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

︱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２冊｜鬼中之鬼

序 ﹁鬼中之鬼﹂前言
一位法師透露的見聞

397

2017年10月15日

二○一七年 十 月 十五 日

︱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這是第一等重要的

佛陀的法最重要是﹁自淨其意﹂
自己清淨自己的意念

︿彩虹雷藏寺﹀大幻化網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三煖相：分別前行煖相
︿西雅圖雷藏寺﹀瑤池金母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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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金剛亥母護摩法會
10月8日 不空

索觀音護摩法會

10月15日 獅面空行母護摩法會
10月22日 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蓮生法王 2017年10月彩虹雷藏寺護摩行程已公佈（詳情請上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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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些年來

我們匿名

近

我們真佛宗

⼀

養⿁害⼈

恐嚇取財

此⼈

因為她的伎倆

﹁破邪

把她的﹁糗事﹂⼀件⼜⼀件的揪了

我本⼈在

抓到⼀條﹁⼤⿁﹂
叫她﹁××﹂

⼆

編造神話

⼩林

值得我們警惕

這位⼤⿁犯下了三⼤罪狀：

三

⼀⼀揭露

其中有很多騙⼈的故事
本書中
出來
﹂

最主要的是：
﹁破邪顯正

⼀

中村⼀武

﹁破邪顯正﹂

要注意這隻﹁⿁﹂

我要連續寫﹁破邪顯正﹂
顯正﹂三遍
因為這太重要了
敬請所有的⼈
⾮常的多

⼆

渡邊⼀郎

這隻⿁供養五位⿁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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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林良知

﹁世紀⼤騙⼦！﹂
⼩騙全是騙！﹂

蓮煾法師說：

開卷有益

祝：

不會冷場

務必破除她的謬⾔！﹂

保證精彩絕倫

⼤⽔淹沒她⾃⼰

化為⽔

我們⽤她的謊⾔

驚世駭俗的謊話

這本書

﹁請盧師尊

五位董事的問疑：

﹁她害了很多⼈！﹂

春⾶師姐說：

﹁⼤騙

⿈⾦泉
她雕刻五⿁的

五
後⼆位是中國⿁

﹂

這是公開養⿁的第

﹂

與盧師尊開會

也未曾開會

就到天上界

當成神來供奉

前三位是⽇本⿁
且掛上⾦牌
她宣揚⾃⼰：
﹁每隔⼀段時⽇
我拆穿她的謊⾔
我根本沒有⾒過她
她也曾說：
與盧師尊對話
﹂

我列出幾位與她共事許多年的⼈的

根本未⾒她出神

﹁出神去⾒盧師尊
我說：
﹁她說謊
在書的前⾔中
⼼聲：
古雲師兄說：
﹁她完全是騙⼈的！﹂

因為篇篇多是

﹁不

都要做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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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預⾔︶
﹁失業﹂

××學校每年的畢業⽣︵⾼中部︶

××總是說：
他們會﹁離婚﹂
﹁災難﹂等等

佛學⽼師是：

﹁被搶﹂

××開⽰學⼦的前途

摩供養壇

和﹂

︵狗嘴⾧不出象⽛︶
︵二︶
學校沒有佛學統⼀的教材
蓮竟法師
蓮純法師
西湊湊

蓮凱法師也當過
課程是東湊湊

有組織系統的

︶

集眾法師之⼒

不了了之

編課程

我找⼀些顯教已編好的

講⼀些似是⽽⾮的佛學道理
我上任時
教下去
我也曾請⼤家⼀起開會

竟然沒有下⽂

合編了以盧師尊為主的教材
送××審核
︵這⼀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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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紫上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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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是她的專⾧！她的專⾧就是說謊！﹂
蓮⾔法師說：

一位法師透露
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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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是她的專⾧！她的專⾧就是說謊！﹂
蓮⾔法師說：

一位法師透露
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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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蓮純法師在職時
認購抽獎券

常常在年底送舊迎新晚會
有變相歛財之嫌

︵本來就是⿁窩︶

被⼥⿁糾纏
神經兮兮

衛⽣棉

法師

叫學

然後帶

要求帳⽬公開的董

她⼤筆的捐

營養

董

要消冤

是⼀位菲律賓⽼師所

⾮常混亂

法師常常出問題

曾有⼀位男同學受性騷擾

︵五︶

蓮久法師也當過﹁舍監﹂

宿舍學⽣

男⽼師住進去

學校宿舍常常鬧⿁

︵四︶

⽣家⾧

為
這位菲律賓⽼師被開除

礦泉⽔

同⾨

被要求﹁包壇﹂護摩

電話卡

如果有任何義⼯

⽽這位學⽣的家⾧
親債主災
︵⼜賺了⼀筆︶
︵六︶
現在我觀察到
事對××有任何意⾒

︵九︶
××最愛做直銷

︵十︶
是不公開的

××的歛財功夫⾮常好
私下納⼊⾃⼰
很多董事都知道

⼀⼀被踢⾛︶

︵這⼀點

點⼦也多

︵××根本是﹁賺錢﹂為⽬的的⽣意⼈︶

品等等

款
事
︵十一︶
做⼀道菜
讓⼤家進餐

就在⽕供時做廣⼤供養

××叫同⾨以盧師尊寫的書名
到堂裡

就在壇城前

義⼯

反對
開的

⾝

××便⽤⿁⼲擾
性情變古怪
脾氣暴躁
精神失常

⽤⿁控制⼤家

請他她離開！﹂

最後××會說：
﹁業障現前了

××說他性情怪癖

不願做

︵××協會︶

公然

叫他她離

違背××旨意

﹁搞男⼥關係﹂

在⼀次開會時

在台建基地

年輕有為

︵對付異議份⼦︶
︵七︶
蓮揚法師

蓮純

調他回台灣做苦⼯
︵八︶
蓮竟

⼜招撫回來

最後被設計﹁犯戒﹂
後來
︵××喜怒無常︶

每⼀個⼈陰氣滿

盧師尊

吃⿁吃過的供品

因國家有難

⼤家都吃供養過××府的剩菜
︵那是眾同⾨卡陰的關鍵之⼀
最容易卡陰︶
︵十二︶
××說：
﹁前世她是盧師尊的⼤將軍

⾎流成
她滿⾝病

殺出重圍
所以這⼀世

有

⼀會兒替代
××是不會有病的

推說是替代

她為了保護盧師尊的嬪妃
﹂

為了盧師尊殺了很多⼈

是皇帝
河

就是這個原因

︵××⼀向把她的病

總之

⼜替代誰

這會兒

誰

這是她的技倆之⼀︶

法師都很

丟掉同⾨的供養捐款

病就說替代

︵十三︶

供養完後
這麼多年有：

⾝⼼受損矣！

批評所有的法師

罵得法師很衰

蓮將法師去⾺來西亞弘法

⾃卑忍受

××借佛菩薩的法旨

××向⼤眾公佈

⿓王宴
⼟地公宴
紅財神宴
××府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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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法最重要是﹁自淨其意﹂
自己清淨自己的意念 這是第一等重要的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如來﹂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
會的貴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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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駿
耀醫師 林淑華醫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小姐代表闕慧玲師
姐 前高雄市議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其實還有很
多的貴賓 但是他們沒有登記 只要你認為自己在社會上
在國家 在團體 在自己的企業 職場上有出色的表現 都
可以登記成為貴賓 越多越好 因為唸了半天都是老面孔
希望能夠有新的面孔 應該是有 只是大家非常地客氣 所
以登記貴賓應該要踴躍一點
先跟大家講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
好 ！ ︵ 粵 語 ︶ Sawadikap ︵ 泰 語 ： 你 好 ︶ Selamat
Malam ︵印尼語：晚安︶有很多印尼的同門 還有泰國的同
門 還有很多來自各地方的同門 今天的人特別多 可能是
明天有大幻化網金剛的護摩 記得大幻化網金剛的護摩 在

唸咒音的時候 可以觀想自己哪裡有病就觀想哪裡 或是用
手觸摸自己有病的地方都可以 希望明天的大幻化網金剛護
摩 經過大幻化網金剛的加持力 讓大家的疾病能夠消除
業障消除 疾病消除 能讓你修行更加地進步 更加有力
量
我們今天同修是阿彌陀如來 以前諾那上師 祂是來中
原弘法的一位西康最偉大的一個上師 後來諾那上師有再邀
請貢嘎活佛到中土來弘法 經過兩位活佛的弘法 中土的密
教有一段時間是非常的興旺 那麼諾那上師講所有的密法裡
面 以﹁彌陀大法﹂最能夠普度眾生 也就是阿彌陀佛的大
法最能夠普度眾生 像我們中土的佛教 所有出家人見面就
是合掌唸一句﹁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都是在唸
佛；連道家他們見面也唸個﹁無量壽佛﹂ ﹁無量壽佛﹂也
是阿彌陀佛 出家人見面合掌 稽首︵臺語︶就是阿彌陀
佛 就是唸佛 唸的都是這一尊 都是阿彌陀佛 因為祂跟
世間在娑婆世界的眾生最有緣 所以西方極樂世界變成所有
的淨土當中是最有名的淨土
師尊的本尊是瑤池金母 阿彌陀佛跟地藏王菩薩 我自
己也是希望將來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到摩訶雙蓮池 這
是我本身的心願 我修法四十幾年 也看了幾回阿彌陀佛
最深刻的就是我從北京飛太原的飛機上 我見到了阿彌陀
佛 是最清晰 最明亮 最偉大 光彩最好的阿彌陀如來
不過 見阿彌陀佛也不是常常見 不過是兩 三回 師尊有
沒有見過釋迦牟尼佛？有啊！也寫在書上 其實我見過釋迦
牟尼佛 最清晰的一次 就是住在臺中的︿敬華飯店﹀的一
個晚上 我寫在書上 就已經被佛教界批評：﹁祢怎麼可能
見到釋迦牟尼佛呢？﹂當然 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講 因為
這麼久只見過一次釋迦牟尼佛 見過幾次阿彌陀如來
淨土宗專門唸阿彌陀佛 大家瞭解淨土宗專門唸佛 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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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有關的 釋迦牟尼佛跟××兩個人這樣講話講來
講 去 不 是 日 本 話 吧 ？ 這 個 我 們 英 文 就 叫 talk too
much
互相這樣交融在一起 還有一點 就是說釋迦牟尼
佛對××堂真的好好喔！釋迦牟尼佛伸出手給他們所有聽法
的人摩頂 這一點 我都沒有想到 還有呢？釋迦牟尼佛還
放出舍利子 我不知道舍利子從哪裡放出來 總之啊 大家
都有舍利子可以吃 只要是××堂的都有舍利子可以吃
××坐在法座上說：﹁釋迦牟尼佛給我舍利子吃 ﹂她
就：﹁哇！又香 又甜 又甘美的舍利子 你們吃到沒
有？﹂××問同門：﹁你們吃到沒有？你們給釋迦牟尼佛摩
頂沒有？﹂那是 1998 年發生的事情 現在多久了？我不知
道××是這麼偉大 釋迦牟尼佛還給她舍利子吃 又香 又
甜 又甘美 那不是蜜餞嗎？哎呀 這個很對不起大家 師
尊沒有辦法請釋迦牟尼佛給大家摩頂 也沒有辦法請釋迦牟
尼佛放出舍利子給大家吃 因為我只有見過一次 但是 ×
×天天跟釋迦牟尼佛在一起 講好多喔 二十年前已經講好
多 我實在很可憐 我就跟瑤池金母講 說：﹁為什麼釋迦
牟尼佛厚此薄彼 對她們那麼好 對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總堂的 祂就沒有那麼關切 也不顯現給我們看 也不給我
們舍利子吃 ﹂瑤池金母講：﹁那是唬爛的︵臺語︶ ﹂
瑤池金母分析給我聽 釋迦牟尼佛在祂的經典裡面早就
記載得非常清楚：﹁末世時代 白衣上座 比丘下座 這是
天大的魔相 ﹂也就是在家人上座 在家人坐在最高的位
置 在家的有頭髮的 底下是出家眾 祂說這是魔相 這是
瑤池金母跟我分析的 第二個 釋迦牟尼佛自從出家以後
祂的手沒有碰過女生的手 ﹁手不能觸女生的手﹂ 那時候
祂的教化很清楚 跟女生講話要距離四步 講的話不可以超
過三句 眼睛不可以看著女生 因為眼睛看著女生啊！彼此
一來電 你就被獅子吃了 祂的規定很嚴喔 在原始佛教
中 釋迦牟尼佛的教化規定很嚴 講話不能兩個這樣對談

就是持名唸佛 他們主張持名唸佛 持祂的名字就好 最重
要的是臨終的時候一心不亂 你的心不要亂 你只要一念阿
彌陀如來 一心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只有一心 沒有二
心 一心唸阿彌陀如來 然後祈求阿彌陀如來出現 接引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 到時候阿彌陀如來 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
菩薩三尊現前 賜給你蓮花 你坐在蓮花上面 你就往生到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本身也是蓮花部的部主 祂的兩位
法王子就是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 這兩位偉大的法王
子 這是今天我們同修跟大家介紹的阿彌陀如來
其實我見過阿彌陀如來也不過是兩 三回 也不多 不
是很多 這個見過釋迦牟尼佛一次 佛教界也撻伐：﹁怎麼
祢可以見到釋迦牟尼佛？﹂甚至有一些人寫文章批評 就
說：﹁釋迦牟尼佛已經圓寂兩千六百多年 祢怎麼可以看到
釋迦牟尼佛？﹂那時候 我是看到就看到 沒有看到就沒有
看到 我啞口無言 沒有想到大家批評得很厲害 像臺灣的
四大名山 證嚴上人她也沒講過她見到釋迦牟尼佛吧？然後
星雲大師 他也沒提到他見過釋迦牟尼佛；另外 ︿法鼓
山﹀聖嚴法師 他也沒提到他見過釋迦牟尼佛；另外惟覺老
和尚 他也沒有提到他見過釋迦牟尼佛
那時候 我提起我見到釋迦牟尼佛 才一次啊 就被罵
的這個 呵呵 其實我們也不想弄什麼怪異的事情 怪異的
事情是××弄得最多 我不過才提一次而已啊 也被罵 ×
×呢？那不得了 我最近看鬼婆××的開示 她這樣寫的
她說：﹁這一段時期 她跟釋迦牟尼佛非常的交融 我也經
常跟祂聯絡 ﹂××跟釋迦牟尼佛常常聯絡 釋迦牟尼佛也
特別給××開示跟加持 哇！跟釋迦牟尼佛交融而且對話
怎麼對話呢？釋迦牟尼佛對××講：﹁把妳的手伸出來 ﹂
××就伸出她的手 釋迦牟尼佛就握住××的手：﹁妳跟我
走！﹂××在開示文章裡面寫：﹁跟著釋迦牟尼走就安
了 ﹂一切都安啦 關於這一段 底下還有很多段 都是跟

談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談到最後啊 出家就還俗 就跟她
結婚就走了
我們︿真佛宗﹀的出家眾很多 跟女生談得太多 有一
個出家眾跟一個女生來跟我懺悔 我說：﹁你們懺悔什麼？
有什麼好懺悔？結婚去啦！﹂我也很調皮問他們：﹁你們誰
先吻誰的？﹂女生說是那個出家的先吻我 但是那個出家的
說：﹁哪裡！我們兩個一起的好不好 ﹂我說：﹁好吧 去
結婚吧！﹂但是我算了一下這個緣分：﹁沒有關係你們兩個
結婚 ﹂以後兩個人結婚累了 兩個人一起出家 如果有小
孩子 小孩子作小沙彌 佛陀很嚴的 手怎麼可能牽××的
手啊！哪裡可以！手伸出來 釋迦牟尼佛就牽她的手 來！
跟我走！去哪裡啊？阿彌陀佛 現代的話就是去 MOTEL
去摩鐵 這是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瑤池金母跟我分析 第一個 ××是在家的上座
比丘下座 或者是坐兩旁 她自己坐上座 佛陀不可能會下
降 因為這是魔相 第二個 原始佛教中 兩個人不可以對
看 不可能接觸你的手 不可以講話幾句 這個 talk too
much
就不可能 還牽手 ﹁牽阮ㄟ手 淋著小雨 ﹂
開玩笑嘛！那是情歌耶 這是開釋迦牟尼佛的玩笑 第三
個 瑤池金母跟我分析 ××尊敬鬼眾都比尊敬佛菩薩還要
尊敬 她都養鬼 明目張膽 很公開的養鬼 養鬼的人都不
敢講出來 就養一隻鬼 一隻小鬼而已 他都不敢講 ××
養五隻大鬼 另外還有千萬鬼眾 她都敢講 這已經犯了大
忌 養鬼的大忌 佛陀更不會下降 所以瑤池金母講唬爛的
︵臺語︶ 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哪裡有這樣的 以後還有 哇！很多很多耶 給她吃舍
利子 佛陀都沒有給我吃舍利子 也沒有給我吃蜜餞 也沒
有啊 佛陀也沒有握我的手啊！我跟祂又不是同性戀 祂是
那麼莊嚴的身相 唉呀 她真的是騙很大 真的是詐騙集團
耶 稍微用腦筋想一想 就可以很清楚的抓出她的一些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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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有關的 釋迦牟尼佛跟××兩個人這樣講話講來
講 去 不 是 日 本 話 吧 ？ 這 個 我 們 英 文 就 叫 talk too
much
互相這樣交融在一起 還有一點 就是說釋迦牟尼
佛對××堂真的好好喔！釋迦牟尼佛伸出手給他們所有聽法
的人摩頂 這一點 我都沒有想到 還有呢？釋迦牟尼佛還
放出舍利子 我不知道舍利子從哪裡放出來 總之啊 大家
都有舍利子可以吃 只要是××堂的都有舍利子可以吃
××坐在法座上說：﹁釋迦牟尼佛給我舍利子吃 ﹂她
就：﹁哇！又香 又甜 又甘美的舍利子 你們吃到沒
有？﹂××問同門：﹁你們吃到沒有？你們給釋迦牟尼佛摩
頂沒有？﹂那是 1998 年發生的事情 現在多久了？我不知
道××是這麼偉大 釋迦牟尼佛還給她舍利子吃 又香 又
甜 又甘美 那不是蜜餞嗎？哎呀 這個很對不起大家 師
尊沒有辦法請釋迦牟尼佛給大家摩頂 也沒有辦法請釋迦牟
尼佛放出舍利子給大家吃 因為我只有見過一次 但是 ×
×天天跟釋迦牟尼佛在一起 講好多喔 二十年前已經講好
多 我實在很可憐 我就跟瑤池金母講 說：﹁為什麼釋迦
牟尼佛厚此薄彼 對她們那麼好 對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總堂的 祂就沒有那麼關切 也不顯現給我們看 也不給我
們舍利子吃 ﹂瑤池金母講：﹁那是唬爛的︵臺語︶ ﹂
瑤池金母分析給我聽 釋迦牟尼佛在祂的經典裡面早就
記載得非常清楚：﹁末世時代 白衣上座 比丘下座 這是
天大的魔相 ﹂也就是在家人上座 在家人坐在最高的位
置 在家的有頭髮的 底下是出家眾 祂說這是魔相 這是
瑤池金母跟我分析的 第二個 釋迦牟尼佛自從出家以後
祂的手沒有碰過女生的手 ﹁手不能觸女生的手﹂ 那時候
祂的教化很清楚 跟女生講話要距離四步 講的話不可以超
過三句 眼睛不可以看著女生 因為眼睛看著女生啊！彼此
一來電 你就被獅子吃了 祂的規定很嚴喔 在原始佛教
中 釋迦牟尼佛的教化規定很嚴 講話不能兩個這樣對談

就是持名唸佛 他們主張持名唸佛 持祂的名字就好 最重
要的是臨終的時候一心不亂 你的心不要亂 你只要一念阿
彌陀如來 一心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只有一心 沒有二
心 一心唸阿彌陀如來 然後祈求阿彌陀如來出現 接引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 到時候阿彌陀如來 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
菩薩三尊現前 賜給你蓮花 你坐在蓮花上面 你就往生到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本身也是蓮花部的部主 祂的兩位
法王子就是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 這兩位偉大的法王
子 這是今天我們同修跟大家介紹的阿彌陀如來
其實我見過阿彌陀如來也不過是兩 三回 也不多 不
是很多 這個見過釋迦牟尼佛一次 佛教界也撻伐：﹁怎麼
祢可以見到釋迦牟尼佛？﹂甚至有一些人寫文章批評 就
說：﹁釋迦牟尼佛已經圓寂兩千六百多年 祢怎麼可以看到
釋迦牟尼佛？﹂那時候 我是看到就看到 沒有看到就沒有
看到 我啞口無言 沒有想到大家批評得很厲害 像臺灣的
四大名山 證嚴上人她也沒講過她見到釋迦牟尼佛吧？然後
星雲大師 他也沒提到他見過釋迦牟尼佛；另外 ︿法鼓
山﹀聖嚴法師 他也沒提到他見過釋迦牟尼佛；另外惟覺老
和尚 他也沒有提到他見過釋迦牟尼佛
那時候 我提起我見到釋迦牟尼佛 才一次啊 就被罵
的這個 呵呵 其實我們也不想弄什麼怪異的事情 怪異的
事情是××弄得最多 我不過才提一次而已啊 也被罵 ×
×呢？那不得了 我最近看鬼婆××的開示 她這樣寫的
她說：﹁這一段時期 她跟釋迦牟尼佛非常的交融 我也經
常跟祂聯絡 ﹂××跟釋迦牟尼佛常常聯絡 釋迦牟尼佛也
特別給××開示跟加持 哇！跟釋迦牟尼佛交融而且對話
怎麼對話呢？釋迦牟尼佛對××講：﹁把妳的手伸出來 ﹂
××就伸出她的手 釋迦牟尼佛就握住××的手：﹁妳跟我
走！﹂××在開示文章裡面寫：﹁跟著釋迦牟尼走就安
了 ﹂一切都安啦 關於這一段 底下還有很多段 都是跟

談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談到最後啊 出家就還俗 就跟她
結婚就走了
我們︿真佛宗﹀的出家眾很多 跟女生談得太多 有一
個出家眾跟一個女生來跟我懺悔 我說：﹁你們懺悔什麼？
有什麼好懺悔？結婚去啦！﹂我也很調皮問他們：﹁你們誰
先吻誰的？﹂女生說是那個出家的先吻我 但是那個出家的
說：﹁哪裡！我們兩個一起的好不好 ﹂我說：﹁好吧 去
結婚吧！﹂但是我算了一下這個緣分：﹁沒有關係你們兩個
結婚 ﹂以後兩個人結婚累了 兩個人一起出家 如果有小
孩子 小孩子作小沙彌 佛陀很嚴的 手怎麼可能牽××的
手啊！哪裡可以！手伸出來 釋迦牟尼佛就牽她的手 來！
跟我走！去哪裡啊？阿彌陀佛 現代的話就是去 MOTEL
去摩鐵 這是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瑤池金母跟我分析 第一個 ××是在家的上座
比丘下座 或者是坐兩旁 她自己坐上座 佛陀不可能會下
降 因為這是魔相 第二個 原始佛教中 兩個人不可以對
看 不可能接觸你的手 不可以講話幾句 這個 talk too
much
就不可能 還牽手 ﹁牽阮ㄟ手 淋著小雨 ﹂
開玩笑嘛！那是情歌耶 這是開釋迦牟尼佛的玩笑 第三
個 瑤池金母跟我分析 ××尊敬鬼眾都比尊敬佛菩薩還要
尊敬 她都養鬼 明目張膽 很公開的養鬼 養鬼的人都不
敢講出來 就養一隻鬼 一隻小鬼而已 他都不敢講 ××
養五隻大鬼 另外還有千萬鬼眾 她都敢講 這已經犯了大
忌 養鬼的大忌 佛陀更不會下降 所以瑤池金母講唬爛的
︵臺語︶ 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哪裡有這樣的 以後還有 哇！很多很多耶 給她吃舍
利子 佛陀都沒有給我吃舍利子 也沒有給我吃蜜餞 也沒
有啊 佛陀也沒有握我的手啊！我跟祂又不是同性戀 祂是
那麼莊嚴的身相 唉呀 她真的是騙很大 真的是詐騙集團
耶 稍微用腦筋想一想 就可以很清楚的抓出她的一些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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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嗡 別炸 迦魯達 炸咧 炸咧 吽吽呸 ﹂哇！大
鵬金翅鳥飛過來就載著你 回到大地上 你碰到如何的險
境 被淹在水裡面 你唸：﹁南摩三滿多 母馱喃 瓦日
拉 密 ﹂欸！龍王出現 把你抬起來 你坐在龍上面 飛
翔在天空 你在夢中都可以唸咒啊！
你在夢中碰到狐狸精怎麼辦呢？她化為美女呀！秀髮飄
飄 五官非常的嫵媚 身穿透明的白衣 呃 碰到狐狸精要
怎麼辦：﹁嗡 咕嚕咕咧 絀利 梭哈 ﹂那就圓滿了 跟
狐狸精走了 有一個笑話 父親喜歡養魚 母親喜歡養貓
姐姐喜歡養鳥 弟弟喜歡養狗 他自己的寵物就是烏龜 爸
爸的寵物呢？狐狸精 爸爸的寵物就是狐狸精 碰到狐狸精
的時候 你也要定下心來：﹁嗡 阿彌爹哇 些 ﹂彌陀現
前 或者你能夠做結界 四縱五橫印：﹁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你自己先修結界 做防護 唸﹃不
動明王心咒﹄：﹁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再做四縱五橫印：﹁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就現出一片牆出來 狐狸精沒辦法接近你 在夢
中你也不犯業 這非常好
這就是﹁變夢﹂ 你知道是在夢中 你可以把它轉變
告訴你 夢非常的重要 因為將來我們人要走的時候 躺下
來眼睛一閉 旁邊沒有助緣唸佛 進入你的耳識裡面讓你聽
見 你的神識在飄渺之中 就像在作夢 這時候 哪個東西
出現來接引你 你不知道 你跟著走 你沒有辦法明夢 這
夢的覺受你還沒有修好 這夢的緣起你沒有修好 這都不
行 所以密教裡面有修夢 顯教我倒是沒有聽到有修夢
只是王守仁寫了一首詩：﹁知世如夢無所求 無所求心
普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這是王守仁
寫的詩 第一句話非常重要 ﹁知世如夢無所求﹂ 你要懂
得世間的一切 就像夢幻一樣 所以你不需要求什麼 求了

綻 他們開示說法講全部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般一般 也就
是一般法師在講的勸人為善的這些法 其實佛陀的法不是這
樣的 佛陀的法最重要的是﹁自淨其意﹂ 自己清淨自己的
意念 這是第一等重要的 如何自淨其意 有很多的法
今天再講︽道果︾ 講到﹁夢緣起﹂ ﹁夢緣起﹂是什
麼？你在禪定裡面看不到 你張開眼睛也看不到 你定心在
三昧地中看不到 在什麼時候都看不到 但是在夢中讓你看
到 這叫﹁夢緣起﹂ 在夢中讓你看到叫﹁夢緣起﹂ ﹁夢
緣起﹂是怎麼回事？像我前幾天 大概是前兩天吧 在夢中
隨心所欲 哇！一座高山 我只要身體 挺直就飛起來 我
是站著飛 哇！飛過所有的人群 飛到山頂上面 然後飛過
大海 飛過大山 飛到淨土去 才前天而已吧！就飛到淨土
去 飛到哪裡 飛來飛去 隨心所欲 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在夢中我非常的快樂 在現實世界你能飛嗎？不跌倒已經不
錯了 在現實世界哪裡能夠飛啊？這就是﹁夢緣起﹂
就在昨晚吧 我夢見什麼呢？居然夢見我身體裡面 有
鐵釘 哇！好多鐵釘喔！不得了 鐵釘都從我的身體裡面跑
到我的嘴 一根一根把鐵釘吐出來 哇！這樣一直吐釘子
吐到嘴邊都感覺還有 再吐 還有 再吐
一直吐釘子
吐吐吐 吐完了 終於沒有釘子了 我吐完釘子以後 我就
醒過來 這個夢很清楚
我就問瑤池金母：﹁我吐釘子是怎麼回事？﹂瑤池金母
跟我講：﹁很簡單 釘頭七箭書 ﹂釘頭七箭書？我一想
有喔！︽封神榜︾裡 姜子牙被釘頭七箭書 用釘子釘祂的
頭 釘到姜子牙每天昏昏沉沉 不能作戰 全身軟趴趴的
元帥都完蛋了 底下的兵將都很憂愁 到最後 好像是說佛
菩薩 那時候觀世音菩薩叫做慈航尊者 祂一出來 前面有
七個燈 後面有七個燈的燃燈道人 燃燈道人就是燃燈佛
出來救姜子牙 他就是中了釘頭七箭書啊！
可見師尊生辰八字大家都知道的
1945 年 民國

也等於白求 到最後走的時候 什麼都不是你的 包括你的
親人 最親近的人也不是你的 你最喜愛的也不是你的 所
有東西都不是你的 這就是﹁夢緣起﹂ 今天就講﹁夢緣
起﹂
想起那天跟女朋友逛街的時候 女朋友一邊撒嬌一邊
說：﹁那條項鍊好好看 ﹂當時就說：﹁好吧！我們去看看
也好 ﹂女朋友繼續撒嬌講：﹁要是天天都能夠看到那該有
多好 ﹂這時候我也沒辦法了 我只好從我的口袋裡掏出手
機來 給他來了洽洽洽三連拍 笑著說：﹁回去以後存在妳
的手機 ﹂妳可以天天看 我們修行就是要這樣 天天要唸
佛 天天要存想佛 存想阿彌陀佛 一憶念 阿彌陀佛就在
眼前
淨土宗就是這樣 口中唸佛 在腦海裡面出現佛的影
然後一心向佛 天天都要看佛 我們學佛的人都是這樣 天
天都在憶念 憶念三根本│根本上師 根本本尊 根本護
法 因為護法保護你 本尊攝受你 將來本尊會出現 上師
會加持你 這是三根本 密教的三根本不能忘 另外 我們
常常憶念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是賜給你智慧的本
尊 四臂觀音是賜給你慈悲的本尊 金剛手菩薩是賜給你法
力的本尊 祂守護著你 金剛手菩薩又叫做手金剛 這是密
教主要的三怙主 慈悲 智慧跟法力 這是一個重點喔！
老師對同學們講：﹁同學們 如果你們可以變成一種植
物 你想變成哪一種？﹂同學就想 小紅就講：﹁我想變成
梅花 因為它不懼風寒 ﹂梅花在冬天的時候不懼風寒 小
李就講：﹁我想變成松樹 ﹂不怕風吹雨打 小明講：﹁我
想變成小草 ﹂哇 老師就說：﹁嗯 小草有什麼特別
嗎？﹂小明講：﹁今天你踩我頭上 明天我長在你墳上 ﹂
老師就講：﹁滾出去！﹂小明是很會搗蛋的 我告訴你 大
家在夢裡 夢因緣裡面都會有變化的 你在夢中都會有變

34 年 5 月 18 號午時 我的八字都是公開的 在書上就有
了 人家要給我作法 我倒沒說××給我作法 因為人家對
我作法 我都是沒有感覺的 吐出那麼多釘子是怎麼回事？
就是被人家作法到全身都被作了 把所有的釘子全部吐出
來 也就是這些法跟祢統統沒有關係 我也沒有感覺人家給
我作法 這個叫什麼？叫做﹁夢緣起﹂
密教要懂得一點 很重要 在夢中一定要知道是夢啊！
知道﹁這是夢﹂ 然後你在夢中還要明夢 明白這個夢是什
麼意思 修夢啊！密教有﹁六成就法﹂ ﹁六成就法﹂當中
的一個就是修夢 你夢也要修 因為白天你腦筋很清醒 晚
上做夢就迷糊了 晚上夢到殺人怎麼辦？所以你第一個要修
夢 把夢修得跟白天一樣 你能夠明白這個夢境：﹁現在我
是在作夢 ﹂能夠這樣的就算是第一個功力已經有了 你知
道你在作夢的時候 你知道是夢嗎？知道你是在作夢嗎？大
家知不知道？只要你作夢 你就知道我現在是在作夢 知道
的人舉手？還有人舉手喔！功力不錯喔！這是修夢 在夢中
知道是夢 還要明白這個夢
另外 還要能夠轉夢 欸！這個就厲害了！為什麼呢？
你這夢境一出現 你不知道 你在夢中就造業啊！夢裡面是
不是有時候會造業？你在夢中殺人 夢中被鬼壓 很多人在
夢裡面被鬼壓 尤其現在養鬼養那麼多 大家都被壓得唧唧
叫 被壓得唧唧叫得很多啊！在夢中也有鬼在追你呀 或者
是什麼在追你啊 首先 你要知道這是夢 第二個 夢非常
清楚 不要含含糊糊的那一種亂七八糟的夢 那不算的！要
明白這個夢境 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夢 當你要殺人的時候
你知道這是作夢 ﹁夢中不可以造業 馬上停止！﹂你就停
下來了 就沒有造業 你知道這是夢 你馬上就停止
一看到鬼來 你能夠合掌唸：﹁嗡 摩訶巴拉耶 吽吽
呸 ﹂一個咒語出去 鬼就消失 鬼不能抓你 你在夢中掉
到懸崖 你知道：﹁喔！這是夢 沒有關係！﹂我祈求迦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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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嗡 別炸 迦魯達 炸咧 炸咧 吽吽呸 ﹂哇！大
鵬金翅鳥飛過來就載著你 回到大地上 你碰到如何的險
境 被淹在水裡面 你唸：﹁南摩三滿多 母馱喃 瓦日
拉 密 ﹂欸！龍王出現 把你抬起來 你坐在龍上面 飛
翔在天空 你在夢中都可以唸咒啊！
你在夢中碰到狐狸精怎麼辦呢？她化為美女呀！秀髮飄
飄 五官非常的嫵媚 身穿透明的白衣 呃 碰到狐狸精要
怎麼辦：﹁嗡 咕嚕咕咧 絀利 梭哈 ﹂那就圓滿了 跟
狐狸精走了 有一個笑話 父親喜歡養魚 母親喜歡養貓
姐姐喜歡養鳥 弟弟喜歡養狗 他自己的寵物就是烏龜 爸
爸的寵物呢？狐狸精 爸爸的寵物就是狐狸精 碰到狐狸精
的時候 你也要定下心來：﹁嗡 阿彌爹哇 些 ﹂彌陀現
前 或者你能夠做結界 四縱五橫印：﹁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你自己先修結界 做防護 唸﹃不
動明王心咒﹄：﹁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再做四縱五橫印：﹁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就現出一片牆出來 狐狸精沒辦法接近你 在夢
中你也不犯業 這非常好
這就是﹁變夢﹂ 你知道是在夢中 你可以把它轉變
告訴你 夢非常的重要 因為將來我們人要走的時候 躺下
來眼睛一閉 旁邊沒有助緣唸佛 進入你的耳識裡面讓你聽
見 你的神識在飄渺之中 就像在作夢 這時候 哪個東西
出現來接引你 你不知道 你跟著走 你沒有辦法明夢 這
夢的覺受你還沒有修好 這夢的緣起你沒有修好 這都不
行 所以密教裡面有修夢 顯教我倒是沒有聽到有修夢
只是王守仁寫了一首詩：﹁知世如夢無所求 無所求心
普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這是王守仁
寫的詩 第一句話非常重要 ﹁知世如夢無所求﹂ 你要懂
得世間的一切 就像夢幻一樣 所以你不需要求什麼 求了

綻 他們開示說法講全部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般一般 也就
是一般法師在講的勸人為善的這些法 其實佛陀的法不是這
樣的 佛陀的法最重要的是﹁自淨其意﹂ 自己清淨自己的
意念 這是第一等重要的 如何自淨其意 有很多的法
今天再講︽道果︾ 講到﹁夢緣起﹂ ﹁夢緣起﹂是什
麼？你在禪定裡面看不到 你張開眼睛也看不到 你定心在
三昧地中看不到 在什麼時候都看不到 但是在夢中讓你看
到 這叫﹁夢緣起﹂ 在夢中讓你看到叫﹁夢緣起﹂ ﹁夢
緣起﹂是怎麼回事？像我前幾天 大概是前兩天吧 在夢中
隨心所欲 哇！一座高山 我只要身體 挺直就飛起來 我
是站著飛 哇！飛過所有的人群 飛到山頂上面 然後飛過
大海 飛過大山 飛到淨土去 才前天而已吧！就飛到淨土
去 飛到哪裡 飛來飛去 隨心所欲 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在夢中我非常的快樂 在現實世界你能飛嗎？不跌倒已經不
錯了 在現實世界哪裡能夠飛啊？這就是﹁夢緣起﹂
就在昨晚吧 我夢見什麼呢？居然夢見我身體裡面 有
鐵釘 哇！好多鐵釘喔！不得了 鐵釘都從我的身體裡面跑
到我的嘴 一根一根把鐵釘吐出來 哇！這樣一直吐釘子
吐到嘴邊都感覺還有 再吐 還有 再吐
一直吐釘子
吐吐吐 吐完了 終於沒有釘子了 我吐完釘子以後 我就
醒過來 這個夢很清楚
我就問瑤池金母：﹁我吐釘子是怎麼回事？﹂瑤池金母
跟我講：﹁很簡單 釘頭七箭書 ﹂釘頭七箭書？我一想
有喔！︽封神榜︾裡 姜子牙被釘頭七箭書 用釘子釘祂的
頭 釘到姜子牙每天昏昏沉沉 不能作戰 全身軟趴趴的
元帥都完蛋了 底下的兵將都很憂愁 到最後 好像是說佛
菩薩 那時候觀世音菩薩叫做慈航尊者 祂一出來 前面有
七個燈 後面有七個燈的燃燈道人 燃燈道人就是燃燈佛
出來救姜子牙 他就是中了釘頭七箭書啊！
可見師尊生辰八字大家都知道的
1945 年 民國

