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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妙色身如來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身化虹光理同妙色身，納氣、嚥液、守精、
止妄、禪定方成就。

再談納氣、嚥液、守精、止妄、禪定對修行的重要！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彩虹雷藏寺﹀大自在王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修行要與道合㆒，就是最大、第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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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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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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垂異象」序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8冊《天垂異象》

○一五年的春天

紀念堂(自由廣場)

二

正迎接我的到來
日正當中

我到了台北中正

壯麗又

那是在累積的白灰雲層中

但

虛空中雖然陽光流淌

多彩的閃爍

來的

他她

正照耀在廣場上

發出那

廣場上約五萬信眾

三月八日

陽光無以倫比的燦爛

儀容萬方

穿透出

高矗的大幻化網金剛的立體壇城

蜿蜒迤邐中

射中洹

一連多

射出的箭

也就是在洶湧舒卷的雲絮中

不要下雨
但也要陰涼
要清風徐來

那是春雨霏霏的季節

這是做法會

根據氣象報告

而且三月八日

下雨率達百分之

都是下著雨的

最好的天氣了

我們要天氣睛

我們祈禱：

我望向天

古靜默的大幻化網壇城

天
九十

1

那

結果：
有太陽光
沒有雨
有雲層
陰涼
有徐徐風

偶而

等大幻化網金剛的法會一結束
雨來了！

人群離開的一剎

我們的祈禱完全百分之一百的靈驗！
我要告訴大家：
包含了﹁天眾﹂
﹁阿修羅﹂
﹁摩呼羅迦﹂

﹁干闥婆﹂

﹁緊那羅﹂

﹁夜叉﹂

我們都向﹁天龍八部﹂祈禱
﹁龍眾﹂
﹁迦樓羅﹂

這八部是佛教的護法神

空

這條龍
曠古無言

彷彿開天闢地

就矗立在那裡

雄踞虛

偉哉！老天！我們是一群

祂主宰風雲雷電雨的變化
﹁龍部﹂為首

真正的佛弟子啊！

以﹁天部﹂

全體人員

祂應我的祈禱而出現
很多人昂首虛空中的天

尤其印象最深刻的是﹁龍﹂
在法會現場
大叫一聲
看見了﹁龍﹂！
有照片為證：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蓮生活佛‧盧勝彥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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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垂金剛鏈光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第248冊《天垂異象》

印尼雅迦達的﹁時輪金剛大灌頂﹂法會

沒有探照燈

虛空中垂下了﹁金剛鏈光﹂

在會場

沒有網燈

天際卻下垂了﹁金剛鏈﹂

數萬

金剛鏈光︱︱將一點一點的串了起來

就形成金

成一直

其順序是：

金剛網光︱︱將一直線的金剛鏈變多

明點光︱︱先出現一點一點

在密教﹁大圓滿法﹂中有﹁看光﹂

有圖為証：

但

在會場

人的弘法中

在

線
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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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風水

馳世務外

(左道)

(旁門)

(傷神)

就

占卜命相

金剛幕光︱︱由金剛網再變化成一白色銀幕
出現半身佛

是金剛幕光
半身佛光︱︱由金剛幕中

(邪行)

引人入正法

落入淫欲

這才

性命雙

甚

則下金剛

﹁無漏﹂才行得

若引至性命雙修

占卜命相

而房中採補(雙身法)

這也是方便

冒然行之

雙身法須﹁空性﹂

性命化光
然而

無知小子
求出無期

為困難

了

叫入世方便法

如果以地理風水

房中採補

大眾見此﹁金剛鏈光﹂

二者合一

再現全身佛光

行者與全身佛光

全身佛光︱︱由半身佛光
此時
成道
在﹁時輪金剛﹂法會
大嘆太不可思議了！
眾人皆生起了敬信的心
有人問我：

地獄

至於﹁馳世務外﹂也是大忌！

是何道理？﹂
清淨無

聚集群眾

成大宗

立大聲名

一二人而己！概不可以師法也
返樸還淳

自古自今
當以絕貪去欲

﹁天垂金剛鏈光
我答：
﹁學佛最初

佛陀傳教

入山獨修

經營企業

建大寺院

主旨在：
遊心於

﹁覺﹂
修身修心
如果重視

聚集錢財
不如

天垂異象！

這是馳世務外也

做大事業
派

修成

建其他種種

見證佛性

後得明師傳法

便現

皆能化光

口說什麼

氣脈明點

修密明心

為
﹂

合氣於溟

已達空性

澹
我再說：
﹁人的修學
﹂

﹂

人天感應
一一呈現

但只一念
天地彌合之象

﹁此時

我又說：

此是聖人之境

什麼

學佛人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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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垂異象﹂序

天垂金剛鏈光

身化虹光理同妙色身 納氣 嚥液 守精 止妄 禪定方成就

感謝所有同門給我一個當︽真佛宗︾媽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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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納氣 嚥液 守精 止妄 禪定對修行的重要！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總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社

長：蓮栽上師

文字編輯：范少華
美術編輯：李昭嬋
採

訪：蓮衛上師

總

務：何

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仲

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審

真佛宗燃燈雜誌

Magazine

燃佛心燈

15

01
03

特別報導

17

07

周慧芳律師

核：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核心小組

發 行 所：雷藏寺

2001年4月1日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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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65

61

59

56

55

49

索閱專線：電話： 886-49-2312992 #367

話畫參禪 參禪入畫

蓮生法王接受四家電視媒體聯合採訪

以實際修行體現師佛的開示

不空羂索觀音顯威靈 天龍八部護持除障礙

金母賜福迎春到 鴻運當頭吉祥繞

蓮聖同修會 請佛住世 新春祈福

最有效的養生竟然是免費的︻醫學健檢︼

傳真： 886-49-2350140
電子郵件信箱：lighten@hamicloud.net
郵政劃撥帳戶：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 2 2 6 5 1 2 5 2
贊助燃燈雜誌銀行帳戶
In favor of
Remark

Lei Tsang Temple

雷藏寺）

For Enlightenment

Account No
Bank

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address
256 Taiping Road, Sec.2,Tsao-Tun,
Nantou,Taiwan 54263, R.O.C.
圖像材質提供：意念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廠：陽昇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歡迎隨喜助印，金額不拘！

蓮衛上師

編輯部

蓮花一瑾

法輪精舍

鄭惠玲

蓮聖同修會

朱鍾勛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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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贊助，請洽886-49-2312992 #368

隨喜贊助，功德無量

偉大的母愛像天地 祝福全天下的母親天天快樂！

就是最大

第一的！

72
74

歡迎師尊 師母回家 重溫西城的月光！

修行要與道合一

法雨均霑
蓮曉上師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The Power Of My Puja ︻英文譯本︼

Tout le monde la possède ︻法文譯本︼

世 界 真 佛 宗宗 務 委 員會

刊登法會廣告 請勿公開標明價格

五月核心會議在西雅圖舉行 蓮寧上師與七位處長共議宗派大計

lighten@hamicloud.net

不期待之中花就開了

彩虹雷藏寺

新-電子郵件信箱：

蓮耶上師

聖尊將在︿彩虹雷藏寺﹀主持生基儀式

蓮衛上師

886-49-2350140

發菩提心論︵八十七︶

珍惜與師佛相處的每一刻

西 城 訊

傳真 專線：

蓮鳴上師

春花繽紛嫩葉綠 師徒家人齊相聚

投稿

投稿、功德主報名表、捐款授權書

四念處

菩提園地

45

75
76

28 27
29
39

37
41

44
47

Enlightenment Magazine

2015
M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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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色身如來護摩

灌頂：妙色身如來不共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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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色身如來及瑜伽焰口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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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蔡旺詮
議員 草屯鎮鎮長洪國浩代表︱祕書
林炳在先生；︿宗委會﹀法律顧問卓
忠三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
師；︿香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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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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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葉淑雯教授 林秀菊教授 洪欣儀教
授 施佳玫教授 游江成博士 梁超
凡博士 林峻安醫師；︿京揚集團﹀
董事長游文相先生 ︿財團法人賴樹
旺基金會﹀執行長李滿春先生 ︿財
團法人私立青山育幼院﹀董事長黃俊
仁先生 沙雕藝術家王松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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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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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
士 師尊大學同學朱金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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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光先生 馬來西亞著名藝人秦雯
彬小姐 汶萊企業家黃澤奇先生
︿印尼大燈文化公司﹀董事長曾耀全
先生 ﹁喜金剛講義 密宗道次第廣
論﹂節目製作人蓮悅上師及主持人佩
君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
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感謝吳副總統敦義先生致贈花
籃 祝賀首傳﹁妙色身如來法會﹂圓
滿成功 美國︿紫蓮堂﹀打齋五十萬
元 六合師兄打齋三十萬元 劉名繕
師兄 高如金師姐打齋三十萬元 馬
來西亞︿大觀堂﹀蓮花忠恥上師及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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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在香港首傳「白蓮花王法」

白蓮花王法像

同門打齋二十萬元 吳烏閃師姐打齋
十萬元 香港︿普照堂﹀駱師兄打齋
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
Today is the last day for
ceremony in Taiwan. ︵今天是在台
灣辦法會的最後一天︶希望很快就回
來 謝謝大家！在台灣 我會想念西
雅圖；在西雅圖 我就會想念台灣
這就是我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今天不能講太多了 因為現在已
經是五點五十分了 如果是平時 我
們的法會都是在這個時間就已經結束
了 但今天 現在還沒有開始講法
這是破紀錄的
Because today is

the last day for ceremony in
Taiwan. ︵因為今天是在台灣辦法會
的最後一天︶希望很快就能夠再回
來 ︵眾弟子鼓掌久久︶謝謝大家！
在台灣 我會想念西雅圖；在西雅
圖 我就會想念台灣
記得這一次在台灣的時候 有一
次的財神法會上 師尊在法座上講：
﹁我們有人將會中大樂透獎 或者中
最大的威力彩獎 ﹂這是我在法座上
講的 有聽到的人請舉手 ︵眾弟子
都舉手︶哇！大家都有聽到 謝謝！
傳說是這樣 台灣威力彩高達三十億
那一次 頭獎是開在台中 只有一個
人獨得 傳說是這樣子的 我只是講
﹁傳說﹂ 這個人是我們︽真佛宗︾

的弟子 他得到三十億台幣
當然 我不能講他是誰 因為我
們坐在法座的這些上師 每一個人都
虎視眈眈 如果讓很多人知道的話
我相信他的困擾也會不少 所以 那
就不講是誰了 我只是講﹁傳說﹂
傳說這三十億是一人獨得的 他是我
們︽真佛宗︾的弟子 生死有命 富
貴在天！不是你的 不能強求；是你
的 一定會到你的手 在法座上 我
曾經講了這句話：﹁我們之中 有人
一定會得到大樂透獎跟威力彩獎！﹂
我的嘴巴講出來了 真的！︽真佛
宗︾的弟子就得到了！這個就是﹁相
應﹂ 也是﹁感應﹂ 我也謝謝他
因為
不可說 還是要謝謝他
另外 有幾件事情要宣布一下
將來我會到香港傳法 傳授的本尊是
﹁白蓮花王﹂ 請一位上師過來 把
白蓮花王拿給大家看一下︱祂的腳底
下踩著蓮花 這一尊就是白蓮花王
白蓮花王的傳法是獨一無二的傳
法 因為祂是香巴拉佛國的第二代國
王；第一代的國王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二代的國王是白蓮花王 從來沒有
人傳授過 這一次在香港 只有根本
傳承上師能夠傳法
為了這場法會所製作的每一尊白
蓮花王金身 都有根本傳承上師的法
衣入藏在裡面 這一尊是屬於彩繪的
白蓮花王 常仁上師這樣講 捐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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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幣給︿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就
會贈送白蓮花王的彩繪金身一尊 只
要參加根本傳承上師的﹁白蓮花王法
會﹂ 所有與會的上師跟法師 都能
夠獲贈白蓮花王黃金漆身的法像一
尊 常仁上師的︿十方同修會﹀將會
準備五百尊黃金漆身的白蓮花王金
身 關於捐款 贈送方法請跟香港
︿十方同修會﹀聯絡
另外 我還要宣布 對於這一次
尼泊爾的賑災 ︿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將撥出一筆善款捐贈給尼泊爾
做為賑災用的款項 幫助尼泊爾賑
災 另外 我在這裡預祝大家母親節
快樂 Happy Mother's Day
先講一個母親節的小故事 我的
一個哥兒們的妻子生了孩子 一家子
高興得坐立不安 好不容易出來後
全家大小圍上去看小孩 關心著是男
孩還是女孩 只有哥兒們第一時間走
到妻子身旁 講了一句：﹁寶貝！辛
苦了！﹂他的妻子瞬間淚如雨下 這
個 才是愛
你們知道剖腹生產要縫幾層嗎？
答案是八層 知道母奶是由什麼東西
產生的嗎？答案是媽媽的血 知道生
產有多麼疼嗎？答案是相當於二十根
骨頭同時骨折 這是世界上最高代價
的疼痛 預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有一個小孩子頂撞他的母親 父

親便約了兒子一起出門散步 兩個人
走了好久父親才說：﹁頂撞媽媽時
下列的事任選一樣 做到之後 才有
頂撞的資格 第一件 連續三個月
吃完一餐就嘔吐︱這是懷孕害喜造成
的；第二件 乳頭被別人吸到破皮
長達一個月︱餵奶造成的；第三件
肚子裡塞一顆籃球達十個月；第四
接受皮鞭的抽打達四十八個小時︱生
小孩；第五 十個月不能喝冰水 咖
啡跟茶；第六 有五個月睡覺不能翻
身；第七 十個月不能出遊 遠行
不能跑 不能跳；第八 十個月不能
生病 即使生病了 也不能吃藥；第
九 生完孩子 把屎 把尿一個月；
第十 晚上睡覺每兩個小時起床一
次 過了三十分鐘之後才能再睡 達
一個月 ﹂父子倆邊走邊講 一直到
要進家門口時 父親拍拍兒子肩膀
以男人對男人的語氣說：﹁等一下進
去時 給我女人一點面子 ﹂兒子驚
訝於老爸用哥兒們的語氣跟他說話
便因男人跟男人之間的義氣 從此
這個孩子對母親畢恭畢敬
我們今天講妙色身如來 妙色身
如來的手印 右手是﹁說法印﹂ 左
手是﹁無畏印﹂ 當胸豎立 左手加
上右手就是妙色身如來的手印 祂的
咒語就是：﹁南摩蘇嚕叭呀 答塔嘎
達呀 ﹂祂的功德是︱﹁只要聽到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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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身如來的名號 能令眾生不受醜
陋的業報 諸根聚足 相好圓滿
殊勝莊嚴 天上人間 最為第一
由於稱唸妙色身如來名號加持故
能破所有諸鬼 所有醜陋的形象都
能夠得到妙色身具足 ﹂妙色身如
來也能夠息災 也能夠增益 也能
夠降服 也能夠敬愛 祂的金身跟
所有一切如來的金身是一樣的 只
是祂的手印不同 左手是﹁無畏
印 右手是﹁說法印﹂ 結在胸
前
祂是﹁瑜伽焰口﹂七個如來當
中的一位 每一次瑜伽焰口 一定
要稱讚幾個如來 請幾個如來加
持 一個是南摩寶勝如來︱﹁若聞
寶勝如來名號者 能令眾生塵勞業
火悉皆消滅 若有住菩薩乘 諸善
男子及善女人 聞寶勝如來 應
供 正等正覺名號 能稱念受持
者 是人能生多種福分 ﹂第二位
是南摩離怖畏如來︱﹁若聞離怖畏
如來名號 能令眾生常得安樂 永
離驚怖 清淨快樂 由稱念離怖畏
如來加持故 能令諸鬼一切恐怖悉
皆滅除 離餓鬼道 ﹂第三位是廣
博身如來︱﹁若聞廣博身如來名
號 能令眾生餓鬼針咽業焰停燒
清涼通達 能受飲食得甘露味 由
稱廣博身如來名號加持故 能令諸
餓鬼喉嚨變成寬大 所施之食 恣

意充飽 ﹂再來就是南摩妙色身如
來 祂是﹁殊勝端嚴 天上人間 最
為第一﹂ 所以 你們今天主祈者
報名者 與會者 在未來世將是殊勝
端嚴 天上人間最為第一！今天與會
的有福了 將來 每一個人都是俊
男 美女
第五位是南摩多寶如來︱﹁若聞
多寶如來名號 能令眾生具足財寶
稱意所須 受用無盡 由於稱念多寶
如來名號加持故 能破一切諸鬼多生
以來的慳貪惡業 即得福德圓滿 ﹂
常常稱念多寶如來 你一定會中第一
樂透 第一威力彩 那位得到第一威
力彩的同門他一定有這個因緣 他就
是三十億 大多數人是一輩子也賺不
到 他一個人就得到全部 在美國
也有我們︽真佛宗︾的弟子得到第一
樂透彩 在台灣得到大威力彩的也是
︽真佛宗︾的弟子；希望你們每一個
人都得獎 不要告訴別人 告訴師尊
就好 然後多幫助貧困 疾病 沒有
錢的眾生 幫助真正需要錢的眾生
南摩阿彌陀如來︱﹁由於稱念南
摩阿彌陀如來名號故 加持能夠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蓮花化生 入不退轉
地 ﹂南摩世間廣大威德自在光明如
來︱﹁若聞世間廣大威德自在光明如
來的名號 能夠獲得五種功德 一
於諸世間最為第一 二 得菩薩身端
嚴殊勝 三 威德廣大超過一切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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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魔 如日照世 顯於大海 功德巍
巍 得大自在所向如意 似鳥飛空而
無障礙 得大堅固智慧光明 身心明
澈如琉璃珠 ﹂哇！這不得了
妙色身如來的功德很大 師尊也
希望下一輩子如果再轉世眾生 一定
要身材非常高大 英俊瀟灑 人人敬
愛 不過
這一世為什麼會長成
這個樣子呢？唉
大概也是有原
因的 每一件事情的發生 都是有原
因的 我常常想這一句話︱﹁生死有
命 富貴在天﹂ 中樂透彩 中威力
彩 這就是你信仰︽真佛宗︾的好
處
這次中獎就是︽真佛宗︾弟子
他看到我時 話講得很快 很急 丟
了兩個紅包之後 轉身就跑掉！因為
他轉身就跑了 我來不及看到他 也
不知道是誰 但是 這兩個紅包上有
寫名字 我不能洩露出去 因為虎視
眈眈的人太多了 阿彌陀佛！
其實 每一尊如來都有很多法
力 但是 妙色身如來是專門管這一
部分 就是可以讓你的身體非常健
康 顏色非常微妙 另外 祂的長相
就像天人一樣 是妙色身的天人莊嚴
殊勝 祂一樣有很大的法力 你向祂
祈求 都可以得到完整
我最小的弟弟 叫做盧昭蓉 很
年輕就過世了！他是讀化學的 在一

家工廠管理化學藥物 他為情所困
就吃了氰酸鉀 從喉嚨這裡就開始燒
壞 一直到底下 全部燒光 他死了
之後 到西雅圖來見我 他指著他的
喉嚨 全部燒黑了 整個胸前發黑
身體也全部發黑 我就請妙色身如
來 唸了祂的名號 唸了祂的咒語
請祂加持我的弟弟 之後 他的喉嚨
就全部恢復了 還可以發出聲音 相
貌莊嚴如佛一樣 現在 他是︿彩虹
山莊﹀所有水子靈的主管 他有天人
的法身 他有那種力量存在 所以
大家真的必須要恭敬這一尊
我再講︽密教大圓滿︾︵盧勝彥
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下內文：
︿化虹與寶座法﹀
蓮華生大士在我的面前 變現化
虹法 原來這化虹的原點是﹁心際﹂
一點 那七彩的虹光 從心中流露出
來 順著時鐘的方向而旋轉起來 最
外是紅色 最內是藍色 中間夾雜了
黃橙綠等色 ﹁變現化虹法﹂的那些
虹光 把全身全淹沒了 真是瑰麗七
彩
我注視著蓮師的虹光變化 再看
空中 出現了四臂觀音 文殊師利菩
薩 大忿怒金剛 ( 就是金剛手菩
薩 ) 及佛母﹁依喜措嘉﹂ 此時的
蓮華生大士 虹光化為千輻輪光 光
明遍照 繒幡幢蓋 眾寶莊嚴 蓮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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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虹光是心際放射的旋轉光芒
這是我看到蓮華生大士變成彩虹
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香巴拉國 它是修習
﹁時輪金剛法﹂的 ﹁時輪金剛法﹂
最主要的 最珍貴的 就是修行成就
之後 全部化為虹光；是像彩虹一樣
的光明 有七彩的光芒出現 這跟我
們今天講的妙色身是一樣的道理 天
人的妙色身顯現出來就是這樣
像昨天︵五月一日︶下午的活
動 有六位仙女表演舞蹈 看到這六
位仙女 就讓我想到以前我在畫畫的
時候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印象 把仙
女畫在畫紙上 於是 就出現了六位
仙女︱有吹泡泡的 有撲蝶的 有舞
劍的 一共有六位仙女 在昨天的活
動裡 也有六位仙女出現 這六位仙
女就從畫裡面走出來 就是按照我的
畫去妝梳 去打扮的 六位仙女走了
出來 真的非常美 這就是妙色身
天女都是妙色身的 看到天女之後
再看人間的人 就會覺得人間的人像
garbage ︵垃圾︶一樣
我們今天讚歎妙色身如來 如同
讚歎蓮華生大士一樣 祂們都是非常
莊嚴的天人相 妙色身 像是如來一
樣的天人相 今天修﹁妙色身如來
法﹂跟﹁時輪金剛法﹂ 都會成就妙
色身 就像白蓮花王的相貌一樣 那
是非常莊嚴殊勝的 而且 全身都是

