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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 不僅僅是密教的戒律
師尊的真實開⽰
﹁⿁域﹂直指：
假神通騙⼈
⽤恐嚇取財
養⿁害⼈

我要讀者瞭解 張開慧眼 看得⾒ 聽得到這
位⿁婆在幹著她那骯髒的事
如果你瞭解﹁⿁域﹂這本書 你就不會受到宗
教騙⼦的騙
不會被騙財
不會被騙⾊
不會成了幫兇

其實也是盧

這是⼀場悲劇 很多⼈原本是真想靈修的 卻
聽信這只⼤⿁的妖⾔惑眾 紛紛⾛⼊歧途 ⽽成了
亡⽺
時間流失了三⼗年 ⼆⼗年 卻尚不知道 他
她所崇信的這位聖⼈
真實的⾝份是：
﹁地獄⾷⾎魔﹂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在

掛

很多年 很多年之前 我早就觀察到 有⼀只
⿁物在漸漸的⽣成及成⾧ 將會有很多⼈ 很
多⼈受害 因此 我必須寫出這⼀本⼩書

⾃然會出現藉著佛法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
因為：
當頭棒喝的時間到了！
在佛法昌盛的時代
⽺頭賣狗⾁的假修⾏⼈
歛財
騙⾊
地位

這可

表⾯上 裝出很像聖⼈的樣⼦ 事實上 她裝
神弄⿁ 內藏奸詐 內⼼裡是⼀頭﹁地獄⾷⾎
魔﹂
她供養佛菩薩只是表⾯ 內在是供養⿁
是真的 她供養的⿁ 還有⾃取名號：
⼩林
渡邊⼀郎
中村⼀武
⿈⾦泉
林良知

今天 我把⿁婆的⾯⽬ 揭開神祕的⾯紗 讓
⼤家看到她醜陋的內在 把真正的佛教發揚光⼤
把假聖⼈揪了下台 假佛教徒 趕了出去
於是：
正信佛教能夠宏揚
實修佛法證明果位
這是我衷⼼的期盼啊！
●
在這本書中 你可以⼀窺堂奧 你可以⼀下⼦
醒了過來
在深深切切的⾃省懺悔之中 獲得最⼤的益
處
傳承的法流不會斷！
洗淨你澄淨的⼼⽥！
讓你的⼼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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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梵語？
巴利語？
印度梵⽂

據說⼗幾種

再說：
阿彌陀佛跟⿁婆對話 ⽤的是什麼語？
是西⽅語嗎？
藥師佛跟⿁婆對話 ⽤的是什麼語⾔？
是東⽅語嗎？
瑤池⾦母講台語

請問：
﹁釋迦牟尼佛講的是什麼語⾔？﹂

請問⿁婆

鄉⼟⾳百

言語的破綻

⿁婆說：
﹁從哪裡來的因緣 祂就講什麼⾳ ﹂
我盧師尊說：
﹁這是破綻！﹂
捉到了！痛快極了！
那釋迦牟尼佛的梵語 ⿁婆聽懂嗎？
西⽅極樂阿彌陀佛語 ⿁婆也聽懂了？
東⽅琉璃藥師如來語 妳⼜聽懂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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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說││

話
⼀九九⼋年九⽉⼋⽇瑤池⾦母⽕供
瑤池⾦母想當然的下降開⽰
⿁婆說：
﹁她有⼼事 被⾼靈知道了 ﹂
於是 ⾦母說：
﹁⿆想哈坐 攏沒呆誌 ﹂︵台語︶
︵不要想那麼多 其實沒有什麼事︶︵國語︶
最後⾦母講：
﹁好好做 ﹂︵台語︶

狗

⿂

妳

⿁婆說：
﹁這些佛菩薩出來很奇怪 從哪裡來的因緣 祂
就講什麼⾳ 下⼀次希望祂不要講西班⽛話 我們就
聽不懂了 講⽇本話我也聽不懂 ﹂
●

⼤象

盧師尊評論：
這回我捉到包了！
釋迦牟尼佛下降 祂講：印度⼟著語？
古梵語？
梵語？

不只如此
變⾊⿓語
螃蟹語
鸚鵡語
蒼蠅語
蜘蛛語
螢⽕蟲 三只死鴨頭
⿁婆均通
妳真的通嗎？

我盧師尊是明眼⼈ 妳︵⿁婆︶⼀竅也不通
只會騙⼈
妳的⼀句：
﹁從哪裡來的因緣 祂就講什麼⾳ ﹂
唉！
捉包了！

我︵盧師尊︶偷偷想告訴妳 有⼀種語⾔ 叫
﹁萬國語﹂ ⾛到哪裡皆通 我盧師尊有學過﹁萬國
語﹂呢！
﹁萬國語﹂怎麼講？
我偏偏不告訴妳 ⾃⼤的查某 這回漏氣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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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智

禪定有十五種覺受
但是以樂

方便

慈悲

種種覺受所產生的禪定是特殊的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地藏王菩薩﹂及其眷
屬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
與會的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
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環球蕭氏宗親聯誼總會﹀會長蕭先生及夫人 香港蕭小
姐 香港劉律師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師兄 拿汀李菁師姐 千金李琪師
姐 王進賢教授伉儷 ︿新加坡電視﹀主持人伊林師姐
﹁天音雅樂合唱團﹂團長紀師兄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今天晚上我們是
同修地藏王菩薩 其實地藏王菩薩本身有兩個手印 一個
是捧珠 祂用手捧著光明珠的手印 另外祂有一個手印
︵師尊示範︶這是屬於金剛牙 地藏王菩薩的金剛號其實
也是﹁金剛牙﹂ 所以這個手印也可以 祂也有兩個咒：
﹁嗡 哈哈哈 微 三摩耶 梭哈 ﹂ 這是地藏王菩薩
本尊的心咒 另外還有﹃滅定業真言﹄的咒 就是我們今

天所唸的咒 今天的咒怎麼唸呢？﹁嗡 缽囉摩 寧陀
寧 梭哈 ﹂這兩個咒都是可以的 我們在修法當中 有
兩個手印 還有兩個咒 其實都是可以用的 並不單只說
你用哪一個咒對 或者哪一個咒不對；哪一個手印對 哪
一個手印不對 其實都是可以的
其實佛菩薩本身來講 也有很多的手印 非常多的手
印 有很多的種子字 都是佛菩薩所共同的 如果你懂得
梵文的手印 大部分的手印來自於東密的非常的多 藏密
的手印比較少 在西藏密宗的手印用得比較少 東密的會
比較多一點 那麼 我們看這個咒語 用﹁嗡﹂字的大部
分來自於藏密 用﹁南摩﹂的就是來自於東密 東密的咒
跟藏密的咒 還有 我們密教裡面又分成所謂的藏密 又
分成中密 又分成台密 又分成東密 這個主要的是因為
藏密是在西藏發展成的稱為藏密；在中土發展成的就稱為
中密；在這五台山 天台山發展成的 我們稱為台密；在
日本發展成的就叫東密 所以有些分別 那麼有些佛菩薩
的相也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 日本的東密的相 像你說瑪
哈嘎拉 瑪哈嘎拉在藏密 祂是很凶猛的 像大吉祥天
在藏密也是非常凶猛的 但是 在東密就不一樣 在東密
瑪哈嘎拉像是中老年人很慈祥的 拿一個 hammer 的 這
就不像藏密 那大吉祥天在東密 祂的神像就是天女的形
象 非常美麗 非常莊嚴 有點像唐朝天女的相 但是在
藏密的大吉祥天 哇！不得了 祂是騎著天馬 天馬後面
有一隻眼睛 祂可以看前面 可以看後面 面貌非常的兇
惡 掛著骷髏的念珠 這是屬於藏密的
所以藏密的神像跟東密的神像 有些實在是不太相
同 但是因為流傳 密教首先是在印度 由不空 善無畏
跟金剛智三個人 在唐朝的時候傳到中國 這是屬於中密
的部分 也是從印度傳過來 傳到中土 天台山的密宗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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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猶太教本身就是猶太人 也就是希伯來人 他們自稱
為上帝的選民 他們另外在迦南地那個地方 原來摩西到
了西奈山上 指著那一片土地說：﹁上帝給你們的土地就
是在那裡 ﹂ 結果他們去了那裡 周圍全部都是回教
只有他們是猶太教 東正教是從天主教分出來的 大部分
傳到了希臘；回教是穆罕穆德 祂講祂是最後的先知 在
︻古蘭經︼裡面有寫到摩西 寫到耶穌 但是都換另一個
名字 其實是同樣的一個上帝
沒有人看過上帝 包括摩西 包括耶穌 我們講
﹁父 子 聖靈﹂ 父就是耶和華；子就是耶穌；聖靈就
是所有的天使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講：﹁父 子 聖靈三
位一體 ﹂ 其實大家也知道耶穌在拿撒勒的地方 是木
匠的兒子 就是約瑟 母親就是瑪麗亞 十三歲的時候祂
離開拿撒勒 不知道哪裡去了 沒有人知道 回來的時
候 祂穿白色的衣服 跟喇麻色的衣服是斜披的 像個佛
教徒的樣子 不過祂傳法只有三年 就被釘十字架了 所
以這是世界宗教的根源 我對回教也是研究蠻深的 整個
︻古蘭經︼ 他們稱為︻可蘭經︼ ︻古蘭經︼ 這個汶
萊的弟子送給我一本中文翻譯的︻古蘭經︼ 我把整本
︻古蘭經︼全部都看完 我對回教的認識也是蠻深的 我
今天是講宗教大觀
其實我對於每一個宗教大部分都是有研究 釋迦牟尼
佛傳法是傳給地藏王菩薩 付囑地藏王菩薩 當大權神王
佛還沒有來之前 祂付法給地藏王菩薩 為什麼沒有付法
給觀世音菩薩？祂度的眾生最多 為什麼沒有付法給文殊
師利菩薩？祂的智慧最為廣大 這兩個都是法王子啊！普
賢菩薩是法王子 文殊師利菩薩是法王子 觀世音菩薩是
法王子 大勢至菩薩是法王子 彌勒菩薩是未來佛 為什
麼祂沒有付法給祂們？為什麼付法給地藏王菩薩？

來自世界各地參加〈西雅圖雷藏寺〉同修的同門。

呢？當初空海跟最澄 空海是到了西安 祂傳承是屬於中
密；最澄是到天台山 祂的傳承是屬於台密 兩邊不同
所以你到日本 也可以看到最澄密宗主要的山 叫做比叡
山 是台密的道場 是天台山的密教 如果是在高野山
的 是屬於空海大師從西安取經回來 演變成為高野山的
密宗 這是東密 所以日本也有兩派 我去韓國的時候
他們比較不盛行密教 他們盛行禪宗 大部分是屬於曹洞
宗 臺灣的出家眾 一般也是屬於禪宗 但是屬於臨濟
宗 臨濟義玄 台灣的禪宗屬於臨濟宗的比較多 韓國的
禪宗屬於曹洞宗 大部分是跟大家這樣講
那麼 中國原來呢？從印度一直傳到中國的佛教 以
五台山清涼山 所謂我們講清涼山 因為那邊經常下雪
有半年會封山 五台山有半年會封山 清涼山在佛經裡面
早就記載 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 其他的三個道場 像
四川峨眉山 普賢菩薩的道場；浙江南海普陀洛伽山 是
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這
四大道場也可以講四大淨土 那四大道場在佛經裡面有記
載的就是清涼山 也就是五台山 地藏王菩薩的道場是韓
國的僧人金喬覺 到安徽九華山那裡開創出來的 那時候
的韓國人 我們稱為新羅吧 其實 那時候在古代是相通
的 韓國啦 都是彼此之間相通的
佛教本身的流傳 從印度 到東南亞 大部分流傳的
是小乘的佛教；到了西藏就成為密宗；到了中國 就成為
中國的佛教；然後再流傳到韓國 最後再流傳到日本 佛
教流傳的地區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東南亞一帶 中國 韓
國跟日本 普遍上講 其實各個宗教 我覺得佛教是比較
圓滿的宗教 是最圓滿的 其他的 像基督教 天主教
猶太教 回教跟東正教 是同一個上帝 只是他們的派別
不同 天主教比較遵崇舊約 現在的教宗聽說是耶穌會
的 是屬於新約 基督教是屬於新約 天主教是屬於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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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是說 在當時所有的菩薩 八大菩薩 觀世音
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薩 彌勒菩
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 這是八大菩
薩 八大菩薩一起出現的時候 釋迦牟尼佛選的是地藏王
菩薩 付法給地藏王菩薩 主要是因為地藏王菩薩是出家
人 所以在﹁咐囑人天品﹂中 釋迦牟尼佛把所有的人跟
天都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所以地藏王菩薩非常的偉大 這
個原因在這裡
今天我們講︽道果︾ 道果的﹁第三：體性雙運
定﹂ 就是講禪定 ﹁境現空雙運：主要於外境上 體性
生無分別 ﹂ 在外境上 不是在內在 而是在外面 這
種禪定叫做﹁境現空雙運﹂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今天二
一○七年 有人向虛空拍照 拍到一位空行母 祂有臉
有穿衣服 有在飛翔的這種空行母 在二○一六年 李琪
師姐向虛空中拍照 也拍到一個空行母 李琪 妳那空行
母是二○一六年幾月幾日拍的？六月二十七日 她拍到一
個空行母 另外 今天拍到的那位是誰？有在這裡嗎？妳
站起來 是英國的美珊師姐 妳是什麼時候拍到的？妳今
年什麼時候拍的？對 昨天她拍的；去年拍的跟昨天拍
的 兩個是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的空行母 妳是一年以
前向虛空拍的空行母 和今年同樣的 昨天又在虛空中顯
現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穿的衣服一樣 面孔一樣 神采
全部都是一樣 是嗎？好 妳們請坐！所以這種不是巧合
吧 但是那個空行母 穿黃色的衣服 有套一點紅 黃色
跟紅色的衣服 一個是橫著飛 一個是站立著飛 但是讓
祂兩個都站立的話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不同的時間 隔
了一年 拍出來的空行母居然是一樣的 這是很稀奇 這
是屬於像﹁境現空雙運﹂ 顯現在虛空中的
有一次 我從圖書館吃完飯回來 滿天都是黑的 我

？！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約 猶太教本身就是猶太人 也就是希伯來人 他們自稱
為上帝的選民 他們另外在迦南地那個地方 原來摩西到
了西奈山上 指著那一片土地說：﹁上帝給你們的土地就
是在那裡 ﹂ 結果他們去了那裡 周圍全部都是回教
只有他們是猶太教 東正教是從天主教分出來的 大部分
傳到了希臘；回教是穆罕穆德 祂講祂是最後的先知 在
︻古蘭經︼裡面有寫到摩西 寫到耶穌 但是都換另一個
名字 其實是同樣的一個上帝
沒有人看過上帝 包括摩西 包括耶穌 我們講
﹁父 子 聖靈﹂ 父就是耶和華；子就是耶穌；聖靈就
是所有的天使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講：﹁父 子 聖靈三
位一體 ﹂ 其實大家也知道耶穌在拿撒勒的地方 是木
匠的兒子 就是約瑟 母親就是瑪麗亞 十三歲的時候祂
離開拿撒勒 不知道哪裡去了 沒有人知道 回來的時
候 祂穿白色的衣服 跟喇麻色的衣服是斜披的 像個佛
教徒的樣子 不過祂傳法只有三年 就被釘十字架了 所
以這是世界宗教的根源 我對回教也是研究蠻深的 整個
︻古蘭經︼ 他們稱為︻可蘭經︼ ︻古蘭經︼ 這個汶
萊的弟子送給我一本中文翻譯的︻古蘭經︼ 我把整本
︻古蘭經︼全部都看完 我對回教的認識也是蠻深的 我
今天是講宗教大觀
其實我對於每一個宗教大部分都是有研究 釋迦牟尼
佛傳法是傳給地藏王菩薩 付囑地藏王菩薩 當大權神王
佛還沒有來之前 祂付法給地藏王菩薩 為什麼沒有付法
給觀世音菩薩？祂度的眾生最多 為什麼沒有付法給文殊
師利菩薩？祂的智慧最為廣大 這兩個都是法王子啊！普
賢菩薩是法王子 文殊師利菩薩是法王子 觀世音菩薩是
法王子 大勢至菩薩是法王子 彌勒菩薩是未來佛 為什
麼祂沒有付法給祂們？為什麼付法給地藏王菩薩？

來自世界各地參加〈西雅圖雷藏寺〉同修的同門。

呢？當初空海跟最澄 空海是到了西安 祂傳承是屬於中
密；最澄是到天台山 祂的傳承是屬於台密 兩邊不同
所以你到日本 也可以看到最澄密宗主要的山 叫做比叡
山 是台密的道場 是天台山的密教 如果是在高野山
的 是屬於空海大師從西安取經回來 演變成為高野山的
密宗 這是東密 所以日本也有兩派 我去韓國的時候
他們比較不盛行密教 他們盛行禪宗 大部分是屬於曹洞
宗 臺灣的出家眾 一般也是屬於禪宗 但是屬於臨濟
宗 臨濟義玄 台灣的禪宗屬於臨濟宗的比較多 韓國的
禪宗屬於曹洞宗 大部分是跟大家這樣講
那麼 中國原來呢？從印度一直傳到中國的佛教 以
五台山清涼山 所謂我們講清涼山 因為那邊經常下雪
有半年會封山 五台山有半年會封山 清涼山在佛經裡面
早就記載 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 其他的三個道場 像
四川峨眉山 普賢菩薩的道場；浙江南海普陀洛伽山 是
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這
四大道場也可以講四大淨土 那四大道場在佛經裡面有記
載的就是清涼山 也就是五台山 地藏王菩薩的道場是韓
國的僧人金喬覺 到安徽九華山那裡開創出來的 那時候
的韓國人 我們稱為新羅吧 其實 那時候在古代是相通
的 韓國啦 都是彼此之間相通的
佛教本身的流傳 從印度 到東南亞 大部分流傳的
是小乘的佛教；到了西藏就成為密宗；到了中國 就成為
中國的佛教；然後再流傳到韓國 最後再流傳到日本 佛
教流傳的地區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東南亞一帶 中國 韓
國跟日本 普遍上講 其實各個宗教 我覺得佛教是比較
圓滿的宗教 是最圓滿的 其他的 像基督教 天主教
猶太教 回教跟東正教 是同一個上帝 只是他們的派別
不同 天主教比較遵崇舊約 現在的教宗聽說是耶穌會
的 是屬於新約 基督教是屬於新約 天主教是屬於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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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是說 在當時所有的菩薩 八大菩薩 觀世音
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薩 彌勒菩
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 這是八大菩
薩 八大菩薩一起出現的時候 釋迦牟尼佛選的是地藏王
菩薩 付法給地藏王菩薩 主要是因為地藏王菩薩是出家
人 所以在﹁咐囑人天品﹂中 釋迦牟尼佛把所有的人跟
天都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所以地藏王菩薩非常的偉大 這
個原因在這裡
今天我們講︽道果︾ 道果的﹁第三：體性雙運
定﹂ 就是講禪定 ﹁境現空雙運：主要於外境上 體性
生無分別 ﹂ 在外境上 不是在內在 而是在外面 這
種禪定叫做﹁境現空雙運﹂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今天二
一○七年 有人向虛空拍照 拍到一位空行母 祂有臉
有穿衣服 有在飛翔的這種空行母 在二○一六年 李琪
師姐向虛空中拍照 也拍到一個空行母 李琪 妳那空行
母是二○一六年幾月幾日拍的？六月二十七日 她拍到一
個空行母 另外 今天拍到的那位是誰？有在這裡嗎？妳
站起來 是英國的美珊師姐 妳是什麼時候拍到的？妳今
年什麼時候拍的？對 昨天她拍的；去年拍的跟昨天拍
的 兩個是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的空行母 妳是一年以
前向虛空拍的空行母 和今年同樣的 昨天又在虛空中顯
現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穿的衣服一樣 面孔一樣 神采
全部都是一樣 是嗎？好 妳們請坐！所以這種不是巧合
吧 但是那個空行母 穿黃色的衣服 有套一點紅 黃色
跟紅色的衣服 一個是橫著飛 一個是站立著飛 但是讓
祂兩個都站立的話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不同的時間 隔
了一年 拍出來的空行母居然是一樣的 這是很稀奇 這
是屬於像﹁境現空雙運﹂ 顯現在虛空中的
有一次 我從圖書館吃完飯回來 滿天都是黑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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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中的空行母

就講：﹁唉呀！全部都是墨色 加一點顏色吧！﹂ 然後
我就手舉起來 拿一支畫筆 在空中這樣搖了幾下 欸？
開始出現紅色的 搖完以後就出現紅色 所以禪定是不管
外跟不管內 其實一切就是在禪定之中 害我到現在再也
不敢這樣子畫 為何不敢畫 因為害怕漏氣 說我要畫色
彩的 結果沒有出來 因為那一次也是巧合啊！我突然間
說：﹁我要畫有色彩的 ﹂一畫 欸？就出來了 彩虹就
現出來了 沒有畫以前是沒有的 就是這樣畫一下它就
有 現在 我也不敢做 為什麼？一畫了 沒有就漏氣
只有一次的機緣 像她們一樣 那個就叫做﹁境外﹂
﹁境外﹂的時候 像釋迦牟尼佛自己講：﹁無時無刻
都在禪定之中 ﹂祂任何時候都是在禪定 什麼叫禪定？
就是專一啊！禪定的第一步就是專一 你精神非常專一的
時候 就叫禪定 像師尊在說法 也要很專一的這樣說

起 燃燒了菩提心月液 這是固體變成明點下降 就是變
成液體 火跟水交融的時候 到了中脈的各個處都會產生
快樂 叫做﹁體性生樂﹂
我們禪定的時候要了解 有這三種禪定 ﹁此十五種
一切的覺受 其因 心氣之緣起 數目及次第不定 非是
依次而成 果覺受亦非是次第而生 生起任何皆認持為禪
定 策警於道 ﹂這就是說你這種覺受產生出來的時候
都稱為禪定 有十五種覺受 但是以﹁樂 空 智 方
便 慈悲﹂種種的覺受所產生出來的 這種禪定呢 就是
很特殊的 我跟大家介紹
再來 講什麼比較好？哦 是你講的 不是我要講
的 是蓮緒法師要講×× 我最近看了××的開示文 很
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有提到她燒護摩火供 黃財神
下降；燒護摩火供 紅財神下降；燒護摩火供 財寶天王
下降 下降的時候都有對話 我在法會的時候跟大家講
過 叫做交叉開示 她是屬於交叉開示 交叉開示可以講
說黃財神講了什麼話 ××就引用祂的話再講解一番；紅
財神講了什麼話 ××又引用紅財神解釋了一番；財寶天
王下降 財寶天王就跟××互相講了一些話 這些話也流
傳 也就是她解釋財寶天王的話 等於是每一次護摩 都
是祂們下降來講話 叫做交叉開示
我們上師當中 有誰會交叉開示？上師在說法當中
有誰用了交叉開示？就是﹁黃財神跟我講了什麼 我解釋
一下﹂有誰？舉手一下吧！再講比較好玩一點的 就是講
紅財神好了 紅財神在××的開示當中是這樣的 紅財神
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祂經常在××的耳邊唱歌給××
聽 又喜歡跳舞 跳給××看 而且紅財神對××特別
好 每一次都供養牛奶給××喝 我們這裡的紅財神在那
邊 祂沒有給我喝過一口牛奶 給我記住！呵呵

法 在專一的時候就是禪定 所以原理上就是﹁境現空雙
運：主要於外境上 體性生無分別 ﹂體性是沒有什麼分
別
﹁心昭空雙運：生於秘密心之上 體性生昭明﹂ 外
境 沒有什麼分別 雙運 如果是在你的心上的雙運 也
就是在我們體內 心的雙運 應該是水火交融 這上面的
水跟你的拙火 兩邊互相交融就叫雙運 在佛教裡面講
境外的雙運 一個是方便 一個就是慈悲 方便跟慈悲
二者是相等的 就叫做雙運 或者是智慧跟慈悲 二者互
相在一起的 智慧跟慈悲沒有分別 就是入世跟出世沒有
分別 這是講第一條 第一條沒有分別 所以喜金剛的經
典就是︻吉祥喜金剛大悲空智大教王經︼大悲就是慈悲
空智就是智慧 大悲跟智慧互相雙運的大教王經 就是喜
金剛
其實智慧跟慈悲是沒有分別的 慈悲屬於入世 智慧
是屬於空智 是屬於空性 是屬於佛性的 但是必須要沒
有分別的互相運用才能夠成佛 這裡講的就是沒有分別的
意思 講起來比較深奧一點 ﹁心昭空雙運：生於秘密心
之上 體性生昭明﹂ 當你打開心的時候 你會看到藍色
的光明在你的心上顯現 這時候﹁體性生昭明﹂ 昭明就
是光明 那種光明顯現 你的心有光明顯現 那光明屬於
你秘密心之上 所產生出來的﹁心昭空雙運﹂ 也就是空
跟光明雙運 光明是有形象 空是沒有形象 兩個互相雙
運 這個是第二則的意思
﹁第三者 身樂空雙運：生於內身上 體性生樂﹂
這個是我講解很多的 第三種 也就是﹁金剛亥母樂空雙
運定﹂ 金剛亥母當然有拙火定 但是拙火升起來的時
候 當拙火通脈的時候會產生大樂 明點下降的時候也會
產生大樂 但是明點要下降 是由固體變成液體 由固體
變成液體的過程當中 它所產生的快樂 就是因為拙火燃

象頭財神是屬於印度教的四大神
Brahma 大梵天
希瓦大自在天 維濕奴遍淨天 象頭財神是希瓦的兒子
只是祂長得特別快 希瓦出去外面旅行 回來的時候看到
太太在浴室裡面 shower 洗澡 外面站著一個很高大 勇
猛的男士 其實是希瓦祂的兒子 但是祂不知道 祂以為
太太在洗澡 外面怎麼站一個男的在那邊？一劍就把祂的
頭砍斷 結果太太出來了以後 發覺兒子被自己父親殺
了 那時候破壞神希瓦大自在天 祂就很驚恐 去求教遍
淨天維濕奴 維濕奴說：﹁你在某一天清晨出外看到的第
一個 把他的頭砍下來 接上了你兒子的頭才能復活 ﹂
祂那一天出門 一出去看到了是大象 所以祂把牠象頭砍
下來 接上了兒子的頭 就變成象頭財神
祂是屬於財神 在印度教很有名的 祂的生日是特別
的 哇！萬人空巷！祂可以算是第四大神 祂經常唱歌給
××聽 跳舞給××看 還供養她牛奶 我還不知道大象
唱歌是什麼 呵呵 也不知道祂跳的象舞是怎麼跳 當然
印度人本身很熱衷於唱歌跟跳舞 他們的印度舞相當好
看 天天唱歌給她聽哪！天天跳舞給她看哪！當××很快
樂的！你看 天天有象頭財神唱歌給她聽 又跳舞給她
看 又供養她喝牛奶 哇！真的是 我看了都非常羨慕
到現在沒有一個空行母唱歌給我聽 呵呵
好啦！我們再講財寶天王 她說：﹁你知道祂最喜歡
吃什麼嗎？魚翅 ﹂××文章裡面寫著﹁財寶天王最喜歡
吃魚翅 你們供養財寶天王的時候 一定要用魚翅給祂
吃 要上等的魚翅 ﹂現在拿魚翅是違法的 那是保育類
的動物 鯊魚的魚翅 她說財寶天王最喜歡吃魚翅？我就
不懂 財寶天王也是從西藏那裡傳過來的 西藏根本沒有
海 他們看不到海的 西藏不連接海的 在那時候的財寶
天王祂吃什麼啊？祂最喜歡魚翅？怎麼拿得到魚翅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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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中的空行母

就講：﹁唉呀！全部都是墨色 加一點顏色吧！﹂ 然後
我就手舉起來 拿一支畫筆 在空中這樣搖了幾下 欸？
開始出現紅色的 搖完以後就出現紅色 所以禪定是不管
外跟不管內 其實一切就是在禪定之中 害我到現在再也
不敢這樣子畫 為何不敢畫 因為害怕漏氣 說我要畫色
彩的 結果沒有出來 因為那一次也是巧合啊！我突然間
說：﹁我要畫有色彩的 ﹂一畫 欸？就出來了 彩虹就
現出來了 沒有畫以前是沒有的 就是這樣畫一下它就
有 現在 我也不敢做 為什麼？一畫了 沒有就漏氣
只有一次的機緣 像她們一樣 那個就叫做﹁境外﹂
﹁境外﹂的時候 像釋迦牟尼佛自己講：﹁無時無刻
都在禪定之中 ﹂祂任何時候都是在禪定 什麼叫禪定？
就是專一啊！禪定的第一步就是專一 你精神非常專一的
時候 就叫禪定 像師尊在說法 也要很專一的這樣說

起 燃燒了菩提心月液 這是固體變成明點下降 就是變
成液體 火跟水交融的時候 到了中脈的各個處都會產生
快樂 叫做﹁體性生樂﹂
我們禪定的時候要了解 有這三種禪定 ﹁此十五種
一切的覺受 其因 心氣之緣起 數目及次第不定 非是
依次而成 果覺受亦非是次第而生 生起任何皆認持為禪
定 策警於道 ﹂這就是說你這種覺受產生出來的時候
都稱為禪定 有十五種覺受 但是以﹁樂 空 智 方
便 慈悲﹂種種的覺受所產生出來的 這種禪定呢 就是
很特殊的 我跟大家介紹
再來 講什麼比較好？哦 是你講的 不是我要講
的 是蓮緒法師要講×× 我最近看了××的開示文 很
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有提到她燒護摩火供 黃財神
下降；燒護摩火供 紅財神下降；燒護摩火供 財寶天王
下降 下降的時候都有對話 我在法會的時候跟大家講
過 叫做交叉開示 她是屬於交叉開示 交叉開示可以講
說黃財神講了什麼話 ××就引用祂的話再講解一番；紅
財神講了什麼話 ××又引用紅財神解釋了一番；財寶天
王下降 財寶天王就跟××互相講了一些話 這些話也流
傳 也就是她解釋財寶天王的話 等於是每一次護摩 都
是祂們下降來講話 叫做交叉開示
我們上師當中 有誰會交叉開示？上師在說法當中
有誰用了交叉開示？就是﹁黃財神跟我講了什麼 我解釋
一下﹂有誰？舉手一下吧！再講比較好玩一點的 就是講
紅財神好了 紅財神在××的開示當中是這樣的 紅財神
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祂經常在××的耳邊唱歌給××
聽 又喜歡跳舞 跳給××看 而且紅財神對××特別
好 每一次都供養牛奶給××喝 我們這裡的紅財神在那
邊 祂沒有給我喝過一口牛奶 給我記住！呵呵

法 在專一的時候就是禪定 所以原理上就是﹁境現空雙
運：主要於外境上 體性生無分別 ﹂體性是沒有什麼分
別
﹁心昭空雙運：生於秘密心之上 體性生昭明﹂ 外
境 沒有什麼分別 雙運 如果是在你的心上的雙運 也
就是在我們體內 心的雙運 應該是水火交融 這上面的
水跟你的拙火 兩邊互相交融就叫雙運 在佛教裡面講
境外的雙運 一個是方便 一個就是慈悲 方便跟慈悲
二者是相等的 就叫做雙運 或者是智慧跟慈悲 二者互
相在一起的 智慧跟慈悲沒有分別 就是入世跟出世沒有
分別 這是講第一條 第一條沒有分別 所以喜金剛的經
典就是︻吉祥喜金剛大悲空智大教王經︼大悲就是慈悲
空智就是智慧 大悲跟智慧互相雙運的大教王經 就是喜
金剛
其實智慧跟慈悲是沒有分別的 慈悲屬於入世 智慧
是屬於空智 是屬於空性 是屬於佛性的 但是必須要沒
有分別的互相運用才能夠成佛 這裡講的就是沒有分別的
意思 講起來比較深奧一點 ﹁心昭空雙運：生於秘密心
之上 體性生昭明﹂ 當你打開心的時候 你會看到藍色
的光明在你的心上顯現 這時候﹁體性生昭明﹂ 昭明就
是光明 那種光明顯現 你的心有光明顯現 那光明屬於
你秘密心之上 所產生出來的﹁心昭空雙運﹂ 也就是空
跟光明雙運 光明是有形象 空是沒有形象 兩個互相雙
運 這個是第二則的意思
﹁第三者 身樂空雙運：生於內身上 體性生樂﹂
這個是我講解很多的 第三種 也就是﹁金剛亥母樂空雙
運定﹂ 金剛亥母當然有拙火定 但是拙火升起來的時
候 當拙火通脈的時候會產生大樂 明點下降的時候也會
產生大樂 但是明點要下降 是由固體變成液體 由固體
變成液體的過程當中 它所產生的快樂 就是因為拙火燃

象頭財神是屬於印度教的四大神
Brahma 大梵天
希瓦大自在天 維濕奴遍淨天 象頭財神是希瓦的兒子
只是祂長得特別快 希瓦出去外面旅行 回來的時候看到
太太在浴室裡面 shower 洗澡 外面站著一個很高大 勇
猛的男士 其實是希瓦祂的兒子 但是祂不知道 祂以為
太太在洗澡 外面怎麼站一個男的在那邊？一劍就把祂的
頭砍斷 結果太太出來了以後 發覺兒子被自己父親殺
了 那時候破壞神希瓦大自在天 祂就很驚恐 去求教遍
淨天維濕奴 維濕奴說：﹁你在某一天清晨出外看到的第
一個 把他的頭砍下來 接上了你兒子的頭才能復活 ﹂
祂那一天出門 一出去看到了是大象 所以祂把牠象頭砍
下來 接上了兒子的頭 就變成象頭財神
祂是屬於財神 在印度教很有名的 祂的生日是特別
的 哇！萬人空巷！祂可以算是第四大神 祂經常唱歌給
××聽 跳舞給××看 還供養她牛奶 我還不知道大象
唱歌是什麼 呵呵 也不知道祂跳的象舞是怎麼跳 當然
印度人本身很熱衷於唱歌跟跳舞 他們的印度舞相當好
看 天天唱歌給她聽哪！天天跳舞給她看哪！當××很快
樂的！你看 天天有象頭財神唱歌給她聽 又跳舞給她
看 又供養她喝牛奶 哇！真的是 我看了都非常羨慕
到現在沒有一個空行母唱歌給我聽 呵呵
好啦！我們再講財寶天王 她說：﹁你知道祂最喜歡
吃什麼嗎？魚翅 ﹂××文章裡面寫著﹁財寶天王最喜歡
吃魚翅 你們供養財寶天王的時候 一定要用魚翅給祂
吃 要上等的魚翅 ﹂現在拿魚翅是違法的 那是保育類
的動物 鯊魚的魚翅 她說財寶天王最喜歡吃魚翅？我就
不懂 財寶天王也是從西藏那裡傳過來的 西藏根本沒有
海 他們看不到海的 西藏不連接海的 在那時候的財寶
天王祂吃什麼啊？祂最喜歡魚翅？怎麼拿得到魚翅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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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怪了！人講的話妳都聽不懂 動物講的話妳都聽
得懂？螃蟹講話 變色龍講話妳也知道 妳還可以編出一
個變色龍的故事 這個螃蟹 徐雅琪的爸爸 妳也聽得
懂？對不對？鸚鵡 蓮紫上師 鸚鵡是你的誰啊？你阿
嬤？鸚鵡是蓮紫的阿嬤 蓮緒 你是變色龍的什麼人？好
像跟你有兄弟關係 你看 變色龍 蜘蛛 ××也可以跟
牠講話？烏龜 她也能夠跟牠講話？蒼蠅 也可以跟牠講
話？螢火蟲也跟她講等她十一萬年要皈依她？到了多明尼
加的老教堂 聖母瑪麗亞也說等她五百年？不知道等她做
什麼？為什麼要等她？我相信她去多明尼加天主教的老教
堂 聖母瑪麗亞說等她五百年 我問等她五百年做什麼？
難道她要把一筆錢供養給天主教堂嗎？也沒有！拍拍屁股
就走了 也沒有改信天主教 為什麼要等她五百年？這就
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所以稍微用腦筋想一想就知道 妳日本人講的話也聽
不懂 妳自己在開示文寫的 日本人講的話聽不懂 西班
牙人講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她也不知
道 對不對？現在呢？她居然能夠跟所有的動物講話？大
象講話她也聽得懂？大象也等她五百年？要皈依她的 螢
火蟲等她十一萬年 十一萬年前那時候還沒有佛教啊！這
個螢火蟲就知道要她來超度牠們？﹁超度﹂這個名詞是佛
教的名詞耶！十一萬年前沒有佛教 什麼叫超度？所以用
腦筋哪！有三種量啊！我不是講了嗎？一個是﹁知量﹂
一個是﹁比量﹂ 一個是﹁聖言量﹂妳不符合這三種的邏
輯 妳就是吹牛
大家查一查 網路上大家能夠找的盡量找﹁財寶天王
喜歡吃上等魚翅﹂ 如果找得出來的話 我看 財寶天王
的蓮花座也不用坐了 呵呵 敬祂一口酒 夾一口菜給財
寶天王吃耶！是這樣吃的嗎？連鬼都只是吸氣而已啊！我

