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 航 平安 。
險 地 平安 。
下 水 平安 。
開 車 平安 。

出門平安符
此 符保 護：
舟 車平 安。
出 門平 安。
爬 山平 安。
工 地平 安。

歡迎索閱
贊助結緣

清淨符
家 中有 陰， 用 清淨 符 。
身 心卡 陰， 用 清淨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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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長壽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唯㈲㈤塵覺受都變成空，才可以真正進入禪定！

守精無漏非常重要，氣、精、神還元，可以成仙成聖。

︿台灣雷藏寺﹀大孔雀明王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佛首重良知，納氣嚥液可滋養身體，雙身法本以意念行之。

︿台灣雷藏寺﹀地藏王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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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247冊

蓮生符
符籙，是起源於中國的一種術法，最早
的記載，出現在《後漢書》裡。《道
書》有云，符原本是天上雲氣自然結成，
以後才由太上老君等神仙，將它傳授至人
間。
符籙自古流傳，應用方式十分廣泛多
元，不只一般尋常百姓人家，用來「治
病、護身、鎮邪、請神、超度、救災（止
水患、解旱災）、修道」，甚至在古代的
中國，在皇帝為國祈福的齋醮中，也曾記
載使用符籙。
事實上，符籙就是天地萬物的符號，
符中有日月星，有山川海，有神有人，妙
法無窮。符法若依儀軌書寫、召請布光，
天地人皆可運轉於掌握之中。而符法之精

神化的符圖騰
微，其法祕密，當下筆之心、口、意合
一，可傳書天界、息災祈福、除疾增益。
蓮生活佛為當代「道、顯、密、禪」
圓融無礙的一代宗師，通達一切密法，圓
滿無礙。其中對於精微玄妙的道法之術，
更是通達於心，尤以符籙運轉乾坤、濟世
利人，數十年來所幫助過的有緣人，更是
難以計數。

符是天地祕 。真如光明珠。如此祕
密⾨。⽤誠度眾⽣。
～蓮⽣活佛～
《蓮生符》是蓮生活佛繼《靈仙飛虹
法》、《仙天符筆》後，又一完整收錄自
心流露的各式祈福消災、護身除疾符籙，
如：〈五路發財符〉、〈鎮「流感」之
符〉、〈護身符〉、〈請神符〉等等，同
時書中也揭露關於「蓮生符」奇特的境
遇，並與讀者一一解析為何有些符籙能夠
應驗，有些符籙卻只是一張白紙？
此書與活佛前二本符籙之書，堪稱是
道法符籙之學的重要經典、集大成之作！
這絕對是市面上看不到、難得一見的稀有
奇書，也相信將令所有有緣讀者在認識與
了解這天地圖騰的神奇過程中，對前人古
老智慧的結晶，生出由衷的佩服與敬意！
～大燈文化供稿～

燃佛
心燈
The True Buddha School
Grandmaster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新 作 文 選

雜誌

燃佛心燈

出門平安符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7冊《蓮生符》

其實仔細的分

星

作用

月

(天地人)

也就是由五點來組合：

所畫的﹁蓮生符﹂

份

我
符頭
符神
符腹
符膽
符腳

我解釋如下：
符頭三點︱︱日
符神︱︱蓮生活佛
符腹︱︱用於何事
符膽︱︱精神

與諸佛

護

其意

有五個部

金剛

地王也

一

地藏菩薩的加

菩薩

這﹁符神﹂用蓮生活佛敕令

符腳︱︱神兵神將
我特別解釋

﹁蓮生﹂二字

阿彌陀佛

佛王

等於是普召請
我蓮生是瑤池金母

是仙王

諸天相應

象徵著這三本尊之力

又：

空行

義廣大
法

持

一切鬼神皆聽令

是符神的總稱

一就是一切

護法大威德金剛是赫魯迦
切就是一

於是：
﹁蓮生﹂二字

1

此符保護：

我述之如下：

有一件事

舟車平安

下水平安

爬山平安

險地平安

出門平安

飛航平安

有一家夜店失火

從一火勢較弱的更衣

根本無法逃生

被人推擠

緊急逃生門卻上鎖
很多人葬生火窟
其中有一個人
室門跑了出來
身上佩著﹁出門平安符﹂

工地平安

這人是我弟子
一場大火

因為這些符

是我

很少看見

護

能高高興興的出

心安即是平安

盼望人人出門平安
高高興興的回家
則心安

平安最重要
佩此符
佛說：
無常無常！
平安

而我們活著要：
心安

慈悲天下蒼生

是前所未有的

開車平安

自心流露出來的

一人逃出

的

門

佑天下群生

這是蓮生活佛憐憫天下眾生

內觀時

這﹁蓮生符﹂是有奇特之處

喼喼如

一切吉祥

這人佩著蓮生活佛出門平安符
符式如下：

咒曰：
護法擁戴

一日六時恆吉祥
本尊攝受

夜吉祥

﹂

祈上師加持

﹁日吉祥
中之者

蓮生活佛律令

2

燃佛心燈

神也怕

手臭

因為戒律若

沒刷牙

沒有誠心誠意

也一定要守戒律

清淨符
就是胡來

畫﹁蓮生符﹂

第二戒：

人怕

手口汙穢︱︱沒洗手
口臭

沒沐浴

心念不正︱︱想騙財騙色

第一戒：

畫符必然無效！

身不潔淨

思想混亂

心存邪念

不守戒律

不守

要

身臭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7冊《蓮生符》

第三戒：
紙墨不淨︱︱畫紙
要整潔加持
第四戒：

畫筆

莊嚴神聖

墨水

硯台

桌面

蓮生符要

不可嘴巴講閒

請神一心︱︱要懂得觀想諸神的形象

口吃東西

不抽煙

左看右看︱︱畫符不左看右看

第五戒：

觀想蓮花童子的形象

話

第六戒：

飲酒抽煙︱︱不飲酒
第七戒：

3

半

均不可以

二筆

如果身

再而三

再停一下；畫一

這是我一而再

須一氣呵成

不畫畫停停︱︱畫一
休息
另有一些禁忌：
忌孕婦
忌貓狗
忌干擾
忌符咒不合
忌汙穢不潔

務必切記！
可用清淨符先清淨

以上就是畫符的戒律
的聲明
如果家宅不清淨

用清淨符

也可用清淨符先清淨

家中有陰

用清淨符

心不清淨

身心卡陰
符式如下：

咒曰：

母陀南

喼喼如律令 ﹂

﹁南摩三滿多
奉蓮生

又：

些

二洒天一水

達摩

天清地靈

奉蓮生活佛喼喼如

瓦日拉

﹁一洒天一水

身心皆寧

咒曰：

三洒天一水

家宅
清明

﹂

人身也可

也可驅邪趕鬼

家宅均可用

或符力大者

遍洒家宅

這二張符用處很廣大

律令

用
用焚化入水
或吞之入身
不但可以清淨
清淨一切物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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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我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
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
寶 敬禮護摩主尊︱長壽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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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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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教授
團﹂︱王進賢教授 王醴教授 顧皓
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授
游江成博士 林峻安醫師；台灣區
︿華光功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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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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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圓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節目
主持人佩君師姐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心燈﹂製作人徐雅琪師
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中
文︶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唔
該 唔該晒！︵廣東話：謝謝你︶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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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
導

蓮生法王出家二十九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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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감
사 합 니 다 ︵ 韓 語 ： 謝 謝 ︶
Sawadikap ︵泰語：你好︶ Wie geht
es Ihnen? ︵德語：你最近好嗎？︶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 你
好︶
上個禮拜 我們做藥師琉璃光如
來的護摩 這個禮拜是做長壽如來的
護摩 感謝上個禮拜藥師如來的加

持 做完那次護摩回去之後 師尊的
手臂從此就不痛了！除了感謝藥師琉
璃光如來那次的護摩 鄭森隆醫師也
給了我很多藥 還有楊忠師兄給我做
民俗療法 楊忠師兄的民俗療法就是
把我的手臂抬起來矯正 他是在星期
六晚上幫我做矯正的 另外 還有很
多同門送給師尊沙隆巴斯 跌打損
傷 止痛的 還有紅外線照射的 我
想 我可以開一間止痛消炎的中西藥
房了！謝謝大家！
另外 還有同門發起持咒 祈求
消除師尊的病業 還好 在﹁藥師佛
護摩﹂之後 隔天的禮拜天 手就不
痛了！一直到今天 手都不再痛了！
本來在晚上睡覺是會痛醒的 現在都
很好睡了！感謝鄭醫生 楊忠師兄和
同門的持咒加持 還有送了很多藥給
我的同門們 謝謝大家！感謝！
今天是做長壽佛的護摩 我們祈
請長壽佛 祂的兩手之中有甘露瓶
希望以祂的甘露瓶來加持所有的人
來參加與會的人 還有網路上的人
還有沒有來參加的同門 希望以甘露
瓶的甘露水 放大光明加持大家 讓
大家的病業能夠消除 也能夠接引幽
冥眾往生清淨的佛國
長壽佛最主要的象徵就是甘露
瓶 甘露瓶能夠加持眾生 也能夠接
引眾生 祂有清淨的作用 有治病的
作用 有長壽的作用 有健康的作

09

【燃燈雜誌】

用 還有種種不可思議的作用 所以
長壽佛又叫﹁甘露王如來﹂ 也叫做
﹁阿彌陀如來﹂ ﹁無量壽佛﹂
﹁無量光佛﹂ ﹁大光佛﹂都是這一
尊的名字 祂的法力非常大 來參加
的都能夠獲得長壽如來的長壽甘露水
的灌頂 以及健康的灌頂
health
and long life ︵健康長壽︶ 希望
每一個人都能夠健康長壽
我記得以前在西藏 很多的仁波
切看到我 他們都會講：﹁扎西爹
列 ﹂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他
還 會 講 一 句 ： ﹁ health and long
life. ﹂就是﹁長壽 健康﹂的意
思 大部分都講這兩句祝福的話
其實 長壽是很難健康的 我今
天從六樓爬上七樓的時候 我跟師母
蓮香上師講：﹁我們總有一天只能夠
走到六樓 因為爬不上七樓了 ﹂今
天 我到了簽書跟主祈者獻哈達的地
方 看到張文瑞的夫人坐著輪椅；張
文瑞八十四歲了 張文瑞夫人也接近
八十四歲 他們就是張耀仁的爸爸跟
媽媽 兩個人都生病了
看到他們 我想起了過去 劉文
卿｜蓮信上師 他九十歲了 他以前
是經常爬樓梯的 現在也爬不上去
了 所以他現在住比較低層樓的地
方 大部分到了這個年紀的人都是這
樣 想起蓮信上師 讓我又想起尤銀

壽上師 蓮良上師 還有印尼的蓮真
上師 他們都是往生到佛國淨土了
蓮良 尤銀壽｜蓮詩 印尼的蓮真
這幾個上師當年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
都是很活躍的！年紀大了 很多人是
沒有辦法上樓梯的 我跟師母講：
﹁我們有一天也會不能爬樓梯到七
樓 只能夠到六樓 ﹂
人老體衰 人老了 身體就會出
毛病 有很多毛病都會一起來 想起
以前在一起的這些人 像是彰化的許
水旺 他也往生了！很多老一輩的弟
子都往生了 這是﹁眼看他人死 心
中熱如火 不是熱他人 快快輪到
我﹂ 很快就會輪到自己 還有 我
在︿測量學校﹀的同班同學也走了好
多個 最早走的是姓洪的 還有曾渝
敏 還有沈允海；我在小學的兩個同
學 一個是幫我很多的黃金雄 他是
心臟病發走的；另外有一個同學叫做
莊正和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是登
山協會的總幹事 在登阿里山的時候
走的；還有陳震華 他也是心臟病走
的 他的手臂很有力 他是足球的守
門員 是最強壯的 結果還是因為心
臟病走了 還有在︿測量學校﹀成績
最好的一個同學 叫做陳端墀 拿到
德國的博士學位 回到台灣後 在
︿中正理工學院﹀任職 他也走了
好多人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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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慈悲加持，不論是有孕者、有疾者、老者……

﹁眼看他人死 心中熱如火 不
是熱他人 快快輪到我 ﹂真的 在
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已經是七十一
歲 到八十幾歲就沒辦法上樓梯了
我在六十歲的時候 我去申請中華民
國護照 對方發給我十年期效的護
照 我想 我這本護照用完的時候就
七十歲了 現在 這一本護照已經用
完了！我隱居的時候才五十幾歲 六
十歲去申請護照 我說：﹁等到用完
這本護照 我就七十歲了 ﹂現在
要再去申請一本護照 等到新的這本
護照用完 我就八十歲了 現在就講
到八十歲 我能夠活到八十歲嗎？阿

彌陀佛！我不敢想！就算活到八十歲
了 還能夠爬樓梯嗎？這是一個問
號
長壽 這讓我想起不能沒有健
康！所以 要能夠長壽 又要健康
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我們希望長
壽如來以甘露加持我們這些老一輩的
所有同門 除了能夠長壽之外 還能
夠健康！ health and long life
今天在這裡祝福大家
I wish
everybody
health
and
long
life.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長壽健
康︶
難得 今天好像人數少一些 簽

書很快就結束 獻哈達的主祈三三兩
兩 也很快就結束；我們今天的法會
是最準時開始的 從來沒有準時過
的 今天是準時做護摩法會！感謝長
壽佛賜給我們今天非常地準時！唯一
的一次 值得紀念！
我們現在講︽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第㈤﹁觸灌頂﹂｜㆖師的手持粗
細兩物，觸周身穴道，並唸梵文加
持，這是觸灌頂。
接觸是有感覺的 這個叫﹁觸灌
頂﹂ 但是 我們要把這一種感覺變
成﹁空﹂ ﹁色 聲 香 味 觸﹂
是﹁五塵灌頂﹂ 這已經關掉﹁五
賊﹂ ﹁觸﹂也是賊
簡單舉幾個例子 我記得有個男
法師的習慣是︱當他走路的時候 他
走一走就喜歡去碰人家的身體 如果
他來碰師尊 那倒是沒有感覺 但
是 他不來碰師尊 他也不碰男的
他專門碰女的 他就是會走一走就碰
一下女的身體 這個女的回頭一看
是法師 她說：﹁法師啊！你打個招
呼就好 何必碰我呢？﹂因為有些女
生不喜歡被碰的感覺 那種感覺不是
很好 但是 男生就不一樣 男生就
會感覺很好
再講一個很真實的事情 師尊有
一次去馬來西亞 那一次人很多 擠
來擠去 他們也有像我們這邊的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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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成員居然都是女生 她們手牽著
手圍著 空出一條路讓師尊走 旁邊
所有的信眾都往前擠 所以 保安人
員也都被擠過來 那時候 我就很自
然的反應 伸手在前方稍微擋一下
這一伸手 感覺就像推到海棉 欸！
這個觸感不一樣！於是 我就抬頭看
看到底是推到什麼？唉呀！糟糕！是
推到女生保安的胸部！怎麼那麼剛
好
那個感覺確實是不一樣 覺
得觸覺不同 我就喊一聲：﹁對不
起！﹂但是 那個保安非常快樂 她

一直對我笑 我沒有看到她很憤怒的
樣子 她一直笑 我想：﹁大概不要
緊吧？﹂這是觸覺不同 因為一碰就
知道了！
當然 師尊的手是可以控制的
我 可 以 control ︵ 控 制 ︶ 自 己 的
心 還可以 control 自己的身體
可 以 control 自 己 的 手 自 己 的
腳 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那是
sick ︵生病︶ 就是有病 那我們
修行人當然能夠控制自己的心 自己
的身 自己的手 自己的腳

有一次 一個老婆婆來問事 她
跪在問事桌的旁邊 也就是在我的旁
邊 當我回答她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
的腳怎麼有東西接觸過來 然後一直
往上爬 我一看 原來是老婆婆的
手 我說：﹁你不要碰師尊的腳好
嗎？﹂她說：﹁我是在尊敬師尊 ﹂
我說：﹁妳尊敬師尊 腳摸一下就可
以 但是不要往上摸 因為這種感覺
不是很好 ﹂
有些弟子喜歡在禮拜師尊的時
候 用手碰師尊的腳 因為在印度有
這種習俗 當他碰你的腳 表示雙手
承你的足 表示很恭敬的意思 甚至
用頭來觸你的腳 這都是很恭敬的意
思 就是讓如來的足踩在他的頭上
但是 這個阿嬤的手一直往上
爬 她說是一種恭敬 我說恭敬沒有
這樣子的 國際禮儀也沒有啊！有些
觸的感覺是很好的 但 有些觸的感
覺是不雅 不好的
像師尊在雷藏寺摩頂的時候 我
看到女生跪在那裡 很安靜地等著摩
頂 或者站在那裡安靜地等著摩頂
有些男生就會走到漂亮女生的背後
等到師尊摩頂的時候 他的頭就趕快
伸過來 然後他貼著女生的耳朵跟
腮 讓師尊摩頂 師尊一看到這個情
形 知道女生的感覺會很不好 男生
的感覺當然很好 所以我給他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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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大力﹂一點 很大力的﹁啪﹂
一聲 意思就是警告你不可以貼女生
的臉
因為摩頂的時候人很多 都排到
到第三排了 大家會擠來擠去 有時
候 第三排會衝到第二排 第二排衝
到第一排 那在後面的男生就會藉機
對心儀的女生觸一下頭髮或臉頰 這
是不好的 所以 我常常講 摩頂的
時候不要擠來擠去 男生不要從老遠
就衝過來 然後貼著女生的臉 這種
現象 就是男生想要觸的感覺嘛！
我覺得 如果是國際禮儀 是有
貼臉頰的禮儀 這是屬於國際禮儀
但是也必須要相知相熟 而且是對等
的才可以 相知相熟 你們已經很熟
了 而且彼此都知道對方 才可以這
樣子做 否則是不可以的 師母規定
師尊只能夠吻五歲以下的女孩跟男
孩 但是 如果相知相熟的小孩子
師尊還是會吻他的頭 因為師尊也滿
喜歡小孩子的 看到小孩子都很可
愛 當祖父的人都是最疼愛孫子的
以前 我在美國開車的時候 常
常看到美國的車子後面會寫上一句英
文：﹁你向爸 爸媽媽要不到的東
西 向你的阿公 阿嬤要 一定
有 ﹂欸！是用英文寫的喔！師母也
有看到！我們是坐同一部車 都看到
前面那部車子的後面 用英文寫著
﹁你向父母要不到的東西 可以向祖

父 祖母要 一定會有 ﹂因為祖
父 祖母都是很疼孫子的
師尊已經是祖父級的 一看到小
孩子 就覺得小孩子好可愛 我看每
個小孩子都很可愛 所以 有時候會
鼻涕滿臉 因為那個抱在手上的娃娃
流鼻涕 我親了一下 哇！我的滿臉
都是鼻涕耶！有的時候 小孩子感冒
流鼻涕 師尊吻了他 一樣也是流鼻
涕 但不是我流鼻涕 是小孩子的鼻
涕 我的臉上黏得滿臉鼻涕 但是
我是很快樂的！如果小孩子的感覺也
是很好的話 那就可以
五歲以上的呢？為什麼五歲以上
不可以？十歲以下吧！寬一點啦！伊
庭幾歲了？伊庭她已經八歲了 還可
以啦！平兒三歲 伊庭八歲 我覺得
她們很可愛 有的女生長得很美 有
的男生很英俊 很秀氣 但師尊很喜
歡小孩子 特別喜歡小孩子！
所以 那一種感覺不一樣 那也
是一種接觸的感覺 師尊給大家摩
頂 每一個人的感覺也都不一樣 那
是一種接觸的灌頂 我有時候會突然
忘掉欸！那是忘情的 我吻了小孩子
以後 然後看到旁邊一個少女 有時
候會忘情 忘掉 結果猛然一想 不
對！她不是小孩子 所以不可以 師
尊身 心 嘴唇 口跟腳 都是可以
控制的
當你已經有了觸的灌頂 但是

還要更進一步 你要沒有那種情的感
覺 今天有一個年輕的少女在簽書的
時候 她對我講了一句話 她說：
﹁師尊 我這一輩會講﹃我愛你﹄的
對象就是師尊 ﹂蓮郢上師就在我旁
邊 他有聽到 因為我聽不太清楚
我就問她：﹁妳再講一遍 ﹂然後她
又對我講：﹁我這一生到現在 講
﹃我愛你﹄最多的就是師尊！﹂
當時的攝影組有誰在啊？有聽到
嗎？有兩個人都說有聽到 他們可以
作證 我不是隨便講的 她說：﹁師
尊 我要告訴你 我這一輩子講﹃我
愛你﹄最多的就是你！﹂我跟她講：
﹁謝謝！﹂但是 我那時候心中的感
覺是︱她是對師父的愛呢？還是男女
之間的愛？如果是男女之間的愛 或
者是對師尊的愛 師尊都同樣接受
的 我是比較勇敢的人 才敢講這種
話 你們知道嗎？如果是很正經的師
父 他不會講 欸！難道我不正經？
總之 我是講出我心裡的話 這沒什
麼 只是彼此互相珍惜 我是祖父對
孫女的一種珍惜
愛分成很多種 這是她對師父的
恭敬 所以 你講愛してる︵日文：
愛你︶ 사랑해요︵韓文：我愛
你︶
I love you ︵我愛你︶ 我
愛你︵國語︶ 我愛你︵台語︶ 都
是可以的 在美國寫信都寫 Dear
就是﹁親愛的﹂ 我們都是這樣子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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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任何人寫信給對方都是寫﹁親愛
的﹂ 就是一般的稱呼 其實 ﹁我
愛你﹂有時候它是一種崇高的 互相
的相知相惜 那一種感覺像是不可以
分開的 是彼此互相珍惜的 如果互
相不是相知相惜的 那就不可以 所
以 要分得很清楚
也有上師的手是喜歡觸的 他喜
歡碰人家的肩膀 碰男生的肩膀不要
緊 碰女生的肩膀就要注意了 因為
有些女生不是和你相知相惜的 如果
是和你相知相惜 相愛的 那就可
以；如果不是相知相惜 相愛的
No touch ︱不要碰 你不要碰 這
是有規矩的
我們做人都是有規矩的 大家要
遵守這個規矩 上師也不可以隨便碰
人 法師也不可以隨便碰人 甚至我
們一般的在家眾 也不可以隨便碰來
碰去 你們彼此之間是相知 相惜
相愛的 就可以 那時候會有很好
的 幸福的觸的感覺 如果不是這樣
子 就會有厭惡的感覺出來
但是 在學佛者的立場 要把這
個幸福的感覺跟厭惡的感覺互相交
融 變成沒有感覺 這才是修行人的
那一種境界 才是行者的一種境界
講個笑話 孩子快要出生了 老
公講：﹁這個兒子 我要取名叫做
﹃巔峰﹄ 意思就是走上人生的巔

