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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

師⽗說：
﹁例如無明
﹂
為了⽪膚癢

有我

⾧︶

貪戀

厭憎

恐懼

也是⼀種歧途

全部都出

⽪膚

由精微⾝產⽣了五種神通

所有的感官會變得敏銳

可⽤多元性的禪定：

可脫光光禪定
可泡⽔池中禪定
可將氣移到他處
慢

可調氣到最低
︵細
可學動物冬眠
注意⼒轉移
師⽗說：
學三摩地禪定的⼈

所謂﹁精微⾝﹂會出現

觸⼒

嗅覺

眼⼒

聽⼒

癢是感官敏銳的變化之⼀

⼒
如果感官順著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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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坐禪定時

覺受到頭⽪先發癢

⼿腳關節處癢

⾛

接著
脖⼦癢

腋窩癢
屁股癢
⽿朵癢
眼睛癢
最最重要的是
癢就消失了！

只要精神⼀集中

⼀起⾝

﹂

如同蟲⾏蟻

須調

不勝其

實在坐不下去

癢的覺受⼜開始了

但

這就是顛倒

所有的過患

不可

全部

你不會發現很多的

要讓⽪膚不癢

你就明⽩

未修禪定前

﹁仍然是氣在⽪膚上遊⾛

師⽗說：

我請教師⽗

但

全⾝⽪膚⼀⿑癢

再來

我

了

擾

氣
師⽗說：
你⼀旦修了禪定

﹁這浮動的⼈間
問題
﹂

宜淡化

你的禪定就不會進步

我當然會有

⽽無法再進步

出現

會貪執於神通⼒

也是敏銳

因為⼀貪戀

談到﹁精微⾝﹂的神通⼒
迷於神通

⽪膚癢

詩：︵不執著︶
誰是誰
誰⽐誰
如此的⼈間
⽣迷惑
真神通
假神通
原來
全是執著惹的禍
認真諦
學定慧
無⽣
清淨喜樂無過錯

雜誌

1
2

我的實修經驗
--癢癢

現了

師⽗說：
﹁例如無明
﹂
為了⽪膚癢

有我

⾧︶

貪戀

厭憎

恐懼

也是⼀種歧途

全部都出

⽪膚

由精微⾝產⽣了五種神通

所有的感官會變得敏銳

可⽤多元性的禪定：

可脫光光禪定
可泡⽔池中禪定
可將氣移到他處
慢

可調氣到最低
︵細
可學動物冬眠
注意⼒轉移
師⽗說：
學三摩地禪定的⼈

所謂﹁精微⾝﹂會出現

觸⼒

嗅覺

眼⼒

聽⼒

癢是感官敏銳的變化之⼀

⼒
如果感官順著神通⼒⽽⾛

第261冊《定中之定》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靜坐禪定時

覺受到頭⽪先發癢

⼿腳關節處癢

⾛

接著
脖⼦癢

腋窩癢
屁股癢
⽿朵癢
眼睛癢
最最重要的是
癢就消失了！

只要精神⼀集中

⼀起⾝

﹂

如同蟲⾏蟻

須調

不勝其

實在坐不下去

癢的覺受⼜開始了

但

這就是顛倒

所有的過患

不可

全部

你不會發現很多的

要讓⽪膚不癢

你就明⽩

未修禪定前

﹁仍然是氣在⽪膚上遊⾛

師⽗說：

我請教師⽗

但

全⾝⽪膚⼀⿑癢

再來

我

了

擾

氣
師⽗說：
你⼀旦修了禪定

﹁這浮動的⼈間
問題
﹂

宜淡化

你的禪定就不會進步

我當然會有

⽽無法再進步

出現

會貪執於神通⼒

也是敏銳

因為⼀貪戀

談到﹁精微⾝﹂的神通⼒
迷於神通

⽪膚癢

詩：︵不執著︶
誰是誰
誰⽐誰
如此的⼈間
⽣迷惑
真神通
假神通
原來
全是執著惹的禍
認真諦
學定慧
無⽣
清淨喜樂無過錯

雜誌

1
2

我的實修經驗
--癢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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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帆影點點
來到了江河畔
︵這⾸詩的意義

指出⾃⼰在覺受中
不知起

輕輕的飄

飄忽來

飄忽

⼈已不⾒了

也彷彿下了地獄

到是懶散了︶

這很像：

這⼀坐

彷彿上了天堂

不知結束

起如炊煙
頭
我有⼀種感覺
夢
空想
想像
幻境

卻在海市蜃樓中

是不實際不存在的東西
我坐在坐墊上

海之⾓

所出現

⽂字能說的

在這虛幻之中

也無法⽤語⾔

忽⽽在⼭之巔

這已是很難形容的

卻覺受到
去
出來
⼤家想想：

都是不真實的
那就天花亂墜的亂想⼀通

炊煙本就是⾮常虛幻的
的景相

如果把它當成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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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就飄了起來

是很喜歡如此的覺受
離開地⾯

像裊裊的煙

⼀切不真實

⼼緒早已懶

⾵箏突然斷

景⾊⾵光變得⼩

⼭在腳底

溪⽔嬌波慢

無處遣

那念念的思維

很難守住

這⼀剎那

竟然隨⾵飄遠

千縷

百絲

我寫⼀⾸詩：﹁炊煙﹂

瀟洒飄逸

了
我們的⿁婆××說：

﹂

彷彿已能
忽⽽西的

⼀切的神通

﹂(⽟琳國師)

忽⽽東

⾝⼦變輕了

﹁她是順治皇帝的皈依師交
是皇太極的嬤嬤

﹂

﹂
﹁⽼蓮進

⼜說是宣統皇帝

﹁順治皇帝向她下跪
﹁⽼蓮進
⼜有：
﹁董⼩苑的故事！﹂
﹁順治皇帝的故事！﹂

她講話是假的

沒有真

他可⼤⼤的發

就是炊煙

故

⽤神通把它串聯起來

無由印證

她的編造的神通笑話

我占⼘過她的神通
反正

故事全是假
實性
反正別⼈看不⾒
揚光⼤
炊煙就是這樣
不著邊境的
不是實際性的
把⼀些不真實的故事
來唬⼈取財

雜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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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喜贊助，功德無量

特別

三德的果地：

法身德｜無形無相不動
般若德｜智慧 光明跟快樂
解脫德｜空性 自在 神足

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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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
今天同修的本尊﹁阿彌陀如來﹂ 敬禮壇城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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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衡醫師 莊峻耀醫師 ﹁天音雅樂合
唱團﹂陳妍如師姐 ﹁陽光舞供團﹂林依萱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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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劉潔醫師 羅彩華醫師及瑞典的堂
主 師母的親戚盧州良跟他的兒子 還有劉董事長 臺中
︿長榮桂冠﹀前面的大樓是他們幾個人蓋起來的 大樓一
共有十八層 另外今天應該
One year one time, you
Indonesia Bussiness President 她是印尼很大的一個企
業家老闆
Om money come in home
很有錢的大老闆
另外今天也有一個好的消息 就是︿雲傘同修會﹀以
後就正名為︿雲傘雷藏寺﹀ ︿雲傘同修會﹀的堂主也就
是雷藏寺的寺主 另外蓮洋法師也在嗎？在裡面 他們是

一起過來的 雷藏寺他已經買下來了 很莊嚴的一個教
堂 今天他們來就是因為要布壇 要開始裡面裝修佛像
把教堂改成︿雲傘雷藏寺﹀就在舊金山 舊金山︿雲傘雷
藏寺﹀ 已經買下來了 這是好的消息 另外還有一個好
消息就是 Harry 跟依萱他們兩個人明天在︿彩虹雷藏寺﹀
做福證 今天中午他請西雅圖這邊的同門吃飯 他們是上
個禮拜四在溫哥華結婚 今年不知道怎麼搞得 ﹁陽光舞
供團﹂居然嫁了六個 不知道怎麼回事啊？年輕的全部嫁
掉了 剩下老弱殘兵 就變成﹁老娘歌舞團﹂ 所有年輕
的一下子嫁了六個 你說﹁陽光舞供團﹂還陽光嗎？年輕
的差不多都嫁光了 剩下幾個老弱殘兵 不過美國的還
好 美國的﹁陽光舞供團﹂還不錯 他們都跳得很好 訓
練得很好
今天是做阿彌陀佛的同修 阿彌陀如來祂就是西方極
樂世界的教主 祂有一個淨土 我以前常常這樣子講 西
方極樂世界就是 West so happy Buddha Country
一個
佛國 我以前是這樣子唸的 其實它有專有名詞 西方極
樂世界專門有一個專有名詞
西方極樂世界佛國 以前有人問諾那上師 西康的活
佛 就是諾那上師 臺灣的紅教大部分來講 其實諾那上
師有到中土弘揚藏密 後來諾那上師有再請白教的貢嘎上
師去中土弘揚密法 那時候 像蒙古的章嘉活佛 他是滿
清時代的一個活佛 另外還有一個蒙古的甘珠活佛 他也
是到中土弘揚佛法 吐登達爾吉呢？祂的傳承不是諾那上
師 是叫吐登尼瑪 甘珠活佛傳法給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
傳法給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就傳法給吐登達爾吉 那麼吐
登達爾吉就傳法給吐登其摩 吐登其摩就是師尊 然後吐
登其摩將來也會傳給吐登悉地 這是屬於黃教吐登派的一
個傳承 諾那上師是屬於紅教的仁波切；甘珠佛爺是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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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的大活佛 甘珠跟章嘉倆位都來到台灣
諾那上師特別不一樣 他傳的法很奇怪 人家問他：
﹁你認為什麼法是最大的密法 最大的佛法？﹂ 他說：
﹁阿彌陀如來就是最大的密法 ﹂今天我們同修的就是阿
彌陀如來 最大的密法是阿彌陀佛的密法
阿彌陀佛本來有十二個悉地 就是十二個蓮華生 後
來變成九個蓮華生 九品蓮華生 這很奇怪 變成九品
那是在︽封神榜︾裡所寫的 姜子牙扶周滅商 跟聞太師
兩人敵對 那時候呢 ︽封神榜︾裡面道家的闡教 是元
始天尊為主；另一個是截教 截肢的截 截教是通天教主
為主 元始天尊的這一派 跟通天教主的這一派 兩邊陣
亡的都被姜子牙封神 封為什麼神 其中通天教主的一個
徒弟 叫做龜靈聖母 死了以後 他就變成一種細菌 一
種傳染病 一直傳染到人間 很多人都生病 這個時候阿
彌陀佛就下了一個命令 請大白蓮花童子帶著一個布袋到
人間 將龜靈聖母變成的細菌全部收回來
︽封神榜︾當然是小說啦！跟大家談一談也蠻好玩
的！大白蓮花童子就從天上拿著布袋下來 往人間一拋
布袋就變大 把龜靈聖母變成的細菌全部包起來 大白蓮
花童子就拿著布袋回到西方極樂世界 回來的時候 阿彌
陀佛還沒上班 所以還沒繳旨 祂就先打一下瞌睡 沒想
到這個布袋的口鬆了 龜靈聖母的細菌竟然跑出來 十二
品蓮華生被龜靈聖母的細菌吃掉三品 所以變成九品蓮華
生 從上 中 下每一品都有三品 就是九品蓮華生 大
白蓮花童子本來是阿彌陀佛最大的侍者 阿彌陀佛就罰
祂 到摩訶雙蓮池當蓮花童子 就是有一段很傳奇的事
情 你們看︽封神榜︾就可以看到 本來是十二品 變成
九品蓮華生 原因是在這裡
這裡面要談到我看到阿彌陀佛 大家知道師尊常常看

到阿彌陀佛 但是最清楚的一次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我從北京飛太原 飛機一起飛 我眼睛一閉就看到阿
彌陀佛 哇！那不只丈六金身啊！那不得了 我看到阿彌
陀佛是這樣子 突然間只看到阿彌陀佛的腳指頭 我站在
阿彌陀佛的腳指頭面前 然後再抬頭往上看 喔！真的是
頂天立地 頭頂著九重天 腳站在大地上 我像一隻螞蟻
一樣站在阿彌陀佛的面前 全身的金身 看得非常的清
楚 非常的莊嚴 祂的樣貌 我看得非常地清楚的 就是
那一次 從北京飛太原 跟著我們去 都有聽到師尊講
我在飛機上看到阿彌陀佛
剛剛阿彌陀佛也下降 祂帶著六位侍者 觀世音菩
薩 大勢至菩薩 這兩位很大的侍者 其中還有幾位穿紅
色衣服的侍者 都是祂的侍者 一起下降 阿彌陀佛又叫
做無量光如來 也叫無量壽如來 祂可以給人家延壽 光
明也是無盡的 諾那上師講最大的密法就是﹁彌陀大
法﹂ 其實不要看淨土唷！東方琉璃光佛的淨土 西方阿
彌陀佛的淨土 還有華嚴淨土 兜率天彌勒菩薩的淨土
地藏王菩薩的翠微淨土 觀世音菩薩的圓通淨土 非常多
的淨土 告訴大家 所有的淨土沒有分別 都是相通的
真正悟道的人哪 很簡單 你悟了道 開眼就是淨土 閉
眼就是蘭若 蘭若就是寺廟的意思 就是很安靜 修淨行
的寺廟 淨 就是清淨行的寺廟 叫做蘭若 開眼就是淨
土 既然你悟道了 你當然是活在淨土裡面 每天都很快
樂
諾那上師是這樣講的 ﹁彌陀大法﹂為第一 事實上
你看整個西藏全部都是四臂觀音的淨土 四臂觀音的師父
又是誰呢？就是阿彌陀如來 所有一切觀音的師父是誰
呢？就是阿彌陀如來 阿彌陀如來跟眾生是最有緣的一尊
如來 你看出家人一見面是阿彌陀佛 出家的跟出家的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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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變成九個蓮華生 九品蓮華生 這很奇怪 變成九品
那是在︽封神榜︾裡所寫的 姜子牙扶周滅商 跟聞太師
兩人敵對 那時候呢 ︽封神榜︾裡面道家的闡教 是元
始天尊為主；另一個是截教 截肢的截 截教是通天教主
為主 元始天尊的這一派 跟通天教主的這一派 兩邊陣
亡的都被姜子牙封神 封為什麼神 其中通天教主的一個
徒弟 叫做龜靈聖母 死了以後 他就變成一種細菌 一
種傳染病 一直傳染到人間 很多人都生病 這個時候阿
彌陀佛就下了一個命令 請大白蓮花童子帶著一個布袋到
人間 將龜靈聖母變成的細菌全部收回來
︽封神榜︾當然是小說啦！跟大家談一談也蠻好玩
的！大白蓮花童子就從天上拿著布袋下來 往人間一拋
布袋就變大 把龜靈聖母變成的細菌全部包起來 大白蓮
花童子就拿著布袋回到西方極樂世界 回來的時候 阿彌
陀佛還沒上班 所以還沒繳旨 祂就先打一下瞌睡 沒想
到這個布袋的口鬆了 龜靈聖母的細菌竟然跑出來 十二
品蓮華生被龜靈聖母的細菌吃掉三品 所以變成九品蓮華
生 從上 中 下每一品都有三品 就是九品蓮華生 大
白蓮花童子本來是阿彌陀佛最大的侍者 阿彌陀佛就罰
祂 到摩訶雙蓮池當蓮花童子 就是有一段很傳奇的事
情 你們看︽封神榜︾就可以看到 本來是十二品 變成
九品蓮華生 原因是在這裡
這裡面要談到我看到阿彌陀佛 大家知道師尊常常看

到阿彌陀佛 但是最清楚的一次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我從北京飛太原 飛機一起飛 我眼睛一閉就看到阿
彌陀佛 哇！那不只丈六金身啊！那不得了 我看到阿彌
陀佛是這樣子 突然間只看到阿彌陀佛的腳指頭 我站在
阿彌陀佛的腳指頭面前 然後再抬頭往上看 喔！真的是
頂天立地 頭頂著九重天 腳站在大地上 我像一隻螞蟻
一樣站在阿彌陀佛的面前 全身的金身 看得非常的清
楚 非常的莊嚴 祂的樣貌 我看得非常地清楚的 就是
那一次 從北京飛太原 跟著我們去 都有聽到師尊講
我在飛機上看到阿彌陀佛
剛剛阿彌陀佛也下降 祂帶著六位侍者 觀世音菩
薩 大勢至菩薩 這兩位很大的侍者 其中還有幾位穿紅
色衣服的侍者 都是祂的侍者 一起下降 阿彌陀佛又叫
做無量光如來 也叫無量壽如來 祂可以給人家延壽 光
明也是無盡的 諾那上師講最大的密法就是﹁彌陀大
法﹂ 其實不要看淨土唷！東方琉璃光佛的淨土 西方阿
彌陀佛的淨土 還有華嚴淨土 兜率天彌勒菩薩的淨土
地藏王菩薩的翠微淨土 觀世音菩薩的圓通淨土 非常多
的淨土 告訴大家 所有的淨土沒有分別 都是相通的
真正悟道的人哪 很簡單 你悟了道 開眼就是淨土 閉
眼就是蘭若 蘭若就是寺廟的意思 就是很安靜 修淨行
的寺廟 淨 就是清淨行的寺廟 叫做蘭若 開眼就是淨
土 既然你悟道了 你當然是活在淨土裡面 每天都很快
樂
諾那上師是這樣講的 ﹁彌陀大法﹂為第一 事實上
你看整個西藏全部都是四臂觀音的淨土 四臂觀音的師父
又是誰呢？就是阿彌陀如來 所有一切觀音的師父是誰
呢？就是阿彌陀如來 阿彌陀如來跟眾生是最有緣的一尊
如來 你看出家人一見面是阿彌陀佛 出家的跟出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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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合掌就是阿彌陀佛！電影上發音當然是不同 ﹁喔彌
陀佛﹂ 電影上每一次演和尚跟和尚見面都是：﹁喔
︵ㄛ︶彌陀佛 ﹂就是變成﹁烏去了﹂︵臺語︶ ﹁阿
︵ㄚ︶彌陀佛﹂才是正確的發音 不是喔彌陀佛 就﹁黑
去了﹂︵臺語︶ 黑掉了
道士跟道士見面 學道的：﹁無量壽佛 ﹂他們唸無
量壽佛 無量壽佛是誰啊？還是阿彌陀佛啊！無量光 無
量壽都是阿彌陀佛 所有的淨土 大家不要有分別 其實
是相通的 只有傻瓜才有分別 我說摩訶雙蓮池淨土 就
是蓮花童子的淨土 其實它就在阿彌陀佛的淨土裡面啊！
觀世音菩薩的淨土 圓通淨土 也是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
界裡面啊！哪有什麼分別 你說在阿彌陀佛的世界哪有分
什麼淨土？當然 名稱不同 像摩訶雙蓮池 名稱不同
也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經︼裡面有寫到：﹁飯時
經行。供養十方淨土。﹂在西方極樂世界學習佛法的這些
人 在飯時經行之間 供養十方佛土 他也可以隨時到其
他佛土去 一樣的 所有的佛土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有一個傻瓜有分別 這個傻瓜就是×× 很簡單的
嘛！你悟了道 開眼就是淨土 閉眼就是蘭若 你飯時經
行之間就已經遊歷了十方佛國 一頓飯的時間 飯時就是
吃飯的時間 已經遊歷了十方佛國 經行 就是你在唸經
的時候 在走路的時候 就已經到十方佛國 這變化是不
可思議 不可量 所以佛法就是這樣子 ××她自認為是
觀世音菩薩 有自己的悉地 就是有特別的淨土 她曾經
在開示裡這樣講：﹁你們要到××的淨土呢？還是到大白
蓮花童子的淨土呢？﹂她底下的人都會講說要到××的
因為比較接近×× 就要到××的淨土
她不知道同在一個圓通淨土 跟摩訶雙蓮池淨土是同
一個淨土 祂人間的淨土在哪裡？就在普陀山嘛！我母親

去了人間的淨土 就在普陀山 南海普陀山 南海普陀山
有一個觀世音菩薩的人間淨土 一樣是可以去的 翠微淨
土 這個大家不知道的 地藏王菩薩的淨土 很少人知
道 只有師尊知道 因為地藏王菩薩是我的本尊 是我的
哥們 我們像兄弟一樣 我當然知道祂的淨土 別的法師
就不一定知道 我們有一個翠薇法師 地藏王菩薩的淨土
就是翠微淨土 我們有一個水子靈 到了閻魔天 什麼叫
閻魔天？大家知道 祂是閻魔王的助理 ︿彩虹山莊﹀的
一個水子靈 祂年紀比較大一點 然後閻羅王看中祂 就
把祂帶到閻魔天 就是閻羅王的助理 還是蓮高上師的水
子靈比較厲害 ××說：蓮高上師的水子靈居然已經中品
中生？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中品中生
你知道西方極樂世界有四個境界 一個是常寂光土
實報莊嚴土 方便有餘土 凡聖同居土 凡聖同居土是下
品下生 中品中生在方便有餘土跟實報莊嚴土的中間 是
中品中生 我以前跟李炳南老師學經 我那時候在南門橋
測量連 李炳南在︿菩提醫院﹀的﹁太虛紀念館﹂裡面講
經 他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他在﹁太虛紀念
館﹂裡面講經 我經常去那裡聽經 李炳南老師跟我講
大家以為到西方極樂世界非常容易 只要念佛就可以 其
實很難 相當困難 李炳南老師跟我講 他學淨土宗這麼
多年 弘揚淨土宗非常多年 想到西方極樂世界 他認為
他能夠下品下生已經很好了
他告訴我說：﹁盧勝彥啊！祢學淨土 祢將來能夠到
西方極樂世界下品下生 就高興得來不及了 說不定我們
學淨土學這麼久了都去不了 ﹂但是只要加入××冥間學
校 陰間學校 在那裡的水子靈 蓮高上師的水子靈 有
兩個水子靈全部都是中品中生 非常了不起 我也想去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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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合掌就是阿彌陀佛！電影上發音當然是不同 ﹁喔彌
陀佛﹂ 電影上每一次演和尚跟和尚見面都是：﹁喔
︵ㄛ︶彌陀佛 ﹂就是變成﹁烏去了﹂︵臺語︶ ﹁阿
︵ㄚ︶彌陀佛﹂才是正確的發音 不是喔彌陀佛 就﹁黑
去了﹂︵臺語︶ 黑掉了
道士跟道士見面 學道的：﹁無量壽佛 ﹂他們唸無
量壽佛 無量壽佛是誰啊？還是阿彌陀佛啊！無量光 無
量壽都是阿彌陀佛 所有的淨土 大家不要有分別 其實
是相通的 只有傻瓜才有分別 我說摩訶雙蓮池淨土 就
是蓮花童子的淨土 其實它就在阿彌陀佛的淨土裡面啊！
觀世音菩薩的淨土 圓通淨土 也是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
界裡面啊！哪有什麼分別 你說在阿彌陀佛的世界哪有分
什麼淨土？當然 名稱不同 像摩訶雙蓮池 名稱不同
也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經︼裡面有寫到：﹁飯時
經行。供養十方淨土。﹂在西方極樂世界學習佛法的這些
人 在飯時經行之間 供養十方佛土 他也可以隨時到其
他佛土去 一樣的 所有的佛土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有一個傻瓜有分別 這個傻瓜就是×× 很簡單的
嘛！你悟了道 開眼就是淨土 閉眼就是蘭若 你飯時經
行之間就已經遊歷了十方佛國 一頓飯的時間 飯時就是
吃飯的時間 已經遊歷了十方佛國 經行 就是你在唸經
的時候 在走路的時候 就已經到十方佛國 這變化是不
可思議 不可量 所以佛法就是這樣子 ××她自認為是
觀世音菩薩 有自己的悉地 就是有特別的淨土 她曾經
在開示裡這樣講：﹁你們要到××的淨土呢？還是到大白
蓮花童子的淨土呢？﹂她底下的人都會講說要到××的
因為比較接近×× 就要到××的淨土
她不知道同在一個圓通淨土 跟摩訶雙蓮池淨土是同
一個淨土 祂人間的淨土在哪裡？就在普陀山嘛！我母親

去了人間的淨土 就在普陀山 南海普陀山 南海普陀山
有一個觀世音菩薩的人間淨土 一樣是可以去的 翠微淨
土 這個大家不知道的 地藏王菩薩的淨土 很少人知
道 只有師尊知道 因為地藏王菩薩是我的本尊 是我的
哥們 我們像兄弟一樣 我當然知道祂的淨土 別的法師
就不一定知道 我們有一個翠薇法師 地藏王菩薩的淨土
就是翠微淨土 我們有一個水子靈 到了閻魔天 什麼叫
閻魔天？大家知道 祂是閻魔王的助理 ︿彩虹山莊﹀的
一個水子靈 祂年紀比較大一點 然後閻羅王看中祂 就
把祂帶到閻魔天 就是閻羅王的助理 還是蓮高上師的水
子靈比較厲害 ××說：蓮高上師的水子靈居然已經中品
中生？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中品中生
你知道西方極樂世界有四個境界 一個是常寂光土
實報莊嚴土 方便有餘土 凡聖同居土 凡聖同居土是下
品下生 中品中生在方便有餘土跟實報莊嚴土的中間 是
中品中生 我以前跟李炳南老師學經 我那時候在南門橋
測量連 李炳南在︿菩提醫院﹀的﹁太虛紀念館﹂裡面講
經 他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他在﹁太虛紀念
館﹂裡面講經 我經常去那裡聽經 李炳南老師跟我講
大家以為到西方極樂世界非常容易 只要念佛就可以 其
實很難 相當困難 李炳南老師跟我講 他學淨土宗這麼
多年 弘揚淨土宗非常多年 想到西方極樂世界 他認為
他能夠下品下生已經很好了
他告訴我說：﹁盧勝彥啊！祢學淨土 祢將來能夠到
西方極樂世界下品下生 就高興得來不及了 說不定我們
學淨土學這麼久了都去不了 ﹂但是只要加入××冥間學
校 陰間學校 在那裡的水子靈 蓮高上師的水子靈 有
兩個水子靈全部都是中品中生 非常了不起 我也想去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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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學校讀書 能夠中品中生耶！活著唸佛都不成 反而去
陰間學校 她講說：﹁不是陰間學校啦！是冥間學校﹂
冥間跟陰間有什麼不同 反正是陰間學校嘛！他都能夠中
品中生 我不敢相信 蓮高上師明天會來嘛？他明天會
到 他一直跟我喊：﹁師尊 我被騙了！﹂你憨啦！你笨
啦！一學期三個月 要交兩千塊美金哪！你交了多久？他
一直跟我喊：﹁我被騙了！我被騙了！我被騙了！﹂他們
也講 陰間學校是誰在教的？是誰在當老師？就是××府
的鬼在當老師啊！鬼能夠教人家中品中生到西方極樂 她
自己沒有去 倒是在陰間學校教人家那些水子靈 教到可
以中品中生 那他們是什麼啊？他們是大菩薩耶！是嗎？
隨便想一想就知道了
蓮花肇強給我一封信 提到××跟他講：﹁你的女兒
要來讀我的陽間學校 如果不來讀 去讀公立的學校 你
的女兒將來會吃毒 毒吃夠了會放火把自己燃燒就死 ﹂
他說蓮花肇強的女兒將來會自焚而死 蓮花肇強在寫給我
的信裡面提到 ××講的：說他的女兒會自
焚而死 目前他的女兒讀公立學校醫學院畢
業 什麼事都沒有！醫學院畢業了 將來要
當醫生了 一切非常地完美！不像她所講的
吃毒自焚而死 沒有這回事！
所以××的話可以信嗎？她講我七十三
歲就要叮叮 講了多少年？八年 一個當弟
子的 講自己師父七十三歲就要叮叮 她想
賺我十萬塊美金的包壇 用這樣恐嚇我？我
本來是不想活的 老實講 我很早就不想活
了 給妳這樣一鼓勵 一激勵 不活著怎麼
行呢？不活下去怎麼行呢？天底下有這樣吹
牛的人 唉呀 真是的 不要再談她了 明

很簡單 道果的意思 你走在八正道上 你就會證得果
位 這個非常真實 這個是﹁八正道﹂ 也是佛講的
﹁什麼叫做道呢？又分二：一示廣中略三道、二示深中淺
三道﹂ 廣 中 略 我已經跟大家解釋過了 什麼叫做
廣？很廣大的 ︽密宗道次第廣論︾就是﹁廣﹂ ︽菩提
道次第廣論︾就是﹁廣﹂；什麼叫做﹁中﹂呢？精華的叫
做﹁中﹂；精華的再精華變成口訣了 叫做﹁略﹂ 我以
前有一個比喻 ︻大般若經︼就是廣 ︻金剛經︼就是
中 略是什麼？︻心經︼就是略 ︻心經︼就是口訣 悟
無所得 頓斷煩惱 你在人間得不到什麼的 叫做悟無所
得 你只要知道你在人間得不到什麼 這時候你就把所有
的煩惱全部斷掉 這是︻心經︼主要的意思 ︻心經︼裡
面四個字﹁悟無所得﹂這是口訣 最重要的口訣 這是廣
中略
深 中 淺 剛進來的是淺 要學中 再來學到深
的 禪定也是一樣 由淺到中到深 ﹁廣道者，以十八法
分判正文為三部分，後述﹂以後會說到 ﹁中道者，無根
本頌文，僅就廣道之語義上歸納，以五事另行了知﹂ 這
是屬於中道 ﹁略道者，依據本頌金剛句偈一文，歸納
道，傳授觀修之教言，另知；至若深中淺三道教示則於本
論文後了知﹂將來會告訴大家 ﹁復次，果具三尊重功
德，於果時述之；如是︵廣中略三、深中淺三及果之三德
者︶，謂以道果九法內證。﹂︽道果︾有九法是屬於內在
的證明 什麼叫做果之三德？深中淺裡面最重要 我跟大
家解釋果之三德 果位其實有三個德 我問這個臺灣的
人 臺灣的人知道有叫︿三德大飯店﹀ 在台北有︿三德
大飯店﹀
這個三德啊 這是不一樣的 其實它在解釋三種 你

天再談 因為實在是太可笑了 這個人非常地幼稚 又非
常地可笑 講出來都是不準的 真是丟臉喔！
好 我們講︽道果︾：﹁正文之義，有二：道跟
果﹂ ﹁道﹂就是走在道路上；﹁果﹂就是到達了果位
這個也分成了兩樣 你走在八正道上 你就會得到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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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果位的時候 有三種德會出來 一個叫做﹁法身
德﹂ 就是你已經變成法身 法身就是沒有形象 沒有聲
音 不動的 ﹁法身德﹂就分為這三樣 另外還有一德叫
做﹁般若德﹂ 般若我們稱為智慧 就是別炸 我們唸
咒：﹁嗡。別炸。古魯。貝瑪悉地。吽。些。﹂這﹁別
炸﹂的德就是智慧的德 那時候智慧非常地圓滿具足 所
有的智慧全部都充滿在你身上 在法身身上展現的其中一
德 就是你的智慧圓滿 也可以講你是全知的 而且是如
來的最偉大的智慧 像空性 就是最偉大的智慧 像光
明 無量光 最偉大的光明 另外快樂 最大的一種快
樂 這也包含三 就叫做﹁般若德﹂ 一個是﹁解脫
德﹂ 叫做三德 什麼叫﹁解脫德﹂呢？沒有人綁你就是
解脫 ﹁解脫德﹂就是變成大自在 你神足也可以 一眼
閉著 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 你念頭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非常地自在 解脫就包含﹁自在﹂ 包含﹁神足﹂ 你要
到哪裡就到哪裡 包含了所有的快樂就在裡面 這個叫做
三德 三德的果地 就是在這裡 無形無相不動 ﹁法身
德﹂；另外﹁般若德﹂ 就是智慧 光明跟快樂；﹁解脫
德﹂就是空性 自在 神足 到哪裡就到哪裡 這是三
德 三德的話 你得到這個就是最大的果位
﹁三德﹂又稱為﹁四德﹂ 一個﹁常﹂ 你永遠存在
的 你不會消滅；一個是﹁樂﹂ 你永遠都是快樂 自在
的很快樂；一個﹁真我﹂ 就是法身；一個是﹁清淨﹂
你永遠都是清淨的 這就是四德﹁常 樂 我 淨﹂ 這
個﹁我﹂不是指這個肉身的我 而是得到法身的我 所以
我們唸︻高王經︼裡面有唸到：﹁常樂我淨﹂，﹁佛國有
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我們唸這四句
剛開始就要唸：﹁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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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學校讀書 能夠中品中生耶！活著唸佛都不成 反而去
陰間學校 她講說：﹁不是陰間學校啦！是冥間學校﹂
冥間跟陰間有什麼不同 反正是陰間學校嘛！他都能夠中
品中生 我不敢相信 蓮高上師明天會來嘛？他明天會
到 他一直跟我喊：﹁師尊 我被騙了！﹂你憨啦！你笨
啦！一學期三個月 要交兩千塊美金哪！你交了多久？他
一直跟我喊：﹁我被騙了！我被騙了！我被騙了！﹂他們
也講 陰間學校是誰在教的？是誰在當老師？就是××府
的鬼在當老師啊！鬼能夠教人家中品中生到西方極樂 她
自己沒有去 倒是在陰間學校教人家那些水子靈 教到可
以中品中生 那他們是什麼啊？他們是大菩薩耶！是嗎？
隨便想一想就知道了
蓮花肇強給我一封信 提到××跟他講：﹁你的女兒
要來讀我的陽間學校 如果不來讀 去讀公立的學校 你
的女兒將來會吃毒 毒吃夠了會放火把自己燃燒就死 ﹂
他說蓮花肇強的女兒將來會自焚而死 蓮花肇強在寫給我
的信裡面提到 ××講的：說他的女兒會自
焚而死 目前他的女兒讀公立學校醫學院畢
業 什麼事都沒有！醫學院畢業了 將來要
當醫生了 一切非常地完美！不像她所講的
吃毒自焚而死 沒有這回事！
所以××的話可以信嗎？她講我七十三
歲就要叮叮 講了多少年？八年 一個當弟
子的 講自己師父七十三歲就要叮叮 她想
賺我十萬塊美金的包壇 用這樣恐嚇我？我
本來是不想活的 老實講 我很早就不想活
了 給妳這樣一鼓勵 一激勵 不活著怎麼
行呢？不活下去怎麼行呢？天底下有這樣吹
牛的人 唉呀 真是的 不要再談她了 明

很簡單 道果的意思 你走在八正道上 你就會證得果
位 這個非常真實 這個是﹁八正道﹂ 也是佛講的
﹁什麼叫做道呢？又分二：一示廣中略三道、二示深中淺
三道﹂ 廣 中 略 我已經跟大家解釋過了 什麼叫做
廣？很廣大的 ︽密宗道次第廣論︾就是﹁廣﹂ ︽菩提
道次第廣論︾就是﹁廣﹂；什麼叫做﹁中﹂呢？精華的叫
做﹁中﹂；精華的再精華變成口訣了 叫做﹁略﹂ 我以
前有一個比喻 ︻大般若經︼就是廣 ︻金剛經︼就是
中 略是什麼？︻心經︼就是略 ︻心經︼就是口訣 悟
無所得 頓斷煩惱 你在人間得不到什麼的 叫做悟無所
得 你只要知道你在人間得不到什麼 這時候你就把所有
的煩惱全部斷掉 這是︻心經︼主要的意思 ︻心經︼裡
面四個字﹁悟無所得﹂這是口訣 最重要的口訣 這是廣
中略
深 中 淺 剛進來的是淺 要學中 再來學到深
的 禪定也是一樣 由淺到中到深 ﹁廣道者，以十八法
分判正文為三部分，後述﹂以後會說到 ﹁中道者，無根
本頌文，僅就廣道之語義上歸納，以五事另行了知﹂ 這
是屬於中道 ﹁略道者，依據本頌金剛句偈一文，歸納
道，傳授觀修之教言，另知；至若深中淺三道教示則於本
論文後了知﹂將來會告訴大家 ﹁復次，果具三尊重功
德，於果時述之；如是︵廣中略三、深中淺三及果之三德
者︶，謂以道果九法內證。﹂︽道果︾有九法是屬於內在
的證明 什麼叫做果之三德？深中淺裡面最重要 我跟大
家解釋果之三德 果位其實有三個德 我問這個臺灣的
人 臺灣的人知道有叫︿三德大飯店﹀ 在台北有︿三德
大飯店﹀
這個三德啊 這是不一樣的 其實它在解釋三種 你

天再談 因為實在是太可笑了 這個人非常地幼稚 又非
常地可笑 講出來都是不準的 真是丟臉喔！
好 我們講︽道果︾：﹁正文之義，有二：道跟
果﹂ ﹁道﹂就是走在道路上；﹁果﹂就是到達了果位
這個也分成了兩樣 你走在八正道上 你就會得到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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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果位的時候 有三種德會出來 一個叫做﹁法身
德﹂ 就是你已經變成法身 法身就是沒有形象 沒有聲
音 不動的 ﹁法身德﹂就分為這三樣 另外還有一德叫
做﹁般若德﹂ 般若我們稱為智慧 就是別炸 我們唸
咒：﹁嗡。別炸。古魯。貝瑪悉地。吽。些。﹂這﹁別
炸﹂的德就是智慧的德 那時候智慧非常地圓滿具足 所
有的智慧全部都充滿在你身上 在法身身上展現的其中一
德 就是你的智慧圓滿 也可以講你是全知的 而且是如
來的最偉大的智慧 像空性 就是最偉大的智慧 像光
明 無量光 最偉大的光明 另外快樂 最大的一種快
樂 這也包含三 就叫做﹁般若德﹂ 一個是﹁解脫
德﹂ 叫做三德 什麼叫﹁解脫德﹂呢？沒有人綁你就是
解脫 ﹁解脫德﹂就是變成大自在 你神足也可以 一眼
閉著 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 你念頭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非常地自在 解脫就包含﹁自在﹂ 包含﹁神足﹂ 你要
到哪裡就到哪裡 包含了所有的快樂就在裡面 這個叫做
三德 三德的果地 就是在這裡 無形無相不動 ﹁法身
德﹂；另外﹁般若德﹂ 就是智慧 光明跟快樂；﹁解脫
德﹂就是空性 自在 神足 到哪裡就到哪裡 這是三
德 三德的話 你得到這個就是最大的果位
﹁三德﹂又稱為﹁四德﹂ 一個﹁常﹂ 你永遠存在
的 你不會消滅；一個是﹁樂﹂ 你永遠都是快樂 自在
的很快樂；一個﹁真我﹂ 就是法身；一個是﹁清淨﹂
你永遠都是清淨的 這就是四德﹁常 樂 我 淨﹂ 這
個﹁我﹂不是指這個肉身的我 而是得到法身的我 所以
我們唸︻高王經︼裡面有唸到：﹁常樂我淨﹂，﹁佛國有
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我們唸這四句
剛開始就要唸：﹁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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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啦！都是蠻可愛的 圓圓的臉 黑黑的頭髮 戴一個眼
鏡 蠻慈祥的 真得很可愛耶！為什麼會很可愛呢？就是
因為師尊也看了很多的養老院 看完養老院以後 我們發
覺××也是真地很美 消遣消遣她一番
你看師母多麼苗條啊！大大的眼睛 配一個眼鏡 經
常頭髮都做得美美的 對不對？走起路來 她還又搖又
擺 哪裡像水缸搬家嘛！還是師母漂亮！欸！記得明天要
準備禮物給新娘跟新郎 給依萱跟 Harry
明天記得要準
備禮物 妳已經講好的 妳不能忘掉
再講一個笑話吧！喔 老公跟老婆講說：﹁老婆 明
晚我要請一個同事來家裡吃飯 ﹂老婆就回答：﹁你瘋了
嗎？這個房子我已經一年沒有打掃過了 三個月沒有去過
超市 三十幾個碗盤還沒有洗 何況我也不想做飯！﹂老
公回答：﹁這個我知道啊！﹂老婆：﹁你知道幹嘛還請同
事來家裡吃飯？﹂老公回答：﹁因為這個同事居然滿腦子
想著要結婚 ﹂呵呵 這個老婆太懶了
我們學佛就是要精進 不能懶 我曾經講過：﹁把每
一天的事情 全部做得非常地完美 做好每一件小事 就
是做大事 ﹂像師尊一樣 我每天寫一篇文章 把功課做
好 每一天修一壇法 把功課做好 每一天認真地運動
把運動做好 每一天做兩百下伏地挺身 一直堅持把每一
天的行程都排得滿滿 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做好 這就是我
們修行人清淨的梵行 修行人要做梵行 就是清淨行 把
每一天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完美 這就是在修行 我講過
吃東西 就是供養；穿衣服 就是要清淨 要結界；你住
的地方 就是要把他觀想成為天上的宮殿或者淨土 這就
是修行啊！你行走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 就要唸佛 就是
精進啊！走路的時候就要唸佛 開車的時候就要唸佛 你

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常樂我淨﹂就是四
德 就是三德裡面包含了四德 就是到果地上你就有這個
四德
有一隻很懶的貓瘋狂地追求一隻老鼠 最後終於結婚
了 婚後貓對老鼠百般地呵護 一直在保護牠 老鼠很快
就變胖了 老鼠很感動：﹁親愛的 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啊？﹂貓笑道：﹁等你再胖一點就知道了 ﹂呵呵 我們
學佛的人知道是無所得 不像世俗 世俗是有所得 在這
個世間大家都以為有所得 真正你學佛到了極點 你會知
道無所得 你學佛成就了 你會知道無所得 所以像剛剛
那是屬於世俗的 貓把老鼠養得肥肥的 這個你將來就知
道了
今天鄰居的小朋友哭著說 他的爸爸跟媽媽同時揍
他 我心疼地安慰：﹁你爸爸跟媽媽太過分了 你到底做
錯了什麼才會被打呢？﹂小朋友回答：﹁爸爸 媽媽吵
架 我在旁邊喊：﹃加油！﹄ ﹂問大家這是什麼佛法？
因為這個笑話我也講不出是什麼佛法 總之不管怎麼樣
子 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世間本無事 庸人自擾
之 ﹂這是那些笨蛋 師尊為什麼要講××呢？而且講了
一年還不累？講了一年還要繼續講 為什麼要講××呢？
什麼原因？為什麼不要停止？那是我終身的志業啊！為什
麼呢？要破邪顯正啊！拿她當鬼來打 這是破邪顯正啊！
這是終身的志業 修行的人看到不好的 看到鬼 看到邪
的 你要破邪顯正啊！學佛的人就是有這一點責任感 一
定要破邪顯正 所以這是我終身的志業啊！不得不唸她
而且這一唸 很長的 對呀！因為毛病太多了 全部都是
胡說八道 都是謊言 不然就是弄鬼 不然就是詐財 蓮
花肇強講了一句話：﹁她所拿得到的財物可以蓋十間的雷
藏寺 ﹂師尊到今天都還不敢蓋雷藏寺啊！都不敢 她可

