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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燃佛心燈

我

在此

先列出⼀封信

花春⾶﹂所寫的：
師尊：

記

是﹁蓮

我被選為××堂董事

弟⼦下⾦剛地獄

以下所述是弟⼦在××堂的親⾝經歷
如有半句虛⾔
⼆○○九年

第262冊《鬼中之鬼》

除了她⾃⼰及她的⼦⼥之

三

必是是⾮⼈

這位××常常給我寫

先批判她：

讚嘆過任何⼈

她天天講是⾮

在我的記憶中
外
她未曾讚揚

●

盧師尊先披露這⼀段
昔⽇

全在罵⼈

我與××尚有互動時
信
每⼀封信

來說是⾮者

全拋到垃圾桶裡去！

︵沒有⼀封例外︶
我閱後
我嘆息：
⼀天到晚罵⼈

以下是二

根本不是修⾏⼈！﹂

我指責××：
﹁是⾮⼈

有四段

列出如下：
時在董事會任ＣＥＯ的關師姐一直在推動
在她的財政方案中

這時××就私下跟我講

一定要把他趕走

要我在董事會
大洋師當時是×
不知為什麼××那麼不
××跟我講過大洋師
她把××雷藏寺拿不到建築執

非常為難

連續三次董事

罵

但我卻

××都在私下
我還是不敢講

每次董事會後
可到了下次開會

之後

雜誌

其實××逼我

這件事我懺悔了很多年
也當面跟大洋師和關師姐道了歉

過大洋師幾次

在會上因大洋師的建築設計不符合﹁要求﹂

逼我

會上我都沒有講

處的法師同門撕破臉

可那時我沒有膽量在董事會上跟每天朝夕相

照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大洋師

無數的﹁惡行﹂

喜歡他

×雷藏寺的建築設計師

上公開揭發關師姐和大洋法師

會批准

要求凡＄５０００塊錢以上的用款一定要經董事

××堂的財政改革

那

四段

蓮化春飛的信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得那是師尊新加坡時輪⾦剛法會後
××堂的內部運作我完

列出如下：

我剛就任董事
全不清楚
這時的××很器重我
由於我當時⼜是她的侍者
她私下講：
××堂每⼀位董事的是⾮
××堂每⼀位理事的是⾮
各分堂之間的是是⾮⾮
各位上師的是是⾮⾮
師尊的是⾮

以下是二、三、四段，

1
2

是 非人
第262冊《鬼中之鬼》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師母的是⾮

蓮化春飛的信，有四段，

機密中的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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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師母的是⾮

蓮化春飛的信，有四段，

機密中的
機密

燃佛心燈

的時候

我就曾想

天她也會這樣對付我

有一

在觀音鄉買了大片土地
而且

我現

還蓋了兩棟大樓

她現在這樣對關師姐
在明白××雷藏寺為什麼一直蓋不起來了

●

師尊說

××

她去吐登達爾吉上師那裡

要她做吐登上師的明妃
她回來後去找師尊

×

因為一旦××雷藏寺開

她就再也沒有理由得到大宗捐款了

說要回去問過師尊

吐登上師跟她說

××曾跟我說

×的生財智慧真是天下無敵！

光圓成

我相信它永遠蓋不起來

全體

關師姐和

在董事會上

那時

董事全部跟關師姐和大洋師拔刀相向
後來在一次黃
她和大洋師

我那時就發現所有

曾經做過××堂的財務

關師姐決定辭職

大洋師曾在會議進行中憤然離席
財神護摩法會上
就此同時離開董事會
●
我在××堂的時候
記帳和銀行帳單報表的存檔
唯獨不見[××雷藏寺捐款]的銀行
﹁我是師尊
師尊這

××說

這樣會亂掉傳承﹂

自己決定﹂

我不要去
××跟

﹁隨妳的意
的弟子
妳做我的明妃吧﹂

我那

難道××雷藏寺的捐款也保密？後來在
﹁這樣吧

這份報表是直接寄到××家裡去的

銀行報表中
報表
時還想
時就說

××說

要在台灣觀音鄉蓋雷門

一次董事會上
我講過這番話

四段的文字

×的辦公室

三

我去跟××道別

時間是２

地點：××學校×

是⼀個可怕的⼥⼈

⼀⼤⽚⼟

成⽴雲傘同修

被踢出去了

頗受器重

她離開××堂之後

我一段一段給予評語：

０１０年１月初的一個晚上

令要我去西雅圖後

是在２０１０年１月佛菩薩下命

挪用蓋××雷藏寺的錢

當時就有董事質疑
××回答

寺

對於二

能⼒甚佳

現已建⽴雲傘雷藏寺

古雲

曾⽂⿓

建樹甚多
關師姐

容後再述︶
關師姐及⼤洋法師

臃腫

⾃⼰臉上貼⾦
雜誌

只具說謊的習

在桃園觀⾳區的⼆棟房⼦

是⼀種機密

有關第三段的：
××堂的帳⽬

這當然是公私不分
其⾦錢來源存疑？

這對××堂是⼀⼤危機
地

××⼜在說謊！

有關第四段的：
盧師尊認定

我根本不知道
氣污濁

未悟

她

︵說謊癖︶
避之唯恐不及！羞羞臉

性

我會要××當我明妃？我沒有那麼低級的眼光

這些事

蓮花春⾶發現有異

︵這是××借⼑殺⼈的⼿法︶

只因牽扯到帳⽬

︵在⼤陸很多機密

前往者××

××往⼤陸尋⽣機︵撈錢︶

關師姐在××堂時

會

ＣＥＯ關師姐

有關第二段的：

現在聽說××已

去蓋雷門寺是否適宜
“

××雷藏寺就蓋不起來

佛菩薩 說

”

如果雷門寺蓋不起來

我一段一段給予評語：

3
4

一定要把××府的廟先蓋起來

對於二、三、四段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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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同修∕ 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地點∕ 西雅圖雷藏寺

紅度母不共大法
儀式

請法

﹁種種性相定﹂是
明

見諸實有 等

雜誌

﹂

度母結了緣 很重的緣 你將來的﹁行法﹂跟﹁作法﹂方面
會非常的流暢 非常的順利 會非常的成功 所以只要你主
祈紅度母 你就跟紅度母結了最深的緣分 不講 大家也不
知道 講了以後 大家知道了 看你自己怎麼想 這一尊非
常的重要 在綠度母 二十一度母當中 紅度母是很重要的
一尊 是特別的 非常特殊的 祂的金剛鉤可以演化出種種
的做法 這是一般的上師不知道的 因為師父傳了紅度母的
法 祂做法的時候 也有特別的咒 除了紅度母的咒以外
還有一個特別的咒 這是紅度母的法本 在一般的法本上
上面所書寫的咒 作法的咒 都要唸很多遍 很多遍 包括
紅度母的明咒也是要唸很多遍 其中 在作法上面的咒 師
父所傳的比較短 法本上的咒是比較長 所以你們可以用短
咒 就可以很快的完成咒語遍數 我們平常持紅度母的咒
要持很多遍的咒 作法才會成 你跟祂結了很深的緣 還要
唸滿祂的咒 這是非常重要的﹁紅度母成就法﹂
它這裡寫著﹁勾召三界之鉤﹂ ﹁三界﹂就是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當你修到相應的時候 你可
以在三界之中神行 行種種的法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一尊 當然要結最深的緣 主祈當然是結最深的
緣 報名是結一般性的緣；還有一種是結緣的 也
就是過了灌頂幡 等於你跟紅度母結緣 結緣的灌
頂 不過 只要認真的修持 你就會相應 相應一
尊紅度母 等於是你所有的作法都能夠靈驗 這是
不同的地方 其實綠度母跟白度母都是非常重要的
度母 祂們都等於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關於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 有兩個經典 也是很重要的 一個
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法華經︼裡的︽觀世
音菩薩普門品︾ 這一品對觀世音菩薩的描寫非常
的多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
師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敬
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會的貴賓
是：︿真佛宗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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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雷藏寺﹀公關王資主師兄 貴賓很多 但是
大家都沒有去登記 其實 大家都是貴賓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今天是觀世音菩薩的同修 下禮拜是紅度母的傳
法 還有中元普度超度 ﹁紅度母法﹂是二十一度母當中非
常特別的一尊 雖然祂手持的是金剛鉤 事實上祂以鉤來作
法 很多的度母各有各的職責 唯一的這一尊是不同凡響
的 紅度母是可以當成作法的本尊 這一尊是最特別的 其
中金剛鉤 有特殊的口訣跟作用 當你要用這支金剛鉤的時
候 必須要用種種的口訣的觀想 是所有度母當中最不同的
一尊 最不一樣 如果沒有師父教 你們從來沒有想過祂可
以做種種的法 這一尊非常的重要 所以只要你跟這一尊紅

我

﹁於覺受現分上樂

向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請法傳授灌頂「紅度母法」，
請法儀式由蓮旺上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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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得已的 很不得已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釋迦牟尼佛
祂本身也是這樣做的 祂為了解救五百個商人 祂也曾經殺
死強盜 解救五百商人 今天要解救眾生 必須要把這個不
正確的 像這個供養所有的鬼眾 雕鬼眾的金身 然後召請
鬼眾 當然他們也會假借一個名詞 叫做﹁五大神﹂ 假借
著說：﹁我們是在供養五大神 ﹂甚至把神提高 這五大神
的境界提高成為一個淨土 她說那就是一個淨土 那更麻煩

〈真佛宗〉世界各地前來〈西雅圖藏寺〉參加同修的同門信眾

另外就是︻心經︼ ︻心經︼的觀自在菩薩也就是
觀世音菩薩 祂能夠在甚深的禪定之中 瞭解整個宇宙的
真理 一部︻心經︼就等於是整個宇宙的真理 前面的觀
自在菩薩也等於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一般來講八大菩薩
排名最前面的還是觀世音菩薩 我們曉得最主要的三個菩
薩 第一個就是觀世音菩薩 第二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三個就是金剛手菩薩 當我們唸﹁玻尼﹂ ﹁玻尼﹂就
是金剛手菩薩；我們常常唸的﹁嗡。嘛呢唄咪。吽。﹂就
是四臂觀音本身的咒；﹁阿拉巴雜那底﹂就是文殊師利菩
薩的咒 文殊師利菩薩是象徵著智慧 觀世音菩薩是象徵
著慈悲 金剛手菩薩象徵著法力 我們要傳的紅度母是象
徵著法力 剛才唸的大慈大悲﹁慈悲喜捨﹂就是四無量｜
慈無量 悲無量 喜無量 捨無量 這四無量心是從觀世
音菩薩這裡所產生的 很簡單跟大家講 ﹁慈﹂就是給人
快樂；﹁悲﹂就是解除眾生的苦；﹁喜﹂也就是我們盡量
歡喜地去做慈悲的事情；﹁捨﹂包括捨掉自己的生命 捨
掉自己的一切 捨盡等於是說你已經捨掉所有的一切了
所以慈悲喜捨 最重要的兩個﹁慈悲﹂是 第一個給人快
樂 第二個解除眾生的痛苦
話說呢 師尊為什麼要寫文字出來評論××？為什
麼？這是要解除大家的痛苦 就是一個﹁悲﹂字 主要就
是要講清楚 讓大家從歧路 你已經走偏了 這一條是在
道上的 但是你已經走到旁邊的小路了 必須要給你喚回
來這道路上 讓所有的同門能夠回到正當的道路上 所以
不得不這樣做 才能夠把所有的走偏了的同門 喚回到正
道上面 所以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如果不做 那就漸漸
地非常多的人一起跟著走偏 就是叫以盲引盲 以盲目來
引導這些盲目的眾生 以迷引迷 妳已經迷住了 走入迷
途了 妳還引導所有的人走入迷途 所以不能不做獅子
吼 這樣才能夠喚醒所有迷途的眾生 走回到正道上面

了 大家全部都變成鬼了 說那個鬼就是淨土 那鬼就是
神 所以越走就越偏了！明明三個是日本人 其中還有一個
冷面殺手 那冷面殺手會變成神？冷面殺手又變成淨土？這
就是不對的地方
佛陀教你供養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包
括尊敬神 從來沒有教你尊敬鬼 沒有的！因為鬼本身已經
是在迷當中 魑魅魍魎 你怎麼可以去禮拜那些鬼？當然你
禮拜鬼也會有通力 但是這個通力是很小的 微不足道
所以大家要謹慎 也就是腳步要走穩 走要走穩︵臺
語︶ 要走在正道上面 這才是正確的
有一個法師去了苗栗︿樹德堂﹀ 看他在祭拜召請
這個法師就教他：﹁你要加入召請五大神 才是對的 我
們︿真佛宗﹀就缺少這五大神 ﹂ 苗栗︿樹德堂﹀堂主
說 這個法師去找洪醫師看牙齒 堂主讓他住在自己的
家 好好地招待他 又請洪醫師治療他的牙齒 這個法師
又要他們加入召請五大神 這五大神就是小林 渡邊一
郎 中村一武 黃金泉 林良知 是五個鬼的領袖 這是
不可以的！千萬不要走偏了！再怎麼樣；釋迦牟尼佛 也
沒有教你把鬼雕成金身來拜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一定
要跟大家講 所以不得不寫 不得不講 主要是喚醒大
家 這是大家的事情哪！不是我的事情
我修行能夠了 我修行了了 我自己走了 你們全部
相信五大神 到時候就全部進入××府裡面 那就完了！
那︿真佛宗﹀就是﹁真鬼宗﹂不是︿真佛宗﹀是﹁真鬼
宗﹂ 這一點是比較重要的 跟大家講一下
觀世音菩薩本來是很慈悲 很慈祥 祂是救眾生的
苦 讓眾生能夠歡喜的 ︻心經︼雖然很短 但是 那是
屬於開悟的境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的
行誼 祂的一切作為 以前 我們唸觀世音菩薩的偈的時
候：﹁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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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得已的 很不得已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釋迦牟尼佛
祂本身也是這樣做的 祂為了解救五百個商人 祂也曾經殺
死強盜 解救五百商人 今天要解救眾生 必須要把這個不
正確的 像這個供養所有的鬼眾 雕鬼眾的金身 然後召請
鬼眾 當然他們也會假借一個名詞 叫做﹁五大神﹂ 假借
著說：﹁我們是在供養五大神 ﹂甚至把神提高 這五大神
的境界提高成為一個淨土 她說那就是一個淨土 那更麻煩

〈真佛宗〉世界各地前來〈西雅圖藏寺〉參加同修的同門信眾

另外就是︻心經︼ ︻心經︼的觀自在菩薩也就是
觀世音菩薩 祂能夠在甚深的禪定之中 瞭解整個宇宙的
真理 一部︻心經︼就等於是整個宇宙的真理 前面的觀
自在菩薩也等於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一般來講八大菩薩
排名最前面的還是觀世音菩薩 我們曉得最主要的三個菩
薩 第一個就是觀世音菩薩 第二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三個就是金剛手菩薩 當我們唸﹁玻尼﹂ ﹁玻尼﹂就
是金剛手菩薩；我們常常唸的﹁嗡。嘛呢唄咪。吽。﹂就
是四臂觀音本身的咒；﹁阿拉巴雜那底﹂就是文殊師利菩
薩的咒 文殊師利菩薩是象徵著智慧 觀世音菩薩是象徵
著慈悲 金剛手菩薩象徵著法力 我們要傳的紅度母是象
徵著法力 剛才唸的大慈大悲﹁慈悲喜捨﹂就是四無量｜
慈無量 悲無量 喜無量 捨無量 這四無量心是從觀世
音菩薩這裡所產生的 很簡單跟大家講 ﹁慈﹂就是給人
快樂；﹁悲﹂就是解除眾生的苦；﹁喜﹂也就是我們盡量
歡喜地去做慈悲的事情；﹁捨﹂包括捨掉自己的生命 捨
掉自己的一切 捨盡等於是說你已經捨掉所有的一切了
所以慈悲喜捨 最重要的兩個﹁慈悲﹂是 第一個給人快
樂 第二個解除眾生的痛苦
話說呢 師尊為什麼要寫文字出來評論××？為什
麼？這是要解除大家的痛苦 就是一個﹁悲﹂字 主要就
是要講清楚 讓大家從歧路 你已經走偏了 這一條是在
道上的 但是你已經走到旁邊的小路了 必須要給你喚回
來這道路上 讓所有的同門能夠回到正當的道路上 所以
不得不這樣做 才能夠把所有的走偏了的同門 喚回到正
道上面 所以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如果不做 那就漸漸
地非常多的人一起跟著走偏 就是叫以盲引盲 以盲目來
引導這些盲目的眾生 以迷引迷 妳已經迷住了 走入迷
途了 妳還引導所有的人走入迷途 所以不能不做獅子
吼 這樣才能夠喚醒所有迷途的眾生 走回到正道上面

了 大家全部都變成鬼了 說那個鬼就是淨土 那鬼就是
神 所以越走就越偏了！明明三個是日本人 其中還有一個
冷面殺手 那冷面殺手會變成神？冷面殺手又變成淨土？這
就是不對的地方
佛陀教你供養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包
括尊敬神 從來沒有教你尊敬鬼 沒有的！因為鬼本身已經
是在迷當中 魑魅魍魎 你怎麼可以去禮拜那些鬼？當然你
禮拜鬼也會有通力 但是這個通力是很小的 微不足道
所以大家要謹慎 也就是腳步要走穩 走要走穩︵臺
語︶ 要走在正道上面 這才是正確的
有一個法師去了苗栗︿樹德堂﹀ 看他在祭拜召請
這個法師就教他：﹁你要加入召請五大神 才是對的 我
們︿真佛宗﹀就缺少這五大神 ﹂ 苗栗︿樹德堂﹀堂主
說 這個法師去找洪醫師看牙齒 堂主讓他住在自己的
家 好好地招待他 又請洪醫師治療他的牙齒 這個法師
又要他們加入召請五大神 這五大神就是小林 渡邊一
郎 中村一武 黃金泉 林良知 是五個鬼的領袖 這是
不可以的！千萬不要走偏了！再怎麼樣；釋迦牟尼佛 也
沒有教你把鬼雕成金身來拜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一定
要跟大家講 所以不得不寫 不得不講 主要是喚醒大
家 這是大家的事情哪！不是我的事情
我修行能夠了 我修行了了 我自己走了 你們全部
相信五大神 到時候就全部進入××府裡面 那就完了！
那︿真佛宗﹀就是﹁真鬼宗﹂不是︿真佛宗﹀是﹁真鬼
宗﹂ 這一點是比較重要的 跟大家講一下
觀世音菩薩本來是很慈悲 很慈祥 祂是救眾生的
苦 讓眾生能夠歡喜的 ︻心經︼雖然很短 但是 那是
屬於開悟的境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的
行誼 祂的一切作為 以前 我們唸觀世音菩薩的偈的時
候：﹁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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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的裡面就是一個壇城 在中心點上 主尊就坐在那
裡 祂下降來是這樣 然後把般若光進入第二道 光明也可
以進入第二道的 首先出現是一個光明 再來出現很多的光
明 像那個孔雀羽一樣的 一個孔雀羽跟著一個孔雀羽連起
來 就變成金剛鏈 由般若光串成一排就是金剛鏈 由般若
光再串成一整個 整片的般若光結合在一起 因為你的心如
果定下來 般若光是不會動的
你心不定 所看到的光是閃耀的 在動的 當你的氣跟
心統統都不動的時候 它就先形成般若光不動 再來形成金
剛鏈不動 再來變成金剛幕不動 一個螢幕就出來了 這有
科學的道理 我們看電影 就是金剛幕 然後從金剛幕裡面
再出現佛 出現菩薩 出現金剛 佛 菩薩 金剛 諸天
甚至淨土 都在你面前 我告訴大家 這是真正在修這個
﹁明﹂喔！你在禪定裡面 你可以看到產生的般若光 然後
再產生金剛鏈 然後再產生金剛幕 像電影的螢幕 然後出
現淨土 出現佛出來 出現菩薩 你可以看到佛 菩薩 金
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都在你的面前 你可以實際上的看
見 這就是修行﹁明﹂ 到最後﹁見諸實有﹂ 看到真正的
實在的淨土 看到真正的佛
當初格魯派 黃教的祖師宗喀巴 在祂的傳記裡面寫
的 祂是依照這樣子去修 然後祂看到半身的佛 為了看全
身的佛 祂做了很多的大禮拜 把這個皮全部磨掉 都可以
看到裡面的骨 很辛苦的做大禮拜 把自己定下來 然後看
到佛全部的金身 把我們現在目前修行的觀想 變成事實的
實有 這就叫﹁種種性相定﹂ 你看到金剛幕裡面的佛 看
到了淨土 這是實有的 實際上有的 你可以見得到 這才
是真正的見
而不是××在護摩的時候 她第一個做的是釋迦牟尼佛
的護摩 釋迦牟尼佛下降跟她 talk 跟她講話 祂們對答

音 ﹂這個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 世尊的妙相 我剛才唱的
是臺語 臺語也有短的 我們常常唱的：﹁世尊妙相具 我
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 就是我們唱短一
點的就是這樣 唱長一點的就好像歌仔戲 我們﹁臺灣大
學﹂有兩個系 一個是歌仔戲 一個是布袋戲 當然是笑話
啦！那個唱起來有時候像歌仔戲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
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 這是我們以前唱觀世音
菩薩的偈的前面幾個句 然後 一直唱下去 以前 我跟我
媽媽去臺中︿慈音寺﹀ 有一個法師 叫做善賜法師 他教
我們課誦 我跟我媽媽就是在那邊學 後來 還有我妹夫
就是阿保 他學出了以後 專門以這個做職業 帶領了一批
人一天到晚在外面誦經 誦到中國大陸去 哇！不得了！中
國大陸還特別聘請他去誦經 我們叫阿保 是我二妹的先
生 他也在那邊學 是︿慈音寺﹀出來的
我看這些××的開示文裡面 好像是地藏王菩薩問她：
﹁妳有何求？妳現在跟我有求什麼嗎？﹂××回答：﹁無
求 ﹂ 其實無求是很大的 大家也知道什麼叫無所求 其
實 現在講起來 無求當然是很大 事實上 有一次 大家
在××堂做一個護摩 是祈願法會 大家寫護摩木 有一位
法師 偷偷瞄了一下××在上面寫的 看她求的是什麼願
結果她寫了四個字﹁名揚四海﹂ 因為偷偷被法師瞄到 原
來她護摩木寫的是﹁名揚四海﹂ 她想要名揚四海 如果盧
師尊寫護摩木 會怎麼寫呢？﹁我跟所有的眾等 所有的
人 一起成就佛果 ﹂這個也是求啊！有求就說有求 大家
隨喜去求 但是 求的目標不一樣 師尊求的是：﹁我跟所
有的弟子眾等 證得佛果 ﹂大家都證得佛的如來的果位
我不要那四個字 那四個字是﹁名揚四海﹂ 她這叫做無
求？就是求名揚四海 呵呵 阿彌陀佛
今天談一下︽道果︾ ︽道果︾裡面有所謂的﹁三種禪
定 一個是種種性相定﹂ ﹁種種性相定﹂非常的重要
﹁於覺受現分上樂 明 見諸實有等 ﹂這就是﹁種種性相

來對答去 釋迦牟尼佛也跟她講說：﹁把妳的手伸出來 ﹂
她的手就伸出來 不知道做什麼 釋迦牟尼佛就握住她的
手 然後一起到佛的境界去了 哇！這個是超強！師尊也做
不到 因為釋迦牟尼佛沒有握我的手 釋迦牟尼佛還放出舍
利 從祂的身體裡面﹁蹦﹂ 生出很多舍利 然後她吃了釋
迦牟尼佛的舍利 真是又香又甜又甘美 我到今天為止也沒
有吃到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呀！不知道從哪裡放出來？哇！我
看她開示的是非常好 真的 講得跟寫小說差不多耶！再來
呢？哇！不得了啊！釋迦牟尼佛的舍利不是一個人吃 她是
分給所有的同門大家都吃到耶！吃了一定可以往生佛國 而
且釋迦牟尼佛又牽她的手 祂也沒有牽我的手 所以我常常
唱那一首﹁牽你的手﹂唉呀！這是寫小說嘛！
真正的禪定是﹁樂﹂ ﹁明﹂ 對不對？剛剛師尊講的
﹁樂 明 空﹂ 要依照這個來啊！哪裡一下子釋迦牟尼佛
就牽妳的手？又給妳吃舍利子？還把瑤池金母鳳冠的珠子全
部吃掉 也賜給大家吃啊！瑤池金母的鳳冠珠子能吃嗎？吃
了不會便祕嗎？瑤池金母還拿一個大仙桃放在她的護摩爐上
面 大家都吃了這個仙桃 你知道嗎？三千年一結耶！吃了
瑤池金母的仙桃 就會仙壽一千年 那還得了！那麼大的仙
桃放在護摩爐上面燒 大家都吃了護摩灰 不得了 每個人
身體健康 長壽 自在都得到了 我們又沒有仙桃可以吃
然後瑤池金母又賜給她拂塵 她只要手這樣一拂 這樣子一
掃 你就放黑色的屁出來了 黑氣啦！哇！我看了是非常感
動 真的！如果真的有這種能力呀！我從西雅圖用爬的爬到
舊金山 真的！我就是求﹁拜託 給我一粒釋迦牟尼佛真正
舍利 我也要吃 ﹂她寫的喔！真的是神話！我們這裡不能
講神話的 不能講鬼話的
這個﹁樂 明 見諸實有﹂ 都是真實的 你會先看到
般若光 再看到金剛鏈 最後看到金剛幕 才現出實有的佛

定﹂ 上一回師尊講過﹁樂﹂ 樂是怎麼產生的？摩擦可以
產生樂 你禪定的時候 因為你用了氣 脈跟明點 當氣通
過脈的時候 摩擦之故 你就會飄飄欲仙 這就是樂 這個
樂的長度 我上個禮拜已經講了 非常的長 甚至於一整
天 我們有一個師兄 高明祿師兄 他本身就是覺受到２４
小時的這一種快樂 那個氣呀 在他的中脈裡面這樣子走
會產生樂 上上下下走會產生樂
另外 拙火上上下下走 摩擦了中脈及全身所有脈 全
身會產生一種很殊勝的快樂 另外 還有明點下降 明點上
提 明點分散到全身各地的時候 摩擦了這個脈 會產生飄
飄欲仙的那一種快樂 那個快樂是很恆久的 這就叫做禪定
之樂 禪定當中的快樂 這裡上面寫﹁覺受現分上樂﹂ 最
大的快樂 所以我們五大金剛裡面有勝樂金剛 在密教裡
面 談到初喜 勝喜 初喜 最初開始產生的快樂我們會嚐
到 然後殊勝的喜也會嚐到 喜就是樂 問大家 第三個喜
是什麼？﹁超喜﹂ 最後一個喜叫做﹁俱生喜﹂ 就是初
喜 勝喜 超喜 俱生喜 這四種的快樂都會在你身上產生
出來 你修行禪定 氣通脈的時候 就有這種現象 明點通
脈的時候 也有這種現象 拙火通脈的時候 也一樣有這種
現象 這些一定會產生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樂﹂
第二個是﹁明﹂ ﹁明﹂是什麼呢？你在禪定裡面會看
到光明 看到般若光 各種顏色的般若光會出現 有時候你
們在照相的時候 在做殊勝法會的時候 你們會拍到很多的
般若光 照相的時候拍 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大的圈圈
小的圈圈 亮的圈圈 暗的圈圈 一大堆的般若光 你不知
道真正的般若光給它放大 打開來看 就是壇城 就是密教
在唐卡上面 圓圓的那個壇城就是般若光 中央坐著主尊
每一個佛菩薩下降的時候 都坐著般若光 坐著光明這樣來
的 你會看到什麼光？什麼顏色的光都有 各種顏色的光都
有 每一尊都有各種顏色的光出現 你看那個般若光 你們
如果照到般若光然後把它放大 放得很大 欸！裡面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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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的裡面就是一個壇城 在中心點上 主尊就坐在那
裡 祂下降來是這樣 然後把般若光進入第二道 光明也可
以進入第二道的 首先出現是一個光明 再來出現很多的光
明 像那個孔雀羽一樣的 一個孔雀羽跟著一個孔雀羽連起
來 就變成金剛鏈 由般若光串成一排就是金剛鏈 由般若
光再串成一整個 整片的般若光結合在一起 因為你的心如
果定下來 般若光是不會動的
你心不定 所看到的光是閃耀的 在動的 當你的氣跟
心統統都不動的時候 它就先形成般若光不動 再來形成金
剛鏈不動 再來變成金剛幕不動 一個螢幕就出來了 這有
科學的道理 我們看電影 就是金剛幕 然後從金剛幕裡面
再出現佛 出現菩薩 出現金剛 佛 菩薩 金剛 諸天
甚至淨土 都在你面前 我告訴大家 這是真正在修這個
﹁明﹂喔！你在禪定裡面 你可以看到產生的般若光 然後
再產生金剛鏈 然後再產生金剛幕 像電影的螢幕 然後出
現淨土 出現佛出來 出現菩薩 你可以看到佛 菩薩 金
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都在你的面前 你可以實際上的看
見 這就是修行﹁明﹂ 到最後﹁見諸實有﹂ 看到真正的
實在的淨土 看到真正的佛
當初格魯派 黃教的祖師宗喀巴 在祂的傳記裡面寫
的 祂是依照這樣子去修 然後祂看到半身的佛 為了看全
身的佛 祂做了很多的大禮拜 把這個皮全部磨掉 都可以
看到裡面的骨 很辛苦的做大禮拜 把自己定下來 然後看
到佛全部的金身 把我們現在目前修行的觀想 變成事實的
實有 這就叫﹁種種性相定﹂ 你看到金剛幕裡面的佛 看
到了淨土 這是實有的 實際上有的 你可以見得到 這才
是真正的見
而不是××在護摩的時候 她第一個做的是釋迦牟尼佛
的護摩 釋迦牟尼佛下降跟她 talk 跟她講話 祂們對答

音 ﹂這個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 世尊的妙相 我剛才唱的
是臺語 臺語也有短的 我們常常唱的：﹁世尊妙相具 我
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 就是我們唱短一
點的就是這樣 唱長一點的就好像歌仔戲 我們﹁臺灣大
學﹂有兩個系 一個是歌仔戲 一個是布袋戲 當然是笑話
啦！那個唱起來有時候像歌仔戲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
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 這是我們以前唱觀世音
菩薩的偈的前面幾個句 然後 一直唱下去 以前 我跟我
媽媽去臺中︿慈音寺﹀ 有一個法師 叫做善賜法師 他教
我們課誦 我跟我媽媽就是在那邊學 後來 還有我妹夫
就是阿保 他學出了以後 專門以這個做職業 帶領了一批
人一天到晚在外面誦經 誦到中國大陸去 哇！不得了！中
國大陸還特別聘請他去誦經 我們叫阿保 是我二妹的先
生 他也在那邊學 是︿慈音寺﹀出來的
我看這些××的開示文裡面 好像是地藏王菩薩問她：
﹁妳有何求？妳現在跟我有求什麼嗎？﹂××回答：﹁無
求 ﹂ 其實無求是很大的 大家也知道什麼叫無所求 其
實 現在講起來 無求當然是很大 事實上 有一次 大家
在××堂做一個護摩 是祈願法會 大家寫護摩木 有一位
法師 偷偷瞄了一下××在上面寫的 看她求的是什麼願
結果她寫了四個字﹁名揚四海﹂ 因為偷偷被法師瞄到 原
來她護摩木寫的是﹁名揚四海﹂ 她想要名揚四海 如果盧
師尊寫護摩木 會怎麼寫呢？﹁我跟所有的眾等 所有的
人 一起成就佛果 ﹂這個也是求啊！有求就說有求 大家
隨喜去求 但是 求的目標不一樣 師尊求的是：﹁我跟所
有的弟子眾等 證得佛果 ﹂大家都證得佛的如來的果位
我不要那四個字 那四個字是﹁名揚四海﹂ 她這叫做無
求？就是求名揚四海 呵呵 阿彌陀佛
今天談一下︽道果︾ ︽道果︾裡面有所謂的﹁三種禪
定 一個是種種性相定﹂ ﹁種種性相定﹂非常的重要
﹁於覺受現分上樂 明 見諸實有等 ﹂這就是﹁種種性相

來對答去 釋迦牟尼佛也跟她講說：﹁把妳的手伸出來 ﹂
她的手就伸出來 不知道做什麼 釋迦牟尼佛就握住她的
手 然後一起到佛的境界去了 哇！這個是超強！師尊也做
不到 因為釋迦牟尼佛沒有握我的手 釋迦牟尼佛還放出舍
利 從祂的身體裡面﹁蹦﹂ 生出很多舍利 然後她吃了釋
迦牟尼佛的舍利 真是又香又甜又甘美 我到今天為止也沒
有吃到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呀！不知道從哪裡放出來？哇！我
看她開示的是非常好 真的 講得跟寫小說差不多耶！再來
呢？哇！不得了啊！釋迦牟尼佛的舍利不是一個人吃 她是
分給所有的同門大家都吃到耶！吃了一定可以往生佛國 而
且釋迦牟尼佛又牽她的手 祂也沒有牽我的手 所以我常常
唱那一首﹁牽你的手﹂唉呀！這是寫小說嘛！
真正的禪定是﹁樂﹂ ﹁明﹂ 對不對？剛剛師尊講的
﹁樂 明 空﹂ 要依照這個來啊！哪裡一下子釋迦牟尼佛
就牽妳的手？又給妳吃舍利子？還把瑤池金母鳳冠的珠子全
部吃掉 也賜給大家吃啊！瑤池金母的鳳冠珠子能吃嗎？吃
了不會便祕嗎？瑤池金母還拿一個大仙桃放在她的護摩爐上
面 大家都吃了這個仙桃 你知道嗎？三千年一結耶！吃了
瑤池金母的仙桃 就會仙壽一千年 那還得了！那麼大的仙
桃放在護摩爐上面燒 大家都吃了護摩灰 不得了 每個人
身體健康 長壽 自在都得到了 我們又沒有仙桃可以吃
然後瑤池金母又賜給她拂塵 她只要手這樣一拂 這樣子一
掃 你就放黑色的屁出來了 黑氣啦！哇！我看了是非常感
動 真的！如果真的有這種能力呀！我從西雅圖用爬的爬到
舊金山 真的！我就是求﹁拜託 給我一粒釋迦牟尼佛真正
舍利 我也要吃 ﹂她寫的喔！真的是神話！我們這裡不能
講神話的 不能講鬼話的
這個﹁樂 明 見諸實有﹂ 都是真實的 你會先看到
般若光 再看到金剛鏈 最後看到金剛幕 才現出實有的佛