峰 ﹂老婆就講：﹁巔峰個頭啊！你
知道嗎？你姓楊啊！﹂姓 名 有很
多是很特別的 不能夠搞錯啊！就像
師尊剛剛講的 如果是相知 相惜
相愛 你的觸就會有幸福的感覺 如
果不是 就會有厭惡的感覺
一對夫妻吵架 男的吵不贏女
的 直接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女的
就問：﹁你躺床上幹嘛？﹂男的回
答：﹁死了！﹂女的又問：﹁死了怎
麼還張著眼睛呢？﹂男的就講：﹁死
不瞑目！﹂女的又問：﹁那怎麼還呼
吸呢？﹂男的就講：﹁嚥不下這口
氣！﹂其實 夫妻之間 年輕時是幸
福的感覺 年紀大了 雖然有的時候
還是有幸福的感覺 但是 有的時候
你碰觸了 對方還是會有厭惡的感
覺 所以 觸的感覺是看時機的
世界上最不忠心的就是錢 說好
的一起出門 然後它就不跟我回來
了 枉費我每次都是掏心掏肺的對
它；最忠心的應該是身上的肥肉 怎
麼甩都甩不掉
關於﹁色灌頂﹂ 當你看到一個
苗條的小姐穿著很短的迷你裙 你已
經就有感覺了 當你看到一個肥婆穿
著黑色的衣服 你就完全沒有感覺
這是屬於所謂眼睛的灌頂︱﹁色灌
頂﹂ 你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出來
再講個笑話 一個賣房子的人

講：﹁這個房子的缺點是︱東面有垃
圾場 西面有化學廠 南方有糞池
北方有養豬園 ﹂但是 賣房子的人
接著講：﹁它的優點是︱你隨時能夠
斷定今天是颳什麼風？﹂那就是鼻子
的感覺︱嗅覺 你的鼻子可以聞到厭
惡的味道 也可以聞到令你非常歡喜
的味道 但是 這個感覺都要沒有
眼睛的感覺 鼻子的感覺 都一樣
都要把這個感覺消除掉！
早上出門上班時 突然想吃芒
果 於是出門的時候就拿了一個很
熟 很香的芒果；在上了公車之後就
一直在滑手機 於是順手就把芒果放
在褲子後面的口袋 後來 一坐下
來 一聲輕輕的悶響 一大堆黃色的
芒果汁就從屁股下流了出來 所有在
旁邊看見的人趕緊摀著鼻子 為了解
釋清楚 他抓了一把芒果就放在嘴
裡 想告訴大家這不是屎 結果車上
的人全都嘔吐了！
告訴大家 用這個笑話來解釋
﹁感覺﹂ 那是最恰當的 他一坐下
來 黃色的水就從屁股流出來 旁邊
的人都覺得很噁心！他為了解釋那是
芒果汁 就抓了一把芒果放在口裡
面 所有的人全都吐了 那就是一種
感覺的作用 其實那是芒果汁 但你
會噁心 那種錯覺也是一種感覺
告訴大家 感覺是從哪裡來？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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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你的眼睛 然後讓你摸
﹁哇！好細 好白 好
嫩 ﹂幸福的感覺就出來
了 你以為摸到什麼？當把
眼罩打開 原來是一隻白
豬！你當初摸到很細 很
白 很嫩的幸福感覺就消失
了 你就變成沒有感覺
所以 感覺是從你心
發出來的 當你可以把心完
全固定下來 你才能禪定
有了感覺 你不會有禪定
你必須到﹁無覺﹂的那種境
界 你才能夠禪定 這是佛
法！
這也是一個笑話 唐
僧帶著徒弟到了印度 見到
西方的如來 如來對他們
講：﹁你們怎麼走那麼遠的
路 你們到印度來幹什麼？
現在所有的佛經 全都放在
網路上 你們還來幹什麼？
你們上網就可以了 ﹂唐僧
就回頭對孫悟空講：﹁你當
初為什麼要把蜘蛛精打死？
害我們不能上網！﹂這也是
一種感覺 以前到印度去取
經的那種感覺 跟現在上網
看到佛經的感覺 已經完全
不一樣了 這也是一種感

覺
高僧問施主：﹁一根魚竿跟一
籮筐的魚 你選哪一個？﹂施主
講：﹁我要一籮筐的魚！﹂高僧搖
頭笑：﹁施主膚淺！授人以魚 不
如授人以魚竿 這個道理你懂嗎？
魚吃完就沒有了 有了魚竿 你可
以釣很多魚 可以享用一輩子 ﹂
這個施主說：﹁我要一籮筐的魚之
後 把魚賣了 就可以買很多魚
竿 然後再把魚竿出租給別人 收
到租金以後 再買更多的魚竿出
租 ﹂高僧說：﹁阿彌陀佛！貧僧
不想跟你們生意人說話！﹂出家人
跟在家人 生意人的感覺是不一樣
的 你要收拾所有的感覺 變成無
覺的那一種狀態 你才能夠進入禪
定
今天告訴大家的 就是教你進
入禪定的方法 眼睛不要看 耳朵
不要聽 鼻子不要嗅 舌頭的味覺
沒有 口感沒有 觸的感覺沒有
這個時候 你才能夠進入真正的禪
定 只要有一種感覺出來 你就不
能禪定 你要有像佛如來那種真正
寂靜的境界產生出來 你才能夠在
心靈上更上一層樓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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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香師母對根本傳承上師有著無限的感激

對

於根本傳承上師，我和大家一樣，有著無限的感激；
感謝根本傳承上師的加持，感謝師尊賜予慧命，感謝
師尊的救度，感謝師尊種種的慈悲；這種種許多講不完的感
謝，我想化為一句話：「真佛傳承聚心處，紅黃白花化為
一，日日修持給灌溉，蓮花朵朵放光明。」
師尊說過，每個年齡都有不同階段的狀況。我今年已經
六十七歲了，真的有深切的感受，我現在的身體健康狀況，
就像天氣一樣—晴時多雲偶陣雨；早上起床時，人好好的，
下午就腳痛；今天，人好好的，明天就手痛；我真的感受到
無常的恐怖，這也就是我在這段時間之所以會請假、沒有出
席的原因。
身體健康雖然有狀況，但我還是在做《真佛宗》的事
業，三句不離本行，我的意念都是《真佛宗》，修持《真佛
宗》的法，一直到我最終的目
標─摩訶雙蓮池。
感謝大家在這裡為我祝賀
生日，我也在此祝福師尊健康
快 樂 ， 永 遠 是 一 位 Happy
monk（快樂的修行人）。

2015年3㈪28㈰師尊出家
㆓㈩㈨週年紀念㈰暨師母
蓮香㈮剛㆖師生㈰前夕
致詞

七福神請法儀式
〈福佑雷藏寺〉請法儀式，
蓮真講師代表敬獻哈達

〈福佑雷藏寺〉恭請聖尊蓮生活佛於4月12日佛駕新竹〈頂埔國小〉主壇「七福神大法
會」，因此，由蓮真講師率領同門代表在3月28日的法會中舉行隆重的請法儀式，以表最高
敬意，其所敬獻供品甚為珍貴，有：法王冠、法王袍、黃金寶船、七福神寶船、日本七福
神廟巡禮金箔，皆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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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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王菩薩護摩
灌頂：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還淨法

學佛首重良知

納氣嚥液可滋養身體

雙身法本以意念行之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
護摩主尊︱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行政院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及
夫人 Judy 師姐 ︿台灣省政府﹀祕
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珍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 ︿香
港浸會大學﹀吳有能教授 前︿經濟
部駐巴黎辦事處﹀主任卓忠正先生
︿宗委會﹀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真佛宗教授團﹂│王進賢教授 王醴
教授 麥韻篁教授 顧皓翔教授 蔡
國裕教授 葉淑雯教授 洪欣儀教授
施佳玫教授 林峻安醫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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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科技系統
公司工程部﹀經理馬克羅得可
先生 他以前在波音公司 現
在在︿美國聯合航空科技系統
公司工程部﹀當 manager ︵
經理︶ 他是佛青的先生│
Andy 的 舅 舅
Thank you
for coming
歡迎你來
How many days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Taiwan ？
︵你將在台灣停留幾天？︶
Eight days ︵ 八 天 ︶
The
temperature is high in
Taiwan ︵台灣的氣溫很高︶
Thank you for coming ︵
謝謝你的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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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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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科技公司工程部〉
經理馬克羅得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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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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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琪國際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文仲先生
My university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
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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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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新加坡游樺泠師姐打齋十六
萬八千元 香港︿普明同修會﹀打齋
十七萬元 加拿大︿普陀堂﹀及區國
基師兄打齋十萬元 孫立彥師姐打齋
十萬元 這麼多人打齋 今天晚上的
菜應該很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 Good afternoon ︵英文：午安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文：你好︶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馬來語：午安︶
감사합니다︵韓語：謝謝︶
Sawadikap ︵泰文：你好︶你好 大
家好！唔該 唔該晒！︵廣東話：謝
謝大家︶ Hola Amigo ︵西班牙文：
你好︶ Wie geht es Ihnen? ︵德文
：你最近好嗎？︶
今天是地藏王菩薩的護摩 剛好
是兒童節 兒童節是我的節日 因為
我們︽真佛宗︾裡的每一個人都是蓮
花童子 都有赤子之心 都是小孩子
記得以前 我在基督教上主日學的
時候 在︻聖經︼的︿登山寶訓﹀︵
︻新約聖經︼的︽馬太福音︾中 第
五章到第七章裡 耶穌基督在山上所
說的話︶裡面 耶穌帶了一堆人上了
很高的山 然後 耶穌在那裡說法
那些人都帶了小孩子 小孩子都是會

吵 會鬧 會叫的 於是 大人就把
小孩帶離耶穌 耶穌就講：﹁讓小孩
子到我的身邊來 ﹂耶穌很喜歡小孩
子 不要以為祂傳法只是要傳給大人
而已 祂也要傳給小孩子 所以 我
們有赤子之心 從來不分什麼人 不
管是大人 小人︱小孩子
在日本 因為國情不同 如﹁大
人多少錢 小人多少錢﹂ ﹁小人﹂
在我們中國的解釋就是﹁會害人的人
﹂ 日本的﹁小人﹂是指﹁小孩子﹂
我們不是小人 我們的赤子之心
就是赤裸裸的小孩
當我們是小孩子的時候 人家說
：﹁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到
了青年的時候 又講：﹁青年是國家
的中堅︱堅定的分子﹂；到了壯年的
時候 又說：﹁壯年是國家的主力
﹂到了老年 有老人節嗎？喔！有重
陽節！老人去登山是一種考驗 在重
陽節要去登山 登高的時候 可以看
到自己的過去 從出生一直到現在的
種種都可以看到 老人只有回憶 最
後只能過清明節
今天是地藏王菩薩的護摩 又是
清明節 我剛剛祈求地藏王菩薩 希
望地藏王菩薩以其悲願金剛的願力
把所有今天在這裡要超度的幽冥眾生
全部帶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
國度 我今天看到地藏王菩薩發出了
七道光明 有百萬隻往生西方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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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出現 渡過人生的苦海 到了非常
清 淨 而 且 安 寧 沒 有 憂 愁 的 West
Very Happy Buddha Country ︵西方
極樂世界︶
地藏王菩薩有六道地藏 有十大
侍者 另外還有一切的鬼王 地藏王
菩薩非常偉大 祂是我的本尊之一
吐登悉地仁波切
Have you catch
cold ? ︵你有感冒嗎？︶ No, he
is very healthy. ︵沒有！他是很健
康的 ︶吐登悉地是健康的 他是地
藏王菩薩的轉化
在我這一生當中所聽到非常好的
咒語 就是：﹁嗡 別炸 卓大 嘛
哈 些 西利 赫嚕嘎 吽呸 ﹂這
次在︿中正紀念堂﹀所播放的﹃大幻
化網金剛咒﹄ 是所有的咒音當中
唸得最好 鼓敲得最好的一次 在我
一生當中 只有這一次！﹁嗡 別炸
卓大 嘛哈 些 西利 赫嚕嘎
吽呸 ﹂這次唱的咒語可以講是最好
最美的！非常動人！
我們的︿台灣雷藏寺﹀要輸人不
輸陣 在週六法會所唱的咒音 能不
能也跟︿中正紀念堂﹀大幻化網金剛
的咒音那樣雄壯威武 非常有氣魄？
要有點轉音 有點氣 不然﹁哈﹂到
最後都軟了 真的！在我一生當中
聽到最好的咒音就是在︿中正紀念堂
﹀﹁大幻化網金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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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法會那天 沙雕藝術家
王老師所建的壇城非常好！那一天
我們在繞塔的時候 空中也有很多的
鳥跟著我們一起繞塔 可見這個塔做
得非常好！那天在空中的鳥 就是所
有佛菩薩的化身 還有十隻老鷹排成
一排 那就是十大赫嚕嘎
那天 我們﹁大幻化網金剛大法
會﹂是非常成功的 有五萬人到場！
︿優人神鼓﹀打得非常好！佩君師姐
臨時叫我去打鼓 因為我的身高沒有
鼓那麼高 只能打在鼓的邊上 所以
叫做﹁打邊鼓﹂ 當我看到︿優人神
鼓﹀一面表演功夫 一面打鼓 我本
來也是要亮兩招的 也想一邊打功夫
一邊打鼓 但又想 人家是國家級
的國寶 我只是小寶 還是不要跟人
家比 不要搶人家的鋒頭
四月十二日是新竹︿福佑雷藏寺
﹀的﹁七福神法會﹂ 那一天 師母
會率領舞供團的人去參加新竹的法會
︿台灣雷藏寺﹀公關︱王資主師兄
跟︿福佑雷藏寺﹀的蓮真講師非常好
意 他們也請了一班人跳排舞 這就
好像變成是要跟師母的排舞互別苗頭
了 所以 我想做人要謙虛一點 師
尊上去打鼓 絕不能打勝︿優人神鼓
﹀ 絕不能也和︿優人神鼓﹀一樣一
邊表演功夫 一邊打鼓 要稍微讓一
手給人家
王資主的頭很大 蓮真講師是小

頭 一個大頭和一個小頭 居然會想
出請一個跳排舞的團體來跳排舞？︵
王公關答：已經取消了︶如果是跳民
俗舞蹈 唱歌 跳雲裳羽衣舞 跳嫦
娥的舞
什麼舞都可以跳 就是
不能跳排舞！師母率領的︿陽光舞供
團﹂是跳排舞的 你也請人來跳排舞
那是請別人來踢館啊？你是什麼意
思？你要讓師母沒面子嗎？
所以 跟大家講 我們做任何事
情都要想一想 不能像上一次在馬來
西亞一樣 他們叫我打金剛拳 卻還
叫一個打少林大力金剛掌的先打 然
後才叫我打軟綿綿的金剛拳 這是什
麼意思？所以 地藏王菩薩教我們做
人的道理就是在這裡 這點基本的道
理 大家都要懂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要懂得謙
卑 謙虛 要懂得讓 這才是赤子之
心 赤子之心就是有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今天師尊有什麼講什麼
馬來西亞所有的同門都要求我到
馬來西亞 如果是這樣的話︵請他人
打金剛拳 也請師尊打金剛拳︶ 我
怎麼會去馬來西亞？如果馬來西亞也
請一個舞供團來跳排舞 把師母的舞
供團比下去 師母也不會去馬來西亞
啊！對不對？我是講真的 所以 大
家要注意一點 赤子之心也是很重要
的

講一下︽密教大圓滿︾︵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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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第五十六冊︶
蓮華生大士言明 雙身法原是
﹁觸灌頂﹂的修練 本是用意念行之
使水火相交 水指﹁菩提心月液﹂
火指﹁拙火﹂ 但有形有相則是象
徵﹁觸灌頂﹂的身清淨
我解釋一下這一段 無上密部
的灌頂就是﹁觸灌頂﹂ 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修行的方法 其實我已經講
過了 只是你們沒有聽清楚 如果懂
內法真正的修行 你就要懂得﹁納氣
﹂ 什麼叫做﹁納氣﹂？中國人喜歡
講氣功 你身子的氣是從哪裡來？是
從外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一定要先
修氣 密教教你修﹁風﹂ 修﹁氣﹂
這一點也要懂；道家也講﹁納氣﹂
氣一定要從外面納進來
要吸很長的氣 我們
常講﹁深呼吸很好﹂ 但是
你在台灣 在哪裡可以做
深呼吸？空氣都被汙染了！
在西雅圖
The air is
very clean in Seattle ︵
西雅圖的空氣很乾淨︶ 沒
有汙染
In Seattle, the
temperature is good. ︵
西雅圖的氣溫很舒適︶
There
are
so
many
trees ︵那裡有許多樹︶
Have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lakes ︵有美麗的山和湖泊︶
樹木非常美 有青色的 綠色的 沒
有工業的汙染 那裡的空氣真的非常
好 西雅圖真的是修行的好地方 台
灣的空氣就不太行了
修行人就是要納氣 布袋戲中
常常在講：﹁貧道是南山的練氣師
﹂什麼叫做練氣師？就是納氣
修行的第一個功夫就是要納氣 當你
完全呼吸時就是真實的納氣 我們平
常的呼吸 不叫納氣 那只是簡單的
吐出來再納進去；但是 真正的納氣
是細 慢 長 氣吸進之後存起來
那就是教你們做的﹁九節佛風﹂ ﹁
寶瓶氣﹂ ﹁金剛誦﹂ 納氣是一定
要的 把氣吸進來 存在你的體內
納氣還有一個要訣 就是﹁天一
生水﹂ 在宇宙開始的時候 是一片
混沌 接著 ﹁一﹂就開始生水 水
先出來 汪洋一片 你有先天的水
你也不知道 哪裡是先天的水？告訴
你 人體裡面的血液是自動在循環
那是你沒辦法控制的 那是自動的；
你的身體有百分之七十的水 包括五
臟內的賀爾蒙 也就是你的內分泌；
你唯一能取得到的是什麼水？就是你
的唾液 叫做﹁天庭水﹂
我們頭頂上叫做上元宮 還有
中元宮 下元宮 有﹁三田三宮﹂
上丹田 中丹田 下丹田 你要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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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啊！你要把舌頭抵住上顎 吸一
口氣進來 存起來 從舌頭會自動流
出津液 那就是你自己的唾液 那是
你唯一可以取得的水 只有那一種水
能夠讓你的身體與五臟分泌的賀爾
蒙能夠充足 而且能夠滋養你的五臟
和你身體最重要的部分 就只有這個
唾液是你可以取得到的水
我不是教大家﹁神水法﹂嗎？真
正有在做﹁神水法﹂的 請舉手 每
天都在做﹁神水法﹂的人請舉手 上
師們？有誰做﹁神水法﹂ 每天都做

2015/4/4 主尊地藏王菩薩的護摩，也是清明節，

聖尊祈求地藏王菩薩，以其悲願金剛的願力，把所
有今天要超度的幽冥眾生，全部帶往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的國度。
聖尊亦看到地藏王菩薩發出了七道光明，有百萬隻
往生西方佛國的船出現，渡過人生的苦海，到了非
常清淨而且安寧、沒有憂愁的西方極樂世界。

的？喔！蓮寧上師說他有做﹁神水法
﹂ 還有蓮店上師 怎麼搞的？就你
們兩個 有誰真正每天都在做﹁神水
法﹂的？
﹁神水法﹂非常重要 道家的︽
黃庭經︾裡講﹁納氣 嚥液﹂ 嚥下
你的唾液 就是非常好的方法 液從
哪裡來？那是唯一的 就是﹁天一生
水﹂ 是唯一先天的水 如果你懂得
這個方法 你的身體就會健康
懂得這個方法 你的五臟就不會
枯萎；懂得這個方法 你的身體就會
有光澤；懂得這個方法 你的身體就
不會有病 我教大家用﹁神水法﹂
你們不聽 我告訴你們 腎屬水 只
要你一洗腎了 你就完蛋了 腎就壞
掉了 你要趕快用你的唾液救你的腎
雖然很少 但是你每天做 你取得
先天水 先天氣 當你呼吸先天氣
取得先天水 用先天水一直灌溉你的
身體 ︽黃庭經︾裡的第一章 第二
章 第三章就是在教你﹁納氣﹂ ﹁
嚥液﹂這兩個方法 以後 拙火再慢
慢來
我在書上講到的是用水 火
我再講一遍 納氣 嚥液是內法非常
重要的法門 當你嚥了液下去 你的
身體會健康 所有五臟的毛病不會發
生 行之久久 身有光澤 還會產生
香息 人是吃五穀雜糧的 吃到最後
身體發出臭味 體味都是很髒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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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的 如果你能吸很好的氣進來 身
體發出來的味道就是香息
你吸入很好的氣 再嚥下你的
天庭水 滋潤你的五臟 五臟健康了
發出來的體味就有香息 而且是自
然的香息 自然的香味 不但如此
身體的毛細孔還會發光 告訴你們
所謂﹁﹁水火相交﹂ 水是指﹁菩提
心月液﹂ 你可以取下來灌溉自己的
身體跟心靈 這非常重要 我已經跟
大家講了﹁神水法﹂ 但是沒有人做
可惜啊！
講一個笑話 結婚以來 我一直
都沒看過老婆的手機 今天偶然玩老
婆的手機 看到通話記錄裡一個往來
最頻繁 一個叫做叫﹁王八蛋﹂的名
字 我一時火冒三丈 就撥了過去
幾秒鐘後 我的電話響了
告訴你們 只有最親的人才會
講壞蛋 大壞蛋 臭雞蛋 臭鴨蛋
王八蛋 混蛋 龜蛋 龜蛋就是王八
蛋 只有最親的人才講這種話 其實
那不是罵人 那是表示最親 師尊
跟大家最親 跟每一個人最親 所以
把最重要的口訣再講一遍：﹁納氣﹂
﹁嚥液﹂ 拜託！一定要修 把你
自己的身體養好 如果你沒有這樣修
我講一句日本話：﹁も たいない
︵可惜 浪費 糟蹋︶ ﹂那就沒用
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口訣︱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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嚥液
有一對夫妻 他們是︽真佛宗︾
的弟子 他們在過年期間參加師尊主
持的財神法會 法會結束以後 回到
家中 先生立刻布置一個壇城 然後
跟太太講：﹁我要努力修﹃財神法﹄
直到相應 ﹂日後 先生果然很精
進修持 並且每期的樂透都簽了很多
錢 只是都沒有中獎 全部摃龜 越
是不中獎 先生越是精進修法
半年以後 有一天 先生跟太太講：
﹁我跟財神相應了！昨天 財神很清
楚地在夢中現身 祂告訴我
﹂
先生話還沒有講完 太太便很激動地
問先生：﹁祂告訴你中獎號碼了嗎？
﹂先生回答：﹁不是！祂要我別再簽
了！﹂雖然 我們修﹁財神法﹂是有
意義的 但是 主要中的還是法財
什麼是法財？你信仰佛法 但千
萬不要為別的因素把佛法給丟了 這
是﹁信財﹂；還有一個是﹁戒財﹂
戒律一定要守 千萬不要不守戒律；
另外 你要回想你的過去 應該產生
﹁慚財﹂ 你要悔過 懺悔 這些都
是﹁財﹂ 真正的﹁財﹂是這樣子的
還有﹁智慧財﹂ 是聞聽佛法的財
一聽佛法就得到法義 這是﹁法財
﹂；你要想什麼是開悟 這是﹁思財
﹂；另外還有﹁慧財﹂ 這些叫做﹁
七法財﹂ 是很重要的

