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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文集第２５９冊｜鬼與盧師尊

是㈲鬼來聽法
對眾生的警語
︱特別報導︱
︿台灣雷藏寺﹀準提 佛 母護摩大 法會‧ 開示︻道果 ︼

開悟見道是初㆞，再來是㈩㆞菩薩的修道，
若㈲分別跟煩惱，就會障礙到你再往㆖走的登㆞。
聖尊蒞臨︿慈航雷 藏寺﹀ 開光加持及 開示

學佛的人 第一個要﹁止貪﹂
止貪 你就能夠逃出六道輪迴
︿台灣雷藏寺﹀獅面 空 行母護摩 大法會 ‧開示︻道 果︼

看看︽㊢鬼︾這本書就可以抓出江湖術士，
㆟手㆒本，很重要！
進到身體㆗脈裡面的智慧氣，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吸旋轉很順就是好的。
︿福佑雷藏寺﹀首傳白度母大法會

首傳白度母長壽健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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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精×府
⼗⽅無主孤魂
⼆戰無主孤魂
亞⿑溺死孤魂
塞班島戰死孤魂
青潭無主孤魂

寺院變成了⿁物群聚的

寺

才能重新再

﹂

受不住穢氣

印之

免得在寺院橫⾏

空⾏諸天

事情鬧⼤了

忍者⾃盡孤魂
等等等等
如此⼀來

⾦剛護法

︵乞丐趕廟公︶
佛菩薩
成了⿁廟

全成⿁廟
須由盧師尊

祂們會很有禮貌的

⽤⼤⼒⾦剛印

只要××開光加持的

﹁拔除⼀切⿁牌

所以盧師尊才下令：

廟不清淨

清淨
⾄於好的善⿁
安靜的
恭敬合掌的

第259冊《鬼與盧師尊》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常常停留在台灣雷藏寺說法
彩虹雷藏寺說法

來聆聽我的開⽰

雷藏寺說法

我
是有很多的⿁物

也常常在西雅圖
在說法期間

只能停留

主要的原因是

祂們不能進⼊佛寺內

這些⿁對我有深切的敬意
正常的現象是
在窗⾨外聽法

祂們在地藏殿設有靈位

也有從別的路徑進⼊⼤殿聽法的
這樣的；
⼀
祂們依附在⼈的⾝上

︵等於是通⾏證︶
⼆
祂們寄⽣在宿主⾝上

︵被⾹客信眾帶進來︶
三
帶⼊)
那是因為

是搗蛋的

會害⼈
結界

把這些

沒有禮貌

祂們聽完了

在地藏殿安⽴﹁⿁

⿁物進佛殿特別的多

(被上⾝的信眾
有⼀段時⽇
××養的⿁
那是××偷偷⽽不為⼈知的

祈求加持

﹁沙度﹂

沒有制度的
我⽤灑淨

被⾵吹出寺廟

罪惡滿貫

寺院
我請⼤⼒⾦剛⼀

當祂們被我趕⾛之後

刮到很遠的

除⿁

是不懷好意的

﹁沙度﹂

特別的法意給這些善⿁聽

製造噪⾳的

甚⾄凶惡的

⾄於××養的那些⿁

感謝盧師尊的傳法

︵是完美的意思︶

﹁沙度﹂

會發出讚歎的聲⾳

我會說

也會頂禮盧師尊

例如：

牌位﹂

法

的
的

這些凶神惡煞
惡⿁趕了出去
我吹⼀⼝氣

祂們像棉絮⼀樣的
地⽅去了
惡臭變清⾹了

××的⿁是惡臭的
變清淨了

給餓狗吃！

有些做惡多端的⿁
棒打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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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事

﹂

⼈問：

交往深了

﹂

⾦

是

將來會墮

⼤神

菩薩

若不⾛

告訴你事

⿁⾃然會⾛

在夢中來

祂們會變化佛

⼤仙

互相依持

﹁⼜為何不可與⿁交往？﹂
我答：
﹂

﹁實無益處
⼊⿁趣
⼈問：

⿁計多端

﹁聽說祂們也會變化⼤佛
嗎？﹂
我答：
﹁是的
蓮花童⼦

上師等等

母
你就會上當！﹂

就是真的佛菩薩

﹁念根本上師⼼咒三遍

我答：

﹁如何分辨？﹂

⼈問：

情

的

⼈問：
﹁上師⼼咒有如此⼤⼒？﹂
我答：

有
⼈問我：

﹁盧師尊
我答：

我們應如何對待⿁？﹂
﹂

﹂

但通⼒不⼤

⼩的會

⼜該怎麼辦才

如果我們⾒到祂們怎辦？﹂

﹁不要⾒祂們
⼈問：
﹁但是
我答：

﹂

如果祂們和我談話

﹁不要同祂們談話
⼈問：
﹁盧師尊

我答：
﹁⿁陰陽不定
⼈問：

﹁祂們固然也有五通

那就壞

故有

你若照單全收

⼤事不靈

﹁因蓮花童⼦⼼咒
﹂

來⾃於密教祕密主

⿁所說的

我答：

﹁⿁為何陰陽不定？﹂

﹂

我為什麼要這樣的警告⼤眾？

﹁提⾼警覺

我答：

好？﹂

靈

⼤⼒

⼈問：
﹁如果不分辨如何？﹂
我答：
﹂

﹁⼤亂！這就是我不願同⾨去拜××府及⿁的
最⼤原因
⼈問：

﹂
⼤名

不受影響

﹂

⼤利益

⼤聲

畢竟獅⼦跳躍

﹁那盧師尊聽說也有⿁朋友是嗎？﹂
我答：
﹁因為我超越祂們
兔⼦不能跟著跳

是嗎？﹂

不是佛教

⼜何必禁⽌？﹂

因無形相助
盧師尊

﹂

﹁聽說養⿁可以發⼤財

⼈問：

的地⽅

⾊

我答：
﹁是的
⼈問：
﹁如此

我答：﹁畢竟是邪魔歪道

雜誌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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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圖片∕ 燃燈雜誌
法會∕ 準提佛母護摩大法會
地點∕ 台灣雷藏寺
灌頂∕ 準提佛母本尊法

開悟見道是初地
再來是十地菩薩的修道
若有分別跟煩惱
就會障礙到你再往上走的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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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提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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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
吉祥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
富先生及夫人韓霧珍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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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護團﹂全體成員 ︿靜乙企業公司﹀
董事長吳冠德先生 關島︿太平洋島渡假村﹀總經理鄭貽女
士 高雄︿華陀觀音寺﹀住持馬華英女士 ﹁全國競走錦標
賽﹂冠軍林恆惟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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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圓滿九
次第︾ ︽喜金剛講義︾ ︽密宗道次第廣論︾ ︽道果︾
及︻圓覺經︼│主持人蓮海上師 佩君師姐
my

sister 盧 勝 美 女 士
my sister 盧 幗 英 女 士 and
husband 謝謝大家來︿台灣雷藏寺﹀參加這一場法會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and どうも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사
합니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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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
語：我愛你︶
今天我們修準提佛母的法 就是護摩 準提佛母的本尊
法在臺密 在中密 在東密非常的盛行 在藏密當然也有人
修 但是比較少 在還沒有講準提佛母之前 先給大家報
告 就是十七世大寶法王本來有兩位 一位是達賴喇嘛跟中
國承認的烏金赤列 就是十七世大寶法王 他是被大錫度仁
波切認出來的 另外有一位四大法王子之一 就是夏瑪仁波
切他認了一位在不丹的泰耶多傑 也是十七世大寶法王 兩
位其實都是在印度 十六世大寶法王建立起來的︿隆德
寺﹀ 就是這兩位十七世的大寶法王 因為有兩位 所以兩
位好像都沒有進到︿隆德寺﹀
最近的新聞報導是夏瑪仁波切所認的不丹的泰耶多傑跟
他的青梅竹馬的一個女生兩個人結婚 還俗結婚了 都有登
的 在網路上 電視上 在傳媒上都有登他們結婚 大家都
很驚訝 怎麼搞得！十七世大寶法王泰耶多傑 泰耶多傑面
孔比較白 烏金赤列面孔比較黑 要認這兩位活佛不一樣的
地方 一個比較白 一個比較黑 黑的就是烏金赤列 白的
就是泰耶多傑 本來當初的時候 在西藏有宗教的鬥爭 白
教跟黃教鬥爭很厲害 因為黃教剛剛要建立 白教當時執
政 後來兩派有鬥爭 白教就輸了 就退到不丹那裡去 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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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丹那邊的喇嘛或者是仁波切大部分都是白教的
大寶法王十七世卡瑪巴當然是白教的 因為白教的傳承
是帝洛巴│那洛巴│瑪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第一世大
寶法王杜松虔巴 然後一直傳到第十七世 從第一世大寶法
王一直傳到第十七世 現在有一個結婚了 一個沒有結婚
大家就議論紛紛 說：﹁結婚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其實跟
大家講 所有的密教四大教派當中 只有一個黃教是主張不
修雙身的；不主張修雙身的是黃教 其他白教必須依賴所謂
的事業母才能夠成佛的 花教是傳子的 當然是有結婚 花
教的教主大部分都是有結婚的 像在西雅圖的達欽他就有佛
母 另外紅教也是大部分主張有雙運的 必須倚仗事業母才
能夠成佛 白教是以勝樂金剛為主 他也是屬於雙身的 雙
身的勝樂金剛 他們的修法 大手印修到最後要成就的時
候 一定有事業母 才能夠即身成佛 藏密一般來講有一派
是主張這樣子
所以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他結婚 我認為那沒有什
麼 十六世大寶法王他是沒有結婚 我的師父是沒有結婚
另外第十五世大寶法王是有結婚的 現在第十七世大寶法王
結婚那也不算什麼 因為十五世也結婚了 對不對？不結婚
是你不結婚的事啊！結婚是結婚的事啊！不一樣的
另外我知道的 十世班禪在北京的時候 他跟一個北京
的小姐結婚的 其實你自己想一想看 黃教最大的活佛 兩
位 那是最大的 前藏就是達賴喇嘛 後藏就是班禪 十世
班禪一直留在北京 後來他回到西藏︿扎什倫布寺﹀ 那個
時候十世班禪在北京市有結婚的 因為他生了一個小孩 這
個小孩在 LA 讀書 跟我的弟子的兒子成為男女朋友 跟師
尊的弟子 這個人住在埔里 他生了一個男孩子跟十世班禪
的女兒是男女朋友 十世班禪跟北京的太太 女兒 三個人
一起照相的照片 我放在西雅圖︿真佛密苑﹀的房間裡面
我自己的房間裡面有他們三個人的照片 也就是說十世班禪

是有結婚的 兩個大活佛 一個達賴 一個班禪 十世班禪
是有結婚的 現在是十一世的班禪 另外現在達賴喇嘛是第
十四世
他們有兩個活佛 當初的時候有人就在講 那一個是真
的 那一個是假的 十七世大寶法王有兩個 一個是烏金赤
列 一個是泰耶多傑 其實真的 假的 問師尊就知道是真
的假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兩個都是真的 怎麼會如此？怎
麼會兩個都是真的？你聽了很奇怪 為什麼兩個都是真的？
其實這個不稀奇的 因為活佛有可能他的成就很高 所以他
的分身非常多 你說觀世音菩薩好了 達賴喇嘛是四臂觀音
的化身 噶瑪巴也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四臂觀音祂就可以化
身成為兩個 大成就者他可以化身成為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千百億化身都有
你看大力金剛 觀世音菩薩 哪個不是千百億化身？毘
盧遮那佛 哪一個不是千百億化身？最起碼你化身成為三
個 因為人有身口意 一個是身體化身 一個是口化身 一
個是意念化身 三種化身 最起碼有三個 你說蓮華生大士
祂是誰的化身呢？祂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 是阿彌陀佛的化
身 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三個化身成為一個 你說大力金
剛是誰的化身哪？我上回講過了 祂是蓮花童子的化身 因
為祂住在我的身上 祂不是蓮花童子的化身嗎？祂又是地藏
王菩薩的化身 地藏王菩薩祂化為六個侍者 八個侍者 其
中有大力侍者就是大力金剛 這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 地藏
王菩薩祂的分身又很多 祂是金剛牙菩薩 金剛幢菩薩 金
剛寶菩薩都是屬於祂的化身 非常多的化身的 觀世音菩薩
你看看最起碼有三十二個應化身 所以祂化身非常多的
我們講化身 瑤池金母化身也很多的 像法國的秀姬師
姐她就是瑤池金母的化身 然後溫哥華蓮慈上師也是瑤池金
母的化身 祂就化了很多的身 所以活佛有兩個 兩個同樣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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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丹那邊的喇嘛或者是仁波切大部分都是白教的
大寶法王十七世卡瑪巴當然是白教的 因為白教的傳承
是帝洛巴│那洛巴│瑪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第一世大
寶法王杜松虔巴 然後一直傳到第十七世 從第一世大寶法
王一直傳到第十七世 現在有一個結婚了 一個沒有結婚
大家就議論紛紛 說：﹁結婚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其實跟
大家講 所有的密教四大教派當中 只有一個黃教是主張不
修雙身的；不主張修雙身的是黃教 其他白教必須依賴所謂
的事業母才能夠成佛的 花教是傳子的 當然是有結婚 花
教的教主大部分都是有結婚的 像在西雅圖的達欽他就有佛
母 另外紅教也是大部分主張有雙運的 必須倚仗事業母才
能夠成佛 白教是以勝樂金剛為主 他也是屬於雙身的 雙
身的勝樂金剛 他們的修法 大手印修到最後要成就的時
候 一定有事業母 才能夠即身成佛 藏密一般來講有一派
是主張這樣子
所以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他結婚 我認為那沒有什
麼 十六世大寶法王他是沒有結婚 我的師父是沒有結婚
另外第十五世大寶法王是有結婚的 現在第十七世大寶法王
結婚那也不算什麼 因為十五世也結婚了 對不對？不結婚
是你不結婚的事啊！結婚是結婚的事啊！不一樣的
另外我知道的 十世班禪在北京的時候 他跟一個北京
的小姐結婚的 其實你自己想一想看 黃教最大的活佛 兩
位 那是最大的 前藏就是達賴喇嘛 後藏就是班禪 十世
班禪一直留在北京 後來他回到西藏︿扎什倫布寺﹀ 那個
時候十世班禪在北京市有結婚的 因為他生了一個小孩 這
個小孩在 LA 讀書 跟我的弟子的兒子成為男女朋友 跟師
尊的弟子 這個人住在埔里 他生了一個男孩子跟十世班禪
的女兒是男女朋友 十世班禪跟北京的太太 女兒 三個人
一起照相的照片 我放在西雅圖︿真佛密苑﹀的房間裡面
我自己的房間裡面有他們三個人的照片 也就是說十世班禪

是有結婚的 兩個大活佛 一個達賴 一個班禪 十世班禪
是有結婚的 現在是十一世的班禪 另外現在達賴喇嘛是第
十四世
他們有兩個活佛 當初的時候有人就在講 那一個是真
的 那一個是假的 十七世大寶法王有兩個 一個是烏金赤
列 一個是泰耶多傑 其實真的 假的 問師尊就知道是真
的假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兩個都是真的 怎麼會如此？怎
麼會兩個都是真的？你聽了很奇怪 為什麼兩個都是真的？
其實這個不稀奇的 因為活佛有可能他的成就很高 所以他
的分身非常多 你說觀世音菩薩好了 達賴喇嘛是四臂觀音
的化身 噶瑪巴也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四臂觀音祂就可以化
身成為兩個 大成就者他可以化身成為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千百億化身都有
你看大力金剛 觀世音菩薩 哪個不是千百億化身？毘
盧遮那佛 哪一個不是千百億化身？最起碼你化身成為三
個 因為人有身口意 一個是身體化身 一個是口化身 一
個是意念化身 三種化身 最起碼有三個 你說蓮華生大士
祂是誰的化身呢？祂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 是阿彌陀佛的化
身 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三個化身成為一個 你說大力金
剛是誰的化身哪？我上回講過了 祂是蓮花童子的化身 因
為祂住在我的身上 祂不是蓮花童子的化身嗎？祂又是地藏
王菩薩的化身 地藏王菩薩祂化為六個侍者 八個侍者 其
中有大力侍者就是大力金剛 這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 地藏
王菩薩祂的分身又很多 祂是金剛牙菩薩 金剛幢菩薩 金
剛寶菩薩都是屬於祂的化身 非常多的化身的 觀世音菩薩
你看看最起碼有三十二個應化身 所以祂化身非常多的
我們講化身 瑤池金母化身也很多的 像法國的秀姬師
姐她就是瑤池金母的化身 然後溫哥華蓮慈上師也是瑤池金
母的化身 祂就化了很多的身 所以活佛有兩個 兩個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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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活佛那也不算什麼 那都是實際的 所以我們也不要
評論 哪個是對 哪個是錯 哪個是真 哪個是假 也不要
去妄評 事實上兩個活佛 師尊認為都是十七世大寶法王
至於人家喜歡結婚 或者結婚幾次 那是人家的事情 對不
對？其實跟她結婚 他等於就度了她嘛！他結婚很多次就度
了更多人哪！對不對？度更多的人哪！我是很羨慕 羨慕十
七世大寶法王泰耶多傑 他說：﹁我還俗結婚了 ﹂那多
好 你看 我是很羨慕
準提佛母很偉大 我的﹁準提佛母法﹂就是臺灣臺北社
子島普方上師他傳給我的 三目十八臂 他以前也給我一個
準提鏡 祂有兩個侍者 兩個龍王 是準提佛母的侍者 準
提佛母身體是淺黃色 是三目十八臂的佛母 戴著寶冠 寶
冠中有一個化佛 佛母手臂都戴著瓔珞 穿白色的天衣 中
間所結的手印 我們每一次演化手印 一開始結手印就是總
持印 總持印就是準提印 普方上師創立的教派就是總持
派 普方上師以準提佛母為主要的主尊 祂所持的法器由右
順時鐘是：如意寶幢 蓮花 罐 索 輪 螺 寶瓶 般若
篋 寶幔 金剛杵 鉤 鉞斧 天妙果 素珠 智慧劍 施
無畏印 共十八隻手 其中有兩隻手是結著準提印 有雙龍
王為侍者 侍立在蓮座之下 就是難陀龍王跟跋難陀龍王
有兩個龍王是祂的侍者
準提佛母有兩個本地 有的說祂是毘盧遮那佛│大日如
來是祂的本地 有人講釋迦牟尼佛是祂的本地 準提佛母以
八大菩薩為眷屬 我們經常唸八大菩薩 這八大菩薩就是觀
自在菩薩 彌勒菩薩 虛空藏菩薩 普賢菩薩 金剛手菩
薩 文殊師利菩薩 除蓋障菩薩 地藏王菩薩 ﹁準提﹂兩
個字就是清淨無比的意思 佛母有十八隻手 更有三目 祂
的密號就是最勝金剛 如意金剛 跟清淨金剛 所以準提佛
母在我們︿真佛宗﹀裡面 祂是屬於可以當本尊 也可以當
護法的 所以你修準提佛母 可以以準提佛母為本尊 也一

樣以準提佛母作為護法 你看祂有最勝金剛 這個就是祂的
金剛號 護法的號 一個清淨金剛就是祂本身本尊的號 另
外還有如意金剛 祂的十八隻手可以賜給眾生一切如意 一
切如願的 祂的手印就是總持印 祂有祂的相 另外祂的咒
語：﹁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哈 ﹂另外祂有長咒也有短
咒
我記得 第一次 也就是說我移民到美國以後 差不多
七年以後 我第一次回臺灣 第一場法會就在桃園體育館辦
的法會 就是天眼灌頂 準提佛母的第三眼灌頂 這個是非
常特殊的一個灌頂 你以第三眼閉著眼睛 你把眼睛閉起
來 以中間的這一隻智慧眼看出去 你所看見的就叫﹁真實
見﹂ 真實的見到 這個第三眼 所以我那一次在桃園的體
育館做了第三眼的灌頂 第一次回來第一次做法會是在桃園
體育館 那天有參加桃園體育館的嗎？有的舉手一下 哇
底下呢？哇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第三眼的灌頂
祂的十八不共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大智度論︾的十八
不共法 ︽大智度論︾就是釋迦牟尼佛經典裡面 ︽大智度
論︾裡面的十八不共法 就是身無失 口無失 念無失 無
異想 無不定心 無不知己捨 欲無滅 精進無滅 念無
滅 慧無滅 解脫無滅 解脫知見無滅 一切身業隨智慧
行 一切口業隨智慧行 一切意業隨智慧行 智慧知過去式
無礙 智慧知未來式無礙 智慧知現在式無礙 一共有十八
個 準提佛母是不得了的 我們知道準提佛母最勝 又是清
淨 又是如意 以這個為本尊 也算是非常好的一個本尊
像普方上師他的本尊就是準提佛母 我的師父的本尊就是準
提佛母
今天我們做祂的護摩就會想起普方上師 祂給我的法
本 就是準提佛母的法本 剛剛開始唸的 以前我常常唸
過：﹁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提 ﹂這是他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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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活佛那也不算什麼 那都是實際的 所以我們也不要
評論 哪個是對 哪個是錯 哪個是真 哪個是假 也不要
去妄評 事實上兩個活佛 師尊認為都是十七世大寶法王
至於人家喜歡結婚 或者結婚幾次 那是人家的事情 對不
對？其實跟她結婚 他等於就度了她嘛！他結婚很多次就度
了更多人哪！對不對？度更多的人哪！我是很羨慕 羨慕十
七世大寶法王泰耶多傑 他說：﹁我還俗結婚了 ﹂那多
好 你看 我是很羨慕
準提佛母很偉大 我的﹁準提佛母法﹂就是臺灣臺北社
子島普方上師他傳給我的 三目十八臂 他以前也給我一個
準提鏡 祂有兩個侍者 兩個龍王 是準提佛母的侍者 準
提佛母身體是淺黃色 是三目十八臂的佛母 戴著寶冠 寶
冠中有一個化佛 佛母手臂都戴著瓔珞 穿白色的天衣 中
間所結的手印 我們每一次演化手印 一開始結手印就是總
持印 總持印就是準提印 普方上師創立的教派就是總持
派 普方上師以準提佛母為主要的主尊 祂所持的法器由右
順時鐘是：如意寶幢 蓮花 罐 索 輪 螺 寶瓶 般若
篋 寶幔 金剛杵 鉤 鉞斧 天妙果 素珠 智慧劍 施
無畏印 共十八隻手 其中有兩隻手是結著準提印 有雙龍
王為侍者 侍立在蓮座之下 就是難陀龍王跟跋難陀龍王
有兩個龍王是祂的侍者
準提佛母有兩個本地 有的說祂是毘盧遮那佛│大日如
來是祂的本地 有人講釋迦牟尼佛是祂的本地 準提佛母以
八大菩薩為眷屬 我們經常唸八大菩薩 這八大菩薩就是觀
自在菩薩 彌勒菩薩 虛空藏菩薩 普賢菩薩 金剛手菩
薩 文殊師利菩薩 除蓋障菩薩 地藏王菩薩 ﹁準提﹂兩
個字就是清淨無比的意思 佛母有十八隻手 更有三目 祂
的密號就是最勝金剛 如意金剛 跟清淨金剛 所以準提佛
母在我們︿真佛宗﹀裡面 祂是屬於可以當本尊 也可以當
護法的 所以你修準提佛母 可以以準提佛母為本尊 也一

樣以準提佛母作為護法 你看祂有最勝金剛 這個就是祂的
金剛號 護法的號 一個清淨金剛就是祂本身本尊的號 另
外還有如意金剛 祂的十八隻手可以賜給眾生一切如意 一
切如願的 祂的手印就是總持印 祂有祂的相 另外祂的咒
語：﹁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哈 ﹂另外祂有長咒也有短
咒
我記得 第一次 也就是說我移民到美國以後 差不多
七年以後 我第一次回臺灣 第一場法會就在桃園體育館辦
的法會 就是天眼灌頂 準提佛母的第三眼灌頂 這個是非
常特殊的一個灌頂 你以第三眼閉著眼睛 你把眼睛閉起
來 以中間的這一隻智慧眼看出去 你所看見的就叫﹁真實
見﹂ 真實的見到 這個第三眼 所以我那一次在桃園的體
育館做了第三眼的灌頂 第一次回來第一次做法會是在桃園
體育館 那天有參加桃園體育館的嗎？有的舉手一下 哇
底下呢？哇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第三眼的灌頂
祂的十八不共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大智度論︾的十八
不共法 ︽大智度論︾就是釋迦牟尼佛經典裡面 ︽大智度
論︾裡面的十八不共法 就是身無失 口無失 念無失 無
異想 無不定心 無不知己捨 欲無滅 精進無滅 念無
滅 慧無滅 解脫無滅 解脫知見無滅 一切身業隨智慧
行 一切口業隨智慧行 一切意業隨智慧行 智慧知過去式
無礙 智慧知未來式無礙 智慧知現在式無礙 一共有十八
個 準提佛母是不得了的 我們知道準提佛母最勝 又是清
淨 又是如意 以這個為本尊 也算是非常好的一個本尊
像普方上師他的本尊就是準提佛母 我的師父的本尊就是準
提佛母
今天我們做祂的護摩就會想起普方上師 祂給我的法
本 就是準提佛母的法本 剛剛開始唸的 以前我常常唸
過：﹁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提 ﹂這是他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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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那個時候你煩惱就很少了
這裡所講的﹁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及尋思分別﹂ 也就
是說你煩惱還沒有斷盡 你雖然見了道 已經開悟了 但你
煩惱還是有啊！這個人對你毀謗幾句話 你就心生煩惱 為
什麼毀謗我呢？我又沒有錯！都會這樣子想 其實每個人都
有錯 沒有沒有錯的 因為你來這個人間啊 釋迦牟尼佛已
經講 就是在﹁酬業﹂ 若你業障沒有了斷 你是要把這個
業障了斷 所以才叫做酬業 釋迦牟尼佛講人來人間是為什
麼？就是因為你有業障 所以要把這個業障給它消除掉 意
義就在這裡 你雖然開悟了 但是你有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
及尋思分別 你還是有一點分別 什麼是有分別啊？
眾生其實都是自己 我也是眾生 你也是眾生 你我他
是一體 那個就沒有分別啦！沒有所謂我的錢 我的房子
我的宗派 我的︿真佛宗﹀ 我的雷藏寺 你的雷藏寺 他
的堂 我的堂 沒有這種分別的 你見道以後就是這樣子
那你還沒有見道以前你還是有分別呀！別人毀謗你 你也會
感覺到有一點痛啊！師尊受的毀謗太多了 從開始出來一直
到現在都是毀謗 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師尊始終認為：
﹁哈 毀謗的很好 幫我消業障 ﹂他毀謗等於沒有毀謗
為什麼我不怕毀謗 因為我從來不看網路 我也不會上網
我又沒有手機 沒有 iPad 也不會上網 人家給我毀謗什
麼我都不知道 當然心中無事無心 就天天很好睡覺 我是
最好睡的 所以還有一點煩惱的跟還有一點分別心的
﹁僅是障礙於趨登上地之行﹂ 也就是說你是初地 你
剛剛開悟是初地 再來要到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
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菩薩有十個地 一階一階的
十個地 都是你覺受不同的地 所以在這當中就是要修道
要修了 你雖然開悟了 但是也會障礙喔！也會障礙到你登
地的事 登地之行 初地你要到二地 要到三地 到四地

普方上師他的聲音 就是﹁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
提 ﹂ 什麼叫做﹁蘇悉地﹂呀？蘇悉地 其實就是戒律
為什麼要皈依戒律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在祂涅槃之前講了一
句話 將來以什麼為師？佛陀講：﹁以戒為師 ﹂那你不皈
依戒 皈依誰呀？所以﹁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
提 ﹂這就是普方上師講的話
我跟大家講一下︽道果︾ 我先唸書文：﹁出世間道：
見初地聖諦以上 ﹂ 你們看了這一段書文 你會覺得不知
所云 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出世間道：也就是見初地聖諦以上 受所依之心主宰
大 雖尚有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及尋思分別 僅障礙於趨登
上地之行 無力產生輪迴苦受；此外 因業緣不生 能依願
力生所欲之事 其異稱叫做﹃議輪道﹄：如木匠新造車輪
時 以輪與軸等榫接未磨順 輪時順能轉 時不順不轉 必
須善加修改 ﹂請問 這一段它到底講了什麼？那個︽道
果︾根本看不懂 有些地方你看了 嗯？根本在講些什麼？
師尊是修過 也體驗過 才能夠講 你沒有修過 沒有體驗
過 你根本不能講 因為它的語氣跟語言根本不通的 薩迦
班智達當然是把它寫成藏文 翻譯這一本︽道果︾的 就根
據薩迦班智達的翻譯 翻過來你看 這種文字怎麼能夠讓人
家懂？他就是要你不懂 寫這些東西就是要你不懂 因為不
懂才是秘密 因為秘密才會有人來聽 還好師尊是知道這個
秘密 所以才能夠講給你們聽 對不對？你沒有師父的話
講給你聽 你怎麼
佛教有兩個法 一個是世間法 一個是出世間法 所謂
世間法就是講禮儀 道德 良知 良能 這個是屬於世間
法 釋迦牟尼佛也講法 有一個不孝順的媳婦 有一個專門
管先生的老婆 釋迦牟尼佛也跟她說法：﹁妳不要對先生那
麼兇 ﹂也跟她講好多的世間法 一個不孝順的媳婦到釋迦
牟尼佛面前 釋迦牟尼佛也跟她講 我們古代的人講三從四

到五地 到第六地 到第七地 七地就是遠行地 八地就是
不動地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是因為觀世音唸了大悲咒以
後 從初地就一直到八地 就變成不動地 第十地叫做法雲
地 對不對？每一個地有每一個地的名稱 就是說你雖然有
分別跟煩惱 就障礙到你再往上走的登地
﹁無力產生輪迴苦受﹂ 你見了道以後 也可以講說輪
迴苦受就會少了 ﹁此外 因業緣不生﹂ 因為你修行的時
候 所有的業緣都不產生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像十七世大
寶法王泰耶多傑他結婚了 結婚了 那個跟女的有業障嗎？
其實不會有業障 不會產生業障 為什麼不會產生業障呢？
那不是淫嗎？是因為你淫 沒有錯 但是你在做這種行為的
時候 變成無別 變成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在觀想上怎麼
做？我告訴大家 就是蓮花產生 床在蓮花的中心 這個蓮
花突然間合起來 變成沒有開的蓮花 也不是稍微開的花
而是緊密的蓮花 泰耶多傑跟他的妻子就是在這個含苞的蓮
花裡面 做這種事情 外面的鬼神 所有的佛菩薩都看不見
他們 這個也就是有做等於沒有做 沒有做也等於有做 就
做來做去 通通沒有分別 就是到達這一種境界啊！到了這
種境界的時候 因業緣不生 緣也不生 因業也不生
﹁能依願力生所欲之事﹂ 由你的願望的力量產生出
來 你可以達到你自己的願望 這個就是我解釋這幾句話
﹁其異稱﹃異輪道﹄﹂為什麼叫做﹁異輪道﹂呢？也就
是像木匠新造一個車輪 因為在古代都是牛車 馬車 羊
車 他們造了一個車輪以後呢 以輪跟軸等把它接住 兩個
輪跟一個軸接起來 接起來的時候還是很粗糙 還沒有磨
順 所以輪有時候能夠順 能夠轉 有時候不順 不能轉
必須善加修改 也就是要繼續修行 就走入修行道 很簡單
的 什麼叫﹁異輪道﹂ 一般來講 輪子跟軸之間是有東西
拴起來的 但是因為這個輪子做得很粗糙 跟這個軸接合不

德 講了這些東西給這些人聽 這個是屬於世間法 出世間
法 這裡講的 出世間道就是你要解脫你自己 離開這個娑
婆世界而成就佛果的這個出世間法 成就了四聖界的法 叫
出世間法
這裡講的﹁見初地聖諦以上﹂ 就是在佛法當中有五個
輪 五個階梯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這五
個階梯 修行都依這五個階梯 資糧道就是修你的福氣跟你
的道德 加行道就是修你必須要做的所謂一切修法的前行
再來是見道 終於明白世間的道理 終於你了解到解脫道跟
涅槃道 你已經看見了 你已經開悟了 就叫做見道 這個
就是見道 ﹁見初地聖諦以上﹂ 看見菩薩的勝地以上的
都屬於見道 雖然你看見了 你已經開悟明心了 受所依之
心主宰大 因為你已經看見了世間一切的真理 你開悟了
所以那時候你不依你的肉體來行事 並沒有依你自己的肉
體 依你的世間道的法來做 依心靈的比較多一點 就是大
的意思 就是那個時候你所依心主宰大 就是你依照你的心
靈的主宰去做
﹁雖尚有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及尋思分別﹂ 見道雖然
是斷掉煩惱 但是煩惱你還沒有斷盡 譬如我講一個﹁頓悟
無所得 則斷盡煩惱﹂ 因為你知道在這世間上你什麼也得
不到的 所以你那些煩惱都是沒有用的 就把煩惱全部斷盡
了 ﹁悟無所得 斷盡煩惱﹂ 這句話大家記住 你因為悟
到無所得 所以你斷掉所有的煩惱 如果世間你有所得 你
不會斷掉煩惱 這樣子大家可以意會到 因為你知道這世
間 隨他去了 無所謂了 不要緊了 一切都可以啊 那個
就是悟無所得 你知道都可以的 人家跟你借錢沒有還 你
說：﹁唉 沒關係啦！不要緊啦！隨他去啦！什麼都不重
要 ﹂那個就是﹁悟無所得﹂產生的一種現象出來 反正錢
是大家用的 我用不著 乾脆給別人用啊！別人用了也不一
定能得到什麼啊！一樣都是空啊！既然你悟到一切都是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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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那個時候你煩惱就很少了
這裡所講的﹁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及尋思分別﹂ 也就
是說你煩惱還沒有斷盡 你雖然見了道 已經開悟了 但你
煩惱還是有啊！這個人對你毀謗幾句話 你就心生煩惱 為
什麼毀謗我呢？我又沒有錯！都會這樣子想 其實每個人都
有錯 沒有沒有錯的 因為你來這個人間啊 釋迦牟尼佛已
經講 就是在﹁酬業﹂ 若你業障沒有了斷 你是要把這個
業障了斷 所以才叫做酬業 釋迦牟尼佛講人來人間是為什
麼？就是因為你有業障 所以要把這個業障給它消除掉 意
義就在這裡 你雖然開悟了 但是你有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
及尋思分別 你還是有一點分別 什麼是有分別啊？
眾生其實都是自己 我也是眾生 你也是眾生 你我他
是一體 那個就沒有分別啦！沒有所謂我的錢 我的房子
我的宗派 我的︿真佛宗﹀ 我的雷藏寺 你的雷藏寺 他
的堂 我的堂 沒有這種分別的 你見道以後就是這樣子
那你還沒有見道以前你還是有分別呀！別人毀謗你 你也會
感覺到有一點痛啊！師尊受的毀謗太多了 從開始出來一直
到現在都是毀謗 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師尊始終認為：
﹁哈 毀謗的很好 幫我消業障 ﹂他毀謗等於沒有毀謗
為什麼我不怕毀謗 因為我從來不看網路 我也不會上網
我又沒有手機 沒有 iPad 也不會上網 人家給我毀謗什
麼我都不知道 當然心中無事無心 就天天很好睡覺 我是
最好睡的 所以還有一點煩惱的跟還有一點分別心的
﹁僅是障礙於趨登上地之行﹂ 也就是說你是初地 你
剛剛開悟是初地 再來要到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
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菩薩有十個地 一階一階的
十個地 都是你覺受不同的地 所以在這當中就是要修道
要修了 你雖然開悟了 但是也會障礙喔！也會障礙到你登
地的事 登地之行 初地你要到二地 要到三地 到四地

普方上師他的聲音 就是﹁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
提 ﹂ 什麼叫做﹁蘇悉地﹂呀？蘇悉地 其實就是戒律
為什麼要皈依戒律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在祂涅槃之前講了一
句話 將來以什麼為師？佛陀講：﹁以戒為師 ﹂那你不皈
依戒 皈依誰呀？所以﹁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
提 ﹂這就是普方上師講的話
我跟大家講一下︽道果︾ 我先唸書文：﹁出世間道：
見初地聖諦以上 ﹂ 你們看了這一段書文 你會覺得不知
所云 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出世間道：也就是見初地聖諦以上 受所依之心主宰
大 雖尚有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及尋思分別 僅障礙於趨登
上地之行 無力產生輪迴苦受；此外 因業緣不生 能依願
力生所欲之事 其異稱叫做﹃議輪道﹄：如木匠新造車輪
時 以輪與軸等榫接未磨順 輪時順能轉 時不順不轉 必
須善加修改 ﹂請問 這一段它到底講了什麼？那個︽道
果︾根本看不懂 有些地方你看了 嗯？根本在講些什麼？
師尊是修過 也體驗過 才能夠講 你沒有修過 沒有體驗
過 你根本不能講 因為它的語氣跟語言根本不通的 薩迦
班智達當然是把它寫成藏文 翻譯這一本︽道果︾的 就根
據薩迦班智達的翻譯 翻過來你看 這種文字怎麼能夠讓人
家懂？他就是要你不懂 寫這些東西就是要你不懂 因為不
懂才是秘密 因為秘密才會有人來聽 還好師尊是知道這個
秘密 所以才能夠講給你們聽 對不對？你沒有師父的話
講給你聽 你怎麼
佛教有兩個法 一個是世間法 一個是出世間法 所謂
世間法就是講禮儀 道德 良知 良能 這個是屬於世間
法 釋迦牟尼佛也講法 有一個不孝順的媳婦 有一個專門
管先生的老婆 釋迦牟尼佛也跟她說法：﹁妳不要對先生那
麼兇 ﹂也跟她講好多的世間法 一個不孝順的媳婦到釋迦
牟尼佛面前 釋迦牟尼佛也跟她講 我們古代的人講三從四

到五地 到第六地 到第七地 七地就是遠行地 八地就是
不動地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是因為觀世音唸了大悲咒以
後 從初地就一直到八地 就變成不動地 第十地叫做法雲
地 對不對？每一個地有每一個地的名稱 就是說你雖然有
分別跟煩惱 就障礙到你再往上走的登地
﹁無力產生輪迴苦受﹂ 你見了道以後 也可以講說輪
迴苦受就會少了 ﹁此外 因業緣不生﹂ 因為你修行的時
候 所有的業緣都不產生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像十七世大
寶法王泰耶多傑他結婚了 結婚了 那個跟女的有業障嗎？
其實不會有業障 不會產生業障 為什麼不會產生業障呢？
那不是淫嗎？是因為你淫 沒有錯 但是你在做這種行為的
時候 變成無別 變成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在觀想上怎麼
做？我告訴大家 就是蓮花產生 床在蓮花的中心 這個蓮
花突然間合起來 變成沒有開的蓮花 也不是稍微開的花
而是緊密的蓮花 泰耶多傑跟他的妻子就是在這個含苞的蓮
花裡面 做這種事情 外面的鬼神 所有的佛菩薩都看不見
他們 這個也就是有做等於沒有做 沒有做也等於有做 就
做來做去 通通沒有分別 就是到達這一種境界啊！到了這
種境界的時候 因業緣不生 緣也不生 因業也不生
﹁能依願力生所欲之事﹂ 由你的願望的力量產生出
來 你可以達到你自己的願望 這個就是我解釋這幾句話
﹁其異稱﹃異輪道﹄﹂為什麼叫做﹁異輪道﹂呢？也就
是像木匠新造一個車輪 因為在古代都是牛車 馬車 羊
車 他們造了一個車輪以後呢 以輪跟軸等把它接住 兩個
輪跟一個軸接起來 接起來的時候還是很粗糙 還沒有磨
順 所以輪有時候能夠順 能夠轉 有時候不順 不能轉
必須善加修改 也就是要繼續修行 就走入修行道 很簡單
的 什麼叫﹁異輪道﹂ 一般來講 輪子跟軸之間是有東西
拴起來的 但是因為這個輪子做得很粗糙 跟這個軸接合不