定﹂ 上一回師尊講過﹁樂﹂ 樂是怎麼產生的？摩擦可以
產生樂 你禪定的時候 因為你用了氣 脈跟明點 當氣通
過脈的時候 摩擦之故 你就會飄飄欲仙 這就是樂 這個
樂的長度 我上個禮拜已經講了 非常的長 甚至於一整
天 我們有一個師兄 高明祿師兄 他本身就是覺受到２４
小時的這一種快樂 那個氣呀 在他的中脈裡面這樣子走
會產生樂 上上下下走會產生樂
另外 拙火上上下下走 摩擦了中脈及全身所有脈 全
身會產生一種很殊勝的快樂 另外 還有明點下降 明點上
提 明點分散到全身各地的時候 摩擦了這個脈 會產生飄
飄欲仙的那一種快樂 那個快樂是很恆久的 這就叫做禪定
之樂 禪定當中的快樂 這裡上面寫﹁覺受現分上樂﹂ 最
大的快樂 所以我們五大金剛裡面有勝樂金剛 在密教裡
面 談到初喜 勝喜 初喜 最初開始產生的快樂我們會嚐
到 然後殊勝的喜也會嚐到 喜就是樂 問大家 第三個喜
是什麼？﹁超喜﹂ 最後一個喜叫做﹁俱生喜﹂ 就是初
喜 勝喜 超喜 俱生喜 這四種的快樂都會在你身上產生
出來 你修行禪定 氣通脈的時候 就有這種現象 明點通
脈的時候 也有這種現象 拙火通脈的時候 也一樣有這種
現象 這些一定會產生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樂﹂
第二個是﹁明﹂ ﹁明﹂是什麼呢？你在禪定裡面會看
到光明 看到般若光 各種顏色的般若光會出現 有時候你
們在照相的時候 在做殊勝法會的時候 你們會拍到很多的
般若光 照相的時候拍 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大的圈圈
小的圈圈 亮的圈圈 暗的圈圈 一大堆的般若光 你不知
道真正的般若光給它放大 打開來看 就是壇城 就是密教
在唐卡上面 圓圓的那個壇城就是般若光 中央坐著主尊
每一個佛菩薩下降的時候 都坐著般若光 坐著光明這樣來
的 你會看到什麼光？什麼顏色的光都有 各種顏色的光都
有 每一尊都有各種顏色的光出現 你看那個般若光 你們
如果照到般若光然後把它放大 放得很大 欸！裡面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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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胎教難道只有放﹃世上只有媽媽好﹄？﹂那不是胎
教 那叫洗腦 ﹁世上只有媽媽好 ﹂呵呵 所以呢 師尊
在教是教大家能夠了解 教大家能夠知道 不能夠隔空拿下
東西 呼！我就變給你們看 那是魔術啊！對不對？魔術也
是假的啊！也不能夠只偏一邊 要大家都能夠了解到
今天去看牙齒 發現幫我看牙齒的女醫生很漂亮 心
想：﹁現在的女孩子都喜歡有錢的 一定要找個機會表現出
我的實力 ﹂女醫師就問：﹁你牙齒有蛀牙 拔掉好嗎？﹂
那個人就故做緊張的問：﹁拔了牙會影響我開法拉利嗎？﹂
很有錢的人才開法拉利的 美女醫師就回答：﹁不會影響
就是吹牛的時候會有點漏風 ﹂我也是跟大家講 吹牛的時
候 都是會有一些痕跡出來 真正有錢的人不會吹牛的 他
實際上很有錢 但是他絕不講他自己有錢 他實際上也是很
腳踏實地 是沒有錢的人才會吹牛 真正在你肚子裡面有貨

本身的相 佛菩薩的相是這樣現出來的 你不經過禪定的種
種性相定的功夫 就絕對看不到的！所以不管你是﹁大圓滿
法﹂ ﹁大手印法﹂跟﹁道果﹂ 統統都要先看到光 然後
再看到般若光 再看到金剛鏈 再串成金剛幕 再出現佛菩
薩 不能憑空說：﹁喔！我看到了 佛菩薩下降 我跟祂講
了很多的話 ﹂她每一場都是佛菩薩下降跟她講 然後交叉
的開示 不是她自己也開示 佛菩薩也跟大家開示 都是發
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時候 一九九八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年 二
十年前她已經跟所有佛菩薩能夠 talk 真的！她應該當我
的師父才對 不是我當她的師父 我如果知道世間上有這樣
的人 能夠跟釋迦牟尼佛 talk 釋迦牟尼佛還有藥師佛
地藏王菩薩 所有的度母 她做長壽度母 還有救災難度
母 地藏王菩薩 阿彌陀佛 先釋迦牟尼佛再來是阿彌陀
佛 再來是藥師佛 每一尊都跟她 talk 講話 都對話 我
不知道她如何認出來釋迦牟尼佛 還有認出藥師佛 認出來
阿彌陀佛 我不知道她怎麼認的 總之 每一尊 還有二十
一度母她都有做
所以我們講的是真實的佛理 還有真實的修法 跟禪定
的現象 坦白這樣講 如果一九九八年××在開示當中所講
的全部都是真實 那麼她一竿子就打遍了所有的祖師爺 也
可以講 就是把所有佛教種種的祖師爺全部統統都打死 為
什麼？因為她已經超聖 超過這些所有的祖師爺 包括超過
師尊 已經完全超越了 你要相信她也可以了 對不對？因
為她講得非常的好聽 我看了以後 我感動得流鼻涕 非常
感動 哇 眼淚 鼻涕直流 天底下有這種人？我非得真的
拜她為師 用爬的都要爬去 而且還是個在家居士 我們光
頭的都輸她 蓮旺啊！我看你每一次都在禪定哪！你看到哪
一個佛？有沒有佛跟你講話啊？沒有啊？你都修得這個樣
子 都沒有看到佛？也沒有佛跟你講話？她不用修就有了
耶！怪不得她說她已經修了三千萬年

的不用吹牛 人家都知道你有貨 你沒有貨的就是吹牛
妳不能講出一個真實的佛法來給大家聽 妳一天到晚就
講無求啊！無相啊！無心啊！無念啊！一天到晚就講這個
每一個佛菩薩出來都講一樣的 都說：﹁你要無求啊！你要
無心啊！你要無事啊！你要無念啊！你要無相啊！你要什麼
無什麼 ﹂ 那都是吹牛 妳要達到這個﹁無﹂ 怎麼練？
妳就把方法講出來啊！這個才是佛法啊！妳不講出這個
好 妳無求 妳為什麼無求呢？因為妳悟到了︻心經︼的道
理 所以妳才無求 妳要把這個道理講出來啊！什麼是無相
呢？汽車就是汽車 房子就是房子 對不對？土地就是土
地 我就是我 如何無我呢？妳要講出個道理啊！為什麼會
無相呢？妳必須要怎麼修的方法要講出來 這個才是佛法
不講出來 只是在那邊喊口號的 那不算 嗡嘛呢唄咪吽

古雲講的 古雲聽到 她已經修了三千萬年 那不得了
了 那為什麼要皈依我呢？真的 慚愧呀！我這老師父 看
到妳應該要下跪求饒 求求妳饒了我 我還當過妳的師父
真的不知輕重啊！師父居然沒有慧眼 能夠看出這樣的弟
子 哇 是這麼偉大 修行三千萬年的！嚇得我全身都發抖
了 以後看到她我真的 趕快躲起來吧！免得她的光射到
我 我的眼睛都瞎了 呵呵 修行三千萬年？我不敢講喔！
你知道嗎？她如果是真的修行三千萬年 我們等於是實在是
不夠格 真的 她腳前的螞蟻也算是太那個了 她腳趾頭前
面的螞蟻我都不夠格 真的
所以今天講﹁種種性相定 在覺受現分上樂 明 見諸
實有等﹂ 你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樂﹂ 就跟你解釋 因為
氣 拙火 明點在摩擦脈的時候會產生﹁上樂﹂ ﹁明﹂就
是般若光 金剛鏈 金剛幕；現 看到所有的實相全部出
來 包括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跟所有的淨土 都會出現
在你面前 單單﹁種種性相定﹂ 這個禪定就會有這種現象
出來 沒有經過這個的 我就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
學的就是學這個
講幾個笑話吧！在超市買完東西結帳 看見前面有一個
老太太消費了３８塊 她拿出１００塊給收銀員 收銀員看
了一下 打開抽屜 發現零錢不夠找 於是問她：﹁阿姨
妳有５０嗎？﹂這個老太太笑得合不攏嘴 樂呵呵地回答
說：﹁還５０呢？我兒子都４０歲了 ﹂對！這是誤會 我
們不會誤會一個人 我們必須要看實際上的東西 像師尊
哪！是直接研究她的開示文 一篇一篇研究 這樣直接研究
一個人 必須要很實際上做 不能夠誤會 很多事情 如果
是我誤會了 那是我的錯 因為我要研究 所以我必須要每
一篇都看她的開示文
老公問老婆：﹁妳能不能不要再放音樂了嗎？﹂因為老
婆大肚子 老婆說：﹁你懂什麼？這個叫做胎教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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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胎教難道只有放﹃世上只有媽媽好﹄？﹂那不是胎
教 那叫洗腦 ﹁世上只有媽媽好 ﹂呵呵 所以呢 師尊
在教是教大家能夠了解 教大家能夠知道 不能夠隔空拿下
東西 呼！我就變給你們看 那是魔術啊！對不對？魔術也
是假的啊！也不能夠只偏一邊 要大家都能夠了解到
今天去看牙齒 發現幫我看牙齒的女醫生很漂亮 心
想：﹁現在的女孩子都喜歡有錢的 一定要找個機會表現出
我的實力 ﹂女醫師就問：﹁你牙齒有蛀牙 拔掉好嗎？﹂
那個人就故做緊張的問：﹁拔了牙會影響我開法拉利嗎？﹂
很有錢的人才開法拉利的 美女醫師就回答：﹁不會影響
就是吹牛的時候會有點漏風 ﹂我也是跟大家講 吹牛的時
候 都是會有一些痕跡出來 真正有錢的人不會吹牛的 他
實際上很有錢 但是他絕不講他自己有錢 他實際上也是很
腳踏實地 是沒有錢的人才會吹牛 真正在你肚子裡面有貨

本身的相 佛菩薩的相是這樣現出來的 你不經過禪定的種
種性相定的功夫 就絕對看不到的！所以不管你是﹁大圓滿
法﹂ ﹁大手印法﹂跟﹁道果﹂ 統統都要先看到光 然後
再看到般若光 再看到金剛鏈 再串成金剛幕 再出現佛菩
薩 不能憑空說：﹁喔！我看到了 佛菩薩下降 我跟祂講
了很多的話 ﹂她每一場都是佛菩薩下降跟她講 然後交叉
的開示 不是她自己也開示 佛菩薩也跟大家開示 都是發
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時候 一九九八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年 二
十年前她已經跟所有佛菩薩能夠 talk 真的！她應該當我
的師父才對 不是我當她的師父 我如果知道世間上有這樣
的人 能夠跟釋迦牟尼佛 talk 釋迦牟尼佛還有藥師佛
地藏王菩薩 所有的度母 她做長壽度母 還有救災難度
母 地藏王菩薩 阿彌陀佛 先釋迦牟尼佛再來是阿彌陀
佛 再來是藥師佛 每一尊都跟她 talk 講話 都對話 我
不知道她如何認出來釋迦牟尼佛 還有認出藥師佛 認出來
阿彌陀佛 我不知道她怎麼認的 總之 每一尊 還有二十
一度母她都有做
所以我們講的是真實的佛理 還有真實的修法 跟禪定
的現象 坦白這樣講 如果一九九八年××在開示當中所講
的全部都是真實 那麼她一竿子就打遍了所有的祖師爺 也
可以講 就是把所有佛教種種的祖師爺全部統統都打死 為
什麼？因為她已經超聖 超過這些所有的祖師爺 包括超過
師尊 已經完全超越了 你要相信她也可以了 對不對？因
為她講得非常的好聽 我看了以後 我感動得流鼻涕 非常
感動 哇 眼淚 鼻涕直流 天底下有這種人？我非得真的
拜她為師 用爬的都要爬去 而且還是個在家居士 我們光
頭的都輸她 蓮旺啊！我看你每一次都在禪定哪！你看到哪
一個佛？有沒有佛跟你講話啊？沒有啊？你都修得這個樣
子 都沒有看到佛？也沒有佛跟你講話？她不用修就有了
耶！怪不得她說她已經修了三千萬年

的不用吹牛 人家都知道你有貨 你沒有貨的就是吹牛
妳不能講出一個真實的佛法來給大家聽 妳一天到晚就
講無求啊！無相啊！無心啊！無念啊！一天到晚就講這個
每一個佛菩薩出來都講一樣的 都說：﹁你要無求啊！你要
無心啊！你要無事啊！你要無念啊！你要無相啊！你要什麼
無什麼 ﹂ 那都是吹牛 妳要達到這個﹁無﹂ 怎麼練？
妳就把方法講出來啊！這個才是佛法啊！妳不講出這個
好 妳無求 妳為什麼無求呢？因為妳悟到了︻心經︼的道
理 所以妳才無求 妳要把這個道理講出來啊！什麼是無相
呢？汽車就是汽車 房子就是房子 對不對？土地就是土
地 我就是我 如何無我呢？妳要講出個道理啊！為什麼會
無相呢？妳必須要怎麼修的方法要講出來 這個才是佛法
不講出來 只是在那邊喊口號的 那不算 嗡嘛呢唄咪吽

古雲講的 古雲聽到 她已經修了三千萬年 那不得了
了 那為什麼要皈依我呢？真的 慚愧呀！我這老師父 看
到妳應該要下跪求饒 求求妳饒了我 我還當過妳的師父
真的不知輕重啊！師父居然沒有慧眼 能夠看出這樣的弟
子 哇 是這麼偉大 修行三千萬年的！嚇得我全身都發抖
了 以後看到她我真的 趕快躲起來吧！免得她的光射到
我 我的眼睛都瞎了 呵呵 修行三千萬年？我不敢講喔！
你知道嗎？她如果是真的修行三千萬年 我們等於是實在是
不夠格 真的 她腳前的螞蟻也算是太那個了 她腳趾頭前
面的螞蟻我都不夠格 真的
所以今天講﹁種種性相定 在覺受現分上樂 明 見諸
實有等﹂ 你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樂﹂ 就跟你解釋 因為
氣 拙火 明點在摩擦脈的時候會產生﹁上樂﹂ ﹁明﹂就
是般若光 金剛鏈 金剛幕；現 看到所有的實相全部出
來 包括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跟所有的淨土 都會出現
在你面前 單單﹁種種性相定﹂ 這個禪定就會有這種現象
出來 沒有經過這個的 我就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
學的就是學這個
講幾個笑話吧！在超市買完東西結帳 看見前面有一個
老太太消費了３８塊 她拿出１００塊給收銀員 收銀員看
了一下 打開抽屜 發現零錢不夠找 於是問她：﹁阿姨
妳有５０嗎？﹂這個老太太笑得合不攏嘴 樂呵呵地回答
說：﹁還５０呢？我兒子都４０歲了 ﹂對！這是誤會 我
們不會誤會一個人 我們必須要看實際上的東西 像師尊
哪！是直接研究她的開示文 一篇一篇研究 這樣直接研究
一個人 必須要很實際上做 不能夠誤會 很多事情 如果
是我誤會了 那是我的錯 因為我要研究 所以我必須要每
一篇都看她的開示文
老公問老婆：﹁妳能不能不要再放音樂了嗎？﹂因為老
婆大肚子 老婆說：﹁你懂什麼？這個叫做胎教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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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空定﹂是
進入空性

﹁自性一切現象銷沒後
如何坐忘

我

生唯空獨存﹂
進入禪定？

們首先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
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迅疾金剛│貝瑪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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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真佛
宗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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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雷藏寺﹀公關王資主師兄 ︿中華民國僑
務﹀謝明芳師姐 and 先生 ︿綠健公司﹀董事長段生泉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我們那位先生 ( 蝙輻 ) 還在飛嗎？出去啦？又來
一隻蜻蜓？哇 今天怎麼搞的 貴賓那麼多啊！喔 對對
對 這是很好 很吉祥的現象 祂讓我們如願 下個禮拜天
九月十七日下午兩點是﹁勝樂金剛護摩法會﹂ 大家知道勝
樂金剛 祂是交抱印 種子字是﹁吽﹂字 勝樂金剛的心咒
是：﹁嗡 些 哈哈 吽吽 呸 ﹂
今天我們主要是修﹁馬頭明王法﹂ 祂的咒語是：
﹁嗡 些 貝瑪達吉 哈耶吉瓦 些 吽呸 ﹂ 祂的名字
就是﹁貝瑪達吉﹂馬頭明王 祂有明王的身 祂本身是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 所以祂的種子字就是﹁些﹂ 這個字在英文
上講起來不是很好聽
shit 呵呵 我很早以前在美國去
看聖誕燈 然後走走走 看到幾個老外 有位婦人對著幾個
老 外 講 ： ﹁ Shit on you. shit on you! ﹂
shit on
you 是什麼意思？不是很好聽的 慧君講一下 不然我繼續
講下去 我來美國學的第一句英語就是這個 因為我看到那
個女的跟一些白人講 shit on you 這樣子 一直講 我就
把它背起來 永遠不會忘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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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法會∕ 馬頭明王護摩大法會
地點∕ 彩虹雷藏寺
灌頂∕ 馬頭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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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蜻蜓？哇 今天怎麼搞的 貴賓那麼多啊！喔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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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主要是修﹁馬頭明王法﹂ 祂的咒語是：
﹁嗡 些 貝瑪達吉 哈耶吉瓦 些 吽呸 ﹂ 祂的名字
就是﹁貝瑪達吉﹂馬頭明王 祂有明王的身 祂本身是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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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t 呵呵 我很早以前在美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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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明王手印

今天看到這咒語有﹁些﹂字 非常高興 這咒字哪裡來
的？是從﹁些﹂來的 就是阿彌陀佛那裡 因為觀世音菩薩
也是阿彌陀佛那裡來 所以馬頭明王當然也是從那裡來 我
們法會要講的紅度母 也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 你看阿彌陀
佛變化非常的多 救渡非常多的眾生 所以出家人見面就是
說：﹁阿彌陀佛 ﹂也不會見面說：﹁藥師如來 ﹂ ﹁藥
師佛﹂ 沒有人唸啊！每一個學佛的人 見面就是：﹁阿彌
陀佛 ﹂ 也沒有唸﹁釋迦牟尼佛﹂ 也沒有唸什麼佛的
也有人唸﹁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其實觀
世音菩薩一樣也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的 是同樣的
我記得上個禮拜做的護摩是黑面金母 因為黑面金母是
專門抓鬼的 我們也決定明年會到︿尊勝雷藏寺﹀那裡 到
你那裡抓鬼好了 還是黑面金母 到蓮僧上師的︿尊勝雷藏
寺﹀去 其實抓鬼是有因緣的 真的！記得 到
California
到了尊勝 Oakland
就是做黑面金母 ︿尊
勝雷藏寺﹀會建立也是因為鬼 對不對？跟著我去抓鬼的是
誰？都有去啊！話說
︿尊勝雷藏寺﹀前身是一間戲院
差不多接近舊金山
Oakland 在北加州 當時 買下戲院
要蓋雷藏寺 這個時候有人講話了 ××開口講：﹁那裡有
鬼！不能蓋雷藏寺！﹂ ××說他們戲院有鬼不能蓋雷藏
寺 我一聽 天哪！這鬼怎麼可以說有鬼 對不對？這時
候 我就沒有辦法 非得我親身出馬 到了要蓋︿尊勝雷藏
寺﹀的那一塊地上 那一棟建築物進去裡面抓鬼 終於把鬼
抓完了 ××就不敢講 說那裡有鬼不能夠蓋
所以︿尊勝雷藏寺﹀今天會建立起來 是因為那裡有
鬼 師尊去抓鬼 抓完了鬼以後 ︿尊勝雷藏寺﹀才蓋起
來 今天想到︿尊勝雷藏寺﹀蓮僧上師那裏 他問我：﹁請
問師尊 到了北加州 用哪尊做法會主尊？﹂ 我就想到
﹁抓鬼﹂ ﹁抓鬼﹂就想到黑面金母 所以黑面金母去
Oakland 在 Oakland 附近抓鬼

你看看 今天做馬頭明王 馬頭明王的手印大家會嗎？
︵師尊示範︶像個馬頭 祂又叫﹁迅疾金剛﹂ 這一尊最早
在哪裡做的嗎？在西雅圖 BCC 的大禮堂 對不對？主壇上
師好像是蓮妙上師 那時候做的就是馬頭明王 那是第一次
開始講解馬頭明王 馬頭明王一面二臂 身是紅色 三目圓
睜 獠牙外露 樣貌可怖 祂的髮鬚皆紅黃上豎 頭以馬首
為飾 祂的右手持骷髏寶杖 左手持鉤繩 雙足右屈左伸
以蓮花日輪為座 威立在熾熱般若烈燄中
馬頭明王本身的金剛號就是﹁迅疾金剛貝瑪多吉﹂
﹁迅疾﹂兩個字就是速度非常快 馬頭明王又叫做﹁噉食金
剛﹂ 馬頭明王是八大明王之一；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也
稱為﹁馬頭觀音﹂ 祂的快 大家知道的 我們今天講快
就是講﹁馬力﹂ 在古代 馬也是最快的 到今天為止 速
度最快的菩薩 金剛 就是馬頭金剛是最快的 迅疾 很快
相應 你看今天做護摩的時候 是什麼在飛呀？蝙蝠 蝙蝠
在中國是代表吉祥物 五福臨門 祂會很快地賜給大家 代
表著福 五福 蝙蝠就代表著福氣的福 你看 很多椅子都
雕著蝙蝠 代表著福分 福氣 希望馬頭明王賜給所有的與
會大眾所有的福分 牠繞一圈就一百萬美金！我不知道牠繞
幾圈啊！數不清啊！大家有福氣了 很快給我們感應
﹁馬頭明王法﹂主要的功德法益有二 第一個是度化畜
牲道 因為祂現馬 就是畜生的意思 祂可以度化畜牲道
很有力的 第二個 免一切惡咒邪法 因為我們福分大 而
且牠繞了那麼多圈 所有的惡咒跟邪法全部消除掉 馬頭
明王的法 主要是在馬本身的牙齒 所以如果你是供馬頭明
王的話 記得你裝臟的時候 能夠找到馬的牙齒最好 就把
馬的牙齒裝到馬頭明王的身子裡面 這樣這一尊馬頭明王的
法力是無人能比的 力量非常的大 誰也不能傷害你 供馬
頭明王 所有的降頭 邪師要害你都害不到 就像師尊一
樣 師尊將八字公開在書本上 能夠把自己生辰八字完全公
雜誌

17
18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馬頭明王手印

今天看到這咒語有﹁些﹂字 非常高興 這咒字哪裡來
的？是從﹁些﹂來的 就是阿彌陀佛那裡 因為觀世音菩薩
也是阿彌陀佛那裡來 所以馬頭明王當然也是從那裡來 我
們法會要講的紅度母 也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 你看阿彌陀
佛變化非常的多 救渡非常多的眾生 所以出家人見面就是
說：﹁阿彌陀佛 ﹂也不會見面說：﹁藥師如來 ﹂ ﹁藥
師佛﹂ 沒有人唸啊！每一個學佛的人 見面就是：﹁阿彌
陀佛 ﹂ 也沒有唸﹁釋迦牟尼佛﹂ 也沒有唸什麼佛的
也有人唸﹁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其實觀
世音菩薩一樣也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的 是同樣的
我記得上個禮拜做的護摩是黑面金母 因為黑面金母是
專門抓鬼的 我們也決定明年會到︿尊勝雷藏寺﹀那裡 到
你那裡抓鬼好了 還是黑面金母 到蓮僧上師的︿尊勝雷藏
寺﹀去 其實抓鬼是有因緣的 真的！記得 到
California
到了尊勝 Oakland
就是做黑面金母 ︿尊
勝雷藏寺﹀會建立也是因為鬼 對不對？跟著我去抓鬼的是
誰？都有去啊！話說
︿尊勝雷藏寺﹀前身是一間戲院
差不多接近舊金山
Oakland 在北加州 當時 買下戲院
要蓋雷藏寺 這個時候有人講話了 ××開口講：﹁那裡有
鬼！不能蓋雷藏寺！﹂ ××說他們戲院有鬼不能蓋雷藏
寺 我一聽 天哪！這鬼怎麼可以說有鬼 對不對？這時
候 我就沒有辦法 非得我親身出馬 到了要蓋︿尊勝雷藏
寺﹀的那一塊地上 那一棟建築物進去裡面抓鬼 終於把鬼
抓完了 ××就不敢講 說那裡有鬼不能夠蓋
所以︿尊勝雷藏寺﹀今天會建立起來 是因為那裡有
鬼 師尊去抓鬼 抓完了鬼以後 ︿尊勝雷藏寺﹀才蓋起
來 今天想到︿尊勝雷藏寺﹀蓮僧上師那裏 他問我：﹁請
問師尊 到了北加州 用哪尊做法會主尊？﹂ 我就想到
﹁抓鬼﹂ ﹁抓鬼﹂就想到黑面金母 所以黑面金母去
Oakland 在 Oakland 附近抓鬼

你看看 今天做馬頭明王 馬頭明王的手印大家會嗎？
︵師尊示範︶像個馬頭 祂又叫﹁迅疾金剛﹂ 這一尊最早
在哪裡做的嗎？在西雅圖 BCC 的大禮堂 對不對？主壇上
師好像是蓮妙上師 那時候做的就是馬頭明王 那是第一次
開始講解馬頭明王 馬頭明王一面二臂 身是紅色 三目圓
睜 獠牙外露 樣貌可怖 祂的髮鬚皆紅黃上豎 頭以馬首
為飾 祂的右手持骷髏寶杖 左手持鉤繩 雙足右屈左伸
以蓮花日輪為座 威立在熾熱般若烈燄中
馬頭明王本身的金剛號就是﹁迅疾金剛貝瑪多吉﹂
﹁迅疾﹂兩個字就是速度非常快 馬頭明王又叫做﹁噉食金
剛﹂ 馬頭明王是八大明王之一；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也
稱為﹁馬頭觀音﹂ 祂的快 大家知道的 我們今天講快
就是講﹁馬力﹂ 在古代 馬也是最快的 到今天為止 速
度最快的菩薩 金剛 就是馬頭金剛是最快的 迅疾 很快
相應 你看今天做護摩的時候 是什麼在飛呀？蝙蝠 蝙蝠
在中國是代表吉祥物 五福臨門 祂會很快地賜給大家 代
表著福 五福 蝙蝠就代表著福氣的福 你看 很多椅子都
雕著蝙蝠 代表著福分 福氣 希望馬頭明王賜給所有的與
會大眾所有的福分 牠繞一圈就一百萬美金！我不知道牠繞
幾圈啊！數不清啊！大家有福氣了 很快給我們感應
﹁馬頭明王法﹂主要的功德法益有二 第一個是度化畜
牲道 因為祂現馬 就是畜生的意思 祂可以度化畜牲道
很有力的 第二個 免一切惡咒邪法 因為我們福分大 而
且牠繞了那麼多圈 所有的惡咒跟邪法全部消除掉 馬頭
明王的法 主要是在馬本身的牙齒 所以如果你是供馬頭明
王的話 記得你裝臟的時候 能夠找到馬的牙齒最好 就把
馬的牙齒裝到馬頭明王的身子裡面 這樣這一尊馬頭明王的
法力是無人能比的 力量非常的大 誰也不能傷害你 供馬
頭明王 所有的降頭 邪師要害你都害不到 就像師尊一
樣 師尊將八字公開在書本上 能夠把自己生辰八字完全公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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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早就賜給大家一條念珠了 ﹂她就是這樣講 既然你們都
沒有辦法使用 也看不到 她就叫一位法師說：﹁你去把所
有的念珠拿出來 ﹂經過××加持以後 等於是寶緣度母來
加持這些實有的念珠 每個人一條 請問 這個念珠是白給
的嗎？念珠是沒有白給的 她這是賣念珠最好的方法之一
最好的手段之一 一抓出來一大把念珠 全部賣：﹁這是寶
源度母賜給你的念珠啊！首先是賜無形的 現在我是賜有形
的 是經過我加持以後 等於寶源度母加持過的念珠 你們
唸了就有福氣 ﹂ 然後分給大家 每個人一條 她終於把
念珠賣完 太厲害啦！這裡有什麼東西好賣的？喔 很多念
珠啊？怎麼那麼巧？××說 寶源度母來的時候 講了很多
的話 她說要叫眾生無求非常的地困難 你說不求 哪個人
是無求的？沒有 很不可能的 他明明是很有錢 但是他還
是希望中樂透 錢是越多越好 每個人的心裡都這樣想 你
不滿足嗎？人心怎麼會滿足呢 對不對？
其實很有錢的人很多 他可以生活無慮 可以到處遊
玩 但是 如果有人再拿錢給他 或是他得到意外的財呢
他要不要？照樣要 那時候 ××就想到 有一個方法 讓
××堂能夠中樂透獎 所以她自己就去買很多的樂透彩 她
不是買一張 現在一張多少錢？啊？你們知道的不要假裝客
氣呀？現在一張美國樂透彩多少錢？一塊錢嗎？一塊錢可以
買呀？一塊錢 兩塊錢就可以買呀？哇 我還沒有買過樂
透 結果她去買了很多的樂透彩回來 叫所有同門來買她的
樂透彩 你們記得 下次 我買很多的樂透彩 一箱 你們
每一個人拿一張 但是要給錢 我去買回來以後再賣給你
們 我還是要把本錢收回來 中了獎以後 誰中了獎 百分
之七十 八十 九十 你就要給我 其他的你才拿走 就是
百分之十你才拿走 其他的九十 欸 你要做功德啊！要買
地啊！要蓋很大的寺廟啊！××她就用這個方法賣樂透彩

開講出來 我是一九四五年乙酉年農曆五月十八號出生的
而且是午時 中午的時刻 我跟馬頭明王也非常的有緣 大
家舉那個經常看到的金剛杵 上面有一隻馬的 這就是馬頭
明王的金剛杵 我自己是把我的生辰八字公開 人家說不可
以公開 害怕那些不好的邪師給你做降頭 師尊是不怕的
我不只不怕這些邪師做降頭 我還不怕鬼
所以我經常這樣講：﹁妳鬼眾千千萬萬 就輸給我盧勝
彥 ﹂ 我說：﹁妳如果有種 千千萬萬的鬼 叫它們來找
我 不要找︿真佛宗﹀這些善良的弟子！﹂ 因為師尊把自
己的八字公開 妳要作法妳儘管做 我也不怕 我把妳作法
的東西全部把它吐出來 那一天 很多鐵釘在我的身體裡
我全部把它吐光 然後呢 叫妳千千萬萬的鬼來找我 不要
找我這些善良的弟子 我已經嗆聲好多次 從臺灣嗆到美國
來 在臺灣法座上面也是這樣講的 妳有千千萬萬的鬼 我
不怕 叫它們來 我是抓鬼的老祖宗！每天晚上我吃宵夜的
時候都是吃鬼 你不知道？我最喜歡吃的鬼是什麼鬼？
我最喜歡吃的鬼是這樣 有一個笑話 非洲的食人族父
子兩個人去狩獵 首先來了一個很瘦的女的走過去 兒子問
父親說：﹁這樣要嗎？﹂﹁不要 都是骨頭 衣架子不要
沒有什麼好吃 ﹂ 突然間來了一個很胖很胖的 兒子問父
親說：﹁這個要嗎？﹂﹁這個也不要 太油膩全部都是油
沒什麼好吃 ﹂ 突然間來了一個婀娜多姿的辣妹 兒子就
說：﹁這個要嗎？﹂ 他父親：﹁這個要！把她抓回去 把
你媽媽吃掉 ﹂師尊不一樣 師尊吃的鬼是大頭鬼 大頭
大身的 一口就是一隻 像慧君上師這樣的 我告訴你喔
我這個人最喜歡油膩的 反正你們兩個坐在最前面的 都是
我最喜歡的 呵呵
馬頭明王本身的法非常地多 主要在祂的牙齒非常有
力 所以第一個 祂的速度很快 第二 祂的牙齒非常有
力 以祂的牙齒本身來作法 在﹁增益法﹂方面 觀想馬飛

她自己賣 然後她自己也講了明牌 明牌是什麼？號碼！她
自己講 你們要買幾號幾號 我看到的是幾號幾號 你們去
買 然後又把彩券發給大家 不是送給大家 大家來買 買
中了還要百分之九十 八十或者百分七十的錢要還給她 是
要給她的 其他的百分之十 二十 三十 中獎的人才拿
走 她拿的是大部分 這一招好不好？︵眾答：好！︶下次
買來 放在這裡大家來買 她還賣過期的 這一期沒有中
那些過期的 人家沒有買的 她還賣！同門就問她：﹁為什
麼妳賣過期的？﹂﹁我不是賣過期的 我是賜福給你呀！你
知道嗎？你照底下那個號碼去買 就會中獎 ﹂也就是說雖
然它是過期的 但是 它有號碼 你按照那個號碼去買 結
果怎麼樣？沒有人中獎 槓龜啊！她玩這個把戲 沒有很久
就結束了 現在有玩嗎？還買彩券嗎？蓮久法師 她還在買
彩券？喔 買了派給大家 對呀 還是有在買 不死心耶！
她一定要中
不過有人這樣講 師尊是大福金剛 祂可以賜福給大
家 像剛剛蝙蝠就來了 那不是賜福給大家嗎？師尊本身是
大福金剛啊！很有 power 的 所以我曾經講我們︿真佛
宗﹀是中獎宗啊！中了多少獎？從蓮花梭麥開始 五千五百
萬美金 還有一億六千萬美金 樂透彩 就有人中 蓮花梭
麥第一個中獎 在臺灣 中了三十億台幣的 有人中！歌星
辛龍也中了好幾億 另外 還有很多弟子 三十億的 幾億
的 像汶萊的 中了二億 還有一個 四字獎連續中三年
的 泰國的 Ying 師姐 因為她的名字很長 所以我們只叫
她 Ying 師姐 因為她的象徵嘴巴很大 每天走出去 勾勾
勾勾勾 勾財天女的咒 唸一唸 回來之後 每次去買 大
獎 中獎 小獎 每一次中 連續中三年！她根本不用去上
班 上班做什麼？對不對？每天去外面勾勾勾 靠勾財天女
她就可以連續中三年喔！上次 她到︿台灣雷藏寺﹀來 我

