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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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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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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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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心裡的符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7冊《蓮生符》

北起

用右手的指印畫在

這是因為事情來的倉

根本來不及準備工具

文提到在手掌心畫符
促

上

無法事先準備

沒有辦法了！

有些突然發生
於是袖手
怎麼辦呢？

印之

西起華山雷

用劍指或金剛指畫：

真正的大法師還是有辦法的
左手的掌心
呵一口氣
例如：
半路遇鬼

右手畫符於左手掌心

南起衡山雷

此符是蓮生活佛敕化五雷符
咒曰：
﹁東起泰山雷

1

五雷速發

嗡

吽吽

﹂

斗字是﹁星宿﹂
斗字是﹁光明﹂

中起嵩山雷

如果來不及唸長咒

斗字是﹁神將﹂

恒山雷
唸咒：

斗字是﹁大力﹂

一個字：

﹁吽吽吽吽吽﹂

我再告訴大家

斗字是﹁諸仙﹂
畫那麼多的劃又怎辦呢？

五個﹁吽﹂字也可以
如果連畫符都來不及
就畫一個﹁斗﹂字也可以

上清

命令

玉清

又有具象的情理

要懂得畫符

是我以前寫過的﹁尚﹂字符

律令

代表：

即太清

這是一個﹁尚﹂字
三點是三清

也不簡單

出人意料之外

這些是妙造自然

就是敕令

中有一口

早

些我已介紹過了

這﹁斗﹂字就是﹁光明﹂

鬼一

此字非同小可
口喝：﹁吽吽吽吽吽﹂

一見大法師
掌中現出大光明

靜氣

呵一口氣
左掌心印向鬼物

開掌唸咒

遇到真正的大法師
右手畫左手

這些鬼

樣會驚走逃竄了！

凝神

就逃散了
我告訴大家：

這

2

燃佛心燈

在虛 空中 畫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7冊《蓮生符》

我

個人在﹁密教﹂結界法上

這是在虛空中畫

用於﹁結界﹂

言﹂切字訣
虛空中畫符
什麼是結界？
金剛墻
金剛地基
金剛網
金剛火院
舉一個例子：

一邊畫在

我們用清

常用﹁九字真

聚集一群惡鬼在內

然後做﹁結界﹂

比如有一棟房子
淨法先清淨

金剛墻四面：

一面唸曰：﹁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虛空的四面墻

3

共四面

成金剛墻

向四方畫

再向地畫金剛地基：

向虛空畫金剛網

東南西北

金剛網如網一般

咒曰：﹁啊！啊！啊！啊！啊！﹂
再來
空中向下罩住：

咒曰：﹁康康康康康﹂

也就是在金剛墻的地上

空中有金剛網罩下
再畫金剛火院
了金剛火

從

升起

此是防

把人身當成

魑魅魍魎不

勾上了四個﹁ˇ﹂字即

凶神惡鬼

成為金剛火院

只在金剛墻的地基上
是點燃金剛火

咒曰：﹁讓讓讓讓讓﹂
也就是：

如此房子一﹁結界﹂

亦可如此﹁結界﹂

自己就可以不讓外靈入侵及佔舍了

在人的身上

敢入此屋也

房子
魔大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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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心裡的符

在虛空中畫

五塵真正清淨

存想七福神 得七福神幫助；存想佛菩薩 亦得加持與守護

眾生自身有淨妙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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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圖片提供 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地點：新竹國小禮堂
主辦：福佑雷藏寺
法會：七福神大法會
灌頂：七福神殊勝不共大法

存想七福神
存想佛菩薩

得七福神幫助；
亦得加持與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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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
法會主尊七福神︱惠比須 毘沙門
天 辯才天 福祿壽 壽老人 大黑
天 布袋和尚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有：新竹市副市長李
宏生先生 ︿立法委員柯建銘服務
處﹀祕書陳金生先生 新竹市議員林
耕仁先生 新竹市議員陳治雄先生
新竹市議員林慈愛小姐 新竹市議員
陳啟源先生 ︿新竹市社會處﹀處長
武麗芳女士 台灣省政府主席林政則
先生 高雄市議員許慧玉小姐 立法
委員蔡其昌代表︱陳蕙美女士 台南
市議員蔡旺詮代表 ︿行政院北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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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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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法律顧
問︱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靜
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真佛宗教授團﹂︱王進賢教授 王
醴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麥韻篁教授 林秀菊教
授 游江成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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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琦品
傢俱生活館﹀董事長黃淑琦小姐
︿新竹市扶馨關懷協會﹀理事長郭泰
山先生 ︿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
總幹事劉玉梅女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
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
婷女士 ﹁密宗道次第廣論 喜金剛
講 義 ﹂ 節 目 主 持 人 佩 君 師 姐 ； my
sisters 盧勝美女士 盧霓英女士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 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語：午安︶
どうもこんにちわ︵日文：你好︶
Good afternoon. ︵英文：下午好︶
감사합니다︵韓文：謝謝︶
Sawadikap. ︵ 泰 語 ： 你 好 ︶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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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你 ︶ Wie geht es ihnen? ︵ 德
文：最近好嗎？︶
感謝今天所有蒞臨的貴賓 以及
所有的同門 在新竹別開生面地辦了
一次法會 這個法會很特別 在台灣
絕對沒有人辦過 是日本七福神的法
會 這裡有 Japanese Master 日本
上師︱石川敏男 請站起來
ろかずひこ︵盧勝彥︶是我的日
本名字 日本人很多用﹁勝彥﹂兩個
字 我轉世過很多次 有一世的名字
叫做おもにたろう︵大森太郎︶ 這
是我過去世的一個名字 現在世的名
字是ろかずひこ︵盧勝彥︶ 這也是
日本名字；因為那個時候是日據時
代 我的父親生了一個兒子 也就是
我 他就去請教一個大學校長 那位
校長是日本人 他說：﹁就給這孩子
取名叫做かずひこ︵勝彥︶ ﹂就是
希望日本在二次大戰能夠勝利的意
思 父親給的名字不能隨便改 かず
ひこ盧勝彥就是我的名字
其實 七福神跟日本的關聯不
大 畢竟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 再
從中國傳到韓國 再從韓國傳到日
本 這佛教裡面很多的神 佛 甚至
菩薩 也都全部移到日本了 移到西
藏的 就叫做西藏佛教；移到中國
的 就叫做中國佛教；移到韓國的
就是韓國的佛教；移到日本的 就變
成日本佛教

在七福神當中 只有一位惠比須
︵又名惠比壽︶是屬於日本的土地
公 是真正日本本土的土地公 一般
人比較不認識 其他六位都是屬於中
國的神 現在就講﹁神﹂好了 ﹁惠
比須﹂是日本的；再來是﹁辯才
天﹂ 祂就是妙音天 也叫做才藝
天 是七福神當中唯一的女性；﹁毘
沙門天﹂就是中國四大天王其中的一
個天 就是北方多聞天王
第四位是﹁福祿壽﹂ 台灣講的
﹁福 祿 壽﹂是三個神 現在合起
來 福祿壽就是一個神 是南極仙翁
的相；另一個是﹁壽老人﹂ 其實就
是中國的老子 老子是道家的祖師
地位很高 所謂的太上老君 元始天
尊 通天教主 就是道教的三位祖師
爺 其中一位︵太上老君︶變成日本
七福神當中的壽老人 祂就是老子
再來是﹁大黑天﹂ 祂就是西藏
密宗的瑪哈嘎拉 我們這次就是以大
黑天︱瑪哈嘎拉的咒做為主咒 以祂
的手印作為主要的手印；在西藏的大
黑天是很凶惡的金剛神 但是在日本
卻 變 成 一 位 很 慈 祥 拿 著 hammer
︵鐵鎚︶的七福神
hammer 是什麼
意思？就是﹁越敲越有錢﹂的意思
另外 還有一個﹁布袋和尚﹂
其實 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的化身
祂變成日本七福神當中的一位；布袋
和尚肚子大大的 笑容滿面 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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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和尚形象 有的是在祂身上爬滿
了小孩子的形象 其實 祂就是彌勒
菩薩
這七福神 惠比須在頂上 祂是
日本唯一的福神 其他六個福神 全
部都是中國移民過去的 所以 中國
是把佛教 道教 道家融合在一起
的 就變成中國的佛教 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是融合道
教 顯教跟密教 ﹁道 顯 密﹂是
合起來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做日本的
﹁七福神法會﹂ 在台灣是 No.1
並且是すごい︵很厲害︶ いぢばん
︵一級棒︶ 沒得比的啦！也許在這
次﹁七福神法會﹂之後 以後再也沒
有了 這是首創 是一個創舉
今天有一個記者問我：﹁佛教大
部分是講出世的 入山修行 出家當
和尚 當比丘 比丘尼 都是出世
的 在家居士優婆塞 優婆夷也都是
出世的 主要是要修行成為佛 菩
薩 都是講出世的比較多 今天盧師
尊為什麼講入世的？這不是有點矛盾
嗎？﹂
我的回答是這樣 佛教有講入世
的 也有講出世的 釋迦牟尼佛有講
入世 入世的經典叫做﹁不了義
經﹂ 出世的叫做﹁了義經﹂ 出世
的財是不一樣的 那叫做﹁法財﹂
法財是﹁信財﹂ 你相信佛教 就表

示你得到一種財 這種財叫做﹁信
財﹂；你相信佛教以後 你守戒律
得到的財 這個財叫做﹁戒財﹂；你
懺悔過去的 這也叫做財 叫做﹁懺
財﹂；你已經悔過了 重新再來 那
叫做﹁愧財﹂；另外 你聽到佛法
就是﹁聞財﹂；你做了布施功德 叫
做﹁施財﹂；你有了佛的智慧 就叫
做﹁慧財﹂ 這就是七種法財 是出
自於︽法句經︾
我們求人間的福報是為什麼？就
是在修﹁資糧道﹂ 要讓大家先有資
糧 先有福分 先身體健康 先長
壽 先有藝術 先有口才 先有音
樂 這些都可以度化眾生 有錢可以
度化眾生 有福分可以度化眾生 有
健康的身體可以度化眾生 長壽 健
康 都可以度化眾生 這就是七福神
的意義
先入世 之後再出世 所以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行道
究竟道﹂ 佛法的修行有這五個階
梯 第一個的﹁資糧道﹂ 就在七福
神的管轄之內 全部叫做資糧道 道
理就是在這裡
師尊昨天在︿台灣雷藏寺﹀說法
的時候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一
個叫做﹁納氣﹂ 你如果懂得呼吸
吐納的方法 你的身體就會健康；一
個叫做﹁嚥液﹂ 就是你能讓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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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物一直增長 那就是賀爾蒙 你
就能夠得到健康跟長壽 這是嚥液的
方法 第三個就是可以讓你精神飽滿
的方法 就叫做﹁守精﹂ 也就是道
家所謂的﹁精 氣跟神﹂ 用這三個
東西 然後用意念運轉氣 讓你頂上
的水下降 底下的火上升 水火能夠
交融 就是﹁精 氣 神﹂合一 化
為真正陽剛的靈魂 這必須要和禪定
結合起來
怎麼修七福神的法呢？手印仍然
是結大黑天的手印 咒語就是以大黑
天的咒語做為祂們︵七福神︶的統
咒︱﹁嗡 瑪哈嘎拉耶 梭哈﹂ 另
外 還有一種很重要的 密教叫﹁觀
想﹂ 在道家叫﹁存思﹂︱存著你的
思念 要把日本的士地公︱惠比須觀
在你的頭頂上 不管是修道還是學
佛 要知道有所謂的﹁三田三宮﹂
上丹田在眉心 中丹田在心際 下丹
田在臍輪 也叫做﹁三田三元﹂
以三田三元來觀想 惠比須在頂
上 在上丹田放兩個天 就是辯才天
和毘沙門天 在中丹田放著壽老人跟
福祿壽 在你的下丹田放著大黑天跟
彌勒；觀想惠比須在頭頂上 辯才天
和毘沙門天在上元宮 在心際就是壽
老人跟福祿壽 在臍輪就是大黑天和
布袋和尚 你做這樣的觀想就可以
了 有觀想 有手印 有咒語 你就
可以修七福神的法 ︵修法儀軌內

容 請參照︿宗委會﹀公布為準︶
剛剛我們祈求七福神的時候 七
福神有下降到師尊的身上 祂們坐的
位子 我仔細看 原來 惠比須在
頂 辯才天和毘沙門天在上元宮 中
元宮是壽老人和福祿壽 下元宮就是
布袋和尚和大黑天
當你觀想清楚了 你就開始唸大
黑天的咒 結大黑天的手印；入三昧
地的時候 存想七福神在你身上的部
位 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最大口訣
我若不講 你們不知道要怎麼修七福
神 有觀想 有持咒 有結手印 有
這三個就可變成密教的法 今天跟大
家講口訣就是在這裡 這不是我發明
的 是七福神來教的 上元宮就是上
丹田 中元宮就是中丹田 下元宮就
是下丹田 沒有分大小
我跟七福神也是有緣 因為辦了
﹁七福神法會﹂ 七福神剛剛就七次
降臨在我的身上 指示祂們所住的地
方 祂們分別住在身體的不同部位
你們必須要做剛剛我所教的觀想 如
果做這樣的存想 就會跟福神非常有
緣
講一個笑話吧！奶奶一早起床就
哭個不停 小明的爸趕緊去安慰她
奶奶說：﹁我昨天晚上夢見老伴 ﹂
小明的爸爸說：﹁可不就是清明節到
了嗎？﹂奶奶說：﹁你爹說很想念你
們 ﹂小明的爸爸很感嘆地說：﹁我

也很想念他 ﹂奶奶接著說：﹁你爹
還說 今年清明節不要帶小明去掃
墓！﹂小明的爸爸不了解：﹁這是為
什麼呢？﹂奶奶講：﹁你爹說 小兔
崽子去年燒給他的作業 他到現在還
沒有做完！﹂原來 人家燒的是冥
紙 小明燒的是作業 所以 他爺爺
一直做不完
我本來不知道七福神的修法 是
七福神指示我：﹁當你上了法座 我
們七福神會坐在你身上的不同部位
你做那樣的觀想就對了！你傳給大家
就這樣講：﹃你們存想我們七福神
七福神就到 你修七福神的法 七福
神就到 我們就可以幫助你 ﹄﹂今
天有聽到這個法的 跟七福神都很有
緣 主祈者更有緣 沒有聽到的 不
可能會有七福神降在他身上
七福神裡面 單單辯才天就不得
了！因為辯才天很會辯 你就可以到
電視台當名嘴 還有 你請辯才天住
在你的上元宮 你就自然會畫畫 自
然就會彈鋼琴 什麼琴你都會 因為
祂是才藝天女 所以你會得到很大的
才藝；你如果是女的 就會變漂亮
因為才藝天女是非常漂亮的！辯才天
女︱才藝天女 妙音天女 祂是很會
唱歌的 所以 你就會變成很會唱
歌 你就會變成很有才藝 你就會變
成很有口才 單單這一尊 你就受福
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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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毘沙門天富可敵國啊！四
天王是天上最富有 最有錢的 你若
能夠存想毘沙門天在你的上元宮 那
你未來的財富 富可敵國！現在能夠
富可敵國的人 沒有幾個
Bill
Gates ︵比爾蓋茲︶ 他的財產有好
幾億美金 目前是世界第一富豪 他
就 在 我 家 隔 壁
他 的 公 司
Microsoft ︵微軟︶ 就在︿西雅圖
雷藏寺﹀的附近 我們走上去就到
了 當初 我去看那塊地時 全部都
是森林 師尊一看 那是世界第一富
豪的地 蓮火上師 蓮世上師 蓮主
上師當場都在的 但他們沒有買 所
以 他們不能當世界第一富豪 還有
幾個台灣的財主在 蓮嶝上師的哥哥
也在 他也是算有錢的 他看了那塊
地 也沒有感覺
那 塊 地 是 世 界 第 一 富 豪 Bill
Gates ︵比爾蓋茲︶的 他的住家就
在 Medina ︵美國華盛頓州地名︶
在 Lake Washington ︵華盛頓湖︶旁
邊
過 來 一 點 就 是 Bellevue
City ︵城市名︶ 再過來一點就是
Microsoft 公司
Microsoft 公司再
下來一點就是︿西雅圖雷藏寺﹀
︿西雅圖雷藏寺﹀在 Microsoft 的
下方 雖然我們不是世界第一富豪
但是 我們得到了世界最大的法財
這世界第一富豪 台灣的富豪 香港

的富豪 新加坡的富豪 都差我們太
多了！我們將來要做第一富豪 富可
敵國啊！
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很有錢的富
翁要娶媳婦 他有位很窮的親戚 他
實在不願意發帖子給他 但 於禮不
合 所以還是發了帖子給他 富翁在
帖子上附註：﹁如果你來 表示你貪
吃；如果不來 表示你小氣 ﹂這位
富翁就要看他到底來不來？在婚禮當
天 富翁看見這位窮親戚 窮親戚也
看到富翁 窮親戚便將包禮的紅包遞
給富翁 就進去吃大餐了 富翁把紅
包打開 發現裡面只有一塊錢 還附
了一張紙條 他寫道：﹁如果你收
表示你貪財；如果不收 表示你嫌
少 ﹂這富翁跟窮人 我看還是窮人
比較有智慧 我們將來也可以很富
有 也可以很有智慧
七福神當中的壽老人 就是太上
老君 就是老子；老子是聖人 是最
有智慧的聖人 祂可以賜智慧給我
們 我們︽真佛宗︾雖然是烏合之
眾 一盤散沙 像一群丐幫一樣 但
是我們是最有秩序 最守規矩的 是
最有條有理的 我們丐幫雖然一塊錢
也要 但是我們的智慧會跟老子一
樣 老子會賜給我們最偉大的智慧
師尊有老莊思想 因為我是﹁無
為而為﹂ 什麼叫做無為而為？我不

做什麼 但是大家都做得很好 這就
是無為而為 我什麼都明白 但是我
什麼都不做 我看著你們做 這才是
聰明智慧啊！所以 師尊是有智慧
的！蓮哲上師就要辛苦一點 蓮哲上
師管︿台灣雷藏寺﹀；︿西雅圖雷藏
寺﹀的住持德輝上師 他管︿西雅圖
雷藏寺﹀ 德輝上師也是學了一點無
為而為 蓮哲上師也是無為 無為卻
又是有為 所以 他會瘦成這樣 他
比較辛苦一點
真正有聰明智慧的人 他就懂得
無為而為 讓什麼事都自然井井有
條；如果什麼事都要經過你的手 什
麼事都要你看 什麼事都要由你的嘴
巴講出來 那會累死人 所以 老子
的聰明智慧 只要祂的一個眼神 手
指頭比一下 腳走兩步 就可以了！
大家就懂得祂的意思 這才是聰明智
慧 這種人才叫做﹁壽老人﹂ 如此
才會長壽 七福神會給我們智慧
講個笑話 ﹁想你是一件快樂的
事 看見你是一件開心的事 愛你是
我永遠要做的事 把你放在我的心
上 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不過 今天
所講的全部都是騙你的 這是剛剛發
生的事！﹂告訴大家 不要跟錢牽扯
不清！因為 很多人賺錢 就是用騙
的；當然也有人是賺良心錢 這是
︽真佛宗︾ True Buddha School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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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同門都需要的
這世界上 所有做生意的人 哪
一個不是用騙的？如果做生意不用騙
的 賺不到很多錢！明明東西快要壞
了 你說：﹁這是最好的東西！﹂人
家就會買；﹁這是最好吃的東西！﹂
人家就會買；﹁這是最好的藥！﹂人
家就會買；﹁這是最好的油！﹂人家
就會買 所以 很多生意完全是在一
個﹁騙﹂字上
我們經常用日文說愛してる︵我
愛你︶ 或是 I love you ︵英文：
我愛你︶ 사랑해 也是我愛你 其
實 你們稍微想一想 每一個愛情的
開始都是用騙的 以前 我想追女朋
友的時候 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我就
跟她講：﹁小姐 妳很像我妹妹的同
學 ﹂以前 我們年輕人出去 看到
漂亮小姐就會藉故要搭訕 其實 根
本是胡亂講的 剛開始都是要用騙的
啦 沒有用騙的 她哪裡會嫁給你？
愛情的開始都是用騙的 所以 有一
條歌叫做︿愛情的騙子﹀ 告訴大
家 那也要智慧啊！
師母昨天沒來 無法給我證明
我昨天講 師尊已經修練到密教的
﹁無漏﹂ 從來就沒有漏 現在 請
師母回答 證明一下 我有沒有漏？
確實是無漏了嗎？請妳站到這裡講一
下︵師母：我發誓 證明師尊確實無
漏︶ 告訴你們 是真的啦！我從來
不講騙人的話 我講的是真的 我的
無漏是修出來的
請師母再為我證明第二點 師尊
的時間可以長到無止盡 一小時 兩
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五小
時
一直到無止盡 是不是這
樣？請師母證明︵師母： As long
as you like. ︵ 你 要 多 久 就 有 多
久︶︶ 她講的是英文 It's true,
not kidding. ︵是真的 不是開玩
笑︶︵師母：說多久就有多久 ︶你
只要修到這兩點 你想要多久就有多
久 而且永遠無漏！你就已經達到
﹁無漏法﹂成就 精的門已經關了

