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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蓮花童子本尊法同修˙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 生 都 是 ㆒ 樣的 ！ 能 看空 ㆒ 切， 就 沒 ㈲ 障礙 ！

︿彩虹雷藏寺﹀長壽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智慧空者，心㆗空無，不受污染、輪迴，可以成佛！

﹁言亡慮絕﹂不可說，㆒切皆幻化，什麼都沒㈲，可以起大用！

︿彩虹雷藏寺﹀佛眼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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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畢
人能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249冊《來自佛國的語言》

面對多種多樣的佛法

難以

內心徬徨不定

沒有方向

茫茫然的輾轉漂泊

般想修行的人

取捨

一

﹂

一定要：

心靈修行的漫漫之旅
這時候

﹁明師指點

明師是第一個口訣
●
昔日

學習完畢之後

岡波巴找到米勒日巴學習佛法

米勒日巴教授佛法給岡波巴

米勒日巴與岡波巴下山
經過一橋
兩人在橋上坐下休息
岡波巴問：

露出了結結疤疤的傷痕

﹁上師還有最大的口訣嗎？﹂
米勒日巴脫掉上衣
然後告訴岡波巴：

﹁這就是無上的口訣！﹂
﹂

岡波巴大吃一驚
﹁這是
米勒日巴說：

﹁精勤是最大的口訣了！﹂

1

鑽木取火
掏沙取金
煉鐵成鋼
剛開始

付出的努力

然

最

我︵蓮生活佛

用一生甚至多生的努力

每日不停的修習

你的心靈不斷和自己展開了鬥爭
你克服自己

●

不會白費的

後

精勤就是：

這二四

磨鐵成針

我盧勝彥寫書二四九冊

﹁專注力﹂
●
我告訴大家
九冊是如何來的？
﹂

答案是：
﹁每日一篇文章

是如何得來的？

無休息日

我能﹁明心﹂也能﹁見性﹂

這不是百日之功
也不是千日之功

答案是：
無休息日

更不是萬日之功

﹂︵或多修︶

﹁每日一修
毅力相當驚人

道通造化
學超天人
博大淵深
微妙玄幽
修行的功夫

可以說：
﹁叫我第一名！﹂

﹁專注力第一！﹂

盧勝彥︶

不是一蹴而成的

畢生之學

我的專注力

明白自己

終是：

而是

不去

不是﹁唬爛﹂來的
萬事畢！﹂
沒有起點和終點

很自然的流淌

我這位上師
我是：
﹁人能守一

也不想未來

我的專注力如行雲流水
想過去
的步驟

意識就會改變一點點

每日努力的修行
我發覺：
每修一天
這如同：

2

燃佛心燈

上山去吧！
你一直的

在擾擾紛紛

你已經脫離凡塵了

進入了一片寂靜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二四九冊︽來自佛國的語言︾

在喧喧鬧鬧的世界

你的身心在滾滾紅塵之中

的世間

當

雜亂

在山

靜靜的像潺潺的小

隨風而去了！
色

所有的干擾

你很想找個寧靜的港灣憩息

聲

溪

何不上山去？

香

徬徨不定

去看：

味

心起起伏伏

緣草如茵

觸

在漂泊

春暖花開

消失了！

來到巍峨的青山

生機勃勃

你體會到：

穿過寂靜的森林

所有自然的真諦似乎就在你的四周
倦
翅膀折合起

之巔

迎接朝陽

孤零零地停落在一片樹葉上

在百花中飛舞
了

無聲無息

或像一隻蝴蝶一樣

來

3

遼闊

要﹁天人合一﹂就要有這樣的心境

我在美國西雅圖﹁巴拉﹂的﹁靈仙閣﹂隱

要﹁相應﹂就要有這樣的環境

你

壯觀

你會一無所有

你可知道：
有一天

空曠
你將會知道

空洞

現在你將知道：

︵無得無失︶

茅屋陋室

苦行苦煉

苦學苦修

我在：

非苦也！

非苦也！

居三年是為了什麼嗎？

虛無

簞食瓢飲
無法形容的

無嫉忌

無貪求

最後：

無盡
你從這裡會得到如意寶

享受酒甜美女

這

非苦也！

但

追名逐利

無怨尤
無苦樂
修行要達到﹁一﹂
﹁無色聲香味觸﹂

口訣是：

破衣芒鞋

也會知道你不會失去什麼

珍寶
你會知道：
以前的你

糊里糊塗的現實的

就是你一生的理想嗎？

渾渾噩噩

會讓你醒過來！

已遠離你了！

你會明白

現在：

種繁華

夢

上山隱居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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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守一萬事畢

上山去吧！

人生都是一樣的！能看空一切 就沒有障礙！

感謝大家慷慨贊助 敬請支持尼泊爾災後重建

二○一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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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5年7月8日

自稱「釋覺霖」者，其行為及募款與《真佛宗》無關。
於臉書中署名「黃覺霖」（亦名「吳尚霖」）並
自稱「釋覺霖」的法師，並非《真佛宗》剃度的出家
眾，其行為及募款與《真佛宗》無關。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5年7月8日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敬請《真佛宗》各道場或組織，主辦任何活動，若文
宣廣告需要以〈宗委會〉為指導單位時，請務必事先
知會〈宗委會〉。

The Dharmakaya Of Shakyamuni ︻英文譯本︼

道場活動若以〈宗委會〉為指導單位，請事先知會。

Saisir le sens du « il n'y a rien » ︻法文譯本︼

宗 委 會 重 要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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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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本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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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本
尊︱蓮花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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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
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高明祿師兄
莊駿耀醫師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 加
州四大媽︶；台灣︿陽光舞供團﹀林
素任助教 蔡美月 梁祐菱 闕慧
玲 林依萱及香港蘇國英；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盧勝彥佈施金
基會 以下簡稱 SLF ︶總裁盧佛青
博士

07

【燃燈雜誌】

大家晚安 大家好︵國語︶！你
好 大 家 好 ︵ 廣 東 話 ︶ ！ Selamat
Ulang Tahun ︵ 印 尼 文 ： 生 日 快
樂︶！聽說 同樣有生日在六月二十
七日的同門 很巧
現在先宣布幾件事情 在二○一
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 在香
港會首傳﹁白蓮花王水供大法會﹂
主辦單位是︽真佛宗︾香港︿蓮豐
堂﹀ 你們若要當功德主 要做主祈
的 或者要報名法會的 請向︽真佛
宗︾香港︿蓮豐堂﹀的蓮馨上師聯
絡 法會地點是香港︿大嶼山國際機
場亞洲國際博覽館﹀
另外 這次西雅圖的大法會 是
傳﹁白 黃 紅三天女問事法﹂ 當
天也有法師要成為金剛上師 現在先
宣布一位 是︿三輪雷藏寺﹀的蓮央
法師 將灌頂為阿闍梨 另外 再宣
布一件事情 剛剛 SLF 總裁盧佛青
博士說 在網路上有公布 SLF 的所
有帳目 只要有一筆收入就會登記在
SLF 的帳目裡面 所以 每一筆帳目
都是公開在網路上的 支出也是公開
的 花了什麼錢都是公開的 你們若
要查閱你們的捐贈 都可以在網路上
查得到
SLF 是一個帳目完全公開
的 Foundation ︵基金會︶ 到底用
了多少錢 還剩下多少錢 全部在
SLF 裡面 今年 ︿佈施基金會﹀還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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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嘉措仁波切

擴大贊助尼泊爾的賑災 還有健康照
顧 教育方面的補助 統統都會公開
在 SLF 的帳目上 歡迎大家上網去
看
今天我們修的是﹁蓮花童子本尊
法﹂ 大家也都很了解蓮花童子了
因為大家都有看︻真佛經︼ 最近
很多人在研究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跟
東王公 瑤池金母 項光童子 三尊
是排在一起的 東王公就是東華帝
君 在道書裡面叫做﹁玉晨君﹂
﹁玉﹂就是賈寶玉的玉 ﹁晨﹂是清
晨的晨 ﹁君﹂是君子的君；東華帝
君的道號叫玉晨君 俗稱東王公 瑤
池金母在西方 東華帝君在東方 項
光童子在須彌山頂 在敦煌壁畫裡
面 三尊是排在一起的
在敦煌壁畫的蓮花童子 也是一
手是持蓮花 一手是﹁說法印﹂ 兩
手當胸 林師姐有一張照片 那張照
片妳有帶在身上嗎？︵林師姐答：
有︶請妳現在拿出來 她有一張蓮花
童子的照片 這是﹁持蓮手印﹂跟
﹁說法印﹂結合在一起的照片 衪坐
在一個九層的寶座之上！這張照片就
是祂坐在寶座上的照片 這一尊就是
蓮花童子 這照片是從哪裡來的？
︵林師姐答：中國北京的博物館︶是
從中國北京的博物館找到的 這一尊
蓮花童子好像越來越偉大耶！在北京

09

【燃燈雜誌】

的博物館居然有蓮花童子
另外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寺 是
設計靈骨塔的一個設計師 他到了北
京的一個寺 在那裡看到了蓮花童
子 另外 中國敦煌的三一四窟本來
是關起來的 曉月師姐以前有去過
當時就看到蓮花童子結的手印 她有
照起來 蓮花童子的一個手印是﹁持
蓮印﹂ 一個是﹁說法印﹂；也有一
個 蓮 花 童 子 是 ︵ 右 手 ︶ 比 著 Yeah
︵Ｖ字︶ 所以 師尊的很多照片裡
面也有 Yeah ︵Ｖ字︶
總之 項光童子 香巴拉的第二
代國王︱白蓮花王都是蓮花童子 我
將在香港完全公開﹁白蓮花王本尊
法﹂ 會講得更加詳細 祂是香巴拉
佛國淨土第二代的王 第一代的王是
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摩訶 曼殊
師利耶 梭哈 ﹂文殊師利 曼殊師
利都是祂的稱號 祂是香巴拉的第一
代國王 第二代國王是白蓮花王 我
將會在香港大嶼山的大法會上 把整
個﹁白蓮花王法﹂公開讓大家知道
今天 歡迎大家來 有很多上
師 法師 還有很多的同門 都是從
遠地來的 有加拿大 美國 歐洲
甚至印尼 東南亞 很多國家的弟
子 今天晚上 很感謝大家參與同
修 明天 在 Rainbow Villa ︵彩
虹山莊︶有長壽佛的護摩 希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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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主祈 不是為師尊主祈長壽 而
是 主 祈 每 個 人 都 long life and
health ︵長壽跟健康︶ 不要再矯
正我英文的發音 因為我是今天早上
剛背起來的
我再講一下︽密教大圓滿︾︵盧
勝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在無障礙的法界之中 一切染淨
的法 全由此心出 而且全部那樣互
相無障礙的 所有的根根塵塵 全是
無障礙法界 這個法無以名之 就叫
﹁普眼法﹂
大家讀過我的書 就知道我以前
講過一個哲學 叫做﹁無礙哲學﹂
﹁礙﹂是障礙的礙 不是愛情的愛
﹁無礙哲學﹂就是沒有障礙的哲學
我很早以前就講過﹁無礙哲學﹂ 為
什麼是沒有障礙？因為什麼都是好
才叫做﹁沒有障礙﹂ 什麼都是善
這個叫做﹁沒有障礙﹂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剛剛師尊還
在迴向﹁善業增長 惡業消除﹂呢！
什麼叫做無障礙？惡 不是來障礙的
嗎？魔 不是來障礙的嗎？有煩惱
魔 有死魔 有病魔 有天魔 這四
魔就已經很厲害了 為什麼是沒有障
礙呢？開悟的人才知道是沒有障礙
沒有開悟就不知道什麼是沒有障礙
這段裡面主要講的是﹁無礙哲
學﹂ 我再唸一遍給大家聽 ﹁在無
障礙的法界之中﹂ 法界是沒有障礙

的 ﹁一切染淨的法 全由此心出
而且全部那樣互相無障礙的 所有的
根根塵塵﹂ 有污染的 也有清淨
的 這些種種都由你自己的心所發出
來 根根塵塵其實都是妨礙的 眼
根 鼻根 耳根 舌根 身根 意
根 都是屬於根；所謂的色 聲
香 味 觸 法 都是屬於塵 根根
塵塵都是有障礙的 ﹁全是無障礙法
界 這個法無以名之 就叫﹃普眼
法﹄ ﹂﹁普眼﹂就是普遍的眼 有
一個如來叫做普眼如來 一切都是很
清楚的就叫做普眼 一切都是很清淨
的就叫做普眼
我們的四大媽︱魏思顏 蔣冠
榮 蓮薇︵孫愛珍︶ 陳傳芳 四川
的陳傳芳是一定記得住的 我們都不
敢跟她一起坐船 因為她叫做﹁沉
船﹂ 再來一個﹁翻船﹂ 叫做﹁沉
船翻﹂︵音近陳傳芳︶ 我們都不敢
跟她一起坐船 坐渡輪 跟她在一起
會沉船跟翻船
陳傳芳講過一個笑話 意思就是
人間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常常提到
在書裡面也寫：﹁一歲的時候是出場
亮相 十歲的時候是學業至上 二十
歲的時候是青春蕩漾 三十歲的時候
是職場闖蕩 四十歲的時候是稍微發
胖 五十歲的時候是老當益壯 六十
歲的時候就血壓向上 七十歲的時候
是偶爾遺忘 八十歲的時候就搖搖晃

晃 九十歲的時候就全部遺忘 一百
歲的時候就掛在牆上 ﹂最後就是這
樣 讓大家像看展示的紀念品一樣
人生都是一樣的 不管你是聰明
的 愚笨的 愚蠢的 貪心的 不管
怎麼樣 全歸於﹁一﹂ 都是這樣千
篇一律 每一個人幾乎都是一樣的
規定了一個生活的模式 古今中外
從古代到現代 在中國或在國外 都
是同一個模式！你說 人活著是做什
麼？都是照著這個模式在走 沒有一
個例外的 到最後全都是掛在牆上
我們到義大利的天主教︿聖保羅
教堂﹀ 歷代教宗的相片全部掛在那
裡 只有現任教宗的相片是點著燈
的 其他的統統掛在牆上 而且黯然
無光；好像有一百多個教宗在那裡
就只有一盞燈是亮的 那就是現任的
教宗 其他的全部黯然無光 為什麼
黯然無光？因為 all die 全死了！
人生都是一樣的 不管你的貪
瞋 痴有多重 不管你怎麼樣修行
到最後總歸於一條路︱黯然無光 所
以 人生就是要找出你活著的真正價
值在哪裡？在職場闖蕩嗎？在學業至
上嗎？在你做過多少的善事跟惡事
嗎？在你當過大官嗎？在你當過總統
嗎？其實 當了教宗也是一樣掛在牆
上 當了總統也是掛在牆上 現在除
了總統以外 還能當什麼？現在也沒
有皇帝啊！非洲大概還有吧？但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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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又如何？都是一樣的
從你眼睛所看到的 都會消失
掉 所以叫做﹁無礙哲學﹂ 有什麼
災難 一樣是沒有妨礙的 所有的毀
謗也是沒有的 所有的功名利祿完全
是消失掉的 都是沒有的 你能這樣
想 就會漸漸達到無障礙的這種開悟
境界 你只要能常常這樣想就行
講個笑話 女兒問爸爸：﹁爸
我那天帶來的男朋友怎麼樣？﹂爸爸
講：﹁不行 根本不行！﹂女兒問：
﹁為什麼不行？﹂爸爸說：﹁他的酒
品很差 人品更差！那天喝多了 說
要帶我去找小姐 ﹂女兒問：﹁有這
種事嗎？﹂爸爸講：﹁我這輩子從來
沒有見過這麼說話不算數的人！﹂說
話不算數的人多的很 不過也是一
樣 說話算數的跟說話不算數的 其
實都是一樣 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
也是笑話：我的前女友送我跟現
在的女友一個小禮物：有一粒棗 說
是早生貴子；一個碗 她說是婚後有
飯吃；一把傘 說是婚後無風無雨；
一盒火柴 說將來的日子紅紅火火
我跟我現任的女友都很高興 不過仔
細想一想有點不對勁 合起來不是
﹁早晚散伙﹂嗎？前任女朋友送來的
禮物︱一個棗 一個碗 一把傘 一
盒火柴 加起來就是﹁棗碗傘火﹂
︵音同早晚散伙︶

其實 往好的想跟往壞的想 都
是一樣的 師尊以前有一部白色賓士
車子 領的牌照號碼是﹁五四六﹂
也就是﹁我死了﹂ 大家都說這個號
碼是﹁我死了﹂ 我原先實在嚥不下
這口氣 因為我開賓士車的時候還很
年輕 車牌號碼居然是﹁我死了﹂
﹁五四六﹂就是﹁我死了﹂ 但後來
翻轉一想 ﹁五四六﹂就是﹁無事
了﹂ 沒有什麼事就是最好的事
所以 任何事情都可以翻轉想
的 來毀謗你的人都是你的恩人 若
你真的有人家講的這回事 你就要
改 你要懺悔 那他就是你的恩人；
若你沒有這回事 他就是在教你不可
以犯這種事 所以 來毀謗你的都是
你的恩人 反過來想 心中就無事
來毀謗你的 你如果有人家所講
的事 你就改 你懺悔就清淨了；來
毀謗你的 如果你根本沒有這回事
他是讓你以後不要發生這種事 這是
好事啊！所以 毀謗也是好的！
剛剛忘了介紹丹增嘉措仁波切
請你站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 翻譯成
﹁丹增嘉措﹂或是﹁天津嘉措﹂都可
以 他是在︿芝城雷藏寺﹀ 剛剛介
紹貴賓時 沒有介紹到 所以 現在
看到他就介紹一下
當仁波切是好的 但也有不好
的 什麼是好的？他是所謂的﹁再來

人﹂ 以前當過活佛 現在是再來的
人 但是 如果你的行為 語言跟佛
法 不能夠當一個仁波切 不能出去
弘揚的話 這個仁波切就是很丟臉
的 就是不行的 你有仁波切的這個
名字 就必須比別人更加認真學習佛
法 然後用佛法去度化眾生 這就是
你的根本 不管怎麼樣都是好的 有
些人雖然沒有當仁波切 但他的行為
跟佛法已經超過仁波切 超過活佛
了 所以 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 任
何事情都是好的
有一個女子跟男朋友吵架以後
氣得想大哭一場 但她很愛面子不敢
回家哭 乾脆去殯儀館 因為裡面的
人都在哭 所以別人一定不會覺得奇
怪 於是 她找了一間正在為一位老
翁舉行喪禮的靈堂 她就癱在地上痛
哭了一場 哭得非常淒慘 後來 兩
名穿黑色喪服的中年婦女見到她 就
走到她身邊跟她講：﹁這個死鬼 在
外面竟然還有小三？﹂於是蹲下來把
她扶起來 安慰說：﹁老三啊！別哭
得那麼傷心 我們決定分你一億現
金 但其他的房地產跟公司股票 妳
就不要爭了 ﹂原來 哭也有這樣的
好處 大家不妨學學看
哭也是很好的 笑也是很好的；
大家都喜歡笑 不喜歡哭 其實哭也
是滿好的 為什麼哭是好的？因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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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你的淚腺有沒有阻塞 這也是
很重要的 經常哭是免費洗眼睛 把
你的眼睛洗得非常透澈 亮麗 可以
更加迷人 尤其 女人以哭為武器
一哭 二鬧 三上吊 這就是女生的
武器 所以 哭也是有好處 哭也是
善的
笑也是善的 快樂也是好的 痛
苦也是好的 什麼都是好的 在我的
﹁無礙哲學﹂裡面 什麼都是好的
沒有什麼不好的
再講個笑話 下午以後 天氣轉
晴 我站在車牌下等公車 此時 一
位穿著低胸短裙的正妹 玩著手機走
了過來 我笑著對她講：﹁小姐 前
面的溝很深喔！﹂這個小姐愣了一
下 就把自己的胸部摀住 對我說：
﹁下流！﹂然後瞪了我一眼就走過
去 結果
噗通！她真的掉進溝
裡面 那位先生就說：﹁早就跟妳說
過溝很深！﹂正妹還以為是講她的乳
溝 這是誤解啊！
很多事情是好的！人家講﹁溝很
深﹂ 是叫她注意前面真的有很深的
水溝 她還以為人家是在講她 所
以 有的時候都是好的 其實 不只
是有的時候 幾乎全部都是好的 講
﹁溝很深﹂也是很好的啊 那是讚美
的話 難道妳要﹁溝不深﹂嗎？難道
妳要當﹁洗衣板﹂嗎？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 有一個女

