的開示，
原來「時輪金剛大法」是這樣精湛，對於宇宙
人生有非常深刻的啟示！
台灣是宗教王國，在內政部合法登記的就
有二十七個宗教團體。我們都知道，在這世
界，有多少人是因為不同的宗教理念，而產生
緊張，甚至戰爭，最後陷入被屠殺的悲劇！這
讓我覺得，在台灣的二十七種宗教可以互相包
容、尊重、合作，這真正是神的意思啊！
宗教本來就應該這樣，不是嗎？所以我覺
得，我們每一個貢獻於宗教的人，都值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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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地尊敬！我是學法律的，我覺得，一個宗
教比一個派出所更來得重要！我們可以不需要
有很多監獄，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宗教，來滌
清我們心靈的汙濁！
我一直主張，我們要有「敬天、惜地、愛
人」這樣的胸懷，不但傳菩薩道，也行菩薩
道！鼓勵大家多做善事，心存善念，絕不害
人！我個人很謙卑的主張是—每一個人說良心
話、做良心事、賺良心錢。我們不但要如此以
良心立國，我們還要幫助其他的國家免於戰患
跟貧窮！
我們台灣是一個小而美、而且小而好的國
家，更有一個是本土出生、屬於世界級的宗教
大師—蓮生活佛，祂在全世界有超過五百萬名
信徒，祂到處弘法，把福慧帶給我們每一個人
及所到的國家。
我們在這裡共同期盼，讓台灣宗教的博
愛、和平精神，推廣到全世界，不但讓我們這
個國家可以永久和平、安樂，也把我們的福慧
分享給全世界每一個人，讓這個世界更加美
好。阿彌陀佛！

法語均霑

在

■蓮曉上師
■感覺中，得到的總是並非原來想像中的那麼好；好東西總在離手一尺遠……

有位流浪漢每天常坐在那

呆呆地

是苦啊！﹂

苦樂是什麼在作怪？
公園的凳子上
盯著不遠處一棟頂級旅館

嘻！嘻！凡人時常會﹁犯賤﹂

好東西總在離手一尺遠

旅館的老闆終於忍不住好奇地問個為什麼

某天

但每天

自作受罪：

拿到的都不是

得到的總是並非原來想像中的那麼好

感覺中
睡在長凳上

流浪漢傻笑著答道：
雖然我一無所有

魔術般似的

總在流變

這傢伙不靠譜啊！

只是執著的結果

沒有實質的
有苦有樂

已有的都苦

會因此而﹁比較﹂生出︱恐懼失去
於是才導致︱沒有的

羡慕得到

苦樂是色幻

感覺不是固體

完美的到手後又感覺那不是完美的
﹂

重新又

免費讓你住進裡面

晚上就會夢到自己很爽地住在裡面

﹁旅館太美
這樣看著它
就忘形地說：

今晚我就讓你如願以償

老闆聽了很得意
﹁老弟
﹂

老闆竟然發現流浪漢已經搬出旅館

最好的房間一個月
一週後
回到公園的長凳上

對於快樂和痛苦都執著

那都是病

老闆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是很美好

那一定要進入﹁佛教﹂之類的﹁醫院﹂去治療吧！

﹂

︽出門見誰誰是誰？︾

再多嘮叨幾句：

流浪漢說：
夢見住到旅館裡
所以待不下去

在擁有的時候也

卻夢見自己又回到硬梆梆的板凳

﹁之前我睡在長凳上
那真是可怕極了

的；可是一旦睡在旅館
上

不禁哈笑：
人在無法擁有的時候是苦

老闆聽了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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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見誰誰是誰？
！
我是誰誰不是我？
看誰都不順眼
誰看你也不順眼
對誰都好
就是對自己不好！
︽世界的終極美滿︾

不是等待

世界的終極美滿
不是盼望

人人都在盼望明天抵達美滿就會安心
誰知道明天還有明天
欲望的導演沒有終極
而身為短暫角色的人們到了明天的明天
滿足感還在海角天邊
人人都在盼望明天抵達美滿就會安心
可惜美滿天生似是聽命於貪欲而不是安心
生命過客的真相是
世界的終極美滿就在當下的安心

不論此刻正處在非或是

得名還是失名

得意還是失意

正處在得金還是失金
得戀還是失戀

世界的終極美滿關鍵就在當下

是你的心說了算？還是外界的誰說了算？

蓮生活佛 金句

我告訴 大家 要 把眼 睛 放遠 一點
看看這個 宇宙有 多 大

小小的 地球就是 一 個 小舞台 宇 宙
漫長的 歲月時光之 中 地 球 上 固然 發生
了很多事
但 你不 覺 得嗎？
皆如虛幻 啊！
一會兒 就全沒有 了 ！
﹁無生 ﹂ ﹁ 無 得 ﹂ ﹁無 決 ﹂

恭 錄自 ︽給 你 點上 心燈 ︾

恭錄自︽天邊的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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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心

一切都是很自然

那才叫真正的﹁證無上菩提獲金剛堅

你不用刻意去做什麼

那個時候才真的叫做﹁無修而修﹂
在那個時候
到了那個階段

你能持續多久的時間？你在任何的情景

可是

固身﹂

﹂你

進而堅固不

祖師講：﹁然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

都能保持住如佛般堅固不動的心嗎？
所以

任何條件之下

的

應自然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當你隨時隨地都在看著自己的本心，也隨時隨地都是以佛性在作用，這時候才是……

及達悟

亦是普賢

然

三是金

（文接三三二期）
二是菩提心

亦乃三世修行證有前後

其圓明則普賢身也

五是證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也

一是通達心

發菩提心論

次明五相成身者
四是金剛身
與十方諸佛同之

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
心也
也無去來今

金剛身

當你的意念完全與佛菩薩合一

金剛心
當你完全跟本尊合一

菩提心
動

必須具備通達心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訓

你才是金

你的動作才是手印

或是

你所做的事就都會

你就不會想要把錢放進自己的口袋

那也

我們只

﹁普賢身﹂是指﹁普賢王如

也就是﹁宇宙虛空﹂

不是﹁普賢菩薩﹂

你的﹁本心﹂就是普賢王如來

也就是﹁普賢

就是﹁本

那是﹁不得已的方便用法﹂

來﹂

師尊已經講過

師尊是講﹁宇宙意識﹂
被人罵

能用﹁宇宙虛空﹂來形容

﹁其圓明則普賢身也﹂

想要得到很好的名聲

跟佛菩薩一樣

你才是本尊身啊！果真如此

那你說的話才是咒音
就又要從
一旦你遇
你會很快覺
你隨時隨

心﹂

﹁普賢心﹂

這個﹁圓﹂跟﹁明﹂講的是什麼呢？其實
因為你就是

身﹂

端坐在
﹁合一﹂了

做什麼都順

那不就是﹁普賢身心﹂？那﹁普賢身
法爾自然

然後觀自心月輪

剛薩埵

了
時時刻刻
思維

我就

不

當你一直這樣訓練下去
情境

都要告訴自己︱﹁我跟佛菩薩合一
一旦脫離這種感受

可是

開始一定很痛苦

練

剛
管發生什麼事
是佛菩薩﹂

由﹁五相成身﹂開始做起
可是

當你習慣了你就是佛菩薩的時候

﹁通達本心﹂開始
慢慢的

你也許還會生起煩惱
然後很快就讓煩惱消失

到煩惱的事情
知

手結印契

你可以不需要用那麼複雜的﹁五相成身﹂
地都可以口唸真言

不需要﹁放大﹂
你的佛性一直都是顯現的

你的月輪上
佛了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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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不出來的﹁那一個﹂
這﹁上下

好像差很多

未

左

你就是那
前後

現在
但你放眼看

我們這一生

你的過去

都是一樣的啊！都是﹁普賢王如來﹂

﹁與十方諸佛同之﹂

無法說

心﹂是誰？就是﹁普賢王如來﹂！你就是虛空
個不可說
然後
右﹂的十方諸佛
同一佛身

晚個兩年相應

都是修行人；你的證悟的確是有先後

﹁亦乃三世修行證有前後﹂

我們都是同一佛性
來
早個兩年相應

你放眼看看現在科學家所觀察的宇宙

這個宇宙大概有一百四十七億年了吧！你早兩年相

看整個地球的時間
壽命

請問是差了多久？這和一百四十七億年
那是很可

好像根本沒有差喔！當我們知道自己修行很久了

應跟晚兩年相應
來比

早

晚

並
到

師尊在第二
都很好

﹁早

的！﹁早
講

晚﹂是我們凡夫去認為是有意義的

我們 就可 以明白

晚﹂是沒有意義的

看 這 本論 到 了 這裡

但對佛來

祖師 講︱

﹁阿字觀﹂可

彈指

﹁五相成身﹂也可以成

﹁月輪觀﹂可以成佛

﹁三密合一﹂可以成佛

﹁法爾﹂可以成佛
以成佛

如果你熟練﹁五相成身﹂的整個過程

也隨時隨地都是以佛性在作用

你才是

你就是﹁普賢

你什麼都會知

你可 以﹁堅 固金 剛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自成本尊身！當你隨時隨地都在看著自己的

所以

佛 這些都是可以成佛的方法
間
本心

真正的﹁悟﹂

當 你 ﹁ 五相 成 身﹂ 修成之 後

眾生業差別

因為所有的眾生都活在你的身體裡面

一切國土成壞
道

普賢心﹂

身﹂了
身

還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在這之後的內容就是進一步說明︱如果你到了這個
階段之後

可 以看 看︻大 乘密 嚴

在

你真

︻華嚴經︼的︿十定品﹀

各 位 讀 者如 果 有興 趣的話
經︼的︿密嚴國土三昧﹀

你看過後就可以明白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密教就是︽大幻化網密續︾
的就是宇宙虛空

這本﹃論﹄基本上就是成佛的方法

是密

難怪當初師尊會跟我說：﹁你不要小看這才四頁
薄薄的﹃論﹄

也就是所謂的

當你真的﹁悟﹂了

晚也好

都是一樣的

﹁無量劫﹂的觀點來看

這一生有沒有相應？這一生有沒有成佛？來

你才會覺得從過去﹁無量劫﹂以前修行到現在
怕的
坦白講
所以

生有沒有成佛？以﹁累劫﹂
沒有什麼差別

次來︿大願學會﹀就講：﹁早也好
了就好！﹂
再來是﹁及達悟也無去來今﹂
無來

沒有未來

它很重要

﹂

教修行的摘要

︱ 待 續 ︱

即使有了累世的修

無今﹂

你就會知道根本﹁無去

沒有現在
你就會知道

但當你
晚﹂是沒有任何意義

即使有人比較晚證悟
你會發現這個﹁早

即使有人比較早證悟

當你真的成佛了

﹁三際一如﹂︱沒有過去
行

通達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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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菲律賓小姐
那時候

大火燒到屋樑

屋樑掉下來

咕嚕

除了她本人

還有其他三

她也

她

但很不

吽﹂

壓住了她們四個人

蓮生悉地

她只

你會記得要憶念

她知道走不了了

若是你遇到同樣的狀況
祈求師尊嗎？

請問大家

沒有想到要唸﹁阿彌陀佛﹂

來不及也不知道要唸﹁嗡

幸

她已經拿好重要文件跑到大門了

有查出火場裡有幾個人罹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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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淨信根本傳承上師，永遠頭頂根本傳承上師……。