如實的見證

永遠無漏 想要多久就有多久
現在的修行人要好好修﹁鑄劍
法﹂ 在家居士也可以修﹁鑄劍
法﹂ 我們的上師 法師都可以修
﹁鑄劍法﹂；你若能夠修成了 你就
無漏 而且 你想多久就可以多久
不過 告訴大家 這是很多年的苦行
修來的
你能夠﹁守精﹂ 而且再把精化
成氣 氣再化成神 神再返回虛空
虛空再返回道 你才能夠成佛啊！道
家的修行就是﹁精化為氣 氣化為
神 神就返虛 虛就合於道﹂ 這樣
就能夠成佛 稱為﹁大羅金仙﹂ 佛
教也是講金仙 釋迦牟尼佛是大覺金
仙 你若這樣修行有成 再證驗明心
見性 合起來 形 神都是無上 你
的形體跟你的元神都是無上 這個是
修行的功夫 也必須要有智慧
修﹁無漏法﹂要有智慧 修﹁拙
火法﹂也一樣要有智慧 用你的氣把
你的拙火點燃 讓你的拙火去燃燒明
點 讓你的明點能夠下降 就是修
﹁明點法﹂ 明點能夠提起來 能夠
下降 能夠分散在你的全身 這是密
教本身的內修 非常重要！要把拙火
修起來 才能把你的精化為氣 讓氣
能夠散到你的全身各個地方 各個部
位 這種智慧只有密教跟道家有 其
中還有很多細節
講一個笑話 孟子託夢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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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關其電視
封其臉書 收其電腦 奪其手機 使
心無所亂為 所以百般無聊 便可以
真正修行 ﹂今天大家不能精神專一
的原因在哪裡？就是在你的妄念無窮
盡；妄念無窮盡在哪裡？就是在你的
電腦 手機 平板 你用這個東西來
修行 就合於孟子所講的話 你不用
這個來修行 只在於玩樂 人際關
係 生意上 妄念 妄心就會很多
無窮盡 修行怎麼能夠成就呢？
你要修七福神 你還要存思﹁惠
比須 辯才天 毘沙門天 福祿壽
壽老人 大黑天 布袋和尚﹂ 你一
存想祂們 祂們就到 一天到晚看手
機 回家看電腦的電影 看韓劇 看
日劇 看台灣演的電視劇 花這麼多
的時間在戲劇上面 你哪裡能夠有成
就？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修行的存想！
密教就是教你修行的存想 當你坐下
來 你就想你的本尊 想你的護法
想你的根本上師 這樣 你就能夠得
到加持 得到攝受 得到守護！
再講一個笑話 ﹁太太絕對不會
有錯 如果發現太太有錯 一定是我
看錯；如果我沒看錯 一定是我的
錯 才會害太太犯錯；如果是她自己
的錯 只要她不認錯 她就沒錯；如
果太太不認錯 我還堅持她有錯 那
就是我的錯 太太絕對不會有錯 這

句話絕對不會錯！總之 自從結了
婚 一切都是我的錯 當初結婚 就
是我的第一個錯！﹂這是很有智慧的
話
有一個年輕人 應徵機場塔台的
工作 他通過了前面的考試以後 最
後一關是口試 考官問：﹁有一架飛
機準備降落 你從望遠鏡裡面 發現
他的起落架沒有放 你會怎麼
辦？﹂ 考生講：﹁我會立刻用無線
電警告他 ﹂考官問：﹁如果他沒有
回答呢？﹂考生就講：﹁我會立刻取
出信號燈 發送﹃危險 不得降落﹄
的訊號 ﹂考官又問：﹁可是他還是
繼續下降呢？﹂考生就答：﹁我會立
刻打電話給我弟弟 ﹂考官問：﹁你
弟弟能做什麼？﹂考生說：﹁他不能
做什麼 但他從來沒看過飛機掉下
來 ﹂結果 這個人就得到這個職
位 當了塔台的工作人員
我今天跟大家講密教的內法：第
一個 你要﹁納氣﹂ 氣要懂得納進
去；第二個 要懂得﹁嚥液﹂ 把降
下來的唾液 滋潤你身體的各部分；
第三個 要﹁守精﹂；第四個 要
﹁存想﹂ 很單純地想你的本尊 你
的上師 你的護法 如果你單純地想
七福神 你就可以得到七福神的加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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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威德金剛護摩
灌頂：大威德金剛不共大法

眾生自身有淨妙
五塵真正清淨 可以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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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摩主尊︱大威德金剛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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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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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處長武麗
芳女士 台南市蔡旺詮議員 ︿宗委
會﹀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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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皓翔教授 蔡國
裕教授 葉淑雯教授 游江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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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峻安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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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節目主持
人邰智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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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表；
︿台灣電影教育學會﹀理事長程予誠
先生 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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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ters 盧 勝 美 女
士 盧幗英女士及師姑丈 感謝新加
坡游樺泠師姐打齋十八萬八千元 香
港蓮花棟才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中
文︶； Selamat siang. ︵印尼語：
下 午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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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文：你
好︶감사합니다︵韓文：謝謝︶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 你
好︶ Wie geht es ihnen? ︵德語：
你好嗎︶你好！大家好！︵廣東話︶
我們今天做大威德金剛的護摩
為什麼我持了三個咒？﹁嗡 阿彌爹
哇 些 ﹂︱阿彌陀佛的心咒；又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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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法流遍十方

▲

了﹁嗡 阿拉巴雜那底 ﹂︱文殊菩
薩的心咒；又唸了﹁嗡 閻曼德迦
吽呸 ﹂︱降閻魔尊 也就是﹁閻曼
德迦﹂ 祂就是大威德金剛；﹁嗡
咄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
包含了大威德金剛及閻羅王
我為什麼把這幾個咒語串聯起
來？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
主 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進入閻
羅王的心中 變化成為﹁閻曼德
迦﹂ 就是大威德金剛明王 這是
﹁合一﹂ 是文殊師利菩薩跟閻羅王
合一 才變成大威德金剛明王 這幾
尊是有相關聯 是在一起的
大威德金剛也就是師尊最主要的
護法 大威德金剛也是黃教格魯派宗
喀巴的護法 祂的形相很多 有﹁獨
雄大威德﹂ 一手拿著嘎巴拉 一手
拿著金剛鉞刀 前弓後箭 前面的腳
是弓步 後面的腳是箭步 祂有忿怒
像 頭髮往上豎起 這是﹁獨雄大威
德﹂；另外還有六面 六手 六足的
大威德金剛明王 另外還有三十幾個
頭 三十幾隻手 很多隻腳的大威德
金剛 稱為﹁十三尊大威德金剛明
王﹂ 祂的威力很大
師尊每一次在︿台灣雷藏寺﹀做
法會 出去點燃護摩火 然後走回
來 在台上右腳直立 左腳伸開 然
後再轉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圈圈 我手
上結的是大威德金剛明王的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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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威德金剛法﹂裡面有提到：﹁你
只要雙手結大威德金剛印 右腳獨
立 左腳伸開 旋轉三百六十度 就
可以把十方的魔全部驅除 ﹂所以
每一次師尊點完護摩爐 一上來就一
隻腳伸開
然後旋轉一
圈
大家還以為師尊是在
練武功 轉一個圈圈給大家
看；其實 不是的 這動作是
有意義的 意義是在﹁三百六
十度裡面的魔障 所有的邪
神 惡鬼 全部驅除 離開這
個廣場﹂
大家看 可能覺得好玩
因為師尊每一次都是這個
樣子 但 師尊在西雅圖
就沒有這樣了！西雅圖太
冷 沒有幾個人 每一次
摩頂差不多五分鐘就結束
了 在這邊摩頂有時候要
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才能夠結
束 這邊魔障比較多一
點 所以要旋轉 在西雅
圖 摩頂五分鐘就結束
了 所以一天要摩好幾次 午餐也摩
一次 晚餐也摩一次 每一次星期六
的共修都要摩一次 禮拜天的法會又
要摩一次 這樣也不過是幾分鐘而
已 在這邊摩頂就需要很久 當然

人多 邪魔 鬼就會比較多一點 所
以必須要旋轉三百六十度
以後 你們在你的壇城修法 單
腳獨立 右腳打開旋轉一周 這樣
你家裡面的鬼就會全被你踢走 有人
問我：﹁為什麼師尊要在
壇城面前轉一圈？﹂
大概是無聊吧！沒有
事做就表演一下？其

實不是！這就是掃蕩群魔 有這樣的
意義在這裡
大威德金剛的法力非常強
﹁嗡 閻曼德迦 吽呸 ﹂﹁嗡 咄
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
金剛神的咒音都是要很雄壯的 就像
我們看電影一樣 縣官一坐上去 兩
旁的兵卒就會喊：﹁威 武
﹂包
青天就出來了 這就是要展現雄壯
威武的那種精神 所以 當你唸：
﹁嗡 咄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
哈 ﹂﹁嗡 閻曼德迦 吽呸 ﹂要
有那種威武的氣勢
祂的手印跟文殊師利菩薩的手印
一樣 因為閻曼德迦是文殊師利變出
來的 祂的形相可以觀想﹁獨雄﹂的
形相 ﹁獨雄﹂最容易觀想的 二
臂 兩腳 一個臉 拿著嘎巴拉 拿
著金剛鉞刀；六臂就是觀想六個手
六足 也滿好觀想的；三十二隻手的
形相就比較難觀想了 祂的手印是結
﹁期剋印﹂ 也就是﹁驅逐印﹂ 文
殊師利菩薩的手印也就是閻曼德迦的
手印 是一樣的
有手印 有祂的身相 有祂的咒
語 你就可以好好修學﹁大威德金剛
本尊法﹂ ︿宗委會﹀有印出﹁大威
德金剛本尊唸誦法﹂ 這是五大金剛
法之一 你能夠與大威德金剛相應
就能夠和文殊師利菩薩相應 也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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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相應 這些都是相關的
有一次 我跟大威德金剛相應的
時候是在海底 大威德金剛降在我的
身上 祂把海底的波浪旋成海嘯 祂
的法力非常大 非常威武 所以 祂
跟喜金剛一樣 可以降伏天魔 ｜ 大
自在天 可以降伏死魔｜閻魔王 降
伏煩惱魔 讓你的煩惱全部降伏 另
外 也可以降伏病魔 祂能夠降伏所
有的疾病 我在這裡祝福大家健康
長壽 自在
我們再談一談︽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的︿五塵
灌頂最稀有﹀
蓮華生大士說：﹁五塵灌頂﹂
是大圓滿法修行的成佛路線 而每一
位密宗行者要即身成佛 一定要受這
﹁五塵的清淨灌頂﹂ 在這方面 表
面上的領悟是不夠的 一定要得到
眼 耳 鼻 舌 身的五大真正清
淨 一切眾生不知自身淨妙五塵 反
而向外求解脫之道 這是捨本逐末
緣木求魚 大圓滿法就是這五大根力
的引導而成佛的
眾生的粗五根 就是眾生的境
界
佛菩薩的細五根 就是佛菩薩的
境界
淨妙了五塵 就是得證
這段文字 內容非常直接 而且
很精妙 也是很實際的 大家都看過

﹁三隻猴子﹂的雕像 一隻猴子是掩
著眼睛 一隻是掩著嘴巴 一隻是掩
著耳朵 這就是﹁三塵﹂︱眼 耳
口都掩住了 為什麼要掩住眼睛 耳
朵 嘴巴呢？其實這是屬於﹁三塵灌
頂﹂ 我們只看應該看的 不應該看
的就不看；我們只聽應該聽的 不應
該聽的就不聽；我們只講應該講的
不應該講的就不講 這就是﹁三塵灌
頂﹂
小明對老師講：﹁我要請假 ﹂
老師問：﹁理由是什麼？﹂小明：
﹁我下午要做手術 ﹂老師問：﹁什
麼手術？﹂小明回答：﹁人體皮膚上
一些雜亂的東西要切除 ﹂老師知道
小明講話跟一般的同學不太一樣 老
師就說：﹁講人講的話 ﹂小明就
說：﹁理髮 ﹂老師說：﹁滾！﹂
一般的政客講話時是拐彎抹角
現在出來一個講話不拐彎抹角的人
大家都很稀奇：﹁哇！他講話不拐彎
抹角 直接就講出來了 ﹂看他的新
聞很好 每一次講話都是直接講的
講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摸摸頭 這樣
子的政治人物其實也是不簡單 你
看 他連財團都敢得罪 這個人絕對
是真正的清廉 才敢這樣子做 平時
講話就能夠講這種話 那他做的真的
是大事 我們選舉就是要選給能夠做
大事的人
有些人就是嘴巴講了很多 結果

選後全部跳票！這種政客 我們可以
不要他 講了就必須要做得到！現
在 有這麼一個清新的人出來 他沒
有政黨的包袱 所以能夠這樣直接講
話 而且 你看他的表現就知道他絕
對是清廉的 不是用嘴巴講的 嘴巴
上講的清廉不算數 你要真正能夠清
廉 這樣 你就敢做 敢說 他確實
做到了 他這種人就是很清新 選舉
就是要選能夠做事的人 而且能夠做
大事的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今年年初跟去年年底就講
了 在政治上會有一個新的氣象 新
的革新 佛菩薩早就知道會出來這樣
子的人 現在 真的是新的氣象 這
是一般政客所做不到的 這也等於是
﹁掩住嘴巴﹂ 因為他講直話 只講
應該講的 不應該講的就不講 這就
是修了口業 口是非常重要的 不應
該講的就不要講 應該講的就講 這
也是非常難得的
一般來講 做官的很難修行 為
什麼？因為你當了政客 一定會有利
益掛鉤 一定會有人情關說 這樣就
難免會造業 所以 做官很難修行；
雖然 做官不妨礙修行 但確實是比
較難修行 做生意的人也比較難修
行 為什麼？因為你一天到晚想要賺
錢 為了賺錢 有時候需要稍微
﹁歪﹂一點 那就造業了 就會在六
道裡面輪迴 所以 我覺得修行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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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要做官 也不要做生意 那做什
麼好呢？就出家好了！
你如果是純修行 就有足夠的時
間去修 到深山裡面去 眼塵沒有
了 眼睛看到的只是樹；耳塵也沒有
了 耳朵聽到的是鳥叫跟風聲；吃不
到山珍海味 就沒有﹁舌塵﹂了；沒
有人可以講話 ﹁口塵﹂也沒有了；
﹁觸塵﹂也沒有了 因為沒有人跟你
握手 沒有人跟你做朋友 交際 你
一個人隱居在深山裡面
﹁眼 耳 鼻 舌 身﹂都比較
好修 唯獨﹁意念﹂的問題比較難
就像我講過的一個笑話：有一個砍柴
的人在深山裡遇到一個修行的人 他
就問：﹁修行人 那你還會不會打妄
想啊？﹂修行人很老實：﹁會！一個
月有三次 ﹂﹁喔！那你不簡單！才
三次妄想而已 可見你平時是非常清
淨的 ﹂修行人就面紅耳赤：﹁不
過 妄想一次就有十天 ﹂那就等於
是一個月了 原來 每天都還是打妄
想
﹁意﹂是最難修的 所以﹁眼
耳 鼻 舌 身 意﹂在佛教稱為
﹁六賊﹂ 當你真正能夠完全清淨
意念也能夠清淨 你就能夠存想大威
德金剛 你就能夠變成空；當你完全
清淨了 身清淨 口清淨 意念清
淨 你就接近佛了！這個道理就是五

塵
一個週末的好天氣 喝得興高采
烈的兩個人一問一答 一人問：﹁你
是哪裡人？﹂另一人答：﹁黑龍
江 ﹂﹁哇！我也是黑龍江耶！老鄉
乾一杯 ﹂又問：﹁你是黑龍江哪裡

呀？﹂對方答：﹁我是大慶 ﹂
﹁哇！我也是大慶 再乾一杯 ﹂再
問：﹁你是大慶哪裡呀？﹂對方再
答：﹁是肇州的 ﹂﹁哇！我也是肇
州的 再乾一杯 ﹂ 接著問：﹁你
姓什麼？﹂﹁我姓王 ﹂﹁哇！我也
剛好姓王耶！﹂這店家老闆實在看不
下去了 就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老
王 你的兩個兒子又喝茫了！﹂
我們行者不要喝酒 不可以喝
酒！行者也不可以抽煙 這是屬於口
的清淨 佛菩薩可以啦！大威德金剛
可以 因為祂們都成為佛菩薩了！師
尊也應該可以！但是 師尊不喝酒
因為我要做所有出家人的榜樣！所
以 我不喝酒 不抽菸 其實 我是
可以喝酒的 我不會喝醉 我喝酒會
有分寸！
我生平只抽過一根香菸 那是因
為當我要讀軍校時 父母親不准我去
讀 我就賭氣 抽了一根煙 以前
我要參加大學聯考時 我的爸爸 媽
媽講：﹁家裡沒有錢 就算你去參加
大學聯考考上了 也沒有錢讓你去
讀 ﹂哇！那我要讀什麼？因為讀軍
校不用錢 讀師範大學也不用錢 所
以我去考︿台南師大﹀ 嚇死人了！
有四千多人參加 才錄取三十個 我
怎麼可能考得上呢？大家都知道 我
年輕的時候是很笨的 還留級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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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讀高中的時候才好一點
後來 我終於考上軍校 我的爸
爸 媽媽講：﹁不准你去讀軍校 ﹂
因為我沒有參加聯考 因為考上了也
沒有用 沒有錢可以讀啊！所以 我
一定要讀軍校 但我的爸爸 媽媽不
肯讓我去讀 所以我說：﹁好！你們
不要讓我去讀軍校 那我就出去做流
氓！﹂我就拿起一根菸 我以為抽煙
就是做流氓 於是 就抽了一支菸
抽了菸之後才知道 原來菸這麼難抽
啊！我的爸爸 媽媽看到我居然在家
裡的客廳翹著二郎腿抽菸 這才說：
﹁好！讓你去讀軍校 ﹂所以 我就
去讀軍校了 我是最後一天報到的
講個笑話 老公講：﹁親愛的
我每一次看到你的腳 我就想起我的
故鄉 ﹂老婆很害躁的問：﹁是嗎？
你的故鄉在哪裡？﹂老公就講：﹁在
屏東萬巒 ﹂屏東萬巒是盛產豬腳
原來 他太太的腳就像豬腳一樣
我們當先生的 講話要小心一
點 真的！有些話是不能講的 會很
傷人的！口業很容易犯 我們不可以
爆粗口 你一爆粗口 就犯了業障！
更不可以挑撥離間 講﹁兩舌﹂的
話︱向東家講西家的壞話 向西家講
東家的壞話 這就叫做﹁兩舌﹂ 修
行人是不可以﹁兩舌﹂的 兩舌 惡
口 粗語 綺語 都不可以講 什麼
叫做綺語 無聊的話就叫做綺語

有一個工程師找不到工作 就開
了一間私人診所 在診所外面放一塊
牌子 寫著：﹁病治好 付三百塊；
治不好 退一千塊 ﹂有個醫生看到
牌子 心裡想 這是賺錢的好機會
於是決定去一趟工程師的診所！醫生
講：﹁我失去了味覺 吃在嘴裡的東
西都沒有味道 ﹂工程師就講：﹁護
士 請把二十二號盒的藥拿來 在病
人的嘴裡滴三滴 ﹂假裝病人的醫生
開口就說：﹁哇！你這是汽油耶！﹂
工程師就講：﹁恭喜你！你的味覺已
經恢復了 請付我三百塊 ﹂醫生只
好付錢 很不爽地走了
幾天後 醫生又到這間診所 打
算把損失的錢拿回來 醫生說：﹁我
失去了記憶 什麼都記不住了 ﹂工
程師講：﹁護士 請把二十二號盒的
藥拿來 在病人的嘴裡滴三滴 ﹂
醫生就講：﹁這不是上次治味覺的藥
嗎？﹂工程師講：﹁恭喜你！你的記
憶已經恢復了 請付我三百塊 ﹂醫
生只好付錢 憤怒地離開
過了幾天 醫生又到了工程師開
的診所 醫生講：﹁我的視力很
差 ﹂工程師說：﹁抱歉！我們沒有
什麼藥治這個病 這是退你的一千
塊 ﹂醫生說：﹁但是你拿給我的是
五百塊啊！﹂工程師講說：﹁恭喜
你！你的視力已經恢復了 請付給我
三百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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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視覺 聽覺跟味覺的問
題 你的視覺要清淨 聽覺要清淨
味覺也要清淨！唯一清淨的方法 就
是把它關閉了 才能夠入三昧地 由
後天得到先天 你不關閉這些感覺的
話 你是沒有辦法入三昧地的；關閉
這六賊 才能夠由後天轉為先天 自
然 宇宙的先天能量就會降在你的身
上 這就是最重要的修行口訣！
﹁專一﹂就是進入三昧地的門
戶 專一之後再轉成空 先天的氣就
會進來 先天的神就會進來 先天的
精就會進來 當這種能量進入到你的
身體裡面 你的身體就會變得非常健
康 非常有能力！修行的要訣 就是
在這裡