德 講了這些東西給這些人聽 這個是屬於世間法 出世間
法 這裡講的 出世間道就是你要解脫你自己 離開這個娑
婆世界而成就佛果的這個出世間法 成就了四聖界的法 叫
出世間法
這裡講的﹁見初地聖諦以上﹂ 就是在佛法當中有五個
輪 五個階梯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這五
個階梯 修行都依這五個階梯 資糧道就是修你的福氣跟你
的道德 加行道就是修你必須要做的所謂一切修法的前行
再來是見道 終於明白世間的道理 終於你了解到解脫道跟
涅槃道 你已經看見了 你已經開悟了 就叫做見道 這個
就是見道 ﹁見初地聖諦以上﹂ 看見菩薩的勝地以上的
都屬於見道 雖然你看見了 你已經開悟明心了 受所依之
心主宰大 因為你已經看見了世間一切的真理 你開悟了
所以那時候你不依你的肉體來行事 並沒有依你自己的肉
體 依你的世間道的法來做 依心靈的比較多一點 就是大
的意思 就是那個時候你所依心主宰大 就是你依照你的心
靈的主宰去做
﹁雖尚有些微所斷之修斷煩惱及尋思分別﹂ 見道雖然
是斷掉煩惱 但是煩惱你還沒有斷盡 譬如我講一個﹁頓悟
無所得 則斷盡煩惱﹂ 因為你知道在這世間上你什麼也得
不到的 所以你那些煩惱都是沒有用的 就把煩惱全部斷盡
了 ﹁悟無所得 斷盡煩惱﹂ 這句話大家記住 你因為悟
到無所得 所以你斷掉所有的煩惱 如果世間你有所得 你
不會斷掉煩惱 這樣子大家可以意會到 因為你知道這世
間 隨他去了 無所謂了 不要緊了 一切都可以啊 那個
就是悟無所得 你知道都可以的 人家跟你借錢沒有還 你
說：﹁唉 沒關係啦！不要緊啦！隨他去啦！什麼都不重
要 ﹂那個就是﹁悟無所得﹂產生的一種現象出來 反正錢
是大家用的 我用不著 乾脆給別人用啊！別人用了也不一
定能得到什麼啊！一樣都是空啊！既然你悟到一切都是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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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輪子能夠轉 有時候不能轉 就是說你
還有分別 你還有一些障礙 雖然見了道 你還是有障礙
還有分別 就會變成這樣子 稱為﹁異輪道﹂ 這樣大家了
解嗎？我解釋這兩段給大家聽
所以要把軸修得很好 要把輪也修得很好 然後把輪跟
軸接起來 剛剛好密合 那個時候輪子就會轉 那等於是你
已經完全沒有分別了 而且你完全沒有障礙 你所悟的跟你
所修的能夠配合起來了 所以見道不算什麼 你看到了 你
見了道 不算什麼 但是你必須要再靠修行 修到輪跟軸能
夠完全 都可以輪子很順的轉 這樣子才叫做修道 我們臺
灣一例一休就已經搞得大家糊里糊塗 我也糊里糊塗 每一
個東西都漲價 我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還好 再三個禮
拜就回美國了 就沒有一例一休了
有一天 全臺灣的工廠都停工了 商店也全部關門了
所有政府機關也全部停擺了 股市也停止交易了 許多家庭
都會在門口貼上標語 表達你自己的訴求 街上殘留了爆炸
物跟火藥味 每一個人每天都無所事事 有的喝酒 有的賭
錢 小孩子到處要錢 這種情況我們叫做什麼？叫春節 春
節是什麼啊？休假 全部停擺啊！我們修行沒有停擺的 沒

三個晚上還是四個晚上 她從來沒有放鬆她的工作 她一直
工作到晚上十一點 可以講她可以當我的證明 而且鄭醫師
也可以證明我一個晚上 對不對？師母不在的時候 他也可
以證明我一個晚上 她可以證明我三個晚上 鄭醫師跟鄭師
母到我家來 陪我一直到晚上快要一點鐘 反正他們講話不
到十二點是不會走的 鄭醫師跟鄭師母講話都超過十二點
然後蓮‧是到十一點 明明知道我有那種需要 妳還要留下
來到十一點 也不放假一天 所以我真的 戒壇之前絕無虛
言 我是四個晚上都在家裡 所以 師母 安啦！她出去一
個月 我也不會出門的 因為我沒有路可以走 無路可去
呀！對呀！我也沒有穿過便服 我回來到現在 除了穿睡衣
以外 沒有穿過便服 什麼微服出巡哪？絕對沒有這回事
回來到現在全部穿喇嘛裝 沒有一次穿什麼叫做便服 沒有
的 阿兵哥是有便服 師尊是沒有的
笑話：聽說坐公車 最後一排的中間位子會有帝王的感
覺 於是今天我就試了一下 哇！果然君臨天下 滿朝文武
在兩旁 坐公車 上來 到最後一排 中間的位子一坐
喔！君臨天下 正在感覺不錯的時候 司機突然一個緊急煞
車 哇！我的天哪！差一點駕崩啦！呵呵 一煞車他就衝出
去 駕崩
所以 人不用太高興 不管你在什麼地位都不要太高
興 無常就是一個真理 人間沒有什麼常態的 不要以為只
有阿扁被拉下來坐監牢的總統 在韓國 你看 多少總統下
來統統被關 現任的總統現在也是關起來 才做總統幾個月
啊！不到幾個月就被關起來了 所以一切都是無常嘛！你見
了道就會懂得無我 見了道就會知道無我 你見了道你也了
解無常 你也了解無我 這個時候才能夠登地呀！就是說從
初地到第十地 一地一地這樣子登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有什麼一例一休 沒有這回事 我們修行是永遠在轉 那才
能夠登地 從初地一直到十地 十地以上就是佛了 每天都
要修行 每天都要修的 要修到非常地完美 perfect
達
到了完美的境界 沒有什麼叫做休假的 什麼春節啦 清
明 長假啊 什麼假 什麼假 沒有的
有一位辣妹到住宿飯店的頂樓進行日光浴 因為沒有其
他的人 她就一絲不掛的晒太陽 不多久 她聽到有人來
了 她改成趴下來的姿勢 而且在背上蓋了一條浴巾 來的
人是飯店的經理 要求她更換地方 辣妹不解的問：﹁為什
麼呢？﹂經理回答：﹁因為妳正好躺在餐廳的天窗上面 餐
廳內的客人現在全部亂成一團 ﹂我們修行不是給人家看
的 你每天在家裡有沒有修？沒有人看得到 都是你自己的
事情 你自己的覺受 你也自己知道 你不是修給師尊的
是修給你自己的 別人不知道你修得如何 像要做法會的七
眼佛母 祂都看得見你的 祂有第三眼 這裡就有三個眼睛
了 雙手都有雙眼 腳心都有雙眼 什麼祂都看得見的 你
有修？沒有修？佛菩薩都知道 你修到什麼境界 佛菩薩知
道 別人是不知道的 你可以自欺欺人 但是你欺騙不了佛
菩薩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還是要實修 因為將來你要成就
一定要實修的
有一個經理姓李 今天又鼻青臉腫來公司上班 職員甲
問：﹁李經理 怎麼啦？﹂職員乙就講：﹁一定是被老婆
打 ﹂甲說：﹁你怎麼知道呢？﹂乙就說：﹁每次經裡找我
麻煩的話 我就寄辣妹的照片去他家 ﹂這是一種行為 這
個行為不是很正當的行為 所以師尊的事 旁邊的侍者不可
以打小報告 我也坦白講 師母去新加坡去了幾天 我每一
天晚上很規矩的在家裡 有誰可以證明哪？佛菩薩可以證
明 我在戒壇之前 絕無虛言 每天只是在家裡 另外還有
一個人可以證明我到十一點都還沒有出過門 就是蓮 上師
可以證明 她怎麼樣子呢？她知道師母已經去新加坡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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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輪子能夠轉 有時候不能轉 就是說你
還有分別 你還有一些障礙 雖然見了道 你還是有障礙
還有分別 就會變成這樣子 稱為﹁異輪道﹂ 這樣大家了
解嗎？我解釋這兩段給大家聽
所以要把軸修得很好 要把輪也修得很好 然後把輪跟
軸接起來 剛剛好密合 那個時候輪子就會轉 那等於是你
已經完全沒有分別了 而且你完全沒有障礙 你所悟的跟你
所修的能夠配合起來了 所以見道不算什麼 你看到了 你
見了道 不算什麼 但是你必須要再靠修行 修到輪跟軸能
夠完全 都可以輪子很順的轉 這樣子才叫做修道 我們臺
灣一例一休就已經搞得大家糊里糊塗 我也糊里糊塗 每一
個東西都漲價 我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還好 再三個禮
拜就回美國了 就沒有一例一休了
有一天 全臺灣的工廠都停工了 商店也全部關門了
所有政府機關也全部停擺了 股市也停止交易了 許多家庭
都會在門口貼上標語 表達你自己的訴求 街上殘留了爆炸
物跟火藥味 每一個人每天都無所事事 有的喝酒 有的賭
錢 小孩子到處要錢 這種情況我們叫做什麼？叫春節 春
節是什麼啊？休假 全部停擺啊！我們修行沒有停擺的 沒

三個晚上還是四個晚上 她從來沒有放鬆她的工作 她一直
工作到晚上十一點 可以講她可以當我的證明 而且鄭醫師
也可以證明我一個晚上 對不對？師母不在的時候 他也可
以證明我一個晚上 她可以證明我三個晚上 鄭醫師跟鄭師
母到我家來 陪我一直到晚上快要一點鐘 反正他們講話不
到十二點是不會走的 鄭醫師跟鄭師母講話都超過十二點
然後蓮‧是到十一點 明明知道我有那種需要 妳還要留下
來到十一點 也不放假一天 所以我真的 戒壇之前絕無虛
言 我是四個晚上都在家裡 所以 師母 安啦！她出去一
個月 我也不會出門的 因為我沒有路可以走 無路可去
呀！對呀！我也沒有穿過便服 我回來到現在 除了穿睡衣
以外 沒有穿過便服 什麼微服出巡哪？絕對沒有這回事
回來到現在全部穿喇嘛裝 沒有一次穿什麼叫做便服 沒有
的 阿兵哥是有便服 師尊是沒有的
笑話：聽說坐公車 最後一排的中間位子會有帝王的感
覺 於是今天我就試了一下 哇！果然君臨天下 滿朝文武
在兩旁 坐公車 上來 到最後一排 中間的位子一坐
喔！君臨天下 正在感覺不錯的時候 司機突然一個緊急煞
車 哇！我的天哪！差一點駕崩啦！呵呵 一煞車他就衝出
去 駕崩
所以 人不用太高興 不管你在什麼地位都不要太高
興 無常就是一個真理 人間沒有什麼常態的 不要以為只
有阿扁被拉下來坐監牢的總統 在韓國 你看 多少總統下
來統統被關 現任的總統現在也是關起來 才做總統幾個月
啊！不到幾個月就被關起來了 所以一切都是無常嘛！你見
了道就會懂得無我 見了道就會知道無我 你見了道你也了
解無常 你也了解無我 這個時候才能夠登地呀！就是說從
初地到第十地 一地一地這樣子登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有什麼一例一休 沒有這回事 我們修行是永遠在轉 那才
能夠登地 從初地一直到十地 十地以上就是佛了 每天都
要修行 每天都要修的 要修到非常地完美 perfect
達
到了完美的境界 沒有什麼叫做休假的 什麼春節啦 清
明 長假啊 什麼假 什麼假 沒有的
有一位辣妹到住宿飯店的頂樓進行日光浴 因為沒有其
他的人 她就一絲不掛的晒太陽 不多久 她聽到有人來
了 她改成趴下來的姿勢 而且在背上蓋了一條浴巾 來的
人是飯店的經理 要求她更換地方 辣妹不解的問：﹁為什
麼呢？﹂經理回答：﹁因為妳正好躺在餐廳的天窗上面 餐
廳內的客人現在全部亂成一團 ﹂我們修行不是給人家看
的 你每天在家裡有沒有修？沒有人看得到 都是你自己的
事情 你自己的覺受 你也自己知道 你不是修給師尊的
是修給你自己的 別人不知道你修得如何 像要做法會的七
眼佛母 祂都看得見你的 祂有第三眼 這裡就有三個眼睛
了 雙手都有雙眼 腳心都有雙眼 什麼祂都看得見的 你
有修？沒有修？佛菩薩都知道 你修到什麼境界 佛菩薩知
道 別人是不知道的 你可以自欺欺人 但是你欺騙不了佛
菩薩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還是要實修 因為將來你要成就
一定要實修的
有一個經理姓李 今天又鼻青臉腫來公司上班 職員甲
問：﹁李經理 怎麼啦？﹂職員乙就講：﹁一定是被老婆
打 ﹂甲說：﹁你怎麼知道呢？﹂乙就說：﹁每次經裡找我
麻煩的話 我就寄辣妹的照片去他家 ﹂這是一種行為 這
個行為不是很正當的行為 所以師尊的事 旁邊的侍者不可
以打小報告 我也坦白講 師母去新加坡去了幾天 我每一
天晚上很規矩的在家裡 有誰可以證明哪？佛菩薩可以證
明 我在戒壇之前 絕無虛言 每天只是在家裡 另外還有
一個人可以證明我到十一點都還沒有出過門 就是蓮 上師
可以證明 她怎麼樣子呢？她知道師母已經去新加坡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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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活動∕ 壇城開光加持及開示
文字∕ 燃燈雜誌整理
地點∕ 慈航雷藏寺

灌頂∕ 九鳳破穢法

㈻佛的㆟，第㆒個要﹁止貪﹂。
止貪，你就能夠逃出㈥道輪迴。
我

們首先還是敬禮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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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有網路直播嗎？沒
有 喔 那就不用講 反正大家吉祥 大家晚安
已經來過幾次了？今天是第六次 哇！那麼多喔！很少
有這種現象 來過六次 因為這裡是我以前曾經走過的地
方 就是我當測量官的時候有到過這裡 我現在問一下﹁六
甲頂﹂在哪裡？臺南永康是六甲頂 離這裡多遠？兩公里
六甲媽祖在這裡 我到過六甲媽祖 寫在書上 然後請問柳
營在哪裡？六公里 請問林鳳營在哪裡？四公里 這是以前
我測量的地方 柳營 林鳳營 六甲頂都是我以前測量的地
方
那時候 來這裡測量 應該有一個飛彈營在這裡 飛彈
營在哪裡？六甲進去一公里 那時候我就住在飛彈營裡面
臺灣全省的飛彈全部是我測量的 所有的飛彈基地營 我全
部都知道 從高雄的鳳鼻頭開始 一直到宜蘭的南湖大山
到木柵︿指南宮﹀後山 一直到新竹尖筆山 一直到關廟歸
仁 關廟有種鳳梨的鳳梨山 全省的飛彈基地都是我測量
的 我是跑全省 另外還有臺北都市計畫 臺北都更都是我

測量的 我是測量木柵 景美那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興隆
路 我以前住在那裡 全省我都住過 那是年輕時候的事
情 所以我對這裡很熟 常常跑來跑去 在這附近都有測量
過
這裡叫官田 官田區 欸！阿扁的故鄉在哪裡？在官田
喔！人生的命運 按照佛陀講的 一切都是無常 你講無常
啊 欸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墳場？在︿赤山龍湖巖﹀ 對
嗎？我去過︿赤山龍湖巖﹀ 有一個很大的公墓 我曾經在
那邊修行 晚上的時候到那個墳場去修行 距離這裡多遠？
一公里 公路下去就到了 ︿赤山龍湖巖﹀
︿赤山龍湖巖﹀裡面有十八羅漢 你們去過沒有？有沒
有十八羅漢？︵答：有︶其實是十六羅漢 他加上了彌勒跟
梁武帝 所以變成十八 應該是十六羅漢 因為有一些羅漢
的名字太長 像賓頭顱跋羅馱 他就把祂變成兩個人 所以
就多出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羅漢的名字也很長 所以他又把
祂變成兩個 所以佛教傳下來的時候難免會有錯誤 以為是
兩個人 其實是一個人 所以應該是十六羅漢 沒有十八羅
漢
那麼到了這裡要講什麼呢？請教 ︵答：師尊高興就
好︶我高興就好？我今天是很高興啦！但是你不能講說高
興 高興也是對啦！佛陀曾經這樣子講 當初我開始學佛的
時候 有一個人早上到我家 就是張澄基教授 他是博士
張澄基博士 他來有兩件事 第一個 他請我加持他的身
體 然後他順便皈依 他有一間房子在八卦山 好像是政府
日據時代的宿舍 是在他的名下 請我去看地理 可以住
他就會住 不能住 他就要賣掉 我幫他做這兩樣事情 就
是皈依加持跟看他家的風水
另外一位就是李炳南先生 李炳南先生在臺中︿菩提醫
院﹀講經 那時候我都有去聽經 有我們測量連│南門橋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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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活動∕ 壇城開光加持及開示
文字∕ 燃燈雜誌整理
地點∕ 慈航雷藏寺

灌頂∕ 九鳳破穢法

㈻佛的㆟，第㆒個要﹁止貪﹂。
止貪，你就能夠逃出㈥道輪迴。
我

們首先還是敬禮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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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有網路直播嗎？沒
有 喔 那就不用講 反正大家吉祥 大家晚安
已經來過幾次了？今天是第六次 哇！那麼多喔！很少
有這種現象 來過六次 因為這裡是我以前曾經走過的地
方 就是我當測量官的時候有到過這裡 我現在問一下﹁六
甲頂﹂在哪裡？臺南永康是六甲頂 離這裡多遠？兩公里
六甲媽祖在這裡 我到過六甲媽祖 寫在書上 然後請問柳
營在哪裡？六公里 請問林鳳營在哪裡？四公里 這是以前
我測量的地方 柳營 林鳳營 六甲頂都是我以前測量的地
方
那時候 來這裡測量 應該有一個飛彈營在這裡 飛彈
營在哪裡？六甲進去一公里 那時候我就住在飛彈營裡面
臺灣全省的飛彈全部是我測量的 所有的飛彈基地營 我全
部都知道 從高雄的鳳鼻頭開始 一直到宜蘭的南湖大山
到木柵︿指南宮﹀後山 一直到新竹尖筆山 一直到關廟歸
仁 關廟有種鳳梨的鳳梨山 全省的飛彈基地都是我測量
的 我是跑全省 另外還有臺北都市計畫 臺北都更都是我

測量的 我是測量木柵 景美那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興隆
路 我以前住在那裡 全省我都住過 那是年輕時候的事
情 所以我對這裡很熟 常常跑來跑去 在這附近都有測量
過
這裡叫官田 官田區 欸！阿扁的故鄉在哪裡？在官田
喔！人生的命運 按照佛陀講的 一切都是無常 你講無常
啊 欸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墳場？在︿赤山龍湖巖﹀ 對
嗎？我去過︿赤山龍湖巖﹀ 有一個很大的公墓 我曾經在
那邊修行 晚上的時候到那個墳場去修行 距離這裡多遠？
一公里 公路下去就到了 ︿赤山龍湖巖﹀
︿赤山龍湖巖﹀裡面有十八羅漢 你們去過沒有？有沒
有十八羅漢？︵答：有︶其實是十六羅漢 他加上了彌勒跟
梁武帝 所以變成十八 應該是十六羅漢 因為有一些羅漢
的名字太長 像賓頭顱跋羅馱 他就把祂變成兩個人 所以
就多出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羅漢的名字也很長 所以他又把
祂變成兩個 所以佛教傳下來的時候難免會有錯誤 以為是
兩個人 其實是一個人 所以應該是十六羅漢 沒有十八羅
漢
那麼到了這裡要講什麼呢？請教 ︵答：師尊高興就
好︶我高興就好？我今天是很高興啦！但是你不能講說高
興 高興也是對啦！佛陀曾經這樣子講 當初我開始學佛的
時候 有一個人早上到我家 就是張澄基教授 他是博士
張澄基博士 他來有兩件事 第一個 他請我加持他的身
體 然後他順便皈依 他有一間房子在八卦山 好像是政府
日據時代的宿舍 是在他的名下 請我去看地理 可以住
他就會住 不能住 他就要賣掉 我幫他做這兩樣事情 就
是皈依加持跟看他家的風水
另外一位就是李炳南先生 李炳南先生在臺中︿菩提醫
院﹀講經 那時候我都有去聽經 有我們測量連│南門橋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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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連 再過去就是︿菩提醫院﹀ 就是︿太虛紀念館﹀ 那
時候的院長叫做于凌波 是一個佛教徒 他開設︿菩提醫
院﹀ 李炳南經常在那邊講經 我到李炳南的家｜臺中正氣
街九號 我到他的家 我說：﹁張澄基博士寫了一本書 叫
︽什麼是佛法︾ ﹂ 李炳南就很生氣 他經常生氣的 沒
什麼關係 老人家難免會生氣 他說：﹁我要問問他﹃佛法
是什麼﹄？﹂就是張澄基博士寫了一本冊子 叫︽什麼是佛
法︾ 李炳南老居士就講：﹁我要問他佛法是什麼？﹂
現在問你們 什麼是佛法？佛法是什麼？大家扼要講一
下 讓我聽聽看 你們到底懂不懂佛法 大家都在學佛啊！
那你不懂佛法是什麼或什麼是佛法 那學什麼佛？啊？什麼
都是佛法也什麼都不是佛法？這個對了一點 算是答對一
條 不是二條 行住坐臥都是佛法 也算對啦！因為延續下
去 是二條 好了 跟大家講 佛陀曾經這樣子講過一句

話：﹁一切器世間全部是無常 只有一樣東西是永生不滅
不生不死 那個才是叫做解脫 ﹂佛陀本身的真意 最重要
的一點 就是﹁一切都是無常 一切都是無我﹂ 就是諸行
無常 諸法無我 最重要的你要得到涅槃寂靜
所以有人講佛法﹁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
諸佛法﹂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是起頭 好像你要跑
步 路跑 那個起頭就是﹁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但是
它的重點在﹁自淨其意﹂；自淨其意也就是完全清淨 這個
時候是終點站 這個終點站﹁自淨其意﹂了以後 就變成
﹁涅槃寂靜﹂ 這是三法印裡面提到 如果你們合於佛法
你們就可以看到 無常就是佛法 無我也是佛法 最後的涅
槃寂靜這是最究竟的佛法
所以剛剛在三樓 堂主跟我說：﹁祢就寫一個偈嘛 ﹂
我說：﹁寫什麼偈？﹂他說：﹁究竟的偈 ﹂我筆放下我就
不寫了 因為﹁究竟﹂沒得寫 最後我寫了那個 不過是
方便而已 真正的究竟是涅槃寂靜 當然也有人問師尊：
﹁請問師尊 涅槃寂靜是有知還是無知？﹂這個很深喔！
涅槃寂靜是有知還是無知？你們選擇什麼？有知？無知？
我告訴你 問這個我從來不答 為什麼呢？你還沒到地
頭 還沒有涅槃寂靜 你還會去管什麼有知 無知？這個
用你管嗎？到時候你就知道 這個不用答 人家如果問你
這個 你不用答
還有一些事情 其實師尊都不用答的 什麼事啊？有
人問：﹁師尊啊！我家的雞為什麼不吃米？﹂請問你們
你怎麼答？這種事情你也不用答 人家問你這個事情：
﹁師尊 我家的雞為什麼不吃米？﹂這個你不用答 為什
麼呢？因為我不是雞呀！我也不是你家的雞呀！我是屬雞
啦！但是我不是真正的雞呀！對不對？我也不是你家的雞
呀！牠為什麼不吃米？我哪裡會知道 那請××來講 她
就會知道 因為她跟任何動物都可以說話 我是不知道

的 但是佛陀曾經講過 你不是那個 你就不要講那個 佛
陀曾經這樣子講 你既然不是那個 你如何會了解那個
所以剛剛堂主跟我講 講一些快樂的事情 講快樂是
嗎？師尊高興 所以今天是高興講什麼就講什麼 其實釋迦
牟尼佛也講屬於﹁入世間法﹂ 祂也講﹁出世間法﹂ 最高
的境界仍然是究竟涅槃寂靜 其它的都是無常 有變化 所
以我們學佛守住一個原則﹁無我 無常 苦 空﹂ 四聖諦
呀！佛陀從開始就講初轉法輪是四聖諦 到最後的法輪 臨
走涅槃的時候 祂也是提到四聖諦﹁苦集滅道﹂ 這是最重
要的
但是祂知道苦行不是佛法 祂也修過苦行 在雪山六
年 修了六年的苦行 祂知道不是佛法 但是祂也沒有教你
去享樂主義 祂也沒有 但是重點 祂的內心一直都是愉
悅 快樂的 為什麼會心中很快樂？因為祂悟了道 自然會
快樂 佛法最重要﹁悟無所得 頓斷煩惱﹂
在雷藏寺講了 為什麼﹁悟無所得 頓斷煩惱呢？﹂因
無常故 沒有所謂的常態 悟無常故 所以沒有所得 包括
你的身體就是無我 你的身體也是一樣的無常 房子也會無
常 沒有永遠的雷藏寺 也不一定有永遠的︿真佛宗﹀ 因
為︿真佛宗﹀也在無常之中 房子 器世間 娑婆世界全在
無常之中 那無我呢？就歸到自己身上 當然你也是地
水 火 風的一合相 ︻金剛經︼裡面講的一合相 其實任
何東西都是一合相 這個桌子是木頭所做的 還有栓 還有
一些鐵 木頭 他們做起來就叫桌子 把它拆開它又是木
頭 所以桌子只是暫時的存在 這個不用丟到垃圾場 把它
弄壞 燒掉就沒有了 全部都是一合相 所以講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知道無所得 所以就變成菩薩 菩提薩埵
就是菩薩 你就變成菩薩
沒有什麼是永遠的 沒有永遠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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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連 再過去就是︿菩提醫院﹀ 就是︿太虛紀念館﹀ 那
時候的院長叫做于凌波 是一個佛教徒 他開設︿菩提醫
院﹀ 李炳南經常在那邊講經 我到李炳南的家｜臺中正氣
街九號 我到他的家 我說：﹁張澄基博士寫了一本書 叫
︽什麼是佛法︾ ﹂ 李炳南就很生氣 他經常生氣的 沒
什麼關係 老人家難免會生氣 他說：﹁我要問問他﹃佛法
是什麼﹄？﹂就是張澄基博士寫了一本冊子 叫︽什麼是佛
法︾ 李炳南老居士就講：﹁我要問他佛法是什麼？﹂
現在問你們 什麼是佛法？佛法是什麼？大家扼要講一
下 讓我聽聽看 你們到底懂不懂佛法 大家都在學佛啊！
那你不懂佛法是什麼或什麼是佛法 那學什麼佛？啊？什麼
都是佛法也什麼都不是佛法？這個對了一點 算是答對一
條 不是二條 行住坐臥都是佛法 也算對啦！因為延續下
去 是二條 好了 跟大家講 佛陀曾經這樣子講過一句

話：﹁一切器世間全部是無常 只有一樣東西是永生不滅
不生不死 那個才是叫做解脫 ﹂佛陀本身的真意 最重要
的一點 就是﹁一切都是無常 一切都是無我﹂ 就是諸行
無常 諸法無我 最重要的你要得到涅槃寂靜
所以有人講佛法﹁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
諸佛法﹂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是起頭 好像你要跑
步 路跑 那個起頭就是﹁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但是
它的重點在﹁自淨其意﹂；自淨其意也就是完全清淨 這個
時候是終點站 這個終點站﹁自淨其意﹂了以後 就變成
﹁涅槃寂靜﹂ 這是三法印裡面提到 如果你們合於佛法
你們就可以看到 無常就是佛法 無我也是佛法 最後的涅
槃寂靜這是最究竟的佛法
所以剛剛在三樓 堂主跟我說：﹁祢就寫一個偈嘛 ﹂
我說：﹁寫什麼偈？﹂他說：﹁究竟的偈 ﹂我筆放下我就
不寫了 因為﹁究竟﹂沒得寫 最後我寫了那個 不過是
方便而已 真正的究竟是涅槃寂靜 當然也有人問師尊：
﹁請問師尊 涅槃寂靜是有知還是無知？﹂這個很深喔！
涅槃寂靜是有知還是無知？你們選擇什麼？有知？無知？
我告訴你 問這個我從來不答 為什麼呢？你還沒到地
頭 還沒有涅槃寂靜 你還會去管什麼有知 無知？這個
用你管嗎？到時候你就知道 這個不用答 人家如果問你
這個 你不用答
還有一些事情 其實師尊都不用答的 什麼事啊？有
人問：﹁師尊啊！我家的雞為什麼不吃米？﹂請問你們
你怎麼答？這種事情你也不用答 人家問你這個事情：
﹁師尊 我家的雞為什麼不吃米？﹂這個你不用答 為什
麼呢？因為我不是雞呀！我也不是你家的雞呀！我是屬雞
啦！但是我不是真正的雞呀！對不對？我也不是你家的雞
呀！牠為什麼不吃米？我哪裡會知道 那請××來講 她
就會知道 因為她跟任何動物都可以說話 我是不知道

的 但是佛陀曾經講過 你不是那個 你就不要講那個 佛
陀曾經這樣子講 你既然不是那個 你如何會了解那個
所以剛剛堂主跟我講 講一些快樂的事情 講快樂是
嗎？師尊高興 所以今天是高興講什麼就講什麼 其實釋迦
牟尼佛也講屬於﹁入世間法﹂ 祂也講﹁出世間法﹂ 最高
的境界仍然是究竟涅槃寂靜 其它的都是無常 有變化 所
以我們學佛守住一個原則﹁無我 無常 苦 空﹂ 四聖諦
呀！佛陀從開始就講初轉法輪是四聖諦 到最後的法輪 臨
走涅槃的時候 祂也是提到四聖諦﹁苦集滅道﹂ 這是最重
要的
但是祂知道苦行不是佛法 祂也修過苦行 在雪山六
年 修了六年的苦行 祂知道不是佛法 但是祂也沒有教你
去享樂主義 祂也沒有 但是重點 祂的內心一直都是愉
悅 快樂的 為什麼會心中很快樂？因為祂悟了道 自然會
快樂 佛法最重要﹁悟無所得 頓斷煩惱﹂
在雷藏寺講了 為什麼﹁悟無所得 頓斷煩惱呢？﹂因
無常故 沒有所謂的常態 悟無常故 所以沒有所得 包括
你的身體就是無我 你的身體也是一樣的無常 房子也會無
常 沒有永遠的雷藏寺 也不一定有永遠的︿真佛宗﹀ 因
為︿真佛宗﹀也在無常之中 房子 器世間 娑婆世界全在
無常之中 那無我呢？就歸到自己身上 當然你也是地
水 火 風的一合相 ︻金剛經︼裡面講的一合相 其實任
何東西都是一合相 這個桌子是木頭所做的 還有栓 還有
一些鐵 木頭 他們做起來就叫桌子 把它拆開它又是木
頭 所以桌子只是暫時的存在 這個不用丟到垃圾場 把它
弄壞 燒掉就沒有了 全部都是一合相 所以講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知道無所得 所以就變成菩薩 菩提薩埵
就是菩薩 你就變成菩薩
沒有什麼是永遠的 沒有永遠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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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師尊是不是多事？太多事 怎麼多事呢？我本來
就是一個無心道人 人家怎麼做就怎麼做 前幾天有人 就
是今天吧？還是前天 說我寫﹁某某是詐騙集團﹂ 在網路
上傳說 因為我講了一句﹁某某是詐騙集團﹂ 這是我多
事 但是你要保護師尊 不可以把這個貼出來 其實我們也
知道 ××是詐騙集團 那我是不是多事啊？因為臺灣通常
是出產詐騙集團 他們也不顧你年紀多大 或者是怎麼樣
子 總之把你的錢騙光了
而且我們臺灣的詐騙集團還外銷到全世界 連美國都有
詐騙集團 馬來西亞 印尼啦！任何地方都外銷出去 中國
大陸任何地方都有詐騙集團 ××那裡只不過是一個詐騙集
團 那我又何必多事呢？把××的事情寫書 是不是太寵她
了？以我來說 以佛教來講 你根本就不用去理她 各有因
緣所在 雖然她在︿真佛宗﹀裡面成長 成為︿真佛宗﹀的
詐騙集團 那又何必理她呢？跟她有緣的就跟她去吧！跟佛
有緣的就跟佛吧！
這個詐騙集團也只不過是在臺灣這個土地上 詐騙集團
當中的一個小詐騙集團 要揪出詐騙集團 你能夠抓得完
嗎？臺灣那麼多的詐騙集團已經繁延到各地去了 哪裡能夠
抓得完？祢寫了不是多餘的嗎？祢好好自己安心在家 皈依
了自己心中的自性 就是佛性 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將來成
就 不再惹娑婆世界的是非 不跟眾生結緣 祢跟誰都不要
結緣 善緣 惡緣都不要結 祢不是永遠會下降娑婆了？
今天我看了我自己︽寫鬼︾那一本書以後 唉呀 真是
多事啊！祢真的是 本來是無事道人 怎麼變成多事道人？
我這一多事 哇 再經過不知道多久時間 又要重新再來娑
婆世界 祢這個業是永遠存在的 寫了這本書 我的業就永
遠存在 下輩子還要來度化她好辛苦 我本來想說這一輩子
就了了 結果不行 下輩子還要再來 還要重新度很難度很
難度的這個小胖子 那不是很淒慘的命運嗎？

我自己造了這種業 唉呀！苦啊！阿嬤喂！所以有時候
啊！無意之中祢就造了業 我本來是無事道人 當然︿真佛
宗﹀有詐騙集團 實在也不少 不是只有她一個 她是大詐
騙 還有很多的小詐騙 中詐騙 在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裡面有很多 這也是人性 因為人性本來就是
貪 那一個不貪呢？所以難免 這樣子已經是盡量少一點
我們學佛的話 第一個要止貪 要止這個貪 要怎麼止
啊？你要知道﹁無所得﹂就不會貪哪！知道無常 無我 你
就不會貪哪！可見大家雖然只知道名詞上的﹁苦 空 無
常 無我﹂ 大家知道 但事實上你做不到啊！所以沒有人
做得到 這個命 運 是命還是運？命也 運也 既然做
了 就要承擔 下輩子再來 生生世世度眾生
那麼 學佛 真正在外的行為上 就是﹁止貪﹂ 你只
要這個貪念不起 你就非常了不起 如果你還有貪念 你要
常常想：貪也是苦 貪也是空 貪也是無常 貪也是無我
然後想一想 把這個貪念去除 你已經學佛 就已經很有成
就了 你只要能夠達到止貪 你就非常有成就了
學佛的人是貪不得 因為﹁貪﹂就一定有業報 你永遠
在六道裡面輪迴 出不了六道 除非你止貪了 你就超出六
道 就已經成為菩薩了 ︻心經︼裡面講﹁因無所得故菩提
薩埵﹂ 你就變成菩薩 什麼是無所得？因為你悟了無所
得 你就止貪 你就變成菩薩 你為眾生做善事 做你根本
上的修行 做你世上的夢功德 你沒有貪念 你就是真正的
菩薩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講﹁沒有貪念就是真正的菩薩﹂！當
然這個﹁貪﹂包含很多 貪名 貪利 貪色都屬於﹁貪﹂
全部都是屬於貪 你一定逃不出六道輪迴；能夠逃得出六道
輪迴的 ﹁止貪﹂就能夠逃出六道輪迴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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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師尊是不是多事？太多事 怎麼多事呢？我本來
就是一個無心道人 人家怎麼做就怎麼做 前幾天有人 就
是今天吧？還是前天 說我寫﹁某某是詐騙集團﹂ 在網路
上傳說 因為我講了一句﹁某某是詐騙集團﹂ 這是我多
事 但是你要保護師尊 不可以把這個貼出來 其實我們也
知道 ××是詐騙集團 那我是不是多事啊？因為臺灣通常
是出產詐騙集團 他們也不顧你年紀多大 或者是怎麼樣
子 總之把你的錢騙光了
而且我們臺灣的詐騙集團還外銷到全世界 連美國都有
詐騙集團 馬來西亞 印尼啦！任何地方都外銷出去 中國
大陸任何地方都有詐騙集團 ××那裡只不過是一個詐騙集
團 那我又何必多事呢？把××的事情寫書 是不是太寵她
了？以我來說 以佛教來講 你根本就不用去理她 各有因
緣所在 雖然她在︿真佛宗﹀裡面成長 成為︿真佛宗﹀的
詐騙集團 那又何必理她呢？跟她有緣的就跟她去吧！跟佛
有緣的就跟佛吧！
這個詐騙集團也只不過是在臺灣這個土地上 詐騙集團
當中的一個小詐騙集團 要揪出詐騙集團 你能夠抓得完
嗎？臺灣那麼多的詐騙集團已經繁延到各地去了 哪裡能夠
抓得完？祢寫了不是多餘的嗎？祢好好自己安心在家 皈依
了自己心中的自性 就是佛性 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將來成
就 不再惹娑婆世界的是非 不跟眾生結緣 祢跟誰都不要
結緣 善緣 惡緣都不要結 祢不是永遠會下降娑婆了？
今天我看了我自己︽寫鬼︾那一本書以後 唉呀 真是
多事啊！祢真的是 本來是無事道人 怎麼變成多事道人？
我這一多事 哇 再經過不知道多久時間 又要重新再來娑
婆世界 祢這個業是永遠存在的 寫了這本書 我的業就永
遠存在 下輩子還要來度化她好辛苦 我本來想說這一輩子
就了了 結果不行 下輩子還要再來 還要重新度很難度很
難度的這個小胖子 那不是很淒慘的命運嗎？

我自己造了這種業 唉呀！苦啊！阿嬤喂！所以有時候
啊！無意之中祢就造了業 我本來是無事道人 當然︿真佛
宗﹀有詐騙集團 實在也不少 不是只有她一個 她是大詐
騙 還有很多的小詐騙 中詐騙 在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裡面有很多 這也是人性 因為人性本來就是
貪 那一個不貪呢？所以難免 這樣子已經是盡量少一點
我們學佛的話 第一個要止貪 要止這個貪 要怎麼止
啊？你要知道﹁無所得﹂就不會貪哪！知道無常 無我 你
就不會貪哪！可見大家雖然只知道名詞上的﹁苦 空 無
常 無我﹂ 大家知道 但事實上你做不到啊！所以沒有人
做得到 這個命 運 是命還是運？命也 運也 既然做
了 就要承擔 下輩子再來 生生世世度眾生
那麼 學佛 真正在外的行為上 就是﹁止貪﹂ 你只
要這個貪念不起 你就非常了不起 如果你還有貪念 你要
常常想：貪也是苦 貪也是空 貪也是無常 貪也是無我
然後想一想 把這個貪念去除 你已經學佛 就已經很有成
就了 你只要能夠達到止貪 你就非常有成就了
學佛的人是貪不得 因為﹁貪﹂就一定有業報 你永遠
在六道裡面輪迴 出不了六道 除非你止貪了 你就超出六
道 就已經成為菩薩了 ︻心經︼裡面講﹁因無所得故菩提
薩埵﹂ 你就變成菩薩 什麼是無所得？因為你悟了無所
得 你就止貪 你就變成菩薩 你為眾生做善事 做你根本
上的修行 做你世上的夢功德 你沒有貪念 你就是真正的
菩薩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講﹁沒有貪念就是真正的菩薩﹂！當
然這個﹁貪﹂包含很多 貪名 貪利 貪色都屬於﹁貪﹂
全部都是屬於貪 你一定逃不出六道輪迴；能夠逃得出六道
輪迴的 ﹁止貪﹂就能夠逃出六道輪迴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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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圖片∕ 燃燈雜誌
法會∕ 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
地點∕ 台灣雷藏寺
灌頂∕ 獅面空行母本尊法

看看︽寫鬼︾這本書就可以抓出江湖術士
人手一本 很重要！
進到身體中脈裡面的智慧氣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 呼吸旋轉很順就是好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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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面空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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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
我們與會的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
及夫人 Judy 師姐 廖大使是今天剛到 他很快的就來參加
這個法會 謝謝他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
人韓霧珍女士 他們是全勤獎 在這半年 half year 每一
個禮拜六都有來參加 從來沒有缺席過 ︿中央研究院﹀院
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謝謝他們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他是醫好師尊腳的
鄭醫師 你們到中山醫院只要說：﹁我要找老大 ﹂就可以
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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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支持﹁真佛般若藏﹂ 也支持周慧芳律師 是
相等的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中國深圳

︿前海國際船艇中心﹀董事長文煥先生 馬來西亞拿督雷豐
毅先生 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倩小姐 馬來西亞拿
督李海安先生 夫人拿汀李菁女士及千金李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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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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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感謝香港嚴頌銘先生打
齋十萬元 林儁烽先生 林泳希小姐打齋十萬元 林建誠夫
婦打齋十萬元 黃少康合家打齋十萬元 程師姐打齋十萬
元 梁維芯小姐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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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사
합니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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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aude. ︵葡萄牙
語：祝你健康︶
今天我們是做獅面空行母的護摩 這個法曾經傳過 祂
是藏密裡面紅教寧瑪派的三大護法之一 三大護法剛剛都有
降臨 一位是先東媽 先東媽就是獅面空行母 阿松媽就是
一髻佛母 另外還有喇呼喇尊者 就是紅教寧瑪派三大護
法 還沒有說法開示以前 師尊先講明天在新竹的法會 就
是度母當中的白度母 又叫﹁七眼佛母﹂ 因為祂有七個眼
睛 中間有一個眼睛 兩邊各一個眼睛 在祂的手心各有一
個眼睛 左手心 右手心 兩個腳底都有眼睛 所以我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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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
我們與會的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
及夫人 Judy 師姐 廖大使是今天剛到 他很快的就來參加
這個法會 謝謝他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
人韓霧珍女士 他們是全勤獎 在這半年 half year 每一
個禮拜六都有來參加 從來沒有缺席過 ︿中央研究院﹀院
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士 謝謝他們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他是醫好師尊腳的
鄭醫師 你們到中山醫院只要說：﹁我要找老大 ﹂就可以
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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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支持﹁真佛般若藏﹂ 也支持周慧芳律師 是
相等的 ︿靜乙企業公司﹀總經理張予甄女士 中國深圳

