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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弘法人員需守戒守護傳承

︿西雅圖雷藏寺﹀丙申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宗趣

臨終

果位﹂五個主旨

︿ 彩 虹 雷 藏 寺 ﹀ 大 幻 化網金 剛 護摩 大 法 會 ‧開 示 ︻道 果 ︼

大幻化網金剛是﹁通眼金剛﹂
密教四重灌頂各有﹁道 見地
見地

臨終

果位﹂五個主旨

︿ 西 雅 圖 雷 藏 寺 ﹀ 觀世 音 菩薩 本 尊 法 同修 ‧ 開示 ︻ 道 果 ︼

大圓滿灌頂之﹁道

而分別教示諸三昧耶的戒體

︿ 彩 虹 雷 藏 寺 ﹀ 黃 財 神護摩 大 法會 ‧ 開 示 ︻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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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e Buddha School
Grandmaster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燃佛心燈

⼜：
我清清楚楚的看⾒

旋律⾮常的

在我的

我想知道是誰在

很美很美

我聽了很多回

祂在虛空中唱

到了我的背後

我看不⾒祂
祂⼜⼀剎那

但翻不過來

腫也消退

給我打了⼀針

我的左腳似乎就不會腫了

在我左⼿臂上

我的母親在我昏沉中出現

似夢⾮夢
似睡⾮睡
我體會到

歌詞也很奇特

我在昏睡中聽到⼀⾸歌

夢跟現實⼀模⼀樣

這些都是：

從此之後

她拿細⼩的針筒

了！

好
唱？
誰在唱？

我想翻⾝

因為那不是⼈間的聲⾳
背後唱

有時我翻了過來

祂是⽩空⾏母

﹂

我問：﹁祢是誰？﹂
祂答：﹁⽩妹
啊！我知道了
歌如下：

第255冊《夢中的翅膀》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四⼩時

在⼀次病中
也就是天天在做夢

因為打了很多針劑

我
醒也是夢
夢也是夢
真夢
假夢
似夢⾮夢

因此昏沉

伸⼿給我⽼盧加持

這也是最美好的⼀段時光

打破空間

我很感謝這種昏沉
虛雲⽼和尚

只是虛雲⽼和尚有性別

他說：﹁不要相信⼥⼈！﹂

﹂

我說：﹁那⼀位？﹂
他說：﹁全部

罵虛雲去

︵我個⼈沒有性別岐視
岐視︶
⼥性要罵
⼜：
地母菩薩給我⼀杯⽔喝
喝了⽔
很好睡
是瑤池⾦母叫地母菩薩給我送來⼀杯⽔喝的

⽉正圓
睡正甜
你我並不遠

⼀在天
⼀在地
⼀樣相聚
我準備你的仙筵

⾦爐泛祥煙
天⼥彈妙絃
祝福
壽綿綿

莫叫紅⽇西晚
天上⼈間⼤⾦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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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光

⼀會兒是瑤池⾦母
⼀會兒是阿彌陀佛
⼀會兒是地藏菩薩
甚⾄是諸尊
這些都是驗相
專注太強了

很容易：

是緩緩的江
是雪地

我的腳下是⼤⼭脈

我觀修了這麼多年
⼆合⼀
三合⼀
多合⼀
合⼀相
天哪！
我會⾶

是冰⼭

隨著書的情節⽽變化

是⿈⾊的⼤沙漠
我的⼈

在⼤地之上
在⼤⽔之上
在⼤⽕之上
在⼤⾵之上
或者

或動靜皆不是

看那掛在⿊幕上星星的

只⼀下

這時是靜的或動的

我進⼊虛空

第255冊《夢中的翅膀》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我和書不是⼆

好怪！

喜歡讀書

也就是：

我扮演不同的男主⾓

⽽是⼀

這聽

配

我進⼊

⼥主⾓

變成⼀幅⼜⼀幅畫

我覺得這沒什麼！因為進⼊到書本裡⾯去

起來

我
了
書的⽂字情結

臨時演員

有時候

我與書不⼆

融⼊

我成了專注者

我也不是讀著⽂字

我不是旁觀者

畫裡⾯

⾓
這可能和我修習密教有關

我不

⼀切如來⾝⼝意秘密密集演化
⾝結印
⼝誦咒
意本尊
我就變成了本尊

⽽是

才能醒

更不是⼈了

不知道多久

也不是蓮⽣活佛

當三者合⼀的時候
是盧勝彥

我真的⼀頭鑽了進去

⽂字全不⾒了

本尊

⼦

來
把書放了下來！
寫⼀⾸詩吧！
詩名：﹁⼊我我⼊﹂：
你聽過嗎
什麼也不⾒
東牆 西牆
成了⼀個 ⾯

有時像⼀隻燕
展翅
向前⽅衝
就像⼀⽀箭

進⼊⾮淺
我⼊戀戀
已經無法去形容
⼀切全在於變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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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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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雜誌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
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阿彌陀如
來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
上的同門 今天在這裡也敬禮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在這邊參
與法會 謝謝 ︵眾鼓掌︶
今天我們的傳法是﹁大力金剛﹂ 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要
在這裡講一下 現在的時間已經快要四點二十分 我覺得每
一次法會都非常地冗長 做法會都很長 我們坐在法座上的
或者坐在底下的同門 都要挨過兩個多小時才能夠聽到師尊
跟大家說法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我自己坐在這裡也覺得很辛苦 坐兩個多小時 如果是
在晚上辦法會 那要做到深夜 在下午辦法會 一定要延到
晚上 時間實在是太長 以後法會 一些不必要的咒 不必
要的詞 不必要的讚應該要通通刪除 不要太長時間哪！屁
股都坐成兩半才聽法 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有些不需要
的 唱的或怎麼樣子 用唸的就好 唸的跟唱的一樣 根本
不必要的 唱啊唱啊唱啊 大家都打瞌睡 沒意思 時間拖
太長 我再講下去更長 所以 於心不忍 讓大家在這裡呆
坐 用有次第地簡潔的方法 盡量地縮短時間 免得我說法
很緊張 剩下沒有幾分鐘 我要講什麼
今天講﹁大力金剛﹂ 未演先轟動 還沒有講就已經很
轟動了 這一尊從來沒有的 怎麼會那麼轟動呢？就為了一
個顏色的問題 有的講說﹁大力金剛﹂是藍色的 有的講說
﹁大力金剛﹂是紅色的 師尊的書上寫的是紅色的 為什麼
你們祖廟弄出來的﹁大力金剛﹂是藍色的？大家講來講去
我都還沒有講 你們已經講了一大堆了 那叫我講什麼？在
網路上已經吵來吵去 哇 這個講這個 那個講這個 是藍
色的 紅色的 要怎麼樣子 哇！一大堆 我都還沒講呢

首

大力金剛是戒律金剛神
弘 法 人 員 需 守 戒 守 護 傳承

蓮 生 活 佛 、 蓮 香 師 母 與 真 佛宗上師團、法師僧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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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金剛法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大力金剛法及戒律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TONY CHAU 提供
法會∕ 丙申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地點∕ Meydenbauer Center
西雅圖梅登堡會議中心
灌頂∕ 大力金剛不共大法

首傳

法器：棍

大力金剛法

法器：拂塵

其實﹁大力金剛﹂是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殊 非常特殊的一
個金剛神 如何特殊？︵眾鼓掌︶
﹁大力金剛﹂在西藏是有人修 少數 很少也不出名
不是很出名的一個金剛神 但是這一尊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的﹁大力金剛﹂不一樣 跟藏密的不同 藏密拿
的不是棍 而是權杖 閻羅王│閻魔法王也是拿的是權杖
這一尊拿的是棍 從來沒有佛像有拂塵的！我們這一尊是拿
著拂塵的 如果有拿拂塵的很少 在藏密的可能很少 因為
祂本身是阿彌陀佛 瑤池金母跟笑面鬼王│大力鬼王三身合
一的 這個只有︿真佛宗﹀才有啊！我都還沒有講 底下的
人已經講了一大堆了
拂塵 就是瑤池金母的拂塵 大力金剛本身就是大力金
剛 頂上的來源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身紅色 我在書上
寫的是紅色 為什麼造出來是藍色？因為祂有兩個功用 一
個是敬愛的功用 是紅色 這裡有一尊紅色的 紅色的大力
金剛 這裡有一尊藍色的大力金剛 阿彌陀佛在上面 我講
的是頂飾 所謂頂飾有兩個放的方法 一個是唐卡 唐卡的
大力金剛在底下 最上面的一尊也就是祂的根源就是阿彌陀
如來 在上面 這個就是頂飾 師尊經常頂飾著四個上師
是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
達爾吉上師 頂飾並不是繡在五佛冠上面的頂飾 而是祂在
虛空上面的傳承 虛空上面的 這個就叫頂飾 也有頂飾是
這樣子講的 祂是繡在五佛冠上面的 像五佛冠│上師的象
徵 上面有五佛
我為什麼要用藍色的？藍色的主要原因是祂有降伏的作
用 告訴大家 這一尊只有︿ True Buddha School ﹀有
別地方沒有的 藏密是沒有的 同樣有這個名字 但是我們
的大力金剛這一尊是非常特殊的 代表著傳承的 今天你們
看看周圍 沒有來的上師跟弘法人員 沒有來的弘法人員
今天如果有弘法的上師或者弘法的法師 弘法的教授師 弘

法人員他們本身沒有來參加這個的 他的傳承已經失去一
半 他的傳承已經消失掉一半 剩下一半的傳承 以後再來
補 我告訴大家 今天的灌頂 隨意！以後的上師；教授
師 法師 講師 這些以後要補這一尊大力金剛的 把我的
香袋裝滿 一個人通通要裝滿再來
US dollar
One
hundred dollar 香袋要裝滿再來
這是以價制量 你不尊重傳承的大力金剛 這一尊是傳
承的大力金剛 有瑤池金母跟阿彌陀佛跟所有大力的鬼神在
裡面 金剛神在裡面的 這個是傳承的一尊 你不要這個傳
承 你沒有來 我要講 無緣無故 你可以來但是你不來
是不尊重這個法 我已經講過了 不尊重這個法 傳承失去
一半 那是叫做半上師 以後你們可以稱他為半上師 不是
真的上師 只有一半而已 法師也是半法師 講師也是一
樣 半講師 因為你沒有來 你如果說：﹁唉呀 我沒有
錢 我沒有辦法去美國 ﹂可以原諒 到時候你講出原因都
可以原諒 你有什麼原因哪？剛好那天你爸爸生日 要祝你
爸爸生日 那可以原諒；你媽媽生日啦 可以原諒；你爸
爸 媽媽離婚也可以原諒 你爸爸 媽媽再結婚也可以原
諒 這些重要的；你今天要出去跟人家簽合同 剛好就是約
在那一天 可以原諒 很多事情都可以原諒 不用裝一個香
袋的 One hundred US dollar 不用裝一個香袋
以價制量 我們︿真佛宗﹀的上師越來越多 法師也越
來越多 教授師 講師 助教很多 反正就是弘法人員就對
了 如果今天沒有到場的 無緣無故的 殺頭！台灣話 殺
頭很嚴重啊！就是辭頭路︵台語：解雇︶ 跟你講這一尊很
重要 你藐視這一尊呢！藐視法 藐視這一尊呢！那是瑤池
金母耶！你藐視瑤池金母 藐視阿彌陀佛 你藐視大力金
剛 你是弘法人員 你還藐視的話 其實殺頭幾個都沒有關
係的 我們實在是上師太多了 法師也太多了 所有弟子也
太多了 所有弘法人員也太多了 現在是不惜殺頭 以後就
雜誌

09
10

大力金剛法
【燃燈雜誌】
報 Enlightenment
導 Magazine

特別

真佛宗 首 傳

手印：期克印

首傳

直接開除了 給他們離職算了 讓他們在外面去胡搞 不干
我們的事
另外為什麼是藍的？因為有藍色的 祂有降伏的作用；
有紅色的 祂有敬愛的作用；甚至還有黃色的 有增福的作
用；還有白色的 有清淨的作用 瑤池金母不只是有兩個顏
色 一個是金黃色 一個是白色 都可以的 藍色也可以
也對 紅色也對 黃色也對 白色也對 通通都對 沒有什
麼好吵的 師尊是大白蓮花童子 那就一定要穿白色的嗎？
今天我也穿藍色的啊！衣服可以脫來脫去的 可以變化的
佛菩薩就不能變化嗎？哪裡有這麼固執不通的人？跟你講頂
飾 並不是說繡在冠上 當然也有繡在冠上 觀世音祂的冠
上面也有阿彌陀佛 也有沒有的 對不對？但是祂的根源還
是阿彌陀佛啊！
大家稍微想一想 蓮華生大士是什麼？是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如來 觀世音菩薩的三身合一 大力金剛是阿彌陀
佛 瑤池金母跟大力金剛的三身合一 只有︿ True Buddha
School ﹀才有
今天你不尊重大力金剛 不尊重這個法 無緣無故的
不尊重大力金剛 不尊重這個法 而且師尊在辦法會 你在
別的地方辦法會 早就跟你講過 師尊辦法會的時候 你就
隔一天也可以 你今天也辦法會 殺頭︵台語︶ 沒辦法
啦 因為我們弟子太多了 不淘汰不行哪 以前戒律太鬆
以後戒律越來越嚴 今天如果辦別尊 我不講這種話 反正
到時候就給大家灌頂 到了哪裡都還可以灌頂 這個不要
緊；今天是大力金剛 是有瑤池金母在裡面 是有阿彌陀佛
在裡面 是有大力金剛在裡面 三身合一的金剛神 你不尊
重就是不尊重傳承 可以 Get out !
祂的手印就是期克印 期克印也是忿怒印 非常生氣
的 因為是大力金剛 又有期克印 所以我今天就是非常地
忿怒 所謂忿怒 就是結這個手印 就叫期克印 大力金剛

大力金剛敬愛法怎麼做？難道也用棍打昏嗎？敬愛法
你修法修成就了 稍微輕輕給他打一下 他迷糊了 他就愛
上你 然後用金剛索把你的對象綁住 綁回家跟你結婚 就
是敬愛法 一個是打得很重 用繩子綁到地獄；一個是打得
比較輕 讓你稍微昏迷 你就愛上他 然後再把你綁起來帶
回家 你們就結婚 就是敬愛法 不然怎麼講？這個拂塵就
是你懺悔了 瑤池金母用拂塵掃你 變成清淨了 你可以往
生到佛國淨土
期克印就是忿怒印 祂有四
個手臂 持三種法器 一個期克
印 密教裡面講到 剛開始的修
法的時候 有七個次第 七個順
序｜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四無量心 披甲護身 懺悔 一
共有七種一定要做的 做完以後
做觀想 觀想是怎麼觀想呢？觀
想大力金剛的身 由梵字的
﹁班﹂ 字生出蓮花 蓮花中有
日 輪
日 輪 中 有 紅 色 的
﹁吽﹂
字或者藍色的﹁吽﹂
字 黃色的﹁吽﹂字 然後由
﹁吽﹂字放光 現出大力金剛
你請的哪一尊大力金剛 你就觀
想哪一尊
身圍虎皮裙 頂戴日光的瓔珞 日光瓔珞是白色的 非
常白的 五個頂戴日光瓔珞 最上面是阿彌陀如來 這個頂
飾是講唐卡裡面 大力金剛上面就是阿彌陀如來 這一尊像
寶石一樣的 紅色的像紅寶石 藍色的像藍寶石 黃色的像
黃寶石 白色的像鑽石 由這個光﹁吽﹂字出去召請宇宙的
諸尊 再放光 再直射行者自己 ﹁嗡 阿 吽﹂ 行者自

就是期克印的 另外祂的咒語也是﹁吽﹂字 幾乎所有的金
剛神 藏密的五大金剛│喜金剛 密集金剛 勝樂金剛 大
威德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的種子字全部都是﹁吽﹂字 祂的
咒語很好記：﹁嗡 嘛哈巴拉耶 梭哈 ﹂西雅圖有一個地
方叫做 Ballard
我第一次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號進入
美國 移民到美國 然後我第一個住的地方的地名 就是西
雅圖的 Ballard
Ballard 的梵文叫什麼？護法
Ballard 就是護法
蓮火 蓮世 蓮主三位上師站起來 他們的家也就是在
Ballard
我是請蓮主上師先幫我買 house
那時候一間
房子才八萬塊 還有土地相當大 三位上師請坐 來美國的
時候受到三位上師的照顧 當初他們住在 Ballard 地方
因為是巴拉 我記這個咒語非常清楚：﹁嗡 嘛哈巴拉耶
梭哈 ﹂巴拉 那時候住的地方離︿薩迦寺﹀非常地近 我
在 Green Lake 拜了師父就是薩迦證空上師 基於這個緣
分 我非常感謝當初第一個住的地方就是 Ballard
也是
緣分 住在護法的地方
祂的咒語：﹁嗡 嘛哈巴拉耶 梭哈 ﹂另外祂所持
的 祂有四個手臂 一個手臂拿著金剛棍 打棍的棍 好像
是打鼓 稍微長一點就變成棍；一隻手拿拂塵 拂塵什麼作
用？就是清淨的作用；棍是什麼作用？就是把人打昏的作
用；一隻手拿金剛索 這索是什麼作用？就是捆綁的作用
很簡單你就可以意會到
對於犯戒律的弟子 沒有懺悔也不懂得悔改 也不懂得
日省 每一天要三省吾身 孔子講的：﹁要三省吾身 ﹂你
多想一想自己所講的話 所做的事情對不對？你也不悔改也
不想 拼命犯戒 大力金剛一棍子把你打昏 用繩子把你綁
住 就拉到無間地獄 下無間地獄了
下無間地獄怎麼辦？什麼叫﹁無間﹂？就是時無間 地
獄還有讓你喘氣的地方 那個不叫無間 那是有間 讓你痛

雜誌

苦一下又恢復原來 所謂無間就是苦無間 痛苦沒有中斷
的 每個人身體都會有病痛 痛起來像牙痛 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但是畢竟是有空檔的時候 痛一痛又好了
所謂地獄的無間地獄是苦無間 永遠的痛 還有空無間 什
麼叫空無間哪？有沒有想到 什麼叫空無間？反正你這個地
獄存在的時候 你永遠在那裡 而且你看的整個地方都是
你 不會有別人 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邊受苦 這個叫空無
間 而且每一個床
每一個地獄的床 地
獄還有床讓你睡啊！
每一個床上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就叫空
無間
痛苦無間 時
無間跟空無間 那種
地獄叫做無間地獄
在︻地藏經︼裡面有
寫到有一天這個地獄
結束了 還送你到別
的地獄 這個地獄又
恢復了 你又回來這
裡 叫做空無間 所
以千萬不要犯戒 一
定要身 口 意清
淨 殺 盜 淫 妄 酒都不可以 喝酒不行 殺生不行
做強盜 做小偷不行 邪淫不行 講假話 騙人不行 你騙
人 講粗話 講惡語都不行 連喝酒也不行 喝酒包括毒
品 佛教的戒律很重的 一切的發展 菩薩戒一共有兩百多
條 三百多條 比丘 比丘尼戒也一樣 都有幾百條的戒律
在那裡 你自己好好每天看一看

大 力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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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變化成為大力金剛 這個時候要持咒：﹁嗡 嘛哈巴拉
耶 梭哈 ﹂一百零八遍 然後入三昧地
我們的修法 先觀想 後持咒 在觀想當中手上要結
印 結印代表身清淨 觀想代表意念清淨 持咒代表口清
淨 用三個清淨法跟大力金剛合一 你修法就成就 祂成就
的威力有降伏的威力 另外還有敬愛的威力在裡面 剛剛講
了 師尊要講降伏 就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你也在辦法會的
上師 殺頭！不是那麼嚴重 辭職而已 你不是上師 不是
金剛上師 注意了 你已經不是金剛上師了！以後不要再穿
金剛上師的衣服 不要再戴五佛冠 你戴給別人看 不要戴
給我們︿真佛宗﹀的弟子看 講清楚了 聽到沒有？
早上到魚市場買魚 顧客問：﹁老闆 魚怎麼賣？﹂老
闆講：﹁一斤要四百五十塊 ﹂顧客講：﹁哇 太貴了！﹂
老闆手指著旁邊的魚說：﹁這個是只有五十塊一斤 ﹂顧客
問：﹁這個魚是死的嗎？﹂老闆講：﹁當然是死的啦！客人
嫌貴沒有買 ﹂老闆是這樣子講 也就是他去買魚 他很多
活魚 活魚比較貴 死掉的魚比較便宜 顧客問老闆：﹁這
魚怎麼死的？﹂他說：﹁因為沒有人買 所以氣死的 ﹂
今天師尊還活著已經不錯了 不然我已經被這些弘法人
員差不多快氣死了！氣死就不值錢了 我們︿真佛宗﹀會越
來越嚴厲 會越來越嚴格 脫下你的五佛冠 講了 以後有
不對的脫下你的五佛冠 沒有第二句話 你要自己出去外面
搞黑幫 隨你 你要搞什麼幫 隨你 ︿真佛宗﹀不會承認
你 講一句話 ﹁以後自己再搞花樣的 犯戒的 搞花樣
的 你們出去搞 出去做你們的 不用留在︿真佛宗﹀ 不
用留著！﹂
星期日 小妹跟爸爸去動物園 他們到了獅子館 小妹
很高興的一直問 問這個 問那個
突然間她顯得不安起
來 爸爸問她有什麼心事 小妹講：﹁爸爸 我有點怕 如
果獅子跑出籠子把你吃掉 那我該坐幾路公車回家呢？﹂

這個就是輕重不分 輕的跟重的不分 今天的︿ True
Buddha School ﹀要分輕重 你犯的戒重 馬上叫你 go
ahead 去你的頭 go ahead 不是去你的頭嗎？去你的頭
你走 隨便你 你要做什麼就隨便了
True Buddha 不要
留你了 輕重不分 你輕的還可以原諒 重的絕對叫他走
路
小王開了家棺材店 一個人到他家裡看貨：﹁老闆 這
口棺材和那口棺材價錢相差一半 可是細看之下沒有什麼不
同啊？﹂小王聽了 就打開棺材對那個人說：﹁請躺到裡面
試一試 貴一倍的棺材睡起來舒服多了！﹂我講這個是什麼
意思？死了都一樣 但是輕重有別啊！你的靈魂 我們佛教
講中陰就是講靈魂 你的靈魂是不是往生到佛國淨土 那就
舒服多了 你到了地獄 你就痛苦多了 不在於物質的表
面 你要求什麼？佛已經跟你講了 在︻心經︼裡面講：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不能夠得到什麼 所以
你才能夠成為菩薩 菩薩就是因為無所得 祂知道世間是無
所得的 祂可以犧牲自己為眾生 這個才叫菩薩 菩薩是因
為這樣子來的
不是為眾生啊 而是你搶眾生的 你搶眾生的錢財 你
既然搶眾生的錢財 那你能夠怎麼舒服呢？怎麼能夠舒服
呢？你心裡要懂得這樣子 你的心必須要懂得制衡自己 不
要去貪求無厭 你能夠讓你的法事辦得順利 弘法能夠順
利 你建你的雷藏寺都是可以的 取之於眾生 用之於眾
生 這是可以的 你取之於眾生 用之於自己 不可以的
簡單跟大家講這些理論 這種理論大家一想就清楚 你今天
做了弘法人員 你是在搶眾生的財嗎？還是用眾生的財去救
度眾生？這一點要先想清楚 用眾生的財去救度眾生 這是
可以的；搶眾生的財用在自己身上 是不可以的 這一點請
大家注意了！
今天等於是在談﹁戒律﹂ 告訴大家 大力金剛本身就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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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劍能夠合一的就變成劍人 這個就是污染哪！你被污染
了 你還不自覺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我們不分別 兩種衣服 師尊講
過 一個就是穿禪衣的 樂智上師是穿禪衣的 很好沒有
錯 很好；阿海在哪裡？蓮海上師 站起來 喔 剛好在隔
壁 他是穿戒衣的 兩個都可以 我講過 你喜歡穿禪衣
你就穿禪衣 你喜歡穿戒衣 你就穿戒衣 你們喜歡就好
對不對？這個只是表面上的 一個是戒 代表著戒 因為一
格一格的都是戒 穿戒衣的表示我守戒律 穿禪衣的表示我
會禪定 穿禪衣的表示我現在在學禪 我天天入三昧地 穿
禪衣都可以的 好 請坐
穿戒衣的不可以批評穿禪衣的 穿禪衣的不可以批評穿
戒衣的 戒非常重要！佛陀在圓寂的時候講了一句話：﹁以
戒為師 ﹂將來我不在了怎麼辦？以戒律為師 用戒律做自
己的師父 因為由戒才能夠產生定 才能夠穿禪衣 但是這
個也不一定 因為在藏密都是穿禪衣 他沒有穿戒衣 在中
國佛教都是穿戒衣的 沒有穿禪衣的 這個不可以互相批
評！像金剛乘 大乘 小乘都不可以互相批評 你修淨 修
律 修金剛乘 修密教 修禪都可以 那都是佛法 通通不
可以互相批評！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喔！
老婆把錢管得很嚴 家裡有保險箱 密碼只有她知道
有一天 急著用錢 向老婆申請 老婆批准了 先生就問：
﹁密碼是多少？﹂老婆說：﹁我們初吻的日子 ﹂這位先生
不敢再繼續問 只好找朋友借錢 這個笑話是什麼意思啊？
要大家記住所有的戒律！
所有的出家眾有出家的戒律 在家眾也有菩薩戒 回去
好好地看你的出家戒律 回去好好地看你的在家菩薩戒的戒
律 你以為
好哇！我喜歡受五戒 八戒 十戒 然後受
更多的戒 受到最後就受菩薩戒 菩薩戒是很大的戒喔！兩
百多條 好好回去把戒律背起來 你不要犯了才說：﹁我不