子戴著一條項鍊 項鍊的墜子是銀色
的飛機 她去餐館和一位男子用餐
在用餐時 男子就一直瞪著她的胸
部 女子就問：﹁你是在欣賞我的飛
機嗎？﹂男子講：﹁不是的 我是欣
賞飛機跑道 ﹂他是欣賞飛機跑道
無論怎麼樣 欣賞就是讚美
尤其現在 天氣這麼熱 所有的
女生都是陽光少女 穿得非常清涼！
出家人走路的時候 當然不能直視
要低頭看著地走；但是 這是不禮貌
的行為 所有的出家法師要知道 這
是不禮貌的行為 什麼叫做禮貌的行
為？你就很自然地雄壯威武 抬頭挺
胸 一直往前走 眼睛直視前方就
好 不要刻意地轉頭去看 就是守
戒 其實 就算轉頭去看 那也是好
的 因為那是一種讚美 師尊所講的
是別的和尚不敢講的 師尊什麼都可
以 因為﹁無所謂﹂嘛！無所謂 無
所住 無所求 就是﹁無礙哲學﹂
也是笑話 先生下班回家後 發
現老婆跑進廁所 感覺有點怪怪的
於是 先生跑進臥室一看 果然在窗
口陽台發現一個男人 這是非常嚴重
的事情！這位先生氣瘋了 就跑到陽
台 把那個人推了下去 後來 老婆
進了臥室 很驚恐地看著先生說：
﹁那位修冷氣的先生哪裡去了？﹂
告訴大家 ﹁無礙哲學﹂就是
﹁沒有什麼關係﹂！太太匆匆忙忙進

了廁所 陽台有一個男人 如果是我
的話 我就會：﹁阿彌陀佛！善哉
善哉 ﹂心裡不起什麼想 反正天涯
何處無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花？這樣
子想 不就沒事了嘛！那一個已經結
婚那麼多年的老婆 有什麼關係？
﹁無礙哲學﹂︱什麼都是無礙的 你
心裡沒什麼事！不管是男的吃醋 女
的吃醋 為什麼要吃醋呢？
再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年輕人
跑上山去找住持方丈：﹁大師 我已
經看破紅塵 對塵世毫無眷戀 請您
幫我剃度吧！﹂大師講：﹁你給我滾
出去！你每一個月來一次 外面剪個
頭髮才多少錢？﹂每一個月就跑來剃
度一次 其實是想要免費的理髮 一
直幫他剃度 總有一天 他會變成真
的和尚 方丈何必趕他走呢？剃度不
過是兩三下就理光光了 也是好事情
啊！
你們來這裡剃度 如果想要還俗
的 隨你們！上師還俗也可以 法師
還俗也可以 統統可以還俗！師尊講
的﹁無礙哲學﹂ 反正 你們只要高
興 你們就去還俗 上師要還俗
Go ahead ︵去吧！︶法師要還俗
Go ahead ；你今天白天剃度 今天
晚上就還俗
Go ahead ；一點關係
都沒有 跟我毫無關係！我們︽真佛
宗︾就是這樣！
師尊不會因為你還俗就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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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祝

你 ﹁不行 你怎麼可以還俗啊？上
師怎麼可以還俗 住到國外去生孩
子？﹂無所謂的！不要緊的！像我們
有位法師還俗 最後對婚姻生活厭倦
了就回來 一起出家了！帶著小孩
小孩變成小沙彌 先生出家 太太也
出家
其實 告訴你們 婚姻的生活也
不會讓你很爽的啦！也不會讓你很舒
服的啦！每一個家庭都有每一個家庭
的苦 你不曉得 苦得很哪！師尊是
看了很多的過來人 每一個家庭中
悲慘的多得很 幸福的 真的少得
很 王子跟公主結婚 從此過著美
滿 幸福 快樂的生活日子 那是童
話故事啊！告訴你們 王子跟公主結
婚 不久就離婚了！
妳們兩個︵在場的師姐︶戴白紗
是什麼意思？穿白紗 還戴著結婚的
禮帽 妳們是想結婚啊？現在問妳：
﹁鈺萍 妳跟誰結婚？﹂她叫妳戴
的 那妳跟誰結婚？妳連個男朋友都
沒有 妳拍什麼婚紗照？妳從年輕到
現在 從來就沒有男朋友 妳拍什麼
照？想一想也不錯啦！偶而穿個婚
紗 戴個帽子 想像自己已經結婚
了 這樣也爽啦！﹁無礙哲學﹂就是
這樣 什麼都可以 她今天高興 突
然想要穿婚紗的衣服 戴婚紗的帽
子 這樣 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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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尊貴的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七秩晉一佛誕

還是笑話 老師問：﹁成績單有
沒有給父母看？﹂小明說：﹁有 ﹂
老師問：﹁為什麼家長沒有蓋章？﹂
小明捲起袖子 露出傷痕纍纍的手
臂：﹁我爸爸 媽媽把章蓋在這
裡！﹂
在美國是不可以打小孩的 那是
虐童！小時候不知被蓋多少章？屁股
蓋章 手也蓋章 尤其我媽媽給我蓋
的章 是很厲害的 那時候 我到高
雄火車站後面的寶珠溝游泳 順便摸
一些蝦子 蛤蜊 我帶了水桶 裡面
有魚 有蝦 蛤蜊 然後就提著回
家 很高興今天晚上可以有湯喝
回到家 我媽媽就坐在門口 她
說：﹁進來啊！﹂而且是有笑容的
還講：﹁我絕對不會打你的 你進來
啊！﹂我想大人講話都是有信用的
結果 我一進去 她就用好幾條竹子
綁在一起打 那時候是穿學生短褲
她就打在小腿上 一打 小腿上就是
好幾條竹痕！
我那時候想：﹁原來 大人的話
也不可信 ﹂不過 這個是好的 她
是教我不可以去河水裡面游泳 那是
很危險的！我小的時候很喜歡游泳
經常去游泳 所以就經常被打得很
慘 印象很深！但其實 父母是在教
育我們 所以 都是好的 並沒有不
好 父母打你 是因為害怕失去你

因為你做了危險的事情；父母打你是
教育你 鼓勵你 要你上進 將來要
有成就
但是 打小孩在美國就是虐童
應該用語言去溝通 要善意的 不要
傷了他的自尊心 所以 我小時候很
自卑 因為經常被打 不過 也因為
自卑 就覺得自己更應該要發奮圖
強 之後 就轉成自尊；自卑可以轉
化成為自尊 都是好的
所以 這﹁無礙哲學﹂所講的道
理 就是人生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能
看空一切 就沒有什麼障礙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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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 總 裁 — 盧 佛 青 博 士 致 詞

感謝大家慷慨贊助 敬請支持尼泊爾災後重建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深深感謝〈宗委會〉和《真佛宗》所有發心的師兄、師姐們，為
尼泊爾賑災奉獻，基金會將繼續關注尼泊爾的災情，從「緊急救濟」進階到「恢復階段」。
歡迎大家繼續捐款贊助，支持尼泊爾災後重建，幫助他們，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你們的慷
慨贊助，將給尼泊爾災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改善，功德無量！
基金會今年推出的「蓮花獎學金」，幫助了貧困的移民、新移民、難民學生上大學，明
年將擴大範圍，計畫幫助就學的教師和醫療專業人員。感謝大家共同發心贊助，為人民爭取
高品質的健康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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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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
法會：長壽佛護摩法會
灌頂：長壽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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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長壽如來 尊
勝佛母 白度母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行政院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廖東周祕書長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會 計 師 Teresa 師 姐 and her
husband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
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及邰
靖 莊駿耀醫師 林淑華醫師 高歡
嫻醫師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加州四大媽︶；台灣︿陽光
舞供團﹀林素任助教 蔡美月師姐
梁祐菱師姐 闕慧玲師姐 林依萱師
姐 香港蘇國英師姐；前︿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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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委員長薛盛華的夫人︱薛王淑媚師
姐 高銘祿師兄；我在︿測量學校﹀
的學長張效珍 劉新福夫婦
︿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總裁
盧佛青博士
盧 佛 奇 全 家 and
Andy
大家午安 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 大家好！儂好！︵上海
話 ： 你 好 ︶ Selamat Ulang Tahun
︵印尼文：生日快樂︶
今天做的是長壽如來的護摩 長
壽如來就是阿彌陀佛所化出的 是阿
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 我們有時候稱
﹁無量光﹂ ﹁無量壽﹂ ﹁阿彌陀
佛﹂ ﹁長壽佛﹂ 都是在稱呼祂
的；另外 還有﹁大光佛﹂ 也是稱
呼阿彌陀佛
祂的法相是一頭二臂 身子是紅
色 盤髮成髻 戴五佛寶冠 上穿天
衣 下著重裙 身佩珍寶瓔珞 具足
一切報身佛的種種莊嚴 雙手結定印
於膝上 手上置長壽寶瓶 兩足以金
剛雙跏趺安住於蓮花月輪上
因為祂的身子是紅色的 所以
我們今天都是穿紅色的 象徵長壽佛
的護摩 今天有三尊的灌頂 因為
﹁長壽三尊﹂全部都到 也就是長壽
如來 尊勝佛母跟白度母 稱為﹁長
壽三尊﹂
祂的手印就是這樣︵師尊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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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度母手印

尊勝佛母手印
長壽佛手印

雙手結﹁定印﹂︶ 最主要的象徵就
是拿著甘露寶瓶 祂的種子字還是阿
彌陀佛的種子字︱﹁★︵些︶﹂字
﹁些﹂在咒語上是非常好的一個字
但是 在英文上就是屬於不好的 美
國這個國家怎麼會那麼強大？原來他
們每天都在唸這個咒字 很多人一天
到晚都在唸 shit ︵發音近似﹁些﹂
字︶ 所以 他們這個國家很強大！
因為在無形之中 在無意之中 都是
在唸這個咒字 碰到事情就 shit
︵些︶ 一個 shit ︵些︶字下來
哇！怪不得國家會那麼強 可能是有
這個原因存在吧！
有一次 我跟著佛青 佛奇去
看花燈 是 Christmas 的 light
就是聖誕節的晚上去看燈 在看燈的
時候 看到一個女的老外對一個男的
講 shit on you
我想：﹁欸？她
在唸咒耶！﹂怪不得 美國這個國家
會這樣 就算是講不好聽的話 也是
在唸咒
今天還有尊勝佛母 白度母
尊勝佛母的手印是這樣 白度母的手
印是這樣 長壽佛的手印是這樣︵師
尊示範三個手印︶ 長壽佛的心咒是
﹁嗡 阿媽惹尼 祖溫底耶 梭
哈 ﹂
有一個報告要通知大家 下下
個星期天︱七月十二日 是西雅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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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龍節嘉年華會﹂ 以前叫做
﹁海洋節﹂ 現在叫做﹁龍節﹂ 在
七月十二日的上午十一點 師尊會在
China Town 的︿真佛文物﹀開光
請大家有空參加
還有 我宣布一下 還要增加一
個上師 上回是蓮央法師 是︿三輪
雷藏寺﹀的蓮鎮上師推薦的 另外
蓮慈上師也推薦了一位法師 叫做蓮
五法師 也要幫他做阿闍梨的灌頂
我們︽真佛宗︾的上師必須要有人推
薦 像蓮印上師 德輝上師都可以推
薦 還有幾個地方的上師 但是要審
查一下 他們是否已經出家五年
蓮五法師是出家十幾年了！蓮央
呢？只有四年？少一年啊！怎
麼
既然我已經宣布了 君子無
戲言 還是幫她灌頂吧！以後要記
住 要出家五年 對宗派有貢獻 而
且能力很好 道心不退 很誠實 很
認真修法 能夠演法度眾生 要有這
幾個條件
前幾天 我不是請加州四大媽去
求龍王下一點雨嗎？因為天氣實在太
熱了 她們是昨天早上去求的 是接
近十一點的時候；龍王一看到四個大
媽來 雖然她們都是資深美女 龍王
還是很高興！其實 你們四個大媽到
了 龍王有站起來！妳們可能威德不
小 居然能夠讓龍王站起來！妳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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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頂禮 祂也向妳們合掌 也不錯
啦！所以 今天早上就下雨了 而且
還有打雷 不錯！妳們一求 祂就下
雨跟打雷 很棒的！
加州不是乾旱嗎？四大媽她們都
是在加州 住在洛杉磯 加州又是旱
災 又是森林大火 很少下雨 又有
地震 其實 四個大媽的其中一個大
媽就夠了 其中一個大媽是誰？是孫
愛珍師姐︱蓮薇 蓮薇一個人就可以
了！如果她去求龍王 龍王都會站起
來 因為她已經修到跟觀世音菩薩相
應 而且她現在是觀世音菩薩的應化
身 她很少講話 她是默默的修法
佛菩薩都看見了 都看見她在修法
她每天一定修法 沒有停止過 觀世
音菩薩跟她相應了
本來 她家的觀世音菩薩不像她
的 但是 觀世音菩薩的臉漸漸地變

孫愛珍師姐

成像她的臉一樣 她家的觀世音菩薩
就是她 她就是觀世音菩薩 她是觀
世音菩薩的應化 所以 她去求龍
王 龍王都要站起來 還要向她合
掌 有靈有應啊！
其他三個大媽 也有很大的功德
光在 魏大媽 陳大媽 蔣大媽 都
有很大的功德光在 孫大媽不同 她
是天天修法 而且是準時修法 每天
都在同一個時間修法 老天都在看
從來沒有偷懶過 其他三個大媽有沒
有偷懶？陳大媽 妳自己講；她有點
頭 表示有偷懶 魏大媽呢？也有偷
懶 蔣大媽呢？也偷懶 孫大媽是每
天修法的！所以 不一樣就是不一
樣 一樣就是一樣 不一樣裡面有一
樣 一樣裡面有不一樣 魏大媽做了
很多護摩 也有很多感應 家裡也變
得很吉祥 所有女的全部嫁了 所有
男的也全部娶了 是很好的
再講一下︽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在這當中的下手處 是先須起
想 想到出現在面前 然後再用﹁智
慧空﹂去把這出現的境除掉 就可以
變成不可思議的大用了 有了﹁大
用﹂ 一下子便可頓入佛果 在頓入
佛果的時候 便是﹁言亡慮絕﹂的
﹁立斷﹂
就是﹁澈卻﹂ 這一段非常難解
釋 師尊以前常常講 在我的眼中

地球上是沒有人的 而在大家的眼
中 月球上沒有人 地球上有沒有
人？有啊！月球上有人嗎？沒有啊！
但是 在師尊的眼中 地球上沒有
人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在師尊
的眼中是﹁地球上沒有人﹂呢？難道
我們不是人嗎？這就怪了？
有人講一句話：﹁我不是隨便的
人 但是 隨便起來就不是人 ﹂為
什麼師尊講地球上沒有人？沒有人就
應了佛所說的﹁唯我獨尊﹂ 佛講的
﹁唯我獨尊﹂是什麼意思？因為祂將
地球看成沒有人
師尊也是一樣 修到現在 我把
地球上看成沒有人 為什麼沒有人？
我就講一個理由給大家聽好了！﹁死
掉的人﹂不叫人 對不對？死掉的人
變成鬼 就到六道輪迴去了 還有沒
出生的 當然也不是人 因為還沒有
投胎 就還沒有變成人啊！所以 也
不算是人
過去的已經不是人 未來的也不
是人 那在中間這一段 如果你能活
到一百歲 已經很長壽 是人瑞了
難道在這百年當中的人 師尊也認為
不是人嗎？沒有錯！因為﹁現在式﹂
都會變成﹁過去式﹂
過去的已經不是人 現在的人也
會變成過去 未來的人還沒有出生
所以 地球上根本就沒有人！你要這
樣想啊！﹁為什麼師尊講沒有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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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是人嗎？﹂當然不是人！因為我
們將來都會變成﹁過去的﹂ 過去的
都已經不是人 未來的也不是人 現
在的也會變成過去 所以 都不是
人
我是在解釋這一段的﹁智慧
空﹂ 到了最高智慧的時候 你看這
世間是根本沒有人 所以才叫做﹁唯
我獨尊﹂ 連自己也不是人 那是什
麼？是佛！是 Buddha ！是如來！是
覺者！真正有﹁智慧空﹂的人 心中
空無一物 所以 什麼都不染 善也
不染 惡也不染
問大家一個問題：﹁在月球上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葷？什
麼是素？﹂月球上就是月球上 沒有
人啊！根本無善 無惡 根本沒有
葷 沒有素 如果你能有﹁智慧空﹂
的話 你就差不多開悟了！有﹁智慧
空﹂的人才叫做開悟 沒有﹁智慧
空﹂的人一定受污染
其實 不管是污染的 或者是清
淨的 其實都是空的！你在月球上
哪裡有善有惡啊？在月球上有佛法
嗎？︻金剛經︼講得很清楚：﹁法尚
應捨 何況非法 ﹂連佛法最後都要
捨去 何況根本不是佛法的 這是智
慧很高的人才有這種境界 這叫做
﹁智慧空﹂
所以 如果你有了﹁智慧空﹂

只要你用﹁智慧空﹂想一想 就什麼
都通了 如果你不用﹁智慧空﹂想一
想 坦白講 都是在自找煩惱 自己
找苦吃 自己去尋找那些污染
財 色 名 食 睡 這些都是
暫時的東西 我常常講 最有錢的是
王永慶 但他走了以後 他就什麼都
沒有了！錢財都留給子女了！因為他
們的錢有時候增加 有時候減少 所
以 現在也不是最有錢的
在我們那個時代 最有錢的就是
王永慶了！那時候 我沒有聽過郭台
銘的名字 也沒聽過張忠謀 在三十
三年前 我從台灣移民到美國 誰是
郭台銘？我沒有聽過！誰是張忠謀？
我也不知道！這些人都是後來冒出來
的 都是由新科技的事業變成很有錢
的人；我們那個時代只知道王永慶
但是 那些都是暫時的 不是永遠
的
今天我也談談﹁色﹂ 當初 加
州四大媽她們到美國留學的時候 她
們是多麼的漂亮 拿她們年輕時候的
照片出來看 她們是四大美女啊！今
天 龍王都退避三舍 她們去的時
候 龍王說：﹁好了！不要再噴口水
了！明天 我噴一點口水給妳們 ﹂
龍王都嚇死了！還好 妳們的光明有
亮出來給龍王看 所以 這幾個是真
正的美女 是內心的美女 而不是外

