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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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佛盧勝彥，依〈真佛密法〉次第實修，
而獲得即身成就，由於親證「西方極樂世界
摩訶雙蓮池」的佛國悉地，故而發下宏願，誓願
粉身碎骨度眾生，為當代密教最偉大的成就者。
蓮生活佛在三十多年的修行歷程中，將這艱深
的修行密法，整理融會成順應時代，適合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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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達四百多處，許多密宗活佛及顯教大法師也都
皈依其門下，修持〈真佛密法〉。
《真佛宗》弘揚〈真佛密法〉引導眾生依法修
行，由「四加行」、「上師相應法」、「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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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的方法：
一、接受根本上師親自灌頂皈依，並發給「皈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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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四皈依咒：
「南無古魯貝。南無不達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蓮生活佛指引。皈依真佛。」
三稱三拜。
在自己家中做完儀式的弟子，只須寫信，列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地址和年齡，附上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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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供養：
● 台 灣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227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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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唱一首歌
盧勝彥
文／蓮生活佛

第２４６冊《自己與自己聊天》

喜歡﹁荷塘秋月﹂這首歌的旋律

游在你荷塘

口中也能哼一小段：

我

我像只魚兒

荷花一樣香

只為和你守護那皎白月光
游過了四季

等你宛如水中央
這是一首情歌
很美
很甜
但是充滿了﹁幻﹂
因為：

荷塘裡不會只有一隻魚

還香嗎？

月光也不一定非常皎白
四季變幻
荷花變殘荷
等你到幾時？

聽了幾回

我喜愛著﹁牽手﹂這首歌：

等不著怎麼辦？
我記得在從前
因為愛著你的愛
因為夢著你的夢

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
幸福著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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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路過你的路
因為苦過你的苦

相當感人

由於﹁因為﹂
﹁緣份﹂

才有﹁所以﹂

接下來
﹂

我們可以問一問自己：

所以快樂著你的快樂

﹁是

﹂

﹁你是為了愛才活著嗎？﹂

﹁有

﹁你的人生有愛嗎？﹂

去說服明天的命運

因為承諾不敢信

追逐著你的追逐
●
因為誓言不敢聽
所以放心著你的沈默

﹁你的人生有恨嗎﹂

沒有坎坷不必走

﹂

﹂

還算愛嗎？﹂

所以不

這中間還牽纏著

我很快的放下

沒有風雨躲得過

但

﹁是的

也有

所以安心地牽你的手 不去想該不該回頭

我答：

﹁如何放下恨？﹂
前生不一定好走

﹁一場夢

＃
也許牽了手的手

今生還要更忙碌

﹁愛也不是這樣嗎？﹂

很快就過了！﹂

也許有了伴的路

來生還要一起走

要去執著及固執

﹁不要執著愛

我答：﹁看情況了！﹂(真愛是給他幸福)

不要固執愛

﹂我答：﹁愛恨是一樣的東西

一齣戲

所以牽了手的手

﹁是的
也帶著﹁快樂﹂

比較﹁現實﹂

沒有歲月可回頭
帶著執著的

所以有了伴的路
這首歌

還有：

帶著﹁憂傷﹂
﹁情愫﹂
最後
前生
今生
來生

2

燃佛心燈

逛百貨公司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6冊《自己與自己聊天》

灣台中

在﹁新光三越﹂的隔壁

有一家新蓋的﹁大遠東百貨公司﹂
簡稱﹁大遠百﹂

台

不如從十一樓散步到一樓

然後大

我們原本是去﹁大遠百﹂十一樓的﹁鳥窩窩﹂餐
館吃飯
晚餐吃完了
大家建議：
﹁時間還早
家再回去？﹂

每一層

我說：﹁好啊！﹂

也是很好的運動

大家一直

散散步

然後從手扶梯下到下面一層

剃頭刀我

因為吃完飯
樓我們都走
走走看看

我想到﹁剃頭刀﹂

到了﹁電器部﹂
所以沒有買

很多鑲鑽或鑲水

是

我們只是看

我的錶仍然是最好的

手錶金光閃閃
美不勝收

我看看自己的錶

新款的

到了﹁錶街﹂

尚有二具
晶

但

那是婦女的玩具

﹁勝彥﹂牌的﹁勞力士﹂
於是我走了過去！
到了廚房用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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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我們只穿喇嘛裝

走到男裝部

用不著
龍袍

喇嘛裝

光頭

我答：

這些是我的﹁名牌﹂

令人

走到女裝部

設計的精巧

我問我自己：
琳瑯滿目

我們只是走過
珠寶

﹁你想買什麼？﹂

銀

﹁沒有
我答：

﹁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吸引你嗎？﹂

﹂

走到藝品部
金
我們欣賞
兒童愈來愈少

﹁是的

﹂

這些貨品怎麼賣的出去？

我想到現代人﹁生育率﹂低

走到兒童館

眼花繚亂

了

無一物可買？﹂

﹂
﹁在百貨公司

﹂

嗎？﹂

我問：﹁有解脫可以買嗎？有菩提可以買

﹁你將來只想買什麼？﹂

﹁無一物可買

﹁出家人

我答：

﹁你想買豪宅嗎？﹂

坐

我們人類有一半的人生都

哪有空閒的時間

對我

處處是家

走到寢具部
我覺得寢具很重要
在睡覺呢！
走到按摩椅部
唉！我想到每天那麼忙
在按摩椅上？
走在名牌部
這些名牌

大家眼光的焦點都在我的身

所有一切名牌展現在我眼前
因為我走到那裡

沒有吸引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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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目的在於解脫人生 在︽真佛宗︾能得到清淨的信仰

蓮生活佛 蓮香上師於台灣雷藏寺歡度除夕

二○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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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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 目的 在 於 解 脫 人 生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穢跡金剛大權
神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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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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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馬文君立
法委員 ︿南投縣議會﹀簡景賢議
員 簡峻庭議員 李洲忠議員及夫
人 ︿高雄市議會﹀許慧玉議員 南
投縣草屯鎮洪國浩鎮長 南投縣︿草
屯鎮公所社會課﹀簡永捷課長 ︿南
投縣草屯鎮代會﹀莊蕙蕙代表 沈玉
貞代表 上林里張德忠里長 山腳里
陳松茂里長 中山里賴怡伶里長 新
厝里簡宏校里長 碧洲里林芳輝里
長 里幹事許志任先生 李俊彥先
生 胡連春先生 ︿自由時報﹀記者
陳鳳麗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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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皓翔教授 洪欣儀教
授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授 游江

在︽ 真佛 宗 ︾ 能 得 到 清 淨 的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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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我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穢跡金剛護摩
灌頂：穢跡金剛不共大法
綠度母、瑤池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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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成博士 林峻安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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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雕藝
術家王松冠老師 ︿靜乙企業公司﹀
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琦品傢俱生活
館﹀負責人黃淑琦小姐
師尊的大學學長︱前︿測量署﹀
署長少將孫福生先生 師尊的大學同
學︱︿測量學校﹀第三十二期楊雄飛
會長及同學和家眷 一共有十七個
人 歡迎︿測量學校﹀三十二期大地
系及地形系的同學 感謝楊雄飛會
長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同學會會長
跟所有的同學 包括全省的 從台北
到高雄 屏東 一共有十七人 今天
與會在此 謝謝 我很尊敬的少將署
長孫福生 他是我們的學長；我很尊
敬的楊雄飛會長跟所有的同學跟夫
人 特別歡迎他們 我們晚上一起吃
飯！
︿關島太平洋島渡假村﹀代表鄭
貽女士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陳
蕙美女士 台南市蔡旺詮議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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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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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跟大家講 Happy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Happy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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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4日，聖尊蓮生活佛與昔日就讀〈測量學校〉第32期的
同學及其家眷共17位相聚並合影留念。

相聚話當年

2

015年2月14日適逢「情人節」，聖尊蓮生活
佛昔日就讀〈測量學校〉的同學及其家眷，
大家相約參加聖尊於〈台灣雷藏寺〉主持的
「穢跡金剛護摩大法會」。聖尊見到昔日同
學，心中特別感動，難得能在新春前夕相聚一
堂，且又逢「情人節」，更顯友情深長。
聖尊在法會後與同學們共進晚餐，席間暢
談往日學生時期的點點滴滴，大家彷彿又回到
了學生時代，連臉上洋溢著青春的笑容。
餐後，蓮生活佛致贈精緻禮物予同學們，
大家以果汁代酒，舉杯互道祝福，更以標準的
軍人敬禮向聖尊表達禮敬與祝福，而後，在一
片歡笑聲中劃下溫馨圓滿的句點。

Valentine's Day
祝大家情人節快
樂！我們不一定是情人 但是 都是
有情人！先講一下 師母已經回來
了 但是她還有時差 她說她過年的
時候一定會出現
另外 巴西的︽真佛宗︾︿真諦
雷藏寺﹀蓮訶上師 他是機械博士
他推薦蓮伽法師為金剛阿闍梨 蓮伽
法師是巴西︿真諦雷藏寺﹀的常住法
師跟副住持 她對於︿真諦雷藏寺﹀
的貢獻非常大！她在出家之前是巴西
Sao Paulo University ︵ 聖 保 羅 大
學︶經管系的碩士 曾經擔任巴西
︿中國銀行﹀的經理 出家以後 大
家都很景仰她
蓮訶上師特別推薦蓮伽法師為金
剛阿闍梨 我們找一個時間給她灌頂
為阿闍梨 因為她勇猛 精進 也實
修︿真佛密法﹀ 同時習內法│﹁寶
瓶氣﹂ ﹁金母八大法﹂；她在參禪
方面也是不斷地進步中 ︵以上為師
尊口述蓮訶上師的推薦函︶所以 蓮訶
上師推薦蓮伽法師為金剛上師 這是
第二個宣布
第三 我們今天特別忙 因為
︿台灣雷藏寺﹀跟︿草屯鎮公所﹀聯
合為獨居老人做過年前的捐贈跟慰
勞 現在時間已經是五點二十五了
還沒有說到法 非常抱歉！
今天是情人節 我沒有什麼話好
講 我唱兩首歌給我的小朋友聽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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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與〈草屯鎮公所〉聯合舉辦「獨居樂齡過好年」溫馨關懷活動

■洪國浩鎮長致詞

感謝蓮生活佛
弘法利生，為地方帶來福氣，讓社會更祥和！

感

謝〈台灣雷藏寺〉蓮生活佛的慈悲，祂
非常關心眾生，尤其是對長者樂齡特別
關懷！今天，雷藏寺在過年前送一些年菜給
獨居老人，我在這邊謹代表這些長者表示非
常感謝之意！
草屯鎮有一百多個獨居老人，感謝雷藏
寺的上師、法師們，他們平時就很關心他
們，這次又特別在春節前夕贈送了年菜跟福
袋，祝他們在這新的一年就感受到濃濃的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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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感謝雷藏寺的用心。
我們藉著這個活動，拋磚引玉，希望各
界人士都來關心長者，尤其是獨居老人，大
家都知道，所謂的「台灣奇蹟」，都是以前
他們這一代所打拼出來的，所以，我們一定
要關心、關懷這些長者！
感謝蓮生活佛在此弘法利生，給地方帶
來福氣，讓這個社會更祥和！我在此祝大
家，新年快樂、事事如意平安！

一首歌唱給美國︿西雅圖雷藏寺﹀的
平兒師姐：﹁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
朋友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我的
朋友就是妳！﹂另外有一首要唱給台
灣︿法明同修會﹀的伊庭師姐：﹁妳
是我的小呀小蘋果 怎麼愛妳都不嫌
多 紅紅的臉兒溫暖我心窩 點燃我
生命的火！火火火火！﹂謝謝！這是
真情流露 平兒是三歲 伊庭八歲
謝謝妳們帶給我生命的火！

今天我們修的法是大權神王佛│
穢跡金剛 護摩火供是供養祂的 這
次做護摩的速度很快 對不起！因為
時間確實是很短 穢跡金剛是釋迦牟
尼佛的變化身 祂是最陽剛之氣 我
覺得奇怪 情人節怎麼會做穢跡金剛
火供呢？應該要做敬愛尊︱咕嚕咕咧
佛母 或是愛染明王 蓮哲上師 你
在情人節安排穢跡金剛火供 難道你
是要紀念我們這些和尚嗎？或者是比
丘 比丘尼？因為比丘 比丘尼都不
可以有情人 所以你做最陽剛的火
供
不過 這一尊很特別 這一尊是
專門掃除所有的穢氣 你們今天主祈
的 報名的 過灌頂幡的 都可以把
你們身上所有的穢氣全部掃除！也就
是不乾淨的 全部都可以掃除 這一
尊是陽剛之氣 你修有成就了 就絕
對是生男孩子；你修這一尊 求男就
會得男 因為這一尊是很陽剛性的
剛剛林峻安醫師說他的夫人肚子很
大 已經快要生產了 他問我：﹁可
以不可以得男？﹂我說：﹁快要生
了！不要求了！﹂
你持穢跡金剛的咒久了 一切陰
穢 沖犯 犯陰 降頭 或是鬼神
病 統統都可以去除掉！所以 這一
尊也是專門治病的金剛神 此外 穢
跡金剛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的 有些
神碰到穢氣就不敢接近 有些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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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碰到穢氣就不敢接近；但是
這尊不一樣 你隨時隨地奉請祂 祂
都可以跟你感應 祂一定下降！就算
你已經在廁所 你觀想坐在蓮花上
面 你奉請祂 祂一樣可以到 而且
為你清除乾淨！所以 你參加白事
紅事之後有了沖犯 或者你到宮廟之
後有了沖犯 或者到了陰地 醫院
去了殯儀館 墳場 放心！只要奉請
這一尊跟隨你去 所有的穢氣都可以
清除！
這一尊很特別 如果你們去賭
場 賭場裡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賭
鬼 但是 你奉請這一尊去 這尊陽
剛之神一到了賭場 所有的賭鬼都會
跑掉 都跑光了 然後 你就可以正
大光明地去賭 唉唷！也不能這樣子
講 賭怎麼會是正大光明？我怎麼講
到賭場去了？我個人從來不賭的！但
是 加州四大媽去 Las Vegas ︵拉
斯維加斯︶賭橋牌 她們平時都是輸
的 那次 我在後面唸﹁穢跡金剛
咒﹂ 唸到賭場所有的人全部跑過來
看我們這一桌 為什麼呢？因為每一
次拿到牌就絕對是贏的牌！牌一開起
來就是贏 絕對贏莊家
這個莊家輸得很慘 賭場就趕快
換另外一個人來做莊家 他們有一個
習慣 一副牌玩過之後就丟掉 再拿
出一副新的牌 一玩過就換過新牌

他們有閉路電視在看 只要這個莊家
一直在輸的話 就馬上換一個人做莊
家 他們連換了三個莊家 三個人全
都是輸家 輸得很慘 然後我們說：
﹁我們的遊覽車到了！我們要上車
了！﹂我們就把籌碼全部拿去換現金
之後 就一起上車 那一次贏得非常
地光榮！你們說 奇怪不奇怪？
有 一 次 在 Merry Christmas
︵聖誕節︶的時候 有一個人裝扮成
聖誕老公公 在︿千葉火鍋﹀那裡丟
骰子 在玩賭大小 我問他怎麼玩？
他把骰子一丟之後說：﹁比大 比小
都可以？﹂我就問一下 得到祂的指
示：﹁玩比小的 剛剛都是比大的
輪到你玩 就比小的 ﹂我就說：
﹁比小 ﹂結果我丟出﹁二﹂ 就是
小的點數；後來 我講玩比小的 我
就擲出小的點數 我說玩比大的 我
就擲出大的點數 就會丟出六點 所
以 我始終都是贏的
今天來這裡 就是有福分啊！穢
跡金剛一加持 你們學會了這個咒
就有福了！祂的咒是：﹁嗡 俱嚕
都藍 吽 惹 ﹂很好記！因為裡面
有﹁都藍﹂兩個字 ︵﹁都藍﹂的發
音近似台語﹁極度不悅﹂之意︶ 沒
辦法 這個咒就是這樣好記
我們一天到晚唸：﹁嗡 阿彌爹
些 ﹂老外一天到晚也是唸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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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t
大家都知道
shit 就 是
poo 也就是﹁米田共﹂︵糞︶ 那
是不好的；但是 我們唸：﹁嗡 阿
彌爹哇 些 ﹂這是沒辦法的事 還
有唸到 Selamat petang
它的發音
就是﹁笨蛋﹂ 這﹁笨蛋﹂是﹁午
安﹂的意思！我每一次過生日 印尼
的 弟 子 就 唱 Selamat Ulang Tahun
︵印尼文：生日快樂︶ 我過生日
耶 竟然唱﹁死了嗎﹂？這也是沒辦
法的 穢跡金剛的咒就是這麼特別
有﹁都藍﹂這兩個字 非常好記！
穢跡金剛的手印很難結 我結一
次 大家要看好！︵師尊示範結印︶
不但要結手印 還要觀想祂 密教本
身的修行就是要用意念；要你觀想穢
跡金剛 結祂的手印 唸祂的咒語
結手印代表身體的清淨 唸咒代表口
的清淨 觀想代表意念上的清淨 以
這三個清淨去邀請穢跡金剛下降
穢跡金剛今天下來 不只是祂的
陽剛之氣 我第一個看到的居然是綠
度母 第二個看到的居然是西王母︱
瑤池金母 第三個下降的才是穢跡金
剛 你們今天受灌頂就等於有穢跡金
剛在加持陽剛之氣 掃除所有的不
淨 還有清淨的綠度母跟清淨的瑤池
金母也加持大家 所以今天的灌頂也
有綠度母 也有瑤池金母 也有穢跡
金剛；有這三個灌頂 非常殊勝！
今天是西洋的情人節 祝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
情人節快
樂！這個 V 跟 A 對我來講 是很難
唸的 因為我的英文發音不好 以
前 我很敬佩在︿測量學校﹀裡的一
位老士官 那位老士官就是陳維義先
生 現 在 他 人 在 Australia 的
Oakland City ；他在學校裡面都是拿
著英文字典背英文的
我當時講：﹁我就是不喜歡英
文！﹂因為我這個人是很忠黨愛國
的 忠於這一片土地 老夫絕對不移
民！所以 我最討厭英文！我不背英
文單字 我學英文單字是怎麼背的？
睡覺︱ sleeping
我就記成﹁死在
瓶子裡﹂ 美國的﹁費城﹂ 他們教
我 記 成 ﹁ 菲 力 打 飛 鴨 ﹂ ｜
Philadelphia 是這樣子學英文的
很辛苦！若早知道我會跑到美國去
我就跟陳維義學 每天拿著字典背英
文單字 那時候沒有背 到了美國的
時候 才慢慢地﹁菲力打飛鴨﹂
﹁死在瓶子裡﹂這樣子練英文的
講個情人節的笑話 區區的情人
節算什麼？女人自從嫁了人開始 嫁
什麼樣的男人 就注定過什麼樣的
節！嫁對了人 天天是情人節；嫁錯
了人 天天是清明節；嫁一個懶人
天天都是勞動節；嫁個有錢人 天天
過春節；嫁一個花心的 天天都是光
棍節；嫁一個幼稚的 天天都是兒童
節；嫁了一個騙子 天天都是愚人

節；嫁一個年紀大的 天天都是敬老
節 婚姻有風險 結婚要謹慎啊！祝
情人節快樂！﹂
婚姻真的是愛情的墳墓 夜裡
老婆聽到老公在哭 忙把老公叫醒
問：﹁怎麼了？﹂老公講說：﹁我夢
見自己又結婚了 ﹂老婆說：﹁那不
是挺好的嗎？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個
嗎？你哭什麼呢？你應該高興啊！﹂
老公講：﹁洞房的時候 我把新娘的
頭紗一掀起來 仍然是妳啊！﹂我告
訴大家 修行很好 你們如果願意認
真修行的話 就跟著我們這些比丘
比丘尼 這樣 你早晚就會出家 過
情人節不一定好
老婆跟老公講：﹁趁這個長假我
們出去旅行吧！﹂老公回答：﹁這麼
麻煩 又要花這麼多錢 買一本旅遊
雜誌回來看看 而且想去哪裡 就看
到哪裡！﹂隔一天 老公下班回家
看著正在看電視的老婆問：﹁我們今
天晚餐吃什麼呢？﹂老婆遞了一本食
譜給老公：﹁看看吧！想吃什麼 這
裡都有！﹂
我簡單向大家講一下修行的主要
意義在哪裡？我們都知道 人生很
短 我們︿測量學校﹀三十二期的同
學 以前 我們在學校裡 每一個都
很英俊瀟灑 每一個禮拜天放假出
去 都是帶著女朋友的 尤其是江慶
珍 他一下子是這個女朋友 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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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個女朋友 我身邊都沒有 我對
江慶珍說：﹁江慶珍 你今天就讓我
跟一跟吧！﹂江慶珍說：﹁帶你這個
電燈泡出去幹什麼？你自己去東海看
電影啦！﹂那時候 我只有每個星期
天去看早場的電影 我讀大學的時候
有筆友 但是沒有女朋友 真的沒
有！因為我是﹁哈比人﹂！
那個時候 我認為傅思黔長得很
瀟灑 我們在南門橋測量連的時候
傅思黔交了一個女朋友 我也想要跟
著去 如果他的女朋友有妹妹的話
那多好啊！於是 我就跟著他去 傅
思黔說：﹁你站出去 ﹂他想 如果
那個女生漂亮的話 他才站出來 結
果我一直站在那裡 那個女生都不出
現 ﹁奇怪了？這個女的怎麼還不出
現？﹂我就說：﹁換你上去 說不定
她就會出現 ﹂傅思黔一站出去 那
個女的就出現跟他相認了 原來 她
是軍中的接線生 他跟接線生熟了以
後 就約她出來見面；他先推我出
去 對方就不出來 傅思黔一站出
去 人家就出現了 那時候 我非常
地傷心 原來 情人節沒有我的份
我們班上的同學 每一個都是英
俊瀟灑的！系長曾渝敏 他長得又高
又帥 很有性格 像穢跡金剛一樣
很剛強又很直的一個人 他是我在學
校裡面敬仰的對象 還有蔡明穎 他