是戒律的神 戒律的金剛神把你打昏了 你這個混蛋 就把
你打昏 用繩子把你綁到無間地獄去吧！時無間 空無間
這個是連出去都不可能 到了無間地獄連轉世都不可能 師
尊看到了 我到了無間地獄 看到了幾個戴五佛冠的骷髏坐
在那裡 都是︿真佛宗﹀的弟子 地獄裡面特別為︿真佛
宗﹀的弘法人員設了一個地獄 有幾個都是骷髏戴著五佛冠
的 在地獄裡面 我告訴你喔 也有人陪我去 ︿真佛宗﹀
的弟子也有人陪我去 都看到這個景象 你看 這幾個上師
全部在地獄裡面 戴著五佛冠 不要以五佛住頂來藉口 五
佛不能夠住頂 五佛要住在你的心！
頂上 中央毗盧遮那佛│眉心輪 喉輪│阿彌陀如來
心輪│阿●如來 臍輪│寶生如來 密輪│不空成就如來
你這五個如來有沒有時時在你身上？如果沒有 你戴五佛冠
也沒有用！
有兩個女人各自誇獎自己的丈夫 甲說：﹁我丈夫本領
很大 游泳的時候能夠沉入水中兩個鐘頭 不會把頭露出水
面 ﹂乙講：﹁這有什麼神奇 我的丈夫本領更大 他自去
年沉入海底 到今天還沒有出來 ﹂告訴大家 犯了戒 大
力金剛的拂塵 只要祂拂過你的身上 你就變成清淨了 因
為你有反省 你有懺悔既往不咎 我們以前講 台灣以前有
個口號：﹁匪諜自首 既往不咎 ﹂有沒有咎就不知道了
不過這個一掃 他就變成清淨了 那是拂塵 我告訴大家什
麼叫做﹁懺悔﹂ 十年垢衣 你這個衣服十年沒有洗 一朝
得濯 便是清淨 十年的舊衣服已經很多的灰塵了 好像一
朝得濯就是清淨 不管你犯的罪多深 只要拂塵一掃他就清
淨 就能夠浮出水面
這兩個都是犯戒喔 夫妻兩個都愛喝酒 有一天 丈夫
對他的妻子講：﹁我們兩個天天晚上都去酒吧喝酒 這樣下
去不行 我們得節省點過日子 ﹂妻子：﹁可是怎麼節省
呢？﹂丈夫講：﹁怎麼節省？很簡單 從今天起我一個人單

知道那是犯戒啊！﹂回去好好背好 記在腦海裡面 做什麼
都不可以犯戒！我們大力金剛是戒神 我今天特別要講 祂
的頭髮豎起來 金色的 用蛇綁也等於是用龍 印度人把蛇
都看成龍 用龍去把它綑綁起來 當為莊嚴 祂的右腳 左
腳就跟金剛神的立姿是完全一樣的 祂穿虎皮裙
昨天接到一個詐騙集團的簡訊 要我盡快把錢匯入某個
銀行帳號 一時無聊沒事 順手回了簡訊給他：﹁已經匯了
五十萬 請查收 ﹂結果今天收到回覆：﹁都跑了銀行三遍
了 還沒有收到你的錢 你是一個騙子！﹂告訴大家 在這
世界上詐騙集團很多 尤其台灣名產 它現在是台灣名產
幾乎在世界各地所抓到的 全部都是台灣出來的詐騙集團
台灣現在出產詐騙集團 生產力沒有增加 詐騙集團倒是增
加很多 而且都是出國 都是到世界各地去詐騙
我們︿真佛宗 True Buddha School ﹀是真佛 特別強
調 不是特別強盜 特別強調是真的！是 True Buddha 因
為師尊所看見的是真實的 聽到的也是真實的
當初我講蓮花童子 沒有人信哪！根本就沒有人信哪
說：﹁什麼蓮花童子 從來沒有聽過的 這個佛號怎麼從來
就沒有聽過 不是菩薩嘛！﹂菩薩就叫童子啊！﹁是哪一方
面的菩薩？﹂現在 L.A. 的莫高窟 它就有蓮花童子 而且
結的手印跟師尊的手印完全一模一樣啊！一隻手說法印 一
隻手持蓮 都是蓮花童子 甘肅寧夏還有︿蘭州大學﹀ 他
們還在做蓮花童子研究呢！他們直接就稱蓮花童子 ３１４
窟就稱為﹁蓮花童子窟﹂
還沒有蓮花童子的時候 我就已經喊了四十年 現在終
於證明確實是有蓮花童子！我講的都是真的嘛！︵眾鼓掌︶
我告訴你 這一尊大力金剛 是蓮花童子的心旋轉所出現的
金剛 裡面有瑤池金母 有阿彌陀佛 有大力金剛 我手上
有一個大力金剛號 大力金剛在我的右手的大拇指上 有一
個金剛號在這裡 一個金剛的形象在那裡 非常地清楚

獨去 妳不用去 ﹂這個當然 喝酒是犯戒的 吸毒是犯戒
的 因為它會麻醉你 會讓你上癮 會讓你不能夠節制你的
開銷 所以吸毒是犯戒的 包括菸 讓你沒有辦法修內法
我們看看那個香爐 每天燒一根細細的 你再把蓋子 那個
臥爐 把蓋子拿起來看 裡面完全是黑的 黑色的 還滴著
油呢！你看 都把你的氣管整個通通都燻黑了 還滴著油
呢 都快塞住了 也不准吸菸 不准喝酒 我看吸菸 喝酒
的都已經走了 不能夠吸菸 不能喝酒 不可以吸毒 這些
都是不好的
爸爸問兒子：﹁你能指出兩隻小鳥當中 哪一隻是麻
雀？哪一隻是燕子嗎？﹂小明講：﹁我指不出來 但我能夠
說出來 ﹂爸爸說：﹁你說說看吧 ﹂兒子講：﹁麻雀的旁
邊一定是燕子 燕子的旁邊一定是麻雀 ﹂我講這個笑話是
什麼意思啊？不要親近污染的人！到時候分不清你是燕子還
是麻雀 我們中國的諺語當中：﹁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
不是他來污染你 是你去給他污染 當你自己認為說：﹁我
已經修行得力 我定力非常好 ﹂好吧！你接近污染的人
久而久之你就受污染了 所以密教也有一條規定：﹁對於犯
戒的 你跟他走在一起 你會變成犯戒的 ﹂所以有隔離
因為你犯了戒的你會傳染 傳染給別人 所以千萬不能犯
戒 也不要跟犯戒的人在一起
除非你是大力金剛 你已經有了定力 你有 power
我永遠清淨 我去你那裡就是要度化你 否則全部拖入地
獄 你是一個犯戒的 你把所有︿真佛宗﹀的弟子帶進犯戒
的陷阱裡面 全部跟著你走 那就是完了！不要太好名
︿真佛宗﹀的上師不要太好名 不要太好利 好名不可以
好利不可以 更不能好色！你的功力夠嗎？你功力夠你可
以 你能夠超越 頓超 可以 你功力不夠 一起下地獄
這是戒律的問題 西醫是講治標 中醫講治本 中西合璧的
話就製成標本 好像個人練劍 終於練到有一天你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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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證空上師的傳承信物「長生甘露
丸」由香港蘇師姐得標後與師佛合影。

↓師尊主持福證儀式祝賀新人。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幸運摸獎得
主—尤淨師兄獲得。

↓授在家菩薩戒
↑授出家戒

車輪餅沒有車輪 我可以忍；太陽餅裡沒有太陽 我也
可以忍；老婆餅裡面沒有老婆 我可以忍；月餅裡面沒有月
亮 我可以忍； baby oil 沒有 baby 我可以忍；但是
胸罩裡面沒有胸 這叫我怎麼忍？告訴大家 佛教如果沒有
﹁戒律﹂ 你們怎麼忍？佛教如果沒有﹁戒律﹂ 就是詐騙
集團；佛教因為有﹁戒律﹂ 才不是詐騙集團 ︵眾鼓掌︶
今天︿真佛宗﹀必須要提倡﹁戒律﹂ 每一個弘法人員都要
提倡﹁戒律﹂ 如果沒有﹁戒律﹂就是詐騙集團 你不守
﹁戒律﹂就是詐騙集團 很簡單的 怎麼忍呢？到最後 老
子也會發脾氣呀！師尊七十二歲了 也算是老子 老子也要
發火啊！那是忍無可忍
胸 罩 裡 面 沒 有 胸 這 怎 麼 忍 哪 ？ 所 以 我 們 ︿ True
Buddha School ﹀ 以後所有的弘法人員出去要講﹁戒﹂
︿真佛宗﹀的戒律拿出來讀 重新再讀 ︿真佛宗﹀戒律有
小本的書 小本的戒律的戒本 出去就要講﹁戒律﹂ 你自
己不但要守戒律 也要教你的弟子守戒律 這是很重要的
喔！今天出來的大力金剛 其實是戒律的金剛神 祂的修法
儀軌 我們︿真佛宗﹀弟子都很清楚 你只要有一個咒語：
﹁嗡 嘛哈巴拉耶 梭哈 ﹂一個身相 你觀想 你要做敬
愛的 觀想紅色；要做降伏的 觀想藍色；要做清淨的 你
觀想白色；要得福 得利的 你觀想黃色 這樣應該了解了
吧？
鄰居家的兒子本來在冷飲店打工 後來到農藥店當營業
員 沒想到當天就被 layoff 就被炒了 鄰居問他兒子：
﹁是怎麼回事啊？﹂鄰居的兒子講：﹁顧客買了瓶農藥 我
順便就問了他一句：﹃要吸管嗎？﹄﹂在冷飲店打工 這是
習慣 告訴大家 犯戒會成為習慣 而且越犯就越大 大家
知道 不要犯戒律 而且越犯就越大 是不好的 那時候被
人家講我們︿真佛宗﹀是戒律渙散 實在是很不好聽 因為
師尊從來不太管 ︿宗委會﹀也無法管 因為我們沒有警

↑以淨光賜授在家菩薩戒。

察 沒有公安 也沒有法院 也不能判決 一切都是自由心
證 你自己晚上在壇城面前 你自己要想一想：﹁我這樣做
對嗎？﹂有時候要想一想：﹁我這樣做對嗎？﹂不對的就應
該要改
因為祂是戒律神 所以我今天特別講戒律 戒律金剛
神 你當上師的 以後出去弘法 你自己要建廟 要建寺
你需要金錢 你可以取之於眾生 用之於眾生 是可以的
還有你自己也要生活啊！和尚就是靠化緣 跟眾生化緣 然
後你要賜福給眾生 你化了人家的緣 你也要賜福給他 你
也要講經給他 你也要幫他唸佛 幫他持咒 化了眾生的
緣 你要把自己的福分 還有自己的佛理 要傳給眾生 這
個才是互相的 並不是教你只有付出 只有付出啊 以前副
總統講的：﹁要顧佛祖 也要顧巴肚 ﹂︵台語︶吳敦義講
的 吳敦義到雷藏寺來講的：﹁要顧佛祖 也要顧巴肚 ﹂
︵台語︶這就是這個道理 學佛 但是也不能說我學佛了以
後 我什麼都不管了 那你什麼都垮了 學佛不成 倒是餓
死了 ﹁進來吃個飯吧！否則我們兩個都會餓死 ﹂這是餐
廳老闆留的 進來吃個飯 不然你餓死 我也餓死 記得
喔！這個是互相的 你從眾生那裡拿到了錢 你用之於眾
生 我一個子兒都不留 這才是正確的喔！
表哥準備出國留學 他去大使館申請簽證 考官問他：
﹁你是哪一年畢業的？﹂表哥本來是要講兩千年 結果一開
口就脫口而講：﹁兩千年前 ﹂沒想到大使館的這個人竟然
喔了一聲 說道：﹁啊 那你是孔子的學生耶！﹂不要扯得
太遠了 反正今天講戒律 大家知道 以後把出家的戒律
︿真佛宗﹀的戒律拿出來讀一讀 免得犯戒 犯了戒的就是
要懺悔 懺悔給你用拂塵 給你一掃你就清淨了 有時候你
懺悔的時候會出現戒相 戒相出來了一切都圓滿了 今天就
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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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尊 師母 在座的各位貴賓 上師
教授師 法師及各級弘法人員 還
有網路上的同門大家好 在此祝福大家得到
大力金剛不共法的灌頂後 都能消除業障
增加福慧 法喜充滿 一切吉祥
我今天的致詞包括三個部份 第一
平等和公平 第二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執行的工作 第三個部分 所有贊助者所幫
助完成的工作 還有如何繼續提供幫助
第一個主題 平等和公平 孔子說﹁
當財富集中 人們都分散 當財富分配 人
們都匯聚 ﹂這句話提倡了公正和公平 也
表示了平等及公平的真正涵義 如果共享平
等資源 會使每一個人都過著健康而進取的
生活 所謂公平是指需要較多或不同需求的
人 使他們也得到幫助 因為我們都來自不
同的環境 所需要的也往往不一樣
提到財富分配和公平 在這世界上有
令人不安的趨勢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新的報告 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 到
2030 年有 69 萬五歲以下的兒童將死於可
預防的各種疾病
167 萬的兒童將過著極
為貧困的生活
60 萬個適齡小學兒童將
無法上學 生長在貧困家庭的兒童長期營養
不良 在五歲前的死亡率是富裕家庭的兩倍
而貧困女孩成為童養媳的機率也是富裕家
庭的兩倍 固然教育可創造平等的機會 但
該報告估計目前約有 1.24 億兒童沒有上
小學或中學 而將近 40% 的小學畢業生
不會讀 不會寫 也不會做簡單的數學 但
如果我們願意發心幫助 制止貧窮和劣勢的
惡性循環 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可以在這一
代大幅地的減少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
任安東尼雷克說：﹁面臨選擇發心幫助 或
者是任由世界變得更加不平等和分歧﹂
平等和公平的理想是美國民主的基礎
那麼在這方面美國執行的好嗎？美國財富

要的人 不只讓他們能生存 更因而能茁壯
成長 在經濟發達和繁榮的美國 很容易忘
記仍有數百萬人想爭取醫療照顧 而在華盛
頓州竟有四分之一的學生 高中無法畢業
經研究表示 移民和難民學生在獎學金方面
是很容易被忽視的一群 因此︿盧勝彥佈
施基金會﹀的蓮花獎學金 著重在幫助這些
學生上大學
我很高興地在此向你們介紹 各位所
贊助的蓮花獎學金的得獎者 已實現了他們
的夢想 在與這些學生訪談中 我被他們年
紀輕輕卻克服了困難的故事而感動 例如：
吳梅兒回憶說 她從小身為少數群體的一員
在巴基斯坦的街道長大 生活中充滿了抑
鬱和恐懼 但是決心和毅力促使她每天步行
穿越 2 英里的戰區去上學
Tran 在三年前從越南抵達美國 當時
他母親是越南一家頂尖醫院的技術人員 由
於語言上的障礙她現在是一位藍領工人 這
種情況激勵 Tran 努力學習考上大學 並
希望以就學的成就來報答她父母所做的犧牲
Saver stina 來自不重視女性受教育的
背景 使她更珍惜自己的教育 她想成為一
位醫生幫助人們促進健康生活和長壽 尤其
在缺乏診所和學校的非洲迦納農村
每一個蓮花獎學金的得獎者都有自己
的故事 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戰勝逆境的勇
氣 和堅信教育是美好生活的關鍵 對於這
些學生能從高中和大學畢業 不僅是自己的
夢想也是他們整個家族的夢想 謝謝︿盧勝
彥佈施基金會﹀的捐助者 您幫助了這些獲
獎學生達成他們的願望 基於時間的關係
我無法講述每位蓮花獎學金得獎者的故事
也無法細數︿盧勝彥佈施基金會﹀資助每一
個醫療和教育方案 歡迎大家來參觀現場大
廳後的基金會攤位 能更進一步的了解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立將近八年

盧佛青博士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立將近八年來

捐出近 US$ 150 萬用於健康照顧和
教育計畫。

捐出近 US$ 60 萬用於國際緊急賑災

及蓮花獎學金、基金會，本地及國際

捐出將近 150 萬美元用於健康照顧和教育
計畫 也捐出將近 60 萬美元用於國際緊
急賑災救災及蓮花獎學金 基金會和本地以
及國際的 37 個非營利機構合作 僅僅在
這一年內我們幫助超過了 1 萬 7 千位各
年齡貧困的人得到醫療和牙科健康照顧 並
且幫助超過 3400 位貧困的學生得到高品
質的教育 今年︿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將頒

的 37 個非營利機構合作。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理事與受贈慈善代表

統計有 10% 人的資產相等於 0.1% 富豪的
財富 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實在不太公平
盡管有先進的醫藥 科技和教育 但高低
收入影響人的壽命差距愈來逾大 差多少呢
？ 1920 年 出 生 的 人 10% 最 高 收 入 者 和
10% 最低收入者之間者逾期壽命相差 6 年
而對 1950 年出生的人來說這差距竟增
加了一倍以上 相差 14 年 專家們都知
道通常有錢人活得比窮人久 而隨著經濟和
社會地位不平等的情況越趨嚴重 壽命的差
距也隨著增加
再來第二個部分 ︿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執行的工作 ︽馬丁路德經︾說過生命
中最永恆和重要的：﹁是你為別人做了些什
麼？﹂︿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可以自豪的說
自成立以來我們已資助了許多方案 移除
了許多阻礙 來幫助弱勢群體爭取高品質的
醫療照顧和教育 例如支持 ICHX 之類的
醫療服務中心 確保能提供醫療照顧 給不
同文化和語言上需要幫助的人們 同時我們
也支持︿ Janis Luis 教育中心﹀與低收入
住宅計畫合作 新設立的幼兒學校讓窮苦家
庭也能接觸幼兒學習 在國際賑災方面 ︿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得到大家支持 幫助去
年尼泊爾賑災之後重建 我們已與三個組織
合作 第一 幫助重建更安全的庇護所 第
二 由於許多人仍然生活在帳棚下 我們建
設了三個活動中心 提供較持久的住所 以
及作為就業培訓和創傷諮詢的地方 第三
提供婦女和兒童基層醫療的服務 我們基金
會的志工 對每一個資助項目都進行實地考
察監督 我本人計畫明年初親臨勘察 希望
能帶回令人鼓舞的尼泊爾復甦的消息
為了協助平等及公平的問題 ︿盧勝
彥佈施基金會﹀不僅僅加強醫療和教育的幫
助 我們也優先考慮多元文化和能體會各種
不同文化背景的方案 目標是提供幫助給需

發 24 萬美元以上的贊助金 給 14 個有
關健康和教育的機構 還有 10 位蓮花獎
學金 以及繼續幫助尼泊爾的災後重建計劃
以上是贊助計劃的概略介紹
在這些報告顯示了基金會的工作 如
何提升人們的生活 而各位大德所捐的善款
如何使大眾受惠
最後第三個部份 大家的贊助和如何
繼續幫助 提供教育和健康照顧 是提升人
們遠離貧困的環境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提供贊助金給 14 個單位 等於幫助了數
千個受益者包括孩童 這些受益者若沒有你
們的慈悲贊助 他們的生活就無法實現夢想
各位師兄 師姐捐給︿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每一塊錢是佈施 行善的功德 而且可以
為自己打造累世的福報 現在各位對基金會
的行善布施工作 已有進一步的了解 也看
到大家所幫助的對象 相信所有幫助基金會
的功德主 一定會為基金會所完成的善舉感
到法喜
在此籲請大家繼續支持︿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 使我們能對最需要健康照顧和教
育的人群繼續投注努力 今天︿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選出來的 14 個非營利事業機構
負責人 及蓮花獎學金的得獎學生都在現場
我們感到很高興 諸多單位和︿盧勝彥佈
施基金會﹀合作共同努力佈施行善 將健康
與教育普及更多的人 恭喜蓮花獎學金的得
獎學生 我們很榮幸支持你完成大學學業
希望你畢業後也能幫助更多的人 讓這社會
更加安和禮樂 讓世界更加美好
最後 我謹代表基金會感謝真佛宗︿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辦人｜蓮生活佛師尊
慈悲與智慧的教導 促使基金會順利行善佈
施 普度眾生 在此祝師尊健康長壽 永遠
年輕力壯 金剛不壞之身
嗡 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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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尊 師母 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金處長 各
位貴賓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參加一年一
度這麼盛大的阿彌陀佛大法會 同時師尊
今天也要首次傳授無上珍貴的大力金剛的
不共大法 這是非常的殊勝難得 所以我
們要感謝無上法王的慈悲 同時也感恩師
母的辛勞跟指導
談到今天的大力金剛這﹁力﹂字 我
就想到在物質宇宙裡面的有 4 種最基本的
力量 這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所以宇宙
的重力 引力 定磁力 還有原子核裡面
的強作用力 弱作用力等等 這 4 個基本
力是這幾十年來 天文學家及物理學家所
標榜的 所謂宇宙標準模型就 standard
model
這標準模型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
可以解釋物質宇宙裡所有物質現象 包括
日 月 星辰等等
可是自從十幾年前

▼

首傳

〈行政院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金星處長
▼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華洲任期屆滿
感恩能沐浴在

真佛法教之中…‥

科學愈進步
與佛法也越接近。
要及時皈依
胸羅萬法的蓮生活佛。

首

先我要歡迎所有來自台灣還有全球
各地的菩薩大德們 也預祝今天的
大法會順利成功圓滿 大法會不僅是︿真
佛宗﹀一年一度的盛大的活動 同時也是
我們華州一年一度大家所熱烈期待的盛會
我非常的高興也非常的榮幸能夠應邀出
席 剛才我們看到了基金會所做的許多善
行善事
下個月中我即將結束五年的任期返回
台灣 我很高興能夠藉由這機會和大家分
享一下 在過去那麼長的一段時間裡 我
本人有怎麼樣的機緣和師尊的互動當中所
產生的一點聯想
我想師尊的弘法不是僅僅在法會 不
僅僅在壇城 其實也是深入了社會的每一
個角落 我曾經在華大的︿東亞圖書館﹀
裡面 在我們僑界朋友所裝修完成的會議
室裡頭一個紀念的牌匾上 看到了︿真佛
宗﹀ 看到了師尊的名字
我曾經在一家剛剛獲得台灣美食標章
的小小餐館裡頭 與師尊 師母不期而遇
我也曾經在僑領生日的壽宴上 有這個
榮幸能夠代表師尊誦讀他的賀詞 我也曾
經應邀去拜訪了山莊 也拜訪了我們莊嚴
的佛寺 親眼看到 見證到了師尊簡樸的
生活起居 在過去我在任期間 所主持過
的四次的中華民國﹁國慶酒會﹂當中 每
一次師尊都和所有的賓客一樣排著隊魚貫
而入 堅持唱完了國歌他才默默地離開
我想我個人的生活經驗當中 所看到
的其實是很平常的一些事情 但是給我的
感觸是極為深刻的 各位 我想佛法就在
人間 活佛就在人間難道不是嗎？最後我
祝福各位有這樣大的福份 沐浴在佛法的
教化之中 我祝福各位今天大法會能夠收
穫滿滿 所有參加的人 都能夠闔府平安
吉祥如意 謝謝各位！