做什麼事情都要唸佛 就是在精進
食衣住行 你睡覺的時候就是要修法 修眠光法：
﹁嗡﹂ 白光出去；﹁阿﹂ 紅光射出來；﹁吽﹂ 藍色
的光出現 三個光結合在一起 ﹁棒﹂一聲 就變成一個
網 這個網從虛空中下來 套住你的床 這時候你睡在光
明裡面 你就開始唸佛 修淨土：﹁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
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嗡 阿彌爹哇 些 ﹂
你都要唸佛的啊！還要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
阿彌陀佛 ﹂要唸佛啊！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
陀佛 你就在光網裡面唸 那你要睡覺的時候先做結界
把你的窗子跟門 全部站立著不動明王 虛空中布滿了
﹁嗡 摩訶巴拉耶 吽吽呸﹂ 虛空之中全部都是你的大
力金剛在虛空中 在你的床頭上面 周圍布滿了不動明
王 還有光網套住 每天晚上都很好睡呀！從來還沒有一
天晚上不好睡過 這個就是修行
睡覺就是﹁眠光法﹂ 吃飯就是大供養法 到了佛堂
就是大禮拜法 然後又修四皈依法 四加行都在這裡面
啊！四皈依法：﹁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
耶 南摩僧伽耶 ﹂天天都要做的 所有的四加行法 全
部天天都在做 大供養 大禮拜 你看師尊每一次拜都要
三十下伏地挺身 這是大禮拜法啊！大供養法 你看吃
飯 我哪一次吃飯沒有做供養的？大供養法啊！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發菩提心 你看到人家有難 你想辦法
去幫他解決 你就是發菩提心了 人家有很多災難來問
你 你想辦法幫他解決 幫他解除他的困難 就是發菩提
心了！不是給人家敲詐！不是詐騙人家！我們不是詐騙集
團 詐騙集團是×× 不是我們 嗡嘛呢唄咪吽

以蓋十間的雷藏寺 我告訴大家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開
口跟人家要過錢 這一點就是清淨行 她是跟人家包壇要
錢的 他們講說包壇是從三萬美金到十萬美金呢！包壇要
錢 另外她的地每一尺要多少錢 現在是講每一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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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沒有了 沒有這麼便宜的啦！你那時候是福氣
呀！對不對？蓮花正福是不是？她那時候是一尺多少錢
現在沒有了 要一萬塊美金以上才有的啊！要一萬塊美金
以上的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叫人家離婚 然後把他
的錢財全部拿到她那裡去 她這樣子 唉呀
法官問一個被告：﹁你是幾月幾號生啊？﹂被告回
答：﹁七月十八號 ﹂法官問：﹁哪一年呢？﹂被告回
答：﹁每一年 ﹂這叫答非所問 蓮花肇強講 他每一次
問她問題 她都是答非所問 他得不到什麼東西 到了師
尊這裡 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 他所寫的都是真實
的 他說如果不真實 他負法律責任 他這樣子講 蓮花
肇強在××堂二十年 你們認得他嗎？蓮花肇強認得嗎？
認得 他有做過董事嗎？沒有做過董事 喔 你是做過董
事的 肇強幫忙做義工 他在那邊二十年了 他的女兒就
是被她講說要用火自殺的 不讀她的陽間學校 她自己會
吃毒 然後放火自殺的 現在人家醫學院畢業 要當醫生
了 她這樣子講人家
講一個笑話吧！老公回家 見化妝的老婆 打量了一
番 笑說：﹁今天去新的單位上班 發現那些女的和妳簡
直沒法比 還是妳年輕漂亮 ﹂老婆很高興說：﹁真的
嗎？這麼多年 終於像結婚前一樣地欣賞我了 ﹂老婆就
再問：﹁你到底調到什麼單位呢？﹂老公答：﹁養老
院 ﹂天哪！我覺得××真得很美麗 我現在跟大家講
××真的好美好美喔！真的 氣質也很好 圓圓的臉 肥
肥的身材 看她走路就像水缸在搬家 其實跟慧君也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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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啦！都是蠻可愛的 圓圓的臉 黑黑的頭髮 戴一個眼
鏡 蠻慈祥的 真得很可愛耶！為什麼會很可愛呢？就是
因為師尊也看了很多的養老院 看完養老院以後 我們發
覺××也是真地很美 消遣消遣她一番
你看師母多麼苗條啊！大大的眼睛 配一個眼鏡 經
常頭髮都做得美美的 對不對？走起路來 她還又搖又
擺 哪裡像水缸搬家嘛！還是師母漂亮！欸！記得明天要
準備禮物給新娘跟新郎 給依萱跟 Harry
明天記得要準
備禮物 妳已經講好的 妳不能忘掉
再講一個笑話吧！喔 老公跟老婆講說：﹁老婆 明
晚我要請一個同事來家裡吃飯 ﹂老婆就回答：﹁你瘋了
嗎？這個房子我已經一年沒有打掃過了 三個月沒有去過
超市 三十幾個碗盤還沒有洗 何況我也不想做飯！﹂老
公回答：﹁這個我知道啊！﹂老婆：﹁你知道幹嘛還請同
事來家裡吃飯？﹂老公回答：﹁因為這個同事居然滿腦子
想著要結婚 ﹂呵呵 這個老婆太懶了
我們學佛就是要精進 不能懶 我曾經講過：﹁把每
一天的事情 全部做得非常地完美 做好每一件小事 就
是做大事 ﹂像師尊一樣 我每天寫一篇文章 把功課做
好 每一天修一壇法 把功課做好 每一天認真地運動
把運動做好 每一天做兩百下伏地挺身 一直堅持把每一
天的行程都排得滿滿 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做好 這就是我
們修行人清淨的梵行 修行人要做梵行 就是清淨行 把
每一天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完美 這就是在修行 我講過
吃東西 就是供養；穿衣服 就是要清淨 要結界；你住
的地方 就是要把他觀想成為天上的宮殿或者淨土 這就
是修行啊！你行走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 就要唸佛 就是
精進啊！走路的時候就要唸佛 開車的時候就要唸佛 你

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常樂我淨﹂就是四
德 就是三德裡面包含了四德 就是到果地上你就有這個
四德
有一隻很懶的貓瘋狂地追求一隻老鼠 最後終於結婚
了 婚後貓對老鼠百般地呵護 一直在保護牠 老鼠很快
就變胖了 老鼠很感動：﹁親愛的 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啊？﹂貓笑道：﹁等你再胖一點就知道了 ﹂呵呵 我們
學佛的人知道是無所得 不像世俗 世俗是有所得 在這
個世間大家都以為有所得 真正你學佛到了極點 你會知
道無所得 你學佛成就了 你會知道無所得 所以像剛剛
那是屬於世俗的 貓把老鼠養得肥肥的 這個你將來就知
道了
今天鄰居的小朋友哭著說 他的爸爸跟媽媽同時揍
他 我心疼地安慰：﹁你爸爸跟媽媽太過分了 你到底做
錯了什麼才會被打呢？﹂小朋友回答：﹁爸爸 媽媽吵
架 我在旁邊喊：﹃加油！﹄ ﹂問大家這是什麼佛法？
因為這個笑話我也講不出是什麼佛法 總之不管怎麼樣
子 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世間本無事 庸人自擾
之 ﹂這是那些笨蛋 師尊為什麼要講××呢？而且講了
一年還不累？講了一年還要繼續講 為什麼要講××呢？
什麼原因？為什麼不要停止？那是我終身的志業啊！為什
麼呢？要破邪顯正啊！拿她當鬼來打 這是破邪顯正啊！
這是終身的志業 修行的人看到不好的 看到鬼 看到邪
的 你要破邪顯正啊！學佛的人就是有這一點責任感 一
定要破邪顯正 所以這是我終身的志業啊！不得不唸她
而且這一唸 很長的 對呀！因為毛病太多了 全部都是
胡說八道 都是謊言 不然就是弄鬼 不然就是詐財 蓮
花肇強講了一句話：﹁她所拿得到的財物可以蓋十間的雷
藏寺 ﹂師尊到今天都還不敢蓋雷藏寺啊！都不敢 她可

做什麼事情都要唸佛 就是在精進
食衣住行 你睡覺的時候就是要修法 修眠光法：
﹁嗡﹂ 白光出去；﹁阿﹂ 紅光射出來；﹁吽﹂ 藍色
的光出現 三個光結合在一起 ﹁棒﹂一聲 就變成一個
網 這個網從虛空中下來 套住你的床 這時候你睡在光
明裡面 你就開始唸佛 修淨土：﹁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
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嗡 阿彌爹哇 些 ﹂
你都要唸佛的啊！還要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
阿彌陀佛 ﹂要唸佛啊！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
陀佛 你就在光網裡面唸 那你要睡覺的時候先做結界
把你的窗子跟門 全部站立著不動明王 虛空中布滿了
﹁嗡 摩訶巴拉耶 吽吽呸﹂ 虛空之中全部都是你的大
力金剛在虛空中 在你的床頭上面 周圍布滿了不動明
王 還有光網套住 每天晚上都很好睡呀！從來還沒有一
天晚上不好睡過 這個就是修行
睡覺就是﹁眠光法﹂ 吃飯就是大供養法 到了佛堂
就是大禮拜法 然後又修四皈依法 四加行都在這裡面
啊！四皈依法：﹁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
耶 南摩僧伽耶 ﹂天天都要做的 所有的四加行法 全
部天天都在做 大供養 大禮拜 你看師尊每一次拜都要
三十下伏地挺身 這是大禮拜法啊！大供養法 你看吃
飯 我哪一次吃飯沒有做供養的？大供養法啊！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發菩提心 你看到人家有難 你想辦法
去幫他解決 你就是發菩提心了 人家有很多災難來問
你 你想辦法幫他解決 幫他解除他的困難 就是發菩提
心了！不是給人家敲詐！不是詐騙人家！我們不是詐騙集
團 詐騙集團是×× 不是我們 嗡嘛呢唄咪吽

以蓋十間的雷藏寺 我告訴大家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開
口跟人家要過錢 這一點就是清淨行 她是跟人家包壇要
錢的 他們講說包壇是從三萬美金到十萬美金呢！包壇要
錢 另外她的地每一尺要多少錢 現在是講每一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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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沒有了 沒有這麼便宜的啦！你那時候是福氣
呀！對不對？蓮花正福是不是？她那時候是一尺多少錢
現在沒有了 要一萬塊美金以上才有的啊！要一萬塊美金
以上的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叫人家離婚 然後把他
的錢財全部拿到她那裡去 她這樣子 唉呀
法官問一個被告：﹁你是幾月幾號生啊？﹂被告回
答：﹁七月十八號 ﹂法官問：﹁哪一年呢？﹂被告回
答：﹁每一年 ﹂這叫答非所問 蓮花肇強講 他每一次
問她問題 她都是答非所問 他得不到什麼東西 到了師
尊這裡 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 他所寫的都是真實
的 他說如果不真實 他負法律責任 他這樣子講 蓮花
肇強在××堂二十年 你們認得他嗎？蓮花肇強認得嗎？
認得 他有做過董事嗎？沒有做過董事 喔 你是做過董
事的 肇強幫忙做義工 他在那邊二十年了 他的女兒就
是被她講說要用火自殺的 不讀她的陽間學校 她自己會
吃毒 然後放火自殺的 現在人家醫學院畢業 要當醫生
了 她這樣子講人家
講一個笑話吧！老公回家 見化妝的老婆 打量了一
番 笑說：﹁今天去新的單位上班 發現那些女的和妳簡
直沒法比 還是妳年輕漂亮 ﹂老婆很高興說：﹁真的
嗎？這麼多年 終於像結婚前一樣地欣賞我了 ﹂老婆就
再問：﹁你到底調到什麼單位呢？﹂老公答：﹁養老
院 ﹂天哪！我覺得××真得很美麗 我現在跟大家講
××真的好美好美喔！真的 氣質也很好 圓圓的臉 肥
肥的身材 看她走路就像水缸在搬家 其實跟慧君也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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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愛染明王法｜幫助相應本尊法
靠禪定的力量才能夠離開六道輪迴
是真正地在修行
我

們首先還是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愛染明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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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衡醫師 莊駿耀醫師 ﹁天音雅樂合唱
團﹂陳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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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劉潔醫師 瑞典羅彩
華醫師 瑞典︿修德堂﹀堂主梁師姐 師母的親戚跟親戚的
朋友 盧周良 妹妹盧輝煌的兒子冠璋 他現在在讀博士
很有名的學校 他是一個資優生 從小都是資優生一直到現
在 讀書都是第一名的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師
姐 說 不 定 那 一 次 是 妳 請 客 的 是 媒 人 因 為 street
fair 有時候是謝明芳師姐請客 大部分都是她請客的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我們今天很快樂啊！是愛染明王護摩 又有新人結
婚 那都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先通知大家一下 下星期天
七月九號下午三點是﹁高王觀世音菩薩﹂的護摩法會 這尊

很重要喔！因為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最尊崇︻高
王觀世音真經︼ 高王觀世音菩薩也幫助我們很多 所以這
一尊很重要 不能夠錯過主祈
愛染這兩個字非常有名 很早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愛
染桂﹂ 日本的一個電影 這一尊愛染明王雖然相貌非常的
兇惡 但是祂本身的內心是非常的慈悲 祂是一面有六臂
戴冠 頂上有十字的金剛杵 紅色的頭髮上豎 金剛怒目威
猛相 六臂各執法器 第一對手 左手持念珠 右手持蓮
花 第二對手 左手持弓 右手持箭 第三對手 左手持金
剛鈴置於下方 右手持金剛杵置於上方 全身放紅色的光
明 坐於千葉蓮花甘露上 愛染明王的手印就是先內縛 豎
中指 然後交叉 這種手印一般來講很少 這個 touch
這就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touch 這就是愛染明王的手
印 這個很好記的
祂的咒語：﹁吽 吒只 吽 惹 ﹂ 我記得第一次傳
愛染明王是在香港 那時候他們請了一個樂隊 大家一起唸
咒：﹁吽 吒只 吽 惹 ﹂ 又打鼓 又彈吉他 又吹號
角 唸的是﹁吽 吒只 吽 惹 吽 吒只 吽 惹 吽
吒只 吽 惹 ﹂ 就這樣子 讓所有的人心癢癢 心癢癢
就是激發那一種愛戀的心出來 有這一種味道 那次是常仁
上師辦的 蓮嶝上師主壇的 蓮嶝現在在佛國淨土 祂顯現
給︿慈濟功德會﹀的第二長老叫做慈尊者看 祂顯現黃金色
的金身 所以慈尊者禮拜祂 蓮嶝上師現在是佛菩薩的身
分 很偉大的 讓所有的︿慈濟功德會﹀說：﹁欸 ︿真佛
宗﹀的修行怎麼可以出現佛菩薩？﹂哇！非常地令人震撼
其實我早就看出蓮嶝祂會成就的
現在還有一個蓮聞 蓮聞上師在這邊 他將來也會成就
的 他將來也是成就者 另外我也看出常智上師將來也是一
個成就者 這些我都已經事先看見了 常智上師是這樣 我
突然間 我看見他的香袋上面寫著四個字﹁往生佛國﹂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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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修愛染明王法｜幫助相應本尊法
靠禪定的力量才能夠離開六道輪迴
是真正地在修行
我

們首先還是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愛染明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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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衡醫師 莊駿耀醫師 ﹁天音雅樂合唱
團﹂陳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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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劉潔醫師 瑞典羅彩
華醫師 瑞典︿修德堂﹀堂主梁師姐 師母的親戚跟親戚的
朋友 盧周良 妹妹盧輝煌的兒子冠璋 他現在在讀博士
很有名的學校 他是一個資優生 從小都是資優生一直到現
在 讀書都是第一名的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師
姐 說 不 定 那 一 次 是 妳 請 客 的 是 媒 人 因 為 street
fair 有時候是謝明芳師姐請客 大部分都是她請客的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我們今天很快樂啊！是愛染明王護摩 又有新人結
婚 那都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先通知大家一下 下星期天
七月九號下午三點是﹁高王觀世音菩薩﹂的護摩法會 這尊

很重要喔！因為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最尊崇︻高
王觀世音真經︼ 高王觀世音菩薩也幫助我們很多 所以這
一尊很重要 不能夠錯過主祈
愛染這兩個字非常有名 很早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愛
染桂﹂ 日本的一個電影 這一尊愛染明王雖然相貌非常的
兇惡 但是祂本身的內心是非常的慈悲 祂是一面有六臂
戴冠 頂上有十字的金剛杵 紅色的頭髮上豎 金剛怒目威
猛相 六臂各執法器 第一對手 左手持念珠 右手持蓮
花 第二對手 左手持弓 右手持箭 第三對手 左手持金
剛鈴置於下方 右手持金剛杵置於上方 全身放紅色的光
明 坐於千葉蓮花甘露上 愛染明王的手印就是先內縛 豎
中指 然後交叉 這種手印一般來講很少 這個 touch
這就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touch 這就是愛染明王的手
印 這個很好記的
祂的咒語：﹁吽 吒只 吽 惹 ﹂ 我記得第一次傳
愛染明王是在香港 那時候他們請了一個樂隊 大家一起唸
咒：﹁吽 吒只 吽 惹 ﹂ 又打鼓 又彈吉他 又吹號
角 唸的是﹁吽 吒只 吽 惹 吽 吒只 吽 惹 吽
吒只 吽 惹 ﹂ 就這樣子 讓所有的人心癢癢 心癢癢
就是激發那一種愛戀的心出來 有這一種味道 那次是常仁
上師辦的 蓮嶝上師主壇的 蓮嶝現在在佛國淨土 祂顯現
給︿慈濟功德會﹀的第二長老叫做慈尊者看 祂顯現黃金色
的金身 所以慈尊者禮拜祂 蓮嶝上師現在是佛菩薩的身
分 很偉大的 讓所有的︿慈濟功德會﹀說：﹁欸 ︿真佛
宗﹀的修行怎麼可以出現佛菩薩？﹂哇！非常地令人震撼
其實我早就看出蓮嶝祂會成就的
現在還有一個蓮聞 蓮聞上師在這邊 他將來也會成就
的 他將來也是成就者 另外我也看出常智上師將來也是一
個成就者 這些我都已經事先看見了 常智上師是這樣 我
突然間 我看見他的香袋上面寫著四個字﹁往生佛國﹂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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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畫像法 你畫愛染明王的像 你的精神就在愛染
明王上面 畫久了印在心上 很容易跟愛染明王相應 一種
是﹁敬愛法﹂ 你做﹁敬愛法﹂修護摩的時候 半圓形火供
蓮花形壇城 所獻的花 果 飲食 衣物統統都要紅色 配
合愛染明王本身的種子字跟祂的顏色 用蓮花的花蕊
108 個 丟到愛染明王的護摩爐中燒化 唸咒的時候要唸
﹁吽 吒只吽 惹 敕令某某某跟某某某有大敬愛﹂ 這屬
於愛情的降頭 這個降頭是屬於好的：﹁敕令某某某跟某某
某大敬愛 ﹂這就是愛染明王的法 不過 有邪念的人不可
修這個法 另外還有﹁甘露水法﹂ 還有﹁刻像法﹂ 很多
人身上掛著愛染明王的像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看到他都會敬
愛他恭敬他 這個是﹁刻像法﹂ 另外還有﹁解毒法﹂ 愛
染明王也有除魔法
今天我們再講︽道果︾ 這裡談到﹁廣中略三道 教示
廣道：從本頌金剛句偈所出的詮釋 隨順共通乘所教示的五
道 十地 三十七菩提分 此亦教示之 ﹂也就是說這個共
通乘 什麼叫共通乘？就是佛法裡所謂的共法 不共法 在
︽道果︾裡面也一樣要學習共通乘的法 什麼叫共通乘的法
呢？就是﹁五道、十地跟三十七菩提分﹂ 也就是三十七道
品 這裡所講的五道是什麼呢？ 五道很簡單 以前我跟大
家講過 先修資糧道 再修加行道 再來見道就是開悟了
再來才是修道 最後是究竟道 會達到究竟 這個叫五道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這個就是五道
那麼什麼叫做十地呢？十地我是用菩薩十地 十地有很
多不同講解 不同教派的講解非常多 密教也有十地 甚至
佛也有十地 那我們現在講的十地是用菩薩的十地 就是從
歡喜地一直到法雲地 第十個法雲地 其中經過有發光地
焰光地 第七是遠行地 還有不動地 善慧地 還有法雲
地 菩薩一共有十地 其中有幾個記不住的 其實是因為你
修行到某一個階段 變成一地的菩薩 修行到某一個階段會

是常智 是我看到的 蓮聞呢？他有現阿羅漢的相 他其實
是非常有功力的 他的心非常地好 心地好 很慈悲 喜歡
幫助人 所以他連××也幫助 這種好人很少見的 但是他
能夠認明方向 ××要離開的時候 打電話給他 要拉他
講國際電話講了兩個小時以上 她在臺灣打國際電話 講了
兩個小時以上 就是要拉蓮聞 把︿菩提堂﹀整個拉過去
但是蓮聞本身有主見 因為他經常被人家騙 騙慣了 他也
可以認出騙子出來 這個不行 這一定要一個師父嘛！一皈
依嘛！很簡單的啦！
你哪裡會有皈依這個又皈依那個 對不對 密教十四大
戒裡面有﹁金剛兄弟不能互為師徒﹂ 皈依師尊的不應該再
去皈依同門 皈依同樣的金剛兄弟是不可以互相這樣的 那
是違反了根本十四大戒 這個是很重要的
愛染明王祂本身坐在蓮花上面 蓮花底下的特徵 祂坐
在甘露瓶上面 蓮花從甘露瓶裡面生出來 坐在這個上面
那一次蓮嶝上師做法會 他準備的手稿很多 就一直唸一直
唸 他的師姐跟他講：﹁你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應該停
了 ﹂他說：﹁沒辦法停哪！還沒有唸完 ﹂然後又去講第
二次 他講說：﹁還沒有辦法唸完 ﹂第三次又去講 師尊
講得不多 因為全部都給他講光 那一次是這樣子 蓮嶝祂
也是很實在的人 跟蓮聞是一樣的 兩個都是很實在的人
愛染明王是金剛薩埵的變化身 也就是法王子的變化
身 另一個說法是 毘盧遮那佛進入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的
心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所以祂的威力很大 都是法王子 這
裡有幾個法王子 觀世音菩薩是法王子 文殊師利菩薩是法
王子 普賢菩薩是法王子 華嚴世界的兩個法王子 就是文
殊師利菩薩跟普賢菩薩 兩個都是法王子 金剛薩埵是五佛
的法王子 金剛薩埵變化為愛染明王 愛染明王也是法王
子 毘盧遮那佛進到普賢菩薩的心中 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所以愛染明王也是法王子 祂的威力是很大的 祂像咕嚕咕

有二地的菩薩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九
地 十地 到法雲地 到法雲地以後 第十一地就叫妙覺
地 妙覺地就是佛 十地以上第十一地就是佛 那菩薩分為
十地 它是這樣的
什麼叫三十七道品呢？三十七道品我唸給大家 大家也
會知道 因為手機裡面你可以看得到的 手機裡面你打佛教
的三十七道品 它就會出來 一個就是四念住 四正勤 四
神足 五根
五力 七覺支 八正道 加起來剛好是三十
七 所以是﹁三十七道品﹂ 這個幫助修行的一種方法 四
念處就是你的念頭要在四念處裡面 四正勤就是四種精進的
方法 四神足就是四種如意足 你到了那裡 然後五根
眼 耳 鼻 舌 身就是五根；五力 產生五種力量；七覺
知 七種覺悟；八正道 八個正法 它所講解的是這個意
思 這個都有教到 ﹁廣道﹂裡面都有提到的
﹁又 無餘教示所有禪定之因 與生起之次第及生起的
體性 其功德利益及所除障礙 分界建立等 故稱為﹃廣
道﹄ ﹂ 禪定 我最近寫了︽定中之定︾這一本書 把禪
定的所有方法統統寫在上面 是依緣禪定還是非智禪定
﹁有智禪定﹂ ﹁非智禪定﹂不同的 一個是你﹁有所緣的
禪定﹂ 好像我們觀想佛菩薩 就是緣於佛菩薩；我們觀想
太陽 就是緣於太陽；觀想月亮 就緣於月亮；觀想星星
就緣於星星 種種有所緣的禪定 因為你意念在那裡 精神
集中在星星上面 你就有所緣禪定
至於﹁無所緣禪定﹂那就更高級的 你有所緣禪定了以
後 你根本不依任何緣能夠禪定 那就是更高級的禪定 可
以講是出世的禪定 我會在書上︽定中之定︾寫得非常清
楚 這一本書出來 大家看了 其實﹁禪定就是真正的實
修﹂！禪定才是真正的實修 這裡面有提到 禪定之因與生
起次第 禪定之因是為什麼你要禪定呢？因為你要解脫你自
己呀！不想在六道裡面再輪迴 你要解脫離開六道輪迴 這

咧佛母一樣 修法的時候拿著弓箭 愛染明王有很多的法
愛染明王在東密 就是日本的︵真言宗︶是非常有名
的 藏密也是一樣 祂的變化是由﹁些﹂字變化出來 用
﹁棒﹂字變化成為蓮花 你知道甘露瓶是什麼嗎？甘露瓶大
部分是長壽佛擁有的 長壽佛擁有的即是阿彌陀佛所擁有
的 阿彌陀佛的甘露瓶是﹁些﹂字變化出來 蓮花是﹁棒﹂
字變化出來的 我經常在講眠光法 ﹁嗡﹂白光出去
﹁阿﹂紅光出去 ﹁吽﹂藍光出去 三光結合 ﹁棒﹂一
聲 然後變化成為光網 就是這個﹁棒﹂字變化成為蓮花
用﹁吽﹂字變化出愛染明王 所以藏密本身講起來 你
要變化 先觀想咒字 再由咒字再變化 像甘露瓶就由
﹁些﹂字變化 蓮花由﹁棒﹂字變化 ﹁吽﹂字就是愛染明
王種子字 就是﹁吽﹂字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剛剛已經講過
祂的相 祂的咒語就是﹁吽 吒只 吽 惹 ﹂ 最後唸
﹁惹﹂ 不要把第二句的﹁吽﹂跟第三句的﹁惹﹂連接起
來 有愛染明王的手印 有祂的觀想 然後有祂的咒語 就
可以成為密教修行的儀軌
我講一下愛染明王的法 祂可以幫助本尊相應 因為祂
等於就是一個媒介 什麼叫愛染 就是一個媒介 可以講你
要跟哪一尊相應 如果你先唸愛染明王的咒 祂會把你跟你
的本尊連結起來 就變成媒人 愛染明王等於就是媒人 然
後把你跟你的本尊互相連結起來 最主要的就是說可以幫助
本尊相應法 你唸愛染明王的咒語 唸三十萬遍 你再修本
尊 就很容易能夠跟本尊相應 因為祂有愛染的力量 第二
個是斷惡法 只要畫愛染明王的像畫好 掛在西方 面對著
東方 唸完三十萬遍的﹃愛染明王咒﹄以後 用祂的﹁弓箭
法﹂ 一面持弓 一面持箭 面對正前方 把你自己心目中
敵對的人觀在你的面前 一箭射過去 這個就叫﹁斷惡
法﹂ 有一個做法 是﹁斷惡法﹂ 它的要訣選擇在﹁除﹂
日的午後做這個法 除日除掉怨敵 怨敵就會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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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畫像法 你畫愛染明王的像 你的精神就在愛染
明王上面 畫久了印在心上 很容易跟愛染明王相應 一種
是﹁敬愛法﹂ 你做﹁敬愛法﹂修護摩的時候 半圓形火供
蓮花形壇城 所獻的花 果 飲食 衣物統統都要紅色 配
合愛染明王本身的種子字跟祂的顏色 用蓮花的花蕊
108 個 丟到愛染明王的護摩爐中燒化 唸咒的時候要唸
﹁吽 吒只吽 惹 敕令某某某跟某某某有大敬愛﹂ 這屬
於愛情的降頭 這個降頭是屬於好的：﹁敕令某某某跟某某
某大敬愛 ﹂這就是愛染明王的法 不過 有邪念的人不可
修這個法 另外還有﹁甘露水法﹂ 還有﹁刻像法﹂ 很多
人身上掛著愛染明王的像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看到他都會敬
愛他恭敬他 這個是﹁刻像法﹂ 另外還有﹁解毒法﹂ 愛
染明王也有除魔法
今天我們再講︽道果︾ 這裡談到﹁廣中略三道 教示
廣道：從本頌金剛句偈所出的詮釋 隨順共通乘所教示的五
道 十地 三十七菩提分 此亦教示之 ﹂也就是說這個共
通乘 什麼叫共通乘？就是佛法裡所謂的共法 不共法 在
︽道果︾裡面也一樣要學習共通乘的法 什麼叫共通乘的法
呢？就是﹁五道、十地跟三十七菩提分﹂ 也就是三十七道
品 這裡所講的五道是什麼呢？ 五道很簡單 以前我跟大
家講過 先修資糧道 再修加行道 再來見道就是開悟了
再來才是修道 最後是究竟道 會達到究竟 這個叫五道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這個就是五道
那麼什麼叫做十地呢？十地我是用菩薩十地 十地有很
多不同講解 不同教派的講解非常多 密教也有十地 甚至
佛也有十地 那我們現在講的十地是用菩薩的十地 就是從
歡喜地一直到法雲地 第十個法雲地 其中經過有發光地
焰光地 第七是遠行地 還有不動地 善慧地 還有法雲
地 菩薩一共有十地 其中有幾個記不住的 其實是因為你
修行到某一個階段 變成一地的菩薩 修行到某一個階段會

是常智 是我看到的 蓮聞呢？他有現阿羅漢的相 他其實
是非常有功力的 他的心非常地好 心地好 很慈悲 喜歡
幫助人 所以他連××也幫助 這種好人很少見的 但是他
能夠認明方向 ××要離開的時候 打電話給他 要拉他
講國際電話講了兩個小時以上 她在臺灣打國際電話 講了
兩個小時以上 就是要拉蓮聞 把︿菩提堂﹀整個拉過去
但是蓮聞本身有主見 因為他經常被人家騙 騙慣了 他也
可以認出騙子出來 這個不行 這一定要一個師父嘛！一皈
依嘛！很簡單的啦！
你哪裡會有皈依這個又皈依那個 對不對 密教十四大
戒裡面有﹁金剛兄弟不能互為師徒﹂ 皈依師尊的不應該再
去皈依同門 皈依同樣的金剛兄弟是不可以互相這樣的 那
是違反了根本十四大戒 這個是很重要的
愛染明王祂本身坐在蓮花上面 蓮花底下的特徵 祂坐
在甘露瓶上面 蓮花從甘露瓶裡面生出來 坐在這個上面
那一次蓮嶝上師做法會 他準備的手稿很多 就一直唸一直
唸 他的師姐跟他講：﹁你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應該停
了 ﹂他說：﹁沒辦法停哪！還沒有唸完 ﹂然後又去講第
二次 他講說：﹁還沒有辦法唸完 ﹂第三次又去講 師尊
講得不多 因為全部都給他講光 那一次是這樣子 蓮嶝祂
也是很實在的人 跟蓮聞是一樣的 兩個都是很實在的人
愛染明王是金剛薩埵的變化身 也就是法王子的變化
身 另一個說法是 毘盧遮那佛進入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的
心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所以祂的威力很大 都是法王子 這
裡有幾個法王子 觀世音菩薩是法王子 文殊師利菩薩是法
王子 普賢菩薩是法王子 華嚴世界的兩個法王子 就是文
殊師利菩薩跟普賢菩薩 兩個都是法王子 金剛薩埵是五佛
的法王子 金剛薩埵變化為愛染明王 愛染明王也是法王
子 毘盧遮那佛進到普賢菩薩的心中 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所以愛染明王也是法王子 祂的威力是很大的 祂像咕嚕咕

有二地的菩薩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九
地 十地 到法雲地 到法雲地以後 第十一地就叫妙覺
地 妙覺地就是佛 十地以上第十一地就是佛 那菩薩分為
十地 它是這樣的
什麼叫三十七道品呢？三十七道品我唸給大家 大家也
會知道 因為手機裡面你可以看得到的 手機裡面你打佛教
的三十七道品 它就會出來 一個就是四念住 四正勤 四
神足 五根
五力 七覺支 八正道 加起來剛好是三十
七 所以是﹁三十七道品﹂ 這個幫助修行的一種方法 四
念處就是你的念頭要在四念處裡面 四正勤就是四種精進的
方法 四神足就是四種如意足 你到了那裡 然後五根
眼 耳 鼻 舌 身就是五根；五力 產生五種力量；七覺
知 七種覺悟；八正道 八個正法 它所講解的是這個意
思 這個都有教到 ﹁廣道﹂裡面都有提到的
﹁又 無餘教示所有禪定之因 與生起之次第及生起的
體性 其功德利益及所除障礙 分界建立等 故稱為﹃廣
道﹄ ﹂ 禪定 我最近寫了︽定中之定︾這一本書 把禪
定的所有方法統統寫在上面 是依緣禪定還是非智禪定
﹁有智禪定﹂ ﹁非智禪定﹂不同的 一個是你﹁有所緣的
禪定﹂ 好像我們觀想佛菩薩 就是緣於佛菩薩；我們觀想
太陽 就是緣於太陽；觀想月亮 就緣於月亮；觀想星星
就緣於星星 種種有所緣的禪定 因為你意念在那裡 精神
集中在星星上面 你就有所緣禪定
至於﹁無所緣禪定﹂那就更高級的 你有所緣禪定了以
後 你根本不依任何緣能夠禪定 那就是更高級的禪定 可
以講是出世的禪定 我會在書上︽定中之定︾寫得非常清
楚 這一本書出來 大家看了 其實﹁禪定就是真正的實
修﹂！禪定才是真正的實修 這裡面有提到 禪定之因與生
起次第 禪定之因是為什麼你要禪定呢？因為你要解脫你自
己呀！不想在六道裡面再輪迴 你要解脫離開六道輪迴 這

咧佛母一樣 修法的時候拿著弓箭 愛染明王有很多的法
愛染明王在東密 就是日本的︵真言宗︶是非常有名
的 藏密也是一樣 祂的變化是由﹁些﹂字變化出來 用
﹁棒﹂字變化成為蓮花 你知道甘露瓶是什麼嗎？甘露瓶大
部分是長壽佛擁有的 長壽佛擁有的即是阿彌陀佛所擁有
的 阿彌陀佛的甘露瓶是﹁些﹂字變化出來 蓮花是﹁棒﹂
字變化出來的 我經常在講眠光法 ﹁嗡﹂白光出去
﹁阿﹂紅光出去 ﹁吽﹂藍光出去 三光結合 ﹁棒﹂一
聲 然後變化成為光網 就是這個﹁棒﹂字變化成為蓮花
用﹁吽﹂字變化出愛染明王 所以藏密本身講起來 你
要變化 先觀想咒字 再由咒字再變化 像甘露瓶就由
﹁些﹂字變化 蓮花由﹁棒﹂字變化 ﹁吽﹂字就是愛染明
王種子字 就是﹁吽﹂字變化成為愛染明王 剛剛已經講過
祂的相 祂的咒語就是﹁吽 吒只 吽 惹 ﹂ 最後唸
﹁惹﹂ 不要把第二句的﹁吽﹂跟第三句的﹁惹﹂連接起
來 有愛染明王的手印 有祂的觀想 然後有祂的咒語 就
可以成為密教修行的儀軌
我講一下愛染明王的法 祂可以幫助本尊相應 因為祂
等於就是一個媒介 什麼叫愛染 就是一個媒介 可以講你
要跟哪一尊相應 如果你先唸愛染明王的咒 祂會把你跟你
的本尊連結起來 就變成媒人 愛染明王等於就是媒人 然
後把你跟你的本尊互相連結起來 最主要的就是說可以幫助
本尊相應法 你唸愛染明王的咒語 唸三十萬遍 你再修本
尊 就很容易能夠跟本尊相應 因為祂有愛染的力量 第二
個是斷惡法 只要畫愛染明王的像畫好 掛在西方 面對著
東方 唸完三十萬遍的﹃愛染明王咒﹄以後 用祂的﹁弓箭
法﹂ 一面持弓 一面持箭 面對正前方 把你自己心目中
敵對的人觀在你的面前 一箭射過去 這個就叫﹁斷惡
法﹂ 有一個做法 是﹁斷惡法﹂ 它的要訣選擇在﹁除﹂
日的午後做這個法 除日除掉怨敵 怨敵就會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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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純的愛 你看我寫的那三本書︽對著月亮說話︾ 你看了
沒有？看了會很感動的！你看師尊的心多蠢 愚蠢的蠢哪！
很純潔的 你看我寫那三本書 ︽對著月亮說話︾ ︽月河
流水︾ 還有一本是什麼？哦是︽夢鄉日記︾ 這三本都是
寫師尊的情字 感情的字很難走的 其中很多挫折 很多的
障礙的 但是師尊始終如一呀！師尊的信心非常堅定 非常
堅決 也非常果決的 因為我有果決的那一種力量 所以我
能夠寫書 能夠修法 可以傳道 可以授業 可以解惑 我
有認真地在修法 認真地寫作 也認真地談情 我都是很認
真的！所以懂得師尊心的人 就等於懂得愛染明王的心
所以你想一想看 ××講蓮聞上師超度無力 ︿菩提
堂﹀請××去那邊做超度 她居然講蓮聞上師超度無力 因
為往上超度是沒有力呀！往上超度很難啊！要超度他到諸
天 要超度他到阿羅漢 成為菩薩 成為佛不簡單的 超度
不是很容易的 往下超度就容易 ××說她超度有力 為什
麼呢？因為是往下超度 把所有的幽冥眾全部帶去變鬼 ×

個就是你需要要靠禪定的力量才能夠離開輪迴 這是真正地
在修行
這裡有寫到 所以﹁生起次第﹂
其實有生起次第
有圓滿次第 生起次第是有緣的 叫生起次第 也就是說有
所緣的都叫生起次第；無所緣的就叫圓滿次第 其功德利
益 講解它的功德利益 及所除的障礙 要怎麼樣排除障
礙 包括神通在裡面 你禪定的時候 初禪 進入第一個禪
定裡面 就會產生神通 所以神通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到了
四禪也會有神通 到二禪 三禪都有神通 初禪開始就有神
通了 你開始精神專一就會有神通了 你精神專一在耳朵
耳朵就會產生神通力；你精神專一在你的眼睛 眼睛就會有
神通力 有天耳通 天眼通都會出來的 這神通力是因為你
精神集中就會有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精神集中到了完全
璇璣停輪的時候 呼吸也差不多快停止的時候 幾乎快沒有
呼吸了 然後幾乎你的念頭也全部靜止了 那時候所有的神
通都要達到這種境界 所有的神通統統都是障礙 要把它掃
除乾淨
所以我講神通沒有什麼嘛！ small potato chip
沒
什麼的 神通有什麼了不起？你初禪就有神通了啊！精神集
中就會有啊！所以你看那個在表演神通或者表演什麼 他都
會先靜下來 念頭轉一轉 出來 好像在電影上演的 表演
神通的時候 有通靈的力量或者有法力的 都要靜下來 然
後結個手印 結摩利支天手印好了 ﹁嗡 摩利支玉 梭
哈 ﹂精神集中定下來 整個人會隱身 會消失掉 祂就是
有這一種力量出來 以前龍樹菩薩祂就學會這一種力量 祂
會隱身術 變化成為沒有
今天愛染明王 講一個笑話吧！愛染明王有什麼笑話
呢？話說有一天 ××去了香港 到了吐登達爾吉上師的
︿淨音佛閣﹀ 那時候吐登達爾吉上師還在 吐登達爾吉上
師就跟她講：﹁哎呀！妳當我的明妃好不好？﹂跟××講：