也等於白求 到最後走的時候 什麼都不是你的 包括你的
親人 最親近的人也不是你的 你最喜愛的也不是你的 所
有東西都不是你的 這就是﹁夢緣起﹂ 今天就講﹁夢緣
起﹂
想起那天跟女朋友逛街的時候 女朋友一邊撒嬌一邊
說：﹁那條項鍊好好看 ﹂當時就說：﹁好吧！我們去看看
也好 ﹂女朋友繼續撒嬌講：﹁要是天天都能夠看到那該有
多好 ﹂這時候我也沒辦法了 我只好從我的口袋裡掏出手
機來 給他來了洽洽洽三連拍 笑著說：﹁回去以後存在妳
的手機 ﹂妳可以天天看 我們修行就是要這樣 天天要唸
佛 天天要存想佛 存想阿彌陀佛 一憶念 阿彌陀佛就在
眼前
淨土宗就是這樣 口中唸佛 在腦海裡面出現佛的影
然後一心向佛 天天都要看佛 我們學佛的人都是這樣 天
天都在憶念 憶念三根本│根本上師 根本本尊 根本護
法 因為護法保護你 本尊攝受你 將來本尊會出現 上師
會加持你 這是三根本 密教的三根本不能忘 另外 我們
常常憶念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是賜給你智慧的本
尊 四臂觀音是賜給你慈悲的本尊 金剛手菩薩是賜給你法
力的本尊 祂守護著你 金剛手菩薩又叫做手金剛 這是密
教主要的三怙主 慈悲 智慧跟法力 這是一個重點喔！
老師對同學們講：﹁同學們 如果你們可以變成一種植
物 你想變成哪一種？﹂同學就想 小紅就講：﹁我想變成
梅花 因為它不懼風寒 ﹂梅花在冬天的時候不懼風寒 小
李就講：﹁我想變成松樹 ﹂不怕風吹雨打 小明講：﹁我
想變成小草 ﹂哇 老師就說：﹁嗯 小草有什麼特別
嗎？﹂小明講：﹁今天你踩我頭上 明天我長在你墳上 ﹂
老師就講：﹁滾出去！﹂小明是很會搗蛋的 我告訴你 大
家在夢裡 夢因緣裡面都會有變化的 你在夢中都會有變

34 年 5 月 18 號午時 我的八字都是公開的 在書上就有
了 人家要給我作法 我倒沒說××給我作法 因為人家對
我作法 我都是沒有感覺的 吐出那麼多釘子是怎麼回事？
就是被人家作法到全身都被作了 把所有的釘子全部吐出
來 也就是這些法跟祢統統沒有關係 我也沒有感覺人家給
我作法 這個叫什麼？叫做﹁夢緣起﹂
密教要懂得一點 很重要 在夢中一定要知道是夢啊！
知道﹁這是夢﹂ 然後你在夢中還要明夢 明白這個夢是什
麼意思 修夢啊！密教有﹁六成就法﹂ ﹁六成就法﹂當中
的一個就是修夢 你夢也要修 因為白天你腦筋很清醒 晚
上做夢就迷糊了 晚上夢到殺人怎麼辦？所以你第一個要修
夢 把夢修得跟白天一樣 你能夠明白這個夢境：﹁現在我
是在作夢 ﹂能夠這樣的就算是第一個功力已經有了 你知
道你在作夢的時候 你知道是夢嗎？知道你是在作夢嗎？大
家知不知道？只要你作夢 你就知道我現在是在作夢 知道
的人舉手？還有人舉手喔！功力不錯喔！這是修夢 在夢中
知道是夢 還要明白這個夢
另外 還要能夠轉夢 欸！這個就厲害了！為什麼呢？
你這夢境一出現 你不知道 你在夢中就造業啊！夢裡面是
不是有時候會造業？你在夢中殺人 夢中被鬼壓 很多人在
夢裡面被鬼壓 尤其現在養鬼養那麼多 大家都被壓得唧唧
叫 被壓得唧唧叫得很多啊！在夢中也有鬼在追你呀 或者
是什麼在追你啊 首先 你要知道這是夢 第二個 夢非常
清楚 不要含含糊糊的那一種亂七八糟的夢 那不算的！要
明白這個夢境 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夢 當你要殺人的時候
你知道這是作夢 ﹁夢中不可以造業 馬上停止！﹂你就停
下來了 就沒有造業 你知道這是夢 你馬上就停止
一看到鬼來 你能夠合掌唸：﹁嗡 摩訶巴拉耶 吽吽
呸 ﹂一個咒語出去 鬼就消失 鬼不能抓你 你在夢中掉
到懸崖 你知道：﹁喔！這是夢 沒有關係！﹂我祈求迦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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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變換來變換去 夢因緣是這樣
英文老師講：﹁小明 你來翻譯一下 Are you free
tonight. ﹂小明就翻譯：﹁你今晚免費嗎？﹂全班哄堂大
笑 老師講：﹁還是滾出去 ﹂我講一句：﹁ I am lonely
tonight. ﹂呵呵 昨天下班的時候 走在路上 結果看見
兩位老人家在下棋 我好奇就在旁邊看 當時場面十分膠
著 兩個老人在下棋 但是對看三十分鐘都沒有在下 兩個
老人一直在思考 我心想：﹁果然薑是老的辣 ﹂他們定下
來 統統不動 兩個老人 一個棋盤 兩個老人的棋藝真的
是很精湛 下一步棋都要想三十分鐘 於是 其中一個老人
打破僵局 開口講：﹁我在想 現在到底輪到誰？﹂另外那
個老的講：﹁不知道耶 ﹂原來下棋下到兩個都失憶了
其實我有這樣一個感覺 年紀大的人難免失憶 所以年
紀輕的要原諒年紀大的 你老了就知道了 不要老是說
欸 歹勢說︵臺語︶ 不好意思講 事實上 有時候會忘掉
事情 真的 經常在做的事也會忘掉 像醫生叫我每天﹁祢
要吃這個 吃這個
﹂我也經常會忘掉 到底 我吃了沒
有？我常常問師母：﹁欸 妳有看到我吃這個嗎？﹂她說她
沒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吃了沒有 但是總不能吃
double 你說是不是？
陳傳芳說：﹁很簡單 很 EASY 祢就寫吃過了 還沒
有吃 每天放在那裡 ﹃還沒有吃﹄放在那裡 ﹃吃過了﹄
給它翻起來 那就好啦！祢拿過來一看 欸 吃過了 那就
表示我吃過了；每天都放的是我還沒有吃 但是只要吃過了
就給它翻起來 ﹂ 問題是我連翻都忘了！呵呵 有的人學
佛學到最後 我覺得說不用那麼麻煩 一個本尊 你就天天
想那個本尊 天天唸祂的咒 不要讓他真的忘了 忘了你會
很慘 修那麼久修到老了的時候 突然間什麼都懵懵 那怎
麼辦呢？
有一次 全臺灣都大停電 有一個愛超跑的友人小泉說

他等今天等很久了 到底等什麼？臺北到高雄的高速公路的
測速器終於全面停電 小泉要挑戰臺北到高雄三個小時 但
是朋友在高雄等了很久 都沒有看到小泉來 到最後 問小
泉：﹁你到哪裡去了？﹂小泉講：﹁他媽的 停電！車庫門
打不開 ﹂所以還是不要停電的好 停電真的是很麻煩的一
件事情 現在已經很少停電了 臺灣全臺大停電 聽說損失
非常多 我們人的腦筋千萬不能秀斗 也是一樣不能夠停
電 你至少有一個憶念﹁你要往生佛國淨土﹂ 你存這個就
可以了 你能夠憶念你的本尊 只要專一就是三昧地 除非
你修行修得非常高超 連專一也沒有
在道家這樣講﹁精 氣 神﹂為三寶 就是把精煉成
氣 把氣練成神 把神回到虛空 把虛空又跟道合一 道家
的修行是這樣的 我們佛教的修行 其實也是跟這個差不多
的 把多變成一 把一變成零 把零又合於道 跟道合一
這是一個程序 大幻化網金剛就是這個樣子 大幻化網手印
就是這樣 這就是從﹁多﹂變成﹁一﹂ 從底下的﹁多﹂到
了頂上的變成﹁一點﹂ 就是﹁專一﹂ 專一再化成虛空
在虛空又跟道合一 然後 在虛空的時候你加上菩提心 你
就是菩薩 跟大家解釋這個 就是很主要的
醫生對一個老太婆講：﹁阿嬤 你的身體虛弱 需要多
吃點鐵質的東西 ﹂阿嬤說：﹁我已經沒有牙齒了 稍微硬
一點的東西也吃不來 你竟然叫我吃鐵的東西！你到底有沒
有良心哪？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議 ﹂這就是彼此之間一種誤
會 我們說法要說得非常清楚 不能含糊 ××說：﹁釋迦
牟尼佛放出舍利給大家吃 ﹂大家都沒有看到從哪裡放出
來 當然 只有××才知道從哪裡放出來 我現在就問×
×：﹁釋迦牟尼佛當初給妳吃舍利子 祂是從哪裡放出來
的？﹂妳說妳看到釋迦牟尼佛有放舍利給大家吃 從哪裡
放？是從肛門嗎？不好意思問下去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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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變換來變換去 夢因緣是這樣
英文老師講：﹁小明 你來翻譯一下 Are you free
tonight. ﹂小明就翻譯：﹁你今晚免費嗎？﹂全班哄堂大
笑 老師講：﹁還是滾出去 ﹂我講一句：﹁ I am lonely
tonight. ﹂呵呵 昨天下班的時候 走在路上 結果看見
兩位老人家在下棋 我好奇就在旁邊看 當時場面十分膠
著 兩個老人在下棋 但是對看三十分鐘都沒有在下 兩個
老人一直在思考 我心想：﹁果然薑是老的辣 ﹂他們定下
來 統統不動 兩個老人 一個棋盤 兩個老人的棋藝真的
是很精湛 下一步棋都要想三十分鐘 於是 其中一個老人
打破僵局 開口講：﹁我在想 現在到底輪到誰？﹂另外那
個老的講：﹁不知道耶 ﹂原來下棋下到兩個都失憶了
其實我有這樣一個感覺 年紀大的人難免失憶 所以年
紀輕的要原諒年紀大的 你老了就知道了 不要老是說
欸 歹勢說︵臺語︶ 不好意思講 事實上 有時候會忘掉
事情 真的 經常在做的事也會忘掉 像醫生叫我每天﹁祢
要吃這個 吃這個
﹂我也經常會忘掉 到底 我吃了沒
有？我常常問師母：﹁欸 妳有看到我吃這個嗎？﹂她說她
沒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吃了沒有 但是總不能吃
double 你說是不是？
陳傳芳說：﹁很簡單 很 EASY 祢就寫吃過了 還沒
有吃 每天放在那裡 ﹃還沒有吃﹄放在那裡 ﹃吃過了﹄
給它翻起來 那就好啦！祢拿過來一看 欸 吃過了 那就
表示我吃過了；每天都放的是我還沒有吃 但是只要吃過了
就給它翻起來 ﹂ 問題是我連翻都忘了！呵呵 有的人學
佛學到最後 我覺得說不用那麼麻煩 一個本尊 你就天天
想那個本尊 天天唸祂的咒 不要讓他真的忘了 忘了你會
很慘 修那麼久修到老了的時候 突然間什麼都懵懵 那怎
麼辦呢？
有一次 全臺灣都大停電 有一個愛超跑的友人小泉說

他等今天等很久了 到底等什麼？臺北到高雄的高速公路的
測速器終於全面停電 小泉要挑戰臺北到高雄三個小時 但
是朋友在高雄等了很久 都沒有看到小泉來 到最後 問小
泉：﹁你到哪裡去了？﹂小泉講：﹁他媽的 停電！車庫門
打不開 ﹂所以還是不要停電的好 停電真的是很麻煩的一
件事情 現在已經很少停電了 臺灣全臺大停電 聽說損失
非常多 我們人的腦筋千萬不能秀斗 也是一樣不能夠停
電 你至少有一個憶念﹁你要往生佛國淨土﹂ 你存這個就
可以了 你能夠憶念你的本尊 只要專一就是三昧地 除非
你修行修得非常高超 連專一也沒有
在道家這樣講﹁精 氣 神﹂為三寶 就是把精煉成
氣 把氣練成神 把神回到虛空 把虛空又跟道合一 道家
的修行是這樣的 我們佛教的修行 其實也是跟這個差不多
的 把多變成一 把一變成零 把零又合於道 跟道合一
這是一個程序 大幻化網金剛就是這個樣子 大幻化網手印
就是這樣 這就是從﹁多﹂變成﹁一﹂ 從底下的﹁多﹂到
了頂上的變成﹁一點﹂ 就是﹁專一﹂ 專一再化成虛空
在虛空又跟道合一 然後 在虛空的時候你加上菩提心 你
就是菩薩 跟大家解釋這個 就是很主要的
醫生對一個老太婆講：﹁阿嬤 你的身體虛弱 需要多
吃點鐵質的東西 ﹂阿嬤說：﹁我已經沒有牙齒了 稍微硬
一點的東西也吃不來 你竟然叫我吃鐵的東西！你到底有沒
有良心哪？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議 ﹂這就是彼此之間一種誤
會 我們說法要說得非常清楚 不能含糊 ××說：﹁釋迦
牟尼佛放出舍利給大家吃 ﹂大家都沒有看到從哪裡放出
來 當然 只有××才知道從哪裡放出來 我現在就問×
×：﹁釋迦牟尼佛當初給妳吃舍利子 祂是從哪裡放出來
的？﹂妳說妳看到釋迦牟尼佛有放舍利給大家吃 從哪裡
放？是從肛門嗎？不好意思問下去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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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煖相：分別前行煖相
我

15
16

們首先恭敬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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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大幻化網金剛﹂ 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阿達爾瑪佛 敬禮文尊 武尊百尊 文武
尊 忿怒尊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
的貴賓是 跟昨天晚上完全一模一樣 喔！多了兩位 少
了一位 還是要唸一遍：︿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usband
歡迎他們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張鑫力醫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小姐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
高雄市議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高歡嫻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還有
Sawadikap ︵泰語：你好︶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
安︶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九月三號 下午三點的護
摩是﹁黑面金母護摩法會﹂ 祂的咒語是：﹁嗡 金母
哈哈哈 吽呸 ﹂

雜誌

今天我們是做大幻化網金剛的護摩 這一尊是本初佛
阿達爾瑪佛的化身 最主要祂是拿著鏡子 每一隻手都拿
著鏡子 祂有很多手 大幻化網金剛是本初佛所化出來
的 其形象具二十一個面孔 四十二個手臂 八個足 其
手中各持明鏡 鏡內有四十二位寂靜尊 包含了本初佛及
大自在佛母 五部如來 五佛母 八大菩薩 八菩薩母
四明王 四明王母 六釋迦能仁 佛母一共有九個面孔
十八個手臂 四個足 其手中各持明鏡 二手持彎刀與顱
器 其餘手持明鏡 現忿怒母及獸面母相
祂一共有文武百尊 剛剛就是本初佛 大幻化網金
剛 還有文武百尊一起下降 在文尊方面有四十二尊叫做
寂靜尊 有五十八尊是忿怒尊 我記得以前我的師
父告訴我 這一尊大幻化網金剛跟本初佛阿達爾瑪
佛 象徵著整個宇宙 人要離開娑婆世界的時候
會出現兩個本初的光 都是很短暫的 有兩種救度
的現象出來 第一個 在要臨走的時候 會突然之
間看到無雲晴空出現 放很大的光明 非常強烈的
光 那個時候 你要準備融入那個光明裡面 這是
第一次的救度
另外 還有一次 也是一樣 無雲晴空 突然
間放很大的光明 這時候你一定要融入 如果你錯
過這兩次的機會 再來就是寂靜尊出現 什麼叫寂
靜尊？寂靜尊就是面貌很慈祥 做禪定狀的叫做寂
靜尊 寂靜尊出現了 你也要趕快融入 你如果沒
有融入 會出現忿怒尊 忿怒尊就是像五大金剛
八大明王這樣的忿怒尊會出現 當這些明王 金剛
出現的時候 如果你也沒有融入 最後出現的是寂
忿尊 第五次出現的是寂忿尊 又寂靜又忿怒 叫
做寂忿尊 當這個出現了 你還沒有融入 那就準
大幻化網金剛手印的意義：
從「多」變成「一」，「一」上面歸於「零」，
「零」再發菩提心就會變成菩薩，
「零」完全涅槃就會成為佛，就是「多變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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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煖相：分別前行煖相
我

15
16

們首先恭敬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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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大幻化網金剛﹂ 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阿達爾瑪佛 敬禮文尊 武尊百尊 文武
尊 忿怒尊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
的貴賓是 跟昨天晚上完全一模一樣 喔！多了兩位 少
了一位 還是要唸一遍：︿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usband
歡迎他們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林淑華醫師
張鑫力醫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小姐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
高雄市議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高歡嫻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還有
Sawadikap ︵泰語：你好︶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
安︶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九月三號 下午三點的護
摩是﹁黑面金母護摩法會﹂ 祂的咒語是：﹁嗡 金母
哈哈哈 吽呸 ﹂

雜誌

今天我們是做大幻化網金剛的護摩 這一尊是本初佛
阿達爾瑪佛的化身 最主要祂是拿著鏡子 每一隻手都拿
著鏡子 祂有很多手 大幻化網金剛是本初佛所化出來
的 其形象具二十一個面孔 四十二個手臂 八個足 其
手中各持明鏡 鏡內有四十二位寂靜尊 包含了本初佛及
大自在佛母 五部如來 五佛母 八大菩薩 八菩薩母
四明王 四明王母 六釋迦能仁 佛母一共有九個面孔
十八個手臂 四個足 其手中各持明鏡 二手持彎刀與顱
器 其餘手持明鏡 現忿怒母及獸面母相
祂一共有文武百尊 剛剛就是本初佛 大幻化網金
剛 還有文武百尊一起下降 在文尊方面有四十二尊叫做
寂靜尊 有五十八尊是忿怒尊 我記得以前我的師
父告訴我 這一尊大幻化網金剛跟本初佛阿達爾瑪
佛 象徵著整個宇宙 人要離開娑婆世界的時候
會出現兩個本初的光 都是很短暫的 有兩種救度
的現象出來 第一個 在要臨走的時候 會突然之
間看到無雲晴空出現 放很大的光明 非常強烈的
光 那個時候 你要準備融入那個光明裡面 這是
第一次的救度
另外 還有一次 也是一樣 無雲晴空 突然
間放很大的光明 這時候你一定要融入 如果你錯
過這兩次的機會 再來就是寂靜尊出現 什麼叫寂
靜尊？寂靜尊就是面貌很慈祥 做禪定狀的叫做寂
靜尊 寂靜尊出現了 你也要趕快融入 你如果沒
有融入 會出現忿怒尊 忿怒尊就是像五大金剛
八大明王這樣的忿怒尊會出現 當這些明王 金剛
出現的時候 如果你也沒有融入 最後出現的是寂
忿尊 第五次出現的是寂忿尊 又寂靜又忿怒 叫
做寂忿尊 當這個出現了 你還沒有融入 那就準
大幻化網金剛手印的意義：
從「多」變成「一」，「一」上面歸於「零」，
「零」再發菩提心就會變成菩薩，
「零」完全涅槃就會成為佛，就是「多變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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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這樣講：﹁經過××超度的 有
都進到她的××府 ﹂剛剛我迴向的時
有列名在××府裡面 要給他超度出來
就請了大幻化網金剛給他們全部接引出
然後隨他們自己本身的因果跟業報 該

備六道輪迴 你已經失去了往生佛國的機
會 沒有了
那時候 師父教的是這樣教的 這五個
出現要記住 本初光兩次 寂靜尊一次 忿
怒尊一次 寂忿尊一次 這五次你都沒有辦
法融入在這些光裡面 跟本尊融入的話 那
你只有準備六道輪迴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教授 每一個人在最後走的時候 離開人間
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這五個現象 最後的教
授就是跟你講 一般來講 本初光你很難
因為那時候你的心 如果沒有聽過這種教授
的話 你不懂得融入 因為那個光明非常的
閃耀 非常的亮 讓你恐懼 有這樣的解
釋 師父有這樣的教授 兩次本初光
再來寂靜尊就是你平時在修行的本尊會
出來 如果你修寂靜尊的會出現 你那時候
不懂得融入 再來就是忿怒尊 就是金剛明
王出現 當金剛明王出現 你再不懂得融
入 再來就是寂忿尊 祂又寂靜又忿怒 哪
一尊是寂忿尊？告訴大家 有一個代表 咕
嚕咕咧佛母就是寂忿尊 祂面孔非常的兇
但是又展現兇中的微笑 這叫做寂忿尊 如
果你不懂得融入的話 你就準備天 人 阿
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六道裡面輪迴去
了
80%
候
的
來

1~2. 本初光出現～有 2 次機會融入

沒有辦法忍得住 在半路上就灑了 這個叫灑光光 一地
上都是水 整個褲子 整個喇嘛裙都濕掉 她說：﹁謝謝
師尊 ﹂因為她什麼也沒有觀想 就只是去參加﹁大幻化
網金剛法會﹂ 回來之後 所有頻尿的現象全部一掃而
空 統統沒有！她四十幾歲就頻尿 已經很多年了 將近
快有十年都是這樣 參加一次法會 它居然不見了 她也
奇怪：﹁怎麼回事？﹂就沒有了
另外 現在在香港的蓮澄上師 他說他本來這邊有一
顆大瘤的 人家都可以碰到他的瘤 看到他的瘤 穿喇嘛
裝這邊也腫起來一塊 參加那次的法會以後 他全身的瘤
一共有四個 他一隻手按住這個瘤 一隻手按住那個瘤
再觀想一個瘤 結果三個瘤全部消失掉 但是他有四個瘤
啊 還有一個沒有觀想到還留著 他只能夠觀想一個瘤
他一隻手碰一個 另一隻手碰一個 然後又觀想一個 他
沒辦法再觀想第四個 結果第四個瘤還在 有縮小
瘤消失掉了 我講過啊 一部巴士經過那裡 不是
︿真佛宗﹀的弟子 那個人脖子長瘤 聽到這個咒音 這
咒音是很好 我認為這咒音是做得很好的咒音 大幻化網
金剛還有大力金剛的咒音都很好 另外 還有一個咒音
白度母的咒音也做得很好 那位脖子長瘤的 他坐公車要
到醫院 早上刮鬍子的時候 腫瘤還在 坐在巴士上腫瘤
還在 聽過這個咒音他全身發熱 全身發燙 然後到了醫
院 醫生檢查他的腫瘤 ﹁欸！腫瘤呢？﹂他自己去看鏡
子 ﹁欸！沒有了！﹂只是經過而已喔！希望今天在場
的 還有網路上看我們護摩法會的 聽到這個咒音 希望
他們的疾病統統都消除掉
我已經講過大幻化網金剛了 祂的種子字是﹁吽﹂
字 祂的手印是這樣 ( 師尊示範 )
祂的咒是﹁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黑
嚕嘎 吽吽 呸 ﹂另外 祂的形相 大家記住祂的形

5. 寂忿尊出現時融入

往生佛國的往生佛國 該六道輪迴的六道輪迴
該轉世的轉世 該在鬼道的還是在鬼道 一切順
他們的因果業緣去輪迴
這一尊祂的手印是這樣的︵師尊示範︶ 這
就是從﹁多﹂變成﹁一﹂ ﹁一﹂上面就歸於
﹁零﹂ 那麼﹁零﹂再發菩提心就會變成菩薩
﹁零﹂完全涅槃就會成為佛 這就是﹁多變成
一﹂這個手印 它的意義在這裡 大幻化網金剛
就是這樣 祂的咒語：﹁嗡 別炸 卓大 嘛哈
些 西利 黑嚕嘎 吽吽 呸 ﹂少一個吽也可
以 多一個吽也可以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
些 西利 黑嚕嘎 吽吽 呸 ﹂這咒音非常的
強烈 我剛剛也比了手印 其中有加持與會大
眾 讓我們的疾病都消除
記得在︿中正紀念堂﹀的時候 有一個人的
手好像不能夠分開的 指頭是黏在一起 永遠不
會分開的 我只是舉例 大拇指跟食指完全黏
住 不能夠分開的 很多年很多年它都不能夠分
開的 經過大幻化網金剛的咒語 他觀想自己的
手 就分開了！很多這種現象 很多有瘤的 在
大幻化網金剛的咒語當中消失掉；還有癌症的
以前去檢查的時候癌症指數很高的 參加這個法
會以後 再去檢查 癌症的指數就等於跟一般人
的指數是一樣的 癌症指數就消失掉 沒有了！
我們法師當中有一個她有出來感謝我 她現
在有沒有在這裡 我是不知道 她是頻尿很厲害
的 她在佛學院上課的時候 從佛學院走到廁
所 好像有一段距離 她一尿急 才走到一半
幾乎就全部灑在地上 頻尿非常嚴重 這位年輕
的比丘尼 她在佛學院上課的時候 想上廁所都

相 祂的金剛號叫做﹁通身是眼﹂ 通身是眼是全身都是
祂的眼睛 象徵著我們人的每一個毛細孔 都是一個眼
睛 如果你能將毛細孔全部化為眼睛的話 你自己也是通
身是眼 而且所有的眼睛裡面出現光芒 有形相 有咒
語 有手印就可以修法 如果你修法祂下降跟你相應的
話 保證往生佛國淨土 甚至可以成佛
今天我們再跟大家談一下︽道果︾ 今天所講的就是
﹁三煖相：分別前行煖相﹂ 我講這個﹁分別前行煖
相﹂ 其實這是講禪定的 我們每一次禪定的時候 坐下
來 就開始有念頭產生 這些念頭的產生 你一一去了解
前因跟後果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念頭產生 打坐不是要坐
忘嗎？對不對？什麼都不想嗎？無念嗎？你能夠無念的話
就進入空性 就無分別 你可以進入虛空之中 我們打坐
的時候都是要求無念 但是首先會有念頭出來 這個叫做
﹁前行煖相﹂我們叫做雜念 盡量將它拋棄 但是在︽道
果︾裡面的教授跟別人不同 你出現雜念的時候 當你記
住這個雜念 為什麼會有這個雜念 有這個雜念一定有它
的原因 有它的後果 你先想一想 這雜念從哪裡來 你
因為在想為什麼會產生這雜念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做前行
的運動 變成一種助緣
一般來講 雜念是我們禪定的障礙 這是﹁掉舉﹂
我們沒辦法入定 就叫做﹁掉舉﹂ 但是 出現這種雜念
你只要想 這雜念為什麼會產生在我身上 然後你要想辦
法把這雜念給它化解掉 以後這雜念就不會再產生 就把
這雜念變為﹁助緣﹂ 這是︽道果︾的教授 跟其他的教
授是不太一樣的 其他的教授是說：﹁雜念 呸！﹂就把
它弄掉就好了 一有雜念進來：﹁呸！﹂就把它斷掉 但
是︽道果︾的教授不一樣 一有雜念出來 你要想這雜念
是什麼原因產生出來的 你想清楚了以後 給它化解掉
就不會再有這雜念出來 就變成一種加行 一種前行的煖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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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寂靜尊出現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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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這樣講：﹁經過××超度的 有
都進到她的××府 ﹂剛剛我迴向的時
有列名在××府裡面 要給他超度出來
就請了大幻化網金剛給他們全部接引出
然後隨他們自己本身的因果跟業報 該

備六道輪迴 你已經失去了往生佛國的機
會 沒有了
那時候 師父教的是這樣教的 這五個
出現要記住 本初光兩次 寂靜尊一次 忿
怒尊一次 寂忿尊一次 這五次你都沒有辦
法融入在這些光裡面 跟本尊融入的話 那
你只有準備六道輪迴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教授 每一個人在最後走的時候 離開人間
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這五個現象 最後的教
授就是跟你講 一般來講 本初光你很難
因為那時候你的心 如果沒有聽過這種教授
的話 你不懂得融入 因為那個光明非常的
閃耀 非常的亮 讓你恐懼 有這樣的解
釋 師父有這樣的教授 兩次本初光
再來寂靜尊就是你平時在修行的本尊會
出來 如果你修寂靜尊的會出現 你那時候
不懂得融入 再來就是忿怒尊 就是金剛明
王出現 當金剛明王出現 你再不懂得融
入 再來就是寂忿尊 祂又寂靜又忿怒 哪
一尊是寂忿尊？告訴大家 有一個代表 咕
嚕咕咧佛母就是寂忿尊 祂面孔非常的兇
但是又展現兇中的微笑 這叫做寂忿尊 如
果你不懂得融入的話 你就準備天 人 阿
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六道裡面輪迴去
了
80%
候
的
來

1~2. 本初光出現～有 2 次機會融入

沒有辦法忍得住 在半路上就灑了 這個叫灑光光 一地
上都是水 整個褲子 整個喇嘛裙都濕掉 她說：﹁謝謝
師尊 ﹂因為她什麼也沒有觀想 就只是去參加﹁大幻化
網金剛法會﹂ 回來之後 所有頻尿的現象全部一掃而
空 統統沒有！她四十幾歲就頻尿 已經很多年了 將近
快有十年都是這樣 參加一次法會 它居然不見了 她也
奇怪：﹁怎麼回事？﹂就沒有了
另外 現在在香港的蓮澄上師 他說他本來這邊有一
顆大瘤的 人家都可以碰到他的瘤 看到他的瘤 穿喇嘛
裝這邊也腫起來一塊 參加那次的法會以後 他全身的瘤
一共有四個 他一隻手按住這個瘤 一隻手按住那個瘤
再觀想一個瘤 結果三個瘤全部消失掉 但是他有四個瘤
啊 還有一個沒有觀想到還留著 他只能夠觀想一個瘤
他一隻手碰一個 另一隻手碰一個 然後又觀想一個 他
沒辦法再觀想第四個 結果第四個瘤還在 有縮小
瘤消失掉了 我講過啊 一部巴士經過那裡 不是
︿真佛宗﹀的弟子 那個人脖子長瘤 聽到這個咒音 這
咒音是很好 我認為這咒音是做得很好的咒音 大幻化網
金剛還有大力金剛的咒音都很好 另外 還有一個咒音
白度母的咒音也做得很好 那位脖子長瘤的 他坐公車要
到醫院 早上刮鬍子的時候 腫瘤還在 坐在巴士上腫瘤
還在 聽過這個咒音他全身發熱 全身發燙 然後到了醫
院 醫生檢查他的腫瘤 ﹁欸！腫瘤呢？﹂他自己去看鏡
子 ﹁欸！沒有了！﹂只是經過而已喔！希望今天在場
的 還有網路上看我們護摩法會的 聽到這個咒音 希望
他們的疾病統統都消除掉
我已經講過大幻化網金剛了 祂的種子字是﹁吽﹂
字 祂的手印是這樣 ( 師尊示範 )
祂的咒是﹁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黑
嚕嘎 吽吽 呸 ﹂另外 祂的形相 大家記住祂的形

5. 寂忿尊出現時融入

往生佛國的往生佛國 該六道輪迴的六道輪迴
該轉世的轉世 該在鬼道的還是在鬼道 一切順
他們的因果業緣去輪迴
這一尊祂的手印是這樣的︵師尊示範︶ 這
就是從﹁多﹂變成﹁一﹂ ﹁一﹂上面就歸於
﹁零﹂ 那麼﹁零﹂再發菩提心就會變成菩薩
﹁零﹂完全涅槃就會成為佛 這就是﹁多變成
一﹂這個手印 它的意義在這裡 大幻化網金剛
就是這樣 祂的咒語：﹁嗡 別炸 卓大 嘛哈
些 西利 黑嚕嘎 吽吽 呸 ﹂少一個吽也可
以 多一個吽也可以 ﹁嗡 別炸 卓大 嘛哈
些 西利 黑嚕嘎 吽吽 呸 ﹂這咒音非常的
強烈 我剛剛也比了手印 其中有加持與會大
眾 讓我們的疾病都消除
記得在︿中正紀念堂﹀的時候 有一個人的
手好像不能夠分開的 指頭是黏在一起 永遠不
會分開的 我只是舉例 大拇指跟食指完全黏
住 不能夠分開的 很多年很多年它都不能夠分
開的 經過大幻化網金剛的咒語 他觀想自己的
手 就分開了！很多這種現象 很多有瘤的 在
大幻化網金剛的咒語當中消失掉；還有癌症的
以前去檢查的時候癌症指數很高的 參加這個法
會以後 再去檢查 癌症的指數就等於跟一般人
的指數是一樣的 癌症指數就消失掉 沒有了！
我們法師當中有一個她有出來感謝我 她現
在有沒有在這裡 我是不知道 她是頻尿很厲害
的 她在佛學院上課的時候 從佛學院走到廁
所 好像有一段距離 她一尿急 才走到一半
幾乎就全部灑在地上 頻尿非常嚴重 這位年輕
的比丘尼 她在佛學院上課的時候 想上廁所都

相 祂的金剛號叫做﹁通身是眼﹂ 通身是眼是全身都是
祂的眼睛 象徵著我們人的每一個毛細孔 都是一個眼
睛 如果你能將毛細孔全部化為眼睛的話 你自己也是通
身是眼 而且所有的眼睛裡面出現光芒 有形相 有咒
語 有手印就可以修法 如果你修法祂下降跟你相應的
話 保證往生佛國淨土 甚至可以成佛
今天我們再跟大家談一下︽道果︾ 今天所講的就是
﹁三煖相：分別前行煖相﹂ 我講這個﹁分別前行煖
相﹂ 其實這是講禪定的 我們每一次禪定的時候 坐下
來 就開始有念頭產生 這些念頭的產生 你一一去了解
前因跟後果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念頭產生 打坐不是要坐
忘嗎？對不對？什麼都不想嗎？無念嗎？你能夠無念的話
就進入空性 就無分別 你可以進入虛空之中 我們打坐
的時候都是要求無念 但是首先會有念頭出來 這個叫做
﹁前行煖相﹂我們叫做雜念 盡量將它拋棄 但是在︽道
果︾裡面的教授跟別人不同 你出現雜念的時候 當你記
住這個雜念 為什麼會有這個雜念 有這個雜念一定有它
的原因 有它的後果 你先想一想 這雜念從哪裡來 你
因為在想為什麼會產生這雜念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做前行
的運動 變成一種助緣
一般來講 雜念是我們禪定的障礙 這是﹁掉舉﹂
我們沒辦法入定 就叫做﹁掉舉﹂ 但是 出現這種雜念
你只要想 這雜念為什麼會產生在我身上 然後你要想辦
法把這雜念給它化解掉 以後這雜念就不會再產生 就把
這雜念變為﹁助緣﹂ 這是︽道果︾的教授 跟其他的教
授是不太一樣的 其他的教授是說：﹁雜念 呸！﹂就把
它弄掉就好了 一有雜念進來：﹁呸！﹂就把它斷掉 但
是︽道果︾的教授不一樣 一有雜念出來 你要想這雜念
是什麼原因產生出來的 你想清楚了以後 給它化解掉
就不會再有這雜念出來 就變成一種加行 一種前行的煖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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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叫做﹁助緣﹂ 這是很特別喔！我講這樣是很特
別 你沒有學過﹁道果﹂的人是講不出來的
哪一個人能夠靜坐 馬上坐忘？一點雜念都沒有
馬上進入虛空 忘記一切 哪一個人能夠辦得到？現在
我問大家 上師呢？哪一個人能夠辦到？一打坐 什麼
念頭都沒有了 有沒有？蓮旺你坐那麼久 每一次閉著
眼睛 我看你吃完飯就閉著眼睛在那邊 你到底有沒有
坐忘？有沒有無念？還是有雜念？有光明念？光明念也
不行 光明是自然產生的 你念什麼光明？給人家罵
告訴你 有念就不行 不管你是善念 惡念 什麼念都
不可以喔！有一個人說 她一坐下來就能夠進入虛空
而且坐忘 這個人是誰？︵眾答師尊︶不是 你們搞錯
了 是××鬼婆
二十年前一九九八年她的開示錄裡面就有 她說釋
迦牟尼佛跟她要東西：﹁把妳的東西給我 ﹂ 她馬
上：﹁嗯 ﹂ 然後她講 她元神出竅升上了虛空 跟
虛空合一 坐忘 她無所求 釋迦牟尼佛就拿不到什麼
東西了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一無所有 ﹂在她的書
上是這樣子寫的喔！她升上虛空一無所有 阿彌陀佛也
出現跟她講：﹁妳的東西給我 ﹂她馬上坐忘 什麼東
西都沒有 一切都空掉 進入空性 天底下只有一個人
能夠有這樣的成就 是二十年前的××鬼婆 她在二十
年前就已經成就了 真的 我二十年前我恐怕也沒有
她二十年前就已經成就了 很厲害 還有人會嗎？除了
她會以外 我也不會呀！真的 我也是練﹁道果﹂練好
久啊！
雜念出現啊！師尊最喜歡什麼？我最喜歡小美女
像美國的敬恩 平兒 還有臺灣的依婷 馬來西亞的李
琪 還有香港的雷倩 還有好多小朋友 像元元 都是
很可愛的 我有喜歡的啊 所以一打坐 我的小女朋友

