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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天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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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自己聊天
孤

獨總是讓人自省，寂寞總令人變得自
知。幾百年前的唐朝李白，月下獨酌
飲出了他一身的天縱才華與獨步千古的豪
邁肆意；幾百年後的現在，本書作者蓮生
活佛盧勝彥法王，在西雅圖的泠泠冬雨，
在烏漆抹黑的寒夜之中，亦形單影隻地筆
耕出祂始終如一的懇切文字與不辭艱辛的
修行度眾。
作為一位總是站在風口浪尖、備受爭
議的獨特行者，蓮生活佛向來對於在報章
雜誌與虛擬網路上的各種毀譽文章，不入

開 悟 小 語

眼亦不入心；祂自承沒有朋友也沒有知
己，平日只與弟子們寥寥對話。
這一次，秉持著如此現狀，祂仍是不
對誣言妄語多做辯解，而只是書寫出了這
麼樣的一本「獨語」─以自問、自答的形
式，表現出祂個人的誠懇，用淺顯親切的
字句，闡述修行的玄旨與真理。
在本書中，作者自問自答的問題遍及
各種層面：生死、慾望、名利、成佛以及
亙古不變的善惡議題，在這般俐落明快的
一問一答之下，許多眾人所好奇的人生課
題，就如雨後春筍，一一顯露出值得咀嚼
與賞味的答案。
活佛同時也以心路歷程向世人剖白，
如何透過佛法超越外在壓力和煩惱，更巧
妙地在自問自答中，透露了「開悟明心」
後的見地，以及諸多修行法門的口訣，值
得讀者細細品味。
作者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深知最了解
自己的便是自己，於是選擇「與自己聊
天」的方式，真實不欺地將個人的內心世
界，乃至行宜舉止，呈現在所有人的面
前，於是攻訐污衊不攻自破，一如祂總是
書寫的明明白白、坦坦蕩蕩，盡展千古行
者的磊落風貌。
～大燈文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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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也煉丹修道

﹁軒轅本紀﹂的文章中

國

在
昇
另說：

鼎湖飛

提到黃帝一邊平亂治

黃帝大戰蚩尤

西王

紫府先生給黃帝﹁三

後來功德圓滿

)

這是黃帝得

大禹用之祭壇

能

他得的﹁洛書﹂也是

從水中出

黃帝立

﹁三皇內文﹂即是神符

見了紫府先生
可劾召萬神

黃帝東巡
皇內文﹂

有傳說指出

﹁道教本始部﹂有言：
伏羲受圖
軒轅受符
高辛受天經
夏禹受洛書
(軒轅受符

有玄魚銜符

下授黃帝﹁召神符﹂

母﹁瑤池金母﹂以符授黃帝
召請

瑤池金母遣玄女
上壇城

以治水聞名
大禹是半人半神

大禹在古代

另外：

符的開始

符號

因此治理了大水

那時的天帝將洛書傳給大禹
召神持咒

必然知道：

洛書是怪異的篆文符號

讀者如果熟讀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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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怪了

蓮花童子

瑤池金母

東華大帝

﹁雷霆號令

咒曰：

又：

焚符召請

急如星火

蓮生敕令

不可以玩笑

不可

欲辦理

有事差遣

天官功曹通靈

傾刻遙聞

值年值月值日

聽吾法旨

不可以輕忽

主事者向諸神告白

火速到壇

靈官傳奏

三者根本不可分

土地

請諸神去完成
特別要注意：
此符非同小可

務必莊

請神符

會有天譴！

一般治病靈符

以當遊戲
重
大事才召
隨便召神

已不可隨便

最後諸神一一下降

後踏禹步

再持咒

先焚符

要腳踏﹁禹步﹂

此符有一重點：

聞召即至

而蓮花童子即是蓮生活佛盧勝彥

急急如律令﹂

是理所當然

諸神到壇

之事

又：

此符一焚

這就毫不奇

瑤池金母之女︱雲華夫人即是蓮生活佛盧勝彥之
因此：
蓮生活佛盧勝彥受瑤池金母開天眼

律令九章

蓮生活佛盧勝彥有請神符(召神符)
的事：
召神符：

咒曰：
﹁天圓地方
急急如蓮生律令﹂

2

燃佛心燈

經過商家

紅色的紙

看見店家門口

四個字組合成

黑色的字

很多家都貼有

發財符
日

昔
此符是印刷品

也是符
印刷品的符

這種印刷品的符

不具任何效

如同用唱片唸佛

就知道是把日日見財

也即是日日見財

一符

非常工整
符式是

是字

這符一看
一個字

有聲無心

但大家要知道
有符無心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7冊《蓮生符》

力
除非請來大法師

這種印刷品的

符才會靈)

惹得鬼神驚；不知畫符妙

有一句話說的好：

以法力加持
符才有效果
畫符
﹂

﹁若知畫符妙
鬼神笑

畫符在於一心
神心
畫符者的心
求符者的心
(這三心合一心
有一弟子說：

惹得

3

持

﹁請盧師尊畫一符

這

再請師尊加

而硬給一符

我拿去印刷
﹂

如果無心請符

然後分派給左鄰右舍
我說：
﹁左鄰右舍

大福金剛大無比

日日

咒曰：
﹁拜請蓮生活佛

運來東南西北一切財

威靈顯十
主宰人間增福事

方

﹂

五路五方財

無財

月月財

有財來

財

急急如律令

因

開啟了天上的寶

我平時不隨便給予

符可一起燒化

年年財
去

此符燒金紙時

﹂

所以：

佩身亦可

符是沒有效的
求符的人

為須要觀察求符者：
是善人
有善光
帶天福

我才給此符

非常的祕密

這道符
缺一不可
也就是畫符者請來的神明

畫符的人
過往的神明
這都是靈驗的要素
所謂過往的神明
下降佈光？

帶財祿

祂有沒有
有則善也

偈曰：

賜福給這個人

由於一時困頓
庫

無則不驗
如此而己！
我有一符：

蓮生賜財來
善人增光彩
行善兼佈施
佛法存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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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就要修回本初佛
回到最寂靜的原點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盡
虛空遍法界了鳴和尚 敬禮薩
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
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
城三寶 敬禮今天法會的主尊︱大幻
化網金剛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
些 西利 赫嚕嘎 吽呸 ﹂向大幻
化網金剛敬禮 致敬大幻化網金剛
尊貴的大幻化網金剛 無上的大幻化
網金剛 感謝三次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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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前副總
統秀蓮女士 感謝她的支持和參與
也感謝她的政治理念；︿中央研究
院﹀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中華民國︿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
會﹀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立法委員許志傑先生 ︿台灣省政

我

與道合一

大幻化網金剛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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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正紀念堂
主辦：中觀堂
法會：無上密大幻化網金剛
護國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灌頂：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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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府﹀祕書長鄭培富及夫人韓霧珍女
士 行政院政務顧問陳秀暖女士 台
北市議員闕玫莎女士 台北市黨部朱
主席立倫代表︱陳永仁主委 桃園市
長鄭文燦先生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
表︱曾沛旭主任 台南市蔡旺詮議員
代表︱蔡惠朱女士 美國華盛頓州
︿第一區消防委員會﹀陳發正委員長
伉儷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督︱雷豐毅
先生及拿汀︱曾美婷女士 ︿亞洲知
識管理學院﹀院士李達成先生及夫人
林美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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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博士教授
團﹂︱王進賢教授 王醴博士 游江
成博士 葉淑雯教授 顧皓翔教授
蔡國裕教授 麥韻篁教授 林秀菊教
授 洪欣儀教授 林峻安醫師；︿宗
委會﹀及︿密教總會﹀法律顧問︱卓
忠三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
師 盧文祥律師 卓品介律師； my
university classmates ︵ 我 的 大 學
同班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
霞女士 林瑞裕先生及夫人涂鳳娘女
士 王定平先生 容承明先生 李建
利先生；︿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
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名節
目主持人邰智源先生 著名演員暨香
港十大傑出青年方力申先生 著名演
員鄧麗欣小姐 台北︿女國際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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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難逢的殊勝法緣
蓮生法王主壇「大幻化網㈮剛護國息災大法會」
首傳「大幻化網㈮剛不共大法」

會﹀國際總召闕慧玲女士
my
sisters 盧勝美女士 盧玉意女士
盧幗英女士 盧霓英女士；師母家
眷︱陳嘉萍先生及盧輝鳳女士 還有
印 尼 的 貴 賓 Indah Lilyawati
Richard
Setiawan
Wicaksono
Setiawan 以及所有的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 大家好！唔該 唔該晒！
︵ 廣 東 話 ： 謝 謝 你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語：午安︶どうも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Sawadikap ︵泰語：你好︶ 감사합
니다︵韓語：謝謝︶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 你好︶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感
謝︶ Wie geht es Ihnen? ︵德語：
近來好嗎︶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做﹁大幻化網金剛法
會﹂ 沒想到今天結的手印統統不
同 是不一樣的手印 不過真的是
﹁嘛哈﹂ 嘛哈就是﹁大﹂ 是很大
的一種力量 我這一生 活到七十一
歲了 第一次感應到大幻化網金剛進
到壇城裡面 文武百尊進到壇城裡
面 然後在我的身上 三次進來 三
次出去
那是最大
最大的
power ︵力量︶！我相信今天與會的
大眾 都蒙受到大幻化網金剛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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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今天來這裡的所有信眾 你們身
上的病業 病苦 在一剎那之間 祂
就幫你清除掉！
我有個感應 本來我不太願意講
出來 我們昨天做﹁阿達爾瑪佛法
會﹂ 今天做﹁大幻化網金剛法
會﹂ 有一個 group
是一個很大
的團體 他們修了很凶惡的法 要破
除這個法會 要對這個法會有所傷
害 我本來不願意講 不好意思 但
是還是要講 尤其是對我本人 經過
大幻化網金剛﹁嗡 別炸 卓大 嘛
哈些 西利 赫嚕嘎 吽呸 ﹂這很
大威力的三進三出 我覺得一切都
OK 沒事了！
我是經常這樣轉化的 有這樣的
傷害 一切都可以化解掉 以前 我
在美國西雅圖開著一部車 車牌號碼
的最後是﹁五四六﹂ 諧音就變成
﹁我死了﹂ 我開了那一部車子之
後 沒有死 所以我現在知道 ﹁我
死了﹂就是﹁無事了﹂ ﹁五四六﹂
就是﹁無事了﹂ 統統沒事了！所
以 我今天把大家所有的困難 和我
自己本身的困難 在大幻化網金剛之
下 全部把它化解開
昨天傳授﹁原始佛﹂的法 也就
是本初佛 阿達爾瑪佛 普賢王如來
的法 天空上出現了佛的眼睛︱佛
眼 蓮店上師那裡有佛眼顯現在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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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禮繞行
大幻化網立 體 壇 城
能積聚無量 福 德

之中的相片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這佛
的眼睛在虛空之中 在︽真佛宗︾的
官網上面有這佛眼的相片 今天 你
們如果向虛空中攝影 一樣會有大幻
化網金剛的顯現！
告訴大家 今天大幻化網金剛出
現的時候 非常威猛 也就是我這一
生 活了七十一歲 第一次感受那麼
大的法流 強力地灌下來 在我身上
三進三出 相信大家都可以覺受到這

一次﹁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
利 赫嚕嘎 吽呸 ﹂的威力
在二○一五年的春天 我有兩場
最大的法會 一場是在︿台灣雷藏
寺﹀的﹁本初佛︱阿達爾瑪佛法
會﹂ 一場是在︿中正紀念堂﹀自由
廣場的﹁大幻化網金剛法會﹂ 這兩
尊佛很少在媒體資訊中找得到 找到
的只是小部分而已 也少有人傳授這
樣的法 所以 今天法緣殊勝 得到

蓮悅上師、蓮妙上師代表眾等請佛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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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化網金剛的灌頂 七世可以成
佛 而且永不入三惡道！
在唐朝盛行的︻高王觀世音真
經︼裡面 其第一尊佛的名字是﹁淨
光祕密佛﹂ 眾人不知是誰 我說這
就是本初佛︱阿達爾瑪佛 及其化
身︱大幻化網金剛 我將來會在書上
畫出大幻化網金剛的一個標幟 上面
是一個圈圈 一個點就是本初佛 是
一切佛的標幟 下面像﹁川﹂一樣的
標幟 是象徵大幻化網 是一切的演
化
大幻化網也就是本初佛所化現出
來的 其形相具有二十一個面孔 有
四十二隻手臂 八足 大幻化網金剛
手中各持著明鏡 鏡內有四十二個寂
靜尊 四十二個寂靜尊包含五部如
來 五佛母 八大菩薩 八大佛母
四明王 四個忿怒母 六個釋迦能
仁 再加上本初佛及大自在佛母 一
共有四十二尊 這四十二尊就叫做寂
靜尊 另有忿怒尊五十八尊 加起來
就是﹁寂靜忿怒百尊﹂ 又稱為﹁文
武百尊﹂ 文武百尊剛剛也是一樣下
降在大幻化網金剛的壇城
祂的手印就代表﹁川﹂字 不過
這個﹁川﹂是分開來的 但手印是結
起來的 我比一下手印給大家看︵師
尊示範︶
有了手印 有了大幻化網金剛的

形相 還有祂的咒語︱﹁嗡 別
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嚕
嘎 吽呸 ﹂
我告訴大家 昨天晚上大
幻化網金剛來跟我講 祂說我原
先講的咒語是﹁嗡 別炸 卓大
嘛 些 西利 赫嚕嘎 吽
呸﹂ 祂說要在﹁嘛 些﹂的中
間 加一個﹁哈﹂字 就是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
利 赫嚕嘎 吽呸﹂
大幻化網金剛的本義是什
麼？有兩個字 從﹁最初的﹂變
化為﹁最多的﹂ 現在要從﹁最
多的﹂回到﹁原點﹂ 這是很特
殊的 為什麼是這樣子？因為所
有的修行 都是從﹁最多的﹂回
到﹁原點﹂ 今天 不管是佛教
的修行 道家的修行 密教的修
行 都是從最多的回到﹁一﹂
從一又回到﹁○﹂ 從﹁○﹂又
回到﹁佛﹂ 跟﹁道﹂合一
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人
間 現在所看到的整個︿中正紀
念堂﹀自由廣場 滿滿的 全都
是人 因為只要是盧師尊所傳的
法 都是座無虛席的 但 人間
是什麼？人間就是大幻 一切的
現象就是幻
今天也很特別 本來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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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全體大眾摯心齊唸〈請佛住世祈願文〉

道︿中正紀念堂﹀在修理牌樓 等到
我們為法會開始建立壇城的時候 才
搭建牌樓旁邊的網︵工程用鷹架︶
這是相應的象徵 出現了網 就是大
幻化網的象徵！
﹁返本就是修回 能得到三身的
成就 ﹂大幻化網金剛最主要的機密
就是︱我們人要修回到本初佛︱阿達
爾瑪佛 修回到大幻化網金剛 中國
道家有一句話講：﹁道生一 一生
二 二生三 三化萬物 ﹂這是
﹁道﹂ 從﹁道﹂那裡出來 現在我
們要回到﹁道﹂裡面去 就是要從

﹁很多的﹂回到最寂靜的﹁原點﹂
也就是變成﹁道﹂ 修行就是把你自
己跟道合一 把你自己變成﹁道﹂
要如何修行？它的重點就在這裡！我
現在講出這個法最重要的口訣了！
有大幻化網金剛的形相 有祂的
咒語 有祂的手印 這三個合一 就
成為一個﹁念誦法﹂ 將來可以做出
﹁念誦法﹂的儀軌 讓大家能夠修
法
﹁我本人知道這世間是大幻 萬
象是化網 因此 悟佛性 明心見性
的大道理就在這裡面 在這世間上

事實上是﹁無所得﹂ ︻心經︼裡面
講的最重要一句話就是﹁無所得﹂
為什麼無所得？你能夠得到什麼？其
實 根本得不到 所以稱為無所得
﹁無所住﹂ 你住的地方也是無所
住 只不過讓你暫時住 最終是無所
住 ﹁無所謂﹂ 所發生的一切事
情 最終都會過去 所以是無所謂
最後 還來個﹁無生﹂
今天 我講﹁盧勝彥現在坐在這
裡﹂ 這坐在椅子上的就代表盧勝彥
嗎？不是！我講過了 我有出生時候
的照片 小學的照片 初中的照片

於娑婆界大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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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戴學士帽的照片 還有我年
輕瀟灑的照片 跟現在坐在這裡的盧
勝彥 都是同一個人 沒有錯！是同
一個人 但也不是同一個人 因為
以前的盧勝彥全部都過去了 現在的
盧勝彥坐這裡 未來的盧勝彥也會
﹁無生﹂ 會不存在的！你由這悟進
去 便知道什麼叫做﹁空性﹂ 這才
叫做﹁開悟﹂ 這種事 萬萬人都不
知道 只有一 兩個人知道
我現在講最重要的口訣：上面不
漏出氣 下面不漏出精 元神要能固
守在上丹田 只要你的元神能夠固
守 不外漏 其利益甚大 氣自然上

昇 包括你的明點 自然就會上昇
重點 口訣就是﹁水跟火互相凝
結﹂ 就是﹁明點法﹂
最最重要的口訣是：心無一物便
是虛 一念不生便是靜 此時 天開
竅開 神氣出現 堅守到摩尼珠又紅
又圓 千佛萬佛由此而生；身不動就
是守戒 心不動就是氣跟明點凝固
意念不動就是神凝；如此 精 氣
神三者合一
密教修行的次第是先聚氣 要能
夠把氣先聚起來 氣進入中脈 用氣
吹動拙火 把拙火上昇和菩提心月液
的水互相接觸 水火凝聚於心輪 打

悲心憫念降生人間

開心輪 心輪中的佛性顯現 佛光四
射 在這當中 有﹁無漏法﹂ ﹁拙
火法﹂ ﹁明點法﹂
﹁在外要開悟明心 在內要修出
佛性自顯 ﹂口訣是：身不動 水就
能朝元；心不動 火就能夠朝元；意
念不動 神就能夠朝元；心要無一
物 你的念頭要一念不生 精 氣
神全凝聚於玄竅 所以 禪定的口訣
在於﹁無事 無心﹂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
一 允執厥中 ﹂實修者若能熟讀我
的修行口訣 一一實現 決定成佛！
我會把重要的口訣放在我的一本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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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 叫做︽蓮生符︾ 將來大家都
可以看到 然後慢慢去體會 事實
上 世界上的事情 你如果不領會
你一定是在三世因果輪迴之中
講一個笑話 有間拉麵店 一個
漂亮的女孩子在排隊等候 輪到她的
時候 拉麵師父就問：﹁你要粗的
還是要細的？﹂女孩子答：﹁你拉什
麼 我就吃什麼 ﹂這只是一個笑
話 不過 你們要知道 這裡面是有
因果的 我們現代人沒有選擇 你到
超商 裡面賣什麼 你就吃什麼 這
就是因果 你若要離開這個因果 離
開三世 不再轉世輪迴 唯一的就是
你要修今天最大的法 這個法就是可
以讓你﹁返回﹂
世界上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一
般的人 結的是凡胎 今天是婦女
節 婦女非常重要 祝大家婦女節快
樂！剛剛呂副總統講 沒有女人就沒
有生命 沒有男人也沒有女性的幸
福 我們要感念婦女的犧牲奉獻 也
要感謝男性的扶持互助；呂副總統也
講 要賺良心錢 做良心事 講良心
話 這樣 國家就會一片祥和
所以 超商裡面要賣良心的食
品 不能有黑心的食品 這都會有因
果的 若超商賣黑心食品 我們的身

