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

︱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５９冊｜鬼與 盧 師 尊

養鬼的問答
以鬼為主的信仰
溺死鬼之魂
2017年04月15日

385

二○一七年 四 月 十五 日

︱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台灣雷藏寺﹀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觀世音菩薩是
﹁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舟。﹂
﹁究竟顯真如㆗諸法極淨真實性㈮剛㆖師﹂
是最高的㆖師。

你㈲正念就㆒定㈲正見。㆗觀就是㈧正道。

︿台灣雷藏寺﹀地母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都是依﹁見﹂來灌頂。

紅白花灌頂、無㆖密灌頂、大圓滿灌頂

本初佛｜阿達爾瑪佛就是﹁㆒﹂，﹁達都﹂，就是No.1。

︿台灣雷藏寺﹀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9 7 7 0 2 11 9 15 004

Magazine

Enlightenment

385

No.385 Apr. 15, 2017
贊助結緣 歡迎索閱

Donations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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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養⿁是公然的
⼩林

林良知

⽽且為⿁取名字
⿈⾦泉
盧師尊曾為⼀批⿁

這

只養⼀隻⼩

問：﹁××養⿁到底是怎麼回事？﹂

﹂

渡邊⼀郎

掛⾦牌

⽽且不欲⼈知

盧師尊答：﹁⼀般⼈養⿁

⼈
⿁
雕⾦⾝
中村⼀武
是五個⿁頭⽬
是嗎？﹂

⼈問：﹁聽說早期
授幽冥出家戒

﹂

⾃去

我曾為××府

﹂

五⼤⿁

已⾮剃度僧

但這⼀批早已移地他居

盧師尊答：﹁確有此事
的⿁眾剃度
××府的⿁眾

沒有⼀個⾦⾝是剃度的

盧師尊答：﹁從⾦⾝可以證明

⼈問：﹁如何證明移地他居？﹂

修⾏去了

頭⽬

凶⿁

惡⿁

不是⼩⿁或

⼈問：﹁這些⿁真的會害⼈嗎？﹂
猛⿁
﹂

意外死的

會傷⼈命

⾃盡的⿁魂
有怨氣

⽽是厲⿁

盧師尊答：﹁××養的⿁
⼀般的⿁
溺死的⿁魂

因為是戰死的⿁魂
⿁魂
後來××開光

⼈問：﹁養的⼈不受害？﹂
盧師尊答：﹁也曾受害

通

那該

叫跟隨××的法師或親近的

問：﹁如果不以⿁的集團來稱呼

⼀些⼩⼟地公

⼈
稱呼什麼呢？﹂
﹂

盧師尊答：﹁稱呼以⿁為主的信仰
稱﹃薩滿教﹄
⼈問：﹁是不是魔神仔？﹂
也可以

如何能吸引這麼多

盧師尊答；﹁那是台灣⼈說的
這麼說！﹂
⼈問：﹁以⿁為主
以迷惑⼈為要
⼀般⼈
受催眠的

令⼈沉迷其中

很容易受催眠

⽤催眠的⽅法

盧師尊答：﹁⼤凡⿁

⼈？﹂
旨
﹂
也就是洗

還有什麼？﹂

盧師尊答：﹁那就是暗⽰
﹂

就會乖乖

⼊其⾨

很難清醒

是⾮難分

是不是這樣？﹂

以

受了催眠及洗腦後

⼈問：﹁除了催眠

難清醒

的意志⼒不強
⼈

腦
的聽⿁婆的操控

毫無分辨的能⼒

⼈問：﹁理智失去之後
錯為對

這不是誇張

不幸就會發

就要先

當⿁婆要做這

盧師尊答：﹁正是這樣

否則

吩咐你的時候

佛⿁不分了
做那個

的說法
個

﹂

供奉慰勞⿁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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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保護法師及跟隨者

社區

⼟地公⼜叫社公
保護⼀村

鎮
﹂

﹂

那些惡

是不動的

當然是⿁

市

是村前村後的守護

盧師尊答：﹁⼩⼟地公當然不是真的⼟

⼈問：﹁⼩⼟地公怎能保護？﹂

⼈佩帶

地公
神

﹂

會得
﹂

何不

跟隨的法師

故被⼈稱⿁婆

會得財

⿁助××

有益嗎？﹂

故不害之

⽽××開光的⼩⼟地公
⿁⾒到是⾃⼰⼈
⼈問：﹁××養⿁

會順遂

彼此相依相惜

盧師尊答：﹁××得⿁通
會得⾷

××助⿁
名
⼈問：﹁有害嗎？﹂
⼀同落⿁坑

﹂

已得相當

既然明⽩

盧師尊答：﹁死後墮⿁趣
及信眾
⼈問：﹁盧師尊

拔出甚難

盧師尊答：﹁被⿁纏住的⼈

救？﹂
利益

﹂

﹂

⼈問：﹁養⿁是什麼法？﹂
盧師尊答：﹁養⿁法
⼈問：﹁盧師尊開玩笑

盧師尊答：﹁⿁是最低級的邪法了！﹂

是這個原
正是如此！那是慰

⼈問：﹁⿁婆很精進燒⽕供
因嗎？﹂
﹂

盧師尊答：﹁是的
勞⿁的供品

名列召請

﹂
只能再供

⿁婆知道嗎？﹂

是觸怒了⿁

總會怪責他

每件事都會順

⼈問：﹁聽說五個⿁頭⽬
中？﹂
盧師尊答：﹁沒錯！﹂
⼈問：﹁⿁婆那邊
嗎？﹂
其實不是

盧師尊答：﹁如果有不順
⼈給他作法

⼈問：﹁觸怒了⿁

但

⽽⿁的需求是無

盧師尊答：﹁⿁婆知道
和⿁去求和解

拜⿁團體只好疲於奔命！﹂

奉多⼀些
底坑

⼈問：﹁這類⼈如何去邪歸正？﹂
才會想到要重新皈依三寶

﹂

盧師尊答：﹁只有被摧殘到精疲⼒盡
才有辦法

⼈問：﹁盧師尊如何救這些⼈？﹂
盧師尊答：﹁獅⼦吼！﹂
⼈問：﹁有多少⼈醒來？﹂
我答：﹁有⼀半了！這是值得慶幸
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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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鬼的問答
以鬼為主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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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但⼿腳均捉得緊

使他被拉⼊更深的潭⽔之
不能再掙扎了

﹂

把這五個魂魄超

拿過獎的

⼀五⼀⼗的告訴了少年的家

少年掙扎到全⾝乏⼒
⼝⿐無法呼吸
終於溺死
●
我把禪觀的情形

我兒⼦很會游泳

少年的⽗親說：
﹁難以置信
母親在旁點點頭：
﹂
做我的佛事

也不作聲！

﹁他游泳得全校第⼆名
我聽了

我盡我的⼒量
度到好的地⽅去
超度結束
他的⽗母⼜來了

﹁盧師尊！你講對了！﹂

他⽗母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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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少年

⽔中

有
少年的家⾧

下到溪河中游泳
請我超度
我⼤駭：

我⽴了牌位召請
在召請中

不幸

溺斃於

游到

在深潭中

伸⼿捉住了少

眼睛定定的看著

除了少年之外

﹂

還另有三男

裏⾯記載在溪河之

在地點附近有⼀間派

使少年雙⼿不能動

那三男⼀⼥

少年⽤潛⽔潛

由淺淺的溪⽔

﹁因為竟然來了五位魂魄！﹂
我在禪觀中看⾒：

那時快

向上回游甚速

⾮常怪異

他極⼒向上回游

游到深潭之中

這位少年⾃持泳術甚佳
及胸的⽔中
⼜由及胸的⽔
⼊深潭
然後他⼤駭
因為深不⾒底

他⼀驚嚇

那三男⼀⼥的臉

三男⼀⼥

看⾒了四張臉

他
說時遲
年的⼿腳
三男⼀⼥各捉⼀個⼿腳
雙⾜不能蹬脫
少年掙扎

我問：
﹁對什麼？﹂
他⽗母說：

共溺斃了五個⼈

派出所取出⼀份資料

﹁我們回到出事的地點
出所
中

﹂
完全吻合的

本⾝是存在的

⼀⼥

他⽗母說：
﹁與盧師尊所述的數⽬
我說：
⼈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神是存在的
所有的存在者

若完全沒有接觸到

魔是存在的
才能真實感受

很顯然

只有接觸到
的

才會

也無恐懼

他⼀輩⼦也不會相信

這種﹁中陰⾝﹂

也無困擾

的

⿁是⼈死後的餘氣
⼈先死

佛教稱﹁中陰⾝﹂
只有壽未⾄
⾧留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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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死鬼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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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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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導

觀世音菩薩是
﹁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舟 ﹂
﹁究竟顯真如中諸法極淨
真實性金剛上師﹂是最高的上師

我

韓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
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
天的護摩主尊│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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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議會﹀黃文君議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真佛宗﹀﹁博士教授
團﹂│王進賢特聘教授 王醴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
授 葉淑雯教授 游江成博士 ﹁醫護團﹂︱黃淑瓊中醫
師 郭美瑛護理師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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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
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道果︾ ︻圓覺經︼主持人蓮海
上師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士
and husband 李和同先生 感謝甘惠馨師姐打齋十萬元 楊
淑惠闔家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粵語︶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사합니다

謝 謝 ︶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
安︶ and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Saude. ︵葡
萄牙語：祝你健康︶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
今天我們是做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護摩 這一尊菩薩
其實也不用我介紹 每個人都知道的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
薩祂是所有菩薩的上首 也可以這樣子講 八大菩薩第一尊
就是觀世音菩薩 祂的願發很大 祂過去曾經是正法明如
來 就是佛的意思 祂過去是一個佛│﹁正法明如來﹂ 還
有普光功德山王佛也是觀世音菩薩 我們八大本尊裡面 所
謂準提菩薩也叫做準提觀音 觀世音菩薩有很多身 在︻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裡面就有三十二相的觀音；其實是更多
的 祂救度眾生 化身非常地多 包括剛剛請法的主尊吽音
度母也是
西藏本身就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像達賴就是四臂觀音的
化身；另外 噶瑪巴也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整個西藏全部都
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中國浙江南海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
場 我母親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這個很特別 很多很多
的觀世音菩薩 千百億萬的化身
我們都曉得祂是過去的佛 現在是觀世音菩薩 咒語也
是非常的多 剛剛請法的 是綠度母當中二十一度母的吽音
度母 是綠度母的第五尊 其實綠度母跟白度母跟吽音度母
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在西藏 我講過祂右邊的眼淚變成
白度母 左邊的眼淚 因為慈悲眾生流的眼淚化為綠度母
所以綠度母 白度母 吽音母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祂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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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사합니다

謝 謝 ︶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
安︶ and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Saude. ︵葡
萄牙語：祝你健康︶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
今天我們是做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護摩 這一尊菩薩
其實也不用我介紹 每個人都知道的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
薩祂是所有菩薩的上首 也可以這樣子講 八大菩薩第一尊
就是觀世音菩薩 祂的願發很大 祂過去曾經是正法明如
來 就是佛的意思 祂過去是一個佛│﹁正法明如來﹂ 還
有普光功德山王佛也是觀世音菩薩 我們八大本尊裡面 所
謂準提菩薩也叫做準提觀音 觀世音菩薩有很多身 在︻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裡面就有三十二相的觀音；其實是更多
的 祂救度眾生 化身非常地多 包括剛剛請法的主尊吽音
度母也是
西藏本身就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像達賴就是四臂觀音的
化身；另外 噶瑪巴也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整個西藏全部都
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中國浙江南海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
場 我母親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這個很特別 很多很多
的觀世音菩薩 千百億萬的化身
我們都曉得祂是過去的佛 現在是觀世音菩薩 咒語也
是非常的多 剛剛請法的 是綠度母當中二十一度母的吽音
度母 是綠度母的第五尊 其實綠度母跟白度母跟吽音度母
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在西藏 我講過祂右邊的眼淚變成
白度母 左邊的眼淚 因為慈悲眾生流的眼淚化為綠度母
所以綠度母 白度母 吽音母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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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生是不得了的 整個地球 像我們臺灣 我們小的時候
就看到觀音彩仔︵臺語︶ 中間的主尊就是觀世音菩薩 祂
有兩個侍者 一個是善財 一個是龍女 空中還飛著一隻太
平鳥 祂的口咬著觀世音菩薩的唸珠 這是觀音彩仔 觀音
彩仔有時候是一尊 有時候是兩尊 有時候是三尊 一般來
講有三尊 三尊就包括了天上聖母跟關聖帝君 天上聖母就
有千里眼 順風耳 關聖帝君就有關平跟周倉
其實觀世音菩薩不用介紹 我們看到的 眼睛所見 聽
到的 都是觀世音菩薩 最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所度的眾生
不得了 祂所發的願是最多 西方三聖 中央是阿彌陀佛
上首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 我們講的西方極樂
世界 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音 大勢至菩薩 我心中非常地
敬佩 最偉大的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 祂也是慈悲第一 如
果你能夠祈求到 見到了觀世音菩薩 應該講起來 任何一
種災難都會消除掉 都會除去 ︵眾鼓掌︶
很多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以觀世音菩薩為本尊 其實男
性 大寶法王噶瑪巴他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達賴喇嘛也是四
臂觀音的化身 在藏密 四臂觀音是非常盛行的 修四臂觀
音法 單單祂的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唄咪吽﹂ 每一個藏人
都會唸 不只是藏人會唸 你看︽濟公傳︾ 你翻開來 你
看濟公唸的是什麼咒？﹁嗡嘛呢唄咪吽﹂ 祂也在唸﹁嗡嘛
呢唄咪吽﹂ 祂是降龍羅漢
我以前問我的上師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祢白天修
什麼法啊？﹂祂跟我講 祂只修兩種法 白天祂修度母 晚
上祂修護法﹁瑪哈嘎拉│大黑天﹂ 度母包括白度母 綠度
母 二十一度母跟所有的度母都在裡面 連觀世音菩薩 大
勢至菩薩差不多也都是度母 所有的佛母也都是一樣 最高
的佛母就是般若佛母│智慧佛母 祂也是觀世音菩薩 可以
這樣子講起來 幾乎所有的佛教徒沒有不知道觀世音菩薩

的 你看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祂就是修度母 我問：﹁為
什麼祢修度母？﹂﹁度母最慈悲 最容易相應﹂

對不起

在人間沒有那種

你看 阿底峽尊者祂在印尼求法 祂得到的法是什麼
法？是發菩提心的法 另外 阿底峽尊者就是從印尼得到了
綠度母的法 回到了印度 再到了西藏 第一個進入西藏的
當然是蓮華生大士 再來進入西藏的就是阿底峽尊者 阿底
峽尊者所弘揚的法就是度母的法跟發菩提心的法 非常偉大
的阿底峽尊者
我們曉得觀世音菩薩的顯化 我有一次看到觀世音菩
薩 永遠印象難忘 你不能怪師尊這樣子講 為什麼印象難
忘？因為看到了觀世音菩薩穿著天衣重裙 珠光寶氣 站在
祢的面前 然後祂轉過身慢慢地看著 回眸一笑 阿彌陀
佛！真的是永生難忘！
祢要記憶祂的臉 坦白講

臉 當我看到觀世音菩薩天衣重裙 站在我面前轉過身來的
回 眸 一 笑 唉 呀 ！ 人 間 的 女 生 全 部 都 是 garbage
garbage 是什麼啊？垃圾 真的 我看到那一次的觀世音菩
薩 阿彌陀佛！永生難忘！但是祢要記起祂的臉 我真的記
不住 因為我一生當中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那種臉 真的是
非常美
感謝祂幫我解決了一件事情 也是在我人生當中最困難
的時候 也是最困擾的一件事情 當我看見祂的時候 我心
中充滿了希望 真的！看見祂的傍晚 從上面傳下來一個消
息 我的事情就解決了！這就是表示觀世音菩薩先顯現給我
看 這件事情是祂去幫忙 祂幫我解決了一個非常困難 很
困擾的一件事情 所以祂現身給我看 我希望大慈大悲的觀
世音菩薩 多顯現幾次給我看 我所有的煩惱統統都沒有
人間的這些困擾統統都沒有！只要修行當中你看到觀世音菩
薩 你的病絕對會好 你的災難一定會過去 你所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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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生是不得了的 整個地球 像我們臺灣 我們小的時候
就看到觀音彩仔︵臺語︶ 中間的主尊就是觀世音菩薩 祂
有兩個侍者 一個是善財 一個是龍女 空中還飛著一隻太
平鳥 祂的口咬著觀世音菩薩的唸珠 這是觀音彩仔 觀音
彩仔有時候是一尊 有時候是兩尊 有時候是三尊 一般來
講有三尊 三尊就包括了天上聖母跟關聖帝君 天上聖母就
有千里眼 順風耳 關聖帝君就有關平跟周倉
其實觀世音菩薩不用介紹 我們看到的 眼睛所見 聽
到的 都是觀世音菩薩 最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所度的眾生
不得了 祂所發的願是最多 西方三聖 中央是阿彌陀佛
上首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 我們講的西方極樂
世界 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音 大勢至菩薩 我心中非常地
敬佩 最偉大的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 祂也是慈悲第一 如
果你能夠祈求到 見到了觀世音菩薩 應該講起來 任何一
種災難都會消除掉 都會除去 ︵眾鼓掌︶
很多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以觀世音菩薩為本尊 其實男
性 大寶法王噶瑪巴他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達賴喇嘛也是四
臂觀音的化身 在藏密 四臂觀音是非常盛行的 修四臂觀
音法 單單祂的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唄咪吽﹂ 每一個藏人
都會唸 不只是藏人會唸 你看︽濟公傳︾ 你翻開來 你
看濟公唸的是什麼咒？﹁嗡嘛呢唄咪吽﹂ 祂也在唸﹁嗡嘛
呢唄咪吽﹂ 祂是降龍羅漢
我以前問我的上師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祢白天修
什麼法啊？﹂祂跟我講 祂只修兩種法 白天祂修度母 晚
上祂修護法﹁瑪哈嘎拉│大黑天﹂ 度母包括白度母 綠度
母 二十一度母跟所有的度母都在裡面 連觀世音菩薩 大
勢至菩薩差不多也都是度母 所有的佛母也都是一樣 最高
的佛母就是般若佛母│智慧佛母 祂也是觀世音菩薩 可以
這樣子講起來 幾乎所有的佛教徒沒有不知道觀世音菩薩

的 你看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祂就是修度母 我問：﹁為
什麼祢修度母？﹂﹁度母最慈悲 最容易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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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沒有那種

你看 阿底峽尊者祂在印尼求法 祂得到的法是什麼
法？是發菩提心的法 另外 阿底峽尊者就是從印尼得到了
綠度母的法 回到了印度 再到了西藏 第一個進入西藏的
當然是蓮華生大士 再來進入西藏的就是阿底峽尊者 阿底
峽尊者所弘揚的法就是度母的法跟發菩提心的法 非常偉大
的阿底峽尊者
我們曉得觀世音菩薩的顯化 我有一次看到觀世音菩
薩 永遠印象難忘 你不能怪師尊這樣子講 為什麼印象難
忘？因為看到了觀世音菩薩穿著天衣重裙 珠光寶氣 站在
祢的面前 然後祂轉過身慢慢地看著 回眸一笑 阿彌陀
佛！真的是永生難忘！
祢要記憶祂的臉 坦白講

臉 當我看到觀世音菩薩天衣重裙 站在我面前轉過身來的
回 眸 一 笑 唉 呀 ！ 人 間 的 女 生 全 部 都 是 garbage
garbage 是什麼啊？垃圾 真的 我看到那一次的觀世音菩
薩 阿彌陀佛！永生難忘！但是祢要記起祂的臉 我真的記
不住 因為我一生當中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那種臉 真的是
非常美
感謝祂幫我解決了一件事情 也是在我人生當中最困難
的時候 也是最困擾的一件事情 當我看見祂的時候 我心
中充滿了希望 真的！看見祂的傍晚 從上面傳下來一個消
息 我的事情就解決了！這就是表示觀世音菩薩先顯現給我
看 這件事情是祂去幫忙 祂幫我解決了一個非常困難 很
困擾的一件事情 所以祂現身給我看 我希望大慈大悲的觀
世音菩薩 多顯現幾次給我看 我所有的煩惱統統都沒有
人間的這些困擾統統都沒有！只要修行當中你看到觀世音菩
薩 你的病絕對會好 你的災難一定會過去 你所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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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給你解決掉 所以大家祈求觀世音菩薩顯現 慈悲地顯
現在你面前 然後幫你 解除︿真佛宗﹀弟子所有的困擾
所有的煩惱 所有的障礙 所有的災難 所有的業障 全部
都消除掉
修觀世音菩薩本尊非常好的 你的本尊如果是觀世音菩
薩非常好的 每天你跟祂禱告 把你所有的困難告訴祂 唸
祂的咒語 結祂的手印 觀世音菩薩的手印 一般最普遍的
就是蓮花手印 最普遍的咒語就是﹁嗡嘛呢唄咪吽﹂ 還有
﹃白衣大士神咒﹄ 另外還有白衣大士如意寶珠的神咒 還
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神咒 尤其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的神咒是﹃大悲咒﹄ 在民國初年有一位周邦道 他的夫人
是周楊慧卿 在民國初年 周邦道是屬於教育方面的 可能
是教育部長或是考試院長這一類的
周楊慧卿的大悲咒水非常有名 他的夫人唸的大悲咒水
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從很遠的地方來求她的大悲咒水 她的
大悲咒水是怎麼得來的呢？我好像寫過一篇周楊慧卿的文
章 觀世音菩薩出現跟她講：﹁妳只要取到我的江中一線水
以後 妳唸大悲咒 這個咒就非常有靈驗 ﹂那時候周楊慧
卿不知道什麼叫做﹁江中一線水﹂ 有一次 她跟周邦道兩
個一起出去 他們坐船的時候 剛好旁邊也有一隻船 兩隻
船在一起前進的時候 中間有一條白色的線 她突然間想起
觀世音菩薩跟她講﹁江中一線水﹂ 她一看：﹁欸？船跟船
之間不是有一條白色的線嗎？﹂哇！那時候她茅塞頓開 趕
快拿水桶去接那一線水 就是船跟船的中間剛剛好有一條
線 她說：﹁這就是江中一線水啊！﹂她趕快用水桶裝了好
多﹁江中一線水﹂起來 然後周楊慧卿就在一線水上面一直
唸﹃大悲咒﹄ 給人家喝 只要人家來求她的大悲咒水 她
給人家喝了 全部靈驗
這﹁江中一線水﹂的傳奇 我寫在書上 我在︽玄秘的

力量︾那一本書裡面也寫到﹁江中一線水﹂ 就是周楊慧卿
的大悲咒水 經過她取了江中一線水以後 她對著那個水唸
﹃大悲咒﹄ 每一個來喝的全部都好的回去 有病的治病
有苦難的也可以當成結界 也可以當成灑淨 也可以當成消
除災難
你看觀世音菩薩這麼靈感 祂今天是沒有告訴我﹁江中
一線水﹂ 不然我也會想辦法去取水 唸﹃大悲咒﹄ 救度
所有的眾生 但是事實上 觀世音菩薩已經給我很多了 祂
幫助我很多了 我跟阿彌陀佛相應 當然阿彌陀佛周圍的眷
屬我都會相應 觀世音菩薩也跟我相應 大勢至菩薩也跟我
相應哪！有多少觀世音菩薩？那麼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祂最
偉大的咒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咒﹄
我講﹁江中一線水﹂的典故給大家聽 當然 師尊也發
了願望 一生當中 四十多年來也希望能夠像觀世音菩薩一
樣 這樣的救度眾生 所謂﹁圓通﹂ 圓通的意思 一般來
講 如果我們看到﹁圓通寶殿﹂ 裡面供奉的就是觀世音菩
薩 因為祂圓通了 所以才能夠化身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 所以才有一句話﹁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
舟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有一個偈 ﹁世尊妙相具 我
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好啦！我以前學
唱誦 我唸的很長的 我還是問你 第一句怎麼講？﹁世尊
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就是
這樣子唱的 那是我以前常常唱的 而且我是在哪裡學的？
是在臺中︿慈音寺﹀陳老師那裡學的 可以唱長的也可以唱
短的 中等的也可以唱 唱歌仔戲的我也可以唱
我們唱讚當然也可以直接用唸的 你要唱的也可以 我
以前都會唱 單單阿彌陀佛我就會唱十六種的唱法 我隨便
唱兩句：﹁南摩阿彌陀佛
﹂這就是一種 一直循環一直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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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給你解決掉 所以大家祈求觀世音菩薩顯現 慈悲地顯
現在你面前 然後幫你 解除︿真佛宗﹀弟子所有的困擾
所有的煩惱 所有的障礙 所有的災難 所有的業障 全部
都消除掉
修觀世音菩薩本尊非常好的 你的本尊如果是觀世音菩
薩非常好的 每天你跟祂禱告 把你所有的困難告訴祂 唸
祂的咒語 結祂的手印 觀世音菩薩的手印 一般最普遍的
就是蓮花手印 最普遍的咒語就是﹁嗡嘛呢唄咪吽﹂ 還有
﹃白衣大士神咒﹄ 另外還有白衣大士如意寶珠的神咒 還
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神咒 尤其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的神咒是﹃大悲咒﹄ 在民國初年有一位周邦道 他的夫人
是周楊慧卿 在民國初年 周邦道是屬於教育方面的 可能
是教育部長或是考試院長這一類的
周楊慧卿的大悲咒水非常有名 他的夫人唸的大悲咒水
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從很遠的地方來求她的大悲咒水 她的
大悲咒水是怎麼得來的呢？我好像寫過一篇周楊慧卿的文
章 觀世音菩薩出現跟她講：﹁妳只要取到我的江中一線水
以後 妳唸大悲咒 這個咒就非常有靈驗 ﹂那時候周楊慧
卿不知道什麼叫做﹁江中一線水﹂ 有一次 她跟周邦道兩
個一起出去 他們坐船的時候 剛好旁邊也有一隻船 兩隻
船在一起前進的時候 中間有一條白色的線 她突然間想起
觀世音菩薩跟她講﹁江中一線水﹂ 她一看：﹁欸？船跟船
之間不是有一條白色的線嗎？﹂哇！那時候她茅塞頓開 趕
快拿水桶去接那一線水 就是船跟船的中間剛剛好有一條
線 她說：﹁這就是江中一線水啊！﹂她趕快用水桶裝了好
多﹁江中一線水﹂起來 然後周楊慧卿就在一線水上面一直
唸﹃大悲咒﹄ 給人家喝 只要人家來求她的大悲咒水 她
給人家喝了 全部靈驗
這﹁江中一線水﹂的傳奇 我寫在書上 我在︽玄秘的

力量︾那一本書裡面也寫到﹁江中一線水﹂ 就是周楊慧卿
的大悲咒水 經過她取了江中一線水以後 她對著那個水唸
﹃大悲咒﹄ 每一個來喝的全部都好的回去 有病的治病
有苦難的也可以當成結界 也可以當成灑淨 也可以當成消
除災難
你看觀世音菩薩這麼靈感 祂今天是沒有告訴我﹁江中
一線水﹂ 不然我也會想辦法去取水 唸﹃大悲咒﹄ 救度
所有的眾生 但是事實上 觀世音菩薩已經給我很多了 祂
幫助我很多了 我跟阿彌陀佛相應 當然阿彌陀佛周圍的眷
屬我都會相應 觀世音菩薩也跟我相應 大勢至菩薩也跟我
相應哪！有多少觀世音菩薩？那麼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祂最
偉大的咒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咒﹄
我講﹁江中一線水﹂的典故給大家聽 當然 師尊也發
了願望 一生當中 四十多年來也希望能夠像觀世音菩薩一
樣 這樣的救度眾生 所謂﹁圓通﹂ 圓通的意思 一般來
講 如果我們看到﹁圓通寶殿﹂ 裡面供奉的就是觀世音菩
薩 因為祂圓通了 所以才能夠化身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 所以才有一句話﹁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
舟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有一個偈 ﹁世尊妙相具 我
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好啦！我以前學
唱誦 我唸的很長的 我還是問你 第一句怎麼講？﹁世尊
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就是
這樣子唱的 那是我以前常常唱的 而且我是在哪裡學的？
是在臺中︿慈音寺﹀陳老師那裡學的 可以唱長的也可以唱
短的 中等的也可以唱 唱歌仔戲的我也可以唱
我們唱讚當然也可以直接用唸的 你要唱的也可以 我
以前都會唱 單單阿彌陀佛我就會唱十六種的唱法 我隨便
唱兩句：﹁南摩阿彌陀佛
﹂這就是一種 一直循環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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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我們平時大家都會唱：﹁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這也是一種；﹁南
摩阿彌陀佛
﹂這也是一種；﹁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
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已經很多了 還有呢！
一句﹁阿彌陀佛﹂ 你只要每天十唸 一心不亂地唸
佛 往生的時候阿彌陀佛現前 接引你到佛國淨土 多麼的
方便！觀世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首座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
佛 大勢至菩薩同樣的偉大 你看到了觀世音菩薩 相應了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就會相應 你相應了阿彌陀佛 等於
相應了整個西方極樂世界的所有的佛菩薩 相應了觀世音菩
薩也等於相應了西方極樂世界所有的佛菩薩 希望大家好好
的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你修相應了 非常了不起 你就
等於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今天我們再談︽道果︾ 四種上師有四種灌頂 簡單地
講 四種上師我們都講過了 後面講最高的上師就是﹁究竟
顯真如中諸法極淨真實性金剛上師﹂ 也就是大持明金剛上
師 這裡我講﹁如是﹂也就是這樣子 ﹁若稱瓶灌上師為外
上師﹂ 因為我們第一個灌頂是用瓶灌 所以稱為外法上
師 什麼稱為外法上師呢？因為他懂得事部 密教有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事部法有四種上師 你四種都會
了 就是大持明金剛上師；你會前面三種 叫做大金剛上
師 會前面兩種 叫做金剛上師；會前面一種 就是上師；
四種上師 那是按照四層樓 第一層樓 第二層樓 第三層
樓 第四層的灌頂 叫做四種上師 四種灌頂 四種意義都
在裡面
這裡提到﹁若稱瓶灌上師為外上師 則另三種更上灌頂
相屬之上師 分別以﹃外上師﹄ ﹃內上師﹄ ﹃密上
師﹄ ﹃究竟上師﹄ ﹂ 這個名稱就是這四種 原因是為
什麼呢？當然 每一種灌頂淨除的力量不一樣 所謂瓶灌

頂 像四加行就屬於瓶灌頂 本尊法灌頂也屬於瓶灌頂 那
個是淨除的力量不一樣 也就是清除你身體裡面的業障的力
量不一樣 一般的上師給你瓶灌頂的時候 是淨除你的口
意念 身體 淨除有相的 就是一般的上師 當然這個講法
很多種都不太一樣 很多密教的上師所講的不一定完全相
同
︽道果︾回答是這樣子講的﹁觀瓶灌所淨基之身脈﹂
瓶灌所清淨的基本 他的身體跟脈 ﹁較之三種更上灌頂所
淨基脈字等為粗分﹂ 也就是說他的力量比較小 最粗的灌
頂 比較粗的灌頂 ﹁且易於了解﹂ 像結手印你要灌頂
結一個手印就是粗分 觀想 然後結手印代表身 讓你嘴巴
唸咒 清淨的力量 如果我來講 我是講 反正你外灌頂就
是本尊灌頂 你到內法灌頂 就是第二層樓 你要修氣
脈 明點的灌頂 不以瓶灌頂來作氣 脈 明點的灌頂 而
是以紅色的花跟白色的花來做灌頂 白色的花代表著白菩
提 紅色的花代表著紅菩提 這是屬於氣脈明點的灌頂 再
來就是密灌頂 第三層樓了 就是無上密部的灌頂 可以講
大瑜伽灌頂 一味瑜伽的灌頂 就等於第三層樓
﹁當你生起次第有了身色 面容 手臂 在身外修
習﹂ 以及在裡面的氣 脈 明點 這是內灌頂 再來就是
無上密的灌頂 無上密可以講是全身氣 脈 明點的灌頂
到了最究竟的灌頂就等於是化光的灌頂 你那時候拙火已經
成了 你修出拙火了 火就會產生亮度 就會有光 你身體
已經產生了光 那個就趨入真實性 以這個光融入虛空的空
性 佛性裡面 這個等於是究竟的灌頂 我講的是這個意
思
第三個灌頂我們知道的 無上密部的灌頂就是以﹁觸﹂
為灌頂 這是很秘密的 單獨的灌頂 不是給大眾一起來灌
無上密部的灌頂 不太可能 一般來講 本尊法的灌頂都是