在的美女
所以 色是會消失的！還好她們
的內在美產生光出來 其中還有一位
是觀世音菩薩的應化身 我們知道有
﹁騎龍觀音﹂ ﹁觀音本來就是騎著
龍的 祂居然來求我 我不給她們一
點口水怎麼行！﹂所以 龍王就流口
水了！今天早上就下雨 還打雷
﹁色﹂是不存在的 能夠保持久
一點的話 那已經是萬幸了 真的！
大家看過我以前的照片 我以前也是
很瀟灑的啊！我一走出來 很多小姐
都在後面跟著我 師母常常說我吹
牛 我妹妹可以幫我證明 真的！我
走在前面 後面跟著幾百個女生啊！
因為我走的是︿高雄女中﹀的那條
路 我去上學 她們都跟著我去上
學
那時候 我長得很瀟灑 外表很
正經 非常鎮定 很從容 我的眼睛
都不往左右邊看的 我一直抬頭挺胸
往前走 讓她們看看我這種君子風
度 真正的聖者 我從來不左右看她
們 只有她們看我 但是 人家會
問：﹁你怎麼知道她們在看你？﹂因
為我身上有第三眼 ︵眾笑︶好玩！
但是 現在的我跟以前少年瀟灑
的狀態 有一點分別 現在是莊嚴慈
祥 你們說的嘛！我還是很有魅力
的 對不對？︵眾弟子：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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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不愛師尊啊？︵弟子：愛！︶有這
麼多人愛我 真的是走到哪裡 人家
就愛到哪裡 我還是一條龍啊！
Selamat Ulang Tahun ︵印尼文：生
日快樂︶ 今天是本人的生日 所
以 大家不敢講壞話 大家都聽師尊
的 謝謝你們 謝謝！
如果你們把世間看成月球 就像
﹁月餅裡面沒有月亮﹂ ﹁太陽餅裡
面沒有太陽﹂一樣 陳傳芳以前講過
一個笑話：有一個人去吃牛肉麵 牛
肉麵來了 他發覺牛肉麵裡面沒有牛
肉 原來是牛肉湯麵 是牛肉熬出來
的湯加麵 所以沒有牛肉 他就對老
闆講：﹁老闆 牛肉麵裡面怎麼沒有
牛肉呢？﹂老闆回答：﹁你吃太陽
餅 裡面有太陽嗎？你吃月餅 裡面
有月亮嗎？所以我的牛肉麵裡面也沒
有牛肉 ﹂
牛肉麵裡面沒有牛肉 這就要叫
你想一想 地球上有人嗎？如果地球
上沒有人 什麼事情都好做 你不會
受污染 財也沒有 色也不迷人；色
在你眼前也是沒有 財在你眼前也是
沒有 名在你眼前也是沒有 這三者
都沒有 你就不受污染 根本沒有東
西可以污染你
只要你認為地球上沒有人 就會
出現﹁大用﹂ 就是稱為﹁不可思議
的大用﹂ 想想看 這時候 你就已
經是覺悟了 開始產生了悟境 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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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講﹁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月
餅裡面沒有月亮﹂這兩句話 我從來
沒有講﹁地球上根本沒有人﹂這一
句 事實上 ﹁智慧空﹂就是﹁地球
上根本就沒有人﹂
你常常想﹁根本就沒有人﹂ 把
這句話放在你的心上 所有一切的毀
謗 侮辱 挫折 任何一種東西都不
能夠影響你 這個時候 你就叫做覺
者 雖然離開悟還有一點點 但已經
很不錯了
這時候 你既然沒有一切污染
你的忍辱也不用忍 你的精進隨時在
運用之中 你的布施也不用了 因為
都是方便；所謂的﹁六波羅蜜﹂︱布
施 持戒 精進 忍辱 智慧 禪
定 這六種 全都是方便 這時候
只要你運用這種方便 你就可以有成
就 因為你不受污染
第一個 你就是要先不受污染
不受污染就叫做﹁澈卻﹂ 就是﹁立
斷﹂ 立刻把一切煩惱斷掉 地球上
根本沒有人 你煩惱什麼呢？你問你
自己 當地球上根本沒有人 你要煩
惱什麼？沒有毀謗了 也沒有挫折
了 也沒有阻礙了；你也不用求名
因為沒有名可求；你也不用去韓國美
容了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妳沒聽
過那條歌嗎？︿橄欖樹﹀的作詞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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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弟子排列在護摩殿外恭候聖尊

三毛吧？作曲不知道是不是王洛賓？
王洛賓是︽真佛宗︾的弟子喔！他是
在新加坡皈依的 他還唱歌給我聽
他不用麥克風 他用丹田一唱 哇！
我們常常唱他的歌啊！有一段歌詞是
﹁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 青春
就像小鳥一樣 一去就不見了！還有
︿掀起你的蓋頭來﹀ ︿大阪城的姑
娘﹀ 都是他的歌 他的歌相當多
他是我們︽真佛宗︾之光啊！
想想看 沒有污染的時候 你就
沒有業；當沒有業的時候 你就成
佛 也不受輪迴 直接就成佛 為什
麼你會有業？就是因為有污染！污染

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財﹂那裡來
的 是從﹁色﹂那裡來的 是從﹁名
位﹂那裡來的 是從﹁飲食 貪吃﹂
那裡來的 是從﹁睡眠﹂那裡來的
是從﹁貪 瞋 痴 疑 慢﹂那裡產
生的 既然沒有人 哪裡來的貪
瞋 痴 疑 慢？根本什麼都沒有！
﹁智慧空﹂就是我昨天晚上講的﹁普
眼﹂
講一個笑話 老師問：﹁你最喜
歡的詩人是誰？﹂一個同學回答：
﹁是愛國詩人︱屈原 ﹂老師問：
﹁為什麼呢？﹂同學說：﹁因為只有
屈原最有良心 別的詩人一死 只留

下一大堆詩要我們背 但屈原一死
就留下了端午節假期！﹂全班靜默了
三秒以後 響起歷久不絕的掌聲
老子講過一句話︱﹁絕聖絕
疑﹂ 聽到這句話 大家會覺得好奇
怪？﹁絕聖絕疑﹂ 這是怎麼回事？
老子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去聽聖人講
的這些話 ﹁聖人不死 大道不
直 ﹂︵出自︽莊子 胠篋篇︾︶
﹁盡信書 不如無書 ﹂︵出自︽孟
子 盡心下︾︶每天看書 不如不要
看書
以前的人很單純 日出而作 日
入而息 沒有電視可以看 也沒有收
音機可以聽 小時候 我家裡窮得連
收音機都沒有 所以 聽不到廣播
更沒有電視 聽不到廣播節目 也看
不到新聞 家裡也訂不了報紙 哪能
做什麼？最好的娛樂就是在晚上 天
氣涼了 月亮出來了 把草蓆鋪在院
子裡 幾個大人 小孩坐在那裡就聊
聊天 等到天晚了 就睡覺 天亮起
床了 就開始去種田 日出而作 日
入而息 這種人沒犯什麼業
那 個 年 代 哪 裡 來 的 night
club ︵ 夜 總 會 ︶ ？ 哪 裡 來 的
ballroom ︵舞廳︶？也沒有卡拉Ｏ
Ｋ 鄉下地方 什麼都沒有 最好的
娛樂就是在太陽下山 月亮出來了
鋪一張草蓆 坐在草蓆上 吃一點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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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水果 吃完了就聽大人吹吹牛
之後 就去睡覺了
我們小的時候就是過這種日子
啊！很單純！這種人沒有業！不會
說：﹁我出來選舉 ﹂也不會說：
﹁我要去整形 美容 ﹂每個人都曬
得乾乾扁扁的 老人家的牙齒全都掉
了 老人家要吻我們時 我們看到他
們衝過來 嘴一張 吹出來的都是臭
氣啊！小孩子的臉都儘量轉過頭去
儘量躲 小的時候就是這樣過日子
的 很單純 那時候 大家也沒想要
賺什麼錢 就是每天工作 然後拿那
些工作得來的錢去換生活用品啊！那
個時候才是真正沒有污染 現在都被
污染了
談到小的時候 就講一個笑話
吧！小的時候 媽媽說：﹁狼來
了！﹂小孩子一想到狼的形象就很
怕 就會趕快去睡覺 上學後 同學
說：﹁老師來了！﹂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都很怕老師 上班後 同事說：
﹁老闆來了！﹂大家都怕老闆 老闆
來了 就趕快認真工作 結婚之後
朋友說：﹁老婆來了！﹂喔！很多人
是怕得要死 現在最怕的什麼？怕小
三說：﹁我這個月沒來！﹂
如果你把娑婆世界看成沒有人
你怕什麼？你就會變成無所謂 什麼
都不怕！因為你已經有了悟境 你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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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都沒有了 無所謂
的 就是佛講的﹁無常 無
我 寂靜﹂這三個道理
這世間上所發生的事
情 從來沒有﹁決定性﹂
所以叫做﹁無常﹂；總統不
是永遠的 美人也不是永遠
的 名位不是永遠的 美麗
不是永遠的 這些沒有定位
的 叫做﹁無常﹂ ﹁無
我﹂就是你不為自己 只為
他人 就是在行善 就是方
便；﹁寂靜﹂ 這最後一
句 就是我講的﹁智慧
空﹂ 這是如來的﹁三法
印﹂
再講一個笑話 有一對
夫婦去參觀展覽 妻子的近
視很深 把臉湊近一幅畫
像 對身旁的丈夫說：﹁這
是我生平見過最醜的畫像
了！﹂丈夫就把妻子拉到一
旁 小聲地講：﹁不要講得
太大聲 這不是畫像 是一
面鏡子！﹂所以 美麗不是
永遠的
如果大家對﹁智慧空﹂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將來我
再解釋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四眾弟子在〈彩虹山莊〉週日護摩後，慶賀師佛聖誕，紛紛以
最摯誠的心，敬獻歌曲、舞蹈、技藝，供養師佛。

值佛聖誕 獻歌舞藝巧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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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西雅圖雷藏寺

︻西雅圖雷藏寺訊︼︿西雅圖雷藏
寺﹀於日前汰舊換新 在上師 法師
和義工同門的協助下 重新安座四座
煥然一新的金爐 雷藏寺特別祈請聖
尊蓮生活佛加持四座金爐安座 聖尊
以靈力焚香加持 在靈光中清楚顯現
四個吉祥的記號 其分別是代表：清
淨 守護 光明 圓滿
︿西雅圖雷藏寺﹀的六座金爐是
依瑤池金母指示而設立的 是為方便
眾生焚燒金紙 對治問題所在處 進
而消解災厄 病源退散 世界各地同
門來到︿西雅圖雷藏寺﹀時 除了問
事燒金之外 也會燒金給自己的祖先
和家人祈求平安 常有許多不可思議
的感應 這是瑤池金母慈悲度眾廣開
大方便法門 也是全世界唯一有﹁六
座金爐﹂的傳奇
六座金爐和應用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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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爐：頭部 精神 睡眠
第二爐：喉嚨 脖子 肩膀
第三爐：肩膀 背 心臟 心臟
的背後
第四爐：密輪 腰 肚子 婦女
病
第五爐：膝蓋 膀胱 婦女病
第六爐：腳 土地 福分 官
司 升官發財 退小人 討債 意外
災難 雜事 祖先 冤親債主
︵編按：身體的疾病需依照醫師
指示 善為診治 燒金紙是輔助和加
持作用 ︶
求事者燒金祈求的流程如下：
祈求者先把金紙放在壇城 對著
壇城的瑤池金母簡易地報告自己︵代
求者︶姓名 地址 事項 請求金母
代為做主 供養及稟報完後 則可至
自己所需的對應金爐焚化紙金
︿西雅圖雷藏寺﹀感謝下列上
師 道場及同門發心贊助金爐 廣種
福田 功德無量：
一 ︿法舟堂﹀
二 ︿世明同修會﹀羅以仁上師
三 陳興亞閤家
四 陳昌源閤家 陳國南
五 李日良閤家 李有生
六 王美玉 羅文康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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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以靈力焚香加持金爐，顯現了
清淨、守護、光明、圓滿吉祥印記。

2015/7/4
美國獨立國慶日
觀賞煙火晚會

7月4日是美國獨立國慶日，當日蓮生師佛與弟子前往Lake Boren波倫湖公園，
觀賞美國國慶的美麗煙火表演，師尊並隨順弟子，由德輝上師手拿自拍神器，
與弟子們開心合照。

31

【燃燈雜誌】

特別報
導

Enlightenment
Magazine

2015/07/02 是師尊⽣⽇前⼀天西雅圖天空雲彩

西雅圖天空雲彩

地點：西雅圖雷藏寺
時間：2015/7/3 農曆五月十八

地點：西雅圖雷藏寺
時間：2015/7/3
農曆五月十八，聖尊蓮生法王帶領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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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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
法會：佛眼佛母護摩法會
灌頂：佛眼佛母法

﹁言亡慮絕﹂不可說，

㆒切皆幻化，什麼都沒㈲，可以起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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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眼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行政院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祕書長廖東周大使夫
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
會 ﹀ 會 計 師 Teresa 師 姐 and her
husband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
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
淑華醫師 高歡嫻醫師 莊駿耀醫
師；台灣︿陽光舞供團﹀蔡美月師
姐 梁祐菱師姐 闕慧玲師姐 林依
萱師姐及香港蘇國英師姐；前︿僑委
會﹀副委員長薛盛華先生的夫人｜薛
王淑媚師姐 黃美娟醫師 香港成功
企業家拿督｜雷豐毅先生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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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安 大家好！︵國語 台
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下禮
拜天是西雅圖的﹁海洋節﹂ 我將會
去 China Town ︿真佛文物﹀開光和
參加海洋節的活動 下下星期天｜七
月十九日是勾財天女的護摩法會 如
果你們認為不需要錢 只要修行就好
了 什麼都不要了 那就可以不用主
祈 如果要錢的話 那就主祈吧！
今天我們是做佛眼佛母的護摩
佛眼佛母的來歷很大 這是我們的傳
承祖師母 祂的心咒是：﹁南摩三滿
多 沒馱喃 嗡 沒馱 路左你 梭
哈 ﹂佛眼佛母的身體是白色的 有
三目 兩隻手臂 頭戴寶冠 耳掛金
環 在祂的手臂戴著釧環瓔珞 著白
色天衣 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 這張
佛眼佛母的法相 祂結的手印是﹁智
拳印﹂ 其實 佛眼佛母的手印跟
﹁智拳印﹂是不太一樣的 是雙手先
做金剛合掌 然後食指跟拇指指尖相
觸成圈 後面的三根手指交叉 兩手
的食指跟拇指指尖相觸成圈就是結成
眼睛 這就是佛眼佛母的手印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佛眼佛母的形
相 祂是結﹁智拳印﹂ 祂是﹁遍知
佛母﹂ 在所有的佛號裡面 其中有
一個叫做﹁正遍知﹂ ﹁正遍知﹂的
意思就是祂知道所有的一切；佛也是
這樣 因為佛本身就是正遍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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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眼佛母手印

以 正遍知是祂的佛號之一 佛眼佛
母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所謂﹁等流
身﹂就是一樣的身 也就是祂跟大日
如來是一樣的 在密宗胎藏界曼荼羅
裡 有兩個院 一個叫做﹁遍知
院﹂ 一個叫做﹁釋迦院﹂ 在遍知
院裡面有佛眼佛母 在釋迦院裡面也
有佛眼佛母 祂佔了兩個院 遍知院
跟釋迦院都有佛眼佛母
祂的名稱很多 可以叫做﹁佛
眼 佛眼尊 佛母尊 佛母身 佛眼
部母 佛眼明妃 虛空眼明妃 虛空
藏眼明妃 一切如來佛眼大金剛吉祥
一切佛母﹂等 這些都屬於祂的稱
號 遍知院叫做﹁正遍知﹂ 就是
﹁什麼都知道﹂ 佛眼佛母就是正遍
知 地位等於是佛 最主要的是祂那
兩個眼睛 摩訶雙蓮池就是祂那兩個
眼睛所化現出來的
所以 我們的傳承祖師是大日如
來 再來是佛眼佛母 再來是阿彌陀
佛 再來是蓮花童子 我們在整個宇
宙法界裡面的傳承就是：大日如來↓
佛眼佛母↓阿彌陀佛↓蓮花童子 佛
眼佛母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祂的雙
眼化為摩訶雙蓮池 裡面化生蓮花童
子 就是這樣的傳承
佛眼佛母是﹁一切佛眼大金剛吉
祥一切佛母心尊﹂的化生 佛眼佛母
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也等於是﹁五

方佛﹂的化生 五方佛各掌一個智
慧 法界體性智以外的四個智慧 其
實 五佛統統都有 而最主要的本尊
就是毘盧遮那佛 也就是大日如來
佛眼佛母本身又是大日如來本身所化
身出來的 這就是等流身的意思
所以 真身就是五方佛 法性身
就是佛眼佛母 我以前稱之為﹁無邪
眼如來﹂ 報性身就是蓮花童子 應
性身就是蓮生活佛
這一尊是很大的佛母 今天做主
祈的 就是有﹁正傳承﹂ 傳承是最
正確的！報名法會的是﹁正一傳
承﹂ 有正傳承 有正一傳承 還有
正二傳承 正三傳承 如果你走偏
了 就是﹁歪傳承﹂ 還是傳承 但
是你走偏了 就變成歪了 有旁傳
承 左道傳承 右道傳承 中間的就
是正傳承 道教也有啊！張天師的法
派就叫做﹁正一法派﹂
再繼續講︽密教大圓滿︾︵盧勝
彥文集第五十六冊︶ 我唸一段：
﹁澈卻﹂法修成 就是﹁言亡慮
絕﹂ 一切了了分明 不管在行住坐
臥四威儀之中 常見不可思議的境
界 這不可思議的境界 原是本性本
如此 去除了愚昧 一切全顯出來
了
這裡談到﹁言亡慮絕﹂ ﹁言
亡﹂是什麼意思？言語的﹁言﹂

﹁亡﹂就是沒有 ﹁慮﹂就是思想
﹁絕﹂就是沒有念頭 當﹁澈卻﹂修
成的時候 就是﹁言亡慮絕﹂ 也就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不可說 ﹂人
家問祂 祂說：﹁不可說！不可
說！﹂不可說就等於沒有 什麼都沒
有講 釋迦牟尼佛最後講：﹁我根本
沒有講什麼法 如果講我有說什麼
法 就是邪道 ﹂如果講祂有說什麼
法 那就是毀謗祂 所以 釋迦牟尼
佛所講的真正的法就是﹁不可說﹂｜
不可以講出來
﹁言亡﹂就是不要講 那就是
了！﹁慮絕﹂就是根本不用去想 想
也沒有用！所以 根本不要去想 就
是這種境界 ﹁一切了了分明﹂ 但
是 一切又非常清楚 統統都很清
楚 這就是﹁正遍知﹂ ﹁一切了了
分明﹂就是﹁正遍知﹂ 不管在行
住 坐 臥之中 常見不可思議的境
界 這不可思議的境界 本性就是這
樣 只要把眾生種種的愚昧去除了
一切就會顯現出來 這一段話所講的
意思就是這樣
如何解釋﹁言亡慮絕﹂？上回
我提到過﹁什麼都沒有﹂｜在地球上
沒有人 在月球上也沒有人；月餅裡
面沒有月亮；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老婆餅裡面沒有老婆 地球上明明是
有人啊？為什麼師尊講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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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寫過一本書 叫做︽水中
月︾ 是一本詩集 ﹁水中月﹂這三
個字就是象徵地球 當月亮非常圓滿
的時候 你在海上可以看見月亮投影
在海裡面 海裡面確實有月亮；如果
投影在江河裡 江河裡面一樣有月
亮；如果投影在湖裡 湖裡面還是有
月亮 你知道那是月亮投影在湖裡
面 所以湖裡面才有月亮；你的眼睛
看到湖裡是有月亮的 但是 你下水
去撈月 就沒有月亮 欸？海上是有
一個月亮 但當你下去撈 就沒有
我記得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 有
一個詩人寫詩 他喜歡海 他就到海
邊去朗誦 ﹁海啊！海啊！妳就是我
的母親 ﹂其實他講這句話沒有錯
人從哪裡來？有水就有動物 人也是
從水中來 突然 一陣大浪打過來
把那個詩人打得差點站不穩 這詩人
就感嘆：﹁海啊！海啊！原來妳是後
母 ﹂被大浪打了一下就變了
當你真正開悟了以後 你會認得
這人間就是一個幻 你看到的是有
其實全部都是幻化出來的 全部都是
幻身；所有的人 所有的動物 所有
的房子 所有的汽車 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大地山河 全部都是幻化出來
的 在如來的眼中是這樣的 在開悟
者的眼中也是這樣的
這樣已經講得夠清楚了！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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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亦虛
言亡慮絕