《真佛宗》僧團一心護持法會

體健康就會受影響 美國有藥物 食
品的管理 我們台灣一樣也要有藥
物 食品的管理 如果藥物和食品都
管理得非常好 人們就會非常健康
這就是因果
不能做黑心的事情 你若做出黑
心食品 那就犯了兩個罪 一個是很
重大的﹁殺生罪﹂！你殺的不是一個
人 而是所有的眾生 你做出來的黑
心食品會殺生 那就是犯了殺生罪
第二個是犯了﹁偷盜罪﹂ 人家是用
真的錢去買你的商品 而你卻生產黑
心貨 那你就是詐欺 你就是欺騙眾
生 在佛教的五戒裡面 這兩個罪是
最重的 所以 呂副總統講賺良心
錢 做良心事 講良心話 國家就會
一片祥和
講個笑話 小華問：﹁爸爸 如
果你閉上眼睛 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呢？﹂爸爸講：﹁會啊！﹂小華就
講：﹁那麼 請你閉上眼睛 在我的
成績單上簽個名吧！﹂毛巾廠的廠長
接到一通電話：﹁你們生產的毛巾上
印著喜鵲的圖案 真是栩栩如生 ﹂
廠長聽了很高興 接著問：﹁你怎麼
會這麼覺得呢？﹂對方就講：﹁因為
我用毛巾一擦臉 喜鵲馬上就飛到我
的臉上 ﹂這樣的毛巾是不行的 這
是屬於黑心毛巾 所有的生意人都要
警戒 你們一定要用最真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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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真實的良心錢 這是做人的道理
醫生在家裡接到同事的電話 同
事講：﹁打麻將三缺一 ﹂醫生說：
﹁我馬上來 ﹂妻子在旁邊問：﹁情
況嚴重嗎？﹂醫生嚴肅地講：﹁相當
嚴重 已經有三個醫生在那裡了 ﹂
這是沒有講良心話
我們行者沒有時間打麻將 師尊
到現在還沒去看元宵燈會 到處都有
元宵點燈 這次燈會的主燈在台中烏
日 台中公園 豐原 但是 我都沒
有時間去看 為什麼？因為 我要準
備這兩場大法會的說法 我要寫稿
寫下我要講些什麼話 統統都要做準
備
當然 師尊有時候是不用準備
的 因為胸有成竹 就不用準備 但
是 有些事情是突然發生的 就像這
次 我之前給的咒語是：﹁嗡 別
炸 卓大嘛 些 西利 赫嚕嘎 吽
呸 ﹂在﹁嘛 些﹂中間 少了一個
﹁哈﹂字；昨天突然有一個通報給
我 說要加一個﹁哈﹂字 ﹁嘛哈﹂
就是大 大殊勝赫嚕嘎｜大幻化網金
剛一定是﹁嘛哈﹂嘛！因為來不及
改 所以 請大家要聽清楚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嚕
嘎 吽呸 ﹂這樣的咒才算完整
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最不喜歡
數學 也最不喜歡英文 我在學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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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修理中的牌樓，周圍有鷹架護網，如同大幻化網的「網」象徵，也是相應。

曾經對同學講：﹁我不想學
英文 ﹂﹁為什麼？﹂﹁因
為我又沒有要到國外 我又
不移民到美國 到澳洲 到
加拿大 或者到其他國家
因此 我不學英文 ﹂所
以 我就不背英文單字
沒想到鬼使神差 有因
果命運存在 我居然移民到
美國！當時 蓮火 蓮世
蓮主 三位上師 他們全
家移民過去 我就
依靠他們這條路
線 跟著移民
過去 他們把
我從台灣帶到
美國 到了那

大幻化網金剛標幟

上面是一個圈圈，一點即是
本初佛，是一切佛的標幟。
下面像「川」，象徵大幻化
網，是一切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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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才知道 原來要學英文
我的數學也是很爛 不喜歡什麼
開根號 解析幾何 也不喜歡微積
分 方程式；這些東西勾來勾去 算
來算去 要算什麼呢？我又不是大企
業家 需要那些數學幹什麼？所以
我也沒有學好數學 數學跟英文都很
差 對不起！那時候我也做錯一些事
情 數學跟英文是靠同學幫忙 我才
能畢業的
講個笑話 男子跑到山上的寺
廟 找到方丈後 哀傷地說：﹁我佛
慈悲！大師 我已經看破紅塵 我對
這個俗世再也不眷戀了 請您為我剃
度吧！﹂大師緩緩地走到神像旁邊
拿出掃把 往他身上猛Ｋ 氣憤地
說：﹁你給我滾出去！你每一個月來
理一次髮 都是免費的 ﹂原來他是
到廟裡免費理髮的 這樣貪小便宜是
不可以的
你如果想要出家 就一定要正式
出家 要正式皈依 正式受菩薩戒
正式受剃度 剃度就是決心要一心向
佛 一心學法 一心成就 絕無二
心 在戒壇之前 絕無虛言 但是
也有人還俗 其實 還俗也是很正
常 因為 一個是眾生 一個是成
聖；如果想要成聖 那就要有決心
現在 我們每一個在座的人都是有成
聖 成佛的心 只要你一旦下定了決

心 就不要退卻 不要作弊 也不要
偷懶 按照口訣去修行 自然可以成
功
今天 我們的大幻化網金剛是非
常有威力的 祂有非常大的威力 而
且 是我一生當中所遇到最大的法
流 在我的身上灌頂三回 那是最大
的威力！我期望今天大家內心的祈
求 能讓你們每一個人都身體健康
讓大家都能夠萬事如意 讓大家都能
夠賺良心錢 都能夠得到富足跟知
足 幽冥眾等都能夠往生佛國 每一
個人都能夠道心堅固 每一個人都能
夠修行成就！
有了手印 有了咒語 再有大幻
化網金剛的形相 有阿達爾瑪佛︱普
賢王如來的形相 每個人最終都可以
從眾生修成佛
請注意密教的口訣 要先聚氣
讓所有的氣進入中脈 要用你的氣去
吹動拙火 讓拙火上昇 明點下降
融合在一起 讓水跟火凝結在心輪
記得要打開心輪 甚至打開五輪 讓
你心輪中的佛性能夠出現 佛光就能
夠四射 這是我們密教最重要的口
訣
謝謝大家！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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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萬人接受「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殊勝灌頂

宇宙的因緣變化都在大幻化網之中
見大幻化網壇城能於七世內得解脫
文／翟天成

繼

二○一三年 二○一四年殊勝的
尊勝佛母法緣後 ︿中觀堂﹀於
二○一五年三月八日 再以密教最高的
﹁大幻化網金剛﹂為主尊 連續三年於
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 恭請無上尊
貴的聖尊蓮生法王親臨主壇 並啟建殊
勝的﹁無上密大幻化網金剛護國 息
災 祈福 超度大法會﹂暨首傳﹁大幻
化網金剛不共大法﹂
舉世難逢的殊勝法緣 吸引來自全
球超過五萬名同門善信護持 場面隆重
浩大 震攝人心！這是︽真佛宗︾︿中
觀堂﹀在︿中正紀念堂﹀舉辦法會三年
以來 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 廣場兩廳
院的階梯 迴廊 全都擠滿虔心與會的
大眾
在藏傳佛教寧瑪巴傳承中 大幻化
網是非常殊勝而且重要的法 所謂﹁大
▲ 進入佛塔抬頭即見蓮生法王親自書寫的「見即解脫」。
▼ 無上尊貴的「文武百尊曼陀羅」。

幻化網﹂ ﹁大幻﹂即是象徵宇宙
﹁化﹂是變化 ﹁網﹂是因果 也就是
種種宇宙的因緣變化都在大幻化網之
中 大幻化網金剛是密教最高 最大的
一尊金剛神 因為祂是由法界最初的第
一尊佛 也就是十六地的本初佛︱普賢
王如來所化現的金剛忿怒身 所以
﹁大幻化網法﹂的最高主尊就是大殊勝
赫嚕嘎︱大幻化網金剛 蓮生法王希望
以此為台灣的國運祈福 令這塊土地得
到最高 最大的加持 利益無量眾生
三月八日上午十點卅分 蓮生法王
蒞臨︿中正紀念堂﹀廣場 法王來到十
七米高的﹁大幻化網立體佛塔﹂前 進
行開光儀式 在開光之後 蓮生法王進
入﹁大幻化網文武百尊壇城﹂內禮拜壇
城 再引領大眾繞塔三匝 揭開當天法
會活動的序幕
在這場法會中 最特別
的就是大幻化網立體壇城的
建立 大幻化網立體壇城在
全世界僅存四座 兩座在中
國大陸四川甘孜藏區 一座
在尼泊爾 一座在西藏；為
承續這前所未有的殊勝法
緣 蓮悅上師三度遠赴四川
及尼泊爾考查 ︿中觀堂﹀
更不惜巨資 於︿中正紀念
堂﹀廣場建立一座完全符合
密教法義的大幻化網立體壇
城
大幻化網立體壇城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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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殊勝之處？在︿聞解脫灌頂講示﹀
有云：﹁若能親見大幻化網壇城 即使
今世未能修行 在七世之內也能獲得解
脫的因緣 ﹂因此 又稱為﹁見即解脫
壇城﹂ 在這次所建造的壇城中 更有
蓮生法王親自書寫的﹁見即解脫﹂墨
寶 安奉無上尊貴的﹁文武百尊曼陀
羅﹂；除此之外 整座佛塔皆由般若智
慧的水晶球等寶物裝藏 並且有五百小
佛塔安奉其中 可說是極其殊勝珍貴
法會在下午一點卅分正式開始 在
莊嚴的迎師隊伍與樂音之中 蓮生法王
緩緩步上莊嚴的法座 各界貴賓冠蓋雲
集 ︿中研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行
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廖東
周大使 以及前副總統呂秀蓮女士皆給
予寶貴的致詞 主辦單位的蓮悅上師與
蓮妙上師代表全場與會大眾 向蓮生法
王敬獻哈達 象徵正式祈請法王傳授尊
貴的﹁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
此次法會相當殊勝而不可思議 蓮
生法王在開示中特別表示 當天的法流
非常強大 是祂這一生中所做法會力量
最強的一次！法王感應到大幻化網金
剛 文武百尊進到壇城裡面 而且在法
王的身上三進三出 是最大最大的法
力 並特別強調 只要當天參加法會的
大眾 都能蒙受大幻化網金剛的加持
得到大幻化網金剛的灌頂 一定可以在
七世之中成佛 而且永不入三惡道
蓮生法王在開示中表示 人間就是

﹁大幻﹂ 一切的現象就是﹁化網﹂
明心見性的大道裡就在這裡面 大幻化
網金剛最主要 也最機密的就是︱人必
須修回到本初佛 回到大幻化網金剛
就是要回到道 回到最寂靜的原點；修
行就是要把自己跟道合一 這也就是修
持﹁大幻化網金剛法﹂的口訣
法會結束後 蓮生法王為超過五萬
的信眾賜授﹁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灌
頂﹂ 人人歡喜雀躍 最後的壓軸也是
此次法會相當特殊的一次創新形態 就
是由國際知名的劇團︱︿優人神鼓﹀於
全球首演最新創作的︽幻化金剛︾ 將
宗教與藝術做最完美的跨界結合
表演結束後 蓮生法王也代表︽真
佛宗︾贊助一百五十萬元予︿優人神
鼓﹀的﹁生命藝術教育計畫﹂ 做為協
助更生人的教育訓練經費；而︿優人神
鼓﹀的創辦人劉若瑀導演也上台感謝蓮
生法王及此次與︽真佛宗︾共同合作公
益的善因緣
活動結束前 蓮生法王再度提醒大
家 要從複雜的人生當中去體會心靈的
昇華 讓我們內心深處的一點靈光 從
大幻化網之中 再修行回到原點 最
後 蓮生法王也圓滿眾弟子的請求 擊
鼓加持大眾 弟子們不斷地給予根本傳
承上師掌聲與歡呼 主持人也在台上高
呼著：﹁明年再見！﹂歷經一整天的法
會活動 至此終於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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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在〈台灣雷藏寺〉「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所拍到的佛眼般若光。
（右圖）3㈪8㈰在〈㆗正紀念堂〉「大幻化網㈮剛大法會」所拍到的忿怒眼般若光。

天上幻化的響雷 人間撼動的法緣

《真佛宗》將密法與藝術的巧妙結合，成就一場殊勝莊嚴的人間幻化的殊勝法緣。

觀賞
宗教

聆聽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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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人神鼓精彩演繹幻化金剛

活動主持人佩君師姐，現場
即興邀請蓮生法王擊鼓賜福。

體悟
大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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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華
佛性

交歸﹂的一個寶塔 寶塔裡面有﹁文武百
尊﹂ 一共有一百尊的佛菩薩 當我們看
到寶塔 你就會產生佛緣 產生佛緣之後
你會得到聖人的教化 從學習佛法而得
到成就 讓大家都能修行成佛 所以這個
就叫做﹁見即成佛﹂
記者：壇城內﹁文武百尊﹂的意義為何？

記者：︽真佛宗︾對於生命教育藝術也很
重視 如對︿優人神鼓﹀的支持 未來還
會支持相關的團體嗎？

蓮生活佛：所謂﹁寂靜尊﹂就是是屬於﹁
文﹂的佛菩薩 祂是度本來就有佛緣的人
；所謂的﹁忿怒尊﹂就是﹁武﹂的 忿怒
尊是度化比較頑強的人 用忿怒相去度化
難度跟沒有佛緣的眾生 這就是﹁文武百
尊﹂的意義

法王蓮生活佛接受

蓮生活佛：會的！因為我們佛教本身講慈
悲 就是要去幫助眾生；只要有益於眾生
的慈善公益 我們都要互相結合在一起

在法會後 蓮生活佛接受︿ TVBS 新聞﹀
︿東森新聞﹀ ︿年代新聞﹀ ︿八大
電視台﹀及︿ NOWnews 今日新聞﹀的聯合

蓮生活佛：希望台灣這片大地能夠變得非
常美麗 而且是安樂的樂土；在這裡居住
的人都能非常幸福 能夠得到心靈的滿足
跟物質上的滿足 讓台灣成為非常吉祥
非常快樂如意 非常祥和的真正寶島！

記者：請蓮生活佛對台灣說些祝福的話

媒體採訪
在法會前 蓮生活佛為﹁大幻化網金剛壇
城 ﹂ 開 光 加 持 及 繞 塔 後 接 受 ︿ Fun
UV 新媒體集團﹀採訪
記者：此次大幻化網金剛壇城建造的主要
意義為何？
蓮生活佛：大幻化網金剛壇城就是﹁萬德

採訪

記者：過去一年 台灣發生很多意外災害
請師尊講解這次﹁大幻化網金剛法會﹂
對整個台灣的意義？

蓮生活佛：大幻化網金剛是一個很殊勝的
金剛神 祂就叫做﹁大殊勝赫嚕噶﹂ 這
尊金剛神的法力來自於本初佛 也就是第
一位佛；這第一位佛的能力非常高 法力
非常強 祂完全是化身佛 等於虛空一樣
對台灣來講 祂能夠化解所有地 水
火 風 空的一切災難 所以是非常殊勝
的 這個法很少人傳授 這次做這場法會
主要是希望台灣能夠非常祥和 非常平
靜 不會有很大的意外發生 能夠大事化
小 小事化無 能化解一切災難

記者：︿優人神鼓﹀這次來此演出 幫助
一些再生人 台灣之前歷經高雄大寮監獄
的意外 請師尊開示 社會大眾應該怎麼
關心再生人？

蓮生活佛：其實 只要是人 都會有犯錯
的時候 不管是大錯 小錯 都一樣是錯
為什麼人都會犯錯呢？因為人會有貪
瞋 痴跟七情六欲 法律不外乎人情 情
也是很重要 對每一個更生人或是犯過錯
的人 我們如果能夠多一分的關懷 就會
減一分禍事 其實 不管是犯過錯或是沒
有犯錯的人 都是需要被關懷的 對於犯
過錯的人 如果特別去關心他 導引他
就可讓他走向正路

記者：請師尊對台灣講些祝福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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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見到

再轉化為化身 從﹁化身﹂再轉化為虛空
從﹁虛空﹂再轉化合於﹁道﹂ 這叫做
逆轉成佛

記者：所謂的﹁見即解脫﹂
這個壇城能夠解脫？

佛法可說，因為蓮生法王知道該
如何說；因為〈真佛密法〉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體現！

蓮生活佛：我祝福台灣能成為真正美
麗的樂土 在此生活的人 食 衣
住 行都非常安全 而且非常祥和
每一個人都懂得修行 不會生氣 也
不會做出非法的事情 每一個人做的
都是合法的 每一個人都平安 身體
健康

感謝蓮生活佛主持護國息災大法會；
虔心敬天、惜地、愛人，能避天災。

蓮生活佛：﹁見即解脫﹂的意思是因為大
幻化網金剛的佛塔裡面有﹁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就是一百尊的佛 菩薩跟忿
怒金剛 都會下降在這佛塔裡面 你看到
這個佛塔 這一世或未來世 你就會跟佛
有緣 自然你就會接近佛法 就會有聖人
來傳你佛法 你修了這個法 就能把你的
煩惱或想念都開解掉 當全部都開解的時
候 你就會有成就 所以叫﹁見即解脫﹂
不一定在這一世就會解脫 也許在幾世
之內 你就能夠解脫；但是 當你看見了
就有佛緣 你有佛緣了 就會碰到師父
你碰到師父 就會修法 你修法以後
就會把煩惱和不正的見解都解脫掉 這叫
﹁見即解脫﹂

廖東周大使致詞

記者：聽說 之前提起要舉辦這法會
時 好像有雷聲？

前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致詞

蓮生法王代表《真佛宗》贊助一百五十萬元予〈優人神鼓〉的
「生命藝術教育計畫」，做為協助更生人的教育訓練經費，〈
優人神鼓〉創辦人—劉若瑀導演上台領取致謝。
量子宇宙學可證明佛經所言是超
科學的，宇宙就像大幻，宇宙的
現象就是化網。