你懂得這個 真正的財才會來
；你不懂得這個 你妄求財神 你命
中沒有財 怎麼會中樂透大獎？你要
把自己的業障消除了 你就能夠中樂
透大獎 所以 先有法財 財自然來
這是最重要的 剛剛講的那個笑話
最主要的意義就是這樣
兒子對爸爸說：﹁我很喜歡對門
的美女！﹂老爸偷偷跟他說：﹁那是
你同父異母的妹妹 只能做朋友 ﹂
兒子又說：﹁我也喜歡隔壁的女孩！
﹂爸爸又說：﹁那是你另一個同父異
母的妹妹 千萬別對你媽說 ﹂兒子
哭著對媽媽說了這些遭遇之後 媽媽
安慰兒子：﹁你喜歡誰就娶誰 你根
本不是你爸爸的兒子！﹂
這是什麼意思啊？這是社會的
道德觀念 我問很多同門 現在還有
公民課嗎？同門講：﹁沒有 ﹂欸？
我以前讀過公民課耶！現在還有公民
課嗎？沒有啦？唉
這是一個悲
哀 其實 公民課就是教道德的
學佛的人要有良知 你的良知在
哪裡？在你的心裡 你雖然會修法
但是你要懂得良知啊！良知跟修法要
配合 我們常常說要去日本旅行 為
什麼？因為日本的治安很好 我舉三
個例子：師母去沖繩島玩 她的皮包
掉在人家的摩托車上 遊覽車開走了
開到酒店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皮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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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貨公司前的摩托車上 她打電話
去百貨公司 他們說：﹁有 在摩托
車上有一個皮包 沒錯！那是妳的
﹂師母說要回到百貨公司拿 但是
百貨公司的人告訴她：﹁妳不用回來
拿 因為我們有個職員是住在妳住的
酒店附近 ﹂後來 職員真的把皮包
送到師母住的酒店 這是一個例子
我曾在日本的一個旅館住 洗內
衣褲的時候洗得太大力 把褲底洗出
一個破洞 我想這褲子不能穿了 就
隨手把褲子丟在衣櫃裡 後來 我離
開酒店 車子開到另一個城市住的酒
店時 我一下車 那個酒店的經理就
拿著一個紙盒 還配了一朵紅色的花
在上面 然後說：﹁哪一位是盧勝彥
先生？﹂我就講：﹁是我 ﹂﹁這是
你前晚住的酒店送過來的 是你留下
來的東西 ﹂後來 我把盒子打開一
看 是我破掉的那一條內褲！ Oh my
God 我的內褲又回來了 我只好把
這條內褲丟在垃圾桶裡 這樣就再也
不會回來了 這是第二個例子
我的父親在日本的公共電話亭裡
打電話 他把皮包拿出來查電話號碼
然後把皮包放在電話上面 打完電
話後就走了 離開一個小時之後才發
覺忘了拿皮包！他想起皮包是放在公
共電話亭上 他回到電話亭看 皮包
不見了：﹁慘了！怎麼辦？我的皮包

不見了？﹂旁邊的日本人問是怎麼一
回事？我爸爸就講：﹁我的皮包丟了
﹂那位日本人就講：﹁你的皮包既
然在公共電話亭丟了 附近最近的派
出所在那裡 你去那裡跟警察講一下
﹂我爸爸就走到那個派出所 他會
講日語 就對警察講他剛剛在那裡打
電話 把皮包放在電話上的事情 警
察馬上就講：﹁有！有人送過來了
﹂警察把抽屜打開 然後對一下名字
皮包還給我爸爸了
你們想想看 如果你們去公共電
話打一個電話 把皮包放在電話上
然後你離開 請問 你的皮包可以回
來嗎？恐怕很難！皮包裡面還有現金
有信用卡 有身分證 還有其他的
東西 可能你的身分證 信用卡會留
下來 但是 現金會沒有了
日本人對小孩子有很嚴格的規定
他們有一句話講：﹁不是你的錢
你就不能拿！﹂這句話永遠深植在日
本小孩的心中 那是良知啊！你們看
現在台灣有很多食品是黑心的 不
是你應該賺的錢 你就不應該拿！這
是良知
學佛第一個 就是要有良知；第
二個要懂得﹁納氣﹂ ﹁嚥液﹂ 要
懂得﹁升拙火﹂ 你的水代表﹁陰﹂
火就代表﹁陽﹂ 一陰一陽是為﹁
道﹂啊！如果你不懂得把火升起來

不懂得把水降下來 如何一陰一陽是
為﹁道﹂？這就比喻為雙身啊！藏傳
佛教裡面有雙身相 也就是代表著﹁
一陰一陽是為道﹂ 水火互相交融
你可以獨修 你可以雙修 有
功夫 有證量的可以雙修；沒證量的
一雙修絕對下金剛地獄 有證量的
就可以不怕；沒有證量的 你就小
心下金剛地獄 所以 不要以為當了
上師就可以隨便雙修 不要以為當了
法師就可以隨便雙修；你有沒有﹁無
漏﹂的證量？你要老實對天講 如果
沒有那種證量 是一定會下金剛地獄
的
所以 我在這裡講﹁蓮華生大
士言明 雙身法原是﹃觸灌頂﹄的修
練 本是用意念行之 使水火相交
水指﹃菩提心月液﹄ 火指﹃拙火﹄
但有形有相則是象徵﹃觸灌頂﹄的
身清淨 ﹂這個道理 大家要記住
修﹁雙身法﹂是很容易下金剛
地獄的 除非已經是有證量 自己已
經是無漏了 然後用這個方法來納氣
升拙火 降明點 這樣是可以的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比較迅速 之後
才用雙身 但是 單身就可以了 雙
身非常危險 很容易下金剛地獄
今天就講到這一段 嗡嘛呢唄
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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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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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孔雀明王護摩
灌頂：孔雀明王不共大法、星光身法
祈雨法、止雨法、鎮地震法
增益法、敬愛法、淨身心法
除鬼怪法、除病法

精

神還元

可以成仙成聖

守精無漏非常重要
氣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
的護摩主尊︱大孔雀明王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行政院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廖東周大
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台灣省政
府﹀祕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珍
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
授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台南市蔡旺詮
議員 ﹁真佛宗教授團﹂︱王進賢教
授 王醴教授 麥韻篁教授 顧皓翔
教授 蔡國裕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
秀菊教授 游江成博士 林峻安醫
師 關於林峻安醫師的親人 已經幫

27

【燃燈雜誌】

他接引了
︿宗委會﹀法律顧問羅日良律
師 黃月琴律師 ︿世界華光功德
會﹀總會長常仁上師 台灣區︿華光
功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先生 沙雕藝
術家王松冠老師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
代表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

大孔雀明王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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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尊大學學長︿中正理工學院測
量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沈 爕 民先
生 師尊︿測量學校﹀第二十八期學
長黃福來先生 師尊︿測量學校﹀第

三十二期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
霞女士 ︿台灣省測量技師公會﹀技
師鄭錦榮先生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
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婷
女士 馬來西亞拿督︱鄭鈾駰 印尼
傑出企業家張德強先生 關家志先
生 ﹁大圓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
密宗道次第廣論﹂節目主持人佩君師
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再附帶
一句 今天剛好是徐雅琪師姐的生
日
Happy Birthday. my sister 盧
勝美女士
有一件事情先報告一下 昨天晚
上有一個菩薩來 祂帶著一個法師
來 祂推薦這個法師為金剛阿闍梨
很少有這種現象 第一次看到有菩薩
推薦法師 這個法師應該是高雄左營
一個同修會︵︿善喜同修會﹀︶的負
責人 ﹁你俗姓是什麼？﹂︵法師回
答：王︶﹁姓王 ﹂﹁出家幾年
了？﹂︵法師回答：六年︶﹁六年
了 ﹂那就對了！這是印證！這個是
菩薩推薦的 請起來 請常智上師安
排一下 我們︽真佛宗︾的金剛上師
很少是菩薩推薦的 今天終於有一個
是菩薩推薦的！
另外還有一點要報告 上個禮拜
是地藏王菩薩的護摩 當天晚上 有
很多師尊以前在︿測量學校﹀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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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包括我們的蕭大隊長 那時候等
於是連長；還有副連長 就是面孔很
兇惡的那一位 但我忘掉他的名字
了；那天晚上 他們都有來 另外
沈允海也有來 他本來是基督教徒
結果他也來了！我是看得很清楚 一
個是蕭隊長 一個是副隊長 一個是
沈允海 另外還有幾位過世的同學
大家都來了
此外 有幾位同學帶了陌生的老
人家來 我說：﹁奇怪？你們帶這些
人來 都是我不認識的！請告訴我
他們是誰？﹂他們就一一回答 這個
講：﹁這是我的爸爸 ﹂那個講：
﹁這是我的媽媽 ﹂我心裡想 怎麼
︿測量學校﹀的蕭大隊長 副隊長
還有這些同學都來了 他們都已經過
世了 包括沈允海的家長 一大堆人
都來了 把我的臥室全部坐滿 我
問：﹁你們來做什麼？﹂他們說他們
是參加地藏王菩薩護摩 接受超度之
後 都已經成功往生佛國！
這個是很特殊的！因為我根本連
想都沒有想到 我還知道蕭大隊長的
名字 副隊長的名字就忘了 但是
我記得他的面孔 因為他非常兇 那
個臉是很兇的 但是 他的心是很善
的 面惡心善；副隊長就是這樣子的
人 是很兇的一個樣貌 我從來都沒
有想過他 他居然也來 可見我們的
護摩跟超度轟動整個陰間！幽冥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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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眾生都聞風而來 我在︿測量學
校﹀的所有過世的同學 居然全部都
到 這個是很難得的！我報告給大家
聽
今天是孔雀明王的護摩 孔雀明
王也有很多的眷屬 今天都到了！孔
雀明王是毗盧遮那佛 大日如來 阿
彌陀佛的化身 頭戴大日如來的冠
釋迦牟尼佛也化身為孔雀明王 因為
釋迦牟尼佛以前當過孔雀王 所以祂
化身成為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主要是
這三尊佛化身結合 阿彌陀佛在西方

極樂世界化出來的鳥當中有孔雀 釋
迦牟尼佛也講了︻大孔雀明王經︼
所以 孔雀明王就跟這三尊佛有關
你們今天做主祈的人 一下子就跟四
尊佛結緣 就是毗盧遮那佛 釋迦牟
尼佛 阿彌陀佛 大孔雀明王和祂所
有的眷屬 包括二十八星宿 都是屬
於祂的眷屬 因為大孔雀明王的眷屬
很多
孔雀明王手中拿的法器：一個是
白色的蓮花 代表息災；一個是孔雀
羽 代表降伏；俱緣果是紅色的 代
表敬愛；黃色的吉祥果代表賜福 所
以 祂可以息災 敬愛 增益 降
伏；孔雀明王一尊就代表四大成就
法 所以 祂的法力非常大 你只要
唸滿六十萬遍﹃孔雀明王咒﹄ 就會
有很多利益 因此 很多人講：﹁唸
師尊的咒要八百萬遍 唸﹃孔雀明王
咒﹄只要六十萬遍 那我們唸﹃孔雀
明王咒﹄就好 ﹂不過 這是因緣不
同
孔雀明王有很多的法 師尊以前
傳過的法有﹁星光身法﹂ ﹁祈雨
法﹂ ﹁止雨法﹂ 還有﹁鎮地震
法﹂ 孔雀明王的﹁鎮地震法﹂是很
厲害的！還有﹁增益法﹂ ﹁敬愛
法﹂ ﹁淨身心法﹂ ﹁除鬼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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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還有除病的方法 因為鬼神病
也是在祂的管轄之內 所以 有一些
沖犯 降頭 犯陰 祂都可以幫忙
的 這個是孔雀明王最偉大的地方
我們以前就把這些法都仔細傳過了
祂的咒語就是：﹁嗡 摩玉利
吉拉帝 梭哈 ﹂祂的手印有兩個
一個是外縛 一個是內縛 外縛的手
印是﹁孔雀飛翔印﹂ 內縛就是祂把
翅膀收起來的一種手印
大家都知道 孔雀明王還可以解
掉所有的毒 因為︻孔雀明王經︼裡
面提到 有一個比丘被毒蛇咬到 阿
難尊者問釋迦牟尼佛 怎麼救這個比
丘 祂說：﹁只有孔雀明王可以解
毒 ﹂我們經常講排毒 你唸﹃孔雀
明王咒﹄ 就可以排毒！因為孔雀如
果吃到有毒的東西 牠的全身會發
光 而且發亮 孔雀羽毛反而更美
更有光彩 如果有人吃Ｋ它命或是其
他毒品 如果想要戒毒 他就可以唸
﹃孔雀明王咒﹄ 修﹁孔雀明王
法﹂ 都可以幫助解毒
今天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這裡面的文
字 我就不再唸了；但是 上個禮拜
講的法 非常重要 這幾個禮拜講的
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有關於內
法的 非常重要！
像我講的﹁納氣﹂ 如果你常常
做深呼吸 對身體就會有幫助！那種

深呼吸 在密教稱為﹁完全呼吸﹂
就是納氣 嚥液就是﹁神水法﹂ 舌
頭抵住上顎 或者在牙齦上面轉幾
圈 就有唾液會降下來 然後你把唾
液漱一下 用舌頭漱一下唾液 再把
它嚥下去 這是最好的荷爾蒙 可以
幫助你的身體裡的荷爾蒙永遠不會停
止 一個是納氣 一個是嚥液 把唾
液嚥下去 這兩個都是很好的方法
第三個最重要 就是﹁守精﹂
談到守精 一般來講是男的才守精
女的怎麼守精呢？女的就是要在年輕
的時候就把月經斷掉！想要把月經給
斷掉 這有修行的方法 我們也有所
謂﹁無漏法﹂的修行 ﹁無漏法﹂的
修行我寫在︽喜金剛︾︵盧勝彥文集
第二○一冊：大樂中的空性︶裡面
依照︽喜金剛︾的方法來修無漏 這
是一個方法
有時候 你要叫在家居士修無
漏 那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他有結
婚 其實 結婚也可以修無漏 我記
得以前古代的神仙 像︽抱朴子︾
︵東晉葛洪所撰 抱朴子者 洪所自
號 因以名書也 分為內 外篇 今
存內篇二十篇 論述神仙 煉丹 符
籙等事 外篇五十篇 論述時政得
失 人事臧否 書中的養生煉丹術被
無數修道之士視若祖傳的珍寶 愛不
釋手︶ 還有道家的祖師︱劉海蟾
都有提到﹁守精可以長生 守精可以

返老還童﹂
當然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的 要
叫所有的人都修無漏 那也是不可能
的 但在︽抱朴子︾裡有講到 二十
幾歲的人 四天一漏才好；三十幾歲
的人 六天一漏才好 就是一個禮
拜；四十幾歲的人 半個月一漏才
好；五十幾歲的人 一個月一漏才
好；六十幾歲以上的人就不要再漏
了 這是一般在家居士的修行
守精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你有
精 才會有神；精如果沒有了 我以
前寫過一首詩︱﹁美女腰間掛寶劍
不斬聖賢斬凡夫 雖然未見頭落地
暗中教你骨髓枯 ﹂這首詩講得很清
楚 道家修行 ﹁守精﹂是第一要
義 是最重要的
納氣 嚥液 再來就是守精 這
三者非常重要 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
出家的修行人 那一定要守！你如果
沒有修證無漏 你在夢中就會漏 因
為﹁滿﹂ 就會﹁溢﹂ 因為你不能
把精化成氣 沒有拙火可以把精化成
氣；如果可以化成氣 氣就會跑到你
的全身 你就會有精神
你以為你的身體很強壯？沒有關
係 你就拼命漏吧！等到有一天 樹
根吸不到水 葉子就變黃 就掉下來
了；樹枝沒有水分 會都斷了 枯掉
了 整棵樹很快就死了 因為它沒有
水 其實 精本身的東西就是水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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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你全身的水跟荷爾蒙 分泌物 包
括你自己的元精
我們修行人要把一般的氣變成
﹁先天氣﹂ 氣只要進入中脈 就會
變成﹁先天氣﹂ 為什麼要閉住呼
吸 要閉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為什麼要閉氣？就是要讓你氣入中
脈 讓它變成先天氣
為什麼教你守精？守精就教你變
成元精 什麼叫做元精？就是把精化
成氣 道家的修行就是化精為氣 化
氣為神；氣也可以成精 精也可以成
氣 ﹁精 氣 神﹂是非常重要的
精化為氣 氣化為神 神凝固了就稱
為﹁結聖胎﹂ 結了聖胎之後 你的
元神就會很活潑 你就能夠出陽神
自然能夠得道成仙 道家的修行就是
這樣子
你的精枯了 就等於枯槁 就像
樹枯槁了就會死 人枯槁了也死了；
你沒有元氣 元精 元氣都沒有了
元神就不會出來 所以 密教跟道家
的修行是有些相似的 元精 元氣
元神是屬於先天 我們人的肉體吸進
來的氣是後天氣 你儲存的精是後天
精 你目前的神 氣那是後天的 是
屬於﹁形神﹂ 而不是你的﹁元
神﹂
元氣 元精 元神 這三者合起
來可以健康長壽 也可以練成神仙；

在密教就是修成神聖 就等於是佛
菩薩 緣覺 聲聞
所以 千千萬萬不能把你後天的
精排光 你恣情縱欲 那是最要不得
的 一定會完蛋！你以為你還年輕
你就恣情縱欲 這樣的話 你很快就
會變老了 很快就會結束你的生命
所以 不能恣情縱欲 這是不可以
的
道家的修行就是主張淡泊名利
入山閉關 斷絕你的欲望 包括色的
欲望 吃的欲望跟所有的欲望 你如
果懂得嚥液 就會吃得很少；你如果
懂得嚥液 ﹁神水法﹂修足了 你就
會不飢不渴 不會容易餓 也不會容
易渴 這樣的修行非常重要！男的要
守精 就是修﹁無漏法﹂ 女的必須
要把月事停掉
人到了六十歲以上 最好就不要
漏了 因為在六十四歲之後 你就不
會再製造你的精了！六十四歲之後
女的也應該是沒有了 當然 有些是
特殊例外的 正常來說 六十四歲以
後 男的就不再生產精 女的就沒有
月事了；差不多都是自動斷掉 自動
就沒有了；那不是無漏 那是自動斷
掉的 因為沒有了
但是 你如果懂得修﹁無漏
法﹂ 懂得修﹁神水法﹂的人 還是
會繼續生產 師尊本身就是有繼續生

產
世界上只有一種人可以像蓮華生
大士一樣能夠修雙身 有幾個密教的
祖師有修雙身 因為祂們已經可以把
精化為氣 而且讓精永遠不再漏失
這一點非常重要 師尊本身在年輕的
時候就學了無漏 現在的上師這麼
多 因為他們沒有跟我講 所以我不
知道有誰是無漏的；我有問了幾個
但都是有漏的 很少是完全無漏 很
少有
我坦白講 師尊年輕的時候也消
耗不少 後來祖師爺跟我講：﹁你一
定要修證無漏 ﹂我是憑著祖師爺的
這一句話 我就開始修 整整修了五
年 我就完全無漏了 一直到今天！
完全無漏有什麼好處呢？它可以
源源不絕地讓你的身體內分泌一直在
生產 所以 你的老化不會那麼快
就是因為你的荷爾蒙沒有了 你才會
老化；你的荷爾蒙還有的話 就不會
老化得那麼快；但是 年齡一直增
長 自然還是會老化的 只是沒有那
麼快 那是因為你的內分泌還是繼續
在生產的緣故 所以 師尊的眼睛還
可以看到很小的字
﹁雙身法﹂不能隨便傳授 因為
有時候會適得其反！如果他反而拿這
個方法來縱欲 那就違反了本意 除
非你是真正在修法 你修了﹁雙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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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後 一個人的氣會變成兩個人
的氣 一個人的神會變成兩個人的
神 一個人的精會變成兩個人的精
怪就怪在這裡 當你修了﹁雙身
法﹂之後 你的精 氣 神全部會變
成先天 所以密教祖師會修﹁雙身
法﹂ 原因就是可以把氣變成先天
氣 把精變成元精 把神變成元神
但是 一個是修法 一個是縱欲 兩
個情況是不一樣的 師尊是可行則
行 不可行則止；我能夠停止 也能
夠行；我能夠走 也能夠停；我能夠
完全隨心所欲 我不能自己證明自
己 只有師母能證明；師母今天剛好
沒來 等師母有來的時候 我請她證
明
師尊本身確實是無漏的！以我來
講 我已經七十一了 一般來講 大
部分的七十一歲老人都差不多了 只
有特殊體質的例外 我以前講過 只
要你的體力夠 你就可以有很長的時
間 用到你的體力都沒有了 你的手
都沒力了 你的腳也沒力了 等到四
肢無力的時候才停止 時間要多長就
多長 所以 外面﹁久久神功﹂的廣
告 其實並不久 我不知道﹁久久神
功﹂是不是就指﹁無漏﹂？但是我知
道 當你可以無漏之後 時間想多長
就多長 不只是﹁久久﹂而已 而是
隨心所欲的
我是跟大家講 守精最重要 不

要妄洩 因為你洩掉的話 你的元神
就不再有 你的元精就不會有 你的
元氣也喪失掉 等到沒有了 就會變
成廢人
今天都還沒有笑 講一個笑話
吧！這是﹁真理四部曲﹂的笑話
﹁我們為了活命吃東西 又為了保命
而不敢吃東西；繳手機通話費的時
候 才發現自己的廢話那麼值錢 ﹂
還有一個同樣意思的笑話：有一個口
吃的人拿著電話費去向電信公司理
論 他說：﹁小 小 小 姐 我
我 我的電 電 電話費 怎麼那
那 那 那麼貴？﹂電信局的小姐就
講：﹁像你這樣子講話 電話費當然
很貴！﹂
第三個真理是：﹁世界上最遙遠
的距離就是面對面坐著 卻是各玩各
的手機 ﹂第四個真理是：﹁婚姻是
愛情的墳墓 更氣人的是小三還要來
盜墳 ﹂告訴大家 你沒有無漏的功
夫 你恣情縱欲的話 很快就老 很
早就枯槁 很早就會死掉；所以 不
要恣情縱欲 要淡泊名利 淡泊一些
比較好
再講個笑話 有一個人練武功的
人 他在東山漸漸沒了對手 決定出
遊 以武會友 在華山山腳下看見一
座道觀深藏在幽谷之間 上面寫著
﹁華山派﹂ 他非常興奮地亮出雙
刀 大搖大擺走了進去 進門之後

