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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禮拜過很多上師

我⾃認我

在密教⽅

⾃⼰的具恩根本上師有四位：

⼀世

這
⼀ 了鳴和尚
⼆ 薩迦證空上師
三 ⼗六世⼤寶法王噶瑪巴
四 吐登達吉上師
我的上師告訴我修⾏的重點
⾯ 須要有：
出離⼼
菩提⼼
中觀正⾒
在成就⽅⾯有：
持明成就

⽽我寫的這本書 正是﹁三摩地成
我的寫作所根據的是我⾃⼰修定的經

護摩成就
三摩地成就

就﹂
再由經歷去推理
他們所撰寫的論作來加于印證

所以

⽽且由歷代的登地的

歷
聖⼈
本書所述 不會離開：
知量
⽐量
聖⾔量

才談 第五層的三摩地
真佛宗的實修道場 每壇修法有前⾏ 正⾏ 後⾏
前⾏包含：
⼤禮拜
⼤供養
發菩提⼼
四皈依
正⾏包含：
觀想
持咒
⼊三摩地
後⾏是包含：
出定
頌讚
迴向
其實⼀壇修法中 最最重要的仍然是﹁⼊三摩地﹂
我感嘆的是 很多⼈無法學習佛法 這有很多因素：
他根本出⽣在沒有佛法的蠻荒之地
他出⽣在有佛法之地 卻愚笨 因緣不具⾜
他⼼有邪⾒ 認為⼈⽣只有⼀世
他沒有緣遇到上師 善知識
他遇到宗教騙⼦

⼀ 他根本沒有想過要學習佛法
⼆
三
四
五
六

我

這本書是實際的修⾏法本 直指禪定
⽽得到解脫
當然 藏密⽩教﹁⼤⼿印法⾨﹂的次第
是：
專⼀三摩地
離戲三摩地
⼀味三摩地
無修三摩地
⽽我指出：
最最重要的⼝訣是﹁無修三摩地﹂
談到的是：
初禪
⼆禪
三禪
四禪
五禪

最後

完全﹁⽌念﹂

他⼈只說﹁四禪﹂ ⽽這本書談到了
﹁五禪﹂ 這﹁五禪﹂才算真正的解脫
是無修狀態
是真空狀態
是本然狀態
是直指⼀切﹁空⽩﹂

我仍然要從﹁專⼀﹂說起

﹁無念﹂是正覺佛寶
當然

七 他遇到⼀天到晚說謊話的××
⼋ 他出⽣在地獄道
九 他出⽣在餓⿁道
⼗ 他出⽣在畜牲道
⼗⼀ 他⼯作忙不停 無暇學習
⼗⼆ 他投⽣在天道 只顧著享樂
⼗三 他投⽣到無想天 千千萬萬年 也不知修⾏

⼼中悲痛

因此我只有⼀直寫

他受魔控制
他受⿁控制
他受宗教騙⼦控制
他想學佛 但四周全是詐財騙⾊的神棍 沒有

當我想到這些⼈時

⼗七
⼗⼋
⼗九
⼆⼗
善知識

⼗六 他⼜聰明 ⼜具福報 卻說佛法是鴉⽚

⼗五 他五根不具⾜

⼗四 他⼀⽣都在造惡業

無法解脫(頑空)

本書導讀（序）
書
盼望救度具緣者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蓮生活佛‧盧勝彥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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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尊印﹂
增益

﹁超度印﹂
﹁息災
等等等等

降伏

敬愛﹂印

因為⼿

腳
⼀切全

它就動

不⽤⾃⼰動

認為啟靈可以健⾝

使⾃⼰變得更健康

瑤池⾦母派
⾝的運動
是⾃動
有⼈可⾃我控制

要它動

這種現象
︵外丹功︶︵⾃發功︶

驅邪伏魔

她：

因為

動到無法停⽌

有⼈練⾝

須找盧師尊

也有可能﹁⾛⽕⼊魔﹂

⾃⼰無法控制它

有⼈變﹁乩童﹂
最糟糕的是
如果﹁邪⿁﹂⼊⾝
太了解了

﹁⾛⽕⼊魔﹂者
我對啟靈
我們有位××

﹁⾛⽕⼊魔﹂⽽不⾃知
底下千萬⿁

她化為⿁

她養了五個⼤⿁
供⿁
養⿁
⽤⿁
⿁化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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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在﹁⽟皇宮﹂
我的⼿不由⾃主的

有規律

我的⼿怎會⾃

腳踏

﹁⼋卦步﹂

會結⼿印

那就會變成乩⼿及乩

令我⾮常驚訝

我稱這種現象是﹁啟靈﹂

前後顫動

第⼀次精神統⼀時

記
的
那時
﹁啟靈﹂的現象

如果想成﹁神明下降﹂

腳動

⾝動

頭動

⼿動

很多⼈有這種經驗

⼰動起來

童
更進⼀步

﹁禹步﹂

﹁啟靈﹂的現象
﹁七星步﹂
﹁參星拜⽃步﹂

勿執著

這位⿁婆××還⾃以為

﹁魁罡步﹂

﹁登雲步﹂
⼿印⽅⾯：
﹁總持印﹂
﹁清淨印﹂
﹁供養印﹂
﹁⼤禮拜印﹂

到處供⿁牌位
導致同⾨受其⼲擾無數
其實是⿁通
其跟隨者

共⼊⿁道

將⼊⿁道

全是﹁氣﹂的震動

﹁印順⾧⽼﹂說：
⼀切靈動︵啟靈︶

我的導師

⿁婆若不離開⿁

有神通

為要
詩：︵莫邪︶
修⾏只為⽣死了了
其他邪道不必曉
妳⾛邪⿁道
認定
⿁很好
唉！
回⾸要趁早啊
因果不是⼩
看看青春已變⽼化
何必成了⿁佳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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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沈跟掉舉
是禪定最常有的障礙
敬

禮傳承祖師 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
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
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蓮花童子﹂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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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廖大使 我們每一次的同修
跟護摩 雖然他在瑞典 但是他每一次都同步的觀看網路
直播 也同步的修法 還有︿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她是我們︿真佛宗﹀很偉大的會計師 人在
加州 平時也上班 但是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她都會來
而且她對於宗派裡面所有的會計 她都很仔細地做她會計
的工作 而且是沒有什麼報酬的 她完全是義務跟奉獻
︿真佛宗﹀有這樣偉大的會計師 所以做起事來就比較平
順跟比較順利 在稅務上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都是她的功
勞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伉儷 我們朱院士非
常的虔誠 他如果在臺灣的話他一定會參加 他如果在美
國 他也一定參加我們的同修 而且他以他的物理量子力
學跟種種 來印證佛法 發表了很多的言論 對︿真佛
宗﹀的貢獻非常地大 ︿西北大學﹀醫學教授張強博士

我以前叫﹁黃昏舞供

是︿芝城雷藏寺﹀最主要的領導人 ︿芝城雷藏寺﹀在他
的領導之下 蒸蒸日上 也創建了非常的多 ︿芝城雷藏
寺﹀算是我們︿真佛宗﹀很大的中堅力量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大家都知
道的 甚至東南亞地區的都看她的節目 很多人都是因為
看﹁給你點上心燈﹂的節目而來皈依的 非常的多 包括
臺灣 東南亞一帶 都看過她製作的節目 她也是很認真
的做這個節目 非常好的 ﹁天音雅樂合唱團﹂陳妍如師
姐 在美國有﹁天音雅樂﹂ 以前﹁天音雅樂﹂只是在臺
灣 陳師姐本身會鋼琴又會指揮 是音樂的內行人 她在
這邊每個星期六的下午 會集合大家練習新的歌曲 她自
己會彈琴又會指揮 又懂得五線譜 是很優秀的一位人
才 而且又會主持節目 曾經在 Australia 留學 那個時
候她也是︿慈濟功德會﹀那邊活動的主要人物之一 所以
陳師姐她能夠在這邊替﹁天音雅樂合唱團﹂做很多的工
作 功不可沒 ﹁陽光舞供團﹂林依萱師姐
﹁陽光舞供團﹂跟﹁天音雅樂合唱團﹂都是師母本身
組織起來的 ﹁陽光舞供團﹂經常在世界各地表演 很多
地方都有表演過 林怡萱師姐算是臺柱 在我看來 她等
於是一個柱子 將來她可能會住在溫哥華吧 剛剛
Harry 跟我講 他們的婚禮是在下個禮拜四 地點在加拿
大 七月二號 Harry 跟林師姐要在西雅圖福證 ﹁陽光舞
供團﹂在臺灣如果少了林師姐的話 真的叫做﹁黃昏舞供
團﹂ 年齡平均都在六十歲左右 因為我發覺臺灣的舞供
團所有年輕的 就在這一年當中嫁掉五個 年輕的全部都
嫁掉了 嫁掉馬上有孩子 大部分都是奉子女的命而結婚
的 非常的多 你說肚子大了怎麼能夠跳舞供團？不太可
能
我們現在只好看美國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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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蓮花童子佛
大概十年前吧 ××她說她也創造了一個淨土 然後
她在說法的時候 她就講：﹁你們是要到大白蓮花童子的
淨土呢？還是要到我的淨土？﹂我覺得這句話本身是錯誤
的 因為蓮花童子都是在一個淨土 沒有特別創立的淨
土 如果特別創立蓮花童子的一個淨土 那一定是假的蓮
花童子 不是真正的蓮花童子 因為蓮花童子本來就在摩
訶雙蓮池啊！是共通的 你看敦煌 314 窟 裡面蓮花童
子 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而且是阿彌陀佛所化生的 怎麼
突然之間又跑出一個××的淨土出來！古雲講 古雲也在
這裡 他曾經聽××講 她已經修行了三千萬年 古雲
呢？在外面 你看 他講：﹁對﹂ ××說她已經修行了
三千萬年 中國的歷史只有五千年 她比釋迦牟尼佛早
比穆罕默德早 比耶穌還更早 比瑪莉亞更早 比天主更
早 比上帝更早 天啊！三千萬年 怎麼算 比恐龍時代
還早 所以我們不敢講 沒有什麼話好講 對不對？
我讀一下古雲的懺悔信 真實寫了懺悔信來 說他做
了什麼事情：﹁多次安排××到馬來西亞 印尼跟新加坡
弘法 導致今天這個慘狀 覺得自己是罪魁禍首 再次向
師尊下跪懺悔 祈求饒恕 ﹂他重新再來 過去的 他已
經懺悔了 ﹁受××的指示 寫黑函給︿宗委會﹀ 批評
師母 蓮緻上師 蓮寧上師跟︿宗委會﹀ 對自己的無
知 被誤導跟被利用深感愧咎 祈求大家原諒 ﹂師尊已
經給古雲還淨了 他禮拜××府 ﹁××強調他們已經皈
依了師尊 是出家眾 是神將 修得比我們好 已經有果
位 ﹂問題是最早的××府 我是有幫他們剃度 受幽冥
戒 那一批 所謂三千位的××府鬼眾 已經全部遷移出
去 不在××府了 他們找個深山的野地修行 那是以前
的××府 不是現在的××府 現在的××府不一樣了

團﹂以外還稱為老太婆的舞供團 你看師母也都快七十
了 她也繼續在努力當中 還在跳 師母每一次都是走在
中間 我都沒有看別人在跳 我只有看師母跳 因為眼睛
只能看師母 其實要恭喜﹁陽光舞供團﹂ 雖然年輕的大
部分都結婚了 能夠看的已經很少 所以我替﹁陽光舞供
團﹂招兵買馬 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小姐 特別優先錄
取 你好！大家好！︵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
常感謝︶
今天是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事實上蓮花童子是師
尊本身看見的 親自到了這個淨土﹁摩訶雙蓮池﹂ 親自
看見了蓮花童子 親見自己前世的蓮花童子 親自看見也
親自聽見 因為帶我去的瑤池金母跟我講：﹁那就是蓮花
童子的淨土 ﹂所有蓮花童子的淨土 裡面全部都是蓮花
童子 我自己也看到自己的前世是大白蓮花童子 在我親
見以後 我開始去找高僧大德 善知識 問他們蓮花童子
的事 居然沒有人認識蓮花童子 那時候 在臺中我問過
李炳南老居士 很有名的 叫雪廬老人 我親自去問他
還有問朱斐居士 在︿菩提寺﹀ 他是︽菩提樹月刊︾的
主編 是佛教刊物 我問他蓮花童子的事 我還問聖印法
師 臺中最有名的︿慈明寺﹀跟︿萬佛寺﹀的住持聖印法
師 然後也去問︿慈善寺﹀的振光法師 拜訪所有的寺
廟 高僧大德 問蓮花童子
total わかんない 沒有
人認得蓮花童子 沒有 都沒有 連一個都沒有 問了很
多佛教徒 沒有人知道有蓮花童子 後來 當然找尋了很
久 蓮花童子這個名稱 但是我又親見了蓮花童子 怎麼
辦呢？沒有話可以講 因為沒有人知道 所以認真的講起
來 蓮花童子本身就是由我親證了以後 大家才開始慢慢
地認識蓮花童子 然後蓮緻上師從中國大陸帶回一本書
就是敦煌的蓮花童子 直接稱蓮花童子 敦煌石窟

不是我剃度的那一批 ﹁幫助××籌辦印尼海嘯紀念碑
跟安排機票去塞班島做法會 ﹂古雲寫：﹁原以為××慈
悲收留他們 沒想到××竟然利用他們去害人！﹂現在所
謂的××府 是印尼海嘯死亡的那一些 另外 還有塞班
島浴血戰 所死亡的美國軍人跟日本的軍人 全部在××
那裡 一共有多少？數不清的 ﹁幫××跟××堂跟××
府買賣股票 ﹂也就是說他們是有做股票生意 我們行者
修行人是不做股票的 ﹁幫××跟國際名畫家歐豪年打官
司 ××說：﹃捐給了慈善機構的錢 是不能要回來
的 ﹄為了捍衛全美國的慈善機構 官司一定要打 而且
一定要贏 結果輸了 ﹂歐豪年贏了 官司輸了 古雲還
幫忙照顧××學校跟所有的學生 這不算是罪過 照顧學
校跟幫助那些學生 ﹁充當××的司機 ﹂古雲是××的
司機 開車接送她來往各地 ﹁在馬來西亞註冊××協
會 ﹂也是古雲幫忙的 ﹁幫助成立××公司 ××基金
會 和××去中國大陸找尋商機 ﹂做生意 商機 那時
候是×× 古雲 還有︿雲傘同修會﹀的關師姐 另外還
有曾武龍幾個人去中國大陸 ﹁在××堂十周年特刊發表
文章 幫忙攝影 幫××雷藏寺籌款 ﹂這是古雲的工
作 他是非常接近××的人
他第一次回來跟我講了一句話：﹁××所做的 全部
是騙人的 ﹂古雲講了這句話 古雲 你有沒有講這句
話？有 是吧？對 ××說她已經修了三千萬年？是 那
我沒有話可以講 因為耶穌也輸她 瑪莉亞也輸她 天主
教 佛教 釋迦牟尼佛 三千萬年？那早得很 釋迦牟尼
佛都還沒有成佛 也沒有佛教；沒有佛教 沒有穆斯林
沒有天主教 沒有基督教 回教 猶太教 反正什麼教都
沒有就是了 其實我們那時候應該打一個匾給×× 然後
掛在她的家裡 叫做﹁萬教之主﹂才是對的 應該是這樣

314 窟裡面有蓮花童子 而且是一大群的蓮花童子
後來我才知道 蓮花童子主要是在阿彌陀佛西方極樂
世界顯化出來的 所以很多蓮花童子 就是在摩訶雙蓮池
的全部都是蓮花童子 都是童子的形象 非常純真的 阿
彌陀佛所顯化 祂們的淨土都是在摩訶雙蓮池 摩訶雙蓮
池就是所有蓮花童子的淨土 蓮花童子就是阿彌陀佛本身
的顯化 祂本身的化出 讓西方極樂世界更加的熱鬧 更
加有氣氛 讓所有的蓮花童子在那邊玩耍嬉戲 唐朝的時
候有蓮花童子的歌謠 祂們又稱為化生童子 所以蓮花童
子的歌謠當中 其中有好幾條我寫在書上 其中我記得最
清楚：﹁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空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
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 ﹂所以蓮花童子是在極樂世界摩
訶雙蓮池 印證我自己所講的話 那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因為﹁盡說極樂﹂ 就極樂世界 ﹁勝諸天﹂ 所有的三
十三天 二十八天 極樂世界都勝過這樣的淨土 所以我
知道這個淨土 我也親證了這個淨土 所有的蓮花童子都
是這個淨土的
蓮花童子是什麼？童子的意思就是菩薩 蓮花的意思
就是蓮花化生 由蓮花所出生的 所以有很多的蓮花童
子 像蓮華生大士 祂就是蓮花裡面出生的 在佛典裡面
記載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也都是蓮花化生的 另外
封神榜裡面的哪吒三太子 祂的師父是太乙真人 祂也就
是由太乙真人用蓮花的花瓣跟蓮花的枝 變化成為哪吒三
太子 所以哪吒三太子也是蓮花化生 很多蓮花化生的童
子就一起都出現了 現在證明事實上是有的 在唐朝的歌
謠裡面 就有﹁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空左右旋 微妙
天音雲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 ﹂就有這一種歌謠存在
而且是很多條的歌謠 在敦煌石窟裡面 還有一尊很大尊
的蓮花童子佛 剛好結的是蓮花童子的手印 敦煌石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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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蓮花童子佛
大概十年前吧 ××她說她也創造了一個淨土 然後
她在說法的時候 她就講：﹁你們是要到大白蓮花童子的
淨土呢？還是要到我的淨土？﹂我覺得這句話本身是錯誤
的 因為蓮花童子都是在一個淨土 沒有特別創立的淨
土 如果特別創立蓮花童子的一個淨土 那一定是假的蓮
花童子 不是真正的蓮花童子 因為蓮花童子本來就在摩
訶雙蓮池啊！是共通的 你看敦煌 314 窟 裡面蓮花童
子 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而且是阿彌陀佛所化生的 怎麼
突然之間又跑出一個××的淨土出來！古雲講 古雲也在
這裡 他曾經聽××講 她已經修行了三千萬年 古雲
呢？在外面 你看 他講：﹁對﹂ ××說她已經修行了
三千萬年 中國的歷史只有五千年 她比釋迦牟尼佛早
比穆罕默德早 比耶穌還更早 比瑪莉亞更早 比天主更
早 比上帝更早 天啊！三千萬年 怎麼算 比恐龍時代
還早 所以我們不敢講 沒有什麼話好講 對不對？
我讀一下古雲的懺悔信 真實寫了懺悔信來 說他做
了什麼事情：﹁多次安排××到馬來西亞 印尼跟新加坡
弘法 導致今天這個慘狀 覺得自己是罪魁禍首 再次向
師尊下跪懺悔 祈求饒恕 ﹂他重新再來 過去的 他已
經懺悔了 ﹁受××的指示 寫黑函給︿宗委會﹀ 批評
師母 蓮緻上師 蓮寧上師跟︿宗委會﹀ 對自己的無
知 被誤導跟被利用深感愧咎 祈求大家原諒 ﹂師尊已
經給古雲還淨了 他禮拜××府 ﹁××強調他們已經皈
依了師尊 是出家眾 是神將 修得比我們好 已經有果
位 ﹂問題是最早的××府 我是有幫他們剃度 受幽冥
戒 那一批 所謂三千位的××府鬼眾 已經全部遷移出
去 不在××府了 他們找個深山的野地修行 那是以前
的××府 不是現在的××府 現在的××府不一樣了

團﹂以外還稱為老太婆的舞供團 你看師母也都快七十
了 她也繼續在努力當中 還在跳 師母每一次都是走在
中間 我都沒有看別人在跳 我只有看師母跳 因為眼睛
只能看師母 其實要恭喜﹁陽光舞供團﹂ 雖然年輕的大
部分都結婚了 能夠看的已經很少 所以我替﹁陽光舞供
團﹂招兵買馬 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小姐 特別優先錄
取 你好！大家好！︵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
常感謝︶
今天是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事實上蓮花童子是師
尊本身看見的 親自到了這個淨土﹁摩訶雙蓮池﹂ 親自
看見了蓮花童子 親見自己前世的蓮花童子 親自看見也
親自聽見 因為帶我去的瑤池金母跟我講：﹁那就是蓮花
童子的淨土 ﹂所有蓮花童子的淨土 裡面全部都是蓮花
童子 我自己也看到自己的前世是大白蓮花童子 在我親
見以後 我開始去找高僧大德 善知識 問他們蓮花童子
的事 居然沒有人認識蓮花童子 那時候 在臺中我問過
李炳南老居士 很有名的 叫雪廬老人 我親自去問他
還有問朱斐居士 在︿菩提寺﹀ 他是︽菩提樹月刊︾的
主編 是佛教刊物 我問他蓮花童子的事 我還問聖印法
師 臺中最有名的︿慈明寺﹀跟︿萬佛寺﹀的住持聖印法
師 然後也去問︿慈善寺﹀的振光法師 拜訪所有的寺
廟 高僧大德 問蓮花童子
total わかんない 沒有
人認得蓮花童子 沒有 都沒有 連一個都沒有 問了很
多佛教徒 沒有人知道有蓮花童子 後來 當然找尋了很
久 蓮花童子這個名稱 但是我又親見了蓮花童子 怎麼
辦呢？沒有話可以講 因為沒有人知道 所以認真的講起
來 蓮花童子本身就是由我親證了以後 大家才開始慢慢
地認識蓮花童子 然後蓮緻上師從中國大陸帶回一本書
就是敦煌的蓮花童子 直接稱蓮花童子 敦煌石窟

不是我剃度的那一批 ﹁幫助××籌辦印尼海嘯紀念碑
跟安排機票去塞班島做法會 ﹂古雲寫：﹁原以為××慈
悲收留他們 沒想到××竟然利用他們去害人！﹂現在所
謂的××府 是印尼海嘯死亡的那一些 另外 還有塞班
島浴血戰 所死亡的美國軍人跟日本的軍人 全部在××
那裡 一共有多少？數不清的 ﹁幫××跟××堂跟××
府買賣股票 ﹂也就是說他們是有做股票生意 我們行者
修行人是不做股票的 ﹁幫××跟國際名畫家歐豪年打官
司 ××說：﹃捐給了慈善機構的錢 是不能要回來
的 ﹄為了捍衛全美國的慈善機構 官司一定要打 而且
一定要贏 結果輸了 ﹂歐豪年贏了 官司輸了 古雲還
幫忙照顧××學校跟所有的學生 這不算是罪過 照顧學
校跟幫助那些學生 ﹁充當××的司機 ﹂古雲是××的
司機 開車接送她來往各地 ﹁在馬來西亞註冊××協
會 ﹂也是古雲幫忙的 ﹁幫助成立××公司 ××基金
會 和××去中國大陸找尋商機 ﹂做生意 商機 那時
候是×× 古雲 還有︿雲傘同修會﹀的關師姐 另外還
有曾武龍幾個人去中國大陸 ﹁在××堂十周年特刊發表
文章 幫忙攝影 幫××雷藏寺籌款 ﹂這是古雲的工
作 他是非常接近××的人
他第一次回來跟我講了一句話：﹁××所做的 全部
是騙人的 ﹂古雲講了這句話 古雲 你有沒有講這句
話？有 是吧？對 ××說她已經修了三千萬年？是 那
我沒有話可以講 因為耶穌也輸她 瑪莉亞也輸她 天主
教 佛教 釋迦牟尼佛 三千萬年？那早得很 釋迦牟尼
佛都還沒有成佛 也沒有佛教；沒有佛教 沒有穆斯林
沒有天主教 沒有基督教 回教 猶太教 反正什麼教都
沒有就是了 其實我們那時候應該打一個匾給×× 然後
掛在她的家裡 叫做﹁萬教之主﹂才是對的 應該是這樣

314 窟裡面有蓮花童子 而且是一大群的蓮花童子
後來我才知道 蓮花童子主要是在阿彌陀佛西方極樂
世界顯化出來的 所以很多蓮花童子 就是在摩訶雙蓮池
的全部都是蓮花童子 都是童子的形象 非常純真的 阿
彌陀佛所顯化 祂們的淨土都是在摩訶雙蓮池 摩訶雙蓮
池就是所有蓮花童子的淨土 蓮花童子就是阿彌陀佛本身
的顯化 祂本身的化出 讓西方極樂世界更加的熱鬧 更
加有氣氛 讓所有的蓮花童子在那邊玩耍嬉戲 唐朝的時
候有蓮花童子的歌謠 祂們又稱為化生童子 所以蓮花童
子的歌謠當中 其中有好幾條我寫在書上 其中我記得最
清楚：﹁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空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
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 ﹂所以蓮花童子是在極樂世界摩
訶雙蓮池 印證我自己所講的話 那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因為﹁盡說極樂﹂ 就極樂世界 ﹁勝諸天﹂ 所有的三
十三天 二十八天 極樂世界都勝過這樣的淨土 所以我
知道這個淨土 我也親證了這個淨土 所有的蓮花童子都
是這個淨土的
蓮花童子是什麼？童子的意思就是菩薩 蓮花的意思
就是蓮花化生 由蓮花所出生的 所以有很多的蓮花童
子 像蓮華生大士 祂就是蓮花裡面出生的 在佛典裡面
記載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也都是蓮花化生的 另外
封神榜裡面的哪吒三太子 祂的師父是太乙真人 祂也就
是由太乙真人用蓮花的花瓣跟蓮花的枝 變化成為哪吒三
太子 所以哪吒三太子也是蓮花化生 很多蓮花化生的童
子就一起都出現了 現在證明事實上是有的 在唐朝的歌
謠裡面 就有﹁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空左右旋 微妙
天音雲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 ﹂就有這一種歌謠存在
而且是很多條的歌謠 在敦煌石窟裡面 還有一尊很大尊
的蓮花童子佛 剛好結的是蓮花童子的手印 敦煌石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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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三千萬年前 ××說她就在修行 我真的不知道三千
萬年前是什麼時候 真的 沒有辦法想像 那些考古學家
要考古三千萬年前 我看他們也是蠻困難的
古雲自己講：﹁在此向師尊披露懺悔 跪求師尊原
諒！因弟子的愚昧和無知 護持××多年 受了××的誤
導和利用 為她效勞 這些年來 對××所說的話 所做
之事 盡信她所言 自己沒有多加思考 也沒有向師尊求
證 導致被蒙騙了多年 ﹂二十幾年有吧？二十幾年
1994 年就開始在她那裡 ﹁感謝師尊戳破××的謊言 揭
露××的惡行惡狀 令弟子們醒悟 也讓大家看清××的
真面目 不再盲目聽信××所捏造的神通感應 早期弟子
因為不知道××的底細 多次安排××到馬來西亞 印尼
跟新加坡弘法 造成今天的慘劇 弟子深深感到懊悔 在
此向被傷害過的人 真誠道歉 祈求寬恕！密教的一皈依
講的是﹁弟子對根本上師完全的信任 無條件的依附 這
一世大家難得皈依師尊 得到師尊的教誨 師尊才是我們
唯一可以依附的 唯一可以救度我們脫離輪迴的導師 已
經有很多弟子來向師尊懺悔還淨 對於那些還在迷惑 不
理會師尊的勸導 繼續跟隨××的同門 趕快醒悟吧！師
尊正在等著大家回來 師尊不捨一個眾生 也希望大家給
自己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回頭是岸 阿彌陀佛！﹂
我想 古雲能夠回來 那是他本身的良知 其實他跟
××是很接近的 我跟中國大陸的蓮 法師講：﹁古雲回
來了 ﹂她說：﹁我絕對不相信 ﹂因為她知道 古雲跟
××是最接近的 而且是她的司機 幫她很多 好啦！
okay 好啦！回來就好 恭喜你！我們一樣地歡迎很多的
同門回來 一樣的 而且他們其實也是無辜 為什麼呢？
我如果沒有把××揭發出來 他們也不知道啊！所以他們
回來 我們應該要很歡迎 我甚至講了一句話：﹁她××
本人回來 我仍然歡迎 ﹂只要妳真實懺悔 一切都可以

從頭開始 妳只要真實懺悔 不要用假的 妳可以從頭開
始
我們也承認 她是個很好而且很優秀的弘法人才 她
很會說話 能言善道 而且點子也多 天上雷藏寺 我從
來沒有想過 冥間學校 陰間學校 我連作夢都想不到
啊！還有陰間學校！還有天上的星星 你買大星星 你就
可以跟大星星有緣 將來可以到大星星那裡去 你沒有錢
就買中星星 你將來可以到中星星那裡去 你實在是沒有
錢 你也買小星星 你可以到小星星的境界去 這是誰也
想不到的 真的！我不只是作夢想不到啊！我幾乎連用膝
蓋想也想不到 我不只用膝蓋 我就是用什麼想都想不
到 她有那麼多的點子 令人讚嘆啊！妳用這個點子來度
眾生 多好！金錢讓人家隨意 多好！妳不能編造神通
妳就真實講 因為妳編造的神通太多漏洞 妳說福德正神
等妳五百年 這個我已經不相信了 突然間來一個螢火
蟲 螢火蟲已經等她十一萬年了 十一萬年是多久啊？
老天爺 妳自己算一算 十一萬年啊 所有宗教都還
沒有呢！螢火蟲就知道要叫妳超度了？我告訴妳 那時候
還沒有﹁超度﹂這個名詞 因為釋迦牟尼佛還沒有出生
呢！妳超度到哪裡去？西方極樂世界當然可能存在 但是
世界上沒有人知道啊！妳超度到哪裡去？十一萬年就已經
不得了了 妳修行三千萬年？真的 我知道有人修行了三
千萬年 我會從西雅圖 我不敢站著去皈依 我絕對是匍
匐前進 趴著身體 從︿西雅圖雷藏寺﹀用爬的 爬到舊
金山去皈依妳 喔 呵呵 不要再繼續講下去了
我們講 蓮花童子本來就在摩訶雙蓮池 沒有別的悉
地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情 真正悟道了 隨處都是淨土
你真的悟道了 你走到哪裡都是淨土 你閉上了眼睛 不
管你在哪裡都是蘭若 什麼是蘭若呢？就是精舍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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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三千萬年前 ××說她就在修行 我真的不知道三千
萬年前是什麼時候 真的 沒有辦法想像 那些考古學家
要考古三千萬年前 我看他們也是蠻困難的
古雲自己講：﹁在此向師尊披露懺悔 跪求師尊原
諒！因弟子的愚昧和無知 護持××多年 受了××的誤
導和利用 為她效勞 這些年來 對××所說的話 所做
之事 盡信她所言 自己沒有多加思考 也沒有向師尊求
證 導致被蒙騙了多年 ﹂二十幾年有吧？二十幾年
1994 年就開始在她那裡 ﹁感謝師尊戳破××的謊言 揭
露××的惡行惡狀 令弟子們醒悟 也讓大家看清××的
真面目 不再盲目聽信××所捏造的神通感應 早期弟子
因為不知道××的底細 多次安排××到馬來西亞 印尼
跟新加坡弘法 造成今天的慘劇 弟子深深感到懊悔 在
此向被傷害過的人 真誠道歉 祈求寬恕！密教的一皈依
講的是﹁弟子對根本上師完全的信任 無條件的依附 這
一世大家難得皈依師尊 得到師尊的教誨 師尊才是我們
唯一可以依附的 唯一可以救度我們脫離輪迴的導師 已
經有很多弟子來向師尊懺悔還淨 對於那些還在迷惑 不
理會師尊的勸導 繼續跟隨××的同門 趕快醒悟吧！師
尊正在等著大家回來 師尊不捨一個眾生 也希望大家給
自己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回頭是岸 阿彌陀佛！﹂
我想 古雲能夠回來 那是他本身的良知 其實他跟
××是很接近的 我跟中國大陸的蓮 法師講：﹁古雲回
來了 ﹂她說：﹁我絕對不相信 ﹂因為她知道 古雲跟
××是最接近的 而且是她的司機 幫她很多 好啦！
okay 好啦！回來就好 恭喜你！我們一樣地歡迎很多的
同門回來 一樣的 而且他們其實也是無辜 為什麼呢？
我如果沒有把××揭發出來 他們也不知道啊！所以他們
回來 我們應該要很歡迎 我甚至講了一句話：﹁她××
本人回來 我仍然歡迎 ﹂只要妳真實懺悔 一切都可以

從頭開始 妳只要真實懺悔 不要用假的 妳可以從頭開
始
我們也承認 她是個很好而且很優秀的弘法人才 她
很會說話 能言善道 而且點子也多 天上雷藏寺 我從
來沒有想過 冥間學校 陰間學校 我連作夢都想不到
啊！還有陰間學校！還有天上的星星 你買大星星 你就
可以跟大星星有緣 將來可以到大星星那裡去 你沒有錢
就買中星星 你將來可以到中星星那裡去 你實在是沒有
錢 你也買小星星 你可以到小星星的境界去 這是誰也
想不到的 真的！我不只是作夢想不到啊！我幾乎連用膝
蓋想也想不到 我不只用膝蓋 我就是用什麼想都想不
到 她有那麼多的點子 令人讚嘆啊！妳用這個點子來度
眾生 多好！金錢讓人家隨意 多好！妳不能編造神通
妳就真實講 因為妳編造的神通太多漏洞 妳說福德正神
等妳五百年 這個我已經不相信了 突然間來一個螢火
蟲 螢火蟲已經等她十一萬年了 十一萬年是多久啊？
老天爺 妳自己算一算 十一萬年啊 所有宗教都還
沒有呢！螢火蟲就知道要叫妳超度了？我告訴妳 那時候
還沒有﹁超度﹂這個名詞 因為釋迦牟尼佛還沒有出生
呢！妳超度到哪裡去？西方極樂世界當然可能存在 但是
世界上沒有人知道啊！妳超度到哪裡去？十一萬年就已經
不得了了 妳修行三千萬年？真的 我知道有人修行了三
千萬年 我會從西雅圖 我不敢站著去皈依 我絕對是匍
匐前進 趴著身體 從︿西雅圖雷藏寺﹀用爬的 爬到舊
金山去皈依妳 喔 呵呵 不要再繼續講下去了
我們講 蓮花童子本來就在摩訶雙蓮池 沒有別的悉
地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情 真正悟道了 隨處都是淨土
你真的悟道了 你走到哪裡都是淨土 你閉上了眼睛 不
管你在哪裡都是蘭若 什麼是蘭若呢？就是精舍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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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在動 你安靜下來身體就動 我以前安靜下來 第一
次安靜下來 手就一直在動 欸？我的手怎麼會動？我又
沒搖啊！是它自己在動︵師尊示範︶ 一定下來 它自己
就動 為什麼會這樣？是你身上的氣在動 如果沒有辦法
控制 就送到香港︿青山醫院﹀ 因為動不停 沒辦法自
己控制 懂得禪定的人知道 那是氣在動 你要懂得控
制；不懂得控制的 變成乩童跟送入︿青山精神療養
院﹀ 這是一種障礙喔！你在禪定當中不能動 你動了
就是障礙 而且幻境就會現前
我知道××用的是催眠 再來就是導引 導引就是暗
示 再來出現幻境 幻覺就出來了 然後你進入幻覺裡
面 你就被洗腦 很簡單 催眠 導引 暗示 出現幻
覺 洗腦 所以用催眠的方法可以洗腦 把跟隨她的人給
他洗腦掉 先播一個很優美的音樂給你聽 讓你精神集
中 這個是好的 這個並沒有壞處 但是她的暗示有問
題 她的暗示當中讓你產生幻覺 稱為導引 產生幻覺
幻覺出來了 你就到瑤池金母面前 ﹁啊！看見瑤池金
母﹂ 瑤池金母的仙桃妳也吃了 但是妳沒有變年輕啊？
真的吃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妳絕對會變得很年輕 很窈
窕 很辣 妳會變成辣妹呀！妳也吃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很大的一顆 那個是幻覺 在幻覺裡面吃的 不算 如果
妳真的吃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那不得了了！長壽比烏龜
呀！妳也會變得很年輕 很辣 精神都非常好
﹁除遣靜慮障礙﹂ 有很多種 我寫了八觸 有八種
感覺會產生出來 你在禪定裡面會飛上虛空；你在禪定裡
面會掉入地洞；你在禪定裡面 突然之間 你覺得身體很
癢 全身癢 蟲蟻非常的多；你在禪定裡面 身體皮膚又
白又細又嫩 哇！好美！咬一口
你在禪定裡面 有時候感覺到像一座山 你不知道

寺廟 只要你閉上眼 你就在寺廟 只要你悟道了 你走
到哪裡 哪裡都是淨土 這是最重要的 佛陀講的一句
話：﹁悟道了 隨處都是淨土 閉眼就是蘭若 ﹂很簡單
的 我們蓮花童子共同的淨土 是在摩訶雙蓮池 那裡每
一個蓮花童子的心跟心都是相通的 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都像童子一樣的天真無邪 非常的快樂 當這個童子想到
一個笑話的時候 所有的蓮花童子全部都笑 當一個童子
高興的時候 所有的蓮花童子全部高興 大家在一起玩遊
戲 天真無邪 這就是蓮花童子 像菩薩一樣
我們談一談︽道果︾吧！這個﹁過患轉受功德之教
授：以離於得失之道的要訣 怖畏 憂苦等等一切不適之
覺受 若不以教授要訣認識之 即成過患 識之則轉成自
己的道及緣起 ﹂我們有一句話講：﹁八風吹不動 ﹂什
麼叫八風吹不動呢？就是你聽到了毀謗你的話 你會把他
轉成功德 你會更認真地去修行 變成幫助你的一種力
量 大家想一想 師尊寫作一直寫 寫到現在寫到︽定中
之定︾ 定就是在修行 所謂禪定就是在修行 禪定有什
麼作用？把你累世的業障 在定中可以把它消除 把你所
有的煩惱在定中給它遣除 煩惱跟累世的業障 在定中都
可以消除跟解除掉 所以定就是修行 那要能夠定呢 就
不能怖畏 不能憂苦 不能夠有煩惱 這一點很重要 人
家毀謗你 你當然會煩惱 有時候以前人家毀謗我 我會
睡不著 現在人家毀謗我 我睡得更好 沒有睡不著的時
候 而且我會更快樂 因為他來幫助我 讓我更加地精
進 就轉成功德 這個叫﹁八風吹不動﹂；然後人家讚揚
你 你也不要把尾巴翹起來 這是一個重點 人家讚揚
你 你也不用高興 因為讚揚你不一定是真的 也不一定
是假的 總之 讚揚你也是當成一種鼓勵 你更要精進
去修持 讓你真正得到真正的果位 不管是讚揚啊 毀
謗 這個八風什麼 其中讚揚 毀謗還有好多 一共有八

那只是一種氣 像一座山就是地的作用 你會堅固如山
像地的作用 堅固如山；如果你的皮膚很細滑 是水的作
用 你身上的水產生作用；你覺得身體非常的溫暖 一種
暖氣升上來 身體很熱 那是火的作用；你身體會搖擺
會震動 那是風的作用 你懂得這個原理以後 你就可以
靜慮 靜慮就是禪定 就可以將禪定的障礙消除掉 包括
所有的幻覺 有很多神通的現象也是在禪定裡面產生出來
的 你會變很大 大如須彌山 你會變小 小的像螞蟻
這是禪定的種種的現象
但是你必須要把這些全部除遣掉 由有所緣進入到無
所緣的境界 什麼叫有所緣的境界？我們觀想阿彌陀佛的
臉 就是有所緣；等你到觀想到沒有觀想 變成虛空一片
的時候 完全心不住於哪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無所緣禪
定 那是最高的禪定 就進入很深的禪定 所以︻心經︼
裡面講：﹁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就是祂禪
定到很深 非常高深的境界 觀世音菩薩禪定到很深很深
的境界的時候 祂發現什麼？﹁見到五蘊皆空﹂ ﹁無眼
耳鼻舌身意 無色深香味觸法﹂ 眼睛 耳朵都沒有了
所有的覺受全部沒有了 ﹁無色聲香味觸法﹂ 這些全部
不見了 這是禪定到最深的境界產生的現象 那才叫做悟
境 如果有這種現象出現 統統都是屬於禪定的障礙 另
外還有兩種禪定最常有的的障礙 一打坐就睡著了 這個
障礙一定要去除 還有一種就是一直想要禪定 ﹁我要禪
定 我要禪定 ﹂ 但是精神很好 定不了 學不會放
鬆 但是你一放鬆 就睡著了 不放鬆 你又不能入定
這些障礙 我將來在書上都會寫 ﹁昏沉﹂就是一坐下來
就打瞌睡 昏沉 掉舉
這裡面就樣講：﹁第六點 如果掉舉 心氣集攝於五
毒煩惱之仲吽等字及左右精血二脈之緣起 名為﹃煩惱自

種 叫做八風 八風吹不動的意思 所以不能因為一句話
你就有煩惱 不能因為人家讚揚你 你就高興 也不能人
家因為毀謗你 你就煩惱 都不可以 修行人心靜如水
心裡非常地平靜
﹁障礙轉取成就之教授：如果你能夠知道 則非魔跟
障礙 都是心氣集攝於臍中隱秘之恰字處的秘密緣起覺受
現分 出現了羅剎等景象之時 若不知之則為魔跟障礙
如果知道了則轉成禪定的成就 ﹂你禪定的時候 魔出
現 像以前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就有魔軍來攻打祂
就有波洵魔王的三個女兒跳著舞 用最美妙的舞蹈 最漂
亮的舞姿 來誘惑釋迦牟尼佛 但是釋迦牟尼佛都不為所
動 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英雄本色 魔王波洵的三個女兒
都是最漂亮的 臺灣話叫做妖嬌兼美麗 她們裸露著身
體 跳舞給釋迦牟尼佛看 釋迦牟尼佛都不動 那不是白
痴嗎？不是白痴 祂的定力非常地夠 定功非常地夠 祂
能夠定下來 看了也不為所動 心也不動
不是有一個笑話嗎？有人到深山裡面看到一個老和
尚 這個人就問老和尚：﹁老和尚 你有沒有打過妄想？
打過妄念？﹂老和尚很老實 他說：﹁有 ﹂他說：﹁幾
次？﹂﹁一個月大概三次 ﹂他說：﹁唉呀！老和尚 你
修行快要成功了！一個月只有三次 ﹂那個老和尚說：
﹁一次十天 ﹂定力還是不夠 定力不夠的 住在深山
你一樣地打妄想 定力夠的 本身的心是不動的 我告訴
大家喔 其實密教雙身 那個是定 無漏是一種定 他根
本不會受影響 而且直接是氣的交流 氣跟氣本身的交
流 中脈的氣跟行者的氣互相交流 那是不動的 哪裡不
動？原來本身的佛心不動 但是能夠有這種功夫的也很
少
﹁認知禪定 ﹂我今天在寫︽定中之定︾ ﹁ 除遣
靜慮障礙之教授﹂ 很多障礙 在禪定的時候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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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在動 你安靜下來身體就動 我以前安靜下來 第一
次安靜下來 手就一直在動 欸？我的手怎麼會動？我又
沒搖啊！是它自己在動︵師尊示範︶ 一定下來 它自己
就動 為什麼會這樣？是你身上的氣在動 如果沒有辦法
控制 就送到香港︿青山醫院﹀ 因為動不停 沒辦法自
己控制 懂得禪定的人知道 那是氣在動 你要懂得控
制；不懂得控制的 變成乩童跟送入︿青山精神療養
院﹀ 這是一種障礙喔！你在禪定當中不能動 你動了
就是障礙 而且幻境就會現前
我知道××用的是催眠 再來就是導引 導引就是暗
示 再來出現幻境 幻覺就出來了 然後你進入幻覺裡
面 你就被洗腦 很簡單 催眠 導引 暗示 出現幻
覺 洗腦 所以用催眠的方法可以洗腦 把跟隨她的人給
他洗腦掉 先播一個很優美的音樂給你聽 讓你精神集
中 這個是好的 這個並沒有壞處 但是她的暗示有問
題 她的暗示當中讓你產生幻覺 稱為導引 產生幻覺
幻覺出來了 你就到瑤池金母面前 ﹁啊！看見瑤池金
母﹂ 瑤池金母的仙桃妳也吃了 但是妳沒有變年輕啊？
真的吃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妳絕對會變得很年輕 很窈
窕 很辣 妳會變成辣妹呀！妳也吃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很大的一顆 那個是幻覺 在幻覺裡面吃的 不算 如果
妳真的吃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那不得了了！長壽比烏龜
呀！妳也會變得很年輕 很辣 精神都非常好
﹁除遣靜慮障礙﹂ 有很多種 我寫了八觸 有八種
感覺會產生出來 你在禪定裡面會飛上虛空；你在禪定裡
面會掉入地洞；你在禪定裡面 突然之間 你覺得身體很
癢 全身癢 蟲蟻非常的多；你在禪定裡面 身體皮膚又
白又細又嫩 哇！好美！咬一口
你在禪定裡面 有時候感覺到像一座山 你不知道