也是很大方 身體非常強壯 蔡明穎
是做建築的 是建築界的大老闆！楊
雄飛是屬於組織方面的人才 他要介
紹我入黨 但我沒有入黨 到最後
是我們連裡面的幹事 也就是輔導長
介紹我入黨的 那時候 我很怕入
黨 但沒辦法 因為每個讀軍校的人
都要入黨 我不能不入黨；入黨之
後 我就變成是忠黨愛國的文藝青年
了 這都是過去的事了！我認為 年
輕的一代都會過去的 都會變成七旬
老翁；我現在也是七旬老翁 我們的
同學大部分也都是七旬老翁了
當一個﹁老﹂字出現了 就很容
易有病 人一定會經歷生 老 病
死 為什麼我們要修行？意義就在這
裡 我們要解脫人生的苦 我們能夠
成為一個人 那就是已經非常好了
比那些投生在畜生道 地獄道 餓鬼
道的還好 但是 在人間也是很苦
因為人間大部分是苦多於樂 為了解
脫這個人生 我們要有好的信仰
True Buddha School 就是一個好的信
仰 可以讓你有清淨的信仰
︽真佛宗︾講的是身 口 意清
淨 讓你能夠到達佛的淨土 菩薩的
淨土 學習像菩薩一樣慈悲眾生 學
習像佛的精神一樣 解脫整個六道
一直到達心靈的最高境界 這就是我
們的修行 所以 我們修行的目的

在於認明我們來到人世間到底是要做
什麼的？我們最終會得到什麼？佛已
經告訴我們 最終是﹁無所得﹂ 最
終是得不到什麼的
師尊常常講 陳水扁總統已經到
了最高位 可以講是人生的最高點
再也沒有比這更上的啦！可是 你們
看看 在這人生的最高點 他得到了
什麼？再舉一個例子 最有錢的王永
慶 他得到了什麼？再舉一個例子
在我們那個年代最漂亮的明星︱崔苔
菁 崔苔菁是當時最漂亮的明星 她
是我們當時心目中的學生情人 我曾
經到過︿龍山寺﹀ 看到一個燈謎
題目是﹁崔苔菁的屁股﹂ 猜一個作
家的名字 答案是﹁瓊瑤﹂︵音同
﹁窮搖﹂︶；因為崔苔菁是當時最漂
亮的 那時候的胡茵夢也是非常美
叫做﹁胡美人﹂
到了今天 他們都老了！我們也
是一樣 都老了！再來就是一個慘不
忍睹的景象 到最後 什麼都沒有
了！所以 當你看透了人生的百樣
當你完全看透了 你就能夠直心去修
行 讓你自己身清淨 口清淨 意念
清淨 這個就是修行；當你身清淨
口清淨 意念清淨時 你這三樣都清
淨了 你就可以去度化有情眾生 這
就是我們修行的目的
今天 我看到我們的同學都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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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心裡非常激動 他們能夠這麼多
人一起來 而且都是我最敬愛的同
學 有我最欽佩的楊會長 還有少將
署長 還有所有的同學 都是我最敬
愛的！所以 我向大家介紹 我的同
學都是我的情人！我很珍惜人生的這
個﹁情﹂字 你我之間有了﹁情﹂
我絕對不會忘記！因為我從來不喝
﹁忘情水﹂ 我只喝﹁有情水﹂
今天沒有說︽密教大圓滿︾ 因
為時間上是不夠的 另外 我還要講
關於﹁推薦上師﹂的事 第一個 被
推薦的上師 必須對︽真佛宗︾已經
做出很大的貢獻 他出家以後把這個

貢獻獻給︽真佛宗︾ 他才可以成為
金剛阿闍梨 此外 他的人品跟道德
都必須能夠做為人天的師範 這是很
重要的！在宗教界裡面 阿闍梨是很
尊貴的 他的人品跟道德都要非常上
乘 這個是必要的條件 人品跟道德
都要非常上乘 而且對︽真佛宗︾做
出了很大的貢獻 至於教育程度 當
然是越高越好 最好是博士 碩士
我們︽真佛宗︾裡有很多博士 碩
士 博士 碩士的阿闍梨也非常多
如果你的教育程度是博士 碩士 學
士 至少在學歷上 你的知識是非常
淵博的
另外 你的修行要有相應 這也
是一個重點！表示你的身 口 意都
清淨了！當身 口 意都清淨時 你
就會跟你的本尊相應 還要敬師 重
法 實修 這些都是推薦的要點 都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學歷 但自
己本身已經是身 口 意都清淨了
你可以教導別人 讓別人身 口 意
也清淨 這個也是上選 雖然沒有很
高的學歷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 你
要懂得很多知識 這樣才能夠做為人
天的師範 請大家記住這幾個要點
如果是完全對︽真佛宗︾沒有什
麼太大的貢獻 沒有表現 那就等到
你有表現的時候 就能夠成為金剛阿
闍梨 わかゐ︵日語：知道嗎︶？日
本せんぜい︵日本上師︶！わか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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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
另外還有一點 是他們提醒我
的 被推薦的上師 歲數千萬不要太
大 像師尊是﹁十七﹂歲 當然可
以 因為英文是由左而右唸過來 這
樣唸就是﹁七十一﹂ 中文是由右而
左唸過來 這樣唸就是﹁一十七﹂
因此我今年是﹁十七﹂歲 當然是可
以啦！
年紀越輕 越是有為的青年 只
要出家五年以上 年紀越輕越好 不
要等到七十歲了 說什麼﹁人生七十
才開始﹂ 開始什麼？開始掉牙齒
啊！到了那個時候 你說法就會﹁漏
風﹂了 所以 這一點也很重要 年
紀不要太大 但是 年紀也不能太
輕 因為年紀太輕了 佛學知識還沒
有成熟 一般來講 當師父的是在三
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 那是最好
的 這樣 他的佛學知識會比較圓
滿 就能夠說法 這是一個要點
我們要年輕化 因為我們早期出
家的一批上師 老的老 死的死 病
的病 像師尊這樣勇健的沒幾個啊！
你至少要跟師尊比得上 你的體能要
在 師 尊 之 上 你 要 很 strong ︵ 強
壯︶ 有 muscles ︵肌肉︶ 最好
要有﹁六塊肌﹂ 最好就像海軍陸戰
隊的一樣
我雖然是讀︿測量學校﹀ 但

是 我本身對於運動一直堅持 日復
一日 夜復一夜 年復一年 從來沒
有停止過！所以 我摩頂的時候 這
個喊頭痛 那個喊肩膀痛 一個喊肚
子痛 一個喊腰痛 一個喊心臟痛
一個喊膝蓋痛 一個喊香港腳 我統
統都摸透了 跟大家講 老夫什麼都
不痛！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痛！我活
到七十一了 從來沒有﹁四十腰﹂
也沒有﹁五十肩﹂！
我在七十歲時拍了一張照 留著
紀念 讀︿測量學校﹀時 我們︿測
量學校﹀的學生都是登山隊的 因為
大地測量的測量點都是在最高點 我
們一定要爬到最高點 所以 都是登
山隊的！哪一個人爬山爬得贏我們？
我們都是爬山的高手啊！
從宜蘭的南湖大山到高雄的鳳鼻
頭 這中間有好多山 從宜蘭的南宜
大山到木柵︿指南宮﹀的山 再到南
投的最高峰 還有嘉義的阿里山 新
竹的尖筆山 歸仁關廟的山 台中的
山 一直到南湖大山 我以前為台北
的都市計畫做過測量 台北的都市計
畫是我測量的 但是 我現在卻不認
識台北了！釣魚台也是我們測量連去
測的！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今天 師
尊最會爬的是什麼山？枕頭山！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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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風順

2015
Feb.

18
地點：台灣雷藏寺

真空㈲相㈮剛拳
17

大擊法鼓慶吉祥

18

紅包㈲佛菩薩的㆕個㊞記：光明、吉祥、護法、避災難

2015年2月18日除夕之夜，師尊與師
母應邀至〈台灣雷藏寺〉與眾弟子們圍
爐；師母甫回台首度蒞臨雷藏寺，受到
同門的熱情問候，聖尊為「吉祥如意」
紅包加持時說：此紅包已有佛菩薩的四
個印記。
當天是雷藏寺的新餐廳首次啟用，
眾弟子與真佛圍爐，每個人的臉上都充
滿著喜悅的笑容。餐後，蓮僅上師主持

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大家歡樂不已。
餐後，師尊、師母再度來到密壇，
師母於致詞中祝福大家福慧具足、事事
洋洋得意！師尊於開示中祝福大家一羊
風順、一切吉祥、買樂透中大獎！眾弟
子們開心地領取師尊發送的紅包！
領取紅包後，師母特別傳授健康
操，師尊則應邀打金剛拳，令人法喜充
滿，現場掌聲如雷，洋溢著新年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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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圍爐齊歡聚

摸獎

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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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獎

2015
Fe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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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護摩
灌頂：彌勒菩薩不共大法
彌勒白雲觀、賜福灌頂

把色視為幻，當身心不動，
即可凝氣化神，修回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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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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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護摩主尊彌勒菩薩強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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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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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南投縣代理
縣長陳志清先生及夫人 ﹁真佛宗教
授團﹂︱王進賢教授 王耀諄教授
王醴教授 顧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
授 洪欣儀教授 施佳玫教授 林秀
菊教授 游江成博士 林峻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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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雕藝術家王松冠老師 ︿靜乙企業
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師尊大學
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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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母的十九位家眷
感謝吐登悉地仁波切打齋十萬
︿法聲堂﹀打齋十萬元 ︿靜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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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公司﹀董事長吳冠德先生打齋十
萬元 岑浩銘閤家打齋十萬元 鍾賓
桃 馮昌林大德閤家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Happy new year. 今年是羊年 今天
是 彌 勒 菩 薩 的 生 日 ︱ Ulang
Tahun ︵印尼文：生日︶ 幾乎每年
的初一 我們都是以彌勒菩薩來做護
摩 因為初一是祂的生日 我們就在
今天慶祝祂的生日！
今天是羊年的第一天 師母剛剛
已經講過了 給大家祝福：羊年一年
都能夠順順利利 洋洋得意 三陽開
泰 一羊風順！大家都能夠共沐佛
光！在台灣 彌勒菩薩被塑造成像布
袋和尚的形象 是很有大福分的！師
尊在過去受到彌勒菩薩的照應 在下
生的時候賜戴紅冠 今天這個紅色的
寶冠是彌勒菩薩賜戴的！彌勒菩薩是
很慈悲的！
在底沙佛時代 祂有兩個弟子
一個是釋迦牟尼佛 一個就是彌勒菩
薩 彌勒菩薩的成就非常高 釋迦牟
尼佛是普通普通的 反而是彌勒菩
薩︱強巴佛圓滿了一切法！底沙佛觀
察祂們兩個跟娑婆世界的因緣 結果
是釋迦牟尼佛和娑婆世界的因緣先成
熟 所以釋迦牟尼佛先下生人間 成
為娑婆世界的教主！彌勒菩薩之後才
到人間 所以 彌勒菩薩也是大權神
王佛

佛教在印度有兩個派系 一個派
系是龍樹菩薩所創的中觀派｜中觀思
想 一個是彌勒菩薩傳給無著｜唯識
的思想 ﹁唯識﹂跟﹁中觀﹂是佛教
現在很大的兩個思想！將來 彌勒菩
薩下生人間 不會像釋迦牟尼佛那麼
辛苦 祂直接從兜率天下降到人間
開辦了﹁龍華三會﹂！龍華三會是以
唯識的方法來度眾生 那時候的眾生
只要唸一句：﹁南摩不打耶 ﹂就可
以成佛 往生到佛國淨土
問題是 彌勒菩薩龍華三會的時
候 你在不在？今天的主祈者 都是
在龍華三會裡面的人 絕對成佛！大
家會問 報名法會的呢？受灌頂的
呢？就看你們的機緣了！一會沒有
二會也會有 再不然 三會也會有
吧！有三次的機會吧！你受彌勒菩薩
的灌頂 就跟彌勒菩薩有緣！今日的
主祈者在龍華第一會就會成佛 報名
的第二會就會成佛 灌頂的第三會就
會成佛 所以 大家還是會成佛 不
用怕！
彌勒菩薩有龍華三會 祂的唯識
大神變很厲害！唯識的理論很深！玄
奘大師到西域取經 有︽大唐西域
記︾ 從大唐到天竺去求法 學回來
的就是﹁唯識﹂ 什麼是唯識大神
變？彌勒菩薩在龍華樹下 只要祂心
中放出了光明 光明遍照了每一個龍
華三會的人的心 所有的業障在一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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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間就全部消除 變成清淨的佛
性 直接化為光 全部變成般若光
全部的佛性都坐在般若光裡面 一起
飛升 那種場面是非常壯觀的！所有
的般若光全部升空 到兜率天內院的
淨土裡面 這就是直接成佛！是很快
的 光明一出現 所有的人全部化為
光！一句﹁南摩不打耶﹂ 一句﹁南
摩佛﹂ 全部都成就！
不像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說法

四十九年 講了很多的法 教你怎麼
修 修 修 要修得好辛苦 越修越
困難 到最後 佛沒有成 結果都是
成魔 真的很困難！但是 彌勒菩薩
一下來 善緣相聚 可以把你的業障
全都消除 讓大家都成佛 這樣子就
很簡單 非常好！只要我們能夠在龍
華三會裡面 隨便其中一會 你只要
在場 絕對成佛！釋迦牟尼佛在娑婆
世界傳的法很辛苦 希望大家能夠恭
候龍華三會！
有人說 要等到彌勒菩薩下
生 還要等非常長的時間 大家不要
怕 因為在四天王天那邊的一天 等
於人間的五百年 有人問我：﹁彌勒
菩薩還要等幾億年之後才會下生 我
們怎麼辦？﹂不要怕 因為四天王天
是最接近人間的天 那邊的一天等於
人間的五百年 越上去越長 彌勒菩
薩的兜率天是在第四重天 五百加五
百等於一千 再加五百就是一千五
再加五百就是兩千 祂們的一天等於
人間的兩千年 所以 幾億年一下子
就到了！
大家以為很久 天界的年是不一
樣的 天界的算術是不同的 所以
五百年一降 根本就是回到天上一天
而已 然後就下來了 因為人間已經
過了五百年 師尊說要生生世世在娑
婆世界度眾生 因為回到天上也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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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天而已 再下來就是五百年 所
以 幾乎都是在娑婆世界
這數字不知道是怎麼算的？沒辦
法 這不是我們人的腦筋可以想得到
的 所以 彌勒菩薩在度眾生 也是
讓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是非常快！祂
以祂的識變成眾生的識 讓眾生的識
變成彌勒菩薩的識 一下子 神識就
回到了佛天！
今天是彌勒菩薩的聖誕
Happy
birthday and happy new year
實
在是太好了！有一個笑話：老公對老
婆講 今年是羊年 羊年行大運 妳
過去那些年都很辛苦 今年應該給妳
升級 老婆就問老公：﹁為什麼要升
級？﹂老公就講：﹁妳升為大太太！
升為大老婆！﹂想起太太升為大老
婆 我們男士的心中就會非常快樂！
今年是羊年 大家喜歡羊咩咩
因為羊咩咩是很溫柔 很可愛的 也
是最溫馴的！大家要學習羊的精神
因為在十二生肖裡面 羊是最溫馴
最可愛 最可親的 今年 我看見台
灣有曙光 有新的氣象出現！在政治
上有新的氣象 在經濟上有新的氣
象 在社會上也有新的氣象 今年的
幸福指數 我打六十分 是及格的
今年是新的一年 是最好的一年 我
祝福大家：洋洋得意 一羊風順 整
年都是喜洋洋！
今天早上很特別 早上十一點二

十分的時候 在雷藏寺的︿西方境﹀
附近 空中有一隻雄鷹盤旋 還叫了
四聲 我聽得很清楚 那時候 我們
在迎接副總統吳敦義的到來 空中有
雄鷹在叫 可見是有新的氣象！
大年初一就看到雄鷹 哇！不得
了！今天陽光普照 還有雄鷹飛翔
我們雷藏寺光芒萬丈！︿真佛密法﹀
一定紅遍全世界 五大洲！這是非常
吉祥 非常好的！謝謝彌勒菩薩的祝
福！
我們講︽密教大圓滿︾︵盧勝彥
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段經文：
蓮華生大士曾帶我到一座古老的
大殿去參觀 古老的大殿很美 而在
那時 有海螺的聲音吹著 大殿的喇
叭也吹奏了起來 很多很多西藏喇
嘛 穿著褐紅的僧衣 魚貫的進來入
座 他們搖著鈴 深沉的誦經 殿上
的香凝成一重濃濃的霧 那些僧人均
是皮膚褐紅的西藏人 在這種有頻率
的梵音之中 氣氛確實是非常虔誠
蓮華生大士又帶我進入﹁金墓
塔﹂中 祂給我一個最特別的灌頂
這個灌頂就是﹁五塵灌頂﹂
五塵 是色 聲 香 味 觸
因為這五境能污染了真理 所以稱為
﹁五塵﹂ ﹁五塵﹂就是變化﹁五
欲﹂的 色是指美麗的色相 聲是指
宛轉的聲音 香是指芬芳的香氣 味
是指可口的味覺 觸是指適意的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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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就是這五大欲念 使人心起了貪
念
蓮華生大士指出 眼耳鼻舌身
﹁五根﹂所緣之境 就是﹁五境﹂
也 在三界中 欲界有色聲香味觸
色界的初禪天無﹁香味﹂二覺 二禪
天以上則五境全無 唯有意識而已
蓮華生大士傳授大圓滿法的﹁五
塵灌頂﹂如下：
第一﹁色灌頂﹂││上師用一塊
水晶 水晶內有五色光 叫弟子雙目
注視水晶 使五色光變化為虹光 再
將虹光變成大光明藏 其中要訣須當
面親傳 ︵這當中有很大的祕密︶
我先講這第一個灌頂︱﹁色灌
頂﹂ 講到這個人生 師母說師尊今
年是十七歲 還是未成年 應該是姿
色不錯 因為十七歲的姿色都是很好
的 正是青春的時候 他的氣 他的
皮膚 他的整個顏色 光澤 都是非
常好的 他的氣色都是非常好的
為什麼要做﹁色灌頂﹂？就是要
讓你明白什麼是﹁色﹂？大家都知道
顏色 像今天穿的紅色 我今天所穿
的紅色衣服是古代當新郎時所穿的顏
色 今天又剛好是年初一 所以 要
穿紅色 而彌勒菩薩是息災 所以我
穿白色的圍巾 這就是顏色 這個就
是﹁色﹂
所謂的﹁色﹂ 不一定是指美麗

的 很漂亮的 可以說我們的世界就
是﹁色﹂的世界 色也就代表人間
是屬於人間的一種現象 所謂的﹁色
灌頂﹂ 就是讓你完全了解世間種種
的現象和人身體的種種現象 讓你完
全清楚明白 這個才是﹁色灌頂﹂
而不是表面上的那個色 表面上的色
是不算的 表面上是屬於貪 因為
﹁色 聲 香 味 觸﹂都會引起人
的貪念
其實 在密教最早的經典裡面也
有所謂﹁貪﹂的灌頂 ﹁瞋﹂的灌頂
跟﹁痴﹂的灌頂 目的就是要讓你明
白什麼是﹁貪﹂？什麼是﹁瞋﹂？什
麼是﹁痴﹂ 所以 有這種﹁貪
瞋 痴﹂的灌頂 這﹁三毒﹂的灌頂
跟﹁五塵﹂的灌頂 就是要讓你明白
這世間種種的一切 而不是真正給你
這個灌頂 你就可以怎麼樣
不
是的！
我先講一個笑話 我在麵攤叫了
一碗麵吃 不久之後 看到麵攤的老
闆娘在打小孩 小孩被打得很淒慘
我實在看不下去 叫她別打了 老闆
娘講說：﹁不打不行！﹂我問她：
﹁為什麼不打不行？﹂她不肯說 一
個吃麵的客人轉頭柔聲地問小孩：
﹁小朋友 乖！媽媽剛剛為什麼打你
啊？﹂小孩就哭著講：﹁我只是尿尿
在麵鍋裡面 ﹂我低頭看了已經吃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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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碗的麵 回頭對老闆娘講：﹁妳休
息一下 換我來打 ﹂
這個就是瞋 其實 如果是很小
的小孩子的尿 中醫叫它為﹁回籠
水﹂ 那是可以當藥的 你今天去吃
麵 如果小孩子尿尿在麵鍋裡面 那
是有補的 應該給小孩子壓歲錢 所
以你要看清楚人間的一切 我告訴大
家 總有一天 人的小便可以裝成礦
泉水 大家都喝小便礦泉水；日本人
已經發明﹁飲尿﹂︵廣東話︶ 用喝
尿的方法可以治病 等到那麼一天
有人發覺﹁米田共﹂︵糞︶可以治
cancer ︵癌症︶的時候 大家就會
拼命吃﹁米田共﹂了！
其實 食物鏈就是一個迴轉 以
前 我們吃的青菜是用什麼東西種
的？其實 我們間接吃的就是小便跟
大便 是﹁間接﹂的 而且那還是
﹁有機﹂的喔！那個才是好的 那才
是真正的食物鏈 假如是用人造的肥
料 那都是化學的 都是不好的
你要看透這世間 告訴你們 我
看到虛空之中有一個景象 是﹁一個
圓圈 中間一個點 旁邊有三條閃爍
的光 ﹂我問佛菩薩：﹁這虛空中顯
現的景象是什麼？﹂諸天告訴我：
﹁這是所有眾生的源頭 ﹂也可以講
是佛！
欸？大家會覺得很奇怪：﹁這怎
麼是佛？﹂﹁一個圓圈 一個點 三