屬於初灌瓶灌 像我們用幡的灌頂都屬於初灌 只是把瓶改
成灌頂幡 因為一個一個灌不太可能 幾萬個人 我們現在
來的是萬人 萬人要灌頂一萬次 單單灌頂的時間就不得
了 摩頂已經不得了 有一次貢唐倉活佛在西藏甘肅做﹁時
輪金剛法會﹂ 差不多來了兩萬 三萬的藏人參加他的﹁時
輪金剛法會﹂ 他在甘肅大草原那裡給大家做摩頂 摩到最
後貢唐倉活佛暈倒躺下來 摩頂的上師都躺下來了 我給大
家一次一次瓶灌頂 你不要小看這個瓶 放到你頭上再拿起
來再放到你頭上再拿起來 這樣做一萬次看看 這樣做一萬
次啊！阿彌陀佛！我這隻手回去就舉不起來 你不要看很輕
喔！做久了你就很累 你就受不了 難怪貢唐倉摩頂會暈
倒 所以有這樣子的灌頂
﹁密灌得上師稱為﹃內﹄上師﹂ 其實密灌就是不太明
顯 因為你現在所看到的 你只要相應了本尊法 保證你可
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佛國淨土 你到了內法 修氣 脈
明點 你修成了 就進入三灌│觸灌頂 全身氣 脈 明點
的灌頂 那一種灌頂全身的毛細孔都會張開的；到了無上密
部的灌頂就有光了 到最後就融入了 光出現了 整個身體
化成光 直接就可以成佛 就叫做即身成佛 到了究竟灌就
等於即身成佛的灌頂 一灌頂你馬上就化成光 直接自己就
成佛去了 叫做即身成佛 在密教裡面那是最高的 所以這
個是很偉大的
三灌以上就很秘密 這裡寫到﹁密灌所淨基脈字 於身
脈內隱蔽且不明顯﹂ 是遮起來不是很明顯 ﹁慧灌上師稱
為﹃密﹄上師之因是：﹂ 慧灌是屬於第三灌 密灌是屬於
內法灌頂 ﹁其灌頂之所淨基界淨分 於脈字中極其隱蔽
是很秘密的 第四寶灌的上師稱為﹃究竟上師﹄的原因是：
其灌頂之所淨基能周遍且調御脈 字 界甘露三者之藏智
氣 是所有淨基究竟故 又其能淨一切灌頂 道 見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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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我們平時大家都會唱：﹁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這也是一種；﹁南
摩阿彌陀佛
﹂這也是一種；﹁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
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已經很多了 還有呢！
一句﹁阿彌陀佛﹂ 你只要每天十唸 一心不亂地唸
佛 往生的時候阿彌陀佛現前 接引你到佛國淨土 多麼的
方便！觀世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首座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
佛 大勢至菩薩同樣的偉大 你看到了觀世音菩薩 相應了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就會相應 你相應了阿彌陀佛 等於
相應了整個西方極樂世界的所有的佛菩薩 相應了觀世音菩
薩也等於相應了西方極樂世界所有的佛菩薩 希望大家好好
的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你修相應了 非常了不起 你就
等於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今天我們再談︽道果︾ 四種上師有四種灌頂 簡單地
講 四種上師我們都講過了 後面講最高的上師就是﹁究竟
顯真如中諸法極淨真實性金剛上師﹂ 也就是大持明金剛上
師 這裡我講﹁如是﹂也就是這樣子 ﹁若稱瓶灌上師為外
上師﹂ 因為我們第一個灌頂是用瓶灌 所以稱為外法上
師 什麼稱為外法上師呢？因為他懂得事部 密教有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事部法有四種上師 你四種都會
了 就是大持明金剛上師；你會前面三種 叫做大金剛上
師 會前面兩種 叫做金剛上師；會前面一種 就是上師；
四種上師 那是按照四層樓 第一層樓 第二層樓 第三層
樓 第四層的灌頂 叫做四種上師 四種灌頂 四種意義都
在裡面
這裡提到﹁若稱瓶灌上師為外上師 則另三種更上灌頂
相屬之上師 分別以﹃外上師﹄ ﹃內上師﹄ ﹃密上
師﹄ ﹃究竟上師﹄ ﹂ 這個名稱就是這四種 原因是為
什麼呢？當然 每一種灌頂淨除的力量不一樣 所謂瓶灌

頂 像四加行就屬於瓶灌頂 本尊法灌頂也屬於瓶灌頂 那
個是淨除的力量不一樣 也就是清除你身體裡面的業障的力
量不一樣 一般的上師給你瓶灌頂的時候 是淨除你的口
意念 身體 淨除有相的 就是一般的上師 當然這個講法
很多種都不太一樣 很多密教的上師所講的不一定完全相
同
︽道果︾回答是這樣子講的﹁觀瓶灌所淨基之身脈﹂
瓶灌所清淨的基本 他的身體跟脈 ﹁較之三種更上灌頂所
淨基脈字等為粗分﹂ 也就是說他的力量比較小 最粗的灌
頂 比較粗的灌頂 ﹁且易於了解﹂ 像結手印你要灌頂
結一個手印就是粗分 觀想 然後結手印代表身 讓你嘴巴
唸咒 清淨的力量 如果我來講 我是講 反正你外灌頂就
是本尊灌頂 你到內法灌頂 就是第二層樓 你要修氣
脈 明點的灌頂 不以瓶灌頂來作氣 脈 明點的灌頂 而
是以紅色的花跟白色的花來做灌頂 白色的花代表著白菩
提 紅色的花代表著紅菩提 這是屬於氣脈明點的灌頂 再
來就是密灌頂 第三層樓了 就是無上密部的灌頂 可以講
大瑜伽灌頂 一味瑜伽的灌頂 就等於第三層樓
﹁當你生起次第有了身色 面容 手臂 在身外修
習﹂ 以及在裡面的氣 脈 明點 這是內灌頂 再來就是
無上密的灌頂 無上密可以講是全身氣 脈 明點的灌頂
到了最究竟的灌頂就等於是化光的灌頂 你那時候拙火已經
成了 你修出拙火了 火就會產生亮度 就會有光 你身體
已經產生了光 那個就趨入真實性 以這個光融入虛空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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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灌得上師稱為﹃內﹄上師﹂ 其實密灌就是不太明
顯 因為你現在所看到的 你只要相應了本尊法 保證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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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婚禮的保安 新郎讓我們全場盯著妳 最重要的是
怕妳鬧事 ﹂這個笑話很有意思
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 讀︿國防醫學院﹀ 住在彰化秀
水 我的︽夢園小語︾很多都是寫給她的 她寫給我的信
我寫給她的信 她姓李 我們通了信 我們也曾經有約會
她在信中曾經寫過 ﹁如果有一天你小登科的時候 我一定
來參加 ﹂我那時候實在有夠笨 她意思就是表示她要嫁給
我 我跟師母結婚的時候 我寄了一個喜帖給她 阿彌陀
佛！結果 她寄來一張白紙 上面打了五個問號 我今天看
了這個笑話 我終於了解 原來她是要嫁給我 ﹁你小登科
的時候我一定到 ﹂這個意思你懂嗎？
所以今天我講這四種上師你一定要懂 每一種都是登
科 小登科 中登科 大登科 最大登科 這樣懂了嗎？彰
化秀水鄉 有人住秀水嗎？啊！她現在也跟我差不多年紀
了 講也沒有關係 秀水鄉１號 她的路牌就是１號 是她
的家 我告訴你喔！最大的秘密 她姓李 我彰化也有好幾
個女朋友啦！我不是 gay
真的！所以有時候 女生的心
思男生是永遠沒有辦法了解
朋友買了一幅書法放在家裡 他老婆很高興 他也很高
興 從此一家人過著幸福快樂美滿的生活 他老婆從右邊
唸 他從左邊唸 小倆口的日子其樂融融 書法是橫寫的
從左邊唸是﹁太太怕我﹂ 從右邊唸是﹁我怕太太﹂ 這個
書法很好 兩個人都可以唸 這就是圓滿 在佛法裡面講圓
滿 最終的就是大圓滿灌頂
美女問大師：﹁大師啊！我覺得一個完美的男人應該是
不會抽菸 不會喝酒 不會生氣 除此之外還有嗎？﹂大師
回答：﹁嗯 是還有 但是永遠不會存在 ﹂要求完美 在
人間是找不到的 所以人間有缺陷美 師尊如果長得像蓮涯
上師一樣１８１公分 那不得了 我最高是１６３ 越老就

越矮 現在變成１５８ 這就是我的缺陷哪！不然我還得了
啊！我年輕的時候就有十幾個女朋友了耶！
美女問大師：﹁大師啊！什麼叫做紅顏薄命呢？﹂大師
回答：﹁因為醜的人活多久都沒有人在意啊！﹂ 美的人如
果她早一點走的話就是紅顏薄命 醜的人怎麼講？她不能紅
顏薄命 是薄命而已啊！那個叫做﹁夭壽囝仔澎肚短命︵台
語︶﹂ 這個大師很有智慧的喔！美女問：﹁大師啊！有人
說世界上９９％都能夠用錢解決 那剩下的１％呢？﹂大師
回答：﹁當然是要用更多的錢來解決呀！﹂要聰明一點哪！
不然我瓶灌頂也是這個 到了大圓滿灌頂 你還是給我這
個 對不對？但師尊從來不談錢
師尊的一個好處 師尊不談錢 本來瓶灌頂 基礎嘛！
意思意思；內法灌頂你就要 double 了；到了無上密部的灌
頂 當然 只有你一個人灌頂喔！無上密部只有你跟一個美
女來灌頂喔！那個就要不知道多少 double 了；給你大圓滿
灌頂│究竟灌頂 那不得了啦！整個雷藏寺都給我都不夠
了 那是無上的 無價 沒有什麼價錢 但是師尊不談這
個 剛剛大師所講 剩下１％當然要更多的錢 但是事實上
師尊不談錢 你只要用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無價 你有心
學 你就是無價！
舞自在他寫給我幾篇文章 他說他最近學來的心得 他
這幾篇文章都寫得非常好 重點在哪裡？知之非艱 你要知
道密法不是很困難的事；行之惟艱 你要實行到你成就 從
開始修法一直永恆地修 無止盡的 永遠的那種心才是無
價！所以舞自在寫給我這幾篇心得非常好 他寫的心得都抓
住很重要的點 可以講他非常非常接近了開悟 就差１％
但是 告訴大家 你只要知之非艱 你知道了密法不是很困
難的事；行之惟艱 你知道了密法 沒有永恆的心去實踐
那真的就是白白浪費了你這一生 所以心最可貴 永恆的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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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果等四層 皆為究竟 故謂之 ﹂也就是說第四種灌頂
是最高的 ﹁上師的名稱跟四種名數都在底下這裡： ﹂全
部都是在這裡 列一個表出來 外灌頂 內灌頂 密灌頂
真實性灌頂
其實我有時稱呼外灌頂 內灌頂 慧灌頂 無上密部灌
頂 大圓滿灌頂 這是我自己稱呼的 名稱不一樣 其實是
一樣 你們看了就知道 四層灌頂│事部 行部 瑜伽部
大圓滿部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無上部就等於是
最高的 這裡有列一個表 大家看︽道果︾這個表 看了就
可以了解到四種灌頂 了解到四種上師 了解到他的意義是
什麼 觸灌頂能夠相應的 你就變成化佛 化身 也就是應
身 應身佛；內灌頂能夠相應的可以達到報身佛；密灌頂能
夠相應的就是法身佛；到真實性能夠得到相應的 叫做體性
身 就是佛的體性身 分成這四等
這有一個笑話 前任的男朋友要結婚了 給我發了張喜
帖 我再三的猶豫 但是還是去了 在婚禮現場看到了五位
帥哥 從開始到結束他們都陪伴在我身旁 結束的時候我害
臊的問他們：﹁你們是不是喜歡我？﹂他們笑哈哈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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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矮 現在變成１５８ 這就是我的缺陷哪！不然我還得了
啊！我年輕的時候就有十幾個女朋友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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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自在他寫給我幾篇文章 他說他最近學來的心得 他
這幾篇文章都寫得非常好 重點在哪裡？知之非艱 你要知
道密法不是很困難的事；行之惟艱 你要實行到你成就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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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所以舞自在寫給我這幾篇心得非常好 他寫的心得都抓
住很重要的點 可以講他非常非常接近了開悟 就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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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你們看了就知道 四層灌頂│事部 行部 瑜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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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 這裡有列一個表 大家看︽道果︾這個表 看了就
可以了解到四種灌頂 了解到四種上師 了解到他的意義是
什麼 觸灌頂能夠相應的 你就變成化佛 化身 也就是應
身 應身佛；內灌頂能夠相應的可以達到報身佛；密灌頂能
夠相應的就是法身佛；到真實性能夠得到相應的 叫做體性
身 就是佛的體性身 分成這四等
這有一個笑話 前任的男朋友要結婚了 給我發了張喜
帖 我再三的猶豫 但是還是去了 在婚禮現場看到了五位
帥哥 從開始到結束他們都陪伴在我身旁 結束的時候我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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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初佛│阿達爾瑪佛就是﹁一﹂
﹁達都﹂ 就是
紅白花灌頂 無上密灌頂
大圓滿灌頂都是依﹁見﹂來灌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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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達爾瑪佛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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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真佛
宗﹀﹁博士教授團﹂︱王進賢特聘教授 王醴教授 麥韻篁
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洪欣儀教
授 游江成博士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國
防備役上校陳善忠先生 越南︿重君企業公司﹀董事長鄧重
君先生 他是四百年前的弟子 美國夏威夷州政府處長雷均
先生 關島︿太平洋島渡假村﹀總經理鄭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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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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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宗道次
第廣論︾ ︽道果︾及︻圓覺經︼製作人蓮悅上師 主持人
蓮海上師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

我

No.

士 and husband
感謝林東翰師兄 陳湘緁師姐打齋十萬
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 粵 語 ︶ ど う も こ ん に ち は ︵ 日 語 ： 你 好 ︶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
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Sawadikap
︵ 泰 語 ： 你 好 ︶ 감 사 합 니 다 ︵ 韓 語 ： 謝 謝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
午 安 ︶ Saude ︵ 葡 萄 牙 語 ： 祝 你 健 康 ︶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
你︶ 這個好像不唸也不行 因為有位師姐從泰國來 他們
在看網路直播 他們講我忘了講 Sawadikap 他們整個堂的
人講：﹁師尊把我們忘了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堂 像
Deutsch 德國的 法國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
謝︶ 還有很多的國家 像廖大使在瑞典 瑞典 瑞士 好
多歐洲都有分堂 不唸 他們都說師尊把他們忘了 所以還
是要唸一唸
還沒有說法以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 二十二號晚上會去
︿蓮聖同修會﹀ 傳的法是﹁九鳳破穢真言法﹂ 九鳳翱
翔 這個法本身有律令 有符 有﹁九鳳破穢符﹂ 也有咒
語 這個法是做什麼用呢？就是清淨所有一切壇城 清淨所
有一切的地方 清淨你的家宅 清淨村莊 莊園 這個﹁九
鳳法﹂在道家來講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法 作為清淨 結界
用 還有 你喝了﹁九鳳破穢符﹂ 唸了九鳳破穢的咒 你
就可以把身體的污穢趕走 給它排除出去 它有那種力量
所以星期三晚上會去︿蓮聖同修會﹀ 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再來就是有一個大法會 在高雄 二十六號在高雄展覽
館 要講解﹁吽字音母﹂ ﹁吽字音母﹂也就是二十一度母
當中的第五尊 是很特別的這一尊 由一個﹁吽﹂字可以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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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初佛│阿達爾瑪佛就是﹁一﹂
﹁達都﹂ 就是
紅白花灌頂 無上密灌頂
大圓滿灌頂都是依﹁見﹂來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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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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達爾瑪佛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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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真佛
宗﹀﹁博士教授團﹂︱王進賢特聘教授 王醴教授 麥韻篁
教授 蔡國裕教授 顧皓翔教授 葉淑雯教授 洪欣儀教
授 游江成博士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國
防備役上校陳善忠先生 越南︿重君企業公司﹀董事長鄧重
君先生 他是四百年前的弟子 美國夏威夷州政府處長雷均
先生 關島︿太平洋島渡假村﹀總經理鄭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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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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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宗道次
第廣論︾ ︽道果︾及︻圓覺經︼製作人蓮悅上師 主持人
蓮海上師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

我

No.

士 and husband
感謝林東翰師兄 陳湘緁師姐打齋十萬
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 粵 語 ︶ ど う も こ ん に ち は ︵ 日 語 ： 你 好 ︶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
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Sawadikap
︵ 泰 語 ： 你 好 ︶ 감 사 합 니 다 ︵ 韓 語 ： 謝 謝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
午 安 ︶ Saude ︵ 葡 萄 牙 語 ： 祝 你 健 康 ︶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
你︶ 這個好像不唸也不行 因為有位師姐從泰國來 他們
在看網路直播 他們講我忘了講 Sawadikap 他們整個堂的
人講：﹁師尊把我們忘了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堂 像
Deutsch 德國的 法國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
謝︶ 還有很多的國家 像廖大使在瑞典 瑞典 瑞士 好
多歐洲都有分堂 不唸 他們都說師尊把他們忘了 所以還
是要唸一唸
還沒有說法以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 二十二號晚上會去
︿蓮聖同修會﹀ 傳的法是﹁九鳳破穢真言法﹂ 九鳳翱
翔 這個法本身有律令 有符 有﹁九鳳破穢符﹂ 也有咒
語 這個法是做什麼用呢？就是清淨所有一切壇城 清淨所
有一切的地方 清淨你的家宅 清淨村莊 莊園 這個﹁九
鳳法﹂在道家來講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法 作為清淨 結界
用 還有 你喝了﹁九鳳破穢符﹂ 唸了九鳳破穢的咒 你
就可以把身體的污穢趕走 給它排除出去 它有那種力量
所以星期三晚上會去︿蓮聖同修會﹀ 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再來就是有一個大法會 在高雄 二十六號在高雄展覽
館 要講解﹁吽字音母﹂ ﹁吽字音母﹂也就是二十一度母
當中的第五尊 是很特別的這一尊 由一個﹁吽﹂字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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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他還會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跟著我
傳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很好 但是 我傳了首傳的﹁吽音
度母﹂ 我想 不久他也會傳吽音度母 我們︿真佛宗﹀首
傳的 不過 也沒關係啦！只要他能夠用這個法得宜 也算
是一種普度眾生 四月十六日會傳﹁白度母法﹂ 這一尊也
是首傳 因為以前沒有講解過 現在要講解﹁白度母法﹂
長壽三尊│長壽佛 尊勝佛母跟白度母 三尊是一起
大家看過︽瑜伽士的寶劍︾ 那是白度母跟師尊本身的
對話 同時 白度母可以講是師尊的起修者 也就是說一起
修行的 白度母跟師尊的因緣 非常非常地深 所以也值得
大家去參加啊！那是無價的 吽音度母是無價的 白度母也
是無價的 ﹁九鳳破穢真言法﹂也是無價的 歡迎大家參
加
另外我再講解所謂的供養 供品 供養 大家記住了
不是只有用食物去供養才是供養 花 香 燈 茶 果都可
以供養 美好的東西都可以供養 石頭也可以供養 我為什
麼講什麼石頭也可以供養？你知道石頭最貴的是什麼？
diamond 它也是石頭 寶石也是石頭 都可以供養的 甚至
你的眼鏡 眼鏡是名牌的也可以供養 供養眼鏡做什麼？妙
觀察智 這是慧君上師講的 不是我講的 妳今天講出妙觀
察智 好像還蠻有智慧的 大智若愚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有一個天主教的修士 他還
沒有當修士以前 他是在馬戲團 在馬戲團做什麼？表演雜
耍 他想到供養的問題 他跟聖母瑪利亞祈禱 他說：﹁我
是很窮困的一個修士 我沒有什麼東西供養祢 但是我以前
是在馬戲團做雜耍的 ﹂什麼雜耍？一顆球頂在他頭上 可
以跳在肩膀上 可以從左邊的肩膀用胸部移到右邊的肩膀
然後從背上轉一圈 球在他的背上轉到胸前 又轉到後面
然後可以用兩個膝蓋把球彈來彈去 然後他躺下來 可以用

兩隻腳撐著球 兩個球 甚至三個球 他都可以這樣子三個
球踢過來踢過去 他說他只有會這樣 所以他就用他的馬戲
團的雜耍供養聖母瑪麗亞 沒有人在的時候 或有很多人在
的時候 他也一樣這樣子在聖母瑪利亞的面前做這種表演
很多人看了 覺得這個修士對聖母瑪利亞是一種侮辱 他
說：﹁不莊嚴 這種供養怎麼可以？﹂沒想到 他跟聖母瑪
麗亞祈禱 他說：﹁我什麼都不會 我就會這個雜耍 我就
用這個供養祢 ﹂沒有想到聖母瑪麗亞居然從法座上面走下
來給他摩頂 說：﹁你這個供養是世界上最好的供養 ﹂所
以師尊認為 你會什麼 你可以供養佛菩薩什麼 同樣的道
理 因為我只有會這個 我把我的專長 我的特技 供養給
佛菩薩 佛菩薩也會感動的
所以你看我們的﹁陽光舞供團﹂ 並不是舞蹈 穿迷你
裙 在上面跳來跳去 那個也是供養；﹁天音雅樂合唱團﹂
唱歌也是供養佛菩薩 你在佛菩薩面前唱歌給祂聽 那也是
一種供養 所以大家不用顧忌 你會什麼 你就供養什麼
就是由你心裡發出來的 ﹁我用我會的供養給佛菩薩﹂ 佛
菩薩都會歡喜接受你的供養 所以無論什麼 你會什麼 你
都可以供養
雖然我講過﹁陽光舞供團﹂ 今年就結婚了五個 年輕
的統統都結婚了 剩下來就是些老娘 資深的美女 像師
母 資深美女啊！你看 到了七十歲了還犧牲色相 還有幾
個歐巴桑 現在只要一出來跳舞的 大部分都是歐巴桑 年
輕小姐都不知哪裡去 但是呢！我們佩服﹁陽光舞供團﹂的
精神 雖然﹁陽光舞供團﹂不怎麼陽光了 叫﹁黃昏舞供
團﹂ 或者是﹁老娘舞供團﹂也可以 她們聽我這樣說了以
後 她們講：﹁唉呀！我們應該要開始招生了 ﹂也就是年
齡從十六歲到二十五歲 每個都長得像周子瑜一樣 歡迎報
名
雜誌

19
20

生一切 單單你唸這個﹁吽﹂字音 從你的心輪裡面有一個
﹁吽﹂字 從你的口再唸出來 只要這個﹁吽﹂字 就能夠
息災 增益 降伏跟敬愛 都可以辦得到
所以特別要講解這個﹁吽﹂字 如何產生 如何地觀
想 它從你的嘴唸出去以後 這個字到達到什麼地方 有什
麼作用 都會講解出來 ﹁吽音度母法﹂是首傳 但是現在
首傳好像有時候我們在這邊講一講 別人家就拿去用 你們
看網路 有時候可以看到 怎麼有一個顯教的法師也在傳勾
財天女？勾勾勾 他也在勾勾勾
耶？天哪！我們在香港傳的白蓮花王也跑到他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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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他還會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跟著我
傳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很好 但是 我傳了首傳的﹁吽音
度母﹂ 我想 不久他也會傳吽音度母 我們︿真佛宗﹀首
傳的 不過 也沒關係啦！只要他能夠用這個法得宜 也算
是一種普度眾生 四月十六日會傳﹁白度母法﹂ 這一尊也
是首傳 因為以前沒有講解過 現在要講解﹁白度母法﹂
長壽三尊│長壽佛 尊勝佛母跟白度母 三尊是一起
大家看過︽瑜伽士的寶劍︾ 那是白度母跟師尊本身的
對話 同時 白度母可以講是師尊的起修者 也就是說一起
修行的 白度母跟師尊的因緣 非常非常地深 所以也值得
大家去參加啊！那是無價的 吽音度母是無價的 白度母也
是無價的 ﹁九鳳破穢真言法﹂也是無價的 歡迎大家參
加
另外我再講解所謂的供養 供品 供養 大家記住了
不是只有用食物去供養才是供養 花 香 燈 茶 果都可
以供養 美好的東西都可以供養 石頭也可以供養 我為什
麼講什麼石頭也可以供養？你知道石頭最貴的是什麼？
diamond 它也是石頭 寶石也是石頭 都可以供養的 甚至
你的眼鏡 眼鏡是名牌的也可以供養 供養眼鏡做什麼？妙
觀察智 這是慧君上師講的 不是我講的 妳今天講出妙觀
察智 好像還蠻有智慧的 大智若愚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有一個天主教的修士 他還
沒有當修士以前 他是在馬戲團 在馬戲團做什麼？表演雜
耍 他想到供養的問題 他跟聖母瑪利亞祈禱 他說：﹁我
是很窮困的一個修士 我沒有什麼東西供養祢 但是我以前
是在馬戲團做雜耍的 ﹂什麼雜耍？一顆球頂在他頭上 可
以跳在肩膀上 可以從左邊的肩膀用胸部移到右邊的肩膀
然後從背上轉一圈 球在他的背上轉到胸前 又轉到後面
然後可以用兩個膝蓋把球彈來彈去 然後他躺下來 可以用

兩隻腳撐著球 兩個球 甚至三個球 他都可以這樣子三個
球踢過來踢過去 他說他只有會這樣 所以他就用他的馬戲
團的雜耍供養聖母瑪麗亞 沒有人在的時候 或有很多人在
的時候 他也一樣這樣子在聖母瑪利亞的面前做這種表演
很多人看了 覺得這個修士對聖母瑪利亞是一種侮辱 他
說：﹁不莊嚴 這種供養怎麼可以？﹂沒想到 他跟聖母瑪
麗亞祈禱 他說：﹁我什麼都不會 我就會這個雜耍 我就
用這個供養祢 ﹂沒有想到聖母瑪麗亞居然從法座上面走下
來給他摩頂 說：﹁你這個供養是世界上最好的供養 ﹂所
以師尊認為 你會什麼 你可以供養佛菩薩什麼 同樣的道
理 因為我只有會這個 我把我的專長 我的特技 供養給
佛菩薩 佛菩薩也會感動的
所以你看我們的﹁陽光舞供團﹂ 並不是舞蹈 穿迷你
裙 在上面跳來跳去 那個也是供養；﹁天音雅樂合唱團﹂
唱歌也是供養佛菩薩 你在佛菩薩面前唱歌給祂聽 那也是
一種供養 所以大家不用顧忌 你會什麼 你就供養什麼
就是由你心裡發出來的 ﹁我用我會的供養給佛菩薩﹂ 佛
菩薩都會歡喜接受你的供養 所以無論什麼 你會什麼 你
都可以供養
雖然我講過﹁陽光舞供團﹂ 今年就結婚了五個 年輕
的統統都結婚了 剩下來就是些老娘 資深的美女 像師
母 資深美女啊！你看 到了七十歲了還犧牲色相 還有幾
個歐巴桑 現在只要一出來跳舞的 大部分都是歐巴桑 年
輕小姐都不知哪裡去 但是呢！我們佩服﹁陽光舞供團﹂的
精神 雖然﹁陽光舞供團﹂不怎麼陽光了 叫﹁黃昏舞供
團﹂ 或者是﹁老娘舞供團﹂也可以 她們聽我這樣說了以
後 她們講：﹁唉呀！我們應該要開始招生了 ﹂也就是年
齡從十六歲到二十五歲 每個都長得像周子瑜一樣 歡迎報
名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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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切 單單你唸這個﹁吽﹂字音 從你的心輪裡面有一個
﹁吽﹂字 從你的口再唸出來 只要這個﹁吽﹂字 就能夠
息災 增益 降伏跟敬愛 都可以辦得到
所以特別要講解這個﹁吽﹂字 如何產生 如何地觀
想 它從你的嘴唸出去以後 這個字到達到什麼地方 有什
麼作用 都會講解出來 ﹁吽音度母法﹂是首傳 但是現在
首傳好像有時候我們在這邊講一講 別人家就拿去用 你們
看網路 有時候可以看到 怎麼有一個顯教的法師也在傳勾
財天女？勾勾勾 他也在勾勾勾
耶？天哪！我們在香港傳的白蓮花王也跑到他那裡去

阿達爾瑪佛手印

【燃燈雜誌】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報

護摩
佛
阿達爾瑪

特別 導

國防備役上校陳善忠先生

尊當他的支撐力 我真正要學習的就是蓮嶝上師的這一種精
神 我還要跟他學呢！其實蓮嶝上師心腸也是很軟的 喔！
因為他頭頂著我 也就是說讓我來哭就可以了 呵呵
他有力量 他有信心 他相信根本上師 其實根本上師
本身的能力不夠 但是 因為他﹁信﹂的力量 頭頂著根本
上師 信的力量 讓他看破生死 我告訴你喔！學佛這一點
﹁無生無死﹂ 非常地重要！生死能夠打破 就是成就第一
關 你生死打不破 你還留戀這個世間 生死沒有辦法打
破 旁邊的親眷也沒辦法打破生死 所以修行上來講 一定
要打破生死關 也就是說你看生 看死 看多了 你自己的
生死也是跟眾生的生死一樣 有生必有死 要研究這個道
理 就是說﹁生從何處來 死向何處去？﹂﹁你到底來這人
間做什麼？﹂﹁我活著是為了什麼？﹂﹁你人生的意義在哪
裡？﹂你要想：﹁我生前在哪裡？我死後哪裡去？我活著是
為什麼？我人生的意義在哪裡？﹂這個只有大丈夫才能夠做
得到 大家都要想清楚這一點
鄭森隆醫師跟我講 在他的醫院裡面的醫生 一年之
中 有四個醫生得到癌症 很年輕就得到癌症 大家想一
想 年輕的醫生 在他的醫院裡面有四個年輕的醫生得到癌
症 一年之中有四個 醫生耶！是專門醫人的病 他也疏忽
了 得到了 cancer 所以我們要把握時光 每一個人要緊
握住活著的時光 去精進努力地修行 ﹁生從何處來﹂你要
得到 ﹁死從何處去﹂你要知道 ﹁你活著是為了什麼﹂
﹁什麼是最有意義的﹂ 你要了解 這個佛陀都有答案給我
們
告訴大家 本初佛│阿達爾瑪佛就是﹁一﹂ ﹁達
都﹂ 就是 No.1
就是巴利文的 No.1
第一尊的本初
佛 你受了這一尊的灌頂 得到了意義 你跟所有十方三世
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全部結緣 很偉大的 阿達爾瑪佛！

另外我們︿真佛宗﹀還有一個﹁活力生活營﹂ 每年都
有辦的吧？雷藏寺辦的是吧？喔！對 他們都合辦的 世界
合辦的 ﹁博士教授團﹂有一個建議 希望︿真佛宗﹀在台
灣的每一個分堂 每一座寺 推派年輕人來參加這個生活
營 ﹁博士教授團﹂他們也可以列名為其中裡面的教授人
員 他們也可以講一些他們所知道的知識 給這些年輕人知
道 他們可以列名在生活營裡面的指導教授 指導的老師
這一點也很重要 另外他們建議台灣的每一個堂 都要推派
一名年輕的來參加生活營 這個可以讓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更加地年輕 將來培養新的人才 這一點很重
要
蓮妙上師上回有跟我講過：﹁蓮嶝上師他能夠成就佛
果 後面有一隻手在推他 ﹂這一隻手就是蓮妙上師 事實
上也是如此 因為蓮妙上師是蓮嶝上師的支柱 她支持他修
行 她叫他能夠很有毅力的去修法 修行 很有毅力的保持
一個平和的心 然後指導他看破生死 生死關要看破 這一
點最難 因為人本身好生惡死 喜歡生 不喜歡死 其實是
錯誤的 要知道﹁無生無死﹂ 要懂得這一番道理 你心才
能夠平和 倘若你生病了 ﹁如何保持生病平和的心？﹂
蓮嶝上師做得到 師尊做不到 你看我上回 腳痛 腳傷
了 腳腫 蜂窩性組織炎 這是鄭森隆醫師幫我治 從頭治
到尾 治了兩個月 用了好多的藥 最後才成功 把這個腫
消退 當然 那是很痛苦的 最強的抗生素 你看我在法座
上痛哭流涕啊！向佛菩薩傾訴 向所有的眾生傾訴 痛哭流
涕 人家蓮嶝上師連一滴眼淚都沒流 這才是真的大丈夫
啊！大英雄！大丈夫！師尊是小英雄 小丈夫
蓮嶝上師四年多來這種面對死亡的態度 他這種精神毅
力 一定有一個支撐力在支撐他 他把根本上師頂在頭上
他不知道我一生病我就痛哭流涕 人家他能夠看破生死 這
就是他偉大的地方 另外 還有蓮妙上師當他的支撐力 師