七彩 是屬於天人的妙色身 只有密
教才有 像瑜伽焰口的妙色身如來
祂就是能夠讓你成就妙色身！蓮華生
大士 ﹁時輪金剛法﹂都是妙色身的
相貌 每一個﹁大圓滿法﹂的成就者
都是身化虹光的 可以化成彩虹光
有一個女孩子夜歸遇到歹徒 歹
徒兇狠地問：﹁站住！妳到哪裡
去？﹂女孩不想被劫財 就很可憐地
講：﹁我去借錢 ﹂歹徒依然很兇狠
地問：﹁借錢做什麼？﹂女孩又害怕
被劫色 她便講：﹁我得了性病 沒
有錢治 ﹂歹徒就很兇地對她講：
﹁滾！﹂這女孩非常聰明 所以 她
既沒有被劫財 也沒有被劫色 我們
有妙色身的人 一樣有這樣的智慧
太太對出軌的老公講：﹁你如果
敢離婚娶年輕的妖精 我就嫁給妖精
的爹！從此以後 兒子就叫你姐夫
你得喊我﹃媽﹄ ﹂老公當場昏倒
從此就規規矩矩的 這也是智慧
這幾個笑話都不怎麼好笑 我挑
了半天 希望這最後一場要有好笑的
笑話 但是 始終找不到好笑的 大
家聽聽這個笑話︱老婆對老公說：
﹁我報名補習班了 以後你敢說我做
的飯難吃 你就死定了！﹂老公問：
﹁妳學的是中餐還是西餐？﹂老婆
講：﹁都不是 我學的是空手道 ﹂
老婆學了空手道 這就很難應付了
我的孫子跟孫女︱盧君跟盧弘在

美國 他們現在學了少林大力金剛
掌！夠有膽量的話 你就嫁給我的孫
子！夠有膽量的話 你就娶我的孫
女！我下一輩子一定要學更好的武
功 學武功很重要 不但身體強壯
而且能夠制服對方 不會被欺負
父親看完兒子的成績單之後就
說：﹁有一點是我可以相信的 看你
這種成績就知道 你考試沒有作
弊 ﹂兒子講：﹁不是沒有作弊 是
作弊沒有成功 ﹂父親問：﹁剛開學
考試 你怎麼就得了零分？﹂兒子回
答：﹁因為老師告訴我們 一切都是
要從零開始 ﹂
某人問醫生：﹁我怎麼樣才能夠
活到一百歲呢？﹂醫生講：﹁第一
個 你要戒酒 ﹂回答：﹁我從來不
喝酒 ﹂醫生講：﹁第二個 你要戒
色 ﹂回答講：﹁我一點都不討女人
喜歡 ﹂醫生講：﹁第三 要少吃
肉 ﹂回答：﹁我是素食者 ﹂醫生
最後說：﹁那你活那麼久幹什麼？﹂
昨天 師尊在接受專訪時 周明
璟小姐問我：﹁師尊最喜歡什麼？﹂
我公然回答：﹁美女 ﹂師母就在台
下講：﹁剪掉 剪掉 這一段要剪
掉！﹂但是我說：﹁不要剪掉 你要
聽後面的話 ﹂不管男生 女生 都
喜歡看美女 就像欣賞一朵花一樣
漂亮的花 大家都喜歡欣賞！但是
有一句話講：﹁百花叢中過 片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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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身 ﹂也就是說﹁漂亮﹂在你眼前
閃過 看了會有覺受 要把覺受交給
你的本尊 不要在腦海裡面一直干擾
著你的修行 這是最重要的
師尊欣賞美女 也喜歡美女 但
是 美女走過去之後 你就必須要懂
得把心修向本尊 把心交到本尊的身
上 時時意念的 不是這個美女！師
尊時時意念就是我的本尊！我的第一
個意念就是瑤池金母 第二個意念就
是阿彌陀如來 第三個意念是地藏王
菩薩 這三個本尊 我是隨時意念
我也喜歡非常美妙的瑤池金母
︿台灣雷藏寺﹀的瑤池金母太像我媽
媽了！我下一次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
辦法看到非常妙曼的瑤池金母？常仁
上師說 我下一次回來可以看到非常
妙曼的瑤池金母
我跟美女 跟瑤池金母都非常有
緣 瑤池金母就是美女 我每一次看
到我媽媽就想到她手上的拂塵變成打
我的鞭子 我就嚇得要死 如果看成
是很妙曼的瑤池金母 我就不怕祂
了 妙色身如來的重要就是在這裡
再講個笑話 傍晚 陪著爺爺在
公園散步 前面走來一位氣質美女
我忍不住多看兩眼 爺爺問我：﹁喜
歡嗎？﹂我不好意思的點頭 爺爺又
問：﹁想要她的電話號碼嗎？﹂瞬間
我的臉就紅了 爺爺說：﹁看我

的 ﹂然後轉身向美女走去 幾分鐘
以後 我的手機響了 裡面傳來甜美
的聲音：﹁你好！你是○○○嗎？你
的爺爺迷路了 快點過來接他吧！我
們在公園○○處 ﹂我悄悄地把手機
號碼存了下來 心裡對爺爺佩服得五
體投地
高手在民間 而且還是老年的
師尊當然也是高手 以前我年輕時
在路上走著 突然看到一個美女 就
對她講：﹁小姐 妳好像我妹妹的同
學 ﹂那位小姐就說：﹁別再玩這一
套了 我已經很習慣了 ﹂結果漏氣
得想死 我只有臉紅紅地縮在旁邊
然後 她又偷偷地走回來：﹁你是不
是要我的電話號碼？﹂我說：﹁是
啊！﹂她就拿她的電話號碼給我
祝福每一個同門 每一個人都有
妙色身的美貌 每一個人都身體健
康 每一個人都非常如意 每一個人
都心想事成 每一個人都很長壽 每
一個人都有智慧 每一個人都修行成
就
我總結上半年講過的口訣 只有
幾個字而已：第一個 你一定要﹁納
氣﹂ 把真實的氣接到你的身上 氣
一定要充滿；第二個 你一定要﹁嚥
液﹂ 修成天一生水 你身上的荷爾
蒙 你身上的血液 你身上的所有液
體 你要接先天水進到身體裡面 灌

2015年5月2日上午，於〈台灣雷藏寺〉舉辦「2015真佛宗論文發表會」
熱烈發表各種論文議題，會後各界學者與師尊、師母合影。

溉你的五臟六腑 這就是﹁嚥液﹂；
第三個口訣 你一定要守住你自己的
精跟血 一定要關關守住 這是修行
人三個最重要的要件；第四個 你要
懂得止掉你的妄念 讓你的妄想念頭
能夠不影響你；第五個 你一定要懂
得﹁入三昧地﹂ 也就是禪定 這
樣 你才能夠成就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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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同門給
我一個當《真佛宗》
媽媽的機會！

《

真佛宗》五百萬弟子，都是皈依師尊，
所以是師尊生你們的，沒有一個是我生
的！不過，我有幫忙煮飯、有幫忙做很多工
作！（師尊與眾鼓掌。眾弟子：謝謝師
母。）每次師尊進門的第一句話就是問：
「師母咧？」從這一句話就知道我有多麼重
要、多麼可愛！
下個禮拜就是母親節，感謝大家在今天
提前為我祝賀母親節。有一位同門寄了短片
給我看，那個短片是描述孩子跟爸爸、媽媽
的對話有什麼不同？
孩子總是對媽媽說：「媽媽，我肚子餓
了。」「媽媽，這衣服髒了要洗。」「媽
媽，可不可以陪我做功課？」「媽媽，我想
吃……。」「媽媽，我生病了。」如果孩子
回家一開門沒有看到媽媽，只看到爸爸的
話，就一定會問：「爸！媽媽呢？」這就是
孩子跟爸爸的對話。媽媽總是會對孩子說：
「起床、起床，媽媽做最好吃的早餐給你
吃。」爸爸與孩子的對話卻是：「起床！你

05月02日「妙色身如來護摩法會」師母開示
再不起床就給我試試看。」從這一點就可以
看出母親有多偉大。
感謝所有的同門給我這個當《真佛宗》
媽媽的機會，讓我有機會發揮母愛的光輝。
祝福每一位當母親的，都能夠在這個節慶感
受到當媽媽的快樂！也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
融融，一家快樂。
《真佛宗》弟子千萬不要忘了「三根
本」－根本傳承上師、根本本尊、根本護
法，你觸動了這三尊，有哪一樣不能成辦
呢？希望大家一起來觸動根本傳承上師的
心，讓祂留在台灣久一點。
感謝大家！祝福大家！嗡嘛呢唄咪吽。

摩頂完
夜幕已低垂 由蓮香師母領導的
︿陽光舞供團﹀閃亮的出現在密
壇 翩然舞動 佛與眾生皆如一
體 同歡 同樂 曲終無量劫
佛與眾生 無離亦無散

幾曲閃舞，博彩同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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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提前為
聖尊祝壽，並為師母慶
祝母親節。在切蛋糕之
前，由〈天音雅樂團〉
向聖尊和師母獻唱〈婆
羅浮屠的矗立〉和〈生
日快樂歌〉之後，聖尊
和師母共切蛋糕，響
炮、彩帶四起，把現場
歡樂氣氛帶至最高點。

5月2日法會，在廣場上接受灌頂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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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西雅圖雷藏寺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地點：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敬

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薩迦證
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今天同修
的本尊︱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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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
姐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
師 Teresa 師姐 ︽真佛宗︾法律顧
問周慧芳律師 莊駿耀醫師 林淑華
醫師
大家晚安 大家好！︵國語︶你
好 大家好！︵廣東話︶ Thank you
for coming, everybody. ︵謝謝大家
的蒞臨︶
在︿台灣雷藏寺﹀經歷了五個
月 這是第一次同修 我回來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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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禮拜了 但是 還有一點時差
坐在這個法座上 就覺得好像快要睡
著了 現在才醒過來 對不起！我的
精神不濟 師母好像有一點咳嗽吧？
她也是有一點時差的影響 你們看
師尊有沒有變老啊？︵眾答：沒有︶
經過半年了 一切還好！最近要勤於
修法 希望能夠青春永駐 雖然有時
候 難免也會有一點小毛病 不過
身體還不錯！我這次回來之後 要再
去看家庭醫生 因為每半年都要看一
下家庭醫師
今天修的是﹁觀世音菩薩本尊
法﹂ 其實 在台灣的護摩法會跟在
︿西雅圖雷藏寺﹀的同修 以及在山
莊的護摩 都稍微有點不一樣 儀軌
程序有點不同；在台灣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樣 回到這裡 又不一樣了
我們剛才唸了︻佛說父母恩重難報
經︼ 應該是為了預祝母親節而唸
的；經裡面大部分都是講母親的辛
苦 沒有講到父親的辛苦 ︻佛說父
母恩重難報經︼應該改成﹁佛說母親
恩重難報經﹂ 因為都沒有提到父
親 大部分都是講母親的
明天就是母親節 所以在今天預
祝母親節 聽說等一下有蛋糕 其
實 心最重要 蛋糕次之 師母辛苦
了 天下的每個母親都是很辛苦的
每個小孩子回家都不會講：﹁爸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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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都是講：﹁媽媽在嗎？媽媽在
哪裡？﹂第一個找的就是媽媽 不會
找爸爸 佛青跟佛奇在今天晚上請師
母吃飯 他們先跟師母講：﹁母親節
快樂！﹂可是 我事先並不知道 反
正是母親節 又不是父親節
我覺得這一本︻佛說父母恩重難
報經︼裡面真的沒有談到父親耶！講
的都是關於母親的 釋迦牟尼佛說法
的時候 怎麼沒把父親也講出來？這
就讓讀佛學的人去研究了 這本經在
中國才有 在印度所有的經典裡面並
沒有這本經 到了西藏 聽說在藏經

裡面也沒有這本經 只有在中國才有
這本經 我所知道的就是這樣
大藏經裡面有沒有這本經？如果
是新版的大藏經 可能就有編入 如
果是早期的經典 好像就沒有這本
經 你們懂得上網的人去查查看 這
本經到底是從哪裡出生？聽說是三藏
法師鳩摩羅什翻譯的 若是翻譯的
話 大藏經裡面應該有才對！但是
我看過一本書 上面提到︻佛說父母
恩重難報經︼只有在中國才盛行 其
他國家沒有 西藏的藏經好像也沒
有

2015 年 5 月 9 日的同修，全體大眾齊誦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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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是很慈悲的菩薩 這
是我回來之後 第一次同修的﹁本尊
法﹂ 觀世音菩薩非常慈悲 是所有
菩薩當中跟眾生最有緣的一尊菩薩
從觀世音菩薩可以領會到慈悲 我看
過觀世音菩薩 不知道我們這裡的觀
世音菩薩是幾歲的？這一尊是很早期
的觀世音菩薩 看起來也像是中年的

樣子 你們看 祂差不多是幾歲的觀
世音菩薩？︵弟子答：一九八二年
的︶喔！祂是一九八二年來的 那
年 我們才剛移民過來 祂也是差不
多在那個時間一起過來的
喔！︵弟子拿網路資料給師尊
看︶關於﹁︻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是由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召翻譯

成漢文 一般學者相信是鳩摩羅什口
譯 由他的弟子記錄下來的 鳩摩羅
什是西域天竺的一位高僧 東晉時代
從絲綢之路來到中原 受姚秦國國王
禮遇 他在中土弘法 口譯很多佛
經 包括至今流行的︻金剛經︼ 非
常深入簡明 比後世唐三藏玄奘法師
所譯的版本簡單很多 不過也因此漏
列了不少內容 不及唐譯的完整 就
經名而言 鳩摩羅什譯為︻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唐三藏玄奘法師譯為
︻能斷金剛波羅蜜經︼ 唐三藏大師
顯然是譯得比較正確詳盡 不過 鳩
摩羅什不懂漢文 無從得知其口譯的
內容 但他的譯本比較精簡 所以一
直流傳
﹂這是講︻金剛經︼的
嘛！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是佛教
的孝經
︵蓮寧上師查到相關資
料告知師尊︶喔！新版的︽大正藏︾
裡面有 那別的藏經呢？我看的是
好像是中國才比較流行 西藏的經典
好像沒有這一本經典
我所看見的觀世音菩薩是很年輕
的 但大家把祂裝扮成菩薩的時候
很少裝扮成年輕的 我們壇城上的金
身 最瀟灑的就是韋陀護法尊天菩
薩 只有這尊是比較年輕的 其他大
部分的金身都是留著鬍子 這一尊蓮
花童子也比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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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很多觀世音菩薩 台灣人
很喜歡供奉觀世音菩薩 但很少有年
輕的觀世音菩薩 大部分都是中年
的；像瑤池金母的金身 不是老的瑤
池金母 就是中年的瑤池金母 這一
尊觀世音菩薩也差不多是中年的 是
歐巴桑︵台語：意指大媽 大娘 阿
姨 用於稱呼中老年婦女︶的觀世音
菩薩 而我看過的觀世音菩薩是很漂
亮的 才二十歲左右 神采飛揚 祂
的裝扮是天衣重裙
我講過 當時 祂是背對著我出
現 祂轉頭看我一眼 我差點就死掉
了！我沒看過那麼漂亮的觀世音菩
薩！跟大家講 我看到的觀世音菩薩
是二十幾歲而已 非常漂亮 我對祂
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 大部分看到的
觀世音菩薩 包括台灣人喜歡供奉的
﹁觀音彩仔﹂︵彩繪觀音佛龕︶ 大
部分也是中年的形相 沒有很年輕
的 但我看到的都是年輕的
可能是我的心裡年輕 所以看到
的都是年輕的！我只是年歲比較大一
點 但我看到的觀世音菩薩都是這麼
美 才二十歲！當觀世音菩薩的臉轉
過來時 哇！真的非常美！我一看到
祂 就心生歡喜 在我看到祂之後
祂就幫我解決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
所以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台灣︿慈惠堂﹀供奉的主尊是瑤
池金母 但每一尊都是歐巴桑 沒有

聖尊五月初甫回 西 雅 圖 主 持 同 修 活 動 ，
〈西雅圖雷藏寺 〉 眾 上 師 敬 獻 哈 達 。

德輝上師敬獻哈達
蓮寧上師敬獻哈達
蓮旺上師敬獻哈達

很年輕的瑤池金母 但我看到的瑤池
金母卻是非常年輕 我在︿台灣雷藏
寺﹀看到的瑤池金母 就像看到我媽
媽一樣 心生恐懼；有時候 我剛看
到祂時 祂是少女的瑤池金母 再多
看一下 還是我媽媽
常仁上師說 半年之後 等我再
回到︿台灣雷藏寺﹀的時候 可以看
到年輕的瑤池金母；因為他依照我的
講法 請雕刻師雕出一尊十六歲的瑤
池金母 哇！真的是
等到半年
後我回︿台灣雷藏寺﹀時就可以看到
祂了 我的心願就實現了！因為 我
的心裡也差不多是十六 七歲而已
觀世音菩薩很慈悲 因為祂每一
次顯現出來給我看 一定有好事 一
定是好消息 我只要看到觀世音菩
薩 絕對是吉祥的 事情都能解決
的
今天再談︽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在這一段期間內 蓮華生大士
教授我﹁仙人座法﹂ ﹁獅子座
法﹂ ﹁象座法﹂ ﹁金翅鳥座
法﹂ ﹁金剛座法﹂ 這五大座法之
外 尚教授其他﹁座法﹂ 每次修
﹁座法﹂ 均得按住不同的﹁脈
竅﹂ 因這﹁脈竅﹂ 關係到大圓滿
法的真氣循環
蓮華生大士的解釋如下：諸佛菩
薩成道 因成道故 所以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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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寶座法﹂是一切佛菩薩之法
座
仙人座法││仙人座法分兩種
一種是﹁天衣座﹂ 一種是﹁氍毹
座﹂ 天衣座是以天衣敷於座上 而
氍毹座是用毛織物 敷於座上 修持
此法 手按腰際的穴脈
這個﹁仙人座法﹂ 我將來可以
在底下做給大家看 有坐姿的；﹁仙
人座法﹂有仙人坐的姿勢；﹁獅子座
法﹂有獅子的姿勢 獅子的坐法 獅
子是可以坐著的 手跟腳要放在哪個
地方都是一定的；﹁象座法﹂就像象
一樣 因為在﹁大圓滿法﹂裡面要看
光 看光的話 ﹁象座法﹂就是像象
一樣 兩隻手托住下顎 再蹲下來的
姿勢 兩隻腳是跪的 這是﹁象座
法﹂ 還有﹁仙人座法﹂跟﹁獅子座
法﹂ 這是比較重要的座法
書裡面講的是﹁法座﹂ 不是指
﹁姿勢﹂ 我剛剛講的是姿勢 是不
同形式的﹁坐法﹂ 我們一般的雙跏
坐法 像蓮花坐就是盤坐 另外還有
﹁單蓮花﹂ 也就是單坐 單坐只是
一半而已 一半就是一隻腳放在腿溝
裡面 另一隻腳也放在腿溝裡面 這
些是屬於佛菩薩的坐法 還有如意
坐 如意坐法並沒有把腿盤上來 只
是把腿疊著而已 還有好多種坐法
所謂的自由坐 單腳放這樣 這是屬

於觀世音菩薩的一個坐法 自在觀音
就是簡單的坐法 一隻腳垂下踩著蓮
花 另一隻腳在法座上面 這是屬於
自在觀音的坐法
有很多種坐法 哪一種坐法比較
適合修行呢？要看你自己 有些年紀
大的 沒有辦法像釋迦牟尼佛和所有
佛的坐法 雙腳沒有辦法盤起來 那
就不要勉強 萬一受傷 那就慘了
就要去看骨科 所以 坐法也有很多
種
講個笑話吧！也算是慶祝母親
節 ﹁如果你的耳朵癢了 表示有人
想念你；如果你的眼睛癢了 表示有
人想看到你；如果你的嘴唇癢了 表
示有人想吻你；如果你的身體癢 別
瞎想了 應該去洗澡了！﹂這是各式
各樣的感覺
師尊也是有感覺的人 像這邊人
少 事情也少 但 是非不少耶！人
家講人少 是非就少 在︿台灣雷藏
寺﹀ 每次法會都是幾萬人 就覺得
事情很多 回來之後 我當然覺得事
情少 但是 講來講去 是非還是很
多 ︿西雅圖雷藏寺﹀或︿彩虹山
莊﹀的是非還是滿多的 因為 我們
這裡有所謂的﹁中央情報局﹂跟﹁中
國廣播電台﹂ 所以 是非很多 小
小的一個地方 沒有幾個人 是非就
那麼多 那︿台灣雷藏寺﹀就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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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珍上師敬獻哈達
蓮潔上師敬獻哈達

講了 因為都是幾萬人
最後一天 師尊摩頂的時候是摩
了三個小時 一直超過了晚上十點
半 將近快十一點了 師尊還在︿台
灣雷藏寺﹀ 真的是有太多人要摩頂
了 其中也發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有一位接近中年的人 她就伸著兩隻
手要跟師尊 hug ︵擁抱︶ 有很多
人看到 師尊就說：﹁對不起！我不
能抱妳 ﹂這女的就講：﹁那我抱你
好了 ﹂我說：﹁也不行！﹂她問
我：﹁那現在我的手怎麼伸回來？﹂
我說：﹁等待機緣吧！﹂她說她要唱
一首歌給我聽 我就說：﹁好！妳
唱 ﹂她唱了兩句後就說：﹁我忘
了 ﹂她居然說她忘掉了？就有這種
事情
另外 在摩頂當中 蓮贈法師看
到一個小女生偷吻我 不知道她長得
怎麼樣？蓮贈法師講她很年輕 是二
十歲以下的小姐 長得很美 頭髮很
長 但是 當我問他：﹁你記不記得
她？﹂他說他不記得 我再問蓮涯上
師 他當時也在我旁邊 我問：﹁你
認得她嗎？﹂他說他也不認得這位小
姐 我問很多周圍的人 沒有一個人
認識她
那個情形是這樣子的 當我摩頂
摩到她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師
尊 我有一句話要告訴您 ﹂我就
說：﹁好！﹂我就低下頭 她就在師