條﹂ 圓的就是﹁陰﹂ 長形的就是
﹁陽﹂ 是人類的源頭 我看到這個
之後 嚇了一跳！原來人都是圓形的
蟲跟長形的蟲合起來產生的 人就是
蟲變的 這個就是﹁色灌頂﹂ 我現
在講 大家也許還不怎麼了解 我告
訴你們 佛的記號就是﹁一個圓圈
一個點 三條﹂
有一天 大學的法律系舉辦刑法
考試 教授向學生提出第一個問題
是︱﹁什麼叫做詐欺罪？﹂學生回
答：﹁如果教授不讓我考試及格 就
是犯了詐欺罪 ﹂教授非常詫異：
﹁怎麼解釋呢？﹂學生說：﹁根據刑
法 凡利用他人的無知而使其蒙受損
失的人 則犯詐欺罪 ﹂所以 你們
讓人家的考試不及格 就是犯了詐欺
罪！
佛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要給你
﹁色灌頂﹂？就是要讓你明白人生是
什麼樣子？什麼是色？我以前講過
日本有一個久米仙人 祂已經修行成
就了 有一天 祂乘著雲在空中飛
那一天飛得很低 經過一條河 河邊
有少女在洗衣服 久米仙人從空中一
看！結果 祂的雲就散開了 祂的雙
腳站不住 整個人就從空中掉下來！
祂趕快定下心來 之後 祂又飛上去
了 祂看到什麼？原來是少女在河邊
洗衣服的時候 那個日本和服穿得很
寬鬆 祂就看到了兩個﹁木瓜﹂︵胸

部︶ 心一動 就掉下去了 後來
久米仙人就抱了一個裸體美女在祂的
壇城 眼睛就看著裸體的美女 一直
修到祂的身跟心都不動 這就是修
﹁色灌頂﹂
修行很簡單 你的身不動 就是
﹁守戒﹂ 你的心不動 氣就會凝
固 氣一凝固 你的神光就會出現
神光一出現 你的氣就會在你的身體
裡面上下交流 你就能夠凝神入天
心 當這個神可以出去 就是﹁出陽
神﹂ 當你練得純淨了 可以出陽
神 你就能夠成就了 在道家是就這
樣講的！
將來 在﹁大圓滿法﹂裡面也會
提到 在阿達爾瑪佛裡面也會提到
在大殊勝嚇嚕嘎也會提到 在大幻化
網金剛也會提到 身不動 就是守
戒 心不動 你的氣就會平 當你把
氣運到了三個丹田 氣不出去 就會
凝固 氣能夠凝固就叫做﹁胎息﹂
胎息能夠溫養成就 就會變成神 就
會發出光 這個就是修行
白天的時候 神是在人的眼睛裡
面 到了晚上 神就跑到你的腎臟
裡 一切的作夢都是腎臟影響了喉
輪 再由喉輪影響 你就會做了很多
奇奇怪怪的夢 其中還有很多是色的
夢 如果你的腎不堅固的話 就容易
外漏 修行跟我們人體是一樣的 我
們的身體叫做﹁色身﹂ 當你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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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灌頂﹂ 你就能夠修好你的色
身 久米仙人就是這樣子修的
蓮華生大士言明 ﹁色灌頂﹂有
用美女為試驗者 傳﹁色灌頂﹂時
美女在修行者跟前舞蹈 渾身動作惹
火 而修持者 目雖見 而心不見
把美女色相看成虛無 完全了了不動
心 甚至與美女相擁相抱 均可無動
於衷 這是﹁色塵灌頂﹂
我告訴大家 你如果沒有修行的
工夫 千萬不能做 密教有所謂佛跟
佛母相擁的像 阿達爾瑪佛的像是雙
身 大幻化網的像也是雙身 都是有
雙身的像 你們看了 心必須不動
要把祂看成一個幻 是一種幻出來的
形相
事實上 ﹁色灌頂﹂就是要教你
把色看成幻；色就是幻出來的形相
你沒有工夫的人 千萬不能做 一
做 就會入了魔 修佛修不成 反而
入了魔 真正的佛是能夠身不動 心
也不能動 就算心動 身動 祂還能
夠把氣上下運動 把氣凝在三個丹
田 上丹田在眉心 中丹田在心際
下丹田在臍下四指的地方 那個就是
道家藏養胎息真正的內竅
只要是中醫 都知道神在哪裡？
白天 你的神在眼睛；晚上 你的神
就進到腎臟 你的眼睛所看見的就是
色 所以要有﹁色灌頂﹂

講個笑話 有一天晚上 蒙面的
搶匪在街上搶劫了一個衣冠楚楚的男
子 搶匪用槍指著男子講：﹁把你的
錢給我！﹂男子勃然大怒地說：﹁你
怎麼可以這樣子做呢？我是國會議
員 ﹂搶匪就講：﹁喔！那就把我的
錢還給我 ﹂這個是巴西梁勇給我的
笑話
還有一個笑話 一個天使在空中
飛 當祂摸到勝利女神的寶冠 祂知
道是美國紐約到了；祂再飛啊飛的
當祂觸摸到一個尖尖的鐵塔 祂知道
是到了法國巴黎鐵塔；天使再飛啊飛
的 突然間 祂的手錶不見了 祂當
下知道 原來是到巴西了
這世界上的搶匪還是很多的 告
訴大家 這是世間上的一種現象 因
為財會引起人的貪 你要看破啊！我
教你要怎麼看破 當看到財 我們要
聚集財來做法務 因為宣傳法務必須
要有財 還有一種﹁財﹂ 就是要聚
集你的功德 那就是上佛天的﹁法
財 ﹂這一點是真正重要的 在人間
弘法必須要有﹁法財﹂ 上佛天也要
有﹁法財﹂ 那才是永遠的
地上的財 將來都是﹁無所得﹂
的 要認清這個 才會懂得﹁色灌
頂﹂的意義！你要消滅你自己的貪
念 你要除掉你自己的貪念 你現在
所聚集的錢財不一定是你用得到的

當你把錢用盡了 那些錢才是你的
錢 用不到的錢都不是你的 你聚集
那些錢是沒有用的 ﹁色灌頂﹂就是
要讓你認清楚 你必須要聚集上佛天
的法財
銀行裡 古小姐的座位被排在入
口處 常常有人問東問西的 久而久
之 古小姐就覺得不勝其煩 有一
天 她突然想到一個妙計 便放了一
個此處非詢問處的牌子 之後 來辦
事的人都問古小姐：﹁請問詢問處在
哪裡？﹂不管怎麼做 結果還是一樣
的
師尊說法那麼多年 會成佛的自
然都成佛了 不會成佛的還是不會成
佛 能夠消除色的人 自然會消除
不能夠消除色的人 還是不能消除
你有貪心的 還是繼續在貪 不會有
貪心的 他永遠是順其自然 就不會
貪心；會貪心的還是繼續貪 不會貪
心的就是不會貪心 都是一樣的
我今天坐在法座上說法 是在說
什麼啊？其實 我坐在法座上 不過
在順其大家的自然而已 在順大家的
心而已 跟大家提醒提醒而已 會成
就的就會有成就 不會成就的還是不
會成就 只是讓大家多一層知識而
已 辦一場法會 讓大家來消磨羊年
的第一天 到了有一天 因緣具足
了 你們也會成就 不要怪師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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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尊其實已經講了很多 但是大
家聽了 想做的人 你們就做 不做
的還是不做 都是一樣的
﹁五塵灌頂﹂是非常稀有的 只
有密教才有 可以讓你明白真正的色
相是什麼 你能夠修回來嗎？如果你
能夠逆著你的貪 瞋 痴 你就可以
回到佛天 如果你順著你的貪 瞋
痴 順著你的色 聲 香 味 觸
你就永遠會在六道輪迴 這就是瑤池
金母在︻瑤池金母定慧解脫真經︼裡
面 教你﹁還本﹂ 你從哪裡漏出去
的 就從哪裡收回來！
師尊現在修練到什麼程度？我沒
有漏出去 自然也不用收回來 因為
我根本沒有漏出去 永遠在身體裡
面 從上面降到下面 又從下面提到
上面 又從上面降到下面 又從下面
提到上面；從上丹田降到下丹田 又
從下丹田升到上丹田 這樣來來回
回 這就是﹁法輪自轉﹂ 就是讓你
的氣從上丹田到下丹田 下丹田到上
丹田 這一股氣永遠在那邊跑來跑
去 跑到最後氣能夠凝住了 能夠發
光了 能夠變成神了 精化為氣 氣
化為神 神還成虛 虛又還成道
你會﹁逆轉﹂嗎？一般人都不
會﹁逆轉﹂的 一見色就往下走 就
變成六道輪迴 當你能夠在你的身體
裡面逆轉 你永遠不會漏出去 也永
遠不用吸回來 因為你的氣永遠在身

體裡面自轉
﹁法輪功﹂的道理就是這個道
理 它是運轉小周天 它自己會轉
為什麼會自轉？就像日月啊！太陽
月亮 不用你去轉 它自己會轉 地
球也會轉 我們身體為什麼不會轉？
是因為你在六道輪迴 你也在轉 只
是越轉越糟糕 我們行者是越轉越有
神氣 那個氣一直在轉 越轉越有神
氣 轉到變成神 這神就放光 這個
光就是唯識！升上佛天 你看天上一
個記號 ﹁一個圈 一個點；一個

表更上一層樓

陰 一個陽；圓的是陰 直的是
陽 ﹂還是回到原來
受了﹁色灌頂﹂之後 你就自己
會轉 不會轉的就轉到下面去六道輪
迴 真正能轉的 就會轉到佛天 這
就是︻瑤池金母定慧解脫真經︼裡面
所講的﹁還本﹂ 師尊就是講﹁拉回
來﹂ 拉得回來的就會回來 拉不回
來的還是不會回來
阿彌陀佛！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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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年正㈪初㆒
吳副總統㉃台灣雷藏寺參香禮佛

吳 敦 義 副 總統 蒞 臨

雄鷹呼嘯盤旋 吉兆佳徵

今

聖尊蓮生佛活佛致詞

天是大年初一，我們很榮幸，歡迎吳副總統的到
來，讓雷藏寺蓬蓽生輝！
我們希望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氣象，今天陽光普照，還
有雄鷹在雷藏寺的上方盤旋嘯叫，這雄鷹單獨出現，表示
吳副總統可以更上一層樓！這雄鷹就是天上之王的象徵，
牠在虛空中叫了好幾聲，就是非常歡迎吳副總統的意思，
這是非常好的吉兆！
有這樣的光明，又有雄鷹翱翔，在這大年初一，有這
樣的吉兆，希望吳副總統的未來跟陽光一樣那麼燦爛！希
望我們的國家非常昌隆！
我們也歡迎南投縣長和所有的貴賓光臨，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新年好運連連！洋洋得意！一羊風順！每一個人
都羊年行大運！

祝福大家事業興旺、幸福美滿、
春光滿面喜洋洋。
是吉祥的象徵，羊是祥瑞的兆
羊頭，羊是幸福的標誌，羊是健

師母蓮香上師致詞

康的語意，羊是美滿的財源。
我在此祝福《真佛宗》的同
門，羊年福慧到，春光滿面喜洋洋，
事業興旺旺旺旺，幸福美滿爆爆爆；
祝福根本傳承上師身體健康、年輕強
壯、廣度眾生，鴻運高照，羊年只有
一十七。
我簡短地報告請假三個月的心
得：第一，在健康方面有進步；第
二，很多同門看到我都說：「師母的
精神看起來非常好、非常愉快活

潑。」第三，我自認為在心靈上的修
為有突破性的境界和進步。
感謝很多同門在這段期間對我
的關懷和思念，有些同門還專程搭飛
機到西雅圖送溫暖，我的內心真的很
感謝大家。我雖然是靜修，但我的心
還是掛在師尊、同門和法務，我還是
默默地協調人事、宗務，很認真地做
我該做的事。
感恩師尊的攝召，我今天才能
再回到這裡。祝福大家年年快樂、天
天快樂、日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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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藏寺佛光普照，
宗教和諧，
國泰民安！
副總統吳敦義先生致詞
真佛宗》開山宗主—上蓮下生
《大師，以及在場的各位，大家
好！

▲蓮生法王致贈新書著作《打開寶庫之門》及彌勒
菩薩金身予吳副總統。

▲吳副總統致贈總統府春節福袋予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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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蓮生活佛已經認識三十幾年
了，祂是〈聯勤測量學校〉的高材
生，對於人世間一切的有形都測量得
很準，對於無形的，也判斷得很準。
今天陽光普照，象徵我們共同的期
待，那就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這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放眼全世界，台灣是最了不起的
國家！台灣是全世界宗教最和諧的，
這是非常棒的，不論哪一個宗教，都
能夠勸人為善，做好事、說好話、存
好心，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宗教
的和諧，社會也就和諧了！
希望大家都能「自心和悅」，在
我們的心裡佛光普照，每天都是陽光
普照；也希望大家都能「人我和
敬」，就像我崇敬蓮生活佛，我也崇
敬縣長為國、為民服務，也崇敬在座
每一位做公益、照顧社會的人；希望
大家都能「內心和樂、家庭和樂」，
我們共同的期待就是社會和諧、世界
和平。
南投是台灣的地理中心，我三十
幾年前做縣長時記得很清楚，在南投
縣的縣歌裡有一段文字是這樣的：
「玉山高、霧社壯，明潭美、溪頭
涼，埔里山清水秀、鹿谷鳥語茶
香。」現在要加上「雷藏寺佛光普
照」。最後，希望人人健康、家家幸
福、萬事如意！

請法儀式

首傳
阿達爾瑪佛不共大法

請法單位：台灣雷藏寺

由〈台灣雷藏寺〉
蓮哲上師（敬獻黃金寶瓶）
蓮栽上師（敬獻鑲金法王寶冠）
蓮歐上師（敬獻龍袍）
蓮勤上師（敬獻法王帽）
向蓮生活佛請法，祈請蓮生活佛於
二○一五年三月七日法駕〈台灣雷
藏寺〉主持「新春祈福—阿達爾瑪
佛護摩大法會」，首傳「大殊勝赫
魯嘎－大幻化網金剛法」，首灌
「阿達爾瑪佛本尊法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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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

請法儀式

二傳

【燃燈雜誌】

請法單位：台北中觀堂

〈中觀堂〉蓮悅上師（敬獻法王冠、
法王袍）、蓮妙上師（敬獻無相大幻
化網金剛畫）、蓮追法師（敬獻本初
佛—普賢如來唐卡）、蓮秀法師（敬
獻大幻化網金剛唐卡）、沙雕藝術家
王松冠老師（敬獻「見即解脫壇
城」—大幻化網金剛立體壇城），向
34

蓮生活佛請法，祈請蓮生活佛於二○
一五年三月八日法駕台北〈中正紀念
堂〉主持「無上密大幻化網金剛護國
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二傳「大殊
勝赫魯嘎－大幻化網金剛法」，首灌
「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灌頂」。

2015
Fe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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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財神護摩
灌頂：紅財神不共大法

﹁色灌頂﹂的原義是﹁無色灌頂﹂，
是由㈲形修到㆒切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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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
主尊︱資糧主﹁嘎那巴底耶﹂ 敬
禮壇城三寶 敬禮瑤池金母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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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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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教授博士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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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
授 游江成博士；︿華光功德會﹀
總會長常仁上師 台灣區︿華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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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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尊大學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
女士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表 台南
市蔡旺詮議員代表 香港傑出企業家
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
婷女士 西雅圖成功企業家陳阿權女
士等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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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昊天金闕無極紫龍皇道
院﹀ 他的主尊是大白傘蓋佛母 特
別致贈十六組的花盆
大家新年好！恭喜發財！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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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감사합니
다︵韓語：謝謝︶ Sawadikap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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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真佛宗︾的長老│常智
上師推薦回信中心的蓮舅法師 將灌
頂為金剛阿闍梨 還有一位法師 台
北的︿法聲堂﹀ 以及啟仲師兄 他

們都推薦這位法師 但是
我們再等待一點機緣 這位
法師他必須要再度五百眾
他如果把度了五百眾的名單
交出來 就給他金剛阿闍梨
的灌頂
︿黃帝雷藏寺﹀剛剛請
法 我們會在︿黃帝雷藏
寺﹀傳金母虎頭金剛的灌
頂 另外 春蓮教授師說：
﹁接財神很重要 要盡速報
名 當天也有網路直播 ﹂
灌頂虎頭金剛的好處已經寫
在宣傳裡面 我就不用唸
了 總之 是希望越多人參
加越好
今年的大年初一 我們
︿台灣雷藏寺﹀滿轟動的
有很多電視台以及平面媒體
都有報導 因為當時有一隻
雄鷹在︿台灣雷藏寺﹀的上
空盤旋嘯叫 那天有看到雄
鷹的人請舉手 哇！有不少
人舉手 有很多人都看到雄
鷹在雷藏寺的上空盤旋；剛
好 副總統吳敦義先生到達
︿台灣雷藏寺﹀ 是在初一
的早上十一點二十分
這雄鷹到底是在叫什麼
呢？仔細地推敲 這個雄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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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嘯叫是﹁啾
啾
啾
﹂叫
得很大聲！剛好副總統來到 副總統
當時的致詞說：﹁師尊是︿聯勤測量
學校﹀的學生 有形的測得很準 無
形的也測得很準！﹂如果你們聽得懂
雄鷹的嘯叫 其實 牠正是在叫：
﹁選總統！選總統！選總統！﹂因為
明年︵二○一六︶是選總統的年 很
多人對這個非常敏感
怎麼那麼剛好！他一來到雷藏
寺 那時候剛好有一隻鷹在上面盤
旋！而且是雄鷹喔！是老鷹喔！很少
看到老鷹飛在草屯的山上 那天居然
有一隻雄鷹在雷藏寺的上空盤旋！這
個就是吉兆！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
情！

雄鷹盤旋 還叫了好幾聲 師母
說她聽到叫了六聲 叫了六聲是很不
錯的 成績很高了！師母的耳朵很
好 她聽到的是﹁選總統﹂ 所以我
們雷藏寺今年年初特別轟動 電視台
一直報導﹁雄鷹盤旋﹂這件事 那天
還有陽光普照
我們今天要向嘎那巴底耶祈求
台灣目前這塊大地缺少水 有旱災的
現象 大象最會噴水了 希望嘎那巴
底耶的法會完了以後就下雨 我唱一
條歌吧：﹁淅瀝淅瀝 嘩啦嘩啦 雨
下來了 我的媽媽帶著雨傘來接我！
淅瀝淅瀝 嘩啦嘩啦 啦啦啦 ﹂下
雨啊！該要下雨了！下多一點雨！讓

石門水庫都滿起來！希望水氣增加
鋒面來到 普降甘霖！這是向嘎那巴
底耶︱紅財神祈求 因為祂是資糧
主 我們求祂什麼 祂都會有感應
我記得我跟桃園市長鄭文燦一起
吃飯時 他說：﹁唉呀！石門水庫快
要沒有水了 ﹂我就講：﹁你到桃園
最北方的土地公廟去求雨 ﹂他說：
﹁北方在哪裡啊？﹂就有人講：﹁在
龜山！﹂龜山是桃園最北的地方 他
就真的到龜山的土地公廟去求雨 就
在求完雨之後 他們一走出來 馬上
就下雨 這是小的感應 希望今天嘎
那巴底耶給我們一個大的感應！
另外 希望三月八日在台北︿中
正紀念堂﹀ 蓮悅上師主辦的﹁大幻
化網金剛大法會﹂不要下雨 蓮悅上
師辦了幾次大法會 在︿中正紀念
堂﹀辦了有兩次 還有頭城辦了一
次 三次都是下大雨 這一次就不要
下雨啦！因為有︿優人神鼓﹀的表
演 那個鼓是不能夠淋到雨的 這個
鼓一淋到雨的話 那就破功了
﹁大幻化網﹂的這個﹁網﹂是光
明的網 不是﹁雨下如網﹂的網！至
於︿台灣雷藏寺﹀的﹁阿達爾瑪佛法
會﹂ 隨祂啦！我們不能求太多 求
一個下雨的 一個不要下雨的 讓天
公好做一點 乾脆 這幾天就下雨
吧！在﹁大幻化網法會﹂的那天就不
要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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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做嘎那巴底耶的護摩 我
記得我們到印度時 在印度的第一
天 我們坐上遊覽車 一出來就看到
一頭好大的大象走在馬路上 遊覽車
的導遊講：﹁在印度 只要出門的時
候看到大象 就是非常吉祥的！﹂大
象就是我們的﹁嘎那巴底耶﹂ 那是
非常吉祥的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大
象的人都是非常有福分的
後 來 我 們 去 遊 覽 Touch my
heart ︱泰姬陵︵ Taj Mahal ︶
那天晚上坐火車回來
New
Delhi ︵新德里︶一片黑暗 但是
煙火一直放個不停 我們不知道是什
麼節日 後來問了 原來是嘎那巴底
耶︱紅財神的生日 我們恭逢其會
在印度碰到紅財神的生日
印度有三大神 第一大神就是大
梵天 祂騎的是天鵝 所以鵝在印度
也是很珍貴的 在印度教裡 大梵天
是創造天地的神 另外 有一個是破
壞神 破壞神就是希瓦 也稱為濕婆
神 祂是第二大神 祂騎的是大白
牛 所以 在印度的街上可以看到很
多白色的牛走來走去 牛跟車走在一
起 還有一個是保護神 就是維濕
奴 維濕奴騎著﹁迦魯達﹂ 也就是
﹁大鵬金翅鳥﹂ ﹁嗡 維濕奴耶
梭哈 嗡 別炸 迦魯達 炸咧炸
咧 吽 呸 ﹂就是保護神︱維濕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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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咒語
除了印度教三大神 另外還有第
四大神 也就是今天我們護摩法會的
﹁嘎那巴底耶﹂ 祂是印度最大的財
神 也是西藏密宗的資糧主 今天主
祈的人可以買彩券 但是 你中獎之
後不要講出來 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
上師都虎視眈眈 如果你中了獎 他
就會向你募款 請你把錢拿出來蓋
廟 所以 你們中獎之後都不要講
跟師尊講就好了
我們在︽真佛宗︾修行都是很有
福氣的 真的有人中了大獎 但是他
沒有講出來 他只有拉住師尊的手
說：﹁我中了！﹂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 也沒有看到他的紅包有很大
在這過年的時候 紅包要大一點！今
天 資糧主在這裡 一定會賜給我們
新年開春樂透大彩 開春大彩一定會
有的！
我們有一個弟子在高雄 他那一
天開車送菜 送進了高雄的監獄 剛
好高雄監獄發生劫獄事件 那個弟子
就躲在監獄的廁所裡面 然後反鎖
他躲了十四個小時 他說他原先是坐
在馬桶上不停發抖 歹徒曾經開門要
進廁所 因為廁所的門被他反鎖 歹
徒打不開門 後來就尿在圍牆邊 那
位同門說：﹁一開始 真的是不停發
抖 但是 唸佛之後就感覺心很
安 ﹂