寺廟 只要你閉上眼 你就在寺廟 只要你悟道了 你走
到哪裡 哪裡都是淨土 這是最重要的 佛陀講的一句
話：﹁悟道了 隨處都是淨土 閉眼就是蘭若 ﹂很簡單
的 我們蓮花童子共同的淨土 是在摩訶雙蓮池 那裡每
一個蓮花童子的心跟心都是相通的 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都像童子一樣的天真無邪 非常的快樂 當這個童子想到
一個笑話的時候 所有的蓮花童子全部都笑 當一個童子
高興的時候 所有的蓮花童子全部高興 大家在一起玩遊
戲 天真無邪 這就是蓮花童子 像菩薩一樣
我們談一談︽道果︾吧！這個﹁過患轉受功德之教
授：以離於得失之道的要訣 怖畏 憂苦等等一切不適之
覺受 若不以教授要訣認識之 即成過患 識之則轉成自
己的道及緣起 ﹂我們有一句話講：﹁八風吹不動 ﹂什
麼叫八風吹不動呢？就是你聽到了毀謗你的話 你會把他
轉成功德 你會更認真地去修行 變成幫助你的一種力
量 大家想一想 師尊寫作一直寫 寫到現在寫到︽定中
之定︾ 定就是在修行 所謂禪定就是在修行 禪定有什
麼作用？把你累世的業障 在定中可以把它消除 把你所
有的煩惱在定中給它遣除 煩惱跟累世的業障 在定中都
可以消除跟解除掉 所以定就是修行 那要能夠定呢 就
不能怖畏 不能憂苦 不能夠有煩惱 這一點很重要 人
家毀謗你 你當然會煩惱 有時候以前人家毀謗我 我會
睡不著 現在人家毀謗我 我睡得更好 沒有睡不著的時
候 而且我會更快樂 因為他來幫助我 讓我更加地精
進 就轉成功德 這個叫﹁八風吹不動﹂；然後人家讚揚
你 你也不要把尾巴翹起來 這是一個重點 人家讚揚
你 你也不用高興 因為讚揚你不一定是真的 也不一定
是假的 總之 讚揚你也是當成一種鼓勵 你更要精進
去修持 讓你真正得到真正的果位 不管是讚揚啊 毀
謗 這個八風什麼 其中讚揚 毀謗還有好多 一共有八

那只是一種氣 像一座山就是地的作用 你會堅固如山
像地的作用 堅固如山；如果你的皮膚很細滑 是水的作
用 你身上的水產生作用；你覺得身體非常的溫暖 一種
暖氣升上來 身體很熱 那是火的作用；你身體會搖擺
會震動 那是風的作用 你懂得這個原理以後 你就可以
靜慮 靜慮就是禪定 就可以將禪定的障礙消除掉 包括
所有的幻覺 有很多神通的現象也是在禪定裡面產生出來
的 你會變很大 大如須彌山 你會變小 小的像螞蟻
這是禪定的種種的現象
但是你必須要把這些全部除遣掉 由有所緣進入到無
所緣的境界 什麼叫有所緣的境界？我們觀想阿彌陀佛的
臉 就是有所緣；等你到觀想到沒有觀想 變成虛空一片
的時候 完全心不住於哪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無所緣禪
定 那是最高的禪定 就進入很深的禪定 所以︻心經︼
裡面講：﹁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就是祂禪
定到很深 非常高深的境界 觀世音菩薩禪定到很深很深
的境界的時候 祂發現什麼？﹁見到五蘊皆空﹂ ﹁無眼
耳鼻舌身意 無色深香味觸法﹂ 眼睛 耳朵都沒有了
所有的覺受全部沒有了 ﹁無色聲香味觸法﹂ 這些全部
不見了 這是禪定到最深的境界產生的現象 那才叫做悟
境 如果有這種現象出現 統統都是屬於禪定的障礙 另
外還有兩種禪定最常有的的障礙 一打坐就睡著了 這個
障礙一定要去除 還有一種就是一直想要禪定 ﹁我要禪
定 我要禪定 ﹂ 但是精神很好 定不了 學不會放
鬆 但是你一放鬆 就睡著了 不放鬆 你又不能入定
這些障礙 我將來在書上都會寫 ﹁昏沉﹂就是一坐下來
就打瞌睡 昏沉 掉舉
這裡面就樣講：﹁第六點 如果掉舉 心氣集攝於五
毒煩惱之仲吽等字及左右精血二脈之緣起 名為﹃煩惱自

種 叫做八風 八風吹不動的意思 所以不能因為一句話
你就有煩惱 不能因為人家讚揚你 你就高興 也不能人
家因為毀謗你 你就煩惱 都不可以 修行人心靜如水
心裡非常地平靜
﹁障礙轉取成就之教授：如果你能夠知道 則非魔跟
障礙 都是心氣集攝於臍中隱秘之恰字處的秘密緣起覺受
現分 出現了羅剎等景象之時 若不知之則為魔跟障礙
如果知道了則轉成禪定的成就 ﹂你禪定的時候 魔出
現 像以前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就有魔軍來攻打祂
就有波洵魔王的三個女兒跳著舞 用最美妙的舞蹈 最漂
亮的舞姿 來誘惑釋迦牟尼佛 但是釋迦牟尼佛都不為所
動 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英雄本色 魔王波洵的三個女兒
都是最漂亮的 臺灣話叫做妖嬌兼美麗 她們裸露著身
體 跳舞給釋迦牟尼佛看 釋迦牟尼佛都不動 那不是白
痴嗎？不是白痴 祂的定力非常地夠 定功非常地夠 祂
能夠定下來 看了也不為所動 心也不動
不是有一個笑話嗎？有人到深山裡面看到一個老和
尚 這個人就問老和尚：﹁老和尚 你有沒有打過妄想？
打過妄念？﹂老和尚很老實 他說：﹁有 ﹂他說：﹁幾
次？﹂﹁一個月大概三次 ﹂他說：﹁唉呀！老和尚 你
修行快要成功了！一個月只有三次 ﹂那個老和尚說：
﹁一次十天 ﹂定力還是不夠 定力不夠的 住在深山
你一樣地打妄想 定力夠的 本身的心是不動的 我告訴
大家喔 其實密教雙身 那個是定 無漏是一種定 他根
本不會受影響 而且直接是氣的交流 氣跟氣本身的交
流 中脈的氣跟行者的氣互相交流 那是不動的 哪裡不
動？原來本身的佛心不動 但是能夠有這種功夫的也很
少
﹁認知禪定 ﹂我今天在寫︽定中之定︾ ﹁ 除遣
靜慮障礙之教授﹂ 很多障礙 在禪定的時候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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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定﹄與﹁妄念自生定﹄﹂ 那時候念頭就停不下來 很
多念頭進來 就插播了
我插播一則笑話 夏天到了 昨天第一天穿上長裙
下半身很長很飄逸 今天上公車 沒注意 被人踩住了裙
子 一時沒有反應過來 繼續往上走 人是上了公車 裙
子沒有了 所以禪定你不能遺漏 也就是﹁定中之定﹂
要如何禪定 將來會教大家 在書上也會寫得很清楚 不
可以遺漏 太太問：﹁為什麼我減肥減了八公斤 外表變
化不大？﹂先生回答：﹁大象減了十幾公斤 外表變化也
不大 ﹂講笑話就是要大家笑一笑 對不對？變化不大
其實在禪定當中變化是很大的 真的 小可以小到像螞蟻
一樣 大可以大到像山 我打坐就出現這種現象 自己打
坐 身體就變硬了 全身都變硬 然後突然之間 自己像
一座大山一樣 像變大的這種經驗你就會有
我和朋友去飯店吃飯 飯店老闆跟他的妻子剛吵完
架 坐在我對面的一桌 我們要一樣的雞肉 沒有多久
服務生把雞肉端上來 我的朋友說：﹁這個雞怎麼這麼小
啊？﹂這時候那個老闆本來就在生氣 大聲地講：﹁這是
雞呀！你以為是鴕鳥啊？﹂你看 小跟大 不一樣的
有一個人去飯館吃飯 席間內急 服務生就告訴這位
先生：﹁到對面的公廁 我們跟他們有約定 不收費的
但到了那裡你一定要對他講：﹃我是來吃飯的 ﹄ ﹂到
廁所說：﹁我是來吃飯的 ﹂也有一個笑話 蒼蠅跟蒼蠅
兒子在吃飯 蒼蠅兒子就對蒼蠅媽媽講：﹁媽媽 媽媽
我們為什麼要吃這個？老是吃這麼骯髒的東西？﹂蒼蠅媽
媽就跟牠講：﹁吃飯的時候不可以講髒話 ﹂就是在吃那
個啊！我告訴你 鬼吃什麼？鬼就是飲尿 食大便︵粵
語︶ 他們都等在廁所 飲尿 食大便跟血 什麼血啊？
妳們女生不要看著我 就是吃那種血 你不曉得 鬼是很
骯髒的 so dirty
你們不了解鬼的 師尊是很知道鬼

的 居然有人喜歡跟那些食大便 飲尿跟吃血的在一起
這裡有教授到﹁﹃妄念自生定﹄跟﹃煩惱自生
定﹄﹂ 由煩惱裡面轉變成為禪定 由妄念裡面也可以產
生定 ﹁如果不認識這個緣起 則成障礙 認識此教授之
要訣 警覺於道 則昏沉 掉舉二者 轉得清明輕安而生
起無汙穢的智慧 ﹂沒有污穢的智慧 我們的禪定是在昏
沉跟掉舉之間 我們的禪定是在清醒跟睡夢之間 在清醒
跟睡夢之間 在掉舉跟昏沉之間 所以要調得剛剛好 所
謂調得剛剛好就是中觀之道 也就是中觀 今天就講到這
裡吧
這是蒼蠅笑話 有人對旅館的老闆講：﹁你這邊的廁
所蒼蠅太多了 簡直叫人受不了
﹂老闆跟他講：﹁你
下次不要一大早就上廁所 ﹂那個人對老闆講：﹁那該什
麼時候上廁所？﹂老闆講：﹁最好是中午十二點 那個時
候 所有的蒼蠅都到餐廳去了 ﹂這是算時間的 我記得
××有寫過 從﹁一隻蒼蠅說起﹂ 有沒有？大家有看
過？也就是蒼蠅飄洋過海找到她 說要皈依她 在她面前
震了兩下就死了 求她皈依 那一天 我在餐廳 有一隻
蒼蠅飛來飛去 就在師尊的頭上飛耶！牠不飛到別人的地
方 很多人看到 而且還停在我頭頂的中央 你知道嗎？
那個蒼蠅停在這裡很久不走 對啊！那隻蒼蠅對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我都不動啊！牠一直停在我這裡耶！哇 停好
久喔 我稍微動一動 牠也不走 總之 牠飛來就是要停
在我這裡 牠到底跟我說些什麼？告訴你們 我不能隨便
講的 嗡嘛呢唄咪吽 告訴大家 蒼蠅沒有對我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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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定﹄與﹁妄念自生定﹄﹂ 那時候念頭就停不下來 很
多念頭進來 就插播了
我插播一則笑話 夏天到了 昨天第一天穿上長裙
下半身很長很飄逸 今天上公車 沒注意 被人踩住了裙
子 一時沒有反應過來 繼續往上走 人是上了公車 裙
子沒有了 所以禪定你不能遺漏 也就是﹁定中之定﹂
要如何禪定 將來會教大家 在書上也會寫得很清楚 不
可以遺漏 太太問：﹁為什麼我減肥減了八公斤 外表變
化不大？﹂先生回答：﹁大象減了十幾公斤 外表變化也
不大 ﹂講笑話就是要大家笑一笑 對不對？變化不大
其實在禪定當中變化是很大的 真的 小可以小到像螞蟻
一樣 大可以大到像山 我打坐就出現這種現象 自己打
坐 身體就變硬了 全身都變硬 然後突然之間 自己像
一座大山一樣 像變大的這種經驗你就會有
我和朋友去飯店吃飯 飯店老闆跟他的妻子剛吵完
架 坐在我對面的一桌 我們要一樣的雞肉 沒有多久
服務生把雞肉端上來 我的朋友說：﹁這個雞怎麼這麼小
啊？﹂這時候那個老闆本來就在生氣 大聲地講：﹁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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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 當然 可以跟喜金剛結緣
今天我們是做彌勒菩薩的護摩 稍微有一點的缺失 這
個壇是歪的 中間的那一尊瑤池金母跟我坐的對向 是斜的
這樣子 從上面是瑤池金母在底下的一尊到彌勒菩薩是斜斜
的 不是正的 壇城擺設是斜的 不是正的 等一下你們要
改正一下 這個咒音 我剛進來聽到的第一次的咒音很像是
韓國的一個亂打 亂打你知道 破銅爛鐵亂打 就聽起來沒
有力量 選這個咒音 唸咒一直在唸 一直在唸 我聽到那
個咒音﹁米吹耶﹂三個字都不太清楚 我聽起來像﹁武則
天﹂ 我聽那個米吹耶居然聽成﹁武則天﹂ 就覺得很奇
怪 你們聽咒音有沒有發覺這個咒音有不一樣嗎？你們聽成
什麼？我是聽成﹁武則天﹂ 怎麼武則天也到米吹耶這裡
來 這個咒音很奇怪 第二次的咒音也很奇怪 不能把這個
﹁嗡 米吹耶 梭哈 ﹂或者是怎麼樣 另外轉一個音 也
可以 ﹁嗡 米吹耶 梭哈 ﹂或者轉一個音都可以 怎麼
會變成﹁嗡 武則天 梭哈？﹂怎麼我聽成武則天 我聽了
半天就沒有聽到米吹耶 只聽到武則天 這個咒音很怪 是
我耳朵壞了嗎？這好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祈求﹁米吹
耶﹂ 我們這次做護摩當中所有的缺失都給它消滅掉 在迴
向當中 這是很少有的現象 你現在坐上去看看那個壇城擺
的是正的還是歪的 歪歪的 是不是歪歪的？我覺得說奇怪
了 怎麼壇城的神像擺的是歪的 是這樣子 歪成這樣 應
該是這樣子才對呀！怎麼歪歪的？我一看 心都歪掉了 人
的心本來就是歪一邊 歪這邊好像滿正確的
所有的法當中 彌勒菩薩應該是當來下生彌勒菩薩
︿一貫道﹀就利用佛所說的﹁米吹耶﹂ ︿一貫道﹀的教主
是彌勒菩薩 唸彌勒菩薩的號是﹁無太佛彌勒﹂五字真言
在密教這一尊是未來佛 祂的形象是轉法輪印 這樣子轉法
輪印 擺在胸前 其實祂們指頭也是拈著蓮花 由兩邊上去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彌勒菩薩－米
吹耶﹂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
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
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usband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陳旼旼夫
人及千金伉儷 ︿西北大學﹀醫學教授張強博士 ︿中天電
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峻耀醫
師 ︿天音雅樂合唱團﹀陳師姐 ︿陽光舞供團﹀林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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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coming ！
下個禮拜天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是喜金剛的護摩法
會 喜金剛是我講所有的金剛法當中 把祂寫成書的 而且
也是講了整個喜金剛的全部修持過程 全部都講 包括從布
置壇城開始 一直到法的修行 跟祂的證果 可以說這一生
我說法當中 是最圓滿的一部喜金剛 有緣的人或者修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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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這邊有一點靠到︵台語︶ 切掉番茄爛掉的還是可以吃
還有玉蜀黍 番茄 還有 potato 每個星期都拿一個籃子
來我家 吃沒有問題 也謝謝他們 雖然買的是這樣子 他
去人家 supermarket safeway
等於是要過期的 要丟掉
的 然後蓮火上師他們就買來 那時候蓮火上師也是吃這個
東西呀 他也去買這個東西來啊 那衣服能怎麼辦？我從來
不放熱氣的
heater
冬天很冷 那時候我們怎麼過日
子 ？ garage sale
yard sale
每 個 星 期 六 garage
sale
yard sale 就去買那些一塊錢一條的毯子 全部買
來 反正你們多蓋一點毯子 買那個大衣都是很便宜 幾塊
錢 所以我們那時很流行的一句話：﹁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total one dollar okay ？﹂一塊錢就要給
人家買很多東西呀！所以 garage sale
yard sale 那個
老外也是也很奇怪 車庫打開他就在賣他家裡用過的東西
我家裡現在還有 ︿真佛密苑﹀有一面鏡子有一個破洞了
那個是幾塊錢買的？還掛著 就在洗衣服的地方對面有一個
鏡子 那個鏡子是 garage sale 買的 很多東西 還有盤
子
garage sale 買的 衣服 garage sale 買的 二手店
買的 都是這樣子
我在壇城求啊 跪呀 哭啊 眼淚直流啊 好慘哪 張
煌銘來到這裡說師尊在美國沐沐泅︵臺語：載浮載沉︶ 沐
沐泅就是一下子淹下去一下子浮起來 快要死的樣子；煌銘
說我在美國已經沐沐泅 的確是 金錢還是非常重要 那時
候很慘 禱告了最後 欸！看到彌勒菩薩 就是今天這個彌
勒菩薩祂來！然後後面揹著布袋 祂跟我講：﹁盧師尊祢不
要害怕 祢將來的東西都在我的布袋裡面 ﹂祂打開布袋
哇！虛空中飄下好多東西出來 黃金 美鈔 七珍八寶
冠 還有我的喇嘛裝 還有所有的龍袍 衣袍 錦繡 哇
一大堆 食 衣 住 行什麼東西都從祂的布袋裡面這樣放

有蓮花 兩朵蓮花升上去 蓮花上面有東西的 祂戴著寶
冠 還有配戴著所有七珍八寶 非常地莊嚴 跟佛一般地莊
嚴 蓮花上面一邊有一個法輪 一邊還有一個寶瓶 這是唐
卡裡面製造出來的 蓮花上有寶瓶跟法輪 身是黃色 祂的
形象跟佛的形象是完全一樣的 咒語就是﹁嗡 米吹耶 梭
哈 ﹂ 直接唸祂的名字 手印剛剛我已經結過 就是轉法
輪印 有這樣的轉法輪印 內轉法輪印跟外轉法輪印；有咒
語 有形象 有手印 就是本身修法基準的條件都有了
記得我剛來美國的時候 在靈仙閣 那時候在美國是沒
有什麼弟子 根本沒有 有幾個以前在臺灣的弟子住在美
國 他們有來找 除了這個以外 在靈仙閣差不多三年的時
間 等於是自己本身在修法跟寫書兩樣工作而已 也沒有人
來問事 溫哥華那時候有蓮高上師 有時候會帶人到靈仙
閣 因為蓮高上師在臺灣 我在問事的時候他就來找過我
知道我已經到了西雅圖 他也到西雅圖來找 那時候什麼都
沒有 我本來跟蓮火上師老大講說：﹁老大 你在我客廳
你在 for sale furniture
一直在賣家具 你那邊方便
嗎？有一個桌子給我放在客廳？有一個椅子我坐 有一個椅
子客人坐 我要問事﹂ 蓮火上師跟我說：﹁師尊哪！這裡
是美國耶！美國沒有人來問代誌！﹂他跟我講美國不會有人
來問事 欸 真的耶！給他這樣一講 三年中都沒有人來問
事 也是真的啦！每天早上我出去外面看看有沒有人來我
家 出去一看 一條路 通到西雅圖的那一條路 我在 10
avenue
Ballard 的地方
10 avenue
走出來一看
哇 一條街 大家都去上班了 社區裡面沒有人 一部車子
都沒有 連一個人在路上走都沒有 我回來的時候終於有一
隻貓在我家門口想要溜進來 我說貓也來問事啊 當然是什
麼都沒有
那時候我想說慘了 這怎麼辦？在這裡生活 每天也沒
有 收 入 啊 ！ 那 時 候 有 一 陣 子 我 就 到 蓮 火 上 師 Takura

出來 我跟彌勒菩薩講：﹁祢是安慰我 我看我是沒救了
祢是安慰我的！﹂欸 現在過了這幾年 當初我蓋︿真佛密
苑﹀ 建築師說：﹁祢要蓋多少錢的？﹂我說：﹁有沒有四
萬塊錢美金可以蓋一棟房子的？﹂四萬塊美金要蓋一棟房
子 那個人講說：﹁不可能啦！我給祢蓋最便宜的啦！﹂當
然 老大你們那個房子是多少錢？你們那間房子 三層包括
地下室 忘掉啦？不好意思說而已啦！總之至少他們蓋的房
子都是二十幾萬蓋起來的 ︿真佛密苑﹀是九萬塊錢蓋起來
的 你沒有到我後面去看 前面跟他們一樣大 每一間都
是 房子這邊是雷藏寺 這邊四棟房子 每一棟房子外面看
都差不多一樣大 其實我那邊是少了一半 就是後面把它全
部變成陽臺 就是你們房子切一半 所有的房子都是二十幾
萬蓋起來的 只有︿真佛密苑﹀是九萬塊蓋起來的 但是彌
勒菩薩祂所講的話也實現了 師尊現在已經有彌勒菩薩給我
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了
但是師尊不看重這些東西 有也等於沒有 因為屬於大
地的終會歸還給大地 真正擁有的是摩訶雙蓮池的淨土 那
是真正擁有的 不過從這裡也可以證明 彌勒菩薩當初的時
候祂把布袋打開 所有東西下降 我看到的 幾乎人間所有
的美物都在裡面 事實上佛菩薩是關照祢的 祢只要很精進
地修法 很精進地寫作 地上自然會湧出美麗的蓮花 只要
祢能夠精進地去修法 精進地去寫書 我兩個專長而已 一
個是精進地去寫書 一個是精進地去修法 佛菩薩都會幫助
祢
所以不要怕 你只要把功課做好 那個功德就是很好
每天寫書 每天修法 這就是我本身的功課 我只會這兩
樣 師母比我會的多得很 什麼事情都是師母在做 我只會
兩樣 不像以前一個笑話 老闆問工人：﹁你會什麼？﹂
﹁我不會兩樣 ﹂﹁那不錯啦！你其他的都會呀！﹂請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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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那邊有一個 warehouse
就到 warehous 的上
面 其實講我去那裡上班 不是的 我在那邊寫文章 是這
樣子 那老大 老二 老三他們幫過師尊 我在那邊寫文
章 後來寫書 第一次賺到錢我是投稿西雅圖的︽西華
報︾ 我寫了一篇文章 寄到︽西華報︾ 終於賺到錢 四
塊錢 賺到四塊錢美金 那時候好高興喔：﹁哇！我終於在
美國能夠賺到四塊錢！﹂然後四塊錢就到 safeway 去買麵
包跟雞蛋 叫師母弄幾個麵包跟雞蛋 就帶著麵包跟雞蛋到
Park
我們去郊遊 帶著佛青 佛奇 師母 我 四個人
就到 Park 有一個小山坡 有海邊 去那裡郊遊 中午就
把那個四塊錢吃掉
回來了又沒有錢 怎麼辦？還有明天 每天都沒有收入
的 我就在壇城面前 很簡單的壇城 那時候我只帶一尊地
藏王菩薩過來 瑤池金母是蓮火上師他們先幫我帶過來 還
有一個阿彌陀佛 壇城很簡單 就跟祂祈禱：﹁哎呀 快要
餓死了 沒有錢哪！沒有收入啊！將來在美國如何生活
呢？﹂差不多快要掉淚了 在美國將來怎麼生活啊？唉 每
天也沒有人來啊 也沒有弟子啊 想一想 對啦！我在臺灣
還有一個︽台灣日報︾ 我曾經在那邊寫專欄 是有稿費
的 我就把美國的這些生活 把它寫一寫文章 寄回︽台灣
日報︾發表 發表一篇是三百塊臺幣 三百塊很少了 但是
以前比較大一點 寫一篇回去三百塊到五百塊這樣稿費 稿
費當然三百塊不能用寄的寄過來 所以我先存在副刊的主編
那邊 叫徐秉鉞 就存在他那裡 ﹁你幫我存 等我回臺灣
我再拿 ﹂也等於沒有收入 我就跟壇城祈禱：﹁怎麼辦
呢？我未來會怎麼樣呢？是不是就此完蛋了？﹂在這邊餓
死 老大跟我說：﹁餓不死的啦！﹂為什麼餓不死？老大
說：﹁我這個 furniture 賣了一件就有錢 ﹂ 然後有錢
就有收入 那時候也蠻好的 他去超級市場買那些新鮮期已
經過的 就是香蕉爛了一半的 切起來還有一半可以吃 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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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這邊有一點靠到︵台語︶ 切掉番茄爛掉的還是可以吃
還有玉蜀黍 番茄 還有 potato 每個星期都拿一個籃子
來我家 吃沒有問題 也謝謝他們 雖然買的是這樣子 他
去人家 supermarket safeway
等於是要過期的 要丟掉
的 然後蓮火上師他們就買來 那時候蓮火上師也是吃這個
東西呀 他也去買這個東西來啊 那衣服能怎麼辦？我從來
不放熱氣的
heater
冬天很冷 那時候我們怎麼過日
子 ？ garage sale
yard sale
每 個 星 期 六 garage
sale
yard sale 就去買那些一塊錢一條的毯子 全部買
來 反正你們多蓋一點毯子 買那個大衣都是很便宜 幾塊
錢 所以我們那時很流行的一句話：﹁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total one dollar okay ？﹂一塊錢就要給
人家買很多東西呀！所以 garage sale
yard sale 那個
老外也是也很奇怪 車庫打開他就在賣他家裡用過的東西
我家裡現在還有 ︿真佛密苑﹀有一面鏡子有一個破洞了
那個是幾塊錢買的？還掛著 就在洗衣服的地方對面有一個
鏡子 那個鏡子是 garage sale 買的 很多東西 還有盤
子
garage sale 買的 衣服 garage sale 買的 二手店
買的 都是這樣子
我在壇城求啊 跪呀 哭啊 眼淚直流啊 好慘哪 張
煌銘來到這裡說師尊在美國沐沐泅︵臺語：載浮載沉︶ 沐
沐泅就是一下子淹下去一下子浮起來 快要死的樣子；煌銘
說我在美國已經沐沐泅 的確是 金錢還是非常重要 那時
候很慘 禱告了最後 欸！看到彌勒菩薩 就是今天這個彌
勒菩薩祂來！然後後面揹著布袋 祂跟我講：﹁盧師尊祢不
要害怕 祢將來的東西都在我的布袋裡面 ﹂祂打開布袋
哇！虛空中飄下好多東西出來 黃金 美鈔 七珍八寶
冠 還有我的喇嘛裝 還有所有的龍袍 衣袍 錦繡 哇
一大堆 食 衣 住 行什麼東西都從祂的布袋裡面這樣放

有蓮花 兩朵蓮花升上去 蓮花上面有東西的 祂戴著寶
冠 還有配戴著所有七珍八寶 非常地莊嚴 跟佛一般地莊
嚴 蓮花上面一邊有一個法輪 一邊還有一個寶瓶 這是唐
卡裡面製造出來的 蓮花上有寶瓶跟法輪 身是黃色 祂的
形象跟佛的形象是完全一樣的 咒語就是﹁嗡 米吹耶 梭
哈 ﹂ 直接唸祂的名字 手印剛剛我已經結過 就是轉法
輪印 有這樣的轉法輪印 內轉法輪印跟外轉法輪印；有咒
語 有形象 有手印 就是本身修法基準的條件都有了
記得我剛來美國的時候 在靈仙閣 那時候在美國是沒
有什麼弟子 根本沒有 有幾個以前在臺灣的弟子住在美
國 他們有來找 除了這個以外 在靈仙閣差不多三年的時
間 等於是自己本身在修法跟寫書兩樣工作而已 也沒有人
來問事 溫哥華那時候有蓮高上師 有時候會帶人到靈仙
閣 因為蓮高上師在臺灣 我在問事的時候他就來找過我
知道我已經到了西雅圖 他也到西雅圖來找 那時候什麼都
沒有 我本來跟蓮火上師老大講說：﹁老大 你在我客廳
你在 for sale furniture
一直在賣家具 你那邊方便
嗎？有一個桌子給我放在客廳？有一個椅子我坐 有一個椅
子客人坐 我要問事﹂ 蓮火上師跟我說：﹁師尊哪！這裡
是美國耶！美國沒有人來問代誌！﹂他跟我講美國不會有人
來問事 欸 真的耶！給他這樣一講 三年中都沒有人來問
事 也是真的啦！每天早上我出去外面看看有沒有人來我
家 出去一看 一條路 通到西雅圖的那一條路 我在 10
avenue
Ballard 的地方
10 avenue
走出來一看
哇 一條街 大家都去上班了 社區裡面沒有人 一部車子
都沒有 連一個人在路上走都沒有 我回來的時候終於有一
隻貓在我家門口想要溜進來 我說貓也來問事啊 當然是什
麼都沒有
那時候我想說慘了 這怎麼辦？在這裡生活 每天也沒
有 收 入 啊 ！ 那 時 候 有 一 陣 子 我 就 到 蓮 火 上 師 Takura

出來 我跟彌勒菩薩講：﹁祢是安慰我 我看我是沒救了
祢是安慰我的！﹂欸 現在過了這幾年 當初我蓋︿真佛密
苑﹀ 建築師說：﹁祢要蓋多少錢的？﹂我說：﹁有沒有四
萬塊錢美金可以蓋一棟房子的？﹂四萬塊美金要蓋一棟房
子 那個人講說：﹁不可能啦！我給祢蓋最便宜的啦！﹂當
然 老大你們那個房子是多少錢？你們那間房子 三層包括
地下室 忘掉啦？不好意思說而已啦！總之至少他們蓋的房
子都是二十幾萬蓋起來的 ︿真佛密苑﹀是九萬塊錢蓋起來
的 你沒有到我後面去看 前面跟他們一樣大 每一間都
是 房子這邊是雷藏寺 這邊四棟房子 每一棟房子外面看
都差不多一樣大 其實我那邊是少了一半 就是後面把它全
部變成陽臺 就是你們房子切一半 所有的房子都是二十幾
萬蓋起來的 只有︿真佛密苑﹀是九萬塊蓋起來的 但是彌
勒菩薩祂所講的話也實現了 師尊現在已經有彌勒菩薩給我
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了
但是師尊不看重這些東西 有也等於沒有 因為屬於大
地的終會歸還給大地 真正擁有的是摩訶雙蓮池的淨土 那
是真正擁有的 不過從這裡也可以證明 彌勒菩薩當初的時
候祂把布袋打開 所有東西下降 我看到的 幾乎人間所有
的美物都在裡面 事實上佛菩薩是關照祢的 祢只要很精進
地修法 很精進地寫作 地上自然會湧出美麗的蓮花 只要
祢能夠精進地去修法 精進地去寫書 我兩個專長而已 一
個是精進地去寫書 一個是精進地去修法 佛菩薩都會幫助
祢
所以不要怕 你只要把功課做好 那個功德就是很好
每天寫書 每天修法 這就是我本身的功課 我只會這兩
樣 師母比我會的多得很 什麼事情都是師母在做 我只會
兩樣 不像以前一個笑話 老闆問工人：﹁你會什麼？﹂
﹁我不會兩樣 ﹂﹁那不錯啦！你其他的都會呀！﹂請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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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那邊有一個 warehouse
就到 warehous 的上
面 其實講我去那裡上班 不是的 我在那邊寫文章 是這
樣子 那老大 老二 老三他們幫過師尊 我在那邊寫文
章 後來寫書 第一次賺到錢我是投稿西雅圖的︽西華
報︾ 我寫了一篇文章 寄到︽西華報︾ 終於賺到錢 四
塊錢 賺到四塊錢美金 那時候好高興喔：﹁哇！我終於在
美國能夠賺到四塊錢！﹂然後四塊錢就到 safeway 去買麵
包跟雞蛋 叫師母弄幾個麵包跟雞蛋 就帶著麵包跟雞蛋到
Park
我們去郊遊 帶著佛青 佛奇 師母 我 四個人
就到 Park 有一個小山坡 有海邊 去那裡郊遊 中午就
把那個四塊錢吃掉
回來了又沒有錢 怎麼辦？還有明天 每天都沒有收入
的 我就在壇城面前 很簡單的壇城 那時候我只帶一尊地
藏王菩薩過來 瑤池金母是蓮火上師他們先幫我帶過來 還
有一個阿彌陀佛 壇城很簡單 就跟祂祈禱：﹁哎呀 快要
餓死了 沒有錢哪！沒有收入啊！將來在美國如何生活
呢？﹂差不多快要掉淚了 在美國將來怎麼生活啊？唉 每
天也沒有人來啊 也沒有弟子啊 想一想 對啦！我在臺灣
還有一個︽台灣日報︾ 我曾經在那邊寫專欄 是有稿費
的 我就把美國的這些生活 把它寫一寫文章 寄回︽台灣
日報︾發表 發表一篇是三百塊臺幣 三百塊很少了 但是
以前比較大一點 寫一篇回去三百塊到五百塊這樣稿費 稿
費當然三百塊不能用寄的寄過來 所以我先存在副刊的主編
那邊 叫徐秉鉞 就存在他那裡 ﹁你幫我存 等我回臺灣
我再拿 ﹂也等於沒有收入 我就跟壇城祈禱：﹁怎麼辦
呢？我未來會怎麼樣呢？是不是就此完蛋了？﹂在這邊餓
死 老大跟我說：﹁餓不死的啦！﹂為什麼餓不死？老大
說：﹁我這個 furniture 賣了一件就有錢 ﹂ 然後有錢
就有收入 那時候也蠻好的 他去超級市場買那些新鮮期已
經過的 就是香蕉爛了一半的 切起來還有一半可以吃 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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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脈怎麼樣子 所以產生很多夢境 都是因為你的身體的
精 氣 神 血的關係 跟脈的關係 你作夢 並沒有離開
你這個身體 你還是在裡面 你身體哪裡不舒服 哪裡疼
痛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夢境 是跟你的身體有關的 你並沒
有出去 你以為神行哪 飛呀 哇 飛得好遠喔 其實沒
有 就在你身體裡面飛而已 你的身體就是一個世界 我們
每一個人的身體就是一個世界 很廣大的世界 任你遨遊
一般人的夢 沒有離開你自己的身體 除非你是已經修行能
夠出神
好像有一個笑話吧 我隱居的時候 師尊隱居的時候有
去了一次大溪地 ××有一次在法會的時候就講：﹁我出神
到大溪地去看師尊 ﹂那個夢是誰告訴我的？蓮紫？對對
對 她說出神去大溪地看我 然後看到我怎麼樣？︵上師
說：看到師尊穿短褲︶穿短褲？然後呢 到處走來走去
好 謝謝 我考證那個時間 我在大溪地一陣子 然後就在
臺灣 在臺灣有三年半 她去大溪地看我的時候是在︿密儀
雷藏寺﹀做法會後 然後再說她出神去看我 看我穿著短褲
在大溪地走來走去 唉呀 好好 我考證那個時間 她出神
去大溪地的時間 我那時候我在臺灣
Check 起來我在臺
灣 所以她出神去大溪地去看我 這個也是假的 她以為我
真的在大溪地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用溜的溜到臺灣 所以她
講她出神去大溪地看我 我實在很感動啊！可惜妳找錯人
了
另外她也常常講：﹁她每個月到天上的摩訶雙蓮池 跟
師尊兩個人開會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師尊這一輩子 我
以前在軍中 那時候我是國民黨 軍人都要加入國民黨 何
況是軍官 都要加入國民黨 我是一個小組的小組長 所有
人都要去開會 小組會議每個月都要開一次 我是最討厭開
會的 每一次開會我是稱病請假 不然我就是外出 不然我

來做 結果他什麼都不會 ﹁你說你不會兩樣是哪兩樣？﹂
他說：﹁這樣也不會 那樣也不會 ﹂他真的不會兩樣而
已 師尊還會兩樣 所以佛菩薩會幫助祢
今天再談一下︽道果︾：﹁認知障礙 除遣魔障之教
授：如果你出現了被羅剎 藥叉 食肉夜叉 閻羅王等鞭打
你 毆打你跟追你跟逼你 及眾多的猛獸撕咬你及刀兵利器
如雨而降等諸多不適之時﹂這個大家常常有的 夢中看到鬼
追你 或者夢中有人殺你 或者夢中有閻羅王 藥叉 鬼卒
追逐你 你逃得醒過來 很多不是 這是﹁因為未認識自己
之內緣起 假立外境的魔障而成障礙 認識此為以心氣集攝
於密處緣起﹃囉恰﹄及﹃呀恰﹄等脈字上之景象 即除遣外
魔之障礙是謂 ﹂告訴大家 你夢見了什麼 夢見從山上跌
下來 摔下來粉身碎骨；夢見坐在船上 大浪一來你自己被
刮到海裡；夢見鬼卒在追你；你走路的時候突然間出現一隻
狗咬破你的腳 或全身被咬 夢見這種現象的時候 那時候
你怎麼辦？
你去問×× 她就講：﹁包壇 你有六個纏身靈 一個
叫做
﹂一個叫做蓮高 一個叫三元 一個叫慧君 一個
叫蓮慈 一個叫教授師 這些都是你的纏身靈 那怎麼辦
呢？讀冥間學校 五個纏身靈 一個人一千塊 三個月一
期 你就要交五千塊 因為五個纏身靈 交五千塊讀陰間學
校 不然就叫你包壇喔！哇 要做兩百壇 一壇多少錢？一
壇不多啦 三萬塊美金就可以了 她包壇普通的一壇三萬塊
美金 ××包壇是有價包壇 三萬塊美金很少啦 你前世欠
他的更多啊！她跟一個人講：﹁這一次包壇要十六萬 ﹂
﹁十六萬！我留學生哪裡有那麼多錢？﹂﹁你前世欠他四百
萬美金耶 十六萬算是便宜了 算是給你最便宜的價錢 可
以抵掉這四百萬美金 還有賺 你給我十六萬還有賺 ﹂看
吧！就是包壇 然後纏身靈去讀她的陰間學校 好不好不
管 總之她賺了錢

就是有什麼事情 我從來不開會 ××天天講她到摩訶雙蓮
池跟我開會 我跟妳單獨在那邊開會幹什麼？我最怕開會
啦！對不對？妳到了摩訶雙蓮池給我供養我還可以接受 妳
跟我開會？開什麼會？開開開開玩笑啊！開會 她每一次都
這樣子講 我聽聽就算了 聽一聽 啊 隨便妳說 隨便講
講我隨便聽 根本沒有開會這回事 從來就沒有看到她 她
的辯解是說 師尊是應身佛 她是法身佛 法身佛跟法身佛
開會 應身佛是不知道的
you mother good ! 你知道
嗎？法身佛是多大啊！十三地的佛才是法身佛欸 毗盧遮那
佛才是法身佛 十一地的佛像觀世音菩薩 那還是報身佛
十一地的佛 五佛都是報身佛 五佛只有毗盧遮那佛在十三
地 祂是法身佛 你也是法身佛？那不得了了 師尊是應身
佛 是在人間而已 所以不知道天上的事 有可能這樣子
嗎？大家用邏輯推一推就知道了 還是吹牛！不講她了
﹁了知三藏真性之教授﹂ 哇！這一點很重要！﹁顯示
三藏所出之輪涅進退無餘所詮與五道 三十七菩提分﹂也就
是三十七道品 ﹁及以三乘一切所證 現起於瑜伽士之覺受
現分 是謂 ﹂我告訴你喔 這一句話是最深的 所有的話
當中 這一句話非常地深 輪就是輪迴 涅就是涅槃 精進
跟退跟進入無餘 所解釋的五道跟三十七菩提分 也就是三
十七道品 每個學佛的人都要知道三十七道品 就是修行的
方法 以及三乘 大乘 小乘 金剛乘 ﹁一切所證明的
現起於瑜珈士之覺受現分﹂ 你真正能夠明白這個嗎？真正
能明白這一句話 真性之教授 三藏裡面的真正的佛性的教
授？師尊懂 什麼是三藏真性？這個師尊知道 所以師尊平
常在說法中也提到這個問題 很少人能夠明白三藏的真性
只有開悟的人能夠明白三藏的真性
老婆問：﹁春晚的節目不好看 你為什麼還看？﹂老公
不說話 盯著老婆看了很久 老婆問：﹁你看我看什麼？﹂