「象座法」示範
「金剛杵」身形示範

尊的左臉頰吻一下 然後轉身就跑走
了！那些保安組的人很緊張 我想叫
住她：﹁欸！慢點走！﹂她以為我們
要抓她 所以走得更快 很快就跑掉
了 其實 我是要問她的電話號碼
Give me your telephone number.
︵給我你的電話號碼︶妳怎麼可以吻
一下就跑呢？結果她就這樣跑掉了
我也不認得這位小姐 欸？難道是菩
薩化身嗎？因為 沒有人認得她啊！
奇怪 問周圍的人 沒有一個人認得
她 這麼漂亮的小姐 你們居然都不
認識？那你們活著幹什麼？莫名其
妙！
這個笑話好！﹁如果你的嘴唇癢
了 表示有人想吻你 ﹂我忘了我被
偷吻的那天有沒有嘴唇癢 在台灣的
時候 我很喜歡吻小男生 小女生
師母規定五歲以下 但是 不行啊！
平兒現在是四歲 明年就五歲了 在
台灣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小朋友 叫
做依婷 她已經八歲了 她每次都唱
歌給我聽 唱的是﹁我最親密的愛
人﹂ 然後又唱﹁你是我心中最重要
的人﹂ 聽了都很感動 她又長得漂
亮 是八歲的小女生喔！像那種十幾
歲的 我是沒有看 但被偷吻了一
次 到現在還放在我的心中︵眾
笑︶
當祖父 祖母的人 就像師母和
我 都已經當祖父 祖母了 都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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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小孩子！師母也很喜歡 我也很喜
歡 我們特別喜歡小孩子 這是天性
吧！大部分的祖父 祖母都是這樣
的 我曾經講過 我看過一部美國的
車子 後面寫英文 我看不太懂 就
問師母上面寫什麼 車上英文寫的
是：﹁你跟父母要不到的東西 你可
以跟爺爺 奶奶要 一定會有 ﹂真
的！美國人也是一樣的心理 當了祖
父 祖母的 都是同樣的心理 都是
很喜歡小孩的
我再講一個笑話吧！剛剛講的是
各種形式的癢 剛好配合今天講的
﹁各種形式的座法﹂ 小明開車跟妻
子去旅行 半路上 引擎突然熄火
小明修理半天 車子還是不會動 看
著小明滿頭大汗 妻子安慰他說：
﹁前面不遠的地方有間 motel ︵汽
車旅館︶ 我們先去那邊住一晚 明
天早上起來 車子就會自己好的 不
用擔心 ﹂小明說：﹁那是還沒結婚
之前的事 這一次 車子是真的壞掉
了！﹂沒有結婚以前 車子壞掉是故
意不讓引擎發動
然後去找
motel 休息；結婚以後就不一樣了
車子是真的壞掉了！這是形式上的不
同
每一個修法都有形式上的不同
坐姿也不同 仙人座是修什麼法？獅
子座是修什麼法？象座是修什麼法？

都是有規定的 像有一個﹁金剛杵
法﹂的姿勢 你的兩隻手放在頭頂
上 兩隻腳是站立的 兩腳合併 稍
微有點彎曲︵師尊示範︶ 這叫做金
剛杵的姿勢 就像我們使用的金剛杵
一樣 是修﹁防護法﹂用的 把自己
變身為金剛杵 手就要做為金剛杵
形
再講一個笑話 男的對女的講：
﹁世界上最長舌的是女人 ﹂女的
講：﹁不對吧！我倒覺得世界上最無
聊的是男人！﹂男的講：﹁跟妳說一
個例子 妳昨天是不是和小莉為了一
件小事爭了三小時？﹂女的問：﹁這
妳怎麼知道！﹂男的講：﹁我從頭聽
到尾！﹂從頭聽到尾是無聊 兩個人
在那邊爭了三個小時是長舌
修氣的人 講話不能講太多
super talk ︵超級愛講話︶是不可
以的 師尊在平常講話也是講少少
的 不講太多話 我在台灣教大家三
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納氣﹂︱
你要懂得把氣納到身體裡面 把一般
的氣變成先天氣 所以 我們要修
﹁寶瓶氣﹂ 修﹁金剛誦﹂ 修﹁九
節佛風﹂ 就是在教你納氣 平時就
把氣納進來 不要把氣吐出去
在西雅圖空氣好 可以多做深呼
吸 空氣沒有汙染 在台灣多做深呼
吸的話 尤其在馬路旁做深呼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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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空氣裡都有致癌的因子在 講到空
氣品質 還是西雅圖好 你可以多做
深呼吸 深呼吸很重要 完全呼吸很
重要 因為那是﹁納氣法﹂
你把氣納進來 然後進入中脈變
成先天氣 有了先天氣 原來在虛空
中的這些氣就會進到你身體；到了你
身體以後的氣就轉為先天氣 我們現
在的呼吸是後天息 在修習內法的時
候 一定要用先天息；後天息進來入
中脈 就變成先天息 這一點很重
要 納氣的重點在先天氣 而不是一
般的呼吸 一般的呼吸只是後天氣而
已 我在台灣最主要的就是講這個
另外再講一點 ﹁納氣﹂之後就

是﹁嚥液﹂ 嚥液指的就是我們的唾
液 有兩種人是沒有口水的 第一種
是老人 因為年紀已經大了 就沒有
口水 他的口經常是乾燥的 所以呼
出來的氣 小孩子不會很喜歡 年紀
大的人呼出來的氣是有味道的 為什
麼？因為他沒有唾液 沒有滋潤 年
輕人是有口水的 老的話就不會有口
水 第二個 病的人不會有口水 你
生病了 唾液就沒有了 就不會產生
唾液
所以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有唾
液 表示你的身體健康！沒有唾液
那一定是衰老或是生病 像現在 我
跟你們講話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唾

液 所以我就﹁嚥液﹂︱把唾液吞下
去 這液是從哪裡來？這液是屬於賀
爾蒙之一 密教裡面有教﹁神水
法﹂ 是屬於內法 你看道家的︽黃
庭經︾跟密教的內法 是非常相似
的！︽黃庭經︾裡面講了一個重點
﹁玉液﹂ ﹁甘泉﹂都是唾液 所
以 有口水千萬不要吐掉！
舌抵上顎 天庭這邊自然會產生
一種液體出來 充滿你的嘴 然後你
把它攪拌成為泡沫再吞下去 直接吞
下液體也可以 總之 你攪拌就對
了 然後再嚥液 這種口水居然可以
幫助你的胃腸 分泌到全身吸收 幫
助你的五臟六腑 你看 我又吞了第

25

【燃燈雜誌】

二次口水 我年紀那麼大 口水還是
滿多的 講一下子話 自然就流了很
多口水出來 這口水在修行當中是非
重要的
所謂﹁天一生水﹂ 人一開始的
時候就是水 所以我們身體的水分跟
賀爾蒙全部都是水 當你進入老年的
時候 表示你的分泌物 賀爾蒙已經
在減少 也就是你在老化 如果你要
保持你的青春 有一個很重要的道
理︱你的賀爾蒙一定要循環得非常
好 就能夠保住你自己的青春 賀爾
蒙源源不絕就是﹁神水法﹂ 你經常
製造去滋潤你的五臟六腑 就可以讓
你不會失去賀爾蒙 而且讓你一直分
泌賀爾蒙
我相信我自己到現在還可以生孩
子 因為賀爾蒙一直在分泌 所以
你要經常做嚥液的動作 這是我在台
灣教的第二個 我講﹁神水法﹂的時
候問過所有的上師 那時候 很多上
師都沒有在修這個法 上回我在台灣
問一些上師：﹁你們有沒有修神水
法？﹂那時候 舉手的沒有幾個
師尊以前並不是很重視﹁神水
法﹂ 我有修 但不是很重視 有時
候修 有時候停 有時候忘掉就沒有
修 但是 我發覺不對了！﹁神水
法﹂一定要天天修 你天天修的話
你就可以保住賀爾蒙的分泌源源不

絕 這一點對女生也很重要 女生要
常常修﹁神水法﹂ 就會青春永駐
告訴你們 五臟六腑都得會到滋潤
的 這一點很重要
再來 內法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
東西 一個是水 一個是火；一個是
明點下降 一個是拙火上升 這都是
很重要的 水從哪裡來？一定要用
﹁神水法﹂ 才會有源源不絕的水下
來 雖然師尊講我現在還會生孩子
但是 我不會生孩子 為什麼？我不
可能在外面會有孩子的 我跟師母
講 外面絕對沒有孩子 放心！為什
麼？因為師尊早就修證無漏 怎麼會
有孩子？不可能有孩子的 這一點也
是很重要
第三個要點 就是守住你的精
血 男的是守住你的精 女的要守住
妳的血 我在台灣講了三個很重要的
要點 再來就是除去妄念 再來就是
禪定 非常重要！
講一個笑話 教授在演講的時
候 會場傳來一個條子放在桌子上
上面只寫三個字：﹁王八蛋﹂ 教授
看了之後 愣了一下 但是他很快
地 很有智慧地 微笑地講：﹁哪位
先生署了名 卻忘了問問題？﹂那是
有智慧的反應
所以 每一件形式 每一次說法
智慧都是要源源不絕 水要源源
時

不絕 火要源源不絕 當你的身上水
火互相融合時 道家就稱為﹁結成
丹﹂ 就是變成養聖胎的意思 但
這在佛教裡面是講 當你水火交融的
時候 可以把脈輪打開 這個時候
你身上毛細孔的光才會透出來 你的
皮膚永遠是白白嫩嫩的 不會像老頭
子一樣 身上的皮膚都有皺紋 這一
點很重要 想要讓皮膚又細又白又
嫩 吹彈可破 一定要練﹁神水
法﹂ 一定要練納氣
講一個笑話 阿峰哭著跟媽媽
說：﹁媽媽 爸爸剛剛打我 而且還
打了兩次！﹂媽媽講：﹁乖！怎麼回
事？爸爸為什麼打你？而且還打了兩
次？﹂阿峰講：﹁第一次是我拿成績
單給爸爸看 因為全部都是紅字 爸
爸很生氣 所以就打我 ﹂媽媽問：
﹁那第二次呢？﹂阿峰講：﹁因為爸
爸後來發現 那不是我的成績單 ﹂
媽媽問：﹁那是誰的成績單？﹂阿峰
就講：﹁是爸爸國中時的成績單 ﹂
小的時候 要懂得珍惜自己的身
體 將來長大了 要好好地修行 好
好地練功 好好地把身上的氣脈打
開 光才會顯現 還會聚合 你還可
以看到自己的佛光 那是最重要的修
行；當你修行成就了 全身的光芒就
出來了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
光 那個光是怎麼來的？就是火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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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母愛像天地，祝福
全天下的母親天天快樂！
05月09日於西雅圖雷藏寺，師母致詞

師尊跟我終於回到西雅圖的家了！
在機場時，很多同門來接機、歡呼，大
家都笑得很開心。隔幾天！有位同門對我
說：「師母，我那天笑得太大聲，我的牙床
差點歪掉了！」因為他笑得很開心，笑到下
巴很酸、很痛，結果有幾天都不能張開。
在台灣的最後一場法會，有來自香港、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的同門，他們是買
半年份的機票，每個星期六都坐四個半小時
的飛機，到台灣參加法會，真的是很讚佩他
們懂得珍惜佛法，來賺取無形的資產。他們
非常有智慧，因為他們知道無形的資產比有
形的資產更重要！他們都是非常重法、實修
的弟子，應該給予「按讚」！
就像師尊講的，這裡是好山好水好無
聊，在台灣是又髒又亂又好玩，想多留幾天
也不行，因為預定回來的日期已經到了，德
輝上師、蓮印上師專程飛到台灣，迎請師尊
回來。師尊說，兩邊都一樣，沒有分彼此，
大家都是同一個家庭；師尊跟我都很愛五百
萬弟子，師尊跟我Love you forever.（永
遠愛你們）
剛才讀誦【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在
師尊開示的時候，我想到在密教有一句話
講：「智慧來自佛母。」可見密教也重視這
個「母」字。我們女性確實是比較辛苦，有
位聰明的師姐，她很有智慧，她說：「偉大
的母愛像天地一樣，呵護著她的孩子。」以
宗教來講，我們就是有著無私的愛，確實很
偉大！
還有，我要說明一下，今天晚餐，佛
青、佛奇、孫子、孫女、女婿、媳婦要提早
為我祝賀母親節，因為明天要飛到其他州參
加會議，那是很久以前就約好的行程。但，
師尊並不知道要提早慶祝，我就說：「要邀
請爸爸一起來。」佛青、佛奇說：「怎麼可

能？爸爸要到圖
書館陪所有的弟
子吃飯。您知不
知道，我們從小
在這個環境，很
難得可以跟爸爸
吃一餐飯耶！我
們心中早把爸爸
捐給《真佛宗》了。」這是真的！師尊跟孩
子們的家庭時間，真的很少很少，但是，他
們是非常愛爸爸的！所以，他們就配合師尊
的弘法，不鬧、不吵、不要求。
今天，在母親節的前夕，我祝福全天下
的母親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天天快樂，讓
自己放鬆，讓自己感到很滿足，懂得修行，
增長福慧，一切吉祥如意！還要祝福師尊，
身體健康，長住世間，天天很年輕、很快
樂，永遠像十七歲。
我希望每一位師姐、師兄，在這母親節
時刻，把你們心中想要講的話、把你們愛媽
媽的心寫在卡片裡；你們是如何感受到母親
的偉大，把它都寫出來，讓媽媽知道！我
想，這才是最好的禮物。（此時，上師獻上
卡片）阿彌陀佛！感謝！（上師唸卡片內
容：師母！我們永遠愛妳，妳是我們心中最
偉大的母親。）謝謝！早一點講嘛！好讓我
早一點感受這個喜悅。
師尊對我是非常呵護的，也給我很大的
加持，我如果遇到困難的問題，或是身體上
有缺失，都是師尊加持，我才好起來的！一
切還是以根本傳承上師為主！
你們今天回去，趕快寫一封很感動的母
親節賀卡給母親，就會讓媽媽很高興、很快
樂。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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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09日西雅圖雷藏寺德輝上師致詞

老人家晚上睡不著 那是因為賀
爾蒙褪黑激素減少 四十歲以上就少
了一半 就容易睡不著 能夠睡得著
的算是很幸福 睡不著的就要靠藥
物 不然 要讓自己的褪黑激素或多
巴胺產生出來 再降下來 讓腦部能
夠清涼就睡得著！你用佛法就可以把
心裡上的煩惱全部掃乾淨！
在這裡 預祝大家青春永駐 健
康長壽！還有 看到你們真好！嗡嘛
呢唄咪吽

28

一天比一天少呢？﹂這個人回答：
﹁因為我天天都有憂慮的事 ﹂﹁你
每天都憂慮什麼呢？﹂這個人回答：
﹁我憂慮我的頭髮一天比一天少！﹂
我們憂慮什麼呢？憂慮我們一天比一
天老 童年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
年 是不是一天比一天老？但是 你
可以逆轉啊！一旦你逆轉成功了 你
就可以修成佛 你可以在中年的時
候 永遠保持中年 可以讓你的水跟
火交融 賀爾蒙一直循環不止 你就
不會老 因為賀爾蒙一減少就會老

歡迎師尊、師母回家，
重溫西城的月光！

跟明點的光 結合在一起的那個光
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水跟火 還
有佛性 就是靠這個來修內法 我在
台灣說法時 最主要的就是講這個
小的時候 不懂得修法還不要
緊 但是到了年輕的時候 你接觸了
佛教 懂得修法 那時候還好 中年
的時候來修還可以 到了老的時候
液體下不來 嚥液就會有困難 但還
是要嚥 在密教裡面講 不管多少
還是要嚥液 一定要把水降下來
再講一個笑話 ﹁你的頭髮怎麼

雪消融，思念的春風吹綠了大地，相遇是最
美的！經過近半年的等待，敬愛的師尊、師
母又回到西雅圖，與我們歡聚在一起。
看大日的陽光，溫暖我們寒冬的心扉，萬物復
甦，生機煥發，喜鵲唱著大幻的呢喃，春蠶吐著化
網的氣息，感恩師尊再次回到如此熟悉的家鄉，讓
弟子們充滿無盡的喜悅，忘卻離別的感傷，幸福滿
滿。
常聽人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離別是
為了再相聚，果然，五個月前的分離，讓我們久
別，今天重逢，而師尊、師母再次重溫西城的月
光，暢意開懷。
歲月如飛刀，刀刀催人老，不要以為永遠很
遠，其實，很短暫！但，無論因緣如何變遷，弟子
們依然不改變初衷，對師尊有著堅持不變的信念。
人如果有錯過，那是短暫的遺憾，但，如果錯過了
真佛法緣，就是永遠的遺憾了！所以，要珍惜福
分，珍惜你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及你身邊的人，珍惜
當下的緣分。
西雅圖好山好水好自在，春風夏涼秋意濃，雪
花片片迎大地，彩虹相伴景如畫，一輪明月掛山
頭，縱然青春和時光都會凋零，唯有真理永存，唯
有師尊永恆地留在弟子們的心中。
讓我們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師尊、師母
回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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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文字整理∕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西雅圖雷藏寺
地點：彩虹雷藏寺
法會：大自在王佛護摩
灌頂：大自在王佛法

敬

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敬禮薩
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
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大自在王
佛﹂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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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
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法律顧問
周慧芳律師及家屬 莊駿耀醫師跟他
的母親 林淑華醫師 高歡嫻醫師
黃美娟醫師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
謝明芳師姐及公子 謝謝大家來
Teresa 師姐 and her husband ︵和
她的先生︶ ︿僑委會海外信用保證
基金會﹀董事長薛盛華夫人︱薛王淑
媚師姐︶ 她是︿僑務委員會﹀以前
的副委員長 後來就變成︿僑務基金

29

【燃燈雜誌】

會﹀的董事長夫人了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大家
午安 大家好！︵台語︶唔該 唔該
晒！︵廣東話：謝謝大家︶
今天 我們是做大自在王佛的護
摩 在佛菩薩當中 比較少人知道這
一尊 但是祂的威權最大 祂的權威
很大 這個佛只要發一個命令 一定
都會達成 祂只要幫助你 你一定會
有成就 這是很特別的一尊 佛曾經
講過：﹁王中之王是第六天王 聖中
之聖是大覺佛陀 ﹂﹁王中之王﹂就
是指所有的王當中最大的王 也就是
第六天天王 很少人去注意摩醯首羅
天 摩醯首羅天 大自在天 但是這
兩個天其實都是大自在天 是一樣
的
在印度教裡面 在表面上 大自
在天就是希瓦 是屬於破壞神 在印
度有三大神的廟 第一大神就是創造
神｜大梵天王 但是創造神的廟非常
少；第二個廟就是保護神｜維濕奴
耶 我問過印度人 他們說保護神的
廟比梵天的廟還要多 希瓦就是破壞
神 破壞神的廟居然比創造神跟保護
神多出三到五倍 意思就是 如果保
護神有一千座廟 破壞神至少有五千
座廟 在印度 祂是屬於最興旺的
廟 就是騎著大白牛的破壞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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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姆指與小指豎立；釋迦牟尼佛的
手印是加上﹁雙手的中指豎立﹂ 而
大自在王佛則是加上﹁雙手食指豎
立﹂ ︶我坦白跟大家講 其實都是
一體 所以我講過一句話：﹁佛魔一
如 ﹂只有開悟的人能夠懂得﹁佛魔
一如﹂ 沒有開悟的 他只知道﹁佛
就是佛 魔就是魔﹂ 祂雖然來障礙
你 其實祂的破壞是佛本身變出來
的
印度教的道理是﹁自然﹂的道
理 像春 夏 秋 冬 春天萬物欣
欣向榮 夏天到了最盛的時候 秋天
開始有了破壞 冬天全部破壞乾淨
到了春天又開始 夏天又是最盛的時
候 到了秋天就是肅殺 到了冬天就
是冷場 秋天跟冬天就是破壞 春天
跟夏天就是建設跟保護 這就是自然
的道理 是自然的循環 所以 你不
要以為秋天 冬天不好 你要忍過秋
天 忍過冬天 你才會有春天的到
來
祂的咒語是：﹁嗡 摩醯濕拉婆
耶 布達 梭哈 ﹂﹁嗡﹂的意思是
整個宇宙 ﹁摩醯﹂就是摩醯首羅
天 也就是第六天的所在 ﹁濕拉婆
耶﹂就是濕婆｜希瓦 ﹁布達﹂就是
佛 ﹁梭哈﹂就是圓滿 佛本身所化
的濕婆神 佛本身所化的維濕奴耶
佛本身所化的大梵天 這個道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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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祈者敬獻哈達

在這裡
大自在王佛還有﹃救難咒﹄ 就
是我們平常在唸的﹃救難咒﹄ 當有
災難的時候 你唸這個咒 等於是唸
祂的心 就是在觸動祂的心 讓祂知
道你需要什麼 祂就會給你什麼 大
自在王佛就有這一種力量 祂有所謂
的外院 內院 外院就是大自在天
內院就是大自在王佛；最偉大的宮殿
就在摩醯首羅天｜大自在天 欲界的
第六天；很多佛菩薩都去過第六天
金剛法界宮就是在第六天
祂的法相跟藥師如來的法相是一
樣的 身是藍色 披黃色的袈裟 具
三十二相 雙手結﹁轉法輪印﹂ 坐
在蓮台上 要觀想祂跟佛完全一模一
樣 祂可以幫助我們祈求﹁世間八
法﹂ 想蓋雷藏寺的人都不知道這一
尊的厲害 就算你想蓋靈骨塔 也會
有成就的 大自在王佛的另外一個面
就是毘盧遮那佛 今天在做大自在王
佛護摩的時候 毘盧遮那佛也來了！
正 反兩個面的佛都到了 就等於都
給大家全部加持了！我們簡單介紹大
自在王佛到這裡
我們繼續講︽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獅子座法││佛陀坐的床 就叫
獅子座 由於獅子為百獸之王 佛陀
在世間 占最高最尊之位 故以獅子
喻床座 但也有很多佛菩薩 以獅子