按照我的師父跟我講 不是真的吃 我的師父是這樣
講的：﹁人間供養的東西 其實佛 菩薩只是在看你的虔
誠的心 ﹂並沒有真實去吃 至於天上的神仙也不屑我們
人間的供養 也是在看你的心而已 鬼就有吃 鬼是怎麼
吃？你供養一隻雞腿 他不會把皮吃了跟肉吃了 剩下一
根骨 對不對？不會剩下一根骨還給你呀！鬼也是吸這東
西的氣 也就是你煮好的一隻雞 鬼一看到 也不過吸那
個氣 鬼是討食的 ××寫得好好 她寫：﹁我敬祂一杯
酒 財寶天王祂咻 就喝完了；我夾一口菜給祂吃 財寶
天王吃了 夾魚翅給祂吃 用上等魚翅給祂吃 祂就喀滋
喀滋 好吃好吃
﹂連喊著好吃耶！有可能嗎？只有
鬼才會講好吃 黃財神要求每一次供養祂要四十九道菜？
財寶天王要求要一○八道菜？而且道道不同 而且祂最喜
歡上等魚翅？
西藏在古代 哪來的魚翅啊？他們連魚都不吃的 在
古代的西藏 根本連魚都不吃的！因為魚本身就是神 他
們把魚看成神 所以羊卓雍湖 拉姆拉措就是吉祥天的
湖 那些魚都活得好好 他們不吃魚 是因為漢人進去了
以後到了西藏 他們才開始有吃魚 以前的魚他們是不吃
的 哪有吃魚翅的道理！是哪一本經典記載財寶天王一定
要吃上等魚翅的？魚翅我小時候也沒有啊！我也沒有吃到
魚翅啊！我到高中 到大學也沒有吃到魚翅啊！我是在什
麼時候才吃到魚翅的？是大學畢業以後 去看風水的時
候 才有人供養我魚翅 三十歲以後才開始吃到魚翅的
所以 ××的開示我研究起來 我就覺得不對 真
的！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她的開示錄 裡面就有寫到﹁財寶
天王最喜歡吃魚翅 希望××堂的同門 每一次供養財寶
天王一定要用上等魚翅 因為財寶天王是識貨的 一定要
上等 低級的魚翅祂不吃的 一定要吃上等魚翅﹂ 真的
有吃嗎？當然是沒有 我們曉得 那不過是一種氣 所以

告訴你一件事情 只有鬼討食 才有普度 一○八道菜這
是鬼討食 四十九道菜也是鬼討食 都是鬼吃了 神仙是
不用的 世俗的東西有腥味 是人吃的跟鬼吃的 神仙是
不吃人間的東西 只是看你的虔敬的心而已 你說水果
嘛 天上的仙果不得了 天上的仙漿就是像甘露 多得
很 各種甘露都有 還吃人間有毒的葡萄酒？這××的講
完了
講幾個笑話吧！大家知道 佛法是依照│﹁知量 比
量 聖言量﹂這三種的量 你去測度×× 有沒有在這三
種量裡面 如果沒有 那就是唬爛！就是 DoReMi
這很
簡單的嘛！你看她的開示文 地母出現給她貼個﹁妳說了
算﹂ 天底下有﹁你說了算﹂的人嗎？ Never
絕對沒
有 川普也不能說了算 美國總統川普 他說了算嗎？還
有一個北韓的金正恩不服 怎麼說了算？咻！貼了一張
﹁妳說了算﹂？這個老夫也不服啊！老夫啊！老盧也不服
啊！妳說了算？那我說了算老幾？對不對？哪有﹁妳說了
算﹂這個道理？今天妳的開示文 老盧看了也不服啊！怎
麼妳說了算呢？妳說了才不算呢！﹁妳說了不算﹂
地母給妳的只是祂少寫一個字 我給妳填一個
﹁不﹂ 天底下沒有人能夠說了算的 連地母也不能說了
算 我已經講了 地母上面還有天公│玉皇大帝 天公也
不能說了算 因為祂不過是大梵天 忉利天的階級 在欲
界天跟色界天 上面還有無色界天 無色界天的天人也不
能說了算 因為上面還有獨覺 還有羅漢 獨覺跟羅漢也
不能說了算 因為上面還有菩薩 菩薩也不能說了算 因
為上面還有佛 佛也不能說了算 因為十一地的佛輸給第
十三地的毘盧遮那佛 毘盧遮那佛也不能說了算 因為上
面還有十六地的佛│阿達爾瑪佛│本初佛 本初佛也不能
說了算 因為本初佛不管事

鬼本身也不會吃到一根雞腿骨再給你 也不可能 中元普
度的菜供在那裡 他也不會把它拿掉 也不會吃掉 那是
有形的東西 一定是吃它的氣而已 哪一本經裡面如果能
夠找出財寶天王最喜歡上等魚翅的 跟師尊講一下 我要
改正
我告訴你 黃財神 紅財神 財寶天王 白財神 任
何一個財神 祂本身都是在神仙的境界 祂有仙果 仙
漿 不會稀罕你人間的葡萄酒 為什麼呢？你知道葡萄酒
是有毒的嗎？葡萄撒了農藥絕對不洗的 你洗的葡萄絕對
不能製酒 葡萄一定要撒農藥的 因為只要葡萄成熟時
鳥就吃掉 哪裡還有剩？一定撒了白白的農藥在上面 然
後集合起來 攪成汁 再給它變成酒 那酒裡面絕對是有
農藥的 所以你看 紅財神跟她 BODY
BODY
他們說
紅財神屬於××堂的最大的護法 還有龍王 那天 八大
龍王都來了 我說：﹁唉呀！你們都已經去××堂了 還
來幹什麼？﹂還來給我們加持啊？對不對？﹁你們八大龍
王都已經皈依她了 ﹂唉呀 天哪！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總之 龍王還是來給我們加持就對了 所以××的開示
錄 真的是 天哪！這些人哪 在聽法的人 她賜給的禮
物全部都是無形的 所有的禮物給所有的同門都是無形
的 無形的當然看不到啊！拿不到啊！他們還信得不得
了 怎麼回事啊？你看她在文章裡面也寫 她不懂得日
文 我們喊的西班牙文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
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 她西班
牙文也不懂 日本人來 她也講：﹁不懂﹂ 剛剛有一個
東莞的人講的話 我就聽不懂啊！對呀！他講的東莞話又
不是廣東話 東莞話跟廣東話又不一樣 我都聽不懂 這
××很奇怪耶！她說日本人講日本話她也聽不懂 西班牙
人講的西班牙話她也聽不懂 她就是懂得任何動物的話
可以跟任何動物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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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怪了！人講的話妳都聽不懂 動物講的話妳都聽
得懂？螃蟹講話 變色龍講話妳也知道 妳還可以編出一
個變色龍的故事 這個螃蟹 徐雅琪的爸爸 妳也聽得
懂？對不對？鸚鵡 蓮紫上師 鸚鵡是你的誰啊？你阿
嬤？鸚鵡是蓮紫的阿嬤 蓮緒 你是變色龍的什麼人？好
像跟你有兄弟關係 你看 變色龍 蜘蛛 ××也可以跟
牠講話？烏龜 她也能夠跟牠講話？蒼蠅 也可以跟牠講
話？螢火蟲也跟她講等她十一萬年要皈依她？到了多明尼
加的老教堂 聖母瑪麗亞也說等她五百年？不知道等她做
什麼？為什麼要等她？我相信她去多明尼加天主教的老教
堂 聖母瑪麗亞說等她五百年 我問等她五百年做什麼？
難道她要把一筆錢供養給天主教堂嗎？也沒有！拍拍屁股
就走了 也沒有改信天主教 為什麼要等她五百年？這就
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所以稍微用腦筋想一想就知道 妳日本人講的話也聽
不懂 妳自己在開示文寫的 日本人講的話聽不懂 西班
牙人講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她也不知
道 對不對？現在呢？她居然能夠跟所有的動物講話？大
象講話她也聽得懂？大象也等她五百年？要皈依她的 螢
火蟲等她十一萬年 十一萬年前那時候還沒有佛教啊！這
個螢火蟲就知道要她來超度牠們？﹁超度﹂這個名詞是佛
教的名詞耶！十一萬年前沒有佛教 什麼叫超度？所以用
腦筋哪！有三種量啊！我不是講了嗎？一個是﹁知量﹂
一個是﹁比量﹂ 一個是﹁聖言量﹂妳不符合這三種的邏
輯 妳就是吹牛
大家查一查 網路上大家能夠找的盡量找﹁財寶天王
喜歡吃上等魚翅﹂ 如果找得出來的話 我看 財寶天王
的蓮花座也不用坐了 呵呵 敬祂一口酒 夾一口菜給財
寶天王吃耶！是這樣吃的嗎？連鬼都只是吸氣而已啊！我

按照我的師父跟我講 不是真的吃 我的師父是這樣
講的：﹁人間供養的東西 其實佛 菩薩只是在看你的虔
誠的心 ﹂並沒有真實去吃 至於天上的神仙也不屑我們
人間的供養 也是在看你的心而已 鬼就有吃 鬼是怎麼
吃？你供養一隻雞腿 他不會把皮吃了跟肉吃了 剩下一
根骨 對不對？不會剩下一根骨還給你呀！鬼也是吸這東
西的氣 也就是你煮好的一隻雞 鬼一看到 也不過吸那
個氣 鬼是討食的 ××寫得好好 她寫：﹁我敬祂一杯
酒 財寶天王祂咻 就喝完了；我夾一口菜給祂吃 財寶
天王吃了 夾魚翅給祂吃 用上等魚翅給祂吃 祂就喀滋
喀滋 好吃好吃
﹂連喊著好吃耶！有可能嗎？只有
鬼才會講好吃 黃財神要求每一次供養祂要四十九道菜？
財寶天王要求要一○八道菜？而且道道不同 而且祂最喜
歡上等魚翅？
西藏在古代 哪來的魚翅啊？他們連魚都不吃的 在
古代的西藏 根本連魚都不吃的！因為魚本身就是神 他
們把魚看成神 所以羊卓雍湖 拉姆拉措就是吉祥天的
湖 那些魚都活得好好 他們不吃魚 是因為漢人進去了
以後到了西藏 他們才開始有吃魚 以前的魚他們是不吃
的 哪有吃魚翅的道理！是哪一本經典記載財寶天王一定
要吃上等魚翅的？魚翅我小時候也沒有啊！我也沒有吃到
魚翅啊！我到高中 到大學也沒有吃到魚翅啊！我是在什
麼時候才吃到魚翅的？是大學畢業以後 去看風水的時
候 才有人供養我魚翅 三十歲以後才開始吃到魚翅的
所以 ××的開示我研究起來 我就覺得不對 真
的！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她的開示錄 裡面就有寫到﹁財寶
天王最喜歡吃魚翅 希望××堂的同門 每一次供養財寶
天王一定要用上等魚翅 因為財寶天王是識貨的 一定要
上等 低級的魚翅祂不吃的 一定要吃上等魚翅﹂ 真的
有吃嗎？當然是沒有 我們曉得 那不過是一種氣 所以

告訴你一件事情 只有鬼討食 才有普度 一○八道菜這
是鬼討食 四十九道菜也是鬼討食 都是鬼吃了 神仙是
不用的 世俗的東西有腥味 是人吃的跟鬼吃的 神仙是
不吃人間的東西 只是看你的虔敬的心而已 你說水果
嘛 天上的仙果不得了 天上的仙漿就是像甘露 多得
很 各種甘露都有 還吃人間有毒的葡萄酒？這××的講
完了
講幾個笑話吧！大家知道 佛法是依照│﹁知量 比
量 聖言量﹂這三種的量 你去測度×× 有沒有在這三
種量裡面 如果沒有 那就是唬爛！就是 DoReMi
這很
簡單的嘛！你看她的開示文 地母出現給她貼個﹁妳說了
算﹂ 天底下有﹁你說了算﹂的人嗎？ Never
絕對沒
有 川普也不能說了算 美國總統川普 他說了算嗎？還
有一個北韓的金正恩不服 怎麼說了算？咻！貼了一張
﹁妳說了算﹂？這個老夫也不服啊！老夫啊！老盧也不服
啊！妳說了算？那我說了算老幾？對不對？哪有﹁妳說了
算﹂這個道理？今天妳的開示文 老盧看了也不服啊！怎
麼妳說了算呢？妳說了才不算呢！﹁妳說了不算﹂
地母給妳的只是祂少寫一個字 我給妳填一個
﹁不﹂ 天底下沒有人能夠說了算的 連地母也不能說了
算 我已經講了 地母上面還有天公│玉皇大帝 天公也
不能說了算 因為祂不過是大梵天 忉利天的階級 在欲
界天跟色界天 上面還有無色界天 無色界天的天人也不
能說了算 因為上面還有獨覺 還有羅漢 獨覺跟羅漢也
不能說了算 因為上面還有菩薩 菩薩也不能說了算 因
為上面還有佛 佛也不能說了算 因為十一地的佛輸給第
十三地的毘盧遮那佛 毘盧遮那佛也不能說了算 因為上
面還有十六地的佛│阿達爾瑪佛│本初佛 本初佛也不能
說了算 因為本初佛不管事

鬼本身也不會吃到一根雞腿骨再給你 也不可能 中元普
度的菜供在那裡 他也不會把它拿掉 也不會吃掉 那是
有形的東西 一定是吃它的氣而已 哪一本經裡面如果能
夠找出財寶天王最喜歡上等魚翅的 跟師尊講一下 我要
改正
我告訴你 黃財神 紅財神 財寶天王 白財神 任
何一個財神 祂本身都是在神仙的境界 祂有仙果 仙
漿 不會稀罕你人間的葡萄酒 為什麼呢？你知道葡萄酒
是有毒的嗎？葡萄撒了農藥絕對不洗的 你洗的葡萄絕對
不能製酒 葡萄一定要撒農藥的 因為只要葡萄成熟時
鳥就吃掉 哪裡還有剩？一定撒了白白的農藥在上面 然
後集合起來 攪成汁 再給它變成酒 那酒裡面絕對是有
農藥的 所以你看 紅財神跟她 BODY
BODY
他們說
紅財神屬於××堂的最大的護法 還有龍王 那天 八大
龍王都來了 我說：﹁唉呀！你們都已經去××堂了 還
來幹什麼？﹂還來給我們加持啊？對不對？﹁你們八大龍
王都已經皈依她了 ﹂唉呀 天哪！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總之 龍王還是來給我們加持就對了 所以××的開示
錄 真的是 天哪！這些人哪 在聽法的人 她賜給的禮
物全部都是無形的 所有的禮物給所有的同門都是無形
的 無形的當然看不到啊！拿不到啊！他們還信得不得
了 怎麼回事啊？你看她在文章裡面也寫 她不懂得日
文 我們喊的西班牙文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
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 她西班
牙文也不懂 日本人來 她也講：﹁不懂﹂ 剛剛有一個
東莞的人講的話 我就聽不懂啊！對呀！他講的東莞話又
不是廣東話 東莞話跟廣東話又不一樣 我都聽不懂 這
××很奇怪耶！她說日本人講日本話她也聽不懂 西班牙
人講的西班牙話她也聽不懂 她就是懂得任何動物的話
可以跟任何動物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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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層層比較的話 菩薩也不能說了算啊！當初
觀世音菩薩以為度了很多的眾生 欸！原來眾生也沒有多
一個 也沒有少一個 祂度的呢？祂從此毀了祂的誓言
不再度眾生了；一不度眾生 當初發的誓言 所以祂頭分
八瓣 全身骨碎如粉 全部碎掉 結果阿彌陀佛趕過來
把祂的身體組合 唸唸咒 吹一口氣呀！就變成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 所以觀世音菩薩說了也是一樣不算 不是祂
說了算 祂也有算不出來的地方啊！這是大家知道的典
故 對不對？奇怪啊？好多人相信﹁她說了算﹂ 奇怪
了！不合邏輯 不是知量 比量也比不來 因為如果妳說
了算 哇！真主阿拉都輸妳啊！對不對？上帝也輸妳啊！
還有佛也輸妳啊！什麼都輸給妳了 師尊也不是師尊了
師尊就變成﹁些﹂因為她說了算 我就變成 poo 呵呵！
前幾天參加二十多年未見的同學會 每一個人變化都
好大 大多數的都已經結婚 生子了 回到家裡我把這件
事情告訴老公：﹁老公你知道嗎？當年我們班上的班花到
現在都沒有結婚 而像我這樣不怎麼樣的 反而最早結婚
呢！﹂結果老公講：﹁因為一般的情況下 打折的商品比
較容易賣得快﹂打折的商品賣得快呀！這是一般中等可以
看的比較容易嫁 太漂亮的不容易嫁出去
有一個週末 向朋友借一部車去郊遊 結果路上遇到
朋友的妻子 順便搭便車 突然間遇到警察臨檢 警察
問：﹁車是你的嗎？﹂我就回答：﹁朋友的 ﹂警察問：
﹁車上是你的老婆嗎？﹂ 我也是回答：﹁也是朋友
的 ﹂ 警察很感慨啊：﹁這個朋友實在是太好了！﹂給
車子又載朋友的老婆
有一天 小寶鼻青臉腫的回到家 ﹁你今天跟誰打架
啦？﹂媽媽就罵 ﹁早就跟你說 在你生氣的時候 你要
從 1 數到 50
要學會了忍耐 忍辱 ﹂ 小寶：﹁可是
啊！小楊的媽媽教小楊要數到 25 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

被打的 因為人家數到 25 就可以打了 他要數到 50 才
可以打 這是什麼東西？這是比量 在邏輯學上就是比
量 合邏輯 不合邏輯都是比量
老婆說：﹁最近老了 牙縫就越來越大 怎麼辦呢？
等老了牙縫不是會更大嗎？﹂ 我們人的牙縫 年紀越大
牙縫就越大 她的老公講：﹁不會 妳要相信我 等妳老
了 連牙都沒有了 ﹂這是什麼？這是比量也是知量 因
為大家知道的嘛！人生七十才開始 也就是七十歲開始掉
牙齒 很好玩的笑話 甲問乙：﹁我問你一件事 你能為
我保守秘密嗎？﹂乙說：﹁可以 我可以為你保守秘
密 ﹂甲說：﹁我最近手頭比較緊 你能借點錢給我
嗎？﹂乙就講：﹁別擔心 我當沒有聽見就是 ﹂呵呵
我們活在這世界上 大家要有一些智慧 你要懂得知
量 就是人間的知識 人間有很多的知識 你要懂得這些
知識；第二個 你要懂得﹁因明學﹂ 在密教叫做﹁因明
學﹂ 就是﹁邏輯學﹂ 你引用邏輯來看某一件事情 你
就能夠得妙觀察智 師尊因為有妙觀察智 所以一看××
就知道她在說謊 這是因為你懂得知量 懂得比量 懂得
邏輯 還有你要懂得聖言量 聖言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話 聖人所講的話 你合乎聖言量的 佛陀講的：﹁諸行
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這屬於聖言量 合於這三
法印的 第四法印是什麼？問你們上師？一切皆苦 這是
屬於聖言量 也就是﹁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是聖言量 知道一切皆苦 合於聖言量的都是佛法 不合
於聖言量的 當然也是佛法 但是已經偏了
所以當你知道××堂已經供了××府 供了五個鬼的
領袖以後 你就知道 她已經偏了 不符合佛陀所說的這
四個法印 所以這樣大家就可以了解 什麼是佛法 什麼
是非法 這樣大家就可以比較出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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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層層比較的話 菩薩也不能說了算啊！當初
觀世音菩薩以為度了很多的眾生 欸！原來眾生也沒有多
一個 也沒有少一個 祂度的呢？祂從此毀了祂的誓言
不再度眾生了；一不度眾生 當初發的誓言 所以祂頭分
八瓣 全身骨碎如粉 全部碎掉 結果阿彌陀佛趕過來
把祂的身體組合 唸唸咒 吹一口氣呀！就變成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 所以觀世音菩薩說了也是一樣不算 不是祂
說了算 祂也有算不出來的地方啊！這是大家知道的典
故 對不對？奇怪啊？好多人相信﹁她說了算﹂ 奇怪
了！不合邏輯 不是知量 比量也比不來 因為如果妳說
了算 哇！真主阿拉都輸妳啊！對不對？上帝也輸妳啊！
還有佛也輸妳啊！什麼都輸給妳了 師尊也不是師尊了
師尊就變成﹁些﹂因為她說了算 我就變成 poo 呵呵！
前幾天參加二十多年未見的同學會 每一個人變化都
好大 大多數的都已經結婚 生子了 回到家裡我把這件
事情告訴老公：﹁老公你知道嗎？當年我們班上的班花到
現在都沒有結婚 而像我這樣不怎麼樣的 反而最早結婚
呢！﹂結果老公講：﹁因為一般的情況下 打折的商品比
較容易賣得快﹂打折的商品賣得快呀！這是一般中等可以
看的比較容易嫁 太漂亮的不容易嫁出去
有一個週末 向朋友借一部車去郊遊 結果路上遇到
朋友的妻子 順便搭便車 突然間遇到警察臨檢 警察
問：﹁車是你的嗎？﹂我就回答：﹁朋友的 ﹂警察問：
﹁車上是你的老婆嗎？﹂ 我也是回答：﹁也是朋友
的 ﹂ 警察很感慨啊：﹁這個朋友實在是太好了！﹂給
車子又載朋友的老婆
有一天 小寶鼻青臉腫的回到家 ﹁你今天跟誰打架
啦？﹂媽媽就罵 ﹁早就跟你說 在你生氣的時候 你要
從 1 數到 50
要學會了忍耐 忍辱 ﹂ 小寶：﹁可是
啊！小楊的媽媽教小楊要數到 25 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

被打的 因為人家數到 25 就可以打了 他要數到 50 才
可以打 這是什麼東西？這是比量 在邏輯學上就是比
量 合邏輯 不合邏輯都是比量
老婆說：﹁最近老了 牙縫就越來越大 怎麼辦呢？
等老了牙縫不是會更大嗎？﹂ 我們人的牙縫 年紀越大
牙縫就越大 她的老公講：﹁不會 妳要相信我 等妳老
了 連牙都沒有了 ﹂這是什麼？這是比量也是知量 因
為大家知道的嘛！人生七十才開始 也就是七十歲開始掉
牙齒 很好玩的笑話 甲問乙：﹁我問你一件事 你能為
我保守秘密嗎？﹂乙說：﹁可以 我可以為你保守秘
密 ﹂甲說：﹁我最近手頭比較緊 你能借點錢給我
嗎？﹂乙就講：﹁別擔心 我當沒有聽見就是 ﹂呵呵
我們活在這世界上 大家要有一些智慧 你要懂得知
量 就是人間的知識 人間有很多的知識 你要懂得這些
知識；第二個 你要懂得﹁因明學﹂ 在密教叫做﹁因明
學﹂ 就是﹁邏輯學﹂ 你引用邏輯來看某一件事情 你
就能夠得妙觀察智 師尊因為有妙觀察智 所以一看××
就知道她在說謊 這是因為你懂得知量 懂得比量 懂得
邏輯 還有你要懂得聖言量 聖言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話 聖人所講的話 你合乎聖言量的 佛陀講的：﹁諸行
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這屬於聖言量 合於這三
法印的 第四法印是什麼？問你們上師？一切皆苦 這是
屬於聖言量 也就是﹁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是聖言量 知道一切皆苦 合於聖言量的都是佛法 不合
於聖言量的 當然也是佛法 但是已經偏了
所以當你知道××堂已經供了××府 供了五個鬼的
領袖以後 你就知道 她已經偏了 不符合佛陀所說的這
四個法印 所以這樣大家就可以了解 什麼是佛法 什麼
是非法 這樣大家就可以比較出來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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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清凈：
外形相善逝
密灌善逝者
內 密 咒 善逝
究竟實相善逝

首

先我們恭敬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大白傘蓋迴遮母﹂ 敬禮
壇城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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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
姐
︿ 真 佛 宗 宗 委 會 ﹀ 會 計 師 Teresa 師 姐 and
husband
︿環球蕭氏宗親聯誼總會﹀榮譽會長蕭會長伉
儷 ︿香港上產國際有限公司﹀主席蕭小姐 香港劉雪弦律
師 特別來賓王淑女 ︿台灣雷藏寺﹀公關王資主師兄 馬
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師兄 拿汀李菁師姐 千金李琪師姐 王
進賢教授伉儷 ︿新加坡電視﹀伊林師姐 ﹁天音雅樂團﹂
團長紀大衛師兄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師姐 and
husband ︿馬來西亞極速寬頻網路公司﹀王隆耀伉儷 大
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下個禮拜日十月一號下午三點是﹁金剛亥母護摩法
會﹂ 金剛亥母就是多傑帕母 祂的種子字是﹁棒﹂字 亥
母的手印就是像瑤池金母的手印是一樣的 ﹃金剛亥母的真
言﹄是：﹁嗡 多傑帕母 吽呸 梭哈 ﹂
今天 我們做的大白傘蓋 我增加三個字叫做﹁迴遮
母﹂ ﹁大白傘蓋迴遮母﹂ 祂的短咒又叫﹃堅甲咒﹄：
﹁吽 媽媽 吽呢 梭哈 ﹂ 祂的根源是這樣的 祂的來
源 當初在天界 有阿修羅天 是法力很強 鬥爭性非常強
的阿修羅天 另外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道家的玉皇大帝 就
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叫忉利天 就是天帝 有這樣的講法
祂們會引起兩個天互相戰爭 主要的原因是有兩個傳說 第
一個傳說 阿修羅王在海天的地方 在海底下做阿修羅王的
生日 就是 happy birthday 忉利天出巡經過這個海的時
候 沒有注意到在底下阿修羅天正在做生日的 party
所
以從祂的上空經過 阿修羅王就很生氣：﹁我在做生日 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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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的上空這樣飛過去 ﹂ 所以
阿修羅王就起兵攻打忉利天
還有另外第二個傳說是這樣
忉利天的天主就是天帝 阿修羅界
男的都非常的醜 女的都非常的漂
亮 阿修羅王有幾個公主都非常的
美 有一個就嫁給玉皇大帝 玉皇
大帝當然不只有娶一位 除了阿修
羅王的公主以外 還有其他的正
妹 娶了很多其他的正妹 就疏遠

化身 誰能夠擋得住啊？釋迦牟尼
佛是佛教的教主啊！教主的無上頂
的光明 祂本身化身成為大白傘蓋
佛母 祂單身的相是一個傘蓋 祂
的右手拿著傘蓋 左手是與願印
另外 祂還有很多的形象 也有千
手千眼的大白傘蓋 祂還有非常多
的面孔 這裡的大白傘蓋佛母是金
剛頂髻大迴遮母 是千手千眼千面
千足 原是不二熾燃具萬相的寬廣
大白母 主宰了三界中圍的一切眾
生 佛母有大威力 能放光明覆蓋
一切眾生 所有眾生祂都可以覆蓋
的 以大白傘蓋為三昧耶形 故名
﹁大白傘蓋佛母﹂
手印就是這個手印 ︵師尊示
範︶右手 左手這樣 結印 唸祂
的咒 然後觀想祂的形相 這裡有
一尊大白傘蓋佛母單身的形相 比較好觀想 如果千手千
眼 千面又千足 那麼 觀想來差不多從早上一直到晚上
天都黑了 祂的種子字是﹁嗡﹂字 ﹁嗡﹂就是宇宙 就是
法身 很大的所以才用﹁嗡﹂字 因為是釋迦牟尼佛無上頂
的光明化身 祂力量最大的
你看 大白傘蓋佛母的威力 能使所有的怨敵自行退
散 天魔 邪魔退散 並摧毀一切的降頭詛咒 這是很厲害
的 祂有一部經典 就是釋迦牟尼佛講 有兩大譯本 一個
是︻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
經︼ 有兩本經典 你們看了經典就知道 修持法也有 有
咒語 有手印 有祂的觀想的形象 大家就可以灌完頂以後

阿修羅王的公主了 阿修羅王的公主回到自己的家的時候
跟阿修羅王訴苦 說玉皇大帝是英雄本﹁色﹂ 所以她被冷
落了 所以阿修羅王就起兵攻打忉利天的喜見城 是有兩個
典故是這樣子
但是阿修羅王的法力跟攻擊的力量非常的強 因此忉利
天不敵 沒有辦法抵抗 祂去求釋迦牟尼佛 祂說：﹁怎麼
辦啊？我這三十三天的中央的天主被阿修羅攻擊 沒有辦
法 怎麼辦？﹂釋迦牟尼佛就從祂的身體裡面 這個無上
頂 釋迦牟尼佛是屬於無上頂 你看不到祂的頭頂 祂頭到
底在哪裡 看不到的 祂的無上頂的光產生出來 產生一道
白色的清淨的光 就是釋迦牟尼佛無上頂的光明結合起來
成為大白傘蓋迴遮母 大白傘蓋佛母是這樣來的 就是釋迦
牟尼佛無上頂的光明所化出來的大白傘蓋 然後祂就把這光
明整個忉利天的喜見城全部用傘蓋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不打
緊 是這樣子 阿修羅王祂攻打喜見城的時候 祂沒有辦法
攻進去 因為有大白傘蓋保護住 祂不但沒有辦法攻進去
還有迴遮的力量
﹃回遮咒﹄很有 power 的 你打多大力
你就傷害多大 也就是阿修羅王攻打喜見城的
時候 不但把喜見城蓋起來 還有迴遮的力
量 也就是用多大的力攻打它 自己就損失多
大 越大的力攻打它 反擊的力量越大 這個
就叫迴遮 所以我唸的時候是大白傘蓋迴遮
母 就是祂有迴遮的力量 ﹃迴遮咒﹄怎麼
唸？我告訴你 ﹁吽 媽媽 吽呢 梭哈﹂是
大白傘蓋佛母的咒 ﹃迴遮咒﹄就是倒過來唸
﹁哈梭 呢吽 媽媽 吽﹂ 就給它迴回去
了 這一迴回去呢 哇！阿修羅的兵馬就整個
被摧毀了 這就是大白傘蓋佛母的功力
大白傘蓋等於是釋迦牟尼佛無上頂光明的

就可以修這個法 修這個法的好處 如果有鬼
附在你身上 或者有不好的東西在你身上 祂
一切幫你覆蓋住 你一下子就清淨了 魑魅魍
魎這些鬼魔自然就退散 而且如果你修這個
法 所有的降頭都不受影響 修這個法到有鬼
的地方 所有的鬼都怕你 全部都跑掉 因為
大白傘蓋這個蓋子把你蓋住了 你又唸﹃迴遮
咒﹄誰欺負你 誰中招更厲害 有這種力量
所以這一尊多久沒有修法了？很久啦？你看
吧！大家都重視別尊 這一尊很重要啊！真
的 主祈這一尊的有福啦！大白傘蓋很厲害
的
今天 我們再繼續講︽道果︾ ﹁其亦為
由資糧道之果 加行道煖相智之心初住為始
至究竟道十二地半之間 隨生各種現分皆屬覺
受現分 ﹂ 其實在禪定裡面 剛剛開始的時
候 還是要由資糧道先開始修 什麼是資糧道
呢？︿慈濟﹀在修的就是資糧道 什麼是加行
道呢？像我們密教的加行道 有四種加行﹁大禮拜 大供
養 四皈依 發菩提心﹂ 有四種的加行道 ﹁煖相智之心
初住為始﹂ 你的心剛剛開始可以專一的時候為開始 一直
到究竟道 究竟道就是成就了 那究竟道到哪一地呢？菩薩
有十地 到了十一地 你就是佛了 這究竟道有十二地半
它講十二地再加上一半 十三地就是毗盧遮那佛 就是究竟
道可以到十二地半之間 ﹁隨生各種現分皆屬覺受的現
分﹂ 每一個地都有特別的覺受 所以才以覺受來分出它的
層次 它的意思是這樣的 今天再講﹁清凈現分﹂ 這裡
面：﹁外形相善逝 內密咒善逝 密灌善逝者 究竟實相善
逝；何因 何相 ﹂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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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的上空這樣飛過去 ﹂ 所以
阿修羅王就起兵攻打忉利天
還有另外第二個傳說是這樣
忉利天的天主就是天帝 阿修羅界
男的都非常的醜 女的都非常的漂
亮 阿修羅王有幾個公主都非常的
美 有一個就嫁給玉皇大帝 玉皇
大帝當然不只有娶一位 除了阿修
羅王的公主以外 還有其他的正
妹 娶了很多其他的正妹 就疏遠

化身 誰能夠擋得住啊？釋迦牟尼
佛是佛教的教主啊！教主的無上頂
的光明 祂本身化身成為大白傘蓋
佛母 祂單身的相是一個傘蓋 祂
的右手拿著傘蓋 左手是與願印
另外 祂還有很多的形象 也有千
手千眼的大白傘蓋 祂還有非常多
的面孔 這裡的大白傘蓋佛母是金
剛頂髻大迴遮母 是千手千眼千面
千足 原是不二熾燃具萬相的寬廣
大白母 主宰了三界中圍的一切眾
生 佛母有大威力 能放光明覆蓋
一切眾生 所有眾生祂都可以覆蓋
的 以大白傘蓋為三昧耶形 故名
﹁大白傘蓋佛母﹂
手印就是這個手印 ︵師尊示
範︶右手 左手這樣 結印 唸祂
的咒 然後觀想祂的形相 這裡有
一尊大白傘蓋佛母單身的形相 比較好觀想 如果千手千
眼 千面又千足 那麼 觀想來差不多從早上一直到晚上
天都黑了 祂的種子字是﹁嗡﹂字 ﹁嗡﹂就是宇宙 就是
法身 很大的所以才用﹁嗡﹂字 因為是釋迦牟尼佛無上頂
的光明化身 祂力量最大的
你看 大白傘蓋佛母的威力 能使所有的怨敵自行退
散 天魔 邪魔退散 並摧毀一切的降頭詛咒 這是很厲害
的 祂有一部經典 就是釋迦牟尼佛講 有兩大譯本 一個
是︻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
經︼ 有兩本經典 你們看了經典就知道 修持法也有 有
咒語 有手印 有祂的觀想的形象 大家就可以灌完頂以後

阿修羅王的公主了 阿修羅王的公主回到自己的家的時候
跟阿修羅王訴苦 說玉皇大帝是英雄本﹁色﹂ 所以她被冷
落了 所以阿修羅王就起兵攻打忉利天的喜見城 是有兩個
典故是這樣子
但是阿修羅王的法力跟攻擊的力量非常的強 因此忉利
天不敵 沒有辦法抵抗 祂去求釋迦牟尼佛 祂說：﹁怎麼
辦啊？我這三十三天的中央的天主被阿修羅攻擊 沒有辦
法 怎麼辦？﹂釋迦牟尼佛就從祂的身體裡面 這個無上
頂 釋迦牟尼佛是屬於無上頂 你看不到祂的頭頂 祂頭到
底在哪裡 看不到的 祂的無上頂的光產生出來 產生一道
白色的清淨的光 就是釋迦牟尼佛無上頂的光明結合起來
成為大白傘蓋迴遮母 大白傘蓋佛母是這樣來的 就是釋迦
牟尼佛無上頂的光明所化出來的大白傘蓋 然後祂就把這光
明整個忉利天的喜見城全部用傘蓋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不打
緊 是這樣子 阿修羅王祂攻打喜見城的時候 祂沒有辦法
攻進去 因為有大白傘蓋保護住 祂不但沒有辦法攻進去
還有迴遮的力量
﹃回遮咒﹄很有 power 的 你打多大力
你就傷害多大 也就是阿修羅王攻打喜見城的
時候 不但把喜見城蓋起來 還有迴遮的力
量 也就是用多大的力攻打它 自己就損失多
大 越大的力攻打它 反擊的力量越大 這個
就叫迴遮 所以我唸的時候是大白傘蓋迴遮
母 就是祂有迴遮的力量 ﹃迴遮咒﹄怎麼
唸？我告訴你 ﹁吽 媽媽 吽呢 梭哈﹂是
大白傘蓋佛母的咒 ﹃迴遮咒﹄就是倒過來唸
﹁哈梭 呢吽 媽媽 吽﹂ 就給它迴回去
了 這一迴回去呢 哇！阿修羅的兵馬就整個
被摧毀了 這就是大白傘蓋佛母的功力
大白傘蓋等於是釋迦牟尼佛無上頂光明的