所有的密教 白教的大手印 紅教的大圓滿 黃教的大威
德 花教的道果 全部由祂身上流出來 祂是金剛總持│普
賢王如來│多傑羌 祂的名稱很多 祂就是阿達爾瑪佛 我
們今天火供的主尊 這一尊佛其實也不用再講了 祂就是
No.1 ﹁達都﹂ 第一尊大佛
阿達爾瑪佛 祂的手印是內縛印 豎起兩個大拇指相
併 就是阿達爾瑪佛的手印 你也可以結雙抱印 拿著金剛
杵 這個就是阿達爾瑪佛 佛母是大自在佛母 什麼叫做佛
父跟佛母？佛父就是象徵著﹁方便﹂ 佛母就象徵著﹁智
慧﹂ 方便跟智慧結合才能夠顯現佛法 只有方便 那是世
俗 沒有智慧的方便 那就是世俗 所以有了智慧 就是宇
宙圓滿的智慧 這個智慧是最圓滿的 是如來的勝智慧 要
表現必須要由﹁方便﹂ 所以由阿達爾瑪佛再傳五方佛 然
後再傳金剛薩埵 由金剛薩埵再傳密教 這樣子一直傳下
來
我們今天︽道果︾講第一個問題 ﹁第一種上師是依道
立名 然後的三種是依見立名 他的理由是什麼？﹂大自在
的畢瓦巴祖師是這樣講：﹁僅就理解上立見與禪定覺受上立
見二理而言 前者是以聞思斷增綺 僅是了解﹃諸法無自
性﹄之義概念 在此並非主要的部分 後者則是以實義自
相 一起通達之故 此方為主要 ﹂有正跟負 剛剛開始的
上師 給你們灌頂 瓶灌頂的上師 那個是依道立名 以後
的三種是依見來立名 依見就是你看見 你真實看見來立
名 前一個上師是依這個﹁道果﹂ 依這個法來立名的 這
是第一種上師 前面那一個講起來 是﹁以聞思斷增綺﹂
你們在這裡聽就是﹁聞﹂；﹁思﹂ 你們思考 ﹁聞﹂就是
聽到 ﹁思考﹂就是用你的腦筋去想 來斷掉綺念 就是不
正確的斷除掉 這是第一種灌頂 以聽到的跟想念的 沒有
實際上 這是一種的灌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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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當他的支撐力 我真正要學習的就是蓮嶝上師的這一種精
神 我還要跟他學呢！其實蓮嶝上師心腸也是很軟的 喔！
因為他頭頂著我 也就是說讓我來哭就可以了 呵呵
他有力量 他有信心 他相信根本上師 其實根本上師
本身的能力不夠 但是 因為他﹁信﹂的力量 頭頂著根本
上師 信的力量 讓他看破生死 我告訴你喔！學佛這一點
﹁無生無死﹂ 非常地重要！生死能夠打破 就是成就第一
關 你生死打不破 你還留戀這個世間 生死沒有辦法打
破 旁邊的親眷也沒辦法打破生死 所以修行上來講 一定
要打破生死關 也就是說你看生 看死 看多了 你自己的
生死也是跟眾生的生死一樣 有生必有死 要研究這個道
理 就是說﹁生從何處來 死向何處去？﹂﹁你到底來這人
間做什麼？﹂﹁我活著是為了什麼？﹂﹁你人生的意義在哪
裡？﹂你要想：﹁我生前在哪裡？我死後哪裡去？我活著是
為什麼？我人生的意義在哪裡？﹂這個只有大丈夫才能夠做
得到 大家都要想清楚這一點
鄭森隆醫師跟我講 在他的醫院裡面的醫生 一年之
中 有四個醫生得到癌症 很年輕就得到癌症 大家想一
想 年輕的醫生 在他的醫院裡面有四個年輕的醫生得到癌
症 一年之中有四個 醫生耶！是專門醫人的病 他也疏忽
了 得到了 cancer 所以我們要把握時光 每一個人要緊
握住活著的時光 去精進努力地修行 ﹁生從何處來﹂你要
得到 ﹁死從何處去﹂你要知道 ﹁你活著是為了什麼﹂
﹁什麼是最有意義的﹂ 你要了解 這個佛陀都有答案給我
們
告訴大家 本初佛│阿達爾瑪佛就是﹁一﹂ ﹁達
都﹂ 就是 No.1
就是巴利文的 No.1
第一尊的本初
佛 你受了這一尊的灌頂 得到了意義 你跟所有十方三世
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全部結緣 很偉大的 阿達爾瑪佛！

另外我們︿真佛宗﹀還有一個﹁活力生活營﹂ 每年都
有辦的吧？雷藏寺辦的是吧？喔！對 他們都合辦的 世界
合辦的 ﹁博士教授團﹂有一個建議 希望︿真佛宗﹀在台
灣的每一個分堂 每一座寺 推派年輕人來參加這個生活
營 ﹁博士教授團﹂他們也可以列名為其中裡面的教授人
員 他們也可以講一些他們所知道的知識 給這些年輕人知
道 他們可以列名在生活營裡面的指導教授 指導的老師
這一點也很重要 另外他們建議台灣的每一個堂 都要推派
一名年輕的來參加生活營 這個可以讓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更加地年輕 將來培養新的人才 這一點很重
要
蓮妙上師上回有跟我講過：﹁蓮嶝上師他能夠成就佛
果 後面有一隻手在推他 ﹂這一隻手就是蓮妙上師 事實
上也是如此 因為蓮妙上師是蓮嶝上師的支柱 她支持他修
行 她叫他能夠很有毅力的去修法 修行 很有毅力的保持
一個平和的心 然後指導他看破生死 生死關要看破 這一
點最難 因為人本身好生惡死 喜歡生 不喜歡死 其實是
錯誤的 要知道﹁無生無死﹂ 要懂得這一番道理 你心才
能夠平和 倘若你生病了 ﹁如何保持生病平和的心？﹂
蓮嶝上師做得到 師尊做不到 你看我上回 腳痛 腳傷
了 腳腫 蜂窩性組織炎 這是鄭森隆醫師幫我治 從頭治
到尾 治了兩個月 用了好多的藥 最後才成功 把這個腫
消退 當然 那是很痛苦的 最強的抗生素 你看我在法座
上痛哭流涕啊！向佛菩薩傾訴 向所有的眾生傾訴 痛哭流
涕 人家蓮嶝上師連一滴眼淚都沒流 這才是真的大丈夫
啊！大英雄！大丈夫！師尊是小英雄 小丈夫
蓮嶝上師四年多來這種面對死亡的態度 他這種精神毅
力 一定有一個支撐力在支撐他 他把根本上師頂在頭上
他不知道我一生病我就痛哭流涕 人家他能夠看破生死 這
就是他偉大的地方 另外 還有蓮妙上師當他的支撐力 師

所有的密教 白教的大手印 紅教的大圓滿 黃教的大威
德 花教的道果 全部由祂身上流出來 祂是金剛總持│普
賢王如來│多傑羌 祂的名稱很多 祂就是阿達爾瑪佛 我
們今天火供的主尊 這一尊佛其實也不用再講了 祂就是
No.1 ﹁達都﹂ 第一尊大佛
阿達爾瑪佛 祂的手印是內縛印 豎起兩個大拇指相
併 就是阿達爾瑪佛的手印 你也可以結雙抱印 拿著金剛
杵 這個就是阿達爾瑪佛 佛母是大自在佛母 什麼叫做佛
父跟佛母？佛父就是象徵著﹁方便﹂ 佛母就象徵著﹁智
慧﹂ 方便跟智慧結合才能夠顯現佛法 只有方便 那是世
俗 沒有智慧的方便 那就是世俗 所以有了智慧 就是宇
宙圓滿的智慧 這個智慧是最圓滿的 是如來的勝智慧 要
表現必須要由﹁方便﹂ 所以由阿達爾瑪佛再傳五方佛 然
後再傳金剛薩埵 由金剛薩埵再傳密教 這樣子一直傳下
來
我們今天︽道果︾講第一個問題 ﹁第一種上師是依道
立名 然後的三種是依見立名 他的理由是什麼？﹂大自在
的畢瓦巴祖師是這樣講：﹁僅就理解上立見與禪定覺受上立
見二理而言 前者是以聞思斷增綺 僅是了解﹃諸法無自
性﹄之義概念 在此並非主要的部分 後者則是以實義自
相 一起通達之故 此方為主要 ﹂有正跟負 剛剛開始的
上師 給你們灌頂 瓶灌頂的上師 那個是依道立名 以後
的三種是依見來立名 依見就是你看見 你真實看見來立
名 前一個上師是依這個﹁道果﹂ 依這個法來立名的 這
是第一種上師 前面那一個講起來 是﹁以聞思斷增綺﹂
你們在這裡聽就是﹁聞﹂；﹁思﹂ 你們思考 ﹁聞﹂就是
聽到 ﹁思考﹂就是用你的腦筋去想 來斷掉綺念 就是不
正確的斷除掉 這是第一種灌頂 以聽到的跟想念的 沒有
實際上 這是一種的灌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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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種灌頂
那麼 這四種灌頂 ﹁通曉如此之見者 修瓶灌及相屬
之道生起次第形相未為甚深 由所依之身及能依之心 生起
次第主要在心扼其要之故 見地上覺受緩慢地生起 道上則
長時延滯 此為生起次第前行瓶灌上師於因位立道之名 ﹂
他有解釋 ﹁生起次第之道 主要在於以心扼心要故﹂ 也
就是懂得了口訣 ﹁僅能通達波羅蜜乘﹂ 就是菩薩乘
﹁及密乘共通部分 安立見地亦同理 ﹂也就是用這種道
理 剛剛我解釋過了 這種道理來立他的名 四灌頂立名是
因為這樣子而來的
老公在家裡煮飯 第一次做紅燒豬蹄 放了一塊錢在上
面 老婆問他為什麼 他說：﹁食譜上說要放八角 我實在
找不到零錢 所以就放了一塊錢 ﹂這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八角是一種中藥的名 而不是真正錢的八角 你拿一塊錢放
在上面 這是依照食譜做菜 他說要放八角 他就放一塊錢
的銅板在上面 那當然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解釋這個四種灌
頂 就是要讓大家清楚明白 什麼是四種灌頂 你到哪一個
程度 能夠受什麼灌 你確實見到了氣 你才能受灌哪！你
以為你放一塊錢就可以受灌？那是不通的 那是彼此之間
你不了解真實義 你如果了解真實 你看見了你的中脈通
了 才能夠受二灌；拙火升了 無漏法成了 明點下降 才
能受三灌；你光明已經顯現 看見了你的光 自己看見自己
身上的光 才能夠受四灌 就是這樣子；你只知道身體 只
能夠受密教的初灌
爭吵得很厲害的時候 妻子便提出建議：﹁我有兩個方
案可以結束這場爭吵 一個是 要嘛！我們都承認﹃我對
了﹄ ﹂丈夫就問：﹁那另一個呢？﹂妻子就講：﹁要嘛！
我們都承認是﹃你錯了﹄ ﹂當然 這是妻子比較有智慧
所以在密教裡面 女性是代表智慧的 男性是代表方便 密
教有這樣一個說法 應該要這樣子才有精神 一個爸爸拿著

便當去學校看他的兒子小明 小明的老師見
到他爸爸 很驚訝地說：﹁小明爸爸 你醒
了！真是奇蹟耶！﹂小明爸爸一臉不解地
講 ： ﹁老 師 為什 麼說 我醒 了是一 個奇
蹟？﹂老師拿出小明寫的作文 他說：﹁我
的爸爸是植物人 ﹂所以老師跟他說：﹁你
醒了 ﹂其實小明的爸爸是﹁植物達人﹂
是他漏寫一個字 回家以後 小明被痛扁了
一頓
我們在看︽道果︾ 不能夠少一個字
師尊要講解 就是要讓大家清楚明白︽道
果︾ 四種灌頂 四種上師 四種因 四種
果 都要講得很清楚 你們才能夠完全了
解 我不能少說一個字 少說一個字就變成
植物人 其實是﹁植物達人﹂ 所以四種上
師我們的分別 在中國講就是﹁上師﹂
﹁金剛上師﹂ ﹁大金剛上師﹂ ﹁大持明
金剛上師﹂ 是這樣分別的 所以你四種都
已經懂了 你才是大持明金剛上師 你要
懂 你要真實見 你確實看見氣 中脈已經
通了 看見你自己的中脈已經通了 才求二
灌；你已經升起拙火 無漏法成了 明點下
降了 才三灌；你已經升起光明了 那就是
第四灌 師尊跟大家講清楚了 所以也不要
妄求灌頂 因為你來求灌頂 師尊會不好意
思說不給你灌頂 給你灌頂 你程度又不
到 就變成植物人 程度到了 就是植物達
人 道理就是在這裡而已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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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增綺 就是你增加了很多的想法 增加了很多的綺
念 像依年紀來講 師母已經七十歲了 是資深美女 要招
收的新生是十六歲到二十五歲 長得像周子瑜 大家看了會
增加綺念 要斷掉增加的綺念 我上回講了 有人比較好
色 我就叫他：﹁你修白骨觀 ﹂他說：﹁我修了 ﹂﹁那
你為什麼不能夠斷掉綺念呢？﹂他說原因是白骨上面又長
肉 叫你修白骨觀是只看他的白骨啊！你不能用你的念頭又
想她又長出肉出來呀！又長出皮呢！長得像周子瑜 那你就
完蛋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修白骨觀 師尊也一樣要修白骨
觀
這個就是剛剛開始的 表面上的 是以道來立名的 真
的 見是什麼見？你真的看見 你納入的氣 吐出的氣 你
真實感受到 那叫做見 你真實感受了 氣在中脈裡面 可
以通了中脈 你真實看見 真實見識到了 這是真實 真實
就叫做﹁見﹂
然後呢！你真實看到了你的拙火已經燃了 已經點起來
了 你的明點水真的下降了 你真的打開你的中脈了 然後
開了你自己的五輪 這就是你的﹁見﹂ 你眼睛閉起來 你
知道火在上升 水在下降 你的心輪打開 包括眉心輪打
開 喉輪打開 心輪打開 臍輪打開 密輪打開 全部你的
輪都打開了 你看見了光 光明顯現 你這個﹁見﹂就是光
明顯現
所以第一種灌頂│瓶灌 只是你本身的外灌頂 是以
﹁道﹂來立名 以後的三個灌頂 紅白花灌頂 無上密灌
頂 大圓滿灌頂都是依﹁見﹂來灌頂 你真的看見你的氣在
中脈 已經通了 在修寶瓶氣當中 你知道你的中脈已經通
了 你看見了 就可以得到紅白花灌頂 你真實修行了 拙
火升起 無漏法成就了 明點法也下降了 你可以得到無上
密的第三種灌頂；你看見光了 你身體有光出現 你可以得
到第四種灌頂│大圓滿灌頂 光明已經產生 這就是在解釋

灌頂：阿達爾瑪佛不共大法

【燃燈雜誌】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報

護摩
佛
阿達爾瑪

特別 導

這四種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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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密乘共通部分 安立見地亦同理 ﹂也就是用這種道
理 剛剛我解釋過了 這種道理來立他的名 四灌頂立名是
因為這樣子而來的
老公在家裡煮飯 第一次做紅燒豬蹄 放了一塊錢在上
面 老婆問他為什麼 他說：﹁食譜上說要放八角 我實在
找不到零錢 所以就放了一塊錢 ﹂這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八角是一種中藥的名 而不是真正錢的八角 你拿一塊錢放
在上面 這是依照食譜做菜 他說要放八角 他就放一塊錢
的銅板在上面 那當然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解釋這個四種灌
頂 就是要讓大家清楚明白 什麼是四種灌頂 你到哪一個
程度 能夠受什麼灌 你確實見到了氣 你才能受灌哪！你
以為你放一塊錢就可以受灌？那是不通的 那是彼此之間
你不了解真實義 你如果了解真實 你看見了你的中脈通
了 才能夠受二灌；拙火升了 無漏法成了 明點下降 才
能受三灌；你光明已經顯現 看見了你的光 自己看見自己
身上的光 才能夠受四灌 就是這樣子；你只知道身體 只
能夠受密教的初灌
爭吵得很厲害的時候 妻子便提出建議：﹁我有兩個方
案可以結束這場爭吵 一個是 要嘛！我們都承認﹃我對
了﹄ ﹂丈夫就問：﹁那另一個呢？﹂妻子就講：﹁要嘛！
我們都承認是﹃你錯了﹄ ﹂當然 這是妻子比較有智慧
所以在密教裡面 女性是代表智慧的 男性是代表方便 密
教有這樣一個說法 應該要這樣子才有精神 一個爸爸拿著

便當去學校看他的兒子小明 小明的老師見
到他爸爸 很驚訝地說：﹁小明爸爸 你醒
了！真是奇蹟耶！﹂小明爸爸一臉不解地
講 ： ﹁ 老師 為什 麼說 我醒 了是一 個奇
蹟？﹂老師拿出小明寫的作文 他說：﹁我
的爸爸是植物人 ﹂所以老師跟他說：﹁你
醒了 ﹂其實小明的爸爸是﹁植物達人﹂
是他漏寫一個字 回家以後 小明被痛扁了
一頓
我們在看︽道果︾ 不能夠少一個字
師尊要講解 就是要讓大家清楚明白︽道
果︾ 四種灌頂 四種上師 四種因 四種
果 都要講得很清楚 你們才能夠完全了
解 我不能少說一個字 少說一個字就變成
植物人 其實是﹁植物達人﹂ 所以四種上
師我們的分別 在中國講就是﹁上師﹂
﹁金剛上師﹂ ﹁大金剛上師﹂ ﹁大持明
金剛上師﹂ 是這樣分別的 所以你四種都
已經懂了 你才是大持明金剛上師 你要
懂 你要真實見 你確實看見氣 中脈已經
通了 看見你自己的中脈已經通了 才求二
灌；你已經升起拙火 無漏法成了 明點下
降了 才三灌；你已經升起光明了 那就是
第四灌 師尊跟大家講清楚了 所以也不要
妄求灌頂 因為你來求灌頂 師尊會不好意
思說不給你灌頂 給你灌頂 你程度又不
到 就變成植物人 程度到了 就是植物達
人 道理就是在這裡而已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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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像依年紀來講 師母已經七十歲了 是資深美女 要招
收的新生是十六歲到二十五歲 長得像周子瑜 大家看了會
增加綺念 要斷掉增加的綺念 我上回講了 有人比較好
色 我就叫他：﹁你修白骨觀 ﹂他說：﹁我修了 ﹂﹁那
你為什麼不能夠斷掉綺念呢？﹂他說原因是白骨上面又長
肉 叫你修白骨觀是只看他的白骨啊！你不能用你的念頭又
想她又長出肉出來呀！又長出皮呢！長得像周子瑜 那你就
完蛋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修白骨觀 師尊也一樣要修白骨
觀
這個就是剛剛開始的 表面上的 是以道來立名的 真
的 見是什麼見？你真的看見 你納入的氣 吐出的氣 你
真實感受到 那叫做見 你真實感受了 氣在中脈裡面 可
以通了中脈 你真實看見 真實見識到了 這是真實 真實
就叫做﹁見﹂
然後呢！你真實看到了你的拙火已經燃了 已經點起來
了 你的明點水真的下降了 你真的打開你的中脈了 然後
開了你自己的五輪 這就是你的﹁見﹂ 你眼睛閉起來 你
知道火在上升 水在下降 你的心輪打開 包括眉心輪打
開 喉輪打開 心輪打開 臍輪打開 密輪打開 全部你的
輪都打開了 你看見了光 光明顯現 你這個﹁見﹂就是光
明顯現
所以第一種灌頂│瓶灌 只是你本身的外灌頂 是以
﹁道﹂來立名 以後的三個灌頂 紅白花灌頂 無上密灌
頂 大圓滿灌頂都是依﹁見﹂來灌頂 你真的看見你的氣在
中脈 已經通了 在修寶瓶氣當中 你知道你的中脈已經通
了 你看見了 就可以得到紅白花灌頂 你真實修行了 拙
火升起 無漏法成就了 明點法也下降了 你可以得到無上
密的第三種灌頂；你看見光了 你身體有光出現 你可以得
到第四種灌頂│大圓滿灌頂 光明已經產生 這就是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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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 主持人蓮海上師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士 and husband 李和同先生 感謝香港嚴
頌銘先生打齋十萬元 馬來西亞王勝陶闔家打齋十萬元 馬
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生打齋十萬元 ︿大行拍賣行﹀馬順忠
社長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どうもこんに
ち は ︵ 日 語 ： 你 好 ︶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Sawadikap ︵ 泰 語 ： 你 好 ︶ 감 사 합 니 다 ︵ 韓語 ：謝謝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
西亞語：午安︶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 西 班 牙 語 ： 我 愛 你 ︶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 Saude. ︵葡萄牙語：祝你健康︶好
啦！全部講完了 其實還有很多個國家的語言沒有講 主要
的講一點
今天最主要是地母菩薩 地母菩薩以前也做過 祂的咒
語是﹁嗡 別炸 嘛嘛 坡理提毘 梭哈 ﹂這是地母菩薩
的咒語 祂的手印跟瑤池金母的手印是一樣的 種子字是一
個﹁吽﹂字 我們觀想祂特別的地方 觀想祂的左手是拿著
八卦 一般民間地母的相 祂左手是拿著八卦的 右手拿拂
塵 是一樣的 祂腳上踩的是地球 表示地表上面最偉大的
一尊菩薩 我們還有一尊堅牢地神 在密教裡面有堅牢地
神 聽說地母菩薩是堅牢地神的夫人 也有這樣的說法
剛開始的時候地母菩薩就有下降 我們知道所有的醫
藥 財寶全部來自於土地 土地是蘊涵所有的一切 像樹
木 像金 銀 銅 鐵 像鑽石 這些珠寶 七珍八寶全部
來自於土地 包括所有的一切建築物 事實上所有的財寶大
部分都離不開土地的 所以祂是資糧道 是資糧道之主 現
在你看師尊的桌子上 所有一切的東西 像金剛鈴 金剛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
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
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地母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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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
﹁博士教授團﹂及﹁醫護團﹂全體成員 ︿真佛宗﹀法律顧
問│周慧芳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草屯前鎮長周
信利先生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香港牙科
醫生譚啟泰醫師 ︿豐田汽車﹀印尼巨港代理商郭說銘先生
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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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議會﹀蔡旺詮議員代表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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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
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大圓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
︽密宗道次第廣論︾ ︽道果︾及︻圓覺經︼│製作人蓮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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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正念就一定有正見
中觀就是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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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 主持人蓮海上師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士 and husband 李和同先生 感謝香港嚴
頌銘先生打齋十萬元 馬來西亞王勝陶闔家打齋十萬元 馬
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生打齋十萬元 ︿大行拍賣行﹀馬順忠
社長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どうもこんに
ち は ︵ 日 語 ： 你 好 ︶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Sawadikap ︵ 泰 語 ： 你好︶ 감 사 합 니 다 ︵韓語 ：謝謝 ︶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
西亞語：午安︶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 西 班 牙 語 ： 我 愛 你 ︶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 Saude. ︵葡萄牙語：祝你健康︶好
啦！全部講完了 其實還有很多個國家的語言沒有講 主要
的講一點
今天最主要是地母菩薩 地母菩薩以前也做過 祂的咒
語是﹁嗡 別炸 嘛嘛 坡理提毘 梭哈 ﹂這是地母菩薩
的咒語 祂的手印跟瑤池金母的手印是一樣的 種子字是一
個﹁吽﹂字 我們觀想祂特別的地方 觀想祂的左手是拿著
八卦 一般民間地母的相 祂左手是拿著八卦的 右手拿拂
塵 是一樣的 祂腳上踩的是地球 表示地表上面最偉大的
一尊菩薩 我們還有一尊堅牢地神 在密教裡面有堅牢地
神 聽說地母菩薩是堅牢地神的夫人 也有這樣的說法
剛開始的時候地母菩薩就有下降 我們知道所有的醫
藥 財寶全部來自於土地 土地是蘊涵所有的一切 像樹
木 像金 銀 銅 鐵 像鑽石 這些珠寶 七珍八寶全部
來自於土地 包括所有的一切建築物 事實上所有的財寶大
部分都離不開土地的 所以祂是資糧道 是資糧道之主 現
在你看師尊的桌子上 所有一切的東西 像金剛鈴 金剛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
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
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地母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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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
﹁博士教授團﹂及﹁醫護團﹂全體成員 ︿真佛宗﹀法律顧
問│周慧芳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草屯前鎮長周
信利先生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香港牙科
醫生譚啟泰醫師 ︿豐田汽車﹀印尼巨港代理商郭說銘先生
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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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議會﹀蔡旺詮議員代表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澤霞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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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
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大圓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
︽密宗道次第廣論︾ ︽道果︾及︻圓覺經︼│製作人蓮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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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 像唸珠 像儀器 像鏡子 像整個 table 還有所有
的法器 香支 水 人皮鼓 全部都是來自於土地 沒有一
樣不是的 所以在資糧道 我們要求資糧非常圓滿 都是求
地母菩薩 祂也是在地神當中最富庶的 最有錢的 我聽說
還有很多人中獎 不一定是中大獎 有的時候是中小獎 連
續幾次都有的 像汶萊 Brunei 像西雅圖的 像很多地方
的 都有人中獎 希望地母菩薩賜給大眾 每一個人都很富
有 都很富足
師尊在這裡講一下 明天﹁吽音度母﹂是在高雄傳的
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參加高雄的法會 這個很重要 ︵眾
鼓掌︶吽音母也是很重要的 祂的特別的地方是在祂的觀
想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你懂得吽音母的話 也能夠隨心所
悅 你心想什麼也能夠得到什麼 這是一尊很大的 二十一
度母當中排名第五的吽音度母 明天會在高雄傳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句：﹁師尊不想擁有地上 師尊是擁
有天上 ﹂在很多年以前 大家知道︿彩虹山莊﹀是師尊蓋
起來的 差不多花了接近兩百萬美金把它蓋起來 跟蓋了護
摩寶殿 現在正在蓋︿雙蓮境界﹀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
當初是我的住宅 我建起來 是我私人的住宅 也不知道怎
麼一回事 那一塊土地突然間變更成為宗教用地 不知道怎
麼回事 真的 師尊沒有申請宗教用地 它自動地由 King
County 國王的縣 就是政府的電腦裡面突然現出來是宗教
用地 既然是宗教用地就把它變成︿彩虹雷藏寺﹀ 本來是
我私人住宅 政府突然之間 computer 裡面自然顯現宗教用
地 我們去申請︿彩虹雷藏寺﹀ 成立一個佛教的社團 成
立︿彩虹雷藏寺﹀ 好怪
King County 的政府人員就要
我們交：﹁當初你申請私人住宅變更用地的資料 ﹂我們
說：﹁我們已經忘掉放在哪裡？﹂他們也講他們那裡也找不
到 找不到我們的申請 他們也把資料丟掉 美國丟掉東西
是很平常的事 不掉東西的才是不正常 掉東西的是正常

雜誌

所以他們也不以為意 你申請︿彩虹雷藏寺﹀就給你︿彩虹
雷藏寺﹀ 那個時候我們就想到 ︿彩虹雷藏寺﹀這個房
子 差不多兩百四十萬吧 到最後 蓋了這個護摩寶殿 兩
百四十萬美金蓋起來的 就變更為蓮印上師的名下 現在這
個︿彩虹雷藏寺﹀是蓮印上師的 不是師尊的 師尊已經把
它變更成為蓮印上師的名下 蓮印上師有權力負責它的財政
行政 但是有兩條規則 我們請律師附註兩條規則：
第一條：不准出售 這個︿彩虹雷藏寺﹀不准賣掉
第二個：只准︿真佛宗﹀的弟子來使用
這兩條確保︿彩虹雷藏寺﹀永遠存在 永遠為︿真佛
宗﹀的道場 蓮印上師去組織它的管理委員會 師尊完全沒
有權力可以管︿彩虹山莊﹀ 雖然是我蓋的 但是兩百四十
萬美金全部捐出來給蓮印上師了 這是一點 ︵眾鼓掌︶
第二點 我發覺︿台灣雷藏寺﹀ 因為 我以為︿台灣
雷藏寺﹀已經有管理委員會了 ︿台灣雷藏寺﹀這麼大 現
在 True Buddha School 大概就是
以︿台灣雷藏寺﹀建得最宏偉 最
大了 而且它的腹地非常地廣 就
是周邊的很多土地都是屬於︿台灣
雷藏寺﹀的 就是一直買土地 整
個山頭差不多都快要買光了 但是
它的名字是師尊的 也就是說 每
一塊土地都是登記師尊的 當初的
元老黃源坤 吳茂林 劉文卿上師
來點地的時候 還有好幾位功德
主 一起出地 然後我埋樁 我每
一次來臺灣弘法的時候就義賣龍
袍 義賣很多東西給︿台灣雷藏
寺﹀蓋起來 我自己本身也捐獻
劉文卿上師也捐獻 很多︿台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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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 像唸珠 像儀器 像鏡子 像整個 table 還有所有
的法器 香支 水 人皮鼓 全部都是來自於土地 沒有一
樣不是的 所以在資糧道 我們要求資糧非常圓滿 都是求
地母菩薩 祂也是在地神當中最富庶的 最有錢的 我聽說
還有很多人中獎 不一定是中大獎 有的時候是中小獎 連
續幾次都有的 像汶萊 Brunei 像西雅圖的 像很多地方
的 都有人中獎 希望地母菩薩賜給大眾 每一個人都很富
有 都很富足
師尊在這裡講一下 明天﹁吽音度母﹂是在高雄傳的
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參加高雄的法會 這個很重要 ︵眾
鼓掌︶吽音母也是很重要的 祂的特別的地方是在祂的觀
想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你懂得吽音母的話 也能夠隨心所
悅 你心想什麼也能夠得到什麼 這是一尊很大的 二十一
度母當中排名第五的吽音度母 明天會在高雄傳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句：﹁師尊不想擁有地上 師尊是擁
有天上 ﹂在很多年以前 大家知道︿彩虹山莊﹀是師尊蓋
起來的 差不多花了接近兩百萬美金把它蓋起來 跟蓋了護
摩寶殿 現在正在蓋︿雙蓮境界﹀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
當初是我的住宅 我建起來 是我私人的住宅 也不知道怎
麼一回事 那一塊土地突然間變更成為宗教用地 不知道怎
麼回事 真的 師尊沒有申請宗教用地 它自動地由 King
County 國王的縣 就是政府的電腦裡面突然現出來是宗教
用地 既然是宗教用地就把它變成︿彩虹雷藏寺﹀ 本來是
我私人住宅 政府突然之間 computer 裡面自然顯現宗教用
地 我們去申請︿彩虹雷藏寺﹀ 成立一個佛教的社團 成
立︿彩虹雷藏寺﹀ 好怪
King County 的政府人員就要
我們交：﹁當初你申請私人住宅變更用地的資料 ﹂我們
說：﹁我們已經忘掉放在哪裡？﹂他們也講他們那裡也找不
到 找不到我們的申請 他們也把資料丟掉 美國丟掉東西
是很平常的事 不掉東西的才是不正常 掉東西的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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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也不以為意 你申請︿彩虹雷藏寺﹀就給你︿彩虹
雷藏寺﹀ 那個時候我們就想到 ︿彩虹雷藏寺﹀這個房
子 差不多兩百四十萬吧 到最後 蓋了這個護摩寶殿 兩
百四十萬美金蓋起來的 就變更為蓮印上師的名下 現在這
個︿彩虹雷藏寺﹀是蓮印上師的 不是師尊的 師尊已經把
它變更成為蓮印上師的名下 蓮印上師有權力負責它的財政
行政 但是有兩條規則 我們請律師附註兩條規則：
第一條：不准出售 這個︿彩虹雷藏寺﹀不准賣掉
第二個：只准︿真佛宗﹀的弟子來使用
這兩條確保︿彩虹雷藏寺﹀永遠存在 永遠為︿真佛
宗﹀的道場 蓮印上師去組織它的管理委員會 師尊完全沒
有權力可以管︿彩虹山莊﹀ 雖然是我蓋的 但是兩百四十
萬美金全部捐出來給蓮印上師了 這是一點 ︵眾鼓掌︶
第二點 我發覺︿台灣雷藏寺﹀ 因為 我以為︿台灣
雷藏寺﹀已經有管理委員會了 ︿台灣雷藏寺﹀這麼大 現
在 True Buddha School 大概就是
以︿台灣雷藏寺﹀建得最宏偉 最
大了 而且它的腹地非常地廣 就
是周邊的很多土地都是屬於︿台灣
雷藏寺﹀的 就是一直買土地 整
個山頭差不多都快要買光了 但是
它的名字是師尊的 也就是說 每
一塊土地都是登記師尊的 當初的
元老黃源坤 吳茂林 劉文卿上師
來點地的時候 還有好幾位功德
主 一起出地 然後我埋樁 我每
一次來臺灣弘法的時候就義賣龍
袍 義賣很多東西給︿台灣雷藏
寺﹀蓋起來 我自己本身也捐獻
劉文卿上師也捐獻 很多︿台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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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雷藏寺﹀跟附近所有的土地全部接管 反正這個是大家共
有的 其實你先接管 然後你再慢慢的找下一代年輕的 再
把棒子交給他 你認為如何？也不用啦！大家鼓掌啦！
師尊呢 除了︿台灣雷藏寺﹀是師尊的名下以外 師尊
已經沒有了 世界各地大家都是自己有管理委員會 自己去
處理 我們︿台灣雷藏寺﹀成立起來了 在這個地表上站立
起來了 經過很多的住持努力奮鬥 才能夠建得這麼宏偉
現在還在蓋 將來還要蓋︿台灣雷藏寺｜臺灣會館﹀ ︿臺
灣會館﹀就是弟子來可以住在︿臺灣會館﹀ 算很便宜的
像︿教師會館﹀或者︿青年會館﹀ ︿臺中會館﹀ 那個算
是比較便宜的價錢 做好種種的設備 現在正在蓋是嗎？
喔 還在申請當中 因為我不管行
政 財政 我的人不喜歡管行政 財
政還有所有的人事 我從來沒有管
過 像︿彩虹雷藏寺﹀也從來沒有
管 也是從來不管
師尊是無事道人 把所有地面上
的東西都歸公 希望早一點過名 也
就是你趕快拿一些表要填的要 signin 的 趕 快 準 備 好 師 尊 sighin 好就過名給你 就一切都解決了
但是記得︿彩虹雷藏寺﹀當初立下的
契約有兩條 不准出售 永遠為︿真
佛宗﹀的道場 ︿台灣雷藏寺﹀也是
一樣 律師在這邊聽了 將來你們做
過名手續的時候 記得加上這兩條
這兩條應該是可以加上去的 這樣大
家聽得懂？
那麼大家會問：﹁為什麼師母今