為其法座 例如大日如來 文殊菩
薩 法界虛空藏菩薩均以勇猛獅子為
法座 又一字金輪佛頂以七獅子為
座 密修獅子座法 要手按頭頂的
﹁脈竅﹂
告訴大家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師
尊到了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的地方｜
鹿野苑 那是祂度五位比丘的地方
祂就是在鹿野苑講聲聞乘 在鹿野苑
有一個獅子座 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
法座放在那裡 平時就有人在看守
著 不准人上去坐獅子座 因為那是
釋迦牟尼佛的法座 不可以讓人上去
坐
當時 我們不知道規矩 跟著我
一起去的同門就講：﹁師尊 沒有人
看守 您上去坐吧！﹂他們也不知道
不可以上去坐 我也不知道不可以上
去坐 所以 我就爬上去坐在法座上
面 我坐得很安穩 也沒有怎麼樣
坐上去之後 看守的人才說：﹁這不
可以坐耶！怎麼您上去坐了呢！﹂但
我聽到有一個聲音在旁邊講：﹁不要
緊 讓祂坐 ﹂結果 那些管理人員
就讓我坐 我當時還坐著開示呢！奇
怪？怎麼看守的人對我這麼好？大概
只有我有資格坐吧！
佛曾經講過 法座以獅子座最
大；佛也講過﹁與道合者大﹂ 跟
﹁道﹂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我知道
自己將來是跟﹁道﹂合在一起的 不

能講現在 將來 我是會跟﹁道﹂合
在一起的 所以 我也不小
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這是我在
自己的房間找到的笑話 有一次 身
為義大利人的世界第一男高音跟身為
西班牙人的世界第二男高音在街上碰
見 他們就互相炫耀 第一男高音
說：﹁我上個星期在西班牙的一間教
堂演唱 唱到一半 西班牙的觀眾忽
然紛紛地叫了起來：﹃啊！奇蹟出
現！﹄我轉頭往後一看 只見聖母瑪
利亞的雕像臉上 留下了兩行的眼
淚 ﹂第二男高音笑著說：﹁很巧！
我在義大利的一間教堂演唱 唱到一
半 義大利的觀眾紛紛指著我的身後
叫：﹃哇！奇蹟啊！﹄我轉過身一
看 只見耶穌從十字架走下來 握起
我的手 由衷地讚美說：﹃你唱得真
的是太好了！比起上星期在西班牙
把我的老媽弄哭了的那個義大利胖
子 你唱得好太多了！﹄﹂
人跟人有比較 法座也有比較
獅子座就是最高的 獅子座就是第一
的 但 佛講：﹁不用比較 修行只
要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第一 ﹂﹁與
道合一﹂是什麼狀況？當你明心 開
悟 你見證了你自己的佛性 已經看
到你自己的佛性 就是跟道合一 這
是一個重點 什麼最大？其實 所有
的都是小 大家一律平等 真正的第
一就是要﹁與道合一﹂ 這才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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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才是第一名
我在台灣說法時 還有一個重
點 那就是﹁五塵灌頂﹂｜色 聲
香 味 觸的灌頂；你要跳脫出所有
一切的色 聲 香 味 觸 離開它
們 你才能夠證明你的第一 佛陀在
鹿野苑的時候曾經對五比丘講：
﹁苦 寂 滅 道 ﹂最後講的就是
﹁道﹂ 你只要跟道合一了 你就能
夠得到第一 但是 想要與道合一
你必須要先去除﹁五塵﹂｜色 聲
香 味 觸 五塵去除了 你才能夠
得第一 如果你還有這五塵 你還是
會在這世間裡面輪迴 因為 唯有除
去五塵 你才能夠坐忘 當你忘掉一
切 空掉一切 才會有成就 才能夠
成為第一
有一位新來的牧師 他想到要上
台演講就很緊張 於是他便去問一個
老前輩：﹁怎樣才能夠讓大家都信服
我？﹂老前輩講：﹁我剛當牧師的時
候 也是非常緊張 我就想到一個方
法 我當時在演講的時候是這麼講
的：﹃想當年 我躺在一個女人的懷
裡
﹄當大家聽得莫名其妙的時
候 我就接著講：﹃那個女人就是我
的媽媽 ﹄我一講出來之後 所有的
聽眾都覺得非常感動 ﹂
年輕的牧師就按照老前輩所教的
去做 年輕的牧師上台演講時 開口

就說：﹁想當年 我躺在一個女人的
懷裡
﹂台下的人心裡想：﹁牧
師怎麼會講出這種驚爆的話呢？﹂但
年輕牧師實在是太緊張了 他本來是
要講﹁那個女人就是我的媽媽﹂ 結
果就講成：﹁那 那 那個女人 我
忘了是誰
﹂
我是經常說法的 要讓人家感覺
到師尊講的是有力量 是值得相信
是真實的話 在台灣的時候 我接受
周明璟小姐的專訪 周明璟小姐問
我：﹁師尊 在這世界上 您最喜歡
什麼？﹂我的回答是讓你們想不出來
的！我就講：﹁在這世間 我最喜歡
的就是美女 ﹂底下的聽眾很多 有
幾千個聽眾 大家一聽到我這麼講
大家都愣住了！師母在底下說：﹁喀
擦！喀擦！喀擦！這一段要剪掉！﹂
這一段訪問是要在電視播出來的 師
尊怎麼可以講最喜歡美女呢？
但是 我就繼續講：﹁美女就像
一朵花 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看漂亮的
花 師尊也喜歡看 怎麼不喜歡呢？
但是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的心中
就沒有那朵花啦！那朵花已經不見
了！﹂看美女 大家當然都很喜歡
男的喜歡看 女的也喜歡看 但是
﹁百花叢中過 片葉不留身﹂ 必須
要片葉不留心啊！看過就好 不要放
在心中 你就不受美女的影響 你還

是可以繼續修行 你如果看了之後就
受她的影響 你就沒有辦法修行 你
就是世俗的人 你想要第一的話 你
看了就要忘了！
每一個人都喜歡看美的 難道你
喜歡看醜的嗎？師尊舉一個例子來
說 我每一次吃飯的時候 一眼望過
去 全都是光頭！你們說 這個飯會
好吃嗎？旁邊如果坐的是美女的話
這個飯就會特別好吃！但是 我並沒
有把美女放在心中帶回家 這就像剛
剛那個老牧師一樣 你想要說話有力
量的話 你必須要講出很驚爆的話
然後再解釋一番 等解釋完就會明
白 讓大家都哈哈一笑 師尊也是哈
哈一笑就過了
﹁您最喜歡什麼？﹂﹁我喜歡美
女！﹂大家聽了就覺得：﹁修行人怎
麼可以講這種話！﹂師母在底下一邊
比手勢 一邊講：﹁喀擦！喀擦！喀
擦！這一段要剪掉！﹂我說：﹁不用
剪 我解釋給你聽 ﹂美女沒有帶回
家 美女也不留在我心裡 美女是看
過就算了 那就對啦！緊張什麼呢？
我還是第一名！所以 我可以坐獅子
座 因為我可以提得起 也可以放得
下！就是要能夠提得起 放得下 這
樣才是第一名
台灣的電視報導 最近出現了很
多恐怖情人！情人要分手真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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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男女朋友等到真正要分手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困難！情人分手 這是一
門學問 之所以會變成恐怖情人 就
是因為：就算你不愛我了 我還是很
愛你 我絕對不能夠讓你去愛別人
如果你愛別人 我就把你做掉 這就
是恐怖情人的心理
師尊是最好的情人 為什麼？因
為我絕對不會把你做掉 如果你想
走 ﹁ＯＫ！掰掰！﹂ 很簡單 一
句﹁掰掰﹂就結束了 你想要來
﹁ＯＫ！ Welcome. ﹂還是歡迎 因
為我的心裡根本沒有存著一絲不好的
念頭在裡面 可以提得起 也可以放
得下 就是真正的第一人
另外 要能夠平等視眾生 大家
都是人 大家都是一起的 都是生命
的一部分 我是不分別你 我 他
的 如果我把你做掉 那不就是像做
掉我自己一樣嗎？所以 真正能夠開
悟的人 是不分你 我 他的 有的
人 他的心中就是有恨 你恨他 就
等於恨自己啊！怎麼可以恨別人？因
為別人就等於自己啊！這是佛教發菩
提心的﹁自他互換法﹂
你去幫助人的時候 你看到他
窮 你要回想一下 當你有病又貧窮
的時候 你又是怎麼樣的呢？當你去
幫助他 你就是發菩提心 然後你用
﹁自他互換法﹂ 想想看 如果換做
你是一個生病的人 而且你身上沒有

錢可以看病 這個時候 你會怎麼
樣？因此 你要發菩提心去幫助他
阿底峽尊者在印尼占碑向金洲大
師求法的時候 金洲大師告訴祂發菩
提心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自
他互換法﹂ 你願意被殺嗎？當然不
願意啊！那你怎麼可以殺人？這就是
﹁自他互換﹂的方法 感情的事情也
是一樣 你用﹁自他互換法﹂想一
想 你怎麼可以把對方做掉？你會變
成恐怖情人 就是因為沒有學習佛
法 你要在站對方的角度想一想 為
什麼人家不要你了？為什麼對方想要
跟你分手？一定是自己有不夠好的地
方 所以 當對方想要跟你分手去愛
別人的時候 你要為對方祝福才對
因為別人會給對方的幸福更多啊！
講一個灰姑娘的笑話 話說灰姑
娘成為王子的美麗新娘之後 快樂得
不得了！從此 王子跟公主就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 在以前 灰姑娘要挑
水 撿柴 燒飯 洗衣服 一切的事
都做 還經常有一餐沒一餐的；現
在 光是伺候她的宮女就有好幾打
而各地進貢的美食跟宮廷裡所有的宴
會 藝廚精湛的滿漢全席 下午茶跟
宵夜 讓她吃得是痛快不已
如今算來 灰姑娘嫁入宮中也有
幾年了 王子對她的態度變得越來越
冷淡 常見他望著宮外的美少女搖頭
嘆息 灰姑娘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

天 她心血來潮拿出玻璃鞋來穿 不
料 鏘的一聲 鞋子應聲而碎 灰姑
娘趕緊把仙母找來 仙母見到她後不
禁搖頭：﹁唉
我忘了提醒妳
玻璃鞋限載一百公斤 ﹂
原本灰姑娘對此還不以為意 可
是 王子後來打算要從新的美眉當中
找一個小老婆 她實在受不了 於是
下定決心到瘦身中心 服務小姐帶她
到一個三溫暖的烤箱 灰姑娘進到裡
面 發現已有兩個比自己還要臃腫的
歐巴桑在那裡 灰姑娘就自我介紹：
﹁妳們好 我是灰姑娘 兩位
是
？﹂一個講：﹁我是睡美
人 ﹂另一個講：﹁我是白雪公
主 ﹂
人可能會有永遠的美貌嗎？不可
能的！美貌只是一時的 真正永遠的
美貌是什麼？只要你跟道合一以後
你就會永遠美貌！你就是坐在獅子座
上面的佛陀 這是唯一的！這世界上
任何一個東西都是無常 色 聲
香 味 觸 全部都是無常 只有一
個東西是永遠的 你必須要跟道合
一 這個才是永遠的！我們修行是為
了什麼？就是要跟道合一 成為第
一 成為永遠的
今天 大家坐在這裡面 現在是
中午時間 大家都很辛苦 聽師尊說
法 難免都會打瞌睡；師尊看了一
下 有好多人在閉目養神 當然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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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為什麼要有破壞神呢？因為它是
一個循環 沒有破壞就不會有建設
創造了以後保護它 最後又破壞它
又重新再創造 這個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 在印度教裡面 一個是創造
一個是保護 一個是破壞 這三個神
是所有神裡面最大的神 而破壞的力
量比建設的力量還要厲害 就像尼泊
爾的地震一樣 建設的時候都是慢慢
建設起來 但要破壞的時候 幾分鐘
就完蛋 全部都沒有了！什麼神最厲
害？破壞神最厲害！所以 不能夠小
覷大自在天 沒有大自在天 人不能
夠成佛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釋迦牟尼佛
在菩提樹下 一定要勝過大自在天才
能夠成佛 如果沒有大自在天 釋迦
牟尼佛是不能成佛的 再舉一個耶穌
的例子 祂要出來弘法度眾 祂也要
出來在曠野裡面四十天 受大自在天
的考驗 等考驗通過了 祂才能夠成
為救世主 就算基督教也是一樣 也
一定有大自在天 因為祂的法力僅次
於佛 也是佛的化身 再舉一個簡單
的例子 撒旦是從哪裡來的？撒旦就
是上帝耶和華創造出來的一個天使
長 叫做路西法︵ Lucifer ︶ 祂
的代表符號就是Ⅵ︵ six ︶ 上帝
是Ⅶ︵ seven ︶ 只差一而已
你能夠成就這一尊 那你在這世

間的一切 都能夠滿足 結果 大家
都不懂得主祈這一尊 如果你能夠做
這一尊的主祈者 你的請求就能夠全
部滿足
Today is the first time for
fire
offering
in
Rainbow
Villa. ︵今天是︿彩虹山莊﹀的第
一場護摩︶ 主祈的人就只有小貓
兩 三隻 哪裡有一百人？依我看
五十人都沒有！︵弟子答：五十幾個
人︶你看！我講大概五十幾個就是五
十幾個 你︵蓮印上師︶卻說有一百
個？你吹牛！你搞烏龍 怪不得你是
黑龍江的 黑龍江就是烏龍江 ︵蓮
印上師：沒有超過一百個 是近一百
個︶喔！是沒有超過一百個 那你為
什麼要講接近一百個？你﹁烏龍院﹂
的啊！
你看 我講五十個左右就是很
準 我沒有算人啦！我只覺得：﹁奇
怪？第一場 這裡的人很冷清耶！﹂
你們知道在台灣 在做大法會的時
候 主祈的人有多少嗎？有三千人
啊！大幻化網金剛那場法會還不只三
千個主祈 更多啊！︿台灣雷藏寺﹀
﹁阿達爾瑪佛法會﹂ ﹁大幻化網金
剛法會﹂的主祈 都是上千人的 主
祈者獻哈達時 我的手都快變成機械
人了 弄到最後手都酸了 沒有力
但在這裡 我的手都非常有力
這一尊的法力也是很有力 破壞

的法力也是很有力 幫助人的 利益
的法力 也是很有力 能夠掃除一切
的障礙 你們應該主祈這一尊才對
First time in Rainbow Villa, just
small potato chips. ︵這是︿彩虹
山莊﹀的第一場法會 主祈的人卻這
麼少︶雖然 主祈者這麼少 祂來的
時候也是滿高興的 祂賜給所有的主
祈者最大的願望能夠達成 屬於這世
間的一切滿足 祂都可以達成
這世界上的人 祈求往生到佛國
淨土 到無形境界的人 非常少 倒
是因為﹁世間八法﹂而祈求的人 非
常多！不管是求財 求子 求壽 求
健康 求官司能贏 求讀書能光明無
盡 求考試能成功 全部都在這一
尊
今天的主祈者 我只認識兩個
他們很厲害 他們知道這一尊一定要
主祈 其實 他們做主祈的次數很
少 奇怪？他們兩個怎麼懂得要做這
一尊的主祈？你們平時就有修行的
統統都不懂！你們這些出家人都是沒
有什麼資糧 如果你想要建雷藏寺
就一定要主祈這一尊啊！你們想想
在印度 破壞神︱希瓦的廟比保護
神︱維濕奴耶 創造神︱大梵天的廟
還要更多 可見 這一尊是非常重要
的！
祂的手印跟釋迦牟尼佛的手印只
差一點而已 ︵兩手印皆雙手外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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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人是時差的問題 有些沒有時差的
人 他們也想睡覺 你想睡覺也沒
有關係啦！總之 你要記住一句
話：﹁世界上只有一種東西是永恆
的 那就是﹃道﹄ ﹂
你只要跟道合一了之後 什麼
都是完美的 那你就是第一人 就
是永遠的第一名 其他第一名都會
掉下來 不管妳是第一美女 或是
像灰姑娘 睡美人 白雪公主 但
現在 她們都不在了！再漂亮的美
女也都會老 年輕的也會發胖 苗
條的人也會變臃腫 不管是多漂
亮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變化
任何東西都會變質 只有一個東西
不會變質 那就是﹁道﹂
我們修行就是要﹁與道合
一﹂ 當你與道合一了 你就是第
一名；獅子座就是第一名 釋迦牟
尼佛就是第一名 所有的佛都是第
一名！其實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
第一名 ︽真佛宗︾的弟子都是第
一名
要明白 有錢的也會變成沒有
錢 很美的也會變成醜 在最高的
位子也會掉下來 只有一個永遠的
第一
那就是﹁道﹂
就是
﹁佛﹂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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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手印
大 自在王佛手印

法語均霑

反正是佛

不急什麼

沒有時間

﹁我說了算﹂

也不懶什麼

也就無盡

美得並不滿足的抑鬱

花朵已經有了

枝葉未曾得知

風總是來得出其不意

雲霧也舉棋不定

蟬兒心神不寧

樹木打坐的時候

自然各活幻受

鬆緊啥的

此我亦不能逼我

■蓮曉上師
■吃透風雨可以使人蛻變，前提是﹁能堪忍持久﹂，並﹁習慣成自然︵無心︶﹂！

似受對錯夾擊
卻都是甘露無他

依沒有什麼緊張

無

不期待之中花就開了
反正是佛
顛跛前行
難免要﹁左右逢源﹂

法味如如；

如影般掀起著無窮故事

以空覺受用

有我無我！

眾我與我在相對間

不知誰是誰

取亦不取

自度度他︶！

以觀照的角度︵重點︶：

依沒有什麼緊張感為要
人生迅短

求亦不求

就做些喜歡的事︵供佛供他
適宜且輕安
感為要

捉拿又放下那麼些好玩不好玩的玩意

我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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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心亦有傷情

也許胸膛必須經歷浪滔的衝擊

證得和諧

才能成就不動自如的礁石

問天問地也沒有回應

無懼對立

一直誤以為不受歡迎
季節的角色是怎樣排定？

空有妙一

各活幻受
為什麼死在生之後

不期待之中花就開了

麼！

憂

連陽光也照不到

遇風遇

活也活不過來

栽培的過程

你能蓋上帳篷不要這些麼？
一旦蓋上帳篷

超越痛苦

心裡也沒有什

失而不

並

以品賞的意識去看待

遭雨低一下頭

反而能讓苗兒體悟真正智慧

果就結了

不緊不慢

花就開了

得而不喜

前提是﹁能堪忍持久﹂

無論是在入世還是在出世

不期待之中

只如在夢象中行走著

也不知是入世還是出世：

於是

﹁習慣成自然︵無心︶﹂！

吃透風雨可以使人蛻變

打擊與阻力

迎風彎一下腰

雨很正常

淨心︵回歸無所執︶如同耕種

！
又在生之前？
為什麼苦在樂之前
！
又在樂之後？
夜色的心思模棱兩可
月亮轉不出答案
人們的影子在沉重的徘徊
湖裡面正做夢的斑斕色彩
好像已無法醒悟過來
自然其實並沒有什麼考慮
只是世人糾纏了太多辯思
死結如山
唯水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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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你不會被它牽著走

煩惱根本就不會存

你們看

真正的金剛身其實

佛陀在涅槃時也沒帶著這個色身走啊！帶著

用﹂所變化出來的！這是師尊教我的
應該是指幻身 而不是色身

也好 那個結定印的阿彌陀佛 那是幻身 也就是佛的報
身 那就是不空三藏祖師在前面所講的那一句﹁從真起

該是成就﹁幻身﹂ 因為幻身才是佛的報身 這是師尊教
我的 師尊對我講得很清楚 金剛身就是幻身
佛身就是幻身 你在禪定中看到也好 你睡覺時看見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不管人家怎麼無理對你，你都要做得到不動心，這才叫做﹁金剛心﹂。

發菩提心論

所剩下的問題很少很少 只是自己的習慣問題
我們過去的習慣是看到事情都會聯想到世間的事情

︵文接三三九期︶
然幻身成就距離成佛只剩一步 可是 這一步還是
滿遙遠的 但 從這一步到下一步 問題已經不大

雖

在

色身走的成就者 其實不是很多 大多數還是把這個色身
拋下 為什麼要帶著色身走呢？沒有必要嘛！佛陀就沒有

這麼做！可見 成就﹁金剛身﹂所指的是﹁幻身﹂
在證得金剛身之後 就要﹁堅固﹂金剛身！所謂的

也在下

法座後的生活中 甚至在睡覺中去完成這五件事 你要先
通達這個義理的勝義菩提心 在佛經裡 在禪宗的公案
裡

﹁堅固﹂ 就是指種種最細微的﹁有漏﹂ 統統都要修
掉 都要解決掉 這是很難 很難 很難的！
我們以密教修﹁單身無漏﹂的方法來講 當你在最快

誰都

那真的

都有提到這些通達義理的過程啊！
當這個階段修完 你才會證悟菩提心 也就是開悟
﹁明心﹂就是明白心是不可得的 此時 你的世界

明心

說句誇張的話

樂的時候 你一定要進入到那個階段 你才知道自己可不
可以提得回來？在那個時候 你要怎麼﹁轉樂成空﹂？然

成就﹁金剛

它一直都在
明點﹂

甚至要修一輩子

這就是
脈

是會要人命的！
尤其 這個問題面對的是﹁與生俱來﹂的問題

這一步

然後 你要堅固你所悟的 之後 你才會慢
也就是你可以看見佛性！不只是在閉上眼睛

就亮了起來
慢﹁見性﹂

進一步修﹁氣

脈 明點﹂所成就的金剛
那也未免太小看密教 應

的禪定中見 任何時刻都可以見
﹁金剛心﹂的階段
然後

身﹂ 我覺得 如果講修﹁氣
身是指我們這個﹁色身﹂的話

身﹂

後進一步做到﹁空有不二﹂？這很難啊！
所以 從﹁金剛身﹂到﹁證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