念佛的四種法門
奇妙的真實故事

她是在一場火災

故事裡的人物是我認識的

也曾經是︿圓韻堂﹀的理事

先講一個奇妙的真實故事
一個同事
當中被火燒死的

雖
她在理髮

她對師尊是非常尊敬的
可是

師尊

當她被掉下來的屋樑壓住時

這樣也算是咒語

所以

﹂因此

所以

接引她往

她還知道我

師尊就超度她

我們在回信的時候就準備了一

︿圓韻堂﹀的同門傳真祈求超度的信

她的緣分就是這樣

師尊就超度

有喊著：﹁救命啊！師尊！﹂就是因為喊了這句﹁救命
啊！師尊！﹂其實

艘法船

過來︿真佛密苑﹀

事情發生之後

生淨土

我就可以轉動因果律

師尊跟火天神講：﹁她知道我是師尊

因此

我一

那邊又燃燒起

了她

師

因為太忙

而她對師尊是絕對凈信的！也

行為不是很檢點

她的住家靠近我的住處
然她是理髮店的小姐
店裡貼了一張師尊的照片

後來

這邊吹熄了

就運用神

她就無法繼續擔任理事

她曾經擔任︿圓韻堂﹀的理事

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

因此
了

師尊有感應到她的呼喚
但是

當師尊看到燒起來的熊熊大火

失火的那天晚上
尊出定去救她

用氣把火吹熄

火天神顯現說：﹁師尊吶！你不能救她

火勢一直滅不了

通力
來

後來

﹂
火災現場有四個人︵註：當時警察還沒

師尊只有眼睜睜看著她被燒死

定要帶走她的
結果

師尊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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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就告訴我

我就向師尊報告說：

請求師尊超度她

當我收到祈求超度的傳真後
﹁我認識這位師姐
她就露出原來的長

她全身燒到像黑炭一

師尊請她顯露真身
我只知道她的

我隔天就打電話回︿圓韻堂﹀

同時告訴師尊她的中文名字

﹂然後

說：﹁昨天晚上來了一個人
樣
相給師尊看
所以
她的家人是不皈

有人在晚上的時候聽到有女

她的家人全都皈依了！

她的家人因為她的行為問題

結果證實真的是她

英文名字叫 Kelly
查證
本來
聽說在那個地方

依師尊的；但在發生這件事之後
後來

念佛的四種法門

你把心放在持誦佛號上

我在此簡單介紹四種念佛的法門：

第一種是﹁稱名念佛﹂

也可以達到一心

這雖然是一種外力的加持

只要你念念不斷

把念力集中在佛的名字上
長久下來

但

你

一邊

到最後

一邊以口稱誦佛名

往生淨土

你的心就不容易散亂

這也能成就

這樣做

第二種是﹁觀像念佛﹂
觀想佛的像

的佛性就會顯現

就是觀想 阿彌 陀佛相 好光

佛光中化現佛菩薩

這種念佛法門的成就更高

立於清淨大海或虛空

再 來 是﹁ 觀 想念 佛﹂
全身金色

明

我請問過師尊：﹁為什麼那三個菲律賓小姐沒

人在哭泣

無量無邊

你可以參﹁是誰在

﹁實相念佛﹂就是﹁念而

也就是﹁參禪﹂

能夠抓住機緣

最

根本傳承上師的功德

希望還沒皈依的人

我藉此機緣告訴大家
真的非常不可思議

修出清淨心

成就佛果

接受蓮生活的教導
後必能明心見性

我在此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法師

弘法人員和眾同門

也感謝各位

︱ 續 完 ︱

嗡嘛呢唄咪吽

以及︿法輪雷藏寺﹀及其籌委會

感恩賓頭盧尊者；同時也要感謝︿馬來西亞真佛宗密
上師

教總會﹀

母

感恩法會主尊︱尊勝佛

儘快皈依蓮生活佛

今天

念佛﹂？認真去尋找這個念佛的人

無念而念﹂

最後就是﹁實相念佛﹂

遍布虛空
因為沒有緣分！如果她們知道師尊的話
因果遇到業報顯現

無念

有獲得超度？﹂
師尊表示
就能獲得超度
師尊說：﹁我只能超度我的弟子

接引

就可以靠師尊的力量加
就沒有辦法超度

弟子如果還記得師尊
﹂

沒有緣分

接引往生

的時候
持
所以

瑤池金母的

因為阿彌陀佛的願力就是師尊

感恩師尊

我們身為祂的弟

永遠頭頂根本傳承上

地藏王菩薩的願力也是師尊的願力

師尊的願力非常廣大
的願力

願力也是師尊的願力
我們一定要淨信根本傳承上師
一定要時時憶念師尊

師；祂的度眾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得見的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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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記者：在二○一四年 國際
間有很多飛航的災難 請問 二

物 人的面相和身上的印記 居
家風水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房地
產的投資
各種話題涵蓋了
天 地 人 舉凡民眾想得到
的 想不到的 簡直無所不包！
聖尊蓮生活佛則秉著一貫從
容 幽默的方式 巧妙深遠地解
開眾人心中所有疑團！還特別仔
細地教導密教特殊的開運手印
讓記者們可以趨吉避凶 包括：
﹁避邪印﹂ ﹁供養印﹂ ﹁財
神印﹂ ﹁四大天王通心印﹂
等
現在 就讓我們一同來分享
當天記者天馬行空的提問 以及
聖尊蓮生活佛精彩寶貴的開示！

○一五年會有什麼災難發生嗎？
蓮生活佛：在二○一四年的
年初有兩位記者來採訪 一位是
許聖梅 一位是林朝鑫 林朝鑫
是代表︽時報周刊︾ 都是來做
專訪的 當時我說在二○一四年
會發生兩件比較重大的事 一個
是瘟疫 一個是戰爭；在二○一
四年之前 國際間有好幾年都沒
有發生什麼戰爭 但在二○一四
年就發生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
戰爭 還有敘利亞 伊拉克的一
些小型戰爭；關於瘟疫 比較大
的就是﹁伊波拉病毒﹂ 我覺得
在二○一五年 我算的結果是︱
小型的戰爭跟瘟疫還是會繼續
但以整個局勢來講 不會比馬年
凶 今年會改善一點
以台灣的經濟來講 二○一

■文∕蓮衛上師

蓮生活佛於㆚未年新春接受︽蘋果㈰報︾、︽壹週刊︾聯合採訪

○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中台
灣的太陽依舊普照 讓人在
冬天裡仍能感受一絲暖意 一大
早 為採訪法王蓮生活佛 ︽蘋
果日報︾和︽壹週刊︾一大群的
記者和工作人員 即從台北驅車
前往台中
為了表示對蓮生活佛的高度
重視 當天︽蘋果日報︾和︽壹
週刊︾總共派出四位記者聯合採
訪 務求能達到全方位訪談 以
服務︽蘋果日報︾和︽壹週刊︾
在台灣的廣大讀者群 因此 記
者們此次的提問也非常廣泛 例
如：現今的社會還需要拜古時極
為重視的灶神嗎？要拜哪一尊財
神才能比較好得到賜福？如何每
天為自己開運？同時 記者們也
請活佛談談台灣目前的話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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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接受《蘋果日報》、《壹週刊》聯合採訪。

四年我打四十分 經濟跟政治都
是不及格的；但在二○一五年
我給台灣打的分數就變成六十
分 就是有增加 在經濟方面會
漸漸成長 在政治方面也有革新
的現象 在二○一四年的﹁六合
一選舉﹂時 我對蔡其昌立委的
岳母說：﹁這一次 你們綠色會
大勝 ﹂當時就已經預言政治會
有所改變 這世界上本來就變來
變去 將來也許又會有另外一種
情況發生
記者：您說如果想要趨吉避
凶 可以多唸︻高王經︼ 但
為什麼要再多唸佛號跟迴向呢？
蓮生活佛：在︻高王經︼
裡 原本就有奉請八大菩薩 這
八大菩薩是：觀世音 文殊 普
賢 地藏王 彌勒 虛空藏 金
剛手和除蓋障 這是︻高王經︼
裡面本來就有的 迴向也是有
的 但是 有人把八大菩薩漏掉
了 也把後面的迴向漏掉了 我
之前認為 迴向可用我們個人的
意願做為迴向 不太要緊 那八
大菩薩的名稱也可以不用唸 因
為在︻高王經︼裡面有很多佛菩
薩的名號 所以 我沒有反對
但是 我看到有人印的︻高

王經︼少了八大菩薩名稱和迴
向 我覺得 還是應該要還原古
代的文章 在唐朝 隋朝時
︻高王經︼就非常地盛行 古人
這麼唸 若我們現今去更改它
總是缺少一點什麼東西 所以
我覺得八大菩薩的名諱還是要
唸 迴向也要唸一唸 然後再加
上依你自己的意願所做的特別祈
求
記者：過年的時候 在電視
新聞可以看到很多人去搶頭香
搶頭香真的有效嗎？有必要去排
隊搶頭香嗎？
蓮生活佛：在人間 大部分
的人都想得到第一名 功課想拿
第一名 在班上想當班長 對於
任何事情 ﹁第一﹂總是最好
的︱要做一個部長 不要做副部
長；要當個總統 不要做副總
統 每個人都想第一
新年的時候 喜氣洋洋 在
一年當中的第一天 你能夠搶到
頭香 象徵你什麼都可以得到第
一 那是一種意義 也是每個人
的想法；你在新春第一天去拜佛
菩薩時 你拿到頭香 就好像是
一種精神的鼓勵作用 希望在這
新的一年當中 每一件事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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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以從容、幽默的方式，巧妙地為記者釋疑。

第一 人就是有這種想法 但
佛菩薩不一定有這種想法 還是
要看平時的作為 因為每個人都
有這種想法 所以 ﹁搶頭香﹂
就演變為一種風俗 一種習慣
記者：那 過年拿紅包代表
什麼意義呢？
蓮生活佛：過年 大家應該
都可以拿到紅包 每一個爸爸
媽媽都會給孩子紅包 這代表喜
氣 代表一個新的開始
記者：如果到︿雷藏寺﹀跟
師尊拿到紅包 是不是一整年都
有師尊的加持？
蓮生活佛：應該是佛菩薩的
加持！
記者：拿到紅包之後要放哪
裡？

蓮生活佛：拿到紅包 紅包
裡面是錢 其實 就可以直接拿
來用︵眾笑︶ 有人說 要把新
年紅包的錢存起來 這也可以；
有些人則是把它放在財庫位
記者：很多人在初一搶頭香
是為了開運 請問 只要在大年
初一這天開運就好了嗎？還是每
天都需要開運？
蓮生活佛：我們每個人在每
一天的開始 都需要開運 其
實 有些人每天都很注意自己的
運勢 希望每一天都能夠很好
西洋的星象學就是在看每一天的
運氣 但是 我們學佛的人就不
太需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
我們每天都是在開運 開什麼運
呢？只要我們每天生活都非常有