都出現了 我特別歡喜 因為 你有喜歡的嘛！或者你討
厭的也會出來 還有你的煩惱也會出來 你的苦也會出
來 你的親人也會出來 你的仇人也會出來 你一打坐他
們全部都出現了 你就要開始想它的前因後果 到底是怎
麼回事
你必須要把這因果解除掉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你把
它解除掉 解除掉以後 你才能夠無念 無念是正覺法寶
啊！你能夠專一就已經不錯了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的最頂
點 ﹁專一﹂ 在一個點上面 這樣就已經很不錯了 就
是三摩地了 能夠專一就是三摩地 能夠由專一進入宇宙
虛空的圓裡面的時候 進入宇宙虛空的圓 那就是歸於
零 ﹁一﹂歸於何處？一歸於零 ﹁零﹂歸何處？零歸於
道 這就是︽道果︾裡面所講的 到最終的點 你已經證
道 得道了
二十年前 ××就已經得道了 怪不得釋迦牟尼佛也
跟她在一起 阿彌陀佛也跟她在一起 藥師如來不請自
來 ﹁我沒有請藥師如來呀！但是藥師如來自然來 跟我
對話 ﹂她的每篇文章都是這樣 所有的佛菩薩都跟她對
話 她的元神出去 就跟所有的佛菩薩到處遊歷 遊玩
然後她說：﹁我不願意回人間 我要留在這裡 我不願意
回去 我無所求了 ﹂但是佛菩薩說：﹁妳還有任務 妳
要回去 ﹂結果她又回來 ××每篇文章都是這樣寫 我
看的文章 我還有兩個眼睛 視力也不錯 不會看錯
釋迦牟尼佛出現跟她談啊！阿彌陀佛出現跟她談啊！
藥師佛不請自來 ﹁還沒有請祂祂就來﹂結果我看出來
看出什麼？畫家畫一隻老虎 再畫一個剛剛講的卵泡 叫
做唬爛 全部都是假的 騙得所有的同門團團轉 古雲在
哪裡？古雲剛剛有來 在那裡 古雲講了一句話 他從一
九九四年就跟著××的 跟著最多年的 ××說蓮凱法師
跟古雲 前世都是她的兒子 古雲講了一句話：﹁全部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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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叫做﹁助緣﹂ 這是很特別喔！我講這樣是很特
別 你沒有學過﹁道果﹂的人是講不出來的
哪一個人能夠靜坐 馬上坐忘？一點雜念都沒有
馬上進入虛空 忘記一切 哪一個人能夠辦得到？現在
我問大家 上師呢？哪一個人能夠辦到？一打坐 什麼
念頭都沒有了 有沒有？蓮旺你坐那麼久 每一次閉著
眼睛 我看你吃完飯就閉著眼睛在那邊 你到底有沒有
坐忘？有沒有無念？還是有雜念？有光明念？光明念也
不行 光明是自然產生的 你念什麼光明？給人家罵
告訴你 有念就不行 不管你是善念 惡念 什麼念都
不可以喔！有一個人說 她一坐下來就能夠進入虛空
而且坐忘 這個人是誰？︵眾答師尊︶不是 你們搞錯
了 是××鬼婆
二十年前一九九八年她的開示錄裡面就有 她說釋
迦牟尼佛跟她要東西：﹁把妳的東西給我 ﹂ 她馬
上：﹁嗯 ﹂ 然後她講 她元神出竅升上了虛空 跟
虛空合一 坐忘 她無所求 釋迦牟尼佛就拿不到什麼
東西了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一無所有 ﹂在她的書
上是這樣子寫的喔！她升上虛空一無所有 阿彌陀佛也
出現跟她講：﹁妳的東西給我 ﹂她馬上坐忘 什麼東
西都沒有 一切都空掉 進入空性 天底下只有一個人
能夠有這樣的成就 是二十年前的××鬼婆 她在二十
年前就已經成就了 真的 我二十年前我恐怕也沒有
她二十年前就已經成就了 很厲害 還有人會嗎？除了
她會以外 我也不會呀！真的 我也是練﹁道果﹂練好
久啊！
雜念出現啊！師尊最喜歡什麼？我最喜歡小美女
像美國的敬恩 平兒 還有臺灣的依婷 馬來西亞的李
琪 還有香港的雷倩 還有好多小朋友 像元元 都是
很可愛的 我有喜歡的啊 所以一打坐 我的小女朋友

都出現了 我特別歡喜 因為 你有喜歡的嘛！或者你討
厭的也會出來 還有你的煩惱也會出來 你的苦也會出
來 你的親人也會出來 你的仇人也會出來 你一打坐他
們全部都出現了 你就要開始想它的前因後果 到底是怎
麼回事
你必須要把這因果解除掉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你把
它解除掉 解除掉以後 你才能夠無念 無念是正覺法寶
啊！你能夠專一就已經不錯了 就是大幻化網金剛的最頂
點 ﹁專一﹂ 在一個點上面 這樣就已經很不錯了 就
是三摩地了 能夠專一就是三摩地 能夠由專一進入宇宙
虛空的圓裡面的時候 進入宇宙虛空的圓 那就是歸於
零 ﹁一﹂歸於何處？一歸於零 ﹁零﹂歸何處？零歸於
道 這就是︽道果︾裡面所講的 到最終的點 你已經證
道 得道了
二十年前 ××就已經得道了 怪不得釋迦牟尼佛也
跟她在一起 阿彌陀佛也跟她在一起 藥師如來不請自
來 ﹁我沒有請藥師如來呀！但是藥師如來自然來 跟我
對話 ﹂她的每篇文章都是這樣 所有的佛菩薩都跟她對
話 她的元神出去 就跟所有的佛菩薩到處遊歷 遊玩
然後她說：﹁我不願意回人間 我要留在這裡 我不願意
回去 我無所求了 ﹂但是佛菩薩說：﹁妳還有任務 妳
要回去 ﹂結果她又回來 ××每篇文章都是這樣寫 我
看的文章 我還有兩個眼睛 視力也不錯 不會看錯
釋迦牟尼佛出現跟她談啊！阿彌陀佛出現跟她談啊！
藥師佛不請自來 ﹁還沒有請祂祂就來﹂結果我看出來
看出什麼？畫家畫一隻老虎 再畫一個剛剛講的卵泡 叫
做唬爛 全部都是假的 騙得所有的同門團團轉 古雲在
哪裡？古雲剛剛有來 在那裡 古雲講了一句話 他從一
九九四年就跟著××的 跟著最多年的 ××說蓮凱法師
跟古雲 前世都是她的兒子 古雲講了一句話：﹁全部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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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騙人的 ﹂古雲講的喔！跟她最久的喔！還有誰講？
徐雅琪跟她多久？至少也跟她十幾年 妳講了一句
話 我記得很清楚：﹁××是雙面人 開示是一套 做是
另外一套 ﹂還有蓮紫上師講：﹁她的專長就是說謊 ﹂
還有呢？ Calgary 的蓮員法師 最早跟她的法師 她講
了：﹁世紀大騙子 ﹂喔！這講得很嚴重 另外 有一個
法師 是秘密的 他講：﹁好名好利 ﹂誰數錢數到手抽
筋？是××
還有蓮花春暉講的 ××自己要趕走 CEO
就是︿雲
傘同修會﹀的關師姐 ××要趕走她 她自己不講 叫春
暉去把她趕走 春暉跟我講 ××在飛機上 從起飛一直
到下降 ××跟春暉兩個人坐在一起 春暉那時候是她的
侍者 一路上 ××罵師尊從頭罵到尾 從起飛一直罵到
下降 我那時候也沒有講她啊 ××也是從頭罵到尾喔
哇 很厲害 這個人叫做﹁坐忘﹂？叫做﹁無所求﹂？
告訴大家一點 ××去中國大陸印︽中國名人錄︾
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 然後花了大錢去印名人錄 她是中
國大陸的名人 還有 她靠關係拿了一個﹁日本和平大
賞﹂ 等於日本的和平獎 這麼好？××跟古雲去中國大
陸找生基 買賣藝術品 買賣古董 買賣鈔票 她還在法
座上面賣樂透的彩票 有沒有？這些都是有的 這樣的人
能夠坐忘？能夠無所求？她什麼都沒有 兩手空空什麼都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釋迦牟尼佛要給我拿什麼 阿彌
陀佛要給我拿什麼 我統統都沒有啊 我已經坐忘 一無
所有 空空的 ﹂
她元神出竅到摩訶雙蓮池來跟師尊開會？有好幾次
喔！欸！老夫就沒有看到她 開什麼會啊？那不是說謊
嗎？我坐在那裡呀！她也沒來啊！哪裡有開會啊？她老是
講說跟師尊開會 我最討厭開會的 沒有開過會 根本就
是說謊！大家想一想喔 雜念那麼多 名要那麼多 那三

吃 ﹂人有多少煩惱？食 衣 住 行 育 樂 都是煩
惱 跟大家講 真的 吃的也煩惱 睡也煩惱 睡不著煩
惱 睡太熟了也煩惱 睡得像個死人也煩惱
有一個肥肥 師母以前的外號叫肥肥 你知道嗎？我
告訴你喔！師母年輕的時候就跟闕慧玲一樣 師母就叫肥
肥 你相信嗎？真的 她的外號就叫肥肥 有一個肥肥問
一個美女：﹁美女 妳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美女講：
﹁神經病啊 問我？那你認為我是什麼類型的？你也是神
經病啊！﹂結果旁邊有一個神經病男生說：﹁哇！幸福來
得太突然！﹂ 告訴大家 根據醫學
調查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神經病 只
是你沒有超過那個界線 有一個範圍
裡面是正常的 越過去就是神經病
你想一想 你生氣起來的時候像
不像精神病患？生氣起來的時候就是
短暫的神經病哪！個性溫和的就是在
這範圍裡面 但是你的腦袋裡面想的
也是亂七八糟啊！都是臭水溝裡面的
東西 但是你沒有表示出來 你控制
得住啊！你把它壓住啊！重點是在這
裡 你把它壓制住 其實每一個人都
有他的雜念 這些雜念你能夠控制
住 能夠想它的前因後果 你把這個
雜念慢慢解除掉 才能夠放空啊！才
能夠真正的無所求 真正的坐忘 所
以有雜念並不奇怪 我們都是正常的
人才有雜念 那些不正常的 白癡的
才沒有雜念
媽媽說：﹁晚飯有九菜一湯 ﹂

個董事來跟我問問題 他們說她只要做一個冬令救濟 要
是市政府沒有發給××獎牌 她都拜託三個董事：﹁你們
所 有 的 董 事 靠 關 係 去 city hall
給我拿一個獎牌回
來 ﹂她叫那些董事去拿獎牌回來 做善事要獎牌幹什
麼？做善事就做善事 為什麼妳要獎牌？妳這是好名！這
樣的好名 好利的人 她能夠無所求嗎？
三位董事要幫我證明 因為他們的問題當中有寫到
每一次冬令救濟完了以後 她就叫所有的人靠關係到 city
hall
叫 city hall 出一個獎狀給她 一個獎牌給她
以後不用了 以後妳不要 city hall
我們︿真佛宗﹀趕
快去印一些獎狀出來 妳要什麼獎狀都有 妳要和平獎
嗎？我們︿真佛宗﹀給妳和平獎 妳要諾貝爾獎嗎？︿真
佛宗﹀ 不能講諾貝爾 那是專利 我們叫︿真佛宗﹀諾
寶兒獎 差一個字 也不錯了啦！就給她嘛！既然那麼好
名好利 她要什麼獎我們印嘛！對不對？所以﹁分別前行
煖相﹂ 坐下來雜念紛飛 哪裡是坐忘呢？什麼叫做坐
忘？我只是簡單講幾個人 有一個現在還在那裡的法師告
訴我 用秘密管道告訴我 好名 好利是她最喜歡的 這
種人叫無所求嗎？什麼叫無所求？
她在禪定的時候 一定會有雜念產生出來 說不定出
來的全部都是那些獎狀 我現在跟誰照了相 跟巴拿馬總
統的老婆照了一張相 真的是 很光榮喔 她又想辦法要
跟哪一個總統照相 哪一個人照相 又是中國大陸的名
人 她自己花錢去印名人錄 分給她 名人錄 蓮聞上師
你看到了？有喔？她登得多大？這一本這麼大？很重喔？
這麼厚 裡面有多少人？有她的相片在裡面？有她的 她
是中國大陸的名人呢！我告訴你 那是要花錢去印才有
的 也不是隨便人花錢就有的 總之你要有一點名氣 你
做了什麼才能夠登上中國大陸的名人錄 有這一種心思的
人 她會無所求嗎？妳自己想一想看 應該是雜念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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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對？
七歲的小孫女問阿公：﹁阿公 穿迷你裙會影響健康
嗎？是真的嗎？﹂阿公點點頭：﹁這是真的 穿迷你裙會
影響健康 ﹂阿公對他的孫女講：﹁妳看看 坐在我對面
那個穿迷你裙的小姐 她只要輕輕地換一個姿勢 我的血
壓立刻就高上去 ﹂你看吧！這麼老的老人家 當阿公
了 看到穿迷你裙的小姐稍微腳動一動 換一個姿勢 他
的血壓就上升 怎麼不會有雜念哪！這就是﹁前行煖
相﹂ 你必須要學釋迦牟尼佛的白骨觀啊！你看兩支白骨
從迷你裙裡面露出來 還有十個
爪 要白骨觀才會
去年父親節因為太忙 沒能夠
陪父親吃晚飯 只找了一個傳播妹
陪了父親一個晚上 今年父親節又
來 老爸嘮叨還是要過父親節 我
就放下所有的事情 找來兄弟姊妹
大家一起來陪父親吃飯 父親板著
臉就是不肯就坐 嘴裡嘮叨著：
﹁搞得那麼複雜幹嘛？像去年那樣
簡單就可以了！﹂你看這些老人
啊！都有雜念啊！腦袋都是很骯髒
的
爸爸講：﹁今天媽媽不在家
晚飯爸爸來做 ﹂兒子講：﹁不
用 我可以去同學家裡吃 順便打
包回來給你 ﹂哇 這個兒子很孝
順呢！爸爸說：﹁這樣被別人家知
道了多不好意思！﹂兒子說﹁沒關
係啦！我可以跟他們說是打包給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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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騙人的 ﹂古雲講的喔！跟她最久的喔！還有誰講？
徐雅琪跟她多久？至少也跟她十幾年 妳講了一句
話 我記得很清楚：﹁××是雙面人 開示是一套 做是
另外一套 ﹂還有蓮紫上師講：﹁她的專長就是說謊 ﹂
還有呢？ Calgary 的蓮員法師 最早跟她的法師 她講
了：﹁世紀大騙子 ﹂喔！這講得很嚴重 另外 有一個
法師 是秘密的 他講：﹁好名好利 ﹂誰數錢數到手抽
筋？是××
還有蓮花春暉講的 ××自己要趕走 CEO
就是︿雲
傘同修會﹀的關師姐 ××要趕走她 她自己不講 叫春
暉去把她趕走 春暉跟我講 ××在飛機上 從起飛一直
到下降 ××跟春暉兩個人坐在一起 春暉那時候是她的
侍者 一路上 ××罵師尊從頭罵到尾 從起飛一直罵到
下降 我那時候也沒有講她啊 ××也是從頭罵到尾喔
哇 很厲害 這個人叫做﹁坐忘﹂？叫做﹁無所求﹂？
告訴大家一點 ××去中國大陸印︽中國名人錄︾
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 然後花了大錢去印名人錄 她是中
國大陸的名人 還有 她靠關係拿了一個﹁日本和平大
賞﹂ 等於日本的和平獎 這麼好？××跟古雲去中國大
陸找生基 買賣藝術品 買賣古董 買賣鈔票 她還在法
座上面賣樂透的彩票 有沒有？這些都是有的 這樣的人
能夠坐忘？能夠無所求？她什麼都沒有 兩手空空什麼都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釋迦牟尼佛要給我拿什麼 阿彌
陀佛要給我拿什麼 我統統都沒有啊 我已經坐忘 一無
所有 空空的 ﹂
她元神出竅到摩訶雙蓮池來跟師尊開會？有好幾次
喔！欸！老夫就沒有看到她 開什麼會啊？那不是說謊
嗎？我坐在那裡呀！她也沒來啊！哪裡有開會啊？她老是
講說跟師尊開會 我最討厭開會的 沒有開過會 根本就
是說謊！大家想一想喔 雜念那麼多 名要那麼多 那三

吃 ﹂人有多少煩惱？食 衣 住 行 育 樂 都是煩
惱 跟大家講 真的 吃的也煩惱 睡也煩惱 睡不著煩
惱 睡太熟了也煩惱 睡得像個死人也煩惱
有一個肥肥 師母以前的外號叫肥肥 你知道嗎？我
告訴你喔！師母年輕的時候就跟闕慧玲一樣 師母就叫肥
肥 你相信嗎？真的 她的外號就叫肥肥 有一個肥肥問
一個美女：﹁美女 妳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美女講：
﹁神經病啊 問我？那你認為我是什麼類型的？你也是神
經病啊！﹂結果旁邊有一個神經病男生說：﹁哇！幸福來
得太突然！﹂ 告訴大家 根據醫學
調查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神經病 只
是你沒有超過那個界線 有一個範圍
裡面是正常的 越過去就是神經病
你想一想 你生氣起來的時候像
不像精神病患？生氣起來的時候就是
短暫的神經病哪！個性溫和的就是在
這範圍裡面 但是你的腦袋裡面想的
也是亂七八糟啊！都是臭水溝裡面的
東西 但是你沒有表示出來 你控制
得住啊！你把它壓住啊！重點是在這
裡 你把它壓制住 其實每一個人都
有他的雜念 這些雜念你能夠控制
住 能夠想它的前因後果 你把這個
雜念慢慢解除掉 才能夠放空啊！才
能夠真正的無所求 真正的坐忘 所
以有雜念並不奇怪 我們都是正常的
人才有雜念 那些不正常的 白癡的
才沒有雜念
媽媽說：﹁晚飯有九菜一湯 ﹂

個董事來跟我問問題 他們說她只要做一個冬令救濟 要
是市政府沒有發給××獎牌 她都拜託三個董事：﹁你們
所 有 的 董 事 靠 關 係 去 city hall
給我拿一個獎牌回
來 ﹂她叫那些董事去拿獎牌回來 做善事要獎牌幹什
麼？做善事就做善事 為什麼妳要獎牌？妳這是好名！這
樣的好名 好利的人 她能夠無所求嗎？
三位董事要幫我證明 因為他們的問題當中有寫到
每一次冬令救濟完了以後 她就叫所有的人靠關係到 city
hall
叫 city hall 出一個獎狀給她 一個獎牌給她
以後不用了 以後妳不要 city hall
我們︿真佛宗﹀趕
快去印一些獎狀出來 妳要什麼獎狀都有 妳要和平獎
嗎？我們︿真佛宗﹀給妳和平獎 妳要諾貝爾獎嗎？︿真
佛宗﹀ 不能講諾貝爾 那是專利 我們叫︿真佛宗﹀諾
寶兒獎 差一個字 也不錯了啦！就給她嘛！既然那麼好
名好利 她要什麼獎我們印嘛！對不對？所以﹁分別前行
煖相﹂ 坐下來雜念紛飛 哪裡是坐忘呢？什麼叫做坐
忘？我只是簡單講幾個人 有一個現在還在那裡的法師告
訴我 用秘密管道告訴我 好名 好利是她最喜歡的 這
種人叫無所求嗎？什麼叫無所求？
她在禪定的時候 一定會有雜念產生出來 說不定出
來的全部都是那些獎狀 我現在跟誰照了相 跟巴拿馬總
統的老婆照了一張相 真的是 很光榮喔 她又想辦法要
跟哪一個總統照相 哪一個人照相 又是中國大陸的名
人 她自己花錢去印名人錄 分給她 名人錄 蓮聞上師
你看到了？有喔？她登得多大？這一本這麼大？很重喔？
這麼厚 裡面有多少人？有她的相片在裡面？有她的 她
是中國大陸的名人呢！我告訴你 那是要花錢去印才有
的 也不是隨便人花錢就有的 總之你要有一點名氣 你
做了什麼才能夠登上中國大陸的名人錄 有這一種心思的
人 她會無所求嗎？妳自己想一想看 應該是雜念紛飛

雜誌

對不對？
七歲的小孫女問阿公：﹁阿公 穿迷你裙會影響健康
嗎？是真的嗎？﹂阿公點點頭：﹁這是真的 穿迷你裙會
影響健康 ﹂阿公對他的孫女講：﹁妳看看 坐在我對面
那個穿迷你裙的小姐 她只要輕輕地換一個姿勢 我的血
壓立刻就高上去 ﹂你看吧！這麼老的老人家 當阿公
了 看到穿迷你裙的小姐稍微腳動一動 換一個姿勢 他
的血壓就上升 怎麼不會有雜念哪！這就是﹁前行煖
相﹂ 你必須要學釋迦牟尼佛的白骨觀啊！你看兩支白骨
從迷你裙裡面露出來 還有十個
爪 要白骨觀才會
去年父親節因為太忙 沒能夠
陪父親吃晚飯 只找了一個傳播妹
陪了父親一個晚上 今年父親節又
來 老爸嘮叨還是要過父親節 我
就放下所有的事情 找來兄弟姊妹
大家一起來陪父親吃飯 父親板著
臉就是不肯就坐 嘴裡嘮叨著：
﹁搞得那麼複雜幹嘛？像去年那樣
簡單就可以了！﹂你看這些老人
啊！都有雜念啊！腦袋都是很骯髒
的
爸爸講：﹁今天媽媽不在家
晚飯爸爸來做 ﹂兒子講：﹁不
用 我可以去同學家裡吃 順便打
包回來給你 ﹂哇 這個兒子很孝
順呢！爸爸說：﹁這樣被別人家知
道了多不好意思！﹂兒子說﹁沒關
係啦！我可以跟他們說是打包給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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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九菜一湯！好高興喔！結果回到家裡 桌子上只有炒
韭菜跟蛋花湯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我跟大家講過一個故
事 有一個得道高僧 有一個很有錢的人要去拜訪這個得
道高僧 他要問一個問題：﹁如何保持永恆的快樂？﹂他
變賣了一些家產 買了一個寶盒的鑽石 去找這個得道高
僧 得道高僧說：﹁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嗎？﹂他說：﹁我
想要找一個永恆的快樂 我雖然很有錢 但是我很煩惱
我希望能夠得到永恆的快樂 請你教我 ﹂高僧問他：
﹁你帶什麼東西來供養我？﹂他說：﹁我帶了一盒的鑽
石 ﹂高僧沒有講什麼話 一下子把鑽石全部拿了就跑
了 他在後面追 你知道有錢的人會比較胖一點 他追不
過那個高僧 他一直跑跑跑 跑到樹林裡面 有一棵大
樹 高僧就消失掉了 那個有錢的人就坐在樹底下在那邊
哭 一直流淚 這個要供養的鑽石都沒有了 結果他一
看 欸！樹上吊著那個放鑽石的寶盒耶！他就趕快從樹上
拿下寶盒 然後打開 鑽石統統都在 每一顆都完好無缺
的在 他本來是在哭的 突然間變笑了 很開心的笑 這
時候 高僧就走出來：﹁告訴你 永恆的快樂 不是得到
你就笑 不是失去你就哭 你只要無得無失的心 你就會
得到永恆的快樂 ﹂沒有得失的心 你就永遠有快樂；得
到 你就歡笑 失去 你就流淚悲傷
告訴大家 你要保持一個永遠平衡快樂的心 就是沒
有得失之心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如果沒有得失的
心 你很容易入禪定；你有得失的心 你就很難入禪定
命中該失去的就讓它走吧！得到了 你也不用太高興 因
為也有可能會失去 失去了 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代的一個
故事﹁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塞翁丟掉一匹馬 他也不
動聲色 人家說：﹁你丟掉馬 為什麼不傷心？﹂他說：
﹁丟掉就丟掉嘛！﹂結果那一隻馬帶了幾匹馬回來 哇！
樂死了 隔壁的人說：﹁欸 你突然間得了這麼多的馬

你應該要高興哪！﹂他說：﹁一樣 我一樣過我的日子
失去馬也過我的日子 得到馬也過我的日子 ﹂有一天
他的兒子騎著得來的馬摔倒了 腳斷了 變成瘸子 塞翁
臉色也沒有變 人家說：﹁你兒子騎了那個馬以後 摔斷
了腿變成瘸子 你難道不憂心嗎？﹂他說：﹁那也是命運
啊！也就算了 ﹂塞翁還是一樣 後來戰爭 所有健全的
有腳的全部都去當兵 全部都戰死了 塞翁也是很平常
全村莊的女生全部嫁給這個瘸子
塞翁還是這樣 這就是得跟失 又得到又失去 塞翁
始終保持著一種平靜的心 得到他不歡喜；失去他也沒有
痛哭 也沒有憂傷 還是很歡喜 每一件事情都很歡喜
你看 這瘸子娶了全村的少女 因為所有的男生都死了
只好統統都嫁給這瘸子 塞翁到最後百子千孫 生了一百
個兒子 孫子 就是這樣 所以師尊的心情保持得跟塞翁
差不多 你有這樣保持著塞翁的心情 就很容易能夠入
定
有一天 一隻烏龜被一隻蜜蜂叮了 然後牠們成了閨
蜜︵龜蜜︶ 告訴大家 有什麼原因就有什麼結果 有一
個新來的女同事問一個老同事：﹁如何才能夠快點升
職？﹂老同事跟新進來的女同事講：﹁妳化妝濃一點 裙
子短一點 衣領低一點 就可以了 ﹂新來的女的同事：
﹁這些加起來 最多能夠升到什麼職位？﹂老同事講：
﹁幸運的話就變成老闆娘 ﹂這是講因果 不過跟大家
講 很多事情 如果你用心去計較的話 ﹁分別前行煖
相﹂ 一切雜念統統都會出來；很多事情你不要用心計較
的話 很多的雜念都會消失掉 最近我經常看××的開示
錄 一天到晚講×× 我終於修成了頂點 這是什麼？大
幻化網金剛的頂 我的眼睛就只注意在一個點上 這個點
就是××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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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九菜一湯！好高興喔！結果回到家裡 桌子上只有炒
韭菜跟蛋花湯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我跟大家講過一個故
事 有一個得道高僧 有一個很有錢的人要去拜訪這個得
道高僧 他要問一個問題：﹁如何保持永恆的快樂？﹂他
變賣了一些家產 買了一個寶盒的鑽石 去找這個得道高
僧 得道高僧說：﹁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嗎？﹂他說：﹁我
想要找一個永恆的快樂 我雖然很有錢 但是我很煩惱
我希望能夠得到永恆的快樂 請你教我 ﹂高僧問他：
﹁你帶什麼東西來供養我？﹂他說：﹁我帶了一盒的鑽
石 ﹂高僧沒有講什麼話 一下子把鑽石全部拿了就跑
了 他在後面追 你知道有錢的人會比較胖一點 他追不
過那個高僧 他一直跑跑跑 跑到樹林裡面 有一棵大
樹 高僧就消失掉了 那個有錢的人就坐在樹底下在那邊
哭 一直流淚 這個要供養的鑽石都沒有了 結果他一
看 欸！樹上吊著那個放鑽石的寶盒耶！他就趕快從樹上
拿下寶盒 然後打開 鑽石統統都在 每一顆都完好無缺
的在 他本來是在哭的 突然間變笑了 很開心的笑 這
時候 高僧就走出來：﹁告訴你 永恆的快樂 不是得到
你就笑 不是失去你就哭 你只要無得無失的心 你就會
得到永恆的快樂 ﹂沒有得失的心 你就永遠有快樂；得
到 你就歡笑 失去 你就流淚悲傷
告訴大家 你要保持一個永遠平衡快樂的心 就是沒
有得失之心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如果沒有得失的
心 你很容易入禪定；你有得失的心 你就很難入禪定
命中該失去的就讓它走吧！得到了 你也不用太高興 因
為也有可能會失去 失去了 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代的一個
故事﹁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塞翁丟掉一匹馬 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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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
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同修本尊﹁瑤池大聖西王金
母天尊﹂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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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鑫力醫師 臺北市議
員闕梅莎小姐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員吳登樹先生千
金吳玫宣師姐 後面一個括弧｜沒來 聽說她好像生病了
就是頭昏眼花 不是什麼大病 明天就好了
今天我們先做瑤池金母聖誕的祝賀儀式 上面大家都有
看到 已經寫了瑤池金母的聖誕 我們祝福瑤池金母聖誕千
秋 度生無數 其實︿真佛宗﹀的開始就是瑤池金母 那是
我二十六歲的時候 大家如果看師尊的書 都知道是由瑤池
金母開了天眼 從那時候才開始
當初 我是用︿靈仙宗﹀ 後來才改名為︿真佛宗﹀
也是由瑤池金母引導 我那個時候在軍中 就是在臺中南門
橋旁邊的一個測量連 我是那裡的測量官 我在測量連那邊
一共有三年 三年中 得到瑤池金母的點化 另外還有祂的

引導 幾乎每一天晚上都有金仙來教導 每一個晚上的時
間 都是準時那個時間來教導 我住的宿舍是一個人 因為
軍官大部分都是一個人住 很簡單的一個床 一個內務櫃
一個書桌 晚上睡覺在宿舍裡面就這樣來教導 那時候的師
父就叫﹁三山九侯先生﹂ 祂會移動我的手去結手印 也會
移動腳 不是結腳印 移動腳踏那個步子
是非常地確實 從瑤池金母開天眼以後 回到宿舍的第
一個晚上 祂就帶我遊遍整個所有諸天跟所有的六道 一個
晚上把它遊遍 有聲音在我耳邊跟我講：﹁祢的前世就是蓮
花童子 ﹂然後 就帶我去看蓮花童子 那個時候是飛行
的 整個人可以飛起來 我是從一個光圈這樣飛進去 飛進
去以後就去看蓮花童子 其實我沒有看到蓮花童子 看到是
什麼？看到一片白色燦爛的光芒 祂說：﹁那個就是蓮花童
子 ﹂無形無相 一片白色的燦爛的光芒 這個就是我剛開
始的時候是這樣開始的 說來話長 講起來故事很長
我大部分都寫在書上 早期的第一本書︽靈機神算漫
談︾的書上 這個書當然是很轟動 那時候 批評的聲浪也
不少 那是非常確實的 怎麼講非常確實？因為跟我講的聲
音我記得非常清楚：﹁祢是蓮花童子 ﹂還跟我講：﹁我帶
祢去看祢的前世｜蓮花童子 ﹂白色的光非常地燦爛 這都
是非常真實的 在我的這一生當中 永遠不能夠忘掉 那一
種非常感應 那時候 佛菩薩來教法的時候 祂經常把我的
身體舉起來這樣動 然後腳怎麼踩 祂說：﹁把你的腳抬起
來 ﹂我覺得單腳金雞獨立的時候 一隻腳會痠 然後又想
把我的左腳放到地上 我想說已經站這麼久 應該要放下去
了 欸！放不下去！祂腳就把我抬住了 整個人是凝固的
讓祂自己抬這隻腳去踩哪個位子 要我一樣一樣的記在本子
上 這樣慢慢地教 我那時候比較懶 就跟祂︵那時候的師
父︶講：﹁祢不用抬我的腳 到時候祢要我做這個法的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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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祢再來抬腳就好 ﹂從此祂隔了幾天都不來教我 欸
佛菩薩也會：﹁祢這個人太懶 在教祢法 不學還說到時
候 叫菩薩來抬我的腳就好 ﹂真的 那時候每天晚上這
樣 而且都要教一個小時 有一次冬天啊！祂叫我起床 我
說：﹁不要 我不起床 ﹂冬天很冷 蓋著棉被 很溫暖
窩在被窩裡面 我想睡覺 不想起來 哇！祂真的把我的棉
被跟我的身體 從腳那裡一直抬起來 人變成倒立喔！頭頂
著床 腳抬到虛空 然後再放手 砰！非常的真實 就是這
樣 不起來也不行 這樣的教法 教了三年 我是這樣磨練
出來的
這一生 磨練有夠多 是瑤池金母幫我開天眼 讓我知
道我的過去 ﹁祢有任務去度化眾生﹂ 先是給我︿靈仙
宗﹀ 後來變成︿真佛宗﹀ 然後我一直寫書不斷 這是非
常非常真實的 我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這種經歷 我根本不
太願意相信這是真實的 不太願意講 當我第一次得到這個
以後 最先跟我爸爸 媽媽講 那時候我父母住在臺中力行
路 39 號 那個地方叫做合作新村 合作新村的圓環旁邊
我回去跟我爸爸講：﹁我是蓮花童子 ﹂我爸爸講：﹁祢是
蓮花童子 那我就是李靖 ﹂四大天王李靖 為什麼？有一
個蓮花化身的就是哪吒三太子 是蓮花化身的蓮花童子 祂
的父親就叫李靖托塔天王 我爸爸就講：﹁祢是蓮花童子？
那我就是托塔天王 ﹂ 這個故事根據︽封神榜︾ 那個時
候我就開始學佛 唉！時間過了那麼久 也是蠻那個的 現
在變成這樣 ︿真佛宗﹀就是這樣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好
久 那是二十六歲的時候的事情 今年是七十三歲 這麼多
年 當然有很多的挫折 想想瑤池金母 把我害慘了
那時候 如果我不跟著瑤池金母走 我在軍中至少很安
分當個軍人 官也一直在升 我一直到少校我才退下來 退
了以後 我一直在問事 一直在幫助人家 退了以後 再三
年 我就到美國來 來的時候是三十八歲 是六月十六號來

的 我父親跟我講：﹁祢是樂一樂來的︵諧音６１６︶來美
國的 ﹂樂一樂 我永遠記住是六月十六號踏上美國這一塊
土地 在一九八○年 我曾經來過美國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
六號我才移民到美國 父親跟我講說這個日子 ﹁祢樂一樂
去了美國 ﹂就六月十六號 樂一樂 時間過了這麼久 也
非常的感嘆
剛來美國的時候 靠著老大 老二 老三 他們幫忙很
多 而且老大 老二 老三他們先來 我後到 來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我 師母 佛青 佛奇不是帶著行李來的 我
們沒有行李 帶什麼來？我們每一個人一條包袱 就帶內
衣 內褲 幾件換穿的衣服 就用四方塊的布包 一個人揹
一個布包 一家人四口就這樣過來 不過 事先有請蓮主上
師在 Ballard 的地方買了一個房子 八萬塊錢 那時候
一棟房子八萬塊錢而已 先買了一棟在 Ballard 的地方
住有得住 衣服有得穿 因為衣服我們到處去買 garage
sale 的衣服 我們常常請老大 老二 老三開車 禮拜
六 禮拜天專門找 garage sale
就是車庫打開 外國人
把不要的東西拿出來賣
yard sale 就是在他的庭園 在
他的草地上買他們的舊衣服穿 還有毯子 在 Ballard 的
時候 很冷 下雪 我都不開熱氣 小孩子都是多給他們幾
個毯子 他們都是蓋那個毯子長大 師母那時候用的盤子到
現在還有 還買了一個沙發十塊美金 也買所有家庭裡的東
西 還有一個破鏡子 到目前還掛在︿真佛密苑﹀裡面 那
也是幾塊錢買的
另外老大
老二
老 三 去 一 個 叫 做 Lucky 的
supermarket 買過期剩的菜跟剩的水果 回來切掉爛部分
我們吃的就是把不好的切掉 那是 Lucky supermarket 過期
的 要丟掉的 他們用很便宜的錢去給他買 在我們跟著老
大他們過來的這些家庭裡面 他都會買一箱給我們 每一個
家庭都有 我們是吃得很高興 那些有錢人就吃得不高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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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祢再來抬腳就好 ﹂從此祂隔了幾天都不來教我 欸
佛菩薩也會：﹁祢這個人太懶 在教祢法 不學還說到時
候 叫菩薩來抬我的腳就好 ﹂真的 那時候每天晚上這
樣 而且都要教一個小時 有一次冬天啊！祂叫我起床 我
說：﹁不要 我不起床 ﹂冬天很冷 蓋著棉被 很溫暖
窩在被窩裡面 我想睡覺 不想起來 哇！祂真的把我的棉
被跟我的身體 從腳那裡一直抬起來 人變成倒立喔！頭頂
著床 腳抬到虛空 然後再放手 砰！非常的真實 就是這
樣 不起來也不行 這樣的教法 教了三年 我是這樣磨練
出來的
這一生 磨練有夠多 是瑤池金母幫我開天眼 讓我知
道我的過去 ﹁祢有任務去度化眾生﹂ 先是給我︿靈仙
宗﹀ 後來變成︿真佛宗﹀ 然後我一直寫書不斷 這是非
常非常真實的 我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這種經歷 我根本不
太願意相信這是真實的 不太願意講 當我第一次得到這個
以後 最先跟我爸爸 媽媽講 那時候我父母住在臺中力行
路 39 號 那個地方叫做合作新村 合作新村的圓環旁邊
我回去跟我爸爸講：﹁我是蓮花童子 ﹂我爸爸講：﹁祢是
蓮花童子 那我就是李靖 ﹂四大天王李靖 為什麼？有一
個蓮花化身的就是哪吒三太子 是蓮花化身的蓮花童子 祂
的父親就叫李靖托塔天王 我爸爸就講：﹁祢是蓮花童子？
那我就是托塔天王 ﹂ 這個故事根據︽封神榜︾ 那個時
候我就開始學佛 唉！時間過了那麼久 也是蠻那個的 現
在變成這樣 ︿真佛宗﹀就是這樣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好
久 那是二十六歲的時候的事情 今年是七十三歲 這麼多
年 當然有很多的挫折 想想瑤池金母 把我害慘了
那時候 如果我不跟著瑤池金母走 我在軍中至少很安
分當個軍人 官也一直在升 我一直到少校我才退下來 退
了以後 我一直在問事 一直在幫助人家 退了以後 再三
年 我就到美國來 來的時候是三十八歲 是六月十六號來