藏寺﹀的委員都有捐獻 這是大家捐獻蓋起來的雷藏
寺 但是 目前的名字 因為談到地母菩薩就要講這
一塊土地 目前的名字是師尊的名字 跟整個雷藏寺
所有的建築的名字是師尊的名字 目前來講師尊是擁
有者
但是我想在最近 把︿台灣雷藏寺﹀跟所有的土
地 不要在我名下 我是想在蓮哲上師的名下 為什
麼呢？因為蓮哲上師代理住持也很久了 而且他的人
也是老實和尚 蓮哲上師人很老實 當然有些時候做
的事情不一定滿眾人的意 也有出家人罵蓮哲上師
僱聘人員也罵蓮哲上師 很多人罵他 他一句話都不
吭的 這種忍辱的功夫非常了不起 蓮哲上師是非常
了不起的一個上師 很好的 我希望把整個︿台灣雷
藏寺﹀跟所有的土地全部歸在蓮哲上師的身上 蓮哲
上師他當然也不肯 他說：﹁我會被大家打死 ﹂歸
在師尊的名下沒有什麼話好講 好像大家沒有什麼異
議 但是我認為應該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附加兩條：
第一個｜︿台灣雷藏寺﹀不可以售出；第二個：永遠
地做為︿真佛宗﹀的道場 不可以易手 不可以換別
人 現在有這幾個律師在這裡 周慧芳律師 羅日良
律師 黃月琴律師 他們都在這裡看著師尊講了這兩
句 一個不得售出 永遠是︿真佛宗﹀的道場 只要
加上這兩條 那你接受何妨？反正不能賣呀！對不
對？
本來我以為是蓮哲上師的道場 其實師尊不希望
擁有這些 盡快地把它過名 你認為說：﹁唉 我也
是年紀大了 對不對 ﹂師尊年紀比你還大 但是你
也是年紀大了 你說你如果真的不願意接受︿台灣雷
藏寺﹀跟所有的土地的話 就請你推薦一位像你一樣
的老實和尚 年紀比較輕一點的老實和尚 整個︿台

雜誌

天沒來？﹂師母今天有事 明天在高雄她一定到 她今天有
事情 所以她沒有來 地母菩薩祂的偉大就是祂腳踩著地
球 這是祂的偉大之處 整個地球都是祂管 祂真的是很偉
大 而且可以講是資糧主 為什麼呢？地球上所有的都是一
切的資糧 你看房屋 汽車 最豪華的東西就是房子 房子
是怎麼來的？也是從地裡面的東西拿出來蓋的 你說汽車怎
麼來的？全部也是從地裡面拿出來的 包括所有的樹木 所
有的山 都是屬於地母管的 祂真的是很偉大 我們有祂的
觀想形象 另外有地母菩薩的心咒 還有祂的手印 我們就
可以修﹁地母法﹂
地母菩薩所擁有的 包括社稷 國家 五嶽 山稜 川
澤 河海等等 全部是地母菩薩所擁
有的 還有人家講的黑金不是只有黃
金 黑金就是地母菩薩管的 石油
希望我們在︿台灣雷藏寺﹀周邊的土
地 發現地底下有石油 我們
︿ True Buddha School ﹀ 你說要
蓋什麼 什麼都有了 而且發現金
礦 更發現有鑽石礦 這樣就發了
唸一句咒語吧﹁嗡 別炸 嘛嘛 坡
理提毘 梭哈 ﹂讓所有的財物全部
在我們雷藏寺周邊的土地能夠發現
太好了
我告訴大家 大家以為每一樣東
西是自己的
No! 沒有的 包括你
自己的身體也不是自己的 如果身體
是你自己的 你就可以叫他不用生病
啊！因為身體是我的 我說：﹁我告
訴你 不可以生病 ﹂但是身體不是

聖尊蓮生活佛與南投縣議員簡賜勝先生（右）
草屯前鎮長周信利先生（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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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雷藏寺﹀跟附近所有的土地全部接管 反正這個是大家共
有的 其實你先接管 然後你再慢慢的找下一代年輕的 再
把棒子交給他 你認為如何？也不用啦！大家鼓掌啦！
師尊呢 除了︿台灣雷藏寺﹀是師尊的名下以外 師尊
已經沒有了 世界各地大家都是自己有管理委員會 自己去
處理 我們︿台灣雷藏寺﹀成立起來了 在這個地表上站立
起來了 經過很多的住持努力奮鬥 才能夠建得這麼宏偉
現在還在蓋 將來還要蓋︿台灣雷藏寺｜臺灣會館﹀ ︿臺
灣會館﹀就是弟子來可以住在︿臺灣會館﹀ 算很便宜的
像︿教師會館﹀或者︿青年會館﹀ ︿臺中會館﹀ 那個算
是比較便宜的價錢 做好種種的設備 現在正在蓋是嗎？
喔 還在申請當中 因為我不管行
政 財政 我的人不喜歡管行政 財
政還有所有的人事 我從來沒有管
過 像︿彩虹雷藏寺﹀也從來沒有
管 也是從來不管
師尊是無事道人 把所有地面上
的東西都歸公 希望早一點過名 也
就是你趕快拿一些表要填的要 signin 的 趕 快 準 備 好 師 尊 sighin 好就過名給你 就一切都解決了
但是記得︿彩虹雷藏寺﹀當初立下的
契約有兩條 不准出售 永遠為︿真
佛宗﹀的道場 ︿台灣雷藏寺﹀也是
一樣 律師在這邊聽了 將來你們做
過名手續的時候 記得加上這兩條
這兩條應該是可以加上去的 這樣大
家聽得懂？
那麼大家會問：﹁為什麼師母今

藏寺﹀的委員都有捐獻 這是大家捐獻蓋起來的雷藏
寺 但是 目前的名字 因為談到地母菩薩就要講這
一塊土地 目前的名字是師尊的名字 跟整個雷藏寺
所有的建築的名字是師尊的名字 目前來講師尊是擁
有者
但是我想在最近 把︿台灣雷藏寺﹀跟所有的土
地 不要在我名下 我是想在蓮哲上師的名下 為什
麼呢？因為蓮哲上師代理住持也很久了 而且他的人
也是老實和尚 蓮哲上師人很老實 當然有些時候做
的事情不一定滿眾人的意 也有出家人罵蓮哲上師
僱聘人員也罵蓮哲上師 很多人罵他 他一句話都不
吭的 這種忍辱的功夫非常了不起 蓮哲上師是非常
了不起的一個上師 很好的 我希望把整個︿台灣雷
藏寺﹀跟所有的土地全部歸在蓮哲上師的身上 蓮哲
上師他當然也不肯 他說：﹁我會被大家打死 ﹂歸
在師尊的名下沒有什麼話好講 好像大家沒有什麼異
議 但是我認為應該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附加兩條：
第一個｜︿台灣雷藏寺﹀不可以售出；第二個：永遠
地做為︿真佛宗﹀的道場 不可以易手 不可以換別
人 現在有這幾個律師在這裡 周慧芳律師 羅日良
律師 黃月琴律師 他們都在這裡看著師尊講了這兩
句 一個不得售出 永遠是︿真佛宗﹀的道場 只要
加上這兩條 那你接受何妨？反正不能賣呀！對不
對？
本來我以為是蓮哲上師的道場 其實師尊不希望
擁有這些 盡快地把它過名 你認為說：﹁唉 我也
是年紀大了 對不對 ﹂師尊年紀比你還大 但是你
也是年紀大了 你說你如果真的不願意接受︿台灣雷
藏寺﹀跟所有的土地的話 就請你推薦一位像你一樣
的老實和尚 年紀比較輕一點的老實和尚 整個︿台

雜誌

天沒來？﹂師母今天有事 明天在高雄她一定到 她今天有
事情 所以她沒有來 地母菩薩祂的偉大就是祂腳踩著地
球 這是祂的偉大之處 整個地球都是祂管 祂真的是很偉
大 而且可以講是資糧主 為什麼呢？地球上所有的都是一
切的資糧 你看房屋 汽車 最豪華的東西就是房子 房子
是怎麼來的？也是從地裡面的東西拿出來蓋的 你說汽車怎
麼來的？全部也是從地裡面拿出來的 包括所有的樹木 所
有的山 都是屬於地母管的 祂真的是很偉大 我們有祂的
觀想形象 另外有地母菩薩的心咒 還有祂的手印 我們就
可以修﹁地母法﹂
地母菩薩所擁有的 包括社稷 國家 五嶽 山稜 川
澤 河海等等 全部是地母菩薩所擁
有的 還有人家講的黑金不是只有黃
金 黑金就是地母菩薩管的 石油
希望我們在︿台灣雷藏寺﹀周邊的土
地 發現地底下有石油 我們
︿ True Buddha School ﹀ 你說要
蓋什麼 什麼都有了 而且發現金
礦 更發現有鑽石礦 這樣就發了
唸一句咒語吧﹁嗡 別炸 嘛嘛 坡
理提毘 梭哈 ﹂讓所有的財物全部
在我們雷藏寺周邊的土地能夠發現
太好了
我告訴大家 大家以為每一樣東
西是自己的
No! 沒有的 包括你
自己的身體也不是自己的 如果身體
是你自己的 你就可以叫他不用生病
啊！因為身體是我的 我說：﹁我告
訴你 不可以生病 ﹂但是身體不是

聖尊蓮生活佛與南投縣議員簡賜勝先生（右）
草屯前鎮長周信利先生（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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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的 病來的時候一樣兵敗如山倒 你以為你自己很健
康 突然之間發生一件事情你就完蛋了 今天鄭森隆醫師沒
來 他跟我講一年之內有四個醫生得 cancer 昨天晚上他
又跟我講 不只是四個 在這幾年之內有十二個醫生得
cancer 醫生是照顧病人的 他也一樣自己成為病患 所以
身體是你的嗎？不是的
我聽說有一個故事是這樣子 實在不太願意談 但是稍
微講一下 也是關於××的 今天我們在六樓好多人還淨
都是中煞的 還有剛剛在獻哈達完了以後 排了一大排 也
都是還淨的 都是中煞的 ××有一次講 好像有這個故事
吧？反正就是算故事好了 有沒有另外一回事 說﹁地母菩
薩下降﹂ 然後在她的臉上貼了一張紙 紙上寫四個字 就
是﹁你說了算﹂ 也就是說××以後她講什麼就是什麼 師
尊當然沒有辦法講什麼是什麼 我如果會講什麼是什麼的
話 如果祂也給我貼一個像殭屍一樣 貼一張紙寫著﹁你說
了算﹂ 那我就不會腳腫起來 因為我說了算 我叫你消
掉 你就乖乖消掉 不用醫生 因為我說了算 祂如果給我
貼了一張﹁我說了算﹂ 消掉；你也可以講 阿達爾瑪佛就
是我 因為我說了算 對不對？因為我說了算哪！管他三七
二十一 什麼都是你說了算 １０１就是我的 你能夠說了
算嗎？當然說了不算嘛！
地母菩薩不會那麼傻吧？把﹁你說了算﹂貼在一個人的
臉上 像殭屍一樣 對不對？你不能講：﹁臺灣 我來當總
統 ﹂欸 你說了算？川普也不能啊！我告訴你 川普下一
道命令 要把美國歐巴瑪的健保 川普想把它推掉 他也不
能說了算 他還要經過參議院 眾議院 川普都不能說了
算 現在既然地母給妳貼上﹁你說了算﹂ 那妳就比美國總
統川普跟蔡英文都還偉大耶！妳知道嗎？那個是偉大的不得
了耶！妳說了算？
我告訴妳一件事情 地母菩薩都不可以寫這個四個字

地母菩 薩 手 印

的 為什麼？祂是地球的主人 上面還有天公│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也不能說了算哪！對不對？比玉皇大帝之上的忉利
天 上面的天 地母菩薩是地居天 玉皇大帝是在須彌山
頂 可以講祂是三十三天的地居天 再上去就是空居天 空
居天所有的諸天都不能說了算 像梵天 遍淨天 摩醯首羅
天 大自在天都不能說了算 再上面 最高的無色界天 非
想非非想處天都不能說了算 因為在這個無色界之上還有四
聖界│阿羅漢 緣覺 菩薩 佛 告訴妳 佛也不能說了
算 為什麼？因為祂是第幾地的佛啊？觀世音菩薩是第十一
地的佛 觀世音菩薩有八地的 到最高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就是有十一個頭 祂就是第十一地的菩薩 就等於佛 祂
也不能說了算 上面還有五佛！五佛上面還有阿達爾瑪佛！
阿達爾瑪佛也不能說了算 為什麼不能說了算？因為祂不管
事的
所以地母菩薩貼這個﹁你說了算﹂ 這就是說謊 蓮紫
上師講：﹁說謊是她的專長 ﹂欸？但是她底下有十六位法
師耶！都是跟著她 跟得緊緊的 他們怎麼不會中煞呢？我
告訴大家 有原因的 ××加持了很多的土地公 把土地公
放在每一個法師身上 他們每一個法師都有戴土地公 土地
公是什麼？因為是她加持開光的 所以是鬼 鬼在這個人身
上 他就變成鬼 所有的鬼要卡陰的時候他會看這個人 這
個人也是鬼跟我同類 那不用卡陰 不用去卡他 因為他本
來就是鬼呀！他們都戴著土地公的 我知道的就是這個情
形 奇怪 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有兩個法師去一個︿真佛
宗﹀同門的家裡開光 一開光壇城以後 母女就沒辦法睡覺
了 從開光開始就沒辦法睡 那我聽到了 我親自到她的
家 把這五個鬼拿掉 拿掉了以後 她們現在氣色完全都恢
復了 也能夠睡著了
但是我不能這樣去每個被他們開光的家裡 不能夠每個
地方都到 就請你們把壇城照相來讓師尊加持 讓他能夠解

除卡陰 因為她底下的兩個法師去開光
的 居然也是五個鬼坐在那裡呀！跟我去
的人舉手 有好幾個上師都跟我去到那個
家裡 確實我把五個鬼給解除掉 重新再
開光才好 原來鬼只能夠開光鬼啊！不再
談了 因為已經很累了 談這個××已經
談得很累了 真的 現在每一個家庭被她
開過光的 全部來找我 忙得實在累死
了 因為每一個家裡都有中煞的 都有睡
不著的 還有幻聽的 另外還有精神病
患 都變成這樣子
我唸一段畢瓦巴祖師講的話 ﹁至若
後三種上師依見而立名則為：三種更上灌
頂相屬之道﹂ 因為所謂瓶灌頂就是最初
的灌頂 還有三種更上的灌頂相屬之道
﹁著重於圓滿次第所依之身﹂ 密教有所
謂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 後面的三種灌頂
是屬於圓滿次第 最早的瓶灌跟我們的幡
灌都屬於生起次第 ﹁於能依之心能迅速
生起證悟 是故 乃以禪定覺受的果來立
名 ﹂禪定的覺受就是你在打坐的覺受
這裡不得不講 唉！又要提到××
了 為什麼呢？因為她懂得催眠 她有催
眠的執照 催眠是什麼？就是幻 讓你產
生進入一種暗示的幻覺裡 她懂得催眠
懂得觀落陰 因為觀落陰或者催眠時 她
叫你躺著 穿著輕鬆的衣服 放音樂給你
聽 然後她在旁邊講話 用聲音導引你：
﹁你看到了什麼 你是不是進到了某一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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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的 病來的時候一樣兵敗如山倒 你以為你自己很健
康 突然之間發生一件事情你就完蛋了 今天鄭森隆醫師沒
來 他跟我講一年之內有四個醫生得 cancer 昨天晚上他
又跟我講 不只是四個 在這幾年之內有十二個醫生得
cancer 醫生是照顧病人的 他也一樣自己成為病患 所以
身體是你的嗎？不是的
我聽說有一個故事是這樣子 實在不太願意談 但是稍
微講一下 也是關於××的 今天我們在六樓好多人還淨
都是中煞的 還有剛剛在獻哈達完了以後 排了一大排 也
都是還淨的 都是中煞的 ××有一次講 好像有這個故事
吧？反正就是算故事好了 有沒有另外一回事 說﹁地母菩
薩下降﹂ 然後在她的臉上貼了一張紙 紙上寫四個字 就
是﹁你說了算﹂ 也就是說××以後她講什麼就是什麼 師
尊當然沒有辦法講什麼是什麼 我如果會講什麼是什麼的
話 如果祂也給我貼一個像殭屍一樣 貼一張紙寫著﹁你說
了算﹂ 那我就不會腳腫起來 因為我說了算 我叫你消
掉 你就乖乖消掉 不用醫生 因為我說了算 祂如果給我
貼了一張﹁我說了算﹂ 消掉；你也可以講 阿達爾瑪佛就
是我 因為我說了算 對不對？因為我說了算哪！管他三七
二十一 什麼都是你說了算 １０１就是我的 你能夠說了
算嗎？當然說了不算嘛！
地母菩薩不會那麼傻吧？把﹁你說了算﹂貼在一個人的
臉上 像殭屍一樣 對不對？你不能講：﹁臺灣 我來當總
統 ﹂欸 你說了算？川普也不能啊！我告訴你 川普下一
道命令 要把美國歐巴瑪的健保 川普想把它推掉 他也不
能說了算 他還要經過參議院 眾議院 川普都不能說了
算 現在既然地母給妳貼上﹁你說了算﹂ 那妳就比美國總
統川普跟蔡英文都還偉大耶！妳知道嗎？那個是偉大的不得
了耶！妳說了算？
我告訴妳一件事情 地母菩薩都不可以寫這個四個字

地母菩 薩 手 印

的 為什麼？祂是地球的主人 上面還有天公│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也不能說了算哪！對不對？比玉皇大帝之上的忉利
天 上面的天 地母菩薩是地居天 玉皇大帝是在須彌山
頂 可以講祂是三十三天的地居天 再上去就是空居天 空
居天所有的諸天都不能說了算 像梵天 遍淨天 摩醯首羅
天 大自在天都不能說了算 再上面 最高的無色界天 非
想非非想處天都不能說了算 因為在這個無色界之上還有四
聖界│阿羅漢 緣覺 菩薩 佛 告訴妳 佛也不能說了
算 為什麼？因為祂是第幾地的佛啊？觀世音菩薩是第十一
地的佛 觀世音菩薩有八地的 到最高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就是有十一個頭 祂就是第十一地的菩薩 就等於佛 祂
也不能說了算 上面還有五佛！五佛上面還有阿達爾瑪佛！
阿達爾瑪佛也不能說了算 為什麼不能說了算？因為祂不管
事的
所以地母菩薩貼這個﹁你說了算﹂ 這就是說謊 蓮紫
上師講：﹁說謊是她的專長 ﹂欸？但是她底下有十六位法
師耶！都是跟著她 跟得緊緊的 他們怎麼不會中煞呢？我
告訴大家 有原因的 ××加持了很多的土地公 把土地公
放在每一個法師身上 他們每一個法師都有戴土地公 土地
公是什麼？因為是她加持開光的 所以是鬼 鬼在這個人身
上 他就變成鬼 所有的鬼要卡陰的時候他會看這個人 這
個人也是鬼跟我同類 那不用卡陰 不用去卡他 因為他本
來就是鬼呀！他們都戴著土地公的 我知道的就是這個情
形 奇怪 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有兩個法師去一個︿真佛
宗﹀同門的家裡開光 一開光壇城以後 母女就沒辦法睡覺
了 從開光開始就沒辦法睡 那我聽到了 我親自到她的
家 把這五個鬼拿掉 拿掉了以後 她們現在氣色完全都恢
復了 也能夠睡著了
但是我不能這樣去每個被他們開光的家裡 不能夠每個
地方都到 就請你們把壇城照相來讓師尊加持 讓他能夠解

除卡陰 因為她底下的兩個法師去開光
的 居然也是五個鬼坐在那裡呀！跟我去
的人舉手 有好幾個上師都跟我去到那個
家裡 確實我把五個鬼給解除掉 重新再
開光才好 原來鬼只能夠開光鬼啊！不再
談了 因為已經很累了 談這個××已經
談得很累了 真的 現在每一個家庭被她
開過光的 全部來找我 忙得實在累死
了 因為每一個家裡都有中煞的 都有睡
不著的 還有幻聽的 另外還有精神病
患 都變成這樣子
我唸一段畢瓦巴祖師講的話 ﹁至若
後三種上師依見而立名則為：三種更上灌
頂相屬之道﹂ 因為所謂瓶灌頂就是最初
的灌頂 還有三種更上的灌頂相屬之道
﹁著重於圓滿次第所依之身﹂ 密教有所
謂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 後面的三種灌頂
是屬於圓滿次第 最早的瓶灌跟我們的幡
灌都屬於生起次第 ﹁於能依之心能迅速
生起證悟 是故 乃以禪定覺受的果來立
名 ﹂禪定的覺受就是你在打坐的覺受
這裡不得不講 唉！又要提到××
了 為什麼呢？因為她懂得催眠 她有催
眠的執照 催眠是什麼？就是幻 讓你產
生進入一種暗示的幻覺裡 她懂得催眠
懂得觀落陰 因為觀落陰或者催眠時 她
叫你躺著 穿著輕鬆的衣服 放音樂給你
聽 然後她在旁邊講話 用聲音導引你：
﹁你看到了什麼 你是不是進到了某一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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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裡面 這個境界是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的 ﹂這就
是催眠 然後一催眠的話你就會進去 進到裡面你看到一般
世間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催眠 催眠能夠做到這樣子 所以
她也懂得催眠 懂得暗示 懂得洗腦 懂這三樣東西 但是
其實這些都是幻覺 有沒有真實性？有的是有真實性 有的
沒有 有的只是依她的暗示 他出現什麼 就會出現什麼
你也可以看得到
這裡所謂的禪定 完全是跟催眠沒有關係的 這個所謂
的覺受 他所覺受到的 看到的 是屬於真實而不是幻覺
催眠所做的是幻覺 是暗示 然後再給你看一些東西 這裡
﹁禪定覺受﹂有點類似催眠 但是是真實見
﹁如此 同一體性的上師分為四種概念 應是合理：所
灌 弟子所依的四種壇城中 灌頂理趣 四種灌頂後能得到
與四種灌頂相屬之道 與四種道相屬之見 ﹂ 這個﹁見﹂
是正見 佛特別強調﹁八正道﹂ 八種真正的道 所謂﹁中
觀﹂ 像︿中觀堂﹀的中觀 也指的就是八正道 中觀就是
八正道 告訴大家 佛陀講的﹁中觀就是八正道﹂ 離開這
種八正道所看到的﹁見﹂ 就是幻見而不是正見 大家要記
得 有幻見有正見 這個正見的道理要知道 不要被幻見所
迷
這裡所謂的﹁乃以禪定覺受果立名 與四種道相屬之
見 與四種見相屬之宗趣 與四宗趣相屬之四身果德概念
灌頂者之上師亦定四數 ﹂四種上師
﹁本頌中﹃殊勝﹄一詞 是說依上師所教示的灌頂道
自身生起特殊的覺受 以教授真實不虛故 如自身覺受般
上師所授亦同 從而生起殊勝的信解者 敬信充滿心中 思
﹃吾之上師是最殊勝﹄
生起上師為真量之心後 加持傳承不失之覺受隨念之量
亦成立 本頌中﹃頂禮足下蓮﹄這一句話 乃指上師的身軀
最下是足 於其蓮座 以自身中最勝之支頭頂 碰觸之作

禮 其能令我生起一切珍寶功德 對上師起﹃真實佛陀﹄之
念 心生殊勝淨信為動機 而用身口意三門頂禮 ﹂就是頂
禮殊勝的上師 他們在古代是用頭去碰佛陀的腳 就是上師
的腳 上師的腳就等於蓮花一樣 你用頭去碰觸上師的腳
是以最尊貴的頭去頂禮 這是最尊勝的一種敬禮 意思是這
樣子講的
但是這種﹁見﹂就有兩種 我剛剛已經講了 十六個法
師跟著×× 當然 他們是忘掉根本 但是他們一定有所
見 為什麼有所見呢？他們一定會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一定會 但是這屬於幻見 是一種幻想出來所看見的 就是
由催眠 由觀落陰所看見的 所以你會認為那是很殊勝的
但是那是屬於幻見的 就是一步走邪就全部邪 也就等於邪
見 佛陀講了﹁八正道就是中觀﹂ 看看他行的是不是正
道 拜鬼怎麼會是正道呢？
大家想一想看就知道了 我們拜的是佛菩薩 金剛護
法 空行諸天 我們都尊敬 絕對沒有去尊敬鬼的 我們不
能這樣子唸：﹁敬禮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還有眾
鬼 ﹂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以敬鬼呢？那不是正道 不是
正見 八正道 記住﹁中觀就是八正道﹂ 佛陀講的：﹁中
觀就是八正道 ﹂這一點非常重要！
你們如果能夠行正道 所見的就是正見 你有正念 就
有正見 你有正法一定有正見 你有邪法就一定有邪見 所
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大家注意一下 所謂的﹁看見﹂不一
定是真實的 幻聽當然是邪的 精神醫院裡面都是幻聽跟幻
視 全部住的都是幻視跟幻聽 他們都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
也全部都是幻 有精神科醫生在這裡的都了解到 精神病患
都是因為有幻聽跟幻視 這些將來都屬於精神方面的問題
你有正念就一定有正見 八正道的 這樣大家了解嗎？好
啦！謝謝大家！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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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裡面 這個境界是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的 ﹂這就
是催眠 然後一催眠的話你就會進去 進到裡面你看到一般
世間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催眠 催眠能夠做到這樣子 所以
她也懂得催眠 懂得暗示 懂得洗腦 懂這三樣東西 但是
其實這些都是幻覺 有沒有真實性？有的是有真實性 有的
沒有 有的只是依她的暗示 他出現什麼 就會出現什麼
你也可以看得到
這裡所謂的禪定 完全是跟催眠沒有關係的 這個所謂
的覺受 他所覺受到的 看到的 是屬於真實而不是幻覺
催眠所做的是幻覺 是暗示 然後再給你看一些東西 這裡
﹁禪定覺受﹂有點類似催眠 但是是真實見
﹁如此 同一體性的上師分為四種概念 應是合理：所
灌 弟子所依的四種壇城中 灌頂理趣 四種灌頂後能得到
與四種灌頂相屬之道 與四種道相屬之見 ﹂ 這個﹁見﹂
是正見 佛特別強調﹁八正道﹂ 八種真正的道 所謂﹁中
觀﹂ 像︿中觀堂﹀的中觀 也指的就是八正道 中觀就是
八正道 告訴大家 佛陀講的﹁中觀就是八正道﹂ 離開這
種八正道所看到的﹁見﹂ 就是幻見而不是正見 大家要記
得 有幻見有正見 這個正見的道理要知道 不要被幻見所
迷
這裡所謂的﹁乃以禪定覺受果立名 與四種道相屬之
見 與四種見相屬之宗趣 與四宗趣相屬之四身果德概念
灌頂者之上師亦定四數 ﹂四種上師
﹁本頌中﹃殊勝﹄一詞 是說依上師所教示的灌頂道
自身生起特殊的覺受 以教授真實不虛故 如自身覺受般
上師所授亦同 從而生起殊勝的信解者 敬信充滿心中 思
﹃吾之上師是最殊勝﹄
生起上師為真量之心後 加持傳承不失之覺受隨念之量
亦成立 本頌中﹃頂禮足下蓮﹄這一句話 乃指上師的身軀
最下是足 於其蓮座 以自身中最勝之支頭頂 碰觸之作

禮 其能令我生起一切珍寶功德 對上師起﹃真實佛陀﹄之
念 心生殊勝淨信為動機 而用身口意三門頂禮 ﹂就是頂
禮殊勝的上師 他們在古代是用頭去碰佛陀的腳 就是上師
的腳 上師的腳就等於蓮花一樣 你用頭去碰觸上師的腳
是以最尊貴的頭去頂禮 這是最尊勝的一種敬禮 意思是這
樣子講的
但是這種﹁見﹂就有兩種 我剛剛已經講了 十六個法
師跟著×× 當然 他們是忘掉根本 但是他們一定有所
見 為什麼有所見呢？他們一定會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一定會 但是這屬於幻見 是一種幻想出來所看見的 就是
由催眠 由觀落陰所看見的 所以你會認為那是很殊勝的
但是那是屬於幻見的 就是一步走邪就全部邪 也就等於邪
見 佛陀講了﹁八正道就是中觀﹂ 看看他行的是不是正
道 拜鬼怎麼會是正道呢？
大家想一想看就知道了 我們拜的是佛菩薩 金剛護
法 空行諸天 我們都尊敬 絕對沒有去尊敬鬼的 我們不
能這樣子唸：﹁敬禮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還有眾
鬼 ﹂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以敬鬼呢？那不是正道 不是
正見 八正道 記住﹁中觀就是八正道﹂ 佛陀講的：﹁中
觀就是八正道 ﹂這一點非常重要！
你們如果能夠行正道 所見的就是正見 你有正念 就
有正見 你有正法一定有正見 你有邪法就一定有邪見 所
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大家注意一下 所謂的﹁看見﹂不一
定是真實的 幻聽當然是邪的 精神醫院裡面都是幻聽跟幻
視 全部住的都是幻視跟幻聽 他們都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
也全部都是幻 有精神科醫生在這裡的都了解到 精神病患
都是因為有幻聽跟幻視 這些將來都屬於精神方面的問題
你有正念就一定有正見 八正道的 這樣大家了解嗎？好
啦！謝謝大家！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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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隨任何之遇而安

隨任何之遇而安
每個瞬間的幻有
每個新東西能帶來新鮮的體驗
雖然總會過去 但流去又會流來
流動才能不腐
但這是一條浩瀚的空性之河
沒有什麼能停在手上和心裡
有人心碎地問神：我從來沒擁有過任何東西嗎？
神答：是的 你從來沒有擁有過任何東西
那人不甘心地追問：總有什麼東西看來是我的
吧？
神答：那只有活著時候的每一個瞬間似乎是你
的
好好過它 每個當下的瞬間：
珍惜 奉愛 感恩 並且放下！
隨任何之遇而安
喜歡物與人 可以輕安地喜歡
我不礙它她 它她不妨我 提得起 放得下 人
物可愛但也是無物
欣賞這刻已到達眼前的東西 不管它是舒服的還

一時所謂滿園春色
但終歸萬事還空 如意算盤也算不出：何時何況
才會真的﹁如意﹂
人生是必要學習訓練 身在夢而心不迷夢的
讓靈魂保持永恆的安樂與清醒！

一合相既無排斥亦無執著

做到一樣

無漏與漏一合相 凡人只漏不能無漏 眾生煩惱
時無法不煩惱
這是功能的缺失
佛能煩惱又不煩惱 同一而且同空同道
佛不會排斥煩惱 佛如果排斥 或滅絕煩惱是
﹁不對﹂的 因為煩惱是菩提 滅絕它幹嘛？本來就
是﹁皆空﹂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佛從來不說滅絕魔 只說降
伏魔；不說消滅煩惱 而只說解脫煩惱
煩惱與魔：
不用滅 也是無物 沒有實體；
都好像野外的放養 自然來去 並無來去；
都是妙用 增長菩提 大顯菩提 自主嬉戲
滅什麼 取什麼 那都不是一合相！
一合相是不煩惱與煩惱都看成一樣
︵超越︶

■⽂∕蓮曉上師

是傷痛的 好受的還是難受的
無論是自願的選擇 還是非自願的遭逢 都要
﹁隨﹂這個﹁好﹂或者﹁壞﹂的所﹁遇﹂ 而﹁安﹂
︵無念的舒適自在︶！
﹁隨遇而安﹂就是這個意思
難受是憑空化造的 好快就會過去的 不用害
怕 沒有什麼不過去的
石頭也是時間 再硬也會被磨掉或破碎 被沖到
一邊 多麼執實也會過去
至高無上的原理是 萬有其根是空性
沒有什麼不歸複空的恍兮惚兮的！
哪怕﹁凌遲﹂之痛 也不離空無的這個妙幻啊

在夢不可迷夢
夜深未必人靜 凡人的心跳難免都在亂彈琴 起
伏無安
人間常有焦慮 說不清楚為什麼總是﹁不滿
意﹂
︵根本原因是 還沒有複證其根本佛性 ︶
有人直接用酒將自己送入夢鄉 或一塌糊塗 或

高手都是沒有什麼可排斥或者執著選擇的
所謂煩惱時 仍然安在不煩惱中 或者一剎那
一段情境中若顯煩惱 然後又隨念隨消
這是一合相
貌似煩惱之中 實質仍然空性 亦無空性與非空
性
眾生的色與不色是分裂的 色即是色 無法不
色
重證是修煉：在色中磨煉不色！
如是久久 證明確實是任何色即是不色 色不異
空 空不異色
修行人為什麼穿法衣？
是時時在提醒自己 在色︵社會萬象人性︶中穿
行 而保持不色︵戒即不染 亦即不住 法是空
性︶
有所貪著 即是行在懸崖邊最易導致失足的
因環境不便而沒穿法衣的 卻須更警覺 無穿即
穿：
別人讚譭 或是或非 不入迷受；人事誘惑 或
高或低 只是雲影飄過
心 恒 在道安的空晴 一揮衣袖 不粘著一縷霧
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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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任何之遇而安