很快就被十幾個壯漢圍住 最後終於
寡不敵眾 被痛打一頓 結果被連夜
審訊 這個人就哭訴說：﹁警察大
哥 我真的沒有看到﹃華山派﹄後面
還有幾個字啊？﹂原來是﹁華山派出
所﹂
有個阿姨看︽武媚娘︾看多了
疑心特別大 有一天早上去吃早餐
在買了包子之後 這位阿姨從口袋裡
面掏出一根銀針扎了下去 銀針前面
那一段就變黑了 她驚呼：﹁包子有
毒！是誰要害本宮？﹂滿屋子的客人
瞬間鴉雀無聲 這個時候 老闆淡定
地走向前 ﹁啪﹂的一個巴掌！﹁賤
婢！這是芝麻包！不吃的話 給我滾
開！﹂
告訴大家 最毒的就是﹁淫﹂
它很容易就把你的身體全部掏光！
﹁淫﹂就是毒 所以 千萬不要恣情
縱欲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算你
練就了一身本領 你也不要隨便去亂
砍 有一天 你會被人家打得七葷八
素
師尊是用什麼方法修無漏呢？一
般人是先用﹁轉移﹂的方法 你要有
警覺啊！因為那一種是很難警覺的
稍微出現一點點樂的時候 你就要有
警覺了！你要馬上把念頭轉移到阿彌
陀佛的臉上 你的兩個眼睛要向上
也就是﹁日月朝天﹂ 看著阿彌陀佛
的臉 祂在虛空中看著你 你就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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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念頭轉移掉了！等它冷下來之後
你可以再重新來
一般人都是用這種轉移的方法
也就是兩個眼睛朝上看 舌頭抵上
顎 壓住喉結 讓氣不進不出 然後
﹁收縮五洲﹂ 就是把你的手腳全部
收緊 腹背提氣 再提肛 就可以把
那個卡住 也就是關掉那個門 這是
﹁薩迦六勢變﹂ 可以把你的﹁精
門﹂給關起來 也可以用﹁提法﹂
你一口氣到了底下 到了海底輪 到
了密輪 往上一提 你本來那個在活
躍的精 就讓你給提上來了 這是最
重要的一點
這又是一個笑話 甲女對乙女
說：﹁我先生很精於投資 ﹂乙女
講：﹁我先生也是 他第一次買股票
就賺大錢 而且用十萬元就賺了三百
萬 現在 我非常崇拜他！﹂另外一
個女的就講：﹁我丈夫更厲害 他才
繳一次人壽保險的錢 馬上就贏回了
三千萬元 現在 我每天都拜他！﹂
我聽說有很多中國大陸的小姐嫁給台
灣的﹁老芋仔﹂ ﹁老芋仔﹂就是指
老士官 老兵 她嫁給這個老芋仔
就是為了領老芋仔的遺產 等領到老
芋仔的遺產以後 她就再嫁給隔壁的
老芋仔 等領了隔壁老芋仔的遺產之
後 她又嫁給第三個老芋仔；領了三
個老芋仔的遺產 她就變成富婆了

然後 她就找一個年輕的人再嫁
按照師尊所教的無漏法好好去
修 修﹁薩迦六勢變﹂ 修﹁降
提 持 散﹂ 什麼叫做﹁散﹂？就
是把元精提起來 把它散到你的全
身 散到每一個毛細孔 這個叫做
﹁散﹂ 你的拙火生起來以後 你就
可以把你的液體變成氣體 氣體就會
分散到你的全身 讓你的身體很
Strong ︵強壯︶ 會很強壯的 就
是這樣的方法
剛剛沒有向大家問好 大家午
安 大家好！︵台語 國語︶！你
好 大家好！︵廣東話︶我忘了向大
家問好
有一天 老公陪老婆在客廳看宮
廷劇 老公很感慨：﹁唉！要是我也
能像皇上那樣 每天都翻牌睡覺 那
該多美好啊！﹂老婆說：﹁想翻牌睡
覺是吧！好的 我幫你去準備 ﹂過
了一會兒 老婆就拿出一堆牌子說：
﹁你翻牌吧！﹂老公拿起牌子一看
﹁睡地板 睡廚房 睡沙發 睡走
廊 睡浴缸 ﹂想當皇帝？告訴大
家 你學會了無漏 每天都是當皇
帝 因為你確實有資格當皇帝！
有一句話講：﹁後宮佳麗三千
鐵杵磨成繡花針 ﹂鐵杵也會磨成繡
花針啊！後宮佳麗三千 你天天當皇
帝 你就必須學會﹁無漏法﹂；你學

會了密教的﹁無漏法﹂ 你就可以天
天當皇帝 你必須要能夠真實修證
才有資格講這種話 否則 皇帝也是
會很快完蛋的 你看 明朝的十三
陵 十三個皇帝都葬在那裡；你算一
算 每任皇帝能做多久？很快的 全
部都完蛋 全部都躺在那裡 為什麼
會很快就躺下來？因為後宮佳麗三
千
你們看過︻素女經︼嗎？軒轅氏
做皇帝的時候 祂因為腰酸背痛而去
請教素女 所以才有︻素女經︼ 你
學一學︻素女經︼裡面的方法 它裡
面也有一些方法是可以的 那等於是
一種技術 你把它學一學 這樣還差
不多可以當皇帝
蓮華生大士曾經講過一句話：
﹁聖人雙身非有 凡人雙身是有 聖
人雙身非空 凡人雙身是空 ﹂
這有意思喔！﹁聖人雙身非有﹂
聖人因為有﹁無漏法﹂ 所以在雙身
的時候 那個雙身是不存在的 ﹁凡
人雙身是有﹂ 一般的人雙身有漏
所以那的確是在做雙身 ﹁聖人雙身
非空﹂ 為什麼？因為祂會化成光
所以﹁非空﹂ ﹁非空﹂就是
﹁有﹂ 為什麼是﹁有﹂？因為祂是
在修法 那是一種法 法一直在運
動 一直在循環 所以是﹁非空﹂
﹁凡人雙身是空﹂因為凡人的雙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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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
孔雀明王不共大法、星光身法、祈雨法、止雨法、鎮地震法
增益法、敬愛法、淨身心法、除鬼怪法、除病法

是把你掏空 兩個人全都掏空 一起
死 這是蓮華生大士講的話 我向你
們解釋 一般人是解釋不來的
這個也是當皇帝的笑話 一個電
焊工開了一個電焊舖 取了一個高大
宏偉的舖名 叫做﹁焊武帝﹂ 大家
都誇這個舖名取得好 電焊工也很得
意 逢人就炫耀 有一天 他去隔壁
的糖果店炫耀 糖果店的老闆就拉著
電焊工看他糖果店的店名 原來糖果
店的店名叫做﹁糖太宗﹂ 這電焊工
一看 ﹁焊武帝﹂輸給﹁糖太宗﹂
心裡很不是滋味；突然 兩個人看到
了不遠處的一間糕餅店 店名叫做
﹁漢糕祖﹂ 這讓兩個人都沉默了
這時候 有一個搯糞的工人 拉著糞
車從兩個人的面前經過 兩個人仔細
一看 霎時就面紅耳赤 覺得非常慚
愧 因為糞車上赫然寫著三個字︱
﹁擒屎皇﹂
我最後再唸一段內文：這就是眾
人根機有不同 頓悟及漸悟也不同
根行也就不一樣了 以雙身法及雙身
佛像來說 若明白的 一說即知 若
不明白的 乃是迷痴之深耳 請大家
好好體會 蓮華生大士的四句話
你想要成佛成仙？還是要下金剛
地獄？下輩子轉成畜生道或者是地獄
道 都在你的一念之間 嗡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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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 Master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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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寫信遙灌頂皈依：
欲皈依的弟子，只要在農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時，面向東方（太陽昇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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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 政劃撥帳戶：雷藏寺

●銀行匯款帳號：441-10-070004
帳
戶：Lei Tsang Temple
S.W.I.F.T. NO：FCBKTWTP
匯款銀行：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銀行地址： 256 Taiping Road, Sec. 2, Tsao-Tun,Nantou, Taiwan, R.O.C.
●匯票、支票抬頭請寫：雷藏寺（Lei Tsang Temple）

台灣雷藏寺地址：54264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電話：+ 886-49-2312992 傳真：+ 886-49-2350801

法語均霑

變慢

■蓮曉上師

■切記，遇到任何喜怒哀樂紛雜而來，以無念穿行而過，就會像光線穿過玻璃一般

足夠讓執著的速度

自由得讓你此﹁一時﹂

在無所執的天地

生態本無固定形式

就看我們如何造就

無須有什麼理由

緊張不能過上神仙生活的

它廣闊無限

但靈魂要慢下來

內心若緊張就要調整

緊張不能過上神仙生活的
很匆忙
步伐不一定要慢
本性是﹁無事﹂的
變若有若無

玩事也是清無痕

認為﹁還好﹂就行
！
我們是永生的 什麼東西能迫你趕急呢？
是念頭在試圖抓牢一些所謂的﹁好結果﹂ 所以才導

倒影著迷離的眼睛兒

裡面都在展現著一簾幽夢

龍歌鳳舞的投影沒個完

思維無窮竟是無物；
無物之中又金戈鐵馬

在天地間追尋無窮

山地上有許多座小屋

明月上似有雲溪

失去悠然；

不小心是會掉到茅坑裡

過分用力拉屎

結果不過如此

提醒一下

致用力太過吧！
的

如神的心就會失去自由
於是就不能過上神仙的生活了

老是神經繃緊
也就不能稱神

隨喜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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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離奇並無奇

無聊空寂也無寂

是幻象

什麼是最初的﹁自己﹂？不用彈琴

是無心；都戲了

回憶流來流去所有故事的點滴
都清了

鳥語觀茶心映花

不用觀景

一如宇宙念而無念的無窮

奇美殘畫若無有
一如青煙空中散

禪意無禪

子虛烏有亦佳品
俺是煩惱的主兒
除非能對快樂不貪迷
否則無可抵禦
痛苦會被帶進這齣戲
煩惱其實也不怎麼的
隨時能幹掉就可以
往旁丟下被吃掉的棋子
點了一杯中道的七喜
來份無事有事無心三文治
再加小碟悲傷塗蜂蜜

不用

癡想美想其實沒什麼想

池塘倒影著喧鬧也放光明

它超越

穿過地

以無念穿行而

無念︵不滯於念︶是第一重點

願日子就這麼瀟灑的
無念歡戲
遇到什麼事
不住輪迴

遇到任何喜怒哀樂紛雜而來

就會像光線穿過玻璃一般：

切記

了善惡

過

穿過天堂的樂善鬧騰

歡戲高歌！

度陰霾之季

穿過人間的悲歡離合
獄的慘惡煎煞
以晴空之心

於一切幻觀幻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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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宇宙虛空仍然是一個勉強假借的詞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用正念排除妄念，用正語消滅妄語，用正行替代妄行，可以把﹁三業﹂轉為﹁三密﹂。

發菩提心論

我再整

其實就是

﹁那個﹂ 而﹁那個﹂的種子字就是﹁嗡﹂字 無生是說
明﹁那個﹂的性質 所有無生的種子字就是﹁阿﹂字 於

發菩提心論︾講到這裡 已經快接近尾聲
理一次前面所說明的內容概況

︽

無生當中變化成就之後就是﹁吽﹂字
說﹁阿字觀﹂也對 說﹁吽字觀﹂也可以！為什麼不
能修﹁嗡字觀﹂呢？當然可以啊！所以 這﹁阿字觀﹂

祖師就教一個﹁甚深祕密瑜伽﹂的

基本上也叫做﹁梵字觀﹂
個法 就會得到本心分明

那麼

開悟明心了
如果不行

無生就是﹁明心 開悟﹂了！
如果你還是做不來﹁阿字觀﹂的修法

祖師就教你修
﹁三密﹂

方法 這甚深祕密瑜伽是什麼呢？就是﹁月輪觀﹂ 大家
可以去看看︻金剛頂經︼ 在︻金剛頂經︼裡面的第一
每一個菩薩

中在佛菩薩身上 因為﹁阿字觀﹂跟﹁月輪觀﹂是意念的
修行 是屬於﹁意密﹂的修行方法 ﹁法爾﹂是連意密都

意念集

品

都是入完之後依月輪而住 這就是個大祕密了啊！
依此來看 如果我們在上座的時候把﹁月輪觀﹂修得

口唸真言

時

那你絕對是

沒有 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任運﹂ 也叫做﹁平常﹂
很多禪宗祖師都會用﹁平常﹂這個字眼 岡波巴祖師

﹁三密﹂就是︱手結印契

很好 而我們下座之後也可以一樣做到的話
個與佛同在 與佛同等的聖者！

就喜歡講﹁平常﹂ ﹁自然﹂ 大手印最後的﹁無修瑜
伽﹂就是這樣的修行 師尊則是講﹁任運﹂ ﹁任運﹂也
是很多密教祖師所講的 尤其是蓮華生大士 如果說能夠

祂們互相入對方的三摩地

如果還不行 那祖師就再講一個法 叫做﹁阿字
觀﹂ 也就是﹁種子字觀﹂ 一切法本不生 一切的現象
是無生 無生是一切現象的本質 而這一切現象本質的共

以﹁任運﹂就直接證悟的話 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月輪觀﹂非常了不起！可是 ﹁月輪觀﹂還有個
諸佛菩

﹁觀﹂ 如果是﹁法爾﹂ 那是沒有﹁觀﹂的 ﹁月輪
觀﹂的﹁觀﹂ 那是﹁有門有路﹂的 而﹁法爾﹂就很像

吽﹂的意思︱﹁嗡﹂是象徵宇宙
虛空 而從宇宙虛空生出的諸佛菩薩是﹁阿﹂字
薩的成就悉地是﹁吽﹂字

同種子字就是﹁阿﹂字
師尊講過﹁嗡 阿

每一個佛

或是﹁種子字觀﹂ 當你修這
修到最後 你可以證無生 證

不空三藏祖師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大根器 業障
很輕的人 你光是了解﹁法爾﹂ 也就是﹁當知法爾應住
普賢大菩提心 一切眾生本有薩埵﹂這一句話 你就應該

︵文接三三七期︶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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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聊天？怎麼還有機會去胡思亂想？當你手結印

視

就可以悟到了！

是聽到﹁因無所住而生其心﹂一樣

契 口唸真言 意在觀想時 因為沒有造惡 你的﹁三
業﹂就轉為﹁三密﹂ 在這個階段 還有個﹁三﹂ 用正

如住瑜

用正行來替

錢穆是一位很有名的學者 他在大陸巡迴講︻六祖壇
經︼時 他說他不是在講經 他只是講他的﹁想法﹂ 而

用正語來消滅你的妄語

然後呢？祖師在這裡還是講：﹁三意密者

可以把﹁三業﹂轉為﹁三密﹂

念來排除你的妄念
代你的妄行

六祖從祂

他所講的﹁想法﹂ 其內容就跟我曾講過的﹁六祖在那十
幾年到底在幹什麼﹂是一樣的
六祖不是在那十幾年而已

伽相應白淨月圓觀菩提心 ﹂還是又要回到﹁月輪觀﹂
意思就是︱當你的嘴巴唸咒唸到忘記了 也忘記結印的手
了 就只剩下你在那個月輪觀裡面安然自在 到了最後
連﹁月輪觀﹂都忘掉

錢穆還特別講

所遇到的人 事 物上
可是 很奇怪的是︱祖師們把這段經歷統統都跳過

這就是以眾多的正念取代了眾多的妄念之後 再把
這個眾多的正念集中 收攝為﹁一﹂ 只剩下一個意念
最後 連這個意念都要忘掉 化為無 其實 這就是師尊

出門到遇見五祖的那一段路途當中 祂肯定學了很多東
西 肯定把祂所悟到的那個東西反覆實踐 反覆運用在祂

為什麼要跳過？因為這條路是祂們自己親自走過的！所
以 你也一定要自己走一遍 冰淇淋好不好吃？那要自己
吃過才知道！否則 只是人家對你講的 而你只能說：

依舊跑出來；但沒關係 這很正常 唸咒 結印是幫助
你 讓你的觀想堅固 所以 你要堅持練習下去

妄念

所教︿真佛密法﹀的﹁入三摩地﹂過程
當修持﹁三密﹂時 我們的手可能依舊亂動

六祖是已經證悟的聖者 祂在獵人堆的那一段時間
祂要吃肉邊菜 還要偷偷放走掉進陷阱的鳥類 野

﹁喔！﹂自己沒吃過 那是絕對不會知道冰淇淋的滋味
所以 這一段路就是要留給大家自己去經歷 去品嚐
裡

身﹂ ﹁五相成身﹂的第一個就是﹁通達本心﹂ 就是要
觀自心圓滿進入月輪 這也是﹁月輪觀﹂啊！第二是﹁菩

那就 只剩最 後一 招︱﹁ 五相 成

與祂的證悟是相違背的 六祖所悟到的是﹁空﹂ 要怎麼
樣由﹁空﹂變成﹁有﹂？然後再由﹁有﹂變成﹁空有不

假 如 這個 還 不 行

不

提心﹂ 就是要掃除客塵 還其圓滿；第三是﹁金剛
心﹂ 就是要觀自心端坐金剛心菩薩；第四是﹁金剛

因為那

六祖剛開始這樣做的時候

二﹂？﹁空 有﹂要先並存 並存之後才能﹁不二﹂
二以後才能夠連﹁空 有﹂都沒有

身﹂ 就是把金剛心菩薩放大與自己合一；第五是﹁證無
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 這就是堅固自身 讓自己和金剛
薩埵無二無別

一定是很痛苦的

獸

師尊以前就講過 要以正念取代妄念 然後把眾多的
正念收攝於一 最後 連這個﹁一﹂都沒有 大家沒有發
現 這是一樣的道理啊！凡夫的腦袋都是妄念 又很難直

如果再進一步 你就是佛了！那要怎樣才算是佛？
祖師說：﹁然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 ﹂這﹁五相﹂都
再退而求其次

接在﹁自然﹂中 在﹁意密﹂中下功夫
那就做﹁三密﹂的修持

︱ 待 續 ︱

具備了

你才算是真正的佛！
當你的手結印了 你的嘴要唸真言 你的意念都集中
在佛菩薩身上 你怎麼還有可能去打電腦 講電話 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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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蓮生符 新書出版、

距

法王蓮生活佛離台返美的日
子 已悄然接近 因此眾人
皆把握最後時機 希望能與活佛多
多親近 二○一五年四月二日 台
灣知名的五家報章雜誌︱︽蘋果日
報︾ ︽遠見雜誌︾ ︽今周
刊︾ ︽壹週刊︾ ︽時報周
刊︾ 一同來到台中採訪活佛 不
但請活佛談談即將在五月出版的新
書︱︽蓮生符︾和近期在台舉辦的
習畫二十週年特展 也讓讀
符》。
蓮生
者們了解活佛的近況
《
—
所主持之法會 以及
所參與的各項公益
慈善活動
新書︽蓮生
符︾是此次訪談的
重點之一 因為此
書的符籙是前所未
聞 是活佛悲憫眾生
將自心流露的天地人祕密
記號顯化於世 期以救度眾生；
此書一出將驚動整個法界 有福者
得之！現在 就讓我們隨著記者
一起來認識活佛的世界
記者：師尊在五月一日又要
推出一本新書了 書名叫做︽蓮生
符︾ 這本書的書名滿特別的 可
以請師尊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嗎？
蓮生活佛：我以前出版過有
關於符的書 符本來就是一種記
作

著

生活佛與最
▼蓮
新

■文∕蓮衛上師

習畫㈵展 與首傳 ㈦福神法

號 我最近就是有靈感 靈感來自
於自己 所以算是自心流露的符
因為是自己心中流露的符 所以我
才把書名寫成︽蓮生符︾
記者：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章節 可以在這邊先跟讀者分享？
蓮生活佛：符關係到天文
地理 人 也就是天地跟人互相關
係的記號 由這個記號可以解釋整
個人生 這記號的範圍非常大 大
就跟宇宙一樣 小到人的身
體 所以 以前的符有所
謂上半身的符 中半身
的符跟下半身的符
種種的符都在這一本
書裡面 範圍非常
廣
記者：所以 有
苦難的眾生 可在這
本書裡得到一些幫助？
蓮生活佛：很多符都
關係到調理自己的身體 譬如說
你的肩膀痛 有一種符裡有一個人
形 可以點在你的肩膀上面 幫你
解除肩膀痛 我講一個簡單的﹁金
井法﹂ 就是﹁一畫成江 二畫成
河 三畫四畫成金井 ﹂然後再唸
咒：﹁此筆非凡筆 是廬山秀才
筆 指天天清 指地地靈 指人長
生 指鬼滅亡 指病消除 ﹂這個
筆就畫在符裡人形的肩膀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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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講解以手指的靈動向天請示。

在肩膀點上一點 唸：﹁指痛消
除 ﹂這樣一點下去 就可以把那
個痛解除 這等於是符跟咒語的一
個法術結合起來；不過 這要配合
天 地 人 這個符才會有效 這
也算是一種民俗療法
記者：我有一個同事 腰一
直沒有好 請問有什麼辦法？
蓮生活佛：一樣可以使用這
種符 畫符的人要畫出一個人形
然後唸﹁金井法﹂的咒語 把筆點
這個人的腰部；如果這個人不在你
的面前 你的筆就要點在符上人形
的腰部 然後拿給這個人服下 對
方如果有誠心的話 就會有感應
記者：那個咒語會很難嗎？
蓮生活佛：大部分的咒語都
很好唸 是畫符的人比較重要 畫
符的人必須要根據畫符的方法 因

為畫符有種種的方法
在古代叫做﹁祝由
科﹂ ﹁祝﹂就是向天
地禱告 必須要有因緣
具足 神明才會去幫助
這個人 藉由﹁祝由
科﹂的畫符方法 就像
是民俗療法一樣 只是
用一張 paper︵紙︶ 黃
色的一張小符 就可以
幫助很多人
記者：是否有很多
用符應驗的事？
蓮生活佛：事實上 我畫的
符治好過很多人
記者：這一本書的內容是只
應天上有 您在書上說您是自心流
露 是否可告訴我們其中的玄機？
蓮生活佛：我算是通靈 有
特別靈感的人 我在某一段時間會
去觀察天文 看到天上有一些符
號 雲有時會出現符號 我會把這
些符號畫在書裡面 讓人家一看：
﹁喔！原來天上還有很多符號！﹂
當你看了天的符號 就知道人間會
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看到種種地的
變化 就會看到很多事情 另外
藉由外界進來的靈感 也會知道很
多事情 這也就是說 由眼睛的視
覺︱看到地的符號 看到天的符