出去 咬著一塊黃金回來 馬本身咬的黃金啊！十公斤重
十公斤多少錢？現在一公斤差不多四萬多美金 咬一次十公
斤差不多五十萬美金這樣咬回來 一次咬五十萬 第二次咬
五十萬 咬１００次呢？哇 這就是﹁增益法﹂
另外 也有﹁增智慧法﹂ 祂出去咬經書 佛典回來
你知道︿白馬寺﹀的來由嗎？︿白馬寺﹀是從西域 從天竺
用白馬駝著佛經 回到中國的時候 在那裡建了一座︿白馬
寺﹀ 就表示白馬揹著佛經回到中國 ︿白馬寺﹀的緣起是
這樣的 所以祂可以增加智慧 增加敬愛的呢？這個馬飛出
去 一樣用嘴巴咬 咬著你喜歡的對象 但是 要很輕很輕
地咬 咬了以後放在背上揹回來 那就是﹁敬愛法﹂ 還有
﹁降伏法﹂ 把怨敵咬住了就不會放 慢慢的像咬牧草一
樣 把他磨成粉 吞下肚子裡面 敵人就叮叮了 ﹁馬頭明
王法﹂有這樣非常好的益處在這裡
現在 再跟大家講︽道果︾的﹁三種禪定﹂的第二種
叫做﹁自性空定﹂ 話說 這是××最喜歡講的 她喜歡講
空性 我不知道她明不明白空性 但是她也常常講空性 空
性就是佛性 什麼是空性呢？這裡所寫﹁自性一切現象銷沒
後 生唯空獨存﹂ 只剩下空 把所有一切的現象 全部消
失掉 變成空 這就是空性 它是這樣解釋 如何把一切的
自性 一切的現象 全部化為沒有？這就是修行功夫 我們
人的念頭 是不太可能
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 我看了××的開示 上面寫著她
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號 她修寶源度母的護摩 二十一度
母裡面有寶源度母 寶源度母是什麼？是賜財福的度母 ×
×講 寶源度母就講了很多的法 講了很多的道理給大家
聽 這時候 寶源度母也賜給他們一種東西喔！祂賜給他們
每人一條念珠 寶源度母下降 然後祂賜給他們所有的人一
條念珠 你們收到沒有？沒有 一樣的
××也是這樣
問：﹁你們收到沒有？沒有 因為你們看不到 其實寶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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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早就賜給大家一條念珠了 ﹂她就是這樣講 既然你們都
沒有辦法使用 也看不到 她就叫一位法師說：﹁你去把所
有的念珠拿出來 ﹂經過××加持以後 等於是寶緣度母來
加持這些實有的念珠 每個人一條 請問 這個念珠是白給
的嗎？念珠是沒有白給的 她這是賣念珠最好的方法之一
最好的手段之一 一抓出來一大把念珠 全部賣：﹁這是寶
源度母賜給你的念珠啊！首先是賜無形的 現在我是賜有形
的 是經過我加持以後 等於寶源度母加持過的念珠 你們
唸了就有福氣 ﹂ 然後分給大家 每個人一條 她終於把
念珠賣完 太厲害啦！這裡有什麼東西好賣的？喔 很多念
珠啊？怎麼那麼巧？××說 寶源度母來的時候 講了很多
的話 她說要叫眾生無求非常的地困難 你說不求 哪個人
是無求的？沒有 很不可能的 他明明是很有錢 但是他還
是希望中樂透 錢是越多越好 每個人的心裡都這樣想 你
不滿足嗎？人心怎麼會滿足呢 對不對？
其實很有錢的人很多 他可以生活無慮 可以到處遊
玩 但是 如果有人再拿錢給他 或是他得到意外的財呢
他要不要？照樣要 那時候 ××就想到 有一個方法 讓
××堂能夠中樂透獎 所以她自己就去買很多的樂透彩 她
不是買一張 現在一張多少錢？啊？你們知道的不要假裝客
氣呀？現在一張美國樂透彩多少錢？一塊錢嗎？一塊錢可以
買呀？一塊錢 兩塊錢就可以買呀？哇 我還沒有買過樂
透 結果她去買了很多的樂透彩回來 叫所有同門來買她的
樂透彩 你們記得 下次 我買很多的樂透彩 一箱 你們
每一個人拿一張 但是要給錢 我去買回來以後再賣給你
們 我還是要把本錢收回來 中了獎以後 誰中了獎 百分
之七十 八十 九十 你就要給我 其他的你才拿走 就是
百分之十你才拿走 其他的九十 欸 你要做功德啊！要買
地啊！要蓋很大的寺廟啊！××她就用這個方法賣樂透彩

開講出來 我是一九四五年乙酉年農曆五月十八號出生的
而且是午時 中午的時刻 我跟馬頭明王也非常的有緣 大
家舉那個經常看到的金剛杵 上面有一隻馬的 這就是馬頭
明王的金剛杵 我自己是把我的生辰八字公開 人家說不可
以公開 害怕那些不好的邪師給你做降頭 師尊是不怕的
我不只不怕這些邪師做降頭 我還不怕鬼
所以我經常這樣講：﹁妳鬼眾千千萬萬 就輸給我盧勝
彥 ﹂ 我說：﹁妳如果有種 千千萬萬的鬼 叫它們來找
我 不要找︿真佛宗﹀這些善良的弟子！﹂ 因為師尊把自
己的八字公開 妳要作法妳儘管做 我也不怕 我把妳作法
的東西全部把它吐出來 那一天 很多鐵釘在我的身體裡
我全部把它吐光 然後呢 叫妳千千萬萬的鬼來找我 不要
找我這些善良的弟子 我已經嗆聲好多次 從臺灣嗆到美國
來 在臺灣法座上面也是這樣講的 妳有千千萬萬的鬼 我
不怕 叫它們來 我是抓鬼的老祖宗！每天晚上我吃宵夜的
時候都是吃鬼 你不知道？我最喜歡吃的鬼是什麼鬼？
我最喜歡吃的鬼是這樣 有一個笑話 非洲的食人族父
子兩個人去狩獵 首先來了一個很瘦的女的走過去 兒子問
父親說：﹁這樣要嗎？﹂﹁不要 都是骨頭 衣架子不要
沒有什麼好吃 ﹂ 突然間來了一個很胖很胖的 兒子問父
親說：﹁這個要嗎？﹂﹁這個也不要 太油膩全部都是油
沒什麼好吃 ﹂ 突然間來了一個婀娜多姿的辣妹 兒子就
說：﹁這個要嗎？﹂ 他父親：﹁這個要！把她抓回去 把
你媽媽吃掉 ﹂師尊不一樣 師尊吃的鬼是大頭鬼 大頭
大身的 一口就是一隻 像慧君上師這樣的 我告訴你喔
我這個人最喜歡油膩的 反正你們兩個坐在最前面的 都是
我最喜歡的 呵呵
馬頭明王本身的法非常地多 主要在祂的牙齒非常有
力 所以第一個 祂的速度很快 第二 祂的牙齒非常有
力 以祂的牙齒本身來作法 在﹁增益法﹂方面 觀想馬飛

她自己賣 然後她自己也講了明牌 明牌是什麼？號碼！她
自己講 你們要買幾號幾號 我看到的是幾號幾號 你們去
買 然後又把彩券發給大家 不是送給大家 大家來買 買
中了還要百分之九十 八十或者百分七十的錢要還給她 是
要給她的 其他的百分之十 二十 三十 中獎的人才拿
走 她拿的是大部分 這一招好不好？︵眾答：好！︶下次
買來 放在這裡大家來買 她還賣過期的 這一期沒有中
那些過期的 人家沒有買的 她還賣！同門就問她：﹁為什
麼妳賣過期的？﹂﹁我不是賣過期的 我是賜福給你呀！你
知道嗎？你照底下那個號碼去買 就會中獎 ﹂也就是說雖
然它是過期的 但是 它有號碼 你按照那個號碼去買 結
果怎麼樣？沒有人中獎 槓龜啊！她玩這個把戲 沒有很久
就結束了 現在有玩嗎？還買彩券嗎？蓮久法師 她還在買
彩券？喔 買了派給大家 對呀 還是有在買 不死心耶！
她一定要中
不過有人這樣講 師尊是大福金剛 祂可以賜福給大
家 像剛剛蝙蝠就來了 那不是賜福給大家嗎？師尊本身是
大福金剛啊！很有 power 的 所以我曾經講我們︿真佛
宗﹀是中獎宗啊！中了多少獎？從蓮花梭麥開始 五千五百
萬美金 還有一億六千萬美金 樂透彩 就有人中 蓮花梭
麥第一個中獎 在臺灣 中了三十億台幣的 有人中！歌星
辛龍也中了好幾億 另外 還有很多弟子 三十億的 幾億
的 像汶萊的 中了二億 還有一個 四字獎連續中三年
的 泰國的 Ying 師姐 因為她的名字很長 所以我們只叫
她 Ying 師姐 因為她的象徵嘴巴很大 每天走出去 勾勾
勾勾勾 勾財天女的咒 唸一唸 回來之後 每次去買 大
獎 中獎 小獎 每一次中 連續中三年！她根本不用去上
班 上班做什麼？對不對？每天去外面勾勾勾 靠勾財天女
她就可以連續中三年喔！上次 她到︿台灣雷藏寺﹀來 我

出去 咬著一塊黃金回來 馬本身咬的黃金啊！十公斤重
十公斤多少錢？現在一公斤差不多四萬多美金 咬一次十公
斤差不多五十萬美金這樣咬回來 一次咬五十萬 第二次咬
五十萬 咬１００次呢？哇 這就是﹁增益法﹂
另外 也有﹁增智慧法﹂ 祂出去咬經書 佛典回來
你知道︿白馬寺﹀的來由嗎？︿白馬寺﹀是從西域 從天竺
用白馬駝著佛經 回到中國的時候 在那裡建了一座︿白馬
寺﹀ 就表示白馬揹著佛經回到中國 ︿白馬寺﹀的緣起是
這樣的 所以祂可以增加智慧 增加敬愛的呢？這個馬飛出
去 一樣用嘴巴咬 咬著你喜歡的對象 但是 要很輕很輕
地咬 咬了以後放在背上揹回來 那就是﹁敬愛法﹂ 還有
﹁降伏法﹂ 把怨敵咬住了就不會放 慢慢的像咬牧草一
樣 把他磨成粉 吞下肚子裡面 敵人就叮叮了 ﹁馬頭明
王法﹂有這樣非常好的益處在這裡
現在 再跟大家講︽道果︾的﹁三種禪定﹂的第二種
叫做﹁自性空定﹂ 話說 這是××最喜歡講的 她喜歡講
空性 我不知道她明不明白空性 但是她也常常講空性 空
性就是佛性 什麼是空性呢？這裡所寫﹁自性一切現象銷沒
後 生唯空獨存﹂ 只剩下空 把所有一切的現象 全部消
失掉 變成空 這就是空性 它是這樣解釋 如何把一切的
自性 一切的現象 全部化為沒有？這就是修行功夫 我們
人的念頭 是不太可能
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 我看了××的開示 上面寫著她
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號 她修寶源度母的護摩 二十一度
母裡面有寶源度母 寶源度母是什麼？是賜財福的度母 ×
×講 寶源度母就講了很多的法 講了很多的道理給大家
聽 這時候 寶源度母也賜給他們一種東西喔！祂賜給他們
每人一條念珠 寶源度母下降 然後祂賜給他們所有的人一
條念珠 你們收到沒有？沒有 一樣的
××也是這樣
問：﹁你們收到沒有？沒有 因為你們看不到 其實寶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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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哇！妳連續中好多年喔！﹂她說：﹁什麼好多年
我到現在還在中啊！﹂那個泰國 Ying 小姐 到現在還在
中 你看 這樣子 真的是中獎 有泰國 新加坡 汶萊
馬來西亞的 師母到新加坡 走進兩個雷藏寺 兩個雷藏寺
的號碼都開出來 ︿獅城雷臟寺﹀跟︿新加坡雷藏寺﹀ 兩
個全部都開出來 開出來都是頭獎 都中了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 有一個幫我拉車的 回頭跟我講：
﹁師父啊！祢給我四個字好嗎？﹂我不知道新加坡到底是怎
麼回事 什麼叫我給他四個字？他回頭看看我說：﹁師父
祢能不能給我四個字？﹂於是我說：﹁可以啊！我很喜歡
﹃慈 悲 喜 捨﹄﹂那個拉車的臉臭臭的 我也不知道他
為什麼不喜歡﹁慈悲喜捨﹂ 原來 他是要我給他四個號
碼 這很好玩的 蓮花梭麥是第一個中的 然後有一億六千
萬美金 五千五百萬美金的 另外 臺灣中獎的不知道有多
少 ︿台灣雷藏寺﹀突然之間也爆發 有人轉帳三百多萬給
︿台灣雷藏寺﹀奇怪了 他不知道我的帳號嗎？他怎麼轉給
雷藏寺啊？雷藏寺說最近收到三百萬 人家轉帳轉進來的
是中獎中的 他給︿台灣雷藏寺﹀三百萬 我心中想：﹁你
也應該分我一點啊！﹂欸 他講完以後也沒有繼續再講下
去 完全是︿台灣雷藏寺﹀的 還有一個弟子中了獎 他用
牛皮紙袋裝了一包錢 我在那邊人家獻哈達 我在掛哈達
突然間一個牛皮紙袋飛過來 從我頭上這邊打過去 喔！差
一點打到我的頭 然後 這個人就跑走了 本來是很生氣
的 居然丟過來差一點打到我的頭 一打開就不會生氣 中
獎的！他不給人家知道 只好用牛皮紙袋裝一大包這樣扔過
來 其實被打到也是很舒服 呵呵 真的 你看看吧！
﹁自性一切現象銷沒後 生唯空獨存 ﹂ 我師父教我
﹁如何空﹂ 你們師父有沒有教過你們如何空了？﹁空
性﹂ ﹁坐忘﹂ 我們講﹁坐忘﹂好了 坐忘比較容易 你
坐著 什麼都忘光 就忘掉了 就空掉了 如何空？教你一

說歐洲國家每年有１５０天以上的假日 好羨慕 我們亞洲
人命比較不好 ﹂ 另外一個人就講：﹁其實我們有一個
假 天數是外國人的３０倍 ﹂ 同事說：﹁有嗎？我怎麼
沒有聽說過？﹂ ﹁就是鬼月啊！中國的鬼一年放一整個月
的農曆七月 外國的鬼一年才放一天的萬聖節 我們死了以
後 假就比他們多了 ﹂中國人放假 鬼月是一個月 農曆
七月有３０天的假期 不過 ××那裡的鬼更好 一年３６
５天 天天放假 這是笑話
我現在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下個禮拜所做的法會是﹁紅
度母法會﹂ 紅度母很像勾財天女 非常的像 祂是二十一
度母之一 這一尊紅度母 祂是所
有二十一度母當中作法的本尊 行
法的本尊 作一切法的本尊 二十
一度母因為有這一尊紅度母 非常
特殊的 所以你們不只要跟祂結
緣 甚至還要持滿祂的咒 然後可
以成就 成就了以後 一切的法你
都可以作 也就是密教所有一切的
法 你都可以作 這是非常重要
的 這一尊紅度母用的金剛鉤 就
像馬頭明王一樣 用的是牙齒 但
是比勾財天女還要強的部分就是
勾財天女只是勾財 這一尊所勾的
是所有一切法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報名 跟祂的緣更深 更重 可以
救度所有的眾生 如果大家要結更
重的緣 最主要就要當主祈 今天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觀想一個咒字﹁吽﹂ 虛空之中 無雲
晴空 出現了一個藍色的﹁吽﹂字 然後它從尾巴當中慢慢
消失掉 第一個勾消失掉 第二個這個字消失掉 第三個這
個消失掉 再來一橫消失掉 再來月輪消失掉 再來日輪消
失掉 再來一個點消失掉 當最後那個點消失掉的時候 你
什麼都不想 那就是﹁坐忘﹂ 這個方法蠻好的 你打坐的
時候觀想一個咒字 然後藍色的﹁吽﹂字慢慢的從底下的一
個勾消失掉 兩個勾消失掉 三個勾消失掉 一橫消失掉
再來月輪消失掉 再來日輪消失掉 剩下一個點 這個點也
消失掉 就進入空性 那是師父教我的 你不要再想其他
的 這個空性 你能夠持續多少分鐘？越來越長 你就很容
易進入禪定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點消失掉 不久 你又想
到別的事情 就會再出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要常常練習
坐忘 因為一坐忘 就會進入三昧地 也就是禪定 師父教
我的方法是這樣 我教大家的是你把整個房間弄暗 點上一
根香 你就注意那根香上面的那個點 那叫做﹁一緣禪
定﹂ 你注意力集中在香上面紅色的那一點 然後等到你注
意力沒有了 紅色那個點也消失掉 那個時候就進入﹁空
性﹂ 進入禪定裡面
我也教大家 你如果願意觀想一個咒字 虛空中就是一
個﹁吽﹂字 然後 從字的尾巴慢慢消失掉 剩下一個點
點也消失掉 你能夠持續多少的時間 幾分鐘 二十五分鐘
或者是五分鐘 十分鐘 能夠持續半個小時就很厲害 什麼
都不要想 一出現念頭 就：﹁呸！﹂然後 很安靜的進入
三昧地 你這樣慢慢練習 就是練習﹁自性空定﹂的方法
否則﹁自性一切現象銷沒後 生唯空獨存 ﹂也就是剩下空
性獨存 要這樣練習 這是第二個﹁自性空定﹂一個方法
小明去找一個紋身的師傅：﹁師傅 我要紋身 ﹂ 紋
身的師父講：﹁好 你要紋什麼呢？﹂ 小明講：﹁在我的
身體幫我刺上一個女人 ﹂紋身的師父問：﹁為什麼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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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刺一個女人？﹂ 小明講：﹁我們不是有一句話嗎？成
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所以他要紋一個女人在他的
背後 成功的男人 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師尊沒有紋身 但
是背後有一個人看著我 我也不算成功 我不曉得什麼叫做
成功 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成功 ﹁平常心就是成功﹂！人
家問你：﹁平常心是什麼啊？﹂ ﹁每天都要活一天 快樂
一 天；活一天 感恩一天；活一天 修行一天 ﹂ 這就
是平常心 就是這樣 人家問我說：﹁那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 ﹂ 你能夠每一天你都很快樂 每一天你都很感
恩 都在感謝所有的眾生 天 地 君 親 師 感恩所有
的一切 都在感恩；再來 每一天你
都在修行 這就是平常心 這就是成
功 我認為 沒有什麼叫﹁成功﹂
沒有什麼叫﹁失敗﹂ 反正你按照平
常心這樣去做就對了
老闆叫外籍女傭去雜貨店買五香
花生 外籍女傭拿了錢 走到門口猶
豫了一下下 回過頭來問：﹁老闆
啊！五箱花生我拿不動 可不可以只
買一箱就好？﹂ 我們臺灣有所謂的
五香花生 花生很香 對呀！佳新師
姐送我們一包花生 我昨天晚上就拼
命吃 哇 吃太多了 很香耶！花生
一粒一粒這樣拿著一直吃下去 不會
停止的 師母今天早上也吃 她說鹽
稍微多一點 所以我現在每天晚上用
一個小碗 裝那些花生這樣當做宵夜
吃 一個花生一個鬼 呵呵
有兩個人在談話 一個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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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哇！妳連續中好多年喔！﹂她說：﹁什麼好多年
我到現在還在中啊！﹂那個泰國 Ying 小姐 到現在還在
中 你看 這樣子 真的是中獎 有泰國 新加坡 汶萊
馬來西亞的 師母到新加坡 走進兩個雷藏寺 兩個雷藏寺
的號碼都開出來 ︿獅城雷臟寺﹀跟︿新加坡雷藏寺﹀ 兩
個全部都開出來 開出來都是頭獎 都中了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 有一個幫我拉車的 回頭跟我講：
﹁師父啊！祢給我四個字好嗎？﹂我不知道新加坡到底是怎
麼回事 什麼叫我給他四個字？他回頭看看我說：﹁師父
祢能不能給我四個字？﹂於是我說：﹁可以啊！我很喜歡
﹃慈 悲 喜 捨﹄﹂那個拉車的臉臭臭的 我也不知道他
為什麼不喜歡﹁慈悲喜捨﹂ 原來 他是要我給他四個號
碼 這很好玩的 蓮花梭麥是第一個中的 然後有一億六千
萬美金 五千五百萬美金的 另外 臺灣中獎的不知道有多
少 ︿台灣雷藏寺﹀突然之間也爆發 有人轉帳三百多萬給
︿台灣雷藏寺﹀奇怪了 他不知道我的帳號嗎？他怎麼轉給
雷藏寺啊？雷藏寺說最近收到三百萬 人家轉帳轉進來的
是中獎中的 他給︿台灣雷藏寺﹀三百萬 我心中想：﹁你
也應該分我一點啊！﹂欸 他講完以後也沒有繼續再講下
去 完全是︿台灣雷藏寺﹀的 還有一個弟子中了獎 他用
牛皮紙袋裝了一包錢 我在那邊人家獻哈達 我在掛哈達
突然間一個牛皮紙袋飛過來 從我頭上這邊打過去 喔！差
一點打到我的頭 然後 這個人就跑走了 本來是很生氣
的 居然丟過來差一點打到我的頭 一打開就不會生氣 中
獎的！他不給人家知道 只好用牛皮紙袋裝一大包這樣扔過
來 其實被打到也是很舒服 呵呵 真的 你看看吧！
﹁自性一切現象銷沒後 生唯空獨存 ﹂ 我師父教我
﹁如何空﹂ 你們師父有沒有教過你們如何空了？﹁空
性﹂ ﹁坐忘﹂ 我們講﹁坐忘﹂好了 坐忘比較容易 你
坐著 什麼都忘光 就忘掉了 就空掉了 如何空？教你一

說歐洲國家每年有１５０天以上的假日 好羨慕 我們亞洲
人命比較不好 ﹂ 另外一個人就講：﹁其實我們有一個
假 天數是外國人的３０倍 ﹂ 同事說：﹁有嗎？我怎麼
沒有聽說過？﹂ ﹁就是鬼月啊！中國的鬼一年放一整個月
的農曆七月 外國的鬼一年才放一天的萬聖節 我們死了以
後 假就比他們多了 ﹂中國人放假 鬼月是一個月 農曆
七月有３０天的假期 不過 ××那裡的鬼更好 一年３６
５天 天天放假 這是笑話
我現在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下個禮拜所做的法會是﹁紅
度母法會﹂ 紅度母很像勾財天女 非常的像 祂是二十一
度母之一 這一尊紅度母 祂是所
有二十一度母當中作法的本尊 行
法的本尊 作一切法的本尊 二十
一度母因為有這一尊紅度母 非常
特殊的 所以你們不只要跟祂結
緣 甚至還要持滿祂的咒 然後可
以成就 成就了以後 一切的法你
都可以作 也就是密教所有一切的
法 你都可以作 這是非常重要
的 這一尊紅度母用的金剛鉤 就
像馬頭明王一樣 用的是牙齒 但
是比勾財天女還要強的部分就是
勾財天女只是勾財 這一尊所勾的
是所有一切法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報名 跟祂的緣更深 更重 可以
救度所有的眾生 如果大家要結更
重的緣 最主要就要當主祈 今天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觀想一個咒字﹁吽﹂ 虛空之中 無雲
晴空 出現了一個藍色的﹁吽﹂字 然後它從尾巴當中慢慢
消失掉 第一個勾消失掉 第二個這個字消失掉 第三個這
個消失掉 再來一橫消失掉 再來月輪消失掉 再來日輪消
失掉 再來一個點消失掉 當最後那個點消失掉的時候 你
什麼都不想 那就是﹁坐忘﹂ 這個方法蠻好的 你打坐的
時候觀想一個咒字 然後藍色的﹁吽﹂字慢慢的從底下的一
個勾消失掉 兩個勾消失掉 三個勾消失掉 一橫消失掉
再來月輪消失掉 再來日輪消失掉 剩下一個點 這個點也
消失掉 就進入空性 那是師父教我的 你不要再想其他
的 這個空性 你能夠持續多少分鐘？越來越長 你就很容
易進入禪定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點消失掉 不久 你又想
到別的事情 就會再出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要常常練習
坐忘 因為一坐忘 就會進入三昧地 也就是禪定 師父教
我的方法是這樣 我教大家的是你把整個房間弄暗 點上一
根香 你就注意那根香上面的那個點 那叫做﹁一緣禪
定﹂ 你注意力集中在香上面紅色的那一點 然後等到你注
意力沒有了 紅色那個點也消失掉 那個時候就進入﹁空
性﹂ 進入禪定裡面
我也教大家 你如果願意觀想一個咒字 虛空中就是一
個﹁吽﹂字 然後 從字的尾巴慢慢消失掉 剩下一個點
點也消失掉 你能夠持續多少的時間 幾分鐘 二十五分鐘
或者是五分鐘 十分鐘 能夠持續半個小時就很厲害 什麼
都不要想 一出現念頭 就：﹁呸！﹂然後 很安靜的進入
三昧地 你這樣慢慢練習 就是練習﹁自性空定﹂的方法
否則﹁自性一切現象銷沒後 生唯空獨存 ﹂也就是剩下空
性獨存 要這樣練習 這是第二個﹁自性空定﹂一個方法
小明去找一個紋身的師傅：﹁師傅 我要紋身 ﹂ 紋
身的師父講：﹁好 你要紋什麼呢？﹂ 小明講：﹁在我的
身體幫我刺上一個女人 ﹂紋身的師父問：﹁為什麼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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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刺一個女人？﹂ 小明講：﹁我們不是有一句話嗎？成
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所以他要紋一個女人在他的
背後 成功的男人 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師尊沒有紋身 但
是背後有一個人看著我 我也不算成功 我不曉得什麼叫做
成功 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成功 ﹁平常心就是成功﹂！人
家問你：﹁平常心是什麼啊？﹂ ﹁每天都要活一天 快樂
一 天；活一天 感恩一天；活一天 修行一天 ﹂ 這就
是平常心 就是這樣 人家問我說：﹁那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 ﹂ 你能夠每一天你都很快樂 每一天你都很感
恩 都在感謝所有的眾生 天 地 君 親 師 感恩所有
的一切 都在感恩；再來 每一天你
都在修行 這就是平常心 這就是成
功 我認為 沒有什麼叫﹁成功﹂
沒有什麼叫﹁失敗﹂ 反正你按照平
常心這樣去做就對了
老闆叫外籍女傭去雜貨店買五香
花生 外籍女傭拿了錢 走到門口猶
豫了一下下 回過頭來問：﹁老闆
啊！五箱花生我拿不動 可不可以只
買一箱就好？﹂ 我們臺灣有所謂的
五香花生 花生很香 對呀！佳新師
姐送我們一包花生 我昨天晚上就拼
命吃 哇 吃太多了 很香耶！花生
一粒一粒這樣拿著一直吃下去 不會
停止的 師母今天早上也吃 她說鹽
稍微多一點 所以我現在每天晚上用
一個小碗 裝那些花生這樣當做宵夜
吃 一個花生一個鬼 呵呵
有兩個人在談話 一個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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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紅度母唸誦法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法會∕ 丁酉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地點∕ Meydenbauer Center

首傳–紅度母不共大法

灌頂∕ 紅度母法
主辦∕ 西雅圖雷藏寺

首傳﹁紅度母法﹂，
紅 度 母 是 ㆓ ㈩ ㆒ 度 母 當㆗

雜誌

障 讓災禍不發生 像我們唸：﹁天羅神 地羅神 人離
難 難離身 一切災殃化為塵 ﹂這句話就是息災 一個就
是增益 增加你本身的利益 增加他人的利益 這個都是作
法 一個是敬愛 敬愛 這世間我們稱為有情 娑婆世界我
們稱為有情 有情世界 這個﹁情﹂字才是真正的非常奇
妙 沒有辦法解釋的一個字 你要在這個﹁情﹂字上 能夠
很順暢 很如意 就是作的法叫做﹁懷法﹂ 就是﹁敬愛
法﹂ 一共歸納為四點 第四個要點 很奇怪 自己喜歡的
人總是那麼地遙遠 自己不喜歡的人 天天都見面 不管是
在年輕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做事業的時候
始終有怨親會這種現象 所以必須要作這一種法 這一種法
是非常特殊的 把自己的障礙給它消除 把自己的怨敵給它
退散 這個法就是﹁降伏法﹂ 紅度母就是作法的一個 在
二十一度母當中作法最重要的一個本尊 今天教你們吧！
同樣的紅度母的唸誦法 一定要有前行 我們講的前行
是什麼？大禮拜法 大供養法 四皈依法 大懺悔法 四無
量心 發菩提心 披甲護身 這裡面就是前行七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是前行七支 這個平時我們密
教行者統統都要把它學會；
再來呢 進入正行 正行就是觀想 想自己的心輪中有
一個﹁阿﹂字 變化成紅色的月輪 也就是自己的心中八葉
蓮花 心中有個﹁阿﹂字 然後變化成一個紅色的月輪 紅
色的月輪的中間有一個種子字 就是﹁擋﹂
﹁擋﹂是
二十一度母本身的種子字 ﹁擋﹂字放出光芒 變成紅色的
蓮花│烏巴拉花也是紅色的蓮花 是蓮花的一種 蓮花的中
心又有一個﹁擋﹂字放光 行者自己就變成紅度母 這種變
化 先觀想行者自己心中有一個﹁阿﹂
字 變化成紅色
的月輪 月輪中有一個﹁擋﹂字 放光變成紅色的蓮花│烏
巴拉花 蓮花的中心又一個﹁擋﹂字放光 行者自己就變成
紅度母 紅度母的形象啊 看看我身後的紅度母的形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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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法會本尊﹁西方極樂
世界阿彌陀如來﹂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丹增嘉措仁波
切 還有來自各地尊貴的上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另外 今天所有來自於各
地的很尊貴的貴賓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
好！大家好！︵粵語︶
現在已經是四點三十一分 請問我能夠講多久？剩下的
時間不多 我自己是這樣認為 已經四點多了 平時在山莊
做護摩 這時候已經結束了；現在還要說法 有一大堆的東
西要講 不知道從何講起 時間始終都是不夠的 我覺得自
己的人生 從年輕走到現在 主持的法會不知道有多少 但
是到現在還是時間不夠 整個人生在時間上 始終覺得是不
夠的 可見非常難講 講也講不出來 就讓它隨便吧！
今天主要是要談﹁紅度母的唸誦法﹂ 這尊是二十一度
母其中的一尊 是屬於作法的本尊 一聽到作法 密教是有
作法 還有很多行法 但是談到作法 又另外給人家一種想
法 像這個息災 就是息滅我們自己本身的業障跟別人的業

我

﹁ 作 法 ﹂ 最 重 要 的 ㆒ 個本尊 。

敬禮紅色大度母。
阿彌陀佛頂上飾。
法力第一來相應。
最終修成菩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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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紅度母唸誦法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法會∕ 丁酉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地點∕ Meydenbauer Center

首傳–紅度母不共大法

灌頂∕ 紅度母法
主辦∕ 西雅圖雷藏寺

首傳﹁紅度母法﹂，
紅度母是㆓㈩㆒度母當㆗

雜誌

障 讓災禍不發生 像我們唸：﹁天羅神 地羅神 人離
難 難離身 一切災殃化為塵 ﹂這句話就是息災 一個就
是增益 增加你本身的利益 增加他人的利益 這個都是作
法 一個是敬愛 敬愛 這世間我們稱為有情 娑婆世界我
們稱為有情 有情世界 這個﹁情﹂字才是真正的非常奇
妙 沒有辦法解釋的一個字 你要在這個﹁情﹂字上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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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是那麼地遙遠 自己不喜歡的人 天天都見面 不管是
在年輕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做事業的時候
始終有怨親會這種現象 所以必須要作這一種法 這一種法
是非常特殊的 把自己的障礙給它消除 把自己的怨敵給它
退散 這個法就是﹁降伏法﹂ 紅度母就是作法的一個 在
二十一度母當中作法最重要的一個本尊 今天教你們吧！
同樣的紅度母的唸誦法 一定要有前行 我們講的前行
是什麼？大禮拜法 大供養法 四皈依法 大懺悔法 四無
量心 發菩提心 披甲護身 這裡面就是前行七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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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呢 進入正行 正行就是觀想 想自己的心輪中有
一個﹁阿﹂字 變化成紅色的月輪 也就是自己的心中八葉
蓮花 心中有個﹁阿﹂字 然後變化成一個紅色的月輪 紅
色的月輪的中間有一個種子字 就是﹁擋﹂
﹁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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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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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法會本尊﹁西方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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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是要談﹁紅度母的唸誦法﹂ 這尊是二十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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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作 法 ﹂ 最 重 要 的 ㆒ 個 本 尊。

敬禮紅色大度母。
阿彌陀佛頂上飾。
法力第一來相應。
最終修成菩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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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二臂 微笑 右手持鉤 就是金剛鉤 放在膝蓋之上 左
手持紅色蓮花│烏巴拉花 當胸 花開在耳旁 祂的腳是右
屈左伸 坐在紅色的蓮花座上 右腳是屈起來的 祂有三
目 有三個眼睛 天衣重裙 祂的心際有字﹁絀唎﹂
﹁絀唎﹂就是阿彌陀佛的種子字 可見紅度母也是從阿彌陀
佛那裡化身而來 眉心有個﹁嗡﹂字；頸上 就是喉輪有個
﹁阿﹂字；心際又有一個﹁吽﹂字 這時候行者已經是紅度
母
虛空之中又有智慧的本尊 也是紅度母 祂下降 與行
者自己合為一體 觀想的時候 手結度母手印 度母手印跟
金母手印是一樣的 此時 等於是灌頂己身 甘露滿身 一
切業障消除 清淨 在祂的頂上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住
在頂上的 觀想完畢以後 你唸祂的咒：﹁嗡 打咧 嘟打
咧 桑打惹尼 些 梭哈﹂ 一共唸一百○八遍 注意喔
每一壇持咒一百○八遍 但這個咒要持滿一百五十萬遍才會
產生最大的力量 但是這個咒呢 要持一百五十萬遍才有大
力；五十萬遍是中力；十萬遍是小力 有大 中 小三種力
量 你能夠持越多當然是最好
再來 就是入三昧地 依紅度母之緣入定 用﹁止觀
法﹂入定 ﹁止觀法﹂就是如果有妄念來 你就把它﹁呸﹂
停止 然後再觀想自己本身就是紅度母 觀想清楚 然後又
有妄念進來 你再用﹁呸﹂把它去除掉 一止一觀 然後入
三昧地 後來 你連觀想都不用 坐忘了 那時候才叫做進
入空性 出定以後作法 金剛鉤三轉 這個是要訣！師尊現
在是持著金剛鉤 你不一定跟我持一樣的金剛鉤 大家每一
個人去買一支金剛鉤 哇 這個又大家拚命做 就可以發
財！不一定！你觀想自己手上的金剛鉤 三轉 所謂三轉
就是右面三轉 左面三轉 這就是三轉 這個就是口訣！如
果你只會拿金剛鉤 但不會三轉 沒有三轉 這金剛鉤是死
的 三轉金剛鉤就變成活的 這金剛鉤就是活起來的 你用