你們看 拜佛就有這種好處 連
一點皮毛之傷都沒有！我們學佛的
人 很認真修法的人 都不會有什麼
意外 我們新春大年初一發的紅包就
是護身佛牌 可以避免所有的災難
所以 大家可以放心 安心 你只要
戴這個護身牌在身上 都可以很平安
吉祥 資糧主會給我們賜福 祂的咒
語是：﹁嗡 嘎拉巴底耶 梭哈 ﹂
我剛剛唸了兩個咒 一個是
﹁嗡 沙拉沙底耶 梭哈﹂ 一個是
﹁嗡 沙拉沙底耶 梭哈 嗡 嘎拉
巴底耶 梭哈﹂ ﹁沙拉沙底耶﹂是
妙音天女 也就是才藝天女 也就是
辯才天 因為﹁辯才天﹂跟﹁嘎拉巴
底耶﹂是好朋友 所以我先唸祂的女
朋友名字 再唸祂的名字 祂就會非
常高興 會賜給我們一切吉祥如意
大家可以觀想紅財神是紅色的
祂的形相有兩隻手臂 也有四隻手臂
的 也有六隻手臂的 還有很多手臂
的；祂是用舞蹈的姿勢顯現在蓮花上
面 祂的腳踩著吐寶鼠 你想要求財
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忿怒手
印﹂舉金剛杵 唸金剛薩埵的真言：
﹁嗡 別炸 薩埵啊 吽 呸 ﹂請
金剛薩埵降臨
你用﹁忿怒手印﹂拿著金剛杵
按在祂的頭上 向祂祈求：﹁請嘎拉
巴底耶吐出我想要的珍寶 我想要一
千公斤黃金！﹂祂就會從祂的鼻子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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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你要的珍寶 這就是一個法 另
外 你也可以摸著祂的鼻子 然後先
唸祂的女朋友：﹁嗡 沙拉沙底耶
梭哈 嗡 沙拉沙底耶 梭哈 嗡
沙拉沙底耶 梭哈 ﹂唸三遍 然後
再唸祂的咒語三遍 咒語唸三遍 摸
祂的鼻子三遍
師尊有一個地方 供養了很多佛
菩薩 常仁上師在那裡就看到一尊嘎
拉巴底耶 他問我：﹁可以不可以
摸？﹂我說可以 常仁上師的︿華光
功德會﹀跟︿十方同修會﹀在香港發
展得非常好 那是我家﹁嘎拉巴底
耶﹂賜給你的 將來會越來越順 我
們今天受灌頂的人 每一個人都會越
來越順！
大年初三做這一尊 這是很好
的！祂喜歡吃蘿蔔 也喜歡吃香蕉
我在泰國時 我們去騎象 我看到大
象吃香蕉是一口就一串 包括繩子
包括香蕉的頭 全部都一起吃下去！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象的嘴巴張得那麼
大 一串香蕉可以這樣吞下去 哇！
牠吃得很高興 當人家拿紅包給牠
牠也會拿 但是牠又會把紅包吐出
來 因為牠知道紅包裡面有錢 這個
象是非常聰明的
﹁嘎拉巴底耶﹂本身就是破壞神
的兒子 祂的手印就是﹁象鼻﹂的意
思 這就是嘎拉巴底耶的手印︵師尊

示範結手印︶ 雙手外縛 也可以內
縛 尾指伸直 就是﹁嘎拉巴底耶﹂
的手印 有形相 有咒語 有手印
有這三個因素 就可以有﹁紅財神
法﹂的儀軌 今天 紅財神就介紹到
這裡
我再講一下︽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段內
容：
我知道密宗佛像 有很多很多的
雙身佛 雙身金剛明王 這雙身佛及
雙身金剛明王 原意味了除去﹁色
境﹂的﹁色塵灌頂﹂ 並不是淫穢
的 這是境界不同 所以看法互異
色塵灌頂能令﹁眼根清淨﹂
然而﹁色塵灌頂﹂ 若非有上師
指導 千萬不可胡來 隨便找一個美
女在你面前舞蹈 也要修﹁色塵灌
頂﹂ 這是中了﹁密法毒素﹂
這個密法是有毒的 不要以為
﹁色塵灌頂﹂是教你修什麼法 不是
的！人一出生之後 本身就有慾望
一出生就帶著慾望 那是屬於物質上
的慾望 但是 我們還有一種心靈上
的慾望 心靈上最高的慾望是什麼？
那就是成佛 當菩薩 當緣覺 當聲
聞 那是心靈上最高的慾望 我們不
是沒有慾望 還是有慾望的 但是
記得 最大的力量來自於宇宙 來自
於虛空 你還是要懂得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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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初一的時候跟大家講過 凡
夫所結的胎叫做﹁凡胎﹂ 在八卦裡
面 ﹁乾﹂是天 ﹁坤﹂是地 ﹁天
地 日月 陰陽 水火﹂都是一種象
徵 道家講﹁一陰一陽是為道﹂ 世
間人因為慾望 所以結了凡胎 修行
人不結凡胎 結的是聖胎 因為每一
個人身上自有陰陽
所謂的﹁先天氣﹂就是﹁乾﹂
﹁後天氣﹂就是﹁坤﹂；所謂的
﹁龍﹂就是﹁水﹂ ﹁虎﹂就是
﹁火﹂ 再告訴大家一點 在你的身
上︱﹁水中有火﹂ ﹁火中也有
水﹂ 你的身上自有陰陽 你能夠把
你身上的火跟水調得非常均勻 就叫
做﹁丹﹂ 這個丹結成了 就會變成
一個胎 這個胎叫做﹁聖胎﹂
這個﹁聖胎﹂加上﹁先天氣﹂
加上了神 你就可以光彩奪目 最重
要的是在一個﹁靜﹂字 一個是動
一個是靜 動屬於火 靜屬於水 動
靜能夠合宜 水火能夠交融；在密教
講﹁水火交融﹂ 在道家講﹁龍虎相
交﹂；當水火交融 龍虎相交時 在
你的身上就可以陰陽合一 就可以結
胎 那就是﹁聖胎﹂
我們密教講的﹁後天氣﹂ 就是
指我們吸進來的氣 如果這後天氣能
夠進入中脈 就會變成﹁先天氣﹂
告訴大家 禪宗在無形之中也是在修
氣 脈 明點 因為禪宗有講過 當

你入了禪 忘了我 忘了世間的一
切 這個時候 身空 法空 心空
性空 你的身體空了 心也空了 法
也了空 性也空了 當你得到這﹁四
空﹂的時候 先天氣自然就會進到你
的身體
就像密教的寶瓶氣一樣 利用練
﹁寶瓶氣﹂的方法 讓後天氣進入中
脈變成先天氣 這個才叫做﹁陰陽合
一﹂ 這﹁陰陽合一﹂不是指男女關
係 這段文字寫的﹁色塵灌頂﹂ 是
要讓你明白先天氣跟後天氣 讓你明
白你身上的水火能夠合一 龍虎能夠
合一 靜寂的時候跟神合一 你才能
夠放光！
告訴大家﹁寶瓶氣﹂很重要的一
個口訣 當你用完全呼吸把一口氣吸
到丹田之後 你馬上閉住呼吸 一閉
住了 你不再呼吸 這個時候 氣在
你的下丹田會慢慢上升 氣會往上
走 當氣到了你的上丹田時 你的口
不要呼出去 那口氣在頂上也出不
去 它又會下降 經過中丹田 又降
到下丹田 之後 它又會上升到上丹
田 再下降到下丹田 這樣來來回
回 你就會得到法味 就會有那一種
大樂產生出來 這是﹁寶瓶氣﹂很重
要的口訣
當你閉住了那口氣 它從下面也
出不去 從上面也出不去 它只好進
入中脈 然後在你身體裡面上上下

下 這上上下下就會產生一種法味
這就是修氣的方法 ﹁寶瓶氣﹂的修
氣方法 就是要讓你的氣不要透出
去 然後加上你身上的丹田火 下丹
田就是火的地方 讓氣跟火結合 化
精為氣 精就是水；化精為氣 化氣
為神 化神還虛 化虛返道 那就合
於道！這就是道！
道家的原理是﹁精 氣 神﹂
密教的原理就是﹁氣 脈 明點﹂
明點就是水 脈就是你的佛性 脈就
等於是佛性 這個東西結合起來就變
成聖胎 這個聖胎會放光 聖胎會變
成神 神就會放光 修行的道理就在
這裡
所以 ﹁龍虎相交﹂就是水火互
相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道家講的﹁鉛
汞合一﹂︱鉛跟汞合在一起 到最後
就變成﹁日月相交﹂ 也就是﹁天地
相交﹂ 在八卦裡面就是講﹁乾坤合
一﹂︱乾跟坤合在一起 這就是一種
修行 這是修行的工夫
當氣透不出去時 它就會進入中
脈 就會變成先天氣 我們人本來就
是由先天氣來的 一斷了根之後 就
變成後天 就是你自己的呼吸 所以
要把﹁後天﹂再轉成﹁先天﹂ 這個
就是瑤池金母在︻瑤池金母定慧解脫
真經︼裡面講的﹁返本還元﹂
講個笑話 有一對恩愛的夫妻在
公園散步 他們是真佛弟子 先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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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親愛的 為什麼你已經快五
十歲了 但是每次跟你在一起 總是
感覺你只有十八歲 而且天天都有和
你談戀愛的感覺 你是不是修了什麼
法？﹂太太說：﹁唉呀！討厭！被你
發覺了 我有修﹃敬愛法﹄ ﹂先生
說：﹁喔！原來是這樣 ﹂太太反問
先生：﹁雖然你這麼愛我 為什麼我
老是看到你的衣服有女生的頭髮跟香
水味？但是我又不會生氣 這是怎麼
回事呢？﹂先生就回答：﹁妳不知道
嗎？我是專修﹃息災法﹄的 ﹂
密教有﹁敬愛法﹂ 有﹁息災
法﹂ 嘎拉巴底耶也有﹁敬愛法﹂
當你修成了﹁嘎拉巴底耶﹂ 你就有
象鼻 可以往前伸十萬八千里 往左
伸十萬八千里 往右伸十萬八千里
前 後 左 右 你都可以伸了 你
的鼻子能夠用捲的啊！嘎拉巴底耶的
﹁敬愛法﹂是很厲害的！你可以觀想
你的女朋友 就算她住在台北 你可
以觀想把鼻子伸出去 把她捲在你的
鼻子裡 再捲到你身邊 跟你合一
這個就是﹁敬愛法﹂
香港的蓮花棟才跟蓮花美琪 你
們兩個站起來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
啊？六月結婚！哇！六月新娘是最好
的 恭喜你們！棟才他一定有修嘎拉
巴底耶的法 他把美琪一捲 美琪就
一直跟在他身邊 好！恭喜你們

Congratulations ︵ 恭 喜 ︶ 你 們
看 這對俊男美女 多好啊！
再講個笑話 老了以後就會慢慢
明白了 戴三百塊的錶跟三百萬的
錶 時間是一樣的；喝三十塊的酒跟
三千塊的酒 嘔吐是一樣的；住三十
坪的房子跟三百坪的房子 孤獨是一
樣的；總有一天 你會明白內心真正
的快樂是物質世界永遠給予不了的
抽十塊錢的菸跟抽一百塊錢的菸都會
得到肺癌 坐頭等艙 坐經濟艙一樣
會失聯 當飛機失事了 一樣回不
來 所以想明白了 知足常樂 能有
老朋友聊聊天 在一起胡說八道 這
才是幸福！
陳傳芳的這個笑話 是叫我們追
求心靈上 不要追求物質 真的！師
尊住的地方 有十幾坪的 也有兩百
坪的 但是 我住十幾坪跟住兩百
坪 我都很好睡 所以是一樣的 十
幾坪的 兩百坪 沒有差別
可以跟師母開個玩笑嗎？︵師母
答：可以︶坦白講 師母這四十年
來 非常辛苦 今天的 True Buddha
Scool ︵真佛宗︶ 有一半是她的功
勞 她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非常優
秀！師尊也對她很好 她就算不坐在
這個位子上 我還是會唸著她的名
字 其實 很委屈妳 真的！我坐得
這麼高 妳坐得那麼低 實在很委屈

妳；妳應該更上一層樓 我想給你升
級！升什麼級啊？她本來就是老婆
升個﹁大﹂吧！讓妳成為﹁大老
婆﹂！
有一個女的對她的男朋友講：
﹁如果我跟妳媽媽掉到水裡 你會先
救哪一個？﹂這個是老問題 男的
講：﹁我媽媽從小就在河邊長大 很
會游泳 她會救妳！﹂﹁你為什麼不
自己跳下來救我呢？﹂女朋友很生氣
地講 男朋友講：﹁我要是跳下去
妳就完了！因為我不會游泳 我媽媽
肯定先救我！﹂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人本身就是有慾望的 其實 我
們學佛其實也是會有慾望 但是 有
了慾望 你要學習把慾望整個放空
掉 你想要每天都很好睡覺 就要把
那些所有雜七雜八的事情 全部忘得
一乾二淨！當全部忘了 你的腦筋不
想了 意念沒有妄想 當你的意念完
全都不想的時候 先天氣就來了 就
補足了你身上所有一切的營養 這一
點非常重要！
你想要睡眠睡得好 你就不要在
腦海裡面想著那些煩惱；把一些垃圾
全部丟掉 你就安心了 你不去想東
想西 你就能夠很快進入睡眠 這是
睡眠最重要的一個口訣 當你懂得如
何能夠有好的睡眠 你就會懂得禪
定 睡眠跟禪定的道理是一樣的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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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身體裡面的垃圾全部都拿掉 腦
海裡面一切都空了 你就能夠很安定
地進入禪定
這時候 先天氣自然補足 宇宙
的先天氣就會自然下降；這時候你就
一片﹁虛明﹂ 所謂﹁虛﹂ 就是什
麼都沒有 ﹁明﹂就是光明 禪宗就
是學這個 那我們密教由有形的修到
無形的 當修到一切都空了 這就是
﹁色灌頂﹂ 也就是﹁無色灌頂﹂
怎麼有這種笑話呢？有一個小姐
遇到上京趕考的窮書生避雨 當小姐
發覺對方是很有才華的人之後 就以
身相許 次日 小姐垂淚送書生：
﹁君若高中 莫負妾身 ﹂﹁君若高
中﹂的意思就是考中狀元 榜元 探
花 進士 書生發誓之後就走了 小
姐讓丫環把書生的名字記錄在冊 丫
環講：﹁這已經是第五十個書生
了！﹂小姐說：﹁沒辦法！投資也要
分散風險 總有一個會考上進士
吧！﹂這個就是慾望
我們要把所有的慾望忘掉 因為
時間是很快的 人很快就會從年輕變
成老人 當你老的時候 你就會跟陳
傳芳這位資深美女有一樣的想法 陳
傳芳是四川人 她年輕的時候非常漂
亮 你今天看到她 你就會知道她為
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年輕的小姐也要
有這種想法
中國四川的小姐都是非常美麗

的 陳傳芳年輕的時候更是不得了！
我跟她認識二十多年了 在二十多年
前 我看到陳傳芳的時候 我也會頭
暈一陣子；現在終於解脫了 不再頭
暈 也沒有感覺 真正過著幸福快樂
的日子
在二十年前 師尊看到陳傳芳
看 到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加州四位小女孩 意謂﹁加
州四大媽﹂︶ 師尊都會頭暈 現在
終於解脫了 師尊現在的定力很強
一坐下來 什麼都忘掉了 不管是古
代的四大美女 還是現代的四大美
女 或是未來的四大美女 統統都空
了！所以 師尊很好睡
師尊是不是很好睡 問師母就知
道了！︵師母講：很像甘迺迪︶ 怎
麼會像﹁甘迺迪﹂︵師尊以台語發
音 近似﹁好像豬﹂︶呢？我不是
慧君才是﹁甘迺迪﹂ 在這大過年
要講什麼祝福慧君才好？ You are
so skinny ︵妳好瘦︶
you are a
beautiful lady ︵ 妳 是 美 麗 的 小
姐︶ 她的心非常好 她很開朗 就
是喜歡吃蛋糕 豬腳而已
總之 過新年 我們希望嘎拉巴
底耶賜福給大家 讓大家資糧具足
生意興隆 財運亨通 祝大家發財
人人中彩券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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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儀式

〈黃帝雷藏寺〉於「紅財神護摩大
法會」前，由蓮花春蓮教授師率領
眾上師、法師，舉行隆重的請法儀
式，所敬獻的珍貴供品計有：
真鈔花束（春蓮教授師代表）、供
養金（春蓮教授師、董事長雷豐毅
代表）、一桶金（蓮墻上師代
表）、法王冠（蓮郢上師代表）、
龍袍（樂智上師代表）、金母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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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筆（蓮噶法師代表）、虎頭金
剛令牌（蓮琪上師代表）、極品黃
金財神香（蓮楹上師代表）、黃金
餐盤（蓮尚法師代表）、金母葫蘆
聚寶瓶（副理事長賀賓代表）；最
後獻請「十二生肖財神旗」，向師
尊、師母以及大眾拜年，感恩施佛
大加持，同時祝福大家幸福快樂發
財一整年。

法語均霑

成
築

但有時嘴裡幸福

連塊巧克力也比不上

腦袋卻不一定

幻戲莫執

莫欺人太甚吧！

雨乃如﹁茶﹂之樂

要真正的幸福與滿足

心的調伏當然才是關鍵

巧克力有什麼﹁使命﹂麼？
說﹁使命﹂太誇張 哈！哈！
但因時因境對某類人 或許有點兒人生的安慰

哈哈

幻進幻出的傢伙

怎樣對付煩惱？被弄進去很快拉出來麼？
仍然找不到這個實物 進了腦胸後撐著 挺難受的
這個煩惱其實只是幻

但卻會鑽心裂肺

煩惱不是個實物

這個幸福感或算是個實物

■蓮曉上師
■但若不對等時，請記起你的根本傳承上師，記起你自心的空性，也毋須瞋怨疑困。

蓮上拾點露珠
莫入戲中執難受

成因敗方

﹁壞事﹂一起組拆演義而
女依男才嬌

莫入戲中執難受

受得了是享受

樂借苦才顯

這個世界是由﹁好事﹂
晴憑雨而美
有由無混一
受不了也要受
要知只是在看戲
真正的﹁好了﹂

能看什麼現況都﹁好﹂︵依禪淨力︶ ﹁好﹂就是
﹁了﹂；若總是不﹁好﹂ 就無法﹁了﹂︵解脫︶
﹁好了﹂！
是必﹁置之死地﹂︵不抱期望也無

這個才是真正的﹁好了﹂
﹁好了﹂要做到
絕望︶而後生的

巧克力的﹁安慰﹂
吃巧克力有幸福感麼？我個人覺得是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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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認識不到壞事的

三二知己 明窗几淨 燃香觀雨
一切淨慮 也算是人生如茶之樂吧！
若遇雨中無人 孤獨亦然安足矣！
道心不是雨可以阻的
考試一個人 有時用晴天 有時用雨天
經歷都是妙的
正要灰心 雨就停了
走過才能學會
對於沒有被壞事幹掉過的人

然與自然
但與此同時

就算在冬天

亦應當不受花開花落

想辦法令大家都開心

唯此無我獨尊

為要啊！

天

就算在暮年 心裡永遠在晨年
大家與我才是真正的我 混沌空妙

但是

壽﹂

考試最好對等

患得患失的折磨

心裡永遠是春

唯此無我獨尊！

記起你自

總是愈容易快樂和不夭折且﹁長

沒有黑暗 燈火也不亮堂
外面有冷酷 室內更溫暖
愛從哪裡長出來？就從習慣了恨的人間吧！
陰霾中不埋怨 心空便自有晴朗的綻放了！

亮火長成在黑暗

承受力愈強的人

但若不對等時 請記起你的根本傳承上師
心的空性 也毋須瞋怨疑困

什麼級數的樹就能承受什麼級

什麼級數的樹就能承受什麼級數的風
樹樹當然平等
數的風

只有中過槍才學會避免受槍

有不少事是教不會人的

超過多了

玩遊戲機的
人教人

才會令人學到實在的智慧

就會害了它

事教人

很多人不走過彎路 就無法信任直路
少年教不聽的 只能留待事物去教會他
所以古人云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過來人﹂就是走過了才能學會做人
在折騰裡修煉不受折磨
在不知足的生活中 時常修煉提起所有的同時
放下所有 就是向著知足移近了
我們不得不經歷萬紫千紅的折騰 那是動人故事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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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佛很清楚明白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就算凡心是合起來的，但還是如蓮華一樣，你那顆被包藏的心仍然是圓明潔淨的佛心。

發菩提心論

打開也好

凡

心跟佛心一樣 都是圓滿的月輪 這是一個老問題 文言
文往往太過簡略 太簡略的結果就是看起來好像是﹁凡心

不管是被包起來也好

亦乃三世修行證有前後 及達悟也無去來今 凡人心
如合蓮華 佛心如滿月 此觀若成 十方國土 若淨若

但凡人

可以悟佛性；你修﹁阿字

使凡人被煩惱 慾望 各種執著綑綁 縛束住了
仍然存有跟圓滿月輪一樣圓明潔淨的佛性

所以 這段話並不是講﹁凡心 佛心﹂的對比 這段
話的含意很深 不全然是講﹁對比﹂ 重點是要表達︱即

六道含識 三乘行位 及三世國土成壞 眾生業差
菩薩因地行相 三世諸佛 悉於中現證本尊身 滿足

穢
別
普賢一切行願故
及達悟也無去來今

間 應該要加一個逗點 就是﹁及達悟也 無去來
﹂意思就是當你真的悟了 你就知道根本沒有去 沒

﹁

你修﹁月輪觀﹂

觀﹂ 可以證悟﹁無生﹂；你修﹁三密﹂可以相應菩提
心；你修﹁五相成身﹂ 可以相應本尊 當這四個階段都

所以

有來 也沒有現在；既然沒有現在 也就沒有過去
未來 雖然你經歷三世的修行 知道悟道有前有後
真正悟道的人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修證了之後 接著就是﹁此觀若成﹂ 這個﹁此觀﹂的意
思就是說﹁當你修三摩地法門成就的時候﹂ 因為這四個