蓮生活佛：昨天在︿台灣雷藏寺﹀的
法會 很多人就拍到虛空中現出佛的
眼睛 有非常多佛眼！今天也會拍很
多靈異的照片 剛剛就有人拍到我在
說法的時候 我的嘴巴放出很大的光
很奇怪 就是會有很多人可以拍到
靈異的照片 他們也沒有用特別的照
相機 只用手機也能拍到 真的非常
殊勝 所以 這個法對台灣或世界
都很好 尤其是對修行人；它主要是
從﹁應身﹂轉化為報身 從﹁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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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時宜教授致詞

2015
Ma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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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隨求菩薩護摩
灌頂：大隨求菩薩不共法

毀譽不動於心，是聲灌頂；
平等視眾生、能仁，是香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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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
今天的護摩主尊︱大隨求菩薩
﹁嗡 摩訶 拉底 薩落 梭哈 ﹂
﹁嗡 摩訶 拉底 薩落 梭哈 ﹂
﹁嗡 摩訶 拉底 薩落 梭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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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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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
授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高雄市議
會﹀許慧玉議員；﹁真佛宗教授
團﹂：王進賢教授 王醴教授 麥韻
篁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授 洪欣儀教
授 游江成博士 李懿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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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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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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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人陳澤霞女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
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婷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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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隨求菩薩法相
士 感謝黃勁鑫師兄合家贊助打齋十
萬元 台南︿大願學會﹀贊助打齋十
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감사
합 니 다 ︵ 韓 語 ： 謝 謝 ︶
Sawadikap ︵泰語：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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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語：午安︶
Wie geht es Ihnen? ︵德文：你好
嗎？︶要記住每一國的問候語不容
易 有時候也會忘掉
今天 我們是做大隨求菩薩的護
摩 先講一下師母 她今天沒有來
她好像又瘦下來了 所以必須要在家
裡休息；事實上 她回來之後就非常
辛苦 每天的電話是不斷的 所以她
必須要休息
另外 我們的大法會做得不錯
禮拜六做阿達爾瑪佛的護摩 禮拜天
在︿中正紀念堂﹀做大幻化網金剛的
護摩 有很多的天垂異相 像是在禮
拜天︵三月八日︶ 原本的氣象報告
是百分之九十會下雨 結果等到法會
做完的時候才下雨；那天晚上 ︿優
人神鼓﹀的表演也非常好；當我們在
繞塔的時候 也有很多飛鳥一樣在繞
塔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法會那一
天 虛空中有出現忿怒的紅色眼睛
還有人拍到般若光；另外 在虛空之
的雲層裡面也顯現出一條龍 非常清
楚！祂們都是來參加法會 而且來給
法會祝福
當要做祈福的時候 必須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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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人都配合在一起！天已經給賜福
了 人不去求 那也等於沒有 人不
去求的話 那也就沒有 有人說 還
有十隻老鷹在天上排成一排 在天上
旋轉 分兩批 上面是鷹 下面是
鳥 連天上的鳥都來了
祈福法會必須要有人 天跟整個
地 天氣也一起配合 天 地 人三
者配合祈福 有這三合一的祈福 這
樣才算圓滿 如果是天祝福了 我們
︽真佛宗︾弟子到了 我們的人也到
了 但是 另外的人沒有到的話 那
就是打折扣
half and half
意
思就是一半一半；天有賜福 人沒有
承受 就是這樣子 要有很多因緣
啊！
今天 蓮店上師在車上跟我講
她發覺在雷藏寺的法會 最高首長就
是廖東周大使 到︿中正紀念堂﹀最
高首長還是廖東周大使！所以 廖大
使 是 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永遠的中堅分子！
我們祈福 就是我們愛這個大
地 愛台灣 我在美國的時候 有一
次吃飯 餐廳老闆問我：﹁你愛台灣
嗎？﹂我說：﹁我愛啊！我是在台灣
出生的 我一定愛台灣啊！﹂老闆就
反問我：﹁台灣愛你嗎？﹂那時候我
想一想 我在測量界 在軍中十年
我被監視了五年 因為我在軍中信佛
了以後 軍中知道了 所以保防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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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保防細胞﹂在我身邊 我們在
軍中叫他為﹁保防細胞﹂ 這﹁保防
細胞﹂就是做保防官的工作 他是監
視人的 我一共被監視了五年 離開
軍中之後到了社會 換成警察來監
視 也就是太平分駐所的所長跟警
察 夜訪我的家 另外 還有其他的
單位

大隨求菩薩之梵篋印

我實在是被弄煩了 沒有辦法
我才離開台灣到美國去 這是主要的
一個原因 因為在那時候 還是戒嚴
時期 所以我才離開台灣 移民到美
國去 餐廳老闆問我的時候 我想一
想 台灣是生我 養我 育我的地
方 我還是愛台灣啊！雖然在台灣有
很多的痛苦 但 事實上 我還是愛

台灣 我們希望阿達爾瑪佛 大幻化
網金剛 都能夠幫助台灣
最近也有一個感嘆 覺得人生真
的是非常無常 坦白講 我去西雅圖
的時候 我一樣有幫助︿慈濟功德
會﹀ 我捐給了︿慈濟功德會﹀不
少 嘉義︿大林醫院﹀的會員向我募
款 我給了五千美元 每年也會寄供
養給︿慈濟功德會﹀ 我一直保留著
匯款單據 每一年我都是把所有的加
拿大幣集合起來 全部匯給︿慈濟功
德會﹀ 那時候我是這樣子做的
直到有一天 ︽慈濟︾有一份雜
誌叫做︽慈濟道侶︾ ︽慈濟道侶︾
那份雜誌是報紙型的 主編是陳慧
劍 他批判兩個人 第一個人是蓮生
活佛盧勝彥 第二個人是清海無上
師 我被批判了以後 在心理上很難
過 我想我每年都有贊助 結果在
︽慈濟道侶︾被批判了 我後來這樣
子想：﹁沒關係！因為他不知道我曾
匯款幫助︿慈濟功德會﹀ ﹂
我留有一些匯款聯單 就是從某
一年開始一直到某一年 差不多將近
有六年的時間 是我匯款給︿慈濟功
德會﹀的匯款單 我把它照成一張照
片 蓮翰看過 常仁也看過 那是在
很早 很早之前 我幫助︿慈濟功德
會﹀的事 後來 ︿慈濟功德會﹀發
展得很快 非常迅速 一直發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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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想：﹁發展得很快 實在是很了
不起！非常好！︿慈濟功德會﹀發展
得很了不起！﹂
有一天 因為師母大姊夫的攝護
腺要開刀 我就到潭子的︿慈濟醫
院﹀去看他 一進去 我一看到大
殿 喔！真的非常大！我在高速公路
上就看到 那是像布達拉宮一樣的那
種窗戶 是千窗 萬窗的窗戶 等進
到大殿裡面一看 那是一種非常寬的
大殿 比電影院還大上十倍的大廳
我看到之後有一個感覺 回來我說：
﹁我們︽真佛宗︾不要做了
﹂
為 什 麼 ？ 因 為 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絕 對 沒 有 辦 法 做 到
電視
台 我們沒有辦法做得到；學校 我
們沒有辦法做得到；醫院 我們更沒
有辦法做得到
可憐啊！︽真佛宗︾有那麼多弟
子 但是 我們做不到 人家那麼多
的錢 人家有一千四百三十九億 我
們連人家的尾數都沒有 所以 我昨
天跟︿宗委會﹀的處長講：﹁我們散
了吧！你們乾脆統統還俗 每個人都
還俗 我們乾脆散了 我覺得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沒有希望 ﹂事
實上 我知道︽慈濟︾最近有風暴
我在電視上看到之後 內心很難過
這就是佛講的﹁無常﹂
另外 我又聽到一則消息 蓮涯
上師的大嫂是從美國留學回來 她是
？
！

在︿聯合報大樓﹀教英文的一個老
師 她在那邊跟一個女家長講話 沒
想到 貼在大樓外牆的磁磚居然掉下
來 剛好掉在蓮涯上師大嫂的頭上
她當場就死亡 那一位美語老師就是
蓮涯上師的大嫂 昨天晚上我聽到這
個消息 我就感嘆無常 人間就是有
這麼多的無常
不會倒的功德會 今天有了風
暴︱無常；蓮涯的大嫂 人好好的
一個磁磚下來就把她打死 她才四十
歲而已 蓮涯跟我們講 他的大嫂什
麼都不信 他的兄弟信 爸爸 媽媽
都信 就是這個大嫂不信 這也是
﹁無常﹂

我最近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稍微
跟大家提一下 我去︿黃帝雷藏寺﹀
主持法會 那一天非常冷 我坐的位
子旁邊有冷氣 開著最強的冷氣一直
吹我 我一直忍著 一直運功跟冷氣
對抗；在前面的冷風進來 到了牆又
反射回來 所以 我的背都是冷的
因為那一堵牆的另一面就是外面 冷
風經過牆 整個牆壁都是冷的 所
以 我的法座後面那一面牆很冷 前
面的風吹進來 我右手邊的冷氣又一
直吹我的手 等到我講話時 我才
說：﹁請把冷氣關掉 ﹂我已經被冷
氣吹了一個小時 五個手指頭到現在
還有一點麻 我的右手剛好在冷氣機
旁邊 是吹最冷的 這一隻手的血管
全部變小 血液幾乎快要凍掉了 我
這幾天才感覺到手指頭凍麻了 底下
發疼 整隻手臂幾乎都廢掉 這幾
天 我在睡覺的時候感覺到這一隻
︵左︶手還是活的 這一隻︵右︶手
死了！有一種感覺│我這條右手臂廢
了！這個就是無常！
一場法會 最強的冷氣在這邊一
直吹著 沒有人看到 直到我講請把
冷氣關掉的時候才關掉；前面的冷空
氣進來 後面的冷空氣把牆變得很
冷 右邊的冷氣是吹最冷的 讓我的
這一條手臂差一點廢掉 現在是能夠
動啦！但是 手指頭有麻木的感覺
這邊痛 這邊也痛 我活了七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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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痛過 沒有進過大醫院去做
全身檢查 七十歲了 從來沒有痛
過 第一次有痛的感覺 真的是﹁無
常﹂
人 能 夠 活 多 久 ？ 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能 夠 多 久 ？ 我 不 敢
說；所以佛陀早就講了：﹁諸行無
常！﹂這是重要的 我們求佛菩薩保
佑 我天天求啊！哪一天不修法？哪
一天不求？這隻手也會有這一種狀況
出來 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難道
佛菩薩沒有保佑嗎？但是 大隨求菩
薩有來啊！另外 我的四個師父︱吐
登達爾吉上師 薩迦證空上師 噶瑪
巴 還有了鳴和尚 四個上師都住頂
了！今天的法會 四個上師都到了！
我今天特別在我家裡的壇城畫
符 自己畫符自己吃 我說：﹁今天
下午有法會 請金母一定要讓我的手
能夠結手印 不能麻 不能痛 不能
像昨天晚上那樣 肩膀也痛 指頭也
麻 那我就不能結手印 不能寫文章
了 ﹂我求瑤池金母 我就自己畫
符 自己吃下去 現在感覺還好 不
痛了 不過很奇怪 晚上就特別痛
像五十肩 是不是在晚上比較痛 白
天比較不痛？所以 現在還不要高
興 要等到今天晚上才知道
你們看這些事情 ︿慈濟功德
會﹀屹立如山 不動搖的 也會有一

些風暴出來；昨天︿聯合報大樓﹀外
牆磁磚掉下來 蓮涯上師的大嫂就這
樣走了；我最近主持法會之後 我的
手臂就快要報廢了 都是無常啊！菩
薩不是沒有保佑啊！我天天修法 天
天求 天天打坐 仍然會這樣 可
見 大家還是會有很多的無常 不管
是經濟上的無常 生命也會無常 身
體健康也會無常 一個 group ︵團
體︶也會無常 我舉這些例子 就是
在講無常
我們有誠心 佛菩薩一定跟我們
感應！我這條手臂在那一天吹涼了以
後 應該要熱敷才對 我卻沒有給它
熱敷 有時候 對自己的身體也要珍
重 要自己保重！跟大家講 雖然有
佛菩薩保佑你 但是 你也要注意你
自己身體的健康；一定要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道心堅固 逢凶化吉；希
望大家都能夠躲過這些災難
︽真佛宗︾也算是一個佛教的團
體 現在 所有佛教的團體 幾乎被
波及 因為︿慈濟功德會﹀的關係
第二名是︽佛光山︾ 第三名是︽中
台︾ 第四名是︽法鼓山︾ 我們在
十名之外 可能是沒有名的啦！看看
在一百名的宗教團體裡面 ︽真佛
宗︾會不會出現？因為我們真的沒
有！

我在二○一○年才回到台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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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半年 剛回來的時候 我們︿台
灣雷藏寺﹀的鋼筋都生鏽了 一些露
出來的鋼筋都是生鏽的 那時候
︿台灣雷藏寺﹀還是蓋不起來的 這
五年來 ︿台灣雷藏寺﹀才算是有一
點成果 師尊回來就幫了︿台灣雷藏
寺﹀一滴滴 否則 我們︿台灣雷藏
寺﹀真的都輸十名之內的 輸給︿行
天宮﹀ 還輸給很多廟 不少的廟都
贏過我們
我們︽真佛宗︾是名氣很大！但
是 是丐幫！真的是丐幫！我一看
十名之內都沒有 二十名之內也沒
有 也輸給︿龍山寺﹀ 也輸給松山
︿慈惠堂﹀ 應該都輸的 還有很多
大廟 南鯤鯓的︿代天府﹀ ︿大天
后宮﹀ 大甲的︿鎮瀾宮﹀ 那些都
是很有錢的廟 阿彌陀佛！真的 想
一想 都是無常啊！︿台灣雷藏寺﹀
True Buddle School 仗著佛菩薩的加
持 我們在天上是第一富豪！
今天是做大隨求菩薩的護摩 師
尊在這裡跟大家講出心中的話 真
的 有很多事情 在地上 我們沒有
辦法做到 但是 在天上 佛菩薩賜
福給我們的是非常非常豐盛的！大隨
求觀音是隨求隨應！
上一回 我們在︽密教大圓滿︾
裡面提到的﹁聲灌頂﹂ 在修行方
面 師尊有學到﹁聲灌頂﹂ 所以
毀譽不動於心！這五年來 毀謗師尊

的有多少？我都沒有關係！都不動！
這個就是﹁聲灌頂﹂ 讚揚的有多
少？很多！毀謗的有多少？也很多！
毀謗的跟讚揚的 都完全泯滅！這個
就是﹁聲灌頂﹂ 人家讚揚的聲音
毀謗的聲音 都不會撼動我的心！只
有想到佛陀的﹁三法印﹂︱諸行無
常 這個法印就會撼動我的心 的確
是無常 佛陀講的就是這個真理 在
﹁聲灌頂﹂裡面就有的
講一個笑話吧！有一對夫妻結婚
了很多年 太太都在家裡煮飯給先生
吃 先生就在家裡吃飯 吃了好多
年 有一天實在忍不住了 先生就對
太太講：﹁我們到外面去吃好嗎？﹂
太太回答說：﹁可以！﹂第二天就看
到先生拿著一碗飯 坐在門口吃飯！
窮得不能常常在外面吃飯 只好在家
裡吃飯 在家裡吃不好嗎？一定要到
外面吃嗎？應該是這樣講 在哪裡吃
飯都好 在哪裡吃飯都可以 這裡提
到﹁香灌頂﹂ ﹁香灌頂﹂的意思是
這樣子的 不管是在家裡吃 或是在
外面吃 ﹁香灌頂﹂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酒醉的人 走回自己的住
家 但不管怎樣都開不了門 剛好有
一個警察路過 警察問：﹁先生 你
需要我的幫忙嗎？﹂醉鬼高興地回答
說：﹁太好了！警察先生 你來得正
好 請你幫忙把房子扶正 免得它轉
來轉去的 害我對不到鑰匙孔可以開

門 ﹂這個笑話有什麼意義？其實
這個房子是正的 人是歪的！我們今
天學佛就是要做一個正的人 不要做
歪的人 在﹁香灌頂﹂裡面有講 要
把整個香都泯滅 變成正常的
以健康來講 你太偏食 你的身
體就是偏的 你不管什麼都吃 不管
是喜歡吃的 不喜歡吃的 你都吃
你就會是一個正常 健康的人 這樣
吃才會營養均衡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
不能夠偏 你偏一邊 毛病就會出
來 會酒醉的人 他就是偏了 所
以 我們對於人世間的事情 我們的
看法都要用正觀來看 不應該偏哪一
邊 也不要偏哪一邊 有時候 每一
種見解都是一種偏見 總之 不要只
喜歡你喜歡的 也不要不喜歡的就不
去喜歡
我在西雅圖︿真佛密苑﹀問事的
時候 如果是一個全身充滿香息的人
進來 我會跟他多談一點；如果是一
個全身發臭的人進來 他的體味臭得
要死 我那個房間又很小 才三個塌
塌米大 你一進來整個房間都臭了
連壇城上供的佛菩薩也全都跑了 我
就要閉著呼吸跟你講話 有口臭的
有腋臭的 有全身都是汗發出來的那
種狐臭 還有體臭 香港腳的臭 沒
有洗澡的臭 天啊！這一進來 我也
是很難過 但是 做一個師父還是要
說：﹁阿彌陀佛！你有什麼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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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吸到那個臭味當然會受不了 但還
是要慈悲為懷
來問事的人說：﹁師尊 我的事
情非常祕密 我一定要靠在你的旁邊
講給你聽
﹂我趕快想起自己的
﹁香灌頂﹂ 還是要忍耐 等到他講
完了 他跟我講：﹁師尊 我有肺結
核喔！﹂天啊！我已經吸進很多口
了！
來問事的人 有肝癌的 有感冒
的 還有全身發臭的 也有舌癌的
當他把舌頭伸出來 我一看 整個舌
頭都爛掉了 就像爛泥巴一樣 那個
味道一出來 就熏到我了 問事就是
那麼辛苦 偶然才碰到漂亮的小姐
花枝招展 像一朵花盛開 渾身都是
香氣 想跟她多講幾句話 不過 才
講兩三句 她就走了
﹁香灌頂﹂是不能有取捨的 同
樣都要有慈悲心 同樣發菩提心 有
香氣的人進來還需要問什麼呢？他一
切都是很好的 就是這些渾身發出不
好味道的人 那才是痛苦的人；我必
須要很仔細地問候對方 多一分問
候 多一分關懷 是不能閉住呼吸
的 這個就是﹁香灌頂﹂
一個護士在練習打針 遇到熟睡
的一個病人 她一針又一針地打 不
知不覺從頭打到腳 就在護士香汗淋
漓地想要再找位置打針的時候 病人