的 我父親跟我講：﹁祢是樂一樂來的︵諧音６１６︶來美
國的 ﹂樂一樂 我永遠記住是六月十六號踏上美國這一塊
土地 在一九八○年 我曾經來過美國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
六號我才移民到美國 父親跟我講說這個日子 ﹁祢樂一樂
去了美國 ﹂就六月十六號 樂一樂 時間過了這麼久 也
非常的感嘆
剛來美國的時候 靠著老大 老二 老三 他們幫忙很
多 而且老大 老二 老三他們先來 我後到 來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我 師母 佛青 佛奇不是帶著行李來的 我
們沒有行李 帶什麼來？我們每一個人一條包袱 就帶內
衣 內褲 幾件換穿的衣服 就用四方塊的布包 一個人揹
一個布包 一家人四口就這樣過來 不過 事先有請蓮主上
師在 Ballard 的地方買了一個房子 八萬塊錢 那時候
一棟房子八萬塊錢而已 先買了一棟在 Ballard 的地方
住有得住 衣服有得穿 因為衣服我們到處去買 garage
sale 的衣服 我們常常請老大 老二 老三開車 禮拜
六 禮拜天專門找 garage sale
就是車庫打開 外國人
把不要的東西拿出來賣
yard sale 就是在他的庭園 在
他的草地上買他們的舊衣服穿 還有毯子 在 Ballard 的
時候 很冷 下雪 我都不開熱氣 小孩子都是多給他們幾
個毯子 他們都是蓋那個毯子長大 師母那時候用的盤子到
現在還有 還買了一個沙發十塊美金 也買所有家庭裡的東
西 還有一個破鏡子 到目前還掛在︿真佛密苑﹀裡面 那
也是幾塊錢買的
另外老大
老二
老 三 去 一 個 叫 做 Lucky 的
supermarket 買過期剩的菜跟剩的水果 回來切掉爛部分
我們吃的就是把不好的切掉 那是 Lucky supermarket 過期
的 要丟掉的 他們用很便宜的錢去給他買 在我們跟著老
大他們過來的這些家庭裡面 他都會買一箱給我們 每一個
家庭都有 我們是吃得很高興 那些有錢人就吃得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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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今梵語？是巴利文？是什麼文？﹂這是吹牛啊！她跟
釋迦牟尼佛好的很哪！﹁牽阮的手 ︵師尊唱歌︶﹂ 牽她
的手耶！﹁淋著小雨 牽阮的手 跟著你的腳步
︵師尊
唱歌︶﹂釋迦牟尼佛牽她的手喔！在天上這樣遊來遊去 她
跟所有的佛一起出遊耶！我說：﹁唉 輸忝忝 ﹂ 問瑤池
金母 蓋天蓋地啊！真的沒有一句真話的大蓋仙 多得很
唉呀 真的是
我覺得我修到現在 要看瑤池金母也蠻難的 看阿彌陀
佛也不過幾次 廬山慧遠大師 他是中國淨土宗的創始人
他一生看阿彌陀佛兩 三次而已 師尊也是一樣 看阿彌陀
佛也不過兩 三次而已 看藥師如來也不過看兩 三次 看
觀世音菩薩也不過是少少幾次 並不常見的 佛菩薩不常顯
現 在××那裡 天天顯現 每一場的護摩 都是那個主尊
下降跟她說話 說完了話 ××把祂的話開示出來 開示出
來的東西 一般都是講一些要忍辱 不要執著 不要貪瞋
癡 她也有講這種話 不要貪瞋癡 要學禪定 要有智慧
不要愚癡 都是講這些話 也是很好啊！講這些話是對的
但是天天出現是對的嗎？我也不太清楚 總之 瑤池金母講
××修行零分 就是這樣了
我們談一下︽道果︾吧！坦白跟大家講 我是可以跟佛
菩薩交通 但是我們不是對話 不是這樣面對面講話 然後
再把佛菩薩講的再給大家講 不是 我的佛法是拜好多的師
父去學來的 因為蓮華生大士跟我講：﹁祢要去找人間的師
父才有傳承哪！﹂ 今天翻開瑤池金母的︻定慧解脫真
經︼ 祂也是有傳承的 最早的師父是玄玄上人 再來傳法
給木公上聖東華帝君玉辰君 玉辰君傳法給西方瑤池金母
是這樣的 祂有傳承的 玄玄上人傳法給木公上聖東華帝
君 東華帝君傳法給瑤池金母 祂也是有傳承的 沒有說沒
有傳承的
毗盧遮那佛傳法給無邪眼如來 我那時候稱祂為無邪眼

像我們這種沒有錢的 就吃得很高興 那時候的日子就是這
樣子過來的 話說︿真佛宗﹀就是這樣 現在也沒什麼好
講 有時候 我也會跟金母講：﹁叫我們來美國 ﹂ 是瑤
池金母叫我們來美國 祂說：﹁你去美國 ﹂我聽祂的話就
來了 來的對不對呀？︵眾鼓掌答：對！︶那時候臺灣的弟
子張煌明說：﹁師尊在美國快要淹水淹到鼻子 快要死
了 ﹂好像沒有辦法過日子 這種日子也過了
瑤池金母的確是非常偉大的 我非常尊敬祂 祂實在幫
我很多 但是 我要看見瑤池金母 坦白講非常的困難 祂
會指點 會下降 祂會跟我交通 但是要看到祂真正的金身
非常難 有一個人說她是非常容易看到瑤池金母 這個人就
是×× 我要看到瑤池金母都很難了 但是我知道祂非常的
靈感 ××最容易看到祂 而且跟祂對話 講話 都是用臺
語 我最近看××的開示錄 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她做
了瑤池金母的護摩以後 ××說瑤池金母下降 祂穿著衣
服 帶鳳冠 面貌就像西雅圖的瑤池金母一模一樣 也就是
這一尊瑤池金母是︿西雅圖雷藏寺﹀的瑤池金母去的 ××
講 青鳥在瑤池金母的旁邊圍繞 瑤池金母有三隻青鳥 一
個叫做少鸞 一個 我只記得少鸞 因為少鸞曾經我看過
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是青鸞 還有一個 你們也記不得 有
三隻 ××講青鳥在旁邊繞 啣著瑤池金母鳳冠的寶珠 寶
珠像透明的水晶球 比水晶球還要透明 青鳥就在××堂
把瑤池金母鳳冠的寶珠 給所有聽她說法的同門吃 每個人
都吃到瑤池金母鳳冠的珠 我在想 我都吃不到 他們都吃
到 瑤池金母太不公平了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吃得到？
還有 瑤池金母把祂手上的拂塵送給×× 這拂塵的力
量多大 你知道嗎？祂一搖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身體就清
淨 而且黑氣就流出來了 黑氣怎麼流出來？就是噗 噗
噗 噗
放出來都是黑氣呀！黑氣都流出來了 而且把拂
塵送給她 祂為什麼沒有送給我？可憐的盧勝彥！這個拂塵

如來 無邪眼如來又傳法給阿彌陀如來 阿彌陀如來給蓮花
童子 蓮花童子就傳到師尊 那是天上的傳承 人間一定也
要有傳承 才能夠學到真正的佛法 我去跟師父禮拜 師父
傳法給我 是這樣的傳承 所以今天我能夠講︽道果︾
﹁三煖相的九界集攝煖相 什麼是九界？就是五種甘露
加上四種氣就是九界﹂ ﹁四種氣﹂是什麼氣呀？上行氣
下行氣 偏行氣 火伴氣 跟著中脈走的那氣叫﹁火伴
氣﹂ ﹁上行氣﹂就是控制上半身的氣 ﹁下行氣﹂控制下
半身的氣 ﹁偏行氣﹂是循環在你周身的氣 另外 ﹁火伴
氣﹂就是拙火上升 跟著中脈 在中脈旁邊旋轉的氣叫﹁火
伴氣﹂ 這是﹁四界﹂ 另外 還有﹁五甘露﹂ 稱為﹁五
界﹂ 什麼是﹁五甘露﹂啊？
密教講的五甘露很 dirty
非常的髒 但事實上也是
你身體上的一種結晶 什麼結晶呢？五種甘露 第一個是
尿 尿就是甘露啊！第二種米田共 它是你身體上的甘露；
再來 你身上的血；再來 擤出來的鼻涕；再來 就是唾
液 就是你嘴上流出來的唾液 這是五甘露 密教的實質五
甘露就是你身體上的東西 五甘露 聽了 說：﹁噁！ so
dirty ﹂怎麼搞的 這是甘露？我告訴你喔！你真正的修行
有了成就 就把這五種身上最髒的東西 變成最清淨的東
西 所以我們稱為﹁小香﹂就是尿 ﹁大香﹂就是米田共
另外 還有血液 你身上的血 口中的唾液 還有你的鼻
涕 其實這些東西轉化成為清淨的﹁九個界﹂ 這是怎麼回
事啊？因為我們人體本身就很髒 你把它變成清淨
什麼是甘露？很簡單 告訴你 如果人體上沒有甘露
你就完了！可以講就是你身體的所有分泌物都是甘露 你身
體所有修行出來的分泌物都是甘露 因為你拙火煖相升起來
了 燒遍全身 把不淨的東西都變成清淨 那個就叫﹁內護
摩﹂ 跟﹁外護摩﹂不一樣的 ﹁外護摩﹂是做火供 ﹁內
護摩﹂是你自己身體的火供 身體火供升起來的話 身體就

沒有送給我是送給××
後來瑤池金母還搬了一個天上最大的仙桃 蟠桃宴 你
知道嗎？三千年一結一個仙桃 放在××的護摩爐上面 然
後××就開示了：﹁這有瑤池金母的仙桃 在火供裡面化
了 這些護摩灰 你們只要吃一點 你就清淨了 三世業障
就消除 ﹂ 然後再來她說：﹁你們把護摩灰拿回家去 在
屋子裡面灑淨 屋子就清淨了；把護摩灰埋在屋子的四周
百邪不侵 然後將護摩灰拿回去攪一攪水 給全家人全部喝
一口 不只業障消除 而且全身清淨 ﹂按照吃了瑤池金母
的仙桃化成護摩灰的話 根據古書上的記載 三千年一結
神仙吃了 仙壽千歲 所以××堂的人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到
千歲 他們都吃了這個護摩灰 而且都和著水吃
我跟瑤池金母 complain ：﹁為什麼祢不給我吃個仙
桃？為什麼祢不給我們大家吃個仙桃？為什麼搬個這麼大的
仙桃放在××的護摩爐？我做那麼多祢的護摩 為什麼沒有
放個仙桃在我的護摩爐上？﹂ 我問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
說：﹁我根本沒去 我也沒有拂塵給她 我的鳳冠的珠子能
夠吃嗎？﹂它是麻糬嗎？麻糬軟軟的可以吃 那珠子可以吃
嗎？吃了還不是掉下來 那不能消化的東西啊！幸好瑤池金
母跟我講：﹁我根本都沒有去 ﹂我說：﹁她那麼厲害呀！
她跟祢講臺灣話 她也跟祢講臺語啊！你怎麼說呢？﹂瑤池
金母講 我算一下她的分數：﹁請指示 ﹂︵師尊神算︶我
說：﹁她那麼厲害 我怎麼沒有那麼厲害？﹂祂說：﹁××
的修行零分 ﹂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去相信她？為什麼有
那麼多人依附在她那裡？瑤池金母講：﹁她是天地蓋 ﹂我
說：﹁什麼是天地蓋？﹂祂說：﹁她講話可以蓋天蓋地 是
標準的大蓋仙 ﹂沒有一句真話
我看××的開示錄 第一個見面的是釋迦牟尼佛 她說
瑤池金母因為她的因緣 她從臺灣來 所以祂講臺語 好
啦！我現在問××：﹁妳跟釋迦牟尼佛講什麼話？是古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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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今梵語？是巴利文？是什麼文？﹂這是吹牛啊！她跟
釋迦牟尼佛好的很哪！﹁牽阮的手 ︵師尊唱歌︶﹂ 牽她
的手耶！﹁淋著小雨 牽阮的手 跟著你的腳步
︵師尊
唱歌︶﹂釋迦牟尼佛牽她的手喔！在天上這樣遊來遊去 她
跟所有的佛一起出遊耶！我說：﹁唉 輸忝忝 ﹂ 問瑤池
金母 蓋天蓋地啊！真的沒有一句真話的大蓋仙 多得很
唉呀 真的是
我覺得我修到現在 要看瑤池金母也蠻難的 看阿彌陀
佛也不過幾次 廬山慧遠大師 他是中國淨土宗的創始人
他一生看阿彌陀佛兩 三次而已 師尊也是一樣 看阿彌陀
佛也不過兩 三次而已 看藥師如來也不過看兩 三次 看
觀世音菩薩也不過是少少幾次 並不常見的 佛菩薩不常顯
現 在××那裡 天天顯現 每一場的護摩 都是那個主尊
下降跟她說話 說完了話 ××把祂的話開示出來 開示出
來的東西 一般都是講一些要忍辱 不要執著 不要貪瞋
癡 她也有講這種話 不要貪瞋癡 要學禪定 要有智慧
不要愚癡 都是講這些話 也是很好啊！講這些話是對的
但是天天出現是對的嗎？我也不太清楚 總之 瑤池金母講
××修行零分 就是這樣了
我們談一下︽道果︾吧！坦白跟大家講 我是可以跟佛
菩薩交通 但是我們不是對話 不是這樣面對面講話 然後
再把佛菩薩講的再給大家講 不是 我的佛法是拜好多的師
父去學來的 因為蓮華生大士跟我講：﹁祢要去找人間的師
父才有傳承哪！﹂ 今天翻開瑤池金母的︻定慧解脫真
經︼ 祂也是有傳承的 最早的師父是玄玄上人 再來傳法
給木公上聖東華帝君玉辰君 玉辰君傳法給西方瑤池金母
是這樣的 祂有傳承的 玄玄上人傳法給木公上聖東華帝
君 東華帝君傳法給瑤池金母 祂也是有傳承的 沒有說沒
有傳承的
毗盧遮那佛傳法給無邪眼如來 我那時候稱祂為無邪眼

像我們這種沒有錢的 就吃得很高興 那時候的日子就是這
樣子過來的 話說︿真佛宗﹀就是這樣 現在也沒什麼好
講 有時候 我也會跟金母講：﹁叫我們來美國 ﹂ 是瑤
池金母叫我們來美國 祂說：﹁你去美國 ﹂我聽祂的話就
來了 來的對不對呀？︵眾鼓掌答：對！︶那時候臺灣的弟
子張煌明說：﹁師尊在美國快要淹水淹到鼻子 快要死
了 ﹂好像沒有辦法過日子 這種日子也過了
瑤池金母的確是非常偉大的 我非常尊敬祂 祂實在幫
我很多 但是 我要看見瑤池金母 坦白講非常的困難 祂
會指點 會下降 祂會跟我交通 但是要看到祂真正的金身
非常難 有一個人說她是非常容易看到瑤池金母 這個人就
是×× 我要看到瑤池金母都很難了 但是我知道祂非常的
靈感 ××最容易看到祂 而且跟祂對話 講話 都是用臺
語 我最近看××的開示錄 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她做
了瑤池金母的護摩以後 ××說瑤池金母下降 祂穿著衣
服 帶鳳冠 面貌就像西雅圖的瑤池金母一模一樣 也就是
這一尊瑤池金母是︿西雅圖雷藏寺﹀的瑤池金母去的 ××
講 青鳥在瑤池金母的旁邊圍繞 瑤池金母有三隻青鳥 一
個叫做少鸞 一個 我只記得少鸞 因為少鸞曾經我看過
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是青鸞 還有一個 你們也記不得 有
三隻 ××講青鳥在旁邊繞 啣著瑤池金母鳳冠的寶珠 寶
珠像透明的水晶球 比水晶球還要透明 青鳥就在××堂
把瑤池金母鳳冠的寶珠 給所有聽她說法的同門吃 每個人
都吃到瑤池金母鳳冠的珠 我在想 我都吃不到 他們都吃
到 瑤池金母太不公平了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吃得到？
還有 瑤池金母把祂手上的拂塵送給×× 這拂塵的力
量多大 你知道嗎？祂一搖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身體就清
淨 而且黑氣就流出來了 黑氣怎麼流出來？就是噗 噗
噗 噗
放出來都是黑氣呀！黑氣都流出來了 而且把拂
塵送給她 祂為什麼沒有送給我？可憐的盧勝彥！這個拂塵

如來 無邪眼如來又傳法給阿彌陀如來 阿彌陀如來給蓮花
童子 蓮花童子就傳到師尊 那是天上的傳承 人間一定也
要有傳承 才能夠學到真正的佛法 我去跟師父禮拜 師父
傳法給我 是這樣的傳承 所以今天我能夠講︽道果︾
﹁三煖相的九界集攝煖相 什麼是九界？就是五種甘露
加上四種氣就是九界﹂ ﹁四種氣﹂是什麼氣呀？上行氣
下行氣 偏行氣 火伴氣 跟著中脈走的那氣叫﹁火伴
氣﹂ ﹁上行氣﹂就是控制上半身的氣 ﹁下行氣﹂控制下
半身的氣 ﹁偏行氣﹂是循環在你周身的氣 另外 ﹁火伴
氣﹂就是拙火上升 跟著中脈 在中脈旁邊旋轉的氣叫﹁火
伴氣﹂ 這是﹁四界﹂ 另外 還有﹁五甘露﹂ 稱為﹁五
界﹂ 什麼是﹁五甘露﹂啊？
密教講的五甘露很 dirty
非常的髒 但事實上也是
你身體上的一種結晶 什麼結晶呢？五種甘露 第一個是
尿 尿就是甘露啊！第二種米田共 它是你身體上的甘露；
再來 你身上的血；再來 擤出來的鼻涕；再來 就是唾
液 就是你嘴上流出來的唾液 這是五甘露 密教的實質五
甘露就是你身體上的東西 五甘露 聽了 說：﹁噁！ so
dirty ﹂怎麼搞的 這是甘露？我告訴你喔！你真正的修行
有了成就 就把這五種身上最髒的東西 變成最清淨的東
西 所以我們稱為﹁小香﹂就是尿 ﹁大香﹂就是米田共
另外 還有血液 你身上的血 口中的唾液 還有你的鼻
涕 其實這些東西轉化成為清淨的﹁九個界﹂ 這是怎麼回
事啊？因為我們人體本身就很髒 你把它變成清淨
什麼是甘露？很簡單 告訴你 如果人體上沒有甘露
你就完了！可以講就是你身體的所有分泌物都是甘露 你身
體所有修行出來的分泌物都是甘露 因為你拙火煖相升起來
了 燒遍全身 把不淨的東西都變成清淨 那個就叫﹁內護
摩﹂ 跟﹁外護摩﹂不一樣的 ﹁外護摩﹂是做火供 ﹁內
護摩﹂是你自己身體的火供 身體火供升起來的話 身體就

沒有送給我是送給××
後來瑤池金母還搬了一個天上最大的仙桃 蟠桃宴 你
知道嗎？三千年一結一個仙桃 放在××的護摩爐上面 然
後××就開示了：﹁這有瑤池金母的仙桃 在火供裡面化
了 這些護摩灰 你們只要吃一點 你就清淨了 三世業障
就消除 ﹂ 然後再來她說：﹁你們把護摩灰拿回家去 在
屋子裡面灑淨 屋子就清淨了；把護摩灰埋在屋子的四周
百邪不侵 然後將護摩灰拿回去攪一攪水 給全家人全部喝
一口 不只業障消除 而且全身清淨 ﹂按照吃了瑤池金母
的仙桃化成護摩灰的話 根據古書上的記載 三千年一結
神仙吃了 仙壽千歲 所以××堂的人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到
千歲 他們都吃了這個護摩灰 而且都和著水吃
我跟瑤池金母 complain ：﹁為什麼祢不給我吃個仙
桃？為什麼祢不給我們大家吃個仙桃？為什麼搬個這麼大的
仙桃放在××的護摩爐？我做那麼多祢的護摩 為什麼沒有
放個仙桃在我的護摩爐上？﹂ 我問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
說：﹁我根本沒去 我也沒有拂塵給她 我的鳳冠的珠子能
夠吃嗎？﹂它是麻糬嗎？麻糬軟軟的可以吃 那珠子可以吃
嗎？吃了還不是掉下來 那不能消化的東西啊！幸好瑤池金
母跟我講：﹁我根本都沒有去 ﹂我說：﹁她那麼厲害呀！
她跟祢講臺灣話 她也跟祢講臺語啊！你怎麼說呢？﹂瑤池
金母講 我算一下她的分數：﹁請指示 ﹂︵師尊神算︶我
說：﹁她那麼厲害 我怎麼沒有那麼厲害？﹂祂說：﹁××
的修行零分 ﹂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去相信她？為什麼有
那麼多人依附在她那裡？瑤池金母講：﹁她是天地蓋 ﹂我
說：﹁什麼是天地蓋？﹂祂說：﹁她講話可以蓋天蓋地 是
標準的大蓋仙 ﹂沒有一句真話
我看××的開示錄 第一個見面的是釋迦牟尼佛 她說
瑤池金母因為她的因緣 她從臺灣來 所以祂講臺語 好
啦！我現在問××：﹁妳跟釋迦牟尼佛講什麼話？是古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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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腸小道上有一根電線桿非常地詭異 常有人在那裡出事
不久以前有一對男女不小心騎車意外撞到那個電線桿 告別
人世 有一天晚上五歲的小明跟媽媽經過那個電線桿 小明
跟媽媽講：﹁媽媽 電線桿上有兩個人 ﹂媽媽跟小明講：
﹁不要亂說 ﹂但是鬧鬼一事迅速地傳開 記者也來到小村
莊採訪小明 到了事故的現場 記者問小明：﹁那兩個人在
哪裡？﹂小明指著電線桿的上面貼著一張紙 上面寫著﹁交
通安全人人有責﹂ 小明講：﹁有兩個人 ﹂人人有責 所
以看見的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佛法是真的
有一個朋友他自我介紹 他的名字叫做﹁子騰﹂ 朋友
就問他：﹁姓什麼？﹂他總是說：﹁叫我子騰就行 姓什麼
不重要 ﹂有一天這個朋友偷看了他的駕照 原來他姓杜
叫杜子騰︵肚子疼︶ 這是合起來的笑話 有一個醫生為病
人裝上假牙 病人就付了錢 醫生一看 不對 一把抓住病
人：﹁欸 不對 這鈔票是假的！﹂病人講：﹁你以為我是
傻瓜嗎？我腦筋可清楚得很 你給我裝的是假牙 難道我要
付你真鈔嗎？﹂說得也有道理 其實是沒有道理
我最近經常看××的開示 我是從頭一個字一個字看
話說××談到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馬上下來 拿著
劍 劍是往上拔出來的 這劍絕對不是去殺別人 劍主要是
要殺自己 說得有理啊！但是她用字用錯了 劍做什麼？劍
砍你自己的貪瞋癡 砍你自己的執著 砍你自己的無明 砍
你自己的×× 什麼都砍 我說：﹁文殊師利菩薩有沒有常
識啊？﹂劍是用來刺的 刀是用來砍的 妳開示的時候講砍
什麼 砍什麼 劍可以用砍的嗎？刀才是用砍的 關公的大
刀是用砍的 對不對？大刀王五的刀是用砍的 她沒有說是
用刺的 或者用割的 因為劍旁邊如果薄的話 也可以用割
的 用割的 用刺的都對 文殊師利菩薩的是劍 不是刀
啊！妳不能講說用砍的 我就是挑出妳這個毛病 這個假文
殊師利菩薩舞劍 對不對？妳說文殊施利菩薩耍大刀當然可

非常的光彩 而且會出現很多的光 其實 你要把你身體的
九界 全部供養給佛菩薩 這聽起來好像很噁心 這五種甘
露用碗公裝起來 有尿 又有大便 又有鼻涕 又有血 又
有唾液 喔 so yuck!
你知道嗎？這碗的供養是最珍貴的五甘露 空行母手上
不是拿著嘎巴拉嗎？手上拿的嘎巴拉裝的全是五甘露啊！那
就是給佛菩薩吃的五甘露！但是人本身的五甘露是很髒的
很 dirty
那你修行成就以後這五種甘露全部化為光 就
變成五界 再加上你身上的氣 我們密教的三寶就是氣 脈
跟明點 明點是什麼？就是五甘露 拙火升起來是為了這個
天庭水下降 水火互相融解 互相結合 變成清淨 把你的
五輪打開 把你的氣通到所有的氣脈裡面 這樣密教的修行
方法 我跟大家講 這是很少人公開講 很少人知道
師尊只會講這個 師尊不會講青鳥含著瑤池金母鳳冠垂
下來的珠子送給大家吃 我不會；瑤池金母拿了大仙桃放在
護摩爐 你們大家吃了護摩灰就清淨了 等一下有沒有切蛋
糕啊？有喔 我們就少了這個 為什麼呢？她每一個佛菩薩
誕辰 都是瑤池金母或者是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哪一尊
佛加持那個蛋糕 你只要吃了一塊 消三世的業障啊！在×
×堂××講的都是這樣的：﹁吃了一塊蛋糕消三世業障
喔！﹂我聽了 我恨不得用爬的爬到舊金山喔！真的 我就
是吃一塊蛋糕 消我三世業障 瑤池金母啊！祢也同情同情
我們嘛！給大家吃了一塊蛋糕就消三世業障好不好？唉
但是我們成就者很多 像蓮嶝上師 祂顯化出來 哇！
全身光彩亮麗 你看 Montreal 的蓮花益民上師 全身舍利
耶！你看劉文卿上師 祂顯化初來都讓我看見 讓我看到
我們這些上師很偉大 蓮嶝上師不是顯化給我看喔 顯化給
︿慈濟功德會﹀第二把交椅的慈尊者 年紀很大 祂都顯化
給她看 慈尊者向著蓮嶝上師的相頂禮 旁邊的弟子說：
﹁妳那麼老了 不用這樣子 ﹂﹁不行！﹂她一定要頂禮

以用砍的啊！劍怎麼可以用砍的呢？這個文殊師利菩薩沒有
人間的常識 假的文殊師利菩薩
阿龍晚上十二點回家 經過一個家的門口 聽見屋裡面
有小孩哭鬧不停 媽媽在騙他：﹁再哭！外面的鬼就進來抓
你！﹂結果阿龍為了解決那個小孩的事情 他好心：﹁你媽
沒有騙你 要聽話 ﹂結果媽媽跟小孩子都哭了 真的有鬼
啊！唉呀 真的是 看了××的開示 全篇都是鬼話 沒有
真實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因為她看到蓮嶝上師顯化給慈尊者看到了 她一定要頂禮
旁邊的那些侍者都扶著她 ﹁妳那麼老了不用頂禮 ﹂ 她
說她一定要頂禮 因為這是佛菩薩！有這麼感應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的修行 只要能夠到淨土就好了 就
夠了 我是輸給蓮嶝上師 我也輸給蓮花益民上師 我要全
身舍利 我看也蠻難的 蓮花益民上師祂能夠全身舍利 我
都輸給祂 我最輸給一個人 那沒辦法比了 她都可以跟佛
一起到處去出遊耶！那就是××了 我一定輸給她 而且她
還說她能夠跟師尊在摩訶雙蓮池開會 我告訴你喔！我摩訶
雙蓮池我都上不去了 還開什麼會？沒得會開
唉 佛菩薩保佑吧！讓盧師尊也能夠上淨土 我只是說
法 師父教我的我老實說出來而已 大家要修本尊相應 你
本尊相應了 絕對就有往生的把握 你跟阿彌陀佛相應 臨
終的時候阿彌陀佛一定現身 來接引你 拿著蓮臺給你 上
了蓮臺就到西方極樂世界佛國淨土 你只要修到相應 就有
往生的把握；你修氣 脈 明點 就可以直接成就你的本
尊 密教就是把你的三業轉成三密 你意念清淨 口清淨
身體清淨 你就可以轉成佛身 菩薩的身 你都可以
氣 脈 明點的修行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 你顯出來
的光跟宇宙的光互相融合在一起 你就成就了 我們修氣
脈 明點最主要還是在清淨 吐登達爾吉上師回去的時候
只講兩個字﹁清淨﹂ 你只要身口意清淨 你就能夠跟你的
本尊相應 就能夠回到佛國淨土 不要隨便亂吃東西 瑤池
金母的鳳冠的珠子也能吃嗎？真的莫名其妙 我看了那篇青
鳥啣著瑤池鳳冠的珠子 分給所有的同門吃 那鳳冠上面的
珠子全沒了 全被吃光了 那瑤池金母的拂塵也沒了 被她
拿走了 瑤池金母的仙桃也沒了 怪不得她只拿如意 大仙
桃也給她 真的 不要隨便亂吃喔！吃蛋糕是可以 阿彌陀
佛 來不及講笑話了
講幾個笑話吧！不然會消化不良 某一個偏僻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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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腸小道上有一根電線桿非常地詭異 常有人在那裡出事
不久以前有一對男女不小心騎車意外撞到那個電線桿 告別
人世 有一天晚上五歲的小明跟媽媽經過那個電線桿 小明
跟媽媽講：﹁媽媽 電線桿上有兩個人 ﹂媽媽跟小明講：
﹁不要亂說 ﹂但是鬧鬼一事迅速地傳開 記者也來到小村
莊採訪小明 到了事故的現場 記者問小明：﹁那兩個人在
哪裡？﹂小明指著電線桿的上面貼著一張紙 上面寫著﹁交
通安全人人有責﹂ 小明講：﹁有兩個人 ﹂人人有責 所
以看見的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佛法是真的
有一個朋友他自我介紹 他的名字叫做﹁子騰﹂ 朋友
就問他：﹁姓什麼？﹂他總是說：﹁叫我子騰就行 姓什麼
不重要 ﹂有一天這個朋友偷看了他的駕照 原來他姓杜
叫杜子騰︵肚子疼︶ 這是合起來的笑話 有一個醫生為病
人裝上假牙 病人就付了錢 醫生一看 不對 一把抓住病
人：﹁欸 不對 這鈔票是假的！﹂病人講：﹁你以為我是
傻瓜嗎？我腦筋可清楚得很 你給我裝的是假牙 難道我要
付你真鈔嗎？﹂說得也有道理 其實是沒有道理
我最近經常看××的開示 我是從頭一個字一個字看
話說××談到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馬上下來 拿著
劍 劍是往上拔出來的 這劍絕對不是去殺別人 劍主要是
要殺自己 說得有理啊！但是她用字用錯了 劍做什麼？劍
砍你自己的貪瞋癡 砍你自己的執著 砍你自己的無明 砍
你自己的×× 什麼都砍 我說：﹁文殊師利菩薩有沒有常
識啊？﹂劍是用來刺的 刀是用來砍的 妳開示的時候講砍
什麼 砍什麼 劍可以用砍的嗎？刀才是用砍的 關公的大
刀是用砍的 對不對？大刀王五的刀是用砍的 她沒有說是
用刺的 或者用割的 因為劍旁邊如果薄的話 也可以用割
的 用割的 用刺的都對 文殊師利菩薩的是劍 不是刀
啊！妳不能講說用砍的 我就是挑出妳這個毛病 這個假文
殊師利菩薩舞劍 對不對？妳說文殊施利菩薩耍大刀當然可

非常的光彩 而且會出現很多的光 其實 你要把你身體的
九界 全部供養給佛菩薩 這聽起來好像很噁心 這五種甘
露用碗公裝起來 有尿 又有大便 又有鼻涕 又有血 又
有唾液 喔 so yuck!
你知道嗎？這碗的供養是最珍貴的五甘露 空行母手上
不是拿著嘎巴拉嗎？手上拿的嘎巴拉裝的全是五甘露啊！那
就是給佛菩薩吃的五甘露！但是人本身的五甘露是很髒的
很 dirty
那你修行成就以後這五種甘露全部化為光 就
變成五界 再加上你身上的氣 我們密教的三寶就是氣 脈
跟明點 明點是什麼？就是五甘露 拙火升起來是為了這個
天庭水下降 水火互相融解 互相結合 變成清淨 把你的
五輪打開 把你的氣通到所有的氣脈裡面 這樣密教的修行
方法 我跟大家講 這是很少人公開講 很少人知道
師尊只會講這個 師尊不會講青鳥含著瑤池金母鳳冠垂
下來的珠子送給大家吃 我不會；瑤池金母拿了大仙桃放在
護摩爐 你們大家吃了護摩灰就清淨了 等一下有沒有切蛋
糕啊？有喔 我們就少了這個 為什麼呢？她每一個佛菩薩
誕辰 都是瑤池金母或者是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哪一尊
佛加持那個蛋糕 你只要吃了一塊 消三世的業障啊！在×
×堂××講的都是這樣的：﹁吃了一塊蛋糕消三世業障
喔！﹂我聽了 我恨不得用爬的爬到舊金山喔！真的 我就
是吃一塊蛋糕 消我三世業障 瑤池金母啊！祢也同情同情
我們嘛！給大家吃了一塊蛋糕就消三世業障好不好？唉
但是我們成就者很多 像蓮嶝上師 祂顯化出來 哇！
全身光彩亮麗 你看 Montreal 的蓮花益民上師 全身舍利
耶！你看劉文卿上師 祂顯化初來都讓我看見 讓我看到
我們這些上師很偉大 蓮嶝上師不是顯化給我看喔 顯化給
︿慈濟功德會﹀第二把交椅的慈尊者 年紀很大 祂都顯化
給她看 慈尊者向著蓮嶝上師的相頂禮 旁邊的弟子說：
﹁妳那麼老了 不用這樣子 ﹂﹁不行！﹂她一定要頂禮

以用砍的啊！劍怎麼可以用砍的呢？這個文殊師利菩薩沒有
人間的常識 假的文殊師利菩薩
阿龍晚上十二點回家 經過一個家的門口 聽見屋裡面
有小孩哭鬧不停 媽媽在騙他：﹁再哭！外面的鬼就進來抓
你！﹂結果阿龍為了解決那個小孩的事情 他好心：﹁你媽
沒有騙你 要聽話 ﹂結果媽媽跟小孩子都哭了 真的有鬼
啊！唉呀 真的是 看了××的開示 全篇都是鬼話 沒有
真實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因為她看到蓮嶝上師顯化給慈尊者看到了 她一定要頂禮
旁邊的那些侍者都扶著她 ﹁妳那麼老了不用頂禮 ﹂ 她
說她一定要頂禮 因為這是佛菩薩！有這麼感應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的修行 只要能夠到淨土就好了 就
夠了 我是輸給蓮嶝上師 我也輸給蓮花益民上師 我要全
身舍利 我看也蠻難的 蓮花益民上師祂能夠全身舍利 我
都輸給祂 我最輸給一個人 那沒辦法比了 她都可以跟佛
一起到處去出遊耶！那就是××了 我一定輸給她 而且她
還說她能夠跟師尊在摩訶雙蓮池開會 我告訴你喔！我摩訶
雙蓮池我都上不去了 還開什麼會？沒得會開
唉 佛菩薩保佑吧！讓盧師尊也能夠上淨土 我只是說
法 師父教我的我老實說出來而已 大家要修本尊相應 你
本尊相應了 絕對就有往生的把握 你跟阿彌陀佛相應 臨
終的時候阿彌陀佛一定現身 來接引你 拿著蓮臺給你 上
了蓮臺就到西方極樂世界佛國淨土 你只要修到相應 就有
往生的把握；你修氣 脈 明點 就可以直接成就你的本
尊 密教就是把你的三業轉成三密 你意念清淨 口清淨
身體清淨 你就可以轉成佛身 菩薩的身 你都可以
氣 脈 明點的修行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 你顯出來
的光跟宇宙的光互相融合在一起 你就成就了 我們修氣
脈 明點最主要還是在清淨 吐登達爾吉上師回去的時候
只講兩個字﹁清淨﹂ 你只要身口意清淨 你就能夠跟你的
本尊相應 就能夠回到佛國淨土 不要隨便亂吃東西 瑤池
金母的鳳冠的珠子也能吃嗎？真的莫名其妙 我看了那篇青
鳥啣著瑤池鳳冠的珠子 分給所有的同門吃 那鳳冠上面的
珠子全沒了 全被吃光了 那瑤池金母的拂塵也沒了 被她
拿走了 瑤池金母的仙桃也沒了 怪不得她只拿如意 大仙
桃也給她 真的 不要隨便亂吃喔！吃蛋糕是可以 阿彌陀
佛 來不及講笑話了
講幾個笑話吧！不然會消化不良 某一個偏僻的村莊

雜誌

31
32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明點增集之煖：以修行之氣，
生拙㈫通㆗脈及融化清淨。
明點熾盛之煖時，生明點痛。
明點移動之煖時，生樂。
明點堅固之煖時，生功德。