沒有
但

當你通達了這種證悟之後 祖師接著講：﹁凡人心如
合蓮華 佛心如滿月 ﹂意思就是說一般凡夫的心是包起

養師尊

﹂師尊翻著經書

然後看看我：﹁那你還有什麼

﹂
供

被綑綁的

來 沒有打開的蓮花 那是狹隘的 有偏狹的
心；佛的心就像滿月一樣 那是圓明潔淨的

﹁凡人心如合蓮華﹂我們凡夫的心就像包起來的蓮
花 為什麼還是﹁蓮花﹂呢？祖師的意思就是︱其實你那
顆圓明潔淨的心還是存在的 只是被包在裡面 所以你看
不見你的圓明潔淨的佛性

沒有︽月燈三昧經︾？﹂師尊淺淺地笑一下：﹁沒有
我從袋子裡拿出經書：﹁這一本就是︽月燈三昧經︾

階段的修行方法都是在修﹁三摩地﹂
我曾經帶了一本︽月燈三昧經︾去西雅圖供養師尊
我帶著︽月燈三昧經︾去問事 我說：﹁請問師尊 您有

今

﹂這句話的﹁也﹂跟﹁無﹂之

是合起來的蓮華 佛心是滿月﹂ 其實這句話真正要說的
是︱就算凡心是合起來的 但還是如蓮華一樣 你那顆被
包藏的心仍然是圓明潔淨的佛心

︵文接三三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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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要告訴我的？﹂我說：﹁弟子想在根本上師面前發
因為累生累世都在佛的面前發過這個誓願 這一生也

這兩句話真的是有祕密！我只能用師尊講過的幾句
話給大家暗示 師尊說：﹁無論如何 沒有召請不到的佛
菩薩

所有的佛

菩薩都是自心流露 自心化現的 ﹂第三 師尊說：﹁當
我在為弟子摩頂加持的時候 我都是看著自己的佛性 ﹂

師尊說：﹁我在做供養的時候

將滅之時 都願意來弘揚三摩地法門 ﹂師尊說：
﹁好！﹂就這個﹁好﹂字 我這個誓願就成立了！這就是

該這樣做

因為這裡

這些話都指向一個東西 這個不能講的東西就是︱
﹁此觀若成 悉於中現證本尊身﹂ 其實 應該只要講：

﹂第二

我為什麼在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會特別有感觸
都在講﹁三摩地法門﹂

﹁此觀若成 現證本尊身 ﹂
我 們 先不 談 這 裡面的祕 密 我們 就談從 ﹁此 觀若
成﹂到﹁滿足普賢一切行願故﹂ 這裡講的是什麼？請看

即使佛法

你想要成佛 就只有﹁三摩地﹂這條路 當我在跟師
尊學︿華嚴十地品﹀的時候 講到了八地以上時 師尊
講：﹁你仔細看 前七地跟八 九 十有什麼不同？﹂我

這一段經文的最後︱﹁若歸本則是密嚴國土不起于座能成
一切事﹂ 這前面講的總結就是這一句話

﹂我接著說：﹁弟子願意生生世世

仔細看過之後說：﹁八地以上只剩一招要修 就是禪定
三摩地 ﹂其他的都不是功課了 因為他已經會習慣地做

佛是什麼樣的境界？

持戒 布施 忍辱
剩下的就是三摩地的工夫
我後來才知道三摩地要做到什麼地步 原來 三摩地
也就是佛的境界

身

﹁受用身﹂

﹁變化身﹂

﹁平等身﹂

講白了 意思就是︱我們都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等流身﹂也就是﹁等同身﹂的意思 有些經典是

﹁密嚴國土﹂講的是毘盧遮那佛的淨土 之後還講
到﹁等流身﹂ 如果說﹁等流身﹂就是指佛菩薩所示現的
任何形體 那麼 一切諸尊都是密嚴淨土所化現的等流

要做到﹁任運﹂

佛可以做到既是慈悲眾生 同時也可以寂靜禪定！也就是
說 佛在禪定的時候 祂也可以同時在度眾生；祂在度眾

講﹁自性身﹂
都是相同的意思

若淨 若 穢

其實

﹂意思就是﹁相等

一

日本德

﹂ 十方國 土當然 有淨有

裟婆世界

他的

因為它畢

穢土是哪兒？就是

︱ 待 續 ︱

三善道也是穢土

欣求淨土﹂

﹁穢﹂就是指我們這個五濁惡世

三惡道
竟不是佛國淨土

指我們人間

旗幟上寫著﹁厭離穢土

穢

﹁孔雀明王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師尊在講孔雀明王法的時候說：

生的時候 祂也是在禪定之中；祂從來都沒有離開過禪
定 也沒有不度眾生的時候 那真的是太難了！

樣﹂的
﹁十 方 國 土

所以

﹁此觀若成 十方國土 若淨若穢 六道含識 三乘
行位 及三世國土成壞 眾生業差別 菩薩因地行相 三
世諸佛 悉於中現證本尊身 ﹂最後這句話有兩種講法

川家康打仗的目的就是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是穢土
這一段經文要怎麼看呢？這段的重點是在﹁此觀若
然後直接跳到﹁悉於中現證本尊身﹂ 你三摩地修

一種是﹁悉於中 現證本尊身﹂ 另一種是﹁悉於中現
證本尊身﹂ 我們就採用﹁悉於中現證本尊身﹂
成﹂

你現證本尊身的話

哇！那就不得了了！這兩句話裡

成

面是有祕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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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很好了！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
容？那就是曙光的﹁曙﹂字 表示
光明已經出現 陽光的第一道曙光
已經出現！在政治上 應該會有大
的革新；在經濟上 也會有大的發
展；整個社會會比較安定 整個大
環境算是及格
記者：師尊認為今年會更好
大家都羊羊得意！請問師尊 如果
民眾想招財 招好運的話 有什麼
好方法？
蓮生活佛：想在今年招財的方
法就是﹁一羊風順﹂ 一羊風順是
代表著一艘船 把這艘船放在客
廳 船頭朝向家裡 表示這是一艘
向著房子裡 往內開的船 台灣話

■文∕︿燃燈﹀編輯部

就叫做﹁大船入港﹂；要在船的帆
上寫著﹁一羊風順﹂ 還要在船上
裝著元寶或是吉祥物 這不僅是很
好的吉兆 而且可以招來財富
記者：雷藏寺往年發送新年紅
包時 在紅包裡面放的是﹁錢
母﹂ 可是 今年放的是護身符
請問師尊 這護身符有什麼樣的含
意？
蓮生活佛：我今天身上所戴的
也是一種護身符 有時候 這護身
符會比金錢更有意義 大家都知
道 在日常生活中難免會碰到天災
人禍 有地震 火災 風災 水
災 車禍
還有種種意外的災
難 我們難免會碰到 今年發送護

蓮生活佛接受非凡、民視、㆔立、㆗㆝聯合採訪
記者：新年恭喜！師尊 可以
請您向大家拜個年嗎？
蓮生活佛：是的 大家好！祝
大家羊年行大運 每個人都身體健
康 萬事如意 事事吉祥 羊羊得
意！
記者：在去年︵二○一四︶
師尊為我們的國運打了四十分 而
在事實上 大家確實是過得滿辛苦
的 今年羊年 您為我們的國運打
幾分？我們國家今年的運勢是如
何？您能用一個字來形容嗎？
蓮生活佛：對於今年的國運
我算了一下 今年的分數剛好及
格︱六十分 以現在的整個國際局
勢來看 能夠有六十分的成績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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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牌的意思就是可以保護
你 讓你在這一年之中
都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都
是很吉祥的；你把護身牌
戴在身上 你會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六時都吉
祥 當你每一天都吉祥
自然就可以進財 而且
你的身體也會健康
這護身牌比往年所發
的母錢還來得重要 有了
這護身牌 不是保你一年
平安而已 而是一生平
安 都沒有意外 這就無
形 的 財 富 ！ 所 謂 的
﹁財﹂ 不是指錢而已
當你有了健康的身體 當
你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那
也是無形的財和福分 你
沒有健康的身體 什麼財
來了也沒有用
記者：所以 今天來
雷藏寺領到了這個護身
牌 就是好運氣的開始？
蓮生活佛：對！今天
來到︿台灣雷藏寺﹀ 你
就會有永遠的好福分和好
福氣

記者：三月七日在︿台灣雷藏
寺﹀ 三月八日在︿中正紀念
堂﹀ 這兩天都有很特別的法會
請師尊談一下這兩場法會的主尊
蓮生活佛：三月七日的主尊是
阿達爾瑪佛 三月八日的主尊是大
幻化網金剛 阿達爾瑪佛是本初
佛 大幻化網金剛是本初佛化現出
來的金剛；祂們是最大的佛和最大
的金剛 很少人傳這個法 只要你
來參加 你就會知道這一尊是不同
的 也是不凡的 祂有最大的法
力 能夠讓一個國家 甚至於全世
界 都能夠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記者：去年有瘟疫傳染的問
題 今年才一開始就有雞瘟的傳染
病 請問師尊 今年這些瘟疫的傳
染 會不會有所改善？有沒有六十
分？
蓮生活佛：就是剛剛好及格︱
六十分 應該會比去年好一點 不
過 瘟疫還是會流行 還是會有小
型的戰爭 在台灣的這片土地上
還是會發生一些災難 所以 發送
這個護身牌的原因就在這裡 可以
讓你避免意外 讓你永遠都是吉祥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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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本尊法﹂最好是在清晨 因為
在清晨的時候 比較清淨 表示是
一天的開始 經過一夜的沉澱以
後 你來修﹁本尊法﹂是最好的
到了晚上比較混沌 一天的空氣都
已經亂掉了 你在生活上也做了很
多事情 你的念頭也不是那麼清
淨 那時是修﹁金剛法﹂的時候
修法是有時間性的 要配合
時間 早上起來最清淨 你修﹁本
尊法﹂ 想跟本尊相應 這是最好
的時候；到了晚上 因為一切都是
混沌的 你修你的護法 也就是
﹁金剛法﹂ 這是最好的時候 此
外 密教有分﹁白月﹂和﹁黑
月﹂ ﹁白月﹂就是初一到十五
十六到三十日是屬於﹁黑月﹂ 就
是修﹁降伏法﹂最好的時候
記者：如果沒有時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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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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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請師尊開示 人生如
衝浪 有高有低才有樂趣；可是
成佛是無苦無樂的境界 這樣有什
麼好呢？為什麼要成佛？
蓮生活佛：的確！人間有人
間的好 成佛有成佛的好 按照佛
所講的﹁因緣法﹂ 這世間的一切
都是因緣 到最後都是歸於空 佛
就是以寂滅為最大的快樂 也就是
什麼感覺都沒有 一直都在清淨之
中；佛認為這樣就是最快樂的事
情 因為我們處在人世間 大部分
都是苦多於樂
記者：聽說傳統的藏密在
﹁殊勝日﹂唸佛 行善 會有幾
億 幾萬倍的功德 有這樣的說法
嗎？
蓮生活佛：一般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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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就只有幾天的休息時間
可以修嗎？
蓮生活佛：也可以啦！並不
是都要完全照規定修法 有些人
說在某種日子修某種法能增加什
麼？就好像在蓮華生大士的生日
︵農曆七月十日︶修法的話 就
是平時修﹁蓮華生大士法﹂的幾
倍 是有這種講法 但 修行人
是不看日子的 反正每一天都要
修就對了 不用去看今天修這個
法是否可以幫助幾倍
記者：師尊在日前講過 希
望執政者可以對前總統陳水扁先
生寬容一點 請師尊再談一下您
的感想
蓮生活佛：我是滿同情陳總
統的 在他任職的那幾年 陳總
統是有政治的狂熱 最後卻因為
貪汙案使他進入牢房 一個人的
一生都會有變化的 我常常以陳
總統做為例子 他曾當到最高權
位的總統 最後卻又變成階下
囚 他這個人生的變化 實在太
大了 一般人是承受不起的
我看過他的一張照片 他在
經過美國德州時 人家送他牛仔
帽 牛仔衣和馬靴 他爬到桌
上 當時是那種趾高氣揚的神

采 如今卻變成階下囚；看到這
樣 我的心裡也是有很深刻的覺
受 覺得人生真的是變化無常啊！
我很同情他 假如他最後能有圓滿
的下場 那是最好的
其實 他受的苦已經滿多的
了 像這樣受苦 關了他六年 沒
死也只剩半條命了 我是滿同情陳
總統的 為什麼不特赦他呢？如
今 他可以保外就醫了 這也是當
政者一種慈悲的心 是不錯了！
記者：再請教另外一個政治
紅人 就是柯Ｐ ︵ 現任台北市長
柯文哲︶ 他做人很直白 講話也
很直率 常常有一些﹁柯語錄﹂發
生 還有很多人在追隨著他
蓮生活佛：醫生有醫生的特
質 醫生講話的速度非常快 我有
很多的醫生弟子 講話都特別快
而且不經過腦筋想 病人一進來就
說：﹁你是什麼情形
好！你
吃這個藥就好了
﹂看一個病
人只要兩 三分鐘就結束 因為掛
號的有兩 三百人 沒辦法跟病人
長談 醫生一看病人就馬上開處
方：﹁好 可以了！﹂病人若再問
什麼 ﹁這個不要緊 ﹂然後就結
束了 醫生講話都是很直 很快
有時候 病人一講完自己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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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就馬上下判斷 馬上就開藥
柯Ｐ就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記者：對於他的快人快語
您是否贊同？
蓮生活佛：他這種風格 是
會吸引人的 有些政治人物在講話
的時候 不會那麼快 不會決定那
麼快 而他快人快語的講話風格
當然在一段時間裡 會有很多人欣
賞他 因為醫生的特性就快 所以
他處理事情的手法也快 這種方
式 還是會有很多人欣賞 而
且 他跟一般政治人物不太
一樣 他比較敢講 一般政
治人物講話都要經過深思熟
慮 想一想再講出來 這樣
比較不容易出錯？所以 我
認為他在一時之間 他的作
風跟做事的態度 當然是很
吸引人
但是 我看到他拆違建 就
是很堅持在幾天內要將違建全部拆
除 他不怕得罪人 如果是別的行
政長官就會想：﹁這樣會得罪人
會掉民心 ﹂只要將這些人的違建
一拆 他就會對你產生反感 但他
不怕 他就是有這種敢的精神
如果是我來當台北市長 要
拆違建的話 第一個我就要考慮
因為沒有人沒有違建的 ﹁整個台

北市的違建統統都要拆！﹂這句話
一講出來 所有人的心都涼掉了！
為什麼？因為很多人的房子都有違
建的 蓋了三樓一定會有鐵皮屋的
第四樓 大家有樣學樣 都會多蓋
一層樓 都是在檢查過了之後再蓋
的
像這樣檢查過了再蓋的 整
個台北市都是 不是只有那幾戶
你可以爬到最高樓去看 哪一家上
面不是鐵皮屋？所以 如果要拆的
話 要有很大的膽子才敢做 不是
那麼簡單 到時候 大家可以再
觀察看看他的風評會變成怎
麼樣
記者：才女作家施
寄青過世 她曾經講過：
﹁人生就是黃粱一夢 夢醒的
時候就拍拍屁股走人 ﹂這跟王安
石的﹁夢詩﹂有點像 請問師尊認
同她的人生觀嗎？
蓮生活佛：我當然認同施寄
青所講的﹁黃粱一夢﹂這句話 但
我不認同施寄青的其他某些觀點
是這樣的 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我不認識她 她受了一位女士的影
響 然後在她寫的文章裡面批評
我 是那種不是很好的批評 她並
沒有聽兩方面的話 她只聽到一方
講的話 她就把我寫進她的文章

如果她要寫我 那就要聽聽我的說
法 這樣才叫做﹁平衡報導﹂啊！
但她只聽一方面的話 就把文章寫
出來 這一點是不太好
記者：您有向她提出抗議
嗎？
蓮生活佛：我沒有向她提出
抗議 我只是在心裡想：﹁施寄
青 妳何必隨便聽人家講講就寫出
來呢？那根本不是事實 ﹂我的好
至少也有八成吧！我的壞只有兩
成 她把我寫得十成都是壞的 那
就不太好 如果寫我有兩成是不好
的 有八成是好的 就還可以啦！
因為 我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完人
只要是人 都會有缺點 你
把我的缺點寫出來 我會承認 但
是 也必須加上我的優點 那才叫
做﹁平衡報導﹂啊！但她沒有 她
只聽信壞的一面就寫出來 這樣就
不好！這是我對她的觀感
但是
她講的﹁黃粱一
夢﹂ 這倒是真的 因為 我從來
沒有想過我到了七十一歲會變成這
樣 人生都是變來變去的 如果按
照農民曆的算法 我今年已經是七
十一歲了 我刻意由右至左讀過
來 那就變成是﹁十七﹂歲了 我
還未成年呢！
記者：所以 師尊是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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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對記者們說明手掌的印記。

歲的人生態度在過生活？
蓮生活佛：我始終沒有覺得
自己老 我感覺我好像還是年輕的
樣子 以前 我看到老人家 我會
想到自己七十歲的時候 那會是什
麼樣？有時候 看到媒體一登出
來︱﹁七旬老翁在路上被車子撞
死﹂ 因為七旬老翁過馬路 當然
走路會比較慢 還好！我今年才十

七歲
記者：有人說 成吉思汗的
大軍在滅了西夏王朝後 為了怕西
夏族的亡者作祟 所以把亡者的手
砍斷 這些亡者在轉世後就出現類
似被砍的﹁斷掌﹂；又聽說 只要
是活佛轉世 祂的身上也會帶一些
﹁印記﹂ 請問 這﹁斷掌﹂
﹁印記﹂和個人的命運有何關聯？
蓮生活佛：其實
人身上的五官就是一種
﹁印記﹂ 眉毛以上
代表年輕時的運氣；從
眉毛到鼻子 是中年的
運氣；鼻子到下巴 是
晚年的運氣 這是﹁三
庭相法﹂ 眉毛就是兄
弟宮 眼睛就是智慧
宮 鼻子就是財富宮
嘴巴就是你將來的作
為 下巴就是奴僕宮
太陽穴就是屬於桃花
宮 會不會犯桃花 都
有印記的
人一出生就會有印
記 眉毛 眼睛 鼻
子 嘴巴 耳朵 每一
個人的臉型都不一樣
沒有一個人是一樣的；

雖然只有這幾樣東西 組合之後就
統統都不一樣 其實 全身都是
相！你出生之後會怎麼樣 全都帶
著命運
成吉思汗大軍把人家的手砍
斷 這﹁斷掌﹂當然也是印記的一
種 轉世的仁波切 活佛 一樣會
有印記 一般來說 他的眼睛是大
且亮 是很有智慧的眼睛 手掌裡
面會有﹁海螺﹂的印記 聰不聰
明 就要看手掌裡有多少智慧眼？
一般來講 智慧眼都會長眼睫毛
有智慧的會長眼睫毛 沒有智慧
的 就只有兩條線而已 這都是天
生的 都是有記號的
記者：印記都是天生的 後
天就要靠修行？
蓮生活佛：對！後天就要靠
修行
記者：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
都是﹁二十二Ｋ ﹂︵ 二萬二千︶
的薪資 之前 師尊曾講過 台灣
人可以到國外賺錢 再賺回台灣
用 現在 已經有很多台灣人去澳
洲 新加坡賺錢 除了這些地方
還有哪幾個地方比較好 可以賺外
幣回來的？
蓮生活佛：這種賺錢的事
就是﹁哪邊涼快哪邊去﹂ 這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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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道理 台灣雖然是寶島
但 想要在這裡賺錢 不容易啊！
一些大學畢業生 或是碩士 博士
畢業的 很多人還是賺不到錢 雖
然他們都是屬於專業的人 但這裡
沒有需要那麼多人才 所以 大部
分的人才都外流 這當然是不好的
現象
希望台灣要把人才留住 讓
人適其才 這樣才會增長台灣的經
濟 如果人才外流 但他們賺了錢
會再拿回來 那樣 也是好事；但
如果他們賺了錢之後 人跟錢都留
在國外 那就不好了
我們曉得 在國外打工都是
不很容易的啊！到了一個陌生的地
方 你要重新開始 都是很辛苦

的！尤其是美國 加拿
大 都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都要看身分 如果你
沒有工作准證 那是沒有
辦法工作的；台灣現在也
是一樣 要有工作准證才
能工作 還有很多國家的
薪水都比台灣高 都是很
好的地方 都是可以去
的
記者：中國的前景如
何？是否可以前進中國？
蓮生活佛：中國將來
的發展 因為開放的關
係 對於經濟和整個國家建設 需
要很多人才 去中國做事情 可以
賺很多錢 是沒有錯的
記者：如果身上有一點錢
您建議可以往哪邊投資？房地產會
好嗎？
蓮生活佛：中國的地很大
想投資房地產 就要看你個人的眼
光 台灣人有一句話：﹁買地要買
雞屎地 ﹂意思就是說 你的眼光
要放得準 要知道這裡將來是不是
會發展 一旦發展起來 你就會旺
得不得了 尤其中國 地大物博
如果你到青海 甘肅買房地產 你
可能就要放個幾百年才會發達 所
以 你必須要確實看得出來才行