︿前海國際船艇中心﹀董事長文煥先生 馬來西亞拿督雷豐
毅先生 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倩小姐 馬來西亞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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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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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사
합니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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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aude. ︵葡萄牙
語：祝你健康︶
今天我們是做獅面空行母的護摩 這個法曾經傳過 祂
是藏密裡面紅教寧瑪派的三大護法之一 三大護法剛剛都有
降臨 一位是先東媽 先東媽就是獅面空行母 阿松媽就是
一髻佛母 另外還有喇呼喇尊者 就是紅教寧瑪派三大護
法 還沒有說法開示以前 師尊先講明天在新竹的法會 就
是度母當中的白度母 又叫﹁七眼佛母﹂ 因為祂有七個眼
睛 中間有一個眼睛 兩邊各一個眼睛 在祂的手心各有一
個眼睛 左手心 右手心 兩個腳底都有眼睛 所以我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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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七眼佛母﹂ 白度母最主要是主健康 第一個 健康；
第二個 祂給眾生智慧；第三個 祂給眾生光明；第四個
祂給眾生善心 就是有良知的 很大的善心 善良的心
祂有四個部分 最重要是健康 因為人如果不健康 什
麼都不要想 我當初腳有蜂窩性組織炎 也就是細菌跑進
去 腳腫起來 那時侯是鄭醫師跟感染科醫生 腎臟科醫
生 心臟科醫生 還有好幾個醫生聯合起來會診 本來我是
想這樣子 我的腳如果醫不好 我絕對是退隱 因為蜂窩性
組織炎到了最不好的時候 腳是要截肢的 這個腳一截肢
啊！就變成八仙裡面的李鐵拐 我上法座就拄著拐杖 這樣
上法座 叫祢轉三百六十度 也轉不來啊！用這個手杖去
轉 要 爬 樓 梯 也 很 困 難 腳 一 截 肢 了 就 是 Genpu
Genpu 就是死了
Selamat
死了嗎？沒有死 那個時
候我就決定 如果腳治不好我就退隱了
還好 腳終於恢復了 我要離開的時候 已經在消腫
就是用對了藥 用 tiger 的抗生素才把它退掉 鄭醫師本
身是我的弟子 他是很久的弟子喔！我住在臺灣宜欣社區的
時候他就來了 他那時候才讀醫學院 當學生的時候他就皈
依了 佛青現在已經幾歲了？佛青是四十四歲了 他還抱過
佛青喔！小時候師母很忙 他到家裡來 我在問事 他來幫
忙 他有抱過佛青 那時候他還在讀醫學院 現在已經是
︿中山醫學院﹀的老大 你只要到︿中山醫學院﹀ 你說你
要找老大 哪一個醫生都知道 哪一個護士都知道 他就是
老大 因為他在︿中山醫學院﹀非常久 久到變成老大 其
他的都是在他之下 不在他之上 所以他是老大 找老大就
對了 我們同門打幾折？只要師尊介紹過去的一定打折 人
的健康非常重要！
明天白度母的法會 要教你一種絕對由佛法來治病 由
佛法本身 如來的方法 來治癒你身體哪一個部位的一個方

法 跟一般人講的白度母不太一樣 所以希望在這裡的同門
都可以去參加 你要參加法會也好 你要主祈也好 你要做
功德主也好 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夠參加 因為健康最重要
沒有健康什麼都不要講 當一個人身體有病痛的時候 唯一
的希望就是能夠健康 那時候他不會求別的 什麼都不會
求 他唯一要的就是健康 明天我把這個方法 很仔細地傳
給大家 這是阿底峽尊者的傳承
另外跟大家介紹 昨天晚上我們去看優人神鼓 五十個
同門去看而已 優人神鼓是一種藝術 其中融合了點禪味
禪不是肚子餓的﹁饞﹂ 而是禪宗的禪 主要有三個東西配
合 一個是打鼓 一個是打拳 還有一個是打棍 打棍比較
少 優人神鼓的表演是四月二十一號跟二十二號 在高雄
︿至德堂﹀ 高雄的人可以去看；一個是五月四號到七號
在臺北︿國家劇院﹀ 昨天晚上我給他一個評語：就是﹁一
靜﹂ 很安靜的；﹁一動﹂ 靜就是陰 動就是陽 一靜一
動 一陰一陽 就成為八卦 然後八卦 到圓滿的時候就成
為無極 八卦就是太極 再進去到無邊界的時候叫無極 我
給他的評語是非常好的 另外 蓮妙上師她的畫展 在四月
二十一號到三十號 在︿國父紀念館﹀有蓮妙上師的畫展
其實優人神鼓背景的畫 全部也都是蓮妙上師的畫
我還要介紹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 就是︽寫鬼︾ 我希
望每一個人都要看過這一本書 這是我本身的期望 印尼方
面很少有中文書 但是也應該要訂︽寫鬼︾這一本中文書
馬來西亞當然也可以多訂一些 國外的地方都可以多訂一
些 什麼原因要大家看呢？因為她連吐登悉地仁波切也恐
嚇 吐登悉地有沒有被恐嚇過啊？那天我問他：﹁你去了臺
灣的道場 她都沒有對你怎麼樣嗎？﹂結果吐登悉地回答
我：﹁有 有對我怎麼樣 ﹂我說：﹁她對你怎麼樣？難道
她還敢欺負你嗎？﹂﹁不是 ﹂吐登悉地跟他的藥劑師爸爸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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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七眼佛母﹂ 白度母最主要是主健康 第一個 健康；
第二個 祂給眾生智慧；第三個 祂給眾生光明；第四個
祂給眾生善心 就是有良知的 很大的善心 善良的心
祂有四個部分 最重要是健康 因為人如果不健康 什
麼都不要想 我當初腳有蜂窩性組織炎 也就是細菌跑進
去 腳腫起來 那時侯是鄭醫師跟感染科醫生 腎臟科醫
生 心臟科醫生 還有好幾個醫生聯合起來會診 本來我是
想這樣子 我的腳如果醫不好 我絕對是退隱 因為蜂窩性
組織炎到了最不好的時候 腳是要截肢的 這個腳一截肢
啊！就變成八仙裡面的李鐵拐 我上法座就拄著拐杖 這樣
上法座 叫祢轉三百六十度 也轉不來啊！用這個手杖去
轉 要 爬 樓 梯 也 很 困 難 腳 一 截 肢 了 就 是 Genpu
Genpu 就是死了
Selamat
死了嗎？沒有死 那個時
候我就決定 如果腳治不好我就退隱了
還好 腳終於恢復了 我要離開的時候 已經在消腫
就是用對了藥 用 tiger 的抗生素才把它退掉 鄭醫師本
身是我的弟子 他是很久的弟子喔！我住在臺灣宜欣社區的
時候他就來了 他那時候才讀醫學院 當學生的時候他就皈
依了 佛青現在已經幾歲了？佛青是四十四歲了 他還抱過
佛青喔！小時候師母很忙 他到家裡來 我在問事 他來幫
忙 他有抱過佛青 那時候他還在讀醫學院 現在已經是
︿中山醫學院﹀的老大 你只要到︿中山醫學院﹀ 你說你
要找老大 哪一個醫生都知道 哪一個護士都知道 他就是
老大 因為他在︿中山醫學院﹀非常久 久到變成老大 其
他的都是在他之下 不在他之上 所以他是老大 找老大就
對了 我們同門打幾折？只要師尊介紹過去的一定打折 人
的健康非常重要！
明天白度母的法會 要教你一種絕對由佛法來治病 由
佛法本身 如來的方法 來治癒你身體哪一個部位的一個方

法 跟一般人講的白度母不太一樣 所以希望在這裡的同門
都可以去參加 你要參加法會也好 你要主祈也好 你要做
功德主也好 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夠參加 因為健康最重要
沒有健康什麼都不要講 當一個人身體有病痛的時候 唯一
的希望就是能夠健康 那時候他不會求別的 什麼都不會
求 他唯一要的就是健康 明天我把這個方法 很仔細地傳
給大家 這是阿底峽尊者的傳承
另外跟大家介紹 昨天晚上我們去看優人神鼓 五十個
同門去看而已 優人神鼓是一種藝術 其中融合了點禪味
禪不是肚子餓的﹁饞﹂ 而是禪宗的禪 主要有三個東西配
合 一個是打鼓 一個是打拳 還有一個是打棍 打棍比較
少 優人神鼓的表演是四月二十一號跟二十二號 在高雄
︿至德堂﹀ 高雄的人可以去看；一個是五月四號到七號
在臺北︿國家劇院﹀ 昨天晚上我給他一個評語：就是﹁一
靜﹂ 很安靜的；﹁一動﹂ 靜就是陰 動就是陽 一靜一
動 一陰一陽 就成為八卦 然後八卦 到圓滿的時候就成
為無極 八卦就是太極 再進去到無邊界的時候叫無極 我
給他的評語是非常好的 另外 蓮妙上師她的畫展 在四月
二十一號到三十號 在︿國父紀念館﹀有蓮妙上師的畫展
其實優人神鼓背景的畫 全部也都是蓮妙上師的畫
我還要介紹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 就是︽寫鬼︾ 我希
望每一個人都要看過這一本書 這是我本身的期望 印尼方
面很少有中文書 但是也應該要訂︽寫鬼︾這一本中文書
馬來西亞當然也可以多訂一些 國外的地方都可以多訂一
些 什麼原因要大家看呢？因為她連吐登悉地仁波切也恐
嚇 吐登悉地有沒有被恐嚇過啊？那天我問他：﹁你去了臺
灣的道場 她都沒有對你怎麼樣嗎？﹂結果吐登悉地回答
我：﹁有 有對我怎麼樣 ﹂我說：﹁她對你怎麼樣？難道
她還敢欺負你嗎？﹂﹁不是 ﹂吐登悉地跟他的藥劑師爸爸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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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的媽媽 三個人到了那個道場 一進到××府那裡 她
就拿一根香 趕快點兩頭香 點兩頭香你知道嗎？就是緊急
召請 這個火跟香枝在點當中 ××還受了一點傷 被火燙
到 點兩頭香的時候被火燙到 因為點這邊忘掉這邊 就燙
到了 為了吐登悉地 她點了兩頭香 我問吐登悉地：﹁什
麼原因她要點兩頭香呢？﹂你站起來講 對不對？﹁對﹂
她說：﹁二○一六年的七月 你有特別大的災難 ﹂所以她
點兩頭香 他點了兩頭香以後跟你說什麼？七月會有大災難
我知道啊！好啦！你請坐 Okay 七月會有大災難 結果
許藥劑師臉上面無表情 藍師姐也面無表情 吐登悉地也面
無表情 三個人全部面無表情 她就講不下去了 大災難就
大災難吧！那不然怎麼辦？每一個壇城他都拜 回來之後
藍師姐跟吐登悉地就有睡眠的干擾 我特別到他家去 把他
家的干擾解除掉 那是去年的事情喔！一直過了七月 也沒
什麼事 對不對？﹁對﹂ 都沒有事情 你跟我說有大災
難 也沒有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寫鬼︾ 因為每一個到她那裡的
她都會恐嚇你 你身上有幾個纏身靈 每一個都要超度 隨
她講的 她說你有五個就五個 五十個就五十個 一百個就
一百個 你身上有多少個 連名字都要寫下來 她都記住
馬上百家姓給你編出一個名字 你的纏身靈叫什麼名字 統
統都講出來 那如何呢？﹁一定要將纏身靈超度﹂ 師尊現
在這麼多的纏身靈 五百萬的纏身靈 怎麼超度啊？每一個
人名字都寫出來 哇！五百萬 嚇死人 如果一個人一塊
錢 我就有五百萬 真的是大災難 大家一定要看︽寫鬼︾
呀！你不看不了解
三大要點：恐嚇取財一個要點 你如果被她嚇住了 她
一定要拿你的錢；第二個 養鬼傷人 不只是傷人喔！被這
個鬼抓交替的 不知道有多少！幻聽 幻覺 自殺的 不知
道有多少！第三個 編造很多無數的神通故事來說謊騙人

非常多的神通謊話 非常多的跟蚊子講話 跟螞蟻講話 跟
蜘蛛講話 跟蒼蠅講話 跟烏龜講話 跟螃蟹講話 跟魚講
話 跟大象講話 跟鸚鵡講話 跟變色龍講話 天上的龍都
是她的弟子 地下的蛇也是她的弟子 我師尊也是她的弟
子 對呀！一定的啦！我在好幾世以前當舍利弗 我就認不
出我這個弟子啊！是哪一個來歷那麼大？突然間她也變成釋
迦牟尼佛的弟子！我舍利弗到今天也不敢超度一個人變成
佛 馬上一超度就變成佛的 她一超度就可以變成佛 那不
是我師父是誰？
我到今天為止也不能超度一個人變成佛啊！他已經成佛
了 人家是自修的 像蓮嶝上師他是自修成佛 根本不用超
度他就成佛了；像蓮花益民上師 他一火化 一麻袋的舍利
子 他九十幾歲的時候我看著他 我說：﹁你一定可以成
佛 ﹂一火化 全身都是舍利子 舍利子有一麻袋耶！︿真
佛宗﹀的弟子 他只是修﹁上師相應法﹂ 直接就成佛了
蓮花益民就是加拿大滿地可的弟子 一個老法師 他圓寂以
後我們追封他為上師；劉文卿上師他也自修成佛 他身上也
有舍利子 他也直接就成佛了 劉師母到日本去當吉祥天
劉師母她變成大吉祥天 她穿日本神仙的衣服讓我看 顯化
出來 她是大吉祥天 還有很多的上師 像我們的常智上
師 我看到他的香袋上面寫著四個字﹁往生佛國﹂ 你看我
們長老 他可以往生佛國了 這是我講真的 那個××全部
是講騙人的
我告訴你 你要跟動物講話 除非那個動物是附著靈
的 像以前在印尼 我的媳婦叫珊妮 她爸爸過世 出殯的
時候下大雨 有一隻蝴蝶飛過來 停在她的肩膀上 她說：
﹁蝴蝶 ﹂她就趕牠走 牠不走 一直跟著她 一直到出殯
完了還是跟著她 還在她身上 因為她父親的靈就附在這個
蝴蝶上面 蝴蝶就停在她的身上 像這樣子蝴蝶停在她的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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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的媽媽 三個人到了那個道場 一進到××府那裡 她
就拿一根香 趕快點兩頭香 點兩頭香你知道嗎？就是緊急
召請 這個火跟香枝在點當中 ××還受了一點傷 被火燙
到 點兩頭香的時候被火燙到 因為點這邊忘掉這邊 就燙
到了 為了吐登悉地 她點了兩頭香 我問吐登悉地：﹁什
麼原因她要點兩頭香呢？﹂你站起來講 對不對？﹁對﹂
她說：﹁二○一六年的七月 你有特別大的災難 ﹂所以她
點兩頭香 他點了兩頭香以後跟你說什麼？七月會有大災難
我知道啊！好啦！你請坐 Okay 七月會有大災難 結果
許藥劑師臉上面無表情 藍師姐也面無表情 吐登悉地也面
無表情 三個人全部面無表情 她就講不下去了 大災難就
大災難吧！那不然怎麼辦？每一個壇城他都拜 回來之後
藍師姐跟吐登悉地就有睡眠的干擾 我特別到他家去 把他
家的干擾解除掉 那是去年的事情喔！一直過了七月 也沒
什麼事 對不對？﹁對﹂ 都沒有事情 你跟我說有大災
難 也沒有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寫鬼︾ 因為每一個到她那裡的
她都會恐嚇你 你身上有幾個纏身靈 每一個都要超度 隨
她講的 她說你有五個就五個 五十個就五十個 一百個就
一百個 你身上有多少個 連名字都要寫下來 她都記住
馬上百家姓給你編出一個名字 你的纏身靈叫什麼名字 統
統都講出來 那如何呢？﹁一定要將纏身靈超度﹂ 師尊現
在這麼多的纏身靈 五百萬的纏身靈 怎麼超度啊？每一個
人名字都寫出來 哇！五百萬 嚇死人 如果一個人一塊
錢 我就有五百萬 真的是大災難 大家一定要看︽寫鬼︾
呀！你不看不了解
三大要點：恐嚇取財一個要點 你如果被她嚇住了 她
一定要拿你的錢；第二個 養鬼傷人 不只是傷人喔！被這
個鬼抓交替的 不知道有多少！幻聽 幻覺 自殺的 不知
道有多少！第三個 編造很多無數的神通故事來說謊騙人

非常多的神通謊話 非常多的跟蚊子講話 跟螞蟻講話 跟
蜘蛛講話 跟蒼蠅講話 跟烏龜講話 跟螃蟹講話 跟魚講
話 跟大象講話 跟鸚鵡講話 跟變色龍講話 天上的龍都
是她的弟子 地下的蛇也是她的弟子 我師尊也是她的弟
子 對呀！一定的啦！我在好幾世以前當舍利弗 我就認不
出我這個弟子啊！是哪一個來歷那麼大？突然間她也變成釋
迦牟尼佛的弟子！我舍利弗到今天也不敢超度一個人變成
佛 馬上一超度就變成佛的 她一超度就可以變成佛 那不
是我師父是誰？
我到今天為止也不能超度一個人變成佛啊！他已經成佛
了 人家是自修的 像蓮嶝上師他是自修成佛 根本不用超
度他就成佛了；像蓮花益民上師 他一火化 一麻袋的舍利
子 他九十幾歲的時候我看著他 我說：﹁你一定可以成
佛 ﹂一火化 全身都是舍利子 舍利子有一麻袋耶！︿真
佛宗﹀的弟子 他只是修﹁上師相應法﹂ 直接就成佛了
蓮花益民就是加拿大滿地可的弟子 一個老法師 他圓寂以
後我們追封他為上師；劉文卿上師他也自修成佛 他身上也
有舍利子 他也直接就成佛了 劉師母到日本去當吉祥天
劉師母她變成大吉祥天 她穿日本神仙的衣服讓我看 顯化
出來 她是大吉祥天 還有很多的上師 像我們的常智上
師 我看到他的香袋上面寫著四個字﹁往生佛國﹂ 你看我
們長老 他可以往生佛國了 這是我講真的 那個××全部
是講騙人的
我告訴你 你要跟動物講話 除非那個動物是附著靈
的 像以前在印尼 我的媳婦叫珊妮 她爸爸過世 出殯的
時候下大雨 有一隻蝴蝶飛過來 停在她的肩膀上 她說：
﹁蝴蝶 ﹂她就趕牠走 牠不走 一直跟著她 一直到出殯
完了還是跟著她 還在她身上 因為她父親的靈就附在這個
蝴蝶上面 蝴蝶就停在她的身上 像這樣子蝴蝶停在她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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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不對啦！你要教人家活在當下 你就當下好好的做 你
就可以超度你的父親 母親 超度你的親人 超度蓮紫上師
的阿嬤 蓮紫上師在哪裡呀？那個鸚鵡是他的祖母 蓮紫上
師的祖母就是那一隻鸚鵡 鸚鵡跑哪裡去了？喔 鸚鵡是附
近人家養的 到最後還是人家的 回去人家家裡了 恁祖母
卻被別人養 這個也是不對的啦！三世因果是有的 但是不
能用三世因果來恐嚇取財 這一點是不對的 大家要分清
楚 ︽寫鬼︾這一本書非常重要 你們回去注意 看一看
沒有走到哪裡都碰到鬼的啦！走到哪裡看到一個動物 馬上
就講說：﹁這個動物是你的誰 這個魚是你的誰 這個大象
全部都是修行人 這個鸚鵡是恁阿公還是恁阿嬤還是恁祖
母
﹂反正不曉得 一大堆謊話 看看︽寫鬼︾就可以抓
出江湖術士 人手一本 很重要喔！
師母的哥哥往生了 我在做超度的時候 本來壇城面前
什麼都沒有 突然來了一隻蟋蟀 蟋蟀爬爬爬 家裡什麼時
候有蟋蟀 從來沒有看過蟋蟀 怎麼來了一隻蟋蟀？我在誦
經你走到我的面前 欸！那是師母的哥哥附靈 我告訴你
喔！我沒有敲妳的錢就已經很好了 我知道是妳哥哥本身
來 他沒有辦法顯現他的身體 他附在蟋蟀身上 這是真實
的 我就把這個蟋蟀放到自己家的後山 就是給他放在那個
山的旁邊 然後超度完了 他就會離開 表示說他有來的意
思 我在超度他的時候他有來 有這個意思在這邊
已經講這麼多了 這個是附靈才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我
絕對不會藉這個來敲詐人家 敲詐人的人是不對的！所以
你看嘛！我超度也是免費的 超度妳哥哥也是免費的啦！師
尊幫人家做超度 沒有開口跟人家要錢的啦！絕對是免費的
啦！你要供養一點也可以啦！就是這樣子 這個才是正人君
子嘛！妳包壇就要十六萬美金 開玩笑嘛！××還講：﹁算
你便宜的啦！我給你解決這件事情 你欠那個人有四百萬美

膀上 這是她爸爸的靈魂 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可以跟她爸
爸對話 你知道她爸爸剛剛過世的時候 佛奇在睡覺 兩個
人在睡覺 佛奇醒過來的時候看到 中間睡的就是她爸爸
她爸爸最喜歡的就是珊妮 每天都在她家裡 那時候是鬧得
很厲害 等於家裡鬧鬼差不多 家裡鬧鬼但是是自己家的
鬼 他們都沒有辦法睡覺 有干擾 他從這邊飛過來 佛奇
本來沒有學什麼法的 他也會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給他一指 欸！他本來飛過來的 居然再退回去 再
飛回去 到最後變成我要到他家去 把佛奇的岳父 算是我
的親家公 我還去那裡收這個鬼 我一到那裡 灑淨 結
界 讓他不能出去 在房子裡面灑淨 他到處躲 他的骨灰
罐有一點骨灰 是珊妮帶回來做紀念的 然後他飛到沒有地
方可以去 就飛進寶塔 我把骨灰罐的罐子打開 他就飛進
去骨灰罐裡面 很小的骨灰罐 飛進去 我就把這個罐子蓋
上 給他加持 唸幾個咒 他就不能出來了
你有規矩就可以出來 你如果還是迷戀這個凡間的話
就永遠不能出來 給他安上了符 畫上了一道符 他就關在
裡面 叫他好好地修行 叫他好好地唸：﹁嗡 古魯 蓮生
悉地 吽 ﹂這個是可以這樣講的 因為他附靈在這個蝴蝶
上 叫我直接跟蝴蝶講話 我講不來 我不懂蝴蝶的話 叫
我跟蒼蠅講話 我也是講不來的 除非有鬼的靈附在上面
才能夠講話
好像是說某一個人 死了 他附在這個蒼蠅上面來看
我 我可以跟他講話 但是如果是蒼蠅 我沒有辦法跟牠講
話 因為蒼蠅本身 蚊子 蜘蛛 烏龜 這些東西牠沒有心
靈 人本身是屬於靈性的動物 除了人以外 更大的像跟象
講話 象啊 你拿香蕉去 牠就吃掉了 對不對？所以人不
可能跟這些沒有心靈的東西講話 像蜘蛛 你能夠跟牠講話
嗎？除非牠附靈 但是她說的附靈 我跟她算過 ××所謂
跟這些動物講話 其實全部都是編造的 全部都是謊言

金哪！你今天十六萬給我包壇 我就是算你便宜呀！賺到
啦！﹂還賺了多少？三百八十四萬 你看 她給你包壇 你
給她十六萬 你還賺到三百八十四萬 哦 謊言！假的！這
不揪出來怎麼行！這種人一定要揪出來 妳還害人家 他沒
有做這十六萬 還害他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還有 蓮寧上師啊！我剛剛講的你有沒有聽哪？印尼的
那一位怎麼樣？︵蓮寧上師：好很多了 他最近有說他有夢
到師尊給他加持 好很多 ︶他是有晚上失眠？︵對 ︶然
後他還有點幻聽是不是？︵沒錯 ︶也幻聽喔！那個東西
呀！她放出來的鬼呀！也要害印尼同門 讓他有幻聽 也得
憂鬱症喔？︵有 也想自殺 ︶他有想自殺嗎？︵有 ︶也
想自殺啊？︵後來師尊加持他之後好很多了 ︶現在已經從
自殺那邊給他抓回來 這個也是想自殺的
蓮東上師呢？你爸爸呢？︵蓮東上師：現在好很多了
師尊加持好很多了 ︶好很多 還沒有全好啊？沒有全好
再叫來再打一下頭 ︵好 感謝師尊 ︶他爸爸也想自殺
耶！︵就是不斷的有那個念頭 ︶有那個自殺的念頭耶！
︵因為他有跟××府求過 他就被找上 他當初有跟她求
過 ︶這個有多少 你看 這種要自殺的只是冰山一角喔！
自殺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喔！要自殺的現在還有呢！他的鬼
呀！你說是神將 她把他們××府的稱為神將 神將會害人
自殺嗎？我問你呀！神將會害人自殺嗎？害人得精神病嗎？
得精神病的有多少？我畫畫的老師啊 徐瑞光啊 她不但得
精神病還自殺呢！我畫畫的老師啊！她得精神病哪！朱慕蘭
哪！你怎麼賠？賠不完的啦 一個人妳都賠不完 那麼多人
妳怎麼賠？你還養鬼
今天講這個就完了 阿彌陀佛！獅面空行母都還沒講
還要講︽道果︾ 欸 我好像獅面空行母附身耶！瑤池金母
曾經把她的五個鬼頭目跟所有的鬼全部都收走 但是呢！她

當初徐雅琪師姐認她前世的爸爸的時候 她是站在一些
螃蟹面前 這些螃蟹是死的還是活的啊？是死的 這些螃蟹
都是死的 她說：﹁妳就把螃蟹買了一隻 ﹂她就買了一
隻 ﹁這是妳前世的爸爸 ﹂她馬上跪下來痛哭流涕啊！她
說：﹁不是啦！不是在漁人碼頭痛哭流涕 是拿回去以後才
痛哭流涕 ﹂現在改正一下 那個螃蟹是死的喔！她說是她
前世的爸爸 然後擺在一起 全部的螃蟹全部買了 然後連
她爸爸也一起買了 然後她就跪下來痛哭流涕 還把所有的
螃蟹請所有的法師吃 她說吃了 他的爸爸就有功德
我覺得佛陀講三世因果是對的 絕對正確 有三世因
果 但是佛陀最後有講一句話：﹁過去的已經過去 未來的
還沒有到 現在的也會變成過去 但是你要珍惜目前的這一
個時刻 是活在當下 ﹂禪宗最後講﹁活在當下﹂ 也就是
釋迦牟尼佛講的 你不要去想你的過去 不要去理會你的過
去 因為你的過去就是你的現在 你的未來呢？你現在所做
的就會變成你的未來 所以你要珍惜什麼？佛陀講了一句
話：﹁珍惜你現在的行為 ﹂珍惜你現在的所做所為 這是
最重要的 過去的不要去理了 未來的還沒有到你也不用去
理 目前你現在的所做所為 你是不是一個正人？是一個聖
經裡面所講的益人 你是不是？你如果是的話 這是﹁諸惡
莫作 眾善奉行﹂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喔！不要講你的
過去 不要注意你的過去
過去的已經過去 未來的還沒有到 不要跟我講三世因
果 三世因果是有 但是你拿來恐嚇別人 恐嚇取財就不
行 你拿來說：﹁我給你做幾壇護摩 包壇就多少萬美
金 ﹂這個不行！沒有這回事！你只要教他正正當當地做好
你的現在 你好好的修行你就可以幫助你的祖先 你好好的
自己唸經唸咒 好好的修行 這就對了 所以釋迦牟尼佛也
不喜歡人家講﹁宿命通﹂ 後來的這些江湖術士 全部在講
三世因果 全部都是騙人 三世因果是真的啦！但是拿來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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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不對啦！你要教人家活在當下 你就當下好好的做 你
就可以超度你的父親 母親 超度你的親人 超度蓮紫上師
的阿嬤 蓮紫上師在哪裡呀？那個鸚鵡是他的祖母 蓮紫上
師的祖母就是那一隻鸚鵡 鸚鵡跑哪裡去了？喔 鸚鵡是附
近人家養的 到最後還是人家的 回去人家家裡了 恁祖母
卻被別人養 這個也是不對的啦！三世因果是有的 但是不
能用三世因果來恐嚇取財 這一點是不對的 大家要分清
楚 ︽寫鬼︾這一本書非常重要 你們回去注意 看一看
沒有走到哪裡都碰到鬼的啦！走到哪裡看到一個動物 馬上
就講說：﹁這個動物是你的誰 這個魚是你的誰 這個大象
全部都是修行人 這個鸚鵡是恁阿公還是恁阿嬤還是恁祖
母
﹂反正不曉得 一大堆謊話 看看︽寫鬼︾就可以抓
出江湖術士 人手一本 很重要喔！
師母的哥哥往生了 我在做超度的時候 本來壇城面前
什麼都沒有 突然來了一隻蟋蟀 蟋蟀爬爬爬 家裡什麼時
候有蟋蟀 從來沒有看過蟋蟀 怎麼來了一隻蟋蟀？我在誦
經你走到我的面前 欸！那是師母的哥哥附靈 我告訴你
喔！我沒有敲妳的錢就已經很好了 我知道是妳哥哥本身
來 他沒有辦法顯現他的身體 他附在蟋蟀身上 這是真實
的 我就把這個蟋蟀放到自己家的後山 就是給他放在那個
山的旁邊 然後超度完了 他就會離開 表示說他有來的意
思 我在超度他的時候他有來 有這個意思在這邊
已經講這麼多了 這個是附靈才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我
絕對不會藉這個來敲詐人家 敲詐人的人是不對的！所以
你看嘛！我超度也是免費的 超度妳哥哥也是免費的啦！師
尊幫人家做超度 沒有開口跟人家要錢的啦！絕對是免費的
啦！你要供養一點也可以啦！就是這樣子 這個才是正人君
子嘛！妳包壇就要十六萬美金 開玩笑嘛！××還講：﹁算
你便宜的啦！我給你解決這件事情 你欠那個人有四百萬美

膀上 這是她爸爸的靈魂 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可以跟她爸
爸對話 你知道她爸爸剛剛過世的時候 佛奇在睡覺 兩個
人在睡覺 佛奇醒過來的時候看到 中間睡的就是她爸爸
她爸爸最喜歡的就是珊妮 每天都在她家裡 那時候是鬧得
很厲害 等於家裡鬧鬼差不多 家裡鬧鬼但是是自己家的
鬼 他們都沒有辦法睡覺 有干擾 他從這邊飛過來 佛奇
本來沒有學什麼法的 他也會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給他一指 欸！他本來飛過來的 居然再退回去 再
飛回去 到最後變成我要到他家去 把佛奇的岳父 算是我
的親家公 我還去那裡收這個鬼 我一到那裡 灑淨 結
界 讓他不能出去 在房子裡面灑淨 他到處躲 他的骨灰
罐有一點骨灰 是珊妮帶回來做紀念的 然後他飛到沒有地
方可以去 就飛進寶塔 我把骨灰罐的罐子打開 他就飛進
去骨灰罐裡面 很小的骨灰罐 飛進去 我就把這個罐子蓋
上 給他加持 唸幾個咒 他就不能出來了
你有規矩就可以出來 你如果還是迷戀這個凡間的話
就永遠不能出來 給他安上了符 畫上了一道符 他就關在
裡面 叫他好好地修行 叫他好好地唸：﹁嗡 古魯 蓮生
悉地 吽 ﹂這個是可以這樣講的 因為他附靈在這個蝴蝶
上 叫我直接跟蝴蝶講話 我講不來 我不懂蝴蝶的話 叫
我跟蒼蠅講話 我也是講不來的 除非有鬼的靈附在上面
才能夠講話
好像是說某一個人 死了 他附在這個蒼蠅上面來看
我 我可以跟他講話 但是如果是蒼蠅 我沒有辦法跟牠講
話 因為蒼蠅本身 蚊子 蜘蛛 烏龜 這些東西牠沒有心
靈 人本身是屬於靈性的動物 除了人以外 更大的像跟象
講話 象啊 你拿香蕉去 牠就吃掉了 對不對？所以人不
可能跟這些沒有心靈的東西講話 像蜘蛛 你能夠跟牠講話
嗎？除非牠附靈 但是她說的附靈 我跟她算過 ××所謂
跟這些動物講話 其實全部都是編造的 全部都是謊言

金哪！你今天十六萬給我包壇 我就是算你便宜呀！賺到
啦！﹂還賺了多少？三百八十四萬 你看 她給你包壇 你
給她十六萬 你還賺到三百八十四萬 哦 謊言！假的！這
不揪出來怎麼行！這種人一定要揪出來 妳還害人家 他沒
有做這十六萬 還害他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還有 蓮寧上師啊！我剛剛講的你有沒有聽哪？印尼的
那一位怎麼樣？︵蓮寧上師：好很多了 他最近有說他有夢
到師尊給他加持 好很多 ︶他是有晚上失眠？︵對 ︶然
後他還有點幻聽是不是？︵沒錯 ︶也幻聽喔！那個東西
呀！她放出來的鬼呀！也要害印尼同門 讓他有幻聽 也得
憂鬱症喔？︵有 也想自殺 ︶他有想自殺嗎？︵有 ︶也
想自殺啊？︵後來師尊加持他之後好很多了 ︶現在已經從
自殺那邊給他抓回來 這個也是想自殺的
蓮東上師呢？你爸爸呢？︵蓮東上師：現在好很多了
師尊加持好很多了 ︶好很多 還沒有全好啊？沒有全好
再叫來再打一下頭 ︵好 感謝師尊 ︶他爸爸也想自殺
耶！︵就是不斷的有那個念頭 ︶有那個自殺的念頭耶！
︵因為他有跟××府求過 他就被找上 他當初有跟她求
過 ︶這個有多少 你看 這種要自殺的只是冰山一角喔！
自殺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喔！要自殺的現在還有呢！他的鬼
呀！你說是神將 她把他們××府的稱為神將 神將會害人
自殺嗎？我問你呀！神將會害人自殺嗎？害人得精神病嗎？
得精神病的有多少？我畫畫的老師啊 徐瑞光啊 她不但得
精神病還自殺呢！我畫畫的老師啊！她得精神病哪！朱慕蘭
哪！你怎麼賠？賠不完的啦 一個人妳都賠不完 那麼多人
妳怎麼賠？你還養鬼
今天講這個就完了 阿彌陀佛！獅面空行母都還沒講
還要講︽道果︾ 欸 我好像獅面空行母附身耶！瑤池金母
曾經把她的五個鬼頭目跟所有的鬼全部都收走 但是呢！她

當初徐雅琪師姐認她前世的爸爸的時候 她是站在一些
螃蟹面前 這些螃蟹是死的還是活的啊？是死的 這些螃蟹
都是死的 她說：﹁妳就把螃蟹買了一隻 ﹂她就買了一
隻 ﹁這是妳前世的爸爸 ﹂她馬上跪下來痛哭流涕啊！她
說：﹁不是啦！不是在漁人碼頭痛哭流涕 是拿回去以後才
痛哭流涕 ﹂現在改正一下 那個螃蟹是死的喔！她說是她
前世的爸爸 然後擺在一起 全部的螃蟹全部買了 然後連
她爸爸也一起買了 然後她就跪下來痛哭流涕 還把所有的
螃蟹請所有的法師吃 她說吃了 他的爸爸就有功德
我覺得佛陀講三世因果是對的 絕對正確 有三世因
果 但是佛陀最後有講一句話：﹁過去的已經過去 未來的
還沒有到 現在的也會變成過去 但是你要珍惜目前的這一
個時刻 是活在當下 ﹂禪宗最後講﹁活在當下﹂ 也就是
釋迦牟尼佛講的 你不要去想你的過去 不要去理會你的過
去 因為你的過去就是你的現在 你的未來呢？你現在所做
的就會變成你的未來 所以你要珍惜什麼？佛陀講了一句
話：﹁珍惜你現在的行為 ﹂珍惜你現在的所做所為 這是
最重要的 過去的不要去理了 未來的還沒有到你也不用去
理 目前你現在的所做所為 你是不是一個正人？是一個聖
經裡面所講的益人 你是不是？你如果是的話 這是﹁諸惡
莫作 眾善奉行﹂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喔！不要講你的
過去 不要注意你的過去
過去的已經過去 未來的還沒有到 不要跟我講三世因
果 三世因果是有 但是你拿來恐嚇別人 恐嚇取財就不
行 你拿來說：﹁我給你做幾壇護摩 包壇就多少萬美
金 ﹂這個不行！沒有這回事！你只要教他正正當當地做好
你的現在 你好好的修行你就可以幫助你的祖先 你好好的
自己唸經唸咒 好好的修行 這就對了 所以釋迦牟尼佛也
不喜歡人家講﹁宿命通﹂ 後來的這些江湖術士 全部在講
三世因果 全部都是騙人 三世因果是真的啦！但是拿來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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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一直在召請 包括她手下的那些法師 有既得的利益可
以分 他們也是一直在召請 召請又來新的 新的 我今天
請獅面空行母把她的××府又再收掉 新來的鬼又再收掉
讓她的能力越來越少 獅面空行母是很大的護法 告訴你
祂是蓮華生大士 蓮花童子 祂的本尊 祂的護法 也是祂
的上師 蓮華生大士在屍陀林 請獅面空行母 有五百個外
道要殺蓮華生大士 蓮華生大士以獅面空行母的咒語 毀掉
這五百個外道 把五百個外道全部消滅 我們今天在這裡也
請獅面空行母 請用祢的法力 把××府的所有的鬼再收拾
一遍
祂的身相 獅面空行母身天藍色 頭戴五骷髏冠 獅子
的面孔 為什麼獅子的面孔？因為獅子是王 動物當中的
王 叫做獅王 所以叫獅面 裸體 以五十顆人頭為項鬘
一面二臂 右手持鉞刀 左手托顱器 祂的腋下夾著三叉天
杖卡倉卡 足右屈左伸 立於蓮花日月屍座上 這個是獅面
空行母的身相 另外祂的手印就是大拇指 中指兩手先內
縛 食指 中指跟尾指豎立 這是祂的手印 祂的咒語是：
﹁阿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這個﹁呸﹂字
就是﹁止﹂ 我們碰到不好的念頭 在密教裡面 你有不好
的念頭產生 要喊一個：﹁呸！﹂就是把它去掉 你只要喊
一聲：﹁呸！﹂ 這個在腦海裡面生起不好的念頭 就會停
止 這是祂本身的功德 祂的功德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看祂
的功德 祂有形相 有咒語 有手印 就可以當成本尊來修
法
我唸一點道果的書文：﹁一如世間道以下 身之輪必須
矯正 身脈 脈字 界甘露 藏智氣之輪等若不調順 如輪
順時不順之喻 境現空 心昭空 身樂空 樂空最勝之定
時生時不生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 出世間道稱之為﹃轉輪
道﹄ 身脈之輪亦輪轉不止 境現空雙運之定自然而生；密
灌四地中 脈字之輪輪轉不止 心昭空雙運之定亦自然而

就是﹁轉輪道﹂ 如果有不順的地方 就必須要矯正 這個
很簡單的 這個我們吸進來的氣叫做方便氣 進入中脈跟所
有身脈的氣就叫做智慧氣 智慧氣跟一般人的呼吸是不一樣
的 一般人的呼吸只是到喉嚨 到肺部 我們修行人的呼吸
是到了臍輪 甚至到了腳 到了全身所有的脈 你能夠進入
中脈 進入全身的脈 就叫﹁智慧氣﹂ 你不能夠進入中
脈 只是在外面這樣呼吸而已 叫做﹁方便氣﹂
那麼脈也要認清楚 最主要是｜﹁中脈﹂你要先認清
楚 還有左右脈 三個脈你要認清楚 所謂的輪就是眉心
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最頂竅是屬於竅門 最底下
就是海底輪 就是這樣子 你的身脈你自己要懂 要懂如何
運轉 如何修習氣 脈 明點的方法 這裡我有時間再跟大
家解釋一下
講一個笑話吧！小明來到天堂 看到好多的時鐘 就問
上帝：﹁為什麼那麼多的時鐘呢？﹂上帝說：﹁每個時鐘代
表每一個人的智慧 時鐘轉得越快的 代表那個人越笨；時
鐘轉得越慢的 代表那個人很聰明 ﹂小明恍然大悟：﹁那
我的時鐘在哪裡呢？﹂上帝說：﹁在我房間 ﹂小明說：
﹁為什麼？﹂上帝說：﹁我拿來當電風扇 ﹂可見小明是很
笨 這個是笨小明 其實以前的笑話都是聰明的小明
我們今天反過來講 你身體一樣是一個時鐘 你要轉得
非常地正 轉得非常地順 轉得不一定要快 轉得慢又要正
又要順 這是最健康的身體 譬如我們呼吸 密教教你呼吸
要細 要慢 要長 ﹁細 慢 長﹂就是這種呼吸最好 才
能夠進入禪定 你這個太快了 不能夠入禪定 像小明這樣
子 呼吸那麼快 就是快要死了 呼吸非常急促的時候 越
急促越接近死亡 要細 慢 長 慢慢地在你身體裡面輪
轉 嗡嘛呢唄咪吽