意念觀想金剛鉤 右三轉 左三轉 這金剛鉤就是活的 這
一點很重要 這是口訣！很重要的口訣 一定要做的
再來 我告訴大家 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你要作息
災法 紅度母面前 有無雲晴空 無雲晴空出現一個﹁吽﹂
字 嗡 阿 吽那個﹁吽﹂字 ﹁吽﹂字是有一點 再來日
輪 再來月輪 再來一橫 再來三個勾 那麼你知道日輪是
一個圓圈 你觀想無雲晴空有白色的﹁吽﹂字 你用金剛鉤
三轉以後 觀想的這個鉤 去勾住那個﹁吽﹂字 勾住日
輪 這時候啊 好像有人生病 你家中有人生病 或者你的
親人生病 要消除他的病業 把這個病人觀想來 然後開始
這個白色的﹁吽﹂字 化為甘露 一滴一滴地進入病人的口
中 流到他生病的全身 讓他全身充滿白色的甘露 這就是
﹁作法﹂ 這就是息災的作法
你這個人有業障 一樣的 勾住白色的﹁吽﹂字 化為
甘露 讓它進入這個人的身上 業障從毛細孔排出黑色的黑
水出去 或者黑色的蟲蟻出去 讓這個人身體全部都是白色
的甘露 這就是息災法 我只舉一個例子 你有方法的話
你觸類旁通 就可以作息災法 記得息災法有一個咒語 祂
的咒語很長：﹁嗡 打列 都打列 桑打列尼 王都德許
惹那司的 哇香古魯 些 梭哈 ﹂ 但是呢 你不要唸那
麼長 可以唸短的 師尊教你 有一個很簡單的 只取上面
一個字：﹁嗡 打都 桑王惹哇 些 梭哈 ﹂就是這麼
短 唸這個咒語 用金剛鉤去勾白色的﹁吽﹂字 虛空中勾
來白色的﹁吽﹂字就是息災法的作法 這樣聽得懂嗎？
增益呢？更簡單了 金剛鉤轉三下 右轉三下 左轉三
下 勾住虛空中黃色的﹁吽﹂字 然後慢慢地這個﹁吽﹂字
消失掉 在﹁吽﹂字消失掉之間 會落下很多的錢在你的四
周 就是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 One hundred dollars 你坐
在當中 到時候旁邊的錢 就變成你坐在井中之蛙 旁邊的
錢就是井 堆得很高 在你的四周都是你的錢 這就是增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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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增加你利益的方法 你們要請那個增益法的作法 觸類
旁通 你懂得這個 然後你再去想你如何增加你的利益 用
金剛鉤勾虛空黃色的﹁吽﹂字 然後﹁吽﹂字消失掉 那個
錢從虛空中掉下來 滿滿的 這是增益法
再來就是懷法 所謂懷法就是敬愛法 現在很多男的尋
找自己的伴侶 連女的也在尋找自己的伴侶 始終沒有找
到 你要觀想虛空中作這個法 然後用金剛鉤勾住紅色的
﹁吽﹂字 也是一樣 紅的﹁吽﹂字燃掉 出現一個婀娜多
姿漂亮的女生在你面前 你心儀的 燃掉就出現在你面前
出現在面前沒有什麼意思 應該像大勝歡喜天一樣 大勝歡
喜天是怎麼樣？以雙抱的方法 行者抱住那個女生 那個女
生抱住你 可以講是﹁壁咚﹂ 就變成﹁壁咚﹂了 你做完
這個法就是﹁壁咚﹂ 那﹁壁咚﹂了以
後 你如果有心儀的對象 那個女的就會
讓你﹁壁咚﹂ 這是懷法 會嗎？會了
蓮東會了？剛剛是你喊的吧？這個是懷
法
所謂的誅法怎麼做？一樣的 金剛鉤
三轉 勾住虛空之中的藍色的﹁吽﹂字
一樣把﹁吽﹂字燃掉 什麼叫做燃掉？就
是從底下的尾端 一直燒 燒到最上面的
日輪一點 然後化成灰沒有 但是這個灰
呢 如果你有怨敵 你不喜歡這個人 要
請他離開這個職位 這個時候 藍色的
﹁吽﹂字化成灰 灰就掉入這個人的口
中 然後唸一句：﹁棒！﹂ 就是炸彈爆
炸 那這個人就粉身碎骨度眾生 你就要
給他超度 慧君就給他超度 怎麼辦？我
告訴你啦 你不要那麼嚴重 就化成灰
觀想他離開他的職位 走出門外 他就會

終修成菩薩住 ﹂ 迴向 ﹃百字明
咒﹄ 然後出壇 要注意一點 如果不作
法 由出定直接誦讚就可以了 咒音以我
唸的咒音為準 具根本上師的加持力 觀
想越清晰越好 關於﹁些﹂字 有一個古
文的﹁些﹂字 藏文的﹁些﹂字跟梵文的
﹁些﹂字是相同的 兩個﹁些﹂字是相同
的 這個法講完了 紅度母在這裡︵師尊
手指紅度母大唐卡︶ 這一尊是作法的本
尊 你們要作息 增 懷 誅這些法 一
定要修這一尊 其他的法是指特別的對
象 這一尊可以作全部的法 甚至由四個
息 增 懷 誅的法 演變成為很多的
法 確實是可以演變很多很多的法
比如說什麼呢？你家裡是不是清淨？
家裡不清淨 你唸這一尊 用金剛鉤勾白
色的﹁吽﹂字下來 燃的時候放出很強烈
的光明 把你家裡所有的陰氣全部消除
掉 就是清淨法 簡單的講 這就是你家
裡的清淨法；家庭不和諧 父親跟兒子不
怎麼和諧 兄弟姊妹不怎麼和諧 你用這
個法 紅色的﹁吽﹂字出現 變成紅色的
光 把你的家庭充滿 家裡每一個人都會
變得非常的和諧 這就是另外一個變化
有一個住戶 住在你租的房子 他不
付錢也不搬走 就一直待在你家裡 賴在
那裡不搬 要告他也不行 他又沒有錢
又沒有辦法付你房租 他又不走 怎麼
辦？那你就用金剛鉤 勾藍色的﹁吽﹂字

離開那個座位 離開他目前的職位 走到外面去 就帶著吉
他去流浪 你就可以坐上這個位子 這就是﹁誅法﹂ 不要
讓他﹁棒﹂一聲 黃色的炸藥在人身上 ﹁棒﹂一聲 這個
人就真的粉身碎骨 這就是誅法
跟大家講 這四點 觸類旁通也就是以這四個 你自己
想出來的觀想 如何觀想這個人怎麼樣 如何觀想財物到你
身上 如何觀想心儀的人到你身上 如何觀想英俊的男士到
你身上 如何觀想你身上的災難息掉 只要那個變化 化成
甘露乳 白色的甘露乳進入口中 你的病業就可以消除 這
就是作法 現在應該會了吧？不過不教你們 如果不這樣
講 你們怎麼想 ﹁江湖一點訣 講破不值錢 不講你就想
三年﹂︵臺語︶ 江湖一點訣 這就是口訣！我今天不這樣
講 你金剛鉤拿起來你不會用 你不懂
得轉三轉 然後勾虛空的﹁吽﹂字
﹁吽﹂字是什麼？﹁吽﹂字是代表一
切 ﹁嗡﹂就是虛空啊！﹁阿﹂就是
一 ﹁吽﹂就是一切啊！虛空是零
﹁嗡﹂是零 ﹁阿﹂就是一 ﹁吽﹂就
是變成一切 所以這個﹁吽﹂字可以代
表一切 你把這個金剛鉤勾住白色的
勾住紅色的 勾住藍色的 勾住黃色
的 都有它的作用 然後給它燃 變成
甘露 變成黃色的炸藥 變成敬愛的粉
下來 然後變成所有的金銀珠寶 金錢
在你的四周 都是你擁有的 看你怎麼
作法 這就是作法 息災 增益 降
伏 敬愛的作法
不作法的時候 你只要入三昧地
然後出定 誦讚：﹁敬禮紅色大度母
阿彌陀佛頂上飾 法力第一來相應 最

要化為什麼？你就迴向：﹁請那個人聽
我的話 我叫他搬 他就搬 ﹂ 然後
藍色的﹁吽﹂字燃燒 化為粉進入他的
口中 將這個人勾召來 化為藍色的粉
進入他的口中 藍色的粉上面寫著幾個
字﹁請他走路﹂ 它一進到他的心中
忽然之間 他就行李裝一裝 第二天
他就搬走了
這個都有方法的啊！你知道我們移
民來這裡 移民到美國來 第一個是身
份 第二個就是稅 稅很重要 你知道
哪一個人跟你查稅 查稅的官是哪一
個 你會知道嘛！有見過嗎？一般來
講 是由會計師去見比較多一點 本人
見到是很難 可是你只要知道哪一個跟
你查稅 你就用懷法 紅色的懷法下
來 然後進到查稅人的口中 紅色的進
到他的口中 讓他對你充滿溫柔的愛
意 他一看到你 他心裡就非常地爽
不用查啦！沒問題啦！你通過了 這懷
法你也會作啊！你作那個懷法就讓他敬
愛你 不要把你當成仇人：﹁我非查到
你不可！非把你的所有的稅統統都要
繳 要繳多少稅多少稅出來 ﹂ 而且
有的時候 還把你抓進去關 這個懷法
最重要 讓他對你有感情 一來看
啊 這個都可以通融啦！不要查那麼
緊 眼睛矇一矇就過去
很多法是可以作的 一百○八法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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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增加你利益的方法 你們要請那個增益法的作法 觸類
旁通 你懂得這個 然後你再去想你如何增加你的利益 用
金剛鉤勾虛空黃色的﹁吽﹂字 然後﹁吽﹂字消失掉 那個
錢從虛空中掉下來 滿滿的 這是增益法
再來就是懷法 所謂懷法就是敬愛法 現在很多男的尋
找自己的伴侶 連女的也在尋找自己的伴侶 始終沒有找
到 你要觀想虛空中作這個法 然後用金剛鉤勾住紅色的
﹁吽﹂字 也是一樣 紅的﹁吽﹂字燃掉 出現一個婀娜多
姿漂亮的女生在你面前 你心儀的 燃掉就出現在你面前
出現在面前沒有什麼意思 應該像大勝歡喜天一樣 大勝歡
喜天是怎麼樣？以雙抱的方法 行者抱住那個女生 那個女
生抱住你 可以講是﹁壁咚﹂ 就變成﹁壁咚﹂了 你做完
這個法就是﹁壁咚﹂ 那﹁壁咚﹂了以
後 你如果有心儀的對象 那個女的就會
讓你﹁壁咚﹂ 這是懷法 會嗎？會了
蓮東會了？剛剛是你喊的吧？這個是懷
法
所謂的誅法怎麼做？一樣的 金剛鉤
三轉 勾住虛空之中的藍色的﹁吽﹂字
一樣把﹁吽﹂字燃掉 什麼叫做燃掉？就
是從底下的尾端 一直燒 燒到最上面的
日輪一點 然後化成灰沒有 但是這個灰
呢 如果你有怨敵 你不喜歡這個人 要
請他離開這個職位 這個時候 藍色的
﹁吽﹂字化成灰 灰就掉入這個人的口
中 然後唸一句：﹁棒！﹂ 就是炸彈爆
炸 那這個人就粉身碎骨度眾生 你就要
給他超度 慧君就給他超度 怎麼辦？我
告訴你啦 你不要那麼嚴重 就化成灰
觀想他離開他的職位 走出門外 他就會

終修成菩薩住 ﹂ 迴向 ﹃百字明
咒﹄ 然後出壇 要注意一點 如果不作
法 由出定直接誦讚就可以了 咒音以我
唸的咒音為準 具根本上師的加持力 觀
想越清晰越好 關於﹁些﹂字 有一個古
文的﹁些﹂字 藏文的﹁些﹂字跟梵文的
﹁些﹂字是相同的 兩個﹁些﹂字是相同
的 這個法講完了 紅度母在這裡︵師尊
手指紅度母大唐卡︶ 這一尊是作法的本
尊 你們要作息 增 懷 誅這些法 一
定要修這一尊 其他的法是指特別的對
象 這一尊可以作全部的法 甚至由四個
息 增 懷 誅的法 演變成為很多的
法 確實是可以演變很多很多的法
比如說什麼呢？你家裡是不是清淨？
家裡不清淨 你唸這一尊 用金剛鉤勾白
色的﹁吽﹂字下來 燃的時候放出很強烈
的光明 把你家裡所有的陰氣全部消除
掉 就是清淨法 簡單的講 這就是你家
裡的清淨法；家庭不和諧 父親跟兒子不
怎麼和諧 兄弟姊妹不怎麼和諧 你用這
個法 紅色的﹁吽﹂字出現 變成紅色的
光 把你的家庭充滿 家裡每一個人都會
變得非常的和諧 這就是另外一個變化
有一個住戶 住在你租的房子 他不
付錢也不搬走 就一直待在你家裡 賴在
那裡不搬 要告他也不行 他又沒有錢
又沒有辦法付你房租 他又不走 怎麼
辦？那你就用金剛鉤 勾藍色的﹁吽﹂字

離開那個座位 離開他目前的職位 走到外面去 就帶著吉
他去流浪 你就可以坐上這個位子 這就是﹁誅法﹂ 不要
讓他﹁棒﹂一聲 黃色的炸藥在人身上 ﹁棒﹂一聲 這個
人就真的粉身碎骨 這就是誅法
跟大家講 這四點 觸類旁通也就是以這四個 你自己
想出來的觀想 如何觀想這個人怎麼樣 如何觀想財物到你
身上 如何觀想心儀的人到你身上 如何觀想英俊的男士到
你身上 如何觀想你身上的災難息掉 只要那個變化 化成
甘露乳 白色的甘露乳進入口中 你的病業就可以消除 這
就是作法 現在應該會了吧？不過不教你們 如果不這樣
講 你們怎麼想 ﹁江湖一點訣 講破不值錢 不講你就想
三年﹂︵臺語︶ 江湖一點訣 這就是口訣！我今天不這樣
講 你金剛鉤拿起來你不會用 你不懂
得轉三轉 然後勾虛空的﹁吽﹂字
﹁吽﹂字是什麼？﹁吽﹂字是代表一
切 ﹁嗡﹂就是虛空啊！﹁阿﹂就是
一 ﹁吽﹂就是一切啊！虛空是零
﹁嗡﹂是零 ﹁阿﹂就是一 ﹁吽﹂就
是變成一切 所以這個﹁吽﹂字可以代
表一切 你把這個金剛鉤勾住白色的
勾住紅色的 勾住藍色的 勾住黃色
的 都有它的作用 然後給它燃 變成
甘露 變成黃色的炸藥 變成敬愛的粉
下來 然後變成所有的金銀珠寶 金錢
在你的四周 都是你擁有的 看你怎麼
作法 這就是作法 息災 增益 降
伏 敬愛的作法
不作法的時候 你只要入三昧地
然後出定 誦讚：﹁敬禮紅色大度母
阿彌陀佛頂上飾 法力第一來相應 最

要化為什麼？你就迴向：﹁請那個人聽
我的話 我叫他搬 他就搬 ﹂ 然後
藍色的﹁吽﹂字燃燒 化為粉進入他的
口中 將這個人勾召來 化為藍色的粉
進入他的口中 藍色的粉上面寫著幾個
字﹁請他走路﹂ 它一進到他的心中
忽然之間 他就行李裝一裝 第二天
他就搬走了
這個都有方法的啊！你知道我們移
民來這裡 移民到美國來 第一個是身
份 第二個就是稅 稅很重要 你知道
哪一個人跟你查稅 查稅的官是哪一
個 你會知道嘛！有見過嗎？一般來
講 是由會計師去見比較多一點 本人
見到是很難 可是你只要知道哪一個跟
你查稅 你就用懷法 紅色的懷法下
來 然後進到查稅人的口中 紅色的進
到他的口中 讓他對你充滿溫柔的愛
意 他一看到你 他心裡就非常地爽
不用查啦！沒問題啦！你通過了 這懷
法你也會作啊！你作那個懷法就讓他敬
愛你 不要把你當成仇人：﹁我非查到
你不可！非把你的所有的稅統統都要
繳 要繳多少稅多少稅出來 ﹂ 而且
有的時候 還把你抓進去關 這個懷法
最重要 讓他對你有感情 一來看
啊 這個都可以通融啦！不要查那麼
緊 眼睛矇一矇就過去
很多法是可以作的 一百○八法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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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一個 本尊一定下降 我今天沒有講阿彌陀佛下降
也沒有講紅度母下降 對不對？我只是在開示法 她不是
的 她一定是護摩火的本尊一定下降 下降還給她
BODY,BODY 很親熱地 然後 TALK 很親熱的跟她講話
這個本尊下來就跟她講 菩薩就對她說 ﹁我對菩薩說：
﹃菩薩開示 ﹄ 那麼我也跟著開示 ﹂ 這就是非常精
彩 每一次都這樣 連釋迦牟尼佛都下來 都跟她
BODY,BODY
就跟她握著手 釋迦牟尼佛說：﹁妳手伸出
來 ﹂ 她手就伸出來 釋迦牟尼佛就握著她的手 哇！釋
迦牟尼佛牽她的手 非常的親熱 我告訴你喔！每一尊本尊
都跟她講話 她也跟本尊講話；本尊開示 然後××開示
我稱為﹁交叉開示﹂ 交叉開示就是本尊講了 她也跟著
講 兩個配搭 這樣底下聽的人就被麻醉了：﹁唉呀！是佛
來講耶！是菩薩來講耶！你不聽行嗎？﹂ 一定要去聽的
她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這是她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 佛菩薩來了以後會給××堂的同門贈禮
什麼叫贈禮？禮品啊！這個贈禮一定要有的 釋迦牟尼佛來
的時候 給他們每一個人都吃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 不去
聽 你吃不到舍利子啊！××坐在法座上 就撒下一個舍利
子進來：﹁哇！好香 好甘 好美味喔！﹂吃下釋迦牟尼佛
的舍利子 不只如此 所有聽她法的人 統統都吃了舍利子
啊！這是釋迦牟尼佛的贈品
另外瑤池金母來了 ××想瑤池金母是女生 比較沒有
舍利子 應該有的啦！但是她沒有講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有
青鳥啣著鳳冠的珠子 然後每個人吃珠子 鳳冠的珠 像透
明的水晶球 很亮的 像鑽石 統統每個同門都有 吃珠子
耶！阿彌陀佛！珠子也可以吃耶？這個戴著冠的珠子也可以
吃？反正瑤池金母送給她的啦！大家都吃了由青鳥口含著珠
子給所有的同門吃 包括她自己吃
都有贈品 黃財神給三張的空白支票 三張空白的支

不是只有息 增 懷 誅啊！真的！可以做很多法 密教作
很多法的 對於行者本身的修行是有幫助的 你如果要入美
國海關 害怕他查你啊 或者找你麻煩 或者怎麼樣 你就
在那邊觀想金剛鉤 啊 勾下來 用紅色的粉給他吃 他看
到你：﹁給我電話號碼 好嗎？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
友？﹂ 你每一次來 碰到他 他都讓你過去 非常好的
還要跟你做朋友 超度祖先 超度應該用什麼法？你們自己
想想 其實 超度祖先 祖先如果有業障 還是用白色的
﹁吽﹂字比較好 告訴你 金剛鉤左右各轉三下 ﹁吽﹂字
化為一朵蓮花 祖先坐在蓮花上面 咻！就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很多法的 金剛鉤很有用的 這個鉤子用觀想的就可以
了 不用每一個人拿一支 到時候 你們來參加法會 每人
拿一個金剛鉤 告訴妳 慧君的心地不是很好 慧君上師說
要把我勾回家 妳不是我的菜 我告訴妳喔 妳就像一個什
麼東西呀 我們臺灣人叫做陀螺 陀螺頭是那麼小 身子那
麼大 我把妳看成陀螺呢！勾我回去教導妳佛法？我沒那麼
閒啦！我寧可教一個婀娜多姿 我也不會教妳 我告訴妳
妳自己好好聽著 不要妄想 呵呵 師尊的身邊有很多護法
在 對不對 妳勾我勾不走 除非我自願讓妳勾 像慧君這
個 妳不要妄想 妄想也沒用 如果我看到一個美女 她不
用勾我 我自己就被她勾走了 跟你講真的喔！
最近 師尊讀了××的開示文集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
七年 一九九八年的比較多一點 我把它整理成為一個開示
的模式 ××開示的模式是這樣的 其實 她也是蠻聰明
很會講話 非常會講話 而且連我看了她的開示文以後 我
都要爬著去皈依她 這個人是很偉大 真的 她能夠這樣開
示下來 讓很多信眾信服她 有她的原因 她的開示模式是
這樣的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堂做了救水災度母的
護摩火供 我讀了整個開示文以後 發覺了××她的開示模

票：﹁由你們填 你們自己填 ﹂ 每個人填三張空白支
票 而且黃財神用祂的腳壓印在支票上面 ﹁啵﹂ ﹁可以
用啦！你們欠多少錢 我給你們！﹂ 每個人有三張空白的
支票 但是不要高興太早 你如果賺了錢 中了樂透 或者
做了大生意 不管賺了多少 要拿百分之九十回來給××
百分之十要布施給××堂 所以你剩下多少？不要高興得太
早 就是這樣講啊！空白支票呢！黃財神用腳去壓印 阿嬤
喂 祂有沒有香港腳啊？
瑤池金母的拂塵已經送給××了 ××說每個同門面前
她搖兩下 屁股這個黑氣就流出來了 身體的黑氣從他身體
出來 所以她無形之中拿著瑤池金母的拂塵 她對每個去的
同門搖一搖 大家的黑氣都消散 還有每個人到了所有的本
尊生日的時候啊 所有慶祝本尊生日的蛋糕 吃了可以消三
世的業障 這個我們都沒有的 你們有沒有？她吃了可以消
三世的業障 阿彌陀佛 這麼好！就算是半夜我也爬過去！
瑤池金母給他們吃了一個非常大的仙桃 放在護摩爐的中
心 賜給她大仙桃 那一次的護摩灰啊！很有用處 有病治
病 無病強身 拿回去 哪一個病人吃了都會好 撒家裡家
裡就會清淨 埋在家的四周就是結界 這是瑤池金母賜的大
仙桃
還有寶源度母賜給每個人一條無形的念珠 因為大家看
不到 所以××拿下來真的念珠 然後她加持了 說：﹁我
加持過的念珠就等於是寶源度母加持的念珠 你們拿回去
每個人唸了就一定有效 ﹂ 這是寶緣度母賜給的念珠 另
外 天上聖母下降 媽祖婆下降 下降了以後怎麼樣？﹁你
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個玉旨 還有頭上戴的鳳冠 ﹂她
講的是鳳冠 其實是通天冠 天上聖母戴的是通天冠 ﹁你
們每個人頭上都頂著通天冠 手上都捧著玉旨 ﹂
她做救水災度母 她說：﹁因為這次的火供 特別的專
一跟發心 所以救水災度母賜給每一個人 79 件的善果 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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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一個 本尊一定下降 我今天沒有講阿彌陀佛下降
也沒有講紅度母下降 對不對？我只是在開示法 她不是
的 她一定是護摩火的本尊一定下降 下降還給她
BODY,BODY 很親熱地 然後 TALK 很親熱的跟她講話
這個本尊下來就跟她講 菩薩就對她說 ﹁我對菩薩說：
﹃菩薩開示 ﹄ 那麼我也跟著開示 ﹂ 這就是非常精
彩 每一次都這樣 連釋迦牟尼佛都下來 都跟她
BODY,BODY
就跟她握著手 釋迦牟尼佛說：﹁妳手伸出
來 ﹂ 她手就伸出來 釋迦牟尼佛就握著她的手 哇！釋
迦牟尼佛牽她的手 非常的親熱 我告訴你喔！每一尊本尊
都跟她講話 她也跟本尊講話；本尊開示 然後××開示
我稱為﹁交叉開示﹂ 交叉開示就是本尊講了 她也跟著
講 兩個配搭 這樣底下聽的人就被麻醉了：﹁唉呀！是佛
來講耶！是菩薩來講耶！你不聽行嗎？﹂ 一定要去聽的
她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這是她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 佛菩薩來了以後會給××堂的同門贈禮
什麼叫贈禮？禮品啊！這個贈禮一定要有的 釋迦牟尼佛來
的時候 給他們每一個人都吃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 不去
聽 你吃不到舍利子啊！××坐在法座上 就撒下一個舍利
子進來：﹁哇！好香 好甘 好美味喔！﹂吃下釋迦牟尼佛
的舍利子 不只如此 所有聽她法的人 統統都吃了舍利子
啊！這是釋迦牟尼佛的贈品
另外瑤池金母來了 ××想瑤池金母是女生 比較沒有
舍利子 應該有的啦！但是她沒有講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有
青鳥啣著鳳冠的珠子 然後每個人吃珠子 鳳冠的珠 像透
明的水晶球 很亮的 像鑽石 統統每個同門都有 吃珠子
耶！阿彌陀佛！珠子也可以吃耶？這個戴著冠的珠子也可以
吃？反正瑤池金母送給她的啦！大家都吃了由青鳥口含著珠
子給所有的同門吃 包括她自己吃
都有贈品 黃財神給三張的空白支票 三張空白的支

不是只有息 增 懷 誅啊！真的！可以做很多法 密教作
很多法的 對於行者本身的修行是有幫助的 你如果要入美
國海關 害怕他查你啊 或者找你麻煩 或者怎麼樣 你就
在那邊觀想金剛鉤 啊 勾下來 用紅色的粉給他吃 他看
到你：﹁給我電話號碼 好嗎？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
友？﹂ 你每一次來 碰到他 他都讓你過去 非常好的
還要跟你做朋友 超度祖先 超度應該用什麼法？你們自己
想想 其實 超度祖先 祖先如果有業障 還是用白色的
﹁吽﹂字比較好 告訴你 金剛鉤左右各轉三下 ﹁吽﹂字
化為一朵蓮花 祖先坐在蓮花上面 咻！就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很多法的 金剛鉤很有用的 這個鉤子用觀想的就可以
了 不用每一個人拿一支 到時候 你們來參加法會 每人
拿一個金剛鉤 告訴妳 慧君的心地不是很好 慧君上師說
要把我勾回家 妳不是我的菜 我告訴妳喔 妳就像一個什
麼東西呀 我們臺灣人叫做陀螺 陀螺頭是那麼小 身子那
麼大 我把妳看成陀螺呢！勾我回去教導妳佛法？我沒那麼
閒啦！我寧可教一個婀娜多姿 我也不會教妳 我告訴妳
妳自己好好聽著 不要妄想 呵呵 師尊的身邊有很多護法
在 對不對 妳勾我勾不走 除非我自願讓妳勾 像慧君這
個 妳不要妄想 妄想也沒用 如果我看到一個美女 她不
用勾我 我自己就被她勾走了 跟你講真的喔！
最近 師尊讀了××的開示文集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
七年 一九九八年的比較多一點 我把它整理成為一個開示
的模式 ××開示的模式是這樣的 其實 她也是蠻聰明
很會講話 非常會講話 而且連我看了她的開示文以後 我
都要爬著去皈依她 這個人是很偉大 真的 她能夠這樣開
示下來 讓很多信眾信服她 有她的原因 她的開示模式是
這樣的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堂做了救水災度母的
護摩火供 我讀了整個開示文以後 發覺了××她的開示模

票：﹁由你們填 你們自己填 ﹂ 每個人填三張空白支
票 而且黃財神用祂的腳壓印在支票上面 ﹁啵﹂ ﹁可以
用啦！你們欠多少錢 我給你們！﹂ 每個人有三張空白的
支票 但是不要高興太早 你如果賺了錢 中了樂透 或者
做了大生意 不管賺了多少 要拿百分之九十回來給××
百分之十要布施給××堂 所以你剩下多少？不要高興得太
早 就是這樣講啊！空白支票呢！黃財神用腳去壓印 阿嬤
喂 祂有沒有香港腳啊？
瑤池金母的拂塵已經送給××了 ××說每個同門面前
她搖兩下 屁股這個黑氣就流出來了 身體的黑氣從他身體
出來 所以她無形之中拿著瑤池金母的拂塵 她對每個去的
同門搖一搖 大家的黑氣都消散 還有每個人到了所有的本
尊生日的時候啊 所有慶祝本尊生日的蛋糕 吃了可以消三
世的業障 這個我們都沒有的 你們有沒有？她吃了可以消
三世的業障 阿彌陀佛 這麼好！就算是半夜我也爬過去！
瑤池金母給他們吃了一個非常大的仙桃 放在護摩爐的中
心 賜給她大仙桃 那一次的護摩灰啊！很有用處 有病治
病 無病強身 拿回去 哪一個病人吃了都會好 撒家裡家
裡就會清淨 埋在家的四周就是結界 這是瑤池金母賜的大
仙桃
還有寶源度母賜給每個人一條無形的念珠 因為大家看
不到 所以××拿下來真的念珠 然後她加持了 說：﹁我
加持過的念珠就等於是寶源度母加持的念珠 你們拿回去
每個人唸了就一定有效 ﹂ 這是寶緣度母賜給的念珠 另
外 天上聖母下降 媽祖婆下降 下降了以後怎麼樣？﹁你
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個玉旨 還有頭上戴的鳳冠 ﹂她
講的是鳳冠 其實是通天冠 天上聖母戴的是通天冠 ﹁你
們每個人頭上都頂著通天冠 手上都捧著玉旨 ﹂
她做救水災度母 她說：﹁因為這次的火供 特別的專
一跟發心 所以救水災度母賜給每一個人 79 件的善果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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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無形的 她只是隨口說說 毫無真
正的受益 告訴大家 說謊第一名 編
鬼話第一名 她的編劇也是第一名
我勸告所有的同門跟同學：﹁實修
為要！修一分 得一分﹂ 實際上修行
最重要啦！什麼贈品？那個是沒有用
的 那佛來跟你講些什麼話？講一些都
是我在文章裡面也會寫到 她講很多奇
奇怪怪的話 非常奇怪的 但是因為是
佛菩薩 又有贈品 大家都很喜歡 所
以這樣大家喜歡聽她的 才產生今天的
禍患 講一句話 你們自己想一想 她
要把所有的鬼牌安在你地藏殿的時候
世界各寺 堂 會的地藏殿的時候 有
沒有告訴你？沒有告訴你 她就安上了
鬼牌在世界各地的寺 堂 會 有沒有
禮貌啊？沒有禮貌！這一點就不行
師尊做一件事情 說我今天到了哪
一個寺 哪一個堂 哪一個會 我要做
什麼事情 都要徵求你的同意 你願
意 不願意供這一尊 我還要徵求你的
同意 她不用徵求你的同意耶！在地藏
殿就隨便給你安上了 十方無主孤魂
臺灣人的習慣 七月才開鬼門 七月尾
又把鬼收回去 她不是啊！她是把所有
的鬼全年放假 讓鬼到處跑啊！而且收
納了千百萬的鬼 讓那些鬼到處跑 就
變成鬼患無窮啊！她來你這裡 安了
﹁十方無主孤魂﹂的牌位 所有的鬼都
可以到你這個廟來啦！那不是乞丐趕廟

件善果值 30 年的功德 那麼 79 件的
善果乘以 30
就等於 2370 多年的善
功 只要參加這次救水災度母的每一個
同門都可以有 2370 年的善功 ﹂ 我
告訴大家 ︻道經︼裡有一句話：﹁你
做 了 3000 個 善 功 就 可 以 升 為 天
仙 ﹂ 在那裡只做了一壇救水災度
母 就可以得到 2370 年的善功 你只
要再加上幾年的善功 你就變成天仙
了
3000 善功就可以到天上當天仙
了 他們每一個同門都有 2370 年的善
功 哇！那裡的同門歡喜若狂 高興死
了 單單參加一次救水災度母的火供
就 獲 得 直 接 的 贈 品 ﹁ 2370 年 的 善
功﹂ 好啦！這度母也有解釋喔！因為
長江水患 死難太多 救水災度母是為
了長江水患所做的 ﹁自古以來 三千
多年 都有歷史的記載 所害的眾生無
數 汝等今所求所做 自然有其功
德 ﹂
我告訴你喔！長江不只是有禍害
長江也是中國古文明之一 我們講的
﹁青海青 黃河黃 更有那滔滔的金沙
江﹂ 所以一個長江 一個黃河 孕育
了中國五千年的文化 你知道嗎？所有
的人們都是依著河而住的 依河而活
靠著長江 靠著黃河 貨暢其流 不是
沒有﹁功﹂ 不能講它的﹁過﹂ 當然
有它的﹁功﹂ 所謂中國五千年的文
化 黃河 長江都成了最大的功臣 黃

公嗎？把主神全部趕走嗎？
我以為佛羅里達州的︿聖德雷藏
寺﹀應該很遠 這一次風災要去的地
方 應該很遠 應該不會有鬼牌 結果
他說那邊有十支鬼牌 世界第一多的
︿彩虹山莊﹀幾支？三支 ︿西雅圖雷
藏寺﹀幾支？有沒有人算？六支 ︿西
雅圖雷藏寺﹀就放六支 總堂啊！主廟
放六支 ︿彩虹山莊﹀放三支 ︿聖德
雷藏寺﹀那麼遠放十支 一定有人受
害！馬來西亞很多的寺 堂 會回去地
藏殿找一找 找到﹁十方無主孤魂 十
方無主動物靈 十方什麼東西 ﹂統統
都要拿走 但是香港的︿十方同修會﹀
不必拿走 也是十方啊！呵呵
她還寫著××府的牌 也是到處放
啊！到了︿樹德堂﹀ 叫︿樹德堂﹀的
人：﹁你要召請五大神 ﹂ 什麼是五
大神哪？五府千歲嗎？不是 是小林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知 黃金
泉 這五個鬼他們稱為五大神 要召
請 修得面孔都白慘慘像七爺 黑慘慘
像八爺 每個人都像七爺 八爺這樣
算了 不要講 越講越氣 講個笑話
吧！
一個小姐對富二代講：﹁我們分手
吧！﹂ 富二代講：﹁為什麼？﹂ 小
姐講：﹁因為你家人
﹂ 富二代
講：﹁我昨天才帶妳見過我爸爸啊！我
爸爸說很喜歡妳呀！﹂ 這個小姐說：

河文化 長江文化 孕育了多少的人才？
那裡的土地最肥沃 山環水抱是一定的
長江 黃河可以化腐敗為神奇 青海青
黃河黃 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 當初我們
唸的就是一個黃河 一個長江啊！
我給××的評論是這樣：﹁鬼婆×
×的開示模式 重點在於佛菩薩一尊 一
尊的下降 然後鬼婆就問菩薩 菩薩也問
鬼婆 就交叉開示 ﹂ 這很吸引人 在
這方面 我直接講：﹁不可信 ﹂ 三個
字 因為她自己養了鬼 本尊下降都是鬼
下降 沒有真實的 而且她本身不守戒
律 不守戒律的例子太多了 我舉出來的
例子 在︽寫鬼︾那一本書上太多了 不
可能佛菩薩會下降 她求的是﹁名揚四
海﹂ 佛菩薩不可能下降；她好利 拿了
同門很多的錢 不像師尊 師尊一切都是
隨意
昨天才問事 一個會計師去她那裡
拜一下 回來不多久上吊自殺 去了一下
回來就上吊自殺 她的母親也自殺 那個
會計師自己也上吊自殺 她的鬼害人無
數 這種事情西雅圖就有 去了一次回
來 開車去撞水泥樁自殺的 當然她可以
不承認 但是只要去拜了回來 每個人面
容慘淡 很多人就中了 就卡陰回來了
她用鬼害人不淺 佛菩薩怎麼可能降臨在
那個地方？自己想一想 用腦筋 用比較
的 這個佛菩薩贈禮給××堂的同門 同
門不用高興太早 因為所有一切贈品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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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無形的 她只是隨口說說 毫無真
正的受益 告訴大家 說謊第一名 編
鬼話第一名 她的編劇也是第一名
我勸告所有的同門跟同學：﹁實修
為要！修一分 得一分﹂ 實際上修行
最重要啦！什麼贈品？那個是沒有用
的 那佛來跟你講些什麼話？講一些都
是我在文章裡面也會寫到 她講很多奇
奇怪怪的話 非常奇怪的 但是因為是
佛菩薩 又有贈品 大家都很喜歡 所
以這樣大家喜歡聽她的 才產生今天的
禍患 講一句話 你們自己想一想 她
要把所有的鬼牌安在你地藏殿的時候
世界各寺 堂 會的地藏殿的時候 有
沒有告訴你？沒有告訴你 她就安上了
鬼牌在世界各地的寺 堂 會 有沒有
禮貌啊？沒有禮貌！這一點就不行
師尊做一件事情 說我今天到了哪
一個寺 哪一個堂 哪一個會 我要做
什麼事情 都要徵求你的同意 你願
意 不願意供這一尊 我還要徵求你的
同意 她不用徵求你的同意耶！在地藏
殿就隨便給你安上了 十方無主孤魂
臺灣人的習慣 七月才開鬼門 七月尾
又把鬼收回去 她不是啊！她是把所有
的鬼全年放假 讓鬼到處跑啊！而且收
納了千百萬的鬼 讓那些鬼到處跑 就
變成鬼患無窮啊！她來你這裡 安了
﹁十方無主孤魂﹂的牌位 所有的鬼都
可以到你這個廟來啦！那不是乞丐趕廟