告訴你！你睡夢之中有這種現象是你的脈不通 哪裡脈
不通就有這種現象出來 ︽道果︾裡面講﹁認知障礙 除遣
魔障之教授﹂ ︽道果︾裡面就是要教你 因為你身體的脈
不通 所以產生不好的夢 不是真正有什麼你身上的纏身靈
有多少 並不是 ︽道果︾的教授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密處
緣起的﹁囉恰﹂及﹁呀恰﹂等脈上面的景象有了障礙 所以
你必須要把﹁囉恰﹂跟﹁呀恰﹂這個脈給它通 脈通了 你
平時在拉筋 這個筋轉不過來 拉筋那個裡面都是脈 有中
脈 左右脈還有七輪 頂輪 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海底輪 這個三脈七輪 其中還有很多支脈分出去
的 你密輪的脈不通 所以你想辦法問師尊 師尊會教你如
何讓密輪的脈能夠通 或者扭轉身體讓臍輪的脈能夠通 或
者用灶印 伸腿再起來伸腿再起來 讓你密輪的脈能夠通
這樣子你就不會有那些不好的夢 就消除掉 也沒有什麼
不用去包壇 也不用去讀陰間學校 你的纏身靈有多
少 不過她也很奇怪 她的腦袋真的非常地聰明 她說你有
幾個纏身靈 馬上把名字寫下來喔 不像師尊還要看 慧君
是你的纏身靈 蓮伃是你的纏身靈 蓮高是你的纏身靈 她
馬上寫五個名字出來 然後說這五個就是你的纏身靈 報名
陰間學校 一學期一個一千塊 五個就要交五千塊 蓮高上
師 他有兩個纏身靈 對不對？你有兩個纏身靈 而且你報
名陰間學校 每一學期交兩千塊 對不對？他說對呀 他交
兩千塊 每一學期交兩千塊報名陰間學校 現在他的纏身靈
已經好了 已經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中品中生 哇 這個實在
是 我想我的纏身靈也趕快去報名 看看能不能中品中生
這不是的！
你要拆遣魔障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人作夢有時候會夢
到哪裡東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夢到天堂 地獄 到哪裡
去 夢得很遠 我告訴你 一般人 都在自己身體裡面 你
沒有走出你的身體 你不過在身體當中的哪一個脈不通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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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脈怎麼樣子 所以產生很多夢境 都是因為你的身體的
精 氣 神 血的關係 跟脈的關係 你作夢 並沒有離開
你這個身體 你還是在裡面 你身體哪裡不舒服 哪裡疼
痛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夢境 是跟你的身體有關的 你並沒
有出去 你以為神行哪 飛呀 哇 飛得好遠喔 其實沒
有 就在你身體裡面飛而已 你的身體就是一個世界 我們
每一個人的身體就是一個世界 很廣大的世界 任你遨遊
一般人的夢 沒有離開你自己的身體 除非你是已經修行能
夠出神
好像有一個笑話吧 我隱居的時候 師尊隱居的時候有
去了一次大溪地 ××有一次在法會的時候就講：﹁我出神
到大溪地去看師尊 ﹂那個夢是誰告訴我的？蓮紫？對對
對 她說出神去大溪地看我 然後看到我怎麼樣？︵上師
說：看到師尊穿短褲︶穿短褲？然後呢 到處走來走去
好 謝謝 我考證那個時間 我在大溪地一陣子 然後就在
臺灣 在臺灣有三年半 她去大溪地看我的時候是在︿密儀
雷藏寺﹀做法會後 然後再說她出神去看我 看我穿著短褲
在大溪地走來走去 唉呀 好好 我考證那個時間 她出神
去大溪地的時間 我那時候我在臺灣
Check 起來我在臺
灣 所以她出神去大溪地去看我 這個也是假的 她以為我
真的在大溪地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用溜的溜到臺灣 所以她
講她出神去大溪地看我 我實在很感動啊！可惜妳找錯人
了
另外她也常常講：﹁她每個月到天上的摩訶雙蓮池 跟
師尊兩個人開會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師尊這一輩子 我
以前在軍中 那時候我是國民黨 軍人都要加入國民黨 何
況是軍官 都要加入國民黨 我是一個小組的小組長 所有
人都要去開會 小組會議每個月都要開一次 我是最討厭開
會的 每一次開會我是稱病請假 不然我就是外出 不然我

來做 結果他什麼都不會 ﹁你說你不會兩樣是哪兩樣？﹂
他說：﹁這樣也不會 那樣也不會 ﹂他真的不會兩樣而
已 師尊還會兩樣 所以佛菩薩會幫助祢
今天再談一下︽道果︾：﹁認知障礙 除遣魔障之教
授：如果你出現了被羅剎 藥叉 食肉夜叉 閻羅王等鞭打
你 毆打你跟追你跟逼你 及眾多的猛獸撕咬你及刀兵利器
如雨而降等諸多不適之時﹂這個大家常常有的 夢中看到鬼
追你 或者夢中有人殺你 或者夢中有閻羅王 藥叉 鬼卒
追逐你 你逃得醒過來 很多不是 這是﹁因為未認識自己
之內緣起 假立外境的魔障而成障礙 認識此為以心氣集攝
於密處緣起﹃囉恰﹄及﹃呀恰﹄等脈字上之景象 即除遣外
魔之障礙是謂 ﹂告訴大家 你夢見了什麼 夢見從山上跌
下來 摔下來粉身碎骨；夢見坐在船上 大浪一來你自己被
刮到海裡；夢見鬼卒在追你；你走路的時候突然間出現一隻
狗咬破你的腳 或全身被咬 夢見這種現象的時候 那時候
你怎麼辦？
你去問×× 她就講：﹁包壇 你有六個纏身靈 一個
叫做
﹂一個叫做蓮高 一個叫三元 一個叫慧君 一個
叫蓮慈 一個叫教授師 這些都是你的纏身靈 那怎麼辦
呢？讀冥間學校 五個纏身靈 一個人一千塊 三個月一
期 你就要交五千塊 因為五個纏身靈 交五千塊讀陰間學
校 不然就叫你包壇喔！哇 要做兩百壇 一壇多少錢？一
壇不多啦 三萬塊美金就可以了 她包壇普通的一壇三萬塊
美金 ××包壇是有價包壇 三萬塊美金很少啦 你前世欠
他的更多啊！她跟一個人講：﹁這一次包壇要十六萬 ﹂
﹁十六萬！我留學生哪裡有那麼多錢？﹂﹁你前世欠他四百
萬美金耶 十六萬算是便宜了 算是給你最便宜的價錢 可
以抵掉這四百萬美金 還有賺 你給我十六萬還有賺 ﹂看
吧！就是包壇 然後纏身靈去讀她的陰間學校 好不好不
管 總之她賺了錢

就是有什麼事情 我從來不開會 ××天天講她到摩訶雙蓮
池跟我開會 我跟妳單獨在那邊開會幹什麼？我最怕開會
啦！對不對？妳到了摩訶雙蓮池給我供養我還可以接受 妳
跟我開會？開什麼會？開開開開玩笑啊！開會 她每一次都
這樣子講 我聽聽就算了 聽一聽 啊 隨便妳說 隨便講
講我隨便聽 根本沒有開會這回事 從來就沒有看到她 她
的辯解是說 師尊是應身佛 她是法身佛 法身佛跟法身佛
開會 應身佛是不知道的
you mother good ! 你知道
嗎？法身佛是多大啊！十三地的佛才是法身佛欸 毗盧遮那
佛才是法身佛 十一地的佛像觀世音菩薩 那還是報身佛
十一地的佛 五佛都是報身佛 五佛只有毗盧遮那佛在十三
地 祂是法身佛 你也是法身佛？那不得了了 師尊是應身
佛 是在人間而已 所以不知道天上的事 有可能這樣子
嗎？大家用邏輯推一推就知道了 還是吹牛！不講她了
﹁了知三藏真性之教授﹂ 哇！這一點很重要！﹁顯示
三藏所出之輪涅進退無餘所詮與五道 三十七菩提分﹂也就
是三十七道品 ﹁及以三乘一切所證 現起於瑜伽士之覺受
現分 是謂 ﹂我告訴你喔 這一句話是最深的 所有的話
當中 這一句話非常地深 輪就是輪迴 涅就是涅槃 精進
跟退跟進入無餘 所解釋的五道跟三十七菩提分 也就是三
十七道品 每個學佛的人都要知道三十七道品 就是修行的
方法 以及三乘 大乘 小乘 金剛乘 ﹁一切所證明的
現起於瑜珈士之覺受現分﹂ 你真正能夠明白這個嗎？真正
能明白這一句話 真性之教授 三藏裡面的真正的佛性的教
授？師尊懂 什麼是三藏真性？這個師尊知道 所以師尊平
常在說法中也提到這個問題 很少人能夠明白三藏的真性
只有開悟的人能夠明白三藏的真性
老婆問：﹁春晚的節目不好看 你為什麼還看？﹂老公
不說話 盯著老婆看了很久 老婆問：﹁你看我看什麼？﹂

告訴你！你睡夢之中有這種現象是你的脈不通 哪裡脈
不通就有這種現象出來 ︽道果︾裡面講﹁認知障礙 除遣
魔障之教授﹂ ︽道果︾裡面就是要教你 因為你身體的脈
不通 所以產生不好的夢 不是真正有什麼你身上的纏身靈
有多少 並不是 ︽道果︾的教授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密處
緣起的﹁囉恰﹂及﹁呀恰﹂等脈上面的景象有了障礙 所以
你必須要把﹁囉恰﹂跟﹁呀恰﹂這個脈給它通 脈通了 你
平時在拉筋 這個筋轉不過來 拉筋那個裡面都是脈 有中
脈 左右脈還有七輪 頂輪 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海底輪 這個三脈七輪 其中還有很多支脈分出去
的 你密輪的脈不通 所以你想辦法問師尊 師尊會教你如
何讓密輪的脈能夠通 或者扭轉身體讓臍輪的脈能夠通 或
者用灶印 伸腿再起來伸腿再起來 讓你密輪的脈能夠通
這樣子你就不會有那些不好的夢 就消除掉 也沒有什麼
不用去包壇 也不用去讀陰間學校 你的纏身靈有多
少 不過她也很奇怪 她的腦袋真的非常地聰明 她說你有
幾個纏身靈 馬上把名字寫下來喔 不像師尊還要看 慧君
是你的纏身靈 蓮伃是你的纏身靈 蓮高是你的纏身靈 她
馬上寫五個名字出來 然後說這五個就是你的纏身靈 報名
陰間學校 一學期一個一千塊 五個就要交五千塊 蓮高上
師 他有兩個纏身靈 對不對？你有兩個纏身靈 而且你報
名陰間學校 每一學期交兩千塊 對不對？他說對呀 他交
兩千塊 每一學期交兩千塊報名陰間學校 現在他的纏身靈
已經好了 已經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中品中生 哇 這個實在
是 我想我的纏身靈也趕快去報名 看看能不能中品中生
這不是的！
你要拆遣魔障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人作夢有時候會夢
到哪裡東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夢到天堂 地獄 到哪裡
去 夢得很遠 我告訴你 一般人 都在自己身體裡面 你
沒有走出你的身體 你不過在身體當中的哪一個脈不通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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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蔣中正講：﹁沒事 ﹂毛澤東從自己的車裡拿出一瓶
茅台 熱情地講：﹁人沒事就好 來 喝一口酒壓壓驚 ﹂
蔣中正接著 拿起酒就豪爽地喝了很多酒 把酒還給毛：
﹁來 你也喝一口壓壓驚 ﹂毛澤東講：﹁不忙啊 等交通
警察來了以後我再喝 ﹂蔣中正那時候就頓悟 他經常罵的
話 浙江人罵人的話：﹁上輩子已經上了老毛的當 丟了江
山 到了這裡還上當 算我酒駕 ﹂這個悟都是到最後你才

老公：﹁有些東西跟妳一樣 雖然不好看 但已成習慣 ﹂
這個很不好解釋 我看師母是越看越好看 奇怪 有人看一
個人是越看他越好看耶 看得久也不膩耶 就算她牙齒全部
掉了 耳朵也聽不到了 耳朵也聾了 眼睛也濛濛了 她也
不認得我了 我覺得她還是蠻慈祥的樣子 我只有一個要
求 我要求我自己不要怕她就好了 我要求我自己說：﹁不
要怕師母 不要怕她 因為她沒有什麼可怕 她也不會管
祢 ﹂但是 就令人敬畏呀！
一個食人族帶著一個人坐火車 剛好遇到查票 查票
員：﹁你旁邊這個人為什麼沒有買票呢？﹂食人族講：﹁這
個是我的便當還需要買票嗎？﹂這有他的爭議在裡面 他是
食人族啊 旁邊帶一個人
當然 輪迴跟涅槃 在我們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輪迴本
身來講就是六道輪迴 都是苦 涅槃是完全寂靜 寂靜為
樂 有﹁有餘涅槃﹂有﹁無餘涅槃﹂ 有分的 輪涅 修行
的進退 無餘所詮跟五道 三十七菩提分及以三乘一切所
證 證明什麼？要證明什麼？證明佛 菩薩 獨覺 也就是
緣覺 阿羅漢 要證明這四樣 阿羅漢也可以進入涅槃 這
是四聖的境界 要證明四聖 如何到這四聖的境界？完全終
極的成就 始終的終 終極成就 這個是不能夠講出來的
但是你必須要依照三十七菩提分 就是三十七道品 你查三
十七道品 它有跟你講怎麼樣子修行 我也是希望每一個人
依照三十七道品這樣去修行 然後由金剛乘一切之所證 前
世有修的 你比較容易一下子你會了解這些東西；你這一世
才起修的 你會比較慢一點 慢慢一樣一樣學 到下輩子的
時候 你前世有修 很快地 你就能夠領悟這些道理
這裡談毛澤東跟蔣中正可以講嗎？應該可以吧 反正這
是笑話嘛！毛澤東跟蔣中正在陰間開車 結果兩個車子擦
撞 蔣中正下車子 看了看車子刮壞的程度 毛澤東連看都
不看車子 就直接走到蔣中正面前 問：﹁你身體沒事

會領悟到 所以大家要有智慧 去領悟三十七道品 領悟三
乘一切所證 大乘是證明菩薩 小乘證明獨覺跟阿羅漢 金
剛乘證明佛 都是有相對的 所以你們學佛不要上當 你知
道嗎？你拜鬼會證明什麼？拜鬼當然會墮入鬼道 所以千萬
不要去拜鬼！我告訴你喔 土地公或者地基主還是屬於陰
神 也屬於鬼道 這是很現實的話 他們都是有一個邏輯在
的 你上當 沒有關係 下次學聰明一點 像跟隨著××
的 你要學聰明一點 你想一想 她是不是有錯誤的地方？
要稍微想一想 才不會上當 你一定要有智慧嘛！
這是很好笑啦 但是沒什麼 有兩顆鳳梨 一個是站立
著 一個是躺下的 問：﹁哪個比較甜？﹂有兩個鳳梨 一
個鳳梨是站立的 夏威夷鳳梨很多 一個鳳梨是站立的 一
個是躺著 問哪一個比較甜 告訴你 躺著的比較甜 因為
站久了會痠 這也是一種技巧 師尊在教法當中 也要用一
些技巧 讓你們要如何去開悟 必須要用這種技巧的方法
導引你如何去開悟 你看了三藏 書都讀完了 三十七道品
跟三乘之所證現起瑜伽士之覺受現分 你知道你悟到什麼
這要問 你如果學了三十七道品 你悟了什麼？這就是一個
問題
昨天相親 覺得男方各方面條件都不錯 非常好 但是
當他開口說話的時候 我就非常地討厭了 因為他講了一句
話：﹁妳的女兒為什麼還沒來？﹂聽得懂嗎？因為男方以為
她不是來相親的 她是她的媽媽 這是有一種間隔 有一種
隔離 我們學佛法 深入其中 你必須要悟出什麼是輪迴
什麼是涅槃 你如何在輪迴和涅槃之間 要選擇哪一樣？
我告訴你 師尊選擇的是 我不要輪迴 我也不要涅
槃 那祢到底要什麼？你們要去參 到底師尊要的是什麼？
師尊開悟的是什麼？師尊既然不要輪迴也不要涅槃 那麼師
尊選的是什麼？你們去猜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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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蔣中正講：﹁沒事 ﹂毛澤東從自己的車裡拿出一瓶
茅台 熱情地講：﹁人沒事就好 來 喝一口酒壓壓驚 ﹂
蔣中正接著 拿起酒就豪爽地喝了很多酒 把酒還給毛：
﹁來 你也喝一口壓壓驚 ﹂毛澤東講：﹁不忙啊 等交通
警察來了以後我再喝 ﹂蔣中正那時候就頓悟 他經常罵的
話 浙江人罵人的話：﹁上輩子已經上了老毛的當 丟了江
山 到了這裡還上當 算我酒駕 ﹂這個悟都是到最後你才

老公：﹁有些東西跟妳一樣 雖然不好看 但已成習慣 ﹂
這個很不好解釋 我看師母是越看越好看 奇怪 有人看一
個人是越看他越好看耶 看得久也不膩耶 就算她牙齒全部
掉了 耳朵也聽不到了 耳朵也聾了 眼睛也濛濛了 她也
不認得我了 我覺得她還是蠻慈祥的樣子 我只有一個要
求 我要求我自己不要怕她就好了 我要求我自己說：﹁不
要怕師母 不要怕她 因為她沒有什麼可怕 她也不會管
祢 ﹂但是 就令人敬畏呀！
一個食人族帶著一個人坐火車 剛好遇到查票 查票
員：﹁你旁邊這個人為什麼沒有買票呢？﹂食人族講：﹁這
個是我的便當還需要買票嗎？﹂這有他的爭議在裡面 他是
食人族啊 旁邊帶一個人
當然 輪迴跟涅槃 在我們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輪迴本
身來講就是六道輪迴 都是苦 涅槃是完全寂靜 寂靜為
樂 有﹁有餘涅槃﹂有﹁無餘涅槃﹂ 有分的 輪涅 修行
的進退 無餘所詮跟五道 三十七菩提分及以三乘一切所
證 證明什麼？要證明什麼？證明佛 菩薩 獨覺 也就是
緣覺 阿羅漢 要證明這四樣 阿羅漢也可以進入涅槃 這
是四聖的境界 要證明四聖 如何到這四聖的境界？完全終
極的成就 始終的終 終極成就 這個是不能夠講出來的
但是你必須要依照三十七菩提分 就是三十七道品 你查三
十七道品 它有跟你講怎麼樣子修行 我也是希望每一個人
依照三十七道品這樣去修行 然後由金剛乘一切之所證 前
世有修的 你比較容易一下子你會了解這些東西；你這一世
才起修的 你會比較慢一點 慢慢一樣一樣學 到下輩子的
時候 你前世有修 很快地 你就能夠領悟這些道理
這裡談毛澤東跟蔣中正可以講嗎？應該可以吧 反正這
是笑話嘛！毛澤東跟蔣中正在陰間開車 結果兩個車子擦
撞 蔣中正下車子 看了看車子刮壞的程度 毛澤東連看都
不看車子 就直接走到蔣中正面前 問：﹁你身體沒事

會領悟到 所以大家要有智慧 去領悟三十七道品 領悟三
乘一切所證 大乘是證明菩薩 小乘證明獨覺跟阿羅漢 金
剛乘證明佛 都是有相對的 所以你們學佛不要上當 你知
道嗎？你拜鬼會證明什麼？拜鬼當然會墮入鬼道 所以千萬
不要去拜鬼！我告訴你喔 土地公或者地基主還是屬於陰
神 也屬於鬼道 這是很現實的話 他們都是有一個邏輯在
的 你上當 沒有關係 下次學聰明一點 像跟隨著××
的 你要學聰明一點 你想一想 她是不是有錯誤的地方？
要稍微想一想 才不會上當 你一定要有智慧嘛！
這是很好笑啦 但是沒什麼 有兩顆鳳梨 一個是站立
著 一個是躺下的 問：﹁哪個比較甜？﹂有兩個鳳梨 一
個鳳梨是站立的 夏威夷鳳梨很多 一個鳳梨是站立的 一
個是躺著 問哪一個比較甜 告訴你 躺著的比較甜 因為
站久了會痠 這也是一種技巧 師尊在教法當中 也要用一
些技巧 讓你們要如何去開悟 必須要用這種技巧的方法
導引你如何去開悟 你看了三藏 書都讀完了 三十七道品
跟三乘之所證現起瑜伽士之覺受現分 你知道你悟到什麼
這要問 你如果學了三十七道品 你悟了什麼？這就是一個
問題
昨天相親 覺得男方各方面條件都不錯 非常好 但是
當他開口說話的時候 我就非常地討厭了 因為他講了一句
話：﹁妳的女兒為什麼還沒來？﹂聽得懂嗎？因為男方以為
她不是來相親的 她是她的媽媽 這是有一種間隔 有一種
隔離 我們學佛法 深入其中 你必須要悟出什麼是輪迴
什麼是涅槃 你如何在輪迴和涅槃之間 要選擇哪一樣？
我告訴你 師尊選擇的是 我不要輪迴 我也不要涅
槃 那祢到底要什麼？你們要去參 到底師尊要的是什麼？
師尊開悟的是什麼？師尊既然不要輪迴也不要涅槃 那麼師
尊選的是什麼？你們去猜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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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如意寶珠之教授？
根本上師傳授的法 你有如實地修行
就是最大的功德！
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
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我們同修的本尊
﹁藥師琉璃光如來﹂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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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峻耀醫
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員吳
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今天的貴賓稍微少一點 其實
還有很多貴賓 他們很多是遠道來的 其實遠道來的或者
是堂的代表 也都可以在上面寫 喔 還沒有跟大家問
好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 Thank you for
coming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
很難得 在這裡又看到新加坡來的 妳沒有站起來自
我介紹啊？妳貴姓啊？我知道妳是雙蓮 但是貴姓？雙木
林 妳姓林 我還不知道呢！歡迎妳來 聽說坐飛機坐了
26 個小時才到 謝謝妳 妳要講話嗎？她是比較特別 為
什麼呢？因為她在︿台灣雷藏寺﹀的時候 她爸爸跟她講

了一句話 他說：﹁妳去臺灣就好像在坐巴士 ﹂每個禮
拜六 她一定從新加坡飛到︿台灣雷藏寺﹀ 然後禮拜天
有時候還參加其他的活動 禮拜日晚上她坐十一點多的班
機或者凌晨一點的班機回到新加坡 星期一早上她還去上
班 我在臺灣一共半年的時間 她沒有一個禮拜六漏失過
的 是全勤獎 從新加坡飛臺灣 從臺灣飛回新加坡 兩
天這樣子來回 在飛機上睡覺 星期一早上到了新加坡
馬上整裝去她的公司上班 每個禮拜六 沒有一個禮拜六
缺席的 你看機票費花了多少 我回到美國 很快她也是
跟著回來 然後公司給她假 只要一個禮拜的 她就飛過
來 飛到西雅圖來 只要有一個禮拜的假期她都飛過來
這種弟子是很少有 所以特別講
今天我們是同修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本尊法 這一尊在
所有的佛菩薩當中 在如來當中 是非常有名的 我第一
次見到藥師琉璃光如來 我以前也講過 是我隱居的時
候 我去了 Korea 大邱 那裡有一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就
是藥師如來 藥師琉璃光如來非常地莊嚴 非常地高大
那時候我是因為有病 在隱居的時候有病 然後我到
Korea 去繞佛跟繞塔 我繞到藥師佛那裡 其實那時候身
體非常地虛弱 但是坐在大巴士上的時候 我眼睛一閉
我看見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時候 眼睛一閉 祂會閃出一種
光出來 像佛菩薩的背光 像絲一樣閃動的那種光 在我
眼睛裡面出來 就是一條一條金色的光 這樣一直顫抖
一直閃動這樣 變成一個圈圈 那時候只要眼睛一閉 看
到我眼睛的旁邊有很多光亮 閃光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佛
菩薩來 禮拜完大邱的藥師琉璃光佛以後 坐在巴士上
眼睛一閉就看到光 然後藥師如來祂就出現 出現光 一
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就是大邱的那一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然後祂用光照我 當祂消失的時候又出來兩位 一個是藥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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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如意寶珠之教授？
根本上師傳授的法 你有如實地修行
就是最大的功德！
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
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我們同修的本尊
﹁藥師琉璃光如來﹂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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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峻耀醫
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員吳
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今天的貴賓稍微少一點 其實
還有很多貴賓 他們很多是遠道來的 其實遠道來的或者
是堂的代表 也都可以在上面寫 喔 還沒有跟大家問
好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 Thank you for
coming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
很難得 在這裡又看到新加坡來的 妳沒有站起來自
我介紹啊？妳貴姓啊？我知道妳是雙蓮 但是貴姓？雙木
林 妳姓林 我還不知道呢！歡迎妳來 聽說坐飛機坐了
26 個小時才到 謝謝妳 妳要講話嗎？她是比較特別 為
什麼呢？因為她在︿台灣雷藏寺﹀的時候 她爸爸跟她講

了一句話 他說：﹁妳去臺灣就好像在坐巴士 ﹂每個禮
拜六 她一定從新加坡飛到︿台灣雷藏寺﹀ 然後禮拜天
有時候還參加其他的活動 禮拜日晚上她坐十一點多的班
機或者凌晨一點的班機回到新加坡 星期一早上她還去上
班 我在臺灣一共半年的時間 她沒有一個禮拜六漏失過
的 是全勤獎 從新加坡飛臺灣 從臺灣飛回新加坡 兩
天這樣子來回 在飛機上睡覺 星期一早上到了新加坡
馬上整裝去她的公司上班 每個禮拜六 沒有一個禮拜六
缺席的 你看機票費花了多少 我回到美國 很快她也是
跟著回來 然後公司給她假 只要一個禮拜的 她就飛過
來 飛到西雅圖來 只要有一個禮拜的假期她都飛過來
這種弟子是很少有 所以特別講
今天我們是同修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本尊法 這一尊在
所有的佛菩薩當中 在如來當中 是非常有名的 我第一
次見到藥師琉璃光如來 我以前也講過 是我隱居的時
候 我去了 Korea 大邱 那裡有一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就
是藥師如來 藥師琉璃光如來非常地莊嚴 非常地高大
那時候我是因為有病 在隱居的時候有病 然後我到
Korea 去繞佛跟繞塔 我繞到藥師佛那裡 其實那時候身
體非常地虛弱 但是坐在大巴士上的時候 我眼睛一閉
我看見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時候 眼睛一閉 祂會閃出一種
光出來 像佛菩薩的背光 像絲一樣閃動的那種光 在我
眼睛裡面出來 就是一條一條金色的光 這樣一直顫抖
一直閃動這樣 變成一個圈圈 那時候只要眼睛一閉 看
到我眼睛的旁邊有很多光亮 閃光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佛
菩薩來 禮拜完大邱的藥師琉璃光佛以後 坐在巴士上
眼睛一閉就看到光 然後藥師如來祂就出現 出現光 一
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就是大邱的那一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然後祂用光照我 當祂消失的時候又出來兩位 一個是藥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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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

特別

王菩薩 藥上菩薩 跟日光遍照菩薩 跟月光遍照
菩薩 跟十二藥叉神將 全部統統都顯現出來 剛
才我們在持咒的時候 虛空中藥師琉璃光如來跟所
有祂的侍者 跟所有的隨侍菩薩 全部下降在我的
身上 非常好 非常謝謝 我一看到藥師琉璃光如
來出現 藥王 藥上菩薩 還有日光遍照菩薩 月
光遍照菩薩 跟十二藥叉神將的時候 我就說：
﹁唉呀 我這個病一定會好 ﹂果然 它自己就好
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藥師琉璃光王佛 到現在
一直記憶猶新 看得最清楚的一次
所以我看到藥師佛 我是非常高興的 今天祂
當然也降臨在我們之中 希望大家有緣 以祂的甘
露水遍灑大家 讓大家的病能夠消除掉 有一些毛
病 希望能夠很快消除掉 因為祂有誓願 祂的誓
願就是 有病人如果祈求祂 祂自己發願的 祂希
望能夠消除眾生的病業 在藥師佛祂的大願當中
其中有一條就是要消除眾生所有的病 所以祂今天
是有降臨 如果你剛剛很仔細地觀察師尊的話 你
就知道來了好多尊 我自己的身體就變成祂的壇
城 有這麼好的現象 有這麼好的機緣 藥師琉璃
光王如來 我們很認真地在那邊持咒 祂降臨 非
常好 菩薩保佑我們 還有如來保佑我們 讓我們
身心都健康
我想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現在是
在壇城面前 而且藥師佛下降 降臨在我們壇城
我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蓮寧上師是我們
︿ True Buddha School ﹀的接班人 蓮寧上師他
今天回去臺灣 他說蓮寧上師把師尊扁了一頓 等
於是揍了一頓 暴打一頓 在壇城面前絕無虛言
佛菩薩降臨的時候絕無虛言 蓮寧上師連我的一根

藥師佛心咒：

的頂竅進入我的中脈 住在我的心葉蓮花上 這個時候也
叫做身壇城 也就是身壇城 我們目前現在來講 像︿西
雅圖雷藏寺﹀的這個壇城 我們稱為﹁雷藏寺的壇城﹂
如果下降在沙曼陀羅上叫做﹁沙壇城﹂ 下降在金身上叫
做﹁金身壇城﹂ 這個虛空智慧本尊下降在我身上 我變
成﹁身壇城﹂
以身壇城來灌頂眾生 這個叫做灌頂瓶 觀想所有身
壇城的諸尊進入灌頂瓶 祂們進入以後 像藥師琉璃光如
來進入裡面的水 然後放出祂的甘露 以這個瓶灌頂大
家 叫做灌頂 就是真實灌頂 這叫真實灌頂 如果藥師
琉璃光如來沒有進入瓶子裡面 放出祂的甘露水在灌頂瓶
裡面 這個灌頂叫做自來水灌頂 這個灌頂也是有 自來
水灌頂
所以每一個上師要注意這一件事情 你要給人家施灌
頂的時候 一定要祈請那個本尊進入灌頂瓶裡面 然後祂
從毛細孔裡面施放祂的甘露水 施放祂的法乳 施放祂的
法力在這個瓶子裡面 你給大家施灌頂 這個灌頂叫做真
實灌頂 若不如此 那你們要求什麼灌頂 我就拿一個
horse 裝上自來水 然後打開水龍頭 咻 就是灌頂 那
個是假的 假的上師 沒有觀想真正的如來進到灌頂瓶
給人家施灌頂那就是詐欺 你欺騙眾生 你到底有沒有功
力 自己變成身壇城 把弟子本身要受灌頂的 你都可以
施與他的灌頂 是最重要的
另外關於鬼變化的 鬼變化成為諸尊 下降到灌頂
瓶 然後給大家做灌頂 那個叫做鬼灌頂 那個很簡單
那個就是鬼灌頂 你自己當上師的認不出那個鬼；那個是
鬼或者是佛 是菩薩 是金剛 是護法 是空行 是諸
天 你認不出來 以為給人家是真實灌頂 那也是詐欺
詐騙集團 佛陀教我們 從來沒有鬼灌頂 大家知道的

爹雅他。嗡。別卡子也。別卡子也。媽哈別卡子也。
辣炸娑摩伽德黑。梭哈。

寒毛都沒有動過 蓮寧上師接班人暴打師尊 沒有
這一回事 而且根據報導說我是在︿卦山雷藏寺﹀
被暴打的 我 2014 年去過︿卦山雷藏寺﹀開光
他的寺廟落成我去開光 那一次開光以後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我都沒有去過︿卦
山雷藏寺﹀ 根本就沒有 ︿卦山雷藏寺﹀的蓮極
上師跟︿卦山雷藏寺﹀的所有的同門都知道
2014 年去開光以後
2015
2016
2017 都
沒有到︿卦山雷藏寺﹀ 我被暴打的地點 是在
︿卦山雷藏寺﹀被蓮寧上師打 我都沒有去過怎麼
會被打呢？請問 我沒有去過︿卦山雷藏寺﹀ 為
什麼會在︿卦山雷藏寺﹀被打呢？一定是鬼打鬼
除了這樣以外沒有話可以講 對不對？
好啦 第二件事 壇城之前絕無虛言 在報導
裡面講 蓮寧上師 師尊跟蓮店上師有三角關係
非常好玩的 告訴大家 我跟蓮店上師一點點關係
都沒有 今天在壇城之前喔 這是壇城 藥師琉璃
光佛下降 絕無虛言 我跟蓮店上師一點點 一絲
絲 一毫米什麼關係都沒有 這兩點我就是跟大家
講 就是這樣子 大家聽了 佛菩薩面前 諸尊面
前 藥師琉璃光如來面前 絕無虛言 所以奇怪
了 這些人製造謠言 也不想一想 也不查一查
我覺得很奇怪 不談了！談正經的 不正經的我們
不談
我們講︽道果︾ ︽道果︾寫到﹁第九 如如
意寶珠之教授：譬如安奉如意寶珠於幢頂而供養
便能滿足一切所求般 受持此金剛句偈所載 祈請
自身四壇城者 其暫時或究竟之一切所求亦能如實
獲得 是謂 ﹂什麼叫做身壇城？告訴大家 剛剛
藥師琉璃光如來下降在我身上 跟所有佛菩薩由我

從來沒有鬼灌頂 除非你壇城供鬼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供鬼是哪一個堂了 她給人家灌頂是不是鬼灌頂呢？她堂
都是供鬼 那就不對 跟這個就完全不一樣
﹁如意寶珠之教授﹂就是﹁安奉如意寶珠於幢頂而供
養 便能滿足一切所求般 受持此金剛句偈所載 祈請自
身四壇城者﹂ 什麼叫做四壇城？我們四壇城配四種灌
頂 一個講的是瓶灌頂 用瓶灌頂；第二種灌頂就是內法
灌頂 是氣脈 明點的灌頂 一般來講有時候氣脈明點
你修成氣脈 身體就像如意寶珠一樣 如意寶珠是什麼？
像水晶球一樣透明 完全沒有瑕疵 像水晶球一樣 那個
叫做灌頂 第二種壇城 布置壇城是花壇城 紅花跟白花
的壇城 布置好紅花 白花的壇城 那叫做內法灌頂 吃
了白花就等於是白菩提 吃了紅花就等於是紅菩提
另外三種壇城 三種壇城師尊也有對弟子這樣子做
過 是用觸灌頂 什麼是觸灌頂？以前觸灌頂跟現在的觸
灌頂不一樣 第三種灌頂稱為觸灌頂 身壇城第三種灌頂
是以接觸灌頂 古代的灌頂跟現在灌頂 現在的灌頂是以
毛筆觸他的口跟胸部跟密輪 但是 是以金身做代表 這
是第三個灌頂 叫做觸灌頂 身壇城第四個灌頂就是大圓
滿的灌頂 這是四個身壇城 自身四壇城 你要給人家灌
頂的上師你要懂 第一種灌頂瓶灌頂 第二種灌頂紅白花
灌頂 第三種灌頂觸灌頂 第四種灌頂大圓滿灌頂 那麼
壇城有四種 ﹁所求都能夠如實地獲得﹂ 你所祈求的灌
頂都能夠得到真實的灌頂 就是這個意思
﹁如如意寶珠﹂ 當然並不是完全講如意寶珠觀音
其實如意寶珠在天上才有 在人間是沒有 但是你祈求如
意寶珠觀音給你賜與的灌頂是如意寶珠灌頂 那麼我們如
意寶珠灌頂是白衣大士如意寶珠的灌頂 我在傳這個法的
時候 ××已經先傳 她已經先給人家灌頂 但是她的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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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菩薩 藥上菩薩 跟日光遍照菩薩 跟月光遍照
菩薩 跟十二藥叉神將 全部統統都顯現出來 剛
才我們在持咒的時候 虛空中藥師琉璃光如來跟所
有祂的侍者 跟所有的隨侍菩薩 全部下降在我的
身上 非常好 非常謝謝 我一看到藥師琉璃光如
來出現 藥王 藥上菩薩 還有日光遍照菩薩 月
光遍照菩薩 跟十二藥叉神將的時候 我就說：
﹁唉呀 我這個病一定會好 ﹂果然 它自己就好
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藥師琉璃光王佛 到現在
一直記憶猶新 看得最清楚的一次
所以我看到藥師佛 我是非常高興的 今天祂
當然也降臨在我們之中 希望大家有緣 以祂的甘
露水遍灑大家 讓大家的病能夠消除掉 有一些毛
病 希望能夠很快消除掉 因為祂有誓願 祂的誓
願就是 有病人如果祈求祂 祂自己發願的 祂希
望能夠消除眾生的病業 在藥師佛祂的大願當中
其中有一條就是要消除眾生所有的病 所以祂今天
是有降臨 如果你剛剛很仔細地觀察師尊的話 你
就知道來了好多尊 我自己的身體就變成祂的壇
城 有這麼好的現象 有這麼好的機緣 藥師琉璃
光王如來 我們很認真地在那邊持咒 祂降臨 非
常好 菩薩保佑我們 還有如來保佑我們 讓我們
身心都健康
我想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現在是
在壇城面前 而且藥師佛下降 降臨在我們壇城
我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蓮寧上師是我們
︿ True Buddha School ﹀的接班人 蓮寧上師他
今天回去臺灣 他說蓮寧上師把師尊扁了一頓 等
於是揍了一頓 暴打一頓 在壇城面前絕無虛言
佛菩薩降臨的時候絕無虛言 蓮寧上師連我的一根

藥師佛心咒：

的頂竅進入我的中脈 住在我的心葉蓮花上 這個時候也
叫做身壇城 也就是身壇城 我們目前現在來講 像︿西
雅圖雷藏寺﹀的這個壇城 我們稱為﹁雷藏寺的壇城﹂
如果下降在沙曼陀羅上叫做﹁沙壇城﹂ 下降在金身上叫
做﹁金身壇城﹂ 這個虛空智慧本尊下降在我身上 我變
成﹁身壇城﹂
以身壇城來灌頂眾生 這個叫做灌頂瓶 觀想所有身
壇城的諸尊進入灌頂瓶 祂們進入以後 像藥師琉璃光如
來進入裡面的水 然後放出祂的甘露 以這個瓶灌頂大
家 叫做灌頂 就是真實灌頂 這叫真實灌頂 如果藥師
琉璃光如來沒有進入瓶子裡面 放出祂的甘露水在灌頂瓶
裡面 這個灌頂叫做自來水灌頂 這個灌頂也是有 自來
水灌頂
所以每一個上師要注意這一件事情 你要給人家施灌
頂的時候 一定要祈請那個本尊進入灌頂瓶裡面 然後祂
從毛細孔裡面施放祂的甘露水 施放祂的法乳 施放祂的
法力在這個瓶子裡面 你給大家施灌頂 這個灌頂叫做真
實灌頂 若不如此 那你們要求什麼灌頂 我就拿一個
horse 裝上自來水 然後打開水龍頭 咻 就是灌頂 那
個是假的 假的上師 沒有觀想真正的如來進到灌頂瓶
給人家施灌頂那就是詐欺 你欺騙眾生 你到底有沒有功
力 自己變成身壇城 把弟子本身要受灌頂的 你都可以
施與他的灌頂 是最重要的
另外關於鬼變化的 鬼變化成為諸尊 下降到灌頂
瓶 然後給大家做灌頂 那個叫做鬼灌頂 那個很簡單
那個就是鬼灌頂 你自己當上師的認不出那個鬼；那個是
鬼或者是佛 是菩薩 是金剛 是護法 是空行 是諸
天 你認不出來 以為給人家是真實灌頂 那也是詐欺
詐騙集團 佛陀教我們 從來沒有鬼灌頂 大家知道的

爹雅他。嗡。別卡子也。別卡子也。媽哈別卡子也。
辣炸娑摩伽德黑。梭哈。

寒毛都沒有動過 蓮寧上師接班人暴打師尊 沒有
這一回事 而且根據報導說我是在︿卦山雷藏寺﹀
被暴打的 我 2014 年去過︿卦山雷藏寺﹀開光
他的寺廟落成我去開光 那一次開光以後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我都沒有去過︿卦
山雷藏寺﹀ 根本就沒有 ︿卦山雷藏寺﹀的蓮極
上師跟︿卦山雷藏寺﹀的所有的同門都知道
2014 年去開光以後
2015
2016
2017 都
沒有到︿卦山雷藏寺﹀ 我被暴打的地點 是在
︿卦山雷藏寺﹀被蓮寧上師打 我都沒有去過怎麼
會被打呢？請問 我沒有去過︿卦山雷藏寺﹀ 為
什麼會在︿卦山雷藏寺﹀被打呢？一定是鬼打鬼
除了這樣以外沒有話可以講 對不對？
好啦 第二件事 壇城之前絕無虛言 在報導
裡面講 蓮寧上師 師尊跟蓮店上師有三角關係
非常好玩的 告訴大家 我跟蓮店上師一點點關係
都沒有 今天在壇城之前喔 這是壇城 藥師琉璃
光佛下降 絕無虛言 我跟蓮店上師一點點 一絲
絲 一毫米什麼關係都沒有 這兩點我就是跟大家
講 就是這樣子 大家聽了 佛菩薩面前 諸尊面
前 藥師琉璃光如來面前 絕無虛言 所以奇怪
了 這些人製造謠言 也不想一想 也不查一查
我覺得很奇怪 不談了！談正經的 不正經的我們
不談
我們講︽道果︾ ︽道果︾寫到﹁第九 如如
意寶珠之教授：譬如安奉如意寶珠於幢頂而供養
便能滿足一切所求般 受持此金剛句偈所載 祈請
自身四壇城者 其暫時或究竟之一切所求亦能如實
獲得 是謂 ﹂什麼叫做身壇城？告訴大家 剛剛
藥師琉璃光如來下降在我身上 跟所有佛菩薩由我

從來沒有鬼灌頂 除非你壇城供鬼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供鬼是哪一個堂了 她給人家灌頂是不是鬼灌頂呢？她堂
都是供鬼 那就不對 跟這個就完全不一樣
﹁如意寶珠之教授﹂就是﹁安奉如意寶珠於幢頂而供
養 便能滿足一切所求般 受持此金剛句偈所載 祈請自
身四壇城者﹂ 什麼叫做四壇城？我們四壇城配四種灌
頂 一個講的是瓶灌頂 用瓶灌頂；第二種灌頂就是內法
灌頂 是氣脈 明點的灌頂 一般來講有時候氣脈明點
你修成氣脈 身體就像如意寶珠一樣 如意寶珠是什麼？
像水晶球一樣透明 完全沒有瑕疵 像水晶球一樣 那個
叫做灌頂 第二種壇城 布置壇城是花壇城 紅花跟白花
的壇城 布置好紅花 白花的壇城 那叫做內法灌頂 吃
了白花就等於是白菩提 吃了紅花就等於是紅菩提
另外三種壇城 三種壇城師尊也有對弟子這樣子做
過 是用觸灌頂 什麼是觸灌頂？以前觸灌頂跟現在的觸
灌頂不一樣 第三種灌頂稱為觸灌頂 身壇城第三種灌頂
是以接觸灌頂 古代的灌頂跟現在灌頂 現在的灌頂是以
毛筆觸他的口跟胸部跟密輪 但是 是以金身做代表 這
是第三個灌頂 叫做觸灌頂 身壇城第四個灌頂就是大圓
滿的灌頂 這是四個身壇城 自身四壇城 你要給人家灌
頂的上師你要懂 第一種灌頂瓶灌頂 第二種灌頂紅白花
灌頂 第三種灌頂觸灌頂 第四種灌頂大圓滿灌頂 那麼
壇城有四種 ﹁所求都能夠如實地獲得﹂ 你所祈求的灌
頂都能夠得到真實的灌頂 就是這個意思
﹁如如意寶珠﹂ 當然並不是完全講如意寶珠觀音
其實如意寶珠在天上才有 在人間是沒有 但是你祈求如
意寶珠觀音給你賜與的灌頂是如意寶珠灌頂 那麼我們如
意寶珠灌頂是白衣大士如意寶珠的灌頂 我在傳這個法的
時候 ××已經先傳 她已經先給人家灌頂 但是她的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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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就是用﹃白衣大士神咒﹄給大家灌頂 後來我在灌頂的
時候再加上寶珠的咒語 就是﹁覺知 覺知 覺知 ﹂灌
頂 那時候她還到西雅圖來問我：﹁為什麼祢要加上覺知
覺知覺知？﹂我就反問她：﹁為什麼妳要先傳？﹂先給人
家灌頂 師父都還沒有傳的 妳先給人家灌頂！﹁白衣大
士如意寶珠灌頂﹂是﹃白衣大士神咒﹄加上寶珠 才可以
給人家灌頂 她好像是給人家灌了白衣大士的灌頂 但是
如意寶珠她沒有辦法給人家做灌頂 因為我在後來再加上
了寶珠的咒語 就是這樣 這是今天講的這個︽道果︾
講個笑話吧！昨天中午就我和姪兒兩個人在家 他跟
我說：﹁姑姑 今天下午要停電 我們把冰箱裡那兩塊蛋
糕還有冰淇淋吃了吧！﹂我想想也是 不吃說不定會壞
掉 就拿出來 我們兩個就把它吃了 吃完突然想起來問
他：﹁你怎麼知道今天下午停電的？﹂他拍著肚子摸摸嘴
說：﹁我猜的 ﹂這裡有一個現實的笑話 ××她講師母
得了乳癌 然後她去化療 而且把一個乳房切掉了 我跟
師母結婚四十五年 妳有沒有聽說 妳的乳房一半切掉
了 而且是乳癌 她接受化療 還動大手術把乳房切掉
××說的 我不相信 因為我跟她四十五年 從來沒有聽
說過她患有乳癌啊！××怎麼會這樣子講呢？講說她一半
的乳被切掉了？
喔！說她有乳癌 切掉一半 我還把她救回來 好！
哪裡 師母才慈悲呢！我很壞！錯了！我跟她結婚四十五
年 未曾聽過說她有乳癌 而且她的乳房好好的 只是年
紀大了難免會鬆掉 不是切掉 這個笑話就證明了﹁她猜
的﹂ 這個﹁猜﹂妳怎麼可以公開講啊？對不對？亂講一
通 沒有證實之前妳就亂講 妳是用猜的 不然就是鬼
話 妳跟鬼最有緣了 講的就是鬼話嘛！那我沒有辦法
妳講鬼話我有什麼辦法 我哪裡敢跟妳辯 我跟鬼辯？沒
有的事 沒有這回事 亂七八糟亂講 我告訴妳 乳癌是