﹁五相成身﹂不只是在﹁入三摩地﹂中完成

就立刻解決了

所以 你要養成看到事情卻無需聯想 慢慢的 你就會變
成﹁無所事事﹂的人 因為當有煩惱生起 你一旦察覺

了

（87）

39

是這樣生出來的 我們的身體裡面就帶著這個基因 要怎
麼化解這個基因呢？你如果沒有修寶瓶氣 拙火 你要怎

師尊講過：﹁凡夫是生孩子 行者 修行人是生舍利
子 ﹂成就者的舍利子會在哪裡結最多？一定是頂輪結最

那樣才叫﹁金剛

多！因為他把明點全部都提上去了啊！
大家可以看看︽熱羅大師傳︾ 熱羅大師更誇張

那也是很強啊！不要忘記

真的

修氣功能修到這種

去

修氣的目的也是為了

可是

再從鼻孔出來

很不可思議！畢瓦巴祖師也

然後從鼻孔出來

麼把它融解？怎麼把它變成明點？如果你不能把它變明
點 你要怎麼變出所有的佛菩薩？怎麼變出你的幻身？怎

心

密教的各重修法 最終還是要修心
如果你說你悟到了 那你就到人群裡去走一趟

地步

很厲害啊！有人說那叫做氣功

他可以把酒從底下提進來

身﹂啊！很多祖師都是這樣

牛奶是從底下吸進來
是如此

不要在初

麼變出你的星光身？
以前有人問過我相關的問題 我就講 想要修星光
肯定必須修證無漏 你必須無漏 才能修明點 或者

身
是明點跟無漏一起修 兩個是可以一起修的！
我在此必須告訴大家 這個法真的很難修
灌都沒相應時就修這個 否則 就會像台語所講的一句
話：﹁死軋就歹看！︵死得很難看︶﹂真的會死得很難

這也就是六祖為什麼會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待在

試煉試煉
金剛心

看！因為你的空性體悟不堅固

獵人隊的原因！
以修行來講

菩提心沒有證得

沒有恆在 你怎麼修金剛身啊？那是沒有辦法的！
在修這個之前 你要先修通達心 菩提心 金剛心

轉世

放血

那真的是

當被痛扁的時

六祖能不做嗎？六祖有時候會偷偷放走獵

不會去想到祂在那十五年所過的日子

大多數人只會覺得六祖一定是個了不起的菩薩

不會看到你背

當這三者都通過之後 你才能去修金剛身 而且需要灌
頂 必須由師尊給予﹁寶瓶氣 拙火定 明點法 無漏

﹁非人世界﹂ 六祖能夠證悟﹁不思善 不思惡﹂ 這表
示祂在獵人隊那段歲月裡面 祂有很深刻的體悟 也才能
夠說出這一句話

人家只看見你證悟了

法﹂的灌頂
寶瓶氣 拙火 明點 無漏 在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
先修寶瓶氣 這樣才比較容易修拙火 修了一段時間之

才會有智

後的辛苦

後 寶瓶氣跟拙火就一起修 然後 明點跟無漏一起修
坦白講 到後來 都是一起修的！﹁寶瓶氣 拙火定 明

仔 細 想 一 想 其實 我們 過 的生活 跟六 祖也差 不
多 六祖在獵人隊裡 那也是工作 祂的老闆就是獵人隊
的隊長 他花了錢請六祖顧網子 幫大家燒火煮水 然後
把雁子 鳥丟進去煮 燙水去毛 還要把牠的脖子切下
當你逆提回去的時候

點法 無漏法﹂這四個一起修 這樣才有辦法﹁提﹂
當你的心輪打開之後 你在降下來時 才會有初喜
俱生喜

來
超喜

勝喜

物 一旦被發現 就被痛扁一頓 但是
候 六祖還是必須不思善 不思惡

心﹂

︱ 待 續 ︱

現在 不是你不思善 不思惡就好 而是不管人家
怎麼無理對你 你都要做得到不動心 這才叫做﹁金剛

就是智慧的智啊！你要提到頂輪 才會出現﹁俱生智﹂
在密輪那邊是﹁俱生喜﹂ 那個是樂到極樂 也就是所謂
一關
為什麼密教成就者在頂輪的地方會燒出很多舍利子？

﹁大樂﹂的時候 你要轉成智慧 就是開始往上提
過一關 一個輪脈就是一關 一直提到頂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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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你睡覺時

沉睡無夢

那你的意念在哪裡？此

■蓮鳴上師
■有些人認為﹁一念不起﹂就是修心，但如果你真的是一念不起，那只是把自己變成一塊石頭！

四念處
︵文接三三九期︶

你沒有意念

從暈迷到

那你的意念在哪裡？此

你被人打暈了

你怎麼修心？既然你的心在哪裡都不知

時

你要怎麼修那個心？例如

如果你要追

道

不是痛苦的事

而不是去極樂世界

行本身就是快樂的事
那你就要去極苦世界

那你修什麼心？所以

一般所謂的心是指虛幻的意

你要怎麼修心？既然你連心在哪裡都不
知道

悶

就像鍍金永遠是鍍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虛幻永遠是虛幻

你修不到

鍍金不會變純金

心是無常的

不要

這是邪見

其實

如果你真

首先要瞭解心是什

永遠不會滅

心是會斷滅的

這個意

要往心裡觀察

無想定︵作

心會斷滅：眠熟︵沉睡無夢︶
所以

正死位︵死亡後的中陰身︶

在以下五種情況
滅盡定

這個念
我們要出離三界

以為這個心

夢︶

絕︵被打暈︶

金

識心

你沒有意念

你沒有任何意念

醒來的中間

緣

時

﹁觀受是苦﹂是指

就不要再去想著快樂的事

享受過了就

緣聚

世上的一切都

不要去追求

同時也

因此

因緣已去

修行是追求心靈上的快樂

求痛苦

修
了
享樂過後

觀心無常
無常

萬法因緣滅

死；二

不要老是放在心中無法忘懷

不要一昧地追求物質上的享受
放下
三
無常有兩種解釋：一

萬法因緣生

你的父母也不是永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所擁有的會永恆持

你的子女不是永遠都是你的

一切都是因緣

沒有所謂的永恆
散
續下去

以為我們的心識是永遠

麼？有些人認為﹁一念不起﹂就是修心
很多人有錯誤的觀念

念頭又出現了

你的

又以為念頭就

你的禪定沒了

那只是把自己變成一塊石頭！當你離

此外

離開法座

那就錯了！

但又找不到我們的心

你這樣修心的話
我們想要修心

修心又沒了

開壇城

的是一念不起的話
其實不是很完

其實我們的心在五種情況下是斷滅的！我們的意念就

遠都是你的
的

很多人說修心就是修意念

不是永遠
那就不是我們的本心

有生滅就不是永遠的法門
因為不真實

因為心會斷滅

是我們的心
整

的法門就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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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心
它會斷滅

會消失的

那樣就錯了！釋

就不會執著自己所接觸的一切

把原

日

那就不要去執著我們

也就是﹁心所有法﹂；意

在佛法

是要我們知道︱我們的

所以就一直修我們的念頭

意念不會恆常

迦摩尼佛所說的﹁觀心無常﹂
心
當明白這點
這個執著叫做﹁心所﹂
因為我們的心是生滅的

裡面
思就是說
把原先討厭的變成喜歡的

因為那只是你的﹁分別見﹂

所喜歡的

你也有可能會改變

所討厭的
後
先喜歡的變成討厭的
觀法無我

做惡也是它

本體是中立的

是因

行使出來

不是你本身做善做惡

﹁觀法無我﹂當中中立的是無我性

果讓我們有善有惡
所以

你的本心

做惡做善在你

不在你的本心

的是善或是惡

﹁觀法無

不是你的本心主動

是無我的體性

配合你的心念而行使

本心是中立的

生出一切萬法
去做善做惡

﹁觀法無我﹂當中的﹁法﹂並非是指羯摩法

我﹂是這樣解釋的
因此

這個法是由你本身所

這面鏡子

當中

鏡子

水晶

這

湖面

片葉不留

這塊水晶

成就一件事情；當這隻

一塊水晶一樣；當一隻雁子飛過

不是這個意思
像一面鏡子

加行法或是資糧法
生出一切
湖面

四

﹁無我﹂也是非常

湖無影﹂

這就是﹁過樹林

也就是心念過了

湖面會顯現一個影子出來

這個﹁法﹂的解釋非常廣和深奧

雁子飛過了

﹁雁過湖

依然平靜無影

例如﹁上師相應

身﹂

個湖面

這個﹁法﹂不是特定的法

的深奧

﹁紅財神

﹁觀世音菩薩法﹂

；釋迦摩尼佛說的﹁觀法無我﹂

﹁金剛心菩薩法﹂

法﹂
﹁白財神法﹂

不會有本性和意念出來

法﹂

這三樣東西無我性

是你本身加
上至揚眉

所以才說﹁萬法唯心造﹂

觀法無

合一叫做﹁總

觀心無常

這四個分開來解釋叫﹁別相﹂

觀受是苦
我﹂

其實

這四樣

什麼是﹁合一﹂呢？我們慢慢觀察

再調整你的呼

呼吸的觀察之

我們要觀察自己的

當還沒進入內心

是連貫的！當我們剛開始修習佛法時

相﹂

四念處︱﹁觀身不淨

上意念而生出萬法
上廁所
意思是說

一

聊

祂所說的是包含一切
睡覺

的﹁法﹂不是特定的法

吃飯

萬法唯識﹂

這些都是﹁法﹂

你走路

手的動作

下至手舞足蹈
看電視

眨眼
天

有句話叫做﹁三界唯心

如果你沒有心

也就沒有法

切法的來源都來自你的心

例如你要

比如你在修禪定

你需要先用﹁毘盧七支坐﹂調整坐姿

身體
前

才會帶動你的身體去做這件事

你才會依法而行
必須生一個心念

了！因為你的心生出一個法
去睡覺

所以不能行

因為石頭無心念

石頭是﹁無情眾生﹂

情

再調整你的內心

不執著自己的身體

才可以進階觀察自己身

任何修行的次第都是以身體為先

吸

先觀察身體

有心念
做善是它

才叫做﹁有情眾生﹂
所以才叫做﹁萬法唯心造﹂

萬法；我們人因為有心念
才可以行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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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害怕妄

佛法中有一句話：﹁不怕念

再觀察心對

當中是

你要

是苦受還是樂受？你受傷的

法﹂

說

其他都不要

以︿真佛密法﹀來

再修

﹂

﹂建築師

這樣才會有第三層

﹁修道﹂

我們必須從﹁加行道﹂做起
﹁見道﹂

﹁本尊

聽師尊講

有沒有實際去對治自己的貪念

二十年以上

一層一層修上去

﹁上師相應法﹂

﹁大圓滿﹂
但是

有很多人已經皈依超過十年

﹁無上密﹂

就是要從﹁四加行﹂

﹁資糧道﹂

修行也是一樣

就說：﹁你要一層一層蓋上去

跟建築師說：﹁我只要建第三層

■蓮鳴上師
■有些人認為﹁一念不起﹂就是修心，但如果你真的是一念不起，那只是把自己變成一塊石頭！

吃東西的時候

臥的起伏

心裡的起伏

並體會外在對於身體引起的反應

是苦受還是樂受？你生病時的痛苦感受

你呼吸

體的感受
時候

坐

空和無常；再觀察禪坐時

慢慢瞭解身體
苦
住
﹂意思是不害怕意念的生起

經說法很多年了

不可

快則七

其實是很

那就是自己的

會不會自己

自己的脾氣呢？有一日一修嗎？有沒有長期持某一個咒

結界呢？你如果有去修持

呢？有沒有進入過禪定呢？碰到幽冥眾干擾
做灑淨

就像我剛剛講的﹁四念處﹂

到最後

以只是聽而不做

空

就能對治；如果抓不

只擔心抓妄念抓得不夠快！只要能抓住妄念︱

只怕覺遲

於行
起
念的生起
妄想和無明

愚痴

瞋恨心

貪慾
就無法對治

苦

用佛法的

︱ 續 完 ︱

就要好好想清楚

不要再

現在的人是

現在的人為何無法

斯

很多經典裡面

只要依﹁四念處﹂修行

等果位

有弟子得須陀洹

就可以晉取初果須陀洹
阿那含及阿羅漢果

既然想修行
做一個﹁只會聽﹂的人了

﹁只會聽﹂的人

達到呢？因為佛陀年代的人大多是實修的人

陀含

在經文的結尾都會寫：世尊說法完

慢則七年

重點是要去做

理念很簡單

不離

釋迦摩尼佛說過

簡易的修行法門

百步

回去就

日

痴﹂；

瞋

就用慈悲去對

慧﹂去對治﹁貪

有妄念生出來的時候

要明白一切都是無常

到妄念的生起
在觀心方面
就是觀法；當我們的心
定

就用戒對治；當瞋念生起

正見去對治︱用﹁戒
當貪念生起

無明生起

你就是一個佛教徒；你不懂得用佛

就用佛法的智慧對治；你懂得用

治；當愚痴

佛法去對治你的心念

你只是來
你不是修行人

你就不是一個佛教徒
你不是佛教徒

法去對治你的心念起伏
廟拜一拜的信徒

千步

就要去實踐出來！雖然佛
只要做出來

看到別人家的第三層很漂亮

有一個小故事：有一個很有錢的人去到另

但也很簡單

我們既然明白什麼是修行
法很深奧

一個﹁起步﹂

一個很有錢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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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為師尊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在〈彩虹雷藏寺〉主持生基儀式時的景況

大好消 息 ！

聖尊蓮生活佛將於㆓○㆒㈤年㈨㈪㆓㈩㈰

甲 少許頭髮 一丁點內衣褲的
一小角 然後密封在一個小紅色
包袋裡 ︵包袋顏色可隨意︶請
注意：包袋大小以小紅色利士封
為準 請在生基物封袋上註明姓
名及生辰
因郵件數量龐大 為方便作
業 有關生基物郵寄注意事項如
下：
一 請將生基物與供養紅包
分開 並在信封上註明是做生基
的
二 做生基的信件不予回
覆 ︵如需回信 請註明需要回
信及用正楷寫清回郵位址 因地
址不清楚 不詳細 導致往來郵
誤 本寺無法負責 ︶
三 請單獨郵寄生基物信
件 請勿將做生基的信件夾雜法
會報名表格 問事 求加持 求
符等類信件 ︿彩虹雷藏寺﹀不

負責代處理任何問事 求加持
求符等類信件 此類信件請直接
寄往︿宗委會﹀的辦事處
非常感謝大家的合作！
●如果想更深⼊瞭解﹁⽣基
法﹂ 請參讀蓮⽣活佛盧勝彥法
王在⼆○⼀⼆年六⽉⼆⼗三⽇的
法語開⽰精要 以及盧勝彥⽂集
第七⼗三冊－︽陰宅地靈⽞機︾
︿清真道⾧傳授﹁⽣基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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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彩虹雷藏寺﹀親㉂主持生基儀式
︻彩虹雷藏寺訊︼慈
悲的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
王再次應允弟子 將
於二○一五年九月二
十日︵星期日︶ 在
︿彩虹雷藏寺﹀親自
為大眾主持生基儀
式！
請大家務必在九
月十三日前 把生基
物寄到︿彩虹雷藏
寺﹀ 如果在九月十
三日之後寄來的生基
物 ︿彩虹雷藏寺﹀
無法擔保能給聖尊親
自做生基 請大家儘
早把生基物寄過來
把握此難得的機緣
做生基的代表
物：個人的手腳指

◎〈彩虹雷藏寺〉聯絡方式：
14310 476th AVE. SE
North Bend , WA 98045-7931
U.S.A.
•電話： 425-888-3677
•傳真： 425-888-9008

■全場弟子興奮起立，跟著師尊、師母一起熱情跳舞。

出來的光 可以射到最遠的天
上 整個天統統都可以感應
也就是指修行的力量 所放出
的光明可以射到所有的諸天
天上地下都可以射到 ﹁覺園
常開花﹂就是指每個人在修行
的過程當中 都會有很多的悟
境 ﹁常開花﹂等於是開悟
了 悟境非常高 像開花一
樣 每一個人都開出覺悟的花
出來 ﹁同修大禮拜﹂是指以
大禮拜拜佛 第一個 會讓自
己的身體非常好 等於是一種
運動；第二個 把自己的身體
跟地貼在一起 是最虔誠 最
恭敬佛法僧的一種謙卑 大禮
拜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也是敬
佛的一種禮拜方法 可以讓你
的心完全跟佛一樣 ﹁修持返
佛家﹂ 如此修持下去 你跟
佛菩薩很快就會相應 相應了
之後 你就會很快回到佛國淨
土 ﹁會聚諸聖德﹂ 在這裡
做大禮拜的 一心向聖人學
習 一心修出自己本身的道

■文∕蓮衛上師

‧師尊慈悲題賜墨寶予︿善覺同修會﹀

珍惜與師佛相處的每㆒刻

﹁
幾家歡樂幾家愁﹂這句
話真是道盡了亞洲 美
國 兩地弟子的兩樣情 二○
一五年五月三日是法王蓮生活
佛與師母蓮香上師返回美國西
雅圖的日子 雖然台灣和亞洲
各國眾弟子萬般不捨 但臉上
還是掛著笑容前來送別 在
此 我們也同樣祝福美國的同
門 珍惜與師佛相處的每一
刻！
是日晚間六時許 在前往
桃園機場的途中 慈悲的師佛
特別撥空 蒞臨桃園市平鎮
區 為︿善覺同修會﹀壇城佛
像開光加持 祈願諸佛菩薩觀
視世界 飛行萬里 毫毫放
光 聞聲救苦 開口度眾 慈
悲護持眾生 同時 活佛也賜
下墨寶：﹁善光射斗牛 覺園
常開花 同修大禮拜 修持返
佛家 會聚諸聖德 成就度無
涯 ﹂並做簡短的開示：
﹁善光射斗牛﹂就是指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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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成就度無涯﹂ 大家在這裡
修了以後 每一個人都得成就 一
個人就可以度十個人 十個人度百
個人 百個人就度千個人 千個人
度萬個人 一直無止盡地度眾生
所以 叫做﹁度無涯﹂
為感恩師佛的辛勞 ︿善覺
同修會﹀和︿廣喜堂﹀聯合舉行晚
宴 為師尊 師母送行 當晚 不
但有當地弟子所組成的﹁拼湊合唱
團﹂賣力演出 師母率領的︿陽光
舞供團﹀也不遑多讓 表演了一連
串的排舞組曲；更令大家喜出望外
的是 師尊最後也上了台 和師母
一起活力全開 全場弟子興奮起
立 跟著熱情舞出健康！
但 快樂的時光總是稍縱即
逝 隨後 師尊和師母便趕往機
場 即將離開台灣 我們的心情也
像三溫暖一樣 一下熱 一下冷
一下開心大笑 一下又離別傷感
怎麼會這樣呢？
到達機場時 整個出境大廳
早已被敬師 愛師的真佛弟子擠得
寸步難行！待師尊 師母辦理完登
機手續 邁向出境處 很快地 就
只剩下佛父 佛母的背影
請您們一定要多加珍重 我
們在真佛大道等您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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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弟子準備蛋糕，提前為師尊慶祝生日，同時祝賀
師母母親節快樂！
▲眾弟子夾道歡送師尊、師母，人潮擠爆機場。

▲師尊上台和師母一起活力全開。
▲同門製作大字看板，歡送師尊、師母。

師尊特別慈愛孩童，見到前來接機的孩童，愉悅地為其摩頂加持。
接機的弟子們紛紛獻上鮮花，歡迎師尊、師母返美歸國。

。
接機弟子於候機大廳裡合影留念
‧師尊、師母與其家眷及熱情的

2 0 1 5年5月3日

蓮生活佛返美弘法，《真佛㊪》弟子翹首熱情迎接

︻西城訊︼又到春花繽紛 樹葉
嫩綠的時節 西雅圖的︽真佛
宗︾弟子心中滿是歡欣與期待
︽真佛宗︾祖廟︱︿西雅圖雷藏
寺﹀也做好了迎接師尊 師母返
美弘法的準備 在五月三日這特
別的一天 於台灣弘法數個月的
師尊 師母終於要回西雅圖了！
等待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
慢 但這無礙我們滿懷期待的
心！在西雅圖機場的候機大廳
裡 大批的同門熱絡地交談著
熱鬧紛紛的景象吸引了其他旅人
好奇的目光 懷想著是什麼樣的
大人物要出現了嗎？接機的大海
報與鮮花 透露出訊息和隱約的
興奮
剎時 眾人翹首昐望的師
尊和師母出現在電扶梯了！哇！
上師 法師 同門一陣蜂湧向
前 紛紛大聲地問候：﹁師尊
好！師母好！﹂不少弟子紛紛獻
上鮮花 興奮地歡迎師尊 師母
返美歸國
師尊還特別提到此趟飛航
的機長及服務人員 都是真佛弟
子 他們都很親切接待 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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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師尊 師母對前來接機的弟子們 愉悅地問候大家
⑵⑶相隔日久 見到孫女盧君前來接機 師尊 師母忍不住
給孫女深深的擁抱與親吻