發現宇宙其實充滿了暗能量 暗物質以後
科學家發現這標準模型其實是不夠用
沒有辦法解釋暗能量 暗物質的存在 所
以科學的發展還是相當有限
在今年的 8 月 17 號 也就是上個禮
拜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有一個研究
物理跟天文的團隊 在匈牙利還有世界各
國 研 究 有 關 暗 物 質 還 有 暗 光 子 dark
goton
有一個奇妙的現象後 他們得到
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宇宙裡面 似乎存在
第五種很神奇的力量 這第五種力量不是
電影上所講的第五力 而是非常的奇妙
這第五種力量指能夠跟中子 質子發生作
用 跟電子沒有發生作用 那如果將來實
驗能夠繼續證明 第五種力量的確存在的
話 那麼我們的宇宙觀要全部改寫 而且
那第五種力量 也可以解釋暗物質 暗能
量的存在
科學愈進步 我們愈發現科學跟佛教
是愈來愈接近 不過這是一個好消息 所
以還沒有皈依蓮生法王的信眾 今天是一
個大好的機會趕緊皈依師尊 學習︿真佛
密法﹀不要錯過機會 我們的無上尊貴的
蓮生法王 他心擁有萬法 還有非常非常
多的密法還沒有傳給世間 ︿真佛宗﹀的
弟子何其有幸 能夠從師尊的開示跟師尊
的書籍裡面學到非常多 非常珍貴的宇宙
大法 同時師尊的教示還有開示裡面 也
給科學界有很大的啟發
所以非常謝謝師尊 我們非常珍惜師
佛在世的因緣 我們祈願師佛身體健康長
壽自在 常轉法輪 不入涅槃 請佛住世
最後恭祝大家今天的法會順利圓滿成功
大家都能夠得到師佛 阿彌陀佛 還有
大力金剛的大力加持 身體健康 萬事如
意 嗡 嘛呢唄咪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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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會影音組義工同門

▼

大法會公關組義工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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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盧勝彥佈施基金會」頒發 24 萬美元以上，贊助 14 個健康和教育的機構，
10 位蓮花獎學金及幫助尼泊爾的災後重建計畫。
22

21

通 告
2

016年9月19日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教示：「凡佩戴附有鬼物
的護身符牌，會有鬼物隨身，而曾去過養鬼道場，也很可能都
有鬼物隨身。
大力金剛是一切鬼物（包括兇惡之鬼）的剋星，為防範邪鬼近身
沖犯，並禁制兇惡之鬼施加人身病痛、精神病、吸取人氣，甚至
替代致死的種種禍祟，弟子們可唸誦『大力金剛心咒』，修持
「大力金剛禁鬼法」、「大力金剛不共大法」，以守護自身、家
庭、道場，平安吉祥。
弟子們可以寫信求「大力金剛持咒灌頂」。受過「大力金剛持咒
灌頂」後，即可持誦『大力金剛心咒』、修持「大力金剛禁鬼
法」。（如緊急，求遙灌的信函，可先傳真再郵寄。）
而「大力金剛不共大法」不可遙灌，需師尊當面親自賜予灌頂。

〈宗委會〉呼籲所有同門與道場：
真佛宗弘揚佛教正法，不養鬼事鬼，若有奉請供養者，速速退還
該牌位給原先供奉的團體，並精進唸誦修持『大力金剛心咒』、
「大力金剛禁鬼法」、「大力金剛不共大法」，吉祥圓滿。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6.9.20

灌頂：大力㈮剛不共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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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地

大幻化網金剛是﹁通眼金剛﹂
果位﹂五個主旨

密教四重灌頂各自有﹁道
臨終

我

宗趣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大幻化網金剛
﹁嗡 巴札 卓大 嘛哈啥 西利 嘿魯嘎 吽呸 ﹂ 師
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
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行政院駐瑞典代表團﹀廖代
表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
宜教授 夫人陳旼旼女士 ︿真佛宗法律顧問﹀周慧芳律
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
師 Teresa 師姐 and husband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
麥韻篁教授 游江成教授 葉淑雯教授 王醴教授 王進賢
教授 梁超凡博士 譚偉倫教授 吳有能教授 ︿巴西華光
語言文化中心﹀齊耀斌博士 台南市議員蔡旺銓先生 台北
市議員闕枚莎代表闕慧玲師姐 僑務顧問謝明芳女士 ︿台
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先生 ︿台灣區華光功德會﹀理
事長李春陽先生 ﹁醫師團﹂│莊俊耀醫師 周衡醫師 林
淑華醫師 許鴻春藥劑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特別來賓蘇國英師姐 羅偉洭
先生
Harrison Ye
英國名攝影師 Tony 師兄 ︿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綠野集團﹀總裁林坤音女士 Australia 太平
紳士梁珉豪伉儷 加拿大溫哥華︿新時代﹀和︿城市﹀電視
新聞總監節目主持人葉一濤先生及夫人施文女士 馬來西亞
拿督李海安師兄 拿汀李菁師姐 千金李琪師姐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美國綠健有限公司﹀段
生泉董事長 Sheng-yen Lu Foundation ︿盧勝彥佈施金基
會﹀總裁盧佛青博士及 Jaden 師兄 盧佛奇伉儷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要通知大家九月四號下星期日 是針巴拉│﹁黃財神護摩法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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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TONY CHAU 提供
法會∕ 大幻化網金剛護摩
地點∕ 彩虹雷藏寺
灌頂∕ 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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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今天非常地特殊 今天幾乎文武百尊全部下降 大幻
化網金剛跟文武百尊一起降在師尊的身上 所比出來的手印
跟往常全部都不一樣 一半是我自己比 一半是文武百尊
比 等於是一種﹁天人合一﹂本身比出來的手印 其中大幻
化網金剛跟文武百尊各比了一個手印 每一尊都比了一個手
印 象徵祂們一百尊全部下降 所以今天的護摩法會 你們
報名的祖先 超度的全部超生佛國 今天我在這裡 坐在護
摩火的壇城前面 絕不妄語！我所比的手印 從我過去到現
在 你們都沒有看過 你們不會看過的 不敢講這是盧師尊
的功德 我是不敢講 是諸位的功德！是每一個人的功德！
不是我的
所以手印有的時候祂會變化 祂種種的變化 有的時候
是我在比 有的時候文武百尊在比 所以比出來是這樣子
我自己知道 但是叫我重新再比一次剛剛的手印 那是不可
能的事情 也就是說比過了 叫我現在重新再比一次這個手
印 不可能！也就是說 將來的法會我還是比自己的手印
因為文武百尊的手印我不會 完全是由祂們來操作 而且下
降的時候不知道 一直降 一直降 一尊 一尊一直下來
隔一下子一尊 一尊一直下來 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還跟大
家講 是不是這一次的灌頂或者再放咒音 大家摸自己身上
哪裡有毛病的 大幻化網金剛會不會加持我們？祂講：﹁等
一下灌頂的時候 你們哪裡有毛病就摸哪裡 ﹂祂一樣會加
持你們 那些能夠減輕的就減輕 能夠消除的就消除 我們
在這裡感謝大幻化網金剛還有文武百尊
今天我比文武百尊的手印 是四十年來的第一次 比過
了會不會記得住？記不住 比過我就忘了 金剛薩埵在虛空
中教我的手印 我還記得 因為那是有次第的 今天比的手
印 剛開始也是有次第的 後來就整個天人合一所比的手
印 沒有辦法就是這樣子 叫我重新再比一次 對不起 我
也不會比 就是這樣 這個是老實話跟大家講 很實際的

話 四十幾年來 你們看過師尊比手印有沒有這樣子比？沒
有 從來沒有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比這個手印 這都是一
百尊的象徵 文武百尊一共一百零四尊哪！一百零四尊簡稱
﹁文武百尊﹂ 其實是一百零四尊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地
方 我也沒有辦法講
祂跟我指示 大幻化網金剛真正的金剛號就是﹁通眼金
剛﹂ 我修過這個法 但是不知道我有沒有講過 通眼 全
身都是眼 有嗎？︵有︶祂的講法是這樣子 都是相對的
眼跟眼相對 先練習 由你頭頂上的頂竅這裡有一個眼睛
觀想出一個眼睛 向下看 密輪的地方 密輪底下是海底
輪 也就是兩孔之間 兩孔之間是海底輪 不是肛門跟我們
平常小號的地方 那兩個門 不是 而是這兩門的中間 就
是海底輪 那裡有一個眼睛 你端坐的時候 上面的眼往下
看 下面的眼往上看 這是第一個 把自己身體裡面的中脈
全部看到清楚才算成功 觀想 頂竅有一個眼 海底輪有一
個眼 兩眼互相看 看出你自己的中脈 再來 右耳有一個
眼 左耳有一個眼 兩個眼互相看 看到裡面是什麼
再來 全部都是通身是眼 肩膀上有一個眼 這邊肩膀
上有一個眼 兩個眼互相看 然後從上到下到腳 腳底也有
眼 你的膝蓋有兩個眼對看 腳底兩個眼對看 在腎臟這邊
各有兩個眼互相看 看到最後是怎麼樣？全身都是眼睛 你
的全身都是眼睛 全部對看 當你的光明在心中顯現的時
候 你的眼睛全部放光 可以看整個宇宙 全部都看出來
整個宇宙 整個世界你通通都看出來 從最小的看到整個宇
宙 這個叫﹁通眼金剛﹂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 這樣子
的修持法看起來很困難 但其實也是﹁大圓滿法﹂當中的一
個修法
我有這樣子講過嗎？啊？沒有 就變成通身都是眼 每
一個毛細孔都是眼 由這個眼睛裡面放出光出來 光芒放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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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叫灌水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我要灌頂很簡單 師尊接一
個水龍頭 一灑全部都灌到 那個叫灌水 不叫灌頂 第二
個層次是密灌 ﹁密灌可以講就是﹃道﹄的自加持次第﹂
你密灌的時候會有覺受 密灌完了以後 你修行會有覺受
會產生四種智慧 一個就是平等智 一個就是妙觀察智 一
個是大圓鏡智 法界體性智是四個智合起來的 先妙觀察
然後平等智 成所作智 你所作的都會成 第四個是大圓鏡
智 會產生這四種覺受出來叫做﹁四智見﹂
﹁﹃宗趣﹄是圓滿無雜 ﹃臨終﹄為光明遷識 ﹃果﹄
是報身任運 ﹂你修﹁二灌﹂成就了 就可以得到報身
﹁報身﹂是什麼？我們有三身 一個是法身 一個是報身
一個是應身 我們本身就是應身 現在我們目前就是應身
你到了二灌成就 你會得到報身的成就 ︽道果︾裡面講
﹁法身﹂是全部脫光的 ﹁報身﹂是半穿的 穿一半的
﹁應身﹂是全身都穿的 這是一個象徵 法身就是無形的
報身就是顯現出來的 應身就差不多等於人身了 人的身
體 這是屬於密灌 你修內法可以修到圓滿清淨 得的果位
就是報身的果位 一般顯教只在瓶灌 密教就是到了二灌
修氣 脈 明點
第三個慧灌 告訴大家 本來這四種灌頂 四種次第越
來越深 曾經有一個在家居士來跟我講 他要求慧灌 當然
他也買了酒 也買了肉 也有很多的花 他要求第三灌頂
也就是無上密的灌頂 我說：﹁無上密的灌頂不是這樣子灌
的 我不能給你灌無上密的灌頂 ﹂為什麼？因為無上密的
慧灌 你必須要有特別的壇城 你要先跟我講 我不能說你
要三灌 我就馬上幫你灌 因為那是要佈置壇城 你突然間
在問事的時候：﹁我要第三灌 ﹂我還要看你的紅紅的東西
裡面有多少 對不對？你開玩笑嘛！
瓶灌 平時師尊給你 瓶 灌 你 就 遞 一 個 紅 包
US

來 小的可以看到自己全身的一切內景 大的可以看到整個
宇宙的外景 這是﹁大圓滿│通身是眼﹂的修法 在大幻化
網金剛裡面都有
剛剛大幻化網金剛也有下降 祂也比了手印 我所知道
的 手印是自然化出來的 我沒有辦法完全記得住 到底是
比什麼？結什麼印？沒有辦法看得出來 所以今天的法會非
常特殊 等一下灌頂的時候 記得！你哪裡有病 手摸不到
的 你就用眼睛閉起來觀想 走過去 觀想那個地方 但是
不要站住 就是一直走 一直觀想 你站在那裡 所有的人
都走不過去 就變成 choke
大家記得 因為祂剛剛有指
示 就是說在灌頂的時候 你們走過去 哪裡有病 祂自然
會顯現奇蹟 幫你把這個病給他消除掉
今天不是只有一尊 像下個禮拜只有一尊│針巴拉 可
能針巴拉祂也有眷屬會一起來 每一次做針巴拉 有時候四
個財神一起到 有時候五個財神一起到 是有可能 像今天
文武百尊全部到 那非常稀有的 所以我昨天講了 你根本
沒有福分 你就不會來 沒有到的 福分都缺了一點 你雖
然有福分 但是你總是缺了一點 文武百尊一起下降 這一
種福分 我四十幾年來是頭一遭 是第一次！
我今天跟大家講﹁通眼金剛﹂的修持法 剛剛已經跟大
家講了 都是相對的 都是互相裡面看 互相看裡面 像兩
個肩膀 這邊一個眼 這邊一個眼 眼睛閉起來 這邊一個
眼 這邊一個眼 互相對看 兩個腎互相對看 膝蓋 兩個
腳底 兩個手掌互相對看 這邊︵左掌心︶一個眼 這邊
︵右掌心︶一個眼 互相對看 像白度母祂有七個眼 這是
通身是眼呢！大幻化網金剛通身是眼 為什麼祂通身是眼？
是因為祂是本初佛│阿達爾瑪佛│普賢王如來的轉化 是大
幻化網金剛 是最大的金剛法 五大金剛的最大金剛 昨天
我們講的是﹁戒律﹂ 因為我們的大力金剛是屬於戒律金剛
神 也有四種作用│息 增 懷 誅 四種作用 祂今天一

dollar,2 dollar
師尊無所謂 瓶灌 大家給你本尊灌
頂 因為你也不是很有錢 大家都不是很有錢 經濟大家都
不好 最近經濟狀況大家都不好 給大家隨意 但是隨意不
是隨便！
你到了﹁三灌﹂ 你包了二十塊錢？﹁三灌﹂是要請什
麼來你知道嗎？請虛空中的空行勇父跟空行勇母 你那幾朵
花 幾個供品 一瓶酒 這樣子就要得到三灌 包個二十塊
錢的紅包 最多一百塊錢的紅包
US dollar 一百塊錢紅
包 你就要求三灌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所佈出來的壇
城就要超過你所有的供品 我給你做的加持 迎請空行勇
父 勇母 智慧尊從虛空下降 當然師尊是比較容易 因為
文武百尊都可以進到我身體 給大家灌頂是比較容易 有一
個人要灌金剛法 就是我在摩頂的時候走到 他突然之間
說：﹁師尊 我要灌喜金剛 我要灌大威德金剛 ﹂就跪在
那裡 第一個 犯了﹁根本十四大戒﹂│灌信不具受密法
有這一條 在你灌頂的所有的儀軌不周全 你也沒有供品
說：﹁我以後再補供品 ﹂
當時的時候 有一次我給人家做三灌 因為隨意 就變
成隨便 薄薄的一張 我還以為是支票 薄薄的一個紅包
很薄 一摸就知道只有一張嘛 對不對？最多就是一百塊
嘛！美金最多就是一百塊 也差不了多少 居然給他做三
灌 當然我自己要虧了 我要跟佛菩薩講：﹁對不起 ﹂這
個是﹁灌信不具受密法﹂ 都是不可以的 ﹁根本十四墮﹂
裡面就有 我不講是多少 但是你只要歡喜心 最歡喜的心
受第三灌 另外三灌 你要單修可以 你要雙修 你必須要
帶你的道伴來 男的要帶女的 女的要帶男的 一起來受
灌 你如果沒有灌頂 你用了無上密的雙身 那是犯戒的
一定下金剛地獄 沒有話講
今天是上師 做了這個事情 而沒有受灌頂│三灌的

樣下降在身上 祂的印很好認 就是兩手期克印 文武百尊
的印 除了今天比了以後 可能以後會不會再比 那很難
講 可能這一生只有一次
我們有講過 講︽道果︾ ﹁此中之﹃道﹄即是所修之
法﹂ ﹁道﹂就是道路 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所修的一切法
就叫﹁道﹂ ﹁﹃見﹄即是所持的見地﹂ 你到了某一個境
界 像菩薩有十地 你到第一地的時候 你所知道的 你所
覺受到的 稱為﹁見﹂ 那麼一層一層有十地菩薩 到了第
十一地 第十地就是等覺 第十一地就叫妙覺 妙覺就一個
等號﹁佛﹂ 十一地就等於佛了
﹁﹃臨終﹄也就是捨此肉身之所修﹂ 就是可以講 我
們每一個人都會臨終 陳傳芳剛剛講 一晃 我們是年輕的
時候；第二晃 就是變成老的時候；第三晃 就沒有了 師
尊也到了第二晃 什麼叫第二晃？第二晃就是到了老年了
三晃 我們台灣話叫做﹁藏草﹂︵台語︶ 藏在草堆底下
到墳場去看 你已經藏草︵台語︶了 藏在草堆底下 沒有
了 就是這樣子 人生只是這樣子而已 第一晃 第二晃就
到老了 第三晃就沒有了 很可怕的 ﹁臨終﹂就是你要進
入第三晃 要進入第三晃 你這時候要捨掉你的身體 你的
肉身 捨掉你肉身的時候稱為﹁臨終﹂ 這時候所修的法
﹁也就是差不多等於﹃果﹄了 果位了 就是綜合以上的所
得﹂ 所以才稱為﹁道果﹂ 這個﹁道果﹂的意義就是在這
裡 我講解﹁道果﹂的意義在這裡
我們常常講四灌 瓶灌 密灌 慧灌跟圓滿灌 瓶灌大
家都知道的 師尊給大家做﹁上師相應法﹂灌頂 諸尊灌
頂 全部都是用瓶灌 用灌頂瓶給你們灌頂的 我為什麼有
瓶灌？師父給我一個瓶 所以我能做瓶灌 你做了阿闍梨
當中就有一個瓶灌頂 阿闍梨一定有瓶灌頂 你可以用瓶給
人家灌頂 你不是阿闍梨就不能用瓶灌頂 阿闍梨也就是上
師 最近聽說有法師拿灌頂瓶給人家灌頂 那個不叫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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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雷根
Nancy 的名字他已經忘掉 他不記得自
己的太太 隔壁家的太太他都認得 師尊是突然之間會顯現
一些東西出來 平常是不會 突然之間會顯現一些東西讓你
知道 平時我不太有什麼 表現得跟凡夫俗子差不多的 但
是有時候祂會顯現很特殊的東西出來 雖然師尊年紀大了
失憶了 但是有的時候我看到一些人 還可以唸出他的名
字 可見他在師尊的腦海裡面 印象是很深的
在飯店吃飯 隔壁的美女走過來 一把就抱住小明說：
﹁老公 你說我今天漂亮嗎？﹂小明心裡一顛：﹁難道桃花
運來了？﹂連忙點頭：﹁好看 好看 ﹂美女微微一笑 對
著小明眨了一個眼睛說：﹁老公 那我有事先走了 晚上在
家裡等著你 ﹂看著她離去的背影 小明擦了擦口水 這時
候老闆拿著單子過來講：﹁這位先生 你老婆消費了三千
六 你是不是一起付啊？﹂這個是﹁戒﹂ 這是一種機巧
這個笑話的意思是講說 聰明的人不要被美色騙了 聰明的
人不要被名騙了 聰明的人也不要被錢矇了
我昨天講 台灣生產力不夠 但是全部出產了詐騙集
團 全部都是外銷的 世界各國都有台灣的詐騙集團 我在
台灣的時候也接到一通電話：﹁你的孫子在我的手上 ﹂真
的 那邊傳來孩子的哭聲 我說：﹁糟糕了 孫子被抓了
被綁票了 ﹂﹁你要付多少錢？﹂我先問一句話：﹁我孫子
講台灣話嗎？﹂﹁對啊！伊就是講台灣話啊！﹂我馬上電話
掛掉 我的孫子才不會講台灣話 他講 English, just say
English, Chinese language 剛剛在學普通話 學國語 有
學注音符號的國語 兩個都在學 他們連台灣話都聽不懂
我講國語他︵她︶也聽不懂 但是我講話他︵她︶也聽不懂
我講什麼 很難溝通 所以一切拜託師母了
我們人要聰明一點 你交男女朋友 你要聰明一點 你
學法也要聰明一點 眼睛睜大一點 不要給假法騙了 我告

﹁慧灌﹂ 下金剛地獄 很簡單 沒有第二 你沒有灌頂
你就修這個法 就開始騙人 你騙女弟子說你有受這個灌
頂 我都不認識你 你哪裡受過這種灌頂 我都不認識你
呀 你說你有受這個灌頂 然後被騙了以後又怪到師尊
說：﹁這個人講他有受灌頂 ﹂那就不對了 這個三灌
﹁﹃道﹄為壇城輪方便道﹂ 一定要有壇城 三灌一定要佈
壇城 ﹁﹃見﹄為俱生四喜智見﹂ 四喜四空 你會產生初
喜 再來勝喜 最勝喜 俱生喜 這四喜一定要產生出來
四種覺受都要產生出來 四喜轉化成為四空再回去 先下降
再回去 這是你在中脈裡面 你的氣 拙火 明點 先下來
再升上去 四喜四空 就在這裡你可以感覺到 ﹁﹃宗趣﹄
是狹義的空樂﹂ 就是到達﹁樂﹂的境界 非常地快樂 你
已經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隔了一下子 你又回來 那個叫樂
不可支 就是廣義的樂跟狹義的空樂 叫做﹁空樂定﹂
﹁欲樂定﹂也就是﹁空樂定﹂
﹁﹃臨終﹄為金剛薩埵降臨 ﹃果﹄則為法身任
運 ﹂ 到了三灌 可以變成法身了 就是沒有了 今天金
剛薩埵會降臨 臨終的時候金剛薩埵會出現 就是密教的法
王子祂會出現 一般顯教你修行的 你念佛的 佛會出現
你的本尊會出現本尊跟眷屬一起出現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
薩 大勢至菩薩三聖出現 那是一般有的時候會有這種現
象 你不能夠到佛國淨土 祂不會來接引你 你還沒有到相
應不會來接引你 所以修行以瓶灌相應了 你就有往生的把
握 你瓶灌沒有相應 往生沒有希望的 很簡單跟你講 我
現在只講到三灌 以後再講第四灌 。
這有提到三個金剛波道 ﹁﹃道﹄為三金剛波浪道﹂
蓮寧問過我：﹁什麼叫﹃三金剛波浪道﹄？﹂這是光 三個
金剛波浪道 就是光 到了第四灌頂的時候 頭上出現圓形
的光 是第一道光；第二道光是你的身體裡面的環 周圍的
光 這是周身光 就是頭上圓頂 你看菩薩後面都有一個圓

訴大家一句話 大力金剛還有很重要的口訣 我不敢講 因
為昨天有外人 外人就是那些貴賓 有很多貴賓來 不能講
那種口訣 那個口訣不能講給他們聽 只是講一般的
都是身 口 意清淨 身｜結手印 口｜唸咒 意｜觀
想 你要觀想大力金剛 要唸祂的咒 要結祂的期剋印 就
是﹁三密合一﹂ 你漸漸地進到一個境界裡面去 到了關鍵
時刻 我再給你點破重要的口訣 很快地你就相應了 這個
重要的口訣就是﹁你要守戒律﹂ 這個是最重要的！你守了
戒律 我那個最祕密的口訣才要告訴你 總要留一手的 否
則當不了師父的 對不對？若不留一手 這些上師都勝過
我 每一個上師都趾高氣揚 師尊也是上師 只是加一個
﹁根本﹂而已呀！我們都是 master 出去外面也是一樣穿
龍袍啊！主持法會都穿龍袍 戴五佛冠 戴法王冠 各人弄
自己的 都弄得有聲有色 都比師尊還強啊！我不留一手的
話 到時候我吃不完兜著走啊！這樣師尊就當不成 總要留
一手的
以前有一個最會射箭 射下九個太陽的后羿 后羿收了
一個弟子叫做蒙 蒙古的蒙 每一次射箭 后羿是天下第一
射手 蒙是天下第二射手 因為他是弟子 這個弟子想：
﹁什麼時候我升上天下第一射手？﹂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第一
射手給他幹掉 他就變成天下第一射手了 有一次后羿在前
面騎馬 蒙在後面騎著跟著 悄悄地
然後把箭就拿起
來 一勾 就往后羿的背上一箭 后羿連頭都不回 他騎著
馬 聽到後面響起來的箭風 他也拔出一支箭 弓倒拿著
手一放 蒙的箭過來 后羿的箭 咚！撞到 掉下來 蒙在
後面看到：﹁唉呀！師父還有這一手 我沒有學過 他如果
射第二支箭 那我包死了 ﹂蒙很聰明 從馬上爬下來跪在
地上說：﹁對不起 ﹂后羿講說：﹁沒關係 我不只留這一
手 我還有第二手 第三手 ﹂