件善果值 30 年的功德 那麼 79 件的
善果乘以 30
就等於 2370 多年的善
功 只要參加這次救水災度母的每一個
同門都可以有 2370 年的善功 ﹂ 我
告訴大家 ︻道經︼裡有一句話：﹁你
做 了 3000 個 善 功 就 可 以 升 為 天
仙 ﹂ 在那裡只做了一壇救水災度
母 就可以得到 2370 年的善功 你只
要再加上幾年的善功 你就變成天仙
了
3000 善功就可以到天上當天仙
了 他們每一個同門都有 2370 年的善
功 哇！那裡的同門歡喜若狂 高興死
了 單單參加一次救水災度母的火供
就 獲 得 直 接 的 贈 品 ﹁ 2370 年 的 善
功﹂ 好啦！這度母也有解釋喔！因為
長江水患 死難太多 救水災度母是為
了長江水患所做的 ﹁自古以來 三千
多年 都有歷史的記載 所害的眾生無
數 汝等今所求所做 自然有其功
德 ﹂
我告訴你喔！長江不只是有禍害
長江也是中國古文明之一 我們講的
﹁青海青 黃河黃 更有那滔滔的金沙
江﹂ 所以一個長江 一個黃河 孕育
了中國五千年的文化 你知道嗎？所有
的人們都是依著河而住的 依河而活
靠著長江 靠著黃河 貨暢其流 不是
沒有﹁功﹂ 不能講它的﹁過﹂ 當然
有它的﹁功﹂ 所謂中國五千年的文
化 黃河 長江都成了最大的功臣 黃

公嗎？把主神全部趕走嗎？
我以為佛羅里達州的︿聖德雷藏
寺﹀應該很遠 這一次風災要去的地
方 應該很遠 應該不會有鬼牌 結果
他說那邊有十支鬼牌 世界第一多的
︿彩虹山莊﹀幾支？三支 ︿西雅圖雷
藏寺﹀幾支？有沒有人算？六支 ︿西
雅圖雷藏寺﹀就放六支 總堂啊！主廟
放六支 ︿彩虹山莊﹀放三支 ︿聖德
雷藏寺﹀那麼遠放十支 一定有人受
害！馬來西亞很多的寺 堂 會回去地
藏殿找一找 找到﹁十方無主孤魂 十
方無主動物靈 十方什麼東西 ﹂統統
都要拿走 但是香港的︿十方同修會﹀
不必拿走 也是十方啊！呵呵
她還寫著××府的牌 也是到處放
啊！到了︿樹德堂﹀ 叫︿樹德堂﹀的
人：﹁你要召請五大神 ﹂ 什麼是五
大神哪？五府千歲嗎？不是 是小林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知 黃金
泉 這五個鬼他們稱為五大神 要召
請 修得面孔都白慘慘像七爺 黑慘慘
像八爺 每個人都像七爺 八爺這樣
算了 不要講 越講越氣 講個笑話
吧！
一個小姐對富二代講：﹁我們分手
吧！﹂ 富二代講：﹁為什麼？﹂ 小
姐講：﹁因為你家人
﹂ 富二代
講：﹁我昨天才帶妳見過我爸爸啊！我
爸爸說很喜歡妳呀！﹂ 這個小姐說：

河文化 長江文化 孕育了多少的人才？
那裡的土地最肥沃 山環水抱是一定的
長江 黃河可以化腐敗為神奇 青海青
黃河黃 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 當初我們
唸的就是一個黃河 一個長江啊！
我給××的評論是這樣：﹁鬼婆×
×的開示模式 重點在於佛菩薩一尊 一
尊的下降 然後鬼婆就問菩薩 菩薩也問
鬼婆 就交叉開示 ﹂ 這很吸引人 在
這方面 我直接講：﹁不可信 ﹂ 三個
字 因為她自己養了鬼 本尊下降都是鬼
下降 沒有真實的 而且她本身不守戒
律 不守戒律的例子太多了 我舉出來的
例子 在︽寫鬼︾那一本書上太多了 不
可能佛菩薩會下降 她求的是﹁名揚四
海﹂ 佛菩薩不可能下降；她好利 拿了
同門很多的錢 不像師尊 師尊一切都是
隨意
昨天才問事 一個會計師去她那裡
拜一下 回來不多久上吊自殺 去了一下
回來就上吊自殺 她的母親也自殺 那個
會計師自己也上吊自殺 她的鬼害人無
數 這種事情西雅圖就有 去了一次回
來 開車去撞水泥樁自殺的 當然她可以
不承認 但是只要去拜了回來 每個人面
容慘淡 很多人就中了 就卡陰回來了
她用鬼害人不淺 佛菩薩怎麼可能降臨在
那個地方？自己想一想 用腦筋 用比較
的 這個佛菩薩贈禮給××堂的同門 同
門不用高興太早 因為所有一切贈品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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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他不只盜你的氣 還在你的耳朵旁邊叫你：﹁你去
死 ﹂ 新加坡的弟子跟馬來西亞的弟子都跟我講過 在耳
朵旁邊跟他講：﹁你去死 ﹂ 叫人家去死啊！所以 真的
是 鬼比蚊子還厲害
昨天半夜三點電話響 朋友打電話來說：﹁我車裡面的
東西被偷了 ﹂ 我帶著倦意回答：﹁那你要先報警
啊！﹂ 我朋友講：﹁雖然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 但方向
盤 油門 剎車都給人家拆去 你來接我一下吧！﹂ 我心
想：﹁怎麼現在的小偷什麼都偷啊！﹂ 我趕緊穿好外套下
樓 油門剛催好 朋友又打電話來講：﹁你不用來了 剛剛
我喝多了 原來我坐到副駕駛座 ﹂我告訴你 ××的鬼什
麼都偷 你不小心防範 修行人如果不結界 他什麼都把你
偷走 沒那麼簡單的
這個好像不是很好笑 第一天上班 跟一個妹妹搭電
梯 只見她拿著筆按樓層跟開關 開門跟關門 然後輕輕地
對我微微一笑 我心中暗笑：﹁未免太潔癖了吧？﹂ 當我
伸手要按我的樓層時 渾身一顫 終生難忘 ﹁靠夭 原來
按鍵會觸電 妳怎麼不早說？﹂ 這個不是很好笑 你們要

﹁對呀！不只你爸爸很喜歡我 我也很喜歡你爸
爸 做你媽比較有保障 ﹂ 坦白講 我盧師尊教
導學生 終於教導到一個﹁我的媽！﹂記者問：
﹁是什麼原因讓你下定決心減肥的？﹂那個人回
答：﹁那天中午很熱 我中暑昏倒了 ﹂記者問：
﹁中暑就決定減肥了嗎？﹂答：﹁不是的 當我被
抬上救護車的時候 我清楚地聽到他們喊：﹃一
二 三 起！﹄我都被喊醒了 還沒有被抬上
車 ﹂ 呵呵 告訴慧君哪！要減肥啦！我告訴
妳 減的不是頭 而是要減掉妳的尾
鬼月如果遇到鬼 千萬不要怕啊！趕緊跟他借
錢 因為這年頭一說到借錢 連鬼都怕 所以如果
你碰到××的鬼來找你喔 你說：﹁我要跟你借
錢 ﹂ 他就走了 有一個人 只向××獻了一條
哈達 ××把哈達又重新再還給他 一個鬼就進到
他的身體裡面 從此以後就沒有走 那個人目前在
新加坡 他的姊妹有在這裡 他本人現在在新加
坡 那個鬼到現在沒有走 但是師尊已經用了很強
的力量叫他走 我是用什麼力量叫他走呢？﹁你如
果再不走 我就跟你借錢！﹂很多麻煩的 越來越
多的麻煩 真的！她養那些鬼 連獻一個哈達 她
還給他 一個鬼就跟他回去了
老蚊子跟年輕蚊子講：﹁我這輩子見過最小氣
的動物就是女人 ﹂ 年輕蚊子說：﹁怎麼說
呢？﹂ 老蚊子嘆了口氣：﹁她們哪！寧願每個月
白白流掉 10c.c. 的血 也不給我們吸一滴血 你
說小氣不小氣？﹂ 這個當然 不好的血 其實蚊
子叮有時候會傳染疾病 那是不好的 不是給你吸
血而已 牠還傳染細菌給你 鬼就是這樣 不是沾
上你而已喔！他還傳染了你 讓你沒有辦法活下

不要感應？要啊！大家都喜歡感應啊！到墳場 你
燒一個煙供 它就跟你回家了 保證你有感應 你
要感應嘛！很簡單 你到舊金山××堂 求她感
應 也很容易感應 真的 會觸電呢！他們也來找
過我 但是現在不敢來了 因為我很會抓鬼
有一個笑話 順口溜：﹁女人的腿叫做玉腿
男人的腿叫狗腿；女人的汗叫香汗 男人的汗叫臭
汗；女人的手是纖纖玉手 男人的手就是鹹豬手；
女人的小眼就是瞇瞇眼 男人的小眼叫色眼；女人
的裸體就是叫性感 男人裸體就叫暴露狂；女人老
了就是風韻猶存 男人老了就變成老不修 ﹂ 這
是男女有別 不過人跟鬼也是有別 人跟鬼一樣是
有別 妳不要去接觸鬼 尤其是妳供了鬼 妳供了
鬼會害人呢！而且妳是明供耶！人家養小鬼都是暗中地養
妳是明著養大鬼 這怎麼可以呢？師尊有沒有教妳養大鬼
呀？絕對是沒有的 養小鬼也不行 養小鬼也都是邪法
有一對情侶在公園聊天 女的講：﹁今年要送我什麼情
人節禮物？﹂ 男的講：﹁跟去年一樣 ﹂ 女的講：﹁那
你去年情人節送我什麼禮物呢？﹂ 男的又講：﹁跟前年一
樣 ﹂女的講：﹁那你前年送我什麼情人節的禮物呢？﹂
男的講：﹁前年我們還沒有認識啊！所以沒有送 ﹂告訴
你 ××送你的那些就是﹁這個﹂ 她根本沒有送你什麼
騙你的啦！××一壇護摩就說她送你什麼 假的啦！蛋糕還
是蛋糕啦！不是吃了那片蛋糕 就可以消三世的業障
﹁你昨天為什麼不上學呢？﹂老師問 小明回答：﹁我
爸爸在醫院 ﹂ 七天以後老師又問：﹁你爸爸還在醫院
嗎？﹂ 小明就講：﹁是的 因為他是醫生 ﹂這個是臭彈
︵臺語︶你知道嗎？告訴大家 那個人也是臭彈 沒什麼好
講的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33
34

丁酉年西雅圖秋季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在梅登堡會議中心舉行
〈真佛宗〉根本上師蓮生活佛、師母蓮香上師與眾上師、法師團合照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去 他不只盜你的氣 還在你的耳朵旁邊叫你：﹁你去
死 ﹂ 新加坡的弟子跟馬來西亞的弟子都跟我講過 在耳
朵旁邊跟他講：﹁你去死 ﹂ 叫人家去死啊！所以 真的
是 鬼比蚊子還厲害
昨天半夜三點電話響 朋友打電話來說：﹁我車裡面的
東西被偷了 ﹂ 我帶著倦意回答：﹁那你要先報警
啊！﹂ 我朋友講：﹁雖然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 但方向
盤 油門 剎車都給人家拆去 你來接我一下吧！﹂ 我心
想：﹁怎麼現在的小偷什麼都偷啊！﹂ 我趕緊穿好外套下
樓 油門剛催好 朋友又打電話來講：﹁你不用來了 剛剛
我喝多了 原來我坐到副駕駛座 ﹂我告訴你 ××的鬼什
麼都偷 你不小心防範 修行人如果不結界 他什麼都把你
偷走 沒那麼簡單的
這個好像不是很好笑 第一天上班 跟一個妹妹搭電
梯 只見她拿著筆按樓層跟開關 開門跟關門 然後輕輕地
對我微微一笑 我心中暗笑：﹁未免太潔癖了吧？﹂ 當我
伸手要按我的樓層時 渾身一顫 終生難忘 ﹁靠夭 原來
按鍵會觸電 妳怎麼不早說？﹂ 這個不是很好笑 你們要

﹁對呀！不只你爸爸很喜歡我 我也很喜歡你爸
爸 做你媽比較有保障 ﹂ 坦白講 我盧師尊教
導學生 終於教導到一個﹁我的媽！﹂記者問：
﹁是什麼原因讓你下定決心減肥的？﹂那個人回
答：﹁那天中午很熱 我中暑昏倒了 ﹂記者問：
﹁中暑就決定減肥了嗎？﹂答：﹁不是的 當我被
抬上救護車的時候 我清楚地聽到他們喊：﹃一
二 三 起！﹄我都被喊醒了 還沒有被抬上
車 ﹂ 呵呵 告訴慧君哪！要減肥啦！我告訴
妳 減的不是頭 而是要減掉妳的尾
鬼月如果遇到鬼 千萬不要怕啊！趕緊跟他借
錢 因為這年頭一說到借錢 連鬼都怕 所以如果
你碰到××的鬼來找你喔 你說：﹁我要跟你借
錢 ﹂ 他就走了 有一個人 只向××獻了一條
哈達 ××把哈達又重新再還給他 一個鬼就進到
他的身體裡面 從此以後就沒有走 那個人目前在
新加坡 他的姊妹有在這裡 他本人現在在新加
坡 那個鬼到現在沒有走 但是師尊已經用了很強
的力量叫他走 我是用什麼力量叫他走呢？﹁你如
果再不走 我就跟你借錢！﹂很多麻煩的 越來越
多的麻煩 真的！她養那些鬼 連獻一個哈達 她
還給他 一個鬼就跟他回去了
老蚊子跟年輕蚊子講：﹁我這輩子見過最小氣
的動物就是女人 ﹂ 年輕蚊子說：﹁怎麼說
呢？﹂ 老蚊子嘆了口氣：﹁她們哪！寧願每個月
白白流掉 10c.c. 的血 也不給我們吸一滴血 你
說小氣不小氣？﹂ 這個當然 不好的血 其實蚊
子叮有時候會傳染疾病 那是不好的 不是給你吸
血而已 牠還傳染細菌給你 鬼就是這樣 不是沾
上你而已喔！他還傳染了你 讓你沒有辦法活下

不要感應？要啊！大家都喜歡感應啊！到墳場 你
燒一個煙供 它就跟你回家了 保證你有感應 你
要感應嘛！很簡單 你到舊金山××堂 求她感
應 也很容易感應 真的 會觸電呢！他們也來找
過我 但是現在不敢來了 因為我很會抓鬼
有一個笑話 順口溜：﹁女人的腿叫做玉腿
男人的腿叫狗腿；女人的汗叫香汗 男人的汗叫臭
汗；女人的手是纖纖玉手 男人的手就是鹹豬手；
女人的小眼就是瞇瞇眼 男人的小眼叫色眼；女人
的裸體就是叫性感 男人裸體就叫暴露狂；女人老
了就是風韻猶存 男人老了就變成老不修 ﹂ 這
是男女有別 不過人跟鬼也是有別 人跟鬼一樣是
有別 妳不要去接觸鬼 尤其是妳供了鬼 妳供了
鬼會害人呢！而且妳是明供耶！人家養小鬼都是暗中地養
妳是明著養大鬼 這怎麼可以呢？師尊有沒有教妳養大鬼
呀？絕對是沒有的 養小鬼也不行 養小鬼也都是邪法
有一對情侶在公園聊天 女的講：﹁今年要送我什麼情
人節禮物？﹂ 男的講：﹁跟去年一樣 ﹂ 女的講：﹁那
你去年情人節送我什麼禮物呢？﹂ 男的又講：﹁跟前年一
樣 ﹂女的講：﹁那你前年送我什麼情人節的禮物呢？﹂
男的講：﹁前年我們還沒有認識啊！所以沒有送 ﹂告訴
你 ××送你的那些就是﹁這個﹂ 她根本沒有送你什麼
騙你的啦！××一壇護摩就說她送你什麼 假的啦！蛋糕還
是蛋糕啦！不是吃了那片蛋糕 就可以消三世的業障
﹁你昨天為什麼不上學呢？﹂老師問 小明回答：﹁我
爸爸在醫院 ﹂ 七天以後老師又問：﹁你爸爸還在醫院
嗎？﹂ 小明就講：﹁是的 因為他是醫生 ﹂這個是臭彈
︵臺語︶你知道嗎？告訴大家 那個人也是臭彈 沒什麼好
講的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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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勝樂金剛﹂
多杰帕姆 以及五大金剛 八大明王 諸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丹增迦措仁波
切 以及各位尊貴的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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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莊秘書 特別嘉賓陳先生 ︿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
人Judy師姐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伉儷 夫
人陳旼旼女士 ︿西雅圖僑務委員會﹀謝明芳僑務委員
︿美國綠健有限公司﹀段森泉董事長及千金段小姐 ︿真佛
宗﹀│博士教授團︿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醴教
授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王進賢博士及夫人林世珍女
士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游江成博士伉儷 ︿香港中文
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譚偉倫教授 ︿真佛宗宗委會﹀會
計師Teresa師姐and husband ︿中國古箏協會﹀理事趙理
事 ﹁古箏樂團﹂李團長 特別嘉賓Tony攝影師 ︿真佛宗
宗委會﹀法律顧問羅日良律師 ︿真佛宗宗委會﹀法律顧問
黃月琴律師及公子 特別嘉賓許逢春藥劑師 ︿環球蕭氏宗
親聯誼總會﹀榮譽會長蕭會長伉儷 李夫人 香港公司蕭主
席 ︿香港事務所﹀主席劉律師 加拿大溫哥華︿新時代電
視﹀資訊製作總監伉儷 著名雕塑藝術家程樹人 ︿真佛宗
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及千金 ︿台灣雷藏寺﹀公關
王資主師兄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夫人 千金李琪 ︿巴西
華商總會﹀會長夫人莊女士 ︿巴西華光語言文化中心﹀孔
子課堂校長齊耀彬博士 ︿巴西華光語言文化中心﹀中子課
堂副教長梁女士 特別嘉賓李醫師 莊駿耀醫師伉儷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法國蓮生活佛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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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長范秀姬女士 特別嘉賓林醫師 ︿華光功德會臺灣
中區﹀理事長張耀仁先生 澳洲太平紳士梁伉儷 英國邊防
海關官員鄭先生 ︿新加坡電視﹀主持人及名演員 特別嘉
賓蘇國瑛女士 林坤英女士 闕慧玲女士 吳玫宣女士 周
衡醫師 林淑華醫師 魏醫師 ﹁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還有許多沒有登記的貴賓們 同樣歡迎大家
的蒞臨 哇！今天好多貴賓 每一次那麼多就好了
今天先跟大家報告 下個禮拜天九月二十四日 午餐以
後 先恭請師尊主持﹁生基儀式﹂ 下午三點是﹁大白傘蓋
佛母護摩法會﹂ 大白傘蓋佛母也是最重要的一尊佛母 祂
也屬於護法輪的護法 今天主持的勝樂金剛的護摩 這一尊
勝樂金剛的護摩是不一樣的 祂本身有勝樂輪 祂的本身的
道伴就是非常有名的金剛亥母 兩尊都下來 不只兩尊下
來 剛剛我唸到的還有很多 我們曉得 勝樂金剛是藏密白
教的主修；紅教主修大幻化網金剛；黃教大威德金剛；薩迦
教就是喜金剛 都是屬於主修的 副修的呢？當然 他們是
交叉的 每一個教都有交叉的副修的金剛 勝樂金剛是屬於
白教
今天師尊所戴的帽子 大家很奇怪 師尊好像很少戴這
種帽子 這種帽子是屬於薩迦證空上師的帽子 也就是薩迦
法王本身所戴的帽子 薩迦教本來是以喜金剛為主修 其中
的一位祖師是蒙古的國師﹁八思巴﹂ 祂也主修勝樂金剛
啊？靈異現象啊 花掉下來 有沒有人碰它？是你碰它的
啊？犯桃花啊？不可以拈花惹草的 為了要看我 也是桃
花 蒙古國師八思巴 祂是薩迦教的五大祖師之一 祂也修
勝樂金剛 所以今天我們修勝樂金剛 我就戴了薩迦教祖師
的帽子
勝樂金剛的心咒：﹁嗡 些 哈哈 吽吽 呸 ﹂ 祂
也有跟金剛亥母的共同咒 也一樣的 雙手是交抱印 祂有
兩個手印 一個是交抱 我現在代表本尊 就是勝樂金剛

我交抱當中 空的當中 就是多杰帕姆金剛亥母 種子字是
﹁吽﹂字 祂的形象 你看了勝樂金剛以後 祂有很多種形
象 很多手臂的也有 但是一般來說是藍色的身 一頭二
臂 站立在日輪蓮花之上 雙足左屈右伸 踩住兩位天人
祂是比天還要高 所以祂踩住兩位天人 意思象徵著祂比天
還要高 也就是欲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比這三個天還
要高 祂的地位 祂的果位 頭上有髮髻 飾有摩尼寶 有
新月及金剛交杵 身上配六骨飾 項飾是人頭 身穿虎皮
裙 面忿怒 雙手持鈴杵 抱金剛亥母 金剛亥母是紅色
身 手持銊刀及顱器 頭髮散披 左伸右屈 雙運 臉呈上
樂相 身有五種骨飾 佛父佛母周身全是智慧光明之火 大
家看勝樂金剛的形象就可以 有咒語 有勝樂金剛的形象
有手印 就可以組成一個唸誦法 一個修持的程序 一個修
勝樂金剛的程序
師尊的﹁真佛密苑﹂的房間裡面 有掛著勝樂金剛及金
剛亥母的相 很少人看過 是印尼的一位女士叫伊莉莎貝
她畫勝樂金剛跟金剛亥母送給我的 非常的好看 很莊嚴
很殊勝 伊莉莎貝本身畫唐卡 她是印尼人 她主要的原因
是這樣的 為什麼她發心畫唐卡？送給師尊很多的唐卡 也
送了一個最好的金剛瑜伽母給師尊 另外 還送了最美麗的
瑤池金母給師尊 她送了很多的唐卡給我 主要的原因是
有一年她得到腦瘤 非常的痛 腦瘤像雞蛋 鴨蛋那麼大
已經很危險 醫生講要開刀 那時候 她特別跑到西雅圖來
求 求我加持她的腦瘤開刀 我就給她加持 加持了以後
她就作了一個夢 夢見她在開刀 開刀的時候 醫生將她的
腦打開 那個腦裡面像雞蛋一樣的瘤給它拿出來 但拿得不
是很乾淨 有剩下一點點 然後開刀完了以後 她在夢中張
開眼睛看醫生 醫生居然是Master Lu 那個醫生居然是我！
好啦！她回去檢查的時候 她頭不痛了 醫生說：﹁奇怪？
妳還沒有開刀 為什麼妳的腦瘤沒有了？﹂ 看了裡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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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剩下一點腦瘤的皮呀！我跟她說：﹁修一修法就好
了！﹂ 她因此發心 就畫了很多幅的唐卡給師尊 她這次
雖然沒有來 但是她的道伴 幾個認識她的印尼的同門都有
來 我問說：﹁欸 伊莉莎貝為什麼沒有來？﹂反正 不管
怎麼樣 開手術的醫生是我啊！
還有印尼也發生一件事 蓮飛上師拿了一封感應的信給
我 這個人是得了胃的毛病 胃要開刀 他一直祈求師尊給
他加持 非常虔誠的供養 祈求 這樣一直求加持 也是在
一個晚上 他作了夢 師尊出現 問他：﹁你要不要換
胃？﹂ 我們聽過換心臟 換什麼 換胃的比較少 你們聽
過換胃沒有？師尊問他：﹁你要不要換胃？﹂ 他說：﹁師
尊來了 換胃也好 ﹂因為胃有毛病 很嚴重 好 要換
胃 他講：﹁要換胃 ﹂ 師尊就把他開膛剖腹 也不痛
把他的胃拿出來 然後 不知哪裡拿一個胃 就放進去 再
把他整個身體弄好 當他醒過來 平常他的胃是不行的 是
痛得要命的！是沒有辦法飲食的！突然之間胃也不痛 去檢
查 胃也全部都好了！這是蓮飛上師拿來給我一封信是這樣
寫的
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心的虔誠 只要有一心的虔誠 你不
一定要祈求根本上師給你加持 根本上師祈求也要啦！你也
向自己的本尊祈求加持 不能老是我一個人忙 要所有的
佛 菩薩 諸尊全部都一樣忙 大家要忙一起忙嘛！要閒一
起閒嘛！哪裡能夠讓師尊這樣一直忙？每天這樣子忙下去
所以佛 菩薩 諸尊你也可以求 只要一心 你求祂 眾生
虔誠的祈求 菩薩就會有應 感應就像叩鐘一樣 你拿著棒
子敲鐘 鏘！它就會響 你敲一下 它響一下 敲得大 它
就響得大；敲得小 它就響得小；你沒有敲 它就不會響
所以這個﹁心﹂非常地重要 只要你用心 一心的 有敲就
有應啊！跟大家這樣講
勝樂金剛祂本身有修行的方法 這都是很好的 我今天

也穿了特別的龍袍出現 你們注意 這龍袍是什麼顏色啊？
紫色 阿嬤喂 呵呵 紫系一派度眾生 紫色不是個人的專
利喔！我隨便挑啊！就挑出一個紫色的龍袍 穿在身上 今
天啊 老夫就變成×× 不行啊！不能變啦！老夫是光頭
的 ××是居士 老夫是個和尚 對不對？不過只是顏色變
了而已呀！本來衣服裡面所穿的就是佛性嘛！唉呀 今天吃
完飯走出來 California的四個 small girls 其實 small
girls過去式了 California four beautiful ladies 她們
四個都是來美國留學的喔！而且每個都長得像天仙美貌 美
女一樣的 只是是資深美女 所以她們去求龍王 龍王都嚇
得說：﹁一定要下雨 ﹂龍王都聽她們的 結果加州連續下
雨 加州一直在下 four small girls有在這裡嗎？有啊？
站起來嚇一嚇大家 她們居然跟我講 吐登悉地仁波切受干
擾？我說：﹁哎？怎麼回事啊？﹂ 吐登悉地在哪裡？喔！
師母旁邊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看 面孔白的還是黑的啊？
啊？好多了是嗎？
在我腳受傷的時候 ××在臺灣北部各堂會做了一個護
摩 主要的原因是要醫治我的腳傷 其實那時候我的腳傷已
經好了 我在法座上宣布：﹁我的腳 蜂窩性組織炎已經完
全康復了 我要回美國 ﹂好啦！我走了 她一聽到我腳已
經康復了 她就開始修要幫助師尊的腳能夠康復的護摩火
供 吐登悉地也去參加 還有那時候的蓮史上師也去參加
因為她邀請他參加 吐登悉地還去參觀了她的學會 她的學
會在桃園觀音鄉 她有一個學會在那裡 兩棟大房子 他去
參觀 也進去裡面禮拜 吐登悉地跟父親跟母親都去了 去
了話他當然每個壇城都拜 他也拜所謂的五個鬼領袖 就是
小林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知 黃金泉這五個鬼領袖
都拜了 回去以後 夫人跟吐登悉地就沒有辦法睡 連續很
長的時間沒有辦法睡 他們也不願意跟我講 我問吐登悉
雜誌

39
40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說剩下一點腦瘤的皮呀！我跟她說：﹁修一修法就好
了！﹂ 她因此發心 就畫了很多幅的唐卡給師尊 她這次
雖然沒有來 但是她的道伴 幾個認識她的印尼的同門都有
來 我問說：﹁欸 伊莉莎貝為什麼沒有來？﹂反正 不管
怎麼樣 開手術的醫生是我啊！
還有印尼也發生一件事 蓮飛上師拿了一封感應的信給
我 這個人是得了胃的毛病 胃要開刀 他一直祈求師尊給
他加持 非常虔誠的供養 祈求 這樣一直求加持 也是在
一個晚上 他作了夢 師尊出現 問他：﹁你要不要換
胃？﹂ 我們聽過換心臟 換什麼 換胃的比較少 你們聽
過換胃沒有？師尊問他：﹁你要不要換胃？﹂ 他說：﹁師
尊來了 換胃也好 ﹂因為胃有毛病 很嚴重 好 要換
胃 他講：﹁要換胃 ﹂ 師尊就把他開膛剖腹 也不痛
把他的胃拿出來 然後 不知哪裡拿一個胃 就放進去 再
把他整個身體弄好 當他醒過來 平常他的胃是不行的 是
痛得要命的！是沒有辦法飲食的！突然之間胃也不痛 去檢
查 胃也全部都好了！這是蓮飛上師拿來給我一封信是這樣
寫的
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心的虔誠 只要有一心的虔誠 你不
一定要祈求根本上師給你加持 根本上師祈求也要啦！你也
向自己的本尊祈求加持 不能老是我一個人忙 要所有的
佛 菩薩 諸尊全部都一樣忙 大家要忙一起忙嘛！要閒一
起閒嘛！哪裡能夠讓師尊這樣一直忙？每天這樣子忙下去
所以佛 菩薩 諸尊你也可以求 只要一心 你求祂 眾生
虔誠的祈求 菩薩就會有應 感應就像叩鐘一樣 你拿著棒
子敲鐘 鏘！它就會響 你敲一下 它響一下 敲得大 它
就響得大；敲得小 它就響得小；你沒有敲 它就不會響
所以這個﹁心﹂非常地重要 只要你用心 一心的 有敲就
有應啊！跟大家這樣講
勝樂金剛祂本身有修行的方法 這都是很好的 我今天

也穿了特別的龍袍出現 你們注意 這龍袍是什麼顏色啊？
紫色 阿嬤喂 呵呵 紫系一派度眾生 紫色不是個人的專
利喔！我隨便挑啊！就挑出一個紫色的龍袍 穿在身上 今
天啊 老夫就變成×× 不行啊！不能變啦！老夫是光頭
的 ××是居士 老夫是個和尚 對不對？不過只是顏色變
了而已呀！本來衣服裡面所穿的就是佛性嘛！唉呀 今天吃
完飯走出來 California的四個 small girls 其實 small
girls過去式了 California four beautiful ladies 她們
四個都是來美國留學的喔！而且每個都長得像天仙美貌 美
女一樣的 只是是資深美女 所以她們去求龍王 龍王都嚇
得說：﹁一定要下雨 ﹂龍王都聽她們的 結果加州連續下
雨 加州一直在下 four small girls有在這裡嗎？有啊？
站起來嚇一嚇大家 她們居然跟我講 吐登悉地仁波切受干
擾？我說：﹁哎？怎麼回事啊？﹂ 吐登悉地在哪裡？喔！
師母旁邊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看 面孔白的還是黑的啊？
啊？好多了是嗎？
在我腳受傷的時候 ××在臺灣北部各堂會做了一個護
摩 主要的原因是要醫治我的腳傷 其實那時候我的腳傷已
經好了 我在法座上宣布：﹁我的腳 蜂窩性組織炎已經完
全康復了 我要回美國 ﹂好啦！我走了 她一聽到我腳已
經康復了 她就開始修要幫助師尊的腳能夠康復的護摩火
供 吐登悉地也去參加 還有那時候的蓮史上師也去參加
因為她邀請他參加 吐登悉地還去參觀了她的學會 她的學
會在桃園觀音鄉 她有一個學會在那裡 兩棟大房子 他去
參觀 也進去裡面禮拜 吐登悉地跟父親跟母親都去了 去
了話他當然每個壇城都拜 他也拜所謂的五個鬼領袖 就是
小林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知 黃金泉這五個鬼領袖
都拜了 回去以後 夫人跟吐登悉地就沒有辦法睡 連續很
長的時間沒有辦法睡 他們也不願意跟我講 我問吐登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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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你的臉為什麼那麼黑？﹂他說：﹁因為體操課曬太陽
曬多了 所以臉那麼黑 ﹂ 他都不跟我講 我生氣就是因
為這一點 你有什麼事情你要跟我講！對不對？當初 我隱
居的時候 你還沒有出生 你爸爸 媽媽要求有一個男孩
子 因為你家裡都是女孩子 我幫你爸爸 媽媽加持 蓮極
上師載我去許鴻春夫婦的家 我幫他們兩個人加持 你的來
處就是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轉化出來吐登悉地 所以你
是仁波切 是活佛 你是一出生就是活佛的身份 那是我加
持 真的生了一個男孩子 就是吐登悉地 蓮極上師 對不
對？對！就是這樣
今天你去拜了這五個鬼領袖 說一直干擾 然後我到了
他家去把他解除 解除有好一陣子 最近干擾又來 我聽說
××講：﹁他是我的人！我要他！﹂她要把吐登悉地要走
我知道他跟妳源出一處 吐登悉地是地藏王菩薩的轉化 妳
是什麼？妳是地獄嗜血魔！你知道嗎？他們同出一處 都是
從地獄來的 妳現在要他？沒得要！告訴妳！本來不願意講
出她的根源的 我今天講出來 大家不要嚇一跳 吐登悉地
你回去以後 因為你家是開西藥房 爸爸是許鴻春藥劑師
你回去 你的西藥房是在市場裡面 你應該懂得誰是賣豬肉
的 誰是殺豬的 哪一個人是殺豬的 你應該要知道 把他
殺豬的那一把屠刀買回來 那一把屠刀上面聚集了千萬個精
靈在裡面 你拿回來 綁黃色的紙張 切幾張 把它綁在刀
柄上面 然後懸掛在吐登悉地的bed 他的臥房的上面 你
現在一個人睡嗎？三個人一起睡 你現在還睡不著嗎？︵吐
登悉地答：還好睡︶ 但是如果你在修法的時候就受干擾？
是不是？大聲一點 是 修法的時候就受干擾 你一共多久
沒辦法睡？你自從拜了××府的五個鬼領袖以後 多少時間
沒有辦法睡？︵吐登悉地答：差不多一個月︶一個多月沒有
辦法睡 一個年輕的學生 怎麼可能沒辦法睡？你幾歲啊？
︵吐登悉地答：十三歲︶十三歲而已啊！小孩子是最好睡的