尊 師母分外開心愉悅！
佛青 佛奇夫婦闔家以及
盧弘 盧君也到機場接機 相隔
日久 師尊 師母一見到家人以
及可愛的孫子 孫女 顯得格外
開心不已 一一給了深深的擁抱
與親吻！頓時 機場的接機大廳
瀰漫著師徒相聚與家庭親情的溫
馨氣氛
眾弟子們一路跟隨著師
尊 師母 直到師尊 師母上
車 大家相約明天
見之後 目送師
尊 師母離開
︿西雅圖雷藏寺﹀
和︿彩虹雷藏寺﹀
又即將展開一連串
的師尊弘法活動
這將又是一段人來
人往 在忙碌與幸
福中享受梵音繞樑
的夏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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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師尊與佛奇相見 同時伸手把臂 父子倆心意相通 感情深濃

1

3 2
4

菩提園地

今

話畫參禪

參禪入畫

■蓮衛上師／整理

在新書發表會和簽書會開始前
主辦單位很用心地製作了一段法王畫
作的精彩剪輯 讓大家欣賞歷年來各
種不同風格的法王畫作 每幅作品皆
呈現盧師尊特有的精神力 靈光閃
閃！令大家驚喜的是 主辦單位還特
別請了六位仙女翩翩起舞 當持蓮仙
子 彩帶仙子 持劍仙子 吹泡泡仙
子 合掌仙子 紅衣仙子 輕盈曼妙
地舞動時 彷彿當年法王作畫時 虛
空中所降下的六位仙女 重現法王即
席作畫的情景！
此外 法王除了在一九八三年曾
出版︽靈仙飛虹法︾和一九八八年出
版︽先天符筆︾二本符籙書籍外 法
王已近三十年未曾出版有關符籙的
書；但眾生卻有數不盡的病症與各種
的需求 因此 大眾對於此次的新書
︽蓮生符︾皆抱著高度虔誠期待之
心 來聆聽法王細說符籙的要訣
在熱烈的掌聲中 法王為眾人盼
望以久的新書︽蓮生符︾揭幕 主持
人周明璟小姐一一為大家提出心中最

蓮生活佛習畫㆓㈩週年回顧展 暨第㆓㆕㈦冊︽蓮生符︾新書發表訪談︵㆖︶

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你是放假
在休息？還是應景的在工作勞動
呢？哈！在台灣的真佛弟子 可是開
心地和法王蓮生活佛在一起 歡樂度
過一整天哦！
二○一五年五月一日 ︿大燈文
化﹀特別為法王蓮生活佛舉辦習畫二
十週年回顧展 並為即將上市的盧勝
彥文集第二四七冊︽蓮生符︾做新書
發表會 是日下午 ︿北美事務協調
委員會﹀廖東周祕書長及夫人Judy師
姐 台南市蔡旺詮議員 高雄市許慧
玉議員 ︿台灣省政府祕書長﹀鄭培
富先生及夫人韓霧珍女士和千名善信
弟子齊聚台中︿大和屋﹀ 當法王蓮
生活佛偕同師母蓮香上師抵達會場
時 立刻有大 小朋友上前獻花 可
見法王的魅力 連小小朋都融化了
隨後 法王接受四家台灣電視台的聯
合採訪︵計有：︿東森新聞﹀ ︿三
立新聞﹀ ︿民視新聞﹀和︿非凡新
聞﹀︶ 並在訪問當中 暢談自身的
繪畫理念及其中的樂趣

▼蓮生法王於新書發表訪談前，覽視主辦單位所展示的精選法王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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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仙女翩翩起舞，重現法王當年即席作畫的情景！

想要了解的問題 諸如﹁這些符是
如何出現的呢？﹂﹁人人都可以畫
符嗎？﹂﹁符要如何才會產生感應
的效果呢？﹂
在主持人一連
串的巧問中 大家豎起耳朵 摒息
聆聽 專注於法王的每一句開示
深怕漏掉了任何一絲重要口訣 畢
竟這可是千古未曾聽聞 萬金難求
的法藏啊！現在 就讓我們隨著主
持人的提問 一起來揭祕吧！
周明璟：這本新書是︽蓮生
符︾ 您為什麼會想要出一本符籙
的書呢？
蓮生活佛：因為在這一生當
中 發生過很多很奇妙的符 出現
在天上 地上或在人身上之後 它
們都產生了很多 很大的感應現
象 所以 我想應該把天上的記
號 地上的記號跟人身上的記號統
統畫出來 就變成了︽蓮生符︾這
本書
周明璟：聽說西雅圖的真悟師
姊 她請購了您的一幅畫作叫做
︿說法﹀ 當天晚上 真悟師姐就
夢見師尊 還有很多上師 坐在她
們家的客廳 開始講起了佛法 又
聽說 有一位住在佛羅里達州的周
衡醫師 他有一幅您的真蹟在他家
裡面 他只要站在這幅畫前面 他
覺得二十四小時都在綻放光芒 為

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蓮生活佛：因為我的畫作都是
從我心裡面流露出來的畫 既然是
用了精神在畫裡面 這畫本身就是
一個精神 也就是活的 當你請了
這真蹟回去之後 你只要用心看這
幅畫 因為精神跟精神之間互相感
召 就會有相應的現象出來
有一個人請購了一幅桃子的
畫 因為她住澳洲 她在過海關的
時候 海關的狗就聞到桃子的味
道 狗認為這箱子裡面一定有水
果 所以一直咬著不放；海關一定
要檢查 結果把整個皮箱翻開來
確定是沒有水果 但是有一幅畫
那幅畫就是桃子
周明璟：我聽說您在作畫的時
候 都是在禪定的狀態 可是 一
般我們講到禪定好像都是坐得直挺
挺的 是一種很沉澱的狀態 可
是 你的禪定卻是在作畫？跟我們
想的禪定不一樣！
蓮生活佛：其實 佛所講的禪
定 是你精神專一地做一件事情
時 就會有禪定的意味在裡面 所
以 唱歌也在禪定 跳舞也在禪
定 畫畫也是禪定 寫作也是禪
定 其實 一切事情 你只要精神
集中 定在一個定點上面的話 你
只要精神統一 無事不辦！

50

周明璟：我們一般人的禪定境
界 畢竟和師尊還是相差太遠 我們
要怎麼樣在努力做事的同時 還能夠
跟佛法有連結呢？
蓮生活佛：釋迦牟尼佛有一個弟
子 他是幫釋迦牟尼佛理髮的 佛陀
坐下來讓弟子理髮 這弟子在理髮當
中 因為精神非常專一 他就入了三
昧地 你看 理髮也一樣可以禪定
所以 我們生活在世界上 不論做什
麼事情 你只要精神專一的話 就是
在做禪定的功夫
周明璟：按照您的說法 其實在
忙碌的生活當中 我們也可以在投入
工作的同時 來追求佛法 追求禪定
的境界？
蓮生活佛：是的！因為佛法在世
間 不離世間覺 在世間 你做任何
一個事情 都可以體會到佛法 譬如
舞蹈 你如果精神完全灌注在舞蹈裡
面 有時候會創出新的舞步 很多舞
步其實就是由於精神專注而體會 創
新出來的 舞蹈會舞得非常美 原因
也是在於精神專一的時候 熟能生
巧 巧能生變化 自然能產生很微妙
的舞姿
周明璟：您剛才說非常投入 進
入專一的狀態 於是就會出現了新的
靈感 您在畫畫的時候也會這樣嗎？
蓮生活佛：畫畫也是可以這樣
畫作有所謂的﹁寫實派﹂ 例
子

如 當我精神專一 就出現舞劍的仙
女在我面前 我就把舞劍的仙女畫出
來；當我精神專一 就看到了吹泡泡
的仙女 我就畫出吹泡泡的仙女
周明璟：請問當時是什麼情況？
祂們是如何出現在您面前的？
蓮生活佛：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幻
想的世界 所謂的﹁心想事成﹂ 就
是神通 我們的心裡 腦海裡面想到
什麼 這個事就成了 這就是神通
我有很多畫都是屬於神通的畫 畫出
來就是有神
周明璟：我們要怎樣才可讓自己
的意念強大到像師尊一樣 當我們一
想到什麼 這些腦海裡面想的就出現
在眼前？
蓮生活佛：有一次 我在法座上
說法的時候 我就說：﹁大家今天修
的是﹃財神法﹄ 我們一定會得到大
樂透 威力彩的第一獎！﹂上次在台
中有一個得到三十億的威力彩 傳說
這三十億的威力彩是我們︽真佛宗︾
的弟子得到 而在這次的威力彩之
前 我早就在法座上講：﹁我們會得
到第一獎的大樂透 威力彩 ﹂
周明璟：您是早就有靈感 預料
到會發生這件事情嗎？
蓮生活佛：就是有一個靈感 讓
我講出這句話 結果就會實現 這就
是神通
周明璟：我們要如何學師尊一

樣 放大自己堅定的意念 讓自己可
以很容易達到目標？
蓮生活佛：這個要靠修行 修
法 要學習佛法 當你修出力量了
你一講出來 就會實現 當然 我也
想得到樂透彩 但是我常常想：﹁我
不能隨便亂想 生死有命 富貴在
天 ﹂我命裡有的 自然就會來；我
命裡沒有的 強求什麼？強求也得不
到 所以 我是屬於應天順人的一個
自然的人
周明璟：您習畫已經二十年了
聽說這二十年來 您創作的畫作已超
過上千幅 您的靈感都是從何而來？
您都畫些什麼？
蓮生活佛：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天地之間都是畫 畫中也自有天
地 ﹂那是自然而然來的 每一幅畫
都是我自己心的悸動 是心靈的觸
動 只要有這種感動 自然就成為一
幅畫
周明璟：有什麼樣的畫面是最容
易讓您感動的？
蓮生活佛：我覺得是美女 我雖
然是出家當和尚 應該是過一種淡泊
的生活 事實上 我也是這樣子的
自然來 自然去 是很重要的 當你
看到美女時 就會覺得特別感動 像
在吃飯時 如果旁邊坐的都是高大粗
壯的男生 尤其是光頭的
我看
了 飯都吃不下；如果旁邊有美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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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那天的心情就特別愉悅 不一
樣！
周明璟：誰不喜歡看美麗的事
對不對？

物

■法王為第二四七冊新書《蓮生符》揭幕，由周明璟小姐主持。

蓮生活佛：沒有錯！但是 我是
一個行者 一個修行的人 看過就算
了 不要放在心中！你看的時候賞心
悅目 飯就吃得多一點 神情也很愉
快 大家可以談談笑笑 如果是跟那
些光頭的和尚 有什麼好笑？
周明璟：那次畫畫 六位仙女下
凡 在您的面前讓您畫的時候 您是
怎樣的心情？
蓮生活佛：祂們的身體都很柔
軟 讓人心聲歡喜！不過 自然來
就自然去；祂們自然地出現了 後來
就自然地走了！就讓祂自然離去 不
要留在心裡
周明璟：您覺得您的畫作跟一般
畫家的畫作 有什麼不一樣之處？
蓮生活佛：有時候 我會畫﹁寫
實派﹂的畫 就是看到什麼東西 就
把它素描 回家再作畫；還有﹁意象
派﹂的畫 就是我的腦裡面想到什
麼 就把它畫出來；另外 把它拼湊
起來的是屬於﹁抽象派﹂ 就像眼
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把它拼湊在
一幅畫裡面 像︿機器時代的來臨﹀
就是一種拼湊的畫 也就是抽象畫
我的畫 就是比較有神在裡面 變化
無窮
我曾經在美國西雅圖的家前面空
地種玫瑰 每當我走過去時 都會給
它加持一下 看到比較小朵的 我都

會對它說：﹁明天長大一點 ﹂對於
開得很大很美的花 我就會去聞一下
花香 我發現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
個小朵一點的花 第二天就會開得大
很多 而我聞過的花 第二天的香味
會更濃 這是我跟花的互動 我畫畫
時也是一樣 我跟畫的互動 一樣會
產生這種現象
周明璟：師尊加持的玫瑰花可以
長得又高又香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師
兄 師姐帶著小朋友來到現場 他們
都是在正要長高的階段 待會請師尊
加持一下 就可以長得高大了
蓮生活佛：我當然可以加持小孩
子 讓他長大一點 不過 過了成長
期的大人就
像我以前天生不
足 後天又失調 營養不良 所以我
就不是長得高高帥帥的 而是矮矮稍
微胖胖的
周明璟：但是 師尊卻是一個弘
揚佛法的大巨人啊！
蓮生活佛：是的 有時候 我在
夢中顯現給弟子看 我都會變成很高
大的巨人 有一位高銘祿師兄 他就
看到了我的法身 我的法身比二層樓
還要高；知道之後 我的內心很高
興 雖然我的外相是比較矮一點 我
的法身卻是很高的
周明璟：您說您作畫的靈感來自
於大自然 什麼都可以成為您畫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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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角 您的作畫目的是希望
能弘揚佛法 您希望看畫的人
可以從您的畫裡獲得什麼收獲
呢？
蓮生活佛：我在作畫時
主要是在畫那個神；你只要看
到那幅畫有神 那個畫一定是
很好的 什麼是神呢？可以這
麼講 空靈就是神！比如你看
一幅畫 第一天看和第二天看
的的感覺會不一樣 那是你心
裡的感應 當我們看到一幅很
傳神的畫時 你可以看到畫家
的心 那就是有他的靈感在裡
面 那麼 這一幅畫就可以稱
為很珍貴的作品 所以 畫畫
的第一個就是必須要很傳神
第二個就是要有靈氣 有空
靈 可以讓看畫的人覺受到心
靈的安靜跟祥和 我的畫作因
為有我的精神 空靈在裡面
當你看畫的時候 如果感應到
那一種空靈 你就會產生相應
的現象出來 這就是佛法
周明璟：您的生活這麼忙
碌 常常要跟世界各地的弟子
見面 那您都在什麼時間作畫
呢？
蓮生活佛：一般我作畫的
時間是在下午 我在西雅圖的
︿宗委會辦事處﹀那裡有一個

■在周明璟小姐與蓮生法王的巧問妙答中，妙趣橫生，台上及台下經常開懷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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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法王為新書發表揭幕後，現場揮毫展現超藝術字體—「吉祥如意」。

畫室 璧燕法師會準備所有畫畫的工
具 把墨磨好 我進去之後 只要我
的心裡一感動 我就馬上畫畫
周明璟：您作畫的時候是一氣呵
成？還是今天就畫到這裡 明天再繼
續？您是否可以說一說您的作畫過
程？
蓮生活佛：我絕對沒有畫一半就
停止的 一旦開始作畫 就一直到把
整幅畫完成 都是一氣呵成的
周明璟：這在體力上是一個很大
的考驗耶！您的很多畫作都是鉅細靡
遺的 有好多美麗的細節在裡面 這
樣的畫法會讓您忘了吃晚飯嗎？
蓮生活佛：當我進到畫室後 因
為一切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把眼
睛閉起來 只要一個靈感進來 我就
知道要畫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著墨
若今天想要畫水墨畫 我就畫水墨
畫；若想要畫個意象派的畫 就畫意
象派的畫 若要畫寫實派的畫 那看
一件東西就可以了；若要畫抽象派的
畫 就把意象的東西組合起來 而且
不一定要組得很工整 就像我剛剛在
寫字一樣 我寫的字絕不會工工整
整 所以 我的小學老師看到我寫的
字 都給我打﹁丙下﹂ 雖然我的字
是丙下 但很多人都說：﹁師尊 請
您題個字 ﹂因為我沒有學習過寫
字 我寫的字很難看 都是歪歪扭扭

的 而且不是正規的寫法 所以 書
法課老師的評語是：﹁無藥可救！﹂
我的書法確實是無藥可救 寫得亂七
八糟 剛剛寫的字也是一樣不工整
而且還扭來扭去 但 扭來扭去才是
藝術啊！
周明璟：這才是藝術所在 如果
想要工工整整的話 用印的就好了
嘛！
蓮生活佛：對啊！用照相就可以
了 為什麼要畫畫？所以 畫畫就是
跟照相不一樣 照相有匠氣 畫畫不
能有匠氣在裡面；寫字寫得工工整整
的 就是有匠氣 但我們追求自然的
人 不能夠有匠氣
周明璟：所以 不管是師尊的題
字或是畫作 每一筆 每一畫都是心
靈所至 絕對不受約束 這才是真正
的藝術 而且剛剛您說當時年紀小
老師說無藥可救 可是事到如今 師
尊的每一幅畫作 題字救了多少人
啊！從您的書畫裡都可以感受到佛
法
蓮生活佛：是啊！無藥可救的意
思就是非常健康！如果是有藥可救
那表示你是生病的 健康的人需要用
什麼藥呢？因為你生病了 那才要用
藥啊！

︱ 待 續 ︱

54

四家電視媒體聯合採訪

蓮生活佛習畫二十週年回顧展
暨第二四七冊《蓮生符》
新書發表訪談

記者：您習畫多年 是想藉由繪畫傳達什麼理念嗎？
蓮生活佛：以繪畫本身來講 涵義非常廣 但我認為繪畫是代
表著這一天的快樂 是一種修行 也是一種心靈的覺受 然
後 我把它畫出來
記者：您對於目前台灣社會的一些時事紛擾有什麼感觸？
蓮生活佛：對於台灣目前的種種紛擾 大家都是有不好的感
觸！面對這種不好的感觸 我們就必須藉由心靈的力量 把這
種不好的感觸化解掉
記者：請問您對於食安問題的看法？
蓮生活佛：食品安全的問題必須要從教育著手 商人要有良

東森、㆔立
蓮生法王接受 民視、非凡

心 民眾也必須要有這方面的知識 這樣 食品安全問題才能
夠完全解決
記者：您的這些想法 是否有在您的畫作中呈現出來？
蓮生活佛：在我的畫作裡 大部分都是崇尚自然的；﹁自然﹂
所傳達的就是﹁綠化﹂ 而﹁綠化﹂所傳達的就是﹁安全﹂
記者：現代人是否可以像您一樣 透過繪畫 寫作來抒發身心
的壓力？
蓮生活佛：當然是可以的！因為畫畫需要精神專一 寫作也需
要精神專一 精神專一是最重要的！佛陀曾經講過 只要精神
專一就無事不辦 這是最重要的
記者：您為什麼要創作這幅﹁水母﹂的畫？
蓮生活佛：因為人類是由水開始 ﹁天一生水﹂就是這意思
凡是生物 一定是由水開始 所以我喜歡畫水 而水當中最早
的東西應該就是水母！也有人講 水母是所有生物的母親 所
以才叫做﹁水母﹂ 所以 我就畫水母
記者：您認為繪畫這門藝術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蓮生活佛：我認為空靈是繪畫的最高境界 就是當你畫到已經
沒有東西可以畫的時候 那就是最高境界
記者：您如何在繪畫創作的過程中獲得樂趣？
蓮生活佛：在繪畫創作裡 當然會有很多樂趣存在 當畫好一
幅很好的畫作時 你絕對會很快樂的 你一看到這幅畫就會很
快樂 那種心情是沒有辦法形容的
記者：請您談談這次新書︽蓮生符︾的內容和特別之處
蓮生活佛：︽蓮生符︾的內容 主要是記載著天地之間的記
號 可以用在人的身上 你可以看天文 看地理 看天文可以
知道天的意思 看地理可以知道地將來的發展
記者：您已經寫作了四十年 您有想過要停止寫作嗎？
蓮生活佛：寫作是我一生當中的樂趣 只要我能夠寫 我還是
會每天寫 人有開始必然有結束 總有一天 我的手不能動
了 那當然就不能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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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歐上師、蓮余上師和與會同門在法會後合影留念。

■文∕蓮花一瑾

記︿嚴山雷藏寺﹀
﹁梁皇寶懺暨㆞藏王菩薩瑜伽焰口法會﹂

︿

嚴山雷藏寺﹀一年一度的
﹁梁皇寶懺暨瑜伽焰口賜
福消災增益超度法會﹂於二○
一五年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五日
隆重舉行 這是歷時第五年的
拜懺 參與的同門十分踴躍
齊聚在這莊嚴的道場 誠心懺
悔過去世和現在世所犯的罪
業 亦為各自的冤親債主 纏
身靈 水子靈 祖先等 祈求
超度往生佛國淨土
︿嚴山雷藏寺﹀有幸與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理事
長釋蓮歐金剛上師與唱誦功力
一流的的釋蓮余金剛上師約定
了十年的盟約 將於︿嚴山雷
藏寺﹀完成禮拜梁皇寶懺十年
十部 同門得知 無不歡喜雀
躍 紛紛讚歎這是我們澳洲悉
尼市同門的莫大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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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梁皇寶懺︾十卷結束
後 以﹁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做總
結壇 祈請地藏王菩薩 根本傳承上
師慈悲做主 超度所有報名及與會的
無形眾等業障消除 往生佛國淨土
主壇蓮余上師讚歎 集合與會眾同門
的念力於一體 加上殊勝的﹁瑜伽焰
口法會﹂ 眾靈必定可以往生好的境
界
蓮歐上師於開示時表示 禮拜
︽梁皇寶懺︾加上﹁地藏王菩薩瑜伽
焰口﹂ 一定可以讓一切圓滿！從這
一刻起 猶如人生重新開始 過去的
種種譬如昨日死 未來的種種譬如今
日生；珍惜當下 不要再造種種黑
業 要盡人的本分 認真實修 跟著
▲ 蓮歐上師（圖左）、蓮余上師（圖右）於「瑜伽焰口法會」
後法語開示。

在這五年的拜懺法會中 有一
位默默付出的大德 就是︿寶悅同修
會﹀的陳堂主 她是位一心實修﹁根
本上師相應法﹂的堂主；陳堂主慈悲
為同門問事 看風水 天天起早貪
黑 不辭辛勞 為同門解答難題 因
此 在這次的拜懺期間 每天都有新
皈依的同門 如此讓眾生得以值遇真
佛 結善緣 渡慈航 陳堂主真是功
德無量
︽梁皇寶懺︾十卷 卷卷道出
眾生累世所犯的罪業 所有無明罪業
的果報及發心懺悔的方法 與會眾等
無不懇請諸佛菩薩放光加持 息災消
業 期能增長白業 得到解脫往生佛
國淨土
▲ 〈嚴山雷藏寺〉代表向主壇釋蓮歐金剛上師敬獻
哈達，以表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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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歐上師、蓮余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
▼與會大眾虔誠一心禮拜《梁皇寶懺》。