一躍而起 大聲地罵：﹁你真的把我
當成死人？從頭打到腳！﹂護士小姐
當場落荒而逃 第二天上班 院長握
著護士的手說：﹁醫院睡了八年的植
物人 被妳的打針給治好了！﹂睡了
八年的植物人 居然被護士這樣打針
打到醒過來
師尊也是這樣 忍辱波羅蜜 忍
住那一種呼吸 晚上還有摩頂 很多
摩頂的都是病患 但是 師尊不怕
現在手也好了 應該沒有問題 真
的 摩頂的有多少人 經過的時候你
就知道 一個一個的 摸腳的 摸頭
的 摸背的 摸肚子的 摸脹氣的
什麼樣的病 你們沒看過的 師尊都
看過
從年紀輕的一直到老的 不管是
阿嬤 阿公 我自己也是阿公了 所
以 我覺得七十幾 八十幾 九十
幾 或者是坐在輪椅上的 我都要親
自去呵護 親自摩他的頂 就算是乞
丐 也是這樣對他 這就是在修﹁香
灌頂﹂ 我要彎下腰去摸人家的腳
彎下腰去摸人家的腿 彎下腰去摸人
家的背 肚子 或是任何地方
我摸過一個先生 他是攝護腺有
問題 他要我摸他的攝護腺 我就
摸 我聞到很重很重的尿味 我問：
﹁這是什麼？﹂他跟我講：﹁我尿失
禁 ﹂原來他包著尿片 已經尿了八

次 九次 十次以上 所以 我去摸
他的攝護腺時 我就聞到尿的味道
但我不能停止呼吸 也是一樣聞啊！
任何味道都要聞 釋迦牟尼佛就是
﹁能仁﹂ 不是忍耐的忍 是仁愛的
仁 就 是 要 這 樣 ； Saint Teresa
︵泰瑞莎修女︶就是這樣做 師尊也
是這樣做
講一個笑話 在法文課的時候
老師完全以法文講解 學生聽不太
懂 要求老師加一點中文補充 老師
站在訓練學生聽力的觀點上說：﹁不
要害怕聽不懂 學語言就是要多聽
你們每天聽我說法文 久了自然就明
白了 ﹂這時 有個學生突然說：
﹁可是我每天聽小狗叫 也不知道牠
在說什麼 ﹂
這跟﹁香灌頂﹂有什麼關係？
︵師尊問旁邊的上師︶蓮訶有話講
嗎？沒有啊！沒有才是對的 因為真
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很多人喜歡用比
喻 但是不管怎麼比喻 不一定會是
正的 什麼是正見？什麼是偏見？你
們要仔細地想一想 這裡的﹁五塵灌
頂﹂ 色 聲 香 味 觸 這五種
灌頂是最基本的 就是要你關掉你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把這五個關
掉 你就不受污染 你就完全會有正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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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琉璃光如來護摩

灌頂：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
藥師十二神將、除鬼神病法
七佛藥師五壇修法

﹁五 塵灌 頂 ﹂ 即 是 關 閉 六 覺
不被 六觸 迷 惑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薩
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護摩主尊︱藥師琉璃
光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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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貴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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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議會﹀簡景
賢議員 前︿南投縣政府社會處﹀處
長熊俊平先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真佛宗教授團﹂︱王進賢教授 王醴
教授 麥韻篁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
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授

33

【燃燈雜誌】

洪欣儀教授 游江成博士 林峻安
醫師；︿宗委會﹀法律顧問卓忠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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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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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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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電影教育學會﹀理事長程予誠先
生 執行長簡靜雯女士 師尊大學同
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士
蔡明穎先生及夫人楊淑梅女士 ︿二
○一五年真佛宗第二屆大專青年超生
命活力成長營﹀全體學員及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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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ters 盧 勝 美 女 士 盧 幗 英 女 士
and her husband
感謝岑浩銘師兄
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你
好 大家好！︵中文 廣東話︶還要
再講其他問候語嗎？不用了吧？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語：午安︶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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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geht es Ihnen? ︵德語：你
最近好嗎︶
Hola Amigo ︵西班牙
語：朋友 你好︶ 감사합니다︵韓
語：謝謝︶
Sawadikap ︵泰語：
你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參加這一
次藥師琉璃光王佛的護摩法會 我希
望 請藥師琉璃光王佛加持所有與會
眾等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以及所有的
貴賓；我們一般人都有很多病痛 有
身體上的病痛 還有心靈上的病痛
有種種的痛苦；祈請藥師琉璃光王佛
以您的大誓願 撫平我們心靈的創
傷 讓我們身上的疾病能夠痊癒；
請放大光明 照我們每一位與會的
弟子 網路上的同門 所有的貴賓
讓他們的身心都非常平安 健康
而且能夠弘揚︿真佛密法﹀；讓
每一個人修行都有成就 每一個人
身上都有光明 不為病苦所苦 這
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祈請﹁別卡子
也︱藥師琉璃光王佛﹂放光加持與
會眾等
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有一個世
界 叫做﹁琉璃世界﹂ 是屬於藥
師佛的 在佛教裡面又把藥師佛跟
阿閦佛連在一起 祂們是不同的名
字 但是 祂們是同體異名 在五
方佛裡面 藥師琉璃光王佛屬東方
祂的世界非常莊嚴 非常殊勝

藥師佛對我們 對這個世間來講 非
常重要 因為祂的誓願當中有一條
就是祂能夠解除眾生所有的病苦；今
天 我們與會的大眾 主祈者 報名
者 與會者 在這一次的護摩裡面
師尊懇請﹁別卡子也︱藥師琉璃光王
佛﹂加持眾等 讓每一個人的身體都
能夠健康 心靈都能夠得到平安；這
在我們人間來講是最重要的！感謝藥
師琉璃光王佛的降臨 以及侍者｜日
光遍照菩薩 月光遍照菩薩 藥王菩
薩 藥上菩薩 十二藥叉神將蒞臨這
一次的護摩
我們今天就再繼續講︽密教大圓

滿︾︵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的﹁
五塵灌頂﹂ 上回提到的是﹁色灌頂
﹂和﹁聲灌頂﹂ 還有﹁香灌頂﹂
第四個就是﹁味灌頂﹂ 其實 很簡
單講 ﹁色灌頂﹂就是眼睛所看到的
一切 ﹁聲灌頂﹂就是耳朵所聽到的
一切 ﹁香灌頂﹂就是鼻子所嗅到的
一切 ﹁味灌頂﹂就是舌頭所接觸到
的一切 今天就講﹁味灌頂﹂ 眼
耳 鼻 舌當中的舌頭 就是屬於﹁
味灌頂﹂
第四﹁味灌頂﹂││上師持一很
辣的東西︵辣椒︶ 先將舌頭麻木了
然後叫您食百味 百味變成無覺
這是﹁舌根清淨﹂
這時候 上師拿一根很辣的東西
就像辣椒一樣 那個東西可以講是
像朝天椒的辣椒 是很辣的！祂讓你
吃 把你的舌頭給麻掉了 然後叫你
吃其他東西 那舌頭就變成沒有感覺
了 這個是﹁舌根的清淨﹂
我們馬來西亞跟印尼的同門 還
有東南亞的同門 大部分都是有吃辣
椒的 那種辣椒就像朝天椒一樣 都
是很辣的 辣椒在東南亞是很重要的
無辣不歡 每一次供齋的時候都特
別要吩咐廚房 一定要把最辣的辣椒
拿出來
我們台灣有一種叫做﹁倒吊子﹂
的檳榔 我以前就吃過﹁倒吊子﹂
那是人家給我吃的檳榔 我吃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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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人是站不住的 我趕快坐
下來 整個頭沒有辦法平衡 非
常暈眩！當時 我是在︿東海戲
院﹀的門口坐下來 然後就一直
暈眩 一直暈眩 一直暈眩 整
整半個小時
這個辣椒是很厲害的 我年
輕的時候喜歡吃泰國菜 在西雅
圖有間餐館叫做 Tai Chicken
就是賣泰國菜的；我是吃五星的

辣 吃完之後 嘴巴還是很辣 然後
連續三天 屁股都很辣 你們吃辣
椒之後有沒有這種經驗？就是今天吃
了辣椒 明天早上上廁所時 連屁股
都還會辣 因為那種辣真的是很辣
很辣的！聽他們講 吃辣椒的時候不
能喝冰水 會更辣 這種辣椒真的很
厲害 年紀大的人不能吃
以前在軍中 我當採買的時候
在台中的﹁建國市場﹂ 我們稱為是
阿兵哥的市場 去建國市場採購 買
菜 那次 我辦幾桌給所有的同袍一
起吃飯 我就忘了買辣椒 因為他們
喜歡辣椒跟牛筋 小魚 花生一起炒
那一定要很辣 我是第一次當採買
忘了買辣椒 那天餐館就突然間發
出一種聲音 每個人都拿著筷子敲碗
整個餐館都在敲 把我這個採買嚇
死了！到底發生什麼事？他們說：﹁
怎麼沒有辣椒？﹂那一回 我就被叫
到連長面前站著 連長就把我訓了一
頓：﹁記得 一定要買辣椒！﹂
有一次 我又被連長叫去訓了一
頓 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我買了魚回
來 我用魚丸配其他的菜 結果就被
連長訓了一頓 他說：﹁既然有魚了
為什麼買魚丸？怎麼可以有兩種魚
？﹂這樣也被罵了一頓
﹁五塵灌頂﹂是什麼意思呢？其
實 我以前就講過：眼睛閉起來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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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色塵世界；耳朵不聽 你就沒
有音塵世界；鼻子不嗅 你就沒有香
臭的世界；你的舌頭不嚐 你就沒
有歡喜跟厭惡的味道 做這種灌頂的
意思就是讓你的覺受變成平等 其實
學佛在這方面有一句話講﹁先關六
覺﹂ 當你把﹁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覺都關了 你的精神就不會
耗損
佛法稱眼睛是覺 耳朵是覺 鼻
子是覺 舌頭是覺 口是覺 身體的
接觸也是一種感覺；這種覺統統都要
消除掉 因為這樣才能夠常養你內在
精神的活潑 心靈的提升 如果你的
眼睛看得太多了 就會被迷惑；你的
耳朵聽得太多了 也會被迷惑；你的
嗅覺會被迷惑 味覺會被迷惑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都會被迷惑
所以 一般來講 學佛的人有時候是
需要這樣子的｜你要閉關 你要到山
裡面去閉關 你就不受眼 耳 鼻
舌 身 意的迷惑 當你進到高山裡
在茅棚裡修行 你就可以避掉外面
的這些迷惑 閉關的原因主要是在這
裡
講一個笑話吧 兒子說：﹁爸
如果你年輕的時候多吃點苦 我可能
就是富二代或是官二代 ﹂老爸講：
﹁你現在吃點苦 你將來生的兒子就
是富二代 官二代 ﹂兒子很氣憤地
講：﹁憑什麼是我吃苦？讓那個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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崽子享福！﹂老爸說：﹁我當年就是
這麼想的 ﹂這個就是因果關係
什麼叫做﹁富﹂？什麼叫做﹁官
﹂？﹁官﹂就是官祿 祿位 你的官
位很大！像我們這裡就有台灣最高的
高官｜台灣省祕書長；還有我們的廖
大使 他是︿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

員會﹀的祕書長 他們都是﹁官﹂
我們這裡有兩個大官 ﹁富﹂就是有
錢人 ﹁富二代﹂就是有錢人的第二
代
以我們來講 我們︽真佛宗︾應
該屬於﹁壁虎級﹂ 什麼意思？壁虎
就是﹁蟮蟲仔﹂ 牠是抱牆壁的；因

為家徒四壁 就只有蟮蟲仔在那邊叫
所以 我們︽真佛宗︾是﹁壁虎級
﹂的 ︽慈濟︾是恐龍級 ︽佛光山
︾也是恐龍級 他們都很大隻；台灣
有很多有名的廟 像︿龍山寺﹀ ︿
行天宮﹀ 他們都是鱷魚級的 那些
都是很有錢的 我們︽真佛宗︾就是
一隻壁虎 差人家差很遠呢！
不過 我們的知識不輸人 我們
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朱時宜教授
是最高的 這裡有中央的官員 台
灣的官員 還有︿中央研究院﹀知識
最高的朱院士 這三個角就是一個鼎
一頂起來就不得了了！另外 我們
還有一個鼎 就是︽真佛宗︾的﹁博
士教授團﹂ 我們︽真佛宗︾是頂鼎
而立的
其實 不管是為官或富有 平等
平等！小老百姓只要晚上睡得很好
就是小確幸 小幸福 一個草蓆
一條破棉被 我們睡得天地都忘了
這個時候是最幸福的！那個時候等於
是高官 很大的官；我們這些小老百
姓身上的錢夠用就好 能夠在生活上
非常舒適 有飯可以吃 有湯可以喝
也有菜可以吃 以前我們窮人吃的
地瓜 菜脯︵蘿蔔乾︶ 稀飯 小魚
乾 現在都是有錢人的珍品 所以
我們窮人本來也是富人 以前我們窮
人吃的 現在的富人也變得跟我們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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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樣︱他們也吃地瓜 吃青菜 吃
小魚 吃苦瓜 跟我們以前是一樣的
我講一個笑話 蚊子的父親跟小
蚊子講：﹁我們要搬家 ﹂小蚊子說
：﹁為什麼要搬家呢？我們住在這裡
不是很好嗎？我們這裡是富人區啊！
有錢人住的地方！﹂﹁不行！不行！
我們一定要搬家！因為我們住在富人
區 我們都會得到﹃三高﹄ ﹂然後
牠們就搬到窮人區去了 所以 我
們到底要做富人還是要做窮人？窮人
不會得到﹁三高﹂ 所以 富跟窮是
一樣的 官跟平民是一樣的
再講一個笑話 今天在︿肯德基
﹀邊吃邊用 iPad 看股票 有一個乞
丐進來伸手乞討 我就給他一個雞翅
膀 然後繼續看股票 乞丐啃著雞翅
膀沒有走 乞丐悄悄地講：﹁長期均
線交叉
KDJ 數值底部反覆鈍化
MACD 底部背離 能量朝喇叭口擴大
這股就要漲了 ﹂我很是驚詫問：
﹁你也懂得這個？﹂乞丐說：﹁就是
因為我懂這個 我才有了今天 ﹂
師尊不懂得股票 剛剛我是照著
笑話唸的 師尊從來沒有做生意 任
何生意我都沒有 我本人也沒有投資
股票 也不會做股票 也不會做房地
產 我什麼都不會 可以講 我是很
平安地過日子 因為我從來不會倒閉

也沒有損失 該有的就有 不該有
的就沒有 我從來不做生意 所以炒
股這一回事我是絕對沒有 因為我們
︽真佛宗︾是壁虎嘛！壁虎不可能炒
股 你有什麼本錢啊？就只能貼在牆
壁上而已
父親留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也 必先鏟其臉書 封其微博 收其
電腦 奪其手機 摔其 iPad
斷其
WiFi
使其百般無聊；因無所聊
故 得以用心讀書 ﹂欸！這個跟關
掉六覺是有關的 把這些統統都關掉
你才能夠修行 兒子就回應了：﹁
爹親 娘親 不如手機親 寧可娶手
機也不要娶賢妻 頭可斷 血可流
手機一定要留 ﹂你看嘛！現在人人
手上都有手機
告訴大家 師尊真的不會電腦
真的！沒有上過網路 不懂得上網路
我告訴大家 師尊最近有幾支手機
都是祕密的人送給我的 我不能講
是誰送給我的 但是 這個手機沒有
那麼好 我只會關機 他們說用手滑
一下就會關機 但我的手機都是關的
要打 secret telephone ︵祕密電
話︶的時候 我才把手機打開 然後
再打 secret telephone
我不會上
網 所以我沒有這種的迷惑 我沒有
被 電 腦 迷 掉 了 或 是 被 Computer
game 迷住了 它不能迷我 因為我

不會用 我也不會被網路上的毀謗所
打敗 因為我根本不會上網看；我始
終都沒有去看 所以 我的心裡非常
平靜 也非常清淨
這跟﹁五塵灌頂﹂也是有關係的
我的眼睛不看網路 也不會看
iPad
也不會看手機 人家在網路
上怎麼留言 我都不動心 我根本就
不知道 到現在為止 我從來都沒有
上網 這是真的！你們有誰看過我上
網嗎？慧君上師跟蓮伃上師 現在
一個是做文書 一個是做家事 你們
可以問問她們 有沒有看過我上網
喔！對了！最近師母都是在休息
她去了復健科做復健 在那裡 大
家是是排成一排的 當師母做好了
她一坐起來 旁邊有一位男士就跟她
講：﹁師母 您好！﹂她在復健科裡
面也遇到同門 不知道那個同門在不
在這裡？請舉手 師母是去做復健
保養身體
告訴大家 師尊也要復健 不過
還好 對了！鄭森隆醫師在這裡 我
的手痛 他就介紹我去推拿 因為鄭
森隆醫師抱過小時候的佛青 他在讀
醫學大學的時候就皈依了 他現在是
博士 他介紹一個很好的推拿師 可
以推一推我的手 然後 我就去推了
去了之後 喔！我的慘叫聲可以讓
整個推拿館的人都聽到 是很悽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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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聲 真的痛死我了
那位推拿師是很粗壯的那個男士
他用手肘在我背上推 我本來沒有
那麼痛的 被推得更痛了！不過 推
也有好處 鄭醫師跟我講：﹁要推十
次 ﹂我一次就已經嚇到 痛得尿都
流出來了 他推得很大力 我說：﹁
輕一點 輕一點！﹂推拿師不聽 推
完右手之後 他又要推我的左手 我
跟他講：﹁我這邊不痛啊！﹂﹁但是
這邊要平衡 也給你推看看 ﹂結
果 我痛死了！我慘叫一個晚上 沒
有人救我 因為我沒有手機 也沒有
辦法喊救命
不過想一想 這個苦啊！你要吃
得這個苦！你要知道人間疾苦 才知
道有這種痛 我才知道每次給大家摩
頂的時候 眾生身上的那一種痛 不
管是肩膀痛 腰痛 腳痛 背痛 我
就是給你加持 但我始終沒有感覺到
痛 因為我在七十歲以前都不知道什
麼痛 現在終於知道了！原來 痛起
來是那麼的痛 這讓我更產生了一種
悲憫的心 原來痛是這麼痛的！
請藥師琉璃光王佛真的要解除眾
生的痛苦 很重要！發菩提心給人快
樂 解除眾生的痛苦 歡喜地去做
無條件的施捨 平等的施捨 慈悲喜
捨－﹁慈﹂就是給人家快樂 ﹁悲﹂
就是解除眾生的苦 ﹁喜﹂就是永遠
不停止的去做這一件事情 ﹁捨﹂就
是平等沒有分別的去做這樣子的布施
當自己有了痛 才知道眾生的痛
所以 維摩詰居士講：﹁眾生有病我
有病 ﹂我現在也講：﹁眾生有痛
我有痛 ﹂
講個笑話 記者訪問年紀最大的
模範夫妻 記者問：﹁大爺 你都八
十多了 每天還叫老伴﹃親愛的﹄
請問你是怎麼做到的？﹂大爺就講：
﹁唉！別提了 前幾年突然忘記她叫
什麼名字 又不敢問 所以每次碰到
就叫親愛的 ﹂
你把耳朵閉塞了 這就﹁聲灌頂
﹂ 這樣 你就聽不到毀謗的聲音；
如果你的耳聾了 耳聾也有好處的
你都不知道人家罵你 你還歡喜接受
對方 歡喜快樂地去接受這個人 他
已經在罵你 你還是對他微笑 這就
是耳聾的好處
師尊七十幾歲了 很容易就忘掉
別人的名字 所以 我每一次也都是
叫﹁親愛的﹂！現在 每一個同門碰
到師尊都講：﹁愛してる︵日文：我
愛你︶ ﹂我就講：﹁親愛的 你好
！﹂反正平等對持 人家愛你 你也
愛眾生 這個時候 是兩方面統統都
迷妄 其實 沒有耳朵去聽那些閒雜
的聲音 心靈比較不會起波動 永遠
都是很好的 有的人聽了 心中就起