要化療 頭髮是要掉光 師母有掉過頭髮嗎？師母的頭髮
還是真實的喔！你拉看看 吹牛也不能這樣子吹呀！對不
對？牛都給妳吹上天了！這個真是 我們講︽道果︾ 是
真實語 是畢瓦巴本身作的 佛經裡面有譯者 有翻譯過
來的人 密教的典籍全部有作者 佛經是阿難尊者聽了
大家同意 結集起來的 那個叫做佛經 密教的經典是祖
師爺所傳的 當然也有很多的佛法在裡面 畢瓦巴作的
薩迦班智達翻譯的 現在是師尊給大家解說 都是有來歷
的 不能隨口亂講的 隨便亂講就不對了
在一個公車上面 忽然感到屁股上被誰摸了一下 回
頭一看 兩個漂亮的妹妹 其中一個見我回頭 衝我甜甜
一笑 我立即用笑回應她 心裡面美滋滋的 這個時候只
聽另一個妹妹說：﹁妹妹 妳能不能改掉隨處擦鼻屎的壞
習慣？﹂因為另外一個妹妹她有隨處擦鼻屎的習慣 有鼻
屎擤出來 在人家屁股上擦 欸！我們盼望××不要隨時
隨地擦鼻屎 擦在任何人身上 這本來當師尊的 我是師
尊 盧師尊 我經常稱呼自己叫盧師尊 ××她很喜歡講
別人 她從來不講自己 她有沒有講過自己呀？啊 也有
啦！她修行了三千萬年 呵呵 講自己 這個古雲講的
她修行了三千萬年 但是妳自己的師尊是不能妄測 有一
條說﹁你不要妄測你自己的上師﹂ 妳講盧師尊 她也講
了很多年 這個春暉也聽到了 副校長也聽到了 她是
講：﹁盧師尊只能夠活到七十三歲 祂就要叮叮 ﹂欸
我剛剛活了七十三歲耶 剛剛做完生日的 PARTY
給妳一
講我心中就有陰影 我只能夠活到七十三歲？是妳在公眾
的時候講出來 講了很多年 講了五年以上 蛤？八年
哪？講了八年哪？原來她八年前就會擤鼻涕到處亂擦 連
師父妳也擦我的屁股啊？
對不對 不能夠妄測祂的境界到哪裡 妳說我只能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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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就是用﹃白衣大士神咒﹄給大家灌頂 後來我在灌頂的
時候再加上寶珠的咒語 就是﹁覺知 覺知 覺知 ﹂灌
頂 那時候她還到西雅圖來問我：﹁為什麼祢要加上覺知
覺知覺知？﹂我就反問她：﹁為什麼妳要先傳？﹂先給人
家灌頂 師父都還沒有傳的 妳先給人家灌頂！﹁白衣大
士如意寶珠灌頂﹂是﹃白衣大士神咒﹄加上寶珠 才可以
給人家灌頂 她好像是給人家灌了白衣大士的灌頂 但是
如意寶珠她沒有辦法給人家做灌頂 因為我在後來再加上
了寶珠的咒語 就是這樣 這是今天講的這個︽道果︾
講個笑話吧！昨天中午就我和姪兒兩個人在家 他跟
我說：﹁姑姑 今天下午要停電 我們把冰箱裡那兩塊蛋
糕還有冰淇淋吃了吧！﹂我想想也是 不吃說不定會壞
掉 就拿出來 我們兩個就把它吃了 吃完突然想起來問
他：﹁你怎麼知道今天下午停電的？﹂他拍著肚子摸摸嘴
說：﹁我猜的 ﹂這裡有一個現實的笑話 ××她講師母
得了乳癌 然後她去化療 而且把一個乳房切掉了 我跟
師母結婚四十五年 妳有沒有聽說 妳的乳房一半切掉
了 而且是乳癌 她接受化療 還動大手術把乳房切掉
××說的 我不相信 因為我跟她四十五年 從來沒有聽
說過她患有乳癌啊！××怎麼會這樣子講呢？講說她一半
的乳被切掉了？
喔！說她有乳癌 切掉一半 我還把她救回來 好！
哪裡 師母才慈悲呢！我很壞！錯了！我跟她結婚四十五
年 未曾聽過說她有乳癌 而且她的乳房好好的 只是年
紀大了難免會鬆掉 不是切掉 這個笑話就證明了﹁她猜
的﹂ 這個﹁猜﹂妳怎麼可以公開講啊？對不對？亂講一
通 沒有證實之前妳就亂講 妳是用猜的 不然就是鬼
話 妳跟鬼最有緣了 講的就是鬼話嘛！那我沒有辦法
妳講鬼話我有什麼辦法 我哪裡敢跟妳辯 我跟鬼辯？沒
有的事 沒有這回事 亂七八糟亂講 我告訴妳 乳癌是

要化療 頭髮是要掉光 師母有掉過頭髮嗎？師母的頭髮
還是真實的喔！你拉看看 吹牛也不能這樣子吹呀！對不
對？牛都給妳吹上天了！這個真是 我們講︽道果︾ 是
真實語 是畢瓦巴本身作的 佛經裡面有譯者 有翻譯過
來的人 密教的典籍全部有作者 佛經是阿難尊者聽了
大家同意 結集起來的 那個叫做佛經 密教的經典是祖
師爺所傳的 當然也有很多的佛法在裡面 畢瓦巴作的
薩迦班智達翻譯的 現在是師尊給大家解說 都是有來歷
的 不能隨口亂講的 隨便亂講就不對了
在一個公車上面 忽然感到屁股上被誰摸了一下 回
頭一看 兩個漂亮的妹妹 其中一個見我回頭 衝我甜甜
一笑 我立即用笑回應她 心裡面美滋滋的 這個時候只
聽另一個妹妹說：﹁妹妹 妳能不能改掉隨處擦鼻屎的壞
習慣？﹂因為另外一個妹妹她有隨處擦鼻屎的習慣 有鼻
屎擤出來 在人家屁股上擦 欸！我們盼望××不要隨時
隨地擦鼻屎 擦在任何人身上 這本來當師尊的 我是師
尊 盧師尊 我經常稱呼自己叫盧師尊 ××她很喜歡講
別人 她從來不講自己 她有沒有講過自己呀？啊 也有
啦！她修行了三千萬年 呵呵 講自己 這個古雲講的
她修行了三千萬年 但是妳自己的師尊是不能妄測 有一
條說﹁你不要妄測你自己的上師﹂ 妳講盧師尊 她也講
了很多年 這個春暉也聽到了 副校長也聽到了 她是
講：﹁盧師尊只能夠活到七十三歲 祂就要叮叮 ﹂欸
我剛剛活了七十三歲耶 剛剛做完生日的 PARTY
給妳一
講我心中就有陰影 我只能夠活到七十三歲？是妳在公眾
的時候講出來 講了很多年 講了五年以上 蛤？八年
哪？講了八年哪？原來她八年前就會擤鼻涕到處亂擦 連
師父妳也擦我的屁股啊？
對不對 不能夠妄測祂的境界到哪裡 妳說我只能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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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胡扯 其實都是假的 當然很多事情也是很難說
啦！有些事情真的是真假難辨 真的跟假的非常難分辨
因為你看那個法官在法座上 在高高的座椅上跟底下犯
人：﹁你怎麼可以印假鈔？﹂犯人回答：﹁因為我不會印
真鈔啊！﹂因為他根本不會真的嘛！師尊的四個上師﹁了
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也就是德松仁波切 十六世大寶
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都是真實的 所以真實
的傳承流在真實的師尊上面 然後師尊再給大家
現在問××：﹁妳的傳承在哪裡？妳的護摩包壇 誰
教妳護摩？妳的咒語是誰教的？妳的護摩是誰教的？妳有
沒有想一想？﹂我告訴你 當初德松仁波切要教我的時
候 教一個咒語我都要聽很久 花教有﹁十三金法﹂ 薩
迦教有﹁十三金法﹂ 德松仁波切薩迦證空上師就一一這
樣子教我 我﹁十三金法﹂還沒有講很多呢！還沒有真正
傳授過呢！妳懂得﹁薩迦十三金法﹂嗎？現在網路上可能
都會有 點一下可能網路都會有 那不是真正的傳承 妳
需要再去另外拜其他的上師 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傳承 然
後把妳的鬼收掉 好好地修真正的密法 不要再用鬼話去
唬人
有哦 ﹁薩迦十三金法﹂ 我知道 網路有 是沒有
錯 但是那個不叫做傳承 你必須要接受真實的灌頂 才
能夠學﹁薩迦十三金法﹂ 真的 其中還有很多口訣 並
不是說網路上有 就把它拿來用就對了 不對的 密教所
謂的傳承 一定要有師父教 師父給你身壇城的灌頂 四
種身壇城的灌頂 另外很多壇城的灌頂 要怎麼做都是在
這裡面 這才是真實的 這個叫真實的灌頂 真實的傳授
真實的佛法
有一個婦人問賣海鮮的：﹁這個蝦子新鮮不新鮮？﹂
賣蝦子的老頭講：﹁新鮮的 妳看 不是活著的嗎？﹂那

活七十三歲 我心中毛毛的 真的 我回去拼命找我的抽
屜 知道嗎？我在找什麼？找一張比較英俊瀟灑的照片出
來 比較年輕的 將來可以掛在我的靈堂 妳講我七十三
歲啊 那我今年剛好七十三哪！我怕死了 我要請妳包
壇 呵呵 請問包一壇多少錢哪？蛤 十萬美金哪？最少
三萬 最多十萬！美金喔！那我包不起了 我自己做護
摩 問題是這樣子喔 我每個禮拜天在山莊做護摩 我告
訴你喔 了不起合起來 眾人主祈報名一大堆的所有全部
收起來 外幣 內幣 美金 全部收起來 一萬吧？勉強
才一萬而已喔！還是妳包壇好賺哪 我都不敢給人家包
壇 因為師父教我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錢 如果我包壇的
話 你給我十塊錢美金 那我不是虧死了 我買供品都不
夠啊！唉 坦白說啦 我每一次問佛菩薩 問說我到底能
夠活幾歲 我認真地問祂 祂都不回答我 祂只跟我講：
﹁壽命都有定數 無常一到祢就知道了 而且會事先告訴
祢 ﹂到現在為止 值日功曹神都還沒有下降告訴我 祂
會寫一個大字﹁幾年幾月幾日就是祢往生的日子﹂ 會寫
給我看 我還沒有接到通知 所以對不起 不要到處去聽
鬼話 以鬼話為真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學佛的 聽佛菩薩的 這個叫聖言量 聖言量有
三種 釋迦牟尼佛講的經典 釋迦牟尼佛講的戒律 所有
的祖師爺所寫的論 這三者就叫聖言量 沒有拜鬼 說的
這一樣 把鬼話當成聖言量 妳有沒有搞錯？妳把鬼話當
成聖言量 搞錯了！對不對？那個鬼還掛金牌呢！她的五
個鬼頭目黃金泉 林良之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小林
這五個鬼頭目都還掛著金牌呢！妳是聽佛菩薩的聖言量還
是聽鬼的鬼話？釋迦牟尼佛都沒有叫妳拜鬼 妳拜鬼？有
沒有搞錯啊？你們查她的網路 還有鬼的形象在 梳著武
士頭 日本的鬼 拿武士刀 拿著槍鏢 好恐怖
有一天 一個朋友來找老霍說：﹁老霍啊！我想借你

個婦人回答：﹁但是你也活著啊！﹂同樣都是活著 一個
是真實地活著 一個是假地活 奇怪了 師尊怎麼講這一
句話？你要活在真實當中啊！我們學佛就是要真實的活
你沒有真實的活 你用假的佛來騙人 那就是詐騙集團
啊！所以 這一點是很重要
時下的商家流行買一送一的促銷方式 買一包大袋的
洗衣粉送一小包的洗髮精 買一桶油送一小瓶油 買一大
箱的牛奶也送一盒牛奶糖 就連棺材店也不例外 買一個
大棺材送一個小棺材 當然不能完全去比照這樣子送法
有些東西是不能送 今天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
也有一個很好的喜事 他今天沒有來
Harry 跟依萱他們
星期四在溫哥華結婚了 那麼現在人在哪裡？在洛杉磯？
去洛杉磯 L.A. 去曬太陽 不會吧？不會去曬太陽 他們
去蜜月旅行 這是喜事 告訴大家 他是幾月幾號要福
證？到我們雷藏寺來福證？禮拜天 在山莊福證 下個禮
拜天在山莊 師尊要給他們福證 師尊跟師母會送禮給他
們 有人要送禮給他們 我們在那天再一起送禮給他們
這是喜慶之事 是好事 不能老是講××的壞事 也要講
一點好事 這樣子才會平衡
今天晚上我主要是跟大家講﹁如意寶珠的教授﹂ 也
就是講你有真實的信仰 真實的功德 我的師父跟我講
最大的功德是什麼？是根本上師教你做的功課 教你每一
天修法 你都有完成 那個就是最大的功德 所以功德不
是用錢去買來的 大家不要誤會 功德絕不是用錢去買來
的 功德是佛菩薩的東西 你能夠運用在你自己身上 根
本上師傳授的法 你有如實地修行就是最大的功德！這個
就是我師父本身所教的 大家就好好地珍惜 嗡嘛呢唄咪
吽

的驢 ﹂老霍說：﹁已經借給別人了 ﹂他剛說完 驢就
叫了 ﹁老霍 我聽到驢叫 ﹂老霍對他的朋友說：﹁你
是相信我的話 還是相信驢的話？﹂現在我告訴××：
﹁妳是相信佛菩薩的聖言量呢？還是相信妳的鬼話？﹂學
佛就是要相信聖言量 經律論 ︽道果︾就是論 畢瓦巴
作的 妳到底要相信誰的話？很多人喜歡相信鬼話 聽鬼
講話？妳就去信吧！那已經不是宗教了 不是佛教了 佛
教裡面有這五個嗎？沒有的 所以聖言量比較重要 我們
學的是學佛 學佛講的話 學佛的戒律 另外再學祖師爺
留下來的東西 就叫聖言量 其他的明天再講吧！
再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午飯的時候 老媽跟老爸說：
﹁我想讓女兒去學鋼琴或者小提琴 提高一下自身的氣
質 ﹂老爸說：﹁那麼複雜的樂器她學不會的 不如讓她
去學敲木魚好了 ﹂木魚跟樂器是有別的 我是認為 我
們學樂器是非常好的 真的 自己能夠懂得一種樂器 我
也很喜歡哪！師尊喜歡什麼？師尊很喜歡吉他 因為你學
會鋼琴 你只能夠把鋼琴搬上舞臺 然後彈給大眾聽 那
種機會是很少 除非你是學得非常精哪！不然 你只能夠
自娛自樂 在家裡彈給自己聽 吉他 我喜歡 揹著一個
吉他 然後帶著我的女朋友 周遊世界 然後高興的時候
彈一個吉他 讓自己高興 也讓女朋友高興 人生這樣多
麼地愜意 退休的時候就揹著一個吉他 帶著我的女朋
友 不可以的 要帶著師母 到世界去遨遊 全世界走透
透 地球給它走遍 退休的時候 多快樂的事情 那個時
候 師尊就不用再聽鬼話了
給老婆買了件假的皮草 穿上的時候 大把大把地掉
毛 老婆一看 非常不爽：﹁老實交代你給我買的皮草是
不是假的？為什麼會掉毛？﹂我回答：﹁可能買的不是時
候 趕上了那個動物在脫毛的時期 ﹂告訴大家 真的就
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妳怎麼胡扯 我都看出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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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胡扯 其實都是假的 當然很多事情也是很難說
啦！有些事情真的是真假難辨 真的跟假的非常難分辨
因為你看那個法官在法座上 在高高的座椅上跟底下犯
人：﹁你怎麼可以印假鈔？﹂犯人回答：﹁因為我不會印
真鈔啊！﹂因為他根本不會真的嘛！師尊的四個上師﹁了
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也就是德松仁波切 十六世大寶
法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都是真實的 所以真實
的傳承流在真實的師尊上面 然後師尊再給大家
現在問××：﹁妳的傳承在哪裡？妳的護摩包壇 誰
教妳護摩？妳的咒語是誰教的？妳的護摩是誰教的？妳有
沒有想一想？﹂我告訴你 當初德松仁波切要教我的時
候 教一個咒語我都要聽很久 花教有﹁十三金法﹂ 薩
迦教有﹁十三金法﹂ 德松仁波切薩迦證空上師就一一這
樣子教我 我﹁十三金法﹂還沒有講很多呢！還沒有真正
傳授過呢！妳懂得﹁薩迦十三金法﹂嗎？現在網路上可能
都會有 點一下可能網路都會有 那不是真正的傳承 妳
需要再去另外拜其他的上師 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傳承 然
後把妳的鬼收掉 好好地修真正的密法 不要再用鬼話去
唬人
有哦 ﹁薩迦十三金法﹂ 我知道 網路有 是沒有
錯 但是那個不叫做傳承 你必須要接受真實的灌頂 才
能夠學﹁薩迦十三金法﹂ 真的 其中還有很多口訣 並
不是說網路上有 就把它拿來用就對了 不對的 密教所
謂的傳承 一定要有師父教 師父給你身壇城的灌頂 四
種身壇城的灌頂 另外很多壇城的灌頂 要怎麼做都是在
這裡面 這才是真實的 這個叫真實的灌頂 真實的傳授
真實的佛法
有一個婦人問賣海鮮的：﹁這個蝦子新鮮不新鮮？﹂
賣蝦子的老頭講：﹁新鮮的 妳看 不是活著的嗎？﹂那

活七十三歲 我心中毛毛的 真的 我回去拼命找我的抽
屜 知道嗎？我在找什麼？找一張比較英俊瀟灑的照片出
來 比較年輕的 將來可以掛在我的靈堂 妳講我七十三
歲啊 那我今年剛好七十三哪！我怕死了 我要請妳包
壇 呵呵 請問包一壇多少錢哪？蛤 十萬美金哪？最少
三萬 最多十萬！美金喔！那我包不起了 我自己做護
摩 問題是這樣子喔 我每個禮拜天在山莊做護摩 我告
訴你喔 了不起合起來 眾人主祈報名一大堆的所有全部
收起來 外幣 內幣 美金 全部收起來 一萬吧？勉強
才一萬而已喔！還是妳包壇好賺哪 我都不敢給人家包
壇 因為師父教我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錢 如果我包壇的
話 你給我十塊錢美金 那我不是虧死了 我買供品都不
夠啊！唉 坦白說啦 我每一次問佛菩薩 問說我到底能
夠活幾歲 我認真地問祂 祂都不回答我 祂只跟我講：
﹁壽命都有定數 無常一到祢就知道了 而且會事先告訴
祢 ﹂到現在為止 值日功曹神都還沒有下降告訴我 祂
會寫一個大字﹁幾年幾月幾日就是祢往生的日子﹂ 會寫
給我看 我還沒有接到通知 所以對不起 不要到處去聽
鬼話 以鬼話為真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學佛的 聽佛菩薩的 這個叫聖言量 聖言量有
三種 釋迦牟尼佛講的經典 釋迦牟尼佛講的戒律 所有
的祖師爺所寫的論 這三者就叫聖言量 沒有拜鬼 說的
這一樣 把鬼話當成聖言量 妳有沒有搞錯？妳把鬼話當
成聖言量 搞錯了！對不對？那個鬼還掛金牌呢！她的五
個鬼頭目黃金泉 林良之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小林
這五個鬼頭目都還掛著金牌呢！妳是聽佛菩薩的聖言量還
是聽鬼的鬼話？釋迦牟尼佛都沒有叫妳拜鬼 妳拜鬼？有
沒有搞錯啊？你們查她的網路 還有鬼的形象在 梳著武
士頭 日本的鬼 拿武士刀 拿著槍鏢 好恐怖
有一天 一個朋友來找老霍說：﹁老霍啊！我想借你

個婦人回答：﹁但是你也活著啊！﹂同樣都是活著 一個
是真實地活著 一個是假地活 奇怪了 師尊怎麼講這一
句話？你要活在真實當中啊！我們學佛就是要真實的活
你沒有真實的活 你用假的佛來騙人 那就是詐騙集團
啊！所以 這一點是很重要
時下的商家流行買一送一的促銷方式 買一包大袋的
洗衣粉送一小包的洗髮精 買一桶油送一小瓶油 買一大
箱的牛奶也送一盒牛奶糖 就連棺材店也不例外 買一個
大棺材送一個小棺材 當然不能完全去比照這樣子送法
有些東西是不能送 今天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
也有一個很好的喜事 他今天沒有來
Harry 跟依萱他們
星期四在溫哥華結婚了 那麼現在人在哪裡？在洛杉磯？
去洛杉磯 L.A. 去曬太陽 不會吧？不會去曬太陽 他們
去蜜月旅行 這是喜事 告訴大家 他是幾月幾號要福
證？到我們雷藏寺來福證？禮拜天 在山莊福證 下個禮
拜天在山莊 師尊要給他們福證 師尊跟師母會送禮給他
們 有人要送禮給他們 我們在那天再一起送禮給他們
這是喜慶之事 是好事 不能老是講××的壞事 也要講
一點好事 這樣子才會平衡
今天晚上我主要是跟大家講﹁如意寶珠的教授﹂ 也
就是講你有真實的信仰 真實的功德 我的師父跟我講
最大的功德是什麼？是根本上師教你做的功課 教你每一
天修法 你都有完成 那個就是最大的功德 所以功德不
是用錢去買來的 大家不要誤會 功德絕不是用錢去買來
的 功德是佛菩薩的東西 你能夠運用在你自己身上 根
本上師傳授的法 你有如實地修行就是最大的功德！這個
就是我師父本身所教的 大家就好好地珍惜 嗡嘛呢唄咪
吽

的驢 ﹂老霍說：﹁已經借給別人了 ﹂他剛說完 驢就
叫了 ﹁老霍 我聽到驢叫 ﹂老霍對他的朋友說：﹁你
是相信我的話 還是相信驢的話？﹂現在我告訴××：
﹁妳是相信佛菩薩的聖言量呢？還是相信妳的鬼話？﹂學
佛就是要相信聖言量 經律論 ︽道果︾就是論 畢瓦巴
作的 妳到底要相信誰的話？很多人喜歡相信鬼話 聽鬼
講話？妳就去信吧！那已經不是宗教了 不是佛教了 佛
教裡面有這五個嗎？沒有的 所以聖言量比較重要 我們
學的是學佛 學佛講的話 學佛的戒律 另外再學祖師爺
留下來的東西 就叫聖言量 其他的明天再講吧！
再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午飯的時候 老媽跟老爸說：
﹁我想讓女兒去學鋼琴或者小提琴 提高一下自身的氣
質 ﹂老爸說：﹁那麼複雜的樂器她學不會的 不如讓她
去學敲木魚好了 ﹂木魚跟樂器是有別的 我是認為 我
們學樂器是非常好的 真的 自己能夠懂得一種樂器 我
也很喜歡哪！師尊喜歡什麼？師尊很喜歡吉他 因為你學
會鋼琴 你只能夠把鋼琴搬上舞臺 然後彈給大眾聽 那
種機會是很少 除非你是學得非常精哪！不然 你只能夠
自娛自樂 在家裡彈給自己聽 吉他 我喜歡 揹著一個
吉他 然後帶著我的女朋友 周遊世界 然後高興的時候
彈一個吉他 讓自己高興 也讓女朋友高興 人生這樣多
麼地愜意 退休的時候就揹著一個吉他 帶著我的女朋
友 不可以的 要帶著師母 到世界去遨遊 全世界走透
透 地球給它走遍 退休的時候 多快樂的事情 那個時
候 師尊就不用再聽鬼話了
給老婆買了件假的皮草 穿上的時候 大把大把地掉
毛 老婆一看 非常不爽：﹁老實交代你給我買的皮草是
不是假的？為什麼會掉毛？﹂我回答：﹁可能買的不是時
候 趕上了那個動物在脫毛的時期 ﹂告訴大家 真的就
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妳怎麼胡扯 我都看出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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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如點金劑之教授
是因為能將任何一切皆轉 成禪定與道
四壇城轉為四身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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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今天護摩的主尊﹁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敬禮喜金
剛及無我母 八大空行母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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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
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峻耀醫師 臺北市議員
闕梅莎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
玫宣師姐 印尼雅加達企業家姚志龍伉儷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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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七月二號下午三點是﹁愛
染明王護摩法會﹂ 愛染明王大家都知道 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有兩個敬愛尊 一尊就是愛染明王 一
尊就是咕嚕咕咧佛母 愛染明王是紅色的 咕嚕咕咧佛母
也是紅色的 愛染明王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敬愛尊 祈請
愛染明王 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一尊是最有威力的 報名

不報名由你自己決定 家庭圓滿也是這一尊 感情很順利
也是這一尊 終成眷屬也是這一尊 很重要的一尊 希望
大家能夠踴躍參加 而且參加主祈是最好的 在臺灣主祈
愛染明王 幾乎每一次 當主祈的有六百多位 在這裡如
果有六十位就謝天謝地了
其實 今天這一尊喜金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尊 喜金
剛 因為師尊把喜金剛寫成︽大樂中的空性：喜金剛講
義︾ 這一尊是所有五大金剛法 第一尊出現的 就是喜
金剛 喜金剛祂的咒語是：﹁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祂一共有八個臉 有十六個手
臂 有四隻腳 全身是藍青色的 非常忿怒的相 四個腳
踩著四魔 四魔也就是天魔 所有魔界最高的就是天魔
踩著天魔；另外五蘊魔 五蘊魔可以講是｜色 受 想
行 識 ﹁色受想行識﹂稱為五蘊魔；另外祂踩著煩惱
魔 也就是降伏所有的煩惱 降伏所有的障礙；天魔 五
蘊魔跟煩惱魔 還有第四個就是死魔 祂有起死回生的一
種力量 可以抗拒死魔 這個死魔也踩在腳底下 手持的
法器本身有很多的動物 大白象 黃地天│也就是大地
青色馬 白水神│水神 紅色的驢 紅火神 紅色的牛跟
青風神 地水火風都在祂的掌控之中；還有灰駝 所有的
動物 灰色的駝 白月天│就是月亮 紅人 紅日天 紅
人一般來講是講藏人 另外還有講像所有的原住民 都稱
為紅人 紅日天︱日天 月天 日月 天地 地 水
火 風 還有拿著青獅│獅子 青獄帝就是地獄的神 赤
色的貓│紅色的貓跟黃施財 就是黃財神 這十六個手臂
所持之物象徵能夠除掉一切的疾病 鎮一切的惡獸 兇惡
的野獸都能夠鎮住 能夠除一切的疾病 能夠施一切的財
寶 能夠證明八大自在 可以掌控天地日月
像今天天氣非常地熱 西雅圖很少有這麼熱的天氣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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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能將任何一切皆轉成 禪定與 道
四壇城轉為四身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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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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今天護摩的主尊﹁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敬禮喜金
剛及無我母 八大空行母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各位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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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
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峻耀醫師 臺北市議員
闕梅莎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
玫宣師姐 印尼雅加達企業家姚志龍伉儷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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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七月二號下午三點是﹁愛
染明王護摩法會﹂ 愛染明王大家都知道 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有兩個敬愛尊 一尊就是愛染明王 一
尊就是咕嚕咕咧佛母 愛染明王是紅色的 咕嚕咕咧佛母
也是紅色的 愛染明王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敬愛尊 祈請
愛染明王 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一尊是最有威力的 報名

不報名由你自己決定 家庭圓滿也是這一尊 感情很順利
也是這一尊 終成眷屬也是這一尊 很重要的一尊 希望
大家能夠踴躍參加 而且參加主祈是最好的 在臺灣主祈
愛染明王 幾乎每一次 當主祈的有六百多位 在這裡如
果有六十位就謝天謝地了
其實 今天這一尊喜金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尊 喜金
剛 因為師尊把喜金剛寫成︽大樂中的空性：喜金剛講
義︾ 這一尊是所有五大金剛法 第一尊出現的 就是喜
金剛 喜金剛祂的咒語是：﹁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祂一共有八個臉 有十六個手
臂 有四隻腳 全身是藍青色的 非常忿怒的相 四個腳
踩著四魔 四魔也就是天魔 所有魔界最高的就是天魔
踩著天魔；另外五蘊魔 五蘊魔可以講是｜色 受 想
行 識 ﹁色受想行識﹂稱為五蘊魔；另外祂踩著煩惱
魔 也就是降伏所有的煩惱 降伏所有的障礙；天魔 五
蘊魔跟煩惱魔 還有第四個就是死魔 祂有起死回生的一
種力量 可以抗拒死魔 這個死魔也踩在腳底下 手持的
法器本身有很多的動物 大白象 黃地天│也就是大地
青色馬 白水神│水神 紅色的驢 紅火神 紅色的牛跟
青風神 地水火風都在祂的掌控之中；還有灰駝 所有的
動物 灰色的駝 白月天│就是月亮 紅人 紅日天 紅
人一般來講是講藏人 另外還有講像所有的原住民 都稱
為紅人 紅日天︱日天 月天 日月 天地 地 水
火 風 還有拿著青獅│獅子 青獄帝就是地獄的神 赤
色的貓│紅色的貓跟黃施財 就是黃財神 這十六個手臂
所持之物象徵能夠除掉一切的疾病 鎮一切的惡獸 兇惡
的野獸都能夠鎮住 能夠除一切的疾病 能夠施一切的財
寶 能夠證明八大自在 可以掌控天地日月
像今天天氣非常地熱 西雅圖很少有這麼熱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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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切法；祂的壽命無量；身遍諸處 猶如虛空 像虛空
一樣的 遍滿整個虛空 這是八大自在 師尊剛才含了一
口酒 灑向供品 就等於師尊本身射出的 用酒當成雨一
樣 變成雨箭 變成酒的箭 把所有一切的魔障全部消除
掉 這是我今天護摩所做的 希望魔障能夠消除 不能再
殘害我們善良的這些眾生 不可以再殘害這些善良的︿真
佛宗﹀弟子 佛弟子 眾生 不可以再殘害 我們今天做
的護摩本身有這樣的意義在裡面
今天再跟大家談一談︽道果︾：﹁如點金劑之教授
用一兩的點金劑能令千兩之凡鐵變成黃金 若能知﹃道﹄
之要訣 則任何一切皆轉成禪定與道 能將四壇城轉為四
身之故 是謂 ﹃語經典﹄者 於佛化身至尊金剛無我母
之教授 瑜伽大自在︵畢瓦巴︶為利他故 請問而隨獲開
許 言簡意賅講示本頌金剛句偈 是為﹃語經典﹄ 總
之 此金剛句偈如三藏真性之如意寶珠 由金剛持的教
示 無多寡 無增減而記 是說其義 ﹂也就是這一本
︽道果︾是畢瓦巴所講的 祂本身的開示 就是金剛的
句 也就是語經典 用語言來教化眾生的經典 也是畢瓦
巴本身所寫出來 所教化的經典 它裡面就談到所謂﹁語
經典﹂就是用口講出來的 用語言講出來的 這個經典就
像三藏真性之如意寶珠 跟三藏是一樣的 是很如意的
是一種珍寶 由金剛持教示 金剛持可以講金剛薩埵 金
剛持尊者可以講阿達爾瑪佛 這種教授就是用很簡單的點
金術 讓所有的一般的凡夫變成聖人 很簡單的 用簡單
的點金術 讓鐵變成黃金 用很簡單的方法 讓所有的眾
生變成聖賢 如果能知道﹁道﹂之要訣 ﹁道﹂有一個要
訣在裡面 則任何一切皆轉成禪定與道
禪定哪 今天我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一位神會禪師
去見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問他：﹁你從哪裡來？﹂神會禪

但事實上 你如果修喜金剛 祂手上拿著嘎巴拉很好認
識 所有的金剛神裡面 只有一尊手上拿著嘎巴拉的 祂
的手全部拿著嘎巴拉 嘎巴拉上面都有所有動物跟日月天
地 都在祂的掌控中 像這麼熱的天氣 只要迎請喜金
剛 然後把紅日天 紅日天太陽稍微推遠一點點 不要推
太多 推太多就變成寒冰地獄 就會很冷 地獄有八熱八
冷 八寒跟八熱 一共十六個大地獄 是八冷八熱 我們
把它推遠一點 剛剛好的時候 太陽就不會太熱也不會太
冷 在天上界沒有這種現象 ﹁熱﹂呢熱得要死 ﹁冷﹂
冷得要死 天上界是沒有的 天上界是永遠都是很平和
的 而且天界都是沒有污染的 沒有霧霾
PM2.5
沙
塵暴 都不會有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在天界是沒有的 我
們只要把地球變成像天界一樣的這種氣候 就不會受寒也
不會受熱 像這麼熱的天氣 應該叫喜金剛把太陽稍微推
遠一點點 讓我們住西雅圖的能夠過很好的日子 每天都
很清涼 非常舒服 今天特別熱 希望喜金剛能夠發威
這個很重要的
祂身體裡面綁了好多的人頭 祂可以降伏四魔 四魔
都是很大的 天魔 五蘊魔 煩惱魔 死魔 都是很大的
魔 至於那些魑魅魍魎 那些鬼怪 等於是喜金剛的垃圾
一樣 一下子就全部統統都沒有了 我們期望喜金剛能夠
發大威力 下很大雨 每一個雨點都是一支箭 把所有不
吉祥的東西全部一下子了結掉 喜金剛也是敬愛尊喔！因
為祂擁抱著﹁無我母﹂ 還有八大明妃在周圍 就是八大
空行母在祂的周圍 祂有﹁八大自在﹂ 八大自在是什麼
呢？身體化為多身 身外化身 可以變成很多尊的；祂能
夠身滿大千世界 祂的身體能夠把大千世界全部統統都充
滿；祂是可以來可以去 很自在地神行；祂的身體可以化
成無量 常居淨土；地水火風變化 祂都可以變來變去；

師就講了一句話：﹁我沒有從哪裡來 我不從哪裡來 ﹂
六祖慧能又問他：﹁你到哪裡去啊？﹂ 他講了一句話：
﹁我既然沒有來 當然沒有去 ﹂這個意思很深喔！然後
六祖慧能就拿祂的禪杖打了神會禪師 在古代師父打弟
子 是可以打的 神會後來也是六祖慧能的弟子 祂打了
他 用禪杖打了他 六祖慧能問：﹁你痛不痛啊？﹂他講
了一句話：﹁覺受是痛 其實是不痛 ﹂覺受是痛 其實
是不痛 神會同樣地在問六祖慧能：﹁那祢在禪定裡面
見還是不見哪？﹂祢見到什麼還是沒有見到什麼？六祖慧
能一樣回答他：﹁見與不見 有見有不見 ﹂你看 這裡
面有什麼 ﹁來 沒有來也沒有去 痛也不痛 見也不
見﹂ 那你們大家想一想 現在就問 喜金剛是住在哪個
地方？祂住在﹁生與不生﹂ 我上回已經問過大家一句
話 盧師尊不要涅槃也不要輪迴 那到底在哪裡呢？就是
喜金剛所講﹁生與不生﹂ 生與不生 痛與不痛 見與不
見﹂ 什麼意思啊？
所謂的﹁道﹂就是在這裡面 老子講一句話：﹁道可
道 非常道 ﹂這一句話很深 跟這個一樣的道理
﹁道﹂是可以講的 但是不是一般講的道 道就在這裡
面 分清楚一點 佛教分為俗諦 還有一個叫做聖諦 聖
諦裡面就是真正的﹁道﹂ 俗諦裡面是屬於入世間的
﹁道﹂ 在出世間方面 在成就方面的道 就要像︻心
經︼ 像︻金剛經︼ ︻大般若經︼ 那一個才是屬於聖
諦 ︻楞伽經︼ 這個都是屬於道 這個就是屬於聖道
︵現場音響發出雜音︶蓮印知道是什麼聲音嗎？是道音？
喔！這是屬於俗世之音 世俗的音 真正的音是沒有的
這裡面談到轉成禪定與道 禪定就是在修行 道就是
屬於佛 如來所說的八正道 但是這八正道還不能夠代表
道 因為道中其實還有它的道在裡面 喜金剛裡面 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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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切法；祂的壽命無量；身遍諸處 猶如虛空 像虛空
一樣的 遍滿整個虛空 這是八大自在 師尊剛才含了一
口酒 灑向供品 就等於師尊本身射出的 用酒當成雨一
樣 變成雨箭 變成酒的箭 把所有一切的魔障全部消除
掉 這是我今天護摩所做的 希望魔障能夠消除 不能再
殘害我們善良的這些眾生 不可以再殘害這些善良的︿真
佛宗﹀弟子 佛弟子 眾生 不可以再殘害 我們今天做
的護摩本身有這樣的意義在裡面
今天再跟大家談一談︽道果︾：﹁如點金劑之教授
用一兩的點金劑能令千兩之凡鐵變成黃金 若能知﹃道﹄
之要訣 則任何一切皆轉成禪定與道 能將四壇城轉為四
身之故 是謂 ﹃語經典﹄者 於佛化身至尊金剛無我母
之教授 瑜伽大自在︵畢瓦巴︶為利他故 請問而隨獲開
許 言簡意賅講示本頌金剛句偈 是為﹃語經典﹄ 總
之 此金剛句偈如三藏真性之如意寶珠 由金剛持的教
示 無多寡 無增減而記 是說其義 ﹂也就是這一本
︽道果︾是畢瓦巴所講的 祂本身的開示 就是金剛的
句 也就是語經典 用語言來教化眾生的經典 也是畢瓦
巴本身所寫出來 所教化的經典 它裡面就談到所謂﹁語
經典﹂就是用口講出來的 用語言講出來的 這個經典就
像三藏真性之如意寶珠 跟三藏是一樣的 是很如意的
是一種珍寶 由金剛持教示 金剛持可以講金剛薩埵 金
剛持尊者可以講阿達爾瑪佛 這種教授就是用很簡單的點
金術 讓所有的一般的凡夫變成聖人 很簡單的 用簡單
的點金術 讓鐵變成黃金 用很簡單的方法 讓所有的眾
生變成聖賢 如果能知道﹁道﹂之要訣 ﹁道﹂有一個要
訣在裡面 則任何一切皆轉成禪定與道
禪定哪 今天我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一位神會禪師
去見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問他：﹁你從哪裡來？﹂神會禪

但事實上 你如果修喜金剛 祂手上拿著嘎巴拉很好認
識 所有的金剛神裡面 只有一尊手上拿著嘎巴拉的 祂
的手全部拿著嘎巴拉 嘎巴拉上面都有所有動物跟日月天
地 都在祂的掌控中 像這麼熱的天氣 只要迎請喜金
剛 然後把紅日天 紅日天太陽稍微推遠一點點 不要推
太多 推太多就變成寒冰地獄 就會很冷 地獄有八熱八
冷 八寒跟八熱 一共十六個大地獄 是八冷八熱 我們
把它推遠一點 剛剛好的時候 太陽就不會太熱也不會太
冷 在天上界沒有這種現象 ﹁熱﹂呢熱得要死 ﹁冷﹂
冷得要死 天上界是沒有的 天上界是永遠都是很平和
的 而且天界都是沒有污染的 沒有霧霾
PM2.5
沙
塵暴 都不會有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在天界是沒有的 我
們只要把地球變成像天界一樣的這種氣候 就不會受寒也
不會受熱 像這麼熱的天氣 應該叫喜金剛把太陽稍微推
遠一點點 讓我們住西雅圖的能夠過很好的日子 每天都
很清涼 非常舒服 今天特別熱 希望喜金剛能夠發威
這個很重要的
祂身體裡面綁了好多的人頭 祂可以降伏四魔 四魔
都是很大的 天魔 五蘊魔 煩惱魔 死魔 都是很大的
魔 至於那些魑魅魍魎 那些鬼怪 等於是喜金剛的垃圾
一樣 一下子就全部統統都沒有了 我們期望喜金剛能夠
發大威力 下很大雨 每一個雨點都是一支箭 把所有不
吉祥的東西全部一下子了結掉 喜金剛也是敬愛尊喔！因
為祂擁抱著﹁無我母﹂ 還有八大明妃在周圍 就是八大
空行母在祂的周圍 祂有﹁八大自在﹂ 八大自在是什麼
呢？身體化為多身 身外化身 可以變成很多尊的；祂能
夠身滿大千世界 祂的身體能夠把大千世界全部統統都充
滿；祂是可以來可以去 很自在地神行；祂的身體可以化
成無量 常居淨土；地水火風變化 祂都可以變來變去；

