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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 六 月 一 日

做大醫王施眾生

︿台灣雷藏寺﹀釋迦牟尼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佛菩薩應病與藥

你就能夠生起菩提心

︿台灣雷藏寺﹀白蓮花王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體會人生的病苦

仍然要保持自心的光明

︿寶聚同修會﹀開光儀式‧開示

病苦虛弱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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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2日（農曆5月18日）為《真佛宗》創辦人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佛誕日，欣逢此72聖壽佳期，我輩弟
子應伏以恭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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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即身成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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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法王正法千秋度眾生，殊勝
真佛為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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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佛誕之際，希冀我輩弟子感念佛恩，謹獻片
語隻辭，以最誠摯的心，恭祝蓮生活佛佛體安康、長壽自在、大轉
法輪、不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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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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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有一天
﹁盧師尊
我答：
﹁是的
那人說：

確實落伍了

而電子書

我仍然

網路作家比比

你還用手寫書嗎？﹂

有人問我：

﹂

﹂
是的

﹁現代人已經用電腦寫書了
你已
我接著說：
﹂

﹁我已落伍了

●
我當然知道

印刷廠關門大吉

成了時代寵兒

但

熄燈號早已吹遍全世界

書局

紙張書漸漸被淘汰

我被人笑：﹁盧師尊是原始人！﹂

我連上網都不會

我沒有電腦

我沒有電板

我沒有手機

我的弟子們都知道：

●

是我手寫我書

皆是

第254冊《至尊的開悟》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這
幾年

手機已形成人人一機的時代了！
人隨機轉
機隨人轉
還有電板
原本是紙張作業的

電腦

人機合一
任何行業

●
以前的人看書
買書

租書

幾乎全部變

在我讀書的
要到書局

幾乎我每一次上街

借書

全部是紙張書

電子的時代來臨了！

電子

電子

成電子作業

時候
想看一本書
或圖書館
書局是我常去的地方
這是我的習慣

便是逛書局
我每天讀書

好嗎？

從哪裡來？

這更是我的習慣

二百五十四冊的書

我每天寫書
否則
我每天寫
天天寫

我仍懷疑︱︱
用人的眼睛去長久注意電子的光
電子書好嗎？
我認為：

仍然喜歡紙張
我要保護自己的眼睛及身體

我到現在

電子書好的一面當然有
很多

而壞的一面
很多

因為

總而言之
書

●
我不用手機的理由何在？
我答：
遊心於虛靜
結志於佛國
守戒於無欲

無念︶

悟道於無為
我喜歡：
無欲！
無事！
少念！︵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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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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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有小孩！﹂
因為公婆都急著

看見盧師尊至

﹁蓮花超霞﹂的祈求很認真

她在恍惚中

壓力很大
●

她不想吃
盧師尊說：
﹁吃下去

特地飛到台灣

也就是﹁蓮花紫君﹂現在已

生下了一個小女

就真的有孕了

才吃了！

吃下去沒多久

取名﹁鄭紫君﹂

在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怪的是

她一聽會有小孩

才會有小孩！﹂

拿著一粒蘋果遞給她

有一天

要抱孫

嬰

感恩這一件事

﹁蓮花超霞﹂就是為了感謝我

經三歲了
來

老爺及老奶

是二○一六年三月十三

還是男尊女卑

︵我們聚餐那一天
這麼巧︶
又：
﹁蓮花超霞﹂說：
在他們住的地方
她只有跑一趟台灣

奶又要他們生一個男嬰

日

第254冊《至尊的開悟》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
蓮花超霞﹂女士
告我一件事

在長榮桂冠的聚餐中
一直沒有小孩

報

例如﹁試管嬰兒﹂等

她和﹁蓮花偉鵬﹂結婚多年

均宣告失敗
無法可想之下
只有試試拜拜神明
她吃﹁香灰﹂
把一大碗水

由於

一大碗

摻入一大包的香

便叫她吃了下去

就這樣吞下肚

口中喃喃有詞之後

廟裡面的主事

祈求有小孩

她他試著用各種方法

毫無消息
等

灰
濃濃的灰水
她吞到非常噁心
實在不敢吞了
但
她他才皈依﹁蓮生活佛盧勝彥﹂

仍然宣告失敗
後來

然後祈求：

祈求盧師尊

福德

智慧的

才能滿足眾生﹁有﹂

好吧！再賜給妳一個乖巧的小男嬰吧！讓妳能

我說：

我聽了哈哈大笑！

再賜予一個健康

﹁蓮花超霞﹂每天試著唸﹁上師心咒﹂﹁高王

他她是遙灌頂皈依的

國家不同

經﹂

兒子

滿願
●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修行要到﹁空﹂的境界

把一切不可能

變

他是超然而為愛奉獻的

均是由﹁空﹂而來
做為一位靈性的導師

任何一種﹁有﹂

的境界

人
由於﹁空﹂
就有了﹁無限的秘密力﹂

二者合一的階段

就使她孕育了

懷著超然愛心來服務眾生的

蓮生活佛盧勝彥就是藉著智慧本尊超然的力

化成為可能
量
人
如此
至尊的活佛看了一眼物質個體
另一個個體的靈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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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蓮栽上師
編

輯：李昭嬋
採

訪：蓮會法師

佛菩薩應病與藥

做大醫王施眾生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燃燈編輯部

蓮會法師

蓮耶上師

蓮曉上師

五月七日蓮生活佛於台灣雷藏寺﹁白蓮花王護摩法會﹂開示

你就能夠生起菩提心

感謝各界對根本㆖師蓮生活佛的關心，
但請眾弟子們勿臆測根本㆖師的身體狀況。

體會人生的病苦

五月十一日蓮生活佛於寶聚同修會﹁開光儀式﹂開示

眾弟子們感恩在心，永遠珍惜追尋在您身旁，
師尊今年㈩㆒㈪再相見！

病苦虛弱之時 仍然要保持自心的光明

師尊、師母返抵西城，歡喜回家門。

法雨均霑
自性是自己命運緣份的根本主人
菩提道的第一門課｜入菩薩行論︵九︶

菩提園地
﹁天降富貴 隨心所悅﹂
蓮生活佛巨幅彩墨畫現場創作
聖尊祝福在佛陀的光明照耀中
讓我們都不生病！

發 行 所：雷藏寺

蓮生活佛盧勝彥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社

四月三十日蓮生活佛於台灣雷藏寺﹁釋迦牟尼佛護摩法會﹂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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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損一毛

百年垢衣今朝濯
精進修持到彼岸

蓮花鳳儀

蓮花文薈

普陀堂文宣

芝城雷藏寺文宣

蓮花思文

蓮花合香

莫使自身﹁明珠﹂染塵埃；
嚴明雷藏寺文宣
實修 力求回歸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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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ransformation infinie de Sheng-yen Lu ︻法文譯本︼

Grandfather`s Mala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銀髮族健康危機︻醫學健檢︼

讀︽玄關顯秘論︾之心得筆記

達欽仁波切已於四月二十九日
趨向佛淨土而轉法輪

感恩釋迦牟尼佛的誕生 讓有緣眾生得聞佛法；
三輪雷藏寺文宣
感激全天下的母親無私奉獻 才有今日的我們！

︿真願堂﹀發起法會開始前後
持誦﹃長壽佛心咒﹄迴向蓮生活佛

財寶天王是最富有的財神；
蓮華生大士是密教第一祖師爺

錯有錯著｜由逆轉勝

禮拜十卷梁皇懺
反觀自心八意念

珍惜︿真佛密法﹀ 將佛法融入生活中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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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圖片提供∕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首

地點：台灣雷藏寺
法會：釋迦牟尼佛護摩
灌頂：釋迦牟尼佛本尊法
釋迦牟尼佛功德王法

佛菩薩應病與藥
做大醫王施眾生

先我們向傳承祖師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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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本師釋迦
牟尼佛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
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 ︿台灣
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
霧珍女士 ︿台南市議會﹀蔡旺詮議
員 ︽真佛宗︾教授團︱所有的教授
成員 ︽真佛宗︾醫療團│所有的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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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
張予甄女士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我的大學同學︶朱金水
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士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
雅琪師姐 ︽大圓滿九次第︾ ︽喜
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製
作人蓮悅上師 主持人佩君師姐
My sister ︵ 我 的 妹 妹 ︶ 盧 勝 美 女
士
My sister 盧 幗 英 and
husband ︵妹夫︶ 感謝鄭邵鄰師姐
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國
語︶你好！大家好！︵粵語︶首先

感謝所有的同門對我的關心 也對我
的照顧 還有很多人持咒 修法 拜
懺 謝謝 謝謝大家 我這一生 活
到七十二歲 沒有住過院 幾乎病苦
好像都是離我很遠 但是我也體會到
病苦 因為有一陣子 就是在我隱居
的時候 也得到了病苦 但是沒有住
院 我那時候的辛苦 也是非常痛苦
的 那麼這一次 像今天 我是從醫
院裡面逃出來的 來這裡參加法會
有很多事情 像簽書 在六樓的問
事 另外 做哈達的供養 結手印
就用觀想的 我在這一個禮拜裡面
住在醫院裡面 有一個感想 我一直
不喜歡打針 也害怕打針 沒想到這
個禮拜所打的針 可能超過我這一生
所打的針 沒有想到 這個就是佛陀
的第一個真諦│﹁諸行無常﹂ 你再
健康的人也一樣會生病
釋迦牟尼佛因為祂在遊歷當中
經過了﹁四門﹂ 看到了﹁生老病
死﹂ 覺得應該決意出家 了生脫
死 把這世間給它了了 否則在世間
痛苦的人很多 像師尊每一次給大家
摩頂的時候 那些病懨懨的人 現在
我能夠體會 我能夠深深地體會 他
們也是很痛苦的
這個世界離不開﹁苦﹂ 佛陀就
講 不但有﹁四苦﹂ 有﹁八苦﹂
有種種的苦難 還有所謂的苦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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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苦 除了﹁生 老 病 死﹂以外
還有﹁愛別離 怨憎會 求不得﹂
這些都是苦 我覺得最苦的 應該還
是病苦吧！全身的力量都沒有 所以
講﹁英雄有淚不輕彈 只是未到傷心
處﹂
這一個禮拜 我在醫院裡面 都
是昏沉 全身也沒有什麼力量 都沒
有力 所有力量全部用盡 我記得離
開西雅圖的時候 在︿彩虹雷藏寺﹀
做護摩 護摩火顯示兩個大災難 三
個小災難 那是我必須要承受的吧
希望災難過了 以後就是晴天
今天是沒有辦法給大家做摩頂
大概等一下說完法 我就要再進到醫
院裡面 不能夠給大家做摩頂 很謝
謝大家 很謝謝大家的關心 很謝謝
大家幫我持咒 修法 拜懺 非常地
謝謝 ︵眾鼓掌︶
佛陀所說的道理都是真實的 諸
行無常 無常一到任何人也逃不掉
我在生病的時候 想起了以前一個女
作家 叫做﹁三毛﹂ 她在醫院裡面
用玻璃絲襪把自己脖子綁住 就這樣
上吊就死了 她是才華橫溢的 我不
了解為什麼三毛會這樣 經過這一場
病 我終於了解了 會有很多人寧願
結束病苦 也不想活在這世界上
這個世間快樂的時間非常地短

暫 黃金的歲月非常地短暫 少年的
時候懵懂 青年的時候又拼事業 中
年的時候也是在職場闖蕩 到了老年
的時候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的五臟六腑一樣都會衰敗
我常常想 我七十二歲了 等於
二十七歲 真的老年不知老滋味 幼
稚很幼稚 以為自己永遠都是二十七
歲 生病了住進醫院 要打盤尼西
林 什麼針都打了 什麼 MRI, CT
Scan、 核磁共振也都照了 醫生也
跟我講：﹁祢這個會好 ﹂︵眾鼓
掌︶但是好的過程 醫生講說：﹁身
上的還沒有滲透到骨髓裡面 如果滲
透到骨髓裡面 還要六個禮拜才能夠
好 ﹂我一想 如果滲透到骨髓裡
面 未來的日子怎麼過啊？任何一個
病都會影響到你的全身的身心 我們
學佛的人 常常看無常 想想別人的
無常 想想自己的無常 想想眾生的
無常 另外想想那些意外死亡的無
常 修行人自他互換 仍然覺得自己
所救的眾生是不夠的 有的時候連自
己要救自己都非常地困難 這個談何
容易啊！救眾生
我也想到自己的祖師 像了鳴和
尚 祂壽命是最長的 一百多歲 最
後牙齒也全部掉光；想想看 薩迦證
空上師腎臟衰竭；十六世大寶法王噶
瑪巴是胃癌 在五十七歲的時候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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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時候也是在職場闖蕩 到了老年
的時候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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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上師腎臟衰竭；十六世大寶法王噶
瑪巴是胃癌 在五十七歲的時候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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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傷到別的地方的 再一一給它恢
復 這樣子身體才能夠健康 恢復原
來的樣子
總而言之 師尊祈求瑤池金母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空行諸天 讓
︽真佛宗︾的弟子每一個人都身體健
康 不要有病 讓身心愉悅的去修
行 因為我以前很少生病 也沒有住
過院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 所以感觸
特別地深 終於了解了世間的苦 到
七十二歲了解世間的苦 應該是遲了
些吧！我平時只有有時候感冒了 咳
嗽了 就已經很苦了 沒想到這個更
厲害 不過我一樣地感謝瑤池金母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讓
我體會到什麼叫做病苦
我們講四個偈 這個偈當中的第
四行 ﹁應病與藥施眾門﹂ 剛好談
到病 其實身體有病 心靈也有病
對於病就是要給藥 心靈的病也一樣
要給藥 ﹁施﹂就是布施 布施給大
眾 施眾門 釋迦牟尼佛是大醫王
祂能夠救苦救難 我們眾生是受苦受
難 我常常自己嘲笑自己 以前是救
苦救難佛菩薩 現在是受苦受難佛菩
薩
唉！不過想一想 這個世間上畢
竟是空 以空性 一時的苦以空性來
把它解掉 才能夠產生大樂！因為只
要苦解除了 還有我們發了四無量

世了 祂在芝加哥︿錫安癌症防治中
心﹀過世的 才五十七歲圓寂；吐登
達爾吉上師在七十五歲的時候 肺炎
過世的 目前我身體的健康是腫已經
消掉了 痛也沒有了 只是腳還有一
點硬 腳還是硬的 希望過幾天的治
療 能夠把硬的感覺給它去除掉
我看到蓮耶上師他在網路上寫
的 台南的蓮耶 你是在哪裡？︵蓮
耶上師答覆他的病症是在胸部︶喔
你是胸部 那我是腳部 我是在腳
他是在胸 也非常辛苦
其實我們有時候把這個辛苦記起

心 ﹁慈﹂就是要給人快樂；﹁悲﹂
就是拔除人的痛苦；﹁喜﹂就要隨喜
地去做；﹁捨﹂就是無畏了 盡自己
的力量無畏地去做 就是捨了 這是
學佛最重要的菩提心
另外還有一個菩提心很重要｜
﹁自他互換﹂ 有時候我對於摩頂的
弟子有病 你不會有很大的感觸 但
是你自己病了 感觸就深了 原來病
是這樣子 很多坐輪椅的弟子 很多
年紀大的弟子 很多心臟有病的弟
子 很多有癌症的弟子 很多有腎功
能衰退的弟子 肝功能衰退的弟子
還有很多種種的八萬四千種病 其實
都是苦的根源 我們了解了以後 你
更會積極地 很想由佛菩薩的加持
力 趕快把他們的病給他們治好
有一個先生問妻子：﹁妳跟誰在
門口講話？講了三個小時 ﹂妻子
講：﹁隔壁的王太太 ﹂丈夫說：
﹁妳怎麼沒請她進來坐呢？﹂妻子
講：﹁我跟她講了 但是她說沒有時
間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我講
了 大概最快樂的時候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應該是最快樂的時間 還有
小孩子的時候 再來就要承擔一切苦
了 人生時間很短促 能夠修行的時
間也不多了 這也是無常吧！它說
最近天氣實在太熱了 推薦三個解暑
的良方 第一個 想想你的另一半

來 在你的記憶當中給它記起來 你
記起來的時候 你會對於世間的人更
加地悲憫 更加地想要幫助人 別人
的痛苦 你以為別人痛苦沒什麼 不
是我 但是事實上 無常嘛 沒有一
個人能夠例外的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
時候 祂也有偏頭痛 偏頭痛很痛
也是一種很大的苦 另外祂還有骨
刺 骨刺也是很大的苦 另外還有腸
胃炎 也是非常痛苦 師尊因為打了
很多的盤尼西林 自己的身上幾乎都
起變化 將來要復元還要針對傷到肝
臟的 肝功能的 傷到腎功能的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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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苦的根源 我們了解了以後 你
更會積極地 很想由佛菩薩的加持
力 趕快把他們的病給他們治好
有一個先生問妻子：﹁妳跟誰在
門口講話？講了三個小時 ﹂妻子
講：﹁隔壁的王太太 ﹂丈夫說：
﹁妳怎麼沒請她進來坐呢？﹂妻子
講：﹁我跟她講了 但是她說沒有時
間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我講
了 大概最快樂的時候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應該是最快樂的時間 還有
小孩子的時候 再來就要承擔一切苦
了 人生時間很短促 能夠修行的時
間也不多了 這也是無常吧！它說
最近天氣實在太熱了 推薦三個解暑
的良方 第一個 想想你的另一半

來 在你的記憶當中給它記起來 你
記起來的時候 你會對於世間的人更
加地悲憫 更加地想要幫助人 別人
的痛苦 你以為別人痛苦沒什麼 不
是我 但是事實上 無常嘛 沒有一
個人能夠例外的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
時候 祂也有偏頭痛 偏頭痛很痛
也是一種很大的苦 另外祂還有骨
刺 骨刺也是很大的苦 另外還有腸
胃炎 也是非常痛苦 師尊因為打了
很多的盤尼西林 自己的身上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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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光 就是打完了針打點滴的時
候 睡著了那個時候 是我最美好的
時光 因為打了這個針 你腸胃都沒
有胃口 腸子也壞了 胃也壞了
有一天 兒子跟爸爸講：﹁爸
剛才有人罵我腦殘 ﹂爸爸講：﹁誰
敢罵我的兒子腦殘？我看他兒子才是
智障呢！講！是誰罵你？﹂兒子講：
﹁是阿公 ﹂︵眾笑︶
我有兩次經驗 隱居的時候腦分
八瓣 真的！我求瑤池金母是求到搶
天呼地 一面走一面求祂；我得到了
﹁蜂窩性組織炎﹂ 我把腳抬高 從
晚上八點一直求到十一點 就是一直
唸瑤池金母 我說：﹁ 祢 救不救我
啊？如果 祢 不救我？﹂我們講台灣
話：﹁救救 liu-liu
祢 若不把我
救 祢就會夭壽 ﹂我已經講了這麼
明白了 唉唷 祂都無動於衷耶 實
在真的 瑤池金母心裡也是很殘忍
不知道我哪裡得罪了祂？我一直喊：
﹁救救 liu-liu
祢 若不把我救
祢就會夭壽哦 ﹂哇 痛哭流涕 其
實師尊也是很軟弱 真的病來了 師
尊也是軟弱的 還好看開了 人生就
是這個樣吧
笑話：剛剛騎車的時候實在太冷
了 路過一家店 看到門口上面寫著
﹁貂皮兩百一件 羽絨衣一百一件
夏裝八十一件 童裝五十元一件﹂

心就涼了半截；想想自己的銀行存
款 又涼了半截；想想幾年前的容貌
跟身材 再照照鏡子 保證讓你從頭
涼到腳
師尊講過 師尊每天運動兩百下
伏地挺身 還有打拳 要打拳 另外
做七重輪運動 那是指健康的時候
這幾個禮拜 伏地挺身 不用了︵台
語︶ 終於免了 因為兩手都是針
啊 兩隻手全部都是針孔啊 那個腳
只能夠伸一隻 另一隻伸不起來 另
一隻要抬高 哪裡能夠伏地挺身？哪
裡能夠打拳？打拳要踢腿的 也沒辦
法了！
想一想看 什麼時候才能再恢
復？每天兩百下伏地挺身 每天還要
打拳 還要打棍 還要運動 還要七
重輪運動 早上一開始就要打針 起
得特別早 而且盤尼西林影響到整個
腸胃 還有胃口通通都沒了 還好我
會禪定 一面打針 兩眼一閉 然後
就走了 我真的很想兩眼一閉 再也
張不開眼 那也很好啊！世事難料
啊 講一句話﹁生死有命 富貴在
天﹂ 在偶然睜開眼睛的時候看到電
視 有很多人死亡 真的是無常
丈夫下班回到家 看見妻子在揍
兒子 他沒理他們 逕自走到廚房
看到飯桌上煮好了一鍋餛飩 於是裝
了一碗吃 吃完了 看見妻子還在那

趕快走進去 挑了三件羽絨衣
兩件貂皮 我甩給老闆娘一千元
說：﹁不用找了 ﹂然後就走
了 老闆像發狂一樣追著我 手
裡拿著一個棒球棒追著我道：
﹁你給我站住！我是洗衣店
耶！﹂這個也是錯誤的 很多事
情要看清楚 哪有說貂皮大衣兩
百塊一件 羽絨衣一百塊一件
很多事情我們有病的時候
先要自己知道 自己裡面的這些
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讓你痛
苦 從血液裡面抽血檢查 然後
培養菌出來 這個菌出來就知道
你身上得的是什麼病 那時候
﹁應病與藥﹂ 這樣子才能夠做
為一個大醫王 不要弄錯了 所
以猜來猜去不一定對的 其實按
照正式的規矩 去醫你的病是比
較好一點 讓你了解你身上的病
到底什麼原因發生的 然後因病
與藥 師尊一生病還是先找醫
生 找了醫生以後再求佛菩薩
求瑤池金母 那這樣就會很快地
好
在這裡期望 諸佛菩薩 金
剛護法 空行諸天 瑤池金母
讓我們大家都不生病
嗡嘛呢唄咪吽

裡揍兒子 看不過去了 就說：﹁教
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 要多講道
理 ﹂妻子說：﹁好好的一鍋餛飩
他居然在上面灑了一泡尿 你說氣人
不氣人 ﹂丈夫聽了以後說：﹁妻
子 妳歇一會兒 讓我來揍 ﹂這很
多事情是這樣的 事不關己 你心都
不會動 事一關己 你心就動了 那
麼在我現在的這種狀況 就算餛飩裡
面灑了一泡尿 我也不為所動 我一
樣不為所動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到
底病業比餛飩尿還要重要吧！這個是
有一個比較出來 我們要﹁應病與
藥﹂ 佛陀也是講﹁應病與藥﹂ 你
到底是什麼病 你一定要抓中那一種
藥 才能夠治那種病
有一個女生叫阿美 急急忙忙趕
去 ATM 領錢應急 可是輸入兩次密
碼 提款機都沒有吐錢出來 阿美心
裡一急 就對排在她後面一直看
著她的男生吼說：﹁你看什麼
看？想偷看我的密碼嗎？﹂男生
也不甘示弱地回敬：﹁是啊！拎
爸︵台語︶就是要看看妳這個瘋
女人 用健保卡能領到多少錢出
來！﹂
所以是要﹁應病與藥﹂ 你
到了領錢的地方 一定要用領錢
的卡才有用 錢才會吐出來 像
師尊這個毛病一定要用盤尼西

林 而且只要跟我沾上的 我媽媽以
前講 我媽媽以前也很少生病 只要
我媽媽生病 一定是細菌大王
那我今天也是一樣 鄭森隆醫師
說 他這一生看過那麼多的﹁蜂窩性
組織炎﹂ 沒有看過我那麼難治的
我是最難治的 他用了最強最強的
叫做 Tigecycline ︵老虎黴素︶
Tiger 老虎 老虎的抗生素 用了最
強的老虎抗生素 但是那會傷到你的
肝臟 也會傷到腎臟 但是他說不用
這個 你的病沒有辦法好 你用了這
個先把你的病治好 然後再來做保護
肝臟 保護腎臟的工作
你不能為了怕會損害到肝 損害
到腎 所以不用這樣最強的抗生素
所以我這一個禮拜 真的被打得唉爸
叫母 氣力全無 全身的力量全部都
是沒有了 全身都是軟的 我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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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體 會 人生的病苦
你 就 能夠生起菩提心

蓮生聖尊法王慈悲加持法會主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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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
主尊│白蓮花王 敬禮壇城三寶 師
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
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
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台灣
省政府﹀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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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
院﹀蔡其昌副院長代表陳蕙美女士
︿台南市議會﹀蔡旺詮議員 ︿高雄
市消防總局﹀總局隊長洪聖儀先生
︿青山育幼院﹀董事長黃俊仁先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
主任鄭森隆博士 ︽真佛宗︾教授
團︱所有教授的成員 ︽真佛宗︾醫

護團│所有的成員 ︿宗委會﹀法律
顧問卓忠三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
琴律師 台灣知名藝人邰智源先生
美國夏威夷州駐台商務代表雷均先
生 ︿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常仁上
師 ︿台灣區華光功德會﹀理事長李
春陽先生 拿督雷豐毅先生 夫人拿
汀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倩小姐 馬來
西亞拿督李海安先生 夫人拿汀李菁
女士及千金李琪小姐 馬來西亞十大
藝人﹁凌波仙子﹂主角│蔡子 美
娟 秦雯彬師姐 ︿印尼大燈文化﹀
曾耀全先生 ︿關島太平洋島渡假
村﹀總經理鄭貽女士 ︿靜乙企業公
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 我 的
大學同學︶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
女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大圓
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
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蓮悅上師 主
持人佩君師姐
My sister ︵我的
妹妹︶盧勝美女士 感謝︿紐約淨慧
同修會﹀打齋十萬八百八十八元 馬
來西亞楊淑君師姐打齋十萬元 歐國
基師兄闔家打齋十萬元 甘惠馨師姐
打齋十萬元 梁維芯師姐打齋十萬
元 羅麗華師姐 ( 歿 ) 打齋十萬
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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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你好！大家好！︵粵語︶很感謝
今天這麼多人來參加白蓮花王的盛
會 非常感謝
大家也知道 盧師尊差不多將近
兩個月跟病魔纏鬥 首先不以為意
以為只是腳氣腫 結果腫到不能走
路 就是左腳 拖了一陣子才找醫生
看 終於又進到醫院裡面 然後又出
院 我一生當中從來沒有那麼辛苦
過 這是我一生當中最痛苦的一段歲
月 這個左腳總算恢復跟右腳變成一
樣 也就是痛 腫跟堅硬全部都消退
了 這個病就是﹁蜂窩性組織炎﹂
其實這個病講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但
也是滿嚇人 也有很多人因這個病喪
失了生命
治療的過程就由鄭森隆醫生安
排 主要他都是我的主治醫生 另外
還有幾個醫生 ﹁中山感染科﹂的也
是主任吧 是曹醫師 姓曹的醫師
另外還有感染科的盧醫師 另外︿長
庚醫院﹀的張醫師 還有另外心臟科
的醫生 放射科的醫生 全部都檢查
了 可以講是會診 另外我們︽真佛
宗︾有一位夜間護理長 是劉護理長
吧！他也幫忙 我的住院手續是徐雅
琪師姐幫忙 出院手續也是徐雅琪師
姐幫忙 所有的侍者團 包括蓮 上
師 慧君上師 蓮涯上師 蓮店上
師 蓮寧上師 當然這個都講過了

主祈者敬獻哈達
為蓮
慧君 她們都幫了很大的
忙 在這當中還有師母也是日夜的照
顧 很多的侍者 大家都是盡心盡力
地照顧 還有所有的醫生 其實在住
院當中 受到很多醫生的照顧 每日
的關懷 鄭森隆醫生早 午 晚 甚
至半夜 一直地照顧 我很感謝他
們
首先的治療只是吃藥 吃抗生
素 後來變成打抗生素 打初級的抗
生素 二級的抗生素 一直都沒有
效 到了三級的抗生素 甚至於四級
的抗生素 另外長庚的張醫師他認為
有多種的細菌感染 包括葡萄球菌
鏈球菌 黴菌 多種細菌的感染
在這當中受到很多同門的祈福
祈禱 加持 持咒 拜懺 這是我最
痛苦的一次 痛苦的一段時間 我從
來沒有那麼痛苦 打了針無數 抗生
素打到最高 別人不用這樣子 我就
是要這樣子 打到昏天暗地 到現在
為止 因為打抗生素 會影響到你的
腸跟胃 會影響到你的過敏 影響到
你的肝的指數 影響到你的胃的指
數 影響到你的整個免疫力都錯亂
影響到全身系統 生不如死
這個時候你會發覺什麼都不重
要 天下的事都不重要了 都是沒有
事了 人家會問：﹁祢平時學那麼多
法 為什麼不拿出來做對治？﹂告訴