生；於慧灌二地中 界甘露之輪輪轉不止 身樂空雙運之定
自然而生；於第四灌之半地 藏智氣之輪輪轉不止 樂空最
勝之定自然而生 即是謂﹃轉輪道﹄ ﹂
這個要解釋很長 在世間道 你在修定的時候 你的脈
一定要直 毘盧七支座就是讓你的脈能夠直 中脈跟所有脈
一切都很正 身脈還有脈字 這個脈裡面有字 什麼是字
呢？﹁嗡 別炸達都 泛 阿 厄 囉 吽 堪 ﹂就是脈
字 還有界甘露 你裡面的天庭水 身體裡面的水 身體裡
面的荷爾蒙 身體裡面的液體 都叫做界甘露 藏智氣之
輪 你吸進來的氣 藏氣 所有的輪轉有時候順 有時候不
順 不順的時候就生病 順的時候就是身體健康 有時候順
有時候不順 所以你必須要矯正得非常好 才能夠轉 像我
們人的呼吸 吸進來再吐氣 呼出去 你如果順的時候是健
康 呼吸不順就是生病 你血液循環 順就是健康 不順就
是有阻塞 身體就不健康 你哪裡痛就是哪裡有阻塞 哪裡
發炎就會痛
這個在密教裡面講到身體 你的身脈 身輪 你身體的
輪 都是要循環 都是正常的 包括你身體的脈還有脈的
字 包括甘露 包括你進來的智慧氣 你進到身體中脈裡面
的智慧氣要旋轉 旋轉順就是好的 有時候順有時候不順
就是要矯正 要矯正你的順跟不順 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 就是矯正
然後快樂 也一樣的 也要調整 所有的樂跟空都必須
要調整 其實所有的樂也就是空 所有的空也就是樂 那麼
樂空必須要調整得非常好 你的氣脈明點都要調整
出世間道稱為轉輪道 例如車輪之軸 輪能夠順的時候
才能夠相續不止；瓶灌六地中 身脈之輪亦輪轉不止 其他
講的都是這個語言 講的所謂瓶灌 密灌跟慧灌跟第四灌
四種灌頂當中同樣都有輪轉的現象 而且現象不一樣 越來
越深 而且越來越好 這種現象我簡單跟大家講到這裡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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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一直在召請 包括她手下的那些法師 有既得的利益可
以分 他們也是一直在召請 召請又來新的 新的 我今天
請獅面空行母把她的××府又再收掉 新來的鬼又再收掉
讓她的能力越來越少 獅面空行母是很大的護法 告訴你
祂是蓮華生大士 蓮花童子 祂的本尊 祂的護法 也是祂
的上師 蓮華生大士在屍陀林 請獅面空行母 有五百個外
道要殺蓮華生大士 蓮華生大士以獅面空行母的咒語 毀掉
這五百個外道 把五百個外道全部消滅 我們今天在這裡也
請獅面空行母 請用祢的法力 把××府的所有的鬼再收拾
一遍
祂的身相 獅面空行母身天藍色 頭戴五骷髏冠 獅子
的面孔 為什麼獅子的面孔？因為獅子是王 動物當中的
王 叫做獅王 所以叫獅面 裸體 以五十顆人頭為項鬘
一面二臂 右手持鉞刀 左手托顱器 祂的腋下夾著三叉天
杖卡倉卡 足右屈左伸 立於蓮花日月屍座上 這個是獅面
空行母的身相 另外祂的手印就是大拇指 中指兩手先內
縛 食指 中指跟尾指豎立 這是祂的手印 祂的咒語是：
﹁阿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這個﹁呸﹂字
就是﹁止﹂ 我們碰到不好的念頭 在密教裡面 你有不好
的念頭產生 要喊一個：﹁呸！﹂就是把它去掉 你只要喊
一聲：﹁呸！﹂ 這個在腦海裡面生起不好的念頭 就會停
止 這是祂本身的功德 祂的功德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看祂
的功德 祂有形相 有咒語 有手印 就可以當成本尊來修
法
我唸一點道果的書文：﹁一如世間道以下 身之輪必須
矯正 身脈 脈字 界甘露 藏智氣之輪等若不調順 如輪
順時不順之喻 境現空 心昭空 身樂空 樂空最勝之定
時生時不生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 出世間道稱之為﹃轉輪
道﹄ 身脈之輪亦輪轉不止 境現空雙運之定自然而生；密
灌四地中 脈字之輪輪轉不止 心昭空雙運之定亦自然而

就是﹁轉輪道﹂ 如果有不順的地方 就必須要矯正 這個
很簡單的 這個我們吸進來的氣叫做方便氣 進入中脈跟所
有身脈的氣就叫做智慧氣 智慧氣跟一般人的呼吸是不一樣
的 一般人的呼吸只是到喉嚨 到肺部 我們修行人的呼吸
是到了臍輪 甚至到了腳 到了全身所有的脈 你能夠進入
中脈 進入全身的脈 就叫﹁智慧氣﹂ 你不能夠進入中
脈 只是在外面這樣呼吸而已 叫做﹁方便氣﹂
那麼脈也要認清楚 最主要是｜﹁中脈﹂你要先認清
楚 還有左右脈 三個脈你要認清楚 所謂的輪就是眉心
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最頂竅是屬於竅門 最底下
就是海底輪 就是這樣子 你的身脈你自己要懂 要懂如何
運轉 如何修習氣 脈 明點的方法 這裡我有時間再跟大
家解釋一下
講一個笑話吧！小明來到天堂 看到好多的時鐘 就問
上帝：﹁為什麼那麼多的時鐘呢？﹂上帝說：﹁每個時鐘代
表每一個人的智慧 時鐘轉得越快的 代表那個人越笨；時
鐘轉得越慢的 代表那個人很聰明 ﹂小明恍然大悟：﹁那
我的時鐘在哪裡呢？﹂上帝說：﹁在我房間 ﹂小明說：
﹁為什麼？﹂上帝說：﹁我拿來當電風扇 ﹂可見小明是很
笨 這個是笨小明 其實以前的笑話都是聰明的小明
我們今天反過來講 你身體一樣是一個時鐘 你要轉得
非常地正 轉得非常地順 轉得不一定要快 轉得慢又要正
又要順 這是最健康的身體 譬如我們呼吸 密教教你呼吸
要細 要慢 要長 ﹁細 慢 長﹂就是這種呼吸最好 才
能夠進入禪定 你這個太快了 不能夠入禪定 像小明這樣
子 呼吸那麼快 就是快要死了 呼吸非常急促的時候 越
急促越接近死亡 要細 慢 長 慢慢地在你身體裡面輪
轉 嗡嘛呢唄咪吽

生；於慧灌二地中 界甘露之輪輪轉不止 身樂空雙運之定
自然而生；於第四灌之半地 藏智氣之輪輪轉不止 樂空最
勝之定自然而生 即是謂﹃轉輪道﹄ ﹂
這個要解釋很長 在世間道 你在修定的時候 你的脈
一定要直 毘盧七支座就是讓你的脈能夠直 中脈跟所有脈
一切都很正 身脈還有脈字 這個脈裡面有字 什麼是字
呢？﹁嗡 別炸達都 泛 阿 厄 囉 吽 堪 ﹂就是脈
字 還有界甘露 你裡面的天庭水 身體裡面的水 身體裡
面的荷爾蒙 身體裡面的液體 都叫做界甘露 藏智氣之
輪 你吸進來的氣 藏氣 所有的輪轉有時候順 有時候不
順 不順的時候就生病 順的時候就是身體健康 有時候順
有時候不順 所以你必須要矯正得非常好 才能夠轉 像我
們人的呼吸 吸進來再吐氣 呼出去 你如果順的時候是健
康 呼吸不順就是生病 你血液循環 順就是健康 不順就
是有阻塞 身體就不健康 你哪裡痛就是哪裡有阻塞 哪裡
發炎就會痛
這個在密教裡面講到身體 你的身脈 身輪 你身體的
輪 都是要循環 都是正常的 包括你身體的脈還有脈的
字 包括甘露 包括你進來的智慧氣 你進到身體中脈裡面
的智慧氣要旋轉 旋轉順就是好的 有時候順有時候不順
就是要矯正 要矯正你的順跟不順 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 就是矯正
然後快樂 也一樣的 也要調整 所有的樂跟空都必須
要調整 其實所有的樂也就是空 所有的空也就是樂 那麼
樂空必須要調整得非常好 你的氣脈明點都要調整
出世間道稱為轉輪道 例如車輪之軸 輪能夠順的時候
才能夠相續不止；瓶灌六地中 身脈之輪亦輪轉不止 其他
講的都是這個語言 講的所謂瓶灌 密灌跟慧灌跟第四灌
四種灌頂當中同樣都有輪轉的現象 而且現象不一樣 越來
越深 而且越來越好 這種現象我簡單跟大家講到這裡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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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白度母長壽健康法
文字‧圖片∕ 燃燈雜誌
法會∕ 首傳白度佛母大法會
主辦∕ 福佑雷藏寺
地點∕ 新竹廣龍會館
灌頂∕ 白度母本尊法
長壽法、還淨法

首傳白度母長壽健康之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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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法會主尊│聖白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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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
會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臺灣省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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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議會﹀陳啟源議員 賀玉燕議員 林盈徹議
員 林耕仁議員 陳治雄議員 黃美慧議員 國民黨副主席
林政則先生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科長羅燕青小姐 虎山
里里長林耿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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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乙企業公司﹀董事長吳冠德先生 總經理張予
甄女士 馬來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
及千金雷倩小姐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生 夫人拿汀李
菁女士及千金李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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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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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蓮海上
師 佩君師姐 師尊家屬及師母家屬 感謝各界致贈花籃：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委員 祝賀法會圓滿成功 同
時 感謝︿福佑雷藏寺﹀蓮真上師 另外 幫助蓮真上師處
理大小事情的加拿大︿淨音雷藏寺﹀蓮緻上師 謝謝她幫蓮
真上師的忙 將這個法會辦起來 另外 感謝所有的工作人
員 這裡的義工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還有泰國來
的
Sawadikap ︵泰語：你好︶ Korea 來的 감사합니다
︵韓語：謝謝︶日本來的上師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
你好︶美國來的上師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西
班牙來的法師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法國來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巴西來的
Saude.
︵葡萄牙語：祝你健康︶另外 印尼跟馬來西亞來的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and Selamat Petang
︵ 馬 來 西 亞 語 ： 午 安 ︶ 不 應 該 講 Selamat Pogi
因為
Selamat Pogi 是早安的意思 要講 Terima kasih! ︵印尼
語：謝謝︶感謝大家！ Thank you for coming,everyone.
今年在新竹的法會非常的殊勝 不過天氣太熱 在這會
堂裡面還好是有冷氣 會堂外面帳棚底下的很辛苦 他們要
看電視牆 另外 天氣很熱 尤其在正午的時候 下午二點
到三點的時候都是很熱 而且是外面的帳棚 是上面熱 地
也熱 風吹也熱 辛苦大家 我個人是很怕熱的 大家知
道 我冬天的時候就回臺灣 夏天的時候就在美國西雅圖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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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白度母長壽健康法
文字‧圖片∕ 燃燈雜誌
法會∕ 首傳白度佛母大法會
主辦∕ 福佑雷藏寺
地點∕ 新竹廣龍會館
灌頂∕ 白度母本尊法
長壽法、還淨法

首傳白度母長壽健康之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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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法會主尊│聖白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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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
會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臺灣省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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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議會﹀陳啟源議員 賀玉燕議員 林盈徹議
員 林耕仁議員 陳治雄議員 黃美慧議員 國民黨副主席
林政則先生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科長羅燕青小姐 虎山
里里長林耿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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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乙企業公司﹀董事長吳冠德先生 總經理張予
甄女士 馬來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
及千金雷倩小姐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生 夫人拿汀李
菁女士及千金李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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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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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蓮海上
師 佩君師姐 師尊家屬及師母家屬 感謝各界致贈花籃：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委員 祝賀法會圓滿成功 同
時 感謝︿福佑雷藏寺﹀蓮真上師 另外 幫助蓮真上師處
理大小事情的加拿大︿淨音雷藏寺﹀蓮緻上師 謝謝她幫蓮
真上師的忙 將這個法會辦起來 另外 感謝所有的工作人
員 這裡的義工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還有泰國來
的
Sawadikap ︵泰語：你好︶ Korea 來的 감사합니다
︵韓語：謝謝︶日本來的上師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
你好︶美國來的上師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西
班牙來的法師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法國來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巴西來的
Saude.
︵葡萄牙語：祝你健康︶另外 印尼跟馬來西亞來的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and Selamat Petang
︵ 馬 來 西 亞 語 ： 午 安 ︶ 不 應 該 講 Selamat Pogi
因為
Selamat Pogi 是早安的意思 要講 Terima kasih! ︵印尼
語：謝謝︶感謝大家！ Thank you for coming,everyone.
今年在新竹的法會非常的殊勝 不過天氣太熱 在這會
堂裡面還好是有冷氣 會堂外面帳棚底下的很辛苦 他們要
看電視牆 另外 天氣很熱 尤其在正午的時候 下午二點
到三點的時候都是很熱 而且是外面的帳棚 是上面熱 地
也熱 風吹也熱 辛苦大家 我個人是很怕熱的 大家知
道 我冬天的時候就回臺灣 夏天的時候就在美國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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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現在在帳棚底下的所有同門是非常熱的 所以講久一點
好嗎？還是講得比較精要 精簡的好 講久一點 他們會熱
得更久 講精簡的 又怕講得不夠透徹 也謝謝帳棚底下的
所有同門 ︵眾鼓掌︶
這是今年第一次來到新竹 今年的﹁白度母法會﹂因為
是︿福佑雷藏寺﹀主辦的 我就去︿福佑雷藏寺﹀裡面參
拜 沒想到 新竹都城隍也來到︿福佑雷藏寺﹀ 我合掌跟
祂敬禮 祂說祂要申訴 祂說你們以前有一個上師 經常來
新竹作法會 每次就盜用祂的名字 怎麼盜用？﹁你們如果
很多人來參加 還有主祈的話 新竹都城隍會因為我們的法
會 祂的果位會一直上升 就會非常的高 甚至於升到佛
界 新竹都城隍升為菩薩 升為佛 ﹂新竹都城隍講：﹁都
是一派胡言 胡說八道 ﹂利用新竹都城隍的名義斂眾生的
財 她說新竹都城隍果位會增上 如果你們報名越多 果位
就會增上
有一天 蓮真上師跟××分開了 不想讓她來新竹作法
會 她也冒新竹都城隍的名 說：﹁新竹都城隍很生氣 你
不請我來做法會 在三個月內 新竹都城隍會取了蓮真上師
的命 ﹂蓮真上師呢？你站在那裡啊！新竹都城隍有沒有拿
掉你的命啊？沒有 她講三個月內就會拿掉他的命 結果沒
有 新竹都城隍講：﹁無影無隻︵台語︶ 都是胡說八道
都是騙人的 ﹂新竹都城隍還在這裡 果位也沒有增上 還
是新竹都城隍 她四處去也四處騙 難怪詐騙集團那麼多
宗教界也有詐騙集團 她恐嚇他如果沒有請她來做法會 在
三個月內 新竹都城隍就要將蓮真上師的命拿掉
那一段時間 有一天 蓮真上師說他在打坐 突然有一
個力量進到他的腦海 叫他站起來去撞牆 不然就從樓上往
下跳 喔！他的心裡很惶恐 有那個欲望一直想要去撞牆
想要跳樓 但是他說他請根本上師住頂 根本上師一住頂
那一股力量就消失掉

雜誌

到今天 你看！我來到新竹就有新竹的故事 到哪裡就
有哪裡的故事 故事非常非常的多 ××講地母寫一張紙掛
在她的臉上：﹁你說了算！﹂ 也就是××講的話就算是！
誰也不敢講﹁你說了算！﹂川普也不能說了算；美國總統也
不能說了算；金正恩也不能說了算 對不對？還有很多不能
說了算的 就算是你當了總統 也不能說了算 有時候立法
院會否決掉 有時候參議院 眾議院會將他的議案否決掉
總統也不能說了算 如果每件事情都是總統說了算 朴槿惠
也不會變成這樣；阿扁也不會變成這樣 總統也不能說了
算 我幫她只加三個字｜﹁你說了算 算說謊﹂ 你想想
看 盧師尊 全世界的弟子有五百萬 我也不能說了算哪！
一個宗教團體要合於如來的戒律 叫做如法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也要合於︿真佛宗﹀的法律 我
們在這個國家就要合這個國家的法律 國有國法 家有家
規 密教有﹁十四大戒﹂ ﹁事師法五十誦﹂ 佛教徒有更
多的戒律 殺 盜 淫 妄 酒都是不可以的 起碼這五戒
都要守 蓮華生大士祖師爺也講：﹁敬師 重法 實修﹂
這也是蓮華生大士本身對密教的期許 也就是祂的戒律 師
尊話也不能隨便亂講 一定要有真實性才敢
講 大家說是不是啊？︵眾說：是！︶所以
︿真佛宗﹀絕對不能夠成為宗教界的一個騙
財 騙色 騙名的一個集團 不可以的！這
就是我們本身的戒律
所以我今天很嚴謹的講 犯了戒一定
要懺悔 真誠的 真心的 肝腦塗地的懺
悔 懺悔完了 不可以再犯 從此如法的修
行才能夠成就 如果不這樣子 宗教如果沒
有戒律 本身就是詐騙集團 我們是要依著
戒律來
師尊守著戒律 師尊絕對不會開口跟
釋蓮真上師致詞表示–
代表〈福佑雷藏寺〉熱忱歡迎大家蒞臨
聖尊主持「白度母大法會」，感謝大家
共襄盛舉，祝法喜充滿，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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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現在在帳棚底下的所有同門是非常熱的 所以講久一點
好嗎？還是講得比較精要 精簡的好 講久一點 他們會熱
得更久 講精簡的 又怕講得不夠透徹 也謝謝帳棚底下的
所有同門 ︵眾鼓掌︶
這是今年第一次來到新竹 今年的﹁白度母法會﹂因為
是︿福佑雷藏寺﹀主辦的 我就去︿福佑雷藏寺﹀裡面參
拜 沒想到 新竹都城隍也來到︿福佑雷藏寺﹀ 我合掌跟
祂敬禮 祂說祂要申訴 祂說你們以前有一個上師 經常來
新竹作法會 每次就盜用祂的名字 怎麼盜用？﹁你們如果
很多人來參加 還有主祈的話 新竹都城隍會因為我們的法
會 祂的果位會一直上升 就會非常的高 甚至於升到佛
界 新竹都城隍升為菩薩 升為佛 ﹂新竹都城隍講：﹁都
是一派胡言 胡說八道 ﹂利用新竹都城隍的名義斂眾生的
財 她說新竹都城隍果位會增上 如果你們報名越多 果位
就會增上
有一天 蓮真上師跟××分開了 不想讓她來新竹作法
會 她也冒新竹都城隍的名 說：﹁新竹都城隍很生氣 你
不請我來做法會 在三個月內 新竹都城隍會取了蓮真上師
的命 ﹂蓮真上師呢？你站在那裡啊！新竹都城隍有沒有拿
掉你的命啊？沒有 她講三個月內就會拿掉他的命 結果沒
有 新竹都城隍講：﹁無影無隻︵台語︶ 都是胡說八道
都是騙人的 ﹂新竹都城隍還在這裡 果位也沒有增上 還
是新竹都城隍 她四處去也四處騙 難怪詐騙集團那麼多
宗教界也有詐騙集團 她恐嚇他如果沒有請她來做法會 在
三個月內 新竹都城隍就要將蓮真上師的命拿掉
那一段時間 有一天 蓮真上師說他在打坐 突然有一
個力量進到他的腦海 叫他站起來去撞牆 不然就從樓上往
下跳 喔！他的心裡很惶恐 有那個欲望一直想要去撞牆
想要跳樓 但是他說他請根本上師住頂 根本上師一住頂
那一股力量就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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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 你看！我來到新竹就有新竹的故事 到哪裡就
有哪裡的故事 故事非常非常的多 ××講地母寫一張紙掛
在她的臉上：﹁你說了算！﹂ 也就是××講的話就算是！
誰也不敢講﹁你說了算！﹂川普也不能說了算；美國總統也
不能說了算；金正恩也不能說了算 對不對？還有很多不能
說了算的 就算是你當了總統 也不能說了算 有時候立法
院會否決掉 有時候參議院 眾議院會將他的議案否決掉
總統也不能說了算 如果每件事情都是總統說了算 朴槿惠
也不會變成這樣；阿扁也不會變成這樣 總統也不能說了
算 我幫她只加三個字｜﹁你說了算 算說謊﹂ 你想想
看 盧師尊 全世界的弟子有五百萬 我也不能說了算哪！
一個宗教團體要合於如來的戒律 叫做如法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也要合於︿真佛宗﹀的法律 我
們在這個國家就要合這個國家的法律 國有國法 家有家
規 密教有﹁十四大戒﹂ ﹁事師法五十誦﹂ 佛教徒有更
多的戒律 殺 盜 淫 妄 酒都是不可以的 起碼這五戒
都要守 蓮華生大士祖師爺也講：﹁敬師 重法 實修﹂
這也是蓮華生大士本身對密教的期許 也就是祂的戒律 師
尊話也不能隨便亂講 一定要有真實性才敢
講 大家說是不是啊？︵眾說：是！︶所以
︿真佛宗﹀絕對不能夠成為宗教界的一個騙
財 騙色 騙名的一個集團 不可以的！這
就是我們本身的戒律
所以我今天很嚴謹的講 犯了戒一定
要懺悔 真誠的 真心的 肝腦塗地的懺
悔 懺悔完了 不可以再犯 從此如法的修
行才能夠成就 如果不這樣子 宗教如果沒
有戒律 本身就是詐騙集團 我們是要依著
戒律來
師尊守著戒律 師尊絕對不會開口跟
釋蓮真上師致詞表示–
代表〈福佑雷藏寺〉熱忱歡迎大家蒞臨
聖尊主持「白度母大法會」，感謝大家
共襄盛舉，祝法喜充滿，吉祥如意！

有三個眼睛 每一隻手都有一個眼睛 兩隻腳的腳心各有一
個眼睛 代表祂是七眼佛母 七個眼睛的佛母 就是給你光
明的佛母！
好啦！現在主要要講健康法 大家聽好喔！健康的方
法 現在要傳給大家 ﹁雜 吽 班 霍﹂這四個咒字
﹁雜﹂就在虛空中 ﹁吽﹂就近到你的眼前 ﹁班﹂就坐在
你的頭頂上 ﹁霍﹂就是合一 一般我們唸﹁雜 吽 班
霍﹂就是召請祂來 然後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做到第三項
就可以了 ﹁雜 吽 班﹂ 白度母住頂 就坐在你的頂
上 談到住頂 修﹁上師相應法﹂的人 大部分都是要觀想
根本上師住頂 ××也叫人家觀想她住頂 ﹁你觀想我住
頂﹂ 那就不對了！你是皈依誰 就觀想誰住頂！你皈依×
× 那就可以！她就坐在你的頂上 如果你是皈依師尊 就
觀想師尊住頂
這時候 白度母住頂 你記得蓮花中心有一個梗 正坐
的時候 從頂竅一直到海底輪 這叫中脈 這時候 蓮花的
梗就插在你的頂竅 到你的腦子裡面 剛好是白度母住頂
這樣會不會觀想？蓮花的梗就插在你的頂竅 也就是你從中
脈衝上來最頂竅的地方 也就是在你的頭髮的最根的地方
就在你的頂上四指的地方 就是你頂竅的地方 蓮花的梗剛
好插在中脈頂竅的竅裡面 就插住 這樣會觀想了吧？會不
會？︵眾答：會！︶然後就開始了 開始怎麼樣？觀想白度
母全身 祂身體的白色本身就是一種甘露 就是治病的藥
就是甘露 就是法乳 就是法藥 乳就像牛奶一樣 小孩子
出生的時候 每個小孩子 你問他要吃什麼？ baby 就會
說：﹁我要吃ㄋㄟㄋㄟ ﹂ 那就是法乳啊！
白度母全身是乳白色的嘛！祂全身都是法乳啊！永遠不
會盡的法乳 不會沒有的法乳 從虛空中來 像虛空中一樣
的法乳 都在祂的身上 你如果要觀想慢慢滴也可以 從蓮

你要錢 如果師尊跟你開口要錢 就是師尊本身犯了戒 一
定要下三途地獄 佛教有一個很重大的戒律 你要成佛 我
已經講了 一定要戒貪 不能夠貪
你知道 佛教有講三毒：﹁貪 瞋 癡﹂ 為什麼師尊
只講戒貪 要止貪呢？你生氣是因為你貪不到 你才會生
氣 嗔是因為貪而來 再來講愚痴 你愚痴也是因為貪 重
要的一點就是貪 大家記得了 你將來要成就 先要將貪心
除掉 你才能夠成就 這是今天我在新竹勉勵大家的話 一
定要止貪 將你的貪心給平息下來 告訴大家世間沒有什麼
成就的 就算你擁有豪宅百棟 名車千輛 你富甲一方 將
來也要歸於零 沒有所謂成就 我們宗教團體就是出世間成
就 你修成了阿羅漢 修成了菩薩 修成了緣覺 修成了如
來 這才叫真正的成就
講一個笑話 老婆說：﹁為什麼結婚後就沒有送我禮
物？﹂老公說：﹁你見過釣上來的魚還要餵牠魚餌的嗎？﹂
結果老公被爆打一頓 女兒講：﹁爸 你真衰耶 你釣的是
一條鱷魚！﹂我們學佛千萬不能去拜鬼 你拜了鬼 你早晚
就成為鬼！你釣魚要釣到真正的魚啊！不能釣到鱷魚啊！你

梗上面滴一滴白色的法乳進到你的腦海 你的腦海就變成清
涼 慢慢滴 一直滴 你做觀想的時候 你坐著 觀想那個
法乳滴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的身體就有法乳一直進來 一直
進到胃 法乳到了胃 你胃的疾病就好了；法乳充滿你的
腦 你的腦就變的很清涼；法乳到了你的兩個肩膀 你肩膀
的痛就會消失掉；法乳到了你的手指 你的手指發麻就會
好；法乳到了你的胃 你的胃就變得非常健康 非常的健
全；法乳到了你的肺 你兩個肺都變成白色的 你的肺就會
非常乾淨 最重要的是祂本身就是藥 就是法乳 到了你的
腸 你的腸就清除乾淨 心 肝 脾 肺 腎 五臟六腑全
身全部都是白色 一直到你的腳趾頭 你的全身就變成白
色 法乳就充滿你的全身 一彈指間 你本身就變為白度
母 你在打坐的時候 你就變成白度母
白度母本身就是非常青春洋溢 健康 祂可以賜給你長
壽 長壽又代表著健康 健康的長壽 一般來講 人只要一
長壽就不健康了 長壽跟健康是合不起來的 在佛法裡面
健康跟長壽是可以合起來的！這樣會不會觀想？︵眾答
會！︶你把白度母全身的白 觀想成為白色的法藥 是如來
的藥！你眼睛痛 白色的法乳到了眼睛 不是白內障增加
而是白內障就消除掉 青光眼就會沒有 白內障 青光眼都
會消失掉 眼睛非常的清涼 非常的清明；法乳到了你的耳
朵 你的重聽就會消除掉；到了你的鼻子 鼻竇炎就會好；
到了你的口 口臭就沒有了 牙齒就變白 黃牙齒就消失
掉 黃板牙就沒有了 牙痛 牙周病 牙齒的毛病就會消失
掉 你就這樣觀想；你的喉嚨發炎 法乳到了你的喉嚨 喉
嚨就會變得清涼 炎症就會消失掉；法乳到了你的肩膀 五
十肩就沒有了；到了你的腰 五十腰沒有了；法乳到了你的
膝蓋 你的關節痛也會消失掉；到了你的腳趾頭 腳趾頭
麻 就不麻了；法乳到了心 肝 脾 肺 腎 都會變得正

今天去××那裡拜鬼 你早
晚就成了鬼 對不對？
言歸正傳 白度母要我說
祂最主要的法是什麼 講虛空中的白度母 一般觀想
的時候 要先觀想﹁棒
﹂字 ﹁棒﹂！就變出一朵白色
的蓮花 虛空中有白色的蓮花 蓮花中心有日 月輪 蓮花
中心有一個咒字﹁當
﹂ ﹁當﹂字在蓮花中心 ﹁當﹂
字在蓮花中心旋轉就變成白度母 白度母的形象就顯現出
來 祂全身白色 天衣重裙 瓔珞裝飾 非常的莊嚴 戴
冠 右手是與願印 這樣垂下來與願 ﹁我給你什麼﹂叫做
與願 祂的左手持蓮印 持著蓮花 烏巴拉花 有三朵花：
一朵花是闔起來的；一朵花是半開的；一朵花是全開的 烏
巴拉花就是蓮花 祂的形象是這樣 大家看祂的形象像十六
歲的少女 皮膚非常非常的白 天衣重裙 非常的漂亮 你
看祂的皮膚 有沒有看到唐卡上面？又細 又白 又嫩 十
六歲的少女是最漂亮的 因為在印度 在尼泊爾 十六歲剛
好是成熟 臺灣成年是十八歲 印度跟西藏大部分都早熟
十六歲算是最成熟 一般天女都是十六歲的相貌 祂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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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眼睛 每一隻手都有一個眼睛 兩隻腳的腳心各有一
個眼睛 代表祂是七眼佛母 七個眼睛的佛母 就是給你光
明的佛母！
好啦！現在主要要講健康法 大家聽好喔！健康的方
法 現在要傳給大家 ﹁雜 吽 班 霍﹂這四個咒字
﹁雜﹂就在虛空中 ﹁吽﹂就近到你的眼前 ﹁班﹂就坐在
你的頭頂上 ﹁霍﹂就是合一 一般我們唸﹁雜 吽 班
霍﹂就是召請祂來 然後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做到第三項
就可以了 ﹁雜 吽 班﹂ 白度母住頂 就坐在你的頂
上 談到住頂 修﹁上師相應法﹂的人 大部分都是要觀想
根本上師住頂 ××也叫人家觀想她住頂 ﹁你觀想我住
頂﹂ 那就不對了！你是皈依誰 就觀想誰住頂！你皈依×
× 那就可以！她就坐在你的頂上 如果你是皈依師尊 就
觀想師尊住頂
這時候 白度母住頂 你記得蓮花中心有一個梗 正坐
的時候 從頂竅一直到海底輪 這叫中脈 這時候 蓮花的
梗就插在你的頂竅 到你的腦子裡面 剛好是白度母住頂
這樣會不會觀想？蓮花的梗就插在你的頂竅 也就是你從中
脈衝上來最頂竅的地方 也就是在你的頭髮的最根的地方
就在你的頂上四指的地方 就是你頂竅的地方 蓮花的梗剛
好插在中脈頂竅的竅裡面 就插住 這樣會觀想了吧？會不
會？︵眾答：會！︶然後就開始了 開始怎麼樣？觀想白度
母全身 祂身體的白色本身就是一種甘露 就是治病的藥
就是甘露 就是法乳 就是法藥 乳就像牛奶一樣 小孩子
出生的時候 每個小孩子 你問他要吃什麼？ baby 就會
說：﹁我要吃ㄋㄟㄋㄟ ﹂ 那就是法乳啊！
白度母全身是乳白色的嘛！祂全身都是法乳啊！永遠不
會盡的法乳 不會沒有的法乳 從虛空中來 像虛空中一樣
的法乳 都在祂的身上 你如果要觀想慢慢滴也可以 從蓮

你要錢 如果師尊跟你開口要錢 就是師尊本身犯了戒 一
定要下三途地獄 佛教有一個很重大的戒律 你要成佛 我
已經講了 一定要戒貪 不能夠貪
你知道 佛教有講三毒：﹁貪 瞋 癡﹂ 為什麼師尊
只講戒貪 要止貪呢？你生氣是因為你貪不到 你才會生
氣 嗔是因為貪而來 再來講愚痴 你愚痴也是因為貪 重
要的一點就是貪 大家記得了 你將來要成就 先要將貪心
除掉 你才能夠成就 這是今天我在新竹勉勵大家的話 一
定要止貪 將你的貪心給平息下來 告訴大家世間沒有什麼
成就的 就算你擁有豪宅百棟 名車千輛 你富甲一方 將
來也要歸於零 沒有所謂成就 我們宗教團體就是出世間成
就 你修成了阿羅漢 修成了菩薩 修成了緣覺 修成了如
來 這才叫真正的成就
講一個笑話 老婆說：﹁為什麼結婚後就沒有送我禮
物？﹂老公說：﹁你見過釣上來的魚還要餵牠魚餌的嗎？﹂
結果老公被爆打一頓 女兒講：﹁爸 你真衰耶 你釣的是
一條鱷魚！﹂我們學佛千萬不能去拜鬼 你拜了鬼 你早晚
就成為鬼！你釣魚要釣到真正的魚啊！不能釣到鱷魚啊！你

梗上面滴一滴白色的法乳進到你的腦海 你的腦海就變成清
涼 慢慢滴 一直滴 你做觀想的時候 你坐著 觀想那個
法乳滴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的身體就有法乳一直進來 一直
進到胃 法乳到了胃 你胃的疾病就好了；法乳充滿你的
腦 你的腦就變的很清涼；法乳到了你的兩個肩膀 你肩膀
的痛就會消失掉；法乳到了你的手指 你的手指發麻就會
好；法乳到了你的胃 你的胃就變得非常健康 非常的健
全；法乳到了你的肺 你兩個肺都變成白色的 你的肺就會
非常乾淨 最重要的是祂本身就是藥 就是法乳 到了你的
腸 你的腸就清除乾淨 心 肝 脾 肺 腎 五臟六腑全
身全部都是白色 一直到你的腳趾頭 你的全身就變成白
色 法乳就充滿你的全身 一彈指間 你本身就變為白度
母 你在打坐的時候 你就變成白度母
白度母本身就是非常青春洋溢 健康 祂可以賜給你長
壽 長壽又代表著健康 健康的長壽 一般來講 人只要一
長壽就不健康了 長壽跟健康是合不起來的 在佛法裡面
健康跟長壽是可以合起來的！這樣會不會觀想？︵眾答
會！︶你把白度母全身的白 觀想成為白色的法藥 是如來
的藥！你眼睛痛 白色的法乳到了眼睛 不是白內障增加
而是白內障就消除掉 青光眼就會沒有 白內障 青光眼都
會消失掉 眼睛非常的清涼 非常的清明；法乳到了你的耳
朵 你的重聽就會消除掉；到了你的鼻子 鼻竇炎就會好；
到了你的口 口臭就沒有了 牙齒就變白 黃牙齒就消失
掉 黃板牙就沒有了 牙痛 牙周病 牙齒的毛病就會消失
掉 你就這樣觀想；你的喉嚨發炎 法乳到了你的喉嚨 喉
嚨就會變得清涼 炎症就會消失掉；法乳到了你的肩膀 五
十肩就沒有了；到了你的腰 五十腰沒有了；法乳到了你的
膝蓋 你的關節痛也會消失掉；到了你的腳趾頭 腳趾頭
麻 就不麻了；法乳到了心 肝 脾 肺 腎 都會變得正

今天去××那裡拜鬼 你早
晚就成了鬼 對不對？
言歸正傳 白度母要我說
祂最主要的法是什麼 講虛空中的白度母 一般觀想
的時候 要先觀想﹁棒
﹂字 ﹁棒﹂！就變出一朵白色
的蓮花 虛空中有白色的蓮花 蓮花中心有日 月輪 蓮花
中心有一個咒字﹁當
﹂ ﹁當﹂字在蓮花中心 ﹁當﹂
字在蓮花中心旋轉就變成白度母 白度母的形象就顯現出
來 祂全身白色 天衣重裙 瓔珞裝飾 非常的莊嚴 戴
冠 右手是與願印 這樣垂下來與願 ﹁我給你什麼﹂叫做
與願 祂的左手持蓮印 持著蓮花 烏巴拉花 有三朵花：
一朵花是闔起來的；一朵花是半開的；一朵花是全開的 烏
巴拉花就是蓮花 祂的形象是這樣 大家看祂的形象像十六
歲的少女 皮膚非常非常的白 天衣重裙 非常的漂亮 你
看祂的皮膚 有沒有看到唐卡上面？又細 又白 又嫩 十
六歲的少女是最漂亮的 因為在印度 在尼泊爾 十六歲剛
好是成熟 臺灣成年是十八歲 印度跟西藏大部分都早熟
十六歲算是最成熟 一般天女都是十六歲的相貌 祂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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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到了哪裡 你的癌症跟瘤就會慢慢縮小 清除 每天都
要這樣做 每天做這樣的觀想 這就是當初師父教我的﹁白
度母法﹂ 就是這樣教的 如果你每天能夠做這樣的打坐
全身變白變成白度母 入到你的心 能夠馬上入定 心能夠
定下來 如果你能夠做這樣的觀想 百病就會去除
還有另一治病的一尊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咒﹄ 我們
的 Translator Honiva 她昨天跟我講 她有一個朋友 到
臺灣參加大幻化網金剛的法會 蓮悅上師那裡的 她有很嚴
重的眼壓 就是青光眼 看了很多的醫生都看不好 她來參
加大幻化網金剛的法會 她聽到咒音 按照師尊所教的 按
住眼睛 她兩隻手就按住眼睛 回去了以後 她已經治了很
久而治不好的青光眼 治多久啊？︵不清楚有多久 一陣子
了︶有一段時間的青光眼 連醫生治都治不好 她的朋友在
﹁大幻化網金剛法會﹂以後 回到家 突然間 她發現她的
眼壓沒有了 她去醫院檢查 沒有青光眼了 只是一個咒音
喔！﹁嗡 別札 卓大 媽哈些 西利 哈嚕嘎 吽呸 ﹂

就聽這個咒音 她的手摸在眼睛上 她眼壓很高的 回去以
後 眼壓沒有了 青光眼好了 人家就問她：﹁奇怪！你的
眼壓怎麼突然間好了？﹂她就嗯嗯嗯 也不敢講︿真佛宗﹀
幫她醫好的 其實她可以講她是參加了一個活佛的法會 回
來就好了 事實上大幻化網金剛的咒出現很多奇蹟 那個法
會出現很多奇蹟 像是手指頭本來不能彎的 不能動的 因
為手受傷 開刀嘛！手只能比一個姿勢而已 居然以後手就
好了 完全好了 剛好那位在現場 是哪位？站出來給我們
看看 有在裡面嗎？有！站起來 穿白色的 她來參加這個
法會 一定是上次大幻化網金剛給她啟示 她說師尊的法會
一定要來參加！︵眾鼓掌︶
今天講白度母 我最主要就是要講白度母 你要觀想祂
住頂 白度母住頂 ﹁棒﹂字變成白色蓮花 ﹁當﹂ 變成
白度母 ﹁雜 吽 班﹂住在你的頂上 蓮花的梗插在你的
頂竅 一滴一滴的甘露 白色的甘露 白色的法藥 你哪裡
有病 就滴哪裡 你心臟有病就滴到你的心臟 你觀想它進
入你的心臟 觀想它在你的全身裡面循環 觀想它在你的
心 肝 脾 肺 腎 哪裡有毛病 白色的甘露就流到哪
裡 每一次做祂的觀想 唸祂的咒：﹁嗡 達咧 都達咧
都咧 梭哈 嗡 別炸 古汝 耶 梭哈 ﹂持祂的咒 觀
想白度母住頂 白色的甘露流到你生病的地方 你整個皮膚
就變成白色的 你哪裡有病就流到哪裡 這就是白度母健康
的方法 我告訴你啊！要恆心地修持 要有毅力 學什麼都
要有恆心 要有毅力 你今天得到這個法 不得了啦！價值
千萬金啊！這是我的師父 吐登達爾吉上師教我的法
當初 師父吐登達爾吉上師在睡覺的時候 看見白度母
來了說 你要去臺灣 找一個姓羅的 師父聽到白度母的命
令 他就收拾行囊到臺灣 找一個姓﹁羅﹂的 找了很久
找不到一個姓﹁羅﹂的！吐登達爾吉上師在臺灣傳了好幾個
弟子 有一些弟子在臺灣 也有道場 就是找不到一個姓

﹁羅﹂的 祂回到香港 沒辦法 晚上睡覺的時候 白度母
又出現 又來了 跟祂講：﹁那個姓羅的已經來找你了 你
沒有找到祂 但是祂已經來找你了 ﹂後來 祂看到師尊
他說：﹁祢姓盧 又不姓羅 為什麼白度母說就是祢呢？﹂
我說我是臺灣人啊！我嘉義人 嘉義出生的 之後搬到高
雄 在高雄住了十九年 台中住了十九年 三十八歲的時後
才到西雅圖去的啊！臺灣話的﹁羅﹂ 就是﹁盧﹂啊！姓羅
︵盧︶ 臺灣話嘛！盧就是羅 因為我是臺灣人 白度母祂
才說要到臺灣找一個姓羅的弟子 結果祂︵吐登達爾吉上
師︶找了半天找不到
祂在臺灣也收了很多弟子 祂在臺灣有弟子的 然後祂
又飛回香港 飛回香港的時候 晚上白度母又來跟祂講：
﹁那個姓羅的弟子已經來找你了 ﹂我去找祂啊！白度母就
講：﹁就是這一個啊！﹂這是姓盧又不是姓羅 他不知道台
灣人 盧就是羅 羅就是盧
有一個人問一個婦女：﹁在你跟丈夫二十多年的共同生
活中 你覺得你們有哪些共同點？﹂這婦女考慮了很久 回
答：﹁我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結婚 ﹂今天我
們︿真佛宗﹀弟子 有一個共同點 大家都非常的敬師 非
常的重法 非常的實修 這是共同點 不敬師的啦 不重
法 不實修的
Go your way ！去走你自己的路吧！走你
的路就好了吧！不要在那邊一直吵
再講一個笑話 我們吃飯的時候 服務員拿來一個紙
箱 說為了避免大家只會冷漠玩手機 請大家把手機集中在
一起保管 我們心想這家餐廳真貼心 等到買單的時候才發
現：﹁這家餐廳根本沒有這個店員！﹂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每一個同門在修行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種心 這一種
心就是警惕的心 千萬不要走入旁門 不要人家講什麼你就
聽什麼 你要自己警惕自己 你要走的是正道 想的是正
念 做的是正行 這樣你才能見到真道 否則你很容易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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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到了哪裡 你的癌症跟瘤就會慢慢縮小 清除 每天都
要這樣做 每天做這樣的觀想 這就是當初師父教我的﹁白
度母法﹂ 就是這樣教的 如果你每天能夠做這樣的打坐
全身變白變成白度母 入到你的心 能夠馬上入定 心能夠
定下來 如果你能夠做這樣的觀想 百病就會去除
還有另一治病的一尊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咒﹄ 我們
的 Translator Honiva 她昨天跟我講 她有一個朋友 到
臺灣參加大幻化網金剛的法會 蓮悅上師那裡的 她有很嚴
重的眼壓 就是青光眼 看了很多的醫生都看不好 她來參
加大幻化網金剛的法會 她聽到咒音 按照師尊所教的 按
住眼睛 她兩隻手就按住眼睛 回去了以後 她已經治了很
久而治不好的青光眼 治多久啊？︵不清楚有多久 一陣子
了︶有一段時間的青光眼 連醫生治都治不好 她的朋友在
﹁大幻化網金剛法會﹂以後 回到家 突然間 她發現她的
眼壓沒有了 她去醫院檢查 沒有青光眼了 只是一個咒音
喔！﹁嗡 別札 卓大 媽哈些 西利 哈嚕嘎 吽呸 ﹂