就可以修這個法 修這個法的好處 如果有鬼
附在你身上 或者有不好的東西在你身上 祂
一切幫你覆蓋住 你一下子就清淨了 魑魅魍
魎這些鬼魔自然就退散 而且如果你修這個
法 所有的降頭都不受影響 修這個法到有鬼
的地方 所有的鬼都怕你 全部都跑掉 因為
大白傘蓋這個蓋子把你蓋住了 你又唸﹃迴遮
咒﹄誰欺負你 誰中招更厲害 有這種力量
所以這一尊多久沒有修法了？很久啦？你看
吧！大家都重視別尊 這一尊很重要啊！真
的 主祈這一尊的有福啦！大白傘蓋很厲害
的
今天 我們再繼續講︽道果︾ ﹁其亦為
由資糧道之果 加行道煖相智之心初住為始
至究竟道十二地半之間 隨生各種現分皆屬覺
受現分 ﹂ 其實在禪定裡面 剛剛開始的時
候 還是要由資糧道先開始修 什麼是資糧道
呢？︿慈濟﹀在修的就是資糧道 什麼是加行
道呢？像我們密教的加行道 有四種加行﹁大禮拜 大供
養 四皈依 發菩提心﹂ 有四種的加行道 ﹁煖相智之心
初住為始﹂ 你的心剛剛開始可以專一的時候為開始 一直
到究竟道 究竟道就是成就了 那究竟道到哪一地呢？菩薩
有十地 到了十一地 你就是佛了 這究竟道有十二地半
它講十二地再加上一半 十三地就是毗盧遮那佛 就是究竟
道可以到十二地半之間 ﹁隨生各種現分皆屬覺受的現
分﹂ 每一個地都有特別的覺受 所以才以覺受來分出它的
層次 它的意思是這樣的 今天再講﹁清凈現分﹂ 這裡
面：﹁外形相善逝 內密咒善逝 密灌善逝者 究竟實相善
逝；何因 何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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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還得了！這兩個修行人 一個是丹巴桑傑印度的祖
師 一個是藏密的女修行人瑪吉拉尊者 兩個人躲在房間
我這旅館的主人覺得不妥 有這種行為 哪是修行人？﹂
於是 他就打開窗子 那時候沒有監視器 如果有監視器的
話 一看 兩個人在做什麼都可以知道 沒有監視器 他稍
微由窗戶的門這樣看進去 哇 他看不到祂們兩個人呢！因
為裡面閃耀著很亮的白光 一直在閃耀 這兩人怎麼回事
啊？就叫做﹁密灌善逝者﹂
但是 大家不要以為密教也有這樣 你隨便找一個女生
修這個法看看 要下地獄的 因為修這個法有兩個條件 第
一個 是無漏 永遠不會把白菩提漏出來；第二個 要懂得
空性 因為懂得空性了以後 你自己就能夠發光 就會產生
光明 一定這兩個條件一定要俱足 你才可以做雙運的 不
然 要教導對方 讓對方知道這是空性 這個是一種修行的
方法 是氣在兩個人的身上 同一個氣 同一個明點 同一
個脈 脈跟脈都是接起來的 點跟點都是融合的 氣跟氣彼
此之間是交融的 這就是第三種的﹁密灌善逝者﹂
第四種就是﹁究竟實相善逝﹂ 那是最高 什麼是究竟
實相？祂已經證得了十二地半 我們修行有層次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這就是五個層次 到了究竟
道你成就的時候 就是十二地半 那是﹁究竟實相善逝﹂
真實的現象顯現讓你知道 這是真實的現象 已經證得了真
實的現象 證得了究竟 得到了很好的歸宿 很好 自在地
走 自在地去 就叫善逝 這解釋就是四種清淨 了解四種
清淨 這就比較好講
三十八歲的時候來美國 看電視看到男的跟女的在
kiss
在啾咪 我們都會講一句話：﹁ Dirty! ﹂髒 其
實不然 不是的 如果在密教來講那個叫做清淨 很怪喔！
其實這個密教本身的法 初灌 二灌 三灌 到了三灌就是

清淨的時候﹁外形相善逝﹂ 什麼叫善逝？這是佛教的
術語 善逝 有人知道嗎？喔 佛的稱號之一是沒有錯 我
是叫你解釋什麼叫做﹁善逝﹂ ﹁善逝﹂當然是佛的第五個
稱呼；佛本身第五個稱呼就是善逝 再來是世間解 什麼叫
﹁善逝﹂？自主生死？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死？我告訴你呀
簡單兩個字﹁好去﹂ 沒有死這個字 ﹁好去﹂ 我們是
﹁好來﹂ 現在是﹁好去﹂ 也可以講﹁自在的圓寂﹂ 像
蓮嶝上師就是很自在的圓寂 祂雖然得了病 但是祂始終很
自在 那個就叫做自在 自在地離開這個娑婆世界 就叫做
﹁善逝﹂ 這裡所謂的﹁善逝﹂ 其實講起來也就是這個意
思 你很好的離開娑婆世界就是﹁善逝﹂
像蓮嶝上師 我看祂得了肺部的 cancer 以後 從來沒
有哭喪著臉 沒有每天愁眉苦臉 憂鬱不振 自閉 在那邊
一天到晚唉聲嘆氣 怨天怨地 罵來罵去這樣 不是 祂沒
有 祂面孔所顯現的 完全就是非常安靜 非常自在的那一
種臉 這個很了不起啊！肺部的癌症是非常的痛苦 祂能夠
很安靜的這樣過日子 每天一樣的 很認真的在修行 我講
過 整個醫院都轟動 所有護士 醫生 病人都來看他 為
什麼？因為他整個身體插了管 還在那裡坐著 這樣子在禪
定 全身插管 他還是坐著在禪定 醫生跟護士 看護 所
有的病人說：﹁喔 那一樓有一個怪人喔！居然在病房裡面
這樣 病榻上面 全身插了管 還在靜坐？﹂蓮嶝是了不
起 所以祂顯現出來的光明 真的 祂是佛菩薩 是華光
佛 證明華光佛
師尊自嘆不如 連一個蜂窩性組織炎的腳在痛 上法座
居然哭的唉爸叫母 不像個修行人 哭得慘兮兮的 這一點
痛都哭得這樣 蓮嶝呢？人家他都一直很文靜 很瀟灑 很
自在 跟人家對話 講話 絲毫都沒有一點火氣 也不怨天
尤人 如果是我啊！早就罵天罵地 連玉皇大帝都抓下來
罵 這是不對的 連祖宗八代都罵 呵呵 事實上 他的這

屬於雙身的法 三灌就是屬於密灌 是雙身的法 這個不叫
dirty
那個叫清淨 不是 dirty
所以不要誤會了 看
到這個 喔
但是一般的男女相 所謂陰陽男女 像我們
現在這樣世俗的人 腦筋裡面都有妄念 都有妄想 但是要
教會你做如何的觀想 教會你做如何的持咒 還要教會你做
如何的運轉 教會你如何發出光明 都要教會你 做一個行
者 不教會對方 這樣就是一種不對的 如何把中脈通？再
如何把中脈跟中脈接起來？如何把氣流動？如何把拙火怎麼
樣轉？如何把明點怎麼樣轉？到最後兩個人全部都一起放
光 這就是第三種密灌善逝者
有一個笑話 我不喜歡陌生人問我隱私的問題 今天有
個不認識的人問我：﹁去哪裡？﹂ 我就講：﹁關你屁
事！﹂ 然後 這個人就把我趕出計程車 他去坐計程車
人家問說：﹁你去哪裡？﹂他說：﹁關你屁事！﹂ 當然被
趕 這是不對 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你當然不喜歡人家
知道你的隱私 但是有的時候 你遇到師尊 師尊當然是知
道的 所以師尊會把你的隱私稍微講出來 但是要講你的隱
私之前 我先把在旁邊的人 叫他們先離開 像蓮寧在旁
邊 蓮東在旁邊 還有在門口巡守的 香港蓮馨上師 老是
在門口走來走去 還有有些拿符的啦！蓮媖法師拿符的 這
些跑來跑去的 這樣子 但是我要講你的隱私的時候 就是
在告誡你 我會講出來 你的隱私是怎麼樣 你現在的狀況
是怎麼樣 就必須要把旁邊的人 叫他們離開遠一點 但門
還是打開的 師尊問事的門從來不關 有人說：﹁要不要關
門？﹂我說：﹁不用 打開 ﹂ 他們要偷聽也可以 但是
應該不會有人偷聽 因為那是不道德的行為
我會講你內心的隱私 會講出來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秘密 師尊也有師尊的秘密 你也有秘密 但是秘密的事
情就用秘密來處理 我不能把你的秘密講出去 如果講出去

一種力量 怪不得他能夠成就華光佛 蓮妙上師在這裡 她
就會講：﹁還不是我？我是蓮嶝的靠山呢！祂是依靠著我才
不怕的 ﹂啊？祂依靠師尊啊？我啊 不要靠我 告訴你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我是靠不住 你一靠我 我就慘了
﹁外形相善逝﹂表示像蓮嶝上師這樣 就叫做﹁外形相善
逝﹂ 這樣解釋大家都清楚 他很清淨 非常的清淨 所謂
﹁清淨現分﹂ 你﹁外形相善逝﹂ 你就清凈了 只有清淨
的人他沒有妄念 他很鎮定 很自在 所以外形相善逝
再來第二種叫﹁內密咒善逝﹂ 什麼叫內密咒？你自己
本身的修行功夫裡的密咒善逝 善逝就是以自己本身的咒
跟你身上的秘密 心的秘密 所有五輪的秘密 七輪的秘
密 這樣很安靜地 很好的離開 叫做內密咒善逝
第三叫做﹁密灌善逝者﹂ 什麼叫密灌？就是三灌 三
灌叫做觸灌頂 是雙運的時候的善逝 因為雙運的時候 兩
個人的脈跟脈是相通的 脈是旋轉的 裡面的氣是相通的
脈是相通的 明點也是相通的 在這循環的時候 在兩個人
本身很秘密的密灌當中 在循環的時候 會產生光明出來
這種光明顯現出來 只有顯現一片光 兩人消失掉 變成一
片光明 所以密教特別有所謂的﹁密灌﹂ 特別有所謂的第
三種 就是三灌 就是密灌 密灌的時候 因為氣跟氣是相
通的 脈跟脈是相通的 明點跟明點也是相通的 因為一直
循環 循環到光明顯現出來的時候 放出很大的光明 然後
兩個人一起消失掉 化成虹光消失掉 這就是善逝 那時候
就是光明 這就是密灌三灌的善逝者 我這樣講不知道大家
明白不明白？
以前 達摩祖師到了西藏 蓮旺啊！達摩祖師的西藏名
字叫什麼？丹巴桑傑 丹巴桑傑這個禪宗的祖師 祂用飛行
的飛到了西藏 傳法給瑪吉拉尊者 瑪吉拉尊者是女的 兩
人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就是丹巴桑傑達摩祖師跟瑪吉拉尊
者 祂傳法給瑪吉拉尊者 兩個人在房間裡面 旅館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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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還得了！這兩個修行人 一個是丹巴桑傑印度的祖
師 一個是藏密的女修行人瑪吉拉尊者 兩個人躲在房間
我這旅館的主人覺得不妥 有這種行為 哪是修行人？﹂
於是 他就打開窗子 那時候沒有監視器 如果有監視器的
話 一看 兩個人在做什麼都可以知道 沒有監視器 他稍
微由窗戶的門這樣看進去 哇 他看不到祂們兩個人呢！因
為裡面閃耀著很亮的白光 一直在閃耀 這兩人怎麼回事
啊？就叫做﹁密灌善逝者﹂
但是 大家不要以為密教也有這樣 你隨便找一個女生
修這個法看看 要下地獄的 因為修這個法有兩個條件 第
一個 是無漏 永遠不會把白菩提漏出來；第二個 要懂得
空性 因為懂得空性了以後 你自己就能夠發光 就會產生
光明 一定這兩個條件一定要俱足 你才可以做雙運的 不
然 要教導對方 讓對方知道這是空性 這個是一種修行的
方法 是氣在兩個人的身上 同一個氣 同一個明點 同一
個脈 脈跟脈都是接起來的 點跟點都是融合的 氣跟氣彼
此之間是交融的 這就是第三種的﹁密灌善逝者﹂
第四種就是﹁究竟實相善逝﹂ 那是最高 什麼是究竟
實相？祂已經證得了十二地半 我們修行有層次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這就是五個層次 到了究竟
道你成就的時候 就是十二地半 那是﹁究竟實相善逝﹂
真實的現象顯現讓你知道 這是真實的現象 已經證得了真
實的現象 證得了究竟 得到了很好的歸宿 很好 自在地
走 自在地去 就叫善逝 這解釋就是四種清淨 了解四種
清淨 這就比較好講
三十八歲的時候來美國 看電視看到男的跟女的在
kiss
在啾咪 我們都會講一句話：﹁ Dirty! ﹂髒 其
實不然 不是的 如果在密教來講那個叫做清淨 很怪喔！
其實這個密教本身的法 初灌 二灌 三灌 到了三灌就是

清淨的時候﹁外形相善逝﹂ 什麼叫善逝？這是佛教的
術語 善逝 有人知道嗎？喔 佛的稱號之一是沒有錯 我
是叫你解釋什麼叫做﹁善逝﹂ ﹁善逝﹂當然是佛的第五個
稱呼；佛本身第五個稱呼就是善逝 再來是世間解 什麼叫
﹁善逝﹂？自主生死？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死？我告訴你呀
簡單兩個字﹁好去﹂ 沒有死這個字 ﹁好去﹂ 我們是
﹁好來﹂ 現在是﹁好去﹂ 也可以講﹁自在的圓寂﹂ 像
蓮嶝上師就是很自在的圓寂 祂雖然得了病 但是祂始終很
自在 那個就叫做自在 自在地離開這個娑婆世界 就叫做
﹁善逝﹂ 這裡所謂的﹁善逝﹂ 其實講起來也就是這個意
思 你很好的離開娑婆世界就是﹁善逝﹂
像蓮嶝上師 我看祂得了肺部的 cancer 以後 從來沒
有哭喪著臉 沒有每天愁眉苦臉 憂鬱不振 自閉 在那邊
一天到晚唉聲嘆氣 怨天怨地 罵來罵去這樣 不是 祂沒
有 祂面孔所顯現的 完全就是非常安靜 非常自在的那一
種臉 這個很了不起啊！肺部的癌症是非常的痛苦 祂能夠
很安靜的這樣過日子 每天一樣的 很認真的在修行 我講
過 整個醫院都轟動 所有護士 醫生 病人都來看他 為
什麼？因為他整個身體插了管 還在那裡坐著 這樣子在禪
定 全身插管 他還是坐著在禪定 醫生跟護士 看護 所
有的病人說：﹁喔 那一樓有一個怪人喔！居然在病房裡面
這樣 病榻上面 全身插了管 還在靜坐？﹂蓮嶝是了不
起 所以祂顯現出來的光明 真的 祂是佛菩薩 是華光
佛 證明華光佛
師尊自嘆不如 連一個蜂窩性組織炎的腳在痛 上法座
居然哭的唉爸叫母 不像個修行人 哭得慘兮兮的 這一點
痛都哭得這樣 蓮嶝呢？人家他都一直很文靜 很瀟灑 很
自在 跟人家對話 講話 絲毫都沒有一點火氣 也不怨天
尤人 如果是我啊！早就罵天罵地 連玉皇大帝都抓下來
罵 這是不對的 連祖宗八代都罵 呵呵 事實上 他的這

屬於雙身的法 三灌就是屬於密灌 是雙身的法 這個不叫
dirty
那個叫清淨 不是 dirty
所以不要誤會了 看
到這個 喔
但是一般的男女相 所謂陰陽男女 像我們
現在這樣世俗的人 腦筋裡面都有妄念 都有妄想 但是要
教會你做如何的觀想 教會你做如何的持咒 還要教會你做
如何的運轉 教會你如何發出光明 都要教會你 做一個行
者 不教會對方 這樣就是一種不對的 如何把中脈通？再
如何把中脈跟中脈接起來？如何把氣流動？如何把拙火怎麼
樣轉？如何把明點怎麼樣轉？到最後兩個人全部都一起放
光 這就是第三種密灌善逝者
有一個笑話 我不喜歡陌生人問我隱私的問題 今天有
個不認識的人問我：﹁去哪裡？﹂ 我就講：﹁關你屁
事！﹂ 然後 這個人就把我趕出計程車 他去坐計程車
人家問說：﹁你去哪裡？﹂他說：﹁關你屁事！﹂ 當然被
趕 這是不對 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你當然不喜歡人家
知道你的隱私 但是有的時候 你遇到師尊 師尊當然是知
道的 所以師尊會把你的隱私稍微講出來 但是要講你的隱
私之前 我先把在旁邊的人 叫他們先離開 像蓮寧在旁
邊 蓮東在旁邊 還有在門口巡守的 香港蓮馨上師 老是
在門口走來走去 還有有些拿符的啦！蓮媖法師拿符的 這
些跑來跑去的 這樣子 但是我要講你的隱私的時候 就是
在告誡你 我會講出來 你的隱私是怎麼樣 你現在的狀況
是怎麼樣 就必須要把旁邊的人 叫他們離開遠一點 但門
還是打開的 師尊問事的門從來不關 有人說：﹁要不要關
門？﹂我說：﹁不用 打開 ﹂ 他們要偷聽也可以 但是
應該不會有人偷聽 因為那是不道德的行為
我會講你內心的隱私 會講出來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秘密 師尊也有師尊的秘密 你也有秘密 但是秘密的事
情就用秘密來處理 我不能把你的秘密講出去 如果講出去

一種力量 怪不得他能夠成就華光佛 蓮妙上師在這裡 她
就會講：﹁還不是我？我是蓮嶝的靠山呢！祂是依靠著我才
不怕的 ﹂啊？祂依靠師尊啊？我啊 不要靠我 告訴你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我是靠不住 你一靠我 我就慘了
﹁外形相善逝﹂表示像蓮嶝上師這樣 就叫做﹁外形相善
逝﹂ 這樣解釋大家都清楚 他很清淨 非常的清淨 所謂
﹁清淨現分﹂ 你﹁外形相善逝﹂ 你就清凈了 只有清淨
的人他沒有妄念 他很鎮定 很自在 所以外形相善逝
再來第二種叫﹁內密咒善逝﹂ 什麼叫內密咒？你自己
本身的修行功夫裡的密咒善逝 善逝就是以自己本身的咒
跟你身上的秘密 心的秘密 所有五輪的秘密 七輪的秘
密 這樣很安靜地 很好的離開 叫做內密咒善逝
第三叫做﹁密灌善逝者﹂ 什麼叫密灌？就是三灌 三
灌叫做觸灌頂 是雙運的時候的善逝 因為雙運的時候 兩
個人的脈跟脈是相通的 脈是旋轉的 裡面的氣是相通的
脈是相通的 明點也是相通的 在這循環的時候 在兩個人
本身很秘密的密灌當中 在循環的時候 會產生光明出來
這種光明顯現出來 只有顯現一片光 兩人消失掉 變成一
片光明 所以密教特別有所謂的﹁密灌﹂ 特別有所謂的第
三種 就是三灌 就是密灌 密灌的時候 因為氣跟氣是相
通的 脈跟脈是相通的 明點跟明點也是相通的 因為一直
循環 循環到光明顯現出來的時候 放出很大的光明 然後
兩個人一起消失掉 化成虹光消失掉 這就是善逝 那時候
就是光明 這就是密灌三灌的善逝者 我這樣講不知道大家
明白不明白？
以前 達摩祖師到了西藏 蓮旺啊！達摩祖師的西藏名
字叫什麼？丹巴桑傑 丹巴桑傑這個禪宗的祖師 祂用飛行
的飛到了西藏 傳法給瑪吉拉尊者 瑪吉拉尊者是女的 兩
人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就是丹巴桑傑達摩祖師跟瑪吉拉尊
者 祂傳法給瑪吉拉尊者 兩個人在房間裡面 旅館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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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本經典教妳養鬼的？所以承辦佛事變成承辦鬼事 什麼
叫一切成就啊？就是把妳跟所有的人一起全部帶到三惡道
去 哪裡有什麼成就？你看我們這邊成佛的 當然也有很多
認真在修行的人 他自然會有舍利子 會有成就 你看我們
蓮花益民 單單以持咒 持到光明清凈顯現 然後修行祂能
夠得到全身舍利 他也是成就者啊！成就真正的華光佛 蓮
花益民上師 這才叫做成就者
那要提出來 實在講真的 很多事情佛菩薩給妳正面
的 像瑪哈嘎拉 給妳正面的東西 妳不遵守 妳就毀掉盟
約 瑪哈嘎拉還講了一點 有五種不能夠成就修行的人 她
每一條都犯 其中有一個 無悔的人不能修行 也就是沒有
懺悔心的人 是不能夠修行的！你知道 ××到師尊這裡要
求分開的時候 蓮悅上師說：﹁妳做錯了 妳跟師尊懺
悔 ﹂她說：﹁我不懺悔！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她
要分出去 要獨立 她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
她是不懺悔 她自己說瑪哈嘎拉跟她勸告：﹁無悔的人 不
能修行 ﹂妳自己書上的開示文也寫到的 沒有懺悔心人的
不能修行 但是妳自己就不會懺悔
我實在不願意談金錢上的事 我隱居一直到現在 她從
來沒有供養 我二○○○年開始隱居一直到現在二○一七
年 十七年來她沒有供養 沒有供養不打緊 去馬來西亞弘
法 人家給她轉供養師尊的錢 她也沒有供養 再來 中國
大陸一個師姐 我不講她的名字 幫她管帳的師姐 那個帳
簿在我這裡 她把帳簿交來給我 上面有好多條中國大陸的
同門供養師尊 轉供養寄到她的中心的 她也吃掉了 也算
了 那也不算什麼了 對不對？妳沒有供養不要緊 妳把人
家轉供養全部都吃掉 妳吃得安心嗎？還有舊金山的同門
每年的生日卡 新年的賀卡 他們簽名 簽完名以後再寫上
供養多少 每一個人的名單都寫上了 叫她看到師尊時再轉

的話 那就不好 師尊就本身在道德上面來講 像醫生在跟
人家治病的時候 也不能隨便把人家的病歷表給別人看 醫
生也要為病人保守他本身一些的秘密事情 向我問事情也是
這樣子 同門之間的秘密跟師尊講 師尊也不會講出去 這
是一個道德問題
被交通警察攔了下來 ﹁你經常載人喔？你不知道電動
機車不能載人嗎？﹂ 這個人就回答：﹁這是一位大師教我
的 他說這樣是在修行 ﹂ 交通警察說：﹁大師是怎麼告
訴你的？﹂ 他就回答：﹁大師跟我說 師父領進門 修行
載個人 ﹂電動機車載人 那個笑話是這樣 當然那是不對
的 如果規定不可以載人你就不能載人 喔！電動自行車載
人是違規的 okay 所以不可以載人就對了啦！
一個男人結婚以後妻子成天跟他吵架 他實在沒有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 就經常去老岳母家訴說苦惱 有一次 岳母
的情緒不好：﹁這一點小事成天往我們家跑 難道出售的產
品 廠家還要負責一輩子嗎？﹂ 男子有點委屈 他說：
﹁那也總得做好售後服務吧！﹂夫妻吵架是常有的事 因為
結婚前跟結婚後的確不同
有兩個笑話 妻子對先生講：﹁以前我們約會的時候
你經常會講：我小鹿亂撞 ﹂妻子問老公：﹁你現在還有這
種感覺嗎？﹂老公回答：﹁我小鹿早就撞死了 ﹂婚前跟婚
後是不一樣的 大家必須要知道這些事情 不要以為婚前跟
婚後都是一樣
婚前 兩個是情侶 男朋友載著女朋友出門 他們約定
好：﹁我們兩個人之間出去 只要遇到紅燈就要 kiss 一
下 ﹂也就是約定好 我開車 男朋友載女朋友出去 遇到
紅燈我就要吻一下 就是要啾咪 呵呵 然後遇到紅燈就啾
咪 兩個人感情好得不得了 結婚以後太太就問老公：﹁我
們遇到紅燈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啾咪 kiss 一下？﹂ 先生
答：﹁我現在全部都是走高速公路 ﹂再也不走 local

供養給師尊 好了 連舊金山同門供養也吃掉了 包括那一
張大的新年的賀卡 每一個同門簽的都拿到火爐去燒了 我
只是講這樣喔 妳有沒有懺悔的心？單單憑這一條 妳有沒
有懺悔的心啊？
第二種 她居然講師尊幾歲的時候就會叮叮 就會死
掉！﹁師尊已經快要不久人世了 你們去西雅圖多看一下師
尊吧！﹂ 好了 這是很禮貌的行為嗎？預測自己的師父什
麼時候會死 我連自己的師父我都不敢吭聲的 還敢預測祂
什麼時候會死？這是一種禮貌啊！妳一直講妳師父什麼時候
會死：﹁我算出來我師父什麼時候會死
﹂師父給妳詛咒
到很煩哪！到了那一年 他的心不會很恐怖嗎？這禮不禮貌
啊？你們自己講！不禮貌還不懺悔嗎？我告訴妳啊！我也不
敢跟人家講妳幾歲會死啊！我會算啊 但是我也不能講妳幾
歲會死 這種事情是不能講的 那是一種禮貌！連這種禮貌
都沒有的人
算了 因為講了晚飯就吃不下 不會啦！我
晚飯會吃得很多
我只是舉幾個小例子來講 其中太多應該要懺悔的 數
不清要懺悔的 她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 妳
自己的開示文裡面寫 瑪哈嘎拉也對妳說：﹁無悔的人 不
能修行 ﹂ 妳自己也解釋了 沒有懺悔心的人是不能夠修
行 妳是聖人？我告訴妳 孔夫子是聖人 他還要一日三省
吾身 他還懂得懺悔 妳當然比孔聖人更偉大啊！孔子也沒
有見到鬼神 敬鬼神而遠之 他也不敢去惹鬼神這方面的事
情 妳是接近鬼神 永不懺悔 既然是永不懺悔的人 妳還
修什麼行？妳自己講的啊！打自己的嘴巴啊！無悔之人 不
能修行 是瑪哈嘎拉講的 也是妳自己解釋的 無懺悔心的
人不能修行 今天妳連這種簡單的懺悔妳都不會 妳還修什
麼行？嗡嘛呢唄咪吽

了 男女的婚姻 感情是有分別 結婚前 結婚後的確是不
同的 所以你結婚後有結婚後那一種感覺 結婚前是結婚前
那一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很多事情都不能夠恆久的
話說在一九九七年 ××她們做了一個護摩 就是瑪哈
嘎拉大黑天的護摩 做這個護摩的時候 哇！瑪哈嘎拉下
降 當然啦！一定下降的 因為她每做護摩本尊一定下降
師尊也是一樣啊 做護摩每一尊都下降 但是我不談祂下
降 因為祂下降都會跟她 talk 都會講話 然後她就把那
個話拿出來跟大家講 大家聽了 喔！是瑪哈嘎拉講的！瑪
哈嘎拉下降 做什麼事情了？拿了一個合約書 就是﹁結盟
合約書﹂ 叫做﹁盟約書﹂ ﹁結盟合約書﹂一張非常大的
印好的紙 要叫×× sign-in
××說：﹁我非常勇敢
也很豪氣 也不看內容 我就給它 sign-in
﹂ 用英文
sing-in 然後瑪哈嘎拉就給她看內容 合約書只有十六個
字 倒是蠻正面的：﹁恆久護持 利益眾生 承辦佛事 一
切成就 ﹂ 哇 看了實在是 這就是合約書 然後瑪哈嘎
拉就把合約書拿起來 在火爐上面給它燒了 她都看得一清
二楚 瑪哈嘎拉下降 拿合約書給她簽 他們兩個互相簽合
約書這樣子 只有十六個字 ﹁恆長護持 利益眾生 承辦
佛事 一切成就﹂ 你說正面不正面？正面啊 其實也是很
諷刺的 恆長護持？她有沒有護持啊？恆長護持也可以說妳
恆長護持︿ True Buddha School ﹀ 也是恆長護持啊！妳
要離開 要獨立 就不是恆長護持 對不對？
第二點 利益眾生？妳是利益自己還是利益眾生啊？自
己肥了 眾生瘦了 妳把眾生的錢財全部搜刮了 是利益自
己啊！哪裡是利益眾生？利益眾生就是說我有 大家都有
這才叫做利益眾生啊！我有佛法 我教大家佛法 這是利益
眾生啊！所以很諷刺啊！利益眾生？她是利益自己 跟著妳
的眾生倒霉啊！承辦佛事才最諷刺 她是承辦鬼事啊！哪裡
是承辦佛事？佛事裡面有教妳養鬼嗎？養鬼的五個領袖嗎？

雜誌

23
24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哪一本經典教妳養鬼的？所以承辦佛事變成承辦鬼事 什麼
叫一切成就啊？就是把妳跟所有的人一起全部帶到三惡道
去 哪裡有什麼成就？你看我們這邊成佛的 當然也有很多
認真在修行的人 他自然會有舍利子 會有成就 你看我們
蓮花益民 單單以持咒 持到光明清凈顯現 然後修行祂能
夠得到全身舍利 他也是成就者啊！成就真正的華光佛 蓮
花益民上師 這才叫做成就者
那要提出來 實在講真的 很多事情佛菩薩給妳正面
的 像瑪哈嘎拉 給妳正面的東西 妳不遵守 妳就毀掉盟
約 瑪哈嘎拉還講了一點 有五種不能夠成就修行的人 她
每一條都犯 其中有一個 無悔的人不能修行 也就是沒有
懺悔心的人 是不能夠修行的！你知道 ××到師尊這裡要
求分開的時候 蓮悅上師說：﹁妳做錯了 妳跟師尊懺
悔 ﹂她說：﹁我不懺悔！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她
要分出去 要獨立 她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
她是不懺悔 她自己說瑪哈嘎拉跟她勸告：﹁無悔的人 不
能修行 ﹂妳自己書上的開示文也寫到的 沒有懺悔心人的
不能修行 但是妳自己就不會懺悔
我實在不願意談金錢上的事 我隱居一直到現在 她從
來沒有供養 我二○○○年開始隱居一直到現在二○一七
年 十七年來她沒有供養 沒有供養不打緊 去馬來西亞弘
法 人家給她轉供養師尊的錢 她也沒有供養 再來 中國
大陸一個師姐 我不講她的名字 幫她管帳的師姐 那個帳
簿在我這裡 她把帳簿交來給我 上面有好多條中國大陸的
同門供養師尊 轉供養寄到她的中心的 她也吃掉了 也算
了 那也不算什麼了 對不對？妳沒有供養不要緊 妳把人
家轉供養全部都吃掉 妳吃得安心嗎？還有舊金山的同門
每年的生日卡 新年的賀卡 他們簽名 簽完名以後再寫上
供養多少 每一個人的名單都寫上了 叫她看到師尊時再轉

的話 那就不好 師尊就本身在道德上面來講 像醫生在跟
人家治病的時候 也不能隨便把人家的病歷表給別人看 醫
生也要為病人保守他本身一些的秘密事情 向我問事情也是
這樣子 同門之間的秘密跟師尊講 師尊也不會講出去 這
是一個道德問題
被交通警察攔了下來 ﹁你經常載人喔？你不知道電動
機車不能載人嗎？﹂ 這個人就回答：﹁這是一位大師教我
的 他說這樣是在修行 ﹂ 交通警察說：﹁大師是怎麼告
訴你的？﹂ 他就回答：﹁大師跟我說 師父領進門 修行
載個人 ﹂電動機車載人 那個笑話是這樣 當然那是不對
的 如果規定不可以載人你就不能載人 喔！電動自行車載
人是違規的 okay 所以不可以載人就對了啦！
一個男人結婚以後妻子成天跟他吵架 他實在沒有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 就經常去老岳母家訴說苦惱 有一次 岳母
的情緒不好：﹁這一點小事成天往我們家跑 難道出售的產
品 廠家還要負責一輩子嗎？﹂ 男子有點委屈 他說：
﹁那也總得做好售後服務吧！﹂夫妻吵架是常有的事 因為
結婚前跟結婚後的確不同
有兩個笑話 妻子對先生講：﹁以前我們約會的時候
你經常會講：我小鹿亂撞 ﹂妻子問老公：﹁你現在還有這
種感覺嗎？﹂老公回答：﹁我小鹿早就撞死了 ﹂婚前跟婚
後是不一樣的 大家必須要知道這些事情 不要以為婚前跟
婚後都是一樣
婚前 兩個是情侶 男朋友載著女朋友出門 他們約定
好：﹁我們兩個人之間出去 只要遇到紅燈就要 kiss 一
下 ﹂也就是約定好 我開車 男朋友載女朋友出去 遇到
紅燈我就要吻一下 就是要啾咪 呵呵 然後遇到紅燈就啾
咪 兩個人感情好得不得了 結婚以後太太就問老公：﹁我
們遇到紅燈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啾咪 kiss 一下？﹂ 先生
答：﹁我現在全部都是走高速公路 ﹂再也不走 local

供養給師尊 好了 連舊金山同門供養也吃掉了 包括那一
張大的新年的賀卡 每一個同門簽的都拿到火爐去燒了 我
只是講這樣喔 妳有沒有懺悔的心？單單憑這一條 妳有沒
有懺悔的心啊？
第二種 她居然講師尊幾歲的時候就會叮叮 就會死
掉！﹁師尊已經快要不久人世了 你們去西雅圖多看一下師
尊吧！﹂ 好了 這是很禮貌的行為嗎？預測自己的師父什
麼時候會死 我連自己的師父我都不敢吭聲的 還敢預測祂
什麼時候會死？這是一種禮貌啊！妳一直講妳師父什麼時候
會死：﹁我算出來我師父什麼時候會死
﹂師父給妳詛咒
到很煩哪！到了那一年 他的心不會很恐怖嗎？這禮不禮貌
啊？你們自己講！不禮貌還不懺悔嗎？我告訴妳啊！我也不
敢跟人家講妳幾歲會死啊！我會算啊 但是我也不能講妳幾
歲會死 這種事情是不能講的 那是一種禮貌！連這種禮貌
都沒有的人
算了 因為講了晚飯就吃不下 不會啦！我
晚飯會吃得很多
我只是舉幾個小例子來講 其中太多應該要懺悔的 數
不清要懺悔的 她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 妳
自己的開示文裡面寫 瑪哈嘎拉也對妳說：﹁無悔的人 不
能修行 ﹂ 妳自己也解釋了 沒有懺悔心的人是不能夠修
行 妳是聖人？我告訴妳 孔夫子是聖人 他還要一日三省
吾身 他還懂得懺悔 妳當然比孔聖人更偉大啊！孔子也沒
有見到鬼神 敬鬼神而遠之 他也不敢去惹鬼神這方面的事
情 妳是接近鬼神 永不懺悔 既然是永不懺悔的人 妳還
修什麼行？妳自己講的啊！打自己的嘴巴啊！無悔之人 不
能修行 是瑪哈嘎拉講的 也是妳自己解釋的 無懺悔心的
人不能修行 今天妳連這種簡單的懺悔妳都不會 妳還修什
麼行？嗡嘛呢唄咪吽

了 男女的婚姻 感情是有分別 結婚前 結婚後的確是不
同的 所以你結婚後有結婚後那一種感覺 結婚前是結婚前
那一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很多事情都不能夠恆久的
話說在一九九七年 ××她們做了一個護摩 就是瑪哈
嘎拉大黑天的護摩 做這個護摩的時候 哇！瑪哈嘎拉下
降 當然啦！一定下降的 因為她每做護摩本尊一定下降
師尊也是一樣啊 做護摩每一尊都下降 但是我不談祂下
降 因為祂下降都會跟她 talk 都會講話 然後她就把那
個話拿出來跟大家講 大家聽了 喔！是瑪哈嘎拉講的！瑪
哈嘎拉下降 做什麼事情了？拿了一個合約書 就是﹁結盟
合約書﹂ 叫做﹁盟約書﹂ ﹁結盟合約書﹂一張非常大的
印好的紙 要叫×× sign-in
××說：﹁我非常勇敢
也很豪氣 也不看內容 我就給它 sign-in
﹂ 用英文
sing-in 然後瑪哈嘎拉就給她看內容 合約書只有十六個
字 倒是蠻正面的：﹁恆久護持 利益眾生 承辦佛事 一
切成就 ﹂ 哇 看了實在是 這就是合約書 然後瑪哈嘎
拉就把合約書拿起來 在火爐上面給它燒了 她都看得一清
二楚 瑪哈嘎拉下降 拿合約書給她簽 他們兩個互相簽合
約書這樣子 只有十六個字 ﹁恆長護持 利益眾生 承辦
佛事 一切成就﹂ 你說正面不正面？正面啊 其實也是很
諷刺的 恆長護持？她有沒有護持啊？恆長護持也可以說妳
恆長護持︿ True Buddha School ﹀ 也是恆長護持啊！妳
要離開 要獨立 就不是恆長護持 對不對？
第二點 利益眾生？妳是利益自己還是利益眾生啊？自
己肥了 眾生瘦了 妳把眾生的錢財全部搜刮了 是利益自
己啊！哪裡是利益眾生？利益眾生就是說我有 大家都有
這才叫做利益眾生啊！我有佛法 我教大家佛法 這是利益
眾生啊！所以很諷刺啊！利益眾生？她是利益自己 跟著妳
的眾生倒霉啊！承辦佛事才最諷刺 她是承辦鬼事啊！哪裡
是承辦佛事？佛事裡面有教妳養鬼嗎？養鬼的五個領袖嗎？

雜誌

23
24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於因㆞㈲情位時之不淨現分，
在修道瑜伽位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覺受現分於究竟佛果位時轉化成清淨現分，
㆕行融入後，除佛獨㈲之無漏智完全清淨之外，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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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準提佛母﹂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
︿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臺灣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
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士 千金雷倩師姐 莊駿耀醫
師 ︿柬埔寨永健土地開發集團﹀總裁陳聰明先生 特別來
賓陳淑儀師姐 特別來賓陳紫君師姐 ︿柬埔寨中華總商
會﹀公關總長陳建文師兄 周衡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是修準提佛母的同修 到底準提佛母有沒有下降
呢？祂是有感應的 但是祂沒有跟我講什麼 所以我不能說
﹁交叉開示﹂ 也就是準提佛母跟大家講什麼 講什麼 然
後準提佛母是什麼手印？祂是總持印 另外祂有很多的法
器 我沒有看見祂送給我們什麼東西 實在很對不起 因為
我不能說沒有的講有 讓大家高興 也不可以這樣子講 祂