大家 全身全部軟了 全部軟化掉
超級的虛脫 整個全身沒有存活的意
志 經歷了這一場苦難 經歷了這一
場病苦 祢的佛法呢？我只能夠用我
的空性來印 都不重要 任何事都不
重要 金錢 地位 名譽完全蕩然無
存 讓你了解到了人生這一場夢畢竟
是空幻一場 我是到了七十二歲才恍
然感覺到 原來這世界上全部都是不
重要的 瑤池金母的安排讓你了解
到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留戀
的 經過這一場病苦以後 除了佛講
的﹁無常﹂ ﹁無我﹂ ﹁苦﹂跟
﹁空﹂以外 畢竟是無所得
雖然我現在的腳已經可以走路
了 但是人仍然是超級虛脫 還有發
燒 會發燒的 然後又要保護肝臟
保護腎臟 保護胃腸 保護免疫力
要做種種的後續的治療 我覺得非常
地抱歉 明天本來有一個晚會 在我
回美國之前 所有的同門都準備最好
的節目 覺得非常地抱歉 今天這一
場法會 本來能不能來都不一定 到
了昨天晚上 喝了一口水 這一口水
是地母娘娘所賜的那一口水 我從來
沒有失眠過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失眠
過 居然因為打了抗生素 那麼多的
藥以後 居然會失眠 所以一切都是
無常 昨晚喝了一口水 昨天晚上才
能夠好睡 ︵眾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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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你好！大家好！︵粵語︶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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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終於又進到醫院裡面 然後又出
院 我一生當中從來沒有那麼辛苦
過 這是我一生當中最痛苦的一段歲
月 這個左腳總算恢復跟右腳變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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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到了三級的抗生素 甚至於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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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了 人家會問：﹁祢平時學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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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金錢 地位 名譽完全蕩然無
存 讓你了解到了人生這一場夢畢竟
是空幻一場 我是到了七十二歲才恍
然感覺到 原來這世界上全部都是不
重要的 瑤池金母的安排讓你了解
到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留戀
的 經過這一場病苦以後 除了佛講
的﹁無常﹂ ﹁無我﹂ ﹁苦﹂跟
﹁空﹂以外 畢竟是無所得
雖然我現在的腳已經可以走路
了 但是人仍然是超級虛脫 還有發
燒 會發燒的 然後又要保護肝臟
保護腎臟 保護胃腸 保護免疫力
要做種種的後續的治療 我覺得非常
地抱歉 明天本來有一個晚會 在我
回美國之前 所有的同門都準備最好
的節目 覺得非常地抱歉 今天這一
場法會 本來能不能來都不一定 到
了昨天晚上 喝了一口水 這一口水
是地母娘娘所賜的那一口水 我從來
沒有失眠過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失眠
過 居然因為打了抗生素 那麼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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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
㈤濁眾生令離垢，同證如來淨法身。

佛體安康 請佛住世
常轉法輪 廣度眾生

浴佛偈﹕
蓮 寧 上 師 、 蓮 哲 上 師 、 蓮 歐上師代表《真佛宗》眾弟子
祈 願 蓮 生 活 佛盧勝彥法王

在這當中 我沒有用什麼佛法來
治我自己的病 照理說︽密教大圓
滿︾﹁應病與藥﹂ 用﹁隨其煩惱來
對治﹂ 起什麼煩惱 你可以用大圓
滿法來對治你自己的煩惱 但是我覺
得我的意志力跟我的毅力 因為超級
虛脫 接近死亡的那一種感覺幾乎都
消失掉了 所以我是很佩服我們有上
師得了癌症 他能夠在四年當中能夠
如如不動 不像我一點用處都沒有
一個病魔的打擊 一下子就得了憂
鬱 我發覺我的意志力跟毅力 本來
自己以為很強的 沒想到這短短兩個
月的病魔的侵襲 整個人通通都倒下
來了
其實哭泣是一種憂鬱 一種感
傷 每當我看到電視裡面有很多的災
難 我就替他們感傷 看到眾生的
苦 這時候我才體會到 原來眾生的
苦是那麼地苦 這也算是最美好的安
排 在我七十二歲的時候 瑤池金
母 阿彌陀佛 地藏菩薩安排了這一
場病 讓我覺得什麼事情都不重要
就算祢病好了 祢的療養 有的講一
個月 有的講要三個月 那個抗生素
才會在身體裡面漸漸地消失掉
我不知道打了多少抗生素 打到
最高級的 每天就像不死不活的這樣
子 癱在床上 我感謝所有的幫我醫
療的團隊 鄭森隆醫師 所有的醫

師 他讓我的腳好了 我也感謝昨天
晚上地母的一杯水 祂讓我昨天晚上
能夠進入深眠之中 否則我是半死不
活的
有時候求死的意念非常地重 因
為一直都在昏沉之中 學了那麼多的
佛法 每一個佛法 因為學了太多
所以佛法 都不知道要用哪一個佛法
來對治 只能夠用大圓滿的﹁空性﹂
的印來印 讓你知道這世界上全然是
無所得的 也全然是空 我們每一個
人都要經歷過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尤
其是病魔 尤其是老
另外還有一點 在你死前的苦
你要離開人間那一段的苦 我們只能
夠堅持一個信念 你的本尊在你的身
旁 你的上師在加持 你的護法在你
的四周 然後你的本尊出現 你跟著
本尊走吧 因為這世間上沒有什麼可
以留戀的 完全沒有
我每天的理髮 手都沒有力 全
是蓮 上師幫我理的 當一個老人在
住院的時候 他拖著點滴 然後很蹣
跚地從病榻上走向廁所 我就想起眾
生的苦 一個人老的時候 他需要周
圍的人能夠護持他 他需要人的幫
助 我們學習白蓮花王 也等於是在
學習菩薩的精神 菩薩要我們利益眾
生 但是你生不起利益眾生的心 一
個最好的方法 你親自去體會那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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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願 蓮 生 活 佛盧勝彥法王

在這當中 我沒有用什麼佛法來
治我自己的病 照理說︽密教大圓
滿︾﹁應病與藥﹂ 用﹁隨其煩惱來
對治﹂ 起什麼煩惱 你可以用大圓
滿法來對治你自己的煩惱 但是我覺
得我的意志力跟我的毅力 因為超級
虛脫 接近死亡的那一種感覺幾乎都
消失掉了 所以我是很佩服我們有上
師得了癌症 他能夠在四年當中能夠
如如不動 不像我一點用處都沒有
一個病魔的打擊 一下子就得了憂
鬱 我發覺我的意志力跟毅力 本來
自己以為很強的 沒想到這短短兩個
月的病魔的侵襲 整個人通通都倒下
來了
其實哭泣是一種憂鬱 一種感
傷 每當我看到電視裡面有很多的災
難 我就替他們感傷 看到眾生的
苦 這時候我才體會到 原來眾生的
苦是那麼地苦 這也算是最美好的安
排 在我七十二歲的時候 瑤池金
母 阿彌陀佛 地藏菩薩安排了這一
場病 讓我覺得什麼事情都不重要
就算祢病好了 祢的療養 有的講一
個月 有的講要三個月 那個抗生素
才會在身體裡面漸漸地消失掉
我不知道打了多少抗生素 打到
最高級的 每天就像不死不活的這樣
子 癱在床上 我感謝所有的幫我醫
療的團隊 鄭森隆醫師 所有的醫

師 他讓我的腳好了 我也感謝昨天
晚上地母的一杯水 祂讓我昨天晚上
能夠進入深眠之中 否則我是半死不
活的
有時候求死的意念非常地重 因
為一直都在昏沉之中 學了那麼多的
佛法 每一個佛法 因為學了太多
所以佛法 都不知道要用哪一個佛法
來對治 只能夠用大圓滿的﹁空性﹂
的印來印 讓你知道這世界上全然是
無所得的 也全然是空 我們每一個
人都要經歷過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尤
其是病魔 尤其是老
另外還有一點 在你死前的苦
你要離開人間那一段的苦 我們只能
夠堅持一個信念 你的本尊在你的身
旁 你的上師在加持 你的護法在你
的四周 然後你的本尊出現 你跟著
本尊走吧 因為這世間上沒有什麼可
以留戀的 完全沒有
我每天的理髮 手都沒有力 全
是蓮 上師幫我理的 當一個老人在
住院的時候 他拖著點滴 然後很蹣
跚地從病榻上走向廁所 我就想起眾
生的苦 一個人老的時候 他需要周
圍的人能夠護持他 他需要人的幫
助 我們學習白蓮花王 也等於是在
學習菩薩的精神 菩薩要我們利益眾
生 但是你生不起利益眾生的心 一
個最好的方法 你親自去體會那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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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你就能夠生起你的菩提心 你要
自他互換 如果我是你 我就會生起
菩提心 自他互換
要對治煩惱 事實上用空性來對
治是最好的 因為煩惱也不重要了
誰欠誰的 不重要了 誰恨誰 不重
要了 誰愛誰 不重要了 ﹁金錢﹂
不重要了 ﹁名譽﹂也不重要了 你
到了每一天拖著點滴的時候 你就知
道了 有什麼事情重要？當你超級虛
脫的時候 你會發覺什麼都不重要
了！
我常常講一句 這一切都是最美
好的安排 這一次的病苦 永遠銘記
在心 這世界上並沒有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往生到佛國淨土
七十二歲以前我沒有住過院 我沒有
得過什麼病 小病當然是有 大病是
沒有的 這一次是最美好的安排 讓
我去體會生死的關頭
我自己這樣子想 我能夠弘法的
時間已經不多了 當然身體健康會慢
慢地恢復 但是也不能永遠 所以弘
法的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我希望佛法
能夠綿長下去 到了有一天 不會超
過多久的 我們請蓮寧上師做為接班
人 我也想請蓮悅上師做為副的接班
人 我要找真正做事情的人 蓮店上
師可以當執行長 那師母呢 師母她
的明斷跟果決是非常有名的 她的智

要發菩提心哪！因為﹁菩提心﹂是佛
法的中心 瑤池金母 阿彌陀如來
地藏王菩薩 祂們都發了菩提心了
祝大家每一個人都有菩提心
嗡嘛呢唄咪吽

慧也很高 我想請師母去召集一般比
較有正義感的上師做為監察組 是幫
助︿宗委會﹀的 好像︿宗委會﹀本
身來講 委員都分布全世界 平時沒
有辦法聚會 幾個好的上師做為監
察 讓整個宗派能夠走在正軌上面
師母是很有智慧的 她的果斷的能力
跟判斷的能力都非常地強 她可以挑
選一些上師做為監察 監察組的成
員 也可以幫助整個宗派 有一個監
察的制度 免得上師流於散漫
這次給我的感觸很多 其實我弘
法的時間 這一次以後應該不會有幾
年 如果好起來的話 當然腳是完全
好了 只是體力 打了那麼多的抗生
素 一直都在時空錯亂之中 整個人
茫茫然 可以講是超級地虛脫 本來
想 像腳如果今天沒有好 腳到今天
為止都沒有好的現象 或者沒有完全
好 腳沒有完全好 我今天就交棒
交給他們年輕人去做 我就交棒了
但是腳又讓祢好了 但是我知道 我
不能夠弘法多少年 沒有了！大概這
幾年吧！這幾年以後 我正式宣布
當然我要請一個比較長的假 就是說
回到西雅圖 也要讓自己身體康復
好好地康復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實驗 我到
底能夠做幾下伏地挺身 發覺才兩個
月沒有做伏地挺身 我只能夠很勉強

請佛住世 常轉法輪

到病苦的悲哀 體會到老人的悲哀
體會到種種苦的悲哀 那個時候你就
能夠發起菩提心了
白蓮花王 祂有祂的咒語 有祂
的形象 有祂的手印 我們每一個蓮
花童子 每一個白蓮花王 都要去廣
度眾生 去拯救眾生 去慈悲眾生

眾弟子齊心預祝蓮生活佛佛誕

地做了十下的伏地挺身 很勉強
我感謝佛菩薩 地母娘娘的一口
水 我跟地母娘娘結緣很少 我的本
尊是瑤池金母 但是我的痛苦求祂都
不應 祂是給我一種美好的安排吧！
我除了想起在溫哥華︿菩提雷藏
寺﹀ 那一尊地母娘娘 是我捐出來
的 很大尊的地母娘娘 是我捐出來
的 所以請大家注意 不要因小善而
不為 我們平時布施 那一尊地母娘
娘整個金身都是我出的 將近一萬多
美金 沒想到祂會給我一口水 讓我
好久以來不能夠一夜好眠 就昨天晚
上是最好睡的一個晚上 一切都是因
緣吧！
我本來想說我今天來這裡 是母
親節吧 母親節又是佛陀的預祝 釋
迦牟尼佛的預祝 又是我的預祝 生
日的預祝 我本來很堅強 我說我一
定不要哭 我一定不可以哭 我一定
要堅強 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祢並不
是堅強 祢 的心太柔弱了 不夠堅
強 祢怎麼能夠擔得起五百萬弟子的
重責大任 祢 如何去救度所有的眾
生 祢還發願生生世世度眾生 還發
願粉身碎骨度眾生
但是我就知道 其實我的心太柔
軟 期盼大家 每一個人從經驗當中
體會到人生的苦 體會到眾生的無
奈 在有健康身體的時候 你要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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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你就能夠生起你的菩提心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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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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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判斷的能力都非常地強 她可以挑
選一些上師做為監察 監察組的成
員 也可以幫助整個宗派 有一個監
察的制度 免得上師流於散漫
這次給我的感觸很多 其實我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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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童子 每一個白蓮花王 都要去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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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整個金身都是我出的 將近一萬多
美金 沒想到祂會給我一口水 讓我
好久以來不能夠一夜好眠 就昨天晚
上是最好睡的一個晚上 一切都是因
緣吧！
我本來想說我今天來這裡 是母
親節吧 母親節又是佛陀的預祝 釋
迦牟尼佛的預祝 又是我的預祝 生
日的預祝 我本來很堅強 我說我一
定不要哭 我一定不可以哭 我一定
要堅強 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祢並不
是堅強 祢 的心太柔弱了 不夠堅
強 祢怎麼能夠擔得起五百萬弟子的
重責大任 祢 如何去救度所有的眾
生 祢還發願生生世世度眾生 還發
願粉身碎骨度眾生
但是我就知道 其實我的心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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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對根本上師蓮生活佛的關心

但是 我知道每一個弟子發自內
心的關懷 擔心自己的師父會太辛苦
會太勞累 所以 網路上太多太多的建
議 不管他們建議如何如何 我都感謝

者團每一個都很盡心的照顧 也集合起
來力量勸請師尊 但是只要師尊一句
話 決定的事情 我們當侍者的一定是
依教奉行 護持師尊到雷藏寺來 師尊
的行程沒有一個人可以作主決定的 包
括我自己也一樣 注重根本上師的決
定 而當弟子的是沒有任何權力告訴師
尊：﹁祢哪裡可以去 哪裡不能去 ﹂

師母蓮香上師致詞
他們真心關懷師父 為師父唸經 持
咒 迴向 ︿宗委會﹀的網路統計出
來 到今天為止﹃長壽佛咒﹄有一千多
萬遍了 其他單位還沒有加進來算 只
是︿宗委會﹀這部分就有一千多萬的
﹃長壽佛咒﹄ 這一點我也要報告師
尊：﹁師尊 我們真佛弟子多可愛啊！
多麼想師父啊！﹂我在這裡深深感謝同
門 這一次師尊的腳痛 大家齊心合力
的能唸咒的 能關懷的 能在網路上提
出建議的 都很好 我內心都很感謝
但是 我回憶中不知道正不正
確 憑我印象有一條戒 假如我說錯的
話要更正 戒律中好像有這一條：﹁不
去談論根本上師的身體 可以自己默默
的關懷 持咒 迴向 ﹂是可以這樣子
做；假如把很多事情全部在網路上說東
說西 說到最後只是腳痛好像變成癌症
快要奄奄一息了 其實傳說是不準的
師尊到今天我可以說祂的腳是百分之百
完全康復 是真的 是真港(台語)
是確定的
有吃了一些抗生素 抗生素沒有
那麼快離開身體 要恢復要有一段時
間 好好休息倒是真的 我在這裡清楚
報告大家 讓大家知道 也放寬心 不
用一直擔心下去 等一下我們祝賀師尊
生日吃蛋糕 好不好？(大眾鼓掌)謝
謝大家！嗡嘛呢唄咪吽！

尊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網路上同
門 在座貴賓 大家下午好！
今天確實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今
天我們預祝釋迦牟尼佛佛誕 也預祝根
本上師佛誕 也預祝母親節 今天是師
尊回到台灣半年 最後一個星期六大法
會 在這半年當中 師尊給予佛法開
示 傳法 灌頂種種大智慧的布施 我
們都感受到沉浸智慧法海當中 去滋潤
我們的心靈 法味濃濃 感謝我們根本
上師 明天就是母親節 母親節是慶祝
非常偉大母親的節日
在母親節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要好
好的感恩自己的母親 而不是只有母親
節這一天 來感恩母親 我們應該心中
懷著感恩的心 去跟自己的母親常常有
互動 去關懷母親 去幫助母親 去孝

師

但請眾弟子們勿臆測根本上師的身體狀況。

敬母親 時時常常有感恩母親的心 在
這裡我們大家一起為全天下的母親祝福
﹁母親節快樂！﹂
再來我要講的是最近師尊的腳
痛 所有的同門都知道師尊腳痛 每一
個人都上網發表自己對這腳痛的關懷
有的同門說：﹁師尊 應該好好休息
不要再做法會 不要去哪裡接受供
餐 ﹂有的同門說：﹁應該退隱了 應
該好好的休息 ﹂做種種的建議 在網
路上很多很多 這表示我們同門非常非
常關心師尊 不管同門如何的表達 我
都知道他們都是真心關切自己的佛父
很感謝他們
我自己個人可以說 不用說 當
然全部的力量 沒有自己 所有的力量
照顧師尊 我是一頭牛 只知道天天耕
田 不懂收獲 在所不辭 照顧師尊絕
對是沒有一分一毫的懈怠 侍者團也勸
說師尊 多多休息 不要太勞累 可不
可以將所有的活動都取消 師尊只回答
我：﹁明天再說 ﹂結果明天再請示
師尊又說：﹁明天再說 ﹂所以 我一
直在等待 昨天早上師尊才給我一個答
案 師尊說：﹁我要到雷藏寺看看所有
的弟子 我才安心 ﹂師尊心掛著所有
的弟子 祂今天一定要到雷藏寺來 看
看弟子們 祂才感到一絲絲的 很多很
多的 可以說才睡得著覺 看看你們
師尊才睡得著覺
勸請師尊 種種勸請 護法 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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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我知道每一個弟子發自內
心的關懷 擔心自己的師父會太辛苦
會太勞累 所以 網路上太多太多的建
議 不管他們建議如何如何 我都感謝

者團每一個都很盡心的照顧 也集合起
來力量勸請師尊 但是只要師尊一句
話 決定的事情 我們當侍者的一定是
依教奉行 護持師尊到雷藏寺來 師尊
的行程沒有一個人可以作主決定的 包
括我自己也一樣 注重根本上師的決
定 而當弟子的是沒有任何權力告訴師
尊：﹁祢哪裡可以去 哪裡不能去 ﹂

師母蓮香上師致詞
他們真心關懷師父 為師父唸經 持
咒 迴向 ︿宗委會﹀的網路統計出
來 到今天為止﹃長壽佛咒﹄有一千多
萬遍了 其他單位還沒有加進來算 只
是︿宗委會﹀這部分就有一千多萬的
﹃長壽佛咒﹄ 這一點我也要報告師
尊：﹁師尊 我們真佛弟子多可愛啊！
多麼想師父啊！﹂我在這裡深深感謝同
門 這一次師尊的腳痛 大家齊心合力
的能唸咒的 能關懷的 能在網路上提
出建議的 都很好 我內心都很感謝
但是 我回憶中不知道正不正
確 憑我印象有一條戒 假如我說錯的
話要更正 戒律中好像有這一條：﹁不
去談論根本上師的身體 可以自己默默
的關懷 持咒 迴向 ﹂是可以這樣子
做；假如把很多事情全部在網路上說東
說西 說到最後只是腳痛好像變成癌症
快要奄奄一息了 其實傳說是不準的
師尊到今天我可以說祂的腳是百分之百
完全康復 是真的 是真港(台語)
是確定的
有吃了一些抗生素 抗生素沒有
那麼快離開身體 要恢復要有一段時
間 好好休息倒是真的 我在這裡清楚
報告大家 讓大家知道 也放寬心 不
用一直擔心下去 等一下我們祝賀師尊
生日吃蛋糕 好不好？(大眾鼓掌)謝
謝大家！嗡嘛呢唄咪吽！

尊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網路上同
門 在座貴賓 大家下午好！
今天確實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今
天我們預祝釋迦牟尼佛佛誕 也預祝根
本上師佛誕 也預祝母親節 今天是師
尊回到台灣半年 最後一個星期六大法
會 在這半年當中 師尊給予佛法開
示 傳法 灌頂種種大智慧的布施 我
們都感受到沉浸智慧法海當中 去滋潤
我們的心靈 法味濃濃 感謝我們根本
上師 明天就是母親節 母親節是慶祝
非常偉大母親的節日
在母親節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要好
好的感恩自己的母親 而不是只有母親
節這一天 來感恩母親 我們應該心中
懷著感恩的心 去跟自己的母親常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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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大家一起為全天下的母親祝福
﹁母親節快樂！﹂
再來我要講的是最近師尊的腳
痛 所有的同門都知道師尊腳痛 每一
個人都上網發表自己對這腳痛的關懷
有的同門說：﹁師尊 應該好好休息
不要再做法會 不要去哪裡接受供
餐 ﹂有的同門說：﹁應該退隱了 應
該好好的休息 ﹂做種種的建議 在網
路上很多很多 這表示我們同門非常非
常關心師尊 不管同門如何的表達 我
都知道他們都是真心關切自己的佛父
很感謝他們
我自己個人可以說 不用說 當
然全部的力量 沒有自己 所有的力量
照顧師尊 我是一頭牛 只知道天天耕
田 不懂收獲 在所不辭 照顧師尊絕
對是沒有一分一毫的懈怠 侍者團也勸
說師尊 多多休息 不要太勞累 可不
可以將所有的活動都取消 師尊只回答
我：﹁明天再說 ﹂結果明天再請示
師尊又說：﹁明天再說 ﹂所以 我一
直在等待 昨天早上師尊才給我一個答
案 師尊說：﹁我要到雷藏寺看看所有
的弟子 我才安心 ﹂師尊心掛著所有
的弟子 祂今天一定要到雷藏寺來 看
看弟子們 祂才感到一絲絲的 很多很
多的 可以說才睡得著覺 看看你們
師尊才睡得著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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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圖片提供∕燃燈雜誌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語開示

病苦虛弱之時

的 所以應該把一些有緣的全部度進
來 我自己最近遭遇到一個病 一個
病劫 病的劫數 現在才差不多剛剛
好而已 可能在飛機上還要請楊師姐
佩霓多多照顧 肚子餓的時候
( 楊師姐：有事可以叫我 把祢的餐
點留起來
) 好 人都是緣分 人
跟人之間在一起是一個緣 時空的關
係所以今天會到這裡 這個緣 我覺
得緣很不錯 非常好
在這個病劫當中 讓我感覺到佛
菩薩的加持 大寶法王噶瑪巴祂在臨
終的時候 在圓寂的時候 祂教我
保持祢自己的光明的心就可以 一個
人在臨終的時候 只要祢的心保持著
祢的光明 這樣子祢永遠心一直在放
著光就可以
薩迦證空上師祂說 當祢在眼睛
閉起來的時候 所有的識神一樣還是
可以去度化眾生 用祢的識神仍然可
以去度化眾生
吐登達爾吉上師祂指示 祢必須
要清淨 不能混亂 當祢非常地虛脫
的時候 仍然要保持祢的清淨
了鳴和尚的指示 當在昏沉之
中 祢 的佛性跟佛光仍然在 祢 的身
上 這就是成佛跟往生佛國的保證
除了這個以外 沒有人能夠救自己
最重要大寶法王所講 你在昏

天來︿寶聚同修會﹀ 最主要
的因緣 因為我坐︿長榮航
空﹀的飛機 ︿長榮﹀的楊師姐
( 楊佩霓 )
她就是首先拿一個堂
主所寫的東西給我看 我覺得他寫得
很好 後來認識了以後 佩霓就一直
要我到︿寶聚同修會﹀ 她一直請
求 因為她的服務很好 那就有這個
緣份來到︿寶聚同修會﹀ 其實我是
不知道有︿寶聚同修會﹀的 來到這
裡以後 感覺到非常地清涼 一種清
涼 壇城很素 佈置得很素雅 同門
看來都是從︿台灣雷藏寺﹀跟各地的
法師 那 沒有幾個同門 看起來都
是無形的同門 覺得其實度眾生是一
種方便 度一個 兩個也是度眾生
有形的也是眾生 無形的也是眾生
總之 每一個人本著弘揚佛法的精神
去度眾生 那就是對的 到這裡來感
覺到很清淨 地方 樓上也滿空曠

今

仍然要保持自心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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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佩霓 )
她就是首先拿一個堂
主所寫的東西給我看 我覺得他寫得
很好 後來認識了以後 佩霓就一直
要我到︿寶聚同修會﹀ 她一直請
求 因為她的服務很好 那就有這個
緣份來到︿寶聚同修會﹀ 其實我是
不知道有︿寶聚同修會﹀的 來到這
裡以後 感覺到非常地清涼 一種清
涼 壇城很素 佈置得很素雅 同門
看來都是從︿台灣雷藏寺﹀跟各地的
法師 那 沒有幾個同門 看起來都
是無形的同門 覺得其實度眾生是一
種方便 度一個 兩個也是度眾生
有形的也是眾生 無形的也是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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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超級虛脫的時候 你的光明心永
遠都在你的心中 這一點最重要 就
是我要告訴大家的 謝謝大家！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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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地的付出 這樣的師父讓眾弟子們
感恩在心 永遠珍惜追隨在您身旁
師尊您要好好調養身體 恢復健康
繼續弘揚佛法 這是眾弟子的心聲
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是蓮生活
佛結束台灣半年弘法 返回西雅圖的
時刻 許多國內外的真佛弟子 匯聚
到︿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出境
廳 下午三點 ︿台灣雷藏寺﹀的眾
上師 法師 同門趕赴機場送師離
境 在車上 每個人皆用心在持﹃長
壽佛心咒﹄或持﹃師尊心咒﹄ 車內
一片肅穆寧靜 每個弟子心中都希望
師佛長壽自在 日夜吉祥 在車行近
三小時抵達機場已晚上六點許 在出
境廳裡 已有許多同門等候師佛的到
達 在這期間 筆者也訪問了一些同
門 他們想對師佛的祝福與關心之
語 以下是採訪幾位同門的心聲如
下：
﹁蓮歐上師在︿台灣雷藏寺﹀同
修開示有說 師尊這一次不舒服的示
現 讓許多弟子的內心有很大的衝
擊 這衝擊是希望能激起眾弟子珍惜

眾弟子們感恩在心，永遠珍惜追尋在您身旁，
師尊今年㈩㆒㈪再相見！
■文∕蓮會法師

從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師尊返台主持第一場﹁瑤池金
母護摩大法會﹂ 至今年二○一六年
五月七日﹁大白蓮花王護摩大法
會﹂ 場場精彩！尤其在台北︿中正
紀念堂﹀自由廣場 由︿中觀堂﹀舉
辦﹁大幻化網金剛法會﹂中 大幻化
網金剛顯示威力神蹟 透過師尊的加
持 讓許多眾生獲得疾病痊癒 腫
瘤 癌症消失；還有在勾財天女的賜
福下 許多︽真佛宗︾弟子獲得天賜
財富中大獎 這些種種奇蹟 在在顯
示法王蓮生活佛弘揚︿真佛密法﹀的
殊勝
但在這半年中 可以看見師尊的
辛勞 即使在身體不舒服的狀況下
還是堅持主壇法會 或假日到台中霧
峰︿蓮生活佛創作館﹀的新書座談
會 或巨幅創作畫作 或滿眾生聚餐
心願 師尊出家三十年來 已著書二
百多本 全世界弘傳佛法 台灣分堂
走透透 不管刮風下雨 永不停息腳
步 師尊對弟子 對眾生是真心的付
出 真心的關懷眾生 連生病了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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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 因為師尊太慈悲了 只要所有
的弟子 不管有沒有皈依 只要有所
求 師尊都是滿願 不管求財 求健
康 求智慧等各方面 都滿了眾生
願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師尊！師尊加
油！我們愛您！﹂
﹁大家都希望師尊趕快回台灣
這是所有弟子的心聲 請師尊好好保
重自己 身體要養好 ﹂
﹁希望師尊佛體安康 繼續弘
法 先不要退隱 您還是一條龍 但
是要適當休息 不要太操勞 ﹂