﹁當我的明妃好不好？﹂吐登達爾吉上師跟她這樣子講 其
實吐登達爾吉上師有一個口頭禪 看到漂亮的女生祂會講
說：﹁妳嫁給我吧！﹂像以前的愛華 回來她就跟我講 她
說：﹁師公叫我嫁給祂耶！﹂我說：﹁那妳嫁給祂啊！妳就
當成我的師母啊！﹂然後我記得熊漫也是 熊漫去看吐登達
爾吉上師 吐登達爾吉上師也跟熊漫講：﹁欸 妳嫁給我
吧！﹂這一次不一樣了 他居然跟××講說：﹁妳當我的明
妃 ﹂××回答：﹁我要回去問我的師尊 ﹂欸 這句話也
蠻有意思的 她從來不來問我的 居然會回來問我 就覺得
很奇怪 這些都是她自己講的 有人聽到 道聽塗說吧？是
嗎？哪一位聽到的？聽到的舉手 喔？沒有人聽到喔？喔
有 春暉聽到 她講給我聽的 她就講：﹁我回去問我的上
師 ﹂她就來問我啦！真實上沒有問我 但是她在講的時候
是說她有回來問我 那我跟她怎麼講呢 我跟她講說：
﹁唉 妳不要當師公的明妃 妳來當我的明妃 ﹂
前面的我是蠻相信的 因為吐登達爾吉上師祂經常會跟
人家講：﹁妳做我的明妃呀！﹂﹁妳嫁給我 ﹂﹁妳做我的
妻子啊！﹂祂經常會這樣子跟人家開玩笑的 但是師尊跟她
講：﹁妳不要當師公的明妃 妳來當我的明妃 ﹂我這一生
沒有這樣子講過 告訴大家 這也是她的謊言 講假話騙你
們的 師尊要××做明妃 你自己想一想看 師尊很喜歡抱
水缸嗎？我不會這樣吧？不會飢渴到連水缸都抱吧？而且聽
說她沒有當成我的明妃 是因為師母阻擾是嗎？春暉 是不
是這樣子講？說師母從中阻擾 所以沒有當成我的明妃 春
暉聽了 我想應該是實在 因為他是××堂的董事 又是她
的侍者 像今天愛染明王 就是因為愛染明王我才會想起這
個笑話 師尊不會那麼飢渴的 連水桶都喜歡的 不太可
能 水桶還渺小一點 應該是水缸吧？不可能啦！
師尊的眼光也是很高的喔 眼光也是不低的喔！不是很
隨便的 我這個人是非常純情 很純潔而且很純情 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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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力 蓮聞沒有力 但是蓮聞 我說他可以往生佛國淨
土 我從來沒有講過××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為什麼我在×
×的面前讚揚蓮聞可以往生佛國淨土？沒有講她可以往生佛
國淨土 甚至她自己已經成為菩薩 成為佛了 我從來沒有
講過？因為老實講 她所做的全部都是 Do Re Mi ︵吹
牛︶ 什麼叫 Do Re Mi 啊？吹喇叭 吹喇叭吹 Do Re
Mi
我稱讚蓮聞上師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她也在 對不
對？她也在旁邊聽 我從來沒有講說：﹁妳已經成為菩薩
了 妳已經成為佛了 ﹂為什麼不講她？我就知道她 Do Re
Mi 根本全部都是吹牛皮 都是在吹 吹她能力如何高
跟什麼佛菩薩通靈 佛菩薩？通靈？莫名其妙 她真的 每
一次護摩完了 她會講：﹁今天佛菩薩講 下一次護摩要準
備幾道菜 ﹂有沒有？﹁下一次護摩要準備多少菜 多少供
品 佛菩薩下降要受這個供養？﹂錯了！鬼才要吃妳的供
品 妳護摩那麼認真 沒有錯 妳很會燒護摩 護摩那麼
好 為什麼？鬼要吃啊！鬼眾要啊！妳要燒幾道菜 還要自
己做菜 因為鬼要吃啊！佛菩薩會吃妳的菜嗎？我告訴你
到了諸天 你想什麼 那個菜就出來 自得自化 自己化出
來 自己得到 到了諸天 因為在天上享福享樂 還到人間
來求取妳的供養？不對 密教的法是以你的虔誠的心來做供
養 用你的心加入護摩爐 這個才是真正的供養！不是真正
的佛菩薩下降來吃你的東西 不是的！你的供品多好吃啊？
你最好的供品 什麼龍蝦 鮑魚 魚翅 海參 那就是象徵
性的
密教有講 你用了心就是最好的供養 心供為上 法供
為上 什麼叫心供為上？你心裡很虔誠 這個就是供養 什
麼叫法供為上？就是你認真地修了法 你清淨了 這個供養
就是最大的功德！你煮了幾道菜要供養 佛菩薩看到你的
心 祂知道你有虔誠的心 祂就接受了你的心供 並不是用
菜去供啊！你煮出來再好吃的菜也比不上天上的 天上的山
福證新人陳奕安師兄、林依萱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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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純的愛 你看我寫的那三本書︽對著月亮說話︾ 你看了
沒有？看了會很感動的！你看師尊的心多蠢 愚蠢的蠢哪！
很純潔的 你看我寫那三本書 ︽對著月亮說話︾ ︽月河
流水︾ 還有一本是什麼？哦是︽夢鄉日記︾ 這三本都是
寫師尊的情字 感情的字很難走的 其中很多挫折 很多的
障礙的 但是師尊始終如一呀！師尊的信心非常堅定 非常
堅決 也非常果決的 因為我有果決的那一種力量 所以我
能夠寫書 能夠修法 可以傳道 可以授業 可以解惑 我
有認真地在修法 認真地寫作 也認真地談情 我都是很認
真的！所以懂得師尊心的人 就等於懂得愛染明王的心
所以你想一想看 ××講蓮聞上師超度無力 ︿菩提
堂﹀請××去那邊做超度 她居然講蓮聞上師超度無力 因
為往上超度是沒有力呀！往上超度很難啊！要超度他到諸
天 要超度他到阿羅漢 成為菩薩 成為佛不簡單的 超度
不是很容易的 往下超度就容易 ××說她超度有力 為什
麼呢？因為是往下超度 把所有的幽冥眾全部帶去變鬼 ×

個就是你需要要靠禪定的力量才能夠離開輪迴 這是真正地
在修行
這裡有寫到 所以﹁生起次第﹂
其實有生起次第
有圓滿次第 生起次第是有緣的 叫生起次第 也就是說有
所緣的都叫生起次第；無所緣的就叫圓滿次第 其功德利
益 講解它的功德利益 及所除的障礙 要怎麼樣排除障
礙 包括神通在裡面 你禪定的時候 初禪 進入第一個禪
定裡面 就會產生神通 所以神通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到了
四禪也會有神通 到二禪 三禪都有神通 初禪開始就有神
通了 你開始精神專一就會有神通了 你精神專一在耳朵
耳朵就會產生神通力；你精神專一在你的眼睛 眼睛就會有
神通力 有天耳通 天眼通都會出來的 這神通力是因為你
精神集中就會有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精神集中到了完全
璇璣停輪的時候 呼吸也差不多快停止的時候 幾乎快沒有
呼吸了 然後幾乎你的念頭也全部靜止了 那時候所有的神
通都要達到這種境界 所有的神通統統都是障礙 要把它掃
除乾淨
所以我講神通沒有什麼嘛！ small potato chip
沒
什麼的 神通有什麼了不起？你初禪就有神通了啊！精神集
中就會有啊！所以你看那個在表演神通或者表演什麼 他都
會先靜下來 念頭轉一轉 出來 好像在電影上演的 表演
神通的時候 有通靈的力量或者有法力的 都要靜下來 然
後結個手印 結摩利支天手印好了 ﹁嗡 摩利支玉 梭
哈 ﹂精神集中定下來 整個人會隱身 會消失掉 祂就是
有這一種力量出來 以前龍樹菩薩祂就學會這一種力量 祂
會隱身術 變化成為沒有
今天愛染明王 講一個笑話吧！愛染明王有什麼笑話
呢？話說有一天 ××去了香港 到了吐登達爾吉上師的
︿淨音佛閣﹀ 那時候吐登達爾吉上師還在 吐登達爾吉上
師就跟她講：﹁哎呀！妳當我的明妃好不好？﹂跟××講：

﹁當我的明妃好不好？﹂吐登達爾吉上師跟她這樣子講 其
實吐登達爾吉上師有一個口頭禪 看到漂亮的女生祂會講
說：﹁妳嫁給我吧！﹂像以前的愛華 回來她就跟我講 她
說：﹁師公叫我嫁給祂耶！﹂我說：﹁那妳嫁給祂啊！妳就
當成我的師母啊！﹂然後我記得熊漫也是 熊漫去看吐登達
爾吉上師 吐登達爾吉上師也跟熊漫講：﹁欸 妳嫁給我
吧！﹂這一次不一樣了 他居然跟××講說：﹁妳當我的明
妃 ﹂××回答：﹁我要回去問我的師尊 ﹂欸 這句話也
蠻有意思的 她從來不來問我的 居然會回來問我 就覺得
很奇怪 這些都是她自己講的 有人聽到 道聽塗說吧？是
嗎？哪一位聽到的？聽到的舉手 喔？沒有人聽到喔？喔
有 春暉聽到 她講給我聽的 她就講：﹁我回去問我的上
師 ﹂她就來問我啦！真實上沒有問我 但是她在講的時候
是說她有回來問我 那我跟她怎麼講呢 我跟她講說：
﹁唉 妳不要當師公的明妃 妳來當我的明妃 ﹂
前面的我是蠻相信的 因為吐登達爾吉上師祂經常會跟
人家講：﹁妳做我的明妃呀！﹂﹁妳嫁給我 ﹂﹁妳做我的
妻子啊！﹂祂經常會這樣子跟人家開玩笑的 但是師尊跟她
講：﹁妳不要當師公的明妃 妳來當我的明妃 ﹂我這一生
沒有這樣子講過 告訴大家 這也是她的謊言 講假話騙你
們的 師尊要××做明妃 你自己想一想看 師尊很喜歡抱
水缸嗎？我不會這樣吧？不會飢渴到連水缸都抱吧？而且聽
說她沒有當成我的明妃 是因為師母阻擾是嗎？春暉 是不
是這樣子講？說師母從中阻擾 所以沒有當成我的明妃 春
暉聽了 我想應該是實在 因為他是××堂的董事 又是她
的侍者 像今天愛染明王 就是因為愛染明王我才會想起這
個笑話 師尊不會那麼飢渴的 連水桶都喜歡的 不太可
能 水桶還渺小一點 應該是水缸吧？不可能啦！
師尊的眼光也是很高的喔 眼光也是不低的喔！不是很
隨便的 我這個人是非常純情 很純潔而且很純情 我對於

雜誌

×很有力 蓮聞沒有力 但是蓮聞 我說他可以往生佛國淨
土 我從來沒有講過××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為什麼我在×
×的面前讚揚蓮聞可以往生佛國淨土？沒有講她可以往生佛
國淨土 甚至她自己已經成為菩薩 成為佛了 我從來沒有
講過？因為老實講 她所做的全部都是 Do Re Mi ︵吹
牛︶ 什麼叫 Do Re Mi 啊？吹喇叭 吹喇叭吹 Do Re
Mi
我稱讚蓮聞上師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她也在 對不
對？她也在旁邊聽 我從來沒有講說：﹁妳已經成為菩薩
了 妳已經成為佛了 ﹂為什麼不講她？我就知道她 Do Re
Mi 根本全部都是吹牛皮 都是在吹 吹她能力如何高
跟什麼佛菩薩通靈 佛菩薩？通靈？莫名其妙 她真的 每
一次護摩完了 她會講：﹁今天佛菩薩講 下一次護摩要準
備幾道菜 ﹂有沒有？﹁下一次護摩要準備多少菜 多少供
品 佛菩薩下降要受這個供養？﹂錯了！鬼才要吃妳的供
品 妳護摩那麼認真 沒有錯 妳很會燒護摩 護摩那麼
好 為什麼？鬼要吃啊！鬼眾要啊！妳要燒幾道菜 還要自
己做菜 因為鬼要吃啊！佛菩薩會吃妳的菜嗎？我告訴你
到了諸天 你想什麼 那個菜就出來 自得自化 自己化出
來 自己得到 到了諸天 因為在天上享福享樂 還到人間
來求取妳的供養？不對 密教的法是以你的虔誠的心來做供
養 用你的心加入護摩爐 這個才是真正的供養！不是真正
的佛菩薩下降來吃你的東西 不是的！你的供品多好吃啊？
你最好的供品 什麼龍蝦 鮑魚 魚翅 海參 那就是象徵
性的
密教有講 你用了心就是最好的供養 心供為上 法供
為上 什麼叫心供為上？你心裡很虔誠 這個就是供養 什
麼叫法供為上？就是你認真地修了法 你清淨了 這個供養
就是最大的功德！你煮了幾道菜要供養 佛菩薩看到你的
心 祂知道你有虔誠的心 祂就接受了你的心供 並不是用
菜去供啊！你煮出來再好吃的菜也比不上天上的 天上的山
福證新人陳奕安師兄、林依萱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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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Do Re Mi 叫她拿出三千萬年的證據給我們看 我告
訴你 她如果能拿出來 那不得了啊！貴得很！那是古董的
骨董啊！我們把××拿出去當古董賣 因為她已經活了三千
萬年了 這個人是三千萬年以前的人 叫科學家來證明
老婆常跟我吵架 有時還拳腳相向 我都是沉默由她
去 畢竟婚姻是我選擇的 再苦我還是要撐過去 今早老婆
對我說：﹁我們離婚吧！﹂我聽了 大哭了起來 老婆問
我：﹁你為什麼哭啊？﹂我說：﹁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我

珍海味 人間的山珍海味比不上天上的食物啊！所以天人是
享福的 祂們食 衣 住 行統統非常隨化隨得 連這一點
都不知道 所以她的護摩法會全部在供鬼啊！天人還要你供
養嗎？佛還要你供養嗎？菩薩還要你供養嗎？一化就得了
嘛！像瑤池金母的宴會 所有的東西都是天上的東西啊！不
是你俗世的髒東西 喜歡吃俗世髒東西的就是鬼 被鬼騙
了 ××叫你們煮多少道菜供養 佛菩薩會吃嗎？那是供
鬼！臺灣七月半的習俗拜拜 普度 那全都是供鬼！
老師問小朱：﹁說說你最欣賞的詩人是誰 ﹂小朱答：
﹁愛國詩人屈原 ﹂老師問：﹁為什麼呢？﹂小朱說：﹁因
為其他的詩人死了 就會留下一大堆的詩要我們背到死 只
有屈原最有情義 他一走就留下了三天的端午假期 他最喜
歡 ﹂鬼最喜歡什麼？世俗的這些飯菜 他最喜歡 還有
尿 還有米田共︵糞便︶也要 老師問：﹁小明 你會游泳
嗎？﹂小明講說：﹁不會 ﹂老師講：﹁狗都會游泳 你連
狗都不如 ﹂小明就問老師：﹁那你會游泳嗎？﹂老師講：
﹁會 ﹂小明就講：﹁那你跟狗有什麼區別？﹂呵呵 小明
還是很聰明的 我們要學聰明一點 不要被吹牛給她吹走
了 要聰明一點 用腦筋想一想 其實有時候不用腦筋想
用膝蓋想就可以了
螢火蟲等她十一萬年？要求××去超度牠們 在紐西蘭
的觀光勝地 船開進去 上面有很多螢火蟲 她看到以後
說：﹁螢火蟲已經等我十一萬年 ﹂螢火蟲的靈魂集合起來
要求她來超度螢火蟲 等她十一萬年 十一萬年 釋迦牟尼
佛出世了嗎？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超度的名詞呢！螢火蟲就
已經懂得超度了？螢火蟲就等於勝過釋迦牟尼佛啦？用膝蓋
想也知道 Do Re Mi 呵呵 她已經修行了三千萬年了
古雲講的：﹁她修行了三千萬年了 ﹂你這一次可以用腳趾
頭想一想 三千萬年有人嗎？那她是什麼碗糕啊？三千萬年
有人嗎？中國的歷史只有五千年呢！她修行了三千萬年了？

告訴你喔！這也有××的故事喔！××那一天到︿真佛密
苑﹀問事房 她要求：﹁我已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準備另外
立一個宗派 屬於我自己的宗派 ﹂哇！我什麼都給她耶！
那時候：﹁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妳 ﹂她說：﹁如果︿三重
同修會﹀要跟我呢？﹂﹁那就跟妳吧！﹂﹁小活佛吐登悉地
要跟我呢？﹂﹁就跟妳吧！﹂我統統給她了 因為幸福來得
太突然 我還以為 我自己心中以為 會等我退隱以後她才
來造反 或是說我死了 妳不要等不及嘛！我時日不多耶！
妳就等我再多等我幾年 那時候妳造反有理啊！還可以舉起
妳自己的旗幟 那時候妳不得了 ︿真佛宗﹀都在妳的掌控
之下耶！也要等我死了才做啊！妳讓我感覺到怎麼幸福來得
這麼早啊？妳說要離開︿真佛宗﹀要自己獨立成為一個支派
啦！我當然高興得什麼都給妳啊！高興都來不及啊！因為終
於露出妳的真實面目 阿彌陀佛 幸福得很！
我早就知道了 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 我前一本書寫的
是什麼？大家知道嗎？︽拜訪大師︾啊！︽拜訪大師︾裡面
就已經有很多她的文章的啦！在寫她 你們還清楚不清楚？
我常常講：﹁大家眼睛張開一點 要有智慧一點 誰在佔地
盤？誰已經背離傳承？誰在開口跟人家要錢 這個勒索金
錢？誰？﹂我講的這三點 眼睛張大一點 誰在跟人家要
錢？誰已經背離傳承了？誰在佔地盤？你們眼睛張大一點
看 誰？很多次在法座上已經講了 ︽拜訪大師︾裡面也寫
﹁神經通的人﹂ 你們看過﹁神經通的人﹂嗎？那個就是在
寫××啊！你們搞清楚沒有？裡面有好多篇都是在寫她啊！
早就看出她的那一種狐狸的尾巴
人們講喝牛奶可以令人強壯 但是你喝完了五杯牛奶去
推牆 牆也是紋風不動 你若是喝了五杯的高梁 百分之五
十八的酒精 不用你推 牆自己會走 告訴大家 現在牆自
己會走了 牆終於走了 高興死了！阿彌陀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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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Do Re Mi 叫她拿出三千萬年的證據給我們看 我告
訴你 她如果能拿出來 那不得了啊！貴得很！那是古董的
骨董啊！我們把××拿出去當古董賣 因為她已經活了三千
萬年了 這個人是三千萬年以前的人 叫科學家來證明
老婆常跟我吵架 有時還拳腳相向 我都是沉默由她
去 畢竟婚姻是我選擇的 再苦我還是要撐過去 今早老婆
對我說：﹁我們離婚吧！﹂我聽了 大哭了起來 老婆問
我：﹁你為什麼哭啊？﹂我說：﹁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我

珍海味 人間的山珍海味比不上天上的食物啊！所以天人是
享福的 祂們食 衣 住 行統統非常隨化隨得 連這一點
都不知道 所以她的護摩法會全部在供鬼啊！天人還要你供
養嗎？佛還要你供養嗎？菩薩還要你供養嗎？一化就得了
嘛！像瑤池金母的宴會 所有的東西都是天上的東西啊！不
是你俗世的髒東西 喜歡吃俗世髒東西的就是鬼 被鬼騙
了 ××叫你們煮多少道菜供養 佛菩薩會吃嗎？那是供
鬼！臺灣七月半的習俗拜拜 普度 那全都是供鬼！
老師問小朱：﹁說說你最欣賞的詩人是誰 ﹂小朱答：
﹁愛國詩人屈原 ﹂老師問：﹁為什麼呢？﹂小朱說：﹁因
為其他的詩人死了 就會留下一大堆的詩要我們背到死 只
有屈原最有情義 他一走就留下了三天的端午假期 他最喜
歡 ﹂鬼最喜歡什麼？世俗的這些飯菜 他最喜歡 還有
尿 還有米田共︵糞便︶也要 老師問：﹁小明 你會游泳
嗎？﹂小明講說：﹁不會 ﹂老師講：﹁狗都會游泳 你連
狗都不如 ﹂小明就問老師：﹁那你會游泳嗎？﹂老師講：
﹁會 ﹂小明就講：﹁那你跟狗有什麼區別？﹂呵呵 小明
還是很聰明的 我們要學聰明一點 不要被吹牛給她吹走
了 要聰明一點 用腦筋想一想 其實有時候不用腦筋想
用膝蓋想就可以了
螢火蟲等她十一萬年？要求××去超度牠們 在紐西蘭
的觀光勝地 船開進去 上面有很多螢火蟲 她看到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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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有很多她的文章的啦！在寫她 你們還清楚不清楚？
我常常講：﹁大家眼睛張開一點 要有智慧一點 誰在佔地
盤？誰已經背離傳承？誰在開口跟人家要錢 這個勒索金
錢？誰？﹂我講的這三點 眼睛張大一點 誰在跟人家要
錢？誰已經背離傳承了？誰在佔地盤？你們眼睛張大一點
看 誰？很多次在法座上已經講了 ︽拜訪大師︾裡面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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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的酒精 不用你推 牆自己會走 告訴大家 現在牆自
己會走了 牆終於走了 高興死了！阿彌陀佛
雜誌

23
24

除

死苦
毒害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高王經】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名字我忘掉了

但是神采還是記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
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同修本尊﹁南摩大慈大
悲觀世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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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
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周衡
醫師 莊峻耀醫師 蓮寧上師的家人 ﹁天音雅樂合唱團﹂
陳妍如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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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修德堂﹀堂主梁麗
卿師姐 瑞典劉潔醫師 瑞典羅彩華醫師 ﹁陽光舞供團﹂
林依萱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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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們同修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這一尊觀世音菩
薩可以代表很多尊 觀世音菩薩是千百億化身 祂的像非常
非常的多 祂的觀音像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到我大姊的
家 那時候啊！我看到一個觀音像 在她家裡 是很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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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也不是南海觀音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同修∕ 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地點∕ 西雅圖雷藏寺

的

得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種觀音像 平常我們所看到的 比較
威猛的觀音 像馬頭觀音 也就是馬頭明王 馬頭明王也叫
馬頭觀音 也是屬於觀音系列 觀世音菩薩有變化祂的像
祂的像也就是馬頭明王 一個明王的像 特別不一樣
我在臺灣的家有供奉好幾尊的觀音 右邊是鰲龍觀音
頭像龍 魚的身 聽說是一個非常兇惡的神 被觀世音菩薩
降伏以後 變成觀世音菩薩的坐騎 叫做鰲龍觀音 右邊的
壇是鰲龍觀音 左邊的壇是如意觀音 祂手上拿著如意的
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二應身相 我記得我看過一次非常令人難
忘的觀音顯現 我在休息當中 也不是真正的睡覺 眼睛閉
著 突然之間眼睛稍微張開一點 看到我的床頭 哇！有一
尊千嬌百媚的觀音 是背著我的 祂穿天衣重裙 那一尊觀
音像突然間回頭 看我一眼 我全身的骨頭全部酥掉 不得
了的！人間絕對沒有那種絕色 從來想像不到觀世音菩薩這
麼美 這麼漂亮 無法形容 我好像也講過這個事情 我看
到祂的時候 心就完全開放 本來我有一件事情沒有了結
可是我知道看到觀世音菩薩祂回頭一瞥 我知道那事情就了
結 果然 就是看祂的時候 看完了 就有一個消息傳來
我那事情就了結 也就沒事了 那麼巧 也就是看到祂顯現
了 我心中想這事情一定是了結 結果真的是了結了
我記得香港有一位歌星 有到西雅圖來唱﹁女人花﹂的
梅艷芳 哇！我看到觀世音菩薩穿的衣服 就好像梅艷芳出
來唱歌的時候 那一條歌叫什麼名字？你們看過嗎？她唱很
多首歌 但是有一條是特別不一樣的啊！不是﹁女人花﹂
慢的吧！對！就是﹁親蜜愛人﹂！她頭上綁花 她出來唱這
首歌的時候 全身穿的衣服就跟天女穿的衣服那種色彩 五
顏六色的色彩 頭上綁花 哇 一出來金光閃閃的樣子 那
就是我看見的祂的背影 然後祂轉頭看我一眼 我全身骨頭
酥掉 而且變成冰淇淋融化 你說祂有多美就有多美 但是
觀世音菩薩有千百億化身 最重要的還有三十二相的觀音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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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丁三 轉輪之出世間道﹂ 這只是一個標題 其實裡
面將來還有解釋 後文當中還有很多的解釋 什麼是出世間
道呢？自淨其意是出世間道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是世間
道 自淨其意是出世間道 另外還有輪迴跟涅槃共同的道又
分為七種 ﹁三現分之道 三續之道 四量之道 六教授之
道 四耳傳之道﹂ 其實一二三四五都只是一個標題 將來
師尊會再給大家解釋
什麼是﹁耳傳之道﹂呢？就是師尊有時候在這裡說法
在說法當中關於講到很多秘密的 或是開悟的這種道理的時
候 不能夠直接講給所有的眾生聽的
譬如我講上根器 他所傳的法不同 中根器我們傳的法
也不同 下根器我們傳的法也不一樣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
現在我們大家坐在一起 有上根器 也有中根器 也有下根
器 也有初來皈依的 剛剛來皈依 如果講上根器的法 中
根 下根跟初來皈依的 初基的 他們完全都不懂 所以在
這裡只能講共通性的 等遇到上根器的人我就會講耳傳 好
像我只傳給幾個人 像內法方面我曾經講過 那時候也是跟
幾個人講而已 那叫做耳傳 四耳傳之道 四耳傳可以講四
隻耳朵 四隻耳朵就只有兩個人 一個人有兩個耳朵 四耳
傳當然就是兩個人 我跟你講 你聽我講 講了你就了解
不講的話你不會了解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不了解的事情 我
們不能隨便批評 就是這個樣子
例如我們講佛魔一如 佛跟魔是一不是二 你們聽了就
說：﹁師尊 怎麼佛跟魔是一如 是一不是二 那佛就是
魔 魔就是佛 怎麼會這樣？﹂那是跟上根器講的 下根器
的人聽了 就很多矛盾會出來了 所以只有上根器的人才能
夠講佛魔一如 可以講輪迴跟涅槃是同道 輪迴等於涅槃；
涅槃也等於輪迴 這怎麼回事？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金
剛經︼裡面有講得非常清楚 你們如果讀懂︻金剛經︼ 差
不多都快悟道了；你們如果真實了解︻心經︼ 你們也快悟

像這個魚籃觀音 啊！對了！我在我大姊
家看到的就是魚籃觀音 祂手上拿著籃
子 裡面有一條魚 是魚籃觀音 我們平
常看到的是拿淨瓶 拿楊柳枝在遍灑的觀
音 喔 我沒辦法形容 這一尊觀音我看
到以後 簡直在我這一生當中 沒辦法形
容祂的美 而且祂真的回眸一瞥 這才是
厲害
又要講到××了 不好意思喔！不講
她也不太行 她有一次 她要鑄造一個觀
音像 她自己要雕一個觀音像起來供奉
然後雕刻師問要雕什麼樣子的觀音像？×
×就從她的皮夾子裡面拿出一張照片 就
雕這個面孔的觀音吧！那個照片裡面是
誰？就是×× 那個雕刻師一看 不說
話 什麼都不講 他回去雕 雕出一個苗
條 面容很纖細的觀音 鵝蛋臉的觀音
當然不像她啦！她也沒有講什麼 這也是
一場過去式的事情 有這種事情！
我們的觀世音菩薩真的是很慈悲 叫做大慈大悲 慈悲
兩個字祂都有了 慈就是給人快樂 給所有的人滿足 給所
有人快樂；悲呢 就解決人家的痛苦 解決眾生的痛苦 所
以你看慈這個字 給眾生快樂就是慈 解決眾生的痛苦就是
悲 所以是大慈大悲 它的意義在這裡 祂能夠給眾生快
樂 解決眾生的痛苦 所以雕刻師知道的 他拿了相片以
後 他不雕她的相 做為觀世音菩薩的像 他沒有雕她 他
說這個不像慈悲 只是圓滾滾的一張臉 所以他沒有用她
的 這是她的笑話啦！
我發覺今天來了很多好久沒見到的人 他們都不自我介
紹 那不是玉萍嗎 從哪裡來？從舊金山 你從哪裡來？你

道了；你們如果了解︻楞伽經︼ 也差不多快悟道了
我是認為︻楞伽經︼跟︻大般若經︼都是屬於出世間
道 只有你到了最高的境界 你才能夠講輪涅一如 佛魔一
如 你如果隨便講佛魔一如 輪涅一如 你還沒有悟道 那
等於你是詆毀 等於是毀謗 佛曾經講過祂如果有說法 釋
迦牟尼佛有說法嗎？大家都講有！釋迦牟尼佛有說法四十九
年 但︻金剛經︼裡面明明寫著﹁釋迦牟尼佛沒有說法﹂
你如果講釋迦牟尼佛有說法 你就是毀謗釋迦牟尼佛 祂明
明有說法啊！為什麼講祂說法就是毀謗釋迦牟尼佛？這個你
就不了解 只有已經到最上層的人才知道這個事情 確實是
這樣的 在世間法上跟出世間法上是不一樣的一種說法
這裡有提到﹁五緣起之道﹂ 談種種的緣起 ﹁守護之
別﹂ 也就是﹁墮方便智慧邊瑜伽士守護之差別﹂ ﹁議輪
道﹂ ﹁通釋生定之因﹂ 還有﹁總攝廣說﹂ ﹁離得失
道﹂ ﹁四覺醒道﹂ ﹁念住之道﹂ ﹁正斷之果﹂ 還有
﹁總結﹂ ﹁丁三是講轉輪出世間道分成四種宗趣 如是正
文以十八部分判道分界 第二是內義連繫有二：一如商主引
路之導引道三軌 如宿地之行道二軌 於文後議輪道中教示
了知 ﹂這都是標題 現在所念的全部都是標題
那麼它開始解釋 第一個講輪涅共道就是解釋 輪迴跟
涅槃的共通之道 ﹁現述三道之中第一輪涅共道 云何名為
輪涅共道？答：其教示開顯五道 十三地 三十七菩提分相
共通 且於三現分等亦各教示道果 故稱輪涅共通之道 此
主要依道而立名 ﹂這個輪涅共道的意思 裡面內容有﹁開
顯五道﹂就是﹁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這就是五道
加行道 我們平時在做資糧道 資糧道就是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就是資糧道 目前︿慈濟功德會﹀所做的就是資
糧道 加行道呢？像現在我們所做的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
依 四無量心 就是菩提心 這四種就是一種加行 我們講

叫什麼名字？你是亞特蘭大來的 看出來
還有好多個沒有自我介紹的 還有好多
個 你們出來第一次就是要讓大家認識
嘛！否則我會以為你是臥底的 現在也有
很多臥底的 對不對？這是一場永恆的戰
爭 有臥底的還有間諜戰 諜對諜 間諜
戰 我總是要問一下 還有大老闆在那裡
啊！紐澤西州的鄭老闆 哇！大企業家
耶！你看 大企業家都不吭聲的
今天觀世音菩薩祂很慈悲 當然也有
很多的觀世音菩薩下降 好多尊的觀世音
菩薩下降 還有好多侍者也都下降 請菩
薩保佑我們 讓我們能夠過清淨快樂修行
的日子 不受種種地干擾 讓我們每一個
人身體健康；慈悲的觀音 請祢讓我們每
一個人都身體健康 不要受病苦 有病苦
的希望幫忙讓病苦除掉 有憂傷的讓憂傷
減除 變成快樂的 讓我們能夠更精進地
修行 讓我們能夠更慈悲所有的眾生 增
加我們的菩提心 也請救度我們 觀世音菩薩救度跟眾生是
最有緣的 觀世音菩薩的救度非常地大 祂的宏願非常地
大 祂也一樣是不捨一個眾生的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此處所說語意教授有
二：內文分判 內義聯繫 ﹂那麼這個語意的意思也就是
說 用語言文字所表達出來的道果 它有兩種 一個是道果
內文仔細地判別 一種是內文最高的義諦的一種聯繫 連起
來的意思 其中﹁內文分判復分三：丁一 輪涅共道﹂ 輪
就是輪迴 涅就是涅槃 輪迴跟涅槃的共同的道路 ﹁丁
二 議輪之世間道﹂ 什麼是世間道呢？也就是我們常常講
這個世間道｜﹁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其實是屬於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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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丁三 轉輪之出世間道﹂ 這只是一個標題 其實裡
面將來還有解釋 後文當中還有很多的解釋 什麼是出世間
道呢？自淨其意是出世間道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是世間
道 自淨其意是出世間道 另外還有輪迴跟涅槃共同的道又
分為七種 ﹁三現分之道 三續之道 四量之道 六教授之
道 四耳傳之道﹂ 其實一二三四五都只是一個標題 將來
師尊會再給大家解釋
什麼是﹁耳傳之道﹂呢？就是師尊有時候在這裡說法
在說法當中關於講到很多秘密的 或是開悟的這種道理的時
候 不能夠直接講給所有的眾生聽的
譬如我講上根器 他所傳的法不同 中根器我們傳的法
也不同 下根器我們傳的法也不一樣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
現在我們大家坐在一起 有上根器 也有中根器 也有下根
器 也有初來皈依的 剛剛來皈依 如果講上根器的法 中
根 下根跟初來皈依的 初基的 他們完全都不懂 所以在
這裡只能講共通性的 等遇到上根器的人我就會講耳傳 好
像我只傳給幾個人 像內法方面我曾經講過 那時候也是跟
幾個人講而已 那叫做耳傳 四耳傳之道 四耳傳可以講四
隻耳朵 四隻耳朵就只有兩個人 一個人有兩個耳朵 四耳
傳當然就是兩個人 我跟你講 你聽我講 講了你就了解
不講的話你不會了解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不了解的事情 我
們不能隨便批評 就是這個樣子
例如我們講佛魔一如 佛跟魔是一不是二 你們聽了就
說：﹁師尊 怎麼佛跟魔是一如 是一不是二 那佛就是
魔 魔就是佛 怎麼會這樣？﹂那是跟上根器講的 下根器
的人聽了 就很多矛盾會出來了 所以只有上根器的人才能
夠講佛魔一如 可以講輪迴跟涅槃是同道 輪迴等於涅槃；
涅槃也等於輪迴 這怎麼回事？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金
剛經︼裡面有講得非常清楚 你們如果讀懂︻金剛經︼ 差
不多都快悟道了；你們如果真實了解︻心經︼ 你們也快悟

像這個魚籃觀音 啊！對了！我在我大姊
家看到的就是魚籃觀音 祂手上拿著籃
子 裡面有一條魚 是魚籃觀音 我們平
常看到的是拿淨瓶 拿楊柳枝在遍灑的觀
音 喔 我沒辦法形容 這一尊觀音我看
到以後 簡直在我這一生當中 沒辦法形
容祂的美 而且祂真的回眸一瞥 這才是
厲害
又要講到××了 不好意思喔！不講
她也不太行 她有一次 她要鑄造一個觀
音像 她自己要雕一個觀音像起來供奉
然後雕刻師問要雕什麼樣子的觀音像？×
×就從她的皮夾子裡面拿出一張照片 就
雕這個面孔的觀音吧！那個照片裡面是
誰？就是×× 那個雕刻師一看 不說
話 什麼都不講 他回去雕 雕出一個苗
條 面容很纖細的觀音 鵝蛋臉的觀音
當然不像她啦！她也沒有講什麼 這也是
一場過去式的事情 有這種事情！
我們的觀世音菩薩真的是很慈悲 叫做大慈大悲 慈悲
兩個字祂都有了 慈就是給人快樂 給所有的人滿足 給所
有人快樂；悲呢 就解決人家的痛苦 解決眾生的痛苦 所
以你看慈這個字 給眾生快樂就是慈 解決眾生的痛苦就是
悲 所以是大慈大悲 它的意義在這裡 祂能夠給眾生快
樂 解決眾生的痛苦 所以雕刻師知道的 他拿了相片以
後 他不雕她的相 做為觀世音菩薩的像 他沒有雕她 他
說這個不像慈悲 只是圓滾滾的一張臉 所以他沒有用她
的 這是她的笑話啦！
我發覺今天來了很多好久沒見到的人 他們都不自我介
紹 那不是玉萍嗎 從哪裡來？從舊金山 你從哪裡來？你

道了；你們如果了解︻楞伽經︼ 也差不多快悟道了
我是認為︻楞伽經︼跟︻大般若經︼都是屬於出世間
道 只有你到了最高的境界 你才能夠講輪涅一如 佛魔一
如 你如果隨便講佛魔一如 輪涅一如 你還沒有悟道 那
等於你是詆毀 等於是毀謗 佛曾經講過祂如果有說法 釋
迦牟尼佛有說法嗎？大家都講有！釋迦牟尼佛有說法四十九
年 但︻金剛經︼裡面明明寫著﹁釋迦牟尼佛沒有說法﹂
你如果講釋迦牟尼佛有說法 你就是毀謗釋迦牟尼佛 祂明
明有說法啊！為什麼講祂說法就是毀謗釋迦牟尼佛？這個你
就不了解 只有已經到最上層的人才知道這個事情 確實是
這樣的 在世間法上跟出世間法上是不一樣的一種說法
這裡有提到﹁五緣起之道﹂ 談種種的緣起 ﹁守護之
別﹂ 也就是﹁墮方便智慧邊瑜伽士守護之差別﹂ ﹁議輪
道﹂ ﹁通釋生定之因﹂ 還有﹁總攝廣說﹂ ﹁離得失
道﹂ ﹁四覺醒道﹂ ﹁念住之道﹂ ﹁正斷之果﹂ 還有
﹁總結﹂ ﹁丁三是講轉輪出世間道分成四種宗趣 如是正
文以十八部分判道分界 第二是內義連繫有二：一如商主引
路之導引道三軌 如宿地之行道二軌 於文後議輪道中教示
了知 ﹂這都是標題 現在所念的全部都是標題
那麼它開始解釋 第一個講輪涅共道就是解釋 輪迴跟
涅槃的共通之道 ﹁現述三道之中第一輪涅共道 云何名為
輪涅共道？答：其教示開顯五道 十三地 三十七菩提分相
共通 且於三現分等亦各教示道果 故稱輪涅共通之道 此
主要依道而立名 ﹂這個輪涅共道的意思 裡面內容有﹁開
顯五道﹂就是﹁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這就是五道
加行道 我們平時在做資糧道 資糧道就是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就是資糧道 目前︿慈濟功德會﹀所做的就是資
糧道 加行道呢？像現在我們所做的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
依 四無量心 就是菩提心 這四種就是一種加行 我們講

叫什麼名字？你是亞特蘭大來的 看出來
還有好多個沒有自我介紹的 還有好多
個 你們出來第一次就是要讓大家認識
嘛！否則我會以為你是臥底的 現在也有
很多臥底的 對不對？這是一場永恆的戰
爭 有臥底的還有間諜戰 諜對諜 間諜
戰 我總是要問一下 還有大老闆在那裡
啊！紐澤西州的鄭老闆 哇！大企業家
耶！你看 大企業家都不吭聲的
今天觀世音菩薩祂很慈悲 當然也有
很多的觀世音菩薩下降 好多尊的觀世音
菩薩下降 還有好多侍者也都下降 請菩
薩保佑我們 讓我們能夠過清淨快樂修行
的日子 不受種種地干擾 讓我們每一個
人身體健康；慈悲的觀音 請祢讓我們每
一個人都身體健康 不要受病苦 有病苦
的希望幫忙讓病苦除掉 有憂傷的讓憂傷
減除 變成快樂的 讓我們能夠更精進地
修行 讓我們能夠更慈悲所有的眾生 增
加我們的菩提心 也請救度我們 觀世音菩薩救度跟眾生是
最有緣的 觀世音菩薩的救度非常地大 祂的宏願非常地
大 祂也一樣是不捨一個眾生的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此處所說語意教授有
二：內文分判 內義聯繫 ﹂那麼這個語意的意思也就是
說 用語言文字所表達出來的道果 它有兩種 一個是道果
內文仔細地判別 一種是內文最高的義諦的一種聯繫 連起
來的意思 其中﹁內文分判復分三：丁一 輪涅共道﹂ 輪
就是輪迴 涅就是涅槃 輪迴跟涅槃的共同的道路 ﹁丁
二 議輪之世間道﹂ 什麼是世間道呢？也就是我們常常講
這個世間道｜﹁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其實是屬於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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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教裡面的四加行就屬於加行道 見道就是屬於開悟 見
道你已經開悟了 你了知 已經知道了什麼是世間道 什麼
是出世間道 而且兩個合起來就是輪涅共道 這時候你就已
經有了悟境 悟境到最高層的時候 你統統明白佛所說的法
就算是見道 再來就是修道 因為你見了道以後你不實修
實際的跟你想得不能配合 好像大學教授一樣 大學教授在
講課 只是講理論給你聽 實際叫他做 他會不會做 有時
候他不會做 實際在做的就是實修 就是修道 你要實修才
能夠配合你的悟道 兩者能夠配合 你只是悟道而沒有實修
的話 不能夠配合起來 所以修道是很重要的 你修道到最
後 你不但是悟道 你也成就了道 這樣才有果位 也就是
變成究竟道 究竟道就是這樣講
然後提到﹁十三地﹂ 菩薩有十地 從最初的歡喜地一
直到法雲地就是十地 十一地就是十一面觀音 因為有十一
個頭 代表祂已經到了十一地就是佛 十地就是等覺 第十
一地就是妙覺 妙覺就是佛 所有的五方佛 中央毘盧遮那
佛就是第十三地的佛 還有提到三十七道品就是三十七的菩
提分相共道 上個禮拜我就講了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且
於三現分等亦各教示道果 其實就是道果共同的修行的道
就是共道
我們所有的修法裡面有不共法 什麼叫不共法呢？就是
︿ True Buddha School ﹀才有 別的教派沒有 如共法：
像五道 十三地 三十七菩提分屬於共法 ︿真佛宗﹀有
的 別的教派沒有的 就稱為不共法 像我們的披甲護身
別的教派沒有的 別的教派沒有做披甲護身 我們教派有做
披甲護身 這是護身用 這是屬於︿真佛宗﹀的不共法 你
要觀想披甲護身 觸頭頂 觸喉 觸心 左肩 右肩又回到
頂 當鬆開手的時候 你要觀想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會
不會觀想？一手持金剛杵 一隻手拿著金剛索或者是其他
金剛手菩薩是拿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姿勢 祂的臉也是很