的 這是第一道金剛波浪光 第二道 周身波浪光；第三
道 腳底下的蓮花光 是第三道的光 這是﹁三金剛波浪
道﹂ 蓮寧問過我
有一個男人問神：﹁酒跟女人必須放棄一個 祢怎麼選
擇？﹂神回答：﹁要看年份 ﹂神就是神哪 對不對？要看
年份哪！女人 如果講說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
那當然啦！年份很輕 很值得 比酒還貴重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 都到了第二波 那是酒比較貴重 酒還要
看年份
有一個笑話 夫妻兩個人在後院喝酒 女的突然間低下
頭講話 她說：﹁唉呀 我真得非常地愛你 我這一輩子沒
有你是絕對不行的 我這一生就是為你而活 就靠著你而
活 我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只有你 ﹂她的先生聽了非常地
感動 淚水流下來 妻子從來沒有講過這樣子的話 妻子一
抬頭看到先生在流淚 她說：﹁欸？你流什麼淚？我是對酒
講的 ﹂陳傳芳回去可以表演這個 妳跟妳先生一起飲酒
妳就可以講這些話 讓他流淚 其實妳是對著酒講的 陳傳
芳家裡地震的時候 她沒有去抱她先生 她抱住一大堆她自
己的酒 讓那個酒瓶不要摔下來
哪個重要？哪個輕？當然輕的是瓶灌 重要的第四灌
第三灌已經很了不起了 密灌就可以得到報身 慧灌就可以
得到法身 第四灌就等於是任運了 你要什麼身都可以 這
第四灌得的就是什麼身？就是﹁真身﹂ 我書上寫的﹁真
身﹂
True Body 就是真身 有一個記者訪問年紀最大的
模範夫妻 記者問：﹁老爺爺 你都八十多了 還叫老伴親
愛的 請問你是怎麼做到的？﹂老爺爺講：﹁唉 別提了
幾年前突然忘記她叫什麼名字 又不敢問 ﹂所以一直叫她
﹁親愛的﹂
有一天 師尊會忘掉師母的名字 這個是失憶嘛！那能
有什麼辦法呢？但是我會記得隔壁太太的名字 這是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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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一手的時候 盧師尊當不成 你不知
道 文武百尊下降在身上 絕無僅有 這只有露一
手啊！
老公和老婆在討論這個月的家庭支出 老公
講：﹁妳看 妳花錢買面膜 一個面膜只用二十分
鐘 太浪費了！﹂老婆用蓮花指指一指 指向他放
保險套的地方：﹁一個保險套你只用三分鐘 我抱
怨過你嗎？﹂這個是比較 師尊練過功的 三分
鐘 七分鐘那個是幼稚園 師尊是讀大學的 三小
時 四小時吧 跟你講師尊修出無漏了 你不要說
不相信 戒壇之前絕無虛言！四十幾歲就修成了
跟你講 師尊根本就是無漏了！
甲跟乙講：﹁新搬來的鄰居好可惡！昨天晚
上三更半夜 夜深人靜時 居然跑來猛按我家的門
鈴！﹂乙說：﹁實在太可惡了！你有沒有馬上報警
呢？﹂甲說：﹁沒有 我當他是瘋子 繼續吹我的
小喇叭 ﹂凡事必有因果
我們︿真佛宗﹀的戒律是｜﹁凡事要為他人
想 不要老是為自己想 ﹂像講昨天 很多的弘法
人員並沒有到 你要為他們想 怎麼想？他們沒有
美國簽證 不能來 可以 那沒有什麼；他們經濟
不好 沒有錢來美國 可以 沒有問題；三個 他
們父母子女當中有生日 要開 party 他一定要
參加 父母生日一定要參加 可以 這個都是可以
的 都是通融的；父母有病 他一個人要照顧他
沒有人可以替代 可以 師尊心地很軟 你只要編
一個理由 來騙騙師尊 師尊心地軟 一樣給你補
灌頂 你盡量去找理由 去編 編出一個理由 來
師尊這裡 一看 師尊就絕對給你補灌頂 這個是

絕對沒有問題 師尊本身就是心地太軟 講一句
話 昨天講的很硬 今天早上醒過來 我就趕快
懺悔：﹁唉呀 不應該講這樣子 對弟子方面來
講也不太好 ﹂還是不要故意犯戒律 自然有戒
神在 ﹁戒神﹂就是德輝上師所講的：﹁因果自
負 ﹂ 德輝上師經常講：﹁因果自負 ﹂他沒
有辦法管 等到他沒有辦法管的時候：﹁啊 你
們因果自負吧！﹂
朦朧的早上 我早起去公園晨練 看到一位
高僧站在牆角 想必大師在練功 我好奇地走過
去問：﹁大師 你在練什麼功？﹂大師沉默不
語 想必練功太投入 再問：﹁大師 你這練的
是什麼功？﹂這位高僧講：﹁不要吵我 ﹂那個
人就講：﹁我就是問問 沒有別的意思 ﹂高僧
講：﹁滾 你吵得我都尿不出來了 ﹂
人還是人 修行人也是人 人難免有他的習
性 有時候要為對方多想想 這是戒律 ﹁為別
人想 不為自己想﹂ 這是戒律 我們忍當然是
要表現：還可以啦！你說人家西藏喇嘛一唸經要
七個小時 坐著都不動唸七個小時 實在是不簡
單的事情 我們練功的人當然也要當一個忍者
忍一忍 當然年紀大了 你知道 年輕人能夠
忍 當忍者 老人家當第二波的忍者很辛苦
這笑話裡面有因果 老師講：﹁小明 你用
﹃果然﹄這個詞造一個句子 ﹂小明講：﹁先吃
水果 然後再喝汽水 ﹂老師說：﹁不對 不
對 不能這樣﹃果﹄跟﹃然﹄兩個分開 ﹂小明
就講：﹁老師 別急 我還沒有講完 整句是
﹃先吃水果 然後喝汽水 果然拉肚子 ﹄ ﹂
這樣子就圓滿了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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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灌頂之﹁道 見地 宗趣
臨終 果位﹂五個主旨
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
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
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同修本尊│南摩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
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
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
賓：︿行政院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
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
委員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
姐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師兄 拿汀
李菁師姐 千金李琪師姐 ︿天音雅
樂合唱團﹀林師姐 郭師兄 台北市
議員闕枚莎代表闕師姐 還有︿陽光
舞供團﹀各位師姐 師兄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
好 ！ 大 家 好 ！ ︵ 粵 語 ︶ Selamat

Malam! ︵ 印 尼 語 ： 晚 安 ︶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 Hola
Amigo! ︵西班牙語：朋友 你好︶我
們以前經常談到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
菩薩的確是以菩薩的身來度化眾生
祂跟眾生結緣是最大的菩薩 我自己
的母親 祂是觀世音菩薩的太平鳥
在台灣不是有觀音的擦仔︵台語：佛
龕︶ 我們稱為觀音擦仔︵台語：觀
音佛龕︶ 觀世音菩薩是坐正中央
的 旁邊有天上聖母 有關聖帝君
觀世音菩薩坐在中間的時候 祂有兩
位侍者 一位是善財童子 一位是龍
女 善才跟龍女 另外空中飛的 咬
著唸珠的 有一隻鳥咬著祂的唸珠
那一隻鳥就叫太平鳥 家母剛剛好是
太平鳥的轉世
後來曾經有人從印度尼西亞送了
一個迦魯達 印尼很多的迦魯達 迦
魯達就是大鵬金翅鳥 大鵬鳥 送到
家裡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
是我家母化為太平鳥 迦魯達就跟我
家母比賽飛行 哪一個比較快 觀世
音菩薩祂的神通力量很大 迦魯達是
飛行很快的鳥 在佛經裡面提到的
大鵬金翅鳥祂的飛行的力量很大 比
賽飛行結果是
反正迦魯達飛到
的地方 太平鳥就先到 不管祂怎麼
樣子展翅飛行 飛得再快 太平鳥永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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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有四重灌頂 也就是瓶灌 密
灌 慧灌跟四灌 我們稱為﹁瓶灌﹂
是一般性的灌頂 到本尊都是瓶灌；
到了﹁密灌﹂的時候就是內法的灌
頂 就是內灌；﹁慧灌﹂就是﹁無上
密灌﹂；﹁第四灌頂﹂稱為﹁大圓滿
灌﹂
幾乎所有的密教都是依四灌頂
四種層次的灌頂而來 在瓶灌的時
候 它是講﹁往生上界﹂ 往生到天
上界或者到佛國淨土都可以的 是瓶
灌最高的成就；密灌的最高成就就是
報身 三身裡面有報身 法身 應
身 真身最高 法身再來就是報身
再來就是應身；到了慧灌的時候就是
法身 最高的境界就到法身；第四灌
│大圓滿灌最高的果位就是﹁任
運﹂ 任運意思就是隨便你 你要變
化什麼身你都可以 也就是說最高的
啦！﹁﹃道﹄為三金剛波浪道﹂
﹁道﹂是屬於三金剛波浪道 有一個
上師問我：﹁什麼叫﹃三金剛
波﹄？﹂
其實 我在講︽密宗道次第廣
論︾ 第一天 第一次開講︽密宗道
次第廣論︾ 宗喀巴就現身在我面
前 在北京他們就唸成宗卡巴 我們
就唸成宗喀巴 因為有一個客 它旁
邊又一個口 他們唸成宗卡巴 我是
在北京的︿雍和宮﹀ 聽到北京的蒙

遠在目的地等祂 祂就輸了 輸了以
後 我母親那時候跟我們講 祂說
印尼同門送來的那一尊迦魯達 經常
載著祂去遊世界 到世界各地去旅
遊 不用花飛機票錢 也不用住旅
館 什麼費用都沒有 就把整個世界
都跑遍了
︿西雅圖雷藏寺﹀裡面有一尊我
母親的雕像 有一個亞特蘭大的師
姐 十幾年都沒有小孩 她來到家母
觀世音菩薩像的面前 她跟我媽媽
求 求希望有一個小孩 回去以後
她就真的有小孩子了 這個小孩叫做
﹁蓮花信恩﹂ 當蓮花信恩第一次來
跟我見到面的時候 哇 很奇怪的
我媽媽求來的蓮花信恩 她幾歲呀？
四歲 哇！不得了 好像就看到親人
一樣 她的表現非常地奇怪 我覺得
她也好像是親人一樣 那一種感覺就
好像遇到親人一樣 她要回去的時
候 四歲的小女生在機場哭了兩次
這一次大法會她有來 來了幾天以後
又走了 她來的時候 第一天 我進
到房子裡面 很久以後我才走出來
她一直守在我家的門口 這個有很特
殊的感情在裡面
四歲小女生要走的時候 還不願
意見我 她說要離開的時候 她不願
意看到我 為什麼不願意看到我？是
因為看了會傷心 所以乾脆不看 她

古的喇嘛在稱﹁宗喀巴﹂為宗卡巴：
﹁這一尊就是宗卡巴 ﹂喔 他們唸
的是宗卡巴不是宗喀巴 這個音稍微
有一點不一樣 我看到宗喀巴現身
祂的身體 頭上的圓光 圓形的光像
波浪一樣 那個光都是像波浪一樣
的 背上的光都像波浪一樣 腳底下
的光像波浪一樣 那個就是屬於光
那麼這個光 我們這邊菩薩有很
多都有背光 像佛 祂頭上有光 還
有背光 然後蓮花底下又有祂的光
這個光就像波浪 且非常細 非常
細 金色的 然後會發抖的 像波浪
一樣的一直出來 我以前看到佛菩薩
都是這樣子的；我以前看佛菩薩是
眼睛一閉 兩眼開始就有這些波浪出
現 然後菩薩就出現在波浪的光圈裡
面 我跟你講都是很真實的 佛菩薩
要讓我看 祂先出現波浪 圓形的波
浪 那個波浪的光出來 菩薩從波浪
的光的中間顯現出來 我的是這樣子
的 別人不知道是怎麼樣子 我是不
曉得 我看到的都是這樣子 只要我
眼睛一閉 祂產生波浪 這裡剛好提
到四灌的﹁道﹂ 你會看到三個金剛
波浪道 ﹁三個金剛波﹂就是頂上的
光 周身的光跟腳底下的光 就是三
金剛波浪
﹁﹃見﹄就是諸法極淨真實下固
四喜﹂ 四喜四空 我經常提到 所

還跟她媽媽講 因為看到師尊要離
別 她還不願意讓我牽她的手 眼睛
也不看我 她說不願意看 不要看師
尊 免得看了就離不開 這樣子不如
不看 但是她到了機場 要回去的時
候 在機場連續哭了兩次 這種事情
怎麼發生在四歲的小女生身上？我也
沒有研究 她是何方神聖來轉世 但
是她會講西班牙話 英文 中文是不
會的 看到了就好像看到親人一樣
我母親 你跟祂求 或者明天到山莊
我母親的地方 跟祂求小孩子都很有
感應的 ︵眾鼓掌︶有時候不會生
的 他又變成會生了 有的時候是很
久沒有生了 她也跟祂求 她也生
了 這樣子 很多很奇怪的 很奇異
的 很感應的事情 都發生在觀世音
菩薩的身上
有人講：﹁觀世音菩薩一定是女
的嗎？﹂其實不是的 因為觀世音菩
薩一樣有千百億化身 種種不同的觀
音 祂一定是穿白衣觀音嗎？不是
的 因為在西藏有一個法 叫做﹁紅
觀音法﹂ 很盛行 大家都修紅觀
音 紅色的觀音 大家也知道 像達
賴喇 像十六世大寶法王 他們都是
四臂觀音的化身 整個西藏可以說全
部都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觀世音菩
薩的信仰在台灣 在日本 在東南
亞 大家都信仰觀世音菩薩 大家都

謂什麼叫做﹁見﹂？就是覺受 菩薩
到了第幾地 祂都有覺受 你的覺受
到了第幾地 你可以證驗 看菩薩
的 初地是什麼覺受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九
地 十地菩薩就叫等覺 十一地菩薩
就是佛 妙覺 到每一個地都有特別
不同的覺受 這就是屬於﹁見﹂ 一
種覺受產生出來 這個極深的極清淨
的四喜 非常極淨的 非常乾淨的四
喜 你知道什麼叫做﹁喜﹂嗎？你會
感覺到﹁喜﹂ 這個﹁喜﹂真的非常
難形容 但是我講一個形容 讓你想
不到的 我講兩個字 你們聽了不要
笑 ﹁高潮﹂ 我用這個來形容
﹁高潮﹂就是﹁喜﹂ 但是這個
﹁喜﹂是凡夫的 凡夫的高潮跟聖賢
的高潮是不一樣的 其實 內法當中
就有﹁喜﹂出來了吧？
到了﹁慧灌﹂ 無上密灌頂的時
候應該就有﹁喜﹂ 我們講四喜 所
謂修行的﹁四喜﹂是初喜 勝喜 最
勝喜 俱生喜四種 俱生喜是最長
的 所講的就是﹁大樂﹂ 我們稱為
大樂 ﹁大樂﹂是什麼呢？就是高
潮 你體驗到了高潮 你以為你得到
四喜 其實不是 那是凡夫的喜 所
謂聖賢的喜是體內的 明點往底下
滴 經過喉嚨的時候 初喜產生；到
了心輪 勝喜產生；到了臍輪 最勝

會唸觀世音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或
者唸﹃觀世音菩薩心咒﹄ 吐登達爾
吉上師曾經傳給我一個觀世音菩薩的
心咒 大家都知道觀世音菩薩已經有
心咒了 為什麼吐登達爾吉又傳給祢
一個觀世音菩薩心咒呢？祂傳的是不
一樣 唸的是不一樣 我們知道﹃六
字大明真言﹄│﹁嗡嘛呢唄咪吽﹂
但是吐登達爾吉傳給我的是八個字
八個字的﹃觀世音菩薩心咒﹄ 這也
是很特殊的
只有很祕密的 師尊才講 但是
可能以前我講過了 因為我經常會一
下子露出來 這祕密的都露出來 知
道的人不要講出去 觀世音菩薩祂一
般來講 到了佛跟菩薩都是屬於中性
的 中性就是怎麼樣？祂可以變化
祂不一定是女相 大家以為觀世音菩
薩永遠都是女相 天人丈夫觀音就不
是女相 觀世音菩薩也有留鬍子的
你在東密裡面也有看到觀世音菩薩
祂是留鬍子的 有鬍子的觀世音菩
薩 祂的變化無窮 祂過去也是如來
也是佛 祂叫﹁正法明如來﹂ 過去
的如來號叫﹁正法明如來﹂ 現前觀
世音菩薩 因為祂以菩薩的身來度化
眾生 所以叫﹁現前觀世音菩薩﹂
祂所度的眾生是非常地多 神通廣
大 大家都很尊敬觀世音菩薩
今天再跟大家談一下︽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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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樂 一百次嚇死人 一般來講一
次 因為一般的醫院寫出來 它就說
男女一起達到最高的點 那就是一
次 就已經算圓滿了 事實上不是
有些特異功能的 女生也有特異功
能 男生也有特異功能的 竟然達到
一百次 有！不是沒有 那個算是大
樂
我們這裡講的大樂 是因為祂從
眉心輪開始算起 不是從密輪的藏精
液的地方 精囊算起 那是凡夫的
樂 祂是從頂上一直到喉嚨 從喉嚨
又到了心 由心又到了臍 由臍又到
了密 由密又經過管道再把祂回收
就變成四喜跟四空 那一種覺受 到
了第四個灌頂的時候 你可以體會
到 你的見地可以體會到﹁四喜四
空﹂ 而且是清淨的 非常極淨的那
一種快樂 不混雜著人間的欲望之火
的快樂 完全清淨的那一種快樂就會
產生出來 這裡跟大家講﹁見地﹂就
是這樣子 ﹁﹃宗趣﹄為空樂大
印﹂ 它主要的宗趣 到四灌的時
候 空樂大印 就等於印了四喜跟四
空 你都能夠覺受到
﹁﹃臨終﹄的時候為道大手印破
瓦遷識法﹂ 也就是說臨終的時候
你把水跟火 也就是明點跟拙火跟你
的神識一起運送從頂竅出去 果位就
是得到任運 這裡所謂的﹁破瓦遷識

喜產生；到了密輪 俱生喜產生 然
後再逆轉 再把這個喜往回抽就變成
四空 一樣的 四空就是往回轉 本
來明點從天心的輪一直往下跑 產生
四喜 你要知道凡夫的喜很短 聖賢
的喜非常長 所以稱為﹁大樂﹂ 就
是高潮
當你禪定產生四喜的時候 那時
候的快樂就等於欲仙欲死那一種快
樂 而且時間非常長 為什麼時間非
常長？因為祂的距離比較長 人的距
離很短 而且男生的高潮很短 因為
從你的精囊射出去的時候 他的距離
大概八吋長 九吋長 七吋長 八
吋 九吋 七吋 最高的像有些比較
長一點的就是九吋長 九吋長就很長
了 但是射出去的時間 因為他磨擦
了那個管子產生了快樂 那是凡夫之
樂 那不叫大樂 那叫小樂 女生也
是一樣 男生大部分就只有一次 凡
夫只有一次 最多兩次 當然也有特
殊的 女生就不一樣了 有一次 六
次 二十次 最高達到一百次 你有
沒有聽過女生有一百次高潮的？有沒
有？沒有 大家都說沒有 我告訴
你 有！一百次讓你嚇死了 一百
次 二十次是很少的 女生有到一百
次 甚至我每一次算 孫悟空有七十
二變 七十二次 六六大順 有六十
六次 最高達到一百次 這個女生算

法﹂ ﹁破瓦法﹂就是你的頂竅有一
個洞 但是你一個月只能夠修一次
﹁破瓦法﹂ 保持這個洞打開了頂
竅；當你打開以後 一個月可以修一
次 因為你每天都修破瓦 你已經打
開了你還繼續修 那會早一點叮叮
你出去就沒有回來 就叮叮 所以每
一次修氣的時候 你要觀想本尊住在
頂上 一隻腳踩在你的頂穴上面 免
得你的靈魂出去回不來
﹁這個﹃果﹄就是體會到你的法
性身的任運﹂ 到處可以演化 不得
了了 成佛了 四灌的最高的成就
跟大家談這個是很祕密的喔！今天跟
大家談什麼叫做大樂？聖賢的大樂是
從眉心輪明點下降 一直到了密輪
再從密輪轉回到眉心輪 這個是聖賢
的；凡夫的 咻！ nap 死奄奄︵台
語︶ 就死了 凡夫就是這個樣子
聖賢的不一樣 從眉心開始 那一種
快樂才叫做大樂 凡夫的都是小樂
講一則笑話吧 有一個酒鬼喝醉
了 想要去釣魚 他發現水面都結冰
了 於是坐下來開始把冰挖一個洞
他要釣魚 就開始挖洞 這個時候他
聽到背後傳來一個聲音：﹁這裡沒有
魚 ﹂酒鬼覺得怪怪的 但是沒有停
下來 繼續挖洞 接著又聽到第二個
聲音傳來：﹁這裡沒有魚 ﹂他不理
會 繼續挖洞 那個聲音第三次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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襪子每一天穿 這個習慣是過去我七
十二年來從來沒有的 因為我七十二
年來全部都是赤著腳 從來不穿襪
子 自從得了蜂窩性組織炎以後 醫
生說：﹁穿襪子才不會接觸到細菌
把自己的腳要洗乾淨 讓所有的細菌
都不能在腳上產生 ﹂因為你得到蜂
窩性組織炎 也是因為細菌進到腳裡
面 然後進到血管裡面 把肌肉全部
吃掉 變成一個蜂窩這樣子的 只要
變成蜂窩的 通通都要挖掉的
還好還沒有變成蜂窩以前 我就
把它治好了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治這
個腳 所以細菌非常可怕的 它什麼
時候要進到身體 你根本不知道 等
它進來的時候 腳已經腫起來了 還
以為自己的腎臟已經腎衰竭了 腳才
會腫起來 腎臟若不好腳也會腫起
來 肺不好腳也會腫 心臟不好腳也
會腫 要檢查出原因 原來是細菌
又檢查出原因：﹁是蜂窩性組織炎
哇 慘了 ﹂當它還沒有把你的肌
肉 血管吃掉變成蜂窩以前 就要把
細菌殺掉 還好 現在好好的 但是
醫生叫我要穿襪子 隔絕那些細菌
把自己的腳弄得非常地乾淨 現在我
的腳都完全好了 我就變成習慣穿襪
子 所以天天在洗襪子
一個姓簡的太太在第七胎的時
候 終於想要生個兒子 便想幫他取

出來了：﹁我已經警告過你三次了
這裡沒有魚！﹂這個酒鬼就火了：
﹁瞰！你怎麼知道？你以為你是上帝
呀？﹂後面傳來了震天嘎響的聲音：
﹁你娘卡好 拎北︵台語︶是這家溜
冰場的經理！﹂那個酒鬼在溜冰場挖
洞要釣魚
我那天問翻譯組 我們有翻譯
組 專門把師尊的書翻成英文出版
翻譯組說：﹁美國人在翻譯的時候很
難翻 因為師尊經常會提到﹃你娘卡
好﹄ ﹂﹁你娘卡好﹂怎麼翻哪？慧
君她就會翻 慧君：﹁ You mother
good. ﹂但是你不能把師尊的書﹁你
娘卡好﹂ 我寫﹁你娘卡好﹂ 那個
老外怎麼看了半天：﹁ You mother
good ？﹂沒得翻的 所以外國人要
翻師尊的詩 翻成英文就不一樣了
因為師尊的詩有時候是有押韻的 它
始終押了一個韻在裡面 他們沒辦
法 那個英文的聲音發出來不一樣
很難翻的 像﹁你娘卡好﹂怎麼翻？
對不對？其實那是一句？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講 以前學來的就是這樣子
像很簡單地講﹁拎北︵台語︶﹂ 拎
北當然是台語 以前都說拎北︵台
語︶ 拎北跟你說沒魚就是沒魚︵台
語︶ 拎北就是林北 翻成國語就是
林北 拎北就是你老爸 你老爸叫做
拎北 這個也是很難翻的