然 釋迦牟尼佛何必講祂在人間說法
等於沒有說法？說祂從來沒有講過一
個字？就是因為沒有人間 祂才這樣
講！如果有人間 人間是實有的 祂
就會講：﹁我有說法 ﹂就是因為人
間是幻化的 所以祂才講：﹁我沒有
說過一句話 ﹂這就是﹁言亡﹂
所以 我就跟著釋迦牟尼佛講一
樣的｜﹁盧勝彥也沒有說過法﹂
﹁盧勝彥也沒有寫過書﹂ ︽密教大
圓滿︾這本書好像是我寫的 其實也
沒有寫 我以前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
寫了一百本書以後 我會把這一百本
書集合起來 然後燒掉 火化掉；接
著 在半夜的時候 我就脫光身體繞
著︿西雅圖雷藏寺﹀跑三圈
這是什麼意思啊？就是﹁言亡慮
絕﹂ 連書都是沒有的 我說的法也
是沒有的 這才是開悟！既然什麼都
沒有 還說什麼法？既然什麼思慮都
沒有 還看什麼書呢？那就不用了！
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
但是 在這當中 就起了大用
出現了大用 因為你認為一切都是幻
化 一切都是假的 但你在假中可修
成真 也就是借假修真；當你明白了
以後 可以借假修真 你就可以成
佛 而且在這當中 你也可以生起菩
提心 因為你為的是眾生而不是為自
己 因為自己都沒有了 只有為眾
生；雖然眾生也是幻 但是可以借假

的身體修成真正的佛 這就是大用
這個笑話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李
白的詩：﹁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
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很
多人都懂得這首詩 老師跟小明講：
﹁你來解釋一下這首詩的意思？﹂小
明：﹁有個叫明月的女人 在李白床
前脫個精光 ﹂床前明月光就是﹁明
月脫得精光﹂ ﹁她的皮膚就好似地
上的霜一樣雪白 ﹂這白很重要 一
白遮九醜 皮膚白很重要的
師尊的臉有點黑 那是因為﹁床
前太陽光﹂ 每天早上五點的時候
太陽就照到我的床 我在床上直接可
以看日出 太陽昇起來就照我的床
我睡到七點就被照了兩個小時 所
以 臉都黑了 蓮滿 蓮潔 蓮傳就
想一個辦法 在太陽跟床中間放一個
屏風 屏風上是莫內的畫 遮起來
後 我現在也是﹁床前明月光﹂
﹁李白抬起頭看著明月姑娘﹂就
是﹁舉頭望明月﹂ ﹁低頭卻又想起
了遠在故鄉的老婆 ﹂這首詩充分的
表現出詩人李白在他鄉有小三的矛盾
心理！﹂老師講：﹁你到後面去罰
站！﹂本來就是這樣 你要怎麼解釋
都可以的 你往正的方向去解釋 它
就是正的 你往歪的方向去解釋 它
就是歪的
﹁言亡慮絕﹂就是沒有什麼可以
說的 沒辦法解釋 統統不講 很多

人說：﹁師尊寫的文章裡面 有很多
地方是會被批評的 會被毀謗的 ﹂
師尊一說法 人家藉著師尊的說法
也可以毀謗啊！如果師尊一唱歌 不
得了啊！﹁這老和尚 怎麼可以唱情
歌？﹂也會被毀謗啊！好啦！那我就
不唱了 也不寫了 也不說法了 看
看你要怎麼毀謗？這就很難毀謗了
其實 要毀謗一個人 連走路都
可以會毀謗 ﹁你看 那個活佛走起
來是Ｏ型腳 ﹂﹁你看 那個活佛走
起路來是Ｘ型腳 ﹂﹁你看 那個活
佛五佛冠戴得歪歪的 ﹂什麼都可以
講的！一舉一動都可以毀謗 只要人
家想毀謗你 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歪著
解釋
﹁言亡慮絕﹂ 這樣 你就沒有
辦法毀謗 所以 真理是沒有辦法毀
謗的 只有﹁言亡慮絕﹂這個真理才
不能夠毀謗
師尊過去也是很喜歡寫文章 嘻
笑 怒罵 都是文章；如果想要用筆
毀謗人 只要寫歪一點 就可以毀謗
他 以前 我年輕的時候 年輕氣
盛 狂妄無知 我那時候也會寫文章
批評人家 批評這個 批評那個 就
會罵人 我也會講出一番道理出來
只要他講了話 我就可以抓住這句話
罵他 如果你不講話 誰能夠罵你？
所以 真理是不可以毀謗的
講一個笑話 阿勇問禪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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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我的事業 生活 愛情全都不
順 不成功 我該怎麼辦啊 ？﹂禪
師把他領到一片梅花前 看著梅花
阿勇頓時大悟：﹁您是要我忍耐 未
經一番寒徹骨 焉得梅花撲鼻香 大
師的意思是不是這樣？﹂禪師搖搖
頭 說：﹁梅前︵沒錢︶ 你搞個
屁！﹂下下禮拜 大家要記得主祈勾
財天女啊！沒錢的話 你什麼都不行
的！沒錢 你的事業哪會成功？你的
生活哪會成功？你的愛情更不會成
功 對不對？
有一個笑話 年輕人到健身院要
練 muscle ︵肌肉︶ 健身房的教練
問他：﹁你來這裡健身做什麼？﹂他
說：﹁我要練 muscle
然後讓女生
看到我 就會欣賞我 跟我做朋友
我就可以交到女朋友 ﹂健身院的教
練說：﹁我們沒有這種機器可以讓你
交到女朋友 你到外面去 外面有一
個機器可以讓你交到女朋友 ﹂他就
到外面去看看到底是什麼機器？結果
是提款機
這兩則笑話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
是｜﹁沒錢 你搞個屁！﹂所以 下
下個禮拜 大家要做主祈啊！如果你
不主祈 不要來問我 不要來問事
因為你沒錢的話 搞個屁啊！所以
要主祈勾財天女 下下個禮拜 要記
住了 很重要的！勾財天女就是你的

提款機啊！這都是可以解釋的 你想
要什麼就有什麼 都可以解釋的
再講一個笑話 我撥了一通電話
到廣播電台：﹁主持人 今天是我老
婆的生日 我要點一首歌給我的老
婆 ﹂主持人問：﹁請問你要點什麼
歌？﹂這個人講：﹁我的老婆身材
好 脾氣好 聰明又賢慧 知書達
禮 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 能娶到
她 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福分 ﹂主持
人又問：﹁所以 你要點什麼歌？﹂
這位先生回答：﹁點林宥嘉的︿說
謊﹀ ﹂意思就是他講的是假的
今天 釋迦牟尼佛講的佛法 我
不能講是假的佛法；或是我今天講的
佛法 不是真的佛法 這都是方便
法 你結手印 唸咒 觀想 都是讓
你慢慢接近真實的佛法 其實 我們
現在所講的佛法全部都是假的 真實
的佛法是﹁言亡慮絕﹂
我前面這張佛相是真的佛眼佛母
嗎？當然是假的 這是紙造的 再用
彩繪上去的 是人想出來的 你看到
真正的佛眼佛母嗎？你看到的也是幻
化出來的 幻化的 不是真實的 這
是紙啊！你用的錢是真的錢嗎？當然
是假的啦！是印刷機印出來的 那只
是 paper
不是真的錢 如果有一
天 這個國家不存在了 這個錢還有
用嗎？如果有一天 美國不存在了

美金還有用嗎？
在這世界上 有很多國家出現
過 也消失過；在那時候所用的錢
留到現在還有用嗎？如果不是黃金
白銀 而是一張銀票的話；中國以前
有銀票 如果你還有中國大陸以前的
銀票 是錢莊印出來的銀票 那還有
用嗎？全都沒有用了！那只是紙啊！
就是一張紙 全部都是假的
告訴你 什麼都是假的 佛法也
是 佛像也是 手印也是 咒語也
是 這些只是讓你的身體變成祂；唸
祂的咒語就接近祂 結祂的手印就是
變成祂 想念祂就是接近祂 讓你跟
祂合一 跟祂連結 最主要的是 你
如果跟這尊連結了 那就是相應 連
結了以後 比較好辦事情 到時候
你﹁言亡慮絕﹂ 你就知道明心見
性 你就真正知道自己的本性 這就
是成功 叫做修行有成就
到那時 一切都具足了 假的就
變成真的 其實 原來都是假的！你
罵盧勝彥？那只是罵盧勝彥的名字
不是我 我不是盧勝彥 ﹁如果你不
是盧勝彥 誰才是盧勝彥？﹂盧勝彥
有很多種 對不對？有小時候的盧勝
彥 沒穿褲子脫光光 是剛出生的
差不多是一歲滿周歲拍照的那個盧勝
彥就已經不是我了 那是過去的
小時候 我家裡沒有什麼錢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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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學的時候只拍了一張照 初中也
只有拍一張照 大學的時候也拍一張
照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的照片不
多 後來變成佛教的導師 老師 同
門都拿著照相機照我 就變成很多照
片 如果你指著我的照片說：﹁這就
是盧勝彥 ﹂那是照片裡面的盧勝
彥 那是假的 其實 連這個我︵師
尊指著自己︶也是假的
哪個能夠代表盧勝彥？現在坐著
的就是盧勝彥嗎？當我八十歲的時
候 說不定老得不像話 說不定已經
不在了 哪個是盧勝彥？盧勝彥根本
是假的 所以 罵盧勝彥沒有用 要
罵真的盧勝彥才有用 然而真的盧勝
彥是什麼？﹁言亡慮絕﹂ 已經成了
佛 那才是真的盧勝彥 我這樣解
釋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了
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醫生問病
人：﹁你得了什麼病？﹂病人說：
﹁我得了間接性失憶症 ﹂醫生問：
﹁那是什麼症狀？﹂病人說：﹁一看
到漂亮的女生 就忘了我已經結婚
了 ﹂醫生說：﹁你給我滾遠一
點！﹂我也有這個病 這個病 真的
治不好！其實 當我看到漂亮的女
生 我就忘了我已經結婚了 我真的
忘了 但是 我看到慧君上師 我就
會記得我已經結婚了 這樣 妳知道
妳是誰了？妳是我的大蘋果！我如果
看到我的小蘋果 我就會忘記我已經

結婚了；但我一看到大蘋果 我就想
起來 我早就結婚了
顧客到菜市場買魚 問老闆：
﹁這魚怎麼賣？﹂老闆講：﹁十二塊
錢一斤 ﹂客人就講：﹁太貴了！我
不要 ﹂老闆指著旁邊一隻魚：﹁那
條魚剛剛死 算你八塊錢一斤 ﹂顧
客就問：﹁那這條魚是怎麼死的？﹂
老闆白了他一眼：﹁牠因為沒有人
買 所以氣死了 ﹂話是可以隨便講
的嘛！對不對？看到什麼人講什麼
話 都是可以隨便講的
佛法也是可以隨便講的 但是
我們講的這個佛法是比較接近方便
讓你能夠接近佛的 跟佛有連結的
法 這樣講得夠清楚了 什麼是佛
法？佛法也是假的 只是個方便 你
唸佛 唸佛也是假的：﹁南摩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這個名稱也是假的
只是為了讓你在唸佛的時候觀想祂
心裡只注意這四個字﹁阿彌陀佛﹂
為什麼要唸唱佛號？就是要讓你
印在腦海裡面 讓你想到只有祂 讓
你的眼睛在閉起來之後 阿彌陀佛就
現在你的面前；當阿彌陀佛印在你的
腦海裡面 你一心只在佛身上 你就
跟佛﹁掛勾﹂了 就連結了！
這﹁連結﹂很重要 唸佛就是跟
佛連結 讓你想念阿彌陀佛 唸阿彌
陀佛的咒 結阿彌陀佛的手印 就是
用方便的方法 跟祂連結在一起 唸

佛也可以 唸祂的咒也可以 很重
要 大家都知道的 這都是方便
淨土宗的唸佛也是一個方便 學
密宗也是一個方便 學律宗也是一個
方便 學禪宗也是一個方便 任何一
個法門都是方便法門 都是讓你能夠
跟本尊連結 當你到了祂的境界的時
候 你回頭一看 原來都是方便法
門 都是假的 所以 佛在︻金剛
經︼裡面講：﹁一切世間法 全部都
要捨去；連正法都要捨去 何況非
法？﹂也就是當你到了那個境界的時
候 你回頭一看 原來正法都要捨
去 祂是這樣比喻的
你坐著船要到西方淨土 到了
岸 你上了佛國淨土 還要這條船幹
什麼？因為你已經到佛國了 船就可
以丟掉 難道你還要坐這條船回到幻
想的 假的世界裡面嗎？當然不要！
如同你坐船到了彼岸 你就可以把船
拿掉了 不用再坐回去了 你就在佛
國裡面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當你成就的時候 就知道
什麼叫做﹁言亡慮絕﹂ 不可說 也
不再想念 因為你那時候已經是佛
講一個笑話 兩個男同事在辦公
室 男同事Ａ對Ｂ講：﹁我跟你講
我要結婚了 ﹂Ｂ說：﹁我也是耶！
我們一起去跟老闆講 ﹂於是 他們
就走到老闆的辦公室 異口同聲地
講：﹁我們要結婚了 ﹂老闆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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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地說：﹁啊？你們是什麼時候在一起
的？﹂
在美國的同性戀已經是合法的
這兩個男人講：﹁我們要結婚了 ﹂
老闆以為他們是同性戀要結婚了 其
實 是不同的 有同也有不同 有不
同也有同 佛法就是這個樣子 有同
也有不同 有不同也有同 很多佛法
都是方便；當你到了最高境界的時
候 回頭一看 原來以前走過的路全
部都是方便 也可以講全都是假的
︻金剛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金剛經︼是︻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的簡稱 其實 在天竺叫做︻能
斷經︼ 為什麼叫做︻能斷經︼？因
為可以把它﹁喀擦﹂｜剪斷了 所以
叫做︻能斷經︼ ︻金剛經︼就是
︻能斷經︼ 因為金剛本身是不壞
的 能夠斷除一切；就像金剛杵一
樣 金剛杵是印度古代的武器 它本
身是不壞的 而且可以破壞一切 所
以叫做﹁能斷﹂ ︻能斷經︼就是
︻金剛經︼ 把所有一切統統斷掉
你就可以成佛
今天向大家講﹁言亡慮絕﹂ 如
果你真正到了那個境界 連佛法都沒
有了 所以 我跟大家講 月球上有
佛法嗎？沒有！因為那裡沒有人啊！
要佛法做什麼？月球上有所謂的善跟
惡嗎？也沒有啊！因為沒有人啊！沒

有人做善 也沒有人做惡 所
以無善 無惡 月球上有分什
麼吃葷 吃素的嗎？沒有！
沒有葷素 沒有善惡 沒
有佛法 你如果能到那個境
界 這就叫做﹁言亡慮絕﹂
到了那個境界以後 你再發菩
提心 再度化那些在幻覺中的
人 喚醒那些在幻覺中的人
叫醒那些在大幻中的人 這才
是真正的智者 才是真正有了
大用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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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曉上師
■無論根本傳承上師示現什麼，都當做不容懷疑的真理而堅信，才是一切成就的根本！

恍唯惚

蓮生師佛笑借﹁小明﹂以啟﹁大明﹂

不知眾生能否

道本無正邪 雅俗 對錯 凡人從道裡面分裂出正
邪 雅俗 對錯 便︱執善的執善 執惡的執惡 執白的
執白 執黑的執黑 執來執去 混然無明 輪迴不息
雅中有道 俗中有道；正中有道 邪中有道
道是什麼？道是空妙之性中不執 也不執無所執 唯

動﹂的﹁仁者﹂聽了之後 訴說自心易動﹁會犯戒﹂
其實 蓮生師佛戲說﹁小明﹂是想令眾生悟﹁大明﹂
︵明心見性︶

心無掛礙無有屁事可執
有佚名的﹁詩人﹂說︵筆者略改︶：
僅僅是一陣風也罷了 偏偏是這樣永恆；
僅僅是一場夢也罷了 偏偏是如此真實
你低頭不語 我卻難以平靜
終於鼓起勇氣對你說道：
下次放屁前 請先通知一聲！

﹁真實﹂是幻也

沒料到後頭的真相是似乎

﹁永恆﹂是難熬

開頭還以為是清雅的浪漫
俗濁的狀況
聞別人屁的當下

如確真 ﹁永恆﹂ ﹁真實﹂在這裡的用詞是屬誇張手
法 更加幽默地反襯出對那個﹁臭﹂的感觸

！
悟明呢？
莫被師佛的笑話考倒 而成為另一個笑話啊！
當然 安修於﹁不聞不見易受影響事物﹂的基礎法門
的行者 也自有其﹁以保守為安存﹂的道理 但既有幸

是仁者心

因為

根本傳承上師的法流能摧破一切煩惱障

所知

無論根本傳承上師示現什麼 都當做不容懷疑的真理
而堅信 才是一切成就的根本！才是修行前進路上最佳的
安全保障！

又何妨！

這種﹁詩﹂ 也許莫對執住於﹁雅正﹂的人說 說了
等於是對他 她的霹靂
執持在正 在邪 在雅 在俗的人 在人間隨處都

不是幡動

雅俗皆

那簡直就像外

︵而非不幸︶遇上如此稀罕大明師的大善緣而受衝擊一下

但有﹁不是風動

雅俗不分

不思惡﹂

是
六祖惠能大師說﹁不思善

雅俗啟禪

蓮生師佛常說﹁小明﹂的笑話

星人到了地球吧！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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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無明障！

﹂

蓮生師佛的笑話是有其本真的道理所在的
本真的道理是一切道理的根本！
宇宙真理本身不會跟你說話 只有根本傳承上師才以
真理在對你開示 這個絕對就是﹁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
萬劫難遭遇
終歸一律