兇的臉 全身是黑色的或者是藍色的身像
金剛手菩薩是金剛薩埵的化身金剛身 你要觀想出金剛
手菩薩就在你面前 放大光明 普遍照耀 保護著你在修
法 在藏密叫做﹁手金剛﹂ 一定要做這樣子的觀想才是披
甲護身 不是只是做披甲護身的動作就沒有了 你如果不做
觀想 只有做手印 你要想出那尊出來 一面作手印 一面
觀想出來金剛手菩薩 祂的名字 就是﹁波汝﹂或是﹁巴
尼﹂ 有的講﹁波汝﹂ 翻譯成中文就是尼 比丘尼的尼
就是﹁波汝﹂ 祂的名字就叫﹁波汝﹂ 就是金剛手菩薩：
﹁嗡 波汝藍者利 ﹂ 就是請金剛手菩薩保護我們大眾
這是不共法 你看哪個教派在做？沒有啊！不過這是誰傳
的？這是普方上師傳的 傳給我 然後我就給大家用 所以
你們要知道 你不要小看披甲護身 這個說你穿了全身鋼盔
的甲 所有的敵人不能入侵 這個要義在這裡 這是我們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才有的 這是不共道
談觀世音菩薩 我就很喜歡談一下 話說在 1991 年
多久了？ 26 年
1991 年 2 月 24 號 我在 L.A. 洛杉
磯的一個大飯店裡面開一個法會 那一次法會裡面 我看惠
雯也有參加 有幾個有參加的 蓮滿也有參加 很早了
1991 年 我在一個 L.A. 辦法會 然後在一個飯店裡面一
個很大的地方說法 在說法的時候 我就義賣了我的五佛
冠 記得那一次的法會？得標的人叫做蓮花術丘 我沒有直
接寫她的名字 我把她改成技術的﹁術﹂ 丘陵的﹁丘﹂
用化名 她用四萬美金標到我的五佛冠 那時候在 L.A. 有
所謂蓮山 蓮仁 蓮煥 蓮戒 大概是為了錢在爭吵 哪個
人拿 互相爭吵 標到這個主人 四萬塊不知道要拿給誰
終於有一個人來拿了 總會有人來拿 這個來拿的人就是×
× 她跟 L.A. 有什麼關係啊？對不對？她跟洛杉磯有什麼
關係？她是舊金山哪！怎麼舊金山伸手伸到 L.A. ？××就
把這四萬塊美金拿回去 她說：﹁暫時放我這裡 ﹂這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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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教裡面的四加行就屬於加行道 見道就是屬於開悟 見
道你已經開悟了 你了知 已經知道了什麼是世間道 什麼
是出世間道 而且兩個合起來就是輪涅共道 這時候你就已
經有了悟境 悟境到最高層的時候 你統統明白佛所說的法
就算是見道 再來就是修道 因為你見了道以後你不實修
實際的跟你想得不能配合 好像大學教授一樣 大學教授在
講課 只是講理論給你聽 實際叫他做 他會不會做 有時
候他不會做 實際在做的就是實修 就是修道 你要實修才
能夠配合你的悟道 兩者能夠配合 你只是悟道而沒有實修
的話 不能夠配合起來 所以修道是很重要的 你修道到最
後 你不但是悟道 你也成就了道 這樣才有果位 也就是
變成究竟道 究竟道就是這樣講
然後提到﹁十三地﹂ 菩薩有十地 從最初的歡喜地一
直到法雲地就是十地 十一地就是十一面觀音 因為有十一
個頭 代表祂已經到了十一地就是佛 十地就是等覺 第十
一地就是妙覺 妙覺就是佛 所有的五方佛 中央毘盧遮那
佛就是第十三地的佛 還有提到三十七道品就是三十七的菩
提分相共道 上個禮拜我就講了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且
於三現分等亦各教示道果 其實就是道果共同的修行的道
就是共道
我們所有的修法裡面有不共法 什麼叫不共法呢？就是
︿ True Buddha School ﹀才有 別的教派沒有 如共法：
像五道 十三地 三十七菩提分屬於共法 ︿真佛宗﹀有
的 別的教派沒有的 就稱為不共法 像我們的披甲護身
別的教派沒有的 別的教派沒有做披甲護身 我們教派有做
披甲護身 這是護身用 這是屬於︿真佛宗﹀的不共法 你
要觀想披甲護身 觸頭頂 觸喉 觸心 左肩 右肩又回到
頂 當鬆開手的時候 你要觀想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會
不會觀想？一手持金剛杵 一隻手拿著金剛索或者是其他
金剛手菩薩是拿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姿勢 祂的臉也是很

兇的臉 全身是黑色的或者是藍色的身像
金剛手菩薩是金剛薩埵的化身金剛身 你要觀想出金剛
手菩薩就在你面前 放大光明 普遍照耀 保護著你在修
法 在藏密叫做﹁手金剛﹂ 一定要做這樣子的觀想才是披
甲護身 不是只是做披甲護身的動作就沒有了 你如果不做
觀想 只有做手印 你要想出那尊出來 一面作手印 一面
觀想出來金剛手菩薩 祂的名字 就是﹁波汝﹂或是﹁巴
尼﹂ 有的講﹁波汝﹂ 翻譯成中文就是尼 比丘尼的尼
就是﹁波汝﹂ 祂的名字就叫﹁波汝﹂ 就是金剛手菩薩：
﹁嗡 波汝藍者利 ﹂ 就是請金剛手菩薩保護我們大眾
這是不共法 你看哪個教派在做？沒有啊！不過這是誰傳
的？這是普方上師傳的 傳給我 然後我就給大家用 所以
你們要知道 你不要小看披甲護身 這個說你穿了全身鋼盔
的甲 所有的敵人不能入侵 這個要義在這裡 這是我們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才有的 這是不共道
談觀世音菩薩 我就很喜歡談一下 話說在 1991 年
多久了？ 26 年
1991 年 2 月 24 號 我在 L.A. 洛杉
磯的一個大飯店裡面開一個法會 那一次法會裡面 我看惠
雯也有參加 有幾個有參加的 蓮滿也有參加 很早了
1991 年 我在一個 L.A. 辦法會 然後在一個飯店裡面一
個很大的地方說法 在說法的時候 我就義賣了我的五佛
冠 記得那一次的法會？得標的人叫做蓮花術丘 我沒有直
接寫她的名字 我把她改成技術的﹁術﹂ 丘陵的﹁丘﹂
用化名 她用四萬美金標到我的五佛冠 那時候在 L.A. 有
所謂蓮山 蓮仁 蓮煥 蓮戒 大概是為了錢在爭吵 哪個
人拿 互相爭吵 標到這個主人 四萬塊不知道要拿給誰
終於有一個人來拿了 總會有人來拿 這個來拿的人就是×
× 她跟 L.A. 有什麼關係啊？對不對？她跟洛杉磯有什麼
關係？她是舊金山哪！怎麼舊金山伸手伸到 L.A. ？××就
把這四萬塊美金拿回去 她說：﹁暫時放我這裡 ﹂這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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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 ﹂祖父在旁邊聽到：﹁就買給他吧！省得他一直
鬧 ﹂父親講：﹁孩子就是要聽老爸的話啊！﹂祖父就講：
﹁那你到底聽到了沒有？馬上買給他！﹂我告訴你喔
×
×是從來不聽話的！對不對？你看古代西藏佛教 他們稱為
心子 什麼叫心子？就是我心中的孩子 那心中的孩子要聽
誰的話？要聽根本上師的話 對不對？
那蓮彥跟蓮喜她們兩個人出家了 蓮凱法師有直接跟她
們兩個講：﹁妳們不要去西雅圖 ﹂那去哪裡？﹁去舊金
山 ﹂到最後蓮彥跟蓮喜到西雅圖 沒有聽蓮凱法師講的
話 她直接來找她的根本上師 找她的父親 根本上師 ×
×對蓮言法師講：﹁我要她們兩個來做我的侍者 她們跑去
西雅圖 那是沒有用的！盧師尊那裡沒有什麼東西好學 我
這裡才有東西好學 去了盧師尊那裡沒有出路的 我這裡才
有出路 ﹂××是跟蓮言法師講
你看吧！這個兒子還可以留嗎？兒子是要聽父親的 對
不對？那你兒子不聽父親的聽誰的？父親要聽祖父的 我是
祖父耶！她是父親耶！當然祖父比較大啊！兒子比較小啊！
兒子要蓮彥 蓮喜去她那裡 結果她們兩個跑到我這裡來
嫌我這個祖父老：﹁去祖父那裡沒有出息呀！沒有什麼用
的 那裡學不到東西的 ﹂東西是我傳給妳的 當然妳也可
以竄改 竄改也不經過我的同意 這個兒子是好兒子嗎？算
是女兒了 哪裡是兒子 算是兒子嗎？講這種話 而且還講
盧師尊七十三歲就會死啊！欸？兒子怎麼可以講自己的父親
說七十三歲就會死啊？所以我覺得像這一種 不要也罷
我這個人很有毅力 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有毅力 我會
唸妳一輩子 我告訴妳 沒完沒了！我這個人毅力就是有
的 我每一天都要唸妳 而且還要寫妳 還要廣播 還要網
路直播 妳得罪了妳祖父 妳算是什麼啊？妳算老幾呀？妳
的念珠都可以飛出去辦事啊？妳的內褲可以飛出去辦事呢！
對不對？德輝上師說：﹁哇！原來法界蒙薰是這樣子的 ﹂

就 26 年 ××可能也忘掉了？應該還記得啦！因為拿走四
萬塊美金怎麼會忘掉？對不對 又不是四塊錢 四萬美金
哪！她拿走了
再來蓮花術丘在 L.A. 開了一家餐館 這個餐館不小
喔！是大餐館 供了土地公 她也請了××到她的餐館開
光 然後她就跟土地公溝通 土地公就講：﹁餐館生意要
好 ﹂開出很多條件 其中有一條﹁餐館每個月的營業額的
幾％要供養舊金山的××堂 ﹂每個月喔！就等於像每個月
都欠她的 反正都是營業額的幾％ ５％ １％之間 賺的
錢一定要幾％供養××堂 有一天呢！第三回合 說到第三
回合 怎麼回事呢？餐館員工不和 老闆跟員工也不和 到
最後這個餐館跟房東也不太和 也是去請教×× ××又跟
土地公溝通 ××說：﹁妳這個很麻煩 必須要化解 ﹂蓮
花術丘就問：﹁怎麼化解呢？﹂﹁妳要包壇 ﹂就是修法包
壇 ﹁請問一壇要多少錢呢？﹂蓮花術丘就問 ﹁一壇十萬
塊美金 ﹂﹁那要包幾壇呢？﹂她說：﹁妳這個十壇都不夠
啊！﹂我們算十壇好了 十壇多少錢？一百萬美金哪！哇！
獅子的口就開出來 阿彌陀佛！好了 十萬塊美金 蓮花術
丘也不簡單 她有兩個股東 一個人出六十萬 就是這樣
再來 包壇完了 到最後要去請示她 她說：﹁這一次
妳要買我的飛越星空 ﹂﹁什麼是飛越星空啊？我聽不懂
我只知道有一個星空晚餐﹂ 她飛越星空 ﹁妳要買我的大
星星 天上的最大的星星 ﹂她問她：﹁多少錢哪？﹂﹁十
三萬八千美金 ﹂她有買了 然後還要什麼？﹁還有 妳要
買地﹂ 你算算看有多少喔 ﹁將來××雷藏寺的土地要
賣 妳要買多少？﹂××跟她講 ﹁還要包一尊佛 將來壇
城的佛像最大的一尊要妳包 ﹂她也包了一尊佛像 也買了
一顆大星星 蓮花術丘住在 L.A. 她寫來 她什麼都做了
結果什麼都沒有 而且更糟糕 花了這麼多的錢
我剛剛講了 觀世音菩薩 給人快樂 解除人家的痛

內褲都飛出去辦事 念珠××掉了最後找到了 佳新師姐問
說：﹁欸！妳找到念珠了 ﹂××回答說：﹁我念珠出去辦
事了 ﹂我說：﹁妳內褲才出去辦事呢！﹂看到空中有內褲
在飛 不要覺得奇怪呀！那是××的內褲在辦事 丟臉哪！
﹁說起我男朋友的優點 那可是太多了 他是陽光 帥
氣 幽默 細心 聰明 懂得浪漫 ﹂﹁請問有缺點嗎？﹂
﹁缺點當然也有 就是他還不認識我 ﹂告訴大家 我真的
不認識她 她老是以為：﹁這是師尊講的 ﹂ No! 她從來
不告訴我她在做什麼 十六年來 我隱居以後 她從來不告
訴我她在做什麼 隱居以前 她從來也不告訴我她在做什
麼 偷偷摸摸的 一定有鬼 妳偷偷摸摸幹什麼？做了什麼
事 妳就跟妳老爸講就好了嘛！對不對？偷偷摸摸的 二
三十年來都不告訴我 她在做什麼 這種兒子還算兒子嗎？
所以我們學佛記得要有傳承 像我有白教的傳承 瑪爾
巴│密勒日巴│岡波巴│第一世大寶法王杜松虔巴 一直到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一直到師尊 這是白教的傳承 我
們是有傳承的 我是尊敬我自己的師父 每一次說法一定要
頂禮 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如果有哪一次我沒有敬禮的話 就不
是師尊！所以這就是所謂密教的傳承 我傳法的一種傳承
大家要記得 你們要信仰 一定要信仰有傳承的 不能
信仰那種斷了傳承的 沒有傳承的 很重要 我常常在法座
上跟大家講 大家眼睛睜開一點 哪一個人在撈錢 眼睛睜
開一點 哪一個人在佔地盤 眼睛睜開一點 哪一個人已經
斷了傳承的 自從封了上師以後 ××做什麼都不講的 而
且根本也不恭敬 談到恭敬 包括她底下的人全部不恭敬
這個叫什麼？嗤之以鼻呀！我這個鼻子都不鳥你 我告訴
妳 我講了重話喔！這是我一輩子的職志 一定唸妳到底
嗡嘛呢唄咪吽

苦 叫做慈悲 慈就是給人快樂 悲是解除人家的痛苦 ×
×讓人花錢 花掉所有的錢財 再增加人家的痛苦 麻煩沒
有去掉 更加的糟糕 所以她寫一封信來給我控訴 等於是
在控告 她說她上了詐騙集團的當 你自己想一想 師尊有
沒有給人家包壇 有沒有？我這一生沒有給人家包過壇 沒
有 你自己想一想 有沒有規定一壇要十萬塊美金的？她給
人家包壇喔！一壇要十萬塊美金 有時候還不賺 她認為
說 我去辦一場法會比這個還多啊！有一次蓮花術丘說：
﹁做了兩壇 第三壇要請××做 ﹂××說：﹁我沒空 ﹂
第三壇沒空 如果是我 我說：﹁我有空 ﹂十萬呢！有空
的很啊 ！我幫妳做 告訴妳 晚上三點我不睡我都幫妳做
啊！十萬啊！哪有那麼好賺？××還說：﹁不做 我要去辦
法會了 ﹂你看十萬塊錢都不做 她辦的法會能收入多少？
想一想 大家跟她算一算 她一共花了多少錢 蓮花術丘她
說上了詐騙集團的當 其中文章裡面也寫到 蓮紫上師講
說謊是她的專長 你想想看 跟土地公交談 每個月就要幾
％給她 這樣子對嗎？不對 這樣子實在糟糕
女婿對著岳母講：﹁妳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岳母 妳雍容
華貴 和藹可親 ﹂岳母就問：﹁你為什麼閉著眼睛說？﹂
女婿講：﹁我總不能睜眼說瞎話吧！﹂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有一個小故事就是蓮彥上師寫給我的故事 有一個人家裡有
一個蜜蜂 ××跟蜜蜂講話 這一次又多出一個蜜蜂出來
等於是蜜蜂溝通 本來這家裡請消防隊把蜂窩拿走 ××去
了就跟蜜蜂講話 聽說消防車在半路上輪胎爆胎 ××問蜜
蜂：﹁這個爆胎是怎麼回事？﹂蜜蜂就講說：﹁是我們做
的 ﹂我只談到這裡而已 蜜蜂可以把消防車輪胎叮破 讓
它爆胎 這很偉大 你相信嗎？蜜蜂說是牠做的 是××跟
牠溝通的 大家都不相信 我告訴你 我用香港腳想 它說
它也不相信 居然會有人相信她 真的睜眼說瞎話
有一個兒子說：﹁爸爸 我要買鋼鐵人 ﹂父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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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 ﹂祖父在旁邊聽到：﹁就買給他吧！省得他一直
鬧 ﹂父親講：﹁孩子就是要聽老爸的話啊！﹂祖父就講：
﹁那你到底聽到了沒有？馬上買給他！﹂我告訴你喔
×
×是從來不聽話的！對不對？你看古代西藏佛教 他們稱為
心子 什麼叫心子？就是我心中的孩子 那心中的孩子要聽
誰的話？要聽根本上師的話 對不對？
那蓮彥跟蓮喜她們兩個人出家了 蓮凱法師有直接跟她
們兩個講：﹁妳們不要去西雅圖 ﹂那去哪裡？﹁去舊金
山 ﹂到最後蓮彥跟蓮喜到西雅圖 沒有聽蓮凱法師講的
話 她直接來找她的根本上師 找她的父親 根本上師 ×
×對蓮言法師講：﹁我要她們兩個來做我的侍者 她們跑去
西雅圖 那是沒有用的！盧師尊那裡沒有什麼東西好學 我
這裡才有東西好學 去了盧師尊那裡沒有出路的 我這裡才
有出路 ﹂××是跟蓮言法師講
你看吧！這個兒子還可以留嗎？兒子是要聽父親的 對
不對？那你兒子不聽父親的聽誰的？父親要聽祖父的 我是
祖父耶！她是父親耶！當然祖父比較大啊！兒子比較小啊！
兒子要蓮彥 蓮喜去她那裡 結果她們兩個跑到我這裡來
嫌我這個祖父老：﹁去祖父那裡沒有出息呀！沒有什麼用
的 那裡學不到東西的 ﹂東西是我傳給妳的 當然妳也可
以竄改 竄改也不經過我的同意 這個兒子是好兒子嗎？算
是女兒了 哪裡是兒子 算是兒子嗎？講這種話 而且還講
盧師尊七十三歲就會死啊！欸？兒子怎麼可以講自己的父親
說七十三歲就會死啊？所以我覺得像這一種 不要也罷
我這個人很有毅力 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有毅力 我會
唸妳一輩子 我告訴妳 沒完沒了！我這個人毅力就是有
的 我每一天都要唸妳 而且還要寫妳 還要廣播 還要網
路直播 妳得罪了妳祖父 妳算是什麼啊？妳算老幾呀？妳
的念珠都可以飛出去辦事啊？妳的內褲可以飛出去辦事呢！
對不對？德輝上師說：﹁哇！原來法界蒙薰是這樣子的 ﹂

就 26 年 ××可能也忘掉了？應該還記得啦！因為拿走四
萬塊美金怎麼會忘掉？對不對 又不是四塊錢 四萬美金
哪！她拿走了
再來蓮花術丘在 L.A. 開了一家餐館 這個餐館不小
喔！是大餐館 供了土地公 她也請了××到她的餐館開
光 然後她就跟土地公溝通 土地公就講：﹁餐館生意要
好 ﹂開出很多條件 其中有一條﹁餐館每個月的營業額的
幾％要供養舊金山的××堂 ﹂每個月喔！就等於像每個月
都欠她的 反正都是營業額的幾％ ５％ １％之間 賺的
錢一定要幾％供養××堂 有一天呢！第三回合 說到第三
回合 怎麼回事呢？餐館員工不和 老闆跟員工也不和 到
最後這個餐館跟房東也不太和 也是去請教×× ××又跟
土地公溝通 ××說：﹁妳這個很麻煩 必須要化解 ﹂蓮
花術丘就問：﹁怎麼化解呢？﹂﹁妳要包壇 ﹂就是修法包
壇 ﹁請問一壇要多少錢呢？﹂蓮花術丘就問 ﹁一壇十萬
塊美金 ﹂﹁那要包幾壇呢？﹂她說：﹁妳這個十壇都不夠
啊！﹂我們算十壇好了 十壇多少錢？一百萬美金哪！哇！
獅子的口就開出來 阿彌陀佛！好了 十萬塊美金 蓮花術
丘也不簡單 她有兩個股東 一個人出六十萬 就是這樣
再來 包壇完了 到最後要去請示她 她說：﹁這一次
妳要買我的飛越星空 ﹂﹁什麼是飛越星空啊？我聽不懂
我只知道有一個星空晚餐﹂ 她飛越星空 ﹁妳要買我的大
星星 天上的最大的星星 ﹂她問她：﹁多少錢哪？﹂﹁十
三萬八千美金 ﹂她有買了 然後還要什麼？﹁還有 妳要
買地﹂ 你算算看有多少喔 ﹁將來××雷藏寺的土地要
賣 妳要買多少？﹂××跟她講 ﹁還要包一尊佛 將來壇
城的佛像最大的一尊要妳包 ﹂她也包了一尊佛像 也買了
一顆大星星 蓮花術丘住在 L.A. 她寫來 她什麼都做了
結果什麼都沒有 而且更糟糕 花了這麼多的錢
我剛剛講了 觀世音菩薩 給人快樂 解除人家的痛

內褲都飛出去辦事 念珠××掉了最後找到了 佳新師姐問
說：﹁欸！妳找到念珠了 ﹂××回答說：﹁我念珠出去辦
事了 ﹂我說：﹁妳內褲才出去辦事呢！﹂看到空中有內褲
在飛 不要覺得奇怪呀！那是××的內褲在辦事 丟臉哪！
﹁說起我男朋友的優點 那可是太多了 他是陽光 帥
氣 幽默 細心 聰明 懂得浪漫 ﹂﹁請問有缺點嗎？﹂
﹁缺點當然也有 就是他還不認識我 ﹂告訴大家 我真的
不認識她 她老是以為：﹁這是師尊講的 ﹂ No! 她從來
不告訴我她在做什麼 十六年來 我隱居以後 她從來不告
訴我她在做什麼 隱居以前 她從來也不告訴我她在做什
麼 偷偷摸摸的 一定有鬼 妳偷偷摸摸幹什麼？做了什麼
事 妳就跟妳老爸講就好了嘛！對不對？偷偷摸摸的 二
三十年來都不告訴我 她在做什麼 這種兒子還算兒子嗎？
所以我們學佛記得要有傳承 像我有白教的傳承 瑪爾
巴│密勒日巴│岡波巴│第一世大寶法王杜松虔巴 一直到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一直到師尊 這是白教的傳承 我
們是有傳承的 我是尊敬我自己的師父 每一次說法一定要
頂禮 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如果有哪一次我沒有敬禮的話 就不
是師尊！所以這就是所謂密教的傳承 我傳法的一種傳承
大家要記得 你們要信仰 一定要信仰有傳承的 不能
信仰那種斷了傳承的 沒有傳承的 很重要 我常常在法座
上跟大家講 大家眼睛睜開一點 哪一個人在撈錢 眼睛睜
開一點 哪一個人在佔地盤 眼睛睜開一點 哪一個人已經
斷了傳承的 自從封了上師以後 ××做什麼都不講的 而
且根本也不恭敬 談到恭敬 包括她底下的人全部不恭敬
這個叫什麼？嗤之以鼻呀！我這個鼻子都不鳥你 我告訴
妳 我講了重話喔！這是我一輩子的職志 一定唸妳到底
嗡嘛呢唄咪吽

苦 叫做慈悲 慈就是給人快樂 悲是解除人家的痛苦 ×
×讓人花錢 花掉所有的錢財 再增加人家的痛苦 麻煩沒
有去掉 更加的糟糕 所以她寫一封信來給我控訴 等於是
在控告 她說她上了詐騙集團的當 你自己想一想 師尊有
沒有給人家包壇 有沒有？我這一生沒有給人家包過壇 沒
有 你自己想一想 有沒有規定一壇要十萬塊美金的？她給
人家包壇喔！一壇要十萬塊美金 有時候還不賺 她認為
說 我去辦一場法會比這個還多啊！有一次蓮花術丘說：
﹁做了兩壇 第三壇要請××做 ﹂××說：﹁我沒空 ﹂
第三壇沒空 如果是我 我說：﹁我有空 ﹂十萬呢！有空
的很啊 ！我幫妳做 告訴妳 晚上三點我不睡我都幫妳做
啊！十萬啊！哪有那麼好賺？××還說：﹁不做 我要去辦
法會了 ﹂你看十萬塊錢都不做 她辦的法會能收入多少？
想一想 大家跟她算一算 她一共花了多少錢 蓮花術丘她
說上了詐騙集團的當 其中文章裡面也寫到 蓮紫上師講
說謊是她的專長 你想想看 跟土地公交談 每個月就要幾
％給她 這樣子對嗎？不對 這樣子實在糟糕
女婿對著岳母講：﹁妳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岳母 妳雍容
華貴 和藹可親 ﹂岳母就問：﹁你為什麼閉著眼睛說？﹂
女婿講：﹁我總不能睜眼說瞎話吧！﹂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有一個小故事就是蓮彥上師寫給我的故事 有一個人家裡有
一個蜜蜂 ××跟蜜蜂講話 這一次又多出一個蜜蜂出來
等於是蜜蜂溝通 本來這家裡請消防隊把蜂窩拿走 ××去
了就跟蜜蜂講話 聽說消防車在半路上輪胎爆胎 ××問蜜
蜂：﹁這個爆胎是怎麼回事？﹂蜜蜂就講說：﹁是我們做
的 ﹂我只談到這裡而已 蜜蜂可以把消防車輪胎叮破 讓
它爆胎 這很偉大 你相信嗎？蜜蜂說是牠做的 是××跟
牠溝通的 大家都不相信 我告訴你 我用香港腳想 它說
它也不相信 居然會有人相信她 真的睜眼說瞎話
有一個兒子說：﹁爸爸 我要買鋼鐵人 ﹂父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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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三現分是
﹁不淨﹂

﹁覺受﹂

我

﹁清淨﹂三種現分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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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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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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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師 莊峻耀醫師伉儷 釋蓮寧上師家
人 ﹁天音雅樂合唱團﹂陳妍如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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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修德堂﹀堂主梁麗卿師姐 瑞典劉潔醫師 瑞
典羅彩華醫師 ﹁陽光舞供團﹂林依萱師姐 高歡嫻醫
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
下個禮拜天是西雅圖一年一度的 以前叫做海洋節
現在稱為龍節 他這邊寫﹁恭請師尊 師母佛駕真佛文
物﹂ 今天是高王觀世音菩薩的護摩 哇 我自己感到這
一次的護摩是特別的殊勝 到底高王觀世音菩薩來了多少
尊 我沒有辦法數 無法可數 剛開始看到的是高王觀世
音菩薩 再來我看祂隨身而來是三個天女 也就是問事三
天女 再來我看見天上有七佛世尊 這七佛世尊裡面就包
括了娑婆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 所有過去佛 現在佛
未來佛跟所有過去的菩薩 現在的菩薩 未來的菩薩 跟
所有一切的隨侍 全部下降 可以講﹁十方三世一切佛﹂
全部統統下降 這是非常真實的法界蒙薰 其他的所有護
法神眾 多到不得了 你看過去七佛就有毘婆尸佛 尸棄
佛 毘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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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usband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師 莊峻耀醫師伉儷 釋蓮寧上師家
人 ﹁天音雅樂合唱團﹂陳妍如師姐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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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羅彩華醫師 ﹁陽光舞供團﹂林依萱師姐 高歡嫻醫
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
下個禮拜天是西雅圖一年一度的 以前叫做海洋節
現在稱為龍節 他這邊寫﹁恭請師尊 師母佛駕真佛文
物﹂ 今天是高王觀世音菩薩的護摩 哇 我自己感到這
一次的護摩是特別的殊勝 到底高王觀世音菩薩來了多少
尊 我沒有辦法數 無法可數 剛開始看到的是高王觀世
音菩薩 再來我看祂隨身而來是三個天女 也就是問事三
天女 再來我看見天上有七佛世尊 這七佛世尊裡面就包
括了娑婆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 所有過去佛 現在佛
未來佛跟所有過去的菩薩 現在的菩薩 未來的菩薩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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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毘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
雜誌

33
34

2017
09 Jul.
除

死苦
毒害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高王經】
【燃燈雜誌】
報
導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法會∕ 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
地點∕ 彩虹雷藏寺
灌頂∕ 高王觀世音菩薩

特別

個和尚跟著我一起拜 就在我旁邊一起拜 從上面一直拜
到底下 我在書上已經寫過了 祂雖不是等我五百年 但
是祂講了一句話：﹁這麼多年來 我就等祢這一位 ﹂我

牟尼佛 就是過去七佛全部下降 也就是七佛的法王子全
部下降
高王觀世音菩薩的手印就是內轉法輪印或者是說法
印 這個是轉法輪印 外轉法輪印 結這種手印 就是高
王觀世音菩薩的手印 祂非常的莊嚴 大家看到祂的金身
非常的莊嚴 我以前看到祂的天衣上還有咒字 好多主要
的咒字都在祂的衣服上 這是彩繪的 高王觀世音菩薩非
常地莊嚴 那麼祂的咒語就是七佛世尊的咒語：﹁嗡 離
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你
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梭哈 ﹂這是七佛本身的咒
語
祂頭戴七佛冠 面如滿月 其貌如佛 冠垂雙冕 右
手說法印 左手等持印 身披天衣重裙 衣著有七佛的真
言 我剛剛講的 七佛主要的真言字都在祂的身上 就是
咒字 身掛瓔珞 耳環 手臂 足環 腳踏彩虹蓮花 其
背面有五個黃金的梵字 咒字 周身放大光芒 照十方三
世的世界
高王觀世音有很偉大的來歷 它裡面提到的佛 講一
個很多的佛﹁無量諸佛﹂ 你看 祂的︻高王經︼裡面有
無量諸佛 都是不可以數的 沒有辦法數的無量諸佛 單
單它講﹁清涼山億萬菩薩﹂ 是億萬 一億 兩億的億
耶！清涼山億萬菩薩 你看有多少菩薩？無量諸佛 清涼
山億萬菩薩 其中有過去佛 就是定光佛 定光佛就是燃
燈佛 祂比釋迦牟尼佛還前面 釋迦佛那時候只是善慧童
子 燃燈佛就是過去佛 現在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未來佛
就是彌勒佛 所以三世一切諸佛它全包 包括了所有一切
的佛菩薩 全部在這︻高王經︼裡面 全部都是佛號
大家想想看 還有不可思議的 大明觀世音 觀明觀

世音 高明觀世音 開明觀世音 不可思議的四個觀世音
菩薩；再上面 有兩個千古難聞的菩薩 就是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藥王菩薩跟藥上菩薩是千古難聞 一聽到藥王
菩薩 藥上菩薩 只要聽到祂的名稱 都可以延長我們的
壽命 這不是我說的喔！這是經典本身就有記載 你聽到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你就可以延壽了 高王觀世音菩薩
祂有無數的功德 我們常常講你﹁誦滿一千遍 重罪皆消
滅﹂ 所有再重的罪業都可以消除掉 因為我們唸的是
﹃七佛滅罪真言﹄ 你誦滿一千遍的︻高王觀世音真
經︼ 裡面有寫到﹁重罪皆消滅﹂ 很重的罪都可以消除
掉的 所以無論如何 ︻高王觀世音真經︼ 千萬不要說
不要唸 有很多人主張︻高王觀世音真經︼不要唸 也有
人主張這樣 佛教界也有人主張 不要聽他們的 因為裡
面全部都是佛菩薩的名字 過去佛 現在佛 未來佛 所
有億萬菩薩 佛經裡面只談到一個娑婆世界的淨土 就是
清涼山 也就是中國的五臺山
我去中國 最主要就是去五臺山 五臺山去了 我就
心滿意足 因為五臺山是唯一在釋迦牟尼佛口中講出來的
人間淨土 就叫﹁清涼山﹂ 普賢菩薩的道場是四川峨嵋
山 我沒有去；還有浙江的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我到現在還沒有去；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我
到現在也沒有去 但是這三個道場是後來的人 將這三個
道場加上去 其實在佛經裡唯有清涼山 也就是五臺山
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 而且那裡面有億萬菩薩
所以當時我是從菩薩頂一直拜下來 逢寺拜寺 逢院
拜院 一直禮拜下來 跟著我去的有好多人 像蓮寧上
師 師母 兩位陳上師 我是一路拜下來的 沒有漏掉一
個寺廟 從上面一直拜下來 我在拜的當中 其中就有一

的化身﹂ 因為我親耳聽到 親眼看到 一直到看到了摩
訶雙蓮池 後來才知道 原來唐朝的時候就有很多蓮花童
子的歌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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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樂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蓮花童子本來就是阿彌陀佛所化出來的摩訶雙蓮池裡面天
真無邪的所有億萬的蓮花童子 到了那個時候我才知道真
實有蓮花童子 講蓮花童子四個字的 居然是中國大陸出
版的敦煌文物裡面直接稱﹁蓮花童子﹂的 是中國大陸的

生死的苦你可以了 都可以消滅掉 到最後變成無生無
死 你就得到果位了 這一尊高王觀世音 我叫很多人
唸 大家都唸 因為我最尊崇高王觀世音 是我最尊崇的
觀世音菩薩 也是我這一生當中最尊崇的︻高王觀世音真
經︼
這些都不是假的喔！我在︿玉皇宮﹀瑤池金母幫我開
天眼 那裡的住持叫做釋慧靈法師 是出家人 本來︿玉
皇宮﹀是不會有出家人的 這個出家人他說：﹁因為我尊
敬天帝 所以我到︿玉皇宮﹀服務 ﹂所有的出家眾都勸
他說：﹁不要 你不要去︿玉皇宮﹀ 出家人不要去道教
的廟 ﹂但是他還是去了 結果瑤池金母幫我開天眼 釋
慧靈法師他送我一本︻高王觀世音真經︼ 是我第一次看
到的經典 就是︻高王觀世音真經︼ 從此以後我就持
︻高王觀世音真經︼ 因為我相信那十個字﹁能滅生死
苦 消除諸毒害﹂
我在︿玉皇宮﹀被帶到天上界 見到了蓮花童子 不
知道蓮花童子是什麼 但是祂指著白色 一個非常光燦的
光明跟我講：﹁這個就是大白蓮花童子 ﹂看不到臉 完
全是閃耀著白色的 然後祂出現了 我看到了 瑤池金母
跟我講：﹁這個就是蓮花童子 祢的前世 祢是蓮花童子

聽到這一句話 才覺得祂不太尋凡 不是平常的出家眾
那時候拿著人民幣 首先給祂一百塊 想說：﹁跟著我
拜 大概是要錢吧！﹂給祂一百塊 祂不收 想說祂嫌少
吧？我就跟大家講：﹁大家出一點錢 大家把人民幣給
我 ﹂就一疊人民幣 我不知道多少 給祂 祂也不收我
的人民幣 一百塊人民幣祂也不收 將近一萬的人民幣祂
也不收 後來我們比手畫腳一番 然後我問其他的人 其
他的出家眾：﹁你們看過這樣的一個和尚嗎？﹂他們說從
來沒有看過 不知道有這個和尚 後來自己回來以後神算
了一下 說是文殊師利菩薩變化出來的 我去了中國大陸
這一趟 這樣就非常值得了 到了五臺山 到了釋迦牟尼
佛所講的最偉大的清涼山
你看︻高王觀世音真經︼裡面講到﹁清涼寶山億萬菩
薩﹂ 億萬菩薩都在那裡 ︻高王觀世音真經︼裡面涵蓋
了所有的佛菩薩 很多很多的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千五
百佛 萬五千佛 還有五百花勝佛 百億金剛藏佛 百億
耶！我們人類有沒有百億呀？沒有百億耶！竟然︻高王觀
世音真經︼裡有百億金剛藏佛耶！你看有多少？無量諸
佛 千五百佛 萬五千佛 五百花勝佛 百億金剛藏佛
無量諸佛 有多少佛菩薩在裡面 最多的佛菩薩的名稱都
在︻高王觀世音真經︼裡面
我唸︻高王觀世音真經︼每天唸 我告訴你 我沒有
一天中斷！因為我相信﹁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我相
信這幾個字﹁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 所有害我的
統統給他消除掉 ﹁能滅生死苦﹂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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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和尚跟著我一起拜 就在我旁邊一起拜 從上面一直拜
到底下 我在書上已經寫過了 祂雖不是等我五百年 但
是祂講了一句話：﹁這麼多年來 我就等祢這一位 ﹂我

牟尼佛 就是過去七佛全部下降 也就是七佛的法王子全
部下降
高王觀世音菩薩的手印就是內轉法輪印或者是說法
印 這個是轉法輪印 外轉法輪印 結這種手印 就是高
王觀世音菩薩的手印 祂非常的莊嚴 大家看到祂的金身
非常的莊嚴 我以前看到祂的天衣上還有咒字 好多主要
的咒字都在祂的衣服上 這是彩繪的 高王觀世音菩薩非
常地莊嚴 那麼祂的咒語就是七佛世尊的咒語：﹁嗡 離
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你
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梭哈 ﹂這是七佛本身的咒
語
祂頭戴七佛冠 面如滿月 其貌如佛 冠垂雙冕 右
手說法印 左手等持印 身披天衣重裙 衣著有七佛的真
言 我剛剛講的 七佛主要的真言字都在祂的身上 就是
咒字 身掛瓔珞 耳環 手臂 足環 腳踏彩虹蓮花 其
背面有五個黃金的梵字 咒字 周身放大光芒 照十方三
世的世界
高王觀世音有很偉大的來歷 它裡面提到的佛 講一
個很多的佛﹁無量諸佛﹂ 你看 祂的︻高王經︼裡面有
無量諸佛 都是不可以數的 沒有辦法數的無量諸佛 單
單它講﹁清涼山億萬菩薩﹂ 是億萬 一億 兩億的億
耶！清涼山億萬菩薩 你看有多少菩薩？無量諸佛 清涼
山億萬菩薩 其中有過去佛 就是定光佛 定光佛就是燃
燈佛 祂比釋迦牟尼佛還前面 釋迦佛那時候只是善慧童
子 燃燈佛就是過去佛 現在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未來佛
就是彌勒佛 所以三世一切諸佛它全包 包括了所有一切
的佛菩薩 全部在這︻高王經︼裡面 全部都是佛號
大家想想看 還有不可思議的 大明觀世音 觀明觀

世音 高明觀世音 開明觀世音 不可思議的四個觀世音
菩薩；再上面 有兩個千古難聞的菩薩 就是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藥王菩薩跟藥上菩薩是千古難聞 一聽到藥王
菩薩 藥上菩薩 只要聽到祂的名稱 都可以延長我們的
壽命 這不是我說的喔！這是經典本身就有記載 你聽到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你就可以延壽了 高王觀世音菩薩
祂有無數的功德 我們常常講你﹁誦滿一千遍 重罪皆消
滅﹂ 所有再重的罪業都可以消除掉 因為我們唸的是
﹃七佛滅罪真言﹄ 你誦滿一千遍的︻高王觀世音真
經︼ 裡面有寫到﹁重罪皆消滅﹂ 很重的罪都可以消除
掉的 所以無論如何 ︻高王觀世音真經︼ 千萬不要說
不要唸 有很多人主張︻高王觀世音真經︼不要唸 也有
人主張這樣 佛教界也有人主張 不要聽他們的 因為裡
面全部都是佛菩薩的名字 過去佛 現在佛 未來佛 所
有億萬菩薩 佛經裡面只談到一個娑婆世界的淨土 就是
清涼山 也就是中國的五臺山
我去中國 最主要就是去五臺山 五臺山去了 我就
心滿意足 因為五臺山是唯一在釋迦牟尼佛口中講出來的
人間淨土 就叫﹁清涼山﹂ 普賢菩薩的道場是四川峨嵋
山 我沒有去；還有浙江的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我到現在還沒有去；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我
到現在也沒有去 但是這三個道場是後來的人 將這三個
道場加上去 其實在佛經裡唯有清涼山 也就是五臺山
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 而且那裡面有億萬菩薩
所以當時我是從菩薩頂一直拜下來 逢寺拜寺 逢院
拜院 一直禮拜下來 跟著我去的有好多人 像蓮寧上
師 師母 兩位陳上師 我是一路拜下來的 沒有漏掉一
個寺廟 從上面一直拜下來 我在拜的當中 其中就有一

的化身﹂ 因為我親耳聽到 親眼看到 一直到看到了摩
訶雙蓮池 後來才知道 原來唐朝的時候就有很多蓮花童
子的歌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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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樂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蓮花童子本來就是阿彌陀佛所化出來的摩訶雙蓮池裡面天
真無邪的所有億萬的蓮花童子 到了那個時候我才知道真
實有蓮花童子 講蓮花童子四個字的 居然是中國大陸出
版的敦煌文物裡面直接稱﹁蓮花童子﹂的 是中國大陸的

生死的苦你可以了 都可以消滅掉 到最後變成無生無
死 你就得到果位了 這一尊高王觀世音 我叫很多人
唸 大家都唸 因為我最尊崇高王觀世音 是我最尊崇的
觀世音菩薩 也是我這一生當中最尊崇的︻高王觀世音真
經︼
這些都不是假的喔！我在︿玉皇宮﹀瑤池金母幫我開
天眼 那裡的住持叫做釋慧靈法師 是出家人 本來︿玉
皇宮﹀是不會有出家人的 這個出家人他說：﹁因為我尊
敬天帝 所以我到︿玉皇宮﹀服務 ﹂所有的出家眾都勸
他說：﹁不要 你不要去︿玉皇宮﹀ 出家人不要去道教
的廟 ﹂但是他還是去了 結果瑤池金母幫我開天眼 釋
慧靈法師他送我一本︻高王觀世音真經︼ 是我第一次看
到的經典 就是︻高王觀世音真經︼ 從此以後我就持
︻高王觀世音真經︼ 因為我相信那十個字﹁能滅生死
苦 消除諸毒害﹂
我在︿玉皇宮﹀被帶到天上界 見到了蓮花童子 不
知道蓮花童子是什麼 但是祂指著白色 一個非常光燦的
光明跟我講：﹁這個就是大白蓮花童子 ﹂看不到臉 完
全是閃耀著白色的 然後祂出現了 我看到了 瑤池金母
跟我講：﹁這個就是蓮花童子 祢的前世 祢是蓮花童子