也沒有對我說什麼 祂是有下降 但是祂沒有對我說什麼
因為準提佛母大準提在金剛界 胎藏界都有祂 等於是
觀音部其中的一尊 祂講的語言 我可能也聽不懂 這是佛
的語言 所以祂沒有跟我講什麼 我也沒有跟祂講什麼 就
是這樣的 當然 有一個人是會講的 反正 哪一個佛來
菩薩來 金剛來 護法來 任何一尊來 她都可以跟祂講話
的一個人 甚至她可以跟所有的動物講話 這是我非常欽佩
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 呵呵
Australia 珀斯︿圓池堂﹀堂主跟夫人都在這裡 他們
曾經帶××去動物園 你知道嗎？有一種動物 大家猜猜
看 有一種動物是
你們見過
︵羊駝︶的舉
手 師尊也見過
因為在我們對面的山的地方 有
一個人養了兩隻
有一點像馬 比馬還小 那個就
叫
不是我們那個喇嘛 西藏那個喇嘛 不是！這
隻
就跟××講 牠說：﹁我是三千年前皈依妳
的 ﹂ 三千年前比佛陀還要早 佛陀只是二千六百年 牠
是三千年前××的弟子 那個
講的 然後那個
就問︿圓池堂﹀的堂主：﹁你的心在哪裡啊？﹂是不
是？是的 哇！牠一定是達摩祖師來的 因為達摩祖師問二
祖：﹁你的心在哪裡啊？﹂二祖找了半天 祂就說：﹁我找
不到心 ﹂達摩祖師就跟二祖講：﹁已經幫你安心了 ﹂這
意思就是說 這人啊！因為有心才有煩惱 如果沒有這個
心 煩惱也就不放在心上 根本就沒有心 因為你找不到
心 二祖找不到心
所以 當初堂主是怎麼回答的？你的心在哪裡 你怎麼
回答？沒有回答喔？沒有回答也是找不到心啊！那你就是二
祖啊！那隻
就是達摩祖師 因為
會跟××講
你的心在哪裡
是一種動物耶！而且是三千年前就
皈依她的弟子耶！你說她修行多久了？至少她也修行三千年
了 比釋迦牟尼佛還早 還早出世 她是修行了三千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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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因㆞㈲情位時之不淨現分，
在修道瑜伽位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覺受現分於究竟佛果位時轉化成清淨現分，
㆕行融入後，除佛獨㈲之無漏智完全清淨之外，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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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準提佛母﹂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
︿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臺灣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拿
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士 千金雷倩師姐 莊駿耀醫
師 ︿柬埔寨永健土地開發集團﹀總裁陳聰明先生 特別來
賓陳淑儀師姐 特別來賓陳紫君師姐 ︿柬埔寨中華總商
會﹀公關總長陳建文師兄 周衡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是修準提佛母的同修 到底準提佛母有沒有下降
呢？祂是有感應的 但是祂沒有跟我講什麼 所以我不能說
﹁交叉開示﹂ 也就是準提佛母跟大家講什麼 講什麼 然
後準提佛母是什麼手印？祂是總持印 另外祂有很多的法
器 我沒有看見祂送給我們什麼東西 實在很對不起 因為
我不能說沒有的講有 讓大家高興 也不可以這樣子講 祂

也沒有對我說什麼 祂是有下降 但是祂沒有對我說什麼
因為準提佛母大準提在金剛界 胎藏界都有祂 等於是
觀音部其中的一尊 祂講的語言 我可能也聽不懂 這是佛
的語言 所以祂沒有跟我講什麼 我也沒有跟祂講什麼 就
是這樣的 當然 有一個人是會講的 反正 哪一個佛來
菩薩來 金剛來 護法來 任何一尊來 她都可以跟祂講話
的一個人 甚至她可以跟所有的動物講話 這是我非常欽佩
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 呵呵
Australia 珀斯︿圓池堂﹀堂主跟夫人都在這裡 他們
曾經帶××去動物園 你知道嗎？有一種動物 大家猜猜
看 有一種動物是
你們見過
︵羊駝︶的舉
手 師尊也見過
因為在我們對面的山的地方 有
一個人養了兩隻
有一點像馬 比馬還小 那個就
叫
不是我們那個喇嘛 西藏那個喇嘛 不是！這
隻
就跟××講 牠說：﹁我是三千年前皈依妳
的 ﹂ 三千年前比佛陀還要早 佛陀只是二千六百年 牠
是三千年前××的弟子 那個
講的 然後那個
就問︿圓池堂﹀的堂主：﹁你的心在哪裡啊？﹂是不
是？是的 哇！牠一定是達摩祖師來的 因為達摩祖師問二
祖：﹁你的心在哪裡啊？﹂二祖找了半天 祂就說：﹁我找
不到心 ﹂達摩祖師就跟二祖講：﹁已經幫你安心了 ﹂這
意思就是說 這人啊！因為有心才有煩惱 如果沒有這個
心 煩惱也就不放在心上 根本就沒有心 因為你找不到
心 二祖找不到心
所以 當初堂主是怎麼回答的？你的心在哪裡 你怎麼
回答？沒有回答喔？沒有回答也是找不到心啊！那你就是二
祖啊！那隻
就是達摩祖師 因為
會跟××講
你的心在哪裡
是一種動物耶！而且是三千年前就
皈依她的弟子耶！你說她修行多久了？至少她也修行三千年
了 比釋迦牟尼佛還早 還早出世 她是修行了三千萬年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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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川講四川話 到福建講福建話 到廣東講廣東話 到哪
裡講什麼話 你能夠完全聽得懂嗎？聽不懂 師尊連人的話
都聽不懂 何況是這些什麼螞蟻的話 蒼蠅的話 蜘蛛的
話 坦白講 如果××真的所有的動物跟她都可以交通的
話 是天下異人也！是天下的異人奇才 而且是三千萬年的
老怪物 聽得懂所有動物的語言 魚來跟她敲門 跟她講
話 她也聽得懂 變色龍她也可以聽得懂 奇怪啊！電視為
什麼不報導呢？所有的電視台都應該去採訪這個人 因為她
可以跟一隻貓講話 貓講什麼她都可以回答什麼 跟狗也可
以講話 狗都是阿羅漢來轉世的 奇怪啊！這麼偉大的一個
人物 為什麼電視台不去採訪她呢？所以這個是天縱奇才
啊！沒有人能夠贏 連釋迦牟尼佛也不會啊！從來沒有看過
釋迦牟尼佛跟蒼蠅講過話啊！也沒有跟蜘蛛講過話啊！這個
我實在是非常佩服 真的！我心裡現在非常的崇拜 這麼偉
大的一個人 天縱奇才啊！所有的電視台應該去專訪她 隨
便抓一隻螞蟻就跟牠講話 然後問螞蟻講些什麼 我是不
懂 真的！什麼語？我知道螞蟻會講話 因為我小時候經常
看到螞蟻在我家的圍牆這樣走來走去 還有兩隊螞蟻這樣相
走 欸 相撞了 欸 牠們好像在講話耶！講著講著 欸
兩邊都撤兵了 不打了 我看過螞蟻 小孩子的時候 很仔
細的看那個螞蟻 有時候比較淘氣 就用紙捲一捲 一群螞
蟻在那邊爬 用紙捲一捲 給它放在上面 點一把火 這是
罪過！罪過啊！
我是感應到準提佛母有來 還有祂的眷屬都有來 祂來
了 我請祂加持我們 我是有感應到 但是我不會跟佛菩薩
講話 因為你看祂們坐在這裡 都很安靜的聽 也沒有一尊
開口的 我是覺得祂們做佛菩薩的很辛苦耶！為什麼呢？你
要知道 祂們腳都是盤起來的 腳都這樣盤 而且永遠坐在
那裡 很辛苦耶！腳都會抽筋的 因為祂們站不起來 呵
呵 很好玩

喔！古雲也講她修行了三千萬年喔！哇！佛教的教主 在那
個時候 才有提到﹁皈依﹂兩個字 ﹁皈依﹂就是說一種依
止 所謂皈依 是佛教的名詞 當初這隻
就已經知
道佛教 比釋迦牟尼佛都早 ××也比釋迦牟尼佛更早 她
已經有弟子了 看起來 這種剪接的方式 就是達摩祖師問
二祖的那個剪接的方式是一樣的
可以問你：﹁你
的心在哪裡 ﹂ 我是這樣感覺到 因為堂主曾經講：
﹁
是用什麼語言跟××交談呢？﹂跟××交談一定
用
語 不可能啊！
語 對不對？我當師尊
的 我也聽不懂
語啊！但是××什麼語都聽得懂
也就是說蜘蛛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蒼蠅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鴨子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螃蟹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烏龜講的
話也聽得懂 貓講的話也聽懂 反正她什麼語言全部都通
就是跟人講話聽不懂 為什麼呢？碰到日本人 ××不會日
本語 用心靈溝通吧？
那堂主就講：﹁可能是用心靈跟心靈去交通 ﹂ 但是
你知道嗎？師尊今天這樣講 現代人誰有心靈啊？你看看現
代的眾生 哪一個人有心靈？人幾乎快變成物質的動物 哪
裡來的心靈啊？人都沒有心靈啊！何況是動物？這跟螞蟻
啊 蜘蛛啊 蚊子啊 哪一個是有心靈的？人都沒有心靈
了 現在的人 幾乎沒有心靈啊！要說心靈交通 那就是
﹁他心通﹂ 你想什麼 我馬上就知道；我想什麼 你馬上
就知道 這叫做心靈交通 ﹁他心通﹂ 對不對？××跟動
物他心通 問題是 動物有沒有那個心啊？有沒有心靈？人
都快沒有心靈了 何況還能夠跟所有的動物講話？為什麼×
×不能講日語 不能講西班牙語 柬埔寨有柬埔寨的語言
啊！你們講的那個上海話 對不對？什麼﹁再見﹂就是
﹁ safeway ﹂ 這個我記得最清楚啊！因為我們這裡到處
都是 safeway 超市嘛！超級市場都是 safeway 啊！﹁再
見﹂上海話叫﹁ safeway ﹂ 人的語言都很難溝通的 你

我看過××的一篇開示文 黃財神下來 她說黃財神的
形象 肚子大大的 然後矮矮的 壯壯的 然後××就跟黃
財神講：﹁黃財神你為什麼矮矮 壯壯的 肚子大大
的？﹂ 黃財神說：﹁我的肚子再怎麼大也不比妳大 ﹂祂
說：﹁妳就是黃財神耶！﹂就講××是黃財神 真的！我是
看到這個文章 然後黃財神當然也給他們空白支票 四天王
來的時候 廣目天王不是一隻手拿著寶珠嗎？有沒有？祂突
然間寶珠就送給所有的 那時候一起做護摩的同門 每一個
人一人一個寶珠 哇！廣目天王的寶珠是如意寶珠耶！你喊
什麼就出現什麼耶！喊它來一個十克拉鑽石 它就出現十克
拉鑽石 祂每一個人都送耶！但是我沒有看到他們手上真的
有如意寶珠 都是無形的
當然啦！十克拉鑽石也是無形的啦！不管幾克拉 你喊
幾克拉它就會出來幾克拉的啦！現在 我也不戴那個 五個
手指頭我也不戴 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她那麼厲害 能夠
把廣目天王的如意珠送給每一個同門 天上聖母下來 天上
聖母不是拿一個玉旨嗎？那叫做﹁玉旨﹂耶！每一個人手上
都有一個玉旨 玉皇大帝的旨 每一個人頭上都戴鳳冠 ×
×講的是鳳冠 其實不對的 我們天上聖母戴的是通天冠
所有的天上聖母戴的是通天冠 她連冠都認錯 所以在書上
她寫的開示文說是鳳冠 其實鳳冠是瑤池金母戴的 還有幾
個也有戴鳳冠的 但是天上聖母不一樣 天上聖母那個冠
就是跟玉皇大帝的冠是一樣的 叫做通天冠
今天跟談一下︽道果︾ ﹁何因 就是暗示現起清淨現
分之因﹂ 也就是說要出現清淨是什麼原因呢？﹁後述之外
內緣起融入四種行所生之清淨現分 此處暫止 於後再
知 ﹂這時候就不要再談四種行所生之清淨現分 ﹁於後再
知﹂ 以後再跟大家講的意思 奇怪了 怎麼跟上個禮拜講
的沒有接？上個禮拜講完的那個 啊？ 這解釋 這個﹁何
因﹂只是一個標題耶！他是講以後再說
雜誌

27
28

？！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到四川講四川話 到福建講福建話 到廣東講廣東話 到哪
裡講什麼話 你能夠完全聽得懂嗎？聽不懂 師尊連人的話
都聽不懂 何況是這些什麼螞蟻的話 蒼蠅的話 蜘蛛的
話 坦白講 如果××真的所有的動物跟她都可以交通的
話 是天下異人也！是天下的異人奇才 而且是三千萬年的
老怪物 聽得懂所有動物的語言 魚來跟她敲門 跟她講
話 她也聽得懂 變色龍她也可以聽得懂 奇怪啊！電視為
什麼不報導呢？所有的電視台都應該去採訪這個人 因為她
可以跟一隻貓講話 貓講什麼她都可以回答什麼 跟狗也可
以講話 狗都是阿羅漢來轉世的 奇怪啊！這麼偉大的一個
人物 為什麼電視台不去採訪她呢？所以這個是天縱奇才
啊！沒有人能夠贏 連釋迦牟尼佛也不會啊！從來沒有看過
釋迦牟尼佛跟蒼蠅講過話啊！也沒有跟蜘蛛講過話啊！這個
我實在是非常佩服 真的！我心裡現在非常的崇拜 這麼偉
大的一個人 天縱奇才啊！所有的電視台應該去專訪她 隨
便抓一隻螞蟻就跟牠講話 然後問螞蟻講些什麼 我是不
懂 真的！什麼語？我知道螞蟻會講話 因為我小時候經常
看到螞蟻在我家的圍牆這樣走來走去 還有兩隊螞蟻這樣相
走 欸 相撞了 欸 牠們好像在講話耶！講著講著 欸
兩邊都撤兵了 不打了 我看過螞蟻 小孩子的時候 很仔
細的看那個螞蟻 有時候比較淘氣 就用紙捲一捲 一群螞
蟻在那邊爬 用紙捲一捲 給它放在上面 點一把火 這是
罪過！罪過啊！
我是感應到準提佛母有來 還有祂的眷屬都有來 祂來
了 我請祂加持我們 我是有感應到 但是我不會跟佛菩薩
講話 因為你看祂們坐在這裡 都很安靜的聽 也沒有一尊
開口的 我是覺得祂們做佛菩薩的很辛苦耶！為什麼呢？你
要知道 祂們腳都是盤起來的 腳都這樣盤 而且永遠坐在
那裡 很辛苦耶！腳都會抽筋的 因為祂們站不起來 呵
呵 很好玩

喔！古雲也講她修行了三千萬年喔！哇！佛教的教主 在那
個時候 才有提到﹁皈依﹂兩個字 ﹁皈依﹂就是說一種依
止 所謂皈依 是佛教的名詞 當初這隻
就已經知
道佛教 比釋迦牟尼佛都早 ××也比釋迦牟尼佛更早 她
已經有弟子了 看起來 這種剪接的方式 就是達摩祖師問
二祖的那個剪接的方式是一樣的
可以問你：﹁你
的心在哪裡 ﹂ 我是這樣感覺到 因為堂主曾經講：
﹁
是用什麼語言跟××交談呢？﹂跟××交談一定
用
語 不可能啊！
語 對不對？我當師尊
的 我也聽不懂
語啊！但是××什麼語都聽得懂
也就是說蜘蛛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蒼蠅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鴨子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螃蟹講的話她也聽得懂 烏龜講的
話也聽得懂 貓講的話也聽懂 反正她什麼語言全部都通
就是跟人講話聽不懂 為什麼呢？碰到日本人 ××不會日
本語 用心靈溝通吧？
那堂主就講：﹁可能是用心靈跟心靈去交通 ﹂ 但是
你知道嗎？師尊今天這樣講 現代人誰有心靈啊？你看看現
代的眾生 哪一個人有心靈？人幾乎快變成物質的動物 哪
裡來的心靈啊？人都沒有心靈啊！何況是動物？這跟螞蟻
啊 蜘蛛啊 蚊子啊 哪一個是有心靈的？人都沒有心靈
了 現在的人 幾乎沒有心靈啊！要說心靈交通 那就是
﹁他心通﹂ 你想什麼 我馬上就知道；我想什麼 你馬上
就知道 這叫做心靈交通 ﹁他心通﹂ 對不對？××跟動
物他心通 問題是 動物有沒有那個心啊？有沒有心靈？人
都快沒有心靈了 何況還能夠跟所有的動物講話？為什麼×
×不能講日語 不能講西班牙語 柬埔寨有柬埔寨的語言
啊！你們講的那個上海話 對不對？什麼﹁再見﹂就是
﹁ safeway ﹂ 這個我記得最清楚啊！因為我們這裡到處
都是 safeway 超市嘛！超級市場都是 safeway 啊！﹁再
見﹂上海話叫﹁ safeway ﹂ 人的語言都很難溝通的 你

我看過××的一篇開示文 黃財神下來 她說黃財神的
形象 肚子大大的 然後矮矮的 壯壯的 然後××就跟黃
財神講：﹁黃財神你為什麼矮矮 壯壯的 肚子大大
的？﹂ 黃財神說：﹁我的肚子再怎麼大也不比妳大 ﹂祂
說：﹁妳就是黃財神耶！﹂就講××是黃財神 真的！我是
看到這個文章 然後黃財神當然也給他們空白支票 四天王
來的時候 廣目天王不是一隻手拿著寶珠嗎？有沒有？祂突
然間寶珠就送給所有的 那時候一起做護摩的同門 每一個
人一人一個寶珠 哇！廣目天王的寶珠是如意寶珠耶！你喊
什麼就出現什麼耶！喊它來一個十克拉鑽石 它就出現十克
拉鑽石 祂每一個人都送耶！但是我沒有看到他們手上真的
有如意寶珠 都是無形的
當然啦！十克拉鑽石也是無形的啦！不管幾克拉 你喊
幾克拉它就會出來幾克拉的啦！現在 我也不戴那個 五個
手指頭我也不戴 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她那麼厲害 能夠
把廣目天王的如意珠送給每一個同門 天上聖母下來 天上
聖母不是拿一個玉旨嗎？那叫做﹁玉旨﹂耶！每一個人手上
都有一個玉旨 玉皇大帝的旨 每一個人頭上都戴鳳冠 ×
×講的是鳳冠 其實不對的 我們天上聖母戴的是通天冠
所有的天上聖母戴的是通天冠 她連冠都認錯 所以在書上
她寫的開示文說是鳳冠 其實鳳冠是瑤池金母戴的 還有幾
個也有戴鳳冠的 但是天上聖母不一樣 天上聖母那個冠
就是跟玉皇大帝的冠是一樣的 叫做通天冠
今天跟談一下︽道果︾ ﹁何因 就是暗示現起清淨現
分之因﹂ 也就是說要出現清淨是什麼原因呢？﹁後述之外
內緣起融入四種行所生之清淨現分 此處暫止 於後再
知 ﹂這時候就不要再談四種行所生之清淨現分 ﹁於後再
知﹂ 以後再跟大家講的意思 奇怪了 怎麼跟上個禮拜講
的沒有接？上個禮拜講完的那個 啊？ 這解釋 這個﹁何
因﹂只是一個標題耶！他是講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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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連接的 要解釋你們才會知道 ﹁道果一味﹂ 道跟果
是不一樣的 道是走在道路上；果是到達了地點 這是一樣
的 一味 一樣的一種味道
﹁所斷對治一味﹂是什麼意思？煩惱跟菩提本來是兩個
東西 但是你證悟的時候 就變成一味 ﹁因此是取捨無
二﹂ 你不用取也不用捨去 也不二 不用斷 也不用證無
二之義 ﹁斷證無二之義﹂ 你縱然把所有的證悟 跟斷盡
所有的煩惱 根本是沒有不相同的 是相同的 這講起來非
常的深 主要是講轉化 我們本來是一個
污濁的人 是有業障的 因為懂得修行的
方法 你修了行 開始產生覺受 有感覺
了 有覺受 譬如我拿一個供品 這杯是
給我喝的水 我供養諸尊 我在供養的時
候 我會唸
我稍微點了一下頭 你們
看師尊點了一下頭 祂已經來接受我的供
養的這種覺受 這一杯水 我還沒有喝
可是我供養給佛菩薩 那麼 它有一種覺
受會產生出來 我稍微點了一下頭 就是
祂已經來接受我的這一杯供水 這個就是
覺受
覺受完了以後 你會變成四身 這四
種身一產生出來 是相應著四行 就是你
修加行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這四種行為把你轉化 從覺受又轉化成為
清淨 這個意思就是這一段 文字的意思
就是這一段 到時候你清淨了以後 你就
會發覺你得到如來的智慧 你發覺原來輪
迴跟涅槃是一樣的 煩惱跟菩提是一樣
的 你斷也好 常也好 斷就是現在有很
多人講﹁斷法﹂ 宗教界有很多是講﹁斷

﹁何相 現分之體性 頌云：﹃清淨
現分﹄ 於因地有情位時之不淨現分 在
修道瑜伽位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覺受現分
於究竟佛果位時轉化成清淨現分 四行融
入後 除佛獨有之無漏智完全清淨之外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僅此 輪涅二者
亦與無漏智一味 如是佛與有情同一相
續 道果一味 所斷對治一味 因此是取
捨無二 斷證無二之義 ﹂ 跟大家講
一般講起來 像這種︽道果︾ 一般人是
看不太清楚的 不會了解得非常清楚
什麼叫﹁何相﹂？﹁現分之體性 頌
云：﹃清淨現分﹄﹂ 清淨現分我已經講
過了 上禮拜所講的是清淨現分 對啊！
四種清淨嘛！﹁外形相善逝 內密咒善
逝 密灌頂善逝 究竟實相善逝﹂四種清
淨！﹁何因﹂暫時不講 但是﹁何相﹂講
的是這樣喔 一般來講 我們人本身 佛
陀所講的 ﹁人﹂出生在這個娑婆世界
是什麼原因來出生在娑婆世界？是因為有
業障！大家來是要酬業 就是應酬你自己
本身的業障 這就是因 但是我們本身所
講的娑婆世界是五濁世界 包括這個身體講起來 身體本身
就是污濁 污穢的 沒有清淨可言 那麼 因為什麼才會變
成清淨呢？這裡面所講的就是在修道 ﹁於因地有情時之不
淨現分﹂ 不淨就是污穢的 你在有情的眾生當中 每一個
人都有業障 都是污穢的 然後開始在修道瑜伽的時候 再
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因為你知道了怎麼樣修行 你用修行的
方法再變成為覺受
像師尊 剛剛有感應到大準提佛母下降 這就叫做覺

法﹂ 什麼叫﹁斷﹂？就是我這一生活過以後 不會再有下
一生 就沒有了 斷掉了 什麼叫做﹁常﹂就是恆久 不會
斷掉 永遠都在轉世 我今天轉世為人 明天就轉世成為
後天就成了蚊子 再來就變成蒼蠅 又變成螞蟻
又變成螃蟹 又變成變色龍 就是一直輪迴下去 這叫做
﹁常﹂
﹁斷﹂ ﹁常﹂是一味的 這就很耐人尋味了 ﹁煩
惱﹂跟﹁菩提﹂是一味 ﹁輪迴﹂跟﹁涅槃﹂是一味 這是
很深的啊！講到最深的 因為那是如來的智
慧才有這種說法 今天講這段﹁何相﹂就是
講這個 我如果不解釋 你們單單看這個
拿起來看會看不懂 所以剛剛我也是第一次
看到這個 我沒有讀過 但是我一看 我能
夠清楚明白這裡面的文字是什麼意思
老公跟老婆講話 老公哀求地說：﹁老
婆 我可以找個金髮的跟會撒嬌的 而且超
會用嘴巴舔的小三回來嗎？﹂老婆皺著眉毛
想了一下說：﹁好 但條件是由我來選 ﹂
老公很興奮 大聲地：﹁當然 畢竟以後你
們要相處在同一個屋簷下 就由妳來選
好 ﹂老公期待了一晚以後 隔天 老婆帶
回金頭髮的 愛撒嬌的 超會用嘴舔的黃金
獵犬 她帶回一隻金絲狗 不過 沒有關
係
××還是會跟牠心靈交通 呵呵 還是
可以對話 所以很多事情 像我們在解釋
︽道果︾ 同樣的東西 金頭髮的 愛撒嬌
的 還有用嘴舔的 大家可以構成一個人物
出來 但事實上不是那樣 佛所講的 ︽道
果︾裡面所講的 由這種污濁的再變成修行
的 再變成覺受的 再進入清淨的 再到達

受 我沒有跟祂口跟口對談 師尊也不用眼睛
去看祂 祂也不用眼睛來看我 ××說 她可
以看到準提佛母下來 針巴拉下來 肚子大大
的 矮矮壯壯的 ××都可以看得到 事實
上 針巴拉不是這個形象 祂是真的是雄壯威
武 又高大 黃財神不是這種形象的 這種形
象是人雕出來的像 事實上不是這種像 你
說 每一個佛都是一樣嗎？面相都是一樣嗎？
每一個佛統統都是一樣 是真的一樣嗎？都是
依照人的本身的想像雕出來 並不是那種形
象 每一尊都不一樣的！
再來呢 你在修行當中轉化成為覺受 剛
剛我就是講覺受 感應到祂們下來 有感應自
己身上會有覺受 ﹁覺受在究竟佛果時轉化成
為清淨﹂由覺受再變成清淨 先有覺受再變成
清淨 然後﹁四行融入後﹂ 什麼叫四行呢？
有四種現象 我們曉得四行 所謂四身 四身
是什麼？四身就是真身 法身 報身 應身
都是不一樣的 這叫四身 什麼叫四行？你看
我們講的﹁行﹂ 先開始﹁資糧道﹂ ﹁加行
道﹂ 然後再來就是﹁見道﹂ 再來是﹁修
道﹂ 這就是四行 ﹁四行融入後﹂ 以這種
修行的四行融入你自己的身體以後 ﹁除佛獨有之無漏智完
全清淨之外﹂ 到了究竟道的時候 也就是無漏智 完全清
淨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這時候得到空性 歷經
﹁見道﹂就可以知道輪迴跟涅槃沒有不同 當然這是開悟以
後才講的 ﹁僅此 輪涅二者亦與無漏智一味﹂ 輪迴跟涅
槃跟無漏智是同樣的一種法味 再來 ﹁如是佛與有情同一
相續﹂ 我們眾生跟佛是同一個 ﹁相續﹂就是人跟佛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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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連接的 要解釋你們才會知道 ﹁道果一味﹂ 道跟果
是不一樣的 道是走在道路上；果是到達了地點 這是一樣
的 一味 一樣的一種味道
﹁所斷對治一味﹂是什麼意思？煩惱跟菩提本來是兩個
東西 但是你證悟的時候 就變成一味 ﹁因此是取捨無
二﹂ 你不用取也不用捨去 也不二 不用斷 也不用證無
二之義 ﹁斷證無二之義﹂ 你縱然把所有的證悟 跟斷盡
所有的煩惱 根本是沒有不相同的 是相同的 這講起來非
常的深 主要是講轉化 我們本來是一個
污濁的人 是有業障的 因為懂得修行的
方法 你修了行 開始產生覺受 有感覺
了 有覺受 譬如我拿一個供品 這杯是
給我喝的水 我供養諸尊 我在供養的時
候 我會唸
我稍微點了一下頭 你們
看師尊點了一下頭 祂已經來接受我的供
養的這種覺受 這一杯水 我還沒有喝
可是我供養給佛菩薩 那麼 它有一種覺
受會產生出來 我稍微點了一下頭 就是
祂已經來接受我的這一杯供水 這個就是
覺受
覺受完了以後 你會變成四身 這四
種身一產生出來 是相應著四行 就是你
修加行 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修道
這四種行為把你轉化 從覺受又轉化成為
清淨 這個意思就是這一段 文字的意思
就是這一段 到時候你清淨了以後 你就
會發覺你得到如來的智慧 你發覺原來輪
迴跟涅槃是一樣的 煩惱跟菩提是一樣
的 你斷也好 常也好 斷就是現在有很
多人講﹁斷法﹂ 宗教界有很多是講﹁斷

﹁何相 現分之體性 頌云：﹃清淨
現分﹄ 於因地有情位時之不淨現分 在
修道瑜伽位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覺受現分
於究竟佛果位時轉化成清淨現分 四行融
入後 除佛獨有之無漏智完全清淨之外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僅此 輪涅二者
亦與無漏智一味 如是佛與有情同一相
續 道果一味 所斷對治一味 因此是取
捨無二 斷證無二之義 ﹂ 跟大家講
一般講起來 像這種︽道果︾ 一般人是
看不太清楚的 不會了解得非常清楚
什麼叫﹁何相﹂？﹁現分之體性 頌
云：﹃清淨現分﹄﹂ 清淨現分我已經講
過了 上禮拜所講的是清淨現分 對啊！
四種清淨嘛！﹁外形相善逝 內密咒善
逝 密灌頂善逝 究竟實相善逝﹂四種清
淨！﹁何因﹂暫時不講 但是﹁何相﹂講
的是這樣喔 一般來講 我們人本身 佛
陀所講的 ﹁人﹂出生在這個娑婆世界
是什麼原因來出生在娑婆世界？是因為有
業障！大家來是要酬業 就是應酬你自己
本身的業障 這就是因 但是我們本身所
講的娑婆世界是五濁世界 包括這個身體講起來 身體本身
就是污濁 污穢的 沒有清淨可言 那麼 因為什麼才會變
成清淨呢？這裡面所講的就是在修道 ﹁於因地有情時之不
淨現分﹂ 不淨就是污穢的 你在有情的眾生當中 每一個
人都有業障 都是污穢的 然後開始在修道瑜伽的時候 再
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因為你知道了怎麼樣修行 你用修行的
方法再變成為覺受
像師尊 剛剛有感應到大準提佛母下降 這就叫做覺

法﹂ 什麼叫﹁斷﹂？就是我這一生活過以後 不會再有下
一生 就沒有了 斷掉了 什麼叫做﹁常﹂就是恆久 不會
斷掉 永遠都在轉世 我今天轉世為人 明天就轉世成為
後天就成了蚊子 再來就變成蒼蠅 又變成螞蟻
又變成螃蟹 又變成變色龍 就是一直輪迴下去 這叫做
﹁常﹂
﹁斷﹂ ﹁常﹂是一味的 這就很耐人尋味了 ﹁煩
惱﹂跟﹁菩提﹂是一味 ﹁輪迴﹂跟﹁涅槃﹂是一味 這是
很深的啊！講到最深的 因為那是如來的智
慧才有這種說法 今天講這段﹁何相﹂就是
講這個 我如果不解釋 你們單單看這個
拿起來看會看不懂 所以剛剛我也是第一次
看到這個 我沒有讀過 但是我一看 我能
夠清楚明白這裡面的文字是什麼意思
老公跟老婆講話 老公哀求地說：﹁老
婆 我可以找個金髮的跟會撒嬌的 而且超
會用嘴巴舔的小三回來嗎？﹂老婆皺著眉毛
想了一下說：﹁好 但條件是由我來選 ﹂
老公很興奮 大聲地：﹁當然 畢竟以後你
們要相處在同一個屋簷下 就由妳來選
好 ﹂老公期待了一晚以後 隔天 老婆帶
回金頭髮的 愛撒嬌的 超會用嘴舔的黃金
獵犬 她帶回一隻金絲狗 不過 沒有關
係
××還是會跟牠心靈交通 呵呵 還是
可以對話 所以很多事情 像我們在解釋
︽道果︾ 同樣的東西 金頭髮的 愛撒嬌
的 還有用嘴舔的 大家可以構成一個人物
出來 但事實上不是那樣 佛所講的 ︽道
果︾裡面所講的 由這種污濁的再變成修行
的 再變成覺受的 再進入清淨的 再到達

受 我沒有跟祂口跟口對談 師尊也不用眼睛
去看祂 祂也不用眼睛來看我 ××說 她可
以看到準提佛母下來 針巴拉下來 肚子大大
的 矮矮壯壯的 ××都可以看得到 事實
上 針巴拉不是這個形象 祂是真的是雄壯威
武 又高大 黃財神不是這種形象的 這種形
象是人雕出來的像 事實上不是這種像 你
說 每一個佛都是一樣嗎？面相都是一樣嗎？
每一個佛統統都是一樣 是真的一樣嗎？都是
依照人的本身的想像雕出來 並不是那種形
象 每一尊都不一樣的！
再來呢 你在修行當中轉化成為覺受 剛
剛我就是講覺受 感應到祂們下來 有感應自
己身上會有覺受 ﹁覺受在究竟佛果時轉化成
為清淨﹂由覺受再變成清淨 先有覺受再變成
清淨 然後﹁四行融入後﹂ 什麼叫四行呢？
有四種現象 我們曉得四行 所謂四身 四身
是什麼？四身就是真身 法身 報身 應身
都是不一樣的 這叫四身 什麼叫四行？你看
我們講的﹁行﹂ 先開始﹁資糧道﹂ ﹁加行
道﹂ 然後再來就是﹁見道﹂ 再來是﹁修
道﹂ 這就是四行 ﹁四行融入後﹂ 以這種
修行的四行融入你自己的身體以後 ﹁除佛獨有之無漏智完
全清淨之外﹂ 到了究竟道的時候 也就是無漏智 完全清
淨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這時候得到空性 歷經
﹁見道﹂就可以知道輪迴跟涅槃沒有不同 當然這是開悟以
後才講的 ﹁僅此 輪涅二者亦與無漏智一味﹂ 輪迴跟涅
槃跟無漏智是同樣的一種法味 再來 ﹁如是佛與有情同一
相續﹂ 我們眾生跟佛是同一個 ﹁相續﹂就是人跟佛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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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智慧的 畢竟是不一樣 跟世俗的講法是不太一樣
其實 有很多事情 確實是不同 什麼不是眼 雞眼不
是眼 知道雞眼嗎？呵呵 這裡寫鴕鳥不是鳥 是真的嗎？
鴕鳥不是鳥嗎？鴕鳥不能飛 所以鴕鳥不是鳥；河馬不是
馬 河馬不是馬嗎？應該不是；壁虎不是虎 我們以前住臺
灣有聽到壁虎的叫聲 在牆壁上有壁虎叫 來美國好久沒有
聽到 看到壁虎 美國沒有壁虎嗎？沒有看過嘛！我在西雅
圖就沒有看過壁虎 哪一州有壁虎？︿彩虹山莊﹀有啊？好
多隻壁虎啊！哇！那你要去問×× 為什麼我們︿彩虹山
莊﹀有壁虎 叫她來問壁虎 就知道為什麼山莊有壁虎 我
真的沒有看過壁虎耶！壁虎當然不是老虎 那是當然的啦！
還有企鵝不是鵝 企鵝是鵝嗎？不是鵝 所以呀 笨蛋不是
蛋 傻瓜不是瓜 熱狗不是狗 酒鬼不是鬼 今天要找鬼很
簡單 只要到××府那裡就是 只要你有一天 你去了××
府 終於你也知道你變成鬼 這是有﹁同﹂ 有﹁不同﹂
但是在如來的智慧裡面 看起來都是一味的 沒有﹁二﹂
是﹁一﹂
上帝問世人：﹁什麼叫做成功？﹂ 藥師佛曾經下降跟
××講﹁什麼是成功的背景﹂ 我看過她的開示 所以我了
解 藥師佛下降 居然問她：﹁什麼是成功的背景？﹂ 上
帝問世人：﹁什麼叫做成功呢？﹂甲就講：﹁受到了重
用 ﹂乙就講：﹁累積了財富 ﹂丙就講：﹁贏得了名
譽 ﹂丁就講：﹁建立了信仰 ﹂戊講：﹁得到了愛情 ﹂
己就講：﹁培養出了出色的孩子 ﹂庚就講：﹁成為了總
統 ﹂辛就講：﹁實現了夢想 ﹂其實 都是蠻有道理的
上帝就笑了：﹁你們都想得太多了！平淡的活著 晚一點來
見我 就是成功 ﹂ 真的 這世界上 沒有什麼叫做成
功 也沒有什麼叫做失敗 是一味的 這是佛陀本身所講
的 什麼叫做﹁成功﹂？你說當了總統就算成功嗎？也不一
定哪！很多總統都下到監獄裡面 像臺灣的總統阿扁也是到