一個好名字 於是就拜託一位有名氣
的姓名學的老師 因為兒子屬於
﹁道﹂字輩 他們有些人的名字 中
間那個字是有輩份的 像孔祥熙 那
個祥就是他的輩分 孟祥齡 祥就是
中間的字 你不能改中間那個字 姓
簡的太太兒子的中間字就叫﹁道﹂
所以請老師務必取個福氣的名字 老
師就從五行八卦 紫微斗數 天格
人格 地格 總格去算 終於找到了
一個字 就是﹁乾﹂ 乾燥的乾 破
音字就唸成﹁前﹂ 然後簡太太就很
高興 因為他取了一個全世界最有福
氣的名字 叫做﹁簡道乾﹂
很多事情都是要配合的 像徒弟
拜師父也是一樣 都是緣分 一種緣
份 要摻和起來也不容易 所以師父
在收弟子 弟子在皈依師父 當中還
有一個緣 好像是天注定了 或者經
過某一種媒介 你才能夠師父 弟
子 緣能夠結合在一起 有的時候當
然也有所謂的善緣 有的時候也有一
種惡緣 有的時候又有一種另外的很
多緣分 很奇怪 像一個家庭 生個
兒子你很歡喜 生個女兒你覺得沒什
麼 有些人是重男輕女 師尊是平等
性 我不會重男輕女 男女都可以
有時候你以為兒子將來一定是非常有
出息的 那不一定喔！我們常常講：
﹁豬不肥 肥到狗 ﹂︵台語︶這就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你要釣到
魚 你要有這一種釣魚的覺受 這裡
面我談到的就是﹁覺受﹂ 為什麼釣
魚？因為他的覺受非常好 魚被釣上
來那一霎那 你會非常地快樂 好像
你得到了一個東西一樣 其實你有
錢 你到菜市場買魚多得很哪！何必
跑到海邊去釣 到河邊釣 到溪裡面
去釣魚 哪裡去釣魚 他就是在享受
那種釣魚的樂趣 這個就是一種﹁覺
受﹂ 很特殊的一種感覺 你釣來的
魚跟買來的魚是不一樣的 不同 所
以我們講人的﹁樂﹂跟佛菩薩的
﹁樂﹂是不同 是不一樣的 是清淨
的 非常長的那一種大樂 而不是凡
夫之樂 差很多
昨天跟老婆吵架了 先生就講：
﹁因為是丈母娘生日 老婆說禮物要
送實用點的 不然是一種浪費 ﹂朋
友就講：﹁這話沒錯啊！你老婆講得
對呀！﹂但是她先生說：﹁我就買了
一塊墓地 ﹂實用不實用？當然是實
用 但是不對啊 方向不對啊！那個
時候不應該買墓地給自己的丈母娘
觸霉頭啊！應該買她喜歡的東西 所
以感覺上不一樣 同樣都是送禮 我
送你禮物 師尊當然是很高興 很多
弟子送給師尊禮物 我常常講：﹁不
要送又重又笨的東西 ﹂因為他把家
裡的假山都送給我了 一塊大石頭

是這個意思 兒子就是平平常常 普
普通通；女兒呢 哇！她就能力非常
地好 就有這種現象出來 所以這當
中是什麼原因呢？也是一種緣
還有一種惡緣 常常在新聞上看
到 兒子居然把自己的父母通通都殺
了 那就是惡緣 根本前世的緣份就
不好 雖然是你的兒子 將來他討不
到錢 一把火就燒了 把自己父母都
燒死了 所以修行人要懂得一種道
理 要能善辨 能夠看出什麼緣 緣
分怎麼樣 要善於調御 這就是佛的
名｜調御丈夫 佛的很多種名字當
中 有一種就是調御 所以你得到成
就以後要懂得弟子的心性 如何去調
御 讓他不要出差錯 這個學問就在
這裡面 什麼叫做﹁任運﹂？任運的
道理就在這裡 你能夠轉過來 轉過
去 轉來轉去都是非常地平和 每個
人都有成就 就是任運 也就是調
御
怎麼有這個笑話？和一個朋友去
阿里山看日出 一個朋友指著天空
說：﹁我看到了！﹂然後：﹁我也看
到了！﹂這個時候樹叢裡面有人提著
褲子出來罵：﹁看到就看到！大聲叫
什麼？﹂這是什麼？這是誤會 其實
人家不是看到你 你沒有穿褲子 人
家是看不到的 人家指著天空說：
﹁看到了！﹂人跟人之間都有很多的

這麼大盒子裡面是什麼東西？結果打
開一看 是他家裡庭院的 他認為最
珍貴的石頭要送給師尊 那我家裡哪
有地方擺你這塊石頭？所以不要送又
重又笨的東西 你要送個比較小一點
的 很小很輕的 而且很透明的 裸
鑽就可以了 我也不貪你那麼大的一
塊石頭 我只貪你小小的一片 像尾
指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送禮的覺受不同 對不對？
人家送你禮物 看了蠻實用的 最近
我是自己洗襪子 其他的都放在洗衣
機裡面洗 襪子我是自己洗
Brunei 的師兄就送我沐浴乳 我沐
浴乳不是拿來沐浴 我是拿來洗我的
襪子 沐浴乳比較不會傷皮膚 我用
手去揉擦襪子 很好用 差不多兩瓶
都快用完的時候 他又送來兩瓶 剛
剛好 非常實用 這種感覺不一樣
就是：﹁欸！你知道我快要用完了
又送來兩瓶 ﹂你的沐浴乳剛好讓我
洗襪子用 非常感謝
Brunei 汶萊
的師兄 這個就是送禮比較實用的
那一種感覺不一樣 你送給師尊東
西 師尊看了一下 哇！這很好用
不是說很大的禮 只是一個沐浴乳
但是卻剛好洗我的襪子
我每天洗襪子 天天洗 每天晚
上回去一定要洗襪子 洗好襪子把它
晾起來 第二天又換又洗 每一天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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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講：﹁當然！菩薩是無時不在
的！當需要祂幫忙的時候 祂就會出
現 ﹂小男孩想了想 慢慢走到門
口 對著門外面喊：﹁菩薩 祢在外
面嗎？幫我把掃把拿進來好不好？﹂
菩薩雖然無所不在 祂也變化無窮
修行都是要靠自己 你自己修出來
了 你才能夠拿得到
光有神通也沒有用 像目犍連有
神通 神通第一 十大弟子當中最偉
大的目犍連 跟舍利弗平等的 目犍
連跟舍利弗等於是 brother
目犍
連神通第一 舍利弗智慧第一 但是
目犍連他的業障很重 他的神通雖然
很廣大 但是神通還是不敵業力的
不要迷於神通 我講不要迷於神通的
原因在這裡 目犍連是十大弟子當中
神通第一 但是最後被外道用石頭打
死 他想變走都變不了 因為他本身
來講 他的神通有了殺生的現象 後
來他因為有殺生的業在他的身上 神
通不敵業力 他一樣要被石頭給砸
爛 把自己毀掉 不像舍利弗 他回
到自己的家鄉 一打坐 他就成佛去
了 他就是華光佛 所以智慧第一比
神通第一好得多了
當初的琉璃王去攻釋迦族淨飯王
的城 琉璃王跟淨飯王打仗 琉璃王
去打 釋迦牟尼佛要阻止 因為祂是
釋迦族 釋迦牟尼佛就是釋迦族 祂

誤會 有的時候也會誤會 誤解 感
覺上不對 其實是誤會 這個也要注
意 學佛的人在感覺上 是佛的感
覺 佛給你的感覺 菩薩給你的感
覺 是阿羅漢給你的感覺 是緣覺給
你的感覺 是諸天給你的感覺 是地
獄 餓鬼 畜生給你的感覺 是鬼
中陰身給你的感覺 你要懂得分辨
不一樣的
所以我講大樂是不一樣的 凡夫
的樂是小樂 聖賢的樂是大樂 所以
在道家講﹁小周天 大周天﹂ 他在
循環 小周天的時候 任督二脈循環
是小周天 遍身的是大周天 任督二
脈在循環當中 那一種感覺是不一樣
的 那一種感覺跟大周天跟小周天通
通都不一樣 你必須要體會得出來
當你在證驗四喜四空的時候 四種歡
喜產生出來 然後又回去 由樂轉成
空 就是樂空雙運 快樂跟空的一種
雙運 等到樂空雙運結合了 就產生
光 光出現了 那時候整個就可以任
運 佛教的道理跟道家的道理跟世間
的道理是相通的
你感覺 你不要去誤會 其實很
多的靈鬼 靈鬼最容易相應 跟鬼最
容易相應 我講過泰國養小鬼 你跟
小鬼相應了 沒有風 在密室裡面香
都在抖 就知道他來了 甚至於那個
布的旗子 你插一個黃色的旗子 黑

站在路的中央 琉璃王看到釋迦牟尼
佛 他就退兵 彼此之間有交情 第
一次退兵 第二次又攻的時候 釋迦
牟尼佛又出現在路的中央 琉璃王又
退兵 第三次 釋迦牟尼佛知道 淨
飯國裡面也會出現事情 他們自己有
業障 所以琉璃王就攻城 攻城的時
候 目犍連知道：﹁祢是釋迦牟尼
佛 祢是釋迦族 祢為什麼不能救自
己的父王 跟祢的所有的大臣 所有
釋迦族的人 為什麼不去救？﹂目犍
連就用神通 把缽變小 吃飯的缽
他托著一個缽就神行到了釋迦族的上
面 就是淨飯王的國家 他救了五百
個人放在缽裡面 然後再飛回來 飛
回來的時候 他說：﹁我救了釋迦族
五百眾 ﹂五百眾就是很多的意思
﹁我救了釋迦族很多的人 ﹂佛說：
﹁你拿出來給我看 ﹂一倒出來 都
變成血水 全部化為血水 所以救不
了 這個叫做在劫難逃 你有這個業
障 你有這個債 你必須要還 你神
通再大也救不了釋迦族的人
所以這裡就提到 大家主要的目
的是要成佛 報身佛 法身佛 應身
佛 到了佛國淨土 這是我們修行人
的目的 而不是在神通 你如果去學
神通 你就跟目犍連一樣了 今天講
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色的旗子 那個旗子都會振動 就知
道他在 你養小鬼就成功了 很多藝
人也養小鬼 到泰國去請一個小鬼回
來養 那個油 就是屍體的油 放罐
子裡面 裡面有一個很小的小鬼 泡
在屍體的油裡面 那一種也是 甚至
雕刻出來的小鬼 還有養洋娃娃那麼
大的 現在泰國有洋娃娃 那個洋娃
娃也是小鬼
我也曾經講過耳報法 也等於是
養鬼的一種 你只要養鬼 也會有神
通 他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 明天雖
然氣象預告是晴天 但是你出去帶
傘 我告訴你 那個小鬼在耳朵講：
﹁幾點的時候就會下雨 ﹂氣象預報
是晴天 結果在幾點的時候是真的下
雨 他帶傘出來大家都在笑：﹁太陽
那麼大你帶著傘？﹂我有耳報法 他
告訴我今天會下雨 出去郊遊 真的
下雨了 趕快把傘拿起來 他有傘
別人都沒有 就有這種力量 告訴你
明天什麼客人要來 哪一個客人要
來 貴人從哪一個方向來 討債的從
哪裡來 他都可以告訴你的 這耳報
法 但是這種神通只是鬼通 靈鬼的
通 像乩童 講他是濟公活佛 講他
是觀世音菩薩 講他是玉皇大帝 講
他是媽祖 講他是那個
精神醫院
裡面就已經很多了 他們都看得到
我以前講過一個笑話 就是有一

個人自稱是蔣介石 就是蔣總統 進
去了 關起來 又來一個 也稱他是
蔣介石 啊？怎麼兩個蔣介石呢？精
神醫院的院長不管 把兩個蔣介石關
在一起 那時候就沒什麼聲音了 以
前經常大嚷：﹁我是蔣介石！﹂你們
要聽我的 蔣介石開始講他的元旦賀
詞：﹁中華民國完蛋了 ﹂他的口音
就是完蛋了 元旦他唸成完蛋 然後
兩個蔣介石擺在一起 一點聲音都沒
有 這兩個蔣介石好像好了 院長就
叫過來問 問一個蔣介石：﹁你是什
麼人？﹂他說：﹁我是蔣介石 ﹂
喔 還是蔣介石 問第二個：﹁你是
什麼人？﹂﹁我現在不是蔣介石 我
是蔣夫人 ﹂怪不得兩個那麼好 那
麼恩愛 那個牢房很安靜 比的都是
大人物啊 大得很哪！有的講他是上
帝 有的講他就是教宗 大家都很
大 這些靈鬼附身多得很 看得見也
聽得到 最好不要跟鬼打交道 請鬼
容易送鬼難 有一天他不爽了 他把
你也弄死了 養鬼不容易 養鬼不是
很好的事情
有一個小男孩怕黑 一天晚上媽
媽叫他去大門口拿掃把 小孩子講：
﹁媽媽 我不敢出去 外面很黑
耶！﹂媽媽就講：﹁不要怕！孩子
有菩薩在那裡 祂會保護你的！﹂小
男孩問：﹁妳確定菩薩在外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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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四層灌頂不同

而分別

教示諸三昧耶的戒體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
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針巴拉 查冷
查那耶 梭哈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與
會貴賓是：︿行政院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師兄 拿汀李菁師姐 千金李琪師姐
︿天音雅樂合唱團﹀林師姐 郭師兄 台北市議員闕枚莎代
表闕師姐 美國︿綠健有限公司﹀段生泉董事長 中華民國
僑務顧問謝明芳女士 中國︿成都錦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董事長顏華小姐 ﹁陽光舞供團﹂所有的團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好唔好？︵粵語︶︵好︶知唔知？︵粵語︶︵知︶
知道個什麼啊？下個禮拜天九月十一日下午三點是﹁孔雀明
王護摩大法會﹂ 孔雀明王 大家知道的 祂是戴著毗盧遮
那佛的冠 孔雀是象徵著阿彌陀佛 西方極樂世界 因為西
方極樂世界有迦凌頻伽的鳥 有孔雀 有鸚鵡 另外祂也是
拿著吉祥果跟聚緣果跟孔雀羽跟白蓮花 這個代表著息
增 懷 誅四個 所有的明王大部分都是忿怒相 只有孔雀
明王長得最漂亮 祂的咒語是：﹁嗡 摩玉利 吉拉帝 梭
哈 ﹂我記得祂的咒音 唱出來的時候非常好聽 至於這麼
大的孔雀明王 主祈不主祈隨意
黃財神 以前我的上師這樣子跟我講 祂說：﹁財神大
部分都是四大天王去轉化的 ﹂祂的眷屬很多 黃財神或者
是紅財神 黑財神 綠財神 祂們的眷屬都很多的 像長壽
五天女 辯才天 恣意天跟妙音天 大吉祥天都是一樣屬於
祂們的眷屬 黃財神在︿真佛宗﹀是列為八大本尊之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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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裡提到 我去日本四國的時候 去繞空海大師的八
十八靈場 最後到了一個宮殿叫做︿金刀比羅宮﹀ 位於日
本四國北部香川縣琴平町 要爬很多的階梯才會到 ︿金刀
比羅宮﹀的意思就是四天王的北方多聞天王│黃財神│針巴
拉 四天王祂曾經有誓願 說祂們要護持佛法 所以四天王
本身護持佛教功德甚大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有祈請四天王幫助戰爭的事
情 在中國曾經有修行四天王 護佑國家能夠強盛興隆 甚
至可以抵抗外來的侵略 有這樣子的一個故事在裡面 所以
祂不只是財神 祂還能夠做護法的功能 甚至於能夠抵抗外
侮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祂只是財神的身份 其實祂也有護
國 護國就是保護國家 四天王能夠保護國家的 你打開農
民曆 唯一在天下之間巡行的就是四天王 所以有﹁四天王
巡行日﹂ 那一天你打開通書 我們台灣人講通書 香港人
他是輸不起的 香港人叫通勝 不叫通書叫通勝 打開來看
裡面有﹁四天王巡行日﹂ 祂們四個天王下降 帶領著所有
的部隊去巡察眾生的善惡 那個日子就叫﹁四天王巡行
日﹂ 這個是黃財神│針巴拉的功德
我們今天再講一下︽道果︾ 再講一段 ﹁﹃諸三昧
耶﹄ ﹃五空行補闕﹄ 則為對一瑜伽士欲即身得證 除須
守共乘及波羅密乘戒律外 特依四層灌頂不同而分別教示
﹃等引﹄ ﹃後得﹄ ﹃飲食﹄ ﹃守護﹄ ﹃不離﹄等諸
三昧耶的戒體 違犯事 所補救之法 ﹂這個看起來幾個字
很簡單 其實這個就是戒律 昨天我們講到﹁四灌﹂ 今天
講﹁諸三昧耶﹂ ﹁五空行補闕﹂ 則為對一個瑜伽士即身
得證 除須守共乘及波羅蜜乘戒律外 特依四層灌頂不同而
分別教示﹁等引﹂ ﹁後得﹂ ﹁飲食﹂ ﹁守護﹂ ﹁不
離﹂等諸三昧耶的戒體 違犯事 所補救之法 這樣大家看
了 大概有一個意念在裡面 什麼叫做﹁三昧耶﹂ 我講

什麼會選黃財神呢？大概也是因為顏色 因為祂是黃色的
黃色代表著增益 紅色就代表著敬愛 黑色就代表著降伏
綠色是代表著一種寶物 這是因為顏色的關係 這裡介紹黃
財神是這樣子的 多聞天王身是黃色 半跏趺座 頭頂黃金
的寶冠 寶冠上飾滿寶石 臉是圓的 稍微福態 身披寶石
的鍊 其右手持一寶 如柚子形 祂的左手抱吐寶鼠 這個
鼠能夠吐出無量的寶藏 一般財神 他們在雕刻上面 都會
刻著老鼠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祂們這些財神都喜歡老鼠 我只
知道我們︿西雅圖雷藏寺﹀的冰箱 老鼠會開冰箱 ︿西雅
圖雷藏寺﹀廚房的冰箱都有老鼠在開冰箱 不過在中國
Mainland China 有幾件事情是這樣子 我曾經看過︽七俠五
義︾這本書 其中的﹁五義﹂都稱為鼠 五義就是他的外號
都是稱為鼠 其實老鼠也是滿討人喜歡的 欸 不行！什麼
老鼠討人喜歡？
我以前住家當中最多老鼠的地方就是 Kelsey Ridge
那時候的︿南山雅舍﹀ 地下室有很多的老鼠 幾乎每一家
都有老鼠 那是在山區 在山的地方都有老鼠 哇 那時候
老鼠真的實在是太多 多到怎麼樣子呢？牠可以在我們家的
沙發底下 牠去鑽一個洞 然後變成老鼠窩 在沙發底下變
成老鼠窩 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老鼠 一個家族全部住在那
裡面 很好的一座沙發 很貴的 特別去買來很貴的沙發
牠居然從底下挖破一個洞 然後進到裡面 住了差不多十幾
隻老鼠都有 太多老鼠也不行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把這些財神都跟老鼠配在一起 這
個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你們知道嗎？啊？喔 錢鼠 是可以
咬錢的錢鼠 你大概對老鼠比較有經驗 錢鼠 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意思 不過我們常常講 在海中最有錢的就是龍王
在大地最有錢的就是堅牢地神 還有地母 山神都是在大地
上最有錢的 在天上最有錢的就是四天王 四天王祂們是最

﹁三昧耶﹂ 第一個 最上面就是上師 第二個就是弟子
第三個就是本尊 這三個之間有線連起來 這個叫﹁三昧
耶﹂
三昧耶就是本尊 上師跟弟子 三個結合起來的一個三
角形 就是三昧耶 這個當中有線連起來 這個線只要一
斷 就叫做﹁破三昧耶﹂ 線完全連得非常地好 叫做﹁守
護三昧耶﹂ 本尊是什麼化出來的？是上師給你的 上師教
這個本尊 給你咒語 給你身相 這一尊的身相 給你咒
語 然後給你手印 你就要守護上師 本尊跟你自己之間接
起來的三角形 這個叫做﹁三昧耶﹂ 這樣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根本上師跟弟子之間 跟本尊之間都是有互相相連的共
同的誓言 你來皈依的時候你就有發了誓 發了願 你受了
灌頂 本尊所發的誓言 就是你們修祂本尊的時候所發的誓
言是要一樣的 是要一樣相通的 都是要連起來 你要守護
自己本身的誓言 所以我常常給上師灌頂的時候我講了一句
話：﹁今天給你做上師│阿闍梨的灌頂 未來就等於推你進
海 你會游泳 游上了彼岸 你就成就 你游不上彼岸 你
就沉入大海 ﹂
所以當阿闍梨不是很簡單的 你以為：﹁我當了阿闍
梨 哇 開始了 可以給人家灌頂 可以給人家做法事 阿
闍梨大部分都會看風水 ﹂去了 雖然沒有學過風水 他也
會 突然之間要叫他看風水 他不能說：﹁我當阿闍梨上
師 我風水都不懂 ﹂他突然間就變會了 他說：﹁你這個
房子有毛病 ﹂好了 ﹁求上師幫忙把這個毛病解掉 ﹂眼
睛一閉：﹁好了 給你改好了 風水改好了 ﹂這個老子都
不會呀！這個根本上師這一招我都沒有學過啊！他們都會
了 這個上師都會 好厲害 其實很多上師看我的書 他們
懂得一點皮毛 懂得一點東西 當然基本上的都知道 但是
還有更深的東西在裡面 那種眼是入地眼 什麼叫做﹁入地

有錢的 現代這個時代 當然我們常常講 有錢有煩惱 沒
有錢煩惱更多 都是煩惱 有錢也是煩惱 沒有錢煩惱更
多 所以還是有錢煩惱比較好 我們選黃財神這一尊 主要
是做為︿真佛宗﹀在增益方面 能夠得到針巴拉本身的護
佑 增加大家的財富 增加資糧 增加財富 讓資糧俱足
比較能夠安心地好好修行
像這一次很多弘法人員不能夠到西雅圖來 他們大部分
的原因都是說﹁阮囊羞澀﹂ 就是說口袋裡面沒有錢 不能
買機票到西雅圖來受﹁大力金剛﹂的灌頂 能來的他們都來
了 像︿卦山雷藏寺﹀許德全 因為他常常講他許多錢 他
叫許德全 外號就是許多錢 很有錢的 今天在哪裡？站起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不能來的原因 他是跟同門這樣子講
他害喜 什麼叫害喜？就是懷孕了 害喜就不能來 你真的
害喜了？他喜歡開玩笑 所以害喜不是真的啦 不是真的害
喜 另外蓮育上師她也來了 她是有原因的 她曾經寫過一
封信先跟我報告 她說她那一天不能夠來灌頂 因為有人做
中元普度 請她去做主壇 她說如果她不去做主壇 他們那
個區的中元普度就沒有 就不做普度了 所以她是有原因沒
有來的
另外有一位蓮史上師 他說最近也要趕過來 這個能夠
趕過來 他說要趕過來 要懺悔 然後再補灌頂 ︿宗委
會﹀的決議是給他殺頭 要辭他的職 他說不管辭不辭他的
職 他都是師尊的弟子 他永遠都是師尊的弟子 這一句話
看起來非常地感人 師尊在這裡 他如果來 也懺悔了 就
給他留校察看 本來網路上已經都貼出來了 把他上師的職
位都辭掉了 師尊就求︿宗委會﹀ 請︿宗委會﹀慢點開
鍘 雖然已經開了鍘 但是還有半條命 讓他留半條命吧
他也懺悔了 也來了 也補了灌頂 就給他留校察看 如果
將來他有犯了這個錯 那時候再開鍘 我是想這樣子 總之
不捨一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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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是屬於特殊的乘 波羅蜜多乘跟佛乘 就是成佛的乘
跟成菩薩的乘 波羅蜜多就叫做菩薩乘 也就是大乘 小
乘 一個是波羅蜜多乘是屬於大乘 小乘是屬於共乘 就是
聲聞乘 這兩個乘都要守這個戒律 必須要守 另外的戒律
就是金剛乘的戒律 就是﹁三昧耶﹂ 特依四層灌頂不同而
分別教示﹁等引﹂ 我剛剛講了 上師 本尊 弟子三個就
是﹁三昧耶﹂ 等引就是相等的接引 ﹁後得﹂ 以後層層
的灌頂 得到這個灌頂的時候必須守的戒律 ﹁飲食﹂ 有
飲食三昧耶 以前小乘的三昧耶│過午不食 你就要守這
個 你修小乘就要守這個過午不食 太陽日中以後 你都不
能吃東西 一直到了第二天 飲食三昧耶 守護三昧耶 你
跟所有的金剛神彼此之間的誓盟就是守護三昧耶 不離三昧
耶 不能夠隨便斷掉﹁等引﹂ 不能夠隨便離棄三昧耶 不
可以的 這個都是屬於規矩
﹁等諸三昧耶之戒體 違犯事 所補救之法﹂ 你犯了
三昧耶 如何去補救 如何去補闕 把它補回來 所以懺悔
跟還淨就是補回來的方法 這個叫做補救之法 這裡將來就
會再講到 這裡只簡單跟大家講﹁不要破三昧耶﹂ 也就是
說在﹁等引﹂上面不能破三昧耶 在﹁後得﹂上面不能破三
昧耶 在﹁飲食﹂方面不能破三昧耶 在﹁守護﹂方面不能
破三昧耶 在﹁不離﹂方面也不能破三昧耶 這是很重要
的 那個上師會看地理 他突然之間 他祖傳的 會看地
理 師尊給他阿闍梨的位子 不是教他看地理 你看阿闍梨
的證書上面寫著什麼？﹁明心見性﹂跟地理無關；再來？
﹁自主生死﹂跟地理無關；再來呢？﹁發菩提心﹂跟看地理
無關；再來呢？﹁傳法度眾﹂跟看地理無關 那位上師他只
是跟人家看地理 除了看地理以外 師尊做法會從來沒來
︿西雅圖雷藏寺﹀從來沒有到過 他從來沒有到過 不管在
哪裡傳法 他從來不出現的 等到快死的時候才出現 這個
就是﹁破三昧耶﹂

