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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

我⼀看這段⽂字
⼀般常識││
劍是刺的
⼑是砍的
⽂殊菩薩持的是劍

不可原諒！
這就是更不

或﹁⼤⼑王

就知道這是﹁假⽂殊菩薩舞

祂⽤﹁砍﹂的

砍過去

⽂殊菩薩持的是武⼠⼑

去你的頭
今天
砍過來

這種⼝誤

不是只有⼀處

實在是⼤傷感

⼜連續講了多次

筆誤

劍⽤﹁砍﹂的

可是⽂殊師利菩薩拿的是劍啊！

我︵盧師尊︶無話可說

五﹂的⼑

假
出⾃⽂殊師利菩薩的⼝
由此可以證明：

但

﹁刺砍不分！﹂

﹁劍⼑不分！﹂

⿁婆是：

可原諒的地⽅

情

這是﹁假⽂殊舞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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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說││

⼀九九⼋年四⽉⼆⼗九⽇
⽂殊師利菩薩⽕供
⽂殊師利菩薩下降對著⿁婆
跟⿁婆講：

我就看著祂的劍

祂微笑著搖祂的劍
﹁妳看著劍﹂
好像要

祂說：

﹂

﹁劍是向上拔的！﹂祂拿起劍來揮動
不是別⼈！只能砍⾃⼰

庸俗無明的⼈

﹂

專砍無智愚昧的⼈！專砍優柔寡斷

欺善怕惡的⼈

﹁這把劍

﹁砍的

劈下去的樣⼦

的⼈
都要砍掉清除
⾃

⼼⽣⾃能平

不帶猶豫

不再留根！﹂

﹁凡是不對
只有乾淨俐落切下

﹂

罪惡切除

﹁這種劍
﹂

光明就會顯現

亂蓋

笑的

我今天會

真的很離

我今天會給你們！﹂

﹁將貪瞋痴的禍根

能清淨
靜
⼜：
﹁你求我的智慧
●
盧師尊評論：

哈哈哈！好笑！
⿁婆啊！⿁婆！你這種瞎掰
譜喔！
還⽤了﹁切﹂字！
⽤了﹁劈﹂字！
劍能﹁切﹂嗎？
劍能﹁劈﹂嗎？
⼜：
﹂

⽂殊師利菩薩說：﹁你求我的智慧
給你們

這位假⽂殊師利菩薩會給⿁婆：
﹁豬肺！﹂
或：
﹁豬慧！﹂
⿁婆說：

﹂

保持嘴⾓上

從頭到尾⼀直在微笑
我⼀直看祂笑

從始⾄終⾮常平穩
很好看

快樂

﹁⽂殊師利菩薩
很漂亮

⾮常安詳
揚

⽂殊菩薩笑什麼？
祂笑的是：
﹁妳根本沒有﹃豬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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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說：
去接受它！
去擁抱它！
去改變它！
去修正它！
●
盧師尊評論：
⿁婆說的是⼀套
真的不假

⿁婆做的⼜是另⼀套
︵⿁︶

所謂雙⾯⼈
⼀個⼈

導引

⿁婆的的確確是這樣的

觀落陰﹂

︵養了千萬個⿁︶

叫她不要拜⿁！
她不接受
叫她不要恐嚇⼈！
她⼜恐嚇
叫她⽤正法修持！
她偏偏要⽤﹁催眠
叫她講真話！
她就是要講⿁話
⿁婆是活在﹁⾃我﹂為中⼼的
她說了算
她堅持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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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話

我也在想我⾃⼰

有沒有執著

這個降⽰有﹁⼈味﹂

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同修

⼀九九⼋年⼋⽉⼆⼗⼀⽇
××堂
⿁婆開⽰
虛空藏菩薩降⽰
⿁婆說：
﹁菩薩這樣⼦說
﹂
﹂

﹁我要這樣才可以
﹁我⼀定要堅持
﹁我要反對到底﹂
更親切

就是﹁做不到

﹂

﹂

導引

是引導⼈產⽣幻覺的邪法

並不真實
﹁Ｋ

觀

他是要你

你就不能固

我⾃⼰也在反省

﹁我願不願意把伸出的⾓
讓它更包容
⿁婆說：
智慧圓滿的
﹂

指出你的錯時

不能執著種種

﹁你想獲得⼼靈安寧
不能執著⾃我
⿁婆說：
﹂

﹁當⼈家看到你的錯
你要放開觀念

從不反省

她反對宗委會到底
她罵師母罵到底

導引？
佛陀從來不⽤暗⽰
不是正法

觀落陰？
佛陀說

幻聽

催眠

是因觀落陰⽽⾃殺︶

幻視

我︵盧師尊︶在這裡警告⼤家

︵作家三⽑

洗腦的⽅法！

佛陀從來不⽤催眠！

催眠？

●

講的頭頭是道

圓融？包容？親切？反省？她通通不幹

主觀意識不改的也是她

執著到底的是她

多磨⼀磨讓它更圓

的事情？我有沒有⼀直認定⾃⼰的主觀意識不放？﹂

融

執

好

落陰
容易產⽣幻覺

很容易得精神疾病
吸⾷﹁搖頭丸﹂
成了精神病患！

﹁毒品﹂⼀樣

這如同吸⾷﹁強⼒膠﹂
他命﹂

容易得幻覺

雜誌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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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藏佛性本身為輪涅萬法之根本
正常的人都有這一種力量
就是輪迴跟涅槃跟學習種種法的根本

我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
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黃財神針
巴拉﹂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
是：︿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臺灣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王醴博士 ︿中天電視台﹀﹁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師 馬來西
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士 千金雷倩小姐
California 高銘祿師兄伉儷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好！
唔 該 ！ 唔 該 晒 ！ ︵ 粵 語 ： 非 常 感 謝 ︶ Thank you for
coming ！今天我們修針巴拉黃財神 修這一尊呢 因為黃
財神我們已經介紹很多 令我想起上回有提到財寶天王
也就是××講財寶天王最喜歡吃高檔的魚翅 而且我很仔
細的看過她寫的 她講的開示的文章 ﹁一口酒 一口
菜﹂ 財寶天王卡滋 卡滋的咬魚翅 一面吃 一面講：
﹁好吃！好吃！好食︵粵語︶﹂ 哇！真的好吃 我看了
口水都快要流下來 呵呵
我也問大家 問每一個上師 你們查資料了沒有？財

寶天王是不是喜歡吃魚翅？︵眾答：沒有！︶那是她發明
的？高檔魚翅？我那回講 在西藏地方是沒有海洋的 不
論是財寶天王或者是針巴拉黃財神 他們早期的修行當
中 絕對沒有魚翅可以下火供 看不到海洋 整個西藏距
離海洋非常的遠 自古以來 財寶天王或者是針巴拉 可
以講很少供養魚翅的 可能是財寶天王移居到平地 終於
吃到魚翅 覺得：﹁哇！真的好吃！﹂
其實這是不對的 供養佛菩薩 祂只是觀察 是不是
發自你自己的心 連鬼在吃東西 也沒有卡滋 卡滋這
樣 或者一口酒 一口菜；一口酒 一口菜是人在吃 不
是鬼在吃 鬼在吃也不過是食氣而已 因為鬼本身是無
形 沒有肉體 只是一股氣 我在很早的書上已經寫過
﹁鬼是人死後的遺氣 剩下來的氣 他吃東西也是吃東西
的氣；也就是你供養的時候 他只是把那個氣吸掉而已
是這樣子 沒有說什麼叫做一口酒 一口菜這樣的 好像
用筷子夾 一口菜喝一口酒
eat something food, no,
never
沒有這樣子 就算是鬼 也不過是食氣而已 這
是描寫得太過分；不然妳就是照講 很簡單就是這樣
××上面也寫到供養魚翅 也就是說以後遇到財寶天
王 針巴拉 都要供養最好的上檔的魚翅 講到魚翅 其
實魚翅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是因為廚師的料理加上了味
道 才顯得它的膠質產生的那一種味道比較好吃 台中有
一家 叫做什麼魚翅？吃過了沒有？蓮涯去過啊？應該是
頂級魚翅吧？因為頂級魚翅裡面有幾個小姐 看到蓮涯跟
蓮贈 那幾個小姐就講了幾句話被我們聽到 那幾個
waitress 講了幾句話：﹁奇怪 這兩個高高大大 長得很
瀟灑的 怎麼會去當和尚？他們什麼時候還俗啊？﹂ 我
是記得那幾個小姐對他們兩個說：﹁唉呀！當和尚太可惜
了 ﹂ 蓮涯有沒有？有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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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要開始講︽密宗道次第廣論︾十分鐘或半個小時的時
候 對著鏡頭 突然間我的眼睛旁邊發出光 那個光像棉
花一樣 一條一條 而且閃動的光 然後圈圈越來越大
閃耀越來越光亮 我就知道那是佛菩薩要顯現了 我的看
見是這樣 然後宗喀巴就出來了 因為宗喀巴是文殊師利
菩薩的化身 是講︽密宗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出來 我
就會講：﹁喔 宗喀巴現在出現 跟我們加持 給我加
持 希望我講︽密宗道次第廣論︾講得非常的順 ﹂會有
這種現象 其他的呢？就比較難講 好像我跟祂講話：
﹁宗喀巴您好！祢最近在哪裡玩哪？到我們這裡來啊！吃
飯啊 飲酒啊！︵粵語︶﹂這個我不會 祂也沒有跟我說
什麼 只是放出祂的光芒 然後祂加持我 我就知道祂在
加持
蓮華生大士 那時候啊 我元神真的是出竅 到尼泊
爾 去到祂的岩洞 然後祂把我變成一個光點 從嘴巴吃
下去 然後從密輪出來 然後祂放全身的光 照射我的毛
細孔 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作為光灌頂 這個是有 那我
講出來以後啊 ××也講 時輪金剛也把她抓去了 然後
就把××吃到口裡面 時輪金剛把她從密輪這樣放出來
聽說也有這種現象 我覺得說：﹁唉唷！好了不起喔！我
只是蓮華生大士耶！她是時輪金剛耶！﹂ 時輪金剛就是
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 化一個身到了南印度的吉祥米聚
塔 顯現成為時輪金剛 向香巴拉的月賢國王講﹁時輪金
剛法﹂
時輪金剛也把××吃進去？也從密輪裡面 啾 放出
來 像小便一樣 啾 放出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呵呵
我也搞不清楚 算一算喔！請時輪金剛指示一下 祢到底
有沒有把××吃進去 從密輪放出來？這佛陀也在這裡
喔！那麼時輪金剛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

當和尚 長得那麼高 那麼帥 奇怪了？蓮涯跟蓮贈
這兩個高高帥帥的 怎麼會去當和尚？可惜啊！到底是魚
翅好吃 還是人好吃？我就搞不清楚
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供養這個 你們如果也看過那本
書 就是開示錄的那本書 我最近看的是︽三世因果︾
都是她的開示 把它弄成很小的冊子 大本的是︽來自虛
空的佛音︾ 當中 她做什麼護摩就什麼佛菩薩下降 做
釋迦牟尼佛就釋迦牟尼佛下降；做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下
降；做藥師佛 藥師佛下降；做財寶天王 財寶天王下
降；做黃財神 黃財神下降 都跟她 talk
都有講話
另外 她在書裡面寫著 她對紅財神非常非常的恭敬 紅
財神跟她們結盟 而且紅財神誓願為她的堂做護法 而且
財神還每天唱歌給她聽 每天跳舞給她看 還供養她牛
奶 供養××牛奶喔！拿牛奶的杯子供養××這樣子 而
且供養所有的同門牛奶 我是乳糖不耐症 我不能喝牛
奶 所以象鼻紅財神沒有供養我牛奶 因為我乳糖不耐
症 所以沒有辦法喝牛奶 她寫得非常神奇 真的！我看
了 哇！非常感動 認為一個人可以跟所有的佛菩薩講
話
更稀奇的 我看了︽三世因果︾這一本 翻開來看
××她自我介紹：﹁我可以跟所有的鳥獸 就是空中飛的
鳥 跟地上爬的野獸
talk 講話 可以跟牠們講話 ﹂
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 真的 這麼偉大的人
實在是有
夠偉大？！可以跟所有的佛菩薩講話 我跟佛菩薩如何講
話 如何溝通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法來講 祂下降的時
候啊 祂會讓我知道 也就是說有祂的眷屬 像今天 我
們修針巴拉 等祂下降的時候 祂會讓我知道 因為祂下
降會經過我頂竅的中脈 我這個中脈有破瓦 破瓦以後就
有一個小洞在這裡 你們仔細看 當然可能看不到 那麼

哈 ﹂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師尊當場神算︶
Never! 沒有這回事 ××還是吹牛 她可以跟鳥 空中飛
的說話 可以跟地上爬的說話 請問諸佛菩薩 金剛 護
法 空行 諸天 哪一尊回答我 是真的還是假的？請
問 哪一尊可以回答我？瑤池金母要答我 請問是真的
假的？請祢指示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戒壇之前絕無虛
言
以後 如果有人碰到她在跟動物講話 如果跟貓講
話 可以 check
我們就相信 要講話之前 請貓先叫三
聲 喵 喵 喵 好 這就是有準 要講話之前 讓貓先
叫三聲；妳如果跟狗講話 請狗把舌頭伸出來再回去三
下 妳再講話 有準！如果跟大象講話 她也跟大象講話
喔！請大象把耳朵搖三下 有準！這都可以 check 的 妳
跟蜘蛛講話 好！蜘蛛現在正在蜘蛛的線上 請蜘蛛再吐
絲 再垂下來十公分 有準！妳跟魚講話 請魚游三圈；
她也跟烏龜講話 請烏龜把頭收到殼裡面 四肢全部收
了 再放出來 都可以 check 的 妳能夠做得到？我信
妳 我就去皈依妳；如果做不到 憑妳嘴巴講 那不可
信！在這世界上 沒有跟鳥可以講話 跟所有動物講話的
人 到現在還沒有 只有妳一個？她還可以跟佛菩薩講
話 這我們是不用講了 ︽來自虛空的佛音︾全部跟佛菩
薩講話 整本書都是 妳跟動物講話 跟變色龍講話 好
啦 要講以前尾巴先搖三下 表示開始講話 給我們看
了 可以 check 的
××她到︿常弘雷藏寺﹀ 在說法的時候 地磚裂
開 砰 砰 砰；喔 不是在做法會的時候 地磚已經先
爆了 她才開示 說地磚爆了是地神來了；地神都來了
地磚先爆了 然後她講因為地神來 地磚才爆
okay

遠 可以看得到嗎？鏡頭拉近看這個洞 有沒有？看得到
嗎？ OK
祂會進到我這個洞裡面 進去以後 我身體有
感覺 這個針巴拉已經進到我身體裡面來了 跟針巴拉一
起來的眷屬 包括財寶天王跟所有的四大財神│紅財神
黃財神 綠財神 黑財神 還有一個財神 騎龍白財神
祂們都是一起來 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在身體各部分這
樣 祂來的時候 我經常會這樣 就是有五個在裡面 它
︵耳朵︶閃了五下 ︵師尊示範︶這樣子；閃了十下 有
十個在裡面 這就是覺受 在︽道果︾裡面叫做﹁身覺
受﹂ 身體的覺受
你要了解它 它的意思是怎麼樣 你可以感覺出來
這種感覺叫做﹁心覺受﹂ 心的覺受 你心裡面的感受
祂們是不高興呢？是﹁気持ちいい﹂、﹁気持ち悪い﹂，
﹁気持ちいい﹂就是非常好 ﹁気持ち悪い﹂就是非常的
糟 你心理上會有感受到 也就是你現在修行的好 或修
行不好 祂也會讓你知道；你哪個地方有犯過 祂會心裡
上這樣的交通 會有 那叫做﹁心覺受﹂ 心跟身彼此之
間覺受
如果釋迦牟尼佛跟我講什麼 像︽來自虛空的佛音︾
裡面所提到的 藥師佛跟××講﹁成功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我聽不到 坦白說 她講成功的背景是什麼 而且在
書裡面是寫了一大堆 這我不清楚 如果是簡要的語言
祂有時候會在我耳朵旁邊開示幾句 那是可以知道 在白
天的時候 眼睛張開看到祂 或者在禪定裡面見到 或者
在夢中 分成幾種看見 第一個是﹁夢中見﹂；第二是
﹁禪定中見﹂；再來是﹁白日見﹂ 我有幾次白日見 白
日看到 白天的時候 眼睛閉起來 會產生一種光芒出
來 我就知道 唉呀！有佛菩薩會出現
像我講︽密宗道次第廣論︾ 那種覺受 眼見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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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要開始講︽密宗道次第廣論︾十分鐘或半個小時的時
候 對著鏡頭 突然間我的眼睛旁邊發出光 那個光像棉
花一樣 一條一條 而且閃動的光 然後圈圈越來越大
閃耀越來越光亮 我就知道那是佛菩薩要顯現了 我的看
見是這樣 然後宗喀巴就出來了 因為宗喀巴是文殊師利
菩薩的化身 是講︽密宗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出來 我
就會講：﹁喔 宗喀巴現在出現 跟我們加持 給我加
持 希望我講︽密宗道次第廣論︾講得非常的順 ﹂會有
這種現象 其他的呢？就比較難講 好像我跟祂講話：
﹁宗喀巴您好！祢最近在哪裡玩哪？到我們這裡來啊！吃
飯啊 飲酒啊！︵粵語︶﹂這個我不會 祂也沒有跟我說
什麼 只是放出祂的光芒 然後祂加持我 我就知道祂在
加持
蓮華生大士 那時候啊 我元神真的是出竅 到尼泊
爾 去到祂的岩洞 然後祂把我變成一個光點 從嘴巴吃
下去 然後從密輪出來 然後祂放全身的光 照射我的毛
細孔 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作為光灌頂 這個是有 那我
講出來以後啊 ××也講 時輪金剛也把她抓去了 然後
就把××吃到口裡面 時輪金剛把她從密輪這樣放出來
聽說也有這種現象 我覺得說：﹁唉唷！好了不起喔！我
只是蓮華生大士耶！她是時輪金剛耶！﹂ 時輪金剛就是
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 化一個身到了南印度的吉祥米聚
塔 顯現成為時輪金剛 向香巴拉的月賢國王講﹁時輪金
剛法﹂
時輪金剛也把××吃進去？也從密輪裡面 啾 放出
來 像小便一樣 啾 放出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呵呵
我也搞不清楚 算一算喔！請時輪金剛指示一下 祢到底
有沒有把××吃進去 從密輪放出來？這佛陀也在這裡
喔！那麼時輪金剛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

當和尚 長得那麼高 那麼帥 奇怪了？蓮涯跟蓮贈
這兩個高高帥帥的 怎麼會去當和尚？可惜啊！到底是魚
翅好吃 還是人好吃？我就搞不清楚
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供養這個 你們如果也看過那本
書 就是開示錄的那本書 我最近看的是︽三世因果︾
都是她的開示 把它弄成很小的冊子 大本的是︽來自虛
空的佛音︾ 當中 她做什麼護摩就什麼佛菩薩下降 做
釋迦牟尼佛就釋迦牟尼佛下降；做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下
降；做藥師佛 藥師佛下降；做財寶天王 財寶天王下
降；做黃財神 黃財神下降 都跟她 talk
都有講話
另外 她在書裡面寫著 她對紅財神非常非常的恭敬 紅
財神跟她們結盟 而且紅財神誓願為她的堂做護法 而且
財神還每天唱歌給她聽 每天跳舞給她看 還供養她牛
奶 供養××牛奶喔！拿牛奶的杯子供養××這樣子 而
且供養所有的同門牛奶 我是乳糖不耐症 我不能喝牛
奶 所以象鼻紅財神沒有供養我牛奶 因為我乳糖不耐
症 所以沒有辦法喝牛奶 她寫得非常神奇 真的！我看
了 哇！非常感動 認為一個人可以跟所有的佛菩薩講
話
更稀奇的 我看了︽三世因果︾這一本 翻開來看
××她自我介紹：﹁我可以跟所有的鳥獸 就是空中飛的
鳥 跟地上爬的野獸
talk 講話 可以跟牠們講話 ﹂
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 真的 這麼偉大的人
實在是有
夠偉大？！可以跟所有的佛菩薩講話 我跟佛菩薩如何講
話 如何溝通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法來講 祂下降的時
候啊 祂會讓我知道 也就是說有祂的眷屬 像今天 我
們修針巴拉 等祂下降的時候 祂會讓我知道 因為祂下
降會經過我頂竅的中脈 我這個中脈有破瓦 破瓦以後就
有一個小洞在這裡 你們仔細看 當然可能看不到 那麼