逆向行駛的是八十一歲 八十一歲有的是忘了方向 像師尊
一樣 師尊左手跟右手分不清 左右分不清 以前老師跟我
講：﹁向右轉﹂我就偏偏向左轉 然後：﹁起步走 ﹂大家
都走得好遠了 我一個人 呵呵 回頭一看 我左右分不清
哪 十八歲擁有的是脆弱的心靈 八十一歲擁有的是脆弱的
骨頭 是不一樣的喔！什麼都還不懂的是十八歲 什麼都不
記得的是八十一歲 他忘掉了 師尊也忘掉了 我們同修本
來是大準提佛母 我差一點講成尊勝佛母 這是偶而遺忘
七十歲就是偶而遺忘 偶而真的忘掉 還有很多人的名字我
會叫錯 這是很對不起的事情 但是你要原諒 師尊已經是
七十三 所以會偶而遺忘 像每次坐在我正對面的她是
Samanda
我現在看到她 我經常叫她 Jennifer
呵呵
sorry
這妳要原諒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叫妳
Jennifer
我始終記不起︿尊勝雷藏寺﹀的 Rene 委內瑞拉我知
道 但是有時候 我又記到別的國家名字 呵呵 我就完
了 她叫 Rene
我經常叫她美瑞 這個 sorry
因為我
英文的拼音 有時候是會拼錯 我自己會拼錯 師母拼音是
很厲害 我拼音是不太行 現在知道了 佳新告訴我叫
Rene
不停的找尋自我的是十八歲 總是讓家人找的是八
十一歲 有時候出去他就回不來了 真的！
所以必須要有智慧的眼睛 師尊在觀察××的時候 是
用師尊的智慧的眼睛分辨 沒有智慧的眼睛 會被××的外
表所惑 她的外表是
微笑 呵呵 很慈祥 很慈悲的樣
子 但是只要你靠近了 你的金錢全部被她刮光了 師尊唯
一的就是不會刮人家的錢 你放心 你來這邊聽法 不會把
你的錢刮光 因為師尊從來不建什麼寺 什麼寺我也不會
蓋 自己也不會擁有什麼寺 也不會有 因為我知道什麼叫
做成功 只有三樣﹁每天活得很快樂 每天活得很感恩 每
天都有修行﹂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監獄裡面哪！你看 韓國的朴槿惠 她也是到了監獄裡面
另外美國的好幾任總統 韓國的總統 臺灣的總統 還有很
多總統 當了總統並不一定就是幸福成功 到最後也會變成
失敗啊！所以成功跟失敗是跟沒有什麼好講的
師尊講的所謂成功 什麼叫做成功啊？﹁活一天 快樂
一天；活一天 感恩一天；活一天 修行一天﹂這就是了
就算我現在能夠講全世界所有動物的語言 算不算成功？不
算 為什麼不算呢？因為也得不到什麼啊！
你說 我可以跟所有的動物交流 就以為是神通 就已
經了不起了？我看是起不了 不是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如果 像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面 能夠跟所有的動物講話的
話 那是天縱奇才呀！上天賜給的這種很大的 非常有才
能 很有才華的 所有動物都講得通 只是人講不通 對不
對？以師尊來講 師尊實在太了解 太了解她 從一開始我
就了解這個人 但是師尊也是一樣 以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
眾生 但是影響到︿ True Buddha School ﹀將來的發展
影響到整個弘法發展的時候 也不過寫個幾本書吧！也就是
這樣 不然能夠怎麼樣？也不能怎麼樣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有智慧的眼睛判斷；很多事情你用智慧的眼睛去判斷 一隻
動物園的
可以講：﹁你的心在哪裡？﹂那跟達摩祖
師一樣！牠就是達摩祖師了 你當時的時候應該跪下來跟
頂禮 達摩祖師的話都問出來了 你就跟牠講：﹁我
找不到心 ﹂
就會跟你講：﹁已經幫你安了
心 ﹂你就是真正的二祖啦！唉 天哪
這裡講十八歲跟八十一歲的分別 十八歲跟八十一歲有
什麼分別 這就是智慧 大家現在腦海裡面想一想 十八歲
跟八十一歲有什麼分別？你們現在想一想 想出來 如果是
對的 那就是跟我講的是相應了 在情海中溺水的是十八
歲 在浴缸中溺水的是八十一歲 真的 差別很大喔！八十
一歲是在浴缸裡面溺水的 在路上飆車的是十八歲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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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智慧的 畢竟是不一樣 跟世俗的講法是不太一樣
其實 有很多事情 確實是不同 什麼不是眼 雞眼不
是眼 知道雞眼嗎？呵呵 這裡寫鴕鳥不是鳥 是真的嗎？
鴕鳥不是鳥嗎？鴕鳥不能飛 所以鴕鳥不是鳥；河馬不是
馬 河馬不是馬嗎？應該不是；壁虎不是虎 我們以前住臺
灣有聽到壁虎的叫聲 在牆壁上有壁虎叫 來美國好久沒有
聽到 看到壁虎 美國沒有壁虎嗎？沒有看過嘛！我在西雅
圖就沒有看過壁虎 哪一州有壁虎？︿彩虹山莊﹀有啊？好
多隻壁虎啊！哇！那你要去問×× 為什麼我們︿彩虹山
莊﹀有壁虎 叫她來問壁虎 就知道為什麼山莊有壁虎 我
真的沒有看過壁虎耶！壁虎當然不是老虎 那是當然的啦！
還有企鵝不是鵝 企鵝是鵝嗎？不是鵝 所以呀 笨蛋不是
蛋 傻瓜不是瓜 熱狗不是狗 酒鬼不是鬼 今天要找鬼很
簡單 只要到××府那裡就是 只要你有一天 你去了××
府 終於你也知道你變成鬼 這是有﹁同﹂ 有﹁不同﹂
但是在如來的智慧裡面 看起來都是一味的 沒有﹁二﹂
是﹁一﹂
上帝問世人：﹁什麼叫做成功？﹂ 藥師佛曾經下降跟
××講﹁什麼是成功的背景﹂ 我看過她的開示 所以我了
解 藥師佛下降 居然問她：﹁什麼是成功的背景？﹂ 上
帝問世人：﹁什麼叫做成功呢？﹂甲就講：﹁受到了重
用 ﹂乙就講：﹁累積了財富 ﹂丙就講：﹁贏得了名
譽 ﹂丁就講：﹁建立了信仰 ﹂戊講：﹁得到了愛情 ﹂
己就講：﹁培養出了出色的孩子 ﹂庚就講：﹁成為了總
統 ﹂辛就講：﹁實現了夢想 ﹂其實 都是蠻有道理的
上帝就笑了：﹁你們都想得太多了！平淡的活著 晚一點來
見我 就是成功 ﹂ 真的 這世界上 沒有什麼叫做成
功 也沒有什麼叫做失敗 是一味的 這是佛陀本身所講
的 什麼叫做﹁成功﹂？你說當了總統就算成功嗎？也不一
定哪！很多總統都下到監獄裡面 像臺灣的總統阿扁也是到

逆向行駛的是八十一歲 八十一歲有的是忘了方向 像師尊
一樣 師尊左手跟右手分不清 左右分不清 以前老師跟我
講：﹁向右轉﹂我就偏偏向左轉 然後：﹁起步走 ﹂大家
都走得好遠了 我一個人 呵呵 回頭一看 我左右分不清
哪 十八歲擁有的是脆弱的心靈 八十一歲擁有的是脆弱的
骨頭 是不一樣的喔！什麼都還不懂的是十八歲 什麼都不
記得的是八十一歲 他忘掉了 師尊也忘掉了 我們同修本
來是大準提佛母 我差一點講成尊勝佛母 這是偶而遺忘
七十歲就是偶而遺忘 偶而真的忘掉 還有很多人的名字我
會叫錯 這是很對不起的事情 但是你要原諒 師尊已經是
七十三 所以會偶而遺忘 像每次坐在我正對面的她是
Samanda
我現在看到她 我經常叫她 Jennifer
呵呵
sorry
這妳要原諒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叫妳
Jennifer
我始終記不起︿尊勝雷藏寺﹀的 Rene 委內瑞拉我知
道 但是有時候 我又記到別的國家名字 呵呵 我就完
了 她叫 Rene
我經常叫她美瑞 這個 sorry
因為我
英文的拼音 有時候是會拼錯 我自己會拼錯 師母拼音是
很厲害 我拼音是不太行 現在知道了 佳新告訴我叫
Rene
不停的找尋自我的是十八歲 總是讓家人找的是八
十一歲 有時候出去他就回不來了 真的！
所以必須要有智慧的眼睛 師尊在觀察××的時候 是
用師尊的智慧的眼睛分辨 沒有智慧的眼睛 會被××的外
表所惑 她的外表是
微笑 呵呵 很慈祥 很慈悲的樣
子 但是只要你靠近了 你的金錢全部被她刮光了 師尊唯
一的就是不會刮人家的錢 你放心 你來這邊聽法 不會把
你的錢刮光 因為師尊從來不建什麼寺 什麼寺我也不會
蓋 自己也不會擁有什麼寺 也不會有 因為我知道什麼叫
做成功 只有三樣﹁每天活得很快樂 每天活得很感恩 每
天都有修行﹂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監獄裡面哪！你看 韓國的朴槿惠 她也是到了監獄裡面
另外美國的好幾任總統 韓國的總統 臺灣的總統 還有很
多總統 當了總統並不一定就是幸福成功 到最後也會變成
失敗啊！所以成功跟失敗是跟沒有什麼好講的
師尊講的所謂成功 什麼叫做成功啊？﹁活一天 快樂
一天；活一天 感恩一天；活一天 修行一天﹂這就是了
就算我現在能夠講全世界所有動物的語言 算不算成功？不
算 為什麼不算呢？因為也得不到什麼啊！
你說 我可以跟所有的動物交流 就以為是神通 就已
經了不起了？我看是起不了 不是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如果 像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面 能夠跟所有的動物講話的
話 那是天縱奇才呀！上天賜給的這種很大的 非常有才
能 很有才華的 所有動物都講得通 只是人講不通 對不
對？以師尊來講 師尊實在太了解 太了解她 從一開始我
就了解這個人 但是師尊也是一樣 以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
眾生 但是影響到︿ True Buddha School ﹀將來的發展
影響到整個弘法發展的時候 也不過寫個幾本書吧！也就是
這樣 不然能夠怎麼樣？也不能怎麼樣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有智慧的眼睛判斷；很多事情你用智慧的眼睛去判斷 一隻
動物園的
可以講：﹁你的心在哪裡？﹂那跟達摩祖
師一樣！牠就是達摩祖師了 你當時的時候應該跪下來跟
頂禮 達摩祖師的話都問出來了 你就跟牠講：﹁我
找不到心 ﹂
就會跟你講：﹁已經幫你安了
心 ﹂你就是真正的二祖啦！唉 天哪
這裡講十八歲跟八十一歲的分別 十八歲跟八十一歲有
什麼分別 這就是智慧 大家現在腦海裡面想一想 十八歲
跟八十一歲有什麼分別？你們現在想一想 想出來 如果是
對的 那就是跟我講的是相應了 在情海中溺水的是十八
歲 在浴缸中溺水的是八十一歲 真的 差別很大喔！八十
一歲是在浴缸裡面溺水的 在路上飆車的是十八歲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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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亥母是拙火定的主尊
三續之道：﹁含藏因續 身方便續 大手印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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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亥母│多
杰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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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Teresa師姐and husband 臺
灣︿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 莊駿耀醫師 周衡醫
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
姐 馬來西亞傑出企業家拿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
士 千金雷倩小姐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我們今天是做
金剛亥母 金剛亥母在西藏講起來 祂也是最主要的佛母之
一 在西藏所有的活佛 全部都是男的 在西藏只有一個寺
廟有一個女的活佛 這女的活佛就是金剛亥母的轉世
Australia來的那一位Peter在哪裡？喔 站在中間 他就去
過那個女活佛的廟 他拿我的照片給女活佛看 那女活佛看
了以後 她說：﹁我認得這個盧師尊 ﹂ 她知道的 現在
不認得我的活佛大概很少
她是西藏唯一的女的活佛 她就是多杰帕母的化身 其
他全部都是男的活佛 我們︿True Buddha School﹀這麼轟
動 不管是大大小小活佛 大部分都知道 而且我有四教的
傳承 了鳴和尚為什麼是代表紅教？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個
來中土弘法的 是一個西康的活佛 就是諾那上師 他出生
在西康的 西康也是在東北吧？蓮印上師 西康在哪裡？那
時候有一個省叫西康是不是？那不是東北 那是好像西藏旁
邊的 青海？總之 是一個西康的諾那上師到中土來弘法
跟祂在一起弘法的道伴就是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有跟諾那上師學過紅教的法 了鳴和尚也教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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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亥母是拙火定的主尊
三續之道：﹁含藏因續 身方便續 大手印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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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亥母│多
杰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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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Teresa師姐and husband 臺
灣︿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 莊駿耀醫師 周衡醫
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
姐 馬來西亞傑出企業家拿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
士 千金雷倩小姐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我們今天是做
金剛亥母 金剛亥母在西藏講起來 祂也是最主要的佛母之
一 在西藏所有的活佛 全部都是男的 在西藏只有一個寺
廟有一個女的活佛 這女的活佛就是金剛亥母的轉世
Australia來的那一位Peter在哪裡？喔 站在中間 他就去
過那個女活佛的廟 他拿我的照片給女活佛看 那女活佛看
了以後 她說：﹁我認得這個盧師尊 ﹂ 她知道的 現在
不認得我的活佛大概很少
她是西藏唯一的女的活佛 她就是多杰帕母的化身 其
他全部都是男的活佛 我們︿True Buddha School﹀這麼轟
動 不管是大大小小活佛 大部分都知道 而且我有四教的
傳承 了鳴和尚為什麼是代表紅教？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個
來中土弘法的 是一個西康的活佛 就是諾那上師 他出生
在西康的 西康也是在東北吧？蓮印上師 西康在哪裡？那
時候有一個省叫西康是不是？那不是東北 那是好像西藏旁
邊的 青海？總之 是一個西康的諾那上師到中土來弘法
跟祂在一起弘法的道伴就是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有跟諾那上師學過紅教的法 了鳴和尚也教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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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師︻金剛經︼ 講授一般顯教的經典 了鳴和尚是顯密
一起修的 了鳴和尚跟諾那上師有學過法 再來諾那上師去
邀請白教的貢噶山的貢噶活佛到中土弘法 所以這兩個支派
就是諾那上師跟白教的貢噶活佛 有流傳到中土來 所以臺
灣以前有一個叫做貢噶老人│申書文 他是學習白教的 他
皈依了貢噶活佛 然後再皈依十六世大寶法王 叫做申書
文 叫做貢噶老人 在臺北有一個︿貢噶精舍﹀ 是申書文
本身的︿貢噶精舍﹀ 這傳承是這樣的
像師尊的傳承：了鳴和尚︵紅教︶ 吐登達爾吉是黃
教 滿清政府的時候 有用一個活佛翻譯西藏的佛經 那位
叫做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是黃教 吐登尼瑪祂傳法給吐登達
力 吐登達力再傳法給吐登達爾吉 吐登達爾吉再傳法給吐
登其摩 師尊就是吐登其摩 這是屬於黃教的傳承
紅教的有了 黃教的有了 花教就是︿薩迦寺﹀ 我在
Green Lake的時候 遇到薩迦證空上師 所以我本身有花教
的傳承 薩迦教的傳承就是花教的傳承 再來就是紅 黃
白 花 白教 我就是到了紐約 跟黃朝初到紐約的上州
有一個地方叫做︿三乘法輪中心﹀ 就是十六世大寶法王建
立的法座 在紐約上州的地方 我在那裡皈依了十六世大寶
法王噶瑪巴 這就是白教的傳承 我今天所戴的帽子 是屬
於白教的帽子 白教是戴這種法王帽
金剛亥母是屬於哪一派呢？祂是拙火定的主尊 你要引
起拙火 金剛亥母本身就是火 為什麼叫做亥母？因為在祂
頭的旁邊 有一個豬的頭 所以才叫﹁亥﹂ ﹁亥﹂就是豬
的意思 我們知道﹁亥﹂ 孩子的一邊的亥字就是代表著豬
的意思 所以為什麼叫祂亥母 因為祂本身是一個很美妙的
少女 持的跟蓮華生一樣的卡倉卡 祂手上拿著嘎巴拉 這
邊抱著卡倉卡 祂全身是赤裸的 其實是紅色的 因為祂代
表著火 修行者在修拙火定的時候 必須要觀想祂 在我們
身上有一個生法宮 生法宮就是在臍輪 肚臍底下的四個指

頭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生法宮 生法宮是三角形 中間的
一點就是站著多杰帕母 就是火 祂是拙火的主尊 你修拙
火一定要觀想金剛亥母 站在三角形的中間一點的上面 燃
燒的形狀 是先由金剛亥母再引起拙火 ﹁阿﹂字的一半
這個﹁阿﹂是這樣 把它顛倒過來 就像一個火這樣產生出
來 那個火就是金剛亥母 金剛亥母幫助你 讓你的拙火產
生 每一個在修拙火的人 都要這樣練 祈求金剛亥母下
降 進到你的生法宮 在生法宮上站立 然後變成﹁阿﹂字
的火出來
有人問我 要如何把拙火生出來？這必須要有口訣 很
重要的一個口訣 這口訣師尊傳授 弟子才能夠知道 今天
講好呢 還是不講好呢？口訣啊？你們說一定要講 好了
我講了你們不能講出去 我今天講了
××就知道了 她
說她已經生起拙火啊！但是生起拙火一定要有口訣 一定要
教的 眼睛看到煙 當你修寶瓶氣 修到煙產生出來 你覺
受到你身體裡面有煙產生 告訴大家 按照邏輯講 你看到
煙就知道那裡有火 邏輯就是這樣 你既然看到了煙 我才
可以教你口訣 因為那個口訣非常的重要
密勒日巴雖然用六灶印 六灶印是什麼印？兩個腳交
叉 這是尿急的 兩隻腳交叉成為六個三角形 這樣交叉的
話是一 二 三 四 四個三角形 另外手臂要環抱住腳
變成六個三角形就叫六灶印 兩隻腳交叉就變成四個三角
形 對不對？然後坐墊要稍微墊高一點 然後你的兩隻腳交
叉 一 二 三 四 兩隻手環抱 就變成六個三角形 然
後把腳拉近到靠住你的臍輪 這基本上修拙火是要這樣修
另外還有重要一點 就是叫做﹁纏帶﹂ 是什麼纏帶？就是
你必須要把你拙火的地方包得很緊 這已經是口訣了 用什
麼東西包？怎麼包？我不要講 因為講了給××知道 她就
會說 她就是用這個方法生起拙火的
除了六灶印是口訣以外 還有纏帶的綁 另外蓮寧上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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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師︻金剛經︼ 講授一般顯教的經典 了鳴和尚是顯密
一起修的 了鳴和尚跟諾那上師有學過法 再來諾那上師去
邀請白教的貢噶山的貢噶活佛到中土弘法 所以這兩個支派
就是諾那上師跟白教的貢噶活佛 有流傳到中土來 所以臺
灣以前有一個叫做貢噶老人│申書文 他是學習白教的 他
皈依了貢噶活佛 然後再皈依十六世大寶法王 叫做申書
文 叫做貢噶老人 在臺北有一個︿貢噶精舍﹀ 是申書文
本身的︿貢噶精舍﹀ 這傳承是這樣的
像師尊的傳承：了鳴和尚︵紅教︶ 吐登達爾吉是黃
教 滿清政府的時候 有用一個活佛翻譯西藏的佛經 那位
叫做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是黃教 吐登尼瑪祂傳法給吐登達
力 吐登達力再傳法給吐登達爾吉 吐登達爾吉再傳法給吐
登其摩 師尊就是吐登其摩 這是屬於黃教的傳承
紅教的有了 黃教的有了 花教就是︿薩迦寺﹀ 我在
Green Lake的時候 遇到薩迦證空上師 所以我本身有花教
的傳承 薩迦教的傳承就是花教的傳承 再來就是紅 黃
白 花 白教 我就是到了紐約 跟黃朝初到紐約的上州
有一個地方叫做︿三乘法輪中心﹀ 就是十六世大寶法王建
立的法座 在紐約上州的地方 我在那裡皈依了十六世大寶
法王噶瑪巴 這就是白教的傳承 我今天所戴的帽子 是屬
於白教的帽子 白教是戴這種法王帽
金剛亥母是屬於哪一派呢？祂是拙火定的主尊 你要引
起拙火 金剛亥母本身就是火 為什麼叫做亥母？因為在祂
頭的旁邊 有一個豬的頭 所以才叫﹁亥﹂ ﹁亥﹂就是豬
的意思 我們知道﹁亥﹂ 孩子的一邊的亥字就是代表著豬
的意思 所以為什麼叫祂亥母 因為祂本身是一個很美妙的
少女 持的跟蓮華生一樣的卡倉卡 祂手上拿著嘎巴拉 這
邊抱著卡倉卡 祂全身是赤裸的 其實是紅色的 因為祂代
表著火 修行者在修拙火定的時候 必須要觀想祂 在我們
身上有一個生法宮 生法宮就是在臍輪 肚臍底下的四個指

頭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生法宮 生法宮是三角形 中間的
一點就是站著多杰帕母 就是火 祂是拙火的主尊 你修拙
火一定要觀想金剛亥母 站在三角形的中間一點的上面 燃
燒的形狀 是先由金剛亥母再引起拙火 ﹁阿﹂字的一半
這個﹁阿﹂是這樣 把它顛倒過來 就像一個火這樣產生出
來 那個火就是金剛亥母 金剛亥母幫助你 讓你的拙火產
生 每一個在修拙火的人 都要這樣練 祈求金剛亥母下
降 進到你的生法宮 在生法宮上站立 然後變成﹁阿﹂字
的火出來
有人問我 要如何把拙火生出來？這必須要有口訣 很
重要的一個口訣 這口訣師尊傳授 弟子才能夠知道 今天
講好呢 還是不講好呢？口訣啊？你們說一定要講 好了
我講了你們不能講出去 我今天講了
××就知道了 她
說她已經生起拙火啊！但是生起拙火一定要有口訣 一定要
教的 眼睛看到煙 當你修寶瓶氣 修到煙產生出來 你覺
受到你身體裡面有煙產生 告訴大家 按照邏輯講 你看到
煙就知道那裡有火 邏輯就是這樣 你既然看到了煙 我才
可以教你口訣 因為那個口訣非常的重要
密勒日巴雖然用六灶印 六灶印是什麼印？兩個腳交
叉 這是尿急的 兩隻腳交叉成為六個三角形 這樣交叉的
話是一 二 三 四 四個三角形 另外手臂要環抱住腳
變成六個三角形就叫六灶印 兩隻腳交叉就變成四個三角
形 對不對？然後坐墊要稍微墊高一點 然後你的兩隻腳交
叉 一 二 三 四 兩隻手環抱 就變成六個三角形 然
後把腳拉近到靠住你的臍輪 這基本上修拙火是要這樣修
另外還有重要一點 就是叫做﹁纏帶﹂ 是什麼纏帶？就是
你必須要把你拙火的地方包得很緊 這已經是口訣了 用什
麼東西包？怎麼包？我不要講 因為講了給××知道 她就
會說 她就是用這個方法生起拙火的
除了六灶印是口訣以外 還有纏帶的綁 另外蓮寧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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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講 現在已經不用纏帶了 不用帶子綁了 用一個東西
束起來就好 束起來就很緊了 因為要擠 要壓 要逼 火
才會產生 當你吸氣進去的時候 很緊 然後用急速的律動
呼吸(師尊示範) 人要死的時候 跟律動呼吸差不多 啊
就走了 律動呼吸的時候就是吸得快 吐得快 然後用力去
把它燃起來 用你的意念 紅色的火 要光明 要熱 要紅
色 這三個東西結合起來 像今天我們要生起火 用放大
鏡 一張紙 在太陽底下 把光集合成為一個點 那個點在
紙上烘 它會燃起來 那是一種物理作用；物理是這樣子
用放大鏡去生火 那是一個物理作用 今天我們所做的拙火
是物理 化學跟意念綜合起來的作用 把你身上的火燃起
來
拙火口訣我講得差不多了啦！我只講一個﹁束﹂字 為
什麼密教本身的這些佛菩薩的像 祂的腰都是很細？你看金
剛薩埵的腰 你看文殊師利菩薩的像 祂們腰都是很細 因
為腰細比較容易修拙火 這一尊金剛亥母是拙火定最主要
的 你要修拙火 一定要灌頂這一尊 主祈或者灌頂 報
名 你有這一尊的話 能夠修拙火定 這一尊一定要灌頂才
能夠修拙火定 因為你要觀想祂嘛！觀想祂在你的三角形的
生法宮的中央 三角形的生法宮就是在你的肚臍四個指頭底
下這個點 裡面的中脈底下 這個就是生法宮
我們平時在修寶瓶氣 也是一樣 吸氣 順著左右脈下
去 到了生法宮 閉住呼吸 上面就把這一口氣逼在生法宮
上面 肛門再提起來 就是把下行氣往上升 上行氣往下
壓 剛好寶瓶就在生法宮的地方 然後 你閉住呼吸 能夠
閉多久算多久 到你不能呼吸的時候 你再把氣先衝頂 先
衝一個頂下來 再由鼻孔出來 有的時候真正修得好的 就
從毛細孔出來 這就是寶瓶氣 寶瓶氣就是上氣下壓 下氣
上提 變成一個寶瓶 氣存多久就讓它存多久 因為它存得
久 它就可以進入中脈 越存越久它就進入中脈 進入中脈

﹁續﹂字比較好 ﹁含藏因 身方便 大手印果 ﹂這三個
都有三個意思 這叫做三續 ﹁含藏因續 身方便續 大手
印果續﹂ 如果不解釋 你們也會不知道什麼叫﹁含藏
因﹂ 它這裡面有﹁總義 有支分 有因灌 有道等二十
法 諸三昧耶 五空行補闕 方便續道灌﹂
另外總義裡面又還有：﹁具陳所依 標指含藏 依所依
法 能所相屬 判因續軌 定擇本續 配輪涅法﹂七種 然
後因灌又含有：﹁由何壇城 得何灌頂 清淨何垢 ﹂它這
裡面主要是講標題
那麼再提到裡面的 ﹁現教示萬法攝於一自心相續無間
之故 顯示三續之道﹂ 其實這就是講萬法唯心 所有的法
都是從心產生的 是由自己的心相續無間之故 也就是你在
修行當中 是因為應用你的心 還繼續不停止的修 然後顯
示三種相續的力量 ﹁第一種是具有能生起金剛持果之能
力 如種籽初生之含藏因續﹂ 含藏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今
天有燒種子 希望種子能夠發芽
今天我在講佛法 意思就是給大家種子 這個種子種在
你的心田上面 那這個種子會開始發芽 然後再長出一個幼
苗 再成為一棵樹 再由樹枝再長出花 葉 花還有果全部
長出來 這是成佛的相續的道理 所以種子是一種因 你曉
得 我們現在所住的地方是在美國 美國的地方 當初是沒
有佛法 最早的時候 當然沒有佛法傳到美國來 當然也有
很多的西藏的活佛到美國來弘法 還有顯教的法師到美國
來 最早的美國當然是沒有佛法的地方 那麼這些人來就等
於是一個種子 播下了一些種子 你聽了法 產生了信心
然後就開始發芽；這個信心會發芽 這個種子就會長成一棵
果樹出來 什麼原因呢？它是﹁具有能生起金剛持果的能
力 如種子初生之含藏因續 ﹂這個因就是種子 師尊如果
播種播出去 撒出去了 你沒有修 等於播種在水泥地上
它不會有營養 不會吸收到土壤的營養 也就不能夠接續成

以後就是方便氣變成智慧氣 你要通中脈是靠寶瓶氣的氣進
入中脈以後 把你整個中脈都通了 這樣子才行 這是一個
修行的方法
修拙火要靠金剛亥母 祂站在三角宮的中心 然後你用
寶瓶氣進來 用律動呼吸緊急的催幫浦 讓它很緊很緊 而
且觀想紅色的 光明 另外 火在﹁棒﹂之下產生出來 祂
的種子字就是﹁棒﹂字 我這樣講差不多可以了解 所以我
教大家先修寶瓶氣 寶瓶氣沒有修好 你沒有辦法存氣那麼
久 你中脈沒有通 就要修拙火 先通中脈 再修拙火 中
脈通跟拙火通 最好先能夠無漏 因為所有火的資源 都是
來自於水火交融 來自於祂的種子 剛剛在供養的時候 有
供養種子 有種子撒下去 什麼是種子？有種子才能夠發
芽 這是一個修行的次第 種子一發芽就變成拙火啊！
所以要供養種子 什麼是種子？種子就是你的荷爾蒙
就是你身上的明點 所謂荷爾蒙 當然是很多啊！我們每一
個器官裡面都有荷爾蒙 腦裡面有荷爾蒙 叫菩提心月液│
眉心輪；在喉有荷爾蒙 就是你的唾液；在胰臟有荷爾蒙
就是胰島素 不能夠生胰島素的時候 你就變成糖尿病 所
以胃裡面也有胃液 那個也是荷爾蒙啊！你身上所有在動的
潤滑劑全部都是荷爾蒙 你的膝蓋老化 骨頭跟骨頭中間沒
有一個液體讓它轉 膝蓋的地方沒有讓它轉 這裡的潤滑劑
是什麼？是荷爾蒙啊！也就是明點啊！你老的時候因為明點
變很少了 摩擦膝蓋就會痛啊！現在很多老人家 每個都是
膝蓋在痛 什麼原因？因為你老了 荷爾蒙沒有了 潤滑劑
沒有了 骨頭就會碰骨頭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不管是水跟火 拙火跟水 你身體裡面７０％都是
水 所以人只要一脫水 他的身體就縮小 到時候就變成這
麼小而已啊！肉身舍利的時候 你的身體變多小？這麼樣高
而已 其他水分沒有了就變成人乾哪！你知道就是所謂的み
つまめ，みつまめ是蜜餞；好好的水果脫水以後 就變成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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餞 人本身脫水以後 就變成蜜餞 蜜餞多大啊？差不多這
麼大而已啊！真正的身體然後再灌水下去它才會膨脹 才會
成為一個人 ７０％都是水呀！所以有幾個很重要的水 尤
其菩提心月液 拙火 水在眉心輪這裡 火在生法宮 那就
慢慢把拙火一直往上移 移到這邊來 把固體的菩提心月液
融解變成液體的 然後跟火交融 在你的五輪上面 然後把
五輪打開 光明才會顯現來
顯教本身的三寶就是佛 法 僧 密教本身的三寶是
氣 脈跟明點 這是密教本身的三寶 這是屬於你自己內修
的方法 你能把眉心輪打開 把喉輪打開 把你的心輪打
開 把你的臍輪打開 把你的生殖輪打開 密輪打開 這時
候你才會產生很大的神通 打開一個輪 本身就主宰很多種
的神通在裡面 你沒有把輪打開 那不過是一種幻 幻覺的
幻 不是真實的神通 真實的神通必須要打開你的五輪 才
有真實的神通顯現 那個神通才是最厲害的神通 平時說什
麼陰陽眼 可以看到 耳通 眼通 心通 宿命 漏盡 漏
盡通是最大的神通 其中的宿命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
通 神足通 這五個神通 你如果沒有開五輪 這五個神通
不是真實的 這是你天生能夠看見 你有陰陽眼 你能夠看
見 這是表面上的 不是你實際上修出來的那種通力
喔 還要宣布一件事情 下個禮拜天十月八號下午三點
是﹁不空●索觀音護摩法會﹂ 不空●索觀音是這樣的 這
個觀音很特殊 什麼叫不空？就是你所求的都會得到 所以
叫不空 所以下個禮拜日十月八號下午三點﹁不空●索觀音
的護摩法會﹂我們中密的祖師 其中有一個名字就叫做不空
│不空三藏 就是善無畏 金剛智 不空；在唐朝的時候來
到中土傳密教的印度人 印度的密教祖師是不空 善無畏
金剛智這三位 唐朝的時候到了中土 所以稱為開元三大
士 這裡面講不空就聯想到開元三大士的不空
今天再跟大家講﹁三續：含藏因續 ﹂ 其實不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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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講 現在已經不用纏帶了 不用帶子綁了 用一個東西
束起來就好 束起來就很緊了 因為要擠 要壓 要逼 火
才會產生 當你吸氣進去的時候 很緊 然後用急速的律動
呼吸(師尊示範) 人要死的時候 跟律動呼吸差不多 啊
就走了 律動呼吸的時候就是吸得快 吐得快 然後用力去
把它燃起來 用你的意念 紅色的火 要光明 要熱 要紅
色 這三個東西結合起來 像今天我們要生起火 用放大
鏡 一張紙 在太陽底下 把光集合成為一個點 那個點在
紙上烘 它會燃起來 那是一種物理作用；物理是這樣子
用放大鏡去生火 那是一個物理作用 今天我們所做的拙火
是物理 化學跟意念綜合起來的作用 把你身上的火燃起
來
拙火口訣我講得差不多了啦！我只講一個﹁束﹂字 為
什麼密教本身的這些佛菩薩的像 祂的腰都是很細？你看金
剛薩埵的腰 你看文殊師利菩薩的像 祂們腰都是很細 因
為腰細比較容易修拙火 這一尊金剛亥母是拙火定最主要
的 你要修拙火 一定要灌頂這一尊 主祈或者灌頂 報
名 你有這一尊的話 能夠修拙火定 這一尊一定要灌頂才
能夠修拙火定 因為你要觀想祂嘛！觀想祂在你的三角形的
生法宮的中央 三角形的生法宮就是在你的肚臍四個指頭底
下這個點 裡面的中脈底下 這個就是生法宮
我們平時在修寶瓶氣 也是一樣 吸氣 順著左右脈下
去 到了生法宮 閉住呼吸 上面就把這一口氣逼在生法宮
上面 肛門再提起來 就是把下行氣往上升 上行氣往下
壓 剛好寶瓶就在生法宮的地方 然後 你閉住呼吸 能夠
閉多久算多久 到你不能呼吸的時候 你再把氣先衝頂 先
衝一個頂下來 再由鼻孔出來 有的時候真正修得好的 就
從毛細孔出來 這就是寶瓶氣 寶瓶氣就是上氣下壓 下氣
上提 變成一個寶瓶 氣存多久就讓它存多久 因為它存得
久 它就可以進入中脈 越存越久它就進入中脈 進入中脈

﹁續﹂字比較好 ﹁含藏因 身方便 大手印果 ﹂這三個
都有三個意思 這叫做三續 ﹁含藏因續 身方便續 大手
印果續﹂ 如果不解釋 你們也會不知道什麼叫﹁含藏
因﹂ 它這裡面有﹁總義 有支分 有因灌 有道等二十
法 諸三昧耶 五空行補闕 方便續道灌﹂
另外總義裡面又還有：﹁具陳所依 標指含藏 依所依
法 能所相屬 判因續軌 定擇本續 配輪涅法﹂七種 然
後因灌又含有：﹁由何壇城 得何灌頂 清淨何垢 ﹂它這
裡面主要是講標題
那麼再提到裡面的 ﹁現教示萬法攝於一自心相續無間
之故 顯示三續之道﹂ 其實這就是講萬法唯心 所有的法
都是從心產生的 是由自己的心相續無間之故 也就是你在
修行當中 是因為應用你的心 還繼續不停止的修 然後顯
示三種相續的力量 ﹁第一種是具有能生起金剛持果之能
力 如種籽初生之含藏因續﹂ 含藏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今
天有燒種子 希望種子能夠發芽
今天我在講佛法 意思就是給大家種子 這個種子種在
你的心田上面 那這個種子會開始發芽 然後再長出一個幼
苗 再成為一棵樹 再由樹枝再長出花 葉 花還有果全部
長出來 這是成佛的相續的道理 所以種子是一種因 你曉
得 我們現在所住的地方是在美國 美國的地方 當初是沒
有佛法 最早的時候 當然沒有佛法傳到美國來 當然也有
很多的西藏的活佛到美國來弘法 還有顯教的法師到美國
來 最早的美國當然是沒有佛法的地方 那麼這些人來就等
於是一個種子 播下了一些種子 你聽了法 產生了信心
然後就開始發芽；這個信心會發芽 這個種子就會長成一棵
果樹出來 什麼原因呢？它是﹁具有能生起金剛持果的能
力 如種子初生之含藏因續 ﹂這個因就是種子 師尊如果
播種播出去 撒出去了 你沒有修 等於播種在水泥地上
它不會有營養 不會吸收到土壤的營養 也就不能夠接續成