師就講了一句話：﹁我沒有從哪裡來 我不從哪裡來 ﹂
六祖慧能又問他：﹁你到哪裡去啊？﹂ 他講了一句話：
﹁我既然沒有來 當然沒有去 ﹂這個意思很深喔！然後
六祖慧能就拿祂的禪杖打了神會禪師 在古代師父打弟
子 是可以打的 神會後來也是六祖慧能的弟子 祂打了
他 用禪杖打了他 六祖慧能問：﹁你痛不痛啊？﹂他講
了一句話：﹁覺受是痛 其實是不痛 ﹂覺受是痛 其實
是不痛 神會同樣地在問六祖慧能：﹁那祢在禪定裡面
見還是不見哪？﹂祢見到什麼還是沒有見到什麼？六祖慧
能一樣回答他：﹁見與不見 有見有不見 ﹂你看 這裡
面有什麼 ﹁來 沒有來也沒有去 痛也不痛 見也不
見﹂ 那你們大家想一想 現在就問 喜金剛是住在哪個
地方？祂住在﹁生與不生﹂ 我上回已經問過大家一句
話 盧師尊不要涅槃也不要輪迴 那到底在哪裡呢？就是
喜金剛所講﹁生與不生﹂ 生與不生 痛與不痛 見與不
見﹂ 什麼意思啊？
所謂的﹁道﹂就是在這裡面 老子講一句話：﹁道可
道 非常道 ﹂這一句話很深 跟這個一樣的道理
﹁道﹂是可以講的 但是不是一般講的道 道就在這裡
面 分清楚一點 佛教分為俗諦 還有一個叫做聖諦 聖
諦裡面就是真正的﹁道﹂ 俗諦裡面是屬於入世間的
﹁道﹂ 在出世間方面 在成就方面的道 就要像︻心
經︼ 像︻金剛經︼ ︻大般若經︼ 那一個才是屬於聖
諦 ︻楞伽經︼ 這個都是屬於道 這個就是屬於聖道
︵現場音響發出雜音︶蓮印知道是什麼聲音嗎？是道音？
喔！這是屬於俗世之音 世俗的音 真正的音是沒有的
這裡面談到轉成禪定與道 禪定就是在修行 道就是
屬於佛 如來所說的八正道 但是這八正道還不能夠代表
道 因為道中其實還有它的道在裡面 喜金剛裡面 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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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相信嗎？︵不相信 ︶啊？你們不相信哪？唉 真的
××會跟你們講：﹁你們真的很笨哪！﹂她的內褲都會去
辦事 真的 掉了一條念珠 其實不知道藏在哪裡 找了
半天找不到 說人家偷的 突然之間找到了 掛起來了
她反應很快耶！﹁欸？怎麼妳念珠又有了？﹂﹁它去辦事
了 ﹂我告訴妳 她的東西都是珍寶 喇嘛裝都會辦事
內衣 內褲都會辦事 包括念珠 她的一根頭髮都會化
成 呼！化成孫悟空 這才厲害呢！修了三千萬年當然會
了 告訴你 爸爸在騙兒子也是這樣子騙的 呵呵
好啦！再講第二個笑話吧！妹子 妳身材怎麼這麼好
啊？妹子講：﹁因為我懶 ﹂﹁騙人吧？我也懶 怎麼我
是個胖子 ﹂妹子回答：﹁因為我懶得吃飯 ﹂你看吧
這個笑話跟××講的話也差不多了 她懶到吃飯 有一個
大叔偷蘋果被抓了 要關一個月 大叔很憤怒地對警察
講：﹁我就偷了十斤的蘋果 需要關一個月嗎？﹂警察白
了他一眼 平靜地講：﹁曾經有一隻猴子 就因為偷了一
只桃 就被關了五百年 ﹂孫悟空偷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他就被如來佛鎮在五指山 關了五百年 才遇到唐三藏救
了他
跟大家再講一個笑話吧 這笑話也不一樣 話說多明
尼加的美詩法師生了重病 被抬進醫院 那時候誤傳美詩
法師已經死了 其實沒有死 ××一聽 眼睛一閉 她
說：﹁我已經把她接引到佛國淨土 ﹂結果蓮羅法師說：
﹁唉呀！糟糕 是誤傳哪﹂就是傳播錯誤 其實只是進醫
院 並沒有死 但是她已經把她接引到佛國淨土 好啦！
蓮羅法師就跟我講：﹁請問師尊 那這個算什麼呢？﹂我
說：﹁這個就是一隻猴子 偷了一個仙桃 被關了五百
年 ﹂欸？大家沒辦法反應過來 為什麼會接上這個？這
只是一個小小的錯誤 沒有死 但是妳把她講：﹁我已經

剛代表著方便 無我母代表著智慧 方便和智慧結合起來
就是屬於﹁道﹂ 所謂方便就是世俗諦 所謂道本身來講
就是屬於聖諦法 聖諦跟世俗諦兩個互相結合 那麼盧師
尊將來在輪涅之間 輪迴跟涅槃的中間 喜金剛在生與不
生之間 六祖慧能祂本身也無來去 沒有來沒有去 神會
他談的是我沒有來當然也沒有去 打了以後是痛跟不痛都
結合在一起 六祖慧能是見跟不見都結合在一起 到最
後 其實痛與不痛 見與不見都沒有互相干涉 生與不生
也不干涉 我這樣子講就非常地深了 這裡談到的是禪定
的道
什麼是真正的禪定呢？無所緣的禪定才是真正的禪
定 有所緣的禪定還在另外一邊 所以這個事情很難講
師尊只能夠講到這裡 給你點到這裡 其他再談的話 就
把整個開悟道的全部統統都解開了 我只能夠講到這裡
如果你是聰明的話 喜金剛所行的一切代表著方便 無我
母所行的一切就代表智慧 方便跟智慧結合就是﹁道﹂
然後能向四個壇城 四壇城轉為四身之故 我們知道
有三身佛 這裡談到有四身 四身是哪四身？你們上師知
道嗎？四壇城可以轉成四身 哪四身？其中我告訴你 有
一個應身也就是化身 一個是報身 一個是法身 還有一
個呢？真身？好了 真身是另外一個名詞 化成四身 四
壇城 最後是真身 也就是化身 報身 法身 真身這四
個身 四個壇城 四灌頂配四壇城 四壇城 受了四種灌
頂以後 你可以得到化身︵應身︶ 報身 法身跟真身
這四個身你都可以得到
﹁能將四壇城轉為四身之故 是謂﹂這個意思就是在
這裡 密教是因為由灌頂 然後你修證相應了以後 一個
身轉一個身 也就是說先是應身 再來是報身 然後再來
是法身 最後是真身 就是叫做四身 像你受了瓶灌頂

把她接引到佛國淨土 ﹂但事實上事情很大 因為妳講了
騙人的話 妳這樣子說謊成習 妳到底要在五指山下被關
多少年？因為妳不只是說這個謊而已喔 妳說的謊是無
數 蓮紫上師講 妳的專長就是說謊 妳是世紀大騙子
專門講騙人的話 ﹁講騙話﹂這三個字是東南亞的弟子教
我的 其實我們臺灣人只講兩個字﹁唬爛﹂ 國語也是講
兩個字﹁騙人﹂ 騙多的就變成大騙子 如來掌下妳敢這
樣說謊 妳已經把美詩法師接引到佛國淨土了嗎？沒有
這不過是人家誤傳 妳就這樣子 ﹁我已經把她接引到佛
國淨土了 ﹂我告訴妳我這個姿勢就是妳看風水的姿勢
到了一個人家的家裡去看風水 ﹁欸！你這個家庭住宅不
對呀！方向不對呀！﹂﹁那怎麼辦呢？請問××怎麼
辦？﹂﹁我幫你改
改好了 ﹂老夫看風水也沒有
這樣子啊！還要放天地盤埋在地底下 改正房子的方向
她不用啦 她只要 ：就﹁改好了 你放心住吧！絕對沒
有問題 ﹂死了人跟我無關 是你家死人不是我 這樣子
的 歷代的風水大師有多少啊？哪一個是這樣看風水？
老婆問老公：﹁怎麼樣子區分妖精跟妖怪？﹂老公
講：﹁看身材嘛！﹂﹁蛤？看身材可以分別妖精跟妖
怪？﹂﹁對呀 ﹂老公講：﹁因為小妖精 大妖怪 ﹂這
個是真的很簡單 這個實在是很簡單 看身材 我們︿真
佛宗﹀每一個上師只要當了上師 大家以為他是全才 什
麼都會 就帶他去看風水 你看 男的上師也去看風水
女的上師也去看風水 風水是怎麼看的？第一個 問地底
下有沒有來龍 有沒有氣啊？問你這個氣是不是點在集中
跟分散的中間點？第三個 看周圍的環境 第四個 看水
的流向 第五個 看整個房子 陰宅 陽宅的座向 方
向 這五個都要看 所以風水最重要的五個要點﹁龍
穴 砂 水 向﹂ 師尊是學自於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教

你就可以修成應身佛；受了紅白花的灌頂 你就可以成就
為報身佛；你受了無上密部的觸灌頂 你就可以修成法身
佛；你受了大圓滿的灌頂 你就可以成為真身佛 這是一
個排列的 這一句話﹁如點金劑之教授﹂ 我今天就是跟
大家講到這裡
跟大家講解一下喔 這個是笑話 ﹁爸爸 你小時候
打針勇敢嗎？﹂兒子眨著大眼睛問 父親回答：﹁當然
爸爸小時候打針是一聲也不吭 眼睛都不眨一下 ﹂﹁是
真的嗎？﹂小孩子一臉崇拜地跑去問奶奶 奶奶笑咪咪地
說：﹁當然是真的啦！你爸爸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才看到
針就昏過去了 ﹂他才看到針就昏過去了 所以眼睛也不
眨 一聲也不吭 因為已經昏過去了 告訴大家 現在也
是講兩個特定的笑話 話說啊 又要講了 大家都講說：
﹁師尊又要講××了
﹂呵呵 其實講她是一個很好很
有意義的事 這其中有﹁道﹂在裡面 所以非講不可
話說有一天 ××到馬來西亞弘法 去了︿尊平
堂﹀ ︿尊平堂﹀請她住五星級的大飯店 哇 不得了
了 ××跑來跟佳新師姐講：﹁我的念珠掉了 是五星級
飯店的服務生 把我的念珠偷了 ﹂佳新跟她講：﹁妳再
找一找 ﹂﹁我全部都找過了 就是五星級飯店裡面有小
偷 把我的念珠偷走 ﹂佳新也向五星級飯店裡面的負責
人抗議 說你們五星級飯店裡面有小偷 把我們上師的念
珠偷走 抗議完了以後 有一天 ××又戴著念珠出來
佳新師姐說：﹁那念珠！妳沒有被偷啊 念珠還在呀？﹂
××回答：﹁我的念珠消失去辦事情了 現在就回來 ﹂
我總覺得 師尊的念珠是吃大便的 人家的××念珠可以
出去辦事 我盧師尊的念珠幹什麼？它能辦事嗎？這夏威
夷買的 五塊錢一條 果然不能辦事 五塊錢一條的念珠
怎麼能夠辦事 人家××的念珠才厲害 它會去辦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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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相信嗎？︵不相信 ︶啊？你們不相信哪？唉 真的
××會跟你們講：﹁你們真的很笨哪！﹂她的內褲都會去
辦事 真的 掉了一條念珠 其實不知道藏在哪裡 找了
半天找不到 說人家偷的 突然之間找到了 掛起來了
她反應很快耶！﹁欸？怎麼妳念珠又有了？﹂﹁它去辦事
了 ﹂我告訴妳 她的東西都是珍寶 喇嘛裝都會辦事
內衣 內褲都會辦事 包括念珠 她的一根頭髮都會化
成 呼！化成孫悟空 這才厲害呢！修了三千萬年當然會
了 告訴你 爸爸在騙兒子也是這樣子騙的 呵呵
好啦！再講第二個笑話吧！妹子 妳身材怎麼這麼好
啊？妹子講：﹁因為我懶 ﹂﹁騙人吧？我也懶 怎麼我
是個胖子 ﹂妹子回答：﹁因為我懶得吃飯 ﹂你看吧
這個笑話跟××講的話也差不多了 她懶到吃飯 有一個
大叔偷蘋果被抓了 要關一個月 大叔很憤怒地對警察
講：﹁我就偷了十斤的蘋果 需要關一個月嗎？﹂警察白
了他一眼 平靜地講：﹁曾經有一隻猴子 就因為偷了一
只桃 就被關了五百年 ﹂孫悟空偷了瑤池金母的仙桃
他就被如來佛鎮在五指山 關了五百年 才遇到唐三藏救
了他
跟大家再講一個笑話吧 這笑話也不一樣 話說多明
尼加的美詩法師生了重病 被抬進醫院 那時候誤傳美詩
法師已經死了 其實沒有死 ××一聽 眼睛一閉 她
說：﹁我已經把她接引到佛國淨土 ﹂結果蓮羅法師說：
﹁唉呀！糟糕 是誤傳哪﹂就是傳播錯誤 其實只是進醫
院 並沒有死 但是她已經把她接引到佛國淨土 好啦！
蓮羅法師就跟我講：﹁請問師尊 那這個算什麼呢？﹂我
說：﹁這個就是一隻猴子 偷了一個仙桃 被關了五百
年 ﹂欸？大家沒辦法反應過來 為什麼會接上這個？這
只是一個小小的錯誤 沒有死 但是妳把她講：﹁我已經

剛代表著方便 無我母代表著智慧 方便和智慧結合起來
就是屬於﹁道﹂ 所謂方便就是世俗諦 所謂道本身來講
就是屬於聖諦法 聖諦跟世俗諦兩個互相結合 那麼盧師
尊將來在輪涅之間 輪迴跟涅槃的中間 喜金剛在生與不
生之間 六祖慧能祂本身也無來去 沒有來沒有去 神會
他談的是我沒有來當然也沒有去 打了以後是痛跟不痛都
結合在一起 六祖慧能是見跟不見都結合在一起 到最
後 其實痛與不痛 見與不見都沒有互相干涉 生與不生
也不干涉 我這樣子講就非常地深了 這裡談到的是禪定
的道
什麼是真正的禪定呢？無所緣的禪定才是真正的禪
定 有所緣的禪定還在另外一邊 所以這個事情很難講
師尊只能夠講到這裡 給你點到這裡 其他再談的話 就
把整個開悟道的全部統統都解開了 我只能夠講到這裡
如果你是聰明的話 喜金剛所行的一切代表著方便 無我
母所行的一切就代表智慧 方便跟智慧結合就是﹁道﹂
然後能向四個壇城 四壇城轉為四身之故 我們知道
有三身佛 這裡談到有四身 四身是哪四身？你們上師知
道嗎？四壇城可以轉成四身 哪四身？其中我告訴你 有
一個應身也就是化身 一個是報身 一個是法身 還有一
個呢？真身？好了 真身是另外一個名詞 化成四身 四
壇城 最後是真身 也就是化身 報身 法身 真身這四
個身 四個壇城 四灌頂配四壇城 四壇城 受了四種灌
頂以後 你可以得到化身︵應身︶ 報身 法身跟真身
這四個身你都可以得到
﹁能將四壇城轉為四身之故 是謂﹂這個意思就是在
這裡 密教是因為由灌頂 然後你修證相應了以後 一個
身轉一個身 也就是說先是應身 再來是報身 然後再來
是法身 最後是真身 就是叫做四身 像你受了瓶灌頂

把她接引到佛國淨土 ﹂但事實上事情很大 因為妳講了
騙人的話 妳這樣子說謊成習 妳到底要在五指山下被關
多少年？因為妳不只是說這個謊而已喔 妳說的謊是無
數 蓮紫上師講 妳的專長就是說謊 妳是世紀大騙子
專門講騙人的話 ﹁講騙話﹂這三個字是東南亞的弟子教
我的 其實我們臺灣人只講兩個字﹁唬爛﹂ 國語也是講
兩個字﹁騙人﹂ 騙多的就變成大騙子 如來掌下妳敢這
樣說謊 妳已經把美詩法師接引到佛國淨土了嗎？沒有
這不過是人家誤傳 妳就這樣子 ﹁我已經把她接引到佛
國淨土了 ﹂我告訴妳我這個姿勢就是妳看風水的姿勢
到了一個人家的家裡去看風水 ﹁欸！你這個家庭住宅不
對呀！方向不對呀！﹂﹁那怎麼辦呢？請問××怎麼
辦？﹂﹁我幫你改
改好了 ﹂老夫看風水也沒有
這樣子啊！還要放天地盤埋在地底下 改正房子的方向
她不用啦 她只要 ：就﹁改好了 你放心住吧！絕對沒
有問題 ﹂死了人跟我無關 是你家死人不是我 這樣子
的 歷代的風水大師有多少啊？哪一個是這樣看風水？
老婆問老公：﹁怎麼樣子區分妖精跟妖怪？﹂老公
講：﹁看身材嘛！﹂﹁蛤？看身材可以分別妖精跟妖
怪？﹂﹁對呀 ﹂老公講：﹁因為小妖精 大妖怪 ﹂這
個是真的很簡單 這個實在是很簡單 看身材 我們︿真
佛宗﹀每一個上師只要當了上師 大家以為他是全才 什
麼都會 就帶他去看風水 你看 男的上師也去看風水
女的上師也去看風水 風水是怎麼看的？第一個 問地底
下有沒有來龍 有沒有氣啊？問你這個氣是不是點在集中
跟分散的中間點？第三個 看周圍的環境 第四個 看水
的流向 第五個 看整個房子 陰宅 陽宅的座向 方
向 這五個都要看 所以風水最重要的五個要點﹁龍
穴 砂 水 向﹂ 師尊是學自於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教

你就可以修成應身佛；受了紅白花的灌頂 你就可以成就
為報身佛；你受了無上密部的觸灌頂 你就可以修成法身
佛；你受了大圓滿的灌頂 你就可以成為真身佛 這是一
個排列的 這一句話﹁如點金劑之教授﹂ 我今天就是跟
大家講到這裡
跟大家講解一下喔 這個是笑話 ﹁爸爸 你小時候
打針勇敢嗎？﹂兒子眨著大眼睛問 父親回答：﹁當然
爸爸小時候打針是一聲也不吭 眼睛都不眨一下 ﹂﹁是
真的嗎？﹂小孩子一臉崇拜地跑去問奶奶 奶奶笑咪咪地
說：﹁當然是真的啦！你爸爸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才看到
針就昏過去了 ﹂他才看到針就昏過去了 所以眼睛也不
眨 一聲也不吭 因為已經昏過去了 告訴大家 現在也
是講兩個特定的笑話 話說啊 又要講了 大家都講說：
﹁師尊又要講××了
﹂呵呵 其實講她是一個很好很
有意義的事 這其中有﹁道﹂在裡面 所以非講不可
話說有一天 ××到馬來西亞弘法 去了︿尊平
堂﹀ ︿尊平堂﹀請她住五星級的大飯店 哇 不得了
了 ××跑來跟佳新師姐講：﹁我的念珠掉了 是五星級
飯店的服務生 把我的念珠偷了 ﹂佳新跟她講：﹁妳再
找一找 ﹂﹁我全部都找過了 就是五星級飯店裡面有小
偷 把我的念珠偷走 ﹂佳新也向五星級飯店裡面的負責
人抗議 說你們五星級飯店裡面有小偷 把我們上師的念
珠偷走 抗議完了以後 有一天 ××又戴著念珠出來
佳新師姐說：﹁那念珠！妳沒有被偷啊 念珠還在呀？﹂
××回答：﹁我的念珠消失去辦事情了 現在就回來 ﹂
我總覺得 師尊的念珠是吃大便的 人家的××念珠可以
出去辦事 我盧師尊的念珠幹什麼？它能辦事嗎？這夏威
夷買的 五塊錢一條 果然不能辦事 五塊錢一條的念珠
怎麼能夠辦事 人家××的念珠才厲害 它會去辦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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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風水 我才敢出來跟人家看風水 你們只要封了上師
什麼都沒有學 你就出去看風水 看陽宅還不要緊 你看
陰宅 你給人家看錯了 他要找你的麻煩 你臉就發黑
臉就變成黑了 無明的鬼神病就在你身上 不要隨便給人
家看風水 你真的學得精 你才可以跟人家看 陽宅 陰
宅一樣 都還是有龍 穴 砂 水 向 龍就是地有沒有
氣 有氣則發 沒有氣則死；穴 你有沒有點到主要的位
子 像這一隻手 五個手指頭伸出來你要點哪裡呀？點這
裡 為什麼？這是關竅的地方 從這裡氣就分成五條出去
了 氣流到這裡 一個關竅 就是要點這裡 這是我用身
體上跟大家講風水 很重要的 這個叫做穴 砂 周圍的
環境 有沒有貴人 有沒有幫助你的人 有沒有貴人或者
是小人？你要看周圍的環境 水 就是看財 你要引著水
或者背著水 擋著水 還是讓水流過？方向 我告訴你
方向很重要的
一個人的位子 以前有一個風水師 出去幫人家搬一
張桌子 搬一下 多少錢 五十萬臺幣 在臺灣的風水
師 搬一下桌子五十萬 那個是桌子的方向 因為你坐在
這個桌子的方向 你精神非常旺盛 非常的靈敏 做事情
非常的果決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得非常成功；這五十萬
不算什麼 如果他方向弄錯了 你一坐上這個桌子 馬上
就開始懶 想要振作 振作不起來 你就趴在桌子上睡
覺 每天就是有氣無力地 想要振作都振作不起來 有那
麼重要！你的身體的磁向跟桌子的磁向 跟你的吉祥方向
完全配合 三種東西合一叫做﹁三合﹂
所以我們的上師 只要灌頂了上師 ﹁來 來我家看
風水 ﹂你當了上師就是全能的 沒有這回事喔！跟大家
講 ××常常去人家家裡看風水 我不知道她風水是祖傳
的啦？師尊沒有教她風水 只是看著我書上的風水 大家
統統都出去看 那個訣竅還不知道呢！大家了解一下 所

謂當了上師並不一定是全能的 上師還分成四種上師呢！
︽道果︾已經講過了 就是上師 大上師 金剛上師 大
持明金剛上師 分成四等 四種上師 師尊在這裡不分
你們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自己量一量 你是什麼上師？
在︽道果︾裡面提到金剛持的教授 無多寡 並不是
講得很多 也不是講得很少 也沒有增減 不增不減 我
告訴大家 觀世音菩薩度眾生 度了很久很久 結果計算
成績 到底度了多少人 原來不增不減 沒有增加也沒有
減少 所以觀世音菩薩灰心了 祂說：﹁唉呀！我度了眾
生這麼久 為什麼眾生不增不減？到現在還是這樣子？沒
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那還度什麼眾生啊！﹂結果一灰心
就破了祂自己的誓言 全身就碎成碎骨 祂的師父阿彌陀
佛來到了觀世音菩薩這裡 一看 祂已經破了誓言 但是
阿彌陀佛以祂的法力把觀世音菩薩復原 就變成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 告訴大家 這裡面有﹁道﹂ ﹁道果﹂的道
就在這裡面 為何度眾生是不增不減？你們自己去想
兩個北京人碰到了 ﹁貴姓？﹂另外一個講：﹁不敢
說 怕你吃了 ﹂﹁姓范？﹂因為飯可以吃 ﹁不對 ﹂
﹁姓余？﹂魚可以吃 ﹁還不對 ﹂﹁那你姓什麼呢？﹂
﹁姓史 ﹂怕你吃啊！這個就是點 點到為止 姊姊跟姊
夫講：﹁你藏私房錢的地方 一點都沒有挑戰性 一下就
被我找到了 真沒意思 錢我拿去買菜了 ﹂姊夫很快地
到他藏錢的地方翻了一下 笑著說：﹁妳看 還在呢！﹂
姊姊就說：﹁你還真的敢藏私房錢啊！你真的活膩了！﹂
這個也是點金術 用一句話就把他點出來了 ﹁道果﹂就
是這樣子點出來 道也是這樣子點出來 你們想一想看
為什麼度眾生度到現在 不增不減？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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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風水 我才敢出來跟人家看風水 你們只要封了上師
什麼都沒有學 你就出去看風水 看陽宅還不要緊 你看
陰宅 你給人家看錯了 他要找你的麻煩 你臉就發黑
臉就變成黑了 無明的鬼神病就在你身上 不要隨便給人
家看風水 你真的學得精 你才可以跟人家看 陽宅 陰
宅一樣 都還是有龍 穴 砂 水 向 龍就是地有沒有
氣 有氣則發 沒有氣則死；穴 你有沒有點到主要的位
子 像這一隻手 五個手指頭伸出來你要點哪裡呀？點這
裡 為什麼？這是關竅的地方 從這裡氣就分成五條出去
了 氣流到這裡 一個關竅 就是要點這裡 這是我用身
體上跟大家講風水 很重要的 這個叫做穴 砂 周圍的
環境 有沒有貴人 有沒有幫助你的人 有沒有貴人或者
是小人？你要看周圍的環境 水 就是看財 你要引著水
或者背著水 擋著水 還是讓水流過？方向 我告訴你
方向很重要的
一個人的位子 以前有一個風水師 出去幫人家搬一
張桌子 搬一下 多少錢 五十萬臺幣 在臺灣的風水
師 搬一下桌子五十萬 那個是桌子的方向 因為你坐在
這個桌子的方向 你精神非常旺盛 非常的靈敏 做事情
非常的果決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得非常成功；這五十萬
不算什麼 如果他方向弄錯了 你一坐上這個桌子 馬上
就開始懶 想要振作 振作不起來 你就趴在桌子上睡
覺 每天就是有氣無力地 想要振作都振作不起來 有那
麼重要！你的身體的磁向跟桌子的磁向 跟你的吉祥方向
完全配合 三種東西合一叫做﹁三合﹂
所以我們的上師 只要灌頂了上師 ﹁來 來我家看
風水 ﹂你當了上師就是全能的 沒有這回事喔！跟大家
講 ××常常去人家家裡看風水 我不知道她風水是祖傳
的啦？師尊沒有教她風水 只是看著我書上的風水 大家
統統都出去看 那個訣竅還不知道呢！大家了解一下 所

謂當了上師並不一定是全能的 上師還分成四種上師呢！
︽道果︾已經講過了 就是上師 大上師 金剛上師 大
持明金剛上師 分成四等 四種上師 師尊在這裡不分
你們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自己量一量 你是什麼上師？
在︽道果︾裡面提到金剛持的教授 無多寡 並不是
講得很多 也不是講得很少 也沒有增減 不增不減 我
告訴大家 觀世音菩薩度眾生 度了很久很久 結果計算
成績 到底度了多少人 原來不增不減 沒有增加也沒有
減少 所以觀世音菩薩灰心了 祂說：﹁唉呀！我度了眾
生這麼久 為什麼眾生不增不減？到現在還是這樣子？沒
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那還度什麼眾生啊！﹂結果一灰心
就破了祂自己的誓言 全身就碎成碎骨 祂的師父阿彌陀
佛來到了觀世音菩薩這裡 一看 祂已經破了誓言 但是
阿彌陀佛以祂的法力把觀世音菩薩復原 就變成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 告訴大家 這裡面有﹁道﹂ ﹁道果﹂的道
就在這裡面 為何度眾生是不增不減？你們自己去想
兩個北京人碰到了 ﹁貴姓？﹂另外一個講：﹁不敢
說 怕你吃了 ﹂﹁姓范？﹂因為飯可以吃 ﹁不對 ﹂
﹁姓余？﹂魚可以吃 ﹁還不對 ﹂﹁那你姓什麼呢？﹂
﹁姓史 ﹂怕你吃啊！這個就是點 點到為止 姊姊跟姊
夫講：﹁你藏私房錢的地方 一點都沒有挑戰性 一下就
被我找到了 真沒意思 錢我拿去買菜了 ﹂姊夫很快地
到他藏錢的地方翻了一下 笑著說：﹁妳看 還在呢！﹂
姊姊就說：﹁你還真的敢藏私房錢啊！你真的活膩了！﹂
這個也是點金術 用一句話就把他點出來了 ﹁道果﹂就
是這樣子點出來 道也是這樣子點出來 你們想一想看
為什麼度眾生度到現在 不增不減？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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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嘯般衝過來，祂都不聞、不問、不理、不睬，亳無
干涉！反而過著快樂修行的㈰子。這種功力，只是
㆝㆖僅㈲，㆞㆘絕無的了！
我們㈤百多萬弟子住在㆟間，因為我們要修
行，每㆒位都必須受到﹁塵﹂的污染和衝擊。貪、
瞋、癡、妒、慢、疑，㉂私害㆟、見利忘義、讒言
惡語、反口翻臉、無㆗生㈲、你爭我鬥，等等等
等，每時每刻無不在侵蝕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可見㆔毒、㈤毒、㈧毒的厲害！要想跳脫紅
塵，何等困難！㈤濁惡世的誘惑就像比㆞球還要大
的磁鐵，把㆟類的心性深深㆞吸住！吸力比㆞心吸
引力還要強大百倍以㆖！㉂古㉃今，難以計其數的
修行㆟，甚㉃㈩幾㆓㈩多年的老修行，㆒個不留
神，便栽了跟斗！不少出家眾在缺乏正知正見之
㆘，為了世間的私㆟利益，寧願捨去多年修行的慧
命！這叫做﹁棄覺入塵﹂。莫言我老病殘僧誇大其
詞，出家㆟不打妄語，你不深入瞭解與經歷，是不
能徹底明白的。

﹁塵﹂與﹁覺﹂

當年㈥祖見㈤祖，㊢了﹁菩提本無樹﹂的偈之
後，㈤祖知道是大利根，想再同㈥祖講多幾句語，
但看旁邊的弟子都虎視耽耽，他第㆒個時間就閃過
﹁㆟類的妒嫉心及呷醋的心態﹂只好叫㈥祖去柴房
碓米煮飯做工。
後來半㊰付法，也立即要㈥祖遠走高飛，否則
生命㈲危險。
﹁塵﹂是什麼？就是我們住的㆟間，叫做﹁㈤
濁惡世﹂，叫做﹁萬丈紅塵﹂，稱之為﹁大染
缸﹂，或稱之為﹁大糞缸﹂。
在貪瞋癡㆔毒、㈧毒的驅使㆘，匯集了所㈲㆟
類卑鄙的品質、惡劣的行為、醜陋的思想；諸如此
類，真是無污不具，無穢不㈲。
這就是﹁塵﹂。
㈤祖真是透徹﹁塵﹂的厲害，看透世間㆟心，
其實透徹世間㆟心的，又何止千千萬萬個㈤祖！
我們偉大智慧的師尊更是把千千萬萬㆟心看個透
爛！但衪把這些看在眼裡，譭謗打擊㆕㈩年如大海

不覺的讒言，還㈲妒性濃厚而甜言蜜語的㆗傷，使
我們增加更多更複雜的煩惱、以及拚個你死我活的
鬥爭，更難覺察的各種看不見的陷阱，還㈲帶著隱
形的、強大敵意的破壞和攻擊，如此等等，我們想
平平順順㆞走在通往覺悟光明的坦途㆖，非要具足
百分之百的根本傳承加持力不可！
我們必須以㉂己最虔敬的心、以㉂己清淨的身
口意供養根本傳承聖尊，時時刻刻將根本傳承頂在
頭㆖、鏤刻在心裡！
根本傳承才是我們最㈲力的依靠、是我們最強
大的武器！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從聖尊的文集㆖、從聖尊
的開示㆗努力去理解領會，吸取最珍貴的精華，用
思想和身體力行，不要偏差。
能做到這樣，那些邪道歪理就侵害不到我們，
我們的正知正見就能堅固㆞建立起來，我們面前就
是㆒片坦途！走向聖尊帶領的﹁覺路﹂！

■⽂∕釋蓮翰上師

因為㆟類數千百萬年住在娑婆世界，所㈲不良
習性累積根深蒂固尚不㉂知！加㆖末法時期，正法
淪亡，㆟類道德品質惡劣，佛法表面興旺，其實早
已變質(這也是﹁塵間﹂的厲害) 。
慈悲的蓮生聖尊悲憫眾生在﹁塵間﹂輪迴不
㉁，㈵來㆘降娑婆，重振正法，拯救我們可憐的眾
生，教導修持真佛正法，賜於清淨悉㆞佛㈯，以及
各種灌頂、加持、戒律，賜給我們彌足珍貴的﹁慧
命﹂。教導我們﹁發菩提心﹂﹁發出離心﹂﹁立㆗
觀正見﹂，以此㆔大要素建立正知正見，把﹁塵
間﹂的惡劣心性漸漸改善，把我們心靈的品德㈰益
提昇，帶領我們﹁離塵向覺﹂！
什麼是﹁覺﹂？
簡單來講，就是﹁覺悟﹂、﹁覺醒﹂！
覺悟的目的是要遠離紅塵，跳脫輪迴。
要達到這個目的，第㆒首要就是根本傳承加持
力！它是加持成就的偉大力量！
其實，我們最偉大的蓮生聖尊，早已遠遠超越
了世界㆖任何偉大的超越！
對我們的根本傳承加持力要做到具足百分之百
的信心！才㈲足夠的力量！
請各位親愛的讀者們㉂己去想㆒想：我們努力
修持︿真佛密法﹀，在提昇㉂己的靈性過程㆗，要
扺禦塵間形形色色的強勁誘惑，使我們修持偏差而
執著似是而非的歪理，使我們漸漸退失道心而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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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般衝過來，祂都不聞、不問、不理、不睬，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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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㈤百多萬弟子住在㆟間，因為我們要修
行，每㆒位都必須受到﹁塵﹂的污染和衝擊。貪、
瞋、癡、妒、慢、疑，㉂私害㆟、見利忘義、讒言
惡語、反口翻臉、無㆗生㈲、你爭我鬥，等等等
等，每時每刻無不在侵蝕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可見㆔毒、㈤毒、㈧毒的厲害！要想跳脫紅
塵，何等困難！㈤濁惡世的誘惑就像比㆞球還要大
的磁鐵，把㆟類的心性深深㆞吸住！吸力比㆞心吸
引力還要強大百倍以㆖！㉂古㉃今，難以計其數的
修行㆟，甚㉃㈩幾㆓㈩多年的老修行，㆒個不留
神，便栽了跟斗！不少出家眾在缺乏正知正見之
㆘，為了世間的私㆟利益，寧願捨去多年修行的慧
命！這叫做﹁棄覺入塵﹂。莫言我老病殘僧誇大其
詞，出家㆟不打妄語，你不深入瞭解與經歷，是不
能徹底明白的。

﹁塵﹂與﹁覺﹂

當年㈥祖見㈤祖，㊢了﹁菩提本無樹﹂的偈之
後，㈤祖知道是大利根，想再同㈥祖講多幾句語，
但看旁邊的弟子都虎視耽耽，他第㆒個時間就閃過
﹁㆟類的妒嫉心及呷醋的心態﹂只好叫㈥祖去柴房
碓米煮飯做工。
後來半㊰付法，也立即要㈥祖遠走高飛，否則
生命㈲危險。
﹁塵﹂是什麼？就是我們住的㆟間，叫做﹁㈤
濁惡世﹂，叫做﹁萬丈紅塵﹂，稱之為﹁大染
缸﹂，或稱之為﹁大糞缸﹂。
在貪瞋癡㆔毒、㈧毒的驅使㆘，匯集了所㈲㆟
類卑鄙的品質、惡劣的行為、醜陋的思想；諸如此
類，真是無污不具，無穢不㈲。
這就是﹁塵﹂。
㈤祖真是透徹﹁塵﹂的厲害，看透世間㆟心，
其實透徹世間㆟心的，又何止千千萬萬個㈤祖！
我們偉大智慧的師尊更是把千千萬萬㆟心看個透
爛！但衪把這些看在眼裡，譭謗打擊㆕㈩年如大海

不覺的讒言，還㈲妒性濃厚而甜言蜜語的㆗傷，使
我們增加更多更複雜的煩惱、以及拚個你死我活的
鬥爭，更難覺察的各種看不見的陷阱，還㈲帶著隱
形的、強大敵意的破壞和攻擊，如此等等，我們想
平平順順㆞走在通往覺悟光明的坦途㆖，非要具足
百分之百的根本傳承加持力不可！
我們必須以㉂己最虔敬的心、以㉂己清淨的身
口意供養根本傳承聖尊，時時刻刻將根本傳承頂在
頭㆖、鏤刻在心裡！
根本傳承才是我們最㈲力的依靠、是我們最強
大的武器！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從聖尊的文集㆖、從聖尊
的開示㆗努力去理解領會，吸取最珍貴的精華，用
思想和身體力行，不要偏差。
能做到這樣，那些邪道歪理就侵害不到我們，
我們的正知正見就能堅固㆞建立起來，我們面前就
是㆒片坦途！走向聖尊帶領的﹁覺路﹂！

■⽂∕釋蓮翰上師

因為㆟類數千百萬年住在娑婆世界，所㈲不良
習性累積根深蒂固尚不㉂知！加㆖末法時期，正法
淪亡，㆟類道德品質惡劣，佛法表面興旺，其實早
已變質(這也是﹁塵間﹂的厲害) 。
慈悲的蓮生聖尊悲憫眾生在﹁塵間﹂輪迴不
㉁，㈵來㆘降娑婆，重振正法，拯救我們可憐的眾
生，教導修持真佛正法，賜於清淨悉㆞佛㈯，以及
各種灌頂、加持、戒律，賜給我們彌足珍貴的﹁慧
命﹂。教導我們﹁發菩提心﹂﹁發出離心﹂﹁立㆗
觀正見﹂，以此㆔大要素建立正知正見，把﹁塵
間﹂的惡劣心性漸漸改善，把我們心靈的品德㈰益
提昇，帶領我們﹁離塵向覺﹂！
什麼是﹁覺﹂？
簡單來講，就是﹁覺悟﹂、﹁覺醒﹂！
覺悟的目的是要遠離紅塵，跳脫輪迴。
要達到這個目的，第㆒首要就是根本傳承加持
力！它是加持成就的偉大力量！
其實，我們最偉大的蓮生聖尊，早已遠遠超越
了世界㆖任何偉大的超越！
對我們的根本傳承加持力要做到具足百分之百
的信心！才㈲足夠的力量！
請各位親愛的讀者們㉂己去想㆒想：我們努力
修持︿真佛密法﹀，在提昇㉂己的靈性過程㆗，要
扺禦塵間形形色色的強勁誘惑，使我們修持偏差而
執著似是而非的歪理，使我們漸漸退失道心而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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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有什麼

修出獨處的超然㉂在。

■⽂∕蓮曉上師

高興一會兒
卻是沒什麼

成功被虛設在無法企及的高度 失敗被虛設在無底
的深淵
對錯其實只是一組相對的辭彙
世界正反的兩面即是同體不異的
賦予任何事物定義的同時 即便設定了局限：
仿佛有固定不變的觀點或事實存在
從此認定了所謂美醜 善惡 是非之後：
意識 裡 便逐漸執實 不容變化 不想變化 習慣成
﹁自然﹂ 誤以為這種共設 自設分別就是不應該再變
化 不會再變化的事實或真理
無知無覺中讓愚昧滋長 熟習了執假為真後 更成
為頑冥不化
於是遇到所謂成功與失敗 幸與不幸 就隨之顛上
跌下 緊張喜悲 無法抽離
其實 起落得失從來沒有什麼大不了
那只是凡人虛設的對比概念被確認 被執著後 而
導致自以為是的﹁很嚴重﹂罷
回歸真實 是沒有種種概念面具的
唯佛性無所住 暢達無礙 完全的自在與自由！

沒㈲執實的概念面具

潮來一下子
以為有什麼

沉寂可以是某種休息 在有為法而言 也是珍貴
的
在它當中 依然可以保持如幻的﹁強大與豐盛﹂
︵安心以及空性的浪漫︶
忍享寂寞 經歷小考大考 矢志不渝
利用獨處的時間 改變自己的依賴性 成就優質和
知足的自由！
走向人生的成熟與解脫
獨自在修行 工作 讀書 娛樂 吃飯 睡覺時
性體上仍然是與外界的所謂繁雜喧囂同在的 但完全可
以﹁無交涉﹂︵蓮生師佛的要義開示︶
﹁無交涉﹂很重要 否則念頭裡也可以：
雜事纏了一批又一批 男女開花一波又一波 哀樂
捲來一撥又一撥
一陣風吹過 桂花都開了 有一種受傷的情緒來得
更突然
耐得住寂寞 不有寂寞 不有任何糾纏 仍然要秉
持在清淨境 本真中
獨處的時候是那麼的自由 淡雅而不失其魅力 可
以品味﹁寂寞﹂的空美
懂得欣賞 就沒有孤島
獨靜中 心眼可以更加明亮：洞見那些迷茫與痛

卻是沒什麼

一個人獨處時 就訓練獨處的能力
不善於獨處會痛苦
孤獨時會難受 是對孤獨受得不夠
受得夠了 突破了感覺難受的那一個沸點 就不沸
了 習慣了 平靜了
當然在這之中 是要有佛智的正見作為指引 才不
至在沸點前 或沸點中因偏執 受不了 極端而變成錯
亂
要認知它 看透它 它也是空性的
要熟習它 和合它 像腳和鞋的關係 由外物的不
習慣到完全合一 忘記腳和鞋之間磨合的任何不適 自
然而然地融為一體
有時 會出現沒有某人就活不下去的狀況 害怕失
去精神支柱 生活支柱
對這類的不適如果越抵觸 越抗拒 就會越痛苦
蓮生師佛說過：﹁有執著處 必有痛苦﹂
修行人應該珍惜獨立時侯的練習與磨礪 放下抗
拒
精進在禪定與修行的歲月 能將一切不習慣 討厭
事物 化成為與習慣 歡喜事物合體的空明
寂寞不是一首悲歌 它不過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都要似鳥飛空而無阻礙！

寂寞本身如能靜心 就是閒暇 就是隨性的時尚
為什麼不可以如幻地賦予寂寞與孤獨一些美好的概

苦 只是自燃廢煙 庸人自擾
孤獨中要不住孤獨幻相 獨靜中一個我依然是我們
︵宇宙全體的混然性空︶的 沒有充盈 也沒有缺失
所有的都是我 我們 大我而沒有我的
獨處不等於不合群 不等於被孤立
討厭獨處或什麼 就等於：誤認是一身殘廢 青春
就這樣浪費
恰恰相反 我們要歡喜接納︵所謂缺陷或討厭的部
分︶
讓任何狀況 都轉化成優勢或者無慮 成為自然的
生活
不受環境打擾與束縛
可以不趕時髦 不湊熱鬧 不追風逐潮
可以打扮自己或者不打扮自己；可以修邊幅 或者
不修邊幅；可以創新 或者不創新；可以忙 或者不
忙

念呢

任何狀況

以為㈲什麼，卻是沒什麼
很吸引就吃進去 一宿留不住便拉出來
再好的空氣吸入了 一下子又都呼出了
以為有什麼 卻是沒什麼
春天的明媚還未過夠癮 就被夏天的炎日燒沒掉
蜜月只是月 從來不是年 比春天過得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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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有什麼

修出獨處的超然㉂在。

■⽂∕蓮曉上師

高興一會兒
卻是沒什麼

成功被虛設在無法企及的高度 失敗被虛設在無底
的深淵
對錯其實只是一組相對的辭彙
世界正反的兩面即是同體不異的
賦予任何事物定義的同時 即便設定了局限：
仿佛有固定不變的觀點或事實存在
從此認定了所謂美醜 善惡 是非之後：
意識 裡 便逐漸執實 不容變化 不想變化 習慣成
﹁自然﹂ 誤以為這種共設 自設分別就是不應該再變
化 不會再變化的事實或真理
無知無覺中讓愚昧滋長 熟習了執假為真後 更成
為頑冥不化
於是遇到所謂成功與失敗 幸與不幸 就隨之顛上
跌下 緊張喜悲 無法抽離
其實 起落得失從來沒有什麼大不了
那只是凡人虛設的對比概念被確認 被執著後 而
導致自以為是的﹁很嚴重﹂罷
回歸真實 是沒有種種概念面具的
唯佛性無所住 暢達無礙 完全的自在與自由！