規律 每天都要唸佛 誦經 早
上起床的時候就觀想跟自己的本
尊在一起 這就表示今天就可以
過得非常平安 唸唸佛 唸唸
經 就等於是我們講的﹁保
佑﹂ 其實 世間的人都是講保
佑 學佛的人是要讓自己的心非
常清淨 心一清淨 就等於是開
運了！
記者：所以 讀者在家裡唸
佛 唸經 也是一種開運的方式
嗎？
蓮生活佛：對！
記者：居家風水有哪些是可
以自己做調整的？
蓮生活佛：如果是住家的風
水 那是固定的 我覺得 一個
房子就等於一個人 你選擇房子
時 你一進到裡面 你會產生一
種歡喜心 就是好的；另外 你
要去感覺這個房子的磁場 看看
你跟房子的磁場是不是非常好
非常接近？
記者：要怎麼去感覺啊？
蓮生活佛：我們常常講﹁憑
著感覺走﹂ 現在的人跟人相
處 都憑著感覺走 人和房子也
是一樣的 當你看到這個人 會
覺得這個人跟自己的磁場好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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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合 就會非常喜歡對方；風水
也就是這樣 看房子時 當你一
進到房子裡：﹁這個房子就是我
心裡所想要的那種房子！﹂有那
種感覺就對了！
第二個 房子象徵著一個
人 一個房子可以分成嘴巴 眼
睛 鼻子 耳朵 頭腦 客廳就
是胸部 大門口就是頭 胃
腸 腎差不多都是在廚房的位
置 那主臥房代表什麼呢？代表
你睡眠的地方 主臥房和臥房都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延伸出來的
儲藏室 櫃子 讀書室 就好像
你的四肢一樣 你這個房子好的
話 你住的感覺會愈來愈好 當
你的心裡和你的磁場跟這個房子
很搭配 你就會發達
記者：所以居家要常保乾淨
整潔？
蓮生活佛：對啊！家裡亂七
八糟 就表示你的身體不好
記者：過年到了 可否請師
尊教我們一些開運的手勢？讓讀
者在家裡也可以做
蓮生活佛：在密教裡面有不
同的顏色 紅色的圍巾就代表敬
愛 也就是屬於愛情方面的顏
色 黃色是屬於財方面的顏色

剛剛我戴白色圍巾是屬於息滅災
難的顏色 黑色是屬於高貴的顏
色 藍色的氣場是勝過別人的顏
色
記者：過年的時候 我們要
怎麼選擇衣服？
蓮生活佛：如果你希望能夠
增加財富 那你就穿黃色的衣
服 或是圍黃色的領巾；如果
你 或是一些藝人想要增加自己
的攝召力 穿紅色的衣服就能有
很多的粉絲；若你的身體不好
或是災難很多 你就穿白色的衣
服 就可以息滅災難
記者：過年的第一天 出門
往哪個方向走 運勢會變好？
蓮生活佛：每一年的方
向都不同 在曆書裡面就
有 要看當年是﹁大利東
北﹂或是﹁大利東西﹂ 不
要走不吉利的方向 例如
﹁不利北方﹂ 你就按照
﹁大利﹂的方向走就對了
︵乙未年是大利南北 不利
西方︶
記者：可以請活佛教幾
個過年開運的手印嗎？
蓮生活佛：以前 有一
個林雲大師 他最喜歡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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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印 就是這個手印︵活佛示範
﹁供養印﹂︶ 林雲大師常常提
到 他很喜歡結這個手印 所以
我就特別注意這個手印 然後去
研究它 林雲說這個手印是﹁祈
福印﹂ 我研究的結果 原來這
是﹁供養印﹂ 就是你可以把很
多東西供養給佛菩薩 供養給父
母 供養給兄弟姐妹 供養給所
有的眾生 都用這個手印
我覺得 林雲講這個手印是
﹁祈福印﹂ 這也是對的！因為
你供養佛菩薩 佛菩薩會賜福給
你 就是祈福了嘛！如果你供養
父母 父母會對你非常好 也是
祈福嘛！你供養所有眾生 眾生

‧蓮生活佛示範「供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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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賜福給你 這也是祈福嘛！
你供養所有的冤親債主 冤親債
主會化解仇怨的心 然後對你也
就特別好 那也是祈福嘛！所
以 這個﹁祈福印﹂是很好的
記者：結手印的時候有沒有
要特別注意的？要在特別的空間
嗎？或是要先沐浴淨身才可以結
嗎？還是隨時隨地想要祈福時
就可以結這個手印？
蓮生活佛：這個手印是我們
平時吃飯的時候 把自己所吃的
東西供養給佛菩薩的手印；基督
教 天主教也是一樣 他們飯前
一定要祈禱 感謝父 子 聖靈
賜給他們這麼豐富的一餐 然後
他們才吃東西 這也是賜福 所
以 結這個手印是很好的！
記者：結這個手印的時候
還需要唸什麼咒語嗎？我們平常

的東西都退散 既然所有不好的
東西都退散了 當然就是增加好
的命運
記者：所以 結這個特別的
﹁避邪印﹂時 需要唸什麼咒語
嗎？
蓮生活佛：如果認為有不好
的東西 你結這個手印時就唸：
﹁摩訶般若波羅密 嗡嘛呢叭達
咪吽 絀利
如律令
些 ﹂然後就把它放出去 所有
不好的東西就會統統散開了 當
你看到一些不好的 或者有鬼
你希望能把這些髒的東西清除
掉 你就結這個手印 同時唸：
﹁摩訶般若波羅密 嗡嘛呢叭達
咪吽 絀利
如律令
些 ﹂然後把印打出去 散開
那祂就會退散 這是很好用的
若走夜路遇到鬼時 用這個手
印 祂就會跑掉了
記者：這個手印平時就可以
用 新春過年期間也可以做這樣
的避邪？
蓮生活佛：對！這是特別的
手印 很少人會結 他們︵在場
的活佛弟子︶也不太會結 這個
手印沒有幾個人看過 因為很少
教人 只有教你們而已

急
急

急
急

就可以結這個﹁供養印﹂嗎？
蓮生活佛：它的咒語是﹃供
養咒﹄：﹁嗡 沙爾娃 打他架
打 衣打木 古魯那拉 面渣
拉 襟 尼里耶 打耶咪 ﹂在
平時就可以做
記者：過年期間 還有沒有
特別的手印 可以增強我們一整
年運勢的手印？
蓮生活佛：有一個非常特別
的手印 是這樣結的︵活佛示範
手印︶ 這個印是可以避邪的
印 你結了這個手印 所有不好
‧蓮生活佛教導並示範「避邪印」。

‧蓮生活佛教導並示範「避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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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師尊可以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教我們嗎？
蓮生活佛：先這樣 然後勾
住 轉過來就變成這樣
記者：我的手都打結了 有
人結出來嗎？
蓮生活佛：剛開
始很難 不過 你只
要認真學就會了 食
指勾住無名指 中指
豎立 交叉 然後轉
過來 大拇指跟小指
都是合在一起
記者：在過年的
時候 很多人會到廟
裡走春 大家都習慣
會去拜財神 但 財
神爺這麼多 我們要
怎麼選擇跟自己比較
有緣的宮廟來參拜？
還是每一尊都拜比較
好呢？
蓮生活佛：其
實 拜一尊就可以
了！你最喜歡的 你就去拜祂！
密教的財神有很多 有紅財神
白財神 綠財神 黑財神和黃財
神 我們稱為﹁密教的五路財
神﹂ 中國也有文財神 武財

神 我覺得 就選擇最投緣的那
一尊 如果你看了這尊財神後
不太喜歡 那就不要拜 若這尊
財神對你很有吸引力 那就是最
投緣的 就拜最投緣的就好
記者：是不是要常常固定拜
那一尊？
蓮生活佛：
我比較喜歡紅財
神︱象鼻財神
在 印 度 就 叫
Ganesh 在 西 藏
就是﹁嘎那巴
底﹂ 如果常常
唸 祂 的 咒 ：
﹁嗡 嘎那巴底
耶 梭哈 ﹂祂
看起來就會非常
cute︵ 可愛︶
記者：有沒
有什麼特別的方
法可以感召財神
賜福給我們？
蓮生活佛：
在密教有﹁財神法﹂ 你要唸祂
的咒 想念祂 還要結祂的手
印 例如紅財神 也就是象頭財
神 祂的手印就是雙手內縛 然
後兩根拇指併攏伸直 代表把祂
‧記者們學習手結「避邪印」。

的鼻子伸出來 然後唸：﹁嗡
嘎那巴底耶 梭哈 ﹂再觀想紅
色的財神出現 這就能讓財神接
近你
記者：我們一天要結幾次手
印？要唸幾次咒？
蓮生活佛：在一天當中 你
自己找一個固定的時間 然後你
結手印 固定唸祂的咒幾遍 觀
想祂 祂就會賜福給你！
記者：以前的人有拜灶神
因為傳說灶神會記錄這個家一整
年的善惡 然後向天稟報 現在
很多人都沒有這樣的習慣了 那
現在還有神做這樣的記錄嗎？這
傳說是真的嗎？
蓮生活佛：灶神尊稱為﹁司
命真君﹂ 在古代的傳說 祂就
是一個家的神 祂會知道你的所
作所為 善的 惡的 都是由司
命真君來記錄 到了年底 祂就
會上天去稟告玉皇大帝；如果這
個人是很好的 就為他增加福
分 增加祿位 增加財富 或是
增加壽命；如果這個人不好 就
把他減壽 減祿 減財富 減官
位 所以古代是很尊敬司命真
君
司命真君因為住在灶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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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才叫灶神 因為在古代 廚房
是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祂就在那
邊 現代還是一樣 廚房裡面還
是會有司命真君的 按照人間的
習慣來講 現在年輕人雖然不會
去拜灶神 但老人家還是有拜
記者：即使現在年輕人沒有
這樣的習慣 但還是存在？
蓮生活佛：我們講﹁頭上三
尺有神明﹂ 還是會有記錄的
神 你做什麼事情 其實祂都知
道的 連你所做的夢 祂也都知
道 我們以為人做夢 佛菩薩不
會知道 其實 佛菩薩是知道
的 當你在睡覺時 腦海產生一
種影像出來 那就是在做夢；我
們佛教講的﹁四大天王﹂是守護
人間的天王 如果四天王巡行
日 祂經過你的屋頂 祂就可以

看到你做的夢 你做的夢就在屋
頂上表演；只要祂經過 祂就知
道你在想什麼 祂都有記錄的
連做夢都會記錄 何況是一些實
際上的行為！
記者：您剛剛提到四大天王
就是守護神 我們要如何增加守
護的力量？
蓮生活佛：四大天王也是有
咒語的 這四大天王 一個是拿
著琵琶的﹁持國天﹂ 一個是拿
著寶劍的﹁增長天﹂ 一個是拿
傘蓋的﹁多聞天﹂ 還有一個是
拿如意珠跟一條蛇的﹁廣目
天﹂
記者：平時可以結手印來增
強力量嗎？
蓮生活佛：可以！這四大天
王的咒語都很難唸 四大天王可
‧蓮生活佛示範「四大天王通心印」。

以結這個手印︵活佛示範手
印︶ 這是﹁四大天王通心
印﹂ 可以通四天王的心 結這
個手印就代表四大天王 你就可
以向祂祈求
記者：請師尊談一下三月七
日跟三月八日的法會 會選哪兩
尊做為法會的主尊？
蓮生活佛：因為我們︽真佛
宗︾所有的本尊幾乎都傳過了
所有大大小小的佛 菩薩 金
剛 幾乎統統都傳遍了 還沒有
傳的就是最大的本初佛︱﹁阿達
爾瑪佛﹂ 三月七日在︿台灣雷
藏寺﹀要傳阿達爾瑪佛 又叫做
﹁金剛總持﹂ 祂的形象是藍色
的 拿著金剛鈴杵交叉 有一點
像金剛薩埵的形象 這一尊本初
佛很大 在密教來講是十六地的
佛 十六地是最高的佛 所以
本初佛是最高的佛 是佛裡面最
大的！在密教稱為﹁阿達爾瑪
佛﹂ 在顯教就稱為﹁普賢王如
來﹂。
記者：這尊佛對民眾有什麼
好處？
蓮生活佛：這尊佛是最大
的 法力是最大的 威力也是最
大的！可以講祂是法身佛當中最