我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
王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
天的護摩主尊﹁黑面金母﹂ 還有敬禮蓮嶝上師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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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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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鑫力醫
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小姐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
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先和大家宣布一下 下個禮拜日九月十號下午三點是
﹁馬頭明王護摩法會﹂ 我們昨天晚上講到蓮嶝上師 今
天在我們護摩的時候 蓮嶝上師就來了 非常巧合 從頭
到尾祂幾乎都在 回去看看蓮妙上師看到祂還是在夢中見
到祂 因為祂在虛空中 顯現非常久的時間 我應該唸的
是﹁華光佛蓮嶝上師﹂
今天是做黑面瑤池金母的護摩 我還沒有跟大家講大
家午安！大家好！︵臺語︶我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正常 先
跟大家講一下 對不起 語無倫次 因為一直在上面 有
些事沒有辦法講出來的 你好！大家好！︵粵語︶ 這尊
一直要講話 然後我不讓祂講 這尊黑面金母一直要講
話 阿彌陀佛 要讓祂講話啊？這個會讓我精神 這個
還是不要好了 拜託 不要把我抓起來 祂很兇猛的 等
一下可能會翻桌子喔！哇 好 比較正常一點 阿嬤
喂
剛剛在迴向的時候 有幾句話沒有辦法講 由黑面
金母講 但是我沒有講出來 祂幾乎是想要表達 祂要附
在我的身上 然後去抓鬼 有這種現象 黑面金母是專門
在抓鬼的 跟鬼打交道的 所以祂本來是要附在我身上
要抓鬼給大家看 這不是開玩笑的啊！祂叫我從上面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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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護摩主尊﹁黑面金母﹂ 還有敬禮蓮嶝上師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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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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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鑫力醫
師 臺北市議員闕梅莎小姐代表闕慧玲師姐 前高雄市議
員吳登樹先生千金吳玫宣師姐
先和大家宣布一下 下個禮拜日九月十號下午三點是
﹁馬頭明王護摩法會﹂ 我們昨天晚上講到蓮嶝上師 今
天在我們護摩的時候 蓮嶝上師就來了 非常巧合 從頭
到尾祂幾乎都在 回去看看蓮妙上師看到祂還是在夢中見
到祂 因為祂在虛空中 顯現非常久的時間 我應該唸的
是﹁華光佛蓮嶝上師﹂
今天是做黑面瑤池金母的護摩 我還沒有跟大家講大
家午安！大家好！︵臺語︶我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正常 先
跟大家講一下 對不起 語無倫次 因為一直在上面 有
些事沒有辦法講出來的 你好！大家好！︵粵語︶ 這尊
一直要講話 然後我不讓祂講 這尊黑面金母一直要講
話 阿彌陀佛 要讓祂講話啊？這個會讓我精神 這個
還是不要好了 拜託 不要把我抓起來 祂很兇猛的 等
一下可能會翻桌子喔！哇 好 比較正常一點 阿嬤
喂
剛剛在迴向的時候 有幾句話沒有辦法講 由黑面
金母講 但是我沒有講出來 祂幾乎是想要表達 祂要附
在我的身上 然後去抓鬼 有這種現象 黑面金母是專門
在抓鬼的 跟鬼打交道的 所以祂本來是要附在我身上
要抓鬼給大家看 這不是開玩笑的啊！祂叫我從上面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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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了一個風煞的地方說是﹁七星落地的寶地﹂？那時候沒
辦法了 就求瑤池金母：﹁祢給我想個辦法 把風煞去除
掉 ﹂ 那時候 祂就教我畫一個旗子 ﹁七星鎮風
旗﹂ ︿彩虹山莊﹀七星鎮風旗 我把﹁七星鎮風旗﹂畫
出來 有七個星星 今天黑面金母拿的就是七星寶劍 一
隻手拿著拂塵 黑面金母這一隻手拿著是七星寶劍 我把
﹁七星鎮風旗﹂帶到山頂上 把它埋在土裡面 我做了這
件事情 就在山上的那個童子軍蓋起來的一個木頭小房子
旁邊 我埋了﹁七星鎮風旗﹂ 埋了以後 現在山莊冬天
有沒有風很大？沒有了！就把風鎮住了 聽說這裡有一個
King County 的 officer 在 嗎 ？ 一 個 縣 政 府 在 這 裡
25 號出口
那時住在這裡的人都覺得：﹁唉呀 有風煞 ﹂每到
冬天都有風煞 現在已經好了 風煞沒有了 你看樹長出
來的所有枝葉非常的平均 不然 風吹一邊 這邊都沒有
了 只有一邊而已 ﹁七星鎮風旗﹂埋在山莊的頂上 一
切風平浪靜 沒有風了 也不用奇怪 這是瑤池金母本身
的力量 祂可以把風阻止 以前的落山風是多麼厲害 幾
乎整個瓦都要吹掉 蓮琴法師 現在沒有了？因為我最近
比較少在這裡過冬天 沒有了喔？就比較好了 好很多
不 是 有 蓮 琴 蓮 瑛 去 了 King County 的 時 候
King
County 的人 好像是你跟他問的吧？以前風很大 現在沒
有了 是因為我們有︿彩虹山莊﹀在這裡 有﹁七星鎮風
旗﹂鎮住 所以這個風沒有了
King County 的人也這麼
講 對不對？對 所以沒有問題的！只要黑面金母一發
威 就把那些惡鬼全部殲滅掉！剛剛 那幾句話沒有講出
來的 就是黑面金母用祂最大一股黑色的風暴 唰的過
去 所有那些惡鬼都吹到地獄裡面去 這一尊你請回家
不是這一尊 底下有一些小尊的你請回去 放在家裡 跟

去啊！祂說不會怎麼樣 我說哪裡不會怎麼樣？我年輕的
時候還是小孩子可以跳 我現在怎麼能夠跳呢？我現在被
祂附身 我如果這樣跳下去亂抓的話 抓錯人怎麼辦？
喔！祂力道很威猛 所以我必須要靜下來才能夠跟祂這樣
子 不要跟祂黏在一起 就跟祂稍微有點分開 一種隔開
的這樣 這一尊就是專門抓鬼的 剛剛祂差一點表演抓
鬼 抓鬼的時候 祂會把我這桌子翻掉 祂意念就是要把
這桌子翻掉 翻掉然後我跳下去 跳到底下 在某一個人
的身上 把那個鬼抓出來 祂是要這樣做的 我說：﹁不
行不行 這桌子給祢翻掉的話我怎麼說法？﹂而且 我跳
下去 你知道我現在一大把年紀跳下去 那個腳軟的時候
不是完蛋？另外 祂叫我到同門之中去抓那個鬼出來 但
是我不能跳到同門之中抓鬼啊！對不對？抓男生還可以
抓女生很難看 如果是抓到的是女生怎麼辦？也不可以
啊！所以我就一直拒絕祂 所以說話也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不起 黑面金母我沒有想到會這樣 黑面金母的手印也
是一樣 也是瑤池金母的手印 祂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拿
著七星劍 告訴大家 這七星劍的作用很大 一劍祂就把
鬼給刺死掉 祂舞這個劍就是要把鬼收拾掉
我記得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講一下 當初師尊 師母
出資建︿彩虹山莊﹀ 是請蓮世上師請工人來蓋 師尊
師母出了所有的資本去蓋 沒有募款 這個︿彩虹山莊﹀
的緣起是蓮寶上師 現在在 Las Vegas 的蓮寶上師 載著
我們從九十號公路這樣走 突然之間 看到這邊升起一道
彩虹 從地上升起到向虛空之中 非常大 很大的彩虹
好多種顏色 就這樣升上虛空之中 我們的車子追著彩虹
到︿彩虹山莊﹀ 剛好這一塊地是養馬的地方 有馬房
有馬坑 我就買了這塊地 其實那時候沒有要蓋 蓮寶上
師租了一部整地的車子 他就把地剷平 這裡一共有 40
acres 的地 那時候非常便宜 現在不只這個價錢 那就

祂祈禱 那些鬼怕了就跑了 黑面金母有這個力量 祂主
要的力量是抓鬼 祂看剛剛跟我講要附在我身上 要把桌
子翻掉 然後我要跳下桌子去抓鬼 不知道抓的是哪一
位？我也不知道祂要抓誰 對不對？抓鬼！到時候 七星
劍拿出來砍 不是完蛋？亂刺啊！不能講亂砍 劍不能
砍 劍只能夠用刺的 用割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我們是
同門呢！祢說有鬼就要抓一個給祢 但是祢知道嗎？如果
抓到一個漂亮的美眉 我怎麼下得了手？對不對？如果是
抓到九如法師 我就趁機會把他打一頓 抓到漂亮美眉
我不忍心下手的啊！
下個禮拜的馬頭明王也很厲害 也是很威猛的一尊
所謂馬頭金剛就像馬在奔馳一樣 你看我們的車子 開的
都是講馬力 馬力多少 跑得很快 馬頭金剛也是 馬頭
的意思代表祂﹁迅如疾風﹂ 下個禮拜的護摩也是很厲害
的一尊馬頭金剛 藏人修馬頭金剛 非常的多 連日本東
密 馬頭金剛也是非常有名 馬頭金剛杵在作法上非常有
名
黑面金母的咒語：﹁嗡 金母 哈哈哈 吽呸 ﹂
手印是一樣的 觀想特別不一樣 就是祂左手拿著是七星
劍 我本人一共有三把七星劍 有兩個印 那時師父傳給
我的道家的傳承必須要有一把七星劍 一個印 一個印就
是從最早的師父 一直傳到現在的師父 再由師父把劍跟
印交到我的手上 我現在把劍跟印放在︿南山雅舍﹀我寫
作的房間 我的書櫥的前面 放了一把劍跟一個印 用紅
布包起來的印 那時我出門都是要靠這把七星劍跟印去作
法 印也就代表傳承 七星寶劍也是傳承
黑面金母主要的來源是千代さん 就是林千代 她那
時候到瑤池金母那裡 瑤池金母給她一個黑色的藥丸 就
是黑面金母給她一個黑色的藥丸 黑色的藥丸是做什麼？

蓋了 把這裡蓋起來 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落山風
每到了秋天 冬天的時候 風非常的大 好像四面八方風
聚在這裡 我們走路的時候 幾乎不用走路 風可以吹著
我們走 所有樹木的枝葉都吹向另一邊 也就是風來的時
候 風的力量一吹 所有樹枝全部是這邊 每一棵樹的樹
枝都是這一邊 剛開始的時候 師尊講解︽佛學總說︾
很多人來參加
話說 又來了 ××也在這裡參加︽佛學總說︾ 有
一天︽佛學總說︾差不多講完了 突然間起了一陣非常大
的風 呼
這樣子 哇！整個樹搖 風動 瓦都快要
被吹掉 ︽佛學總說︾剛剛好講完 大家就走了出來 每
個人都差點沒辦法走路 風吹得人整個搖搖晃晃 我記得
××講了一句話 她講什麼：﹁這裡︿彩虹山莊﹀是師尊
點出來的七星落地的寶地的︿彩虹山莊﹀ 那欸安捏生
呀？︵台語：怎麼是這樣呢？︶﹂ 我記得她講了這一句
話﹁那欸安捏生呀？﹂聽得懂嗎？風那麼大 吹得人都搖
擺不定 樹全都快要垮了 她講了一句﹁那欸安捏生
呀？﹂ 我記得好清楚 那時候就已經很傷我的心 為什
麼呢？師尊選的七星落地的︿彩虹山莊﹀ 怎麼是這樣
呢？意思是講﹁怎麼會有吹那麼大的風 而且每天不停地
吹？﹂每天不停喔！冬季的時候 蓮印上師在這裡 有幾
個人被這裡的山風吹過的？風吹得很大 吹得很厲害
哇！有夠厲害！她講了一句﹁那欸安捏生呀﹂的意思就是
說﹁你看吧！祢點的地 七星落地的地 怎麼會有這麼大
的風？這是什麼寶地呀？﹂意思是講：﹁這哪裡是什麼寶
地？﹂一種很藐視︿彩虹山莊﹀的意思在裡面 但是這句
是臺語 是怎麼樣會這樣？但是她講成﹁那欸安捏生
呀﹂ 如果××自己還清楚的話 她就知道她講了這句
﹁那欸安捏生呀﹂
我那時候 心中也是茫然 怎麼點的寶地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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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了一個風煞的地方說是﹁七星落地的寶地﹂？那時候沒
辦法了 就求瑤池金母：﹁祢給我想個辦法 把風煞去除
掉 ﹂ 那時候 祂就教我畫一個旗子 ﹁七星鎮風
旗﹂ ︿彩虹山莊﹀七星鎮風旗 我把﹁七星鎮風旗﹂畫
出來 有七個星星 今天黑面金母拿的就是七星寶劍 一
隻手拿著拂塵 黑面金母這一隻手拿著是七星寶劍 我把
﹁七星鎮風旗﹂帶到山頂上 把它埋在土裡面 我做了這
件事情 就在山上的那個童子軍蓋起來的一個木頭小房子
旁邊 我埋了﹁七星鎮風旗﹂ 埋了以後 現在山莊冬天
有沒有風很大？沒有了！就把風鎮住了 聽說這裡有一個
King County 的 officer 在 嗎 ？ 一 個 縣 政 府 在 這 裡
25 號出口
那時住在這裡的人都覺得：﹁唉呀 有風煞 ﹂每到
冬天都有風煞 現在已經好了 風煞沒有了 你看樹長出
來的所有枝葉非常的平均 不然 風吹一邊 這邊都沒有
了 只有一邊而已 ﹁七星鎮風旗﹂埋在山莊的頂上 一
切風平浪靜 沒有風了 也不用奇怪 這是瑤池金母本身
的力量 祂可以把風阻止 以前的落山風是多麼厲害 幾
乎整個瓦都要吹掉 蓮琴法師 現在沒有了？因為我最近
比較少在這裡過冬天 沒有了喔？就比較好了 好很多
不 是 有 蓮 琴 蓮 瑛 去 了 King County 的 時 候
King
County 的人 好像是你跟他問的吧？以前風很大 現在沒
有了 是因為我們有︿彩虹山莊﹀在這裡 有﹁七星鎮風
旗﹂鎮住 所以這個風沒有了
King County 的人也這麼
講 對不對？對 所以沒有問題的！只要黑面金母一發
威 就把那些惡鬼全部殲滅掉！剛剛 那幾句話沒有講出
來的 就是黑面金母用祂最大一股黑色的風暴 唰的過
去 所有那些惡鬼都吹到地獄裡面去 這一尊你請回家
不是這一尊 底下有一些小尊的你請回去 放在家裡 跟

去啊！祂說不會怎麼樣 我說哪裡不會怎麼樣？我年輕的
時候還是小孩子可以跳 我現在怎麼能夠跳呢？我現在被
祂附身 我如果這樣跳下去亂抓的話 抓錯人怎麼辦？
喔！祂力道很威猛 所以我必須要靜下來才能夠跟祂這樣
子 不要跟祂黏在一起 就跟祂稍微有點分開 一種隔開
的這樣 這一尊就是專門抓鬼的 剛剛祂差一點表演抓
鬼 抓鬼的時候 祂會把我這桌子翻掉 祂意念就是要把
這桌子翻掉 翻掉然後我跳下去 跳到底下 在某一個人
的身上 把那個鬼抓出來 祂是要這樣做的 我說：﹁不
行不行 這桌子給祢翻掉的話我怎麼說法？﹂而且 我跳
下去 你知道我現在一大把年紀跳下去 那個腳軟的時候
不是完蛋？另外 祂叫我到同門之中去抓那個鬼出來 但
是我不能跳到同門之中抓鬼啊！對不對？抓男生還可以
抓女生很難看 如果是抓到的是女生怎麼辦？也不可以
啊！所以我就一直拒絕祂 所以說話也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不起 黑面金母我沒有想到會這樣 黑面金母的手印也
是一樣 也是瑤池金母的手印 祂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拿
著七星劍 告訴大家 這七星劍的作用很大 一劍祂就把
鬼給刺死掉 祂舞這個劍就是要把鬼收拾掉
我記得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講一下 當初師尊 師母
出資建︿彩虹山莊﹀ 是請蓮世上師請工人來蓋 師尊
師母出了所有的資本去蓋 沒有募款 這個︿彩虹山莊﹀
的緣起是蓮寶上師 現在在 Las Vegas 的蓮寶上師 載著
我們從九十號公路這樣走 突然之間 看到這邊升起一道
彩虹 從地上升起到向虛空之中 非常大 很大的彩虹
好多種顏色 就這樣升上虛空之中 我們的車子追著彩虹
到︿彩虹山莊﹀ 剛好這一塊地是養馬的地方 有馬房
有馬坑 我就買了這塊地 其實那時候沒有要蓋 蓮寶上
師租了一部整地的車子 他就把地剷平 這裡一共有 40
acres 的地 那時候非常便宜 現在不只這個價錢 那就

祂祈禱 那些鬼怕了就跑了 黑面金母有這個力量 祂主
要的力量是抓鬼 祂看剛剛跟我講要附在我身上 要把桌
子翻掉 然後我要跳下桌子去抓鬼 不知道抓的是哪一
位？我也不知道祂要抓誰 對不對？抓鬼！到時候 七星
劍拿出來砍 不是完蛋？亂刺啊！不能講亂砍 劍不能
砍 劍只能夠用刺的 用割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我們是
同門呢！祢說有鬼就要抓一個給祢 但是祢知道嗎？如果
抓到一個漂亮的美眉 我怎麼下得了手？對不對？如果是
抓到九如法師 我就趁機會把他打一頓 抓到漂亮美眉
我不忍心下手的啊！
下個禮拜的馬頭明王也很厲害 也是很威猛的一尊
所謂馬頭金剛就像馬在奔馳一樣 你看我們的車子 開的
都是講馬力 馬力多少 跑得很快 馬頭金剛也是 馬頭
的意思代表祂﹁迅如疾風﹂ 下個禮拜的護摩也是很厲害
的一尊馬頭金剛 藏人修馬頭金剛 非常的多 連日本東
密 馬頭金剛也是非常有名 馬頭金剛杵在作法上非常有
名
黑面金母的咒語：﹁嗡 金母 哈哈哈 吽呸 ﹂
手印是一樣的 觀想特別不一樣 就是祂左手拿著是七星
劍 我本人一共有三把七星劍 有兩個印 那時師父傳給
我的道家的傳承必須要有一把七星劍 一個印 一個印就
是從最早的師父 一直傳到現在的師父 再由師父把劍跟
印交到我的手上 我現在把劍跟印放在︿南山雅舍﹀我寫
作的房間 我的書櫥的前面 放了一把劍跟一個印 用紅
布包起來的印 那時我出門都是要靠這把七星劍跟印去作
法 印也就代表傳承 七星寶劍也是傳承
黑面金母主要的來源是千代さん 就是林千代 她那
時候到瑤池金母那裡 瑤池金母給她一個黑色的藥丸 就
是黑面金母給她一個黑色的藥丸 黑色的藥丸是做什麼？

蓋了 把這裡蓋起來 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落山風
每到了秋天 冬天的時候 風非常的大 好像四面八方風
聚在這裡 我們走路的時候 幾乎不用走路 風可以吹著
我們走 所有樹木的枝葉都吹向另一邊 也就是風來的時
候 風的力量一吹 所有樹枝全部是這邊 每一棵樹的樹
枝都是這一邊 剛開始的時候 師尊講解︽佛學總說︾
很多人來參加
話說 又來了 ××也在這裡參加︽佛學總說︾ 有
一天︽佛學總說︾差不多講完了 突然間起了一陣非常大
的風 呼
這樣子 哇！整個樹搖 風動 瓦都快要
被吹掉 ︽佛學總說︾剛剛好講完 大家就走了出來 每
個人都差點沒辦法走路 風吹得人整個搖搖晃晃 我記得
××講了一句話 她講什麼：﹁這裡︿彩虹山莊﹀是師尊
點出來的七星落地的寶地的︿彩虹山莊﹀ 那欸安捏生
呀？︵台語：怎麼是這樣呢？︶﹂ 我記得她講了這一句
話﹁那欸安捏生呀？﹂聽得懂嗎？風那麼大 吹得人都搖
擺不定 樹全都快要垮了 她講了一句﹁那欸安捏生
呀？﹂ 我記得好清楚 那時候就已經很傷我的心 為什
麼呢？師尊選的七星落地的︿彩虹山莊﹀ 怎麼是這樣
呢？意思是講﹁怎麼會有吹那麼大的風 而且每天不停地
吹？﹂每天不停喔！冬季的時候 蓮印上師在這裡 有幾
個人被這裡的山風吹過的？風吹得很大 吹得很厲害
哇！有夠厲害！她講了一句﹁那欸安捏生呀﹂的意思就是
說﹁你看吧！祢點的地 七星落地的地 怎麼會有這麼大
的風？這是什麼寶地呀？﹂意思是講：﹁這哪裡是什麼寶
地？﹂一種很藐視︿彩虹山莊﹀的意思在裡面 但是這句
是臺語 是怎麼樣會這樣？但是她講成﹁那欸安捏生
呀﹂ 如果××自己還清楚的話 她就知道她講了這句
﹁那欸安捏生呀﹂
我那時候 心中也是茫然 怎麼點的寶地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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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前面是四個耶穌的弟子 ︽使徒行傳︾就
是祂所有的學生所做的事情 另外還有最後的就是啟示
錄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 哥林多前
書 哥林多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傳 帖撒羅尼迦後傳 猶
大 啟示錄 中間我可能會忘掉幾個 這是︽聖經︾裡
面 我是查經班的老師 突然之間跪在瑤池金母面前合
掌 祂給我看那個 人生就是轉捩點 我就開始學道了
再來就學佛 再來就學密教 就是這樣
今天再講一下︽道果︾ 這過去的事情 現在講﹁明
點增集之煖：以修行之力迴風轉氣 用旃陀離火 ﹂ 旃
陀離火就是拙火

這個翻得好奇怪
कण
ु ड
् लिनी 是梵語

梵文叫做 कण
ु ड
् लिनी

﹁ 開解脈及融淨分 首先其明點熾盛之煖時 生明點
痛 其次明點移動之煖時 生樂 再其次明點堅固之煖
時 生功德 ﹂已經解釋了 也就是講﹁明點增集煖
相﹂ 我跟大家解釋 用修行的氣把拙火生起來 拙火生
起來的時候 會上升通你的中脈 一直到往旁邊 統統都
融掉 火升起來就有融化的這種現象 把原來阻塞的脈全
部融掉 變成清淨的脈 也就是中脈通的現象 ﹁首先其
明點熾盛之煖時 生明點痛﹂ 當在融解當中 會有一點
痛的感覺出來 眉心會有一點痛 然後在融解的時候也有
一點點的痛 當明點在移動 什麼叫做﹁明點﹂？就是分
泌物 昨天提到講分泌物 可以講你身體上分泌出來的東
西 你心臟會有分泌物 你的肝臟也有分泌物 你的腎臟
也有分泌物 你的所有的五臟六腑都會有分泌物出來 這
些分泌物就叫做明點 在你腦海這邊有分泌物 那是明點
非常集中的地方 明點有集中在身體很多部分 當明點移
動的時候 我們稱為﹁菩提心月液﹂ 融解的時候 它會
往下滴 會往下走 一往下走 剛開始會產生一點痛 再

他翻成旃陀離火

是跟鬼交通 你吃了黑色的藥丸下去 你就可以變成陰陽
眼 可以看到鬼 跟鬼講話 然後度鬼跟趕鬼 不好的鬼
要趕掉 善鬼可以度化出來 好的鬼可以度化出來 惡的
鬼就消滅掉 千代さん當時有跟我講她是這樣拿到黑色的
藥丸 本來有一個紅色的藥丸也要給她 紅色的 黑色
白色 有三種藥丸 那時候 她拿的是黑色的藥丸 紅色
的藥丸跟白色的藥丸另外可能有別的作用 所以她一輩子
都在﹁牽亡﹂ 就是讓鬼附身 跟陽間的人講話 好像是
請你的母親來附在我身上 然後跟女兒講話 跟兒子講
話 兩邊這樣對話 她是做這種工作 當初我在︿玉皇
宮﹀遇到的就是千代さん 她跟我說瑤池金母在找我 要
我去壇城跪下來 我跟她講：﹁我什麼都不會 ﹂她說：
﹁瑤池金母就是要找祢！﹂我說：﹁我什麼都不會啊！﹂
她說：﹁祢跪下來就會 ﹂ 就變成這樣了 就從那裡開
始 這就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在臺中︿玉皇宮﹀ 千代さん叫我的乳名｜かつ︵卡
子︶ ﹁瑤池金母在找一個かつ的人 ﹂ 那我就是かつ
︵卡子︶啊！她就講：﹁瑤池金母要找祢喔！﹂我說：
﹁找我做什麼？﹂她說：﹁可能要祢將來要幫祂 ﹂我
說：﹁我什麼都不會啊！﹂她說：﹁祢跪下來就會了 ﹂
我勉強跪下來 就合掌 欸！眼前開始產生金色的光芒出
來 就顯現瑤池金母 然後再出來阿彌陀佛 再出來地藏
王菩薩 一尊 一尊出來 然後玉皇大帝還寫了兩個字給
我 那兩個字就是﹁忠 義﹂ 我就看到這兩個字 玉皇
大帝就講：﹁這兩個字給祢做終身的座右銘 ﹂就是要
﹁忠﹂ 要﹁義﹂ 我覺得這個﹁義﹂非常重要 我以前
學︽聖經︾哪！︽聖經︾裡面打開 就是馬太 馬可 路
加 約翰 ︽使徒行傳︾ 你們翻過︽聖經︾的你們就知
道 ︽聖經︾的第一個就是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男女之間的樂勝過十倍 百倍這樣的快樂 所以你到天上
去 到了諸天 你得到的快樂 比人間的快樂十倍 百
倍 千倍都有 在欲界天的快樂 以樂為代表 百倍 千
倍都有
師尊現在所修行的快樂 就是屬於十倍 百倍 千倍
的那一種快樂 而不是世俗的快樂 因為拙火升起來了
明點下降了 這種快樂可以摧毀所有的痛苦與跟摧毀所有
的苦惱 這樣了解嗎？我這樣解釋 大家就會很清楚 同
樣是水流出來 男女之間本身的樂就是那麼一點點；但是
師尊本身的樂是不一樣的 那是融化所有的明點 它往下
降 往上提 降 提 持 散 這樣本
身的這種快樂 就是在禪定中才會有
的 拙火升起來 融化明點 明點移動
才會產生快樂
然後﹁再其次明點堅固的時候產生
的煖 生出功德﹂ 這功德是在這裡
啊！在你身上就有功德啊！我講我拙火
升起來 我是有口訣的 你要得到師尊
的口訣 你拙火才能夠升起來 女的也
可以升拙火 男的也可以升拙火 像師
尊本身在內法修行方面 我已經修證無
漏法 所以我絕對不會漏男人的這一種
明點 就絕對不會漏的 我有那種力量
絕對不會漏的 如果漏出來 你們就可
以講師尊吹牛 這是我吹牛皮 但是你
證明自己統統不會漏的時候 你所得到
的快樂 比男女之間的快樂還要樂上十
倍 百倍 千倍 當明點堅固的時候
它生出來的煖就表示功德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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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產生﹁樂﹂ 非常地快樂 那種﹁樂﹂不是普通的
﹁樂﹂
我現在講一個比較世俗的給你們聽 男女之間的快
樂 也一樣的 女的也會流出明點 男的也會流出明點
當女的流出明點的時候 俗語講就是高潮 高潮只要一產
生 女的就很快樂 男的高潮一產生 男的也會很快樂
這個﹁樂﹂跟那個﹁樂﹂雖然是同樣的﹁樂﹂ 但是這種
明點移動的時候產生的﹁樂﹂ 跟世俗的男女的﹁樂﹂不
一樣
明點從我眉心的地方 一直往下融 經過很長的中
脈 一直到密輪 這一段時間的
﹁樂﹂非常的長；所謂男女之間的
樂 就是比較短 男的甚至非常
短 就幾秒鐘甚至一分鐘就結束
了 女的樂會比男的稍微長一點
我看書的 有的可以來五次 六
次 有的來二十次 我所知道的
也有來一百次的 女的樂有來一百
次的 你們絕對不會相信 對不
對？沒有人答？有來一百次的 最
高的；也有來一次的 有的甚至沒
有來的 這種樂！﹁明點移動之煖
時 生樂﹂ 那種樂不是一般男女
之間的樂 比那個樂還要樂 還要
長 又長又久 欲仙欲死的那種狀
態會出來 而且在你身上會發生
一個人單身修法的時候 當拙火上
升 把明點融掉 明點往下降的時
候 所產生的那一種快樂 比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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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前面是四個耶穌的弟子 ︽使徒行傳︾就
是祂所有的學生所做的事情 另外還有最後的就是啟示
錄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 哥林多前
書 哥林多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傳 帖撒羅尼迦後傳 猶
大 啟示錄 中間我可能會忘掉幾個 這是︽聖經︾裡
面 我是查經班的老師 突然之間跪在瑤池金母面前合
掌 祂給我看那個 人生就是轉捩點 我就開始學道了
再來就學佛 再來就學密教 就是這樣
今天再講一下︽道果︾ 這過去的事情 現在講﹁明
點增集之煖：以修行之力迴風轉氣 用旃陀離火 ﹂ 旃
陀離火就是拙火

這個翻得好奇怪
कण
ु ड
् लिनी 是梵語

梵文叫做 कण
ु ड
् लिनी

﹁ 開解脈及融淨分 首先其明點熾盛之煖時 生明點
痛 其次明點移動之煖時 生樂 再其次明點堅固之煖
時 生功德 ﹂已經解釋了 也就是講﹁明點增集煖
相﹂ 我跟大家解釋 用修行的氣把拙火生起來 拙火生
起來的時候 會上升通你的中脈 一直到往旁邊 統統都
融掉 火升起來就有融化的這種現象 把原來阻塞的脈全
部融掉 變成清淨的脈 也就是中脈通的現象 ﹁首先其
明點熾盛之煖時 生明點痛﹂ 當在融解當中 會有一點
痛的感覺出來 眉心會有一點痛 然後在融解的時候也有
一點點的痛 當明點在移動 什麼叫做﹁明點﹂？就是分
泌物 昨天提到講分泌物 可以講你身體上分泌出來的東
西 你心臟會有分泌物 你的肝臟也有分泌物 你的腎臟
也有分泌物 你的所有的五臟六腑都會有分泌物出來 這
些分泌物就叫做明點 在你腦海這邊有分泌物 那是明點
非常集中的地方 明點有集中在身體很多部分 當明點移
動的時候 我們稱為﹁菩提心月液﹂ 融解的時候 它會
往下滴 會往下走 一往下走 剛開始會產生一點痛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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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鬼交通 你吃了黑色的藥丸下去 你就可以變成陰陽
眼 可以看到鬼 跟鬼講話 然後度鬼跟趕鬼 不好的鬼
要趕掉 善鬼可以度化出來 好的鬼可以度化出來 惡的
鬼就消滅掉 千代さん當時有跟我講她是這樣拿到黑色的
藥丸 本來有一個紅色的藥丸也要給她 紅色的 黑色
白色 有三種藥丸 那時候 她拿的是黑色的藥丸 紅色
的藥丸跟白色的藥丸另外可能有別的作用 所以她一輩子
都在﹁牽亡﹂ 就是讓鬼附身 跟陽間的人講話 好像是
請你的母親來附在我身上 然後跟女兒講話 跟兒子講
話 兩邊這樣對話 她是做這種工作 當初我在︿玉皇
宮﹀遇到的就是千代さん 她跟我說瑤池金母在找我 要
我去壇城跪下來 我跟她講：﹁我什麼都不會 ﹂她說：
﹁瑤池金母就是要找祢！﹂我說：﹁我什麼都不會啊！﹂
她說：﹁祢跪下來就會 ﹂ 就變成這樣了 就從那裡開
始 這就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在臺中︿玉皇宮﹀ 千代さん叫我的乳名｜かつ︵卡
子︶ ﹁瑤池金母在找一個かつ的人 ﹂ 那我就是かつ
︵卡子︶啊！她就講：﹁瑤池金母要找祢喔！﹂我說：
﹁找我做什麼？﹂她說：﹁可能要祢將來要幫祂 ﹂我
說：﹁我什麼都不會啊！﹂她說：﹁祢跪下來就會了 ﹂
我勉強跪下來 就合掌 欸！眼前開始產生金色的光芒出
來 就顯現瑤池金母 然後再出來阿彌陀佛 再出來地藏
王菩薩 一尊 一尊出來 然後玉皇大帝還寫了兩個字給
我 那兩個字就是﹁忠 義﹂ 我就看到這兩個字 玉皇
大帝就講：﹁這兩個字給祢做終身的座右銘 ﹂就是要
﹁忠﹂ 要﹁義﹂ 我覺得這個﹁義﹂非常重要 我以前
學︽聖經︾哪！︽聖經︾裡面打開 就是馬太 馬可 路
加 約翰 ︽使徒行傳︾ 你們翻過︽聖經︾的你們就知
道 ︽聖經︾的第一個就是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男女之間的樂勝過十倍 百倍這樣的快樂 所以你到天上
去 到了諸天 你得到的快樂 比人間的快樂十倍 百
倍 千倍都有 在欲界天的快樂 以樂為代表 百倍 千
倍都有
師尊現在所修行的快樂 就是屬於十倍 百倍 千倍
的那一種快樂 而不是世俗的快樂 因為拙火升起來了
明點下降了 這種快樂可以摧毀所有的痛苦與跟摧毀所有
的苦惱 這樣了解嗎？我這樣解釋 大家就會很清楚 同
樣是水流出來 男女之間本身的樂就是那麼一點點；但是
師尊本身的樂是不一樣的 那是融化所有的明點 它往下
降 往上提 降 提 持 散 這樣本
身的這種快樂 就是在禪定中才會有
的 拙火升起來 融化明點 明點移動
才會產生快樂
然後﹁再其次明點堅固的時候產生
的煖 生出功德﹂ 這功德是在這裡
啊！在你身上就有功德啊！我講我拙火
升起來 我是有口訣的 你要得到師尊
的口訣 你拙火才能夠升起來 女的也
可以升拙火 男的也可以升拙火 像師
尊本身在內法修行方面 我已經修證無
漏法 所以我絕對不會漏男人的這一種
明點 就絕對不會漏的 我有那種力量
絕對不會漏的 如果漏出來 你們就可
以講師尊吹牛 這是我吹牛皮 但是你
證明自己統統不會漏的時候 你所得到
的快樂 比男女之間的快樂還要樂上十
倍 百倍 千倍 當明點堅固的時候
它生出來的煖就表示功德
雜誌

37
38

︵ kuṇḍalinī ︶

來就產生﹁樂﹂ 非常地快樂 那種﹁樂﹂不是普通的
﹁樂﹂
我現在講一個比較世俗的給你們聽 男女之間的快
樂 也一樣的 女的也會流出明點 男的也會流出明點
當女的流出明點的時候 俗語講就是高潮 高潮只要一產
生 女的就很快樂 男的高潮一產生 男的也會很快樂
這個﹁樂﹂跟那個﹁樂﹂雖然是同樣的﹁樂﹂ 但是這種
明點移動的時候產生的﹁樂﹂ 跟世俗的男女的﹁樂﹂不
一樣
明點從我眉心的地方 一直往下融 經過很長的中
脈 一直到密輪 這一段時間的
﹁樂﹂非常的長；所謂男女之間的
樂 就是比較短 男的甚至非常
短 就幾秒鐘甚至一分鐘就結束
了 女的樂會比男的稍微長一點
我看書的 有的可以來五次 六
次 有的來二十次 我所知道的
也有來一百次的 女的樂有來一百
次的 你們絕對不會相信 對不
對？沒有人答？有來一百次的 最
高的；也有來一次的 有的甚至沒
有來的 這種樂！﹁明點移動之煖
時 生樂﹂ 那種樂不是一般男女
之間的樂 比那個樂還要樂 還要
長 又長又久 欲仙欲死的那種狀
態會出來 而且在你身上會發生
一個人單身修法的時候 當拙火上
升 把明點融掉 明點往下降的時
候 所產生的那一種快樂 比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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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 燃這個明點 水火明點一起下降就產生大樂 然後
到了心輪 打開心輪 打開臍輪 打開臍輪 你前世 後
世 你以前所有的幾世你都可以知道 ﹁宿命通﹂就出來
了；你心輪一打開 ﹁他心通﹂就出來了；你眉心輪一打
開 ﹁天眼通﹂就出來了；天眼通 天耳通 神通都是在
這裡面的 你真正全身放光了 ﹁漏盡通﹂就出來了 這
是密教本身的修行
今天我講﹁明點增集之煖﹂ 明點移動之煖是產生樂
的 明點熾盛之煖的時候會
產生稍微有一點痛 再來產
生樂 最後 堅固的時候
產生功德 就是你全身清淨
了 空了 把所有的煩惱全
部去除了 今天講的比較深
一點 這是屬於內法的修
行 我們密教弟子﹁氣
脈 明點﹂的修行 這就是
吐登達爾吉跟我講的﹁明點
法﹂
那﹁拙火法﹂怎麼修
呢？你要修﹁明點法﹂先修
﹁拙火法﹂ 一定拙火法先
產生的 ××講她拙火已經升起來了 我沒有教妳口訣
妳拙火怎麼會升起來？密勒日巴的口訣不只是﹁六灶
印﹂ 祂坐的姿勢是﹁六灶印﹂ 六個三角形 祂把自己
的腳盡量靠近拙火的地方 拙火在哪裡？就在肚臍底下四
個指的地方 四個指頭 你的肚臍底下四指的地方就是拙
火 也就是生產血的地方 也就是用你的呼吸讓拙火升
起 但是為什麼會升起來？要用擠的 用壓的 用綁的
問妳︵××︶ 妳綁了沒有？﹁綁﹂是一種口訣喔！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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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從這裡可以印證到光明 這就是這句話
﹁明點增集之煖﹂ 它明點會越來越多 會產生功德 什
麼是功德？那光明會顯現出來 沒經過我教而會產生拙火
的 老夫不信
我告訴你 話說×× 在她那邊的蓮花童子殿 她說
她在那邊修拙火 拙火就產生出來了 哇！好像好多舍利
子就生出來了 但是她沒辦法拿這個舍利子 因為舍利子
都被同門偷光了 她自己講舍利子都被同門偷光了 好
了 妳拙火生出來 我還沒有告訴妳 拙火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口訣才可以生出來 你知道 師尊所學的拙火要生
出來 要怎麼做 現在 我也不告訴妳 我也不想在這裡
公開拙火的口訣 密勒日巴是拙火定最重要的一個祖師
爺 祂修金剛亥母拙火定 拙火要怎麼生出來？水跟火互
相融解 然後再把自己的五輪│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
輪 密輪 把這個輪給它用火跟水融解掉 打開 那個時
才可以看到你的佛性啊！你的佛性在心輪裡面才會產生藍
色的光明 這個密教的修練啊！打坐的時候 拙火升起
來 明點下降 互相融解在眉心輪 再下降到喉輪 一直
下降到心輪 先把心輪打開 發現你的輪打開的時候 裡
面就有光明出來 這個光明將來從毛細孔出來 就等於現
出佛菩薩的毫光啊！頭光 周身的光明 底下的蓮花座
全都都是這些光明產生出來的 這是什麼？這就是功德
你已經生出功德了 這光明就是功德啊！你全身都清淨
了 這是密教的修行 我講的是大要
妳︵××︶無漏法怎麼修？師尊是用﹁鑄劍法﹂去
修 用﹁薩迦六勢變﹂ 將來︽道果︾會講到 舌抵上
顎 壓喉結 腹貼背 上行氣盡出 提肛 無漏法這幾個
口訣在這裡面 舌抵上顎 壓喉結 腹貼背 上行氣盡
出 提肛 這個是﹁鑄劍法﹂ ﹁鑄劍法﹂學會以後就得
到﹁無漏法﹂ ﹁無漏法﹂學會你就升起拙火 拙火升起