哈 ﹂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師尊當場神算︶
Never! 沒有這回事 ××還是吹牛 她可以跟鳥 空中飛
的說話 可以跟地上爬的說話 請問諸佛菩薩 金剛 護
法 空行 諸天 哪一尊回答我 是真的還是假的？請
問 哪一尊可以回答我？瑤池金母要答我 請問是真的
假的？請祢指示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戒壇之前絕無虛
言
以後 如果有人碰到她在跟動物講話 如果跟貓講
話 可以 check
我們就相信 要講話之前 請貓先叫三
聲 喵 喵 喵 好 這就是有準 要講話之前 讓貓先
叫三聲；妳如果跟狗講話 請狗把舌頭伸出來再回去三
下 妳再講話 有準！如果跟大象講話 她也跟大象講話
喔！請大象把耳朵搖三下 有準！這都可以 check 的 妳
跟蜘蛛講話 好！蜘蛛現在正在蜘蛛的線上 請蜘蛛再吐
絲 再垂下來十公分 有準！妳跟魚講話 請魚游三圈；
她也跟烏龜講話 請烏龜把頭收到殼裡面 四肢全部收
了 再放出來 都可以 check 的 妳能夠做得到？我信
妳 我就去皈依妳；如果做不到 憑妳嘴巴講 那不可
信！在這世界上 沒有跟鳥可以講話 跟所有動物講話的
人 到現在還沒有 只有妳一個？她還可以跟佛菩薩講
話 這我們是不用講了 ︽來自虛空的佛音︾全部跟佛菩
薩講話 整本書都是 妳跟動物講話 跟變色龍講話 好
啦 要講以前尾巴先搖三下 表示開始講話 給我們看
了 可以 check 的
××她到︿常弘雷藏寺﹀ 在說法的時候 地磚裂
開 砰 砰 砰；喔 不是在做法會的時候 地磚已經先
爆了 她才開示 說地磚爆了是地神來了；地神都來了
地磚先爆了 然後她講因為地神來 地磚才爆
okay

遠 可以看得到嗎？鏡頭拉近看這個洞 有沒有？看得到
嗎？ OK
祂會進到我這個洞裡面 進去以後 我身體有
感覺 這個針巴拉已經進到我身體裡面來了 跟針巴拉一
起來的眷屬 包括財寶天王跟所有的四大財神│紅財神
黃財神 綠財神 黑財神 還有一個財神 騎龍白財神
祂們都是一起來 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在身體各部分這
樣 祂來的時候 我經常會這樣 就是有五個在裡面 它
︵耳朵︶閃了五下 ︵師尊示範︶這樣子；閃了十下 有
十個在裡面 這就是覺受 在︽道果︾裡面叫做﹁身覺
受﹂ 身體的覺受
你要了解它 它的意思是怎麼樣 你可以感覺出來
這種感覺叫做﹁心覺受﹂ 心的覺受 你心裡面的感受
祂們是不高興呢？是﹁気持ちいい﹂、﹁気持ち悪い﹂，
﹁気持ちいい﹂就是非常好 ﹁気持ち悪い﹂就是非常的
糟 你心理上會有感受到 也就是你現在修行的好 或修
行不好 祂也會讓你知道；你哪個地方有犯過 祂會心裡
上這樣的交通 會有 那叫做﹁心覺受﹂ 心跟身彼此之
間覺受
如果釋迦牟尼佛跟我講什麼 像︽來自虛空的佛音︾
裡面所提到的 藥師佛跟××講﹁成功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我聽不到 坦白說 她講成功的背景是什麼 而且在
書裡面是寫了一大堆 這我不清楚 如果是簡要的語言
祂有時候會在我耳朵旁邊開示幾句 那是可以知道 在白
天的時候 眼睛張開看到祂 或者在禪定裡面見到 或者
在夢中 分成幾種看見 第一個是﹁夢中見﹂；第二是
﹁禪定中見﹂；再來是﹁白日見﹂ 我有幾次白日見 白
日看到 白天的時候 眼睛閉起來 會產生一種光芒出
來 我就知道 唉呀！有佛菩薩會出現
像我講︽密宗道次第廣論︾ 那種覺受 眼見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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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大家聽得懂？
就是地神來了 地
磚就爆了 這樣
很簡單 我們請×
× 再請一位地神
來 地磚再爆一次
給我們看 我們就信了 心悅誠服 妳再請一個地神來
讓地磚再爆一次 因為地磚爆完了以後就不會再爆了 她
說是地神來了 地磚才爆 而且是越爆越發 像她們唱歌
一樣：﹁發啦！發啦！發啦！﹂ 呵呵 地磚爆 就是因
為接縫 天氣熱 熱漲冷縮 實在是太擠了 擠到沒辦
法 啪 才會爆 物理上就是這樣 妳說 地神來了它會
爆 那有時候妳講地神來了 都不爆怎麼辦？
師尊有一次 從飯廳走出來 看到天空一片黑 ﹁唉
呀 這麼黑 加一點顏色吧！﹂我的手就拿著無形的筆
就揮啊揮 欸！一揮 這虛空之中居然產生了紅色的紅
光 就產生在天空當中 我嚇了一跳 怎麼我一揮 它就

四小時 那個才叫做大樂 全身的細胞都在跳舞 那種叫
做大遍樂 真的是不一樣 實在是不同 所以修行人的樂
是不一樣的 是在中脈裡面氣的上升跟下降 是拙火的上
升跟下降 是你提起來的明點上升跟下降 那種樂很長
中脈的樂是很長 一般的樂是很短 所以人生的至樂也不
過是短短而已
那種體驗 自己可以體驗到 你成就了 可以把明點
提起來 降下來 分布出去 然後再把它分散 這叫做
﹁降 提 持 散﹂四種 在密教裡面有什麼叫做﹁降
提 持 散﹂ 明點提起來 降下來 保持在那個地方
分散到全身 拙火也是一樣﹁降 提 持 散﹂ 氣也是
一樣 可以﹁降 提 持 散﹂ 這是密教本身修行的
法 講的是非常真實的事情
高銘祿也可以看到師尊 那是白天看到的 是嗎？肉
眼睜開看到 連香袋都很清楚？看到肩帶都非常清楚 是
在你家裡看到的？喔 他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真實看到
但 是 沒 有 talk
沒有講話？第一次有講？講什麼？
okay
okay 好好好 這是真的有 talk 但是一般來
講 不會講很長的話 不會講很久 跟你解釋佛法這樣
因為︽來自虛空的佛音︾是這樣 菩薩出現都有講那
些偈 偈都是很深奧的 還要經過很長很長的解釋 能夠
達到這種程度的人 應該有 但是不多 每一次佛菩薩都
跟××講話？而且交叉開示？我講的交叉開示就是佛菩薩
講一句 我就解釋 再講一句就解釋 就叫交叉開示 能
夠到達這一種境界的非常少 宗喀巴也沒有 祖師也沒
有 當初宗喀巴跟文殊師利菩薩講話的時候是這樣的 有
一個喇嘛 文殊師利菩薩可以附身在這個喇嘛上面 直接
跟宗喀巴對話 就好像一個乩童跟宗喀巴這樣對話 這個
喇嘛離開宗喀巴以後 宗喀巴曾經祈求文殊師利菩薩的真

出現了紅光了！害我以後都不敢揮 因為
再揮就漏氣了 那是一種巧合 我一揮
欸！那一次也有錄影吧？有錄影起來 因
為我向空中揮灑 我說：﹁啊 加一點彩
色吧！﹂ 居然出現紅色 所以我也不敢
說 那是我的法力高強 把它揮出來的
你看現在天空那麼黑 我出去表演哪
﹁在黑色當中加一點彩色吧！呀！﹂
哇 突然間 來一個閃電就好了 呵呵
這 個 都 可 以 check 的 師 尊 修 到 現
在 要看到佛菩薩 眼睛閉下來祈求 眼
睛旁邊還會產生光圈 那佛菩薩會顯現給
我看 但是我不能跟佛菩薩講話 這是我
沒有辦法的地方 我只能跟祂心靈上去感覺 我是坦白跟
大家講喔！我是講實語者 我不妄語的 我不能跟祂講
但是 是在夢中 夢中是可以 有時候夢中佛菩薩來 像
虛雲老和尚祂來給我加持 虛雲老和尚就是清朝的時候的
人 虛雲老和尚來給我加持 祂的手從空中一直伸到我的
頭額上給我加持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個人在修行上面 ﹁身覺受﹂ 快樂是絕對有 我
的中脈 氣在動 拙火升起來 明點下降 這時候產生的
那一種樂│﹁遍樂﹂ 什麼叫遍樂？很大的快樂跟遍樂
也就是全身的細胞的這種快樂 那是說不出來的 我常常
講﹁大樂﹂是實有 ︽大樂中的空性︾就是我講喜金剛的
大樂與空性 像高銘祿師兄 你那一次大樂的現象 一共
幾個小時？有二十幾個小時 大樂的時候有二十幾個小
時 那是一整天 就是白天跟晚上 那是高銘祿本身修行
那一次樂的覺受 有二十四小時的覺受
比起人間的樂 不管是男生的樂 或者女生的樂 男
生的樂就是唰唰 就沒有了 但是 你行者的樂可以二十

身出現 用了很多的方法 後來佛菩薩有現身 文殊師利
菩薩有現身給祂看 但是講話也都是很短的 我在夢中的
時候 跟佛菩薩對話就很多 但是在白天裡面跟佛菩薩對
話是非常少 我是講我自己的狀況
今天提到︽道果︾裡面 ﹁現前發起存在於因之能
力 如果成熟之大手印果續﹂ 也就是連接起來 出現的
﹁發起存在因的能力﹂ 這個因 我們有這種能力 能夠
成熟大手印果 我們有這個能力得到大手印的果 就是因
為第一點 我們本身有佛性 我們的身體非常的成熟 很
成熟 是因緣和合的緣故 以這個方便的因之能力 能夠
達到成熟的大手印果 這是︽道果︾裡面的解釋
﹁又其另一異稱 一 含藏本身為輪涅萬法之根本
擇定是因﹂ 我們的身體就是輪迴 涅槃跟萬法的根本
我們人的身體 如果不殘缺 手腳沒有斷 或者你腦筋很
正常 你含藏的佛性能夠發芽 能夠長成樹 能夠有樹
枝 有根 莖 葉 花 果都能夠長出來 這就是一種連
續 ﹁含藏本身為輪涅萬法之根本 ﹂我們都是很正常的
人 都有這種力量 就是輪迴 涅槃跟學習種種法的根
本 擇定是因 為﹁本續﹂
﹁含藏其由身緣起和合中證得 能擇定身所在 為
﹃身釋續﹄﹂ 也就是含藏的佛性 因為你身體本身的一
種作用 你能夠用氣來運轉你的全身 用拙火的升起 用
明點的下降 緣起和合中你能夠證到 ﹁能擇定身所在
為﹃身釋續﹄ ﹂就是由你的身體去體會出來的這種修
行
﹁第三點 現前發起存在於因之能力 為﹃身語意金
剛果續﹄﹂ 你的身體因為有這個因 所以有所謂我們講
的﹁胎藏界﹂ 就是因 ﹁金剛界﹂ 就是果 你有這個
因 經過修行以後 你就變成果 也就是﹁身語意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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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大家聽得懂？
就是地神來了 地
磚就爆了 這樣
很簡單 我們請×
× 再請一位地神
來 地磚再爆一次
給我們看 我們就信了 心悅誠服 妳再請一個地神來
讓地磚再爆一次 因為地磚爆完了以後就不會再爆了 她
說是地神來了 地磚才爆 而且是越爆越發 像她們唱歌
一樣：﹁發啦！發啦！發啦！﹂ 呵呵 地磚爆 就是因
為接縫 天氣熱 熱漲冷縮 實在是太擠了 擠到沒辦
法 啪 才會爆 物理上就是這樣 妳說 地神來了它會
爆 那有時候妳講地神來了 都不爆怎麼辦？
師尊有一次 從飯廳走出來 看到天空一片黑 ﹁唉
呀 這麼黑 加一點顏色吧！﹂我的手就拿著無形的筆
就揮啊揮 欸！一揮 這虛空之中居然產生了紅色的紅
光 就產生在天空當中 我嚇了一跳 怎麼我一揮 它就

四小時 那個才叫做大樂 全身的細胞都在跳舞 那種叫
做大遍樂 真的是不一樣 實在是不同 所以修行人的樂
是不一樣的 是在中脈裡面氣的上升跟下降 是拙火的上
升跟下降 是你提起來的明點上升跟下降 那種樂很長
中脈的樂是很長 一般的樂是很短 所以人生的至樂也不
過是短短而已
那種體驗 自己可以體驗到 你成就了 可以把明點
提起來 降下來 分布出去 然後再把它分散 這叫做
﹁降 提 持 散﹂四種 在密教裡面有什麼叫做﹁降
提 持 散﹂ 明點提起來 降下來 保持在那個地方
分散到全身 拙火也是一樣﹁降 提 持 散﹂ 氣也是
一樣 可以﹁降 提 持 散﹂ 這是密教本身修行的
法 講的是非常真實的事情
高銘祿也可以看到師尊 那是白天看到的 是嗎？肉
眼睜開看到 連香袋都很清楚？看到肩帶都非常清楚 是
在你家裡看到的？喔 他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真實看到
但 是 沒 有 talk
沒有講話？第一次有講？講什麼？
okay
okay 好好好 這是真的有 talk 但是一般來
講 不會講很長的話 不會講很久 跟你解釋佛法這樣
因為︽來自虛空的佛音︾是這樣 菩薩出現都有講那
些偈 偈都是很深奧的 還要經過很長很長的解釋 能夠
達到這種程度的人 應該有 但是不多 每一次佛菩薩都
跟××講話？而且交叉開示？我講的交叉開示就是佛菩薩
講一句 我就解釋 再講一句就解釋 就叫交叉開示 能
夠到達這一種境界的非常少 宗喀巴也沒有 祖師也沒
有 當初宗喀巴跟文殊師利菩薩講話的時候是這樣的 有
一個喇嘛 文殊師利菩薩可以附身在這個喇嘛上面 直接
跟宗喀巴對話 就好像一個乩童跟宗喀巴這樣對話 這個
喇嘛離開宗喀巴以後 宗喀巴曾經祈求文殊師利菩薩的真

出現了紅光了！害我以後都不敢揮 因為
再揮就漏氣了 那是一種巧合 我一揮
欸！那一次也有錄影吧？有錄影起來 因
為我向空中揮灑 我說：﹁啊 加一點彩
色吧！﹂ 居然出現紅色 所以我也不敢
說 那是我的法力高強 把它揮出來的
你看現在天空那麼黑 我出去表演哪
﹁在黑色當中加一點彩色吧！呀！﹂
哇 突然間 來一個閃電就好了 呵呵
這 個 都 可 以 check 的 師 尊 修 到 現
在 要看到佛菩薩 眼睛閉下來祈求 眼
睛旁邊還會產生光圈 那佛菩薩會顯現給
我看 但是我不能跟佛菩薩講話 這是我
沒有辦法的地方 我只能跟祂心靈上去感覺 我是坦白跟
大家講喔！我是講實語者 我不妄語的 我不能跟祂講
但是 是在夢中 夢中是可以 有時候夢中佛菩薩來 像
虛雲老和尚祂來給我加持 虛雲老和尚就是清朝的時候的
人 虛雲老和尚來給我加持 祂的手從空中一直伸到我的
頭額上給我加持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個人在修行上面 ﹁身覺受﹂ 快樂是絕對有 我
的中脈 氣在動 拙火升起來 明點下降 這時候產生的
那一種樂│﹁遍樂﹂ 什麼叫遍樂？很大的快樂跟遍樂
也就是全身的細胞的這種快樂 那是說不出來的 我常常
講﹁大樂﹂是實有 ︽大樂中的空性︾就是我講喜金剛的
大樂與空性 像高銘祿師兄 你那一次大樂的現象 一共
幾個小時？有二十幾個小時 大樂的時候有二十幾個小
時 那是一整天 就是白天跟晚上 那是高銘祿本身修行
那一次樂的覺受 有二十四小時的覺受
比起人間的樂 不管是男生的樂 或者女生的樂 男
生的樂就是唰唰 就沒有了 但是 你行者的樂可以二十

身出現 用了很多的方法 後來佛菩薩有現身 文殊師利
菩薩有現身給祂看 但是講話也都是很短的 我在夢中的
時候 跟佛菩薩對話就很多 但是在白天裡面跟佛菩薩對
話是非常少 我是講我自己的狀況
今天提到︽道果︾裡面 ﹁現前發起存在於因之能
力 如果成熟之大手印果續﹂ 也就是連接起來 出現的
﹁發起存在因的能力﹂ 這個因 我們有這種能力 能夠
成熟大手印果 我們有這個能力得到大手印的果 就是因
為第一點 我們本身有佛性 我們的身體非常的成熟 很
成熟 是因緣和合的緣故 以這個方便的因之能力 能夠
達到成熟的大手印果 這是︽道果︾裡面的解釋
﹁又其另一異稱 一 含藏本身為輪涅萬法之根本
擇定是因﹂ 我們的身體就是輪迴 涅槃跟萬法的根本
我們人的身體 如果不殘缺 手腳沒有斷 或者你腦筋很
正常 你含藏的佛性能夠發芽 能夠長成樹 能夠有樹
枝 有根 莖 葉 花 果都能夠長出來 這就是一種連
續 ﹁含藏本身為輪涅萬法之根本 ﹂我們都是很正常的
人 都有這種力量 就是輪迴 涅槃跟學習種種法的根
本 擇定是因 為﹁本續﹂
﹁含藏其由身緣起和合中證得 能擇定身所在 為
﹃身釋續﹄﹂ 也就是含藏的佛性 因為你身體本身的一
種作用 你能夠用氣來運轉你的全身 用拙火的升起 用
明點的下降 緣起和合中你能夠證到 ﹁能擇定身所在
為﹃身釋續﹄ ﹂就是由你的身體去體會出來的這種修
行
﹁第三點 現前發起存在於因之能力 為﹃身語意金
剛果續﹄﹂ 你的身體因為有這個因 所以有所謂我們講
的﹁胎藏界﹂ 就是因 ﹁金剛界﹂ 就是果 你有這個
因 經過修行以後 你就變成果 也就是﹁身語意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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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做師父的必須要講解清楚 怎麼樣的觀想 怎
麼樣的氣在你身體裡面走動 那時候你要有覺受 氣是怎
麼樣推進去到你中脈 讓你的中脈能夠通到頂竅 通到頂
竅這裡
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把氣從頂上出去 開了頂以後 一
個月只能出去一次；開了頂以後 每一次氣都跑到頂上
然後出去 如果常常這樣做 壽命就會短 你必須要觀想
你的本尊 用一隻腳踩住你的頂竅 讓你的氣通到這裡以
後就再回去 這都是有方法的 你要活得久的話 你要這
樣做 不然你想走 真正能夠自主生死就是﹁我自己想走
了﹂ 那個時候把氣運到頂竅 從頂竅這樣出去 很快就
可以走了；說我不要命了 我不想活在人間了 那你把所
有的氣集中起來 我們人身體有上行氣 下行氣 遍行
氣 心氣 還有一個火伴氣；火伴氣是隨著中脈 上行氣
是控制上半身的 下行氣是控制下半身的 遍行氣是控制
你的手跟腳的 火伴氣是跟隨中脈的 最主要的心氣是不
能動的 心氣如果動 就是快死亡的現象 所以你把身體
的氣集中起來 推動自己心裡面的氣 一直從頂竅出去
那就是自主生死 想什麼時候死就可以什麼時候死 這樣
了解？
今天考試 小明成績很爛 被老師狠狠地罵了一頓
還說要請家長到學校 小明不安 回家跟老爸說：﹁老
爸 我考試有些題不會 老師讓你去學校一趟 ﹂ 小明
的爸爸很驚恐的說：﹁叫我幹什麼？我也不會啊！﹂這是
一個笑話 跟大家講 會的就會 不會的就不會 會的能
夠講出他的道理 不會的是講不出來的 這種東西給人家
學會了 大家也會講 但是你是不是有真正實修 能夠證
得的那種功夫啊？問題是在這裡啊！你修行就一定要實際
上去證驗這種功夫 我才服你；你沒有這一種功夫 你說

果﹂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這樣
原來︽道果︾的金剛頌﹁本頌云：﹃含藏因續具足輪
涅為本續﹄ ﹂ 這一句話也就是說 因為你有成佛的
因 所以將來輪迴跟涅槃都是因為這個﹁成佛的因﹂而成
就的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的身
體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耳朵很重要 我們的眼睛也很重
要 我們呼吸的氣非常重要 另外我們的口也非常的重
要 還有破瓦也非常的重要 破瓦的這個頂 就是因為你
氣把它衝頂 衝到最後 頂上中脈的圈圈跟天上可以交通
了 從這個頂中脈一直到海底輪 這一條是中脈 兩邊有