隨任何之遇而安
每個瞬間的幻有
每個新東西能帶來新鮮的體驗
雖然總會過去 但流去又會流來
流動才能不腐
但這是一條浩瀚的空性之河
沒有什麼能停在手上和心裡
有人心碎地問神：我從來沒擁有過任何東西嗎？
神答：是的 你從來沒有擁有過任何東西
那人不甘心地追問：總有什麼東西看來是我的
吧？
神答：那只有活著時候的每一個瞬間似乎是你
的
好好過它 每個當下的瞬間：
珍惜 奉愛 感恩 並且放下！
隨任何之遇而安
喜歡物與人 可以輕安地喜歡
我不礙它她 它她不妨我 提得起 放得下 人
物可愛但也是無物
欣賞這刻已到達眼前的東西 不管它是舒服的還

一時所謂滿園春色
但終歸萬事還空 如意算盤也算不出：何時何況
才會真的﹁如意﹂
人生是必要學習訓練 身在夢而心不迷夢的
讓靈魂保持永恆的安樂與清醒！

一合相既無排斥亦無執著

做到一樣

無漏與漏一合相 凡人只漏不能無漏 眾生煩惱
時無法不煩惱
這是功能的缺失
佛能煩惱又不煩惱 同一而且同空同道
佛不會排斥煩惱 佛如果排斥 或滅絕煩惱是
﹁不對﹂的 因為煩惱是菩提 滅絕它幹嘛？本來就
是﹁皆空﹂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佛從來不說滅絕魔 只說降
伏魔；不說消滅煩惱 而只說解脫煩惱
煩惱與魔：
不用滅 也是無物 沒有實體；
都好像野外的放養 自然來去 並無來去；
都是妙用 增長菩提 大顯菩提 自主嬉戲
滅什麼 取什麼 那都不是一合相！
一合相是不煩惱與煩惱都看成一樣
︵超越︶

■⽂∕蓮曉上師

是傷痛的 好受的還是難受的
無論是自願的選擇 還是非自願的遭逢 都要
﹁隨﹂這個﹁好﹂或者﹁壞﹂的所﹁遇﹂ 而﹁安﹂
︵無念的舒適自在︶！
﹁隨遇而安﹂就是這個意思
難受是憑空化造的 好快就會過去的 不用害
怕 沒有什麼不過去的
石頭也是時間 再硬也會被磨掉或破碎 被沖到
一邊 多麼執實也會過去
至高無上的原理是 萬有其根是空性
沒有什麼不歸複空的恍兮惚兮的！
哪怕﹁凌遲﹂之痛 也不離空無的這個妙幻啊

在夢不可迷夢
夜深未必人靜 凡人的心跳難免都在亂彈琴 起
伏無安
人間常有焦慮 說不清楚為什麼總是﹁不滿
意﹂
︵根本原因是 還沒有複證其根本佛性 ︶
有人直接用酒將自己送入夢鄉 或一塌糊塗 或

高手都是沒有什麼可排斥或者執著選擇的
所謂煩惱時 仍然安在不煩惱中 或者一剎那
一段情境中若顯煩惱 然後又隨念隨消
這是一合相
貌似煩惱之中 實質仍然空性 亦無空性與非空
性
眾生的色與不色是分裂的 色即是色 無法不
色
重證是修煉：在色中磨煉不色！
如是久久 證明確實是任何色即是不色 色不異
空 空不異色
修行人為什麼穿法衣？
是時時在提醒自己 在色︵社會萬象人性︶中穿
行 而保持不色︵戒即不染 亦即不住 法是空
性︶
有所貪著 即是行在懸崖邊最易導致失足的
因環境不便而沒穿法衣的 卻須更警覺 無穿即
穿：
別人讚譭 或是或非 不入迷受；人事誘惑 或
高或低 只是雲影飄過
心 恒 在道安的空晴 一揮衣袖 不粘著一縷霧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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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為什麼很可怕 是因為我們不能控制我們的下輩
子 我們這一輩子長這個樣 有這個機緣是因為我們
前生所種的福報善根 可是我們不曉得下輩子有沒
有 我覺得我們大家比較容易去長壽天或者那種福報
很大的地方 到那邊怎麼修行？修行不是求福而已
修行最重要是解脫 解脫的過程你福慧都要修 可是
成就佛果不要再業力輪迴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
是很難 我們很難老是記得這個事 所以祖師在這邊
很慈悲的又再告訴大家 不要忘了你現在可以修行是
多麼難得的事 你看像笛師兄 牠今天要結一個比如
說供養印 你叫一隻貓結供養印看看 牠怎麼結？牠
要蓋手印 那天他們就跟牠講 蓮吟法師跟許惠玉師
姐還有蓮殊法師跟牠講：﹁笛師兄 要請佛住世 師
尊被人家請祂不要再對大眾講經說法了 ﹂笛師兄聽
了就很緊張 很嚴肅 然後就抓牠的手要去蓋章 牠
都不掙扎 然後因為牠手上有毛 所以要把牠的毛剃
掉 剃光 牠的腳掌肉鬃才會露出來 你抱著牠 牠
都沒有掙扎對不對？許惠玉師姐沒被牠抓到 如果牠
掙扎 牠就抓傷你了 牠完全沒有 牠懂喔 因為牠
是一個有修行的貓 所以牠就克制自己 讓他們把那

■釋蓮耶上師開⽰

︵文接三八四期︶
因為祂覺得你這一生的這一些事情都是你已經在
酬業的事情 不給你修行 不對啊！這違背誓願啊！
不捨一個眾生啊！師尊是這樣子 所以祂連笛師兄祂
都教 去年初笛師兄被醫生診斷只剩三個月的壽命
我今天想起來牠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一號生 你看現在
快十二歲滿了 去年醫生說牠只剩三個月的壽命 又
活到現在 繼續修行啊！牠還蠻認真的 每天好好修
行 所以你想 我們很難啦 我們下輩子還會不會有
這種機緣不曉得 再來 我們搞不好下輩子根本就不
相信佛法了 怎麼辦？搞不好下輩子我們去的地方是
沒有人講經說法 沒有佛法的地方 怎麼辦？甚至搞
不好下輩子我們再轉生的地方佛法已經滅了 怎麼
辦？
所以其實為什麼祖師祂在這裡一開始 你看祂前
第一 第二 第三句偈都在講解祂為什麼要寫︽入菩
薩行論︾ 可是在第四句偈祂為什麼要講暇滿這件
事？如果不講 大家不會覺得說修行有多麼的重要
那我現在倒推回來的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修行？世人
都求福啊 我們為什麼要求解脫？因為輪迴很可怕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覺得說還好我沒結婚 可是這個在
我自殺前我不會這樣想 我會覺得為什麼我結不成
婚 可是我現在會覺得還好沒有 不然很麻煩 怎麼
修行？不得不為的事就是你一定得照顧家人 那個是
責任 推不掉 如果只有一個老婆 那簡單 一起修
行 一起出家 還有一個小孩 小孩那麼小 我們又
不是活在西藏 送進廟裡就算了 不要講他啦 他還
去請師尊福證 我講的不是助教 我講的是朱師兄
他請師尊福證 師尊每次福證都會開玩笑 其實很簡
單的 像我去做治療的時候 那個幫我治療的醫生也
問我 治療師也問我 他說：﹁你沒有結婚嗎？﹂我
說：﹁沒有 ﹂他說：﹁你有兄弟姊妹嗎？﹂我說有
兩個姊姊都嫁人了 他說：﹁你獨子喔！﹂我說；
﹁對！﹂他說：﹁那你這樣子去出家？﹂我就跟他
講：﹁我要先跟你講清楚 我沒有結婚 也沒有後
代 因為有的人沒結婚但是有後代 ﹂我說我沒有
我當然不能跟他講我的後代是一 隻 貓 人怎麼生得出
貓？那個是前世的小孩 那算了 但是我就跟他講
我們家就是這樣 他說：﹁你們家這樣就沒有後代
絕後了ㄟ！﹂我說：﹁請問你相不相信你有前世？﹂
他說相信 我說：﹁請問你上輩子的後代在哪裡你知
道嗎？﹂他說不知道 我說那對了 有後代跟沒後代
其實是一樣 他想想 這樣也對啦 可是我說：﹁我
知道 可是就世間的講法 沒有後代總是很可惜的
但是對我來說沒有影響的 ﹂
︵未完待續︶

個腳鬃的毛統統剃掉 然後捉著牠的手 笛師兄是一
個很討厭人家碰牠的手跟腳的 牠非常討厭 如果你
碰牠腳牠會﹁ㄠ﹂ 牠也沒有嘛 對不對？牠就讓你
們抓 然後去印在那個印台上 蓋那個章 蓋完以後
牠有沒有很高興？你已經忘了 我知道 但是可以確
定一件事 牠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 二十分鐘牠都沒
有不耐煩 因為牠有修行 牠知道請求師尊住世間是
非常重要的事 牠是我們的同門 牠都知道暇滿身難
得 因為牠不能結手印啊 牠只能修觀想而已 牠也
不能持咒 牠持喵喵咒而已 牠又不能持我們的咒
音 牠只能修觀想 而且牠不能盤坐
所以暇滿身多難得！眾生都是要求福報 可是我
們修 行 要搞清楚 因為善根很微弱的 我們想修行
想求解脫的那個善念是很微弱的 因為世間太多誘
惑 可是 其實 我覺得誘惑也還好 最重要的還不是誘
惑 是世間有太多無可奈何之事 想修行 像師兄你
想要多修行 老師在上課你怎麼修行？你要考試 要
考期 中 考 期末考；你今天晚上打算唸十遍 ︻ 真佛
經 ︼ 結果明天要考試 你不得不去唸書 你怎麼唸
︻ 真佛經 ︼ ？我覺得世間比較可悲的倒不是誘惑 誘
惑大家都知道 都看得到 而是那個不得不為的事
你看助教就很清楚 之前師尊在南部想跟沒辦法跟
上班 又不能說：令伯不做了！ ︵台語︶ 不行嘛 對
不對？不能這樣講 為什麼不可以？如果他今天是一
個人 他早就出家了 他幹嘛要管這些？家有老有
小 他不能說 ： 我今天不管你們 你們自己吃自己好
了 嘴巴開開天上就會掉錢 掉食物 我去出家了

雜誌

37
38

法語均霑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輪迴為什麼很可怕 是因為我們不能控制我們的下輩
子 我們這一輩子長這個樣 有這個機緣是因為我們
前生所種的福報善根 可是我們不曉得下輩子有沒
有 我覺得我們大家比較容易去長壽天或者那種福報
很大的地方 到那邊怎麼修行？修行不是求福而已
修行最重要是解脫 解脫的過程你福慧都要修 可是
成就佛果不要再業力輪迴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
是很難 我們很難老是記得這個事 所以祖師在這邊
很慈悲的又再告訴大家 不要忘了你現在可以修行是
多麼難得的事 你看像笛師兄 牠今天要結一個比如
說供養印 你叫一隻貓結供養印看看 牠怎麼結？牠
要蓋手印 那天他們就跟牠講 蓮吟法師跟許惠玉師
姐還有蓮殊法師跟牠講：﹁笛師兄 要請佛住世 師
尊被人家請祂不要再對大眾講經說法了 ﹂笛師兄聽
了就很緊張 很嚴肅 然後就抓牠的手要去蓋章 牠
都不掙扎 然後因為牠手上有毛 所以要把牠的毛剃
掉 剃光 牠的腳掌肉鬃才會露出來 你抱著牠 牠
都沒有掙扎對不對？許惠玉師姐沒被牠抓到 如果牠
掙扎 牠就抓傷你了 牠完全沒有 牠懂喔 因為牠
是一個有修行的貓 所以牠就克制自己 讓他們把那

■釋蓮耶上師開⽰

︵文接三八四期︶
因為祂覺得你這一生的這一些事情都是你已經在
酬業的事情 不給你修行 不對啊！這違背誓願啊！
不捨一個眾生啊！師尊是這樣子 所以祂連笛師兄祂
都教 去年初笛師兄被醫生診斷只剩三個月的壽命
我今天想起來牠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一號生 你看現在
快十二歲滿了 去年醫生說牠只剩三個月的壽命 又
活到現在 繼續修行啊！牠還蠻認真的 每天好好修
行 所以你想 我們很難啦 我們下輩子還會不會有
這種機緣不曉得 再來 我們搞不好下輩子根本就不
相信佛法了 怎麼辦？搞不好下輩子我們去的地方是
沒有人講經說法 沒有佛法的地方 怎麼辦？甚至搞
不好下輩子我們再轉生的地方佛法已經滅了 怎麼
辦？
所以其實為什麼祖師祂在這裡一開始 你看祂前
第一 第二 第三句偈都在講解祂為什麼要寫︽入菩
薩行論︾ 可是在第四句偈祂為什麼要講暇滿這件
事？如果不講 大家不會覺得說修行有多麼的重要
那我現在倒推回來的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修行？世人
都求福啊 我們為什麼要求解脫？因為輪迴很可怕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覺得說還好我沒結婚 可是這個在
我自殺前我不會這樣想 我會覺得為什麼我結不成
婚 可是我現在會覺得還好沒有 不然很麻煩 怎麼
修行？不得不為的事就是你一定得照顧家人 那個是
責任 推不掉 如果只有一個老婆 那簡單 一起修
行 一起出家 還有一個小孩 小孩那麼小 我們又
不是活在西藏 送進廟裡就算了 不要講他啦 他還
去請師尊福證 我講的不是助教 我講的是朱師兄
他請師尊福證 師尊每次福證都會開玩笑 其實很簡
單的 像我去做治療的時候 那個幫我治療的醫生也
問我 治療師也問我 他說：﹁你沒有結婚嗎？﹂我
說：﹁沒有 ﹂他說：﹁你有兄弟姊妹嗎？﹂我說有
兩個姊姊都嫁人了 他說：﹁你獨子喔！﹂我說；
﹁對！﹂他說：﹁那你這樣子去出家？﹂我就跟他
講：﹁我要先跟你講清楚 我沒有結婚 也沒有後
代 因為有的人沒結婚但是有後代 ﹂我說我沒有
我當然不能跟他講我的後代是一 隻 貓 人怎麼生得出
貓？那個是前世的小孩 那算了 但是我就跟他講
我們家就是這樣 他說：﹁你們家這樣就沒有後代
絕後了ㄟ！﹂我說：﹁請問你相不相信你有前世？﹂
他說相信 我說：﹁請問你上輩子的後代在哪裡你知
道嗎？﹂他說不知道 我說那對了 有後代跟沒後代
其實是一樣 他想想 這樣也對啦 可是我說：﹁我
知道 可是就世間的講法 沒有後代總是很可惜的
但是對我來說沒有影響的 ﹂
︵未完待續︶

個腳鬃的毛統統剃掉 然後捉著牠的手 笛師兄是一
個很討厭人家碰牠的手跟腳的 牠非常討厭 如果你
碰牠腳牠會﹁ㄠ﹂ 牠也沒有嘛 對不對？牠就讓你
們抓 然後去印在那個印台上 蓋那個章 蓋完以後
牠有沒有很高興？你已經忘了 我知道 但是可以確
定一件事 牠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 二十分鐘牠都沒
有不耐煩 因為牠有修行 牠知道請求師尊住世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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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因為牠不能結手印啊 牠只能修觀想而已 牠也
不能持咒 牠持喵喵咒而已 牠又不能持我們的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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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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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七年一月一日︿大燈文
化﹀於台中霧峰︿蓮生活佛創
作館﹀舉辦﹁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
來﹂特刊和︽拜訪大師︾│︿智者的
對話﹀新書發表會 並慶祝法王蓮生
活佛文集創作五十周年紀念
是日下午二點三十分左右 法
王蓮生活佛與蓮香師母一行 抵達創
作館 在法王蓮生活佛加持館內文物
後 由館長吳淑美師姐 戴宜莉師
姐 郭秀花師姐敬獻哈達 供養 花
以表最高敬意 在休息後 主辦單位
為慶祝法王創作文集五十周年慶 先
安排羅李孫師兄吉他伴唱一首﹁讓你
自己消失掉﹂及許應師兄的帶動唱
﹁月河流水﹂ 隨後 安排法王寫作
五十周年溫馨記念活動 由師尊拉開
﹁書代表我的心﹂的一顆紅色愛心彩
球 並由︿大燈文化﹀編輯的紀念專
刊︽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及新
書︽拜訪大師︾敬呈二本新書 慶祝
法王蓮生活佛寫作五十周年的敬獻心
意
此日 由主持人邱琦君小姐訪
談 師尊也講解︽我為眾生入佛的智
慧而來︾
師尊：﹁我為眾生而來﹂ 是
我本人出生一直到現在 都是為了眾

生 主要的是開眾生的智慧 這句話
的意思是說 來這個娑婆世界 是為
了開眾生的智慧
邱琦君：我們掌聲感恩師尊
其實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師尊的創
作年表 有分別把師尊的修持跟寫作
做一個非常詳細的呈現 第二部分就
是每本書都有一個非常簡單扼要的介
紹 所以從這265冊當中 各位可以
翻閱其中對自己特別有感覺的一本
書 開始閱讀 第三個部分非常精彩
的是收錄了師尊的手稿 所以各位看
到師尊的手稿 可以感受到師尊的新
書非常非常特別的加持 這裡面也有
一些金句 在這本紀念專輯中可以翻
到 非常精彩 我不多說 大家自己
翻 裡面有非常多的寶藏 我們在這
裡感謝師尊
邱琦君：︿大燈文化﹀在這個
贈書的活動當中 我們取得了一些贈
品就是｜與佛相應的這些唸珠 這些
贈品也請師尊加持 首先請淑美師姐
拿這些唸珠給師尊加持 好 我們謝
謝師尊 師尊 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
加持的過程中 都會祈請佛菩薩來加
持這些唸珠 我聽說上一次師尊加持
的時候 有兩位佛菩薩來加持 一位
是觀世音菩薩 一位是瑤池金母 那

今天師尊慈悲加持這些唸珠 是哪些
佛菩薩來加持？
師尊：今天是瑤池金母跟大力
金剛
邱琦君：哇！這個贈書活動一
定非常地熱烈 因為今天來加持的是
大力金剛跟瑤池金母 我們再一次感
謝這些功德主贊助贈書活動 我們知
道慶祝五十週年最好的方式就是贈
書 贈送或是給予就是一個最好的布
施 贈書又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我
們請師尊幫我們說明一下
師尊：關於贈書活動 是這樣
的 這個﹁書﹂就代表師尊的心 在
贈書的時候就是把自己的一個思想跟
一種哲思 還有一種智慧綜合起來
把它送出去給所有的大眾能夠看到這
些書 看到這些書以後 可以增加智
慧 增加光明 增加他們本身的力
量 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 你已經看
過了 覺得這本書有意義 你再轉送
給別人的時候 也等於把這意義跟價
值捨了出去 ︵眾鼓掌︶
邱琦君：這是一個偉大的布施
行為 所以我們把師尊的哲思跟師尊
的心 借著書再一次傳給所有眾生
有緣的朋友 同時我們也增加了所布
施對象的光明跟功德 非常有意義
所以 不只是新書可以贈書 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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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書 如果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法
義 光明 我們也可以再把書轉送給
需要或你想要給予光明的同門 朋
友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感謝師尊
師尊：謝謝
邱琦君：各位知道 今天是二
○一七年的一月一日 也是師尊創作
五十年 接近半世紀的一個紀念活
動 師尊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感觸 我
們請師尊想一個字 這五十年來的創
作歷程用一個字表達出來
師尊：這樣子啊！其實要代表

看 我又年輕 又沒有知名度 另外
又沒有什麼錢 又是軍人 內容呢
他翻了一下 一看是沒有人要看的詩
啊 詩 那個時候是沒有人要看的
人家要看也要看散文 小說 那個時
候詩是沒有人要看的 他說這種書出
版 實在是很難出錢幫你印 到最後
我就講我自費好了 自己花錢出版
你用你的名義出版 老板當然說這樣
可以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人才會編輯
書 我說我自己來編就好了 我就自
己把封面設計 就隨便畫幾畫 當中
放一朵花 畫幾個線條 當中放一朵
花 就是一個封面 取名叫﹁淡煙
集﹂ 就是剛剛出道的時候 淡淡
的 像炊煙的那一種現象 就取名叫
﹁淡煙集﹂ 好了 到最後書真的幫
我印出來了 我自費出版 花了多少

錢？2000塊台幣 那時候錢很大
2000塊台幣是我大約一年的薪水 我
那時當軍人 是學校的學生啊 大概
200塊左右的零用錢 軍人是每個月
有零用錢的 差不多200塊 那一共
是2000塊 一年多的薪水 拿去印書
了 印刷廠印好了以後 他說已經印
好了 那書怎麼辦啊？我叫一部三輪
車 三輪車就到了出版社 出版社把
那些書堆在三輪車腳踏的地方 堆得
滿滿的一大堆書 我心裡就很高興
噯 這些書都是我寫的 我已經變成
詩人了！那些書怎麼辦呢？不能我一
個人拿著那些書 每天睡在書上面
哪？一定要推銷出去！我很喜歡逛小
書攤 台中市那時候有很多小書攤
我就去那裡 我拿十本給你 這個我
自己寫的書讓你寄賣 寄賣就是說你
賣了 我每天來看一下 來巡一下
就是在小書攤 這邊放十本 那邊放
十本 我禮拜天從學校出來的時候
就到小書攤去 問說賣了沒有？他說
賣了三本 哇！還有人買嘛！他能夠
賣幾本算幾本 他賣了以後 書商本
身還要賺一點錢 我自己拿回一點錢
是這樣子的 ︵眾鼓掌︶
邱琦君：感謝師尊跟我們分享
心路歷程 我們在這裡提到這樣的一
個小故事 其實還有非常深的涵義

的字是非常的多 濃縮起來的話就是
一個﹁智﹂字 智慧的﹁智﹂
邱琦君：智慧的﹁智﹂
師尊：用﹁智﹂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智慧在裡
面 既然有智慧在裡面 要挑一個字
的話 是挑﹁智﹂字 是自己本身腦
海的信號跟佛菩薩的指示 另外跟眾
生之間必須要有一種對象 也就是說
互相相應的對象 這個﹁智﹂把它分
開來 上面是一個知 下面是一個
日 也就是說把你每一天知道的東西
寫在書上 所以我用這個﹁智﹂
邱琦君：啊！謝謝師尊的法語
開示 今天在元月一號聽到這麼美妙
的法語 大家再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
延續這個﹁智﹂呢 講到︿大燈文
化﹀這次幫助師尊所編輯的這本新
書｜︽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剛剛師尊有稍微提到這本書 這一生
都是在度眾 師尊提到﹁我為眾生入
佛的智慧而來﹂ 所謂入佛的智慧是
什麼呢？
師尊：入佛的智慧 也就是
說 我這一生當中 除了佛的智慧能
夠進到我的心中 我也能夠進入所有
眾生的心中 這個就是如來智慧的一
種傳播 我已經知道 再把我知道的
東西再施捨 或者是說就這樣子的付

因為在這半世紀的寫作當中 師尊已
經成為一位當代的法王作家 創作了
256本作品 我們再次以熱烈地掌聲
感恩師尊 師尊的創作精神讓我們弟
子非常的敬佩！接下來 我們還有一
個問題就是 師尊除了︽淡煙集︾之
外 我們知道 在早期師尊比較偏向
詩 散文 抒情的作品 其中有一本
書叫︽給麗小扎︾ 我想諸位也聽過
這本書 現在再翻起 都可以看到
在這個文章裡面都是非常熱情澎湃
的 非常深的感情 師尊回想當時的
這些作品 跟現在度眾生的大愛 這
中間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師尊：好的 ︽給麗小扎︾是
一個連載專欄 它就是在台中以前有
一個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報紙了
台中以前最大的報紙有兩家 一個就
是﹁民生日報﹂ 一個就是﹁台灣日
報﹂ 我在﹁民生日報﹂連載著就是
︽給麗小扎︾ 那時候因為追師母
︵眾笑︶本來我是三十歲 差不多二
十九歲的時候 還沒有結婚 家裡也
不急 因為我的家庭是不一樣的 家
裡是從來不管我的 你有要結婚 你
自己去結自己的 你不結婚也就算
了 他從來不管我的 只有我母親稍
微關心我一下 我父親完全是沒有
的 因為我父親他不承認我是他的兒

與眾生
邱琦君：我們剛剛看到那本
︽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有講
到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講到師
尊的創作年表 回首師尊的第一本
書 師尊是哪一本？
師尊：是︽淡煙集︾
邱琦君：師尊 這本書對您來
講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本書 聽說是自
費出版的 而且當時還騎著三輪車
原來是您的第一本書 那時騎著三輪
車的時候還一邊喊 師尊能談一下
嗎？
師尊：好的 這個第一本書的
出版是我有這樣的構想 封面設計也
是自己設計的 我是這樣子的 把年
輕時候寫的詩聚在一起 然後自己再
編寫封面 希望有出版社能夠出版我
的書 這個是新詩 也就是一種詩
那麼找到了以前台中的有一個綜合大
樓 現在綜合大樓已經沒了 被火燒
了以後就沒有了 裡面有一家書局
這邊是綜合書局 那邊是藝術書局
我就找到綜合書局的老板 他姓胡
叫胡永清 我說你可不可以出版書
他說他有一個出版社 名字叫︿一善
出版社﹀ 可以出版我的書 我那時
候是一個軍人 身上沒有什麼錢 我
問他能不能幫我出版這本書？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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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書 如果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法
義 光明 我們也可以再把書轉送給
需要或你想要給予光明的同門 朋
友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感謝師尊
師尊：謝謝
邱琦君：各位知道 今天是二
○一七年的一月一日 也是師尊創作
五十年 接近半世紀的一個紀念活
動 師尊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感觸 我
們請師尊想一個字 這五十年來的創
作歷程用一個字表達出來
師尊：這樣子啊！其實要代表

看 我又年輕 又沒有知名度 另外
又沒有什麼錢 又是軍人 內容呢
他翻了一下 一看是沒有人要看的詩
啊 詩 那個時候是沒有人要看的
人家要看也要看散文 小說 那個時
候詩是沒有人要看的 他說這種書出
版 實在是很難出錢幫你印 到最後
我就講我自費好了 自己花錢出版
你用你的名義出版 老板當然說這樣
可以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人才會編輯
書 我說我自己來編就好了 我就自
己把封面設計 就隨便畫幾畫 當中
放一朵花 畫幾個線條 當中放一朵
花 就是一個封面 取名叫﹁淡煙
集﹂ 就是剛剛出道的時候 淡淡
的 像炊煙的那一種現象 就取名叫
﹁淡煙集﹂ 好了 到最後書真的幫
我印出來了 我自費出版 花了多少

錢？2000塊台幣 那時候錢很大
2000塊台幣是我大約一年的薪水 我
那時當軍人 是學校的學生啊 大概
200塊左右的零用錢 軍人是每個月
有零用錢的 差不多200塊 那一共
是2000塊 一年多的薪水 拿去印書
了 印刷廠印好了以後 他說已經印
好了 那書怎麼辦啊？我叫一部三輪
車 三輪車就到了出版社 出版社把
那些書堆在三輪車腳踏的地方 堆得
滿滿的一大堆書 我心裡就很高興
噯 這些書都是我寫的 我已經變成
詩人了！那些書怎麼辦呢？不能我一
個人拿著那些書 每天睡在書上面
哪？一定要推銷出去！我很喜歡逛小
書攤 台中市那時候有很多小書攤
我就去那裡 我拿十本給你 這個我
自己寫的書讓你寄賣 寄賣就是說你
賣了 我每天來看一下 來巡一下
就是在小書攤 這邊放十本 那邊放
十本 我禮拜天從學校出來的時候
就到小書攤去 問說賣了沒有？他說
賣了三本 哇！還有人買嘛！他能夠
賣幾本算幾本 他賣了以後 書商本
身還要賺一點錢 我自己拿回一點錢
是這樣子的 ︵眾鼓掌︶
邱琦君：感謝師尊跟我們分享
心路歷程 我們在這裡提到這樣的一
個小故事 其實還有非常深的涵義

的字是非常的多 濃縮起來的話就是
一個﹁智﹂字 智慧的﹁智﹂
邱琦君：智慧的﹁智﹂
師尊：用﹁智﹂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每一本書都有它的智慧在裡
面 既然有智慧在裡面 要挑一個字
的話 是挑﹁智﹂字 是自己本身腦
海的信號跟佛菩薩的指示 另外跟眾
生之間必須要有一種對象 也就是說
互相相應的對象 這個﹁智﹂把它分
開來 上面是一個知 下面是一個
日 也就是說把你每一天知道的東西
寫在書上 所以我用這個﹁智﹂
邱琦君：啊！謝謝師尊的法語
開示 今天在元月一號聽到這麼美妙
的法語 大家再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
延續這個﹁智﹂呢 講到︿大燈文
化﹀這次幫助師尊所編輯的這本新
書｜︽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剛剛師尊有稍微提到這本書 這一生
都是在度眾 師尊提到﹁我為眾生入
佛的智慧而來﹂ 所謂入佛的智慧是
什麼呢？
師尊：入佛的智慧 也就是
說 我這一生當中 除了佛的智慧能
夠進到我的心中 我也能夠進入所有
眾生的心中 這個就是如來智慧的一
種傳播 我已經知道 再把我知道的
東西再施捨 或者是說就這樣子的付

因為在這半世紀的寫作當中 師尊已
經成為一位當代的法王作家 創作了
256本作品 我們再次以熱烈地掌聲
感恩師尊 師尊的創作精神讓我們弟
子非常的敬佩！接下來 我們還有一
個問題就是 師尊除了︽淡煙集︾之
外 我們知道 在早期師尊比較偏向
詩 散文 抒情的作品 其中有一本
書叫︽給麗小扎︾ 我想諸位也聽過
這本書 現在再翻起 都可以看到
在這個文章裡面都是非常熱情澎湃
的 非常深的感情 師尊回想當時的
這些作品 跟現在度眾生的大愛 這
中間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師尊：好的 ︽給麗小扎︾是
一個連載專欄 它就是在台中以前有
一個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報紙了
台中以前最大的報紙有兩家 一個就
是﹁民生日報﹂ 一個就是﹁台灣日
報﹂ 我在﹁民生日報﹂連載著就是
︽給麗小扎︾ 那時候因為追師母
︵眾笑︶本來我是三十歲 差不多二
十九歲的時候 還沒有結婚 家裡也
不急 因為我的家庭是不一樣的 家
裡是從來不管我的 你有要結婚 你
自己去結自己的 你不結婚也就算
了 他從來不管我的 只有我母親稍
微關心我一下 我父親完全是沒有
的 因為我父親他不承認我是他的兒

與眾生
邱琦君：我們剛剛看到那本
︽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有講
到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講到師
尊的創作年表 回首師尊的第一本
書 師尊是哪一本？
師尊：是︽淡煙集︾
邱琦君：師尊 這本書對您來
講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本書 聽說是自
費出版的 而且當時還騎著三輪車
原來是您的第一本書 那時騎著三輪
車的時候還一邊喊 師尊能談一下
嗎？
師尊：好的 這個第一本書的
出版是我有這樣的構想 封面設計也
是自己設計的 我是這樣子的 把年
輕時候寫的詩聚在一起 然後自己再
編寫封面 希望有出版社能夠出版我
的書 這個是新詩 也就是一種詩
那麼找到了以前台中的有一個綜合大
樓 現在綜合大樓已經沒了 被火燒
了以後就沒有了 裡面有一家書局
這邊是綜合書局 那邊是藝術書局
我就找到綜合書局的老板 他姓胡
叫胡永清 我說你可不可以出版書
他說他有一個出版社 名字叫︿一善
出版社﹀ 可以出版我的書 我那時
候是一個軍人 身上沒有什麼錢 我
問他能不能幫我出版這本書？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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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了 所以才把自己身體全部都脫
光 要跑也要半夜三更 半夜三更一
個人從自己房子裡面跑出來 去雷藏
寺繞三圈 完成我的誓言
邱琦君：那還有把100本書把它
燒掉 燒成一堆灰 這代表什麼呢？
師尊：這也就是代表我的東西
都出去了 我不用留我自己的東西
全部給眾生 這兩個想法還是有意義
的 不是說完全沒有意義
邱琦君：非常感謝師尊 在您
創作的256冊文集當中 您有沒有印
象最深刻的 有沒有很難寫的？我知
道﹁難寫﹂這兩個字不存在師尊的心
中 那您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文
集？
師尊：其實每一本文集都有它
的意義在裡面 就是開卷有益 一打
開書你就會得到一種我自己本身的哲
思 我比較喜歡一本書 是把自己的
想法完全寫在書上 就是那一本︽盧
勝彥的哲思︾ 我比較喜歡那一本
因為那一本書裡面 我把自己的想法
跟我的人生理想 跟我過去的所作所
為 就等於是說︽盧勝彥的哲思︾這
本書 就等於是代表我的外在跟內在
都在裡面 我裡面曾經寫到 有一個
東西我是沒辦法處理的 沒辦法處理
的東西是什麼？是我這一生最難處理