雜誌

有教妳綁的方法 妳怎麼綁？我要教妳綁的方法 妳拙火
才可能生得起來 所以我沒有教妳口訣 妳升起來是在騙
我 妳拙火根本沒有升起來！因為拙火升起來的人 重要
的一點 他不會說謊 講的是真實話 師尊今天在這裡講
的話是密教﹁氣 脈 明點﹂修行大要 是完完全全的真
實話！
告訴大家 ××教你做什麼？教你催眠 教你導引
教你觀落陰 導引就是暗示 催眠就是讓你產生幻覺 你
看到的都是不真實的 全部都是幻
覺 如果你拙火升起來 你所看到
的就是真實見
有人說 在師尊這裡修了半天
看不到什麼 去了那裡 做了導
引 欸？爬天梯啊！去看你的前世
啊！到陰間看你的祖先啊！看死去
的人啊！甚至佛 菩薩顯現 全部
都是幻覺 我告訴你 催眠 導
引 觀落陰 不用那麼麻煩 你只
要吃個迷幻藥就有了 你不用吃迷
幻藥也可以啊！吸強力膠啊！把強
力膠放在塑膠袋裡面摩熱 你吸那
一口氣就迷幻了 要什麼來什麼
想要什麼就出現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Ｋ他命？毒品
哪？因為那個是暫時讓你滿足的幻覺 你要那幻覺做什
麼？你的導引是什麼？你的催眠是什麼？告訴你 你的導
引 你的催眠 你的觀落陰 全部都是幻覺！你要看嗎？
迷幻藥給你吃就可以了 你就看得見了 妳用幻覺誘拐
︿真佛宗﹀的同門！我今天教你升起拙火 是叫你真實
見 真實的看見；妳拙火沒有升起 我知道 妳騙人家妳
拙火升起來了 不要講那麼多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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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 燃這個明點 水火明點一起下降就產生大樂 然後
到了心輪 打開心輪 打開臍輪 打開臍輪 你前世 後
世 你以前所有的幾世你都可以知道 ﹁宿命通﹂就出來
了；你心輪一打開 ﹁他心通﹂就出來了；你眉心輪一打
開 ﹁天眼通﹂就出來了；天眼通 天耳通 神通都是在
這裡面的 你真正全身放光了 ﹁漏盡通﹂就出來了 這
是密教本身的修行
今天我講﹁明點增集之煖﹂ 明點移動之煖是產生樂
的 明點熾盛之煖的時候會
產生稍微有一點痛 再來產
生樂 最後 堅固的時候
產生功德 就是你全身清淨
了 空了 把所有的煩惱全
部去除了 今天講的比較深
一點 這是屬於內法的修
行 我們密教弟子﹁氣
脈 明點﹂的修行 這就是
吐登達爾吉跟我講的﹁明點
法﹂
那﹁拙火法﹂怎麼修
呢？你要修﹁明點法﹂先修
﹁拙火法﹂ 一定拙火法先
產生的 ××講她拙火已經升起來了 我沒有教妳口訣
妳拙火怎麼會升起來？密勒日巴的口訣不只是﹁六灶
印﹂ 祂坐的姿勢是﹁六灶印﹂ 六個三角形 祂把自己
的腳盡量靠近拙火的地方 拙火在哪裡？就在肚臍底下四
個指的地方 四個指頭 你的肚臍底下四指的地方就是拙
火 也就是生產血的地方 也就是用你的呼吸讓拙火升
起 但是為什麼會升起來？要用擠的 用壓的 用綁的
問妳︵××︶ 妳綁了沒有？﹁綁﹂是一種口訣喔！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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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都是不真實的 全部都是幻
覺 如果你拙火升起來 你所看到
的就是真實見
有人說 在師尊這裡修了半天
看不到什麼 去了那裡 做了導
引 欸？爬天梯啊！去看你的前世
啊！到陰間看你的祖先啊！看死去
的人啊！甚至佛 菩薩顯現 全部
都是幻覺 我告訴你 催眠 導
引 觀落陰 不用那麼麻煩 你只
要吃個迷幻藥就有了 你不用吃迷
幻藥也可以啊！吸強力膠啊！把強
力膠放在塑膠袋裡面摩熱 你吸那
一口氣就迷幻了 要什麼來什麼
想要什麼就出現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Ｋ他命？毒品
哪？因為那個是暫時讓你滿足的幻覺 你要那幻覺做什
麼？你的導引是什麼？你的催眠是什麼？告訴你 你的導
引 你的催眠 你的觀落陰 全部都是幻覺！你要看嗎？
迷幻藥給你吃就可以了 你就看得見了 妳用幻覺誘拐
︿真佛宗﹀的同門！我今天教你升起拙火 是叫你真實
見 真實的看見；妳拙火沒有升起 我知道 妳騙人家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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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在乎就有多煩惱

無執才能沒長沒少

又再夢見

比我大的人 一天少於一天 已經少了不少
比我小的人 一天多於一天 已經多了很多
對於這數字 以前比較敏感；而現在 開始要變
得不敏感
決定要回歸永遠
其實 大家與我一直都在永遠
只是心裡被相對的現象和概念打擾太久 深陷其
中
以為自己不永遠太久了而已
任何科學與哲學都無法阻止我們老去
唯可以煉就讓每天都樂而無執
唯﹁這個﹂可以超越偽設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水影難追
翻動每頁不一樣的情節
阻止不了任何的流逝
花開花掉
水影難追
回頭恍惚夢醒
醒後又再夢見
日子很長

樂觀豁達能將平凡化現為妙趣的豐盈
平常心就是神通 花開花落都是風景
現任職於地球上一個小角色
優雅地活 對萬有尊重和感恩

現任職於地球上一個小角色
正隨緣積極地煽動向善 並且不執著於善
回歸無法無天的自由本性
好快就會離任了
很幸運地一直練習去做觀而自在的演員
體驗了人間這麼一系列的苦樂
始起彼伏的驚心動魄

雨語無心
不想別人怎樣想你 不想自己怎樣評論自己 此
刻只聽雨打下的話 也不知它說什麼
沒有批判與讚揚 也不是模稜兩可 雨只是說
話 沒有念頭 沒有被念頭選擇褒貶評判的緊
張
嘮叨又怎樣？不嘮叨又怎樣？滌盡滿意不滿意的
想法
沒有念頭的在說 老天說話就是說話 能不知死
活不曉是非 主要就是心不累 管某某怎麼看
法 管你說好說壞！

生命極短

■⽂∕蓮曉上師

善惡愛恨得失無非只是揚塵
對於每次讓你痛苦的人事 行忍辱與定慧會讓你
強大
每痛苦一次 身心就強大一次 它們都是來度你
的
時常學習抽離一下現實 觀想回到天家回到寂
妙 再由寂妙看著現實
受傷的不再受傷 受困的實無所困 悲從空來
樂亦歸空
在外面遇見蓮生師佛 照見內面我也是蓮生師佛
︵一合相︶
一切的善惡愛恨得失無非只是揚塵
修行在打掃中 請勿打擾
應該是自心不受所擾為重！因為你能干涉別人勿
擾麼！

花開花落都是風景
最困難的時刻時常就是拐點
放下與變通一下就能迎來轉機
定慧能把繁瑣的亂象變回簡單的和平

它只是爽著雨語 沒有負擔東西 不重不輕
雨打在地上的響與打在葉子上的響 與打在玻璃
上的響不一樣；打在所有人臉上的響都一樣 幾
乎就是不響 有個美女一摔長髮 風雨欲來 雲
捲電閃 知道也不知道罷
不管誰大誰小 不知騙與被騙
不顯相害 又不掛慮相愛
雨喜歡什麼時候下？想拉就拉；什麼時候收？想
回就回
關鍵是無作意 無心自然
現象妄動不休沒關係 心念沒住妄動不休就好
不有安想 就沒有不安
有多在乎 就有多煩惱
雨只是下 一直下 沒滴想法 這種舒服最久
遠
連舒服也不糾結的舒服啊！

雜誌

41
42

法語均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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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花落都是風景
最困難的時刻時常就是拐點
放下與變通一下就能迎來轉機
定慧能把繁瑣的亂象變回簡單的和平

它只是爽著雨語 沒有負擔東西 不重不輕
雨打在地上的響與打在葉子上的響 與打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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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就回
關鍵是無作意 無心自然
現象妄動不休沒關係 心念沒住妄動不休就好
不有安想 就沒有不安
有多在乎 就有多煩惱
雨只是下 一直下 沒滴想法 這種舒服最久
遠
連舒服也不糾結的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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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待續︶

包括有融會貫通 包括有牢記 也包括不可以忘記它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可以忘記它
因為你只有這樣做你才會成佛 否則你做其他的事
都像芭蕉││空心無實 我們講中脈 常常用芭蕉來形
容 為什麼？因為它是空心的 芭蕉樹你把它切開 中
心是空的 所以祂講餘善如芭蕉的意思是什麼？空空的
嘛 這種東西不實在 不踏實 很快就沒了 很快就用
完了 沒有什麼太大實際的好處 也不可能幫助你永
遠 祂講的就是只有菩提心 所以師尊講佛陀的教法就
是出離心 菩提心 中觀正見 它這個第二個菩提心應
該講的是世俗的菩提心 相對的菩提心 就是不要忘了
別人很痛苦 眾生很痛苦 你修行是要為了眾生的 那
真正勝義的菩提心其實等於中觀正見 那我之前有講
過 出離心 菩提心 中觀正見三個加起來其實就是
一 那個﹁一﹂才是菩提心 也就是真如 涅槃 我不
管你用什麼名詞去形容它 就是那個 只有那個才會成
佛 成佛只有靠那個 那個只有靠菩薩道 就是這樣子
而已 那為什麼叫做芭蕉呢？空心嘛

的第一天 我就告訴我自己我要唸博士班 然後從那一
天我就開始研究博士班要怎麼考 我就研究我要考的那
幾間學校考試的課目的什麼 然後我就選擇性的當掉這
一科 同學說：﹁你這個局布了兩年之久？﹂我比賭神
還厲害 賭神布局布一年 我布這個局布了兩年之久
我沒有在死人面前說謊 就這樣子啊！我是講到我在學
校的時候成績不好 但是考那個考試我就一把翻盤 他
們在玩德州撲克 最後All-in 就靠這把贏
人家傻傻就跟著我一起all-in就輸了 結果我同學
就說：﹁他一定是去考那個沒有人考的中正 所以才很
容易上 ﹂隔年來考啊 第一節考完就快哭著回家了
中正哪兒有這麼簡單的 中正很難的 全部重修 我是
講企管所 別的我不敢講 但是其實中正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要講現在讀書真的可憐 所以很苦 世間就是這
樣
我們小時候整天都在玩 哪兒有在唸書的？都巴不
得不要長大 不要出去工作 哪像我媽媽多好 整天躺
在那裡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躺著 連一個﹁嗡古
魯 蓮生悉地 吽﹂都不願意唸 真的 心情好一天就
可以唸個一兩萬遍 心情不好三天都不要唸 我說你也
不用工作 也不用弘法度眾生 你又不用賺錢 你每天

■釋蓮耶上師開⽰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好啦 考博士班也是啊 我成績都是後段 為什
麼？我又要上班 我又要當顧問 我又要寫書 我還要
去旁聽企管所的課 為什麼？因為我要考企管所博士班
啊！我要去聽企管 我以前唸觀光 還是不一樣 不同
的領域 我就去考企管 我學校的成績就是有七十分
碩士班就是有七十分就及格 我只要七十分就好 所以
我的分數大概都在七十五上下 我們同學很好玩 他們
都覺得我成績很差 他們都沒有想過要控制到維持在七
十五上下 不要花太多的力氣 但是你也不能不讀書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還故意當掉一科｜人力資源管
理 為什麼？因為考博士班的時候要考這一科 我故意
當掉碩一下學期這一科 我碩二下的時候重修 我一邊
重修一邊考研究所 想想看我讀的最精彩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我重唸一遍 其實我都會了 只
是我為了逼自己唸書 怕我自己沒辦法唸 我就逼自己
再重修一次 第二次我成績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九十二
分 因為我考博士班就考這一科啊！所以我每次都講
人家都問我 後來我考上的時候聽說從系主任到同學
學弟妹全部眼鏡都跌破了 後來我同學真的來問我：
﹁你怎麼考上的？﹂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他 我從踏進文化觀光所碩士班

就躺著嘴巴開開 自然就有人會拿食物給妳吃 妳福報
那麼好 她說：﹁我又不能走動 又不能到處跑 ﹂我
說：﹁你要到處跑幹什麼？你現在這個年紀 年紀大
了 身體又變差了 正好全心全意求往生 ﹂對不對？
年輕的時候 力氣好的時候 像師兄二十出頭可以
多參訪 多學 廣學 年紀大一點到我們這個年紀了
就開始要深入；到我媽媽那個年紀 病痛全身都是 這
時候能幹嘛？一心求往生 師尊講的啊！你看這個很務
實吧？祂不會跟你說：﹁不對啊 你還是要把︻大藏
經︼唸完！﹂六 七十歲 然後一身都是病 還要他把
︻大藏經︼唸完 這太為難他了 夠苦了吧？
師尊很務實的 祂會要求祂自己把︻大藏經︼讀
完 祂讀完的是祂要度眾生需要的 祂才會這麼做 祂
自己在修行的過程中 在祂修持的過程中 祂就是一法
深入 就是我們講的第二個階段 踏實的苦修 不是行
苦行 是苦修 苦修的意思是什麼？對自己不可以好
真的 修理是要修理自己 就是那個嗡修唎修唎大修
唎 摩訶修唎就是大修理(唎) 然後還要重複反覆的修
修理(唎)
這個是真的 我記得那時候師尊教我的 祂說修行
就是要這樣好好的修理自己 祂說修理到閃亮亮 我們
不是打蠟嗎 打蠟你只打一層怎麼會亮？對不對？打過
以後還要不斷的擦 那就會亮 要修理自己修到發亮
我頭這個不算 這是油 人油 所以我們講要離苦得樂
一定要修持菩提心 所以這個應持菩提心包括有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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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待續︶

包括有融會貫通 包括有牢記 也包括不可以忘記它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可以忘記它
因為你只有這樣做你才會成佛 否則你做其他的事
都像芭蕉││空心無實 我們講中脈 常常用芭蕉來形
容 為什麼？因為它是空心的 芭蕉樹你把它切開 中
心是空的 所以祂講餘善如芭蕉的意思是什麼？空空的
嘛 這種東西不實在 不踏實 很快就沒了 很快就用
完了 沒有什麼太大實際的好處 也不可能幫助你永
遠 祂講的就是只有菩提心 所以師尊講佛陀的教法就
是出離心 菩提心 中觀正見 它這個第二個菩提心應
該講的是世俗的菩提心 相對的菩提心 就是不要忘了
別人很痛苦 眾生很痛苦 你修行是要為了眾生的 那
真正勝義的菩提心其實等於中觀正見 那我之前有講
過 出離心 菩提心 中觀正見三個加起來其實就是
一 那個﹁一﹂才是菩提心 也就是真如 涅槃 我不
管你用什麼名詞去形容它 就是那個 只有那個才會成
佛 成佛只有靠那個 那個只有靠菩薩道 就是這樣子
而已 那為什麼叫做芭蕉呢？空心嘛

的第一天 我就告訴我自己我要唸博士班 然後從那一
天我就開始研究博士班要怎麼考 我就研究我要考的那
幾間學校考試的課目的什麼 然後我就選擇性的當掉這
一科 同學說：﹁你這個局布了兩年之久？﹂我比賭神
還厲害 賭神布局布一年 我布這個局布了兩年之久
我沒有在死人面前說謊 就這樣子啊！我是講到我在學
校的時候成績不好 但是考那個考試我就一把翻盤 他
們在玩德州撲克 最後All-in 就靠這把贏
人家傻傻就跟著我一起all-in就輸了 結果我同學
就說：﹁他一定是去考那個沒有人考的中正 所以才很
容易上 ﹂隔年來考啊 第一節考完就快哭著回家了
中正哪兒有這麼簡單的 中正很難的 全部重修 我是
講企管所 別的我不敢講 但是其實中正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要講現在讀書真的可憐 所以很苦 世間就是這
樣
我們小時候整天都在玩 哪兒有在唸書的？都巴不
得不要長大 不要出去工作 哪像我媽媽多好 整天躺
在那裡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躺著 連一個﹁嗡古
魯 蓮生悉地 吽﹂都不願意唸 真的 心情好一天就
可以唸個一兩萬遍 心情不好三天都不要唸 我說你也
不用工作 也不用弘法度眾生 你又不用賺錢 你每天

■釋蓮耶上師開⽰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好啦 考博士班也是啊 我成績都是後段 為什
麼？我又要上班 我又要當顧問 我又要寫書 我還要
去旁聽企管所的課 為什麼？因為我要考企管所博士班
啊！我要去聽企管 我以前唸觀光 還是不一樣 不同
的領域 我就去考企管 我學校的成績就是有七十分
碩士班就是有七十分就及格 我只要七十分就好 所以
我的分數大概都在七十五上下 我們同學很好玩 他們
都覺得我成績很差 他們都沒有想過要控制到維持在七
十五上下 不要花太多的力氣 但是你也不能不讀書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還故意當掉一科｜人力資源管
理 為什麼？因為考博士班的時候要考這一科 我故意
當掉碩一下學期這一科 我碩二下的時候重修 我一邊
重修一邊考研究所 想想看我讀的最精彩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我重唸一遍 其實我都會了 只
是我為了逼自己唸書 怕我自己沒辦法唸 我就逼自己
再重修一次 第二次我成績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九十二
分 因為我考博士班就考這一科啊！所以我每次都講
人家都問我 後來我考上的時候聽說從系主任到同學
學弟妹全部眼鏡都跌破了 後來我同學真的來問我：
﹁你怎麼考上的？﹂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他 我從踏進文化觀光所碩士班

就躺著嘴巴開開 自然就有人會拿食物給妳吃 妳福報
那麼好 她說：﹁我又不能走動 又不能到處跑 ﹂我
說：﹁你要到處跑幹什麼？你現在這個年紀 年紀大
了 身體又變差了 正好全心全意求往生 ﹂對不對？
年輕的時候 力氣好的時候 像師兄二十出頭可以
多參訪 多學 廣學 年紀大一點到我們這個年紀了
就開始要深入；到我媽媽那個年紀 病痛全身都是 這
時候能幹嘛？一心求往生 師尊講的啊！你看這個很務
實吧？祂不會跟你說：﹁不對啊 你還是要把︻大藏
經︼唸完！﹂六 七十歲 然後一身都是病 還要他把
︻大藏經︼唸完 這太為難他了 夠苦了吧？
師尊很務實的 祂會要求祂自己把︻大藏經︼讀
完 祂讀完的是祂要度眾生需要的 祂才會這麼做 祂
自己在修行的過程中 在祂修持的過程中 祂就是一法
深入 就是我們講的第二個階段 踏實的苦修 不是行
苦行 是苦修 苦修的意思是什麼？對自己不可以好
真的 修理是要修理自己 就是那個嗡修唎修唎大修
唎 摩訶修唎就是大修理(唎) 然後還要重複反覆的修
修理(唎)
這個是真的 我記得那時候師尊教我的 祂說修行
就是要這樣好好的修理自己 祂說修理到閃亮亮 我們
不是打蠟嗎 打蠟你只打一層怎麼會亮？對不對？打過
以後還要不斷的擦 那就會亮 要修理自己修到發亮
我頭這個不算 這是油 人油 所以我們講要離苦得樂
一定要修持菩提心 所以這個應持菩提心包括有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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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密教總會

真佛宗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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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正在專心彩繪燈籠。
真佛般若藏登記處。
印度友族也一同參與燈籠彩繪環節。

︿

馬來西亞大燈文化﹀為了慶祝
法王作家盧勝彥創作五十周
年 特別於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
日假座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百利
廣場﹀特別舉行的書香緣‧中秋情
﹁盧勝彥創作五十周年巡回展﹂
展出不同系列的盧勝彥創作文集
使豐富的系列心靈佳作資源走出社
群 讓人透過參與系列活動以及閱
讀盧勝彥創作文集 提升心靈之
餘 感受中秋佳節的溫馨氛圍 獲
得生命的曙光與生活的力量 據
悉 此次活動吸引了眾多讀者前來
參加 活動成功圓滿落下帷幕
作為真佛宗派的大型盛事之
一 為期三天的書展活動於九月二
十九日上午十點開始在︿巴生百利
廣場﹀底樓舉行 期間︿馬來西亞
大燈文化﹀準備了精彩豐富的系列
活動 其中包括法王書畫展出 猜
燈謎贏獎品環節 LED白舞獅與﹁八
仙過海﹂的八仙們帶領眾人提燈籠
夜間游行 中秋華樂演奏會 兒童
繪畫比賽 珠心算比賽 親子教育
講座 現場亦設有免費電子書註冊
攤位 精致佛展攤位 遊戲攤位
以及免費爆米花派送攤位等
真佛般若藏登記
為了鼓勵大眾上網閱讀法王的

著作 ︿馬來西亞大燈文化﹀也特
設﹁真佛般若藏﹂攤位 現場有
﹁真佛般若藏﹂的義工協助登入
在現場成功登記為法王作家電子文
集平台﹁真佛般若藏﹂會員的參訪
者 直接參加轉輪盤抽獎 喜獲精
美禮物
感恩義工辛勤付出
為期三天的法王作家書展日前
在︿巴生百利廣場﹀圓滿落下帷
幕 ︿馬來西亞大燈文化﹀在此感
恩義工團隊的鼎力支持 眾志成
城 在不同的崗位奉獻愛心 讓這
三天的系列活動圓滿完成 感恩義
工們 此外 也感謝所有前來參與
書展的朋友們 謝謝大家的踊躍支
持！
此屆書展於十月一日晚上十點
圓滿結束 適逢中秋佳節 此次活
動通過展出系列心靈佳作讓更多的
巴生居民能夠藉由閱讀 提升心
靈 讓此次活動具有了超出其本身
的意義 值得一提 此次書展頗為
成功 得到了廣大讀者的一致好
評 書展效果良好 為培養廣大民
眾的人文情懷 拓寬視野 豐富精
神生活搭建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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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正在專心彩繪燈籠。
真佛般若藏登記處。
印度友族也一同參與燈籠彩繪環節。

︿

馬來西亞大燈文化﹀為了慶祝
法王作家盧勝彥創作五十周
年 特別於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
日假座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百利
廣場﹀特別舉行的書香緣‧中秋情
﹁盧勝彥創作五十周年巡回展﹂
展出不同系列的盧勝彥創作文集
使豐富的系列心靈佳作資源走出社
群 讓人透過參與系列活動以及閱
讀盧勝彥創作文集 提升心靈之
餘 感受中秋佳節的溫馨氛圍 獲
得生命的曙光與生活的力量 據
悉 此次活動吸引了眾多讀者前來
參加 活動成功圓滿落下帷幕
作為真佛宗派的大型盛事之
一 為期三天的書展活動於九月二
十九日上午十點開始在︿巴生百利
廣場﹀底樓舉行 期間︿馬來西亞
大燈文化﹀準備了精彩豐富的系列
活動 其中包括法王書畫展出 猜
燈謎贏獎品環節 LED白舞獅與﹁八
仙過海﹂的八仙們帶領眾人提燈籠
夜間游行 中秋華樂演奏會 兒童
繪畫比賽 珠心算比賽 親子教育
講座 現場亦設有免費電子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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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馬來西亞大燈文化﹀也特
設﹁真佛般若藏﹂攤位 現場有
﹁真佛般若藏﹂的義工協助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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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直接參加轉輪盤抽獎 喜獲精
美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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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㆒文章，
回報聖尊，發願大行動。
■文∕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藉

著聖尊創作五十週年里程碑
︿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於今年推行﹁一日一文章 回報聖尊
發願大行動﹂ 身為弟子的我們 是
否可以為師尊每天讀一篇文章以回報
師尊的恩德呢？
一 活動詳情
聖尊曾說：我的心存在於書的一
頁一頁之間 那就是貢獻給大家的真
諦 聖尊每日所寫的文章 都是修行
重要的心得 希望通過﹁一日一文

章 回報聖尊發願大行動﹂ 大家一
起發願 在一年內 每天閱讀一篇文
章 回報聖尊恩德 一起每日與聖尊
一日一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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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願方式
聖尊日日伏案寫作 五十年來
不僅分文未取 甚且授權設立﹁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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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的﹁真佛般若藏﹂會員們可登錄電
子書網頁 於線上閱讀聖尊文集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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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文章﹂發願行動：
http://one.tbsn.my
﹁真佛般若藏﹂開始閱讀：
http://www.tbboye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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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住吉雷藏寺
百尊厄除替代地藏金身亭落成慶祝開鏡儀式。
舉辦梁皇寶懺暨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
及地藏柴燈護摩大法會（二）

真佛宗日本總本山住吉雷藏寺2017年春季大法會報導 ■文∕住吉山雷藏寺編輯部
二○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大願地藏王菩
薩息災祈福增益超度柴燈護摩大法會
暨百尊厄除替代地藏金身亭落慶開鏡
儀式
主壇上師：釋蓮花靜香金剛上師
護壇上師：釋蓮蹻金剛上師
護壇上師：釋蓮僅金剛上師
護壇法師：釋蓮應 釋蓮魏 釋蓮厘
護壇法師：釋蓮淑等眾法師
︵文接三九六期︶
釋蓮花靜香上師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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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的菩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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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可以治癒 不管遇到任何不如意的
事 或心靈受創 傷心 菩提事業還
是要走下去 我像一頭犀牛般的栽下
去 對錯將來留下給第二代來評論

師尊在︽走過天涯︾靈書中曾
經寫下蓮花靜香的願力；
前世恩師今世見 師徒印心隔三
千
衷心發誓 生世隨師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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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師尊啟開我心中的鑰匙 回憶
起前世的修行和菩提路途
挺出此身 捨掉此命 向前邁步
﹁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
的咒音 永遠飛揚在 日本的國土
﹁浪花的武士﹂是一首旋律優
美而且英武澎湃的歌 其歌詞由﹁蓮
花靜香﹂譜成 正好是我 (蓮生活
佛)心靈的寫照 我一時想起佛菩薩
的慈悲 想起殊勝的行者修行 遍佈
在時與處 突然間 我自己覺得是
﹁浪花的武士﹂ 我正是生生世世度
眾生的﹁浪花的武士﹂
浪花：浪又一浪 誓願無盡的
一生又一生
武士：足踏荊棘的道路 真佛
論劍 生死不顧
我(蓮花靜香︶把心中的苦澀化
成力量 其實我只是想盡辦法去完成
自己的任務 為了在日本延續真佛法
脈 為了傳播︿真佛密法﹀ 我努力
的融入當地文化 風俗 做好每一件
事
感謝 泉佐野市 千代松大耕 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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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陳訓養先生曾說從零到有這
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 台灣外交部
主任秘書 ︿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前
秘書長蔡明耀先生曾說︿真佛宗住吉
山雷藏寺﹀在關西泉州地方綻放光
芒 是台灣人的驕傲
百尊厄除替代地藏金身亭
落慶開鏡儀式
為了讓︿宗教法人真佛宗日本
住吉雷藏寺﹀的旗幟永遠飄揚在曰本
的國土 百年後成為古蹟被政府保
護 厄除替代地藏金身亭採取了唐式
文化之美的唐破風屋頂風格建築法
唐破風在於其博大雍容 富有高度的

長捐贈了二十台腳踏車 靜香上師請
義工把腳踏車的車輪拆出 油漆做成
欄杆亦達到造園目的 別有一番創
意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
︿國際文化會館﹀ 禪林(阿彌陀佛
青空壇城) 雷藏寺管理室前面的這
條馬路是舊國道二十六號線 早年日
本人要到和歌山城拜見大將軍必須通
過此路才能抵達 此舊二十六號國道
又叫浜街道 也叫孝子越街道 一千
六百年歷史的神變大菩薩修驗道修行
必走之路 此路是具有歷史性的道
路 政府將其列為腳踏車旅客專用
路 ︿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前面又
有千年歷史的︿加茂神社﹀ 從文創
藝術館走路到︿真佛宗﹀日本總本山
︿住吉雷藏寺﹀需要十分鐘 因此
︿真佛宗蓮生活佛文創藝術館﹀
︿國際文化會館﹀ 禪林構成一幅曼
陀羅金剛界 ︿住吉山雷藏寺﹀的聖
域構成是曼陀羅胎藏界
︿住吉山雷藏寺﹀能夠得到當
地政府的認可 從泉佐野市 泉南
市 阪南市市長們的支持 還有國會
議員 市會議員 扶輪社 工商會
觀光局的支持 這當中的艱辛 苦
楚 努力和堅持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
說清楚

凝聚力 無論在宗教 哲學 藝術及
建築文化等方面能彼此交融 構劃出
超越時代的東方文化 滋潤著後世
唐代佛寺建築以中軸線為主體布局
左右均衡和諧而對稱 風格雄渾雅
樸 手法柔和細緻 在世界建築史
上 獲致極高的讚譽
靜香上師為了延續真佛法脈
而地藏工程骨架不惜用了不鏽鋼架
304 並噴上紅色汽車漆 地基更是
綁上13mm的鋼筋鐵條 屋頂唐式唐破
風檜木建築加段銅材質建造 光屋頂
工程就花了六個月工作天 工程從地
基到完工整整花了八個月 地藏金身
為千年不壞鑄銅材質 日本富山全國
出名的鑄銅公司 ︿平和合金株式會
社﹀製造 整個厄除替代地藏金身
亭 展現出唐文化的寬弘氣象 無限
優美
地藏王菩薩的功德力：
﹁地藏王菩薩﹂的真義就是以
大地的不動心性 忍辱性 來養育群
生 孕育萬物；庫藏所有的法寶 並
且以覺悟來度化一切有情 ﹁菩薩﹂
的意思就是覺有情 去覺悟有情的眾
生 師尊曾開示﹕佛法就是一個寶
藏 地藏王菩薩的修行很高 祂有很
高的境界；像地球一先生的法寶 都
在地藏王菩薩的身上
你只要皈依地藏菩薩 稱名南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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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泉佐野市市長千代松大耕先生(真 三智廣部長代理出席）
左2-泉佐野市市議會議員中莊谷HIDETAKA先生
左3-台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部長黃水益先生
左4-阪南市市議會議員上甲誠先生
右-釋蓮蹻金剛上師
中-釋蓮花靜香金剛上師
左-釋蓮僅金剛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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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感謝

頂禮感恩根本上師蓮生活佛傳承大加持
感恩師母蓮香上師，蓮寧上師支持
感恩〈真佛宗世界宗委會〉支持
感恩〈馬來西亞密教總會〉護持
感恩住吉雷藏寺國際理事蒞臨
感恩馬來西亞〈大仙雷藏寺〉主席黃俊銘師兄蒞臨
感恩日本當地同門、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印尼眾同門前來護持共襄盛
舉。還有義工們非常的辛苦。

2017年4㈪16㈰ 感謝貴賓蒞臨：

宗﹀寺廟｜︿住吉雷藏寺﹀ 定期舉
辦法會 宣揚傳播真佛法脈 所有土
木工程 硬體設施 自需遵循當地法
規辦理 構圖施工也是當地人 如果
馬馬虎虎辦事會被人瞧不起的 例行
法會 儀式中許多是依規定須當地共
同參與進行的 也有許多日本信眾
義工 政要一起出席參加 上師在場
地布置 布壇 供品 儀軌 流程
住宿 等所有事情 都要想好安排
好 並且要一定的品質之上 其辛苦
辛勞 可想而知
敬愛的上師 我們支持您！
ki sea Eng師姐的鼓勵：
一沙一土一草 粒粒要親為
汗流挾背 筋疲力竭 是為了發出去
的菩提心 也是為了偉大的法脈傳
承 上師 弟子應以您為樣 忠心的
感恩
富山主席的鼓勵：
在日本樹立︿真佛宗﹀道場不
簡單啊！
靜香上師 智慧 恆心 深不
可測！
再度感恩師尊臨空大加持 感
謝上師 法師們 及所有的貴賓蒞
臨 感謝國際理事 功德主 義工們
的護持 感謝再感謝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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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歡 與眾同樂
貴賓致詞：
翁清淨師兄鼓勵：
親愛的靜香上師 真是令人敬
佩 讚歎 激賞 開山建寺 工作再
工作 修行再修行 弘法再弘法 一
心一意對根本上師 佛菩薩誓願承諾
履行 對宗派法脈在異邦日本延續使
命必達的完成 對眾生支持全力負
責 再再令人感動 由衷敬佩 上師
我愛您 上師辛苦了
黃俊銘師兄鼓勵：
上師感恩有你 日本才有真佛
宗法脈 請繼續加油 工程已經要到
圓滿 菩提事業一定要經歷考驗 也
就像是考試一先生 學會累的時候輕
鬆一下吧！
人家說 心遼闊 人生才遼
闊！這個世界上沒有被物質滿足到歡
愉的靈魂 因為物質無止境 折騰就
無止境！所以 最盛大的富有 便是
內心豐盈 上師 您在山上工作時的
笑臉 多麼悠遊自樂 可以看到您心
底的那份快樂自足和怡然自得的心
境
徐立平師兄鼓勵：
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 日本是
個整齊乾淨的國家 內外自律甚嚴
上師在日本開山僻土 建立︿真佛

雜誌

泉佐野市市長千代松大耕先生（真瀬三智廣部長代理出席）
阪南市市議會議員上甲誠先生
〈泉佐野市市議會〉議員中莊谷HIDETAKA先生
國際理事徐立平先生
國際理事王秋月女士
國際理事廖麗珠女士
〈高岡扶輪社〉會長藤田益一先生
〈NPO法人紀泉地域總合整備〉北野勝彥先生
〈泉佐野扶輪社〉加藤美三子女士
〈鴻海精密工業〉CCPBG總經理林忠正禦夫人林淑珍女士
〈高野山櫻池院〉佘野弘子女士
〈阪南市商工會〉會長奧野英俊先生
〈阪南市商工會〉局長出口尚暢先生
〈阪南市商工會〉代表戶口哲先生
〈池田泉州銀行〉阪南支店長御前啓介先生
〈株式會社上起〉社長矢野友造先生
〈株式會社都市景觀設計〉社長奧村信一先生
〈株式會社都市景觀設計〉設計師盧永春先生
〈ASIA交流PLAZA〉理事長高吉裡明先生
〈株式會社AQUA LIFE〉社長奈良法隆先生
阪南市畫家田村茂先生
感謝來自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印尼、日本東京、名古屋，眾同門，還有大阪當
地的眾同門。