你有什麼通 我是不服你的 很簡單哪！你沒有修證的功
夫 怎麼來的這些東西？這就是要問
小明問小華：﹁九月二十八號是什麼節日？﹂小華
講：﹁我知道 是孔子的誕辰 ﹂小明就問：﹁那十月二
十八號呢？﹂小華說：﹁不知道 ﹂小明說：﹁你好笨
喔 是孔子滿月 ﹂這是比量 九二八是孔子的誕辰 那
麼十月二十八是滿月 這很簡單的道理 這就叫推理 你
理不合 當然那就是歪理 沒有什麼道理可以講 如果你
不修定 不禪定 你有這種功夫？我不相信 這一定要打
坐的 一定要修瓶氣的 一定都要的 氣才會進入中脈
呀！你不修瓶氣 氣如何進入中脈？修道 要守精 要嚥
液啊！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學密教也是一樣的
老婆跟老公講：﹁老公 你是個男人 什麼事都是你
說了算 這樣好像不太好吧？﹂老公就講：﹁是啊！﹂老
婆就講：﹁一般都是男主外 女主內 不然這樣吧！以後
家裡的我說了算 外面的你說了算 ﹂老公就講：﹁好
啊！﹂從此以後大小事老婆總會講：﹁老公 我們回家再
說 ﹂ 呵呵 所以我們學佛不是你說了算 而是你修行
真的證得了 你可以說；修行沒有證得 這就是未證言
證 未悟言悟 未得言得 你沒有得道 你說你得道了
你還沒有證道 你說：﹁我已經證道了 ﹂這就是騙人
那都是要經得起考驗的
阿川常常被老婆罰跪 這天剛好有個機會向他的岳父
訴苦：﹁我這兩個膝蓋跪地板 跪得快要關節炎 ﹂岳父
只回答阿川：﹁自從家裡鋪了地毯以後 我自己的膝蓋狀
態好多了 ﹂阿川沒有話可以說 因為兩個人同病相憐
今天師母剛好不在 所以師尊說了算 呵呵 今天就講到
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雙脈；氣要如何進入中脈？就是靠你的呼吸 將氣存在臍
輪底下四指的地方 存越久就從空隙進入中脈
本來是外面的氣 進到你的中脈就變成智慧氣；本來
叫做方便氣 進入你的中脈就變成智慧氣 我講過 密教
是有雙身 大手印需要靠事業手印 要通中脈就是由中脈
跟中脈接起來 由真正有能力的中脈把氣運到另外一個身
體裡面 這就是雙身 所以中脈很容易可以通 這個原理
是在這裡 但是這個人本身中脈就不通 他如何通人家的
中脈？問題就是在這裡 所以有所謂真實的 也有所謂假
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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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做師父的必須要講解清楚 怎麼樣的觀想 怎
麼樣的氣在你身體裡面走動 那時候你要有覺受 氣是怎
麼樣推進去到你中脈 讓你的中脈能夠通到頂竅 通到頂
竅這裡
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把氣從頂上出去 開了頂以後 一
個月只能出去一次；開了頂以後 每一次氣都跑到頂上
然後出去 如果常常這樣做 壽命就會短 你必須要觀想
你的本尊 用一隻腳踩住你的頂竅 讓你的氣通到這裡以
後就再回去 這都是有方法的 你要活得久的話 你要這
樣做 不然你想走 真正能夠自主生死就是﹁我自己想走
了﹂ 那個時候把氣運到頂竅 從頂竅這樣出去 很快就
可以走了；說我不要命了 我不想活在人間了 那你把所
有的氣集中起來 我們人身體有上行氣 下行氣 遍行
氣 心氣 還有一個火伴氣；火伴氣是隨著中脈 上行氣
是控制上半身的 下行氣是控制下半身的 遍行氣是控制
你的手跟腳的 火伴氣是跟隨中脈的 最主要的心氣是不
能動的 心氣如果動 就是快死亡的現象 所以你把身體
的氣集中起來 推動自己心裡面的氣 一直從頂竅出去
那就是自主生死 想什麼時候死就可以什麼時候死 這樣
了解？
今天考試 小明成績很爛 被老師狠狠地罵了一頓
還說要請家長到學校 小明不安 回家跟老爸說：﹁老
爸 我考試有些題不會 老師讓你去學校一趟 ﹂ 小明
的爸爸很驚恐的說：﹁叫我幹什麼？我也不會啊！﹂這是
一個笑話 跟大家講 會的就會 不會的就不會 會的能
夠講出他的道理 不會的是講不出來的 這種東西給人家
學會了 大家也會講 但是你是不是有真正實修 能夠證
得的那種功夫啊？問題是在這裡啊！你修行就一定要實際
上去證驗這種功夫 我才服你；你沒有這一種功夫 你說

果﹂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這樣
原來︽道果︾的金剛頌﹁本頌云：﹃含藏因續具足輪
涅為本續﹄ ﹂ 這一句話也就是說 因為你有成佛的
因 所以將來輪迴跟涅槃都是因為這個﹁成佛的因﹂而成
就的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的身
體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耳朵很重要 我們的眼睛也很重
要 我們呼吸的氣非常重要 另外我們的口也非常的重
要 還有破瓦也非常的重要 破瓦的這個頂 就是因為你
氣把它衝頂 衝到最後 頂上中脈的圈圈跟天上可以交通
了 從這個頂中脈一直到海底輪 這一條是中脈 兩邊有

你有什麼通 我是不服你的 很簡單哪！你沒有修證的功
夫 怎麼來的這些東西？這就是要問
小明問小華：﹁九月二十八號是什麼節日？﹂小華
講：﹁我知道 是孔子的誕辰 ﹂小明就問：﹁那十月二
十八號呢？﹂小華說：﹁不知道 ﹂小明說：﹁你好笨
喔 是孔子滿月 ﹂這是比量 九二八是孔子的誕辰 那
麼十月二十八是滿月 這很簡單的道理 這就叫推理 你
理不合 當然那就是歪理 沒有什麼道理可以講 如果你
不修定 不禪定 你有這種功夫？我不相信 這一定要打
坐的 一定要修瓶氣的 一定都要的 氣才會進入中脈
呀！你不修瓶氣 氣如何進入中脈？修道 要守精 要嚥
液啊！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學密教也是一樣的
老婆跟老公講：﹁老公 你是個男人 什麼事都是你
說了算 這樣好像不太好吧？﹂老公就講：﹁是啊！﹂老
婆就講：﹁一般都是男主外 女主內 不然這樣吧！以後
家裡的我說了算 外面的你說了算 ﹂老公就講：﹁好
啊！﹂從此以後大小事老婆總會講：﹁老公 我們回家再
說 ﹂ 呵呵 所以我們學佛不是你說了算 而是你修行
真的證得了 你可以說；修行沒有證得 這就是未證言
證 未悟言悟 未得言得 你沒有得道 你說你得道了
你還沒有證道 你說：﹁我已經證道了 ﹂這就是騙人
那都是要經得起考驗的
阿川常常被老婆罰跪 這天剛好有個機會向他的岳父
訴苦：﹁我這兩個膝蓋跪地板 跪得快要關節炎 ﹂岳父
只回答阿川：﹁自從家裡鋪了地毯以後 我自己的膝蓋狀
態好多了 ﹂阿川沒有話可以說 因為兩個人同病相憐
今天師母剛好不在 所以師尊說了算 呵呵 今天就講到
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雙脈；氣要如何進入中脈？就是靠你的呼吸 將氣存在臍
輪底下四指的地方 存越久就從空隙進入中脈
本來是外面的氣 進到你的中脈就變成智慧氣；本來
叫做方便氣 進入你的中脈就變成智慧氣 我講過 密教
是有雙身 大手印需要靠事業手印 要通中脈就是由中脈
跟中脈接起來 由真正有能力的中脈把氣運到另外一個身
體裡面 這就是雙身 所以中脈很容易可以通 這個原理
是在這裡 但是這個人本身中脈就不通 他如何通人家的
中脈？問題就是在這裡 所以有所謂真實的 也有所謂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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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法會∕ 不空●索觀音護摩大法會
地點∕ 彩虹雷藏寺
灌頂∕ 不空●索觀音

絹

﹁身脈

脈字

界甘露﹂

能遍並調御其三者之藏智氣
其各有粗品及細品兩種

「正」的事，還要更加謹慎、更加的重要。
因為這決定你未來、輪迴、未來的成果，
決定你未來的果位，是非常慎重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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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空 羂 索觀
音﹂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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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
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
師 莊駿耀醫師 馬來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
士 千金雷倩小姐
California 高銘祿師兄伉儷 高歡嫻
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唔
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下個禮拜天十月十五日下
午三點是﹁獅面空行母護摩法會﹂ 獅面空行母本身是蓮華
生大士的上師 護法還有本尊 祂的手印是必勝獅王印 雙
手內縛 豎中指 豎尾指 再豎大拇指 ﹃獅面空行母心
咒﹄：﹁阿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還有咒
語 手印；種子字是﹁咄唎﹂也就是﹁些﹂ 這一尊當然是
很重要 是蓮華生大士的本尊 上師 護法
我們今天做的護摩是不空羂索觀音 這一尊是觀世音菩
薩當中 應該是六觀音之一吧？有六觀音 其中 祂主要的
法相：身是白色 有三個面孔 四隻手臂 每個面孔有三個
眼睛 右手持念珠 第二隻手持淨瓶；左手持蓮花 第二隻
手持羂索 這邊寫的是七觀音之一 我腦海裡面是六觀音
不管是幾尊觀音 都是觀音 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在胎藏界
曼陀羅中是非常偉大的一尊觀音菩薩 祂擁有跟準提佛母相
等的法力 祂的密號 金剛號就是﹁等引金剛﹂ 等引就是
﹁平等接引﹂ 平等接引的金剛也就是祂沒有分別 不管你
是好人 壞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 祂都可以接引 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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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事，還要更加謹慎、更加的重要。
因為這決定你未來、輪迴、未來的成果，
決定你未來的果位，是非常慎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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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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空 羂 索觀
音﹂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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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
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周衡醫
師 莊駿耀醫師 馬來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拿汀曾美婷女
士 千金雷倩小姐
California 高銘祿師兄伉儷 高歡嫻
醫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唔
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下個禮拜天十月十五日下
午三點是﹁獅面空行母護摩法會﹂ 獅面空行母本身是蓮華
生大士的上師 護法還有本尊 祂的手印是必勝獅王印 雙
手內縛 豎中指 豎尾指 再豎大拇指 ﹃獅面空行母心
咒﹄：﹁阿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還有咒
語 手印；種子字是﹁咄唎﹂也就是﹁些﹂ 這一尊當然是
很重要 是蓮華生大士的本尊 上師 護法
我們今天做的護摩是不空羂索觀音 這一尊是觀世音菩
薩當中 應該是六觀音之一吧？有六觀音 其中 祂主要的
法相：身是白色 有三個面孔 四隻手臂 每個面孔有三個
眼睛 右手持念珠 第二隻手持淨瓶；左手持蓮花 第二隻
手持羂索 這邊寫的是七觀音之一 我腦海裡面是六觀音
不管是幾尊觀音 都是觀音 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在胎藏界
曼陀羅中是非常偉大的一尊觀音菩薩 祂擁有跟準提佛母相
等的法力 祂的密號 金剛號就是﹁等引金剛﹂ 等引就是
﹁平等接引﹂ 平等接引的金剛也就是祂沒有分別 不管你
是好人 壞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 祂都可以接引 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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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引金剛﹂ 祂的頂上就是﹁不空成就佛﹂ 因為有﹁不
空﹂兩個字 不空羂索觀音的本尊就是不空成就佛 祂本身
的重要是這樣 不空羂索觀音主要的重要就是在﹁不空﹂兩
個字 它的意思是這樣講 你跟祂求的願 祂都會給你 所
以才叫做﹁不空﹂ 你求祂接引到佛國淨土 祂不管你是好
的 壞的 或者是怎樣的 祂全部都接引 所以叫﹁等引金
剛﹂
祂一隻手拿著﹁念珠﹂ 唸祂的名就得接引 所以我們
要常常唸﹁不空羂索觀世音菩薩﹂ 唸祂的名 就能夠得到
接引 有一隻手是持著﹁蓮花﹂ 蓮花化生 災難就會息
滅 業障也會消除 更會增加福分 一隻手持﹁淨瓶﹂ 凡
是有業障的 用淨瓶的甘露水 業障它就消除掉 無論地
獄 惡鬼 畜牲 業障全部都會消除 哇！這一尊實在是很

兩千脈 最主要的氣在流通的脈 我們呼吸進去 一個是右
鼻孔吸一口氣 左鼻孔按住 氣就進到你的右脈 然後 轉
到臍下四指的地方 再上升 經過左脈 這邊︵右鼻孔︶按
住 從左脈呼出來 當初我們做九節佛風是要這樣 要用兩
個指頭︵尾指︶ 先觀想佛菩薩的氣呼出來 白色的 進到
你的鼻子裡面 進到你的右鼻孔 你先按住左鼻孔 然後觀
想氣進到底下 一直到這邊 再按住右鼻孔 從左鼻孔呼出
來 白色的氣進去 紅色的氣在身體裡面輪迴 然後 從這
裡呼出黑色的氣
然後 再相反 左鼻孔入 右鼻孔出 兩個鼻孔入 衝
頂再下來 再從兩個鼻孔出 這就是九節佛風 這個就算三
節 這樣子 剛開始要用這樣子 要塞住左鼻孔 右鼻孔；
左鼻孔 右鼻孔這樣塞的 再來 反覆地這樣做三次 同
時 你在做的時候 可以用︵尾指︶這樣 到最後 可以不
用這個指頭了 你可以右鼻孔入 你就這一孔不要吸氣 這
一孔吸氣而已 這一孔出 這一孔進 這其中的作用就是這
三脈 三個脈在作用 因為你氣存在這裡的時候 就要進到
中脈 就是方便氣變成智慧氣 變成有用的 將沒有用的氣
變成有用的氣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次在
修法裡面有九節佛風 大家搞不清楚什麼叫九節佛風 大家
知道九節佛風嗎？應該知道嘛！因為講那麼久啦！修氣一定
先從九節佛風開始啊！然後再做寶瓶氣啊！或者做金剛誦
應該是九節佛風開始 再來做金剛誦 再來做寶瓶氣 這樣
順序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身脈 剛開始就是這三個脈 後來 你知道嗎？眉
心輪有多少脈？喉輪有多少脈？心輪有多少脈？臍輪有多少
脈？密輪有多少脈？加起來就變成三十二脈或者七脈或者一
百二十脈 然後到了最微細的 變成七萬兩千脈 也就是這
主要的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這些主要的脈分
出來到其他各個微血管 到了毛細孔的地方 這些脈一共有

偉大 祂有一手持著﹁羂索﹂ 用羂索綁住自己的願望 讓
所有的願望全部能夠達成 也可以用羂索接引到西方極樂世
界 祂的手印很特殊
祂有三種手印 三種手印都可以 好像兩隻手這樣子也
可以 我喜歡用這樣子 這是兩個勾勾住 這樣勾住 就可
以了 兩手成圈 大家看得清楚 要合起來 這是不空羂
索 這個勾住 這是祂的手印︵師尊示範︶ 另外 祂的形
象 大家有看到祂的形象 這就是不空羂索觀音的形象 祂
的咒語：﹁嗡 阿摩噶 毗闍耶 吽泮吒 ﹂祂的咒語要唸
得很熟
今天再談一下︽道果︾：﹁復判有七：一 具陳所依
二 標指含藏 三 依所依法 四 能所相屬 五 判因續
軌 六 定擇本續 七 配輪涅法 ﹂ 它的復判有七樣
你看到的每一個字 幾乎很難解釋的 它的用字也不是深
奧 而是用的字很奇怪 在整本︽道果︾把它翻譯過來以
後 整本的用字都非常奇怪 它的解釋是這樣：﹁具陳所
依 復分為四：一個是身脈 一個是脈字 一個是界甘露
能遍並調御其三者之藏智氣 其各有粗品及細品兩種 ﹂
有所謂的粗品跟細品 我們談到這個﹁身脈﹂ ﹁身脈 身
之粗品：為所依身腔 身之細品：有三俱胝半脈 略為細微
脈 最細的脈是七萬兩千脈﹂ 在我們人體身上的脈有七萬
兩千脈 ﹁復略為四寶脈宮殿一共有一百二十脈 復略為主
脈有三十二脈或七脈 復略為三脈 ﹂ 我們平時講三脈
所謂三脈就是中脈跟右脈 左脈 稱為三脈 三條 再來主
脈有三十二脈或七脈 ﹁寶脈宮殿一百二十脈﹂ 最細的脈
一共有七萬兩千脈 我們記住中脈 左脈 右脈就可以了
一般來講 這是最主要的 其它分得很細 你知道人的脈
什麼叫做﹁脈﹂嗎？可以講 從毛孔進到我們身體裡面的所
有通道 就是氣進到我們身體 到所有的通道 一共有七萬

七萬兩千脈 這是身的細品 身的粗品呢？你身體就是粗
品 如果分到脈就變成細品 一般人不知道脈的方法 在密
教裡面才有講到脈 一般顯教只有粗品 粗品就是你的身體
啊！你整個身體 也不講裡面比較細的東西 所以稱為粗
品 講到最細的東西 就是七萬兩千脈 那是最細的東西
﹁脈字的粗品：依據婆伽壇城中有十四個字 四脈輪字
與其他布哩囉嘛拉呀等三十七字的一切字﹂ 也就是咒字
每個脈裡面 好像是眉心輪安上一個咒字 喉輪安上一個咒
字 心輪安上了一個咒字 臍輪安上了一個咒字 生殖輪
密輪安上一個咒字 就代表那個脈的咒字 ﹁最細的品：為
中脈裡最短的阿字﹂ 也就是臍輪四指底下那個生法宮裡面
有個半﹁阿﹂字 這怎麼唸？﹁布 哩 囉 嘛 拉
呀﹂ 講起來可以這樣講六個字 那麼這六個字怎麼安哪？
四脈輪字與其他布哩囉嘛拉呀 這個是咒字 你如果分的
話 六個字是六個輪 眉心 喉 心 臍 密 還有海底
輪 加起來就是六個字 ﹁布 哩 囉 嘛 拉 呀 等三
十七字一切字﹂ 其實身體裡的脈都有用咒字安上 咒字是
用藏文跟梵文都可以 最細品的是中脈裡面到生法宮最底下
的字 就叫做﹁阿﹂字 ﹁阿﹂是安在那裡的 就是臍輪底
下的半﹁阿﹂字 半﹁阿﹂是什麼意思？半﹁阿﹂就是拙
火 半﹁阿﹂也就是多傑帕母 金剛亥母 那個半﹁阿﹂字
是什麼顏色？是紅色 又是最細品 紅色就是光明 紅色的
光明的火 還有加上一個火 紅色的光明的火 半﹁阿﹂有
這三種特性在裡面
什麼叫做﹁界甘露﹂？﹁在粗品裡面為脈內不可思議
界﹂ 其實是很好講的 它這裡寫的就比較含糊 脈內的不
可思議界 就很奇怪了 因為我們每一個脈裡面它都有甘
露 紅菩提 白菩提都是甘露 那粗品脈內不可思議界 講
得清楚一點 紅菩提就是血液 白菩提就是在你身體的所有
液體都稱為白菩提 很多液體都稱為白菩提 白菩提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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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引金剛﹂ 祂的頂上就是﹁不空成就佛﹂ 因為有﹁不
空﹂兩個字 不空羂索觀音的本尊就是不空成就佛 祂本身
的重要是這樣 不空羂索觀音主要的重要就是在﹁不空﹂兩
個字 它的意思是這樣講 你跟祂求的願 祂都會給你 所
以才叫做﹁不空﹂ 你求祂接引到佛國淨土 祂不管你是好
的 壞的 或者是怎樣的 祂全部都接引 所以叫﹁等引金
剛﹂
祂一隻手拿著﹁念珠﹂ 唸祂的名就得接引 所以我們
要常常唸﹁不空羂索觀世音菩薩﹂ 唸祂的名 就能夠得到
接引 有一隻手是持著﹁蓮花﹂ 蓮花化生 災難就會息
滅 業障也會消除 更會增加福分 一隻手持﹁淨瓶﹂ 凡
是有業障的 用淨瓶的甘露水 業障它就消除掉 無論地
獄 惡鬼 畜牲 業障全部都會消除 哇！這一尊實在是很