聽到這一句話 才覺得祂不太尋凡 不是平常的出家眾
那時候拿著人民幣 首先給祂一百塊 想說：﹁跟著我
拜 大概是要錢吧！﹂給祂一百塊 祂不收 想說祂嫌少
吧？我就跟大家講：﹁大家出一點錢 大家把人民幣給
我 ﹂就一疊人民幣 我不知道多少 給祂 祂也不收我
的人民幣 一百塊人民幣祂也不收 將近一萬的人民幣祂
也不收 後來我們比手畫腳一番 然後我問其他的人 其
他的出家眾：﹁你們看過這樣的一個和尚嗎？﹂他們說從
來沒有看過 不知道有這個和尚 後來自己回來以後神算
了一下 說是文殊師利菩薩變化出來的 我去了中國大陸
這一趟 這樣就非常值得了 到了五臺山 到了釋迦牟尼
佛所講的最偉大的清涼山
你看︻高王觀世音真經︼裡面講到﹁清涼寶山億萬菩
薩﹂ 億萬菩薩都在那裡 ︻高王觀世音真經︼裡面涵蓋
了所有的佛菩薩 很多很多的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千五
百佛 萬五千佛 還有五百花勝佛 百億金剛藏佛 百億
耶！我們人類有沒有百億呀？沒有百億耶！竟然︻高王觀
世音真經︼裡有百億金剛藏佛耶！你看有多少？無量諸
佛 千五百佛 萬五千佛 五百花勝佛 百億金剛藏佛
無量諸佛 有多少佛菩薩在裡面 最多的佛菩薩的名稱都
在︻高王觀世音真經︼裡面
我唸︻高王觀世音真經︼每天唸 我告訴你 我沒有
一天中斷！因為我相信﹁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我相
信這幾個字﹁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 所有害我的
統統給他消除掉 ﹁能滅生死苦﹂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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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臺灣沒有
另外 像蓮花童子 你在敦煌很多洞窟裡面 有很多
的蓮花童子 還有蓮花佛 就是蓮花童子佛 祂結的手印
居然跟佛菩薩跟我教的持蓮說法印 一模一樣的持蓮說法
印 徐雅琪師姊帶著邰靖去臺中的︿科博館﹀去看敦煌石
窟 在臺中︿科博館﹀展覽 他看到很多蓮花童子 邰靖
就指著一尊佛 那一尊就是蓮花童子 那個蓮花童子是結
著持蓮印 結著說法印 那不是蓮花童子嗎？蓮花童子也
是佛啊！所以我們不能小看自己 真的 蓮花童子當然是
由我這邊開始的 蓮花童子信仰是由我這裡開始 在我之
前沒有人講蓮花童子 在我之後才有人講蓮花童子
想一想 今天呢 有一個蓮花童子 她也說自己是蓮
花童子 她有另外的淨土 那還是蓮花童子嗎？蓮花童子
只有一個淨土啊！就是摩訶雙蓮池啊！各色的蓮花童子都
在啊！哪有跳出去的蓮花童子？沒有的 告訴大家 真的
是沒有 差一點把︿真佛宗﹀給賣了
話說 蓮 法師在我們這裡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有師尊的一個密函 寫給她的密函 蓮 法師就問××：
﹁那密函裡面寫的是什麼呢？﹂××告訴蓮 法師：﹁裡
面寫的是將來︿真佛宗﹀的接班人 傳承要給×× ﹂那
個密函是這樣寫 蓮 說：﹁妳拿密函給我看一下 ﹂×
×回答：﹁因為是密函 所以不能給人家看 ﹂然後××
又跟 Calgary 蓮言法師 唱英文歌很好的那一位講：﹁師
尊屬意我做︿真佛宗﹀的接班人 ﹂這樣子 後來我不是
宣布了嗎？宣布蓮寧上師是︿真佛宗﹀的接班人 然後她
就很沮喪跟蓮言法師講：﹁這個裡面有因果關係 因為師
母以前是皇后 生了一個兒子叫做蓮寧 ﹂這是××講的
啦！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佛菩薩講的 ××講師母以前是

知道啊！我問春暉為什麼你不告訴我？他說：﹁這個不吉
利嘛！為什麼要告訴祢？﹂講出來不吉利 不吉利的東西
從她的嘴巴講出來
十年前 我的妹妹盧霓英 DoReMi
我們小時候就叫
她 DoReMi
她是賣佛具的 第四個妹妹 最小 賣佛具
的 ︿真佛宗﹀辦法會 她就去擺攤子 結果是××的法
會 十年前 ××的法師走過來：﹁妳怎麼可以在這裡擺
攤子啊？﹂欸？我妹妹才奇怪：﹁這不是︿真佛宗﹀的法
會嗎？怎麼不可以擺攤子呢？我已經交了錢 我可以擺攤
子 ﹂﹁妳知道嗎？這是我們××的法會耶！我們早就要
獨立了！﹂十年前喔！十年前就已經計畫獨立 這是蓮花
童子嗎？好啦 不講了 高王觀世音菩薩 慈悲 讓我們
每一個人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讓我們真佛宗度過這
樣子最大的難關 這是最大的難關了 觀世音菩薩 高王
觀世音 請祢護佑我們
我現在再講一點︽道果︾吧！什麼叫﹁三現分﹂？三
現分其實是不淨 覺受跟清淨 就是越來越進步的 叫三
現分 我們剛剛出生的時候﹁不淨﹂ 帶著累世的業障而
來 所以是不淨的 後來你有一點感覺了 覺得人生是種
種的苦 諸受皆是苦 所有的覺受 大部分來講我們在世
間哪 不管你怎麼樣都是苦的 爸爸問兒子：﹁咱們家你
最喜歡誰啊？﹂兒子回答：﹁爸爸 ﹂父親問兒子：﹁咱
們家誰最疼你？﹂兒子講：﹁爸爸 ﹂父親又問了：﹁你
跟我們家的人誰最好啊？﹂兒子回答：﹁爸爸 ﹂父親
問：﹁你怎麼總是說我好？﹂兒子回答：﹁怕你打我 ﹂
我小時候就是被爸爸打的 我生長在暴力家庭 從小就被
父親一直打 打到高中 打到我讀大學 逃出來以後總算
自由了 我像一隻小鳥 終於海闊天青 自由地飛翔

皇后 蓮寧上師的媽媽還在這裡 ﹁師母以前當皇后 生
了一個兒子就是蓮寧 師尊是受師母控制的 只是一個傀
儡 師母命令師尊：﹃祢要把接班人交給蓮寧 ﹄﹂蓮寧
就是接班人 所以就沒有她了 她的解釋是這樣子 因為
他們是母子關係 師母還是對蓮寧非常的好 推薦他給我
當︿真佛宗﹀的接班人 所以我把接班人交給他 沒有交
給×× 是這樣子
好啦！師母從來沒有推薦蓮寧給我當接班人 師母沒
有推薦 是我自己 為什麼蓮寧當我的接班人？因為蓮印
上師他已經是住持了︿彩虹山莊﹀ ︿彩虹雷藏寺﹀；德
輝上師已經住持︿西雅圖雷藏寺﹀；蓮寧上師遊手好閒
沒有事做 經常就在我的旁邊 他跟著我也最久 跟著我
很長的時間 他當了上師以後就一直跟在我旁邊這樣子
有時候我在問事 他就在旁邊幫忙 幫忙好久 也聽了很
多了 我那時候就講能夠親自事師法的 惟蓮寧上師而
已 其他上師都不在身邊 雖然有很多很好的上師 在很
遠的地方 他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事實上 跟在我身邊
的就只有蓮寧 其他的上師大部分都是奔走於世界 也都
是很好的上師 但是他事師最久 所以我就以這個理由
變成蓮寧上師是我的接班人 就是這樣子跟大家講 跟皇
后生兒子是沒有關的
所以這皇后生兒子 我也算了一下 到底蓮寧是不是
師母的兒子呢？算了半天 祂講：﹁不是 ﹂他親媽媽在
那裡呀！他這一世的媽媽啊！這個也是笑話吧！對不對
很好笑 我怎麼可能把整個︿真佛宗﹀交在妳的手上？妳
在十年前就講 師尊只能夠活到七十三歲 妳已經幫我算
好了 七十三歲 有這樣子的人嗎？這樣禮貌嗎？講了八
年 我七十三歲就要叮叮耶！已經講我八年了耶！我都不

我爸爸為什麼不承認我？為什麼會打我？一個原因
他認為我不是他生的 因為我七月初生啊！我未滿十月出
生 我是早產兒 七個月出生 我爸爸生我的時候很高興
啊！﹁我終於生了一個兒子！﹂到處跟人家講 有一個親
戚就跟他講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就跟他講：﹁你結婚才
幾個月？﹂﹁七個月 ﹂﹁七個月就有小孩嗎？你這個小
孩不是你生的 ﹂那個親戚跟他這樣講 那時候還沒有什
麼檢查 DNA 什麼玩意兒啦 還沒有 我爸爸從此認為我
不是他生的 所以從小被他打 老師告訴我：﹁今天是你
的生日 回家告訴父母 ﹂我回去很高興告訴：﹁啊 今
天是我的生日耶 ﹂我爸爸跟我講：﹁本來今天要打你
明天再打你 ﹂我是這樣長大的 但是我爸爸到最後皈依
我
人生是苦 我受了這個打的苦以後 我發了一個願：
我從此以後 我的小孩子我統統都不打！所以佛青 佛奇
太幸福 我沒有打過他們 人生是苦 我的人生是很苦
的 受了很多的苦頭 我高中畢業以後 要讀大學 我父
親跟我講：﹁你大學不用去考 ﹂我說：﹁為什麼？﹂
﹁高中畢業去做工賺錢！﹂﹁那我考上呢？﹂﹁你不能去
考！考上也沒有錢給你讀 ﹂沒有錢給我讀我怎麼考？我
就沒考大學啊！我才是拒絕聯考的小子
到最後 我爸爸跟我講：﹁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去讀師範大學 免費；去讀軍校 免費 這兩個 ﹂我去
考了師範大學 多少人去考？二千人去考 才錄取四十個
人 我沒有考上；我去考軍校 就考上了 他把軍校的證
書留下來 但考上的錄取通知單 收到錄取通知單不給
我 到最後我母親才偷偷跟我講：﹁你考上了軍校 你可
以去讀軍校 ﹂我爸爸說：﹁不許讀軍校 軍校沒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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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臺灣沒有
另外 像蓮花童子 你在敦煌很多洞窟裡面 有很多
的蓮花童子 還有蓮花佛 就是蓮花童子佛 祂結的手印
居然跟佛菩薩跟我教的持蓮說法印 一模一樣的持蓮說法
印 徐雅琪師姊帶著邰靖去臺中的︿科博館﹀去看敦煌石
窟 在臺中︿科博館﹀展覽 他看到很多蓮花童子 邰靖
就指著一尊佛 那一尊就是蓮花童子 那個蓮花童子是結
著持蓮印 結著說法印 那不是蓮花童子嗎？蓮花童子也
是佛啊！所以我們不能小看自己 真的 蓮花童子當然是
由我這邊開始的 蓮花童子信仰是由我這裡開始 在我之
前沒有人講蓮花童子 在我之後才有人講蓮花童子
想一想 今天呢 有一個蓮花童子 她也說自己是蓮
花童子 她有另外的淨土 那還是蓮花童子嗎？蓮花童子
只有一個淨土啊！就是摩訶雙蓮池啊！各色的蓮花童子都
在啊！哪有跳出去的蓮花童子？沒有的 告訴大家 真的
是沒有 差一點把︿真佛宗﹀給賣了
話說 蓮 法師在我們這裡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有師尊的一個密函 寫給她的密函 蓮 法師就問××：
﹁那密函裡面寫的是什麼呢？﹂××告訴蓮 法師：﹁裡
面寫的是將來︿真佛宗﹀的接班人 傳承要給×× ﹂那
個密函是這樣寫 蓮 說：﹁妳拿密函給我看一下 ﹂×
×回答：﹁因為是密函 所以不能給人家看 ﹂然後××
又跟 Calgary 蓮言法師 唱英文歌很好的那一位講：﹁師
尊屬意我做︿真佛宗﹀的接班人 ﹂這樣子 後來我不是
宣布了嗎？宣布蓮寧上師是︿真佛宗﹀的接班人 然後她
就很沮喪跟蓮言法師講：﹁這個裡面有因果關係 因為師
母以前是皇后 生了一個兒子叫做蓮寧 ﹂這是××講的
啦！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佛菩薩講的 ××講師母以前是

知道啊！我問春暉為什麼你不告訴我？他說：﹁這個不吉
利嘛！為什麼要告訴祢？﹂講出來不吉利 不吉利的東西
從她的嘴巴講出來
十年前 我的妹妹盧霓英 DoReMi
我們小時候就叫
她 DoReMi
她是賣佛具的 第四個妹妹 最小 賣佛具
的 ︿真佛宗﹀辦法會 她就去擺攤子 結果是××的法
會 十年前 ××的法師走過來：﹁妳怎麼可以在這裡擺
攤子啊？﹂欸？我妹妹才奇怪：﹁這不是︿真佛宗﹀的法
會嗎？怎麼不可以擺攤子呢？我已經交了錢 我可以擺攤
子 ﹂﹁妳知道嗎？這是我們××的法會耶！我們早就要
獨立了！﹂十年前喔！十年前就已經計畫獨立 這是蓮花
童子嗎？好啦 不講了 高王觀世音菩薩 慈悲 讓我們
每一個人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讓我們真佛宗度過這
樣子最大的難關 這是最大的難關了 觀世音菩薩 高王
觀世音 請祢護佑我們
我現在再講一點︽道果︾吧！什麼叫﹁三現分﹂？三
現分其實是不淨 覺受跟清淨 就是越來越進步的 叫三
現分 我們剛剛出生的時候﹁不淨﹂ 帶著累世的業障而
來 所以是不淨的 後來你有一點感覺了 覺得人生是種
種的苦 諸受皆是苦 所有的覺受 大部分來講我們在世
間哪 不管你怎麼樣都是苦的 爸爸問兒子：﹁咱們家你
最喜歡誰啊？﹂兒子回答：﹁爸爸 ﹂父親問兒子：﹁咱
們家誰最疼你？﹂兒子講：﹁爸爸 ﹂父親又問了：﹁你
跟我們家的人誰最好啊？﹂兒子回答：﹁爸爸 ﹂父親
問：﹁你怎麼總是說我好？﹂兒子回答：﹁怕你打我 ﹂
我小時候就是被爸爸打的 我生長在暴力家庭 從小就被
父親一直打 打到高中 打到我讀大學 逃出來以後總算
自由了 我像一隻小鳥 終於海闊天青 自由地飛翔

皇后 蓮寧上師的媽媽還在這裡 ﹁師母以前當皇后 生
了一個兒子就是蓮寧 師尊是受師母控制的 只是一個傀
儡 師母命令師尊：﹃祢要把接班人交給蓮寧 ﹄﹂蓮寧
就是接班人 所以就沒有她了 她的解釋是這樣子 因為
他們是母子關係 師母還是對蓮寧非常的好 推薦他給我
當︿真佛宗﹀的接班人 所以我把接班人交給他 沒有交
給×× 是這樣子
好啦！師母從來沒有推薦蓮寧給我當接班人 師母沒
有推薦 是我自己 為什麼蓮寧當我的接班人？因為蓮印
上師他已經是住持了︿彩虹山莊﹀ ︿彩虹雷藏寺﹀；德
輝上師已經住持︿西雅圖雷藏寺﹀；蓮寧上師遊手好閒
沒有事做 經常就在我的旁邊 他跟著我也最久 跟著我
很長的時間 他當了上師以後就一直跟在我旁邊這樣子
有時候我在問事 他就在旁邊幫忙 幫忙好久 也聽了很
多了 我那時候就講能夠親自事師法的 惟蓮寧上師而
已 其他上師都不在身邊 雖然有很多很好的上師 在很
遠的地方 他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事實上 跟在我身邊
的就只有蓮寧 其他的上師大部分都是奔走於世界 也都
是很好的上師 但是他事師最久 所以我就以這個理由
變成蓮寧上師是我的接班人 就是這樣子跟大家講 跟皇
后生兒子是沒有關的
所以這皇后生兒子 我也算了一下 到底蓮寧是不是
師母的兒子呢？算了半天 祂講：﹁不是 ﹂他親媽媽在
那裡呀！他這一世的媽媽啊！這個也是笑話吧！對不對
很好笑 我怎麼可能把整個︿真佛宗﹀交在妳的手上？妳
在十年前就講 師尊只能夠活到七十三歲 妳已經幫我算
好了 七十三歲 有這樣子的人嗎？這樣禮貌嗎？講了八
年 我七十三歲就要叮叮耶！已經講我八年了耶！我都不

我爸爸為什麼不承認我？為什麼會打我？一個原因
他認為我不是他生的 因為我七月初生啊！我未滿十月出
生 我是早產兒 七個月出生 我爸爸生我的時候很高興
啊！﹁我終於生了一個兒子！﹂到處跟人家講 有一個親
戚就跟他講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就跟他講：﹁你結婚才
幾個月？﹂﹁七個月 ﹂﹁七個月就有小孩嗎？你這個小
孩不是你生的 ﹂那個親戚跟他這樣講 那時候還沒有什
麼檢查 DNA 什麼玩意兒啦 還沒有 我爸爸從此認為我
不是他生的 所以從小被他打 老師告訴我：﹁今天是你
的生日 回家告訴父母 ﹂我回去很高興告訴：﹁啊 今
天是我的生日耶 ﹂我爸爸跟我講：﹁本來今天要打你
明天再打你 ﹂我是這樣長大的 但是我爸爸到最後皈依
我
人生是苦 我受了這個打的苦以後 我發了一個願：
我從此以後 我的小孩子我統統都不打！所以佛青 佛奇
太幸福 我沒有打過他們 人生是苦 我的人生是很苦
的 受了很多的苦頭 我高中畢業以後 要讀大學 我父
親跟我講：﹁你大學不用去考 ﹂我說：﹁為什麼？﹂
﹁高中畢業去做工賺錢！﹂﹁那我考上呢？﹂﹁你不能去
考！考上也沒有錢給你讀 ﹂沒有錢給我讀我怎麼考？我
就沒考大學啊！我才是拒絕聯考的小子
到最後 我爸爸跟我講：﹁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去讀師範大學 免費；去讀軍校 免費 這兩個 ﹂我去
考了師範大學 多少人去考？二千人去考 才錄取四十個
人 我沒有考上；我去考軍校 就考上了 他把軍校的證
書留下來 但考上的錄取通知單 收到錄取通知單不給
我 到最後我母親才偷偷跟我講：﹁你考上了軍校 你可
以去讀軍校 ﹂我爸爸說：﹁不許讀軍校 軍校沒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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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有個太太跟醫生講：﹁醫生啊！你看我被丈夫打
成這樣 我不想活了！﹂ 醫生跟她講：﹁別擔心 妳只是
皮外傷 處理一下就沒事了 妳丈夫呢？把妳打成這樣
也不過來關心一下 ﹂這個太太講說：﹁有啦！他是用擔
架抬進來的 ﹂ 兩個人打架 還是太太打贏 丈夫被抬進
來急救 醫生講說太太只是皮肉傷

息 當兵沒有多少錢 從你當了軍人到出來 算盤打一
打 多少錢都可以知道的 不用去讀軍校 你去給我做
工！﹂那時候我就耍流氓 怎麼耍流氓？每天抽菸 ﹁我
要當流氓！﹂就很兇 在家裡門口喊：﹁我要當流氓！﹂
我那時候已經高中畢業了 身材比他高一點 我爸爸身材
也不高啦！我也不高 兩個一般高 他如果打我的話 我
當然還是會忍受 但是他突然間害怕 如果我跟他打的
話 說不定他打輸了 那時候我也練單槓 雙槓 也練拳
擊 舉重我也練 到最後我父親跟我講：﹁這小子要去當
流氓 ﹂那時候流氓臺灣話叫做竹雞？廣東話叫古惑仔
﹁好！讓你去讀軍校吧！﹂哇！幸福來得太突然！我真的
去讀軍校了！當了十四年 四年是讀書 畢業以後得到工
學士的學位 服務十年 我是測量官 少校退伍 是這樣
子 當軍人也是很苦的啊！我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不淨現分﹂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不淨 不清淨
的 真的 我一直到了認識瑤池金母 才知道﹁要修行
要學道法 才知道要學佛﹂ 因為我看到蓮花童子 摩訶
雙蓮池 以這個因緣 我開始學佛 學道 是這樣子 那
麼﹁覺受現分﹂ 自從開了天眼以後 我自己很認真地修
行 很認真地實修 終於有了覺受 先從氣的覺受開始
一伸掌 氣就可以到手指頭；到了耳朵 就可以聽微妙的
天音；氣到了丹田 它就發熱；氣到了手指頭它就能夠
算；氣到了眼睛就能夠看 我開始有了覺受 佛菩薩進入
我的身體裡面 出去我的身體 我都有覺受 這就是﹁覺
受現分﹂ 依的是什麼啊？依的是﹁氣 脈跟明點﹂ 再
來會進到﹁清淨現分﹂ 到最後你就會變成清淨 清淨就
是什麼？就是修行達到清淨的境界的時候 你所有的業全
部消除了 你就達到了清淨 你就可以成佛了

你看結婚苦不苦啊？結婚有哪個不苦的？彼此都要忍
耐啊！告訴大家 你要白頭偕老 一定要忍耐啊！兩個人
相處 處不來的！哪裡能夠處得來？處得來就神仙啦！神
仙才處得來啊！哪裡能夠處得來 大家都是氣在心裡 氣
得要死 都在心裡發火 忍住 他在唸的時候趕快跑啊！
我一聽到師母在講話 我就很安靜地忍耐 當她再繼續講
的時候 我就站起來 然後再繼續講的時候 我就趕快走
了 這是我的方法
但是我告訴你 師母已經是很寬容的一個人 她是個
很溫柔的人 她已經是很溫柔的啊！而且很寬容的啦！對
我特別地照顧的好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師母 如果沒有
這樣講 回去 呵呵 苦啊！你不知道啊！結婚也是苦
的！師母是從來不怕我 我坦白講 她不怕我 我越硬
她越硬 那我怎麼辦哪？我只好認輸啦！我知道她這種個
性 我知道師母的個性 我是溫柔的小綿羊 但是師母她
真的非常能夠做事 什麼事她都能夠做 非常優秀的！
男人跟女人的區別 如果老婆關機了 開機發現有老
公二十多個未接來電 瞬間覺得很幸福 如果老公關機
了 開機發現有老婆二十多個未接來電 瞬間覺得自己死
定了 你說是不是呢？小明說：﹁爸爸 如果我考到全班
第一名 你會怎麼樣？﹂爸爸說：﹁我一定會高興死
了 ﹂小明回答：﹁爸爸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這麼早
死 ﹂一個家庭 大人 小孩 夫妻 都有那麼多的苦
人生不苦嗎？人生是苦的
我們沒有修行以前 就是不淨的 累世的業 都是不
淨 後來 你終於覺悟到必須要修行 有這個原因 你最
後終於達到清淨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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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有個太太跟醫生講：﹁醫生啊！你看我被丈夫打
成這樣 我不想活了！﹂ 醫生跟她講：﹁別擔心 妳只是
皮外傷 處理一下就沒事了 妳丈夫呢？把妳打成這樣
也不過來關心一下 ﹂這個太太講說：﹁有啦！他是用擔
架抬進來的 ﹂ 兩個人打架 還是太太打贏 丈夫被抬進
來急救 醫生講說太太只是皮肉傷

息 當兵沒有多少錢 從你當了軍人到出來 算盤打一
打 多少錢都可以知道的 不用去讀軍校 你去給我做
工！﹂那時候我就耍流氓 怎麼耍流氓？每天抽菸 ﹁我
要當流氓！﹂就很兇 在家裡門口喊：﹁我要當流氓！﹂
我那時候已經高中畢業了 身材比他高一點 我爸爸身材
也不高啦！我也不高 兩個一般高 他如果打我的話 我
當然還是會忍受 但是他突然間害怕 如果我跟他打的
話 說不定他打輸了 那時候我也練單槓 雙槓 也練拳
擊 舉重我也練 到最後我父親跟我講：﹁這小子要去當
流氓 ﹂那時候流氓臺灣話叫做竹雞？廣東話叫古惑仔
﹁好！讓你去讀軍校吧！﹂哇！幸福來得太突然！我真的
去讀軍校了！當了十四年 四年是讀書 畢業以後得到工
學士的學位 服務十年 我是測量官 少校退伍 是這樣
子 當軍人也是很苦的啊！我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不淨現分﹂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不淨 不清淨
的 真的 我一直到了認識瑤池金母 才知道﹁要修行
要學道法 才知道要學佛﹂ 因為我看到蓮花童子 摩訶
雙蓮池 以這個因緣 我開始學佛 學道 是這樣子 那
麼﹁覺受現分﹂ 自從開了天眼以後 我自己很認真地修
行 很認真地實修 終於有了覺受 先從氣的覺受開始
一伸掌 氣就可以到手指頭；到了耳朵 就可以聽微妙的
天音；氣到了丹田 它就發熱；氣到了手指頭它就能夠
算；氣到了眼睛就能夠看 我開始有了覺受 佛菩薩進入
我的身體裡面 出去我的身體 我都有覺受 這就是﹁覺
受現分﹂ 依的是什麼啊？依的是﹁氣 脈跟明點﹂ 再
來會進到﹁清淨現分﹂ 到最後你就會變成清淨 清淨就
是什麼？就是修行達到清淨的境界的時候 你所有的業全
部消除了 你就達到了清淨 你就可以成佛了

你看結婚苦不苦啊？結婚有哪個不苦的？彼此都要忍
耐啊！告訴大家 你要白頭偕老 一定要忍耐啊！兩個人
相處 處不來的！哪裡能夠處得來？處得來就神仙啦！神
仙才處得來啊！哪裡能夠處得來 大家都是氣在心裡 氣
得要死 都在心裡發火 忍住 他在唸的時候趕快跑啊！
我一聽到師母在講話 我就很安靜地忍耐 當她再繼續講
的時候 我就站起來 然後再繼續講的時候 我就趕快走
了 這是我的方法
但是我告訴你 師母已經是很寬容的一個人 她是個
很溫柔的人 她已經是很溫柔的啊！而且很寬容的啦！對
我特別地照顧的好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師母 如果沒有
這樣講 回去 呵呵 苦啊！你不知道啊！結婚也是苦
的！師母是從來不怕我 我坦白講 她不怕我 我越硬
她越硬 那我怎麼辦哪？我只好認輸啦！我知道她這種個
性 我知道師母的個性 我是溫柔的小綿羊 但是師母她
真的非常能夠做事 什麼事她都能夠做 非常優秀的！
男人跟女人的區別 如果老婆關機了 開機發現有老
公二十多個未接來電 瞬間覺得很幸福 如果老公關機
了 開機發現有老婆二十多個未接來電 瞬間覺得自己死
定了 你說是不是呢？小明說：﹁爸爸 如果我考到全班
第一名 你會怎麼樣？﹂爸爸說：﹁我一定會高興死
了 ﹂小明回答：﹁爸爸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這麼早
死 ﹂一個家庭 大人 小孩 夫妻 都有那麼多的苦
人生不苦嗎？人生是苦的
我們沒有修行以前 就是不淨的 累世的業 都是不
淨 後來 你終於覺悟到必須要修行 有這個原因 你最
後終於達到清淨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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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幻﹂與﹁真實﹂

這表明那些具足出離心的修行㆟的心聲！多麼
悲切！多麼難過！甚㉃窮其㆒生都摸不著頭腦，含
恨而終！
為什麼這首偈都排在佛經的經首㆖？因為它是
修行㆟所追求的最高最無㆖的目標，它告訴我們：
大家佛弟子都要去求﹁如來的真實義﹂，才能真正
脫離百千萬劫的輪迴之苦！這是如來真正的正法！
這是我們行者最終最無㆖的目標！
現在好了，百千萬劫都沒㈲㆒位聖者來傳揚的
﹁如來真實義﹂。﹁如來真實義﹂現在就已經常常
出現在我們的面前！苦難的末法娑婆世界出現了㆒
位最偉大的蓮生聖尊，祂是我們的根本傳承恩師，
是證悟的佛王之王！現在我們真正能﹁見聞得受
持﹂了。蓮生聖尊常常在文集㆗，在開示㆖為我們
講解最無㆖珍貴的﹁如來真實義﹂了。
釋迦牟尼佛說衪﹁沒㈲說法㆕㈩㈨年﹂，蓮生
聖尊說衪﹁沒㈲㊢㆓百㈥㈩本書﹂，這是聖尊與佛
陀同出㆒轍的甚深奧義。

■⽂∕釋蓮翰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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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首偈不知是那㆒個朝㈹的高僧㊢的，㊢的非
常的好！非常的妙！
這首偈的每㆒個字都非常的珍貴，深深含藏著
無㆖的智慧！
但是，我們讀這首偈的時候，只是順口溜過，
只經口不經心，沒㈲㆟去想它，也沒㈲㆟去思維
它，就讓它孤伶伶㆞呆在那裡數千百年，這真是㆒
種辜負！
這首偈的重點精華是：﹁願解如來真實義﹂。
這是﹁無㆖甚深的微妙法﹂啊！千百年來，千
千萬萬修行㆟，在﹁百千萬劫﹂的艱苦求道歷程
㆗，都萬分﹁難遭遇﹂的呀，萬分難求的﹁無㆖甚
深微妙法﹂呀，㆝㆘之大，到哪裡去求？怎麼求？
﹁百千萬劫﹂都求不到！﹁如來的真實義﹂啊，你
到底在哪裡？你到底是什麼？是什麼？

﹁幻住﹂兩個字，馬㆖心㆗㆒種感動，覺得㈲㆒種
震撼、㈲㆒種靈感湧現出來。他說要繼續參㆘去，
必㈲所領悟。
㊢到這裡，大家會覺得：那就太奇怪了：
現在我們的㆟間多麼真實呀！㆒切物質、㆟
物、山川樹㈭、酒色㈶氣，都真實的要命，怎麼反
而是不真實的呢？
而佛陀及聖尊所提示的﹁如來真實義﹂，反而
是﹁無所得﹂，是﹁空性﹂，﹁非空非㈲﹂，﹁無
色聲香味觸法﹂﹁非見聞覺知﹂﹁空無﹂等等。都
是摸不著邊的，是虛無飄渺的。
莫非我們的用詞被調反過來嗎？
其實沒㈲。而是我們㆟類㉂己數千萬年累積的
錯誤感覺而已！
我們幸好㈲根本傳承恩師蓮生聖尊，為我們指
出﹁如來真實義﹂的真正方向，在聖尊的文集裡甚
㉃㈲㈩多處非常非常接近的提示，快要破紙而出
了！可見聖尊的大悲切大悲憫！
我們真佛弟子太幸福太幸福了！但是我們心裡
知道﹁幸福﹂嗎？
如果沒㈲偉大的蓮生聖尊降生娑婆，傳揚佛陀
的無㆖正法，我們又會再變成﹁百千萬劫難遭遇﹂
的可憐蟲了。
我們不止㈲﹁大覺佛陀﹂。
更㈲㆒位活生生在㆟間的、真真實實就站在我
們面前的、可摸可觸的﹁大覺蓮生佛王﹂！
真佛弟子要多多珍惜了！

我們在唸經的時候，經首就㈲㆒首偈：

佛陀說㆟間㆒切是﹁電光石㈫、夢幻泡影。﹂
聖尊在許許多多的文集㆖、在不計其數的開示
㆗，都強調這個㆟間是虛幻的，㆒切都是㆒場夢，
是根本不真實的。這也是蓮生聖尊與佛陀同出㆒轍
的甚深奧義。
聖尊也說世間沒㈲盧勝彥，沒㈲蓮生活佛，沒
㈲說過㆒切法。
聖尊苦心婆心，再㆔強調﹁無所得﹂。
﹁㆔輪體空﹂也說：﹁無受者、無施者、㆗間
亦無受施之物﹂。
聖尊也說：無說法之㆟，無聽法之㆟，㆗間亦
無任何法。
聖尊說過﹁㆒切都是﹃無﹄的公案﹂。
很多很多類似的珍貴㈾料，在聖尊的文集裡，
在百千萬次開示㆗，隨處皆㈲。這都是佛陀與聖尊
大慈悲賜給我們﹁如來真實義﹂的敲門磚！還㈲更
多切入正題的點撥。
佛蓮生聖尊憐憫我們眾生在㈤濁惡世輪迴不
㉁，苦心婆心給我們點撥與暗示，希望我們這些可
憐的眾生能真正離苦得樂。
真正的﹁如來真實義﹂是不能講出來的，也講
不出來的，﹁說是㆒物即不㆗﹂。
佛陀與蓮生聖尊只能用這種方法向我們提示。
希望我們能領會與醒悟。指點要我們用心去看文
集，用心去聽聖尊說法，用心用腦去想去思維，都
會心領神會。
我碰到㆒位㆖師，他偶然翻開聖尊文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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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幻﹂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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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首偈都排在佛經的經首㆖？因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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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心穿行大世界

幻人幻物互相磨煉

沒想什麼

才能襯托師佛的夠﹁好﹂！

所以就沒什麼

凡事過去之後才懂 才珍惜
但如果現在懂 現在珍惜

也是好的
當然是所謂更好

若是太陽 無論在什麼環境都自會發光；
若只是月亮 離開了太陽就只能夠黯然

別人的﹁不好﹂

有人認為 偏執於善見或者智見 會造成不平
衡；從本相而行 應有打破執見的慧力和功力
不錯 偏於善見 智見 或偏於入世出世 是
離於道 可以提醒其回歸踏實在平衡的見地上
提醒完後 依然是﹁看什麼都﹃好﹄﹂
有千差萬別 有缺陷殘美 才能共同幻造﹁完
美﹂
無醜也就無美 因醜才有美 那是共聯不異
的 也是幸甚
所以 物有美中不足 月有陰晴圓缺 好事善
於多磨 都是﹁對﹂的
人無法控制別人他事 那是周易法則的管轄範
圍
行者只有重在反觀自照 自心安一切安 自認
好一切好 心淨一切淨
只有自己是可以自主的
勿因別人的﹁不好﹂﹁不夠好﹂ 而有困擾煩
惱

的
自然清透 自然安在 又不在 無不在
天上的心 活在地下：也沒有活的著意！
天上地下無別 而安
那才是最徹底的美 最解脫的淨

■⽂∕蓮曉上師

自然隨人而走
無憂

才能襯托大家成佛後的夠﹁好﹂！
幻人幻物 互相磨煉
砂中成精者 鑽石也
鑽石的出身 砂也 無砂不有鑽 鑽也是砂
一場大幻的風花雪月 彼此相愛而無執就
﹁好﹂
如果此刻靈魂歸去 回首人世 那確實是夢醒
時的慨歎！
執爭輸贏 盡是徒勞
唯看到全體都這麼有才︵缺點 優點 平
等︶！這麼神奇！
實在幸會
所謂﹁不好﹂ 能空則無﹁不好﹂；所謂
﹁好﹂ 能空則無﹁好﹂
﹁好﹂ ﹁不好﹂無干涉 當下已是﹁佛﹂
了！

修行的光輝隨人而走
若有修福和佛性顯現在身
到哪裡都是好安排 無懼

是火焰一閃再閃
數風流人物 此起彼落 一時無敵也枉然
開始失去時會追逐回憶 往後的往後已少有回
憶 懶得回憶 忘記回憶
當初的蜜愛或者憤怒 那麼揪心又有什麼用
如果能夠不緊執 盡可能寬鬆些 乃至能夠輕
就是度過了怡人的美夢 而不是糟糕的歷險
安

雜誌

戲劇化的日子還是得去過 還是會找新的樂曲
自娛 哪怕它還會曲終人散 乃至人亡
還是會喜歡去做美食 哪怕它還會變成糞
還是會見到晴 晴之後又是雨 花開了還是會
落
水還是會尋路流去 該怎樣就怎樣吧
宇宙幻似無儘量的時光是用來﹁消費﹂的
似乎不得不品味狀況很壞時候的苦澀 不得不
品味狀況很好時候的欣喜
唯有將不好化為好的領悟！
看看我們是受悲喜交集耍心 還是在這一系列
曲折離奇中安心︵無住心︶穿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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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心穿行大世界
窗外氣象低迷 燒了個香粉 從銅爐子上飄出
仙霧
人生是孫悟空翻騰的七十二般變化
茶湯洗過腸子 清淨了昨日的美食
十多年前 三個月前 二天前的情節 極喜與
悲催都無可抓住了
如今只有新綠的葉子陪伴 只有這刻爐上的青
煙在恍惚著
那些曾經的倩影只在腦海 重播了一下幾下
現實是真的夢見 是真的性空的大幻闖蕩
由遠古至今 所有的﹁有名有實﹂的故事都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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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紅色的 然後回去繼續玩 就沒有在讀書 果然繼續
玩是對的 為什麼？因為那一天921大地震 因為還沒
睡 才不會被嚇到 才來得及反應 這叫死了都要
玩 所以你看有沒有波旬很重要 如果我們在博士班
唸 老師都說隨便 你們就交個報告 有點良心的就
寫個五行 沒有良心簽個名就好了 反正一定會過
那我們這個博士學位都是唸假的 對不對？我們每個
禮拜六篇paper 六篇原文paper在那裡讀 你看不懂
的老師會問 他講到一個理論你不懂 我們還要去翻
書 還有一堆教科書要讀 我還不是唸財務的 我還
是要去重修財務 碩士班的財務我要唸 博士班的財
務我要唸 就唸這些東西啊！
每一個都是波旬啊！沒有波旬你不會感謝他 為
什麼？因為等有一天你真的成就圓滿的時候就會知
道：﹁阿彌陀佛！感謝你們！﹂就像我國中畢業以
後 我唸了大學以後 坦白講 我最感謝就是國中的
時候會拿棍子扁我的那個老師 為什麼？他教國文
別人考九十七分他會給他獎品 我就不行 因為他說
你可以考九十八 人家打手心我就是要打手背 我多
感謝他啊！我真的很感謝他 我後來唸博士班以後

■釋蓮耶上師開⽰

︵文接三九二期︶
這個時候他就是扮演波旬 很恨ㄟ 他真的出過
這種題目 我們看到 交白卷啊！真的交白卷啊！沒
看過你瞎掰 我告訴你 你瞎掰那個老師更討厭你
他考這個題目也就算了 接下來你還要上他的課 他
沒事就﹁鄧盈嘉 你回答我這句話什麼意思？﹂﹁不
知道 ﹂完蛋了 他又再繼續扮演波旬
可是你要想 有波旬我們才會認真 對不對？我
們那一天經過︿中正大學﹀ 我們晚上沒事做就是讀
書 讀書 讀書 讀書 我們從來不會玩什麼星海爭
霸 我們從來不去外面中正夜市吃什麼東西 我們也
從來不會在外面聊天 我們就是回家讀書 騙你的
誰相信？這樣才有鬼好不好？當然是讀累了就﹁學
弟 學長找你們來打電動 快點連線！星海爭霸！﹂
我們就這樣子啊！暗黑破壞神 我們都這樣子啊！打
完以後 ﹁學長 我覺得有點餓 我們要不要出去吃
點東西？﹂我說：﹁好吧 那書我回來再讀好了
走！﹂我們就出去了 一群人浩浩蕩蕩的出去 回來
看到天空的月亮是血色的 我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
是血色的 大家就說：﹁這月亮怪怪的！﹂真的是血

才是根本上師能為我們做的
所以為什麼在密教裡面弟子準備好了 做上師的
不教導 不灌頂 這個上師要下金剛地獄 因為你沒
有盡到你的責任 在密教裡面弟子沒準備好 你雞
婆 告訴他 你也要下金剛地獄 可是這個準備好是
不是已經懂了去印證而已？不是 你差一步 就差臨
門一腳的時候 踹這一下也是祂的責任 踹這一腳讓
你進去 也是祂的責任
在密教裡當上師不容易 其實很有趣啊 像早上
蓮質法師來找我 我跟她講不要吵我 其實我要講實
在話 為什麼不要吵我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另一個
世界 要講這些東西 那個情況很有趣 就像我們現
在看到的師尊在壇城這個是金身 可是真正在那個世
界裡是一個活生生的師尊坐在我的後面 講這個師尊
在後面 然後底下會有提問者 提問問題 有時候是
問師尊 有時候問我 問師尊 師尊通常都不回答
說你問他吧 那我就要來回答 他們的問題都很厲害
的 所以剛才會問人天悉應敬 那波旬呢？直接問我
一個 那波旬呢？我回答他們就是這樣

︵未完待續︶

回來嘉義的時候 我就回去我以前唸的國中去拜訪
他 去謝謝他 我為什麼要謝謝他 你知道嗎？因為
他國中的時候逼我逼得很嚴 到了高中以後就隨便鬼
混 我連到大學 我甚至告訴他：﹁老師 我連考博
士班都用得到國中寫作文的那一套方法 ﹂他說：
﹁你看吧 你們以前都會埋怨我 我幫你們打的基礎
以後都用得到 ﹂我說：﹁真的 以前在學校我們不
懂 對不起 ﹂我還去跟他道歉 他說：﹁沒關
係 ﹂他說：﹁剛好我跟你的學弟妹在講十年前你們
有一個學長如何如何 剛好你回來了 真巧 你進來
做個證！﹂
有沒有波旬很重要 其實我們修行倒不是為了人
天的尊敬 你為這個就表示你還有渴望名欲 渴望成
就 渴望被人捧的高高的 不用波旬來考 自己就考
倒 不用波旬 因為我們就是波旬 也有人問師尊
奇怪蓮耶上師怎麼什麼都不跟你要 師尊就叫我回
答 叫我回答那個提問者 我說：﹁師尊能給什
麼？﹂你本來就具足的 可是要在進一步解釋 因為
永遠在講空話 什麼都不要修了嘛！我們還是要講一
點有的東西 有 還是有 其實那個有的地方在那
裡？根本上師能給我們的都是在不斷的透過各種方法
提醒 點醒我們：你是圓滿的！祂能給我們的都是這
種暗示 明示 這種提醒 倒不是我們的圓滿是祂給
的 佛陀都不能給我們 因為我們大家都一樣 問題
是我們不懂的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有人指引明燈 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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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 然後回去繼續玩 就沒有在讀書 果然繼續
玩是對的 為什麼？因為那一天921大地震 因為還沒
睡 才不會被嚇到 才來得及反應 這叫死了都要
玩 所以你看有沒有波旬很重要 如果我們在博士班
唸 老師都說隨便 你們就交個報告 有點良心的就
寫個五行 沒有良心簽個名就好了 反正一定會過
那我們這個博士學位都是唸假的 對不對？我們每個
禮拜六篇paper 六篇原文paper在那裡讀 你看不懂
的老師會問 他講到一個理論你不懂 我們還要去翻
書 還有一堆教科書要讀 我還不是唸財務的 我還
是要去重修財務 碩士班的財務我要唸 博士班的財
務我要唸 就唸這些東西啊！
每一個都是波旬啊！沒有波旬你不會感謝他 為
什麼？因為等有一天你真的成就圓滿的時候就會知
道：﹁阿彌陀佛！感謝你們！﹂就像我國中畢業以
後 我唸了大學以後 坦白講 我最感謝就是國中的
時候會拿棍子扁我的那個老師 為什麼？他教國文
別人考九十七分他會給他獎品 我就不行 因為他說
你可以考九十八 人家打手心我就是要打手背 我多
感謝他啊！我真的很感謝他 我後來唸博士班以後