子 所以我在小時候的家庭生活 我
是屬於被霸凌的家庭裡出生的 出生
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不被我的父親承
認 家裡剩下母親稍微關心我一下而
已 那時候我二十九歲 我在打籃
球 個子很小 但是我也蠻喜歡打籃
球 打籃球旁邊的這些學長看到我
說盧勝彥二十九歲了 為什麼還不結
婚呢？他們認為 有一個人講 他一
定生理上有問題 為了這句話﹁生理
上有問題﹂ 好！那我一定要結婚
了！一時之間 我也沒有什麼對象
但是有三位是一起去郊遊的女生 跟
我們三個軍中的軍友去郊遊 就是盧
麗香｜師母 另外就是梁巧明 另外
是劉美雲 我的女朋友是劉美雲 然
後三位男同學 一個是徐耀堂 一個
是傅思賢 一個就是盧勝彥 就是
我 我想她是姓盧 她是盧麗香 所
以我不可能追她 另外還有兩位 一
個就是梁巧明 三位一起出去 我的
同學傅思賢 跟徐耀堂 跟我 我們
的鎖定目標是這樣子 傅思賢去追梁
巧明 徐耀堂就追盧麗香 我們三個
出去郊遊 既然被這樣子講 那麼盧
麗香 徐耀堂沒有追上 梁巧明是跟
傅思賢 到最後都沒有追上 那剩下
兩個了 一個就是盧麗香 一個就是
梁巧明 梁巧明個子比我還高很多

的 也就是我不懂得處理 也不會處
理 處理得也不好 就是﹁情字這一
條路﹂ 感情方面的 因為我的感情
非常的豐富 對眾生有情 是一種博
愛 這就是我本身的一個優點 也是
我本身的一個缺點 就是說我沒有辦
法處理就是了 我感情豐富 但是就
沒有辦法處理﹁情﹂這個字 雖然出
家當了和尚 有時候看到美女 就會
忘掉你自己已經出家了 有時候你看
到美女 你就會忘掉自己已經結過婚
了 這就是麻煩所在啊！有一個笑話
是這樣講的 有一個人跑到醫生那裡
去了 他說我有失憶症啊 醫生就
說：﹁你失憶症是怎麼回事？﹂他
說：﹁我只要一看到美女 就忘掉自
己已經結了婚 ﹂醫生說：﹁你給我
滾出去 因為我犯的毛病也是這
樣 ﹂所以我犯的毛病也是這樣
邱琦君：情字這條路之外 師
尊最得意的作品呢？
師尊：其實我最得意的作品
啊 每一本都在換新 我有時候想這
一本作品應該是最好的 可是又新出
了一本 我就認為這一本又更好
邱琦君：每一本都是傑作
師尊：最近出版的那一本書
︽夢中的翅膀︾ 是我寫的耶！有時
候把自己的書拿出來再重新打開 又

我想不可能追她嘛 師母那時候胖胖
的 圓滾滾的 那時候我叫她肥肥
乾脆就追這個肥肥吧！
邱琦君：哇 緣分就是這樣來
的
師尊：對啊！然後就開始寫
︽給麗小扎︾ ︽給麗小扎︾就是寫
給她的情書了 就一篇一篇地在﹁民
生日報﹂上面連載 第一篇 第二
篇 第三篇 第四篇
一直登 登
到最後
邱琦君：原來師尊每日一封
每日一寫 就是這樣子
師尊：啊 好了 可以了 可
以成書了 就把它編成一本書 就是
︽給麗小扎︾
邱琦君：啊 我們掌聲 ︵眾
鼓掌︶
師尊：我們兩個人結婚 我姓
盧 她也姓盧 本來盧姓是很少的
就是盧來盧去啦！到現在為止也是盧
來盧去的 她每天在那邊盧啊！盧
啊！
邱琦君：我們在這裡看到師
尊 師母的感情一直盧來盧去的 真
的是非常地甜蜜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師尊的文集是屬於文藝青年
比較抒情的部分 我想師尊的第一百
本書 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里程

再看一遍 奇怪啊？我怎麼能夠寫出
這麼樣好的文章？我覺得不太可能
啊！因為我這個人年紀越大 腦袋有
時會空掉 字也遺失了很多 年紀大
的時候你突然間想起一個字想不出
還要問師母 問慧君上師 那個字怎
麼寫？拜託你們教我寫 然後她們寫
出來 咦 是這樣子嗎？我不太相
信 所以我覺得我漏失了很多的字
能夠寫出︽夢中的翅膀︾這一本書
我自己看了都非常歡喜 重新再看都
有味道 有時候我再把自己的舊書翻
開來一看 我居然看了兩三個小時手
都沒有放下來 已經深更半夜了
邱琦君：師尊 那本書是︽夢
中的翅膀︾？
師尊：︽夢中的翅膀︾也有
另外還有幾本︽對著月亮說話︾
︽月河的流水︾ ︽夢鄉日記︾ 那
幾本寫感情上的 感情流露的那些
書 我自己看的時候 哇！原來我有
這麼多的感情！︵眾鼓掌︶
｜︵未完待續︶｜

碑 當然現在是256冊 但是過去當
寫 到 第 100冊 時 師 尊 下 了 一 個 豪
語 不知道師尊您還記得嗎？
師尊：記得 我印象很深
邱琦君：請師尊自己來說
師尊：好的 我本來是這樣想
的：能夠寫到一百本的不簡單 我覺
得那時候寫書的人 有時候二十幾
本 三十幾本就結束了 很少有寫到
100本的 既然寫到100本 我就這樣
子想 寫到100本算是我的一個很大
的階段 里程碑 那時候我想 我寫
了100本的時候 第一個我要全身脫
光 然後繞︿西雅圖雷藏寺﹀跑三
圈 作一個紀念 第二個就是要把我
的書 100本書全部燒掉
邱琦君：其實裸奔三圈 跟把
書燒掉都是非常豪放的 對不對？
師尊：對啊 詩人本身就是很
豪放的
邱琦君：是 但是我想這裡面
應該有一些意義在裡面？
師尊：對啊 我就是說100本的
里程碑完成了以後 表示我的東西統
統都給別人了 那我就全身光光的
了 我 認 為 我 寫 了 100本 也 差 不 多
了 那時候是這樣子想的 100本就
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全身都被剝光
了 智慧都沒有了 所有的智慧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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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了 所以才把自己身體全部都脫
光 要跑也要半夜三更 半夜三更一
個人從自己房子裡面跑出來 去雷藏
寺繞三圈 完成我的誓言
邱琦君：那還有把100本書把它
燒掉 燒成一堆灰 這代表什麼呢？
師尊：這也就是代表我的東西
都出去了 我不用留我自己的東西
全部給眾生 這兩個想法還是有意義
的 不是說完全沒有意義
邱琦君：非常感謝師尊 在您
創作的256冊文集當中 您有沒有印
象最深刻的 有沒有很難寫的？我知
道﹁難寫﹂這兩個字不存在師尊的心
中 那您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文
集？
師尊：其實每一本文集都有它
的意義在裡面 就是開卷有益 一打
開書你就會得到一種我自己本身的哲
思 我比較喜歡一本書 是把自己的
想法完全寫在書上 就是那一本︽盧
勝彥的哲思︾ 我比較喜歡那一本
因為那一本書裡面 我把自己的想法
跟我的人生理想 跟我過去的所作所
為 就等於是說︽盧勝彥的哲思︾這
本書 就等於是代表我的外在跟內在
都在裡面 我裡面曾經寫到 有一個
東西我是沒辦法處理的 沒辦法處理
的東西是什麼？是我這一生最難處理

子 所以我在小時候的家庭生活 我
是屬於被霸凌的家庭裡出生的 出生
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不被我的父親承
認 家裡剩下母親稍微關心我一下而
已 那時候我二十九歲 我在打籃
球 個子很小 但是我也蠻喜歡打籃
球 打籃球旁邊的這些學長看到我
說盧勝彥二十九歲了 為什麼還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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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也就是我不懂得處理 也不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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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本 我就認為這一本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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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最近出版的那一本書
︽夢中的翅膀︾ 是我寫的耶！有時
候把自己的書拿出來再重新打開 又

我想不可能追她嘛 師母那時候胖胖
的 圓滾滾的 那時候我叫她肥肥
乾脆就追這個肥肥吧！
邱琦君：哇 緣分就是這樣來
的
師尊：對啊！然後就開始寫
︽給麗小扎︾ ︽給麗小扎︾就是寫
給她的情書了 就一篇一篇地在﹁民
生日報﹂上面連載 第一篇 第二
篇 第三篇 第四篇
一直登 登
到最後
邱琦君：原來師尊每日一封
每日一寫 就是這樣子
師尊：啊 好了 可以了 可
以成書了 就把它編成一本書 就是
︽給麗小扎︾
邱琦君：啊 我們掌聲 ︵眾
鼓掌︶
師尊：我們兩個人結婚 我姓
盧 她也姓盧 本來盧姓是很少的
就是盧來盧去啦！到現在為止也是盧
來盧去的 她每天在那邊盧啊！盧
啊！
邱琦君：我們在這裡看到師
尊 師母的感情一直盧來盧去的 真
的是非常地甜蜜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師尊的文集是屬於文藝青年
比較抒情的部分 我想師尊的第一百
本書 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里程

再看一遍 奇怪啊？我怎麼能夠寫出
這麼樣好的文章？我覺得不太可能
啊！因為我這個人年紀越大 腦袋有
時會空掉 字也遺失了很多 年紀大
的時候你突然間想起一個字想不出
還要問師母 問慧君上師 那個字怎
麼寫？拜託你們教我寫 然後她們寫
出來 咦 是這樣子嗎？我不太相
信 所以我覺得我漏失了很多的字
能夠寫出︽夢中的翅膀︾這一本書
我自己看了都非常歡喜 重新再看都
有味道 有時候我再把自己的舊書翻
開來一看 我居然看了兩三個小時手
都沒有放下來 已經深更半夜了
邱琦君：師尊 那本書是︽夢
中的翅膀︾？
師尊：︽夢中的翅膀︾也有
另外還有幾本︽對著月亮說話︾
︽月河的流水︾ ︽夢鄉日記︾ 那
幾本寫感情上的 感情流露的那些
書 我自己看的時候 哇！原來我有
這麼多的感情！︵眾鼓掌︶
｜︵未完待續︶｜

碑 當然現在是256冊 但是過去當
寫 到 第 100冊 時 師 尊 下 了 一 個 豪
語 不知道師尊您還記得嗎？
師尊：記得 我印象很深
邱琦君：請師尊自己來說
師尊：好的 我本來是這樣想
的：能夠寫到一百本的不簡單 我覺
得那時候寫書的人 有時候二十幾
本 三十幾本就結束了 很少有寫到
100本的 既然寫到100本 我就這樣
子想 寫到100本算是我的一個很大
的階段 里程碑 那時候我想 我寫
了100本的時候 第一個我要全身脫
光 然後繞︿西雅圖雷藏寺﹀跑三
圈 作一個紀念 第二個就是要把我
的書 100本書全部燒掉
邱琦君：其實裸奔三圈 跟把
書燒掉都是非常豪放的 對不對？
師尊：對啊 詩人本身就是很
豪放的
邱琦君：是 但是我想這裡面
應該有一些意義在裡面？
師尊：對啊 我就是說100本的
里程碑完成了以後 表示我的東西統
統都給別人了 那我就全身光光的
了 我 認 為 我 寫 了 100本 也 差 不 多
了 那時候是這樣子想的 100本就
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全身都被剝光
了 智慧都沒有了 所有的智慧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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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慶㈷聖尊蓮生活佛出家31週年紀念，
台灣雷藏寺舉辦朝山活動及㈷儀。
淨︶ 手印再還置喉際 有紅光射
喉︵一切口業清淨︶ 手印再置於
心際 有藍光射心︵一切意業清
淨︶ 當身口心意三業清淨時 手
印回頂上一觸散印 然後再下拜
在禮拜時 可一面拜 一面誦﹃禮
佛咒﹄：﹁嗡 南摩曼祖洗爾耶
南摩蘇洗爾耶 南摩烏打嘛洗爾
耶 梭哈 ﹂
﹁大禮拜法﹂的口訣是：
普禮虛空 ｜ 觀想虛空之中諸
佛菩薩 重重無盡
自身虛空 ｜ 觀想自身及六道
眾生 亦重重無盡
普禮虛空及自身虛空 也就是
禮拜重重無盡的佛 應用觀想重重
無盡的我來禮拜 此時的心 等如
虛空 虛空無盡 所以是普禮虛空
之無上 而我們這個自性 也要化
為無盡 這就是無上虛空的大禮拜
口訣
無數又無盡的佛
全部化為無數又無盡的我
佛菩薩諸尊化為一大白光 灌
頂自心的無盡的我
二者合一 光光相照
愉悅 輕安 昇空 坐蓮
這是﹁普禮虛空無盡佛 自身
虛空無盡我 佛即是我 ﹂

二

○一七年三月七日︵星期
二 農曆二月十日︶是聖尊
蓮生活佛出家三十一週年紀念日
︿台灣雷藏寺﹀為感恩聖尊出家度
眾 連續兩天舉辦慶祝活動紀念
日

◎朝山活動
二○一七年三月五日︵星期
日︶下午一點三十分 眾弟子結集
在真佛大道 遵循聖尊的教誨 實
修密教﹁四加行﹂之﹁大禮拜
法﹂ 在法師的帶領下 眾弟子持
誦﹃蓮花童子心咒﹄ 配合藏鼓的
節奏 以虔誠和感恩師尊的心 一
步一腳印地朝向︿台灣雷藏寺﹀做
五體投地大禮拜
蓮生活佛曾在第七十五本文集
︽真佛法中法︾談到﹁大禮拜法﹂
可以消業障 可以產生大佛緣 可
以因恭敬禮拜而止貪 瞋 癡及貢
高 是最高的虔敬之法 又是符合
身體運動的瑜伽 再由佛菩薩諸尊
放光加被 消除累世的業障 最後
達到身口意的清淨 證得自身放
光
﹁大禮拜法﹂的方法是：先想
上師 三寶佛在前 自己手印先置
頂 有白光射頂︵一切身業清

這種成就是：一拜即是千拜萬
拜 一拜即是佛我合一
在經過一個半小時身體力行的
大禮拜後 眾等終於抵達密壇！雖
然汗涔涔 但內心的安祥與感恩
卻又是那麼地不可言喻！在法師的
帶領下 眾等一心將﹁朝山禮拜﹂
功德迴向根本傳承上師 感恩聖尊
蓮生活佛出家弘法度眾 感恩聖尊
不捨一個眾生的誓願！

◎拜願祝儀
由於台灣︽真佛報︾於三月七
日︵農曆二月初十︶蓮生活佛出家
31週年的紀念日 舉行﹁供佛齋僧
慶祝晚會﹂ 因此︿台灣雷藏寺﹀
提前一天在二○一七年三月六日
︵星期一︶晚上七點三十分舉行
﹁拜願祝儀﹂ 眾等如儀行法 一
一奉請諸尊下降 獻上供養 誠心
唱誦﹁請佛住世祈願文﹂ 恭敬祝
禱！希望藉由每位真佛弟子每日的
修法迴向 祝願聖尊蓮生活佛出家
快樂 佛體安康 長壽自在 大轉
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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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灣雷藏寺
朝山後回密壇作「後行、迴向。」
眾等一心朝山禮拜

拜願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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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1

二

雷藏寺提前為師母蓮香上師慶生
( 2 )聖 尊 接 受 多 家 電 視媒體採訪。
( 3 )文 集 導 讀 會 主 講 人-釋蓮型上師。
( 4 )文 集 導 讀 會 主 持 人-釋蓮等法師。
( 5 )文 集 導 讀 會 現 場 。

○一七年三月十一日︵星期
六︶︿台灣雷藏寺﹀恭請︿真
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盧
勝彥 於下午三點主持﹁觀世音菩
薩護摩大法會﹂ 蓮生法王於上午
十一點許抵達雷藏寺 進密壇上
香
蓮生活佛和師母蓮香上師為減
少碳排放 並抑制全球暖化問題
於植樹節前一日帶領民眾栽植樟樹
一百棵 象徵深耕土地 並希望藉
此綠化環境 改善空氣品質 為鼓
勵民眾在家栽種樹木 於虎邊畫室
致贈梢楠和羅漢松樹苗三百棵給民

3
4

5

( 1 )聖 尊 將 三 百 棵 梢 楠和羅漢松樹苗授予眾人並合照。

■文∕蓮花智雯

2017年3月11日〈台灣雷藏寺〉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

眾 蓮生法王接受中天 非凡 壹
電視和三立等多家電視媒體採訪
呼籲民眾愛護地球 希望以實際行
動做環保 也要注重心靈環保 共
同為下一代而努力
蓮生聖尊陞法王座後 法會前
有來自大高雄地區的釋蓮籍金剛上
師 釋蓮型金剛上師 釋蓮麒法
師 蓮鐽講師 蓮花特譽講師和吳
冠德師兄等 向︿真佛宗﹀根本傳
承上師請法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盧
勝彥於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佛駕高雄市︿高雄展覽
館﹀ 首傳﹁吽音度母大法會﹂並
賜授灌頂 請法儀式莊嚴隆重 吉
祥圓滿
護摩法會後 聖尊開示護摩主
尊﹁觀世音菩薩﹂是所有菩薩的上
首 祂的願很大 有千百億化身
︵四臂觀音 千手千眼觀音 準提
觀音 白衣觀音 綠度母 白度
母 吽音度母 般若佛母
等︶ 過去世曾是正法明如來 有
脅侍善財和龍女 空中有太平鳥
行者在修行當中看到觀世音菩
薩顯現 所有的病 煩惱 災難全
會幫你解決
繼續講解︽道果︾：上週所講
的﹁四種上師﹂要配合密教的四部

法 以及四種灌頂 所謂的四種灌
頂就是表示四種不一樣的淨除力
量 初灌頂相應是應身佛 內灌頂
相應是報身佛 密灌頂相應是法身
佛 無上密灌頂相應就是體性身
佛
密法灌頂 每一次第的灌頂都
有不同境地和力量 弟子向師父求
灌頂 也要符合每一次第的供養
師尊不會要你的供養多大 只要用
你的心 就是無價！
知道佛理之後 要能真正永恆
的去實踐 才是真正得到 修行最
重要的就是永恆的心 永恆的心最
可貴！
最後 雷藏寺提前為師母蓮香
上師慶生 感謝師母一生協助師尊
弘法度眾的辛勞 與會大眾歡唱生
日快樂歌 祝師母永遠健康美麗！
聖尊於灌頂前依照慣例為壇
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
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 並
做總加持 最後為與會大眾賜﹁觀
世音菩薩本尊法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 觀音身壇城避災法﹂等灌頂
︵含皈依灌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
近期燃燈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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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

雷藏寺提前為師母蓮香上師慶生
( 2 )聖 尊 接 受 多 家 電 視媒體採訪。
( 3 )文 集 導 讀 會 主 講 人-釋蓮型上師。
( 4 )文 集 導 讀 會 主 持 人-釋蓮等法師。
( 5 )文 集 導 讀 會 現 場 。

○一七年三月十一日︵星期
六︶︿台灣雷藏寺﹀恭請︿真
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盧
勝彥 於下午三點主持﹁觀世音菩
薩護摩大法會﹂ 蓮生法王於上午
十一點許抵達雷藏寺 進密壇上
香
蓮生活佛和師母蓮香上師為減
少碳排放 並抑制全球暖化問題
於植樹節前一日帶領民眾栽植樟樹
一百棵 象徵深耕土地 並希望藉
此綠化環境 改善空氣品質 為鼓
勵民眾在家栽種樹木 於虎邊畫室
致贈梢楠和羅漢松樹苗三百棵給民

3
4

5

( 1 )聖 尊 將 三 百 棵 梢 楠和羅漢松樹苗授予眾人並合照。

■文∕蓮花智雯

2017年3月11日〈台灣雷藏寺〉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

眾 蓮生法王接受中天 非凡 壹
電視和三立等多家電視媒體採訪
呼籲民眾愛護地球 希望以實際行
動做環保 也要注重心靈環保 共
同為下一代而努力
蓮生聖尊陞法王座後 法會前
有來自大高雄地區的釋蓮籍金剛上
師 釋蓮型金剛上師 釋蓮麒法
師 蓮鐽講師 蓮花特譽講師和吳
冠德師兄等 向︿真佛宗﹀根本傳
承上師請法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盧
勝彥於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佛駕高雄市︿高雄展覽
館﹀ 首傳﹁吽音度母大法會﹂並
賜授灌頂 請法儀式莊嚴隆重 吉
祥圓滿
護摩法會後 聖尊開示護摩主
尊﹁觀世音菩薩﹂是所有菩薩的上
首 祂的願很大 有千百億化身
︵四臂觀音 千手千眼觀音 準提
觀音 白衣觀音 綠度母 白度
母 吽音度母 般若佛母
等︶ 過去世曾是正法明如來 有
脅侍善財和龍女 空中有太平鳥
行者在修行當中看到觀世音菩
薩顯現 所有的病 煩惱 災難全
會幫你解決
繼續講解︽道果︾：上週所講
的﹁四種上師﹂要配合密教的四部

法 以及四種灌頂 所謂的四種灌
頂就是表示四種不一樣的淨除力
量 初灌頂相應是應身佛 內灌頂
相應是報身佛 密灌頂相應是法身
佛 無上密灌頂相應就是體性身
佛
密法灌頂 每一次第的灌頂都
有不同境地和力量 弟子向師父求
灌頂 也要符合每一次第的供養
師尊不會要你的供養多大 只要用
你的心 就是無價！
知道佛理之後 要能真正永恆
的去實踐 才是真正得到 修行最
重要的就是永恆的心 永恆的心最
可貴！
最後 雷藏寺提前為師母蓮香
上師慶生 感謝師母一生協助師尊
弘法度眾的辛勞 與會大眾歡唱生
日快樂歌 祝師母永遠健康美麗！
聖尊於灌頂前依照慣例為壇
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
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 並
做總加持 最後為與會大眾賜﹁觀
世音菩薩本尊法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 觀音身壇城避災法﹂等灌頂
︵含皈依灌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
近期燃燈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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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達爾瑪佛象徵方便，佛母象徵智慧，
惟有智慧和方便結合，才是宇宙最圓滿的聖智。

二
法；喝了此法持咒的水 可排出身
體中一切的污穢 三月二十六日在
高雄展覽館首傳﹁吽音度母法﹂
此尊度母是廿一度母中的第五尊
單一個﹁吽﹂字 就息 增 懷
誅都可做到 四月十六日將在新竹
首傳﹁白度母法會﹂ 師尊將講解
口訣心要 這三個法都是無價的
所謂的供品供養 不是只有食
物才是供養 花 香 燈 茶
果 寶石 甚至名牌眼鏡都可以供
養
生死關很難破 要懂得無生無
死 才能保持平和的心 無生無死
非常的重要 是成就的根本！修行
一定要打破生死關 自己的生死和
眾生的生死一樣 聖尊教導弟子要
常常想：生從何處來 死往何處
去 到人間做什麼？人生的意義在
哪裡？生前在哪裡？活著為什麼？
所以要保握時光 去精進努力的修
行
再談到今天護摩主尊﹁阿達爾
瑪佛﹂ 就是 No.1
本身的化身
有很多 由這一尊化出五方佛 五
方佛集合起來的總法王子就是金剛
薩埵 也就是密教的教主 阿達爾
瑪佛的傳承是最偉大的！﹁大手印
法﹂ ﹁大圓滿法﹂ ﹁大圓勝慧

法﹂ ﹁大威德法﹂都是阿達爾瑪
佛 也就是金剛總持所傳的
﹁阿達爾瑪佛﹂象徵方便 佛
母象徵智慧 惟有智慧和方便結
合 才是宇宙最圓滿的聖智
繼續講解︽道果︾：第一種上
師︵初灌 即瓶灌︶是依道立名
第二 三 四灌 則是依見立名
就通達 證悟是以聽到 思考 斷
掉增加的綺念 這只是了解﹁諸法
無自性﹂的概念 而禪定是以真實
覺受 真實見到 真實看到氣及中
脈通了 便可得第二灌 看到拙火
上升 天庭水下降並得無漏 可得
第三灌 看到自己的光 便可得第
四灌
聖尊於灌頂前依照慣例為壇
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
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 並
做總加持 最後為與會大眾賜授
﹁阿達爾瑪佛不共大法﹂灌頂︵含
皈依灌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
近期燃燈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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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三月十八
日︵星期六︶︿台
灣雷藏寺﹀恭請︿真佛
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 盧勝彥 於下午三點
主持﹁阿達爾瑪佛護摩大
法會﹂ 蓮生法王曾經開
示過：﹁阿達爾瑪佛﹂是
至高至上至尊至聖 是本
初佛 也就是一切佛中的
總法主！懂得珍惜此殊勝
法緣的真佛弟子們 再次
使得現場坐無虛席
慈悲的聖尊於迴向時
祈請﹁阿達爾瑪佛﹂放光
加持 放大光明照世間
光明普度一切眾 賜福與
會大眾身體健康 災難消
除 讓善業增長 惡業退
散 一切習氣在修行中化
解 加持增長福分 智
慧 修行和果位 祈願一
切皆能如願吉祥 一切障
礙 魔難 惡緣退散
會後聖尊首先談到三
月二十二日將到台北︿蓮
聖同修會﹀灌頂﹁九鳳破
穢法﹂ 這是清淨結界的

文集導讀會主講人
釋蓮悅上師

■文∕蓮花智雯

2017年3月18日〈台灣雷藏寺〉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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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達爾瑪佛象徵方便，佛母象徵智慧，
惟有智慧和方便結合，才是宇宙最圓滿的聖智。

二
法；喝了此法持咒的水 可排出身
體中一切的污穢 三月二十六日在
高雄展覽館首傳﹁吽音度母法﹂
此尊度母是廿一度母中的第五尊
單一個﹁吽﹂字 就息 增 懷
誅都可做到 四月十六日將在新竹
首傳﹁白度母法會﹂ 師尊將講解
口訣心要 這三個法都是無價的
所謂的供品供養 不是只有食
物才是供養 花 香 燈 茶
果 寶石 甚至名牌眼鏡都可以供
養
生死關很難破 要懂得無生無
死 才能保持平和的心 無生無死
非常的重要 是成就的根本！修行
一定要打破生死關 自己的生死和
眾生的生死一樣 聖尊教導弟子要
常常想：生從何處來 死往何處
去 到人間做什麼？人生的意義在
哪裡？生前在哪裡？活著為什麼？
所以要保握時光 去精進努力的修
行
再談到今天護摩主尊﹁阿達爾
瑪佛﹂ 就是 No.1
本身的化身
有很多 由這一尊化出五方佛 五
方佛集合起來的總法王子就是金剛
薩埵 也就是密教的教主 阿達爾
瑪佛的傳承是最偉大的！﹁大手印
法﹂ ﹁大圓滿法﹂ ﹁大圓勝慧

法﹂ ﹁大威德法﹂都是阿達爾瑪
佛 也就是金剛總持所傳的
﹁阿達爾瑪佛﹂象徵方便 佛
母象徵智慧 惟有智慧和方便結
合 才是宇宙最圓滿的聖智
繼續講解︽道果︾：第一種上
師︵初灌 即瓶灌︶是依道立名
第二 三 四灌 則是依見立名
就通達 證悟是以聽到 思考 斷
掉增加的綺念 這只是了解﹁諸法
無自性﹂的概念 而禪定是以真實
覺受 真實見到 真實看到氣及中
脈通了 便可得第二灌 看到拙火
上升 天庭水下降並得無漏 可得
第三灌 看到自己的光 便可得第
四灌
聖尊於灌頂前依照慣例為壇
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
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 並
做總加持 最後為與會大眾賜授
﹁阿達爾瑪佛不共大法﹂灌頂︵含
皈依灌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
近期燃燈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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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三月十八
日︵星期六︶︿台
灣雷藏寺﹀恭請︿真佛
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 盧勝彥 於下午三點
主持﹁阿達爾瑪佛護摩大
法會﹂ 蓮生法王曾經開
示過：﹁阿達爾瑪佛﹂是
至高至上至尊至聖 是本
初佛 也就是一切佛中的
總法主！懂得珍惜此殊勝
法緣的真佛弟子們 再次
使得現場坐無虛席
慈悲的聖尊於迴向時
祈請﹁阿達爾瑪佛﹂放光
加持 放大光明照世間
光明普度一切眾 賜福與
會大眾身體健康 災難消
除 讓善業增長 惡業退
散 一切習氣在修行中化
解 加持增長福分 智
慧 修行和果位 祈願一
切皆能如願吉祥 一切障
礙 魔難 惡緣退散
會後聖尊首先談到三
月二十二日將到台北︿蓮
聖同修會﹀灌頂﹁九鳳破
穢法﹂ 這是清淨結界的

文集導讀會主講人
釋蓮悅上師

■文∕蓮花智雯

2017年3月18日〈台灣雷藏寺〉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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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帶領大家一起種樹，
節能減碳愛台灣！
■文∕台灣雷藏寺

２ １ 節能減碳愛地球！﹂ 參與
民眾一起種下樟樹 蓮生活佛帶領民
眾 展開植樹大行動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表示：植樹
的意義主要可以防止土石流 因為樹
木的根會伸入大地的泥土 捉住大地
泥土 山坡就不會崩塌 就不會有土
石流
另外的意義是：可以吸收二氧化
炭排放出氧 大地之氣由樹木來調合
人類所需要的空氣 這是重點
並同時表示：因為現代的人壓力
非常的大 可以藉由學習佛教的能
量 例如：靜坐班 這是有正能量的
舒壓力方法 講求心靈的解放 認清
世界 產生了正能量抵抗壓力
提倡心靈環保的蓮生活佛 也重
視教育的重要性 一場植樹活動 提
升的不只是地球的空氣品質 也讓個
人正能量加分不少
2
3

︿

1

台灣雷藏寺﹀在一○六年三月
十一日 由蓮生活佛親自帶領
民眾舉辦﹁植樹贈苗環保愛地球活
動﹂ 當天帶領著民眾一起種超過百
棵樟樹 並贈予民眾三百株梢楠 羅
漢松樹苗讓民眾一起有氧愛地球 期
以贈出的苗木節能減碳擴散至台灣各
個角落 為台灣展現新鮮有氧綠森生
活！善盡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責任
希望為台灣的這片土地用綠愛台灣
蓮生活佛一直以來提倡的心靈環
保 教育等重要性 期以透過心靈的
淨化 提升個人的正向思考與能量
淨口修心存善念 期許民眾在二○一
七年能獲得更多的正向的力量與增長
智慧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有形
的環保及無形心靈環保 都需要持續
不斷的為下一代向下紮根而努力！
當天活動主持人大聲喊：﹁３
(1)蓮生活佛帶領民眾展開植樹行動
(2、3)參與民眾一起種下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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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敬禮大地之神
地母菩薩護佑

視大地為慈母
資糧充足飽滿
■文∕張招財

球 四大洲 八小洲 七功德海 全
部由地母菩薩統管 所有金 銀
銅 鐵 錫 七珍八寶都是從大地所
生出 都歸﹁地母菩薩﹂所擁有 眾
生必須敬禮大地之神 視大地為母
所以稱為﹁地母﹂
﹁地母菩薩﹂有兩個傳說：其第
一傳說是堅牢地神化現出來的母性地
母 叫地母菩薩 其第二個傳說是堅
牢地神的妻子﹁坡理提毘﹂
在藏密 東密是沒有 ﹁地母菩

法舟堂﹁地母菩薩護摩放生法會﹂報導
○一七年三月九日 ︿法舟堂閉
關中心﹀啟建 ﹁地母菩薩護摩
法會﹂由釋蓮郢金剛上師主壇 護壇
的有釋蓮六法師 釋蓮杏法師 釋蓮
椎法師以及來自馬來西亞 香港等地
同門
上師提到 根本上師蓮生活佛曾
開示 ﹁地母菩薩﹂是一尊非常偉大
的菩薩 在民間也稱為﹁地母娘
娘﹂ 祂的右手拿著拂塵 左手拿著
八卦 腳踩的是大地 象徵整個地

薩﹂這一尊的 但在台灣的信仰裡
地母是很大的一尊菩薩 而︿真佛
宗﹀可以說是﹁本土密宗﹂ 所以地
母菩薩在︿真佛宗﹀裡是備受景仰的
一尊
地母娘娘是我們︿真佛宗﹀
的不共大法 也就是我們最大的財
神
地理 風水 五行上講的 土生
金 金是從土生出來的 天為父 地
為母 八卦裡面天是乾 地是坤 由
乾坤產生所有的眾生 所以天也要
敬 地也要敬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情 所以 地母菩薩的功德非常偉
大
今天能夠在︿法舟閉關中心﹀啟
建這場殊勝的護摩法會圓滿結束 大
家能夠共襄盛舉 上師表示感恩大家
一直以來的護持 大家的和諧 精進
與努力才能夠建立一個莊嚴的道場
上師也祝福與會善信都能夠得到
根本上師加持 地母菩薩的護佑 祈
願大家資糧充足 大吉大利 事事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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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致志禮寶懺，誠心發露真懺悔。
㈻習放㆘莫執著，身心解脫煩惱除。
▲主壇上師-釋蓮飛金剛上師
正在開示應用念珠