沒㈲執實的概念面具

潮來一下子
以為有什麼

沉寂可以是某種休息 在有為法而言 也是珍貴
的
在它當中 依然可以保持如幻的﹁強大與豐盛﹂
︵安心以及空性的浪漫︶
忍享寂寞 經歷小考大考 矢志不渝
利用獨處的時間 改變自己的依賴性 成就優質和
知足的自由！
走向人生的成熟與解脫
獨自在修行 工作 讀書 娛樂 吃飯 睡覺時
性體上仍然是與外界的所謂繁雜喧囂同在的 但完全可
以﹁無交涉﹂︵蓮生師佛的要義開示︶
﹁無交涉﹂很重要 否則念頭裡也可以：
雜事纏了一批又一批 男女開花一波又一波 哀樂
捲來一撥又一撥
一陣風吹過 桂花都開了 有一種受傷的情緒來得
更突然
耐得住寂寞 不有寂寞 不有任何糾纏 仍然要秉
持在清淨境 本真中
獨處的時候是那麼的自由 淡雅而不失其魅力 可
以品味﹁寂寞﹂的空美
懂得欣賞 就沒有孤島
獨靜中 心眼可以更加明亮：洞見那些迷茫與痛

卻是沒什麼

一個人獨處時 就訓練獨處的能力
不善於獨處會痛苦
孤獨時會難受 是對孤獨受得不夠
受得夠了 突破了感覺難受的那一個沸點 就不沸
了 習慣了 平靜了
當然在這之中 是要有佛智的正見作為指引 才不
至在沸點前 或沸點中因偏執 受不了 極端而變成錯
亂
要認知它 看透它 它也是空性的
要熟習它 和合它 像腳和鞋的關係 由外物的不
習慣到完全合一 忘記腳和鞋之間磨合的任何不適 自
然而然地融為一體
有時 會出現沒有某人就活不下去的狀況 害怕失
去精神支柱 生活支柱
對這類的不適如果越抵觸 越抗拒 就會越痛苦
蓮生師佛說過：﹁有執著處 必有痛苦﹂
修行人應該珍惜獨立時侯的練習與磨礪 放下抗
拒
精進在禪定與修行的歲月 能將一切不習慣 討厭
事物 化成為與習慣 歡喜事物合體的空明
寂寞不是一首悲歌 它不過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都要似鳥飛空而無阻礙！

寂寞本身如能靜心 就是閒暇 就是隨性的時尚
為什麼不可以如幻地賦予寂寞與孤獨一些美好的概

苦 只是自燃廢煙 庸人自擾
孤獨中要不住孤獨幻相 獨靜中一個我依然是我們
︵宇宙全體的混然性空︶的 沒有充盈 也沒有缺失
所有的都是我 我們 大我而沒有我的
獨處不等於不合群 不等於被孤立
討厭獨處或什麼 就等於：誤認是一身殘廢 青春
就這樣浪費
恰恰相反 我們要歡喜接納︵所謂缺陷或討厭的部
分︶
讓任何狀況 都轉化成優勢或者無慮 成為自然的
生活
不受環境打擾與束縛
可以不趕時髦 不湊熱鬧 不追風逐潮
可以打扮自己或者不打扮自己；可以修邊幅 或者
不修邊幅；可以創新 或者不創新；可以忙 或者不
忙

念呢

任何狀況

以為㈲什麼，卻是沒什麼
很吸引就吃進去 一宿留不住便拉出來
再好的空氣吸入了 一下子又都呼出了
以為有什麼 卻是沒什麼
春天的明媚還未過夠癮 就被夏天的炎日燒沒掉
蜜月只是月 從來不是年 比春天過得還快

雜誌

43
44

？！

法語均霑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也不是永遠的 阿彌陀佛的淨土是因為阿彌陀佛成佛
時祂的誓願 祂的功德力所化現 那也只是一個化
城 化土 那也只是一個化現而已 它總有一天也會
消滅 所以你還是要從常寂光土回到密嚴國土去 成
就終究的那個 那裡面有沒有真正的安樂？也許有
吧！可是如果我們要尋求安樂都是要從外去找的話
那密嚴國土也沒有安樂 因為真正安樂是要自心去尋
找 這裡講就是要不離菩提心 這個菩提心 現在這
個﹁不離菩提心﹂已經不是勝義菩提心 這裡的菩提
心是指世俗的 世間的 相對的 那這個菩提心也就
是我們剛剛講把一切眾生引導至成佛 為什麼？因為
發心的那一刻 一彈指一開始 就已經把生死 有
情 所有會生死的 所有一切有情眾生通通綁在自己
的身上 為什麼？你從這句話 就是我剛剛講菩提心
的定義可能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講成 把一切眾生都引導到究竟的
佛果 這是我們的菩提心 因為要這樣 所以我願意
修任何一切的善法 斷除一切的煩惱 那這時候就叫
做善逝子 然後這才叫做佛子 法王子 這才是回到
前面第一句偈祂講的善逝 法身及佛子的佛子 也就

■釋蓮耶上師開⽰

︵文接三九一期︶
其實就是真正的解脫 極樂世界的那一種意思
極樂世界還需要吹冷氣嗎？不用嘛 極樂世界也不用
吃東西啊！你也不用再去買衣服啊！就算是去買那種
平價衣 一件也要好幾百塊 對不對？每天都要吃東
西 極樂世界想要它下一點點雨 它就下一點點雨；
想要它不要下雨它就不下雨 很好啊！很無聊啊 也
對啊 所以你就下來轉世一下 體會一下 然後再想
說極樂世界還是比較好 極樂世界也不用生小孩 生
了小孩也不用擔心他出去會被怎麼樣 還要作業績
極樂世界都沒這種事 很有挑戰性 極樂世界其實說
實在話 就沒事 在那裡就是沒事 就是純粹的在那
裡修行 你不用擔心你要吃要喝 吃喝拉撒睡都不用
擔心 那邊的佛菩薩教導我們大家就是教導我們去修
行 怎麼樣在任何的情況你的這個佛性 真如 菩提
心 涅槃都不再會消失 祂教導的是這個
然後隨著我們的進步與否 我們會慢慢的從聖凡
同居土 變方便有餘土 一個一個上去 就是這樣子
而已 到了實報莊嚴土那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裡才是
真正的安樂 可是淨土有沒有終結的時候？有 淨土

應該有 因為我是中正企管所博士班第二屆 制度不
完備 制度不完備有一個好處 我那時候指導教授跟
我說 制度不完備表示你很容易進來 也比較容易出
去 哪兒有 我唸七年 我後面都唸四年而已 但他
講了另外一個 制度不完備也會有個問題存在 就是
你們全部都是實驗品 我們怎麼考你都是實驗 可是
話講回來 我們那時候去問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講：
﹁你們如果還有時間擔心我要出什麼題目 有沒有範
圍 不如現在閉嘴回家讀書 ﹂我們在博士班裡面很
可怕 老師講這種話我們嚇得要死 這代表什麼意
思？代表完蛋了 我們得罪他了 他肯定要當波旬
了 他不再是佛了 他是波旬 他不是大菩薩
結果那年果然出得特別難 因為我們還會關心這
問題 剛開始我們只一個老師出題 就只要面對一個
波旬就好 後來不是 是行銷組四個老師全部都要出
題 四個人都是波旬 怎麼辦？而且四個老師的專長
都不太相同 他出他最擅長的地方 然後出得很難
突然間出了一篇比如說二千年二月考試的時候他出一
個二千年元月的 journal of marketing第幾頁有一篇
論文 那一篇文章在講什麼？請你從什麼什麼角度去
批判這篇論文 我根本沒看過這一篇 我只好空白
那我就被波旬害了 對不對？

︵未完待續︶

是大菩薩 菩薩才能夠傳承佛的法脈 所以這個善逝
子講的是菩薩 這個菩薩才是人天要敬重的 一切人
天所有三界六道都要敬重的就是這個
那一天有人問我一個問題說波旬算不算在內？波
旬是不是要敬重的 因為祂是大自在天 祂也是天
啊！我覺得啦 我講了幾個可能性 但是其中有一個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要尊重波旬才對 祂雖然一天到
晚拜託佛趕快入滅 祂也一天到晚破壞大家的修行
可是你要想想看 就好像我在學校我同時扮演著教導
者 也同時扮演著測驗者 我出題目的時候 我一定
要想辦法把學生考倒 但是我不可能出整張考卷全部
把你考倒 然後在出題的時候 我絕對不可能從簡單
出到難 或從難出到簡單 我一定要把簡單跟難的題
目混在一起 有的時候連續十題都是很簡單的 你看
了會笑 鄧老師怎麼出那麼簡單 第十一題你就不
會 然後馬上打擊到信心 打擊到你輕忽狂妄的心
波旬就做這個事 所以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一方面扮
演著教導學生的老師 一方面我同時也扮演著波旬
你都讀完了 我考什麼你都不會有問題 學生每次都
這樣問 可是我就講 這就是我以前在唸博士班的時
候 不是常常在講這一句 網誌上也寫過 我常想起
我們以前有一個老師 我們去問他：﹁老師 這次都
沒有範圍 這樣子我們要怎麼準備？很煩惱 能不能
有範圍？﹂
我們以前博士班考試通通都是沒有範圍的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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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永遠的 阿彌陀佛的淨土是因為阿彌陀佛成佛
時祂的誓願 祂的功德力所化現 那也只是一個化
城 化土 那也只是一個化現而已 它總有一天也會
消滅 所以你還是要從常寂光土回到密嚴國土去 成
就終究的那個 那裡面有沒有真正的安樂？也許有
吧！可是如果我們要尋求安樂都是要從外去找的話
那密嚴國土也沒有安樂 因為真正安樂是要自心去尋
找 這裡講就是要不離菩提心 這個菩提心 現在這
個﹁不離菩提心﹂已經不是勝義菩提心 這裡的菩提
心是指世俗的 世間的 相對的 那這個菩提心也就
是我們剛剛講把一切眾生引導至成佛 為什麼？因為
發心的那一刻 一彈指一開始 就已經把生死 有
情 所有會生死的 所有一切有情眾生通通綁在自己
的身上 為什麼？你從這句話 就是我剛剛講菩提心
的定義可能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講成 把一切眾生都引導到究竟的
佛果 這是我們的菩提心 因為要這樣 所以我願意
修任何一切的善法 斷除一切的煩惱 那這時候就叫
做善逝子 然後這才叫做佛子 法王子 這才是回到
前面第一句偈祂講的善逝 法身及佛子的佛子 也就

■釋蓮耶上師開⽰

︵文接三九一期︶
其實就是真正的解脫 極樂世界的那一種意思
極樂世界還需要吹冷氣嗎？不用嘛 極樂世界也不用
吃東西啊！你也不用再去買衣服啊！就算是去買那種
平價衣 一件也要好幾百塊 對不對？每天都要吃東
西 極樂世界想要它下一點點雨 它就下一點點雨；
想要它不要下雨它就不下雨 很好啊！很無聊啊 也
對啊 所以你就下來轉世一下 體會一下 然後再想
說極樂世界還是比較好 極樂世界也不用生小孩 生
了小孩也不用擔心他出去會被怎麼樣 還要作業績
極樂世界都沒這種事 很有挑戰性 極樂世界其實說
實在話 就沒事 在那裡就是沒事 就是純粹的在那
裡修行 你不用擔心你要吃要喝 吃喝拉撒睡都不用
擔心 那邊的佛菩薩教導我們大家就是教導我們去修
行 怎麼樣在任何的情況你的這個佛性 真如 菩提
心 涅槃都不再會消失 祂教導的是這個
然後隨著我們的進步與否 我們會慢慢的從聖凡
同居土 變方便有餘土 一個一個上去 就是這樣子
而已 到了實報莊嚴土那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裡才是
真正的安樂 可是淨土有沒有終結的時候？有 淨土

應該有 因為我是中正企管所博士班第二屆 制度不
完備 制度不完備有一個好處 我那時候指導教授跟
我說 制度不完備表示你很容易進來 也比較容易出
去 哪兒有 我唸七年 我後面都唸四年而已 但他
講了另外一個 制度不完備也會有個問題存在 就是
你們全部都是實驗品 我們怎麼考你都是實驗 可是
話講回來 我們那時候去問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講：
﹁你們如果還有時間擔心我要出什麼題目 有沒有範
圍 不如現在閉嘴回家讀書 ﹂我們在博士班裡面很
可怕 老師講這種話我們嚇得要死 這代表什麼意
思？代表完蛋了 我們得罪他了 他肯定要當波旬
了 他不再是佛了 他是波旬 他不是大菩薩
結果那年果然出得特別難 因為我們還會關心這
問題 剛開始我們只一個老師出題 就只要面對一個
波旬就好 後來不是 是行銷組四個老師全部都要出
題 四個人都是波旬 怎麼辦？而且四個老師的專長
都不太相同 他出他最擅長的地方 然後出得很難
突然間出了一篇比如說二千年二月考試的時候他出一
個二千年元月的 journal of marketing第幾頁有一篇
論文 那一篇文章在講什麼？請你從什麼什麼角度去
批判這篇論文 我根本沒看過這一篇 我只好空白
那我就被波旬害了 對不對？

︵未完待續︶

是大菩薩 菩薩才能夠傳承佛的法脈 所以這個善逝
子講的是菩薩 這個菩薩才是人天要敬重的 一切人
天所有三界六道都要敬重的就是這個
那一天有人問我一個問題說波旬算不算在內？波
旬是不是要敬重的 因為祂是大自在天 祂也是天
啊！我覺得啦 我講了幾個可能性 但是其中有一個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要尊重波旬才對 祂雖然一天到
晚拜託佛趕快入滅 祂也一天到晚破壞大家的修行
可是你要想想看 就好像我在學校我同時扮演著教導
者 也同時扮演著測驗者 我出題目的時候 我一定
要想辦法把學生考倒 但是我不可能出整張考卷全部
把你考倒 然後在出題的時候 我絕對不可能從簡單
出到難 或從難出到簡單 我一定要把簡單跟難的題
目混在一起 有的時候連續十題都是很簡單的 你看
了會笑 鄧老師怎麼出那麼簡單 第十一題你就不
會 然後馬上打擊到信心 打擊到你輕忽狂妄的心
波旬就做這個事 所以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一方面扮
演著教導學生的老師 一方面我同時也扮演著波旬
你都讀完了 我考什麼你都不會有問題 學生每次都
這樣問 可是我就講 這就是我以前在唸博士班的時
候 不是常常在講這一句 網誌上也寫過 我常想起
我們以前有一個老師 我們去問他：﹁老師 這次都
沒有範圍 這樣子我們要怎麼準備？很煩惱 能不能
有範圍？﹂
我們以前博士班考試通通都是沒有範圍的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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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琦君：我們知道師尊您在這
個月的三月二十六日 將要在高雄主
持一場﹁吽音佛母法會﹂ 請問師
尊 為什麼會選擇吽音佛母做為法會
的主尊呢？除了本宗同門外 如果一
般的民眾來參加會有什麼好處呢？
師尊：綠度母的第五尊就是吽
音佛母 記得以前吐登達爾吉上師跟
我說 所有一切眾生都是﹁吽﹂字
吽音佛母 祂的意義就是在祂的
﹁吽﹂字 嗡阿吽 ﹁嗡﹂就是宇宙
的意思 ﹁阿﹂就是已經出來的報身

蓮生法王答客問（二）

12

佛 本來﹁嗡﹂這個字是代表整個虛
空宇宙所有一切 宇宙本來就是一個
混沌的現象 不清楚的；到了﹁阿﹂
的時候就是變成一個 好像是報身佛
的境界；再來呢 ﹁吽﹂字代表應
身 所有的眾生都是應化出來的
﹁吽音佛母﹂我們修這一尊 把自己
變成﹁吽﹂字 以﹁吽﹂字的光去照
亮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會得到光
明 ﹁吽﹂字是很好的字 然後每一
個人都得到光明 它可以印入一棟房
子 房子都會發光；把﹁吽﹂字印入

法王作家蓮生活佛 盧勝彥現場揮毫，
賜下墨寶「真佛正見」一幀

︵文接三九一期︶
師尊：在西方極樂世界有所謂
﹁上品﹂跟﹁中品﹂跟﹁下品﹂ 下
品就等於是﹁凡聖同居土﹂ 最上品
的當然是﹁常寂光土﹂ 中品是﹁實
報莊嚴土﹂ 在娑婆世界 上根器
有智慧的 就是IQ高 有一個IQ笑
話 有一個人的IQ差不多到IQ200
到了天堂 上帝就跟他說：﹁有一個
人在這裡 愛因斯坦在這裡 你可以
去跟他住在一起 ﹂另外來了一個
IQ80的 ﹁那你可以去跟賈柏斯談一
談 ﹂再有一個人IQ只有20 ﹁我們
天堂也有東森幼幼 ﹂西方極樂世界
也是有這種現象 上根器的很少 中
根器的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下品下
生 最簡單的方法 你下根器 就教
你唸﹁南摩阿彌陀佛﹂就好 你也不
用想阿彌陀佛 你想也想不出來 你
就唸﹁阿彌陀佛﹂就好 叫持名唸
佛 你也不用每天唸 因為你很忙
你每天早上出門一口氣唸個十句 你
就可以出門做生意了 到了有一天
你唸久了 次數就多了 有一天你時
間到了 阿彌陀佛現在你面前 帶你
到﹁凡聖同居土﹂ 然後這一些有智
慧的聖人也在凡聖同居土 你受到聖
人的感染 漸漸地你也會有智慧出
來 終於你得到真實如來的證悟

鄉鎮 印入都市 然後再到整個國
家 這個國家都會放光就會得救 甚
至整個人類 用﹁吽﹂字來幫助他
們 一樣有息增懷誅的作用 我認為
﹁吽音佛母﹂這一尊是非常偉大 可
以救度眾生 每一個在這個法會裡面
的人 如果得到這個﹁吽﹂字的話
一生受用不盡
邱琦君：據悉 這場﹁吽音佛
母法會﹂的收入主要有兩個用途 一
個是用來做公益活動 幫助弱勢團體
及社福單位 另外則是要建設﹁大高
雄雷藏寺﹂ 請教師尊 我們修行不
是應該要內修嗎 高雄現在有這麼多
的寺廟 為什麼還需要再建一個﹁大
高雄雷藏寺﹂？師尊您對﹁大高雄雷
藏寺﹂的願景有什麼看法呢？
師尊：我小學也是在︿大同國
小﹀ 初中是在︿高市二中﹀ 高中
是在︿高雄高工﹀ 高雄也算是我的
故鄉 對高雄非常懷念 但是我們高
雄︿真佛宗﹀的發展 那裡沒有雷藏
寺 那裡雖然有︿佛光山﹀ 但是太
大了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我們注重
精神 不在物質的大小 但是我們
︿真佛宗﹀在高雄 台北有︿中觀
堂﹀ ︿法明同修會﹀；南部是最弱
的一環 所以建一個雷藏寺起來 有
一個指標的作用

誌

47
48

Mar 2017

■文∕蓮會法師

邱琦君：我們知道師尊您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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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莊嚴土﹂ 在娑婆世界 上根器
有智慧的 就是IQ高 有一個IQ笑
話 有一個人的IQ差不多到IQ200
到了天堂 上帝就跟他說：﹁有一個
人在這裡 愛因斯坦在這裡 你可以
去跟他住在一起 ﹂另外來了一個
IQ80的 ﹁那你可以去跟賈柏斯談一
談 ﹂再有一個人IQ只有20 ﹁我們
天堂也有東森幼幼 ﹂西方極樂世界
也是有這種現象 上根器的很少 中
根器的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下品下
生 最簡單的方法 你下根器 就教
你唸﹁南摩阿彌陀佛﹂就好 你也不
用想阿彌陀佛 你想也想不出來 你
就唸﹁阿彌陀佛﹂就好 叫持名唸
佛 你也不用每天唸 因為你很忙
你每天早上出門一口氣唸個十句 你
就可以出門做生意了 到了有一天
你唸久了 次數就多了 有一天你時
間到了 阿彌陀佛現在你面前 帶你
到﹁凡聖同居土﹂ 然後這一些有智
慧的聖人也在凡聖同居土 你受到聖
人的感染 漸漸地你也會有智慧出
來 終於你得到真實如來的證悟

鄉鎮 印入都市 然後再到整個國
家 這個國家都會放光就會得救 甚
至整個人類 用﹁吽﹂字來幫助他
們 一樣有息增懷誅的作用 我認為
﹁吽音佛母﹂這一尊是非常偉大 可
以救度眾生 每一個在這個法會裡面
的人 如果得到這個﹁吽﹂字的話
一生受用不盡
邱琦君：據悉 這場﹁吽音佛
母法會﹂的收入主要有兩個用途 一
個是用來做公益活動 幫助弱勢團體
及社福單位 另外則是要建設﹁大高
雄雷藏寺﹂ 請教師尊 我們修行不
是應該要內修嗎 高雄現在有這麼多
的寺廟 為什麼還需要再建一個﹁大
高雄雷藏寺﹂？師尊您對﹁大高雄雷
藏寺﹂的願景有什麼看法呢？
師尊：我小學也是在︿大同國
小﹀ 初中是在︿高市二中﹀ 高中
是在︿高雄高工﹀ 高雄也算是我的
故鄉 對高雄非常懷念 但是我們高
雄︿真佛宗﹀的發展 那裡沒有雷藏
寺 那裡雖然有︿佛光山﹀ 但是太
大了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我們注重
精神 不在物質的大小 但是我們
︿真佛宗﹀在高雄 台北有︿中觀
堂﹀ ︿法明同修會﹀；南部是最弱
的一環 所以建一個雷藏寺起來 有
一個指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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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可以為自己的冤親債主
報名 在過去世當中 對人 對事
對物 你有錯誤的地方都可以清除
掉 所以可以為自己的冤親債主報
名
邱琦君：超度真正的意義是什
麼？幫他們報名超度就真的能夠超度
嗎？
師尊：以前有人問我 他說他
的祖先已經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還要
超度嗎？我認為說 因為你想念祖
先 飲水思源 這就是它的意義在這
裡 孔夫子講的 敬神如神在 尊敬
你的祖先 等於祖先在你面前 超度
也是一樣 祭祖也是一樣 你不管他
已經轉世或往生佛國了沒有 或者在
三惡道 無論如何 你尊敬他們 給
他們供養 持咒迴向給他們 對他們
都是有意義 都是很好的
邱琦君：這是中國人慎終追遠
的一個傳統
師尊：對！敬祖如祖在 我們
也要尊敬自己的父母 在生的時候就
要尊敬 過往了也是要懷念他們 要
尊敬他們
邱琦君：所以四月的這場法會
就很重要
師尊：﹁清明超度﹂這就是飲
水思源

邱琦君：師尊您七十歲生日的
時候 ︿大燈文化﹀曾出版了兩本漫
畫書向您祝壽！也就是我手上這兩本
書：︽笑話中的法喜︾上＆下 大燈
最近將再從師尊神變的書中 推出兩
本漫畫作為賀壽紀念 聽說師尊有賜
名？
師尊：有！一個叫做︽匪夷所
思︾ 一個叫做︽不可思議︾
邱琦君：請問師尊 對於您的
書被編成漫畫的喜事 您有什麼想法
嗎？
師尊：這個是多元性的 像師
尊寫的文章 變成卡通或漫畫 都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小孩子很喜歡
看漫畫書嘛！我自己都看漫畫書 我
有好幾套的漫畫書
一個是打籃球的吧？︽灌籃高
手︾日本的漫畫 我自己看了也很喜
歡 另外還有一個好像是︽七龍珠︾
吧！我也看過 我自己也喜歡漫畫
那我的書能夠變成漫畫 我自己也很
喜歡 其實 漫畫在日本叫漫畫 其
實人生也是漫畫 你怎麼出生的？怎
麼養成的？怎麼會學佛呢？又怎麼度
過中年？現在怎麼會變老年呢？其實
人生就是漫畫 都是一齣戲 那有什
麼好計較的
我們學佛到現在 不管怎麼

邱琦君：除了三月的﹁吽音佛
母法會﹂ 我們知道師尊您在下個月
四月十六日 在新竹還有一場﹁白度
母法會﹂ 您以前已經在︿台灣雷藏
寺﹀主持過白度母的法會 也傳授過
﹁白度母法﹂ 為什麼您還會選擇以
白度母做為這場法會的主尊呢？參加
﹁白度母法會﹂對於一般的民眾有什
麼益處呢？
師尊：白度母跟綠度母都是很
偉大的度母 我曾經講過 白度母對
於息災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記得以前
師父傳我的時候講過 你如果要息
災 你就要請白諸尊 白色的諸尊就
是以白衣觀音 或者是白度母 祂有
息災的作用 我覺得台灣目前講起
來 有很多的災難 希望以白度母的
修行 來熄滅台灣的災難
台灣現在不一樣 人心不同
了 現在的人心變得很浮躁 動不動
就要打架 兩邊就要火拼 不太好
希望用白度母來息掉人心的火氣 忍
一忍也就過了 像在美國有車禍 兩
邊會下來心平氣和地握個手 互相抄
對方的保險公司 不會像台灣打成這
樣子 還有尬車 兩邊都會吵起來
這現象不是很好 應該用白度母讓所
有的人得到清涼的心
另外還有一點 長壽三尊有長
壽佛 白度母 尊勝佛母 白度母可

樣 無所謂 沒有關係 一切可以隨
意 這樣才是好的人生 就像以前布
袋戲在演的 ﹁你看我霧霧 我看你
霧霧 (台語)﹂看得霧霧的就好
不要看得太清楚 太清楚 皺紋都出
來了
邱琦君：這是最新的書 這是
︽匪夷所思︾ 讓師尊回憶一下當初
所寫的神變故事
師尊：喔！這是入門遁 這是
﹁六甲壇法﹂ 我唸台語的：﹁上清
上帝 東華大帝君 瑤池金母大天
尊 令吾蓮生 受六甲天書 並使六
甲六丁之神 天遊十二溪女 那延天
女五人 統率神兵三員大將 火光大
將 浮海大將 吼風大將 各領神兵
百萬 助吾蓮生 法力神通變化與道
合真 ﹂這個﹁六甲壇法﹂的咒 我
告訴你 我只要唸完﹁六甲壇法﹂的
咒 現在幾點？五點︵酉時︶ 你只
要按這個時辰的指頭 然後你唸﹃六
甲神咒﹄唸完 你要請哪一個神到
哪一個神就到 這是一個祕密 不能
講的
邱琦君：感恩師尊 將祕密告
訴我們 您剛剛完成了︽寫鬼︾這本
書 這引起軒然大波的議題 引發了
很多真佛弟子認為 要好好的宣揚修
行的正確觀念 很多佛子都是善良的

以幫助人家的健康 像昨天摩頂一個
半小時 他們大部分都是有病痛的
白度母可以解決病痛 讓大家可以延
生 解除身體的病痛 白色的光進
來 你身上黑色不好的地方 或者五
臟六腑不好的地方清除掉 可以長壽
又可以健康 那是最好的
邱琦君：所以參加這場法會
可以得到白度母的加持 除了可以息
災 自己也可以得到清涼的心 讓社
會的暴戾之氣稍微得到緩解 對很多
人事物都可以充滿溫柔的氣息 當
然 很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延壽 增加
我們的健康 所以這場法會很重要
師尊：像我們很多法會 都是
用咒音 ﹃大幻化網金剛心咒﹄│
﹁嗡 巴札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嘿魯嘎 吽呸 ﹂單單那個咒音 就
可以讓身體的疾病解除 現在白度母
的灌頂 也一樣白色的光明進入身
體 讓黑色的病痛流出去 也能夠可
以治病的 白度母可以息災又可以治
病 讓所以參加的人得到清涼的心
甚至讓這個光明 流入台灣大地
邱琦君：除了七月的中元節
外 四月的清明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孝親月 在新竹有這一場法會 可以
為我們的祖先報名超度 請問師尊
除了過世的親人祖先外 還有哪些需
要報名超度？

誌

49
50

師尊：可以為自己的冤親債主
報名 在過去世當中 對人 對事
對物 你有錯誤的地方都可以清除
掉 所以可以為自己的冤親債主報
名
邱琦君：超度真正的意義是什
麼？幫他們報名超度就真的能夠超度
嗎？
師尊：以前有人問我 他說他
的祖先已經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還要
超度嗎？我認為說 因為你想念祖
先 飲水思源 這就是它的意義在這
裡 孔夫子講的 敬神如神在 尊敬
你的祖先 等於祖先在你面前 超度
也是一樣 祭祖也是一樣 你不管他
已經轉世或往生佛國了沒有 或者在
三惡道 無論如何 你尊敬他們 給
他們供養 持咒迴向給他們 對他們
都是有意義 都是很好的
邱琦君：這是中國人慎終追遠
的一個傳統
師尊：對！敬祖如祖在 我們
也要尊敬自己的父母 在生的時候就
要尊敬 過往了也是要懷念他們 要
尊敬他們
邱琦君：所以四月的這場法會
就很重要
師尊：﹁清明超度﹂這就是飲
水思源

邱琦君：師尊您七十歲生日的
時候 ︿大燈文化﹀曾出版了兩本漫
畫書向您祝壽！也就是我手上這兩本
書：︽笑話中的法喜︾上＆下 大燈
最近將再從師尊神變的書中 推出兩
本漫畫作為賀壽紀念 聽說師尊有賜
名？
師尊：有！一個叫做︽匪夷所
思︾ 一個叫做︽不可思議︾
邱琦君：請問師尊 對於您的
書被編成漫畫的喜事 您有什麼想法
嗎？
師尊：這個是多元性的 像師
尊寫的文章 變成卡通或漫畫 都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小孩子很喜歡
看漫畫書嘛！我自己都看漫畫書 我
有好幾套的漫畫書
一個是打籃球的吧？︽灌籃高
手︾日本的漫畫 我自己看了也很喜
歡 另外還有一個好像是︽七龍珠︾
吧！我也看過 我自己也喜歡漫畫
那我的書能夠變成漫畫 我自己也很
喜歡 其實 漫畫在日本叫漫畫 其
實人生也是漫畫 你怎麼出生的？怎
麼養成的？怎麼會學佛呢？又怎麼度
過中年？現在怎麼會變老年呢？其實
人生就是漫畫 都是一齣戲 那有什
麼好計較的
我們學佛到現在 不管怎麼

邱琦君：除了三月的﹁吽音佛
母法會﹂ 我們知道師尊您在下個月
四月十六日 在新竹還有一場﹁白度
母法會﹂ 您以前已經在︿台灣雷藏
寺﹀主持過白度母的法會 也傳授過
﹁白度母法﹂ 為什麼您還會選擇以
白度母做為這場法會的主尊呢？參加
﹁白度母法會﹂對於一般的民眾有什
麼益處呢？
師尊：白度母跟綠度母都是很
偉大的度母 我曾經講過 白度母對
於息災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記得以前
師父傳我的時候講過 你如果要息
災 你就要請白諸尊 白色的諸尊就
是以白衣觀音 或者是白度母 祂有
息災的作用 我覺得台灣目前講起
來 有很多的災難 希望以白度母的
修行 來熄滅台灣的災難
台灣現在不一樣 人心不同
了 現在的人心變得很浮躁 動不動
就要打架 兩邊就要火拼 不太好
希望用白度母來息掉人心的火氣 忍
一忍也就過了 像在美國有車禍 兩
邊會下來心平氣和地握個手 互相抄
對方的保險公司 不會像台灣打成這
樣子 還有尬車 兩邊都會吵起來
這現象不是很好 應該用白度母讓所
有的人得到清涼的心
另外還有一點 長壽三尊有長
壽佛 白度母 尊勝佛母 白度母可

樣 無所謂 沒有關係 一切可以隨
意 這樣才是好的人生 就像以前布
袋戲在演的 ﹁你看我霧霧 我看你
霧霧 (台語)﹂看得霧霧的就好
不要看得太清楚 太清楚 皺紋都出
來了
邱琦君：這是最新的書 這是
︽匪夷所思︾ 讓師尊回憶一下當初
所寫的神變故事
師尊：喔！這是入門遁 這是
﹁六甲壇法﹂ 我唸台語的：﹁上清
上帝 東華大帝君 瑤池金母大天
尊 令吾蓮生 受六甲天書 並使六
甲六丁之神 天遊十二溪女 那延天
女五人 統率神兵三員大將 火光大
將 浮海大將 吼風大將 各領神兵
百萬 助吾蓮生 法力神通變化與道
合真 ﹂這個﹁六甲壇法﹂的咒 我
告訴你 我只要唸完﹁六甲壇法﹂的
咒 現在幾點？五點︵酉時︶ 你只
要按這個時辰的指頭 然後你唸﹃六
甲神咒﹄唸完 你要請哪一個神到
哪一個神就到 這是一個祕密 不能
講的
邱琦君：感恩師尊 將祕密告
訴我們 您剛剛完成了︽寫鬼︾這本
書 這引起軒然大波的議題 引發了
很多真佛弟子認為 要好好的宣揚修
行的正確觀念 很多佛子都是善良的

以幫助人家的健康 像昨天摩頂一個
半小時 他們大部分都是有病痛的
白度母可以解決病痛 讓大家可以延
生 解除身體的病痛 白色的光進
來 你身上黑色不好的地方 或者五
臟六腑不好的地方清除掉 可以長壽
又可以健康 那是最好的
邱琦君：所以參加這場法會
可以得到白度母的加持 除了可以息
災 自己也可以得到清涼的心 讓社
會的暴戾之氣稍微得到緩解 對很多
人事物都可以充滿溫柔的氣息 當
然 很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延壽 增加
我們的健康 所以這場法會很重要
師尊：像我們很多法會 都是
用咒音 ﹃大幻化網金剛心咒﹄│
﹁嗡 巴札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嘿魯嘎 吽呸 ﹂單單那個咒音 就
可以讓身體的疾病解除 現在白度母
的灌頂 也一樣白色的光明進入身
體 讓黑色的病痛流出去 也能夠可
以治病的 白度母可以息災又可以治
病 讓所以參加的人得到清涼的心
甚至讓這個光明 流入台灣大地
邱琦君：除了七月的中元節
外 四月的清明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孝親月 在新竹有這一場法會 可以
為我們的祖先報名超度 請問師尊
除了過世的親人祖先外 還有哪些需
要報名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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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百姓而已 但 不小心誤入不正
確的觀念 請師尊可以跟我們分享一
下 我們要如何自我保護 避免被誤
導 乃至誤入佛學的歧途呢？
師尊：我們本身學佛 學密
教 就是要注意到根本上師的問題
我們找一個師父 尋找一個師父 你
必須要觀察師父觀察三年 你才可以
去皈依 但是現在呢 這種現象已經
沒有了 大部分碰到你覺得有緣就皈
依了 但是師父有沒有引導你走偏
了？很簡單 如來真實的智慧 不要
偏離它就好 像儒教所說的不離﹁忠
恕之道﹂ 那你就知道 跟隨他走這
一條路是正確的
你說﹁道﹂ 它以﹁無為﹂為
宗 像老子 莊子 就是無為 你離
開了無為進入有為就是﹁術﹂ 不管
你﹁修道﹂還是﹁道術﹂ 不要偏離
就是正道 那佛呢 是講﹁空﹂ 所
謂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
槃寂靜 涅槃寂靜就是空性 ﹁無
常 無我 空﹂ 佛教的整個法印都
在這裡面 離開了這個就是屬於外
道
你要相信如來的智慧 相信三
法印 就是正見；你偏離了 就是邪
見 所以目前講起來 信仰中心就是
如來 是佛 講佛教的道理 不偏離

就是正見 偏離了 去拜鬼 那絕對
就是邪的 所以真佛正見是非常的重
要 修行也是這樣子 有一個﹁空﹂
字 佛教是講﹁空﹂ 道教是講﹁無
為﹂ 儒教是講﹁忠恕﹂ 你要成
聖 成道 成佛 大家都可以自己本
身去成就
但是你如果偏離了 你拿著煙
供爐去墳場招鬼 你雖然是做超度
雕鬼的金身 把鬼帶到家裡來 那都
是偏離了如來的思想 尤其是好像演
藝人員 很多都是養小鬼 你現在很
好沒有錯 養小鬼會得到利益 但是
後來呢 你就墮入鬼趣 你跟鬼太親
了 你就變成鬼類 我們中國人有一
個俗語﹁物以類聚﹂ 你一天到晚跟
鬼在一起 當然就變成鬼 你學佛的
思想 將來當然就是成佛
邱琦君：師尊在這再度強調根
本上師的重要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避
免被誤導 就是一定要知道如來的智
慧 然後 跟著正知正見去判斷是不
是一個正確的根本上師
師尊：所以我寫那麼多的書
啊 回歸正傳 有人夢到天上掉下了
鑰匙 這就是開天上的寶庫 你導讀
這個書 書裡面有很多的口訣 你學
了這個口訣 很容易的接近你自己的
本尊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 你用你的
念頭想你的本尊的形象 用手印代表
你的身體的清淨 用持咒代表口的清
淨 口的清淨 身體的清淨 意念的
清淨 以清淨的心 就能夠親近的
佛 菩薩在一起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密教的相應法 眼睛閉起來想念
你的本尊﹁阿彌陀佛﹂ 你結阿彌陀
佛的定印 這代表身體的清淨 唸
﹁嗡 阿彌爹哇 些 ﹂代表口的清
淨 以這三種意念的清淨 口的清
淨 跟身的清淨去接近如來 到那時
候你相應了 你絕對有往生的把握
到佛國淨土就把握住了 如果你不用
這方法 這是屬於密教的方法 你用
顯教的方法也是可以 但是密教的方
法 加上你意念的清淨 再加上咒語
的清淨 再加上手印的清淨 這是屬
於密教的方法
邱琦君：謝謝師尊！
當訪談後 法王作家蓮生活佛
盧勝彥現場揮毫 賜下墨寶﹁真佛正
見﹂一幀 並為現場買書的弟子簽書
留念 及摩頂加持眾弟子後 為時三
小時 眾弟子領受法流甘露滋潤 提
昇心靈層次 充滿了法喜 在送別法
王聖尊蓮生活佛座車離去 眾弟子也
滿心歡喜 更期待下次與法王作家蓮
生活佛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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᪗ͩ׳ːⳍʠۧณᏈᱹӱⱐⲪřמ
⥸ሦŘ㖘ぢയᤀẜ૪ӱᅜ㜭ぬː̳ณ
ްטӨ㖙㜭⧨⎊̳ⴒ⎊ט㜯ᆟᅺኽ
Ẉో߱Ẉહʑ㜭⣲ट␕㇎ᄣలដқള
೭㜭らരटːサ㜭ณ㌦ӛř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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ጧᲁ ໍ Լ ോ Ꮴ

೩ᘍːڂㅽञ᳷Ẍໍ

ᬞ̚ ᤈ םᅡ ㇔

ː᱿ѭ㔄㜭ӡⒹ༥⥫˟ːʠ⇃㔄㜯ଃ
ᅠ˟ːʠʃᆯ㜭؟ᾀẜʁএ⤵㜭
ՎզҢᄊ⳧ⴅۧ㜯ᯍ᳷྆⪸˟ːʠ⳧
⼂㜭ሷံ⎊నʠṵോ㜭ံːʃӴన㜭
̬͗ټŝశቃञ᳷ᱹⓢဏൔ㜭⠗ⓢ
☤ⳬ㜭҅ՀӲːҪՀ⎊న㜭૽͗
ⵣӷో᱿ᛍ߭㜭ၷ⥕キ░ᖷ㜯
⸃░ᕥᘍో˫ස᱿ൔ㜭⎞ञ᳷
㕑⊌ɺࡩ㜭Ẍཬ㖘ጧᲁໍ㖙㜯Վզ
⎞ሳ᳷ᾀͩᄞर⠗Ř⧠ณⒹ̳㜭᳷ۧ
र⠗㜯ː⯿ザവ˚വ㜭ᯍ༴ဝ˚ᮝ
Δ⠗㜭ᛤᛍ⯿םา㜯ːᮝᵬᇺ㜭ᱻ౺
֯Ⳋ㜭⦼᫂ฏ⎞ːُ⿵⚠ʠ
ℳ˷㜭ʈ⩕ໟΩ༆༆㜭ൔⳐൔ㜭
⥑̲᳠ञಟ㜯┛૪ో⤵㜭ᙙɺ
ट㜭සɺटřᙙɺट㜭Δ⠗ɺट㜯
⸃░₯⸉ԑʀో˫ɺԅᱹᮝ߱
ૹ᱿ະʶ⯆㜭Վզञ᳷㜯ૹɺ̤
ోঋᙟ㕆⠐㜭ᒑውᣅ⊴⠭㜭トဘ
⊴㜯ʀో˩Ⳇ̤ోঋ૯Β㜭㖌ࢊا
㜭ᮝᅺ㜭̦߽ד᯼㖍㜭ຮ⦼ో
Խྃ㜭ⲤోԽྃരɿଅᆹ㜭ӷⷪ
ずⳇᵧ㜭വӷൠㆤྶ⊴≛㜭Ҝଅᆹര
ϝ༆⠛ř༆⠛രҪ⦼ోԽྃ㜭⠛ര
ʃӷɺΤሶ㜭ᔍ̤ోঋרӷೆ⡹Ẍ
̲㜯ʀోቍӛԊ㜭ᮢᕒ⤃⃛᱿ᕓ
ሶͧోⳭ֓౺㜭Ңᕒ՝ں㖒㋧
᪗⤐ʊㅠ᳠㖓㜭ദᮝര㜭ߥግۊ
ʊ㜭വోԽྃ㜭Ңᕒ߱ᓥ᮹टᯍट
ːˉटṵ㜯ዾЗ༫ʀోԽྃԻʃ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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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હര⥴ۊള೭ᯍᆹ⤵ʠҙૌ㜭ള
೭ᾊሦ㜭҅ᆯ⧾̲ᘍരᆯ⧄ᆯ㜭ר
⣲⦹⧄ᆯʠרඈ㜭᳷ᾀ⩬רᾀ⿴⣶
ʠŝ֯͐⩊⳦֔┋Ҥ㜭˜ᤋ⣬ͩᄞ
र⠗㜭ᛤᛍา൳㜭⎊ᛍҢา㜭ᱹⓢဏ
ൔ㜭⠗ӴᲩ᳷ᮝʠʶ㜭˫ߥដҙकʠ
Լോ㜯Րᅺఫ≛ሯ⦦⳧㜭ͧɿ
ʊ⧠̲ʃॖͧዾЗ༫ʀోř㖖␃
ࡆチ♀ૹ㖗౺ಙҪᓝߨቄ⊊⣫゜
ߧ㜭ͧోדм᳷ᾀ㜭ᆯᎋṵ᮪᱿
॑ᑨሳ㜭ञ᳷ᯍ༴ဝᑨሳ㜭Ử⊌͗ᅺ
टʀ᱿⫏⁺㜯
⸃░רᘍో˫ໍὮɿُὮ߈ֱ
ᣅ͛㜭⨸ชञ᳷խᨃםᏈ㜯⦹⧄ᆯ
ᨃםᏈ≛㜭ᔘരʁ߸᩠⧠טര㜭
༼⋏㏝᪅ഐ㜭ുⱐⲪےఫʠː⯿㜯⸉
ԑҁ೭ʠ⿵ᯍʻ༣ྃણ∳ř⩛ᓾ˟