■釋蓮耶上師開⽰

︵文接三九二期︶
這個時候他就是扮演波旬 很恨ㄟ 他真的出過
這種題目 我們看到 交白卷啊！真的交白卷啊！沒
看過你瞎掰 我告訴你 你瞎掰那個老師更討厭你
他考這個題目也就算了 接下來你還要上他的課 他
沒事就﹁鄧盈嘉 你回答我這句話什麼意思？﹂﹁不
知道 ﹂完蛋了 他又再繼續扮演波旬
可是你要想 有波旬我們才會認真 對不對？我
們那一天經過︿中正大學﹀ 我們晚上沒事做就是讀
書 讀書 讀書 讀書 我們從來不會玩什麼星海爭
霸 我們從來不去外面中正夜市吃什麼東西 我們也
從來不會在外面聊天 我們就是回家讀書 騙你的
誰相信？這樣才有鬼好不好？當然是讀累了就﹁學
弟 學長找你們來打電動 快點連線！星海爭霸！﹂
我們就這樣子啊！暗黑破壞神 我們都這樣子啊！打
完以後 ﹁學長 我覺得有點餓 我們要不要出去吃
點東西？﹂我說：﹁好吧 那書我回來再讀好了
走！﹂我們就出去了 一群人浩浩蕩蕩的出去 回來
看到天空的月亮是血色的 我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
是血色的 大家就說：﹁這月亮怪怪的！﹂真的是血

才是根本上師能為我們做的
所以為什麼在密教裡面弟子準備好了 做上師的
不教導 不灌頂 這個上師要下金剛地獄 因為你沒
有盡到你的責任 在密教裡面弟子沒準備好 你雞
婆 告訴他 你也要下金剛地獄 可是這個準備好是
不是已經懂了去印證而已？不是 你差一步 就差臨
門一腳的時候 踹這一下也是祂的責任 踹這一腳讓
你進去 也是祂的責任
在密教裡當上師不容易 其實很有趣啊 像早上
蓮質法師來找我 我跟她講不要吵我 其實我要講實
在話 為什麼不要吵我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另一個
世界 要講這些東西 那個情況很有趣 就像我們現
在看到的師尊在壇城這個是金身 可是真正在那個世
界裡是一個活生生的師尊坐在我的後面 講這個師尊
在後面 然後底下會有提問者 提問問題 有時候是
問師尊 有時候問我 問師尊 師尊通常都不回答
說你問他吧 那我就要來回答 他們的問題都很厲害
的 所以剛才會問人天悉應敬 那波旬呢？直接問我
一個 那波旬呢？我回答他們就是這樣

︵未完待續︶

回來嘉義的時候 我就回去我以前唸的國中去拜訪
他 去謝謝他 我為什麼要謝謝他 你知道嗎？因為
他國中的時候逼我逼得很嚴 到了高中以後就隨便鬼
混 我連到大學 我甚至告訴他：﹁老師 我連考博
士班都用得到國中寫作文的那一套方法 ﹂他說：
﹁你看吧 你們以前都會埋怨我 我幫你們打的基礎
以後都用得到 ﹂我說：﹁真的 以前在學校我們不
懂 對不起 ﹂我還去跟他道歉 他說：﹁沒關
係 ﹂他說：﹁剛好我跟你的學弟妹在講十年前你們
有一個學長如何如何 剛好你回來了 真巧 你進來
做個證！﹂
有沒有波旬很重要 其實我們修行倒不是為了人
天的尊敬 你為這個就表示你還有渴望名欲 渴望成
就 渴望被人捧的高高的 不用波旬來考 自己就考
倒 不用波旬 因為我們就是波旬 也有人問師尊
奇怪蓮耶上師怎麼什麼都不跟你要 師尊就叫我回
答 叫我回答那個提問者 我說：﹁師尊能給什
麼？﹂你本來就具足的 可是要在進一步解釋 因為
永遠在講空話 什麼都不要修了嘛！我們還是要講一
點有的東西 有 還是有 其實那個有的地方在那
裡？根本上師能給我們的都是在不斷的透過各種方法
提醒 點醒我們：你是圓滿的！祂能給我們的都是這
種暗示 明示 這種提醒 倒不是我們的圓滿是祂給
的 佛陀都不能給我們 因為我們大家都一樣 問題
是我們不懂的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有人指引明燈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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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蓮生活佛賜二幀墨寶。

聖尊筆耕度眾㈤㈩週年慶，
大燈文化感恩宴冠蓋雲集。(㆒)
■文∕釋蓮會法師

師
現自己的心靈 還有意象 我覺得這
個非常有意義 能夠把畫展現出來
也是表答自己的心靈 因為能夠表答
自己的心靈 就繼續畫下去 畫了這
麼多年 就畫了這麼多的畫
記者：從師尊畫作當中 看到很
多的正念 如何實踐到我們的生活裡
面？
師尊：正念 一般是這樣 每個
修行人都應該有正念 這正念能夠產
生出來 主要是因為古代的聖賢所留
下來的聖言量 因為有聖言量 我們
學習佛法 就是學習聖言量 也就是
古代聖賢留下來這些東西 當然你有
了聖言量自然就會產生正念
記者：另外 想請教師尊這次書
的發表跟漫畫 集結了蠻多您的精
華 好像有八則 為什麼特別選這幾
則？您有什麼理念要傳遞給大家？
師尊：是這樣的 因為比較適合
現代人 能夠給現代人得到一種啟
示 另外也給現代人一種生活的模
式 對家庭 對社會 對於國家都是
有貢獻的 這就是主要的正念就是這
樣子
記者：另外 想請教一下 這近
半年來舉辦很多活動 有什麼的祝福
的話
師尊：我希望社會能夠安寧 每
一個人都能夠善良 家庭都能夠圓

滿 國家一切都是在進步之中 這是
最主要的
記者：謝謝師尊！
此日 蓮生活佛在創作五十週年
的重要里程碑的二○一七年 也將贈
書5000本給各個學校 由︿真佛宗﹀
博士教授團代表接受 期盼以書淨化
心靈 教育未來莘莘學子 採訪後
由著清裝美麗的師姐們迎領師尊 師
母及縣長林明溱先生和夫人等到宴廳
現場 今年喜逢雞年 由主辦單位準
備大金雞蛋 由主持人邱琦君小姐恭
請蓮生法王破蛋儀式 發表法王三本
新著作︽真佛正見︾及︽不可思
議︾ ︽匪夷所思︾兩本漫畫 法王
蓮生活佛也賜下﹁真佛正見﹂ ﹁正
法恆在﹂二幀墨寶 在羅師兄 ﹁天
音雅樂團﹂師兄 師姐的輕鬆民歌組
曲獻唱後 由邱琦君小姐訪談法王蓮
生活佛的︽真佛正見︾新書如下：
邱琦君：大家好！師尊您好！很
榮幸今年在師尊創作五十周年活動當
中擔任主持人訪問師尊！今天我們回
顧一下 我記得︿大燈文化﹀在一月
一號有推出一本師尊的紀念專輯 就
是師尊重要的專輯︽我為眾生入佛的
智慧而來︾那本書 今天也是一個重
要的新書發表日 是這本︽真佛正
見︾ 請師尊說明一下 這本︽真佛
正見︾的內容 還有您想表達的是什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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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將於五月初離台返美 ︿大
燈文化﹀於二○一七年四月三
十日下午三點 在大里︿大和屋婚宴
會館﹀ 舉辦﹁慶祝師尊寫作五十週
年的創作發表會及感恩餐會﹂
此日 下午在︿大和屋婚宴會
館﹀已擠滿了來自全世界的真佛弟
子 及南投縣縣長林明溱先生和夫
人 南投縣議員簡峻庭先生和夫人
南投縣議員李洲忠先生和夫人 南投
縣議員簡賜勝先生代表簡沛霖先生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副處長林志忠先
生 馬文君立委主任秘書黃世榮先
生 馬文君立委主任秘書陳啟昭先
生 台南市市議員蔡旺詮先生 更有
資深藝人吳敏(鳥來嬤) 也蒞臨現
場 近二點五十分 ︿大和屋婚宴會
館﹀門前已羅列真佛弟子熱烈歡呼恭
迎蓮生活佛 師母蓮香上師一行眾等
抵達現場 並有﹁中天 三立 壹電
視 非凡﹂四家媒體現場採訪
記者：請問師尊 現場看到很多
您的畫作 您是什麼樣的信念 毅力
可以這樣的維持不斷有新的創作？請
師尊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創作
師尊：好的！能夠創作這麼多的
畫 主要是當初學畫的精神 我五十
歲時開始學畫 老師是朱慕蘭老師
她教我畫畫 她教我大概有四次 我
就自己開始畫 我覺得畫裡面可以表

▲主持人邱琦君小姐恭請蓮生法王破蛋儀式，發表法王
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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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蓮生活佛賜二幀墨寶。

聖尊筆耕度眾㈤㈩週年慶，
大燈文化感恩宴冠蓋雲集。(㆒)
■文∕釋蓮會法師

師
現自己的心靈 還有意象 我覺得這
個非常有意義 能夠把畫展現出來
也是表答自己的心靈 因為能夠表答
自己的心靈 就繼續畫下去 畫了這
麼多年 就畫了這麼多的畫
記者：從師尊畫作當中 看到很
多的正念 如何實踐到我們的生活裡
面？
師尊：正念 一般是這樣 每個
修行人都應該有正念 這正念能夠產
生出來 主要是因為古代的聖賢所留
下來的聖言量 因為有聖言量 我們
學習佛法 就是學習聖言量 也就是
古代聖賢留下來這些東西 當然你有
了聖言量自然就會產生正念
記者：另外 想請教師尊這次書
的發表跟漫畫 集結了蠻多您的精
華 好像有八則 為什麼特別選這幾
則？您有什麼理念要傳遞給大家？
師尊：是這樣的 因為比較適合
現代人 能夠給現代人得到一種啟
示 另外也給現代人一種生活的模
式 對家庭 對社會 對於國家都是
有貢獻的 這就是主要的正念就是這
樣子
記者：另外 想請教一下 這近
半年來舉辦很多活動 有什麼的祝福
的話
師尊：我希望社會能夠安寧 每
一個人都能夠善良 家庭都能夠圓

滿 國家一切都是在進步之中 這是
最主要的
記者：謝謝師尊！
此日 蓮生活佛在創作五十週年
的重要里程碑的二○一七年 也將贈
書5000本給各個學校 由︿真佛宗﹀
博士教授團代表接受 期盼以書淨化
心靈 教育未來莘莘學子 採訪後
由著清裝美麗的師姐們迎領師尊 師
母及縣長林明溱先生和夫人等到宴廳
現場 今年喜逢雞年 由主辦單位準
備大金雞蛋 由主持人邱琦君小姐恭
請蓮生法王破蛋儀式 發表法王三本
新著作︽真佛正見︾及︽不可思
議︾ ︽匪夷所思︾兩本漫畫 法王
蓮生活佛也賜下﹁真佛正見﹂ ﹁正
法恆在﹂二幀墨寶 在羅師兄 ﹁天
音雅樂團﹂師兄 師姐的輕鬆民歌組
曲獻唱後 由邱琦君小姐訪談法王蓮
生活佛的︽真佛正見︾新書如下：
邱琦君：大家好！師尊您好！很
榮幸今年在師尊創作五十周年活動當
中擔任主持人訪問師尊！今天我們回
顧一下 我記得︿大燈文化﹀在一月
一號有推出一本師尊的紀念專輯 就
是師尊重要的專輯︽我為眾生入佛的
智慧而來︾那本書 今天也是一個重
要的新書發表日 是這本︽真佛正
見︾ 請師尊說明一下 這本︽真佛
正見︾的內容 還有您想表達的是什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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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將於五月初離台返美 ︿大
燈文化﹀於二○一七年四月三
十日下午三點 在大里︿大和屋婚宴
會館﹀ 舉辦﹁慶祝師尊寫作五十週
年的創作發表會及感恩餐會﹂
此日 下午在︿大和屋婚宴會
館﹀已擠滿了來自全世界的真佛弟
子 及南投縣縣長林明溱先生和夫
人 南投縣議員簡峻庭先生和夫人
南投縣議員李洲忠先生和夫人 南投
縣議員簡賜勝先生代表簡沛霖先生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副處長林志忠先
生 馬文君立委主任秘書黃世榮先
生 馬文君立委主任秘書陳啟昭先
生 台南市市議員蔡旺詮先生 更有
資深藝人吳敏(鳥來嬤) 也蒞臨現
場 近二點五十分 ︿大和屋婚宴會
館﹀門前已羅列真佛弟子熱烈歡呼恭
迎蓮生活佛 師母蓮香上師一行眾等
抵達現場 並有﹁中天 三立 壹電
視 非凡﹂四家媒體現場採訪
記者：請問師尊 現場看到很多
您的畫作 您是什麼樣的信念 毅力
可以這樣的維持不斷有新的創作？請
師尊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創作
師尊：好的！能夠創作這麼多的
畫 主要是當初學畫的精神 我五十
歲時開始學畫 老師是朱慕蘭老師
她教我畫畫 她教我大概有四次 我
就自己開始畫 我覺得畫裡面可以表

▲主持人邱琦君小姐恭請蓮生法王破蛋儀式，發表法王
新著作。

呸 ﹂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
尼 釋迦牟尼 梭哈 ﹂ ﹁嗡 摩
訶鉢拉底 薩落 梭哈 ﹂ ﹁嗡
咕嚕咕咧 絀利 梭哈 ﹂ ﹁嗡
摩訶室利耶 梭哈 ﹂ ﹁嗡 阿彌
爹哇 些 ﹂ ﹁嗡 阿 吽 別
炸 古魯 貝瑪 悉地吽 些 ﹂
﹁嗡 多傑帕母 吽呸 ﹂ ﹁嗡
阿拉巴雜那底 ﹂經常這樣唸咒的
話 等於是觸動了如來的心
邱琦君：我們要時常的持咒 朗
誦 觸動如來的心
師尊：這時 所有的如來放光照
你 你就能夠得到光明 智慧會產生
什麼呢？先得到光明 然後再產生智
慧出來 所以 咒音非常的重要 梵
文也是非常的重要
邱琦君：這樣就能夠逐漸地得到
光明 得到智慧 大家有聽到了嗎？
感恩師尊給我們這樣的方便法門！我
們剛有說到：師尊有傳很多的法 可
以求健康 求財富 求敬愛；當然
師尊在年初時說到 今年度處於一個
﹁亂﹂字 最近也有一些戰爭的隱
憂 師尊怎麼看待這樣一個戰爭？以
我們一般的真佛弟子或佛弟子而言
該怎麼去面對這樣的恐懼或隱憂？
師尊：講一個很簡單的話 現在
目前世界上的亂跟我根本無關 對不
對？第一 我不是North Korea北韓

的人；第二 我不是日本人；第三
跟我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是美國公
民 怎麼會跟我有關呢？跟我有關就
是跟我沒有關 你聽得懂這句話嗎？
第一個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是無常變
化 一直在無常變化之中 我們人生
活在這個無常裡面 本來就在變化之
中 它怎麼樣變也變不了我的佛性
邱琦君：所以佛性是不變的
師尊：佛性 就是正見恆在
邱琦君：師尊的法語開示 真是
讓我們充滿光明！
師尊：對啊！如果你已經是得到
佛性的人 有什麼好恐懼的？所有一
切恐怖 顛倒 妄想啊 所有的一切
都跟我沒有關係 包括將來美國跟北
韓會不會打仗 其實 它要打的話
只要不打到我就好了 不過 總有一
天啊！也打到我 因為我坐飛機回去
的時候 從桃園機場起飛 就順著航
道就到了Okinawa沖繩 然後到了日
本 到了庫頁島 到了白令海 到了
蘇聯 之後又到了Alaska阿拉斯加
然後進入加拿大 然後到了西雅圖
這個航線在飛當中 正在日本上空
時 打開飛機窗 看見一個飛彈飛過
來 啊！飛彈要撞到我坐的飛機了
阿彌陀佛住頂 觀想彌陀住頂 然後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把我的佛性從我
的心中飛出去 進入彌陀的心中 然

麼？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師尊！
師尊：好的 所謂的﹁真佛正
見﹂ 重點在於﹁正見﹂兩個字 古
代所有的聖賢或是佛陀 祂們留下來
的經典 像﹁經 律 論﹂ 其實也
就是佛陀留下來的經 律 論 跟所
有的聖賢所留下來的文字；依照它本
身的文字 我們不離開古代所有聖賢
留下來的文字 那就是所謂的﹁聖言
量﹂ 不離開﹁聖言量﹂都表示一種
﹁正見﹂
所謂的﹁顛倒﹂跟﹁夢想﹂ 就
是將﹁聖言量﹂全部改掉 也就是夢
想顛倒 夢幻跟顛倒 有了夢幻跟顛
倒 所以才能夠顯出﹁正見﹂
邱琦君：有了夢幻跟顛倒才能顯
出﹁正見﹂ 當然這本書是講︽真佛
正見︾ 所以﹁真佛﹂跟﹁正見﹂是
在一起的
師尊：其實﹁真佛﹂也就是﹁佛
的正見﹂
邱琦君：因為我想到的是︿真佛
宗﹀ ﹁真佛 正見﹂ 所以在這個
︽真佛正見︾裡 師尊最重要想表達
的是﹁正見﹂兩個字 然後夢幻 夢
想顛倒 有了這個對應對照 另外
回顧我們剛剛講的師尊的特集︽我為
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師尊也在一
月一號的時候 有提及總括您所有創
作的一個字 可以用智慧的﹁智﹂來

後就到了佛國淨土
邱琦君：這就是正法恆在！
師尊：對啊！那你害怕什麼啊？
反正不是我一個完蛋啊！是整部飛機
完蛋啊！反正有人作陪就好 我是不
管的 可以講：我是無事道人 我沒
有什麼事放在我的心中 發生什麼事
都兵來將擋 水來土淹 我就是這個
樣
邱琦君：剛剛您說坐的飛機如果
子彈來了怎麼辦？
師尊：因為我已經有如來智 既
然你有如來的智慧 任何一個恐怖的
現象出現在你眼前 視若無睹 所以
我看金正恩講的話 川普講的話 安
倍晉三講的話 他們講的話都是美國
話 韓國話 日本話 跟我無關
邱琦君：這就是真佛正見 我們
需要正法恆在的原因 但 另外提
到 假設如果戰爭發生了 那一定會
有很多的痛苦 災難 疾病 傳染
病 我知道在之前有一些大地震時
師尊有呼籲我們唸﹃大救難咒﹄ 如
果真的戰爭發生了 我們持這個咒最
重要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幫
助我們什麼？
師尊：其實 在這個密教裡面有
個息災法 息災法主要要請﹁白諸
尊﹂ 什麼是﹁白諸尊﹂？就是白色
的諸尊 叫做﹁白諸尊﹂ 主要是息

表達
師尊：是的 為什麼用智慧來表
達呢？因為在佛學裡面講到所謂的
﹁戒﹂ 才能夠﹁定﹂ ﹁定﹂才能
夠﹁慧﹂ ﹁慧﹂其實也是﹁智﹂
就是一種智慧 一種般若 智慧講起
來呢 為了入佛之智而來 也就是說
來這一生當中 最主要是把如來的智
慧給予眾生 這句話是非常的重要
的
邱琦君：我們掌聲謝謝師尊！入
佛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知道師
尊有給我們很多方便的法門 求健
康 求財富 求姻緣；我們最重要的
是求智慧 我們常常說可以深入經
藏 智慧如海 對於我們一般平常的
非常汲汲營營的弟子來講 要怎麼更
深入經藏 才能智慧如海呢？
師尊：按照佛所說的 或者是所
有的智者 聖賢所說的 祂們是希望
我們能夠朗誦祂的經典 因為任何一
種智慧都是從朗誦而來 從聲音而
來 你如果在唸咒當中 唸了很多的
咒 像﹁嗡 古魯 蓮生 悉地
吽 ﹂這個會加深這種咒音 梵文的
咒音 加深自己本身的印象 智慧就
會從這個咒音產生 ﹁嗡 古魯 蓮
生 悉地 吽 ﹂ ﹁嗡 沙拉沙
底 梭哈 ﹂ ﹁嗡 別炸 幾里幾
拉呀 沙爾瓦 比嘎念 棒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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呸 ﹂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
尼 釋迦牟尼 梭哈 ﹂ ﹁嗡 摩
訶鉢拉底 薩落 梭哈 ﹂ ﹁嗡
咕嚕咕咧 絀利 梭哈 ﹂ ﹁嗡
摩訶室利耶 梭哈 ﹂ ﹁嗡 阿彌
爹哇 些 ﹂ ﹁嗡 阿 吽 別
炸 古魯 貝瑪 悉地吽 些 ﹂
﹁嗡 多傑帕母 吽呸 ﹂ ﹁嗡
阿拉巴雜那底 ﹂經常這樣唸咒的
話 等於是觸動了如來的心
邱琦君：我們要時常的持咒 朗
誦 觸動如來的心
師尊：這時 所有的如來放光照
你 你就能夠得到光明 智慧會產生
什麼呢？先得到光明 然後再產生智
慧出來 所以 咒音非常的重要 梵
文也是非常的重要
邱琦君：這樣就能夠逐漸地得到
光明 得到智慧 大家有聽到了嗎？
感恩師尊給我們這樣的方便法門！我
們剛有說到：師尊有傳很多的法 可
以求健康 求財富 求敬愛；當然
師尊在年初時說到 今年度處於一個
﹁亂﹂字 最近也有一些戰爭的隱
憂 師尊怎麼看待這樣一個戰爭？以
我們一般的真佛弟子或佛弟子而言
該怎麼去面對這樣的恐懼或隱憂？
師尊：講一個很簡單的話 現在
目前世界上的亂跟我根本無關 對不
對？第一 我不是North Korea北韓

的人；第二 我不是日本人；第三
跟我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是美國公
民 怎麼會跟我有關呢？跟我有關就
是跟我沒有關 你聽得懂這句話嗎？
第一個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是無常變
化 一直在無常變化之中 我們人生
活在這個無常裡面 本來就在變化之
中 它怎麼樣變也變不了我的佛性
邱琦君：所以佛性是不變的
師尊：佛性 就是正見恆在
邱琦君：師尊的法語開示 真是
讓我們充滿光明！
師尊：對啊！如果你已經是得到
佛性的人 有什麼好恐懼的？所有一
切恐怖 顛倒 妄想啊 所有的一切
都跟我沒有關係 包括將來美國跟北
韓會不會打仗 其實 它要打的話
只要不打到我就好了 不過 總有一
天啊！也打到我 因為我坐飛機回去
的時候 從桃園機場起飛 就順著航
道就到了Okinawa沖繩 然後到了日
本 到了庫頁島 到了白令海 到了
蘇聯 之後又到了Alaska阿拉斯加
然後進入加拿大 然後到了西雅圖
這個航線在飛當中 正在日本上空
時 打開飛機窗 看見一個飛彈飛過
來 啊！飛彈要撞到我坐的飛機了
阿彌陀佛住頂 觀想彌陀住頂 然後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把我的佛性從我
的心中飛出去 進入彌陀的心中 然

麼？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師尊！
師尊：好的 所謂的﹁真佛正
見﹂ 重點在於﹁正見﹂兩個字 古
代所有的聖賢或是佛陀 祂們留下來
的經典 像﹁經 律 論﹂ 其實也
就是佛陀留下來的經 律 論 跟所
有的聖賢所留下來的文字；依照它本
身的文字 我們不離開古代所有聖賢
留下來的文字 那就是所謂的﹁聖言
量﹂ 不離開﹁聖言量﹂都表示一種
﹁正見﹂
所謂的﹁顛倒﹂跟﹁夢想﹂ 就
是將﹁聖言量﹂全部改掉 也就是夢
想顛倒 夢幻跟顛倒 有了夢幻跟顛
倒 所以才能夠顯出﹁正見﹂
邱琦君：有了夢幻跟顛倒才能顯
出﹁正見﹂ 當然這本書是講︽真佛
正見︾ 所以﹁真佛﹂跟﹁正見﹂是
在一起的
師尊：其實﹁真佛﹂也就是﹁佛
的正見﹂
邱琦君：因為我想到的是︿真佛
宗﹀ ﹁真佛 正見﹂ 所以在這個
︽真佛正見︾裡 師尊最重要想表達
的是﹁正見﹂兩個字 然後夢幻 夢
想顛倒 有了這個對應對照 另外
回顧我們剛剛講的師尊的特集︽我為
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師尊也在一
月一號的時候 有提及總括您所有創
作的一個字 可以用智慧的﹁智﹂來

後就到了佛國淨土
邱琦君：這就是正法恆在！
師尊：對啊！那你害怕什麼啊？
反正不是我一個完蛋啊！是整部飛機
完蛋啊！反正有人作陪就好 我是不
管的 可以講：我是無事道人 我沒
有什麼事放在我的心中 發生什麼事
都兵來將擋 水來土淹 我就是這個
樣
邱琦君：剛剛您說坐的飛機如果
子彈來了怎麼辦？
師尊：因為我已經有如來智 既
然你有如來的智慧 任何一個恐怖的
現象出現在你眼前 視若無睹 所以
我看金正恩講的話 川普講的話 安
倍晉三講的話 他們講的話都是美國
話 韓國話 日本話 跟我無關
邱琦君：這就是真佛正見 我們
需要正法恆在的原因 但 另外提
到 假設如果戰爭發生了 那一定會
有很多的痛苦 災難 疾病 傳染
病 我知道在之前有一些大地震時
師尊有呼籲我們唸﹃大救難咒﹄ 如
果真的戰爭發生了 我們持這個咒最
重要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幫
助我們什麼？
師尊：其實 在這個密教裡面有
個息災法 息災法主要要請﹁白諸
尊﹂ 什麼是﹁白諸尊﹂？就是白色
的諸尊 叫做﹁白諸尊﹂ 主要是息

表達
師尊：是的 為什麼用智慧來表
達呢？因為在佛學裡面講到所謂的
﹁戒﹂ 才能夠﹁定﹂ ﹁定﹂才能
夠﹁慧﹂ ﹁慧﹂其實也是﹁智﹂
就是一種智慧 一種般若 智慧講起
來呢 為了入佛之智而來 也就是說
來這一生當中 最主要是把如來的智
慧給予眾生 這句話是非常的重要
的
邱琦君：我們掌聲謝謝師尊！入
佛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知道師
尊有給我們很多方便的法門 求健
康 求財富 求姻緣；我們最重要的
是求智慧 我們常常說可以深入經
藏 智慧如海 對於我們一般平常的
非常汲汲營營的弟子來講 要怎麼更
深入經藏 才能智慧如海呢？
師尊：按照佛所說的 或者是所
有的智者 聖賢所說的 祂們是希望
我們能夠朗誦祂的經典 因為任何一
種智慧都是從朗誦而來 從聲音而
來 你如果在唸咒當中 唸了很多的
咒 像﹁嗡 古魯 蓮生 悉地
吽 ﹂這個會加深這種咒音 梵文的
咒音 加深自己本身的印象 智慧就
會從這個咒音產生 ﹁嗡 古魯 蓮
生 悉地 吽 ﹂ ﹁嗡 沙拉沙
底 梭哈 ﹂ ﹁嗡 別炸 幾里幾
拉呀 沙爾瓦 比嘎念 棒 吽

誌

49
50

災用的 也就是穿白色的衣服 供養
﹁白諸尊﹂ 其中的觀世音菩薩就是
屬於﹁白諸尊﹂ 息災用的每一尊都
屬於﹁白諸尊﹂ 要穿白色的衣服
唸息災的咒語
邱琦君：所以﹃大救難咒﹄算是
一種息災的咒語嗎？
師尊：對 ﹃大救難咒﹄也是一
種息災的咒語
邱琦君：我們持﹃大救難咒﹄也
可以幫助世界和平嗎？
師尊：可以的 持﹃大救難
咒﹄ 就是在救世間的災難
邱琦君：因為有人會覺得萬一戰
爭發生了 現在戰爭可能是核武 或
是化學武器 其實對水資源 或是空
氣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對人最重要就
是空氣 水嘛！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
怎麼讓我們的空氣跟水比較清淨？聽
說在蓮生符裡面有一個反五瘟符 這
跟剛提到的 假設有一些大災難 有
一些瘟疫 或者是疾病 流行病 是
不是也有一些幫助的作用？
師尊：我以前在西雅圖的時候
經常有很多同門弟子來山莊取水 用
大悲咒加持水 我們知道﹃大悲咒﹄
是觀世音菩薩的咒語 ﹁南摩三滿
多 母多南 瓦日拉 達摩 些 ﹂
這是觀世音菩薩的咒語 這個咒語來
唸動的話 這個水會變能量水 能量

苦海 因為 人生其實是幻景 是苦
海 所以 師尊也就一直努力的寫書
創作修法度眾 辦了各種法會 希望
能夠帶領眾生入佛的智慧 能夠脫離
苦海 我想代表大家問的是 為什麼
佛法可以讓生活變得幸福快樂？
師尊：你沒有分別在家跟出家
出家跟在家兩個是不一樣的 生活方
式是不一樣的 出家為什麼會變成
happy monk？ 跟 大 家 講 無 家 處 處
家 哪裡都是我的家 包括整個虛空
都是我的家 天上是我的家 地下也
是我的家 我雖然沒有家 但整個地
球都是我的家 整個宇宙都是我的
家 出家人有這樣子的想念的話 他
一 直 都 是 在 快 樂 當 中 就 是 happy
monk
邱琦君：住在大豪宅之中
師尊：對 如果你是在家人的
話 每天在家庭裡面掙扎 你知道什
麼叫掙扎嗎？在家人經常是在掙扎
的 因為 你要奔波要賺錢 就是在
掙扎 你在職場闖蕩 你上面有你的
上級長官 下面有你的部屬 長官從
上面給你壓下來 部屬從下面給你壓
上來 你就變成hamburger漢堡裡面
的那塊肉 碎肉 那是水深火熱啊！
在職場也是水深火熱 在家庭也是水
深火熱啊！太太叫你洗碗拖地 做牛
做馬 然後像師尊一樣每天回去還要

水每次經過海關的時候就會響 奇怪
了！﹁你們從西雅圖出來的這個水
明明是水 為什麼會響？﹂很多同門
有這個經驗 拿了西雅圖的水 出海
關的時候都會響 都會響的原因是什
麼呢？因為這個水已經有觀世音菩薩
的能量在裡面 這個能量的水 海關
不相信 ﹁不相信我喝給你看﹂ 就
是水而已嘛！但是 就已經具有能量
了 把這些水倒到污染的水上面 可
以幫助眾生 把這個水變成好的水
邱琦君：感謝師尊的開示 所
以 師尊說我們可以把大悲咒水滴在
污染的水中 是可以稀釋淨化污染的
水
師尊：這跟我們畫﹁大悲咒符﹂
一樣 你把這個符放到水裡面 這個
水就變成有能量的水 再將這個水摻
到汙染的水裡面 這樣就可以救眾
生 還有一件事情 Australia澳洲
有一位師姐 她請師尊的畫 經過海
關 海關就一直追著她的行李箱 海
關說：﹁妳這個行裡裡面一定帶著水
果！﹂就一直找 那個狗一直叫 裡
面有水果 沒辦法 只好把行李整個
打開 裡面沒有水果 只有一幅畫
這幅畫一打開 因為裡面有師尊畫的
仙桃 牠聞到仙桃的味道 我在想
這樣吧！將來如果沒有糧食吃的時
候 我們就吃仙桃

洗襪子
邱琦君：但師尊笑得很開心啊！
師尊：我是做得很開心 因為是
自己的襪子 我不洗別人的襪子 我
洗自己的襪子 以前在家庭裡面我洗
全家人的衣服 而且我拖地 很多事
情 在家庭裡面也是在掙扎 這樣子
掙扎 還能夠保持自在的心 有如來
的智慧 這個跟出家是一樣的 所
以 出家人要修行比在家人容易 在
家人要修行比出家人困難 困難的地
方 第一個時間不夠 他必須要職場
闖蕩；他不但在職場闖蕩 還要回家
照顧家小 有時候啊！太太臉變得好
像是平板臉 沒有表情 不笑也不
哭 平板 看起來白白的 你看了
哎呀！一定有問題
你還要在那邊掙扎 心裡掙扎的
半天 要怎麼讓家裡能夠圓融 快
樂 幸福 有時候是很困難的 人跟
人一般來講 是不會相處太愉快的
兩個人的生活不一樣的 不是你的臉
臭臭 就是她的臉臭臭 走到哪裡都
是臭 躲在廁所也是臭 都是臭的
你說那個時候還有心情去打坐 拜
佛 誦經？滿腦海都是掙扎啊！所
以 能夠在家修行的 哇！真的是比
出家人還要高超

邱琦君：師尊會很忙喔！
師尊：這很像以前我們一句成語
﹁畫餅充飢﹂；你沒東西吃了 就畫
一個餅 然後就把那個畫吃掉 叫畫
餅充飢 我們﹁畫桃充飢﹂
邱琦君：而且師尊的桃子一定非
常有能量的
師尊：是有能量的！真的沒有東
西吃了 是說真的如果沒有東西吃的
時候 戰爭的時候 我不是講了﹁白
度母法﹂？﹁白度母法﹂裡面就可以
這樣做 白度母住頂 中間你的頂
竅 觀想白度母法乳進入你的身體
至少可以飽很多天的 沒有食物吃的
時候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
另外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
常常講的﹁神水法﹂ ﹁神水法﹂頂
上本來就有 在我們上丹田的地方
有菩提心月液 沒有東西吃 你安靜
下來 這個液 用你身上的溫度去把
它燃 它就會滴下來 滴到這個牙齒
跟牙齦中間 你用舌頭去繞一下 會
有水 就變成你的唾液 你一直攪這
個唾液 攪到整個嘴滿 全部都是唾
液充滿的時候 你就將它嚥下去 單
單嚥下去 這樣就已經有很多的功
德；你再吸一口氣進來 上氣下壓
下氣上提 你將它放在下丹田 就是
臍輪這裡 然後你一口一口的吞 打
坐 你只要吞了很多口 你的肚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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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餓 那是救命的方法 因為最高
明的瑜伽師 他只有吃空氣 叫食
氣 瑜伽士是食氣 你吃的東西是什
麼？空氣 空氣裡面有很多的營養
你依照空氣吸進來放著 跟你的天庭
水合在一起 就變成營養 你身體不
需要營養 你只要吃空氣就好 回去
練啊！這是瑜伽士的修行 這就是
﹁神水法﹂ 瑜伽士的修行就是靠這
個 幾天不吃 雖然你的脂肪會少
但精神還是很旺盛
邱琦君：是的 它也是個減肥
法
師尊：是啊！沒錯沒錯 是一個
減肥法 但是你的精神還會很好 你
身體的營養不缺少
邱琦君：是 我們可以試試看
師尊：我不能試啊！因為太瘦了
就不像師尊
邱琦君：謝謝師尊開示﹁神水
法﹂ 還有一些瑜伽士修行的方式
及在戰爭時沒有水 沒有食物時 我
們該如何應變 接下來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聽到一些上師說 他們剃度出
家後就變成happy monk快樂和尚；我
也聽到有些法師剃度出家後 也是快
樂法師 我們很羨慕也很隨喜這些上
師 法師的歡喜心 在剃度出家後
有這樣的歡喜心 侍奉諸佛菩薩 師
尊創作五十年 無非是引領眾生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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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用的 也就是穿白色的衣服 供養
﹁白諸尊﹂ 其中的觀世音菩薩就是
屬於﹁白諸尊﹂ 息災用的每一尊都
屬於﹁白諸尊﹂ 要穿白色的衣服
唸息災的咒語
邱琦君：所以﹃大救難咒﹄算是
一種息災的咒語嗎？
師尊：對 ﹃大救難咒﹄也是一
種息災的咒語
邱琦君：我們持﹃大救難咒﹄也
可以幫助世界和平嗎？
師尊：可以的 持﹃大救難
咒﹄ 就是在救世間的災難
邱琦君：因為有人會覺得萬一戰
爭發生了 現在戰爭可能是核武 或
是化學武器 其實對水資源 或是空
氣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對人最重要就
是空氣 水嘛！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
怎麼讓我們的空氣跟水比較清淨？聽
說在蓮生符裡面有一個反五瘟符 這
跟剛提到的 假設有一些大災難 有
一些瘟疫 或者是疾病 流行病 是
不是也有一些幫助的作用？
師尊：我以前在西雅圖的時候
經常有很多同門弟子來山莊取水 用
大悲咒加持水 我們知道﹃大悲咒﹄
是觀世音菩薩的咒語 ﹁南摩三滿
多 母多南 瓦日拉 達摩 些 ﹂
這是觀世音菩薩的咒語 這個咒語來
唸動的話 這個水會變能量水 能量

苦海 因為 人生其實是幻景 是苦
海 所以 師尊也就一直努力的寫書
創作修法度眾 辦了各種法會 希望
能夠帶領眾生入佛的智慧 能夠脫離
苦海 我想代表大家問的是 為什麼
佛法可以讓生活變得幸福快樂？
師尊：你沒有分別在家跟出家
出家跟在家兩個是不一樣的 生活方
式是不一樣的 出家為什麼會變成
happy monk？ 跟 大 家 講 無 家 處 處
家 哪裡都是我的家 包括整個虛空
都是我的家 天上是我的家 地下也
是我的家 我雖然沒有家 但整個地
球都是我的家 整個宇宙都是我的
家 出家人有這樣子的想念的話 他
一 直 都 是 在 快 樂 當 中 就 是 happy
monk
邱琦君：住在大豪宅之中
師尊：對 如果你是在家人的
話 每天在家庭裡面掙扎 你知道什
麼叫掙扎嗎？在家人經常是在掙扎
的 因為 你要奔波要賺錢 就是在
掙扎 你在職場闖蕩 你上面有你的
上級長官 下面有你的部屬 長官從
上面給你壓下來 部屬從下面給你壓
上來 你就變成hamburger漢堡裡面
的那塊肉 碎肉 那是水深火熱啊！
在職場也是水深火熱 在家庭也是水
深火熱啊！太太叫你洗碗拖地 做牛
做馬 然後像師尊一樣每天回去還要

水每次經過海關的時候就會響 奇怪
了！﹁你們從西雅圖出來的這個水
明明是水 為什麼會響？﹂很多同門
有這個經驗 拿了西雅圖的水 出海
關的時候都會響 都會響的原因是什
麼呢？因為這個水已經有觀世音菩薩
的能量在裡面 這個能量的水 海關
不相信 ﹁不相信我喝給你看﹂ 就
是水而已嘛！但是 就已經具有能量
了 把這些水倒到污染的水上面 可
以幫助眾生 把這個水變成好的水
邱琦君：感謝師尊的開示 所
以 師尊說我們可以把大悲咒水滴在
污染的水中 是可以稀釋淨化污染的
水
師尊：這跟我們畫﹁大悲咒符﹂
一樣 你把這個符放到水裡面 這個
水就變成有能量的水 再將這個水摻
到汙染的水裡面 這樣就可以救眾
生 還有一件事情 Australia澳洲
有一位師姐 她請師尊的畫 經過海
關 海關就一直追著她的行李箱 海
關說：﹁妳這個行裡裡面一定帶著水
果！﹂就一直找 那個狗一直叫 裡
面有水果 沒辦法 只好把行李整個
打開 裡面沒有水果 只有一幅畫
這幅畫一打開 因為裡面有師尊畫的
仙桃 牠聞到仙桃的味道 我在想
這樣吧！將來如果沒有糧食吃的時
候 我們就吃仙桃

洗襪子
邱琦君：但師尊笑得很開心啊！
師尊：我是做得很開心 因為是
自己的襪子 我不洗別人的襪子 我
洗自己的襪子 以前在家庭裡面我洗
全家人的衣服 而且我拖地 很多事
情 在家庭裡面也是在掙扎 這樣子
掙扎 還能夠保持自在的心 有如來
的智慧 這個跟出家是一樣的 所
以 出家人要修行比在家人容易 在
家人要修行比出家人困難 困難的地
方 第一個時間不夠 他必須要職場
闖蕩；他不但在職場闖蕩 還要回家
照顧家小 有時候啊！太太臉變得好
像是平板臉 沒有表情 不笑也不
哭 平板 看起來白白的 你看了
哎呀！一定有問題
你還要在那邊掙扎 心裡掙扎的
半天 要怎麼讓家裡能夠圓融 快
樂 幸福 有時候是很困難的 人跟
人一般來講 是不會相處太愉快的
兩個人的生活不一樣的 不是你的臉
臭臭 就是她的臉臭臭 走到哪裡都
是臭 躲在廁所也是臭 都是臭的
你說那個時候還有心情去打坐 拜
佛 誦經？滿腦海都是掙扎啊！所
以 能夠在家修行的 哇！真的是比
出家人還要高超

邱琦君：師尊會很忙喔！
師尊：這很像以前我們一句成語
﹁畫餅充飢﹂；你沒東西吃了 就畫
一個餅 然後就把那個畫吃掉 叫畫
餅充飢 我們﹁畫桃充飢﹂
邱琦君：而且師尊的桃子一定非
常有能量的
師尊：是有能量的！真的沒有東
西吃了 是說真的如果沒有東西吃的
時候 戰爭的時候 我不是講了﹁白
度母法﹂？﹁白度母法﹂裡面就可以
這樣做 白度母住頂 中間你的頂
竅 觀想白度母法乳進入你的身體
至少可以飽很多天的 沒有食物吃的
時候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
另外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
常常講的﹁神水法﹂ ﹁神水法﹂頂
上本來就有 在我們上丹田的地方
有菩提心月液 沒有東西吃 你安靜
下來 這個液 用你身上的溫度去把
它燃 它就會滴下來 滴到這個牙齒
跟牙齦中間 你用舌頭去繞一下 會
有水 就變成你的唾液 你一直攪這
個唾液 攪到整個嘴滿 全部都是唾
液充滿的時候 你就將它嚥下去 單
單嚥下去 這樣就已經有很多的功
德；你再吸一口氣進來 上氣下壓
下氣上提 你將它放在下丹田 就是
臍輪這裡 然後你一口一口的吞 打
坐 你只要吞了很多口 你的肚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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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餓 那是救命的方法 因為最高
明的瑜伽師 他只有吃空氣 叫食
氣 瑜伽士是食氣 你吃的東西是什
麼？空氣 空氣裡面有很多的營養
你依照空氣吸進來放著 跟你的天庭
水合在一起 就變成營養 你身體不
需要營養 你只要吃空氣就好 回去
練啊！這是瑜伽士的修行 這就是
﹁神水法﹂ 瑜伽士的修行就是靠這
個 幾天不吃 雖然你的脂肪會少
但精神還是很旺盛
邱琦君：是的 它也是個減肥
法
師尊：是啊！沒錯沒錯 是一個
減肥法 但是你的精神還會很好 你
身體的營養不缺少
邱琦君：是 我們可以試試看
師尊：我不能試啊！因為太瘦了
就不像師尊
邱琦君：謝謝師尊開示﹁神水
法﹂ 還有一些瑜伽士修行的方式
及在戰爭時沒有水 沒有食物時 我
們該如何應變 接下來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聽到一些上師說 他們剃度出
家後就變成happy monk快樂和尚；我
也聽到有些法師剃度出家後 也是快
樂法師 我們很羨慕也很隨喜這些上
師 法師的歡喜心 在剃度出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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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活佛蒞臨舞動㈮剛棍。
■文∕釋蓮潔上師