49

高的佛 包含了一切 你想要求
什麼都有；不過 你要知道你自
己的心量有沒有那麼大？你的心
量大 福才會大 你的心量小
福就小 這很重要！
你要修行 才能達到最高的
境界 你不修行 你說：﹁我要
求最大的這一尊 ﹂但你的心量
很小 佛一看你是人間當中的
﹁剩人﹂ 屬於剩下的人 你根
本連人的資格都沒有 你還求什
麼最大的佛 那就是自討沒趣
所以 要從根本的心做起
你的心量要很大 什麼都能夠寬
容 做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 你
修這一尊才會相應
記者：這一尊是本初佛 那
另一尊呢？
蓮生活佛：另一尊是本初佛
所變化出來的金剛神 就是﹁大
殊勝赫嚕嘎﹂︱﹁大殊勝金剛明
王﹂ 在密教 有兩種度化眾生
的方式︱對於心地柔軟的眾生
就用慈悲的相去度化他；對於頑
強或是凶惡的眾生 就用金剛相
去降伏他 所以密教的佛菩薩有
兩種法相 對於個性很溫柔的眾
生 佛菩薩就用很莊嚴的形相去
攝召他；對於那些凶暴 兇惡的

眾生 祂現很忿怒的金剛相去降
伏他
記者：這一尊對民眾有什麼
幫助？
蓮生活佛：你如果能夠看到
本初佛 或者進入祂的壇城去禮
拜 供養 祂有一句話就是﹁見
即成佛﹂ 意思就是你既然看到
本初佛或是大殊勝赫嚕嘎的話
你將來就能夠成佛 所以叫做
﹁見即成佛﹂ 祂有這種很大的
利益 你只要受了這一尊的灌
頂 就不會墮落到﹁三惡道﹂
三惡道就是畜生道 地獄道 餓
鬼道 這三惡道都是在受苦的
記者：如果無法前往參加法
會的人 看網路直播有用嗎？
蓮生活佛：我們平時唸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活
佛現場唱誦﹁六字佛號﹂︶ 或
是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活佛現場唱
誦﹁四字佛號﹂︶ 像這樣用心
去唸出來的 這就有用！如果你
今天不想唸佛 你就放一個唸佛
的唱片 這樣就是無心 那就沒
有用！
你如果來參加阿達爾瑪佛的

法會 或是參加大殊勝赫嚕嘎的
法會 你如果是用心來參加的
那就會得到利益 你如果是看網
路 但你也很用心 你在網路看
到了而心生歡喜 你用心聽 用
心學 那你也會得到利益 但
是 你如果看網路 好像在看卡
通一樣 沒有用你的心去覺受
就不會有用
記者：一般的民眾沒有參加
法會 也沒有去︿雷藏寺﹀ 只
是在家唸佛 不做壞事 這樣可
以嗎？
蓮生活佛：可以！只要用心
都可以 這個心就是最重要的
不用心 什麼都無用 就算你去
參加法會 但你根本不用心 師
父在法座上說法 你卻拼命在打
瞌睡 怎麼會有用 ？ 我上個禮拜
講過一個笑話 老師在講課 小
明在打瞌睡 老師叫他：﹁起
來！你到底是怎麼回事？﹂他
說：﹁我的眼睛張不開 ﹂老師
問：﹁眼睛張不開是什麼病？﹂
他說：﹁自閉症 ﹂如同這個笑
話一樣 你一直打瞌睡 你就算
來參加法會也沒用 就是這個道
理
︵待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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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法會後 天空還出現了幾個粉
紅色的般若光及特別的雲朵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獅城雷
藏寺﹀特別設計要送給幽靈眾的
﹁資糧包﹂︵內有多種陰間用的冥
鈔︶及﹁碟文﹂︵寫給眾靈的
信︶ 外加各種不同作用的金紙
讓同門善信請購 供養給祖先 水
子靈 冤親債主
筆者在西雅圖曾親耳聽到師

■文∕獅城雷藏寺愛心組‧蓮花美麗

與眾不同的
破魔解厄流年大旺大法會
求於衪 祂會用肚上的嘴巴吸入眾
生的黑氣 以化解眾生的一切病痛
禍害 因此 南摩喇呼拉尊者是非
常慈悲與特別的
這次有福得到聖尊首賜的
﹁喇呼拉破魔避災賜福符籙﹂ 真
的是非常珍貴稀有！請符者觀自身
黑氣入符中 再放入尊者肚子上的
嘴巴裡 就能得到尊者守護避免災
難 病難 橫禍等 得安康吉祥
流年大順昌呢！但行者仍要心存善
念 多做善業 才能得到守護
是次法會共有六百多人請
符 而為了﹁不空求﹂ 請符者紛
紛向尊者供養酒；許多無請符者
為仰慕尊者慈懇 也前來供酒 三
天法會下來 與會眾等總共供養了
一百四十三瓶酒 相等於供了一千
八百五十九杯酒 真的是太棒了！

▼天空出現了粉紅色的般若光
及特別的雲朵。

▲遍入神—南摩喇呼拉尊者。

蒙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佛光加持 新加坡︿獅城
雷藏寺﹀的三天護摩法會終於圓滿
成功落幕了！為期三天︵一月二至
四日︶的法會 除了首兩天的﹁一
髻佛母﹂及﹁金剛手菩薩﹂的護摩
法會非常殊勝圓滿以外 最為特
殊 別開生面 與眾不同的 莫過
於第三天的﹁喇呼拉尊者﹂的護摩
法會了！
南摩喇呼拉尊者別稱﹁遍入
神﹂ 也是紅教三大不共大法之
一 據說除了釋迦牟尼佛的寶座及
女人的子宮兩個地方不能進入以
外 祂可入地 水 火 風 空
法力非常高強 此尊非常慈悲 形
象很特別 除了臉上有嘴巴之外
肚子上也有嘴巴呢！肚子上的嘴巴
是專門來幫助眾生的！只要眾生有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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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上師暨上師團 法師團 講師與
助教外 也要感謝本地同門及來自
海外的同門前來護持！在這三天的
法會中 共有一百多名義工參與
其中大約有十名義工是特地從馬來
西亞前來幫忙 真是精神可嘉 難
能可貴 把互助精神發揮到淋漓盡
致
再次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的大加持 感恩所有與會
同門及善信大德 ︿獅城雷藏寺﹀
竭誠歡迎大家前來參訪 禮佛 共
修

◎主壇—蓮火上師，其右手邊是蓮世上師，
左手邊是蓮主上師。

尊對上師 法師及同門說：﹁您們
要多持一點咒 燒多一點紙金給冤
親債主 纏身靈！﹂因此 筆者把
師尊所說的話寫在流通資糧包的入
口處 讓大家看 結果反應非常熱
烈 一千二百份的資糧包被請購得
只剩下一百多份 而七佛金也被請
購到所剩無幾 印有蓮花童子法相
的冥鈔更是被搶購一空 頓時缺
貨 ︵因明眼人知道 照師尊所說
的去做 準沒錯！︶
此次法會能夠圓滿成功 冥
陽兩利 除了要感恩勞苦功高的蓮

◎蓮火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敬禮壇城諸佛。

◎與眾不同的「喇呼拉尊者護摩法會」，
吸引了眾多同門踴躍參加。
◎蓮火上師暨上師團、法師團、講師、助教
與〈獅城雷藏寺〉義工同門合影留念。

■文∕〈嚴明雷藏寺〉文宣
■〈嚴明雷藏寺〉莊嚴清朗的外觀。

二

界﹂和﹁六道﹂；人死後 氣歸
氣 土歸土 人的能量場和哪一道
的能量場相應 就會去到哪一道
︵譬如冷酷無情者 就會掉到寒冰
地獄︶
一切貪 瞋 痴 疑 慢
愛 恨 情 仇 令我們痛苦的
﹁結﹂都是邪見 是輪迴的因 因
此 我們要牢記師尊的法教 樹立
起正見 首先要學習﹁等諸佛
心﹂︱心中無怨親 高低貴賤之
分 也無對 錯之分︵因為心不清
淨才會有對錯︶ 然後要學習﹁等
諸佛願﹂︱發菩堤心 用慈悲和智
慧的法船 帶領眾生共同走向解
脫；即使是三惡道的眾生 也要救
度 即使眾生有錯 也要給他一個
做對的機會
此外 要經常反省自己不圓
滿的地方 多說﹁對不起﹂；並常
懷感恩之心 多說﹁謝謝您﹂；用

等諸佛心無分別
等諸佛願生菩提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
十日聖誕假期 澳洲墨爾本
︿嚴明雷藏寺﹀有幸邀請到來自台
灣的釋蓮悅金剛上師前來主持﹁梁
皇寶懺暨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法
會﹂；護持法會的有釋蓮照金剛上
師 蓮追法師 蓮為法師和蓮定法
師
雖然天氣酷熱 但同門皆踴
躍參加 每天都有近二百人到會
蓮悅上師不辭辛苦地一邊帶領拜
懺 一邊講解經文 眾人長跪地上
頂禮懺悔 祈請佛光注照 解怨釋
結 在梁皇寶懺千佛如來和地藏王
菩薩的加持下 法會感應殊勝 眾
人身心輕安 法喜充滿！
法會後 上師開示：法界是
念力的空間 靈魂就是意念形成的
一個能量場 而每個人的能量場都
不一樣；釋迦牟尼佛把宇宙分成十
個不同的能量場 那就是﹁四聖

‧為禮拜︽梁皇寶懺︾所準備的各式精緻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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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皇寶懺法會」由蓮悅上師主壇，蓮照上師護壇。

▲蓮悅上師帶領與會眾等上香禮拜壇城諸尊。

▲法會主壇—釋蓮悅金剛上師加持報名表格及疏文。

▲與會眾等至誠禮拜《梁皇寶懺》。

真誠溫柔的心去瞭解眾生心靈的渴
望和需要 因材施教去引領眾生
多說﹁我愛您﹂
其實 以這種心態與作為
就是在﹁解怨釋結﹂ 可以令自己
和眾生都開心 都能保持在好的能
量場；當起煩惱時 更要以大笑來
轉化不好的能量；一直給自己一個
很好的能量場 自己的靈性就會提
升
密教是迅速成就的法門 因
為根本傳承上師就是宇宙的大能量
場 通過實修 行者每天都運用
﹁吸白氣 吐黑氣﹂ 連結宇宙的
能量和光明 清淨行者的身心 當
行者的能量場越來越好 就能用心
中的光明生起如大日般的能量 最
後進入宇宙虛空中 得到迅速的解
脫和成就
一邊聽著上師的開示 與會
眾等一邊細細觀想自身融入諸佛菩
薩的法流之中 直到上師開示結
束 真的可以感受到能量場的改
變；原來 行者在日常生活中充滿
正面的思維 就可吸引正面的好能
量 藉著︿真佛密法﹀的修行 更
可以帶來諸佛菩薩大能量的加持
是日 與會大眾無不法喜充
人人心生歡喜 法會圓滿吉
滿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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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影

‧蓮余上師和與會同門

情緒 每天都有負面新聞；許多人
都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 總是認為
自己該得到些什麼 而內心滿懷仇
恨 讓這個社會變成悲觀 黯淡
的
其實 我們應懷著感恩的
心 因為﹁平安就是福﹂ 人生變
化無窮 我們要經常﹁擁有幸福﹂
的感覺 讓自己隨遇而安 但事實
上 要做到這點 對一般人而言
確實有些困難 所以 這就是我們
要學佛的原因 學佛就可以把心靈
的﹁不快樂﹂轉化成﹁快樂﹂ 否
則 就如同行屍走肉 過著毫無意
義的人生
人生當中所要面臨的苦實在
很多 如何把﹁苦﹂轉化成﹁樂
﹂？除了要有正面的想法之外 就
是不必太在乎別人的看法
古聖先賢所留下的話語是智
慧的結晶 這些金玉良言非常值得