兩千脈 最主要的氣在流通的脈 我們呼吸進去 一個是右
鼻孔吸一口氣 左鼻孔按住 氣就進到你的右脈 然後 轉
到臍下四指的地方 再上升 經過左脈 這邊︵右鼻孔︶按
住 從左脈呼出來 當初我們做九節佛風是要這樣 要用兩
個指頭︵尾指︶ 先觀想佛菩薩的氣呼出來 白色的 進到
你的鼻子裡面 進到你的右鼻孔 你先按住左鼻孔 然後觀
想氣進到底下 一直到這邊 再按住右鼻孔 從左鼻孔呼出
來 白色的氣進去 紅色的氣在身體裡面輪迴 然後 從這
裡呼出黑色的氣
然後 再相反 左鼻孔入 右鼻孔出 兩個鼻孔入 衝
頂再下來 再從兩個鼻孔出 這就是九節佛風 這個就算三
節 這樣子 剛開始要用這樣子 要塞住左鼻孔 右鼻孔；
左鼻孔 右鼻孔這樣塞的 再來 反覆地這樣做三次 同
時 你在做的時候 可以用︵尾指︶這樣 到最後 可以不
用這個指頭了 你可以右鼻孔入 你就這一孔不要吸氣 這
一孔吸氣而已 這一孔出 這一孔進 這其中的作用就是這
三脈 三個脈在作用 因為你氣存在這裡的時候 就要進到
中脈 就是方便氣變成智慧氣 變成有用的 將沒有用的氣
變成有用的氣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次在
修法裡面有九節佛風 大家搞不清楚什麼叫九節佛風 大家
知道九節佛風嗎？應該知道嘛！因為講那麼久啦！修氣一定
先從九節佛風開始啊！然後再做寶瓶氣啊！或者做金剛誦
應該是九節佛風開始 再來做金剛誦 再來做寶瓶氣 這樣
順序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身脈 剛開始就是這三個脈 後來 你知道嗎？眉
心輪有多少脈？喉輪有多少脈？心輪有多少脈？臍輪有多少
脈？密輪有多少脈？加起來就變成三十二脈或者七脈或者一
百二十脈 然後到了最微細的 變成七萬兩千脈 也就是這
主要的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這些主要的脈分
出來到其他各個微血管 到了毛細孔的地方 這些脈一共有

偉大 祂有一手持著﹁羂索﹂ 用羂索綁住自己的願望 讓
所有的願望全部能夠達成 也可以用羂索接引到西方極樂世
界 祂的手印很特殊
祂有三種手印 三種手印都可以 好像兩隻手這樣子也
可以 我喜歡用這樣子 這是兩個勾勾住 這樣勾住 就可
以了 兩手成圈 大家看得清楚 要合起來 這是不空羂
索 這個勾住 這是祂的手印︵師尊示範︶ 另外 祂的形
象 大家有看到祂的形象 這就是不空羂索觀音的形象 祂
的咒語：﹁嗡 阿摩噶 毗闍耶 吽泮吒 ﹂祂的咒語要唸
得很熟
今天再談一下︽道果︾：﹁復判有七：一 具陳所依
二 標指含藏 三 依所依法 四 能所相屬 五 判因續
軌 六 定擇本續 七 配輪涅法 ﹂ 它的復判有七樣
你看到的每一個字 幾乎很難解釋的 它的用字也不是深
奧 而是用的字很奇怪 在整本︽道果︾把它翻譯過來以
後 整本的用字都非常奇怪 它的解釋是這樣：﹁具陳所
依 復分為四：一個是身脈 一個是脈字 一個是界甘露
能遍並調御其三者之藏智氣 其各有粗品及細品兩種 ﹂
有所謂的粗品跟細品 我們談到這個﹁身脈﹂ ﹁身脈 身
之粗品：為所依身腔 身之細品：有三俱胝半脈 略為細微
脈 最細的脈是七萬兩千脈﹂ 在我們人體身上的脈有七萬
兩千脈 ﹁復略為四寶脈宮殿一共有一百二十脈 復略為主
脈有三十二脈或七脈 復略為三脈 ﹂ 我們平時講三脈
所謂三脈就是中脈跟右脈 左脈 稱為三脈 三條 再來主
脈有三十二脈或七脈 ﹁寶脈宮殿一百二十脈﹂ 最細的脈
一共有七萬兩千脈 我們記住中脈 左脈 右脈就可以了
一般來講 這是最主要的 其它分得很細 你知道人的脈
什麼叫做﹁脈﹂嗎？可以講 從毛孔進到我們身體裡面的所
有通道 就是氣進到我們身體 到所有的通道 一共有七萬

七萬兩千脈 這是身的細品 身的粗品呢？你身體就是粗
品 如果分到脈就變成細品 一般人不知道脈的方法 在密
教裡面才有講到脈 一般顯教只有粗品 粗品就是你的身體
啊！你整個身體 也不講裡面比較細的東西 所以稱為粗
品 講到最細的東西 就是七萬兩千脈 那是最細的東西
﹁脈字的粗品：依據婆伽壇城中有十四個字 四脈輪字
與其他布哩囉嘛拉呀等三十七字的一切字﹂ 也就是咒字
每個脈裡面 好像是眉心輪安上一個咒字 喉輪安上一個咒
字 心輪安上了一個咒字 臍輪安上了一個咒字 生殖輪
密輪安上一個咒字 就代表那個脈的咒字 ﹁最細的品：為
中脈裡最短的阿字﹂ 也就是臍輪四指底下那個生法宮裡面
有個半﹁阿﹂字 這怎麼唸？﹁布 哩 囉 嘛 拉
呀﹂ 講起來可以這樣講六個字 那麼這六個字怎麼安哪？
四脈輪字與其他布哩囉嘛拉呀 這個是咒字 你如果分的
話 六個字是六個輪 眉心 喉 心 臍 密 還有海底
輪 加起來就是六個字 ﹁布 哩 囉 嘛 拉 呀 等三
十七字一切字﹂ 其實身體裡的脈都有用咒字安上 咒字是
用藏文跟梵文都可以 最細品的是中脈裡面到生法宮最底下
的字 就叫做﹁阿﹂字 ﹁阿﹂是安在那裡的 就是臍輪底
下的半﹁阿﹂字 半﹁阿﹂是什麼意思？半﹁阿﹂就是拙
火 半﹁阿﹂也就是多傑帕母 金剛亥母 那個半﹁阿﹂字
是什麼顏色？是紅色 又是最細品 紅色就是光明 紅色的
光明的火 還有加上一個火 紅色的光明的火 半﹁阿﹂有
這三種特性在裡面
什麼叫做﹁界甘露﹂？﹁在粗品裡面為脈內不可思議
界﹂ 其實是很好講的 它這裡寫的就比較含糊 脈內的不
可思議界 就很奇怪了 因為我們每一個脈裡面它都有甘
露 紅菩提 白菩提都是甘露 那粗品脈內不可思議界 講
得清楚一點 紅菩提就是血液 白菩提就是在你身體的所有
液體都稱為白菩提 很多液體都稱為白菩提 白菩提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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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分為十業氣 更略為根本五氣 歸納為入 住 出三種
氣﹂ 它講這個 你們如果不經過我解釋 你們是不知道
的 我解釋了你們才會知道
兩萬一千六百息？問上師們 多少時間？你查一下
啊？一息是 0.25 秒 一個呼吸是 0.25 秒 ﹁依其相開分
為十業氣﹂ 你在呼吸當中屬於業氣 沒有進入中脈的都是
屬於業氣 啊？一秒是 0.25 息是嗎？總之我們不算那個
啦！唉唷 你算了會頭暈啦！兩萬一千六百息 那麼﹁相開
分為十業氣﹂ 你在呼吸就屬於業氣 ﹁更略為根本五
氣﹂ 我講什麼叫﹁五氣﹂？很簡單喔 我跟你講過：控制
上半身的就是﹁上行氣﹂ 控制下半身的就是﹁下行氣﹂
控制循環的就是﹁遍行氣﹂ 控制中脈的就是﹁火伴氣﹂
還有一個氣是不能動的 這氣一動就會死掉 就是﹁命
氣﹂ 這不能動的 ﹁歸納為入 住 出三種氣﹂ 這就是
修氣的法 我們吸一口氣進來 進入丹田 然後閉住呼吸
就是﹁住﹂ 憋不住了 吐出來了 就呼出來 這個﹁入﹂
就是吸進去 ﹁住﹂就是住在丹田 然後再﹁出﹂ 就是最
後吐出來 這也有方法的！吸氣進去 由兩個呼吸口進去
完全呼吸 那是細 慢跟長︵師尊示範︶
這就是在吐氣 剛剛我靜止的時候是在﹁住氣﹂ 就是
吸氣 住氣 吐氣 這個﹁住氣﹂要住多久？我們一般人是
30 秒 差不多 30 秒 我自己這樣算 然後慢慢地增加到
兩分鐘 你要閉住兩分鐘才算及格 也就是住氣住兩分鐘
因為你住氣住兩分鐘那個氣才能進入中脈呀！你沒有住氣很
久 你那個氣不能進入中脈 如果一般人來講 他也不管怎
麼呼吸 每天這樣生活 其實他吸只是吸到喉嚨 又從喉嚨
這裡又出去 你能夠吸到肺部就已經很不錯了啦！還要吸到
丹田 意想到丹田 這個氣又由中脈進去 這就是在修行的
呼吸 稱為﹁完全呼吸﹂ 就是修行的呼吸 我們一般人吸

個名詞叫做﹁賀爾蒙﹂ 我以前講過 眼睛有眼液 鼻子有
鼻涕 耳裡面有耳屎 口裡面有唾液 胃裡面有胃液 還有
我們曉得最重要的 在胰臟裡面有胰島素 這些全部都稱為
白菩提 紅菩提就是血液 就是你的心臟這樣 彭答 彭
答 彭答
要有彭答的時候 你才是活著 血液一直在循
環 由動脈出來 然後靜脈 再到微血管中 最後回到主要
的心臟 然後又出來 轉一圈 又回到心臟 這種在你身體
裡的循環 這個就是紅菩提 也就是﹁脈內不可思議﹂ 裡
面有白菩提 有紅菩提
﹁所謂細品：為如極澄淨大海之日昇 俱伽梨伽鳥頸彩
羽或草露凝珠之映彩﹂ 喔！有夠難唸的︵臺語︶ 呵呵
這講的實在是太過分了嘛！對不對？你用字也不可以這樣
用！用得簡單一點 你們就會明白 不簡單一點你就不明
白 告訴大家 你這個白菩提 水變成尿液出來的時候 應
該講就是不可思議的粗品 你上廁所小便你看到了 那個尿
出來的尿是屬於粗品 不可思議的白菩提 那你物質上出來
的東西呢 也是粗品 這可能就是廢料 那些廢料就是咚咚
就到馬桶裡面 再沖一下水 咻！就是這樣
這個講實在話 當你修行到有一點果位的時候啊 你的
白菩提就像什麼樣？就像極澄淨之大海 非常平靜的大海
升起的太陽 那就是你修行出來的白菩提跟紅菩提的結晶；
就像一種非常美麗的鳥 牠的羽毛一樣這麼樣的漂亮 光
彩 或者是說早上起來 你看草上的凝固的珠子 那個就是
細品 那表示什麼？粗品就是大香 小香 眼屎 鼻屎 耳
屎都是粗品；真正的細品是非常漂亮 很晶瑩透亮的 像寶
珠一樣
有一次 我到吐登達爾吉上師那裡 祂拿了一個水晶球
給我 我不知什麼意思 後來祂才解釋：﹁我拿一個白色透
明的水晶球給你 我是要你修明點法 將來你的明點就是這
個水晶一樣的透明瑩澈 非常光明 非常亮麗 非常圓的

進來到喉嚨就不錯了 就吐氣了 一吸一進 根本就不會進
中脈 這是一般人的呼吸 或者到肺部 根本不到中脈的
跟中脈沒有關係 你真正在修氣的人 一吸 住在裡面住了
兩分鐘 氣一部份就進入中脈了 將來中脈滿了 中脈就
通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先修氣 ︽密宗道次第廣論︾裡有
寫到要修風 風就是氣 入就是吸進去 住就是在中脈裡
面 在生法宮的地方停住將近快兩分鐘 後來再吐出這種口
氣 平時在修行的時候 在打坐的時候都要做這種方法 常
常練 練到最後你中脈才會通
現在流行﹁通中脈﹂ 怎麼樣呢？有一個通中脈的師傅
說：﹁我給你通中脈！﹂ 然後用指頭壓住你頭頂上面
﹁呀 呀 通了沒有？你感覺到怎麼樣？舒服一點？舒服一
點就是通了！好啦！給錢 二十萬！﹂這叫通中脈呀？不
是！這不叫通中脈！可以稱作加持 是可以啦！不能講通中
脈 這些通中脈全都是假的！氣要進入中脈才叫做通中脈
而且氣要非常的足 把中脈整個都通了 全部都變成一條細
直的 真正的中脈出來 全部統統沒有阻礙的 這才是真正
修行的脈 要自己修出來 不是給別人通 知道嗎？這要清
楚一點啊！流行﹁通中脈﹂這個不行的
住家對面有一個妹子每天早上換衣服都不關窗子 我必
須感謝這位正妹 因為她 我不但近視好了 還養成了早起
的習慣 這就是因哪！我們稱為因 因為你對面有一個小
姐 她早上很早起來 換衣服的時候不關窗子 有這個因
你才能夠早起 然後你的近視也會好 因為你要看清楚啊！
告訴大家 我每天早上一定眼珠子運動 對著很遠的地方
然後你先閉著眼睛 轉十四下 這時候再張開眼睛 看最遠
的地方 會讓你的眼睛運動；眼睛只要有運動 它的壽命就
會比較長 所以這位老兄起得早 眼睛要看很遠的地方
欸！不謀而合 而且眼睛一定要轉動 他看著女生一定要轉

這就是叫你修明點法 ﹂ 什麼叫﹁明點法﹂？就是你身上
集起來的拙火 它的溫度可以把固體的明點融化下降 成為
一滴一滴的明珠一樣的下降 那就是明點 就是細品
我這樣講解你們清楚？不講解你不知道的！你從粗品修
到細品 就是紅菩提變成紅色的水晶球 透明亮麗；白菩提
就像白色的水晶球一樣 透明亮麗 當然沒有像水晶球那麼
大 還得了 很小 一顆一顆小小的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
你將來修成了 這水晶球修成了 又回復到凝固的時候 它
會上升 到了腦殼 火化後看到鑲在腦殼邊上一顆一顆的
告訴大家 那個就是舍利子！或者鑲在你的骨頭的關節裡
面 這是關節裡面 身體裡面 膝蓋這裡 會結成一粒一粒
白色的 粉狀的 非常堅固的堅固子 那個就是舍利子 也
就是白菩提跟紅菩提的結晶 頭髮是黑色的 血液是紅色的
跟褐色的 身體裡面白菩提是白色的 骨舍利是白色的 另
外 還有黑色 還有好幾種顏色的 在你身體裡面產生 那
就表示你修行有一些成果 有些時候都沒有 但是整個燒
光 全部化光；有的時候是全身燒完以後 全部都是舍利
布滿了一粒粒的珠子 那就是全身舍利
我們蓮花益民上師就是全身舍利 但是祂的是屬於灰色
的 全部都是舍利 祂全身都是舍利 蓮花益民上師 可見
祂修氣 脈 明點有成就 才會有舍利子 如果氣 脈 明
點沒有成就 不會有舍利子 是不可能有舍利子 ××說她
修拙火成就的時候 哇 生出好多舍利子啊！結果全部被同
門給偷光了 我搞不清楚為什麼會被偷光？成就者有時候你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翻一個身 欸！會跑出幾個舍利
子出來 也有這種現象
現在再跟大家談﹁氣 氣的粗品為言笑 細品為氣﹂你
講話是不是用氣啊？對不對？你笑的時候有沒有用氣呀？一
樣要用氣呀！它說氣的粗品為言笑 就是你講話 笑就是氣
的粗品 細品就是氣 ﹁依其數為兩萬一千六百息 依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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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分為十業氣 更略為根本五氣 歸納為入 住 出三種
氣﹂ 它講這個 你們如果不經過我解釋 你們是不知道
的 我解釋了你們才會知道
兩萬一千六百息？問上師們 多少時間？你查一下
啊？一息是 0.25 秒 一個呼吸是 0.25 秒 ﹁依其相開分
為十業氣﹂ 你在呼吸當中屬於業氣 沒有進入中脈的都是
屬於業氣 啊？一秒是 0.25 息是嗎？總之我們不算那個
啦！唉唷 你算了會頭暈啦！兩萬一千六百息 那麼﹁相開
分為十業氣﹂ 你在呼吸就屬於業氣 ﹁更略為根本五
氣﹂ 我講什麼叫﹁五氣﹂？很簡單喔 我跟你講過：控制
上半身的就是﹁上行氣﹂ 控制下半身的就是﹁下行氣﹂
控制循環的就是﹁遍行氣﹂ 控制中脈的就是﹁火伴氣﹂
還有一個氣是不能動的 這氣一動就會死掉 就是﹁命
氣﹂ 這不能動的 ﹁歸納為入 住 出三種氣﹂ 這就是
修氣的法 我們吸一口氣進來 進入丹田 然後閉住呼吸
就是﹁住﹂ 憋不住了 吐出來了 就呼出來 這個﹁入﹂
就是吸進去 ﹁住﹂就是住在丹田 然後再﹁出﹂ 就是最
後吐出來 這也有方法的！吸氣進去 由兩個呼吸口進去
完全呼吸 那是細 慢跟長︵師尊示範︶
這就是在吐氣 剛剛我靜止的時候是在﹁住氣﹂ 就是
吸氣 住氣 吐氣 這個﹁住氣﹂要住多久？我們一般人是
30 秒 差不多 30 秒 我自己這樣算 然後慢慢地增加到
兩分鐘 你要閉住兩分鐘才算及格 也就是住氣住兩分鐘
因為你住氣住兩分鐘那個氣才能進入中脈呀！你沒有住氣很
久 你那個氣不能進入中脈 如果一般人來講 他也不管怎
麼呼吸 每天這樣生活 其實他吸只是吸到喉嚨 又從喉嚨
這裡又出去 你能夠吸到肺部就已經很不錯了啦！還要吸到
丹田 意想到丹田 這個氣又由中脈進去 這就是在修行的
呼吸 稱為﹁完全呼吸﹂ 就是修行的呼吸 我們一般人吸

個名詞叫做﹁賀爾蒙﹂ 我以前講過 眼睛有眼液 鼻子有
鼻涕 耳裡面有耳屎 口裡面有唾液 胃裡面有胃液 還有
我們曉得最重要的 在胰臟裡面有胰島素 這些全部都稱為
白菩提 紅菩提就是血液 就是你的心臟這樣 彭答 彭
答 彭答
要有彭答的時候 你才是活著 血液一直在循
環 由動脈出來 然後靜脈 再到微血管中 最後回到主要
的心臟 然後又出來 轉一圈 又回到心臟 這種在你身體
裡的循環 這個就是紅菩提 也就是﹁脈內不可思議﹂ 裡
面有白菩提 有紅菩提
﹁所謂細品：為如極澄淨大海之日昇 俱伽梨伽鳥頸彩
羽或草露凝珠之映彩﹂ 喔！有夠難唸的︵臺語︶ 呵呵
這講的實在是太過分了嘛！對不對？你用字也不可以這樣
用！用得簡單一點 你們就會明白 不簡單一點你就不明
白 告訴大家 你這個白菩提 水變成尿液出來的時候 應
該講就是不可思議的粗品 你上廁所小便你看到了 那個尿
出來的尿是屬於粗品 不可思議的白菩提 那你物質上出來
的東西呢 也是粗品 這可能就是廢料 那些廢料就是咚咚
就到馬桶裡面 再沖一下水 咻！就是這樣
這個講實在話 當你修行到有一點果位的時候啊 你的
白菩提就像什麼樣？就像極澄淨之大海 非常平靜的大海
升起的太陽 那就是你修行出來的白菩提跟紅菩提的結晶；
就像一種非常美麗的鳥 牠的羽毛一樣這麼樣的漂亮 光
彩 或者是說早上起來 你看草上的凝固的珠子 那個就是
細品 那表示什麼？粗品就是大香 小香 眼屎 鼻屎 耳
屎都是粗品；真正的細品是非常漂亮 很晶瑩透亮的 像寶
珠一樣
有一次 我到吐登達爾吉上師那裡 祂拿了一個水晶球
給我 我不知什麼意思 後來祂才解釋：﹁我拿一個白色透
明的水晶球給你 我是要你修明點法 將來你的明點就是這
個水晶一樣的透明瑩澈 非常光明 非常亮麗 非常圓的