二

○一七年七月十六日︿真佛
宗﹀創辦人聖尊蓮生活佛 盧勝
彥蒞臨西雅圖一年一度﹁龍節夏日慶
典﹂
此次龍節由︿西雅圖華埠國際區
商業發展局﹀與麥當勞共同舉辦 前
往龍節前 蓮生活佛 盧勝彥亦佛駕
位於Jackson St的︿真佛文物﹀為其
加持 現場貴賓有謝明芳女士及︿僑
務委員會﹀僑務顧問麥顯輝師父所帶
領的舞龍舞獅團熱烈歡迎 好不熱
鬧！
秉持著蓮生活佛教授﹁佛法應入
於世間以普度眾生﹂之念 ︿西雅圖
雷藏寺﹀參與龍節至今已近二十年
今年在攤位中以密宗特有唐卡 精緻
佛像及各式特殊法器為主題展現出宗
教獨有的特色 除此之外 現場更備
有小禮物及轉輪盤抽好禮的互動 希
望前來的有緣眾生更添佛恩 廣結善
緣
在參觀龍節各項活動及攤位時
蓮生活佛 盧勝彥也受︿全美電視﹀
卓鴻儀先生以及梁文輝師傅的邀請
下 接受採訪並於龍節活動舞台上演
化金剛棍使得與會大眾 目不轉睛
連連叫好更添此次慶典熱鬧光輝！
一路上的歡笑 熱鬧更是令人忘
了夏天的炙熱 當代法王作家蓮生活

佛 盧勝彥也曾於書中說到：﹁我的
書 不是花 而是草 能利益眾生就
是好 書好像不少 但願世人都能
曉；也願是一座橋 度眾生 化解一
切的苦惱 ﹂無論是著作的心願或是
入世一切的展現 蓮生活佛 盧勝彥
處處展現出度化眾生的心 永不止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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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大合照
〈芝城雷藏寺〉中文學校舞蹈班學員慶祝師尊生日

︿

1
2

會現場感受靈氣 午供矣用餐畢 新
舊同門齊聚大殿 鐘鼓齊鳴 迎師上
香 義工代表敬獻哈達 恭唸疏文
主壇上師加持報名表格 金剛鈴杵結
界 法會依儀軌行事 仰仗主尊大悲
觀世音菩薩及諸佛菩薩之法力 洗滌
業障 增福增慧 消災延壽
拜懺結束後 上師依慣例為大眾
作法語開示 上師指出每個人都有源
於身口意之業障 能放下世俗之一切
而出家實屬不易 不論在家或出家
皆應每天修法且嚴持戒律 戒律不守
無法產生定力 易妄想紛飛 心猿意
馬 欲修任何法門當啓於守戒 如何
守戒？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也 上師
亦以一則親身經歷之﹃大悲咒﹄故事
與大家分享 上師未出家時 依﹃大
悲咒﹄之錄音帶和書本自行天天勤
唸 當年其父往生後 一親屬赴家中
靈堂祭奠 要求開棺瞻仰遺容 上師
不做多想依其所願故而沖到異形異
味；當晚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眼前
一片昏黑 剎那之間上師自然而然背
誦﹃大悲咒﹄ 爾後其恐懼感及不適
懼除 ﹃大悲咒﹄威靈無比 大悲咒

3

芝城雷藏寺﹀中文學校舞蹈班
於西元二○一七年六月三日
星期六下午舉行﹁請佛住世活動暨恭
祝師尊蓮生活佛七十晉三仙壽﹂ 活
動前行 學生家長熱心幫小朋友上彩
裝著舞衣綴頭飾等；活動開始 全體
學員到大殿上香禮佛 唱爐香讚 結
蓮花童子手印 唸﹃師尊心咒﹄ 誦
請佛住世文等；活動正行大班學生以
一曲天女散花開場 中小班學生亦各
呈獻輕快之舞曲供佛 大班學員復以
一首新疆舞曲天山兒女壓軸；爾後老
師 家長 學生和義工們全體合唱生
日歌 敬祝聖尊生日快樂；點心燈配
合﹃蓮花童子心咒﹄為活動之高潮
釋蓮紫上師與釋蓮毫法師分發燭燈予
每位出席者 象徵薪火相傳；活動後
行 全體大合照 分享生日蛋糕及輕
食 弘法人員家長義工學生們展現團
隊精神 各司其職 現場一片歡樂
翌日六月四號︵星期天︶下午一
點半 隆重舉行﹁大悲寶懺﹂ 由釋
蓮紫金剛上師主壇 釋蓮騰法師和釋
蓮毫法師護壇 法會是日雲淡風輕
麗日暖陽；多數同門上午即已抵達法

水可治所有一切的疾病包括心病 讓
業障消除 心中產生光明 提升體內
正能量 減少其負能量 當負能量減
少時 即是疾病減輕時 大悲咒水亦
可用於灑淨居家之住處或外宿它方之
居所 盛一杯水 以金剛指寫三次的
吽字 面對它持誦大悲咒語 觀想觀
世音菩薩加持行者手中之水 此乃大
悲咒水也 可用於治病解剎或灑淨
上師言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人鬼
處於不同次元的空間 彼此互不干
擾 除非是報冤者 十餘年前 上師
受邀至深山某道場主壇法會 當晚獨
宿於彼處 夜半聽聞敲牆之聲 爾時
上師即刻觀想根本傳承上師住頂 加
唸﹃根本傳承上師心咒﹄ 隨後其聲
逐漸消逝 上師勉勵真佛弟子應時時
觀想根本傳承上師住頂 誦其心咒得
傳承加持力；經常使用大悲咒水可使
家中清淨 陽居者不易產生負面之意
念而得憂鬱症或自殺等 冥居者如祖
先 地基主等亦獲其利 每日披甲護
身 唸﹃大力金剛咒﹄結界 在寺
堂持誦大力金剛咒復保合寺之安詳
開示畢 上師加持大悲咒水 開
光佛像 為大眾做﹁觀世音菩薩息災
賜福灌頂﹂ 眾等在大殿合照 法會
功德迴向北美︽燃燈雜誌︾功德主
隨後送師組恭送弘法人員 法會冥陽
兩利 吉祥圓滿
(1)中文學校舞蹈班大班學員
(2)領袖團隊參加慶祝師佛生日
(3)中文學校舞蹈班中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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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智 同 修 會 啟 建 浴 佛 儀 式

二

○一七年五月十日
﹁印尼佛教信徒代表
大會﹂主辦全國一年一度的
中爪哇﹁衛塞節儀式﹂ 儀
式開始於門徒佛塔 然後各
門各派佛教徒列隊步行前往
婆羅浮圖佛塔 ︿印尼真佛
宗密教總協會﹀也與其他門
派一樣 到了婆羅浮圖佛
塔 於各自的帳篷舉辦法
會 由釋蓮飛金剛上師主壇
及帶領近二千名︿真佛宗﹀
同門浴佛 法會非常殊勝
最多的同門是來自中爪哇的
原住民 尤其是來自於拉幕
村的同門
Lamuk︵ 拉 幕 ︶ 村 位 於
中爪哇省Temanggung縣之山
區 村裡有二百多戶人家
百分之九十是真佛弟子 所
以可稱得上是真佛村 這裡
有一座真佛道場 名︿定智
同修會﹀ 堂主是蓮花
Suyamto講師 村裡的人大都
務農 種田 養牛羊等為生
計 生活都與大自然有關
係
這裡有一種非常特別的
文化 就是衛塞節的時候
人們都會到墓地掃墓 可說

點 首先大家到︿定智同修會﹀聚在
一起參加開幕儀式 不止學生們 包
括被分配入住的家長都來參加 開幕
儀式後 學生們就開始入住各自﹁家
長﹂的家 這時 大家可以說是一家
人 沒有種族分別 這一天的活動
像拜年一樣 主要是為慶祝衛塞節
當地人叫做ujung-ujungan 午時 學
生們到本地的墓園參加掃墓 由蓮花
Suyamto 講師帶領大眾一起燒香 持
咒
第二天 是星期天 二○一七年
五月十四日 ︿定智同修會﹀主辦
﹁浴佛法會﹂ 由釋蓮飛上師主壇
整個道場座無虛席 除了當地人之
外 還有來自附近道場的同門也來參
加法會 包括我們一百五十名師生
所以這一天 所有的活動在佛
堂 法會非常熱鬧 法會後 大家都

拉幕村傳統舞

是一種孝敬 除了掃墓之外 更有意
思的習慣是 這裡慶祝衛塞節就像華
人過年一樣 互相串門拜年 幾乎每
戶人家都設有壇城 所以每次衛塞節
時 來客都會先到壇城作大禮拜 禮
拜後 他們互道祝福 不是新年快樂
或萬事如意 而是衛塞節快樂 講的
都是爪哇話 這些都是他們的節日文
化 每家每戶都準備好多糕點迎請客
人
本人是︿印尼華光敬德學校﹀的
高中生 這些年來 都會參加學校的
特別活動 即衛塞節日入住真佛村
我們師生總共一百五十名 分別住在
原住民屋子裡 五天的鄉村生活 非
常殊勝 還參與了當地的民間藝術表
演 傳統劇目 非常熱鬧
當地人們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
所以佛法就自然跟著文化一起融入生
活當中 他們對佛法很虔誠 每個禮
拜都有同修 除了在道場同修之外
還常常安排到同門家一起同修 每個
禮拜都去不同的家庭做活動
村民一般都有親戚關係 互相認
識 和藹可親 對待客人像自己家人
一樣 非常親切 我們這些入住的城
裡人都可以感覺到家的溫暖 像自己
家人一樣 與他們共同生活
︿印尼華光敬德學校﹀每年舉辦
的live in活動 主要是讓學生們接

留下來欣賞當地的藝術表演 所有的
表演者都由︿定智同修會﹀少年班呈
獻 壓軸戲是爪哇傳統劇目 即皮影
戲 稱wayang kulit 從晚上九點開
始到早晨五點結束
第三天 學生們及眾老師參觀附
近的爪哇名勝古跡 即印度教遺跡
當地人稱Candi Gedong Songo︵九座
塔︶ 處於山區 是印尼古代印度教
的寺廟 由Mataram王朝所建 參觀
了印度教九座塔 又去了一處叫
Umbul Sidomukti的游樂園 最後參觀
附近一座小乘佛教的道場 在那裡
我們大家也坐下來唸經 參觀後就回
拉幕村休息 然後參加同門家的個別
同修活動
第四天 所有的活動在拉幕村
這一天 學生們跟去種田 下午親手
自作傳統食物 晚上在︿定智同修
會﹀出席閉幕儀式 閉幕儀式有唸
咒 有感恩儀式 即學生們個別對自
己的﹁家長﹂行跪拜禮 這時 很多
人不期然感動落淚 因為明天都要離
開了
第五天 學生們離開拉幕村 很
多在離開時都哭了 捨不得離開 學
生們學了很多 除了知識之外 主要
學會了如何去感恩 放下傲慢

誌

57
58

婆羅浮圖塔前靜座
各門各派的輪流持咒儀式

■文∕Cliefod

入住真佛村
觸大自然 並體會鄉村簡
單又純樸的生活 放下城
市人的傲慢心 我們吃的
菜餚一律都用當地的食
材 清淡又健康 村裡的
人都很熱情 歡喜地接受
學生們的入住分配 學生
們都感覺到這裡的人像自
己的家人 所以都跟著戶
主的孩子們用爪哇文一起
稱呼家長為爸爸 媽媽
哥哥 姐姐 看起來像叫
自己的家人一樣親切
拉幕村有四座名山圍
繞左右 風景非常漂亮
如天上人間 氣候涼爽
五天的鄉村活動蠻豐
富 記得第一天 學生們
才到達拉幕村 早上八

學生們親自動手作傳統糕點

定智 同 修 會 啟 建 浴 佛 儀 式

二

○一七年五月十日
﹁印尼佛教信徒代表
大會﹂主辦全國一年一度的
中爪哇﹁衛塞節儀式﹂ 儀
式開始於門徒佛塔 然後各
門各派佛教徒列隊步行前往
婆羅浮圖佛塔 ︿印尼真佛
宗密教總協會﹀也與其他門
派一樣 到了婆羅浮圖佛
塔 於各自的帳篷舉辦法
會 由釋蓮飛金剛上師主壇
及帶領近二千名︿真佛宗﹀
同門浴佛 法會非常殊勝
最多的同門是來自中爪哇的
原住民 尤其是來自於拉幕
村的同門
Lamuk︵ 拉 幕 ︶ 村 位 於
中爪哇省Temanggung縣之山
區 村裡有二百多戶人家
百分之九十是真佛弟子 所
以可稱得上是真佛村 這裡
有一座真佛道場 名︿定智
同修會﹀ 堂主是蓮花
Suyamto講師 村裡的人大都
務農 種田 養牛羊等為生
計 生活都與大自然有關
係
這裡有一種非常特別的
文化 就是衛塞節的時候
人們都會到墓地掃墓 可說

點 首先大家到︿定智同修會﹀聚在
一起參加開幕儀式 不止學生們 包
括被分配入住的家長都來參加 開幕
儀式後 學生們就開始入住各自﹁家
長﹂的家 這時 大家可以說是一家
人 沒有種族分別 這一天的活動
像拜年一樣 主要是為慶祝衛塞節
當地人叫做ujung-ujungan 午時 學
生們到本地的墓園參加掃墓 由蓮花
Suyamto 講師帶領大眾一起燒香 持
咒
第二天 是星期天 二○一七年
五月十四日 ︿定智同修會﹀主辦
﹁浴佛法會﹂ 由釋蓮飛上師主壇
整個道場座無虛席 除了當地人之
外 還有來自附近道場的同門也來參
加法會 包括我們一百五十名師生
所以這一天 所有的活動在佛
堂 法會非常熱鬧 法會後 大家都

拉幕村傳統舞

是一種孝敬 除了掃墓之外 更有意
思的習慣是 這裡慶祝衛塞節就像華
人過年一樣 互相串門拜年 幾乎每
戶人家都設有壇城 所以每次衛塞節
時 來客都會先到壇城作大禮拜 禮
拜後 他們互道祝福 不是新年快樂
或萬事如意 而是衛塞節快樂 講的
都是爪哇話 這些都是他們的節日文
化 每家每戶都準備好多糕點迎請客
人
本人是︿印尼華光敬德學校﹀的
高中生 這些年來 都會參加學校的
特別活動 即衛塞節日入住真佛村
我們師生總共一百五十名 分別住在
原住民屋子裡 五天的鄉村生活 非
常殊勝 還參與了當地的民間藝術表
演 傳統劇目 非常熱鬧
當地人們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
所以佛法就自然跟著文化一起融入生
活當中 他們對佛法很虔誠 每個禮
拜都有同修 除了在道場同修之外
還常常安排到同門家一起同修 每個
禮拜都去不同的家庭做活動
村民一般都有親戚關係 互相認
識 和藹可親 對待客人像自己家人
一樣 非常親切 我們這些入住的城
裡人都可以感覺到家的溫暖 像自己
家人一樣 與他們共同生活
︿印尼華光敬德學校﹀每年舉辦
的live in活動 主要是讓學生們接

留下來欣賞當地的藝術表演 所有的
表演者都由︿定智同修會﹀少年班呈
獻 壓軸戲是爪哇傳統劇目 即皮影
戲 稱wayang kulit 從晚上九點開
始到早晨五點結束
第三天 學生們及眾老師參觀附
近的爪哇名勝古跡 即印度教遺跡
當地人稱Candi Gedong Songo︵九座
塔︶ 處於山區 是印尼古代印度教
的寺廟 由Mataram王朝所建 參觀
了印度教九座塔 又去了一處叫
Umbul Sidomukti的游樂園 最後參觀
附近一座小乘佛教的道場 在那裡
我們大家也坐下來唸經 參觀後就回
拉幕村休息 然後參加同門家的個別
同修活動
第四天 所有的活動在拉幕村
這一天 學生們跟去種田 下午親手
自作傳統食物 晚上在︿定智同修
會﹀出席閉幕儀式 閉幕儀式有唸
咒 有感恩儀式 即學生們個別對自
己的﹁家長﹂行跪拜禮 這時 很多
人不期然感動落淚 因為明天都要離
開了
第五天 學生們離開拉幕村 很
多在離開時都哭了 捨不得離開 學
生們學了很多 除了知識之外 主要
學會了如何去感恩 放下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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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liefod

入住真佛村
觸大自然 並體會鄉村簡
單又純樸的生活 放下城
市人的傲慢心 我們吃的
菜餚一律都用當地的食
材 清淡又健康 村裡的
人都很熱情 歡喜地接受
學生們的入住分配 學生
們都感覺到這裡的人像自
己的家人 所以都跟著戶
主的孩子們用爪哇文一起
稱呼家長為爸爸 媽媽
哥哥 姐姐 看起來像叫
自己的家人一樣親切
拉幕村有四座名山圍
繞左右 風景非常漂亮
如天上人間 氣候涼爽
五天的鄉村活動蠻豐
富 記得第一天 學生們
才到達拉幕村 早上八

學生們親自動手作傳統糕點

■文∕瑞典修德堂 大鵬助教

而且全球率先實現了社會主義 擁有
完善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各項保障 這
些都離不開持續的創新帶來國家的進
步 創新就是精進 就是不忘初心
啊！
語言和教育的精進
瑞典的義務教育一直持續到大
學 培養出有開放思維的學生成為國
家的創新泉源 瑞典的官方語言是瑞
典語 對於只有一千萬人口的國家來
說 這門語言的保留價值有多大呢？
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被同化了呢？不是
的 瑞典一直在保護這個民族的根︱
瑞典語 他們是瑞典歷史和文化的基
礎
瑞典又是全球英語普及率最高的
國家 小孩子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接觸
英語 全國每個人都能說非常流利的
英語 英文電影也是沒有配音翻譯
孩子們從小就在一個很國際化的環境
中成長 六年級以後選修第二及第三
外語 如果母語不是瑞典語的孩子
國家會免費給孩子提供母語課 每周
有母語老師在學校單獨給這些學生上
課 在語言的教育上國家提供優越的
環境
在工程教育方面沿襲德國的嚴謹
模式 學徒教育 產學結合 很多研
究成果可以運用在實務上 比如有作
為瑞典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瑞典

精

進是長期的努力 細水長流
不要以﹁一曝十寒﹂的方式
佛告訴我們：修行之道 不要太著
急 也不要鬆懈 必須恰到好處 方
才容易悟道 就如琴弦 緊 會折
斷 弦鬆 音色就不美一樣
佛弟子們當發起精進心克服懈怠
心 全力以赴 在家庭 事業上有所
成就 在道業上能夠圓滿自己 度化
眾生 不鬆不弛 依方法修行 恰到
好處 堅持不懈很快就會證道
技術創新的精進
最近 ︿歐洲委員會﹀發布了一
年一度的歐洲國家創新排行榜 瑞典
繼二○一五年再一次位居歐盟國家創
新的榜首 瑞典有著﹁創新之國﹂的
美譽 包括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生活
用品 如：安全火柴 拉鍊 冰箱
攝氏溫度計 汽車三點式安全帶
還有網絡時代的Spotify︵全球最大
流媒體音樂平台︶ Skype︵全球知
名 即 時 通 訊 軟 件 ︶ King和 Mojang
︵全球知名遊戲公司︶
這些都誕
生於這個以創新而久負盛名的國度
影響著世界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
︿歐洲專利局﹀︵EPO︶二○一
五年確認了將近二千個瑞典發明 創
造了這個國家的新紀錄 其中全球電
信巨頭愛立信單獨申請的專利就達

皇家理工學院﹀每年培養出來無數的
高端人才 加上國家小 內需有限
工廠企業從創建之初就瞄準國際市
場 也正因如此 才會成長出這麼多
的跨國公司和創新發明 ﹁逆水行
舟 不進則退﹂ 他們始終在修﹁精
進﹂ 也幫助小型創業公司精進 進
而成就
體育運動和音樂的精進
在體育運動的項目上 瑞典的冰
球 滑雪等冬季運動在國際上名列前
茅 在二○一六年加拿大冰球世界杯
Ｂ組的比賽中 瑞典對以２比１擊敗
了十二年沒有戰勝過的勁敵俄羅斯
在歐洲杯中屢次奪冠
如果提到瑞典與音樂 你會想到
什麼？瑞典的音樂出口按人均GDP計
算世界排名第一 瑞典今年來擁有很
多的國際知名樂隊 例如ABBA 愛司
基 地 ︵ Ace of Base︶
羅 賓
︵ Robyn︶ 和 瑞 典 浩 室 黑 手 黨
︵ Swedish House Mafia︶等 還有
很多知名但不在公眾面前表演的音樂
家 如 ： Max Martin Red One和
Rami Yacoub 他 們 的 作 品 如 Nicki
Minaj演唱的︽Starships︾ 布蘭妮
演 唱 的 ︽ Baby one more time︾ 和
Ladygaga演唱的︽Pokerface︾等
我的師父--蓮生活佛的精進
人生於塵世中 會經歷無數階段

1283個 同時斯堪尼亞︵Scania重型
卡車及大巴車生產企業︶ 沃爾沃汽
車 ︵ VOLVO︶ 伊 萊 克 斯 ︵ 家 用 電
器 ︶ 和 凱 孚 ︵ SKF︶ 也 分 別 提 出 了
150到223之間的專利申請
瑞典作為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
國家之一 瑞典的創新很大程度上來
自於整體協調的結果 政府 企業
研究機構及大學最為創新價值鏈上共
同參與者 瑞典是在研發領域投入公
共資源最多的國家之一 大約佔
GDP的１％ 由國家帶頭奉行的﹁精
進﹂ 帶動著這個國家成為世界上最
具活力的國家
師尊說：﹁精進就是不進則退
不進就一定退的 逆水行舟 不進則
退 精進 也是要大家時刻要想到
有誰能夠保持他的出發心？﹂
瑞典在二十世紀初是很窮的 是
不開化的農業小國 民不聊生 百姓
在二十世紀二○ 三○年代曾經大舉
移民美洲大陸 瑞典南部的斯堪吶
︵Skane︶省幾乎都跑光了 全國移
民出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有很多文
學作品表現新移民的血淚史 如果家
鄉富裕 誰還會移民呢 就是這樣一
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在四○年代發憤
圖強發展工業 現在瑞典的企業如愛
立信 沃爾沃都是這個時期崛起的

和考驗 一個國家的發展進步帶動著
全國百姓的精進務實 非常值得我們
自稱為佛教徒的佛弟子們學習
這一種積極向上的精進讓我想起
我們的師父｜蓮生活佛 祂一生經歷
無數階段 首先是年輕時宗教信仰的
轉換階段 從基督教到開天眼開始求
法 學道 學佛 學密法 通過實修
成為一代法王 祂身份的轉變皆與俗
人經歷不同階段之體驗無異 然而特
殊的是 身份的轉變卻不改祂對初心
的執著 就是精進實修和每天的寫
作 說法開示
只做一件事很容易 專注做一件
事也不難 但是數十年以來毅力專注
做好一件事 那股堅毅的精神就非文
字或三言兩語所能言喻了 尤其在網
絡時代的今天 誘惑觸角無處不伸
三分種的熱度對許多人而言早已司空
見慣 遑論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執行和
實踐一件事呢
弟子應該要學習師父︵蓮生活
佛︶的精神﹁每天精進﹂ 祂每天寫
作 每天修法 把一切修行的經驗全
部交給大家 希望所有的眾生都能夠
脫離苦海 師父的精進帶動著祂五百
萬的弟子精進 一起成就佛果
(下一篇：真佛國｜瑞典的六波
羅蜜五：禪定 般若 敬請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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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國—
瑞典的六波羅蜜四—精進

■文∕瑞典修德堂 大鵬助教

而且全球率先實現了社會主義 擁有
完善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各項保障 這
些都離不開持續的創新帶來國家的進
步 創新就是精進 就是不忘初心
啊！
語言和教育的精進
瑞典的義務教育一直持續到大
學 培養出有開放思維的學生成為國
家的創新泉源 瑞典的官方語言是瑞
典語 對於只有一千萬人口的國家來
說 這門語言的保留價值有多大呢？
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被同化了呢？不是
的 瑞典一直在保護這個民族的根︱
瑞典語 他們是瑞典歷史和文化的基
礎
瑞典又是全球英語普及率最高的
國家 小孩子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接觸
英語 全國每個人都能說非常流利的
英語 英文電影也是沒有配音翻譯
孩子們從小就在一個很國際化的環境
中成長 六年級以後選修第二及第三
外語 如果母語不是瑞典語的孩子
國家會免費給孩子提供母語課 每周
有母語老師在學校單獨給這些學生上
課 在語言的教育上國家提供優越的
環境
在工程教育方面沿襲德國的嚴謹
模式 學徒教育 產學結合 很多研
究成果可以運用在實務上 比如有作
為瑞典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瑞典

精

進是長期的努力 細水長流
不要以﹁一曝十寒﹂的方式
佛告訴我們：修行之道 不要太著
急 也不要鬆懈 必須恰到好處 方
才容易悟道 就如琴弦 緊 會折
斷 弦鬆 音色就不美一樣
佛弟子們當發起精進心克服懈怠
心 全力以赴 在家庭 事業上有所
成就 在道業上能夠圓滿自己 度化
眾生 不鬆不弛 依方法修行 恰到
好處 堅持不懈很快就會證道
技術創新的精進
最近 ︿歐洲委員會﹀發布了一
年一度的歐洲國家創新排行榜 瑞典
繼二○一五年再一次位居歐盟國家創
新的榜首 瑞典有著﹁創新之國﹂的
美譽 包括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生活
用品 如：安全火柴 拉鍊 冰箱
攝氏溫度計 汽車三點式安全帶
還有網絡時代的Spotify︵全球最大
流媒體音樂平台︶ Skype︵全球知
名 即 時 通 訊 軟 件 ︶ King和 Mojang
︵全球知名遊戲公司︶
這些都誕
生於這個以創新而久負盛名的國度
影響著世界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
︿歐洲專利局﹀︵EPO︶二○一
五年確認了將近二千個瑞典發明 創
造了這個國家的新紀錄 其中全球電
信巨頭愛立信單獨申請的專利就達

皇家理工學院﹀每年培養出來無數的
高端人才 加上國家小 內需有限
工廠企業從創建之初就瞄準國際市
場 也正因如此 才會成長出這麼多
的跨國公司和創新發明 ﹁逆水行
舟 不進則退﹂ 他們始終在修﹁精
進﹂ 也幫助小型創業公司精進 進
而成就
體育運動和音樂的精進
在體育運動的項目上 瑞典的冰
球 滑雪等冬季運動在國際上名列前
茅 在二○一六年加拿大冰球世界杯
Ｂ組的比賽中 瑞典對以２比１擊敗
了十二年沒有戰勝過的勁敵俄羅斯
在歐洲杯中屢次奪冠
如果提到瑞典與音樂 你會想到
什麼？瑞典的音樂出口按人均GDP計
算世界排名第一 瑞典今年來擁有很
多的國際知名樂隊 例如ABBA 愛司
基 地 ︵ Ace of Base︶
羅 賓
︵ Robyn︶ 和 瑞 典 浩 室 黑 手 黨
︵ Swedish House Mafia︶等 還有
很多知名但不在公眾面前表演的音樂
家 如 ： Max Martin Red One和
Rami Yacoub 他 們 的 作 品 如 Nicki
Minaj演唱的︽Starships︾ 布蘭妮
演 唱 的 ︽ Baby one more time︾ 和
Ladygaga演唱的︽Pokerface︾等
我的師父--蓮生活佛的精進
人生於塵世中 會經歷無數階段

1283個 同時斯堪尼亞︵Scania重型
卡車及大巴車生產企業︶ 沃爾沃汽
車 ︵ VOLVO︶ 伊 萊 克 斯 ︵ 家 用 電
器 ︶ 和 凱 孚 ︵ SKF︶ 也 分 別 提 出 了
150到223之間的專利申請
瑞典作為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
國家之一 瑞典的創新很大程度上來
自於整體協調的結果 政府 企業
研究機構及大學最為創新價值鏈上共
同參與者 瑞典是在研發領域投入公
共資源最多的國家之一 大約佔
GDP的１％ 由國家帶頭奉行的﹁精
進﹂ 帶動著這個國家成為世界上最
具活力的國家
師尊說：﹁精進就是不進則退
不進就一定退的 逆水行舟 不進則
退 精進 也是要大家時刻要想到
有誰能夠保持他的出發心？﹂
瑞典在二十世紀初是很窮的 是
不開化的農業小國 民不聊生 百姓
在二十世紀二○ 三○年代曾經大舉
移民美洲大陸 瑞典南部的斯堪吶
︵Skane︶省幾乎都跑光了 全國移
民出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有很多文
學作品表現新移民的血淚史 如果家
鄉富裕 誰還會移民呢 就是這樣一
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在四○年代發憤
圖強發展工業 現在瑞典的企業如愛
立信 沃爾沃都是這個時期崛起的

和考驗 一個國家的發展進步帶動著
全國百姓的精進務實 非常值得我們
自稱為佛教徒的佛弟子們學習
這一種積極向上的精進讓我想起
我們的師父｜蓮生活佛 祂一生經歷
無數階段 首先是年輕時宗教信仰的
轉換階段 從基督教到開天眼開始求
法 學道 學佛 學密法 通過實修
成為一代法王 祂身份的轉變皆與俗
人經歷不同階段之體驗無異 然而特
殊的是 身份的轉變卻不改祂對初心
的執著 就是精進實修和每天的寫
作 說法開示
只做一件事很容易 專注做一件
事也不難 但是數十年以來毅力專注
做好一件事 那股堅毅的精神就非文
字或三言兩語所能言喻了 尤其在網
絡時代的今天 誘惑觸角無處不伸
三分種的熱度對許多人而言早已司空
見慣 遑論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執行和
實踐一件事呢
弟子應該要學習師父︵蓮生活
佛︶的精神﹁每天精進﹂ 祂每天寫
作 每天修法 把一切修行的經驗全
部交給大家 希望所有的眾生都能夠
脫離苦海 師父的精進帶動著祂五百
萬的弟子精進 一起成就佛果
(下一篇：真佛國｜瑞典的六波
羅蜜五：禪定 般若 敬請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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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按法師

自己還把他當做侍者 對他頤指氣
使 她向帝洛巴表達深深的懺悔
帝洛巴告訴她：﹁這不是妳的
錯 妳並不知道我是個大成就者
事實上 我之所以能獲得一切成
就 是因為有妳 我必須當妳的侍
者以獲得證悟 妳並沒有造惡 ﹂
達瑞瑪聽了之後 對帝洛巴產生了
極大的信心 接著 帝洛巴手上拿
著一朵花 走到她的面前 將花放
在她的頭頂上加持她：﹁願我所有
的體悟與智慧 於此當下 在妳的
心中生起 ﹂由於達瑞瑪與帝洛巴
的深厚因緣 當下她便有了了悟的
殊勝體驗 並且成為了一名瑜伽
女 旁邊圍觀的人無不又驚又喜
事情很快地傳到了國王的耳中 國
王也來查看虛實
舉例一：師尊的一生當中 度
化不少妓女 舞女 酒女
有些人認為不屑 認為她們業
障重
但是 佛陀時代 釋迦牟尼佛
也一樣度化妓女的 佛典上如此的
記載：
釋迦牟尼佛北行到毘舍離 當
地有一個十分富裕而又十分美麗的
妓女 名叫庵摩羅
庵摩羅雖然是一名妓女 但久

師

尊曾說過一個笑話：有個人吃
牛肉麵 結果牛肉麵裡面沒有
牛肉 就問老闆 請問老闆為什麼
牛肉麵裡面沒有牛肉 老闆回答說
你吃過太陽餅嗎？太陽餅裡面有太
陽嗎？月餅裡面有月亮嗎？老婆餅
裡面有老婆嗎？當然是沒有 在台
灣我也吃過牛肉湯麵 裡面竟然是
沒有牛肉 牛肉麵是有牛肉 但牛
肉湯麵是沒有牛肉的 但芝麻中是
有芝麻油 剛好相反
看完帝洛巴傳記有一些感想
帝洛巴祖師是白教人間第一位祖
師 從帝洛巴 那洛巴 馬爾巴
密勒日巴 岡波巴 第一世大寶法
王到第十七世大寶法王 帝洛巴有
四位師父：瑪唐吉 拉拉巴 那波
巴 卡波桑莫 並且從四位師父處
得到了所有父續 母續以及大手印
的教法 帝洛巴不但獲得了這些教
法 而且還精進修持到對之完全精
通
接著 帝洛巴獲得瑪唐吉進一
步的指示：﹁你現在必須持續禪修
顯相與自心的真如與本質 為達此
目的 你必須找些事情來做 由於
你之前是個國王 還帶著某種階級
傲慢的痕跡 而這個必須徹底去
除 ﹂於是瑪唐吉命令一：帝洛巴

仰佛陀之名 也虔誠的信仰佛教
雖是妓女 但心地善良
釋迦牟尼佛認為 一個妓女能
信仰正確的宗教 是難能可貴的
也能戰勝邪惡 改惡為善 妓女從
良 功德甚大
庵摩羅恭請佛陀到她家去接受
供養 佛陀就欣然答應了
這件事一傳出去｜｜
毘舍離城的富商 有勢力的長
官 大修行的長者等等 均來勸請
佛陀 不要去啊！因為那是最低賤
職業的家 那是業障深重人的家
那是不清白人的家 聖潔尊貴的佛
陀 怎麼可以到那種人的家去受供
養 豈不是污穢了聖者的身心
但是 佛陀堅持去 佛陀反而
拒絕了富商 官長 長者的邀請
釋迦牟尼佛在當天晚上 率領
弟子們住在庵摩羅妓女的後花園中
安歇
佛陀認為：佛法對眾生是平等
的
今天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
就是秉持著﹁眾生是平等的﹂去度
化 我絕對不會主動去拜訪富商
也絕對不特別結交高官顯貴 不巴
結有權有勢的人 不巴結有錢有地
位的人 我這個人一生對﹁攀緣﹂

去做搾麻油的工作 用力搗碎芝麻
來取油 這是低下的種姓才做的工
作
並且要求二：帝洛巴到東印度
一處名為孟加拉的地方 那裡有個
叫哈瑞奇拉的小鎮 鎮上有一個市
集與一戶妓女院 你必須當院中一
名妓女的皮條客兼侍者 瑪唐吉解
釋道：﹁這是因為帝洛巴已到了另
一階段的修習 在內在的禪定支持
下 外在的行為不只是一項禪修的
練習 而是透過這項低賤的工作
來徹底摧毀帝洛巴尚存的傲慢 帝
洛巴若是能如此依法修行 他將能
夠得到完美的悉地 並且利益更多
的眾生﹂
於是帝洛巴完全遵從上師瑪唐
吉的指示：白天研搗芝麻榨取油
晚上服侍妓女達瑞瑪 在做這些外
在活動的一切時 他的心完完全全
處在於真如的禪定當中 這樣修持
了十二年 帝洛巴獲得了證悟 周
圍的人開始看到他有各種神通變
化 於是傳到了達瑞瑪的耳中 達
瑞瑪聽了之後極為震驚 決定出門
一探究竟 結果看見帝洛巴就在自
己面前的空中 光芒四射 右手拿
著研搗芝麻的杵與臼 達瑞瑪悔恨
交加 向帝洛巴懺悔 不知道原來
帝洛巴是這麼一位聖者 這些年來

二字非常厭惡
我是一個隨緣的人
我的弟子中 多的是﹁小老百
姓﹂ 街頭營生的 販夫走卒 妓
女 舞女 酒女
多的是 師尊
曾在西雅圖說：﹁我的弟子當中有
當鴨的 ﹂
反而﹁高官顯貴﹂較少 為什
麼？因為我不會攀緣 我要度化
的 正是業障深重的芸芸眾生
舉例二：師尊曾記得﹁觀音大
士﹂施行﹁同事攝﹂ 曾現出一女
子 名﹁青娘子﹂ 置身於妓院之
中 在妓院中以妓女之身 度化妓
女同事皈依佛門 誘導妓女以身
口 意而起﹁善行﹂ 這種﹁同事
攝﹂ 非常的不容易 而同事攝
即大唯識變
觀音大士行﹁四攝法﹂引度眾
生 而觀音大士的三十二應身 當
以何身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度脫
之 這種應身變化 就是﹁大唯識
變﹂
所謂﹁四攝法﹂如下：
一 布施攝││以慈悲布施為
攝召的力量
二 愛語攝││以深慧的感人
語言攝召眾生
三 利行攝││以實修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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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還把他當做侍者 對他頤指氣
使 她向帝洛巴表達深深的懺悔
帝洛巴告訴她：﹁這不是妳的
錯 妳並不知道我是個大成就者
事實上 我之所以能獲得一切成
就 是因為有妳 我必須當妳的侍
者以獲得證悟 妳並沒有造惡 ﹂
達瑞瑪聽了之後 對帝洛巴產生了
極大的信心 接著 帝洛巴手上拿
著一朵花 走到她的面前 將花放
在她的頭頂上加持她：﹁願我所有
的體悟與智慧 於此當下 在妳的
心中生起 ﹂由於達瑞瑪與帝洛巴
的深厚因緣 當下她便有了了悟的
殊勝體驗 並且成為了一名瑜伽
女 旁邊圍觀的人無不又驚又喜
事情很快地傳到了國王的耳中 國
王也來查看虛實
舉例一：師尊的一生當中 度
化不少妓女 舞女 酒女
有些人認為不屑 認為她們業
障重
但是 佛陀時代 釋迦牟尼佛
也一樣度化妓女的 佛典上如此的
記載：
釋迦牟尼佛北行到毘舍離 當
地有一個十分富裕而又十分美麗的
妓女 名叫庵摩羅
庵摩羅雖然是一名妓女 但久

師

尊曾說過一個笑話：有個人吃
牛肉麵 結果牛肉麵裡面沒有
牛肉 就問老闆 請問老闆為什麼
牛肉麵裡面沒有牛肉 老闆回答說
你吃過太陽餅嗎？太陽餅裡面有太
陽嗎？月餅裡面有月亮嗎？老婆餅
裡面有老婆嗎？當然是沒有 在台
灣我也吃過牛肉湯麵 裡面竟然是
沒有牛肉 牛肉麵是有牛肉 但牛
肉湯麵是沒有牛肉的 但芝麻中是
有芝麻油 剛好相反
看完帝洛巴傳記有一些感想
帝洛巴祖師是白教人間第一位祖
師 從帝洛巴 那洛巴 馬爾巴
密勒日巴 岡波巴 第一世大寶法
王到第十七世大寶法王 帝洛巴有
四位師父：瑪唐吉 拉拉巴 那波
巴 卡波桑莫 並且從四位師父處
得到了所有父續 母續以及大手印
的教法 帝洛巴不但獲得了這些教
法 而且還精進修持到對之完全精
通
接著 帝洛巴獲得瑪唐吉進一
步的指示：﹁你現在必須持續禪修
顯相與自心的真如與本質 為達此
目的 你必須找些事情來做 由於
你之前是個國王 還帶著某種階級
傲慢的痕跡 而這個必須徹底去
除 ﹂於是瑪唐吉命令一：帝洛巴

仰佛陀之名 也虔誠的信仰佛教
雖是妓女 但心地善良
釋迦牟尼佛認為 一個妓女能
信仰正確的宗教 是難能可貴的
也能戰勝邪惡 改惡為善 妓女從
良 功德甚大
庵摩羅恭請佛陀到她家去接受
供養 佛陀就欣然答應了
這件事一傳出去｜｜
毘舍離城的富商 有勢力的長
官 大修行的長者等等 均來勸請
佛陀 不要去啊！因為那是最低賤
職業的家 那是業障深重人的家
那是不清白人的家 聖潔尊貴的佛
陀 怎麼可以到那種人的家去受供
養 豈不是污穢了聖者的身心
但是 佛陀堅持去 佛陀反而
拒絕了富商 官長 長者的邀請
釋迦牟尼佛在當天晚上 率領
弟子們住在庵摩羅妓女的後花園中
安歇
佛陀認為：佛法對眾生是平等
的
今天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
就是秉持著﹁眾生是平等的﹂去度
化 我絕對不會主動去拜訪富商
也絕對不特別結交高官顯貴 不巴
結有權有勢的人 不巴結有錢有地
位的人 我這個人一生對﹁攀緣﹂

去做搾麻油的工作 用力搗碎芝麻
來取油 這是低下的種姓才做的工
作
並且要求二：帝洛巴到東印度
一處名為孟加拉的地方 那裡有個
叫哈瑞奇拉的小鎮 鎮上有一個市
集與一戶妓女院 你必須當院中一
名妓女的皮條客兼侍者 瑪唐吉解
釋道：﹁這是因為帝洛巴已到了另
一階段的修習 在內在的禪定支持
下 外在的行為不只是一項禪修的
練習 而是透過這項低賤的工作
來徹底摧毀帝洛巴尚存的傲慢 帝
洛巴若是能如此依法修行 他將能
夠得到完美的悉地 並且利益更多
的眾生﹂
於是帝洛巴完全遵從上師瑪唐
吉的指示：白天研搗芝麻榨取油
晚上服侍妓女達瑞瑪 在做這些外
在活動的一切時 他的心完完全全
處在於真如的禪定當中 這樣修持
了十二年 帝洛巴獲得了證悟 周
圍的人開始看到他有各種神通變
化 於是傳到了達瑞瑪的耳中 達
瑞瑪聽了之後極為震驚 決定出門
一探究竟 結果看見帝洛巴就在自
己面前的空中 光芒四射 右手拿
著研搗芝麻的杵與臼 達瑞瑪悔恨
交加 向帝洛巴懺悔 不知道原來
帝洛巴是這麼一位聖者 這些年來