南宋的朱熹還沒有當官之前 在
家鄉有一個叫做盛溫和的好朋友 也
是博學多才 一天 兩個人在巷子內
相遇 盛手上拿著一個竹籃子 朱熹
問他：﹁你去哪裡？﹂盛回答：﹁我
要去買一點東西 ﹂朱熹是研究理
學 相當於邏輯方面的學問 理學不
一定就是邏輯學 但 邏輯包含在理
學裡面
朱熹是窮理致知 研究學問的
人 他聽了盛的話就很好奇地問：
﹁你說買東西 為什麼不說買南北
呢？﹂這個盛溫和反問朱熹：﹁你知
道什麼叫做五行嗎？﹂朱熹答：﹁五
行 我當然知道 不就是金 木
水 火 土嗎？﹂這個盛溫和說：
﹁不錯！你知道就好辦了 現在 我
說給你聽 東方屬木 西方屬金 南
方屬火 北方屬水 中央屬土 我的
籃子是竹子做的 盛火會燒掉 裝水
會漏光 只能夠裝木跟金 也不能裝
土 所以叫做買﹃東西﹄ 不叫買
﹃南北﹄ ﹂朱熹聽了以後：﹁原來
是這樣啊！﹂原來 ﹁買東西﹂這個
名詞還有這樣的典故啊！
古人的智慧 總是蘊藏在我們的
生活之中 不過 我跟大家講 買東
西 買南北 這是一個辯論 理學家
他們懂得用這個理去推出來 但是推
到最後 你會知道 東 西 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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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一定的！地球是圓的 宇宙是
未知的形狀？東在哪裡？西在哪裡？
南在哪裡？北在哪裡？你站立的地
方 到底是上方還是下方？我現在坐
的地方 到底是哪一方？如果顛倒看
著地球的話 上方是這裡 下方是那
裡 那我現在就是坐在下方 你可以
講！這個方向是人分的 如果不分的
話 什麼理都不用講了 你坐在哪
裡？就是坐在天地之間
關於磁場的道理 南極 北極
它有一套的規劃 但是 你知道磁場
是怎麼一回事嗎？當然 物理學家就

會懂！像王醴博士 他就懂這些東
西！朱時宜教授應該也懂這些東西！
很多教授都懂這些東西！但事實上
有些真的是沒有道理的！所以 有些
時候 你跟老闆講道理 保證你就快
要沒有工作了！跟老闆講道理！你就
會被開除了！你跟你的女朋友講道
理 你就快要分手了！你只能聽女朋
友的 沒有什麼道理好講！每一次跟
女朋友講道理 其結果一定就是分
手 所以 沒什麼道理好講 你跟你
的老婆講道理 那就準備離婚了！沒
有什麼道理好講 那才能夠在一起！
所以 你守口業 就是什麼都不用
講！
世上有兩件最困難的事情 一件
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裡
面；第二個就是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
的口袋裡面 前面那件事成功了 就
叫做﹁老師﹂；後面那件事成功了
就叫做老闆；兩件都成功了 就叫做
﹁老婆﹂！所以 跟老師鬥 那是不
想學了；跟老闆鬥 那是不想混了；
跟老婆鬥 那是不想活了！
師尊有一個哲學 只要是師母講
什麼 我都說：﹁ＯＫ！沒問題！﹂
她講的話都是對的 我講的話等於放
屁 真的！在師母面前 只能誇讚
她：﹁妳的身材好苗條 妳好有氣
質 妳頭髮非常美 妳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年輕了！妳做的事情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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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每個決策都是正確的！﹂蓮哲上
師也是這樣子講 只要師母不在 所
有妖魔鬼怪都出來了！只要師母在
她可以避邪 可以鎮災！所以我不敢
講師母的不好 只要稍微提一點點不
好的 我就是不想活了！所以 我在
這裡一直稱讚師母 稱讚她的美 她
的德行 她的行為 她的思想判斷
都是一級棒！在家裡 我永遠是最後
一名 禮拜一 我的女兒︱佛青回來
了；我是師母管的 也是女兒管的；
我也不管兒子 也不能管 管也管不
了 所以 我只有管自己 管什麼？

管自己修行 把自己的眼
耳 鼻 舌 身 意管好！
在中國大陸 有一輛麵
包車載了十四個人 後座的一
位乘客 對著司機大哥說：
﹁師傅 你這個是超載！被逮
到了肯定要吊銷執照呢！﹂司
機回頭很淡定地笑：﹁吊銷執

照？那也得有才行啊！﹂這個時候
車上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氣 另一個很
害怕地問：﹁沒有駕照 那你也敢開
啊！﹂司機講：﹁不怕！有酒壯膽！
我中午喝了一斤二鍋頭 老子沒在
怕！﹂這個時候 乘客們都已經冒出
冷汗了 又有一個乘客發抖地講：
﹁為什麼不考駕照呢？﹂司機講：
﹁我何曾不想啊！但是 色盲能夠考
嗎？﹂此話一出 全車的人全嚇死
了！
這個笑話裡面有幾點要注意 一
個是色盲 一個是喝酒 一個是膽子
夠大 這三者其實都不是很好 我們
修行人要謹慎 眼睛不要亂看 因為
你一亂看 也就污染了！耳朵一亂
聽 也就污染了！嘴巴亂講話 也就
汙染了！身體亂碰 也就污染了！就
像前幾天的電視新聞 一個坐公車的
人站在車門口 一隻手抓著柱子 另
一隻手就對每一個走過去的女生 偷
摸人家的臀部 那就是﹁觸﹂的污
染
眼會被污染 耳會被污染 舌頭
會被污染 鼻子會被污染 連觸也會
污染；如果可以不被污染 那就是清
淨 這也就是修行的口訣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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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圖片提供 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

灌頂：高王觀世音不共大法、
觀音身壇城避災法

閉五塵 意念空
由後天轉成先天

得正覺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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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護摩主尊︱高王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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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與會的貴賓有：︿行政院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廖東周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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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委會﹀法律顧
問卓忠三律師 ︿財團法人賴樹旺基
金會﹀執行長李滿春先生；﹁真佛宗
教授團﹂︱王進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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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江成博士 李懿倫博士 林峻安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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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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陳蕙
美女士 高雄市許慧玉議員代表 香
港著名藝人方力申先生及鄧麗欣小
姐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
女士 ︿琦品傢俱生活館董事長﹀黃
淑琦小姐 師尊大學同學朱金水先生
及夫人陳澤霞女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
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
婷女士 ︿惠兒堂健康教育生活
會館總裁﹀馬純小姐 ﹁大圓滿
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
第廣論﹂節目製作人蓮悅上師
主持人佩君師姐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
美女士
今天有特別來賓 是洪仲丘
的姐姐洪慈庸小姐和她的父親
母親 感謝︿香港華光功德
會﹀ ︿十方同修會﹀打齋五十
九萬元 新加坡游樺泠師姐打齋
十八萬八千元 謝謝！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
語 中文︶大家好！唔該 唔該
晒！︵廣東話：謝謝你︶どうも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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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語：午安︶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사합
니다︵韓語：謝謝︶ Wie geht es
ihnen? ︵德文：你好嗎？︶謝謝大
家！
以前 師尊在︿玉皇宮﹀的時
候 有一位師父｜釋慧靈 他是出家
人 他送給我一本經書 這是我第一
次在寺廟裡面拿到人家送的經書 這
一本經書就是︻高王觀世音真經︼
回去之後 我就開始唸誦這一本經
典 這本經典很短 但裡面全是佛菩
薩的號 還有﹃七佛滅罪真言﹄ 其
中有一句話﹁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
害﹂ 這句話讓我看了就非常歡喜！
能夠滅掉生苦跟死苦 等於一生
當中的苦都可以滅掉 還能夠消除所
有一切的毒害 這兩句話 哇！不得
了！太好了！等於這一輩子都很幸福
了！所有的毒害都沒有了 所有的苦
難也沒有了 那不是幸福是什麼？這
不是小確幸 是大確幸！從此以後
我就開始持誦這一本經典 在這一生
當中受到高王觀世音菩薩的護佑 無
窮無盡 所以我非常尊崇跟弘揚︻高
王經︼這本經典 一直到今天
今天 洪仲丘的父親 母親 姐
姐 都來到雷藏寺；想起洪仲丘 我
就想起我在軍中的日子 我是在台中
太平車籠埔冬瓜山︿第五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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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的 那時候 訓練中心有辦一份
報紙 叫做︽干城報︾ 因為我以前
在高中就寫文章 所以我就開始寫詩
投稿那份報紙 結果每一篇都登出
來 從來沒有退稿
有一天 我到訓練中心的福利
社 有一個叫做﹁水果西施﹂的小
姐 我向她買水果 那位小姐拿著一
個很大的西瓜給我 我說：﹁多少
錢？﹂她說：﹁不用錢 ﹂我說：
﹁買水果哪有不用錢的？那麼好！﹂
水果西施說：﹁你是盧勝彥嗎？﹂我
說：﹁我是 ﹂她說：﹁你就是在
︽干城報︾寫詩的盧勝彥 我很喜歡
你的詩 所以 這個西瓜送給你 ﹂
哇！我好快樂 帶著那顆免費的西瓜
回到我的連上 讓我們連上的每一個
人都有西瓜吃
我就講：﹁這是我寫文章 水果
西施送給我的 她還對我笑 ﹂我的
心裡感到很快樂 就講出來了 沒想
到 後患無窮！原來 追求水果西施
的就是我那一班的教育班長 我這下
死定了！他每一次都叫我：﹁盧勝
彥！過來！人家伏地挺身二十下 你
給我做五十下！﹂﹁給我交互蹲
跳！﹂再過來 每個人去拿槍的時
候 他就把我的槍拿走 然後站在前
面講話 一講完話就說：﹁接槍！﹂
槍就從空中丟過來 我若沒有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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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槍打到鼻青臉腫
那個教育班長還會說：﹁盧勝
彥！你今天的銅環沒有擦乾淨！﹂我
說：﹁有啊！很亮啊！﹂他說：﹁邊
邊上有一點沒有乾淨 ﹂怎麼辦？
﹁給我舉槍蹲馬步！﹂我的兩隻腳很
快就沒力了 雙手一直發抖 都是在
太陽底下這樣子操我 終於有一天
被他抓去關禁閉 真的很可憐
還好 我是一個有大福分的人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自然有菩薩保
佑 沒有死翹翹 洪仲丘比較倒霉
他死掉了 我就是沒有死 我的命
好 還鍛鍊出守時 鍛鍊出身體 現
在我也是過著如同軍人般的生活 一
聽到起床的鬧鈴 我就馬上起床 然
後很快地刷牙 洗臉 做一些事情
從幾點到幾點 要做什麼事 完全是
規律的軍中生活 而且動作非常快
這也就是在軍中磨練出來的 我還記
得教育班長的臉 瘦瘦 高高的 長
得也不錯 但是 水果西施是喜歡
我 因為我是詩人啊！
後來 我去站小營門的衛兵 那
時候 大營門的衛兵是兩個人 小營
門的衛兵是一個人 福利社的小姐就
是睡在小營門那邊的宿舍裡面 我站
衛兵站到半夜 突然之間 有幽靈出
現 有一個小姐一直飄過來 我嚇死
了！原來是水果西施！因為我戴著鋼
盔 持槍 綁著子彈帶 我是立正

站得很直 都不敢看她；她走到我邊
邊 靠得很近 她就吻了我一下 再
跑回去 有這樣的一個吻已經足夠
了 教育班長再怎樣子懲罰我 我都
可以咬牙切齒地度過去
後 來 這 段 News 很 快 就 沒 有
了 因為在中心的日子只有前八週
後八週 剛好是四個月 然後就回到
︿測量學校﹀讀書了 我在軍中也是
被霸凌過的 可惜 洪仲丘往生走
了 希望高王觀世音菩薩把他接引到
更好的地方去
高王觀世音菩薩的手印就是﹁轉
法輪印﹂ 有﹁外轉法輪印﹂ ﹁內
轉法輪印﹂兩種 祂的咒語是：
﹁嗡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
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離尼帝 摩訶
伽帝 真陵乾帝 梭哈 ﹂祂的身相
是戴著七佛冠 因為祂是七佛的法王
子 ︻高王觀世音真經︼的重點在哪
裡？告訴大家 裡面有很多的佛 很
多的菩薩 第一個是淨光祕密佛 祂
是第一佛 法力非常廣大 祂就是阿
達爾瑪佛 這是祂的另外一個身分
我寫在書上 祂是本初的一尊佛 祂
的法力無窮
大家都知道西夏王朝 成吉思汗
的攻打都勢如破竹 一直攻到歐洲
每一個國都投降 你們看 蒙古大帝
國有多大 但他唯一攻不倒的就是西
夏王朝 為什麼？因為他們全部都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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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觀世音真經︼ 它
的國號叫做﹁大白高
國﹂ 因為是大白蓮花童
子建立的高王觀世音的國
度 所以就叫做﹁大白高
國﹂ 目前 全世界的比
丘 比丘尼 沒有一個人
是像我這樣子推崇︻高王
觀世音真經︼的
每個唸滿︻高王觀世
音真經︼一千遍的人 所
得到的感應非常多！在新
加坡︿樟宜監獄﹀裡面的
死囚犯 他們犯了很大的
罪 因為在皈依了之後
他們唸了︻高王觀世音真
經︼ 每個在被判刑吊死
之後所燒出來的 全部都
結舍利子 只要是︽真佛
宗︾的弟子 全都燒出舍
利子 這是當年最轟動的事情 我的
英文翻譯 Miss Hanifa 師姐 她的
爸爸就是專唸︻高王觀世音真經︼
他過世以後也燒出非常多舍利子
有很多見證 有很多證明 ︻高
王觀世音真經︼非常靈驗；順便再跟
大家講一下 ︻真佛經︼也很靈驗
只是我沒有講 唸︻真佛經︼的人
生前就有記號 最終會往生摩訶雙蓮
池；唸︻高王經︼一樣也可以有這種

成就 所以 高王觀世音是我這一生
當中最崇敬 最尊貴的菩薩 祂的形
相是頭戴七佛冠 全身有很多色彩
我們今天再講︽密教大圓滿︾
︵盧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
下內文：
而迷悟之間 竟然是如此分別
的 佛的淨妙五塵就是悟 眾生的粗
濁五塵就是迷 二者之間本源是相同
的 祇因迷悟不同 而迥然不同了
在這方面請注意體會
我︵紅冠聖冕金剛上師︶ 得到
了﹁五塵灌頂﹂ 這是蓮華生大士親
自傳授的 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但
是 今天若有真得的上師 看到我寫
這﹁五塵灌頂最稀有﹂這篇文章時
一定從此心服囗服 因為學大圓滿
法 原是以﹁五塵灌頂﹂為引導 因
此確知確認 這盧勝彥上師果然得到
﹁大圓滿心要﹂ 連學過﹁噶嘛心
要﹂的大上師也要五體投地的讚嘆
簡直太稀有的
什麼是阿羅漢？阿羅漢就是﹁四
聖﹂之一 已經超出輪迴了 也叫聲
聞乘 大圓滿一共有九乘 最初的一
乘就是聲聞乘 在佛陀時代 祂的很
多弟子都是聲聞乘 所謂十六阿羅
漢 五百阿羅漢 都是大阿羅漢 所
謂的﹁殺賊﹂ 就是殺掉這六個賊︱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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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聲 香 味 觸 法﹂這六
賊 如果六賊殺盡了 你就是大阿羅
漢 這個就是最基礎的大圓滿法
你只要有了﹁五塵灌頂﹂之後
你收拾了﹁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你就可以超出三界｜欲界 色
界 無色界；你就成為大阿羅漢 永
遠不受輪迴 這就是非常稀有的﹁大
圓滿法﹂的第一個功夫
講個笑話 老師問：﹁有錢任性
的下聯是什麼？﹂小明回答：﹁沒錢
認命 ﹂老師啞然；第二節課 歷史
老師問：﹁古代的女人為什麼要纏
腳？﹂全班陷入沉思 小明大聲地
說：﹁怕她們逛街亂花錢 ﹂老師接
著問：﹁那為什麼現在不纏腳了？﹂
小明繼續回答：﹁因為現在有宅急
配 纏腳也沒有用 ﹂老師對小明
講：﹁來來來！兔崽子 換你來講
課 ﹂
其實 佛法是上下古今同 從兩
千五百多年前一直到現在 應該是相
同的 那時候 因為釋迦牟尼佛的教
導而成就大阿羅漢的 不知道有多
少？所以 稱為﹁五百大阿羅漢﹂
像我們︽真佛宗︾弟子 也不知道有
多少個 所以就講有五百萬弟子 永
遠都是五百萬
為什麼是﹁五百﹂？在佛陀時
代 佛經裡面只要提到﹁五百﹂ 就

是﹁很多很多﹂的意思；祂從來沒有
提過﹁六百﹂ 沒有提過﹁七百﹂
永遠都是﹁五百大阿羅漢﹂ 每一次
都是五百比丘 五百比丘尼 都是五
百 所以 師尊不敢超過釋迦牟尼
佛 也是永遠都講五百萬弟子
五百就是很多的意思！你們看
有五百商人過恆河 也是講﹁五
百﹂ 為什麼講﹁五百﹂？因為五百
就是很多的意思啊！很多商人過河
祂不講很多商人過河 就是這個道
理！有五百個人坐船 有強盜要殺五
百商人 都是五百 釋迦牟尼佛每講
到五百的意思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你如果常常讀佛經 你就會知道五
百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古到今 佛
法都是一樣 沒變的！不會以前是纏
腳 現在變成大腳 沒有！佛法傳承
下來 都是這樣子
所以 五塵灌頂是﹁色 聲
香 味 觸﹂ 再來就是﹁法﹂
﹁色 聲 香 味 觸 法﹂﹁眼
耳 鼻 舌 身 意﹂ 這個﹁意﹂
是什麼？意就是從五塵產生出來的意
念 眾生是粗跟濁的 清淨的 微妙
的 細的 就是屬於佛菩薩
講個笑話 相親的時候 女方問
男方：﹁你家裡是做什麼的？﹂男生
很含蓄地說：﹁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
是大地主 ﹂哇！女方露出一臉欽佩
高興的眼神 用餐結束後 女方就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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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待地以身相許 一直到論及婚
嫁 去到男方的家裡才發現原來不是
大地主 是﹁搭鐵厝﹂︵台語 音近
大地主︶ ﹁搭鐵厝﹂就是以鐵皮搭
建的房子 所以 大家不要誤會
過去的佛法跟現在的佛法有什麼
不同？師尊講的佛法跟以前佛陀講的
佛法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 不可以誤
會 不能夠誤會 如果誤會了 你就
差掉了
不過 以前佛陀的時代是﹁正法
時代﹂ 在那時候 因為是佛親傳
所以佛法很正 因此叫做﹁正法時
代﹂ 後來佛陀走了 就變成﹁像法
時代﹂｜很像佛法 因為佛法有點改
變了 就變成﹁像法時代﹂ 後來再
改變 就是﹁末法時代﹂了 現在就
是末法時代 所以 離佛很遠 佛法
就會改變了 但 師尊所講的佛法和
剛剛講的﹁五塵灌頂﹂ 是原始佛
法 是原來釋迦牟尼佛所講的佛法
是沒有變的 是一樣的
再講個笑話 昨天快下班的時候
接了一通電話 是一個女的打來的：
﹁你好！我是人口普查員 請問你家
有幾口人？﹂我回答：﹁我家是一口
人 ﹂對方說：﹁喔！十一口人
嗎？﹂我說：﹁不是十一口人 而是
一口人 ﹂對方就講：﹁啊！二十一
口人 怎麼又變成二十一口人呢？﹂

我耐著性子回答：﹁你聽錯了 其實
是一口人 ﹂對方講：﹁啊？怎麼又
變成七十一口人呢？怎麼會那麼多
呢？﹂我終於爆發怒吼：﹁就是一口
人！﹂對方講：﹁九十一口！天啊！
越來越多！﹂有時候 我們聽話就是
會聽錯 講話也會講錯 聽佛法也是
一樣會聽錯
我講過一句話：﹁有漏皆墮 ﹂
就是你如果漏了 你會墮落下去 所
以 男的當然聽得懂﹁有漏皆墮﹂
你就是要跟著我的佛法走 你要懂得
納氣 懂得嚥液 還要懂得守精 男
的一聽就知道：﹁喔！要守精 那就
是不要漏 就變成無漏 ﹂你修行
﹁無漏法﹂ 你就會變成﹁無漏﹂
有些女的聽了 她聽不明白師尊所講
的﹁有漏皆墮﹂ ﹁那不就是要忍著
嗎？是要忍著漏嗎？﹂這就被誤解
了 這裡面有誤解 但是我不敢講
就會被誤會
其實 女的也是﹁有漏皆墮﹂
女的必須要把經血修到無漏 連﹁月
事﹂都沒有了 在年輕的時候就要這
樣 如果妳是在更年期的時候才沒有
月事 那是自然的事情 你要在更年
期之前就修到沒有月事 這是修行的
方法
還是笑話 這個學期開始 好學
的阿公上了老人的社區學院 剛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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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三年級的孫子就很好奇地問：﹁阿
公 你那麼老了 為什麼還要上學
啊？﹂阿公就講：﹁乖孫子 這叫做
活到老 學到老 阿公這麼老了都還
想唸書 你要比阿公更努力喔！﹂小
孫子一臉憂心地看著阿公說：﹁阿公
說得是 可是 如果老師要開家長
會 你要請誰去參加啊？﹂小孩子有
小孩子的想法
我剛剛講的意思 有些女生的想
法就是不一樣 我講﹁有漏皆墮﹂
她就想到某一方面去了 她就一直忍
著 咬著牙齒 張著眼睛 不能漏！
不是這樣子的 那是要修法的
色 聲 香 味 觸 到最後一
個意念 那不是妄念 我講過了 要
懂得納氣 要懂得嚥液 再來要懂得
守精 再來要懂得無念 這裡面就有
﹁五塵灌頂﹂ 你的﹁眼 耳 鼻
舌 身﹂ ﹁色 聲 香 味 觸﹂
全部都關閉了 你就會無念 無念有
什麼好處？當你根本沒有念頭的時
候 你的身體就全部空掉了 所有宇
宙的法流 先天的精 先天的神 全
部活起來 會在你的身上自動轉 你
完全無念 放空 就會轉；你沒有無
念 永遠不會轉 你的意念收了 你
的妄念也收了 這最重要
﹁眼 耳 鼻 舌 身﹂ 這
﹁五塵﹂統統讓你收了 你的意念就
會空掉 當沒有意念的時候 你的身