以前 我曾到印尼看地理
我走到一個地方之後 也就是現在
︿印尼雷藏寺﹀的所在地 當時是
荒郊遍野 什麼都沒有 我說：
﹁雷藏寺蓋在這裡是正確的 將來
這裡的土地會暴漲到二十倍以
上 ﹂他們聽了我話的 馬上就買
了 不到幾年而已 真的漲了二十
倍以上
像我剛買台中七期的房子
時 當時才幾棟房子而已 四周是
荒草遍野 野狗成群 都是流浪
狗 只有五棟房子 當初︿新光三
越﹀︵台灣的百貨公司︶要蓋在七
期的時候 所有人都說：﹁誰會去
那裡啊？荒郊野外！﹂沒想到這
︿新光三越﹀是賺錢最多的 其
實 也不過十年而已 十年之後
你再回頭看 天啊！七期已經全部
都是高樓大廈了！
如果你的眼光準的話 如果
當初你買土地 一大片的土地才
一 二億 這些蓋大樓的公司 當
時是這樣買土地的 現在已經是十
倍 二十倍以上 十年前 這裡的
房子一坪才八萬 現在 聽說一坪
要五十萬 六十萬 所以 眼光要
看得準
我本來住美國 後來到台灣
閉關 我說要買這裡 當時師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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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師母說：﹁我們家在美國
你在台灣買房子幹什麼？你還是會
回美國的 在台灣買房子 不是留
一個房子在台灣嗎？那不好 ﹂我
說 是土地公叫我買的 她不太相
信 後來 我們就在 agent︵ 房產
仲介︶的面前拿銅板卜杯 一擲
杯 欸！連續三個都是﹁聖杯﹂
於是 一坪八萬 就買了！現在如
果要賣的話 那不得了了 是七期
耶！台中的精華就在這裡
我曾經幫人家看地理
一去到荒郊野外 眼前幾座
山 山底下都是曠野 根本
就無人居住 全部都是樹林
和野狗 我講：﹁這裡會發
達！﹂他們說：﹁有可能
嗎？你帶我們來這裡 要我
們買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有
可能會發達嗎？﹂過了幾年 那裡
變成一個 city︱ 一個大的城市
在那裡興建起來
記者：請問 您是看風水的
好壞？還是問當地的土地公？
蓮生活佛：都有！如果風水
很好的話 那裡的地神會講：﹁再
過幾年 這裡會變成一個城市 ﹂
我在美國看到一塊樹林地 當時也
是沒有人住 我跟當時在場的人

講：﹁這一塊地 將來是世界第一
富豪所居住的地方 ﹂跟著我的那
幾個人都說：﹁這裡會變成世界第
一富豪住的地方？哪有可能？﹂他
們都不相信 也沒有人買那裡的
地 我說：﹁這塊地真的很好 將
來就是第一富豪的地 ﹂當時 大
家 都 說 不 好 後 來 就 是 Bill
Gates 比爾蓋茲的土地 真的是世
界第一富豪 Microsoft︵ 微軟公
司︶就是蓋在那裡 那裡的發展非
常 迅 速 在 西 雅 圖 的 Overlake,
Bellevue︵ 西 雅 圖 的 地 區 名
稱︶蓋起來 就是世界第一
富豪的地
記者：我們沒有錢買
土地 我們就是把人身安全
顧好就好了 最近很多情殺案
有時候真的是防不勝防 師尊剛講
說 過年時穿紅色的衣服 可以招
桃花 一般人都是想要正緣的桃
花 如果遇到爛的桃花該怎麼辦？
蓮生活佛：外面有所謂的
﹁斬桃花﹂ 心裡安慰就好了 我
們知道 人心容易變壞 所以 只
要像學佛的人一樣 學習祝福人
家 心量就會寬大 我當軍人的時
候 軍中有所謂的﹁廁所文化﹂
就是在廁所裡面寫一些字：﹁天涯

何處無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花？﹂
意思也是叫你要心胸寬大
有的男生愛女生 愛得死去
活來 在殺她一刀的時候還講：
﹁我愛妳！﹂殺一刀喊一聲﹁我愛
妳﹂ 其實 這是﹁佔有﹂的心
理 學佛的人就不會這樣 學佛人
的心胸開放 不會佔有 而是彼此
互相照顧；情侶就是要彼此互相照
顧 互相容忍 如果女朋友愛上別
人 沒有關係！你要想一想 天下
的女生多得很；你應該要祝福她
說不定她所嫁的人比跟你在一起還
要幸福
我叫大家要修行 意思就是
要你心量放開 若心量太狹小 老
是想要佔住一個人 那就不好了！
所以 必須要從教育下手 不要
﹁情人看刀﹂ 你不愛我 我就把
你拖下水 讓你很難看 如果有那
種心理 那就不好
記者：如何才能招正緣呢？
蓮生活佛：我覺得人的﹁感
覺﹂很重要 憑著﹁感覺﹂走 如
果你看到對方就心生歡喜 那就是
有緣 但是 緣也會變化 好緣會
變成惡緣 惡緣也會變成好緣 如
果是越看越好 就會變成永遠 有
些男生看到每一個女生都好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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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題賜墨寶，祝福大家「吽吽吽發發發」。

女生也是這樣；所以 還是找師尊
先算一算 看到底哪一個是好的桃
花 哪一個是爛的桃花
但有時候 這樣也不行喔！
有一次 一位華航的空姐提兩個男
朋友的名單給我 問我哪一個比較
好 我算一算之後：﹁這個比較
好 妳可以跟這一個人結婚 ﹂結
果那位華航小姐就跟另外一個男朋
友講：﹁師尊幫我算了 說我跟你
沒結婚的緣 我們分手吧！﹂哇！
結果那個男的一喝酒醉就找我 所

以 如果你找到真正的對象 你分
不清好壞 我可以幫你挑 但不要
告訴別人
記者：請問師尊可以傳授跟
師母的夫妻相處之道嗎？
蓮生活佛：我跟師母還不錯
啦！當初 我跟師母結婚是很好的
緣分 她幫助我很多 我也很認真
地做事情 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很認真 都希望完
美 她也是要求比較完美的那一
種 所以 我們的相處都很好 我

了解她的個性 她也了解我的個
性 彼此之間還算融洽
了解了之後 就不要踏到她
的﹁地雷﹂！我出去外面 我不會
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就買回來給
她 因為她的眼光跟我不同；所
以 我不會買東西送她 這也是一
種﹁地雷﹂ 她的眼光很獨到 她
有她的習慣 所以 不要違反她的
習慣 我不要踩到她的地雷 她也
不會踩我的地雷 我們彼此就是這
樣 所以 我們相處得還很好

訪談結束後 聖尊應眾人請
求 當場賜下一幅墨寶 藉此墨寶
祝福所有人﹁吽吽吽發發發﹂
筆者看著活佛的墨寶 回味
著活佛的開示 覺得顯教所說的
﹁心﹂ 或是密教所說的﹁念
力﹂ 似乎是天地間最大的力量
更是祕密中的祕密！如果行 住
坐 臥間 大家都能用正念的心
覺受就會有所不同 當心與法界合
一時 終將成就蓮生活佛所書之
﹁吽吽吽發發發﹂

◆備註：此次採訪內容刊登於㆓○
㆒㈤年㆓㈪份第㈦㆒㈥期的︽壹週
刊︾及㆓○㆒㈤年㆓㈪㈩㆓㈰的
︽蘋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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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千佛身心清淨 護放生功德第一
○一五年一月三十一

■文∕蓮花一敏

在拜懺暨放生後

講師

助教

分享他們的人生經

驗 慶盛講師開示了關於行者執著
於貪 瞋 痴的真人真事 終得被

們輪流開示

尼西爪哇井里汶市的︽真佛
宗︾︿聞道堂﹀舉辦了禮拜

抓進監獄 結果被處以死刑的果
報；蓮花振榮助教則談及關於放生

印

﹁千佛洪名寶懺﹂ 由︿圓
梵同修會﹀的蓮花慶盛講師

的功德及放生的果報；蓮花兆繁助
教分享關於﹃往生咒﹄的功用；蓮
花春燕助教分享關於拜懺的意義；

二月一日

主壇 並有蓮花振榮助教
︿聞道堂﹀蓮花兆繁助教
︿大覺堂﹀蓮花春燕助教及

蓮花一敏助教分享關於修法儀軌的
含義

日

︿圓弘堂﹀的蓮花一敏助教
護壇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的大加持

連續兩天的法會活動 與會大
眾的身心無不充滿法喜 感恩根本
行放生儀式

兩日的法會活動都順利 吉祥 圓
滿！眾等祈願 以此禮拜﹁千佛洪

在二月一日︵星期
日︶的早上 ︿聞道堂﹀舉
畜做﹁三皈依﹂並施以甘露
淨水後 將其野放 讓牠們

名寶懺﹂暨放生功德 迴向師尊佛
體安康 長住世間 永轉法輪 快

牲

回歸自然 放生儀式由蓮花
振榮助教主持 並有蓮花慶

樂自在；願師尊 師母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永遠自在

在為鳥類

盛講師及其他多位助教護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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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菩提園地

除舊布新 福祿豐沛 洋洋得意喜連連

︻西雅圖訊︼時光荏苒 一
轉眼 喜氣洋洋的農曆春節

又要來到 ︿西雅圖雷藏
寺﹀的上師 法師及同門
們 於一月二十六日開始

遵循中國傳統習俗 進行除
舊布新的大掃除活動 為新

由蓮靈法

龍天護法諸
即刻正式開

虔請雷藏寺壇

的一年迎新納福
上午十時許

師帶領焚香

城的諸佛菩薩
尊暫駐虛空後

始大掃除
在璧珍上師及眾法師的

帶領下 約十位同門分工合
作 清理地藏殿 時輪金剛
壇城 太歲殿 延生殿

等 身手矯健的法師們提著
吸塵器 迅速地攀上壇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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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認真地擦拭

最上層清除七大佛的灰塵
大家手裡拿著乾淨的軟

毛刷及抹布

佛像金身上的灰塵 同時也
擦淨了桌面 以及師尊法座

上的五彩哈達和桌上的八
供 香爐 布壇的法器等

全都清潔煥然一新 在忙碌
的工作中 大家偶爾幾句談
笑 似乎也感染了春節將近

的喜氣
二○一五乙未年的太歲

星君是楊仙大將軍 正沖的
生肖是：羊 牛 偏沖的生

肖是：狗 龍 凡生肖有沖
犯者 宜安太歲 若未沖者
亦可在雷藏寺安奉光明燈或

延生位 可為祈求者增福延
壽 逢凶化吉 諸事圓滿吉

祥

︿西雅圖雷藏寺﹀在此

祝福聖尊蓮生活佛及師母在

福祿豐沛

吉祥

嶄新的一年 佛體安康 快
樂自在；也祝福大家洋洋得

意喜連連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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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芝城雷藏寺﹀於西元二○一

謝上師和法師們蒞臨芝城護持法
會及道場 隨後為與會大眾逐一

蓮花德法法師則是接續蓮則
法師之後 於︿芝城雷藏寺﹀掛
單負責法務；在半年前 蓮花德

之楷模 期望蓮則法師他日再與
芝城續緣

芝城續緣
是日法會如儀進行

介紹上師和法師
蓮熅上師原籍越南 皈依師
尊廿七載 乃出家眾裡年輕有

眾齊心唱誦﹃咕嚕咕咧佛母心

法法師亦曾掛單︿芝城雷藏寺﹀
數週 深受同門愛戴 今日再臨
學會一口流利的中文與
廣東話 今年十月份將

滿

蓮則法師掛單為期五週已
即將返回︿白雲雷藏寺﹀；

城主壇﹁三千佛洪名寶懺
大法會﹂

儀︱梁萍榕師姐恭請蓮熅上師和
蓮則法師為大眾做法語開示

亦特別迴向二○一五年贊助︽燃
燈雜誌︾的功德主 法會後 司

咒﹄
充滿

現場氣流頓時轉化 法流
一切吉祥圓滿 法會功德

蓮則法師於掛單期間精進勤勉
與諸多同門廣結善緣 堪稱眾等

與會大
與蓮鳴上師聯袂再赴芝

為之的優秀上師 不但法
務出色 且短短兩年半已

■文∕鄭惠玲

行者當時時檢視㉂心 唸佛持咒勿㈲口無心

︿
五年元月十八日 下午一點
半隆重舉行﹁咕嚕咕咧佛母息災
祈福增益敬愛超度水供大法

蓮則法師以及來自

會﹂ 由來自加拿大︿白雲雷
藏寺﹀的釋蓮熅金剛上師
主壇

西雅圖的蓮花德法法師
護壇
眾人虔誠合掌齊唱
﹃蓮花童子心咒﹄恭迎主

至誠歡迎及感

待法師及眾同門善信皆就座
理事長張強師兄代表︿芝城

壇上師 在上師帶領與會眾等
上香禮拜壇城後 恭請上師上法
座
後

雷藏寺﹀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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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功德亦特別迴向二○一五年贊助《燃燈雜誌》的功德主。

摩﹂ 始於印度婆羅門教 蓮華
生大士由印度入藏 折服了原來

供品極其精緻

蓮則法師引用師尊文集第一
八三冊︽走出紅塵︾中︿修法

的火供

因而火供爐較小；藏密
因為供品豐盛 所以使

盛行的苯教 於是當地的部分文
化習俗歸納入佛教；在日本東密

種是心浮氣躁而忿怒者

量較少
的火供

﹁無應﹂的現象﹀一文 道出世
間有三種人修法不會相應：第一
是心陰險而狠毒者 第三種是心
貪慾而無止盡者 法師表示 行

用磚塊搭建火供爐
但 火供會產生猛烈的煙

但是數

者應當時時觀照自心是否如佛
心？一定要做利益眾生之事 勿

火 較大的火供爐不適合搭建於
室內 而在室外修法又會受限於
天氣因素 故師尊慈悲傳授﹁水

第二種

做損人利己之事 佛心與天心相
應 天心與人心相應 眾生心中
任何一個念頭生起 無論是善念

供法﹂ 行者將供品投入水供塔
內 觀想供品化成無量無數 透

◎法會主尊︱咕嚕咕咧佛母

或惡念 此念頭立即遍十法界盡
虛空；行者當時時檢視自己的心
地是善良？還是汙穢？若是修法
不修心 猶如緣木求魚
蓮熅上師首先讚歎芝城的團
隊精神 理事長掌舵 理事策
劃 義工無私奉獻 群策群
力 將每個月的法會辦
理得有聲有色 上
師以中英文雙語
講 解 何 謂 火
供 ？ 何 謂 水
供？火供即﹁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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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⑴莊嚴的咕嚕咕咧佛母水供壇城。
⑵、⑷豐盛的水供供品。
⑶晶瑩剔透、水煙縹緲的水供塔。

行者當觀想水

過水天神將供品轉呈諸佛菩薩及

諸金剛護法龍天

供塔內的甘露水洗滌行者的罪
業 然後再觀想自身與主尊一起
溶入香水海之中融合為一 行者
全身充滿光明 一切業障災難消
除 福慧增長

師尊說過 火供與水供的
功德 效力是平等的 一壇的火
供或水供等同平日修法百壇的供
養 上師慈悲額外指導大眾兩種
簡易增加財富的方法：一 在供
盤上擺放栗子 桃子 杏仁 梨
子 紅棗等﹁五果﹂ 置於財庫
位 二 在寶船上擺放大米 小
米 黃米 麥片 黃豆等﹁五

穀﹂ 置於財庫位
上師並講述咕嚕咕咧佛母

的四大誓願：

水的誓願︱消除眾生

因佛母的甘露水可排毒

二

一 地的誓願︱讓一切眾
生得到財富 因為大地生長一
切

病業

咕嚕咕咧佛母主敬

洗滌眾生的病業
三 火的誓願︱幫助眾生

敬愛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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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四 風的誓願︱降伏障礙
可治小人當道 改變逆境

愛 諸如個人姻緣 家庭合和
職場順境 讓行者如魚得水

魔難
重重

上師強調 ﹁咕嚕咕咧佛
母法﹂是不共大法 不可遙灌
必須經過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親灌後才可修此法 而若想
修此法而因緣不具足者 可寫信
至西雅圖請求﹁持咒灌頂﹂；其
持咒最少滿十萬遍 才得與主尊
相應 若是業障重者 可能必須
唸三十萬或六十萬遍 甚至更
多

貪

持咒須重

切勿為了趕數量

上師提醒大家

質不重量

而唸佛

快而有口無心；用心唸佛持咒能

獲得不可思議的加持力

當持念珠

其念珠已深

持咒以念珠記數為佳

唸佛持咒久久之後

法會吉祥圓滿結

蓮熅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賜

具佛號 咒語的加持力了
開示畢 上師 法師先和
與會大眾在大殿合影留念 而
後

福結緣灌頂﹂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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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⑴蓮熅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賜福結緣灌頂」。
⑵蓮熅上師主壇，蓮則法師（左）、蓮花德法法師護壇。
⑶蓮熅上師帶領與會眾等上香禮拜壇城諸尊。

‧「真佛寶懺法會」功德特別迴向二○一五年《燃燈雜誌》功德主。

■文∕蓮花一璐

二

○一五年一月十
八 日 ︵ 星 期
日︶ 位於美國紐約市
的︿金剛雷藏寺﹀為紐
約地區的同門 舉辦了
一場﹁真佛寶懺法
會﹂ 這是本寺今年開
年以來所舉行的第一場
法會 由本寺住持︱釋
蓮者金剛上師主持 常
住蓮茵法師 蓮蕾法師
護壇；儘管空中細雨紛
飛 天氣持續寒冷 氣
溫下降 堂主及眾同門
善信大德依然不畏嚴
寒 冒雨前來禮佛拜
懺 共同護持此次法
會
法會於當日下午
兩點鐘正式開始 在司
儀小王師兄的帶領下
鐘鼓齊鳴 大眾合掌虔
誠一心 齊聲唱誦﹃蓮
花童子心咒﹄ 擔任維
那的蓮蕾法師帶領大
家 專注地投入拜懺的
活動中 蓮蕾法師的唱
誦曲調深摯殷切 頻頻
催人心動 與會大眾莫

不銘感生淚 法會在深深的感動
法流中不知不覺地圓滿結束
蓮者上師將禮佛拜懺的法會
功德 迴向聖尊蓮生活佛 祈願
師佛身體康泰 長壽自在 大轉
法輪；並迴向與會大眾業障消
除 身體健康 修法精進 事業
順利；亦特別將法會功德迴向二
○一五年贊助︽燃燈雜誌︾的功
德主 祈願加持眾功德主家庭和
樂 身體健康 業障消除 出入
平安 冥陽兩利；並祈求諸佛菩
薩加持接引與會報名的幽冥眾離
苦得樂 超拔出苦 往生淨土
蓮者上師為與會大眾做法語
開示 上師說 在這一年的初始
做禮佛拜懺 是為了消除過去所
造的一切業障 從此以後要謹守
戒律 遵行五戒十善 尤其是金
剛兄弟之間 絕對不可以起怨
諍；除此之外 密教弟子一定要
讀誦和遵守︽密教根本十四大
戒︾和︽事師法五十訟︾ 裡面
有如何承事根本傳承上師 以及
做為密教行者應該持守的戒律
上師特別告知與會大眾
︽真佛報︾和︽燃燈雜誌︾是我
們︽真佛宗︾的兩大重要文宣
大家都應該積極護持 不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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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此次開光不同於其他雷藏
寺的開光 因為法界高靈早已於
開光當天的上午紛紛下降壇城
不請自來！所有佛菩薩 金剛護
法 空行諸天的明點空光 都是
自動自發下來的 意義非凡
︿金剛雷藏寺﹀雖座落繁華
的紐約大都市 但卻位居鬧中取
靜之處 環境幽雅宜人 不管是
唸佛 打坐 共修 非常適合放
空心情 精進修行 歡迎真佛同
門以及各界善信大德蒞臨 同修
禮佛

▲蓮者上師代師為新皈依的同門做「皈依灌頂」。

增加自己的福德和修行資糧 也
是助他傳揚佛法 可令一切有緣
眾生受益無窮 功德等同﹁法布
施﹂ 請大眾發心踴躍贊助
上師開示後 代師為兩位新
皈依的同門做﹁皈依灌頂﹂ 是
日法會一切吉祥圓滿 感謝上
師 法師和義工同門的護持 令
同門大眾得以有莊嚴的道場禮佛
拜懺 在佛前發露懺悔自己的罪
業 還得清淨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於︿金剛雷藏寺﹀開光時曾特別

▲〈金剛雷藏寺〉大雄寶殿。

▲鬧中取靜的〈金剛雷藏寺〉，環境幽雅宜人。
▲〈金剛雷藏寺〉外觀。

▲被師尊譽為如鑽石般的〈薩迦雷藏寺〉之迷你外觀。

恩澤披靡 佛光加持 使本寺順利
推動千秋功德事業 萬事大吉 圓
滿速達 早日竣工
在﹁梁皇寶懺法會﹂期間
感應連連 非常殊勝！兩位主壇上
師卯足心力 如儀主持 各地同
門 甚至越洋報名的眾等均紛紛回
應且感恩
有同門往生多年之
母顯現囑咐 有同門往生之父顯天
人相接受供養
等等
於此 ︿薩迦雷藏寺﹀非常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慈悲賜
予道場 感激諸佛菩薩降臨加持護
佑 也感謝兩位住持上師的精進
俾使本寺弘法功德日益深厚 饒益
更多有緣眾生 讓同門得以植下善
根因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

■文∕蓮花曉吟

薩迦雷藏寺啟建﹁㆓○㆒㈤年梁皇寶懺
暨㆞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法會﹂

二

○一五年伊始 位
於美國北加州沙加
緬度的︿薩迦雷藏寺﹀已
成功邁出籌建新寺的第一
步 取得了新場地 為了
繼續籌募建寺事宜及為同
門善信消災植福 本寺兩
位住持︱釋蓮琪金剛上
師 釋蓮才金剛上師聯合
主壇 帶領同門善信於一
月四日至一月十一日啟建
﹁梁皇寶懺暨地藏王菩薩
瑜伽焰口大法會﹂
法會主旨除了為善信同門
消災 祈福 超薦外 亦
祈求聖尊蓮生活佛 ﹁梁
皇寶懺法會﹂千佛如來以
及南摩大願地藏王菩薩