摩地藏菩薩 或供養地藏菩薩 供養
花 香 燈 茶 果五供 八供 二
十一供 三十七供 做廣大供養 或
彩繪刻鏤 畫地藏形像 刻地藏王菩
薩形像 是人當得百返生於三十三
天 你供養祂的形像 禮拜 仰慕
讚歎地藏菩薩 你就可以往生天上
永遠不會墮落到三惡道 (三惡道就
是地獄道 餓鬼道 畜牲道)
依照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
經︼所講的 供奉地藏王菩薩是很有
福分的 因為地藏菩薩的功德是無窮
盡的 你雕地藏菩薩可以改變命運
自己變成有很大的威德及福分；你持
︻地藏菩薩本願經︼ 可轉變整個人
生的命運 因為地藏菩薩的威德跟祂
的力量 祂的法力是不可思議 養育
群生 孕育萬物；庫藏所有的法寶
並且以覺悟來度化一切有情
因住吉山地藏菩薩顯靈多次
我才建立了師尊蓮生活佛賜名的厄除
替代地藏亭 並雕刻了百尊厄除替代
地藏尊金身 那麼今天四月十六日就
是﹁住吉山地藏王菩薩柴燈護摩大法
會﹂ 也是百尊厄除替代地藏亭落慶
日 一切的一切都是奇蹟 都是如此
的順利吉祥美滿
法會結束後大眾在櫻花下開心
的吃便當 捶麻薯 與天同慶 與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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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部長黃水益先生

菩提園地
■文∕釋蓮按法師

為了利益眾生 龍欽巴棄絕一
切享樂 其大智之心 無時不受利
益眾生的強烈願望所驅 欲罷不
能 眾生但有苦難 他無不慈悲愛
護 如慈父待子 無論傳法如何艱
難 從不貪圖眾生任何財物 上
中 下三種根器眾生 他都應機設
教 平等攝受 他不憚勞苦 傳法
不絕 以增長眾生善緣 使臻究竟
佛位 講經說法 亦復如此；龍欽
巴在各地弘法 難免碰到一些試探
的人 在拉薩附近有三大寺院 有
一些自視甚高的格西也聞風而來
看看熱鬧 他已知其存心不誠 就
專門為其陳述因果不虛的道理 以
大慈悲心予以感化 眾格西聽了連
連點頭稱是 讚歎不已 紛紛向龍
欽巴頂禮 後來上師講經論 眾格
西都認真虔誠聽講
之後在︿須色寺﹀傳講︽心
髓︾ 求法的僧眾高達千餘 講堂無
法容納 於是執事私下提議 酌收費
用以抑人數 有人將此事稟報上師
上師聽了之後 將執事找來 訓斥
道：﹁人家來求法 卻連坐的地方都
得不到適當的安排 既然如此 我就
不傳了吧！你以為青稞供養得愈多
我就愈高興嗎？無論我到那裡 都是
依恃空行 護法成就事業 從來無心

︵文接三九六期︶

上

師在多處修行 曾多次見天際
旋繞的彩虹之中 眾多諸佛菩
薩聖眾姿態各異 至微至妙 正如
前文所述 眾多諸佛菩薩聖眾所
現 是為大圓滿脫噶中證悟達量的
證境 那麼身為弟子 如何才能得
見聖眾顯現 並體驗其中奧妙？首
先 必須具足以下三項最起碼的條
件： ﹁ 上師具足慈悲 弟子恭敬虔
誠 適逢傳授深奧教法的機緣 ﹂
正如︽寶性論︾中所說：﹁就如純
淨的藍寶石地面 能映出神像的影
子；眾生的心地如果能純淨不染
諸佛的身影就會自然顯現 ﹂ 那
時 上師龍欽巴自立名號為奧色爾
郭恰 ﹁意思是身穿盔甲者﹂
因貢巴貢仁(地方行政長官)之
故 龍 欽 巴 到 了 直 貢 (今 西 藏 墨
竹) 當晚 他作了一個夢 夢中毗
瑪拉坐在四頭雄獅抬起的寶座上
對他說：﹁我是古瑪日阿紮的化
身 要到蓮花層積佛土去 弘傳佛
法的重任 就悉數託付與你了 ﹂
佛陀當初涅槃前 付法於大迦葉尊
者 即是如此；光明心要 為上師
內外之所依 為免教法衰微 龍欽
巴著手編寫另一部論著︽勝乘寶藏
論︾；為廣述法義與光明大圓滿密

貪圖弟子財物！﹂於是 將求法的人
分作兩批 分別講授
一天 比丘本紮巴要到衛堆
去 臨行前請示上師：﹁上師 我
想到衛堆去 可是我的馬早就賣
了 所以想向您老人家借匹馬
騎 ﹂上師毫不猶豫就答應：﹁沒
有馬你怎麼去？我借你馬吧！﹂並
請本紮巴進屋喝茶 本紮巴正喝茶
時 侍者牽馬來了 且是駿馬 上
師說：﹁我讓朵丹跟你一塊去 你
到了之後 把馬交給朵丹 讓他牽
回來就行了 從這裡到衛堆 有兩
條路 一近一遠 近路崎嶇難行
你們就走遠路那條路吧！﹂為兩人
摩頂加持的時候 又叮嚀道：﹁你
們路上多加小心 不要被馬摔
了 ﹂
兩人辭別後 啟程上路 朵丹
說：﹁上師心裡已有預見 我們就
按照他老人家的吩咐 走遠路
吧！﹂本紮巴卻不在意：﹁我這輩
子是在馬背上過的 還會出什麼
事？抄近路走吧！﹂兩人因此未依
上師所言 走了近路 路上 馬受
了一驚 將本紮巴摔下來 折斷了
兩根肋骨 傷勢之重 需醫調治
才能康復 到了這時 他才真正相
信 上師已得無礙神通；朵丹回來

義故 龍欽巴又相繼造有諸多著
作 其以論理之精湛 切中要旨
匠心獨運 受到後世普遍關注 是
迄成佛法論藏的典範 後人咸以其
論具足多項殊勝：一切宗派所共
一切教法命脈 一切經續之註解
一切論註之極致 一切口訣之精
華 一切道之指引 一切果之究
竟 一切密義寶藏之王
龍欽巴能立不朽之言 其因有
三：﹁一 他徹見佛法真諦 證知
一切法不異 本來清淨 其心時時
住於本性 輪迴涅槃等同一味 於
是發而為論 乃至詩歌 如獅子
吼 無所求亦無所懼 決定真實
不容置疑 二 他得本尊賜贈
三 他通達一切大小五明 ﹂；因
此在他的努力之下 密乘所共之教
法 與密乘不共之殊勝光明大圓滿
教法 不衰反盛；大致說來 他的
論著概分三部：外明部 內明部和
無二部；﹁一 外明部 可稱為世
法入門初階 或諸乘所共論藏 有
主論和雜集兩大類；二 內明部屬
秘密金剛乘論著；三 無二部極密
無上大圓滿論著 可分總論和別
論 ﹂；他的著作 浩如煙海 迄
今所知 收入目錄者 共二百五十
三部

後 又愧又懼 深怕上師責罵 不
敢說出馬驚的事 他將馬拼在柱子
上 向上師頂禮畢 一語不發 就
要告退 這時只聽得上師自言自語
道：﹁惡人不聽我的話 自作主
張 這下好了吧！﹂
龍欽巴有一條嚴格的規定｜｜
不收法稅 他對眾弟子說：﹁當年
我在上師那裡求心髓法 曾因繳不
起法稅而煩惱 現在輪到我來傳法
了 我絕不能讓此事重演 ﹂信眾
的供養 上師總是以其中的三分之
二 用作初八和初十的薈供布施
分與僧眾 其餘三分之一 除自己
的日常所需 皆用以接濟貧困的弟
子；信眾的供養 縱使微乎其微
上師也以為非常豐盛 毫無輕蔑之
意 布施僧眾時 上師總是說：
﹁不要怕得罪那些坐在前面高位上
的人 ﹂讓人從末座的僧眾那裡開
始布施 又說：﹁齋僧者 以僧伽
住持佛法 為福田故 因此薈供齋
僧 在家人不在其列 ﹂
面對前來求法的達官顯要 上
師從不說一句討好 奉承乃至順耳
的話 不為他們鋪設坐墊 不讓他
們享受特殊待遇 也不賣絲毫人
情；富豪前來布施供養 上師總是
特別關注於如何助其生起對佛法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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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欽巴尊者傳
讀後感（三）

菩提園地
■文∕釋蓮按法師

為了利益眾生 龍欽巴棄絕一
切享樂 其大智之心 無時不受利
益眾生的強烈願望所驅 欲罷不
能 眾生但有苦難 他無不慈悲愛
護 如慈父待子 無論傳法如何艱
難 從不貪圖眾生任何財物 上
中 下三種根器眾生 他都應機設
教 平等攝受 他不憚勞苦 傳法
不絕 以增長眾生善緣 使臻究竟
佛位 講經說法 亦復如此；龍欽
巴在各地弘法 難免碰到一些試探
的人 在拉薩附近有三大寺院 有
一些自視甚高的格西也聞風而來
看看熱鬧 他已知其存心不誠 就
專門為其陳述因果不虛的道理 以
大慈悲心予以感化 眾格西聽了連
連點頭稱是 讚歎不已 紛紛向龍
欽巴頂禮 後來上師講經論 眾格
西都認真虔誠聽講
之後在︿須色寺﹀傳講︽心
髓︾ 求法的僧眾高達千餘 講堂無
法容納 於是執事私下提議 酌收費
用以抑人數 有人將此事稟報上師
上師聽了之後 將執事找來 訓斥
道：﹁人家來求法 卻連坐的地方都
得不到適當的安排 既然如此 我就
不傳了吧！你以為青稞供養得愈多
我就愈高興嗎？無論我到那裡 都是
依恃空行 護法成就事業 從來無心

︵文接三九六期︶

上

師在多處修行 曾多次見天際
旋繞的彩虹之中 眾多諸佛菩
薩聖眾姿態各異 至微至妙 正如
前文所述 眾多諸佛菩薩聖眾所
現 是為大圓滿脫噶中證悟達量的
證境 那麼身為弟子 如何才能得
見聖眾顯現 並體驗其中奧妙？首
先 必須具足以下三項最起碼的條
件： ﹁ 上師具足慈悲 弟子恭敬虔
誠 適逢傳授深奧教法的機緣 ﹂
正如︽寶性論︾中所說：﹁就如純
淨的藍寶石地面 能映出神像的影
子；眾生的心地如果能純淨不染
諸佛的身影就會自然顯現 ﹂ 那
時 上師龍欽巴自立名號為奧色爾
郭恰 ﹁意思是身穿盔甲者﹂
因貢巴貢仁(地方行政長官)之
故 龍 欽 巴 到 了 直 貢 (今 西 藏 墨
竹) 當晚 他作了一個夢 夢中毗
瑪拉坐在四頭雄獅抬起的寶座上
對他說：﹁我是古瑪日阿紮的化
身 要到蓮花層積佛土去 弘傳佛
法的重任 就悉數託付與你了 ﹂
佛陀當初涅槃前 付法於大迦葉尊
者 即是如此；光明心要 為上師
內外之所依 為免教法衰微 龍欽
巴著手編寫另一部論著︽勝乘寶藏
論︾；為廣述法義與光明大圓滿密

貪圖弟子財物！﹂於是 將求法的人
分作兩批 分別講授
一天 比丘本紮巴要到衛堆
去 臨行前請示上師：﹁上師 我
想到衛堆去 可是我的馬早就賣
了 所以想向您老人家借匹馬
騎 ﹂上師毫不猶豫就答應：﹁沒
有馬你怎麼去？我借你馬吧！﹂並
請本紮巴進屋喝茶 本紮巴正喝茶
時 侍者牽馬來了 且是駿馬 上
師說：﹁我讓朵丹跟你一塊去 你
到了之後 把馬交給朵丹 讓他牽
回來就行了 從這裡到衛堆 有兩
條路 一近一遠 近路崎嶇難行
你們就走遠路那條路吧！﹂為兩人
摩頂加持的時候 又叮嚀道：﹁你
們路上多加小心 不要被馬摔
了 ﹂
兩人辭別後 啟程上路 朵丹
說：﹁上師心裡已有預見 我們就
按照他老人家的吩咐 走遠路
吧！﹂本紮巴卻不在意：﹁我這輩
子是在馬背上過的 還會出什麼
事？抄近路走吧！﹂兩人因此未依
上師所言 走了近路 路上 馬受
了一驚 將本紮巴摔下來 折斷了
兩根肋骨 傷勢之重 需醫調治
才能康復 到了這時 他才真正相
信 上師已得無礙神通；朵丹回來

義故 龍欽巴又相繼造有諸多著
作 其以論理之精湛 切中要旨
匠心獨運 受到後世普遍關注 是
迄成佛法論藏的典範 後人咸以其
論具足多項殊勝：一切宗派所共
一切教法命脈 一切經續之註解
一切論註之極致 一切口訣之精
華 一切道之指引 一切果之究
竟 一切密義寶藏之王
龍欽巴能立不朽之言 其因有
三：﹁一 他徹見佛法真諦 證知
一切法不異 本來清淨 其心時時
住於本性 輪迴涅槃等同一味 於
是發而為論 乃至詩歌 如獅子
吼 無所求亦無所懼 決定真實
不容置疑 二 他得本尊賜贈
三 他通達一切大小五明 ﹂；因
此在他的努力之下 密乘所共之教
法 與密乘不共之殊勝光明大圓滿
教法 不衰反盛；大致說來 他的
論著概分三部：外明部 內明部和
無二部；﹁一 外明部 可稱為世
法入門初階 或諸乘所共論藏 有
主論和雜集兩大類；二 內明部屬
秘密金剛乘論著；三 無二部極密
無上大圓滿論著 可分總論和別
論 ﹂；他的著作 浩如煙海 迄
今所知 收入目錄者 共二百五十
三部

後 又愧又懼 深怕上師責罵 不
敢說出馬驚的事 他將馬拼在柱子
上 向上師頂禮畢 一語不發 就
要告退 這時只聽得上師自言自語
道：﹁惡人不聽我的話 自作主
張 這下好了吧！﹂
龍欽巴有一條嚴格的規定｜｜
不收法稅 他對眾弟子說：﹁當年
我在上師那裡求心髓法 曾因繳不
起法稅而煩惱 現在輪到我來傳法
了 我絕不能讓此事重演 ﹂信眾
的供養 上師總是以其中的三分之
二 用作初八和初十的薈供布施
分與僧眾 其餘三分之一 除自己
的日常所需 皆用以接濟貧困的弟
子；信眾的供養 縱使微乎其微
上師也以為非常豐盛 毫無輕蔑之
意 布施僧眾時 上師總是說：
﹁不要怕得罪那些坐在前面高位上
的人 ﹂讓人從末座的僧眾那裡開
始布施 又說：﹁齋僧者 以僧伽
住持佛法 為福田故 因此薈供齋
僧 在家人不在其列 ﹂
面對前來求法的達官顯要 上
師從不說一句討好 奉承乃至順耳
的話 不為他們鋪設坐墊 不讓他
們享受特殊待遇 也不賣絲毫人
情；富豪前來布施供養 上師總是
特別關注於如何助其生起對佛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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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欽巴尊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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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欽巴盡

信心 他從不為富人寫任何授記
也不回贈禮物 他教誡弟子：﹁我
們不是作生意 贈禮以換取在家人
的布施 絕對結不出菩提妙果 三
界眾生導師大悲觀世音 接受信眾
供養的金銀珠寶 縱使其價值連
城 大悲觀世音所能為者 也只是
將功德迴向與信眾 從無回贈禮物
之事 布施和誦經 是在家檀越自
己修福 如果僧伽不知自尊自重
授受顛倒 無論怎麼做 做什麼
都成就不了善業 ﹂
此外 他還經常為弟子講述律
藏中記載的故事 引用佛說教誡和語
錄 教育弟子 ︻三寶積聚經︼中有
云：﹁為助無知之人成就真正的善
業 我｜｜奧松(光護) 今略申供
養數義：出家比丘須心常柔和 住於
靜慮；婆羅門 在家信士 須於佛
塔 佛像 佛經 聖僧等 廣行種種
供養；不修瑜伽 不受佛教 不誦經
典 於施主所供 目不轉視 是為無
智之人 ﹂是以出家僧眾供養多寡
決定於勤修寂止和勝觀瑜伽 為僧者
務須牢記；總之 龍欽巴就如勇士文
殊 為令眾生得到真正的快樂幸福
願意盡一切劫 不捨眾生 常住輪迴
苦海
此生最後一段時日

看來歷歷在目

似

其所學 為大眾傳講極其深奧的灌
頂和導引 傳法結束 上師步下法
座 由弟子甲色索巴手持燃香的薰
香爐走在前面 手執儀仗的諸弟
子 則簇擁在周圍 回到房間後
隨侍弟子陸續散去 屋裡只剩下甲
色索巴一個人 上師道：﹁不忙的
話 去裁些︽空行心髓︾中用的那
種紙來 並把門關上 別讓人進
來 取筆準備筆受 ﹂甲色索巴依
命關門 執筆在手 上師便口述了
以下這篇題為︽無垢之光︾的遺
教：向偉大的大悲尊及一切具足誠
信者頂禮！美麗的太陽啊 你稀有
的光明 總是把大地萬物照射得出
奇的明亮；大悲的擁有者啊 你擺
設的種種盛宴 無論是聚是散 都
是為了讓所有的眾生的心性回歸於
本初之地 我向你們致以誠摰的敬
禮 將所作的一切貫徹始終 無非
是為了令那些執常的弟子 都能往
生到美妙絕倫的佛國世界
向
利益眾生的菩薩致以誠摰的禮敬！
輪迴的實質我在前面已經講明 世
間的一切不過是夢幻泡影 現在
啊 我要捨棄這無常的幻身 最後
再說幾句於大眾有益的話 請仔細
聆聽
人的一生

乎真實 其實無常而沒有實質 對
此要深切體認 萬勿以虛為實 而
行無益之事 追求真理 以實踐檢
驗真理 從現在起 實修佛法；人
生無常 一如過客 暫時相聚 即
要分離 來亦匆匆 去也匆匆 你
要相信 沒有一個人能與你相伴永
遠 放棄你的幻想吧 你唯一的依
賴就是那永恒不變的佛法
得
到了暇滿的人身啊 就像是得到了
一艘渡海的寶船 從此在這茫茫輪
迴苦海之中 就得救了 不要鬆
懈 不要痲痺 不要灰心喪氣 從
現在起鼓足信心 勇猛精進；神聖
的上師啊 就像那人世間真誠的衛
士 危難時 能助你脫離險境 偉
大的心靈導師啊 他是克制輪迴之
敵的救世之主 你要身口意至誠
發自內心地祈請：從現在起 供養
您 依賴您
直至永遠 戒定慧
三學啊 就像那能讓人處處滿願的
摩尼寶珠 有了它 你的面前就有
了一條通向極樂世界的康莊大道
你得到的將是菩提寂止的妙果 從
現在做起 讓它和你的心緊緊的相
隨；修行本身 就像是親嚐甘露的
滋味 聞思產生的結論啊 只有通
過實修 才能得到印證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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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公光輝綻放 地藏大悲無礙
■文∕徐瑞容

二

○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釋蓮郢金剛上師受邀於
︿秉公堂﹀前往東馬展開系列
弘法並啟建﹁地藏王菩薩瑜伽
焰口息災 祈福 增益 超度
法會﹂由釋蓮村法師護壇
法會開始前 處處可見
同門的用心 供品齊全 與會
參與同門更是專一用心 上師
開示前即感謝眾同門 義工的
辛勞 上師教授在人間 法務
弘揚不容易 學習佛法要有一
定的認知 首先要首重淨信！
今日法會不只根本上師
的加持 大家要認知也是代表
慎終追遠 飲水思源 上師提
及︻大願地藏王菩薩本願經︼
乃為佛陀在忉利天為其母說
法 地藏王菩薩孝心更是感應
天地的首重 師尊說過 沒有
不孝順的菩薩 要成佛前 要
先做好入世一切的圓滿 真正
修行成就的人 上師教授 面
對愛 我們可以打破空間 時
間 面對我們所愛的人 所思
念的人更無需耿耿於懷 真正
懂得愛就是要將修行 情放置
寬廣無邊 如同師尊對於五百
萬弟子 如同今日大家齊聚在
一起都是其來有自 有因緣

的 真正的愛也是付出不計較的 如
同父母對於孩子 所有一切對情的寄
望 希望都是痛苦 煩惱的根源
今日主尊地藏王菩薩 ﹁地﹂表滋養萬物表堅忍不動如同地藏大悲
心 有情的世間都是因為有因緣 緣
分有長 有短但如何再續前緣？要了
知佛法因緣 發願修佛向善是行者該
做的 地球由地 水 火 風形成和
災害的產生 世間萬物有五濁惡世的
困擾 而許多人的煩惱實際上都是自
尋苦惱 自己想的 所以唯有修行可
打破時間 空間使一切圓滿無罣礙
上師更於開示告訴大眾 行者當
問自己 有學習地藏王菩薩的地獄不
空誓不成佛無分別的心？孝順的情？
你有沒有實踐？
人生最有價值的事就是皈依學
佛 更是象徵著：
第一：認知佛法 此生沒有白
來
第二：最有價值的事就是走這一
條學佛的路
無論遇到任何苦難 都有根本上
師的加持 有佛法 有善知識 大家
好好的學習 發心
最後在上師勉勵與會大眾 學佛
法要學到心沒有分別 心中就會歡
喜 並期許︿秉公堂﹀從現在至未來
光輝綻放無限！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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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的九月份是颶風季節 美國
的德州及佛羅里達州 有怪獸
颶風艾瑪肆虐 有史以來最強暴超級
的颶風 美國政府 人員及電視台傳
播 日夜喚居民 儘早疏散 有生命
危險 人人驚慌 各自逃亡 連超級
市場的食物及水全部被人掃光 街上
擁擠千千萬萬的車輛 往外逃生 電
油站的車油 被人買個精光 若有車
子的電油已消耗盡 無法駕駛 都塞
堵在街上 交通不便 無法通行 如
似一條長江 故亦有許多的居民 無
法逃生 只能呆在家裡 抵抗此大颶
風 聽天由命 命運的安排
在德州 我家師兄的胞妹一家
人 也遇上了此次颶風的來臨 令我
們住在紐澤西州的家人 提心吊膽
萬分擔憂 幸虧家裡有長兄 嫂是實
修︿真佛密法﹀的行者 傳承上師是
蓮生活佛盧勝彥 有求必應的師尊
當時 我們日夜修法 唸經持咒 全
迴向給此次的大颶風 祈求師尊 佛
菩薩龍天護法的庇佑 當大颶風突襲
德州時 大暴風雨 許多地區的街上
被淹沒 屋子被打搨掉 車子被吹
翻 大樹連根也拔掉 街上最堅固的
電線桿也被打斷 可想以知 大颶風
的暴力 令人心寒 恐怖 千千萬萬
的家戶沒電應用 德州是個熱帶區

無法聯訊 當時的我 心急如焚 非
常擔憂姊姊們的安危 晚間無法睡
眠 這時候的我已體驗到人生的生離
死別的痛苦滋味 每一天的早晨 起
床燒香修法 唸經持咒迴向此次大颶
風 由大變小 由小吹去大海中央
別傷害無辜的居民 大姊及三姊家
人 能平安度過此災劫 更令人心
寒 恐怖 在電視上攝影到佛羅里達
州有一海上的海水 被颶風吸個精
光 海上如壁上一片 若此颶風再轉
回來時 那海水會掩沒到屋子兩層之
高 人人驚慌 提心吊膽 當時的我
被電視上給嚇呆了 立刻走到陽台
雙手合掌 高聲呼喊：師尊 佛菩薩
龍天護法庇佑 求救此次吹佛羅里達
州的災害 別傷害無辜 我的眼淚禁
不住的流下來 三天之後 颶風告一
段落 又轉去別處 姊姊們的電話
已能聯絡 悉知 此次的颶風 是對
著姊姊們的住處的MIAMI肆虐 萬分
幸運 在最關鍵時 颶風改變方向
向西北去 姊姊們才能幸運躲過此
劫 只受大暴風雨數天而已 並無損
害 有電有水應用 平安跨過 安然
無恙 感恩再感恩師尊 再次救度
無處不顯身
記得在大颶風來之前 有一個傍
晚 太陽漸漸落下 外面下著雨 我

■文∕觀照雷藏寺 蓮花四妹

家師兄突然對著我說：﹁修法多年
不見感應 暫停修法 ﹂ 當我聽了
之後 很生氣對著他說：﹁實修密
法 一定要有長遠心 恆心 不忘初
心 方得始終 一日一修 永不間
斷 才能得到師尊 佛菩薩的加持
有求必應﹂ 晚飯後 家師兄上樓去
時 往窗外一看 立刻高聲呼喊我
趕快過去看彩虹 我跑到陽台 仰頭
望天 令我又驚又喜 畢生從未看過
如此 清晰 豔色這麼漂亮的彩虹
圈 親眼目睹彩虹漸漸的擴大 還是
雙層彩虹圈 不可思議 甚少見到雙
層彩虹圈 外面還下著細細雨 天空
還在閃電打雷 這彩虹太吸引我了
不顧一切 站在陽台 雙手合掌感覺
到師尊 佛菩薩 龍天護法 全部站
在天空的彩虹圈 立刻祈求﹁保佑世
界和平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真佛
行者 早日開悟 解脫見性﹂ 當時
的我 已被師尊 佛菩薩的靈力感動
到眼淚流下來 哭泣起來 我家師兄
還說：﹁師尊 佛菩薩好靈驗 顯現
彩虹來鼓勵他 ﹂ 令他又乖乖的再
接再勵的修法 感恩師尊的加持力
令我們在修行路上 更上一層樓 彩
虹示現在大颶風來之前 是好瑞相
證明師尊 佛菩薩 龍天護法 已庇
佑修︿真佛密法﹀行者的家屬逃過此

沒電開空調氣 令人難受啊！尤其是
醫院及老人院 無法逃生 空氣悶熱
悶死了不少的病人及老人 哀哉！哀
哉！在電視上見到德州的老人院 許
多不方便行走的老人 呆坐在輪椅
洪水已掩了大半身 看了真令人生
悲 政府 紅十字會 立刻派了萬人
的義工 去賑災派食物糧食及水 及
幫困在洪水的居民 一個接一個的疏
散 此次德州大颶風將近有一個星
期 災民損失甚大 生命危機 一剎
那 整個德州城市變成一大堆垃圾
般 令人恐怖 當一有電話可通訊
時 才曉得小姑一家人 萬幸居住在
高處區 洪水沒掩上 逃出此劫 安
然無恙 真的感恩再感恩師尊 佛菩
薩 龍天護法的庇佑
之後 艾瑪颶風又轉移去佛羅里
達州 這次輪到我家的大姊及三姊家
人 住在佛羅里達州的MIAMI城市
電視台傳播此次的大颶風 比廿五年
前的大颶風 更巨大有五級風 政
府 人員 電視傳播 呼喊居民立刻
疏散 會有生命危險 我連續兩天打
電話給姊姊們 是否要疏散呢？姊姊
回答我說：外面混亂 妳要我們跑去
哪裡呢？無法逃亡 只有呆坐在家裡
祈求師尊 佛菩薩庇佑 到了第三天
時 大颶風侵襲佛羅里達州時 電話

劫 平安度過 安然無恙 佛教曾說
過﹁人的定業 共業難免﹂當我唸到
︻佛說八陽經︼時 悉知在這五濁的
世界 信仰唸佛甚少 好人如似指甲
泥甚少 壞人作惡如似大地上的泥甚
多 故定業 共業 隨時爆發無法抵
抗 當我聆聽師尊的開示 實修密
法 可以改變命運時 一日一修 唸
︻高王經︼ 持﹃師尊心咒﹄ 禪
定 永不間斷 並且要做個好人 心
地寬廣 不做壞人 諸惡莫做 不做
壞事 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 待人平
等 沒分別心 身口意要清淨 持戒
不犯 久而然之 得師尊 佛菩薩的
加持 心裡的佛光 自然會顯現會無
處不顯身 這就是我們真佛弟子們的
最尊貴的師尊 我個人認為 只要每
個家庭裡 只要有一位是真佛行者
實修密法 那個家庭自然會得到師
尊 佛菩薩的庇佑 逢兇化吉 吉祥
圓滿
今天 我願以此文章 真人實
事 絕不虛言 與大家分享 人生無
常 時光不多 別再猶疑 請大家趁
著今世 多麼有福分 有佛緣才能遇
見了明師蓮生活佛 趕快來皈依 有
傳承來修︿真佛密法﹀ 早日解脫見
性 人人走上光明道路 永不止盡
感恩再感恩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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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的九月份是颶風季節 美國
的德州及佛羅里達州 有怪獸
颶風艾瑪肆虐 有史以來最強暴超級
的颶風 美國政府 人員及電視台傳
播 日夜喚居民 儘早疏散 有生命
危險 人人驚慌 各自逃亡 連超級
市場的食物及水全部被人掃光 街上
擁擠千千萬萬的車輛 往外逃生 電
油站的車油 被人買個精光 若有車
子的電油已消耗盡 無法駕駛 都塞
堵在街上 交通不便 無法通行 如
似一條長江 故亦有許多的居民 無
法逃生 只能呆在家裡 抵抗此大颶
風 聽天由命 命運的安排
在德州 我家師兄的胞妹一家
人 也遇上了此次颶風的來臨 令我
們住在紐澤西州的家人 提心吊膽
萬分擔憂 幸虧家裡有長兄 嫂是實
修︿真佛密法﹀的行者 傳承上師是
蓮生活佛盧勝彥 有求必應的師尊
當時 我們日夜修法 唸經持咒 全
迴向給此次的大颶風 祈求師尊 佛
菩薩龍天護法的庇佑 當大颶風突襲
德州時 大暴風雨 許多地區的街上
被淹沒 屋子被打搨掉 車子被吹
翻 大樹連根也拔掉 街上最堅固的
電線桿也被打斷 可想以知 大颶風
的暴力 令人心寒 恐怖 千千萬萬
的家戶沒電應用 德州是個熱帶區

無法聯訊 當時的我 心急如焚 非
常擔憂姊姊們的安危 晚間無法睡
眠 這時候的我已體驗到人生的生離
死別的痛苦滋味 每一天的早晨 起
床燒香修法 唸經持咒迴向此次大颶
風 由大變小 由小吹去大海中央
別傷害無辜的居民 大姊及三姊家
人 能平安度過此災劫 更令人心
寒 恐怖 在電視上攝影到佛羅里達
州有一海上的海水 被颶風吸個精
光 海上如壁上一片 若此颶風再轉
回來時 那海水會掩沒到屋子兩層之
高 人人驚慌 提心吊膽 當時的我
被電視上給嚇呆了 立刻走到陽台
雙手合掌 高聲呼喊：師尊 佛菩薩
龍天護法庇佑 求救此次吹佛羅里達
州的災害 別傷害無辜 我的眼淚禁
不住的流下來 三天之後 颶風告一
段落 又轉去別處 姊姊們的電話
已能聯絡 悉知 此次的颶風 是對
著姊姊們的住處的MIAMI肆虐 萬分
幸運 在最關鍵時 颶風改變方向
向西北去 姊姊們才能幸運躲過此
劫 只受大暴風雨數天而已 並無損
害 有電有水應用 平安跨過 安然
無恙 感恩再感恩師尊 再次救度
無處不顯身
記得在大颶風來之前 有一個傍
晚 太陽漸漸落下 外面下著雨 我

■文∕觀照雷藏寺 蓮花四妹

家師兄突然對著我說：﹁修法多年
不見感應 暫停修法 ﹂ 當我聽了
之後 很生氣對著他說：﹁實修密
法 一定要有長遠心 恆心 不忘初
心 方得始終 一日一修 永不間
斷 才能得到師尊 佛菩薩的加持
有求必應﹂ 晚飯後 家師兄上樓去
時 往窗外一看 立刻高聲呼喊我
趕快過去看彩虹 我跑到陽台 仰頭
望天 令我又驚又喜 畢生從未看過
如此 清晰 豔色這麼漂亮的彩虹
圈 親眼目睹彩虹漸漸的擴大 還是
雙層彩虹圈 不可思議 甚少見到雙
層彩虹圈 外面還下著細細雨 天空
還在閃電打雷 這彩虹太吸引我了
不顧一切 站在陽台 雙手合掌感覺
到師尊 佛菩薩 龍天護法 全部站
在天空的彩虹圈 立刻祈求﹁保佑世
界和平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真佛
行者 早日開悟 解脫見性﹂ 當時
的我 已被師尊 佛菩薩的靈力感動
到眼淚流下來 哭泣起來 我家師兄
還說：﹁師尊 佛菩薩好靈驗 顯現
彩虹來鼓勵他 ﹂ 令他又乖乖的再
接再勵的修法 感恩師尊的加持力
令我們在修行路上 更上一層樓 彩
虹示現在大颶風來之前 是好瑞相
證明師尊 佛菩薩 龍天護法 已庇
佑修︿真佛密法﹀行者的家屬逃過此

沒電開空調氣 令人難受啊！尤其是
醫院及老人院 無法逃生 空氣悶熱
悶死了不少的病人及老人 哀哉！哀
哉！在電視上見到德州的老人院 許
多不方便行走的老人 呆坐在輪椅
洪水已掩了大半身 看了真令人生
悲 政府 紅十字會 立刻派了萬人
的義工 去賑災派食物糧食及水 及
幫困在洪水的居民 一個接一個的疏
散 此次德州大颶風將近有一個星
期 災民損失甚大 生命危機 一剎
那 整個德州城市變成一大堆垃圾
般 令人恐怖 當一有電話可通訊
時 才曉得小姑一家人 萬幸居住在
高處區 洪水沒掩上 逃出此劫 安
然無恙 真的感恩再感恩師尊 佛菩
薩 龍天護法的庇佑
之後 艾瑪颶風又轉移去佛羅里
達州 這次輪到我家的大姊及三姊家
人 住在佛羅里達州的MIAMI城市
電視台傳播此次的大颶風 比廿五年
前的大颶風 更巨大有五級風 政
府 人員 電視傳播 呼喊居民立刻
疏散 會有生命危險 我連續兩天打
電話給姊姊們 是否要疏散呢？姊姊
回答我說：外面混亂 妳要我們跑去
哪裡呢？無法逃亡 只有呆坐在家裡
祈求師尊 佛菩薩庇佑 到了第三天
時 大颶風侵襲佛羅里達州時 電話

劫 平安度過 安然無恙 佛教曾說
過﹁人的定業 共業難免﹂當我唸到
︻佛說八陽經︼時 悉知在這五濁的
世界 信仰唸佛甚少 好人如似指甲
泥甚少 壞人作惡如似大地上的泥甚
多 故定業 共業 隨時爆發無法抵
抗 當我聆聽師尊的開示 實修密
法 可以改變命運時 一日一修 唸
︻高王經︼ 持﹃師尊心咒﹄ 禪
定 永不間斷 並且要做個好人 心
地寬廣 不做壞人 諸惡莫做 不做
壞事 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 待人平
等 沒分別心 身口意要清淨 持戒
不犯 久而然之 得師尊 佛菩薩的
加持 心裡的佛光 自然會顯現會無
處不顯身 這就是我們真佛弟子們的
最尊貴的師尊 我個人認為 只要每
個家庭裡 只要有一位是真佛行者
實修密法 那個家庭自然會得到師
尊 佛菩薩的庇佑 逢兇化吉 吉祥
圓滿
今天 我願以此文章 真人實
事 絕不虛言 與大家分享 人生無
常 時光不多 別再猶疑 請大家趁
著今世 多麼有福分 有佛緣才能遇
見了明師蓮生活佛 趕快來皈依 有
傳承來修︿真佛密法﹀ 早日解脫見
性 人人走上光明道路 永不止盡
感恩再感恩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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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鄉 為的是實現進入樂壇的夢想 於
是離鄉背井到吉隆坡開創夢想 在吉
隆坡待了八年 生活忙碌 早上上
學 晚上唱歌 記得自己一開始駐唱
時 因為緊張 當然唱不好 民歌餐
廳的老闆要求換人 經紀人婉轉地告
訴我：這家餐廳暫時不去 我安排你
去另一家 當時我不懂 後來漸漸明
白後 覺得非常沮喪 然而 在另一
家民歌餐廳我就試著唱自己熟悉的
歌 有把握自然就唱出水準 還記得
每一次唱歌前都會唸﹃師尊心咒﹄
以求安心
為了唱歌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甚
至練就了穿高跟鞋趕巴士及地鐵 高
跟鞋是便宜貨 經不起我的摧殘 很
快就報銷了 一年後 我面試當時聞
名的民歌餐廳 通過了 又興奮 又
緊張 我的夢想實現了一半 當時正
在就讀大學的我 就這樣半工半讀
母親一開始不看好我的歌唱事業 漸
漸被我的堅持及少許成就軟化了 母
親為了方便我 幫我出了頭期買了一
輛小車 然後 我就以歌唱的錢供汽
車 想想自己也蠻開心的 因為還在
讀大學的我已經靠自己賺錢供車期
唱歌是我的自信來源 每當歌唱
時我才覺得自己在這世間有存在的價
值 在台上的我自信百倍 但有時在
回家的路上 總覺得唱得再好 也不

我

出生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一
日 前面已經有一個哥哥和一
個姊姊 當年父母維持生活非常艱
辛 我的出生 根本是讓父母雪上加
霜
在我出生的背後含藏著誓約的原
由 換句話說 沒有這一個原由 我
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這世上 我的父親
因生活環境壓力 以及朋友影響而染
上菸癮 抽菸根本是奢侈的開銷 更
重要的是不健康 父親聽信某某廟的
算命師說 生一個能給他帶來好運的
孩子 最好的是生肖老鼠 於是決議
用戒菸來換取我的誕生 母親考量生
活的壓力 兩難當中 最後她選擇維
持父親的健康 從此太平就多了一個
3.8磅胖胖的我
童年 胖嘟嘟的我只想著美食
少吃一餐 就覺得自己很委屈 甚至
流淚 母親真的拿我沒轍 母親常提
起我嬰兒時期 都不挑食 外婆餵起
我來特別輕鬆 吃飽後就呼呼大睡
我的童年 幾乎都是滿滿的食物糗
事 偷吃 爆食 貪吃
進入中學 開始很愛讀文藝小
說 對夢幻愛情故事很憧憬 什麼
高 富 帥的 當時 我的偶像是台
灣當紅炸子雞周杰倫 因為他 我練
就了一把還算過得去的嗓子 叛逆的