眼﹂？你眼睛看到地底下去了 叫做入地眼 你看風水必須
要入地眼 不會的 你就千萬不要來 你有相應的 你可以
幫人家問事 這個倒是無所謂
有一個上師專門給人家看地理 看錯了！他有沒有讀過
︽葬經︾啊？埋葬的葬 ︽葬經︾ 師尊是讀過︽葬經︾
的 郭璞的 劉伯溫的 ︽青鳥經︾ ︽青囊經︾我都是讀
過的 風水方面的書 還有師父教的 如何看龍 如何看
穴 如何看砂 看水 看向 龍 穴 砂 水 向五個方
法 五個要點 你去給他放了顛倒 磁向顛倒了 這很麻
煩 這位上師是這樣子的 他不但看陽宅也看陰宅 陽宅
陰宅全部看 他的風水的知識哪裡來的？他說：﹁祖傳
的 ﹂過去沒有當阿闍梨以前 從來沒有聽過他給人家看風
水 也沒有祖傳 當了阿闍梨 突然之間有了祖傳的風水
他就一直給人家看 看到最後 那個鬼不饒他 把他纏住
了 整個臉變黑 身體什麼毛病都有 最後死了 最後就走
了 我一看 就知道鬼在他身上 那個鬼是不服他 為什麼
呢？他把人家下葬 頭要在這裡 碑要在這裡 這個才是對
的 他有一次他就糊里糊塗 把頭葬在碑的後面 腳向外
面 棺木剛好顛倒 那個鬼不服就找他 他一直找我 說被
人家下降頭 我看不是 是鬼附在他身上
你知道 一個龍很不容易看 龍就是地氣 地裡面有
氣 他不懂 給他葬在濕地 也就是說兩個山這樣子 這個
流水的地方 那時候水乾枯了 他就把他葬在那裡 等到下
雨了 水就把他的墳給淹起來 那個地方不能葬的 石頭太
多的 氣就鬆了 不能葬；砂太多了 沒有氣 不能葬；手
拿起來 太黏了 氣走不過去；太鬆了 就是砂沒有氣；拿
起來 剛好黏住 但是也可以把它分散的 那個地 那種氣
才會流過去 另外你要看地 在山看地很容易 因為有龍的
地方它必須突起 氣走的姿勢 出來幾個星 你可以看 還
有界水止來龍的地方就是穴

給你阿闍梨證書上面寫得很清楚的 你必須要守這四個
誓盟 你這四個誓盟沒有守 你算是什麼阿闍梨？看地理有
阿闍梨嗎？你當地理師就可以啦 對不對？所以一直求我
我說：﹁我沒有辦法 你早就犯了三昧耶 你沒有辦法救
了 讓你到地獄去吧 戴著五佛冠 ﹂跟你講 不是 我隨
便在香港問他一個咒語：﹁這個咒語 我傳過大威德法的
咒 你會唸嗎？﹂他說：﹁不會 ﹂﹁你會唸什麼咒？你會
持什麼咒？﹂他講不出來 我說：﹁你修什麼本尊？﹂這個
阿闍梨你修什麼本尊？﹁我不知道本尊是什麼 ﹂啊？有這
樣子的上師！因為在那邊沒有上師 那個很偏遠的地方 它
沒有上師 我挑三個 我說：﹁你們叫三個人出來 ﹂我點
了三個人：﹁哪個人要當阿闍梨 你們三個去商量 ﹂結果
他們商量出來了 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他不當 一個比較有學
問的他也不想當阿闍梨 就只有那個人想當阿闍梨 就只有
他了 只好讓他當 結果他天天看風水 什麼都不知道 沒
有修法 所以不行！這個就是﹁破三昧耶﹂
所以這四句話 剛剛講的 當阿闍梨的這四句話就是誓
盟 你知道阿底峽尊者跟自己的上師 祂從斯里蘭卡坐船
到了印尼的占碑去拜金洲大師為師 也不是馬上去了馬上拜
師喔！沒有 彼此之間都知道 金洲大師知道有印度的大成
就者│阿底峽尊者來到了占碑要找祂 祂不馬上見祂 阿底
峽到印尼的占碑 祂並沒有馬上去見金洲大師 祂也是在那
邊左右 祂觀察自己的上師 彼此之間觀察 在有一次的聚
會當中祂們見面了 那個時候才結了緣 那時候阿底峽尊者
才向金洲大師學法 金洲大師傳給祂﹁綠度母﹂跟所有發菩
提心所有的法
你知道阿底峽尊者祂的胸前擺了一個盒子 那是誰呀？
那盒子裡面裝的東西就是金洲大師的舍利 永遠掛在祂胸
前 就是阿底峽尊者 金洲大師的舍利 每一次說法 祂都
把祂的項鍊拿起來 頂在頭上 向自己的根本上師│金洲大

﹁界水止來龍﹂我們比一個例子 ︿西雅圖雷藏寺﹀它
就是界水止來龍 它不是故意把它墊高的 那一個包不是把
它墊高的 而是原來就是一個山包 所有從 Bill Gates 那
邊的所有的龍 一直到閃米密西湖 那裡起了一個包 剛好
可以喝閃米密西湖的水 而且那是最後的 最後的一個胎在
那裡 除了那個胎以外 在底下已經沒有胎了 底下就散開
了 氣就散開 那就是﹁寶穴﹂ 就因為祖廟在那裡 才能
夠引得︿真佛宗﹀遍佈全世界 ︵眾鼓掌︶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虎邊高一點 龍邊低一點 虎邊高
龍邊低 趕快做一個龍神碑 那個龍神碑還是從那個胎裡面
把它挖出來 放在那裡 以鎮住虎邊 不然我們︿真佛宗﹀
都是女子的天下 女人的天下 ﹁白虎山頭起尖峰 老婆一
定打老公﹂ 有幾個偈 老婆一定打老公 出了幾個女的上
師都是威風八面的 男的上師就變成龜縮了 這個沒辦法
這個地理上形成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地理的原因
我 們 那 邊 界 水 止 來 龍 就 是 到 那 裡 整 個 Bill
Gates 的氣 你看 Bill Gates 我以前來美國 三十幾年
前經過 Bill Gates 那邊的時候 全部都是樹林 我講了一
句話：﹁這是天下第一富豪的地 ﹂當時在場的有誰？﹁這
個是天下第一富豪的地呀！他一定會住在這裡的 ﹂就是
Bill Gates 的︿ Microsoft ﹀ 天下第一富豪的地 三十
幾年前我就講了 那時候全部都是樹林哪！我坐在包的上面
往前面看 可以看到這間房子蓋起來 前面房子蓋起來 看
不到湖 閃米密西湖 就看到有來龍 有穴 有兩邊的砂
有前面的水 有方向 再好的地就沒有了 那個地 那個
胎 那個包也不是很大 但是不是很大 它就可以弘揚四
海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三昧耶 這裡我要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三昧
耶﹂ 一個瑜伽士要即身得證 除了要守共乘 什麼是﹁共
乘﹂？三乘裡面的共乘 所謂佛乘 波羅蜜多乘 金剛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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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密集金剛為主 大威德金剛為輔 你要懂得這些金剛法了
以後 你才能夠有金剛法的這一種成就 修習金剛法才能夠
有成就 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一天到晚就在做金
剛法 大幻化網也做了 其實要講解這些金剛法都是要兩
三年的功夫 不是一次就可以了 ︿台灣雷藏寺﹀現在要求
勝樂金剛 我只能夠以勝樂金剛的儀軌來傳給你們 其實要
講﹁勝樂金剛法﹂就像講︽道果︾一樣 要講好幾年的 那
不是金剛法 那只是一個儀軌 所以大家要清楚
啊？今天怎麼都沒有講笑話 有一位老農夫第一次進
城 停在大樓的電梯口久久不離 老農夫便問管理員：﹁你
們這個東西要賣嗎？﹂管理員非常地奇異 問他：﹁你買它
做什麼呢？﹂老農夫說：﹁我剛才看見一個老太婆走進去
變成一個姑娘出來 想買回家幫我老婆變一下 ﹂這是不通
的 你必須要有密教的所有一切的知識 密教一切的智慧
你才能夠修行 簡單地講 所以我講這些金剛法的根源給你
們聽 就是你們必須要懂得金剛法 不是隨便亂求：﹁我要
求勝樂金剛 ﹂等一下說：﹁欸 ﹂馬來西亞突然間跟我
講：﹁那我要求密集金剛 ﹂五大金剛法給你們都求了
喔 我們超越了藏密四個教派
像薩迦教就是喜金剛為主 勝樂金剛因為是薩迦五祖八
思巴 祂講了勝樂金剛 所以勝樂金剛為輔 其他的祂不涉
及 一個薩迦教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亂求 台灣要求勝樂金
剛 馬來西亞要求密集金剛 哇 我現在講︽道果︾ ︽道
果︾很重要喔！︽道果︾就是薩迦教最主要的經典 寧瑪派
就是大圓滿最重要的 白教│噶舉派 它是香巴噶舉 另外
還有一個噶瑪噶舉 另外還有直貢噶舉 它分為四大派八小
派 很多種傳法的 它是以大手印為主 格魯派是以﹁大威
德法﹂為主 ﹁大威德法﹂是格魯派；大手印是噶舉派；寧
瑪派是大圓滿；薩迦派是﹁道果﹂ 我現在講的是﹁道

師頂禮 隨身佩戴著 這個就是﹁三昧耶﹂ 你的來源是什
麼 你的等引是什麼 是你的本尊 是你的根本上師 是等
引 你離開了自己的本尊 斷了三昧耶 離開自己的根本上
師 斷了三昧耶 這個是很嚴重的戒律
我提到阿底峽尊者 綠度母就是由祂帶到西藏的 祂收
了好多在西藏的弟子 進入西藏收了好多弟子 我舉兩個弟
子好了 他的名字我稍微忘掉 我就講一個叫金敦 一個叫
木敦 我是比喻的 這個名字不一定正確的 一個叫金敦
一個叫木敦 木敦憨憨 直直︵憨厚︶ 金敦很奸巧 他的
莊園很大 他是土司 莊園很大 阿底峽尊者觀察兩位 要
把傳承交給憨憨 直直那個木敦 有消息傳出來 金敦聽到
了 很火 但是他不動聲色 請阿底峽尊者到他的莊園來傳
法 到了金敦的地方 就把阿底峽尊者關起來：﹁一定要傳
我法 一定要把傳承給我 不然我就把祢殺了 ﹂阿底峽嚇
得連夜像老鼠一樣挖土壕鑽出來 跑啊！騎著一匹馬跑 金
敦土司本身就有些兵馬 在後面追祂 到最後阿底峽尊者到
了渡頭上了船 金敦到了就射了幾隻箭 射祂沒有射到 這
個就是斷了三昧耶 等引沒有了！上師 本尊 護法沒有
了
阿底峽本身來講 祂跟自己的金洲大師真的是 只要祂
一說法 一定把祂的項鍊頂在頭上說：﹁這是我的根本上
師 頂在頭上的 ﹂就是不能斷三昧耶 就是在這裡 本
尊 護法 本尊 弟子跟根本上師 三個是等引 相等的
線 等引 不能斷的 斷了就沒有了 斷了這一切都沒有
了 像那個金敦就是斷了
阿底峽尊者在禪觀當中到了色究竟天 釋迦牟尼佛在那
邊說法 很多法座 上面坐的就是大阿羅漢 有一個空位
阿底峽到了那裡 就要爬上那個空位 祂爬上來了 釋迦牟
尼佛看祂一眼 誰叫祢上來的？那個阿底峽憨憨︵台語︶：
﹁我就想說有一個空位 應該是給我坐的吧？﹂﹁這是出家

果﹂
朋友最近買了一輛四輪帶動的越野車 停在樓下 車後
面有 4 X 4 的標誌 第二天下去 不知道哪個小孩子給它
刻上﹁等於十六﹂ 四四一十六 心疼啊 趕快去補漆 回
家 隔天早上下樓又看 又刻上了等於十六 氣死人了 跑
到修理廠跟噴漆的講說：﹁給我噴了等於十六的字樣 ﹂弄
好回家 這樣就安心了 這回你不會寫東西了吧！隔天下
去 他又徹底崩潰了 小孩子在等於十六上面刻了一個
﹁對﹂ 這是三昧耶 相等引 四四一十六 他說乾脆他也
把它刻上四四一十六 結果小孩子在旁邊給它寫一個
﹁對﹂ 正確 小華講：﹁我媽媽是碩士 爸爸是博士 ﹂
小明講：﹁靠 有什麼了不起 ﹂小華問：﹁那你爸爸 媽
媽是什麼士？﹂小明就講：﹁我爸爸是男士 我媽媽是女
士 ﹂這個不能刻上等引 因為一般的講法就是這樣子 所
以﹁等引﹂很重要 所謂﹁等引﹂就是說互相的關係 師
父 弟子 本尊彼此互相的關係 你有沒有犯了戒體？有沒
有犯？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等引﹂
小華講：﹁你知道哪一個國家的人分手最痛苦嗎？﹂小
明就講：﹁我想不到 ﹂小華講：﹁答案是 Korea
韓
國 ﹂你們想想看有什麼理由 小明就問：﹁為什麼是韓國
呢？﹂小華講：﹁因為街上每一個女孩都長得像她 ﹂因為
每一個都一樣 你跟她分手 不是看到每一個都很傷心嗎？
分手最痛苦的 三昧耶的戒體 身 口 意都有三昧耶的
戒 我們行者要懂得什麼是﹁三昧耶﹂ 我講的 第一個就
是﹁等引﹂ 祂彼此之間是有關係的 如果沒有關係就斷了
三昧耶了 也不可以超越的 不能夠超越的
你說哪一個祖師 我們講白教的就好了 那洛巴的心子
就是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的心子就是岡波巴 岡波巴的心子
就是杜松虔巴│第一世大寶法王 什麼叫做﹁心子﹂？心子

的法座！﹂釋迦牟尼佛講 ﹁這裡都是出家的法座 祢下
去！﹂祂乖乖爬下來 在底下聽法 祂規矩很嚴的 釋迦牟
尼佛說：﹁除非祢回去以後趕快出家 ﹂然後阿底峽尊者到
上座部去出家 上座部的人跟祂講：﹁祢沒有資格來我這裡
出家 ﹂祂沒有辦法 祂就跑到大眾部去出家 出家了以
後 祂到了色究竟天 祂就可以坐在那個法座上了 所以這
個也是一個三昧耶 也是一個等引的三昧耶 這個就是你身
修行的三昧耶 也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戒體 你違反了 它的
補救的方法都在﹁道果﹂裡面
我告訴大家﹁金剛乘﹂ 大家知道︿薩迦寺﹀ ︿薩迦
寺﹀主要的金剛就是喜金剛 喜金剛是薩迦派最主要的金剛
法 薩迦派最主要是喜金剛 因為我得到薩迦證空上師│德
松仁波切的傳承 所以我才能夠寫︽喜金剛講義│大樂中的
空性︾ 喜金剛就很厲害了 但是到了薩迦五祖八思巴的時
候 祂以勝樂金剛來輔助補充說明喜金剛 所以薩迦派它主
要的是喜金剛 輔助的金剛是勝樂金剛 再來 白教那洛巴
的﹁那洛六法﹂ 傳承於五大金剛法 五大金剛法裡面的喜
金剛 密集金剛 勝樂金剛 大威德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
這五大金剛法裡面的主體變成﹁那洛六法﹂ 那洛巴的六
法 所以白教最主要的金剛法 ﹁那洛六法﹂大部分都是引
用這五大金剛法裡面的主體去分出來的 它最主要的金剛法
是勝樂金剛 白教勝樂金剛
寧瑪派就是舊教 它是密集金剛跟勝樂金剛並重 密集
金剛是屬於父續的金剛王 勝樂金剛是屬於母續的金剛王
母續的金剛王就是智慧的金剛王 父續的金剛王就是方便的
金剛王 方便的金剛王叫父續 這兩個也是相通的 所以五
大金剛法 你只要會一種 其他的做輔助就可以了 寧瑪派
是密集跟勝樂都用 白教是五大金剛法以勝樂金剛為頭 底
下通通都是輔助；薩迦派就是以最重要的喜金剛 以勝樂金
剛為輔；至於格魯派 就是新教 格魯派它本身的金剛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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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子的關係 師父是父 你是 children 你是小孩 就
是這一種關係 師父是父親 你是子 所以叫做﹁心子﹂
我們這個黃教的傳承 第一個祖師爺是誰？甘珠仁波切 甘
珠活佛 甘珠活佛的心子就是吐登尼瑪 滿清編譯︻大藏
經︼的那一位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的心子是誰呀？是吐登達
力 吐登達力的心子是誰呀？是吐登達吉 吐登達吉的心子
是誰呀？是師尊 我看我的師父就是我的父親 這是父子之
間的關係耶 所以叫﹁心子﹂ 這個是﹁三昧耶﹂ 這一條
就是﹁三昧耶﹂ 不能斷 沒有超越的 你兒子超越父親
那你變成我祖父了 哪有這回事？所以父子之間的關係就是
﹁等引﹂ 跟你講﹁三昧耶﹂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父
子﹂之間的關係
你知道嗎？吐登達吉祂在最危急的時候 祂得到肺炎
在香港的瑪麗亞醫院 有伊莉莎伯醫院 伊莉莎伯醫院是
嗎？在伊莉莎伯醫院 我去見祂 祂臨終的前三天 全身戴
著氧氣罩 呼吸非常地急促 最好的抗生素都給了 套著氧
氣 全身發抖 我跟師母去見祂 別人都見不著 祂不見任
何一個人 一聽說我來了：﹁見！﹂奇供就把我們引到祂的
床前 我們兩個人也是一樣跪下來 跟祂祈禱 祂伸著手給
我跟師母加持 那個手伸出來是發抖的 這樣子抖 一直
抖 抖過來 這樣子給師尊加持 給師母加持 祂意思就是
說：﹁兩個人來了 都來了 很好！給自己的心子加持 臨
終前三天 已經病得很嚴重了 我走出病房跟奇供講 我是
奇摩 他叫奇供 是祂的親身侍者 我跟奇供講：﹁這回我
一離開香港 恐怕又要趕回香港 ﹂沒有錯 因為三天以後
祂就過世了 在祂最後臨終 被自己師父加持 就是我！祂
有病 我一樣趨前去求祂加持
我得了蜂窩性組織炎 回到西雅圖 突然之間沒有人要
給我加持 ﹁祢自己有病還給我們加持 ﹂不是這個意思
到最後他們解釋說：﹁不是這個意思 師尊已經有病了 很

累 為什麼還要那麼辛苦？我們體念師尊生病回來 ﹂我跟
你講 我在台灣就已經好了 我回來連吃一顆藥都沒有 就
是抗生素那些連一顆都沒有 在台灣就已經宣布﹁我已經好
了﹂ 回來雖然身體虛弱在養病沒有錯 要把肝功能跟腎臟
功能通通恢復 它必須要有力量給它恢復 我那個時候就是
很簡單講一句話 我那時候如果連加持的能力都沒有 那我
給你們加持什麼？就算我病很重 你們也要來給我加持 很
簡單哪！本尊是攝受的根本 你的根本上師就是加持的根
本 很簡單哪！護法就是擁戴保護你的根本 護法就是保護
你的根本 上師就是加持的根本 本尊就是攝受你的根本
這是﹁三根本﹂
我要加持炳祥的時候 手伸過去要加持 炳祥說：﹁不
用！不用！不用！﹂一直退 我說：﹁咿
﹂你﹁不用﹂
什麼嘛？就算我病很重 我也要加持你啊！這是﹁等引﹂
哪！這是相等啊！這個父子之間 父親給兒子加持 你﹁不
用不用﹂就斷掉了 很簡單就這句話 你看 我剛回來的時
候 吃完飯走出來 每個人都站著 每一個人都跟木頭人一
樣 不給我加持 你看 我心中想：﹁這些人都犯了三昧
耶 ﹂他以為我有病哪？我這樣加持就會傳染給他啊？我師
父得肺炎 圓寂的前三天 我都給祂加持呢！這個就是﹁等
引﹂哪！
有一天算命師跟我講 最近我會墜入愛河 我好感動
想說我已經快六十歲了 其實我是七十二歲 結果真的太準
了 那一天我回高雄 到了河邊去走一走 突然間我掉入愛
河 真的很感謝︿高雄市消防局﹀來救我 不會 師尊會游
泳 放心 我在初中的時候 就在高雄的愛河游泳 高雄有
一個愛河 ﹁墜入愛河﹂原來是掉到河裡
我們談一談這個也是很好的事 大家都彼此知道什麼是
﹁三昧耶﹂ 因為﹁祢沒有講 我們不知道﹂ 既往不咎
講了以後你們就知道 講了以後才知道 ﹁三昧耶﹂是很多

條 很多規矩的 密教有很多規矩 誰坐在上座
誰坐在下座 都是規矩 那個規矩太多了 實在我
沒有辦法 我到吐登達爾吉那裡去 下樓梯的時
候 我請師父走前面 師父說：﹁不對！祢永遠不
能夠在我上面！你要走前面 我走後面 ﹂上樓梯
的時候 師父走前面 弟子走後面；下樓梯的時
候 弟子走前面 師父走後面 不一樣的 規矩很
多的 我這個後面也不可以讓人家走 規矩 那個
是破三昧耶的
甚至我在走路的時候 那時候比較嚴 我講過
一句：﹁太陽的光照到我 這邊有影子 你不能踏
我的影子 ﹂這是﹁三昧耶﹂ 規矩就是這樣子
所以師父跟弟子之間如同﹁父子﹂的三昧耶 一定
要守！你不能說：﹁喔！我跟祢平等 ﹂甚至於越
過祢 在祢上面 那怪不得釋迦牟尼佛頭上長包
啊！因為到最後 真的很多弟子都在祂的頭上拉
屎 這個破三昧耶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 嗡嘛呢
唄咪吽
我再講一句話好了 密教有一句話講得非常清
楚 ﹁所有阿闍梨的功德來自於灌頂的根本上
師！﹂根本上師如果沒有教你這些密法 你哪裡來
的功德？很簡單嘛！這就是﹁等引﹂ 就是﹁三昧
耶﹂嘛！這個就是﹁等引﹂ ﹁三昧耶﹂
你自己能夠闖出一片天 你們所有的上師將來
都會收弟子 你收了弟子 你認為：﹁哇 都是我
的弟子 ﹂那你的根源呢？還是根本上師教你這些
密法 你用了這些密法去度了那些眾生 所以功德
還是歸於你自己的根本上師 這個就是﹁三昧
耶﹂ 好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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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當上師出

的真實處
成道證佛在﹁了義法﹂︵究竟真理︶上 當然也是虛
假的
佛陀從來就沒有成道或者不成道 佛陀成不成道﹁佛
性都在那裡﹂
無我的現象並不是由任何東西所引起的 它不需要任
何原因
儘管世態萬千 這無我的真我本質上也並沒有創造出
任何
即 沒有什麼是不屬於佛性內的任何﹁另外﹂
這便是無⽣ 本⾃俱⾜ 亦無⼀物︵指現象物 不是
連本性也無︶
過去已經不復存在 未來也尚未存在 只有佛性以及
眼前當下的遊戲 覺受得如幻似真罷
重點只在當下 安⼼在當下的每刻感受 知幻離幻
若有若無
仍可輕鬆的幻設⼀下希望 不多想 不執想 勿滯勿
受縛 有也是無︵如同不希望 不期待︶
僅供於觀照之下的遊戲妙⽤
眼前所顯的意識 可以永恆覺照於佛性的⾃然無為⽽
無不為
原本或估且無名⽽名為蓮榴 轉世⼀時叫榴槤；蓮榴
者誰？榴槤者誰？
⾃然無為以及盡藏遊戲 覺與被覺混然⽽無我無念

這裡也不是要批判希望 只是要說 如果不是覺者
你就會無休⽌地處在夢裡迷失的危險之中
創造那些無休⽌的希望 就是假我的構成
每⼀個希望都只是再度成為假我的⾷品 為爭奪⾷品
⽽緊張 ⽽憂悲苦惱 ⽽更加無法觸及想要達到的永恆⼼
安和妙樂的家園