就聽這個咒音 她的手摸在眼睛上 她眼壓很高的 回去以
後 眼壓沒有了 青光眼好了 人家就問她：﹁奇怪！你的
眼壓怎麼突然間好了？﹂她就嗯嗯嗯 也不敢講︿真佛宗﹀
幫她醫好的 其實她可以講她是參加了一個活佛的法會 回
來就好了 事實上大幻化網金剛的咒出現很多奇蹟 那個法
會出現很多奇蹟 像是手指頭本來不能彎的 不能動的 因
為手受傷 開刀嘛！手只能比一個姿勢而已 居然以後手就
好了 完全好了 剛好那位在現場 是哪位？站出來給我們
看看 有在裡面嗎？有！站起來 穿白色的 她來參加這個
法會 一定是上次大幻化網金剛給她啟示 她說師尊的法會
一定要來參加！︵眾鼓掌︶
今天講白度母 我最主要就是要講白度母 你要觀想祂
住頂 白度母住頂 ﹁棒﹂字變成白色蓮花 ﹁當﹂ 變成
白度母 ﹁雜 吽 班﹂住在你的頂上 蓮花的梗插在你的
頂竅 一滴一滴的甘露 白色的甘露 白色的法藥 你哪裡
有病 就滴哪裡 你心臟有病就滴到你的心臟 你觀想它進
入你的心臟 觀想它在你的全身裡面循環 觀想它在你的
心 肝 脾 肺 腎 哪裡有毛病 白色的甘露就流到哪
裡 每一次做祂的觀想 唸祂的咒：﹁嗡 達咧 都達咧
都咧 梭哈 嗡 別炸 古汝 耶 梭哈 ﹂持祂的咒 觀
想白度母住頂 白色的甘露流到你生病的地方 你整個皮膚
就變成白色的 你哪裡有病就流到哪裡 這就是白度母健康
的方法 我告訴你啊！要恆心地修持 要有毅力 學什麼都
要有恆心 要有毅力 你今天得到這個法 不得了啦！價值
千萬金啊！這是我的師父 吐登達爾吉上師教我的法
當初 師父吐登達爾吉上師在睡覺的時候 看見白度母
來了說 你要去臺灣 找一個姓羅的 師父聽到白度母的命
令 他就收拾行囊到臺灣 找一個姓﹁羅﹂的 找了很久
找不到一個姓﹁羅﹂的！吐登達爾吉上師在臺灣傳了好幾個
弟子 有一些弟子在臺灣 也有道場 就是找不到一個姓

﹁羅﹂的 祂回到香港 沒辦法 晚上睡覺的時候 白度母
又出現 又來了 跟祂講：﹁那個姓羅的已經來找你了 你
沒有找到祂 但是祂已經來找你了 ﹂後來 祂看到師尊
他說：﹁祢姓盧 又不姓羅 為什麼白度母說就是祢呢？﹂
我說我是臺灣人啊！我嘉義人 嘉義出生的 之後搬到高
雄 在高雄住了十九年 台中住了十九年 三十八歲的時後
才到西雅圖去的啊！臺灣話的﹁羅﹂ 就是﹁盧﹂啊！姓羅
︵盧︶ 臺灣話嘛！盧就是羅 因為我是臺灣人 白度母祂
才說要到臺灣找一個姓羅的弟子 結果祂︵吐登達爾吉上
師︶找了半天找不到
祂在臺灣也收了很多弟子 祂在臺灣有弟子的 然後祂
又飛回香港 飛回香港的時候 晚上白度母又來跟祂講：
﹁那個姓羅的弟子已經來找你了 ﹂我去找祂啊！白度母就
講：﹁就是這一個啊！﹂這是姓盧又不是姓羅 他不知道台
灣人 盧就是羅 羅就是盧
有一個人問一個婦女：﹁在你跟丈夫二十多年的共同生
活中 你覺得你們有哪些共同點？﹂這婦女考慮了很久 回
答：﹁我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結婚 ﹂今天我
們︿真佛宗﹀弟子 有一個共同點 大家都非常的敬師 非
常的重法 非常的實修 這是共同點 不敬師的啦 不重
法 不實修的
Go your way ！去走你自己的路吧！走你
的路就好了吧！不要在那邊一直吵
再講一個笑話 我們吃飯的時候 服務員拿來一個紙
箱 說為了避免大家只會冷漠玩手機 請大家把手機集中在
一起保管 我們心想這家餐廳真貼心 等到買單的時候才發
現：﹁這家餐廳根本沒有這個店員！﹂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每一個同門在修行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種心 這一種
心就是警惕的心 千萬不要走入旁門 不要人家講什麼你就
聽什麼 你要自己警惕自己 你要走的是正道 想的是正
念 做的是正行 這樣你才能見到真道 否則你很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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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什麼前行 觀想 持咒 入三昧地 還有後行 迴
向 前面七支就是大供養 大皈依 四無量心 懺悔 你自
己本身所發的願望 白度母的願望 還有祂的讚偈 後面有
讚偈 有迴向 有出定 整個白度母修法的程序都有 在書
上 在電腦上都有 唯一要加的就是﹁健康法﹂ 剛才跟大
家講的 這就是一個重點
這個笑話是這樣的 我們的家門是用鐵做的 有一次
一個外國人回到家門口 老是打不開門 怎麼做就是開不
了 他只好向樓上房東太太說：﹁房東太太 為什麼你的鋼
門我開不了？﹂老外對於鐵跟鋼是不會分的 他們是比較不
分 大概是語言上的關係 我們有分鋼跟鐵 鐵門他講成鋼
門 鋼門當然是打不開
﹁師尊啊！今天為什麼要講這麼多笑話？﹂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師尊也要應眾生的要求 昨天我在法座上說法
到最後才講了一個笑話 有一個小朋友在那邊聽了 一直
講：﹁師尊為什麼不講笑話？為什麼不講？祂一直講那些我
聽不懂的 ﹂她來這裡就是要聽我的笑話 對不對？那個人
是誰？那個人就是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的女兒 叫李琪 李
琪 妳在哪裡？在那裡啊！妳昨天有沒有講我為什麼不講笑
話？我今天講這些笑話是給妳聽的 小孩子喜歡聽師尊講笑
話 笑話裡面有佛法 佛法裡面有笑話 你知道嗎？天地間
皆是新聞 新聞中自有天地 天地中自有新聞 叫新聞天
地
在一個山路的斜坡上 有一個女孩攔下一輛計程車 司
機說：﹁讓我看看妳的生命線 ﹂女孩把手伸過去 司機仔
細看過 就說：﹁好！上車吧！﹂女孩不解地問：﹁坐計程
車跟生命線有什麼關係？﹂司機回答：﹁因為煞車壞了！﹂
所以要看生命線 生命線本身來講雖然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
們學佛的人 要記得一句話：﹁我的命在我 不在天 ﹂佛

騙 甜言蜜語就把你騙了 這一點大家要注意了 我們︿真
佛宗﹀的護法很多啊！像摩利支天就是我們︿真佛宗﹀有簽
約的護法 還有一尊有簽約的 大力金剛也是我們有簽約的
護法 所有的金剛明王都是我們的護法 我們的護法裡面
沒有什麼五個鬼頭目的這種 千萬不要去拜五個鬼頭目的護
法
再講一個笑話吧！老婆對老公說：﹁我剛拿了十年前的
婚紗 試穿了一下結果正好合身 好開心啊！﹂老公說：
﹁你忘了嗎？我們結婚的時候 你已經懷胎九個月了 ﹂奉
子結婚 最近我們的舞供團 年輕的都結婚去了 所以我那
天就講了 這舞供團已經變成老娘舞供團 本來是陽光舞供
團 日正當中 但是年輕的都跑去結婚了 剩下幾個老的在
那邊搖 我將它改名叫做黃昏舞供團 聽說現在已經在招兵
買馬 希望不管你是辣妹 正妹也好 都可以參加我們的陽
光舞供團 讓它變成真正的陽光 今天晚上全都是陽光舞供
團包了 她們要表演 大家注意一下 是黃昏舞供團還是陽
光舞供團
不過 其實老人需要照顧 大家要同情老人 因為高齡
化 每個人都長壽 大家都不生 少子化 都沒有年輕人
怎麼辦啊？政府必須要鼓勵年輕人能夠生兩個孩子 一個也
好 兩個剛剛好 三個也不少 四個我們更喜歡 越多越
好 這樣國家才活潑 才有生氣 活潑生氣才會出來 一定
要鼓勵大家結婚生孩子 這是一個要點
另外大家知道的 每一個人都會老 老跟病就分不開
的 既然老了 一定會有病 這時候正需要人家的照顧 我
們必須要照顧老人 去聽聽老人的嘮叨 講嘮叨是不對的
但是 他總是要將他的經驗講出來讓大家知道 家有一老
就是一個寶貝 要傾聽他講話 要去陪伴他 要讓他生活也
有樂趣
所以我們︿真佛宗﹀要建老人院 要建育幼院 有育幼

教有六種神通 其中有一個叫做宿命通 佛陀也講宿命通
祂有講︻三世因果經︼ 就是宿命通 過去 現在 未來
三世因果 但是 佛教我們：你要珍惜你目前活著的當下
你活著的今天 這個最重要 活到明天 明天最重要 因為
今天已經過去了 你要能夠成就 你就要注意你今天的當
下 要很認真 很完美 很和善的過這一天
所以我教大家：﹁活一天 要快樂一天；活一天 要修
行一天；活一天 要感恩一天 ﹂這就是師尊的原則 釋迦
牟尼佛也是這樣講 你珍惜你現在的當下 你就能改變你自
己的命運 命運在我 不在天 佛也是這樣講：﹁珍惜你今
天的生命﹂ 你把你今天的事情做好 做成 做得完美 不
管未來的事怎麼樣 你每天做好你的事情 這就是生活本身
的原則 ﹁我命在我 不在天﹂ 如果你去聽那些算命說的
話 跟你講三世因果 你就會被他嚇死 會唬你的 江湖術
士都會唬你：﹁你要改運啊！﹂在哪裡改運啊？在台北有一
個專門改運的 叫做轉運站
記住 不要隨便聽人家講三世因果 為什麼呢？你要記
得佛的︻三世因果經︼ 佛講過：﹁注意 你今天活的當
下﹂ 這才是最重要的 過去的不重要了 過去的不可能回
來了 未來的還沒有到 你今天活的 今天最重要 佛弟子
要這樣子想 如果你遇到一個騙子 他要跟你講三世因果
你的前世是什麼？現在世是什麼？未來世是什麼？你必須要
改運 要幫你做護摩 幫你做什麼 要幫你改運 不要相
信 修法最重要 不要相信別人 自己修最重要 那個唬爛
仙到現在還在唬爛 ××拿著三世因果來當她的招牌 開始
恐嚇取財 要不得！佛不是這樣講的！佛是教你珍惜當下
師尊也是教你珍惜當下 ﹁活一天 快樂一天；活一天 修
行一天；活一天 要感恩一天 ﹂嗡嘛呢唄咪吽

院也有老人院 然後照顧他們 照顧得好好的 讓他們都有
尊嚴 這樣的服務 在印度以前有一個 Saint Teresa ︵泰
瑞莎聖者︶ 她是天主教 她把每一個人都認為是上帝 這
樣去照顧他
Saint Teresa 的名言：﹁將每一個人當成上
帝來照顧﹂ 我們對於老人 要當成菩薩來照顧 當成佛來
照顧 這時候要從教育做起 年輕人不願意服務老人 ﹁你
不願意服務我 將來也不會有人服務你﹂ 很簡單啊！你一
樣會老啊！釋迦牟尼佛走了四個門 看了生 老 病 死
生也苦 老也苦 病也苦 死也苦 所以我們對於苦 苦命
的老人 痛苦的老人 沒有尊嚴的老人 統統要讓他們變得
很有尊嚴 讓他們的苦消失掉 要讓他們能夠安樂 能夠快
樂 心靈愉悅 這不只是做人要做到的 佛教徒更要做到這
一點 將來 我們要照顧老人
一個小男孩怕黑 有一天晚上 媽媽叫他到大門口拿掃
把 男孩子講：﹁媽媽 我不敢出去 外面很黑 ﹂媽媽
講：﹁不要怕！有菩薩在那兒 祂會保護你的 ﹂男孩子
講：﹁妳確定菩薩在外面嗎？﹂媽媽講：﹁當然 菩薩是無
時不在的 你需要祂幫忙的時候 祂就會出現的 ﹂小孩子
想了想 慢慢走到門口 對外面喊道：﹁菩薩 祢在外面
嗎？幫我把掃把拿進來好不好？﹂
我告訴大家 菩薩就是你自己！你要當一個菩薩 我們
學佛最重要的 就是要當一個菩薩 當一個佛 當一個緣
覺 當一個阿羅漢 你不學這個 去學別的就是錯誤！誰當
菩薩？我就當菩薩 你也是菩薩 他也是菩薩 這樣整個社
會就安寧 大家都當菩薩 大家的心都安寧 因為菩薩的心
是柔軟的 心是善良的 白度母給大家什麼？善心 善良的
心 這是白度母要給大家的 你有善心 就會有佛保佑 你
有善心 佛 如來 白度母的法乳注入到你的身體 你的身
體就會好 這個就是相應 你的病就會好 這就是相應
我們今天講﹁白度母法﹂ 前行沒有講 我們學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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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什麼前行 觀想 持咒 入三昧地 還有後行 迴
向 前面七支就是大供養 大皈依 四無量心 懺悔 你自
己本身所發的願望 白度母的願望 還有祂的讚偈 後面有
讚偈 有迴向 有出定 整個白度母修法的程序都有 在書
上 在電腦上都有 唯一要加的就是﹁健康法﹂ 剛才跟大
家講的 這就是一個重點
這個笑話是這樣的 我們的家門是用鐵做的 有一次
一個外國人回到家門口 老是打不開門 怎麼做就是開不
了 他只好向樓上房東太太說：﹁房東太太 為什麼你的鋼
門我開不了？﹂老外對於鐵跟鋼是不會分的 他們是比較不
分 大概是語言上的關係 我們有分鋼跟鐵 鐵門他講成鋼
門 鋼門當然是打不開
﹁師尊啊！今天為什麼要講這麼多笑話？﹂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師尊也要應眾生的要求 昨天我在法座上說法
到最後才講了一個笑話 有一個小朋友在那邊聽了 一直
講：﹁師尊為什麼不講笑話？為什麼不講？祂一直講那些我
聽不懂的 ﹂她來這裡就是要聽我的笑話 對不對？那個人
是誰？那個人就是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的女兒 叫李琪 李
琪 妳在哪裡？在那裡啊！妳昨天有沒有講我為什麼不講笑
話？我今天講這些笑話是給妳聽的 小孩子喜歡聽師尊講笑
話 笑話裡面有佛法 佛法裡面有笑話 你知道嗎？天地間
皆是新聞 新聞中自有天地 天地中自有新聞 叫新聞天
地
在一個山路的斜坡上 有一個女孩攔下一輛計程車 司
機說：﹁讓我看看妳的生命線 ﹂女孩把手伸過去 司機仔
細看過 就說：﹁好！上車吧！﹂女孩不解地問：﹁坐計程
車跟生命線有什麼關係？﹂司機回答：﹁因為煞車壞了！﹂
所以要看生命線 生命線本身來講雖然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
們學佛的人 要記得一句話：﹁我的命在我 不在天 ﹂佛

騙 甜言蜜語就把你騙了 這一點大家要注意了 我們︿真
佛宗﹀的護法很多啊！像摩利支天就是我們︿真佛宗﹀有簽
約的護法 還有一尊有簽約的 大力金剛也是我們有簽約的
護法 所有的金剛明王都是我們的護法 我們的護法裡面
沒有什麼五個鬼頭目的這種 千萬不要去拜五個鬼頭目的護
法
再講一個笑話吧！老婆對老公說：﹁我剛拿了十年前的
婚紗 試穿了一下結果正好合身 好開心啊！﹂老公說：
﹁你忘了嗎？我們結婚的時候 你已經懷胎九個月了 ﹂奉
子結婚 最近我們的舞供團 年輕的都結婚去了 所以我那
天就講了 這舞供團已經變成老娘舞供團 本來是陽光舞供
團 日正當中 但是年輕的都跑去結婚了 剩下幾個老的在
那邊搖 我將它改名叫做黃昏舞供團 聽說現在已經在招兵
買馬 希望不管你是辣妹 正妹也好 都可以參加我們的陽
光舞供團 讓它變成真正的陽光 今天晚上全都是陽光舞供
團包了 她們要表演 大家注意一下 是黃昏舞供團還是陽
光舞供團
不過 其實老人需要照顧 大家要同情老人 因為高齡
化 每個人都長壽 大家都不生 少子化 都沒有年輕人
怎麼辦啊？政府必須要鼓勵年輕人能夠生兩個孩子 一個也
好 兩個剛剛好 三個也不少 四個我們更喜歡 越多越
好 這樣國家才活潑 才有生氣 活潑生氣才會出來 一定
要鼓勵大家結婚生孩子 這是一個要點
另外大家知道的 每一個人都會老 老跟病就分不開
的 既然老了 一定會有病 這時候正需要人家的照顧 我
們必須要照顧老人 去聽聽老人的嘮叨 講嘮叨是不對的
但是 他總是要將他的經驗講出來讓大家知道 家有一老
就是一個寶貝 要傾聽他講話 要去陪伴他 要讓他生活也
有樂趣
所以我們︿真佛宗﹀要建老人院 要建育幼院 有育幼

教有六種神通 其中有一個叫做宿命通 佛陀也講宿命通
祂有講︻三世因果經︼ 就是宿命通 過去 現在 未來
三世因果 但是 佛教我們：你要珍惜你目前活著的當下
你活著的今天 這個最重要 活到明天 明天最重要 因為
今天已經過去了 你要能夠成就 你就要注意你今天的當
下 要很認真 很完美 很和善的過這一天
所以我教大家：﹁活一天 要快樂一天；活一天 要修
行一天；活一天 要感恩一天 ﹂這就是師尊的原則 釋迦
牟尼佛也是這樣講 你珍惜你現在的當下 你就能改變你自
己的命運 命運在我 不在天 佛也是這樣講：﹁珍惜你今
天的生命﹂ 你把你今天的事情做好 做成 做得完美 不
管未來的事怎麼樣 你每天做好你的事情 這就是生活本身
的原則 ﹁我命在我 不在天﹂ 如果你去聽那些算命說的
話 跟你講三世因果 你就會被他嚇死 會唬你的 江湖術
士都會唬你：﹁你要改運啊！﹂在哪裡改運啊？在台北有一
個專門改運的 叫做轉運站
記住 不要隨便聽人家講三世因果 為什麼呢？你要記
得佛的︻三世因果經︼ 佛講過：﹁注意 你今天活的當
下﹂ 這才是最重要的 過去的不重要了 過去的不可能回
來了 未來的還沒有到 你今天活的 今天最重要 佛弟子
要這樣子想 如果你遇到一個騙子 他要跟你講三世因果
你的前世是什麼？現在世是什麼？未來世是什麼？你必須要
改運 要幫你做護摩 幫你做什麼 要幫你改運 不要相
信 修法最重要 不要相信別人 自己修最重要 那個唬爛
仙到現在還在唬爛 ××拿著三世因果來當她的招牌 開始
恐嚇取財 要不得！佛不是這樣講的！佛是教你珍惜當下
師尊也是教你珍惜當下 ﹁活一天 快樂一天；活一天 修
行一天；活一天 要感恩一天 ﹂嗡嘛呢唄咪吽

院也有老人院 然後照顧他們 照顧得好好的 讓他們都有
尊嚴 這樣的服務 在印度以前有一個 Saint Teresa ︵泰
瑞莎聖者︶ 她是天主教 她把每一個人都認為是上帝 這
樣去照顧他
Saint Teresa 的名言：﹁將每一個人當成上
帝來照顧﹂ 我們對於老人 要當成菩薩來照顧 當成佛來
照顧 這時候要從教育做起 年輕人不願意服務老人 ﹁你
不願意服務我 將來也不會有人服務你﹂ 很簡單啊！你一
樣會老啊！釋迦牟尼佛走了四個門 看了生 老 病 死
生也苦 老也苦 病也苦 死也苦 所以我們對於苦 苦命
的老人 痛苦的老人 沒有尊嚴的老人 統統要讓他們變得
很有尊嚴 讓他們的苦消失掉 要讓他們能夠安樂 能夠快
樂 心靈愉悅 這不只是做人要做到的 佛教徒更要做到這
一點 將來 我們要照顧老人
一個小男孩怕黑 有一天晚上 媽媽叫他到大門口拿掃
把 男孩子講：﹁媽媽 我不敢出去 外面很黑 ﹂媽媽
講：﹁不要怕！有菩薩在那兒 祂會保護你的 ﹂男孩子
講：﹁妳確定菩薩在外面嗎？﹂媽媽講：﹁當然 菩薩是無
時不在的 你需要祂幫忙的時候 祂就會出現的 ﹂小孩子
想了想 慢慢走到門口 對外面喊道：﹁菩薩 祢在外面
嗎？幫我把掃把拿進來好不好？﹂
我告訴大家 菩薩就是你自己！你要當一個菩薩 我們
學佛最重要的 就是要當一個菩薩 當一個佛 當一個緣
覺 當一個阿羅漢 你不學這個 去學別的就是錯誤！誰當
菩薩？我就當菩薩 你也是菩薩 他也是菩薩 這樣整個社
會就安寧 大家都當菩薩 大家的心都安寧 因為菩薩的心
是柔軟的 心是善良的 白度母給大家什麼？善心 善良的
心 這是白度母要給大家的 你有善心 就會有佛保佑 你
有善心 佛 如來 白度母的法乳注入到你的身體 你的身
體就會好 這個就是相應 你的病就會好 這就是相應
我們今天講﹁白度母法﹂ 前行沒有講 我們學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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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隨順法則本性

捨是幸福的

也就必將無不遂願而圓

不欠別人是一種幸福 別人欠自己已無所謂也是
一種幸福 多多依﹁悲智原則﹂︵不是愚癡盲目︶捨
予別人更是一種幸福
施比受有福 這是真的
一時未達標的 只要努力修行 必然有一天會達
到
開始時虧了一千 哀爸叫媽的；後來奉獻了十
萬... 已﹁視死︵虧︶如歸︵獲 及非獲︶﹂ 那
就是偉大的進步！
當然還有心施 身施 命施 法施
蓮生師佛開示：布施是最大的資量 有施才有
福 要得到最大的福 須全部能施 ︵︽打開寶庫之
門︾︿捨棄自己的身體﹀︶
無論目前你正處在任何狀況 只要依以上正見盡
力前行而安心 那也是完好的 如果因此焦慮 反而
不好
自然而適於自己的個性和心域程度地修進 妙美
便在其中了

真理比錢更重要

但如果有了修行修心
滿！

■⽂∕蓮曉上師

有說：
﹁錢 就像內褲 你得有 但不必逢人就證明你
有 幹事業 就像懷孕 得夠月 著急了就容易流
產
﹁淺層上而言 你若成功 ﹃放屁﹄都有道理
你若失敗 再有道理都是﹃放屁﹄ ﹂

窮閑富忙 窮樂富憂
等等 無法﹁雙全﹂

大象戴纓絡

羅漢托空

蓮生師佛告訴我們：錢很重要 但真理更重要
心急于攢錢的 如果不依福︵認真做事 對別人
對社會作善好的貢獻 修行修心 及宿世福緣︶ 也
是無用
現在不明白的人 到最終都會明白 這個道理肯
定是真的
欠錢的 或足夠錢的 或很多錢的 只要每天修
行修心 沒有不是千萬或億萬富有的！顯現只是時間
的問題
在宇宙長河 不急於一時！來日方長 機會無比
多
缽

生存真相不是非輸即贏的遊戲
壞人贏了但良心輸了 好人虧了但良心得了
心安才是贏了人生
這也只是一種活在幻中而活得幻好的說法
法則明確地顯現給所覺者 超然之上並無得失
只是患得患失 幻得幻失
如果人生比的是輸贏 那肯定就是迷失在幻中的
貪瞋癡人罷

不一定要理解
入世上的人事物不是一定要理解的
有不少情形是非道理的 不可理喻的
其實 只需要清淨地享受那刻相遇相處的自然或
美好 就可以了
太刻意理解 也不一定成功
就算理解了 又如何？
過不了一會 過不了數天半年 也許又不可理解
了
生命們往往會說 連她他也不知道突然之間想幹
什麼
一朵情緒或狀況變幻的雲飛過來 投下陰影 那
就自然心情與表情都陰沉下去 這需要解釋嗎？
喜歡時會說難以置信 不喜歡時又有什麼叫莫名
其妙呢

雜誌

43
44

隨順法則本性
既然空性﹁選擇﹂了﹁我﹂
﹁我﹂﹁不得
不﹂顯現五蘊幻聚的﹁存在﹂ 實﹁無處可躲﹂
而至上法則是執無可執
那就只好隨順其性：
能顯一切 不執一切 幻樂 傻樂 妙樂 樂無
可樂
世間好人會被壞人欺負也是常態 有時你對別人
真誠 別人卻來欺騙你 善意會被惡意中傷 晴天會
被暴雨趕絕 等等
儘管這樣 也不要改變自己的仁善和無所執！
因為 因果關係與至上法則是無法改變的
網上有說：
有能力 就做點大事；沒能力 就做點小事；
有權力 就多做好事；沒權力 就多做實事；
有餘錢 就多做善事；沒有錢 就多做力所能及
的事；
動得了 就多做點有益的事；動不了 就只想開
心的事
我們肯定會做錯事 但儘量避免做傻事 堅決不
做壞事
生活其實也沒什麼事 一輩子就這麼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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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順法則本性

捨是幸福的

也就必將無不遂願而圓

不欠別人是一種幸福 別人欠自己已無所謂也是
一種幸福 多多依﹁悲智原則﹂︵不是愚癡盲目︶捨
予別人更是一種幸福
施比受有福 這是真的
一時未達標的 只要努力修行 必然有一天會達
到
開始時虧了一千 哀爸叫媽的；後來奉獻了十
萬... 已﹁視死︵虧︶如歸︵獲 及非獲︶﹂ 那
就是偉大的進步！
當然還有心施 身施 命施 法施
蓮生師佛開示：布施是最大的資量 有施才有
福 要得到最大的福 須全部能施 ︵︽打開寶庫之
門︾︿捨棄自己的身體﹀︶
無論目前你正處在任何狀況 只要依以上正見盡
力前行而安心 那也是完好的 如果因此焦慮 反而
不好
自然而適於自己的個性和心域程度地修進 妙美
便在其中了

真理比錢更重要

但如果有了修行修心
滿！

■⽂∕蓮曉上師

有說：
﹁錢 就像內褲 你得有 但不必逢人就證明你
有 幹事業 就像懷孕 得夠月 著急了就容易流
產
﹁淺層上而言 你若成功 ﹃放屁﹄都有道理
你若失敗 再有道理都是﹃放屁﹄ ﹂

窮閑富忙 窮樂富憂
等等 無法﹁雙全﹂

大象戴纓絡

羅漢托空

蓮生師佛告訴我們：錢很重要 但真理更重要
心急于攢錢的 如果不依福︵認真做事 對別人
對社會作善好的貢獻 修行修心 及宿世福緣︶ 也
是無用
現在不明白的人 到最終都會明白 這個道理肯
定是真的
欠錢的 或足夠錢的 或很多錢的 只要每天修
行修心 沒有不是千萬或億萬富有的！顯現只是時間
的問題
在宇宙長河 不急於一時！來日方長 機會無比
多
缽

生存真相不是非輸即贏的遊戲
壞人贏了但良心輸了 好人虧了但良心得了
心安才是贏了人生
這也只是一種活在幻中而活得幻好的說法
法則明確地顯現給所覺者 超然之上並無得失
只是患得患失 幻得幻失
如果人生比的是輸贏 那肯定就是迷失在幻中的
貪瞋癡人罷

不一定要理解
入世上的人事物不是一定要理解的
有不少情形是非道理的 不可理喻的
其實 只需要清淨地享受那刻相遇相處的自然或
美好 就可以了
太刻意理解 也不一定成功
就算理解了 又如何？
過不了一會 過不了數天半年 也許又不可理解
了
生命們往往會說 連她他也不知道突然之間想幹
什麼
一朵情緒或狀況變幻的雲飛過來 投下陰影 那
就自然心情與表情都陰沉下去 這需要解釋嗎？
喜歡時會說難以置信 不喜歡時又有什麼叫莫名
其妙呢

雜誌

43
44

隨順法則本性
既然空性﹁選擇﹂了﹁我﹂
﹁我﹂﹁不得
不﹂顯現五蘊幻聚的﹁存在﹂ 實﹁無處可躲﹂
而至上法則是執無可執
那就只好隨順其性：
能顯一切 不執一切 幻樂 傻樂 妙樂 樂無
可樂
世間好人會被壞人欺負也是常態 有時你對別人
真誠 別人卻來欺騙你 善意會被惡意中傷 晴天會
被暴雨趕絕 等等
儘管這樣 也不要改變自己的仁善和無所執！
因為 因果關係與至上法則是無法改變的
網上有說：
有能力 就做點大事；沒能力 就做點小事；
有權力 就多做好事；沒權力 就多做實事；
有餘錢 就多做善事；沒有錢 就多做力所能及
的事；
動得了 就多做點有益的事；動不了 就只想開
心的事
我們肯定會做錯事 但儘量避免做傻事 堅決不
做壞事
生活其實也沒什麼事 一輩子就這麼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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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慈悲 佛陀並沒有說並不可以集結 我從來沒有
說過 我從來都沒有轉過法輪 這是那個的講法 就
是我們勉強稱之為菩提心的講法 也就是第一義諦的
講法 可是我相信一億人裡面 看有沒有一個人聽到
這句話 就懂它在講什麼 不要說一百個裡面看有沒
有一個 一億個人裡面看有沒有一個 能夠聽得懂祂
這句話直接就結束 我看這很難的 所以後來才會有
所謂的進一步把菩提心去做解釋 然後既然去解釋了
菩提心 那糟糕了 這個東西就已經不再是那個了
一旦被標出來以後 它就不再是那個了 這個時候才
會出現所謂勝義的菩提心 或這是世間的菩提心 又
或者是相對的菩提心 各種講法很多 但是當我們今
天要去解釋一個菩提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之前我講
︽發菩提心論︾到後來講︽發菩提心論︾結束講︽入
菩薩行論︾ 開始講這個菩提心利益的時候 我特別
講得更明白的就是 你要成佛一定要走這一條路 沒
有別條路 沒有一個佛在不發菩提心的情況下祂會成
佛 沒有的 沒有一個佛可以不用發菩提心的 都
要！而你發的菩提心是什麼？我之前講過 有人說這
只是發的 這是你去塑造出來的 就好像今天我拿一

■釋蓮耶上師開⽰

我們大家恭敬合掌 敬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 敬禮︿真佛宗﹀歷代傳承祖師 敬禮同修主尊
南摩金剛心菩薩 敬禮︽入菩薩行論︾造論祖師寂天
菩薩 敬禮一切天人護法 敬禮壇城三寶 蓮吟法
師 蓮質法師 蓮殊法師 志慶助教 還有現場的各
位師兄師姐 網路上的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晚安 晚
上好！
好 現在又來講︽入菩薩行論︾ 我已經忘記我
講到哪兒了 我上次好像又重新再講一次前面了 我
講來講去都在講這幾件事情 大家都搞不清楚我講到
哪裡 因為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過我知道我第二
次再重新更深度的解釋一下前面那幾句 那現在問題
就來了 其實本來就只有一個菩提心而已 那一個菩
提心其實並沒有去區分它是世間的菩提心 也有人講
是相對菩提心 或者是勝義菩提心 從來都不會有人
去區分 本來一開始應該是這樣 可是那個菩提心太
大 太難了 而且甚至不可說 也無法說 如果所有
的東西都是這樣不可說 無法說 那我們修行修什
麼？怎麼修？所以禪宗祖師有一個名詞叫無門關 本
來就沒有門 你不知道怎麼進去啊！現在問題是佛陀

家庭也好 金錢也好 名譽也好 色欲也好 掌聲也
好 都是一樣 都不能夠牽絆得住自己 而且我不但
是為了自己能夠不被牽絆 能夠得到自在 真正的斷
除輪迴 也是為了眾生 幫助眾生斷除輪迴 所以在
某個程度上菩提心跟出離心其實是同義的東西 我是
指到了某個程度上 可是它們本來其實都是一樣
你圓融了一切出離還有菩提兩種心之後 那就像
是資糧具足了 慢慢的就會看得到什麼是中觀 然後
慢慢的就會具足到這些東西 在藏傳佛教他們為什麼
要去修因明？他們修因明 邏輯學的原因就是藉由不
斷的思維去找出那一個很像的那個 藉由不斷的判別
去找出原來那個照片講的就是他 可是照片的那個他
還不是他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從照片的他變成真
實的他就不是因明可以解決的了 只能修禪定 所以
因明 邏輯 思維是幫助我們去辨認清楚 然後我們
再回到禪定當中用我們的定去解決這件事
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到了那樣的階段以後 出
離心跟菩提心本來就是一 也就是中觀正見 沒有
三 本來就沒有三 所以我們在了解︽入菩薩行論︾
為什麼第一品寂天祖師一定要講菩提心利益？祂講得
很清楚 成佛只有這一條路 沒有別的路 你會為了
願意幫助眾生成佛 所以一定要守戒 因為你不守戒
眾生會毀謗 他毀謗了以後 他更成不了佛 這樣講
懂我的意思嗎？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待續︶

張照片跟大家說這是蓮耶 那個就不是啊！各位了解
那個意思嗎？照片裡的那個人不是我 各位 甚至網
路上的同門在網路上看到我現在講這一段 你看到蓮
耶不是這個蓮耶 那只是﹁發的﹂ 不是﹁媽的﹂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我們不得以還是得用一個東西來
代表 那我就要進一步講清楚 所有的佛在成佛之前
一定都會發菩提心 所有的佛成佛也都靠菩提心 那
發的菩提心是發什麼？就是我的修行不是為我 那如
果我們要進一步講不是為了我 那到底為了誰？本來
應該是不能講 我不是為了誰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把
它再講清楚一點 當我們沒再講清楚一點 菩提心的
層次就會越來越接近我們 否則它是原來的那一個
我們再講得清楚一點就是我的修行不是為我 是為了
眾生 所以很多祖師祂們去定義菩提心的時候祂們會
把菩提心當成什麼？祂們會說什麼叫菩提心？是為了
將一切眾生導引至最究竟的佛果 我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我願意去修一切的六度萬行 我願意持受一切的
戒律 我願意修一切的定法｜禪定的方法 我願意去
增長一切的智慧 只為了將一切的眾生引導至究竟的
佛果 這就是菩提心 而這個菩提心其實是發的菩提
心 發出來的菩提心 一般菩提心是沒辦法發 而我
們現在講發菩提心是發什麼菩提心？就是發這個菩提
心 而發這個菩提心是所有的佛 在成佛的路上一定
要做的事情 而且祂們也就是修這個 那這個共同的
基礎就是出離心 所為出離也就是說沒有什麼東西可
以羈絆得住自己 你要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可是一定
要做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羈絆得住自己 親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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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慈悲 佛陀並沒有說並不可以集結 我從來沒有
說過 我從來都沒有轉過法輪 這是那個的講法 就
是我們勉強稱之為菩提心的講法 也就是第一義諦的
講法 可是我相信一億人裡面 看有沒有一個人聽到
這句話 就懂它在講什麼 不要說一百個裡面看有沒
有一個 一億個人裡面看有沒有一個 能夠聽得懂祂
這句話直接就結束 我看這很難的 所以後來才會有
所謂的進一步把菩提心去做解釋 然後既然去解釋了
菩提心 那糟糕了 這個東西就已經不再是那個了
一旦被標出來以後 它就不再是那個了 這個時候才
會出現所謂勝義的菩提心 或這是世間的菩提心 又
或者是相對的菩提心 各種講法很多 但是當我們今
天要去解釋一個菩提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之前我講
︽發菩提心論︾到後來講︽發菩提心論︾結束講︽入
菩薩行論︾ 開始講這個菩提心利益的時候 我特別
講得更明白的就是 你要成佛一定要走這一條路 沒
有別條路 沒有一個佛在不發菩提心的情況下祂會成
佛 沒有的 沒有一個佛可以不用發菩提心的 都
要！而你發的菩提心是什麼？我之前講過 有人說這
只是發的 這是你去塑造出來的 就好像今天我拿一

■釋蓮耶上師開⽰

我們大家恭敬合掌 敬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
活佛 敬禮︿真佛宗﹀歷代傳承祖師 敬禮同修主尊
南摩金剛心菩薩 敬禮︽入菩薩行論︾造論祖師寂天
菩薩 敬禮一切天人護法 敬禮壇城三寶 蓮吟法
師 蓮質法師 蓮殊法師 志慶助教 還有現場的各
位師兄師姐 網路上的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晚安 晚
上好！
好 現在又來講︽入菩薩行論︾ 我已經忘記我
講到哪兒了 我上次好像又重新再講一次前面了 我
講來講去都在講這幾件事情 大家都搞不清楚我講到
哪裡 因為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過我知道我第二
次再重新更深度的解釋一下前面那幾句 那現在問題
就來了 其實本來就只有一個菩提心而已 那一個菩
提心其實並沒有去區分它是世間的菩提心 也有人講
是相對菩提心 或者是勝義菩提心 從來都不會有人
去區分 本來一開始應該是這樣 可是那個菩提心太
大 太難了 而且甚至不可說 也無法說 如果所有
的東西都是這樣不可說 無法說 那我們修行修什
麼？怎麼修？所以禪宗祖師有一個名詞叫無門關 本
來就沒有門 你不知道怎麼進去啊！現在問題是佛陀

家庭也好 金錢也好 名譽也好 色欲也好 掌聲也
好 都是一樣 都不能夠牽絆得住自己 而且我不但
是為了自己能夠不被牽絆 能夠得到自在 真正的斷
除輪迴 也是為了眾生 幫助眾生斷除輪迴 所以在
某個程度上菩提心跟出離心其實是同義的東西 我是
指到了某個程度上 可是它們本來其實都是一樣
你圓融了一切出離還有菩提兩種心之後 那就像
是資糧具足了 慢慢的就會看得到什麼是中觀 然後
慢慢的就會具足到這些東西 在藏傳佛教他們為什麼
要去修因明？他們修因明 邏輯學的原因就是藉由不
斷的思維去找出那一個很像的那個 藉由不斷的判別
去找出原來那個照片講的就是他 可是照片的那個他
還不是他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從照片的他變成真
實的他就不是因明可以解決的了 只能修禪定 所以
因明 邏輯 思維是幫助我們去辨認清楚 然後我們
再回到禪定當中用我們的定去解決這件事
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到了那樣的階段以後 出
離心跟菩提心本來就是一 也就是中觀正見 沒有
三 本來就沒有三 所以我們在了解︽入菩薩行論︾
為什麼第一品寂天祖師一定要講菩提心利益？祂講得
很清楚 成佛只有這一條路 沒有別的路 你會為了
願意幫助眾生成佛 所以一定要守戒 因為你不守戒
眾生會毀謗 他毀謗了以後 他更成不了佛 這樣講
懂我的意思嗎？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待續︶

張照片跟大家說這是蓮耶 那個就不是啊！各位了解
那個意思嗎？照片裡的那個人不是我 各位 甚至網
路上的同門在網路上看到我現在講這一段 你看到蓮
耶不是這個蓮耶 那只是﹁發的﹂ 不是﹁媽的﹂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我們不得以還是得用一個東西來
代表 那我就要進一步講清楚 所有的佛在成佛之前
一定都會發菩提心 所有的佛成佛也都靠菩提心 那
發的菩提心是發什麼？就是我的修行不是為我 那如
果我們要進一步講不是為了我 那到底為了誰？本來
應該是不能講 我不是為了誰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把
它再講清楚一點 當我們沒再講清楚一點 菩提心的
層次就會越來越接近我們 否則它是原來的那一個
我們再講得清楚一點就是我的修行不是為我 是為了
眾生 所以很多祖師祂們去定義菩提心的時候祂們會
把菩提心當成什麼？祂們會說什麼叫菩提心？是為了
將一切眾生導引至最究竟的佛果 我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我願意去修一切的六度萬行 我願意持受一切的
戒律 我願意修一切的定法｜禪定的方法 我願意去
增長一切的智慧 只為了將一切的眾生引導至究竟的
佛果 這就是菩提心 而這個菩提心其實是發的菩提
心 發出來的菩提心 一般菩提心是沒辦法發 而我
們現在講發菩提心是發什麼菩提心？就是發這個菩提
心 而發這個菩提心是所有的佛 在成佛的路上一定
要做的事情 而且祂們也就是修這個 那這個共同的
基礎就是出離心 所為出離也就是說沒有什麼東西可
以羈絆得住自己 你要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可是一定
要做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羈絆得住自己 親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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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君上師整理