過凡人一個 有誰會認識你？不就是
當晚餐廳裡那幾位欣賞你的人 人是
多麼貪心 總妄想更多的擁有 永無
止境
之後 我的歌唱事業也沒有順利
地發展 很多歌唱機會我都推掉 最
主要是被自以為偉大浪漫的愛情沖昏
頭 為了愛情 與家人尤其是母親翻
臉 而當愛情結束後 吃不下 睡不
好 不懂如何是好 慶幸的是 母親
依然打開大門 更成為我的避風港
一開始覺得都是母親的反對讓自己的
情路坎坷 回想起來都覺得慚愧 因
為一切都是自己 萬法唯心造 自己
心理建設不好 更影響自己與男友的
交往
我試著以唸經來挽回感情 但
是 師尊的慈悲讓我更為感動 包括
父母對我無求回報的付出 讓我慢慢
明白師尊所說的：﹁世間的一切人事
物都會壞 都是無常 ﹂起初我聽不
進 之後經過師尊三度的摩頂 光明
注入 讓愚笨的我彷彿如夢初醒般
把師尊的金句完完全全聽進去了
二○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是我通
過考驗自己耐性的重要日子 我出家
了 不是出嫁是出家 荷擔如來事
業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事莫過於此
剃頭前 師尊開示 這一幕讓我感覺
似曾相識 師尊就如佛陀坐在法座上

我為了到吉隆坡看他的演唱會 跟媽
媽爭執 最後母親還是讓我在寒假到
吉隆坡打工 賺取演唱會入門票錢
自己賺了錢就立馬買了價值馬幣
285 即台幣2850元的入門票 感覺
很有成就感
我的家鄉太平 是馬來西亞年雨
量最高的城市 因此有一個美麗的別
稱 Rain Town 雨城 太平中文的意
思是永遠平安 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
市鎮之一；舊稱是拉律 早期是華人
礦工幫派血腥爭鬥的地方 英國殖民
政府在平定這些紛爭之後 改名為
﹁太平﹂ 太平在早期因錫礦而發展
起來 曾是霹靂州的首府 但在一九
三七年被怡保所取代
︿ 太 平 湖 濱 公 園 ﹀ ︵ Taman
Tasik︶是馬來西亞最早人工栽植的
公園 目前它還是國內最漂亮的公園
之 一 ︿ 霹 靂 博 物 館 ﹀ ︵ Perak
Museum︶座落在博物館路 建於一八
八三年 是最古老的博物館 武吉拉
律︵Bukit Larut︶太平山是馬來西
亞最早期的渡假高原 它有 1035米
高 這裡原先是種植茶葉的 在高峰
上可以鳥瞰馬來西亞半島的西海岸
線 晴空萬里時 可以看到遠處的邦
咯島
二○○三年我選擇離開安逸的家

給我們開示 剃頭後 儀式圓滿結束
時 我從台下望著法座上尊貴的師
佛 看著慈悲的祂 我的眼淚就隱忍
在眼眶裡打轉 心裡滿滿的感動 我
終於出家了 也是祂賜於我無上珍貴
慧命
同時 賜於我寶貴生命的父母
在台下見證我出家 很感動 家人特
意從馬來西亞趕來台灣 參加我的出
家儀式 母親看見我的時候 我穿著
喇嘛裝 她的眼神是柔和帶點安慰
不捨及尊敬 我當下回以擁抱的方
式 讓她知道我還是您的女兒 讓她
安心 唯一不圓滿及遺憾的是 我的
不細心讓哥哥 姐姐及妹妹在外受
寒
另外 很有趣的是 出家後 有
點不習慣 有時忘了自己是法師 這
都是一時的現象 重要的是如何守住
自己的心 不放逸 以報佛恩 父母
恩及眾生之恩 他們都是讓我的人生
變得更有意義的貴人 沒有負能量的
生活 是多麼地舒適 佛法帶給我們
平靜 安穩 正如我出生的地方﹁太
平﹂的名字一般 我覺得人生的道路
可以轟轟烈烈 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在
轟轟烈烈後 把自己的心安住 人的
起心動念無不是業 每一天的懺悔少
不了 只要認真地過 精進努力 此
生鐵定不虛過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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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鄉 為的是實現進入樂壇的夢想 於
是離鄉背井到吉隆坡開創夢想 在吉
隆坡待了八年 生活忙碌 早上上
學 晚上唱歌 記得自己一開始駐唱
時 因為緊張 當然唱不好 民歌餐
廳的老闆要求換人 經紀人婉轉地告
訴我：這家餐廳暫時不去 我安排你
去另一家 當時我不懂 後來漸漸明
白後 覺得非常沮喪 然而 在另一
家民歌餐廳我就試著唱自己熟悉的
歌 有把握自然就唱出水準 還記得
每一次唱歌前都會唸﹃師尊心咒﹄
以求安心
為了唱歌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甚
至練就了穿高跟鞋趕巴士及地鐵 高
跟鞋是便宜貨 經不起我的摧殘 很
快就報銷了 一年後 我面試當時聞
名的民歌餐廳 通過了 又興奮 又
緊張 我的夢想實現了一半 當時正
在就讀大學的我 就這樣半工半讀
母親一開始不看好我的歌唱事業 漸
漸被我的堅持及少許成就軟化了 母
親為了方便我 幫我出了頭期買了一
輛小車 然後 我就以歌唱的錢供汽
車 想想自己也蠻開心的 因為還在
讀大學的我已經靠自己賺錢供車期
唱歌是我的自信來源 每當歌唱
時我才覺得自己在這世間有存在的價
值 在台上的我自信百倍 但有時在
回家的路上 總覺得唱得再好 也不

我

出生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一
日 前面已經有一個哥哥和一
個姊姊 當年父母維持生活非常艱
辛 我的出生 根本是讓父母雪上加
霜
在我出生的背後含藏著誓約的原
由 換句話說 沒有這一個原由 我
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這世上 我的父親
因生活環境壓力 以及朋友影響而染
上菸癮 抽菸根本是奢侈的開銷 更
重要的是不健康 父親聽信某某廟的
算命師說 生一個能給他帶來好運的
孩子 最好的是生肖老鼠 於是決議
用戒菸來換取我的誕生 母親考量生
活的壓力 兩難當中 最後她選擇維
持父親的健康 從此太平就多了一個
3.8磅胖胖的我
童年 胖嘟嘟的我只想著美食
少吃一餐 就覺得自己很委屈 甚至
流淚 母親真的拿我沒轍 母親常提
起我嬰兒時期 都不挑食 外婆餵起
我來特別輕鬆 吃飽後就呼呼大睡
我的童年 幾乎都是滿滿的食物糗
事 偷吃 爆食 貪吃
進入中學 開始很愛讀文藝小
說 對夢幻愛情故事很憧憬 什麼
高 富 帥的 當時 我的偶像是台
灣當紅炸子雞周杰倫 因為他 我練
就了一把還算過得去的嗓子 叛逆的

過凡人一個 有誰會認識你？不就是
當晚餐廳裡那幾位欣賞你的人 人是
多麼貪心 總妄想更多的擁有 永無
止境
之後 我的歌唱事業也沒有順利
地發展 很多歌唱機會我都推掉 最
主要是被自以為偉大浪漫的愛情沖昏
頭 為了愛情 與家人尤其是母親翻
臉 而當愛情結束後 吃不下 睡不
好 不懂如何是好 慶幸的是 母親
依然打開大門 更成為我的避風港
一開始覺得都是母親的反對讓自己的
情路坎坷 回想起來都覺得慚愧 因
為一切都是自己 萬法唯心造 自己
心理建設不好 更影響自己與男友的
交往
我試著以唸經來挽回感情 但
是 師尊的慈悲讓我更為感動 包括
父母對我無求回報的付出 讓我慢慢
明白師尊所說的：﹁世間的一切人事
物都會壞 都是無常 ﹂起初我聽不
進 之後經過師尊三度的摩頂 光明
注入 讓愚笨的我彷彿如夢初醒般
把師尊的金句完完全全聽進去了
二○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是我通
過考驗自己耐性的重要日子 我出家
了 不是出嫁是出家 荷擔如來事
業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事莫過於此
剃頭前 師尊開示 這一幕讓我感覺
似曾相識 師尊就如佛陀坐在法座上

我為了到吉隆坡看他的演唱會 跟媽
媽爭執 最後母親還是讓我在寒假到
吉隆坡打工 賺取演唱會入門票錢
自己賺了錢就立馬買了價值馬幣
285 即台幣2850元的入門票 感覺
很有成就感
我的家鄉太平 是馬來西亞年雨
量最高的城市 因此有一個美麗的別
稱 Rain Town 雨城 太平中文的意
思是永遠平安 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
市鎮之一；舊稱是拉律 早期是華人
礦工幫派血腥爭鬥的地方 英國殖民
政府在平定這些紛爭之後 改名為
﹁太平﹂ 太平在早期因錫礦而發展
起來 曾是霹靂州的首府 但在一九
三七年被怡保所取代
︿ 太 平 湖 濱 公 園 ﹀ ︵ Taman
Tasik︶是馬來西亞最早人工栽植的
公園 目前它還是國內最漂亮的公園
之 一 ︿ 霹 靂 博 物 館 ﹀ ︵ Perak
Museum︶座落在博物館路 建於一八
八三年 是最古老的博物館 武吉拉
律︵Bukit Larut︶太平山是馬來西
亞最早期的渡假高原 它有 1035米
高 這裡原先是種植茶葉的 在高峰
上可以鳥瞰馬來西亞半島的西海岸
線 晴空萬里時 可以看到遠處的邦
咯島
二○○三年我選擇離開安逸的家

給我們開示 剃頭後 儀式圓滿結束
時 我從台下望著法座上尊貴的師
佛 看著慈悲的祂 我的眼淚就隱忍
在眼眶裡打轉 心裡滿滿的感動 我
終於出家了 也是祂賜於我無上珍貴
慧命
同時 賜於我寶貴生命的父母
在台下見證我出家 很感動 家人特
意從馬來西亞趕來台灣 參加我的出
家儀式 母親看見我的時候 我穿著
喇嘛裝 她的眼神是柔和帶點安慰
不捨及尊敬 我當下回以擁抱的方
式 讓她知道我還是您的女兒 讓她
安心 唯一不圓滿及遺憾的是 我的
不細心讓哥哥 姐姐及妹妹在外受
寒
另外 很有趣的是 出家後 有
點不習慣 有時忘了自己是法師 這
都是一時的現象 重要的是如何守住
自己的心 不放逸 以報佛恩 父母
恩及眾生之恩 他們都是讓我的人生
變得更有意義的貴人 沒有負能量的
生活 是多麼地舒適 佛法帶給我們
平靜 安穩 正如我出生的地方﹁太
平﹂的名字一般 我覺得人生的道路
可以轟轟烈烈 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在
轟轟烈烈後 把自己的心安住 人的
起心動念無不是業 每一天的懺悔少
不了 只要認真地過 精進努力 此
生鐵定不虛過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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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真佛㊪燃燈雜誌專欄

㊪委會【近期公告】

第五屆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圓滿成立

2017.10
㊪委會【近期公告】

真佛宗全體上師會議經投票，
隆重選出下屆宗委會處長與委員。

【西雅圖訊】2017年9月18日，〈真佛宗〉全體上師會議，假座美國西雅圖〈彩虹山
莊〉舉行，在主席蓮悅上師的宣布下，所有的上師進行神聖莊嚴隆重的投票，選出下
屆〈宗委會〉處長與委員。
眾多上師也紛紛協助記票、驗票、讀票，展現大眾團結一致地為宗派下一屆的人才
選拔，都十分熱情協助。
是日投票、開票、驗票，自午餐後至晚餐6:00之前結束，雖然耗時，但是，大眾均
以十分審慎態度，做到最精準完善無缺的記錄。而在最後的倒數幾張讀票，也漸漸進入
高潮，全體大眾宛如新年倒數計時。因此，當最後一張選票讀完，全體熱烈歡呼，場面
熱鬧莊嚴。
當選的7位〈宗委會〉處長：蓮印、蓮悅、蓮訶、蓮花程祖、蓮旺、蓮者、蓮潔等
7位上師。
當選的15位〈宗委會〉委員：蓮僧、蓮東、蓮萊、蓮傳、蓮太、蓮花少東、蓮花慧
君、蓮鳴、蓮滿、蓮花璧珍、蓮涯、蓮今、蓮歐、蓮主、蓮伽等15位上師。（其中有
2位上師票數相同）
工作
小組

華光功德會
總會長

臨終關懷

老人院

真佛墓園

師尊文集
推廣

弘法人員
關懷組

組長

蓮悅上師

蓮悅上師

蓮支上師

蓮花程祖上師

蓮傳上師

蓮萊上師

我們祝賀新一屆的〈宗委會〉處長與委員當選，也感恩所有〈真佛宗〉上師的齊心
協力推廣宗務，盼在根本傳承上師的偉大加持之下， 宗務能蒸蒸日上，廣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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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宗委會/核心小組訊】2017年9月19、20日，〈真佛宗宗委會〉核心小組在
美國〈西雅圖雷藏寺〉旁邊的〈宗委會〉辦公室舉行了「核心會議」，第四屆和第
五屆新當選的處長們共同出席了此次會議。在會議中處長們著重討論了第五屆〈宗
委會〉的核心小組處長和常務委員的任職事宜。
在處長任職方面，由於蓮旺上師和蓮者上師辭去了處長及委員之職，依照選舉
得票的次序，由蓮僧上師和蓮東上師接任。
在〈宗委會〉21位委員的任職部分，由於蓮花璧珍上師、蓮傳上師、蓮滿上師辭
去了委員之職，所以根據得票數由蓮聲上師、蓮飛上師、蓮衛上師和蓮友上師接任。
之後，處長們根據宗派的工作需要和每位的專長進行了討論和分工，並依此把
常務委員分配到各組之中。
最後，經過處長們的慎重討論，並根據根本上師的指示，「世界真佛宗宗務委
員會第五屆核心處長及常務委員」名單如下：
會
長：蓮花程祖上師
公關處長：蓮印上師（處長），組員：蓮今上師、蓮花少東上師
文宣處長：蓮悅上師（處長），組員：蓮花慧君上師、蓮伽上師
教育處長：蓮訶上師（處長），組員：蓮鳴上師、蓮太上師、蓮飛上師
財務處長：蓮潔上師（處長），組員：蓮涯上師、蓮友上師
督察處長：蓮僧上師（處長），組員：蓮歐上師、蓮主上師
法務處長：蓮東上師（處長），組員：蓮聲上師、蓮萊上師、蓮衛上師
至此，新一屆的〈宗委會〉在大家的祝福和鼓勵之中圓滿成立，祝願這一屆
〈宗委會〉不負眾望，在根本上師加持之下，大力推動真佛宗派，展翅騰飛，大
展宏圖，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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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圓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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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近期公告】

真佛宗全體上師會議經投票，
隆重選出下屆宗委會處長與委員。

【西雅圖訊】2017年9月18日，〈真佛宗〉全體上師會議，假座美國西雅圖〈彩虹山
莊〉舉行，在主席蓮悅上師的宣布下，所有的上師進行神聖莊嚴隆重的投票，選出下
屆〈宗委會〉處長與委員。
眾多上師也紛紛協助記票、驗票、讀票，展現大眾團結一致地為宗派下一屆的人才
選拔，都十分熱情協助。
是日投票、開票、驗票，自午餐後至晚餐6:00之前結束，雖然耗時，但是，大眾均
以十分審慎態度，做到最精準完善無缺的記錄。而在最後的倒數幾張讀票，也漸漸進入
高潮，全體大眾宛如新年倒數計時。因此，當最後一張選票讀完，全體熱烈歡呼，場面
熱鬧莊嚴。
當選的7位〈宗委會〉處長：蓮印、蓮悅、蓮訶、蓮花程祖、蓮旺、蓮者、蓮潔等
7位上師。
當選的15位〈宗委會〉委員：蓮僧、蓮東、蓮萊、蓮傳、蓮太、蓮花少東、蓮花慧
君、蓮鳴、蓮滿、蓮花璧珍、蓮涯、蓮今、蓮歐、蓮主、蓮伽等15位上師。（其中有
2位上師票數相同）
工作
小組

華光功德會
總會長

臨終關懷

老人院

真佛墓園

師尊文集
推廣

弘法人員
關懷組

組長

蓮悅上師

蓮悅上師

蓮支上師

蓮花程祖上師

蓮傳上師

蓮萊上師

我們祝賀新一屆的〈宗委會〉處長與委員當選，也感恩所有〈真佛宗〉上師的齊心
協力推廣宗務，盼在根本傳承上師的偉大加持之下， 宗務能蒸蒸日上，廣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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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宗委會/核心小組訊】2017年9月19、20日，〈真佛宗宗委會〉核心小組在
美國〈西雅圖雷藏寺〉旁邊的〈宗委會〉辦公室舉行了「核心會議」，第四屆和第
五屆新當選的處長們共同出席了此次會議。在會議中處長們著重討論了第五屆〈宗
委會〉的核心小組處長和常務委員的任職事宜。
在處長任職方面，由於蓮旺上師和蓮者上師辭去了處長及委員之職，依照選舉
得票的次序，由蓮僧上師和蓮東上師接任。
在〈宗委會〉21位委員的任職部分，由於蓮花璧珍上師、蓮傳上師、蓮滿上師辭
去了委員之職，所以根據得票數由蓮聲上師、蓮飛上師、蓮衛上師和蓮友上師接任。
之後，處長們根據宗派的工作需要和每位的專長進行了討論和分工，並依此把
常務委員分配到各組之中。
最後，經過處長們的慎重討論，並根據根本上師的指示，「世界真佛宗宗務委
員會第五屆核心處長及常務委員」名單如下：
會
長：蓮花程祖上師
公關處長：蓮印上師（處長），組員：蓮今上師、蓮花少東上師
文宣處長：蓮悅上師（處長），組員：蓮花慧君上師、蓮伽上師
教育處長：蓮訶上師（處長），組員：蓮鳴上師、蓮太上師、蓮飛上師
財務處長：蓮潔上師（處長），組員：蓮涯上師、蓮友上師
督察處長：蓮僧上師（處長），組員：蓮歐上師、蓮主上師
法務處長：蓮東上師（處長），組員：蓮聲上師、蓮萊上師、蓮衛上師
至此，新一屆的〈宗委會〉在大家的祝福和鼓勵之中圓滿成立，祝願這一屆
〈宗委會〉不負眾望，在根本上師加持之下，大力推動真佛宗派，展翅騰飛，大
展宏圖，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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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藏王菩薩 （㆓）
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圖/卡米兒漫畫

㆞藏王菩薩 （㆒）

（文接三九六期）

■圖/卡米兒漫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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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真佛宗寶輪堂﹁地藏王菩薩息災

祈福

增益薈供法會﹂報導

■文∕寶輪堂

真佛海會諸佛 菩薩慈悲光明注照
加持疏文及唱名同修與報名眾等都能
所求如願 所有供品均經誦經 持
咒 懺悔 並祈願主尊地藏王菩薩慈
悲攝受眾等誠心的懺悔與供養 消災
增福 普利冥陽 一切吉祥圓滿 最
後並迴向蓮生聖尊 佛體安康 常住
世間 大轉法輪 廣度眾生
上師 本尊 護法 是密宗行者
的三根本 都有三昧耶互相的關係
龍欽巴尊者曾經開示：﹁積聚福德資
糧 最勝者是薈供 ﹂ 師佛也強
調：﹁薈供法門善巧方便 能夠結合
有形的物質供養與無形的心供 是最
真實的供養 ﹂
﹁薈供﹂功德聚集的不只是金錢
財富 名望如火的光明遍照 還包括
智慧 自己的法力也會增加 經常做
虛空廣大無窮盡的供養 自然能度化
慳貪 並得到無量無邊的福報
行者平時按期以此上供下施的圓
滿行持供養為因 依放光加持供品為
緣 便能常得諸佛菩薩息災增福 圓
滿福慧資糧 及世間與究竟成就的果
報

經常做虛空廣大無窮盡的供養，
㉂然能度化慳貪，並得到無量無邊的福報。

本

年度舉辦之每月薈供法會為主
祈師佛佛體安康 ︿真佛宗﹀
法緣弘開 廣度眾生 並迴向︿寶輪
堂﹀法務興隆 人事祥和 每個月底
的周日 是︿寶輪堂﹀最熱鬧的一
天 也是同門師姐們貢獻拿手好菜供
佛的歡喜日 感恩根本上師 諸佛菩
薩 龍天護法空行的加持！也歡迎同
門善信親臨與會禮佛 獲得大福分與

大智慧
地藏王菩薩列為︿真佛宗﹀八大
本尊之一 適逢中元節 眾弟子齊聚
以虔敬之心修法供養地藏王菩薩 也
誠心祈求地藏王菩薩以最勝法力 慈
悲大力加持所有法會同修及報名眾等
所求如願 一切災障消除 福慧增
長 早證佛果
八月二十七日 一個天氣晴朗的
周日早上 堂裡的同門忙著整理布置
壇城 廚房裡也時時傳來堂主和師姐
們忙碌而爽朗的笑聲 接著一盤盤鮮
美豐盛的美食紛紛上桌 香氣撲鼻
酒香四溢 適逢七月並作簡易普度
門外擺放著一盆盆琳瑯滿目的供品
法船裡有滿滿的黃金 白銀和蓮花
還有兩大袋的蓮花和兩大袋的黃金
真可說是琳瑯滿目啊 這就是每個禮
拜同修後 大家趕工加班自製出來的
喔！
十一點半法會開始前 先持咒加
持法船 金銀元寶與蓮花 並召請先
靈上船 此時 堂裡已座無虛席 於
是法會在一片溫馨祥和的氣氛之中進
行 先祈請根本傳承上師大力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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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往㆗的經濟㈻—
競爭 與 ㊜應
■文∕林立人

有

一位鄉下老人家阿力一生
勞苦沒有出過遠門 他有
一個願望是想出國見見世面
存了半輩子的錢 終於鼓起勇
氣參加一個豪華旅行團出
國 他自己一個人住一間房
間 暫時離開老婆及女兒的
嘮叨 得到了寧靜 夜晚獨
自一人在高樓房間看著外國
大都市的燈光美景 讓他感
到新奇與陶醉
一大清早 阿力正睡的
香甜 突然有人敲門 打斷他
的美夢 阿力打開門一看是一
位服務生送早餐進來 服務生一
見 到 阿 力 就 大 聲 說 ： ﹁ GOOD
MORNING SIR！﹂阿力不懂英文一
時之間愣住了 心想這是什麼意思
呢？他突然想起在家鄉遇到陌生人
通常對方都會問：﹁您貴姓？﹂來化
解彼此間的不熟與尷尬 於是阿力大
聲回答：﹁我叫阿力！﹂如此過了三
天 每逢服務生來送早餐敲門時都大
聲說：﹁GOOD MORNING SIR！﹂而
阿力也回應：﹁我叫阿力！﹂
阿力被這種稱呼互動弄得十分不
愉快 就把心中的不滿與事情發生過
程說給導遊聽 導遊哈哈大笑說：
﹁GOOD MORNING SIR！﹂是西方人

﹁早安 先生﹂的意思 阿力深覺語
文很重要 為了不漏氣 當下就反覆
練習﹁GOOD MORNING SIR！﹂這句
話以便於能有禮貌的應對服務生
又是早晨來臨 服務生按例前來
敲門送早餐 阿力一開門就大聲說：
﹁ GOOD MORNING SIR！ ﹂ 當 下 同
時 服務生竟回答：﹁我叫阿力！﹂
以上故事讓我想起曾有經濟學者說
過：﹁千規律 萬規律 經濟規律只
一條 就是適者生存 ﹂也就是說一
個人在社會上的生活狀況以及富貴貧
賤等因素 均無法脫離適者生存 不
適者淘汰的自然法則 故事中阿力沒
有出過國 想當然耳也就不知國外的
語言及風俗習慣 但是他面對問題想
要解決 雖然他語言及風俗還是不是
很了解 但阿力想要融入環境改變自
己 他擁有一顆想改變及學習的心
相信與他相處的人會感受到這份熱忱
且會得到適度的尊重
現在是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 身
在其中的我們體會感受到人與人之間
的競爭 每個人都自我充實準備並鼓
足勇氣迎接下一次的挑戰 想要讓自
己不被淘汰 就要學會競爭 學會適
應 如你在社會環境中生活適應的很
好 那你是一個強者 反之 你就是
環境的落伍者 就會被淘汰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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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定

入三摩地之口訣

我

寫的這本書，正是「三摩地成
就」。
我的寫作所根據的是我自己修定的經歷，再由
經歷去推理，而且由歷代的登地的聖人，他們
所撰寫的論作來加于印證，所以本書所述，不
會離開：
知量。
比量。
聖言量。
這本書是實際的修行法本，直指禪定，而得到
解脫。
～蓮生活佛盧勝彥～
現代人生活忙碌，許多人以禪定做為追求
身心靈平靜的選擇；然而不僅許多初聞佛法者
難以入門，修行者也常常受阻於各種障礙裡難
以入定，更徨論世間以宗教名義詐財妄語者甚
多，往往讓有心人花費大筆時間與金錢，卻求
法不得實義，更甚者不幸遇上邪師，誤遭鬼
害。
有鑑於此，活佛以自身實修的經歷，去繁
化簡，由淺入深地逐步解講解入定中的心要及
境地辨別，佐以印證前賢聖人所撰寫的次第，
更將實修曾遇到的各種經驗加以描述，明確指
點修行應由身、心、意各方著手，憑持著正道
的方向前進，不輕易被外道神通所迷惑，協助
修行者排除實修中容易遇上的難題，突破瓶
頸，達到實證與解脫。
【阿含經】中，有這麼一則海龜喻：「人
身難得，猶如盲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活佛
盼望救度具緣者遠離邪見，將自身的實修實證
化做字句，有此機緣遇上了字字珠璣的實修法
本，怎能不多加以珍惜？

實修法門，就是瑜伽法門，而瑜伽即是三
摩地。
所有的佛法全是為入三摩地而準備的。
可以如此說，我是為了教授三摩地而來。
我的傳承是三摩地，是如來的智慧，也是
宇宙的大光明。
現在，我要將我的證量，傳授給足堪接受
的弟子。
～蓮生活佛盧勝彥～
～大燈文化供稿

～

10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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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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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A

fter receiving the empowerment, Wang-en went home. His eyes did not regain their

'Youmusthaveimaginedit!'

vision and there was hardly any improvement. Thus, it made no difference whether

'Onlythisonce!'

he had received a blessing or not.
Butthatverynight,Wang-enoverheardaconversationbetweentwobeings,
whisperingthesewords.
Onesaid,'ThisLivingBuddhaLualmostforcedtwoofusout!'
Anotheradded,'Whenhepressedhisheadonce,Ifoundmyselfshrinking
tohalfmysize.Ifheshouldpressagain,Iwouldhavedisappeared!'
'Whenhetouchedmyeyelids,Ifeltanearthquake!'

Hisfamilyrebutted,'Thisisnotthefirstortenthorfiftiethtimesyouseek
thesepeopleofmagicalskills.Everytimeyouwentwithhighhopesand
expectations;andallofthemhaveclaimedtocureyou,noneofthemcould.In
theendyoualwaysbecamedisappointed.It'sbettertoforgetit!'
Wang-enpleaded,'Justthisonce.Ireallyheardvoices!'
'It'sprobablyadream!'

'Idroppedtothefloorandcouldn'tgetup!'

'Onlythisonce,please!'Wang-enkeptpleading.
* * *

'Didyouhurtyourself?'

DuringmyTaiwanDharmatour,myschedulehadbeenverytight.Grand

'Ilostmuchofmyvitality!'

DharmaCeremonieswereconductedinthenorthern,centralandsouthern

'Whatwasthescaleofthisearthquake?'

Taiwan,atstadiumsthatwerepackedtofullcapacity.Besides,Ihadtovisit

'Ithinkit'satleasteightonthescale!'

everylocalchaptersandDharmacentresinTaiwan.

'Canwecontinuetostayhere?'
'Wehavebeenheretwoyears.Icannotbeartoleave!'
WhenWang-enheardthis,hewasshocked!Wang-enquestionedthesetwo

Once,whilehavingmymealinarestaurant,anattendantsaidtoanother,
'ShouldwereporttoGrandMaster?'
'Ithinkwebetternot.GrandMasteristoobusy!'

beings,'Whoareyou?Areyoulivinginmyeyes?Betweenuswehavenoscores

Iturnedaroundandasked,'What'sthematter?'

tosettle,sopleaseleave!'

Theattendantreplied,'AblindmanwhosenameisWang-enhasbeen

Wang-enspoke,buttherewasnoreply.Hedecidedheshouldmeetmeone

followingusfortwothreedaysinacar,andhekeptrequestingameetingwith

雜誌

moretime.Afterall,therewassomekindofreaction,andmeetingmecould

GrandMaster.Wehadturnedhimdownmanytimes,buthenevergaveup.We

bringresults.Buthisfamilyopposed.

almostcouldn'ttakeit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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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don'tbesuperstitious!'Hisfamilyvoicedout.

'Ah!Wang-en!Iknow!Pleaselethimin!'

'Ireallyheardvoices!'

Wang-enandhisfamilywerequicklyledintotherestaurant.IgaveWang-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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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La Claire Lumière ici et maintenant
Illumination sur le trouble de l'esprit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5, Éditions Darong

— Le genre humain est oublieux, répondit-il.
La réponse de cet esprit était donc que « le
genre humain est oublieux ». On voit ici que
l’esprit connait bien la nature humaine et qu’il est
aussi conscient de la sienne.
J’en prends aussi conscience. Je prêche le
dharma du Bouddha depuis trente ans, j’ai déjà écrit
cent cinquante et un livres, le dharma que j’avais à
prêcher est déjà enseigné et aussi complètement
consigné. Ceux qui comprennent mon cœur
comprennent déjà cela. Cependant, il existe encore
beaucoup de monde qui, ayant entendu le dharma
et aussi lu mes livres, ne comprennent pas encore
mon cœur. Ah ! pareillement, il me faut les mettre
en lumière une fois et encore une fois !
Je continue à écrire, sans jamais m’arrêter,
justement de crainte que mes disciples soient
oublieux, car l’homme est oublieux. Au début, je
ne supportais vraiment pas le monde humain
étouffant, je pensais alors : « Pourquoi ne pas
quitter ce monde ou aller mener une vie errante,
vivre dans un autre espace, sur une autre piste ? »
Car, dehors, la mer était beaucoup plus vaste, le ciel
plus spacieux, je ne voulais plus prêcher le dharma,
ni écrire de livres.
Cependant, plus tard, après une réflexion
profonde, je me suis dit : « Non, ça ne marche pas
comme ça ; l’être humain est oublieux. D’après la
circonstance actuelle, si je m’arrête de prêcher le
dharma, si je cesse d’écrire, si je renonce au monde,
la situation deviendra très grave, et les
communautés perdront leur espoir. » Mon cœur
n’étant pas rassuré, il me faut guider à nouveau,
une fois et encore une fois, le cœur du genre
humain vers la Voie juste. J’espère que mon écrit
acharné pourra faire comprendre aux générations
à venir :

− la vérité de la religion bouddhiste ;
− la croyance juste, la pensée juste ;
− le Dharma tantrique du Vrai Bouddha ;
− la voie du Milieu, la vision juste.
Par conséquent, j’enchaîne la rédaction des
livres, ouvrage après ouvrage, c’est effectivement
la valeur de ma vie d’avant la mort et de celle qui
existera après. Ainsi, face à ma vie de propagation
du dharma, je peux avoir le cœur libre de tout souci,
et connaître la consolation.
Je demandai :
— Qui êtes-vous, esprit perspicace ?
Il répondit :
— Le Bouddha de la lumière bienveillante, le
saint souverain Wen-chang.
— C’est le même être divin.
— Je répète ma recommandation, et vous,
vous continuez à écrire, c’est mon vœu, et aussi le
sien ! repartit-il.
J’exprimai :
— Le Bouddha de la lumière bienveillante est
vraiment miséricordieux !
Il dit :
— C’est bien ! C’est b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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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acteur conditionnant l'écriture de
La Claire Lumière ici et maintenant

Il y a eu une grande cause de l’écriture de mon
livre La Fraîcheur du cœur au moment présent. Après
que je l’ai rédigé, ce livre, d’innombrables
applaudissements me sont parvenus de tout un
monde spirituel. De ce livre, personnellement, je
me suis aussi un petit peu satisfait. Quand j’ai
achevé sa rédaction, j’ai ressenti un soulagement
profond du corps et du cœur.
Après La Fraîcheur du cœur au moment présent, j’ai
continué à écrire, jour après jour. Je rédige
quotidiennement, à heure fixe, sans relâche. J’ai
ainsi achevé six livres en chinois :
− L’Oiseau solitaire dans l’espace (mon 146e
livre) ;
− Il ne faut pas perdre le cœur (147e livre) ;
− Le Pouvoir du mantra (148e livre) ;
− La Lune dans l’eau (149e livre) ;
− Les Esprits saisissants (150e livre) ;
− Les Petits Propos dans la solitude (151e livre).
Un jour, presque arrivé à la fin de mon 151e
livre, je m’assis à mon petit bureau. Au moment où
je m’absorbais dans une réflexion profonde sous la
lumière de ma lampe, le stylo que je tenais à la main
bougea brusquement, c’est-à-dire qu’il se mut d’un
côté et de l’autre, se balança vers le haut et vers le
bas ! Je fus conscient alors de l’« écriture
automatique » réalisée par la communication avec
un esprit.
Qu’est-ce que l’écriture automatique ? J’ai ici
une explication pour tout le monde :
L’écriture automatique est une situation de
communication avec un esprit. Un médium tient
un stylo à la main, une feuille de papier est posée
devant lui, ses yeux peuvent être bandés, sa propre
conscience se vide, c’est-à-dire que ses points de
vue personnels n’interviennent pas dans la
situation et l’acte s’accomplit complètement grâ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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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l’esprit qui se trouve dans l’espace environnant.
Ce qui est noté sur le papier est tout à fait la pensée
de l’esprit lui-même.
Quand je fus conscient de la descente d’un
esprit, je trouvai cela amusant, je pris vite un
papier, et il y nota alors rapidement quelques
mots : « Le 152e livre, La Claire Lumière ici et
maintenant ».
Mes yeux n’étaient pas bandés, je distinguais
les mots bien clairement. L’écriture de l’esprit était
de forme sinueuse, les caractères laissés par le stylo
ressemblaient à la progression du dragon et du
serpent, comme s’ils étaient formés ensemble par
un grand maître de l’art.
Je demandai :
— Quelle sera la teneur de l’écrit ?
Il répondit :
— Comme pour La Fraîcheur du cœur au moment
présent, ce sera également le thème de l’abstinence
de luxure.
Je dis :
— C’est suffisant d’avoir déjà un livre traitant
ce sujet !
Il formula :
— C’est insuffisant.
Je demandai :
— Pourquoi est-ce insuffisant ?
Il répondit :
— Le cœur de l’homme est trop dépravé.
J’interrogeai :
— Faut-il vraiment rédiger ce livre ? (Je me
disais que pour les livres sur le même sujet, ce
serait suffisant d’en publier un seul.)
Il repartit :
— Absolument.
— Pourquoi faut-il composer tant de livres du
mêm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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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觀世音真經

法流十方無盡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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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薩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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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憬

陳怡憬臨命終時無障礙 身無病苦
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助印者：陳怡憬

一起迎向光明大道

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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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
唎。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
修摩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
度嚕地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阿。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
摩訶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
大蓮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
上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
一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
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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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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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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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胡文(蓮花一文)

胡文(蓮花一文)之靈障得到佛光加持
離苦得樂 從此骨盆疏鬆症去除 身
體健康 性格轉開郎 堅強獨立能在
外開口和人交談 改變自閉之症

※助㊞者：蓮花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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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業障消除 祈求佛菩薩加持順利
通過考取考驗員證

※助㊞者：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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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憬

陳怡憬臨命終時無障礙
身無病苦 佛菩薩慈悲
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助㊞者：陳怡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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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寶天王 成就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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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功德主方案

專屬

贊助《燃燈雜誌》回饋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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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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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案：

第三方案：檀香小佛龕

財寶天王

普巴金剛橛

愛染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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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２冊｜鬼中之鬼

序 ﹁鬼中之鬼﹂前言
一位法師透露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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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 十 月 十五 日

︱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這是第一等重要的

佛陀的法最重要是﹁自淨其意﹂
自己清淨自己的意念

︿彩虹雷藏寺﹀大幻化網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三煖相：分別前行煖相
︿西雅圖雷藏寺﹀瑤池金母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三煖相的九界集攝煖相﹂
什麼是九界？就是五種甘露加上四種氣

生明點痛
生樂

生拙火通中脈及融化清淨

︿彩虹雷藏寺﹀黑面金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明點熾盛之煖時
明點移動之煖時

生功德

明點增集之煖：以修行之氣

明點堅固之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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