以後就是方便氣變成智慧氣 你要通中脈是靠寶瓶氣的氣進
入中脈以後 把你整個中脈都通了 這樣子才行 這是一個
修行的方法
修拙火要靠金剛亥母 祂站在三角宮的中心 然後你用
寶瓶氣進來 用律動呼吸緊急的催幫浦 讓它很緊很緊 而
且觀想紅色的 光明 另外 火在﹁棒﹂之下產生出來 祂
的種子字就是﹁棒﹂字 我這樣講差不多可以了解 所以我
教大家先修寶瓶氣 寶瓶氣沒有修好 你沒有辦法存氣那麼
久 你中脈沒有通 就要修拙火 先通中脈 再修拙火 中
脈通跟拙火通 最好先能夠無漏 因為所有火的資源 都是
來自於水火交融 來自於祂的種子 剛剛在供養的時候 有
供養種子 有種子撒下去 什麼是種子？有種子才能夠發
芽 這是一個修行的次第 種子一發芽就變成拙火啊！
所以要供養種子 什麼是種子？種子就是你的荷爾蒙
就是你身上的明點 所謂荷爾蒙 當然是很多啊！我們每一
個器官裡面都有荷爾蒙 腦裡面有荷爾蒙 叫菩提心月液│
眉心輪；在喉有荷爾蒙 就是你的唾液；在胰臟有荷爾蒙
就是胰島素 不能夠生胰島素的時候 你就變成糖尿病 所
以胃裡面也有胃液 那個也是荷爾蒙啊！你身上所有在動的
潤滑劑全部都是荷爾蒙 你的膝蓋老化 骨頭跟骨頭中間沒
有一個液體讓它轉 膝蓋的地方沒有讓它轉 這裡的潤滑劑
是什麼？是荷爾蒙啊！也就是明點啊！你老的時候因為明點
變很少了 摩擦膝蓋就會痛啊！現在很多老人家 每個都是
膝蓋在痛 什麼原因？因為你老了 荷爾蒙沒有了 潤滑劑
沒有了 骨頭就會碰骨頭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不管是水跟火 拙火跟水 你身體裡面７０％都是
水 所以人只要一脫水 他的身體就縮小 到時候就變成這
麼小而已啊！肉身舍利的時候 你的身體變多小？這麼樣高
而已 其他水分沒有了就變成人乾哪！你知道就是所謂的み
つまめ，みつまめ是蜜餞；好好的水果脫水以後 就變成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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餞 人本身脫水以後 就變成蜜餞 蜜餞多大啊？差不多這
麼大而已啊！真正的身體然後再灌水下去它才會膨脹 才會
成為一個人 ７０％都是水呀！所以有幾個很重要的水 尤
其菩提心月液 拙火 水在眉心輪這裡 火在生法宮 那就
慢慢把拙火一直往上移 移到這邊來 把固體的菩提心月液
融解變成液體的 然後跟火交融 在你的五輪上面 然後把
五輪打開 光明才會顯現來
顯教本身的三寶就是佛 法 僧 密教本身的三寶是
氣 脈跟明點 這是密教本身的三寶 這是屬於你自己內修
的方法 你能把眉心輪打開 把喉輪打開 把你的心輪打
開 把你的臍輪打開 把你的生殖輪打開 密輪打開 這時
候你才會產生很大的神通 打開一個輪 本身就主宰很多種
的神通在裡面 你沒有把輪打開 那不過是一種幻 幻覺的
幻 不是真實的神通 真實的神通必須要打開你的五輪 才
有真實的神通顯現 那個神通才是最厲害的神通 平時說什
麼陰陽眼 可以看到 耳通 眼通 心通 宿命 漏盡 漏
盡通是最大的神通 其中的宿命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
通 神足通 這五個神通 你如果沒有開五輪 這五個神通
不是真實的 這是你天生能夠看見 你有陰陽眼 你能夠看
見 這是表面上的 不是你實際上修出來的那種通力
喔 還要宣布一件事情 下個禮拜天十月八號下午三點
是﹁不空●索觀音護摩法會﹂ 不空●索觀音是這樣的 這
個觀音很特殊 什麼叫不空？就是你所求的都會得到 所以
叫不空 所以下個禮拜日十月八號下午三點﹁不空●索觀音
的護摩法會﹂我們中密的祖師 其中有一個名字就叫做不空
│不空三藏 就是善無畏 金剛智 不空；在唐朝的時候來
到中土傳密教的印度人 印度的密教祖師是不空 善無畏
金剛智這三位 唐朝的時候到了中土 所以稱為開元三大
士 這裡面講不空就聯想到開元三大士的不空
今天再跟大家講﹁三續：含藏因續 ﹂ 其實不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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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貓 跟她講話 她就是解釋貓在講什麼 講給那個主人
聽 結果主人都講：﹁No No No 不是這樣的 不會的
不是這樣的 ﹂但是 ××繼續講她的 主人一直講：﹁不
會的 不是這樣 ﹂ 就是這樣 呵呵
甲跟乙在餐廳喝酒聊天 甲說：﹁經濟如果再不景氣
養家糊口都很難 ﹂乙就問他：﹁你有幾個小孩？﹂甲說：
﹁五個 ﹂乙就說：﹁五個確實不好養 ﹂甲回答：﹁孩子
的問題是小煩惱 孩子的五個媽媽才煩惱！﹂孩子的五個媽
媽才煩惱 大家不要笑說他有五個老婆 每一個老婆生一個
孩子 我告訴你 我祖父有六個老婆 我祖父娶六個 唉
呀 我想想我的祖父 再想想自己 覺得自己很悲哀啊！因
為你知道嗎？娶一個已經很受不了
不能不能這樣講 回去會有問題 娶
一個她已經是等於千千萬萬個 她的
能力像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那樣非常
有power的 所以真正能夠娶到像師母
這樣子非常有能力 有power的人 真
的是非常幸福 阿彌陀佛
媽媽問小明：﹁今天考試考得如
何？﹂小明說：﹁只會三個填充
題 ﹂媽媽說：﹁說來聽聽 哪三
題？﹂小明就講：﹁第一個填充是班
級 你是哪一班 你的姓名是什麼
你的學號是什麼 ﹂ 我們學生都有
學號嘛！填學號 填姓名 填班級
他就只會這三個 他媽媽就說：﹁他
媽媽
﹂呵呵 這也是佛法 人多
少要有一點智慧
我常常講 張開你們智慧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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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剛持的這種力量出來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佛性 只要你
把你的佛性播下了種子 有一天它會成佛 它的意思就是這
樣子 這個升起金剛持果的能力
﹁第二個 存在於因位之能力 依據身軀能成熟 如水
肥和合為緣之身方便續﹂種子在你的身體裡面 運用你的身
體 你能夠成就成為一個佛 菩薩；用身體的方便去成就
佛 菩薩 主要的原因就是密教本身是運用你自己的身體去
成就佛 菩薩 但是身體如果殘缺的話 那就很難 什麼殘
缺啊？他是耳聾 他聽不到 你沒有辦法給他播種；他是瞎
子 他看不到 他沒有辦法觀想 像你們可以觀想 金剛亥
母你們可以觀想祂 拿著嘎巴拉 拿著卡倉卡 你們可以看
得到；看不到呢？用形容的 瞎子摸象 那就很難
還有 陰陽人也很難修 你看過陰陽人？當然大家都知
道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 去一條街 那明明是男的
但是女的身 男的 陰陽人 很難修行；還有 天生的陰陽
人 不是後天人工製造的陰陽人 是先天的陰陽人 師尊也
看過 因為她抱小孩子來給我看 我一看 天啊！我從來沒
有看過這個耶！他把小孩子的褲子脫下來給我看 我一看
天啊！原來也有﹁鳥﹂耶！也有﹁鮑魚﹂耶！居然裡面有鮑
魚跟鳥在一起的人呢！那個就叫陰陽人 那也很難修 為什
麼？因為他在事業手印上 他沒有辦法應用 按照師父教的
道理 我是跟大家這樣講 就是以身體的方便 繼續用水肥
合和之緣 身軀要能夠成熟 有因位的能力 另外還有一
種 他沒有手跟腳也很難修 沒有手你就不能結手印 沒有
腳你就不能用六灶印啊！所以對身印方面 他也很麻煩 所
以四肢不健全也很難修行 所以必須要有正常的一個人 他
本身有修行能力的一個人 這個叫做﹁身方便﹂
四點二十二啦 哇 時間好快喔！來不及講××了 呵
呵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篇××的文章 是她跟貓講話的文
章 也就暫時不講了 以後再講 她跟貓講話；貓的主人抱

雜誌

睛 看著哪一個上師在占地盤？哪一個上師在撈錢？哪一個
上師失去傳承？張開你的智慧的眼睛看！我不是講了嗎？這
也是三個題目啊！講了多少遍你們都聽不懂嗎？很多人問
我 像古雲就問我：﹁師尊你為什麼不早說？﹂很多人跟我
講：﹁師尊祢害我們！為什麼不早講？﹂很多人問我：﹁師
尊你為什麼不早給她發覺出來？﹂我有講啊！不是沒有講
啊！我講的就是這三題啊！是誰在占地盤？你看哪一個上師
在占地盤？是哪一個上師在撈錢？是哪一個上師失去傳承？
你自己想想看 她搞她自己的 她管你什麼根本上師 她完
全是搞自己的 搞得莫名其妙！你想 對不對？她做什麼也
不讓你知道啊！她養那五個鬼領袖也不讓你知道啊！對不
對？她在桃園觀音鄉蓋兩棟樓房 她
也不讓你知道啊！我也沒有去過啊！
她也沒有講過啊！她從來沒有法務報
告的 就是搞她自己的 什麼時候她
講過？她房子蓋好多久了 我都不知
道啊！對不對？所以你想想 她根本
就沒有傳承了 而且很早以前就沒有
了
那時候 我有一次叫蓮凱法師出
來當上師 我覺得他人不錯 他回答
我的第一句話是什麼話 你知道嗎？
﹁我要請問我的上師 ﹂這樣 我把
蓮凱看成什麼？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弟
子啊！師父講的話你也不聽！然後那
一位××更妙 居然跟蓮凱講：﹁你
時候未到 ﹂ ︽事師法五十頌︾不
是寫得很清楚嗎？﹁無旨不應作﹂
師尊有了旨意下去 你就要照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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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貓 跟她講話 她就是解釋貓在講什麼 講給那個主人
聽 結果主人都講：﹁No No No 不是這樣的 不會的
不是這樣的 ﹂但是 ××繼續講她的 主人一直講：﹁不
會的 不是這樣 ﹂ 就是這樣 呵呵
甲跟乙在餐廳喝酒聊天 甲說：﹁經濟如果再不景氣
養家糊口都很難 ﹂乙就問他：﹁你有幾個小孩？﹂甲說：
﹁五個 ﹂乙就說：﹁五個確實不好養 ﹂甲回答：﹁孩子
的問題是小煩惱 孩子的五個媽媽才煩惱！﹂孩子的五個媽
媽才煩惱 大家不要笑說他有五個老婆 每一個老婆生一個
孩子 我告訴你 我祖父有六個老婆 我祖父娶六個 唉
呀 我想想我的祖父 再想想自己 覺得自己很悲哀啊！因
為你知道嗎？娶一個已經很受不了
不能不能這樣講 回去會有問題 娶
一個她已經是等於千千萬萬個 她的
能力像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那樣非常
有power的 所以真正能夠娶到像師母
這樣子非常有能力 有power的人 真
的是非常幸福 阿彌陀佛
媽媽問小明：﹁今天考試考得如
何？﹂小明說：﹁只會三個填充
題 ﹂媽媽說：﹁說來聽聽 哪三
題？﹂小明就講：﹁第一個填充是班
級 你是哪一班 你的姓名是什麼
你的學號是什麼 ﹂ 我們學生都有
學號嘛！填學號 填姓名 填班級
他就只會這三個 他媽媽就說：﹁他
媽媽
﹂呵呵 這也是佛法 人多
少要有一點智慧
我常常講 張開你們智慧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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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剛持的這種力量出來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佛性 只要你
把你的佛性播下了種子 有一天它會成佛 它的意思就是這
樣子 這個升起金剛持果的能力
﹁第二個 存在於因位之能力 依據身軀能成熟 如水
肥和合為緣之身方便續﹂種子在你的身體裡面 運用你的身
體 你能夠成就成為一個佛 菩薩；用身體的方便去成就
佛 菩薩 主要的原因就是密教本身是運用你自己的身體去
成就佛 菩薩 但是身體如果殘缺的話 那就很難 什麼殘
缺啊？他是耳聾 他聽不到 你沒有辦法給他播種；他是瞎
子 他看不到 他沒有辦法觀想 像你們可以觀想 金剛亥
母你們可以觀想祂 拿著嘎巴拉 拿著卡倉卡 你們可以看
得到；看不到呢？用形容的 瞎子摸象 那就很難
還有 陰陽人也很難修 你看過陰陽人？當然大家都知
道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 去一條街 那明明是男的
但是女的身 男的 陰陽人 很難修行；還有 天生的陰陽
人 不是後天人工製造的陰陽人 是先天的陰陽人 師尊也
看過 因為她抱小孩子來給我看 我一看 天啊！我從來沒
有看過這個耶！他把小孩子的褲子脫下來給我看 我一看
天啊！原來也有﹁鳥﹂耶！也有﹁鮑魚﹂耶！居然裡面有鮑
魚跟鳥在一起的人呢！那個就叫陰陽人 那也很難修 為什
麼？因為他在事業手印上 他沒有辦法應用 按照師父教的
道理 我是跟大家這樣講 就是以身體的方便 繼續用水肥
合和之緣 身軀要能夠成熟 有因位的能力 另外還有一
種 他沒有手跟腳也很難修 沒有手你就不能結手印 沒有
腳你就不能用六灶印啊！所以對身印方面 他也很麻煩 所
以四肢不健全也很難修行 所以必須要有正常的一個人 他
本身有修行能力的一個人 這個叫做﹁身方便﹂
四點二十二啦 哇 時間好快喔！來不及講××了 呵
呵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篇××的文章 是她跟貓講話的文
章 也就暫時不講了 以後再講 她跟貓講話；貓的主人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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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 看著哪一個上師在占地盤？哪一個上師在撈錢？哪一個
上師失去傳承？張開你的智慧的眼睛看！我不是講了嗎？這
也是三個題目啊！講了多少遍你們都聽不懂嗎？很多人問
我 像古雲就問我：﹁師尊你為什麼不早說？﹂很多人跟我
講：﹁師尊祢害我們！為什麼不早講？﹂很多人問我：﹁師
尊你為什麼不早給她發覺出來？﹂我有講啊！不是沒有講
啊！我講的就是這三題啊！是誰在占地盤？你看哪一個上師
在占地盤？是哪一個上師在撈錢？是哪一個上師失去傳承？
你自己想想看 她搞她自己的 她管你什麼根本上師 她完
全是搞自己的 搞得莫名其妙！你想 對不對？她做什麼也
不讓你知道啊！她養那五個鬼領袖也不讓你知道啊！對不
對？她在桃園觀音鄉蓋兩棟樓房 她
也不讓你知道啊！我也沒有去過啊！
她也沒有講過啊！她從來沒有法務報
告的 就是搞她自己的 什麼時候她
講過？她房子蓋好多久了 我都不知
道啊！對不對？所以你想想 她根本
就沒有傳承了 而且很早以前就沒有
了
那時候 我有一次叫蓮凱法師出
來當上師 我覺得他人不錯 他回答
我的第一句話是什麼話 你知道嗎？
﹁我要請問我的上師 ﹂這樣 我把
蓮凱看成什麼？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弟
子啊！師父講的話你也不聽！然後那
一位××更妙 居然跟蓮凱講：﹁你
時候未到 ﹂ ︽事師法五十頌︾不
是寫得很清楚嗎？﹁無旨不應作﹂
師尊有了旨意下去 你就要照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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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真﹂！第一個 蓮花童子他純真 第二
個 無邪 很天真 很無邪 第三個 他是很熱情
第四個 他是遊戲 第五個 生活簡單 沒有那麼複
雜；他的生活很簡單 你都可以知道他在過什麼樣的
生活 生活簡單 遊戲 人間是一種遊戲 再來呢
就是他本身天真無邪 他非常的熱情 他非常的真
實 這是蓮花童子的條件 你具有這樣的條件 你就
是蓮花童子！
那些假的不算 像古雲講的 ××已經修行了三
千萬年 真的 假的？你們自己想啊 螢火蟲已經等
她十一萬年 要求她超度 昨天講的那一隻llama︵羊
駝︶ 是三千年的弟子 比釋迦牟尼佛還早 螢火蟲
十一萬年前就知道什麼叫做超度了 這種話能聽嗎？
你用智慧想一想 用你的智慧眼去看 去觀察 都是
假的！
我以前很會抓蒼蠅喔！我告訴你 我要抓蒼蠅很
容易喔！一隻蒼蠅停在這裡 我要抓牠 我手比這
樣 離牠很遠 然後 我測量 我手一動 牠飛起
來 飛起來差不多飛到這個高度 我就抓這個高度
咻！我就抓到蒼蠅了 然後我給牠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陀佛 ﹂ 啾 蒼蠅就死了 我
超度了牠 一隻蒼蠅的故事 這是××寫的一隻蒼蠅
的故事啊！我告訴你 真的 我很會抓蒼蠅 現在隨
便一隻蒼蠅如果來停在這裡 我會測量牠 我手動
牠就飛起來 差不多飛到多高 咻！就抓到 一隻蒼
蠅的故事 終於被我超度了 牠是飛了四天四夜沒有
休息 飛來給我超度 呵呵
告訴你！那一天 一隻蝙蝠在這裡飛來飛去 我
說法的時候牠就不飛了 對不對？我不說法的時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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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旨意去做 而且努力去完成 ﹁無旨不應作﹂ 我沒
有旨意 你去做了 你就不是一皈依了 很簡單嘛！妳早
就失去傳承了 有什麼好講的？你根本就沒有傳承
所以我跟大家說：﹁注意！哪一個上師失去傳
承？﹂ ﹁注意！哪一個上師在撈錢？﹂ ﹁注意！哪一
個上師在占地盤？﹂我有沒有講過？有講過 早就告訴過
你了 你自己不聽的啦！怎麼沒有講呢？很早就講了啊！
這裡有個笑話 所謂暖男的定義：他只溫暖你一個
人 對別人冷若冰霜 這才是暖男 如果溫暖一大堆的
人 那個就叫﹁中央空調﹂ 師尊是中央空調 這佛法本
來就是要傳播出去的
老婆問先生：﹁為什麼我每次穿什麼你都說很美
呢？﹂ 先生頓了一下就講：﹁因為我如果說不好看 妳
就會去買新的 ﹂ 我要講我們︿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密法﹀非常的好！而且很完全 你不用到別家去
買 真的 我這樣講已經很透徹了 已經很清楚了
這是陳傳芳講過的笑話 已婚的男士千萬別買新的
iphone X 因為當你睡著的時候 老婆查你的手機 只要
對著你臉一掃 它就開鎖了 什麼都藏不住 而你想查老
婆的手機 根本就沒有辦法 因為老婆只要一睡覺她就卸
妝 所以這事情 我告訴你 事情有真有假 事實上要分
辨 就是要你自己能夠分辨 今天教大家就是要你分辨
要有智慧的眼睛 哪一個是真實的上師？哪一個是假的上
師？你要分辨得出來 你分辨一個善 一個惡 你也要分
辨出來呀！因為很多的偽裝 很多假的 表面上他講一套
慈悲的話語 暗中他做的又是另一套 你根本不知道啊！
蓮花童子唯一的條件 就是﹁真實﹂ 一定要真 你
失去了﹁真﹂字 你就不是蓮花童子 你根本就是假的蓮
花童子 不是真實的蓮花童子

在做護摩 牠就飛來 你知道從哪裡來的嗎？馬來西亞的大
黑山的洞裡面飛出來的蝙蝠啊！飛一飛 累了 唉唷！再生
一下下一代 再跟牠講：﹁你一定要飛到美國西雅圖的︿彩
虹山莊﹀ 那裡有盧師尊在做護摩 那時候 你去求祂超度
我們 這樣子 牠兒子就飛呀飛呀 已經不行了 就再生下
來 就再交代小的蝙蝠 祖父交代父親 父親交代孫子 孫
子再交代曾孫 這樣連續交代了五百多年以後 終於飛到
︿彩虹山莊﹀的護摩寶殿 經過我唸個咒語 做個火供 牠
就不再出現了 終於超度走了
大家寫一篇故事 很好 蝙蝠從馬來西亞的黑洞裡面飛
了五百年 終於飛到美國西雅圖︿彩虹山莊﹀護摩寶殿 接
受盧師尊給牠超度 ﹁從一隻蝙蝠說起﹂ 呵呵 嗡嘛呢唄
咪吽

蓮花童子唯㆒的條件就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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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曉上師

上帝與魔鬼喝下午茶了

鏡子裡的萬紫千紅是﹁沒有的有﹂ 鏡子裡的明白
靜虛是﹁有的沒有﹂
爽歪歪的過程 其實也沒有什麼爽歪歪的

平靜一切無法平靜
│ │ 上帝與魔鬼喝下午茶了
虛構之爭終歸於虛
爭東爭西是個徒勞活
真如本身的主要特性就是無我性！
既然無我 何來爭？爭又何得何失？
從我執出發的爭
都是精神偏執的輕微或嚴重症狀
生命的顯現 從來沒有任何為什麼
或者得失什麼
假設有精采的表現 一定不會只是妙樂如花
而是在時光的銀河裡波瀾不驚

沒有的有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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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的道理是：不是十全十美與十全十美毫無區
別 個體與整體全然一致無可分離
人們不習慣佛與魔不同而同而空 相反的兩個極
致 極端從來是並顯存在而無存在
修行須實踐做到這分別而無分別的輕安與自在
深層根治煩憂的方法不是迴避 而是不斷地和所謂
打擾你的事情接觸 訓煉自己不受影響
在人間 不用刻意尋找打擾你的事情 它們不請自
來 只會太過份 從來不會欠缺
既來之 如何安之？
反感 迴避 抵制 進而反抗 報復等 是塵世常
見的做法 心動都是種下善惡業力的
精勇的修行人是要：
既要習慣安靜 又要習慣不安靜
要平伏﹁非﹂ 也要平伏﹁是﹂︵的打擾和迷
執︶
不害怕看見兩個太過極的太極：

雜誌

本自具足的 是一體的兩面性
任何分裂的彼此 都是另一半的自己
分裂後的彼此 只能服從無分裂的彼此 照見彼此
亦無
太極只能向無極朝拜
前所未有 很矛盾的人事物：
不是終於修到 見到某天 他們都完整地結合而沒
有什麼 而是現在已是這樣 當下已是這樣
大圓滿不用等侯 當下空性分別而無分別即是
只是凡人未能證顯已在當下
痛苦裡照見快樂而空 喜悅裡照見悲哀而無
上帝與魔鬼一起喝下午茶了 緊張個鳥事呢
此中 誰降伏了誰？
受魔擾攘的請務必戒魔 能降伏魔的可合魔為佛
跟從根本上師蓮生師佛而行
還受影響的 放下遠離
不受影響的 無論與誰：
喝茶去！
子虛烏有的非子虛烏有 無所不能而無所是是
屋檐掛下了珠簾般的雨水
山坡上的石柱經受了萬變
清涼的綠翠就在杯中 空谷鳥語
湖心無心
平靜著一切無法平靜
？！

宇宙有百億種事物和心態 那都是從偉大的根部長
出來的
沒有不是﹁道理﹂的
都是獨一無二的
根部從來沒有討厭任何枝葉
長得不爽的就掉地了 以為爽的都爭相冒頭了
任何感知與認定只是幻作
來來去去是自然罷
無價財寶人物的本質是空空如也
百億種情狀畫都畫不完 那都只是鏡子的反射

並存並融而回化無極
顛倒倒顛倒顛顛 玄妙真機不可言；識得五行顛倒
顛 便是天地大羅仙
看見上帝與魔鬼一起喝下午茶了 你能空性嗎
修行的開始時 不少人會很害怕看見真理 真相：
如果你不單看見你﹁很喜歡﹂的上帝與﹁很討厭﹂
的魔鬼一起喝下午茶 並且還﹁很融洽無間﹂地回
到同一座宮殿
你會感到很強烈的震驚和不安
好像看見沒穿著偽裝的赤裸的別人就是自己 冷不
防暴露的好像就是自己一貫認為的可羞的一面
這瞬間你就會迷失 只想去追責上帝 而忘記降伏
自己即是降伏一切 問題不在外而在內 自己只是
被自性所化的大幻相所考倒
凡人不懂得：
魔鬼雖然從上帝那裡背叛了出去之後 其實一直無
法逃離真理
祂依然在上帝的降伏之中 上帝的心並沒有可以分
離的任何部分
此中 佛與魔只有幻分 只有因著相而分的﹁別
人﹂ 只有著相的自以為是的分 只有好像是遊戲
的分
本質上實在無可劃分與割裂
一時 善能壓制惡 但消滅不了惡 佛魔同時幻
顯 永遠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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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看祂這裡講﹁如犯諸重罪 依力士脫怖﹂就
說你如果犯法 你要想這是古代 古代你犯法被關在牢
裡面 假如人家要劫獄一定要請那種大力士來 對不
對？要擊破監獄的牆 或者要攻進監獄裡 甚至說劫那
個囚車 一定要有人拿大鐵鎚把那個囚車砸爛 然後才
能把你救走 祂意思就是說你犯了罪 你要靠有力氣的
人 現在大概也差不多 現在這個力士已經不是講力
氣 有力人士就是有關係的人士 有錢有關係 有親戚
就有關係 要靠這個有力人士幫你脫離這種恐怖 什麼
是恐怖？監牢啊！要靠這個有力人士免罪啊！祂意思就
是比喻好像犯了重罪 要有人幫你才能夠離開這種恐怖
的地方 恐怖的業報 恐怖的刑罰 那麼誰是那個有力
人士？看起來是佛 其實是自己 因為那個﹁力﹂ 力
量的力來自於哪裡？來自於菩提心 那菩提心每一個人
都有啊！我突然間覺得 真的ㄟ 這個不是用發的 這
是媽的 我英文不好 mother
講真的 在密續裡面 母續的法是智慧 你要靠般
若才能脫離這恐佈的地方 所以﹁歸彼能獲救﹂ 那個
彼是什麼？般若 是什麼？菩提心 那個是佛母 母續
的法 在密教裡面講母續的法就是智慧法門 父續的法
就是方便的法門 所以我們剛剛講沒有錯啊 歸彼能獲
救 你只要歸依 或者你只要歸順 你只要照著做 你

只要行這個方法你就可以得到救贖 那這個彼是誰？世
俗的菩提心就是發的(father)菩提心 對不對？父續的
菩提心 那如果說歸彼不是講那個世俗的菩提心 不是
發的那個菩提心 那就是mother 母續的菩提心 那母
續的菩提心是什麼？是智慧菩提心 勝義菩提心 是究
竟的 是最終的證悟 所以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發現
英文也有這個意思呢！對不對？你發出來誓願的菩提
心 那叫發的father 什麼叫發的菩提心 諧音就是
father 對不對？
那勝義菩提心是不用發的 你根本發都不用發 那
個本來就在的 你發也好 不發也好 它都是在 你行
也好 不行也好 它都是在 那個就是媽的(mother)
我講的是英文 只是我英文不好 那天蓮紫上師才說因
為我們英文不好 所以才移民美國 師尊都這麼講啊！
師尊講祂當時唸大學 英文好的都沒有移民美國 因為
我們英文不好 mother 我們台灣人講英文誰在跟你強
調那個舌頭要吐出來？對不對？不小心就咬到舌頭 誰
願意？要到舌頭不小心就圓寂往生去了 所以我們直接
就媽的 你看 就是靠那個啊！你真正要解決 徹底究
竟的解決 當然要靠勝義菩提心 你單靠發出來的那個
菩提心是沒有用的 那個是對待幫助眾生的時候 可是
你幫助眾生 你發出來的菩提心之外 你還要教導眾生

■釋蓮耶上師開⽰

究竟的菩提心是什麼
也就是說除了慈悲的教導 慈悲的協助 還要教導
空慧 只有教導這個 你才能真正得到救度 才能真正
從可怕的牢籠裡面被有力的人士給救走 人家才能夠劫
獄 誰能劫獄？自己 其實都是自己 你要跳出輪迴這
個牢籠 要靠自己 只有自己證悟才有可能 你不證悟
根本沒有辦法 ︵完︶

提

＠錄自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四冊｜風中葉飛

我的師父清泉居士曾說...﹁離念之智 等虛空
界 ﹂是的 因為佛教之門 最為省耍 所為必須無
心 無心就無離念 為什麼呢？因為有心則不安 無
心則自樂 在此世界並無所求 對名利並無所要呵！
我本受持佛教淨土宗菩薩戒 自然要以慈悲為
心 事實上天性萬物皆有生命 雖祇是一隻小鳥
但 人何必以諸痛苦加於牠身上 但願人人能心存慈
悲 如此 自由自在 眾生皆自得其樂
大寶積經中有言：﹁莫生邪念 說如是說 我發
菩提心 我行菩提行 為大邪見 必須我不見有心發
向菩提 以不見心及菩提 得菩提果 ﹂所以 無可
得正果 無心乃是一切的根源 修心者的無上等正
覺
人生本無我 因我僅是客居這世界而已 一切所
為皆是虛幻 若能無心 慧眼即見 圓滿十方 見一
切佛剎 所以有人說：﹁心動則千差境起 心平則法
界坦然 ﹂
這次我從寺院歸來 小鳥給我的啟示莫大啊！這
不是一段因緣是什麼？假使我若有為而為 我的心豈
不是不安嗎？假如我是無心 我的本心已現 自能得
道 但願啊！在天地法輪常轉之際 一切眾生皆得生
命的正覺 悉皆成就

寺院歸來 踽踽獨行於田間小道；那是黃昏鐘聲
敲響之後 暮色的網撤下了 於是黃昏遂消杳 消杳
在暮色中
在田間小道 我突然看見一隻斷了翅的小鳥 斷
了翅的鳥再也不能在空中翩翔 因此牠哀鳴著 像述
說牠的可憐境遇 於是我伏下身手望著那血污沾滿的
斷翅 心中有莫明的哀傷 牠的眼神迷濛 牠的精神
萎靡 牠不能歸回溫暖的巢 這是誰的惡作劇呢？
我謹慎的抱起牠 回到萬家燈火的心村 幫牠洗
滌 塗紅藥水 給牠米飯和米糠 隔了幾天 牠漸漸
的康復了 再隔了幾天 牠沒有告別 就飛走了 牠
的走 我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已完成一件心願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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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菩 提 道 的 第 一 門 課 ︱ 入 菩 薩 行 論 ︵ )

然後你看祂這裡講﹁如犯諸重罪 依力士脫怖﹂就
說你如果犯法 你要想這是古代 古代你犯法被關在牢
裡面 假如人家要劫獄一定要請那種大力士來 對不
對？要擊破監獄的牆 或者要攻進監獄裡 甚至說劫那
個囚車 一定要有人拿大鐵鎚把那個囚車砸爛 然後才
能把你救走 祂意思就是說你犯了罪 你要靠有力氣的
人 現在大概也差不多 現在這個力士已經不是講力
氣 有力人士就是有關係的人士 有錢有關係 有親戚
就有關係 要靠這個有力人士幫你脫離這種恐怖 什麼
是恐怖？監牢啊！要靠這個有力人士免罪啊！祂意思就
是比喻好像犯了重罪 要有人幫你才能夠離開這種恐怖
的地方 恐怖的業報 恐怖的刑罰 那麼誰是那個有力
人士？看起來是佛 其實是自己 因為那個﹁力﹂ 力
量的力來自於哪裡？來自於菩提心 那菩提心每一個人
都有啊！我突然間覺得 真的ㄟ 這個不是用發的 這
是媽的 我英文不好 mother
講真的 在密續裡面 母續的法是智慧 你要靠般
若才能脫離這恐佈的地方 所以﹁歸彼能獲救﹂ 那個
彼是什麼？般若 是什麼？菩提心 那個是佛母 母續
的法 在密教裡面講母續的法就是智慧法門 父續的法
就是方便的法門 所以我們剛剛講沒有錯啊 歸彼能獲
救 你只要歸依 或者你只要歸順 你只要照著做 你

只要行這個方法你就可以得到救贖 那這個彼是誰？世
俗的菩提心就是發的(father)菩提心 對不對？父續的
菩提心 那如果說歸彼不是講那個世俗的菩提心 不是
發的那個菩提心 那就是mother 母續的菩提心 那母
續的菩提心是什麼？是智慧菩提心 勝義菩提心 是究
竟的 是最終的證悟 所以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發現
英文也有這個意思呢！對不對？你發出來誓願的菩提
心 那叫發的father 什麼叫發的菩提心 諧音就是
father 對不對？
那勝義菩提心是不用發的 你根本發都不用發 那
個本來就在的 你發也好 不發也好 它都是在 你行
也好 不行也好 它都是在 那個就是媽的(mother)
我講的是英文 只是我英文不好 那天蓮紫上師才說因
為我們英文不好 所以才移民美國 師尊都這麼講啊！
師尊講祂當時唸大學 英文好的都沒有移民美國 因為
我們英文不好 mother 我們台灣人講英文誰在跟你強
調那個舌頭要吐出來？對不對？不小心就咬到舌頭 誰
願意？要到舌頭不小心就圓寂往生去了 所以我們直接
就媽的 你看 就是靠那個啊！你真正要解決 徹底究
竟的解決 當然要靠勝義菩提心 你單靠發出來的那個
菩提心是沒有用的 那個是對待幫助眾生的時候 可是
你幫助眾生 你發出來的菩提心之外 你還要教導眾生

■釋蓮耶上師開⽰

究竟的菩提心是什麼
也就是說除了慈悲的教導 慈悲的協助 還要教導
空慧 只有教導這個 你才能真正得到救度 才能真正
從可怕的牢籠裡面被有力的人士給救走 人家才能夠劫
獄 誰能劫獄？自己 其實都是自己 你要跳出輪迴這
個牢籠 要靠自己 只有自己證悟才有可能 你不證悟
根本沒有辦法 ︵完︶

提

＠錄自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四冊｜風中葉飛

我的師父清泉居士曾說...﹁離念之智 等虛空
界 ﹂是的 因為佛教之門 最為省耍 所為必須無
心 無心就無離念 為什麼呢？因為有心則不安 無
心則自樂 在此世界並無所求 對名利並無所要呵！
我本受持佛教淨土宗菩薩戒 自然要以慈悲為
心 事實上天性萬物皆有生命 雖祇是一隻小鳥
但 人何必以諸痛苦加於牠身上 但願人人能心存慈
悲 如此 自由自在 眾生皆自得其樂
大寶積經中有言：﹁莫生邪念 說如是說 我發
菩提心 我行菩提行 為大邪見 必須我不見有心發
向菩提 以不見心及菩提 得菩提果 ﹂所以 無可
得正果 無心乃是一切的根源 修心者的無上等正
覺
人生本無我 因我僅是客居這世界而已 一切所
為皆是虛幻 若能無心 慧眼即見 圓滿十方 見一
切佛剎 所以有人說：﹁心動則千差境起 心平則法
界坦然 ﹂
這次我從寺院歸來 小鳥給我的啟示莫大啊！這
不是一段因緣是什麼？假使我若有為而為 我的心豈
不是不安嗎？假如我是無心 我的本心已現 自能得
道 但願啊！在天地法輪常轉之際 一切眾生皆得生
命的正覺 悉皆成就

寺院歸來 踽踽獨行於田間小道；那是黃昏鐘聲
敲響之後 暮色的網撤下了 於是黃昏遂消杳 消杳
在暮色中
在田間小道 我突然看見一隻斷了翅的小鳥 斷
了翅的鳥再也不能在空中翩翔 因此牠哀鳴著 像述
說牠的可憐境遇 於是我伏下身手望著那血污沾滿的
斷翅 心中有莫明的哀傷 牠的眼神迷濛 牠的精神
萎靡 牠不能歸回溫暖的巢 這是誰的惡作劇呢？
我謹慎的抱起牠 回到萬家燈火的心村 幫牠洗
滌 塗紅藥水 給牠米飯和米糠 隔了幾天 牠漸漸
的康復了 再隔了幾天 牠沒有告別 就飛走了 牠
的走 我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已完成一件心願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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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般若藏
並沒有忘記開站時的承諾

(圖片僅供參考，禮品以實際為準/圖片僅供參考，
禮品以實際為准/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ctual gift shall prevail./Gambar didalam brosur hanya contoh,
jenis dan warna hadiah ditentukan oleh pihak penyelenggara.)