▲

︿

圓弘堂﹀眾弟子期待了好久的
﹁梁皇寶懺法會﹂ 終於 在
二○一七月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完
成了心願 因為主壇上師的法務繁
忙 所以安排在今年年初才能舉行這
三壇殊勝大法會 印尼蘇南省巴布勿
裡市 ︿圓弘堂﹀首先舉辦一壇﹁大
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祈求主尊蓮
花童子法王聖尊蓮生佛 佛光普照
﹁梁皇寶懺暨瑜伽焰口超度法會﹂吉
祥順利 特請印尼雅加達︿印尼雷藏
寺﹀常住釋蓮飛金剛上師主壇 護
壇｜釋蓮轟法師(印尼雷藏寺) 釋蓮
霞法師(巨港聖輪雷藏寺) 釋蓮漸法
師(巨港聖華堂) Tasimun助教(印尼
雷 藏 寺 ) Bambang助 教 (印 尼 雷 藏
寺 ) 蓮 花 一 敏 助 教 (泗 水 市 蓮 齊
堂)及本堂的蓮花仙龍助教護壇
佛堂義工同門在一個星期前 每
天往佛堂準備法會種種的供品 為眾
功德主懺主辦理禮品包裝供佛 及護
摩將下爐的供品 填寫延生位求福延
壽令牌 填寫往生位眾報名祖先冤親
債主 及地基主令牌等等 當二十號
的中午 就先安位 被報名超度的靈
眾也能得到佛光普照救度 晚上七點
開始首壇護摩火供法會 鐘鼓齊鳴
穿著整齊鮮亮法袍的青年班同門已排
列好迎接主壇上師及法師團 法會依
儀軌進行 由四位助教迎上師到護摩

第十壇圓滿壇供養天衣 很多同門供
養了印著咒字的背心衣 十壇拜懺都
有各自不同的主要供品 有各自的含
義
主辦單位也準備十種供品讓同門
能請購供養千佛如來諸佛菩薩 蓮飛
上師開示供養十種供品的含義 就像
在︻地藏經︼裡有提到供奉地藏王菩
薩的金身及以種種供品供養地藏王菩
薩的不可思議功德 七天法會供養根
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供養千佛如
來 供養地藏王菩薩 最後的圓滿壇
法會正是﹁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
大法會﹂
在每一卷 每一段的拜懺前 主
壇上師以兩種語言︵華語及印尼語︶
開示關於那一段的經文重要含義 也
提醒拜懺眾等 增加戒心不要犯同樣
的錯誤來造成罪障 應該要提升自己
的修行 學習放下 莫再執著自身的
利益得失或榮辱名位 應學習放下
可解脫煩惱 上師的每一段的開示
使不明白華文的同門 多少也能夠增
加智慧 不只是知道跪拜 雖不明白
也能融入懺文 最主要是禮懺的意
義；就是知錯能改；若有冤親債主難
解脫 就是懺悔再懺悔才能解開怨
恨 禮拜︽梁皇寶懺︾除怨結 真懺
悔真消業 修法又修心 心地柔軟慈
悲 才能心開意解 再加上每天的早

殿的護摩爐 恭請主壇上師轉珠明加
持 金剛鈴杵加持供品 結界 點燃
護摩火 上師自然 熟練的觀想演化
︿真佛宗﹀獨特手印 奉請諸尊佛菩
薩 並把護摩木 種種供品下爐 護
摩火燃燒旺盛 在蓮花童子的咒音中
進行得很順利圓滿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釋蓮飛金剛上
師主壇同修會 以唸︻地藏菩薩本願
經︼為主 也有三十位同門在百忙中
抽空來參加修法誦經 星期二下午四
點開懺 禮拜︽梁皇寶懺︾的第一
卷 四點至六點 休息吃飯 七點再
繼續禮拜第二卷 十卷分為五天 每
天下午都有近八十位同門來禮懺 晚
上有一百多名同門來禮懺 一連五天
進行緊鑼密鼓的拜懺活動 當結束了
﹁梁皇寶懺法會﹂ 大家都覺得拜了
懺 消了災 又增福慧
義工們都盡各人能力所及的本事
護持各類法務所需 每一壇都必須依
照規定的供品 由總懺主及眾副懺主
代表獻供 表示眾禮懺者真心懺悔
也感恩諸佛菩薩的恩典加持眾等消災
降福；第一壇供養香 香塔 第二壇
供養鮮花 第三壇供養燈 燭 第四
壇供養清水 飲用水 第五壇供養水
果 瓜果 第六壇供養茶葉 補藥
第七壇供養齋食 第八壇供養珠寶
首飾 第九壇供養經書 師尊書集

課 唸︻地藏菩薩本願經︼迴向靈眾
超生淨土 供奉地藏王菩薩更有不可
思議的功德 更是先亡升天 感動天
地 也對我們行者延年益壽 無水火
災 所求如願 很多的利益在其中
呢！
蓮飛上師說；佛菩薩慈悲眾生不
能用平凡的眼光或者平凡人的思想來
衡量眼前利益 上師講幾項故事比喻
讓大家更了解 更明白師尊 佛菩薩
的慈悲救度眾生大事化小 逢凶化
吉 師尊傳的︿真佛密法﹀裡有道
顯 密 求息災的白光 用白色念
珠 穿白衣裳 供養白色供品 求增
益的黃光 用黃色念珠 穿黃色衣
裳 供養黃色供品 求敬愛的紅光
用紅色念珠 穿紅色衣裳 供養紅色
供品 求降伏的藍色 黑色 用藍
色 黑色念珠 穿藍色 黑色衣裳
供養藍色 黑色供品 依︿真佛密
法﹀修持 身 口 意清淨的方法修
行 必有正念 正定 正見 得大智
慧 上師開示所謂冤親債主也可能是
親人所化 所以我們對待自家親人眷
屬更要善待 廣結善緣 所以相處的
人 事 物 無倫任何人 所有一切
跟你結緣的人 將來都會有因果 冤
家宜解不宜結 願一切有緣眾生都有
佛性 每晚 禮了懺 蓮飛上師便開
示大約四十五分鐘 以真人真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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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專心致志禮寶懺，誠心發露真懺悔。
㈻習放㆘莫執著，身心解脫煩惱除。
▲主壇上師-釋蓮飛金剛上師
正在開示應用念珠

▲

︿

圓弘堂﹀眾弟子期待了好久的
﹁梁皇寶懺法會﹂ 終於 在
二○一七月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完
成了心願 因為主壇上師的法務繁
忙 所以安排在今年年初才能舉行這
三壇殊勝大法會 印尼蘇南省巴布勿
裡市 ︿圓弘堂﹀首先舉辦一壇﹁大
白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祈求主尊蓮
花童子法王聖尊蓮生佛 佛光普照
﹁梁皇寶懺暨瑜伽焰口超度法會﹂吉
祥順利 特請印尼雅加達︿印尼雷藏
寺﹀常住釋蓮飛金剛上師主壇 護
壇｜釋蓮轟法師(印尼雷藏寺) 釋蓮
霞法師(巨港聖輪雷藏寺) 釋蓮漸法
師(巨港聖華堂) Tasimun助教(印尼
雷 藏 寺 ) Bambang助 教 (印 尼 雷 藏
寺 ) 蓮 花 一 敏 助 教 (泗 水 市 蓮 齊
堂)及本堂的蓮花仙龍助教護壇
佛堂義工同門在一個星期前 每
天往佛堂準備法會種種的供品 為眾
功德主懺主辦理禮品包裝供佛 及護
摩將下爐的供品 填寫延生位求福延
壽令牌 填寫往生位眾報名祖先冤親
債主 及地基主令牌等等 當二十號
的中午 就先安位 被報名超度的靈
眾也能得到佛光普照救度 晚上七點
開始首壇護摩火供法會 鐘鼓齊鳴
穿著整齊鮮亮法袍的青年班同門已排
列好迎接主壇上師及法師團 法會依
儀軌進行 由四位助教迎上師到護摩

第十壇圓滿壇供養天衣 很多同門供
養了印著咒字的背心衣 十壇拜懺都
有各自不同的主要供品 有各自的含
義
主辦單位也準備十種供品讓同門
能請購供養千佛如來諸佛菩薩 蓮飛
上師開示供養十種供品的含義 就像
在︻地藏經︼裡有提到供奉地藏王菩
薩的金身及以種種供品供養地藏王菩
薩的不可思議功德 七天法會供養根
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供養千佛如
來 供養地藏王菩薩 最後的圓滿壇
法會正是﹁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
大法會﹂
在每一卷 每一段的拜懺前 主
壇上師以兩種語言︵華語及印尼語︶
開示關於那一段的經文重要含義 也
提醒拜懺眾等 增加戒心不要犯同樣
的錯誤來造成罪障 應該要提升自己
的修行 學習放下 莫再執著自身的
利益得失或榮辱名位 應學習放下
可解脫煩惱 上師的每一段的開示
使不明白華文的同門 多少也能夠增
加智慧 不只是知道跪拜 雖不明白
也能融入懺文 最主要是禮懺的意
義；就是知錯能改；若有冤親債主難
解脫 就是懺悔再懺悔才能解開怨
恨 禮拜︽梁皇寶懺︾除怨結 真懺
悔真消業 修法又修心 心地柔軟慈
悲 才能心開意解 再加上每天的早

殿的護摩爐 恭請主壇上師轉珠明加
持 金剛鈴杵加持供品 結界 點燃
護摩火 上師自然 熟練的觀想演化
︿真佛宗﹀獨特手印 奉請諸尊佛菩
薩 並把護摩木 種種供品下爐 護
摩火燃燒旺盛 在蓮花童子的咒音中
進行得很順利圓滿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釋蓮飛金剛上
師主壇同修會 以唸︻地藏菩薩本願
經︼為主 也有三十位同門在百忙中
抽空來參加修法誦經 星期二下午四
點開懺 禮拜︽梁皇寶懺︾的第一
卷 四點至六點 休息吃飯 七點再
繼續禮拜第二卷 十卷分為五天 每
天下午都有近八十位同門來禮懺 晚
上有一百多名同門來禮懺 一連五天
進行緊鑼密鼓的拜懺活動 當結束了
﹁梁皇寶懺法會﹂ 大家都覺得拜了
懺 消了災 又增福慧
義工們都盡各人能力所及的本事
護持各類法務所需 每一壇都必須依
照規定的供品 由總懺主及眾副懺主
代表獻供 表示眾禮懺者真心懺悔
也感恩諸佛菩薩的恩典加持眾等消災
降福；第一壇供養香 香塔 第二壇
供養鮮花 第三壇供養燈 燭 第四
壇供養清水 飲用水 第五壇供養水
果 瓜果 第六壇供養茶葉 補藥
第七壇供養齋食 第八壇供養珠寶
首飾 第九壇供養經書 師尊書集

課 唸︻地藏菩薩本願經︼迴向靈眾
超生淨土 供奉地藏王菩薩更有不可
思議的功德 更是先亡升天 感動天
地 也對我們行者延年益壽 無水火
災 所求如願 很多的利益在其中
呢！
蓮飛上師說；佛菩薩慈悲眾生不
能用平凡的眼光或者平凡人的思想來
衡量眼前利益 上師講幾項故事比喻
讓大家更了解 更明白師尊 佛菩薩
的慈悲救度眾生大事化小 逢凶化
吉 師尊傳的︿真佛密法﹀裡有道
顯 密 求息災的白光 用白色念
珠 穿白衣裳 供養白色供品 求增
益的黃光 用黃色念珠 穿黃色衣
裳 供養黃色供品 求敬愛的紅光
用紅色念珠 穿紅色衣裳 供養紅色
供品 求降伏的藍色 黑色 用藍
色 黑色念珠 穿藍色 黑色衣裳
供養藍色 黑色供品 依︿真佛密
法﹀修持 身 口 意清淨的方法修
行 必有正念 正定 正見 得大智
慧 上師開示所謂冤親債主也可能是
親人所化 所以我們對待自家親人眷
屬更要善待 廣結善緣 所以相處的
人 事 物 無倫任何人 所有一切
跟你結緣的人 將來都會有因果 冤
家宜解不宜結 願一切有緣眾生都有
佛性 每晚 禮了懺 蓮飛上師便開
示大約四十五分鐘 以真人真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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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助教 蓮花葉力助教來護壇 ︿圓
務雷藏寺﹀堂主及數十位同門來參加
禮懺 禮懺出懺完畢 三位上師帶領
與會大眾跪下唱﹁請佛住世祈請文﹂
歌曲 願師尊常住世間 常轉法輪
快樂自在 永遠永遠安康快樂
二十六號星期日早上唸︻地藏
經︼的最後一卷 中午結束 安位
吃午飯 就看到年青班穿著藍色衣裳
已紛紛到了佛堂 有初中生 小學
生 甚至幼兒生 大概五十名左右
當時蓮飛上師也不回旅館休息 且上
去二樓到佛堂大殿 上法座與青年班
聊聊天 由蓮花Tasimun助教及青年
班的老師蓮花SETO師兄協助 教導基
本佛學常識 也讓小學生發問 一個
個輪流舉手 提出天真有趣而實際的
問題 比如﹁請問上師 佛有多少多
呢？﹂ ﹁為什麼會成為佛呢？﹂
﹁為什麼︿真佛宗﹀有師尊呢？﹂上
師很慈祥一一的回答學生們的問題
不知不覺兩個小時的時間都過去了
學生的問題越來越多 還沒有問完
呢！希望下次再有更多的機會 有更
多的上師 法師肯陪青年班學生們聊
天 讓他們發問 能解開學生們的小
小心結 也能增加佛學知識 增長智
慧 增加佛緣 希望以後對︿真佛密
法﹀更有信心修持下去
最後與眾學生一起慶祝這月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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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及親身經歷跟大家分享 提醒大
家 勉勵大家好好修行 趁現在年
輕 抓緊時間 趕快行動修法 修
心 發菩提心 對於老同門只要專心
念﹃師尊心咒﹄ 唸佛號 挺直身體
唸佛 一心不亂 也可以唸南摩三十
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
彌陀佛 就播一粒珠子 因為師尊也
經常提醒老年人最後還是要求往生
除了做家務 也不可忘記念佛 老老
實實念佛 精進念佛 念佛法門 念
佛三昧 都是資糧往生的道路 念佛
成佛 往生極樂 第四天的禮懺完
畢 接著主辦單位舉辦﹁供僧會﹂
供養師尊 供養賓頭盧尊者 供養釋
蓮飛上師 釋蓮霞法師 釋蓮漸法
師 釋蓮轟法師 在三寶歌的配音下
眾等供僧做功德 供養出家人 聚集
質量在每一壇拜懺讚頌 由青年班
Kevin師兄花鼓配音 主壇上師由兩
位得力助手Bambang助教 Tasimun助
教 協助唱懺文 唱得感人動聽 使
眾禮懺者身心愉悅 專心致志禮懺
懺文震撼人心 經文啟人醒思 止惡
行善 扣人心弦 必須誠心發露懺
悔 往後不再造惡業
最後一壇圓滿壇 也有來自巨港
市︿聖輪雷藏寺﹀｜釋蓮元金剛上
師 釋蓮菩金剛上師 及蓮藕市︿圓
務雷藏寺﹀的蓮花源華助教 蓮花捷

▼同門依序排列供僧

育使我們有智慧知識 能認知對錯
感恩家人的成全讓我們有空到佛堂禮
懺 感恩我們的國土讓我們安定的安
住 感恩我們身邊的人 感恩所有的
義工各盡其能 盡心盡力 出錢出
力 及親戚朋友 一切眾生 使這次
的拜懺法會活動都順利圓滿成功吉
祥
這次的新皈依同門是五位小師
兄 小師姐 以及四個月的嬰孩 主
壇上師代師給予皈依灌頂 在﹃地藏
王菩薩滅罪真言﹄咒音聲中 上師賜
福灌頂予法會眾同門後 結束了七天
殊勝大法會 感恩再感恩聖尊蓮生佛
大加持
嗡 古魯蓮生悉地 吽

▼早上來參加頌【地藏經】之同門

日的學生們 在法喜充滿的這七天
裡 蓮飛上師法語開示很多 關於
︿真佛宗﹀傳承的觀想 關於︿真佛
宗﹀歷代傳承祖師 讓大家了解傳承
的重要性 唸︻地藏經︼的種種好
處 關於供佛供僧的功德 關於點光
明及安奉太歲的必要 金母賜的七佛
金的用意等等以及給同門發問 然而
每 晚 必 加 唸 ﹃ 大 力 金 剛 心 咒 ﹄ 108
遍 由釋蓮轟法師帶領 咒音震盪威
猛 祈求大力金剛加持道場清淨 降
魔破邪除迷惑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
生佛賜我們慧命 教導我們學佛修
行 有緣成為︿真佛宗﹀弟子 感恩
我們的父母親賜我們生命 有健康的
身體能修行 能禮懺 感恩師長的教
▲正月、二月份生日的同門聯合手掌再切生日蛋糕

拜懺法會完畢，圓弘堂眾等與三位上師、法師、助教合影
圓 弘 堂 星 期 日 青 年 班 學 生與釋蓮飛上師、助教合影留念

明助教 蓮花葉力助教來護壇 ︿圓
務雷藏寺﹀堂主及數十位同門來參加
禮懺 禮懺出懺完畢 三位上師帶領
與會大眾跪下唱﹁請佛住世祈請文﹂
歌曲 願師尊常住世間 常轉法輪
快樂自在 永遠永遠安康快樂
二十六號星期日早上唸︻地藏
經︼的最後一卷 中午結束 安位
吃午飯 就看到年青班穿著藍色衣裳
已紛紛到了佛堂 有初中生 小學
生 甚至幼兒生 大概五十名左右
當時蓮飛上師也不回旅館休息 且上
去二樓到佛堂大殿 上法座與青年班
聊聊天 由蓮花Tasimun助教及青年
班的老師蓮花SETO師兄協助 教導基
本佛學常識 也讓小學生發問 一個
個輪流舉手 提出天真有趣而實際的
問題 比如﹁請問上師 佛有多少多
呢？﹂ ﹁為什麼會成為佛呢？﹂
﹁為什麼︿真佛宗﹀有師尊呢？﹂上
師很慈祥一一的回答學生們的問題
不知不覺兩個小時的時間都過去了
學生的問題越來越多 還沒有問完
呢！希望下次再有更多的機會 有更
多的上師 法師肯陪青年班學生們聊
天 讓他們發問 能解開學生們的小
小心結 也能增加佛學知識 增長智
慧 增加佛緣 希望以後對︿真佛密
法﹀更有信心修持下去
最後與眾學生一起慶祝這月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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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及親身經歷跟大家分享 提醒大
家 勉勵大家好好修行 趁現在年
輕 抓緊時間 趕快行動修法 修
心 發菩提心 對於老同門只要專心
念﹃師尊心咒﹄ 唸佛號 挺直身體
唸佛 一心不亂 也可以唸南摩三十
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
彌陀佛 就播一粒珠子 因為師尊也
經常提醒老年人最後還是要求往生
除了做家務 也不可忘記念佛 老老
實實念佛 精進念佛 念佛法門 念
佛三昧 都是資糧往生的道路 念佛
成佛 往生極樂 第四天的禮懺完
畢 接著主辦單位舉辦﹁供僧會﹂
供養師尊 供養賓頭盧尊者 供養釋
蓮飛上師 釋蓮霞法師 釋蓮漸法
師 釋蓮轟法師 在三寶歌的配音下
眾等供僧做功德 供養出家人 聚集
質量在每一壇拜懺讚頌 由青年班
Kevin師兄花鼓配音 主壇上師由兩
位得力助手Bambang助教 Tasimun助
教 協助唱懺文 唱得感人動聽 使
眾禮懺者身心愉悅 專心致志禮懺
懺文震撼人心 經文啟人醒思 止惡
行善 扣人心弦 必須誠心發露懺
悔 往後不再造惡業
最後一壇圓滿壇 也有來自巨港
市︿聖輪雷藏寺﹀｜釋蓮元金剛上
師 釋蓮菩金剛上師 及蓮藕市︿圓
務雷藏寺﹀的蓮花源華助教 蓮花捷

▼同門依序排列供僧

育使我們有智慧知識 能認知對錯
感恩家人的成全讓我們有空到佛堂禮
懺 感恩我們的國土讓我們安定的安
住 感恩我們身邊的人 感恩所有的
義工各盡其能 盡心盡力 出錢出
力 及親戚朋友 一切眾生 使這次
的拜懺法會活動都順利圓滿成功吉
祥
這次的新皈依同門是五位小師
兄 小師姐 以及四個月的嬰孩 主
壇上師代師給予皈依灌頂 在﹃地藏
王菩薩滅罪真言﹄咒音聲中 上師賜
福灌頂予法會眾同門後 結束了七天
殊勝大法會 感恩再感恩聖尊蓮生佛
大加持
嗡 古魯蓮生悉地 吽

▼早上來參加頌【地藏經】之同門

日的學生們 在法喜充滿的這七天
裡 蓮飛上師法語開示很多 關於
︿真佛宗﹀傳承的觀想 關於︿真佛
宗﹀歷代傳承祖師 讓大家了解傳承
的重要性 唸︻地藏經︼的種種好
處 關於供佛供僧的功德 關於點光
明及安奉太歲的必要 金母賜的七佛
金的用意等等以及給同門發問 然而
每 晚 必 加 唸 ﹃ 大 力 金 剛 心 咒 ﹄ 108
遍 由釋蓮轟法師帶領 咒音震盪威
猛 祈求大力金剛加持道場清淨 降
魔破邪除迷惑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
生佛賜我們慧命 教導我們學佛修
行 有緣成為︿真佛宗﹀弟子 感恩
我們的父母親賜我們生命 有健康的
身體能修行 能禮懺 感恩師長的教
▲正月、二月份生日的同門聯合手掌再切生日蛋糕

拜懺法會完畢，圓弘堂眾等與三位上師、法師、助教合影
圓 弘 堂 星 期 日 青 年 班 學 生與釋蓮飛上師、助教合影留念

菩提園地

坐

落於台中市神岡區的︿金極雷
藏寺﹀於二○一七年二月二十
六 日 (星 期 日 )上 午 九 時 正 舉 辦
﹁真佛寶懺法會﹂ 由︿金極雷藏
寺﹀住持釋蓮郲金剛上師主壇帶領
來自海內外各地的同門善信 進行
拜懺儀式 當天並有蓮泓法師 蓮
雙法師 蓮槿法師 蓮偵法師以及
英國︿倫敦雷藏寺﹀陳俊瑛助教
符麗君助教 ︿六度堂﹀陳玫君助
教 陳明進堂主 ︿廣品堂﹀蘇志
敏堂主等貴賓共同護持
拜懺儀式在莊嚴的咒音與唱誦
聲中揭開序幕 與會大眾用真誠的
心發露懺悔 法會進行的過程中光
明遍照 佛光洗滌了行者的業障與
無明 讓行者的身心得到清淨與安
住
法會後 釋蓮郲金剛上師談到
住念的重要
行者在拜懺的當下誠心懺悔
因此可以受到佛菩薩光明的住照與
加持 然而 行者往往無法保持清
淨之心 持續放下自身執著妄念與
無明 如此起伏不定之心 會掩蓋
掉行者當下所感受到的清淨與法
喜 讓一切美妙的覺受逐漸消退
而當一切消退殆盡時 便會掉入煩
惱躁鬱的輪迴

﹁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業﹂ 所謂
的業 並非單指惡念或實際為非作
歹 行者若讓自心處於動亂之中
煩惱無明妄念起伏不斷 也是屬於
造業的一種 因為起伏的心無法得
到法喜與法益 會讓自身處於輪迴
的危險境地 如此可說是對自己最
不負責任的做法 唯有修行才是對
自己負責最好的方式
釋蓮郲金剛上師用深入淺出的
方式說明了住念的重要 行者唯有

行者必須學習自我覺照 讓心
變細膩產生心中心 才能得以內
觀 看住念頭 讓自身持續處在美
好的境界 如此才能消除所有的業
障 自我覺照的功能猶如自身的鑒
察之神 能夠察覺內心的一切變
化 細膩的自我內觀能讓無明與妄
念逐一消失 其實天地之間亦有負
責記錄行者一切行止與思維的 鑒 察
之神 行者在天地間的起心動念
無論是善念或惡念皆無所遁形 行
者若能安住自心 守住寧靜 即能
處在沒有善惡 高低 你我 對立
的一如之中 產生覺照之力 如此
就是最微妙的善與最大的功德
接著 釋蓮郲金剛上師進一步
與大家談到安住自心產生覺照之力
的方法
行者必須修內法與外法 雙管
齊下才能讓自心處於寧靜產生覺照
之力 所謂的內法即是調氣 而外
法即是加行法 兩者相輔相成 行
者可以藉由拜懺 供養 修初灌
相應法等加行法讓自心漸漸安靜下
來 透過調氣平衡體內的地 水
火 風 讓心氣趨於平順與柔和
達到寧靜的狀態 得到法喜與成
就
︻地藏王菩薩本願經︼明載：

修持加行法與調節自心之氣 才能
產生覺照之力 達到安住的境界
感謝法會當天所有不畏寒風與
舟車勞頓之苦 不遠千里前來護持
的善信大德 ︿金極雷藏寺﹀一年
一度所舉辦的﹁真佛寶懺法會﹂
在︿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南摩蓮
生活佛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大天
尊 以及諸佛菩薩護法諸尊的佛光
加被下 人人法喜充滿 法會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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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極雷藏寺

金極雷藏寺「真佛寶懺法會」報導

菩提園地

坐

落於台中市神岡區的︿金極雷
藏寺﹀於二○一七年二月二十
六 日 (星 期 日 )上 午 九 時 正 舉 辦
﹁真佛寶懺法會﹂ 由︿金極雷藏
寺﹀住持釋蓮郲金剛上師主壇帶領
來自海內外各地的同門善信 進行
拜懺儀式 當天並有蓮泓法師 蓮
雙法師 蓮槿法師 蓮偵法師以及
英國︿倫敦雷藏寺﹀陳俊瑛助教
符麗君助教 ︿六度堂﹀陳玫君助
教 陳明進堂主 ︿廣品堂﹀蘇志
敏堂主等貴賓共同護持
拜懺儀式在莊嚴的咒音與唱誦
聲中揭開序幕 與會大眾用真誠的
心發露懺悔 法會進行的過程中光
明遍照 佛光洗滌了行者的業障與
無明 讓行者的身心得到清淨與安
住
法會後 釋蓮郲金剛上師談到
住念的重要
行者在拜懺的當下誠心懺悔
因此可以受到佛菩薩光明的住照與
加持 然而 行者往往無法保持清
淨之心 持續放下自身執著妄念與
無明 如此起伏不定之心 會掩蓋
掉行者當下所感受到的清淨與法
喜 讓一切美妙的覺受逐漸消退
而當一切消退殆盡時 便會掉入煩
惱躁鬱的輪迴

﹁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業﹂ 所謂
的業 並非單指惡念或實際為非作
歹 行者若讓自心處於動亂之中
煩惱無明妄念起伏不斷 也是屬於
造業的一種 因為起伏的心無法得
到法喜與法益 會讓自身處於輪迴
的危險境地 如此可說是對自己最
不負責任的做法 唯有修行才是對
自己負責最好的方式
釋蓮郲金剛上師用深入淺出的
方式說明了住念的重要 行者唯有

行者必須學習自我覺照 讓心
變細膩產生心中心 才能得以內
觀 看住念頭 讓自身持續處在美
好的境界 如此才能消除所有的業
障 自我覺照的功能猶如自身的鑒
察之神 能夠察覺內心的一切變
化 細膩的自我內觀能讓無明與妄
念逐一消失 其實天地之間亦有負
責記錄行者一切行止與思維的 鑒 察
之神 行者在天地間的起心動念
無論是善念或惡念皆無所遁形 行
者若能安住自心 守住寧靜 即能
處在沒有善惡 高低 你我 對立
的一如之中 產生覺照之力 如此
就是最微妙的善與最大的功德
接著 釋蓮郲金剛上師進一步
與大家談到安住自心產生覺照之力
的方法
行者必須修內法與外法 雙管
齊下才能讓自心處於寧靜產生覺照
之力 所謂的內法即是調氣 而外
法即是加行法 兩者相輔相成 行
者可以藉由拜懺 供養 修初灌
相應法等加行法讓自心漸漸安靜下
來 透過調氣平衡體內的地 水
火 風 讓心氣趨於平順與柔和
達到寧靜的狀態 得到法喜與成
就
︻地藏王菩薩本願經︼明載：

修持加行法與調節自心之氣 才能
產生覺照之力 達到安住的境界
感謝法會當天所有不畏寒風與
舟車勞頓之苦 不遠千里前來護持
的善信大德 ︿金極雷藏寺﹀一年
一度所舉辦的﹁真佛寶懺法會﹂
在︿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南摩蓮
生活佛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大天
尊 以及諸佛菩薩護法諸尊的佛光
加被下 人人法喜充滿 法會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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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極雷藏寺

金極雷藏寺「真佛寶懺法會」報導

菩提園地

蓮生法王的大威法力之㆓

■文∕真慧雷藏寺真佛弟子

自

從二○○七年我得病以來
醫生做了各種各樣的檢測
都沒有檢查出我到底得的是什麼病
從二○○九年到二○一一年這兩年
裡 我服用了醫生開的鬆弛劑 但是
我感覺整個人變得很虛弱 因此我就
停用此藥物 從二○○七年到二○一
二年這六年裡 醫生每三個月在我的
脖子上注射肉毒桿菌 每次注射後第
一個月無法說話 第二個月稍微可以
說話 第三個月又無法說話
我感覺整個人很虛弱 因此我
也停用此藥物 從此以後我就沒有服
用對治這個病的藥物 我在二○一六
年六月的時候得到醫院給我的DNA檢
測報告 才知道我得的這個病名稱為
Friedreich,s ataxia ︵荷蘭名稱：
Friedreichse ataxie︶ 醫生說因
為這個病是基因的問題 此病只會變
壞 不會變好 我自己聽了以後就知
道此病無藥可治
在二○一三年夏天 我打電話
到︿真慧雷藏寺﹀求助 但是︿真慧
雷藏寺﹀的工作人員聽不懂我說的
話 只聽懂我說的一句﹁幫我﹂ 蓮
迎師姐以為有大事發生 但是又不知
道如何幫我 所以她就叫我親身來
︿真慧雷藏寺﹀ 但是我到了︿真慧
雷藏寺﹀以後 大家說的話我聽得

懂 我說的話大家聽不懂 我只能把
我要說的話寫在紙上
蓮迎師姐介紹我皈依蓮生法
王 並且實修︿真佛密法﹀ 我很快
就在家裡設好壇城 每天修法 我每
個星期三到︿真慧雷藏寺﹀修法 星
期天到︿真慧雷藏寺﹀同修 並且幫
忙做力所能及的寺務 我感覺身體逐
漸變好 現在我說的話大家都能聽得
懂 以前我做最基本的蹲下的動作都
會感覺很吃力很痛 現在我可以輕鬆
的做蹲下和起立的動作了
以前我走路很慢並且走得不
穩 常常擔心會摔倒 現在我感覺走
路比較穩而且天天在進步 我的背也
可以伸直了 我感覺法喜充滿 身體
舒服多了 整個人變得開心和有自
信 雖然我知道我的這個病無藥可
治 但是我知道有蓮生法王的大力加
持 我就什麼都不怕 有蓮生法王做
我堅固的後盾 就沒有困難可以難倒
我
衷心感謝再感謝蓮生法王的大
力加持 讓弟子的病業消除 弟子也
誠心恭祝蓮生法王長壽健康 弘法如
意 一切吉祥
︵本文承接︽燃燈︾雜誌
No.376期︽蓮生法王的大威法力︾一
文 本人是﹁靈驗事蹟一則：七年病
痛快速痊癒﹂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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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護摩㈫溫暖善眾的心，
菩薩慈悲靈氣加持㈲情眾生。

二

■文∕蓮花新民

上師為新皈依同門作皈依灌頂

○一七年三月十一 十二日美國
北卡洲︿禪觀雷藏寺﹀舉辨﹁春
季黃財神息災 祈福 增益護摩法
會﹂和﹁觀世音菩薩法會﹂ 邀請來
自西雅圖釋蓮晴金剛上師蒞臨主壇
蓮金法師 蓮誼法師 蓮花麗娥堂主
興各同門善信大德發心護持 法會布
置莊巖 各式供品非常俱足
第一天是﹁黃財神護摩法會﹂
進行一切順利 護爐的火燒得非常旺
盛 火光紅紅溫暖善眾的心懷 三月
份的天氣應該是開始回暖的 但當天
晚上下了一場飄雪 把整個夏樂特城

市布滿白濛濛的雪景中 上師說：白
雪代表著清淨 業障消除 光明重
現 是上天給我們的灑淨 是與自然
界的感應 實在不可思議
第二天是﹁觀世音菩薩法會﹂
法會將近開始的時候 燦爛的陽光從
雲端裡湧出來 又再次回到春天的氣
象 艷麗的光芒給大地無限生機 給
眾生充滿無限的希望 實在是佛菩薩
給我們的慈悲加持
在法會期間 當大家誠心唸誦觀
世音菩薩名號時 有部分信眾有不同
的感應覺受 有說感受到微微電力接
觸 有說頭部麻麻的震動 更有信眾
感應過去世親人 而悲傷痛哭不已
實在令人感恩佛力加被 靈氣充滿整
個大雄寶殿 感恩菩薩慈悲心懷 憐
憫有情眾生 感應道交不可思議
法會後 上師更為一對新婚的美
國人 用佛教儀式為他們做福証 為
他們開示相處之道 如何互相尊重
互信互愛 分擔家庭責任 照顧對
方 希望運用佛法的智慧 來維持幸
福美滿的家庭 上師鼓勵大家好好學
習修密法 遠離煩惱 離苦得樂 出
離三界 最終成佛 最後上師感謝所
有護持法會的義工們及全體同門 善
信大德 更加感謝師尊慈悲和諸佛菩
薩的加持 法會圓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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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 258 冊