年有戰火 嗅到了﹁戰火的味道﹂
但是我們儘量的再給它做化解
希望能夠沒有事情
所以今年也有電視台訪問我：那
你對今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嗅到﹁戰火的味道﹂
但是 我自己本人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力
量 把這個戰爭化解掉
顏先生：我們怎樣去解除呢？比
如說 我是老百姓呢？
師尊：其實那也是 就是佛陀所
講的 一個﹁業﹂字
顏先生：﹁業﹂字？
師尊：事業的業 那個﹁業﹂
字 因為佛陀曾經講 有人問祂：人來
這個世間做什麼？
佛陀回答 就是﹁酬業﹂ 應酬
的﹁酬﹂ 事業的﹁業﹂ 人是來這個
世間 因為你有﹁業﹂ 要把這個
﹁業﹂還了 所以你才來到這個娑婆世
界 叫做﹁酬業﹂
顏先生：來 就是為了﹁酬
業﹂
師尊：對
顏先生：那會開心嗎？我們來這
個
師尊：應該講 人生是苦 因為
佛講：﹁苦 空 無常 無我﹂ 這個
是佛陀主要的精神所在
第一個就是﹁苦﹂ 因為﹁苦﹂
要把它解除掉 就是我講的四聖諦：

○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蓮
花少東上師的引見之下
聖尊
蓮生活佛接受香港資深傳媒人｜顏聯武
先生訪問 其對話如下：
顏先生：二○一二年有宗教團體
迎請舍利子到香港活動 而令得天氣轉
好 當送返舍利子時 天氣就仍然轉
壞 請問這是什麼樣的情況？是天垂異
象嗎？
師尊：舍利子有特殊磁場 所
以 到的時候會有好天氣 離開天氣就
恢復原本不好的天氣 我個人是比較自
然 不管是很熱 很冷 下雨 颳風
從來沒有擔心過 因為就算在大風之
中 我們一樣可以把法會做好 在下大
雨的時候 一樣可以把法會做好 很熱
的天氣 一樣會把法會做好 所以我們
是自然的
顏先生：所以師尊是輕鬆 如果
輕鬆的話 我就問：師尊每天通常早上
什麼時候起床？
師尊：我早上大部分都是七點起
床
顏先生：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師尊：第一件事當然是刷牙 洗
臉 正常這些事情先做好 然後再做別
的事情
顏先生：然後呢？別的事情是包
括什麼呢？
師尊：有時候要理髮 理髮的時
候 我會看電視

二

轉化
顏先生：對對對 師尊 你就是
宗教人士嘛 可是如果像我們這樣 普
通的老百姓 可能沒有信仰 或者是可
能思想不那麼成熟 看到這些新聞的時
候 我們的心情會受到影響的嘛 那我
們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師尊：按照佛法來講起來 其實
像這種事情 如果在一個成就者來講
祂會把它看成根本就沒有這種事 那是
一個很高的境界
顏先生：當然
師尊：有時候 好像我在菜市場
裡面 找到了一張椅子 四周的聲音非
常的吵雜 但是我能夠坐在那張椅子
上 一下子我就會安靜下來 所有的聲
音都變成沒有
那麼今年 我本身有給今年一個
字 這個字本身就是﹁亂﹂
顏先生：﹁亂﹂？
師尊：欸！﹁亂﹂
顏先生：其實我們的世界 每一
天都﹁亂﹂啊！
師尊：世間上很多事情都是
﹁亂﹂ 但今年的亂 是屬於國家的
﹁亂﹂ 因為我本身嗅到﹁戰火的味
道﹂
在二○一六年的時候 農曆八月
十五 我們用占測的方法 佛菩薩指示
的方法 知道了二○一七年 整個國
家的現象 所以那時候 我就預言 今

顏先生：你看電視？
師尊：對
顏先生：看什麼電視節目呢？
師尊：哦 都是看新聞
顏先生：Ok 如果你看新聞的時
候 其他的電視劇 你不會看的 是
吧？
師尊：很少
顏先生：很少 只是弟子有時候
告訴你什麼內容 會嗎？會跟你聊這些
內容 不會吧？
師尊：不會
顏先生：然後你看新聞的時候
好像今天我看世界是很亂 還有新聞的
內容就是真的很多
太多不開心的
新聞 戰爭啊 災害啊 人為的 我想
師尊 你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內心的感
覺怎麼樣？
師尊：我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一直在唸佛 那些災害啊
或者
有一些兇殺案啊 車禍啦 我看新聞的
目的：主要是幫他們唸佛 唸咒 希望
他們受輕傷的會好起來 重傷的也會變
成輕傷 死亡的 就希望讓他往生
我一心就是想要幫忙 這些在電
視上受苦受難的 發生車禍的 災難
的 這些人也應該是有緣的眾生 我看
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持咒 幫助他們
顏先生：那你看電視新聞的時
候 一定是很忙碌的？
師尊：對 因為我一直在幫他們

﹁苦 集 滅 道﹂ 第一個 因為你
知道﹁苦﹂ 所以煩惱﹁苦﹂ 你要解
脫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把自己變成解
脫的成就者 你才能夠解脫這個
﹁苦﹂ 要把﹁苦﹂滅掉
顏先生：可以嗎？
師尊：是可以的
顏先生：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呢？
師尊：很少 但是成就者他能夠
做得到 因為這個﹁苦﹂是因為有
﹁我﹂ 才會﹁苦﹂ 你有這個
﹁我﹂ 才會產生﹁苦﹂ 你如果沒有
這個﹁我﹂ ﹁苦﹂就不在了 例如生
病一樣 你有這個身體 才會生病 你
身體沒有了 就沒有病
顏先生：明白
師尊：所以在心裡上 你必須要
有﹁無我﹂的思想
顏先生：不過 人做得到嗎？
師尊：很少 很少 但是成就者
做得到 所以問題裡面提到這個死苦
死非常正常的 因為佛講的 有生必有
死
顏先生：對
師尊：那麼有健康 必有衰敗
顏先生：對
師尊：這個事業上有成就 有一
天也會沒有
顏先生：對
師尊：這就是﹁無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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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君上師整理

年有戰火 嗅到了﹁戰火的味道﹂
但是我們儘量的再給它做化解
希望能夠沒有事情
所以今年也有電視台訪問我：那
你對今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嗅到﹁戰火的味道﹂
但是 我自己本人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力
量 把這個戰爭化解掉
顏先生：我們怎樣去解除呢？比
如說 我是老百姓呢？
師尊：其實那也是 就是佛陀所
講的 一個﹁業﹂字
顏先生：﹁業﹂字？
師尊：事業的業 那個﹁業﹂
字 因為佛陀曾經講 有人問祂：人來
這個世間做什麼？
佛陀回答 就是﹁酬業﹂ 應酬
的﹁酬﹂ 事業的﹁業﹂ 人是來這個
世間 因為你有﹁業﹂ 要把這個
﹁業﹂還了 所以你才來到這個娑婆世
界 叫做﹁酬業﹂
顏先生：來 就是為了﹁酬
業﹂
師尊：對
顏先生：那會開心嗎？我們來這
個
師尊：應該講 人生是苦 因為
佛講：﹁苦 空 無常 無我﹂ 這個
是佛陀主要的精神所在
第一個就是﹁苦﹂ 因為﹁苦﹂
要把它解除掉 就是我講的四聖諦：

○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蓮
花少東上師的引見之下
聖尊
蓮生活佛接受香港資深傳媒人｜顏聯武
先生訪問 其對話如下：
顏先生：二○一二年有宗教團體
迎請舍利子到香港活動 而令得天氣轉
好 當送返舍利子時 天氣就仍然轉
壞 請問這是什麼樣的情況？是天垂異
象嗎？
師尊：舍利子有特殊磁場 所
以 到的時候會有好天氣 離開天氣就
恢復原本不好的天氣 我個人是比較自
然 不管是很熱 很冷 下雨 颳風
從來沒有擔心過 因為就算在大風之
中 我們一樣可以把法會做好 在下大
雨的時候 一樣可以把法會做好 很熱
的天氣 一樣會把法會做好 所以我們
是自然的
顏先生：所以師尊是輕鬆 如果
輕鬆的話 我就問：師尊每天通常早上
什麼時候起床？
師尊：我早上大部分都是七點起
床
顏先生：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師尊：第一件事當然是刷牙 洗
臉 正常這些事情先做好 然後再做別
的事情
顏先生：然後呢？別的事情是包
括什麼呢？
師尊：有時候要理髮 理髮的時
候 我會看電視

二

轉化
顏先生：對對對 師尊 你就是
宗教人士嘛 可是如果像我們這樣 普
通的老百姓 可能沒有信仰 或者是可
能思想不那麼成熟 看到這些新聞的時
候 我們的心情會受到影響的嘛 那我
們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師尊：按照佛法來講起來 其實
像這種事情 如果在一個成就者來講
祂會把它看成根本就沒有這種事 那是
一個很高的境界
顏先生：當然
師尊：有時候 好像我在菜市場
裡面 找到了一張椅子 四周的聲音非
常的吵雜 但是我能夠坐在那張椅子
上 一下子我就會安靜下來 所有的聲
音都變成沒有
那麼今年 我本身有給今年一個
字 這個字本身就是﹁亂﹂
顏先生：﹁亂﹂？
師尊：欸！﹁亂﹂
顏先生：其實我們的世界 每一
天都﹁亂﹂啊！
師尊：世間上很多事情都是
﹁亂﹂ 但今年的亂 是屬於國家的
﹁亂﹂ 因為我本身嗅到﹁戰火的味
道﹂
在二○一六年的時候 農曆八月
十五 我們用占測的方法 佛菩薩指示
的方法 知道了二○一七年 整個國
家的現象 所以那時候 我就預言 今

顏先生：你看電視？
師尊：對
顏先生：看什麼電視節目呢？
師尊：哦 都是看新聞
顏先生：Ok 如果你看新聞的時
候 其他的電視劇 你不會看的 是
吧？
師尊：很少
顏先生：很少 只是弟子有時候
告訴你什麼內容 會嗎？會跟你聊這些
內容 不會吧？
師尊：不會
顏先生：然後你看新聞的時候
好像今天我看世界是很亂 還有新聞的
內容就是真的很多
太多不開心的
新聞 戰爭啊 災害啊 人為的 我想
師尊 你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內心的感
覺怎麼樣？
師尊：我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一直在唸佛 那些災害啊
或者
有一些兇殺案啊 車禍啦 我看新聞的
目的：主要是幫他們唸佛 唸咒 希望
他們受輕傷的會好起來 重傷的也會變
成輕傷 死亡的 就希望讓他往生
我一心就是想要幫忙 這些在電
視上受苦受難的 發生車禍的 災難
的 這些人也應該是有緣的眾生 我看
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持咒 幫助他們
顏先生：那你看電視新聞的時
候 一定是很忙碌的？
師尊：對 因為我一直在幫他們

﹁苦 集 滅 道﹂ 第一個 因為你
知道﹁苦﹂ 所以煩惱﹁苦﹂ 你要解
脫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把自己變成解
脫的成就者 你才能夠解脫這個
﹁苦﹂ 要把﹁苦﹂滅掉
顏先生：可以嗎？
師尊：是可以的
顏先生：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呢？
師尊：很少 但是成就者他能夠
做得到 因為這個﹁苦﹂是因為有
﹁我﹂ 才會﹁苦﹂ 你有這個
﹁我﹂ 才會產生﹁苦﹂ 你如果沒有
這個﹁我﹂ ﹁苦﹂就不在了 例如生
病一樣 你有這個身體 才會生病 你
身體沒有了 就沒有病
顏先生：明白
師尊：所以在心裡上 你必須要
有﹁無我﹂的思想
顏先生：不過 人做得到嗎？
師尊：很少 很少 但是成就者
做得到 所以問題裡面提到這個死苦
死非常正常的 因為佛講的 有生必有
死
顏先生：對
師尊：那麼有健康 必有衰敗
顏先生：對
師尊：這個事業上有成就 有一
天也會沒有
顏先生：對
師尊：這就是﹁無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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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香港㈾深傳媒㆟
顏聯武先生訪問
(㆒)

師尊：那你那個時候 不覺得自
己在床上 你在夢中的時候 你在做
夢 那怎麼在床上呢？
顏先生：我在床上做夢嘛！
師尊：︵笑︶但是 事實上 你
沒有感覺到你在床上 是不是？
顏先生：如果感覺自己在床
上
師尊：那是醒著啦
顏先生：那就不是做夢？
師尊：對啊
顏先生：對 那我應該在夢中
師尊：對啊 夢中 那時候你在
哪裡？
顏先生：不知道 很隨意的
師尊：對啊
顏先生：對啊
師尊：你如果能夠﹁禪定﹂的
話 你自己就沒有了
這種現象 你在﹁禪定﹂的時
候 自己就沒有了 那個時候 也沒有
苦 也沒有樂 也沒有煩惱 也沒有
病 佛陀本身所講的 其實祂就是在講
這個 ﹁苦 空 無常 無我﹂ 這四
個是佛陀的思想
顏先生：師尊 聽你說這番話的
時候 我就在想 其實我們都怕我們什
麼都沒有
師尊：我本人不怕 怕的人 就
是有我才會怕 如果你用無我的思想的
話 那你怕什麼？你又受什麼傷害呢？

顏先生：有句老話就是 人有點
奇怪 就是﹁我們要輸打贏要﹂ 聽過
沒有？輸的時候 我們就不服氣 贏的
時候 就什麼都要
師尊答：哦 對了 好像一個病
人一樣 他那時候是輸了
顏先生：其實 我們都是病人
啊！
師尊：沒錯
顏先生：清醒的人有多少呢？比
如說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你的書本裡
面 看見好像有一個對話 好像就是你
自己跟自己對話 就是鏡中的自己 叫
鏡子
鏡中的自己是真實的自己
還是鏡裡面的那個是真正的你呢？
我在看這個對話的時候 我覺得
蠻有趣的 請問哪個才是真的自己呢？
師尊：其實沒有自己
顏先生：我在想 就是如果我回
答這個問題 哪個是真實的存在？我就
感覺 就是鏡裡面是真實存在 還是鏡
外的是真實存在？
我在想 如果沒有鏡子外面的我
的話 鏡子裡面根本就是空 所以我在
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鏡子外面就是真
實的存在 可是我好像感覺你在文字裡
面去表達的就是 其實兩個都不存在
的
師尊：兩個都不存在
顏先生：我就想不通 請你解釋
一下嘛

答

你身上又有什麼病呢？你又有什麼事情
值得你煩惱呢？
顏先生：很多事情值得我煩惱
師尊：煩惱 就是因為有我 才
會煩惱
顏先生：其實每一個人
師尊：沒有我 什麼煩惱也沒
有
顏先生：明白
師尊：像這個世界上的大戰來
講 很多人很煩惱 甚至於在美國 有
人挖核子彈的設施在地底下 很深的地
方 能夠生存半年 或者十年 或者幾
年之內 他都可以在這地底下生存 為
了怕的是核子彈
就為了他自己的生命 而造出來
的 他事先有﹁危機的意識﹂ 還做了
這種事情
顏先生：對嗎？這種做法應該
嗎？合理嗎？
師尊：我認為 這是多此一舉
顏先生：為什麼呢？
師尊：在我來講 這整個地球
我看整個地球上 是根本沒有人類的
顏先生：此話怎說呢？
師尊：你看 月球上有人嗎？
顏先生：我不知道
師尊：月球上 我們知道 月球
上沒有人
顏先生：我不敢 以前說我會
今天我不會答 不敢說月球

師尊：因為兩個都不存在的話
那是最好的 因為也沒有苦 苦都沒有
了 也沒有煩惱 因為你根本就不存
在 我現在講 以我來講 那麼我思
我在想
顏先生：我思故我在吧？
師尊：我思故我在
顏先生：對
師尊：那我的意念 我想的人
也就是說 我就是我想的人 我想的
人 我在思想 所以這個我 才能夠存
在 如果你這個人沒有思想 你本身就
不存在了
然後 我講這個我 為什麼不存
在呢？因為大家認為我 現在的我就是
我
顏先生：對
師尊：其實你有經歷過你的
baby的時候 然後再來是幼年的時候
再來 是少年的時候 再來是 青年的
時候 再來是壯年的時候 再來是老年
的時候 然後再來是 病人快死的時
候 請問哪一個是你？
顏先生：每個都是我
師尊：每個都是你？
顏先生：對
師尊：其實統統都不一樣 每一
個你都不一樣 沒有一個一樣的 怎麼
可以講每一個都是你？
顏先生：每一個都是我 都是由
根本的我變出來的嘛 每一個我都是一

上
師尊：你看 月球上有所謂 有
人能夠去到月球 能夠得到什麼嗎？
顏先生：這個還是一個問號嘛！
師尊：這是一個問號 沒有錯
如果月球上根本沒有人 還有什麼煩惱
呢？還有什麼善惡呢？善惡也沒有了
顏先生：所以煩惱都是來自我們
人吧？
師尊答：對
顏先生：所以沒有人 就沒有煩
惱
師尊答：對 所以你看月球上根
本就沒有人 我是經常去月球
顏先生：什麼？你常上去？
師尊：我就是月球
顏先生：你就是月球？所以最近
寫了一本書 就是︽天上的鑰匙︾ 是
嗎？
師尊：對 ︵笑︶我告訴你 我
本身的思想 就是我把自己當成我一個
人在月球上 我的思想是這樣
顏先生：不孤單 不寂寞嗎？
師尊：不會 我想自己在月球
上 月球上沒有風景啊
顏先生：可是沒有人跟你分享
吧？
師尊：我自己已經夠了 我很快
樂 ︵眾笑 ︶
顏先生：是嗎？那你的弟子給你
一定的空間嗎？

個過程嘛
師尊：那就是無常 對不對？
顏先生：對
師尊：但這一段過程中 只是留
給你 也不能夠留給別人 你自己也會
不存在
顏先生：當然
師尊：因為以後就沒有了
顏先生：對對 明白
師尊：每天都在變化
顏先生：對
師尊：因為每一天都有細胞的
生 每一天都有細胞的死
顏先生：那我想問師尊一個問
題 你說得對 每天都在變化 好像我
們存在 就是面對每天的變化 在處
理 在面對 很累吧？
還有就是 ﹁我思故我在﹂ 我
們因為有思想嘛 有時候 我們的問題
煩惱就是：來自我們想得太多 怎麼辦
呢？
師尊：你可以不想嗎？
顏先生：情難自控吧
師尊：我可以不想
顏先生：你可以 你是師尊 我
不是嘛 ︵眾笑 ︶
師尊：因為你只要定下來 把念
頭止住了 其實你在哪裡？比如講 你
晚上睡覺 你在做夢 那個時候你在哪
裡？
顏先生：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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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那你那個時候 不覺得自
己在床上 你在夢中的時候 你在做
夢 那怎麼在床上呢？
顏先生：我在床上做夢嘛！
師尊：︵笑︶但是 事實上 你
沒有感覺到你在床上 是不是？
顏先生：如果感覺自己在床
上
師尊：那是醒著啦
顏先生：那就不是做夢？
師尊：對啊
顏先生：對 那我應該在夢中
師尊：對啊 夢中 那時候你在
哪裡？
顏先生：不知道 很隨意的
師尊：對啊
顏先生：對啊
師尊：你如果能夠﹁禪定﹂的
話 你自己就沒有了
這種現象 你在﹁禪定﹂的時
候 自己就沒有了 那個時候 也沒有
苦 也沒有樂 也沒有煩惱 也沒有
病 佛陀本身所講的 其實祂就是在講
這個 ﹁苦 空 無常 無我﹂ 這四
個是佛陀的思想
顏先生：師尊 聽你說這番話的
時候 我就在想 其實我們都怕我們什
麼都沒有
師尊：我本人不怕 怕的人 就
是有我才會怕 如果你用無我的思想的
話 那你怕什麼？你又受什麼傷害呢？

顏先生：有句老話就是 人有點
奇怪 就是﹁我們要輸打贏要﹂ 聽過
沒有？輸的時候 我們就不服氣 贏的
時候 就什麼都要
師尊答：哦 對了 好像一個病
人一樣 他那時候是輸了
顏先生：其實 我們都是病人
啊！
師尊：沒錯
顏先生：清醒的人有多少呢？比
如說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你的書本裡
面 看見好像有一個對話 好像就是你
自己跟自己對話 就是鏡中的自己 叫
鏡子
鏡中的自己是真實的自己
還是鏡裡面的那個是真正的你呢？
我在看這個對話的時候 我覺得
蠻有趣的 請問哪個才是真的自己呢？
師尊：其實沒有自己
顏先生：我在想 就是如果我回
答這個問題 哪個是真實的存在？我就
感覺 就是鏡裡面是真實存在 還是鏡
外的是真實存在？
我在想 如果沒有鏡子外面的我
的話 鏡子裡面根本就是空 所以我在
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鏡子外面就是真
實的存在 可是我好像感覺你在文字裡
面去表達的就是 其實兩個都不存在
的
師尊：兩個都不存在
顏先生：我就想不通 請你解釋
一下嘛

答

你身上又有什麼病呢？你又有什麼事情
值得你煩惱呢？
顏先生：很多事情值得我煩惱
師尊：煩惱 就是因為有我 才
會煩惱
顏先生：其實每一個人
師尊：沒有我 什麼煩惱也沒
有
顏先生：明白
師尊：像這個世界上的大戰來
講 很多人很煩惱 甚至於在美國 有
人挖核子彈的設施在地底下 很深的地
方 能夠生存半年 或者十年 或者幾
年之內 他都可以在這地底下生存 為
了怕的是核子彈
就為了他自己的生命 而造出來
的 他事先有﹁危機的意識﹂ 還做了
這種事情
顏先生：對嗎？這種做法應該
嗎？合理嗎？
師尊：我認為 這是多此一舉
顏先生：為什麼呢？
師尊：在我來講 這整個地球
我看整個地球上 是根本沒有人類的
顏先生：此話怎說呢？
師尊：你看 月球上有人嗎？
顏先生：我不知道
師尊：月球上 我們知道 月球
上沒有人
顏先生：我不敢 以前說我會
今天我不會答 不敢說月球

師尊：因為兩個都不存在的話
那是最好的 因為也沒有苦 苦都沒有
了 也沒有煩惱 因為你根本就不存
在 我現在講 以我來講 那麼我思
我在想
顏先生：我思故我在吧？
師尊：我思故我在
顏先生：對
師尊：那我的意念 我想的人
也就是說 我就是我想的人 我想的
人 我在思想 所以這個我 才能夠存
在 如果你這個人沒有思想 你本身就
不存在了
然後 我講這個我 為什麼不存
在呢？因為大家認為我 現在的我就是
我
顏先生：對
師尊：其實你有經歷過你的
baby的時候 然後再來是幼年的時候
再來 是少年的時候 再來是 青年的
時候 再來是壯年的時候 再來是老年
的時候 然後再來是 病人快死的時
候 請問哪一個是你？
顏先生：每個都是我
師尊：每個都是你？
顏先生：對
師尊：其實統統都不一樣 每一
個你都不一樣 沒有一個一樣的 怎麼
可以講每一個都是你？
顏先生：每一個都是我 都是由
根本的我變出來的嘛 每一個我都是一

上
師尊：你看 月球上有所謂 有
人能夠去到月球 能夠得到什麼嗎？
顏先生：這個還是一個問號嘛！
師尊：這是一個問號 沒有錯
如果月球上根本沒有人 還有什麼煩惱
呢？還有什麼善惡呢？善惡也沒有了
顏先生：所以煩惱都是來自我們
人吧？
師尊答：對
顏先生：所以沒有人 就沒有煩
惱
師尊答：對 所以你看月球上根
本就沒有人 我是經常去月球
顏先生：什麼？你常上去？
師尊：我就是月球
顏先生：你就是月球？所以最近
寫了一本書 就是︽天上的鑰匙︾ 是
嗎？
師尊：對 ︵笑︶我告訴你 我
本身的思想 就是我把自己當成我一個
人在月球上 我的思想是這樣
顏先生：不孤單 不寂寞嗎？
師尊：不會 我想自己在月球
上 月球上沒有風景啊
顏先生：可是沒有人跟你分享
吧？
師尊：我自己已經夠了 我很快
樂 ︵眾笑 ︶
顏先生：是嗎？那你的弟子給你
一定的空間嗎？

個過程嘛
師尊：那就是無常 對不對？
顏先生：對
師尊：但這一段過程中 只是留
給你 也不能夠留給別人 你自己也會
不存在
顏先生：當然
師尊：因為以後就沒有了
顏先生：對對 明白
師尊：每天都在變化
顏先生：對
師尊：因為每一天都有細胞的
生 每一天都有細胞的死
顏先生：那我想問師尊一個問
題 你說得對 每天都在變化 好像我
們存在 就是面對每天的變化 在處
理 在面對 很累吧？
還有就是 ﹁我思故我在﹂ 我
們因為有思想嘛 有時候 我們的問題
煩惱就是：來自我們想得太多 怎麼辦
呢？
師尊：你可以不想嗎？
顏先生：情難自控吧
師尊：我可以不想
顏先生：你可以 你是師尊 我
不是嘛 ︵眾笑 ︶
師尊：因為你只要定下來 把念
頭止住了 其實你在哪裡？比如講 你
晚上睡覺 你在做夢 那個時候你在哪
裡？
顏先生：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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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我告訴你 在我的思想裡
面 沒有盧勝彥 在我的思想裡面 沒
有︿真佛宗﹀ 在我的思想裡面 我根
本沒有傳法 在我的思想裡面 我也沒
有說過法 所以我一直用這種狀態在生
活 所以我沒有苦 也沒有樂 一直在
空寂之中
我等於是我一個人活在地球上
顏先生：可是你快樂？
師尊：我為什麼快樂呢？
顏先生：還是沒有什麼快樂 不
快樂的？
師尊：因為我看到 人間的這一
場戲 我就覺得很快樂
顏先生：也好哦 有機會看哦
師尊：還好
顏先生：對 你說得對 可是我
想問師尊 有些聽我做節目的朋友 曾
經問一個問題：人生為何處處是煩惱？
師尊：這個其實在那個解答裡
面 因為佛陀講 你是來這個世間﹁酬
業﹂的 這個﹁酬﹂字 本身就是煩
惱 ﹁業﹂ 本身就是根源 你會活在
人間 就是這個業 你會煩惱 就是在
這個﹁酬﹂
顏先生：這個就是答案 是吧？
師尊：這個應該就是答案
顏先生：你知道嗎 師尊 這個
問題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裡面回答過他
們 就是等你去回答 ︵眾笑 ︶
因為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嘛

生 就不圓滿了
顏先生：人生是什麼呢？
師尊：人生就是﹁酬業﹂
顏先生：就是﹁酬業﹂ 如果沒
有人生的話 就不需要﹁酬業﹂咯？
師尊：那就沒有業啦 那就成佛
啦
顏先生：可是我們來是還債的
嘛 來﹁酬業﹂的嘛
師尊：對 要債還完了 剛好你
那個債還完了 又往生了 那時候你就
成佛了
顏先生：成佛有什麼好？
師尊：成佛 佛講寂滅為樂 寂
滅 沒有煩惱 又看到眾生的煩惱 你
就快樂了 ︵笑︶
顏先生：你這幾句話說得有好
也有不好 你再說一遍 好嗎？
師尊：︵笑︶
顏先生：你看見眾生煩惱
師尊：我看見眾生煩惱 那我自
己就沒有煩惱
顏先生：那我就快樂？
師尊：︵笑︶那我就快樂！
顏先生：那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呢？請您再說一遍嘛！
師尊：我告訴你
顏先生：Ok Ok
師尊：這個就是沒有意思 ︵眾
笑︶這個就是沒有意思
顏先生：其實我也是聽你回答這

師尊：對啊 對啊
顏先生：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您
每天都會寫文章嗎？多少年了？三十多
年 四十年了？您每天都寫文章？
師尊：寫了五十年
顏先生：五十年啊？這麼多東西
可以寫嗎？
師尊：好多東西啊
顏先生：今天早上您寫了什麼？
師尊：今天早上就寫 剛剛所講
的 那個﹁鬼婆﹂的事啊
顏先生：有時候 我感覺 如果
要每天寫東西的話 我就會寫﹁是是非
非﹂的東西
師尊：其實我告訴你 我寫那麼
多的書 等於﹁沒有寫書﹂
顏先生：應該是吧 這個我明
白 都是昨天的事 都是一分鐘前的
事
師尊：倒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真
正的書 是﹁沒有文字﹂的 那個叫
︽無字天書︾
顏先生：無什麼
？
師尊：︽無字天書︾
顏先生：這個要很高的智慧才明
白的 老師
師尊：沒錯 所以我
顏先生：你境界那麼高 ︵笑︶
師尊：所以我告訴你就是
︵笑︶ 其實也沒有境界高 只是因為
悟了 已經悟道了

個問題 其實我說的是 一個蠻現實
的 對我來說 蠻入世的一個答案
就是我不滿意的就是 我看到眾
生煩惱 我不煩惱 我覺得快樂 因為
我比你先走一步 為什麼人都會有這些
特質在裡面？
師尊：因為我們很快樂 像我來
講 我活得很快樂 但是我還有發一個
﹁菩提心﹂ 這個﹁菩提心﹂就是說
為了解決眾生的煩惱 我來幫助眾生
顏先生：那我們應該
師尊：當然就是快樂啊
顏先生：我明白 那我聽你這樣
說 我們應該帶著那個快樂的心去幫
人 還是帶著那個慈悲的心去幫人呢？
師尊：喔 帶著快樂的心去幫
人 應該要帶著快樂的心去幫人 這個
就是﹁菩提心﹂ 這個也就是慈悲
顏先生：好 有人說 人生高低
起伏 跌跌撞撞的 牽動了我們很多的
情緒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那你不要
再說﹁酬業﹂哦
師尊：我告訴你 我不說﹁酬
業﹂
顏先生：Ok good
師尊：因為本來就是在﹁酬
業﹂ ︵眾笑︶

顏先生：其實你剛才說的悟道
那個﹁悟﹂字
師尊：你講說 我寫了五十年的
書 其實我最後會講 我根本﹁沒有寫
書﹂！
顏先生：沒有寫嘛 我聽見了
師尊：對 你了解到我的心境
我根本﹁沒有寫書﹂ 所以釋迦牟尼佛
講過一句話：﹁我在這娑婆世界沒有說
法 沒有說過一個字﹂！
顏先生：那我想問師尊一個問
題 剛才你說 這麼多年來 如果師尊
自己感覺沒有寫書 沒有傳道
師尊：這樣子才是快樂
顏先生：我知道 如果你這樣說
的話 我想問您的問題就是 那我們在
看什麼 我們在聽什麼呢？如果您沒有
講 您沒有寫 那請問我們在看什麼
在聽什麼呢？
師尊：我告訴你 我沒有寫書
也沒有說法 但是 你聽到的 看到
的 就是要｜引導你去知道 我為什麼
沒有寫書 沒有說法 我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告訴你：﹁我已經寫了書 但為
什麼講沒有寫書﹂？你明明有一個人叫
﹁盧勝彥﹂ 你為什麼講沒有﹁盧勝
彥﹂呢？明明有一個宗派叫
顏先生：叫︿真佛宗﹀
師尊：欸 ︿真佛宗﹀ ︿True
Buddha School﹀
為什麼你講沒有︿真佛宗﹀？這

｜待續｜

個文字上的遊戲 是要你明白：沒有
﹁盧勝彥﹂ 沒有︿真佛宗﹀ 沒有說
法 沒有寫書
顏先生：我還是回去思考一下
︵眾笑︶
師尊：︵笑︶對
顏先生：真的 我很坦白 還有
就是 我想知道 師尊你剛才說一個
﹁悟﹂ 領悟的﹁悟﹂
師尊：領悟的﹁悟﹂
顏先生：有時候 我們怎樣知道
自己﹁悟﹂呢？
師尊：我告訴你
顏先生：好
師尊：佛陀所講的 一個佛性
當你接觸到這個佛性的時候 才叫做
﹁悟﹂ 但如果我開悟的人 佛跟佛是
知道的 佛會知道我開悟 我可以知道
佛開悟
但如果是別人來講起來 他們所
謂的悟在﹁另一邊﹂ 跟佛的悟是不一
樣的 當你悟了以後 你就會認識佛
佛也會認識我 當這個﹁另一邊﹂的悟
產生的時候 我們看的就知道 這個人
沒有開悟
顏先生：明白 然後 師尊 有
人問一個問題就是：﹁人生怎樣才算是
圓滿呢？﹂
師尊答：其實 我回答是這樣
當你悟了 就知道﹁沒有人生﹂ 只有
﹁沒有人生﹂ 才是圓滿的 如果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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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我告訴你 在我的思想裡
面 沒有盧勝彥 在我的思想裡面 沒
有︿真佛宗﹀ 在我的思想裡面 我根
本沒有傳法 在我的思想裡面 我也沒
有說過法 所以我一直用這種狀態在生
活 所以我沒有苦 也沒有樂 一直在
空寂之中
我等於是我一個人活在地球上
顏先生：可是你快樂？
師尊：我為什麼快樂呢？
顏先生：還是沒有什麼快樂 不
快樂的？
師尊：因為我看到 人間的這一
場戲 我就覺得很快樂
顏先生：也好哦 有機會看哦
師尊：還好
顏先生：對 你說得對 可是我
想問師尊 有些聽我做節目的朋友 曾
經問一個問題：人生為何處處是煩惱？
師尊：這個其實在那個解答裡
面 因為佛陀講 你是來這個世間﹁酬
業﹂的 這個﹁酬﹂字 本身就是煩
惱 ﹁業﹂ 本身就是根源 你會活在
人間 就是這個業 你會煩惱 就是在
這個﹁酬﹂
顏先生：這個就是答案 是吧？
師尊：這個應該就是答案
顏先生：你知道嗎 師尊 這個
問題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裡面回答過他
們 就是等你去回答 ︵眾笑 ︶
因為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嘛

生 就不圓滿了
顏先生：人生是什麼呢？
師尊：人生就是﹁酬業﹂
顏先生：就是﹁酬業﹂ 如果沒
有人生的話 就不需要﹁酬業﹂咯？
師尊：那就沒有業啦 那就成佛
啦
顏先生：可是我們來是還債的
嘛 來﹁酬業﹂的嘛
師尊：對 要債還完了 剛好你
那個債還完了 又往生了 那時候你就
成佛了
顏先生：成佛有什麼好？
師尊：成佛 佛講寂滅為樂 寂
滅 沒有煩惱 又看到眾生的煩惱 你
就快樂了 ︵笑︶
顏先生：你這幾句話說得有好
也有不好 你再說一遍 好嗎？
師尊：︵笑︶
顏先生：你看見眾生煩惱
師尊：我看見眾生煩惱 那我自
己就沒有煩惱
顏先生：那我就快樂？
師尊：︵笑︶那我就快樂！
顏先生：那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呢？請您再說一遍嘛！
師尊：我告訴你
顏先生：Ok Ok
師尊：這個就是沒有意思 ︵眾
笑︶這個就是沒有意思
顏先生：其實我也是聽你回答這

師尊：對啊 對啊
顏先生：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您
每天都會寫文章嗎？多少年了？三十多
年 四十年了？您每天都寫文章？
師尊：寫了五十年
顏先生：五十年啊？這麼多東西
可以寫嗎？
師尊：好多東西啊
顏先生：今天早上您寫了什麼？
師尊：今天早上就寫 剛剛所講
的 那個﹁鬼婆﹂的事啊
顏先生：有時候 我感覺 如果
要每天寫東西的話 我就會寫﹁是是非
非﹂的東西
師尊：其實我告訴你 我寫那麼
多的書 等於﹁沒有寫書﹂
顏先生：應該是吧 這個我明
白 都是昨天的事 都是一分鐘前的
事
師尊：倒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真
正的書 是﹁沒有文字﹂的 那個叫
︽無字天書︾
顏先生：無什麼
？
師尊：︽無字天書︾
顏先生：這個要很高的智慧才明
白的 老師
師尊：沒錯 所以我
顏先生：你境界那麼高 ︵笑︶
師尊：所以我告訴你就是
︵笑︶ 其實也沒有境界高 只是因為
悟了 已經悟道了

個問題 其實我說的是 一個蠻現實
的 對我來說 蠻入世的一個答案
就是我不滿意的就是 我看到眾
生煩惱 我不煩惱 我覺得快樂 因為
我比你先走一步 為什麼人都會有這些
特質在裡面？
師尊：因為我們很快樂 像我來
講 我活得很快樂 但是我還有發一個
﹁菩提心﹂ 這個﹁菩提心﹂就是說
為了解決眾生的煩惱 我來幫助眾生
顏先生：那我們應該
師尊：當然就是快樂啊
顏先生：我明白 那我聽你這樣
說 我們應該帶著那個快樂的心去幫
人 還是帶著那個慈悲的心去幫人呢？
師尊：喔 帶著快樂的心去幫
人 應該要帶著快樂的心去幫人 這個
就是﹁菩提心﹂ 這個也就是慈悲
顏先生：好 有人說 人生高低
起伏 跌跌撞撞的 牽動了我們很多的
情緒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那你不要
再說﹁酬業﹂哦
師尊：我告訴你 我不說﹁酬
業﹂
顏先生：Ok good
師尊：因為本來就是在﹁酬
業﹂ ︵眾笑︶

顏先生：其實你剛才說的悟道
那個﹁悟﹂字
師尊：你講說 我寫了五十年的
書 其實我最後會講 我根本﹁沒有寫
書﹂！
顏先生：沒有寫嘛 我聽見了
師尊：對 你了解到我的心境
我根本﹁沒有寫書﹂ 所以釋迦牟尼佛
講過一句話：﹁我在這娑婆世界沒有說
法 沒有說過一個字﹂！
顏先生：那我想問師尊一個問
題 剛才你說 這麼多年來 如果師尊
自己感覺沒有寫書 沒有傳道
師尊：這樣子才是快樂
顏先生：我知道 如果你這樣說
的話 我想問您的問題就是 那我們在
看什麼 我們在聽什麼呢？如果您沒有
講 您沒有寫 那請問我們在看什麼
在聽什麼呢？
師尊：我告訴你 我沒有寫書
也沒有說法 但是 你聽到的 看到
的 就是要｜引導你去知道 我為什麼
沒有寫書 沒有說法 我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告訴你：﹁我已經寫了書 但為
什麼講沒有寫書﹂？你明明有一個人叫
﹁盧勝彥﹂ 你為什麼講沒有﹁盧勝
彥﹂呢？明明有一個宗派叫
顏先生：叫︿真佛宗﹀
師尊：欸 ︿真佛宗﹀ ︿True
Buddha School﹀
為什麼你講沒有︿真佛宗﹀？這

｜待續｜

個文字上的遊戲 是要你明白：沒有
﹁盧勝彥﹂ 沒有︿真佛宗﹀ 沒有說
法 沒有寫書
顏先生：我還是回去思考一下
︵眾笑︶
師尊：︵笑︶對
顏先生：真的 我很坦白 還有
就是 我想知道 師尊你剛才說一個
﹁悟﹂ 領悟的﹁悟﹂
師尊：領悟的﹁悟﹂
顏先生：有時候 我們怎樣知道
自己﹁悟﹂呢？
師尊：我告訴你
顏先生：好
師尊：佛陀所講的 一個佛性
當你接觸到這個佛性的時候 才叫做
﹁悟﹂ 但如果我開悟的人 佛跟佛是
知道的 佛會知道我開悟 我可以知道
佛開悟
但如果是別人來講起來 他們所
謂的悟在﹁另一邊﹂ 跟佛的悟是不一
樣的 當你悟了以後 你就會認識佛
佛也會認識我 當這個﹁另一邊﹂的悟
產生的時候 我們看的就知道 這個人
沒有開悟
顏先生：明白 然後 師尊 有
人問一個問題就是：﹁人生怎樣才算是
圓滿呢？﹂
師尊答：其實 我回答是這樣
當你悟了 就知道﹁沒有人生﹂ 只有
﹁沒有人生﹂ 才是圓滿的 如果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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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花錢借了這本書 然後 我再把這本
書放回那一個我要的書的旁邊 把我
要的書拿走 你知道嗎？就拿回家
了 我真正要的那本書就拿回家了
隔一天我到書局 把我租的那本書再
拿起來 再還書 這叫移花接木 我
小時候腦筋很聰明啊！我先拿一本
書 跟那一本書差不多一樣厚的書
然後借了書 我已經借了 我再偷偷
把它放回去 看老板沒有看到我 當
然現在有監視器就沒辦法了 以前沒
有的 我把原來我借的這本書放回
去 我要的書拿出來 這本就屬於我
的了 我拿到家裡放著 第二天在他
沒看到的時候 把我租的書拿出來
拿給老板說我還書 我用這種方法
偷了好幾次 ︵眾笑︶對不起！自己
犯錯 我是有錯 最好的人也會犯
錯 最壞的人也會做錯事 不一定完
全都是聖人 我不是聖人 我小時候
腦袋很聰明 我居然擁有很多的書
啊 不能講！後來 被我父親看到
了 問我這些書的來源 我要坦誠講
啊 我哪有錢去買書 對不對？我只
能夠租書而已 不能夠買書 買書要
很多錢 那個時候 我把我偷書的方
法 都講給我父親聽了 結果他就把
我抓去︿大同書局﹀ 跟老板道歉
把書全部還給他 還寫了悔過書
︵眾笑︶以後再也不敢了 現在哪裡