遠古以來 透過執假為真 我們流過無量無盡的⾎
淚 飽受過無量無邊的幻苦 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由於不滿意不滿⾜ 由於不滿意不滿⾜所產⽣的困惑
痛苦 於是更不安於當下 ⽽去熱切執著地設造⼀個⼜⼀
個希望
⼀個希望遭遇到挫折 ⽴刻就會由另外⼀個來取代
⼜開始對新⽬標 新滿⾜進⾏忙碌追尋 形成⼀連串
新的貪婪
不知不覺中 創造出更多環環相扣的問題
⼈們沒有辦法活在假相本體的空性裡 沒有辦法活在
美夢惡夢的醒覺中 沒有辦法不執著曲折離奇 陰晴圓
缺 悲歡離合的⼀切現象

滿⾜寄望于當上司 當上師 誰知當上司
不了成果 出不了輪迴就只能下地獄

■文／蓮曉上師

無執希望才能無有失望︵二︶
︵⽂接三七⼀期︶
百萬元到帳後 你會想的是如何花費如何投資；花費
成功投資成功後 ⼜⾺上有了新的想望
沒有誰能夠安悠在當下的
希望消失時 ⽬標也就消失
塵世的⼈們似乎都沒有辦法不懷執希望⽽活
習慣了執著 不執著似乎會死︵受不了 恐慌絕望︶
的
對於唯⼀真實存在的佛性 凡⼈們毫無所感 不知道
⾃⼰認﹁真﹂之中的每⼀樣東西 反⽽才是虛假的
⼈們迷追的只是泡影
不是要批判泡影 只是要你在泡影裡吃喝玩樂 浪漫
愛情 家庭⽣活 政商旋渦中 務必是清醒著的 ⾃主不
貪的
如果認泡為真 追求著緊的越來越多 必然會迷失在
假上⼜假裡 夢內⼜夢中 ⽽不能⾃拔
如果不認泡為真 才能不隨泡滅⽽誤以為絕滅︵連能
顯幻化的本性也滅掉︶ 產⽣幻滅的驚恐與悲哀
幸福寄望于好⽼公 好乾爹 有時好⽼公 好乾爹也
是泥菩薩過江⾃⾝難保
輕安寄望於隱居或者當和尚 但須知煩惱不是來⾃朝
商場或者外星⼈⽽是⾃⼰的內⼼
政

但它能讓⼈落在實處

當你陷在不真實中的失落中 未來就變得⾮常重要
⾃然要執著期待下⼀個﹁更好﹂ 這就是所謂﹁沒有最
好 只有更好﹂
誤以為 也許下⼀個能夠執著到的﹁更好﹂ 就是永
恆的安頓了
帶著幻執希望的頭腦 永遠沒有辦法清淨閒逸與超
越 ⼀直被下⼀個 下⼀次︵能令滿⾜與⼼安︶所矇騙
想要操縱它︵﹁更好﹂︶ 但結果卻被它︵﹁更
好﹂︶操縱了
造就得越﹁真﹂越﹁實﹂的 當泡滅或者希望被擲到
地下時 你就有多受傷 多裂痛
創造出⼀個希望 然後可能會實現或不實現 但無論
如何 如果執著下去 遲早必然要接⼿到沒有希望的失
望
因為任何現象形態物 在過程裡⼀直不離空性為本
在其﹁成住壞﹂演化的最後階段 更是不會不回歸其
﹁空﹂性出處
你遵循了⼀個以幻為真的幻執的荒謬模式 必然要落
在荒謬的荒涼處
除了佛性 沒個東西是真的
除了真理 沒個東西是不會幻滅的
除⾮你⼀直不執著希望 就⼀定不會接過失望
不找死 不會死
意思即是 不迷於⽣死幻相⽽誤認為有⽣死的 就不
會有死的痛苦；不迷於得失幻相⽽誤認為有得失的 就不
會有失的悲哀
成道證佛也是⼀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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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 待續 ｜

灰的是⽩的是藍的 本來就是這個世界原來的樣貌 ⽽我
們⼀般⼈凡夫是因為⾃⼰有那個 加在這個鏡⼦上⾯ 所
以它就變了⼀種顏⾊ 你⽤⼀個灰⾊的鏡⼦ 看所有東西
當然是灰⾊的 你⽤⼀個⾊情的鏡⼦在這裡看世間的東
西 所有的⼈都是⾊情的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佛陀的
教法 你怎麼看這個世界其實往往反映出你內⼼還有﹁那
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樣⼦
因為真實的世界是被⾃⼰戴上⼀個有⾊的眼鏡 其實
這個道理我們拿到地藏王菩薩為什麼在地獄待得那麼快
樂 就是祂⾃⼰的家 因為祂眼中沒有地獄這個想法 祂
⼼中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家有很多的貪瞋癡所以才會形
成地獄 在地藏王菩薩來講沒有 祂看這個就是祂的內
⼼ 祂看世界是淨⼟ 可是眾⽣看世界是地獄 ⽽其實你
絕對不能講說地藏王菩薩好像跟眾⽣是⼀種對⽴的邊⾒
不是的！那只是⼀個不得已的講法 其實連淨⼟都是不存
在的 ⽽是祂⼀念清淨什麼都是清淨的

多⼈並不了解 ⽽且這些在師尊早期的書統統都寫過了 那
我覺得我們⾃⼰這樣看這個︽⼊菩薩⾏論︾ 很多時候我們
都應該好好的想⼀想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才能夠多為別⼈
少為⾃⼰？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得到？其實照寂天菩薩的
講法 你現在就開始 甚⾄其實你早就開始
因為按照密教的觀點 你現在會聽到這些法 ⼀定是以
前就聽過 不可能是現在才開始聽 現在才開始聽的應該只
看到了⼀本書上⾯的標題 叫做︽⼊菩薩⾏論︾ 就這樣！
那個緣很淺 在深⼀點的⼤概就是從書局拿起來看⼀看 翻
⼀翻 然後⼜放回去 再深⼀點是翻的時間⽐較⾧ 但是可
能也是放回去 再深⼀點 就是拿起來翻⼀翻 翻的時間⽐
較⾧ 然後覺得不錯 買回家去放在書架上 直到很深的緣
分的才會去聽到這個法 才會去研究這個東西 然後去實踐
這個東西 然後證悟這條路是對的 那才是最深的緣分 可
是那個都是過去以前慢慢累積到現在的 ︽⼊菩薩⾏論︾是
這樣⼦ ︽發菩提⼼論︾是這樣⼦ 在密教裡⾯這些法通常
都不是第⼀⽣聽會來這裡 這很多⽣很多世的了
所以⼤家要有信⼼ 絕對可以搞懂的 因為這個論難的
地⽅不是這裡 這個論真正難的地⽅是在第⼋品│淨濾 還
有第九品﹁般若智慧﹂這個地⽅才真的難的 尤其智慧 祂
在講什麼？祂就在講中觀 ⽽且很多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有分
什麼中觀⾃續 中觀應成 後來的⼈看祂的﹁智慧品﹂裡⾯

■釋蓮耶上師開示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十 六)
︵⽂接三七⼀期︶
現在師尊會叫⼤家先參 你先悟到了為什麼⼼不
可得你再去修⾏ 師尊常在講把你所悟的拿來實踐
祂這是⽐較像噶當的教法 那噶當的教法⼀部分在岡
波巴祖師後的⽩教被留下來 但是被保留最多的其實
應該是格魯巴的教法 ⿈教的教法 所以⿈教會去上
課 要考格西 考完格西你才可以進上密院或下密
院 ⼆選⼀ 選⼀個密院去修⾏ 所以我們講為什麼
還是要學這個論 因為祖師講得很清楚 你要先發這
個菩提⼼願 你要先有這個⼼願 這個東西雖然不是
⽤發的 不是⽤學的 不是⽤修的 可是⼀開始還是
希望我們不要只為⾃⼰ 能夠多為別⼈ 每天都告訴
⾃⼰我要多為別⼈⼀點點 那三⼤阿僧祇劫過後 我
就可以完全的為⼤家 不為⾃⼰ 然後也沒有為⼤家
這⼀回事
可是密教不是 密教的講法並不是要等你三⼤阿
僧祇劫 你可以即⾝的！就是放下 全部的放下 包
括⾃⼰ 也包括別⼈ 然後包括你在做什麼事 統統
都放下 但是這個放下不是斷⾒ 不是從此什麼都沒
有 並不是斷⾒ 所以我們在講願⾏合⼀ 因為你發
了這個願 你才會去做這個事 這個是︽發菩提⼼
論︾第⼀段不空祖師講過的東西 那我們只能講說很

才判斷寂天菩薩所說的是中觀應成的觀點 ⼤家才把它歸
類在中觀應成 也就是不⽴⾃⼰的講法 ⾃⼰沒有意⾒
隨⼈家提出來的意⾒去破他的意⾒ 那你去看︻六祖壇
經︼ 它記錄的都是這樣 ⼈家來參訪六祖 然後提⼀個
⾃⼰的講法 然後六祖就告訴他：﹁我覺得你這個講法有
不夠究竟的地⽅ 那我提供⼀個你參考 ﹂六祖那個做法
叫做中觀應成 就有點像是神秀⼤師要寫⼀個偈 六祖看
到這個偈覺得怪怪的 然後⾃⼰也提⼀個 ⾃⼰也講⼀
個 像神秀⼤師他寫偈的那個做法 就會⽐較像是中觀⾃
續 中觀沒有錯 可是我要建⽴我⾃⼰對於中觀的⾒解
他就建⽴了⾃⼰的⾒解 ﹁時時勤拂拭 不使惹塵埃 ﹂
在他這個中觀⾃續沒有丟出來之前 中觀應成的⾏者
是完全沒有意⾒的 他的意⾒是等到那個出現他才會有反
應 為什麼？這就像鏡⼦ 鏡⼦沒有東西在前⾯的時候鏡
⼦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有個東西在前⾯才會看到那個東
西 ⽽那個東西是什麼？是反應了外⾯那個東西 各位了
解那個意思嗎？我們⼀只⼿放到鏡⼦前⾯ 鏡⼦映照的是
這隻⼿ 鏡⼦不會右⼿過去跑出來是左腳 那很恐怖對不
對？恐怖⽚不是都這樣玩嗎？⽇本有⽑⾻悚然撞⿁經驗那
種談話節⽬ 照鏡⼦的時候 ⽐如說我現在看著這個螢
幕 如果恐怖的話應該怎麼玩呢？我頭轉向後⾯的時候
那個鏡⼦的我頭還在前⾯ 沒有轉向 或者我看著他的時
候 他的頭轉向後⾯ 對不對？恐怖⽚不是這樣玩嗎？或
者我⼈還在照鏡⼦ 或者我⼈離開 結果鏡⼦裡的⼈跟我
做不⼀樣的動作
中觀應成不是這樣 中觀應成是什麼東西過來就什麼
映照 然後就結束了 這東西離開了就沒有了 ⼀切都是
忠實反映這個世界的相貌 那你鏡⼦裡映照出來的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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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根本上師傳授大力金剛法，
弘法人員守護傳承勿輕忽。

︿

真佛宗﹀︿西雅圖雷藏寺﹀
於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假
座︿梅登堡會議中心﹀ 隆重舉辦一
年一度﹁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暨﹁大力金剛不共大法﹂傳法灌頂
︿真佛宗﹀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
首度傳授﹁大力金剛法﹂ 此護法是
﹁阿彌陀佛﹂ ﹁瑤池金母﹂ ﹁大
力金剛﹂之三身合一 是由蓮花童子
心中旋轉所出現的金剛 是︿真佛
宗﹀的很重要的傳承護法 更是﹁戒
律﹂的金剛神
此次在師尊與﹁大力金剛﹂大法
的廣大攝召力之下 世界各地的弟子
爭相遠道前來護持此次殊勝的大法
會 今年祖廟為歡迎大家再次回到真
佛大家庭 雷藏寺的道路兩旁 懸掛
了長長的五色天馬旗 旗幟迎風飛
揚 令祖廟更顯得威揚十方 來自世
界各地的同門 一回到祖廟 興奮之
情處處可見 許多同門捲起衣袖 立
馬投入義工的行列
西雅圖大飯店在法師們及義工同
門的辛勞努力下 法會期間也盡全力
地烹煮出健康美味的佳餚 照顧每位
同門的飲食 讓大家有回到家裡溫暖
的感覺 每一位同門填飽了肚子 心
中也充滿了感恩
雷藏寺龍邊的辦公室有弘法人員
及義工全日協助同門法會報名及相關
諮詢 虎邊的佛具部則備有法會主尊

和琳瑯滿目的各種佛具 聖尊的開示
CD 金紙 蓮花等 一應俱全供大眾
請購 雷藏寺的法師們和義工親切的
服務同門 讓大家都能有賓至如歸的
感覺
雷藏寺交通組的成員 也是日夜
忙碌服務著外地的同門 幫忙大家方
便交通的往返問題 並且協助提供住
宿 旅遊等各項服務
今年祖廟首度設立﹁法會主祈功
德主﹂ 服務報名功德主的攤位前
人潮來往絡繹不絕 大家都很重視珍
惜這一生只有一次的大力金剛傳法的
主祈功德主機會 一則能護持聖尊創
立的祖廟 再則最重要的 是能得到
根本上師及傳法主尊的大加持 功德
無量
雷藏寺外的各單位也是熱鬧滾
滾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攤位在
法會前的星期五當天 整日擠滿了人
潮 師尊 師母慈悲捐出個人物品義
賣給︿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募得善
款 許多大智慧的同門 發心做慈
善 也能義買請得師尊加持的物品
真的是一舉多得 何樂而不為呢！
︿宗委會﹀辦事處外也設立了師
尊文集推廣小組的攤位 師尊所著作
的每一本文集 都是智慧的精華 是
每一位真佛弟子必讀的寶書 許多同
門紛紛前往攤位 響應聖尊文集的推
廣 讓聖尊的著作能遍及全球

法會前的星期四一早六點多 兩
輛載滿法會布置 影音 等各項物品
的大卡車就浩浩蕩蕩的開往﹁梅登
堡﹂會場 ︿西雅圖雷藏寺﹀影音
組 壇城布置組及公關組 當天即開
始著手布壇和安置影音及網路直播的
設備
法會公關組的上師和義工也在星
期五的下午到會場做相關人等的座位
安排 大家齊心協力 務求儘可能將
大法會的準備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師
尊也於星期五當晚 前往﹁梅登堡﹂
會場巡視 測試現場的影音設備 並
加持灌頂幡 壇城佛像 往生位及延
生位等
︿西雅圖雷藏寺﹀二○一六丙申
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於八
月二十七日當天隆重揭開序幕 是
日 各組工作人員一大清早就到法會
現場 緊鑼密鼓的準備迎接一整天的
各項活動 保安組在法會現場各處維
持秩序；公關組的義工同門 一身湛
藍的服飾 端莊親切的服務貴賓 穿
梭於會場中 各級弘法人員前往簽到
組報到 會場周圍環繞著琳瑯滿目的
佛具攤位 十分熱鬧
早上十點鐘 首先由法會主祈功
德主敬獻哈達 長長的獻哈達人龍環
繞﹁梅登堡﹂的大會場 壯觀的人
龍 除了顯示眾弟子們的敬師 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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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西雅圖雷藏寺〉二○一六年秋季大法會特別花絮報導

1 2

3 4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作家簽書會
大法會主祈人敬獻哈達
師尊 師母與教授團三位教授合影
師尊 師母與大法會貴賓合影
師尊加持現場攤位

(5)(4)(3)(2)(1)
、
(6)

5 6

外 更是凸顯聖尊無與倫比的攝召魅
力 法會主祈敬獻完哈達後 師尊仍
慈悲不辭辛勞的為大眾簽書加持 儘
可能讓每一位弟子都能入寶山而不會
空手而回
是日下午二時許 秋季大法會隆
重揭幕 僑界政要貴賓雲集 來自全
球的弘法人員與真佛弟子三千人 法
會過程莊嚴肅穆 圓滿吉祥 參與盛
會的每一個人都沐浴在佛光中 同霑
法益
此次盛會聖尊所傳授的主尊﹁大
力金剛﹂ 與師尊及︿真佛宗﹀的傳
承 有著極為特殊且密不可分的因
緣 是只有真佛宗派才有的護法 師
尊更是在傳法中告示弟子 讓弟子們
確切的明白根本上師傳承慧命的重要
性 身為弟子切勿輕忽根本上師 以
及根本上師所傳授的珍貴大法
︿西雅圖雷藏寺﹀謹此感謝各界
貴賓 以及來自全球各地弘法人員及
同門大德 蒞臨參加護持本次的秋季
大法會 因為有大家熱心的幫忙與護
持 ︿西雅圖雷藏寺﹀年年的大法
會 都能劃下吉祥圓滿的句點 真佛
法脈是需要每一位真佛弟子攜手併肩
共同來傳承延續下去的 只要每一個
人的心中 根本上師永頂戴 傳承的
火不熄 那份光明就能永恆照亮我們
珍貴的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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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
2016年9月4日

㆝圓㆞方，律令㈨章
良辰吉時，大進大發！

生基儀式

此次生基儀式，燒撒金紙淨化土穴時，適時大日
普照，陽光乍現，師佛即誦：「赫赫揚揚，日出
東方，我做生基，普掃不祥」。
生基儀式如儀進行，眾人齊喊發啦!發啦!發啦！
良辰吉時，大進大發！一切圓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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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真佛㊪燃燈雜誌專欄

2016.09

公告

㊪委會【近期公告】

2016.09
㊪委會【近期公告】

〈真佛宗〉第四屆第八次上師聯誼會於〈彩虹雷藏寺〉召開舉行
上師聯誼會各小組討論熱烈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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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網路新聞、真佛視頻、真佛書庫目前的進展
及未來前景。「真佛視頻」將提供根本上師最新
及完整的開示錄影。「真佛書庫」將包括根本上
師 所 寫 的 目 前 1-255冊 師 尊 文 集 部 分 文 章 摘
錄、【高王經】、【真佛經】等佛教經典，建立
整個圖書館的平台，還會有蓮滿、蓮傳上師制作
的師尊文集廣東話有聲書。還有制作了Line、微
信的〈真佛宗〉的貼圖。
蓮店上師報告真佛宗官網臉書的進展，希望
能不辜負師尊的期許，以最快的速度將師尊最新
開示在臉書上同大眾分享。同時也感謝所有幫忙
的上師、法師、義工。
法務處蓮栽上師報告最新整理的修法儀軌。
臨時動議則處理宗派弘法人員亂象問
題，〈宗委會〉要如何強硬起來。在場的上師們
達成共識，對違反〈宗委會〉規定，甚至違反戒
律的弘法人員，要出信一級警告、約談；二級警
告，屢勸不改，第三次就由眾上師公評決定處置
方案。
另外，蓮潔上師報告，依根本上師的指
示，統計 8月27日「西雅圖秋季大法會」，本宗
上師共127位，來參加法會的上師有105位，共
22位沒來。法師 419位，來參加法會的法師有
150位，共269位沒來。講師45位，來參加法會的
講師有13位，共32位沒來。沒來護持此次法會的
弘法人員，依根本上師的開示，一半的傳承沒有
了，要來信說明，求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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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雅 圖 訊 】 2016年 8月 29日 世 界 〈 真 佛
宗〉〈宗委會〉「上師聯誼研討會」第四屆第八
次大會在〈彩虹雷藏寺〉順利舉行，共有90位上
師參加。
本次會議主席蓮印上師首先感謝眾位上師的
護持，表徵向心的力量，希望大家珍惜相聚的因
緣。也非常感恩根本上師蓮生活佛一直不懈努力
的弘法利生。
會中再次強調，本宗各級弘法人員，絕對不
可以違反所在各國家的當地法規、法律。
蓮花慧君上師則針對最近宗派各級弘法人員
出現的系列亂象，建議宗派要更加強約束力。
蓮悅上師呼籲，一些不如法的弘法人員，嚴
重影響根本上師、本宗派的形象，很痛心，上師
們要有共識力，帶頭遵紀守法、守戒。高程祖上
師也提議，面對宗派弘法人員的亂象，〈宗委
會〉要建立公信力，要強硬起來，建立嚴格的處
罰執行機制。高程祖上師建議蓮寧上師要領
導〈宗委會〉有所改變。
蓮寧上師語重心長的說：我們宗派要有團隊
精神。最近，在根本上師首傳「大力金剛不共大
法」之前，就有本宗弘法人員在網路上攻擊主辦
單位公佈的大力金剛形象，顏色等問題，引起混
亂。依密教戒律，根本上師尚未傳的法，不可以
妄加質疑猜測，違反「三昧耶戒律」。
接著，蓮寧上師向大家展示由他領導的
Tbsn義工團隊正努力在發展〈宗委會〉網路APP—

午後，各小組進行熱烈討論。〈宗委會〉師
尊文集推廣小組組長蓮傳上師報告，在蓮婷上師
等的努力下，制成〈真佛宗〉皈依樹唐卡，通過
審核後歡迎大家贊助。也將向〈宗委會〉申
請〈真佛宗〉師尊文集推廣的臉書、Youtube。
老人院小組蓮已上師報告，有澳州的〈善明
同修會〉、台灣〈法舟堂〉及〈泗水雷藏寺〉也正
在建房，希望也可以提供給年老的弘法人員居住。
臨終關懷小組，公關組組長蓮悅上師報
告，要建立宣傳臨終關懷文宣的重要；建立臨終
關懷人員內部教育及馬密總分享提供居士主法者

訓練教材，考試的資料；擬將相關臨終關懷，安
寧療護，「中陰聞教得度法」相關資料放在臨終
關懷的網路平台與大家分享。
弘法人員關懷小組組長蓮萊上師提出這個組
的理念是以同是弘法人員的角度來關心弘法人員。
文宣組組長蓮訶上師報告，要全力支持馬密
總明年根本上師大法會的文宣工作；會成立中央
文宣團隊，廣招精英人才；以多種文宣形式廣度
不同族群的人。
經過眾位上師的熱烈討論，積極參與，此次
上師聯誼會合影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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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9月核心會議在西雅圖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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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茲因蓮史上師多次嚴重違犯〈真佛宗〉上師守則
與密教根本十四墮，又於2016年8月27日根本上師於西
雅圖主持傳法大會時，同日在台灣主持法會，經〈宗
委會〉核心小組會議專案討論，決議通過取消其上師
資格。（因蓮史上師有向根本上師懺悔，根本上師准
予留校察看）。
三、依照根本傳承上師教示，對於師尊未傳之
法，及〈宗委會〉有關傳法公告，不得公開議論，以
示尊重根本傳承。
四、於網路中，署名袁英平，自稱“蓮平教授師”、“
蓮平上師”者，非本宗出家眾，更非本宗教授師、上
師，其所有言行及在網路上的募款行為，一概與本宗無
關。
五、〈真佛宗〉各級弘法人員與同門，均不得到中國
大陸弘法，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進行以下弘法活
動：
1.傳授、教導顯密佛法。
2.加持、問事、灌頂。
3.看風水。
4.散發宗教宣傳品（包括佛牌、書籍）。
5.主持法會、同修、講座等事項。
凡違犯以上規定者，〈宗委會〉將予以警告處
分，嚴重者將約其至〈宗委會〉與七位處長面談指
正，若屢教不改者，〈宗委會〉將稟報根本上師，取
消其弘法資格。
此次核心會議嚴肅處理了諸多宗派的亂象，在整
個會議期間，處長們多次得到師尊、師母的蒞臨指
導，一系列的重大決策皆請求師尊、師母給予指
示。感恩師尊、師母的慈悲教化，使得此次〈宗委
會〉核心會議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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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第㆕屆第㈧次大會
在〈彩虹雷藏寺〉如期召開

2016年8月30日是「西雅圖秋季大法會」過
後第三天上午十點，〈真佛宗〉第四屆〈宗委
會〉於〈彩虹雷藏寺〉召開第八次委員會
議，蓮寧上師及宗委會七位處長蓮印上師、蓮
栽上師、蓮旺上師、蓮者上師、蓮訶上師、蓮
潔上師、蓮悅上師，及委員蓮花常仁上師、蓮
花常智上師、蓮花德輝上師、蓮主上師、蓮聲
上師、蓮今上師、蓮太上師、蓮萊上師、蓮哲
上師、蓮店上師出席參加，有四位委員缺
席，另有19位上師共同列席參加會議，共同討
論宗派法務。
是次會議主席蓮潔上師首先致詞，第一項
議題「修改章程」。修改〈真佛宗〉道場及組
織規則之C，各道場的法務原則第八項及第九項
內容，經熱烈討論後，表決通過；第八項修改
後為「本宗各單位道場，在舉辦或協辦任何大
小各種法會，必須認明根本傳承；不能聘請非
本宗的弘法人員來主壇法會。」第九項修改後
為「本宗各道場住持或負責人（非本宗上
師），不能代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給任何同
門或非同門灌頂及加持；違者犯密教根本十四
大戒。」
稍後並決議通過成立「章程修改小
組」，及增加網路規範條文，並擬妥小組成員
名單，提交核心小組研擬委任。