ʙ࣪ʀ ో Խ ྃ Լ ോᏤʙ

ञᤫ

ඎ⩀㜯ᓥവోԽྃ㜭ະᆹᆹ⤐บዾ
З༫ʀో̦ㅫᄍ҆Խྃ㜭㖌≛⎏
ଇɺᅺ⤐บ߈ᓝ㜭ᅽ㜮֘㜮ᇄדᴍ
Ԋ㖍㜭ʏʈ՝ں㖒̲᳠㖓ُ㖚ዾ
З༫ʀోൔٔ㖛㜯ᄞ⸅З༫Խྃ
Ի㜭വዾЗ༫ʀో᱿ԽྃԻ㜭ະ
ⲐⳌ㜭Δᘍᆞໞଔ㜯
⸃░ះ⸉ԑʀో㈪҅⨀֓ᅞۧ
Βӛౌ⎞⩂ྃᘍሳ㜯⢒⤵ཬໍᅹ˫ר
ᚉᏈゃ㜮࣑ṵ㜭⬢˫רבಙṒُ҅
⤃Йʙᾀ㜯ʀోᄞञӡⒹϟᔋ
ᣅ˃≛ࢊ⬢ಙ㜭ॖᔍ↲ྃרʃᅜሰ
˃≛࣑ṵӠ㜭ဏ㋧˃≛߱נɺΤʊ᮹

⨀ోૈ

᱿ଶᓝ㜯ˇሦ᳠ൔẌໍ㜭ᛤᛍ⎊ൔ㜭
ൌൔ・㜭˫ൔⱧࣀ㜯ញញࢴᆯ
घ㜭ㄇଃᆯᯍॖॖʃՒ㜭ʃᣅࣀ
Ⱨ㜭ɺӡᆯଔሳらᆹ⿵ᚉⳊ≟ᙟ
द㜯ⲸⴍᆯӷɺΤᮝᯛ᱿᭔ࣀ㜭ᆹ
ᅺɺʝ㜭ഢᔍ᥊㜭ᆯͩ⎡㜯Δ⠗
㈪⸅Δൔ㜭ᤀ〦᭔ࣀ㜭Δ൘Ⲋᘘ⇵
✭㜭㓿ʃⲈ㜭ᙟ⤵⎊ᤋ౹ř⨀
ⲻԽྃ⃛ໟΩԻ⸇řㆺ౹ᙰ㜭મⳚ
⎧⳺᱿ᅺઈᆞᮝඐทʠൔ㜯ʃɺᯈ
ൌ㋉㜭ᣰവጪ␕Ⴍ㕆㈭ŝሱരʀో
྆㔄ञ᳷ቄɿΤᅞΔ⠗Ř
ل㜭⠗ۧ㜭ΔẈ㜯ᮝᙙ⣳യ㜭㇞㇔ᛤ
ᛇ㜭ʃᥓङ㜭ᆹᆹൔએۧ൳㜭⩕㋤ҙ
₳⋝Ϩನ⇾㓚řΎሷϨನ᱿⯿㋤㜭☼
ᔍϐ㋤᳠Δ㜭૽͗ӷၷ⥕キ░ᖷ⣲
ㄇ㜯⩂ྃᘍሳ㜭ࢊԼോʙ㜭ӷೆᯍ
∑డᾀ㜭₲Ửṵോř┋⎷ʃ⬕㜭૽
͗ദᮝᆹ㜭⎊న₲Ử᱿ṵോॖഛら
ഐ㜭ᆯ؟ᾀ߱נɺΤʊ᮹᱿⫏⁺㜯ྃ
യ㜭ΔẈહ㜭ᇜ㜭Ⳗ≟ᆙൔ⣲
ඖʴᮝᔘ㜭⬢ӛҞⳬⱐⲪ㜯༴ဝ̦ᯍ
ʁ㜭Ⳗ૪Δ㜭⩂ྃⳬࢍ֯ᆯ⩂ྃో
ˇᆯՀ⎊న㜭ߌᣅⳆˀԼോⵣᆯ
⎊నቍ͗ദᮝᆹ᱿⫏⁺㜯
ḻᯃ㜭ʀోԽྃञ෫ٔᖛ㜭
̲҆Э㜭ᣅ⎞ሳञ᳷ϝᢤ⫛ṵᢆㅫ
ᵦ㜭᳷ᾀ߱ञᕆᤫ㜭ᘍሳԼോⲪ
㖔ᥣᥨグ⦒㖕Լോʙ㜭Ⲷోଔ̤㜭
Ⲷ೩ᘍːڂ㜭ᘍሳṞߥដ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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Șᄽō⎮⎊߱
߱

׆আ̲ᄞ᱿ኞ̤ሷ߈Τ⚦Ř
ɺ㜮ㅱぅᙗ㜭⨿בᣅㅷᙟ㜮Ҙ
ᙟ㜯ଔᆯҘ⊊≛᱿̤⇦㜭߱ぶ
ʑ㜭ໞ̲רቅ᱿าඎ㜯വ㖘ㅱぅᙗ
ኞ㖙᱿⊊≛㜭ʃሳࣜɿณⳬ㜭ሱघദ
ⲙट㜮ː᮹ⱐⲪ༼ᮝ㖘ɼᓝ㖙㜭ଔר
˫ἄὀ⤟⌉㜯

ʷ㜮ᅗぅؐ㜭ʑᄽาඎפϝ㖘ɺ
ദ͗㖙㜭าඎᆯ㖘ףሳ߱ट㜮ː᮹Ҫ
ദⲙɺᓝ㖙㜭ଔ⋱चરҚ⤟⌉㜭ᖝ
ӛサⱐⲪ㜯
ɿ㜮いؐ㜭ʑᄽาඎפ㖘ʃ
͗㖙㖘ʃⴒ㖙㜭ᔘര૽ሳサᓥ
᮹㜭ʀ֗⏨᮹ᤀ⏨᮹㜭߱ⴗҘᚆ
ᐄ㜭ʃҪⲙⴒᓥ᮹㜯ໟʃҪ͗(い
ؐ)Ŀ
߈㜮い⇵ឤ㜭ʑᄽา⨿ᣅະͧ㜮
ᕃ⫑㜮ᤀᮝ㜯ᆯଅʧ̲ᄞሱ㋧ኞ̤㜯
ᅠᯍʊ࿁उᆹ㜭ʃҪⱐⲪ⬢⬤ɿ᮹
(ᓥ᮹㜮⏨᮹㜮ᤀ⏨᮹)㜭᳅ⳖҘᤀ
ㇷᚆᐄ㜯
Ⳇ⡹ሱሷ⬶᱿㜭ଔᆯ׆আ̲ᄞᮢ
㖘ⱐⲪᓝᄲ㖙㜭̳͗ᣅӱᅜኞ̤᱿⸅
⣬ᅞᘍʠɺĿ
ᣅˑ㓯׆আ̲ᄞⳆ㓯⸅⣶㖘ⱐⲪ
ᓝᄲ㖙ŝ
Ң૪ᾊጊബ ܈㜭ߌᣅ㖘ʃҪⱐ
Ⲫ㖙㜭ଔᆯ׆আ̲ᄞ᱿Ꮞᄞ∑㜯
ໟΩഐૌい⇵ឤפϝ㖘ʃט
രሷ㖙㜭ଔᆯʃҪⲪⱐטᮝᔘʴ㜯
㓯ञʧ̲ᄞଔʃᮢⱐⲪᓝᄲ͗
ӱᅜኞ̤Ŀ
ञʧ̲ᄞҠӠ㖘ⓢ☤֓߸㖙㜭Ӡ
ӲᣅŘ

Ӯ߸(ᔊ۹߸)లᅡᘘ⇵
ʷ߸(サ࠲߸)ྃᘘ⇵
ɿ߸(ᱹ҆߸)൘Ⲋᘘ⇵
߈߸(ᤈ߸)Ⳗᘘ⇵
ʽ߸(ザ߸)ᘘ⇵
Ҟ߸(Ԋ߸)⎷ᘘ⇵
ɼ߸(⠗߸)ᅞ͵ᘘ⇵
Ҝ߸(ʃՒ߸)ㆤᘘ⇵
ʪ߸(ۧ߸)Իᘘ⇵
֓߸(ᘍゾ߸)ᇜᘘ⇵

ബᆙㆴ㜭Ⳇ⡹᳖ʃӷⱐⲪᓝ
ᄲ㜭ᄊ˫㖘Ӵ˟㖙㜮㖘۹ᐪ㖙㜮㖘҆
ᆙ㖙㜮㖘Ẉહ㖙㜮㖘ᇜ㖙㜮㖘ㆤ
Ի㖙ᾀဎⲩ̤べ㜯
ߌᣅଃञʧⓢ☤͗⦦㜭ᅜʃᅜ
ⱐⲪ㜭ⵣᆯ˫ר᱿㜯߱⣲ⳬ᱿ⓢ☤
͗⦦㜭ᚆᐄ⭢ⱐⲪᆯɺᑂ㜯ञʧⓢ☤
┮⸅߱㖘ᱹⓢဏൔ㜭ᄗಙ᳷ᮝ㖙㜯ଃ
ᅠన⯿ᆯ؋ⱐⲪ㜭ʃᆯ⸅㔄㜯
ഺ׆আ̲ᄞ〦ᘜദᮝⱐⲪᓝᄲ㜭
ӷञʧ̲ᄞᘜ⸅Ӵ˟㜮ᱹⓢဏൔ㜭ഺ
қ≛ଃᅠኞ̤᱿ဎⲩ˫רᆙㆴ᳖ӛ㜭
ሷ⬶㜯̟ʏ⦦㜭׆আ̲ᄞଔʃ
Ӵ˟㜭ञʧ̲ᄞଔʃᅜⱐⲪ㜭ໟ⦓
ᣅףᆯқ≛ʠ⿵〦ᘜ᱿Ễಙʃ≟
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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১ి֢ܕሃЂষ֢ి
ᅆߞ֜ލݺগ࢝գᎷ

़ីኇσ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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Șᄽǀ⸃░⋀ʀో

ㄇଃో᱿⽷ㆊ
ଃ
⽷ㆊ
घ౺͗߱⊊░ᮝᙙ̲ʙྃʊ᮹
₤Зᘍञᘍሳʑ㜭ሷɺ̤⯿༆ᵮ
Ϩ҆ㆊᮮઈ㜭˟߱ో᱿ㄇԊ㜭ⲐⳌ
᱿ẼՒ⌳ᔎ㜭ᄖ࿌᱿ྈʁ൬㜭˟ᆯ
͗⎊ߡ᱿ჶഛञోŲŭŬŷోҁ㜯

ட

˟ሷキ⺤Ӵ᱿ᳵᴈ㜭⎊Β≟૾ᘜ
᱿ᳵṘ㜭ᆹᆹᳵ⤐߈ㄇ㜭らᆹẼՒ⌳
ᔎ㜭߱ː∌⊌ゝ᱿ᆹԀ㜭˟ሷ᩸᧚᱿
༬ణ㜭Ⴄː∌ⲐⳌཞჶᤄ㔄ř߱᧚
Ӳ᱿ࢍ㜭˟ሳキ༆ྃʷⵒ㋧₤ᤫ
ᑨ㜭ϵ≟⋬Ԋⴒሷɺⵒᑨ㜭ᅣⴗⴒ
ሷɺ̤∑డൢ㜭༑┮ଅፊઈӷ⚠༪
ཞჶ⽷ㆊ㜭ᣅో᱿ᕓΤഔᆹԀ㜭
ᮽʁ᫂⪽᱿₊⻞㜯
ʀჶഛ
ŲŭŬŷోҁʑᄽפ㖘شહ
ᔏ㖙㜭ӛᮝᅠ㈭ᛸ㜭֓ᔓ౺㜭ᕒ
⎠Ẽᖁӷʴߡ㜭߱ጁ⚄ቺռ߸
֒᛬⳧ʴ˟᱿ὄ౺㜯֓ɿᔓ౺㜭᮫
ᅠ߈څŢşŬŬŷ᱿೧☡≟⤯ӷჶ
ഛ㜭߱ᯍᆹ㜭˟ἼԀ᳅⤌ᵧⳬ㜭Ⳇ૽
ᆯ˟᱿ᮝ⊚Ꮘ㜯߱֓ʽᔓ౺㜭˟
⬂വଡ̦߸Sunderlandఱ᱿ჶഛᕗ⫶
Ὦɺᩦ㜯
ʑણᯃᏈര㜭˟߱ߡቺռⵒₚ
֦₪૾Ꮘడዮ㜭⩊ʴқ౺᱿ჶഛ⦩
Ễ㜭ᯃᏈരⳖҘߡ֡ⵒBournemouth
ఱ♊⠛ણず㜭ᄋ⩊ᣅቅɿ౺᱿ჶഛᄽ
ຈ㜭Ⳇ♊⠛ણずര͗ໞᣅߡㅫଊ
᱿ჶഛُ⢌ᦸᅞㄇ᱿૾ણಓ㜯˟ʽ
౺ᄋ⩊ჶഛ᱿ણ∳ໞⅷ֓Ӡѭᯌ㜭ʽ
౺ᯍʑⵣᆯҚὮɺ㜭ᯃᏈᆹሩחവ
ᾀञણણ̤᱿Ᏻ⩇ᄽຈ㜯
ഺʶჶഛʶᏈ
ᯃᏈര˟ӷρᄦ㜭⭢らɺ̤ᯍᆹ

ബሷ᱿ᆹ⡶ჶഛోણ∳㜭˟Ω
ӷᓿ⇾ᮚ⎏ʊ᮹߸׳ᣅグ⦒ُᦽᆹ
⡶ҝחᇓཞᤫ㜯
ɺ౺ര˟ᗉહ⎊నԡᏈ㜭ᅠɺʪ
Ҝɿ౺㜭ʷ֓ɿᔓ౺㜭˟ӷὮɺ
Τჶഛ₎㜭আᣅቅ₎֓Ҟ౺᱿ᆹ
⡶ ჶ ഛ ᮝ ᚜ 㜯 घ ౺ ͗ ሯ ᣅ Elle,
Marie Clare ُ Cosmopolitanᾀघ
ᵧグ⦒ḽ㜭ဏͧᤀᄲᆹ⡶ഛЭ㜭⃛
˟Ω᱿グ⦒Ӥᱸ㜯ഺ 1998౺იञᏈ
Ֆ㜭আᣅೊبҝُʊ᮹㈿᱿ҝ
 ॖ Sony, HSBC, Proctor and
Gamble, Swatch watches, Havana
Club 7 rum, American Express,
Lexus Cars, Vodafone ُVisaᾀҝ
ဏͧೊبഛЭ㜯घ౺͗˟ߌჶഛడ̳
≟⮅⭁Қ߸׳㜭ሯሷɺᓝ߱߈ᆣ
ቅҙ㜭᭔ⳤҚʊ᮹ʽञᙐחᇓ㜯
⤯̲᳠શ ჶഛ ᲂͩ
ɺʪʪȠ౺ోὮɺᓝӷߡρ
ᄦ㜭ᆹŲŭŬŷ᱿߈څŢşŬŬŷ
ُ߈ťŰşšţᲂͩʴో㜭˟
Ω㔧զːאԽᯍᆹో߱ρᄦ㖖ᲁ
Ԯず㖗⎠⠗᱿ᘍሳ㜭オᤋᯍᆹ⊝ʃ
ᆙ̲ᘍ̲㜭ִ̟⋱ᆙㆴ⤌ُט
ӷోԽྃṗṵ᱿ᢆㅫᘍᙟ㜭⩕˟ᮟ
ᮝᤀᕗ᱿Βൔ㜯
ᯍోɺʪʪɿ౺Ҫᓝӷρᄦ
ᆹ㜭ŢşŬŬŷⴒ᧚ӲפŲŭŬŷሰ
ో  ᤫ  㜭 ˟ Ω ߱ ρ ᄦ Caled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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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ɺ⠗߱֬ಙቄ⊊ʠ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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ණᗯ

Road Ӡሳ᱿ʷᐵ⥑Ἴ
ʴ⎈ᆹ᱿ჶഛ፣㜯
ɺ౺രŲŭŬŷ
૯Βӷ⣫゜ߧᖣᲂͩ
ᢆㅫ㜭Ⳇɺ౺˟ら߈
ُڅҞ೭ːԊദ⣫
゜ߧ㜭ὮɺᓝאԽʴ
ో᱿ᘍሳ㜭ᯍᆹ˟
ⴒԽҘ⣫゜ߧञᘍሳ
᱿Ύમᯍ∑డخĿ
߱ɺʪʪҞ౺㜭
ŲŭŬŷ߱⇾ߡᘾቢ
Ḍడ̳㜭߱డ̳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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ᣅ˫˟᥊᱿ჶഛ༬ణ㜭˫רᣅో
ԡⳍɺ᳠ːञଅ᱿ᤫᦸ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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ᯍᆹో⦦Ř㖘ᆹᑨቍӷ㜯㖙ߌ≟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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ᆯ᧚Ӳ᱿ᆹԀ㜭˟ᵧⳬ⎊నᆯ֓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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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ᤋ˟ᗞሷԀาⲲᖣ㜭̟ɺӡ
ⅶᆯ⎊ᤋ᱿ᱹᮝ㜭˟ሷ⨢㊹᱿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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ӷ̲ⓢ☤᱿૪㋤ᙙԻ㜭Ңᆯᬦ݇ٻ
ཚ Mahakala ُ ⸉ ԑ ☤ ࡞
Vajrasvattva㜯
ŲŭŬŷᛖΒⴃൂో᱿̲ᄞ
㜭↧↲⩊ో᱿┮̳᱿ሬ㜭૪Δ⎞
⎊ໟᄍ㌂⎊న᱿ൔ㜭Β߱Ⳇؚʊʀ
᱿ሱരɺםᖎ㜭サⳆʊ⿵᱿ᆹα㜭
˫ר౹᱿૽̲Ṓ᱿ᄞ⥂૪⮆ӛ͗㜭
ᄍʁⳆɺʊ㜭Ⲳଁోُ̲Ṓദᮝ⣫
ᅞᏎᐪᛍ߭㜯
᧚Ӳ⊖ᆙ
ŲŭŬŷోҁ⦦Řසో㜭
සోᕒĿॖኞᗞሷోᕒ᱿Հُ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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౺ʽሶ֓ᅺ㜭ᅠ㈸͗⣫ˁ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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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ˁ㖖ञᥨᄽջ㖗⦦˫רᆯʃⴈ
ㇷ
ㇷԻʴ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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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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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ૹ㖗ʬໞᣅሬଭ᱿ଭࢍ㜭ぜሬ‣᱿
ଭ
ଭḻक㜭ࢍʬ᧚⥑㖘̲᳠⎷♀㖙
჻
჻̤⩕≛⤐אℬʀᱸ⥆ໞᣅሳڂ㜯
ⶪמᆽ㖖ᘍⱐチ♀ૹ㖗⎠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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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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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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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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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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ԑ
ԑञᘍሳ㖙ד૯̳ʽ֓ش౺㜭᮫㖖ञ
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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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Ⳇࢍሬଭᾰᆯᘍ᪗̳░ᮝᙙ
̲
̲ᲺഒటⲪሬଭ᱿ᇮ⯿ଭ㜯
㖖ञᥨᄽջ㖗㖌㈸㖍ቍ͗⤺Ԭな
↲
↲૽ᅠቺ㈸ᗤఫ֒㜮⣫㈸֒ד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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ଭᾀ㜯ᔍటⲪሬଭᅼ߱ᔊో૯̳
ʽ֓ش౺㜭శቃᱹશҙकːं〇⩊
░ᮝᙙ̲ᄽゝ᱿⎟⬶řՒશ೭ઈ
घ〇⩊㜭ഺʑ⦓⨯ᘍ᪗̳Ჺഒ㜯
˚౺ࢍ߸⣳Ԭ֒Ӡқञ֒࢘Řぜ
ʴ㖖ञᥨᄽջ㖗㖌㈸㖍ሬ‣ଭڰ჻̤
֒कř㖖ᘍⱐチ♀ૹ㖗ञᕆʑಟ֒⣳
Ԭӛ⠡ࢩῃҤ᱿ᙶ̲֒㜭≛⤐אぜ
ʴԊ͗ᙶ̲ཬא㜭ሩ⋱ˉ⩴טᲰ᱿ᄽ
Ჰૈ㜯≟⎠ӓҘࢍⵣ≛⤐א᪀⫾
⇾᱿ଅẌ㜭ᣅ˚౺ሬଭ᱿घҀҪᛟ
ɺώ㜯
ᆹ㜭ᣅʴ㔧զ≛⤐אʀℐ〇⩊
ᘍ᪗᱿┮̳㜭߱ሬ‣ଭڰ჻̤֒ᅣʬ
᧚⥑ɺΤ㖘̲᳠⎷♀㖙჻̤㜯ӓᆯ
߱ࢍໞԼᱸ⥆ᣅ㖘̲᳠⎷♀㖙ሳ
ڂ᱿≛⥏א㜭ⵣארԽⱧⱐᲷདྷᩦ㜭
౽⳥≛רདྷ᪀ञᩦƚƚ౹ኈヅ〉ɺ
ש㜭⧨רɺ⎠߈വ㜭Ჰⰶ≟ᔖ㜯
Ⴧ㜭ᔍᘍ᪗̳░ᮝᙙ̲Ჺ
ഒటⲪሬଭːៜ⃘↤ʃ⃑㜭㖘̲᳠⎷
♀㖙ᱸ⥆ሳ֒ڂʬ᥄᥄ჲჲ㜭⥘ҩ
ːᄲᮚ⎏߱ᵬᵬ᱿֚टҙघⳭ₎ʷᱻ
ː㜭૪߱ר۹⫉ר㜯ϊവɺဏ᱿ᆯ㜭
ഺ㖖ᘍⱐチ♀ૹ㖗Ҙף⚠ם⣲᧚Ӳ᱿
őŢഔ↘░␕ᙹべፊ㜭⩕ːҘⳈଭ
Ԋᳵᴈᣅʠɺˌ㜭≸Ჿɺᅘ㜭ᯍट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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Ⱆ㜭ᖛᆯ⎊᮫⎊߱㜭าඎଔᆯᄞໟ
Ω㜭ʃ⣬⡕ໟΩ᱿ᤀᆙࡠ┮ᖸዀ㜭⣬
ᛤᛍ㜯ᖛ⋱༴ໟΩ᱿ᤀᆙᢜⱧᣅ
ᛤᚥ㜭ː⣬Ⳗӷᖛʑ㜭⣬༴㓺Ꮘᛤ
ᛍ㜯ᖛᆯᗞሷゃḥ᱿㜭ˑ㓯߸ᅞⵣ⋱
ᙟവӷ㜯ໟΩ⣬ણ∳ᖛ᱿Ⱆ㜯Δ⠗
ᆯⱧໟΩ᱿ൔ㜭ʃᆯⱧӲː᱿ൔ㜯ബ
घ᱿ʶʃᮢ⭢Ӳːᦩവㄇ≸⬋㜭
ୀʃⱧ㜭⭰Ⱨ㜯⭰ʃⱧ㜭ːⱧ㜯ʃ⣬
ᦩ㜭⣬˫҇ԑ㜭᱿ⱧໟΩ
᱿ൔ㜭ɺӡⵣᆯሱ⇾॑᱿મ㜯
⸒ଃᆙᤫബघⵣᆯᅘᲂͩ᱿
㜭ଃ⬢ಙⵣʃᆯബᵂ⤟㜭ʀో๔෫
᱿⦶⦶ᄞ㜭˫㖒߸♀㖓҆Ჿॉࢊ
ᕒස㜭⸃ⲣᧈଛ̲⦦ᕒස⸅ザࢊᾀ
ỚỚʶ⭤㜭͗⦦ᆙ̳ᣅઈચ⣬ᲵԻں
㜮ྃٔ㜭ᣅᕒ㜮Ṓ҅ࢊᘍሳϝ
Լോ㜭⬢ཥ˟Ω㜭⩕˟Ωಙ⳧ᮝᔘ
ᙹ㜭サⳬ㜭ദᮝሩ॑᱿ࣀ᮹㜯
らര㜭⸃░ដ⸉ԑʀోʬ⫛ʵ
⪽᱿ᘍ⦝ḻŘ̲ᘍᆯՀໟΩ⤟
⌉㜭ՀໟΩ⤟ᗉỚỚ᱿ธ㜭̲ᘍ
ᗞሷଃ⎞⼂㜭̲ᘍ⧾᱿ᆯ᳠㜯᳠

ᗞሷଃ⎞⼂㜭ଃ⎞⼂ᆯːહ᱿㜭ː߱
ʃ᱿᭔ࣀʠʁ㜭ଔሳᮟᮝଃ⎞⼂㜭
ᆯߌᣅໟΩᗞሷᵂ⤟Ӳː᱿᭔ࣀ⎞
Ἴࢍ㜯ଔ॑Эሷːߡ⇾̦߱͗׆⣫゜
ߧटᖎᕗⰱᚥ൬㜭͗ӷ⣫ᧃଔ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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ː㜭˟Ωଔሳ⤌വԑԑ॑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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ㅨໟΩણ̲᱿ൔ㜭ʃ⣬ሳӲːॖ̬
᳖ໟΩ㜭ॖ̬ଃໟΩ㜭Ӳː⇪ໟΩɺ
ן㜭ᆯໟΩᚉぜᏈゃ㜭ᆯᚉぜໟΩ
⭢˟ʠ⿵᱿Ꮘゃ㜯ໟΩણ̲᱿ː㜭ഩ
ː⣬ُ㆞ෑ⏨㜭ף⣬ໟΩଃːɺΤ
ૌ㜭ː᳖ӷ෨ᮟᮝ۹ෑ㜭෨ଔ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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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ൔʑ᱿ธሳ༌㜭ໟΩ᱿ݝ
ఫʃ⣬⧾Ӳːʃ॑᱿⥾㜭⣬ણ∳ờ
⩛Ӳː㜭ף⣬ણ∳̲ᘍ᱿ⵣᆯ॑ː㜭
̲ᘍᆯᄞໟΩ౹ᾀᤀӠӲ㜯
ໟΩ⣬॑॑᱿ણ∳㖖̲᳠
ᘍ㖗㜭ో᱿ϒञ㜭૽ᇒ⫡ⓢ☤
֓ञㆤⵣᄍ߱ʴ㖖̲᳠ᘍ㖗⡹㜯ᇒ
⫡ⓢ☤֓ञㆤŘɺ㜮Ẍᄪ⧠̲ଔᆯञ

ওᙽՌϏޟЖȂϚᙽտΡޟЖȄ
ୈΡौԃЫૡ࢙Ȃо࢙պতȂ
Ș
Șᄽǀ⣫ᧃᆙᤫΔሳᄽઽ
ΙϸശछԁޟԊ௶Ȅ

Ƞɺɼ౺ʽሶʷ֓ɺᅺ㜭⣫
ᧃ㖖ᆙᤫΔሳ㖗ሷ౽ⴎ⦼ӷ
⸃░ដ⸉ԑʀో㜮⸃░З⸉ԑʀో╜
⎈ʙྃ㖘ᬣᖷ⸉ᕒᢤ㜮Ṇṵ㜮࣑
Ჩ㜮⬢ಙᖛͧᘍሳ㖙㜯᮫㖖ᆙᤫΔ
ሳ㖗̦⸃░ᘍోߡ⇾⎊͗ד᱿⸃
░⇵ᘍో᱿⩂࣪㜯
ⳆᆯὮɺᓝ⎠Ⲅᖛͧᘍሳ㜯ස
⸃░ដʀో㜮⸃░Зʀో๔෫ဏᅽɺ
ट╜⎈ൢ྆ల⇦ʴ⒜ް᱿ᖛͧ࣪
ࡆ㜯
ᘍሳ᮫ᆙᤫ౺ⱀר᱿ⲕో㜭
⦼ʙ࣪ʀోҘᘍሳ࣪ࡆཚౡ㜭
ᘍሳʑञⵣᮢൔ᱿⤐บ⎊⯿Ҙ
ᮙヮ㈭ᖛᙹ㜭ɺӡ㓺Ꮘᘺᝬᛤᛍ㜭ⴒ
ໟ⎊ඖ㜭⎊⯿રҚⲿᆙ㜭⎞ᖛɺ㜭
വᮙヮᛤᚥᝫ។㜭ṵञ࣑㜯
ᘍሳര㜭⸃░З⸉ԑʀో㈪҅⫛
ʵ⪽᱿ᘍ⦝ḻŘ㖖̲᳠શ㖗᱿ͧ
ሷқỚ㜭ɺỚᆯᢜͧ㜭ɺỚᆯᖛ
ͧ㜯ᢜͧᆯ˫ᢜ͗࿚ໟΩ᱿Ꮘゃ㜯
ᖛͧ㜭ᆯᮢʯᛍ᱿ᖛ㜭ᘺᛍໟΩ⯿㋤
ỚỚ᱿Ꮘゃ㜯ᖛ᱿᧚ඖᆯᛤᛍ㜭ᆯ

˥ˢ

Ẍཬ㜯ʷ㜮ờ⩛ॖ͗ଔᆯ൳̲㜯ɿ㜮
ೊΔͧଔᆯञͧᘍ㜯߈㜮ໍොᏈ
ゃଔᆯໍොᘍ㜯ʽ㜮ら۹Լോ㜯Ҟ㜮
⦼̲̦ʊ㜯ɼ㜮⦼Ⱨᘍⱐ㜯Ҝ㜮ら
̲ᘍ㜯ʪ㜮らㅯ᳷ᮝ㜯֓㜮ᇒᲀⲪ
㜯
ỚỚ᱿Ⳇɺӡ㜭ծΔ⠗㜮ں
㜮ྃٔⵣᆯᣅʴ⣬࣑ԽໟΩ᱿Լ
ോ㜯ᣅˑ㓯⣬ⳆˀԼോ㜭ߌᣅໟΩԑ
ԑΔ⠗̲ᘍ㜮Δ⫏⁺⠗㜭⫏⁺⠗ʃᆯ
⃛෨ɺᱻ┋㜭≟ᆯᇜ᱿࣑㜯ଔ͛
ॖ㜭෨⫏⁺ң⭁ʴ㜭෨᳖ӷҤ㜭෨
⋱ᵂ⤟̲ⓢ☤㜮̲⧾᱿⣬㜯ో
⦦㜭෨⋱ᆙᱺᵂ⤟㜭Ⳇᆯߌᣅ⫏
⁺ң⭁㜭⫏⁺ʃң⭁㜭ᆯ⊝ʃӷᮚᛖ
᱿̲ᘍ᱿㜯
ʀోሱരᄞञ㜭̲ᘍ᱿ञ
าŘ⧠ณⒹ̳㜭᳷ۧर⠗㜭⎊ᛍҢ
า㜯ʬᆯɿᔓଅઙⵣᵧⳬ㜭Ҟ֓≘∥
ϝʃӷ㜭శቃञ॑॑᳠૪᱿૪
Δ㜮૪⮆㜯
ɿː⠗㜭ൕሷໟో㜭ᕗໟΩ॑
᱿㜭ໟΩ⣬ણ∳㜭⭢ໟΩɺᑂ᱿㜭ʻ
㔧զřᕗໟΩద᱿㜭ဏⷙ⎊నʃ⣬
⭢˟Ωɺᑂ㜭Ⳇᆯ⣬ໟΩദʀဏᆒ㜭
ᆯ⨸ⷙໟΩ㜯̲ᘍᆯᄞໟΩ⬤͗⬤
॑㜭ʃᆯ⬤͗⬤ࣺ㜭Δ⠗ᆯΔᔌ⎊న
᱿⠗ᣅ㜭ʃᆯΔӲː㜭ɺહ⣬༴ໟΩ
᱿ൔΔᔌ㜯
വӷʴқ̤ʀో᱿⪽ᘍ⦝
ḻ㜭ॖⷕᢆㅫ㜭ᄇᲩֆᛞ㜯
ᘍሳ߱⸃░ដ⸉ԑʀో⫛ʵ⎞
ሳञ᳷㖘ᬣᖷ⸉ᕒ⫛ṵᢆㅫ㖙രߥ
ដታ㜯
සዾЗ༫ʀోЗ༫ᘍᙟ᱿
ञԽྃ㜭ᬣᖷ⸉ᕒ̲⧠דⓢ☤᱿ञ
Խྃ㜭⩂ᘍ⸉ԑ᱿⩂ྃ㜭˪㖖ᆙᤫ
Δሳ㖗Ὦɺᓝ⎠Ⲅ᱿ᖛͧᘍሳ
Ṟߥដ㜯සқ̤ʀో᱿╜⎈㜭
සሷ᱿ᘍో㜭∑డ᱿Ҡᱹ
ൔ㜭ߥដʴᔍᓝᔢ᱿ᘍℳ㜯ස
ɺӡĿ

ᗔᄫ

˥ˣ

̲᳠ߡƞ
ᬟҤ᱿Ҟᘘ⇵✭ɿƞ൘Ⲋ

ȘᄽǀᬟҤΔോࡩ ञ㐴Հᄞ

㖌ᘜŘ̲᳠ߡ--᳠ᔌर⠗̲ᄞ
ᇜ᱿ߡಙ㜯ߌώ≛ᆯ̲᳠શ೭
ઈ㜭ᄑờҢߡᣅ㖘̲᳠ߡ㖙㜯㖍
ˑ㓯פ൘Ⲋŝోሯ⦦Ř㖘൘
ⲊଔᆯଃᅠӲː᱿ͫⲊᓬે㜭ʃᮝ
ᴩෂʠൔפϝ൘Ⲋ㜯ᆯ᱿㜭Ⳇᆯҙ
ԑक᱿ɺỚ൘㜭ᆯ᧽᧔ଅໟ㜭ྤ
ᄗञໟ᱿ɺỚ൘řᆯᣅʴⳭໞᇒಙ
᳷ᮝ㜭≟ତ֝⎊న᱿ɺỚ൘㜯ϐॖ
ɺΤːᗞሷ൘Ⲋ᱿Լड㜭ԅʃ⋱౹
ൔᖎřʃ⋱౹ൔᖎ㜭サΔ⠗
Լडᵦ㖙Ŀ
ᬟҤː᱿൘Ⲋʃ⋱ໞᣅ᳠ᔌา
∑ʀ᱿൘Ⲋ㜭ॖኞờᣅ൘≣ُծૌ
ሩᣅ්ᯍ㜯ໟᱹ⤌ໟΩʑߡːᆯሱ
ሷ㋉ᖎ᱿ᖁᅭ㜭㖘ंרᕃ㜭ʃר
Ⲋ㖙ᆯ゛॑ឤ᱿םㆊẈ㜯˫ר
᳖ӛ٨Ωʑߡːሱʃ⋱ט᱿ᆯ⡕
ͫⲊ㜭ଃᅠ൘≣ⳇⵣᆯᗞሷۊ㆛
᱿㜯ᆯʃᆯ˫ר⤟ᣅ㜭ᯍ౺≒
⨿ᄽ᱿㋧мञോΩബʴ⤟ʑߡː
᱿ᖁᅭΤඖ㜭༴㖘൘㖙᧚า≒⨿ໞ
൘Ⲋ㜯ॖኞɺΤʑߡːⳐ㖘ͫⲊ㖙
ⵣ⋱൘ʴ㜭⭡サ̲ぅ⦦᱿㖘ໞ
ଔ㖙ଔʃʴ،㜭൘Ⲋᆯໞଔ᱿ᘍ
㜯

ℋˊᖁᅭ᱿൘Ⲋ
ᬟҤːᖁңሷⳆΤ൘≣ُᝐُ
᱿Τඖ㜯ໟΩᵧⳬ㜭ᬟҤⳆΤᖁᅭ
߱ɺ֔౺ԊᆯᙹᲱᆹቅ㜭ᙹᲱ᱿⭁
⭤⭪⬤ᘘ⇵᱿ᙹӷⳭͺߡ㜮ሱ⎵
⠗ӷาञӴ㜯ྖ᱿ᙹᲱӷⳭρ
ɿדᘍߡ㜭ഺྖɺᇇङ᱿⎵⠗
ଔ⋱ӷⳭߡሱռὉ㜭Ⳍಙʠ൬⩕
ߡː⍦ൔ㊻㜯Ⴧ⦦ሱᅽᱹ⇾
ᙐञな᱿ʬᆯռᓿᙹᲱ㜯Ⳇ㓯ɺ
Τകෘ᱿ᖁᅭॖኞᗞሷ⃑ଃ᱿൘≣
Իُㅊٴጁॖ̬ӷⳭഢ୮㜯ⴒሷ
˟Ω᱿ߨぶ̳Ṙⵣ҂Ӡ᱿≙㊹
˟Ω᱿ʻૌ൘ُൔ֠Ի㜯

˅ⳇ൘Ⲋ
˩᱿ᬟҤᖁᅭ҇నᣅː㜭⠧
߱׳Τᅞㄇ㜭߱˅ⳇӛ⠗ʀᣅ
Ἄӛ㜯⥆വໟ߱≙㉕ᤫ᱿ᆹαଔᆯ
ߌᣅᔌᷨ᱿ྃ߱⭰םẌ⩕⠗ː≟
ㅯӴ⳧〦㜭˟Ω≙᱿ଔᆯӴ˟ʠ
ൔ㜯߱ᬟҤⰇṵᅗⵣሳ⎊⤌ްભ
˅ⳇ⣳ԅ㜭ʃὊ൬㜮ʃ⠢႞㜮ʃⶮ
㉕㜮ʃ〣ᥨ㜭˫ዾჇ㖖ߡも⪴
౬ࡣ⸉ሳ㖗IMF᱿⃥⤺⫏ᅆㆴḻ㜭ᬟ
Ҥːםɺ֔┋㜭2015౺ߌⰇṳ܄ᮝ
ː ᄲ Х Х 700ː 㜭  ̥ ᅠ ⇾ ߡ ɿ ┋

˥ˤ

ː㜭⎔ᢕɿ┋ʷ֔ː㜯⣬ʃᆯᬟҤ
ҚߡʀʁԻ⠗൘Ⲋ᱿ᇜ㜭ॖ̬ר
⋱Ⳮӷخ㜯߱㈪ⵣᅗോᦲڅၷⳆ㓯
ञ᱿ⵣఱ⡹Ꮞଇ⊝ӷᗋⰇ㏦ὢ㜭ଔ
ᾰᆯଃᅞᨃʴް⸅᱿ⳮὁ⼂⦡ⵣሳ
⡕ծૌُૌ൘㜭ʃሳ˫㏦ὢ⳧Ӡ
᱿༆՛͗ᙇຓ㜭≘ᑨ⦦㜭Ⳇ༇⋱
ờവʀᆯɺ̤ໞ᥊᱿㉕㉚ڂ㜯Ⳇɺ
˷ᛇહُഺૌ᱿൘Ⲋϊവᓯ
̽㜯
ಟ൘Ⲋ
ᬟҤ᱿ઙઈُॉːሷബञ᱿ᓏ
Ӵ㜭ᔌߌᣅ˟Ωଅ㜭ሳവӷҚḽ
ሳ᱿〦ُΎ⩂㜯߱⡹ᮮːᆯ⃑
ଃʃ⋱༌ॺઈઙઈ᱿㜭ሳטӷް
⸅᱿⇧㜯ሷˑ㓯ᵡⵣ⣬൘≣㜮
ծૌ͗ջ⤟㜭Ⳇ㓯⦦㜭ᬟҤ᱿ᮮː
ະ⥿ᆯʊ᮹ʀሱᗞሷ⌑ᖎ᱿ᮮːʴ
،㜯ᆯ᳠᱿ᗞሷ⌑ᖎ㜮Τඖܜŝʃ
ᆯ᱿㜭ᆯ₶ं᱿ㆺಙʃⰱ⤺㜭ᣅ
ʴಟ᱿ُᴑُḽሳ᱿౹ᾀ㜭ञ
ⵣ߱ʻ᱿ծૌ㜮⤟㜯
ో⦦Ř㖘ջ౸໘ᣅ᪕ీ㜭ջ
ሀᣅṞُ㜭൘ⲊᆯΔ⠗ː᱿Ὦɺ
ᔎԼड㜭ʃᆯຽᮻⅧ㜭ሩʃᆯ⍦
ଅତሺ㜭≟ᆯᣅʴᇒಙ᳷ᮝ᱿

บ㜭⣬൘טɺӡ᱿ḇザ㜯㖙ɺΤḽ
ሳॖኞːːⵣሷӴ˟᱿ൔ㜭㓯ⴒ
ሳሷᦩ㌘㜯ːː౹ᾀ㜭ൔ౹ᖎُ㜭
ભ̦םᏈ㜭ʃ⢌ⳍᆯ㜭̬ㅱ൘
Ⲋ㜯
ષڂ൘Ⲋ
ᬟҤː൘Ⲋ᱿ᇜഺʀӷʁ㜭
Қߡᇒ⳦ᲀᤋ㜯ぜʴԊㄇӬ⎠Ⰷ
᱿͛ઈ㜭ᬟҤᄎಓ⎞ߡሳ㜭ʜ⎏׳
₤߸ᅞᄎಓُ⩀ሳໞڂ㜭ծߡ
᪗㜮ᲁાໞⵣڂᗞሷ㖘ષ㖙㜭⎞
ᱻ౹ᾀ㜯ሷɺᓝ㜭㈪אԽષᅞ
⎠Ⲅ᱿ߡも͐ῃߨᙙՒ㜭ߌᇄӷሳ
ࢍᗞሷː⩕ಚ㜭ഺㆊӷଜἿἼ᳅ӷ
⎐⥱રᯃരഺૌサ㜭ɺᙜⱀ㌂⎊
߱㜭ञʬʃ˫ᣅम㜯
ᬟҤߡሳ⩀ڂɿᱻ߈֓ㇷ̤㜭
ᄎ㔋ኚἼ㜭׳ሷἼࢍ㜮בሷʙ㜭
̟ᗞሷːᄢ߱⩀ሳဏ㋧⊖⦲㜭ᦩؗ
⨚⇪㜭ሩ⳪⧄༌ከଃ㜭⊝⦦㓯
ϝףሳ⎊חҢⲊ㜯˫ʃ⧄⩀㆛घ
ଊ⺤㜭ߡሳ⩀ڂΩɺહ⣬Ύྃҽ
㜭ഺૌ⩀ʶ㜯Ⳇ⡹ॖኞᗞሷ൘Ⲋ
᱿ᇜ㜭ʬᆯʃ⋱רϝӷ᱿㜯
ో߱Ὦʷ֓Ҝҩᄽゝ㖔ᘃ⊖

ಁ⥆㖕ⳆሬʑဏӷŘ㖘ໟ⤌വ㜭
ːᮝचʴ㜭̬ൕҪሰᰍ᱿
ːᮝʑҪᛟԽᰍ᱿ߌઈ㜭ໟΩ൘
טӲːᅡʵ᱿ᰍ㜭ʃ૽ᰍⴒ
⃛Ӳː㜭ᑂ⎏ଇᛧଇʴɺ֚᱿
ธ㜯ໟˮㆊቃἇʑ㇓Ⳋ᱿
ᱺゾ㜭ໟㆤቕቕᱺゾ㜭૽ᰍ
⬕㜭≟ໟ᱿ൔ⩐വⱀ㌂㜭ʃҪザ
⳧㜯⸃ⲣᧈଛ̲᱿൘Ⲋᘘ⇵✭ᆯघ
㓯ϒञؽĿ൘Ⲋˢː᱿Լडבᆯघ
㓯᱿⬢ᤋ㜯㖙