啦！我現在老人家也跟小孩子一樣 我每天都睡不夠啊！我
從來沒有一天不好睡的啊！我睡得比別人家還多 但是你一
個月不好睡 那以後你在修法當中都有干擾 是不是？大聲
一點 怎麼那麼小聲啊？小孩子很會叫的啊！是不是？︵吐
登悉地答：是︶
回去以後 既然你還可以睡 那把屠刀不用懸掛在臥床
外面的門 你把那一把屠刀放在你修法的旁邊 所有的鬼都
不敢來！這樣會不會？會了就好 告訴大家 我這個道家的
師父教我的 那一把屠刀聚集了非常多的精靈 修道的人就
知道 那一把屠刀可以作很多的法 可以當成你的守護 你
只要身上帶著那一把屠刀啊！鬼神都不敢近你！你修法的時
候放在旁邊 連一隻鬼都不敢來！因為那一把屠刀就非常有
靈氣的 因為他家在菜市場 賣豬肉的一定很多 殺豬的那
一把刀 有的這麼長 一直殺殺殺殺到這麼短 喔！那一把
刀非常的可貴 非常稀罕 你帶著那一把刀走到鬼屋 所有
的鬼全部跑光！下次你們如果有機會 帶這一把刀到××府
去 她那個千萬的鬼啊！跑得連一隻都沒有！××現在養了
很多鬼 養了不少 我今天講了這一句 特別把口訣教給大
家 把這個口訣講出來 你如果認識屠夫 他殺豬 殺牛
殺羊的那一把刀 你如果能夠拿到 稀世珍寶！那一把刀可
以破邪 任何一個鬼看到都害怕 因為它只要一揮 所有的
鬼的頭統統掉下來！懂得用的就是懂得用 不懂得用的 怎
麼跟他講 也不懂得用
師尊有靈覺 叫做﹁先知﹂ 師尊是先知 我母親在樓
上中風 還沒有死 有一個人在樓下問事 這個人就是蓮花
靜香 靜香上師 對不對？我母親在樓上中風 妳在樓下問
事 妳帶來的人是孟加拉國的什麼人？︵靜香上師答：孟加
拉國的首富︶喔 孟加拉國的首富 他要選總統 是不是？
好 請坐 不關妳的事 欸 我母親中風 送到醫院 剛好
雜誌

41
42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地：﹁你的臉為什麼那麼黑？﹂他說：﹁因為體操課曬太陽
曬多了 所以臉那麼黑 ﹂ 他都不跟我講 我生氣就是因
為這一點 你有什麼事情你要跟我講！對不對？當初 我隱
居的時候 你還沒有出生 你爸爸 媽媽要求有一個男孩
子 因為你家裡都是女孩子 我幫你爸爸 媽媽加持 蓮極
上師載我去許鴻春夫婦的家 我幫他們兩個人加持 你的來
處就是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轉化出來吐登悉地 所以你
是仁波切 是活佛 你是一出生就是活佛的身份 那是我加
持 真的生了一個男孩子 就是吐登悉地 蓮極上師 對不
對？對！就是這樣
今天你去拜了這五個鬼領袖 說一直干擾 然後我到了
他家去把他解除 解除有好一陣子 最近干擾又來 我聽說
××講：﹁他是我的人！我要他！﹂她要把吐登悉地要走
我知道他跟妳源出一處 吐登悉地是地藏王菩薩的轉化 妳
是什麼？妳是地獄嗜血魔！你知道嗎？他們同出一處 都是
從地獄來的 妳現在要他？沒得要！告訴妳！本來不願意講
出她的根源的 我今天講出來 大家不要嚇一跳 吐登悉地
你回去以後 因為你家是開西藥房 爸爸是許鴻春藥劑師
你回去 你的西藥房是在市場裡面 你應該懂得誰是賣豬肉
的 誰是殺豬的 哪一個人是殺豬的 你應該要知道 把他
殺豬的那一把屠刀買回來 那一把屠刀上面聚集了千萬個精
靈在裡面 你拿回來 綁黃色的紙張 切幾張 把它綁在刀
柄上面 然後懸掛在吐登悉地的bed 他的臥房的上面 你
現在一個人睡嗎？三個人一起睡 你現在還睡不著嗎？︵吐
登悉地答：還好睡︶ 但是如果你在修法的時候就受干擾？
是不是？大聲一點 是 修法的時候就受干擾 你一共多久
沒辦法睡？你自從拜了××府的五個鬼領袖以後 多少時間
沒有辦法睡？︵吐登悉地答：差不多一個月︶一個多月沒有
辦法睡 一個年輕的學生 怎麼可能沒辦法睡？你幾歲啊？
︵吐登悉地答：十三歲︶十三歲而已啊！小孩子是最好睡的

啦！我現在老人家也跟小孩子一樣 我每天都睡不夠啊！我
從來沒有一天不好睡的啊！我睡得比別人家還多 但是你一
個月不好睡 那以後你在修法當中都有干擾 是不是？大聲
一點 怎麼那麼小聲啊？小孩子很會叫的啊！是不是？︵吐
登悉地答：是︶
回去以後 既然你還可以睡 那把屠刀不用懸掛在臥床
外面的門 你把那一把屠刀放在你修法的旁邊 所有的鬼都
不敢來！這樣會不會？會了就好 告訴大家 我這個道家的
師父教我的 那一把屠刀聚集了非常多的精靈 修道的人就
知道 那一把屠刀可以作很多的法 可以當成你的守護 你
只要身上帶著那一把屠刀啊！鬼神都不敢近你！你修法的時
候放在旁邊 連一隻鬼都不敢來！因為那一把屠刀就非常有
靈氣的 因為他家在菜市場 賣豬肉的一定很多 殺豬的那
一把刀 有的這麼長 一直殺殺殺殺到這麼短 喔！那一把
刀非常的可貴 非常稀罕 你帶著那一把刀走到鬼屋 所有
的鬼全部跑光！下次你們如果有機會 帶這一把刀到××府
去 她那個千萬的鬼啊！跑得連一隻都沒有！××現在養了
很多鬼 養了不少 我今天講了這一句 特別把口訣教給大
家 把這個口訣講出來 你如果認識屠夫 他殺豬 殺牛
殺羊的那一把刀 你如果能夠拿到 稀世珍寶！那一把刀可
以破邪 任何一個鬼看到都害怕 因為它只要一揮 所有的
鬼的頭統統掉下來！懂得用的就是懂得用 不懂得用的 怎
麼跟他講 也不懂得用
師尊有靈覺 叫做﹁先知﹂ 師尊是先知 我母親在樓
上中風 還沒有死 有一個人在樓下問事 這個人就是蓮花
靜香 靜香上師 對不對？我母親在樓上中風 妳在樓下問
事 妳帶來的人是孟加拉國的什麼人？︵靜香上師答：孟加
拉國的首富︶喔 孟加拉國的首富 他要選總統 是不是？
好 請坐 不關妳的事 欸 我母親中風 送到醫院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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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聞教的方法救度妳自己的母親 妳現在把妳母親害得很
慘！她在××府 自己好好想 妳這個叫先知嗎？妳能夠算
出她幾點過世嗎？妳連日子都不知道！怎麼能夠算出她幾點
會過世？
妳要當一個先知也蠻困難 首先真的必須要真實見 妳
真實的看見 我看妳根本就不是真實見 妳只會養鬼 聽鬼
胡說八道 鬼迷心竅！我們講一句話 做弟子的要聽好：
﹁做為法師 做為上師 你要心存眾生啊！心裡要存著眾
生 我是為眾生 ﹂ 眾生供養妳 妳讓眾生自由樂捐總可
以了吧？妳開口跟人要錢就不對的！開口跟人家要房子 要
錢 一個東西多少錢 大星星 中星星 小星星 金身多
少 買廟的土地多少 讓人家樂捐就好 不要開口跟人家要
錢 蓮花素秋的朋友去問妳事情 妳跟人家開口要二十萬美
金 蓮花素秋的股東去問事 她說：﹁你的業障很重 你要
消除業障要做功德 二十萬美金 ﹂ 還拿計算機來算！還
有印尼的蓮花×× 他叫我不要講出來 一壇護摩要他拿出
十六萬 他說：﹁十六萬！怎麼那麼多啊？我一個學生 哪
裡來的十六萬？﹂ 她回答：﹁你知道嗎？你欠你的女朋友
前世四百萬美金 十六萬美金算你便宜了啦！十六萬美金可
以抵消掉你前世欠人家四百萬美金 還有賺！﹂ 她講還有
賺 不是蓮花××賺 是妳××自己賺！都是這樣唬人的
啊！妳也不是︿輔仁大學﹀畢業的 妳怎麼老是唬人呢？很
簡單的道理：師尊今天絕不會開口跟你要錢 如果我開口跟
你要錢 我就不是盧勝彥 是假的神通在騙人啊！
我今天跟大家講﹁真實的看見﹂ 哇 四點半了
真
實的看見 什麼是﹁真實的看見﹂？你依照修定的方法 像
黃教的祖師爺宗喀巴一樣 祂依照修定的方法 先看般若
光 再看金剛鏈 再看金剛幕 到時候 佛出現半身 再出
現全身 你這種看見叫做﹁真實見﹂ 你依照我︽定中之

印度旁邊孟加拉國的首富他來問我選總統的事 那因為我母
親中風 救護車來 我要趕過去看她 我跟靜香上師講：
﹁讓我去看我媽媽 ﹂ 她說：﹁不行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人物 祢一定要問完事再走 ﹂ 啊 沒有 好啦！好啦！
請坐 請坐 不關妳的事 有沒有 都不關妳的事 總之
那時候妳在問事 對不對？我在問事 對不對？我問到完我
才走 對不對？呵呵 好好好 老人家容易忘掉 我母親到
了 Overlake Hospital 西 雅 圖 有 名 的 大 醫 院 Overlake
Hospital 醫生宣布不用腦部開刀 因為開刀也是植物人
我們講好聽一點 就等著她慢慢地圓寂 醫生宣布 她剩下
七天的生命 我當時在那裡我算了一下：﹁明天早上十點
師尊過來唸佛 十點的時候我母親就要走 ﹂ 醫生講 她
還可以拖一個禮拜才會走 我說不用 明天早上十點她就要
走 要離開人間 誰當場在的舉手？幫我母親助唸 蓮今也
在 醫生宣布一個禮拜 我宣布明天早上十點 我過來唸
佛 我到了我媽媽面前 我就跟她講：﹁妳現在注意喔！妳
心要很平靜 妳如果看到瑤池金母出現在妳面前 妳可以跟
祂走；看到觀世音菩薩出現在妳面前 妳跟祂走 其他的妳
都不可以跟任何人走！除了這兩尊出現以外妳可以跟祂走
其他哪一尊妳都不可以跟祂走 ﹂ 我在她耳朵旁邊講 那
時候我看著她的呼吸 長呼吸 短呼吸 旁邊周圍的法師
上師在那邊唸佛 我在她的耳朵旁邊一直跟她講話：﹁妳要
怎麼走
﹂第二天的早上十點 我媽媽就吸了一口氣 頭
抬起來 整個身體抬起來 掙扎了一下 靈魂從頂竅出去
然後慢慢地的再躺回來 臉色開始變 就走了 剛好十點
對不對？我算得很準喔！連時間都算出來 幾點鐘要走我都
算出來
我現在在這裡請問×× 妳也是先知啊？什麼叫先知
呢？進過教堂的都知道 ﹁先知﹂ 先知 先覺 耶穌就是
先知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的時候 祂講了一句話：﹁你們這

定︾的法去修行禪定 你所看見的是﹁真實見！﹂你用拙火
跟明點法開了眉心輪 你有天眼通 這個看見叫﹁真實的看
見﹂ 真實見；你開了心輪就有他心通 別人在想什麼你都
知道 這個叫他心通；什麼是漏盡通？就是你開了密輪 你
就漏盡 叫漏盡通；你開了臍輪 你就知道宿世 叫做宿命
通 妳經常講三世因果 表示已經開了臍輪 但是完全是騙
人的 因為妳拙火都沒有起來！我都沒有教妳如何綁禪帶
妳不知道綁禪帶 妳如何生起拙火？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呀！密教的神通 這裡是天眼 天耳
通 這裡可以講妙觀察智 心輪就是他心通 臍輪就是宿命
通 海底輪跟密輪就是漏盡通 還有一個神通叫什麼通？神
足通 喉輪就是神足通 五種神通是這樣來的啊！是開遍了
五輪 你才能有神通出現 妳能夠每一次跟佛菩薩講話 至
少妳眉心輪已經打開 但是妳拙火都沒有 明點也沒有降
妳如何打開妳的天眼？根本沒有天眼 還是凡夫俗子的俗
眼！教大家 神通有好幾種 一種是真實見的通 確實你能
夠看見；一個叫定中見 在禪定裡面你可以看得到；另外一
種見就是夢中見 你白天看不到 晚上的時候你在夢中看到
佛菩薩 這是夢中見 這三者還可以講得通 再來有一種就
是精神病患他也看得見 你到精神醫院去 精神病患：﹁這
裡有什麼 那裡有什麼
﹂ 他都會講給你聽的 他就是
佛祖 釋迦牟尼佛 也是耶穌基督 又是上帝 又是教宗
他什麼都是的 也是媽祖 精神醫院多的事這個東西呀！他
都有看見 他也是真實見哪！這是幻覺見 那個叫幻覺見
這四種××都沒有 有一種她有﹁說謊見﹂ 白賊七仔︵臺
語︶ 妳白賊 沒有看見妳說有看見 那就是白賊
蓮紫上師在那裡？他說：﹁說謊就是××的專長 ﹂
蓮員法師在哪裡？他講了一句：﹁世紀大騙子 ﹂ 他跟她
多久？他跟她十年以上 最早是跟她 他說世紀大騙子 他

十二個門徒當中 有一個門徒要出賣我 ﹂ 每個人都指著
自己：﹁是我嗎？﹂ 那時候 大弟子彼得就說：﹁是我
嗎？﹂ 耶穌講了一句話：﹁雖然不是你 但是今天我們晚
上吃完了餐以後 在明天天亮雞啼之前 你會三次不認
我 ﹂ 耶穌跟彼得講你會三次不認我 彼得很奇怪 耶穌
講了這句話他也沒有感覺 反正出賣的不是我就是了 然後
再來 羅馬的軍隊就來抓耶穌 因為有人出賣耶穌 這時候
那些門徒一看到羅馬的軍隊上來 大家每個都趕快跑 耶穌
當然是被抓去了 門徒都跑 彼得跑到一個地方 碰到羅馬
兵 羅馬兵就問他：﹁你是耶穌的弟子嗎？﹂ 彼得就講：
﹁不是！﹂第一次；然後又跑跑跑 跑到另一個山溝那裡
又被羅馬兵找到他：﹁你是耶穌的弟子嗎？﹂他講：﹁不
是！我不是！﹂第二次 不行了 趕快跑下山 彼得跑下山
的時候又碰到羅馬兵 那時候天都快亮了 羅馬兵問他：
﹁你是耶穌的弟子嗎？﹂ 第三次 彼得講：﹁不是！我不
是！﹂ 那時候剛好天亮 雞啼 耶穌講的話很準：﹁雞啼
之前 你三次不認我 ﹂ 當然啦！逃命要緊哪！耶穌？算
了吧！我命要緊 趕快逃 彼得也是這樣啊！逃啊！
現在 ××妳自稱先知 知道土地公等妳五百年？多明
尼加的老教堂裡面的瑪麗亞 所有的天使等妳五百年？大象
也等妳五百年？紐西蘭的螢火蟲等妳十一萬年？蒼蠅飄洋過
海飛了四天四夜要來皈依妳 要來求妳超度 妳都先知喔？
問妳一句話：﹁妳媽媽過世的時候 妳人在哪裡？﹂ 有人
知道她媽媽過世的時候 她人在哪裡嗎？有人知道嗎？一個
人知道 站起來 在你家裡？好了 請你坐下 妳連妳媽媽
要過世妳都不知道 不在家裡等她過世 妳跑到人家的家裡
做法會？做別的事情的法會 聽到消息以後 改成超度妳媽
媽的法會 那時候你家裡在哪裡？在廣州 妳看吧！妳根本
不知道妳媽媽什麼時候過世 妳是什麼先知啊？後知後覺！
你說對不對？如果妳知道妳媽媽要過世 就留在家裡 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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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聞教的方法救度妳自己的母親 妳現在把妳母親害得很
慘！她在××府 自己好好想 妳這個叫先知嗎？妳能夠算
出她幾點過世嗎？妳連日子都不知道！怎麼能夠算出她幾點
會過世？
妳要當一個先知也蠻困難 首先真的必須要真實見 妳
真實的看見 我看妳根本就不是真實見 妳只會養鬼 聽鬼
胡說八道 鬼迷心竅！我們講一句話 做弟子的要聽好：
﹁做為法師 做為上師 你要心存眾生啊！心裡要存著眾
生 我是為眾生 ﹂ 眾生供養妳 妳讓眾生自由樂捐總可
以了吧？妳開口跟人要錢就不對的！開口跟人家要房子 要
錢 一個東西多少錢 大星星 中星星 小星星 金身多
少 買廟的土地多少 讓人家樂捐就好 不要開口跟人家要
錢 蓮花素秋的朋友去問妳事情 妳跟人家開口要二十萬美
金 蓮花素秋的股東去問事 她說：﹁你的業障很重 你要
消除業障要做功德 二十萬美金 ﹂ 還拿計算機來算！還
有印尼的蓮花×× 他叫我不要講出來 一壇護摩要他拿出
十六萬 他說：﹁十六萬！怎麼那麼多啊？我一個學生 哪
裡來的十六萬？﹂ 她回答：﹁你知道嗎？你欠你的女朋友
前世四百萬美金 十六萬美金算你便宜了啦！十六萬美金可
以抵消掉你前世欠人家四百萬美金 還有賺！﹂ 她講還有
賺 不是蓮花××賺 是妳××自己賺！都是這樣唬人的
啊！妳也不是︿輔仁大學﹀畢業的 妳怎麼老是唬人呢？很
簡單的道理：師尊今天絕不會開口跟你要錢 如果我開口跟
你要錢 我就不是盧勝彥 是假的神通在騙人啊！
我今天跟大家講﹁真實的看見﹂ 哇 四點半了
真
實的看見 什麼是﹁真實的看見﹂？你依照修定的方法 像
黃教的祖師爺宗喀巴一樣 祂依照修定的方法 先看般若
光 再看金剛鏈 再看金剛幕 到時候 佛出現半身 再出
現全身 你這種看見叫做﹁真實見﹂ 你依照我︽定中之

印度旁邊孟加拉國的首富他來問我選總統的事 那因為我母
親中風 救護車來 我要趕過去看她 我跟靜香上師講：
﹁讓我去看我媽媽 ﹂ 她說：﹁不行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人物 祢一定要問完事再走 ﹂ 啊 沒有 好啦！好啦！
請坐 請坐 不關妳的事 有沒有 都不關妳的事 總之
那時候妳在問事 對不對？我在問事 對不對？我問到完我
才走 對不對？呵呵 好好好 老人家容易忘掉 我母親到
了 Overlake Hospital 西 雅 圖 有 名 的 大 醫 院 Overlake
Hospital 醫生宣布不用腦部開刀 因為開刀也是植物人
我們講好聽一點 就等著她慢慢地圓寂 醫生宣布 她剩下
七天的生命 我當時在那裡我算了一下：﹁明天早上十點
師尊過來唸佛 十點的時候我母親就要走 ﹂ 醫生講 她
還可以拖一個禮拜才會走 我說不用 明天早上十點她就要
走 要離開人間 誰當場在的舉手？幫我母親助唸 蓮今也
在 醫生宣布一個禮拜 我宣布明天早上十點 我過來唸
佛 我到了我媽媽面前 我就跟她講：﹁妳現在注意喔！妳
心要很平靜 妳如果看到瑤池金母出現在妳面前 妳可以跟
祂走；看到觀世音菩薩出現在妳面前 妳跟祂走 其他的妳
都不可以跟任何人走！除了這兩尊出現以外妳可以跟祂走
其他哪一尊妳都不可以跟祂走 ﹂ 我在她耳朵旁邊講 那
時候我看著她的呼吸 長呼吸 短呼吸 旁邊周圍的法師
上師在那邊唸佛 我在她的耳朵旁邊一直跟她講話：﹁妳要
怎麼走
﹂第二天的早上十點 我媽媽就吸了一口氣 頭
抬起來 整個身體抬起來 掙扎了一下 靈魂從頂竅出去
然後慢慢地的再躺回來 臉色開始變 就走了 剛好十點
對不對？我算得很準喔！連時間都算出來 幾點鐘要走我都
算出來
我現在在這裡請問×× 妳也是先知啊？什麼叫先知
呢？進過教堂的都知道 ﹁先知﹂ 先知 先覺 耶穌就是
先知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的時候 祂講了一句話：﹁你們這

定︾的法去修行禪定 你所看見的是﹁真實見！﹂你用拙火
跟明點法開了眉心輪 你有天眼通 這個看見叫﹁真實的看
見﹂ 真實見；你開了心輪就有他心通 別人在想什麼你都
知道 這個叫他心通；什麼是漏盡通？就是你開了密輪 你
就漏盡 叫漏盡通；你開了臍輪 你就知道宿世 叫做宿命
通 妳經常講三世因果 表示已經開了臍輪 但是完全是騙
人的 因為妳拙火都沒有起來！我都沒有教妳如何綁禪帶
妳不知道綁禪帶 妳如何生起拙火？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呀！密教的神通 這裡是天眼 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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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吧！我命要緊 趕快逃 彼得也是這樣啊！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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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她媽媽過世的時候 她人在哪裡嗎？有人知道嗎？一個
人知道 站起來 在你家裡？好了 請你坐下 妳連妳媽媽
要過世妳都不知道 不在家裡等她過世 妳跑到人家的家裡
做法會？做別的事情的法會 聽到消息以後 改成超度妳媽
媽的法會 那時候你家裡在哪裡？在廣州 妳看吧！妳根本
不知道妳媽媽什麼時候過世 妳是什麼先知啊？後知後覺！
你說對不對？如果妳知道妳媽媽要過世 就留在家裡 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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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人 都不準 妳自己想一想看 那個鬼
話還能聽嗎？妳講的鬼話還能聽？妳養鬼 沒
有錯有鬼通 鬼話不能聽的！小靈小驗會有
大靈大驗不會有！很簡單跟妳這樣講 妳如果
聰明一點 早點醒過來 妳還有救！那麼多人
證明 妳養鬼 那些鬼話不可信的啦！還有人
跟著她呢！聽她的鬼話當然小靈小驗是會有
因為鬼本身也有一點通啦！我們講是鬼通 對
不對 我們這一次辦法會 妳怎麼講？妳在鬼
的面前怎麼講：﹁你們去 把他們搞定！﹂
搞得定嗎？搞不定！老夫坐在這裡！我講了一
句話：﹁妳不要老是叫你的鬼去搞我們那些善
良的同門 要嘛 妳就來找我！叫妳所有的鬼
來找我！好膽別走！我就是不怕妳這一套！妳
趕快叫啊！﹂
真的 看了她一整本說謊的書 她的書也
出版了好幾本 都是她的開示 他們幫她編出
來的開示 每一本書都是鬼話！除了引用我的
話 都是鬼話！她還引用我的話啊！現在我非
常地真誠請妳修﹁懺悔法﹂ 把妳的××府趕
快撤銷掉 因為他們的鬼話不準 她也斷言我
什麼時候死你知道嗎？我沒有斷言妳已經不錯
了！我知道妳什麼時候死 但是我不願意講
不要隨便斷人家生死 這是一種禮貌 妳要懂
得禮貌 真實的趕快修﹁懺悔法﹂ 金剛薩埵
﹁百字明懺悔法﹂ 妳盡量的修 我知道妳懂
得修 妳也懂得 妳以前做的護摩白做了 全
部做給鬼了 從現在開始 離開那些鬼 我看
妳也離不開了 糟糕啊！妳要離開那些鬼 妳
來求我 我可以幫妳 不要再養鬼了 妳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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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說謊就是她的專長 我今天這樣觀察妳 妳養
鬼養得不錯 有鬼通 但是鬼講得不一定正確
妳不要老是信鬼 信得那麼迷！斷定誰今天會
死 誰哪天會死 王進賢教授在哪裡？在那裡
她斷定他一年之內兒子先死 再來太太會死 再
來王教授會死 一年之內三個都會死 不照她的
話做的話 一年之內三個都會死 現在你死了
嗎？活得很開心哪！哪裡死？對不對？她斷︿圓
池堂﹀一年之內堂主跟堂主夫人都會死 死了
嗎 ？ Selamat Pagi Selamat Malam Selamat
Siang 死了嗎？沒死！已經有兩個斷人家死
的 巴拿馬的羅宏 她斷他的兒子出生一年就要
死 現在幾歲啦？現在二十二歲啦！她斷他出生
一年就會死 他的兒子××府來轉世的 一年之
內就會死 不聽她的話 死光光
現在呢？都不會死！告訴你！不是不會死
總要活到他的年齡夠了他才會死 對不對？斷了

那些鬼等於變成五大神？告訴妳 還是鬼 妳以
為××府 等於是摩訶雙蓮池的境界？告訴妳
不是 那是鬼域 妳要離開鬼 我可以教妳方
法 但是不要給妳的鬼知道 真的很難哪！她現
在處境蠻困難的 趕快修﹁懺悔法﹂ 真實的懺
悔 在諸佛菩薩面前真實地懺悔 離開那五個鬼
領袖 離開那千千萬萬的鬼 我有方法把他們全
部遣散
今天跟大家講 主要的旨意就是在這裡 我
們修行本身一定要走在正法的軌道上 ﹁諸惡莫
做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最重要的就是﹁自
淨其意﹂ 前兩個﹁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是世
間法 ﹁自淨其意﹂是出世間法 這就叫做佛
教 嗡嘛呢唄咪吽

勝樂金剛法相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作家
文集簽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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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曉上師

本處都那麼的晴安！

往復幻戲的歲月很遙很長
想要而努力了終會實現的
莫著急要立刻實現什麼
從沒有到有的過程同等妙好
經歷 以及真如的路向
任由它出奇不意 水到渠成

努力了就任由它出奇不意

有的玩意正在凋零︵世態與經濟 人事與情誼的
低迷︶ 但烏雲與鳥吵無礙虛空 無心的覺性依
然廣闊 輕顫 靜安 光輝 以及不可說
原來快樂的心情是要在不快樂的環境裡堅持的
修行 快樂 感恩 就是修行戰友們每日要堅守
的陣地
在有事中見事 是被雲擾鳥鬧牽扯了神魂 順然
的編織頓然成了亂麻
在有事中見無事 眼前什麼樣的雲朵都是清笑
的 任何的鳥兒都是歡唱的 每個人事物都是那
麼奇妙有趣的
沒有什麼是不乾淨的
那個如是衝突而玄和的暢呵！

每個時刻

玩意從來是由解與不解所組成的

煩惱來時 只能這樣：空掉它 享受它 讚美
它
空不掉就嘗試去享受 ﹁槍﹂幹不掉︵已盡人
事︶就笑臉相迎 點頭哈腰
除此沒有更智慧的選擇了
對境心動執著的 就是逆境
對境自如不動的 都是順境
未成佛前的一切問題 其實都是自己的問題
看到了百分之八十的風光 並且產生﹁很想要﹂
的感覺
但是 卻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定力和福慧力
問：怎麼辦？
答：沒得辦 辦不了 退一步海闊天空 退回原
地再煉 哈哈

智慧的選擇

離去的﹁捨﹂ 讓我們又看見新的﹁得﹂
﹁得﹂無所﹁得﹂才真﹁得﹂ ﹁有事﹂而心頭
﹁無事﹂ 那就超然於變化了
要順應變 勇迎於變 無心於變

努力了就任由它出奇不意

變中有不變永遠在變
變化是人生常態
企圖阻止變化 從時間近些或者遠些去看 那都
只是一片癡心妄想
︽易經︾就是變易的道理 它是本然而顯現的
人不能兩次插足同一條河 眼前的每一段 都在
迅速辭別 不再相同
首領說 這個可以開放 那個不可以開放
到最後的後來 不開放的開放了 開放的不再開
放
不定的可以暫定 預定的能定一時 卻無法永
定
看看幾千年歷史可以很清楚：
變了的會再變 變變無窮
現象上唯一不變的 就是變來變去
變化是自然界的常態 自然界如果不會變化 那
就變態了
﹁好﹂變得﹁不好﹂變得﹁好﹂ 變得﹁多奇
妙﹂ 能使我們每日嚐到的事物都是﹁新鮮﹂
的
不再見的人 分別得﹁好﹂；陌生的人 相遇得
﹁好﹂ 有去必有來 有來必有去

生活和藝術創意一樣 有解與不解
解不解並存 解不解均安
不解度向解 是樂趣；解變作不解 是野趣
過程無執都是妙好
解與不解握手言和
不必在意別人在背後怎麼說你 那些看法改變不
了事實
如果攪亂了心反而不值得 心糟使事情更糟
理解的 不需要解釋；不理解的 時常不配你解
釋
真正懂你的 不會因為一些假象而否定了你
不誤會只是平常的故事 誤會卻能產生不尋常的
故事 都好
只要做對︵開悟之道︶ 安於真理 就沒有什麼
可擔心的
戲必由誤會與不再誤會所組成 如果一直沒有誤
會反而不好玩 反而沒戲
沒有截然相反的幻存 每個人事都會變得乏味
沒人俏皮搗蛋 無事可做
只須空心為要
繼續舒適地看戲吧 這個才叫超越
對錯之間 無彼即無此
此感恩彼 彼感恩此
彼此實無異樣 僅是仁者心動 才顯生異相︵矛
盾相︶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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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了就任由它出奇不意

有的玩意正在凋零︵世態與經濟 人事與情誼的
低迷︶ 但烏雲與鳥吵無礙虛空 無心的覺性依
然廣闊 輕顫 靜安 光輝 以及不可說
原來快樂的心情是要在不快樂的環境裡堅持的
修行 快樂 感恩 就是修行戰友們每日要堅守
的陣地
在有事中見事 是被雲擾鳥鬧牽扯了神魂 順然
的編織頓然成了亂麻
在有事中見無事 眼前什麼樣的雲朵都是清笑
的 任何的鳥兒都是歡唱的 每個人事物都是那
麼奇妙有趣的
沒有什麼是不乾淨的
那個如是衝突而玄和的暢呵！

每個時刻

玩意從來是由解與不解所組成的

煩惱來時 只能這樣：空掉它 享受它 讚美
它
空不掉就嘗試去享受 ﹁槍﹂幹不掉︵已盡人
事︶就笑臉相迎 點頭哈腰
除此沒有更智慧的選擇了
對境心動執著的 就是逆境
對境自如不動的 都是順境
未成佛前的一切問題 其實都是自己的問題
看到了百分之八十的風光 並且產生﹁很想要﹂
的感覺
但是 卻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定力和福慧力
問：怎麼辦？
答：沒得辦 辦不了 退一步海闊天空 退回原
地再煉 哈哈

智慧的選擇

離去的﹁捨﹂ 讓我們又看見新的﹁得﹂
﹁得﹂無所﹁得﹂才真﹁得﹂ ﹁有事﹂而心頭
﹁無事﹂ 那就超然於變化了
要順應變 勇迎於變 無心於變

努力了就任由它出奇不意

變中有不變永遠在變
變化是人生常態
企圖阻止變化 從時間近些或者遠些去看 那都
只是一片癡心妄想
︽易經︾就是變易的道理 它是本然而顯現的
人不能兩次插足同一條河 眼前的每一段 都在
迅速辭別 不再相同
首領說 這個可以開放 那個不可以開放
到最後的後來 不開放的開放了 開放的不再開
放
不定的可以暫定 預定的能定一時 卻無法永
定
看看幾千年歷史可以很清楚：
變了的會再變 變變無窮
現象上唯一不變的 就是變來變去
變化是自然界的常態 自然界如果不會變化 那
就變態了
﹁好﹂變得﹁不好﹂變得﹁好﹂ 變得﹁多奇
妙﹂ 能使我們每日嚐到的事物都是﹁新鮮﹂
的
不再見的人 分別得﹁好﹂；陌生的人 相遇得
﹁好﹂ 有去必有來 有來必有去

生活和藝術創意一樣 有解與不解
解不解並存 解不解均安
不解度向解 是樂趣；解變作不解 是野趣
過程無執都是妙好
解與不解握手言和
不必在意別人在背後怎麼說你 那些看法改變不
了事實
如果攪亂了心反而不值得 心糟使事情更糟
理解的 不需要解釋；不理解的 時常不配你解
釋
真正懂你的 不會因為一些假象而否定了你
不誤會只是平常的故事 誤會卻能產生不尋常的
故事 都好
只要做對︵開悟之道︶ 安於真理 就沒有什麼
可擔心的
戲必由誤會與不再誤會所組成 如果一直沒有誤
會反而不好玩 反而沒戲
沒有截然相反的幻存 每個人事都會變得乏味
沒人俏皮搗蛋 無事可做
只須空心為要
繼續舒適地看戲吧 這個才叫超越
對錯之間 無彼即無此
此感恩彼 彼感恩此
彼此實無異樣 僅是仁者心動 才顯生異相︵矛
盾相︶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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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祢講完了

我還能講什麼？

︵未完待續︶

時！﹂email還是會不見喔！怎麼會扯到這裡去？
其實只有修持這一條路 善果才會永永遠遠綿綿不
絕 因為那是真的空中生妙有的善果 因為你一呼一吸
都在利益眾生 這個都是在做布施 你一呼一吸都在布
施 當然你的福報就呼吸之間自己會跑過來 各位了解
那個意思嗎？因為那都是自然的 很恐怖的 那個真的
是厲害了 後來才懂佛是到這個地步 當然我不知道我
寫的最後答案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寫的報告師尊喜不喜
歡 或者這個報告對不對 祂說可以接受 表示還有六
十分 那就好了！六十就好！我一向都是這樣 我們是
六十還是七十及格？我只要及格就好 及格就好

刊雜誌寫專欄 每個月都有截稿日 我通常都是在截稿
日的那一天早上才開始寫 有時候寫不完跟人家講：
﹁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 明天你進辦公室打開email你
就會看到了 可不可以？﹂我常常跟人家這樣講 以前
編輯每次都在催稿 他們都會：﹁你的稿件 都要交稿
了怎麼還沒有看到？﹂我說：﹁好好好 再給我一個小

提心 是基於那個究竟 所以佛的善果 佛的福報無窮
無盡 為什麼？因為祂從來就沒有用心過 祂從來就沒
有用心行善過 祂連善的念頭統統都不存 祂連善的念
頭都不存 為什麼？因為祂覺得那個就是本來要做的事
情 連該做都沒有 連該做這個﹁該﹂都沒有 因為有
﹁該﹂表示什麼？表示那是責任 其實連責任都沒有
在佛的觀點裡面連責任都沒有 這個很難 這個想很久
才會通 才會了解原來祂是這樣想的 我們不是 我們
會把這些事情攬在身上 可是佛的觀點不是這樣 佛的
觀點是自然的 祂常常就是順手做了 然後祂也不知道
祂是順手做這件事 祂完全沒有順手這個概念了 那你
說祂在幹嘛？講過啦 佛是閒人 師尊教我的 叫我自
己去想清楚
祂說佛跟十地菩薩都在做同樣的事 那為什麼佛是
佛 十地菩薩成不了佛？祂說不可以用三輪體空去想
然後給了一個提示 叫做﹁佛是閒人﹂ ﹁這個以前就
跟你講過了 佛是閒人 ﹂題目就這樣 你知道這個題
目要做什麼？申論題 跟我們考博士班一樣 考過了才
叫博士候選人 然後再來寫論文 我覺得這根本就比論
文更可怕 我跟你講 真的可怕的論文不是那種寫長篇
大論的 真正可怕的論文是叫你一句話講清楚 我一句