波動 那不如不聽；你看了 心中起
波動 那不如不看；你聞到香味 心
中起波動 那不如不聞
所以 做了這個灌頂 就是叫你
不要去看 不要去聽 不要去聞 不
要去用舌頭去嚐哪個是香？哪一種味
是好的 這個就是﹁味灌頂﹂ ﹁味
灌頂﹂就是要關閉六覺
講個笑話 我們公司樓下今天有
捐血車 為鼓勵捐血 護士說：﹁捐
二百五十 CC 的送指甲剪 ﹂接著又
說：﹁捐五百 CC 的送手錶 ﹂哇！
怎麼這麼好？公司的男同事就很興奮
地問：﹁那我捐一千 CC 的送什麼呢
？﹂護士說：﹁送急診室 ﹂所以
過與不及都不好 當你完全避掉 那
你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但是 我們學佛的人要﹁在塵出
塵﹂ 雖然處在塵世裡面 但是你要
學習出塵的心 這一點必須要做到！
也是說 你看到的 不要被迷惑；聽
到的 也不要被迷惑；嗅到的 也不
要被迷惑 這才是真正的修行
你想把眼睛完全避掉 那很困難
因為很不好做事情；你要把耳朵完
全避掉 那也不好做事情；所以 當
你聽到好的 你可以聽；當你看到好
的 你可以看；但是 看到不應該看
的 聽到不應該聽的 你都要忘掉！
這是在意念上的問題 就是等於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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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藥師琉璃光王佛護摩大法會」主尊的加持㆘，蓮生活佛伸展手臂，表示已經恢復健康。

念上的灌頂
你看到很多不好的 你
就把它忘掉；你聽到不好的
把它忘掉；當你忘掉了
你就能夠容易入眠 你就可
以得到小確幸 小幸褔 所
以 幸福從哪裡產生？幸福
其實是從﹁忘記﹂產生 當
你忘掉一些苦 忘掉一些災
難 忘掉所有﹁貪 瞋 痴
疑 慢﹂ 全部統統都忘
掉 那是最好的
講個笑話 什麼是老婆
呢？老婆就是在你多年以後
當你臥病在床時 老婆問
：﹁要喝水嗎？﹂老公搖頭
說：﹁我不渴 ﹂老婆講說
：﹁要吃水果嗎？﹂老公也
搖頭：﹁我不想吃 ﹂老婆
見老公這也搖頭 那也搖頭
於是就講：﹁那我給你找
個小山︵小三︶好嗎？﹂這
個時候 老公的心在顫抖
用略為發抖的嘴角說：﹁老
婆 真的嗎？我可以嗎？﹂
這個老婆似笑非笑地說：﹁
你這個死老頭 跟你那麼久
了 我會不明白你的心意嗎
？﹂趕快穿好衣服 穿輕便
一點 這樣比較好辦事 老
公很久沒有手腳那麼靈活

一下子就穿好衣服 老婆開車載著老
公 左拐右拐 終於到了一個山口
這個時候 老婆給了老公一根拐杖跟
一瓶水 她講：﹁這裡有座最小的山
入口就在這裡 我給你找到了 你
慢慢爬吧！相信爬完以後 你的身體
就會好！﹂其實 這也是一個迷喔！
這一種迷是屬於﹁觸灌頂﹂ 小三也
是一種迷 是很重要的一個迷
跟大家講這幾個笑話 都是很有
意義的 你看 生病的人聽到﹁小三
﹂ 他居然手腳就靈活了 還很快穿
好衣服 結果 太太是帶他去爬一座
小山 這也是一種迷 這種迷會障礙
心靈的上昇 凡是障礙你修行上昇的
都要做灌頂 所以叫﹁眼 耳 鼻
舌 身 意﹂的灌頂 ﹁色 聲
香 味 觸 法﹂的灌頂 都是在這
裡
所以 蓮華生大士給我這五種灌
頂 主要的意思就是︱去看所有的色
不被色迷；去聽所有的聲 不被聲
迷；去吃所有的味 不被味迷；也不
要讓身體的接觸變成一種迷惑 這些
都是叫你不要被迷的 蓮華生大士的
意思是：讓你看也不迷 聽也不迷
鼻子也不迷 舌頭也不迷 接觸也不
迷 才能夠修成正果 才能夠得成佛
果；如果一入迷惑 就是六道輪迴
如果不入迷惑 就可以成就上聖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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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營學員

工作人員

為提升青年學子心靈層面 由﹁真佛宗博士教授團﹂附屬教師暨人文教育
志工團所承辦﹁超生命活力成長營﹂ 繼去年成功舉辦後大受好評 今年
再度續辦 成長營學員有來自台灣 香港 馬來西亞 除了本宗弟子外
亦有宗外的優秀青年 諸位博士教授不吝嗇地把他們的專業經驗 修行心
得 人生歷練 心靈探索等 一一傳授給與會學子
圖為學員 志工於三月廿一日法會時向師尊問候 並與師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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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師聖尊蓮生活佛於㆔㈪
㆓㈩㆒㈰「藥師琉璃光王佛護摩大
法會」前，賜封〈台灣雷藏寺〉
蓮風法師為《真佛㊪》㈮剛阿闍梨。

真佛宗第二屆大專青年超生命活力成長營

法語均霑

樂

耗健

人

勿心動

舒展

勿貪著是有﹁物理原理﹂在其中的

才能圓和

那就去享受﹁地獄﹂吧！

便非下﹁地獄﹂不可

物

事

只是各作各受

信不信任由

對人不好的事免做

信不信任由人；火會燒身

那俺也沒說對錯

最後半套也沒︵坐牢或受死刑：妻

如如不動的

佛也無所謂的

家破人亡︶

如晴空觀人

減法

舒心無限

所有表相現象可以用加法

如此可免懊惱或悲

但心中則須﹁無﹂

做﹁好﹂這人生當中很短暫的過客

俺是認為對人好的事應多做

因果報應

自己作來自己受

離子散

誰貪了幾百套房

如晴空觀人物事

佛是如來如去

你無所謂

若還死不悔悟

硬要作對

莫跟這自然法則作對

所以

沒有侷限

■蓮曉上師
■曲折離奇是個鼓勵，風險是攀登的傳奇，均無須患得患失。

路上都是風光
心不妄動不心傷
周遭如荊棘林一般
不易心傷

人行走在世間
心若不妄動

不受念的喜怒哀

耗福分

對譏辱僅輕輕掠過如野味般

對讚美僅輕輕掠過如法喜般

不焦灼

不是石木般死絕了念

不緊張

心不動不是心臟不動
而是起念所處
了無痕跡

甜酸苦辣等影響
念過如鏡

心不享受︵住︶於讚美
的滋味亦可
心不苦惱︵住︶於譏辱

即是耗損；耗能量

是壞事隨即緊從而來；正能量已耗時

一旦執著與困擾

的難受還可

康
耗損的結果

負能量自然上沖補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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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矣

由

風波不止唯靜心
一件衝擊的事情發生

就是石塊擲進了水裡

波浪終會乏力而回歸平靜

是非即如波浪似地展開
隨著時間的流逝

另一塊意想不到的東西又會依循意想不到的理

好像什麼都不曾發生
然而

能經受得起一切的掀弄

若到彎路

更應當徹心體會到坦路；

不妨欣賞一下直路所未見的彎上風景；

而自自如

永遠沒有表面現象上的平靜

如流星般撞進了已臨靜寂的夢
人生就是這般
唯願我們的內心

若到曲路

路路平
殊不知死無可

小中見大

就能明白各有優劣

想死

是另一種生的啟始；黑得過分已顯

凡人都難免看死
死也是另類風光

若到死路

若到小路

路上都是風光沒有侷限

如吧！

等
死

白啊！

能識何謂﹁改邪歸正﹂

進而更識﹁改正

能悟到﹁無中生有﹂︱如何有路和那些不

邪本﹁天真無邪﹂！

若到邪路
歸邪﹂

若到無路
是路的路！

風險是攀登的傳

請在路途上多些

但看﹁天無絕人之路﹂吧！

在根本傳承上師的光耀之下

若到絕路
親們

別錯過每處高下得失裡的風光

均無須患得患失；

那還有什麼受不了！

應該這樣去看︱曲折離奇是個鼓勵

心底裡也就不會迷茫

不緊張於幻相的滄桑

別傻

任由那些控制不住的偽劣抓狂

不必以執著分別的觀念來衡量

歡唱：

奇

修到﹁身處險境心不驚險﹂時
事事考不倒
如如自在了；
山不畏其高
只因我是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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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只有在真正的中觀正見裡，你才知道什麼是菩提心，才會知道一切眾生真的平等。

發菩提心論

緣覺一樣拖

這麼久？祖師並不是說聲聞 緣覺不好 只是說聲聞 緣
覺有侷限性 因為修小乘的成就會﹁限以劫數﹂ 必須要

祖師的意思是︱修行有沒有必要像聲聞

問前言二乘之人 有法執故 不得成佛 今復令修菩
提心三摩地者 云何差別 答二乘之人 有法執故 久久

等流身

等很久很久很久
﹁又乘散善門中﹂是指什麼？有人說是﹁菩薩行﹂
其實也不見得 應該說是顯法的﹁行六度波羅蜜﹂

變化身

證理 沈空滯寂 限以劫數 然發大心 又乘散善門中
經無數劫 是故足可厭離 不可依止 今真言行人 既破
人法二執 雖能正見真實之智 或為無始間隔 未能證於

受用身

心

當完全斷除貪
痴剛好各別對應

﹁經無數劫﹂ 到底要經過多久呢？那就是顯法所講
的﹁三大阿僧祇劫﹂ 密教就不一樣了 密法可以讓你

自性身

﹁即身成佛﹂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講過
瞋 痴之後 就可以成就！因為貪 瞋

佛

六度萬行 皆悉具足 然證佛果 久遠而成 斯由所習法
散致有次第 ﹂最後這句﹁斯由所習法散﹂跟﹁又乘散善

一大阿僧祇劫

第一 ﹁問前言二乘之人﹂ 前面講的二乘之人 他
們修不了這個真實心；﹁有法執故﹂ 祖師說 他們修不

門中﹂ 這兩處所說的 都是一樣的
祖師沒有說﹁六度﹂不好 只是說﹁六度﹂不是你全
部的功課 那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 師尊也講過佛陀的教

出離心是小乘教法

菩提心是大乘教法

中觀正見就

第二是﹁菩提心﹂

我們可以回到這個論的前面看﹁又有眾生 發大乘
行菩薩行 於諸法門 無不遍修 復經三阿僧祇劫修

了的原因是因為有法執 ﹁久久證理﹂第二 在顯教的顯
法裡面 要修很久很久 所以也不是可以依止的地方
祖師說二乘之人有法執 所以要很久很久之後才會證

法就是三件事：第一是﹁出離心﹂
第三是﹁中觀正見﹂
才會再發大心

得道理 為什麼？因為﹁沈空滯寂﹂ 那麼 要經過多久
呢？﹁限以劫數 然發大心 ﹂是以﹁劫﹂來算的 最後

所說宣說的真實心沒有這麼容易懂嗎？沒有嘛！那
麼 問題在哪兒？

智 成大毘盧遮那佛
等流身

如來一切智智 欲求妙道 修持次第 從凡入佛位者 即
此三摩地者 能達諸佛自性 悟諸佛法身 證法界體性

︵文接三三六期︶

（84）

45

是密乘 金剛乘 格魯派 薩迦派 噶舉派 寧瑪派 都
非常重視中觀；基本上 密教都很重中觀 因為只有在真

證法界體性智

祖師的意思很簡單

你就不能夠證得如來一切智智

所以

成大毘盧遮那

即使是真言

能夠看見佛性

還是要回頭修

你就沒有辦法跟你的佛性時時刻刻合

就是會有那麼一點

能夠見到真實之智了

在這一段文字裡

然後﹁悟諸佛法身

按照密教的修持次第 才能從凡入佛位 ﹁即此三摩地
者﹂就是指用密教的修持方法 這樣才能夠通達諸佛自
性

才會知道一切

正的中觀正見裡
佛﹂

你才知道什麼是菩提心

眾生真的平等 因為大家都活在密嚴國土裡面啊！
二乘之人 因為有法執 卡在空寂裡面太久了！你要

行人破了人法二執
了
一

點的煩惱跑出來時

你還是會因為有無始無明的阻礙

一個習慣於空寂的二乘行者
有困難的！那真的需要時間

﹁三摩地﹂

叫他要﹁從真起用﹂ 這是
修散善門的人因為教法沒有

個核心 什麼都修 什麼都做 這樣也要修很久 因為真
正成佛跟那些法門沒有太大的關係
行者要去證得的是中觀正見 證得真正的中觀正見之

你可以端坐在法座上修三摩地 也可以站著修三摩
地 或是坐在椅子上修三摩地；你走路也可以修三摩地
講話時也不捨離三摩地；你看電視新聞 看棒球 看電
影 唱歌 聚餐
甚至連抱老公 抱老婆 抱小孩
都沒有捨離三摩地 這真的很難很難很難的！

菩薩行並不是一天到晚持戒 布
般若
不是的！所以 祖師

輩子才能修下一個階段啊？你也不要認為六度都做不完

已

你就會知道菩提心
忍辱 精進 禪定

了 怎麼還去修別的？不是這樣啊！你在修六度的時候
還是得要證悟中觀正見 在證悟空性的同時 你要﹁從真

漏；因為你的心念有漏 所以你的身體才會有漏 身 口
的業是從哪裡來？一定是意業先行嘛！因為﹁人為心之

後
施

起用﹂ 從﹁空﹂當中生起﹁有﹂ 達到﹁空有不二﹂
二乘也是在證悟這個﹁空﹂ 可是就卡在這個空裡

奴﹂啊！這在心理學方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有人家說密教是邪淫的 因為有﹁雙身法﹂ 我們
先不談﹁雙身法﹂的修法和真實義 我們講很實際的行

那你一定要

即此三摩地

那要修幾百

面；菩薩是偏﹁有﹂ 但最終還是必須要回到中觀正見
所以 祖師繼續講：﹁今真言行人 既破人法二執 ﹂你
看 又來了！又要破人法二執！可見這真的很難

為：如果你的身體能夠無漏 那你的心念一定也是無漏
的 這樣才能真的完全無漏；一定是﹁心無漏﹂ 你才能

從凡入佛位者
﹂如果你想要修行成佛

修持次第

講﹁足可厭離﹂
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想一定要做多少布施

﹁或為無始間隔 未能證於如來一切智智 ﹂就算你
真的把﹁人無我 法無我﹂都破除了 你能見到﹁真實之

夠﹁身無漏﹂啊！如此 你怎麼可能還有色慾呢？
坦白講 我還真不相信︱如果不走密教這條路
﹁欲求妙道
能達諸佛自性

可以完完全全身心無漏

︱ 待 續 ︱

還

這 裡 面涉 及 ﹁ 無 漏﹂ 的問題 不 是心 念的無 漏而
還有身體上的無漏 身體有漏 那一定是你心念有

智﹂了 但你還是受到無始無明的阻礙 那個﹁間隔﹂就
是阻礙 所以 你還是不能證得如來的一切智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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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心發現

■文∕蓮花慧君上師

︿陽光舞供團﹀與
︿天音雅樂團﹀

曾

經聽師母說 昔日因為蓮花素任
助教十分誠懇地祈請師母 是否
可以把師母平日在練習健身的排舞
教導更多真佛弟子？就在師母應允之
後 才有︿陽光舞供團﹀的誕生 尤
其這團名是由師母親自特別命名 是
絕對獨樹一格的名稱 超脫凡俗 堪
稱一絕！而且 ︿陽光舞供團﹀的制
服更是由師母指示設定 此制服一推
出 更是人人驚豔 連一般同門也紛
紛搶購！
此外 師母只要是回到台灣 還
是會在每個星期日的早上 帶領團員
們跳各種不同歌曲的排舞 大家沐浴
在師母的慈恩之下 人人舞技大增
以致在去年慶祝師尊七十仙壽的時
候 ︿陽光舞供團﹀排舞一推出 馬
上轟動現場 師母因此而獲得︿香香