̲بञ᳷Ř
൘ᣅʊ⿵ሱ㜭൘ᆯમᐪⳬ㜭൘
⩂ગ᩸⯿㜭⊊⫡ʠᓞ㜭൘⋱̳⤃
ה㜭൘࣑⇾⩇㜭൘വ⪽߱㜭൘
⋱ңὉᔌ㜭൘⋱വԻ㜭൘⋱ᤫʊ
⿵㜭൘⋱ໞడణ㜭൘Ի⦲ᄯ㜭൘
Ի̄ธ㜭൘വ॑ૌ⏨㜭൘⋱ңᳰ
଼㜭൘≛ཫࢊ㜭൘≛⬶ۧⳬ㜭൘
≛വउ㜭൘≛വᔌ̤㜭൘ʃે᳷
ᮝ㜭൘サ϶Ჱ㜮ᛐ㜮क़⦝㜮қ
⎣㜮№⦝㜮⪶ᓥ㜮ᴩභᾀ㜭൘ໞᅡ
ⳖẈᇜ㜭ᆯ̲ᘍʬ㜯
(ʁɺῇŘ̲᳠ߡƚᬟҤ᱿Ҟᘘ
⇵✭ʠ߈ŘⳖ㜭ᄪ⦼ቅഩ㜱㜱)

ᗔ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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ඳ೩г

ᙶ̲яೣ̲⦘Ŋᛍᇜ⒜ް㔄ᥣ░␕ᥨȯ
ㆤ̲ᘍ☥ᢜЗŊ҆ᆙ˩˩Зᖝʃȯ
ɻⶦ౺̲᳠શⳭཚᅗɿⱐチ♀ૹȵᙶ̲ῃҤȶ Șᄽǀ⇾ߡⳭཚᅗɿⱐチ♀ૹᘍՖ

߈

ሶɿ֓ᅺ㖖ᆣቅᅺ㖗ᆯɺΤ⸅
⣬᱿ῃᅺ㜭ᯍटᆯㅷṗϒञ̲
ぅ⦘ᮝ᱿ᅺઈ㜯ᣅⲕᔍ⸅⣬ῃᅺ᱿
͗⎈㜭㖖ɿⱐチ♀ૹ㖗᧚ᅠ⥿ᅺʁ֘
қ㔄ᔌ㜭⎠Ⲅ㖘ᙶ̲ῃҤ㖙㜭ʏ᮫
̦ྃ⸃░⽕⸉ԑʀోᇷ⸃░त⸉ԑʀ
ోҠʙྃ㜭⸃░ঔᘍో㜮⸃░ἄᘍ
ోד᳷ྃ⩂㜯
Ҥ᱿Ԋɺट㜭ཌⳭૹ⡹֠
Հల⇦•דЈҤ᱿ʶ㜯߱ʀో㜮
ᘍో᱿ㅽʁ㜭Ӡడ̳᱿ల⇦
࣪ࡆ㜮ᙶ̲ᖷ̲ͧד᱿ͧٴ㜯߱ञ
᱿ՁԻʁ㜭ᄮΤञᕆⵣల⇦വ⇾ⱐ⇾
ऴ㜭ቕቕ㍫␕㈭ᖎႭ㕆㜭ʻᦩ⩵᱿
ߣ←┮ᄮΤᙶ̲ᖷߣش㜭⩕ːടഥߊ
ӷ̲ぅӛᮝ᱿☾ᕙଛߤɺᑂ᱿⒜ް⇾
㓚㜭⩕ːൔሜṘඑ㜭҂ដ۹ෑʠ㜯
ᙶ̲ῃҤᯍटᇗἇ┋⸄㜭ㆺُ
ᅺ㓚㜭ぬ҆ᇒᤫ㜭⩕ːሷɺỚᛤᅘ㜮
ះᛍ㜮۹᱿⤌㜯ʁ֘ɺᆹఢ㜭
˫۹ෑ᱿ൔჵᳰ᱿⬕Ⳗ⇾
㓚⒜ް᱿ञᕆ㜯ʁ֘қ㔄ᔌ㜭ᯍ㖚ో
ൔٔ㖛⾝ד㔧ㅨ⬚ᆹ㜭ⲕో⒜ް
᱿૽⸃░⽕⸉ԑʀో㜮⸃░त⸉ԑʀ
ోד᳷ᘍోⲕⳖʴሳࢍ㜭ʬᣅᔍᓝ᱿
ᙶ̲Ҥཚʴౡ㜯Ҥॖя᱿Ⳗ
⠗㜯⸃░⽕⸉ԑʀో㜮⸃░त⸉ԑʀ
ోㅽ┮ᘍోדҠΔᘍ㜭ṗ
ᙶ̲ῃ㜯̔ら┮ᘍోדѭ⇾᱿ڳ
ㅳ㖘 ໟ˚ᢆᗝ⧠ॖ͗㜭ᛍᇜ⒜ްԼ

ോᙹ㜭ʽ᳷ᮝサࢴ࠲㜭⨢ॖ͗ᛍ
ᘍ⯿㜯㖙қ̤ʀోʙྃ⒜ް᱿㖘ᙶ̲
яೣ㖙㜯┮ᘍోͩדぶᅠ
࣪ࡆԊⱐᙟᙶ̲㜭༆ྃቪઈ㜭
૽㈭ᜭᚲᙶ߱⸃ⲣᧈଛ̲ʠఢ⊹㜮
⊹דര㆐⋍ʀ㜯ϊവɺဏ᱿ᆯ㜭ᔍᙶ
̲᱿㈭ᜭᆯ᮫⸃░⽕⸉ԑʀో㜭ൔ
˫घỚʑ♑ቨ⦲ⶪ≟ໞ㜭ʏԽʀ̲ⓢ
☤᱿Խྃ㜭ሷϨನדೖउʠԼᄓ㜭⩕
⎞ሳञ᳷ᛖʃ⚣ᔍ⠗㜭ॖᗝᙶ߱
̲҆ʑ㜭ʝʝⴒ࿁ʃവサ㜯
ᙶ̲ര㜭ᆯ㖘З̲ൔᥨяೣ㖙㜯
⸃░⽕⸉ԑʀోキ༆࿀┮░␕ᥨ㜭
ᄪ᱿ㅫẌ⸃ⲣᧈଛ̲㜭ʏ⤐บ̲ぅᄍ
҆Խྃ㜭Ṇㆤ̲ᘍ⋱☥ᢜЗ㜭˩˩
Зᖝʃ㜯░␕ᥨ᮫̦҅ྃ⸃░⽕
ʀో˅⃛⸃░तʀో㜭Ҫ᮫⸃░तʀ
ో˅ӷᘍో᱿༆ʀ㜭ʏ᮫ᘍోΩ˅⃛
㜭ͩ᱿༴░␕ᥨ᮫ʀɺ̤
˅⎏ʁɺ̤༆ʑ㜭░␕ᥨ
ᅠञᕆ᭔←ɺߞ㜭ञ᳷ˇॖ̲҆ט
ᘺẌ⎷㜭⳦ᤫൔʑ㜭ᖝ҆ᆙЗ
ʁ㜯
яೣታര㜭қ̤ʀో๔෫᱿ᣅ
ञ᳷Ⳗ⠗̲ᘍḻ㜯⸃░⽕ʀో߱
ḻʑ⧾⤟ʴᙶ̲᱿า∑㜯ᯍӮ̲ぅӛ
ᮝᆹ㜭ɺ༆྆ट㜭ɺ༆྆߸㜭ቺ֡
⣫ռ⬕׳ɼᔎ㜭ʏ⦦ʴɺϑ㖘टʀट
ʁ㜭ڱໟ᩸㖙㜯ⳆΤϑʑ᱿㖘ໟ㖙
ʏ྆᱿ᆯ̲ぅ⎊న㜭≟ᆯ྆टʁ᱿

˥˦

᳷ᮝᲀሷ̲ඖ㜭ሷ᱿ːծ̲ぅⵣ
ᆯ̲㜯ߌᔍ㜭ᯍ̲ぅ⦦ӛᔍϑᆹ㜭ट
ʀटʁᲀ͗Ⴔ⩂㜭㈭␕↨₥㜭ʪ㕻
ᖛ㜭ᚲᙶ̲߱ぅ᱿⯿ʀ㜭Ⳇଔᆯᙶ̲
᱿ℳ⬚㜯˚ट᱿ᙶ̲㜭⸅㔄ᆯ⣬ञ
ස̲ぅ༴ሱ᫂⪽᱿̲ᘍ⫛ʵ᳷ᮝ㜯
ᆹ㜭ʬశቃञ⣬ሷɺ㆗ᄪ᱿ൔ
͗Ẍ̲㜭⚟⦞Ṇ⦼⧠̲ⓢ☤๔෫Խྃ
೭ઈΩᏈゃᚉぜ㜭ˮ๔෫ൔʏവӷ
̲᱿ᇜ㜭ɺൔ̲㜭ણ̲᱿ɺӡʏ
⎞̲ະ㜯ᙶ̲᱿Լോ᱿ञ㜭Ҡ
ሷ֓ʽỚԼോ㜯ᅠᔍᆹ㜭ʀోʬ
ḻ⦦㜭̲ぅሯᄞḻ㜭ᯍṁᚆᐄ᱿ᆹ
α㜭೭ઈ˫ר⠗қỚͧ㜭ὮɺỚଔ
ᆯ̲ぅ⯿㋉⎤Ӵ᱿ͧ㜭̲ぅ᱿⎤Ӵ
᱿घ㜭ҠሷҜᅅ㜯ߌᔍ㜭ʊ᮹׳
߸᱿⥓घ߸ᅞⵣ̲߱ͧぅ᱿⎤Ӵ㜯
ὮʷỚͧଔᆯᘍ⎤Ӵ᱿ͧ㜭ʬଔ
ᆯ૽̲ぅЗ࿙᱿Ҥ㜮ḻדᄞ
ೖЗʁ㜯ໟΩ⊝ഺో᱿ḻ㜭
ણ∳̲ᘍ㜭ʬଔᆯɺỚᘍ⎤Ӵ᱿ͧ
㜯ʀో⤟⸃⦦㜭ᕓɺΤːᲀሷ̲
ඖ㜭⎊న⯿ଔᆯ̲㜭ףᆯ₲ʊ˫͗
ᮽʁ᱿Ꮘゃ༴⎊న╗◍ʴ㜯ߌᔍ㜭
⠗≛ൕㅱͩᔋ̲ᘍ᱿Δ⠗͗૽⎊న⡕
Ꮘゃࡄ᱿̲ඖⴒ׆㜯ʀోʬ⦲
⦦㜭Δ⠗ൕㅱ⣬ሷᕊԻ㜭ᆹᆹ⨕⥆ో
᱿ᄞḻ㜭ʏ༴㖖̲᳠ᘍ㖗ᇒЗ㜭
⩕㖖̲᳠ᘍ㖗ᎋҘ᳷ᮝ᱿ൔʑ㜭ᄊ
⩐⳥ل㜭ธ⤟⌉㜭⬕Δ⠗ໞ̲᱿

⭰㜯
⸃░तʀో߱ḻʑ㜭Ӡˉʴॎ
⎞⸃░⽕ʀోᣅ˃≛૾࣪⩂ၷ᱿㋤
㜯ɺࢍ⩂ၷᆯߌᣅҊઈ൳˃
㜭᧚ӲṆᖣ⸃░⽕ʀో░⸃דतʀ
ోϝɺࢍᱺʶ૾࣪⩂ၷ⬢ಙ⤃㜯˃
≛⯿ᆯɺᵧ⨯˷ઈ㜭ᮝԊ⯿㋤ബ
Ϩನ㜭ᕓ౺ⵣϝ㋤ᒑ㜭ᗼ⏦॑㜯᳅
ӷሷɺट㜭˃≛Ἄᤋ⤌വ⯿㋤ཉබ㜭
⡕Ⲷӷʴⷪず㜯߱Ҙずϝʴᒑውര㜭
ⷪᮝ⥗ᅜ˃≛വӷ⌷ᱝ㜭ʏიᄣӷ
Қ⯿㜭ト⣬Ἴ֯Ⳗ⠗༆⠛㜯ᅆ߱ϝ
ર༆⠛ര᱿Ὦɿटଔ႔༆ࢴ㜯ଃᅠ
ἌॖҢ͗᱿ᔘ˃㜭˃≛আᤀᘍㄇଃ
דט㜭⤌വ⎊నሷബघʶଋቍર
ໞ㜭ɺӡⵣᤀᘍྈᤫ⎊న᱿⣳ԬⳖ
⠗㜯ߌᔍ㜭߱ɺࢍ૾࣪⩂ၷ㜭˶ຈ
ʀోΩॖ̬᱿ՁԻṆ⦼ో̲㜮⧠̲ⓢ
☤೧㜭̲ⓢ☤ʬ๔෫᱿ञԻԽྃ㜭
̟ᆯ˃≛ⅶᆯှှㆊ᱿ᤀᘍט㜭˜
ᤋബࡠ┮㜭ⴀⴀʃ⊾サ㜯ͩჇ˃≛
ᮝԊ᱿ːٴ㜮ٴඖۧדԼᆯ˫רദᮝ
ӷബ॑᱿߸ᅞ㜭̟ଔߌᣅ˃≛ࡠ┮ᅠ
ᮝԊ᱿ɺӡ㜭༴⎊న⃯̦ʴ㜭ʃ⊾サ
㜯߱ર⩂ၷര㜭қ̤ʀోⵣ
᱿ザ⳧㜯ߌᔍ㜭⸃░तʀోը߱ࢍ
᱿㜭శቃञʃ⣬ࡠ┮ᅠ⳼ش᱿
ː㜮ʶ㜮㜮⸉⪮㜮ෂ˗ᾀ
ᾀ㜭ߌᣅ˶ຈ̷ሷघञ᱿ԼോԻ㜭ଔ
ߌᣅ⎊న᱿ࡠ┮㜭ᄍʃʁ≟ⳍໞʴദ

ᗔᄫ

˥˧

Ț⸃░तʀోЗ̲ൔᥨ
Ț⸃░⽕ʀోʙྃЗ̲ൔᥨяೣ
Ț⸃░⽕ʀోʙྃᙶ̲яೣ

ᮝ᱿ゃḥ㜯⠗≛⣬ᆙᱺᤀらᆹ߱⎊
న᱿⯿ⴗ㜭౹ʬ⣬ሷծૌ᱿ൔ㜭ଃ
ᅠʊ⿵᱿ɺӡ⣬ສവස㜯ڱሷⳆ
ᑂ㜭ᯍㄇଃᔘ˃͗⎈᱿ᆹα㜭༇ʃሳ
ሷࡠ┮㜯ᔍᆹሷː⎊నՀ൳
ᆹ㜭ߌᣅ⎊న᱿⎊߱㜭ʃࡠ┮㜭ബ൬
᱿ଔ⋱̲טⓢ☤᱿Խྃ೧㜯ᯍ̲
ⓢ☤᱿҆ɺʁが㜭ᤫ≗┮⎊న⯿㜭
⎊నʬҚ⯿ⲿ㋤҆ᆙ㜭ᯍઈᕒ҆ሳ
ᆹ㜭˃≛㈸ʀଔ⭪˫רʀ░⎔㜭ദᮝ
ᛍ߭㜯ぜᔍʠक㜭ʀోʬᄞॖ
̬૽҆ᆙᥨ᱿҆ᆙᤫ≗ʏ⇦Ҙ⎊న᱿
ൔʑ㜭⩕⎊నവӷᤀく᱿҆ᆙ㜯ʀో
Ҫᓝ᱿⦲㜭㔄ᥨ᱿⣬∑߱ᅠ⠗≛
⯿ॖ̬ᄍʁࡠ┮㜭⎊న᱿⯿㋤ଔॖᮁ
ઈɺ⎷㜭⠗≛ɺػ᱿ࡠ┮㜭ʃㆤ
ۓ㖘ᮁ╾
╾㖙㜭ଔ
ଔᾰ
ᾰ̲
̲ⓢ☤ञᄍ҆ᆙ㜭
̲ⓢ
ۓ㖘ᮁ╾㖙㜭ଔᾰ̲ⓢ☤ञᄍ҆ᆙ㜭
⎊నʬᤀ

Ț  ⎊  ⢌᱿
Ț
⢌᱿ᮝᅺ⛵⁰Ŋ
⢌᱿ᮝ
⽕ʀో
ʀోṗ
ʀో
ṗ
ᣅ⸃░⽕
ʀ
ో
ṗᮝᅺ

Ț⸃░तʀోᙶ̲
ȚଅሹהʬԊ͗ אԽ ᙶ ̲  Ҥ
ȚЗ ̲ ൔ ᥨ Ⳗ ⠗ʑ

ᘍവӷ҆ᆙ᱿ᘜᤫ㜯⠗≛ڱሷ༌⎊
న⯿ʀ᱿ᮁઈ㜭ᄍʁࡠ┮㜭҆טᆙ
ᘍᙟ᱿ᘜᤫ㜭༴ሷࡠ┮᱿Ꮘゃᚉ
࿚㜭༇⋱വӷ̲ⓢ☤᱿҆ᆙ㜭Ⳇଔᆯ
㔄ᥨ᱿⸅⣬า∑㜯̲ᘍ᱿Ὦɺ∑߱ᅠ
ʴᮝ⌉ᔘ㜭ሱ⸅⣬᱿Լ⦩ଔᆯ౹ᆹણ
∳ॖ̬ᄍʁࡠ┮㜯
ʁ֘߈㔄֚ఢ㜭ᘍሳ߱ᝐ㈶ד
⒜ް᱿Ⲷోяೣʑߥដታ㜯ᕓɺ̤
ⵣ⤌ӷᘍ۹҂ដ㜭᮫ᅠʽሶɺ
ᅺᆯ⸃░⽕ʀో᱿ᮝᅺ㜭ʬ᧚Ӳ
⃛⸃░⽕ʀోɺ˷㊻۹㜭ᣅʀోဏԊ
ᮝ㜯Ѐᇄᇄᆹ⿵㜭ᯍʀోẼᔎӷ
ೕᮢᆹ㜭ᅽ㕑⊌߱ೕ㜯
ᯍʀోⳖҘೕᆹ㜭₥₥ᣅʀో
᪇ʀሱ᳠ၼ᱿ṗṵ㜭ʏڳᮝᅺᓼ㜭ࢍ
ㄇɺᦸᝐ㈶㜭˪ːՒ㜯ʀోᯍटሷ
≟ᱹ᱿⦦㜭˟᱿Ւ㜭⤌
㖖ɿⱐチ♀ૹ㖗᱿ᕓɺ̤ଔॖɺ
ː⎷᱿⤃㜭ʬബ౽⎊నⴃ
ഺᯍӮో㜮ᕒ়᱿߃ْ㜭ૹ೩ᘍ
Ӵᮝ㜯ᆹ㜭ʬశቃ⋱᫂ฏד༴
ဝᯍʁႴሷ᱿ɺӡ㜯
ᯍᅺᙙՒᆯɺΤ҂ដසד۹ෑ
᱿ᅺઈ㜯සϒञ᱿⸃ⲣᧈଛ̲૽Ⳇ
ሱ᫂⪽᱿̲ᘍ⫛⎞᳷ᮝ㜭ʬස⸃░
⽕ʀో░⸃דतʀోʃⲆⲀ᱿ᄞ
דՀ᳷ᮝ㜭૽Ⳇ᫂⪽᱿㖖̲᳠
ᘍ㖗᱿Ớઈ႔߱ⳭཚᅗⳆᦸ߭߸ʀ㜯

˥˨

ズࡍ㋧׆ʠ໓

Șᄽǀ⸃░␕Ჰᘍʀో

ヾ

♀㋧׆ᆯɺᦸ⒜ް᱿߭߸㜭ᆯ
ʊ᮹ʀひ⬚ሱᇄ㜭ㄇỬሱञ㜭
ᙹ
ᙹཥሱ㋧᱿㋧׆㜯ߌ≟⡕ờᣅ㖘ʊ᮹
ଥ
ଥ⋹㖙㜭⡕⣶ᣅ֡Ꮞ㜮ռᏎʠक᱿Ὦ
ɿ
ɿᏎ㜯⣫♀ᆯヾ♀㋧׆᱿ʙ㋤㜭ୀ
ஐ
ஐఉ㜭ᑲʻཱི⠡㜭ఓఓ∌ୀ㜭ỬズᲧ
ㅫ
ㅫ㜭ಂʢძཉʊ᮹ʀሷሱ㋧᱿ୀ
⋸
⋸㜯ռሷⳐℛ֔⡹᱿ஜୀ⋸ُמڥ
ཚ
ཚୀ⋸㜭֡ሷ߸ʀሱ౺ⱀሱ㋧ञ᱿
۹
۹㈸ཚ゜ୀ⋸㜭ズஉኚἼ㜭౹ࠀᙹཥ
߈
߈֔ҝଙ˫ʀ㜯
Ȣ
⣫♀ʠԊ㜭घ౺ʴ㜭ໟףᆯޭ
ദ
ദ㜭ɺ᳅ʃᄢɺ⥶㜭ʬߌᣅ⡕׳Ớ׳
ᑂ
ᑂ֭⤵ఢ㜯Ⳇᓝרᆯ⾪ʴൔ⌷㜭
Ս
Սᄢ⬕ɺߊ،Ŀ
ഺひࠋ㇓ಲ㜭⸅ӷⳭཚ
☤
☤㜯⣰╾ᱺズ᱿ୀ⋸㜭உஉⳐ㜭ɺ
が
が┛ཚ☤㖖⪯݇ᑨࢍ㖗㜭ൔᆯℤ
᱿
᱿㜭ᑨࢍ⡹ැැ㜭ञଅൔ≓≓߸
ك
┮ؚك㜭᧚าᄍⳌಙ㜭ջ⯿ໞɺΤ
Τ
Τ⎞ᵁ㜮ԋⰱ⸇᱿㋧༆㜯ᛖඇघ
⦦
⦦ɺ⥾ן㜭घɺΤ൬Ւ̳㜭ⵣሳ≩Ჵ
ᖒ
ᖒᖎ㜯
ɺ⮅ӛᑨࢍര㜭ໟଔሷʴ⎊Β㜭
̙
̙ʢଃ㋧׆᱿⇃ᖒ㜭ᗞሷठञ᱿ו
ະ
ະ㜭ߌᣅᳵԊⳆᦸⲭː᱿߭߸㜭
ネ
ネႰʴໟ㜯≟ʈ߱ໟ᱿ඎℋʀ㜭ˑ㓯
ㆊ
ㆊᇤ㜮㜮ߔؚكザ㜭ⳆỚỚ᱿㋧
ୀ
ୀוະ㜭ໟ⃥⃥ʃบ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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ȚഺలⳭཚૅ㋧⚠⤐᳖ཚ☤ఱᇓ
Ț ᙹ ཥ5 00 0ҝଙ㋧᱿⇺֟イ⼂ᘄ

⣫♀ᆯሱטぬ҆ᳰㆰ᱿㜭ᇄʀʪ
㔄ट˜ˌ┮㜭Қ౺ᅺᤫᆹ⿵Ⳮ
3000ଅᆹ˫ʀ㜯⣫♀᱿टἇᖝᆯ
㓯߸☾ॖᘺ㜭ἇᖎᖝ㓯ᗎː⋄
⌝㜯
⬕߱ཚ☤᱿⠞ㆊ㜭᳖┮ˀ⠗⏨
կկ⬕⳧᱿ː㜭ʃ⧄ᮮॉ≘ಀ㜭༆ྃ
൳㜮Ⱨⱐ㜭ቄ┮Τᅞ㜭ߣ┮
㖖లⳭཚૅ㖗㜭ߣ┮㖖ञᆭૹ㖗㜮
㖖ଅᆭૹ㖗㜭ㅯᆹ⸒߸Ⱨߞ㜭ࡠ┮
હ߸⬕┮㜯Ἄᤋ㜭⤌Ⳇᇓ̙ሯ
⨯㜭ଃʴĿ߱ひࠋ⠞ⳬ㜭ː∌Ἂፈ
ᔍᇓ㜭ʃ⳧ひࠋ᱿ː∌㜭ᆯᣅ
Ӵദ᱿ː∌㜭Ⲳᖣ᱿ᆯ⫨⪮㜭ᣅ
˚ʊᮝᙙ≟կൢ㜯≟ཚ☤⠞ㆊ㜭Ⳇˀ
ॖↈ᱿ː∌㜭ִᆯ߱ᣅ˟Ω᱿Ṙൔ
・ߤ≟ष⬕㜭ᣅ͗ʊ≟կൢ㜭ʷ≛
⪝ִ̙Ṙサ㜯
Ȣ
Ԋദ5000घҝଙ㋧᱿⇺֟イ⼂
ᘄୀ⭰ㆦ—㜭ሷബघඔⱧഈ㜭ദʁ
ቃ㜭ଔᆯ⣫♀ᕒ⤃ʠᗯ㖘゜㍇♀ల
ᖶ㖙㜭⭰᱿֭るඖ㜭⩕ໟΩᕜ㋉
ᤋ㜭ബඇञᵲㆊሳ≒ញʁ͗༴ໟΩࣱ
㜯ʃ⳧⇾㓚᱿ୀᖛ㜭ゾュ㜮⩟㜮
ᖶᖛ㜭̫ჇʴໟΩ᱿⣶ℬ㜭≟൸ᯆʴ
ୀ⭰ᇯ♀᱿֭ᑨ߈̄㜯
⇺֟イ⼂ᘄ㜭ॖᔍમ⦀㜭ॖ
ɺΤҽ⩵᱿⇾ː㜭ॎ⎞ߣش᱿ᇓ⤐㜭
ໞʴɺౘୀᖛᯉֱ㜭⇾വ㊻टՒ

߸㜯⭰ⴗ᱿ℛ⇺㜮᧴ᧅ㜮♀ᩩ㜭ᾀ
̷ཞᤫᮽ൳㜯
⤐א⥏♀ᅭቩ㜭ཫഩໟΩ᱿ᕓ
ɺΤ₳ῃ㜭ⵣ㋤ӛʴ♀ᅭː⎞ːʠ
⿵㜭ُ⧒⚠㜭Ύྃ˟Ω♀ᅭːᄽջ
З⃥᱿ᮝᙙᅞೣ㜯Ⳇ⡹ᖁㆺᛘᑊ㜭ഺ
ଅઙӷ≘ː㜭⊝˟Ω⦦⥾᱿⊖ㅠ㜭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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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RRN7KH3RZHURI0DQWUD
Ŷ:ULWWHQE\PDVWHU6KHQJ\HQ/X
:RXOG\RXFRQVLGHUKDQJLQJDVWROHQSDLQWLQJRIWKH%XGGKDRQWKHZDOODJRRGGHHG"$QG
SD\LQJUHVSHFWWRWKLVVWROHQSDLQWLQJZLWKSDOPVFORVHDQDFWRIJRRGQHVV",ZDVFRQIXVHG
=KDR+XLVDLG ,GLGVRPHWKLQJUHDOO\JRRG+HKH 
:KDWJUHDWNLQGGHHGKDYH\RXGRQH" ,ZDVVXUSULVHG
,FDPHWRVHH\RX7KDWLWVHOILVDYHU\JRRGWKLQJ 
2K ,ZDVDJDLQVSHHFKOHVV
,WROG=KDR+XL (YHU\VHQWLHQWEHLQJLVERUQZLWKWKHSXULW\RIKHDUW$KHDUWVRFOHDULW
VKLQHVOLNHWKHIXOOPRRQ6KRXOGWKHKXQJU\JKRVWIURPWKH7KUHH/RZHU5HDOPVUHFLWHWKH
PDQWUDWKUHHWLPHVDOORIWKHPVKDOOUHFHLYHWKHSURIRXQGVHFUHWWHDFKLQJVDQGEHOLEHUDWHG
IURPWKHHQWDQJOHPHQWRIDOOQHJDWLYHNDUPD7KH\VKDOOJDLQDOOPHULWV,I,LPSDUWWKLV
PDQWUDWR\RX\RXUGHVWLQ\ZLOOFKDQJHDQG\RXVKDOOKDYHJUHDWDFKLHYHPHQW 
=KDR+XLZDVRYHUMR\HGDQGH[FODLPHG 7KHQKXUU\DQGWHDFKPH 
,LPSDUWHGWKH8VQLVD9LMD\D'KDUDQL0DQWUDWR=KDR+XL
2P$PULWD7HMD9DWH6YDKD +HDUW0DQWUD 
,WRRNRXWDFRS\RIWKH8VQLVD9LMD\D'KDUDQL6XWUDDQGVKRZHGLWWR=KDR+XL7KHVXWUD
UHDGV
7KHQWKH%XGGKDWROG/RUG,QGUD 7KHDERYH0DQWUDLVNQRZQDVWKH 3XULI\LQJ$OO(YLO
3DWKV8VQLVD9LMD\D'KDUDQL ,WFDQHOLPLQDWHDOOHYLONDUPLFKLQGUDQFHVDQGHUDGLFDWHWKH
VXIIHULQJRIDOOHYLOSDWKV
/RUGRI+HDYHQWKLVJUHDW'KDUDQLLVSURFODLPHGWRJHWKHUE\%XGGKDVDVQXPHURXVDV
HLJKW\HLJKWNRWLV KXQGUHGPLOOLRQ RIWKHJUDLQVRIVDQGRIWKH*DQJHV5LYHU$OO%XGGKDV
UHMRLFHDQGXSKROGWKLV'KDUDQLWKDWLVYHULILHGE\WKHZLVGRPVHDORIWKH0DKD9DLURFDQD
7DWKDJDWD/RUGRI+HDYHQLIVRPHRQHKHDUVWKLV'KDUDQLHYHQIRUMXVWDPRPHQWKHZLOO
QRWXQGHUJRNDUPLFUHWULEXWLRQIURPWKHHYLONDUPDDQGVHYHUHKLQGUDQFHVDFFXPXODWHG
IURPWKRXVDQGVRINDOSDVDJRWKDWZRXOGRWKHUZLVHFDXVHKLPWRUHYROYHLQWKHF\FOHVRI
ELUWKDQGGHDWKLQDOONLQGVRIOLIHIRUPVLQWKHHYLOSDWKVKHOOKXQJU\JKRVW
DQLPDOHYHQDQWV2ZLQJWRWKHPHULWVDFFUXHGIURPKHDULQJIRUDPRPHQWWKLV'KDUDQL
RQFHWKLVYHU\OLIHLVRYHUKHZLOOEHUHERUQLQWKH%XGGKDODQGVWRJHWKHUZLWKDOOWKH
%XGGKDVDQG(NDMDWLSUDWLEDGGKD%RGKLVDWWYDV 

7REHFRQWLQXHG.
˦ˢ

7KH8VQLVD9LMD\D0DQWUD (ʷ)

$

UUIBUUJNF*XBTUIJOLJOHPGUFBDIJOHIJNBNBOUSBXIJDIDPVMEIFMQUVSOIJT
MJGFBSPVOE#VUIPXTIPVMEPOFCBMBODFBMMUIFDBVTFTBOEFGGFDUTJOIJTMJGF 

7REHFKDULWDEOHRQHUHFHLYHVEOHVVLQJV
7REHPLVHUO\RQHDWWUDFWVSRYHUW\
7RUHOHDVHOLIHRQHJDLQVORQJHYLW\
7RNLOOOLIHRQHVXIIHUVDVKRUWOLIH
,NQRZWKDWWKHWHDFKLQJVRI%XGGKDLVVXSUHPHH[WUDRUGLQDU\DQGUHILQHG7KH7DQWULF
PDQWUDIXQFWLRQVOLNHWKH3UHFLRXV0DQL3HDUOZKLFKFDQIXOILOODOOYLUWXRXVYRZVDQGDWWDLQ
DOOPDWWHUVRIH[FHOOHQFH%XWLV=KDR+XLZRUWK\RIUHFHLYLQJWKLV3UHFLRXV0DQL3HDUO",
UHYLHZHGWKHSDVWOLYHVRI=KDR+XLDQGVDZLQRQHOLIHKHZDVDEXWFKHUDQGLQDQRWKHUKH
UDQDEURWKHO,QWKLVSUHVHQWOLIHDSDUWIURPVWHDOLQJDQGUREELQJRWKHUVWKHUHLVQRWKLQJ
JRRGDERXWKLP
,DVNHG=KDR+XL +DYH\RXGRQHDQ\NLQGGHHGV" 
.LQGGHHGV" =KDR+XLVKRNHKLVKHDG
'RQRWNLOOGRQRWVWHDOGRQRWFRPPLWDGXOWHU\GRQRWOLHGRQRWHQJDJHLQZRUWKOHVVWDON
GRQRWJRVVLSGRQRWLQVXOWGRQRWEHJUHHG\GRQRWJHWDQJU\GRQRWEHLJQRUDQW7KHVH
DUHWKH7HQ3UHFHSWV 
+D,KDYHFRPPLWWHGDOOHYLOV 
&DQ\RXWKLQNRIRQHJRRGWKLQJWKDW\RXKDYHGRQH" ,FRXOGQRWVLPSO\LPSDUWWKH
SUHFLRXV7DQWULFWHDFKLQJVWRVRPHUDVFDOZKRKDGFRPPLWWHGDOOHYLOGRLQJV
=KDR+XLWKRXJKWKDUGDQGVDLG 2QFH,VWROHPDQ\WKLQJVIURPD%XGGKLVWWHPSOHPDLQO\
WKHPRQH\GRQDWHGIRULQFHQVHRIIHULQJ,VWXIIHGP\VHOIIXOORIFDVKDQGDFWXDOO\FDUULHGWKH
ZKROHGDPQRIIHULQJER[DZD\7KH\JRWLWORFNHGEXWLW VXVHOHVV,DOVRSLFNHGDSDLQWLQJ
RIIWKHZDOODQGZKHQ,JRWKRPH,VDZWKDWLWZDVWKHSLFWXUHRI6KDN\DPXQL%XGGKD
:KHQ,UHDOL]HGLWZDVWKHLPDJHRIWKH%XGGKD,KDGZDQWHGWRGXPSLWDZD\'DPQ+RZ

ᗔᄫ

PXFKFDQ\RXIHWFKIURPWKLVSLHFHRIZRUN",PLJKWDVZHOOGXPSLW%XWODWHU,WKRXJKWLW
DFWXDOO\ORRNHGNLQGRIQLFHDQGVR,KDQJHGLWRQWKHZDOO,ORRNHGDWWKH%XGGKDLPDJH
SXWP\SDOPVWRJHWKHUDQGSDLGP\UHVSHFWWRWKH%XGGKD,VWKLVDJRRGGHHG" 
2K" ,ZDVGXPEIRXQGHG

˦ˣ

႑ǦǦ
႑͚͘͘Ǧ̹2
   ̹ 
ಧ̹Ȅ
႑7UDGXLWGXFKLQRLVSDU6DQGULQH)DQJ
႑&RS\ULJKWk6KHQJ\HQ/XkGLWLRQV'DURQJ

FHTX RQSHXWIDLUH"

YDFXLWp O H[LVWHQFH O LQWpULHXU O H[WpULHXU

-HUpSRQGLV

OD SXUHWp OD VRXLOOXUH O DSSDULWLRQ

²)DLUHXQUrYH

O H[WLQFWLRQ O H[WLQFWLRQ DOWHUQDWLYH OD

²4XHOUrYHIDLWRQ"

VDLQWHWp OD YXOJDULWp OH ELHQ OH PDO OD

² /H UrYH G rWUH XQ JUDQG KRPPH

YHUWXOHYLFH«

G DFFRPSOLVVHPHQW XQ KRPPH DX[ JUDQGV
PpULWHVHWYHUWXVOHUrYHGHSRUWHUODUJHPHQW
VHFRXUVDX[rWUHVYLYDQWV
& HVW O eYHLO GX ERXGGKD
5DWQDVDPEKDYD

&HTXHM DLVDLVLQ HVWSDVLQFOXVGDQV
FHOD
&HTXHM DLVDLVLHVW©O ,OOXPLQDWLRQ
SDUIDLWHHWXQLYHUVHOOHª
& HVW GDQV OD QDWXUH GH GKDUPD TXH

4XHOTX XQPHGHPDQGD

M DLIDLWDSSDUDvWUHO HIILFDFLWpPHUYHLOOHXVH

²9RXVDYH]pFULWGHX[FHQWVOLYUHV

HW F HVW SDU FH JHQUH GH TXDQWXP GH

3URGXLVHQWLOVTXHOTXHVHIIHWV"
-HUpSRQGLV

FRUURERUDWLRQ TXH PRQ HQVHLJQHPHQW HVW
VXVFHSWLEOHGHVHUpSDQGUHSDUWRXW

²$XFXQ

-HVXLVXQYpULWDEOHKRPPHG eYHLO

² eWDQW GRQQp TX LOV QH SURGXLVHQW

-HVXLVXQYpULWDEOHKRPPHOLEpUp

DXFXQHIIHWSRXUTXRLpFULYH]YRXVHQFRUH"

7RXWHIRLVOHSRqPHGH+DQ6KDQW]X

²3RXUpFULUHGLVMH

DGpMjFODLUHPHQWLQGLTXp©$XFXQREMHW

²9RXVVDYH]FODLUHPHQWTXHFHODQ D

QH SHXW ULYDOLVHU DYHF O ,OOXPLQDWLRQ

DXFXQHIIHWPDLVSRXUTXRLYRXVpFULYH]"

&RPPHQWSXLVMHODGpYRLOHU"ª

-HUpSRQGLV
²& HVWSRXUpFULUHTXHM pFULV
& HVW O eYHLO GX ERXGGKD
5DWQDVDPEKDYD
,FLMHGLVjWRXWOHPRQGHOHVWKqPHV

KRPPHSROLWLTXHPLQLVWUH
HWpFULYDLQGHODG\QDVWLHGHV0LQJ

TXH M DL DERUGpV GDQV FH OLYUH VRQW  OD

˦ˤ

̵2


8

QMRXUOHPDvWUH]HQ6KLKVKXDQJ

]HQ7XQJVKDQGXSURSRVGXPDvWUH6KLK

UHQFRQWUDXQPRLQHERXGGKLVWH,O

VKXDQJ © 2XYULU OD SRUWH F HVW DORUV

OXLGHPDQGD
²' RYHQH]YRXV"
/HPRLQHUpSRQGLW
² -H YLHQV GH FKH] OH PDvWUH ]HQ
7XQJVKDQ
/HPDvWUH]HQ6KLKVKXDQJGHPDQGD
²4X HVWFHTXH7XQJVKDQYRXVD
HQVHLJQpKDELWXHOOHPHQW"

O KHUEHª
¬FHVSURSRVOHPDvWUH]HQ7XQJVKDQ
GHPHXUDVLGpUpHWGLW
² &H PDvWUH ]HQ 6KLKVKXDQJ HVW XQ
JUDQGKRPPHTXLDODFRQQDLVVDQFHGXELHQ
SDUPLGHVPLOOLHUVHWGHVPLOOLHUVG KRPPHV
-HGLVjWRXWOHPRQGH
©2XYULUODSRUWHF HVWDORUVO KHUEHª

/HPRLQHUpSRQGLW

HVW SUpFLVpPHQW O eYHLO GX ERXGGKD

² 4XDQG OH PDvWUH ]HQ 7XQJVKDQ

5DWQDVDPEKDYD

VH UHQG j OD VDOOH SULQFLSDOH LO GLW


-HFLWHXQH[HPSOH

VRXYHQW  © 3RXU FKHUFKHU j REWHQLU

:DQJ$QVKLDYDLWFRPSRVpXQSRqPH

O eYHLOOHVJHQVG DXMRXUG KXLFRXUHQWGH

pYRTXDQW OH UrYH Q HVWFH SDV " - DLPH

O HVWjO RXHVWGHO RXHVWjO HVW-HOHXUDL

EHDXFRXSFHSRqPHVXUOHUrYH

LQGLTXp G DOOHU MXVWHPHQW Oj R LO \ D GH
O KHUEHjOjRLOQ \DSDVG KHUEH
/HPDvWUH]HQ6KLKVKXDQJGHPDQGD
² 4XHOTX XQ DWLO UpSRQGX j OD
SDUROHGXPDvWUH]HQ"
/HPRLQHUpSRQGLW
²1RQ
/HPDvWUH]HQ6KLKVKXDQJGLW
ᗔᄫ

²2XYULUODSRUWHF HVWDORUVO KHUEH
¬VRQUHWRXULOSDUODDYHFOHPDvWUH

˦˥

eWDQWFRQVFLHQWTXHOHPRQGHUHVVHPEOHj
XQUrYHRQQ DGRQFULHQjGpVLUHU
3XLVTX LO Q \ D ULHQ j GpVLUHU OH F°XU VH
WURXYHDORUVGDQVODYDFXLWpHWODTXLpWXGH
,O VHPEOH TX HQ UrYH RQ VH ODLVVH HQFRUH
DOOHUHQVXLYDQWO pWDWGHUrYDVVHULH
2Q  UpDOLVH  OHV  PpULWHV  GX  UrYH 
FRQVLGpUDEOHVFRPPHOHVVDEOHVG XQIOHXYH

4XHOTX XQPHGHPDQGD
²eWDQWGRQQpTXHF HVWXQUrYHTX HVW

術
亮點

「外師於造化」，妙悟生命的實相，「中得於心
源」，將跟隨師父的修行體驗，融入於創作中，
是我生命的目標，也是我的創作理念。
簡政興

木雕創作 簡政興

〈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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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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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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婷

圓滿和諧
陳怡婷

姻緣和合

‧迴向：陳寬哲

共結連理

‧助印者：陳寬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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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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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各式宗教文物製作、批發、流通
佛像、法器、護牌、舍利塔、供皿、油杯、念珠…
鍍㈮、鍍銀、烤漆。歡迎提供式樣，我們均可承製。

洪師兄 0958-398885
台灣 東縣萬丹鄉崙頂 崙頂 813號
電
：886-2-2626-7685
真：886-2-2628-1268
E-mail：rewfinc@yahoo.com.tw

卍 聞

同門宜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王炳捐 菩薩 06.21

楊銘財 菩薩 03.14

陳偉文 菩薩 06.18

林吉從 菩薩 03.02

沈謝秀⽟ 菩薩 04.27

李義國 菩薩 02.14

絡

李炳村 菩薩 04.04

連

陳福萬 菩薩 06.29

服務㊠目

真佛禮儀

金剛心法堂
虛空中的道場

2 4 h r臨 終 關 懷
免費喪禮諮詢
喪葬禮儀規劃
出家眾結緣服務
告別式場布置
遷葬、撿骨服務
寶塔諮詢服務
許師兄
0933-868-086
林師姐
0933-135-727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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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母金

城隍爺金

福德開運招財金

每 份 N T 1 0 0元
聯 絡 人:劉春眉師姊
訂購電子信箱：wish5656@yahoo.com.tw
WeChat ID:A0917323587

聯絡電話:（國內）03-4283479.0917-323587

LINE ID:0917323587
真佛傳香Facebook粉絲團網址：http://www.facebook.com/wish5656

（國外）886-3-4283479.886-917-32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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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吉祥

迴向 黃靖淳 朱婉寧 黃治霖

合家身體健康 平安
黃治霖健康成長

※助㊞者：黃靖淳、朱婉寧、黃治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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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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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西雅圖雷藏寺﹀蓮花童子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昏沈跟掉舉是禪定最常有的障礙
︿彩虹雷藏寺﹀彌勒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依三十七道品去修行 領悟三乘一切所證
小乘證明獨覺跟阿羅漢 大乘是證明菩薩
金剛乘證明佛

道果如點金劑之教授 是因為能將任何一切皆轉成
禪定與道 四壇城轉為四身的緣故

︿彩虹雷藏寺﹀吉祥喜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何謂如意寶珠之教授？
根本上師傳授的法 你有如實地修行就是最大的功德！

︿西雅圖雷藏寺﹀藥師佛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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