﹁師尊您回西雅圖了 我們在台
灣所有的真佛弟子都會很思念您 思
念也是一種苦 所以師尊不要讓我們
慢慢在承受思念的苦 ﹂
﹁師尊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
好好健康起來 我們會每天為您誦經
迴向 師尊您一定要好好休息 我們
等您回來 您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健
康 所以師尊您一定要好好的好起
來 加油！﹂
﹁師尊您生病就是我們生病 師
尊好起來就是我們好起來 所以師尊
您一定要好好的加油 一定好好的休
養 弟子期盼看到師尊虎虎生風的打
拳 及伏地挺身 ﹂
﹁非常感謝師尊在弘法的時間
裡 慈悲加持眾弟子 請您保重身
體 記得回來台灣 很多弟子在等
您 今年十一月我們再相見！﹂
﹁弟子把感恩的心 用一束鮮花
獻給師尊 祝師尊一路平安 健康長
壽 一切吉祥 如意圓滿！﹂
﹁弟子以臉寫﹃師尊 師母我愛
您！﹄希望師尊能看到 及順利到達
西雅圖 也希望師尊的腳趕快好 好
好休息！﹂
﹁看到師尊這麼愛護我們弟子
所以身為弟子應把熱情表現出來 要
好好修持師尊教導的佛法 看師尊的
書要好好體悟書裡的法味 心靈就會

慢慢提昇 ﹂
﹁祈求師尊常住世間 不入涅
槃 繼續度眾 這是眾生的福報 ﹂
在國內外眾弟子紛紛表露心聲
時 師尊應邀在台北市林口區的︿寶
聚同修會﹀ 開光加持賜墨寶後 趕
往︿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出境
廳 在近晚上八點三十分一陣歡呼
蓮生活佛步入出境廳 海內外眾弟子
一時情緒激動 有人呼喚師尊我愛
您 師尊保重身體 或師尊我們等您
回來 早點回來 師尊我們愛您 加
油！或帶著淚水相送師佛 或熱情跟
師佛揮手致意 更有︿天音雅樂團﹀
以﹁我願和您合唱﹂一首歌 歡送師
尊一路平安抵達西雅圖 師尊也比著
﹁我愛您！﹂的手勢回應眾弟子 更
答應眾弟子在年底十一月再相見！
當師尊答應今年十一月再相見
眾弟子非常感恩 也感到一陣輕鬆歡
暢 在八點四十五分 法王進入出境
門後 ︿台灣雷藏寺﹀的遊覽車帶著
真佛弟子返回路上 大家輕快談起在
出境廳時 跟師佛相送時的情境 有
跟師尊互相擊掌第一接觸感言 輕聲
細語請求師佛一定要回來 師尊回應
﹁好！﹂的美妙歡談 一路上大家心
情愉快 等待年底師徒再相見的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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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陪同師尊 師母與家人緩緩
的走到停車場 臨行前 師尊簡短的
對大家說了祝福的話 大家感動之
餘 也希望師尊能好好休息 把身體
調養的健健康康的 因為我們相信師
尊的健康 就是我們五百萬弟子最大
的幸福
師尊回家了！就請您好好的 安
心的休息 調養身體 我們仍然會持
續不斷地為師尊的健康而祈福！

師尊、師母返抵西城，歡喜回家門。
美加弟子的千呼萬喚下 師
尊 師母於二○一六年五月十
一日晚上 平安返抵西雅圖 美加弟
子雀躍等待的心 在手扶梯升起的那
一剎那 見到師尊 師母緩緩出現在
大家的眼前的那刻 所有的想念氾濫
成災 禁不住內心情感的湧動 全都
化成一句句對師尊 師母的呼喊
師尊 師母長途旅程勞累 臉上
雖有些許倦容 但在看到愛孫盧弘
盧君和佛青 Andy 佛奇 Sunny之
後 即刻 開懷的笑意代替了倦容
師尊 師母兩人抱抱一雙可愛的孫子
們 還親暱的拍拍他們的小臉頰 師
尊親親想念許久的女兒 擁抱了兒
子 相信親情溫暖的包圍 是可以療
癒身體和心靈的
師尊 師母也親切的和大家寒
暄 許多同門向前獻花 紛紛請師尊
多多休息 好好休養身體 師尊 師
母也開心的和大家來張幸福美滿的團
體大合照 廖東周大使伉儷 周慧芳
律師也來到機場迎接師尊 華埠地區
麥顯輝師父 也特地準備了精彩的祥
獅獻瑞來歡迎師尊 師母回西雅圖
現場氣氛一團溫馨喜氣

■文∕西雅圖雷藏寺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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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蓮曉上師
■最值得認真的事只有修行
其它根本毫無價值

結果只能

有⼈冒著傻氣去質問別⼈ 為什麼從前很喜歡 現在
⼜不喜歡了？
這是前世彼此的喜歡 可能因為⼀點不合 更多不
合 忍無可忍或其他原因起念放棄 那平⽇的情感 ⾐
⾷ ⼝⽔往來就中⽌了
那⼀世的喜歡是那⼀段時間 到了這⼀世 時間上誰
⽋誰還夠了 ⾃然或⼩問題 或⼤衝突 或莫名其妙 就
從緣樹上散離 被業⾵吹到天各⼀⽅ 地隔兩處

然甚⾄接近裂離 但還是在⼀起
緣淺的 儘管苦⼼經營 別⼈也不感冒；儘管努⼒嘗
試 別⼈也逃之夭夭
有⼈來喜歡你⼜來教訓你 給你上課；送來甜餅糖
果 ⼜扔下⼀堆垃圾；左⼿⼀束花 右⼿⼀桶尿
世上緣況千差萬別 無奇不有

自性是自己命運緣份的根本主人
知幻離幻
任何⽣活⽅式在無所執之下 都是好的
若有所執 其實都是將⼀切美好過度烹飪
是煮糊 煮焦 變碳
知幻離幻中 就依⾃⼰喜歡的情狀去存活 去禪⾏度
眾 歌舞戲耍吧！
莫辜負妙有空性 向給我們⾃然⽽無⼼地呈獻的這份
奇美禮物
㉂性是㉂己命運緣份的根本主㆟

波折

那⼀世彼此喜歡時的忍受⼒強些 恩愛或喜歡的持久
⼒久些 膩⼜不膩的平常⼼久些 這⼀世的緣份就深些
久些

分歧

宿世積累到這⼀⽣就所謂天⽣帶來
所以有註定愛你的 有不愛你的 有喜歡你的 有不
喜歡甚⾄怨恨你的 等等 時間上也有定數
很愛很恨以及普通的 都有⾧短
⼈⽣所遇的緣份⼤都是與宿命有關
由累世去看 命運完全是自己的身口意造就的
只從今世去看 多有一時掙脫不了的被接受狀況 但
如何改善甚至超越 則仍然是自己要完全問責的
儘管懷疑

反之 相怨相恨的結緣時效也是同樣道理
很能忍 包容性強大 品性高的人 那他累積所得的

深緣的彼此

隨性就是精彩！

誰能明⽩其中
⾃我的宿世編導？

緣是人生的劇裡
一個又一個出奇不意的結

不可思議的幻網創意

在此 重溫蓮⽣師佛⼀段⾮常啟⼼的開⽰吧：
我們不要太緊張的過日子 不要綁得死死的 讓自己
喘不過氣來；不要老是﹁這個很重要 那個很重要﹂ 其
實根本都不重要
這是我生活的根本態度 因為人生苦短 一晃就過去
了！最值得認真的事只有修行 其它根本毫無價值
沒有嘗試的 就讓它沒有嘗試！
沒有經驗的 就讓它沒有經驗！
沒有刺激的 就讓它沒有刺激！
我們只要無⽐天真的過著我們的⽣活
別⼈狡猾 不理會！
別⼈施暗算 不理會！
為什麼不理會？
因為我們的⽇⼦ 實在不是很多 要珍惜啊！

偶

宿命之下

緣往往又長久 而且好的 質素高的又多
如果同時又具空性的人 那他與一切好或不好的緣都
能合一 無礙 不思善惡 那或長或短的緣份 都能在他
隨性歡喜又不執歡喜的範圍內 示現圓滿任運而無限了
拍拍⾝上的落葉 ⼈事物都只是過客
聽蓮生師佛的話 學習忘記
凡間有⼈來了就⼀直喜歡 有⼈碰上就⼀直恨 恨到
後來⼈就沒了；有⼈喜歡上了⼜閃⼈了 有⼈閃⼈了⼜回
來了
死磕她不理 死擰合不來 你刻⾻銘⼼ 別⼈不以為
意
喜歡的時侯都說晚了 不喜歡的時侯鐵了⼼腸 任哀
求的錘⼦猛砸也不軟半點

你證明佛性了

世間不少⼈還在沉迷於：雖然沒有能 但是想要量；
雖然⾧的醜 但是想的美
其實 真正的智慧還是應該：勉強不來的任它流走
決然背向你的背影多美也不要去追逐
就活在當下吧 多了也不要 快樂修⾏感恩在當下
吧 多了都沒⽤
踏踏實實努⼒ ⼜悠悠空空不執
這樣的話 過去 未來都可以刪掉
沒事要多禪定修法 該來的⾃然會在⾨外聚集 沒緣
的東西多麼精彩也與⾃⼰無關 那只是背景
天塌地陷也不怕 空性的世界原來⾃始⾄終祥光騰
輝

眾⼈都像是蜘蛛俠
敢作敢為地摔底攀⾼
在那⼀張張⼤幻化的網
誰能重證永恆的⾦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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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曉上師
■最值得認真的事只有修行
其它根本毫無價值

結果只能

有⼈冒著傻氣去質問別⼈ 為什麼從前很喜歡 現在
⼜不喜歡了？
這是前世彼此的喜歡 可能因為⼀點不合 更多不
合 忍無可忍或其他原因起念放棄 那平⽇的情感 ⾐
⾷ ⼝⽔往來就中⽌了
那⼀世的喜歡是那⼀段時間 到了這⼀世 時間上誰
⽋誰還夠了 ⾃然或⼩問題 或⼤衝突 或莫名其妙 就
從緣樹上散離 被業⾵吹到天各⼀⽅ 地隔兩處

然甚⾄接近裂離 但還是在⼀起
緣淺的 儘管苦⼼經營 別⼈也不感冒；儘管努⼒嘗
試 別⼈也逃之夭夭
有⼈來喜歡你⼜來教訓你 給你上課；送來甜餅糖
果 ⼜扔下⼀堆垃圾；左⼿⼀束花 右⼿⼀桶尿
世上緣況千差萬別 無奇不有

自性是自己命運緣份的根本主人
知幻離幻
任何⽣活⽅式在無所執之下 都是好的
若有所執 其實都是將⼀切美好過度烹飪
是煮糊 煮焦 變碳
知幻離幻中 就依⾃⼰喜歡的情狀去存活 去禪⾏度
眾 歌舞戲耍吧！
莫辜負妙有空性 向給我們⾃然⽽無⼼地呈獻的這份
奇美禮物
㉂性是㉂己命運緣份的根本主㆟

波折

那⼀世彼此喜歡時的忍受⼒強些 恩愛或喜歡的持久
⼒久些 膩⼜不膩的平常⼼久些 這⼀世的緣份就深些
久些

分歧

宿世積累到這⼀⽣就所謂天⽣帶來
所以有註定愛你的 有不愛你的 有喜歡你的 有不
喜歡甚⾄怨恨你的 等等 時間上也有定數
很愛很恨以及普通的 都有⾧短
⼈⽣所遇的緣份⼤都是與宿命有關
由累世去看 命運完全是自己的身口意造就的
只從今世去看 多有一時掙脫不了的被接受狀況 但
如何改善甚至超越 則仍然是自己要完全問責的
儘管懷疑

反之 相怨相恨的結緣時效也是同樣道理
很能忍 包容性強大 品性高的人 那他累積所得的

深緣的彼此

隨性就是精彩！

誰能明⽩其中
⾃我的宿世編導？

緣是人生的劇裡
一個又一個出奇不意的結

不可思議的幻網創意

在此 重溫蓮⽣師佛⼀段⾮常啟⼼的開⽰吧：
我們不要太緊張的過日子 不要綁得死死的 讓自己
喘不過氣來；不要老是﹁這個很重要 那個很重要﹂ 其
實根本都不重要
這是我生活的根本態度 因為人生苦短 一晃就過去
了！最值得認真的事只有修行 其它根本毫無價值
沒有嘗試的 就讓它沒有嘗試！
沒有經驗的 就讓它沒有經驗！
沒有刺激的 就讓它沒有刺激！
我們只要無⽐天真的過著我們的⽣活
別⼈狡猾 不理會！
別⼈施暗算 不理會！
為什麼不理會？
因為我們的⽇⼦ 實在不是很多 要珍惜啊！

偶

宿命之下

緣往往又長久 而且好的 質素高的又多
如果同時又具空性的人 那他與一切好或不好的緣都
能合一 無礙 不思善惡 那或長或短的緣份 都能在他
隨性歡喜又不執歡喜的範圍內 示現圓滿任運而無限了
拍拍⾝上的落葉 ⼈事物都只是過客
聽蓮生師佛的話 學習忘記
凡間有⼈來了就⼀直喜歡 有⼈碰上就⼀直恨 恨到
後來⼈就沒了；有⼈喜歡上了⼜閃⼈了 有⼈閃⼈了⼜回
來了
死磕她不理 死擰合不來 你刻⾻銘⼼ 別⼈不以為
意
喜歡的時侯都說晚了 不喜歡的時侯鐵了⼼腸 任哀
求的錘⼦猛砸也不軟半點

你證明佛性了

世間不少⼈還在沉迷於：雖然沒有能 但是想要量；
雖然⾧的醜 但是想的美
其實 真正的智慧還是應該：勉強不來的任它流走
決然背向你的背影多美也不要去追逐
就活在當下吧 多了也不要 快樂修⾏感恩在當下
吧 多了都沒⽤
踏踏實實努⼒ ⼜悠悠空空不執
這樣的話 過去 未來都可以刪掉
沒事要多禪定修法 該來的⾃然會在⾨外聚集 沒緣
的東西多麼精彩也與⾃⼰無關 那只是背景
天塌地陷也不怕 空性的世界原來⾃始⾄終祥光騰
輝

眾⼈都像是蜘蛛俠
敢作敢為地摔底攀⾼
在那⼀張張⼤幻化的網
誰能重證永恆的⾦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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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耶上師開示
■希望我能夠得到文殊師利菩薩的大加持

﹁利生皆成辦！依怙所憶

早點懂得原來智慧跟慈悲就是菩薩要學的東西

︱待 續 ︱

諸眾生苦 悉由我受果！﹂這不就替代嗎？眾⽣所有會
承受的苦果 那都叫業報 統統由我來承受 悉由我受果
就是全部交給我 我受什麼？果欸！這個眾⽣因為他過去
⽣折斷動物的翅膀 殺⽣ 那他這⼀世從現在開始 要斷
⼿⼗輩⼦ 統統由我來承受 這是寂天菩薩講的啊！這不
是﹁替代﹂不然是什麼？
因為這是菩薩 我們不要忘了這是菩薩 所以﹁願以
菩薩力 令眾享安樂！﹂眾⽣還要受惡果 哪兒會安樂得
起來？所以當然就是以菩薩的誓願⼒能夠幫助眾⽣ 這個
願以菩薩⼒不是指希望⽂殊師利菩薩祢去替代 我不要！
希望觀世⾳菩薩祢去替代 我不要！希望地藏王菩薩祢等
我成佛了祢再說！不是！祂的意思是我們大家都是這個菩
薩 不要忘了這本論叫作︽入菩薩行論︾ 祂講的就是我
們大家 這個菩薩就是我們大家 不是某個菩薩⽽已 是
我們⼤家

⾃⼰去跟寂天菩薩說好了！寂天菩薩第五⼗六就講﹁ 願

那不是只有菩薩⽽已喔！﹁ 獨覺及聲聞 願皆得安
樂！﹂獨覺就是緣覺 聲聞就是阿羅漢 祂們其實還是有⼀
些煩惱在 還是會有！所以寂天菩薩也說：﹁我希望聲聞跟
緣覺也都能夠真正的⼼裡得到平靜 ﹂
那麼五⼗⼀開始 祂⼜有新的不同的講法了 祂就說
﹁ 願蒙文殊恩 速登歡喜地 生生念無失 出家修梵
行！﹂祂意思是說 這裡開始談的是⾃⼰了 前⾯都在講別
⼈ 到這裡才開始講⾃⼰ 希望我⾃⼰能夠得到⽂殊師利菩
薩的⼤加持 早⼀點點登上菩薩的初地 初地菩薩就是歡喜
地 開始發⼼做善事 發⼼布施 發⼼為眾⽣；希望我能夠
得到⽂殊師利菩薩的⼤加持 早點懂得原來智慧跟慈悲就是
菩薩要學的東西 然後讓我可以不再吝嗇 願意布施 希望
⽂殊師利菩薩的⼤加持 可以⽣⽣世世在意念上都不會有過
失 ⾏為上出家修梵⾏
然後再來五⼗⼆你看 因為我要修⾏ 修⾏⼈就不能花
很多的時間去謀⽣ 所以﹁願我得飲食﹂ 願我可以不⽤太
花⼒氣去求得飲⾷ 就是能得到⼈家的照顧 能夠得到⼈家
的供養 少少的就好了 不要多！多了也會為名聞利養給驅
使 所以不要多 ﹁少物以維⽣﹂ ⼩⼩的 少少的 能夠
活下去就好 能夠讓⾃⼰這個⾊⾝能夠修⾏就好了 ﹁生生
住蘭若﹂ 誰⽣⽣世世都會住廟裡？當然是出家眾啊！﹁圓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九)
︵⽂接三六三期︶
然後祂講 ﹁ 惡趣苦不再 ﹂ 三惡道也不再苦了
或者說在⼈間可憐的那些僕⼈ 被奴役的 或者是地
位卑下的⼈ 他也不再痛苦了 不⽤再去不斷的服苦
⾏ 服勞役 然後這⼀些⼈統統可以﹁依於勝妙
身﹂ 勝妙身就是佛 跟隨著佛 然後成正覺
再來四⼗⼋講 ﹁ 願諸有情眾 ﹂ 希望所有的有情
眾⽣都能夠常常供養佛 那供養佛很重要的 因為供

越⾼深的菩薩是這樣

養佛可以得無邊樂 因為﹁如來不思議﹂ 如來的智
慧跟慈悲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都會得到無量無邊的
安樂
再來四⼗九講希望菩薩們的悲願 你們很慈悲的
誓願能夠統統都成就 統統能夠成辦⼀切利益眾⽣的
事 因為菩薩念茲在茲就是在眾⽣的利益 ⽽不是⾃
⼰的利益 越⾼深的菩薩祂越不考慮⾃⼰ 甚⾄完完
全全的奉獻 奉獻到沒有的奉獻 祂還是在奉獻 ⽽
且祂也不為了什麼去奉獻 祂也不會為了什麼不奉
獻

念 願眾皆安樂！﹂依怙通常就是指說 這些菩薩就
是⼤家所憶念的 然後這些菩薩都會幫助眾⽣得到安
樂

滿具足成 ﹂ 就是我⼀切統統能夠圓滿 那誰是圓滿具
⾜成？成佛啦！
五⼗⼀講的是⾃⼰修⾏要趕快進⼊歡喜地 然後意念
跟⾏為上的修⾏；五⼗⼆講的是我要的不多 我只要能夠
維持⽣活就好 維持我的⽣命 維持我修⾏就好 所以只
要得到⼀點點 然後我可以住在廟裡⾯ 有機會的話可以
好好修⾏
再來 修⾏⼀定要什麼？要學習 要讀經 要參訪
要從師 希望我⼀切時中 從現在開始到永遠 到成佛以
前 如果我在閱讀經典 在學習佛法上⾯有疑問 ﹁怙
主妙吉祥﹂ 就是依怙救度我的⽂殊師利菩薩 我可以不
會受到任何的阻礙 可以⾒得到⽂殊師利菩薩 然後⽂殊
師利菩薩可以教導我 其實在密教裡面 這裡常常他們會
用妙吉祥 或文殊師利法王子來表示自己的根本上師 常
常⽤這種⽅式來表達 因為祂往往象徵著 代表著大智慧
的文殊師利菩薩 ⽤⽂殊師利菩薩來象徵
再來五⼗四講 ﹁ 願盡虛空際 ﹂ 虛空裡⾯全部的有
情眾⽣ 所有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顧 因為這是⽂殊師利菩
薩所做的事 ⽽我也是要這麼做
以及眾生住 願我恒安住 盡除眾
﹁乃至有虛空

生苦！ ﹂就是在整個虛空裡⾯ 就算統統都是眾⽣ 甚
⾄這個虛空我不知道 但也有眾⽣的地⽅ 我們都希望我
們能夠有機會轉世 或者在那個地⽅好好修⾏ 或者是到
那邊去弘揚佛法 然後幫助所有眾⽣除盡⼀切的苦
再來就是祂的誓願了 因為祂誓願的付諸⾏動 之前
有的⼈在我的網誌上留⾔ 說什麼﹁替代﹂⾮佛法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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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耶上師開示
■希望我能夠得到文殊師利菩薩的大加持

﹁利生皆成辦！依怙所憶

早點懂得原來智慧跟慈悲就是菩薩要學的東西

︱待 續 ︱

諸眾生苦 悉由我受果！﹂這不就替代嗎？眾⽣所有會
承受的苦果 那都叫業報 統統由我來承受 悉由我受果
就是全部交給我 我受什麼？果欸！這個眾⽣因為他過去
⽣折斷動物的翅膀 殺⽣ 那他這⼀世從現在開始 要斷
⼿⼗輩⼦ 統統由我來承受 這是寂天菩薩講的啊！這不
是﹁替代﹂不然是什麼？
因為這是菩薩 我們不要忘了這是菩薩 所以﹁願以
菩薩力 令眾享安樂！﹂眾⽣還要受惡果 哪兒會安樂得
起來？所以當然就是以菩薩的誓願⼒能夠幫助眾⽣ 這個
願以菩薩⼒不是指希望⽂殊師利菩薩祢去替代 我不要！
希望觀世⾳菩薩祢去替代 我不要！希望地藏王菩薩祢等
我成佛了祢再說！不是！祂的意思是我們大家都是這個菩
薩 不要忘了這本論叫作︽入菩薩行論︾ 祂講的就是我
們大家 這個菩薩就是我們大家 不是某個菩薩⽽已 是
我們⼤家

⾃⼰去跟寂天菩薩說好了！寂天菩薩第五⼗六就講﹁ 願

那不是只有菩薩⽽已喔！﹁ 獨覺及聲聞 願皆得安
樂！﹂獨覺就是緣覺 聲聞就是阿羅漢 祂們其實還是有⼀
些煩惱在 還是會有！所以寂天菩薩也說：﹁我希望聲聞跟
緣覺也都能夠真正的⼼裡得到平靜 ﹂
那麼五⼗⼀開始 祂⼜有新的不同的講法了 祂就說
﹁ 願蒙文殊恩 速登歡喜地 生生念無失 出家修梵
行！﹂祂意思是說 這裡開始談的是⾃⼰了 前⾯都在講別
⼈ 到這裡才開始講⾃⼰ 希望我⾃⼰能夠得到⽂殊師利菩
薩的⼤加持 早⼀點點登上菩薩的初地 初地菩薩就是歡喜
地 開始發⼼做善事 發⼼布施 發⼼為眾⽣；希望我能夠
得到⽂殊師利菩薩的⼤加持 早點懂得原來智慧跟慈悲就是
菩薩要學的東西 然後讓我可以不再吝嗇 願意布施 希望
⽂殊師利菩薩的⼤加持 可以⽣⽣世世在意念上都不會有過
失 ⾏為上出家修梵⾏
然後再來五⼗⼆你看 因為我要修⾏ 修⾏⼈就不能花
很多的時間去謀⽣ 所以﹁願我得飲食﹂ 願我可以不⽤太
花⼒氣去求得飲⾷ 就是能得到⼈家的照顧 能夠得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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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所以不要多 ﹁少物以維⽣﹂ ⼩⼩的 少少的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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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九)
︵⽂接三六三期︶
然後祂講 ﹁ 惡趣苦不再 ﹂ 三惡道也不再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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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勞役 然後這⼀些⼈統統可以﹁依於勝妙
身﹂ 勝妙身就是佛 跟隨著佛 然後成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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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深的菩薩是這樣

養佛可以得無邊樂 因為﹁如來不思議﹂ 如來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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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殊師利菩薩 ⽤⽂殊師利菩薩來象徵
再來五⼗四講 ﹁ 願盡虛空際 ﹂ 虛空裡⾯全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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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苦！ ﹂就是在整個虛空裡⾯ 就算統統都是眾⽣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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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我的網誌上留⾔ 說什麼﹁替代﹂⾮佛法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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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師 同門師兄 師姐問好 並問：
﹁師尊您的腳還好嗎？大家都很擔
心 ﹂
蓮生活佛：今天早上醒過來的
時候好了八成 剩下二成
周明璟：我聽說昨天在︿台灣
雷藏寺﹀非常的辛勞幫很多的信眾
加持 所以腳有一點點不舒服 大
家都很擔心 今天一直打電話給師
尊說：﹁我們要取消今天的創作﹂
可是師尊說：﹁不要 我要來現
場 ﹂(蓮生活佛：對！)那現在師
尊您腳還可以嗎？
蓮生活佛：還可以！
周明璟：我們給師尊最熱情的

■文∕蓮會法師

掌聲 剛才我也問執行長淑美姐
說：﹁今天師母會不會來到現
場？﹂結果師母已經出國了 很放
心師尊腳的部分
蓮生活佛：她本來是不想去
但是 因為已經約很久了 她想到
了機場以後 她把所有的人送走
她自己再回來 本來是要這樣子
我說：﹁妳去 妳看我今天腳沒有
那麼膨脹了 有縮小了 表示這藥
有用 再來越來越小就恢復正
常 ﹂
周明璟：所以 師尊的腳不到
一天的時間之內恢復了八成 我想
是因為師尊不但自己是有福的人
也帶給大家這麼多的福氣 感謝師
尊！那麼剛才有提到我們要見證師
尊第五幅巨型畫作 這一個畫布是
四五○公分乘以一八○公分 上一
次我們在現場 哇！這麼大一幅師
尊不知道花幾個小時 可是師尊一
個半小時之內就創作出一幅非常美
麗的畫 師尊今天有什麼靈感 構
想呢？
蓮生活佛：我今天沒有想到什
麼(周明璟：跟上次一樣 就是希望
這一幅畫 給人家能夠帶來富貴跟
健康

二

○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
點 ︿蓮生活佛創作館﹀負責
人吳淑美小姐再次邀請法王蓮生活
佛揮毫﹁巨幅彩墨畫﹂現場創作
在今次蓮生活佛已是第五幅﹁巨型
彩墨畫﹂的創作了 記得去年十二
月的時候 師尊在︿蓮生活佛創作
館﹀也創作了一幅叫作﹁一帆風
順 神秘的香巴拉﹂的巨型畫作
師尊在短短的一個半小時以內就完
成了四五○公分乘以一八○公分的
畫作 當時法王蓮生活佛一開始的
時候還特別提到 要畫什麼祂也不
曉得 瑤池金母跟師尊講：﹁ 祢 就
放心的畫吧！﹂想不到最後整幅畫
渾然天成 充滿了神秘的香巴拉淨
土整個呈現在眼前 讓人心嚮往
之！
是日下午近三時 法王佛駕蒞
臨︿蓮生活佛創作館﹀並加持文
物；在吳淑美師姐及︿太平同修
會﹀劉育靜師姐 戴紳豐師兄虔敬
向師尊敬獻哈達 供養及花後 由
名主持人周明璟小姐主持 法王蓮
生活佛現場揮毫﹁巨幅彩墨畫﹂的
創作 當法王蓮生活佛就緒站立在
今日大型的四五○公分乘以一八○
公分的畫布前 首先主持人周明璟
小姐向師尊及現場的眾上師 法
祢