隊長﹀的美稱！
然而 師母很早就有一個心願
希望在︽真佛宗︾能夠成立一個合唱
團 昔日 筆者多方詢問 但總是因
緣不具足 直到今年遇到來自︿崑崙
同修會﹀的紀大衛師兄 由於他認識
十分專業的音樂老師與琴師 於是
因緣成熟了 在二○一五年三月十四
日︵星期六︶ 亦即在︿台灣雷藏
寺﹀聖尊所主持的﹁大隨求佛母護摩
法會﹂當天 首度成立︿真佛合唱
團﹀！
並且大約在一週之後請示師母
師母命名為︿天音雅樂團﹀ 並且藉
由師母的巧思 順利地設計出合唱團
的 logo 與制服 當然 這制服也是獨
樹一格 高雅藝術 令人嘆為觀止！
目前 ︿天音雅樂團﹀由蓮花素
任助教帶領事務 吳海聰師兄是學校
音樂老師 賴淑宮師姐是專業琴師
林慰信師兄是聲樂老師！
吳海聰師兄在︿台南高工﹀專任
教音樂 一九八七年畢業於美國麻省
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頓大學︶
攻讀音樂演奏碩士 指揮過︿ Newton
city 華人合唱團﹀ 可謂資歷豐富！
賴 淑 宮 師 姐 目 前 任 職 於
︿ YAMAHA 山葉音樂教室﹀團體班音樂
老 師
也 在 流 行 樂 團 擔 任

keyboard︵ 鍵盤︶手 經常參與各種
音樂會演出及演唱
林慰信師兄表演經歷豐富 現為
桃園縣大溪鎮︿仁善國小﹀教師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會員 ︿台
北當代合唱團﹀團員 台北市︿Ｇ大
調男聲合唱團﹀指揮 ︿桃園縣國立
武陵高中合唱團﹀指導老師
目前早已經超過四十位台灣的同
門及少數來自海外的同門齊聚一堂練
習合唱 首次練唱第一首歌︿婆羅浮
圖的矗立﹀是出自師尊文集︿寫給大
地﹀ 就凝聚起和諧的共鳴！十分感
謝根本傳承上師的加持 以及師母的
支持 也感謝︿台灣雷藏寺﹀每週提
供場地供大家排練
每位成員即使良莠不齊 但都是
抱著一顆供佛的心在練唱 十分虔
誠 也總是希望有一天能夠把鍛鍊出
來的歌喉 獻出最美的音色 供養師
尊 師母
如果還想加入的同門 歡迎聯絡
紀大衛師兄 台灣電話： 0939160588
/
line
ID：david-chi
/
Facebook： 紀大衛
筆者在此祝福︿陽光舞供團﹀與
︿天音雅樂團﹀能夠﹁金剛歌舞展妙
伎 法雨甘霖沐法喜﹂ 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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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舞自在

淨

土信仰有三部重要經典 分別為
︻阿彌陀經︼ ︻佛說無量壽
經︼及︻觀無量壽經︼ 合稱﹁淨土
三經﹂ 這三部經典主要是在讚頌阿
彌陀佛的功德及說明修持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的方法
︻阿彌陀經︼云：﹁舍利弗 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 聞說阿彌陀佛 執
持名號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亂 其人臨命終時 阿彌陀
佛 與諸聖眾 現在其前 是人終
時 心不顛倒 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
樂國土 ﹂

只要在臨終往生之前 一心不亂
地持阿彌陀佛名號 就可以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 相較於其他佛教修持法
門 這是極為方便之法 因此 當東
漢末年傳入淨土思想之後 很快就被
人們接受 而往生西方淨土的方式就
是﹁化生﹂ 並且大部分是用﹁蓮花
化生﹂的形式
︻佛說無量壽經︼云：﹁無量壽
佛與諸大眾 現其人前 即隨彼佛往
生其國 便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 住
不退轉 智慧勇猛神通自在 ﹂這
﹁七寶華中自然化生﹂就是﹁在七寶
池內 蓮花化生﹂ 而﹁蓮花化生﹂
則是往生阿彌陀佛淨土最重要 近乎
唯一的方式
在︻觀無量壽經︼更是將往生者
在世的修持功德不同 而分成九個等
級 正所謂﹁九品蓮華生﹂ 並以等
待花開的時間長短 顯示其等級高
低 在極樂世界蓮花化生之後即稱為
﹁化生童子﹂ 由於是蓮花化生 因
此也可稱為﹁蓮花童子﹂
在佛教經典 ﹁童子﹂一詞並非
僅指年齡小的兒童 而是證得八地果
位以上的菩薩 都可以泛稱為﹁童
子﹂ 因其德行遠離淫慾貪念如童子
般純真無邪 依此教義 ﹁化生童

子﹂也可稱為﹁化生菩薩﹂ 所以在
佛教圖像的表現上 ﹁化生童子﹂也
並非一定是兒童的形相 不過 在世
俗藝術的表現上 ﹁化生童子﹂仍以
兒童形象表現居多 蓮花化生佛國之
後 並非無所事事 仍要從事供養
禪定 讚頌佛德等累積福慧二資糧的
修行工作
由此可知 凡是由佛國蓮花化生
的 都可稱為﹁蓮花化生童子﹂或
﹁化生童子﹂或﹁蓮花童子﹂ 而非
只是狹義的單指特定已經成佛的佛菩
薩︵如：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彌
勒菩薩
︶ 其實 這些佛菩薩也
都是經歷過蓮花化生的修行階段而得
成就的
綜上所述 可以看出﹁蓮花童
子﹂與淨土思想有著非常密切的關
係 ﹁化生﹂是進入佛國淨土的主要
方式 這裡的淨土並非專指西方極樂
世界 還有東方藥師琉璃光世界 北
方不空成就佛淨土 南方寶生佛淨
土 而且不只佛有淨土 菩薩也有淨
土︵例如彌勒菩薩淨土︶ 只因為在
佛教經典中 阿彌陀佛西方極樂淨土
的影響最深 因此我們就常看到化生
童子的化生之地是以阿彌陀佛的極樂
世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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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中的

︿

︽燃燈雜誌︾功德主 禮懺畢 恭
請上師為與會大眾開示法語
蓮晴上師徐徐道之今日法會
主尊︱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亦名
﹁消災延壽藥師佛﹂ 行者若真心
懺悔 即可藉由禮懺之功德 消除
身心的病業 延長壽命 上師復款
款言之 拜懺之首要是﹁真心﹂

■文∕鄭惠玲

因為眾生自無始以來 皆因惡心
惡念 惡習 造作了種種罪業 若
無真切之心行懺悔 實難拔除根深
蒂固的惡心 惡念 惡習
其次是要﹁相信三世因
果﹂ 眾生自無始劫以來 已不知
歷經六道輪迴幾回 而吾等今生之
境遇 皆源自前世因貪 瞋 痴所
種之因 遂當前所面對之種種順逆
境 乃因前世所做種種之果報也！
上師細細講述 上至達官貴
人 下至販夫走卒 病魔皆平等視
之 病魔不會對飽學之士或富貴之
人特別照顧而賜予豁免權 智者面
對病苦時 不怨天恨地 而是安然
接受 以智慧轉換 進而提昇至更
上一層的修行
行者當於病中觀照自己從前
所做種種言行與心念 若有損人利
己 嫉妒他人等 乃是當初加諸他
人之痛苦 如今反彈己身 致嚐果
報 若無 亦要藉由病業思維他人
之痛苦 體會人生無常 精進修
行 清淨身口意業 以念力轉病業

藥師寶懺現殊勝 真心懺悔可淨業
芝城雷藏寺﹀於西元二○一
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十點
隆重舉行﹁藥師寶懺大法會﹂ 由
來自︿彩虹雷藏寺﹀的釋蓮晴金剛
上師主壇 以及西雅圖的蓮花德華
法師護壇
在開懺前 理事長張師兄代
表︿芝城雷藏寺﹀理事會及全體同
門竭誠歡迎與感謝上師和法師蒞臨
芝城護持法會 張理事長與上師結
法緣於參訪︿彩虹雷藏寺﹀之際
理事長表示 蓮晴上師與︿芝城雷
藏寺﹀緣分深厚 當年還是法師時
即已數次蒞臨芝城護壇法會 同門
對其唱誦及花鼓之功力記憶深刻
在法師晉升上師後 如今是二度主
壇︿芝城雷藏寺﹀的法會 上師人
緣極佳 深受同門愛戴 眾同門無
不希望上師今後能再多次參訪芝
城 延續法緣
是日法會如儀進行 上師帶
領大眾虔誠拜懺 感應道交 佛光
加被 眾等皆沐祥光 法會功德迴
向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及

‧法會功德亦迴向《燃燈雜誌》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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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芝城雷藏寺〉代表向蓮晴上師敬獻哈達，
以表最高敬意。
⑵蓮晴上師於禮懺後法語開示。
⑶蓮晴上師、蓮花德華法師（敲擊木魚者）帶
領眾同門禮懺。
⑷蓮晴上師為與會同門做「藥師佛賜福灌頂」。

為道業
上師道 罹病痛苦未必是壞
事 可藉機學習佛菩薩的感同身
受 進而產生關懷他人 幫助他人
的菩薩行 從此守住戒律 恪遵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口出善
言如蓮芬芳 讓意念清淨 感動天
地 行者之身心既可載業 亦可載
道 藉由病痛亦可清淨罪業
上師分享一法 行者於病苦
當中可修習﹁無念﹂之法 一心觀
想阿︵
︶字 心中默念阿字
融入阿字當中 不做他想 沒有二
心 覺受阿字光明的法流 於其中
可忘卻病痛 上師強調且重申 密
教行者首重敬師 行者對根本傳承
上師的信心 一定要堅定不移 如
此修法 才得以相應 最後 上師
願與會大眾修法成就 不受輪迴之
苦 早得解脫
此次法會再再出現殊勝的感
應 於拜懺過程中 有同門親見藥
師佛持藥缽 藥杵降臨；另 有一
同門為不信佛的先生報名點燈 但
在法會進行的同時 其先生雖不在
法會現場 卻也能獲得非同尋常的
感應
在蓮晴上師為與會同門做了
珍貴的﹁藥師佛賜福灌頂﹂後 法
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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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期望 眾同門才得以向上師請
示 藉以改善在修法 舉辦法
會 壇場布置等問題
首日的﹁勾財天女祈福法
會﹂在蓮花金光助教的帶領唱誦
下 法會如儀順利進行 蓮已上
師於法會功德迴向時 祈願根本
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體安
康 常住世間 大轉法輪；祈求
勾財天女護佑︿觀音堂﹀法務興
隆 廣結善緣；祈求佛光普照
國運昌隆 風調雨順；護佑所有
參加法會的功德主 參加者及報
名者 羊年身體健康 財源廣
進 福慧增長 道心堅固 修法
精進 如意吉祥！
三月十八日舉行﹁高王觀世
音菩薩祈福超度護摩大法會﹂
在蓮花張敏助教的帶領唱誦及主
持下 法會進行得十分順利 法
會如儀 一切圓滿；上師演化
﹁息 增 懷 誅﹂大手印 護
摩火越燒越旺 讓眾等燒掉自身

的罪業 法會迴向與會眾等身體
健康 一切災難消除 家庭圓
滿 一切吉祥！
法會後 上師做了精闢的法
語開示 上師訓勉與會眾等 修
行人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要感恩
父母 親朋好友 更要感恩曾經
給你﹁逆加持﹂的朋友；當看到
心胸寬宏大量的人 就要向他學
習；看到心量狹窄 斤斤計較的
人 就要反省自己 上師說 只
要人人心量寬大 互助相讓 如
此 這人間就是淨土；相反的
如人人心量狹窄 逞兇好鬥 那
這人間就是地獄了
上師循循善誘地說：﹁每個
人的衣 食 住 行皆有定數
每個人的福分多寡 全來自於自
己累世積蓄的功德果報 想要得
到福報 就要多多行善布施 時
時關懷他人 如此才能積蓄自己
的福分資糧；有捨必有得 越是
捨得布施 資糧福分就會越大

■文∕蓮花延新

㆟㆟心量寬大、互助相讓，㆟間即是淨㈯！
‧各界善信蒞臨護持 法會現場座無虛席

○一五年三月十
七
十八日兩
天 印尼瑪琅︿觀音
堂﹀主辦﹁勾財天女祈
福法會﹂及﹁高王觀世
音菩薩祈福超度護摩大
法會﹂ 特邀請來自馬
來西亞沙巴︿本覺雷藏
寺﹀的釋蓮已金剛上師
主壇 並有助教團與堂
主︱蓮花贊恭師兄共同
護壇 更有瑪琅︿增明
堂﹀眾同門 泗水︿蓮
齊堂﹀主席蓮花守齊師
兄偕夫人蓮花碧英堂
主 以及瑪琅各界善信
蒞臨護持 法會現場座
無虛席
此次是上師首次
蒞臨瑪琅︿觀音堂﹀弘
法 法緣殊勝 這亦是
︿觀音堂﹀同門渴望有
更多上師來此弘法的深

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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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是清清楚楚的 ﹂
最後 蓮已上師勉勵大家：
﹁所謂修行 就重要的就是忍
辱 且要能夠吃苦耐勞；面對任
何困難 都不抱怨 亦不會滅心
喪志；於逆境時 保持冷靜 不
管別人如何傷害 招惹 挑撥
都不予以抗爭 忍辱的目標就是
要培養﹃不執著﹄的精神 且可
以自我控制情緒 ﹂上師說 忍
辱不是一味地接受 忍辱的真實
意義是在於﹁知道自己的行
為﹂ 能夠明白其對於自身及周
圍的影響有多大
上師精彩的開示 與會大眾
歡喜聆聽 心開意解 當上師開
示結束後 立即代師為剛辦理皈
依的新同門做﹁皈依灌頂﹂ 而
後 繼續為大眾做﹁高王觀世音
菩薩賜福灌頂﹂ 是晚八時許
兩天兩場殊勝的法會 在﹃根本
上師心咒﹄聲中 圓滿結束
結束後 主辦單位眾理事設
謝師宴 感謝蓮已上師不辭遠行
來此弘法度眾 席間氣氛輕鬆愉
快 眾人亦藉機向上師請示 直
至晚宴結束 方才與上師依依不
拾地互道祝福 希望日後有機會
與上師再續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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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蓮花贊恭師兄代表向蓮已上師敬獻哈達，以表最高敬意。
②蓮已上師代師為新同門做「皈依灌頂」。
③蓮已上師手持勾財天女的勾子，講解其意義與作用。
④法會主壇—釋蓮已金剛上師。
⑤飛騰的護摩火高高竄起。
⑥蓮已上師為大眾做「高王觀世音菩薩賜福灌頂」。

6

‧蓮旺上師、蓮余上師於法會後和同門合影。

慈悲與柔軟
二

■文∕寶悅文宣組

○一五年三月十五日是︿寶
悅同修會﹀舉辦﹁春季放生
法會﹂的日子 是日 艷陽高照
真是個放生的好日子！︿寶悅同修
會﹀這次特別邀請到︿宗委會﹀監
委處長蓮旺上師主壇此次放生法
會 同門個個法喜充滿 法會後
蓮旺上師請同門們手持楊枝 淨
瓶 觀想根本傳承上師住頂加持
為即將被放生的鳥兒灑甘露 做皈
依 一起感受佛菩薩們的慈悲胸
懷 法會結束 圓滿吉祥！
蓮旺上師於開示說 ﹁殺
生﹂是第一重罪 但相對的 在諸
善業中 ﹁放生﹂的功德最大！放
生不但能增長善根 還能讓自己的
心變得柔軟 師尊把眾生視為自己
的父母親 還把畜牲看成是累世的
父母親；難道我們忍心讓父母傷
心？忍心傷害他們嗎？如果行者能
這麼想 心中就不會生起仇恨 殺
戮 爭鬥 嫉妒等念頭 放生除了
能常養慈悲心 將來還能往生天上

界
蓮旺上師以師尊著作中所寫
到的一件事提醒大家 師尊有一次
在禪定時 師尊的氣場凝結成一座
大山 阻擋了兩個鬼物的去路 其
中一名鬼的頭上長角 有著尖峰耳
與紅眼睛 祂想劈掉師尊的所化的
大山 連續劈了三次都不成 最
後 只好悻悻然地離開 之後 師
尊向三山九侯先生請示 三山九侯
先生說明此鬼是宋朝高僧 平日勤
唸︻法華經︼ 但個性孤僻且自以
為是 所以 頭上長角；又 喜聽
好話 所以耳朵變成尖形；更因為
善妒 所以眼睛成了紅色
上師以此提醒行者 修法的
人一定要降伏自己愛鬥爭 愛嫉妒
等一切不好的心性 否則 正法不
入 倒是入了魔；在前面故事中的
高僧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才會變成
﹁飛天神魔﹂ 因此 修行人平常
就要反觀自照 以他人之鑒做為借
鏡
不管是持咒抑或觀想 都離
不開﹁專一﹂二字 但 自私的人
難以專一 很容易被別人一個眼神
或是一個動作 一句話所影響 一
旦被影響了就有罣礙 乃至於雜念
叢生 因此 修行就會大打折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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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蓮旺上師為即將被放生的鳥兒灑甘露。
⑵上師率領眾同門一起放生飛禽。
⑶蓮旺上師在〈寶悅同修會〉為同門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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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相應
蓮旺上師對與會同門的開
示 句句都是金玉良言 也是他多
年修行的寶貴心得 我們若能確實
學習 實踐上師所說的 ﹁放生﹂
就不會只是表面的行為 而是打從
內心生起慈愛悲憫的胸懷 顯露柔
軟的心田 依此修行 才能在人世
間感受佛法義諦 進而從修行當中
得到智慧

3

進 切勿﹁三天打魚 兩天曬
網﹂ 因為 我們的惡習會阻礙往
生佛國之路；要時時刻刻想到人生
的﹁生 老 病 死﹂苦 就能夠
時時刻刻砥礪自己勿迷失了方向
上師最後告訴與會同門 行
者當用歡喜心去修行 才能從修行
中找到樂趣；當行者以歡喜心修
行 修行就會事半功倍 也不會產
生遲疑 否則 就會事倍功半 也

2

事倍功半 若其自私的行為是只讓
自己快樂 卻令他人痛苦 亦即將
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之
上 如此 將會落入三惡道
上師勉勵大家 只要能往生
佛國 就不必擔心會遇上任何苦
難 在佛國 當你想要什麼 一想
念就會有；但是 往生佛國的前提
是︱行者一定要有慈悲心和柔軟
心 所以 我們要時時鞭策自己精

1

二

慶賀㆔㈩年 功德萬萬年
宴請諸尊㉃ 成就化㈮仙

香 周 十法界 年年添新枝 慶
賀三十年 功德萬萬年 宴請諸尊
至 成就化金仙 ﹂為當日三十週
年堂慶 增添無限光彩
聖尊隨機法語開示：﹁娑婆世
界的每一位眾生 就像基督教所提
到的 每個人從呱呱落地開始 都
帶有﹃原罪﹄ 即顯教所說的﹃累
世所造諸罪業﹄ 人的年紀越大

扁

未停止祈求聖尊前來為嶄新佛像安
座開光的心願 終於 在殷殷期盼
下 在三十週年慶當日法會之後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駕
︿香華雷藏寺﹀ 為壇城佛像重新
開光加持
聖尊曾在︿香華雷藏寺﹀十週
年 二十週年慶時均賜墨寶︱﹁香
華滿堂﹂ 值此︿香華雷藏寺﹀
﹁三十而立﹂之年 根本傳承上師
信手拈來 展現驚人才華 再度恩
賜墨寶︱﹁香光射斗牛 華開大地