■釋蓮耶上師開⽰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佛是閒人

然後再來 後面講果生後凋零 就是說它空心的
所以你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也就是說這個福報的樹 它
長果長完了 就是你吃了 它就凋零了 真的是這樣
你布施的福報 這個福報不會永遠讓你用的 你這一生
享受到了以後 來生沒有了 你這一世得到了 再來沒
有了 福報就是這樣 福報只有一瞬間的 福報基本上
也是生滅的 它不是恆久不變的 所以我們這一生所
吃 所用 所睡的全部都是前世種下去的東西 吃完了
就沒了 那怎麼辦？所以不斷的要做行善是沒有錯 可
是那不叫做究竟之道 你看師尊都一直講行善是佛法沒
有錯 可是佛法不只有行善 為什麼？因為你要證悟究
竟的東西 才不會果生後凋零 重點就是在那一棵樹│
功德樹 功德樹是什麼？菩提樹 只有真正的菩提心
證悟最終的菩提你才可以讓這個樹繼續茂盛的長上去
所以祂這裡講﹁覺心樹茂盛 與果恆時增﹂菩提心才會
讓你的善果持續增上 持續的增加 持續的增長 而不
會長完就沒了 菩提心才能夠這樣 菩提心才能夠增長
善果 這個千萬不要忘記 否則我們行善 尤其是有漏
有求的行善 那就吃這麼一次 你吃完就沒有了 無漏
的善果是基於菩提心的
那基於什麼菩提心？真正的無漏善果是基於勝義菩

話怎麼講清楚
好 我還是講了一句話 然後我後面用了三小段
每一段大概三行不到 解釋一下為什麼是這一句話 我
還是要寫報告啊 因為老師交代功課下來 我們做學生
的能不交功課嗎？很害怕 祂這個功課我想了一個月
我從什麼時候回來就開始講這件事？香港 我從香港回
來就知道有這個功課 然後每個禮拜祂都跟我說：﹁該
交作業了 ﹂對不起 遲交可不可以？蓮質法師我都跟
妳說我還沒寫 然後問她：﹁妳寫了沒？﹂我就叫她寫
她的報告 結果我的報告都沒寫 我沒寫就叫她寫 結
果她也沒寫 到最後師尊說：﹁我要回美國了 不寫來
就不收了 ﹂通常就是這樣 我們在學校考試 ﹁老師
再五分鐘！我還沒寫完啦！﹂﹁不行啦 時間到了 同
學都已經交卷了 就你而已！﹂﹁不行啊！再給十分
鐘！﹂﹁再十分鐘啊！﹂我們在學校考試都這樣 然後
到最後他說：﹁我要走囉！﹂﹁好！好！好﹂趕快簽個
名上去 ﹁老師 你再給我十分鐘我就把它寫完了
啦！﹂然後通常老師就講什麼？﹁我再給你三十天你也
寫不完 ﹂所以趕快收一收 ﹁我要回家啦！﹂你不會
就是不會嘛 講那麼多幹什麼？會的話一句話就講完
了 師尊說：﹁我要回家了啦！﹂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干我什麼事？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了 就那一天 上禮
拜四他們出發前 他們為了等我那一封信還晚出發了十
五分鐘 因為我還在那邊拼命的寫
其實這就跟我們以前寫書 寫文章 像我以前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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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講完了

我還能講什麼？

︵未完待續︶

時！﹂email還是會不見喔！怎麼會扯到這裡去？
其實只有修持這一條路 善果才會永永遠遠綿綿不
絕 因為那是真的空中生妙有的善果 因為你一呼一吸
都在利益眾生 這個都是在做布施 你一呼一吸都在布
施 當然你的福報就呼吸之間自己會跑過來 各位了解
那個意思嗎？因為那都是自然的 很恐怖的 那個真的
是厲害了 後來才懂佛是到這個地步 當然我不知道我
寫的最後答案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寫的報告師尊喜不喜
歡 或者這個報告對不對 祂說可以接受 表示還有六
十分 那就好了！六十就好！我一向都是這樣 我們是
六十還是七十及格？我只要及格就好 及格就好

刊雜誌寫專欄 每個月都有截稿日 我通常都是在截稿
日的那一天早上才開始寫 有時候寫不完跟人家講：
﹁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 明天你進辦公室打開email你
就會看到了 可不可以？﹂我常常跟人家這樣講 以前
編輯每次都在催稿 他們都會：﹁你的稿件 都要交稿
了怎麼還沒有看到？﹂我說：﹁好好好 再給我一個小

提心 是基於那個究竟 所以佛的善果 佛的福報無窮
無盡 為什麼？因為祂從來就沒有用心過 祂從來就沒
有用心行善過 祂連善的念頭統統都不存 祂連善的念
頭都不存 為什麼？因為祂覺得那個就是本來要做的事
情 連該做都沒有 連該做這個﹁該﹂都沒有 因為有
﹁該﹂表示什麼？表示那是責任 其實連責任都沒有
在佛的觀點裡面連責任都沒有 這個很難 這個想很久
才會通 才會了解原來祂是這樣想的 我們不是 我們
會把這些事情攬在身上 可是佛的觀點不是這樣 佛的
觀點是自然的 祂常常就是順手做了 然後祂也不知道
祂是順手做這件事 祂完全沒有順手這個概念了 那你
說祂在幹嘛？講過啦 佛是閒人 師尊教我的 叫我自
己去想清楚
祂說佛跟十地菩薩都在做同樣的事 那為什麼佛是
佛 十地菩薩成不了佛？祂說不可以用三輪體空去想
然後給了一個提示 叫做﹁佛是閒人﹂ ﹁這個以前就
跟你講過了 佛是閒人 ﹂題目就這樣 你知道這個題
目要做什麼？申論題 跟我們考博士班一樣 考過了才
叫博士候選人 然後再來寫論文 我覺得這根本就比論
文更可怕 我跟你講 真的可怕的論文不是那種寫長篇
大論的 真正可怕的論文是叫你一句話講清楚 我一句

■釋蓮耶上師開⽰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佛是閒人

然後再來 後面講果生後凋零 就是說它空心的
所以你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也就是說這個福報的樹 它
長果長完了 就是你吃了 它就凋零了 真的是這樣
你布施的福報 這個福報不會永遠讓你用的 你這一生
享受到了以後 來生沒有了 你這一世得到了 再來沒
有了 福報就是這樣 福報只有一瞬間的 福報基本上
也是生滅的 它不是恆久不變的 所以我們這一生所
吃 所用 所睡的全部都是前世種下去的東西 吃完了
就沒了 那怎麼辦？所以不斷的要做行善是沒有錯 可
是那不叫做究竟之道 你看師尊都一直講行善是佛法沒
有錯 可是佛法不只有行善 為什麼？因為你要證悟究
竟的東西 才不會果生後凋零 重點就是在那一棵樹│
功德樹 功德樹是什麼？菩提樹 只有真正的菩提心
證悟最終的菩提你才可以讓這個樹繼續茂盛的長上去
所以祂這裡講﹁覺心樹茂盛 與果恆時增﹂菩提心才會
讓你的善果持續增上 持續的增加 持續的增長 而不
會長完就沒了 菩提心才能夠這樣 菩提心才能夠增長
善果 這個千萬不要忘記 否則我們行善 尤其是有漏
有求的行善 那就吃這麼一次 你吃完就沒有了 無漏
的善果是基於菩提心的
那基於什麼菩提心？真正的無漏善果是基於勝義菩

話怎麼講清楚
好 我還是講了一句話 然後我後面用了三小段
每一段大概三行不到 解釋一下為什麼是這一句話 我
還是要寫報告啊 因為老師交代功課下來 我們做學生
的能不交功課嗎？很害怕 祂這個功課我想了一個月
我從什麼時候回來就開始講這件事？香港 我從香港回
來就知道有這個功課 然後每個禮拜祂都跟我說：﹁該
交作業了 ﹂對不起 遲交可不可以？蓮質法師我都跟
妳說我還沒寫 然後問她：﹁妳寫了沒？﹂我就叫她寫
她的報告 結果我的報告都沒寫 我沒寫就叫她寫 結
果她也沒寫 到最後師尊說：﹁我要回美國了 不寫來
就不收了 ﹂通常就是這樣 我們在學校考試 ﹁老師
再五分鐘！我還沒寫完啦！﹂﹁不行啦 時間到了 同
學都已經交卷了 就你而已！﹂﹁不行啊！再給十分
鐘！﹂﹁再十分鐘啊！﹂我們在學校考試都這樣 然後
到最後他說：﹁我要走囉！﹂﹁好！好！好﹂趕快簽個
名上去 ﹁老師 你再給我十分鐘我就把它寫完了
啦！﹂然後通常老師就講什麼？﹁我再給你三十天你也
寫不完 ﹂所以趕快收一收 ﹁我要回家啦！﹂你不會
就是不會嘛 講那麼多幹什麼？會的話一句話就講完
了 師尊說：﹁我要回家了啦！﹂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干我什麼事？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了 就那一天 上禮
拜四他們出發前 他們為了等我那一封信還晚出發了十
五分鐘 因為我還在那邊拼命的寫
其實這就跟我們以前寫書 寫文章 像我以前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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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丁酉年 西雅圖雷藏寺
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

授出 家 戒

授在 家 菩 薩 戒

新人 福 證

■文∕西雅圖雷藏寺

美

國︿西雅圖雷藏寺﹀於二○一七
年九月十六日假座︿梅登堡會議
中心﹀ 隆重舉辦﹁秋季阿彌陀佛息災
超度祈福大法會﹂暨首傳﹁紅度母﹂不
共大法 來自全球各地逾三千人的真佛
弟子 一早便抵達會場等候
等待會
場開放的時刻到來 會場所有的工作人
員 人人士氣高昂 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當日法會的準備工作
萬眾期待下 聖尊蓮生活佛於是
日十時許 佛駕到達法會現場 真佛弟
子夾道熱誠迎接根本上師的到臨 法會
的會場裡 早已排起一條長長迂迴的８
８８主祈功德主敬獻哈達的人龍 環繞
整個大會場 敬獻完哈達之後 聖尊不
辭辛苦的緊接著為大家加持簽書 絡繹
不絕的人潮 足以應證聖尊無窮無盡的
強大﹁攝召力﹂
於下午二時整 由聖尊蓮生活佛
主壇的秋季大法會在莊嚴隆重的迎師隊
伍的引領下 正式揭開序幕 當聖尊登
上高台法座的那一刻 莊嚴的俯視全場
的弟子 那慈悲的注視 能貫穿人心
透過空間的距離 心領神會的貫穿到每
一個有真佛弟子的地方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總裁｜ 盧
佛青博士 在年度的頒贈儀式中談到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立至今九年
來 已經捐出超過一百七十萬美元用於
健康照顧和教育計畫 也捐出超過六十
萬美元幫助國際緊急賑災以及蓮花獎學

金 今年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將頒
發超過三十四萬美金的贊助金給二十二
個有關健康和教育的機構 還有二十五
位獲頒蓮花獎學金的學生 以及繼續幫
助尼泊爾的災後重建計劃 盧佛青博士
更深刻的呼籲大家 教育和健康照護可
提升人們遠離貧困的環境 ︿盧勝彥佈
施基金會﹀提供給各單位的贊助金 等
於幫助了數千位受益者包括孩童 這些
受益者若沒有大家的慈悲贊助 他們的
生活就無法實現夢想 各位同門捐給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每一塊錢 都
是布施行善的功德 更可以為自己打造
累世的福報 請大家繼續支持︿盧勝彥
佈施基金會﹀ 能對最需要健康照顧和
教育的人們 繼續投注更多的努力和關
懷
本次法會 有三位戒子發心受
﹁出家戒﹂ 分別是釋蓮廠法師 釋蓮
燈法師及釋蓮堙法師 在肅穆的戒壇
前 在法會現場的諸多見證下 誓願盡
形壽遵守出家戒律而不犯 在與根本上
師的一問一答間 便是﹁得戒﹂ 在得
受根本上師的剃度後 ︿真佛宗﹀的弘
法人員又多增加了三名新的生力軍 接
著 賜授在家﹁菩薩戒﹂ 聖尊以淨光
照受戒弟子 並告誡受戒弟子將來要以
他人為想 不為自己想 所謂菩薩就是
在救度眾生 以救度他人為主 同時犧
牲自己 是為﹁菩薩﹂ 再接著結婚進
行曲的樂聲響起 七對新人步入會場壇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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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的會場裡，排起一條長長迂迴的
主祈功德主敬獻哈達的人龍，環繞整個大會場。
城前 聖尊親自為新人主持福證儀式
現場除了無數的祝福 也散發出歡樂喜
氣的氛圍
在法會修法儀軌的引領 莊嚴巍
巍的梵唄聲起 聖尊蓮生活佛以大悲願
力 演化超度祈福息災大手印 召請本
尊阿彌陀佛及諸佛菩薩下降至壇場 超
度接引幽冥眾等 能早日往生佛國淨
土 並且以佛光攝受所有報名參加法會
的眾等 加持業消增福 所求皆得如
願 法會結束後 聖尊首傳﹁紅度母﹂
不共大法 聖尊談到：﹁紅度母﹂是在
二十一度母中﹁作法﹂最重要的一個本
尊 密教本身是有﹁行法﹂和﹁作法﹂
的 息增懷誅(息災 增益 敬愛 降
伏)都是作法的一種 行者若欲修持紅
度母的唸誦法 一定要有﹁前行七
支﹂ 接下來進入﹁正行﹂的觀想 觀
想自己的心中八葉蓮花中有一個﹁阿﹂
字 變化成紅色的月輪 月輪中間有種
子字 當 是二十一度母本身的種子
字 放出光芒 變成紅色的蓮花烏巴拉
花 蓮花的中心又有一個當字放光 行
者自己變成紅度母 紅度母的形象一頭
二臂面帶微笑 右手持鉤 放在膝蓋之
上 左手持紅色烏巴拉花當胸 花開在
耳旁 腳右屈左伸
坐在紅色蓮花座
上
有三目 天衣重裙 因源自阿彌
陀佛 其心有﹁些﹂ ﹁咄唎﹂字 眉
心有﹁嗡﹂字 喉輪有﹁阿﹂字 心際
有﹁吽﹂字 這時行者已是紅度母 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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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義舉，彰顯了安定社會的具體實現。
〈中華民國駐西雅圖經濟文化辦事處〉是中華民國派駐西雅圖的
代表機構，服務促進僑社發展團結與和諧，是辦事處的基本使命，
但所謂的獨木難支，辦事處資源能力有限，這都要仰賴在座諸位大
德，如像聖尊所創建的〈西雅圖雷藏寺〉、〈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種種的社會團體的大力扶助與支持，才們能達到我們的使命。
聖尊有發下弘願–「粉身碎骨度眾生，不捨一個眾生」，有今
天法會的盛況，顯示各位對聖尊慈悲為懷的信念尊崇與信服，謹代
表〈駐西雅圖辦事處〉與中華民國政府，恭祝聖尊聖躬康泰，身體
健康，各位善信大德，福德圓滿，法會順利成功！！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吳鎮祺副處長致詞

▲ 師尊與摸彩幸運得主合影
▲ 師尊與義賣得標主合影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盧佛青博士與健康和教育機構及獲頒蓮花獎學金的學生合影

宗教是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就如聖尊創建的佈施基金會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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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就如聖尊創建的佈施基金會所做的

灌頂：紅度母不共大法

空中有智慧的本尊紅度母下降 與行者
合為一體 觀想時手結紅度母手印 阿
彌陀佛住頂上 接著持誦咒語﹁嗡 打
列 都打列 桑打惹尼 些 梭哈 ﹂
此咒語修持滿一百五十萬遍 才能發揮
最大的效力 再用止觀法入定︵一止一
觀︶入三摩地 後進入空性 出定後作
法最重要的口訣；是以金剛鉤三轉 右
三轉 左三轉！
配合作法時需唸的咒語 就可以
行息增懷誅法 最後 誦讚 迴向 百
字明 出壇
在精采的傳法開示後 聖尊特別
賜贈傳承寶物給祖廟作義賣 贊助祖廟
此次大法會的開銷 寶物義賣在一片競
價聲中圓滿吉祥 聖尊還為︿盧勝彥佈
施基金會﹀抽出一幅精美﹁傳承唐卡﹂
的得主 得獎的同門歡天喜地的與聖尊
合影留念 最後 聖尊蓮生活佛為大家
加持﹁紅度母灌頂﹂ 西雅圖一年一度
秋季大法會 在聖尊綿綿無盡的佛力護
佑下 一切順利圓滿落幕
︿西雅圖雷藏寺﹀謹此特別感謝
與會嘉賓：︿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吳鎮祺副處長 莊足金秘書
僑務諮詢委員 -孫樂瑜先生 僑務顧
問｜謝明芳女士 麥顯輝先生 ︿全美
電視﹀｜卓鴻儀先生 ︿台灣商會﹀｜
龔麗珍會長
等諸多位嘉賓的蒞臨
以及台灣各界政要貴賓所致贈的賀詞墨
寶 也非常感謝遠自全球各地前來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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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法人員及真佛弟子 因為有大家全
力的護持與幫助 ︿西雅圖雷藏寺﹀才
能舉辦出一場又一場盛況空前的法會
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根本傳承上師
傳授無比珍貴的大法 祝願聖尊能佛體
康泰 長久住世 法輪永轉 願傳承的
法流永遠不息 真佛弟子人人道心永
固

雜誌

師尊、師母與法會接待組義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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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基金會﹀抽出一幅精美﹁傳承唐卡﹂
的得主 得獎的同門歡天喜地的與聖尊
合影留念 最後 聖尊蓮生活佛為大家
加持﹁紅度母灌頂﹂ 西雅圖一年一度
秋季大法會 在聖尊綿綿無盡的佛力護
佑下 一切順利圓滿落幕
︿西雅圖雷藏寺﹀謹此特別感謝
與會嘉賓：︿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吳鎮祺副處長 莊足金秘書
僑務諮詢委員 -孫樂瑜先生 僑務顧
問｜謝明芳女士 麥顯輝先生 ︿全美
電視﹀｜卓鴻儀先生 ︿台灣商會﹀｜
龔麗珍會長
等諸多位嘉賓的蒞臨
以及台灣各界政要貴賓所致贈的賀詞墨
寶 也非常感謝遠自全球各地前來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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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法人員及真佛弟子 因為有大家全
力的護持與幫助 ︿西雅圖雷藏寺﹀才
能舉辦出一場又一場盛況空前的法會
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根本傳承上師
傳授無比珍貴的大法 祝願聖尊能佛體
康泰 長久住世 法輪永轉 願傳承的
法流永遠不息 真佛弟子人人道心永
固

雜誌

師尊、師母與法會接待組義工合照

實施工作成果。
安置木製織布機以便婦女們編織紡織品

美國〈西雅圖雷藏寺〉紅度母傳法大法會，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總裁盧佛青博士報告。

■報告人／盧佛青博士

地點：美國西雅圖梅登堡會議中心
時間：2017月9月16日

尼

泊爾Gorkha地區的七 八級大
地震 造成將近九千人死亡
幾乎剷平了整個村莊 影響到八百萬
人的生活 還有尼泊爾境內有些特殊
的地方和建築 經︿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地﹂ 到今天都還在剷除堆積如山的
瓦礫 這對正在開發中的國家面臨地
震災難 就如同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挑
戰 迫使尼泊爾的重建工程受到拖
延 然而在您們大家的贊助下 基金
會執行了下列的三個計畫 對當地的
貢獻非常的大
二○一七月九月十六日 ﹁美國
西雅圖雷藏寺秋季大法會﹂︿盧勝彥
佈施基金會﹀總裁盧佛青博士報告基
金會善款資助尼泊爾Gorkha地區七
八級大地震計畫
尼泊爾﹁仁人家園﹂
第一個計畫是︿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與尼泊爾政府指定的﹁仁人家
園﹂機構合作 實施一項大規模的重
建計劃 為當地人提供專業技能 工
具和培訓 教導他們建造更安全的防
震住宅 例如：培訓水泥匠 藉以建
立安全的住所 而且可以將所學的技
能來改善生活
我們訪問了﹁仁人家園﹂機構駐
尼泊爾Kavre地區的外地辦事處 看

到了政府批准的房屋重建計劃 我們
會見了努力工作的志工團隊 他們正
在幫助一個弱勢家庭 從避難所搬到
重建好的家園 這個新家是由挖掘地
基的泥土所製成的磚塊來興建的 一
塊塊磚頭疊起來的房子固然環保 但
看起來似乎很耗時 單是一間房屋只
需花費三十天的工程就能建成
不過 儘管有社區參與以及
﹁仁人家園﹂機構的工作人員和義工
們天天努力不懈 但修復與重建的工
作 顯然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挑戰
美國和平之風｜｜尼泊爾沙巴
當地的﹁美國和平之風﹂機構和
﹁尼泊爾沙巴﹂機構合作 成為我們
基金會的工作夥伴 為災區的村莊建
造了三個社區中心 這些社區中心剛
開始時是為無家可歸的家庭提供安全
的住處 現在則用來培訓婦女編織和
製作其他物品來補助生計的地方 例
如在 Byasi社區中心 安置了傳統的
木製織布機以便婦女們編織色彩鮮豔
的 尼 泊 爾 紡 織 品 在 Khawa社 區 中
心 婦女們用李子乾做成糖果 而在
Nala社區中心 他們正在嘗試製作豆
腐以及其他種類的糖果 所有生產出
來的紡織品 食品和糖果都在當地的
市場和餐館銷售
我們參加了一個婦女小組會議

非常清楚的看到社區中心是如何的幫
助著村莊 這些社區中心是促進經濟
發展的地方 並幫助那些受到重男輕
女文化下 不平等 不受重視的人們
團結起來發揮力量 讓她們的意見也
能夠受到重視
國際醫療隊｜｜尼泊爾香提
第三個資助計劃是：基金會與國
際醫療隊和當地﹁尼泊爾香提﹂機構
合作為工作夥伴 該計劃是為最貧困
的人提供了保護健康的福利 特別是
幫助了那些在尼泊爾農村地區的婦女
和兒童 還有產婦 新生兒和兒童保
健計劃 主要是鼓勵人們使用保健設
施以改善偏遠社區婦女和兒童的衛
生 營養並提升健康知識和教育
我們訪問了 Sertung Salang和
Nalang這幾個偏遠的村莊 實地觀察
了該計劃 並以創新的方式去實施
例如訪問Salang村時我們看到了一個
當地的文化舞蹈表演 歌詞已經改編
了有關衛生和健康的知識 我們和村
民坐在一起討論健康教育已提高了村
民的生活品質 從刷牙到基本衛生知
識 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全村人的健
康狀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感謝您
們大家的支持 使基金會在尼泊爾的
救災和重建計劃能夠繼續執行 讓我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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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尼泊爾Gorkha地區
款
善
由挖掘地基的泥土所製成的磚塊

7.8級大地震計劃
助
資

實施工作成果。
安置木製織布機以便婦女們編織紡織品

美國〈西雅圖雷藏寺〉紅度母傳法大法會，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總裁盧佛青博士報告。

■報告人／盧佛青博士

地點：美國西雅圖梅登堡會議中心
時間：2017月9月16日

尼

泊爾Gorkha地區的七 八級大
地震 造成將近九千人死亡
幾乎剷平了整個村莊 影響到八百萬
人的生活 還有尼泊爾境內有些特殊
的地方和建築 經︿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地﹂ 到今天都還在剷除堆積如山的
瓦礫 這對正在開發中的國家面臨地
震災難 就如同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挑
戰 迫使尼泊爾的重建工程受到拖
延 然而在您們大家的贊助下 基金
會執行了下列的三個計畫 對當地的
貢獻非常的大
二○一七月九月十六日 ﹁美國
西雅圖雷藏寺秋季大法會﹂︿盧勝彥
佈施基金會﹀總裁盧佛青博士報告基
金會善款資助尼泊爾Gorkha地區七
八級大地震計畫
尼泊爾﹁仁人家園﹂
第一個計畫是︿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與尼泊爾政府指定的﹁仁人家
園﹂機構合作 實施一項大規模的重
建計劃 為當地人提供專業技能 工
具和培訓 教導他們建造更安全的防
震住宅 例如：培訓水泥匠 藉以建
立安全的住所 而且可以將所學的技
能來改善生活
我們訪問了﹁仁人家園﹂機構駐
尼泊爾Kavre地區的外地辦事處 看

到了政府批准的房屋重建計劃 我們
會見了努力工作的志工團隊 他們正
在幫助一個弱勢家庭 從避難所搬到
重建好的家園 這個新家是由挖掘地
基的泥土所製成的磚塊來興建的 一
塊塊磚頭疊起來的房子固然環保 但
看起來似乎很耗時 單是一間房屋只
需花費三十天的工程就能建成
不過 儘管有社區參與以及
﹁仁人家園﹂機構的工作人員和義工
們天天努力不懈 但修復與重建的工
作 顯然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挑戰
美國和平之風｜｜尼泊爾沙巴
當地的﹁美國和平之風﹂機構和
﹁尼泊爾沙巴﹂機構合作 成為我們
基金會的工作夥伴 為災區的村莊建
造了三個社區中心 這些社區中心剛
開始時是為無家可歸的家庭提供安全
的住處 現在則用來培訓婦女編織和
製作其他物品來補助生計的地方 例
如在 Byasi社區中心 安置了傳統的
木製織布機以便婦女們編織色彩鮮豔
的 尼 泊 爾 紡 織 品 在 Khawa社 區 中
心 婦女們用李子乾做成糖果 而在
Nala社區中心 他們正在嘗試製作豆
腐以及其他種類的糖果 所有生產出
來的紡織品 食品和糖果都在當地的
市場和餐館銷售
我們參加了一個婦女小組會議

非常清楚的看到社區中心是如何的幫
助著村莊 這些社區中心是促進經濟
發展的地方 並幫助那些受到重男輕
女文化下 不平等 不受重視的人們
團結起來發揮力量 讓她們的意見也
能夠受到重視
國際醫療隊｜｜尼泊爾香提
第三個資助計劃是：基金會與國
際醫療隊和當地﹁尼泊爾香提﹂機構
合作為工作夥伴 該計劃是為最貧困
的人提供了保護健康的福利 特別是
幫助了那些在尼泊爾農村地區的婦女
和兒童 還有產婦 新生兒和兒童保
健計劃 主要是鼓勵人們使用保健設
施以改善偏遠社區婦女和兒童的衛
生 營養並提升健康知識和教育
我們訪問了 Sertung Salang和
Nalang這幾個偏遠的村莊 實地觀察
了該計劃 並以創新的方式去實施
例如訪問Salang村時我們看到了一個
當地的文化舞蹈表演 歌詞已經改編
了有關衛生和健康的知識 我們和村
民坐在一起討論健康教育已提高了村
民的生活品質 從刷牙到基本衛生知
識 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全村人的健
康狀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感謝您
們大家的支持 使基金會在尼泊爾的
救災和重建計劃能夠繼續執行 讓我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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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尼泊爾Gorkha地區
款
善
由挖掘地基的泥土所製成的磚塊

7.8級大地震計劃
助
資

尼泊爾的小喇嘛
盧博士、Andy師兄伉儷與尼泊爾婦女合影

盧佛青博士訪談尼泊爾香提機構的
執行總監Krishna Man先生
我們和村民坐在一起討論健康教育

受惠的婦女表達謝意

們行者發揮人溺己溺 人饑己饑的那
一份慈悲的愛心 今天﹁尼泊爾香
提﹂機構的執行總監Krishna Man先
生在這裡說明所執行的工作成果：
﹁當我們的救援計劃完成了一個
階段後 開始執行孕婦和新生兒的保
健計劃 到目前為止已經進行了９個
月 在此期間 計劃實施區內人們的
健康常識和生活是有了相當大的改
善 尤其是婦女們已經知道產前和產
後護理的重要性 她們會到保健中心
掛門診做產前和產後的檢查 她們也
開始去保健中心生產 父母在護理上
更能照顧好孩子 尤其是在衛生 營
養 和接種疫苗方面 所以我們已經
看到他們的疾病發生率開始降低 腹
瀉以及其嚴重的程度也已降低 這些
都是我們看到的一些重要的改善 ﹂
看到地震所造成的破壞令人心
碎 但尼泊爾人的韌性和決心 卻給
了我們很大的希望 在我們努力支持
尼泊爾長期復甦的同時 ︿盧勝彥佈
施基金會﹀將會繼續督導這些計劃的
進行 相信您會因您所幫助的而感自
豪 沒有您的支持 這重要的工作是
不可能完成的
感謝您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 這些受惠的婦女想在這裡親自
感謝您們
﹁致誠感謝！合十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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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西雅圖秋季大法會花絮

■文∕西雅圖雷藏寺

一

年一度西雅圖秋季傳法大法會
盛況 從法會前一週開始 各
國同門陸續抵達 ︿西雅圖雷藏
寺﹀前廣場道路人潮絡繹不絕 就
在這時候 東南亞傳來泰利颱風
美國佛羅里達州也傳來世紀颶風艾
爾瑪消息 造成九月十三日馬來西
亞 台灣 佛州的飛機 停飛的停
飛 延遲的延遲 出現航班大亂
許多領隊帶團及準備來西雅圖參加
盛會的同門 都在機場著急不已
紛紛寫傳真 打電話來求師尊加
持 就在眾弟子迫切懇求之下 泰
利颱風轉向 世紀颶風減為二級
隔天九月十四日各航空開始正常運
作 天候風向的轉變 讓氣象預報
專家都跌破眼鏡 但來參加的大法
會的同門 幾經周折都能順利抵
達 也讚歎師佛加持不可思議
各國上師 法師 同門紛紛到
達︿西雅圖雷藏寺﹀ 隨即投入法
會動員行列 所謂﹁法輪未轉 食
輪先轉﹂ 以紐約︿香德同修會﹀
為主導的香積組 不僅帶來大批義
工 更帶來很多食物及供品 供養
各壇城諸尊 來自各地弘法人員義
工 大家一起動手幫忙各項準備工
作 廟前馬路掛上五色天馬旗 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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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品組

報名組

刻顯得光彩燦爛 有的幫忙摺法
船 蓮花 有幫忙影音的光碟流
通 有的幫忙搬運法會用品到梅登
堡法會現場 這次法會特別租用二
部大型貨車 讓法會前布置及法會
後撤離 都非常迅速有效率
各國的佛具攤位也紛紛在廟前
馬路兩旁設立 ︿真佛般若藏﹀在
廟前設立攤位；︿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特別推出傳承唐卡 並在密苑
前設攤位 師尊文集推廣組也在
︿宗委會辦事處﹀前 擺設介紹師
尊文集攤位 慈悲的師尊經過各攤
位時 也特別賜給加持；每日午
餐 晚餐後 等候師尊摩頂的隊
伍 從圖書館延伸到廟前 長長的
人龍 誠心溢於言表
師尊開示法會主尊紅度母 是
密教作法的主尊 所以這次報名主
祈的非常踴躍 而且參加同門也超
乎往年 讓整個梅登堡會場大爆
滿 所有接待組人員穿著整齊紅色
的旗袍 現場義工制服也以紅色為
主 連參加的同門也多穿著紅色衣
裙 整個會場到處洋溢著熱情 現
場音響控制穩定 讓主祈人獻哈
達 簽書 大法會 傳法開示 當
天所有活動順暢 功不可沒；︿尊
勝雷藏寺﹀主導眾多保安組同門

協助維持數千人的會場進出 灌頂
秩序 處處都順利流暢
負責交通組的師兄姐在︿西雅
圖雷藏寺﹀圖書館前 每天順暢接
送同門 辛苦忙碌來往於旅館 雷
藏寺 法會現場 而住持釋蓮花德
輝上師親自上陣 經常穿梭在︿西
雅圖雷藏寺﹀前廣場及馬路之間
繁忙的疏導進出車輛 以確保道路
暢通及同門過往人潮進出安全
在﹁勝樂金剛護摩法會﹂前
有加州同門來報告 自去年師尊到
南加州法會後 南加州持續下雨
終於解除了連續五年的乾旱 而就
在﹁勝樂金剛法會﹂中 天空開始
降下甘霖 也讓西雅圖地區連續三
個月乾旱解除 遍地枯黃的草皮重
新獲得滋潤 正如來自各地受創心
靈 獲得師尊佛菩薩法流的加持
重新散發出生命光芒
法會後 各國同門帶著滿滿的
法喜 陸續整裝返回居住地 其中
巴拿馬︿常弘雷藏寺﹀及︿寶華同
修會﹀同門在回程前 當地上師弘
法人員帶著整隊同門拉著大布條
來到︿真佛密苑﹀ 虔誠邀邀請師
尊師母蒞臨巴拿馬 場面聲勢讓再
次震撼人心

雜誌

61
62

師尊加持法會主祈人的贈品
香績組義工

廣場上散落碎玻璃，德輝上師利用
太陽光的折射，仔細地將玻璃碎片
掃起。
上師總是親身力行，處理寺裡的大、
小法務及事務。

秋季大法會期間，釋蓮花德輝上師親自在雷藏寺指揮車輛的疏通
即使天空下著傾盆大雨，他也親力親為的解決寺裡的交通停放問題。

師尊先在大殿禮佛後，走到龍王亭禮拜。

供品組

報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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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真佛密苑﹀ 虔誠邀邀請師
尊師母蒞臨巴拿馬 場面聲勢讓再
次震撼人心

雜誌

61
62

師尊加持法會主祈人的贈品
香績組義工

廣場上散落碎玻璃，德輝上師利用
太陽光的折射，仔細地將玻璃碎片
掃起。
上師總是親身力行，處理寺裡的大、
小法務及事務。

秋季大法會期間，釋蓮花德輝上師親自在雷藏寺指揮車輛的疏通
即使天空下著傾盆大雨，他也親力親為的解決寺裡的交通停放問題。

師尊先在大殿禮佛後，走到龍王亭禮拜。

菩提園地

〈威德佛學院〉2 0 1 7年
第11屆 研習班開學典禮

■文∕威德佛學院學員

二

○一七年十月三日是
︿威德佛學院﹀第十
一屆研習班開學典禮 今
年學員共有七位 有遠從
印尼 英國 新加坡和台
灣 長沙景岑禪師有云：
﹁百尺竿頭不動人 雖然
得入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
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
身 ﹂進入︿威德佛學
院﹀秉持著任重道遠的精
神 深入瞭解︿真佛密
法﹀的殊勝 進而弘揚
是當前佛學院對每個學員
至深的期許
是日 早上十時於佛
學院的新教室隆重舉行
﹁開學典禮﹂ 依照慣例
在請根本上師加持及恭誦
﹃根本上師心咒﹄後 院
長釋蓮哲上師首先致詞
學員應清楚的明白﹁一皈
依﹂的重要 密教尤重傳
承 當皈依的那一刻起
師父與弟子間的三昧耶戒
便牢牢地牽引著雙方 是
不容輕易破戒 院長也勉
勵學員︿真佛密法﹀是最
殊勝的法門 把握這一年