號 就會在心中顯現出來符號 這
就是代表那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記者：您是怎樣去看符號？
您是如何預測呢？
蓮生活佛：我在書裡面都有
寫出來 以前有人來問我：﹁這一
屆的總統是誰當？﹂我就看天 天
上如果出現老鼠的符號 我就知道
這一屆應該屬老鼠的人可以當總
統；如果出現羊的符號 我就知道
這一屆的總統是屬羊的 講起來都
滿準的 其實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
道理 像我的手在平時只是很平常
的一隻手 它都不會抖 但是 我
只要心靈一放空 它自己就會打
開 手就開始顫抖 就像我們看儀
器在振動一樣 它是自然而然的
我並沒有去控制它 然後問事情
時 它就會結印；當我點其他四隻
手指時 它就會彈起來 每一隻手
指代表不同的意思 這就是符號！
這就是天跟人溝通的時候 它自然
顯現出來的一種符號 那就表示我
所問的事情 天給了我這個答案
記者：這四十年來 您每天
都寫一篇文章 現在這一本是第二
百四十七本著作 請問您的動力跟
靈感的來源？
蓮生活佛：其實 天地就是
文章 文章裡面自有天地 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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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講解畫作。

間都是文章 心有了悸動 就有了
感想 那就可以寫一篇文章；因為
我每天都有感想 心都在動 所以
每天就會寫一篇文章；因為每天
寫 所以就有了二百四十八本的
書 其實 我寫的文章 文字並不

是非常多 我只是每天寫 並不是
說一天要寫幾萬字 而是每天兩
頁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越積越
多 從高中開始寫 其實 我初中
就開始寫笑話了 我在初中的時
候 有一本雜誌叫做︽學友︾ 還
有︽國語日報︾；我在︽國語日
報︾寫文章 也在︽學友雜誌︾寫
文章 那時候才初中而已 當時是
寫一些很簡短的文章 從那時候開
始磨 一直磨到現在
記者：除了書的創作以外
您在畫的創作也非常可觀 從一九
九三年開始學習水墨畫 到今已經
二十年了 創作非常豐富 請問您
當初創作的動機是什麼？
蓮生活佛：那時 我想除了
寫作以外 我應該要選擇可以陶冶
自己身心 讓自己很快樂去做 而
且能夠讓大家欣賞的東西 我一直
在想
我曾想到音樂 那時候
是五十歲了 學鋼琴可以自彈自
娛 但是要把鋼琴表現出來給所有
的同門看 一定要辦鋼琴演奏會
但舉辦鋼琴演奏會的機率很少 所
以 只能夠自彈自娛 自己欣賞
如果有同門想看到我彈鋼琴 機會
畢竟會比較少 那 什麼能夠讓大
家都看得到呢？所以 我就想到學
畫畫
那時候 歐豪年︵嶺南派大

師︶的太太叫做朱慕蘭 她是我的
弟子 我就請朱慕蘭來教我；其
實 師母也想學畫 她就來教我跟
師母 我看師母在畫的時候是比較
細心 拘謹的 我就說：﹁畫畫要
這樣子嗎？﹂畫畫就是要大膽地把
它畫下去 我就是比較屬於豪放
的
嶺南派的朱慕蘭是畫花鳥
的 她教我怎麼運筆？怎麼著色？
怎麼把墨潑灑分出很多顏色？怎麼
一筆畫下去有二種 三種顏色會出
來？她教了我幾個基本畫畫的方
法 我說：﹁這個好！畫好之後可
以裱出來 讓很多人欣賞 還可以
印成畫冊 讓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
我的畫 ﹂因為有這樣的好處 這
就是我學畫畫的動機
記者：在您的畫作中 常常
把禪機跟美學融入在裡面 在這二
十年來 您的畫風 素材或是創作
的主題一直都有些變化 請問是什
麼原因？
蓮生活佛：當然是會變的！
因為我們人的生命是會變的 人的
思想也會變 人的行為也會變 什
麼都會變 一切都是在變化之中
所以 我的畫風也跟著變 我的畫
風就是一直在變 沒有停止 不是
一開始畫花鳥就永遠畫花鳥了 一
開始畫抽象畫就永遠畫抽象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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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畫寫實的 可以畫抽象的 可
以畫意象的 什麼畫我都想學 看
到別人畫 我也會有靈感 看到天
地之間或很多事情的變化 我也會
有靈感 就變成亂畫 也就產生了
不同風格的畫
記者：請問師尊 很多畫家
會覺得在畫作上題字是很困難的
事 但您在幾千幅畫作上的結語題
字都不一樣 請問您是如何做到
的？
蓮生活佛：因為我還有一點
文學基礎 我自己也寫作 我也很
喜歡寫現代詩 剛開始出來的時
候 我就寫現代詩 像是以前的紀
弦
弦 周夢蝶 余光中 我都
有看他們的詩 當我有靈感時 我
也寫現代詩；古代的詩 不管是七
個字 五個字的 我都有看 知道
要怎麼押韻 我自己有文學基礎
我自己想就隨筆寫下這些詩句在畫
上面 現在比較少寫了 有時候在
畫完之後 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我
就會寫一些詩偈填在上面 如果畫
滿了 我就不寫了 只寫一個標
題
記者：請問師尊 畫畫跟寫
文章帶給你的樂趣跟感覺有什麼不
一樣？
蓮生活佛：講起來應該是同
亞

源 寫作 書法 畫畫是同一個源
頭 人家講說書畫同源 我是書
畫 寫作同源
記者：您有時候是畫作 有
時候是寫文章 那您最大的樂趣是
什麼？
蓮生活佛：完成一幅很好的
畫的時候 只要把靈感用進去 把
心裡的感覺用進去 當畫完成的時
候 一看就能夠讓我自己感動 這
就是一幅好畫啊！自己看了都沒有
感覺 那一定是爛的作品 我會把
它丟到垃圾筒 也有這樣的 當我
用了靈感進去 讓這幅畫看起來有
感覺 那就是一幅好畫 這就是我
最大的樂趣
記者：您曾經說過 你的書
是﹁不是佛教的佛教書﹂ 你總是
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來跟弟子溝通
用書畫來度化眾生是你的特色 可
否講一下其中的感觸？
蓮生活佛：以說法來講 我
比較喜歡用大家聽得懂 讓大家容
易感覺得到的方式 老是唸佛經
那多枯燥啊！這樣的話 大家會全
都睡著 那怎麼行？所以 講一點
有意思的笑話 給大家笑一笑 或
是講出來的東西可以讓人印象深
刻 讓人喜歡 而且讓人能夠接
受 這一點最重要

記者：明末清初有四大畫
紳 您覺得自己跟他們有什麼相同
或不同之處？
蓮生活佛：雖然是朱慕蘭老
師教我怎麼運筆畫畫 但到最後
我走的是自己的風格 我不屬於嶺
南派 像歐豪年 朱慕蘭都是屬於
嶺南派 他們的老師是趙少昂 高
劍父也是嶺南派的祖師 我雖然學
了嶺南派的運筆 但是後來我就是
畫我自己的 沒有什麼派別
記者：師尊在創作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
讀者分享？
蓮生活佛：我曾畫一個喇嘛
在說法 有人請了這幅畫回去之
後 當晚 師尊就出現對他說法
會有這種畫跟人相應的現象出來
另外 我有一次畫一隻老鷹 畫好
以後 一走出畫室 就看到天空中
有老鷹 這也是相應啊！我曾經畫
一個金髮美女 結果 那一天 廟
裡就來了一個金髮美女 而且跟我
畫的人長得完全一模一樣 我就把
那幅畫拿出來和她比對 真的是這
個人 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有一
次 我畫︿祖廟的黃昏﹀這幅畫
畫好之後 當天的黃昏 在祖廟的
後面就有七道虹光 我的畫就是畫
這個樣子 有七道虹光 我還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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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 可見 天跟人是可以相應
的 我畫什麼 就會出現什麼
記者：這二十年來 您的畫
作大概有四千幅 我們觀察您的畫
冊 畫風都有些轉變 為什麼畫風
會有轉變？是因為環境 心情的不
同嗎？
蓮生活佛：這跟我們人的思
想是一樣的 一般小孩子畫畫 他
會畫車子有四個輪子 然後畫一些
人物 有手 有腳
；等到了高
中的時候 畫風也會改 思想也會
變；等到了大學的時候 也會繼續
變 人都是在變的！我講過 一歲
的時候 出場亮相；十歲的時候
學業至上；二十歲的時候 青春蕩
漾；三十歲的時候 職場闖蕩；四
十歲的時候 稍微發胖；五十歲的
時候 老當益壯；六十歲的時候

血壓向上；七十歲的時候 偶爾遺
忘；八十歲的時候 走路搖晃；九
十歲的時候 全部遺忘 走出去就
回不來了 要掛一個牌子：﹁我家
住
﹂因為會失憶；到了一百
歲的時候 就掛在牆上了 這是人
生的變化 也等於是一個思想的變
化 我的畫風也是一樣 我也是一
樣在變 隨著年齡一直在變 思想
改變 畫風就改變
記者：聽說您的畫作是很有
能量的 收藏您的畫有什麼好處
嗎？
蓮生活佛：每一幅畫都是我
用心畫的 我畫畫的時候 會把自
己的念頭放在畫裡面 所以 我的
念頭是有能量的 是一種證量 你
請回去以後 它會發揮證量 可以
影響到買畫的人

▲蓮生活佛畫作—〈機器時代來臨〉。

記者：師尊的意思是︱您的
畫作可以給信眾能量？
蓮生活佛：是的！現代的人
重視舒壓 當你看了這幅畫 就能
夠把壓力減輕；不但能夠舒壓 還
可以增加你的歡喜 增加你的快
樂 這是非常好的
記者：那 透過您的畫也可
以傳揚佛法囉？
蓮生活佛：當然是可以的！
就像我曾經畫了一個說法的人 當
那位買到這幅畫的同門把畫掛在家
裡 說法的人就天天出來對他講佛
法 那不是在弘揚佛法嗎？我還有
畫過很多佛菩薩 還有畫過孔雀明
王
記者：師尊是否可介紹幾幅
畫作 向大家講解您的創作理念？
蓮生活佛：以這一幅畫
︵︿機器時代來臨﹀︶來說 看起
來有點是抽象畫 創作這幅畫的時
候 我是想到手機的面板一打開
裡面就有很多線 很多點 都是電
路板 電腦一打開 裡面也很多這
種東西 這都是一種組合嘛！對於
主機板裡面的這些東西 我就想把
它放大一點 於是就畫一些四方
形 橢圓形 圓形 長方形的板
子 然後用各種顏色把它標示出
來 就像電路板一樣 然後就題
︿機器時代來臨﹀的字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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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感 一個抽象的東西就畫出來
了 你仔細看 會有靈氣在裡面
記者：您這幅畫是二○一一
年創作的 師尊當時是感應到未來
的時代嗎？
蓮生活佛：對啊！那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像我畫的這幅是︿水
母的故鄉﹀ 當時也是想到水母
其實 水母是人類的祖先 我覺得
水母的故鄉也是人類的故鄉 人是
從水出來的 在道家的書裡面有寫
到﹁天一生水﹂ 在沒有天地之
前 一片混沌 最先出來的應該是

水 所以叫做﹁天一生水﹂ 水裡
面最早的東西應該是透明的 是水
母先開始 所以我想 水母應該是
人類的源頭
記者：水應該是藍色的 師
尊當時畫的水為什麼是灰色的？
蓮生活佛：我們在畫畫的
人 什麼顏色都可以拿來運用 比
如有一種車叫做mini cooper 你
只要看過你的朋友開過這部車 以
後你再看到這部車 你就可以認出
這部車是你朋友開的 因為它的配
色絕對跟其他同款車都不一樣！這
是因為mini cooper的顏色可以任
你選擇搭配 因此 沒有一模一樣
的mini cooper 畫畫的時候也是
一樣 並不是某個顏色就一定是代
表人 也不是畫某件東西就一定是
用固定的顏色；就像蘋果 一般來
說 當然會想到紅色的蘋果 但也
有綠色的蘋果 此外 也可以畫成
黑色的蘋果 也可以畫成白色的蘋
果 蘋果可以使用任何一種顏色來
表現 並不拘於任何一種顏色 所
以 對於顏色的運用 我是這樣子
的
記者：您的弟子曾經帶著您
的一幅畫準備登機 竟然被警犬盯
上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蓮生活佛：是有這件事情

前天吃飯的時候 那位同門他還
在 是這樣子的 我畫了一棵桃
樹 樹上長了很多桃子 後來 他
就把這幅畫放在行李箱裡去搭飛
機 結果被狗聞到有味道 海關人
員就要打開檢查 結果沒有一點水
果 只有一幅畫 就是我畫的桃
樹 狗聞得出這畫裡的水果味道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另外 現代人常常講的﹁能
量水﹂ 大部分的人都是存疑的
但我加持過的大悲咒水在經過海關
機器受檢時 機器都會發出響聲
明明這瓶子裡面只是水啊？機器怎
麼會叫呢？海關不肯放行 海關人
員說：﹁如果只是水 就喝給我
看 ﹂弟子就倒出一杯來喝 證明
確實是水 這大悲水可以說是我加
持過的能量水 經過海關的機器就
會嗶嗶叫 怎麼會叫呢？這是一樣
的問題
記者：下週會有一場七福神
的法會 請師尊談一下這場法會的
目的？
蓮生活佛：七福神在日本是

很受重視的 這七福神其中的六個
神 都是中國的神 因為畢竟日本
宗教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台灣所有的城
隍都是來自大陸 五府千歲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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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畫作—〈水母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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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介紹七福神。

大陸 天上聖母也是來自大陸 關
聖帝君來自大陸 文聖 武聖 海
神全都來自大陸
日本七福神的其中六個神
也是從大陸過來的 只有惠比須是
原本日本人所尊敬的海神 祂守護
漁民 幫助安定社會 讓出海捕魚
者平安 讓貿易也非常好；這惠比
須是唯一一個日本的傳統信仰 其
他六個神都是中國傳過去的
我們傳這七福神 也等於是
把中國的文化跟日本的文化融合在

一起 然後一起修法 希望中國的
神跟日本的神能加持所有的人 讓
大家都有福氣 這是傳七福神這個
法最主要的意思
記者：七福神有特別的意義
嗎？是不是也可為台灣祈求平安？
蓮生活佛：是的！也可以為
台灣祈求平安 在七福神裡面有南
極仙翁 祂也是七福神之一 南極
仙翁是主長壽的 祂可以賜給人長
壽；大黑天就是西藏的瑪哈嘎拉
祂是屬於有威勢的 祂可以降魔
可以避邪；另外 福祿壽尊可以增
加你的福分 也可以增加你的壽
命 增加你的祿位 官位 是屬於
賜福的神；辯才天女就是妙音天
祂是屬於藝術的神 可以讓你很有
才藝 你可以學畫畫 也可以學彈
鋼琴 古箏 琵琶 學什麼才藝都
可以很出色；布袋和尚的布袋裡面
都是寶物 讓你求什麼就可以得到
什麼 這就是七福神的意義
記者：這麼說來 七福神也
是集結了很多能量？
蓮生活佛：是的！七福神就
是集結了七個神的能量 當做了這
場法會之後 會讓地方比較安寧
也會讓社會比較安定
記者：這也是師尊首傳的法
嗎？

蓮生活佛：應該是吧！因為
沒有人傳過七福神的法 那只是民
間的一個信仰 但我把它變成密
法 變成一個修行的方法
記者：既然這些神祇都是從
中國傳過來的 那怎麼會變成密教
的法呢？
蓮生活佛：西藏本來就有很
多民間信仰的神祇 蓮華生大士進
入西藏之後 祂就把佛教跟民間信
仰的神結合在一起 蓮華生大士降
伏當地神祇以後 就把祂們變成密
教的護法神 所謂的宗教就是這樣
的 釋迦牟尼佛的佛教是從印度的
印度教演化而來的 佛教傳到了西
藏 就跟西藏的神結合在一起 就
變成西藏的佛教；傳到了中國 就
跟中國的神結合在一起 像關聖帝
君就變成伽藍神 變成寺廟的守護
神了 這就變成中國化的佛教；傳
到了日本 又變成日本化的佛教；
到了台灣 當然就變成台灣化的佛
教了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本來就
是修密教的法 因為我們在台灣
於是就跟天上聖母 地母娘娘 瑤
池金母結合在一起 變成密教的
法
記者：我看到法會現場有七
福神的公仔 如果把公仔放在財位
是否也能帶來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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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採訪的各媒體記者。

蓮生活佛：七福神公仔就是
要放在財庫位的 這樣就可以把七
種福氣全部運到你家裡來 像這七
福神的船 有七福神在船上 擺的
時候要注意 你要讓財 福氣進到
家裡 船頭就要朝向家裡面 要往
家裡面開 不要往外面開；但如果
是出口商的話 船頭就要朝屋外
擺 開出去做生意；如果是做貿易
的進口商 船就要開進來 這都有
它的意思在裡面的
記者：要如何知道家裡的財
庫位？
蓮生活佛：你要丈量一下

從家裡的大門進來 斜對角最遠的
地方就是財庫位 那個地方必須是
一個角落 是一個聚氣的地方 那
就是財庫位 此外 還要看水流的
方向 很多人不會看財庫位的流
向 你要到外面去看水是怎樣流
的 台灣的中央是山 四周都是
海 住在西部的 水就往西流 住
在東部的 水就往東流 大的河水
都是這樣的流向 用這樣的方式來
看水的流向 就可以知道氣是如何
進到財庫位
記者：是要由高往低順著
流？
蓮生活佛：一定是順著流
沒有逆著流的 水跟氣是流同一個
方向 你看水 就知道氣怎麼流
了
記者：除了擺七福神的船
那還需要唸什麼咒語嗎？
蓮生活佛：因為七福神有七
個 但是 大黑天的威力很大 所
以我們就唸瑪哈嘎拉的咒語就可以
了 擺七福神的時候唸：﹁嗡 瑪
哈嘎拉耶 梭哈 ﹂這樣就可以
了
記者：這樣就會有應驗了
嗎？
蓮生活佛：是的！七福神裡
面還有一尊毘沙門天 就是托塔天

王 也就是北方多聞天王 你也可
以唸：﹁嗡 針巴拉 查冷查拉
耶 梭哈 ﹂唸祂的咒語 就是以
祂為主
記者：這麼說的話 是不是
想求什麼 就唸祂的咒語？
蓮生活佛：是的！
︱未完待續︱

備註：
■欣賞蓮生活佛不拘形式
跳脫顏色的畫作 沒有畫風的畫
風 獨樹一格的原創 不屬於任何
一派 是真實與天地感應的﹁盧
派﹂！歡迎有興趣的讀者與藝術愛
好者 前往參觀﹁蓮生活佛習畫二
十周年回顧特展﹂ 展出的日期與
地點是：四月三日至六月三十日於
︿日月潭向山遊客中心﹀的︿日升
月恆藝廊﹀
■此次採訪內容分別刊登
於：
四月九 二十八日和五月二
日的︽蘋果日報︾
四月二十二 二十九日的
︽壹週刊︾
四月二十三日的︽今周刊︾
五月一日的︽遠見雜誌︾
五月八日的︽時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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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佛不識佛
感恩師尊不捨憨弟子的遲鈍
慈悲加持
■文∕蓮花霧珍

一 緣起
感恩師尊於二○一五年三月
七日﹁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
中 對弟子蓮花霧珍的諸多鼓勵
︵法會隔日 欲赴台北參加
︿中觀堂﹀所主辦的﹁大幻化法網
金剛大法會﹂ 在高鐵上巧與﹁加
州四美女﹂同車 蓮薇師姊很熱心
的要幫我寫篇﹁見證﹂稿；惟 有
鑑於很多同門師兄姐都有許多應證
事蹟 且修法時間已久 我這初入
門弟子 一點點的小小小心得 實
在不敢勞煩蓮薇師姊 於是 決定
自己提筆獻醜 分享心得 ︶
二 自幼體弱無所求
據先父生前所言 我出生即
病 這一生 大病 小病不斷︵形
容為綿延不斷 應該不誇張︶ 因
身體孱弱多病 沒有玩伴 自幼即
養成沉靜寡言且害羞的個性

又因從小開始 一直是事與
願違︵套句話說 想都別想 只要
是敢想 絕對得不到︶ 也就養成
了沒有願望 沒有目標的個性 就
只是無所求地盡本分 該做的事
認真去做︵深信因果 擔心這世不
做 來世會要做得更多︶；對一切
事物的有無 是認命 順命 隨緣
的
二○一四年五月 師尊在關
島總督府獲頒﹁最高成就獎﹂
﹁榮譽公民﹂及﹁美國國會表揚證
書﹂ 師尊並主持尊勝塔開光安座
大典及主持﹁綠度母法會﹂ 首傳
﹁綠度母暨二十一度母分身灌
頂﹂
台灣有很多同門揪團去參與
盛會 家師兄異想天開地邀我同
行 我的反應是目瞪口呆 就憑我
的身體 怎可能出國？我連搭小客
車都很容易暈眩 出國對我而言
簡直是天方夜譚的大事 更何況是
團體行動 我擔心身體的不適會影
響或打擾到同門 造成不便 家師
兄卻充滿信心地說起很多同門經師
尊加持後的神蹟 要我放心做個追
佛族吧！
三 殊勝的關島行
有幸與師尊同班飛機往返關
島︵有關法會的殊勝 已有許多報

導我就不多述了︶ 在關島期間
身體平衡系統不佳容易暈眩的我
在搭飛機及乘坐遊覽車時都安然無
恙 每每遠眺或近看關島的海天美
景 我常常激動的眼眶濕潤
原來許多遊記中形容的秀麗景色
自己在這一生也能欣賞到︵內心很
感恩師尊的庇佑及加持︶
這趟關島行 參加尊勝塔開
光安座大典 應該是與尊勝佛母結
下因緣的種子
關島行回來後 我常隨家師
兄前往︿台灣雷藏寺﹀參加共修
更喜歡入三摩地打坐︵惟 ﹁金剛
誦﹂ ﹁九節佛風﹂及其他的調息
法也都還在摸索及嘗試中︶ 我是
個什麼都搞不清楚的人 卻很清楚
地知道但也很疑惑 自己在寒冷的
冬季裡入三摩地時居然會流汗

四 佛母忿怒身放大光明
自己資質愚鈍 因緣淺薄
在︿台灣雷藏寺﹀一樓的壇城共
修 許多佛菩薩的名號 說實話
我不識得；有緣被指導 也是記性
不大 忘性很大 ︵壇城內有供奉
尊勝佛母的寶像 真是汗顏 我也
沒記起來 ︶
那次的共修入三摩地之
由壇城某處放出金
光越來越大
越來越
後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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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中惶恐祈師解惑
隔幾日 正好有機緣 可以
見到師尊 家師兄建議我把疑惑寫
出︵我寫得很簡略 有許多經歷過
程也跳略︶ 若見到師尊時 祈求
師尊慈悲加持 因為我的內心已有
障礙 入三摩地時 擔心又遇到害
怕之事 自己一直戒備著不敢放鬆
放空
很懺悔自己的這樁小事打擾
到師尊 也很感恩師尊慈悲 簡單
扼要地告訴我：﹁是好事 ﹂我雖
不解 但仍想怯除內心的恐懼 也
開始尋找答案