富貴跟健康的感覺 師尊 我還記
得去年十二月 我們也是在這地
方 祢在創作的時候 也是說：
﹁我現在也沒有特別想法 ﹂可是
不到一會兒 說：﹁瑤池金母特別
指示說 盡情揮灑 ﹂今天不知道
瑤池金母祢有感應到嗎？
蓮生活佛：噢！我就是瑤池金
母
周明璟：所以 稍後師尊筆下
揮灑出來的就是瑤池金母想要傳達
給大家的 好 我們就請上師 法
師 師兄 師姐拭目以待 今天就
是我們大家非常有福分見證師尊為
我們作畫的時刻 感謝師尊 我們
馬上一起來屏氣凝神來欣賞師尊畫
作
當法王蓮生活佛拿起作畫掃
把 先來一下扇風 再立時以操槍
各種花式表演一番 現場馬上充滿
了歡樂氣息 在歡樂氣氛下法王蓮
生活佛胸有成竹的潑下第一道藍色
顏料 接著橘 綠 藍 紅充滿畫
布左半邊 此時主辦單位也安排小
季師姐 釋蓮真上師 郭秀花師姐
講述他們的傳奇故事
當小季師姐講完她購買一幅畫
的傳奇事件 及釋蓮真上師講述皈
依到出家當了上師這段過程的事件
祢

「㆝降富貴 隨心所悅」
蓮生活佛巨幅彩墨畫現場創作
周明璟：今天主題希望能夠有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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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拿起作畫掃把，先來一下扇風，再
立時以操槍各種花式表演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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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璟：我聽說昨天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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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她本來是不想去
但是 因為已經約很久了 她想到
了機場以後 她把所有的人送走
她自己再回來 本來是要這樣子
我說：﹁妳去 妳看我今天腳沒有
那麼膨脹了 有縮小了 表示這藥
有用 再來越來越小就恢復正
常 ﹂
周明璟：所以 師尊的腳不到
一天的時間之內恢復了八成 我想
是因為師尊不但自己是有福的人
也帶給大家這麼多的福氣 感謝師
尊！那麼剛才有提到我們要見證師
尊第五幅巨型畫作 這一個畫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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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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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幅畫 給人家能夠帶來富貴跟
健康

二

○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
點 ︿蓮生活佛創作館﹀負責
人吳淑美小姐再次邀請法王蓮生活
佛揮毫﹁巨幅彩墨畫﹂現場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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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墨畫﹂的創作了 記得去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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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整個呈現在眼前 讓人心嚮往
之！
是日下午近三時 法王佛駕蒞
臨︿蓮生活佛創作館﹀並加持文
物；在吳淑美師姐及︿太平同修
會﹀劉育靜師姐 戴紳豐師兄虔敬
向師尊敬獻哈達 供養及花後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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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畫的時刻 感謝師尊 我們
馬上一起來屏氣凝神來欣賞師尊畫
作
當法王蓮生活佛拿起作畫掃
把 先來一下扇風 再立時以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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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歡樂氣息 在歡樂氣氛下法王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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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拿起作畫掃把，先來一下扇風，再
立時以操槍各種花式表演一番。

法王作家 蓮 生 活 佛 創 作 現 況

地都是 )那麼這裡面藏著很多東西
在裡面 (周明璟：可以請師尊開示
嗎？ )有山 有河 有 大地 有樹
林 也有湖泊
周明璟：大自然的元素都蘊藏
在這幅畫裡面 有山 河 樹木跟
大地 這是為什麼選擇有藍色 有
綠色 那師尊橘色跟紅色 它們有
什麼意象在裡面？
蓮生活佛：橘色跟紅色代表健
康
周明璟：紅色是我們的血液
對不對？(蓮生活佛：對！)讓我們
保持在很健康的狀態 所以 師
尊 我們從天上掉錢下來 然後滿
地也都是金銀財寶的感覺
蓮生活佛：這個從天下掉了這
麼多的錢 密密麻麻的錢 這是要
給眾生用的
周明璟：所以 希望可以富貴
的師兄 師姐們 這一幅畫特別蘊
藏很多金銀財寶在裡面 那師尊您
覺得這一幅畫 我們應該也給它命
名對吧！上一次您的畫裡面有一個
小小的帆船 所以 命名﹁一帆風
順﹂ 那今天這一幅畫 有什麼靈
感呢？
蓮生活佛：天降富貴 隨心所
悅

周明璟：﹁天降富貴 隨心所
悅﹂這真的是大家非常希望一個狀
態 對不對！天降富貴 隨心所
悅 而且 我剛才統計了一下 上
一次同樣這麼巨型 師尊大概用了
八十分鐘 今天師尊只用了五十分
鐘就完成巨型畫作的創作 而且色
彩上面讓大家覺得很舒服 很鮮明
的顏色 可是看了很舒服 好 我
們這一幅畫作 是不是同樣再稍微
乾一點的時候 請師尊幫我們寫上
它的命名 對不對？
蓮生活佛：對！待會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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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畫 我想這樣就可以了
周明璟：哇 已經完成了！(眾
鼓掌)那師尊您講今天的畫帶來健康
跟富貴 那在這作畫構圖裡面有什
麼要跟我們講一下 它代表著什麼
意涵？
蓮生活佛：這個方塊 你們都
不 知 道 是 什 麼 不 要 講 出 去 (周 明
璟：好 但是 網路在直播 )這方
塊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錢 (周明璟：
哇 好多錢 天上掉下來的錢 滿

妙用

後 在短短的時間內 師尊已把整
個巨型畫布 全部都充滿了色彩
在巨型畫布上呈現左右各不同色
塊 左邊是大塊藍色的色調居多
右邊色調以鮮艷居多 有紅色 橘
色 綠色 中間穿插白色長方形格
子
周明璟：哇！師尊可以幫我們
講一下 畫到現在呈現是什麼？有
什麼感覺？有什麼主題出現了？
蓮生活佛：其實 要再繼續畫

運筆

專注

法王作家 蓮 生 活 佛 創 作 現 況

地都是 )那麼這裡面藏著很多東西
在裡面 (周明璟：可以請師尊開示
嗎？ )有山 有 河 有大 地 有樹
林 也有湖泊
周明璟：大自然的元素都蘊藏
在這幅畫裡面 有山 河 樹木跟
大地 這是為什麼選擇有藍色 有
綠色 那師尊橘色跟紅色 它們有
什麼意象在裡面？
蓮生活佛：橘色跟紅色代表健
康
周明璟：紅色是我們的血液
對不對？(蓮生活佛：對！)讓我們
保持在很健康的狀態 所以 師
尊 我們從天上掉錢下來 然後滿
地也都是金銀財寶的感覺
蓮生活佛：這個從天下掉了這
麼多的錢 密密麻麻的錢 這是要
給眾生用的
周明璟：所以 希望可以富貴
的師兄 師姐們 這一幅畫特別蘊
藏很多金銀財寶在裡面 那師尊您
覺得這一幅畫 我們應該也給它命
名對吧！上一次您的畫裡面有一個
小小的帆船 所以 命名﹁一帆風
順﹂ 那今天這一幅畫 有什麼靈
感呢？
蓮生活佛：天降富貴 隨心所
悅

周明璟：﹁天降富貴 隨心所
悅﹂這真的是大家非常希望一個狀
態 對不對！天降富貴 隨心所
悅 而且 我剛才統計了一下 上
一次同樣這麼巨型 師尊大概用了
八十分鐘 今天師尊只用了五十分
鐘就完成巨型畫作的創作 而且色
彩上面讓大家覺得很舒服 很鮮明
的顏色 可是看了很舒服 好 我
們這一幅畫作 是不是同樣再稍微
乾一點的時候 請師尊幫我們寫上
它的命名 對不對？
蓮生活佛：對！待會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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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畫 我想這樣就可以了
周明璟：哇 已經完成了！(眾
鼓掌)那師尊您講今天的畫帶來健康
跟富貴 那在這作畫構圖裡面有什
麼要跟我們講一下 它代表著什麼
意涵？
蓮生活佛：這個方塊 你們都
不 知 道 是 什 麼 不 要 講 出 去 (周 明
璟：好 但是 網路在直播 )這方
塊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錢 (周明璟：
哇 好多錢 天上掉下來的錢 滿

妙用

後 在短短的時間內 師尊已把整
個巨型畫布 全部都充滿了色彩
在巨型畫布上呈現左右各不同色
塊 左邊是大塊藍色的色調居多
右邊色調以鮮艷居多 有紅色 橘
色 綠色 中間穿插白色長方形格
子
周明璟：哇！師尊可以幫我們
講一下 畫到現在呈現是什麼？有
什麼感覺？有什麼主題出現了？
蓮生活佛：其實 要再繼續畫

運筆

專注

450CM×180CM巨 型 畫 作 完 成 圖 。

在

等待畫作稍乾的時候 郭秀花
師姐 也就是釋蓮舅上師的媽
媽 講述她本身故事與大家分享
後 師尊隨即在畫上提了 ﹁天降福
貴 隨心所悅﹂的題字並接受︿壹
電視﹀ ︿非凡電視﹀ ︿三立電
視﹀的記者採訪如下：
記者：今天所創作的這幅大
畫 可以為我們簡單說明一下嗎？
師尊：這一幅畫 我是這樣子
想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由天賜福
另外還有人的努力 祂們天人才能

師尊：噢！那應該是屬於靈感
吧！因為 我覺得自然最好 畫畫
不要格局在一個局限裡面 像抽象
畫 意象畫 寫實畫 我這邊代表
著意象畫 意象還有兼著抽象畫
記者：可以為我們朗誦一首您
寫的詩嗎？
師尊：可以的 這一首詩很像
台語歌的﹁車站﹂
吞進了許許多多的訪客
吐出了倦累的歸人
那平行的軌跡
像人生一樣的遙遠
有人在這裡淌淚心如刀割
也一樣有人伸著雙臂歡心擁抱
悲歡離合就在眼前
這軌跡上的車
彈的是什麼弦呢
去剎 去剎
車站月台好參禪
差別只是一念之間
你來了
你去了
終究是要過去的
今者何堪
再留連
記者：請您跟我們講一下這首
詩有什麼特別的涵意嗎？

夠配合 所以我的畫在裡面用意
念 就是一個一個白色的 其實它
都是錢 人間最重要的 錢就是在
人間使用 錢本身它非善非惡 要
看用的人是屬於什麼樣子的人 我
們雖然是學佛 但是 我們也珍惜
每一分錢 在菩提事業上 要做好
公益的事情
記者：我們知道 現在整個我
們生活的外在環境很惡劣 現代人
的生活壓力很大 但是在您的創作
裡面 卻能給人一種愉悅清新與美
好的感覺 這樣的一個內在的呈
現 您是怎麼做到的？

師尊：因為我差不多五月十一
日我會回美國 就要跟台灣的弟子
相隔一個太平洋那麼遠 另外我心
裡始終懷念 人生過去那些熟悉的
面孔 自己弟子的面孔 我要把他
們印在我心中
記者：像您這麼豐富的創作產
量 會有厭倦的時候？
師尊：這創作產量我從來不去
想 我就是寫 我心裡有什麼我就
寫什麼 我看見什麼我就寫什麼
聽見什麼就寫什麼 這樣子去醞
釀 那個是我本身創作二百五十四
本書所有的靈感
記者：您期待您的書和畫 能
達到什麼功能嗎？
師尊：期望我的書能夠讓所有
的朋友心靈能夠平靜 非常快樂
非常愉悅 身體健康的度過這一
生
當聯訪後 法王蓮生活佛為大
燈賜下﹁隨心所悅﹂的墨寶及為香
港﹁迷你創作館﹂賜下﹁大大隆
昌﹂墨寶 並為書迷簽書 這次
︿霧峰大燈創作館﹀是法王蓮生活
佛在台灣最後一場活動 許多書迷
們依依不捨 要再親臨感受這種神
速又瀟灑又充滿了神奇巨幅畫作震
撼 只能期盼來年再現神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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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CM×180CM巨 型 畫 作 完 成 圖 。

在

等待畫作稍乾的時候 郭秀花
師姐 也就是釋蓮舅上師的媽
媽 講述她本身故事與大家分享
後 師尊隨即在畫上提了 ﹁天降福
貴 隨心所悅﹂的題字並接受︿壹
電視﹀ ︿非凡電視﹀ ︿三立電
視﹀的記者採訪如下：
記者：今天所創作的這幅大
畫 可以為我們簡單說明一下嗎？
師尊：這一幅畫 我是這樣子
想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由天賜福
另外還有人的努力 祂們天人才能

師尊：噢！那應該是屬於靈感
吧！因為 我覺得自然最好 畫畫
不要格局在一個局限裡面 像抽象
畫 意象畫 寫實畫 我這邊代表
著意象畫 意象還有兼著抽象畫
記者：可以為我們朗誦一首您
寫的詩嗎？
師尊：可以的 這一首詩很像
台語歌的﹁車站﹂
吞進了許許多多的訪客
吐出了倦累的歸人
那平行的軌跡
像人生一樣的遙遠
有人在這裡淌淚心如刀割
也一樣有人伸著雙臂歡心擁抱
悲歡離合就在眼前
這軌跡上的車
彈的是什麼弦呢
去剎 去剎
車站月台好參禪
差別只是一念之間
你來了
你去了
終究是要過去的
今者何堪
再留連
記者：請您跟我們講一下這首
詩有什麼特別的涵意嗎？

夠配合 所以我的畫在裡面用意
念 就是一個一個白色的 其實它
都是錢 人間最重要的 錢就是在
人間使用 錢本身它非善非惡 要
看用的人是屬於什麼樣子的人 我
們雖然是學佛 但是 我們也珍惜
每一分錢 在菩提事業上 要做好
公益的事情
記者：我們知道 現在整個我
們生活的外在環境很惡劣 現代人
的生活壓力很大 但是在您的創作
裡面 卻能給人一種愉悅清新與美
好的感覺 這樣的一個內在的呈
現 您是怎麼做到的？

師尊：因為我差不多五月十一
日我會回美國 就要跟台灣的弟子
相隔一個太平洋那麼遠 另外我心
裡始終懷念 人生過去那些熟悉的
面孔 自己弟子的面孔 我要把他
們印在我心中
記者：像您這麼豐富的創作產
量 會有厭倦的時候？
師尊：這創作產量我從來不去
想 我就是寫 我心裡有什麼我就
寫什麼 我看見什麼我就寫什麼
聽見什麼就寫什麼 這樣子去醞
釀 那個是我本身創作二百五十四
本書所有的靈感
記者：您期待您的書和畫 能
達到什麼功能嗎？
師尊：期望我的書能夠讓所有
的朋友心靈能夠平靜 非常快樂
非常愉悅 身體健康的度過這一
生
當聯訪後 法王蓮生活佛為大
燈賜下﹁隨心所悅﹂的墨寶及為香
港﹁迷你創作館﹂賜下﹁大大隆
昌﹂墨寶 並為書迷簽書 這次
︿霧峰大燈創作館﹀是法王蓮生活
佛在台灣最後一場活動 許多書迷
們依依不捨 要再親臨感受這種神
速又瀟灑又充滿了神奇巨幅畫作震
撼 只能期盼來年再現神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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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看看別人的﹁無常﹂ 想
想自己的﹁無常﹂ 修行人要常
常﹁自他互換﹂想 記住這病
苦 會更加想幫助人 事實上
﹁無 常 ﹂沒有 一 個人能 夠例 外
人生時間很短 能修行的時
間不多 有病要先找醫生 再求
佛菩薩 最後 蓮生活佛勉勵並
祝福所有人 希望在佛陀的光明
照耀之中
﹁讓我們都不生
病！﹂︵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
參閱 本期 燃燈 雜誌 ︶
依照慣例 聖尊在灌頂前先
為壇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
像 法器 文物開光 且加持大
悲咒水 並做總加持 與會大眾
在釋迦牟尼佛心咒﹁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
哈 ﹂咒音中 依序通過灌頂
幡 接受殊勝的﹁釋迦牟尼佛
法 釋迦牟尼功德王法﹂等灌頂
︵含 皈依 灌頂 ︶

聖尊㈷福在佛陀的光明照耀㆗，
讓我們都不生病！
二

○一六年四月三十日︵週
六︶ ︿台灣雷藏寺﹀恭請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
王親臨主持﹁釋迦牟尼佛護摩大
法會﹂暨講解︽大圓滿九次第
法︾
蓮生聖尊曾經開示過：在密
法中 釋迦牟尼佛竟然是懺悔罪
障消業障的本尊 因此有來自世
界各地逾萬弟子珍惜法緣 前來
共襄盛舉
下午三點許 蓮生聖尊在莊
嚴的迎師隊伍引領下陞法王座
聖尊點燃護摩火 供品下爐 法
會冥陽兩利 殊勝圓滿！
聖尊開示前先感謝所有同門
對師佛的關心和照顧 很多人持
咒 修法 拜懺迴向 因生病
體悟﹁諸行無常﹂ 也能體會每
次摩頂時 那些病懨懨的人 他
們的痛苦
我們學佛的人要常常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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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團 還有師母和徐雅琪師姐 在這
段期間體悟到﹁什麼事都不重要！﹂
﹁天下的事都不重要！﹂ 這就是大圓
滿中的﹁空性﹂ 這就是佛法的﹁無
常﹂ ﹁無我﹂ ﹁苦﹂ ﹁空﹂ 畢
竟是﹁無所得﹂！學習菩薩的精神 要
去利益眾生 就要親自去體會病苦 就
能生起﹁菩提心﹂ 要﹁自他互換﹂
就能生起﹁菩提心﹂！
宗派將來的弘法 希望佛法能夠延
長傳承下去 請蓮寧上師作為接班人
請蓮悅上師作為副接班人 請蓮店上師
作為執行長 請師母召集一些有﹁正義
感﹂ 好的上師 作為﹁監察﹂ 讓
︿宗委會﹀走在正軌上 以免上師們流
於散漫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
本期燃燈雜誌 ︶
最後與會大眾唱誦﹁生日快樂
歌﹂ 恭祝聖尊佛誕和師母母親節快
樂！聖尊依照慣例在灌頂前先為壇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器 文物
開光 且加持大悲咒水 並做總加持
再賜授與會大眾殊勝的﹁白蓮花王不共
大法﹂灌頂︵含皈依灌頂︶

■文∕燃燈編輯部

白蓮花王就是蓮花童子，修此法㈲大成就！
二

○一六年五月七日︵週六︶ 蓮
生活佛親臨︿台灣雷藏寺﹀主持
﹁白蓮花王護摩大法會﹂暨講解︽大圓
滿九次第法︾ 由於這是蓮生法王離台
前最後一場法會 再加上聖尊曾開示：
﹁白蓮花王﹂就是蓮花童子 而修此法
有大成就：一 自身成蓮花童子本尊
二 可到佛國淨土 三 多世父母及眷
屬 一一得解脫 進入佛國 四 得如
來智慧 五 若在人間 是大般若法
王 六 神通任運 降伏四魔 七 無

垢光明自在 如此廣大殊勝的功德力
來自世界各地逾二萬真佛弟子珍惜法
緣 前來親聆法教
︿台灣雷藏寺﹀早上九點半於大殿
舉行﹁浴佛大典﹂ 由︿密教總會﹀理
事長釋蓮歐金剛上師主持 ︿台灣雷藏
寺﹀眾上師 法師和眾弟子共同護持
同沐佛恩
下午二點許 聖尊的座車抵達︿台
灣雷藏寺﹀ 法王先進密壇上香 隨後
加持信件 再移駕至大殿浴佛
法會前先恭請師母蓮香金剛上師致
詞 致詞畢 與會大眾長跪合掌 唱誦
︿請佛住世祈願文﹀ 同時︿宗委會﹀
釋蓮寧金剛上師 ︿密教總會﹀釋蓮歐
金剛上師 及︿台灣雷藏寺﹀代理住持
釋蓮哲金剛上師代表與會大眾 向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敬獻法螺 哈達及供
養 為百千萬劫難遭遇的﹁白蓮花王法
會﹂揭開序幕 護摩法會如儀進行 冥
陽兩利 吉祥圓滿！
會後聖尊開示談到近二個月身體不
適的心得 同時表達非常感謝在這段時
間 所有給予協助的眾醫護人員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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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㆓○㆒㈥年《真佛㊪》民俗文化嘉年華

–華光盃民俗體育競賽，活動熱鬧非凡！
為

(3)〈永和國小〉表演精彩絕倫的團體
踩獨輪車。

(5)〈平和國小〉展現出激昂及氣勢磅
礡的太鼓表演，讓人為之震撼。
(6)〈草屯國小〉活力動感的表演跳鼓陣。

妙齡少女扯鈴身姿 或
超玄舞龍 或逗趣舞
獅 讓觀看者皆目不暇
給 也讓攝影比賽者忙
碌補捉最美麗畫面
近十一點競技活動
開幕典禮 首先由︿台
灣戲典學院﹀的民俗技
藝系學生演出﹁旗開得
勝﹂ 以七乘八呎的大
旗 用各種角度展現出
中華少年矯健的身
手 ﹁旋轉乾坤﹂是足
上技巧 無論人與物均
可旋轉於足上以示雙腳
萬 能 ； ︿ 史 港 國
小﹀ ︿埔里國中﹀
的﹁群獅獻瑞﹂為表演
主題 祝福﹁華光盃民
俗體育競賽活動﹂順利
圓滿 與會長官 貴賓
事事如意 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
接著 首先由︿南
投縣民俗體育競技協
會﹀理事長簡賜勝議
員 以及各界貴賓致
詞
簡賜勝理事長：﹁
華光杯競技﹂的比賽

投縣議員簡賜勝先生 草屯鎮鎮長洪
國浩先生 ︿台灣雷藏寺﹀代理住持
釋蓮哲金剛上師 ︿密教總會﹀理事
長釋蓮歐金剛上師 釋蓮東金剛上
師 釋蓮育金剛上師 ︿真佛宗華光
功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先生 ︿華光
功德會中區分會﹀分會長張耀仁師
兄 所有工作人員 各級長官 貴
賓 各院校老師 並有來自世界各
地︽真佛宗︾的師兄 師姐們 近二
千人共襄盛舉參與﹁華光盃民俗技藝
競賽活動﹂
此日競賽活動 有扯鈴 跳繩
獨輪車 舞龍 舞獅 跳鼓陣 太
鼓 戰鼓 放風箏 現場製作風箏等
比賽項目 雖然一早天公下著雨 但
在︿台灣雷藏寺﹀寺前廣場兩邊大型
蓬下 以及城隍殿前已擁滿了比賽人
潮 在大畫室裡也有品茶賞樂及廣場
上的愛心園遊會攤位 在攤位上有氣
球ＤＩＹ動手作 地方小吃 愛心義
賣活動 成果展示等 這是︽真佛
宗︾分堂及同門發心贊助 將義賣所
得全數捐為﹁華光護苗行動愛心白米
計畫﹂專款 讓民俗競技比賽不但充
滿了活力 更充滿了愛心 更帶來
了︿台灣雷藏寺﹀裡外熱鬧非凡的氣
氛！一下東邊傳來氣勢磅礡的戰鼓
聲 一下西邊傳來優美古典樂並配合

典禮表演「群獅獻瑞」，祝福活動
順利圓滿。

了傳揚中華民俗傳統技藝 促
進國民身心健康 拓展休閒活
動領域 在二○一六年五月一日 由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真佛
宗密教總會﹀ ︿真佛宗台灣雷藏
寺﹀ ︿真佛宗華光功德會﹀；及聯
合承辦單位：︿南投縣體育會民俗體
育委員會﹀ ︿真佛宗華光功德會中
區分會﹀；與協辦單位：︿南投縣議
會﹀ ︿草屯鎮公所﹀ ︿南投縣體
育會﹀ ︿草屯鎮民代表會﹀ ︿南
投縣教育會﹀ ︿南投縣民俗體育競
技協會﹀ ︿南投縣國民小學體育促
進會﹀ ︿虎山國小﹀ ︿嘉和國
小﹀ ︿營盤國小﹀ 一起聯合第六
年舉辦﹁二○一六年南投縣真佛宗民
俗文化嘉年華｜華光盃民俗體育競賽
活動﹂與民同樂
五月一日 一早八點三十分 有
來至南投縣 台中市 彰化 雲林
縣 嘉義 台北市等五大縣市選手共
襄盛舉 參加單位六十一個 包含國
小四十四所︵含外縣市七所︶ 國中
十所︵含外縣市二所︶ 高中三所
大專院校二所 民間社團二所
報名隊數共一一四隊 參加個人
賽一○八人 雙人賽五十八組 團體
賽六十九隊 以及南投縣縣長林明溱
先生 南投縣副縣長陳正昇先生 南

(2)〈台灣戲曲學院〉學生表演「金玉
滿堂」，呈現力與美的組合。

43
44

(1)〈漳興國小〉表演默契十足的團體
扯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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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港國小〉、〈埔里國中〉開幕

林明溱縣長頒發太鼓國小組
｜特優獎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處長彭雅玲小姐致詞。

草屯鎮鎮長
洪國浩先生致詞。

洪國浩鎮長頒發感謝狀予
︿台灣雷藏寺﹀ 由釋蓮
哲上師代表接受

陳正昇副縣長頒發感謝狀予
蓮生活佛 由釋蓮歐上師代
表接受

南投縣縣長
林明溱先生致詞。
簡賜勝理事長頒發感謝狀予〈真佛
宗密教總會〉，由釋蓮歐上師代表
接受。
賴瓊美副處長頒發感謝狀予〈華光
功德會中區分會〉，由張耀仁師兄
代表接受。
彭雅玲處長頒發感謝狀予〈華光
功德會〉，由李春陽理事長代表
接受。

很感謝︿台灣雷藏寺﹀出錢出力及借
場地 並鼓勵學生認真學習各項民俗
技藝
南投縣副縣長陳正昇先生：一早
到現場觀看小朋友競技情形 看到每
位小朋友都活力十足 精神奕奕 讓
人感受到參賽同學對競技的重視 並
讚嘆民俗活動是力與美的結合 是值
得推廣 也感謝︿台灣雷藏寺﹀給予
經費與場地 及提供相關人力支持
並感謝︿真佛宗華光功德會﹀理事長
李春陽先生從北部趕下參與活動 其
全力支持的態度 讓人感到萬分的敬
意跟謝意 也讚嘆︿民俗體育競技協
會﹀理事長簡賜勝議員的帶領下 組
織會更建全
︿華光功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先
生：很高興大家來參與﹁華光盃競技
活動﹂ 在繁忙的時間有如此多人參
與令人感動 希望活動能辦得非常成
功
草屯鎮鎮長洪國浩先生：現今推
動一校一特色 民俗競技此項活動是
全國性 不只是競技 更是技藝的互
相交流 更讓民俗文化能夠傳承發
揚 感謝︿台灣雷藏寺﹀這幾年來配
合在地民俗文化的贊助及推廣 最後
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處長彭雅

玲小姐：很高興在︿台灣雷藏寺﹀這
地方 已經辦了六次民俗技藝比賽
看到這樣子的活動是別開生面 一屆
比一屆更加盛大 從教育處推動一校
一技藝 各校便成立社團 推動民俗
技藝 希望家長鼓勵孩子 有利身心
健康的民俗活動 也希望在議員 立
委 民間 ︿台灣雷藏寺﹀在協助支
持之下 讓民俗競技活動從南投縣發
揚光大
釋蓮歐上師：感謝縣長 副縣
長 簡議員 鎮長 各位長官對雷藏
寺的關心及全力支持雷藏寺的建寺
包括所有的道路 登山道路 最後
希望民俗競藝文化活動能夠永續傳承
發揚光大 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
︿南投縣體育會﹀總幹事洪銘惠
先生：謝謝籌備單位 ︿台灣雷藏
寺﹀鼎力協助 ︿南投縣體育會﹀在
第二屆將與民俗體育在一起 祝大會
成功
在各級貴賓致詞後 主辦單位為
了感謝歷年來支持南投縣民俗競技活
動 特頒發感謝狀表答謝意 由副縣
長陳正昇先生頒發感謝狀予蓮生活
佛 理事長簡賜勝先生頒發感謝狀
予︿真佛宗密教總會﹀ 由釋蓮歐上
師代表接受 鎮長洪國浩先生頒發感
謝狀予︿台灣雷藏寺﹀ 由釋蓮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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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感謝歷年來支持南投縣民俗競技活
動 特頒發感謝狀表答謝意 由副縣
長陳正昇先生頒發感謝狀予蓮生活
佛 理事長簡賜勝先生頒發感謝狀
予︿真佛宗密教總會﹀ 由釋蓮歐上
師代表接受 鎮長洪國浩先生頒發感
謝狀予︿台灣雷藏寺﹀ 由釋蓮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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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蓮歐上師致詞。