願解如來真實

所有的行者從各取方便的一般道理中起行
是要抵達本真的道理的！
沒有誰可以迴避

行者們唯當﹁我今見聞得受持

要成佛的話
所以
義﹂吧！

是依慈慧啟明

沒有一絲世俗說笑話時

師佛的笑話是從本真去鬧笑一下偽真
為目的的去﹁笑天下可笑之人﹂
的貶損心態

笑世間可笑

還自以為正

為

那不是別人

一如大肚彌勒菩薩的佛跡是﹁開口便笑
之人；大肚能容 容天下難容之事﹂
就在無明輪迴當中淌著濁水

我們凡夫本身就是這個﹁可笑之人﹂
正是自己

雅等等的糊塗人罷
﹁臭不可聞﹂算是﹁天下難容之事﹂？還是﹁邪不歸
正﹂才算是﹁天下難容之事﹂？
當習慣﹁執著 分別 是非 正反﹂變成不可理喻的
怪狀病態而﹁習以為常﹂時 反會以﹁佛魔一如 無佛無
魔﹂的覺者為﹁怪﹂ 為﹁邪﹂
對﹁不雅﹂心起狂亂 一個勁往﹁邪﹂上去聯想 粘

附

執雅

執俗﹂其實都是

波動 而無持空定的 才是要命
﹁不雅﹂與﹁雅﹂為幻不患 為患的並非﹁不雅﹂與

﹁雅﹂ 而是心住才受禍患
執著之下 無不屁事
凡夫每天干的都是屁事
心動幻執時 ﹁執邪 執正

大忍忍於大屁

破迷

破

道的﹁後天﹂正邪之執是

未證道的人才有太多還更多的

都不是金剛﹁上﹂師那個﹁無上﹂的意思
道沒有什麼是不容的

﹁邪﹂

不容

道的﹁先天﹂並無正邪

中忍忍於中屁

﹁輪迴大劫案﹂；成也劫 壞也劫 劫劫無盡
無上正等正覺者蓮生師佛說個笑話是破案
破無等等！
執

小忍忍於小屁

無生屁忍

再

大便小便無不方便！

！哪種屁話
心無掛礙無有恐懼 哪個屁事能把人考倒 ？
！
能把行者一下打過江？
笑一笑 放個屁 有個屁事啊！
忍屁自在

轉小方便成大方便

筆者略改徐志摩的名句

願此屁悟

最後 為回應文前屁詩
行方便則個：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道一聲不好意思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不好意思

那一聲直言裡有蜜甜的憂愁：
！
親 能容放個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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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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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然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 ﹂就是你要修完通達
心 菩提心 金剛心 金剛身 然後修證無上菩提獲得金
剛堅固身之後 這幾個階段都完成了 才能夠成為本尊

■蓮耶上師∣講︽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密教弟子應該勤讀祖師們的論，因為那是祖師們在消化﹁經﹂之後的智慧。

發菩提心論

最近一直在講

︵文接㆔㆕㆒期︶
發菩提心論︾已經差不多要講完了

講得也差不多了！﹁五相成

就是佛的報身

身 那本尊是誰？本尊就是幻身
你自己
證無上菩

身﹂所講的通達心 菩提心 金剛心 金剛身
提獲金剛堅固身 這就是密教的﹁修法次第﹂

身上

仍然不敢接受

講了半天 講了一大堆 其實都在講一件事情︱你就是宇
宙虛空 你就是大幻化網金剛 你就是毗盧遮那佛 你就

們知道這個道理

講了半天 結果都是在講自己！原來 問題是在我們
因為我們往往不敢相信 我們也不敢接受 就算我

我現在明白 為什麼當初師尊會對我說：﹁你可以先
講︽發菩提心論︾ ﹂我到現在才真正了解師尊的意思

就像我之前所講的 ﹁大圓滿﹂的那些教法 每一本
都寫得很厚 疊起來超過半個人 將近一個人的高度 但

為什麼密教可以助人成佛了！
他說 以前 他什麼都不了解

就是

這樣照著法本修；他是在聽了︽發菩提心論︾之後 他才
開始明白何謂密法 何以密法是這種修行方式 他說 不

是密嚴國土 師尊的講法更直接︱你就是佛
問題是︱你敢不敢承擔？願不願意去做？還是一定要
自己先得利 才去幫助別人？這個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他都不會動搖了！因為他明

就是推到最初的﹁那個﹂ 推到最後就是回到﹁最
這個叫什麼？就是﹁無生﹂ 因為︱開始也就是結

亦是普賢心也 與十方諸佛同
密嚴國土 毗盧遮那佛 推來

管以後人家再怎麼批評密教

你

﹁其圓明則普賢身也
﹂不管是普賢王如來
之
當你摸到尾巴

最後也就是最初

有一部搞笑電影叫做︽喜馬拉亞星︾ 電影的最後就
是要解開瑜伽城的不解之謎︱﹁一條蛇咬著自己的尾巴

束

推去
初﹂

白︱原來這種修行的方法是所有密教都共通的 只是在不
同的傳承 在不同地方的教派裡 他們用不同的角度 方
詞彙來解釋這些共通的東西
我常用的比喻就是﹁瞎子摸象﹂

可以說它像水管 可以說它像繩子 你可以說它像任何你
認為的東西 但是 那只是﹁描述﹂ 你想要知道那個東
西究竟是什麼 就一定要你自己親自摸過才會知道

法

法本一拿起來

就像今天來了一個外地的師兄 他來︿大願學會﹀禮佛
剛好我也在二樓 他說自從我講了︽發菩提心論︾以後
他就覺得他漸漸了解為什麼︿真佛密法﹀會是這個樣子

﹁五相成身﹂的意思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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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不會有結束

在地上盤一圈 ﹂那個答案就是﹁無生﹂啊！
推到最後竟然是最初 所以 最初就是最後
因為開

最後也

︻大乘密嚴經︼ 叫我去瞭解﹁密嚴國土三昧﹂要怎麼
修？我就去查 經過網路搜尋之後 我整個人就傻了！我
一看︱就是成佛！哇！那時候 我真的是嚇壞了！怎麼會
是這樣子？

所以 我才慢慢了解師尊有時候所講的：﹁有很多
話 不能先講 ﹂因為講出來了 第一 你會害怕；第
二 你會毀謗；第三 你會退縮 太早講了 不好 因為
你不懂
在藏傳密教裡 有的宗派主張︱﹁經﹂不是讓我們

就是最初 根本就沒有開始
始就是結束 結束就是開始

就是﹁法爾﹂！還有﹁月輪觀﹂ ﹁阿字觀﹂或是
﹁吽字觀﹂ ﹁梵字觀﹂ 再來是﹁三密合一﹂ ﹁五相

去讀 去解的 應該去勤讀祖師們的論 因為那是祖師們
的經驗 祖師們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道理 因為那是

這也就是告訴我們 不要執著眼前的這一切；有 很
好 沒有 也很好 可是 現在的問題是 想要做到這個
地步 要從什麼地方開始修起呢？

然後

成身﹂ 就是這樣修 一個一個來！
如果不行 就逆著修 從﹁五相成身﹂開始

再來就是﹁月

祂們在消化﹁經﹂之後的智慧！這就是﹁論﹂為什麼這麼

﹁吽字觀﹂

﹁三密合一﹂

重要的原因 所以 密教弟子當然要多看密教祖師的論
﹁此觀若成﹂的這個道理 跟︻大乘密嚴經︼是完

﹁阿字觀﹂

輪觀﹂ 最終是﹁法爾﹂ 其實 連﹁法爾﹂都沒有
禪師們會講：﹁就是燒焦的那一點！﹂師尊講過：

兩個完全不同系統的經典會講一樣的東西？這就是佛陀很

因為祂的智慧是通的！這︻大乘密嚴經︼的

不同

是佛的報身；廣義

因為佛的智慧是無礙的

這個本尊身是幻身

文字就是這樣

這也可以有別的

前人留下了文字之後

廣度眾生的願望

﹂就是可以滿足所有普賢

這個本尊是普賢王如來

因為語言

就看後人怎麼解啊！但是 我們不能只抓住一個解法 如
果只抓住一個解法 那也是執著 因為其他的解法也有可
能是對的
︱ 待 續 ︱

解釋

王如來想要弘傳佛法

﹁滿足普賢一切行願故

一點講

寫法又跟︻華嚴經︼︽十地品︾所寫的一樣！可見

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

的經文之間也不會不通

它是從︻金剛頂經︼裡出來的

﹁連這一點也都太利了！﹂﹁連這一點也都太利﹂的意思
其實就是﹁連這一點都不需要有﹂ 還有個﹁一點﹂幹什

﹁ 此 觀 若 成 ﹂ 之後 祖 師就 告訴 我們 ：﹁三世 諸
悉於中現證本尊身 ﹂在你修法當中 就會現證本尊

可是

麼呢？
師尊在︽海灘上的腳印︾這本書裡講得很直接了 就
是﹁到處都是佛性﹂！山河大地 鋼筋水泥 到處都是佛

佛

當這

全一樣的

性！更直接地講 就是﹁密嚴國土﹂ 密嚴國土是誰的淨
土？就是毘盧遮那佛啊！也就是後面所講的﹁此觀若成

狹義一點講
平常﹂就存在的東西

可以當做是各種﹁修

身

也可以當做是﹁自然

十方國土﹂
這個﹁此觀若成﹂的﹁觀﹂
法﹂

祂叫我去找

這就是﹁密嚴國
我跟師尊學完︽十地品︾之後

全部都在這裡面

個自然 平常就存在的東西成就了 十方國土 六道含
識 三乘行位 還有三世國土和有業報差別的眾生 甚至

我記得

連菩薩跟三世諸佛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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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這纏身靈才等到報仇的機會

那個人等了一千年
師生起了傲慢心

終於因為國

因為有清

也可能

可能是一

因果

都是想讓我們知道是我

就會有好報

也可能是很多的因造一個果報

不是我們做了一件好事

絕對不會是無緣無故的

纏身靈來找我們

希望國師能明白他為什麼會來找國師

所以這﹁人面瘡﹂在走之前就跟國師講

希望這位纏身靈可以原諒他

因上

造的業是輕還是重

果報上門

只要因緣成

不一定是﹁一加一等於二﹂

果報都會找上我們

就是看我們現在做的是在哪一邊施

因成熟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把水分和陽光灑在好的

如果我們就這樣隨著一般的因緣走
因此

不要灑在不好的因上

果報就找上門

肥

熟；若因緣成熟了

無論我們去到哪裡

因成熟時

那麼簡單

小的因

只有一個因而造了很多果報；還要看我們種的是大的因或

個因造一個果報

很複雜

們對不起或是虧欠了他們

很多時候

了這個故事

淨三昧水的力量

國師很懺悔

子；就因為這一股怨念

■蓮熅上師∣於馬來西亞︿敬師堂﹀﹁大白傘蓋佛母息災祈福增益超度護摩法會﹂開示
！
■盡量去行善，多做一點布施，去守戒，多做一點佛事，這些都是在修﹁資糧道﹂和﹁加行道﹂。
？

業？業力？業障？
︵文接㆔㆕㆔期︶
每一世

他還是出家人

他很多世都是修行人
有一世

國

這位出家人被封為

但自從他坐上法王寶座之後

還賜他一個法王座

沒有犯戒

有一位出家人

都恪守戒律

國王封他為國師
國師之前都一直很守戒

一剎

便

國師感到
國師想起一名高僧

會吃也會喝

他的膝蓋就長出一個

他就看到有一股黑氣對著

萬人之上﹂的感覺很美好

他的傲慢心就生起了

師覺得﹁在一人之下
那
在他傲慢心生起的那一刻

從那一刻開始
後來

便指導國師用清

讓我丟

一直
在國師身邊等了十輩

怨氣很重

終於等到你這一世生起了傲慢

就因為你和國王說了幾句話

我倆曾經是國王身

﹁人面瘡﹂就開口講話了：

這名高僧曾受惠於國師

看遍名醫都無效

那是一個人臉的肉瘡

他的膝蓋飛過來
﹁肉瘡﹂
很痛苦
前往尋求協助

淨的三昧法水清洗這顆肉瘡
在清洗﹁人面瘡﹂時
那時候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在十輩子之前
邊的紅人

﹂

我等了你十輩子
才有機會向你報仇

了性命
心

做國師的纏身靈

原來那個人面瘡當初是死得不甘心
輪迴在國師身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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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不用怕

當我們可以修到像大成就者一樣
時
就像釋迦牟尼佛一樣

若惡的果報顯現

惡的果報依然會成熟

但因為

因為這個果報不會給我們造成一種障

礙

不

消惡增善

如果我們還沒修到那個次第

首

懺悔布施

修行是有次第的

一定要先把修行的基礎打好

多一點懺悔

要求學很高深的佛法

要把我們造的業減少

所以惡的果報會
先

祈求佛菩薩佛光加持

是希望我們

因為以前所做

我們可能已經修成大成

我們沒有把水分和陽光灑在不好的因上
等到惡果成熟時

我們現在懺悔
愧

以佛的功德把我們的惡業和不

多做一點布施

去守戒

多做一

讓我們有多一點的福分能夠學習佛
盡量去行善

法施和無畏

這些都是在修﹁資糧道﹂和﹁加行道﹂

然後

好的因緣慢慢解開
法

點佛事

布施有分財施

那是財施的一種；法施是用佛法

布施不一定是指財施
來廟裡做義工幫忙

這些都是讓我們的資糧能夠具足

因為你花的錢是用

為什

可以幫我們增長福分

會有福德和功德

清

讓佛法能夠弘揚出去！而你在

在寺廟掃地

也

不管

這樣

如果我們沒有修行

都會成為你的貴人

來到寺廟拜佛的眾生

讓每一個人進來看到就心生歡喜

就只是買一件貨品而已

是用在度眾生的
莊嚴寺廟

下一輩子

所以

不讓

我們就無法面對我們的

才能去面對果報

當果報現前的時候
果報

︱ 續 完 ︱

這要靠我們一直累積功德
果報變成我們的障礙

就沒有資糧

果報不會突然消失

是這一輩子

你就已經種下了很多的善緣

潔

外面買一盞燈

在寺廟

麼？在寺廟請購的

在寺廟請購一盞燈和在外面買一盞燈的意義不同

在寺廟做事是最好的方法

來勸人皈依學佛

施

為我們所做過的惡事而慚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改變

都是因

曾經傷害過的人能夠原諒我們

的

有

給我們機會和

給我們福分去學習什麼叫做因果

因為好的果報一直在我們身邊

成熟得比較慢
就者一般
足夠的資糧去修行

可以踏進寺廟的門是要具足福分的

修行也要有福分
大家要知道

一旦踏進寺廟就開始頭

一踏出寺廟的門就沒事；有些人不能
只能
但一聽到

一修法就會很快進入﹁四摩地︵打瞌睡︶﹂

感覺很不舒服

些人站在寺廟外面就好端端的
疼
修法

這並非偶然

就偏

這些都是因為福分不具足的原因

選擇當義工；有些人一聽到佛法就會昏昏欲睡
笑話就頓時精神百倍

錯過了重要的佛法要點

有些人在根本傳承上師說到重要的佛法開示時
偏跑開了

你就會錯過了師尊重要

師尊有很多重要的佛法已經向我們
因為福分不具足

就只記得師尊所講過的笑話而已

但是

為我們的福分不具足
透露了
的那句話

也就是明心見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是要修﹁資糧道﹂和﹁加行道﹂？
因為我們要有足夠的福分才能﹁見道﹂

就可以用你開

開悟雖然不是最高境界

但你開悟了

性

最後再﹁證
這樣才能成佛

這個就是﹁修道﹂
把你所悟到的證明出來

悟的智慧再繼續修
道﹂

46

菩提園地

放流法會賀佛誕 殊勝無比佛光照
︿香華雷藏寺﹀與廿九道場舉辦﹁乙未年台灣區聯合放流法會﹂

二

○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農曆
五月十三日︶ 為慶祝︽真佛
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七秩
晉一佛誕 由︿香華雷藏寺﹀主辦和
台灣區各寺 分堂 同修會共同協
辦 於苗栗縣︿明德水庫﹀南岸明湖
蘇堤的︿永春宮﹀ 舉辦一年一度的
﹁乙未年台灣區聯合放流法會﹂
今年加入放流法會的協辦單位
計有二十九個道場共襄盛舉 分別
是：︿不動院﹀ ︿莊嚴雷藏寺﹀
︿大鵬雷藏寺﹀ ︿中觀堂﹀ ︿清
淨同修會﹀ ︿慈正堂﹀ ︿蓮聖同
修會﹀ ︿三重同修會﹀ ︿妙行雷
藏寺﹀ ︿法鑼堂﹀ ︿三和雷藏
寺﹀ ︿通慧堂﹀ ︿桃園共修
院﹀ ︿廣喜堂﹀ ︿黃帝雷藏
寺﹀ ︿福佑雷藏寺﹀ ︿新豐同修
會﹀ ︿南聖堂﹀ ︿三義雷藏
寺﹀ ︿寶悅同修會﹀ ︿慈尊
堂﹀ ︿日光同修會﹀ ︿玄行
堂﹀ ︿大雄堂﹀ ︿參明堂﹀
︿高恩寺﹀ ︿宜蘭同修會﹀ ︿東
海同修會﹀ ︿敬立同修會﹀

■文∕蓮花明泉

法會主壇上師：（左起）蓮楹上師、
「乙未年台灣區聯合放流法會」有三百多人踴躍與會護持。
蓮傑上師、蓮余上師、蓮安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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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由釋蓮傑金剛上師 釋蓮
余金剛上師 釋蓮安金剛上師及蓮楹
金剛上師聯合主壇 來自︿台灣雷藏
寺﹀與全國各地的法師護壇 到場的
同門約有三百多人 一起參加這場殊
勝的法會
是日天氣晴朗 涼風徐徐 就
如同聖尊隔空加持 佛光普照一般
與會大眾如沐春風；主壇上師 護壇
法師及所有參加的同門善信 無不感
覺充滿法喜 殊勝無比
在法會前發生一段小插曲 因
〈香華雷藏寺〉準備了七層大蛋糕慶賀佛誕，以感謝師佛聖恩。

為先前已有其他宗派也在此處舉行放
生法會 結果造成生態汙染 引來當
地環保人士及警察的關切 所幸由蓮
傑上師詳加解說之後 當場獲得諒
解 讓法會得以順利舉行
於法會進行中 由蓮安上師
蓮余上師加持魚苗之後 與會大眾自
主列隊 一桶接著一桶 小心地傳遞
著 將魚苗放生於明德水庫之中；只
見魚苗馬上優游於水波之間 就好像
優游在摩訶雙蓮池一樣 閒暇自得
是日法會非常圓滿吉祥 主壇
上師帶領與會大眾 大家共同祈願
將這場法會的殊勝功德迴向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法王︱佛體安康 長壽
自在 常住世間 長住台灣
今年的放流法會恭逢聖尊蓮生
活佛七秩晉一佛誕 因此 法會主辦
單位︱︿香華雷藏寺﹀特別準備了七
層的大蛋糕 代表眾弟子們用最至
誠 崇高的心 以感謝師佛聖恩
全體與會上師 法師 同門齊
唱︿思慕的人﹀與︿生日快樂歌﹀
大家高興地提前為師佛祝壽 祝福根
本傳承上師佛誕快樂！同時也唱出台
灣及東南亞各地同門的心聲 期待朝
思暮想的師佛能夠早日回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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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大眾自主列隊，小心傳遞，將魚苗放生
於 〈 明德水庫 〉 之中。