■文／蓮育上師

第二、三項議題由蓮印上師報告〈宗委
會〉目前的財務狀況，及說明馬來西亞〈真佛
墓園〉處理情況。
第四項議題是成立各國危機處理小組，商
討各國參與上師名單，提交核心小組研擬儘速
發E-email通知。
下午首先討論宗派近年來發生的弘法人員
不如法的現象，委員上師們非常熱烈討論，擬
訂制裁程序辦法，交由核心處長會議再作細節
討論。
第五項議題是「宗委會與各國密教總會交
流」，首先是〈馬來西亞密教總會〉報
告，與〈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及三位教授努
力合作結晶「朵朵蓮生」一書完成出版；另外
說明2017年大法會文宣規劃。接著〈印尼密教
總協會〉報告，〈印尼華光敬德學校〉與〈中
國湖南省師範學校 〉 ，在〈印尼雷藏寺 〉 舉
辦「文化交流活動」；及新道場弘法事
宜。〈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則談到通靈者對
同門迷惑現象之因應。
臨時動議中，多位上師熱烈發表對宗派改
革建議與對未來的期許。
在最後的參加眾上師大合照後，會議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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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雅 圖 /宗 委 會 核 心 小 組 訊 】 2016年 9月 1、 2
日，〈宗委會〉核心小組在美國西雅圖〈宗委會〉辦
事處舉行了核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真佛宗〉接
班人蓮寧上師、副接班人蓮悅上師、監察處長蓮旺上
師、秘書處長蓮潔上師、財務處長蓮印上師、總務處
長蓮者上師、法務處長蓮栽上師和此次會議主席文宣
處長蓮訶上師，另外執行長蓮店上師也應邀出席此次
會議。會議氣氛祥和、討論熱烈，大家齊心協力，共
同推動真佛宗派發展。
根據會議的流程，處長們首先回顧查閱了2016年
7月核心會議的記錄，檢查了諸多決議的執行情況。然
後由七位處長們分別作出述職報告，匯報近兩個月以
來的工作進展狀況。接下來進入一般討論案、網路討
論案、決議案、特別討論案和臨時動議，一共研
究、討論和決議了數十個議題，其中包括：
1.審核通過〈道喜同修會〉對常住講師、助教的申請。
2.批准台灣〈中壢同修道場〉的道場申請認可。
3.批准日本〈橫濱同修道場〉的申請認可。
4.同意印尼蓮花文良大德申請到泗水〈光明雷藏
寺〉服務，恢復助教之職。
5.〈愛爾蘭同修會〉申請堂名，資料已齊全，將予以
賜名。
師尊此次大法會所傳的大力金剛是戒律之神，在
傳法之中多次強調戒律的重要！核心小組根據師尊的期
望，決議加強對〈真佛宗〉弘法人員戒行規範，嚴肅處
理弘法人員的犯戒及違規行為，特作出如下決議：
一、2016年8月27日「西雅圖雷藏寺大法會」，師尊首
次傳授「大力金剛不共大法」，凡所有未參加的上
師、教授師、法師、講師，皆須寫信傳真到〈宗委
會〉向師尊懺悔，註明法號、未參加法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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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6.9.10

於網路中，署名袁英平，自稱「蓮平教授師」、「蓮平上師」者，非本宗出家眾，更
非本宗教授師、上師，其所有言行及在網路上的募款行為，一概與本宗無關。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6年9月2日
2016年8月27日〈西雅圖雷藏寺〉大法會，師尊首次傳授「大力金剛不共大法」，凡所
有未參加的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皆須寫信傳真到〈宗委會〉向師尊懺悔，註
明法號、未參加法會的原因。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1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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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手諭：
請〈紫蓮堂〉、〈真佛宗〉等各單位，雙方各平息
自己的意見。
勿互攻訐。
各修各的，自由平等。
說明：
一、即日起，〈紫蓮堂〉不再是〈真佛宗宗委會〉認
一、可和管轄的道場，由蓮花麗惠自行管理，其一切
一、弘法、募捐等活動概與〈真佛宗〉無關。
二、〈紫蓮堂〉不可再批評師尊、師母、〈真佛
二、宗〉及其所屬單位與同門等。有關網路上網友
二、們互相攻訐的情形，必須全部停止。
三、蓮花麗惠已獨立自組團體，今後一切言行皆與
三、本宗無關，其團體亦非本宗所屬組織之道
三、場。若有道場自願跟隨，或請其前往說法、舉辦法會等，則屬歸化〈紫蓮堂〉蓮花
三、麗惠，不再隸屬〈真佛宗〉道場。
四、〈紫蓮堂〉蓮花麗惠若需使用師尊名下的智慧財產權，必須依〈真佛宗〉所規定程
四、序申請取得授權方可。

真佛㊪「僧眾關懷基㈮」
敬

啟〈真佛宗〉各道場主席暨理事會及
十方善信大德：
感謝貴道場長久以來為延續真佛法
脈，廣傳〈真佛密法〉，盡心竭力的護持與
努力。弘揚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的教
義，信守與根本上師之間的三昧耶誓約，實
踐 延 續 「 四 皈 依 」 護 持 根 本 上
師、佛、法、僧，是每一位真佛弟子恆久奉
行的信念。
〈真佛宗〉出家僧眾離愛辭親，發菩提
大願，畢生以弘揚〈真佛密法〉，自度度他
為終生職志。出家僧眾肩負起如來家業，卻
也免不了面臨生老病死，色身漸衰的人生大
事。需要十方善眾等發心佈施供養僧眾，給
予實質上的幫助與精神上的關懷。
〈宗委會〉願請〈真佛宗〉各大道場及
諸位善信大德，呼籲大家對於「僧眾關
懷」能提供「入世方面」實質的援助，照顧
減輕僧眾在「資糧及精神」上的負擔，能無
後顧之憂的依法修行及實踐菩提事業。僧團
負有令「正法久住」的使命，長養供僧福
德，此等福德寶藏，是火燒不滅，八風吹不
動，其福報是難以計算的。
〈宗委會〉「僧眾關懷」方案已於2016年
成立，詳細資料請參閱tbsn.org官網，連結如
下：http://www.tbsn.org/chinese3/filesList.php
若貴道場鄰近有需要被關懷的〈真佛
宗〉出家僧眾個案，請大家發揮人溺己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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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伸出援手照顧關懷他們，並即時通
知「宗委會僧眾關懷小組」，告知相關個案
的詳細情況。電郵聯繫：
tbscare518@gmail.com
歡迎大家隨意或定期贊助「僧眾關懷基
金」，請註明贊助國家單位，以利方便作業。
贊助方式如下：
贊助時請簡要註明款項為「僧眾關懷基
金」，〈宗委會〉將「專款專用」：
一、網路（真佛資訊網路）信用卡贊助：
(http://tbsn.org→ESTORE→僧眾關懷方案)
直鏈接：http://tbsn2.stores.yahoo.net/uvh.html
二 、 善 款 （ 如 是 支 票 ， 受 款 人 為 TRUE
BUDDHA FOUNDATION） 直 接 寄 給 〈 宗 委
會〉。
〈 宗 委 會 〉 地 址 ： 17110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電話：(425) 885-7573 傳真：(425) 883-2173

僧

如大地，能長養一切善法功
德。僧寶是世間供養，佈施，修
福的無上福田。能施眾僧者，獲福不
可思量，亦是自利利他，護法護教的
菩薩行。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僧眾關懷小組」
謹啟

■文∕蓮薇

俗人與
佛教大師的對話

二

○一六年八月八日 師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佛駕美國洛杉磯
在八月九日晚上主壇︿一如雷藏寺﹀
舉辦的﹁大幻化網金剛水供大法會﹂
前的下午 師尊受邀前往︿環球東方
衛視﹀電視公司 接受﹁環球聚焦﹂
節目主持人瀟楓先生的專訪 主題
是：︿俗人與佛教大師的對話﹀
師尊在訪談中 先為主持人介紹
密宗的起源 歷史 派別及︿真佛
宗﹀的緣起 師尊提及 因為祂有去
過佛國淨土的經歷 回來後 宗派取
名時先寫﹁真﹂字 因為是佛教 所
以第二個字是﹁佛﹂
對於人從哪裡來 人到何處去
各種宗教都各有各的探討與主張 在
佛教來說 人類來自光音天 將來就
是要由修行 開悟 然後回歸到佛國
︵不然就是直接成佛︶
至於佛教的究竟：

關於入世｜息災︵息滅災難︶
增福︵增加福分︶
降伏︵降伏自己的心︶
敬愛︵讓人和人之間更加
融洽與圓滿︶
關於出世｜專注修行︵修正自己的行
為︶ 由污穢變成清淨 由清淨再開
悟成佛
師尊說 密教很重視﹁緣起﹂
﹁起﹂就是﹁因﹂ 緣起好 對佛學
的研究能夠深入 好像你碰到一個出
家人 或是你去書店突然讀到大師的
書 也或許無意看到大師的電視弘法
節目 這就是學佛的緣起
當主持人請教什麼是﹁法印﹂？
師尊回答說 當你修行到某一程度
相應了這個法 你就會得到法印 法
印就好比是﹁證書﹂
談到因果報應 師尊說 種瓜得
瓜 種豆得豆 有什麼因 得什麼
果 現世的因 一定有未來的果 其
實輪迴也是一種因果 照︻金剛經︼
上所說 過去 現在 未來三際一
如 不分割的 不可以說 人死了什
麼也沒有 在世間可以胡作非為 這
是不正確的觀念 佛教導人向善 作
人也必須有個規矩 按照佛陀的說
法 人到世間是為了酬業 好好修除
累世的習性 才能把這些業消除 業
沒消 一定會輪迴 業消掉了 修行

有成就 就會去佛國淨土
主持人有些困惑地問 為什麼中
國歷史上有很多得道高僧 似乎都有
替人醫病的能力？師尊的回答｜是
一般來說 得道高僧有證悟後 身上
有相應現象 身上會有光 他用他的
光去照向病人 加持病人 以修行的
力量把病人身上的污穢病氣去掉 病
人自得痊癒
主持人最後問到﹁涅槃﹂的這個
問題 師尊說 ﹁涅槃﹂很難理解
一般神父 牧師認為涅槃就是死 而
事實上 佛教的所謂﹁涅槃﹂真正指
的是證到了果位
短短五十多分鐘的對話 雖然主
持人的問題看似淺顯 但實際上也是
藉此因緣導正一些人對佛教錯誤的看
法 師尊的回答也足以讓人釋疑解
惑 得到許多智慧的開啟
在訪談結束前 師尊提到︿真佛
宗﹀在全世界有六十多座寺廟 四百
多個修持道埸 還有五百多萬弟子
而祂自己到目前為止一共寫了二五五
本作品︵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在
世界各國出版廣傳︶ 師尊將自己的
證悟贈給世人 祂把修行資糧道 加
行道 修道 見道 究竟道的這些層
次對眾生作一個完整的教導 但願看
到此一電視節目的觀眾 也因此而有
了學佛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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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輝生命禮儀服務團隊」特為真佛宗同門，以最經濟的
一站式包套式價格，提供以下服務:
1.接體、豎靈
2.治喪協調
3.入殮封棺
4.告別禮堂佈置
5.告別奠禮人員 6.發引安葬、火化
7.土葬晉塔
● 禮請真佛宗弘法人員主法安靈、做七、百日、對年合
爐，供養金隨喜。
● 納骨塔塔位、祖先撿骨、遷葬服務。
● 特設：寵物禮儀部門，舉辦寵物專壇超渡法會及追思
關懷服務
【服務範圍：台灣本島各縣市】
【24H臨終關懷：黃金八小時臨終助念暨中陰聞教救度】
聯 絡 人 ： 黃 正 務 師 兄(舞 自 在)
24H電 話: 0912-561535 傳 真 ：049-2560853
網
址 ：www.farewellstation.com
E-mail:lotus.woo@gmail.com
LINE ID:lotuswoo
FB:woo.lotus
微 信ID: xiaowoo0907

感恩蓮生活佛題字賜
名「尊高骨灰罐」，
罐內外刻有蓮花童子
心咒、尊勝咒、高王
經、旺地符、壓煞
符，全台快遞直送，
各種材質真佛宗專用
骨灰罐，特惠價供應
中。

法流十方無盡燈－

助㊞燃燈 ㆒起迎向光明大道
《燃燈雜誌》是由〈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沸所創辦的文宣刊物，也是蓮生活佛多年來的心
願之一。《燃燈雜誌》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旨，以正信正見，認知真佛正法，淨化人心，而且修心
與修法並重，堅定「敬師、重法、實修」的光明大道，進而達到「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的最終目標。
《燃燈雜誌》是根本傳承上師所慈悲賜予所有真佛弟子與有緣眾生成就功德、福慧並修的良善法
緣，期盼您我共襄盛舉，勤耕福田！由於《燃燈雜誌》為結緣贈閱，本社一切開銷支出包括印刷、包
裝……等等，都極需要您的發心捐助！
《燃燈》第二三九期〈燃佛心燈〉專欄—師尊在〈善書 善書 善書〉文中寫到：印善書不只是幫助
往生者，事實上，對所有的有情眾生均有助益。……印送善書是「冥陽兩利」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
亡者、生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印善書是大善行，不可小視，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為了回饋您的發心，《燃燈雜誌》特別為您報名參加全年三十九壇以上的護摩法會功德迴向，增添您
的運勢和光明，並寄送一年份的《燃燈雜誌》，以及贈品。（贈品方案請參詳每期《燃燈》封底裡頁）
有了大家的贊助捐助，《燃燈雜誌》才能永續發行。為了弘揚〈真佛宗〉最殊勝的〈真佛密法〉，
為了廣度眾生，光明普被。希望您能一起來發心！

■Book 148 - The Power of Mantr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Revoking One’s Dharma
Power( 四 )

I

looked up at the sky above. The sky being the sky was all empty. The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the three golden lamps above my head were nowhere to be seen. These three golden
lamps are the symbolic manifestation of my lineage transmission empowerment. How could
they have disappeared?
ThenitoccurredtomethatwhileIwasfacingDorjeShugden,theGreatGolden
WingedGarudasecretlystoleawaythelamps.Thisoccurrencetiedinwithmydreams.
Irealizedthatoncethepoweroflineagetransmissionwasgone,nomantracouldever
work.
The book, Doctrinal Essentials of Tantrayana states, 'The Tantric School arises
fromdivinewisdomrealizedbytheBuddhaandtransmitteddirectlytothemortalsof
thisSahaorhumanworld.Tantriccultivatorsreceiveasurgeinspiritualstrengthand
gain inconceivable power. However, Tantrayana emphasizes heavily on the lineage
transmission power and anyone who wishes to cultivate must enter into the Great
MandalaandreceivetheempowermentfromaVajraMaster.Onlythenheshallhave
thepowerofthelineagetransmission.Withoutthispoweroflineagetransmission,all
mantraswillbevoid,renderingallpracticesasactsofembezzlement.'
It also says, 'The lineage transmission power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undamentalinTantricpractice.Itcomesfromthecosmicuniverseandawakensthe
verywisdomthatlieswithintheheart.ThisistherootwisdomoftheTantriclineage
transmission.'
InordertoregainmyDharmapower,IrealizedIhadtogetbackmythreegolden
lamps. This meant I had to face Chod Khang Rinpoche. I felt that this Chod Khang
Rinpoche was really powerful, and my character is such that I do not really want to
revealmyPersonalDeitytodemandthereturnofmythreegoldenlamps.
Fortunately,IamaTantriclineageholderandIamwellawareofsecretsbeyond
allsecrets.Eventhoughthethreegoldenlampshadbeenstolen,Iwouldstillbeable
to light up the three golden lamps again. I can simply manifest immeasurable
numbersofthesethreegoldenlamps.
The Dharani Sutra of the Great Wheel(Mahachakra) Vajra says, 'Recite this
mantratwentyonetimesandyoushallachievesuccessinallmantracultivatio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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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ousdeedsshallfindaccomplishmentswiftly.Thismantraalsohelpscompletethe
attainment of all mudra practices. In all mandala practices, one enters the great
mandalashrinewithouttheneedofanactualshrine.'
The Sutra of Collection of Dharani states, 'Recite this mantra for three or seven
times,andoneshallgainentranceintoanymandalaandattainallaccomplishments.
Body mudra, among other mudra exercises, may accompany mantra recitation. If a
handmudraisformedwhilerecitingamantra,itwouldbeeasiertoobtainresults.If
one has not entered the shrine of empowerment, one cannot form any hand mudra.
However,whenonerecitesthismantra,itisequivalenttoenteringtheTantricshrine.
Forming a mudra for practice would not be viewed as an embezzlement of the
Dharma.'
TheGreatTibetanEssentialTantrastates,'AccordingtotheDharma,allmantras
and mudras must be transmitted by the guru. Prior to entering the empowerment
shrine, forming any mudra for any practice constitutes as an act of Dharma
embezzlement.Allofone'spracticewillyieldnoresults.However,ifonerecitesthis
mantratwentyonetimesbeforethestatueofTathagata,itwouldbeasgoodasseeing
theBuddhahimselfandenteringintoallmandalas.AllDharmarequestedforpractice
willgainsuccessandattainment.'
I immediately reviewed the Great Wheel Vajra Mantra and visualized all my
lineagetransmissionmastersabovemetransformingintothethreegoldenlamps.
IrecitedtheGreatWheelVajraMantra:
'Namo Sitriya Tivikanam Tathagatanam Om Viraji Viraji Mahachakra Vajri Sada
Sada Sarati Sarati Dariyi Dariyi Vidamani Sambajani Tramati Siddha Griya Deram
Svaha'
I recited this mantra twenty one times. I looked up and saw not only three, but
manyuncountableglitteringgoldenlamps,formingastringofvajrachain.
Thecurrentwasreconnected,andIunleashedthehighestforceofDharmapower.
Thegoldenlampsaboveemitathousandrays.
Fromthelight,lotusuponlotusspringsandhovers.
AllDharmapowerisfilledandcomplete?

-En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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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Sparklinglikepearls,shiningasexquisiteasjade.
ItwassaidthatChodKhangRinpochefoundthatthethreegoldenlampshestole
frommethroughtheGreatGolden-WingedGarudasuddenlyhoveredintotheskyand
vanished.
Chod Khang Rinpoche invoked Dorje Shugden, but Dorje Shugden ignored him
andrefusedtobesummoned.
ChodKhangRinpoche'sfaceturnedblack;hisvitalenergyweakened.Asaresult,
he fell sick three times and had to struggle with lingering illnesses ever since. He
becameawretchedoldman.
ChodKhangRinpochetoldpeople,'YoucanchallengeanysorcererexceptLiving
Buddha Lian-sheng, Sheng-yen Lu. His Dharma power is simply inconceivable. After
losinghisthreegoldenlamps,hewasabletomanifestthousandsofgoldenlamps.'
WhatIreallywanttosayisthatIdidnotcastanyspellonChodKhangRinpoche.
Iactuallydidnothingatall.

-En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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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En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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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bouddhas
de la dix-septième Terre
L

e titre de ce chapitre étant ainsi

présenté, je garantis que les personnes

importantes de la religion bouddhique
s'évanouissent et tombent à la renverse
comme des chevaux qui s'effondrent.
Ils pourraient critiquer ainsi :
— Sheng-yen Lu est fou, il a vraiment
perdu la tête !
— Sheng-yen Lu a détruit le dharma du
bouddha. Cette personne est la plus
intrépide du monde entier, personne n'est
plus audacieux que lui.

l'apparition présente ;
– la septième Terre : la Terre du voyage
lointain ;
– la huitième Terre : la Terre du nonébranlement ;
– la neuvième Terre : la Terre de
l'intelligence excellente ;
– la dixième Terre : la Terre des nuées
dharmiques.
L'Illumination égale : dans cet état, les
trente-deux caractéris

doctrine correcte.)

– l'absence d'absence.

Le bouddha Sâkyamuni a obtenu le

Le nom des bouddhas de la dix-

Fruit bouddhique de l'Éveil merveilleux et

septième Terre est unifié, ils s'appellent tous

réalisé quatre sortes de nirvâna ; ses quatre

« bouddha de l'absence de nom ». J'ai

sagesses sont parfaites et éclatantes. Le

remarqué que seuls les bouddhas de cette

Bouddha est un bouddha de la douzième

Terre peuvent 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Terre.

véritablement éveillés. Voici à quoi cela se

Le Tathâgata du Grand Soleil (le
bouddha Mahâvairocana) a obtenu les Cinq
Sagesses parfaites et éclatantes. Il est un
bouddha de la treizième Terre. (C'est le
Corps de la Loi.)

réfère :
« Il ne s'agit pas de bouddha, il ne s'agit
pas de coeur, il ne s'agit pas d'objet. »
Je prie tout le monde de lire le Sûtra
des noms des bouddhas ensei-gné par le

— Quels tours Sheng-yen Lu joue-t-il ?

tiques physiques remarquables sont

En outre,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Bouddha. Dans ce sûtra, il y a beaucoup de

— Comment serait-il possible de poser

parfaites, les bonheurs et les vertus sont

proclame que le bouddha Adharma est le

bouddhas qui ont le même nom. Pour le

grands.

bouddha primitif, qui est un bouddha de la

bouddha Dîpamkara, des myriades et des

seizième Terre.

myriades de bouddhas portent le même nom

Bon !

que le bouddha Dî-pamkara. Pour le

Maintenant, Sheng-yen Lu a découvert

bouddha Sâkyamuni, des myriades et des

une tête sur une autre tête ?
— Il parle à tort et à travers ! Il dit des
absurdités ! Il dit des inepties !
— Il ne faut pas le croire !

L'Illumination merveilleuse : c'est le
Fruit de bouddhéité1 finale.
On peut dire que l'Illumination égale

[…]

correspond aux bouddhas de la onzième

Tous les gens qui apprennent le

Terre, et l'Illumination merveilleuse aux

1.

bouddhas de la douzième Terre.

dha primitif – le bouddha Adharma – il

bouddhisme connaissent les bodhisattva des

qu'au-dessus du boudL'état de celui qui a atteint l'Éveil.

myriades de bouddhas portent le même nom
que le bouddha Sâkya-muni. Tous ceux qui
ont un nom de bouddha sont classés à un ni-

D'après mes connaissances, le

y a encore des bouddhas qui se trouvent à la

– la première Terre : la Terre de la joie ;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à mille bras a

dix-septième Terre. J'estime que le nom de

À la dix-septième Terre, les noms des

– la deuxième Terre : la Terre du

onze têtes. Au sommet, c'est le bouddha

ces bouddhas est « bouddha de l'absence de

bouddhas n'existent pas. Je les appelle «

Amitâbha ; dessous, c'est le bodhisattva

nom ».

bouddha de l'absence de nom ».

Dix Terres :

détachement de la souillure ;
– la troisième Terre : la Terre de
l'illumination ;
– la quatrième Terre : la Terre de la
lumière de sagesse ;
– la cinquième Terre : la Terre de la
conquête diffic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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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ixième Terre : la Terr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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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jrapâni ; plus bas, c'est le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à neuf visages. (Cela signifie
la onzième Terre.)

Tous les bouddhas à la dix-septième
Terre ont :

veau plus bas que la seizième Terre.

Je suis vraiment un homme d'Éveil. Il
n'y a rien qui soit plus réel que cela.

– l'absence de renom ;

Si l'on peut découvrir les bouddhas de

– l'absence de forme ;

la dix-septième Terre, on sera effectivement

mille bras est un bouddha de la onzième

– l'absence d'action ;

un homme d'Éveil suprême.

Terre. (C'est le Tathâgata de la lumière de

– l'absence d'intervention ;

Donc, le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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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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 菩薩 09.11

林莊美櫻 菩薩 07.28

蕭蔡伶珠 菩薩 08.22

唐學珍 菩薩 07.27

譚著邦 菩薩 08.08

時培江 菩薩 07.21

謝追追 菩薩 08.06

王順平 菩薩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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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
唎。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
摩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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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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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神通彌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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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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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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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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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
身體健康 業障消除 病痛
解除
功德迴向給黃漢基及累世冤
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解冤釋結 祈求佛光接引
超生出苦 往生淨土 西方
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助㊞者：陳麗英
黃惠文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
唎。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
修摩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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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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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神通彌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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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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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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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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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佛光注照
李曦昭業障消減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助㊞者：李曦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