■文∕寶悅同修會

於順境容易迷失 於困境能長智慧

○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今
天是︽真佛宗︾台中︿寶悅
同修會﹀舉辦冬季放生法會的日
子 不但有中台灣的同門善信與
會 更有遠自台南而來的同門參與
這場盛會 參加者十分踴躍 ︿寶
悅﹀可真是高朋滿座！是日放生法
會按照儀軌進行 一切吉祥圓滿
會後 蓮余上師請同門手拿
楊枝 淨瓶 觀想根本傳承上師騰
空而至 為即將被放生的鳥兒們灑
下甘露 大家都帶著無比興奮的心
情參與這個神聖的任務 藉此機會
揣摩與感受佛菩薩慈悲救度的心
懷
上師與大家分享他最近聽的
廣播節目 主持人提問：﹁你想當
一個﹃十年後不愁吃穿的人﹄？還
是﹃一年後吃穿都愁的人﹄？﹂這
個問題主要想談的是﹁心態﹂ 現
今的社會 到處充斥著﹁不滿﹂的

‧蓮余上師開法語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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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真福德祠〉處放生飛禽。

我們思考與學習 很多人卻認為那
是老生常談 因而不以為意；又
老人家以其所走過的路 所體會過
的痛苦 將從中所得到的寶貴經驗
傳授給年輕的一代 但年輕人卻總
是不以為然
每個年代的人都有其要面對
的苦難 其心境該如何轉化？能不
能從痛苦中走出來？端看個人的心
態 一個杯子裡有半杯水 悲觀者
會說：﹁只有半杯水了 ﹂樂觀者
卻會說：﹁已經有半杯水了 ﹂各
位讀者 您是怎麼認為呢？
聽完上師的開示 讓人茅塞
頓開 人們來到娑婆世界的目的為
何？是享樂？還是接受磨練？其
實 ﹁逆境﹂也是一種加持 即所
謂﹁逆加持﹂；如果我們時時保持
正面思想 即使逆境襲身 我們的
心就比較不會受影響 也就容易找
到方法 讓自己可以從逆境中脫
困 化痛苦為快樂；否則 總是怨
天尤人 這樣只會讓自己鑽進死胡
同裡出不來
謹記︱在順境中容易迷失自
己 在困境中卻能增長智慧 師尊
說過 活著一天 要感恩一天；活
著一天 要快樂一天 日子要怎麼
好好過？那就要看行者是否有正面
的積極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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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⑴蓮余上師為即將放生的飛禽做皈依，
施以甘露法雨加持。
⑵同修會代表敬獻哈達，以表最高敬意。
⑶蓮余上師加持疏文及報名表。
⑷與會同門持誦『根本上師心咒』。

3 4

菩提園地

▼ 〈真願堂〉代表向法會主壇—蓮傳上師敬獻哈達，以表最高敬意。

■文∕真願堂

消業解疾

二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
八日 法國︿真願堂﹀舉辦
了七場﹁藥師琉璃光如來法會﹂
邀請來自美國西雅圖的釋蓮滿金剛
上師及釋蓮傳金剛上師主持 並由
英國的蓮仁法師和法國的蓮漮法師
護持 八天的七場法會包括了兩天
﹁藥師佛拜懺法會﹂ 五場﹁藥師
佛火供法會﹂及一場﹁藥師佛薈供
法會﹂ 每一場法會都在根本傳承
上師的加持下吉祥圓滿！
此次法會緣起於釋迦牟尼佛
示諭﹁看病福田第一﹂ 於︽四分
律︾中 佛陀曾言：﹁自今已後
應看病人；若欲供養我 先供養病
人 ﹂︻梵網經︼云：﹁若佛子
見一切疾病人 常應供養 如佛無
異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
福田 若父母師僧弟子病 諸根不
具 百種病苦惱 皆供養令瘥 ﹂

如此 鑑於現世眾生諸多病苦 希
望仰仗﹁南摩藥師琉璃光王如來﹂
無上大願力之光明加被 使眾生的
厄疾病業消除 普霑法益！
連續七場殊勝的法會是︿真
願堂﹀首次舉辦 雖然時值隆冬
冷風瑟瑟 但每天都有很多同門善
信不懼嚴寒 踴躍前來參加法會
熱情感人 在此特別感謝慈悲的蓮
仁法師不辭勞苦 在法會前幾天就
趕來幫忙建立﹁七佛藥師點燈祈願
壇城﹂ 協助法會主壇及兩個副壇
和為數不少的法會令牌 有一天還
不眠不休地一直忙到天亮 確保是
次法會可以如期舉行 讓︿真願
堂﹀眾理事和同門都感動 感激不
已！
法會期間 兩位上師和法師
分別做了寶貴的法語開示 蓮滿上
師首先講解點﹁七七四十九盞燈﹂
的殊勝功德 供養七尊藥師佛如來
七天七夜及虔誠繞此佛壇城 可消
除病業 增加福報 於來生可成就
與如來相同的琉璃光身 上師更在
七場的法會中詳細講述了玉琳國師
的故事 其生動幽默的敘述讓與會
大眾聽得津津有味 欲罷不能
蓮傳上師則於開示中教導大
家修行要惜福 不能浪費食物 吃
東西要盡量吃乾淨 不要隨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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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七佛藥師點燈祈願壇城。
⑵豐盛的護摩供品。
⑶司儀介紹上師、法師：
蓮漮法師、蓮滿上師、蓮傳上師、蓮仁法師（由左至右）。
⑷「藥師佛護摩法會」採用藏密式火供，火焰炙盛，靈光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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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窮人就告訴他：﹁這些糧食
都是以前你們家丟棄的垃圾 我弄
乾淨之後保存起來的 ﹂富人聽完
後驚訝得目瞪口呆 慚愧地想著自
己因為不懂得惜福 如今從富有變
成乞丐 差點餓死路邊 窮人卻因
珍惜糧食 飢荒之年不但沒有挨
餓 還可以幫助別人
兩位上師和兩位法師的開示
都讓與會大眾學習吸收了很多人生
經驗及修行道理 真誠感恩根本傳
承上師的加持 感謝兩位上師 兩
位法師的蒞臨 教導 也感謝所有
義工同門的辛勞付出

4

的食物就能生存 而且還有剩餘
這窮人家把吃不完的餃子皮 米飯
等糧食曬乾再存起來 如此過了十
幾年 足足堆滿了一間茅屋
十餘年後 這位富人的福分
耗盡 變成乞丐了！時逢飢荒之
年 這位乞丐連續幾天都乞討不到
食物 正當餓得奄奄一息時 被他
的窮鄰居看到 就把他帶回家 煮
以前曬乾的棄糧給富人吃 不但救
了他一命 還把他留在家裡繼續養
活他
富人很好奇的問窮人：﹁你
那麼窮 怎麼會存有這麼多的糧食

2

掉 因為浪費食物會把自己的福分
很快消耗掉！如果把食物隨便丟掉
就如同把自己銀行裡的錢隨便扔
掉 就算你的銀行裡有很多錢 如
果你天天丟棄的話 也會很快變成
沒錢 沒福分 所以 行者在修行
積福的同時 更要懂得惜福
上師講述一故事 藉以說明
﹁惜福﹂的重要 古代曾有一個很
有錢的富人 此富人吃餃子時 只
吃裡面的餡 不吃外面的皮 而且
每天都做很多食物 吃不完就丟
棄 他的大宅旁邊住著一窮人家
窮人家每天撿拾這位富人家所丟棄

1

3

■文∕蓮花俠女

手空拳打出一片天的

近來一直

︿卦山雷藏寺﹀住持︱

赤

釋蓮極金剛上師

說：﹁大雄寶殿的瑤池金母

﹂金母

祂要來助卦山以一展抱

急著要開光

說

上師

大顯神

鑒察群機根器

於是

負

威廣度眾生

如律

義工們便如

法師

安奉

諸尊佛像唐卡

吹開百花香

十二月廿三日清早

風輕拂

佛光

具德善信紛

結綵的大紅燈

瞻仰金母金身︵是

此為千年稀有

聖容相好莊嚴令人讚

一體成

型

整個曼

寶殿內還有眾多威靈淳

亮

充滿歡欣舒泰

陀羅壇城靈光讓人眼睛一

淳的神佛安立其中

歎

樟木所雕刻而成的

坐姿金身︶

︽真佛宗︾目前最高的室內

籠高掛

到寶殿落成

紛攜酒醴供品接踵而來；看

穿射大雄寶殿

祥

令般地不眠不休布壇

急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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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極上師帶領大眾禮佛後
講述壇城上每尊進駐主殿的來歷

日後

正巧有國外同門想要

供養佛菩薩金身予︿卦山雷藏
寺﹀

上師幽默地說：﹁要供奉

與法緣

就要供最大的佛像哦！反正︿卦

寶殿主尊︱瑤池金母

當初是上師載著師佛經過鹿港一

﹂就在如此機緣

宗派內最巍然獨秀的金母就

以度群生

造

上師生動地陳述壇城諸尊各

坐鎮居此

下

身之處

山雷藏寺﹀的大雄寶殿有可供容

師佛便下車抱著這尊

見這尊出色的佛像

家佛具店時
放在路旁

然後呵氣加

讓祂在當時已有靈氣加臨在

若大的金母雕像
持
身

有一番巧妙因緣而羅列其中

萬德交歸的寶

如智多星般的蓮極上師

就這諸佛聚集
殿

期待

﹂午時一到

太陽會出現三次

突然語帶保留地說：﹁今日日正

當中時

大日如來的降臨

只見太陽光

果真放光三次！如此殊

一輪太陽撥雲見日

芒射出

讓大家心中更是盼望師

聖尊蓮

勝妙應

佛的親臨開光

在殷切引頸企盼下

時

生活佛盧勝彥法王於晚間八點卅

寶幢

看到尊貴的佛顏

分親駕︿卦山雷藏寺﹀

傘蓋揮起

師佛進入大雄寶殿禮

光在此彷彿凝住了！在人潮簇擁

歡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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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山雷藏寺〉住持—釋蓮極金剛上師。
▲蓮極上師於廿三日早上在大雄寶殿禮佛時，虛空中充滿般若光。
▼師尊為金母開光所用之開光布上的手印。