▲蓮安上師（左）、蓮余上師加持要放流的魚苗。

菩提園地

二

○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
國︿真渡雷藏寺﹀為慶祝聖
尊蓮生活佛生日 特舉辦﹁蓮花童
子息災 祈福 超度護摩法會﹂
由蓮聲金剛上師主持 並由蓮將金
剛上師 蓮供法師 蓮雨法師 蓮
幻法師 蓮佑法師及蓮枚法師護
壇
法會進行時 蓮花玉蘭師姐所
帶領的唱誦組 梵唱激昂 強勁的
節拍 鏗鏘有力 場面莊嚴肅穆
蓮聲上師點燃護摩火 護摩火很
旺 火光吐舌 神燦飛揚 令與會
者的心靈有著向四面伸展 漣漪擴
闊的感受
蓮聲上師於迴向時 將一切功
德迴向給根本傳承上師 祝願師尊
佛體安康 長住世間 法輪常轉
廣披一切有情眾生；亦迴向︽燃燈
雜誌︾二○一五年功德主業障消
除 福慧增長；同時迴向︿真渡雷
藏寺﹀法務興隆 人事和合 廣結
善緣 廣度眾生；祈願親臨或報名

■文∕蓮花漢山

者所求如願 一切吉祥 幽冥眾等
業障消除 靈體清淨 往生蓮邦
法會後 首先由蓮將上師開
示 上師於開示時表示非常感恩師
尊 因其自皈依師尊後 才開始懂
得學佛修行 在很多做人處事方
面 也才有所改善；因此 蓮將上
師鼓勵大家一定要好好跟穩師尊的
腳步 一心學佛修行 並要謹記
﹁敬師 重法 實修﹂ 這是密教
行者必須要做到的 如此修行才能
有成就
有同門說蓮將上師有些凶 不
似一位天使 蓮將上師說在他出家
前 在廚房工作二十年 面對有些
同事 真的必須要有些凶才能跟他
們共事溝通 當年在英國一個最
壞 最複雜的城市工作 那裡的人
大多是煤礦工人 他們喝到半醉之
後 就會大聲叫罵 惹事生非；所
以 被這種環境感染之下 有時對
一些事情 是會有些錯誤的看法
但日子相處久了 他們會知道你不

敬師重法暨實修 藉此㆟生悟真理

〈真渡雷藏寺〉舉辦「蓮花童子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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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隨便欺負的 只要懂得跟他們
溝通 也可慢慢交成朋友
至於有些同門誤解上師 可能
是言語間的一些誤會 蓮將上師絕
對沒有惡心 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
對象 用不同的方法 只是善巧方
便 出發點都是善的
簡單地說 最基本的善就是要
符合國家法律 符合佛教戒律 再
進而行之 就是能發菩提心 利益
有情眾生 反之就是惡 如果再深
入佛法理趣 如同六祖惠能所說的
﹁不思善 不思惡﹂ 就能明白其
實根本沒有所謂的善 惡
蓮聲上師於開示時 首先即告
知大眾 今日的護摩法會儀軌周
全 所有供品一一上供後 火光很
旺 沒有生煙 沒有雜音 是一場
非常莊嚴殊勝的法會
今天是預先慶賀師尊的生日
大家抱以誠懇感恩的心 為師賀
壽 非常難得！但 真正要報答佛
恩 是要遵循師尊的教化 並且重
法 實修 而後自度度他 共證菩
提 這才是最有意義 最可貴的報
答佛恩
修行雖然不是很容易 但也可
以很簡單 只要真正深入師尊的教

理 生起淨信心 腳踏實地去做
自然水到渠成 若是只為世俗奔
波 沒有時間修行 也生不起出離
心 就會白白錯失有幸難得此生
錯失深入佛法的智慧及明師的指
導
上師勉勵大眾 修行最重要的
就是﹁藉此人生 悟出宇宙真
理﹂ 行者要明白 人生的一切業
障果報 都是有因緣的 修行一定
要懂得懺悔 明白因果輪迴 得知
人生虛幻 世事無常 要生起出離
心 並發願回到佛國淨土
師尊常常教導我們禪定的口
訣｜身不動 口不動 心不動 不
要多想 當身心都能定下來時 智
慧就會增長 再深入參禪悟道 就
能明心見性 自主生死
師尊已將很多開悟玄記都寫在
書上 我們只是因緣尚未成熟 參
悟不透 其實也是我們的功德力不
夠 所以 ﹁長養功德﹂是非常重
要的 但 我們做一切事都不要執
著功德 因為這都是本份的事
想要修行得到成就 就要多聽
師尊的開示及多看師尊的著作 多
想師尊的教導 踏實修行 正如師
尊所開示的︻圓覺經︼ 這是一部

開悟的了義經典 如果有大善知識
產生信心 也是他過去世供養過千
百億佛的功德 才能大徹大悟 很
多大德都是實修這部經典而明心見
性 悟出真理
蓮聲上師慈悲 於開示後宣布
每天用五小時來帶領大家唸誦﹃孔
雀明王心咒﹄六十萬遍 並鼓勵大
家參加 ﹁孔雀明王法﹂能轉定
業 增長功德力 脫離六道輪迴
對修行有很大的幫助
感恩師尊及諸佛菩薩 護法金
剛空行的加持 是日法會充滿法
喜 與會大眾都有很好的覺受 法
會在吉祥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數數少年頭 不多也不少
本源跟虛幻 何來不相倚
不著幻來滅 不求幻來生
幻中更無我 何曾你會生
逍遙任運行 不著一痕跡
笑裡喚呢喃 本來曾相識
一時看似有 再看本來無
有跟無相對 執此落邊緣
無善更無惡 磊落現光明
此中有真意 樂極已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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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情！

尼

泊爾發生大地震
後 S u n i l與 一 群
熱心的朋友自組救援
隊 自資購買糧食等必
需品救濟災民 獲悉此
事後
大馬︿華光功德
會 ﹀ 也 將 款 項 交 由 S u n i l處 理
協助賑災
五月一日 等待救濟的災民
大約有四百多人 因那裡已缺糧
六 天 S u n i l帶 了 足 夠 供 給 災 民
一個星期的米糧 乾糧 食水和
衣服；此外 義務的醫療隊伍也
隨行為災民治療 當地災區的房
屋大部分都已經損壞 所以災民
暫時自己搭建簡陋的帳篷
五 月 二 日 S u n i l與 熱 心 的 朋
友們前往加德滿都郊外的災區
因為地震導致道路損壞 所以他
們必需徒步把物資送往災區

大馬〈華光功德會〉
提供的屋鋁片。
▲

（1）載滿物資的救援車抵達災區。
（2）花教寺廟的喇嘛們也在派發物資救濟災民。
（3）義工們準備好的救濟物資。

●
3

■文∕大馬︿華光功德會﹀

▲ 屋 鋁 片甫載運到災區，義工立刻下車
派 發。

▲義工為屋鋁片貼上大馬〈華光
功德會〉的貼紙。

天災無情

1

2

大馬華光賑災，傾助尼國災民︵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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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區 災 民 等 待 領取救援車派發物資的情形。

S u n i l表 示 目 前 他 們 是 第 一 批
前往濟災的人
由於缺少帳篷 他們只能提
供塑膠袋幫忙災民搭建臨時簡陋
的篷蓋 充當臨時住所 並將糧
食 藥物等分配給災民 尼泊爾
的現況是｜很多老人 小孩流離
失所 露宿街頭 就連最簡陋的
篷蓋也沒有
五月三日 救援隊前往郊外
災區派送糧食等物資 協助搭建
簡單的帳篷和提供醫療服務 據
悉 該區約有數百災民
五 月 四 日 S u n i l一 行 人 前 往
S i n d h u p a l c h o k救 災 聽 說 那 裡
是尼泊爾地震後受災最嚴重的災
區 死亡人數高達約四千人 此
外 該區是屬於偏僻落後的郊
區 內有一百多個村莊 是災民
為數最多的災區 大約有八成的
房屋都損壞了！︵註明：政府的
救援工作非常緩慢 眾多災民缺
少糧食及帳篷︶
S u n i l一 行 人 到 S i n d h u p a l c h o k的 一 些 村 莊 分 發 糧
包括一千五百公斤的米
帆布等物資 醫療團隊

食
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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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徒步運送物資。

▲ 各 區災 民 等 待 領 取 救 援 車 派 發 物 資 的情形。

也隨行為當地的災民治療
由於唯一可以交通的道路也
已損壞 連電單車也無法行駛進
入災區 更甚的是村莊位於山
上 有很多物資無法在一時之間
運 上 山 給 災 民 們 S u n i l一 行 人
只好聯絡災民們下山領取物資
五月十日 加德滿都北部山
區因地震導致土崩 車子無法行
走 寺廟嚴重坍塌 喇嘛居住的
地方也無可倖免 喇嘛住在臨時
帳篷 義工們幫忙喇嘛收拾坍塌
寺廟 尋找及撿拾可用的物品
六月十一日 因為屋頂鋁片
缺少貨源 重建房屋工程尚未動
工 S u n i l於 是 四 下 巡 視 災 區
看看還有哪些災區需要救援 顯
然還有很多災區尚未獲得政府或
其它單位的救援 當地某區的房
屋子幾乎傾斜坍塌 但還是有災
民在坍塌的房屋堆裡吃 住
睡 一位身穿白衣的老奶奶在地
震中失去了家人 只剩下一個孫
子 與 她 相 依 為 命 S u n i l答 應 會
回去協助老奶奶重建房屋
C h o v a r災 區 因 地 震 導 致 十 三
人 死 亡 很 多 人 受 傷 S u n i l派

▲災民排隊領取救濟物資。

▲ 喇 嘛 們 在 寺 外 搭 建 帳 篷 ， 做 為 臨 時 住 所。

▲有些災民仍在坍塌的瓦礫堆裡吃、住、睡。
▲ 老 奶 奶 在 坍 塌 的 屋 子 中 尋 找 可 用 的 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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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務 人 員 為災民提供醫療服務。

給他們屋頂鋁片 災民廢物利
用 再撿拾坍塌的房屋磚塊 重
建新房子
六月十三日 座落於尼泊爾
北 部 的S a n k h u 災 後 約 有 一 百 一
十一人死亡 千人受傷 大約有
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屋都倒塌了
災民們多數是露天住宿 有些則
住在簡陋的帳篷裡
S u n i l送 往 的 屋 鋁 片 只 夠 供
給四十五戶家庭 但卻有千戶家
庭 需 要 協 助 S u n i l表 示 會 再 次
安排前往提供協助 相關單位準
備一輛車子運送屋鋁片前往尼泊
爾 東 部 地 區 S i n d h u p a c h o k和
Shelang 分 發 屋 鋁 片 給 三 十 六
戶家庭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S u n i l前 往
Itapukhu Patan
派發糧食 被單
屋鋁片等物資予五
十戶家庭 與此同
時 在郊外的一座
寺廟 因地震導致
道路毀壞 面臨土
崩的危險 寺廟嚴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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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

（1）、（2）臨時搭建的簡陋帳篷。
（3）醫務人員的臨時帳篷。

▲ 義 工 們 幫 忙 喇 嘛 撿 拾 ， 尋 找 可用的物品。 ▲眾喇嘛為此次震災誦經祈福。

重受損 救援隊緊急以直升機
載出寺廟的喇嘛 目前寺廟
喇嘛們均住在臨時救援中
心
在 S a n k u h有 個 古 老 著 名 的
︿金剛亥母寺﹀
寺廟得知
S u n i l有 救 援 物 資
也 希 望
S u n i l能 資 助 一 些 屋 鋁 片 給 寺
廟 因為地震造成寺廟破損 需
要修補
S u n i l已 答 應 協 助 寺
廟 提供屋鋁片給︿金剛亥母
寺﹀
有一所在郊外的貧窮學校
因地震導致教室嚴重受損 如
今 所有的學生都在一個簡陋的
屋 簷 下 上 課 於 是 S u n i l安 排
派送三十片屋鋁片和文具等物資
給學校 因為到達學校的路程需
要兩天
S u n i l代 表 大 馬 ︿ 華 光 功 德
會﹀轉交美金一千元捐贈予︿千
佛 寺 ﹀ ︵ Mahabuddha
T e m p l e ︶ ︿千 佛 寺 ﹀ 是 百 年 歷
史寺廟 因地震目前已經變成危
樓 隨時會倒塌 現在暫時以鐵
支支撐住 ︿千佛寺﹀急需重
建

▲學校教室因地震導致嚴重受損，學生們在
簡陋的屋簷下上課。

▲ 因 地 震 而 導 致 嚴 重 受 損 的 〈 金 剛 亥 母 寺〉，
有待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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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在領取大馬〈華光功德會〉物資後，與義工們合影，並感謝致意。

〈千佛寺〉簡介

〈

千佛寺〉始建於一五八五年，位於〈帕坦王宮〉廣場東南面，步
行約十分鐘的距離。傳說有一位虔誠拜佛的釋迦族人至印度朝聖
後，發願要在家鄉建造佛塔，最後，在國王的支持下，經過三代人的努
力，共花費三十六年，在1600年終於完成。
〈千佛寺〉是一座高峻奇麗的塔廟，主塔高三十米，塔基高五米，
分五層，整個塔呈赭紅色，四角各建一小塔，全塔以磚砌成，共用巨型
陶磚九千塊，每塊磚上都有釋迦牟尼佛像，堪稱尼泊爾制陶工藝的傑作
。佛塔中空，內供釋迦牟尼佛像，高約二米，塔前有佛案，案上擺著一
具黃銅降魔杵，降魔杵由於過客的摩挲而光可鑒人。
由於尼泊爾佛教寺廟勝蹟眾多，許多座落在河谷角落中的建築傑作
都已瀕臨被遺忘的邊緣。帕坦的〈千佛寺〉曾有過的輝煌已慢慢地淡出
尼泊爾人的記憶，它靜靜地佇立在密集喧鬧的居民區之中，但一踏進廟
裡，沒有人不為其精緻的工藝所驚歎。
如欲瞭解〈千佛寺〉的損壞及修復情形，歡迎到〈千佛寺〉的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mahabuddha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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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光提前送溫馨 關懷街友慶端午

由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所創辦的︿華光
功德會﹀ 於六月十四日上午假屏
東市︿中山公園﹀ 由台灣的︿華
光功德會﹀南區分會舉辦﹁端午送
溫馨‧屏東縣街友關懷活動﹂ 提
前與街友們共同慶祝端午佳節
此次關懷街友的活動 是由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指導 ︿華
光功德會﹀主辦 ︿屏東縣慈善團
體聯合協會﹀協辦 活動內容包含
了：奉茶 義剪 中西醫義診 歡
唱卡拉ΟΚ 餐會及發送民生物資
等
是日上午八時開始 街友們陸
續來到會場 ︿華光﹀的義工們熱
情招呼且親自奉茶 並帶領著他們
至義剪區剪髮梳洗 再由中西醫聯
合問診 讓街友瞭解自己的身體健
康 而後 街友們紛紛上台高歌
盡情展現歌藝
近中午時分 主辦單位準備了
豐盛的佳餚款待街友 ︿華光功德
會﹀特別邀請了︿歸來社區親子鼓
舞團﹀ ︿青山育幼院舞樂團﹀

中西醫聯合為街友們義診。

■文∕南區華光功德會文宣組

台灣︿華光功德會﹀南區分會舉辦﹁端午送溫馨‧屏東縣街友關懷活動﹂
「端午送溫馨‧屏東縣街友關懷」活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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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友 領 取 民 生 物資，個個感謝連連。

︿天音雅樂合唱團﹀及︿陽光舞供
團﹀等團體 其精彩的演出無不獲
得如雷的掌聲
在街友們享用午餐後 ︿華
光﹀發送民生物資 內容計有：Τ
恤 禮劵 牙刷 牙膏 毛巾 沐
浴乳 華光護膚精油 粽子 並附
上︻高王經︼及︿華光功德會﹀的
相關文宣等 希望能與街友們廣結
善緣 而街友們都很感恩 感謝連
連不絕 個個面帶歡喜
本次活動亦特別邀請了﹁華光
小天使﹂的學校校長 計有高雄與
屏東地區等共七所學校校長及當地
議員 民意代表等 均親臨與會並
給予鼓舞勉勵 讓這次的活動蓬蓽
生輝 倍感光彩
於餐會的同時 屏東縣潘孟安
縣長上台致詞表示 政府部門的資
源有限 但 民間力量卻是無限
的！潘縣長感謝並肯定主辦單位｜
︿華光功德會﹀及協辦單位｜︿屏
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前來屏
東關懷在地的弱勢鄉親及為他們打
氣 同時勉勵街友們要感恩及珍
惜
︿華光功德會﹀首次到屏東舉
辦公益活動 此乃一大創舉 且別
具意義！︿華光功德會﹀南區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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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孟安縣長頒發感謝狀，由〈華光〉南區分會
會長邱正義代表接受。

▲ 屏 東 縣 潘 孟 安縣 長 親 臨 活 動 會 場 。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劉美淑處長（圖右）與邱正義會長
一起致贈民生物資，由街友代表（中）上台接受。

▲〈華光〉南區分會會長邱正義接受媒體採訪。

邱正義表示 ︿華光功德會﹀一向
本著聖尊蓮生活佛的教示 發揮人
溺己溺 人飢己飢的精神 以無私
無我的實際行動努力做下去 期望
可以獲得更多慈善團體朋友的響
應 大家共襄盛舉 讓社會弱勢族
群得到更多的關愛與照顧

〈青山育幼院舞樂團〉的舞蹈表演。

▲ 〈 陽 光 舞 供 團 〉 的 熱 情 排 舞。

▲〈天音雅樂合唱團〉為街友們獻聲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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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1)外國友人也為〈華光功德會〉協助募款。
(2)〈歸來社區親子鼓舞團〉的擊鼓表演。
(3)主辦單位準備了豐盛的佳餚款待街友。
(4)街友領取民生物資，個個感謝連連。

●

(5)林峻安中醫師為街友義診。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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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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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二

禮㆔千佛殊勝 ㆒念虔誠 ㉂㈲感應

■文∕蓮花合香

韻 無不融入在千佛洪名的佛號
中 人人至誠禮拜 禮三千佛期
間 法流不斷 有很多同門都講出
了他們自身不同的感應 真的應了
人們常說的一句話：﹁一念虔誠
自有感應 ﹂
每禮完五百佛 蓮僅上師就講
解三千佛的因緣 上師除了讚歎三
千佛不可思議之外 也讚歎能與會

記 ︿ 忍 智 堂 ﹀舉辦﹁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法會﹂暨﹁瑜伽焰口﹂
由於︿忍智堂﹀從未舉辦過
﹁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法會﹂ 所
以 同門們都很期待這場法會 經
蓮欉上師的安排 指導 以及同門
義工努力布置壇城後 一切都已經
做好準備 等待好不容易 遠自台
灣而來的蓮僅上師
是日 ﹁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
法會﹂依真佛儀軌準時進行！法會
主壇︱釋蓮僅金剛上師上法座 並
由︿忍智堂﹀蓮欉上師 英國︿真
渡雷藏寺﹀蓮供法師護壇
法會甫開始 主壇上師帶領與
會眾等祈求︽真佛宗︾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傳承大加持 而
後 遵循儀軌做完前行 緊接著就
是禮︽三千佛洪名寶懺︾
想要頌讚︽三千佛洪名寶懺︾
裡的三千個佛號 真的不簡單！蓮
僅上師用不同的曲調唱出不同的佛
號 時而優美輕快 時而悠悠動
人 令大眾內心喜悅紛生
由於上師一心一意的虔誠唱
眾人聽著上師渾厚 飽滿的音
誦