體就會由後天轉成先天 在道家來
講 這就是﹁長生不老﹂ 會有﹁長
生不老﹂的這種現象產生出來 這非
常重要喔！
當你的眼睛不看 耳朵不聽 鼻
子不嗅 舌頭無味 嘴巴不說話 身
體不接觸 這個時候 你就能夠把念
頭整個放空 當變成無念的時候 你
的身體本來是後天的 就會轉成先
天 你自己的氣就會周流迴轉 我每
一次修法都是這個樣子 氣在周流迴
轉 一直在轉 一直在轉 轉個不
停 這個時候 就是無念 無念的時
候就是﹁正覺佛寶﹂ 這一點很重
要！為什麼要關閉五塵？就是要讓你
的後天轉成先天！你只要懂得無念
你就是神仙！
最近有一個女藝人被網路霸凌
她受不了 結果年紀輕輕就自殺了！
大家想一想看 盧師尊從二十六歲出
道 就被很多人霸凌 數不清啊！四
十多年來 一直被霸凌到今天 我為
什麼還不死？應該會活活氣死啊！
其實 我練的功夫就是關掉五
塵 我根本沒有看啊！我不懂得網
路 我也不會看 我也不會上網 這
樣就有好處 我根本不會上網 你跟
我講 我也不聽 你就算 copy 出來
給我看 我也不看 我根本不看 不
聽也不想 網路也沒有味道 舌頭去
舔也舔不到 嘴巴想吃也吃不到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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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以 我當然沒事！你再怎麼罵也是一
樣！你要罵嗎？放馬過來！老子沒在
怕！
我的五塵不但關閉了 我根本就
看不到對方在罵我什麼 但其實是被
從頭罵到尾 我知道很多的；對方罵
東罵西 罵南罵北 罵上罵下 罵八
方 我什麼都被罵了 我已經體無完
膚了 但我為什麼還是活得很自在
啊？因為我不知道啊！
我的快樂勝過於所有的痛苦 我
是得到大樂的人 而且我的身上還有
光明；我有大樂光明 我還懂得空
性；我的大樂就在﹁欲界天﹂ 我的
光明就在﹁色界天﹂ 我的空性就在
﹁無色界天﹂ 我的五塵灌頂一灌
了 就把這個全部收了！我無念了
我就是大阿羅漢！這樣還不明白嗎？
所以 我被霸凌四十年了 還能
夠不死！不只是網路 以前我剛剛出
道的時候 就有人寫書 開始用文字
霸凌我 說我是妖言惑眾 第二本書
就是妖魔鬼怪 但我這個老妖怪就是
不死 怎奈我何？而且我現在得到的
快樂 可以蓋過人間所受的所有痛
苦！
你想要學 就要學跟師尊一樣
啊！永遠得到大樂 那種快樂是無窮
盡的 那個氣在通你的脈時 那個快
樂是不得了的！那個明點下來再上升

的時候 那種快樂是不得了的！那個
拙火在上升再下降的時候 在中脈裡
面遊走 是不得了的快樂啊！那個才
是真正的大樂 人間的痛苦算什麼？
這些網路霸凌 都是在我的腳底搔癢
而已 搔得好舒服！這樣還不懂嗎？
應該明白了吧！
我告訴大家 你如果修行到大樂
的境界 你絕對不會罵我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快樂無比了啊！不需要罵
盧勝彥才會快樂 ﹁我把你罵死 我
就快樂極了！﹂你這種快樂只是淺淺
的一點而已 我的快樂是像天那麼
大
要學我這種精神 如果人家講你
一句話 你就一晚睡不著 那算什麼
東西嘛？人家把你當空氣 不理你
你就生氣了；人家走過去 沒有跟你
打招呼 你回去就生悶氣 這有什麼
嘛！師尊四十年來的歷練 當我得到
最大的大樂光明跟空性的時候 勝過
一切毀謗與霸凌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名譽是我
的第二生命 我的生命很偉大 我的
第二個生命更加偉大 我要保護我的
第二生命！﹂其實 我什麼都不保
護 連生命也不保護 我的名譽也沒
有 就算我沒有名譽 沒有生命 我
還是佛！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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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蓮鳴上師

文字也都不同
到泰國

文化

語言和

為什麼會有部
習慣

上

馬來西
叫做

佛法由大眾部傳

印尼

佛法由上座部︵也就
緬甸
叫做﹁南傳佛教﹂

香港

為什麼叫
那時候

南傳佛教

四

所建的第一座佛寺就是︿白馬寺﹀

是

就是三

它是佛法修行的中心

都有共同的信仰︱︽念處經︾

觀法無我

求金錢

進而改善我們對於貪

沒有想到要身心解脫

求姻緣

作

瞋

痴的執

但沒關係

到了因緣成熟之

我們總是認為﹁黃金︵糞便︶﹂是不乾淨

觀身不淨：觀察身體是不清淨的
一般來說

一

你就可深入佛法

種下出離的因緣
時

只要現在聽到四念處

著 釋迦牟尼佛成道的時候曾經說過：﹁這世間有一個法
門 可以解決眾生一切的煩惱 就是在行 住 坐 臥中
保持清淨 這個法門就是四念處 ﹂大梵天王聽到這個四
念處 馬上向釋迦牟尼佛請法 並請佛住世 大轉法輪
大梵天王為什麼要請法？因為釋迦牟尼佛講完四念處 祂
就想要入涅槃了 可見這四念處的重要！
當然 有人因緣未到 只求家庭圓滿 求平安 求工

無常

四念處出自於︽念處經︾ 其方法就是用心念去觀察
以下四個方面：一 觀身不淨 二 觀受是苦 三 觀心

十七道品裡面的︿四念處﹀

佛教

中國官方營建的最早佛寺 所以叫做漢傳佛教
其實 小乘佛教有不認同大乘佛教的地方 大乘佛教
也有不認同小乘佛教的地方 但 不管是漢傳佛教 藏傳

的皇帝是漢明帝

■我們要知道「感受」是痛苦的根源，即使是樂的感受也是一樣要捨

四念處

環境

因此才形成了宗教分裂

他提出對阿羅漢餘習和證道機緣的五種說

講﹁四念處﹂之前 先略說佛教的歷史 在二千五
百五十七年前的佛陀時代 當時並沒有宗派的分
別 也沒無所謂的上座部 大眾部 大乘 小乘 金剛
乘 藏密 佛教就是佛教 當初的佛教就是現在我們所謂
的﹁原始佛教﹂ 當時的語言以印度語為主
在釋迦牟尼佛涅槃後一百年 有個大天比丘 他是大
眾部的創始人
法︵大天五事︶
派的分別呢？那是因為地區

當地原本信仰等種種因素 才產生了不同形式的改變
改變的重點在哪裡呢？就是在於﹁戒律﹂的不同

大眾部認為因
如果

都可以更
因中國北部天氣比較寒冷

只要不偏離﹁五戒﹂

座部認為佛陀傳下來的戒律是不可更改的
文化性不同

譬如佛教傳到中國

為地區
改

當中的語言

像小乘不穿鞋 不穿長衫 人是會凍死的
之後 上座部分成十八個部派 大眾部分成二十一個
部派

以巴利語為主

是小乘佛法︶慢慢南傳
亞

西藏

也就是華文

韓國

雲南

日本

到中國

用的文字是漢語

蒙古
﹁漢傳佛教﹂

做漢傳佛教呢？因為佛教來到中國是在兩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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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我們用心去

公司

工作

事業

子女

所

樂

你不願意往生佛國

我們不會在廁所裡面供佛

因為苦

金錢

所以

是相依的

你要享樂是可以的；你有資糧

你要住好

你要開好車是可以的；但如果

也不要刻意追求享受

或

你就不要去追求那種我們追求不

而資糧條件夠的人

︱ 待 續 ︱

是非得要過高人一等的生活條件來彰顯自己

來的享受

你的資糧不到那種程度

房子是可以的；你有資糧

如果你有資糧

但其實並不是要我們無時無刻都折磨自己 令自己痛苦
而是指﹁不要貪著世間的樂受﹂ 是要我們要放下執著

﹁觀受是苦﹂是要覺知我們的﹁感受﹂是苦的根源

其實 命運的安排很奇妙！當你覺得輸了一切時 其
實並不一定；當你覺得贏了一切 其實也不一定是如此
這就是所謂的﹁福禍相依﹂ ﹁苦樂相依﹂ 所以我們要
﹁觀受是苦﹂ 一切苦 樂的感受 都是苦的根源

後來 他搬到鄉下去做苦工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
候 當時一些有錢 有地 有工廠的富貴人家就被殺 被
批鬥；有一天 那個好賭的人看到贏走他整個身家的人
竟然被批鬥死了 他很有感觸 他心想：﹁如果當時是我
贏了的話 今天被殺的人就是我了 ﹂

在民初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有很多田地和
工廠 但他喜好賭博 因此輸了很多錢；後來 他發誓不
再賭錢 只要賭輸就斬斷手指 結果 還是戒不了 被斬
斷手指的右手不能賭 就改用左手賭 到最後 把錢和田
地 工廠都輸光了 再也沒有東西可以讓他賭

即使是樂的感受也是一樣要捨

的

名

心靈﹂兩個

所以你抱著

痛苦的根源

我們要知道﹁感受﹂是

去

以你會繼續在六道裡面輪迴受苦
當我們觀察一切感受的時候

﹂如果你的心不清淨

仔細想一想 那廁所裡不乾淨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這
﹁黃金﹂就是從我們身體出來的 真正不乾淨的是我們自
己

廁所只是空間
有句話說：﹁心淨國土淨

色

到任何地方都是不清淨的 所以 我們要破除自己的﹁身
見﹂ 為什麼身體是不乾淨的呢？我們仔細分解身體︱有
血 有膿 有口水 有鼻涕 有尿 有屎
仔細分解
我們身上的地 水 火 風 你會發現身體是不乾淨的！
所以 就有了﹁白骨觀﹂的法門 ﹁白骨觀﹂就是對治我
藉此破除財

同時放下對自身的執著

美色所產生的欲望
不起貪戀

可以分成﹁身體

觀受是苦：我們一切的感受是痛苦的根源

睡的欲望

們對於身體
食
二
在﹁觀受是苦﹂方面

部分來談 又分成苦 樂 捨 ﹁捨﹂就是不喜亦不苦的
中道 當你的身體受到痛楚的時候 你會有痛苦的感覺；
你會有安祥的感覺；當有人毀謗

你會有不舒服的感覺；當別人讚歎你的時候

當你處在舒適的環境裡
你的時候

你會產生開心的感覺
在佛經裡有說：﹁縱然珍饈如山 縱然黃金遍地 縱
然妻子家人多 你開眼能見 但你閉眼還能見嗎？﹂當你
往生後 你的財產叫做遺產 你的子女不再是你的子女
因為你想擁有 那你就會執著︱這是我的金剛鈴 杵 這
是我的錢 這是我的房子 這是我的子女 這是我的東
那也是我的東西
這個叫﹁我所﹂
因為貪著世間的一切 認為是﹁我的﹂

你仍然抱住

西

不放；當阿彌陀佛來接引你往生佛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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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當你隨時隨地都可以保持金剛心時，你就可以和本尊相應，本尊就是你，你就是本尊

發菩提心論

錢入袋了嗎？﹂他說：﹁還沒有 ﹂我說：﹁那叫做﹃紙
上富貴﹄ 那不是真的賺了 因為還有可能賠回去 一定
必須是賣掉了 那才是真的賺到錢了！﹂

師尊

師尊的講法就

︵文接三三八期︶
師說：﹁然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 ﹂這﹁五
相﹂都具備了 你才算是真正的佛！﹁五相成身﹂

祖

那煩惱就真的存在了！所以

﹁金剛

把它當真的

同樣的道理 當煩惱出現 如果你不理它 這就跟錢
沒有入袋是一樣的道理！你不去理會煩惱 那它就只是紙

出現

依序是﹁通達本心﹂ ﹁菩提心﹂ ﹁金剛心﹂
身﹂ 最後是﹁證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

讓心輪打開

上的煩惱而已啊！因為煩惱根本沒有真正進入你的心裡
對付煩惱 就是這個樣子！如果你被煩惱牽著走 你

就是要觀修心輪

所以

一開始教我的方法就是修小乘的﹁殺賊﹂ 把所有的煩惱
都拿來跟解脫輪迴相比 哪一個重要？世間的種種欲望

是﹁不要管它 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 這不是一般人立刻就能做得到的

來的

種種樂 跟解脫輪迴相比 哪一個比較重要？當然是解脫
輪迴比較重要！
就是這樣修！殺賊久了 你就會習慣了！不管你有什

這個其實有一點點是觀想出來的 有一點點是想像出
有一點點是自己畫出來的 不是真的知道 真的見

到 不是！這個時候 是自己觀想出來的
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做到了 再來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肯定是乾淨 沒有客塵 沒有種種煩惱的 這個時

我要講

我在那時候就拼

任何人講的話 或任何一件事情 一旦你的心裡不
你就把它拿來和解脫輪迴相比 你還會不爽嗎？如果

比完之

麼煩惱 你就會很自然地拿來跟解脫輪迴相比
後 你就會發現︱原來這個煩惱其實也沒什麼
惱

爽

那你就等著輪迴吧！所以

你還是不爽
﹂就是這樣啊！

在心上

命捨 這是在﹁菩提心﹂這個階段要修的功課
先不談﹁五相具備﹂才能和金剛心菩薩相應

就等於沒有煩惱

這個就跟投資股票 基金一樣 有同門曾對我說：
﹁上師 我的股票賺了很多錢 ﹂我說：﹁有沒有賣掉？

你統統不會放在心上
有沒有覺得這句話很熟？這就是師尊講過的：﹁不放

候 你會很清楚明白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肯定知道自己
有菩提心 而且見到自己有菩提心；第二個就是對於煩

一個圓滿的月輪 就是這樣！這個月輪其實是人人都有
的 你有 我也有 大家都有 都是一樣的

所謂的通達心

那 什麼是通達心？或如何通達心？甚至要進一步
想︱通達心是要幹嘛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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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人修完法 一離開法座之後：﹁唉呀！糟糕！有一件事還
沒做完 該怎麼辦？﹂或是：﹁啊！小孩的功課還沒時間
看 我要趕快回去！﹂﹁糟糕！明天上班要用的資料還沒
準備好！﹂心不要躁動 才是真正的金剛心

這個﹁五相成身﹂的步驟

接下來是﹁金剛心﹂ 你要隨時隨地都能看見自己的
佛性 隨時隨地都能與佛性共處 就像師尊︽與開悟共

﹁五相成身﹂的前面三個階段都是﹁心﹂ ﹁通達
心﹂是瞭解義理 ﹁菩提心﹂是證悟佛性 ﹁金剛心﹂是
堅固你的所悟 使之永遠不變異 師尊在︽當代法王答疑

的是︱就算你悟了以後
還是一樣的 沒有變的

舞︾這本書名一樣 你要與佛性共舞 其實 也不是只有
共舞啊！連吃飯也一起共吃 拉屎也一起共拉 睡覺也一
起共眠啊！

惑︾裡面就是這麼講的︱開悟後的修法是什麼？就是要堅
固你的所悟

你不再管它

梵文所講﹁煩惱﹂的意思就是﹁隨眠﹂ ﹁隨眠﹂有
許多涵義 其中一個就是﹁跟你一起睡﹂ 意思是︱連你

當你不再受﹁隨眠﹂干擾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都不放過你！當然 煩惱也會跟你一起醒 不
會你醒了之後 煩惱還在睡 因為它就是你 你就是它
可是

身

不是我們這個會變異的色身

﹁金剛心﹂的下一步就是﹁金剛身﹂ 在密教有兩
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要修氣 脈 明點 讓你的身體健
康 日後可以荷擔如來大業；第二個階段是修無漏 修幻
身 因為金剛身就是幻身 是佛的報身 這才叫做金剛

如果你的心堅固了 你才會無時無刻與佛性共眠
共食 共同看林志玲 看林志玲跟看鮮花有什麼不同？看
鮮花跟看狗屎有什麼不同？看狗屎跟看自己有什麼不同？
看自己跟看佛又有什麼不同？如果不同 那是你自己認為
的 其實 都是一樣的 這才是真正的成就金剛心！

你如果不堅固所悟 你的心就會像達摩祖師的師父
對祂所說的一樣：﹁三王子 你的智光忽明忽暗 ﹂不堅
固就會忽明忽暗 因為你掃不掉客塵 那些煩惱還會干擾
你 你還會被煩惱所騙 所以 除了時時刻刻都保持堅固
之外 連最微小的變異都要去除

了 ﹁隨眠﹂也無法左右你的時候 如果真的可以這樣
﹁隨眠﹂就變成﹁佛性﹂了！此時 跟你一起共吃 共
睡 共住的 就都變成是佛性了！這也就是修行人常常說
的﹁煩惱即菩提﹂
此時 那就是真正進入﹁五相成身﹂的﹁金剛心﹂這
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 你隨時隨地都會很清楚明白 你的
金剛心是不會動搖的！不會因為人家講一句好聽的話 你
就高興一點 也不會因為人家講了一句不中聽的話 你就
不高興了！不會！不管是讚譽或毀謗 你都是不動的！所
那需
你就可以和本尊

以 師尊說祂百考不倒 那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要有真正的證悟 才能如此
當你隨時隨地都可以保持金剛心時

︱ 待 續 ︱

意思也就

距離成佛只剩一步

不修幻身就不會成就佛

已經幻身成就的密教行者

十地菩薩也要修幻身

在格魯的教法裡面 他們認為已經修到幻身成就的
密教行者是最尊貴的 認為他比十地菩薩還尊貴 因為連

問題是做不做得到？很多

相應 本尊就是你 你就是本尊 進而成就﹁金剛身﹂
師尊在︽月光流域︾這本書裡面寫到和蓮訶上師的對話

大家都懂這個道理

是說
其實

蓮訶上師問師尊：﹁我的本尊是誰？﹂師尊說：﹁就是你
自己 ﹂為什麼師尊會這麼說？因為你本來就是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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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生活佛為大高雄地區進行息災祈福的儀式。

據台灣衛生福利部公布最新
國人十大死因 癌症不但連
年位居十大死因之首 更佔了死亡
人數的三成 人人聞癌色變 防癌
教育刻不容緩 本著無緣大慈 同
體大悲的理念 ︽真佛宗︾南區各

根

真愛圓滿
關懷教育與弱勢慈善感恩晚會
■文∕蓮衛上師

道場為關懷罹癌患者 於二○一五
年四月二十六日假高雄︿蓮潭國際
會館﹀ 聚集了︽真佛宗︾千名善
信弟子 聯合舉辦了一場﹁關懷教
育與弱勢慈善感恩晚會﹂ 願將溫
暖傳達給這群受病苦折磨的癌友及
家人 並送上心靈的撫慰
當天晚上 ︽真佛宗︾創辦人
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於百忙中應邀
出席 法王在接受媒體︵︿民視新
聞﹀ ︿東森新聞﹀ ︿三立新
聞﹀ ︿非凡電視﹀︶記者訪問
時 語重心長地談到 很多病皆是
﹁病從口入﹂ 凸顯食安問題的重
要性 也提醒商人在賺錢的同時
應該保有良知 不應危害大眾的健
康與幸福 法王也提到 我們應該
從根本的教育上著手 加強民眾對

▲〈天音雅樂團〉演唱〈婆羅浮屠的矗立〉，令人心靈清淨。

於癌症方面的知識 建立良好的生
活習慣與飲食觀念 並導正全民的
良知 如此 才能有效降低癌症發
生率及死亡率
隨後 法王蓮生活佛也為大高
雄地區進行息災祈福的儀式 法王
祈請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
天 放大光明 以清淨的大悲咒
水 消除大高雄地區所有的業障
障礙 災難 並以密教特有的金剛
鈴 杵 加持這塊大地能夠安穩
遠離地 水 火 風的災難 能夠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福慧增長
光明敬愛 一心向善 一切清淨！
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姚雨靜女士 ︿民政局﹀副局長陳
淑芳女士 立法委員許智傑先生
高雄市議員許慧玉女士 前高雄市
議員徐榮延先生及諸多貴賓的見證
下 法王將︽真佛宗︾眾弟子籌募
的百萬善款 一一轉贈予三個癌症
協會 分別是︿臺灣髓緣之友協
會﹀ ︿高雄市抗癌服務協會﹀
︿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 希
望能幫助患難中的癌友
另外 法王也將善款捐贈給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用以
興建設備新穎的圖書館大樓 培養
國家未來棟樑 並贈送該校圖書館
數本法王的著作 冀能給予學子們
正面的人生觀 提昇心靈成長
當天晚宴 由真佛弟子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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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音雅樂團﹀ 也以聖
尊第二一三冊文集︽寫給大
地︾中的詩詞 演唱了一首
︿婆羅浮屠的矗立﹀歌曲；
在長笛的伴奏下 天籟美聲
的二部合唱 將詩詞的禪意
表達無餘 感受心靈深處的
安寧！
而師母蓮香上師所率領
的︿陽光舞供團﹀ 也以曼
妙的舞姿表演三個最新的排
舞曲目︱義大利歌曲︿Come
Amo Te︵我 該 怎 麼 愛
你︶﹀ ︿真的真的好愛
您﹀和印度寶來塢的舞曲
︿Made in India﹀ 曲曲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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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舞供團〉曼妙的舞姿，活力四射，引發陣陣的歡呼。