進來到喉嚨就不錯了 就吐氣了 一吸一進 根本就不會進
中脈 這是一般人的呼吸 或者到肺部 根本不到中脈的
跟中脈沒有關係 你真正在修氣的人 一吸 住在裡面住了
兩分鐘 氣一部份就進入中脈了 將來中脈滿了 中脈就
通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先修氣 ︽密宗道次第廣論︾裡有
寫到要修風 風就是氣 入就是吸進去 住就是在中脈裡
面 在生法宮的地方停住將近快兩分鐘 後來再吐出這種口
氣 平時在修行的時候 在打坐的時候都要做這種方法 常
常練 練到最後你中脈才會通
現在流行﹁通中脈﹂ 怎麼樣呢？有一個通中脈的師傅
說：﹁我給你通中脈！﹂ 然後用指頭壓住你頭頂上面
﹁呀 呀 通了沒有？你感覺到怎麼樣？舒服一點？舒服一
點就是通了！好啦！給錢 二十萬！﹂這叫通中脈呀？不
是！這不叫通中脈！可以稱作加持 是可以啦！不能講通中
脈 這些通中脈全都是假的！氣要進入中脈才叫做通中脈
而且氣要非常的足 把中脈整個都通了 全部都變成一條細
直的 真正的中脈出來 全部統統沒有阻礙的 這才是真正
修行的脈 要自己修出來 不是給別人通 知道嗎？這要清
楚一點啊！流行﹁通中脈﹂這個不行的
住家對面有一個妹子每天早上換衣服都不關窗子 我必
須感謝這位正妹 因為她 我不但近視好了 還養成了早起
的習慣 這就是因哪！我們稱為因 因為你對面有一個小
姐 她早上很早起來 換衣服的時候不關窗子 有這個因
你才能夠早起 然後你的近視也會好 因為你要看清楚啊！
告訴大家 我每天早上一定眼珠子運動 對著很遠的地方
然後你先閉著眼睛 轉十四下 這時候再張開眼睛 看最遠
的地方 會讓你的眼睛運動；眼睛只要有運動 它的壽命就
會比較長 所以這位老兄起得早 眼睛要看很遠的地方
欸！不謀而合 而且眼睛一定要轉動 他看著女生一定要轉

這就是叫你修明點法 ﹂ 什麼叫﹁明點法﹂？就是你身上
集起來的拙火 它的溫度可以把固體的明點融化下降 成為
一滴一滴的明珠一樣的下降 那就是明點 就是細品
我這樣講解你們清楚？不講解你不知道的！你從粗品修
到細品 就是紅菩提變成紅色的水晶球 透明亮麗；白菩提
就像白色的水晶球一樣 透明亮麗 當然沒有像水晶球那麼
大 還得了 很小 一顆一顆小小的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
你將來修成了 這水晶球修成了 又回復到凝固的時候 它
會上升 到了腦殼 火化後看到鑲在腦殼邊上一顆一顆的
告訴大家 那個就是舍利子！或者鑲在你的骨頭的關節裡
面 這是關節裡面 身體裡面 膝蓋這裡 會結成一粒一粒
白色的 粉狀的 非常堅固的堅固子 那個就是舍利子 也
就是白菩提跟紅菩提的結晶 頭髮是黑色的 血液是紅色的
跟褐色的 身體裡面白菩提是白色的 骨舍利是白色的 另
外 還有黑色 還有好幾種顏色的 在你身體裡面產生 那
就表示你修行有一些成果 有些時候都沒有 但是整個燒
光 全部化光；有的時候是全身燒完以後 全部都是舍利
布滿了一粒粒的珠子 那就是全身舍利
我們蓮花益民上師就是全身舍利 但是祂的是屬於灰色
的 全部都是舍利 祂全身都是舍利 蓮花益民上師 可見
祂修氣 脈 明點有成就 才會有舍利子 如果氣 脈 明
點沒有成就 不會有舍利子 是不可能有舍利子 ××說她
修拙火成就的時候 哇 生出好多舍利子啊！結果全部被同
門給偷光了 我搞不清楚為什麼會被偷光？成就者有時候你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翻一個身 欸！會跑出幾個舍利
子出來 也有這種現象
現在再跟大家談﹁氣 氣的粗品為言笑 細品為氣﹂你
講話是不是用氣啊？對不對？你笑的時候有沒有用氣呀？一
樣要用氣呀！它說氣的粗品為言笑 就是你講話 笑就是氣
的粗品 細品就是氣 ﹁依其數為兩萬一千六百息 依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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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配著她在換衣服 看著她的
手 怎麼換 對不對 眼力就會真
的好了 這是果啊！一切事情都是
有因果的
小吃店來了一個客人跟老闆
講：﹁我要一碗貢丸湯 不要貢丸
要蛋花 等一下來拿 ﹂ 老兄就
對著旁邊的人講：﹁現在的瘋子有
夠多 講蛋花湯不就好了嗎？﹂
我告訴你喔！跟這一本差不多 真
的！囉哩叭唆 寫了一大堆也不講
清楚 也不讓你知道 這就是要吃
蛋花湯 偏偏講貢丸湯不要貢丸
只要蛋花 跟這本一樣的 這本
︽道果︾它是給真正的修行人 懂
得修法的人看的 你不懂的 外行
的拿來看 照這樣學 你看不懂怎
麼學？給真正的上師看 他就懂什
麼叫﹁入﹂ 什麼叫﹁住﹂ 什麼叫﹁出﹂ 你寫嘛！入
氣 住氣 吸氣 出氣嘛！對不對？它就少了一口氣 搞什
麼嘛！入 住 出 除非說 還好是根本上師懂得什麼叫
入 住 出？入氣 住氣 出氣 什麼叫﹁五氣﹂？它也不
寫清楚 對不對？﹁上行氣 下行氣 遍行氣 火伴氣 命
氣﹂ 這都要清楚的嘛！你看 寫兩萬一千六百息 四秒就
一息 四秒就是一個呼吸 就是粗的
︽道果︾這本書 它有時候是這樣 正寫 倒寫 顛倒
寫 還有用很深的字去表示出來 讓你看不懂 一定要真正
的金剛上師解釋 你們才懂 這叫﹁口耳相傳﹂ 它的意思
就是這樣 要上師跟你解釋你才能夠懂 不給你解釋 你就
霧煞煞 什麼叫做﹁界甘露﹂？粗品 你講大便 小便就好

了嘛！細品就是你的白菩提 紅菩提 對
不對？它不這樣寫的 所以這跟我講的笑
話是一樣的
懷孕的妻子跟先生閒聊的時候講：
﹁我想替小孩子取一個簡單又好記的名
字 ﹂先生講：﹁那就叫周一吧！﹂ 又
簡單又好記 而且可以連續生七個 周
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
七 妻子就接著講：﹁那生第八個怎麼辦
哪？﹂ 他說：﹁那乾脆第八個姓妳的姓
好了 ﹂ 那怎麼叫啊？周先生說：﹁就
叫夏周一 ﹂ 呵呵 老婆姓夏 先生姓
周 所以她可以生周一 周二 周三 周
四
又好記呀！這一本書啊 它就不
能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了 真的 我
看了還要想一想才能夠講
有一天 貓跟狗結婚 沒多久就離婚
了 法官就問貓 狗：﹁為什麼要離
婚？﹂ 狗就講：﹁自從跟貓結婚以後 每天晚上都不回
家 行為不軌 ﹂ 貓大聲喊：﹁冤枉啊！我只是去追老
鼠！﹂ 狗就講：﹁你聽聽！這追老鼠還像話嗎？﹂ 呵
呵 這個好玩 剛跟爸爸 媽媽聊天的時候 媽媽突然嘆了
口氣說：﹁都三十好幾了 還沒看過妳帶男朋友回來 是不
是沒人要啊？﹂ 這位女兒頓時陷入深深的自卑之中 這時
候老爸在旁邊講：﹁別這樣講女兒 ﹂ 那個時候女兒聽到
就一臉高興的看著爸爸 心想 還是你比較疼我 這時候老
爸卻又講了一句：﹁總還是會有一個看走眼的 ﹂看走眼突
然間他看走了眼就娶了她了 呵呵
請大家注意喔！修行的事 是比所有任何事還要更
﹁正﹂的事 還要更加謹慎 更加的重要 因為這決定你未

來 你的輪迴 跟決定你未來的成果 決定你未來的果位
是非常慎重的 不可以開玩笑的 是要非常謹慎 而且一步
一步地走的路 我們要走在正道上 不能走在不好的路上
祈求加持 祈求本尊攝受 當然是佛菩薩來攝受 佛 菩
薩 金剛護法空行來攝受 請求護法來守護 要金剛明王
所有的諸天來守護你這個修行的人 你還要找對真正的根本
上師！
我告訴你 我們修行本來就跟鬼一點關係都沒有 修行
在做防護 就是防護那些魑魅魍魎 本來就是在防護自己遠
離那些魑魅魍魎 那些妖魔鬼怪 我們做披甲護身 在做守
護輪的修行的時候 在做結界 都是為了防止那些魑魅魍
魎 那些妖魔鬼怪來侵犯你 如果有養鬼的 你不要去跟隨
這種養鬼的 誰都知道不要跟養鬼的 你跟著養鬼的做什
麼？鬼當然有些通力 我們講﹁鬼通﹂ 他可以幫你算一些
事情 幫你解決一些小事情 都可以幫你解決 但是你不能
因為相信他 而失去了修行的正道！這是最重要的！你如果
知道哪一個上師在養鬼 你就不能跟他！跟他有什麼用？他
會表現一些靈感的東西給你看 沒有錯 家裡有什麼困難
幫你解決 這跟修行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初 釋迦牟尼佛比較反對去相命 算命 去改運 去
學星象 學風水
學這些東西 那只能夠當為補助 不能
當成正修！你當成正修你就走歪了路；也不要去學作法 給
人家作降頭或怎麼樣 也不要去學那些東西 也不要做 那
是造業！大家知道的 你要走在正道上面 一點都不可以
偏 你偏了 人家講說：﹁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越偏就
越遠 越來就越不像話 所以我們拜的是佛 是菩薩 是金
剛 是護法 是空行 是尊敬 學習祂們 我們是在學佛
你千萬不能學鬼！這是一個重點 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
咪吽
雜誌

21
22

2017/10/08 導讀主講：蓮萊上師
第214冊文集「瑜伽士的寶劍」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動 配著她在換衣服 看著她的
手 怎麼換 對不對 眼力就會真
的好了 這是果啊！一切事情都是
有因果的
小吃店來了一個客人跟老闆
講：﹁我要一碗貢丸湯 不要貢丸
要蛋花 等一下來拿 ﹂ 老兄就
對著旁邊的人講：﹁現在的瘋子有
夠多 講蛋花湯不就好了嗎？﹂
我告訴你喔！跟這一本差不多 真
的！囉哩叭唆 寫了一大堆也不講
清楚 也不讓你知道 這就是要吃
蛋花湯 偏偏講貢丸湯不要貢丸
只要蛋花 跟這本一樣的 這本
︽道果︾它是給真正的修行人 懂
得修法的人看的 你不懂的 外行
的拿來看 照這樣學 你看不懂怎
麼學？給真正的上師看 他就懂什
麼叫﹁入﹂ 什麼叫﹁住﹂ 什麼叫﹁出﹂ 你寫嘛！入
氣 住氣 吸氣 出氣嘛！對不對？它就少了一口氣 搞什
麼嘛！入 住 出 除非說 還好是根本上師懂得什麼叫
入 住 出？入氣 住氣 出氣 什麼叫﹁五氣﹂？它也不
寫清楚 對不對？﹁上行氣 下行氣 遍行氣 火伴氣 命
氣﹂ 這都要清楚的嘛！你看 寫兩萬一千六百息 四秒就
一息 四秒就是一個呼吸 就是粗的
︽道果︾這本書 它有時候是這樣 正寫 倒寫 顛倒
寫 還有用很深的字去表示出來 讓你看不懂 一定要真正
的金剛上師解釋 你們才懂 這叫﹁口耳相傳﹂ 它的意思
就是這樣 要上師跟你解釋你才能夠懂 不給你解釋 你就
霧煞煞 什麼叫做﹁界甘露﹂？粗品 你講大便 小便就好

了嘛！細品就是你的白菩提 紅菩提 對
不對？它不這樣寫的 所以這跟我講的笑
話是一樣的
懷孕的妻子跟先生閒聊的時候講：
﹁我想替小孩子取一個簡單又好記的名
字 ﹂先生講：﹁那就叫周一吧！﹂ 又
簡單又好記 而且可以連續生七個 周
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
七 妻子就接著講：﹁那生第八個怎麼辦
哪？﹂ 他說：﹁那乾脆第八個姓妳的姓
好了 ﹂ 那怎麼叫啊？周先生說：﹁就
叫夏周一 ﹂ 呵呵 老婆姓夏 先生姓
周 所以她可以生周一 周二 周三 周
四
又好記呀！這一本書啊 它就不
能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了 真的 我
看了還要想一想才能夠講
有一天 貓跟狗結婚 沒多久就離婚
了 法官就問貓 狗：﹁為什麼要離
婚？﹂ 狗就講：﹁自從跟貓結婚以後 每天晚上都不回
家 行為不軌 ﹂ 貓大聲喊：﹁冤枉啊！我只是去追老
鼠！﹂ 狗就講：﹁你聽聽！這追老鼠還像話嗎？﹂ 呵
呵 這個好玩 剛跟爸爸 媽媽聊天的時候 媽媽突然嘆了
口氣說：﹁都三十好幾了 還沒看過妳帶男朋友回來 是不
是沒人要啊？﹂ 這位女兒頓時陷入深深的自卑之中 這時
候老爸在旁邊講：﹁別這樣講女兒 ﹂ 那個時候女兒聽到
就一臉高興的看著爸爸 心想 還是你比較疼我 這時候老
爸卻又講了一句：﹁總還是會有一個看走眼的 ﹂看走眼突
然間他看走了眼就娶了她了 呵呵
請大家注意喔！修行的事 是比所有任何事還要更
﹁正﹂的事 還要更加謹慎 更加的重要 因為這決定你未

來 你的輪迴 跟決定你未來的成果 決定你未來的果位
是非常慎重的 不可以開玩笑的 是要非常謹慎 而且一步
一步地走的路 我們要走在正道上 不能走在不好的路上
祈求加持 祈求本尊攝受 當然是佛菩薩來攝受 佛 菩
薩 金剛護法空行來攝受 請求護法來守護 要金剛明王
所有的諸天來守護你這個修行的人 你還要找對真正的根本
上師！
我告訴你 我們修行本來就跟鬼一點關係都沒有 修行
在做防護 就是防護那些魑魅魍魎 本來就是在防護自己遠
離那些魑魅魍魎 那些妖魔鬼怪 我們做披甲護身 在做守
護輪的修行的時候 在做結界 都是為了防止那些魑魅魍
魎 那些妖魔鬼怪來侵犯你 如果有養鬼的 你不要去跟隨
這種養鬼的 誰都知道不要跟養鬼的 你跟著養鬼的做什
麼？鬼當然有些通力 我們講﹁鬼通﹂ 他可以幫你算一些
事情 幫你解決一些小事情 都可以幫你解決 但是你不能
因為相信他 而失去了修行的正道！這是最重要的！你如果
知道哪一個上師在養鬼 你就不能跟他！跟他有什麼用？他
會表現一些靈感的東西給你看 沒有錯 家裡有什麼困難
幫你解決 這跟修行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初 釋迦牟尼佛比較反對去相命 算命 去改運 去
學星象 學風水
學這些東西 那只能夠當為補助 不能
當成正修！你當成正修你就走歪了路；也不要去學作法 給
人家作降頭或怎麼樣 也不要去學那些東西 也不要做 那
是造業！大家知道的 你要走在正道上面 一點都不可以
偏 你偏了 人家講說：﹁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越偏就
越遠 越來就越不像話 所以我們拜的是佛 是菩薩 是金
剛 是護法 是空行 是尊敬 學習祂們 我們是在學佛
你千萬不能學鬼！這是一個重點 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
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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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本身含藏在體內的佛性
如 果 沒 有 方 便 攝 持 佛 性 一 直 在輪 迴 之中
如 果 以 方 便 攝 持 就 能 夠 變 成菩 提
也就是能夠成佛 成為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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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生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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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與會貴賓 只有兩位 其實每一個
人都是貴賓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
姐 她是我們︿真佛宗﹀大掌櫃 ︿中天電視台﹀﹁給你
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謝謝她 在︿中天電
視台﹀﹁給你點上心燈﹂這個節目她製作的很好 還有
其他很多的貴賓 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頭有臉 所以都是貴賓 呵呵
大家晚安！你好！大家好！︵粵語︶今天我們修的是
﹁蓮華生大士本尊法﹂ 大家都知道蓮華生大士就是在蓮
花裡面化生 所以我講過 祂沒有什麼父親 母親 也沒
有什麼兄弟姊妹 祂就是在蓮花裡面化生 印度本身很
大 在北方內陸沒有什麼海 也就是說很大的湖 他們就
稱為海 有一個國王出去的時候 回來在達賴郭嘯海就把
這個 baby 從蓮花上抱起來 帶回自己的國家 蓮華生大
士就是這樣出生的 祂是蓮花化生 我講過 祂是真正的
蓮花童子 對不對？對 所以祂的號就叫﹁蓮華生﹂ 就

是蓮花裡面出生的嘛！祂的金剛號叫﹁海生金剛﹂ ﹁海
生金剛﹂是在湖裡面的蓮花化生成就的金剛 所以金剛號
就是﹁海生金剛﹂ 這很容易知道的 蓮華生大士是蓮花
化生的一個菩薩 就是蓮花童子嘛！對不對？祂就是烏金
的第二佛 在密教裡面 祂的本尊 祂原來就是釋迦牟尼
佛 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的三身合一 講過喔！釋迦牟
尼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的身口意的化身 又是烏金
第二佛
這裡又要談到×× 這沒辦法的事情哪！這麼多事
情 美國南方有個客人到西雅圖來 他講最近××講的
話：﹁第一 蓮花童子是五 六地的菩薩 不是佛 ﹂
蓮花童子是五地 六地的菩薩 不是佛？請問蓮華生大士
是什麼？就是佛啊！烏金第二佛啊！密教公認的最大的祖
師爺 是四教共同尊崇 祂是進到西藏去傳密法的第一
人 在赤松德真王的時代 西藏的贊普 也就是西藏的國
王赤松德真 在雅魯藏布江的旁邊迎接蓮華生大士 蓮華
生大士就是烏金第二佛 而且是密教的祖師爺 祂就是蓮
花童子啊！祂就是佛啊！妳怎麼可以一竿子把蓮花童子全
部打成五地菩薩 六地菩薩？怎麼是這樣的？人家虹光化
身啊！蓮華生大士圓滿成就的時候是虹光化身 全部都是
光彩在祂的身上 祂化成彩虹光這樣 ××講是五地 六
地的菩薩 其實 五地 六地也不錯啦！也是很好的啦！
多謝多謝︵粵語︶ 還是菩薩 很不錯啦！
你看 四聖 一個是佛 再來就是菩薩 再來呢 就
是緣覺 再來就是阿羅漢 這就是四聖啊！菩薩大部分來
講都是在救度眾生的 而且是不退轉的 也就是有菩薩的
果位 祂不會再退回去 不會退轉的 當了菩薩已經很好
了 而且我們有淨土│摩訶雙蓮池 那麼大的淨土 這已
經是很高了；菩薩已經是很高了 能夠作為一個菩薩 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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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本身含藏在體內的佛性
如 果 沒 有 方 便 攝 持 佛 性 一 直在 輪 迴 之 中
如 果 以 方 便 攝 持 就 能 夠 變 成 菩提
也就是能夠成佛 成為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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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生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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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與會貴賓 只有兩位 其實每一個
人都是貴賓 ︿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計師 Teresa 師
姐 她是我們︿真佛宗﹀大掌櫃 ︿中天電視台﹀﹁給你
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謝謝她 在︿中天電
視台﹀﹁給你點上心燈﹂這個節目她製作的很好 還有
其他很多的貴賓 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頭有臉 所以都是貴賓 呵呵
大家晚安！你好！大家好！︵粵語︶今天我們修的是
﹁蓮華生大士本尊法﹂ 大家都知道蓮華生大士就是在蓮
花裡面化生 所以我講過 祂沒有什麼父親 母親 也沒
有什麼兄弟姊妹 祂就是在蓮花裡面化生 印度本身很
大 在北方內陸沒有什麼海 也就是說很大的湖 他們就
稱為海 有一個國王出去的時候 回來在達賴郭嘯海就把
這個 baby 從蓮花上抱起來 帶回自己的國家 蓮華生大
士就是這樣出生的 祂是蓮花化生 我講過 祂是真正的
蓮花童子 對不對？對 所以祂的號就叫﹁蓮華生﹂ 就