主壇—釋蓮僅金剛上師為同門做「賜福灌頂」。

○一五年六月十五至十八
日 德國︿忍智堂﹀至誠邀
請︿台灣雷藏寺﹀的蓮僅上師前來
主壇﹁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法
會﹂ 感謝蓮僅上師的慈悲 上師
一早就從英國飛至德國 甫放下行
李就立即趕到︿忍智堂﹀主持法
會

蓮僅上師法語開示，與會眾等同門靜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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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蓮供法師、釋蓮僅上師、釋蓮欉上師。 ▲許多同門於聆聽上師開示的同時，仍細細體會千佛法流。

的同門 都是非常有福德的人！上
師很高興能來到德國 藉著禮︽三
千佛洪名寶懺︾的因緣與大家共結
法緣
上師不忘期勉與會眾等 今生
能皈依聖尊蓮生活佛 此乃與師佛
有甚深緣分 既已皈依師佛 切莫
忘失修持︿真佛密法﹀ 亦莫輕視
︿真佛密法﹀；行者若精誠恆持
︿真佛密法﹀ 如法修持 一定會
修出我們自己的智慧
凡真佛行者皆應心懷﹁慈
悲 喜 捨﹂ 行善 守戒 跟著
師尊的腳步 亦步亦趨 敬師 重
法 實修 一定可以消除累世的業
障 進而增福增慧 期待大家能夠
好好修持 珍惜真佛住世的機緣
珍惜師尊所傳的密法 相信我們一
定會在摩訶雙蓮池見面
禮佛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進
行到第四天就禮完三千佛了！上師
問眾人：﹁有沒有拜到腿疼腳軟？
還有沒有力氣？﹂沒想到眾人不但
是腿不疼 腳不軟 還異口同聲地
對上師說：﹁還想再繼續禮拜！﹂
因為禮拜三千佛真的是很殊勝 很
不可思議！
﹁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法會﹂
讓大家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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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門表示 法會雖然完了 但
在腦海裡 上師唱誦佛號的聲音
如同餘音繞梁 裊裊不斷
禮︽三千佛洪名寶懺︾完之後
就是﹁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
會﹂ 法會進行謹遵儀軌 過程吉
祥圓滿 冥陽兩利 與會眾等身心
安樂
感恩師尊及佛菩薩的加持 感
謝蓮僅上師帶來的三千佛 感謝來
自英國淑華師姐及每一位同門的護
持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眾人於「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會」後合影留念。

菩提園地

去分別

︿

重 不可言喻 預祝上師在不久的
將來必定球藝臻至無上境界 人球
合一
是日法會行事如儀 期間 一
連數日之天陰雨溼消失殆盡 雲散
日現 佛光注照！迨拜懺畢送位
矣 上師依慣例為與會大眾做法語
開示 謹摘錄如下：
蓮僧上師於一九八三年皈依師
尊 九○年開始每日修法 九七年
離開芝城；當年與同門同修 共
參 齊建︿芝城雷藏寺﹀ 此份情
感無法磨滅 上師面見舊時同門
猶如與家人久違重逢
上師道 學佛之路不易 周遭
一群善知識及自身閱讀每一本師尊
文集 是助益學佛之路的成長 學
佛的重點是﹁去分別 捨執著﹂
然而 大眾皆知此乃知易行難也！
上師引據釋尊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及
其四十九年弘法中一再講解的﹁四
聖諦﹂來指導大眾

■文∕鄭惠玲

四聖諦為準則

芝城雷藏寺﹀於西元二○一
五年六月十四日︵星期日︶
隆重舉行﹁大悲寶懺大法會﹂ 法
會由來自加州︿尊勝雷藏寺﹀的釋
蓮僧金剛上師主壇 並由來自台灣
的蓮淑法師護壇 是日下午一時卅
分 鐘鼓齊鳴 迎師組恭迎主壇上
師 迨主壇上師上香 陞法座矣
︿芝城雷藏寺﹀理事長張強師兄即
代表眾同門致詞歡迎 感謝蓮僧上
師於百忙之中抽空蒞臨芝城主壇法
會
張理事長侃侃言之 蓮僧上師
乃上世紀底本寺建寺功德主之一
今日蒞臨芝城似返家園重溫舊夢；
上師不僅常住︿尊勝雷藏寺﹀ 亦
身兼美國︿大燈文化﹀董事長之
職 為人處事低調 法相莊嚴 與
其法名相當契合 是少數獲得師尊
讚賞有加之上師 上師推廣乒乓球
不遺餘力 諭打乒乓球既可健身
亦是修行法門之一種 其法味重

捨執著
修行應以八正道
「 大 悲 寶 懺 法 會 」 亦 迴 向 燃 燈雜誌二○一五年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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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苦諦 集諦 滅
諦 道諦︶是基礎的佛學 諸佛說
法總不離四聖諦的範圍 因此 行
者必須明瞭其教法 ﹁苦諦﹂包含
了生老病死苦 怨憎會苦 愛別離
苦 求不得苦 五陰熾盛苦；其
中 因五陰︵色 受 想 行
識︶熾盛 煩惱之火遮蓋了本性
使得眾生迷惑造業 而生生世世輪
迴不休 ﹁集諦﹂為瞭解造成痛苦
的原因來自貪 瞋 痴三毒 源於
無明 ﹁滅諦﹂為當煩惱斷除 痛
苦止息時 自在解脫之涅槃境界
﹁道諦﹂是以﹁八正道法﹂通向涅
槃之徑
上師略釋﹁八正道﹂：﹁正
見﹂為正確的見解 正確的觀念
﹁正思維﹂是正確的思量 凡所有
思不離正法 ﹁正語﹂是口業清
淨 不搬弄是非 不口出惡言 不
毀謗他人 不講引人遐思之語 忌
粗話及黃色笑話 ﹁正業﹂是遵守
戒律 一切言行皆清淨 ﹁正命﹂
是從事正當的職業 倘若販賣軍火
槍械 殺生 色情 賭博等 會令
人勾起欲望 引人墮落之行業 皆
不可為 ﹁正精進﹂是勤修戒
定 慧 努力不懈 ﹁正念﹂是念
念皆是善念 ﹁正定﹂是指禪定的

功夫 行者的心不能被外相迷惑
不能隨外境起舞
上師復提障礙成就佛道的五種
錯誤見解：一 身見：以自我為中
心 執著身心為我 執著我所擁有
的人 事 物 行者可檢視自己一
路成長至今的相片 其變化差異甚
大 當感念無法保有永恆的身體
應善加利用此假體 以佛法修至真
我 二 邊見：片面的見解 以為
人死如燈滅 死後則斷絕；或以為
死後仍常住不滅 以為人死後仍然
轉世為人 豬狗死後仍投胎為豬
狗 三 邪見：不信神佛 否定因
果 四 見取見︵成見︶：因生活
環境 教育背景 累世習性而產生
分別 認為自己的見解都是對的
五 戒禁取見：以不正確的戒律或
禁制尋求解脫之道
上師再勉眾等 學佛如果見解
錯誤 恰似病入膏肓 不復救藥
矣！若心外求法 則無法見佛性！
縱然眾生根器不同 無論顯教 密
教 皆應以八正道 四聖諦為修法
之準則
開示畢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
﹁賜福息災灌頂﹂ 眾等皆沐佛
光 法會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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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僧上師以普通話及廣東話雙語開示。
蓮僧上師帶領與會大眾虔誠禮懺。

菩提園地

■文∕蓮花延新

慶賀聖尊㈦㆒佛誕 光明歡慶悸動再再
農

曆五月十八是蓮花童子聖誕
日 是︽真佛宗︾弟子舉世
歡騰的日子 二○一五年七月五日
︵星期日︶ 印尼泗水︿光明雷藏
寺﹀也不例外地舉辦慶賀聖尊蓮生
活佛七秩晉一佛誕 這是一場輕
鬆 快樂且隆重的慶祝會
是日早上 ︿光明雷藏寺﹀青
年組師兄 師姐們 滿臉春風 喜
笑顏開 早早在佛堂中把多日以來
自編自演的節目認真再排演一遍
大殿內安置了一桌﹁恭祝聖尊蓮生
佛七十一生日快樂﹂字樣的賀壽蛋
糕 悠揚的佛樂聲繚繞於亮麗的大
殿中 供桌上擺著豐盛的水果 糖
果等供品 充滿著喜慶節日的氣
氛 各方同門善信紛至沓來 逾二
百人共襄盛舉
近中午十一時三十分 恭祝聖
尊佛誕活動開始 本寺常住︱釋蓮
洪金剛上師於開場白中說：﹁今天
是慶祝師佛七十一歲佛誕 大家應
該要用輕鬆愉快的心情來慶祝這個
普天同慶的喜日 同時 我們主要

▲蓮洪上師與表演Tara舞的師姐們合影留念。 ▲擔任司儀的媛媛師姐與Charles師兄。
▲擔任司儀的媛媛師姐與Charles師兄。

記 ︿ 光 明 雷 藏寺﹀歡慶蓮生活佛七秩晉一佛誕
▲蓮洪上師、蓮花素娟師姐（左三）、國龍講師（右一）
及同門代表，帶領與會大眾齊唱〈生日快樂歌〉。
▲蓮洪上師帶領大眾祈願後，切開
賀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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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雷藏寺〉合唱團獻唱〈感恩的心〉，感人的曲調，
讓與會大眾的心陣陣悸動。
▲〈光明雷藏寺〉兒童班Sunday Club的舞蹈表演。

翩翩起舞 表演出眾搶眼 表演完
畢後 演員們高興地和上師合影
接下來是獨唱的表演
由
Cheryl和Karen 小朋友演唱華語歌
曲 曲調優美明快 獲得大眾的共
鳴及好評；還有扮演關公的
Charles師 兄 別 出 心 裁 的 獨 唱 演
出 其滑稽的表演方式 引人發笑
不斷
由本寺師姐們組成的合唱團則
獻唱一首︿感恩的心﹀ 感人的歌
詞 悠悠動人的曲調 久久迴盪於
大殿裡 令悸動的心久久不能平
靜
在在表達了眾人感念師尊
的情懷
接 下 來 是 本 寺 兒 童 班 Sunday
Club的舞蹈表演︱︽紅紅的太陽︾
登場 一時 大殿內輕歌曼舞 輕

〈光明雷藏寺〉舉辦慶賀聖尊佛誕，逾二百人共襄盛舉。

鬆活潑的舞蹈 讓祖輩們觀看後
都 感 到 很 驕 傲 ； 由 笑 匠 ︱
Charles師 兄 所 扮 演的 老婆 婆 神
情十足 其活潑逗趣的表演 妙趣
橫生 讓大家都笑得人仰馬翻
最後 全體理事及演員們集體
盡情歡欣共舞 結束是日的慶賀佛
誕活動 活動結束後 大家走到後
面餐廳享用豐盛的午餐 餐後 大
家滿懷喜悅的心情 不捨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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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恩的心 感恩師尊的身教 言
教 循循善誘的教誨 而我們必須
以實際的行動︱好好修行 精進勤
修︿真佛密法﹀ 讓修持有所成
就 才不會辜負師尊對我們所寄予
的殷切期望 ﹂
接著
在司儀媛媛師姐及
Charles的 主 持下 上師 蓮 花 素
娟師姐 國龍講師及同門代表在賀
壽蛋糕前 點燃生日蠟燭 帶領與
會大眾齊唱︿生日快樂歌﹀ 大家
以最虔誠的感恩之心 恭祝師尊生
日快樂自在 佛體安康 常住世
間 永轉法輪！
而後 餘興節目隨即開始 由
本寺的青年組和師兄姐們自編 自
導 自創的節目 多姿多彩 精彩
紛呈 首先由青少年組表演鮮為人
知的﹁Tara舞﹂出場 為慶祝會拉
開了帷幕！舞姿優美 身輕如燕
▲Charles師兄別出心裁的獨唱演出。

▲Cheryl演唱華語歌曲，獲得大眾共鳴。

菩提園地

孔雀東南飛

六月於馬來西亞弘法之行

㈮母放光明

︿寶明同修會﹀常住蓮殷法師
發心於二○一五年五月廿四日至卅
日 一連七天︵一天七壇︶啟建四
十九壇﹁真佛寶懺法會﹂ 以利樂
金寶地區有形與無形的有緣眾生
並於禮拜四十九壇寶懺後 於五月
卅一日舉辦﹁大白蓮花童子息災
祈福 增益 超度法會﹂ 恭請蓮
余上師主壇 祈請聖尊蓮生活佛超
度所有參加和報告者的冤親債主及
歷代祖先 並且賜福給大眾 祈願
冥陽兩利
法會在根本傳承上師加持下
一切吉祥圓滿 會後 蓮余上師十
分嘉許︿寶明同修會﹀舉辦﹁真佛
寶懺法會﹂ 參加的同門善信只要
能真心悔過 至誠懺改 在師尊和
諸佛菩薩見證加持之下 當每拜完
一壇懺 就像身心洗淨一次 業障
與罪障就會減少一層 ︻地藏經︼
云：﹁業力甚大 能敵須彌 能深
巨海 能障聖道 ﹂所以 想要修
行進步成就或入世事業一帆風順
必須先了業 消除障礙

■文∕寶悅文宣組

▲蓮余上師於〈寶明同修會〉為與會
眾等做「大白蓮花童子賜福灌頂」。

▲蓮余上師於〈寶明同修會〉和蓮殷法師及
同 門 合 影 留念 。

記︿寶悅同修會﹀二○一五年五

︿寶明同修會﹀

二

○一五年五月三十日至六
月十四日 台灣︿寶悅同
修會﹀釋蓮余金剛上師與陳懿萱堂
主應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寶明同
修會﹀ 怡保︿善慧同修會﹀和珠
寶︿妙寶堂﹀的共同邀請 前往弘
揚︿真佛密法﹀

蓮余上師於〈寶明同修會〉主壇「大白蓮花童子
息災、祈福、增益、超度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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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 余 上 師、 陳 堂 主 和 〈 善 慧 同 修 會 〉眾同門於謝師宴合影留念。

︿善慧同修會﹀
︿善慧同修會﹀的燕婷師姐和
眾理事 同門於二○一五年三月初
來台灣護持師尊所主壇的﹁春季｜
阿達爾瑪佛大法會﹂ 以及在台北
市︿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的﹁大
幻化網金剛法會﹂ 因為平時有閱
覽︿寶悅同修會﹀臉書上的法務紀
實和修行開示 心得分享 趁當時
台灣之行之便 特別到︿寶悅同修
會﹀拜訪蓮余上師和陳懿萱堂主
請教修法方面的問題 同時也提出
︿善慧同修會﹀法務運作所遭遇的
種種困境和問題 獲得蓮余上師和
陳懿萱堂主的詳細解疑 遂於臨走
之前 竭誠地邀請蓮余上師和陳堂
主能到馬來西亞幫助和改善同修會
的法務 並且也能指導其問題之所
在 當然 也希望上師能為同修會
主壇法會
蓮余上師和陳堂主於六月初抵
達︿善慧同修會﹀ 駐留約十四天
︵六月一日至六月十四日︶ 期間
實際地了解同修會理事會的狀況和
種種人事 財務 法務和心理層面
等問題 蓮余上師為了讓同修會幹
部和同門善信能對根本傳承上師和
︿真佛密法﹀有正確的知見和更深

的信心 特別注重﹁八正道﹂的教
授和實際運用 讓大家不僅了解原
因所在 也讓大家知道解決的方
法 上師以改正後的情況來說明為
什麼要這麼做 回應根本傳承上師
的教授與法教 提醒同門要注意心
的修持 不要流於表相功夫和道聽
塗說
﹁八正道﹂首重正見 有了正
確的見解︵心︶後 人的思想就會
非常正確 所謂的﹁思想產生信
仰 信仰造成力量﹂ 沒有了恐懼
和心理上的障礙 一旦源頭︵心︶
光明清淨了 行者的言語自然而然
就轉變為正語 行者的所作所為自
然而然就轉變為正業 修行也就會
走對方向而處於精進狀態︵正精
進︶
再進一步 只要行者認真實
修 其智慧和定力︵心的光明︶就
會不斷增長 面對自身遭遇和世間
的變遷時 心就不會動搖︵正
定︶ 也不會退初發心與道心了
行者只要和根本傳承上師 本尊時
時不離 與佛菩薩同一鼻孔出氣
心中所想的都是想要幫助別人 利
益眾生 不敢傷害眾生而犯下罪業
果報等︵正念︶ 最後 你的一生
就像在實踐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一
般︵正命︶ 不斷地在做上供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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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慧 同 修 會 〉 「 瑤 池 金 母護摩法會」，數度攝得金母放紫金光。

的行持
蓮余上師破除大家不正確的觀
念 去除心裡的陰霾 再運用︿真
佛密法﹀ 輔以風水堪輿來導正
帶領大家一同修法 持咒 果然
在天 地 人三者都具備且和合之
下 感應立刻湧現 傳承加持力源
源不絕 陰霾一掃而空 大家的心
情 士氣都為之大振 信心倍增
法喜充滿
蓮余上師也點出同修會法務要
立刻改進的兩點：一是：即使同修
會在共修時只有一 兩個人 還是
要修法 不可以關門走人 因為佛
菩薩 護法都已下降了 二是：同
修會壇城每天都要有人來換供品
上香 不可以只有共修時才換供
品 上香
陳堂主以問事的方式與蓮余上
師並肩合作 得到瑤池金母的指
示 眾生多苦難 只要同門善信有
心向善 學佛 師尊 金母都願意
慈悲幫助他們 指示一條明路 很
快地 消息傳了出去 許多同門善
信都風聞而至 並參加同修
六月六日 ︿善慧同修會﹀特
別恭請蓮余上師主壇﹁南摩無極瑤
池金母大天尊息 增 懷 誅 超
度護摩法會﹂ 感謝蓮口法師和蓮

▲蓮余上師於〈善慧同修會〉主壇
「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善慧同修會〉「瑤池金母護摩法會」護摩火光沖天，
吉兆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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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法師於是日參與護壇 在法會當
中 許多同門都拍到瑤池金母大天
尊的紫色金光 非常殊勝
會後 蓮余上師開示 ︻佛說
阿彌陀佛經︼云：﹁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緣 得生彼國 ﹂同門大眾
要認知 師尊 金母或佛菩薩並沒
有義務一定要幫助我們 除非我們
平時就有種善根福德之事 如此
自然和佛菩薩的誓願相應 佛菩薩
就會依其誓願來相助 才能得到加
持和保佑 所謂的﹁自助而後天
助﹂ 就是這個道理！人若願意懺
悔改過 就會有善根 多參加放
生 修法 持咒 唸經 或是常到
道埸做義工護持 不管是出力 出
錢 都可以累積所謂的福德 資
糧 那些就是所謂的善根福德；當
你遭遇困境時 你向祂們祈求 佛
菩薩就依其誓願力幫助你
所以 此次同門在邀請蓮余上
師和陳堂主去其家宅指導時 都必
須自己先向壇城的瑤池金母擲筊
若第一次有允筊 那就表示可以至
其家宅 否則就要向金母發善願
直到有允筊為止 有些同門甚至擲
到第五次才有允筊 可見 累功積
德是時時都要做的事情啊！
蓮余上師有感於︿善慧同修
會﹀財務艱困 特地帶了一尊黃財