▲〈臺灣髓緣之友協會〉常務理事柳學志先生代表接受善款。

情 活力四射 引發一陣陣
的歡呼聲與安可聲 讓人也
不由自主地跟著開心舞動
筆者不禁要說一聲：﹁超讚
的！﹂
在︽真佛宗︾南區各道
場的努力下 此次成功地拋
磚引玉為癌症病患發聲 整
個慈善晚會 有溫馨 有祈
福 有歡樂 有活力 也有
健康 以真愛圓滿人生的困
境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的示現教化 願一
切眾生脫離苦及苦因！

▲〈高雄市抗癌服務協會〉理事長吳景榮先生代表接受善款。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謝文斌校長代表接受蓮生活佛捐贈著作文集。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長謝文斌先生代表接受善款，
用以興建該校圖書館。

▲〈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施俊宇老師代表接受善款。

真佛㊪南區道場大聯盟

「關懷教育與弱勢感恩晚會」貴賓致詞

感謝聖尊
不遺餘力地推動社會公益

非

〈高雄市民政局〉
副局長陳淑芳女士

常高興來參加《真佛宗》南區道場大聯盟所舉辦的
「關懷教育與弱勢慈善感恩晚會」，今天，我也跟聖
尊蓮生活佛一同為高雄市祈福；對於聖尊及十方善信捐贈愛
心善款給需要幫助的單位、人員和學校，我在此代表〈高雄
市政府民政局〉向在座的來賓表達最高的敬意。
感謝聖尊蓮生活佛一直秉持慈悲為懷的精神，不遺餘力地推
動社會公益，讓《真佛宗》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是既有社會教化
又有社會和諧的角色。感謝師尊為大高雄市賜福，高雄市是個友
善的城市，相信大高雄市民會如同師尊慈愛的精神一樣，都會成
為相互關懷的人。
五月四日將是高雄市第一階段的限水，希望在今天的祈福之
後會普降甘霖，可以不用再限水了！感謝師尊為我們祈福，祝福
今天的活動圓滿順利，各位來賓事事如意、平安健康。

期望聖尊為高雄市
帶來更多的平安與加持

今

〈高雄市社會局〉
局長姚雨靜女士

天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宗教活動，在今天的捐贈儀式中，大家
都可以感受到，《真佛宗》南區道場大聯盟，平常除了勸人
向善、安撫人心之外，我們還看到了實際的關懷社會弱勢的行
動。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代表這些受照顧的弱勢團體來致謝，因
為有大家的愛心捐助，讓未來可以有更多的能量服務弱勢的朋
友。我在此代表受贈團體和弱勢朋友們，感謝大家的支持。
長久以來，社會上很多不為人知的角落，都有大家愛心捐助
的腳步，同時也一步步留下深刻的印記；像去年的「八一七氣
爆」，以及很多不幸事件發生的時候，都可以看到不吝付出愛
心、不吝付出行動的善信大德。
今天真的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感恩活動，我在此再次表達感
恩，也敬祝所有與會來賓以及聖尊蓮生活佛健康平安，期望聖尊
為高雄市帶來更多的平安與加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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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 生 活 佛 於 2015年 4月 26日
「關懷教育與弱勢感恩晚會」
接受媒體聯訪

記者：請問
師尊對於防癌有
什麼建議？
蓮生活佛：
癌症對人類來
講 是死亡排名
第一的殺手 大
家都知道﹁病從
口入﹂ 所以
最主要是必須慎
防我們的口 也
就是說 對於吃
的東西要很謹
慎 以目前來
講 對於防癌症
的知識還是不
夠 應該要注重
防癌教育 讓大
家有防癌的知
識 或出版防癌
的書 讓所有人
都能夠認識癌
症 這才是最重
要的
記者：對於已經罹癌的患
者 請問師尊有什麼建議？
蓮生活佛：已經得到癌症的
人 還是要按照正規的醫療方法
去治療 現在 醫院的腫瘤科
他們都有最好的治療方法；所
以 在治療的過程 還是要聽醫
生的話會比較好 有很多治療癌
症的偏方 有人治好 也有人延

真佛㊪南區道場大聯盟

關懷 教育與弱勢 感恩晚會

誤病情 所以 我覺得還是要聽
醫師的話是比較正確的
記者：講到病從口入 最近
又發生了食安問題 請問師尊對
此有什麼看法？
蓮生活佛：關於食安問題
大家應該知道 食品都是由商人
在製造的 所以 政府在管控食
品方面 必須要非常嚴謹把關；
第二 製造商必須要有良知 所
製造的商品不能危害人體 但這
是良知的問題 必須在教育方面
著手 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 因為環境的影響
就會讓很多人得到癌症 比如空
氣 水受到污染了 就會讓人得
到癌症 很多食品的污染也是因
為這樣而產生問題 在這方面
我覺得教育非常重要 要讓大家
懂得如何防癌 如何做好環境保
育 如何做好食品管制 這樣
罹患癌症的機率就會減少
記者：師尊提到教育的重
要 今天還有捐贈書籍給︿高雄
高中﹀的活動 請師尊談談捐書
的目的
蓮生活佛：除了防癌症之
外 身心靈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的 我們學佛的人就是要讓大家
的心靈健康 身體也建康 兩者
都要配合 而所謂的良知就是屬
於心靈上的問題 食品的健康
那是商人需要的教育 而我們自

己的身體健康 則是要靠我們自
己 但其實 都是來自於心靈
商人製造食品時 不要有不好的
添加物 必須要把會致癌的成分
都拿掉 這需要良知 而良知是
來自於教育 來自於書本 都是
很重要的
記者：師尊傳遞佛法的方式
真的很多元 請師尊談談關於
︽笑話中的法喜︾這本書的緣
故
蓮生活佛：如果只是讀佛經
給大家聽 或者是解釋佛經裡面
的章句給大家聽 我想 大部分
的人都會睡覺 因為比較枯燥無
味 所以 利用笑話的方法來講
經 這是一個方便法 可以讓大
家能夠很有精神 很歡喜地地接
受佛法
記者：請師尊簡單介紹︽打
開寶庫之門︾這本書
蓮生活佛：這本書裡面所寫
的都是口訣 裡面有很多密教的
口訣 以前 祖師在傳法時 那
是很繁複的過程 其中最重要
的 就是口訣！如果得到口訣
修行就會比較快 比較不會走到
偏路或歧途 在這︽打開寶庫之
門︾裡面所寫的東西 學密教的
人如果能夠把握住這些口訣的
話 就可以很順暢地修密教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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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聯訪

菩提園地

二

■文∕福佑雷藏寺

○一五年四月十二日︵星期
日︶ ︽真佛宗︾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佛駕
台灣新竹 首傳﹁七福神大法﹂！
為了迎接這殊勝的日子 ︿福佑雷
藏寺﹀蓮真講師與義工幹部 經過
多次開會與現場勘查 突破種種困
難 在活動經費方面獲得許多同門
的發心贊助 才得抒解 終於讓法
會及相關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法會舉行當日 聖尊及師母
蓮香上師首先蒞臨︿福佑雷藏
寺﹀ 聖尊特別為︿福佑雷藏寺﹀
壇城開光 並賜題﹁七福賜七寶﹂
的珍貴墨寶 而後 聖尊走到雷藏
寺的門口 指點風水 並欣賞把門
面改漆成粉紅色的︿福佑雷藏寺﹀
外觀 聖尊開示：﹁粉紅色不是桃
花 粉紅色鑲白色 具有安定心神
的作用 ﹂
在用過午餐後 聖尊即赴法會
現場︱︿頂埔國小﹀ 接受台灣多
家媒體聯合採訪 聖尊於回答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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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時表示：﹁七福神﹂可以求
福祿壽 健康 才藝 還有種種的
福分 合起來就是一個完美的人
生 七福神的意義就是讓人生達到
完美的境地 聖尊進一步闡述 佛
教有﹁出世法﹂ 也有﹁入世
法﹂ 在幫助人生世俗這方面的就
是屬於﹁入世法﹂ 也就是屬於追
求人生的幸福 當人生幸福圓滿
時 再追求佛道的﹁出世法﹂ 這
是不同階段的目標 彼此並不衝
突 聖尊最後表示 七福神最主要
的是可以圓滿我們的人生 此次舉
辦﹁七福神大法會﹂ 對於祈求風
調雨順 國泰民安 避免地震 風
災 水災 旱災等種種災難 七福
神都會有保佑的作用
是日 在法會前也舉辦社會公
益活動 聖尊代表捐贈白米 文具
用品和大筆善款 幫助新竹市的弱
勢兒童愛心早餐 以及捐助新竹市
原住民團體 由新竹市副市長李宏
生先生與團體代表接受捐贈 李副
市長並於致詞時表達謝意
︽真佛宗︾是道教 顯教 密
教融合的宗教 此次舉辦﹁七福神
法會﹂ 也是一個創舉 在法會結
束後 聖尊於開示時表示 在七福
神中 只有﹁惠比須﹂是日本的土
地公 其他六位都是屬於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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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佩蓮生活佛熱心公益、致力弘揚佛法

在〈這新莊竹嚴市隆政重府的〉 來法接會受上蓮，生我活代佛 表及

新竹市副市長李宏生先生致詞
〈新竹市真佛宗密宗學會〉所捐贈的四
十萬元，贊助弱勢學童的營養早餐，這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社會公益活動。我
代表〈新竹市政府〉向蓮生活佛致上最
高的感謝！
蓮生活佛創立《真佛宗》，長期以
來，對於各項佛學活動的推展、熱心贊
助各項公益活動，在在都是為了社會公
益的推動，為了佛法的弘揚，令人非常
敬佩！
在此，我代表〈新竹市政府〉以及
所有受益的學童，向《真佛宗》以及主
辦單位致上最高的感謝之意！期待法會
順利，為我們帶來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的社會。

神；﹁辯才天﹂就是妙音天 才
藝天 觀想祂 會得到才藝 口
才 受福不盡；﹁毘沙門天﹂是
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多聞天王 觀
想祂 未來財富是富可敵國；
﹁福祿壽﹂在台灣是三個神 在
日本是合起來的一個神；﹁壽老
人﹂是中國的老子 太上老君
可賜智慧；﹁大黑天﹂是西藏密
宗的瑪哈嘎拉 原是凶惡的金剛
神 在日本卻變成很慈祥的老
人 手中拿著槌子 越敲越有
錢；﹁布袋和尚﹂就是彌勒菩薩
的化身
聖尊於法會中再次說明 回
答記者於先前所提的問題：﹁佛
教是講出世的 今日為何講入世
的？﹂聖尊表示 佛教雖講出
世 但也講入世 佛法的修行有
五個階梯 依序是﹁資糧道 加
行道 見道 修行道 究竟
道﹂ 求人間福報就是在修資糧
道 先入世 之後再出世 最後
按照次第依序修行
是次法會 七福神七次降臨
在聖尊身上 並教導聖尊如何做
七福神的修法觀想 聖尊教導與
會大眾 於入三昧地時 觀想惠
比須在頭頂 再觀想辯才天 毘
沙門天在上丹田 想壽老人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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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佑謝師慈善感恩宴 - 舞動真色彩
▼聖尊蓮生活佛表演金剛拳，加持與會大眾。

2

3

2. 原住民表演豐年祭。

1. 〈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以小吉他及烏克麗麗演奏歌曲。

4. 參加「真佛大會考」的上師、講師，答題時總是讓人笑得人仰馬翻。
3. 蓮香師母帶領〈陽光舞供團〉表演三段舞曲。

祿壽在中丹田 觀想布袋和尚
大黑天在下丹田 如此觀想七福
神在身上的不同部位 就可以修
七福神的法 這是最大的口訣
此外 聖尊再次提醒與會弟
子 不管是上師 法師 在家居
士 都要修﹁鑄劍法﹂ 必須守
精 無漏 把精化為氣 氣化為
神 神返回虛空 由虛空再返回
道 如此才能成佛 聖尊並勉勵
大家 要常存想上師 本尊 護
法 才會得到加持 攝受與守
護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詳
閱本期特別報導 ︶
﹁七福神大法會﹂在聖尊慈
悲賜授﹁七福神殊勝不共大法灌
頂﹂後 圓滿結束 ︿福佑雷藏
寺﹀於是日晚上舉辦盛大的感恩
謝師晚宴 在精彩的節目表演
後 師母蓮香上師率領︿陽光舞
供團﹀ 跳了三首曲風不同的排
舞 聖尊也表演金剛拳 加持與
會大眾 為當天的晚會掀起最後
高潮 晚宴結束後 在眾弟子依
依不捨的揮手道別下 為這充滿
法喜的一天 劃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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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談 關懷癌友 、 公益行善 、 ㆗觀之道 、
■文∕蓮衛上師

的重要

良知教育
與

︵文接三三八期︶
記者：在四月二十六日 師尊
會親臨高雄參加一場很特別的捐贈
儀式 捐贈的主要對象是癌症的協
會；請問師尊 為什麼要特別幫助
罹患癌症的病人？
蓮生活佛：現在的死亡原因
排第一名的就是 cancer 也就是
癌症；認真講起來 癌症真的是人
類死亡的一級殺手 對人類生命的
影響很大 因此 罹患癌症的人真
的很值得同情 按照醫學的統計
每三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罹患癌
症 甚至更誇張一點 每兩個人當
中就有一個人會得到癌症 這個比
例實在太大了！
所以 我們覺得 如要選擇幫
助生病的人 第一個要選的就是罹
患癌症的人 應該去幫助 去關懷
他們 這是最重要的 此外 對於
治療癌症的研究 我們也要支持
在美國 我們也有幫助研究治療癌
症的機構 希望將來能發明一種
藥 可治癒癌症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學佛的人 首先就是要慈
悲 ﹁慈﹂就是給人家快樂
﹁悲﹂就是解除人家的痛苦；所
以 對於罹患癌症的人 我們要去
幫助罹患癌症的人 解除他們身體
上的痛苦跟心靈上的痛苦 這都是
我們修行人所必須做的

記者：師尊將在這場慈善晚宴
上 贈送﹃治癌咒﹄的 CD； 而這
﹃治癌咒﹄ 我是第一次聽到 可
否請師尊稍微解說﹃治癌咒﹄？
蓮生活佛：在釋迦牟尼佛時代
就有癌症 ﹃治癌咒﹄也是來自於
釋迦牟尼佛 有一次 阿難對釋迦
牟尼佛講：﹁最近 我們這些出家
的比丘跟比丘尼 有些人身上長了
些硬塊 再不久 這些人的壽命就
會結束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如何
去救？﹂釋迦牟尼佛就唸了﹃治癌
咒﹄ 於是 就這樣開始流傳 後
來在經典上就記錄了這個﹃治癌
咒﹄ 這就是﹃治癌咒﹄的來源
釋迦牟尼佛還說：﹁唸這個咒 可
以預防癌症的發生 如果已經發生
了 也可以讓癌症縮小 ﹂這在佛
經裡面都有記載
記者：據說 這﹃治癌咒﹄的
CD 是由師尊親自唸誦的？
蓮生活佛：是的！這張 CD 的
咒音是我親自唸誦的
記者：罹患癌症的人 他們的
心裡都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對於罹
癌者 師尊有沒有特別的開示？
蓮生活佛：我曾問過一個主治
醫師 他說得到癌症的人 都會有
﹁怎麼會是我﹂的想法：﹁我不是
很壞的人 為什麼我會得到癌症？
怎麼會降臨在我身上？﹂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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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樣想 然後就會怨天 怨地
怨人
等種種抱怨 而這種怨的
念頭實在太大了 我問醫生：﹁如
果是你得到 cancer︵ 癌症︶ 你
會怎麼樣？﹂醫生說：﹁我也不知
道要怎麼辦？﹂癌症病患剩下多少
生命？醫生也講不出來 當醫生都
宣布癌症已經擴散了 那你要怎麼
活下去？其實 在那時候就只能用
心去關懷病患 用佛法讓心靈去勝
過肉體上的痛苦；在肉體上已經很
痛苦了 那我們就減少在心靈上的
痛苦 所以 我們只能用心去關懷

他 用佛法去幫他解脫
我們︽真佛宗︾的蓮嶝上師也
是癌症病患 他已經是肺癌第四期
了！當初 醫生對他說：﹁你只剩
三個月的壽命 ﹂但是 他用了一
些方法 至今已經多活了四 五
年！到現在還活著 而且 他也很
開朗 總是對著我們笑 不會很悲
傷 每天都散步
他是用什麼方法？除了服用醫
生給的標靶藥之外 他在飲食上做
改變 嚴格注意食物 食品的成
分 只要是癌細胞喜歡吃的 他就

不吃 讓癌細胞停在那裡 不再生
長 因此 他吃的東西等於是沒有
味道的 所以 他就活下來了！現
在 雖然他的人很瘦 但他的精神
滿好的
記者：剛剛師尊說到用心去關
懷 用佛法去幫他解脫 請問要怎
麼做呢？
蓮生活佛：我曾經告訴他：
﹁你要很努力修行 以修行的力量
去對治 ﹂蓮嶝上師在罹患癌症以
前 他就是很認真 很努力修行的
人 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去修行 所
以 他未來會往生在佛國淨土 因
此 他把死看得很淡 他說：﹁每
個人都會死的 既然都會死 得癌
症的死也是其中一種死法而已 那
就不算什麼了 ﹂所以 他把死看
得很淡 才能夠在心靈上求得解
脫
我以前講過他的根源 我已經
看出他將來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真佛宗︾還有幾個上師也是可以
往生到佛國淨土的 我都曾經講出
來 因為他們確實非常認真唸佛
老實持咒 非常老實地禪定 修行
佛法 所以 他們的臉上都有露出
吉祥的光
其實 早死 晚死 統統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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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老了也是死 病了也是死
再健康的人都會死 死當然是會讓
人恐懼 如果你很年輕就得到
cancer 如果你才三十幾歲 四十
幾歲 就要死了 那確實是早了一
點；但 蓮嶝上師已經六十七歲
了 他說他可以了；而以我來講
我已經是七十一歲了 我當然也是
可以的
我已經無所謂了 如果現在得
到 cancer 身 上 有 哪 裡 硬 了 一
塊 也不用緊張了 就給它唸唸咒
吧！其實 年紀大的人 隨時隨地
都會硬一塊 很容易的 當細胞壞
死了 結在一起就是硬一塊
記者：這麼說來 隨時隨地持
咒也可以幫助解脫？
蓮生活佛：隨時隨地持咒也就
是隨時隨地準備死的意思 因為我
們學佛法的人知道 將來都是無所
得的 你不會得到什麼！不管是地
位 名望 都一樣 即使到了最高
點︱選上總統了 成為媒體的寵
兒 最後還是會沒有了 所以 最
後都是無所得 你即使做到最高的
官 最後也都是沒用的
在錢方面 你積了那麼多錢
你會剎不了車的！你一直用這些錢
投資 再投資 再轉投資
只
為了賺更多 那也沒什麼意義嘛！

錢對︽慈濟︾來講 還有點意義
那是在幫助眾生 但你看一些商
人 他們就沒辦法剎車了 只有一
直往前衝 因為要用那麼多的錢
去養活那麼多的人 所以要有那麼
多的生意 因此 他一定要繼續
滾 一直到把他自己累死！到最
後 他也得不到什麼？一樣還是睡
一張床 吃一口飯 也不能多娶一
個老婆 有什麼意思呢？存款簿裡
面的數字即使尾數多了好多零 也
變成沒有意義了！
色呢？即使長得再美 再漂
亮 能撐幾年呢？你看老人院裡面
的人 很多人在以前都是美女 俊
男啊！還是保不住﹁色﹂的！所
以 色 也是無所得 佛早就已經
講了 在這個世界上 你得不到什
麼的；明白無所得 你的心裡就會
寬 了 ！ 所 以
如 果 得 到
cancer 認真想一想 那也沒什
麼 大家都一樣 最後都是走同一
條路
記者：講到關懷 是不是不只
是關懷個人？我們還要關懷這個社
會 幫助這個社會？
蓮生活佛：是的！你若要成為
神仙 你就要累積三千善事 要有
三千功 你才能成為神仙 你要轉
世到好的地方 那要積一千個善

功 才能轉世到好的地方 耶穌
講：﹁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讓左手
知道 ﹂在佛法裡面 這叫做﹁三
輪體空﹂ 當你做了善事 就不要
再想所做的善事 那才是真正的善
事；如果你一直在說：﹁我在做善
事 ﹂那就沒有功德了 所以 我
認為︿慈濟功德會﹀應該改為︿慈
濟無功德會﹀ 為什麼？因為你老
是記著自己在做善事 老是講功德
的話 那就不是善事 那就沒有功
德了！不管你做了任何善事 你都
要把它忘了 那才是真正的善事
那才有功德！如果你做善事是為了
博取人家知道你所做的善事 那就
不是真正的善事
記者：佛教講﹁因果輪迴﹂
生 老 病 死是每個人的必經之
路；因此 請師尊開示 要如何做
才能讓我們的人生比較圓滿 而沒
有遺憾？
蓮生活佛：我們修行就是要脫
離輪迴 脫離生死 也就是說 離
開生死的束縛 變成無生 無死
永遠自在 但 世人其實都還滿愚
痴的 貪 瞋 痴都有 這在佛教
來講 就是﹁三毒﹂ 這就像吃毒
一樣 現在 很多年輕人都吸食毒
品 這是不可以的 毒會破壞身體
的器官 你吸食毒品只是為了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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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興奮︶ 但 high 過頭就
完蛋了！
你要保持一個限度 以佛教
講 就是﹁中觀﹂ 佛教講的中
觀 中道 是適合我們人的 就像
血壓太高 太低都不行 血糖太
高 太低也不行 你一定要在正常
的範圍之內 你的身體才會健康；
你符合中道 你就會生活得很快
樂 很愉快；不行完全沒有快樂
也不可以超快樂 你就是要在這兩
者之間
記者：有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方
法 可以讓我們維持在中道？
蓮生活佛：其實 只要﹁開
明心見性﹂就可以維持在中