︵文接三八六期︶
邱琦君：是 感謝師尊再次的開
示 ︵眾鼓掌︶師尊去年在西雅圖首
傳了大力金剛之後 全球弟子紛紛去
西雅圖求加持及還淨 為了讓更多的
同門得到大力金剛的灌頂 所以昨天
也有了第二次的﹁大力金剛法會﹂
有很多弟子想了解 在修行的過程
中 如何分辨真正的與佛菩薩相應
或者只是鬼通的幻聽幻覺 師尊是不
是可以在這裡簡單說明一下？
師尊：怎麼分辨啊？其實相應就
是相應了 你跟鬼也會相應 最容易
相應的就是鬼；最高 最難相應的
就是層次越高的佛菩薩很難相應 但
是你只要跟層次很高的佛菩薩相應
了 你就到最高的境界；你只有跟鬼
相應 那你將來就會變成鬼 很簡單
的 我們現在所修的就是相應法 四
加行也會相應 ﹁上師相應法﹂也會
相應 本尊相應法都會相應 諸天相
應法也容易相應 鬼最容易相應 你
跟鬼相應了 你將來就是修成鬼；你
跟佛相應了 你就修成佛了；你跟菩
薩相應了 就會修成菩薩了 那是對
等的 是畫一個等號 這是很簡單的
道理 你如果供鬼 拜鬼 跟鬼相應
了 他有產生力量出來沒有錯 他會
產生力量出來 但畢竟是低級的靈

敢偷書？到處都是監視器 我是講真
實的 我每天看書 把所有︿大同書
局﹀的書全部看完！這都在我腦袋裡
面 將來寫東西所有的資源從那裡面
出來 另外 我早上一起床 我沒有
什麼靈感 糟糕！今天要寫什麼？沒
有靈感 晚上睡覺 是天人來入夢
告訴我祢寫什麼 拿給我看 祢看這
一篇文章 我讀一讀 ︵眾笑︶第二
天起來 還有印象 告訴我什麼 要
寫什麼 馬上就有 靈感源源不絕
我讀了整個書庫的文章 包括西洋文
學 我什麼書都看 就是雜書全部
看 到最後連武俠小說也看 另外還
有天人給我的 我跟祂講我明天需要
寫一篇怎麼樣的文章 然後我睡覺的
時候祂來告訴我 拿給我看 怎麼樣
子 怎麼樣子 我看了就睡著 第二
天醒過來又有靈感
邱琦君：哇！我們讚歎師尊
︵眾鼓掌︶
師尊：所以寫不完的 以前好像
有一個︽新天地新聞雜誌︾ ﹁新聞
中自有天地 天地中自有新聞 ﹂有
這樣子一句話 好像有一本雜誌的標
題是這樣子的 我是這樣子的 ﹁天
地中自有文章 文章中自有天地 ﹂
邱琦君：師尊的文章中自有天
地 非常非常地精彩 另外我們想問
師尊 在︽來自佛國的語言︾當中提

邱琦君：好的 我們另外一個問
題就是 縱觀師尊所有的創作 可以
說是一部佛學的百科全書 這裡面有
很多佛學的專有名詞 甚至是經典中
的內容 我們知道師尊讀了很多的
書 但是在256冊書裡面有這麼多經
典的內容 還有佛學的內容 聽說師
尊是不上網查資料的 怎麼能夠引經
據典記得那麼多東西？師尊有像雲端
資料庫那樣的概念嗎？
師尊：我的資料來源 先跟大家
講一下 我在初中 高中的時候 或
大學的時候 我是每一天都要讀書
的 我是正科書讀得比較差 雜書讀
得比較多 雜書像中國古典文學 或
是一般的野史 像︽三國演義︾ 不
是︽三國志︾ ︽三國志︾比較正
統 ︽三國演義︾就是參差了很多的
意見在裡面 像︽西遊記︾ ︽封神
榜︾ 這些我都很喜歡 中國古典文
學 這些文學書籍我統統都讀過 而
且︽東周列國志︾我全部讀過 我很
喜歡讀歷史上的東西 從初中開始就
喜歡讀書了 坦白講 師尊也做過小
偷 ︵邱琦君：喔 在哪裡 ︶在高
雄球行路 有一家︿大同書局﹀ 很
早很早 我看了這本書很好 我真的
希望擁有 我要好好的拿回去 但是
可以借 要花錢借 結果我用很巧妙
的方法 我先借一本比較大的書 我

到許多的﹁一﹂ 就像老子所說的
﹁人能守一萬事畢﹂ 清淨是一 一
天的事 百年的事都無分別 我們知
道師尊生活相當的規律 剛剛師尊也
有跟大家分享 規律的生活 規律的
寫作 規律的修行 對於現代人生活
中有太多的選擇 要如何守一呢？
師尊：好的 這是老子講的話
﹁人能守一萬事畢﹂ 其實並不容
易 這就是定 禪定的定 你身上有
很多的東西 包袱那麼重 現代人壓
力那麼重 把你壓得死死的 什麼時
候能夠覺悟 得到佛菩薩的智慧 能
夠禪定 有真正如來的智慧 很難
現代的人忙於事業 忙於什麼 太多
的人際關係 非常的複雜 沒有辦法
守一的 所以老子講﹁人能守一萬事
畢﹂ 你守住自己心中的光明 十六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講的 他說你可以
什麼都不要去想 這就是守一了 你
想得太多 煩惱就太多 噶瑪巴這樣
子講 人在生病的時候 或者將要臨
終的時候 他心中只要有光明 守住
那個光明 就可以了 這就是守一
你守住那個光明就好了 什麼都不去
想 過去的 現在的 未來的 都不
用去想 因為你想沒有用啊 過去的
已經過去了 你想它做什麼？現在的
已經變成過去了 你想它做什麼？未
來的你根本不知道 還沒有到呢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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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花錢借了這本書 然後 我再把這本
書放回那一個我要的書的旁邊 把我
要的書拿走 你知道嗎？就拿回家
了 我真正要的那本書就拿回家了
隔一天我到書局 把我租的那本書再
拿起來 再還書 這叫移花接木 我
小時候腦筋很聰明啊！我先拿一本
書 跟那一本書差不多一樣厚的書
然後借了書 我已經借了 我再偷偷
把它放回去 看老板沒有看到我 當
然現在有監視器就沒辦法了 以前沒
有的 我把原來我借的這本書放回
去 我要的書拿出來 這本就屬於我
的了 我拿到家裡放著 第二天在他
沒看到的時候 把我租的書拿出來
拿給老板說我還書 我用這種方法
偷了好幾次 ︵眾笑︶對不起！自己
犯錯 我是有錯 最好的人也會犯
錯 最壞的人也會做錯事 不一定完
全都是聖人 我不是聖人 我小時候
腦袋很聰明 我居然擁有很多的書
啊 不能講！後來 被我父親看到
了 問我這些書的來源 我要坦誠講
啊 我哪有錢去買書 對不對？我只
能夠租書而已 不能夠買書 買書要
很多錢 那個時候 我把我偷書的方
法 都講給我父親聽了 結果他就把
我抓去︿大同書局﹀ 跟老板道歉
把書全部還給他 還寫了悔過書
︵眾笑︶以後再也不敢了 現在哪裡

︵文接三八六期︶
邱琦君：是 感謝師尊再次的開
示 ︵眾鼓掌︶師尊去年在西雅圖首
傳了大力金剛之後 全球弟子紛紛去
西雅圖求加持及還淨 為了讓更多的
同門得到大力金剛的灌頂 所以昨天
也有了第二次的﹁大力金剛法會﹂
有很多弟子想了解 在修行的過程
中 如何分辨真正的與佛菩薩相應
或者只是鬼通的幻聽幻覺 師尊是不
是可以在這裡簡單說明一下？
師尊：怎麼分辨啊？其實相應就
是相應了 你跟鬼也會相應 最容易
相應的就是鬼；最高 最難相應的
就是層次越高的佛菩薩很難相應 但
是你只要跟層次很高的佛菩薩相應
了 你就到最高的境界；你只有跟鬼
相應 那你將來就會變成鬼 很簡單
的 我們現在所修的就是相應法 四
加行也會相應 ﹁上師相應法﹂也會
相應 本尊相應法都會相應 諸天相
應法也容易相應 鬼最容易相應 你
跟鬼相應了 你將來就是修成鬼；你
跟佛相應了 你就修成佛了；你跟菩
薩相應了 就會修成菩薩了 那是對
等的 是畫一個等號 這是很簡單的
道理 你如果供鬼 拜鬼 跟鬼相應
了 他有產生力量出來沒有錯 他會
產生力量出來 但畢竟是低級的靈

敢偷書？到處都是監視器 我是講真
實的 我每天看書 把所有︿大同書
局﹀的書全部看完！這都在我腦袋裡
面 將來寫東西所有的資源從那裡面
出來 另外 我早上一起床 我沒有
什麼靈感 糟糕！今天要寫什麼？沒
有靈感 晚上睡覺 是天人來入夢
告訴我祢寫什麼 拿給我看 祢看這
一篇文章 我讀一讀 ︵眾笑︶第二
天起來 還有印象 告訴我什麼 要
寫什麼 馬上就有 靈感源源不絕
我讀了整個書庫的文章 包括西洋文
學 我什麼書都看 就是雜書全部
看 到最後連武俠小說也看 另外還
有天人給我的 我跟祂講我明天需要
寫一篇怎麼樣的文章 然後我睡覺的
時候祂來告訴我 拿給我看 怎麼樣
子 怎麼樣子 我看了就睡著 第二
天醒過來又有靈感
邱琦君：哇！我們讚歎師尊
︵眾鼓掌︶
師尊：所以寫不完的 以前好像
有一個︽新天地新聞雜誌︾ ﹁新聞
中自有天地 天地中自有新聞 ﹂有
這樣子一句話 好像有一本雜誌的標
題是這樣子的 我是這樣子的 ﹁天
地中自有文章 文章中自有天地 ﹂
邱琦君：師尊的文章中自有天
地 非常非常地精彩 另外我們想問
師尊 在︽來自佛國的語言︾當中提

邱琦君：好的 我們另外一個問
題就是 縱觀師尊所有的創作 可以
說是一部佛學的百科全書 這裡面有
很多佛學的專有名詞 甚至是經典中
的內容 我們知道師尊讀了很多的
書 但是在256冊書裡面有這麼多經
典的內容 還有佛學的內容 聽說師
尊是不上網查資料的 怎麼能夠引經
據典記得那麼多東西？師尊有像雲端
資料庫那樣的概念嗎？
師尊：我的資料來源 先跟大家
講一下 我在初中 高中的時候 或
大學的時候 我是每一天都要讀書
的 我是正科書讀得比較差 雜書讀
得比較多 雜書像中國古典文學 或
是一般的野史 像︽三國演義︾ 不
是︽三國志︾ ︽三國志︾比較正
統 ︽三國演義︾就是參差了很多的
意見在裡面 像︽西遊記︾ ︽封神
榜︾ 這些我都很喜歡 中國古典文
學 這些文學書籍我統統都讀過 而
且︽東周列國志︾我全部讀過 我很
喜歡讀歷史上的東西 從初中開始就
喜歡讀書了 坦白講 師尊也做過小
偷 ︵邱琦君：喔 在哪裡 ︶在高
雄球行路 有一家︿大同書局﹀ 很
早很早 我看了這本書很好 我真的
希望擁有 我要好好的拿回去 但是
可以借 要花錢借 結果我用很巧妙
的方法 我先借一本比較大的書 我

到許多的﹁一﹂ 就像老子所說的
﹁人能守一萬事畢﹂ 清淨是一 一
天的事 百年的事都無分別 我們知
道師尊生活相當的規律 剛剛師尊也
有跟大家分享 規律的生活 規律的
寫作 規律的修行 對於現代人生活
中有太多的選擇 要如何守一呢？
師尊：好的 這是老子講的話
﹁人能守一萬事畢﹂ 其實並不容
易 這就是定 禪定的定 你身上有
很多的東西 包袱那麼重 現代人壓
力那麼重 把你壓得死死的 什麼時
候能夠覺悟 得到佛菩薩的智慧 能
夠禪定 有真正如來的智慧 很難
現代的人忙於事業 忙於什麼 太多
的人際關係 非常的複雜 沒有辦法
守一的 所以老子講﹁人能守一萬事
畢﹂ 你守住自己心中的光明 十六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講的 他說你可以
什麼都不要去想 這就是守一了 你
想得太多 煩惱就太多 噶瑪巴這樣
子講 人在生病的時候 或者將要臨
終的時候 他心中只要有光明 守住
那個光明 就可以了 這就是守一
你守住那個光明就好了 什麼都不去
想 過去的 現在的 未來的 都不
用去想 因為你想沒有用啊 過去的
已經過去了 你想它做什麼？現在的
已經變成過去了 你想它做什麼？未
來的你根本不知道 還沒有到呢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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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跟大隨求相應 你要做護摩一
切都是要用黃色 唸珠也黃色的 我
是穿黃色的法衣 要戴唸珠是什麼
色？這個唸珠是什麼色？綠色 因為
這才能襯出這個唸珠 這是我穿衣服
的時候要有分別 不然用黃色就看不
出來 顯不出這個唸珠出來 如果你
要相應 這尊佛菩薩是黃色 你穿黃
色的衣服再修法 你的本尊是哪一種
顏色 你穿哪一種顏色的衣服修法
瑤池金母有白色的 也有黃色的 你
穿黃色的衣服來修 這樣比較容易相
應 要跟祂一樣 甚至供品你要自己
吃 那麼多的供品怎麼一個人可以吃
得完？你就吃少少 每一次你都要
吃 你要改變你自己的體 跟瑤池金
母是一樣 你的誓願要跟瑤池金母的
誓願一樣 你要修阿彌陀佛 誓願也
一樣 身體也一樣 意念也一樣 開
口也一樣 你不能修阿彌陀佛 唸瑤
池金母的咒；你也不能修阿彌陀佛
唸地藏王菩薩的咒 這就是不對了
你什麼都需要跟祂一樣 到最後祂的
心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祂的心
這個就是真正的主要的要義在這裡
︵眾鼓掌︶
邱琦君：非常感謝師尊的法語開
示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是師尊
寫作五十年的第一天 寫了半世紀
師尊非常地辛苦 弟子們想問師尊要

師尊為現場同門摩頂

張鈞師兄彈古箏
「禪院鐘聲」
顏立翠師姐演奏
揚琴「將軍令」

想它做什麼？什麼都不想的時
候 你就能夠定 定就是守
一 就是︻阿彌陀經︼裡講的
﹁一心不亂﹂ 你只守住你自
己的心 有光明就可以了 你
一定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這
是重點啊 ︵眾鼓掌︶
邱琦君：感謝師尊在一
月一日送給我們﹁一﹂的禮
物
師尊：你能夠禪定嗎？很
簡單 你能夠禪定 為什麼你
能禪定？為什麼你能夠一躺在
床就睡著了？因為你腦袋空了
你才能夠睡著 你腦袋有煩惱
腦袋裡面裝太多東西了 煩惱太
多 疑神疑鬼 你哪裡能夠定？你睡
也睡不著 這世間人 大家都背了一
個大包袱 非常大的包袱 包袱就是
煩惱 讓你沒辦法入定 沒辦法休
息 沒辦法做任何一件事情 在做這
個事情的時候 你腦海裡還想著那些
煩惱 這就是不能守一 所以老子講
﹁人能守一萬事畢﹂ 你只要什麼都
不去想 就是守一了 就能夠入禪
定 就能夠得到如來的智慧 這是很
深的內容 一種學問 坦白說 眾生
煩惱是永遠不能斷除 上至總統下至
販夫走卒 個人有個人的煩惱 你出

不知所云 那就不能寫作了 當然
你講的都是錯的 那你寫還能夠不寫
錯嗎？既然寫出來都是錯的 那你還
寫什麼？這就封筆
邱琦君：沒有問題 我們有師尊
這麼多的文集 那都是寶藏
感恩師尊 今天這麼多的時間
跟這麼多的弟子歡聚一堂 慶祝寫作
五十週年 半世紀寫作的簽書活動
今天還有想要供養師尊的就是生日蛋
糕 慶祝師尊寫作五十週年的寫作的
奇蹟
師尊：謝謝 ︵眾鼓掌︶
訪談後 主辦單位推出﹁寫作五
十周年﹂的蛋糕 師尊及大眾唱出印
尼生日歌 並在吹蠟燭時 師尊說：
﹁這是吹不熄的 表示寫書永永遠
遠 ﹂師尊也特別唸了蛋糕上的字
﹁我有心願為度眾生﹂在歡欣熱鬧
中 隨即恭請師尊在今日﹁買書﹂抽
獎箱抽出得獎同門 並與得獎者合照
留念 為了慶祝蓮生活佛寫作五十周
年 有張鈞師兄彈古箏﹁禪院鐘
聲﹂ 顏立翠師姐演奏揚琴﹁將軍
令﹂ 在聲聲優美國樂中 師尊為現
場同門簽書及摩頂 摩頂後 在大眾
依依不捨 揮手送聖尊蓮生活佛座車
離去 並期待下次再與師佛相見

了家就是要守一啊 要修行就是要守
一啊 你守住自己心中的光明 在行
為方面 你也都是光明正大的
邱琦君：是的 非常感謝師尊給
我們這麼珍貴的法語開示 ︵眾鼓
掌︶同樣在︽來自佛國的語言︾裡面
有講到﹁上師瑜伽法﹂的法義 請問
師尊﹁上師瑜伽法﹂的法義是否可以
在﹁上師相應法﹂裡當作祈禱文？因
為這個法義非常的殊勝 也代表了一
皈依的概念 請師尊稍微解釋一下
﹁上師瑜伽法﹂的法義
師尊：是的 我們跟隨一位上師
學密教的法 這個上師如果已經有相
應的上師 你就可以跟隨 他至少還
要本尊相應 像我的本尊是﹁阿彌陀
佛﹂ 是﹁地藏王菩薩﹂ 是﹁瑤池
金母﹂ 你有相應的現象的時候 隨
時召請 祂就在你旁邊 甚至祂就在
你心裡 隨時要隨時有 這就是相
應 你要跟祂相應 祂裡面的要義是
什麼呢？你要跟祂一樣！好像在做護
摩一樣 你準備的供品 這一尊 祂
的金身或者祂的咒字 是發哪一種顏
色的光？好像發黃色的光 財神方面
的都是發黃色的光 另外還有好幾
尊 也是發黃色的光 哪一尊你知道
嗎？發黃色的光 你們都只知道黃財
神 大隨求菩薩也是發黃色的光 你

｜完｜

寫到什麼時候呢？
師尊：我是這樣子想 當我有一
天啊 你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演說
家 他到世界各地演講 有一天他上
了台 居然腦袋空掉 一句話都講不
出來 從此以後 他就封麥了 封掉
麥克風 不再演講了 因為他講不出
來了 有一天當我腦袋空掉 完全失
憶了 看到師母我就不認得 看到美
女我就認得 ︵眾笑︶看到美女我就
認得 看到師母我就不認得的時候
我就封筆 既然這樣子 人生已經完
全失憶了 還寫什麼文章？所以寫到
不能寫！︵眾鼓掌︶剛剛問到關於我
有沒有從手機上找資料？或電腦上面
找資料？坦白講 以前我從來不找資
料 因為我沒有手機 也沒有電腦
這時候 像昨天我在說法 講到五
蘊 我講的是眼 耳 鼻 舌 身
其實是錯的 真正的是色 聲 香
味 觸 也是錯的 是色 受 想
行 識 這才是對的 色 受 想
行 識這五個字是正確的 但是我昨
天在法座上講成色 聲 香 味
觸 就講錯了 這個是有關聯沒有
錯 彼此之間在佛學上講 但是五蘊
確實是色 受 想 行 識 這個才
是正確的 但是我一時口急 把五根
講成五蘊 這個是可以原諒的 當有
一天 我語無倫次的時候 講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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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推出「寫作五十周年」的蛋糕

如果要跟大隨求相應 你要做護摩一
切都是要用黃色 唸珠也黃色的 我
是穿黃色的法衣 要戴唸珠是什麼
色？這個唸珠是什麼色？綠色 因為
這才能襯出這個唸珠 這是我穿衣服
的時候要有分別 不然用黃色就看不
出來 顯不出這個唸珠出來 如果你
要相應 這尊佛菩薩是黃色 你穿黃
色的衣服再修法 你的本尊是哪一種
顏色 你穿哪一種顏色的衣服修法
瑤池金母有白色的 也有黃色的 你
穿黃色的衣服來修 這樣比較容易相
應 要跟祂一樣 甚至供品你要自己
吃 那麼多的供品怎麼一個人可以吃
得完？你就吃少少 每一次你都要
吃 你要改變你自己的體 跟瑤池金
母是一樣 你的誓願要跟瑤池金母的
誓願一樣 你要修阿彌陀佛 誓願也
一樣 身體也一樣 意念也一樣 開
口也一樣 你不能修阿彌陀佛 唸瑤
池金母的咒；你也不能修阿彌陀佛
唸地藏王菩薩的咒 這就是不對了
你什麼都需要跟祂一樣 到最後祂的
心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祂的心
這個就是真正的主要的要義在這裡
︵眾鼓掌︶
邱琦君：非常感謝師尊的法語開
示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是師尊
寫作五十年的第一天 寫了半世紀
師尊非常地辛苦 弟子們想問師尊要

師尊為現場同門摩頂

張鈞師兄彈古箏
「禪院鐘聲」
顏立翠師姐演奏
揚琴「將軍令」

想它做什麼？什麼都不想的時
候 你就能夠定 定就是守
一 就是︻阿彌陀經︼裡講的
﹁一心不亂﹂ 你只守住你自
己的心 有光明就可以了 你
一定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這
是重點啊 ︵眾鼓掌︶
邱琦君：感謝師尊在一
月一日送給我們﹁一﹂的禮
物
師尊：你能夠禪定嗎？很
簡單 你能夠禪定 為什麼你
能禪定？為什麼你能夠一躺在
床就睡著了？因為你腦袋空了
你才能夠睡著 你腦袋有煩惱
腦袋裡面裝太多東西了 煩惱太
多 疑神疑鬼 你哪裡能夠定？你睡
也睡不著 這世間人 大家都背了一
個大包袱 非常大的包袱 包袱就是
煩惱 讓你沒辦法入定 沒辦法休
息 沒辦法做任何一件事情 在做這
個事情的時候 你腦海裡還想著那些
煩惱 這就是不能守一 所以老子講
﹁人能守一萬事畢﹂ 你只要什麼都
不去想 就是守一了 就能夠入禪
定 就能夠得到如來的智慧 這是很
深的內容 一種學問 坦白說 眾生
煩惱是永遠不能斷除 上至總統下至
販夫走卒 個人有個人的煩惱 你出

不知所云 那就不能寫作了 當然
你講的都是錯的 那你寫還能夠不寫
錯嗎？既然寫出來都是錯的 那你還
寫什麼？這就封筆
邱琦君：沒有問題 我們有師尊
這麼多的文集 那都是寶藏
感恩師尊 今天這麼多的時間
跟這麼多的弟子歡聚一堂 慶祝寫作
五十週年 半世紀寫作的簽書活動
今天還有想要供養師尊的就是生日蛋
糕 慶祝師尊寫作五十週年的寫作的
奇蹟
師尊：謝謝 ︵眾鼓掌︶
訪談後 主辦單位推出﹁寫作五
十周年﹂的蛋糕 師尊及大眾唱出印
尼生日歌 並在吹蠟燭時 師尊說：
﹁這是吹不熄的 表示寫書永永遠
遠 ﹂師尊也特別唸了蛋糕上的字
﹁我有心願為度眾生﹂在歡欣熱鬧
中 隨即恭請師尊在今日﹁買書﹂抽
獎箱抽出得獎同門 並與得獎者合照
留念 為了慶祝蓮生活佛寫作五十周
年 有張鈞師兄彈古箏﹁禪院鐘
聲﹂ 顏立翠師姐演奏揚琴﹁將軍
令﹂ 在聲聲優美國樂中 師尊為現
場同門簽書及摩頂 摩頂後 在大眾
依依不捨 揮手送聖尊蓮生活佛座車
離去 並期待下次再與師佛相見

了家就是要守一啊 要修行就是要守
一啊 你守住自己心中的光明 在行
為方面 你也都是光明正大的
邱琦君：是的 非常感謝師尊給
我們這麼珍貴的法語開示 ︵眾鼓
掌︶同樣在︽來自佛國的語言︾裡面
有講到﹁上師瑜伽法﹂的法義 請問
師尊﹁上師瑜伽法﹂的法義是否可以
在﹁上師相應法﹂裡當作祈禱文？因
為這個法義非常的殊勝 也代表了一
皈依的概念 請師尊稍微解釋一下
﹁上師瑜伽法﹂的法義
師尊：是的 我們跟隨一位上師
學密教的法 這個上師如果已經有相
應的上師 你就可以跟隨 他至少還
要本尊相應 像我的本尊是﹁阿彌陀
佛﹂ 是﹁地藏王菩薩﹂ 是﹁瑤池
金母﹂ 你有相應的現象的時候 隨
時召請 祂就在你旁邊 甚至祂就在
你心裡 隨時要隨時有 這就是相
應 你要跟祂相應 祂裡面的要義是
什麼呢？你要跟祂一樣！好像在做護
摩一樣 你準備的供品 這一尊 祂
的金身或者祂的咒字 是發哪一種顏
色的光？好像發黃色的光 財神方面
的都是發黃色的光 另外還有好幾
尊 也是發黃色的光 哪一尊你知道
嗎？發黃色的光 你們都只知道黃財
神 大隨求菩薩也是發黃色的光 你

｜完｜

寫到什麼時候呢？
師尊：我是這樣子想 當我有一
天啊 你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演說
家 他到世界各地演講 有一天他上
了台 居然腦袋空掉 一句話都講不
出來 從此以後 他就封麥了 封掉
麥克風 不再演講了 因為他講不出
來了 有一天當我腦袋空掉 完全失
憶了 看到師母我就不認得 看到美
女我就認得 ︵眾笑︶看到美女我就
認得 看到師母我就不認得的時候
我就封筆 既然這樣子 人生已經完
全失憶了 還寫什麼文章？所以寫到
不能寫！︵眾鼓掌︶剛剛問到關於我
有沒有從手機上找資料？或電腦上面
找資料？坦白講 以前我從來不找資
料 因為我沒有手機 也沒有電腦
這時候 像昨天我在說法 講到五
蘊 我講的是眼 耳 鼻 舌 身
其實是錯的 真正的是色 聲 香
味 觸 也是錯的 是色 受 想
行 識 這才是對的 色 受 想
行 識這五個字是正確的 但是我昨
天在法座上講成色 聲 香 味
觸 就講錯了 這個是有關聯沒有
錯 彼此之間在佛學上講 但是五蘊
確實是色 受 想 行 識 這個才
是正確的 但是我一時口急 把五根
講成五蘊 這個是可以原諒的 當有
一天 我語無倫次的時候 講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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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師尊賜墨寶予福佑雷藏寺，並和師母、
釋蓮真上師合影。
▼師尊與新竹縣市政要貴賓合影

二

記者：請問師尊隨著社會進
醫療也很發達 台灣老人人口

○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在新竹的
︿廣龍會館﹀ ︿福佑雷藏
寺﹀恭請聖尊蓮生活佛 法王盧勝彥
親臨主壇﹁白度母護國 息災 增
益 超度大法會﹂並傳授﹁白度母
本尊法 長壽法 還淨法 ﹂
一早來自全世界真佛弟子 珍
惜法緣紛紛踴入位於新竹市延平路
二段六七二號的︿廣龍會館﹀現
場 一時近萬人潮 車潮紛至沓來
參與盛會 聖尊蓮生活佛也在早上
十一點十分左右抵達︿福佑雷藏
寺﹀開光加持 並賜墨寶﹁聖救度
白衣 主長壽健康 善心與智慧 度人
往西方 觀音慈悲淚 綠度與白度 長
壽三尊佳 如意又喜捨 今書如此偈
賜於大眾知﹂一幀 午後 十二點
四十五分師尊抵達法會現場(廣龍會
館) 並加持延生位 往生位 及在
︿福佑雷藏寺﹀未來藍圖前簽名留
影 再進入會場簽名處簽名 加持
壇城 試音 隨後 由﹁中天 壹
電視﹂二家媒體採訪法王蓮生活
佛 並與︿新竹市政府社會急難救
助及老人福利科﹀共七人合影 及
專訪如下：
步

教團體也要有﹁長照計劃﹂ 年輕
人越來越少 老年人越來越多 會
造成社會不均現象 從﹁長照計
劃﹂來講 我們宗教團體必須要幫
助國家的﹁長照計劃﹂ 所以 拿
出三十萬 第一個是給急難救助
用 第二個是幫助老人 這是今天
在新竹要捐給社會科三十萬的原
因 是支持國家﹁長照計劃﹂
記者：剛才提到是捐給新竹市
政府社會急難救助及老人 那麼在
︿真佛宗﹀是否也有做全方位的公
益關懷？
師尊：是的 我有一個志願
希望蓋老人院 在馬來西亞已經有
蓋兩個很大的老人院 台灣也希望
蓋老人院 在美國也有這個計劃
︿真佛宗﹀這方面是不落人後的
第一個要關懷老人 為什麼呢？老
跟病是不分開的 有病就需要關
懷 要幫助老人 還有醫療設施的
種種都要做到 我們也積極在做這
方面的﹁關懷老人﹂事情 必須讓
他們非常的安樂 要照顧他們的疾
病 要有人陪伴 傾聽他們的心
聲 讓他們過得安樂 這就是老吾
人以及人之老
記者：剛講到﹁老吾人以及人
之老﹂要怎麼告訴大家 由師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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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佑雷藏寺 白 度 母 大 法 會
「㆗㆝、壹電視」媒體採訪法王蓮生活佛。

比率也增加 已經是老年化的社
會 請問師尊我們要如何關懷長
者？
師尊：我曾到醫院看到一個老
人 有個老人拿著點滴的架子 一
個人慢慢走 走到廁所 看到那場
面 我內心有一種感覺 老人需要
照顧 必需要有個伴 有支撐的力
量 社會越來越多老人 有身心的
痛苦 老 病永遠不會分開的 老
了更需要有人來照顧
台灣有﹁長照計劃﹂ 我們宗

▲師尊加持福佑雷藏寺的壇城

■文∕蓮會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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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與新竹縣市政要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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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我內心有一種感覺 老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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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老 病永遠不會分開的 老
了更需要有人來照顧
台灣有﹁長照計劃﹂ 我們宗

▲師尊加持福佑雷藏寺的壇城

■文∕蓮會法師

2

▲聖尊蓮生活佛頒贈〈新竹市政府社會急
難救助及老人福利科〉，三十萬元善款。

戒律 叫作如法 ︿真佛宗﹀要合
於︿真佛宗﹀的法律 我們在這國
家要合於這國家的法律 國有國
法 家有家規 密教有十四大戒
事師法五十頌 佛教有更多的戒
律；殺 盜 淫 妄 酒都不可以
的 至少五戒都要守 蓮華生大士
講：﹁敬師 重法 實修﹂是蓮華
生大士對密教的期許 這是祂的戒
律 師尊話也不敢亂講 一定要有
真實性才講
接著師尊講白度母種子字 形
相 及健康法 如何召請白度住
頂 在行者頂竅上有白度母蓮花梗
插入自身頂竅裡中脈 白度母的法
乳一滴滴流入全身 到哪個器官便
充滿法乳 即可自癒哪裡的疾病
每位在修行的時候要有警惕的心
千萬不要走旁門 你要警惕自己是
走正道 想的是正念 做的是正
行 這樣才能夠見到正道 師尊也
呼籲老人需要照顧 大家要同情老
人 因為社會高齡化 每個人長
壽 少子化都沒有年輕人 國家要
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孩子 這樣國家
才有活潑 才有生氣 老跟病分不
開 老人需要照顧 傾聽老人的心
聲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要陪
伴他 讓他生活有樂趣 所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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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產生智慧 眾生才能夠救度
下午二點十五分法會開始 當
迎師組恭迎聖尊蓮生活佛陞法王座
後 並恭請聖尊蓮生活佛頒贈︿新竹
市政府社會急難救助及老人福利科﹀
三十萬善款 用於老人福利 讓老人
生活品質 在急難救助的時候 能夠
即時發揮功能 頒贈後 釋蓮真上師
致詞：代表︿福佑雷藏寺﹀熱忱歡迎
大家蒞臨參與聖尊主持﹁白度母大法
會﹂ 感謝大家共襄盛舉 祝大家法
喜充滿 吉祥如意！
當法會如儀進行 眾等也沉浸
在白度母法流之中 讓身心安樂
法喜充滿 師尊迴向時祈請聖白度
母以大慈悲加持業力消除 接引幽
冥眾等 往生清淨佛國 祈請白度
母加持有疾病者 得以痊癒健康
並賜於眾等善心 智慧 力量 資
糧具足 病業消除 智慧增長 果
位增上 光明熾盛 修行得益；請
聖白度母加持日吉祥 夜吉祥 日
夜六時皆吉祥 一切吉祥中之者
令本尊攝受 上師加持 護法擁
戴
法會後 師尊開示：參拜︿福
佑雷藏寺﹀時 新竹都城隍申訴某
位上師 來新竹作法會 假借都城
隍名義歛財 宗教團體要合於如來

（1 )聖 尊 與 〈 新 竹 市 政 府 社 會 急 難 救 助 及 老 人 福利科〉
救助團體老人合影
（2、3 )會 館 內 現 場 座 無 虛 席
（4 )會 館 外 參 與 法 會 人 潮 踴 躍

下 要很認真 很完美的 很和善
的過這一天 ﹂所以 ﹁要活一
天 快樂一天 活一天要修行一
天 活一天要感恩一天 ﹂這就是
師尊的原則
最後 在眾等虔誠﹁請佛住
世﹂祈願後 師尊也賜授﹁白度母
本尊法 長壽法 還淨法﹂ 大眾
歡喜接受白度母法乳加持 希望病
業消除 身心健康 福慧圓滿

4

佛宗﹀要建老人院 要建育幼院
要給他們照顧 讓他們都有尊嚴
生命線有它的道理 但學佛人
記得一句話：﹁我的命在我 不在
天 ﹂佛教有六大神通 其中有一
個宿命通 佛陀也講三世因果﹁過
去 現在 未來﹂ 但佛教我們：
﹁你要珍惜你活在當下 你活的今
天 最重要；活到明天 明天最重
要 因為今天已經過去 你要能夠
成就 你就要注意 你今天的當

3

口讓大家知道如何敬老尊賢？
師尊：這敬老尊賢 因為老人
他已經將他的生命供獻給社會 這
是值得尊敬 老人本身的經驗非常
豐富 這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老人
的話值得借鏡 我們從老人的身上
獲得那麼多 我們也應該尊敬老
人 再來有一點 每一個人都會
老 將來你教育下一代 你將來也
會老 你也需要年輕人照顧你
記者：今天法會是﹁白度母息
災延壽法會﹂ 請師尊講一下 這
法會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也
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福分或是增長
智慧？
師尊：白度母的法 在藏密是
非常殊勝的法 第一 可以長壽 祂
是屬於長壽三尊之一；第二 祂能夠
讓人身體健康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
唯有健康 才是人生快樂 沒有健康
身體就不會有快樂 所以 今天就是
要教白度母的如何健康的方法 另
外 祂教人有善心 你修了這法 會
產生菩提心 你會幫助人 對於敬老
都是有用的 會產生善心 大家一起
相同的那一顆心 那是非常重要的
會產生善心；第四 白度母會賜給大
家智慧 因為只有智慧才能夠產生光
明 只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夠產生力

1

2

▲聖尊蓮生活佛頒贈〈新竹市政府社會急
難救助及老人福利科〉，三十萬元善款。

戒律 叫作如法 ︿真佛宗﹀要合
於︿真佛宗﹀的法律 我們在這國
家要合於這國家的法律 國有國
法 家有家規 密教有十四大戒
事師法五十頌 佛教有更多的戒
律；殺 盜 淫 妄 酒都不可以
的 至少五戒都要守 蓮華生大士
講：﹁敬師 重法 實修﹂是蓮華
生大士對密教的期許 這是祂的戒
律 師尊話也不敢亂講 一定要有
真實性才講
接著師尊講白度母種子字 形
相 及健康法 如何召請白度住
頂 在行者頂竅上有白度母蓮花梗
插入自身頂竅裡中脈 白度母的法
乳一滴滴流入全身 到哪個器官便
充滿法乳 即可自癒哪裡的疾病
每位在修行的時候要有警惕的心
千萬不要走旁門 你要警惕自己是
走正道 想的是正念 做的是正
行 這樣才能夠見到正道 師尊也
呼籲老人需要照顧 大家要同情老
人 因為社會高齡化 每個人長
壽 少子化都沒有年輕人 國家要
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孩子 這樣國家
才有活潑 才有生氣 老跟病分不
開 老人需要照顧 傾聽老人的心
聲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要陪
伴他 讓他生活有樂趣 所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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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產生智慧 眾生才能夠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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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增上 光明熾盛 修行得益；請
聖白度母加持日吉祥 夜吉祥 日
夜六時皆吉祥 一切吉祥中之者
令本尊攝受 上師加持 護法擁
戴
法會後 師尊開示：參拜︿福
佑雷藏寺﹀時 新竹都城隍申訴某
位上師 來新竹作法會 假借都城
隍名義歛財 宗教團體要合於如來

（1 )聖 尊 與 〈 新 竹 市 政 府 社 會 急 難 救 助 及 老 人 福利科〉
救助團體老人合影
（2、3 )會 館 內 現 場 座 無 虛 席
（4 )會 館 外 參 與 法 會 人 潮 踴 躍

下 要很認真 很完美的 很和善
的過這一天 ﹂所以 ﹁要活一
天 快樂一天 活一天要修行一
天 活一天要感恩一天 ﹂這就是
師尊的原則
最後 在眾等虔誠﹁請佛住
世﹂祈願後 師尊也賜授﹁白度母
本尊法 長壽法 還淨法﹂ 大眾
歡喜接受白度母法乳加持 希望病
業消除 身心健康 福慧圓滿

4

佛宗﹀要建老人院 要建育幼院
要給他們照顧 讓他們都有尊嚴
生命線有它的道理 但學佛人
記得一句話：﹁我的命在我 不在
天 ﹂佛教有六大神通 其中有一
個宿命通 佛陀也講三世因果﹁過
去 現在 未來﹂ 但佛教我們：
﹁你要珍惜你活在當下 你活的今
天 最重要；活到明天 明天最重
要 因為今天已經過去 你要能夠
成就 你就要注意 你今天的當

3

口讓大家知道如何敬老尊賢？
師尊：這敬老尊賢 因為老人
他已經將他的生命供獻給社會 這
是值得尊敬 老人本身的經驗非常
豐富 這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老人
的話值得借鏡 我們從老人的身上
獲得那麼多 我們也應該尊敬老
人 再來有一點 每一個人都會
老 將來你教育下一代 你將來也
會老 你也需要年輕人照顧你
記者：今天法會是﹁白度母息
災延壽法會﹂ 請師尊講一下 這
法會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也
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福分或是增長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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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只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夠產生力

1

菩提園地

密教㆒皈依弟子要百分百的

淨信㉂己的根本㆖師。

修行須時時觀照㉂心是否隨著貪嗔癡的起伏動念。
■文∕印尼大覺堂

︿

真佛宗﹀印尼雅加達︿大覺
堂﹀為二○一七年丁酉年清明
超度舉辦二場法會 分別是：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啟建
﹁大悲寶懺法會﹂ 三月九日︵星期
日︶啟建﹁大準提佛母息災 祈福
增益 敬愛 超度護摩法會﹂ 兩場
法會在下午二時準時開始
今年︿大覺堂﹀與往年一樣
再度誠邀英國︿真渡雷藏寺﹀常住
﹁釋蓮聲金剛上師﹂主壇 由︿大
凈同修會﹀常住釋蓮若法師 本堂
常住釋蓮樣法師 釋蓮妗法師 及
講師 助教護壇 眾同門善信大德
踴躍前來參加法會 共沐佛恩 同
沾法喜
第一場﹁大悲寶懺法會﹂由釋
蓮樣法師擔任維那 法會進行順利
圓滿 法會後 上師慈悲為大眾法
語開示 首先上師介紹是日法會的
主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來歷
很久很久以前 觀世音菩薩在度眾
生的過程中 曾發願要度所有眾
生 否則自身將破碎 後來發現眾
生不增也不減 菩薩一灰心 放棄
自己的菩提行願 自身就破碎 菩
薩的本尊阿彌陀佛顯現來救度菩
薩 以﹃大悲咒﹄把破碎的觀世音
菩薩再補起來 之後就變化成為十

一頭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也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之一 更有︻普門品︼記載之
三十二應化身 四臂觀音 準提觀
音 高王觀世音菩薩等化身 中國
有句諺語：﹁家家彌陀佛 戶戶觀
世音 ﹂觀世音菩薩是與眾生最有
緣的菩薩 菩薩具大慈悲救度眾
生 聞聲救苦度眾生為其大願 過
去為古佛 名為﹁正法明如來﹂
未來是將成佛為︻高王經︼內的
﹁普光功德山王佛﹂
接著 上師祝福︿大覺堂﹀兩
位新出家法師 他們在︿台灣雷藏
寺﹀由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親自
主壇的﹁勝樂金剛法會﹂上 受根
本上師親自剃度為︿真佛宗﹀出家
法師 法號：釋蓮樣法師 釋蓮妗
法師 兩位法師出家前為本宗在家
弘法人員的蓮花啟亮 蓮花如茵講
師 上師表示 當年釋迦牟尼佛曾
經開示︻出家功德經︼ 出家乃大
丈夫事 若能真正發心出家是很珍
貴的 也是大孝 不只報答今世父
母之恩 更報答過去七世父母之
恩 令其也得到很大的利益 除了
出離心 出家更是發菩提心 發無
量心 把所有眾生看成自己父母
發願救度所有眾生 上求佛果 下