大
但 後來 見一形相非常清
楚且面貌很﹁兇﹂︵真的是要敲自
己的頭 其實是忿怒相︶ 我驚恐
地一直默唸﹃根本上師心咒﹄與其
他平日所會唸的咒語
但仍不
見其離開
續再懇祈求師尊解圍 遂驚
惶地張開雙眼 並將目光投向壇城
內金光閃閃的眾佛菩薩︵此時磬聲
輕響︶
心忖 最近是否有做錯何
事？是否是這一世或哪一世的冤親
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如此這般厲
害 知道我在共修 還能追到雷藏
寺的壇城 嚇壞我也
六 感恩再感恩
頂禮師尊 師母；感恩師尊
不捨憨弟子的遲鈍 慈悲加持 敲
醒弟子的混沌 感恩師母如沐春風
的關懷
感謝前︿南投縣社會處﹀熊
俊平處長及雷藏寺王資主公關主任
的引領 家師兄蓮花培富皈依師尊
並開始參加︿台灣雷藏寺﹀的法
會 聽法 學法 也帶領我及二位
小女 全家都皈依師尊 ︵雖然早
年曾看過師尊大作︱︽靈機神算漫
談︾等書 但因緣未至 未皈
依 ︶

我有告訴家師兄 金光最先
是從何處開始︵只大略提及 詳細
情形並未告知︶
來自尊勝佛
母︵家師兄幫我尋找答案︶
當師尊在﹁阿達爾瑪佛護摩
大法會﹂開示 告知與會大眾 我
看到尊勝佛母時 我頓時恍然大
悟 原來我見到的是尊勝佛母
啊！
天啊！師尊都知
道！連我還看到什麼都知道！
︵此刻 在寫這篇心得分享
的一剎那 我也終於懂得尊勝佛母
顯化的意思了 ︶
弟子真是愚昧無知 內心十
分慚愧 惶恐及祈求懺悔 有緣見
到佛 竟然不識佛

感謝在關島時 蓮等法師及
蓮毓師姊︵暱稱﹁機關槍﹂︶指導
及分享調息運氣的心得 加上因緣
際會 師尊在好幾次的法會上開示
的重點口訣 讓我解惑得以繼續嘗
試及修正學習
感謝︿台灣雷藏寺﹀的蓮哲
上師 蓮歐上師 蓮僅上師 蓮轅
上師及諸多上師 眾多法師 熱心
地開示及指導我 讓我瞭解了很多
的儀軌或知識︵雖然 我還是個方
向盤尚未抓穩的笨學生︶；以及吳
碧嬌師姊 廖麗瑩師姊 蔡秋絨師
姊 張茱蒂師姊等 很多的志工師
兄姐都大力相助及分享修行心得
︵否則 以我害羞怕生的個性 應
該很早就不敢來雷藏寺參加法會及
共修︶

七 邁出小小一步
雖然我的起步很緩慢 但已
邁出一小小小步 可以追隨師尊
學習︽真佛宗︾﹁敬師 重法 實
修﹂的真諦 真的很感恩及感謝師
尊 師母及大家
也祝福真佛同門道心堅固
法喜充滿！願一切有情 同登摩訶
雙蓮池佛國淨土！

‧筆者為︿台灣省政府﹀
祕書長鄭培富先生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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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尚未討
論正題之前
先請問諸位看官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糞便臭不臭？
髒不髒？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有什麼
好問 答案當然是﹁既臭且髒﹂
第二個問題：在身體大腸內
的糞便臭不臭？髒不髒？
這倒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因為說﹁臭﹂也不是 說﹁不臭﹂
也不是；說﹁髒﹂也不是 說﹁不
髒﹂也不是
各位看官若細讀下述的說
明 就會了解 同樣的糞便 但
是 ﹁在體外﹂和﹁在體內﹂ 其
解讀會有極大的差異

先說一個故
事 有一天 體內
的器官 開會討論
﹁哪一個器官最重
要﹂ 心臟說他最
重要 沒有血送到
其他組織 其他器
官就無法運作；肺
說他最重要 血液
中若沒被灌入氧氣
心臟運輸血液就會失去
其效用；小腸說他最重
要 食物中的營養若不被吸
收轉入血液中 心臟就會失去動
力 血液運輸就會癱瘓；胃說他最
重要 食物若不被他打爛 磨碎
營養就無法被小腸吸收 其他器官
也紛紛發言
每個器官都認為
自己最重要 爭論了幾天幾夜都沒
結果
肛門一直想要發言 但大家
都不給他機會 要他閉嘴 他只好
閉住肛門 幾天後 大家被臭氣熏
得受不了了 請他把肛門打開 但
他堅持不肯 最後 所有的器官都
讓步 達成共識︱肛門才是最重要
的器官 肛門歡喜接受 大家才鬆
一口氣 各器官才回復正常功能
× × × ×
組織形成的共同體有兩種類

■文∕圓覺堂‧釋蓮到

型 一種是﹁生命共同體﹂ 另一
種是﹁利益共同體﹂ 我們先討論
第一種
㆒、生命共同體：﹁人﹂是

由細胞所組成的整體 人之所以有
生命 是因為其成員細胞亦有獨立
的個體生命 個體生命的功能連結
組成了整體生命 然後讓這整個身
體運作 也就是我們稱之為﹁人﹂
的這個﹁生命共同體﹂
所有﹁生物﹂均由細胞組
成 形態和結構相似的細胞形成了
細胞群；不同細胞群且功能相同
則組成了器官；各種器官協調配
合 形成系統；最後 由各種器官
系統組成﹁生物﹂的生命體
雖然生物是由細胞組成的共
同體 但生物整體的生命又不同於
細胞個體的生命 不受個別細胞壞
死或凋亡的影響 每個細胞的個體
生命各有其生命週期 只為促使器
官功能正常 使生物整體生命的運
作更有效 正所謂﹁功成不必在
我﹂ 例如：雙手因是生命共同
體 相互幫助 能搬抬東西和舉起
重物；雙腳因是生命共同體 相互
協調 能走路和跑步 移動整個身
體 若自我體內的一器官內某些細
胞功能異常 器官受損 這個生物
的整體生命不但不會懲罰這器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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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 反而會善待他 使其功能儘
速恢復 以維持生物整體生命的有
效運作
人老了 每個器官細胞的功
能都開始衰退 但細胞之間及器官
之間 都不會相互苛責 反而會相
互體諒 相互支持 攜手合作 讓
自我整體生命仍有效運作 站在人
的生命共同體立場 器官細胞的功
能只有﹁常 異﹂之分 沒有
﹁善 惡﹂之分
㆓、利益共同體：﹁組織﹂
是由人所組成的整體 雖然其成員
是人 每個人都有其獨立的個體生
命 但其所組成的﹁組織﹂並沒有
真實的﹁整體生命﹂；每個成員為
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會向其他
成員溝通 妥協 互惠 運用各種
手段 方法 美其名為﹁共存共
榮﹂ 有時也會藉組織的力量 向
其他組織爭取利益 再分配給成
員 這樣的﹁整體﹂ 筆者特別稱
之為﹁利益共同體﹂
利益共同體是靠組織規則把
成員維繫在一起 成員所做的事
若違反組織規則 就是惡的 錯
的 因為會造成組織的動盪或衰
退；若合於組織規則 就是善的
對的 因為可以為組織帶來穩定或

成長 就組織內的成員而言 若沒
獲得其預期的利益 很容易認為是
其他成員沒有盡責 其行為是惡
的 錯的；因此 成員之間爭吵
彼此批判 是不可避免的 當有利
益衝突時 會排擠 強取 當有名
利可圖時 會爭先恐後
× × × ×
師尊曾在好幾次的開示中問
大家：﹁如果一個人在月球上 還
有善惡嗎？﹂由此 大家可以很容
易就明白 因為沒有其他成員 無
法形成組織 既沒有組織規則的約
束 也沒有第二個人產生相對立場
的比較 ﹁利 害﹂的關係就不見
了 那成員的行為就沒有﹁善
惡﹂可言
因此 想要超越組織成員之
間不可避免的爭吵 批判 必須將
﹁利益共同體﹂昇華成﹁生命共同
體﹂；此組織的生命共同體成員除
了有自己個體的生命 還要有﹁組
織整體生命﹂的認知與作為 一定
要認定﹁組織整體生命︵整體有效
運作︶﹂比﹁成員個體生命︵個人
利益︶﹂更重要 即如同器官的每
個細胞一樣 每個成員自然產生
﹁功成不必在我﹂的認知 不爭功
諉過 以組織整體生命的有效運作
為目標

若將組織成員個別的﹁利益
問題﹂轉化為整體成員的﹁功能問
題﹂ 自然產生﹁同體﹂之心 就
會彼此關懷和調整其他成員功能的
﹁異﹂和﹁常﹂ 促使組織的這個
整體︵生命共同體︶能夠有效運
作 如此 成員之間就沒有﹁善
惡﹂和﹁對 錯﹂的對立問題了
亦沒有事件可執著 煩惱就不生
了 也就超越了組織成員之間因緣
果報的循環
例如 ﹁夫 妻﹂的組織
其實也是一種﹁利益共同體﹂ 若
彼此能視對方為﹁一體﹂ 即為
﹁生命共同體﹂ 就能促使組織成
員︵夫 妻︶和合 獲得最大的利
益 共存共榮 若夫妻無法成為生
命共同體 就會如同利益共同體的
成員一樣 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一旦夫或妻沒獲得預期的利益 很
容易就會認為對方沒有盡夫或妻的
責任 認為對方的行為是惡的 錯
的 夫妻之間的爭吵 彼此批判
就會變成無可避免的
想要超越組織成員︵夫
妻︶之間不可避免的爭吵 批判
就必須把 夫妻原先的﹁利益共同
體﹂昇華成﹁生命共同體﹂ 雖然
夫 妻各有自己個體的生命 但亦
有一個整體的生命 夫妻整體生命

52

菩提園地

的運作比夫妻個別的個體生命還重
要︵就如同器官的細胞一樣︶ 夫
妻個別的﹁利益問題﹂就會轉化為
夫妻整體的﹁功能問題﹂ 自然產
生﹁同體﹂之心 進而彼此關懷和
調整對方功能的﹁異﹂和﹁常﹂
讓夫妻的整體︵生命共同體︶能夠
有效運作 因此 也就沒有﹁善
惡﹂和﹁對 錯﹂的問題 沒有事
件可執著 煩惱不生 也就超越了
夫妻之間因緣果報的循環
上述的例子可以應用到家庭
組織 公司組織 社團組織 國家
組織 這些都是利益共同體；家人
是家庭的成員 同事是公司的成
員 會員是社團的成員 人民是國
家的成員；每一獨立的成員為了創
造及保護自己的最大利益 和其他
成員聯盟成一個組織 共榮共存
要想超越這些組織成員之間
不可避免的爭吵 批判 唯有將
﹁利益共同體﹂昇華成﹁生命共同
體﹂ 把成員個別的﹁利益問題﹂
轉化為整體成員的﹁功能問題﹂
因為整體生命的運作比成員個體生
命的功能還重要 當認定﹁功成不
必在我﹂ 也就容易做到﹁無
我﹂
楚國的申鳴嘆謂：﹁忠孝不
能兩全 ﹂這說明一個人不但是家
庭的成員 亦是國家的成員 這成

員家中有年邁的父母需要他照顧
國家又需要他從軍報國；他若做到
忠 他就不孝 他若做到孝 他就
不忠；他很難同時對家庭和國家負
責 若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角
度而言 他可能選擇盡忠在先 盡
孝在後；若以﹁子欲養而親不在﹂
而言 恐父母年邁 壽命不長 他
可能選擇盡孝在先 盡忠在後
若把﹁家庭﹂和﹁國家﹂視
為個別不同的成員 形成了所謂的
﹁利益共同體﹂ ﹁忠 孝﹂就變
成利益問題 因此 ﹁忠孝不能兩
全﹂就會是個無解的難題 但 若
將﹁家庭﹂和﹁國家﹂昇華成﹁生
命共同體﹂ ﹁忠 孝﹂就不是利
益的問題 而是功能的問題 ﹁忠
孝不能兩全﹂的問題就能自然解
決 因﹁忠 孝﹂不再是對立 二
分的了
此時 對﹁整體生命﹂而
言 成員的個體行為是沒有忠 也
沒有孝可言 也可以說忠即是孝
孝即是忠 只是個人功能的表現而
已；當個人完成所謂﹁忠﹂的功能
時︵如同細胞的衰亡或器官的衰
退︶ 因為國家︵生命共同體︶得
以繼續正常運作 該成員的父母親
亦得以存續
根據上述的探討 筆者試圖
更進一步假設 宇宙意識是宇宙的

﹁整體生命﹂ 也就是所有個別靈
體的﹁生命共同體﹂ 其成員是所
有個別的靈體 如果個別的靈體認
為只有其個體生命 並沒有宇宙的
整體生命 則這個個別靈體的生命
週期結束後 就會隨業的因果報
應 落入六道輪迴中
當個別靈體覺悟到宇宙整體
生命的存在 認定自己是宇宙整體
生命的一個基本單元︵如同細胞是
人體的一個基本單元︶ 一旦其個
體生命週期結束 若其行為 意識
符合宇宙整體生命的自然運作 就
有可能在宇宙某處再生︵如同人體
細胞的再生︶；因為沒有執著 所
以不會被業力所束縛 自主 任運
地出生在十法界的任何一法界
理論上 當個別的靈體認
同 認定了自己是宇宙整體生命體
的一員 一旦和宇宙的整體生命連
接上 這個靈體就可以了解宇宙生
命共同體的整體運作 以及宇宙內
其他靈體的個體生命狀態和功能
因此也就不會有他 我的分別了；
當個別的靈體完全融入宇宙意識
中 那這個靈體就可以如同宇宙的
整體生命一樣 擁有整個宇宙
筆者提出這個議題 僅供參
考 希望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與價
值 更期待讓讀者們能回應此議
題 踴躍投稿至︽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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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做法務、公益，
不能 閉門造車。

做法
■文∕蓮花慧君上師

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在二
○一五年一月卅一日於︿台灣
雷藏寺﹀主持﹁一髻佛母護摩法
會﹂ 於開示中 師尊首先宣布之前
祂接受媒體專訪的時間排程 而後
師尊提到香港︿華光功德會﹀所做的
法務為何成功？因為他們都有媒體的
宣傳 因為﹁沒有促銷 就是報
銷﹂！而且他們還徵集發心人士 所
以 有很多香港名人 藝人都來參
加！

師尊更讓常仁上師上台發表香港
︿華光功德會﹀的作法 常仁上師表
示 在師尊的加持之下 有將近二十
位知名藝人參加︿華光﹀所舉辦的活
動 而且這些藝人都很發心出錢 出
力！
師尊繼續表示：常仁上師在電視
台做宣傳 推銷香港︿華光功德
會﹀ 所以盼本宗各單位學習跟進
聖尊強調：我們做法務公益 不能閉
門造車 當努力上媒體上宣傳 總而
言之 沒有推銷 就是報銷！
之後 在二○一五年三月的新春
大法會期間 本宗各大單位有哪些在
媒體上發揮的 相信大家在網路上搜
尋 都可以知道其效果 長期以來
︽真佛宗︾的確較重視宗內宣傳 搖
旗吶喊 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其實
這是真佛弟子們應盡的責任
然而 一談到對外宣傳 也有不
少單位都傻眼了
這該如何下
手？
筆者幾次與侍者團跟隨根本傳承
上師外出的場合中 有多次外界人士
︵未皈依者︶看到師尊 也會情不自
禁地脫口而出：﹁這位名人不是在電
視上曾看過嗎
﹂他們甚至還爭
先恐後地希望與師尊合照

當然 以師尊的境界早已經超越
名利 淡然處之！然而 護持根本傳
承上師與宗派的對外宣傳 實在是落
在我們每位弟子的責任身上！
大家都知道我們可能是微不足
道
然而 我們都皈依了最珍貴
有大成就的根本傳承上師 怎麼能不
大力對外弘揚呢！所以 期盼大家要
有這方面的共識︱沒有促銷 就是報
銷！
因此 大家不妨想想 是否有定
期對外刊登媒體宣傳？
筆者很盼望以後各單位在朝聖
時 也準備簡報 將過往的對外宣傳
做成剪報 呈給師佛聖覽 以響應師
佛在二○一五年一月卅一日的聖示；
學習香港︿華光功德會﹀的對外宣傳
精神 讓更多未皈依者知道師尊的聖
名與慈愛！
今年的四月十二日 新竹︿福佑
雷藏寺﹀舉辦的﹁七福神大法會﹂
有四家電視媒體採訪 交出了漂亮的
成績單 緊接著在四月二十六日 師
尊 師母將蒞臨台灣高雄親自見證慈
善晚宴 目前也都陸續有多家媒體的
專訪
盼其他各單位 大家也拼一拼成
績如何？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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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心發現

菩提園地

︵筆者案：爾來 沉浮於網
路中乍見有詆毀︽了凡四訓︾乃
投機巧取 自欺欺之人之語 故
而提筆著墨 以正視聽 ︶
︽皇極經世︾素來是中國命
學的至高絕學之一 鐵板神數亦
根源其中的邏輯演繹而來 邵子
︵西元一○五七 一一三四年︶
參天化物 從臨摹到揣度易理的
精義 到窮究三昧並演化其神
髓 無怪乎︽四庫全書︾稱其
﹁辭約而義廣 天下之能事畢
矣﹂
其意涵不外如下：
以﹁齒輪﹂形式的磨合與烙
印出命運的斑斑軌跡︱︱它從來
不會有所差池 否則無以推論
元 會 運 世等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 用以計算的浩浩蕩蕩的天
地氣數運行工程 顯見 天地的

氣數盡在其中可以羅列彰顯 何
以居其中的﹁人﹂能逃出天生？
是以 看似充滿﹁自我決定﹂
︵ self-determination︶以 為 身
為萬物之靈 可以操控一切 卻
不可能全然掙脫資源的有限性
︵空間︶與過程的聚合離散性
︵時間︶之絕對宰制︱倘若其能
脫離地球母體展延至星際銀河
或可不囿於時空之限制 然卻依
舊繫於﹁地 水 火 風 空﹂
五大的終始循環 除非論者不再
以肉體與物質形式出現或依附於
裟婆世界 否則 難謂氣數可不
受天地的箝制與影響
故而 袁了凡︵西元一五三
三 一六○六年︶之舉措乃至如
何奮起 都難辭﹁數﹂的精密計
算 ︱ 此 一 ﹁ 決 定 論 ﹂
︵ determinism︶超 越 了 模 擬 兩
可 語焉不詳的泛泛術數 或曰

■文∕虹光

俗稱江湖戲法的套命矩陣
︵matrix︶ 此類戲法演繹者
充其量只是依樣畫葫蘆的鸚鵡學
舌 想為他人指點迷津卻不自覺
地陷入另一窘境︱︱佔算者的囚
徒困境︱假道學的圖窮匕現 未
自覺而試圖覺他
以﹁念力﹂形式的聚焦與堆
砌出命運的通衢大道︱佛門夙昔
以六波羅蜜︵布施 持戒 忍
辱 精進 禪定 般若︶來啟動
對於自我深沉的靈魂覺醒 以及
利益自我以外的芸芸眾生的慈悲
舉措 視其為改變命運的不二法
門︱縱然於一時一刻乃至於一世
不得見乖舛的人生從此踏入順風
之途 然而卻在無形中鍛造出如
鋼鐵般的堅苦卓絕 此一心性的
銘刻與穿鑿 實乃非比尋常
雲谷禪師直揭﹁萬法唯
對袁氏起了莫大的感動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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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依止︱準提神咒 審度心
念 行善布施等三項法門 並且
綿密與詳實載錄這行持的過程與
理趣 赫然發現原先所被決定的
事物一一改變︱︱這並非異論者
口中的﹁投機取巧﹂ 誠是一個
生命的自我覺察與醒悟的蛻變過
程
殊不知 此心若以妄為真
無論如何喬裝都無以令命運的渠
道導向光明璀璨的坦途 顯見
宿命並非沒有此事 否則證道者
的﹁六大神通﹂只是花拳繡腿
虛晃一招 對於自我覺察乃至於
教化眾生都只是空中樓閣的囈
語
︽了凡四訓︾的真正價值在
於肯認命運的切實存在 而因果
報應的原理法則 早記述於︽老
子︾﹁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的
剔透觀察 是以 其要旨並非要
我等服膺於命運的宰制 更非謂
在改變命運的過程中 以﹁取
巧﹂甚或﹁投機﹂的方式來證
成︱雖然這是絕大多數修行者對
於修行的錯謬知見而導致﹁因地
不真 果遭迂曲﹂︵︻大佛首楞
嚴經︼︶的弊病

換言之 求取功名利祿者多
如過江之鯽 渠道宗教或術數法
門中祈求而未能如願者 更是星
羅棋布 袁氏自我證成了命運的
改變與創造 難謂沒有任何正面
啟示 有道是 機心者巧詐詭
變 汙衊了轉凡成聖的價值才是
真正的罪大惡極
命運的禍福窮通不外乎俗世
所界定的妻 財 子 祿 壽︱
捨此四者而能為吾人所介懷者鮮
矣 以﹁無形﹂︵八正道 六波
羅蜜︶化為﹁有形﹂︵功 名
利 祿︶的修持理路 就佛法的
勝義諦言之 確實不值一晒
然而 以世俗諦的理趣觀
察 佛法不離世間覺 諸佛菩薩
的累劫誓願在於拔超一切有情
度一切苦厄︱難謂諸佛菩薩加持
求取功名顯赫與財利的亨通 未
償不是度眾的一種﹁通權達變﹂
︵contingency︶︱當有如斯人等
含辛茹苦承載著父母妻兒的至深
盼望；以及被債務逼迫至五窮六
絕的境地 受持佛法乃至於踐行
諸善奉行的教示 從而覺察
﹁因︱果﹂的報應不昧 而於逆
境中形塑出物質所無法取代的人

生智慧︱其﹁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轉換為
﹁ 目 的 理 性 ﹂ ︵ Purpose
Reason︶的 ﹁ 格 式 塔 轉 換 ﹂
︵ gestalt switch︶乃 指 日 可
待
易言之 把佛法當工具 手
段自是論者所鄙夷 但捨此宗教
與術數等外緣的加乘 以畢生之
力扭轉命運的乾坤而遂行理想境
地者難謂絕非沒有︱個人的努力
與鍥而不捨的自我超越 即已符
應六波羅蜜的﹁精進﹂旨趣
俗世的福報祈求與佛法的宗
旨其實並無扞格 若非如此 則
﹁轉輪聖王﹂其三十二相即為
﹁如來﹂之三十二相︱顯見 以
﹁無所住而生其心﹂ ﹁離一切
諸相﹂的信受奉行方能修證無漏
的解脫功德 而非貪著有漏的俗
世福報是其唯一的關鍵判準
然而 財 侶 法 地為求
道者所須具備資糧 捨此四者要
成佛道 定為真正的苦行︱︱其
並非佛所不許 然依止中道而成
就難謂全無 因之 先成就世間
法再渠道出世間法為終極目標
應為吾人所加以肯認