悟
◆蓮生活佛講解﹁中陰遷識法﹂
手指﹁人道︱肚臍﹂之處

◆蓮生活佛講解﹁中陰遷識法﹂
手指﹁天竅﹂之處

道 ﹁開悟﹂就是讓你認識人生
當你已經知道人生是怎麼回事 你
就懂得無所得 無所住 無所謂
那你就是﹁中道﹂了 跟你開車一
樣啊！你在高速公路開車時 保持
時速六十到九十之間 你不要超過
九十 也不能低於六十 在這個速
度範圍開車 你就會很平穩 如果
你飆車的話 就會發生意外 你開
得太慢 就會被後面的車子叭 所
以 要保持中間的速度 那是最好

的
記者：師尊在書上提到﹁光蘊
遷識法﹂ 請問 這是什麼法？
蓮生活佛：﹁光蘊遷識法﹂是
有證量的人才能夠做的 在密教裡
面講 人本來就有﹁佛性﹂ 道家
就是講﹁元神﹂ 一般通俗一點的
講法就是講﹁靈魂﹂；人死的時
候 靈魂要從人體跑出去 會有幾
個通道可以出去 這些通道也就是
﹁竅﹂ 其中一個竅就是﹁天
竅﹂ 就是我們頭頂上的這個竅
這就是原來的你︵靈魂︶進入人體
的竅；人的身上有眼竅 鼻竅 耳
竅 嘴巴 還有肚臍 底下還有兩
個竅
﹁中陰︵光蘊︶遷識法﹂是要
把所有的竅全部封起來 只剩下
﹁天竅﹂ 靈魂從天竅出去 一般
是可以升天的；如果是從底下的竅
出去 一定是地獄 餓鬼 畜生
由中間出去就是人道 從嘴巴 從
鼻子 眼睛 耳朵出去的 就是卵
生 濕生 胎生 化生 這就是
﹁六道輪迴﹂ 靈魂唯有從頂竅
︵天竅︶出去 才能夠到佛國淨
土 才可以成佛 成仙
你要封掉天竅以外的竅！你把
指頭伸出來 然後請你的本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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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的指頭 當本尊顯現在指頭
上 就用指頭發光的力量去點竅
這法個叫做﹁中陰遷識法﹂ 還要
唸：﹁開天門 閉地戶 塞人道
阻鬼路 ﹂﹁開天門﹂就是打開通
往淨土 天的通道 ﹁閉地戶﹂就
是關閉通往地獄 餓鬼 畜生的通
道 是指肛門跟另一個竅；﹁塞人
道﹂就是指臍輪；﹁阻鬼路﹂是指
臍輪以下 都是鬼路 要把它塞
掉 這樣 你就能夠從天竅出去
但是 能夠做這個法的人 只有跟
本尊相應 跟本尊很接近的人才能
做
記者：聽起來 好像很難 不
容易做到！
蓮生活佛：當然難啦！最主要
的一點就是你要修到可以﹁請觀世
音菩薩降在你的指頭上﹂ 你必須
憶念觀世音菩薩 想念觀世音菩薩
慈悲的相 然後 請祂從虛空中下
來 進入你的指頭裡 這樣 你才
能夠做﹁中陰遷識法﹂ 這必須是
真的有能量的人才可以做的 你如
果沒證量 也在比手畫腳 口唸：
﹁開天門 閉地戶 塞人道 阻鬼
路 ﹂就算你唸了半天 還是沒有
用的！那就是江湖術士 騙人的！
任何事情 有真的 就有假
的！佛法也是一樣 有真的 就有

假的！有些江湖術士 他也學會這
一套 他也說：﹁我幫你開天門
閉地戶
送你到佛國淨土 ﹂
他自己都沒有辦法到佛國淨土 還
要送人家去佛國淨土 怎可能呢？
一定要有修行的功力才行！那些愛
錢的和尚 好色的和尚 專門騙人
的和尚 怎麼會有那種力量呢？
那是每天認真實修出來的 那
才叫做證量！有證量才可以真正去
救眾生 沒有證量的 就是在騙人
家的錢 不要以為戴上了五佛冠
看起來很莊嚴 再加上一些和尚一
起唸經就可以超度了！如果沒有證
量 那是沒有用的
第一 要靠自己修行 第二
要靠有道的法師；如果他真的是有
道德的 就真的能夠幫你；有證量
的法師才能夠幫你 因為他有真的
佛法 差別就在於你有沒有修為
記者：在四月二十六日所舉辦
的慈善晚宴上 這場活動能給大家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而您對這場活
動有什麼樣的期待？
蓮生活佛：四月二十六日的慈
善晚宴 我們主要還是在於關懷這
個社會 要讓大家懂得慈 悲
喜 捨 讓所有的人看到慈 悲
喜 捨的重要性 佛曾經講過：
﹁看病福田第一 ﹂你關懷病人
？
！

就是在種你本身的福田 這是最重
要的事 我們主要是用佛法教導大
家 讓大家重視病患 要發出你的
慈悲心去救度眾生 而且是真實的
關懷 這是最主要的一點
至於所謂的﹁期待﹂ 我沒有
期待什麼 真的！大部分的人都是
有期待的 希望將來可以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 我的希望是將
來不怎麼樣！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
沒有希望 我根本不希望什麼 我
只是在人間做我應該做的事 一點
對未來的期望都沒有 因為你希望
做什麼 最後也都是空的 結果都
是一樣 都是無所得嘛！都是空
的！那你還希望什麼呢？
想要蓋世界第一大的寺廟嗎？

◆聯合採訪的記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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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蓋世界第一大的醫院嗎？想要
蓋世界第一大的電視台嗎？想做世
界第一大的宗教心靈的偉大導師
嗎？沒有用的！所以 有人問我：
﹁您創辦了︽真佛宗︾ 您希望
︽真佛宗︾將來會怎麼樣？﹂我
說：﹁我不希望將來怎麼樣！我只
希望每一個人修行能夠成佛 能夠
到佛國淨土 ﹂你能夠成佛 到佛
國淨土 這就很好了 那還希望什
麼其他的呢？所以 我對人間沒有
‧蓮生活佛畫作—〈水母的故鄉〉。

希望
記者：所以 不要對未來有所
希望 不要對未來有所求 只要現
在去做就對了？也不要在家裡埋怨
自己得了癌症？
蓮生活佛：是的！﹁做﹂才是
最重要的！六祖講了一句話：﹁不
思善 不思惡 ﹂不要去想好的
不要去想壞的 什麼都不想 空
了 那才合乎宇宙本來的意思 那
個才叫做﹁禪﹂ 你想好的 你會
被好的綁住 一天到晚就是想著做
慈善 終究會被慈善綁住；你想壞
的 你也被壞綁住；你想錢 就會
被錢綁住；你想交一個很漂亮的
lady︵ 女士︶ 你也會被 lady 綁
住；你想要得到很高的地位 你拼
命去爭取 你就被名位綁住了 這
些都是沒有用的
記者：︽真佛宗︾每週在︿台
灣雷藏寺﹀的火供法會 都有很多
人參加 但似乎每個人都是心有所
求啊？
蓮生活佛：是啊！我告訴你
在世間要用世間法 才能夠讓眾生
來 有一尊觀世音菩薩 你向祂求
什麼 祂就給你什麼 祂叫做大隨
求觀音 沒有錯 眾生都是有所求
的 但是 他們求了之後 有了感

應 他們的信心會增強 然後再把
他們引進到佛法的最高點 就變成
無所求 從有所求開始 把他引進
來 到最高點的時候 跟他講：
﹁你再怎麼求也是空的 ﹂那時
候 真正的佛法才出現
釋迦牟尼佛講經的時候 有講
﹁不了義經﹂和﹁了義經﹂ ﹁不
了義經﹂講的就是﹁有所求﹂
﹁了義經﹂講的就是﹁無所求﹂
﹁不了義經﹂是入世的 ﹁了義
經﹂是出世的 所以 先讓眾生入
世 再引眾生到出世 這必須經過
一段過程 一定要這樣做 否則
你直接講：﹁你們來這裡 什麼都
求不到 ﹂那就沒有人會來了 所
以 有時候 做一些事情吸引人
來 也是一種好處 你要建最大的
寺廟 最輝煌的寶塔 吸引人家
來 然後再講一些出世的道理 這
也是一個方法
記者：請問師尊 要怎麼看待
始終不接觸 不相信佛法的人？
蓮生活佛：對於不相信佛教的
人 我們也要教導他要有良知 人
人有良知 國家 社會才會祥和
所以 人一定要有良知 那是很重
要的 ︽三字經︾講：﹁人之初
性本善 ﹂性本善的﹁善﹂字要用

52

菩提園地

到 這是屬於入世的 教導儒家的
思想 像孔子所講的這些思想 要
教導他們 在我們台灣 以前有公
民課 不知道現在還有公民課嗎？
記者：現在沒有公民課了！
蓮生活佛：沒有公民課了？那
怎麼行呢？日本人的教育是︱如果
這錢是屬於你的 你就可以用 不
是屬於你的 你就不能用 日本人
還有這種教育 這是很簡單的公民
課 為什麼日本人的治安會比較好
一點？小偷當然有 強盜也會有
殺人也會有 都會有 但是 在日

本就比較少 你為什麼要搶人家的
錢？為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你是
增加人家的痛苦啊！你偷了錢 你
就違反了自己的良心和原來的良知
啊！
日本還有這種公民的教育
但 台灣現在沒有了！沒有公民的
教育 那是不行的！那會到處都是
黑心啊！所有的商品都是黑心的
那還得了！那還成什麼社會？殺
人 放火 搶劫 偷盜 大家都會
認為那沒什麼了！所以 良知一定
要喚醒
我常常這樣想 社會風氣的問
題是公民課的問題 像有些大陸人
在台北車站 就叫小孩子直接在公
共場合拉屎 那就是大陸的公民課
教得不好！拉屎一定要在廁所 那
是本來就應該知道的常識 所以
我們要學習做人的道理 就是要倡
導儒家思想 這種道理還是需要
的
聽蓮生活佛侃侃而談 原來
學佛不只是禪坐修行而已！蓮生活
佛從與病合一 無懼畏死談起 進
而闡述﹁非為行善而行善才是真
善﹂ 再進一步談到行中道才能真
圓滿 有證量才能真超度 唯有真
心的慈 悲 喜 捨才是真實的關

懷；最後 活佛表示祂的心中無期
待 只在每刻的當下 並表示度眾
須先入世後出世 對於人的良知教
育需要再倡導
蓮生活佛在在
體現佛法的教化並不乏味 可以和
生活合而為一 佛法和我們距離不
遠 它 就在我們的身邊！
︱全文續完︱

備註：
■蓮生活佛的畫作不拘形式
跳脫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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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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旺上師與各表演者及單位團體合影留念。

︻西雅圖雷藏寺訊︼二○一五年
四月十九日 在晴朗的春天 繁
花盛開的午後 ︿西雅圖雷藏
寺﹀的上師 法師及同門受邀出
席︿西雅圖高雄市姊妹協會﹀的
文化交流活動 以舞蹈和歌唱表
演方式傳達東西方文化美的藝
術 帶給大家心靈上豐富的文化
饗宴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 處 ﹀ 金 星 處 長 及 Bellevue 市
長 議員等 多位貴賓出席盛
會 活 動 由 Miss Julie 徐 瑾 璃
小姐負責籌劃 ︿西雅圖高雄市
姊 妹 協 會 ﹀ 會 長 Sean Huang 頒
發感謝狀 感謝︿西雅圖雷藏
寺﹀歷年來的持續贊助與支持
由釋蓮旺金剛上師代表接受
蓮旺上師於接受頒獎後致
詞 上師衷心讚揚︿西雅圖高雄
市姊妹協會﹀熱心公益 舉辦這
極具文化交流意義的活動；上師
並表示 中西文化都有非常優良
的內涵 可以涵泳心靈 塑造優
秀的人格 這不僅僅能幫助家庭
和樂 社會安定 也能促進國家
發展 國際友誼以及人類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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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因此 中西文化的傳承與教
育 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日的表演節目共有十九項之
多 表演者專業且熟練的技藝 無
不美妙精彩 有：芭蕾舞 踢踏
舞 烏克蘭舞 中國民族舞 山地
舞 日本鼓及風格獨特的印度舞
另有納西族歌曲 國台語歌曲表演
及 西 雅 圖 知 名 女 聲 樂 家 教 授 Ms.
Dohee Kim 精湛的演唱
各個表演均獲得絡繹不絕的掌
聲 豐富的視覺 聽覺 在在讓欣
賞者驚喜感動 即使日後談起 心
中仍餘韻猶存 無不讚歎這場精彩
的藝術文化交流活動
▽蓮旺上師代表接受
〈西雅圖高雄市姊妹協會〉所頒發的感謝狀。

放生是慈悲喜捨的體現，
救生命，也救慧命。
■文∕蓮花一敏

佛

陀告訴我們 每一個佛教徒
都應該要守戒 不殺生 也
應該要放生 救生命；慈悲心是來
自於對生命的認識 瞭解生命的平
等 瞭解輪迴 瞭解一切生命都可
能是我們前世的親人 所以我們都
必須救助生命
沒有任何有情眾生是甘願被人
類宰殺的 牠們的生命都不應該是
由我們人類所主宰；一切的生命都
是有感受的 只因我們人類自古以
來 天天在宰殺畜生 因此 我們
人類應當尊重畜生的生命
放生是救命 也是還債 是對
殺生的債務還淨 是孝敬過去世的
父母親人 也算是報恩；因此 放
生是最大的布施 同時具足了財布
施 法布施和無謂施 在放生的同
時 也是我們慈悲心生起之時 當
我們把一條條的魚 一桶桶的魚
苗 放生到河裡 魚看到水就如同
宮殿 那是何等的幸福快樂 牠們
不停地在水面跳動 當鳥禽的籠子
一打開 牠們也迅速展翅高飛 找
尋牠們的自由去了
佛言：多殺生 得短命 多病
的果報；最大的善業就是戒殺 放
生 在所有罪業中 殺生罪業最
重；在所有功德中 放生功德最
大 其因緣果報是護法多 常值遇

貴人
戒殺放生是大乘菩薩本分中的
事 也是圓滿成佛資糧的最大方便
法；放生是慈 悲 喜 捨的體
現 同時可以廣結善緣 不單是救
畜生的生命 也是救自己的慧命；
此外 放生可以快速消業障 滅罪
修福
若不是純素食者 仍免不了還
是會吃到肉 免不了會有無辜的生
命因此犧牲生命 所以 藉著放生
的行為 行者不但要從中學習慈
悲 柔軟 平等的心 還要發菩提
心 而密教行者可以行﹁超度
法﹂ 祈請佛菩薩接引 把這之間
的惡緣化為善緣
西元二○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農曆是乙未年三月初一 印尼東爪
哇泗水市的︽真佛宗︾︿蓮齊堂﹀
舉辦了一場放生活動 首先在佛堂
大殿修持放生儀軌 由蓮花一敏助
教主持 ︿蓮齊堂﹀主席 堂主及
眾同門善信大德 大概三十位左
右 在早上十點卅分開始同修 為
將放生的五萬兩千五百隻淡水小魚
授﹁四皈依﹂︱皈依聖尊蓮生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希望牠
們在未來世可以不再墮入三惡道
我們並為其唸佛 唸﹃往生咒﹄
唱誦﹃根本上師心咒﹄ 祈求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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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諸佛菩薩放光加持 讓牠們都能
脫離輪迴的苦難
從佛堂修好一壇完整的放生
儀軌後 已是中午十二點卅分了！
大家再到佛堂前面的關聖帝君廟及
福德正神廟禮拜 唱誦︻桃園明聖
經︼及︻福德正神金經︼ 這已成
為這十多年來的習慣了 每星期都
是如此 然後 大夥兒到後面的食
堂享用同門準備的素菜 飯湯
享用午餐後 大夥兒乘上三
部車 到行駛半個小時之後的河邊
放生 眾同門唱誦﹃根本上師心
咒﹄ 蓮花一敏助教同時為魚兒撒
甘露水 然後開始放生；大夥兒小
心翼翼 慢慢地把魚兒放入河裡
花好一段時間 才把五萬兩千五百
條小生命放生了 最後 與會同門
唱誦﹃百字明咒﹄ 圓滿結束了這
次的放生活動
感恩聖尊蓮生活佛教授佛
法 讓我們瞭解生命的可貴！願我
們能有機緣常行放生 我等真佛弟
子定當實修 懺悔 行善 做個真
正的佛弟子！感恩再感恩 祈願師
尊及諸佛菩薩加持放生圓滿吉祥；
一切功德都來自於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 一切功德也都迴向根
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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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題所賜予的墨寶—「道心堅固」。
▲師尊所題賜的〈蓮齊堂〉堂號墨寶。

▲大夥兒小心翼翼地慢慢把魚兒放入河裡。
▲〈蓮齊堂〉大殿。

■文∕明觀雷藏寺文宣

西

元二○一五年四月十二日
位於印尼瑪琅的︿明觀雷藏
寺﹀舉辦﹁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祈
福清明超度護摩大法會﹂ 特邀請
巴領旁市︿聖輪雷藏寺﹀的常住︱
釋蓮菩金剛上師主壇 並由蓮霞法
師及助教護壇
在來到︿明觀雷藏寺﹀的路
上 尚在很遠之處 就可看見一尊
很高大的高王觀世音菩薩雕像 彷
彿矗立在雲端 非常莊嚴慈祥 此
雕像是由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在西元二○一二年親臨加持
是日法會 ︿明觀雷藏寺﹀
在莊嚴的大殿兩邊各安設延生位
往生位 總共堆滿了兩噸的米糧
麵 餅乾等食品 另在中間護摩爐
前安立一尊莊嚴的高王觀世音菩薩
瓷相 蓮霞法師擔任法會司儀 唱
誦組由蓮花映茴助教和 David師兄
擔任 當天有來自瑪琅村的原住民
和各界善信大德 約有兩百多位踴
躍前來護持法會 現場氣氛十分熱
鬧
法會在下午二點準時開始
迎師組恭迎主壇上師進入壇城 上
法座 法會依真佛儀軌順利進行
主壇上師演化手印 與會大眾一心
唱誦﹃高王觀世音菩薩心咒﹄：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

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尼帝 摩訶
伽帝 真陵乾帝 梭哈 ﹂咒音洋
溢虛空 法會現場充滿了祥和的法
流 是日護摩火燃燒得十分旺盛
有同門拍攝到在護摩火中顯現了高
王觀世音菩薩的坐相
法會後 蓮菩上師開示：清
明節是華人的傳統 今天做﹁高王
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可以超度我
們的祖先 同時也可以超度我們的
冤親債主 纏身靈 為自己祈福
師尊開示過 超度祖先不是超度一
次 兩次就好了 而是要經過很多
次的報名法會 才會得以超度 即
使我們不知道祖先是否已經輪迴出
世 也是可以給予超度的 如果他
們已經輪迴出生在人間 我們報名
超度 他們就能得到好的福報 此
外 師尊希望︽真佛宗︾的弟子們
都能虔心唸誦︻高王觀世音真
經︼ 因為︻高王觀世音真經︼能
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
上師開示結束後 堂主蓮花
鼎昌師兄向瑪琅印尼佛教團體 爪
哇佛教團體等代表 分發援濟品；
隨後 蓮菩上師代師為新皈依者做
﹁皈依灌頂﹂ 並為與會大眾做
﹁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灌
頂﹂ 法會在﹃根本上師心咒﹄咒
音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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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摩爐前所安立的高王觀世音菩薩瓷相。

▲兩百多位善信踴躍前來護持法會。

▲蓮菩上師主壇「高王觀世音菩薩清明超度護摩大法會」。

▲護摩火中顯現高王觀世音菩薩的坐相。

▲蓮霞法師護壇並擔任法會司儀。

▲蓮花映茴助教（圖左）和 David 師兄擔任唱誦組。

菩提園地

○一五年四月八日 九日
印尼蘇南省巴布巫里市︿圓
弘堂﹀為清明超度 主辦﹁真佛寶
懺法會﹂及﹁地藏王菩薩息災超度
護摩法會﹂ 特邀請來自台灣的釋
蓮崇金剛上師主壇 並由蓮花仙
龍 蓮花一敏助教護壇
法會於晚上七時開始
一時間 鐘鼓齊鳴 ﹃根本
上師心咒﹄響起 大眾起
立 迎師組列隊下樓 迎
接主壇上師進入大殿主壇
法會 大轉法輪 廣度
眾生
在進入大殿之前
上師慈悲先為延生位
往生位加持︵註：現在
的︿圓弘堂﹀是主席的
店屋 樓下設置地基主
牌位 延生位及往生位設
置在二樓 大殿則設置在
三樓 護摩火供爐設置在
頂層︱第四樓 ︶
第一天的﹁真佛寶懺法
會﹂是由蓮花茂記主席及堂主
和主祈同門代表敬獻哈達 以表最
高敬意 之後 法會正式開始 在
蓮花仙龍及再源師兄聯合帶領唱誦
中 與會大眾一心禮懺 祈求消除
往昔所做之惡業 清淨我等身口意
業
大眾邊拜邊唱 氣氛融