是蓮花裡面出生的嘛！祂的金剛號叫﹁海生金剛﹂ ﹁海
生金剛﹂是在湖裡面的蓮花化生成就的金剛 所以金剛號
就是﹁海生金剛﹂ 這很容易知道的 蓮華生大士是蓮花
化生的一個菩薩 就是蓮花童子嘛！對不對？祂就是烏金
的第二佛 在密教裡面 祂的本尊 祂原來就是釋迦牟尼
佛 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的三身合一 講過喔！釋迦牟
尼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的身口意的化身 又是烏金
第二佛
這裡又要談到×× 這沒辦法的事情哪！這麼多事
情 美國南方有個客人到西雅圖來 他講最近××講的
話：﹁第一 蓮花童子是五 六地的菩薩 不是佛 ﹂
蓮花童子是五地 六地的菩薩 不是佛？請問蓮華生大士
是什麼？就是佛啊！烏金第二佛啊！密教公認的最大的祖
師爺 是四教共同尊崇 祂是進到西藏去傳密法的第一
人 在赤松德真王的時代 西藏的贊普 也就是西藏的國
王赤松德真 在雅魯藏布江的旁邊迎接蓮華生大士 蓮華
生大士就是烏金第二佛 而且是密教的祖師爺 祂就是蓮
花童子啊！祂就是佛啊！妳怎麼可以一竿子把蓮花童子全
部打成五地菩薩 六地菩薩？怎麼是這樣的？人家虹光化
身啊！蓮華生大士圓滿成就的時候是虹光化身 全部都是
光彩在祂的身上 祂化成彩虹光這樣 ××講是五地 六
地的菩薩 其實 五地 六地也不錯啦！也是很好的啦！
多謝多謝︵粵語︶ 還是菩薩 很不錯啦！
你看 四聖 一個是佛 再來就是菩薩 再來呢 就
是緣覺 再來就是阿羅漢 這就是四聖啊！菩薩大部分來
講都是在救度眾生的 而且是不退轉的 也就是有菩薩的
果位 祂不會再退回去 不會退轉的 當了菩薩已經很好
了 而且我們有淨土│摩訶雙蓮池 那麼大的淨土 這已
經是很高了；菩薩已經是很高了 能夠作為一個菩薩 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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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他說：﹁到美國還不錯！問一件事情十塊美金 ﹂在
臺灣當然乩童很多 每個宮廟都有乩童 都可以看得到
對啊！網路上都有的 很多乩童 妳把乩童都當成邪靈
還得了？天上聖母的乩童很多 尤其五府千歲的那些將
軍 很多乩童的 濟公活佛一來的話 他就飲酒︵粵
語︶ 就搖扇啊！濟公活佛一到就是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
講 可以講大部分都是一般的鬼神 不可以說是邪靈 這
又把她打趴在地上
她講了第四個 ﹁祖廟大殿的瑤池金母早已不見
了 ﹂ ××的意思是同門不用來求 不會靈的 祖廟瑤
池金母在這裡啊！她說已經不在了 叫同門不用來求 因
為已經不靈了？那誰才靈啊？請問大家誰才靈啊？××才
靈啊？對！她才靈！瑤池金母算什麼 我們瑤池金母已經
不在了 她不知道瑤池金母是大羅金仙啊！蓮華生大士有
講過一句話：﹁你只要持誦我的名字或我的咒語 很誠心
的求我 我就現身在你的面前 ﹂ 蓮華生大士講的話
瑤池金母本身是大羅金仙 無所不在的 跟蓮華生大士一
樣 無所不在的 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現 不一定要
有金身 祂都會出現的 瑤池金母也是一樣 你到哪裡求
瑤池金母 我在外面走的時候 人家問我事情 我也能夠
回答 不一定在瑤池金母面前才回答 照樣請得到瑤池金
母 因為祂是千處祈求千處現 哪裡說是我們祖廟的瑤池
金母不見了 不靈了？這不是開玩笑嗎？對不對？將××
打趴在地上
就算這一尊瑤池金母被偷了 祂還是在的！本來大羅
金仙就是這樣 無所不在啊！才叫大羅金仙！我們這裡的
瑤池金母有多少尊？在山莊護摩殿就有瑤池金母 數不清
啊！﹁真佛密苑﹂有瑤池金母啊！我問事房間有瑤池金母
啊！我家裡就有四 五尊瑤池金母啊！我的房間裡面瑤池

在是很高了！不是佛 蓮華生大士呢？祂本來就是佛
第二點 講錢的不要講 ××說盧師尊出關的時候
××講 ××的弟弟有給盧師尊十萬臺幣 二十萬臺幣的
供養 不知道是十萬臺幣還是二十萬臺幣的供養 她弟弟
的供養跟××有什麼關係？我實在不清楚 老人家記憶不
好 請原諒 那麼多年 我出關的時候 十幾年前 誰給
我十萬 我都忘掉了 一下子講說××給 一下子講是周
師兄給的 我本來不想牽涉到她們的親人 一下子講周師
兄給的 一下子又講她弟弟給的 到底是誰給的 到底是
十萬還二十萬？我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 那時候很多人給
供養 對不對 我也搞不清楚 我出關的時候 哇！大家
拚命供養師尊啊！我哪知道這個錢
第三點 ××講 ﹁師尊請下來的黑面金母 不是正
靈！﹂不是正靈 是什麼靈呢？﹁是邪靈？黑面金母是邪
靈 因為正靈不可能要翻桌子 或是上到師尊的身上 ﹂
她是這樣講 一下子就把所有全世界上的乩童全部打掉
全部打了 全世界上 全地球上有多少乩童 單單印尼三
口洋 五步就是一個廟 他們廟會的時候乩童一出來幾千
個；幾千個乩童一出來 難道都是邪靈？臺灣也有很多乩
童啊！美國也一樣有很多乩童 師尊也給地藏王菩薩上過
身 記得嗎？很早很早以前 也給地藏王菩薩上過身哪！
難道地藏王菩薩也是邪靈嗎？當然 乩童上身的不一定都
是正靈 大部分我們都是屬於一些鬼神 鬼神會上身 媽
祖的乩童有多少？你知道 媽祖出巡的時候 不知道有多
少乩童 你們看過媽祖的乩童嗎？難道天上聖母全部都是
邪靈嗎？這一下子又把××打趴在地
妳一竿子就把全世界的乩童全部打死 說全世界的乩
童沒有一個是正靈附身的？誰看過乩童？很多啊！新加坡
也有啊！東南亞一帶 美國也有 有一個乩童也是到了美

金母一大堆 我還認不出來 數不清的 ﹁真佛密苑﹂有
多少尊瑤池金母？我家裡瑤池金母 在壇城的上層 瑤池
金母多得很 包括我們佛具部 有多少尊瑤池金母！怎麼
會不見了呢？對不對！︿彩虹山莊﹀瑤池金母很多啊！很
多尊的啊！黑面金母啊！虎頭金剛啊！很多的瑤池金母
啊！有時候這尊來 有時候那尊來 好多好多的瑤池金
母 誰說不靈？××講不靈 叫你們不用來拜 很奇怪的
話耶！這種話也講的出口 這個就是怎麼樣？佛教的幼稚
園小班講的話
你們自己想想 對不對？瑤池金母也不一定要天天坐
在這裡啊！召請祂 祂才來 祂一直坐在這裡幹什麼？傻
傻地看著你們？千百億化身的瑤池金母 居然會不靈？那
你家的呢？奇怪！她家的才靈！這種心理啊 叫什麼心
理？心理學家講 我們這裡有沒有心理學家？這是什麼心
理？喔 底下有一個同門講：﹁頭殼壞去︵臺語︶ ﹂精
神不正常 頭殼壞了 瑤池金母是無所不在的大羅金仙
千處祈求千處現 而且在瑤池金母的經典裡面講 慈航大
士還讚揚瑤池金母 慈航大士是誰啊？觀世音菩薩耶！釋
迦牟尼佛還讚揚瑤池金母 慈航大士還讚揚瑤池金母 慈
航大士就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能夠千處祈求千處
現 瑤池金母一樣的 布滿整個虛空 沒有所謂的不靈！
把她打趴在地上！好啦！其他的不講了 真的是 頭殼壞
去︵臺語︶ 我發覺 她腦筋是不是有問題？真的！
今天談﹁標指含藏﹂ 我們談﹁含藏﹂這兩個字
﹁心所領嘗之識而未分別部類或未落於方分 方便之知覺
顯明無礙 於體性空上稱為﹃含藏﹄ ﹂ 當然這句話比
較難懂 ﹁問：何故而稱含藏？﹂ 含 就是包含的含；
藏 雷藏寺的藏字 ﹁答：其為輪涅二者之基故；若未以
方便攝持則成輪迴 若以方便攝持則能成菩提 故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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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他說：﹁到美國還不錯！問一件事情十塊美金 ﹂在
臺灣當然乩童很多 每個宮廟都有乩童 都可以看得到
對啊！網路上都有的 很多乩童 妳把乩童都當成邪靈
還得了？天上聖母的乩童很多 尤其五府千歲的那些將
軍 很多乩童的 濟公活佛一來的話 他就飲酒︵粵
語︶ 就搖扇啊！濟公活佛一到就是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
講 可以講大部分都是一般的鬼神 不可以說是邪靈 這
又把她打趴在地上
她講了第四個 ﹁祖廟大殿的瑤池金母早已不見
了 ﹂ ××的意思是同門不用來求 不會靈的 祖廟瑤
池金母在這裡啊！她說已經不在了 叫同門不用來求 因
為已經不靈了？那誰才靈啊？請問大家誰才靈啊？××才
靈啊？對！她才靈！瑤池金母算什麼 我們瑤池金母已經
不在了 她不知道瑤池金母是大羅金仙啊！蓮華生大士有
講過一句話：﹁你只要持誦我的名字或我的咒語 很誠心
的求我 我就現身在你的面前 ﹂ 蓮華生大士講的話
瑤池金母本身是大羅金仙 無所不在的 跟蓮華生大士一
樣 無所不在的 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現 不一定要
有金身 祂都會出現的 瑤池金母也是一樣 你到哪裡求
瑤池金母 我在外面走的時候 人家問我事情 我也能夠
回答 不一定在瑤池金母面前才回答 照樣請得到瑤池金
母 因為祂是千處祈求千處現 哪裡說是我們祖廟的瑤池
金母不見了 不靈了？這不是開玩笑嗎？對不對？將××
打趴在地上
就算這一尊瑤池金母被偷了 祂還是在的！本來大羅
金仙就是這樣 無所不在啊！才叫大羅金仙！我們這裡的
瑤池金母有多少尊？在山莊護摩殿就有瑤池金母 數不清
啊！﹁真佛密苑﹂有瑤池金母啊！我問事房間有瑤池金母
啊！我家裡就有四 五尊瑤池金母啊！我的房間裡面瑤池

在是很高了！不是佛 蓮華生大士呢？祂本來就是佛
第二點 講錢的不要講 ××說盧師尊出關的時候
××講 ××的弟弟有給盧師尊十萬臺幣 二十萬臺幣的
供養 不知道是十萬臺幣還是二十萬臺幣的供養 她弟弟
的供養跟××有什麼關係？我實在不清楚 老人家記憶不
好 請原諒 那麼多年 我出關的時候 十幾年前 誰給
我十萬 我都忘掉了 一下子講說××給 一下子講是周
師兄給的 我本來不想牽涉到她們的親人 一下子講周師
兄給的 一下子又講她弟弟給的 到底是誰給的 到底是
十萬還二十萬？我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 那時候很多人給
供養 對不對 我也搞不清楚 我出關的時候 哇！大家
拚命供養師尊啊！我哪知道這個錢
第三點 ××講 ﹁師尊請下來的黑面金母 不是正
靈！﹂不是正靈 是什麼靈呢？﹁是邪靈？黑面金母是邪
靈 因為正靈不可能要翻桌子 或是上到師尊的身上 ﹂
她是這樣講 一下子就把所有全世界上的乩童全部打掉
全部打了 全世界上 全地球上有多少乩童 單單印尼三
口洋 五步就是一個廟 他們廟會的時候乩童一出來幾千
個；幾千個乩童一出來 難道都是邪靈？臺灣也有很多乩
童啊！美國也一樣有很多乩童 師尊也給地藏王菩薩上過
身 記得嗎？很早很早以前 也給地藏王菩薩上過身哪！
難道地藏王菩薩也是邪靈嗎？當然 乩童上身的不一定都
是正靈 大部分我們都是屬於一些鬼神 鬼神會上身 媽
祖的乩童有多少？你知道 媽祖出巡的時候 不知道有多
少乩童 你們看過媽祖的乩童嗎？難道天上聖母全部都是
邪靈嗎？這一下子又把××打趴在地
妳一竿子就把全世界的乩童全部打死 說全世界的乩
童沒有一個是正靈附身的？誰看過乩童？很多啊！新加坡
也有啊！東南亞一帶 美國也有 有一個乩童也是到了美

金母一大堆 我還認不出來 數不清的 ﹁真佛密苑﹂有
多少尊瑤池金母？我家裡瑤池金母 在壇城的上層 瑤池
金母多得很 包括我們佛具部 有多少尊瑤池金母！怎麼
會不見了呢？對不對！︿彩虹山莊﹀瑤池金母很多啊！很
多尊的啊！黑面金母啊！虎頭金剛啊！很多的瑤池金母
啊！有時候這尊來 有時候那尊來 好多好多的瑤池金
母 誰說不靈？××講不靈 叫你們不用來拜 很奇怪的
話耶！這種話也講的出口 這個就是怎麼樣？佛教的幼稚
園小班講的話
你們自己想想 對不對？瑤池金母也不一定要天天坐
在這裡啊！召請祂 祂才來 祂一直坐在這裡幹什麼？傻
傻地看著你們？千百億化身的瑤池金母 居然會不靈？那
你家的呢？奇怪！她家的才靈！這種心理啊 叫什麼心
理？心理學家講 我們這裡有沒有心理學家？這是什麼心
理？喔 底下有一個同門講：﹁頭殼壞去︵臺語︶ ﹂精
神不正常 頭殼壞了 瑤池金母是無所不在的大羅金仙
千處祈求千處現 而且在瑤池金母的經典裡面講 慈航大
士還讚揚瑤池金母 慈航大士是誰啊？觀世音菩薩耶！釋
迦牟尼佛還讚揚瑤池金母 慈航大士還讚揚瑤池金母 慈
航大士就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能夠千處祈求千處
現 瑤池金母一樣的 布滿整個虛空 沒有所謂的不靈！
把她打趴在地上！好啦！其他的不講了 真的是 頭殼壞
去︵臺語︶ 我發覺 她腦筋是不是有問題？真的！
今天談﹁標指含藏﹂ 我們談﹁含藏﹂這兩個字
﹁心所領嘗之識而未分別部類或未落於方分 方便之知覺
顯明無礙 於體性空上稱為﹃含藏﹄ ﹂ 當然這句話比
較難懂 ﹁問：何故而稱含藏？﹂ 含 就是包含的含；
藏 雷藏寺的藏字 ﹁答：其為輪涅二者之基故；若未以
方便攝持則成輪迴 若以方便攝持則能成菩提 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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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在那裡 一下子公冶長就被老虎吃了 這是我這一生
中唯一聽過能夠跟鳥講話的傳說 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公冶
長 但是他沒有誠信 所以到最後被老虎吃了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跟鳥講話 跟貓講話 跟什麼講
話 有何用處？浪費時光！跟佛菩薩講話當然有益處 ×
×可以跟佛菩薩講話？師尊不能 師尊只能夠領受 祂的
覺受 我不會講話 但是我有覺受 但是佛菩薩會教你佛
法嗎？當然 理論上是會 但是呢 實修上會不會啊？不
會 一定要有自己的傳承師父 口耳相傳 我看過××很
多的書 很多的開示錄 她的很多開示文章 理論上有
她如果提到實修的 都是師尊講的 她聽到了 所以 你
要學佛法 理論上要懂 但是實際上的修行要自己去做
但是我又發覺 她跟鳥獸可以講話 也是騙人的 跟佛菩
薩講話 也是騙人的 真的是
蓮員法師講的：﹁世紀
大騙子 ﹂ 她可以組織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將來出來就
是﹁詐騙集團﹂ 臺灣最流行 臺灣的詐騙集團外銷到全
世界 在全世界被抓到不知道有多少 詐騙集團 目的是
什麼？錢財而已 ﹁錢財﹂兩個字 詐騙錢財 所以︿真
佛宗﹀的弟子 大家要小心 謹慎看好你們口袋裡的錢
不要被詐騙集團騙了 怎麼會講到那裡去？
我有個女同事什麼都好 就是有點懶 有多懶呢？最
疼她的外婆病了 在床上躺了兩個月了 她回去照顧 沒
幾天外婆就好了 就起床了 也能夠做飯 什麼都可以
大家就誇那個同事照顧得好 問這個老人她怎麼照顧的
老人長嘆了一口氣：﹁我再不起來 怕她就會餓死 ﹂
大家知道師母煮菜是一流 她懂得煮菜 什麼菜她一看
她就知道 要加什麼 要減什麼 她一看就知道 當初她
嫁到我們盧家的時候 其實她也是盧家啦！她嫁到我們家
的時候 那時候 我爸爸還稱讚：﹁欸！是我們家的福氣

﹃基﹄ ﹂告訴大家 這就是眾生本身含藏在體內的佛
性 佛講 眾生都有佛性 這個佛性藏在你體內 就叫含
藏 如果﹁沒有方便攝持﹂ 也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用方便
法來修持 你就會變成輪迴 也就是這佛性一直在輪迴之
中 如果以方便攝持 也就是你懂得方便的佛法去修持的
話 你就能夠變成菩提 也就是能夠成佛 成為菩薩
﹁故為基﹂ 這個含藏就是我們人身上的一個基礎 這樣
了解嗎？
這句話 所謂﹁含藏﹂的意思 也等於是種子啊！我
講過 種子如果撒在水泥地上 永遠沒有辦法發芽 然後
長出幼苗 變成大樹 有枝又有葉 根 莖 葉 花
果 全都可以出來；如果種子撒在水泥地上 沒有人把種
子移到土壤裡面 沒有水灌溉 沒有陽光 沒有空氣；如
果種子有土壤 有陽光 有水 有空氣 種子就會成長成
為菩提 就可以成佛；如果沒有 它永遠都是種子 就是
一個﹁基﹂ 意思就是這樣
﹁復又含藏本身 依執著外境而生貪瞋成煩惱染污
依其造業等成業染 依其業生果取生 生之染污 未以方
便攝持而成輪迴 若以三集界理或三導引等導引入道 即
得成就無上菩提 ﹂ 這還是在解釋含藏 它說含藏本身
啊 如果依我們的身體 執著外境 外境就是我們現在的
環境；執著我們現在這個環境 然後你會產生貪瞋 貪
心 一如我們貪心說要有很多的錢 要有房子 要有汽
車 以貪心的方法這樣做 來買房子 好像貪污一樣 正
財可以 但是你貪污別人的錢財 那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
一種造業 就會變成煩惱跟污染 貪瞋都會成煩惱跟污
染 ﹁依其造業等成業染﹂ 就是業障的污染 ﹁依其業
生果取生﹂就是因為有這個業 所以才結成了果 那麼
這種沒有用方便攝持 也就是你沒有修佛法 你就會變成

耶！娶了這樣的媳婦過來 這麼會做菜！﹂ 她曾經一個
人包辦差不多兩百人吃飯 而且差不多有十幾桌吧？她一
個人做了十三道菜 每一桌擺滿 她是很優秀的廚房的工
作者 而且非常的勤勞 師母的優點就是勤勞 她做菜真
的是做得非常好 不像現在的小姐 現在小姐哪個會從廚
房的手藝開始？她就是從廚房手藝開始 什麼她都會做
做十三道菜 兩百個弟子在我們家裡吃飯 擺桌 擺到外
面 擺到路上
想想看 她有這種能力 這跟學佛法是一樣的 像龍
樹菩薩一樣 佛法是挖掘不完的 問祂什麼 臨考都不倒
的 你問師尊佛法 因為我是學了四十年 臨考不倒 我
讀了非常多的書 也實際上修行 也實際上實修 你看我
的︽定中之定︾ 裡面都是口訣 你去看××的開示文
全部都是理論 不然 她就是跟鳥講話 跟變色龍講話
跟哪個講話 都是這樣 雖然也有勸人為善的話 告訴大
家 哪一個宗教沒有勸善？基督教也教人勸善啊！天主教
也教人勸善啊！
但是﹁自淨其意﹂是最主要的！我們講的是最勝義
諦 你要懂得 佛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世俗諦﹂ 一種
就是﹁勝義諦﹂ 諦就是真理 世俗的真理跟勝義諦│最
超勝的真理兩種 你要成佛 一定要最勝義的 最超勝的
佛法 你才能夠有成就得 世俗諦不過教你轉生到諸天
這是世俗諦 很簡單的就是這樣跟大家解釋 你一定要實
際上去做 才會圓滿 不是只是在理論上 理論上誰會
啊？佛學博士就會 他專門研究佛教 他在大學裡面教
書 他是佛學博士 是教授 Professor
他會教你理論
但是實際上如果不修持 就沒有辦法成為菩提
父親對我說 這次考試若是進步 會給我兩千塊錢做
為獎勵 結果我依舊考不及格 我只是想用這種方法告訴