■文∕蓮花名泉

︿香華雷藏寺﹀㆔㈩週年慶•﹁慈悲㆔昧㈬懺法會﹂後記

○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香
華雷藏寺﹀為慶祝三十週年
堂慶 恭請︿香華雷藏寺﹀住持釋
蓮傑金剛上師主壇﹁慈悲三昧水懺
法會﹂ 不少善信大德踴躍參加
充滿大雄寶殿每個角落 與會大眾
誦經唸佛 法喜繚繞
蓮傑上師謹記聖尊蓮生活佛的
訓勉 自開堂的首次堂慶起即舉辦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三十年如
一日 從無間斷 ﹁慈悲三昧水懺
法會﹂是殊勝無比 洗滌罪障的大
懺法 能超度先靈亡魂及行者自身
的水子靈 累世冤親債主
適值︿香華雷藏寺﹀新址落成
開光四週年 ︿香華雷藏寺﹀重新
整理壇城及粉刷諸佛金身 但至今
尚未恭請根本傳承上師開光加持
因弟子們有感聖尊自農歷春節至
今 南北奔波 法務繁忙 所以
遲遲尚未邀請聖尊；但 弟子們從
‧聖尊蓮生活佛為〈香華雷藏寺〉三十週堂慶所題賜的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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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眾弟子夾道

恭送聖尊蓮生活佛

業障越深 故 ﹃懺悔﹄是修行
者最基本的功課 每天修法即是
每天做懺悔 ﹂聖尊勉勵所有弟
子要做大丈夫 不要只是求名
望 權力 金錢 因為在娑婆世
界的名 利 權位 到頭來還是
空無
聖尊更開示：﹁佛陀說 只
有與道合一 才是聖人 聖人即
是大丈夫 雖然現代人都知道儒
家﹃齊家 治國 平天下﹄的道
理及四維八德 但大部分的眾生
都做不到 佛陀說 能夠修到
﹃寂滅﹄ 可成就大丈夫 ﹂
最後 聖尊勉勵眾弟子 學
佛之人的真正意義 就是要了脫
生死 不要再於六道之中輪迴
因此 行者一定要敬師 重法
實修 聖尊期望每位弟子都修行
成就 不再輪迴 列位大覺金
仙 大丈夫
承蒙根本上師大加持 祈願
︿香華雷藏寺﹀全體道心堅固
修行成就 自度度他 永遠繼續
與眾同門攜手合作 光耀真佛
是日法會功德迴向根本傳承上
師 在溫馨的祝福歌聲中 與會
大眾祈願根本傳承上師佛體安
康 健康自在

今

天是︿香華雷藏寺﹀三十週
年紀念 他們已經拜三十年
的︽三昧水懺︾了 水懺是用水來
清洗自己的業障 這是一種懺法
我們要知道 所有的
修行都是從懺悔開始
的
在基督教裡有談
到 人生來就有罪
也就是﹁原罪﹂；其
實 佛教也有談到
﹁原罪﹂ 因為人在
轉世之後 你不一定
知道在過去世做了什
麼 而過去世所帶過
來的那些業障 就是
﹁原罪﹂ 基督教講
﹁原罪﹂ 佛教就是
講﹁前世所造的
業﹂
學佛以後 在一
般的﹁加行﹂裡面就
有﹁懺悔法﹂ ﹁懺
悔法﹂就是懺悔你過去 現在 未
來 未來雖然還不知道 但說不定
也會造很多業 其實 人從年輕到
老 越老業障越重 因為這一生當
中 不知道造了多少業？業有好多
種 有身 口 意的業障 有身體

聖尊蓮生活佛
於〈香華雷藏寺〉㆔㈩週年堂慶開示

的業障 有從嘴巴說出來的業障
還有你意念上的業障 統統都需要
懺悔 另外 還有好多種業是數不
清的 ︻地藏經︼裡面有講到﹁閻
浮堤眾生 舉止動念都是業﹂ 所
以 每天都要修懺
悔 我們每修一壇法
就等於是做一次懺
悔
我們稱孔子為聖
人 還有很多神仙都
是屬於聖人 祂們本
身是人 不是﹁剩下
的人﹂ 而是神聖
偉大的人 其實 最
偉大的人是﹁與道合
一﹂的人 因為佛陀
講過 你跟道合一
就是最偉大的
一般來說 成功
的人 英雄或者是首
領 他們的地位 名
利 成就都很高 但
是 他們不完全都是
聖人 聖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佛
教講的﹁四聖﹂就是聲聞 緣覺
菩薩 佛；釋迦牟尼佛稱為﹁大覺
金仙﹂ 所以 我們講﹁禮拜金
仙﹂ 也等於禮拜釋迦牟尼佛 當

㈻佛要成就 大覺㈮仙，

成為真正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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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傑上師向根本傳承上師敬獻哈達，
表達最崇高敬意。
▲四眾弟子坐滿〈香華雷藏寺〉大雄寶殿，座無虛席。

▲聖尊蓮生活佛於〈香華雷藏寺〉法語開示。
▲聖尊蓮生活佛為〈香華雷藏寺〉壇城佛像開光加持。

你走修行的路 你如果成就﹁仙
品﹂ 或是成就佛教講的﹁四
聖﹂ 那你也是一種聖人
中國的孔子 祂從做人開始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這也
算是聖人 儒家也有很神聖的 不
管任何宗教 都是從人的基本開
始
忠
孝
仁
愛
信
義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這些道
理 但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想要
成為真正的人 必須符合忠 孝
仁 愛 信 義的成就 這樣才算
是一個完人 一個儒家的聖人
然後 你再從這裡內修 在道
家就是修﹁丹法﹂ 在佛家就是修
﹁寂滅﹂；﹁滅﹂就是把所有的業
障消完 有那樣的成就 才稱為真
正的大丈夫！不是你賺很多錢就是
大丈夫 不是你政治事業上當了總
統就是大丈夫 也不是你的社會地
位很高 非常有名就是大丈夫 都
不是的！
有形的名利都不是 真正講起
來是無形的；當你有了無形的成
就 你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在世間
有形的成就 到最後都會變成
﹁空﹂ ﹁亡﹂ 沒有存在過 像
從古代 中國歷代有很多慈善家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慈善家 他們
都做得很成功 但都是一時而已
不能夠完全；每一個朝代也是 都
是一時的 根本不會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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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當初的信念跟現在的佛
教已離得很遠 古代的叫做﹁原始
佛教﹂ 再進一步是﹁小乘佛
教﹂ 後來就演變成為﹁大乘佛
教﹂ 又演變成為﹁金剛乘佛
教﹂ 一直流傳到中國 之後又有
八宗 十三宗 產生很多宗派的佛
教 每一種修行都不同 就是拿到
哪一本經典為主 就稱為什麼宗
派
所謂的﹁正法﹂ 就是佛直
接傳下來的法 那是﹁正法時
期﹂ 後來是﹁像法時期﹂ 就是
很像佛法的時期 那都已經過了
現在算起來是﹁末法時期﹂ 是已
經到了尾端 所以 末法時期離正
法時期的佛教就更遠了 所以 我
們這一生當中 學的佛法不一定是
屬於正的 像地理風水 很多東西
都是屬於方便的 在人間用得到
在無形上是沒有用的
有的人想修身體 變成長
生 想要壽命很長 或是修成不
死 但有一句話講：﹁鐘繞八千
年 最後還是落空 ﹂總有一天還
是要死 就算能夠活幾千歲 一樣
要落空；所以 這是﹁方便法﹂
經典就是屬於方便法 但這是﹁不
了義﹂的
﹁了義﹂的是指真的能夠了

脫生死的 以後不再輪迴了；大丈
夫學的一定是了義的法 到最後修
成佛 自己擁有般若光 自己在般
若光裡有宮殿 自己成就到最高的
虛空 跟道合一 跟虛空合一 那
個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們學佛的人要記得 真正
的意義是了生脫死 不要在人間
在六道裡面輪迴！就算是當了總統
也是一樣 沒有什麼意義 將來也
會下來；就算是最成功的企業家
不過是錢多一點而已 也沒有什麼
意義；你就算是很有名的人 像以
前的唐太宗 漢武帝都是古代最有
名的人 有豐功偉業的人；多少名
人都是在大海裡面翻滾 像波浪一
樣 一波起來 一波又下去 以後
就沒有了
你當一個總統 也不一定所
有的人都認得 我們講非洲好了
你們認得非洲的哪幾個總統？非洲
有多少國家？很多人連國家的名字
都不知道 哪會知道總統的名字
呢？非洲國家的總統認不認得東南
亞 東北亞這邊的總統？他們也不
認得啊！南美洲的幾個總統有時候
會出現在電視上 像是巴西的總
統 如果有巴西的弟子在這裡 他
當然知道 但如果你不是巴西的弟
子 你會知道巴西的總統是誰嗎？

你們看 很多國家的總統
你們也不認得啊！巴西在南美洲是
很大的國家耶！還有 中美洲哥倫
比亞的總統是誰？哥斯大黎加的總
統是誰？海地的總統是誰？你們都
認得嗎？所以 這些名人也是等於
泡沫 當總統也是泡沫
世界各國的有錢人 你們知
道幾個？大家當然知道在香港是姓
李的最有錢 台灣是姓蔡 姓郭的
最有錢 在美國是 Bill Gates︵微
軟公司的比爾蓋茲︶最有錢 但其
他國家的有錢人 你認得幾個？也
認不了幾個 中國大陸最有錢的是
誰？︵弟子答：馬雲︶那是新冒泡
出來的 現在冒出來 以後也會沒
有；在我們那個時代 王永慶是最
有錢的 之後 他就沒有了
總統也是一樣 冒泡不久就
沒有了；名人也是一樣 冒泡不久
就沒有了；美人也是一樣 年老珠
黃就沒有了 不用等到一百年之
後 只要六十幾年就差不多了 所
以 真正的大丈夫 修成之後就不
用再六道輪迴 可以列為大覺金
仙 那就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們今天學佛 是要做真正
的大覺金仙 是要做大丈夫 勉勵
大家做為真正的大丈夫 阿彌陀
佛！

58

菩提園地

▼充滿法喜禪悅的新春祈福法會。

羊年新春大吉祥 羊羊得意增福慧
︻西雅圖雷藏寺訊︼二○
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是

芳女士及千金 ︿宗委會﹀法律
顧問周慧芳律師 ︿盧勝彥佈施

廖 東 周 大 使 及 夫 人 Judy 師 姐
︿綠健自然飲公司﹀董事長謝明

︿西雅圖雷藏寺﹀舉辦㆚未年﹁觀世音菩薩新春祈福息災法會﹂

︿西雅圖雷藏寺﹀舉辦一
年一度﹁乙未年觀世音菩

文龍教授及趙步雲
教授伉儷 莊俊耀

美電視﹀董事長卓
鴻儀先生 ︿中國
藝術音樂協會﹀張

Piersa 先 生
僑
務咨詢委員及︿全

師 Teresa 師 姐 和
夫 婿 Larry

︿宗委會﹀會計

基金會﹀理事
是日 晴
陽光普照

薩新春祈福息災法會﹂的
大日子
空萬里

大地 一掃連日來
的陰雨天 這都得
感謝師尊 佛菩薩
的加持
法會在下午兩
點準時開始 由釋
蓮喜金剛上師主

法會

醫師 還有眾法師及遠道而來的
美加同門 共同護持此次殊勝的
釋蓮彥上師共同護壇

大家愉悅地聽著廖大使妙語
如珠的精彩致詞 廖大使勉勵大

壇 釋蓮萬上師 釋蓮潔
上師 釋蓮花璧珍上師
臨的貴賓有︿行政院北美
事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

蒞

‧法會主壇—釋蓮喜金剛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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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⑴蓮喜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敬禮壇城諸佛。
⑵（左起）蓮潔上師、蓮萬上師、蓮喜上師、
蓮彥上師於羊年新春合影，向大家拜年。
⑶法會貴賓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圖右一、右二）。

3

家學習觀世音菩薩的菩薩精神

不但要自己認真修行 還要盡力
幫助眾生 而後 在莊嚴肅穆的

梵唄聲中 法會依照儀軌如序進
行 主壇上師演化息災 祈福大
手印 與會大眾誠心唱誦﹁南摩

觀世音菩薩﹂聖號 法會充滿法
喜禪悅 過程莊嚴隆重

心誠則靈

只要眾生一心持

會後 蓮喜上師開示說：
﹁觀世音菩薩是千處祈求千處
應

驗證了﹁心誠則靈﹂的事
在開示的最後 蓮喜上師祝

咒 唸佛 虔誠祈求 所求一定
會如願 ﹂上師以自己的親身經
歷
實

福大家喜羊羊迎春納福 羊年新
春大吉祥 羊羊得意增福慧 羊
眉吐氣消業障 快樂修持速成
就

︿西雅圖雷藏寺﹀感謝大家

大轉法輪

祝師母健康快

的護持 也遙祝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 佛體安康 長壽自
在

樂 最後 主壇上師為會大眾做
﹁賜福結緣灌頂﹂ 法會吉祥圓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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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德雷藏寺〉室內大殿全景。

︻聖德⽂宣

佛州訊︼二○一五

特恭請︿聖德雷藏寺﹀

年二月廿二日 ︿聖德雷藏寺﹀
舉辦﹁黃財神息災祈福增益護摩
法會﹂

並
法會於上午十一時卅分開
一切如儀進行 蓮弘上師點

住持︱釋蓮弘金剛上師主壇
由蓮荊法師及蓮白法師護壇
始

眾人虔敬的心願伴隨著

起護摩火 眾人手結﹁黃財神手
印﹂ 齊誦﹃黃財神心咒﹄ 上
師將各式各樣供品下爐 火勢洶
湧澎拜

咒音 與護摩火融合
在一起 蓮弘上師在
迴向時 祈願聖尊蓮

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佛
體安康 長壽自在

人人

長住世間 永轉法
輪；祈願黃財神放光

加持與會眾等

一切吉祥如

皆資糧具足 法財充
裕 道心堅固 精進

修持
意！

法會後 蓮弘上
師為大眾做寶貴的法
語開示 上師直指修

行之要 行者若想和黃財神相
應 其關鍵是要能夠真正發出以

其關

法財濟度眾生的心 並且要付諸
實際的行動；推而廣之 想要相

應︽真佛宗︾任何一個法

鍵就是要能夠真正去放下我執及
法執

蓮弘上師精闢的開示令與會
大眾深刻銘心！最後 上師為大

眾做﹁黃財神增益賜福灌頂﹂
與會眾等皆法喜充滿 法會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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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德雷藏寺〉室外護摩殿全景。

←蓮荊法師與蓮白法師護壇。
↓於護摩火中隱約可見黃財神顯現。

‧釋蓮

弘金剛
上師於
主壇「
〈聖德
黃財神
雷藏寺
護摩法
〉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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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心禮懺 燃燈供佛

■文∕太
平雷藏寺

消災增福 萬事吉祥

︿

太平雷藏寺﹀於乙未年農

雷藏寺﹀

後

待

在簡單用過晚餐之

我們又馬上驅車返回︿太平

曆新春大年初一至初三

緊接著繼續禮拜五百佛

後

舉辦﹁新春

明天

已經是晚

大家互相勉勵

由顏尚君助教主壇

上十點了

首日禮拜千佛結束後

冀於新年初始拜懺

三千佛洪名寶懺祈福息災超度燈
供大法會﹂

繼續禮懺

與會

藉以清淨身

大年初二

一聲

消業

迎向嶄新的

同門虔心禮佛

意

讓與會者福慧

口
一年

佛號一跪拜

一次

佛

才禮拜完一千六

一直到晚上九

圓滿結束當天

當拜完休息

這才發現每個人

大家

但

卻絲

這真的是諸佛菩

大年初三

連續三日的﹁新

上午順利禮拜完

春三千佛洪名寶懺大法會﹂圓滿

最後的四百佛

薩的佛光加持啊！

毫不覺得困難

先前在拜佛時

連走路都很辛苦

都﹁鐵腿﹂了

時

的拜懺

百佛

點

又一次地虔誠禮拜諸

聲唱誦著佛號

發自內心真摯地一聲

同門均
萬事吉祥

因為年初一及

為了可以
我們特地修改

我們特地準備了
免費載同門前往︿台灣雷
待︿台灣雷藏寺﹀法會結束

藏寺﹀參加師尊主壇的法會

車輛

佛前大供之後

上午先禮拜五百佛

了法會流程；於初一

法會

讓同門一同前往參加

護摩法會

︿台灣雷藏寺﹀主壇

師聖尊蓮生活佛在

初三適逢根本傳承上

九年

洪名寶懺法會﹂的第

藏寺﹀舉辦﹁三千佛

今年是︿太平雷

增長

在中午舉行

‧一聲佛號一跪拜，與會同門虔心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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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佛洪名寶懺法會」圓滿結束，與會同門合影。
▼ 連續三日保持燈火不滅，以傳統油燈燃燈供佛。

結束！在中午供佛結束後

所有

與會同門法喜充滿地一同前往

︿太平雷藏

背後總是

︿台灣雷藏寺﹀參加師尊所主壇

的護摩法會

一場法會的圓滿

會有許多幕後英雄

而且是二十四小時燈火不滅

寺﹀的燈供法會都是用傳統油
燈

所以需要護燈人

幫忙護燈

白天休息一會

有師兄連續二夜都犧牲睡眠

地燃燈供佛
員
時間

真的令人欽佩

每

還有許多同門都是成

兒又跟著拜懺

當然

就一場法會不可或缺的一員

個人都盡自己的一分力來完成這

但心靈上

連續三天禮拜三

雖然身體疲憊

法喜充滿

場殊勝的法會
千佛

愉悅的

是滿足的
的

祈求佛光廣加被

消災

法會祈願：藉此點燈供佛殊

勝功德

幸福一整年

明

平安身健

旺財增貴人

光明又順利

增福慧
康

如果您今年來不及參加

年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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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合影留念。
與弘法人員
及義工同

上師於
〈蓮齊
堂〉
‧蓮
已

蓮花一敏助教帶領與會大眾齊
聲唱誦 上師在昇上護摩壇後 法
會依真佛儀軌進行 上師以金剛棒
開爐結界 點燃護摩火 火焰騰空
而起；上師演化手印 召請主尊及
諸佛菩薩賜福 息災 敬愛 降
伏 供品於時一一下爐供養 與會
大眾齊誦﹃多聞天王︱黃財神心
咒﹄ 祈求黃財神廣賜福慧
蓮已上師於法語開示時講述修
行不會有成就的十一個原因：喜歡
世俗的不會有成就 錯誤的修法不
會有成就 欺騙上師的不會有成
就 江湖術士不會有成就 販賣佛
法的不會有成就 腐敗的生活不會
有成就 不守﹁三昧耶﹂和戒律的
不會有成就 渴求物質的也不會有
成就 專講神通的不會有成就 有
野心企圖的不會有成就 不會忍辱
的不會有成就
上師說 眾生的幸福來自佛陀
的法教 眾生要善護自己的誓願及
三昧耶 必須守戒律 不被腐蝕
如此才叫修行 ﹁修法﹂和﹁修
行﹂不同 ﹁修法﹂是按照法的儀
軌唸經持咒 禪坐 入定 從中產
生定力與智慧；而﹁修行﹂則是把