〈南投縣體育會〉總幹事
洪銘惠先生致詞。

〈南投縣民俗體育競技協會〉
理事長簡賜勝議員致詞。
南投縣副縣長
陳正昇先生致詞。
〈華光功德會〉理事長
李春陽先生致詞。

師代表接受 彭雅玲處長頒發感謝狀
予︿華光功德會﹀ 由李春陽理事長代
表接受 ︿社會局勞動處﹀副處長賴瓊
美頒發感謝狀予︿華光功德會中區分
會﹀ 由張耀仁師兄代表接受 並頒
發﹁華光盃民俗體育競賽﹂績優教練
獎 績優選手獎 頒發太鼓國小組｜特
優獎：溪南國小；優等：平和國小 炎
峰國小；甲等：隆華國小 乾峰國小
隘寮國小 永昌國小富山分校 由南投
縣縣長林明溱頒發獎項
林明溱縣長：今天非常高興﹁南
投縣真佛宗民俗文化嘉年華﹂在雷藏寺
舉辦 大概有七十幾個單位參與 有一
○七十三人參與競賽 現場熱鬧非凡
也對︿台灣雷藏寺﹀感謝提供這麼好的
場所 協助這活動 並對︿真佛宗華光
功德會﹀協助表示非常感謝 另外感謝
盧師尊對社會公益的協助參與 再次表
示感謝 今天的活動也辦得非常精彩
而且參與各單位大家也都精彩表現 也
感謝簡賜勝議員非常用心辦這活動 祝
福今天活動順利成功
緊接著由南投新聞 南投縣政新
聞 南投議政新聞採訪南投縣縣長
林明溱縣長：我們縣政府今天在
雷藏寺舉辦﹁南投縣真佛宗民俗文化嘉
年華活動﹂ 感謝︽真佛宗︾蓮生活佛
提供這麼好的場所 給我們縣政府辦這

活動 今天的活動大概有七十八個單位
來參與 有一仟○七十三個人參加比
賽 熱鬧非凡 而且今天活動像扯鈴
車鼓陣等等活動相當的多 都有在競
賽 讓我們學生在才藝表演上 都能夠
訓練他們有一技之長
開幕典禮圓滿完成後 隨即有︿
營北國中﹀的舞龍 以高難度九節競技
外 更配合以音樂來襯托龍的氣勢 以
及﹁民俗技藝饗宴﹂由︿台灣戲曲學
院﹀學生表演﹁雲中飛燕﹂ 以多種椅
子推疊方式呈現；﹁呼拉圈﹂是用手部
技巧及身上技巧 把呼拉圈搖在全身各
種變化的表演；﹁金玉滿堂﹂是以全體
演員的多變化 迅速的動作 配合國術
套路 展現腰 腿 倒立功夫 靈巧的
演出力與美的組合 此時 ︿台灣雷藏
寺﹀的廣場另一邊 也如火如荼進行各
種競技比賽 有扯鈴 獨輪車 跳鼓
陣 跳繩 舞獅等等的進行
當各種比賽之後 所得名次有特
優 優等 甲等 一 二 三名 共有
六十三個獎項 每位參賽者均全力以
赴 希望奪得好成績 這場民俗競技帶
來了未來的主人翁都朝向身心靈健康
也呈現民樂國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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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Gift

時說：﹁非常謝謝您們！這正是我們
醫院所需要的 ﹂令大家心中生起無
比的快樂 從行善布施中體會到﹁施
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Gift Coordinator Ms. Janel在接受贈品

︿西雅圖兒童醫院﹀的In- Kind

■文∕西雅圖雷藏寺文宣

︿西雅圖雷藏寺﹀贈送㈨部輪椅
予︿西雅圖兒童㊩院﹀

︽

由 In-

真佛宗︾︿西雅圖雷藏寺﹀於
二○一六年五月二日︵星期
一︶下午二時三十分 由︿西雅圖雷
藏寺﹀監院釋蓮靈法師 釋蓮官法
師 季蓉師姊及眾法師代表 贈送具
備兩種不同功能的九部輪椅給︿西雅
圖 兒 童 醫 院 ﹀ ︵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

Coordinator/Volunteer Services Ms.
Janel Wohlers代表接受贈品
︿ 西 雅 圖 兒 童 醫 院 ﹀ ︵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是本地有名設備
完善的兒童醫院
︿西雅圖雷藏寺﹀秉承根本傳承
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的教
誨 對眾生﹁無緣大慈 同體大
悲﹂ 對需要幫助的社會大眾都不遺
餘力地默默支援奉獻 每年不斷地捐
贈各慈善團體的所需品 以及積極參
與各慈善團體所舉辦的籌款活動等
祈盼人人生活在安穩快樂中 社區安
寧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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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意義是
清淨自己的身口意業

■文∕西雅圖雷藏寺文宣

每

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是釋迦牟尼
佛聖誕日 亦是浴佛節的慶祝
日 今年︿西雅圖雷藏寺﹀的浴佛節
更顯喜慶 因為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
佛盧勝彥法王及師母蓮香金剛上師剛
從台灣結束半年的弘法活動 於五月
十一日晚間回歸西雅圖 剛剛回來三
天的師尊與師母 懷念闊別半年的西
雅圖真佛弟子們 慈悲地於週六在
︿西雅圖雷藏寺﹀大飯店與大家共聚
晚餐 近因師尊身體康復期間 遵照
醫生囑咐多休息調養 故於晚餐後提
前到雷藏寺大殿浴佛
︿西雅圖雷藏寺﹀於二○一六年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晚上八時舉辦浴佛
大典準時進行 由釋蓮花德輝金剛上
師帶領同修﹁釋迦牟尼佛本尊法﹂
並於同修中加誦︻浴佛功德經︼；由
釋蓮旺金剛上師 釋蓮潔金剛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釋蓮印金剛上師
釋蓮栽金剛上師 釋蓮訶金剛上師
釋蓮者金剛上師 釋蓮晴金剛上師
釋蓮萬金剛上師 釋蓮涯金剛上師
釋蓮伃金剛上師 釋蓮友金剛上師
釋蓮喜金剛上師 釋蓮彥金剛上師
釋蓮花璧珍金剛上師 蓮花春蓮教授
師出席護持 與會貴賓：廖東周大使
夫人Judy師姐 周慧芳律師 周衡醫
師 ︿宗委會﹀會計師Teresa師姐伉

儷 及來自各地參加的同門善信人數
眾多 雷藏寺座無虛席
浴佛慶典當天 雷藏寺大殿前供
奉著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的釋迦牟尼
佛童子金身 並以五彩繽紛的鮮花圍
繞布置 美輪美奐的浴佛壇城 益顯
襯托著釋尊的莊嚴純真與安詳 ︿西
雅圖雷藏寺﹀準備了壽包 大蛋糕
香湯 壽麵等供品上供 同時參加的
同門善信亦帶來鮮花與各式果品誠心
供佛 琳瑯滿目的供品把雷藏寺大殿
壇城擠得滿滿的 增添節日氣氛的濃
厚 同修時 眾人虔誠恭誦︻浴佛功
德經︼及修法迴向 祈求佛光注照大
眾清淨三業 福慧增長 諸事如意吉
祥
同修後釋蓮花德輝上師宣布說
釋蓮嶝金剛上師於台灣時間凌晨二點
多 安詳往生佛國淨土 並請蓮悅上
師跟大家分享蓮嶝上師於往生前的點
點滴滴 蓮悅上師說 蓮嶝上師於病
苦中從不抱怨 他教導大家安住於現
狀中 他一生中最慶幸的事 是皈依
了聖尊蓮生活佛 他希望大家珍惜
︿真佛密法﹀ 面對生死時能優雅地
往生
接著蓮葉法師開示說 浴佛是自
身消業清淨身 口 意之業障 大家
平時要多修﹁懺悔法﹂好好地修行

隨後釋蓮花德輝上師開示說 浴
佛節是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 佛陀教
導我們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大家勿
因小善而不為 要心地善良常行善
事 浴佛的意義是清淨自己的身口意
業 今天中午與師尊及師母共用中餐
時 傳來蓮嶝上師往生的消息 當時
師尊說︵往生淨土︶四個字 蓮嶝上
師是一位敬師 重法 實修的好上
師 現在我們一起祈求金母加持師尊
早日痊癒 我們會多方面調整 不會
讓師尊太辛勞
接著 浴佛儀式開始 眾人在浴
佛讚偈：﹁我今灌浴諸如來 淨智莊
嚴功德聚 五濁眾生令離垢 同證如
來淨法身 ﹂的梵唱聲中虔誠地觀想
與佛合一 將香湯沐浴佛身的同時
觀想浴佛香湯亦從自己的頭頂灌注而
下 等同為自身沐浴一樣 清淨自己
的身口意三業 增福增慧 一切祥瑞
如意光明
禮成後 釋蓮花德輝上師首先代
師賜予善信﹁皈依灌頂﹂後 再加持
大悲咒水 接著與眾上師帶領大家切
蛋糕及唱﹁生日快樂歌﹂祝賀釋迦牟
尼佛聖誕快樂 並與大眾合影留念
大家分嚐美味的蛋糕 香湯及壽包
浴佛節同修會在愉快的氣氛中圓滿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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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意義是
清淨自己的身口意業

■文∕西雅圖雷藏寺文宣

每

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是釋迦牟尼
佛聖誕日 亦是浴佛節的慶祝
日 今年︿西雅圖雷藏寺﹀的浴佛節
更顯喜慶 因為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
佛盧勝彥法王及師母蓮香金剛上師剛
從台灣結束半年的弘法活動 於五月
十一日晚間回歸西雅圖 剛剛回來三
天的師尊與師母 懷念闊別半年的西
雅圖真佛弟子們 慈悲地於週六在
︿西雅圖雷藏寺﹀大飯店與大家共聚
晚餐 近因師尊身體康復期間 遵照
醫生囑咐多休息調養 故於晚餐後提
前到雷藏寺大殿浴佛
︿西雅圖雷藏寺﹀於二○一六年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晚上八時舉辦浴佛
大典準時進行 由釋蓮花德輝金剛上
師帶領同修﹁釋迦牟尼佛本尊法﹂
並於同修中加誦︻浴佛功德經︼；由
釋蓮旺金剛上師 釋蓮潔金剛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釋蓮印金剛上師
釋蓮栽金剛上師 釋蓮訶金剛上師
釋蓮者金剛上師 釋蓮晴金剛上師
釋蓮萬金剛上師 釋蓮涯金剛上師
釋蓮伃金剛上師 釋蓮友金剛上師
釋蓮喜金剛上師 釋蓮彥金剛上師
釋蓮花璧珍金剛上師 蓮花春蓮教授
師出席護持 與會貴賓：廖東周大使
夫人Judy師姐 周慧芳律師 周衡醫
師 ︿宗委會﹀會計師Teresa師姐伉

儷 及來自各地參加的同門善信人數
眾多 雷藏寺座無虛席
浴佛慶典當天 雷藏寺大殿前供
奉著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的釋迦牟尼
佛童子金身 並以五彩繽紛的鮮花圍
繞布置 美輪美奐的浴佛壇城 益顯
襯托著釋尊的莊嚴純真與安詳 ︿西
雅圖雷藏寺﹀準備了壽包 大蛋糕
香湯 壽麵等供品上供 同時參加的
同門善信亦帶來鮮花與各式果品誠心
供佛 琳瑯滿目的供品把雷藏寺大殿
壇城擠得滿滿的 增添節日氣氛的濃
厚 同修時 眾人虔誠恭誦︻浴佛功
德經︼及修法迴向 祈求佛光注照大
眾清淨三業 福慧增長 諸事如意吉
祥
同修後釋蓮花德輝上師宣布說
釋蓮嶝金剛上師於台灣時間凌晨二點
多 安詳往生佛國淨土 並請蓮悅上
師跟大家分享蓮嶝上師於往生前的點
點滴滴 蓮悅上師說 蓮嶝上師於病
苦中從不抱怨 他教導大家安住於現
狀中 他一生中最慶幸的事 是皈依
了聖尊蓮生活佛 他希望大家珍惜
︿真佛密法﹀ 面對生死時能優雅地
往生
接著蓮葉法師開示說 浴佛是自
身消業清淨身 口 意之業障 大家
平時要多修﹁懺悔法﹂好好地修行

隨後釋蓮花德輝上師開示說 浴
佛節是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 佛陀教
導我們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大家勿
因小善而不為 要心地善良常行善
事 浴佛的意義是清淨自己的身口意
業 今天中午與師尊及師母共用中餐
時 傳來蓮嶝上師往生的消息 當時
師尊說︵往生淨土︶四個字 蓮嶝上
師是一位敬師 重法 實修的好上
師 現在我們一起祈求金母加持師尊
早日痊癒 我們會多方面調整 不會
讓師尊太辛勞
接著 浴佛儀式開始 眾人在浴
佛讚偈：﹁我今灌浴諸如來 淨智莊
嚴功德聚 五濁眾生令離垢 同證如
來淨法身 ﹂的梵唱聲中虔誠地觀想
與佛合一 將香湯沐浴佛身的同時
觀想浴佛香湯亦從自己的頭頂灌注而
下 等同為自身沐浴一樣 清淨自己
的身口意三業 增福增慧 一切祥瑞
如意光明
禮成後 釋蓮花德輝上師首先代
師賜予善信﹁皈依灌頂﹂後 再加持
大悲咒水 接著與眾上師帶領大家切
蛋糕及唱﹁生日快樂歌﹂祝賀釋迦牟
尼佛聖誕快樂 並與大眾合影留念
大家分嚐美味的蛋糕 香湯及壽包
浴佛節同修會在愉快的氣氛中圓滿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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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㆕念處」觀修，莫使㉂身「明珠」染塵埃；
遇真佛住世，惜緣、實修、力求回歸本位！
記澳洲墨爾本〈嚴明雷藏寺〉復活節大法會，三日法會皆順利圓滿。
■文∕嚴明雷藏寺文宣

澳

洲墨爾本︿嚴明雷藏寺﹀於二
○一六年三月二十五至二十七
日 有幸邀請到美國︿三輪雷藏寺﹀
的釋蓮鎮金剛上師前來主壇三場法
會｜﹁大白蓮花童子 摩利支天菩
薩 阿彌陀佛息災祈福增益敬愛超度
護摩火供大法會﹂ 法會由本寺的蓮
為法師 蓮定法師護壇 同門善信踴
躍護持 三日法會都有近百人參加
法會如儀進行 上師變幻著各種
手印 一絲不茍地加持供品 先持咒
再獻供 整個護摩供養過程歡快而輕
鬆 火勢熱烈而漂亮 與會大眾在雄
渾的咒語聲中 與本尊和護摩火合
一 希望能圓滿一切所求的善願 在
根本傳承上師及法會主尊的加持下
法會圓滿成功 冥陽兩利 眾人法喜
充滿
法會後 上師除了為大眾開一天
﹁密法養生功法﹂的講座 還於開示
中詳細教導如何用念珠來﹁轉心輪﹂
的方法 及禪定練習的要求和方法
上師變幻著各種手印，一絲
不茍地加持供品。

上師說口業最可怕 下輩子要做人
這輩子就要守五個戒 其中口戒就佔
四個｜﹁惡口 綺語 妄語 兩
舌 ﹂口是應該用來持咒念經的 這
些口業不能犯 上師指出修行就是修
心 心安就是平安 行者要學會把萬
緣放下 將生活調整得剛剛好 不去
執著 心不為所動 你就會入定
行者常以四念處︵觀身不淨 觀
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來內
觀自己 警惕自己 去惡從善修正自
己 不執著不好的一面 呈現自己最
好的一面 觀自己的五臟六腑流出來
的這些液體是不乾淨的 所以要經常
清洗 那你就不會有病和業障產生
因觀身不淨才會主動清理 如不觀身
不淨就不會去清淨 這就是學佛對治
的方法 去除不好的東西 然後不斷
提升好的東西 你的慧命一提昇 境
界一上去 你就會做到把好壞全放
下 不去執著好壞 這樣你的境界就
是在第一義 然後悟後起修 去行
上師鼓勵大眾 我們每一位同門
都是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 都要回歸
本位 要時時警醒 不要讓明珠染太
多灰塵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上師說密
教成就者度化眾生的因緣 五百年才
一次 大家有幸遇真佛住世 要趕快
珍惜 老實如法一步一腳印地去修
最後上師期望本地同門齊心協力 令
法務興旺 法財具足 廣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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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德國︿真隆堂﹀舉辦﹁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法會﹂

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德

容易嗎？不易 說難嗎？也不難 你只
要一個念頭 其實在世什麼都不重要
的 師尊一直都在我們的身邊提醒我
們 放下貪 瞋 癡三毒 好好的修
行 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就似今天的
法會主尊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家
家戶戶觀世音
觀世音菩薩祂很慈悲 有求必應
隨時在你的身邊出現 而你也不知道
︻普門品︼的經文已有說：﹁若有國土
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 觀世音菩薩即現
佛身而為說法 ﹂不管你是什麼眾生
觀世音菩薩皆用平等心去為眾生說法
觀世音菩薩救度眾生 只要你﹁念彼觀
音力 如日虛空住 ﹂﹁念彼觀音力
不能損一毛 ﹂一定會有菩薩的護佑
但是我們也要行正道 正思 正覺 正
修為 跟著師尊的腳步走 跟著菩薩的
步行 哪怕不成佛呢？
大家認為是不是！我知道今天有些
同門參加完法會後 還要趕回去上班
所以我也不防礙大家的時間 我希望大
家修行有成就 人人成佛 謝謝大家！
嗡嘛呢唄咪吽
法會後 上師為大家做﹁觀世音菩

薩賜福灌頂﹂ 灌頂完後 設有謝師
宴 在謝師宴上 ︿真隆堂﹀的同門又
再邀請上師多來︿真隆堂﹀說法開示
而上師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上師說 希
望道場多舉辦一些活動 只要你們什麼
時候需要我來的 我一定過來！︿真隆
堂﹀的同門很感謝上師的慈悲 有釋蓮
欉上師來佛堂的時候 都是充滿著笑聲
及歡樂聲
最後 感恩師尊的加持 感謝諸佛
菩薩的護佑 感謝釋蓮欉上師的來臨
也感謝同門善信的護持 嗡 古魯 蓮
生悉地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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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真隆堂﹀於二○一六年四月
十一日 誠邀德國Duisburg同修
道場的釋蓮欉金剛上師主壇﹁南摩觀世
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法會﹂
蓮欉上師忙裡抽空過來 köln︵科
隆︶︿真隆堂﹀主持法會 法會當日
︿真隆堂﹀的同門都放下自己手邊的工
作 回到佛堂護持法會 同門也很熟悉
知道法會的流程和自己的工作崗位 釋
蓮欉上師也不拘小節地與同門和諧相
處 法會很順利圓滿
法會結束後 上師虔誠的頂禮師
尊 壇城諸佛菩薩 及法會主尊觀世音
菩薩 感恩師尊及諸佛菩薩的加持 使
得法會圓滿結束 也很感謝︿真隆堂﹀
的同門主辦法會 上師說 道場有同
修 有法會是很重要的 這是意味著目
標和我們修行的路 而延續著佛陀的慧
命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緣遇到師
尊 師尊大慈大悲的教授我們最珍貴的
密法 只希望我們人人成佛
如何成佛呢？就是好好的修行 修
行的路是很難行的 這個娑婆世界太多
名和利的誘惑 但是只要我們自己能放
開執著 放下貪欲 要真正的放下 說

蓮欉上師及〈真隆堂〉同門合影，以茲留念。

■文∕蓮花合香

菩提園地

（1） 釋 蓮 晴 上 師 主 壇
「梁皇寶懺」。

（2） 懺 主 蓮 位 。

1
3

頂

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 頂禮僧眾 頂禮所有參
與的義工同門及懺主 報名眾
等 ︿密儀雷藏寺﹀二○一六年
四月﹁梁皇寶懺﹂及﹁地藏王菩
薩 瑜伽焰 口 法會﹂ 圓滿 結束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下午
五點半 釋蓮晴金剛上師及釋蓮
緒法師由機場抵達休士頓︿密儀
雷藏寺﹀ 才將行李放下 便仔
細檢查︿密儀雷藏寺﹀的音響系
統 為了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十
點 開懺的︻梁皇寶懺︼第一卷
能順利無礙 主辦單位也趕緊採
買幾只麥克風 以及補充一些電
線 零件等等 檢閱後 迎師宴
是預定七點開始 順延至八點才
開動 在上師及法師如此認真至
誠的精神下 我們此次的法會更
是莊嚴及法喜充滿！雖然此次一
天拜三卷 但是大眾同門都能堅
持 還有師兄 師姊們連續請假
全程 參加 真是 感 恩佛光 普照
第一卷開懺就在雷雨聲中開
始 釋蓮晴上師沉穩厚重的梵唱
配合釋蓮丹法師莊嚴渾厚的唱
腔 以及釋蓮淑法師華麗高昂的
嗓音 加上釋蓮緒法師出神入化

的鐘鼓聲 四天的法會 順利的
圓滿完成 音響效果也在釋蓮晴
上師及釋蓮緒法師的調整下 發
揮至極限 不少同門反應 如此
拜法原本以為會讓身體勞累及腳
疼膝痛 卻反而比平常一天拜一
卷 更為 輕鬆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 ﹁地藏
王菩薩瑜伽焰口法會﹂也是在雨
中開始 釋蓮丹法師及思文助教
正在為外出引眾靈皈依而擔心
時 天空卻適時暫停下雨 讓她
們沒變成落湯雞而順利完成任
務
釋蓮晴上師會後法語開示
教導同門要珍惜︿真佛密法﹀
珍惜能在道場實修﹁六度萬
行﹂ 將佛法融入生活中 點點
滴滴確實能轉化習氣
蓮緒法師
開示 送給眾同門兩個字 要
﹁放下﹂ 看破﹁得失﹂ 簡單
兩字卻必須窮一生之志去完成
呢！
感恩師尊諸佛菩薩能給我們
機會參與此次法會 法會吉祥圓
滿 祝福大家都能業障消除 平
安 健 康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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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延 生 位 。

（4）弘法人員及與會同門
善信於〈密儀雷藏寺〉
大合照。

4

珍惜〈真佛密法〉
將佛法融入生活中

記〈密儀雷藏寺〉二○一六年四月舉辦「梁皇寶懺」及「地藏瑜伽焰口法會」
■文∕蓮花思文

菩提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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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皇寶懺」。

（2） 懺 主 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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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 頂禮僧眾 頂禮所有參
與的義工同門及懺主 報名眾
等 ︿密儀雷藏寺﹀二○一六年
四月﹁梁皇寶懺﹂及﹁地藏王菩
薩瑜 伽 焰口法 會 ﹂圓滿 結束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下午
五點半 釋蓮晴金剛上師及釋蓮
緒法師由機場抵達休士頓︿密儀
雷藏寺﹀ 才將行李放下 便仔
細檢查︿密儀雷藏寺﹀的音響系
統 為了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十
點 開懺的︻梁皇寶懺︼第一卷
能順利無礙 主辦單位也趕緊採
買幾只麥克風 以及補充一些電
線 零件等等 檢閱後 迎師宴
是預定七點開始 順延至八點才
開動 在上師及法師如此認真至
誠的精神下 我們此次的法會更
是莊嚴及法喜充滿！雖然此次一
天拜三卷 但是大眾同門都能堅
持 還有師兄 師姊們連續請假
全程 參加 真 是感恩 佛光 普照
第一卷開懺就在雷雨聲中開
始 釋蓮晴上師沉穩厚重的梵唱
配合釋蓮丹法師莊嚴渾厚的唱
腔 以及釋蓮淑法師華麗高昂的
嗓音 加上釋蓮緒法師出神入化

的鐘鼓聲 四天的法會 順利的
圓滿完成 音響效果也在釋蓮晴
上師及釋蓮緒法師的調整下 發
揮至極限 不少同門反應 如此
拜法原本以為會讓身體勞累及腳
疼膝痛 卻反而比平常一天拜一
卷 更為 輕鬆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 ﹁地藏
王菩薩瑜伽焰口法會﹂也是在雨
中開始 釋蓮丹法師及思文助教
正在為外出引眾靈皈依而擔心
時 天空卻適時暫停下雨 讓她
們沒變成落湯雞而順利完成任
務
釋蓮晴上師會後法語開示
教導同門要珍惜︿真佛密法﹀
珍惜能在道場實修﹁六度萬
行﹂ 將佛法融入生活中 點點
滴滴確實能轉化習氣
蓮緒法師
開示 送給眾同門兩個字 要
﹁放下﹂ 看破﹁得失﹂ 簡單
兩字卻必須窮一生之志去完成
呢！
感恩師尊諸佛菩薩能給我們
機會參與此次法會 法會吉祥圓
滿 祝福大家都能業障消除 平
安 健康 喜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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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 生 位 。

（4）弘法人員及與會同門
善信於〈密儀雷藏寺〉
大合照。

4

珍惜〈真佛密法〉
將佛法融入生活中

記〈密儀雷藏寺〉二○一六年四月舉辦「梁皇寶懺」及「地藏瑜伽焰口法會」
■文∕蓮花思文

菩提園地

時
宴 法會午齋等等
本年度﹁梁皇寶懺﹂ 由來
自︿西雅圖雷藏寺﹀的釋蓮潔金剛
上師主壇；來自台灣︿高恩寺﹀的
釋蓮紫金剛上師 本寺的丹增加措
仁波切 本寺常住釋蓮騰法師 加
拿大︿普陀堂﹀的釋蓮巳法師 以
及加拿大︿菩提雷藏寺﹀的釋蓮可
法師眾等護壇 法會為期四個全
天︵兩個週六及週日︶：第一個週
六禮拜第一 二 三卷；次日星期
天禮拜第四 五 六卷；隔週六繼
續禮拜第七 八 九卷；翌日星期
天上午結懺 禮拜第十卷 結懺當
天下午 緊接著舉行﹁地藏王菩薩
瑜伽焰口大法會﹂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
十點開懺 鐘鼓齊鳴 迎師組列隊
恭迎上師 仁波切和法師入壇場
總懺主李碧香師姐恭請主壇上師焚
香祝禱 與會大眾齊唱香讚 禮拜
壇城三寶 隨即主壇上師加持功德
主榜；迨主壇上師陞法座 眾護壇

讚文感人肺腑 搭配釋蓮騰法師行
雲流水般的鐘鼓 仿佛超越時空
親歷龍華盛會
西元二○一六年五月一日上午
結懺 午齋畢 下午一點半如期舉
行﹁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
會﹂ 釋蓮潔上師演化息災 祈
福 超度大手印 釋蓮紫上師和丹
增加措仁波切在法座上護壇 釋蓮
巳法師擔任維那帶領與會大眾誦經
禮佛 釋蓮騰法師和釋蓮可法師率
領六位事業金剛至戶外施食 觀想
所施之食物 化為如山如海之清涼
甘露與各式食品 賜予三惡道眾
生︵地獄 餓鬼 飛禽走獸 水中
生物等︶；弘法人員和與會大眾同
心協力 各司其職 如法施食 受
者皆得飽滿 法會功德圓滿 迴向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及報名眾 冥陽兩利 梁理事長再
次代表同門感謝眾弘法人員的護
持 及義工同仁的辛勞 爾後眾上
師 法師依次做法語開示
釋蓮可法師略述幾則發生於本
寺同門間的感應事蹟 見證︿真佛
密法﹀不同凡響 本寺吳珍彩老菩
薩年逾八旬 數年前體弱多病 步
履蹣跚；近年來每日修持︿真佛密
法﹀十一個小時 如今身體康健
行步輕盈 益顯年輕 另一位則是