根本傳承上師的腳步老實走下去
蓮歐上師並傳授根本傳承上師所教的密
法：舌抵上顎 意存天心 身體放空 讓宇
宙能量進入身體 不但可以消除身體的疲勞
和煩惱 也可以修復身 心 靈 上師最後
勉勵大家 對於根本傳承上師 除了心存感
恩還是感恩 就用我們的實際修行去體現師
佛對我們的寶貴開示
人身難得 中土難生 佛法難聞 明師
難求 ︽真佛宗︾弟子能擁有早已即身成佛
的師尊與無上的︿真佛密法﹀ 那是多大的
福報啊！身為︽真佛宗︾弟子一定要懂得珍
惜 認真修持︿真佛密法﹀ 一步一腳印
一定會回到我們的佛國︱摩訶雙蓮池

▼上師、法師與眾同門齊聚在〈嚴山雷藏寺〉的莊嚴壇城前
虔心修法。

菩提園地

會的同門都能感受到法流的加持
與灌頂 個個都法喜充滿 是日
法會功德迴向報名者 參加者業
障消除 所求如願 所報名的眾
靈皆蒙佛接引 往生清淨佛國；

文∕ 法輪精 舍

不空★索觀音顯威靈
㆝龍㈧部護持除障礙
二

○一五年四月十二日 馬來
西亞吉隆坡︿法輪精舍﹀恭
請來自澳大利亞的釋蓮祈金剛上
師主壇﹁南摩不空 羂 索觀世音菩
薩息災 祈福 增益 超度護摩
法會﹂ 是日法會非常殊勝 與
會大眾十分踴躍 讓︿法輪精
舍﹀大殿原先偌大的空間 似乎
變小了
法會依真佛儀軌進行 一切
順利 在上師點燃護摩火後 大
眾虔誠一心持誦咒音 只見主壇
上師與不空 羂 索觀音及護摩火合
一 莊嚴 專注地將供品下爐
供養護摩主尊及諸佛菩薩 金
剛 龍天 空行 護法
頓
時 法會現場產生了強大的法
流 靈力非常！此時 虛空中雷
聲頻頻響起 想必是天龍八部下
降護持 將所有一切障礙 惡業
清除
這場法會非常圓滿 參加法

▲是日法會，踴躍與會的同門坐滿〈法輪精舍〉。

絹

▲蓮祈上師於〈法輪精舍〉法會後，和與會同門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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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迴向︽燃燈雜誌︾二○一五年
的所有功德主 順其所願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的聖恩與
加持 是日法會在蓮祈上師為大
眾做﹁不空羂索觀世音賜福灌

一切如意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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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祈上師專注地將供品下爐供養。

▲精緻彩繪、法相圓滿莊嚴的不空 絹索觀世音菩薩
金身。

頂﹂後 圓滿結束！願法會報名
和與會眾等 皆得不空 羂 索觀世
音菩薩的加持
祥 圓滿

殊勝的火相

▲蓮祈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

‧︿芝城雷藏寺﹀代表向主壇上師敬獻哈達
以表最高敬意

獻瑞 並有本寺中文班及才藝班
表演各項精彩節目 供養諸佛菩
薩護法龍天 上師受邀與會同樂
且派發紅包和吉祥平安符 願眾
等新春飛揚 羊年財順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 釋蓮紫
金剛上師主壇﹁真佛寶懺大法
會﹂ 在鐘鼓齊鳴 迎師上香
加持大悲咒水 為佛像開光 迨
上師上法座矣 法會司儀梁萍榕
師姐恭請理事長張師兄致詞
張理事長代表芝城全體同門
向主壇上師致無上的敬意及歡
迎 張師兄表示 蓮紫上師乃
︿芝城雷藏寺﹀建寺之功德主
而今日在座的多位老菩薩皆經由
當年的蓮紫法師代為辦理皈依手
續 迄今十餘載 如今再次見
面 倍感親切 在十餘年前 蓮
紫上師︵當時為法師︶歷經舊廟
大火 與眾同門胼手胝足 重建

記︿芝城雷藏寺﹀隆重舉行
﹁真佛寶懺大法會﹂及﹁瑤池㈮母㈬供大法會﹂
芝城雷藏寺﹀理事會竭誠
邀請來自台灣屏東︿高恩
寺﹀的釋蓮紫金剛上師跨海遠渡
重洋 為芝城主持新春期間的多
項法務
蓮紫上師於二月十七日甫抵
芝加哥 時差尚未調整 翌日
︵農曆除夕︶即為眾等主持送迎
太歲大典 晚間十時帶領同門同
修﹁馬上有錢法﹂ 爾後 迎請
北斗星君及南斗星君降臨賜福
並親自帶領與會大眾上頭香
二月十九日 蓮紫上師親臨
大年初一彌勒菩薩生日的佛前大
供 眾善信大德精神抖擻！續於
週五︵大年初二︶廣開方便之門
服務眾生 開壇問事；上師不厭
其煩 逐一詳加指點迷津並巧妙
指導修正風水 週六︵大年初
三︶上午十時舉辦新春同樂會
全體理事向大眾拜年 除了祥獅

︿

㈮母賜福迎春到 鴻運當頭吉祥繞

法會功德迴向予《燃燈雜誌》二○一五年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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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才藝班學員精彩的武術表演。

大年初三舉辦新春同樂會，祥獅出場獻瑞。

〈樂宜居〉耆老。

大年初四，〈芝城雷藏寺〉才藝班小朋友表演節目，娛樂

寺廟 才有今日的︿芝城雷藏
寺﹀ 當時 重建的藍圖與規
劃 上師皆一一請示師尊；於重
建期間 上師親自在宿舍搭建壇
城 帶領同門同修 上師與芝城
眾同門共患難 不棄不離 其高
尚之情操令人讚歎
禮懺畢 上師開示法語如
是：拜懺後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
如流水般消逝 行者身 口 意
業 復清淨矣；行者當時時刻刻
觀照自己 守住身 口 意三
業 勿使其再次污染
修行當務之急應止惡向善：
守住身業︱不殺生 不偷盜 不
邪婬 守住口業︱不說虛誑之
語 不兩舌挑撥離間 不講繪淫
繪盜之言使人心生邪念 不口出
惡言使眾生心生煩惱 應口出利
益眾生及引人向善之言語 守住
意業︱不貪戀財物名利 清心寡
欲 慈心捨施 不執著情欲；不
起嗔恚心 不順己意時 不怨
恨 不記恨 慈忍積福；明白因
果 不愚痴顛倒
一般人往往無法發覺自己所
造之惡業 眾生皆因自無始劫來
所累積之貪 瞋 痴習性 此乃

墮落三惡道之緣由 ﹁往昔所造
之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痴 從身
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
悔 ﹂人非聖賢 誰能無過？若
能真心懺悔 勇於改過 發願不
再造重複之惡業 一懺可滅千
罪；但 若繼續造重複之惡業
不是真心懺悔 無法滅罪
開示畢 上師為大眾做﹁大
白蓮花童子消災賜福灌頂﹂ 眾
等皆沐祥光 法喜充滿 傍晚法
會結束後 上師與大眾一起搭建
及布置隔天的水供壇城
二月廿二日︵週日∕大年初
四︶上午九時卅分 蓮紫上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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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紫上師於法會前，帶領與會大眾上香頂禮壇城諸佛菩薩。

眾理事率領同門訪問︿樂宜居﹀
的老人 並派發禮品和紅包 本
寺中文班及才藝班的小朋友亦展
現才華 呈現多項精彩的表演節
目
將 歡 樂 帶 進 ︿ 樂 宜
居﹀
眾等一同走過馬年的
時光 聆聽新年的歡唱 享受快
樂的相聚
迎來羊年的希
望
祈願福祿壽星眷顧︿樂
宜居﹀眾耆老
是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 如
期舉行﹁瑤池金母水供大法
會﹂ 恭請蓮紫上師主壇 本寺

↓ ↑為迎請北斗星君及南斗星君降臨賜福所設立的斗燈壇城。

才藝班學生以曼妙舞姿供養法會
主尊︱瑤池西王金母大天尊及根
本傳承上師和諸佛菩薩 護法龍
天空行眾等 法會如儀進行 一
切順利
水供結束後 上師依慣例法
語開示：無極瑤池西王金母大天
尊乃大羅金仙 是天界眾神仙之
王 其境界等同於佛 亦是師尊
的三本尊之一 當年 師尊受瑤
池金母開天眼而創辦︽真佛
宗︾ 因此 師尊不忘本 ︽真
佛宗︾所有道場都供奉瑤池金

母 金母的法力極其強大 修行
入世法以金母為主 當有求必
應；修行出世法以阿彌陀佛為
主 則得接引往生西方淨土
密教修行以﹁身清淨 口清
淨 意清淨﹂為法寶 因此 當
隨時隨地起觀反照 制止任何不
善的念頭 當心念正 即能控制
言行而不復造作諸惡業 行者一
起心動念 凡三千大千 盡法界
遍虛空 立時收到 此乃念力之
不可思議；因此 行者當發出善
的念力去感應佛菩薩來相應

▲〈芝城雷藏寺〉為新春法會所準備的健康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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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行者務必﹁敬
師 重法 實修﹂ 行者
應當五體投地恭敬根本傳
承上師 無論面對任何順
逆境 對根本傳承上師的
信念需始終不變 對師尊
交代的事 要勇於荷擔
護持根本傳承上師 遵從
根本傳承上師的教誨 如
僕使般任勞任怨承事根本
傳承上師；並對根本傳承
上師生起迫切依賴之心
忠心不二 對根本傳承上
師敞開心扉 珍惜師命如
己命；更要對根本傳承上
師如佛陀般恭敬 視師如
佛無二無別 如此依教奉
行 必能得到根本傳承上
師的大加持 護法神的擁
護及佛菩薩的相應
法語開示畢 上師為
與會大眾做﹁新春消災賜
福灌頂﹂ 法會吉祥圓
滿 謹此一偈與讀者分享
新春吉慶：金母賜福迎春
到 平安如意直到老 鴻
運當頭吉祥繞 歡樂芝城
入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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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⑵蓮紫上師於新春同樂會上派發紅包。

⑴大年初四，蓮紫上師及眾理事同門訪問〈樂宜居〉耆老。

⑶蓮紫上師主壇「真佛寶懺大法會」。

⑷蓮紫上師為與會大眾做「大白蓮花童子消災賜福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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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二

根本傳承上師為一切法的依歸 再
殊勝的感應 都是師佛的加持
蓮拂上師與眾理事討論之後
決定用﹁請佛住世 新春祈福﹂為
主題 以大白蓮花童子 咕嚕咕咧
佛母 金剛亥母 獅面空行母 龍
王菩薩 綠度母 大隨求佛母七大
主尊 舉辦﹁息 增 懷 誅 滿
願專壇護摩七壇﹂ 以報佛恩 以
及賜福有緣善信
二月二日下午三時卅分左右
︿蓮聖同修會﹀﹁請佛住世 新春
祈福；息 增 懷 誅 滿願專壇
護摩七壇﹂正式開壇 首壇主尊正
是︽真佛宗︾的根本傳承暨不共本
尊︱﹁大白蓮花童子﹂ 有了一月
份法務的經驗 鄭理事長帶領義工
非常俐落 如法地準備好豐盛供
品 並布好了白色圓形的﹁息災
壇﹂ 四眾弟子一一來到佛堂 更
有許多海外同門傳真報名功德主
可見︿真佛密法﹀無遠弗屆的攝召

力
為符合﹁請佛住世﹂的祈求
自第一壇開始 蓮拂上師每壇修法
前均持誦﹃根本上師心咒﹄長咒七
遍後 都會帶領同門敬誦︿請佛住
世祈願文﹀ 前行誦﹃根本上師心
咒﹄短咒一○八遍後 再加唸︻真
佛經︼ 願以對師佛 對傳承的一
心虔敬 感召諸佛菩薩 迴向聖尊
佛體安康 長壽住世！當熊熊的護
摩火升起 熾亮的火光 就像大白
蓮花童子平等無差別的大白淨光
無一遺漏地加被著參加眾等 讓大
家在第一壇護摩便有了非常吉祥的
覺受
蓮拂上師於開示時提及大白蓮
花童子開壇 放出很強的佛光 上
師今早也有很吉祥的夢示︱見到佛
堂供的白百合盛開 這是﹃花開見
佛﹄的瑞兆 也看見師佛出現放大
藍光加持 上師並在夢中清晰地看
見天空中多尊佛菩薩顯現 相信與

■文∕蓮聖同修會文宣組

蓮聖同修會 請佛住世 新春祈福

○一五年一月初與一月中
旬 釋蓮拂金剛上師於台灣
北部弘法 在新北市永和區的︿蓮
聖同修會﹀ 先後主壇了﹁紅三
尊：咕嚕咕咧佛母 勾財天女 紅
財神﹂專壇護摩與﹁黃三尊：瑤池
金母 地母菩薩 黃財神﹂專壇護
摩各七壇；在根本傳承上師與諸尊
的加持下 讓與會者紛紛得到大感
應：有出家眾立刻收到大供養 有
在家眾突然收到久久未清償的欠
債 有癌症患者癌指數明顯下降
有義工做了滅罪得財的吉夢 甚至
有海外主祈者如願得子
真是
不勝枚舉！
︿蓮聖學會﹀的鄭理事長與眾
理事們決定再接再厲 於二○一五
年二月二日至五日 也就是甲午年
的年末 再次邀請蓮拂上師以七壇
專壇護摩為同門祈福 讓眾生繼續
領略︿真佛密法﹀的無上威神！蓮
拂上師欣然同意；唯密乘弟子應以

65

2

1

會大眾的願望都能達成
不過 我們最大的願
望應是﹁請佛住世﹂！師
尊在︽打開寶庫之門︾一
書已明講：﹁請佛住世是
行者最大的福田 ﹂密乘
即身成佛的可能性全在於
根本傳承上師 根本傳承
上師是眾生脫離輪迴至成
佛的橋樑 故 真佛住世
即利益人天 要如何淨信
根本傳承上師 樹立起對
根本傳承上師﹁一皈依﹂
的恭敬心？要訣在﹁出離
心﹂ 想出離火宅 一定
得皈依大成就者！是以
與根本傳承上師相應 非
常重要！一尊相應 尊尊
相應！
我們真佛行者尤其幸
運 因只要上師相應
﹁至少﹂能往生摩訶雙蓮
池 這便是仰仗蓮生聖尊
的大能；因此別去管他人
對師佛的無根毀謗 若道
心不堅而被影響 一定要
明白︱不是師尊的問題
而是自己業障現前 行者
當樹立成佛的目標 勇猛
精進 以日日實修 做為
對師佛的大供養

二月二日晚上八時 ︿蓮聖
同修會﹀進行第二壇專壇︱﹁咕嚕
咕咧佛母護摩﹂ 本壇布成紅色半
圓形的﹁敬愛壇﹂ 護摩氛圍相當
特別 許多同門都感受到火熱的氣
場 蓮拂上師開示：有師佛的大加
持 咕嚕咕咧佛母在前行就下降
了！佛母有地 水 火 風四大誓
願 分別對應﹁增益 息災 敬
愛 降伏﹂四大事業 威力無窮！
咕嚕咕咧佛母也是阿彌陀佛的化
身 與今天下午第一壇的主尊︱
﹁大白蓮花童子﹂一樣 超度法力
都是一級棒的！雖然我們是做專壇
護摩 但每天都有安延生位與往生
位 這安位 送位的儀軌也要周
全 願仰仗根本傳承上師和主尊的
大威神力 幽冥眾生皆能同霑法
益
上師今日特別指示同門在正
行時唸誦﹃咕嚕咕咧佛母心咒﹄
行者要觀想自身於紅光中沐浴 紅
光再遍照十方法界 能令觀修者增
長敬愛；師尊於今年初接受媒體訪
問時 早提醒弟子要多持誦﹃咕嚕
咕咧佛母心咒﹄以增進人緣；蓮拂
上師也叮囑同門並傳授口訣：敬愛
是人人 年年都需要的 咕嚕咕咧
佛母有提著優缽羅花鉤 行者可觀
想花鉤鉤來盛開的桃花樹 花樹上
顯現欲求之物 如姻緣 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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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⑴於「大白蓮花童子護摩」，護摩爐火前放出紫藍色
光明。
⑵於「大白蓮花童子護摩」，蓮拂上師演化手印，其
右掌化為透明。
⑶於「咕嚕咕咧佛母護摩」，護摩爐口放出紅光與紫
光。

▲於「咕嚕咕咧佛母護摩」，猶如咕嚕咕咧
佛母頭臉和倒豎頭髮的護摩火相。
▲於「咕嚕咕咧佛母護摩」，上師獻供時被藍色的弧光罩住。

事 職位
等
二月三日下午三時卅分 舉
辦第三壇﹁金剛亥母護摩﹂ 本壇
是藍色三角型的﹁降伏護摩壇﹂
法流非常強 相較於昨晚咕嚕咕咧
佛母的端嚴 這場的護摩火顯得相
當熾烈！蓮拂上師開示了金剛亥母
的淵源：在佛的三身中 般若佛母
是法身 金剛亥母是報身 獅面空
行母是應身；金剛亥母是空行總持
母 也是勝樂金剛的佛母 勝樂金
剛與金剛亥母是父母尊 故今天亥
母一下降 很多空行護法也一併下
降受供！金剛亥母誓願為所有瑜珈
行者的道伴 滅除行者一切身心疾
病與煩惱 讓行者樂空雙運 生起
拙火；故金剛亥母是藏密﹁紅
黃 白 花﹂四教都尊崇的！
上師也介紹了金剛亥母左 脇
的法器︱﹁三叉天杖︱卡倉卡﹂
這是空行母的特殊法器 三叉天杖
本身即代表權威 杖上插著三個骷
髏頭 是象徵降伏了貪 瞋 痴三
毒 也有一說是法 報 應三身的
顯化；亦有手持卡倉卡的金剛神
如普巴金剛 祂除了懷抱明妃外
左手持的卡倉卡表徵一髻佛母 三
叉天杖是空行母 母性本尊的化
身 末法年代多災多難 觀音 度
母有慈悲的體性 是以與世間眾生
的緣分特別深
蓮拂上師鼓勵在座同門：要
重視內法的修持 內法的基礎是

﹁寶瓶氣﹂ 唯有氣足 修證無
漏 才能升起拙火；不怕冷的人未
必升起拙火 升起拙火的人一定不
怕冷 拙火可不只是讓人不畏寒
少病痛這點小利益而已 這是能讓
人能融明點 身化虹光 即身成佛
的無上法門 師佛慈悲弟子 近年
又傳下﹁神水法﹂這等大法 寶瓶
氣與神水法合修對身心有極大的益
處 早上五點到七點是最好的修持
時間 望大眾千萬別輕忽
根本傳承上師是大成就者
弟子對師尊所傳的法要有信心 相
信跟隨著師尊的腳步走 一定能達
到和師尊一樣的境界！只是 我們
一定要腳踏實地 按部就班地修
千萬別好高騖遠；例如根本傳承上
師示現天天作兩百下伏地挺身 如
此日日運動所需要的毅力 大概便
考倒一群人了！但 如此鍛鍊身
體 也是修內法的入門 為什麼鬼
趣不能修法呢？因為祂們無肉身
無明點 是無從修起的 因此 我
們要明白 人身非常難得 我們擁
有人身 一定要好好珍惜！
二月三日下午舉行般若佛母
的報身︱﹁金剛亥母護摩﹂ 晚上
八時即進行其應身 也是師佛曾開
示過﹁誓願為︽真佛宗︾第一護
法﹂的﹁獅面空行母護摩﹂！壇城
亦是威猛的藍色三角型﹁降伏
壇﹂
一場成功的法務 都是大眾

67

68

上師再傳授﹁獅面空行母念
誦法﹂的觀修口訣 於儀軌中 行
者自身變化成獅面空行母 咒輪是
自心右旋 頂戴蓮華生大士 剃刀
般的藍色咒蔓在蓮師心中左旋 獅
面空行母心咒：﹁阿加薩嘛 拉雜
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再看出
定誦讚：﹁頂嚴阿加喉薩嘛 心間
拉雜臍沙達 密處拉薩二腿上 嘛
拉耶呸放火光 猛厲武器能摧毀
諸作障者碎微塵 ﹂當唸咒唸到哪
個咒字 便觀想該咒字在身上哪個
位置放大藍光 此十四咒字 威力
無窮！

︱ 待 續 ︱

▲於「獅面空行母護摩」，上師用金剛鉞刀
和嘎巴拉行法，護摩爐放藍光。

原有迅疾之力 如師尊行遙灌頂
法 空行母都是率先領取師佛法
旨 飛到世界各地 其中 獅面空
行母更有無匹威神 其正咒不宜於
水邊大聲唸誦 會令龍族驚怖；其
馳名的﹃回遮咒﹄ 更能讓所有對
行者有惡念惡行者 一律十倍 百
倍奉還！
是以 相應護法很重要 行
者若失去護法 將成為魔的點心
為何會失去護法？往往是行者自己
違犯戒律 甚至自以為了得 動起
惡念害人 如此護法即遠離 災難
臨身 一位破戒的行者 連鬼神都
會欺負 怎能妄想護法會幫助自己
的惡行呢？故 行者要時時警惕
要知大圓滿成就者沒有敵人 一團
和氣；若修到貢高我慢 處處顯示
欲﹁一統江湖﹂的盛氣淩人 也表
示已走向偏門
▲於「金剛亥母護摩」，上師手上的供品
顯現金光，喇嘛裝紅色袖口化為半透明。