▲蓮生法王為〈卦山雷藏寺〉大雄寶殿金母及壇城諸尊開光安座。

師認為只要是好的佛像

正式為瑤池金

佛

一定要

在因緣際會

請購買回

光的金母就來到了卦山

當師佛

這尊師佛早已暗地裡加持開

如今

母及諸尊金身隆重

下

師佛大力加

主持開光安座落成
大典

得知此尊就是祂曾為之哈氣的那
神

持良久

尊金母雕像後

在師佛前來卦山

蓮生聖尊與眾多弟子約有

佛光

光照耀整個壇城空

是日晚上

甚是高興
讓人感受到佛
之前

際

對卦山的一份濃厚

所降臨的金母竟然

在為眾弟子摩頂觀想瑤池

金母加持時

餐會
師佛

特殊之期許情感
開光後

就是︿卦山雷藏寺﹀的這尊金

很

跏趺坐在法座上

特別的

可見其中因緣是很契合

母
娓娓道出

以輕鬆的口吻做法
語開示

緣

具十足性話

蓮極上師和濟公活佛也很投

師的行事作風一樣

有時天花亂

祂對蓮極上師的感
懷

有時禪機處處

上師為人處事就如同濟公禪
這尊瑤池金母大天

題

聽上師的話

師佛說起寶殿
尊跟上師很有緣

墜

先前

師佛要隱居避世時

蓮

極上師跟三太子也是很有緣喔！

還有

需要有智慧地
幾年前在鹿港某店

去分判他多元的語意
當時

家門口看到剛雕好
粗胚的金母

即湧出要替這尊開

蓮極

是瑤池金母拿著蓮極上師的電話
合掌作

陪著師佛吃飯

散步

兩

可以整天與師佛

當時

光的心念

同行

上師正好無事

叫師佛去找這個人
而蓮極上

那氣就在金母

禮便向祂吹了一口
氣

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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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這樣相處了三年半
師

上師這

種百分之百侍奉師佛的感情

有得忙了

等全面完工時

師建立︿卦山雷藏寺﹀有模有
樣

一片天

甚為歡喜

在開示結束

師佛看到︿卦山雷藏寺﹀欣

欣向榮

又對著壇城恭敬行大

即便弄髒衣袍也無所謂

蓮

的重視

可見聖尊對︿卦山雷藏寺﹀深切

禮拜

更可發揮得不可限量！尤其
極上師很不簡單

連中醫的穴道推

下法座後

極為善
出音樂光碟片

還

蓮極上師心地很直
無形中

會唱道歌

路見不平會多相助
拿也行

佛始終沒有忘卻
良
蓮極上

會寫詩作

弟子們看見師佛隨和不忘本

由衷地崁入心

每次

︵金母︶的風範

無常遞嬗的歲

還押韻

在秋去冬來

讀詩都是感動得肝

頭
可歌可泣

腸寸斷

感恩師佛無我究竟的示現

詞

會畫畫

多人因此受益；上師也

現在

2
⑴師尊帶領與會大眾 上香頂禮︿卦山雷藏寺﹀
大雄寶殿壇城諸尊
⑵師尊於︿卦山雷藏寺﹀大雄寶殿歡喜開示

月

更

啊！蓮極上師也擅

路

讚偈：

金母宣旨到卦山

開光

諸尊法緣

以無窮妙用圓滿度眾

感召金母引領眾生出迷途而入覺

無私地建立道場

讓蓮極上師緊隨師佛的腳步走
都是很標準
師佛衷

艱苦卓絕

長寫蓮華生大士經
句偈
的喔！
最後

心祈願︿卦山雷藏
金
佛菩薩在

寺﹀香煙不斷
碧輝煌

住佛壇

萬德交歸神靈顯
這裡發揚光大；也

祝福

金身安像

師佛開示極感念

道場紅遍天

攝圓滿

大日如來親開眼

儀式周備全
能夠成就

祝福蓮極上師將來
紅遍天

人只要心存善

所
以

就會感動天

最高的佛果
念

自然會來助你成就

62

積存了許多善行

1

菩提園地

請佛住世

﹁五俱殊勝的行者 ﹂ 上師說
行者是已皈依佛門 正在修持的
人 首先要﹁道心堅固﹂ 要守
戒 第二 行者必須是清廉的 不
是挖空心思去貪婪 巧取豪奪 第
三 行者是出世的 要明心見性
樹立成佛目標 脫離輪迴出世
間 很多人一心求的只是
世間福德 但這不是究
竟 想要有福德 必須
先有智慧 這個智慧是
佛慧 如來的智慧 是
能領悟佛法真諦 明心
見性的出世智慧 不是世
間的小聰明
這智慧該如何顯露呢？仍要
先消業障 業障消了 佛的智慧便
會顯現出來；還要保持正念 因為
邪念 惡念會阻擋我們往成佛之路
邁進；行者當領悟人生最大的意義
應是修行 樹立成佛的目標

■文∕新加坡智慧同修會文宣組

真正的修行人不會缺錢 佛
菩薩不會讓行者餓死的！反而是太
貪婪的人 每天像廁所裡的蛆一
樣 在五欲中翻滾 那才是無福
無慧 不知人生苦短 無常迅速
非常可憐！即使度眾要﹁先以欲勾
之﹂ 解決眾生在病痛 家庭 事
業上的種種問題 但當問題解決
後 要對佛法有信心且皈依佛門
便應去瞭解佛法的真諦 自這善緣
入門 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出世間
不能以為﹁修行就是為了發財﹂
或許有人會發財 但也要知道這是
法財 要再布施 有捨才有得 才
得以繼續培福
當我們有了一些福德 更需
善自守護 以免漏失 故不能接觸
﹁損友﹂ 上師說 在修行這條路
上 很多﹁損友﹂ 他們沒有做好
自己的﹁加行道﹂ 業障未消 即
使根本傳承上師已將修持法門說得

新加坡︿智慧同修會﹀恭請釋蓮拂㈮剛㆖師主壇
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
︵接續三三三期︶
密教非常重視﹁緣起﹂ 不
管什麼人 見面就是有緣 即使是
逆緣 行者仍要心存感謝 改變心
境 化逆為順 把人家看成助自己
成就的道伴 若反而去害別人 是
自己造業 對方隔十世都能找到
你 在輪迴路上多一樁事
增加墮落的因緣 在師尊
的書裡有教示：﹁ 我們
一起心動念 連鬼都知
道 ﹂鬼神明白 師尊更
明白 護法也明白；許多
人犯了戒 或一臉黑氣 或
臉色蒼白 眼神渙散 往往是冤
親債主討報 也可能會成了魔的點
心 必須向根本傳承上師懺悔 並
祈求護法勿離去 反之 不肖的行
者沒有相應 還想妄求多尊護法的
幫助 只怕要被護法修理呢！
蓮拂上師闡述師尊開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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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蔡厝港墳場修煙供。

非常詳盡 更一再教示重點 這種
人仍是聽了多年還不懂 盡做一些
背道而馳的事 他們缺乏道心 怎
麼與自己的根本傳承上師相應？行
者與這種人為伍 很容易汙染自己
的﹁三昧耶﹂ 是以我們要有智
慧 不要看事物的表象 要有妙觀
察智 遠離損友 免得誤入歧途
行者一日三時 時時刻刻頭
頂我們的根本傳承上師 以根本傳
承上師為頂飾 祂一定會傳下成就
口訣 蓮拂上師再舉阿底峽尊者為
例：只要有人一提起阿底峽尊者的

‧在墳場上空的雲。

根本傳承上師︱金洲大師 尊者馬
上雙手合掌觸天心頂禮 唸四句偈
讚頌金洲大師 阿底峽尊者曾皈依
很多上師 但是 是金洲大師教了
尊者最大的法︱發菩提心！佛法有
三大重點：出離心 菩提心 中觀
正見 其中 若沒有菩提心 不能
成佛 修法不會成就！
修行人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
到別人 應用阿底峽尊者﹁自他平
等﹂的心 換位思考 想一想人家
的痛苦 當一換位思考 就能停止
害人的心 進而產生利他的菩提
心 學習成為利他的菩薩 心量像
虛空一樣廣大 進而打開心輪 通
中脈 最終與宇宙大心合一 圓滿
佛果
蓮拂上師繼續告訴大眾修行
的過程：﹁見由高處降 先樹立成
佛的目標 修由低起 依次第去
修 ﹂行者每天都要反觀自照 時
時懺悔 悔過之後千萬不能再犯
盡力修﹁四加行﹂︱大禮拜 大供
養 四皈依 ﹃百字明咒﹄ 都要
有十萬遍的基本功課；待懺相出
現 再修﹁上師相應法﹂ 若能與
師尊相應 命終便可以往生摩訶雙
蓮池 這是真佛行者的共同悉地
行者與根本傳承上師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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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在護摩爐處所拍到的般若光。
⑵從墳場返回的路上所拍到的綠色般若光。

2

了 才進而修﹁本尊法﹂ 祈請本
尊攝受 護法擁戴 都來自根本傳
承上師的加持 另 師尊也多次強
調﹁護摩能快速消業增福﹂ 若環
境 能力有所限制 無法修護摩
煙供也是懺罪集資的大法 大家一
定要重視

1

當基礎打穩了 再進入二
灌 修氣 脈 明點 只要不犯五
逆重罪 在師尊的慈悲灌頂加持
下 ︽真佛宗︾弟子都有望七世成
佛 甚至大圓滿︱即身成佛 這都
是蓮生法王傳下的無上法門 行者
要珍惜這一世的緣分 虔心修持
別入了寶山卻空手而回
蓮拂上師提起在新加坡修煙
供的因緣 她笑說她不只一次帶著
逾十八位同門去蔡厝港墳場修大壇
煙供 一次燒供數十斤的煙供粉
也焚化許多蓮花紙金 不過 新加
坡墳場的幽冥眾都很﹁文明﹂ 是
一一排隊領取供養的 不像其他國
家 一燒紙金就颳旋風 靈眾爭先
恐後地搶！上師在屍陀林修煙供
演化手印利益眾生 上師謙虛地講
自己只是頭頂根本傳承上師 就足
以﹁無往不利﹂！觀世音菩薩 龍
天護法都下降加持大煙供 紅財
神 黃財神也顯現 相信會有人出
現大感應
話題回到此次法會 上師提
及她搭飛機來新加坡時 已在雲層
中見到數十萬獅面空行母分身 其
實 綠度母 大隨求佛母 一髻佛
母都有分身的 三天法會下來 有
很多同門拍到殊勝的般若光 這都
是頂戴師尊 得到師尊的大加持；

其實 只要我們做佛的事業 佛菩
薩都會時時在我們左右
上師說：﹁今天的護摩火很
猛烈 卻沒什麼黑煙 可見新加坡
同門的業障沒那麼重 經過了前兩
天護摩的消業與加持 今天 獅面
空行母的卡倉卡一出 相信與會者
都會得到很好的利益 這次在新加
坡︵獅城︶啟建﹃獅面空行母護摩
法會﹄ 是很吉祥的緣起 大家跟
獅面空行母結了好的因緣 更要明
白護法的重要 一定要守戒 好好
修持 如此終能得到相應的成
就 ﹂
是夜 上師精闢的法語開示
告一段落 蓮拂上師為與會同門做
﹁獅面空行母賜福灌頂﹂ 灌頂
後 大眾在一聲聲的﹃根本上師心
咒﹄中送師 蓮拂上師這一趟獅城
的弘法之旅至此圓滿落幕
任何的因緣皆有結束的一
天 可喜的是 我們有師尊加持
加上我們不斷努力修持 一次又一
次讓我們的慧命增長 而我們的增
上因緣亦在加深
這次因緣的結束 何嘗不是
種下次相聚因緣的種子？我們期待
下次的光明智慧相聚

︱ 續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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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真愛師尊，就是多㆒份體諒！

另外 各道場單位頻頻致函邀
請 師尊總是看其因緣 然而 也有
急急催促的 請想想 咱們好不容易
有這位彌陀轉世的師尊 凡事皆有因
緣 千萬勿把道場或單位是否興旺的
責任 歸於我們師尊 其實 應該平
日多舉辦法務活動 與地方結合 才
是推廣之道！
我覺得沒有師尊親臨卻能法務興
旺的道場或單位 才是真正了不起！
因為即使師尊本人未到 可是該道場
單位對於根本傳承上師有絕對的信
心 能夠很努力精勤地做好法務 那
就是殊勝了！
而即使師尊日後答應到達某道場
單位 請勿把時間排得太擠 太滿
令人無法透氣 不要讓師尊從早忙到
晚 請要多般體諒！這是筆者的由衷
之言！
在供餐時 師尊是很高興見到來
自世界各地的弟子們 然而 我想提