者入座矣 理事長梁師姐代表全體
同門致詞歡迎 梁理事長首先介紹
主壇上師：釋蓮潔上師前兩年都
為︿芝城雷藏寺﹀主壇﹁梁皇寶
懺﹂ 每年皆現瑞兆 感應事蹟不
勝枚舉；今年上師三度蒞臨︿芝城
雷藏寺﹀主壇﹁梁皇大懺﹂ 真是
本寺同門之幸也 梁師姐復言釋蓮
紫上師乃本寺建寺功德主之一 當
年歷經大火 與同門胼手胝足重
建︿芝城雷藏寺﹀ 此份恩情永難
忘懷；如今因緣際會將在此掛單半
年和同門續緣 此乃眾望所歸
亦感謝丹增加措仁波切在繁忙
的課業中 抽空護持法會 期望將
來的學業 法業皆成就 廣度眾
生 續言本寺常住釋蓮騰法師為人
謙卑低調 和藹可親 樂於助人
深受同門愛戴 期望法師將芝城視
為第二故鄉 再言釋蓮巳法師亦連
續二度護壇芝城﹁梁皇寶懺﹂ 其
唱腔功力深厚 有目共睹 有耳皆
聞 堪稱護壇之一員大將 復道爾

■ 文 ∕芝 城 雷藏 寺 文 宣

禮拜十卷梁皇懺 百年垢衣今朝濯
反觀自心八意念 精進修持到彼岸

光飛逝 ︿芝城雷藏寺﹀一年
一度的﹁梁皇寶懺﹂時節又已
翩然來到 開懺前數週 各項之準
備工作即逐一規劃就緒 諸如廣告
文宣 供品採購與擺設 壇城布
置 法會報名 功德主榜和權杖的
書寫 機場接送 迎師宴 謝師

時本寺正值多事
之際 釋蓮可法
師義無反顧 蒞
臨芝城雪中送
炭 此情此義盡
在不言中 今年
度﹁梁皇寶懺﹂
弘法人員陣容強
大 相信將再次
締造不可思議的
殊勝感應與奇
跡
入懺前 釋
蓮紫上師發起讓
師尊當總懺主的
募款活動；釋蓮潔上師回應：﹁明
師難得 佛法難聞﹂ 眾等今生有
幸得聞佛法 得遇師尊 請珍惜彼
此師徒之緣 感恩師尊 愛護師
尊 讓我們以實際行動隨喜贊助
讓師尊榮登總懺主寶座 午休進餐
時 眾同門皆踴躍贊助 短短不到
一個小時 已募得超過總懺主的款
額
法會行事如儀 主壇上師和護
壇者領眾虔誠禮懺 東西單交互以
各式不同的快慢版唱腔稱讚佛號
五體投地拜佛 時而輕快流暢 時
而婉轉柔美；念誦懺文時 全神貫
注 聚精會神；出懺文如泣如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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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禮拜第一 二 三卷；次日星期
天禮拜第四 五 六卷；隔週六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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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祝禱 與會大眾齊唱香讚 禮拜
壇城三寶 隨即主壇上師加持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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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十一個小時 如今身體康健
行步輕盈 益顯年輕 另一位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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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到︿芝城雷藏寺﹀服務之義
工 亦是不藥而癒 容光煥發 神
采飛揚 日益年輕 保有健康的身
體留住青春的年華是每個人的夢
想 欲達此理想者 趕緊實修︿真
佛密法﹀ 時時刻刻與︿真佛密
法﹀打成一片 或者當長期義工
以一顆謙卑奉獻的心服務眾生
釋蓮巳法師道︻梁皇寶懺︼乃
懺中之王 拜懺者誠心懺悔矣 宿
業消 福分增；此後當嚴守戒律保
持身心清淨 莫造新業 否則每回
舊業消矣 新業復造 如此反復迴
圈永遠也無法滌盡業障 踏入康莊
大道 復道功德具足因緣成熟者
才有幸成為真佛弟子 同門都是未
來的候補佛 因此同門之間的相處
千萬不要起怨諍 千萬不要產生怨
恨之心 滅除內心的貪瞋癡 才能
開啟自心的光明 增長智慧與功
德 身為真佛弟子請好好珍惜之
依教奉行以脫離六道輪迴
釋蓮騰法師語重心長地指出
在芝城常住已半年餘 深深地感受
到同門的熱心與友善；但是有些時
候該視情況而定 不要熱心過
度 ︻地藏經︼：﹁南閻浮提眾
生 其性剛強 難調難伏 ﹂與自
己磁場相近或投緣的同門 必要時
可以點撥使其受益；與自己緣分不

▲ 釋 蓮 潔 上 師 為 與 會大眾做「息災賜福灌頂」。
▼ 上 師 、 仁 波 切 、 法師及同門善信於大殿合照，以玆留念。

深或磁場相異的同門 有時要隨機
應對 不要輕易的即刻指正 修行
人無論出家或在家 旨在修出自身
的清淨與自性的光明 知道自己的
缺點即刻改進 勿需干涉他人或妄
想改造他人 以免造成反效果
釋蓮紫上師言懺文重點論及因
緣果報：種善因結善果 種惡因得
惡果 人與人之間因為不愉快的相
處 產生愛恨情仇而成為冤親債
主 今世我們最愛或最恨的人都是
前世的親朋好友 有緣成為我們的
父母 兄弟姐妹乃至好友 皆源於
前世對他們不捨的情執所致 因此
最痛恨之人 很可能是前世最親密
之人 前世彼此意見不和產生爭執
與摩擦 比如爭財產 爭利益 爭
名位等等 今生變成冤家 彼此見
面兩相厭 修行人要懂得珍惜緣
分 與周圍的每一個人好好相處結
善緣 來世見面皆是我們的貴人
上師並指導大眾以八種心觀照
自己：一 是否貪心？ 二 是否瞋
心？ 三 是否癡心？是否欲望無止
盡 貪得無厭 得不到就生氣？
四 是否散亂心？是否經常胡思亂
想 被境所轉？五 是否寬大心？
是否願意原諒別人？容忍他人？下
輩子對方才不會成為我們的冤親債
主 六 是否有顆向上心？布施

持戒 精進 修行否？七 是否安
穩心？不犯過失 不欠眾生 心安
理得 鬼神亦尊敬之 八 是否解
脫心？是否易生煩惱？時時以上述
八個問題反問自己 知道自己念頭
不對了就趕緊止住 觀想佛菩薩念
佛號或念咒語轉換不正確的念頭
釋蓮潔上師引用師尊說過的話
教導大眾 世間的一切都會過去：
一切都是短暫的幻化 誰也追不回
過去 你我只不過在人生舞臺上扮
演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待戲落
時是閻王勾魂或是彌陀接引 迨看
個人之修持境界而言 人心都是善
變的：人的意念千變萬化 今朝是
好朋友 明日可能反目成仇 意念
無常也 隨遇而安之 最後一切將
歸於空寂 歸於涅槃 歸於佛性
師尊一生緊守師公之教誨 絕不開
口向人要錢 因此︽真佛宗︾法會
報名都是隨喜不定價額 法務不從
事生意買賣；複要求弟子不與人
爭 不與人辯 原諒別人的過錯
不貪求名利 不貪圖享受 看淡榮
辱得失 無為而為 人到無求品自
高 如此解脫之門近矣
末法時期人心不古 天災人禍
到處皆是 誰也無法預料明天是否
先到還是無常先至？行者當以平常
心面對這動盪多變的世界 心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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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境所轉 佛法可改變命運 發露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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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願︿真佛密法﹀源遠流長 師尊佛
體安康 真佛弟子各個敬師 重法
實修 六月份西雅圖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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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和﹁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
會﹂圓滿閉幕 由衷感謝廚房組義工
大無畏精神成就他人 眾人在大殿禮
懺時 他們犧牲拜懺的機會 在廚房
為大眾準備可口的齋飯；成就他人的
情操最偉大最美麗 此乃真功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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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得失 無為而為 人到無求品自
高 如此解脫之門近矣
末法時期人心不古 天災人禍
到處皆是 誰也無法預料明天是否
先到還是無常先至？行者當以平常
心面對這動盪多變的世界 心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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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境所轉 佛法可改變命運 發露懺
悔往昔所作之惡業 發誓從今以後不
復再造 習性去除 佛性自然流露
期願︿真佛密法﹀源遠流長 師尊佛
體安康 真佛弟子各個敬師 重法
實修 六月份西雅圖再見
開示畢 釋蓮潔上師為與會善信
做﹁息災賜福灌頂﹂ 大眾在大殿和
眾弘法人員合照 送師組列隊恭送主
壇和護壇的上師 法師 ﹁梁皇寶
懺﹂和﹁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
會﹂圓滿閉幕 由衷感謝廚房組義工
大無畏精神成就他人 眾人在大殿禮
懺時 他們犧牲拜懺的機會 在廚房
為大眾準備可口的齋飯；成就他人的
情操最偉大最美麗 此乃真功德也！

供養出家眾功德無量。

菩提園地

錯㈲錯著–由逆轉勝

蓮花少東上師蒞臨溫哥華〈普陀堂〉主講「寬講心靈」系列講座

櫻

花才剛盛裝出場 四月艷陽
天 也是溫哥華︿普陀堂﹀熱
鬧的月份！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
日︵周六︶下午兩點至四點 我們
舉辦了第三屆﹁寬講心靈﹂講座；
隔天四月二十四日︵周日︶下午一
點至三點 禮拜﹁大悲寶懺法
會﹂ 而且這是第一次在道埸以外
舉行法會 禮拜︻大悲寶懺︼
錯有錯著｜由逆轉勝
第一天活動 延續﹁寬講心
靈﹂系列講座 蓮花少東金剛上師
專程由香港回來主講 並特別邀請
釋蓮一金剛上師做為嘉賓講者 講
座主題是﹁錯有錯著｜由逆轉
勝﹂ 隨著蓮花少東上師之﹁佛法
清談﹂節目 於二○一五年中 開
始在溫哥華中文電台﹁華僑之聲﹂
播出 上師漸為更多本地華人認
識
當天出席者超過百分之七十是
非本宗信徒 更有一半以上是首次
參加宗教講座活動
其中更有七
八位是基督教徒 這真正切合師尊
的教導 將宗派及佛法 融入主
流 走進社區

蓮一上師以﹁蘇東坡與佛印禪
師﹂的故事 及英國︿西敏寺﹀的
一段碑文
帶出大眾如果想改變外
在
先要改變自己 自己先改變
才有機會改變家庭 甚至改變世
界 ﹁心善世界善 心惡世界
惡 ﹂一切均從修心下工夫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這兩
句 究竟哪句才是原文？少東上師
詳細解釋
﹁攻﹂｜磨治；
﹁錯﹂｜打磨 互相磨擦也 全句
比喻借助外力 改正自己的缺失
上師點出第二句才是原文 令在座
的每一位都上了一課 真的是
﹁錯﹂有錯著
﹁邊﹂見
易位思維
所謂
﹁對﹂ ﹁錯﹂？
一 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製造
出第一個炭絲燈泡
二 Martin
Cooper ｜Motorola手提電話生產商
在一九七三年 研發第一部手提電
話 三 一九八○年代 3M發明便
利貼條紙 少東上師引用數個知名
產品的發明 生產過程事例
令大

有得著 在人生不足處中得到經
驗 啟迪 從而進化 優化人生
在講座互動環節中 聽眾追問下次
講座的舉辦日期 新一輯﹁寬講心
靈﹂在電台播出的日期等 這也是
聽眾對講座的另類正面反應 更有
聽眾在講座後 與義工分享感受
上師在講座中引用的部分故事 事
例 有些以前已聽聞過 但沒想到
可以從另一角度切入 演繹 理
解 正是少東上師在講座中另一句
話的註腳

心善世界善 心惡世界惡

眾更容易領會 所謂﹁對﹂
﹁錯﹂ 其實只要位置不同
角度
之差異 看法已有分別 易位思
維 改變自己的﹁邊﹂見 觀點
角度 很多事情也可以比較容易處
理
要從錯誤中學習 必須保持心
態正能量 才可以為未來成功累積
經驗 要懂得學習利用他人的長
處 糾正自己的短處 一個有智慧
的人只要聽到別人的說話 便可以
醒悟自己的短處 從而作出改善

失落中

做一件事 做完一件事 做好
一件事 做PRO一件事
﹁逆行順行 無非佛事；舉足
下足 悉是道場 ﹂︻梁皇寶懺︼
卷三內的偈語 很多人耳熟能詳
其中意義也是在警醒眾人 無論順
緣 逆緣 也是修行 修行說到
底 不過在修方寸之地 ﹁心﹂而
已 大家選擇何種心態 面對日常
生活
是﹁做一件事﹂ ﹁做完一
件事﹂ ﹁做好一件事﹂ 甚至
﹁ 做 PRO 一 件 事 ﹂
︵Professional 專業地完成 ︶不
同的心態 結果也會截然不同

是從錯誤

世情誰對錯 真理多面體
第二天的﹁大悲寶懺法會﹂
又是另一番景象 這是︿普陀堂﹀
第一次租借場地舉辦法會 也給義
工團帶來新的挑戰 不論壇城的莊
嚴 觸動人心的梵唄 都令與會者
融入法流 感受良多 十二位的迎
師組員 悉數是︿普陀堂﹀昔日
﹁佛青團﹂組員 不禁令同門回味
著佛青昔日童趣樂事
一個令人細味的講座 再加非
一般的法會 令義工同門在兩天活
動結束後 有意猶未盡之感 期望
往後定期舉辦更多對外的活動 可
以將︿真佛密法﹀在主流社區推展
更寬 更廣
錯有錯著
錯有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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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普陀堂文宣
上 師 、 法 師 、 助 教及迎師組相聚合照。

菩提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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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少東上師蒞臨溫哥華〈普陀堂〉主講「寬講心靈」系列講座

櫻

花才剛盛裝出場 四月艷陽
天 也是溫哥華︿普陀堂﹀熱
鬧的月份！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
日︵周六︶下午兩點至四點 我們
舉辦了第三屆﹁寬講心靈﹂講座；
隔天四月二十四日︵周日︶下午一
點至三點 禮拜﹁大悲寶懺法
會﹂ 而且這是第一次在道埸以外
舉行法會 禮拜︻大悲寶懺︼
錯有錯著｜由逆轉勝
第一天活動 延續﹁寬講心
靈﹂系列講座 蓮花少東金剛上師
專程由香港回來主講 並特別邀請
釋蓮一金剛上師做為嘉賓講者 講
座主題是﹁錯有錯著｜由逆轉
勝﹂ 隨著蓮花少東上師之﹁佛法
清談﹂節目 於二○一五年中 開
始在溫哥華中文電台﹁華僑之聲﹂
播出 上師漸為更多本地華人認
識
當天出席者超過百分之七十是
非本宗信徒 更有一半以上是首次
參加宗教講座活動
其中更有七
八位是基督教徒 這真正切合師尊
的教導 將宗派及佛法 融入主
流 走進社區

蓮一上師以﹁蘇東坡與佛印禪
師﹂的故事 及英國︿西敏寺﹀的
一段碑文
帶出大眾如果想改變外
在
先要改變自己 自己先改變
才有機會改變家庭 甚至改變世
界 ﹁心善世界善 心惡世界
惡 ﹂一切均從修心下工夫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這兩
句 究竟哪句才是原文？少東上師
詳細解釋
﹁攻﹂｜磨治；
﹁錯﹂｜打磨 互相磨擦也 全句
比喻借助外力 改正自己的缺失
上師點出第二句才是原文 令在座
的每一位都上了一課 真的是
﹁錯﹂有錯著
﹁邊﹂見
易位思維
所謂
﹁對﹂ ﹁錯﹂？
一 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製造
出第一個炭絲燈泡
二 Martin
Cooper ｜Motorola手提電話生產商
在一九七三年 研發第一部手提電
話 三 一九八○年代 3M發明便
利貼條紙 少東上師引用數個知名
產品的發明 生產過程事例
令大

有得著 在人生不足處中得到經
驗 啟迪 從而進化 優化人生
在講座互動環節中 聽眾追問下次
講座的舉辦日期 新一輯﹁寬講心
靈﹂在電台播出的日期等 這也是
聽眾對講座的另類正面反應 更有
聽眾在講座後 與義工分享感受
上師在講座中引用的部分故事 事
例 有些以前已聽聞過 但沒想到
可以從另一角度切入 演繹 理
解 正是少東上師在講座中另一句
話的註腳

心善世界善 心惡世界惡

眾更容易領會 所謂﹁對﹂
﹁錯﹂ 其實只要位置不同
角度
之差異 看法已有分別 易位思
維 改變自己的﹁邊﹂見 觀點
角度 很多事情也可以比較容易處
理
要從錯誤中學習 必須保持心
態正能量 才可以為未來成功累積
經驗 要懂得學習利用他人的長
處 糾正自己的短處 一個有智慧
的人只要聽到別人的說話 便可以
醒悟自己的短處 從而作出改善

失落中

做一件事 做完一件事 做好
一件事 做PRO一件事
﹁逆行順行 無非佛事；舉足
下足 悉是道場 ﹂︻梁皇寶懺︼
卷三內的偈語 很多人耳熟能詳
其中意義也是在警醒眾人 無論順
緣 逆緣 也是修行 修行說到
底 不過在修方寸之地 ﹁心﹂而
已 大家選擇何種心態 面對日常
生活
是﹁做一件事﹂ ﹁做完一
件事﹂ ﹁做好一件事﹂ 甚至
﹁ 做 PRO 一 件 事 ﹂
︵Professional 專業地完成 ︶不
同的心態 結果也會截然不同

是從錯誤

世情誰對錯 真理多面體
第二天的﹁大悲寶懺法會﹂
又是另一番景象 這是︿普陀堂﹀
第一次租借場地舉辦法會 也給義
工團帶來新的挑戰 不論壇城的莊
嚴 觸動人心的梵唄 都令與會者
融入法流 感受良多 十二位的迎
師組員 悉數是︿普陀堂﹀昔日
﹁佛青團﹂組員 不禁令同門回味
著佛青昔日童趣樂事
一個令人細味的講座 再加非
一般的法會 令義工同門在兩天活
動結束後 有意猶未盡之感 期望
往後定期舉辦更多對外的活動 可
以將︿真佛密法﹀在主流社區推展
更寬 更廣
錯有錯著
錯有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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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普陀堂文宣
上 師 、 法 師 、 助 教及迎師組相聚合照。

財寶天王是最富有的財神；
蓮華生大士是密教第一祖師爺。
主壇 ︿香德同修會﹀的蓮提法師
護壇 正值春雨綿綿之季 佛堂春
意盎然 百花齊放 生機勃勃 為
了迎接盛會 熱心的義工們別出心
裁 將整個佛堂裝飾得莊嚴華麗
氣派非凡
四月三十日晚上 釋蓮晴上師

地藏殿

▲

的財神 因為有八尊財神圍繞 祂
曾在釋迦牟尼佛前誓言 賜福眾
生 離苦得樂 財寶天王的﹁寶
幢﹂代表著勝利 手中的﹁吐寶
鼠﹂能吐出金銀珠寶 我們想得到
福分及消除業障 應該多做功德
上師同時讚揚蓮提法師多年來盡心
盡力為佛堂操勞 凡事親力親為
鼓勵大家以法師為榜樣 踴躍加入
義工的隊伍 齊心協力維護道場
集合團結的力量 將︿香德同修
會﹀發揚光大 一起發心建立更大
的道場 吸引更多的善信大德 上
師提及自己皈依多年 盡心盡力為
道場服務 親眼見證許多人因疾病
纏身 諸事不順的人做義工後 變
的身體健康 福分增長 因為付出
越多 收穫越大 只要虔誠一心

必然感動諸天神明
五月一日下午 ﹁蓮華生大士
超度法會﹂隆重舉行 四方大眾紛
紛來至 眾等跟隨強勁有力的咒音
唱誦 專心致志祈願 法會後 釋
蓮晴上師講功德迴向 祈願師尊佛
體安康 永久住世；眾等業障消
除 福慧增長；︿香德同修會﹀人
事和合 廣結善緣 蓮提法師表
示 這是︿香德同修會﹀建立五年
以來 第一次舉辦﹁蓮華生大士水
供法會﹂ 此次法會意義非凡 殊
勝圓滿 蓮華生大士是密教第一祖
師爺 因蓮花化生 據說活到千
歲 虹光成就而去
蓮晴上師開示 蓮華生大士是
大圓滿成就者 祂傳給世人許多教
義 值得我們深思學習 上師著重
強調三點 第一點 明白﹁入世間
法﹂與﹁出世間法﹂的區別 ﹁入
世間法﹂也稱﹁不了義法﹂ 此法
闡明人生變幻無常 成空敗壞 諸
多痛苦 沒有永恆；﹁出世間法﹂
也稱﹁了義法﹂ 即是佛法 佛法
包羅萬象 世間難求 不但能滿足
人間需求 而且有助福慧增長 享
受諸天福報 此法生生世世 永恆
不滅 讓我們獲得究竟 解脫煩
惱 讓我們打開心結 身心充滿喜

代表大眾虔誠上香 法會正式拉開
序幕 當歡快的咒音響起時 無數
光彩絢麗的彩燈閃閃發亮 晶瑩剔
透的三角水供塔立著五色令旗 五
光十色 在水供塔正前方 無數金
元寶層層環繞著莊嚴肅穆的財寶天
王端坐在正中央 兩旁站立著兩尊
威風凜凜的哼哈二將護法 大家精
心準備的供品如山如海 琳瑯滿
目 四周五彩繽紛的裝飾 格外的
亮麗迷人 佛堂籠罩在夢幻仙境般
朦朧的氣氛中 令人如癡如醉 上
師代表大眾獻八供下水供塔 全神
貫注演化息增懷誅手印 眾等沉浸
在香水海中 與水合一 清淨自
身 感受到甘露滋潤 光明無盡
釋蓮晴上師表示 五年前︿香
德同修會﹀剛建立時曾來過 很榮
幸再次來此結緣 上師為大眾講解
財寶天王有很多變化身 是最富有

記美國紐約︿香德同修會﹀舉行﹁財寶天王祈福水供法會﹂暨﹁蓮華生大士超度法會﹂ ■文∕蓮花文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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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美

財寶天王
釋蓮晴上師演化手印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結緣賜福灌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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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紐約唐人街︿香德同修
會﹀於二○一六年四月三十
日至五月一日 分別舉行﹁財寶天
王祈福水供法會﹂ 以及﹁蓮華生
大士超度法會﹂ 由來自西雅圖
︿彩虹雷藏寺﹀的釋蓮晴金剛上師

（3）（2）
（1）

財寶天王是最富有的財神；
蓮華生大士是密教第一祖師爺。
主壇 ︿香德同修會﹀的蓮提法師
護壇 正值春雨綿綿之季 佛堂春
意盎然 百花齊放 生機勃勃 為
了迎接盛會 熱心的義工們別出心
裁 將整個佛堂裝飾得莊嚴華麗
氣派非凡
四月三十日晚上 釋蓮晴上師

地藏殿

▲

的財神 因為有八尊財神圍繞 祂
曾在釋迦牟尼佛前誓言 賜福眾
生 離苦得樂 財寶天王的﹁寶
幢﹂代表著勝利 手中的﹁吐寶
鼠﹂能吐出金銀珠寶 我們想得到
福分及消除業障 應該多做功德
上師同時讚揚蓮提法師多年來盡心
盡力為佛堂操勞 凡事親力親為
鼓勵大家以法師為榜樣 踴躍加入
義工的隊伍 齊心協力維護道場
集合團結的力量 將︿香德同修
會﹀發揚光大 一起發心建立更大
的道場 吸引更多的善信大德 上
師提及自己皈依多年 盡心盡力為
道場服務 親眼見證許多人因疾病
纏身 諸事不順的人做義工後 變
的身體健康 福分增長 因為付出
越多 收穫越大 只要虔誠一心

必然感動諸天神明
五月一日下午 ﹁蓮華生大士
超度法會﹂隆重舉行 四方大眾紛
紛來至 眾等跟隨強勁有力的咒音
唱誦 專心致志祈願 法會後 釋
蓮晴上師講功德迴向 祈願師尊佛
體安康 永久住世；眾等業障消
除 福慧增長；︿香德同修會﹀人
事和合 廣結善緣 蓮提法師表
示 這是︿香德同修會﹀建立五年
以來 第一次舉辦﹁蓮華生大士水
供法會﹂ 此次法會意義非凡 殊
勝圓滿 蓮華生大士是密教第一祖
師爺 因蓮花化生 據說活到千
歲 虹光成就而去
蓮晴上師開示 蓮華生大士是
大圓滿成就者 祂傳給世人許多教
義 值得我們深思學習 上師著重
強調三點 第一點 明白﹁入世間
法﹂與﹁出世間法﹂的區別 ﹁入
世間法﹂也稱﹁不了義法﹂ 此法
闡明人生變幻無常 成空敗壞 諸
多痛苦 沒有永恆；﹁出世間法﹂
也稱﹁了義法﹂ 即是佛法 佛法
包羅萬象 世間難求 不但能滿足
人間需求 而且有助福慧增長 享
受諸天福報 此法生生世世 永恆
不滅 讓我們獲得究竟 解脫煩
惱 讓我們打開心結 身心充滿喜

代表大眾虔誠上香 法會正式拉開
序幕 當歡快的咒音響起時 無數
光彩絢麗的彩燈閃閃發亮 晶瑩剔
透的三角水供塔立著五色令旗 五
光十色 在水供塔正前方 無數金
元寶層層環繞著莊嚴肅穆的財寶天
王端坐在正中央 兩旁站立著兩尊
威風凜凜的哼哈二將護法 大家精
心準備的供品如山如海 琳瑯滿
目 四周五彩繽紛的裝飾 格外的
亮麗迷人 佛堂籠罩在夢幻仙境般
朦朧的氣氛中 令人如癡如醉 上
師代表大眾獻八供下水供塔 全神
貫注演化息增懷誅手印 眾等沉浸
在香水海中 與水合一 清淨自
身 感受到甘露滋潤 光明無盡
釋蓮晴上師表示 五年前︿香
德同修會﹀剛建立時曾來過 很榮
幸再次來此結緣 上師為大眾講解
財寶天王有很多變化身 是最富有

記美國紐約︿香德同修會﹀舉行﹁財寶天王祈福水供法會﹂暨﹁蓮華生大士超度法會﹂ ■文∕蓮花文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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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財寶天王
釋蓮晴上師演化手印
上師為與會大眾做﹁結緣賜福灌頂﹂

1
2

61
62

國紐約唐人街︿香德同修
會﹀於二○一六年四月三十
日至五月一日 分別舉行﹁財寶天
王祈福水供法會﹂ 以及﹁蓮華生
大士超度法會﹂ 由來自西雅圖
︿彩虹雷藏寺﹀的釋蓮晴金剛上師

（3）（2）
（1）

樂 從此脫離生老病死苦 蓮華生
大士深信因果 所謂種瓜得瓜 種
豆得豆 我們應該追求﹁出世間
法﹂ 學會珍惜人生 做有意義之
事 不執著於無常及短暫喜樂 必
得無盡福報
第二點 根本上師的重要性
佛法如瀚海 盲目學習會走許多冤
枉路 重要的是找到有實修實證的
根本上師教導佛法 猶如在黑夜中
找到一盞明燈 照亮光明正確的前
行道路 皈依根本上師後 證悟瞭
解 開光明智慧 同時學以致用
身以力行 蓮華生大士希望世人珍
惜實踐佛法 多念﹃四皈依咒﹄
因為生活中阻礙多多 心隨境轉
容易生變；信心堅固 一心不亂
才能成就 學佛主要建立在﹁信﹂
字上 將﹁了義法﹂的種子深深種
在心田 開花結果 有道是人身難
得 精進修行得福報連連 脫離六
道輪迴 任運自在
第三點 不起分別心 蓮華生
大士指出 無論順逆境 善惡 對
錯 皆是虛幻 不必對此起分別
心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
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人的身體
由地 水 火 風 加上業組成
因眼耳鼻舌身意 有色聲香味觸