的護持結晶 本壇護摩播放的咒
音 是同門發心 自根本傳承上師
親誦的﹃獅面空行母心咒﹄加以混
音製作 當音樂一放出 在座與會
者幾乎都感應到強大的法流下降
熊熊燃燒的護摩火 猶如赫赫雷
霆 主壇︱蓮拂上師身後再度攝到
弧形護法光！曾誓願為︽真佛宗︾
第一護法的獅面空行母果然威力不
凡！
蓮拂上師特別稱讚今日的供
品很好 獅面空行母歡喜下降 展
現威猛法力；上師也以鉞刀與嘎巴
拉顱器行法 願能確實消除大眾的
業障 障礙
蓮拂上師介紹主尊：獅面空
行母立於七色蓮台屍座上 右面是
虎面空行母 左面是熊面空行母
祂是祖師蓮華生大士在烏仗那屍陀
林修法相應的第一尊度母；空行母
▲於「獅面空行母護摩」，獅面空行母衝天
的護摩火焰。

最㈲效的養生竟然是免費的
■蓮接（朱鍾勛醫師）∕提供

1 、睡前泡腳 20 分鐘
每㆝用熱㈬泡腳 20 分鐘，可以使心臟病患者的心臟血管機能得到改善。泡腳還能使
血液迴圈加快，緩解疲㈸，促進睡眠。年輕㆟每㆝泡 15 〜 20 分鐘，老年㆟可延長㉃
20 〜 30 分鐘，㈬溫不要超過 40 攝氏度。
2 、午餐，吃夠 30 分鐘
用「短平快」形容現㈹㆟吃飯的節奏㆒點也不過分。但是，㆒再壓縮吃飯時間，也是
在壓縮我們的壽命。專家建議，用 15 〜 20 分鐘吃早餐，㆗餐則用 30 分鐘㊧㊨，每口飯
菜最好咀嚼 25 〜 50 次。
3 、手機響 5 秒再接
只要短短的 5 秒，就可以大大降低得腦癌的風險。手機在撥出號碼和剛接通時，信號
傳輸系統還不穩定，電磁輻射的功率最大。因此，接聽電話最好等㆖ 5 秒鐘，再將手機貼
近耳邊，會減少很多輻射。
4 、想發㈫忍耐 10 秒
高壓的生活，讓越來越多的㆟「無法控制㉂己」。面對壓力時，請在反應過激之前給
㉂己 10 秒的緩衝，使㉂己慢慢冷靜㆘來。以生氣應對壓力的㊚性，精神疾病患病率會比
不愛生氣的㆟高 3 倍。
5 、蹲 1 分鐘馬步
不管你每㆝在椅子㆖做多久，都請每隔 1 小時坐 1 分鐘「看不見的椅子」——蹲馬
步。馬步主要是為了調節「精、氣、神」，在蹲馬步的時候，要求凝神靜氣、㈺吸㉂然，
蹲得深、平、穩，以練習喉、胸、腎等器官，並使腹部、腿部肌肉繃緊，以達到全身性鍛
煉的目的。
6 、醒後躺 2 分鐘再起床
據不完全統計，每年㈲超過 200 萬㆟死於㆗風。在㆗風和猝死的病例㆗， 25% ㊧㊨
都是在清晨起床的㆒剎那發病。因此，早晨醒來，不要急於起身，應在床㆖靜臥 2 〜 3 分
鐘再坐起來，坐 2 〜 3 分鐘後再站立起身。衛生部首席健康教育專家洪昭光解釋說，「閃
電式」㆞從臥位變為坐位，甚㉃㆘床活動，很可能會因為血壓迅速變化引起腦部急性缺氧
缺血而跌倒。
7 、牙要刷夠 3 分鐘
㈲調查顯示，超過㈥成以㆖的㆟都沒掌握正確的刷牙方法，刷牙時間不夠 3 分鐘，刷
了也等於白刷。「㆒般刷牙的時間應該控制在 3 分鐘㊧㊨，早晚各㆒次。」洪昭光說。正
確的方法是，按㆖㆘㊧㊨，唇頰齶舌各面按順序洗刷，每次以移動 1 〜 2 個牙齒為宜，仔
細刷完全口牙齒需 4 〜 5 分鐘。如果用電動牙刷，刷夠 2 分鐘即可。
8 、炒完菜，油煙機再開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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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8%

60%
7%

15%
10%
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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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研究報告顯示，在通風系統差、燃燒效能極低的炊具㆖做飯，對健康造成的損害相當於
每㆝吸兩包煙。因此，炒完菜後還要讓油煙機再開 4 〜 5 分鐘，以便完全吸走㈲害物質。
9 、 5 分鐘，眼保健操做到老
做㆒次眼保健操會花去你 5 分鐘，但眼睛得到的㉁息，不少於㆒次「春節」長假。這並不是
㈻生們的專利，請從小到老，都堅持這個好習慣吧！尤其是眼保健操的最後㆒句，「張開雙眼，
請到室外活動，或眺望遠處」，㆒定要照做。
10 、每㆝做家務 45 分鐘
以走 1000 步消耗的熱量為基準，拖 8 分鐘㆞板或洗 15 分鐘盤子能達到同樣效果。而㆗國
營養㈻會建議，每㆝的㈰常活動量應該不少於「 6000 步」。
11 、傻笑讓血液迴圈增速 21%
美國〈德克薩斯大㈻〉最新研究顯示，那些看喜劇時由衷發笑的㆟，血液迴圈速度會增加
21% ，並且效果可以持續 24 小時之久。而當他們看嚴肅的記錄片時，血液迴圈速度會㆘降
18% 。「所以，盡可能發現生活㆗的『笑點』吧！」〈耶魯大㈻預防研究㆗心〉主任大衛•卡
㈵茲博士說。
12 、刷牙使頭頸腫瘤發病率減少㈧成
愛護㉂己的牙齒不僅帶給你更美的外表，紐約〈羅斯威爾•派克癌症研究㆗心〉的新研究顯
示，長期牙病導致的頭頸部腫瘤占其總發病率的 80% 。而消滅口腔㆗致病細菌的方法很簡單，
以正確的刷牙方式，每次刷牙㆔分鐘，並配合使用牙線清潔牙縫，或使用「無限極•植雅牙膏」
即可。
13 、泡壺茶，減少兩成㆗風。
美國〈加州大㈻洛杉磯分校〉㊩㈻院的研究顯示，每㆝喝㆔杯茶以㆖的㆟，比喝茶少於㆒杯
的㆟㆗風風險低 20% 。不論紅茶、綠茶，其㆗的茶多酚和氨基酸都可以為血管和動脈提供更好
的保護。
14 、握握愛㆟手，壓力少㆒半
美國精神病㈻會的研究指出，㆒個擁抱、緊握愛㆟的手，都是最好的減壓良方。尤其在緊張
時，握住那雙你熟悉的手，可以減小血壓、心跳的升幅，讓你更加放鬆、釋然。
15 、練練瑜伽，做做健身操，背痛少 56% 。
美國〈西維吉尼亞大㈻〉的研究顯示，對於㈲輕度或㆗度背痛的㆟，每次 10 分鐘、每週㈤
次的瑜伽或者健身操，可以讓背痛減少 56% ，還能讓抑鬱指數降低 60% 。如果沒㈲條件練瑜
伽或者做健身操，平躺放鬆、讓身體的每個部位儘量都貼著床面，也可以緩解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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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 carrying out the Tantric Puja, there must be a root image.

My habit is:
To eradicate misfortune - root image is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 the compassion
to succour.
To accumulate merit-root image is yellow fortune god - treasure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To have loving kindness- root image is Cundi mother of buddhas-eagerness and
assimilation.
To tame the evil-root - image is Achala - prowess and mediation.
In Tibet, many gurus have the following habit:
To eradicate misfortune - Green Tara.
To accumulate merit - Yellow fortune god.
To have loving kindness- Gulu Gulie mother of Buddhas.
To tame the evil - Mahakala.
The Tantric puja derives its enormous power from two sources, the tranquility of the
presider, and the ”other power” from Buddhas, Bodhisattva and other saints. With two
sources of power, the effectiveness of empowerment is double.
●
The tantric Puja can be used:
1. Before and after the retreat.
2. Protection.
3. Getting rid of unwholesome karma.
4. Curing sickness.
5. Empowerment by the cosmic power.
6. Enhancement of dharma power.
7. Birthdays of all the saints, empowerment rituals, building temples, soul
deliverance, protection of a country, prosperity and other good deeds.
The items used in the fire puja are many and varied:
Clothes - for the body of the root deity.
Food - for the mouth of the root deity.
Fragrance - for the body of the root deity.
Flowers - for the hand of the root deity.
Tea - for the surrounding of the root deity.
The key to the success is the cultivator, the root deity and fire must be in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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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3 - The Great Spiritual Response Of Tantrayan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1(510)473-4818 or fax +1(510)437-1987.
Contact Address: 3440 Foothill Blvd. Oakland CA 94601, U.S.A.

●
Generally, the rite is as follows:
1. Pur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boundary.
2. Invocation and homage.
3. Empowerment of rosary beads, vajra, bell and offerings.
4. Armour protection ritual.
5. Visualisation of root deity (mudra) .
6. Chanting mantra (mudra).
7. Lighting the fire (mudra).
8. Officially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root deity (mudra).
9. Making wishes and transference of merit.
The ashes left behind by the fire puja, must be dealt with as follows:
To eradicate misfortune - throw them into flowing water, take some for the patients to
consume.
To accumulate merit - bury them in the field. Those doing business, can take some
and throw them in the shop.
To have loving kindness - place them at a high ground, or wear them.
To tame the evil - Bury them under a major road, for all to step upon.
●
I believe that Tantric puja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responses are very glorious. To
have responses, the cultivators of True Buddha School must observe the following:
1. Must be familiar with the ritual, be poised and graceful.
2. Must pray sincerely,to increase confidence.
3. Must be protected by the eight beings from the celestial world.
4. Must have the tranquility power.
5. Must make great vows.
6. Must fulfil perfectly all the conditions for puja.
7. Participants must have full confidence.
●
The responses from the Tantric Buddhism's fire puja is not accidental. Each and
every puja conducted will have many miracles. This is a very special skill, to be in
unification with the cosmic power. The result is delightful.
The new testament of Bible recorded that Jesus Christ created many miracles. We
are able to do the same miracles now, we are enjoying the fruit of success.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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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 le monde la possède
J

'ai écrit une stance :

Namo le bouddha à la pureté de la
nature propre,
Sans souillure, sans attachement, le
sens véritable,
Propage d'une naissance à l'autre la
religion du Vrai Bouddha,
Porte secours d'une génération à
l'autre aux êtres vivants et obtient
l'octroi du titre de bouddha.
Cette stance que j'ai composée est
celle qui révèle l'Éveil, renferme le
dharma qui est attaché au monde et le
dharma qui renonce au monde. Elle
décrit la pureté de la nature propre qui
est sans souillure et sans attachement,
qui indique la propagation du Vrai
Bouddha, le secours porté d'une
naissance à l'autre aux êtres vivants.
Elle symbolise « la possession parfaite
(de la nature de bouddha) ».
Le bouddha Sâkyamuni dit :
« Tous les êtres vivants possède la
nature de bouddha, mais à cause des
obstacles, ils ne peuvent pas l'éveiller. »
Quels sont les obstacles ?
– l'avidité, la colère et la stupidité ;
– les Trois Liga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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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oi ;
– le dharma ;
– les ennuis ;
– les mauvaises habitudes ;
– le trouble de la connaissance.
Quand les obstacles sont
complètement éliminés, la nature de
bouddha étant toujours là se manifeste
nettement, autrement dit, l'Éveil est
obtenu.
Même si vous n'avez pas atteint
l'Illumination, votre nature de bouddha
se trouve là.
Si vous obtenez l'Éveil, votre nature
de bouddha se trouve aussi là.
(Il n'y a ni gain ni de perte.)
Bien des gens considèrent que le
samsâra① et le nirvâna sont deux
domaines indépendants, en disant que
les obstacles font partie du samsâra et
que la nature de bouddha appartient au
nirvâna.
Ils pensent que le samsâra existe
dans les Six Racines②, les Six
Impuretés③ et les Six Consciences④,
qu'il existe aussi dans les Cinq Agrégats
: la corporéité, la sensation, la
perception, l'action volontaire et la
conscience, et même qu'il existe dan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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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ère, la jalousie, la haine et les
pensées erronées.
Je dis pourtant :
« L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e ces
obstacles sont vraiment enfoncés dans
le nirvâna. »
« Ceux qui ont la sagesse devraient
rester dans le samsâra et transformer
excellemment le samsâra en nirvâna. »
« C e genre de nirvâna est
exactement le dharma qui est attaché au
monde et le dharma qui renonce au
monde. »
Mon enseignement donne trois
significations :
1. la purification ;
2. la possession parfaite en soi (de
la nature de bouddha) ;
3. la non-différence entre le
samsâra et le nirvâna.
Dans l'école du zen, pour recevoir
des disciples, beaucoup de maîtres zen
commencent par les rassembler.
Après les avoir rassemblés, les
maîtres ne donnent pas d'enseignement,
mais ils demandent à leurs disciples de
se disperser.
Après leur dispersion, ils les
appellent à nouveau.

Quand les disciples tournent la tête,
leur maître demande alors :
— Qu'est-ce que c'est ?
Si les disciples ont des facultés
aiguës, ils pourront, après une telle
stimulation de l'instruction, obtenir surle-champ l'Éveil.
Voici mes indications :
– le rassemblement : le samsâra ;
– la dispersion : le nirvâna ;
– qu'est-ce que c'est ? : xx.
Qu'est-ce que c'est ? Qu'est-ce que
c'est ? Qu'est-ce que c'est ?
Qu'est-ce que c'est ? Qu'est-ce que
c'est ? Avez-vous compris ?

① La Roue des transmigrations ; le cycle
des renaissances.
② Les cinq organes des sens et la
perception.
③ Les sensations et les perceptions : la
vue, l'ouïe, l'odorat, le goût, le coucher et
l'idée.
④ Les six domaines de connaissance par la
vue, l'ouïe, l'odorat, le goût, le toucher et
l'entendement.

73

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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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
㊪委會【近期公告】

㆓○㆒㈤年㈤㈪核心會議在西雅圖舉行
蓮寧㆖師與㈦位處長共議㊪派大計

˙近期公告˙

【西雅圖‧宗委會核⼼⼩組訊】
2015 年 5 ⽉ 7、8 ⽇，〈世界真佛宗
宗務委員會〉核⼼會議在西雅圖
〈宗委會辦事處〉召開，出席會議
的有蓮寧上師及擔任此次會議主席
的⽂宣處⾧蓮訶上師、總務處⾧蓮
者上師、祕書處⾧蓮潔上師、財務
處⾧蓮印上師、監委處⾧蓮旺上
師、法務處⾧蓮栽上師和公關處⾧
蓮悅上師。
在恭誦『根本上師⼼咒』和
『四皈依咒』，祈請傳承⼤加持之 ‧蓮寧上師及七位處長與根本傳承上師於核心小組會議後合影。
後，七位處⾧⾸先⼀⼀瀏覽回顧了
2015 年 3 ⽉份核⼼會議的各項議案
記錄，檢查核實執⾏情況，然後由各位處⾧報告在這兩個⽉之中，在各⾃相關領域發⽣的重⼤
事件。
接下來處⾧們⾸先對決議案進⾏了表決：
1、 台灣〈淨王同修會〉已通過第⼀階段審核賜名，⽬前資料已⿑全，批准申請認可為《真
佛宗》道場。
2、 印尼⼗個同修道場，第⼀階段資料已⿑全，批准認可為《真佛宗》道場，此⼗個道場
為：〈廣照同修會〉、〈慈藏同修會〉、〈慶⾳同修會〉、〈滿願同修會〉、〈福德同修
會〉、〈福藏同修會〉、〈蓮華同修會〉、〈雷⾳同修會〉、〈寶天同修會〉、〈慧藏同修
會〉。
3、 批准印尼〈圓弘堂〉張敏助教，因搬遷到泗⽔⽽受聘泗⽔〈蓮⿑堂〉常住助教。
另外，在考量印尼〈智⼭同修會〉申請認可道場時，為直接了解當地詳情，核⼼⼩組不僅
之前委任印尼的蓮元上師親⾃去當地道場考察，會議期間還由會議主席蓮訶上師直接打電話到
印尼了解情況，之後處⾧們⼀致通過，認可印尼〈智⼭同修會〉為《真佛宗》道場。
在接下來的討論案中，處⾧們討論和決議了諸多議案，其中重點如下：
1、 ⼤家⼀同認真仔細閱讀了去年全體上師會議時，由全體上師填寫的關於〈宗委會〉、真
佛宗派未來發展的諸多建議表，這些建議表經過蓮訶上師整理分類，在此次會議由⼤家⼀同閱
讀和分析，獲益良多，其中最被關注和建議的就是—真佛宗派弘法⼈員的教育。
2、 有鑒於上述分析，處⾧們研議，計畫在台灣舉⾏「真佛宗全體弘法⼈員培訓班」，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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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近期公告】

刊登法會廣告 請勿公開標明價格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通告】為了守護根本傳承上師和真佛宗派的形象不受影
響，避免遭受惡意誹謗，〈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要求全世界所有《真佛宗》各
級弘法人員，以及《真佛宗》各道場，在宗派的報刊、網路等媒體上刊登法會廣告
時，請勿公開標明價格。（如果有需要，可以註明：詳情請洽主辦單位）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5 年 5 月 15 日

在連續兩天的密集會議中，處⾧們討論和決議了將近四⼗多個議題，並在與師尊、師母共
進午餐、晚餐之時，匯報了會議的內容，請師尊、師母給予指⽰，師尊、師母均給予處⾧們許
多珍貴的教⽰和⿎勵，為此次核⼼會議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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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的上師們為所有《真佛宗》的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包括堂主、道場負責
⼈，進⾏授課。希望以此為開端，對宗派的弘法⼈員進⾏培訓教育，提⾼《真佛宗》弘法⼈員
的素質，以此推動真佛宗派的進⼀步發展。
3、 核⼼⼩組曾經委任蓮僧上師擬定《真佛宗僧團關懷制度草案》，此次會議處⾧們特別
邀請蓮僧上師現場講解說明所擬定的草案，⼤家對於蓮僧上師及其草案予以了極⼤的讚揚和肯
定，並請蓮僧上師對於草案的細節加以完善和補充，以利於未來的實施執⾏。
4、 同時，核⼼⼩組也委任蓮栽上師擬定了《真佛宗弘法⼈員⾏儀草案》，草案擬定的⾮
常詳盡，從「敬師」、「敬佛」、「敬法」，到「⾐、⾷、住、⾏」，靡不周詳，處⾧們⾮常
感謝蓮栽上師的⾟勞，並提出了進⼀步的修改和簡化的建議。
5、 蓮寧上師向⼤家報告了 TBSN 的進展，其中〈真佛視頻〉的建⽴，把師尊歷年來開⽰的
視頻都集中分類，⾮常⽅便⼤眾的瀏覽，同時也包括了網路直播的窗⼝，只要點擊就可直接收
看師尊法會現場的直播，給世界各地的真佛弟⼦們帶來極⼤的便利。
6、 核⼼會議討論決議，為了守護根本傳承上師和《真佛宗》的形象不受影響，避免遭受
惡意誹謗，《真佛宗》各道場及各級弘法⼈員，在宗派的報刊、網路等媒體上刊登法會廣告
時，請勿公開標明價格。（如有需要，可以註明：詳情請洽主辦單位）
7、 經核⼼⼩組處⾧們商討通過，《真佛宗》各道場之章程應列⼊以下之條⽂：如果未來
真佛道場解散，必須事先向〈宗委會〉呈報，並請求〈宗委會〉予以指導和輔助。
8、 關於尼泊爾⼤地震賑災事宜，處⾧們⼀致通過，將⼤眾捐與〈宗委會〉的賑災款項，
交予〈盧勝彥布施基⾦會〉⼀同援助災區，幫助流離失所的災民，早⽇恢復家園。

懺 悔 往 昔 諸 惡 業
祈 求 來 年 福 慧 增

誦㈦經 迴向梁皇寶懺
【㈰期】
(㆒) 6㈪29㈰〜7㈪4㈰ 每晚8時
(㆓) 7㈪5㈰ ㆖午11時

【法會㈰期】
（㆒）7㈪10 ㈰星期㈤ 09:30~22:20
（㆓）7㈪11 ㈰星期㈥ 09:30~21:50
（㆔）7㈪12 ㈰星期㈰ 09:00~18:00
設㈲

19:00~謝師宴

總懺主 正懺主 副懺主 息增懷誅功德主
（誦㈦經迴向時，設立功德主壇城，早報㈴早加持）
（歡迎海內外同門報㈴，午晚供齋結緣，法會費用隨緣）

2015年香港普明同修會

祈請根本㆖師聖尊
蓮生活佛放光加持
恭請 蓮花少東㈮剛㆖師 主壇
釋蓮舅㈮剛㆖師
釋蓮琪㈮剛㆖師
釋蓮樑法師
釋蓮明法師
釋蓮竹法師
及 蓮花碧霞講師 護壇
梁皇寶懺暨瑜伽焰口大法會法會㆞址:
香港㈨龍新界沙田㈫炭山尾街18-24號
沙田商業㆗心2樓（龍悅超級漁港）
普明同修會㆞址:
香港㈨龍新界沙田㈫炭山尾街37-41號
華樂工業㆗心B座9樓33室
（㈫炭㈫車站B出口步行15分鐘或A出口811綠色小巴）

電話：（852）26169434
傳真：（852）2616942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網址：www.hk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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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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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師兄
0933-868-086
林師姐
0933-13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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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