56

想要觀看蓮花四妹的影片
只要登上YouTube網站
輸入「Number 4 sister」 即可
謝謝大家！

■文∕蓮花四妹

今

年的新年春節 ︿觀照雷藏
寺﹀的董事 理事們與筆者等
人一起慶賀新年 餐聚時 大家有
說有笑 席間歡聲連連 氣氛融
洽 大家互相交流法務 突然 一
位盧師兄提議：﹁在世界各地都引
起熱潮的 YouTube 現在在中國內地
也大受歡迎
很多人都會到
YouTube上觀看各式各樣的影片 甚
至直接在 YouTube收看節目 我看
我們就推薦蓮花四妹錄製搞笑的影
片 上傳到 YouTube讓大家看 ﹂盧
師兄還說：﹁四妹曾在西雅圖多次
供養歌舞給師尊 逗得師尊和與會
同門開懷大笑 相信她的笑料一定
會很受歡迎 假如四妹在 YouTube的
點閱率很高的話 不但有獎金可以
做公益 也可以廣為宣傳︽真佛
宗︾呢！﹂
盧師兄問我是否願意如此搞笑
登場呢？當時的我毫不考慮 立刻
回答：﹁沒問題！要我怎麼搞笑都
無所謂 只要是對︽真佛宗︾有所
貢獻 對︿觀照雷藏寺﹀有所幫
助 我義不容辭 一定奉陪！﹂
在幾個月前 我在費城的學校
工作時 遇見了一位無精打采 垂
頭喪氣的工作人員 於是我就上前
關心對方 我問對方是否也是在這
所學校工作呢？他說：﹁不是！我
是專業的採訪攝影師 今天很倒

我那慈悲的母親生了一大堆女
而我的祖母及爸爸又很重男輕

霉 遇上了一位不近人情的老教
授 什麼都訪問不到 弄不出成績
來 ﹂他同時告訴我 他在此訪問
很長一段時間了 都還沒有成績出
來 很是懊惱
當我聽完他唉聲嘆氣的訴苦之
後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辦法能幫
他 只能說點幽默逗趣的話 希望
他能開心一點 突然 我靈機一
動 我說：﹁不如這樣吧！今天
你來訪問我 我在此大學工作已經
有十五年了 有很多故事和經驗
你來訪問我吧！﹂
他聽完我這麼一說 臉上終於
露出笑容 於是他找個校園一隅
找好角度就開始訪問我了 ﹁妳叫
什麼名字
？妳來自哪裡
？
是什麼原因讓妳來到美國
？﹂
於是 我就滔滔不絕地講述我這一
生和我家族的背景 以及我如何逃
難 如何死裡逃生 終於定居在美
國的故事
我這一生命途坎坷 尤其是我
的童年時期 每個人的童年應該都
是美好的 因為那是人生最快樂
最無負擔的時光 但我與三姊兩
人 當時只是十二 三歲的小女
孩 就要在家裡所開的五金工廠工
作了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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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所以 母親常受到祖母及爸爸
的責備 母親時常因此暗自流淚
這讓做女兒的我們心裡很不好受
記得有一次 當五金工廠的工
人罷工時 爸爸的心情很不好 又
對我的媽媽埋怨 出氣；當時 我
與三姐決定在晚間趁爸媽睡覺時
兩姊妹跑去樓下 將輾瓦鐵的機器
打開 終於 姊妹兩人成功地輾了
瓦鐵片 令爸爸另眼相看 從此之
後 媽媽才能安寧地過日子
還記得有一回 三姐穿著睡袍
與我在輾瓦鐵片時 一不小心 整
件袍子被機器的輪子給捲了進去！
三姐使盡全力 拼命掙扎 對抗機
器滾輪的拉拔 在千鈞一髮之際
睡袍終於被撕破了 三姐才逃過一
劫 當時的我被嚇得無法形容 直
到今日 當時的情景還深深印在我
的腦海裡
當我講完了我的故事 這位採
訪攝影師很是感動 他給了我一個
擁抱 感謝我講出我的親身故事
當採訪完畢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我唱了一首自己編的英文歌給他
聽 他聽完之後很高興地說：﹁下
次 我幫妳錄歌 ﹂
兩個月之後的一天 學校舉行

消防演習 當警鐘一響 每個人都
要依照指示迅速離開學校 至校外
等候 因緣巧合 我在校外又見了
這位採訪攝影師 當他再次見到我
時 他非常興奮地說：﹁妳到哪去
了？我再回來時 找不到妳啊！﹂
我告訴他：﹁我在兩個月前被調到
樓上工作 你當然找不到我囉！﹂
他說：﹁我今天在法學院訪問
學生 如果妳有空下來 我就幫妳
錄歌 ﹂我說：﹁我快下班了 只
要一有空 我就會下去找你 ﹂這
次的消防演習只有十分鐘就結束
了 趁著還有點時間 於是 我就
趕緊跟他去錄歌；讓我不敢置信的
是 在錄歌的過程中 非常順利
沒有需要重錄的地方 一次就 OK
了！我非常感謝他在百忙之中 願
意抽空來為我錄歌
當天晚上 我突然想起新年餐
聚時 盧師兄所講的事 於是我立
刻打電話給那位採訪攝影師 請他
幫忙把今天所錄的歌 直接放在
YouTube上 將來如果有獎金收入的
話 可以全部捐作公益 也可以廣
為宣傳︽真佛宗︾ 而他非常樂意
幫我實現這個夢想
日後 學校所有的工作人員
包括校長和學生們 他們都上

YouTube觀看我的唱歌 許多人看了
之後都笑到眼淚幾乎流了出來 人
人稱讚 叫好！近日 在︽燃燈︾
及︽真佛報︾閱讀到師尊讚揚香港
︿華光功德會﹀辦得非常成功 師
尊再度提到常仁上師所說的：﹁如
果沒有推銷 就是報銷 ﹂就是因
為這一句話 給了筆者萬分勇氣
發願以這種方式來推銷︽真佛
宗︾
真的很奇妙！當我發願要把搞
笑影片放到 YouTube 希望可以為宣
揚︽真佛宗︾盡一分力時 連續兩
個晚上都夢見師尊和蓮花素明師姐
︵已經往生的堂主︶ 桌上擺著各
式各樣的美味佳餚 師尊和素明師
姐都吃得津津有味 蓮花素明師姐
還問我：﹁妳要吃嗎？﹂筆者認為
這是吉祥夢 師尊及蓮花素明師姐
以顯夢的方式鼓勵我
筆者在此希望全世界的真佛金
剛兄弟 請伸出您們珍貴的﹁愛的
小手﹂ 一日一按 YouTube 這不僅
僅是支持筆者而已 當點閱數量越
大 相關傳播媒體就會注意且報
導 於此之際 就是宣揚︽真佛
宗︾了
敬請大家支持 蓮花四妹在此
感恩再感恩 大家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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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栽上師頒發分社證書，由蓮洪上師（右二）代表接受，
並與理事長蓮花素娟師姐、蓮花聲榮師兄合影留念。

燃燈雜誌㊞尼泗㈬分㈳成立
蓮洪㆖師㈹表接受分㈳證書

廣播

︻燃燈編輯部︼為弘揚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真佛法教

︿真佛密法﹀ 凡我真
佛弟子 責無旁貸！
︿真佛密法﹀在印尼的
推廣雖已行之有年 但
若以中文的方式傳揚
仍須繼續努力
有鑑於此 座落於

■文∕蓮中法師

大雪紛紛緩飄降

景物穿㆖銀衣裳

無性變化非幻想

太陽㆒出還原樣

× × × ×

因緣無性瞬間化

虛空顯現太極樣

心㆗無我亦無他

物質轉變無恆常
心於二○一五年三月七
日 藉聖尊蓮生活佛於

㆒切終究皆為無

因緣性化無性位

最後祂說並未言

佛陀說法㆕㈨年

× × × ×

鑽石黃㈮為糞㈯

㆒旦修成心無住

宇宙太空意皆同

︿台灣雷藏寺﹀主壇

大法要靠實練修

燈雜誌社﹀社長蓮栽上
師頒發分社證書

事長蓮花素娟師姐及蓮
花聲榮師兄 於︿台灣
雷藏寺﹀密壇接受︿燃

金剛法﹂之際 蓮洪上
師偕︿光明雷藏寺﹀理

﹁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
會﹂ 首傳﹁大幻化網

印尼泗水的︿光明雷藏
寺﹀無所謙讓 謹奉此

空

59

法會」。

不受五欲六塵 不被一切人事物所影
響；行者的內心不生起貪愛 無明等
種種執著與分別 這是屬於內心的
﹁定﹂
上師強調 莫隨境走︱千萬不要
被禪定中所見到的種種景象給迷惑
了！於禪定中要時時警惕 謹記一切
所生起的境都是緣起相 要小心控制
念頭 不要隨境妄動 回歸一念 妄
念自然平息 這就需要有﹁中觀正
見﹂的基礎；所以 行者在平時就要
多瞭解 培養中觀正見
最後 上師鼓勵與會大眾好好學
習 修持︿真佛密法﹀ 將來一定成
佛有望 上師同時感謝所有護持法會
的義工及與會的同門善信大德
更
感謝根本傳承上師和諸佛菩薩的慈悲
加持 法會圓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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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

護摩
神
財

二

○一五年三月二十一 二十二
日 美國北卡州︿禪觀雷藏
寺﹀舉辦﹁黃財神息災 超度 祈
福 增益護摩春季法會﹂ 邀請來自
加州的︿尊勝雷藏寺﹀住持︱釋蓮僧
金剛上師蒞臨主壇 並有蓮金法師
蓮誼法師 蓮花麗娥堂主與眾同門善
信大德護持
法會現場布置得非常莊嚴 各式
各樣的供品非常具足；在火供進行
間 有同門的照相機拍到了彷彿是龍
天護法在火中顯現的姿態 真是天人
盛事 不可思議！上師在火供後的開
示中提到 看見黃財神在虛空中放光
加持同門善信 為與會眾等消災 增
益 法會現場充滿一片祥和的瑞氣
令人喜樂輕安 非常殊勝
火供之後 蓮僧上師開示﹁如何
修學禪定﹂ 上師說 很多世俗人以
為禪定就是一種瑜伽的靜態運動 其
實 禪定在佛學裡是一種更高層次的
修持法門 只是單一修持禪定並不能
令行者有所解脫成就 但 學習佛法
也離不開﹁禪定﹂法門 禪定只是修
行中的工具 並不是學佛修行的主要
目標；﹁禪定﹂這兩個字可以分成兩
個部分來看 ﹁禪﹂是對外 ﹁定﹂
是對內；﹁禪﹂就是不受外在環境

‧於護摩火中，彷彿顯現龍天護法。

「
黃
上師 主 壇

剛
僧金
蓮

｝

■文∕蓮花新民

菩提園地

▼釋蓮旺金剛上師主壇「大悲寶懺暨清明超度法會」。

︻西雅圖雷藏寺訊︼二○一
五年四月 正逢觀世音菩薩
聖誕暨清明祭祖 ︿西雅圖
雷藏寺﹀提前於四月四日
︵星期六︶舉行﹁大悲寶懺
暨清明超度法會﹂
清明節又稱﹁思親
節﹂ 是後代子孫慎終追
遠 以表孝心 期使往生者
能生起清淨心 歡喜心 信
仰心 終能離苦得樂 往生
佛國淨土 是日 所有同門
及各界善信大德 都提著大
包 小包等各式供品 前來
供養觀世音菩薩及祖先 豐
盛的供品擺滿了整個壇城
法會於晚上七時卅分準
時開始 由釋蓮旺金剛上師
主壇 釋蓮潔金剛上師 釋
蓮花壁珍金剛上師及︿彩虹
雷藏寺﹀蓮友金剛上師護
壇 眾法師 助教 眾同門
各界善信大德共同參與護
持

法會在莊嚴肅穆的梵唄聲中
進行 大家在維那蓮花九如法師
的帶領下 虔誠跪拜 唱誦 祈
求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
光加持 同祈觀世音菩薩及諸佛
菩薩 龍天護法空行的護佑 日
月吉祥 如意 平安 順利 把
一切累劫業障消除；更一心祈求
佛光注照 接引各門姓氏歷代祖
先及眾靈 早日往生極樂淨土
離苦得樂 品位提昇
法會後 主壇釋蓮旺金剛上
師開示說：觀世音菩薩是慈悲
的 善良的；大悲是一切諸佛菩
薩功德之根本 是般若波羅蜜之
母；菩薩以大悲心得般若波羅
蜜 故得成佛 所以 上師提醒
大家 時時警醒自己 勿有黑暗
心 否則會變形 要時時心地溫
厚 純潔 無惡念 才能有成
就
聽完上師的精彩開示後 眾
同門熱烈鼓掌 在熱烈的掌聲
中 圓滿結束此次殊勝的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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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旺上師於〈西雅圖雷藏寺〉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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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旺上師於法會最後做總迴向。

■文∕蓮花登義

上師都會為同門法語開示 第一
日 蓮一上師訓勉與會大眾 身
為真佛弟子一定要飲水思源 不
忘根本傳承上師 並以修行成就
來報答根本傳承上師 第二日
上師鼓勵大家 修行最重要的是
明心見性 神通與靈感並不是究
竟；每個人都有佛性 只要努力
修行 一定會有成就 一定會成
佛 第三日 上師強調 修行就
是修改行為 改善自己所犯下的
錯誤
第四日 上師闡述禮拜︽三
千佛洪名寶懺︾的意義與目的
每個人都會犯錯 但只要願意承
認錯誤 真心懺悔 若不能真心
懺悔 禮懺也就只是淪為一種形
式而已；是日 上師還勉勵大
家︱做人要知足 做事要知不
足 做學問要不知足 在第五
日 上師談到五福臨門︱長壽
富貴 康寧 好德與善逝 若行
者認真修法且修心 此五福必定
具足

修行不忘根本 唯㈲佛法能出離苦海
印

尼坤甸︿真德雷藏寺﹀在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至二十九日舉辦﹁南摩三千佛洪
名寶懺大法會﹂及﹁南摩大白蓮
花童子息災 祈福 超度護摩大
法會﹂兩場大法會 本次法會特
邀請來自加拿大的釋蓮一金剛上
師主壇 並有本寺的兩位常住法
師 一位講師 一位助教及各道
場理事 同門善信大德踴躍前來
護持
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舉
辦﹁南摩三千佛洪名寶懺大法
會﹂ 法會於下午三時正式開
始 於下午恭誦一卷 再於晚上
七時正繼續恭誦一卷 每日禮拜
兩卷 五天的寶懺法會順利圓
滿 總共禮拜了三千佛 雖然每
位同門都喊腳痛 但最終還是堅
持下去；當把︽三千佛洪名寶
懺︾拜完之後 每個人的心裡都
懷著感恩的心情
在每日禮拜完畢之後 蓮一
◆蓮一上師和與會同門於「大白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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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這五日的法語開示 與
會大眾人人心有所省 心扉被敲
醒 打開了 彷彿有著一種無名
的力量在催動我們︱人生苦短
要趕緊修行
三月二十九日 ︿真德雷藏
寺﹀舉辦﹁南摩大白蓮花童子息
災 祈福 超度護摩大法會﹂暨
慶祝聖尊出家日 於下午一時正
式開始 法會非常殊勝 大約有
三百多人踴躍參加法會 在法會
後 蓮一上師於法語開示時在在
提到了佛法對於人生的重要 人
世間沒有所謂的永恆 一切都是
變化無常的 唯有佛法能讓我們
出離輪迴苦海 了生脫死 進入
永恆的生命︱修行成佛
開示結束後 蓮一上師代師
為十幾位新同門做﹁皈依灌
頂﹂ 隨後並為大眾做﹁南摩大
白蓮花童子賜福灌頂﹂ 連續六
日的法會至此圓滿落幕
連續六日的法會活動 一切
圓滿 順利無礙；而蓮一上師每
日的精彩開示 令與會大眾都有
著很深的感觸與覺醒 感謝根本
傳承上師與諸佛菩薩大力加持
整個道場日日洋溢著法流 與會
眾等莫不身心安樂 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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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一上師點燃護摩火。
▲

▲蓮一上師代師為新皈依的同門做「皈依灌頂」。
▲蓮一上師和與會同門於「三千佛洪名寶懺大法會」後合影留念。

〈大覺堂〉新道場開幕大典 貴賓雲集
與會大眾為錄製影片向師尊 師母賀年暨請佛住世

■文∕蓮花如茵講師

→〈大覺堂〉眾理事同門在二○一四年
十二月五日與師佛聚餐時合影留念。
↓蓮飛上師與貴賓、主席、堂主，
一起為〈大覺堂〉新道場開幕剪綵。

日印尼雅加達︿大覺

二○一四年十一月一

自

堂﹀新壇城由香港︿十方同

︿大覺

修會﹀釋蓮花常仁金剛上師

主持開光安座後

堂﹀眾理事同門在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的大力加

獲得千載難逢的機

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五

持之下

會

藉此難得的

︿大覺堂﹀製作短片

日與師佛聚餐

機會

向師佛報告新道場的進度

並祈求師佛為︿大覺堂﹀新

在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二○一五年二月十五

道場及壇城遙開光加持

日

生活佛的大力加持之下

蓮菩上

蓮元

︿大覺堂﹀誠邀本國的四位

蓮祖上師

金剛上師︵蓮飛上師

上師

並有諸多貴賓親臨護

於上午十點鐘主持開幕

師︶蒞臨︿大覺堂﹀新道

場

大典

持；是日蒞臨的貴賓有印尼

雅加達中部及西部的佛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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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飛上師於開幕大典前，帶領與會大眾頂禮壇城諸佛。

長 Suratman S.Ag 先 生

Harsono 女 士

︿印尼密教總協會﹀主席

Winarni

印

︿印尼密教總會﹀主席

Rahmat Hartanto 先 生

尼各分堂代表及︿大覺堂﹀

諸位發心的功德主踴躍出

席

開幕大典首先請︿印尼

主席在

密 教 總 協 會 ﹀ 主 席 Winarni

Harsono 女 士 致 詞

致詞中希望︿大覺堂﹀能發

更希

弘揚︿真佛密

廣度有情眾生

揚光大

法﹀

接著由印

望之後大家能夠好好珍惜殊

勝莊嚴的新道場

尼雅加達中部及西部的佛教

Suratman S.Ag 先 生 希

社 長 Suratman S.Ag 先 生 致

詞

相互尊重

相

望所有佛教徒都能和其它教

徒和睦相處

以無

佛教徒要以身作

實踐佛陀的教誨

互支持

則

量心包容其他不同的教派

︿大覺堂﹀主席蓮花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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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社長 Suratman S.Ag 先生致詞。

▲〈印尼密教總協會〉主席Winarni Harsono女士致詞。

▲〈大覺堂〉主席蓮花益星師兄致詞。

▲〈大覺堂〉堂主蓮花真萍師姐致詞。

星師兄於致詞時提到︿大覺
堂﹀從二○○二年成立以來
歷經了十三
除了感謝

今日才能有如此莊嚴肅

的種種過程
年

穆的壇城及佛像

理事及
更要感恩無

諸位發心的功德主
義工同門之外

才有今

上法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的大加持
日的新道場
最後由︿大覺堂﹀堂主

▲（左起）蓮菩上師、蓮飛上師、蓮元上師、蓮祖上師。

蓮花真萍師姐致詞
謝大家的護持及支持

堂主除了感
希望

也期勉自
己不辜負大家的發心贊助

大家繼續護持︿大覺堂﹀的每一
一年邀

項法務活動；︿大覺堂﹀平均每
兩個月舉辦一次大法會

由︿大覺堂﹀堂主

於此轉動真佛大法輪

請六至七位本宗的金剛上師主壇
法會

接下來

及主席頒發感謝狀給諸位貴賓
再由四位上師頒發感謝狀給諸位

▲〈大覺堂〉主席蓮花益星師兄頒發感謝狀予佛教社長Suratman S.Ag先生。

發心的功德主

留念

師

最後

法師

蓮飛上師

弘法人員

向根本傳承上師聖

與會大眾在祝

吉祥如意之後合影

釋

釋蓮祖金剛上

釋蓮菩金剛上師護壇的﹁南

蓮元金剛上師

由釋蓮飛金剛上師主壇

賀新年快樂

賀年暨請佛住世

尊蓮生活佛及師母蓮香金剛上師

佛資訊網﹀

貴賓及同門錄製影片上傳至︿真

帶領諸上師

▲〈大覺堂〉新道場開幕大典，現場貴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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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超度暨請

摩大白蓮花童子息災
敬愛

剛上師皆萬分讚歎︿大覺堂﹀莊
每一尊佛像都彩繪得

嚴的壇城

增益

福

來吸引善信親近
佛

進而皈依

學

之後

在諸位上師精彩的法語開示

積極推動法

﹁大白蓮花童子賜福灌頂﹂；而

蓮飛上師為與會大眾做
廣度眾生

滿

與會大眾法喜充

法會吉祥圓滿

同門合影留念

諸位金剛上師與理事們及眾

共轉真佛法輪

好珍惜殊勝的法緣
務

以利益更多眾

更要舉辦很多不同的活動

或是舉辦佛學

也可以為生病或往生的同

道場不只是同修或舉辦法會

惜此莊嚴道場

後

▲蓮飛上師為與會大眾做「大白蓮花童子賜福灌頂」。

蓮飛上師鼓勵大家要好好珍

精緻無比！上師們鼓勵大家要好

以此法會功

廣度眾生

常住世

迴向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整正式開始
德
長壽自在

蓮生活佛佛體安康
間
生

助教及同門善信大德

講師
而已
講座

門做紅白事誦經

亦踴躍參加護持
司儀恭請諸位
每位金

▲四位上師與法師在法會後和與會同門合影留念。

法會後
金剛上師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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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住世大法會﹂在下午二時