法 煩惱 障礙 痛
苦 因執著而生 事
實上肉身非我 六根
無我 不執著與一物
才能開悟
解脫煩
惱 明心見性 了解
加領悟
再加上實
踐 時時反省自身
依蓮華生大士的教義
奉行 希望大家都能
夠獲得圓滿 智慧成
就
同門專心致志的
聆聽著 不知不覺上
師寶貴的開示已完
畢 法會接近尾聲
慈悲的上師為大家做
﹁結緣賜福灌頂﹂
大家整齊排列接受佛
光的加被 最後 同
門紛紛上前一起與上
師 法師合影留念
共享美味佳餚盛宴
兩天殊勝的水供法會
圓滿落幕
釋蓮晴上師、蓮提法師及與會同門大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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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懺超過十個年頭 來自美國︿西
雅圖雷藏寺﹀的釋蓮滿金剛上師
及釋蓮傳金剛上師主壇 ︿宗委
會﹀台灣回信中心的蓮媖法師
及︿真願堂﹀從英國特聘來法駐
堂的蓮仁法師護壇
在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的加持下 熊熊的護摩火揭示
這次大法會一如既往的順利 吉
祥圓滿 由於︿真願堂﹀拜懺的
埸地是在堂戶外花園的水泥地
上 非常感激聖尊及佛菩薩的愛
護 法會期間都天氣晴朗 陽光
普照 氣溫怡人
法會期間 兩位上師輪流開
示 法師們也跟我們分享拜懺心
得 開始時 上師提醒我們每天
在拜懺前 先去讀一下懺文 在
拜的時候 更能深入懺文的意
義 之後陸續教導我們佛法的
苦 空 無常 無我 十二因緣

■文∕蓮花鳳儀

及佛陀三轉法輪 五時八教 各
時期的內容及含義等
在談及
聖尊近期示疾種種 除了法會開
始前 已設了根本傳承上師本命
元辰長生祿位 每日法會迴向
外 更發起每天法會開始前及
後 大家虔誠持誦﹃長壽佛心
咒﹄迥向聖尊佛體安康 長壽自
在
︿真願堂﹀特別感謝法會期
間 盡心盡力幫忙的義工同門
上師也特別讚歎廚房組的大菩薩
們 每日供齋不斷 令所有同門
善信拜懺完 都能享受美味的齋
食 實在功德無量 還有師姐們
的手工餃子 人人讚賞 大法會
的最後一天 ︿真願堂﹀花園大
餐廳內親切的感恩宴 讓各個同
門臉上滿滿的幸福笑容 給這次
大 法會 劃上 圓滿 的句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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媖

︿真願堂﹀發起法會開始前後，
持誦﹃長壽佛心咒﹄迴向蓮生活佛。
○一六年 法國巴黎︿真願
堂﹀一年一度﹁梁皇寶懺暨
瑜伽焰口大法會﹂ 由四月三十
日︵星期六︶的﹁大白蓮花童子
護摩法會﹂揭開序幕 接下來的
日子是五月一日開懺至五月七日
第十卷結懺 五月八日圓滿此懺
的瑜伽焰口並迴向給燃燈功德
主 及五月十一日 適逢釋迦牟
尼佛聖誕的浴佛等一連串 活 動
這個盛會誠邀已帶領我們拜

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2016

菩提園地

感恩釋迦牟尼佛的誕生，讓㈲緣眾生得聞佛法；
感激全㆝㆘的母親無私奉獻，才㈲今㈰的我們！
美國達拉斯〈三輪雷藏寺〉舉行「浴佛節慶典」及歡慶母親節活動，溫馨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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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釋蓮鎮上師為與會大眾做尊貴的
法語開示。
(2)莊嚴的浴佛池

(3)一位老菩薩參加「浴佛節慶典」。

慶典如儀進行 上師帶領同門
共同修法慶祝浴佛節 伴隨著法師
及同門優美的唱頌﹁我今灌沐諸如
來 淨智莊嚴功德海 五濁眾生離
塵垢 同證如來淨法身 ﹂上師主
持了莊嚴的浴佛儀式 接著法師及
同門依序排隊於壇城前 輪流為釋
迦牟尼佛行浴佛典禮 右手持杓
子 將香湯淋在釋迦牟尼佛之左
肩 右肩及後頸背上 此香湯是由
釋蓮鎮上師以多種中藥材精心調配
而成 並加上佛菩薩的加持 有健
康及延壽之功效 讓與會大眾深感
不虛此行 如同沐浴在佛光中 久
久還捨不得離開
浴佛後
是﹁傳佛心燈儀
式﹂ 釋蓮鎮上師雙手捧著蓮花
燈 恭敬的頂禮釋迦牟尼佛 並觀
想佛陀放光加持 祈願佛法能夠如
薪火相傳一般 代代相傳永不息
蓮花燈由上一位同門交接至下一位
同門手中 然後蓮花燈於大殿繞一
圈 大眾亦如接受佛光洗禮般 遍
照同門心中 永遠光明傳遞下去
儀式結束後 在開示當中 上
師也談到當天是一個很偉大的日
子 除了是感恩佛陀的功德及誕
生 也是偉大的母親節 上師回憶
起他與母親的點點滴滴 母親在他

(4)「傳佛心燈儀式」-蓮花燈由上一
位同門交接至下一位同門手中。

二

○一六年五月八日︵星期
日︶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當
天是預祝佛陀誕生的日子 也是母
親節 為迎接此重要節日的來臨
︿三輪雷藏寺﹀特於該日下午兩點
舉辦﹁浴佛節慶典﹂及歡慶母親
節 並由住持釋蓮鎮金剛上師主
持 釋蓮姜法師及釋蓮究法師護
持
慶典前一天 同門一早就抵達
寺裡協助布置及籌備慶典事宜 由
於當天風和日麗 男眾同門合力為
寺外周圍的樹及植物加以施肥 及
鋪些護根的木屑在植物上 迎接炎
熱夏天的到來；女眾同門則在大殿
內布置壇城及準備供佛的供品 在
大家盡心盡力的合作下 整個大殿
布置得美輪美奐 寺外的植物也得
到大家的愛心照顧 裡外都呈現著
欣欣向榮 喜樂祥和的氣氛
慶典當天早上 當特製的香湯
倒入浴佛的水池 釋蓮鎮上師點起
清香時 天空開始下濛濛細雨 彷
彿在洗滌整個大地 讓整個大地變
得非常乾淨清新 下午兩點雨停
了 當﹃根本上師心咒﹄及鐘鼓響
起時 迎師組莊嚴的將主壇上師及
護壇眾法師迎進現場 也為此次的
浴佛慶典拉開序幕

很年輕的時候就往生了 因此他語
重心長的期望大家要好好的珍惜當
下 要珍惜與父母相聚的時光及緣
分 切莫等到﹁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在﹂才懊悔萬分 身
為修行人 上師也期望大家能珍惜
當下的緣分及修行的時光
之後 上師代表︿三輪雷藏
寺﹀贈送一枝玫瑰及一份禮物給在
場的母親們 當天出席的有最年
長｜九十歲高齡的母親 也有最年
輕｜二十幾歲的母親 無論是年長
或年輕 每一位媽媽都是無比偉大
的 雖然贈送的禮物並不貴重 但
卻是﹁禮輕情意重﹂ 也表達了
︿三輪雷藏寺﹀對母親們的情意
感恩及尊重 接著是全體的母親切
蛋糕儀式及大合照 整個活動在溫
馨及莊嚴的送師儀式中 圓滿結
束
感恩釋迦牟尼佛的誕生 讓有
緣的眾生得聞佛法 更教化眾生以
利他為己志的無私大愛精神 讓我
們得以將佛法延續下去！亦同時感
恩全天下父母的無私奉獻 才有今
日的我們 也祝福全天下的父母身
體健康 平安快樂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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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輪雷藏寺文宣
釋 蓮 鎮 上 師 、 蓮 姜 法 師 、蓮究法師及與會同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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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釋迦牟尼佛的誕生，讓㈲緣眾生得聞佛法；
感激全㆝㆘的母親無私奉獻，才㈲今㈰的我們！
美國達拉斯〈三輪雷藏寺〉舉行「浴佛節慶典」及歡慶母親節活動，溫馨圓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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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釋蓮鎮上師為與會大眾做尊貴的
法語開示。
(2)莊嚴的浴佛池

(3)一位老菩薩參加「浴佛節慶典」。

慶典如儀進行 上師帶領同門
共同修法慶祝浴佛節 伴隨著法師
及同門優美的唱頌﹁我今灌沐諸如
來 淨智莊嚴功德海 五濁眾生離
塵垢 同證如來淨法身 ﹂上師主
持了莊嚴的浴佛儀式 接著法師及
同門依序排隊於壇城前 輪流為釋
迦牟尼佛行浴佛典禮 右手持杓
子 將香湯淋在釋迦牟尼佛之左
肩 右肩及後頸背上 此香湯是由
釋蓮鎮上師以多種中藥材精心調配
而成 並加上佛菩薩的加持 有健
康及延壽之功效 讓與會大眾深感
不虛此行 如同沐浴在佛光中 久
久還捨不得離開
浴佛後
是﹁傳佛心燈儀
式﹂ 釋蓮鎮上師雙手捧著蓮花
燈 恭敬的頂禮釋迦牟尼佛 並觀
想佛陀放光加持 祈願佛法能夠如
薪火相傳一般 代代相傳永不息
蓮花燈由上一位同門交接至下一位
同門手中 然後蓮花燈於大殿繞一
圈 大眾亦如接受佛光洗禮般 遍
照同門心中 永遠光明傳遞下去
儀式結束後 在開示當中 上
師也談到當天是一個很偉大的日
子 除了是感恩佛陀的功德及誕
生 也是偉大的母親節 上師回憶
起他與母親的點點滴滴 母親在他

(4)「傳佛心燈儀式」-蓮花燈由上一
位同門交接至下一位同門手中。

二

○一六年五月八日︵星期
日︶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當
天是預祝佛陀誕生的日子 也是母
親節 為迎接此重要節日的來臨
︿三輪雷藏寺﹀特於該日下午兩點
舉辦﹁浴佛節慶典﹂及歡慶母親
節 並由住持釋蓮鎮金剛上師主
持 釋蓮姜法師及釋蓮究法師護
持
慶典前一天 同門一早就抵達
寺裡協助布置及籌備慶典事宜 由
於當天風和日麗 男眾同門合力為
寺外周圍的樹及植物加以施肥 及
鋪些護根的木屑在植物上 迎接炎
熱夏天的到來；女眾同門則在大殿
內布置壇城及準備供佛的供品 在
大家盡心盡力的合作下 整個大殿
布置得美輪美奐 寺外的植物也得
到大家的愛心照顧 裡外都呈現著
欣欣向榮 喜樂祥和的氣氛
慶典當天早上 當特製的香湯
倒入浴佛的水池 釋蓮鎮上師點起
清香時 天空開始下濛濛細雨 彷
彿在洗滌整個大地 讓整個大地變
得非常乾淨清新 下午兩點雨停
了 當﹃根本上師心咒﹄及鐘鼓響
起時 迎師組莊嚴的將主壇上師及
護壇眾法師迎進現場 也為此次的
浴佛慶典拉開序幕

很年輕的時候就往生了 因此他語
重心長的期望大家要好好的珍惜當
下 要珍惜與父母相聚的時光及緣
分 切莫等到﹁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在﹂才懊悔萬分 身
為修行人 上師也期望大家能珍惜
當下的緣分及修行的時光
之後 上師代表︿三輪雷藏
寺﹀贈送一枝玫瑰及一份禮物給在
場的母親們 當天出席的有最年
長｜九十歲高齡的母親 也有最年
輕｜二十幾歲的母親 無論是年長
或年輕 每一位媽媽都是無比偉大
的 雖然贈送的禮物並不貴重 但
卻是﹁禮輕情意重﹂ 也表達了
︿三輪雷藏寺﹀對母親們的情意
感恩及尊重 接著是全體的母親切
蛋糕儀式及大合照 整個活動在溫
馨及莊嚴的送師儀式中 圓滿結
束
感恩釋迦牟尼佛的誕生 讓有
緣的眾生得聞佛法 更教化眾生以
利他為己志的無私大愛精神 讓我
們得以將佛法延續下去！亦同時感
恩全天下父母的無私奉獻 才有今
日的我們 也祝福全天下的父母身
體健康 平安快樂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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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輪雷藏寺文宣
釋 蓮 鎮 上 師 、 蓮 姜 法 師 、蓮究法師及與會同門合影。

菩提園地

薩
薩迦達欽法王與蓮生活佛 夙昔
即具有殊勝的法緣 溯及一九八九年
六月二十二日 達欽法王前來參加美
國︿西雅圖雷藏寺﹀的﹁超度息災祈
福護摩大法會﹂ 兩位活佛見面時
便互相握手言歡 之後同時登上並排
的法座 法會進行中 召請佛菩薩降
臨 接受火供供養 佛光普照 梵音
喃喃 大眾心中充滿祥和 皆沐浴在
佛法的光芒中 整場法會圓滿結束
據媒體報導 達欽法王於一九二
九年生於西藏薩迦 一九六○年舉家
移居美國西雅圖 一九七四年與德松
仁波切︵薩迦證空上師︶創立Sakya
Tegchen Choling Center 提供學習
金剛乘教法和西藏文化 一九八四年
建立傳統的︿薩迦寺院﹀ 即是今日
的西雅圖︿薩迦寺﹀ 達欽法王與德
松仁波切 都是在西方傳播藏傳佛法
的先驅 嘉惠了無盡眾生
達欽法王欽法王的弘法足跡 也
遍及了印度 台灣 香港 越南 新
加坡 馬來西亞 歐洲等多處

達欽仁波切已於四月二十九日，
趨向佛淨土而轉法輪。

迦︿圓滿宮﹀與美國西雅圖
︿薩迦寺﹀發布訊息 達欽仁
波切已於四月二十九日 圓滿了祂世
間種種佛行事業 趨入大涅槃 伴隨
著種種瑞象 趨向佛淨土而轉法輪
刻正於台灣弘法的蓮生活佛盧勝
彥法王在聞訊後 隨即示諭弟子代表
祂前往西雅圖︿薩迦寺﹀ 表達深切
的悼念祝禱之忱 弟子們秉持師尊咐
囑 專程趕赴 至心致意 獻花 獻
果

達欽仁波切

■文∕釋蓮旺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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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玄關顯㊙論》之心得筆記
■文∕蓮花漢宗

近

日偶讀白玉蟾
撰之︽玄關顯
秘論︾一冊 文中所
述內容與佛法義諦無
二 其義理方面但有
值得深入推敲 有志
者不彷研之
內文一｜一言半
句便通玄 何用丹書
千萬篇 人若不為形
所累 眼前便是大羅
天 若要煉形煉神
須識歸根覆命
這說明了｜人身
本苦 心則無拘 而
﹁煉形﹂不是指身
相 而是指﹁意生
身﹂；﹁煉神﹂是把
靈識淨化而產生光
明
內文二｜故曰：
虛無生自然 自然生
大道 大道生一氣
一氣分陰陽 陰陽為
天地 天地生萬物
則是造化之根也 此
乃真一之氣 萬象之
先 太虛太無 太空
太玄 杳杳冥冥 非
尺寸之可量 浩浩蕩

蕩 非涯岸之可測 其大無外 其小無
內 大包天地 小入毫芒 上無復色
下無復淵 一物圓成 千古顯露 不可
得而名者 聖人以心契之 不獲已而名
之曰﹁道﹂
這表明了｜宇宙長存的只有﹁真一
之氣﹂的真理
內文三｜以是知心即是道也 故無
心則與道合 有心則與道違 惟此
﹁無﹂之一字 包諸有而無餘 生萬物
而不竭 天地雖大 能役有形 不能役
無形；陰陽雖妙 能役有氣 不能役無
氣；五行至精 能役有數 不能役無
數；百念紛起 能役有識 不能役無
識
這與菩提達摩所著的︽無心論︾完
全吻合｜﹁心神向寂 無色無形；睹之
不見 聽之無聲；似暗非暗 如明不
明；捨之不滅 取之無生；大即廓周法
界 小即毛竭不停；真如本無分別 能
辯有情無情；收之一切不立 散之普遍
含靈 如斯運用自在 總是無心之
精 ﹂
內文四｜故潭真人云：忘形以養
氣 忘氣以養神 忘神以養虛 只此
﹁忘﹂之一字 則是無物也
這是入三摩地的步驟｜專注於﹁數
息﹂或﹁九節佛風﹂ 至微細處而忘形
化空 至﹁胎息﹂而忘念 至﹁念斷﹂
而轉幽
內文五｜是故采精神以為藥 取靜

定以為火 以靜定之火 而煉精神之
藥 則成金液大還丹
此處的﹁精神以為藥﹂ 精指男精
女血；神指玄竅的意念 ﹁靜定之
火﹂ 五行之心屬火 這就是師佛在二
○一五年三月八日︿中正紀念堂﹀﹁大
幻化網金剛大法會﹂傳法開示的﹁口訣
是身不動 水就能夠朝源；心不動 火
就能夠朝源；意念不動 神就能夠朝
源；心要無一物 你的念頭要一念不
生 精氣神要全凝聚於玄竅 ﹂
內文六｜吾今則而像之 無事於
心 無心於事 內觀其心 心無其心
外觀其形 形無其形 遠觀其物 物無
其物 知心無心 知形無形 知物無
物 超出萬幻 確然一靈
﹁知心無心﹂是心空；﹁知形無
形﹂是身空；﹁知物無物﹂是法空；如
此﹁超出萬幻﹂是知性本空
內文七｜古經云：生我於虛 置我
於無 是宜歸性根之太始 反未生之已
前 藏心於心而不見 藏神於神而不
出 故能三際圓通 萬緣澄寂 六根清
淨 方寸虛明 不滯於空 不滯於無
空諸所空 無諸所無 至於空無所空
無無所無 淨裸裸 赤灑灑 則靈然而
獨存者也
總結：開發有相色身令先天﹁真一
之氣﹂顯現 用意念束之成形 增長先
天氣能與太虛相合 是為逍遙一﹁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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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接（朱鍾勛 醫師）/提供

身體老化是自然的現象。而這個變化過程，可分生理和心理兩方面。
生理上：老年人的皮膚會開始鬆弛和皺紋增加，皮膚表面會出現一些黃色或啡色的老年
斑。而骨格方面，亦都會有骨質疏鬆症，因骨內缺少鈣質和膠質，導致骨骼脆弱，所以比較
容易斷骨。關節可能因為退化而發炎，發炎時亦可引起腰酸骨痛和行動不便。另外骨節和骨
節之間的軟骨亦都會變薄，導致脊骨有彎曲的現象，所以年老後會比年輕時矮一些。
消化系統方面，最明顯的變化是牙齒脫落、牙肉萎縮。腸胃亦有影響，由於腸臟移動較
慢和容易便秘，不過只要定期有大便，兩、三日才有一次都是正常的。呼吸和血液循環系統
亦都會慢慢退化，所以活動能力會減低，上下樓梯或運動後，都比較容易氣喘。神經方面，
大腦的細胞到了六、七十歲，就會比出世時少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年老的人記憶力會衰
退，學習能力會減低，聽覺和視覺都會衰退。
心理方面：老年人通常因人生經驗豐富，會比較堅持自己的意見，亦都比較難適應新的
事物，所以老年人的性格比較內向，或喜歡回顧以往經驗來加強自信心，但是在性格上可能
變得固執甚至沮喪。老年人通常難結交新朋友，而且很多老年人退休後，生活圈子更加狹
窄，對親人會比較依賴，亦都感覺到自己失去了安全感。
所以家人最好能夠體會到老年人的身體和心理方面的變化，盡量關心和尊重他們， 而
老年人亦要經常保持身體健康和心境開朗，令老化的身體都能夠發揮最大的功能。
老年會出現的種種危機：
危機一–糖尿病
國內外流行病學調查，已確認糖尿病盛行率隨年齡上升而增加。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糖尿
病的盛行率約為 20%， 而且多數老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因為多數老年糖尿病人
發病時沒有症狀，通常是健康檢查或因其他疾病才發現糖尿病。糖尿病對健康的影響是全面
的，最常見的併發症包括：視網膜病變（是導致成人失明的主要因素）、腎病變、心血管病
變。
危機二–高血壓
血壓隨年紀漸長而升高，約在男性四十歲、女性三十五歲之後就顯著上升，舒張壓隨年
紀增高的幅度較不明顯，但三十歲以後開始上升，至五十五歲時趨於和緩。依〈世界衛生組
織〉的標準，收縮壓在 160mmHg， 舒張壓在 95mmHg 以上，即為高血壓。
危機三–高血脂
血中膽固醇值異常，大多與飲食有關，極少數病例是遺傳基因所致。膽固醇值太高，特
別是 LDL（ 壞的膽固醇）容易滲入血管壁中，形成動脈粥狀硬化。根據近年大規模流行病學
及前瞻性研究發現，血中總膽固醇值每增加 1 mg/dl， 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危險就會增加 2%。
危機四–心臟病
統計顯示， 75％ 的老年人死於心臟病，其中以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心臟病最常
見，在秋冬季節轉換的時候，是心臟病發的危險時刻，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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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有責任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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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相關的四種疾病，除了必要時須遵照醫師指示服藥外，在日常保健上應特別注意飲食內
容，控制澱粉類及油脂、鹽分的攝取。
危機五–退化性關節炎
老化或肥胖是發病的主要原因，關節曾經受傷、從事粗重工作者也容易罹患退化性關節炎。
適當的運動可以增加關節滑液的流動，強化肌肉、肌腱的韌性，增加體能。如果怕痛、不敢動，會
導致關節僵硬、萎縮。醫師表示，疼痛可以用藥物控制，運動則要靠患者自己。此外應控制體重，
以免加重關節負擔。
危機六–骨質疏鬆症
「老倒縮」其實正是「骨質疏鬆症」在作怪。根據近十年來台灣流行病學調查統計，發現六
十五歲以上的台灣城市婦女， 19％ 已經有一個以上的脊柱體壓迫性骨折，男性則為 12％。 骨質
疏鬆症的患者完全不會有任何預警，第一個發生的症狀，往往就是骨折，尤其是脊柱體及髖部的骨
折最嚴重。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患者，很容易發生髖部骨折，三十五歲前要多補充鈣質，好儲存骨
本，過了這段黃金期就只有避免骨質流失，每天仍需攝取足夠的鈣質來彌補，有運動習慣的人也能
減緩骨質的流失。
危機七–失眠
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失眠的比率是年輕人的五至六倍。失眠的原因除了生理上的病痛外，大部
分是心理上的問題，如：喪偶、兒女不在身邊、擔心經濟問題等。很多人會誤以為老人睡得少是正
常的，其實老年人每天至少要睡六小時以上。老年人若有睡眠問題，應先考慮是否受疾病、藥物等
因素影響，接下來再分析日常生活習慣，藥物治療可以有效解決睡眠問題，但應在醫師指示下使
用，切忌自己隨便服藥。
危機八–腸胃障礙
最常見的問題包括消化不良、脹氣、便秘等。老年人便秘的情況很普遍，有些統計甚至高達
年輕人的五倍。原因和老年人腸道蠕動變慢及纖維攝取不足有關，老年人常用的藥物，如抗憂鬱
劑、制酸劑、利尿劑等，也可能影響腸子活動形成便秘。除了補充水分、多吃纖維，以手掌按摩腹
部也有助刺激腸道蠕動。
危機九–視力減退
「視茫茫」是老的象徵，老年人常見的眼睛問題包括老花眼、白內障、青光眼、飛蚊症及老
年性黃斑病變，其中以青光眼及黃斑病變影響最大。慢性青光眼會悄悄侵蝕視神經，等到視力降低
時，所剩下的視神經通常不到 10％， 最重要的是每年定期測量眼壓及視力。台灣日照強烈，應佩
戴能隔離紫外線的太陽眼鏡，同時多補充維他命 C、E， 及富含葉黃質，如柑橘等蔬果。
危機十–意外傷害
跌倒是門診中最常見的老年人事故傷害，嚴重時甚至可能臥床不起，失去生活能力。很多老
人在家裡發生意外事故，所以有關空間規劃，應注意地板是否平整，不要高低起伏或太光滑，浴室
更應使用防滑材料並安裝扶手，及盡量使用圓角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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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老化是自然的現象。而這個變化過程，可分生理和心理兩方面。
生理上：老年人的皮膚會開始鬆弛和皺紋增加，皮膚表面會出現一些黃色或啡色的老年
斑。而骨格方面，亦都會有骨質疏鬆症，因骨內缺少鈣質和膠質，導致骨骼脆弱，所以比較
容易斷骨。關節可能因為退化而發炎，發炎時亦可引起腰酸骨痛和行動不便。另外骨節和骨
節之間的軟骨亦都會變薄，導致脊骨有彎曲的現象，所以年老後會比年輕時矮一些。
消化系統方面，最明顯的變化是牙齒脫落、牙肉萎縮。腸胃亦有影響，由於腸臟移動較
慢和容易便秘，不過只要定期有大便，兩、三日才有一次都是正常的。呼吸和血液循環系統
亦都會慢慢退化，所以活動能力會減低，上下樓梯或運動後，都比較容易氣喘。神經方面，
大腦的細胞到了六、七十歲，就會比出世時少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年老的人記憶力會衰
退，學習能力會減低，聽覺和視覺都會衰退。
心理方面：老年人通常因人生經驗豐富，會比較堅持自己的意見，亦都比較難適應新的
事物，所以老年人的性格比較內向，或喜歡回顧以往經驗來加強自信心，但是在性格上可能
變得固執甚至沮喪。老年人通常難結交新朋友，而且很多老年人退休後，生活圈子更加狹
窄，對親人會比較依賴，亦都感覺到自己失去了安全感。
所以家人最好能夠體會到老年人的身體和心理方面的變化，盡量關心和尊重他們， 而
老年人亦要經常保持身體健康和心境開朗，令老化的身體都能夠發揮最大的功能。
老年會出現的種種危機：
危機一–糖尿病
國內外流行病學調查，已確認糖尿病盛行率隨年齡上升而增加。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糖尿
病的盛行率約為 20%， 而且多數老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因為多數老年糖尿病人
發病時沒有症狀，通常是健康檢查或因其他疾病才發現糖尿病。糖尿病對健康的影響是全面
的，最常見的併發症包括：視網膜病變（是導致成人失明的主要因素）、腎病變、心血管病
變。
危機二–高血壓
血壓隨年紀漸長而升高，約在男性四十歲、女性三十五歲之後就顯著上升，舒張壓隨年
紀增高的幅度較不明顯，但三十歲以後開始上升，至五十五歲時趨於和緩。依〈世界衛生組
織〉的標準，收縮壓在 160mmHg， 舒張壓在 95mmHg 以上，即為高血壓。
危機三–高血脂
血中膽固醇值異常，大多與飲食有關，極少數病例是遺傳基因所致。膽固醇值太高，特
別是 LDL（ 壞的膽固醇）容易滲入血管壁中，形成動脈粥狀硬化。根據近年大規模流行病學
及前瞻性研究發現，血中總膽固醇值每增加 1 mg/dl， 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危險就會增加 2%。
危機四–心臟病
統計顯示， 75％ 的老年人死於心臟病，其中以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心臟病最常
見，在秋冬季節轉換的時候，是心臟病發的危險時刻，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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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相關的四種疾病，除了必要時須遵照醫師指示服藥外，在日常保健上應特別注意飲食內
容，控制澱粉類及油脂、鹽分的攝取。
危機五–退化性關節炎
老化或肥胖是發病的主要原因，關節曾經受傷、從事粗重工作者也容易罹患退化性關節炎。
適當的運動可以增加關節滑液的流動，強化肌肉、肌腱的韌性，增加體能。如果怕痛、不敢動，會
導致關節僵硬、萎縮。醫師表示，疼痛可以用藥物控制，運動則要靠患者自己。此外應控制體重，
以免加重關節負擔。
危機六–骨質疏鬆症
「老倒縮」其實正是「骨質疏鬆症」在作怪。根據近十年來台灣流行病學調查統計，發現六
十五歲以上的台灣城市婦女， 19％ 已經有一個以上的脊柱體壓迫性骨折，男性則為 12％。 骨質
疏鬆症的患者完全不會有任何預警，第一個發生的症狀，往往就是骨折，尤其是脊柱體及髖部的骨
折最嚴重。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患者，很容易發生髖部骨折，三十五歲前要多補充鈣質，好儲存骨
本，過了這段黃金期就只有避免骨質流失，每天仍需攝取足夠的鈣質來彌補，有運動習慣的人也能
減緩骨質的流失。
危機七–失眠
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失眠的比率是年輕人的五至六倍。失眠的原因除了生理上的病痛外，大部
分是心理上的問題，如：喪偶、兒女不在身邊、擔心經濟問題等。很多人會誤以為老人睡得少是正
常的，其實老年人每天至少要睡六小時以上。老年人若有睡眠問題，應先考慮是否受疾病、藥物等
因素影響，接下來再分析日常生活習慣，藥物治療可以有效解決睡眠問題，但應在醫師指示下使
用，切忌自己隨便服藥。
危機八–腸胃障礙
最常見的問題包括消化不良、脹氣、便秘等。老年人便秘的情況很普遍，有些統計甚至高達
年輕人的五倍。原因和老年人腸道蠕動變慢及纖維攝取不足有關，老年人常用的藥物，如抗憂鬱
劑、制酸劑、利尿劑等，也可能影響腸子活動形成便秘。除了補充水分、多吃纖維，以手掌按摩腹
部也有助刺激腸道蠕動。
危機九–視力減退
「視茫茫」是老的象徵，老年人常見的眼睛問題包括老花眼、白內障、青光眼、飛蚊症及老
年性黃斑病變，其中以青光眼及黃斑病變影響最大。慢性青光眼會悄悄侵蝕視神經，等到視力降低
時，所剩下的視神經通常不到 10％， 最重要的是每年定期測量眼壓及視力。台灣日照強烈，應佩
戴能隔離紫外線的太陽眼鏡，同時多補充維他命 C、E， 及富含葉黃質，如柑橘等蔬果。
危機十–意外傷害
跌倒是門診中最常見的老年人事故傷害，嚴重時甚至可能臥床不起，失去生活能力。很多老
人在家裡發生意外事故，所以有關空間規劃，應注意地板是否平整，不要高低起伏或太光滑，浴室
更應使用防滑材料並安裝扶手，及盡量使用圓角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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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father`s Mala
I