會﹂當日 同門除了如常提早到本
寺幫忙布置及排練儀軌外 兩位來
自灣區 Berkeley︵ 伯克利︶的師
兄姐前來共襄盛舉 由於負責施食
的同門已於法會前認真積極做功
課 所以法會施食引靈時 發揮了
功德力 利益靈眾；是日出席者法
喜加被 冥陽皆歡 主壇上師們帶
領儀軌 莊嚴慎重 眾同門至誠唱
誦持咒 同心向大願地藏王菩薩祈
求 希望迎來吉祥圓滿 能有成果
豐盛的二○一五年
﹁瑜伽焰口法會﹂後 蓮琪
上師正式宣布︿薩迦雷藏寺﹀已成
功購得新道場的消息 同時再次感
恩根本傳承上師慈悲加持籌建新寺
事宜 讓本寺同門有更莊嚴寬闊的
環境 得以同修及啟建法會
接著 上師分享師尊的開示
及一則真人真事 希望大家深思在
聽聞師尊的開示及戒律後 究竟用
了幾分心去體會 去實踐 去遵
守 去認真修行？有感於法會期間
顯現的種種感應 上師也提醒在寺
裡有安牌位的同門要記得常常前來
供養；此外 上師鼓勵大家無論紅
白事 只要有緣 就去參與 以廣
結善緣 最後 釋蓮琪上師為出席
者做﹁地藏王菩薩消災賜福灌
頂﹂ 法會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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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結束後 本寺同門分
工合作把法會場地清理乾
淨 還其莊嚴肅靜面貌；
釋蓮琪上師則帶領來自
Berkeley 的師兄姐去參觀
位 於 450 Media Place,
Sacramento, CA 95815 的
新道場 目前︿薩迦雷藏
寺﹀新道場的護法殿徵求
發心功德主永久供奉大威
德金剛 歡迎同門善信大
德認捐佛像金身 亦可隨
喜贊助 有意者請查看
︿薩迦雷藏寺﹀網址
︵ www.tbssac.org︶ 或致
電洽詢
聖尊蓮生活佛在二○○九
年七月卅一日為︿薩迦雷
藏寺﹀開光時說：﹁︿薩
迦雷藏寺﹀雖然很小 但
我們的菩提心很大；世界
上什麼東西最貴？鑽石最
貴 但鑽石是很小的
︿薩迦雷藏寺﹀就是一顆
鑽石 它的價值也是最大
的；把一顆鑽石放在沙加
緬度 這整個城市就會光
芒萬丈 期望︿薩迦雷藏
寺﹀從一克拉的鑽石 變
成二十克拉的鑽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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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寺代表向兩位主壇上師敬獻哈達，以表最崇高敬意。

▲兩位上師帶領與會眾等至誠禮懺。

師尊當時並慈悲賜下墨寶︱
薩迦寺中七佛莊嚴相 菩薩慈悲救
度無兩樣 金剛護法圍繞全護持
眾等離苦得樂修證量 梵音咒語持
頌光芒亮 由此出現上師大法將
寺廟裡的佛像金身為佛陀
身 語 意的依怙 認捐佛像金身
能延續佛法傳承 廣播佛法種子
令眾生與佛結緣 終至出離生死
功德不可思議！因此 ︿薩迦雷藏
寺﹀虔誠邀請大家護持 我們祈願
能將早日將新道場籌建完成

▲蓮才上師（左）、蓮琪上師於法會後和眾同門合影。

悉

法︵行者向根本傳承上師及主尊
稟告姓名 年齡 地址 用心去
觸動佛菩薩的心︶ 此時所發露
的念力就能穿透法界 得到佛菩
薩護法龍天的加持和護持
蓮悅上師於開示時表示 在
密教裡 根本傳承上師代表十方
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的身 口
意 因此 ﹁上師相應法﹂是最
大的法 當我們與自己的根本傳
承上師相應了 就等於與十方三
世諸佛菩薩相應；所以 我們這
一輩子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學習把
我們所敬愛的師尊觀想清楚 視
師尊猶如父母 使之時時刻刻都
能夠出現在眼前
上師特別告訴與會大眾
﹁散念﹂是靠﹁他力︵師尊 佛
菩薩︶﹂的加持力 而自己心力
發出的念力會與主尊的連接 得
到宇宙能量場的灌頂 把自己的
能量場淨化 觀想白色的能量場

下降把黑色能量場排出 這種交
流 可使行者的靈性不斷得到淨
化和提升 如此﹁吸白吐黑﹂
在每一次的呼吸當中 都可以讓
行者充滿能量
上師提醒大家 真佛行者此
生必須要做兩件事：
第一 唸滿八百萬遍﹃根本
上師心咒﹄ 讓﹃根本上師心
咒﹄充滿記憶的資料庫 如此
可以改變心靈的能量場 因為虛
空法界明亮的光就是行者生命的
充電器 可以讓行者變得心胸寬
廣 快樂並增長智慧 更能得到
﹁息 增 懷 誅﹂的一切利
益
第二 讓自己的心學會安
靜 因為唯有禪定才能開啟智
慧 行者一定要修出心光 進一
步連接宇宙的能量場 如此 即
使行者無所祈求 亦能修行日漸
增長；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變

■文∕蓮花一瑾

虛空法界明亮的光
就是我們生命的充電器
尼︿嚴山雷藏寺﹀特邀釋蓮
悅金剛上師於二○一五年一
月三日和一月四日分別主持﹁尊
勝佛母﹂和﹁紅財神﹂的﹁息
災 增益 賜福 超度護摩法
會﹂
蓮悅上師來自台灣︿中觀
堂﹀ 上師通過電視 雜誌 網
絡等管道積極弘揚︿真佛密
法﹀ 同時也是﹁密宗道次第廣
論 喜金剛﹂的節目製作人 是
在︽真佛宗︾內人人皆知的一位
不辭辛勞 敬師 重法 實修且
善良慈悲的上師
蓮悅上師主持的法會非常與
眾不同 她的講解總是那樣地細
膩 充滿活力 每個環節都講解
得非常清楚 在法會正行之前會
對本尊進行詳細的介紹 教授同
門修法時的觀想方法 講述密宗
在﹁身 口 意﹂各方面修持的
重要性 以及行者祈求迴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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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 讓自己每天都要
有所改變 每天都有所進
步 讓每一天的心都是清淨
的
最後 上師勉勵大家
密教有﹁貪道修行﹂ ﹁瞋
道修行﹂ ﹁痴道修行﹂
為什麼貪 瞋 痴 淫 怒
都是修行呢？重點在一個
﹁轉﹂字 轉﹁貪﹂為
﹁捨﹂ 轉﹁瞋﹂為﹁慈
悲﹂ 轉﹁痴﹂為﹁智﹂
轉﹁妄﹂為﹁真﹂ 行者若
能﹁轉﹂ 便是﹁解脫﹂
真佛行者當認真跟隨師尊的
腳步 精進修持 至少每日
一修 學會轉換 明白極樂
世界和地獄都是心的變現
就能成為自己生命的藝術
家
感謝蓮悅上師代師弘法
的殷殷教導 讚歎根本傳承
上師所賜予的無上法緣 感
念我們身為真佛弟子的幸
運；人身難得 明師難遇
真道難逢 如今 真佛弟子
都已得逢 就要好好修行
回到我們的故鄉︱摩訶雙蓮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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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心觀

想。
，同時教導
大眾做供養
▲上師帶領

▲上師教導與會大眾「吸白吐黑」，
行者在呼吸中就可以充滿能量。

‧蓮悅上師於〈嚴山雷藏寺〉主壇法會後與法師、同門合影。

‧蓮拂上師於法會後和與會眾同門合影留念。

記二○一四年蓮拂金剛上師新加坡系列弘法

■文∕智慧同修會文宣組

○一四年十一月
二日 由新加坡
︿智慧同修會﹀承辦
恭請釋蓮拂金剛上師主
壇的﹁請佛住世﹂系列
法會第二場｜﹁蓮華生
大士護摩法會﹂ 於下
午二時舉行 地點在新
加坡的︿金門會館﹀
由於是星期天
人數較第一場更多些
當天早上 法會現場的
攤位都圍滿人 猶如嘉
年華會般 十分熱鬧
大眾在昨天的法會得到
了法喜 今天與會者都
很自在地在會場寒暄
等待著法會開始
蓮華生大士是
︽真佛宗︾八大本尊之
一 也是大家耳熟能詳
的密教祖師爺；因常有
上師來新加坡做蓮華生
大士的法會 所以 對
於誦經組可說是駕輕就
熟 護摩爐旁的供桌擺
滿了各種不同供品 然
而 原本這一壇應是

二

﹁敬愛壇﹂的 今天卻以藍色為
主 護摩爐口則圍有一個三角型
的藍框 象徵密教中的降伏 這
樣的擺設 均是上師在昨天臨時
指示更換的 ︿智慧同修會﹀的
理事 義工們也展現效率 一大
早就準備好了藍色供品 為了這
場不尋常法會嚴陣以待
下午二時卅分 在迎師組的
迎接下 蓮拂上師與眾法師緩緩
進入壇場 在法會開始前 同門
先發心供養的一場現代舞蹈 讓
與會大眾的心情輕鬆一些；緊接
著 法會在宏亮的唱誦組帶領下
如儀進行
轉眼 又到了重頭戲｜護摩
供品下爐的時刻 上師與法會大
眾移師到護摩爐旁 護持的法師
與同門全心唸著咒語；事業金剛
毫不馬虎地把一盤盤供品呈給上
師 上師全神貫注的觀想變化
將供品下爐 演化手印；炙盛的
護摩火極猛又旺 火舌衝向半
空 更顯現很多不同的變化 整
個火供持續了一個多鐘頭 護摩
供品方下供完畢
護摩結束後 大眾報以熱烈
的掌聲 熱切期待著上師法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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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蓮拂上師一開始就提到了今
天的感應：法會之前 已有同門
拍到綠度母的綠光出現 準備迎
師時有三隻小鳥也飛了進來 這
是護法降臨的吉祥瑞兆；又 護
摩火燃燒時沒有黑煙 代表大家
業障不重 果然如師尊所說的
﹁一路順風就是順風﹂ 師尊也
加持了這幾場法會 相信大家都
會如意滿願！上師接著說 她今
天請同門將壇城布成﹁降伏
壇﹂ 是因為她要行除障法 希
望大家所有障礙都消除；障礙消
除後 降伏了自己的貪 瞋

住了有五十多年 後來 蓮師跟
西藏的因緣盡了 要離開西藏去
羅剎鬼國前 對於思念祂的弟
子 蓮師說了一句名言：﹁我無
來去 唯信我者 即現其前 ﹂
﹁每逢初十的時候 我會來探視
弟子 ﹂蓮拂上師特別提醒與會
大眾 今天就是初十 蓮師一定
會到啊！別忘了師尊與蓮師因緣
深厚 無二無別 師尊到 蓮師
也到 我們只要憶念蓮師 相信
蓮師 蓮師一定會現在我們的面
前

蓮拂上師也闡釋蓮師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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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 業障清淨
一切祈求才會如
願
而後 上師簡單介紹了法會
主尊｜蓮華生大士 蓮華生大士
是蓮花化生的 祂沒有父母親
是在佛入滅後八年 在印度達喇
郭嘯海的大蓮花所化生 蓮華生
大士的壽命非常長 其實祂是無
生無死的 蓮華生大士︵簡稱蓮
師︶是祖師 是藏密的開山始
祖 蓮師也叫﹁烏金第二佛﹂
祂的淨土在烏金 在妙拂洲
蓮師非常尊貴 當年藏王赤
松德真迎請祂去西藏 祂在西藏

▲炙盛的護摩火極猛又旺。
▼忿怒蓮師的座騎—老虎在護摩中現身。

‧蓮拂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禮敬壇城諸佛。

言︱﹁敬師 重法 實修﹂！
﹁敬師﹂就是皈依了根本傳承上
師 一定要守﹁三昧耶戒﹂ 不
能破戒 要如同阿底峽尊者 祂
守護祂的戒 視戒體比祂的眼
睛 生命更為重要 行者如果破
﹁三昧耶戒﹂ 不相信 不淨信
自己的根本傳承上師 那麼就不
用講﹁重法﹂ 連﹁實修﹂也免
談了 上師說 師尊絕對是平等
的 師尊慈悲每一個弟子 對於
每一個弟子 師尊都會加持 如
果你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加持 那
就是你自己出了問題 想一想
為什麼其他人可以得到加持 而
你得不到呢？
上師揭示了對修行人非常重
要的一系列口訣 共有八十一
條 這些口訣出自於蓮華生大
士 稀有難聞 能夠聽聞者 都
有著很大福分
一般而言 補特伽羅︵有情
眾生︶得到口訣不成就的原因有
九 修而無果的原因有九 惱怒
護法的原因有九 修忿怒尊不成
就的原因有九 福德漏盡的原因
有九 已得成就卻又散失的原因
有九 能力不圓滿的原因有九

未得到加持的原因有九 蓮拂上
師一一講解了這九九八十一條原
因 使得有幸在場的人受益匪
淺！
上師說這九九八十一條 諸
持明瑜伽行者非守不可 其中最
主要的重點是：修密教得知道
﹁三昧耶戒﹂的重要 要恭敬根
本傳承上師 不能犯戒 不能與
犯戒者為友 這都是很嚴格的
一旦違犯了 便很難修行成就
上師苦口婆心地叮囑：我們
一定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 好不
容易修回來的那點福德漏盡 業
障剛剛消了一點 又被污染了
又是再造新業 上師很簡單扼要
地說 修行就是要守戒 並且要
有智慧 根本傳承上師就是我們
的頂飾 我們皈依的是根本傳承
上師 不是皈依我們這些代師弘
法的上師 這就是﹁一皈依﹂
要認清灌頂的程序 絕不能造成
法流倒灌
曾有人問上師：﹁你有沒有
特別的法寶？﹂上師實實在在地
講：﹁如果沒有與師尊相應 不
頭頂根本上師 那拿到師尊的東
西也沒有傳承加持力 如龍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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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器及師尊簽過名的字畫等 這
些都是方便 是外相 不要執著
於師尊給了一個什麼法寶 這些
都會成 住 壞 空 當你真正
得到師尊的法脈 頭頂根本上
師 傳承的法流不斷 就才是真
正拿到了師尊的寶！寶就在這
裡！﹂
上師講：﹁我的靠山就是阿
彌陀佛 ﹂大眾隨即報以熱烈掌
聲 上師說 認定根本傳承上師
即可 遵守這個修密教的戒律
不要犯戒 認定我們皈依的是
誰 這樣必得到根本傳承上師的
加持！
蓮拂上師很慎重地強調 如
果行者對師尊沒有信心 行者認
為師尊是一個凡夫 如此 行者
的境界就是凡夫 甚至比凡夫
低！當行者明白認定師尊是佛
將來 行者的成就即是佛！這便
是密教的寶 也是密教修行最重
要的理趣
上師開示完畢後 與會同門
響起如雷掌聲！蓮拂上師接著給
大眾做﹁蓮華生大士賜福灌
頂﹂ 在一聲聲﹃根本上師心

檻的蓮華生大士八十一條口訣
很慶幸 我們皈依了根本傳
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真佛行者
得確實反省自己 時時憶念根本
上師 頭頂根本上師 一定要認
定我們的靠山︱根本傳承上師就
是阿彌陀佛！再加上守戒 精
進 才不會辜負這個殊勝的師徒
緣分！
法會後 同門還在夜空中及
護摩爐旁拍到了殊勝的般若光
令大家非常興奮 法喜充滿！
︿智慧同修會﹀在︿金門會館﹀
舉行的法務活動就此告一個段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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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中 大眾依依不捨的恭送上
師離開會場
上師開示蓮華生大士教示的
密乘修持口訣及諄諄教誨 真的
是恰逢其時 大眾皆歎未曾有！
上師開示的內容好比是一聲聲警
鐘 警醒了與會大眾 同時也針
對這時代行者的種種弊病 開出
了處方 而從蓮師的口訣中可看
出祖師爺對密教行者的嚴格要
求 也使得我們更加感恩聖尊的
慈悲 看看根本傳承上師對弟子
們只有﹁一日一修﹂的基本要
求 有些同門尚且會因種種理由
而無法辦到 更何況是如此高門
▼護摩法會後，夜空中和護摩爐旁均拍到般若光，
曼陀羅中有獅面空行母顯現。

■文∕台灣‧華光功德會

‧師尊高唱〈荷塘月色〉，四眾弟子和曲拍掌。

在理事長李春陽師兄簡

向蓮生聖尊報告
︿華光﹀會務發展

○一五年一月十一
日 台灣︿華光功德
會﹀︵以下簡稱︿華光﹀︶
在台中市的︿陸園江浙會
館﹀舉辦﹁與佛有約聯歡晚
會﹂ 邀請尊貴的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聖尊 以及大約九
十位上師和法師蒞臨受供
這是去年五月新選出的第七
屆理監事首度籌辦全體會員
代表的餐會︵也開放其他同
門參與︶ 因此 節目內容
經過細心規劃 以期師徒歡
聚一堂
是日下午六時二十分左
右 師尊及隨行的上師 法
師到達會場 原本安靜等待
的三百多人頓時響起熱烈掌
聲和宏亮的﹁師尊好﹂
﹁師尊好﹂
師尊向弟
子們揮手微笑致意之後 隨
即走上舞台 大力加持稍後
將發給所有與會者的紅包
袋 然後才入席用餐

二

短致詞之後 晚會的第一個部分
是︿華光﹀北區 中區和南區的
分會會長報告各區會務發展
北區分會長謝漢璋師兄是新
任會長 在過去三年 北區以法
布施和幫助﹁華光小天使﹂為主
要工作 謝會長接棒後發揮專
長 致力於推動臨終關懷志業和
健全北區分會的組織分工；北區
分會現正推動贈送弱勢學童檯燈
和書桌的計畫 敬請大家踴躍捐
款贊助
中區分會長是張耀仁師兄
十多年來全力投入中部地區﹁華
光小天使﹂的白米分享和生活教
育 目前中區的小天使人數最多
︵超過一千三百個學童︶ 佔整
體小天使人數約三分之二；張會
長此次特別邀請了幾位贊助大批
愛心物資的功德主共襄盛舉 功
德主們於是日活動中贈送每位與
會同門一條護唇膏和印有﹁健
康﹂或﹁幸福﹂字樣的掛飾
南區分會在邱正義會長多年
努力帶領之下 組織分工完整
五大志業也齊頭並進 近年來著
力於臨終關懷的白事誦經 弱勢
街友冬令濟助 以及﹁華光小天
使﹂的課輔等專案 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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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緊湊，
﹁永遠愛您﹂歌悠揚

曲︿針線情﹀ 再來則是馬嘉師
姐 獻 唱 英 文 名 曲 ︿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馬 嘉 師 姐
的演唱最引人注目 她歌藝高
超 完全不輸原唱者 其以歌供
佛的精神更是充分流露在她的神
韻之中 節目最後則由馬嘉師姐
帶領全體與會者合唱︿瀟灑走一
回﹀

師尊高唱︿荷塘㈪色﹀
弟子熱烈回響

感受到弟子們獻唱的熱忱
師尊隨即以獨唱方式加持大家
很快地 螢幕播放起師尊在前一
日法會上所唱過的一小段︿荷塘
月色﹀ 而在接下來的九分鐘
師尊把寶貴的︿荷塘月色﹀﹁加
倍首演﹂給了︿華光﹀！這首歌
是有點長度的﹁現代民謠﹂
︵註︶ 師尊一路歡唱無﹁累格
︵落拍子︶﹂ 四眾弟子雙手輕
拍應和 領受這不一樣的佛力加
持
一曲唱畢 馬上響起眾弟子
熱烈的﹁安可﹂聲 懇請師佛再
唱一首 師尊當然答應了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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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之後 表演節目正
式開始 主持人是︿華光﹀的王
邦鳳師姐和吳春樹師兄
首先由
︿豆豆舞蹈團﹀可愛的小女生表
演帶有中國民族風情的獨舞︱
︿竹豔﹀ 接著是曾展華師兄演
唱台語歌曲︱︿媽媽我也真勇
健﹀ 其次由專業魔術師張本詮
先生帶來精彩的魔術 然後由
︿華光﹀理事長伉儷演唱台語歌

▲〈華光功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師兄。

▲〈華光功德會〉南區分會長邱正義師兄。
▲〈華光功德會〉中區分會長張耀仁師兄。
▲〈華光功德會〉北區分會長謝漢璋師兄。

菩提園地
以歌供佛的

精神。
充分流露出
專注的神韻
▲馬嘉師姐

▲專業魔術師張本詮先生的精彩魔術。

▲〈華光〉理事長伉儷合唱台語歌曲。
▲師尊甫抵達晚會現場，和弟子們致意後，隨即加持紅包袋。

很幸運地再次得到師佛的歌聲加
持 這樣就結束了嗎？當然不可
能！與會者多的是﹁熱情 熱
心﹂的鐵桿粉絲︵忠實歌迷︶
更大聲的﹁安可﹂伴隨更用力的
掌聲 急切地像要轟開天花板
師尊再度隨順弟子 唱起﹁傳說
中的口袋歌單﹂︱︿車站﹀
師佛很慈悲地連續唱歌將近
十二分鐘 在場弟子們則以最熱
烈的掌聲感謝師尊的大加持 對
照之前幾年︿華光﹀的類似餐
會 這次氣氛真的更加熱烈 師
尊也唱得很開懷！
與會的同門超級幸運！師尊
唱完︿車站﹀隨即走上舞台 在
歌曲的伴奏下為大家打起了一套
金剛拳 在打拳加持之後 師尊
該休息一下了吧？不！師尊並沒
有走下舞台 而是站定位置 讓
上師指揮大家依序排隊接受摩
頂 此時 全場三百多個弟子都
很有秩序地安靜排隊 有的同門
是敬獻哈達後再受摩頂 有的只
受摩頂 秩序一點兒也不亂 師
尊也都很有耐心地一一加持
這個難得的師徒歡聚大約在
晚間八時二十分結束 大家滿懷
感恩 面帶笑容地恭送師尊離
場 ︵虛擬讀者甲的疑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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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沒有開示？﹂﹁沒有！今晚師
尊已經唱歌 打拳 又摩頂加持
大家將近半個小時 與會弟子們
都非常知足了！﹂︶

該的 靡靡之音則萬萬不可 事
實上 有些密教大成就者以唱歌
做為度眾生的法門 著名的密勒
日巴就喜好用道歌傳教 其弟子
收集整理的︽密勒日巴道歌集︾
︵又名︽十萬道歌集︾︶ 就在
藏族中廣為流傳
蓮生聖尊是大成就者 能夠
任運而不犯戒 所以 世間沒有
師尊不能唱的歌 師尊在弟子供
養的餐會上唱歌 主要有兩大用
意：一是為弟子們供養諸佛菩
薩 空行護法 諸天；二是為了
加持弟子 讓弟子們無憂無慮地
融入歌聲之中 擺脫俗世的煩惱
和束縛︵若專注聆聽師尊的歌