⽹站并没有忘记开站时，所对会员的

将由莲⽣活佛抽出幸运会员致赠礼

承诺之⼀

品。」，为履⾏这承诺，我们选订于2017年

真

佛般若藏⽹站在2017年2⽉12⽇开站
之⽇，曾经允诺加⼊会员后「会员

名单将加⼊莲⽣活佛主持之法会中受到加
持。」
这个承诺我们从开站后，⾄少圣尊莲
⽣活佛在〈台湾雷藏寺〉及美国〈彩虹雷
藏寺〉主持的法会，⽹站都为所有会员、
捐助⼈、义⼯及⼯作⼈员，报名法会，受
到师尊的加持。我们说到做到了。

⽹站并没有忘记开站时，所对会员的
承诺之⼆
真佛般若藏⽹站在2017年2⽉12⽇开站
之⽇，曾经许下第⼆个承诺：「会员名单

12⽉16⽇马来西亚法会当天，恭请圣尊莲⽣
活佛抽出幸运会员。
圣尊曾形容⽹站犹如⼀栋⾃⼰的⼤
楼，此次并亲赐「⼤楼主⼈奖」5项，本⽹
站则提供「⼤楼管理员奖」iPad 3个感谢各
界的⽀持，另尚有「⼤楼⾦主奖」由〈台
湾雷藏寺〉代表捐助⼈提供奖品，另承蒙
〈真佛宗〉8个长期推⼴师尊⽂集之单位共
襄盛举提供「⼤楼柱⼦奖」、另尚有「⼤

■文∕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網站並沒有忘記開站時，所對會員的
承諾之一

真

佛般若藏網站在2017年2月12日開站之
日，曾經允諾加入會員後「會員名單
將加入蓮生活佛主持之法會中受到加持。」
這個承諾我們從開站後，至少聖尊蓮生活佛
在〈臺灣雷藏寺〉及美國〈彩虹雷藏寺〉主
持的法會，網站都為所有會員、捐助人、義
工及工作人員，報名法會，受到師尊的加
持。我們說到做到了。

楼贵宾」奖。请⼤家尽速积极加⼊会员，
并屏息以待，看到时奖落谁家。
注：「⼤楼柱⼦奖」—宗委会⽂集推
⼴⼩组、台湾⼤灯、马来西亚⼤灯、印度
尼西亚⼤灯、美国⼤灯、真佛宗燃灯杂志
社、台湾真佛报、美国真佛报。

網站並沒有忘記開站時，所對會員的
承諾之二
真佛般若藏網站在2017年2月12日開站
之日，曾經許下第二個承諾：「會員名單將
由蓮生活佛抽出幸運會員致贈禮品。」，為

履行這承諾，我們選訂於2017年12月16日馬
來西亞法會當天，恭請聖尊蓮生活佛抽出幸
運會員。
聖尊曾形容網站猶如一棟自己的大樓，
此次並親賜「大樓主人獎」5項，本網站則
提供「大樓管理員獎」iPad 3個感謝各界的
支持，另尚有「大樓金主獎」由〈臺灣雷藏
寺〉代表捐助人提供獎品，另承蒙〈真佛
宗〉8個長期推廣師尊文集之單位共襄盛舉
提供「大樓柱子獎」、另尚有「大樓貴賓」
獎。請大家盡速積極加入會員，並屏息以
待，看到時獎落誰家。
注：「大樓柱子獎」—宗委會文集推廣
小組、臺灣大燈、馬來西亞大燈、印尼大
燈、美國大燈、真佛宗燃燈雜誌社、臺灣真
佛報、美國真佛報。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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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般若藏
並沒有忘記開站時的承諾

(圖片僅供參考，禮品以實際為準/圖片僅供參考，
禮品以實際為准/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ctual gift shall prevail./Gambar didalam brosur hanya contoh,
jenis dan warna hadiah ditentukan oleh pihak penyelenggara.)

⽹站并没有忘记开站时，所对会员的

将由莲⽣活佛抽出幸运会员致赠礼

承诺之⼀

品。」，为履⾏这承诺，我们选订于2017年

真

佛般若藏⽹站在2017年2⽉12⽇开站
之⽇，曾经允诺加⼊会员后「会员

名单将加⼊莲⽣活佛主持之法会中受到加
持。」
这个承诺我们从开站后，⾄少圣尊莲
⽣活佛在〈台湾雷藏寺〉及美国〈彩虹雷
藏寺〉主持的法会，⽹站都为所有会员、
捐助⼈、义⼯及⼯作⼈员，报名法会，受
到师尊的加持。我们说到做到了。

⽹站并没有忘记开站时，所对会员的
承诺之⼆
真佛般若藏⽹站在2017年2⽉12⽇开站
之⽇，曾经许下第⼆个承诺：「会员名单

12⽉16⽇马来西亚法会当天，恭请圣尊莲⽣
活佛抽出幸运会员。
圣尊曾形容⽹站犹如⼀栋⾃⼰的⼤
楼，此次并亲赐「⼤楼主⼈奖」5项，本⽹
站则提供「⼤楼管理员奖」iPad 3个感谢各
界的⽀持，另尚有「⼤楼⾦主奖」由〈台
湾雷藏寺〉代表捐助⼈提供奖品，另承蒙
〈真佛宗〉8个长期推⼴师尊⽂集之单位共
襄盛举提供「⼤楼柱⼦奖」、另尚有「⼤

■文∕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網站並沒有忘記開站時，所對會員的
承諾之一

真

佛般若藏網站在2017年2月12日開站之
日，曾經允諾加入會員後「會員名單
將加入蓮生活佛主持之法會中受到加持。」
這個承諾我們從開站後，至少聖尊蓮生活佛
在〈臺灣雷藏寺〉及美國〈彩虹雷藏寺〉主
持的法會，網站都為所有會員、捐助人、義
工及工作人員，報名法會，受到師尊的加
持。我們說到做到了。

楼贵宾」奖。请⼤家尽速积极加⼊会员，
并屏息以待，看到时奖落谁家。
注：「⼤楼柱⼦奖」—宗委会⽂集推
⼴⼩组、台湾⼤灯、马来西亚⼤灯、印度
尼西亚⼤灯、美国⼤灯、真佛宗燃灯杂志
社、台湾真佛报、美国真佛报。

網站並沒有忘記開站時，所對會員的
承諾之二
真佛般若藏網站在2017年2月12日開站
之日，曾經許下第二個承諾：「會員名單將
由蓮生活佛抽出幸運會員致贈禮品。」，為

履行這承諾，我們選訂於2017年12月16日馬
來西亞法會當天，恭請聖尊蓮生活佛抽出幸
運會員。
聖尊曾形容網站猶如一棟自己的大樓，
此次並親賜「大樓主人獎」5項，本網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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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s ini tidak pernah melupakan
salah satu janji yang pernah
diucapkan kepada semua member
ketika situs ini didirikan.

K

etika didirikan pada tanggal 12 Februari
tahun 2017, situs Tbboyeh pernah
berjanji bakal memasukkan daftar member bagi
‘semua yang telah mendaftar di situs ini untuk
diberikan adisthana di Upacara Dharma
Dharmaraja Liansheng’. Sejak situs ini berdiri,
berkenaan janji ini paling tidak pada Upacara
Dharma yang dipimpin langsung oleh Yang
Mulia Dharmaraja Liansheng di Vihara
Vajragarbha Taiwan dan Vihara Vajragarba
Caihong Seattle, semua nama member, para
donatur, sukarelawan beserta staf situs ini, telah
didaftarkan ke Upacara Dharma oleh pihak situs
untuk mendapatkan adisthana dari Mahaguru.
Kiranya kami telah menepati janji yang pernah
diucapkan.

Situs ini tidak pernah melupakan
janji yang pernah diucapkan
kepada semua member ketika situs
ini didirikan.

(

Janji kedua)Ketika didirikan pada tanggal 12
Februari tahun 2017, situs TBBOYEH.org
pernah mengucapkan janji kedua yakni:
“nama-nama anggota situs ini akan diundi dan
bagi yang beruntung akan mendapatkan hadiah
undian yang dicabut langsung oleh Dharmaraja
Liansheng”,untuk menepati janji ini maka kami

menetapkan pada tanggal 16 Desember 2017
bertempat di Upacara Dharma Malaysia,
dengan hormat memohon Mahaguru
Dharmaraja Liansheng untuk mencabut undian
berhadiah bagi anggota yang beruntung.
Mahaguru pernah mengilustrasikan situs
ini seperti gedung besar milik sendiri,
pada kesempatan ini Mahaguru secara
pribadi akan menganugerahkan 5 item
sebagai hadiah untuk kategori “Empunya
Gedung”, sementara pihak situs akan
menyediakan hadiah 3 unit iPad untuk
kategori “Pengurus Gedung” untuk
berterimakasih atas semua dukungan yang
diberikan, selain itu ada pula
hadiahuntuk kategori “Donatur Gedung”,
hadiah ini disediakan Vihara
Vajragarbha Taiwan sebagai perwakilan
donatur, kemudian 8 organisasi
Zhenfozong yang selama ini mendorong
penyebaran karya tulis Mahaguru juga
akan turut berpartisipasi menyediakan
hadiah untuk kategori “Pilar Gedung”,
dan masih ada pula hadiah untuk
kategori “Tamu Agung Gedung”.Untuk
itu marilah semuanya berbondong-bondong
mendaftar menjadi anggota situs ini,
dan nantikanlah pemenang undian
berhadiahnya.
N.B: Hadiah kategori “Pilar
Gedung” disponsori oleh: Tim TBF
Bidang Promosi Karya Tulis Mahaguru,
Daden Taiwan, Daden Malaysia, Budaya
Daden Indonesia, Daden USA, Majalah
Ran-deng Zhenfozong, True Buddha News

Promises Made, Promises Keep
– First of the Two

A

pledge made by TBBOYEH.org to
the members during our inauguration

on February 12, 2017. We promised to
register our members to the ceremonies
executes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for
his blessing.
Thereafter, we entered the lists of
members, sponsor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to the ceremonies in Taiwan Lei
Tsang Temple, Ling Shen Ching Tze Temple
U.S. Rainbow Temple U.S. and others to
receive Root Guru’s blessings.We made the
pledge and we accomplished.

Promises Made, Promises Keep
– The Second

A

second pledge was made by

sheng to perform the drawing.
Root Guru has described
TBBOYEH.org website as a building
of his own. His Holiness
personally grants five items for
"Site Host Award". TBBOYEH.org
will provide 3 iPad for the "Site
Administrator Award" to thanks all
our supporters. Taiwan Lei Tsang
Temple in represents of the donors,
supply a prize for "Site Donor
Award". In addition, thanks to the
eight long-term supporters of
divisions of True Buddha School
g i f t e d t h e “S i t e S u p p o r t e r
Award”. There is also the "Site
VIP Award”.
Please join the membership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hold your
breath to see who will be the lucky
winners.

T B B O Y E H . o rg t o t h e m e m b e r s

during our inauguration on February 12,

*

2017. We promised a raffle gifts for our

provided by:

members which Root Guru to draw the

“S i t e S u p p o r t e r Aw a r d” a r e

TBF Promotion Team for Grand

names of lucky members.

Master's Books, Taiwan Daden Culture,

To fulfill this promise, we decided
to hold the raffle on December 16,
2017 at the Mahottara Heruka
Uncommon Practice ceremony in
Malaysia. We sincerely invited
Root Guru, Living Buddha Lian-

Malaysia Daden Culture, Indonesia Daden
Culture, US Daden Culture, TBS
Enlightenment Magazine, Taiwan True
Buddha News, US True Buddh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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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迴遮母 是千手千面千眼千足
原是不二熾燃具萬種相的寬廣大白
母 主宰了三界中圍的一切眾生
佛母有大威力 能放光明覆蓋一切
眾生 以大白傘為三昧耶形 故名
﹁大白傘蓋佛母﹂
師尊示範手印 ﹁大白傘蓋佛
母﹂種子字是﹁嗡﹂字 嗡是宇
宙 ﹁大白傘蓋佛母﹂的威力 能
使所有的怨敵自行退散 天魔邪魔
退散 並摧毀一切的降頭詛咒 有
兩本經典：︻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
經︼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
經︼
修﹁大白傘蓋佛母﹂的好處是
有鬼或不好的東西附在你身上 祂
會覆蓋你 所有的魑魅魍魎都會退
散 所有的降頭都不受影響 又唸
﹃迴遮咒﹄ 誰來欺負你 欺負你
的人中招更厲害 這尊很重要
蓮生活佛繼續講授︽道果︾：
其亦為由資糧道之果 加行道煖相
智之心初住為始 至究竟道十二地
半之間 隨生各種現分皆屬覺受現
分
在開始禪定時還是由資糧道開
始修 ︿慈濟﹀在修的就是資糧
道
加行道有四種加行：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發菩提心 心剛

﹁究竟實相善逝﹂：到究竟道
成就已經證得十二地半 得到很好
的歸宿 自在的去
蓮生活佛舉證××在一九九七
年做瑪哈嘎拉護摩 本尊下降跟×
×簽結盟合約書 內容是﹁恆常護
持 利益眾生 承辦佛事 一切成
就 ﹂很正面的十六個字 但很諷
刺的是：××離開︿真佛宗﹀ 利
益自己 承辦鬼事 把自己和所有
的人帶到三惡道
瑪哈嘎啦說五種不能修行的
人 ××每一條都犯 其中有一條
﹁無悔的人不能修行﹂ ××面見
師尊講要獨立 釋蓮悅上師請她跟
師尊懺悔 ××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要懺悔 ﹂
××不但自己沒有供養師尊
還將中國的同門和舊金山同門供養
師尊的供養金 全部私吞 歷年來
一直詛咒自己的師父什麼時候會往
生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這樣
還不懺悔 ××自己跟同門開示解
釋了：﹁不懺悔的人不能修行 ﹂
開示完 大眾抱以熱烈掌聲
感恩蓮生活佛的寶貴開示 最後
蓮生活佛慈悲為大眾賜授﹁大白傘
蓋佛母法﹂灌頂 護摩法會圓滿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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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三
時許 蓮生活佛 盧勝彥法王
於︿彩虹雷藏寺﹀主持﹁大白傘蓋
佛母護摩大法會﹂暨講授︽道
果︾ 蓮生活佛首先佈達下星期天
十月一日下午三點是﹁金剛亥母護
摩法會﹂ 多傑帕母的種子字是
﹁棒﹂字 手印跟瑤池金母一樣
咒語是：﹁嗡 多傑帕母 吽呸
梭哈 ﹂
今天稱﹁大白傘蓋迴遮母﹂多
加三個字﹁迴遮母﹂ 短咒又叫
﹃堅甲咒﹄：﹁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介紹大白傘蓋佛母的根源
有兩個傳說 及什麼叫做﹁迴
遮﹂ ﹃迴遮咒﹄有很大的power
你用多大的力攻擊 反擊的力量就
多大 ﹁大白傘蓋迴遮母﹂的﹃迴
遮咒﹄：﹁哈梭 呢吽 媽媽
吽 ﹂﹁大白傘蓋佛母﹂是由釋迦
牟尼佛無上頂的光明所化身的大佛
母
接著介紹法相：﹁大白傘蓋佛
母﹂形象有一面二臂 三面六臂
以及千面千臂等多種 一面二臂三
目的﹁大白傘蓋佛母﹂ 身色潔
白 左手持傘蓋 右手施願印 佛
母跏跌坐於蓮花法座上
﹁大白傘蓋佛母﹂為金剛頂髻

開始專一 一直到究竟道︵成
就︶ 菩薩有十地 到十一地就是
佛 究竟道有十二地半 十三地就
是毗盧遮那佛 每個地都有特別的
覺受 所以才以覺受分出祂的層
次
清淨現分所依的四種清淨：
﹁外形相善逝﹂：﹁善逝﹂的
意思是﹁好去﹂ 也就是自在的圓
寂 自在的離開娑婆世界就是善
逝 像蓮嶝上師得肺癌 全身插
管 仍每天很安定 認真的禪定修
行 很了不起 這種力量才能成就
華光佛 只有清淨的人才沒有妄
念
﹁內密咒善逝﹂：以自己本身
的修行功夫 以自己本身的咒 和
內心五輪 七輪的秘密 安靜很好
的離開
﹁密灌善逝者﹂：密灌就是三
灌︵觸灌︶ 雙運的時候善逝 行
者兩人的氣跟氣相通 脈跟脈是相
通的 明點跟明點是相通的 當兩
人在密灌 在循環時會產生光明
氣 脈 明點是相通的 因為一直
在循環 光明顯現出來 放出很大
的光 兩個人一起化為虹光消失
掉 修雙運必須具足的兩個條件：
無漏和懂得空性 否則就要下地
獄

「大白傘蓋佛母」
為㈮剛頂髻大迴遮母，

是千手千面千眼千足，
原是不㆓熾燃具萬種相的寬廣大白母，

主宰了㆔界㆗圍的㆒切眾生。
■文∕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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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清淨現分所依的四種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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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像蓮嶝上師得肺癌 全身插
管 仍每天很安定 認真的禪定修
行 很了不起 這種力量才能成就
華光佛 只有清淨的人才沒有妄
念
﹁內密咒善逝﹂：以自己本身
的修行功夫 以自己本身的咒 和
內心五輪 七輪的秘密 安靜很好
的離開
﹁密灌善逝者﹂：密灌就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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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修雙運必須具足的兩個條件：
無漏和懂得空性 否則就要下地
獄

「大白傘蓋佛母」
為㈮剛頂髻大迴遮母，

是千手千面千眼千足，
原是不㆓熾燃具萬種相的寬廣大白母，

主宰了㆔界㆗圍的㆒切眾生。
■文∕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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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如鳳老菩薩往生記
實修實證的佛法，
真佛密法的殊勝。

■文∕雪梨嚴山雷藏寺

澳

洲雪梨︿嚴山雷藏寺﹀今年八
月再次邀請到釋蓮鳴金剛上師
和釋蓮熅金剛上師蒞臨弘法 在上
師到臨前一個星期 佛堂的一位老
菩薩胡如鳳師姐正當願滿還鄉 往
生佛國之際 林理事長馬上第一時
間傳真西雅圖祈求師尊接引 另外
亦發短訊兩位上師 祈求到臨弘法
期間 能夠到殯儀館超度接引亡
者 幾經接洽 上師終於慈悲答
應 事後超度火化後得到了非常多
的舍利子！非常殊勝！
一直以來均見聞釋蓮鳴上師的
超度得力 超度亡者往生佛國火化
後得出舍利子的傳奇故事 今次剛
巧佛緣具足 老菩薩師姐滿願捨
報 林理事長馬上聯絡上釋蓮鳴上
師 祈求幫助
緣由是老菩薩在寺內服務很多
年了 每次法會都一定會來幫忙做
義工 她有兩個子女 秀文師姐和
向東師兄 均是非常的孝順 老菩
薩往生前兩個月 秀文師姐自己辭

單的體力
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釋蓮鳴上
師和釋蓮熅上師 在﹁梁皇寶懺﹂
期間都是不能好好的睡眠 也就是
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好好睡眠了
而且現在剛剛飛了九個小時 一下
飛機又馬上去殯儀館作超度 心想
真的是辛苦上師了 難怪上師說在
弘法期間不做私人白事 但是即使
如此 兩位上師都是一直笑臉迎
人 弘法期間都是精神飽滿 神清
氣足的感覺 完全沒有坐長途飛機
的睏意
我們到殯儀館中的一個禮堂
當中老菩薩在一個用窗簾幕間隔開
來的小房間之中 上師先用大悲咒
水灑淨和結界 再放金剛沙和預先
準備好的陀羅尼被等等
上師再以﹁中陰聞教救度密
法﹂ 一直輕輕的為亡者訴說著要
注意的事項 上師一共反覆說了
三 四遍 之後但見上師開始作超
度

去了所有工作 與醫院商量接她母
親回家休養 師姐每天陪母親一起
唸﹃上師心咒﹄ 一心祈求師尊接
引她回摩訶雙蓮池
在黃金八小時的時候 她們姐
弟更是以輪流的形式唸了十二個小
時之久！
師姐的孝順和發心感動了理事
長 所以請求著上師慈悲到殯儀館
做﹁中陰聞教救度密法﹂接引 當
上師得知孩子都是非常孝順的佛弟
子同門時 上師便答應下來了 釋
蓮鳴上師說最尊敬孝順的人 能夠
利益對方的事情 加上對方又是孝
子 實在理應幫忙才是
聽聞兩位上師剛剛在一個月內
帶領了三部︽梁皇寶懺︾ 結懺後
第二天便馬不停蹄的飛來澳洲雪梨
弘法 從大馬飛來雪梨差不多要九
個小時 上師一路上又沒有睡 才
剛剛下飛機便和亡者家屬見面 上
師們先到雷藏寺禮佛和祝禱 之後
便直接去殯儀館作超度！真是不簡

上師回程路上完全沒有談到超
度的事情 只是說了一句﹁很
好﹂ 家人忍不住問上師 佛菩薩
有沒有來接引？上師才回答說：
﹁剛才大準提佛母有出現 是有接
引了 是很好 ﹂正當家屬聽得很
安心 正打算再繼續問下去時 上
師卻說：﹁等待明天我們一起去火
葬場撿金的時候 就知道了 現在
多說見到什麼 並沒有益處 ﹂
其實想想也是對的 常常聽到
很多人說法會見到什麼 或聽到什
麼靈示 我們是不知道真假 很多
時候都只有你見到或聽到而已 我
們其實並不知道 以超度來說 見
到真實的舍利子 才是對家屬最好
的證明及安慰吧！不然再多說見到
什麼 其實並沒有什麼益處 第二
天 我們去了殯儀館火葬場旁邊的
一間小房間 白色的桌子在一旁的
角落中 上面是銀色的鐵盤盛著經
過了一千兩百度高熱火化後 純白
潔淨的骨灰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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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 上師一路上又沒有睡 才
剛剛下飛機便和亡者家屬見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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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直接去殯儀館作超度！真是不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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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事情 只是說了一句﹁很
好﹂ 家人忍不住問上師 佛菩薩
有沒有來接引？上師才回答說：
﹁剛才大準提佛母有出現 是有接
引了 是很好 ﹂正當家屬聽得很
安心 正打算再繼續問下去時 上
師卻說：﹁等待明天我們一起去火
葬場撿金的時候 就知道了 現在
多說見到什麼 並沒有益處 ﹂
其實想想也是對的 常常聽到
很多人說法會見到什麼 或聽到什
麼靈示 我們是不知道真假 很多
時候都只有你見到或聽到而已 我
們其實並不知道 以超度來說 見
到真實的舍利子 才是對家屬最好
的證明及安慰吧！不然再多說見到
什麼 其實並沒有什麼益處 第二
天 我們去了殯儀館火葬場旁邊的
一間小房間 白色的桌子在一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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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上師很有經驗 上師把桌
子搬到房間的正中央 兩位上師一
人一邊坐下來 戴上口罩和手套
手拿撿金的工具 二話不說馬上便
動手找起來了 我們在旁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兩位
上師就是一直一粒一粒的在我們的
面前找到！每一粒都是圓圓的 而
且每一粒都是非常堅硬打不破的！
我們有嘗試用手用力壓它 用
鐵工具來壓它 的確就是不破 但
是其他普通的骨頭 不必用工具
我只是用單手便可以壓碎了 我們
問上師為什麼我們都沒有找到圓圓
的 但是上師們卻一直找到呢？上
師微笑的說：﹁平日在殯儀館找多
了 就能找得到了 ﹂ 想必這就
是經驗吧 殯儀館給我們的時間只
有一個小時 從進去到收拾清潔
所以時間其實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
還是找到一大袋的舍利子！很是殊
勝！我們問上師 是不是每一位亡
者 只要同門幫忙寫信去祈求超度

加持接引 不管是誰作超度 都一
定會有舍利子呢？上師微笑說：
﹁不知道 不要問這種問題 ﹂
我們人身上有大約二百塊骨
頭 卻沒有任何一塊是這樣的形狀
的 但是這些舍利子是我們在場親
眼目睹 從亡者的骨灰中撿出來
的 非常真實 這個舍利子有就是
有 沒有就是沒有 超度有沒有得
力 這個騙不了人！這真的是︿真
佛密法﹀的殊勝！我們很榮幸有這
樣殊勝的師父！有這麼一批優秀的
弘法上師！
看著每一粒圓圓堅硬的舍利
子 家人由本來的傷感 也慢慢的
轉變成歡喜的釋懷了 知道母親真
正的解脫了 往生到佛國淨土了！
感恩師尊！再次感恩兩位上師的慈
悲！這兩位實修的上師再一次證明
了師尊的︿真佛密法﹀的殊勝！如
同釋蓮鳴上師所說：﹁只有生死大
事 才是真正的大事 而︿真佛密
法﹀就是能夠渡過生死大海 真正

的佛法 而師尊 就是阿彌陀佛
所謂佛法大海 唯信能入 ﹂
這個世界上 什麼都能等待
就唯有孝順父母不能等待 而最大
的孝順 就是能夠把父母的慧命
得到靈性上的解脫 如此才是佛教
徒真正的大孝 我相信 文章中的
秀文師姐和向東師兄 是真的做到
了 胡如鳳老菩薩 大半個世紀的
辛勞 如今是跟隨師尊的腳步 功
德圓滿 回歸佛國淨土了

55

方壬癸水 五撒中央戊己土 天靈
靈 地靈靈 我做生基 吉祥來臨
﹂之後 聖尊指示焚化金紙於穴
中
在儀式過程中 聖尊開示：﹁
黏土沒有氣的 也不能是沙土 沙
土也不會有氣 要抓一把 再鬆開
但是黏住了 那才是有氣的 才
有地氣在裡面 這土的顏色非常的
漂亮 這非常的好 如果挖下去是
泥巴 那不是好的 挖下去是沙
也不是好的 沙就是沒有氣 泥巴
是本身把氣擋住﹂
鋪沙後 法師們將上萬弟子的
生基物置入穴中 聖尊並帶領大眾
高唱：﹁良辰吉日
大進大發！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啊！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啊！
良辰吉日 大進大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啊﹂大家一
起喊發啦！現場喜悅
的氣氛升到最高點
生基儀式在聖尊的主
持下一切吉祥 如意
圓滿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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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填土覆穴

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 聖尊佛
駕西雅圖︿彩虹雷藏寺﹀ 慈
悲為大眾主持生基儀式
生基儀式正式開始時 聖尊先
上香：﹁拜請八卦祖師伏羲 文王
周公 孔子 雲夢山鬼谷先生
天圓地方 律令九章 我做生基
一切吉祥！祈請九天玄女黃石
公 陰陽只在轉轉通 陽從右邊
轉轉來 陰從左邊轉轉通 有人
識得陰陽法 何愁大地不相逢！
﹂接著 聖尊手拿羅盤：﹁手拿羅
庚八卦神 一切正神駕來臨 祈請
清淨 一撒東方甲乙木 二撒西方
庚辛金 三撒南方丙丁火 四撒北

生基物置入穴中

清淨穴場

■文∕燃燈雜誌整理

▲

聖尊蓮生活佛於
2017
9/24〈彩虹雷藏寺〉
主持 2017 生基儀式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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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㈨屆

真佛㊪㊞尼全國密營

在

聖尊蓮生活佛加持下 未受峇
里島阿貢︵Agung︶火山恐將爆
發之報導影響 般若密營如期於二○
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開幕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
四日於峇里島舉辦之﹁第九屆真佛宗
印尼全國密營﹂ 於開幕前因峇里島
阿貢︵Agung︶火山活動加劇 警戒
等級升至最高的報導 引發一陣恐
慌 由於舉辦全國密營的的位置在峇
里島南端Denpasar之南 距離東北角
之阿貢火山有七十五公里之遙︵附圖
一︶ 與火山爆發影響區域在半徑
九｜十二公里範圍內 相距甚遠 理
論上影響甚小
加上受邀之釋蓮滿上師與釋蓮傳
上師離美赴印尼之前 將火山新聞稟
告師尊後 經師尊加持︵附圖二︶
主辦單位更堅定地如期舉辦的信心
般若密營開幕當日 峇里島阿貢
火山已趨平靜 可由次日請原撤離的
難民返回工作崗位的呼籲報導證之
由於峇里島是觀光區 火山即將
爆發的新聞報導 導致遊客銳減 萬
人撤退也導致無人工作 當地居民相
當憂心 而峇里島阿貢火山在密營開
幕當日活動就沒有日前劇烈 依據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9
/30/n9685171.htm報導 政府呼籲撤

退難民返回工作崗位的消息 即可知
阿貢火山已趨平靜的事實
般若密營舉辦三場法會迴向後
因火山帶蘇門答臘島北部的錫納朋火
山︵Sinabung Valcano︶噴發 或許
因此峇里島阿貢火山內熱氣消減 此
後就無阿貢火山爆發的訊息
此次為期三天﹁印尼般若密營﹂
的課程 包括了由三位上師︵釋蓮滿
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蓮悅上師︶主
壇的三場﹁長壽佛 白度母 尊勝佛
母息災增益超度法會﹂ 三位上師在
法會中 分別特別迴向阿貢火山能大
事化小 小事化無 法會儀式經由現
場翻譯 除了獲得當地居民的感謝
外 奇妙的事發生了 就在第三場法
會結束後的下午 火山帶蘇門答臘島
北 部 的 錫 納 朋 火 山 ︵ Sinabung
Valcano︶噴發︵附圖三︶ 該火山
地處偏遠山區波及較小 卻因而讓位
於同一個火山帶上的阿貢火山︵附圖
四︶就此平息了
此次﹁印尼全國真佛密營﹂ 舉
辦地區峇里島 原本劇烈活動即將爆
發的火山 先有師尊加持 後有三場
︿真佛密法﹀儀軌的法會誦經持咒迴
向 竟神奇的由動轉靜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蓮生活佛的加持力 ︿真
佛密法﹀的殊勝 是真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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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的新聞報導 導致遊客銳減 萬
人撤退也導致無人工作 當地居民相
當憂心 而峇里島阿貢火山在密營開
幕當日活動就沒有日前劇烈 依據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9
/30/n9685171.htm報導 政府呼籲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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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火山帶蘇門答臘島北部的錫納朋火
山︵Sinabung Valcano︶噴發 或許
因此峇里島阿貢火山內熱氣消減 此
後就無阿貢火山爆發的訊息
此次為期三天﹁印尼般若密營﹂
的課程 包括了由三位上師︵釋蓮滿
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蓮悅上師︶主
壇的三場﹁長壽佛 白度母 尊勝佛
母息災增益超度法會﹂ 三位上師在
法會中 分別特別迴向阿貢火山能大
事化小 小事化無 法會儀式經由現
場翻譯 除了獲得當地居民的感謝
外 奇妙的事發生了 就在第三場法
會結束後的下午 火山帶蘇門答臘島
北 部 的 錫 納 朋 火 山 ︵ Sinabung
Valcano︶噴發︵附圖三︶ 該火山
地處偏遠山區波及較小 卻因而讓位
於同一個火山帶上的阿貢火山︵附圖
四︶就此平息了
此次﹁印尼全國真佛密營﹂ 舉
辦地區峇里島 原本劇烈活動即將爆
發的火山 先有師尊加持 後有三場
︿真佛密法﹀儀軌的法會誦經持咒迴
向 竟神奇的由動轉靜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蓮生活佛的加持力 ︿真
佛密法﹀的殊勝 是真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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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圓圓，人團圓，
吉祥天母來降臨，
靈示解答曉天下
■文∕西雅圖雷藏寺

當

夜幕漸漸低垂 西雅圖的天
際 就高高掛起一輪皎潔清涼
的明月 中秋節的月亮 除了讓人
懷鄉思親外 還有更多團圓的喜
悅 今年如往年般 來自各地的弟
子 都回到祖廟與師尊 師母一起
歡度中秋佳節 中秋節當晚的晚餐
後 大家開心愉悅的情緒高漲 紛
紛獻藝表演供佛 現場不斷傳來掌
聲與歡笑聲 在這般秋涼如水的夜
晚 更顯真佛大家庭和樂的溫馨

師尊 師母在稍做休息後 於
八點半左右 雙雙抵達祖廟的大
殿 接著 大家最期待 眾所矚目
的﹁神桌問事﹂即將開壇 師尊一
開始先在可以旋轉的圓桌上畫上指
標箭頭 調整左右兩邊的﹁是﹂和
﹁否﹂答案紙 再用金紙燃火畫
圈 口唸﹃清淨咒﹄清淨圓桌 清
淨後 師尊持唸﹃六甲神總咒﹄召
請﹁六甲神將﹂ ﹁六丁神兵﹂降
臨 神桌就在師尊口唸﹁天靈靈
地靈靈 請你八月十五來就神﹂之
下 緩緩的開始轉動 師尊也當場
宣布降壇的是﹁大吉祥天母﹂ 在
場的弟子無不讚歎報以熱烈的掌
聲
許多同門踴躍的發問世界的國
家大事 或是各地的經濟走向 來
自世界各地的同門 有的歡呼 有
的感嘆 正所謂的幾家歡樂 幾家
愁 問完天下大事之後 由紐約的
釋蓮者上師接棒 讓同門發問私人
問題 師尊 師母還特別準備了許
多中秋月餅讓大家大快朵頤一番
吃著月餅 配著月亮 任月光晚風
快意的灑在身上 如此這般的中秋
夜晚 佛菩薩降臨 與師尊 師母
同樂 人生如此 夫復何求！

59

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
出席西雅圖雙十國慶酒會
■文∕西雅圖雷藏寺

欣

逢中華民國一年一度雙十國
慶 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師
母 蓮香上師提前於國曆十月五日當
晚 應︿中華民國駐西雅圖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邀請 聯袂出席在
︿喜來登大飯店﹀宴會廳舉辦之國慶
酒會 隨行的亦有︿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董事長｜盧佛青博士與眾上師
法師及同門 恭逢其盛 共享欣榮！
舞獅開場後 聖尊 蓮生法王親
自將象徵喜慶滿滿的紅包 賜福給舞
獅團 為中華民國的國運取得吉祥亨
通 鴻圖大展的好兆頭！
酒會現場有多位大西雅圖區的官
員到場致賀詞表示：台灣與西雅圖這
些年來 在姐妹市的締造 官方與非
官方的組織 文化 經濟的互動 政

商合作等積極而正面的交流等 在各
僑務委員與諸位優秀的政商代表努力
支持之下有了長足的進展 也使得台
灣 西城雙方在經貿文化各方面都有
了更新穎 穩固而健全的發展 這是
各界一直努力的方向與期許！
國慶酒會上各界政要雲集 多位
華盛頓州的僑界領袖與州政府官員
一一前來與 蓮生法王盧勝彥握手致
意並與師尊 師母 盧佛青博士合影
留念 可見法王在弘法之餘 更教導
弟子們不忘行善布施 利益人群 回
饋社會 報答國恩等義務與善行 在
在顯示蓮生法王及︿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的種種善舉 備受各界的肯定與
推崇！
此次國慶酒會重要貴賓包括：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姚
金祥處長伉儷及僑務顧問謝明芳師
姐 麥顯輝師傅及多位僑團政要等
大家一同向中華民國祝賀﹁國誕快
樂！﹂ 最後也至誠的祝福 祈願中
華民國國運興旺昌隆 人民安居樂
業！
法王蓮生活佛 盧勝彥謹此率全
體︿真佛宗﹀五百萬眾弟子 恭祝中
華民國 國泰民安 五穀豐收 風調
雨順 政通人和 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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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嗡法師

開的餐館洗碗 大廚是印度人 二廚
是巴基斯坦人 女侍者從孟加拉國來
的 人很開朗 老闆經常與她開玩
笑 晚上忙的時候 老闆很開心；沒
有客人時 老闆會像關在籠子裡的獅
子煩躁不安 這時每個人都要小心
不敢隨便說笑 老闆因此特意學了中
文﹁發瘋！﹂兩個字 餐館裡每個人
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有時 侍者不
高興了也指著老闆背影說：﹁發
瘋！﹂
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給炭包卸
車 由於印度餐館做烤餅 所以炭的
消耗量很大 每包炭大約二十 三十
斤重 送貨員將炭包扔過來 我必須
接好後馬上擺放整齊 初時 我被砸
得直不起腰 照一照鏡子 我也變成
印度人的模樣了！噢 也是一種相應
吧？
我的工資是每小時三 五元澳
幣 違反當地的法律規定 但為了生
存不得不做 有些同學問我：你怎麼
經常吃咖哩？其實是我身上帶著印度
餐館的味道罷了 許多年後 每當想
起這段往事 總是忍俊不禁 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
一九九○年前後 約四萬個中國
留學生幾乎同時來到澳大利亞 這樣
就使得本來經濟不景氣的澳洲 要找

澳

大利亞地大物博 位居南半球
地帶 面積排名世界第六位
約為台灣之二百一十七倍大 四季氣
候恰與半球之台灣相反 海岸線綿延
總計三萬七千公里 橫跨南太平洋及
印度洋 是世界最大的島國
澳洲係自由民主國家 奉英國女
王為國家元首 以總督為其代表 全
國人口逾一千九百萬 絕大多數為歐
裔白人 由於推行多元文化政策 近
年來亞洲各國移民日增 故國語 廣
東話等亦頗流行
澳洲對合法的宗教活動採包容態
度 一般的宗教計有：基督教 天主
教 猶太教 回教和佛教 大約百分
之七十五的澳洲人為基督教徒 壯麗
的自然景觀與特殊的風土民情 踏上
這片土地令人讚歎不已 這裡就是我
所熟悉的 澳大利亞
一九九○年五月 我辭別了雙
親 辭掉銀行的金飯碗 離開中國大
陸 獨自踏上前往澳大利亞的留學之
路 那一年我二十八歲 這是我第一
次出遠門 沒想到一去就離家萬里以
外 幸運的是有朋友在悉尼機場接
我 後來我才知道 有一個同班同
學 他的第一晚是在公園度過的 因
為事先約好的學校沒來接機
朋友將住處和行李安頓好 馬上

一份工作更加困難 街上隨處可以看
見背著雙肩包 腳穿旅遊鞋的留學生
在挨家詢問工作 有的工廠門口甚至
用中文寫著﹁沒有工作﹂的字樣 使
人望而卻步
這一段時間 是我比較徬徨 苦
悶的時期 生活上的壓力 身份問題
(居留) 身邊的朋友不斷回國；但我
覺得自己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也沒有
解決居留問題 就這樣回去是不行
的
種種際遇 使我開始認識到：人
是有命運的！明明有些事可以辦成
卻怎麼努力就是不行 我於是在閑暇
時去圖書館翻閱有關命運的書籍 我
讀了大量關於命理的書 還去找人算
命看相 就是在圖書館 我第一次看
到師尊的書 連續讀了很多本 也找
到同修的地方參加同修 半信半疑
的
一個周末的晚上 一位越南華僑
約我去算命 我們三個人開車去到算
命的人家裡面 那位男士先給我的兩
位朋友算命 約十五分鐘後給我算
我看到他的臉色陰沉 他沉默了兩分
鐘後說：﹁對不起先生 我不能為你
算！﹂我問他為什麼？我會給錢的
他說：﹁不是錢的問題！﹂我再三追
問有些生氣 最後他問我：﹁你信什