醒的是 即使心中萬般熱情 看到師
尊無限感恩心緒湧上心頭 懂事的弟
子們還是要維持秩序 不要擠身碰觸
師尊 尤其有口臭 感冒者 應該要
有所注意︵弟子們更應該互相提
醒︶
供餐就是以最純然的心供養 不
要附加問事或其他 其實 師尊在餐
後給弟子們的摩頂 就是給予加持
了！如果真有要事請問 可以寫信到
︿台灣雷藏寺﹀的﹁宗委會辦事處︱
回信中心﹂ 回信中心會擇日請師尊
特別加持！
最後 我要說的是︱師尊愛弟子
的心 總是如此的無限！可是我們這
麼偉大的師尊只有一位 我們定當好
好珍惜與體諒 不要勞累師尊太多！
想想 如果是自己到了像這樣的年紀
時 你會希望有額外的負擔嗎？
弟子們若真的有心請佛住世 請
多一份體諒 就能有多一份的加持

■文∕蓮花慧君上師

不要讓師尊從早忙到晚，請要多般體諒！這是筆者的由衷之言

年師尊回到台灣 總是受到弟
子們極度熱情 熱烈的邀請
舉凡供餐 道場蒞臨 甚至法會
不一而足！
在筆者近幾年擔任侍者的經驗
中 看到恩師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
愛眾生；那種愛護弟子的程度 那種
極大包容弟子的程度 真的是非一般
人所能及
像這次師尊於十一月中旬剛回到
台灣 最初一個月 明明自己患了咳
嗽 還每週六不只是主持法會開示灌
頂 在︿台灣雷藏寺﹀的晚餐後還一
一為弟子們摩頂加持
祂真的是
﹁全勤獎﹂！
有時 明明看到某些弟子向師尊
的要求或行事作風太超過了 我們很
擔心地在一旁提醒師尊 然而 師尊
也是默默承受：﹁一切因果自負
吧！﹂希望弟子們當深深明白︽事師
法五十頌︾ 請多多思維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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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頁心發現

葛森療法（㆒）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葛森療法是㉂然的現㈹生物㈻療法，利用身體本身的療癒機制，以營養、排毒㈹替化
療，消除令㆟身體衰弱的疾病，可以在家㆗㉂行準備，或在㊩師的㈼督㆘施行，最初由葛
森博士在西方工業化國家首先推出，㉃今已㈲超過 60 年的歷史。
這套革命性的飲食療法在當時由於過於領先時㈹，以㉃於沒㈲科㈻理論能夠解釋它何
以能夠逆轉慢性與感染疾病的病情，但因為它真的治好了嚴重的結核病、糖尿病、偏頭
痛、心臟病、癌症、關節炎、皮膚病，以及其他許多危及生命的病症，因此，葛森療法早
已建立起重大㊩療貢獻的㆞位。
葛森博士治療了數百㈴患者，並且持續改進療法，㆒直到他 78 歲（西元 1959 年）高
齡過世為止。他最㈲㈴的患者是㊩療傳教士暨哲㈻家—艾伯㈵．史懷哲博士。史懷哲博士
在 75 歲時，只接受了 6 個星期的葛森療法，就完全治好了他的成㆟糖尿病。此後，史懷哲
博士又回到法屬赤道非洲的加彭蘭巴雷內市，照顧了數千㈴非洲患者，獲得 1952 年的諾貝
爾和平獎，並持續工作㉃ 90 歲以㆖。在擺脫了糖尿病之後，史懷哲博士活到 93 歲。
葛森博士的治療計畫，旨在讓病患接受大量營養，同時㆒併採用其他治療方式，使生
病的身體再生，重拾健康。這些營養素是來㉂蔬果原汁，加㆖大量生鮮及烹煮過的固體㈲
機素食。葛森博士這套基礎營養觀念已經獲得臨床研究證實，也就是血液㆗缺氧會導致退
化性疾病，而他的治療總能絲毫不爽㆞將循環系統的含氧量增加為 2 倍。
葛森療法也能刺激㈹謝，排除毒素，並使患者肝臟和腎臟㆗去除廢棄物的機能重新恢
復活力。因此，使用大量高品質的營養素，增加患者能夠獲得的氧氣，以運作良好的㈹謝
功能令整個身體重獲新生，並促進細胞排毒，就能讓㆒個㆟受到抑制的免疫系統、㈲缺陷
的生理功能、思慮不清的心靈和效用不彰的大腦，以及其他重要的器官㆒起受到鼓舞，而
重新產生恆定性。
葛森博士治療計畫的㊝勢在於能夠克服幾乎所㈲的病理症狀，遠勝過化㈻治療。例如
在統計㆖，發現於初期和㆗期的癌症患者㆗，化療會使癌症的緩解率平均增加 12%（ 結腸
癌為 7%， 胰臟癌為 1%）， 但是葛森療法能夠將參加者的緩解成功機率提升到 42%， 而且
其㆗絕大多數都是末期癌症患者。
不僅如此，葛森療法的營養計畫還是永久㈲效的，效果比其他所㈲已知的療法都更加
明確，包括細胞毒性療法（化療）、免疫療法、藥物療法、照 X 光（放射療法），以及傳
統對抗療法提供的其他常見療程，因為葛森療法的目標是讓所㈲重要的器官復元。
葛森療法㆗最具㈲㈹表性的就是飲食部分，推薦患者食用低脂無鹽的食物，以提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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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容易吸收的營養素，強化患者㆝然的免疫防禦力。為了預防或治療目前已知的 1,500 種退化
性疾病㆗的絕大部分，葛森療法提供理想的飲食方法，因為現㈹㈳會的加工包裝食品㆗，經常含
㈲防腐劑、食品添加物、色素，㈲時甚㉃公然含㈲致癌物，媒體大量的宣傳與廣告強迫我們與這
㆒切為伍，如果患者渴望能夠康復，採用葛森㊩療技術可以確保他恢復健康。

葛森療法的核⼼在於「飲⾷」，其中包含有機栽培的新鮮蔬果，以及每天 13 杯新
鮮現榨的果菜汁，每⼩時飲⽤ 1 杯。新鮮的有機蔬果能夠提供患者更多礦物質、酵
素、β胡蘿蔔素、維⽣素 A 和 C， 以及可清除⾃由基的其他抗氧化劑，和⾃然形成的
植物性化合物。科學家已經發現，這些才是真正能夠預防慢性退化性疾病的成分，同
時，也建議這些⾷物中不要含有任何殘留的殺蟲劑或殺菌劑。
⾁類則在禁⽌之列。葛森療法中，患者在治療的最初 6 到 12 個星期不會攝取任何
動物性蛋⽩質，之後則是盡量減少攝取。
這份飲食㆗幾乎不含脂肪，但包含某些脫脂且未經調味的㊝格，脫脂且未加鹽的鄉村起司、
卡達起司，並視情況提供發酵的白脫牛奶―沒㈲的話則以脫脂㊝格㈹替，以及亞麻仁油。德國法
蘭登施塔㈵ 7 度榮獲諾貝爾獎提㈴的㊩㈻博士喬安娜．布德維格，曾經發表研究結果，顯示亞麻
㆗的 Omega-3 脂肪酸，能夠殺死組織培養的㆟類癌症細胞，而不會摧毀同㆒個培養基㆗的正常細
胞。
咖啡排毒
㉃於體內排毒部分，葛森博士使用咖啡灌腸，病㆟㆒㆝可以㉂行施行數次。癌症患者以及所
㈲為危及生命的㈹謝疾病所苦的其他患者，在腫瘤塊受到葛森療法影響而快速縮小，以及原本功
能不全的細胞對治療產生反應時，會排出㈲毒的分解產物，這些都可以用咖啡灌腸的方式排除。
依照葛森博士的觀察，飲食、果汁及㆒些補充營養品，如果沒㈲搭配使用咖啡灌腸，患者可
能會死亡。這時患者並不是死於疾病本身，而是死於肝臟無法以足夠的速度進行排毒。
從直腸攝取的咖啡因，能夠刺激肝臟的活動，促進膽汁的流動，並開啟膽管，讓肝臟更容易
排除㈲毒廢棄物。咖啡灌腸是極佳的預防性㊩療，同時也㈲治療的功用，可以顯著降低疼痛。
所㈲可能造成癌症或其他令㆟衰弱的急性、慢性疾病因素，都可以藉由飲食來預防或治療；
㈲些食物能夠擊敗癌症和其他退化性疾病，或是帶來生理㆖的逆轉；葛森療法㆗的每㆒種食物成
分，都能㈲效對抗為數眾多的身體與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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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do living Buddha not seek rebirth in the West? Why do they seek rebirth life after life?
Because many Living Buddhas made vows to come back to the samsara world to succour
other human beings life after life. If you make the same vow, you will be a living Buddha in future.
Otherwise you may have transmigration to the Western world or Maha Double Lotus Pond. I
must have made a wrong vow (laughter), that is why I have to be in this world life after life.
(applause)
I had been born in Tibet and Japan before. When I was in Japan, I was a famous religious
leader, that is why I am a bit of male chauvinist, and must be more tolerant. I have to learn from
Bodhisattvas, learn the six perfections, and the wisdom of ”tolerance”.
Once I was a tribal chief in Africa, another time I was in the Middle East, but I was never born
in the States. I had many transmigrations now. As all of you have deep caustation with me
(applause), when you see me, or when I see you, we look familiar to each other. Your blood and
mine are connected somehow (applause). That is reason enough for me to bring all of you back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to the Maha Double Lotus Land. (applause)
When going for transmigration or rebirth, the feet will cold off upwardly, kneels, Dan Tian (four
fingers below the navel), throat, and finally the head. The sense will be moved to the head and
forced out for rebirth.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head cools off first, than the throat, heart, Dan
Tian, feet and finally the sole, this is the sign of rebirth in the hell realm.
What about from the eyes? It will be a moisture-born, to be born as fish, or other sea
creatures, may be sashimi eaten by the Japanese. (laughter) What about from the ears? It will be
rebirth by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oses, it will be Egg-born. So is from the mouth. From the
stomach or from Dan Tian, it will be womb born.
As I said before, at the moment of death, all kinds of illusions will appear, it is dreadful. From
the dharma of liberation of Bardo (a state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we know the sufferings the bones and muscles will feel very painful. Then the blood stops flowing. The body experiences
a volcano eruption. Everything including muscles and blood is annihilated. Then the internal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breathing, the Qi (air) will be topsy-turvy before coming to a complete halt.
The dead will enter in a stage of illusion. It is pitch dark everywhere. Things that the dead
frightened most will appear whenever a forward step is taken. There is no where to hide.
Suddenly the deceased sees a hole nearby, and his head goes in.
Alas, when he opens his eyes again, he is in a pig sty. His nose is longer now, his hands
become the pig's legs, and he has four legs. This is one of the transmigrations in the six realms
of existe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only the ”right mind” can save you from sufferings. It is derived from daily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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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ivation. When the sense is about to leave the deceased's body, a revered monk may teach
the sense how to navigate by giving instructions through his ears. This is the dharma of liberation
of Bardo.
If the deceased is lucky to have a rinpoche around in his final moment, the rinpoche will be
able to cultivate a tile-breaking ritual on his behalf, so that the decease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way
out of his head.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the right mind, and recite mantra, so that the sense can be
guided to the right path. If the deceased is still attached to his descendants and thinks of his
grandson or granddaughter's marriage, then he will surely be born in the human realm. The
deceased must also not think of how much money he has not spent, and who owes him money.
To leave the samsara world and the sufferings associated with it for good, one must untie all
forms of causation.
All kinds of auspicious signs will appear at the final movement, if one cultivates Buddhism. For
instance,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when they will die, but those who practise Buddhism know.
Buddhas and Bodhisattva will tell them to the last detail such as the month and the day. This is a
one hundred percent sure of auspicious transmigration.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auspicious signs. For instance, a ray of light may line the dark room.
The ray may be white red, pink or yellow and rest upon the corpse. This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light through daily cultivation, and the cultivator will surely have a good transmigration.
It will be good if the deceased's face shows kindness and full of smile. If the face looks as if
he is very frightened of ghost, then it is bad. In fact, these signs already show up when the
deceased is still alive. If he looks at the mirror and see a compassionate look in it, he will be
happy. If he dislikes his ghostly face, then he should change his heart fast.
It is not an auspicious sign if the deceased has foul smell after his death. A person reborn in
the Western world will sprinkle nice fragrance in the surroundings to show his auspicious rebirth.
When the deceased hears melodious heavenly music being played from afar and re-bounce,
it is an auspicious sign. There is such a thing called heavenly music, people around will hear
music made by jade and bells. Thereafter, goddesses will appear and fete the deceased to
rebirth.
If the sound of chicken, dog, pig, goat or other pitiful sounds of animals are heard, the signs
are not auspicious. It is a transmigration to animal realm. If the deceased sees his ancestors, it is
inauspicious. If the decreased cups his hands and says any of the following: ”Amitabha is in front
of my bed”, ”The three saints of the Western world are in front of my bed” ,”Avalokitesvara is in
front of me, and he brings a lotus stage to welcome me”, these are proofs of auspicious signs.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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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évélation directe
A