輪迴 一直在業障裡面輪迴 ﹁如果以三集界理或三導引
等導引入道 即得成就無上菩提﹂ 這個﹁三導引﹂就是
密教的三寶：氣 脈 明點；依氣 脈 明點修行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就是佛果
小明每一次考試都是二 三十分 但這一次居然考了
六十二分 老師就問：﹁你是不是作弊？﹂ 小明講：
﹁哪有可能 如果要是認真的作弊的話 不止這個分
數 ﹂ 其實我們學佛就像考試一樣 你真的學習到非常
的圓滿 實際上去修行 你真的可以得到滿分 那是佛法
啊！你懂得佛法 你把佛法學得非常的圓滿 像你懂得
﹁中觀﹂ 龍樹菩薩的中觀 師尊也懂得無著菩薩的﹁唯
識﹂ 龍樹菩薩的﹁中觀﹂ 那你依照中觀 依照唯識去
學習 你得到了圓滿 你就是一百分了
那如果呢 你每天跟鳥講話 跟烏龜講話 跟蚊子講
話 跟蒼蠅講話 跟所有的動物講話 請問 動物能講出
佛法幫助你嗎？不可能 對不對？畜生道不可能修行啊！
你跟牠講話 牠也不懂啊！牠也不懂得修行啊！你不能幫
助牠 牠也不能幫助你 那你天天跟那些鳥禽講話 是佛
法嗎？當然不是佛法 那只是一種魔術 我說 如果能夠
講話 你最多變成一個訓獸師 對不對？
我講過一個故事 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公冶長 那個故
事大家知道的吧？他聽得懂鳥講話 ﹁公冶長 公冶長
南山虎咬羊 你食肉我食腸 ﹂ 這鳥跟他講 說南山虎
咬羊 你可以去那裡拿羊肉回來吃 腸子留著 讓我鳥
吃 哇！這公冶長好高興就去 真的！有一隻羊在那裡被
老虎咬了 他就把整隻羊拿回來 腸子也不留 下一回
鳥又來了 跟他叫：﹁公冶長 公冶長 南山虎咬羊 你
食肉我食腸 ﹂ 啊 公冶長上回羊肉吃得飽飽的 哇
好高興 這一回聽到鳥又叫了 他又去 沒想到沒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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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在那裡 一下子公冶長就被老虎吃了 這是我這一生
中唯一聽過能夠跟鳥講話的傳說 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公冶
長 但是他沒有誠信 所以到最後被老虎吃了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跟鳥講話 跟貓講話 跟什麼講
話 有何用處？浪費時光！跟佛菩薩講話當然有益處 ×
×可以跟佛菩薩講話？師尊不能 師尊只能夠領受 祂的
覺受 我不會講話 但是我有覺受 但是佛菩薩會教你佛
法嗎？當然 理論上是會 但是呢 實修上會不會啊？不
會 一定要有自己的傳承師父 口耳相傳 我看過××很
多的書 很多的開示錄 她的很多開示文章 理論上有
她如果提到實修的 都是師尊講的 她聽到了 所以 你
要學佛法 理論上要懂 但是實際上的修行要自己去做
但是我又發覺 她跟鳥獸可以講話 也是騙人的 跟佛菩
薩講話 也是騙人的 真的是
蓮員法師講的：﹁世紀
大騙子 ﹂ 她可以組織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將來出來就
是﹁詐騙集團﹂ 臺灣最流行 臺灣的詐騙集團外銷到全
世界 在全世界被抓到不知道有多少 詐騙集團 目的是
什麼？錢財而已 ﹁錢財﹂兩個字 詐騙錢財 所以︿真
佛宗﹀的弟子 大家要小心 謹慎看好你們口袋裡的錢
不要被詐騙集團騙了 怎麼會講到那裡去？
我有個女同事什麼都好 就是有點懶 有多懶呢？最
疼她的外婆病了 在床上躺了兩個月了 她回去照顧 沒
幾天外婆就好了 就起床了 也能夠做飯 什麼都可以
大家就誇那個同事照顧得好 問這個老人她怎麼照顧的
老人長嘆了一口氣：﹁我再不起來 怕她就會餓死 ﹂
大家知道師母煮菜是一流 她懂得煮菜 什麼菜她一看
她就知道 要加什麼 要減什麼 她一看就知道 當初她
嫁到我們盧家的時候 其實她也是盧家啦！她嫁到我們家
的時候 那時候 我爸爸還稱讚：﹁欸！是我們家的福氣

﹃基﹄ ﹂告訴大家 這就是眾生本身含藏在體內的佛
性 佛講 眾生都有佛性 這個佛性藏在你體內 就叫含
藏 如果﹁沒有方便攝持﹂ 也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用方便
法來修持 你就會變成輪迴 也就是這佛性一直在輪迴之
中 如果以方便攝持 也就是你懂得方便的佛法去修持的
話 你就能夠變成菩提 也就是能夠成佛 成為菩薩
﹁故為基﹂ 這個含藏就是我們人身上的一個基礎 這樣
了解嗎？
這句話 所謂﹁含藏﹂的意思 也等於是種子啊！我
講過 種子如果撒在水泥地上 永遠沒有辦法發芽 然後
長出幼苗 變成大樹 有枝又有葉 根 莖 葉 花
果 全都可以出來；如果種子撒在水泥地上 沒有人把種
子移到土壤裡面 沒有水灌溉 沒有陽光 沒有空氣；如
果種子有土壤 有陽光 有水 有空氣 種子就會成長成
為菩提 就可以成佛；如果沒有 它永遠都是種子 就是
一個﹁基﹂ 意思就是這樣
﹁復又含藏本身 依執著外境而生貪瞋成煩惱染污
依其造業等成業染 依其業生果取生 生之染污 未以方
便攝持而成輪迴 若以三集界理或三導引等導引入道 即
得成就無上菩提 ﹂ 這還是在解釋含藏 它說含藏本身
啊 如果依我們的身體 執著外境 外境就是我們現在的
環境；執著我們現在這個環境 然後你會產生貪瞋 貪
心 一如我們貪心說要有很多的錢 要有房子 要有汽
車 以貪心的方法這樣做 來買房子 好像貪污一樣 正
財可以 但是你貪污別人的錢財 那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
一種造業 就會變成煩惱跟污染 貪瞋都會成煩惱跟污
染 ﹁依其造業等成業染﹂ 就是業障的污染 ﹁依其業
生果取生﹂就是因為有這個業 所以才結成了果 那麼
這種沒有用方便攝持 也就是你沒有修佛法 你就會變成

耶！娶了這樣的媳婦過來 這麼會做菜！﹂ 她曾經一個
人包辦差不多兩百人吃飯 而且差不多有十幾桌吧？她一
個人做了十三道菜 每一桌擺滿 她是很優秀的廚房的工
作者 而且非常的勤勞 師母的優點就是勤勞 她做菜真
的是做得非常好 不像現在的小姐 現在小姐哪個會從廚
房的手藝開始？她就是從廚房手藝開始 什麼她都會做
做十三道菜 兩百個弟子在我們家裡吃飯 擺桌 擺到外
面 擺到路上
想想看 她有這種能力 這跟學佛法是一樣的 像龍
樹菩薩一樣 佛法是挖掘不完的 問祂什麼 臨考都不倒
的 你問師尊佛法 因為我是學了四十年 臨考不倒 我
讀了非常多的書 也實際上修行 也實際上實修 你看我
的︽定中之定︾ 裡面都是口訣 你去看××的開示文
全部都是理論 不然 她就是跟鳥講話 跟變色龍講話
跟哪個講話 都是這樣 雖然也有勸人為善的話 告訴大
家 哪一個宗教沒有勸善？基督教也教人勸善啊！天主教
也教人勸善啊！
但是﹁自淨其意﹂是最主要的！我們講的是最勝義
諦 你要懂得 佛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世俗諦﹂ 一種
就是﹁勝義諦﹂ 諦就是真理 世俗的真理跟勝義諦│最
超勝的真理兩種 你要成佛 一定要最勝義的 最超勝的
佛法 你才能夠有成就得 世俗諦不過教你轉生到諸天
這是世俗諦 很簡單的就是這樣跟大家解釋 你一定要實
際上去做 才會圓滿 不是只是在理論上 理論上誰會
啊？佛學博士就會 他專門研究佛教 他在大學裡面教
書 他是佛學博士 是教授 Professor
他會教你理論
但是實際上如果不修持 就沒有辦法成為菩提
父親對我說 這次考試若是進步 會給我兩千塊錢做
為獎勵 結果我依舊考不及格 我只是想用這種方法告訴

輪迴 一直在業障裡面輪迴 ﹁如果以三集界理或三導引
等導引入道 即得成就無上菩提﹂ 這個﹁三導引﹂就是
密教的三寶：氣 脈 明點；依氣 脈 明點修行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就是佛果
小明每一次考試都是二 三十分 但這一次居然考了
六十二分 老師就問：﹁你是不是作弊？﹂ 小明講：
﹁哪有可能 如果要是認真的作弊的話 不止這個分
數 ﹂ 其實我們學佛就像考試一樣 你真的學習到非常
的圓滿 實際上去修行 你真的可以得到滿分 那是佛法
啊！你懂得佛法 你把佛法學得非常的圓滿 像你懂得
﹁中觀﹂ 龍樹菩薩的中觀 師尊也懂得無著菩薩的﹁唯
識﹂ 龍樹菩薩的﹁中觀﹂ 那你依照中觀 依照唯識去
學習 你得到了圓滿 你就是一百分了
那如果呢 你每天跟鳥講話 跟烏龜講話 跟蚊子講
話 跟蒼蠅講話 跟所有的動物講話 請問 動物能講出
佛法幫助你嗎？不可能 對不對？畜生道不可能修行啊！
你跟牠講話 牠也不懂啊！牠也不懂得修行啊！你不能幫
助牠 牠也不能幫助你 那你天天跟那些鳥禽講話 是佛
法嗎？當然不是佛法 那只是一種魔術 我說 如果能夠
講話 你最多變成一個訓獸師 對不對？
我講過一個故事 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公冶長 那個故
事大家知道的吧？他聽得懂鳥講話 ﹁公冶長 公冶長
南山虎咬羊 你食肉我食腸 ﹂ 這鳥跟他講 說南山虎
咬羊 你可以去那裡拿羊肉回來吃 腸子留著 讓我鳥
吃 哇！這公冶長好高興就去 真的！有一隻羊在那裡被
老虎咬了 他就把整隻羊拿回來 腸子也不留 下一回
鳥又來了 跟他叫：﹁公冶長 公冶長 南山虎咬羊 你
食肉我食腸 ﹂ 啊 公冶長上回羊肉吃得飽飽的 哇
好高興 這一回聽到鳥又叫了 他又去 沒想到沒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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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如果妳沒有站起來

我會讓妳嗎？硬抝啊！

他 我不是個輕易就被錢收買的人 好有道理 大家知
道 這個道理就是歪理 像剛剛 師尊所談到的這幾樣
﹁蓮花童子是五地 六地的菩薩不是佛？﹂請問 干妳什
麼事？蓮花童子是第幾地？祂是不是佛？是不是菩薩？關
妳什麼事啊？好好地實修！好好實修圓滿 好好實修要
緊！祂第幾地跟妳一點關係都沒有 坦白講 對不對？黑
面金母是正靈 不是正靈？請問 關妳什麼事？黑面金母
就是黑面金母 祂是正的或者是邪的 跟妳有什麼關係？
跟妳也沒有關係啊！對不對？有什麼關係？妳好好修妳
的 其他不要亂管
祖廟大殿的金母早已不見了？叫同門不要來求 統統
都不靈？祖廟的金母不見了？哇 早已不見了耶！你們看
到沒有？現在還是坐在這裡呀！並沒有被妳偷走啊！人家
來不來拜 關妳什麼事？跟妳有什麼關係？妳好好管好自
己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圓滿妳自己的佛法 好好去實
修 其他不用妳管 祖廟的事不干妳的事 講什麼廢話
嘛！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管妳？為什麼要講妳呢？那是在
教導妳 妳講了那麼多的廢話 我講的是正語 在教導
妳 懂不懂？××？
這很簡單嘛！我講的是佛法啊！她講的是鳥話 跟鸚
鵡講話 不是鳥話嗎？跟狗講話 不是狗話嗎？不是跟狗
就是跟鳥 不然就是跟什麼變色龍 變色龍到最後還升為
四喜龍王？還說是菩薩的化身？當了四喜龍王有什麼好高
興的？在程度上 四喜龍王不過是天龍八部而已啊！只是
一個護法神哪！菩薩的化身變成四喜龍王 那是降級不知
道降到多少倍啊！妳還說四喜龍王好高興 ﹁我終於做了
四喜龍王 ﹂現在就是在教妳 ﹁只有四聖﹂ 佛 菩
薩 緣覺 阿羅漢 這四聖是不退轉的 其他都是六道輪
迴 在教她嘛！對不對 教她是應該的

來

再講一個吧！所以 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 沒關係
啦！無所謂 我講過一句話：﹁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
事 ﹂ 我還感謝她呢！我能夠這樣子精進 拼命的寫
書 我本來肚子裡面沒有墨水 寫了快要光了 突然間又
來這件事情 唉呀！太好了！幸福來得太突然 我又可以
寫好幾本書 真是菩薩保佑！都是好事 這也是一種教育
嘛！拿這個例子來教育大家
有一個先生對太太講：﹁妳整天這樣罵人 我受夠
了 我要分手！我要再找一個 ﹂妻子怎麼回答：﹁就你
這個鳥樣子 再找一個還不是一樣欠罵！﹂先生回答：
﹁罵就罵啊！至少能聽一點新鮮的 ﹂今天師尊能夠寫這
幾本書 像︽寫鬼︾ ︽鬼中之鬼︾ 還有︽鬼域︾ 這
真的是新鮮的 不會像以前大家看師尊的書覺得都是佛
法 有些很深 但是我盡量講得很清楚了 但我自己覺得
還是蠻深的 有一些必須要師尊再講解更清楚一點
這個︽道果︾是無上菩提 它從最基礎的講到最深的
道理給大家知道 所以才叫﹁道果﹂ ﹁道﹂就是你走在
修行的道路上 得到了果位 就叫﹁道果﹂ 這是薩迦教
保存下來的 其實跟﹁大圓滿﹂ ﹁大手印﹂ ﹁道
果﹂ ﹁大威德﹂；黃教的﹁大威德﹂ 薩迦教的﹁道
果﹂ 跟白教的﹁大手印﹂ 跟紅教的﹁大圓滿﹂ 四個
大同小異
所以師尊認為 這個世界上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都是
好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很感嘆 很悲觀：﹁︿真佛
宗﹀怎麼會弄成這樣啊？﹂ 也不要去想那麼多 其實
很多事情都是一種教育 因為有了×× 師尊才能夠這樣
每天講××的事情給大家聽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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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問老公：﹁你為什麼一天到晚都在看美女？﹂老
公講：﹁如果我不喜歡看美女 當年我怎麼選擇妳？﹂
唉 當年啊！是××自己站起來的！還有證人啊 明宜法
師就是證人 她當場看到的啊！是在這個雷藏寺裡面 我
說：﹁穿紫色衣服的站起來！﹂ 佘妙枝沒有站起來 她
穿紫色衣服耶！她想要站起來的時候 突然間﹁磞﹂ 一
個水缸站起來了 天哪！她是穿藍色的耶！我還記得啊！
像一個蜜蜂屁股的身材 她那個窄裙就像蜜蜂穿藍色的這
樣站起來 我一看 穿紫色的不站起來 偏偏穿藍色的站
起來 她是不是色盲啊？她穿藍色的怎麼站起來呢？我心
裡想：﹁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 ﹂ 就讓她承擔吧！
我來看看 這一承擔 就錯了這麼多年 就是這樣 她話
也變來變去 她說是人家推她站起來 天啊！一個水缸推
得動嗎？人家怎麼推她站起來？我明明看她自己站起來
的 她說人家推她站起來 她很會抝：﹁我沒有站起

師 母 蓮香金剛上師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請問

如果妳沒有站起來

我會讓妳嗎？硬抝啊！

他 我不是個輕易就被錢收買的人 好有道理 大家知
道 這個道理就是歪理 像剛剛 師尊所談到的這幾樣
﹁蓮花童子是五地 六地的菩薩不是佛？﹂請問 干妳什
麼事？蓮花童子是第幾地？祂是不是佛？是不是菩薩？關
妳什麼事啊？好好地實修！好好實修圓滿 好好實修要
緊！祂第幾地跟妳一點關係都沒有 坦白講 對不對？黑
面金母是正靈 不是正靈？請問 關妳什麼事？黑面金母
就是黑面金母 祂是正的或者是邪的 跟妳有什麼關係？
跟妳也沒有關係啊！對不對？有什麼關係？妳好好修妳
的 其他不要亂管
祖廟大殿的金母早已不見了？叫同門不要來求 統統
都不靈？祖廟的金母不見了？哇 早已不見了耶！你們看
到沒有？現在還是坐在這裡呀！並沒有被妳偷走啊！人家
來不來拜 關妳什麼事？跟妳有什麼關係？妳好好管好自
己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圓滿妳自己的佛法 好好去實
修 其他不用妳管 祖廟的事不干妳的事 講什麼廢話
嘛！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管妳？為什麼要講妳呢？那是在
教導妳 妳講了那麼多的廢話 我講的是正語 在教導
妳 懂不懂？××？
這很簡單嘛！我講的是佛法啊！她講的是鳥話 跟鸚
鵡講話 不是鳥話嗎？跟狗講話 不是狗話嗎？不是跟狗
就是跟鳥 不然就是跟什麼變色龍 變色龍到最後還升為
四喜龍王？還說是菩薩的化身？當了四喜龍王有什麼好高
興的？在程度上 四喜龍王不過是天龍八部而已啊！只是
一個護法神哪！菩薩的化身變成四喜龍王 那是降級不知
道降到多少倍啊！妳還說四喜龍王好高興 ﹁我終於做了
四喜龍王 ﹂現在就是在教妳 ﹁只有四聖﹂ 佛 菩
薩 緣覺 阿羅漢 這四聖是不退轉的 其他都是六道輪
迴 在教她嘛！對不對 教她是應該的

來

再講一個吧！所以 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 沒關係
啦！無所謂 我講過一句話：﹁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
事 ﹂ 我還感謝她呢！我能夠這樣子精進 拼命的寫
書 我本來肚子裡面沒有墨水 寫了快要光了 突然間又
來這件事情 唉呀！太好了！幸福來得太突然 我又可以
寫好幾本書 真是菩薩保佑！都是好事 這也是一種教育
嘛！拿這個例子來教育大家
有一個先生對太太講：﹁妳整天這樣罵人 我受夠
了 我要分手！我要再找一個 ﹂妻子怎麼回答：﹁就你
這個鳥樣子 再找一個還不是一樣欠罵！﹂先生回答：
﹁罵就罵啊！至少能聽一點新鮮的 ﹂今天師尊能夠寫這
幾本書 像︽寫鬼︾ ︽鬼中之鬼︾ 還有︽鬼域︾ 這
真的是新鮮的 不會像以前大家看師尊的書覺得都是佛
法 有些很深 但是我盡量講得很清楚了 但我自己覺得
還是蠻深的 有一些必須要師尊再講解更清楚一點
這個︽道果︾是無上菩提 它從最基礎的講到最深的
道理給大家知道 所以才叫﹁道果﹂ ﹁道﹂就是你走在
修行的道路上 得到了果位 就叫﹁道果﹂ 這是薩迦教
保存下來的 其實跟﹁大圓滿﹂ ﹁大手印﹂ ﹁道
果﹂ ﹁大威德﹂；黃教的﹁大威德﹂ 薩迦教的﹁道
果﹂ 跟白教的﹁大手印﹂ 跟紅教的﹁大圓滿﹂ 四個
大同小異
所以師尊認為 這個世界上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都是
好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很感嘆 很悲觀：﹁︿真佛
宗﹀怎麼會弄成這樣啊？﹂ 也不要去想那麼多 其實
很多事情都是一種教育 因為有了×× 師尊才能夠這樣
每天講××的事情給大家聽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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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問老公：﹁你為什麼一天到晚都在看美女？﹂老
公講：﹁如果我不喜歡看美女 當年我怎麼選擇妳？﹂
唉 當年啊！是××自己站起來的！還有證人啊 明宜法
師就是證人 她當場看到的啊！是在這個雷藏寺裡面 我
說：﹁穿紫色衣服的站起來！﹂ 佘妙枝沒有站起來 她
穿紫色衣服耶！她想要站起來的時候 突然間﹁磞﹂ 一
個水缸站起來了 天哪！她是穿藍色的耶！我還記得啊！
像一個蜜蜂屁股的身材 她那個窄裙就像蜜蜂穿藍色的這
樣站起來 我一看 穿紫色的不站起來 偏偏穿藍色的站
起來 她是不是色盲啊？她穿藍色的怎麼站起來呢？我心
裡想：﹁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 ﹂ 就讓她承擔吧！
我來看看 這一承擔 就錯了這麼多年 就是這樣 她話
也變來變去 她說是人家推她站起來 天啊！一個水缸推
得動嗎？人家怎麼推她站起來？我明明看她自己站起來
的 她說人家推她站起來 她很會抝：﹁我沒有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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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含藏
則成出苦涅槃之因