費 並且精心編排的課
表 就是要讓學員盡速的
融入 學習上循序漸進而
無障礙
隨後 每個學員除了
自我介紹外 也有前來佛
學院學習的心得感想 有
的聽說佛學院的師資強
大 令人格外振奮 而且
這一屆電腦全部更新 感
謝歷屆學長為佛學院募
款 才能有這電腦設備更
能運用學習 另有學員表
示 出家有餘 總覺得在
學佛的道路上進步不大
能在︿真佛宗﹀的佛學院
裡深造是一件不可思議的
事 密教的修行常講到
﹁依止大善知識學習猶重
要﹂ 更何況有我們根本
上師傳下︿真佛密法﹀的
心要口訣 也有優秀的師
資教導 相信必能得到更
好的學習與進步 也有學
員百感交集談到 能來佛
學院不易更要珍惜 面對
如山的恩惠 如何還？所
以勉勵自己不可把這一切
當成理所當然 把緊張的

的時間精進實修 在師尊回台弘法
的半年時間聽經聞法 場場法會都
能接受灌頂加持 有了傳承加持
力 再配上自身的努力 就能﹁祈
請加持速成就﹂
副院長釋蓮栽上師致詞 表示
今年已是第十一屆 歷屆人才濟
濟 有幾位現已當上了上師 而佛
學院今年特別還有兩位印尼來的上
師要來研讀 足可見進入佛學院對
身為弘法人員是無比的重要 要成
為宗派的中流砥柱 絕對是要經得
起重重考驗的
學務長釋蓮錦法師致詞 學務
長盼望學員能盡守本分 更要認清
目前唯一的目標就是﹁唸書﹂ 切
莫因外務繁多而失了初衷 在學方
面 有關請假及學習上的問題都可
來請教 對於學員們的任何疑難雜
症 必定傾囊相授
最後是教務長盧昆福師兄致
詞 因為承辦學員報名及國外簽證
的問題 直至目前為止是和學員最
親近的人 去年佛學院經濟拮據
電腦老舊 設備有待更新 在盧師
兄的大力奔走下 今年已全面更
新 讓學員學習得更有效率 不
過 也希望學員能愛護這些得之不
易的設施 莫教十方眾生的心血白

心情 轉化為精進的心 認真做好
每一件小事 而不在乎成果
今年梵唄也是由釋蓮衛上師教
導 這是身為弘法人員皆應要懂的
一門課 但又不應變質成為﹁趕經
懺﹂ ︻法華經︼云：﹁佛報得清
淨音聲最妙 號為梵音 ﹂︻華嚴
經︼曰：﹁演出清淨微妙梵音 直
暢最上無上正法 聞者歡喜 得淨
妙道 ﹂若唱誦者以其心融入 必
會唱出撼動人心的音聲
佛學院今年報名者原有十位
有兩位上師學員因簽證問題尚未報
到 一個遠在西班牙的法師因事無
法成行 兩位師姐另有人生規劃
因此今日只有五位分別來自台灣
英國與新加坡 做為新學員的代
表 身肩承先啟後的重要使命 我
們皆以一顆戰戰兢兢的心 來迎接
未來的每一個挑戰
﹁契闊死生君莫問 行雲流水
一弧僧；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
腸已似冰 ﹂人生的際遇是變幻莫
測 無法預料 唯有實修︿真佛密
法﹀ 所得到的光明與清淨才是無
上的快樂 在學員介紹後 全體上
師與學員歡喜大合照之後 圓滿結
束開學典禮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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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教務長 盧昆福師兄
學務長 釋蓮錦法師
副院長 釋蓮栽上師

院長 釋蓮哲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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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上師學員因簽證問題尚未報
到 一個遠在西班牙的法師因事無
法成行 兩位師姐另有人生規劃
因此今日只有五位分別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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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乾涸 解脫的陸地將日益增大 從
現在起 讓它進一步發揚光大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 前往解
脫之國 因為啊 輪迴諸法一點都不
值得信賴 只有無生的法身才能永
恆；人世間的一切現象 完全是虛幻
的騙子 虛妄和謊言 實際上就像搔
首弄姿的女人 讓你內心無法平靜
讓你的煩惱不斷增長 快快將之永遠
拋棄 追求神聖的佛法；不知道滿
足 再富有的人都是窮人 因為那顆
貪婪的心 從來就沒有滿足的時候；
知足的人是真正的富翁 那怕只得到
了那麼一點點 也一樣滿心歡喜；當
你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任何事
物對你來說都於事無補 死亡降臨
時 只有不壞的佛法才能給你幫助
上師的口訣是密義最深奧的聖法 從
現在起 你要努力不懈 修習純熟；
我這個四處流浪的乞丐 死的時候究
竟要生到哪個樂土 請不要為此而煩
惱 不斷地祈請吧！上面這些發自內
心的話 有些人聽了 就像蜜蜂遇到
了花叢 將會無限歡喜 以此功德
願三界眾生悉皆超脫惡趣 現證本初
佛地 以上︽無垢之光︾是向所有弟
子的開示 龍欽巴旋又就修習心髓法
弟子 特別囑咐︽竅訣明鑒︾
過了幾天 前來求法的人 大

︵文接三九七期︶
性 就像法界天空一樣 而天
空 實質上就是心的本來面
目 這兩種說法沒有任何差別和矛
盾 和諧 統一 完美 從現在
起 願你能掌握這個真理；一切世
間法 就像鏡中的影像 種種現
象 本來是空 甚至連空這個概念
也沒有 不要試圖去分辨什麼同一
和差異 這樣你會覺得快樂無比
從現在起 希望你能明白這項真
理；你所執著的境界就像夢境一
樣 二者沒有實質的差別 只是因
為習氣的作用 因而顯現為兩種形
式 然後在心中形成了兩個概念
其實 無論概念還是現象 本身都
是空 從現在起 但願你能理解這
﹁不二﹂的道理；輪迴和涅槃 本
來就像遊戲 一切顯現為善和惡的
現象 實際上不過是同一個東西
一切無生 一如虛空 從現在起
你要明白這項真理；生活中暫時出
現的痛苦和快樂 都在不斷地互相
轉化 由各自的善惡 因果所定
其本質無生 本體不變 從現在
起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慈心 就像賢達的父母 對待
六道眾生｜｜他們的親生兒女 那種
關心 呵護 總是無微不至 愛而曉

現 命終於此處 勝於活在他處 我
這個幻化的臭皮囊 將來無論如何都
要放在這裡！你們一定要將此事放在
心裡 ﹂言談之間 非但對死亡毫無
恐懼忌諱 甚且顯得十分歡喜 這是
現證無死本初之地的有力佐證 當上
師到達欽普 附近的人都聚集而至
請求上師灌頂 上師即允所請 為大
眾傳授灌頂和引導；之後數日 又為
許多出家僧眾傳授無戲論灌頂 這時
上師病勢已非常沉重 但每天仍堅持
為大眾傳授講解 從不間斷；有次供
品朵瑪準備畢 正要舉行灌頂 隨侍
弟子紛紛勸請上師休息：﹁您病得這
麼重 再繼續傳法 實在是太辛苦
了 還是上床休息一會兒再說吧！﹂
上師說：﹁不必 我要完成這項灌
頂！﹂ 看到法座上的上師拖著疲累
的身軀 為大眾傳法 弟子個個飽含
熱淚 實在於心不忍 再三懇請上師
休息 灌頂未果 上師面露不悅之
色 道：﹁我原想讓這次灌頂圓滿
無奈你們不聽 ﹂此語伏有預示 即
未來龍欽巴將化生為五大伏藏法王中
的白瑪林巴 完成此一未竟的夙願
西元一三六三年 龍欽巴年五
十六 十二月十八日白天 只見上師
的法身坐式和看式 外在明淨之身和
一切自然智慧之現相 自然收束到了

以義 親而予之利 長久以往 無怨
無悔 從現在起 修習這樣的慈心
令其不離心續；悲心 就像佛菩薩一
樣 將眾生的痛苦 視作自己的痛
苦 設法為其謀求解脫 從現在起
願這樣的悲與你的心一刻不離；喜
心 就像一位優秀的部族領袖 無論
是誰作了好事 他都會萬分欣喜 每
個人都應當這樣去做 從現在起 學
會隨喜；捨心 就像平坦的大地一
樣 沒有遠近 沒有貪瞋 遠離了痛
苦 永遠處在一種平等的狀態之中
被無上的快樂充滿著 從現在起 熟
悉這種方法；二種菩提心 就像偉大
的舵手 能把行善的人度到解脫的陸
地 為了不虛度此生 並讓所有的人
都能得到究竟的快樂 從現在起 請
你一次又一次地發菩提心；住念 就
好像一把得心應手的鐵鉤 心啊！這
顆桀傲不馴的野象 將會陶醉而馴
服 止惡成善 從現在起 讓它與你
形影不離；正知 就像一位忠於職守
的守衛 不善｜｜這個小偷 找不到
任何可乘的機會 為了保護大量的善
財(善良的願望和行為)不被盜失
從現在起 你要一心的依賴它；廣大
的智慧就像太陽一樣 能驅除一切的
愚癡曖昧 讓佛法的光明君臨天下
在它的光明照耀之下 罪惡的沼澤將

心

多數陸續走了 留下來的弟子紛紛請
求上師 為他們傳授更高深的灌頂
上師面有難色：﹁你們所求諸法 連
古汝覺班也不曾傳授 我現在傳給你
們 恐怕不妥 ﹂但在諸弟子一片赤
誠 最終感動了上師：﹁好吧 不過
心行不良的執事 必須撤換 ﹂傳法
準備畢 上師即令所有的求法弟子到
山上觀修 然後按照次第傳授灌頂
︽寧瑪十七續︾ ︽勝乘寶藏︾
︽極密如意珍寶︾等等 全部完整傳
授
傳法結束 大眾相聚憩樂 上
師說：﹁今天在此得轉如此廣大深密
法輪 與諸位歡聚 在我此生 只怕
絕無僅有 你們當中有能力利益眾生
的 若遇有緣的弟子 要放下自我的
利益 為其傳授灌頂 引導和口訣；
有志修行的 要放下世間的一切瑣碎
雜事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 修
習徹切和脫噶 要勇於吃苦 勤奮修
習 如遇難解之處 可參見我所寫的
︽極密如意珍寶︾ 本論就像令人心
想事成的寶貝 對見 證諸法都有詳
細的闡述 能助諸位解脫輪迴束縳
到達涅槃彼岸 ﹂
之後 龍欽巴繼續前往欽普
途經屍陀林 上師對隨行弟子說：
﹁這裡真是印度清涼大屍陀林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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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文∕釋蓮按法師

會乾涸 解脫的陸地將日益增大 從
現在起 讓它進一步發揚光大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 前往解
脫之國 因為啊 輪迴諸法一點都不
值得信賴 只有無生的法身才能永
恆；人世間的一切現象 完全是虛幻
的騙子 虛妄和謊言 實際上就像搔
首弄姿的女人 讓你內心無法平靜
讓你的煩惱不斷增長 快快將之永遠
拋棄 追求神聖的佛法；不知道滿
足 再富有的人都是窮人 因為那顆
貪婪的心 從來就沒有滿足的時候；
知足的人是真正的富翁 那怕只得到
了那麼一點點 也一樣滿心歡喜；當
你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任何事
物對你來說都於事無補 死亡降臨
時 只有不壞的佛法才能給你幫助
上師的口訣是密義最深奧的聖法 從
現在起 你要努力不懈 修習純熟；
我這個四處流浪的乞丐 死的時候究
竟要生到哪個樂土 請不要為此而煩
惱 不斷地祈請吧！上面這些發自內
心的話 有些人聽了 就像蜜蜂遇到
了花叢 將會無限歡喜 以此功德
願三界眾生悉皆超脫惡趣 現證本初
佛地 以上︽無垢之光︾是向所有弟
子的開示 龍欽巴旋又就修習心髓法
弟子 特別囑咐︽竅訣明鑒︾
過了幾天 前來求法的人 大

︵文接三九七期︶
性 就像法界天空一樣 而天
空 實質上就是心的本來面
目 這兩種說法沒有任何差別和矛
盾 和諧 統一 完美 從現在
起 願你能掌握這個真理；一切世
間法 就像鏡中的影像 種種現
象 本來是空 甚至連空這個概念
也沒有 不要試圖去分辨什麼同一
和差異 這樣你會覺得快樂無比
從現在起 希望你能明白這項真
理；你所執著的境界就像夢境一
樣 二者沒有實質的差別 只是因
為習氣的作用 因而顯現為兩種形
式 然後在心中形成了兩個概念
其實 無論概念還是現象 本身都
是空 從現在起 但願你能理解這
﹁不二﹂的道理；輪迴和涅槃 本
來就像遊戲 一切顯現為善和惡的
現象 實際上不過是同一個東西
一切無生 一如虛空 從現在起
你要明白這項真理；生活中暫時出
現的痛苦和快樂 都在不斷地互相
轉化 由各自的善惡 因果所定
其本質無生 本體不變 從現在
起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慈心 就像賢達的父母 對待
六道眾生｜｜他們的親生兒女 那種
關心 呵護 總是無微不至 愛而曉

現 命終於此處 勝於活在他處 我
這個幻化的臭皮囊 將來無論如何都
要放在這裡！你們一定要將此事放在
心裡 ﹂言談之間 非但對死亡毫無
恐懼忌諱 甚且顯得十分歡喜 這是
現證無死本初之地的有力佐證 當上
師到達欽普 附近的人都聚集而至
請求上師灌頂 上師即允所請 為大
眾傳授灌頂和引導；之後數日 又為
許多出家僧眾傳授無戲論灌頂 這時
上師病勢已非常沉重 但每天仍堅持
為大眾傳授講解 從不間斷；有次供
品朵瑪準備畢 正要舉行灌頂 隨侍
弟子紛紛勸請上師休息：﹁您病得這
麼重 再繼續傳法 實在是太辛苦
了 還是上床休息一會兒再說吧！﹂
上師說：﹁不必 我要完成這項灌
頂！﹂ 看到法座上的上師拖著疲累
的身軀 為大眾傳法 弟子個個飽含
熱淚 實在於心不忍 再三懇請上師
休息 灌頂未果 上師面露不悅之
色 道：﹁我原想讓這次灌頂圓滿
無奈你們不聽 ﹂此語伏有預示 即
未來龍欽巴將化生為五大伏藏法王中
的白瑪林巴 完成此一未竟的夙願
西元一三六三年 龍欽巴年五
十六 十二月十八日白天 只見上師
的法身坐式和看式 外在明淨之身和
一切自然智慧之現相 自然收束到了

以義 親而予之利 長久以往 無怨
無悔 從現在起 修習這樣的慈心
令其不離心續；悲心 就像佛菩薩一
樣 將眾生的痛苦 視作自己的痛
苦 設法為其謀求解脫 從現在起
願這樣的悲與你的心一刻不離；喜
心 就像一位優秀的部族領袖 無論
是誰作了好事 他都會萬分欣喜 每
個人都應當這樣去做 從現在起 學
會隨喜；捨心 就像平坦的大地一
樣 沒有遠近 沒有貪瞋 遠離了痛
苦 永遠處在一種平等的狀態之中
被無上的快樂充滿著 從現在起 熟
悉這種方法；二種菩提心 就像偉大
的舵手 能把行善的人度到解脫的陸
地 為了不虛度此生 並讓所有的人
都能得到究竟的快樂 從現在起 請
你一次又一次地發菩提心；住念 就
好像一把得心應手的鐵鉤 心啊！這
顆桀傲不馴的野象 將會陶醉而馴
服 止惡成善 從現在起 讓它與你
形影不離；正知 就像一位忠於職守
的守衛 不善｜｜這個小偷 找不到
任何可乘的機會 為了保護大量的善
財(善良的願望和行為)不被盜失
從現在起 你要一心的依賴它；廣大
的智慧就像太陽一樣 能驅除一切的
愚癡曖昧 讓佛法的光明君臨天下
在它的光明照耀之下 罪惡的沼澤將

心

多數陸續走了 留下來的弟子紛紛請
求上師 為他們傳授更高深的灌頂
上師面有難色：﹁你們所求諸法 連
古汝覺班也不曾傳授 我現在傳給你
們 恐怕不妥 ﹂但在諸弟子一片赤
誠 最終感動了上師：﹁好吧 不過
心行不良的執事 必須撤換 ﹂傳法
準備畢 上師即令所有的求法弟子到
山上觀修 然後按照次第傳授灌頂
︽寧瑪十七續︾ ︽勝乘寶藏︾
︽極密如意珍寶︾等等 全部完整傳
授
傳法結束 大眾相聚憩樂 上
師說：﹁今天在此得轉如此廣大深密
法輪 與諸位歡聚 在我此生 只怕
絕無僅有 你們當中有能力利益眾生
的 若遇有緣的弟子 要放下自我的
利益 為其傳授灌頂 引導和口訣；
有志修行的 要放下世間的一切瑣碎
雜事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 修
習徹切和脫噶 要勇於吃苦 勤奮修
習 如遇難解之處 可參見我所寫的
︽極密如意珍寶︾ 本論就像令人心
想事成的寶貝 對見 證諸法都有詳
細的闡述 能助諸位解脫輪迴束縳
到達涅槃彼岸 ﹂
之後 龍欽巴繼續前往欽普
途經屍陀林 上師對隨行弟子說：
﹁這裡真是印度清涼大屍陀林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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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界本淨之中 當上師神識回歸法界
之際 親近善法的眾神 不勝傷悲
大地劇烈震動 眾善神不時將上師虛
假的血肉之軀抬起搖晃 其嗚咽之
聲 夾雜巨響 不絕於耳 天空降下
花雨 絢麗的彩虹騰空飛架 現出五
彩的光環和明點 種種異象 罕見稀
有 不可思議 在在無不表明 龍欽
巴勤修阿底瑜伽 已證入普賢童瓶身
之境
上師猶如太陽 為佛教和眾生
帶來光明 一旦回歸法性 太陽西
沉 娑婆世界頓時一片黑暗 大眾的
心中 也為厚重的陰霾所籠罩 親
屬 弟子 在家信眾 無不哀痛 悲
泣失聲 捶胸頓足 依照上師囑咐
法體暫置於一座舊靈室裡 依續部儀
軌 上師的法體以四種事業之法茶
毗 焚燒時 出現了三身自然成就和
不間斷利益眾生的兆相：心臟 舌
頭 眼睛 從焚化靈室中躍出 落入
有緣弟子懷中 遺有舍利等五部聖
物 表徵五部現前圓滿 以及無數舍
利形如殼粒 這些聖物和舍利 是上
師法體之延續 一直為人保存至今
成為培植福報資糧的殊勝所依
上師以五蘊肉身 遺留舍利
而不取證虹光身 此是依利益眾生的
大悲發心而不願證 非不能證 就如
大能仁佛陀所說：﹁真身無有骨與

肉 今言舍利從何生？為利一切眾生
故 方便示現為舍利 ﹂若干年後
龍欽巴即以大悲心 自本初清淨起廣
大方便 再度來到世間 化生為佛教
與眾生的怙主 伏藏大師﹁白瑪林
巴﹂ 白瑪林巴住世期間 弘傳所發
掘出來的伏藏法要 不遺餘力 利益
眾生無數 白瑪林巴以後 龍欽巴為
度眾生故 亦將不斷轉世 直至成
佛 號﹁繞日伊瑪爾美﹂ 為賢劫千
佛之一
偉大的學者 成就自在的聖
賢 全知法王 第二佛龍欽繞絳巴
外 內 密的傳記 如同大海 無邊
無涯 本傳所錄 僅為其傳記中 語
言文字可表述之一部 願將來持誦
聽聞 弘傳本傳的人 能生起正信
種下解脫的種子
｜ 完 ｜

備註：一 龍欽巴是第一位集
︽毗瑪心髓︾和︽空行心髓︾於一身
的大師 造有譽滿雪域的︽四部心
髓︾ 另外 他還造有︽七寶藏︾
︽三種休息︾等許多大圓滿法的精闢
論著 這些著作在大圓滿法弘傳的歷
史上 有其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
二 ︽空行心髓︾：蓮華生大
士所傳下來的大圓滿圓訣

三 ︽毗瑪心髓︾：西藏﹁大
圓滿法﹂的另一法源 乃是毗若紮
那 毗若紮那存世於赤松德贊治藏時
代 是西藏歷史上最偉大的譯師 毗
若紮那年輕時 至印度最著名的︿那
爛陀寺﹀學法 當時印度法律有一項
規定 即佛經不准隨意帶出國外 毗
若紮那以羊奶將所學大圓滿經典 寫
在羊皮製的衣服上 悄悄帶回了西
藏 這些經典奠定了﹁大圓滿法﹂在
西藏弘傳的基礎
除蓮師與毗若紮那外 最早在
西藏弘傳﹁大圓滿法﹂的另一名重要
人物 就是毗瑪美紮 毗瑪美紮即是
蓮師的同學 也是師長 二人曾在尼
泊爾內喜馬拉雅山中閉關修行 得到
大圓滿虹光身成就 蓮師入藏後不
久 毗瑪美紮也被禮請入藏 他長住
於新建成的︿桑耶寺﹀ 與毗若紮
那 瑪 仁清確 娘 古瑪日阿紮等
西藏譯師 一起譯出了部分大圓滿經
典 毗瑪美紮將大圓滿口訣 傳予藏
王赤松德贊及其大臣娘 本 定增桑
布 娘 本 定增桑布在修建夏拉康
寺時 將許多﹁大圓滿法﹂密籍埋藏
在寺中 這就是今日所說的︽毗瑪心
髓︾ 據說娘 本 定增桑布本人修
持﹁大圓滿法﹂ 證得虹光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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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藏王菩薩 （㆔）
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圖/卡米兒漫畫

（ 文 接 三 九 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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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王菩薩 （㆒）

■圖/卡米兒漫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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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ye Mara（㆔）

T

Whenoneobtainsagenuinesutraoneshallbecomeasclearasthemirror.

eyesKuanYinBodhisattva.Thetwoeyesresembletwogoldenlamps.Inthewest

Withinthisclarityeverythingintheworldshallbereflected.
* * *

wheretheBuddhathroneisliesapagoda.IntheassemblyoftheTathagataexistsone

DuringmytourtopreachtheDharma,therewasoncewhenIsatontheDharma

he Clear Vision Sutra as Spoken by the Buddha

NamotheAllIlluminatingKsitigarbhaBodhisattva.TheThousand-armsThousand-

Torecoverfromillnesswoulddependuponagoodconnection.

sutra.ManjushriBodhisattvaisridinghislion.SamantabadraBodhisattvaisridingon

throneandfeltsomethingflewintomyeyes,causingsomeuneaseandpricking.My

theelephantking.Thetwoeyesresembletheheaven.Marawithinman.Marawithin

eyesbecamereddenandIfeltveryuncomfortable.

theeyes.Allthehindranceswithintheeyesshallberemoved.Veilwithinman.Veil
withintheeyes.Allthecloudandfogwithintheeyesshallbecleared.Claritywithin

Thatnight,afterdippingsomeeyedropsIwenttobed.Itooheardsomevoices,
'GrandMasterLu,LivingBuddhaLu,Pardonourintrusion.'

man.Claritywithintheeyes.Allthelightspotswithintheeyesareglowingbrightly.

Confused,Iquestioned,'What'sthematter?'

WhensomeonerecitesthisClearVisionSutra.Theindividualshallgainclearvisionin

'We'rethetenantsofWang-enbutWang-enhasjustchasedusout.Every

everylive.MahamayuraVidyarajni,thePeacockDharmaProtectorisspirituallyintune.

injusticehasitsperpetratorandeverydebthasitsdebtor.Sowearemovingintoyour

TheKuanYinBodhisattvaofferspeaceandtranquility.OmSiddamtaBajuna.Namothe

house!'

AllIlluminatingKsitigarbhaBodhisattvaSvaha.'
IhandedtheClearVisionSutratothefamilyofWang-en.Wang-enwasvery

Iinstantlyknewwhatwasgoingon.
'AreyoutheMaraswithintheEye?'

happytoreceivetheClearVisionSutraandregardeditasajewel.Thissutraonly

'That'sright.'

recordsthenamesoftheBodhisattvasandasmalllineofmantra.Thismakesitvery

'Whatwillhappentomyeyes?'

easytomemorize.Beforelong,Wang-enwasabletorecitethesutrabyheart.

'Blindness.'TheEyeMarassaid.

Wang-enrecitedthesutracountlesstimeseveryday.Andonthe49thday,during
theafternoon,arollofthundersoundedinthesky.Wang-enwasfrightenedbyitand
wasshiveringaway.Thenhefelttwothingsrowedoutofhiseyes.Thesethings
seemedliketearsbuttheywerenottears,andtheyappearedtoresembleabeadbut

'IcandriveyouawayfromWang-en.WhatmakesyouthinkIcan'tgetridofyou
thesameway?'
TheEyeMarassaid,'You'retooinvolvedinthegametoseeobjectivelylikethe
onlookers.'

theywerenot.Butoncetheyrowedout,everythingchanged.Infactwhenthunderand

Iaskedthem,'Howmanypeoplehaveyouvictimized?'

lightningcame,Wang-enheardandsensedboththethunderandlightningflashes.

'Countless.'

雜誌

Hiseyesightimprovedeverydaysince.Hecouldslowlyseethingsandeventually,
heregainedhisfullvision.Wang-enexclaimed,'HooraytoGrandMasterLu!Hoorayto
theClearVisionSutra!Myeyeshavefinallyrecovered!'
Thisis:

Isaid,'Verywellthen!YouhaveharmedmanySoulsandtodayyouhavechosen
toenteraplacewhereyoucouldhaveavoided.Iwillnotletyouoff!'
TheEyeMarasshouted,'We'renotafraidofyou!'

-End-

Whileitistruethatallthingsaresubjectedtonature'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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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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l.
Étant donné que c’était la volonté du
Ciel et que l’ordre de la Providence
s’effectuait à cet endroit, le mantra de la
Tombée de la pluie et le mantra de l’Arrêt
du feu ne serviraient plus à rien si je les
récitais. Si je forçais mon pouvoir à
s’appliquer, il se pourrait que je
transgresse la loi fixée par le Ciel. Si cette
loi était violée, moi aussi, je tomberais
dans l’infortune !
Je n’osais réciter le mantra de l’Arrêt
du feu :
Le souverain authentique du
feu, le souverain authentique
du feu.
L’esprit subtil du feu, l’esprit
subtil du feu.
[…]
Une parole avérée
Se met en mouvement
mystérieusement
et
incessamment.
Il disparaît en suivant le vent,
Se dissimule et cesse de se
mouvoir.
Que mon ordre soit exécuté
impérativement !

Il suffit de réciter cette incantation,
l’ordinaire tourne à la merveille, à la
diversité, le pouvoir devient très fort ; il se
peut que le ciel s’écroule et que la terre se
fende, il est aussi possible que les
corbeaux de feu prennent la fuite en
volant, que les officiers de feu ne tiennent
pas longtemps leur fanion, et que le dieu
du feu n’arrive pas à s’asseoir sur son

palanquin divin pendant longtemps.
Cependant, je n’avais pas l’audace de
m’attirer le châtiment du Ciel, et je restai
silencieux et désemparé en voyant les
flammes qui engloutissaient plusieurs
immeubles.
À cet instant, j’entendis des murmures
émis par les officiers de feu :
— Cette maison est protégée par une
lumière de bon augure !
— Cet édifice ne peut être consumé
par le feu !
— Il faut que la langue du feu l’évite !
Effectivement, quand les flammes
allèrent toucher cette maison, la force du
feu s’était déjà affaiblie ; l’incendie passa
par-dessus le bâtiment et continua à
s’étendre jusqu’aux autres immeubles.
— Pourquoi la lumière de bon augure
protège-t-elle cette maison ?
— Le propriétaire a refusé la
débauche.
— Qu’est-ce que le refus de la
débauche ?
— C’est résister à la luxure !
— Qui est le propriétaire de ce
logement ?
— Hsü Ch’ang.
Je retins pour moi-même ce nom, Hsü
Ch’ang.

（la suite au prochain numé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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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ropos d’Agni, le dieu du feu（一）
Cette année-là, le feu éclata dans le
village de Tahou. Je prospectais le feng-shui
aux alentours juste au même moment.
Ayant remarqué l’incendie, je suivis par
curiosité une masse de gens pour aller le
voir. Ce n’était pas juste pour participer à
l’animation générale, c’était simplement
parce que la fumée épaisse ne se trouvait
qu’à deux rues de là.
Une autre raison, c’est que je suis
quelqu’un qui peut communiquer avec les
esprits et qui connaît les Six Mondes. Ce
sont le monde de la terre, le monde de
l’eau, le monde du feu, le monde du vent,
le monde de la vacuité et le monde de la
conscience. Ces Six Mondes sont
précisément tout un monde du dharma, et
je suis capable d’y voyager librement. Il fut
probable que ma présence apporterait de
l’aide dans ce grand incendie.
Pour dire plus clairement :
Je peux faire tomber la pluie.
Dans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il y a le mantra de la
Tombée de la pluie.
Je suis susceptible d’arrêter le
feu. Dans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il y a le mantra de
l’Arrêt du feu.

Un dieu-dragon que je porte sur moi
s’appelle le roi-dragon Matso. Il est en
mesure de lever la brume et répandre la
pluie, ce qui est un grand bénéfice dans la
protection contre l’incendie et contre la
sécheresse.
Le roi-dragon, en sanscrit nāga, est
l’un des êtres dits inimaginables par le
74

Bouddha, car le roi-dragon possède un
grand pouvoir surnaturel.
Il y a deux mantra du roi-dragon que je
récite :
− Om. Na-ga. Na-ga. Mi.
(Transcription phonétique.)
− Na-mo-sam-man-do.
Wu-te-nan.
Wa-Ji-la.
Mi.
(Transcription phonétique.)
*
Cet incendie était effectivement très
fort, qui se propageait en une étendue de
feu. L’habitation de cet endroit était en
majeure partie des constructions illégales,
très peu élevées. Puisque les ruelles étaient
étroites, les flammes accompagnées de
fumée épaisse se répandaient partout
comme des flots déferlant à l’infini.
Je vis des véhicules de pompiers qui
faisaient leurs « pin-pon ». Tous les
habitants du quartier étaient pris de
panique. En un instant, le gaz explosa, et
un grondement se fit entendre.
J’ouvris mon œil céleste.
Je vis des corbeaux de feu, j’aperçus
des officiers de feu, je remarquai aussi le
dieu du feu qui s’installait sur un
palanquin divin, portant un vêtement
rouge vif comme les flammes, s’asseyant
droitement dans le ciel, au milieu des
nuages.
C’était fini, je le savais. Si le dieu du
feu était apparu, il était certain que cet
endroit serait complètement consumé par
les flammes, réduit en une masse de terre
carbonisée. Il n’y avait plus d’espoir.
L’apparition du dieu du feu signifiait que
celui-ci avait déjà reçu l’ordre de la
Providence, et que c’était la volonté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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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創作 簡政興

〈觀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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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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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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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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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吉祥

迴向 黃靖淳 朱婉寧 黃治霖

合家身體健康 平安
黃治霖健康成長

※助㊞者：黃靖淳、朱婉寧、黃治霖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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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離不良之友
重新做一個正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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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堅強
自立更新

‧迴向：許華洪︵許光明︶

能夠得到佛光加持
不再沉迷不良習慣
‧助印者：蓮花釆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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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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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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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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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卍 聞

同門宜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林陳⽟鶯 菩薩 09.14

張許暖 菩薩 08.11

古永松 菩薩 09.03

梁

呂⽟貞 菩薩 08.28

王陸素珍 菩薩 07.26

領 菩薩 07.31

絡

翁芬英 菩薩 08.18

連

林文彬 菩薩 09.25

服務㊠目

真佛禮儀

金剛心法堂
虛空中的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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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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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母金

城隍爺金

福德開運招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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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國內）03-4283479.0917-32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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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886-3-4283479.886-917-323587

信用卡贊助捐款授權書 ■空白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電子檔請以Email寄回
■手寫敬請務必填寫清楚，字體請勿潦草。謝謝！
■請連同功德主報名表一起傳真或投寄〈燃燈雜誌社〉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

－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持卡人：

信 用 卡 背 面
 3 碼
簽名欄位末

－
月（請注意年月勿填顛倒）

身份證字號：

（台灣以外同門免填）

※地址：□□□
※電話：

手機號碼：

※贊助用途：□隨喜贊助

□2017年功德主方案□1 □2 □3 □助印經書：

※贊助金額及方式：□不分期：
□分
※簽名日期：西元

幣

元整

期，每月捐款：
年

月

幣

元整（自

日

※持卡人簽名：

□其他：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年

月起）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
一經使用，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
付款予發卡銀行。

收件人資料

※□需要寄雜誌，收件人：

電話：

手機號碼：

地址：□同上

※□不需要寄雜誌

※收據抬頭：

地址：

※寶貴賜言：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姓

名

2017
年齡

地

祈願迴向

址

字跡請端正 清晰易辨 以免影響您的祈願迴向！

聯絡人：

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填妥後請寄至：54099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局第69號信箱

燃燈雜誌社

P.O.BOX 69 Jhongsing, Nantou, 54099, Taiwan R.O.C.

或傳真至：886-49-2350140
電子信箱： lighten@hamicloud.net

贊助
Donations
welcome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功德主迴向單及全年的
護摩法會祈福迴向

財寶天王 成就世間

凡一次贊助：
2種方案10％off
3種方案15％off
★僅限同一位功德主

2017

燃燈雜誌功德主方案

專屬

贊助《燃燈雜誌》回饋好禮

2

3

1

第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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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2.5cm×W11cm

H19cm×W10cm

H 6cm×W 5cm

信 用 卡 授 權 書 及 迴 向 報 名 表 可 於 燃 燈 官 網 下 載 ， 電 子 檔 請 以E m a i l寄 回 。

■電話：886- 49 - 2312992 分機 362、368
■傳真：886- 49 - 2350140
■E-mail: lighten@hamicloud.net
■http://www.lighten.org.tw
■國外地區請以「外幣金額」贊助

■台灣劃撥帳號：22651252

■戶名：燃燈雜誌社

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雷藏寺） Remark：For Enlightenment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2,Tsao-Tun,Nantou,Taiwan 54263, R.O.C.

雜誌

︱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２冊｜鬼 中 之 鬼

是非人
㆒㆝到晚罵㆟，來說是非者，
必是是非㆟。

機密中的機密
2017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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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明

見諸實有等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種種性相定﹂是﹁於覺受現分上樂

﹂
生唯空獨存﹂

︿彩虹雷藏寺﹀馬頭明王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自性空定﹂是﹁自性一切現象銷沒後
如何坐忘 進入空性 進入禪定？

紅度母是在二十一度母當中

︿西雅圖雷藏寺﹀丁酉年阿彌陀佛息災超度大法會｜紅度母傳法開示

首傳﹁紅度母法﹂

﹁作法﹂最重要的一個本尊
︿彩虹雷藏寺﹀勝樂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修行一定要走在正法的軌道上
最重要的就是﹁自淨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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