二

洽 法喜充滿
法會後 蓮崇上師法語開
示 由蓮花一敏助教現場翻譯為印
尼語 讓大家能夠明白上師的開示
內容 上師首先恭喜︿圓弘堂﹀得
到師尊賜名為︿圓弘雷藏
寺﹀ 上師鼓勵大眾要互
相合作 發大菩提心
踴躍布施；上師說
雖然布施分為財布
施 法布施 無謂
施等三種 但如果
行者修﹁六度波羅
蜜﹂ 那就包含了
這三種布施在裡
面 因此 ﹁六
度﹂的修行極為重
要
上師強調 因
為︽真佛宗︾在當
地只有這座雷藏
寺 所以 ︿圓弘雷
藏寺﹀要加緊腳步
積極建設；目前 ︿圓
弘雷藏寺﹀還需要添加佛
像金身 唐卡 這些都是莊
嚴道場 安定人心不可或缺的精神
支柱 因此 需要十方善信大德的
踴躍捐款 上師希望︿圓弘雷藏
寺﹀的弘法人員及護持的同門 一
定要積極行善布施 如此才能積聚

■文∕蓮花一敏

→師尊與師母歡喜手持親筆題賜的〈圓弘雷藏寺〉墨寶。
↓已獲師尊賜名，即將完成的〈圓弘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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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 進而感召十方善信的護持與
贊助
第二天舉行﹁地藏王菩薩息
災超度護摩法會﹂ 是日儀軌進行
得非常圓滿吉祥；法會由蓮花和源
師兄帶領唱誦 在迎師組恭迎主壇
上師至頂樓昇護摩壇 上師點燃護
摩火後 法會順利進行
在上師召請主尊及諸佛菩薩
降臨受供並放光加持後 上師把護
摩片和各式供品一一下爐 演化
﹁息 增 懷 誅﹂大手印；與會
大眾唱誦地藏王菩薩心咒︱﹁嗡
哈哈哈 微 三摩耶 梭哈﹂ 咒
音滿天繚繞 法流充滿 隨著咒
音 同門漸漸定下心來 漸漸進入
禪定 觀想自己與主尊 護摩火合
一 清淨自身的罪業
是日 上師開示﹁敬獻哈
達﹂的意義 ﹁敬獻哈達﹂最主要
的是行者對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及五方佛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所以 一定要用最真誠 最恭敬的
心做供養 所敬獻的哈達必須是全
新 未曾使用過的 不可以獻上舊
舊的或者已經獻過的哈達 如此才
如法 也才會得到諸佛圓滿的賜福
與加持 上師鼓勵大家 護摩供品
一定要用心準備 不能馬馬虎虎

→蓮崇上師主壇「地藏王菩薩護摩法會」。
↓蓮崇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諸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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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注意品質 如果是親手 用
心製作 就更會得到諸佛菩薩 空
行的歡喜攝受
最後 主壇上師將法會功德
迴向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
體安康 快樂自在 也迴向報名的
祖先 靈眾等 往生淨土 超生離
苦 祈願所有參加法會的同門義工
都能消業增福
在﹃地藏王菩薩心咒﹄的咒
音中 蓮崇上師代師為大眾做﹁地
藏王菩薩賜福灌頂﹂ 結束了兩晚
殊勝的拜懺及護摩法會
▲蓮崇上師與〈圓弘堂〉眾弘法人員及義工同門合影留念。

‧蓮崇上師於〈圓弘堂〉法語開示。
‧與會大眾聚精會神地聆聽蓮崇上師法語開示。

菩提園地

▲〈三輪雷藏寺〉代表敬獻哈。
▼蓮央法師（圖左）、蓮姜法師謢壇。

▲數百個豎立在護摩爐邊中央須彌山的的替身紙人。

■文∕三輪雷藏寺法務組

位

於美國德州達拉斯的︽真佛
宗︾︿三輪雷藏寺﹀於二○
一五年四月六日︵星期一︶起
連續七天 於四月十一日晚上七
時正舉辦﹁南摩無極瑤池金母除
障轉運替身護摩法會﹂ 再於四
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二點圓滿
結壇及送替身 此次法會恭請
︿三輪雷藏寺﹀住持釋蓮鎮金剛
上師主壇 並由蓮央法師 蓮姜
法師謢壇及眾同門善信謢持
為配合一年一度的﹁除障轉
運替身謢摩法會﹂ 早在數個星
期前 上師 法師們就開始非常
細心地為報名者講解報名替身的
方法 這是為了避免因方法錯誤
而無法達到圓滿的效果 顧名思
義 ﹁替身法﹂是為個人替代一
年內應受的一切劫難 魔難 惡
煞而作的法 每位報名者在法會
之前 都必須發願唸︻瑤池金母
定慧解脫真經︼或持唸﹃瑤池金
母心咒﹄ 再用替身紙人化解
替身法的紙人有男 女之
分 在選定紙人後 報名者手持
紙人 並在其天心部位哈三口
氣 寫上姓名 地址 出生年月
日 由於紙人代替本人 因此在
報名之後 法師們必須要小心照
料紙人 不可將其折傷或剪傷
並在法會前由蓮鎮上師為替身紙
人加持 讓替身紙人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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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主壇—釋蓮鎮金剛上師。

在法會前夕 上師 法師及
義工們都非常積極的布置壇城
並為法會準備了許多供品 金
紙 蓮花等 在蓮鎮上師為紙人
一一加持後 所有的替身紙人都
豎立在壇城前方位於護摩爐邊的
中央須彌山上 數百個豎立的紙
人再加上壇城前擺放著滿滿的供
品 金紙 蓮花 頓時 整個會
場變得耳目一新 無比壯觀
四月十二日是整個替身法會
的重頭戲 當天是替身法會的結
壇 法會現場座無虛席 法會開
始前一個小時 天空下著毛毛細
雨 但一到法會開始的下午兩點

正 在師尊 主尊瑤池金母 諸
佛菩薩的加持下 雨停了 這彷
彿是龍天謢法在清洗著整個大
地 也彷彿在洗滌每一個人身上
的黑業 讓每一個人業障消除
得到清淨光明
當莊嚴的鐘鼓聲響起時 迎
師組恭迎主壇蓮鎮上師進入會
場 整個法會都非常圓滿順利地
進行 同門都非常專注並融入在
熊熊的謢摩火當中 法喜充滿
在法會的過程中 蓮鎮上師
細心地教導同門觀想瑤池金母住
頂放光加持 再由自己的天心放
光 照向壇城須彌山上自己的替
身紙人天心 祈願瑤池金母作
主 加持替身紙人 讓紙人能替
代自身的病痛 災難及擋煞 現
場的每一位同門都非常專注觀想
及虔誠唱誦﹃瑤池金母心咒﹄
整個會場頓時變得法味濃濃 無
比震撼！
在每天的謢摩法會後 上師
都會為大眾開示 在開示當中
上師不斷地提醒大眾 修行要有
正念 時時要說柔軟語 要有包
容的心 所謂﹁家和萬事興﹂
這樣 生活才能和諧 才能好好
定下心來修行
除此之外 懺悔的心也很重
因為在︻地藏經︼裡寫到：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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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炙盛、美妙瑰麗的護摩火。
▼猛烈炙盛、美妙瑰麗的護摩火。

菩提園地

﹁閻浮提眾生 起心動念 無不
是業 無不是罪 ﹂因此 我們
要時時懺悔 在我們的修持儀軌
當中 就有一個﹁金剛心菩薩懺
悔法﹂ 這個法對行者來說 是
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消除自身的
業障 在業障消除後 福慧自然
增長
與此同時 上師在開示中
也講解了在︻瑤池金母定慧解脫
真經︼裡所說的﹁六賊﹂ 經文
裡的﹁六賊﹂即是佛教裡所講的
﹁六根﹂ ﹁六根﹂即是﹁眼
耳 鼻 色 身 意﹂ 而﹁六
根 六塵 六識﹂就稱為十八
界 上師說 師尊在最近的開示

▲與會大眾虔誠唱誦『瑤池金母心咒』。
▼蓮鎮上師法語開示，神情怡然，口吻輕鬆幽默。

中也講到了若能關閉這六根的覺
受 不被六塵迷惑 就能進入禪
定 進而產生智慧 修行才能成
就！這一切也在︻瑤池金母定慧
解脫真經︼內闡述得非常清楚
這就是進入禪定的心要口訣
在這七壇的謢摩法會開示當
中 上師也向同門講解了﹁數息
觀﹂ 即以持﹃蓮花童子心咒
︵根本上師心咒︶﹄的方式來數
息及控制呼吸 修習呼吸法需從
容 緩慢 呼氣及吐氣皆不可
急 當行者吸一口氣時 行者可
以慢慢地唸﹁嗡 咕嚕 蓮生悉
地 吽﹂ 把氣吸入丹田 當吐
出一口氣時也唸﹁嗡 咕嚕 蓮

▼蓮鎮上師為大眾做「瑤池金母拂塵賜福灌頂」。

生悉地 吽﹂
這種數息觀的要點就是在唸
咒時 必須在心中唸 不可張
口 以免氣從口中漏出 所有的
呼吸是由鼻子控制的 這種完全
呼吸法是用﹃根本上師心咒﹄來
分別節奏 把一般呼吸變成有規
律的呼吸 讓呼吸慢慢地調整到
緩慢 深沉且規律 這就是坐禪
修行者的呼吸 簡而言之 這就
是吐納的功夫
同時 上師在開示當中也教
導同門修習﹁金剛誦法﹂ ﹁金
剛誦法﹂即是觀想自己將白色的
﹁嗡﹂字吸進來 到了丹田；變
成紅色的﹁阿﹂字 再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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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融解 上氣下壓 下氣上提
然後再慢慢地把氣從鼻孔呼出
去 呼出去的時候 就變成藍色
的﹁吽﹂字
﹁金剛誦﹂是細 慢 長的
完全呼吸法 長年累月持恆地
做 可以讓自己身上的汙穢消
除 功德資糧增長 也可以讓自
己的氣變得非常飽滿 除此之
外 上師也開示了修習禪定的坐
姿非常重要 也親自為同門調整
禪定的坐姿 開示結束後 上師
慈悲為大眾做﹁南摩無極瑤池金
母拂塵賜福灌頂﹂
法會結束後 上師親自帶領
大眾進行送紙人儀式 同門在上
師的帶領之下 個個都非常專注
持咒 期望將紙人送走後 一切
的噩運都能隨之化解 之後 上
師 法師們帶領著同門進行法會
善後工作 有些同門協助焚燒金
紙 蓮花 元寶等等 有些同門
則協助整理及收拾場地 也有同
門到廚房大顯身手 烹調美食供
大眾享用
此次的法會非常殊勝圓滿
在佛菩薩的加持之下 同門紛紛
致電告知所求得以如願 有一位
失業的同門 在法會後順利地找
到工作；也有一位原本被醫生斷
定為難產的同門 在法會後順利

生產；另有一位原本房子出現問
題的同門 也得以順利解決了；
更有一位從農曆新年期間就開始
生病的同門 在法會結束後的第
二天竟然就痊癒了 由此可見
替身法會所產生的力量 真的不
可思議！
這一切皆要感恩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 瑤池金母及諸
佛菩薩的大力加持 讓法會順利
吉祥圓滿 也讓同門所求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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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結束後，迎師組恭送主壇上師。
▼法會結束後，同門協助焚燒金紙、蓮花、元寶等。

▼法會結束後，蓮鎮上師帶領大眾一同送替身。

請 愛 護 師 佛，

勿曲解「不捨㆒個眾生」的誓願！

皈依︽真佛宗︾已有好幾年
自從入門開始 就聽聞根本傳
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的偉大誓願是
﹁不捨一個眾生﹂！這樣的誓願實在
是令人感到敬佩 做為真佛弟子都應
該為擁有這樣的師父 而感而到驕

我

傲 我深信這不是我個人的
感覺 應該是所有︽真佛
宗︾弟子的同感吧
這幾年來 筆者甚感幸
運 能常到師佛的身邊學習
佛法 我看到 不論在西雅
圖還是在台灣 弟子們都真
切地感受到師佛對眾生的平
等慈悲 師尊總是以有求必
應的態度來滿足弟子們的要
求 無時無刻都體現了師佛
﹁不捨一個眾生﹂的誓願
有這樣的師父 弟子們要心
中常存感恩 更應好好地修
習佛法 珍惜真佛住世的大
好因緣和時光
可是 這幾年來 我也
看到宗派內有很多的弟子
就是因為知道師佛的慈悲誓
願 不但沒珍惜真佛在世的
機緣 好好地去修行 珍惜
佛在世間的莫大福報 反而
抓住師佛這個﹁不捨一個眾
生﹂的誓願 不斷地向師佛
索求 從而滿足一己私欲；
有的甚至不顧因果 也不理會各自的
因緣 強行要求很多不合理的事 如
此一來 弟子們一邊在喊﹁請佛住
世﹂的動聽口號 另一邊又似乎是在
﹁逼佛入涅槃﹂ 無甚區別
筆者不敢自認是個很好的弟子

■文∕蓮花麗麗

在此只想和大家分享自己對某些存在
現象的個人看法和建議 探討到底我
們應如何理解師佛﹁不捨一個眾生﹂
的誓願 從而珍惜佛在人間這種機緣
福報 做好每個真佛弟子的本分
首先 師佛慈悲且有大神通力
這是眾所周知的 因此 問事的弟子
一直很多 許多遠道而來的弟子們
無論是否真的有急事 都不想錯過機
會來問事 一來到師佛的身邊 必定
要先問事 求加持 有些人只是小毛
病 甚至連患個感冒都要請師佛加
持 請問 這樣好嗎？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疾病要去給醫
生看診 感冒 頭痛是不該麻煩師佛
的 身為弟子的我們也是修行人 一
些小事情應該自己解決 盡量讓師佛
的肉身不要過度勞累才是
其次 雖修行人都好求佛法 但
不規矩地一味貪求 不只是犯戒 甚
至更等同犯了﹁逼佛入涅槃﹂的罪！
要知道 佛能在人間住世 是眾生莫
大的福報 更何況我們的師尊已轉了
四十多年的法輪 大大小小的法也傳
了無數 一般眾生是修一輩子也修不
完這些法的 已經可以知足了！
師尊多次開示過 行者能修習一
法而得相應 這樣就有成就 在密教
來說 很多密教大法是因根器來決定
是否傳授 有些法不可輕易公開 有
些法門甚至是不可公開的 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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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我們身為密教弟子 都要有這樣
的認知 可是 就是有人喜歡不斷貪
求大法的灌頂 並且打著﹁這樣的法
可以利益更多眾生﹂的口號 來強求
師佛應允給予傳法灌頂 甚至要求給
予不合根器者灌頂密法 如此逼師
佛 等同請師尊早入涅槃無異 這樣
罪過不大嗎？如一不小心 得法之人
心念不正 入魔道 在世間欺騙或危
害了眾生 這更是等同害了師尊啊！
師佛今年已經七十一歲了 雖然
常開玩笑說自己還很健壯 但是畢竟
是已步入暮年 若弟子們真的想讓師
尊保持佛體健康自在 首先就是要讓
師佛別那麼勞累 一般來說 這般年
紀的人早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含飴
弄孫了 可是我們的師佛還是半年在
西雅圖 半年在台灣 如此弘法
尤其台灣的弘法行程更是操勞至
極 不但東南亞的弟子眾多 法會規
模宏大 每週的法會人數都是數千過
萬的 還要每天不斷出席各類飯局
幾乎每餐都在不同的餐館裡食用 試
問一下 你受得了這樣既要日日操勞
又不得好好休息的生活嗎？你能讓你
的親生父母在這年齡還這樣嗎？我們
難道就要以師佛﹁不捨一個眾生﹂的
誓願 讓師佛永遠這樣勞累不止？
其實 佛教最基本的教理是因緣
一切都在因緣之中 包括度眾也
論

是隨緣而度 絕不可強求 所以師佛
不捨一個眾生 也是要看因緣的 師
佛開示曾說過 因緣不具足的 這輩
子度不到沒有關係 下輩子再度 佛
有﹁三不能﹂ 其中有一條就是﹁不
能盡眾生界﹂ 若能明白此道理 就
知道師佛的度眾也就不被此一世的人
世間所侷限 而是生生世世 且於三
界六道內外 無止無盡之理想 因
此 我們更要明白 師佛這一世下降
人間 還是有其肉身的侷限 肉身是
會疲倦與蒼老的 我們如果真的懂得
﹁請佛住世﹂的真義 就要愛惜師
佛 不要令其太過勞累
我曾對人說過以上這些話 卻遭
來一些同門的反駁：﹁師尊是佛 佛
無所不能 應該永遠健康不會生病
你這樣說 就是等於懷疑師尊是
佛 ﹂對於這樣的反駁 我也一直無
言以對 最近看到師佛的第二百四十
四冊新書︱︽心的悸動︾ 其中︿想
要有朋友﹀一文中寫出了祂內心的無
奈︵以下摘自該文部分內容︶：﹁我
的周遭常圍了⼀⼤票⼈ 有侍者
親眷 熱愛你的弟⼦ 他們希望你
如何 你就得如何 他們說你是什
麼 你就是什麼 我漸漸失去了⼀
般⼈的⽣活 ⽽過著師⽗與徒弟的
⽇⼦ 徒弟說盧師尊智慧第⼀ 我
就得智慧第⼀ 徒弟說盧師尊⾝體

⼀級棒 我就得⼀級棒
﹂
大家請不要無視這樣的字句 這
是師佛在向我們訴說他心中的話 我
們不能忽視 佛的肉身在人間雖然是
比一般的凡夫強很多 但我們還是要
懂得珍惜與愛護 才能令其真正長久
安康 而不是令其過度操勞 固執地
認定佛體不會疲倦與老去 就為了強
調﹁師尊是佛﹂ ﹁師尊誓願不捨一
個眾生﹂ ﹁師尊能做超出常人的
事﹂嗎？大家想想 一副肉身年已七
十一 還要不斷在法務中穿梭 試
問 你會捨得讓父親如此操勞嗎？
二○一四年十一月九日的西雅圖
同修上 師尊開示：﹁只要修法到相
應 根本上師的法身永遠都在你身
旁 ﹂我們應好好修法 做好弟子的
本分 以報答師佛的傳法之恩 而不
是一定要執著跟隨著師佛的肉身 如
真想要法輪常轉不停 就要讓師佛好
好休息 如此才能讓佛體安康自在
而不是不斷操勞師佛的肉身
師尊是我們五百萬弟子的佛父
我們應該要善待愛護師佛 如同善待
父母 並用自己的修行功課來迴向師
佛 這樣才是真正的﹁請佛住世﹂
大家一定要記住：有佛在人間 才是
我們最大的福報啊！請愛護師佛 勿
曲解 ﹁不捨一個眾生﹂的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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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皈依禮拜明師