神金身給同修會義賣 義賣所得捐
給︿善慧同修會﹀做為法務基金；
同時也勉勵同門 道場一定要人事
和合 才能做好法務 進而廣度眾
生
上師於弘法返台之後 燕婷師
姐特地來訊感念如下：
感恩師佛的加持與安排 讓我
有緣有幸遇到上師和堂主 師佛讓
我為法務的心想事成 挨了兩年
終於有位上師願意付出時間指導我
們 上師和堂主帶來的正能量 同
門都感受到了 短短的十四天就看
到了明顯的改變 感恩上師和堂主
慈悲勞苦蒞臨弘法及指導 累垮您
們了！為了自己 為了佛堂 我會
精勤修法 上師 不要忘記明年的
榴槤季之約！

︿妙寶堂﹀

於︿善慧同修會﹀駐留期間
︿妙寶堂﹀於六月七日特別邀請蓮
余上師主壇﹁地藏王菩薩息災祈福
超度法會﹂ 感謝蓮毫法師和蓮亭
法師參加護壇 ︿妙寶堂﹀法務在
主席師兄帶領之下 法務蒸蒸日
上 加上有舉辦布施白米的慈善活
動 度了不少眾生學佛 法會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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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余上師於〈善慧同修會〉為大眾做
「瑤池金母賜福灌頂」。
▲〈善慧同修會〉「瑤池金母護摩法會」，護摩供品
精美豐盛。

蓮 余 上 師 於 〈 妙 寶 堂 〉 帶 領 與 會 大 眾 頂 禮壇城諸佛菩薩。

許多小朋友 會後 蓮余上師
就以﹁童真﹂做為開示的主軸 提到
修行有所謂的﹁童子觀畫 有眼無
心 心不染著 船過水無痕﹂ 行者
平常要精進修法 持咒 自然就會喜
歡清淨 遠離不良的環境和惡友；只
要保持一顆真誠年輕的心境 時時在
光明正念之中 將來成佛可期
︿寶悅同修會﹀於馬來西亞弘
法之行終於結束 蓮余上師和陳堂主
萬分感謝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的加持和護佑 讓整個弘法行程得以
吉祥圓滿
〈妙寶堂〉「地藏王菩薩護摩法會」護摩火光燦燦，
煦煦耀人。

▲蓮余上師於〈妙寶堂〉主壇「地藏王菩薩護摩法會」。 ▲〈妙寶堂〉迎師組恭迎蓮余上師主壇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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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師佛七一壽 真佛寶懺以祝賀

二

○一五年六月廿一日 美國︿觀
照雷藏寺﹀提前慶祝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七十一歲壽辰暨父親
節 特舉辦﹁真佛寶懺暨請佛住世法
會﹂ 由蓮花丹薇助教主持 蓮擎法師
列席指導 眾善信護持 在法會的前兩
天 氣象預報在週末會有狂風暴雨 沒
想到在法會當天居然是陽光普照 感謝
師尊和龍天護法的加祐
法會當天的早上十一點正先做﹁佛
前大供﹂ 法會在十一點卅分正式開
始 助教帶領眾同門依真佛儀軌進行
在入懺前 眾同門以最虔誠的心共唱一
首︿懺悔歌﹀ 供養法會主尊︱大白蓮
花童子及壇城諸佛菩薩 祈請諸佛菩薩
慈悲接受與會眾人的懺悔 洗滌眾等的
罪業 讓眾等在修行上無障礙 早日成
就
此次法會 助教以各種不同的唱調
帶領眾同門唱誦 令大家在禮懺中充滿
法喜 再配合美妙的鼓樂 整個大殿一
片祥和
法會完 蓮花丹薇助教做簡單的開
示 助教強調 師佛是一位無量慈悲的
聖者 祂不會傷害任何一個弟子；師佛
的開示中都帶有笑話 因為祂希望弟子

■文∕文宣部‧蓮花丹薇

們開心 快樂 祂今年七十一歲 祂常
常說自己才十七歲 因為祂不想弟子們
為祂擔憂
歲月如梭 時光總是輕輕流逝 而
我們卻無覺知；師佛常告訴我們 人間
的一切都是幻化 變來變去 沒有一物
是永遠的 眾生都是在尋找物欲上的滿
足 但卻是永遠都不滿足 財 色
名 食 睡 都是短暫的生滅 師佛教
導我們 修行人尋找的是﹁真理﹂ 那
才是智者 惟愚者才會尋找﹁物欲﹂
師佛的肉體也不是永恆的 凡胎的
生命也會有限 總有一天會離開；但對
於師佛來說 短壽 長壽或是無壽 都
是無所謂的 因師佛已是一位覺者 祂
將祂的智慧記錄在書上 希望大家多看
師佛的書 相信會有那麼一天 大家都
可以具有和師佛一樣的智慧 認取宇宙
的真理
值此師佛壽誕及父親節之際 我們
以禮拜︽真佛寶懺︾祝賀師佛長壽健
康 同時也祝福每一位父親快樂健康
感恩聖尊蓮生法王慈悲放光加持與會大
眾身心光明 增福增慧 並超拔本寺地
藏殿幽靈眾等離苦得樂 早日超生 往
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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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觀照雷藏寺﹀舉辦﹁真佛寶懺暨請佛住世法會﹂

〈 觀 照 雷 藏 寺 〉 與 會 眾 等 於 禮 拜《真佛寶懺》後合影留念。

植物營養素
■ 蓮接（朱鍾勛 醫師）/提供

台灣㈩大死因，慢性病佔了㈦㊠！疾病的萬惡之源－氧化壓力是什麼？㆟
體為何會產生氧化壓力？加強抗氧化，可以讓身體更健康，植物營養素能抗
氧化，所以，植物營養素也能對抗氧化壓力？抗氧化㈲助排毒！從㈤顏㈥色
開始，吃對就抗氧化！
你知道植物營養素攝取不夠，可能對健康造成什麼巨大的影響嗎？〈㆗央
研究院〉潘文涵博士最新發表研究發現，國內超過 92％ 民眾的每㈰蔬果攝取
未達及格標準，其㆗以紅色蔬果攝取缺最大，不足比例高達 88％。
全球的研究也發現，約 3/4 成年㆟沒㈲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建議
的每㈰蔬果最低攝取量 5 份或 400 公克的標準，造成植物營養素攝取不足。
國際知㈴植物營養素研究權威徐榮俊博士指出，亞洲㆟在紅色蔬果㆗所含的
植物營養素－鞣花酸的攝取量相對較低；鞣花酸不僅對消化、泌尿道健康㈲
幫助，目前也已實驗證實，可能預防肺臟病變。
植物營養素攝取太少 易增加慢性病風險
㆒份由〈安麗紐崔萊〉（ Nutrilite） 健康機構委託進行、發表於《英
國營養㈻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全球植物營養素攝
取報告發現，在全球 13 個飲食㆞區㆗， 60％ ㉃ 87％ 成年㆟蔬果攝取量未達
WHO 的建議標準，因此錯失許多重要植物營養素，以及帶來的健康效益。
韓國〈首爾大㈻〉藥㈻院生物化㈻系教授、〈紐崔萊〉科㈻諮詢委員徐榮
俊博士表示，植物營養素是存在蔬菜㈬果㆗的㈲機化合物，若均衡且足量攝
取，可發揮抗氧化、抗發炎、抗老化、抗癌、促進免疫系統和調控基因表現
的健康效果；若攝取不足，首先會提高身體的氧化壓力，增加慢性發炎疾
病、肥胖和癌症的風險。
鞣花酸保護 DNA

吃莓果、堅果可補充

值得㊟意的是，可能礙於㆞理位置、植物生長環境、㈵定飲食文化、生活
忙碌、多樣性蔬果供應不㆒，以及花費成本等因素，不同㆞區反應出來的植
物營養素攝取不足情況也㈲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哪㆒種顏色蔬果，各㆞區都㈲超過 70％ 的民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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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量不足。若再以植物營養素種類細分，㆗南美洲成年㆟對於橘黃色蔬果㆗的葉
黃素和玉米黃素攝取量，相對比亞洲或北歐㆞區成年㆟較少，長期缺乏易增加眼
睛疾病的風險。而亞洲㆞區的㆗國和㊞度成年㆟，紅色蔬果㆗所含的植物營養素
如鞣花酸的攝取量則相對較低，難以維持細胞的健康。
徐榮俊博士指出，普遍存在紅色莓果類和部分堅果類食物㆗的鞣花酸，是㆒
種抗氧化劑，可保護 DNA 免於受損，對於由空氣汙染或抽菸引發的癌症（例如：
食道癌、皮膚癌和肺臟病變）㈲抑制作用。
美國的血液腫瘤㈻教授 Gary Stoner 亦曾在動物實驗㆗證實，鞣花酸具㈲抑
制肺臟腫瘤的效果，可見補充鞣花酸對降低肺癌風險的重要性。
除了鞣花酸以外，紅色蔬果㆗還含㈲前花青素，經研究證實，可以使泌尿道
內皮光滑，細菌不易附著，而㈲效減少感染泌尿道，其㆗尤以蔓越莓的效果最顯
著。此外，花青素也能增加血管彈性，保護心血管的健康。
常見的紅色食物可分為蔬菜㈬果、肉類、㆝然發酵物等㆔類。紅色蔬果
（如：蕃茄、紅蘿蔔、番薯、紅辣椒、紅石榴、㈫龍果、葡萄等）含㈲番茄紅
素、多酚類、花青素類等植化素，還含㈲豐富的維生素、鐵、多種胺基酸等營養
成分，具㈲抗氧化、降血脂、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等作用；豐富膳食纖維則㈲助腸
胃蠕動，促進體內毒素的排出。
紅肉（如：牛肉、羊肉）等富含㆝然鐵質、蛋白質、㊝質維生素和礦物質，
可提供㆟體健康不可或缺的營養素，而㆝然發酵好物則可㊝先選擇紅味噌和紅
麴。
健康要多彩 每㈰蔬果攝取量要 double
徐榮俊博士提醒，任何㆒種疾病都無法透過單㆒種植物營養素或食物的補充
而降低風險或獲得改善，需從各色蔬果㆗補充多樣化植物營養素，使其發揮 1 加
1 大於 2 的綜效，才能啟動身體的抗氧化能力，達到預期的保健效果。
徐榮俊博士和國內營養專家包括〈㆗研院〉潘文涵教授、〈台灣保健食品㈻
會〉祕書長張素瓊博士共同㈺籲民眾，養成多吃新鮮蔬果的習慣，每㆝分量㉃少
需增加為現㈲攝取量的 2 倍，才能滿足每㈰建議攝取量的最低標準。
而且，選擇蔬果時應掌握「色彩」和「種類多樣化」的原則，植物營養素攝
取越多樣，健康更出色。

73

I

n the Buddhist Sutras, it was recorded that Buddha had three bodies, i.e.

Dharmakaya, Sambhogakaya and Nirmanakaya.
Dharmakaya - Body of self-nature.
Sambhogakaya - Body of uses.
Nirmakaya - Body of changes.
What is body of self-nature?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Buddhas, the true and

pure dharma realm, usage and equality.
It is formless, immobile, and has uncountable merits. The dharma nature is
equality, which is the truth. We may say in the dharma realm, the pure Buddha
nature is body of self-nature.
What is body of uses? It can be subdivided into self use and other use. All the
Buddhas use their perfect, clean and omnipresent human body to bring benefits to
others. They also use the equality wisdom to manifest their wonderful meritorious
body to reside in pure lands and show all kinds of mystic powers to the Bodhisattvas
of ten lands, turn the dharma wheel, solve the doubts of others,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use their bodies to enjoy the dharma bliss derived from the Mahayana.
What is body of changes? All the Buddhas have the wisdom of accomplishment
of whatever they are doing, and they are able to manifest into many bodies, to
reside in the Pure Land or Filthy Land, to give sermons when necessary, to succour
all sentient beings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gain benefits for themselves.
The sutras that mentioned about the three bodies included:
Zhi Guan sutra” dharmakaya is the enlightenment stage. ”
Sambhogakaya is the accomplishment of wisdoms, and Nirmakaya is the
application.
Guang Ming Xuan sutra”dharmakaya is the essence of dharmas and truth.
Sambhogakaya i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wisdoms and Nirmakaya is the
essence of all merits.”
Let me quote a real example:
My dharmakaya is Vairo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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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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ambhogakaya is Padmakumara.
My Nirmakaya is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Lu Sheng Yen.
I think all of you can understand my explanation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confused over the terms Sambhogakaya and Nirmakaya. simply put,
Sambhogakaya is residing in the pure land and enjoying the dharma bliss. Whereas
Nirmakaya is omnipresent in this world to succour other sentient beings.
●
A Mongolian disciple said:
My respectful Grandmaster,
I have great causation with the Grandmaster.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your devaeyes to verify this. One year ago in a dream, I saw a ring of rosary beads fallen from
the sky, and immediately changed into a big square, as big as a foot ball field. Four
small stupas then grew at the corners, and a big stupa grew at the centre of the
square. A golden Buddha sitting on a golden lotus appeared at the door of the big
stupa. I told myself it must have been Shakyamuni Buddha. He smiled to me kindly.
I never had experienced such happiness in my whole life, maybe this is the same as
dharma bliss experienced in the meditation. I have a vivid impression of the face of
the Buddha that appeared in my dream. When I bought the book”Guides to the
Great Mudra”, I saw Grandmaster picture in the cover then I realised the
dharmakaya of Shakyamuni Buddha is Grandmaster Lu. Maybe this is the telepathy
I have with the Grandmaster. I shall write to tell you some of my other spiritual
response.
●
In short, the letter talked about seeing a big rosary bead descended and
changed into a big square shrine, and five stupas were erected, and the main stupa
in the centre was occupied by Shakyamuni Buddha sitting on golden lotus flowers.
The face of Shakyamuni Buddha is the same as the face of Sheng-Yen Lu. And
he believed that the dharmakaya of Shakyamuni Buddha must be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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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sir le sens du « il n'y a rien »

C

huang-tzu était un homme

Chuang-tzu soumit son épouse à

vertueux et cultivé. Un jour, il

l'épreuve », connue aussi sous le nom

traversa un cimetière et vit une femme

de « La grande ouverture d'un cercueil

éventer la terre. Chuang-tzu trouva cela

».
Très vite, Chuang-tzu décéda «

étrange.
Il demanda à la femme :
—

Pourquoi éventez-vous le

tombeau ?

d'une maladie ».
Son épouse prépara les funérailles.
Chuang-tzu se réincarna en un

La femme répondit :

jeune lettré qui se prétendait un étudiant

— Au moment de sa mort, mon

de Chuang-tzu et qui vint vénérer ce

mari a dit que je pourrais me remarier
lorsque la terre de son tombeau serait
sèche.
À ces propos, Chuang-tzu soupira

dernier.
L'épouse vécut avec le jeune lettré
pendant plusieurs jours, voilà qu'elle
tomba amoureuse de lui.

d'émotion. Il utilisa alors l'art occulte en

Le lettré était malade, et il avait

ordonnant le séchage rapide du

besoin de manger un cerveau d'homme

tombeau.

pour guérir.

La femme lui exprima sa
reconnaissance et s'en alla toute
joyeusement.
De retour chez lui, Chuang-tzu

L'épouse lui demanda :
— Chuang-tzu vient de décéder,
son cerveau est-il utilisable ?
Le lettré répondit :

raconta l'histoire en long et en large à

— Oui.

son épouse assez charmante et jolie.

Finalement, voilà que l'épouse

Elle fut très en colère à ce récit et dit :
— Cette femme n'est ni chaste ni
fidèle, elle est sans pudeur. Vous l'avez
pourtant aidée !
Alors naquit l'histoire très célèb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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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sit une hache, ouvrit le cercueil de
Chuang-tzu et voulut prendre son
cerveau pour sauver le lettré.
Alors, Chuang-tzu poussa un soupir
et se leva du cercu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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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lettré avait déjà disparu.

« il n'y a rien ». Ceux qui ont saisi le

C'est l'histoire de Chuang-tzu qui

sens du « il n'y a rien » ne s'attachent

avait soumis son épouse à l'épreuve.
Une association d'idées me vient

l'attachement n'existe pas, il n'y a donc
pas d'ennuis. Il n'y a rien du tout, aucun

par-là :
–

pas au monde matériel. Étant donné que

l'épouse ne m'appartient pas

ennui ne peut ligoter.
J'ai observé ce bas monde.

toujours ;
–

Ha ! ha ! ha !

l'argent ne m'appartient pas

Hi ! hi ! hi !

toujours ;
– les enfants ne m'appartiennent
pas toujours ;
– la fonction élevée et grassement
rétribuée ne m'appartient pas toujours ;

Je passe ma vie en riant aux éclats.
J'ai soixante-quatre ans cette année
(2008), je voudrais m'attribuer un
surnom : « Vieillard Ha Hi » !

– tout ce qui est de ce bas monde
ne m'appartient pas toujours ;

Parce que j'ai saisi le sens du « il
n'y a rien », je n'ai pas d'ennuis, c'est

Voire même :

exactement le Vénérable du Monde tout

–

nu, n'est-ce pas ?

la vie ne m'appartient pas

Quelqu'un demanda à un maître zen

toujours ;
– la maison ne m'appartient pas
toujours ;
– le terrain ne m'appartient pas
toujours ;
– les bijoux ne m'appartiennent
pas toujours ;
– la voiture ne m'appartient pas
toujours.
En conséquence, Chuang-tzu

:
— Qu'est-ce que l'Éveil subit ?
Le maître zen répondit :
— Saisir la non-obtention, arrêter
immédiatement l'ennui !
Un autre maître zen dit :
— J'ai vu deux vaches en terre se
battre dans la mer, on est sans nouvelles
d'elles jusqu'à aujourd'hui.

vertueux et cultivé avait saisi le sens du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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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真佛會㆖諸佛菩薩摩訶薩︵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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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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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
㉃摩訶雙蓮池。㆔㈩㆔㆝主均趕赴摩訶雙
蓮池。集諸㆓㈩㈧㆝眾。帝釋。梵王。㈧
部㆕眾。廣說法要。
爾時。㈮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
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萬寶
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花童子
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光。藍
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童子現出福
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光。
諸㆝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
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
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此大光
華。
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細說。帝
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
說。㆒切㆟㆝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眾
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
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真實佛法息災
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說。諸佛菩薩
救度眾生。㈲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
世界。無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
滿㈪世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
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真佛
世界。
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眾聞聖尊
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吉祥
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生化身示現。
各各歡喜得未曾㈲。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
化身為教主。㆘降㉃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
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淨。
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師為僧寶。
聖尊告大眾。若㈲善㊚子。善㊛㆟。
於每年㈤㈪㈩㈧㈰。沐浴齋戒。著新淨衣
服。或於每㈪㈩㈧㈰。或本命生辰㈰。在
密壇前。奉請㆓佛㈧菩薩。奉誦真實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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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祈願身體健康 業障消除及眾等
之累世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
靈往生淨土
往生者：黃漢基 莊文良 陳松美
黃月蓮祖先
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助印者：

陳麗英 陳俊龍 黃惠文 黃惠娟
莊銀珠 莊國龍 TRINH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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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陳來好 菩薩 07.07

⾼⽯廼絢 菩薩 06.14

黃秋菊 菩薩 07.05

梁

陳秀琴 菩薩 06.30

陳其佳 菩薩 05.16

陳安平 菩薩 06.17

張

許師兄
0933-868-086

炎 菩薩 06.09

林師姐
0933-135-727

英 菩薩 04.30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服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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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hr臨終關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歡迎各寺堂、同修會、同門

踴躍訂購批發

真佛㈮鈔

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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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專線：886-3-4283479 •傳真電話：886-3-4596917
•台灣桃園市平鎮區㈮陵路㆓段7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