二字非常厭惡
我是一個隨緣的人
我的弟子中 多的是﹁小老百
姓﹂ 街頭營生的 販夫走卒 妓
女 舞女 酒女
多的是 師尊
曾在西雅圖說：﹁我的弟子當中有
當鴨的 ﹂
反而﹁高官顯貴﹂較少 為什
麼？因為我不會攀緣 我要度化
的 正是業障深重的芸芸眾生
舉例二：師尊曾記得﹁觀音大
士﹂施行﹁同事攝﹂ 曾現出一女
子 名﹁青娘子﹂ 置身於妓院之
中 在妓院中以妓女之身 度化妓
女同事皈依佛門 誘導妓女以身
口 意而起﹁善行﹂ 這種﹁同事
攝﹂ 非常的不容易 而同事攝
即大唯識變
觀音大士行﹁四攝法﹂引度眾
生 而觀音大士的三十二應身 當
以何身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度脫
之 這種應身變化 就是﹁大唯識
變﹂
所謂﹁四攝法﹂如下：
一 布施攝││以慈悲布施為
攝召的力量
二 愛語攝││以深慧的感人
語言攝召眾生
三 利行攝││以實修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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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洛巴傳讀後感〜

方式攝召眾生
四 同事攝││菩薩化身與其
同事 產生攝召的力量
於是帝洛巴唱了一首證道歌：
在歌中帝洛巴先解釋道 每個
人都知道芝麻當中有芝麻油 但卻
不知道如何將它粹取出來 若不知
芝麻必須經過研搗 擠壓 烹煮才
能榨出油來的話 仍然得不到純正
的麻油
這與修行上的證悟很類似 麻
油就像是我們自心本俱的智慧一
般 這裡所講的自心本性超出了中
觀自空派與唯識的範疇 基本上
中觀自空派指出心的本質事實上就
只是空性 中觀他空派類似於大手
印的見地 亦即還有一個心的實際
體性是內俱 本初的智慧︵此智慧
可透過修行而獲得認證與體現︶
就其它的宗派而言 所要證悟
的內容與此一致 但是所修的法門
是透過逐漸次第的禪修 並且逐步
地加深其見解才得到了悟 在大手
印而言 光是聽上師的解說 並且
被指出心的本質是無生 本俱而任
運之智慧的口訣時 了悟即可生
起 這是因為認出了自心本性時
所有煩惱的偏見即刻崩潰瓦解為覺
性本身 行者當下即直接獲得大手

印的了悟 這即是此﹁芝麻中有芝
麻油﹂的意思
接續著這個比喻 還有﹁如來
藏﹂一詞 經教傳統稱之為﹁佛
性﹂ 大手印傳統稱之為﹁本初智
慧藏﹂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但就
好像是若不知道榨油的方法 我們
便無法粹取出芝麻油一般 同樣
地 若是沒有具格上師的指導 我
們也不可能證悟大手印無生的本然
智慧
上師指出心性的方式可以有許
多種 有些上師只是透過言語的解
釋 並說道：﹁你的心便是大手
印﹂來指出心的真實本質；有些上
師則是透過符號或是手印；還有些
上師是經由極為特殊的方式來為弟
子指出心的本質：例如帝洛巴是著
涼鞋 朝著那洛巴的臉上打去；那
洛巴在空中示現本尊的壇城 來為
馬爾巴指出心性 雖然說指出心性
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絕不可能在沒
有上師的指示下 就能夠了悟此本
俱的智慧
佛性無生的本初智慧 可以透
過分析或是直接的方式來證悟
就分析的方法來說 噶舉傳承
是以中觀他空派的見地來證悟佛
性 但是在證悟空性的方法上 中

觀他空派與大手印中間存在著極大
的差異
中觀他空派使用邏輯分析中的
演繹法來揭示心的本質 例如 它
會陳述﹁心就像是這個﹂等等 以
描述性的覺知來解釋無法解釋的概
念
大手印則是使用經驗的本身
在上師的指導下 倚靠的是對心之
本質的直接觀察 這個時候 我們
只是安住在心的本質當中 通過直
接經驗 完全地體驗心的本質
所以芝麻比喻成我們每個人
芝麻油就是我們身上的佛性 這就
好比每個人身上都有佛性 但沒有
上師的教導 也是無法見到自己的
佛性 所以要從芝麻當中粹取出芝
麻油 必須經過研搗 擠壓 烹煮
才能榨出純正的麻油 研搗就是打
破自我(去掉我執) 擠壓 烹煮就
是經由千錘百鍊之後 如此才能夠
成就佛果
引申為：上師的教導：敬師
研搗 擠壓 烹煮從芝麻當中粹取
出芝麻油 這是法：要重法 千錘
百鍊之後 如此才能夠成就佛果
就是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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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墨爾本︿嚴明雷藏
寺﹀於二○一七年五
月二十一日 邀請釋蓮寧
金剛上師主壇﹁金剛薩埵
祈福 增益 敬愛 超度
護摩大法會﹂ 法會由
︿善明同修會﹀的釋蓮照
金剛上師及本寺的釋蓮為
法師護壇 同門善信踴躍
護持參加
釋蓮寧金剛上師帶領
大眾修法誦經 持咒 護
摩 將所修之功德力及藉
佛菩薩大威神力 加持替
身符 加持行者 使行者
的生命力和靈性大增 上
師優雅地變幻各種手印
持咒 供養 與會大眾在
咒語聲中與本尊和護摩火
合一 護摩後與會大眾接
受﹁金剛薩埵賜福灌
頂﹂ 本次法會又有新的
同門皈依聖尊蓮生活佛
期盼新同門精進修行 早
日成就 在根本傳承上師
及法會主尊的加持下 法
會圓滿成功 眾人法喜充
滿
法會後上師指導日常
如何加持清淨道場 教導

發出大慈大悲的力量，
弘揚佛法的力量也會更大。

■文∕墨爾本嚴明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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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破除是非的心法 修行要念
念進來 念念清淨 學會愛自己
不喜歡的人 發出大慈大悲的力
量 弘揚佛法的力量也會更大
︿嚴明雷藏寺﹀在墨爾本是個很
好的法船 把法船轉去利益眾
生 用無我的心態 團結起來
互相鼓勵 嚴用並善用身邊的人
去修行 互相成就 把握當下
日日修行 日日精進 不斷增加
善念 最終進入空性的世界 弘
揚︿真佛密法﹀度眾生
法會祈願根本傳承上師蓮生
活佛佛體安康 常住世間 不入
涅槃 大轉法輪 廣度眾生 法
會吉祥圓滿 法會功德迴向與會
報名參加眾等業障消除 福慧增
長 家庭圓滿 事業興隆 工作
順利 財源廣進 一切所求皆得
到圓滿 幽冥眾業障消除 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隨佛修行 冥陽
兩利 一切圓滿

法語開示—
釋蓮寧金剛上師

法會全景
護摩火及演化手印

提

地

婆羅門㊛因供養如來、
布施寺廟與佛像等功德，
超度先㆟脫離惡趣往生㆝㆖。
■文∕蒲種世明同修會

由
纏身 也不能修行
在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的時代
有一婆羅門女 她的福分很深 大家
都很恭敬她 在她身邊也有很多護法
跟隨她 她的母親與她截然相反 信
邪 藐視三寶 於是她也勸她的母
親 希望她的母親產生正念 起初她
母親相信佛法 後來由於業障重 又
開始毀謗佛法 母親往生以後靈魂被
拉去地獄 婆羅門女知道因果報應母
親定會下地獄 只是不知道母親會被
拉去地獄的哪裡 她變賣全部家產供
養佛菩薩 希望佛菩薩告知她母親的
去向
某日 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現
身 告訴思母深切的婆羅門女回家禪
定並恭唸佛號 就能知道母親的位
置 婆羅門女依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的
指示 突見自己飛行到海上 海面的
水都是沸騰的水 還有無數由鐵造成
的猛獸 惡獸在水面遊行 她也看見
很多人在海上被這些鐵獸吃 看見夜
叉在送人入獸口 婆羅門女覺得疑
惑 她未看過此地 此時旁邊出現無
毒鬼王來接迎婆羅門女 告訴她這是
地獄西邊的第一片海域 她問無毒鬼
王這些人為何會被鐵獸吃 無毒鬼王
告知她這些都是剛去世的人類 四十
九天後都還沒有人幫他們做功德解決

願力 在世也沒有做善事 就會在這
片海域受苦
她向鬼王詢問自己母親的下
落 鬼王合掌告訴她母親因婆羅門女
很孝順 時常供養布施覺華定自在王
如來的寺廟與佛像 現在母親和所有
地獄道的無間罪人都已升天 鬼王說
完後就恭敬合掌離開了 婆羅門女也
醒過來 在佛像面前發大誓願幫助地
獄眾生脫離苦厄 這婆羅門女即是後
來的地藏王菩薩
上師開示道 佛理其實一點都
不複雜 複雜的是我們 修行人到了
一定的年紀後要好好的修行 不要再
煩惱其他 一切就交給佛菩薩去轉
變 自己才容易成就 最後﹁地藏王
菩薩息災 祈福 增益 敬愛 超度
護摩法會﹂吉祥圓滿地結束 感恩根
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感恩南摩地藏王菩薩 諸佛菩薩 護
法金剛佛光加被 感恩主壇釋蓮院金
剛上師 感恩護壇蓮花以仁金剛上
師 感恩釋蓮花翠薇法師護持 感恩
所有贊助者 善信大德 同門踴躍報
名 感恩所有的理事 義工付出及幫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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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燃燒的護摩火
▲主壇上師演化手印
▲釋蓮院金剛上師為同門佛法開示

來自美國的釋蓮院金剛上師主
壇 蓮花以仁金剛上師護壇
蒲種︿世明同修會﹀于五月五日︵星
期五︶晚上八時正舉辦﹁東密式地藏
王菩薩息災 祈福 增益 敬愛 超
度護摩法會﹂
釋蓮院金剛上師與同門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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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佛教 也開始知道要修行 我們持
咒 唸佛號祈求佛菩薩加持 希望佛
菩薩能解決自己的煩惱 那佛菩薩知
道眾生做了很多惡事 就會得不到加
持 在佛教來說 人間是最容易修行
的地方 能看見生老病死 也能苦中
作樂 在地獄道 你根本無法修行
原因是眾生無時無刻都在受刑 無法
集中精神修行 餓鬼道的眾生被飢餓

主壇、護壇上師及法師與理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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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世明同修會﹀于五月五日︵星
期五︶晚上八時正舉辦﹁東密式地藏
王菩薩息災 祈福 增益 敬愛 超
度護摩法會﹂
釋蓮院金剛上師與同門開示
道 佛教最偉大的地方 在於佛菩薩
依然慈悲地救度地獄的眾生 我們皈
依佛教 也開始知道要修行 我們持
咒 唸佛號祈求佛菩薩加持 希望佛
菩薩能解決自己的煩惱 那佛菩薩知
道眾生做了很多惡事 就會得不到加
持 在佛教來說 人間是最容易修行
的地方 能看見生老病死 也能苦中
作樂 在地獄道 你根本無法修行
原因是眾生無時無刻都在受刑 無法
集中精神修行 餓鬼道的眾生被飢餓

主壇、護壇上師及法師與理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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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原子的電漿態 這時我們稱原子核和內層電子
形成的整體為離子 也帶正電性 為正粒子
分離的電子為負粒子 氫原子 氧原子 氮原
子 氯原子 鈉原子 鉀原子 金原子 銀原
子 銅原子和鐵原子一起形成的電漿體 我們
不能分辨這些原子的原子核有何不同 正粒子
和負粒子的移動 皆會產生電磁場 立即影響
其他粒子的運動 電漿是這些粒子集體移動產
生的集體效應 我們並不知道靈界有多少種靈
體 不同的靈體如同不同的原子 任一靈體皆
是由菴摩羅識︵如同原子核︶和外圍有的阿賴
耶識(種子) 末那識(自我) 意識 身識 舌
識 鼻識 耳識 眼識等八識︵如同從內到外
不同層的電子︶所組成 菴摩羅識本身是永遠
不會改變的 我們稱之為真如本性 靈體之間
只有外圍的八識相互作用
當靈體沒有和其他靈體產生相互作用 是
靈體的報身 稱為靈體本態 例如：我的靈體
是我的報身 你的靈體是你的報身和他的靈體
是他的報身
當靈體菴摩羅識的外圍八識和其他靈體菴
摩羅識的外圍八識 產生作用建立不同種類的
關係 是靈體的應身 稱為靈體的關係態 例
如：我因父子關係的存在 我的靈體轉化成父
親的靈體 我因師生關係的存在 我的靈體轉
化成學生的靈體；我常會忘記我的靈體本態
反而認為我擁有的是父親的靈體或學生的靈
體；這些靈體謂之我的應身(化身) 你因夫妻
關係的存在 你的靈體轉化成妻子的靈體 你
因牧羊關係的存在 你的靈體轉化牧者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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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有117種元素 即有117種原
子 原子是由原子核和外圍的電
子所組成 除了少數放射性元素外 原
子核本身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當原子沒有和其他原子產生相互作
用 這原子本身 稱為原子的本態 例
如：金Au原子 銀Ag原子 銅Cu原子
鎂Mg原子 氫H原子(或氫分子H2) 氧
O原子(或氧分子O2︶ 氮N原子(或氮分
子N2︶ 氯Cl原子(或氯分子Cl2︶ 碳
C原子 硫S原子
當原子核的外圍電子和其他原子核
的外圍電子 產生作用形成不同種類的
化合物 稱為原子的化合態 例如：以
氧原子為例 氧形成的化合物有 H2O,
CO2, ClO2, NO, SO2, Au2O3, Ag2O, CuO,
MgO 等氧原子的化合態 但氧原子常忘
記自己擁有的是氧原子的性質 只有化
合物的性質 以氮原子為例 氮形成的
化合物有NO, HN3, AgN3, PbN6, CH3N3,
KNO3, NaNO3, HNO3, HNO2等氮原子的化
合態 但氮原子常忘記自己擁有的是氮
原子的性質 只有化合物的性質 事實
上 原子可以轉化成化合物 化合物也
可以還原成原子
當原子核和外圍電子完全分離 形
成電漿體 稱為原子的電漿態；原子核
為正粒子 電子為負粒子 當原子核及
內層電子和部分外層電子分離 也稱為

體 你常會忘記你的靈體本態 反而認為你擁有的是妻子的
靈體或牧者的靈體；這些靈體謂之你的應身(化身) 他因祖
孫關係的存在 他的靈體轉化成祖父的靈體 他因打獵的關
係的存在 他的靈體轉化成獵人的靈體；他常會忘記他的靈
體本態 反而認為他擁有的是祖父的靈體或獵人的靈體；這
些靈體謂之他的應身(化身)
我們出生靈體擁有的是應身 顯教的修行就是在任何時
刻 行者能將應身自在地還原成報身 也能將報身自在地轉
化成應身 修行在這種階段 我們稱為報身佛和應身佛成
就
修行人用拙火 將報身中的菴摩羅識和外圍的八識 拙
火離化報身成法身 因為在分離狀態(如同原子的電漿態︶
不同種類的菴摩羅識 是無法被區分 所以才可能理解佛佛
平等 人人皆有佛性 這時沒有被外圍八識束縛的菴摩羅
識 能以光速運動 進入窮豎三際︵時間一時︶ 橫遍十方
︵空間一點︶的境界 即宇宙對行者而言是一奇點；同體大
悲之心 會自然產生 你我他不是獨立分離的個體 而是相
依的器官 每個器官雖然功能不同 但重要性卻完全相同
你我他之間相互等同尊重 在宇宙意識的法身因大悲心 使
菴摩羅識和外八識結合在一起成報身 密教的修行 在任何
時刻行者能將報身拙火離化成法身 也能大悲心結合法身成
報身 修行在這種階段 我們稱為報身佛和法身佛成就
若靈體報身的阿賴耶識及末那識尚未完全清淨 則和菴
摩羅識有很強的連結 拙火只能離化外圍的六識 法身能進
宇宙意識 這種法身亦可結合六識成為報身 但是未完全清
淨的報身 所以密教修行之前 先有顯教修行踏實的基礎
確定報身的阿賴耶識和末那識完全清淨 如此修持密教拙
火 才會完全離化報身 得到法身的真實成就 密教的修行
強調次第 需要有證量的根本上師指引驗證 才不會走偏
︿真佛宗﹀的弟子很有褔報 能跟隨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學習︿真佛密法﹀

有關電漿體的例子：星光、太陽、火焰、霓虹燈，和地球外圍的電離層。很特別的是宇宙的
物質，99% 都是電漿態。在密教常提及宇宙意識充滿宇宙，而菴摩羅識和外八識分離的法身
和電漿態有相似之處，頗值得更深入的探討。這篇文章的目地，是藉具體的原子的三態，理
解抽象的佛三身，希望對讀者的修行有助益。

■文∕釋蓮到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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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原子的電漿態 這時我們稱原子核和內層電子
形成的整體為離子 也帶正電性 為正粒子
分離的電子為負粒子 氫原子 氧原子 氮原
子 氯原子 鈉原子 鉀原子 金原子 銀原
子 銅原子和鐵原子一起形成的電漿體 我們
不能分辨這些原子的原子核有何不同 正粒子
和負粒子的移動 皆會產生電磁場 立即影響
其他粒子的運動 電漿是這些粒子集體移動產
生的集體效應 我們並不知道靈界有多少種靈
體 不同的靈體如同不同的原子 任一靈體皆
是由菴摩羅識︵如同原子核︶和外圍有的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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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靈體菴摩羅識的外圍八識和其他靈體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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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是靈體的應身 稱為靈體的關係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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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學生的靈體；我常會忘記我的靈體本態
反而認為我擁有的是父親的靈體或學生的靈
體；這些靈體謂之我的應身(化身) 你因夫妻
關係的存在 你的靈體轉化成妻子的靈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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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抽象的佛三身，希望對讀者的修行有助益。

■文∕釋蓮到法師

2017

言 ﹁嗡﹂字在心咒裡只是代表一種
讚歎與召請的意思 也代表圓滿的意
思 這個咒語非常重要 因為可以開
啟我們的智慧 上師也說到 文殊師
利菩薩教導我們要有智慧 最重要是
修行要有正見 修行本來就是為了斷
煩惱 但是很多人卻是越修越煩惱
甚至還有人認為還沒有發心修行前
仍然快樂自在 一旦發心修行了 反
而不快樂 而且還障礙連連 受苦不
斷
此外 上師亦說到行者要如何修
行才能夠得力？通過經典 我們可以
為修行的疑惑找出答案 修行不得

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文∕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文殊師利菩薩息災、祈福、敬愛、超度護摩法會

二

○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馬來
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般若
雷藏寺﹀舉辦﹁文殊師利菩薩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護摩法會﹂ 祈求
大馬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人人福慧
增長 事業順利 家庭和樂 業障消
除 修行精進 身體健康 心想事
成 如意吉祥
是晚 ﹁文殊師利菩薩法會﹂主
壇是釋蓮夫金剛上師 並有釋蓮太金
剛上師 還有法師團 講師 與助教
護壇 晚上八點正 ︿般若雷藏寺﹀
迎師組恭迎主壇釋蓮夫金剛上師與法
師團入壇場 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四為
文殊師利菩薩的聖誕日 此次法會亦
為配合菩薩聖誕 以文殊師利菩薩為
主尊 感恩菩薩大威德力無時無刻不
在的護佑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 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及金剛空
行 大力放光加持

力 不能夠進步 很多時候是跟自己
的性格有關 如果性格偏向固執自
我 對經義沒有如法的瞭解 只依靠
自己的經驗去分析和判斷 修行道路
就很容易走偏差 當修行偏差的時
候 修行的道路也會困難重重 當我
們正見不夠的時候 就會產生次第不
明 當次第不明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
種修行上的﹁盲修瞎練﹂ 很多人在
修行上會﹁東摻西和﹂ 盲修瞎練
學佛修行的目的是為了了脫生死 不
止是為了次第 也更加不是為了名
利 否則修行一定不會進步
有些人亦不知如何分辨邪正 有

︿般若雷藏寺﹀的每月法會均有
數百人參與 此次亦不例外 只見雷
藏寺人如潮湧 熙熙攘攘 絡繹不
絕 寺內外一片燈火通明 熱鬧無
比 法會一貫如儀進行 隨著﹁般若
青年團﹂梵唄組奏樂的響起 般若義
工隊準備就緒 開始輪傳精緻美侖美
奐的供品下爐 在動人心弦的﹃文殊
師利菩薩心咒﹄伴隨下 熊熊的護摩
火呈現千百種形態 期間還出現了三
次罕見的紫光閃爍 變化令人咋舌
眾人在咒語與護摩火中感受祥光灌
頂 佛光注照 法流充滿全身 數百
精緻供品下爐完畢 主壇釋蓮夫金剛
上師慈悲演化手印 祈願與會者福慧
增長 家庭和合 夫妻敬愛 事業順
利 消災解難 業障消除 光明注
照 心想事成 一切吉祥 法會主壇
上師也就此次法會功德迴向︽燃燈雜
誌︾功德主與大馬文宣功德主
法會後 主壇釋蓮夫金剛上師開
示提到文殊師利菩薩的歷史由來 而
文殊師利菩薩也稱為妙吉祥菩薩 是
︿真佛宗﹀的八大菩薩之一 一般
上 我們可以在︻高王經︼裡看到
﹁奉請八大菩薩﹂ 而其中的妙吉祥
菩薩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真佛經︼
裡的八大菩薩的妙吉祥亦如是
文殊師利菩薩的心咒是﹁嗡 阿
拉 巴 查 納 底﹂其實是五字真

些人聽說某人名氣大 某人有神通
某人會堪與風水 某人是菩薩再來
某個法門很好 有些人就會一窩蜂的
傾向於尋找這些 最後就走入歧途
甚至毀了自己的慧命 其實我們學佛
要用四法印來印證﹁邪正﹂
上師也為大家列舉﹁諸行無常﹂
的例子 強調只有﹁無我﹂才是大智
慧 同時 上師也希望真佛行者可以
破除迷信與崇拜 尤其初入佛門者應
抱著皈依的信念進來 所謂﹁先以欲
鉤之 後令入佛智﹂ 可能你覺得先
來求財 再來求次第 再慢慢來學
佛 但是皈依了十年 學了十年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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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嗡﹂字在心咒裡只是代表一種
讚歎與召請的意思 也代表圓滿的意
思 這個咒語非常重要 因為可以開
啟我們的智慧 上師也說到 文殊師
利菩薩教導我們要有智慧 最重要是
修行要有正見 修行本來就是為了斷
煩惱 但是很多人卻是越修越煩惱
甚至還有人認為還沒有發心修行前
仍然快樂自在 一旦發心修行了 反
而不快樂 而且還障礙連連 受苦不
斷
此外 上師亦說到行者要如何修
行才能夠得力？通過經典 我們可以
為修行的疑惑找出答案 修行不得

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文∕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文殊師利菩薩息災、祈福、敬愛、超度護摩法會

二

○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馬來
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般若
雷藏寺﹀舉辦﹁文殊師利菩薩息災
祈福 敬愛 超度護摩法會﹂ 祈求
大馬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人人福慧
增長 事業順利 家庭和樂 業障消
除 修行精進 身體健康 心想事
成 如意吉祥
是晚 ﹁文殊師利菩薩法會﹂主
壇是釋蓮夫金剛上師 並有釋蓮太金
剛上師 還有法師團 講師 與助教
護壇 晚上八點正 ︿般若雷藏寺﹀
迎師組恭迎主壇釋蓮夫金剛上師與法
師團入壇場 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四為
文殊師利菩薩的聖誕日 此次法會亦
為配合菩薩聖誕 以文殊師利菩薩為
主尊 感恩菩薩大威德力無時無刻不
在的護佑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 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及金剛空
行 大力放光加持

力 不能夠進步 很多時候是跟自己
的性格有關 如果性格偏向固執自
我 對經義沒有如法的瞭解 只依靠
自己的經驗去分析和判斷 修行道路
就很容易走偏差 當修行偏差的時
候 修行的道路也會困難重重 當我
們正見不夠的時候 就會產生次第不
明 當次第不明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
種修行上的﹁盲修瞎練﹂ 很多人在
修行上會﹁東摻西和﹂ 盲修瞎練
學佛修行的目的是為了了脫生死 不
止是為了次第 也更加不是為了名
利 否則修行一定不會進步
有些人亦不知如何分辨邪正 有

︿般若雷藏寺﹀的每月法會均有
數百人參與 此次亦不例外 只見雷
藏寺人如潮湧 熙熙攘攘 絡繹不
絕 寺內外一片燈火通明 熱鬧無
比 法會一貫如儀進行 隨著﹁般若
青年團﹂梵唄組奏樂的響起 般若義
工隊準備就緒 開始輪傳精緻美侖美
奐的供品下爐 在動人心弦的﹃文殊
師利菩薩心咒﹄伴隨下 熊熊的護摩
火呈現千百種形態 期間還出現了三
次罕見的紫光閃爍 變化令人咋舌
眾人在咒語與護摩火中感受祥光灌
頂 佛光注照 法流充滿全身 數百
精緻供品下爐完畢 主壇釋蓮夫金剛
上師慈悲演化手印 祈願與會者福慧
增長 家庭和合 夫妻敬愛 事業順
利 消災解難 業障消除 光明注
照 心想事成 一切吉祥 法會主壇
上師也就此次法會功德迴向︽燃燈雜
誌︾功德主與大馬文宣功德主
法會後 主壇釋蓮夫金剛上師開
示提到文殊師利菩薩的歷史由來 而
文殊師利菩薩也稱為妙吉祥菩薩 是
︿真佛宗﹀的八大菩薩之一 一般
上 我們可以在︻高王經︼裡看到
﹁奉請八大菩薩﹂ 而其中的妙吉祥
菩薩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真佛經︼
裡的八大菩薩的妙吉祥亦如是
文殊師利菩薩的心咒是﹁嗡 阿
拉 巴 查 納 底﹂其實是五字真

些人聽說某人名氣大 某人有神通
某人會堪與風水 某人是菩薩再來
某個法門很好 有些人就會一窩蜂的
傾向於尋找這些 最後就走入歧途
甚至毀了自己的慧命 其實我們學佛
要用四法印來印證﹁邪正﹂
上師也為大家列舉﹁諸行無常﹂
的例子 強調只有﹁無我﹂才是大智
慧 同時 上師也希望真佛行者可以
破除迷信與崇拜 尤其初入佛門者應
抱著皈依的信念進來 所謂﹁先以欲
鉤之 後令入佛智﹂ 可能你覺得先
來求財 再來求次第 再慢慢來學
佛 但是皈依了十年 學了十年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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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邊鉤 還在自我安慰的說﹁先以
欲鉤之 後令入佛智﹂ 若你還待在
﹁鉤﹂的次第 不增長 你就永遠還
是在﹁迷信﹂的階段
很多人學佛今天跑這個道場 明
天跑那個寺院 到處求灌頂 今天學
這個法門 明天學那個法門 雖然有
具德的師父 但是沒有具體的修持方
法 沒有訣竅 也不知道修法的次
第 所以都是在浪費時間 因此﹁一
法深入﹂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一法
深入﹂ 就修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師
尊說過 一法通 萬法通 你只要深
入一法 一經 一咒；一法 老老實
實的去修一定會有所成就 不要貪
多 修學密教的人很容易會有﹁法
執﹂ 什麼都想學 尤其看了師尊的
一些書 覺得什麼都好 什麼都想
學 到後來什麼都不成 自己要很踏
實很沉穩的去修 一定要一步一腳
印 慢慢修行 快快到 因為快快修
行 結果就是慢慢到 所以一定要往
這方面去修
在整個修行上的道路 有三大重
點 如果我們有反省 就不會走偏
差 就不會盲修瞎練 第一 不要自
以為聰明 很多學佛的人都自以為自
己的福分與智慧不錯 於是就想學神
通 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千萬不要自
以為聰明 無論入世法 在工作上

在家庭上也好 千萬不要自以為聰
明 在法門上更不要自以為聰明 所
以這一個一定要自我反省 第二 一
切不以自己的知見為標準 第三 違
背佛意而不自知 違背了師尊的佛意
而不自知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常常
犯了這些而不自覺 甚至還很理直氣
壯的說﹁我沒有錯﹂但是卻錯得一塌
糊塗 所以我們一定要自我反省
上師也鼓勵大家深入瞭解 探究
師尊所說的法 寫的書 不停留在明
白文字表面的意 甚至把表面的語義
和自己過去的習性相應 這是不對
的 如果你看所有一切的人事物都依
照自己的看法 意見 主觀去鑽 你
會越學越情緒化 越學離佛法越相違
背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當你
與佛法相違背時就是盲修瞎練了 你
修了也不會有一點成績出來 越修越
愁眉苦臉 無論如何我們要活一天
感恩一天；活一天 修行一天；活一
天 快樂一天
法會後 上師代師為新皈依的同
門做﹁皈依灌頂﹂ 為佛像開光及加
持大悲咒水 並為與會大眾做﹁文殊
師利菩薩賜福灌頂﹂ 最後 法會在
莊嚴的﹃文殊師利菩薩心咒﹄聲中圓
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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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
唎。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
修摩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
度嚕地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阿。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
摩訶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
大蓮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
上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
一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
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

身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
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
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
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在
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上。周
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
微妙香潔。
白蓮花童子。默運神通。將一個摩
訶雙蓮池。變化得格外金光燦爛。所有
香花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
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
鳥。均化金色。出和雅天音。空中金色
光。有淨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
芬馥。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
蓮。虛空之中天花飄散。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
量諸天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

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
赴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
釋。梵王。八部四眾。廣說法要。
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
蓮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
嚴光。藍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
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
光。
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
座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
稀有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
此大光華。
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細說。
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
宣說。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
眾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
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真實
佛法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
說。諸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勝世界。
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憂世界。淨住
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界。妙喜世
界。妙圓世界。華藏世界。真如世界。
圓通世界。如今將有真佛世界。
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
尊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
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生化身
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有。稽首稱讚而
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
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
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

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
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
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
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
士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
如是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求子得
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
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
能得度。滯泄幽冥。若能持誦本經。印
送本經。亡者昇天。怨親退散。現存獲
福。
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
神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
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疾厄纏
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
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
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
凶殃殄滅。化為吉祥。
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
養。即得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
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意圓滿。消除
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
蓮花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
龍八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迴向 楊培培

迴向雙親開智慧
讓女兒楊培培留在英國

※助㊞者：楊培培

The Usnisa Vijaya Mantra (三)

I

誌

told Zhao Hui, 'Grab a handful of soil, recite this Dharani twenty-one times before
scattering the soil onto the deceased and his Soul shall ascend to heaven.'
When Zhao Hui heard this, he immediately put it into action. I led Zhao Hui outside the house
and instructed Zhao Hui to cast the soil in the direction as directed, and with a loud 'Bang!, the
two ghosts vanished and ascended to heaven. When the two ghosts disappeared, the dark
energy around Zhao Hui slowly faded away.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tates, 'When someone recites this Dharani, all his karma from a
hundred kalpas shall be eradicated. He will be free from serious disease and receive peace and
longevity; his destiny changed an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he shall be reborn into the various
Buddhalands.'
I imparted the Usnisa Vijaya Mudra. I imparted the visualization needed during the chanting of
the mantra. One visualizes his heart transforming into a Moon Disc, and above this Moon Disc
imprints a Sanskrit syllable 'Kham', emitting rays of light to illuminate all sentient beings.
Whosoever connects with this light shall have his karma removed, rendering his mind and
body in a state of purity. He shall attain great wisdom.
***
Zhao Hui was enlightened with an idea. After he had learned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he
practised diligently and felt that the instruction 'Grab a handful of soil, recite this Dharani
twenty one times before scattering the soil onto the deceased and his Soul shall ascend to
heaven' was simply marvellous.
Zhao Hui told no one about this. He recited the mantra continuously with all his heart and
visited the cemetery every night to scatter the mantra-empowered soil to every grave he found.
It matters not whether he knew the dead. Zhao Hui felt that it was simply a meaningful thing
to do.
When he completed scattering the soil at one public cemetery, he would proceed to another.
Zhao Hui left his mark at many public graveyards.
Once, the sight of Zhao Hui gave me a fright. There were ghosts all over him. But these ghosts
were not his debtors but rather a community of benevolent ghosts who were here to support
Zhao Hui.
I said, 'You have become a Ghost Keeper!'
Zhao Hui replied, 'That's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to do good!'
Zhao Hui's aura had changed. His countenance of dark greyish cloud of energy had faded,
replaced with a reddish and whitish glow. He appeared to be very proud of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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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48 - The Power of Mantr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The truth was, Zhao Hui's luck had changed for the better. His health was not good. After
chanting the mantra, he felt he had more strength. His immune system strengthened (due
mainly to the support given to him by the benevolent ghosts). His illnesses healed naturally.
They simply diminished without medication.
Zhao Hui had always been taking protection fees from stores and hawkers in his territory. The
hawkers were enjoying a good business and gave him good dividends. He was not greedy and
returned the dividends to the hawkers. Thus, he gained more respect.
His foster parents died and left a sum of money for him. With the money, he started a
restaurant and to his surprise it made him lots of money. He went into investment and every
investment was a success. He had become a wealthy man.
He got married and had a son. From being the chief of the neighbourhood, he rose to become
the borough warden, and then a magistrate of a rural township, and finally a councilor today.
(Many had supported Councilor Zhao. In reality, his support comes from the many benevolent
ghosts around him.)
***
Zhao Hui told me one incident, 'Usnisa Vijaya Mantra can protect one from physical harm!'
Zhao Hui related an incident when an opposition candidate sent a hit man to kill him. The hit
man positioned himself at close range and pointed his handgun at his chest. Zhao Hui
immediately recited the mantra once, 'Om Amrita Teja Vate Svaha'.
The gunner pulled the trigger and Zhao Hui felt he was doomed. Unthinkably, a cracking
sound suggested a blockage of the bullet in the gun. The hit man shouted, 'Shit! Something is
spooky here!'
The hit man ran away quickly. Zhao Hui said, 'This is just one example of how a crisis was
averted. There are numerous cases of such miracles. In the worst of time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turn of events to resolve any crisis. It is simply unbelievable!'
I saw the growing numbers of benevolent ghosts who had gathered to help him, and he would
likely rise from being a city councilor to a provincial councilor, and eventually a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Here's a verse:
Empowering the ordinary soil with mantra,
This scattering of soil over the deceased is a way of Dharma.
When one reaches the end of the tunnel and all seems lost,
A new world opens and awaits hi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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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Book 200 - L'Éveil parfait et universel
Une tranche et encore une tranche d'Illumination
—L'esprit intelligent de la vie—

À propos du mot « bouddha »
du titre honorifique
« bouddha Lian-sheng »

D

誌

ans le Putra Indoor Stadium, à
Kuala-Lumpur, capitale de la
Malaisie, je dis devant cinquante mille
adeptes :
« Je suis le bouddha Lian-sheng. »
À ce que l'on disait, des gens
avaient manifesté leur désapprobation.
Quelqu'un critiqua :
— Il n'a pas obtenu l'Éveil, et il a
dit l'avoir obtenu.
Quelqu'un d'autre me rit au nez.
Le mot « bouddha » attirait les
critiques des gens.
Je donne ici une brève explication :
À en juger d'après les apparences, le
Bouddha et moi sommes différents, mais
par nature, il n'y a aucune différence
entre nous.
Quelle est la relation entre le
Bouddha et moi ? Effectivement, les
hommes qui ont obtenu l'Éveil
comprennent qu'il s'agit à proprement
parler du même corps.
La Voie que le bouddha Sâkyamuni
a saisie est précisément celle que moi,
Sheng-yen Lu, ai saisie. J'ai examiné
attentivement mon propre Éveil, j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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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s vraiment pas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 Bouddha et moi.
En me basant sur le Diamant, le
bouddha et moi sommes égaux.
En me basant sur la droite raison, le
bouddha et moi sommes égaux.
En me basant sur les ordres du
dharma, le bouddha et moi sommes égaux.
En me basant sur les services
bienveillants, le bouddha et moi sommes
égaux.
Je dis aussi que non seulement je suis
un bouddha, mais que même un mendiant
qui ne possède rien et qui, en apparence,
ne ressemble pas au bouddha, est par
nature égal au monde. Cela veut dire que
tout le monde possède parfaitement la
nature de bouddha, que tous les êtres
doués de sensibilité la possèdent.
Je ne suis pas le seul à avoir l'audace
de parler ainsi.
Quand le bouddha Sâkyamuni a
obtenu l'Éveil, il l'a déjà dit !
Les idiots de ce bas monde pensent
que le mot « bouddha » représente
l'autorité ; mais ils ne savent pas que
rompre complètement avec l'autor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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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e permet de retrouver le visage
originel. Il vous suffit de reconnaître
clairement le mot « bouddha », vous
n'aurez pas d'attachement affectif au
bouddha, ni d'obstacle, vous pourrez sans
restriction comprendre et saisir la Voie,
vous serez vous-mêmes la Voie, vous
parviendrez bien sûr à l'état libre de tout
souci.
J'ai compris ceci il y a très longtemps :
– mon existence est éternelle ;
– ma qualité intrinsèque est celle du
bouddha ;
– mon enseignement du dharma est
celui du bouddha ;
– ma conduite est celle du bouddha ;
– mon état libre de tout souci est
celui du bouddha.
L'Éveil apporte une valeur infinie.
La réalité apporte une valeur infinie.
J'ai donné ainsi mon enseignement, je
ne sais pas si tout le monde le comprend
ou pas. Il s'agit en réalité d'un ensemble : il
y a le bouddha dans mon corps ; il y a
moi dans le corps du bouddha.

Les êtres vivants,
C'est un ensemble.

Voici mes explications :
Quelqu'un demanda :
— Pourquoi vous déclarez-vous
bouddha ?
Je lui répondis par cette question :
— Si je ne suis pas un bouddha,
que suis-je alors ?
Il ne sut pas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Quelqu'un d'autre demanda :
— Pourquoi laissez-vous voir que
vous êtes un bouddha ?
Je répondis :
— L'espace est vide et, sur la terre,
rien ne peut être comparé avec moi,
l'utilisation du mot « bouddha » est donc
la plus adéquate. (En réalité, même le
bouddha n'existe pas.)
— Avez-vous vraiment obtenu
l'Éveil ?
Je répondis :
— Si je n'étais pas égaré, comment
obtiendrais-je l'Éveil ?
Ha ! Ha ! Ha ! J'éclatai de rire.

Moi,
Le bo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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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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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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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以助印經書之功德迴向劉蔡麗業障消除
‧助印者：劉蔡麗︵往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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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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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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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司早日

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
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
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
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
士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
如是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求子得
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
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
能得度。滯泄幽冥。若能持誦本經。印
送本經。亡者昇天。怨親退散。現存獲
福。
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
神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
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疾厄纏
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
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
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
凶殃殄滅。化為吉祥。
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
養。即得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
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意圓滿。消除
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
蓮花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
龍八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迴向 何文翰

厄運化解 貴人多助
順利圓滿解決

※助㊞者：何文翰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260 冊

天上的

鑰匙
prajñā

開啟上天之門

你有沒有想過：
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
你，究竟是誰？
俗話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
兩千六百年來，從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至
今，各宗各派的歷代祖師們，未曾停止的
向世人傳達一個真相，那就是人生不是只
有一世，每一個人，包括天上飛的、地上
爬的、水裡游的，無一不受到「三世因
果，六道輪迴」的束縛箝制。
佛陀說：
「一人於此人世間，其實已積骨如須
彌山，這些人骨不滅，永遠堆積在婆
娑。」
「你的過去世經歷很可觀，或為牛，
或為馬，或為狗，或為羊，或為種種大大
小小的生物；你經歷了相互咬噬，天演淘
汰，弱肉強食；你斷頭所流出的血，早已
渲染了整個大地之沙。」
「你有時殺人，有時是強盜，有時姦
人妻女，有時詐欺他人錢財，有時離間，
有時破合和僧，有時殺害聖者，有時喪盡
天良，有時欺師滅祖，有時壓迫善良，
貪、瞋、癡，無一不犯，所造的罪業比須
彌山還高，比海還深，六道輪迴，永無出
期……。」
修行如大地土，成就如鴻爪土。
誰能真正握緊「天上的鑰匙」？
～蓮生活佛盧勝彥～

《天上的鑰匙》，是蓮生活佛盧勝彥
繼《寫鬼》、《鬼與盧師尊》後的又一力
作。《寫鬼》及《鬼與盧師尊》，是活佛
不忍世人受邪師誤導拜鬼受到傷害而寫下
的獅子吼，透過文字教導讀者分辨拜佛與
拜鬼的不同，以免受到鬼魅的影響，死後
墮落三惡道。而《天上的鑰匙》，則是教
導讀者認識人生是苦，所謂「一日無常
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
身」，要把握無常的人生及時修行，只要
依循著書中的教導，皈依明師，精進修
持，必能認清本來面目，擺脫離六道輪迴
的束縛，開啟進入不退轉的四聖界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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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市

雜誌

︱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１冊｜定中之定

我的實修經驗- -癢癢
我的實修經驗- -炊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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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三德的果地：
法身德｜無形無相不動
般若德｜智慧光明跟快樂
解脫德｜空性 自在 神足

是真正地在修行

︿彩虹雷藏寺﹀愛染明王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修愛染明王法｜幫助相應本尊法
靠禪定的力量才能夠離開六道輪迴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五道 十三地 三十七菩提分﹂
於三現分中各教示道果 是輪迴涅槃共通之道
﹁覺受﹂

﹁清淨﹂三種現分

︿彩虹雷藏寺﹀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三現分是﹁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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