化眾生為己業 所以出家人應該被
尊敬 另外 身為出家人更應為眾
生作好的榜樣 上師希望兩位新出
家法師能帶領大眾走在正道上 直
至菩提 上師並指示 依據佛制
出家眾執持佛法 在家眾護持佛
法 因此任何法會 法事 若主持
者是在家眾︵如居士上師︶ 列席
或參加者有出家眾 則在席位安排
上 法師的位置 與在家上師同一
行 但是高過在家上師法座
上師並講解一皈依的真正含
義 上師先講一個唐僧與其徒弟出
遊搭乘飛機的笑話為開頭 密教的
一皈依弟子要百分百的相信自己的
根本上師 身口意供養自己的根本
上師 永不二心 永遠聽隨根本上
師的旨意 絕不能有異議或懷疑
上師並舉密教祖師密勒日巴當年的
求法精神 祂的根本上師瑪爾巴為
了消他過去的惡業 指使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蓋房子後又拆 後來經過
多年磨練後 師傅才把心要口訣傳
給他 經過密勒日巴苦修之後 才
有今日的成就 所以 我們身為密
教弟子絕對不能懷疑 猜測 批
評 評論 甚至把自己的根本上師
與其他人來比較 我們要百分的相
信自己的根本上師是佛 我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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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 觀世音菩薩在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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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人員的蓮花啟亮 蓮花如茵講
師 上師表示 當年釋迦牟尼佛曾
經開示︻出家功德經︼ 出家乃大
丈夫事 若能真正發心出家是很珍
貴的 也是大孝 不只報答今世父
母之恩 更報答過去七世父母之
恩 令其也得到很大的利益 除了
出離心 出家更是發菩提心 發無
量心 把所有眾生看成自己父母
發願救度所有眾生 上求佛果 下

化眾生為己業 所以出家人應該被
尊敬 另外 身為出家人更應為眾
生作好的榜樣 上師希望兩位新出
家法師能帶領大眾走在正道上 直
至菩提 上師並指示 依據佛制
出家眾執持佛法 在家眾護持佛
法 因此任何法會 法事 若主持
者是在家眾︵如居士上師︶ 列席
或參加者有出家眾 則在席位安排
上 法師的位置 與在家上師同一
行 但是高過在家上師法座
上師並講解一皈依的真正含
義 上師先講一個唐僧與其徒弟出
遊搭乘飛機的笑話為開頭 密教的
一皈依弟子要百分百的相信自己的
根本上師 身口意供養自己的根本
上師 永不二心 永遠聽隨根本上
師的旨意 絕不能有異議或懷疑
上師並舉密教祖師密勒日巴當年的
求法精神 祂的根本上師瑪爾巴為
了消他過去的惡業 指使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蓋房子後又拆 後來經過
多年磨練後 師傅才把心要口訣傳
給他 經過密勒日巴苦修之後 才
有今日的成就 所以 我們身為密
教弟子絕對不能懷疑 猜測 批
評 評論 甚至把自己的根本上師
與其他人來比較 我們要百分的相
信自己的根本上師是佛 我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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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成佛 否則我們不但犯了密教
根本十四大戒 在修行上永不得成
就 唯有知錯能改 並且向自己的
根本上師真正求懺悔及還淨 從此
以後不再犯 這樣修行才能有成就
的一天
第二天為﹁準提佛母護摩法
會﹂ 法會進行的順利圓滿 法會
後 首先有請︿大覺堂﹀堂主致
詞 堂主報告︿大覺堂﹀將擴建
再買本堂旁邊的三棟店面 期望大
家大力支持 接著 ︿大覺堂﹀頒
發感謝狀給主壇釋蓮聲金剛上師不
辭辛勞的度眾生 再三的蒞臨︿大
覺堂﹀主持法會
之後 上師在開示時 介紹有
關法會主尊準提佛母也是觀世音菩
薩的化身之一 尊稱為準提觀音
準提佛母可以當本尊 同時也可以
當護法 師尊第一次回台灣弘法
時 為傳授準提佛母第三眼灌頂
當時 上師也在場接受灌頂 上師
表示第三眼所看見的都是真實見
第三眼的確不容易修 一定要與本
尊準提佛母相應才能修出第三眼
上師再強調 修行並非表面 要
想更深一層 我們不但修法或參加法
會 要想更深一層 如何在修行上得
到心的平靜 安寧 心量廣大無邊

人生的一百年是天上的一天 時間
很快過去 絕不能讓時間白白浪費
去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而已 更要懂
得修行 ︿真佛宗﹀為實修的教
派 敬師 重法 實修才能超凡入
聖 解脫輪迴及煩惱
我們要時時觀察自己的心 不
能讓心亂及起波動 心時時保持安
靜 時時修忍辱 默擯 把心量修
到如宇宙廣大無邊 可以包容一
切 這就是修行
明白自己的心就是明白真理
所以我們要時時懺悔 懺悔並非表
面 懺悔是要從自己內心深處生出
懺悔的心 慚愧的心 從此下定決
心不再犯過去所造的諸惡業 這就
是真正的懺悔
上師的精彩法語開示帶給大家
如久旱逢甘雨 令大家異口同聲表
示明年還要邀請上師再來︿大覺
堂﹀弘法
接著 上師為五位新皈依弟子
代師作﹁皈依灌頂﹂後 上師與眾
法師 講師 助教以及眾同門善信
合影留念 最後 上師賜予是日主
尊之賜福灌頂後 在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及法會主尊 諸佛菩薩
護法金剛大加持之下 圓滿結束這
兩場殊勝的法會

心量大的人 福分自然變大 修行更
要明白自己的心 時時刻刻觀察自己
的舉心動念 是否起伏不定 絕不能
讓貪 瞋 癡 愚 慢 嫉 恨產
生 當產生時 即要覺醒而懺悔
上師以佛經上的記載 介紹人
類的祖先是從光音天來的 而光音
天天人因為貪著地球上的甘泉 因
此無法再回去天界 從此變成地球
上的人類 所以現今所有人都是古
人 經過很多劫很多劫以來 貪念
一直累積 變成今日的我們 可見
六道輪迴也是因為貪欲而眾生在六
道輪迴裡面永遠輪轉不息 只有止
貪 才能解脫輪迴
上師以生活上之金錢觀來解釋更
深一層有關貪欲 因為除了生活上的
食 衣 住 行之外 人類想賺更多
的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 所以上
師勸大家要懂得自足 多餘的錢 更
要懂得做布施及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錢賺夠了 更要懂得修行 修行並非
表面 修法不如修心 時時要修改自
己行為 把不好的習性改掉 清淨自
己的身口意 把人性轉化為佛性 其
實人性與佛性並無差別 只因為人性
被貪欲 執著所覆蓋 只要把一切障
礙去除掉 人性就是佛性
人生無常 決不能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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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施

溫和 慈善等良好的國際形象展現於
世界 始終關注著環保 可持續發
展 氣候 難民 貧困等突出問題
每年大量捐款給國際︿紅十字會﹀和
聯合國機構 幫助在貧困和戰爭中的
人們 這是真實的無畏施啊
最近一份關於﹁世界良好國家指
數 ﹂ ︵ The Good Country Index︶的
最新排名 瑞典榮獲全球榜首 被認
為是為全人類共同利益做出整體貢獻
最大的國家 它獲取如此殊榮當之無
愧 更鼓勵世界各國更多地開展合作
減少競爭
瑞典 在 促進全 球的 ﹁健康 和福
利﹂和﹁繁榮與平等﹂兩大類名額上
位居全球第一 瑞典每年諾貝爾獎的
生物醫學獎評委會﹁卡若林斯卡醫學
院﹂更是每年邀請第三世界國家的優
秀醫生來瑞典醫學院做訪問學者 跟
瑞典的醫生一起並肩工作 教授世界
最先進的醫學知識和研究成果給第三
世界的醫生 一年以後請他們回到自
己的國家去幫助那裡的病患 而這個
培養資金都是瑞典政府出的 這就是
真正意義上的財布施和法布施
捨去小我 我們有的也同樣奉獻
給大眾 能夠捨得 這個也就是進入
了﹁無我﹂ 師尊常告誡弟子們 我
們學佛的人是講﹁什麼都不是自己
的 既然什麼都不是自己的 何不拿

一
六波羅蜜以﹁布施﹂為
首 佛法講慈悲 慈者與樂
悲者拔苦 而布施正是與人快
樂 拔人痛苦的最有效方法
布施時 不執著於布施 施與
受雙方都得到快樂 自利又利
他
師尊經常教導我們﹁什麼
都不是你的﹂ 沒有一樣東西
是你的 反過來講 什麼東西
都是我的 什麼東西又都是你
的 這個邏輯瑞典就在使用
著
我們都知道 瑞典是以高
稅收 高福利而著稱的 國家
向人民徵收賦稅 經過政府的
調配再施於群眾 多餘的錢更
捐助給國際社會 幫助弱小
在敘利亞戰爭造成的歐洲難民
危機中 世界人民感受到瑞典
國家的人道 仁慈與慷慨
作為北歐國家 卻成為了
人均難民接收數量最多的國
家 二○一四年接收八萬難
民 二○一五年接收了超過十
六 三萬的難民 相當於全國
人口的一 六％ 長期以來
瑞典一直以來以中立 平等

他安裝電梯 就連吸毒的癮君子 政
府都會定期免費提供一定計量的毒
品 針具和幫助他戒毒 這樣做是防
止他們個人的犯罪和愛滋病的擴散
真正的布施醫藥啊！
六 根據全球保險巨頭Allianz的
最新調查報告 瑞典是全球退休收入
最充裕的國家之一 政府為老人提供
相當高級的老人院 可以享受每人一
個房間的待遇 如果有特殊原因 老
人不願意離開原居住房子搬去老人
院 政府會派人每天來家裡照顧老
人 包括日常生活的買菜 打掃 餵
藥 餵食 洗澡及聊天
師 尊曾 開示 說： ﹁布施 很重 要
的 什麼東西是你的？這布施的要訣
就在這裡 我們想一想學佛的人知道
什麼東西都不是你的 那麼什麼東西
也都是你的 當你達到整個完全無我
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不是你的 也什
麼東西都是你的 你真正能夠我無
了 你來布施來行善 這個是真正的
慈善﹂ 瑞典就是用實際的行動在告
訴世人 什麼是真正的布施和慈善
默默的付出不求回報和感恩 它的人
民們每一位都在直接或間接的支持著
這項偉大的事業 在自己的富足的同
時也帶給這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定
(下一篇：真佛國｜瑞典的六波羅
蜜二：持戒 敬請期待
)

■文∕瑞典修德堂 大鵬助教

二 每個月的子女津貼：除了帶
薪休假 政府每月還提供額外的子女
津貼 直至孩子滿十六歲 這個津貼
的標準是每個孩子每月1050瑞典克朗
︵約100美元︶ 父母可以用這筆錢來
支付照顧孩子的費用
三 免費教育：作為瑞典居民不
必費心為孩子的教育存錢  歲
的孩子上學都是免費的 還有免費午
餐 免費教育一直持續到大學階段
四 近乎免費的醫療保健：在瑞
典 歲以前的醫療保健基本上是免
費的 嬰兒在兩歲前可以獲得免費的
維他命Ｄ滴劑--這是在瑞典寒冷黑暗
的氣候條件下很重要的 從歲開
始 每次就診只需要支付100-200瑞典
克朗︵約10-20美元︶ 不管是生了多
大的病 所有的醫療 藥劑 手術
病房費用全部是國家來承擔 還包括
住院期間的一日三餐 如果因病不能
工作可以享受正常薪水％的帶薪假
期 而這些錢都是由政府的保險機構
支付的 企業並不承受這個負擔 就
算病患之前沒有買過任何保險 是無
業人士 也同樣享受同樣待遇
五 殘疾人由政府提供殘障設備
等 如輪椅和電動車等代步工具 在
瑞典不管是幾層樓 都提供電梯服
務 方便老人和殘疾人 哪怕是殘疾
人居住的私人別墅 政府都會免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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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真佛國--真正奉行佛教
智慧的國度 因筆者是真佛宗弟
子 故稱其國為﹁真佛國﹂ ︶
六波羅蜜﹂就是﹁六度萬
行﹂ 師尊曾說：﹁六度萬
行﹂就是行﹁菩薩行﹂ 不只是阿
羅漢 更進一步就是要救度眾生
所謂﹁六度﹂大家都知道的 第一
個就是﹁布施﹂ 第二個是﹁持
戒﹂ 第三個是﹁忍辱﹂ 第四個
是﹁精進﹂ 第五個是﹁禪定﹂
第六個是﹁般若﹂
佛教的六波羅蜜怎麼會跟遙
遠的國度｜瑞典有關係呢？讓我
們走入一個不被多人知曉奉行佛
法的國家｜﹁瑞典王國﹂
瑞典 地處歐洲北部 土地
面積約萬平方公里 (約個台
灣) 三分之一的土地地處北極圈
內 ％的國土被森林覆蓋 人
口一千萬 大約％的瑞典人信
奉基督新教 雖出生時一般都會
受洗禮 但只有約％的人定期
去教堂 這樣一個土地大 人口
少 民眾沒有強烈信仰的國家
在佛教的觀點它的確基本實現了
佛陀的理想 整個國家帶領著民
眾身體力行的實施著﹁六波羅
蜜﹂ 而他們卻都渾然不知 現
在讓我帶大家認識一下｜瑞典

出來給眾生用 ﹂這就是菩薩的大公
無私的心 瑞典實踐這一種菩薩行
菩薩行不只是拿出來給別人 它什麼
都可以捨掉 這就是近兩百年來都沒
有參與戰爭的原因 國家繁榮富強
人民安居樂業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究其的原因 是不是它積累了太大的
福報 這裡就是一片淨土
對內 瑞典的高稅收是國際上出
了名的 國民收入的％都以個人所
得稅及其他稅收的形式上交給國家
國家的收入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就
像是菩薩的手 布施給那些需要幫助
和救助的人們 那些年輕 收入穩定
而身體健康的人們並沒有因為還沒有
享受到醫療養老的回報而支付這高額
的稅賦而產生任何怨言 因為他們知
道 政府會代替他們把錢拿去幫助到
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也正因如
此 瑞典的普通人是沒有什麼存款
的 但卻快樂的生活著
讓我們看看瑞典政府是怎麼照顧
國民：
一 對孕婦的免費特殊照顧：嬰
兒出生前 瑞典的準媽媽們通過免費
或政府補貼的課程獲得產前護理 包
括做分娩準備 學呼吸技巧 上輔導
課程及接受團體支持 父母有權在生
育或領養孩子後享受480天的帶薪產假
︵全部由國家保險支付︶

真佛國-瑞典的六波羅蜜—布施

﹁

布 施

溫和 慈善等良好的國際形象展現於
世界 始終關注著環保 可持續發
展 氣候 難民 貧困等突出問題
每年大量捐款給國際︿紅十字會﹀和
聯合國機構 幫助在貧困和戰爭中的
人們 這是真實的無畏施啊
最近一份關於﹁世界良好國家指
數 ﹂ ︵ The Good Country Index︶的
最新排名 瑞典榮獲全球榜首 被認
為是為全人類共同利益做出整體貢獻
最大的國家 它獲取如此殊榮當之無
愧 更鼓勵世界各國更多地開展合作
減少競爭
瑞 典在促 進 全球的 ﹁健 康和福
利﹂和﹁繁榮與平等﹂兩大類名額上
位居全球第一 瑞典每年諾貝爾獎的
生物醫學獎評委會﹁卡若林斯卡醫學
院﹂更是每年邀請第三世界國家的優
秀醫生來瑞典醫學院做訪問學者 跟
瑞典的醫生一起並肩工作 教授世界
最先進的醫學知識和研究成果給第三
世界的醫生 一年以後請他們回到自
己的國家去幫助那裡的病患 而這個
培養資金都是瑞典政府出的 這就是
真正意義上的財布施和法布施
捨去小我 我們有的也同樣奉獻
給大眾 能夠捨得 這個也就是進入
了﹁無我﹂ 師尊常告誡弟子們 我
們學佛的人是講﹁什麼都不是自己
的 既然什麼都不是自己的 何不拿

一
六波羅蜜以﹁布施﹂為
首 佛法講慈悲 慈者與樂
悲者拔苦 而布施正是與人快
樂 拔人痛苦的最有效方法
布施時 不執著於布施 施與
受雙方都得到快樂 自利又利
他
師尊經常教導我們﹁什麼
都不是你的﹂ 沒有一樣東西
是你的 反過來講 什麼東西
都是我的 什麼東西又都是你
的 這個邏輯瑞典就在使用
著
我們都知道 瑞典是以高
稅收 高福利而著稱的 國家
向人民徵收賦稅 經過政府的
調配再施於群眾 多餘的錢更
捐助給國際社會 幫助弱小
在敘利亞戰爭造成的歐洲難民
危機中 世界人民感受到瑞典
國家的人道 仁慈與慷慨
作為北歐國家 卻成為了
人均難民接收數量最多的國
家 二○一四年接收八萬難
民 二○一五年接收了超過十
六 三萬的難民 相當於全國
人口的一 六％ 長期以來
瑞典一直以來以中立 平等

他安裝電梯 就連吸毒的癮君子 政
府都會定期免費提供一定計量的毒
品 針具和幫助他戒毒 這樣做是防
止他們個人的犯罪和愛滋病的擴散
真正的布施醫藥啊！
六 根據全球保險巨頭Allianz的
最新調查報告 瑞典是全球退休收入
最充裕的國家之一 政府為老人提供
相當高級的老人院 可以享受每人一
個房間的待遇 如果有特殊原因 老
人不願意離開原居住房子搬去老人
院 政府會派人每天來家裡照顧老
人 包括日常生活的買菜 打掃 餵
藥 餵食 洗澡及聊天
師 尊曾 開示 說： ﹁布施 很重要
的 什麼東西是你的？這布施的要訣
就在這裡 我們想一想學佛的人知道
什麼東西都不是你的 那麼什麼東西
也都是你的 當你達到整個完全無我
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不是你的 也什
麼東西都是你的 你真正能夠我無
了 你來布施來行善 這個是真正的
慈善﹂ 瑞典就是用實際的行動在告
訴世人 什麼是真正的布施和慈善
默默的付出不求回報和感恩 它的人
民們每一位都在直接或間接的支持著
這項偉大的事業 在自己的富足的同
時也帶給這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定
(下一篇：真佛國｜瑞典的六波羅
蜜二：持戒 敬請期待
)

■文∕瑞典修德堂 大鵬助教

二 每個月的子女津貼：除了帶
薪休假 政府每月還提供額外的子女
津貼 直至孩子滿十六歲 這個津貼
的標準是每個孩子每月1050瑞典克朗
︵約100美元︶ 父母可以用這筆錢來
支付照顧孩子的費用
三 免費教育：作為瑞典居民不
必費心為孩子的教育存錢  歲
的孩子上學都是免費的 還有免費午
餐 免費教育一直持續到大學階段
四 近乎免費的醫療保健：在瑞
典 歲以前的醫療保健基本上是免
費的 嬰兒在兩歲前可以獲得免費的
維他命Ｄ滴劑--這是在瑞典寒冷黑暗
的氣候條件下很重要的 從歲開
始 每次就診只需要支付100-200瑞典
克朗︵約10-20美元︶ 不管是生了多
大的病 所有的醫療 藥劑 手術
病房費用全部是國家來承擔 還包括
住院期間的一日三餐 如果因病不能
工作可以享受正常薪水％的帶薪假
期 而這些錢都是由政府的保險機構
支付的 企業並不承受這個負擔 就
算病患之前沒有買過任何保險 是無
業人士 也同樣享受同樣待遇
五 殘疾人由政府提供殘障設備
等 如輪椅和電動車等代步工具 在
瑞典不管是幾層樓 都提供電梯服
務 方便老人和殘疾人 哪怕是殘疾
人居住的私人別墅 政府都會免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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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真佛國--真正奉行佛教
智慧的國度 因筆者是真佛宗弟
子 故稱其國為﹁真佛國﹂ ︶
六波羅蜜﹂就是﹁六度萬
行﹂ 師尊曾說：﹁六度萬
行﹂就是行﹁菩薩行﹂ 不只是阿
羅漢 更進一步就是要救度眾生
所謂﹁六度﹂大家都知道的 第一
個就是﹁布施﹂ 第二個是﹁持
戒﹂ 第三個是﹁忍辱﹂ 第四個
是﹁精進﹂ 第五個是﹁禪定﹂
第六個是﹁般若﹂
佛教的六波羅蜜怎麼會跟遙
遠的國度｜瑞典有關係呢？讓我
們走入一個不被多人知曉奉行佛
法的國家｜﹁瑞典王國﹂
瑞典 地處歐洲北部 土地
面積約萬平方公里 (約個台
灣) 三分之一的土地地處北極圈
內 ％的國土被森林覆蓋 人
口一千萬 大約％的瑞典人信
奉基督新教 雖出生時一般都會
受洗禮 但只有約％的人定期
去教堂 這樣一個土地大 人口
少 民眾沒有強烈信仰的國家
在佛教的觀點它的確基本實現了
佛陀的理想 整個國家帶領著民
眾身體力行的實施著﹁六波羅
蜜﹂ 而他們卻都渾然不知 現
在讓我帶大家認識一下｜瑞典

出來給眾生用 ﹂這就是菩薩的大公
無私的心 瑞典實踐這一種菩薩行
菩薩行不只是拿出來給別人 它什麼
都可以捨掉 這就是近兩百年來都沒
有參與戰爭的原因 國家繁榮富強
人民安居樂業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究其的原因 是不是它積累了太大的
福報 這裡就是一片淨土
對內 瑞典的高稅收是國際上出
了名的 國民收入的％都以個人所
得稅及其他稅收的形式上交給國家
國家的收入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就
像是菩薩的手 布施給那些需要幫助
和救助的人們 那些年輕 收入穩定
而身體健康的人們並沒有因為還沒有
享受到醫療養老的回報而支付這高額
的稅賦而產生任何怨言 因為他們知
道 政府會代替他們把錢拿去幫助到
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也正因如
此 瑞典的普通人是沒有什麼存款
的 但卻快樂的生活著
讓我們看看瑞典政府是怎麼照顧
國民：
一 對孕婦的免費特殊照顧：嬰
兒出生前 瑞典的準媽媽們通過免費
或政府補貼的課程獲得產前護理 包
括做分娩準備 學呼吸技巧 上輔導
課程及接受團體支持 父母有權在生
育或領養孩子後享受480天的帶薪產假
︵全部由國家保險支付︶

真佛國-瑞典的六波羅蜜—布施

菩提園地

「獅面空行母」是寧瑪派三大護法之一。
可破障除魔，摧毀怨敵，保身護命，增益敬愛，
成就一切事業，可克服兵刀戰爭及天災人禍。

■文∕蓮花智雯

2017年4月15日〈台灣雷藏寺〉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

二

○一七年四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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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面空行
母護摩大法會﹂ ﹁獅面空行母﹂
曾經誓願為︿真佛宗﹀的第一護
法！蓮生活佛曾開示：修持﹁獅面
空行母﹂的法 可破障除魔 摧毀
怨敵 保身護命 增益敬愛 成就
一切事業 可克服日 月 星
地 水 火 風 兵刀戰爭 天災
人禍一切災難 因此來自世界各地
敬師重法實修的真佛弟子們 再次
使得法會現場座無虛席
會後 聖尊首先提到明天四月
十六日將於新竹首傳﹁白度母
法﹂ 白度母又稱七眼佛母 又叫
作明佛母 主要給予眾生健康 智
慧 光明 善心四個部分 明天要
教一種用佛法 如來的方法來治
病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參加
我們︿真佛宗﹀已故的蓮嶝上
師和蓮花益民上師 都是自修成
佛 珍惜你現在的所做所為 即是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只要自己唸
經唸咒 好好修行 就可以幫助自
己的祖先 不須要去問三世因果
最新出版的文集︽寫鬼︾ 希
望大家都要看
聖尊接著介紹護摩主尊﹁獅面

空行母 (仙東瑪)﹂ 一髻佛母︵阿
松瑪︶和喇呼拉尊者 這三尊是寧瑪
派三大護法 ﹁獅面空行母﹂是蓮華
生大士的上師 又是本尊 又是護
法 ﹁獅面空行母﹂的法相是：身天
藍色 頭戴五骷髏冠 獅頭 裸體
以五十顆人頭為項鬘；一面二臂 右
手執鉞刀 左手托顱器 脥挾三叉天
杖 足右屈左伸 立于蓮花日月屍座
上 示範手印 唸咒語：﹁阿加薩
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
﹁呸 就是止 如果有不好的念頭就
用﹁呸﹂字驅遂掉
繼續講解︽道果︾：世間道 修
定 脈止 一切身都要正 氣要順
身體才會健康 空就是樂 樂就是
空 所有空和樂都要調整
入中脈的氣稱為智慧氣 行者修
行五輪︵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
輪 密輪︶ 三脈都要懂 身體就是
一個時鐘 氣脈要順要正 才可以有
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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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授與會大眾﹁獅面空行母不共
大法 獅面空行母迴遮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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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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提佛母有三目十八臂，清淨最勝，
密號是「最勝金剛」。

二

○一七年四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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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提佛母護摩
大法會﹂ ﹁準提佛母﹂又稱﹁準提
觀音﹂是︿真佛宗﹀八大本尊之一
而聖尊以前曾開示過：﹁準提佛母﹂
是無上妙法 十八種法器若會使用行
法 行者求息災 治病 增益 如
意 敬愛 合和 降伏 除魔均會非
常圓滿的 所以有眾多國外的同門
依緣前來聆聽法教
法會之後聖尊開示 首先提到網
路消息有十七世大寶法王﹁泰耶多
傑﹂還俗結婚的新聞 ﹁結婚不結都
可以 都不需去議論﹂ 十七世大寶
法王有兩位 聖尊講兩位都是真的
因為佛菩薩都有千百萬億的化身 所
以身口意也會化身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 唯有黃教宗
喀巴祖師不主張修雙身 白教大手印
主張一定有誓願母 才能成就 其實
結婚不結婚 都是修行 對於一些事
情 我們不要妄加批評
聖尊的﹁準提佛母法﹂傳承來自
師父﹁普方上師﹂ 普方上師的本尊
就是準提佛母 他在台北的社子島建
立﹁總持寺﹂ ﹁準提﹂二字就是清
淨無比的意思 由於佛母有十八隻
手 更有三目 故其法力威猛 密號
是﹁最勝金剛﹂ ﹁如意金剛﹂

﹁清淨金剛﹂
﹁稽首皈依蘇悉地﹂中的﹁蘇悉
地﹂就是﹁戒律﹂ 釋迦牟尼佛在涅
槃前告訴弟子將來要以﹁戒﹂為師
繼續講解︽道果︾：修行分為
﹁出世間道﹂：解脫離世的方法 和
﹁入世間法﹂：禮儀道德等 開悟明
心就是﹁見道﹂ 明白真諦 悟無所
得 斷盡煩惱 如果還有所得 就會
有煩惱 我們會轉世輪迴就是因為有
業 所以我們來到人世間就是﹁酬
業﹂
聖尊心中無事無心 每天就會很
好睡覺 只要還有一點煩惱和分別心
的 雖然開悟了 也會障礙你登地之
行 見了道之後 輪迴苦受就會少
因為修行時 所有的業緣不會產生
將來要成就一定要實修
解釋什麼叫﹁議輪道﹂ 雖然見
了道 還是有分別和障礙 無常就是
一個真理 人間沒有一個常態 見了
道就會知道無我 見了道也了解無
常 無我才能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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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授與會大眾﹁準提佛母本尊
法 第三眼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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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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48 - The Power of Mantr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二）
Ireplied,'Yourmumhasanunfulfilledvow.'

Isaid,'I'llteachyouamantraandyoushallhavemoney!'

'Whatvow?'

LeeWeismiledandsaid,'MasterLuyoumustbekidding.'

I replied, 'When your mother was alive, she loved charity work and had

'No,Iamserious.'Itoldhiminnouncertainterms,'Iamwillingtoteachyou

volunteered to serve in the monasteriesformanyyears.Sheoncemadeavowto

this mantra because your mum had made a vow to build this road of pilgrimage

theBuddhasandBodhisattvasthatshehadwantedtobuildthismountainousroad

andyou'recarryingthisvowofyourmum.Ifyouchantthismantrayoushallhave

ofpilgrimage.Butthecostandbudgetofthisworkwashugeandshedidnothave

greatfortunewithinafewyears.Remember,onceyou'rerich,youmustfulfillthis

the means to shoulder this responsibility. Soon after she had made this vow she

vow.'

passedaway.Thus,thisvowofhersremainedunfulfilled.Thus,itwaspossiblethat

LeeWeiasked,'Suchmantrareallyexists?'

whensheappearedtoherownsonduringthepilgrimage,shewashopingthather

Isaid,'Certainly.'

sonmighthelpherfulfillthisvowofpavingandbuildingthispilgrimageroad.'

Itookoutonesutra.ItwastheVasudharaDharaniSutra.Thesutrastates,'If
any good man should write and accept (this sutra), he shall receive all joy and

ee Wei told me his mother had indeed served as a volunteer for many years withthe

enjoy peace and prosperity. If anyone should adopt vegetarianism and celibacy,

monasteries and was very charitable. She had donated almost all the pocket

recitedaily,heshallreceivegreatwealthandprestige.

L

moneythatherhusbandandherchildrengavehertocharity.Buthehadnotheard

LeeWeiwasapprehensiveandsaid,'Toadoptvegetarianismandcelibacy?'

of his mother's vow to construct the road for the pilgrimage. Lee Wei decided to

I said, 'How about this. Don't feel anxious. I keep my methods naturally and

enquireaboutthismatterfromhisfather.Perhapsdadwouldknowbest.
LeeWeireturnedtoaskhisfather.Hisfatherconfirmedtherewassuchavow,
butduetohislessthanidealfinancialcondition,hecouldnotcarryoutthevow.

simple. I don't want you to stick to vegetarianism and adopt a pure lifestyle. As
longasyourecite'OmAhHum'oncebeforemealandoncebeforeyouhavesex,
youcancontinueaspernormal.'

Lee Wei returned to tell me, 'Master Lu! Your divination is truly remarkable.

Inaddition,Itaughthim,'Whenyourecitethismantra,youmustfirstreciteit

Besides knowing about the human world, you're able to know the things of the

800times,afterwhichyoushallrecitethreetimesaday,onceinthemorning,once

netherworld.Thisissimplyunthinkable!'

intheafternoonandonceatnight,108timeseach.'

'Whydon'tyoufulfillyourmum'svow!'Isaid.

'Isthemantralong?'

Lee Wei said, 'It's not that I'm unwilling. I am more than willing to carry out

'Onlyafewwordslong.It'sthatsimple.'

thistask.ButIamshortofsomething.'

Iwrotethemantraforhim:

'Whatsomething?'

'OmVasuDhareSvaha.'

'Money.'

LeeWeireadandsaid,'That'ssimpleenough.Icandoit.'

-To be continue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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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Book 200 - L'Éveil parfait et universel
Une tranche et encore une tranche d'Illumination
—L'esprit intelligent de la vie—

Réfléchir à plusieurs reprises sur le

« non-attachement »

C

'est grâce à l'obtention de la nonnaissance que l'on arrête les ennuis

du Monde du désir ; car le Monde du
désir n'est jamais apparu. Si l'on arrête les
ennuis du Monde de la forme, on peut
dire que le Monde de la forme n'est
jamais apparu. Si les ennuis du Monde de

de la Loi (Dharmakâya).
Le corps de la jouissance d'autrui –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Sambhogakâya).
Le corps de la jouissance de soi-même –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Le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 le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Nirmânakâya).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3, Éditions Darong

Le Corps de correspondance d'essence
et le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ressemblent

Voici mes indications :

à l'illusion, à l'ombre d'une bulle.

Un jour, le maître zen Shih-shuang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ressemble à
l'illusion, à l'ombre d'une bulle.
Le Corps de la Loi est permanent et
invariable, il fait partie de l'action non

l'absence de forme sont arrêtés, c'est parce

En outre, d'après les spécialistes de

que le Monde de l'absence de forme n'est

l'école T'ian-t'ai, les Quatre Corps sont le

jamais apparu.

Corps de la Loi,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le

J'ai compris que tous les attachements

Corps de correspondance d'essence et le

sont le non-attachement et que le non-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attachement est le tout attachement.

C'est bien inutile de parler des Trois
Mauvaises Voies : la voie de l'Enfer, la
voie de l'Esprit affamé et la voie de
l'Animalité ne sont jamais apparues.
La voie de l'Asura n'est jamais
apparue.
Même les vingt-huit cieux ne sont

Le Corps de correspondance d'essence,
ce sont les huit états de l'existence du
bouddha.
Le Corps de transformation, c'est la
manifestation du temps du bouddha.

cela s'approche seulement de la Voie.

criblait du riz.
Le maître zen Wei-shan dit :
— Les offrandes du bienfaiteur, il
ne faut pas les gaspiller.

conditionnée et ne se différencie pas des

Le maître Shih-shuang dit :

autres…

— On ne doit pas les gaspiller.

L'ennui est l'absence d'ennui, et
l'absence d'ennui est l'ennui.

Le maître zen Wei-shan ramassa un
grain de riz et dit :
— Vous avez dit qu'il ne faut pas les
gaspiller. Qu'est-ce que cela signifie ?
Shih-shuang resta bouche bée.

L'ennui est la bodhi.

Le maître zen Wei-shan continua :

Le cycle des renaissances est le nirvâna.

— Il ne faut pas mépriser ce petit

J'ai prouvé et obtenu :

grain de riz, car il peut engendrer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grains de riz.

jamais apparus, les Terres pures

En résumé, le Corps de la Loi est

Le non-attachement, le non-attachement,

transformées par tous les bouddhas et

immuable comme la Réalité absolue, qui

le non-attachement ; la non-naissance, la

Le maître Shih-shuang dit :

bodhisattva ne sont jamais apparues non

n'est pas venu et qui n'est pas parti, c'est

non-naissance, la non-naissance.

— Ce grain peut engendrer des

plus.

le bouddha de la Réalité absolue.

J'ai tenu là-dessus tant de propos, si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grains de riz,

Tous les ennuis que l'on éprouve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c'est le

vous ne les comprenez pas, tant pis ! Si

sur la Terre sont complètement anéantis.

bouddha de mérites et de vertus, et le

vous les comprenez, eh bien, vous vous

Wei-shan rit aux éclats.

bouddha de la sagesse.

approchez de la Voie.

Je demande maintenant à tout le

Alors, on réalise le non-attachement.

mais on ne sait pas d'où il provient ?

D'après L'Établissement du rien-

Le Corps de correspondance d'essence,

La non-naissance.

monde d'où provient ce grain de riz. Si

que-conscience (ou le Wei Shi Lun), les

c'est le bouddha dans sa manifestation

La non-obtention.

l'on trouve la réponse, on obtient donc

Quatre Corps sont :

humaine.

Cela ne fait rien.

l'Éveil.

Le corps de la nature propre – le Corps

76

Après l'obtention de l'Éveil, j'ai compris
ceci :

Le non-attachement.

Vous pouvez essayer de répondre.

En réalité, tout cela n'est pas la Voie,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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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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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C. Ho

業障消除 怨親債主退散
運程轉為光明 災厄消除
一切化為吉祥

※助㊞者：Michael C.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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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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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林子瓊
祈請瑤池金母 師尊蓮生活佛 高王觀世音菩薩加持 林子瓊對長輩 家人能敬愛
和合 消除一切怨恨 忌妒猜疑 常保持樂觀 歡喜心 身口意清淨光明 增長福
慧 佛緣 對家人及孩子們和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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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墨傳世間------啟動與蓮生法王的連線 從讀書分享會開始
「請不要錯過我的書
不要錯過我的救度
請不要搖搖頭
請不要墮入三途
我要舞動我的筆
教人知正法
不跛足」
~~蓮生活佛第172冊文集隨風的腳步走(序)
聖尊 蓮生活佛為了弘法度眾，以堅定的毅力辛勤
寫作半世紀，日積月累創作至今已達258冊文集，
每本皆蘊涵出世及入世的無上智慧，但您是否本
本都閱讀過？還是不知道該如何著手？甚至有些
書中的內容無法完全心領神會？為了不錯過聖尊
為救度所舞動的筆，主辦單位即將於2017年5月
14日起，力邀來自世界各地宗內的金剛上師，帶
領大家透過閱讀分享與引導，一同深入挖掘 聖尊
書中的奧秘，一同與超勝的佛慧連線，讓我們的
人生載入更多解脫煩惱的智慧。

歡迎您一同與會！

指導單位：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主辦單位：真佛宗彩虹雷藏寺 大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真佛報

燃燈雜誌

讀書會地點：美國彩虹雷藏寺護摩殿
時
主

持

間：下列各場次日期13:30～14:10舉行
人：蓮彥上師、蓮喜上師

讀書會為配合各上師弘法行程，2017年5、6月各場次及導讀上
師、指定導讀書籍分別安排如下:

5/14 蓮訶上師

254冊文集「至尊的開悟」

5/21 蓮旺上師

123冊文集「流星與紅楓」

5/28 常智上師

172冊文集「隨風的腳步走」

6/04 蓮滿上師

154冊文集「智慧的光環 」

6/11 師尊慶生、讀書會暫停一周
6/18 蓮傳上師

109冊文集「盧勝彥的哲思」

6/25 蓮潔上師

147冊文集「 不要把心弄丟了」

後續將由蓮一上師、蓮友上師、德輝上師、蓮者上
師、蓮僧上師、蓮海上師、蓮東上師等上師……陸續接
力上場。
為了將讀書會導讀上師精闢的演講，能與全球讀者
分享，讀書會將全程錄影，會後將影音檔案放入真佛般
若藏網站/會員交流區/讀書會中，讀者尚可就各上師講
演內容留言提問，落實互動學習的功能。
歡迎大家準備書本或下載電子書，預先閱讀，並與
會或上網聆聽、學習，一同深入蓮生法王的文字創作
中！

聖尊蓮生活佛

慶㈷ 盧勝彥法王
2017 佛誕

歡迎各寺、分堂、同修會踴躍刊登
「佛誕賀詞」暨「請佛住世」廣告
佛誕賀詞謹於

表達對根本傳承㆖師

2017年05㈪15㈰截稿

最誠摯的㈷福

將刊登於《燃燈雜誌》第388期（6㈪1㈰出刊）

佛誕賀詞廣告贊助費一律9折優惠！
（以下廣告贊助費為折扣後之金額）
賀詞
字數

廣告贊助費
(台幣)

廣告贊助費
(美金)

全版

40

NT$ 10,800

US$ 378

半版

30

NT$ 5,400

US$ 194

欲刊登刊佛誕賀詞，敬請在「廣告確認單」註明：
祝賀單位、賀詞內容、全版or半版，並與「匯款單
據」一同郵寄、傳真或E-mail至本社。

廣告刊登洽詢

TEL:(886)49-2312-992＃368 蓮會法師
匯款相關問題

TEL:(886)49-2312-992＃362 賴師姐
傳真FAX:(886)49-2350-140

E-mail：lighten@hamicloud.net

2017年6月12日(農 曆5月18日 ） 為 〈 真
佛宗〉創辦人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盧勝彥法王佛誕日，欣逢此73聖壽佳
期，我輩弟子應伏以恭敬、感恩之心，
伏惟聖尊佛德，共同讚歎與祝福，以表
祝壽之誠。
聖尊修行逾四十載，自剃度出家以
來，凡廿九年，業已即身成就，親證摩
訶雙蓮池悉地。然，從其「粉身碎骨度
眾生」之願可鑑，其心莫不以眾生為
念，冀望眾生皆能明心見性、自主生
死，因此，聖尊講經說法未有一日稍
紓。蓮生法王正法千秋度眾生，殊勝真
佛為依止。
聖尊甘霖法雨遍施十方，佛光照護
群生，顯赫無窮，其德值千古未有之！
逢此聖尊73佛誕之際，希冀我輩弟子感
念佛恩，謹獻片語隻辭，以最誠摯的
心，恭祝蓮生活佛佛體安康、長壽自
在、大轉法輪、不入涅槃！

雜誌
387

387

2017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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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結緣 歡迎索閱

Donations welcome

二○一七年 五 月 十五 日

︱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盧勝彥文集第２５９冊｜鬼與盧師尊

是㈲鬼來聽法
對眾生的警語
︱特別報導︱
︿台灣雷藏寺﹀準提 佛 母護摩 大法會‧開 示︻道 果︼

開悟見道是初㆞，再來是㈩㆞菩薩的修道，
若㈲分別跟煩惱，就會障礙到你再往㆖走的登㆞。
聖尊蒞臨︿慈航雷 藏寺﹀開 光加持 及開示

學佛的人 第一個要﹁止貪﹂
止貪 你就能夠逃出六道輪迴
︿台灣雷藏寺﹀獅面 空 行母護 摩大法會‧ 開示︻ 道果︼

看看︽㊢鬼︾這本書就可以抓出江湖術士，
㆟手㆒本，很重要！
進到身體㆗脈裡面的智慧氣，
須殷勤精進修整之，㈺吸旋轉很順就是好的。
︿福佑雷藏寺﹀首傳白度母大法會

首傳白度母長壽健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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