n the past, whenever I read the Feng Shui of a person`s home, I observed both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worlds. The invisible world refers to the realm of spirits.
I will divulge a great secret:
I was once invited to do a Feng Shui reading for a certain prestigious household in Kaoshiung, Taiwan.
Once I entered the house, I saw many poverty ghosts occupying the place. These ghosts were the debtors of the
owner. I instantly knew that this prestigious person would soon lose his wealth altogether. Indeed, soon
afterwards, his business failed miserably.
On another occasion, I visited the home of a poor man in a village to read the Feng Shui of his house. His
house was typical of a Chinese village courtyard. I saw lots of spirits, like an army of ants, carrying sacks of
golden sand on their backs marching to his house. One by one they entered his house to deliver the golden sand.
I knew right away that the family would soon possess great wealth. Eventually, his name became well known
and he held a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His wealth increased astronomically and he became the country`s
wealthiest man.
These are my experiences of reading Feng Shui
If debtor ghosts demanding payment surround the individual, he is doomed to fail.
If wealth deities surround the individual, he is destined to prosper. Thus, the invisible hand of spirits affects
everything.
I once went to a night market in front of a temple for a midnight supper. In front of the temple was an
empty lot with a small stall. The stall only sold four items, which were herbal soup, noodle, rice flour roll and
green vegetables.
There were many tables around the stall and they were all occupied with customers who were eager to taste
the food. It was much like ants after cookies. I opened my divine eye to examine the man running the stall, and
what I witnessed was frightening. The open field was filled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patrons visiting the stall,
and an equal number of spirits roaming the area. These spirits had swayed the customers to patronize this stall.
When the spirits lure one in, one obeys.
The stall was famous for its herbal soup, and the taste was delicious. Every night, the traffic of customers
flowed in and out like an ocean tide. His business was so prosperous that his wealth flowed like the running tap
water. Someone said that the stall owner smiled while calculating his earnings at home. Another said that the stall
owner owned a few apartments and his wealth was measured in the billions.
I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all owner`s facial features. I observed that his face was dark and gloomy, with
a sunken nose, tiny mouth, small eyes and hardly any flesh on his face. He certainly did not look like he was a
man of great wealth but instead resembled a homeless old man.
I felt there was nothing remarkable about this old man. But how do you explain his wealth? Besides being
rich, he had so many spirits helping to lure customers to his stall. The spirits also attended to the customers and
cleaned up their tables, and this was quite perplexing.
I suspected that the old man learned how to keep psychic entities to help him. But upon closer observation,
though he looked unpleasant, he did not have any negative energy lingering around his body.
From a distance, I looked at the stall and the area of land it was on and observed some glowing beams of
red light emerging from the ground, forming a red cloud over the area. This may have explained why the stall
was so prosperous. Perhaps it was due to the auspicious Feng Shui of the place. The other stalls did not enjo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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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kind of customer traffic as that one stall did. They were barely surviving to make ends meet.
This was indeed interesting.
***
One day, a certain individual came to seek my consultation. He wanted to find a name for his grandson,
and when I looked at him, I realized he was the same old man who ran the stall.
I said to him, `Your business is doing very well!`
`It`s just nothing. Nothing at all.` The old man said modestly.
`What`s the secret of your good business?` I asked curiously.
`Luck is on my side!` the old man grinned, exposing his two rows of black teeth.
`I believe there`s more than just luck.` I said.
`Why don`t you read the divination for me?` He requested.
The old man wrote down his name, birth date and address.
I made a quick spiritual observation and sensed the sound of a mantra filling the atmosphere, accompanied
by the scent of sandalwood. I also saw radiating circles of light, and within each circle stood a Fortune God. This
was most astonishing.
`Do you know how to recite any mantras?` I asked.
`Nope!` Pan Ji, the old man replied.
`I heard the sounds of a mantra and smelled the scent of sandalwood. I saw the Fortune God by your side.`
`Impossible!`
I have helped many in my consultations and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accuracy. It was rare to hear
someone remark `Impossible.` Rather, it was impossible for my divine eye and ear to make a wrong observation.
If there was ever any mistake in my observation, I was always able to pinpoint the cause of it.
`Does anyone at your home know how to chant a mantra?` I asked him.
`Neither my wife nor my kids know how to chant a mantra.` Pan Ji replied.
`Do any of your other relatives know how to chant a mantra?` I asked.
`Do the deceased count?`
`Yes,` I replied.
Pan Ji proceeded to tell me, `In my family, only my grandfather Pan Li knew how to chant a mantra. Once,
a monk gave my grandfather a string of chanting beads and taught him how to chant the Earth God Mantra. My
grandfather recited the mantra for his entire life using the mala. He chanted on it so much that it eventually
turned black and became shiny.`
`Where is mala now?` I believed I had found my answer.
`My grandfather passed it down to my father, and my father gave it to me, but I don`t know where I put it.
I think I`ll ask my wife to help me find it.`
Pan Ji returned home and asked his wife about the mala. She told him, `The mala is tucked away inside a
hidden crack at your stall. Nobody was aware of this.`
Pan Ji searched and found the mala at the stall. He then took the darkened mala and showed it to me. He
didn`t know the value of the prayer beads.
I told Pan Ji, `Your grandfather, Pan Li, received protection from the Earth God. This is the result of
reciting the Earth God Mantra, respecting the Earth God, visualizing the Earth God, and praising the Earth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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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e past, whenever I read the Feng Shui of a person`s home, I observed both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worlds. The invisible world refers to the realm of spirits.
I will divulge a great secret:
I was once invited to do a Feng Shui reading for a certain prestigious household in Kaoshiung, Taiwan.
Once I entered the house, I saw many poverty ghosts occupying the place. These ghosts were the debtors of the
owner. I instantly knew that this prestigious person would soon lose his wealth altogether. Indeed, soon
afterwards, his business failed miserably.
On another occasion, I visited the home of a poor man in a village to read the Feng Shui of his house. His
house was typical of a Chinese village courtyard. I saw lots of spirits, like an army of ants, carrying sacks of
golden sand on their backs marching to his house. One by one they entered his house to deliver the golden sand.
I knew right away that the family would soon possess great wealth. Eventually, his name became well known
and he held a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His wealth increased astronomically and he became the country`s
wealthiest man.
These are my experiences of reading Feng Shui
If debtor ghosts demanding payment surround the individual, he is doomed to fail.
If wealth deities surround the individual, he is destined to prosper. Thus, the invisible hand of spirits affects
everything.
I once went to a night market in front of a temple for a midnight supper. In front of the temple was an
empty lot with a small stall. The stall only sold four items, which were herbal soup, noodle, rice flour roll and
green vegetables.
There were many tables around the stall and they were all occupied with customers who were eager to taste
the food. It was much like ants after cookies. I opened my divine eye to examine the man running the stall, and
what I witnessed was frightening. The open field was filled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patrons visiting the stall,
and an equal number of spirits roaming the area. These spirits had swayed the customers to patronize this stall.
When the spirits lure one in, one obeys.
The stall was famous for its herbal soup, and the taste was delicious. Every night, the traffic of customers
flowed in and out like an ocean tide. His business was so prosperous that his wealth flowed like the running tap
water. Someone said that the stall owner smiled while calculating his earnings at home. Another said that the stall
owner owned a few apartments and his wealth was measured in the billions.
I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all owner`s facial features. I observed that his face was dark and gloomy, with
a sunken nose, tiny mouth, small eyes and hardly any flesh on his face. He certainly did not look like he was a
man of great wealth but instead resembled a homeless old man.
I felt there was nothing remarkable about this old man. But how do you explain his wealth? Besides being
rich, he had so many spirits helping to lure customers to his stall. The spirits also attended to the customers and
cleaned up their tables, and this was quite perplexing.
I suspected that the old man learned how to keep psychic entities to help him. But upon closer observation,
though he looked unpleasant, he did not have any negative energy lingering around his body.
From a distance, I looked at the stall and the area of land it was on and observed some glowing beams of
red light emerging from the ground, forming a red cloud over the area. This may have explained why the stall
was so prosperous. Perhaps it was due to the auspicious Feng Shui of the place. The other stalls did not enjo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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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kind of customer traffic as that one stall did. They were barely surviving to make ends meet.
This was indeed interesting.
***
One day, a certain individual came to seek my consultation. He wanted to find a name for his grandson,
and when I looked at him, I realized he was the same old man who ran the stall.
I said to him, `Your business is doing very well!`
`It`s just nothing. Nothing at all.` The old man said modestly.
`What`s the secret of your good business?` I asked curiously.
`Luck is on my side!` the old man grinned, exposing his two rows of black teeth.
`I believe there`s more than just luck.` I said.
`Why don`t you read the divination for me?` He requested.
The old man wrote down his name, birth date and address.
I made a quick spiritual observation and sensed the sound of a mantra filling the atmosphere, accompanied
by the scent of sandalwood. I also saw radiating circles of light, and within each circle stood a Fortune God. This
was most astonishing.
`Do you know how to recite any mantras?` I asked.
`Nope!` Pan Ji, the old man replied.
`I heard the sounds of a mantra and smelled the scent of sandalwood. I saw the Fortune God by your side.`
`Impossible!`
I have helped many in my consultations and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accuracy. It was rare to hear
someone remark `Impossible.` Rather, it was impossible for my divine eye and ear to make a wrong observation.
If there was ever any mistake in my observation, I was always able to pinpoint the cause of it.
`Does anyone at your home know how to chant a mantra?` I asked him.
`Neither my wife nor my kids know how to chant a mantra.` Pan Ji replied.
`Do any of your other relatives know how to chant a mantra?` I asked.
`Do the deceased count?`
`Yes,` I replied.
Pan Ji proceeded to tell me, `In my family, only my grandfather Pan Li knew how to chant a mantra. Once,
a monk gave my grandfather a string of chanting beads and taught him how to chant the Earth God Mantra. My
grandfather recited the mantra for his entire life using the mala. He chanted on it so much that it eventually
turned black and became shiny.`
`Where is mala now?` I believed I had found my answer.
`My grandfather passed it down to my father, and my father gave it to me, but I don`t know where I put it.
I think I`ll ask my wife to help me find it.`
Pan Ji returned home and asked his wife about the mala. She told him, `The mala is tucked away inside a
hidden crack at your stall. Nobody was aware of this.`
Pan Ji searched and found the mala at the stall. He then took the darkened mala and showed it to me. He
didn`t know the value of the prayer beads.
I told Pan Ji, `Your grandfather, Pan Li, received protection from the Earth God. This is the result of
reciting the Earth God Mantra, respecting the Earth God, visualizing the Earth God, and praising the Earth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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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ransformation infinie de
Sheng-yen Lu

J

adis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e Sheng-yen Lu était
toujours changeant et qu’il était un «
homme infiniment changeant ».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il était lunatique.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il était difficile à coincer et qu’il
faisait exprès de se livrer à des tours de
magie.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e son enseignement n’était pas un
coefficient déterminé qui faisait partie du
dharma indéterminé.
Un critique dit ainsi :
— Sheng-yen Lu est à la fois adepte
du christianisme, du tao-ïsme, du
bouddhisme exotérique et du bouddhisme
tantrique.
» Sheng-yen Lu est à la fois le
bouddha Vairocana, la buddha-locanî, le
bouddha Amitâbha, Padmakumara, et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 Sheng-yen Lu est à la fois le
vénérable Sâriputra, le Tathâgata de l’ardeur
et de la promptitude du lion, le grand
maître Kûkai, le bouddha de la lumière de
lotus et de l’aisance, et le bouddha Liansheng.
» Etc., etc., etc.
» Maintenant, Sheng-yen Lu est non
seulement le Diamant de la grande félicité,
mais aussi Hevajra, Cakravamsara,
Yamantaka, Guhyasamâja-vajra, ainsi que
74

Kalachakra.
» Aujourd’hui, Sheng-yen Lu dit qu’il
a obtenu l’Éveil. Je ne sais pas quel Éveil il
a eu.
Pour ce genre de questions, je donne
ainsi mes explications en me servant du cas
de Tathâgata Sâkyamuni :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possède trois
corps :
– le corps de la Loi : le bouddha
Piluzhena (ou le bouddha Vairocana) ;
–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 le bouddha
Lushena ;
– le corps de métamorphose : le
bouddha Sâkyamuni.
Si l’on lit Jâtaka relatant les vies
antérieures du Bouddha :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était en réalité un bienheureux
de la patience, un lion de l’Himalaya, un
roi éléphant, un roi cerf, un roi singe, un roi
épervier… Sa transformation était infinie et
changeante.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avait pris
pour maîtres plus de vingt mille personnes.
On peut imaginer combien de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il avait.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a enseigné
quatre-vingt-quatre mille dharma pour
traiter les quatre-vingt-quatre mille maladies.
Les dharma qu’il a enseignés sont
nombreux, incomparables.
Dans un recueillement méditatif,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s’est transformé en
Kalachakra pour enseigner au roi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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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andra le dharma de la Roue du temps.
Dans un recueillement méditatif,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s’est transformé en
Ucchusma pour convertir l’Immortel au
Chignon spiral.
Etc., etc., etc.
J’ai pris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comme exemple. La réalité témoigne que
ses transformations innombrables sont le
bouddha Sâkyamuni lui-même.
Voici ce à quoi le fait se réfère :
Au ciel et sur la terre, personne n’est
supérieur au Bouddha,
Dans le monde des dix directions, il
est aussi incomparable,
J’ai vu tout ce qui est en ce bas
monde,
Rien n’égale avec le Bouddha.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est le maître
des Trois Mondes, le père tendre des êtres
provenant des quatre modes de naissance1,
le parrain des êtres célestes et humains,
ainsi que l’incarnation des Trois Espèces2.
Je cite encore la transformation du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
Ses trente-deux corps de
métamorphose se répandent partout sur les
Terres innombrables comme la poussière.
Ses corps de métamorphose se
manifestent sur le continent Jambudvîpa
pendant un très grand nombre de kalpa3.
Il répand constamment de la rosée
bienfaisante de sa fiole.
Quel que soit le temps, il donne la

bénédiction avec une tige de saule tenue
dans sa main.
Il se manifeste en tous lieux en
répondant aux prières sincères.
Il se fait souvent barque pour faire
traverser aux gens l’océan de souffrances.
On connaît bien les trente-deux corps
de métamorphose du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De plus, dans le Sûtra du
lotus, au vingt- cinquième chapitre intitulé «
La porte universelle du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 on peut remarquer ses
différentes transformations. Il se transforme
en corps d’un certain genre quand il veut
porter secours aux gens de ce genre.
Voici ce que j’ai saisi :
Entrer dans la méditation à cet endroitci et se manifester à cet
—————————————
1. La viviparité, l’oviparité, la
naissance sous l’action de l’humidité et la
naissance par métamorphose.
2. Ceux qui ont les yeux de sagesse,
ceux qui ont un œil de sagesse, et ceux qui
n’ont aucun œil de sagesse.
3. Un kalpa égale une durée infiniment
longue.
endroit-là : c’est la réalisation réussie
de la méditation.
Avoir les corps innombrables de
transformation : c’est la réalisation réussie
du corps illusoire.
－ à suiv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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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e Sheng-yen Lu était
toujours changeant et qu’il était un «
homme infiniment changeant ».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il était lunatique.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il était difficile à coincer et qu’il
faisait exprès de se livrer à des tours de
magie.
Quelqu’un critiquait Sheng-yen Lu, en
disant que son enseignement n’était pas un
coefficient déterminé qui faisait partie du
dharma indéterminé.
Un critique dit ainsi :
— Sheng-yen Lu est à la fois adepte
du christianisme, du tao-ïsme, du
bouddhisme exotérique et du bouddhisme
tantrique.
» Sheng-yen Lu est à la fois le
bouddha Vairocana, la buddha-locanî, le
bouddha Amitâbha, Padmakumara, et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 Sheng-yen Lu est à la fois le
vénérable Sâriputra, le Tathâgata de l’ardeur
et de la promptitude du lion, le grand
maître Kûkai, le bouddha de la lumière de
lotus et de l’aisance, et le bouddha Liansheng.
» Etc., etc., etc.
» Maintenant, Sheng-yen Lu est non
seulement le Diamant de la grande félicité,
mais aussi Hevajra, Cakravamsara,
Yamantaka, Guhyasamâja-vajra, ainsi 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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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achakra.
» Aujourd’hui, Sheng-yen Lu dit qu’il
a obtenu l’Éveil. Je ne sais pas quel Éveil il
a eu.
Pour ce genre de questions, je donne
ainsi mes explications en me servant du cas
de Tathâgata Sâkyamuni :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possède trois
corps :
– le corps de la Loi : le bouddha
Piluzhena (ou le bouddha Vairocana) ;
–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 le bouddha
Lushena ;
– le corps de métamorphose : le
bouddha Sâkyamuni.
Si l’on lit Jâtaka relatant les vies
antérieures du Bouddha :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était en réalité un bienheureux
de la patience, un lion de l’Himalaya, un
roi éléphant, un roi cerf, un roi singe, un roi
épervier… Sa transformation était infinie et
changeante.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avait pris
pour maîtres plus de vingt mille personnes.
On peut imaginer combien de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il avait.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a enseigné
quatre-vingt-quatre mille dharma pour
traiter les quatre-vingt-quatre mille maladies.
Les dharma qu’il a enseignés sont
nombreux, incomparables.
Dans un recueillement méditatif,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s’est transformé en
Kalachakra pour enseigner au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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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andra le dharma de la Roue du temps.
Dans un recueillement méditatif,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s’est transformé en
Ucchusma pour convertir l’Immortel au
Chignon spiral.
Etc., etc., etc.
J’ai pris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comme exemple. La réalité témoigne que
ses transformations innombrables sont le
bouddha Sâkyamuni lui-même.
Voici ce à quoi le fait se réfère :
Au ciel et sur la terre, personne n’est
supérieur au Bouddha,
Dans le monde des dix directions, il
est aussi incomparable,
J’ai vu tout ce qui est en ce bas
monde,
Rien n’égale avec le Bouddha.
Le Tathâgata Sâkyamuni est le maître
des Trois Mondes, le père tendre des êtres
provenant des quatre modes de naissance1,
le parrain des êtres célestes et humains,
ainsi que l’incarnation des Trois Espèces2.
Je cite encore la transformation du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
Ses trente-deux corps de
métamorphose se répandent partout sur les
Terres innombrables comme la poussière.
Ses corps de métamorphose se
manifestent sur le continent Jambudvîpa
pendant un très grand nombre de kalpa3.
Il répand constamment de la rosée
bienfaisante de sa fiole.
Quel que soit le temps, il donne la

bénédiction avec une tige de saule tenue
dans sa main.
Il se manifeste en tous lieux en
répondant aux prières sincères.
Il se fait souvent barque pour faire
traverser aux gens l’océan de souffrances.
On connaît bien les trente-deux corps
de métamorphose du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De plus, dans le Sûtra du
lotus, au vingt- cinquième chapitre intitulé «
La porte universelle du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 on peut remarquer ses
différentes transformations. Il se transforme
en corps d’un certain genre quand il veut
porter secours aux gens de ce genre.
Voici ce que j’ai saisi :
Entrer dans la méditation à cet endroitci et se manifester à cet
—————————————
1. La viviparité, l’oviparité, la
naissance sous l’action de l’humidité et la
naissance par métamorphose.
2. Ceux qui ont les yeux de sagesse,
ceux qui ont un œil de sagesse, et ceux qui
n’ont aucun œil de sagesse.
3. Un kalpa égale une durée infiniment
longue.
endroit-là : c’est la réalisation réussie
de la méditation.
Avoir les corps innombrables de
transformation : c’est la réalisation réussie
du corps illusoire.
－ à suiv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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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口業真言：
嗡 修唎修唎 摩訶修唎 修修唎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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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縛日囉怛 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 母馱喃 嗡 度嚕度嚕
地尾 梭哈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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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
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諸天皆感受之 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 均
至摩訶雙蓮池 三十三天主均趕赴摩訶雙
蓮池 集諸二十八天眾 帝釋 梵王 八
部四眾 廣說法要
爾時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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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天見之 大感驚異 於是帝釋從座
而起 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 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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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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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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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最勝世界 妙寶世界 圓珠
世界 無憂世界 淨住世界 法意世界
滿月世界 妙喜世界 妙圓世界 華藏世
界 真如世界 圓通世界 如今將有真佛
世界
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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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各歡喜得未曾有 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 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 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 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 下降至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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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真佛上師為僧寶
聖尊告大眾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於每年五月十八日 沐浴齋戒 著新淨衣
服 或於每月十八日 或本命生辰日 在
密壇前 奉請二佛八菩薩 奉誦真實佛法

息災賜福經 隨心所求 自有感應 更能
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 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 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士
修道俗人等 若聞此經 受持讀誦 如是
之人祿位最尊 壽命延長 求子得子 求
女得女 獲福最是無量 是增益的大福寶
經 若有先亡 怨親債主 未能得度 滯
泄幽冥 若能持誦本經 印送本經 亡者
昇天 怨親退散 現存獲福
若有男子女人 或被邪魔所侵 鬼神
為害 惡夢昏亂 受持本經 施印本經
邪鬼退藏 即得安樂 若有疾厄纏身 前
世因果業報 鬼神病等 受持本經 印施
本經 即得災厄消除 病源立解 若有惡
運 官訟牽纏 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
經 印施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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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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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於其中 而說咒曰：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聖尊說此經已 帝釋及諸大眾 天龍
八部四眾 恭敬作禮 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助印者：陳妍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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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周圍十
七朵大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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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得格外金光燦爛 所有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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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 出和雅天音 空中金色光 有淨妙
天音來自虛空 諸世界香氣芬馥 空中金
閣 全生光華 遍敷金蓮 虛空之中天花
飄散
爾時 摩訶雙蓮池 大大震動 無量

真佛弟子蓮花妍伶恭印
【真佛經】迴向亡父陳俊雄
往生佛國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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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足神通瀰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 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 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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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真佛海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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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
蓮花童子 白衣聖尊 紅冠聖冕金剛上
師 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 大持明第一世
靈仙真佛宗 盧勝彥密行尊者

‧迴向：陳俊雄（歿）

宗教文物

轉經輪筒內經卷㊞㈲：
真佛經、高王經、心經、百字明咒、
大悲咒、往生咒、蓮生㆖師髮鬘咒、
真佛㊪㈧大本尊心咒以及摩利支㆝、
虛空藏菩薩、愛染明王、長壽佛、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黑㈶神、
白㈶神、紅㈶神、大白傘蓋佛母、
堅牢㆞神、綠度母、大㈰如來、
大威德㈮剛、不動明王、文殊師利菩薩、
龍王、彌勒菩薩、穢跡㈮剛、
大幻化網㈮剛及度母總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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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門宜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江福地 菩薩 05.22

胡惕儒 菩薩 03.21

陳⾦枝 菩薩 05.18

⾦望潮 菩薩 03.06

沈謝施菊 菩薩 05.01

沈君上 菩薩 03.01

鄭云喬 菩薩 04.04

陸葆⽟ 菩薩 02.19

許師兄
0933-868-086
林師姐
0933-135-727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服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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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hr臨終關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歡迎各寺堂、同修會、同門

好評熱銷㆗！

﹁香品﹂、﹁㈮鈔﹂

熱賣㆗！

﹁真佛黃㈮香﹂

踴躍訂購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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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㆒時的善舉，永世的福田
點「㈶神怙主燈」
， 讓您 光明吉祥 又㈲ ㈶
〈真佛文物〉是〈彩虹雷藏寺〉理事會
，秉持聖尊蓮生活佛的心願，是為了接引西
雅 圖 華 埠 廣 大 信眾而成立的重要道場。
〈真佛文物〉為能永續經營，並攝召更
多有緣眾生皈依真佛，將於近期擴大整建。
為籌措經費故，特設「財神怙主燈」千座，
虔請十方有緣護法共襄善舉，發心護持。
供奉
奉「「
財怙神
怙 主 燈 」 的 功 德 有 ：
財神
主燈」的功德有：
◎供燈功德主能夠得到福慧增長、前途光◎
◎ 明 、 吉 祥 有 福。
◎供燈功德主姓名，置於所屬「財神怙主◎
◎ 燈 」 與 「 財 神榜」上5年。
◎為供燈功德主報名，參加聖尊在西雅圖◎
◎ 〈 彩 虹 雷 藏 寺〉，主持之所有護摩 法會。
◎ （ 從 報 名 供 燈日起計）
◎ 法 師 每 周 定 期誦經迴向所有供燈功德主
◎所願圓成。

(供奉「財神怙主燈」每座美金US$888元， 可以接受分期付款。)
燈位有限，欲供「財神怙主燈」者，
請速與〈真佛文物〉聯絡。

每位報名功德主的名字
會寫在一尊小財神像的下面

TRUE BUDDHA SEATTLE CHAPTER
1207 S. Jackson St. Suite 102A&B
Seattle, WA 98144, USA
連絡電話：美國 1-206-328-3000 網絡電址：http://tbsid.org
傳絡電真：美國 1-425-888-9008 電子郵件：info@tbsid.org

2016 年 香港普明同修會
梁皇寶懺 暨 瑜伽焰口大法會
誦七經 迴向梁皇寶懺 日期：
(一) 6月13日～6月18日 每晚7時30分
(二) 6月19日 上午11時

法會日期：
（一）7月1日星期五 09:00~22:20
（二）7月2日星期六 09:00~22:40
（三）7月3日星期日 09:00~17:00
18:00~謝師宴(㆔樓紫荊廳)

㈵設

總/正/副 懺主及108息增懷誅本命祈願功德主
（誦七經迴向時，設立功德主壇城，早報名早加持。）
（歡迎海內外同門報名，午晚供齋結緣。）
法會報名費用隨緣

祈請根本傳承㆖師
聖尊蓮生活佛放光加持
恭請
蓮花少東金剛上師 主壇
釋蓮舅金剛上師
釋蓮琪金剛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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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麗豪酒店一樓聚賢廳）
普明同修會地址：
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
A座8樓14室
電話:(852)26169434 傳真:(852)2616942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網址:www.hk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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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總/正/副 懺主及108息增懷誅本命祈願功德主
（誦七經迴向時，設立功德主壇城，早報名早加持。）
（歡迎海內外同門報名，午晚供齋結緣。）
法會報名費用隨緣

祈請根本傳承㆖師
聖尊蓮生活佛放光加持
恭請
蓮花少東金剛上師 主壇
釋蓮舅金剛上師
釋蓮琪金剛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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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麗豪酒店一樓聚賢廳）
普明同修會地址：
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
A座8樓14室
電話:(852)26169434 傳真:(852)2616942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網址:www.hk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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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的時代來臨？
一粒蘋果
歡迎索閱
贊助結緣

二○一六年 六 月 一 日

做大醫王施眾生

︿台灣雷藏寺﹀釋迦牟尼佛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佛菩薩應病與藥

你就能夠生起菩提心

︿台灣雷藏寺﹀白蓮花王護摩大法會‧開示︻大圓滿九次第法︼

體會人生的病苦

仍然要保持自心的光明

︿寶聚同修會﹀開光儀式‧開示

病苦虛弱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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