佛法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如：孝
養父母 奉侍師長 持戒 忍辱
布施 放生 平等視眾生
等
是日 上師代師為五位新皈依
的同門做﹁皈依灌頂﹂ 並為與會
大眾做﹁黃財神賜福灌頂﹂ 結束
了第一天的法會
隔天 三月十五日下午舉行
﹁南摩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增
益保運超度護摩火供大法會﹂ 除
了本堂同門之外 也有來自加威山
的原住民同門數十名 當﹃高王觀
世音菩薩心咒﹄咒音響起 主壇上
師轉珠明加持 金鋼棒開爐結界
點燃護摩火
法會如儀 順暢
地進行著 花 香 燈 茶 果等
七珍八寶諸供品 一一下爐供養
主壇上師把一小碗一小碗的供品觀
想變化無量無邊 供養護摩主尊及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神眾
是日護摩火格外盛旺 聖尊常
開示﹁於護摩時 行者與法會主
尊 護摩火 三者合一﹂很重要
因此 有一部分同門隨著咒音漸漸
進入三昧；另有部分同門是目不轉
睛地欣賞上師演化精彩的手印
上師於法語開示時 以師尊的

■文∕蓮花一敏

捨是清涼，貪是惡果； 行者需修法且修行。
未年正月二十
四
二十五日
︵西元二○一五年三月
十四日 十五日︶ 印
尼東爪哇泗水市︿蓮齊
堂﹀主辦開年的﹁祈福
息災保運超度護摩火供
大法會﹂ 主尊是多聞
天王︱黃財神及高王觀
世音菩薩 ︿蓮齊堂﹀
特邀請馬來西亞︿本覺
堂﹀主持釋蓮已金剛上
師主壇法會 並由︿圓
梵同修會﹀蓮花慶盛講
師 ︿觀音堂﹀蓮花金
光助教 ︿圓弘堂﹀蓮
花一敏助教等共同護
壇
︿蓮齊堂﹀同門義
工合作精心布置法會主
尊的壇城 法會在下午
四點正式開始 ﹃根本
上師心咒﹄響起 迎師
組列隊緩緩行至後殿
迎接主壇上師進入佛堂
大殿主壇法會 大轉法
輪 廣度眾生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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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盛多變的護摩火

金句︱﹁關於心量﹂告誡與會同
門 上師說 修行人要常存感恩的
心 要向心量寬的人學習 看到心
量狹窄的人要省視自己；如這世間
的每個人都心胸寬大 這人間就可
以成為真正的淨土；相反的 如果
每個人都心量狹窄 這人間就會是
個鬥爭 是非永遠無休止的惡土
上師強調 每個人的福分全都
來自功德果報 一飲一食皆有定
數 所以 我們必須慷慨布施 時
時關懷他人 為自己的將來積聚福
分與資糧；捨是清涼 貪是惡果
所有的因果報應都是清清楚楚的
此外 有很多事情是充滿誘
惑 難以抗拒的 許多人會為了名
位而使自己無法做主 許多人會為
了錢財而使自己無法做主 許多男
人會為了女人而無法自己做主 更
多的是為了自己的貪 瞋 痴而無
法做主 如此將永無修行成就之
日
因此 上師期勉大家 一定要
好好修行 時時刻刻都憶念根本傳
承上師 一有時間就持誦﹃根本上
師心咒﹄ 如此一心 必定會有不
可思議的效應 因為﹃根本上師心
咒﹄具有無比的大法力 與跟根本
上師相應 一定可以修行成就
上師在開示中穿插講述了許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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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精妙細緻的高王觀世音菩薩壇城。
⑵莊嚴華麗的黃財神壇城。
⑶法會護壇：（左起）蓮花一敏助教、
蓮花金光助教、蓮花慶盛講師。
⑷

2
1

真人真事的案例 也不時加點幽默
的笑話 與會同門聽得輕鬆愉快
蓮花一敏助教擔任現場翻譯 將上
師的開示翻譯成印尼話 大家聽得
身心法喜充滿
是日法會功德迴向師尊與師母
健康吉祥 快樂自在 並一心請佛
住世：並祈願︿蓮齊堂﹀法務昌
盛 人人平安健康 大家快樂吉
祥 羊年羊羊得意！法會結束 場
外正在雷雨交加 應證了﹁雷聲震
響十法界 藏我如來顯真佛﹂
在上師為與會大眾做﹁賜福灌
頂﹂ 並為祈福保運衣裳蓋章後
在一片祥和的﹃根本上師心咒﹄聲
中 結束是日的法會 感恩根本傳
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大加持 讓這
兩天的法會 一切順利圓滿吉祥

語開示。
▲蓮已上師於法會後法

㆒定生㊚孩

線上訂閱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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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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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生物（ GMO）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生物工程的興起和發展是 20 世紀生命科㈻領域最偉大的事件，目前，轉基因作物正在
按照㆟們的意願被「重新設計」。㈲㆟預言， 21 世紀將是轉基因作物的㆒個轉換期，科技
含量將會㈲很大的提高；但，如何評價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是擺在世㆟面前的難題和
挑戰。
何為轉基因生物（ GMO）？

⾃然界每種⽣物都固有不同的⽣命特徵，⽽保持這些⽣命特徵的物質就是細
胞核中的基因（ DNA）。 所謂「轉基因⽣物」就是指為了達到特定的⽬的⽽將
DNA 進⾏⼈為改造的⽣物。
通常的做法是提取某⽣物具有特殊功能的基因⽚斷，通過基因技術加⼊到⽬
標⽣物當中。經基因改造的農作物，外表和天然作物沒多⼤區別，味道也相
似，但有的轉基因作物中添加了提⾼營養物質的基因，有的則可以適應惡劣的
⾃然環境及提⾼產量和品質等。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 1996 年 全 球 轉 基 因 農 作 物 耕 種 ⾯ 積 為 170 萬 公 頃 ， 到 了
2000 年增⾄ 4420 萬公頃，短短 4 年增⾧近 30 倍，發展迅猛可想⽽知。⽽其轉基
因的⼤⾖和⽟⽶的耕種⾯積約佔總耕種⾯積的 80% 左右。在⾷品⼯業中，⼤⾖
和⽟⽶及他們的加⼯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利⽤這些轉基因原料製成的⾷品
也是轉基因⾷品。
轉基因的利弊㉃今無定論
目前，國際㆖通常稱轉基因食品為「㈲風險的食品」，對它的利弊爭論激烈。㆒方認
為，轉基因對㆟不會㈲任何危險，而且轉基因技術的應用給農業生產帶來了革命。經過轉
基因的農產品比傳統的農產品具㈲更高的生長㊝勢，而且可以添加額外的營養物質或除去
某些不良物質，惠及生產商和消費者。
然而，另㆒方則認為，當㆒種功能基因被移入另㆒機體㆗，這種基因的功能可能發生
不可預知的變化，而機體的相應反應更不可預測。另外，疾病可能㈲很長的潛伏期，而毒
性物質對㆟體的危害也需要㆒個積累的過程才能顯現；因此，轉基因食品對㆟體的長期影
響還難以㈲科㈻確定。
各國對轉基因的態度趨嚴
轉基因食品越來越廣泛㆞進入㆟類的食物鏈，從而引起了全球的關㊟。㆒些消費者開
始抵制和反對轉基因食品，世界各㆞的綠色和平組織也大聲疾㈺反對轉基因。在種種壓力
之㆘，目前，大部分國家開始逐步嚴格對轉基因食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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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Health
Medical Science

世界各主要國家針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示規定
以㆘介紹各國針對基因改造食品訂定標示制度的情形：
歐洲：歐盟㉂ 1998 年起即規定所㈲基因改造食品均須加以標示。其後，歐盟又補充規定㉂
2000 年 4 ㈪起，食品內含超過 0.9% 基因改造成分的加工食品需加以標示。
澳洲及紐西蘭： 2000 年 12 ㈪ 7 ㈰公告，強制標示規範，㆒年後實施，採取 1% 的容許量。
㈰本：㉂ 2001 年 4 ㈪ 1 ㈰起，採取 5% 的容許量， 30 類指定的食品㆗若含㈲基因改造成
分，就須標示。不過，對於檢驗科技無法檢測出新基因或蛋白質成分的精製加工食品（油及醬
油），則不在管制之列。
南韓：農林部也宣布㉂ 2001 年 3 ㈪起，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及豆芽「均須加以標示」，
採取 3% 的容許量。
台灣：採取 5% 的容許量；規定應該標示，但遲未執行，也未嚴格要求廠商依法辦理。
台灣民眾對「基因改造農產品及食品」的看法
原本，消費者對㈲關「基因改造農產品及食品」可能對㆟體、對環境的影響不太瞭解，以致
並未強烈反對「基因改造農產品及食品」，但現在，經各消費者團體的長期努力宣導，民眾已深
刻體認且強烈期望在購買食品時，享㈲「知的權利」和「選擇的權利」，即強烈要求食品應具㈲
明顯的標示說明是否為「基因改造食品」。
台灣㈲沒㈲生產 GMO?
目前沒㈲商業生產，但經實驗室研發後向〈農委會〉申請進行田間試驗的，㈲「基因改造㈭
瓜」等若干㊠目。
食用「基因改造農產品、食品」安不安全？
以前，美國認為基因改造農產品、食品是—「並無疑慮」，但近年來，多㊠實驗結果顯示卻
是—「非常具㈲風險」，並可能㈲慢性導致㆟體細胞組織產生病變之可能。
㈲多少大豆（黃豆）、玉米是基因改造的？
非正式估計，國內目前㉂美國進口的「大豆（黃豆）」㈲ 90% 以㆖為「基因改造之㆓級黃
豆」，而進口的美國玉米 90% 以㆖也是基因改造的。
我國的「基因改造大豆（黃豆）、玉米」 100% 是由國外輸入，主要是美國。
我國農民種植的大豆（黃豆）、玉米，皆為「非基因改造農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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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od afternoon gurus, fellow cultivators (applause)

The first half of today's session was devoted to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You must be very tired, after sitting and prostrating for so long. The second half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endure. Your feet must have no more feeling now, after sitting there
without moving for more than two hours. But you have to endure, we must carry on
with the second half.
Today,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dharma of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s
(applause). I can see so many eyes are bickering now - once you hear the words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s. (laughter) That is why you must be patient.
There are three difficulties in the Samsara world.
This morning we did the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ritual, ideally it must be
followed by the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empowerment. But this morning I went to
Hanki restaurant for my breakfast, I saw four sentences at the back of the menu.
Inspired by the words, I have decided to teach you the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s
dharma.(applause)
The first sentence reads ”Big pow is easy to sell, but big money is difficult to
make”. The second is ”The nose of a needle is used to cut the iron” meaning the profit
is marginal. The third is ”Few people come with their fathers, but more come with their
sons.” The last sentence reads ”Water flows from the roof, it never flows back”.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some of the sentences, as my foundation on Buddhism
must be very elementary. (laughter) Shao Dong is a business man, he knows more. He
told me the Cantonese likes to eat big pow, which has many ingredients. The pow is
big, but you have to sell it cheap.
Since the profit is small,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lot of money. The second sentence
using a tiny needle to cut the iron signifies the small benefit we are able to get.
The third sentence is even more wonderful. Few people treated their fathers to the
restaurants, but more fathers brought their children there. The implication is clear:
there are more loving fathers than filial sons.
The last sentence:”Water flows from the roof and it never flows back.” hints that if
you lend your money out ,it is seldom returned. The moral is clear, it is difficult to live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we have to face in our life.
The first is the difficulty in going to heaven, i.e. difficulty in our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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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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is the difficulty in being a human being. We must live with others
harmoniously. It is difficult to be perfect and yet be well-liked by others.
The third is difficulty in making money, our topic today.
To make mone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is easier. I feel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ake money in Canada and U.S.A. Many dharma masters thought by coming to these
places, everything wi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they will receive more offerings. But the
truth is the opposite, we are hitting against an iron plate.
People here are very stingy, unlike other oriental people who really offer a lot to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Sangha. People from Seattle and Vancouver become
stingy because they have to worry about their daily life.
They have to work very hard in order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that is the reason I
must teach the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s dharma (applause) In future, I hope they
are able to make the same vows as those from the South East Asia.
Our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is life depends on the law of karma. During
consultation, many disciples like to ask about their fortune.(laughter) I look at their
faces, and make a prediction. Sometime I dare not speak the truth, I just tell them their
luck is so-so. With deva-eyes, I can take a look at them and know immediately how
much wealth they have accumulated in their previous life.
Of course, some of them may come with a fortune god which has a smooth face, I
know at once they are very rich. But this is rare occasion during my consultation. Most
of them come with poor ghosts, some even come with ghosts that are asking for
repayment.(laughter) As a cultivator, we must learn to drive away all the poor ghosts
and attract the fortune gods.
The secret mantra of the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s
The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s Dharma implies that they are from five
directions. We must use five colours to indicate them:
Red is for the Western fortune god
Black is for the Northern fortune god
Yellow is for the Eastern fortune god
Green is for the Southern fortune god
White is for the central fortune god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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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ecret de l'Éveil
E

n réalité, l'Éveil n'est pas
mystérieux. Personnellement, je
suis d'avis que l'obtention de l'Éveil est
une question d'ordre de la pratique, c'està-dire une question de degré et une
question de niveau.
Si vous pensez qu'il y a quelque
secret, quelque formule magique
importante ou quelque truc exceptionnel
et que votre maître vous les a cachés
intentionnellement, ne voulant pas les
faire connaître au monde, vous avez alors
mal compris votre maître.
Parce que vous n'avez pas encore
atteint le niveau requis, il y a donc
quelque inconvénient pour votre maître à
vous révéler ce qu'est l'Éveil.
La raison en est simple :
1. Vous serez incapable de le
recevoir.
2. Vous serez effrayé.
3. Vous tomberez dans les pommes.
4. Vous le trouverez trop banal.
5. Vous ne pouvez pas l'imaginer.
Si quelqu'un n'a pas encore atteint
l'état d'Illumination, et que l'homme qui a
obtenu l'Éveil lui révèle ce qu'est l'Éveil,
il ne pourra pas le comprendre, voire
même il subira de grandes blessures.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e maî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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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 que ses disciples soient mûrs pour
le leur révéler, comme par une dernière
touche un peintre anime son dragon
peint.
C'est probablement à cause de cela
que la soi-disant malle qui renferme des
livres tenus secrets ne peut être
transmise.
Jadis, j'ai dit :
«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renferme
les Trois Grands qui sont la porte
dharmique donnant accès à la vacuité. »
À l'époque, le bouddhiste laïque
Chen Hui-chien m'avait critiqué en disant
que «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n'est pas
la porte dharmique qui donne accès à la
vacuité. » Qu'est-ce que les Trois Grands
qui sont la porte dharmique donnant
accès à la vacuité ? Radicalement, c'est
faux, faux, faux. »
Je dis :
Les Trois Grands sont :
– l'école du zen ;
– l'école des Trois Traités ;
– l'école ésotérique.
Je parle maintenant un peu du
bouddhisme tantrique. Est-ce qu'il est la
porte dharmique qui donne accès à la
vacuité ou non ?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comporte les quatre doma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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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vants :
– le domaine de la théorie (qui fait
partie de l'existence) ;
– le domaine de l'exercice (qui fait
partie de l'inexistence) ;
– le domaine du yoga (qui inculque
la vacuité) ;
– le domaine du Tantra suprême (qui
inculque la vacuité).
Les pratiques de l'ordre hiérarchique
font partie de l'existence, et les pratiques
de l'ordre parfait et complet inculquent la
vacuité.
Dans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par
l'existence de son corps, on peut prouver
la vacuité du Monde du dharma,
incontestablement.
Qu'est-ce que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peut prouver finalement ?
1. la grande joie (qui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
2. la lumière (qui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
3. la vacuité (qui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La réalisation de la pratique dans le
rêve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La
réalisation du corps illusoire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La réalisation de la
lumière d'arc-en-ciel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La réalisation de la pratique des
consciences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La réalisation du samâdhi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Tout le monde le sait,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provient de la « visualisation » ;
sa provenance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Ce que l'on obtient et prouve n'a pas
de substance réelle ; c'est ça la méthode
du Grand Achèvement.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est une
porte dharmique par laquelle on peut
prouver la vacuité. Il n'y a pas le moindre
doute sur ce point.
Je ne sais pas si vous, Chen Huichien, avez encore quelle explication à
donner.
Quant au secret de l'Éveil, de quoi
s'agit-il au fond ?
« Le non-bouddha. Le non-coeur. Le
non-objet. »
Avez-vous compris ?
Est-ce que vous le save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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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近期公告】

˙近期公告˙

【宗委會訊】3⽉21⽇〈宗委會〉台灣回信中⼼蓮東上師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活佛盧勝彥法王，關於近期新傳授的佛菩薩護法諸尊灌頂事宜，師尊慈悲⽰諭：
⼀、回信只能給予「持咒」的灌頂，「法」的灌頂需師尊親灌：
①「阿達爾瑪佛 」
②「⼤幻化網⾦剛」
③「虎頭⾦剛」
⼆、「咕嚕咕咧佛母⼗⽅射箭法」，回信亦只能給予持咒灌頂，法需親灌。
三、「避邪印」持咒，回信可以給予持咒及結印灌頂。
關於「避邪印」的⼿印、咒語，師尊在 2015年 1⽉ 19⽇接受台灣《蘋果⽇
報》、《壹週刊》新春聯合專訪時，已經當眾⽰範如何結⼿印與唸誦咒語。咒語
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嗡嘛呢叭達咪吽。絀利。喼喼如律令。些。」

奉請㈧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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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
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
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
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
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
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
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閃佛。彌陀佛。
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
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
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
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
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
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
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
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助印者：邓作兰、叶伟强、叶君皓、叶君怡、凌英娇
◎迴 向：怨恨重罪化为尘。无灾厄。福星高照。
伟强偏头疼不再纠缠，夜夜好睡眠。
君皓、君怡努力专心求学，考试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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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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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靖淳 朱婉寧的
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助㊞者：
黃靖淳、朱婉寧 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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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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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龍王菩薩祈福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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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喜贊助。共沾法益、同沐佛光 !

奉請㈧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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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
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
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
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
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
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
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閃佛。彌陀佛。
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
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
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
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
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
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
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
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助㊞者：朱㈮杏（歿）
◎迴 向：祈願師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業障消除、離苦得樂，迅速接引㉃佛國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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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