多莊嚴的佛法論述中

永

增添些許

剎那即是永恆

藝術文化的氛圍與趣味
人生是一段段永不退休

無休止的旅途

分子
星系

一
小

結束是另一階段的開始 ﹁人生
可比是走馬燈 紅燈青燈走

停 ﹂從最小的原子
直到無盡深邃的銀河

圓 大圓 無始亦無終 無來亦
無去 那是永無終止的循環 過
去 現在 未來 上下古今 畢

竟三際一如 試問！如何才是靈
命的皈依處？

心頭﹂

佛

想臨摹大千先生的畫 長久以
來 眼觀手臨 心領神會 從中
體驗大師作品中的墨色渲染 勾

不假方便 自然融合 色即是
空 空即是色 珍惜此刻 把握

早就

一如不二

每一段生命的歷程 圓融每一個
小點 粒粒珍珠終能串成究竟圓
正是筆者臨摹張大千先生青壯年
時期遊歷名山大川後 所創作的

是 如是！﹁清秋池角 蓮花未
墜；記取當下 當來相會 ﹂謹

處

滿

寫生工筆山水 筆者欣賞它的瑰
麗恢宏 生動典雅 於是試著從

以此與讀者共勉之

若問佛性 真如？當下遍
根本無無；自性皈依 如

摹寫中去捕捉那一份美的感動
不揣鄙陋 投稿燃燈；盼望在眾

隨文 所附的三幅山水國畫

的終南捷徑 確實可節省許多自
我摸索的時空

真空妙有

佛說﹁當下即是淨土﹂
﹁佛在靈山莫遠求 靈山只在汝

佛 學習祂們精進修持的
毅力 效法他們的清淨無

勒運筆 結構布局 其氣韻 精
神 內涵
無疑是飛躍進步

學

在習畫的

恆信
大悲菩提願行
習畫者也是一樣

大師們取

過程中

經 因為有成就的藝術大師
有一套可資借鑑的成功之道

張大千先生畢生專精於書畫
閱多識廣 技法已達爐火

筆者在欣賞讚歎之餘

純青之化境 其內涵更是渾厚雄
奇 氣象萬千 耐人尋味 被譽
為﹁五百年來一大千﹂

藝術

自

都會向名家

■圖.文∕蓮村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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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斷血管增生來預防或治療癌症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癌，最簡單的定義是「無法抑制的組織增生」；由於組織增生需要氧氣與營養，因
此，切斷氧氣與營養的供應就可能抑制癌的擴張，甚㉃把癌細胞逼㆖絕路。根據這條理
路，科㈻家找到了血管增生抑制劑用以抗癌。
每個㆟體大約㈲㈥萬英哩長的血管，拉長後可以繞㆞球兩周，成年㆟平常沒㈲新的血
管產生，除非是在組織受傷的復原過程㆗、或是子宮黏膜在準備受孕或懷孕時，才㈲新的
血管產生。當血管增生失去控制時，疾病就會發生。如果增生不足，會導致傷口無法復
原、心臟病或㆗風後無法造新的血管等症狀；相反㆞，如果血管增生過度，會造成惡性腫
瘤、視網膜血管病變、子宮內膜異位增生等疾病。
當早期的癌細胞群落沒㈲能力召喚新的血管增生，以供應癌細胞增額的營養和氧氣
時，它最大只能長到 0.5 立方毫米，就無法繼續成長，只能在原㆞呈㉁眠狀態；這樣的癌
細胞群落，被稱為原位癌。
幾乎所㈲的成年㆟身㆖都㈲原位癌，但是沒㈲病症，存在許多器官裡。例如，解剖因
為交通事故身亡者時發現： 40〜50 歲的㊛性㆗， 40% ㈲乳房原位癌； 50〜60 歲的㊚性
㆗， 50% ㈲攝護腺原位癌；而幾乎全部的老㆟在 70 歲之前，都已經在㆙狀腺裡存在著原
位癌。
這些癌細胞群落得不到血管增生提供氧氣和營養，不會增長也不會帶來疾病，所以我
們並不感覺到㈲原位癌存在我們的身體裡。
已故 Judah Folkman 教授是第㆒個提出利用阻斷血管增生來預防（或治療）癌症的拓
荒者。他在 2004 年 Nature 期刊發表的㆒篇短文說：「這些原位癌是沒病症的癌。」他㈺
籲科㈻界利用 「沒㈲血管增生，就沒㈲癌的病症」這個概念，發展抗血管增生的治癌法，
就可以「與癌共存」。
原位癌㈲了促進血管增生的能力之後，就會不斷引誘附近的血管向癌細胞群落增生新
血管，最終導致原位癌快速增長且具㈲侵略性，它能順著血管、淋巴系統移轉到其他器
官，到處破壞，變成㈩足的「惡魔」。用顯微鏡觀察，可以發現腫瘤裡面的血管比較脆
弱、不規則，且容易在使用抗血管增生的藥之後被破壞，而使腫瘤的供血系統受損。
目前已經㈲許多抗血管增生的藥㆖市，可以增加腎癌、大腸癌、某些胃癌和白血病患
者的存活期，達 2 倍㊧㊨。抗血管增生藥的最大好處是，它們比㆒般化療藥毒性低很多，
因為他們並不直接殺死細胞和其他正在分裂的正常細胞。
但是，抗血管增生藥也㈲㆒個缺點，就是當腫瘤太大時效果就不顯著了！只能藉著抗
血管增生的藥來預防原位癌變成具㈲危險的侵略性，或是預防已經被初步治療成功的癌症
復發，抗血管增生的藥並不是要治療大體積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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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管增生治療法的原意既然是預防而不是治療，那麼，如果我們所吃的食物㆗的成分，能
夠具㈲足夠的抗血管增生的功能，我們就可以利用多吃這些食物來達到防阻原位癌惡化或防阻癌
症復發等目的。

在實驗室裡，⽬前已經發現具有顯著抗⾎管增⽣能⼒的許多⾷材，如：莓
果、朝鮮薊、⼤⾖、⼤蒜、紅葡萄、柑橘類等，其抗⾎管增⽣的能⼒⾮常強，很
適合我們常常⾷⽤。茶的活性較低⼀些，但是很容易喝到⼤量的茶，所以也是不
錯的選擇。
利⽤⾷物來減少某些癌症的發⽣或死亡，已經有不少臨床報告，〈哈佛⼤
學〉曾經報導：每個星期吃 2～3 份煮過的蕃茄，可以減少 40～50% 的攝護腺癌罹
患率。另有⼀個實驗發現：亞裔美國婦⼥，若有維持舊傳統，每週⾄少吃⼀次⼤
⾖製品，能減少⼀⽣中罹患乳癌的機率達 60%。
脂肪細胞增生也需要新的血管，當他們把含㈲抗血管增生物質的飼料，餵食具㈲肥胖基因的
小鼠時，可以讓小鼠減肥到接近正常體重，但不會變成過瘦；當換成餵食不含抗血管增生物質的
飼料時，小鼠會重新恢復肥胖。所以，這些㈲活性的食材可能也可以用來控制體重。㈲趣的是，
這些食材除了海參和深海魚（ Omega 3 能抗血管增生）以外，都是植物性的！或許，這說明了
為何以植物為主食（尤其是多吃蔬果），可以同時抗癌和控制體重的原因之㆒。
臨床腫瘤科專科㊩生指出：「癌症的產生是由於身體內㆒些不正常的細胞，失控㆞繁殖過多
而形成腫瘤，並漸漸入侵附近的組織、淋巴和血管，並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腫瘤還會不斷增生
血管網來獲取養分，以維持生長和擴散。」
科㈻家針對腫瘤血管增生的這㊠㈵點，想到可利用抗血管增生的途徑來箝制癌細胞。由於腫
瘤血管的生成，需依賴血管內皮生長素（ VEGF） 才能運作，因此只要能抑制這種生長素，就能
阻止血管的生成，斷絕輸送給腫瘤所需的養分，癌細胞就㉂然不能再生長和擴散了。
傳統的抗癌化療是㆒個全身性治療，在消滅癌細胞的同時，也會傷害身體其他部位的正常組
織。相比之㆘，抗血管增生標靶藥只會針對攻擊癌細胞的血管形成，不會損害到其他正常細胞，
因此㈲較少的副作用。此外，抗血管增生標靶藥在抑制不正常、紊亂的癌細胞血管網絡後，還能
促進正常血管生長，帶動化療藥物進入癌細胞，增強化療效果。
目前，第㆒種抗血管生成標靶藥物—貝伐㈱單抗（ Bevacizumab） ，在 2004 年被美國食物
及藥物管理局（ FDA） 核准於臨床使用，現時在香港普遍用於治療肺癌、大腸癌及腦癌，改善
患者的存活機會及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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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chbacked disciple of mine came to take part in my puja. His fellow villagers
were very upset and attacked him.
The hunchbacked disciple read an article on ”the strange news of Hong Kong
ritual”, where miracles such as the dumb began to talk, the deaf to hear, and the blind
to see, the cripple to stand up from a wheelchair, a human 'vegetable' to awake, and a
tumour that disappeared. He himself was very excited, and firmly believed that Living
Buddha Lian-Shen Master Lu Sheng Yen will be able to cure his hunchback. He
wanted to take part in the puja ritual conducted by the Living Buddha.
” Will the hunchbacked be straightened?”
The chain reaction in the village was overwhelming. It is against all kind of logic to
have the hunchbacked straightened. Because of this, none of the villagers believe he
will be cured, and as a result they also doubt the claim that puja ritual can cure
sickness.
The villagers laughed at his revelry, made sarcastic remarks and branded him
illogical, unscientific, superstitious and self-deception.
However, as the article provided the names, addresses, and telephone numbers of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miracles for verification, the hunchbacked disciple was
still full of confidence.
The ridicule was unremitted.
” I may believe the puja ritual can cure flu.”
” May cure Athlete's foot!”
” Ha Ha Ha!”
” All the doctors will be jobless!”
” All the doctors and hospitals must learn and teach Puja.”
●
The discipl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Zheng Zhi Hen who was suffering from
amyotrophy, and confirmed that he was able to stand up after taking part in the ritual.
Despite accusation and slander, he firmly believed that using puja ritual to cure
sickness is possible. He even took the trouble to call and verify; and confirmed what
the article had claimed. His confidence increased.
On 26 April 1992, a Puja ritual organised by Taiwan Cao Tun Lei Tsang temple was
presided by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master Lu Sheng Yen. The hunchbacked disciple
was among the crowd. As he was deformed, and not very witty, just an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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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e, he could only pray :
Grandmaster, please cure my hunchback.
Grandmaster, please cure my hunchback.
Grandmaster, please cure my hunchback.
●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lit the fire for the puja ritual. He held the Vajra, and
shook the bell, displayed mudra continuously. All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other
saints from the universe descended, and in unification with the fire and root guru. This
created an unlimited dharma power. The puja fire burnt away all the disciples'
unwholesome karma.
The hunchbacked disciple suddenly saw a bright ray in the sky. He heard
something, and smelled fragrance. He felt something in his mouth, and he could feel a
stream of warm air entering into his head. His buttocks were shaking.
He knew the spiritual power has arrived. His bones and muscles were cracking, as
if all the muscles in his body were kneaded into a dough, a lump,and back to normal. It
was an internal change.
This is how the cosmic power, that is still not understood by human beings, affects
the human body.
It is just like a machine, the parts are striped and reassembled. (The bones and
muscles are moved)
●
In the end, the hunchbacked disciple could straighten his back. His hunch was
gone, and he was a normal person. When the empowerment ritual started, he was still
very confused. He shouted at the Grandmaster on the roster ”I have recovered, really
fully recovered!”. The crowd looked at him, did not understand him.
He returned to his village.
Everyone was shocked to see him.
The villagers sa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reat response of Tantra from this
miracle.
All the villagers -young and old, took refuge in True Buddha School. I am telling
you the truth, my disciples have surpassed 1.2 million. The dharma power to cure
sickness is very convincing. It is unimaginable unless you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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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ier vertement Sheng-yen Lu
C

ertains bouddhistes qui avaient la
foi en la doctrine du Boud-dha
adoraient réprimander Sheng-yen Lu ;
certains non-pratiquants du
bouddhisme adoraient également
réprimander Sheng-yen Lu. Les
premiers me reprochaient l'adhésion au
bouddhisme et à la voie hérétique, à la
religion hétérodoxe, et me traitaient de
:
– grand démon ;
– diable ;
– monstre ;
– charlatan ;
– escroc et dupeur des femmes ;
Etc.
Les deuxièmes me reprochaient de
jouer l'esprit, de faire le diable, et me
traitaient de :
– salaud ;
– bête ;
– pet de chien ;
– menteur ;
– malade mental ;
Etc.
En entendant tout cela, j'éclate de
rire, car cela n'a aucune importance
pour moi ; comme d'habitude, je
mange, je dors, mon coeur est clair

74

comme un nuage blanc et libre
constamment, mon esprit ressemble à
l'eau courante qui coule çà et là et à sa
guise.
Quelqu'un disait que j'étais un vrai
bouddha vivant, je n'ai pourtant pas
éprouvé de joie.
Quelqu'un disait que j'étais un faux
bouddha vivant, je n'ai pourtant pas
éprouvé de tristesse.
Pour parler sérieusement, je ne suis
pas si mauvais que ça, je possède tout
de même un petit point fort.
Je le sais, si l'on est être humain, on
doit observer les Cinq Préceptes①, on
pourra ainsi se réincarner en être
humain. C'est la condition pour renaître
en homme. Par conséquent, un homme
à cent pour cent vertueux n'existe pas,
un homme à cent pour cent pervers
n'existe pas non plus, autrement dit, il
n'est pas certain que ce qui est droit soit
parfaitement droit et que ce qui est
pernicieux soit complètement
pernicieux. À plus forte raison, je suis
un homme d'Éveil, hi ! hi !
Je comprends au plus haut point le
secret du Tathâgata, Vénérable du
monde ; je comprends au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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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faitement les secrets de tous les
êtres vivants.
J'ai obtenu l'Éveil !
Je suis un être vivant, mais aussi un
Tathâgata.
Quand j'ai dit que je suis un
bouddha, des bouddhistes qui avaient la
foi en la doctrine du Bouddha
commençaient alors à bondir
furieusement.
Quand j'ai dit que je suis très
intime avec le bouddha Sâkyamuni et
que nous sommes des frères, ils étaient
dans une colère folle et voulaient même
tracer une ligne de démarcation entre
eux et moi !
Je n'y comprenais rien !
Je suis un Tathâgata.
Je suis le frère du Tathâgata.
Je suis originellement un bouddha.
Où est le problème ? Car tout se
conforme à la pensée rationnelle.
Les livres canoniques ont
clairement inscrit cette phrase :
« Le coeur, le bouddha et les êtres
vivants ne se différencient pas. »
Malheureusement, sous le ciel,
personne ne s'avance pour l'assumer.
J'ai compris : « le coeur, c'est le

bouddha ».
J'ai compris : « le non-coeur, c'est
le non-bouddha ».
J'ai compris : « le non-bouddha, le
non-coeur, le non-objet ».
Non seulement je l'ai compris, mais
je ne le cache pas, je le mets en
pratique dans ma vie quotidienne. Il est
bon que vous me croyiez, c'est bon
même si vous ne me croyez pas, car
tout est bon pour moi. Tel est mon état.
Les secrets de tous les êtres
vivants, je les connais ; le secret du
Tathâgata, je le connais. Si vous ne me
suivez pas, qui est-ce que vous suivez
alors sous la lumière du soleil et celle
de la lune ?
Le slogan de ces gens-là – le
bouddhisme, la foi en la vraie doctrine
du Bouddha – provoque de la
répugnance et engourdit les gens !

①Ne pas détruire la vie, ne pas voler,
ne pas commettre d’acte sexuel illicite,
ne pas mentir et ne pas s’enivrer.

73

Enlightenment
Magazine

http://www.lighten.org.tw
E-mail:lighten@hamicloud.net

Add：100 Liansheng Lane, Shanjiao Village, Tsao-Tu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Taiwan,54264 R.O.C.
社 址：54264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限台灣地區)

郵政信箱：54099 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郵政劃撥戶名：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國外匯票、支票抬頭：Lei Tsang Temple
銀行匯款資料：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S.W.I.F.T. NO：F C B K T W T P

分機362、367、368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 2,

※欲參加「燃燈雜誌功德主」，
請註明，並請將報名表、支票或
匯票寄至本社的郵政信箱。

香港、澳門

●【香港雷藏寺】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10號新寶中心31字樓
支票抬頭：佛教密宗香港雷藏寺有限公司
BUDDHISM HONG KONG LUI TSANG SZU LIMITED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No. 1A, Jalan Perawas, Lebuh Setaka,
Taman chi Liung,41200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支票抬頭：P. A. B. T. CHEN FOH CHONG MALAYSIA

美 國
加拿大

總機電話：
886-49-2312992
傳真專線：
886-49-2350140

●美國【芝城雷藏寺】
1035 W 31st Street, Chicago, IL 60608, U.S.A
支票抬頭：Ling Shen Ching Tze Temple
http://lingshenchingtzetemple.weebly.com
E-mail：tbs-chicago＠hotmail.com
●加拿大【菩提雷藏寺】聯絡人：蓮楚法師
514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Y3, Canada.

電話：852-23888987
傳真：852-27830661

電話：603-33749399
傳真：603-33771908

電話：1-773-9278807
傳真：1-773-9270134

電話：1-604-2553811
傳真：1-604-2558894

讓分布全世界各地
真佛宗同門同步閱讀
（尺寸19cmx26cm）NT$ 12,000／US$ 420
（尺寸19cmx13cm）NT$ 6,000／US$ 215
（尺寸19cmx8.7cm）NT$ 4,000／US$150

●【獅城雷藏寺】負責人：蓮花獅渢講師
Permit No：MICA(P)033/01/2009

新加坡

通訊地址：117 SIMS AVE, SINGAPORE 387441

電話：65-67413438

支票抬頭：TRUE BUDDHA SHI CHENG TEMPLE

傳真：65-67417436

E-mail：dharma＠shicheng.org
互聯網：http//www.shicheng.org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
Kompleks Ruko Permata Ancol, Blok L No.27,
Jakarta Utara, 14420 Indonesia.
Email：madhatantri＠gmail.com
Email：rudysalim9＠gmail.com（中文 ）

印 尼

●【圓潤堂】
JL.Kusuma VI,Blok A-7C, No.4 Jakarta
Barat-11460,Indonesia
●【禮善雷藏寺】 負責人：張德強
Tikno Tjandrane Gara D/H Toko : Moro Dadi
JL. Nusantara No.1A Pekalongan,Indonesia.
●【光明雷藏寺】
Jl. Manyar Jaya III/18-20 Surabaya, 60118
Jatim,Indonesia
電子信箱：Sam88888@sby.centrin.net.id

歐 洲
澳 洲

電話：62-21-6456909
62-21-6456919
傳真：62-21-6457123

電話：62-21-6241884
傳真：62-21-6241785

電話：62-28-5433988
62-28-5433508
傳真：62-28-5433688
電話：62-31-5920715
傳真：62-31-3719462

● 英國【真渡雷藏寺】
265 Willesden Lane,Willesden,London,NW2 5JG,U.K.

電話：44-208-4519118

● 墨爾本【嚴明雷藏寺】
67 Sydney Street, Sunshine,VIC3020,Australia

電話：61-3-93118149

● 雪 梨【嚴山雷藏寺】
643 Princes Highway,Tempe,N.S.W 2044 Australia.

電話：61-2-95911156

2015

Donations
welcome

紙本雜誌

傳真：44-208-4519677

傳真：61-3-93118218

傳真：61-2-95587035

法會祈福包含:根本上師蓮生活佛主壇的法會及全世界真佛宗各道場法會。

凡贊助一年24期 即可 祈福報名迴向一年
有下列方案可選擇: ■國外地區請以「外幣金額」贊助。
1.普巴金剛橛
2.景泰藍時輪金剛佛塔
3.賓頭廬尊者
電子雜誌

■電話：886- 49 - 2312992 分機 362、368
■傳真：886- 49 - 2350140
■E-mail: lighten@hamicloud.net
■http://www.lighten.org.tw/

■空白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電子檔請以Email寄回
■手寫敬請務必填寫清楚，字體請勿潦草。謝謝！
■請連同功德主報名表一起傳真或投寄〈燃燈雜誌社〉

Enlightenment
Magazine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

－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持卡人：

信 用 卡 背 面
簽名欄位末 3 碼

－
月（請注意年月勿填顛倒）

身份證字號：

（台灣以外同門免填）

※地址：□□□
※電話：

手機號碼：

※贊助用途：□隨喜贊助

□2015年功德主方案□1 □2 □3 □助印經書：

※贊助金額及方式：□不分期：
□分
※簽名日期：西元

幣

元整

期，每月捐款：
年

月

幣

元整（自

日

※持卡人簽名：

□其他：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年

月起）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
一經使用，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
付款予發卡銀行。

收件人資料

※□需要寄雜誌，收件人：

電話：

手機號碼：

地址：□同上

※□不需要寄雜誌

※收據抬頭：

地址：

※寶貴賜言：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姓

名

2015
年齡

以下善信一心頂禮，虔具供養，根本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諸佛菩薩，
冀以佛光加持，延丈真佛密法，祈願迴向皆吉祥圓滿。

地

祈願迴向

址

字跡請端正、清晰易辨，以免影響您的祈願迴向！

聯絡人：
E-mail：

電話：

填妥後請寄至：54099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局第69號信箱 燃燈雜誌社
P.O.BOX 69 Jhongsing, Nantou, 54099, Taiwan R.O.C.

手機號碼：
或傳真至：886-49-2350140
電子信箱：lighten@hamicloud.net

FU YEN TRUE BUDDHA TEMPLE

※每逢【㈧白㈰】
南摩堅牢㆞神祈福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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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迴向聖尊蓮生活佛佛體安康、
長壽自在、長住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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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高王觀世音菩薩祈福超度護摩
南摩紅財神祈福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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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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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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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明佛㈻會㈲限公司 Universal Enlighten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 Ltd
香港新界火炭山尾街 37 ～ 41 號華樂工業中心第一期 B 座 9 樓 33 室
◆電話： +852 2616 9434
◆電郵： hkpuming@ymail.com
◆傳真： +852 2616 9424
◆詳情請瀏覽網址及下載表格 www.hk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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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lighten@hamicloud.net

佛誕賀詞謹於㆓○㆒㈤年㈥㈪㈩㈤㈰截稿

9

※佛誕賀詞廣告贊助費一律 9 折優惠（以下廣告贊助費為折扣後之金額）
全版：賀詞以 50 字為限，廣告贊助費 NT$10,800 元（ US$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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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3 日（農曆 5 月 18 日）為《真佛宗》創辦人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法王七秩晉一佛誕日，欣逢此 71 聖壽佳期，我輩弟子應伏
以感恩之心，伏惟聖尊佛德，共同讚歎與祝福，以表祝壽之誠。
聖尊修行逾四十載，自剃度出家以來，凡廿九年，早已即身成
佛，親證摩訶雙蓮池悉地。然，從其「粉身碎骨度眾生」之願可鑑，
其心莫不以眾生為念，冀望眾生皆能明心見性、自主生死，因此，聖
尊講經說法未有一日稍紓。如此佛德仁風，諸聖賢之所未遇，實令我
輩弟子無以為報。
聖尊甘霖法雨遍施十方，佛光照護群生，顯赫無窮，其德值千古
未有之！逢此聖尊 71 佛誕之際，希冀我輩弟子感念佛恩，謹獻片語隻
辭，以最真誠的心，祝願聖尊佛體安康、長壽自在、長住世間、常轉
法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