u marché, je vis un homme arrogant
qui avait écrit quelques livres
conduire un groupe d'étudiants en agitant
des drapeaux et en poussant des cris de
guerre.
Il critiquait ceci.
Il désapprouvait cela.
Il portait des jugements critiques sur
les gens supérieurs et inférieurs.
Il étrillait l'Antiquité et les temps
modernes.
Cet individu estimait qu'il était un
homme véritablement éveillé.
À mes yeux, il n'est pas certain qu'il ait
obtenu l'Éveil !
J'ai lu le livre intitulé L'Illumination
immédiate du maître suprême Ch'ing-hai.
Cette lecture me fit éclater de rire !
C'est par curiosité que je pris ce livre
pour l'étudier, car comment y aurait-il ce
genre de livre parlant de l'Illumination
immédiate ?
Je suis d'avis que la pensée du maître
suprême Ch'ing-hai était extrêmement
ouverte et avancée.
Est-ce qu'il a obtenu l'Éveil ?
Je réserve mon opinion.
Hi ! Hi ! Hi !
Je ne réponds pas à cette question.
I n c o n te s ta b le me n t, le b o u d d h a
Sâkyamuni, Honoré du monde, a
effectivement obtenu l'Év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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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livres canoniques du bouddhisme
consistent en :
– Sûtra de compréhension du sens
absolu (qui font partie des ouvrages menant
à l'Illumination) ;
– Sûtra de compréhension du sens
non absolu (qui ne font pas partie des
ouvrages menant à l'Illumination).
Les livres canoniques du bouddhisme
sont très nombreux, il y a même toutes
sortes de versions du Tripitaka
:
S û t r a p i t a k a , Vi n a y a p i t a k a e t
Abhidharmapitaka, les ouvrages
didactiques et philosophiques, ainsi que les
douze divisions du canon bouddhique
.
On n'arrive pas à les tous parcourir.
Il existe aussi des ouvrages non publiés
qui sont dissimulés dans le Palais du
Dragon. Le genre humain l'ignore
complètement.
Pourquoi estimé-je que l'Honoré du
monde, le Bouddha, a obtenu
l'Éveil ? C'est grâce à ses trois propos :
1. Le dharma est indicible.
2. Je n'ai prononcé aucun mot (sur le
dharma).
3. Il n'y a pas de dharma à enseigner ;
je n'enseigne jamais le dharma.
Je révèle directement :
« Le bouddha Sâkyamuni a obtenu
l'Éveil ! »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Book 200 - L'Éveil parfait et universel
Une tranche et encore une tranche d'Illumination
—L'esprit intelligent de la vie—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3, Éditions Darong

À la lecture de cet article, beaucoup de
bouddhistes crient certainement en disant
que Sheng-yen Lu n'était rien, qu'il était
simplement inconséquent, qu'il n'avait pas
de respect pour le Bouddha, car jusqu'à
aujourd'hui, qui a osé révéler si le Bouddha
a obtenu l'Éveil ou pas ? Ils pourraient
attaquer Sheng-yen Lu : il doit dé choir en
enfer !
Je demande d'abord aux bouddhistes de
ne pas me critiquer si vite. Qui suis-je au
fond ?
J'ai pris du café avec l'Honoré du
monde.
J'ai voyagé avec l'Honoré du monde.
Et je vénère vraiment l'Honoré du
monde. Sur ce point-là, vous n'avez pas à
douter.
En ce qui concerne l'enseignement de
l'Honoré du monde, vous ne pouvez
absolument pas l'embrasser d'un bout à
l'autre. Il est parfois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voire même incompréhensible.
Cependant, si vous pouvez utiliser
votre oeil de sagesse, vous pourrez saisir
petit à petit le sens véritable des ouvrages
canoniques.
Réfléchissez un peu à ceci :
1. Le dharma est indicible.
2. Je n'ai prononcé aucun mot (sur le
dharma).
3. Il n'y a pas de dharma à enseigner ;

je n'enseigne jamais le dharma.
Qu'est-ce que l'Éveil ? La réponse se
trouve dans les trois phrases.
Réfléchissez bien !
Je veux vous aider à atteindre
l'Illumination. Avez-vous obtenu l'Éveil ?
Avez-vous obtenu l'Éveil ? Si vous ne
l'avez pas encore obtenu, je vous prie de
continuer à lire les chapitres suivants. Je
vais certainement vous le révéler !
-fin-

① L'ensemble des textes canoniques du
bouddhisme qui comprend trois sections :
Sûtrapitaka (la prédication du Bouddha et
les récits édifiants), Vinayapitaka (la
discipline monastique) et
Abhidharmapitaka (les ouvrages
didactiques et philosophiques).
② Les sûtra consacré aux sermons du
Bouddha, les pièces en vers rythmés, les
chants en poèmes libres, les sûtra
consacrés aux préceptes, les textes
narratifs, les histoires des vies antérieures
du Bouddha, les récits de miracles et
enseignement approprié, les paraboles, les
sûtra d'ordre général, les discours de
circonstance, les sûtra très développés sur
l'enseignement du Bouddha, les vyâka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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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015.03
㊪委會【近期公告】

‧聖尊蓮生活佛於二月七日為︵左起︶蓮哉上師
蓮啟上師 蓮器上師賜授﹁阿闍梨灌頂﹂後合影

謹此公告周知。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5.01.24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活
佛盧勝彥於⼆⽉七⽇在〈台灣雷藏寺〉的
「⼆⼗⼀度母護摩法會」宣布，將灌頂⾺
來西亞蓮韡法師為⾦剛阿闍梨。
謹此公告周知。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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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告˙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活佛盧勝彥法王於⼀⽉⼆⼗四⽇在〈台灣雷
藏寺〉的「⼤輪⾦剛護摩法會」宣布，將灌頂三位法師為⾦剛阿闍梨：
⼀、⾹港〈蓮豐堂〉蓮器法師。
⼆、⾺來西亞〈妙理雷藏寺〉蓮啟法師。
三、⾺來西亞〈妙理雷藏寺〉蓮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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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製作
、杵獨
。
金剛鈴
細巧致
精
工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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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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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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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蕭秀玉 菩薩 02.08
葉進興 菩薩 01.22
游進龍 菩薩 01.21
童貴文 菩薩 01.10

許師兄
0933-868-086

吳阿幼 菩薩 01.09
林秋偉 菩薩 12.06
高接根 菩薩 11.10
謝賴元妹 菩薩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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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寺堂、同修會、同門

踴躍訂購批發

真佛金鈔

㆖ 市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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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國際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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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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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5 ㈰

南無㆝㆖聖母•••息災祈福護摩

② 3 ㈪ 22 ㈰
③ 3 ㈪ 29 ㈰

南無㆕臂觀音•••息災祈福護摩
南無大隨求菩薩••息災祈福護摩

◎ 3 ㈪ 04 ㈰、 3 ㈪ 11 ㈰、 3 ㈪ 18 ㈰、 3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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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羊越澗探春景
紫燕繞樑報福音
百鳳獻瑞人增壽
萬象更新喜盈門
印尼 彩虹同修會
常住 釋蓮雍法師、蓮花守榮堂主
蓮花又仁副堂主、眾理事、眾同門

門迎百福福星照
戶納千祥祥雲騰
新春報喜喜迎春
紅日照財財滿門

馬來西亞沙巴雷藏寺
蓮韡上師及眾理事、同門恭賀

恭賀 釋蓮韡上師
榮升真佛宗金剛阿闍梨

弘揚真佛傳密法
廣度眾生如河沙

馬來西亞沙巴雷藏寺、亞庇華光功德會
眾理事、眾同門

賀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 46 冊

西雅圖的行者 玄學的生命法則
我

在西雅圖的這⼀段時光，思維與進境
是驚⼈的，因為平靜⽽有規律的⽣
活， 使我的思維更加靈敏，我可以集中
「焦點」探索⼀些不可⾒的境界，⽐以前
更加的開闊和清晰……。
我在西雅圖的修持，
沒有⼀⽇的鬆弛，
了解到⽣命⼀切法則，
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上下可以得⾃在⾃如。
～蓮⽣活佛盧勝彥～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從 1982 年起移居
西雅圖，常年在台灣和西雅圖之間來回，
圓頂後的蓮生活佛，在西雅圖的微風細
雨、湖畔海岸邊，和周遭的人事物、有形
及無形，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對話。祂不停
地探索靈性的真理，對宇宙間一切真知，
都有許多引人深思、振聾發聵的深談。
蓮生活佛在西雅圖的修行之路，無論
是超度亡靈、日日實修、幫助有緣眾生解
惑等等，始終一步一腳印，堅定踏實地行
走，從不遲疑與猶豫，因為祂知道：自己
選擇的這條路，縱然荊棘滿佈，卻是最正
確、最正信的人生方向。
原是什麼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知道
的；在度眾生的道路上，曾挫折也曾傷
懷；從過去，到如今，從第兩百四十四冊
的盧勝彥法王，回望第四十六冊的盧勝彥
法王，我們會發現：雖然紅塵世事不斷更
迭，這位堅毅的行者，卻始終從來沒變
過。
仍然是那樣斜風細雨，仍然是那樣疏
朗晴空，仍舊一身僧袍，仍舊垂首合十。

祂在西雅圖的港灣邊走著，在台灣的海岸
邊走著，也在無數追隨者的心中走著。祂
的聲音令人心安，祂的法語來自靈山，而
祂說，只要精進地修行，即身成佛便是理
所應當。
在西雅圖修行的真佛行者，垂首合
十，喃喃低語著誓度眾生的最大悲願。
～大燈文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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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