聲 真的可以暫時清淨自己的
身 口 意︶
師尊打拳也有相同的兩大用
意 因此 在師尊唱歌或打拳
時 我們應該觀想諸佛菩薩 空
行護法 諸天接受師尊的供養
而連帶讓我們也得到佛菩薩的加
持 可以專注感受師尊發出來的
正面能量 ︵例如觀想師尊全身
放出光明︱白光 紅光或黃光
照耀全場︶讓我們清除黑業 得
到清淨；或者想像歌聲或拳的力
道化為蓮花或甘露 灑向眾人
清淨眾人的身 口 意；甚至也
可以觀想無法到場的親眷也得到
這些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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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在歌曲的伴奏下
師尊打金剛拳加持 與會大眾
⑵在打拳加持之後
師尊依然慈悲為與會大眾一一摩頂加持
⑶︿豆豆舞蹈團﹀的民族風情獨舞

3

珍惜師佛唱歌、打拳的加持
依據佛教戒律 佛弟子為堅
定出離心和菩提心 ﹁不歌舞倡
伎﹂︵不能享受世間的聲光娛
樂︶ 但 佛經又常提到以華鬘
伎樂供養佛菩薩 例如︻藥師
經︼云：﹁以諸香花 燒香 塗
香
作 眾 伎 樂
供 養 形
像
﹂所以 用讚頌三寶或
傳頌佛理的歌曲供養佛菩薩是應

1

2

葛森療法（㆓）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你我的生活，遍㆞皆「毒」，防不勝防！從紫外線、微波爐輻射、飲用或沐浴含氟∕
氯的㈬、攝取食品添加物、牙科根管治療、經常性使用處方藥物、長期的心理壓力、消化
不良……，影響㆟體的酵素、荷爾蒙、免疫和其他防禦系統，讓你虛弱、生病、得癌
症……，葛森博士利用最完整的營養食療及咖啡灌腸，教你救㉂己㆒命。
葛森療法就是如此㊟重細節，才能夠在某些極為晚期的疾病案例，或是原本被認為無
藥可㊩的疾病㆗發揮療效。在加州的波尼塔市合作建立了葛森研究所之後，夏綠蒂•葛森
廣為宣傳這套對抗疾病的飲食方案㆗，究竟㈲哪些該吃和不該吃的東西。
可以大量食用的食物
◆任何種類的㈬果均可接受，大多數是新鮮㈬果，加㆖部分以不同方式準備的㈬果：
新鮮現榨的蔬菜汁、㈬果沙拉、㈬果冷湯、香蕉泥、磨碎的生蘋果、蘋果醬，以及某些其
他㈬果。
推薦的㈬果㈲：蘋果、葡萄、櫻桃、芒果、桃子、橘子、杏子、葡萄柚、香蕉、柳
橙、梨子、李子、哈密瓜、㈭瓜、柿子等，且不應使用罐頭或冷凍包裝㈬果。
所㈲的㈬果都可以燉煮，梨子和李子經過燉煮比較容易消化。可以食用未經硫化處理
的㈬果乾，例如：杏子、桃子、葡萄乾、黑棗乾或綜合㈬果乾，這些都必須清洗、浸泡並
燉煮。
◆不可食用莓果、堅果、鳳梨、酪梨和小黃瓜。
◆所㈲新鮮準備的蔬菜，某些可以用㉂己的菜汁燉煮，另外的則可以生食或細細磨
碎，例如：㈲機栽培的紅蘿蔔、花椰菜或芹菜、蔬菜沙拉、蔬菜湯等。請勿使用冷凍蔬
菜。
◆馬鈴薯最好是烘烤食用，馬鈴薯肉可以混合㊝格或湯做成馬鈴薯泥。馬鈴薯絕對不
可以油炸，但可以連皮㆒起煮。
◆綠葉蔬菜沙拉，可以混合番茄、㈬果、蔬菜，以及其他㈲機栽培的食用植物。
◆不加鹽的麵包，可以包含完整裸麥，但只能加入少量全麥麵粉。穀物應以㈲機方式
栽培。
◆可選擇是否食用蕎麥蛋糕和馬鈴薯煎餅，以及紅糖（乾燥的㈲機甘蔗汁，即㈲機黑
紅糖）、蜂蜜、楓糖，以及 100% 的純楓糖漿（烘焙時不可以使用油脂或小蘇打）。
◆燕麥片可以㉂由食用。
◆可以食用攪拌過的白脫牛奶、脫脂且不加調味的㊝格，以及脫脂且不加鹽的鄉村
（卡達）起司。在遵守嚴格的葛森飲食 2 年之後，可以極少量食用奶油和冰淇淋，或是僅
限於節㈰食用。（葛森博士說得很明白—冰淇淋是小孩子的「毒藥」）
◆病㆟復元㆓年之後（某些情況㆘必須等待更久），飲食㆗剩餘的 10% 可以㉂行選
擇，可供選擇的食材包括肉類、魚類、蛋、堅果、糖果、蛋糕，或任何你最喜歡吃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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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60%
7%

8%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Health
Medical Science

◆尼古㆜在任何情況㆘都應該要避免。
◆烈酒、葡萄酒和啤酒應該盡量減少飲用，多喝新鮮果汁。
◆咖啡和茶應該盡量少喝，但㆘列花草茶除外：薄荷茶、甘菊茶、菩提花茶、橙花茶，和㆒
些其他花草茶。
◆鹽、小蘇打、煙燻魚肉和香腸應該完全避免。
◆胡椒和薑等辛辣調味料應該戒除，但是建議經常性使用新鮮的田園香料植物，包括洋蔥、
大蒜、荷蘭芹葉、蝦夷蔥、辣根和芹菜。
◆所㈲的蔬菜都可食用，並用㉂身的菜汁燉煮，以避免礦物質在烹調過程㆗輕易溶解到㈬㆗
而流失。礦物質成分㈵別值得推薦的蔬菜㈲：紅蘿蔔、豌豆、番茄、綠色花椰菜、瑞士菾菜、菠
菜、㆕季豆、球芽甘藍、朝鮮薊、和蘋果同煮的甜菜、花椰菜和番茄、紫色包心菜和蘋果，以及
葡萄乾。所㈲蔬菜都不能用鹽烹煮。
◆絕對禁止使用任何鋁製烹調設備、微波爐、壓力鍋和蒸鍋。
◆使用葛森飲食療法的最初㆒年半之㆗，請勿食用任何的蛋、魚、肉、牛油、起司和乳品。
整體而言，由於飲用大量蔬菜汁，遵循葛森飲食療法的㆟每㆝會攝取約合 7.7 到 9 公斤的植
物性食物。
禁止的食物

葛森飲⾷中所有的⾷物，在準備時都不可以使⽤下列種類的禁⽌⾷材：
◆鹽和鈉：任何形式的鹽和鈉，包括⾷鹽、海鹽、⾹芹鹽、蔬菜鹽、⽇式溜醬油、醬
油、低鈉鹽、⼩蘇打、含鈉的發粉、任何名字裡有「鈉」的東西，以及「代鹽」，都在
禁⽌之列，且⽪膚也應該避免接觸「瀉鹽」。經常以「⾷鹽替代品」或「無鹽調味料」
等名義銷售的綜合草藥，如果含有允許的藥草，⽽且沒有添加鹽或代鹽，可少量使⽤。
◆油和脂肪：油和脂肪以及任何含有油脂的⾷物都禁⽌⾷⽤。禁⽌的範圍包括⽟⽶
油、橄欖油、芥花籽油，以及所有除了亞⿇仁油以外的蔬菜油。另外，也禁⽌⾷⽤⽜
油、起司、奶油和其他的乳品脂肪，所有的動物性脂肪，所有的⼈造奶油或含有油的抹
醬、椰⼦和酪梨，所有的氫化或部分氫化油、棕櫚液油、零卡油和其他的「脂肪替代
品」、堅果油脂，以及任何並⾮⾃然出現在允許的⾷物中的飲⾷脂肪來源。
◆蛋⽩質和⾼蛋⽩⾷品：蛋⽩質和⾼蛋⽩⾷品都不得⾷⽤。這些不允許的⾷物包括所
有的⾁類、海鮮和其他動物性蛋⽩質、堅果、種⼦、⼤⾖或其他⾖類製品，所有的蛋⽩
粉或蛋⽩質補充品，包括以⼤⿆和藻類為主的粉末，除⾮是特別為了補充蛋⽩質的處⽅
使⽤者。
除了上述 3 類⾷物，某些其他⾷物也必須在患者完全康復前「謝絕往來」，有時甚⾄
在完全康復之後也要避免。「謝絕往來」的⾷物包含幾乎所有包裝、加⼯（便利）的⾷
品，例如：冷凍、罐頭、瓶裝或盒裝⾷品。為了健康上的理由，必須捨棄這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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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ntly a disciple had a Vajra Acala empowerment. He started to cultivate the dharma.
He saw Achala appearing in his dream. Achala did not touch his head, neither give him
any things, nor radiate lights. Instead Achala took a glance at him, and turned his back.
Achala did not grant him any wish and was talking to him with the head fac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He asked me was any thing wrong with that?
My reply is as follows:
The cultivation of Tantra must follow a standard progression. You must perfect them step
by step, and not to take a short cut. If you have an Amitabha empowerment, and start to
cultivate Amitabha as your root deity. And after quite a while, you still do not have any spiritual
response, you must think for a while, why is it Amitabha Buddha never touches your head in
your dream or meditation or why does Amitabha never radiate light?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any auspicious signs of spiritual response? Are you taking a short cut ? If you do
not have spiritual response in cultivating guru yoga, and yet try to cultivate Amitabha as root
deity, you are considered taking a short cut. Although you have received the empowerment,
you do not have the necessary tell-tale signs to carry on with the cultivation.
How do we go about? After having spiritual response in your cultivation of guru yoga, you
may cultivate the root deity. But first you must receive a root deity empowerment to be in line
with the dharma. Many things we do may be considered out of line such as not doing the
minimum number of times in certain rituals. Take an example, for four basic rituals, we must
clock at least 250,000 times to be consider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The
Eastern Tantra of Japan has decreed that a cultivator must perform at least 200 fire puja
rituals then he is qualified to receive Acharya empowerment. This is the progression. Without
the tell-tale signs to cultivate, it is of no use to receive empowerment. How do you know you
have the tell-tale signs? After the empowerment, Amitabha Buddha will appear in your dream.
He will touch your head, show you his illuminating golden body. These are the tell-tale signs
that you can commence your cultivation of Amitabha as your root deity.
The next level of cultivation is Vajra dharma, then you can progress to the most profound
tantra. To sum up the progress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True Buddha Sect, first we cultivate four
basic ritual, then guru yoga, followed by root deity, thereafter vajra, and finally the most
profound Tantra. Before you progress to the next level of cultivation, you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antra, and must have the necessary auspicious signs and spiritual response.
At times you may have to consider downgrading your cultivation to a lower level, if you do
not have any tell-tale signs to carry on. For instance, after root deity empowerment, you do
not have any spiritual response, then you may want to consider downgrading yourself to
receive guru yoga empowerment, or to receive again the root deity empowerment and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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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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ultivation all over again. If you do not have any tell-tale signs in cultivating four basic
rituals and yet you ask for guru yoga empowerment, it is unlikely that you will be successful.
These are the Tantric requirements. In the beginning, we were not strict on these, but now
as we have so many disciples, we have to enforce them. It is said to receive guru
empowerment, you need twenty years of cultivation, 12 years in Mahayana, and 8 years in
Tantra.
The disciple thinks his foundation is good, after receiving the Achala empowerment, he is
able to cultivate the Achala Vajra dharma. He is wrong to assume that. As he has not
experienced any spiritual response with his root deity yet, therefore Achala appeared with the
back facing him. He is lucky that Achala did not give him a kick. But if he really has a sound
foundation, Achala will come to touch his head the night he received the empowerment. This
is the tell-tale sign that he can carry on with the cultivation. In short, without any tell-tale signs,
you must not cultivate even if you have received the empowerment. You must carry on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root deity or even a lower level of guru yoga. If there is no spiritual response
in the cultivation of guru yoga, then it is better to do Maha prostration and four basic rituals
daily.
When you have spiritual response in the cultivation of four basic rituals, you are sure to
have a transcendence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Vajrasattva has the ability to enlighten you.
Its better to cultivate at a lower level than try to cultivate the most profound Tantra at the
beginning. By so doing, you are not following the order of progression. Unless after Achala
empowerment you have the tell-tale signs which confirm your cultivation in previous lives, you
must not aim too high, and carry on with the cultivation.
If you have not cultivated in your previous life, you must start from a lower level, you must
not descend from the air to cultivate the most profound Tantra as if you are from the SWOT
team; you must progress from the first storey to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than the fifth. The
progression order is both logical and in line with the Tantra.
What are the signs of spiritual response?
Yesterday we talked about tell-tale signs after empowerment, which are auspicious signs
that appeared after receiving empowerment.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igns of
spiritual response. In fact, we have talked about spiritual response on many occasions
previously. We consider the root deity appearing in our dream, or meditation to touch our
head or radiating lights on us as spiritual response. In the Susiddhi Sutra, signs of spiritual
response experienced by cultivators are explained in detail. A cultivator should show a few
types of auspicious signs if he is experiencing spiritual response.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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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noter « l’écart des deux côtés »
J

e demande à tout le monde de porter
attention à ceci : chez le genre
humain et toutes les espèces vivantes, il
y a un commencement et une fin ; en
bref, l’un est l’apparition, l’autre la
mort. Cependant, l’Éveil ne fait pas
partie de l’apparition ni de la mort.
On dit souvent :
– la non-apparition et la nonextinction ;
– l’absence de naissance et
l’absence de mort ;
– l’absence d’arrivée et l’absence de
départ ;
– sans aller et sans venir.
Mais, avez-vous compris le sens
véritable de ces propos ?
Voici une stance du sixième
patriarche Hui-neng :
Il n’y a pas d’arbre de la bodhi,
De clair miroir, pas plus.
La nature de bouddha est toujours
vide et pure,
Comment, où, y aurait-il une
quelconque poussière ?
Bien des gens pensent que cette
stance est subtile, qu’elle enseigne la
vacuité de toute chose, et qu’elle est
certainement un propos d’illumination.
Cependant, ils se tromp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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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stance parle de la vacuité, elle
n’est pas un propos d’illumination. Le
véritable Éveil « s’écarte des deux côtés
». À bien noter, il faut absolument
s’écarter des deux côtés.
Plus tard, le sixième patriarche Huineng changea sa manière de dire :
« Ne pensez pas au bien, ne pensez
pas au mal. »
Ha ! Ha !
C’est ça !
Pour ceux qui ont obtenu l’Éveil,
cela n’est pas existant, cela n’est pas non
plus inexistant, c’est donc la nonexistence et la non-inexistence. Alors,
est-ce que cela se situe entre l’existence
et l’inexistence ? En réalité, non.
Je pratique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si vous le pratiquez également, vous
comprendrez les Quatre Joies :
La joie initiale – le changement
(l’apparition des changements).
La joie excellente – le
développement (le maintien constant de
la grande joie).
La joie transcendante – le succès de
réalisation (le maintien constant de la
lumière).
La joie foncière – la vacuité
(l’achèvement parf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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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ratique assidue du bouddhisme
tantrique permet d’acquérir
progressivement les changements, le
développement, le succès de réalisation
et la vacuité.
J’avais pensé que l’obtention de la
vacuité de la joie foncière est l’Éveil.
Plus tard, j’ai compris qu’elle ne peut
pas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l’atteinte de
l’Illumination, qu’elle n’est pas le vide,
qu’elle n’est pas non plus existante.
L’Éveil, c’est :
– la prise d’une fleur du Bouddha ;
– le doigt du maître zen T’ien-long ;
– ma manière de me tenir debout sur
un pied comme le faisan.
Le premier maître du bouddhisme
exotérique auprès duquel j’ai pris refuge
était le maître Yin-shun. Il était de
l’école des Trois Traités, et il mettait
l’accent sur la doctrine et la pensée. Ses
ouvrages écrits étaient nombreux, sa
doctrine et sa pensée avaient
grandement influencé le monde des
bouddhistes.
La doctrine est évidemment très
importante, il ne faut pas la négliger, car
elle nous permet de connaître l’état
auquel on est parvenu.
Le dernier maître du bouddhisme

tantrique auprès duquel j’ai pris refuge
est le grand maître Thubten Tærchi. Il
attachait une grande importance à la
pratique assidue, il estimait que la
doctrine et la pratique assidue doivent se
combiner, comme les deux roues d’une
bicyclette ou les deux ailes d’un oiseau,
et que ce faire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parfait.
Plus tard, j’ai combiné la doctrine
avec la pratique assidue, et je me suis
exercé à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en
souhaitant obtenir l’Éveil et prouver le
Fruit d’Illumination.
Finalement, par des exercices
progressifs, j’ai réussi ma pratique, j’ai
abouti avec succès à la réalisation de la
doctrine et de la pratique assidue.
Finalement, j’ai obtenu l’Éveil. Ce
n’est pas par la doctrine ni par la
pratique assidue que j’ai atteint
l’Illumination. À noter « l’écart des
deux côtés ».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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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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請㆓佛㈧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
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
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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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者：計鴻祥（200 ㆖海市虹漕南路99弄㈮桂苑2號18B座）
◎迴 向：祈願師尊及高王觀世音菩薩佛光加持業障消除、
離苦得樂、早㈰往生西方佛國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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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請㆓佛㈧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
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
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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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者：吳易樺
◎迴 向：祈請瑤池㈮母、師尊蓮生活佛及高王觀世音菩薩加持林子瓊及孕㆗的㊛
寶寶，㆒切㉂然生產順利，㊛寶寶漂亮健康、可愛白皙、個性溫和、善良得㆟緣，
災惡退散、出入平安，身體健康，誠心懺悔，身口意清淨光明，智慧增長。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唵。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
娑婆訶。
淨身業真言：
唵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
唎。娑婆訶。
淨意業真言：
唵。縛㈰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㆔滿哆。母馱喃。唵。度嚕度嚕
㆞尾。娑婆訶。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啞。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㆔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㈥合。
放光遍照於㆔際。㆒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照福慧增。
昔㈰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㈩方㆔世諸佛菩薩摩訶
薩。︵㆔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㈩㈧大
蓮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剛㆖
師。主㈮剛真言界㊙密主。大持明第㆒世
靈仙真佛㊪。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南無真佛會㆖諸佛菩薩摩訶薩︵㆔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
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
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
訶薩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剛手菩薩摩訶薩。
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
南摩㆞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㆒時大白蓮花童子。在摩
訶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周圍㈩
㈦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
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微妙香潔。
白蓮花童子。默運神通。將㆒個摩訶
雙蓮池。變化得格外㈮光燦爛。所㈲香花
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
鸚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
㈮色。出和雅㆝音。空㆗㈮色光。㈲淨妙
㆝音來㉂虛空。諸世界香氣芬馥。空㆗㈮
閣。全生光華。遍敷㈮蓮。虛空之㆗㆝花
飄散。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量
諸㆝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
㉃摩訶雙蓮池。㆔㈩㆔㆝主均趕赴摩訶雙

蓮池。集諸㆓㈩㈧㆝眾。帝釋。梵王。㈧
部㆕眾。廣說法要。
爾時。㈮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
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萬寶
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花童子
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光。藍
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童子現出福
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光。
諸㆝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
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
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此大光
華。
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細說。帝
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
說。㆒切㆟㆝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眾
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
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真實佛法息災
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說。諸佛菩薩
救度眾生。㈲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
世界。無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
滿㈪世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
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真佛
世界。
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眾聞聖尊
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吉祥
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生化身示現。
各各歡喜得未曾㈲。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
化身為教主。㆘降㉃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
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淨。
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師為僧寶。
聖尊告大眾。若㈲善㊚子。善㊛㆟。
於每年㈤㈪㈩㈧㈰。沐浴齋戒。著新淨衣
服。或於每㈪㈩㈧㈰。或本命生辰㈰。在
密壇前。奉請㆓佛㈧菩薩。奉誦︻真實佛
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求。㉂㈲感應。
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虔誠祈禱。咸得如
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沙門居士
修道俗㆟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是
之㆟祿位最尊。壽命延長。求子得子。求
㊛得㊛。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的大福寶
經。若㈲先亡。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
泄幽冥。若能持誦本經。㊞送本經。亡者
昇㆝。怨親退散。現存獲福。
若㈲㊚子㊛㆟。或被邪魔所侵。鬼神
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本經。
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疾厄纏身。前
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經。㊞施
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解。若㈲惡
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但能持誦本
經。㊞施本經。即得解除。凶殃殄滅。化
為吉祥。
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養。
即得加威。戰無不勝。誦者。㊞者。施
者。能㆒切吉祥如意圓滿。消除諸毒害。
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蓮
花童子。即於其㆗。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龍
㈧部㆕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迴向：

陳麗娘的冤親債主 水
子靈 纏身靈冤孽化解
離苦得樂 往生佛國
淨土 西方極樂世界
陳麗娘癌症病業消除
身心安樂

※助㊞者：

陳 麗 娘 大德

蓮開無數真佛現 舅藏其中自性顯
上求佛道下化眾 師承蓮生證菩提

賀
威德佛學院第九屆學員
蓮梁、蓮霞、蓮竹、蓮竫、蓮渟

FU YEN TRUE BUDDHA TEMPLE

•電話:1-718-639-2456
•傳真:1-718-639-2496
•E-Mail:tbs.fuyen@gmail.com
•㆞址:43-10 National St. Corona NY 11368 USA

‧3月份 南摩蓮花童子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勾財天女祈福護摩
‧4月份 南摩金剛薩埵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咕嚕咕咧佛母祈福護摩
‧5月份 南摩高王觀世音菩薩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紅財神祈福護摩

★功德迴向聖尊蓮生活佛佛體安康、
長壽自在、長住世間、
永轉法輪、廣度眾生。

★迴向護摩火供所有功德主及報名眾等業障消除、
消災解厄、身體健康、增福延壽、運程亨通、財
源廣進、心願圓滿、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每逢【㈧白㈰】
南摩堅牢㆞神祈福護摩

詳情請看 Facebook: NY Fu Yen Temp1e 或來電洽訊
報㈴費用：㆒切隨意 【邀請「大供養功德主」㈲意者請與本寺洽訊】
歡迎善信同門親臨、傳真或電郵報㈴參加，隨喜 助。共沾法益、同沐佛光 !

新春飛揚花絮飄
喜氣洋洋喜樂笑
三陽開泰迎春到
羊年財順齊歡跳
祝福大家
羊年行大運
英國真渡雷藏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