▲〈大覺堂〉新道場，壇城諸佛菩薩佛光燦燦。

㆕㈩個簡單易行的長壽法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1. 唱歌。瑞典研究者發現，唱歌能改善心臟狀況。
2. 工作努力。最新調查顯示，工作努力、負責的㆟會比普通㆟多活 2〜3 年。
3. ㆟脈廣。擁㈲強大的㈳交網路、愛結交朋友、與家庭成員和㈳區保持緊密聯繫的㆟
活得更長。
4. 每週跑步。研究發現，與不跑步的同齡㆟相比，跑步者平均要多活 3 年；建議每週
最少跑步 30〜50 分鐘，速度保持在 9.6 公里∕小時。
5. 減少久坐。研究發現，與久坐（工作、看電視、打電腦）㈲關的癌症病例每年會達
到 17.3 萬例；反之，如果每㆝保持㊜當的時間靜坐，則㈲益養生延壽。美國〈加州大㈻
洛杉磯分校〉的研究發現，打坐可以預防失智、防止大腦的老化，而大腦的年輕化就是長
壽的重要條件。
6. ㊜度悲觀。㆒㊠為期 10 年的追蹤調查發現，㊜度悲觀的德國㆟活得更久，因為他
們更為關㊟㉂身健康，採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7. 飲食不離薑黃。這是㆒種能抵禦多種疾病的強效抗氧化劑。
8. 每㆝散步。散步的速度越快，延年益壽的效果越明顯；保持在每小時 4 公里的速度
最合理。
9. 減少熱量攝入。如果㆟們能將㈰常飲食㆗的熱量降低 30%， 糖尿病、癌症、心臟病
和大腦疾病的發病率就會明顯㆘降。
10. 不喝烈性酒。俄羅斯㆒㊠研究發現，每週飲用 1.5 升以㆖伏㈵加的㊚性更㈲可能
在 55 歲㊧㊨死亡。
11. 戒煙。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心〉的統計數字，每年每 5 例死亡㆗就㈲
1 例與吸煙㈲關。
12. 食用綠葉菜。綠葉蔬菜富含膳食纖維，能夠提供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和植物化㈻
物。
13. 多擁抱。研究顯示，與所愛的㆟相互擁抱會釋放出某種激素，能減輕壓力、降低
血壓。
14. 經常大笑。笑容能讓血管擴張 22%， 增加血液流量，從而降低血壓。
15. 吃花椰菜。這種㈩字花科蔬菜含㈲大量的維生素 C、 葉酸和類胡蘿蔔素，能保護
㆟體細胞免受㉂由基的損害，增強免疫系統的功能和生殖健康。
16. 養寵物。研究已經發現，養寵物的㆟不太可能患㆖高血壓。
17. 保證睡眠品質。睡眠品質不高會導致高血壓、抑鬱症、體重增加和癌症；但如果
睡太久，每晚睡眠時間超過 9 個小時也不利於健康。
18. 從事園藝㈸動。園藝㈸動會對身心都㈲幫助。
19. 喝熱可可。熱可可㆗抗氧化劑的濃度要遠高於其他飲料，㈲助於提高思維能力，
改善心臟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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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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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要成為太狂熱的體育迷。輸贏會對心血管疾病的發病㈲重要影響作用，所以要用溫和
的態度對待比賽結果，不要過於狂熱。
21. 情緒愉悅。㆒㊠為期 10 年的追蹤調查顯示，抑鬱情緒的㆟更易早亡。
22. 不喝含糖汽㈬。每年在全世界㈲ 18 萬死亡病例與飲用含糖飲料㈲關聯。
23. 遠離煙霧。長期暴露於空氣污染㆗，會增加㆟們早亡的風險。
24. 花點時間待在森林裡。在森林裡能㈺吸植物殺菌素，能降低血壓和壓力，增強免疫力。
25. 少吃糖。越來越多的專家把肥胖症、糖尿病、心臟病和其他慢性疾病歸咎於這種白色甜
味物質，在不得不吃糖時，可用蜂蜜來㈹替。
26. ㈻會㆒種娛樂性運動。輪滑、羽毛球和排球等娛樂性體育運動，能為㆟體健康提供㆒系
列好處，打乒乓球甚㉃能增強運動能力和提高長期記憶力。
27. 保持鎮靜，不要輕易發㈫。哈佛大㈻的研究者發現，在憤怒爆發後的兩個小時，㆟們心
臟病發作的風險增加了近 5 倍，㆗風風險增加 3 倍多。
28. 飲茶。飲茶具㈲多種健康功效，如抗癌、降低患冠心病、血栓和㆗風的風險。
29. 吃鮭魚。鮭魚是歐米伽 3 脂肪酸的豐富來源，㈲助於減輕體內炎症。
30. 不吃燒焦的食物。燒焦食物㆗含㈲的化㈻物質可能會致癌。
31. 少看電視。澳大利亞㈻者進行的研究發現，即使參與者平均每㆝參加 30〜45 分鐘的體
育鍛煉，他們每看㆒個小時的電視，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會增加 18%。
32. 早餐食用燕麥粥。燕麥所含㈲的膳食纖維能降低㆟們患㆖肥胖症的風險。
33. 愛㆖跳舞。常跳舞能將㆟們患認知障礙症的風險降低 76%， 高於其他任何體育運動和認
知活動。
34. 性愛要親密。性生活不僅㈲助於提高免疫系統的功能，而且能改善心臟健康狀況。
36. 拒絕速食麵。研究發現，每週食用 2〜3 次速食麵，會增加㆟們患心臟病、糖尿病和㆗
風的風險。
37. 多吃大蒜。不要害怕口臭而不吃大蒜，研究表明，大蒜㆗的活性成分能預防動脈粥樣硬
化和冠狀動脈堵塞、降低膽固醇、減少血栓的形成、調節血糖和預防癌症。
38. 把堅果當作零食來吃。所㈲類型的堅果都含㈲對心臟健康㈲益的脂肪和蛋白質，這兩種
成分都能保持血糖平穩。
39. 服用阿斯匹靈。如果你先前患過心臟病、㆗風或糖尿病，請每㆝服用小劑量的阿司匹
林，能延長壽命。
40. 悉心護理牙齒。牙周疾病與系統炎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之間存在直接關聯。美國牙周
病㈻會的研究成果顯示，㈲牙齦疾病的㆟患㆖心臟病的可能性會高出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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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ing the five colour papers into five Edict-flags, you then use five colours to write
their names. Or use white to write on the black paper; black to write on other papers. It
is better to put a precious cover on top of them.
What is a precious cover ? If you have prayed at a funnel-shaped lamp, you should
know what it is. You can line them up or put them into their respective directions. i.e. to find
out the East, South, West, North and central positions in your room and place them
accordingly.
You must choose a perfect or successful day to do the ritual.
Once they are placed properly, you must light up a lamp that will shine at the flags and
make such offerings as flower, light, tea, fruit or non-vegetarian food to them. Then you
pay respects to the flags, i.e. prostrate the flags. For every lamp that represents on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 you must prostrates nine times. Then you form an earth-god mudra
or inner-bend mutra while you do meditation in the central location. (Grandmaster
demonstrates)
Bend the ten fingers inwards and close the two hands together, the mudra you formed
is known as Nei Fu (Inner-bend) Mudra. (the right hand hooks on the left). As the five
fingers represent the five fortune gods, they are hooked and tied together by you. Once
you chant their mantra, they will appear.
The Mantra is supposed to be very secretive. In fact not very secretive now. You have
come across them before. You chant the mantra quite often, the only trouble is you do not
know how to use it. If I don't tell you, you can't get the answer even after three years.
When I tell you, you will say it is so simple (It was repeated in Taiwanese dialect) (laughter)
The mantra is simple ”Namo saman do mutanam, om tulu tulu diwui suaha” (laughter,
applause). You don't know when we chant the invocation mantra in our cultivation, we are
in fact asking the local god to protect our recital and cultivation.
The following namely, Four Protector Kings, Eight Beings from the Heaven Realm,
Goddess with Childlike Eyes, Gods from the air, river, sea, spring, lake, herb, forest,
house, water, fire, land, mountain, palace and mantra protectors, dragons, ghosts and
gods and their relations etc...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provided you are a true
cultivator, a real dharma master with virtue who cultivate daily.
When you chant ”Namo saman do, mutanam, om tulu tulu diwui suaha” all the abovementioned will appear.
Ten years ago when I was about to leave Taiwan. I stood at the backyard and made
my last offerings. Holding a glass of water in my hand, I started to chant the Mantra. What
Mantra did I chant? I used the Taiwanese dialect to chant: ”Roc and Garuda, Go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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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ts in the wilderness, om mudi suaha” seven times, then I threw the water out.
Suddenly a gust of wind returned the water to my body. I wondered what happened.
Using my deva eyes, I saw many gods lined up in the wilderness, mountain and valley.
I asked:”What's the matter? I am leaving Taiwan, why must you return my last offer of
honey water?” They replied:”Dharma master is leaving, after receiving your offerings for so
many years, we wish to bid bon voyage to you by returning whatever you offered to
us.”(applause) I was very touched at that moment.
The story is real. Many gods will protect you if you always make offerings to them.
They told me this image (showing the image of a local god) was done in Mainland
China. It must have been from Canton, as the face looks more like a Cantonese.(laughter)
Don't imagine that all the local gods are alike. They are different, even the local god of your
hous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y house.
The local god of my house will have a shining face, and wear such nice garments as a
dragon jacket, put on an official hut. He will be full of dignity.Your local god may use old
and tattered clothing. (laughter) My local god will understand Taiwanese dialect; and you
will probably speak Cantonese.
Why? Because our local god is very close to us. Even if you cultivate Vairocana
dharma for life, you might not see Vairocana. But if you cultivate the Five Directional
Fortune God Dharma for 49 days as the gods are closest to us , he may appear at night.
So don't just think of cultivating Vairocana dharma.
You know when I have my meal, I will cup my hands to make offerings, and do a little
chanting. My voice is usually low, you may think the mantra must be very confidential. To
tell the truth, I only say a simple sentence ” Please join me everybody!”.(laughter,
applause)
I only need to say it three times, the local god will come, sometimes many of them.
Then I say again, ”please eat, everything can be eaten.” (applause)
Don't think a simple invitation like this is useless. As all the gods are kind and close to
us, they will always follow us. When you summon them, they will appear. You are able to
have unification with them.
Once you put the flags in their proper locations, everyday you must prostrate to the
flags nine times with inner-bend Mudra, and chant invocation Mantra. If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y are present, you can throw two coins. They are around when the coins face
different direction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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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finité du champ de vision
S

i l'Éveil est borné, comment peut-il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l'Éveil ? L'homme ayant
obtenu l'Éveil dispose d'un champ de vision infini.
L'Éveil n'est pas la lecture.
L'Éveil n'est pas le labourage d'une terre.
L'Éveil n'est pas un outil.
L'Éveil n'est pas l'argent.
L'Éveil n'est pas la politique.
En principe, il n'est rien, mais il est aussi le tout.
Un maître du zen demanda à ses disciples :
— La prospérité est-elle bonne ou la décadence est-elle bonne ?
Un disciple répondit :
— La prospérité est bonne !
Un deuxième disciple répondit :
— La décadence est bonne !
Un troisième disciple répondit :
— On laisse ce qui est prospère prospérer, et ce qui est décadent en décadence !
Le maître zen dit :
— Il n'y a radicalement pas de prospérité ni de décadence.
Ici, je voudrais dire à tout le monde : en général, les devoirs et principes de l'école du
zen sont très profonds, les conversations de ses patriarches sont souvent, pour les gens, des
paroles subtiles, abstruses et pénétrantes, et leurs réponses aux questions sont aussi
inimaginables.
Cette façon d'enseigner donne souvent une impression ambiguë, ténébreuse et
insondable.
Mais c'est tout de même un bon moyen de recevoir et conduire les êtres vivants.
Un jour, dans le temple Ling Shen Ching Tze, je demandai à plusieurs grands maîtres :
— Comme si l'on perce le bois par frottement pour en tirer du feu.
— D'où vient le feu ?
— Le feu est-il engendré par le bois ?
(Le bois lui-même n'est pas le f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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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feu est-il engendré par le frottement du bois ?
(Le frottement du bois n'est pas non plus le feu.)
— Le feu est-il engendré par la main de l'homme ?
(La main n'est pas non plus le feu.)
— Le feu est-il engendré par la force de frottement ?
(La force de frottement n'est pas non plus le feu.)
Je demandai à tous les grands maîtres :
— Il ne s'agit pas de feu, il n'a pas de feu, il n'a aucun rapport avec le matériel, d'où
vient alors le feu ?
Les grands maîtres restèrent silencieux.
Je dis :
— Ceux qui ont obtenu l'Éveil sont les seuls qui connaissent la provenance du feu.
Je ne le révèle pas pour le moment.
Je laisse les gens le découvrir.
Voici mes indications :
Il existe beaucoup d'ondes électriques dans notre monde actuel. On peut dire que les
ondes électriques sont omniprésentes, qu'elles se trouvent naturellement à nos côtés, et
même qu'il y a beaucoup, beaucoup d'ondes électriques dans notre corps.
Mais elles sont :
– sans apparence ;
– sans goût.
On ne peut pas s'en apercevoir. Mais même si vous ne les remarquez pas, elles existent.
Vous m'avez demandé :
— Qu'est-ce que l'Éveil signifie ?
J'ai répondu :
— Il existe constamment. On ne peut pas le juger.
Avez-vous compris ?
En avez-vous saisi le sens ? Répondez vite : d'où vient le f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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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10 ㈰

㈥

㈮剛亥母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17 ㈰

㈥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18 ㈰

㈰

真佛寶懺法會

蓮者㆖師

㈮剛雷藏寺

㈪ 24 ㈰

㈥

大輪㈮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07 ㈰

㈥

㆓㈩㆒度母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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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穢跡㈮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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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無我佛母護摩大法會

蓮耶㆖師

台灣大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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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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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紅㈶神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25 ㈰

㆔

騎龍白㈶神祈福增益護摩大法會

蓮花少東㆖師

香港普明佛㈻會

㈪ 28 ㈰

㈥

喜㈮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28 ㈰

㈥

白㈶神祈福超度護摩大法會

蓮熅㆖師

加拿大白雲雷藏寺

㈪ 07 ㈰

㈥

新春祈福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14 ㈰

㈥

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21 ㈰

㈥

藥師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22 ㈰

㈰

藥師寶懺法會

蓮晴㆖師

美國芝城雷藏寺

㈪ 28 ㈰

㈥

長壽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29 ㈰

㈰

綠度母護摩大法會

蓮拂㆖師

㊞尼圓果雷藏寺

㈪ 04 ㈰

㈥

清明節 ㆞藏王菩薩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07 ㈰

㆓

觀世音菩薩聖誕護摩法會

蓮衛㆖師

台灣溪湖同修會

㈪ 11 ㈰

㈥

孔雀明王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12 ㈰

㈰

㈪ 18 ㈰

㈥

㈪ 25 ㈰

不空絹

鏕僝

鷒

大威德㈮剛護摩大法會

蓮祈㆖師

大馬法輪精舍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㈥

高王觀世音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㈤〜㈰

梁皇寶懺暨㆞藏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

蓮滿、蓮傳㆖師

法國真願堂

㈪ 02 ㈰

㈥

妙色身如來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台灣雷藏寺

㈪ 10 ㈰

㈰

大㉂在王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17 ㈰

㈰

除蓋障菩薩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24 ㈰

㈰

釋迦牟尼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31 ㈰

㈰

無我佛母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07 ㈰

㈰

文殊師利菩薩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14 ㈰

㈰

愛染明王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21 ㈰

㈰

大威德㈮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28 ㈰

㈰

長壽佛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03 ㈰

㈤

大白蓮花童子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會

蓮鳴㆖師

加拿大白雲雷藏寺

㈪ 05 ㈰

㈰

佛眼佛母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19 ㈰

㈰

勾㈶㆝㊛護摩大法會

法王蓮生活佛

美國彩虹雷藏寺

㈪ 25-30 ㈰

㈥〜㆕

梁皇寶懺暨㆞藏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

蓮郢㆖師

台灣法舟堂

5 ㈪ 1-10 ㈰

>

◎㆒心感謝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及諸位㈮剛㆖師為《燃燈雜誌》2015年功德主迴向！
◎另㈲10位㆖師已答應為《燃燈雜誌》2015年功德主迴向，待法會㈰期確認後，將陸續公布。

啟建 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 護摩法會
恭請 釋蓮海㈮剛㆖師 主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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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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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南無準提佛母
•5/10 南無㆝㆖聖母
•5/17 南無文殊菩薩
•5/24 南無釋迦牟尼佛
•5/31 南無大白蓮花童子
•6/07 南無般若佛母
•6/14 南無㈮剛亥母
•6/21 南無獅面空行母
•6/28 南無大白蓮花童子
•7/05 南無綠度母
•7/12 南無白度母
•7/19 南無妙音佛母

•7/26 南無吉祥㆝母
•8/02 南無㆕臂觀音
•8/09 南無咕嚕咕咧佛母
•8/16 南無㆞藏王菩薩
•8/23 南無蓮華生大士
•8/30 南無瑤池㈮母
•9/06 南無㆞藏王菩薩
•9/20 南無瑤池㈮母
•9/27 南無藥師佛
•10/04 南無高王觀世音菩薩
•10/11 南無龍王菩薩
•10/18 南無摩利支㆝

法音雷藏寺㆞址：
台㆗市新㈳區大南里㆗和街㆓段㈬頭巷52-2號
電 話：04-2581-0118｜ 傳 真：04-2581-0218
網址：www.fayin.org.tw
E-mail：fayin@fayin.org.tw

•10/25 南無㆕臂觀音
•11/01 南無㈮剛薩埵
•11/08 南無藥師佛
•11/15 南無長壽佛
•11/22 南無多寶如來
•11/29 南無㆞母㆝尊
•12/06 南無堅牢㆞神
•12/13 南無韋陀㆝尊
•12/20 南無伽藍㆝尊
•12/29 南無阿彌陀佛
息災•祈福•超度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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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佛說摩利支天經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佛告諸比丘：「有天名摩利支天，常行日前。彼摩利支天，無人能見，無人能捉，不為人欺
誑，不為人縛，不為人債其財務，不為怨家能得其便。」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知彼摩利支天名者，彼人亦不可見，亦不可捉，不為人欺誑，不為人縛，不
為人債其財務，不為怨家能得其便。」
佛告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摩利支天名者，應作是言：『我弟子某甲知彼摩利支天
名，故無人能見我，無人能捉我，不為人欺誑我，不為人縛我，不為人債我財務，不為怨家能得我
便。」
爾時，世尊即說咒曰：
「但至他。安伽末私。末伽末私。支婆羅末私。摩訶支婆羅末私。安多利阤挪摩沙訶」
「於行路中護我，非行路中護我，晝日護我，夜中護我，於惡怨家中護我，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
我，一切處、一切時護我，弟子某甲。娑婆訶。」
佛告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及諸人民等，
聞是摩利支天陀羅尼，一心受持者，不為如上諸惡所害。」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能書寫、讀誦、受持者，若著髻中，若著衣中，隨身而行；一切諸惡，悉皆
退散，無敢當者。」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已，歡喜奉行。
心咒：「嗡。摩利支依。梭哈。」

◎助㊞者：姚朝成
◎迴 向：姚朝成身體健康、業障消除、㆒切吉祥、圓滿如意！

工 法 細 膩•精 雕 細 琢

宗教文物

精鍍透明護膜！抗氧化時間加倍！

各式宗教文物製作、批發、流通
佛像、法器、護牌、舍利塔、供皿、油杯、念珠…
鍍㈮、鍍銀、烤漆。歡迎提供式樣，我們均可承製。

洪師兄 0958-398885
台灣屏東縣萬丹鄉崙頂村崙頂路813號
電 話：886-2-2626-7685
傳 真：886-2-2628-1268
E-mail：rewfinc@yahoo.com.tw

真佛禮 儀 虛空㆗的道場
金 剛 心 法 堂

卍 聞

同門誼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張任雀
馮正夫
鄭添祥
徐子翊

菩薩
菩薩
菩薩
菩薩

04.24
04.11
04.05
04.01

許師兄
0933-868-086

賴連明 菩薩 03.27
王榮㈯ 菩薩 03.15
蔡蕭秀玉 菩薩 02.08
葉進興 菩薩 01.22

林師姐
0933-135-727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服務㊠目

真佛禮儀 金剛心法堂：//blog.udn.com/kalachakra168
虛空道場 法門助念團：//blog.udn.com/lotus365880
法門實業 生命事業部：//blog.udn.com/farmen

24hr臨終關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歡迎各寺堂、同修會、同門

踴躍訂購批發

真佛金鈔

㆖ 市 了！
◎功用：超渡、供養歷代祖先、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等
十方法界眾生及還冤債。
凡訂購一箱以上者，贈送國際運費。
•訂購專線：886-3-4283479 •傳真電話：886-3-4596917
•台灣桃園縣平鎮市㈮陵路㆓段76號

奉請㈧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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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凌
◎迴 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早㈰㈲孩子。

安㈯㆞真言–

南無㆔滿哆。母馱南。嗡。度嚕度嚕㆞尾。梭哈。
◎助㊞者：張家榮
◎迴 向：身體健康、皮膚敏感退散、業障消除、
㈨㈪份能回到㈻校讀完最後㆒年大㈻畢業。

由於《燃燈雜誌》為結緣贈閱，本社一切開銷支出包括印刷、包裝……等等，都極需您的
發心捐助！
《燃燈》第二三九期〈燃佛心燈〉專欄－師尊在〈善書 善書 善書〉文中寫到：印善書不

只是幫助往生者，事實上，對所有的有情眾生均有助益。……印送善書是「冥陽兩利」
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亡者、生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印善書是大善行，不可小視，
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為了回饋您的發心，燃燈雜誌特別為您報名參加全年三十九壇以上的護摩法會功德迴向，增添您
的運勢和光明，並寄送一年份的《燃燈雜誌》以及數種贈品。（贈品方案請參詳每期《燃燈》封底裡頁）
有了大家的贊助捐助，《燃燈雜誌》才能永續發行。

啟建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解降頭法、百福併生法
㆒、解降頭法—
(1)破除邪術惡法–不㆒樣的㈫供。
(2)在生活㆗對㉂己不好的親友，或工作㆖、事業㆖㈲妨害的㆟或事、
不順利的，做此護摩可迎刃而解、無往不利，並解除㆟世間災難的困擾。
•任何時間皆可施法

㆓、百福併生法—
解除不順，㈶源廣進，家運光彩，事業順利，心想事成。
•任何時間皆可施法
試試看！不㆒樣的護摩㈫供，個㆟護摩是最㈲效的改變，請來電。
蓮史㆖師安排個㆟護摩行法㈰期，將得到智慧、健康、㈶富。

又法身雷藏寺自成立至今十年，每年皆舉辦冬令救濟食米，
幫助原住民的邊緣家庭，往年皆援助三民村一個村落，今年擴大至復興鄉十個村落。
師佛言：「善念時時生，慧命日日增。」請大家共襄盛舉。預計米、棉被各1000份，
不足之款，由法身雷藏寺贊助，恭祝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年年過好年。

2015年（104年）團體解降法㈰期（㆘午2：00開始）
5 月 16 日星期六

5 月 30 日星期六

6 月 13 日星期六

6 月 27 日星期六

7 月 11 日星期六

7 月 25 日星期六

8 月 15 日星期六

8 月 29 日星期六

9 月 12 日星期六

9 月 26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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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