把我帶到唐人街 然後就開車走了
要我自己回住處 笑稱：鍛鍊我一
下 第二天 我被鳥兒的歌聲叫醒
感覺空氣好新鮮 躺在床上回想起昨
天 當飛機降落在墨爾本時 眼前的
白雲真是太美了 好像童話世界一
般 中飯的主菜是一條帶魚 我從沒
見過這麼漂亮的帶魚 全身像是白銀
鍍過沒有一絲破損 在中國大陸這麼
美的魚 可能只有動物園才會有吧
兩星期後 我看中文報紙 搬家
和五 六個留學生住在一起 全部是
從中國大陸來的 在異國他鄉總有說
不完的話 晚上是最熱鬧和最快樂的
時光 當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到住
處 有同學給我端來熱騰騰的飯菜
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家 他／她們會坐
下來關心我今天找工作的情況和可能
遇到的問題 大家在一起交流找工作
的經驗 技巧等 畢竟每一個人都有
或多或少的語言障礙
女同學會遇到騷擾的煩惱 但是
經過幾次就具備了應對的經驗 我雖
然讀過三年外國語學院 但是當地澳
洲人用的俚語很多 一時還不適應
及時請教學校的老師後 加上自己的
努力 慢慢可以和澳洲人進行簡單交
流
我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印度人

麼宗教嗎？﹂我告訴他 我信︿真佛
宗﹀(密教) 他說：﹁你信的這個教
力量太大了 我不敢給你算 ﹂我當
時並沒有認同他說的話 還以為他隨
便用什麼來唐塞罷了！
多年後 我回憶起這件事情時
才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 我認為事實
應該是：那一天算命的人是用靈來算
的 也就是耳報法 因為當時我已經
皈依師尊 並且身上帶著一張師尊的
法相 所以算命仙的靈無法上身 這
個經驗再次說明 ︿真佛密法﹀是殊
勝無比的真實佛法 師尊是大成就
者！
由於澳洲國內市場非常有限 加
上經濟不好 所以我們這四萬名學生
如果全部留下來 將會給澳洲造成很
大的衝擊 澳洲政府也是非常的為
難 因為經過計算 這批留學生將給
澳洲帶來三十萬移民 福利系統無法
承受；但我們又是受過教育比較年輕
的守法消費者 比較其它民族的移民
有優勢
正在左右為難之時 朋友給我介
紹了一個越南女朋友 如果結婚就可
以解決居留難題 無計可施下 我與
那位女孩見了面 她很年輕 單純
根本不了解華人 一直生活在越南華
人的圈子裡 除了對未來生活的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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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地

■文∕釋蓮嗡法師

開的餐館洗碗 大廚是印度人 二廚
是巴基斯坦人 女侍者從孟加拉國來
的 人很開朗 老闆經常與她開玩
笑 晚上忙的時候 老闆很開心；沒
有客人時 老闆會像關在籠子裡的獅
子煩躁不安 這時每個人都要小心
不敢隨便說笑 老闆因此特意學了中
文﹁發瘋！﹂兩個字 餐館裡每個人
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有時 侍者不
高興了也指著老闆背影說：﹁發
瘋！﹂
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給炭包卸
車 由於印度餐館做烤餅 所以炭的
消耗量很大 每包炭大約二十 三十
斤重 送貨員將炭包扔過來 我必須
接好後馬上擺放整齊 初時 我被砸
得直不起腰 照一照鏡子 我也變成
印度人的模樣了！噢 也是一種相應
吧？
我的工資是每小時三 五元澳
幣 違反當地的法律規定 但為了生
存不得不做 有些同學問我：你怎麼
經常吃咖哩？其實是我身上帶著印度
餐館的味道罷了 許多年後 每當想
起這段往事 總是忍俊不禁 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
一九九○年前後 約四萬個中國
留學生幾乎同時來到澳大利亞 這樣
就使得本來經濟不景氣的澳洲 要找

澳

大利亞地大物博 位居南半球
地帶 面積排名世界第六位
約為台灣之二百一十七倍大 四季氣
候恰與半球之台灣相反 海岸線綿延
總計三萬七千公里 橫跨南太平洋及
印度洋 是世界最大的島國
澳洲係自由民主國家 奉英國女
王為國家元首 以總督為其代表 全
國人口逾一千九百萬 絕大多數為歐
裔白人 由於推行多元文化政策 近
年來亞洲各國移民日增 故國語 廣
東話等亦頗流行
澳洲對合法的宗教活動採包容態
度 一般的宗教計有：基督教 天主
教 猶太教 回教和佛教 大約百分
之七十五的澳洲人為基督教徒 壯麗
的自然景觀與特殊的風土民情 踏上
這片土地令人讚歎不已 這裡就是我
所熟悉的 澳大利亞
一九九○年五月 我辭別了雙
親 辭掉銀行的金飯碗 離開中國大
陸 獨自踏上前往澳大利亞的留學之
路 那一年我二十八歲 這是我第一
次出遠門 沒想到一去就離家萬里以
外 幸運的是有朋友在悉尼機場接
我 後來我才知道 有一個同班同
學 他的第一晚是在公園度過的 因
為事先約好的學校沒來接機
朋友將住處和行李安頓好 馬上

一份工作更加困難 街上隨處可以看
見背著雙肩包 腳穿旅遊鞋的留學生
在挨家詢問工作 有的工廠門口甚至
用中文寫著﹁沒有工作﹂的字樣 使
人望而卻步
這一段時間 是我比較徬徨 苦
悶的時期 生活上的壓力 身份問題
(居留) 身邊的朋友不斷回國；但我
覺得自己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也沒有
解決居留問題 就這樣回去是不行
的
種種際遇 使我開始認識到：人
是有命運的！明明有些事可以辦成
卻怎麼努力就是不行 我於是在閑暇
時去圖書館翻閱有關命運的書籍 我
讀了大量關於命理的書 還去找人算
命看相 就是在圖書館 我第一次看
到師尊的書 連續讀了很多本 也找
到同修的地方參加同修 半信半疑
的
一個周末的晚上 一位越南華僑
約我去算命 我們三個人開車去到算
命的人家裡面 那位男士先給我的兩
位朋友算命 約十五分鐘後給我算
我看到他的臉色陰沉 他沉默了兩分
鐘後說：﹁對不起先生 我不能為你
算！﹂我問他為什麼？我會給錢的
他說：﹁不是錢的問題！﹂我再三追
問有些生氣 最後他問我：﹁你信什

把我帶到唐人街 然後就開車走了
要我自己回住處 笑稱：鍛鍊我一
下 第二天 我被鳥兒的歌聲叫醒
感覺空氣好新鮮 躺在床上回想起昨
天 當飛機降落在墨爾本時 眼前的
白雲真是太美了 好像童話世界一
般 中飯的主菜是一條帶魚 我從沒
見過這麼漂亮的帶魚 全身像是白銀
鍍過沒有一絲破損 在中國大陸這麼
美的魚 可能只有動物園才會有吧
兩星期後 我看中文報紙 搬家
和五 六個留學生住在一起 全部是
從中國大陸來的 在異國他鄉總有說
不完的話 晚上是最熱鬧和最快樂的
時光 當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到住
處 有同學給我端來熱騰騰的飯菜
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家 他／她們會坐
下來關心我今天找工作的情況和可能
遇到的問題 大家在一起交流找工作
的經驗 技巧等 畢竟每一個人都有
或多或少的語言障礙
女同學會遇到騷擾的煩惱 但是
經過幾次就具備了應對的經驗 我雖
然讀過三年外國語學院 但是當地澳
洲人用的俚語很多 一時還不適應
及時請教學校的老師後 加上自己的
努力 慢慢可以和澳洲人進行簡單交
流
我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印度人

麼宗教嗎？﹂我告訴他 我信︿真佛
宗﹀(密教) 他說：﹁你信的這個教
力量太大了 我不敢給你算 ﹂我當
時並沒有認同他說的話 還以為他隨
便用什麼來唐塞罷了！
多年後 我回憶起這件事情時
才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 我認為事實
應該是：那一天算命的人是用靈來算
的 也就是耳報法 因為當時我已經
皈依師尊 並且身上帶著一張師尊的
法相 所以算命仙的靈無法上身 這
個經驗再次說明 ︿真佛密法﹀是殊
勝無比的真實佛法 師尊是大成就
者！
由於澳洲國內市場非常有限 加
上經濟不好 所以我們這四萬名學生
如果全部留下來 將會給澳洲造成很
大的衝擊 澳洲政府也是非常的為
難 因為經過計算 這批留學生將給
澳洲帶來三十萬移民 福利系統無法
承受；但我們又是受過教育比較年輕
的守法消費者 比較其它民族的移民
有優勢
正在左右為難之時 朋友給我介
紹了一個越南女朋友 如果結婚就可
以解決居留難題 無計可施下 我與
那位女孩見了面 她很年輕 單純
根本不了解華人 一直生活在越南華
人的圈子裡 除了對未來生活的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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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 似乎不太懂什麼世事 每次與我
見面她都和她的表哥一起來 開始我
覺得很尷尬 從沒聽說有哪個人談對
象是三個人談的！實際上她表哥是非
常善良的人 擔心妹妹遇到壞人 所
以寸步不離左右 變成了保鏢 我們
談得也很開心 當然談的不是戀愛
我有時會給她打電話聊聊天 我
發現只有在打電話時 才是我們倆面
對面在交談 她也希望接到我的電
話 但我們的談話只停留在很簡單的
問候和內容上面 我們之間的文化與
習慣相差太遠
有一次 她邀請我去她家裡做
客 中午吃飯時間到了 她留我用
餐 我驚訝地發現她只吃米飯和香
蕉 我想：這我如何適應？當然 這
些應不是她的全部生活內容 我們的
交往很快便結束了 其實我也不能為
了身分而去欺騙別人的感情吧 解決
居留的努力再一次的逝去 我深深感
到徬徨和無助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看了很多師尊
的書 從師尊的書中我得到了非常大
的心理安慰 同時也從書中得到了啟
示 之後 我鼓足勇氣就留學生居留
的問題 寫信去西雅圖請求師尊加
持 師尊非常慈悲的給我回信說：
﹁已給汝加持 並就留學生居留問題

站立在船頭 好像默禱了片刻 然後
進入船艙裡 約十五分鐘後 突然有
人喊起來：看啊！海豚！順著手指的
方向 我們看見三 五只海豚出沒在
船頭 然後就是幾十隻海豚伴隨我們
的船一起航行 船兩邊的海豚排列有
序 好像經過訓練似的 大家都歡呼
起來 不約而同將目光投向師尊 心
中充滿了對師佛的崇敬 師尊也很高
興 大家一起合影 非常快樂
後來 本堂托尼師兄跟隨師尊去
紐西蘭遊覽 他回來說 他們來到一
座冰山 本來冰凍的山頂突然融化
瀑布下來 把當地導遊嚇了一跳
說：﹁這怎麼可能吶？﹂托尼師兄親
眼看見了師尊演化的奇蹟 嘖嘖稱
奇
突然有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不知什麼時候大廚站在我背後 此時
客人都走了 周圍一片靜謐 月亮還
是那個月亮 大海還是那個大海 只
是師尊和同門不見了 意境也就完全
不一樣了
前往澳洲留學 是我一生的轉捩
點 因此而結上佛緣 皈依真佛 更
走上出家修行之路 這些都不是當初
決定留學時 能想像到的 命運將我
帶回真佛大家庭 我真的很幸運 我
知道師尊永遠在我心中 放大光明

杜松子酒的味道 有節奏的爵士舞
曲 使侍者偶爾也情不自禁地隨著拍
子動幾下腰肢
工作休息之時 我們幾個華人聚
在一起聊天呷啤酒 有人講電視報
導：某某人在海邊釣魚時不慎被巨浪
捲走而葬身大海｜｜｜｜ 總之 為
了垂釣付出生命的大都是年輕人 由
於海浪衝向自己時會很刺激 所以人
們忘記了身邊的危險 完全沉浸在興
奮中 海水打濕腳下的岩石造成滑落
水中的慘劇
未幾我進到底艙 看到大廚正在
無聊地將碟子一個一個地丟進大海
我理解他的心情 轉身走向甲板 夜
空中的星星彷彿能意會我似的 向我
眨一眨眼 雖然與客人們隔著玻璃
但我覺得彼此好像處在不同的世界
中
晚風徐徐拂面 我想起幾年前師
尊來澳洲弘法的場面：那一次 法會
租用的是悉尼市政府的禮堂 法會
後 師尊與所有同門共同遊覽 在沙
灘上開車 然後乘船到海上 此時波
光深藍 海風微撫 令人驚嘆大自然
的獨特巧思
同門說：這一帶有海豚出沒 不
知道今天能否看到？我們大家都以期
待的目光在海面搜尋 此時 師尊也

錄自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１５４冊︱如來的哲思

給予加持！﹂一九九二年 好消息終
於傳來 經過了無數人千辛萬苦的努
力 一千多個漫長日夜的等待 終
於 澳洲政府決定給予我們臨時居留
(諸多細節略)
這項決定真的來之不易 曾經有
留學生為了這一天付出年輕的生命
有許多人為了這一天與家庭決裂 妻
離子散 在數萬留學生與他們的家人
歡慶的時候 有誰知道他們最應該感
謝的是我們的師尊啊！
在澳大利亞的日日夜夜 每當心
中煩悶 情緒不好時 我也會獨自面
對大海 看著遙遠的白帆 傾聽如泣
如訴的濤聲 慢慢地融入這畫境裡
面 暫時忘記種種不愉快 忘記生活
中的瑣碎 城市的狹窄 擁擠 嘈
雜 全都拋到九霄雲外 偶爾有一兩
聲海鷗叫 可以讓人突然感覺到：此
境還是活生生的存在 明天仍然需要
面對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
也許真的與大海有緣 我找到了
一份遊船上的工作 在廚房為遊客準
備自助餐 這樣我就有機會欣賞大海
的夜景 華燈初上 城市完全淹沒在
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裡 情人們相擁來
到船上消磨浪漫的時光 此時大海是
靜謐而安詳的 客人們在清涼的微風
中舉杯暢飲 空氣中混雜了威士忌和

敬師

以

﹂

前我學佛 從學的師父很多 皈依印順導師 樂果法
師 道安法師 了鳴和尚 吐登達爾吉上師 十六世
大寶法王 薩迦證空上師 普方上師等
菩薩戒的戒師父賢頓法師 慧三法師 覺光法師 學經懺
的師父是善賜法師 上林法師
無形靈師是三山九侯先生 蓮華生大士
我對於自己的師父是盡力奉侍 對師父開示之教法 一心
淨信 師父的教誨 永遠不敢忘 不違背師父的旨意
當然 我也被自己的師父罵過 我始終不敢回嘴 只有忍
辱 我認為師父是在教導我忍辱婆羅蜜 總之 我總是順服自
己的師父
在我皈依之中 曾皈依過一位上師︵未列名本文︶ 此上
師的開示及言行 違反戒律及佛法 我與這位上師因緣不
具 於是 我稍稍疏遠些 我對這位上師 亦然恭敬 不敢批
評 因為他仍然教導過我之故
我的意思是說：﹁凡教導過我的師父 我一律恭敬頂
禮 絕對不敢違背旨意 ﹂
蓮華生大士 騎著寶馬 騰空飛去時說：﹁敬師 重法
實修﹂我全做到了
我知道修學密宗 沒有傳承師父的加持 絕對不會有成
就
我稍稍告訴大家：
﹁密教大成就 都是敬師者 與師父相應者
不敬師 自稱得大成就 只有﹁鬼﹂才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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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 似乎不太懂什麼世事 每次與我
見面她都和她的表哥一起來 開始我
覺得很尷尬 從沒聽說有哪個人談對
象是三個人談的！實際上她表哥是非
常善良的人 擔心妹妹遇到壞人 所
以寸步不離左右 變成了保鏢 我們
談得也很開心 當然談的不是戀愛
我有時會給她打電話聊聊天 我
發現只有在打電話時 才是我們倆面
對面在交談 她也希望接到我的電
話 但我們的談話只停留在很簡單的
問候和內容上面 我們之間的文化與
習慣相差太遠
有一次 她邀請我去她家裡做
客 中午吃飯時間到了 她留我用
餐 我驚訝地發現她只吃米飯和香
蕉 我想：這我如何適應？當然 這
些應不是她的全部生活內容 我們的
交往很快便結束了 其實我也不能為
了身分而去欺騙別人的感情吧 解決
居留的努力再一次的逝去 我深深感
到徬徨和無助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看了很多師尊
的書 從師尊的書中我得到了非常大
的心理安慰 同時也從書中得到了啟
示 之後 我鼓足勇氣就留學生居留
的問題 寫信去西雅圖請求師尊加
持 師尊非常慈悲的給我回信說：
﹁已給汝加持 並就留學生居留問題

站立在船頭 好像默禱了片刻 然後
進入船艙裡 約十五分鐘後 突然有
人喊起來：看啊！海豚！順著手指的
方向 我們看見三 五只海豚出沒在
船頭 然後就是幾十隻海豚伴隨我們
的船一起航行 船兩邊的海豚排列有
序 好像經過訓練似的 大家都歡呼
起來 不約而同將目光投向師尊 心
中充滿了對師佛的崇敬 師尊也很高
興 大家一起合影 非常快樂
後來 本堂托尼師兄跟隨師尊去
紐西蘭遊覽 他回來說 他們來到一
座冰山 本來冰凍的山頂突然融化
瀑布下來 把當地導遊嚇了一跳
說：﹁這怎麼可能吶？﹂托尼師兄親
眼看見了師尊演化的奇蹟 嘖嘖稱
奇
突然有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不知什麼時候大廚站在我背後 此時
客人都走了 周圍一片靜謐 月亮還
是那個月亮 大海還是那個大海 只
是師尊和同門不見了 意境也就完全
不一樣了
前往澳洲留學 是我一生的轉捩
點 因此而結上佛緣 皈依真佛 更
走上出家修行之路 這些都不是當初
決定留學時 能想像到的 命運將我
帶回真佛大家庭 我真的很幸運 我
知道師尊永遠在我心中 放大光明

杜松子酒的味道 有節奏的爵士舞
曲 使侍者偶爾也情不自禁地隨著拍
子動幾下腰肢
工作休息之時 我們幾個華人聚
在一起聊天呷啤酒 有人講電視報
導：某某人在海邊釣魚時不慎被巨浪
捲走而葬身大海｜｜｜｜ 總之 為
了垂釣付出生命的大都是年輕人 由
於海浪衝向自己時會很刺激 所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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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覺得彼此好像處在不同的世界
中
晚風徐徐拂面 我想起幾年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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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的是悉尼市政府的禮堂 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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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１５４冊︱如來的哲思

給予加持！﹂一九九二年 好消息終
於傳來 經過了無數人千辛萬苦的努
力 一千多個漫長日夜的等待 終
於 澳洲政府決定給予我們臨時居留
(諸多細節略)
這項決定真的來之不易 曾經有
留學生為了這一天付出年輕的生命
有許多人為了這一天與家庭決裂 妻
離子散 在數萬留學生與他們的家人
歡慶的時候 有誰知道他們最應該感
謝的是我們的師尊啊！
在澳大利亞的日日夜夜 每當心
中煩悶 情緒不好時 我也會獨自面
對大海 看著遙遠的白帆 傾聽如泣
如訴的濤聲 慢慢地融入這畫境裡
面 暫時忘記種種不愉快 忘記生活
中的瑣碎 城市的狹窄 擁擠 嘈
雜 全都拋到九霄雲外 偶爾有一兩
聲海鷗叫 可以讓人突然感覺到：此
境還是活生生的存在 明天仍然需要
面對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
也許真的與大海有緣 我找到了
一份遊船上的工作 在廚房為遊客準
備自助餐 這樣我就有機會欣賞大海
的夜景 華燈初上 城市完全淹沒在
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裡 情人們相擁來
到船上消磨浪漫的時光 此時大海是
靜謐而安詳的 客人們在清涼的微風
中舉杯暢飲 空氣中混雜了威士忌和

敬師

以

﹂

前我學佛 從學的師父很多 皈依印順導師 樂果法
師 道安法師 了鳴和尚 吐登達爾吉上師 十六世
大寶法王 薩迦證空上師 普方上師等
菩薩戒的戒師父賢頓法師 慧三法師 覺光法師 學經懺
的師父是善賜法師 上林法師
無形靈師是三山九侯先生 蓮華生大士
我對於自己的師父是盡力奉侍 對師父開示之教法 一心
淨信 師父的教誨 永遠不敢忘 不違背師父的旨意
當然 我也被自己的師父罵過 我始終不敢回嘴 只有忍
辱 我認為師父是在教導我忍辱婆羅蜜 總之 我總是順服自
己的師父
在我皈依之中 曾皈依過一位上師︵未列名本文︶ 此上
師的開示及言行 違反戒律及佛法 我與這位上師因緣不
具 於是 我稍稍疏遠些 我對這位上師 亦然恭敬 不敢批
評 因為他仍然教導過我之故
我的意思是說：﹁凡教導過我的師父 我一律恭敬頂
禮 絕對不敢違背旨意 ﹂
蓮華生大士 騎著寶馬 騰空飛去時說：﹁敬師 重法
實修﹂我全做到了
我知道修學密宗 沒有傳承師父的加持 絕對不會有成
就
我稍稍告訴大家：
﹁密教大成就 都是敬師者 與師父相應者
不敬師 自稱得大成就 只有﹁鬼﹂才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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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2017.11

公告

2017.11

㊪委會【近期公告】

真佛㊪燃燈雜誌專欄

通告

具體解除方法如㆘：
請先在壇城㆖香，稟報根本傳承㆖師及諸佛
菩薩㈮剛護法，然後取㆘牌位，將牌位連同㈮
紙拿到焚化爐焚化，在焚化同時，只要唸㆒
句：「讓虛空的還歸虛空」。壇城再用大悲咒
㈬灑淨結界即可。

通告
〈真佛㊪〉㊝秀的㈮剛㆖師，釋蓮翰㈮剛㆖
師，於 2017年11㈪4㈰晚㆖11時05分安祥的在香港
捨報往生了。
釋蓮翰㆖師數㈩年如㆒㈰，發心護持根本㆖
師，精進實修，為〈真佛密法〉的弘揚盡心竭力，全
心奉獻，是位令㆟崇敬的㈮剛㆖師，更是傳承堅定的
擁護者，為我們所㈲真佛弟子示現了傑出的榜樣！

．近期公告．

．近期公告．

根據〈真佛㊪〉根本傳承㆖師蓮生活佛的開
示，為了使世界各㆞真佛道場的同門避免遭受
邪靈的干擾，〈㊪委會〉㈵此㈺籲，請各道場
負責㆟要認真仔細檢查道場內所㈲供奉的牌
位，如果㈲類似「××府牌位」、「無主孤魂
牌位」、「孤魂野鬼牌位」等等牌位，請速速
取㆘，不可繼續供奉。

㊪委會【近期公告】

無限感恩 師佛慈悲接引釋蓮翰㆖師往生淨㈯。
感恩師母蓮香㈮剛㆖師和諸位㆖師的關懷和慰
問。
也感恩廣大同門的關㊟。
敬請大家誦經迴向釋蓮翰㆖師成就圓滿的佛果。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謹啟
2017年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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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藏王菩薩 （㆕）

■圖/卡米兒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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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48 - The Power of Mantr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T

he basis of Tantric teachings hinged on three factors of cultivation. These three factors

are:
* Mantra (True Word)
* Mudra (Hand Mudra, Body Mudra)

誌

* Visualization (Power of Concentration)
This means chanting the mantra, forming the hand mudra and visualizing
the Personal Deity in one's practice. Thus, our 'body, speech and mind'
become purified, achieving the goal of transforming the 'Three karma into the
Three Inner Tantras. This kind of cultivation method constitutes the practice
of Tantrayana.
Padmasambhava, the founder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once
faced the attack of five hundred heretics during his journey of cultivation.
These five hundred heretics chanted spells to invoke the descent of various
animal entities and attempted to take Padmasambhava's life with the use of
magical power.
Padmasambhava landed himself in an extremely critical situation and was
pushed to the verge of death. These five hundred heretics were by no means
high priests of the evil sect who had practised their art for many years.
They could summon the wind and rain at will and cast out beans that turned
into soldiers. They were also adepts at summoning spiritual beings.
Padmasambhava collapsed upon reaching a huge tree and his life was
hanging on a string! At that moment, Ekajati appeared. One braid, one eye,
one tooth mar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kajati, who is the mother of all
Buddha Mothers. Her power is supreme. She is the Guru, the Personal Deity as
well as the Dharma Protector of Padmasambhava, all rolled in one.
Ekajati imparted the Boomerang Shield Mantra to Padmasambhava. This mantra
is of the highest secret among all secrets, and would not be transmitted
unless one is qualified.
It would not be transmitted to the following:
1. A malevolen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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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person not within the lineage.
3. A person who has a fickle heart.
4. A person who cannot keep secrets.
What constitutes a person whose heart is fickle? Most students who follow
a master would display their loyalty and obedience. Yet, as days and months
pass, they would reveal a change of heart. Examples of these disciples
include the likes of Devadatta, Judas and countless others.
This Boomerang Shield Mantra is a supreme mantra, and holds great
importance. Thus it should not be imparted indiscriminately.
What exactly is the Boomerang Shield Mantra?
1. The Boomerang Effect ?Whatever spell is being cast by the perpetrator,
it will be rebound upon the sender in the exact and equal strength.
2. The Shield Effect ?Whatever spell is being cast by the perpetrator, it
will be shielded, rendering the spell completely useless.
When Padmasambhava received the Boomerang Shield Mantra from Ekajati, he
recited the mantra and retaliated. A clap of thunder was sounded and the fog
dispersed, revealing the stiff bodies of the five hundred heretics who had
been killed by the shock wave of the Boomerang Shield Mantra. This is the
famous Boomerang Shield Mantra psychic battle.
* * *
A female disciple of mine has a friend named Fong Fang. This Fong Fang is
of such entrancing beauty that someone once described her through a love
letter this way, 'You carry yourself with the grace and elegance of a swan.
Your every step ripples like the blossoming white lotus flower upon the
shimmering green water. Your slim waistline firms up as though a silk scarf
is wrapped around it. Your slander neckline, your arms, your ankles, your
countenance of such fairest complexion it certainly needs no cosmetic makeup.
Your beauty is unmatched by anyone. Your silky dark hair flows like the
waterfall and your eyebrows curve like the silver moon. Your cherry-like
sweet-scented red lips shield a row of white teeth that lines like the tiny
seashells. Your pair of clear bright eyes are glistening with -To
suchbecharm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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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La Claire Lumière ici et maintenant
Illumination sur le trouble de l'esprit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5, Éditions Darong
ment volages. Selon Hsü Ch’ang, elle ne
craignait pas les rumeurs, et ses paroles
étaient empreintes de lasciveté. Chao luimême n’y prêtait pas attention.
Un jour, Hsü Ch’ang rendit visite à
Chao, mais l’épouse de ce dernier était
toute seule à la maison. Elle articula :
— Mon mari est parti en mission
officielle. Ce service commandé le fait
s’absenter durant un mois. Je vois les
autres époux en couple et cela me donne
inévitablement le cœur emporté et le
visage brûlant.
Ayant entendu cela, Hsü Ch’ang la
trouva bizarre, il se retourna et voulut partir.
L’épouse de Chao reprit :
— Mon visage est vraiment chaud,
examinez-le au toucher.
Elle approcha alors de lui son visage
fragile. Ses yeux d’amande et ses sourcils,
comme une montagne printanière, contenaient son émotion et débordaient d’une
affection muette. Sa bouche était petite
comme une cerise, sa langue parfumée, et
son corps, brûlant comme un serpent,
s’accola à celui de Hsü Ch’ang.
L’épouse de Chao souffla :
— La vie est courte, la vie est souffrance. Ne pensez-vous pas que nous
devrions faire quelque chose ?
— Faire quelque chose ?
— Oui, une chose entre nous, entre
deux personnes, dit-elle dans un souffle
doux comme l’orchidée.
Hsü Ch’ang comprit enfin tout ce
qu’elle disait : « La vie est courte et malheureuse, divertissons-nous sur-le-champ,
faisons ce que nous aimons faire, vous êtes
mon seul frère bien-aimé… »

Hsü Ch’ang n’était pas indifférent à
cet emballement, son cœur battait fortement, son visage était pareillement
brûlant, son cœur emporté, son corps
entier échauffé, tout feu tout flamme.
Hsü Ch’ang était conscient que
l’épouse de Chao était une femme de
caractère lubrique. En temps ordinaire,
elle était effrénée, sans retenue, sans
mesure, ce qu’elle articulait n’était que des
propos lascifs, immoraux, frivoles, vulgaires. Il n’avait pas pensé que cette fois il
était l’objet de sa séduction. Voilà un
mauvais facteur conditionnant qui arrivait
sans que l’on puisse s’y opposer.
L’épouse de Chao séduisait intentionnellement Hsü Ch’ang, lequel se serait
trouvé incapable de la refuser. Hsü
Ch’ang, dont le cœur n’était pas en repos
et la pensée galopait de tous côtés, se
rappela soudain la teneur d’un livre
bienveillant qu’il avait justement lu le
matin même ; et les caractères de ce bon
livre scintillèrent devant ses yeux...
Un poème disait :
Guetter la beauté sensuelle d’autrui
génère l’excitation du cœur,
Les os rongés et l’agression de l’arme
sont des malheurs attirés par soi-même.
Si on met l’âme en joie et donne des
offrandes aux Trois Joyaux,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et la culture
de la vertu donnent un rendez-vous avec
le bonheur.
（la suite au prochain numé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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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ropos d’Agni, le dieu du feu（二）
Cet incendie s’était grandement
propagé, et les boutiques alentour étaient
complètement détruites par le feu. Tout le
monde fut surpris par un phénomène : un
seul bâtiment avait été préservé de
l’incendie, le feu étant passé par-dessus.
Les immeubles situés à gauche et à droite
étaient tous consumés, mais la maison de
Hsü Ch’ang était la seule qui n’avait pas
été touchée par le feu. Comme c’était
étrange ! Tout le monde s’en émerveillait.
Quelqu’un me demanda :
— Les immeubles à gauche et à droite
sont complètement détruits, un seul
bâtiment est sauf, pourquoi en est-il ainsi ?
Je répondis :
— Je le sais.
— Donnez-nous vite la réponse !
Je dis :
— Le feu est passé par-dessus !
La personne écarquilla les yeux en me
regardant fixement et s’en alla d’un air
mécontent.
J’éclatai de rire. En fait, je savais vraiment, car je n’étais pas ignorant. La connaissance est la connaissance, le défaut de
connaissance est le défaut de connaissance, ce qui est la véritable connaissance.
*
Bien que je fusse conscient de la
descente du ciel du génie tutélaire du feu
et qu’une seule maison restât sauve dans
l’incendie du village de Tahou, je ne
voulais pas en savoir plus immédiatement
sur ce Hsü Ch’ang qui résistait à la luxure.
Par conséquent, je n’avais pas l’intention
d’aller le 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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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e toute attente, Hsü Ch’ang prit
l’initiative de venir me rencontrer. C’était
au petit matin, quelqu’un frappa à ma
porte. Je lui ouvris. L’homme qui se
présentait avait un visage carré, entre deux
âges, un aspect éminent et majestueux. Il
tenait un manuscrit et se montra impatient
de me dire qu’il était Hsü Ch’ang.
— Oui ? lui demandai-je.
— J’ai rêvé du dieu tutélaire du
village, répondit-il, il m’a dit qu’il faudrait
mettre par écrit mon histoire du refus de
la débauche, et la confier à Sheng-yen Lu.
— Pourquoi me confiez-vous les
pages manuscrites ?
— Le dieu tutélaire du village a dit
que vous allez les faire paraître dans votre
livre pour exhorter le genre humain, et
que ce sera un grand bienfait.
Cette fois-ci je compris tout. L’œil de
la divinité et du génie est prodigieux et
perspicace.
Je fis l’éloge de Hsü Ch’ang :
— Une femme belle et salace a couru
après vous, et vous l’avez refusée. Vous
êtes un véritable homme saint !
Hsü Ch’ang exprima :
— C’était vraiment par chance ! Par
bonheur ! Vous le saurez après la lecture
du manuscrit !
Hsü Ch’ang me confia son manuscrit
et s’en alla précipitamment. Je le lus, et
mon cœur fut saisi d’effroi. Je rédigeai de
nouveau le manuscrit de Hsü Ch’ang
comme suit.
Hsü Ch’ang avait un ami nommé
Chao. L’épouse de ce dernier était une
femme au caractère lubrique. Elle était
assez jolie et avait des manières extrême-

提

地

暇滿 人身 非常 難得
■文∕蓮按法師

實

修佛法的八有暇 十圓滿 如
何難得的原因？八有暇就是八
無暇的反面 無暇是指沒有空暇學
習佛法
投生到非人道的四種無暇：
﹁一 地獄道 二 餓鬼道 三
畜牲道 四 無想天 ﹂；投生在
人道的四種無暇：﹁一 無佛法的
蠻荒之地 二 在佛法流傳的區
域 可是愚笨或根門不具足 腦袋
不能思維 三 心有邪見 四 佛
不出世 ﹂；十圓滿 自己要具足
的有五種 稱為自圓滿 外在環境
要具足的有五種 稱為他圓滿；自
圓滿：﹁一 投生在中原有佛教傳
播的區域 二 自己五根要具足
三 對佛法產生信心 想要學習
四 不造嚴重的罪業 五 要有人
類的身體 ﹂；他圓滿：﹁一 佛
出現世間 二 佛有說佛法 三
佛法還流傳世間 四 仍有許多上
師善知識努力學習佛法 五 有善
知識具足善良的大悲心 對弟子宣
說佛法 傳授灌頂 給予指導 講
說口訣 ﹂這樣具足十八暇滿條件
的人身 就更加地稀有難得了
佛陀在佛經裡有個比喻：﹁這
個比喻叫作不可能的比喻 若把整

個世界變成一個大海 廣大無邊
海底住著一隻沒有眼睛的烏龜 海
面上的木頭漂流不定 如果有一
天 烏龜從海底鑽出來時 頭剛好
鑽進木頭的小洞中 這樣的機率微
乎其微 非常困難 可能要經過千
千萬萬年的時間才會發生一次 如
果要得到十八種暇滿的人身寶 機
率比這個更低 ﹂再則 就好像越
過大海的渡船一樣 如果我們有
船 卻不用它來渡過大海 這艘船
又有什麼用處呢？若已得到暇滿人
身 卻不學習佛法 就等於平白浪
費掉了 我們應當謹慎掌握這個機
會 作偉大的事情 什麼是偉大的
事情呢？就是為自己未來生生世世
的利益好好想一想！
聖尊 蓮生活佛開示：﹁人身難
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
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時度此身 無
常迅速 輪迴路險 趕快皈依已得
證的蓮生金剛上師 守戒持咒修
法 護持本世紀最大法緣︿真佛
宗﹀的宏揚於世 普度眾生 眾生
吉祥自在安樂；人生最有意義的一
件事是修行 人生最有價值的一件
事是開悟 ﹂以上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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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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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蓮花德宜

迴向蓮花德宜之纏身靈 水子靈 冤親債主
冤結化解 諸靈往生佛國 蓮花德宜病業消除和災難化解
‧助印者：蓮花懷本

一起迎向光明大道

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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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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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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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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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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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葉君皓

福慧增長 高考高分
考進理想的大學就讀

※助㊞者：葉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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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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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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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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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劉蔡麗(歿)

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
劉蔡麗(歿)業障消除 靈體清
淨光明 品位高昇 速速往生
西方淨土

※助㊞者：劉蔡麗(歿)

服務㊠目：
1. 介紹並受理皈依蓮生活佛
1. 盧勝彥法王，流通蓮生活佛
1. 盧勝彥法王文集。
2. 教授真佛密法，教授念佛、
2. 念經、唸咒。
3. 安光明燈、太歲、延生位、
3. 財神榜 。
4. 紅白事誦經，靈籤解疑，
4. 流通顯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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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言語的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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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禪定有十五種覺受

慈悲種種的覺受所產生出來禪定是很特殊的
內密咒善逝
究竟實相善逝

︿彩虹雷藏寺﹀大白傘蓋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四種清淨：外形相善逝
密灌善逝者

︿西雅圖雷藏寺﹀準提佛母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於因地有情位時之不淨現分
在修道瑜伽位轉化成為覺受現分
覺受現分於究竟佛果位時轉化成清淨現分
四行融入後 除佛獨有之無漏智完全清淨之外
證悟輪迴涅槃毫無相異

大手印果續﹂

︿彩虹雷藏寺﹀金剛亥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金剛亥母是拙火定的主尊
三續之道：﹁含藏因續 身方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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