寫 鬼

不一樣的鬼
盧勝彥文集

我

欣賞人間的善與美，最不喜「詐騙」
及「虛偽」。我喜歡清香的人與事。
對人間的萬象抱著更大的寬容。但，不容許
假借佛菩薩的旨意，騙信眾。
～蓮生活佛盧勝彥～

8

㊢ 鬼
不一樣的鬼

宗教信仰可以提升人的心靈、療癒受創的
心，讓現代人無依漂泊的心找到出口與方向，
得到生命與心靈的寄託。多年來，蓮生活佛盧
勝彥著書不斷，便是為了引導眾生契入佛的智
慧。什麼是佛的智慧？就是以佛陀、以如來為
信仰的中心，並相信如來的智慧。
佛說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
槃寂靜」，其中涅槃寂靜，就是空性的智慧，
所以世間的無常才是常，這個地水火風假合的
我，只是短暫的聚合，並非真我；而真我是人
人具足的，永恆的佛性。因此，佛法不是往外
馳求，而是向內心開發無限的潛能與寶藏，是
故，依止三法印即是依止正見，偏離了，便是
邪見。
此次活佛特別以《寫鬼》為題，深入探討
鬼通鬼法的種種弊端，乃因看見許多人一昧著
迷於神通，對佛陀所教導的正知正見，卻不求
甚明。而外道邪師往往利用眾生急於求成滿願
時，假借神佛之名，大談神通迷惑眾生；事實
上卻是藉著鬼通鬼法來滿足一己之私，完全與
佛陀慈悲喜捨的正知正見，以及清淨圓滿的佛
智背道而馳。且因物以類聚，求助此道者，更
將墮落於鬼趣、變為鬼類。眼見此鬼通亂象，
活佛因此寫下本書、大聲疾呼，希望教導眾生
能有辨識正邪與自我保護的能力。
至於如何離開鬼道、往生清淨佛國？蓮生
活佛曾說：「寫作是我送給眾生的禮物，書裡
面有很多的口訣，可以幫助眾生打開寶庫之
門，證得佛智。」而這天上的寶庫，須以清淨
無形的心靈鑰匙，方能開啟。以密教來說，行

25

者以念頭觀想本尊形象，是意念清淨，手印是
身體清淨，持咒是口的清淨，以此清淨的身口
意，來與本尊相應。如想念阿彌陀佛、結阿彌
陀佛的手印、唸阿彌陀佛的咒語，以我們身口
意的清淨，來迎接阿彌陀佛，臨終往生佛國就
有把握。
鬼通鬼法的危害，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本書剖析運用鬼法鬼通收買人心的小術外道，
書中將鬼通者籠絡人心和壯大自己的手法，以
及誤信鬼通者種種悲慘的遭遇，一一呈現在世
人面前，希望能夠為讀者信眾注射一劑免疫
針，遠離鬼通鬼法的毒害，要知道：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奉勸誤
入歧途者及早懺悔，回歸智信，精勤於佛道。
～大燈文化供稿～

4

㈪㆖市

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紫色紫光

■文∕舞自在

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經
典裡面寫蓮花：﹁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紫色紫光 ﹂
是什麼意思？
有人很直接說：﹁就是各種蓮花
放出的光明啊！﹂這個答案正確 也
很簡單 但 是否有更深一層的意
義？
於是 有同門就認真回答：
︻無量壽經︼ ︻彌陀經︼
︻觀無量壽佛經︼ 古時候的註經大
德們的批注當中都有詳細的說明 實
際上 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色彩無量
無邊

也有人說：
﹁勿執於色相！﹂ 這是從空義
上來解釋！
也有承認自己是來亂的人的回
答：
蓮花有那麼多顏色 為何卻只說
了這四種顏色 可見﹁青黃赤紫﹂是
蓮花中的四大天王
更有人以密宗輪脈的排列來解
釋：
這四色是代表要先開的脈輪 也
是較難開的 分別是﹁紅密輪 黃太
陽神經 藍喉輪 紫頂輪﹂密教很重
先後次第 想必這四尊的力量要先解
開 就脈輪的概念來說 確實也是如
此
還有人說 那是代表各色蓮花童
子述說其修行方法 在師尊文集︽幽
靈湖之夜︾有說明
比較有禪機旨趣的回答是：
這些蓮花不只是花 還會放光
再來 這些蓮花所放之光與花同色
就是 ﹁紅花不會放綠光﹂
討論越到後面 大家回答的智慧
越來越高：
就是各放各自的光 也就是﹁做
自己本份的事 ﹂
還有同門提出﹁實踐﹂說：
簡單講 就是﹁實踐﹂兩個字
十八大尊貴的蓮花菩薩 並非守著禪

定如如不動 而是各依其體性 放光
遍照十方法界 救度眾生 正是實踐
的密意 ︻真佛經︼與︻高王經︼
都是實踐的經典 能滅生死苦 非常
偉大超然
哇！哈哈哈！
但似如此簡單平常自然的一句
話 竟是藏有這麼多層次的密義 想
不到吧！
您說 這樣的經典 我們可以等
閒視之嗎？
後來 有人問我答案 其實前面
很多師兄 師姐已經都說得很好 也
都差不多這些意思了
我不敢說什麼標準答案啦 也是
分享心得而已
我個人分享的心得如下：
經云：﹁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紫色紫光 ﹂
意思就是：﹁佛性自顯﹂
只要認清自己的﹁本來面目﹂
(例如 青色) 只要見佛性 再去
﹁實踐﹂出來 這時就是：
﹁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
光 紫色紫光 各朵蓮花 微妙香
潔 ﹂
︵本段經文出自︻真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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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青光，

菩提園地

(二、三)

■文∕蓮花少東

五指山下五百年的等待 起碼也有
觀音菩薩點化 真不知道是這靈不
簡單 還是其等待的××不簡
單？以下故事 是有與××一起同
行的同門告訴我的
有一年 ××應邀前往加拿大
滿地可︿禪海雷藏寺﹀主持法
會 法務完後 理事及同門載××
前往動物園賞玩 經過豢養的大象
群時 又有一番﹁感人肺腑﹂的心
靈對話
××向同行的同門如是說 這
象群前輩子都是修行人 因為犯了
戒 所以這輩子墮落入了畜生
道 當然 也是必須如是說的 在
這裡等待著××為象群懺悔 皈
依 之後 ××代其皈依後 象群
更是欣然而泣 眼有淚光
我曾因這事詢問當時︿禪海雷
藏寺﹀常住之一的蓮恬法師 我
問：﹁當××到達時 象群可有自
覺的走向××？﹂法師回答：﹁開
始時是沒有的 ﹂我問：﹁怎
說？﹂法師說：﹁後來象群確有走

向×× 因為當時她手裡已經有水
果食物了 ﹂我最後問：﹁法師你
當時也有在場 象群見了×× 真
的有流淚？﹂蓮恬法師的回答 就
更神了
法師先唸一咒：﹁嗡 別
炸 沙媽耶 蘇爹啊 ﹂︵是懺悔
咒也︶然後愕然回答說：﹁我也不
知道是淚 還是水 因為管理員剛
好為象群淋水洗身啊！﹂

契機附會的說法
好的開示說法 很在乎說者的
文化 修為 悟性 證量 境
界 智慧 尤其是心胸襟懷
重點在於接引眾生 晉升心靈
感悟 契入智慧真如
二千五百多年前 大覺佛陀四
十九年的微言大義 闡述苦集滅
道 因緣生滅 真空妙有 成住壞
空！更有語言道斷的拈花微笑！遇
有惡人 言行身教的默而擯之！
也有當代聖者法王蓮生活佛 窮
大半生心力 寫出二百五十多本佛
學 靈 書 ︵ 目 前 正 在 寫 第 260
冊︶
從賣座電影﹁東方不敗﹂ 扼
要說出其實是人性貪瞋癡的不
敗 月餅裡沒有月亮 太陽餅裡沒
有太陽 一切有為法 都是善巧方
便 因緣幻化 一語中的 警醒世
人 可是 卻也有人愛穿鑿附
會 以無形無證的事例 口若懸
河 信口雌黃
××如是說：﹁要放生的烏

由於這句話很突兀 當下心裡
存疑 不禁自問： ﹁ 可能讓你接棒
嗎？﹂
相信 聽到××此番說話的
人 應該大有人在 今天 也證驗
了她本尊的靈︵零︶力
於二○○九年 我與數位同
門 前往拜祭師公李延光上師吐登
達爾吉活佛墓瑩
獻供禮拜完後 也在墓地上跪
著持唸﹃上師心咒﹄ ﹃往生
咒﹄ 及﹃百字明咒﹄ 之後 隨
行同門馬上問我 師公可有什麼開
示 或是交代事情要做的？
我直接回答 師尊不是開示過
師公吐登達爾吉活佛 已經往生奧
明淨土嗎？
同行的師姐說她上次也有跟隨
××等人過來拜祭師公 之後 ×
×竟然開示：師公特別交代說 別
忘了多給小費打賞給那些在墳地工
作人員 他們才會好好的把師公的
墓瑩︵﹁墓穴﹂之意︶ 打掃得乾
乾淨淨
我心裡不禁唸了句： ﹁ 阿彌陀

龜 本是犯戒仙女 買的人就是放
生烏龜前世的父親 現在烏龜不要
放生 只求︿放死﹀超度 ﹂蒼蠅
圍著××團團飛轉 也可以衍生出
一番心靈對話 還以為只有如蠅附
膻 臭肉引蠅 沒想到××還真能
吸引蒼蠅
現任香港︿普明同修會﹀理事
長雷家麗師姐 告訴我關於她的真
實故事：某年×× 應邀前往加拿
大卡城︿白雲雷藏寺﹀主持法
會 雷師姐發心 借出房子讓××
住宿 於法會時 ××鼓其如簧之
舌 說雷師姐家裡的土地公 已經
等待××五百年 等待著××為其
皈依 在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之
餘 似乎忘了加拿大本是人煙稀
少 擇地而住 帳篷而居 印第安
文化的原住民 加拿大立國才一百
五十年而已！五百多年前的人／靈
︵？︶ 就能靈算出五百年後有蓮
花童子 有××的到臨！用五百年
時間 等待著皈依救贖？
︽西遊記︾裡 孫悟空被壓在

空靈智慧尊！空零智智尊！
很多時 會有人問我如何辨析
通靈人的真偽 修行境界 通靈的
層次高低 究竟是神通 還是鬼
通 等等問題
我常說： ﹁ 要注意審察這通靈
人還沒通靈那一刻的言行舉止 智
慧悲心 邏輯思維 尤其名聞利養
的心性 庶乎近焉！﹂
應該是根本上師仍在大溪地閉
關的時期吧 記得有一次 ××向
我們的幾個同門說 她的本尊跟她
說 她將會是本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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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了彎的菩提道

菩提園地

(二、三)

■文∕蓮花少東

五指山下五百年的等待 起碼也有
觀音菩薩點化 真不知道是這靈不
簡單 還是其等待的××不簡
單？以下故事 是有與××一起同
行的同門告訴我的
有一年 ××應邀前往加拿大
滿地可︿禪海雷藏寺﹀主持法
會 法務完後 理事及同門載××
前往動物園賞玩 經過豢養的大象
群時 又有一番﹁感人肺腑﹂的心
靈對話
××向同行的同門如是說 這
象群前輩子都是修行人 因為犯了
戒 所以這輩子墮落入了畜生
道 當然 也是必須如是說的 在
這裡等待著××為象群懺悔 皈
依 之後 ××代其皈依後 象群
更是欣然而泣 眼有淚光
我曾因這事詢問當時︿禪海雷
藏寺﹀常住之一的蓮恬法師 我
問：﹁當××到達時 象群可有自
覺的走向××？﹂法師回答：﹁開
始時是沒有的 ﹂我問：﹁怎
說？﹂法師說：﹁後來象群確有走

向×× 因為當時她手裡已經有水
果食物了 ﹂我最後問：﹁法師你
當時也有在場 象群見了×× 真
的有流淚？﹂蓮恬法師的回答 就
更神了
法師先唸一咒：﹁嗡 別
炸 沙媽耶 蘇爹啊 ﹂︵是懺悔
咒也︶然後愕然回答說：﹁我也不
知道是淚 還是水 因為管理員剛
好為象群淋水洗身啊！﹂

契機附會的說法
好的開示說法 很在乎說者的
文化 修為 悟性 證量 境
界 智慧 尤其是心胸襟懷
重點在於接引眾生 晉升心靈
感悟 契入智慧真如
二千五百多年前 大覺佛陀四
十九年的微言大義 闡述苦集滅
道 因緣生滅 真空妙有 成住壞
空！更有語言道斷的拈花微笑！遇
有惡人 言行身教的默而擯之！
也有當代聖者法王蓮生活佛 窮
大半生心力 寫出二百五十多本佛
學 靈 書 ︵ 目 前 正 在 寫 第 260
冊︶
從賣座電影﹁東方不敗﹂ 扼
要說出其實是人性貪瞋癡的不
敗 月餅裡沒有月亮 太陽餅裡沒
有太陽 一切有為法 都是善巧方
便 因緣幻化 一語中的 警醒世
人 可是 卻也有人愛穿鑿附
會 以無形無證的事例 口若懸
河 信口雌黃
××如是說：﹁要放生的烏

由於這句話很突兀 當下心裡
存疑 不禁自問： ﹁ 可能讓你接棒
嗎？﹂
相信 聽到××此番說話的
人 應該大有人在 今天 也證驗
了她本尊的靈︵零︶力
於二○○九年 我與數位同
門 前往拜祭師公李延光上師吐登
達爾吉活佛墓瑩
獻供禮拜完後 也在墓地上跪
著持唸﹃上師心咒﹄ ﹃往生
咒﹄ 及﹃百字明咒﹄ 之後 隨
行同門馬上問我 師公可有什麼開
示 或是交代事情要做的？
我直接回答 師尊不是開示過
師公吐登達爾吉活佛 已經往生奧
明淨土嗎？
同行的師姐說她上次也有跟隨
××等人過來拜祭師公 之後 ×
×竟然開示：師公特別交代說 別
忘了多給小費打賞給那些在墳地工
作人員 他們才會好好的把師公的
墓瑩︵﹁墓穴﹂之意︶ 打掃得乾
乾淨淨
我心裡不禁唸了句： ﹁ 阿彌陀

龜 本是犯戒仙女 買的人就是放
生烏龜前世的父親 現在烏龜不要
放生 只求︿放死﹀超度 ﹂蒼蠅
圍著××團團飛轉 也可以衍生出
一番心靈對話 還以為只有如蠅附
膻 臭肉引蠅 沒想到××還真能
吸引蒼蠅
現任香港︿普明同修會﹀理事
長雷家麗師姐 告訴我關於她的真
實故事：某年×× 應邀前往加拿
大卡城︿白雲雷藏寺﹀主持法
會 雷師姐發心 借出房子讓××
住宿 於法會時 ××鼓其如簧之
舌 說雷師姐家裡的土地公 已經
等待××五百年 等待著××為其
皈依 在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之
餘 似乎忘了加拿大本是人煙稀
少 擇地而住 帳篷而居 印第安
文化的原住民 加拿大立國才一百
五十年而已！五百多年前的人／靈
︵？︶ 就能靈算出五百年後有蓮
花童子 有××的到臨！用五百年
時間 等待著皈依救贖？
︽西遊記︾裡 孫悟空被壓在

空靈智慧尊！空零智智尊！
很多時 會有人問我如何辨析
通靈人的真偽 修行境界 通靈的
層次高低 究竟是神通 還是鬼
通 等等問題
我常說： ﹁ 要注意審察這通靈
人還沒通靈那一刻的言行舉止 智
慧悲心 邏輯思維 尤其名聞利養
的心性 庶乎近焉！﹂
應該是根本上師仍在大溪地閉
關的時期吧 記得有一次 ××向
我們的幾個同門說 她的本尊跟她
說 她將會是本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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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了彎的菩提道

佛！ ﹂ 我們師尊最敬重的師公 一
位密教大成就者 一位往生﹁無量
光天﹂ ﹁奧明淨土﹂的活佛 給
徒孫們的開示 竟然是：別忘了給
小費打賞那些﹁山狗﹂︵香港人對
幫忙打掃墳地鬆漆墓碑工作人員的
俗稱︶ ？ 這就是通靈︵零︶者的智
慧
記得有一年在美國︿彩虹山
莊﹀︿宗委會﹀ ××沒有出
席 後來聽聞是××被告的官司輸
了 可能因此 無心出席會議吧！
隨後 我親自致電××慰問一
番 也給她打氣鼓勵
××被告的官司
事況如
下：加州有位 Ｚ 師姐 曾經多次捐
助×× 後來 Ｚ 的丈夫獲悉此
事 便親自與××見面 說明妻子
過往的捐款 他並不知情 但也不
再追究 但以後如果 Ｚ 師姐再有
捐款 則請×× 不要再接受 ×
×當下也同意了
家庭錢財事 本就是公說公有
理 婆說婆有理 所謂能卜天下興
亡事 難判世間是非情
？！

？！

但其後
Ｚ 師姐仍是繼續捐
獻 ××也仍舊繼續接受捐款
最終 Ｚ 師姐丈夫告上美國法
庭 要求賠償三十三萬美元 結
果 Ｚ 師姐丈夫勝訴 ××敗訴
有關此訴訟事情 我本是寄以
同情心 同理心的
其後 ××有過來溫哥華 我
們見面時 ××面色凝重 親口對
我說 她們輸了官司 是有內幕
的
是因為對方賄賂了主審的法
官 甚至也買通了紫方的律師 所
以××才輸掉這場官司
我的天啊！這是什麼樣的常
識 智慧 認知點呦！
為了要贏一場普通的錢債官
司 大費周章 要買通美國的法
官 甚至對方的律師 就只為了已
經捐出去的區區三十多萬元！
合情 合理 合邏輯嗎？所以
我就當面問可有佐證？
××只是含糊其詞 自圓其
說 我也直斥其非 不合常理
其後 蓮聞上師 及有同門也

跟我說起此事 很為××喊冤叫
屈 打抱不平
我反問 可知美國法官的薪
俸 律師的收入嗎？
美國是實行高薪養廉法制的國
家 以此強化法官職業操守 網上
資料顯示 二○一二年 法官年薪
由十三萬至二十多萬元 遑論還有
其他的福利 及退休保障了
控方為了要贏這三十三萬元的
官司 會花多少錢呢？
受牽纏的三方 願意為這區區
之數 以身試法 陷身囹圄？
這只是我記憶中的幾件事
例 再說下去 只能套用一句老
話 罄竹難書！
可是
當常人覺得不可理
喻 虛詞詭說之時 君不見仍是有
蒙昧無知 鬼粉絲團 俯首貼
耳 唯唯諾諾！
能不慨嘆××的巧舌如簧 舌
粲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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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真佛弟子

(㆒)
真佛密法
如鋼索
導引
眾有緣
朝向淨土佛國
從此岸通往彼岸
心相連
師尊 蓮生活佛明確的開示
皈依弟子
莫忘敬師與重法
每日實修
不間斷
臨命終時
往生摩訶雙蓮池真佛淨土
保證
是必然
(㆓)
蓮生師尊掛保證
定兌現
勉佛子
信願行心堅
不妄言
就像
西方極樂世界彌陀教主
無量無邊的誓願
不等閒

蓮生

悉地

吽﹂

實修 真佛 密法
何不讓我們效法那人走鋼索的精神
初 發心 加長 遠心
膽 大心細 向 前行
智慧 顯
(㆔)
真佛 四加 行
每 日勤做
不偷懶
師 尊 的心咒
﹁嗡 古 魯
記得
要勤 唸

一心
合一
入我 我入 的融 入
禪觀
久 習練
體會
實 修真 佛密 法
確 能息災 與 賜福
甚至 禪定 勝三 界
真 實不 虛
偉大 超然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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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阿彌陀佛

■圖/卡米兒漫畫

（接三八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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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阿彌陀佛

■圖/卡米兒漫畫

（接三八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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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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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文∕林立人

久以前在古老的中東地區 有
一位商人在鎮上買了很多鹽準
備運往市集去賣 他把買來的鹽裝在
袋子裡 然後將裝滿鹽的袋子裝載在
驢子的背上 商人吆喝著說﹁走吧！
到市集！﹂當商人牽著驢子要前往市
集時 驢子覺得很重 很不甘願的慢
慢前進 這時商人看著牠那麼吃力的
走著 心中覺得很心疼 就把鹽袋中
的一半的鹽倒出來 自己一手扛著半

袋鹽一隻手牽著驢子前往市集
這時驢子很感動主人對牠做的
一切 心想當牠長大更強壯的時候一
定幫主人運載更多的貨品 讓主人賺
取更多的利潤 當在運送的過程眼前
出現一條小河 在渡河時 驢子重心
一個不穩東倒西歪的跌入河中 鹽袋
中的鹽被水溶解了 全部流失了 商
人一看到這個景象內心一揪﹁啊！鹽
全部都流失了 唉！這驢子真是笨
啊！算了 走吧！﹂驢子雖然對主人
很抱歉 但是也非常高興 因為背上
駝的貨品減輕了 過了一年後 小毛
驢長大了 商人帶著驢子到鎮上去採
買要賣的貨品 這一次買的是棉花
因為輕 商人一次買很多 所以驢背
載的棉花跟小山一樣高 採買完畢商
人就牽著驢子就前往市集 因為天色
還早 物品也不重 商人心想就在路
邊樹下休息一下 就在休息的當下
驢子看著一匹馬駝著很多的東西且呼
叱呼叱打著鼻響走的又慢 已經非常
累了 但這匹馬的主人揮起鞭子驅趕
著馬前進 驢子看到這種場景慶幸自
己有一位好主人 心想：我一定要報
答主人
休息完畢繼續前進就來到上次
驢子跌倒的那條小河 驢子突然想到
上次的經歷 身上一身輕那有多好

啊！於是驢子重施故技故意跌落河
裡 以前對主人的承諾早已拋到九霄
雲外 當驢子心想﹁我輕鬆了！﹂但
這時牠爬不起來了 因為棉花進水之
後變得更重了 驢子嘶叫著邊駝著浸
滿水加重的貨品 慢慢前往市集
由以上故事可以讓我們想起古
老的一句諺語：﹁天作孽 猶可違
人作孽 不可活 ﹂驢子的投機心理
最後導致的結果是自作自受 也因為
投機心理和信用缺失 導致負重回家
的結果 這是驢子活該！但是我們要
想一下 驢子的主人要的是更多利
潤 而驢子要的是輕鬆 這種認知的
不對稱 就是信用缺失的源頭
但是如果當驢子跌落河中將鹽
損失掉 商人對驢子加以處罰 相信
驢子的投機心理會減少甚至消失 就
不會有以後的投機行為
換個角度來思考 商人追求自
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活絡的動
力 可是有些人為了追求利益最大
化 會做出喪失信用的行為 這就是
道德風險換句話說：就是﹁缺乏信
用﹂ 這很不可取 因為市場經濟可
以說是信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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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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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Ifyourecitethissutraconstantly,youshallgaintheknowledgeofrecollecting

malignanttumorcellshadspreadtothebonesandotherareas.Ishookmyheadas

sevenofyourpastlives,thusachievingattainmentofthemantra.Svaha.'

Iknewhewasbeyondanytreatment.Iasked,'Whatdidthedoctorsthink?'

Thus,anothermantra:

HoChaireplied,'Withinhalfayear.'

TadyataJarmiJarmiSajamiSamaniSajaniSvaha.

ItoldHoChaiIwoulddomybesttohelphim,butIcouldonlydosomuch.He

When the Buddha had finished expounding this sutra, Ananda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they believed and accepted it
andrespectfullyputitintopractice.
* * *

hadtoseekhelpfromShakyamuniBuddhahimself!
I taught him the Cancer Curing Mantra of Shakyamuni Buddha. I mentioned
thatafterchantingthemantra,hewouldneedtorecitetheselinesofblessing,'Iam
disciple Ho Chai, presently suffering from cancer. I pray to the Buddha for thy

I personally feel that illness ranks first among the sufferings in this Saha or

blessing.Mayyoubestowyourcompassionuponmesothatmycancerousdecease

humanworld.TheBuddhistsutrasmentionthatarisingfromthefourelementsof

may be removed and my life prolonged. Namo Shakyamuni Buddha. Namo

earth, water, fire and wind are four hundred kinds of illness. Every illness is

BuddhasoftheTenDirections.NamoDharmaoftheTenDirections.NamoSangha

tormentingandpainful,especiallycancer,asitremainsincurabletilldate.

oftheTenDirections.'

ShakaymuniBuddha'smantraoncuringcanceris:

Uponreturninghome,HoChaididashewasinstructed,andaftertwenty-one

'TadyataAlanteAlameSribiSiliSiliMahasijiSambobatoSvaha.'

daysofcultivation,hesawShakyamuniBuddhaappearingbeforehiminatwilight

Thismantraisrarelyseenandnotmanyareawareofit.Itisrecordedinthe

statebetweenwakinganddreaming.ShakyamuniBuddhaspoketohim,'HoChai.

Chinese Buddhist Canon(Zhonghua Dazangjing) first series volume five on page
16868.Thismantrahashelpedmany.
Iknowofanothercase.ApersonbythenameofHoChaiapproachedme.He
knelt at my front door and despite my attempts to lift him, he simply refused to

Yourillnessisbeyondcure.Leavewithme!'
'No!Iwanttolive!'
'Thehumanworldisbutanoceanofsuffering.Itisamansioninflame.Isn'tit
bettertoleavewithme?'

standup.UntilIpromisedtosavehim,hewouldremainkneeling.Ifinallygavein,

'No!Mywishisnotfulfilled.Ihavetostayalive.'HoChaiinsisted.

andhestoodup.

'Howmanymoreyearsdoyouneedtofulfillthiswishofyours?'

Iaskedhim,'What'swrong?'

'Fiveyears.'

'Cancer,last-stage.'

ShakyamuniBuddhasaid,'Verywellthen.Youshallhavefivemoreyears.You

'Whatcancer?'

shouldcontinuewithchantingyourmantra.'

'Hodgkin'slymphomainthearmpits.'HoChaipulluphissleevesandshowed

Interestingly,afterhavingthisdream,HoChai'sillnessseemedtodiminish,and

me. I was taken aback at the sight of lymph nodes spreading over the skin. The

he felt like he was normal and healthy like most people. The cancer was no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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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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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assembly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they believed and accepted it
andrespectfullyputitinto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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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e Ho Chai, presently suffering from cancer. I pray to the Buddha for 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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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be removed and my life prolonged. Namo Shakyamuni Buddha. Namo

earth, water, fire and wind are four hundred kinds of illness. Every illness is

BuddhasoftheTenDirections.NamoDharmaoftheTenDirections.NamoSangha

tormentingandpainful,especiallycancer,asitremainsincurabletilldate.

oftheTenDirections.'

ShakaymuniBuddha'smantraoncuringcanceris:

Uponreturninghome,HoChaididashewasinstructed,andaftertwenty-one

'TadyataAlanteAlameSribiSiliSiliMahasijiSambobatoSvaha.'

daysofcultivation,hesawShakyamuniBuddhaappearingbeforehiminatwilight

Thismantraisrarelyseenandnotmanyareawareofit.Itisrecordedinthe

statebetweenwakinganddreaming.ShakyamuniBuddhaspoketohim,'HoChai.

Chinese Buddhist Canon(Zhonghua Dazangjing) first series volume five on page
16868.Thismantrahashelpedmany.
Iknowofanothercase.ApersonbythenameofHoChaiapproachedme.He
knelt at my front door and despite my attempts to lift him, he simply refused to

Yourillnessisbeyondcure.Leavewithme!'
'No!Iwanttolive!'
'Thehumanworldisbutanoceanofsuffering.Itisamansioninflame.Isn'tit
bettertoleavewithme?'

standup.UntilIpromisedtosavehim,hewouldremainkneeling.Ifinallygavein,

'No!Mywishisnotfulfilled.Ihavetostayalive.'HoChaiinsisted.

andhestoodup.

'Howmanymoreyearsdoyouneedtofulfillthiswishofyours?'

Iaskedhim,'What'swrong?'

'Fiveyears.'

'Cancer,last-stage.'

ShakyamuniBuddhasaid,'Verywellthen.Youshallhavefivemoreyears.You

'Whatcancer?'

shouldcontinuewithchantingyourmantra.'

'Hodgkin'slymphomainthearmpits.'HoChaipulluphissleevesandshowed

Interestingly,afterhavingthisdream,HoChai'sillnessseemedtodiminish,and

me. I was taken aback at the sight of lymph nodes spreading over the skin. The

he felt like he was normal and healthy like most people. The cancer was no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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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ment ai-je obtenu l'Éveil ? Pour

totalement dans le Grand Fleuve, tous

Je dis :

C'est vraiment la Vérité du cosmos !

parler franc, c'est en réfléchissant

feront partie de la non-obtention.

« Un grand gourou-racine éminent et

Un moine bouddhiste demanda au

à plusieurs reprises à cette phrase :
« Il n'y a pas de sagesse, pas d'obtention

Dans l'état de non-obtention, j'ai
découvert :

vertueux, dont la sagesse est vaste comme
l'océan, a prouvé et saisi la non-obtention.

maître zen Shan-tao :
— Avez-vous visité la Wu-t'ai Shan

non plus ; c'est grâce à la non-obtention que l'on

– le cœur du renoncement ;

Non seulement il l'a prouvée et saisie par

est un bodhisattva. »

– le cœur de la bodhi ;

son esprit, mais il la met aussi en pratique

Le maître Shan-tao répondit :

– la compréhension juste de la Vérité

dans ses paroles et ses actions. Il est un

J'y suis déjà allé.

grand bodhisattva, il pratique la non-

Le moine demanda :

obtention. »

— Avez-vous vu le bodhisattva

Cette phrase si courte peut se résumer
en un mot :
La « non-obtention ».
Ce mot m'a fait tomber en syncope.
Ce mot m'a fait défaillir et revenir
à la vie.
Ce mot m'a fait m'émouvoir
jusqu'aux larmes.
Ce mot explique tout :
Les montagnes, les fleuves, la
grande Terre, le cosmos, l'espace,
l'Histoire, les civilisations, le temps des
milliers et des milliers d'années, l'histoire
des dynasties, les héros et les hommes
courageux, les empereurs et les peuples,
les saints et les sages, les brigands et les
voleurs, les ministres loyaux et infidèles,
les fonctionnaires cupides et les
subalternes corrompus, tous disparaît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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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Milieu.
C'est parce que le bouddhisme
enseigne le cœur du renoncement, le cœur

L'homme d'Éveil comprend :

de la bodhi et la compréhension juste de la

« Tous les désirs du monde, toutes les

Vérité du Milieu qu'il est le bouddhisme.
Le cœur du renoncement : j'ai appris
au monde le renoncement au monde.

(Montagne des cinq terrasses) ?

Manjushrî ?
Le maître zen répondit :

colères du monde, toutes les souillures du

— Je l'ai rencontré.

monde, tous les péchés du monde, toutes

Le moine demanda :

les choses du monde, tous les êtres doués

— De quoi le bodhisattva Manjushrî

Le cœur de la bodhi : je donne au

de sensibilité du monde, toutes les sortes

monde des enseignements, c'est justement

de connaissances, tous ceux qui font

Le maître zen répondit :

le cœur de la bodhi.

partie de la prajñâpâramitâ… »

— Manjushrî a dit : « Vos parents

La Vérité du Milieu : j'ai appris au
monde la non-obtention.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met en
valeur le cœur du renoncement, le cœur de
la bodhi et la compréhension juste de la
Vérité du Milieu, c'est justement parce que
j'ai réellement et parfaitement compris la
non-obtention.

vous a-t-il parlé ?

On n'a rien à obtenir.

biologiques se trouvent au fond des

Grâce à la non-obtention, on voit

herbes. »

clairement la colère, l'avidité, les péchés, la

Je dis maintenant à tout le monde :

stupidité.

— Depuis l'Antiquité jusqu'à

Il ne s'agit pas d'opposition entre
autrui et soi-même.

aujourd'hui, qui ne se trouve pas au fond
des herbes ? Avez-vous compris ?

En se fondant sur la non-obtention,
tout le monde est é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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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奉請㈧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
。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
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
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
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
。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
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
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
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
。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
。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
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
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
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
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
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靈體清淨光明

往生西方淨土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
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能
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
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是故
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業障消除

‧迴向：郭清志︵歿︶
‧助印者：郭清志︵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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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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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炳福

以此印經功德 祈求 師尊 佛菩薩加
持曾炳福 業障消除 前列腺癌症病
業消除 身體恢復健康 有生之
年 將以棉薄之力竭盡所能 供
養︿真佛宗台灣雷藏寺﹀

※助㊞者：曾炳福

雜誌

︱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５９冊｜鬼與 盧 師 尊

養鬼的問答
以鬼為主的信仰
溺死鬼之魂
2017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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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台灣雷藏寺﹀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觀世音菩薩是
﹁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舟。﹂
﹁究竟顯真如㆗諸法極淨真實性㈮剛㆖師﹂
是最高的㆖師。

你㈲正念就㆒定㈲正見。㆗觀就是㈧正道。

︿台灣雷藏寺﹀地母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都是依﹁見﹂來灌頂。

紅白花灌頂、無㆖密灌頂、大圓滿灌頂

本初佛｜阿達爾瑪佛就是﹁㆒﹂，﹁達都﹂，就是No.1。

︿台灣雷藏寺﹀阿達爾瑪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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