不遇殊勝方便法之緣

則成為輪迴之因；
若遇殊勝方便法之緣

敬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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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東媽﹂ ﹁阿松媽﹂ ﹁喇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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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中華民國僑務﹀顧
問謝明芳師姐 and husband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麥顯
輝先生 ﹁陽光舞供團﹂陳妍如師姐
這裡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是
﹁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就是﹁幾里幾拉呀護摩法會﹂ 普
巴金剛的手印是豎中指 可以內縛 可以外縛 中指豎立
非常的直︵師尊示範︶ 這是普巴金剛的手印；︵中指︶稍
微彎曲的是大威德金剛手印；交叉的就是愛染明王手印；兩
個分開的就是地藏王菩薩手印 就是金剛牙手印 這裡面有
很多分別 普巴金剛 大威德金剛 愛染明王 地藏王金剛
牙 都是這個手印 祂的種子字是藍色﹁吽﹂字 普巴金剛
是藍色 祂的咒語是：﹁嗡 別炸 幾里幾拉呀 沙爾瓦
比嘎念 棒 吽呸 ﹂ 短咒是：﹁嗡 普巴 多傑 吽
呸 ﹂ ﹁嗡 普巴 多傑 吽 ﹂ 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
天是普巴金剛
今天我們做的是獅面空行母 喔 這一壇的護摩 法力
超強！獅面空行母的根源是來自般若佛母 來自於多傑帕
母 也就是金剛亥母 跟獅面空行母 這三尊是所有空行母
的頭頭 金剛亥母有降伏的法力 獅面空行母也具有超能力
的降伏的法力 這個是 super power
非常有法力的一
尊 為什麼用獅面來代表？因為獅子是所有野獸當中之王
沒有人能勝過獅子的
這裡有一個笑話是這樣 狗跟狗比賽哪一個比較強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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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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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含藏
則成出苦涅槃之因

不遇殊勝方便法之緣

則成為輪迴之因；
若遇殊勝方便法之緣

敬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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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東媽﹂ ﹁阿松媽﹂ ﹁喇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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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電視台﹀﹁給
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中華民國僑務﹀顧
問謝明芳師姐 and husband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麥顯
輝先生 ﹁陽光舞供團﹂陳妍如師姐
這裡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是
﹁普巴金剛護摩法會﹂ 就是﹁幾里幾拉呀護摩法會﹂ 普
巴金剛的手印是豎中指 可以內縛 可以外縛 中指豎立
非常的直︵師尊示範︶ 這是普巴金剛的手印；︵中指︶稍
微彎曲的是大威德金剛手印；交叉的就是愛染明王手印；兩
個分開的就是地藏王菩薩手印 就是金剛牙手印 這裡面有
很多分別 普巴金剛 大威德金剛 愛染明王 地藏王金剛
牙 都是這個手印 祂的種子字是藍色﹁吽﹂字 普巴金剛
是藍色 祂的咒語是：﹁嗡 別炸 幾里幾拉呀 沙爾瓦
比嘎念 棒 吽呸 ﹂ 短咒是：﹁嗡 普巴 多傑 吽
呸 ﹂ ﹁嗡 普巴 多傑 吽 ﹂ 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
天是普巴金剛
今天我們做的是獅面空行母 喔 這一壇的護摩 法力
超強！獅面空行母的根源是來自般若佛母 來自於多傑帕
母 也就是金剛亥母 跟獅面空行母 這三尊是所有空行母
的頭頭 金剛亥母有降伏的法力 獅面空行母也具有超能力
的降伏的法力 這個是 super power
非常有法力的一
尊 為什麼用獅面來代表？因為獅子是所有野獸當中之王
沒有人能勝過獅子的
這裡有一個笑話是這樣 狗跟狗比賽哪一個比較強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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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開示∕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文字∕ 燃燈雜誌 整理
圖片∕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法會∕ 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
地點∕ 彩虹雷藏寺
灌頂∕ 獅面空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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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一隻狗一直打贏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但是有一天牠看到
有一條脫毛狗 躺在屋簷下 在那邊很懶散 這個狗王走過
去的時候 牠也沒有站起來跟牠敬禮 牠就跟牠挑戰 牠
說：﹁你怎麼沒有對我很尊敬的樣子？而且對我非常的懶散
不禮貌 ﹂狗王就跟牠挑戰 這脫毛狗非常懶散 就稍微翻
了起來：﹁啊？你想跟我打架？﹂那隻脫毛狗說：﹁好啊！
可以 隨你啊！﹂ 兩隻就打架了 開始打 沒兩下 那個
所謂的狗王 一下子就被脫毛狗打敗 狗王很驚恐的說：
﹁從來沒有人能夠打贏我的 這樣一隻脫毛狗 為什麼你那
麼強？﹂ 那隻狗就講：﹁我還沒有脫毛以前 人家都稱我

整個屋頂上全部都是嘛哈巴拉︵大力金剛︶大護法
那天晚上 千軍萬馬來 出現一個藍色的 旋轉的咒
鬘 飛出去 所有的頭全部砍掉 在頭上面繞一圈 頭就掉
下來 一直掃過去 千軍萬馬每一個都沒有頭的 在二○一
六年十月三號的晚上 因為××講了一句話：﹁去！把盧勝
彥擺平！﹂ 結果擺不平 沒有擺平 來的全軍覆沒 這個
藍色的光網 那是很薄 很細的刀一直在旋轉 全部飛出
去 喀擦喀擦喀擦 頭全部斷 所有的鬼頭全部掉下來 全
部斷光光 有幾個鬼逃得快 還好 逃回去報告吧 真的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是血流如海 屍首如山 自從那一次以
後 ××府的千萬兵馬的鬼眾 沒有一隻敢來找師尊的 我
跟他們喊：﹁好膽麥走！︵臺語︶有膽的不要跑 你們不要
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 要找就找盧師尊！為什麼你們沒有膽
找我？﹂ 因為師尊有護法太強 有利劍的光網出去 大片
的藍色的光網 全部都是利刀這樣旋轉的 碰到的頭就掉下
來 來不及跑的 全部都完了
這是第一個 獅面空行母的心際有藍色利刀的光網 只
要唸祂的咒語 光網一出去 所有的鬼魅全部逃遁到連一隻
都沒有 祂有那種能力 祂還有一種法器 在祂身上並沒有
顯出那種法器 祂有卡倉卡 有嘎巴拉 有鉞刀 但是有一
種法器沒有顯現出來 這法器就是在獅子本身的雙耳 就是
一種鈸 什麼叫做鈸？在樂團裡面用：﹁鏘鏘鏘鏘鏘 ﹂
懂不懂那個東西啊？懂了 那個鬼過來 ﹁鏘﹂ 變成肉餅
啊！﹁鏘﹂ 就死了 鬼魅的頭敢來 像沒有中用的小林
什麼忍者 你拿那幾隻飛鏢算什麼 對不對？﹁鏘﹂一聲
耳朵都聾了；﹁鏘﹂一聲 什麼中村一武；﹁鏘﹂一聲 渡
邊一郎 ；﹁鏘﹂一聲 黃金泉 ；﹁鏘﹂一聲 林良知
這五個鬼頭全部都耳聾了 ﹁鏘鏘鏘鏘鏘﹂那五個鬼頭目算
什麼！有本領就來找我 不要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 擺平就

為獅子 ﹂ 所有的人都叫我
是獅子
獅子非常的強 也是獸中
之王 牠威力非常猛 所以獅
面空行母就表示空行母當中威
力最猛的一尊 有時獅面空行
母是一尊出現的 今天是三尊
出現 祂就是寧瑪派紅教三大
護法一起出來 那就是先東
媽｜獅面空行母；阿松媽｜一
髻佛母；喇呼拉｜喇呼拉尊
者 紅教三大護法一起出來
所以今天的這一場法會 法力
是非常強的 超強的 在我們
方圓五十里之內 所有鬼魅全
都要逃遁 所有鬼魅統統驅除
乾淨
這一尊有非常重要的兩個
法 祂的心際這邊會發出藍色
的光片 也就是祂的咒鬘 祂
的咒語會發出藍色的光片 那光片是非常鋒利的 像旋轉一
樣 一直旋轉出去 大家知道 二○一六年十月三號晚上
千軍萬馬的鬼魅到我家裡來 我自己本身也有做結界 就是
四方都有不動明王做結界：﹁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
拉 藍 撼 ﹂ 就做結界 不動明王現身 手持寶劍 雙
目忿怒眼 上面的獠牙向下 下面的獠牙向上 ﹁南摩三滿
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我是做這樣結界 四面都
有不動明王 然後 我再做大力金剛結界：﹁嗡 嘛哈巴拉
耶 吽吽呸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呸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呸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呸
﹂ 都是在屋頂上

要擺平盧勝彥 盧勝彥妳如果擺不平 ︿真佛宗﹀還好好
的
所以獅面空行母有兩個法 這兩個法很厲害 一個是用
﹁鏘﹂的 ﹁鏘﹂！鬼頭就死了 就變成肉餅了；另外 藍
色咒字的光網 出去像飛刀一樣的旋轉 那個頭都砍下來
了 ××府算什麼 應該改名字﹁小鳥府﹂ 你是
potato
potato 還 算 大 的 啦 ！ peanuts
妳這個是
baby 的 peanuts
妳那個××府是 baby 的 peanuts
一口就把你吃掉 我告訴妳 養鬼恃重！養了鬼就以為她是
老大 她不知道抓鬼的老祖宗是盧師尊啊！養鬼恃重？她養
了鬼就以為自己很大了 很了不起了？就起不了了 呵呵
唉 實在不想跟她玩 老實講 跟這些鬼玩有什麼意思？但
是 她欺負我們哪！欺負我們這些弟子 讓我們晚上沒有辦
法睡呀！
再來 這幾天 有一個比較嚴重的 告訴大家 今天中
午講的那個 住在美國中部近東部的紐澤西 那一位姓李
他是××那邊的義工 卡了陰以後 他的想法是什麼想法
那個鬼在他的耳朵旁邊講：﹁你去買槍 看見人就把他幹
掉！﹂ 這不是欺負人嗎？你知道嗎？這個紐澤西州的姓
李 我在問事的時候 他站在我旁邊跟我講 他說：﹁師
尊 我告訴祢 我卡了陰 一個念頭出來 鬼在我耳朵旁邊
講：﹃去買槍！看到人就打！﹄ ﹂他把這個情緒壓制下
來 他觀想師尊住頂 然後唸師尊的心咒 把這個念頭整個
給它去除掉
妳看！妳的鬼呀！這麼嚴重 已經到了這樣無法無天的
地步！妳還養？實在是 我不跟妳玩都不行 欺人太甚了！
我本來是無事道人 妳這樣做 害了很多人 沒有辦法睡
覺 受干擾 再來有死的念頭 還每一個跟我講：﹁鬼在耳
朵旁邊跟我講：﹃你去死吧！﹄ ﹂ 有幾個跳樓的 有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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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一隻狗一直打贏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但是有一天牠看到
有一條脫毛狗 躺在屋簷下 在那邊很懶散 這個狗王走過
去的時候 牠也沒有站起來跟牠敬禮 牠就跟牠挑戰 牠
說：﹁你怎麼沒有對我很尊敬的樣子？而且對我非常的懶散
不禮貌 ﹂狗王就跟牠挑戰 這脫毛狗非常懶散 就稍微翻
了起來：﹁啊？你想跟我打架？﹂那隻脫毛狗說：﹁好啊！
可以 隨你啊！﹂ 兩隻就打架了 開始打 沒兩下 那個
所謂的狗王 一下子就被脫毛狗打敗 狗王很驚恐的說：
﹁從來沒有人能夠打贏我的 這樣一隻脫毛狗 為什麼你那
麼強？﹂ 那隻狗就講：﹁我還沒有脫毛以前 人家都稱我

整個屋頂上全部都是嘛哈巴拉︵大力金剛︶大護法
那天晚上 千軍萬馬來 出現一個藍色的 旋轉的咒
鬘 飛出去 所有的頭全部砍掉 在頭上面繞一圈 頭就掉
下來 一直掃過去 千軍萬馬每一個都沒有頭的 在二○一
六年十月三號的晚上 因為××講了一句話：﹁去！把盧勝
彥擺平！﹂ 結果擺不平 沒有擺平 來的全軍覆沒 這個
藍色的光網 那是很薄 很細的刀一直在旋轉 全部飛出
去 喀擦喀擦喀擦 頭全部斷 所有的鬼頭全部掉下來 全
部斷光光 有幾個鬼逃得快 還好 逃回去報告吧 真的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是血流如海 屍首如山 自從那一次以
後 ××府的千萬兵馬的鬼眾 沒有一隻敢來找師尊的 我
跟他們喊：﹁好膽麥走！︵臺語︶有膽的不要跑 你們不要
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 要找就找盧師尊！為什麼你們沒有膽
找我？﹂ 因為師尊有護法太強 有利劍的光網出去 大片
的藍色的光網 全部都是利刀這樣旋轉的 碰到的頭就掉下
來 來不及跑的 全部都完了
這是第一個 獅面空行母的心際有藍色利刀的光網 只
要唸祂的咒語 光網一出去 所有的鬼魅全部逃遁到連一隻
都沒有 祂有那種能力 祂還有一種法器 在祂身上並沒有
顯出那種法器 祂有卡倉卡 有嘎巴拉 有鉞刀 但是有一
種法器沒有顯現出來 這法器就是在獅子本身的雙耳 就是
一種鈸 什麼叫做鈸？在樂團裡面用：﹁鏘鏘鏘鏘鏘 ﹂
懂不懂那個東西啊？懂了 那個鬼過來 ﹁鏘﹂ 變成肉餅
啊！﹁鏘﹂ 就死了 鬼魅的頭敢來 像沒有中用的小林
什麼忍者 你拿那幾隻飛鏢算什麼 對不對？﹁鏘﹂一聲
耳朵都聾了；﹁鏘﹂一聲 什麼中村一武；﹁鏘﹂一聲 渡
邊一郎 ；﹁鏘﹂一聲 黃金泉 ；﹁鏘﹂一聲 林良知
這五個鬼頭全部都耳聾了 ﹁鏘鏘鏘鏘鏘﹂那五個鬼頭目算
什麼！有本領就來找我 不要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 擺平就

為獅子 ﹂ 所有的人都叫我
是獅子
獅子非常的強 也是獸中
之王 牠威力非常猛 所以獅
面空行母就表示空行母當中威
力最猛的一尊 有時獅面空行
母是一尊出現的 今天是三尊
出現 祂就是寧瑪派紅教三大
護法一起出來 那就是先東
媽｜獅面空行母；阿松媽｜一
髻佛母；喇呼拉｜喇呼拉尊
者 紅教三大護法一起出來
所以今天的這一場法會 法力
是非常強的 超強的 在我們
方圓五十里之內 所有鬼魅全
都要逃遁 所有鬼魅統統驅除
乾淨
這一尊有非常重要的兩個
法 祂的心際這邊會發出藍色
的光片 也就是祂的咒鬘 祂
的咒語會發出藍色的光片 那光片是非常鋒利的 像旋轉一
樣 一直旋轉出去 大家知道 二○一六年十月三號晚上
千軍萬馬的鬼魅到我家裡來 我自己本身也有做結界 就是
四方都有不動明王做結界：﹁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
拉 藍 撼 ﹂ 就做結界 不動明王現身 手持寶劍 雙
目忿怒眼 上面的獠牙向下 下面的獠牙向上 ﹁南摩三滿
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我是做這樣結界 四面都
有不動明王 然後 我再做大力金剛結界：﹁嗡 嘛哈巴拉
耶 吽吽呸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呸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呸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呸
﹂ 都是在屋頂上

要擺平盧勝彥 盧勝彥妳如果擺不平 ︿真佛宗﹀還好好
的
所以獅面空行母有兩個法 這兩個法很厲害 一個是用
﹁鏘﹂的 ﹁鏘﹂！鬼頭就死了 就變成肉餅了；另外 藍
色咒字的光網 出去像飛刀一樣的旋轉 那個頭都砍下來
了 ××府算什麼 應該改名字﹁小鳥府﹂ 你是
potato
potato 還 算 大 的 啦 ！ peanuts
妳這個是
baby 的 peanuts
妳那個××府是 baby 的 peanuts
一口就把你吃掉 我告訴妳 養鬼恃重！養了鬼就以為她是
老大 她不知道抓鬼的老祖宗是盧師尊啊！養鬼恃重？她養
了鬼就以為自己很大了 很了不起了？就起不了了 呵呵
唉 實在不想跟她玩 老實講 跟這些鬼玩有什麼意思？但
是 她欺負我們哪！欺負我們這些弟子 讓我們晚上沒有辦
法睡呀！
再來 這幾天 有一個比較嚴重的 告訴大家 今天中
午講的那個 住在美國中部近東部的紐澤西 那一位姓李
他是××那邊的義工 卡了陰以後 他的想法是什麼想法
那個鬼在他的耳朵旁邊講：﹁你去買槍 看見人就把他幹
掉！﹂ 這不是欺負人嗎？你知道嗎？這個紐澤西州的姓
李 我在問事的時候 他站在我旁邊跟我講 他說：﹁師
尊 我告訴祢 我卡了陰 一個念頭出來 鬼在我耳朵旁邊
講：﹃去買槍！看到人就打！﹄ ﹂他把這個情緒壓制下
來 他觀想師尊住頂 然後唸師尊的心咒 把這個念頭整個
給它去除掉
妳看！妳的鬼呀！這麼嚴重 已經到了這樣無法無天的
地步！妳還養？實在是 我不跟妳玩都不行 欺人太甚了！
我本來是無事道人 妳這樣做 害了很多人 沒有辦法睡
覺 受干擾 再來有死的念頭 還每一個跟我講：﹁鬼在耳
朵旁邊跟我講：﹃你去死吧！﹄ ﹂ 有幾個跳樓的 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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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者 依何法而住？如花與花香同一成住而無異 ﹂ 告訴
大家 它用花跟花香 花 flower 跟花的香味能夠分開嗎？
不能夠分開 如果沒有花 是沒有花香 有花才會有花香
這是兩個在一起 ﹁無異﹂ ﹁不一也不異﹂ 兩個是不同
的東西呀！花香跟花當然不同 這就﹁不一﹂ ﹁不異﹂是
說兩個是一樣的 沒有花哪來的花香呢？有花香也不能沒有
花啊！所以這叫﹁不異﹂ 這就是龍樹菩薩的中觀 告訴大
家 ﹁不一﹂ ﹁不異﹂就是龍樹菩薩的中觀 你依照這一
種龍樹菩薩的中觀學去講 就是佛法 大乘佛法
︵師尊以金剛杵敲金剛鈴︶這是什麼啊？金剛鈴 它本
來是一塊銅 它的本體就是銅 造成形相就是金剛鈴 它的
作用就是﹁噹﹂ 這三個東西呀 ﹁不一 不異﹂ 不是一
樣的 你說 銅就是金剛鈴嗎？不對 銅就是金剛杵嗎？也
不對 沒有金剛鈴跟這個聲音 它會產生聲音出來 這就是
它的作用 這叫做﹁體 相 用﹂ ﹁體﹂就是本體是銅；
﹁相﹂就是金剛鈴；﹁用﹂就是發出聲音 我們學佛也是一
樣 我們身體是一個體 裡面的種子是佛性 是人的身體
你修了法就產生光 這是﹁不一 不異﹂ ﹁不一 不異﹂
就是中觀 跟大家講龍樹菩薩的中觀就是這樣 這樣了解不
了解？
所以叫﹁依所依法﹂ 什麼叫做﹁所﹂？就是你的身體
呀！你的身體因為你修了法 依了法 你才能夠成為菩提
呀！是靠你的身體來成為菩提的 這裡面寫的
﹁能所相屬：於秘密心所積之習氣 悉成熟於內身 內
身成熟後有外境 又外境所有者 皆具於內身 內身具足者
復存於秘密心 ﹂跟大家講 剛剛我表演的 本體│銅 外
相│金剛鈴 作用│﹁鏘﹂ 就是這一句﹁能所相屬﹂
︽道果︾裡面講 你裡面的佛性被污染了成為習氣 習氣成
熟在你身體裡面 你內心成熟以後又有外面的環境影響

個自殺的 都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 妳還養那些鬼！還講×
×府那些都是將軍 他們都已經變成將軍 再進一步講 ×
×府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的一個踏板？進一步
講 ××府就等於摩訶雙蓮池的淨土？都是妳講的 這行
嗎？不行！
告訴你 ××還講 來到︿西雅圖雷藏寺﹀還淨的都是
叛徒 欸？來到西雅圖根本上師這裡還淨的都是叛徒？什麼
叫做﹁還淨﹂？還淨就是你被污染 來這裡求師尊給你加
持 讓你變得清淨 你的污染去除了 這叫做﹁還淨﹂ 來
師尊這裡還淨的全部是叛徒？那妳要把他們全部變成鬼才是
啊！想想看 我真的有點搞糊塗了 到底妳是叛徒 還是我
是叛徒？我突然之間迷失方向 欸？我是她的弟子嗎？到底
是我皈依她 還是她皈依我？誰是叛徒啊？還好你們提醒
我 真的！我已經完全迷糊了 她講這種話！這是什麼話？
是唐伯虎的古畫︵唬話︶嗎？來還淨的全部都是叛徒？這
太過分了！她還講 蓮花春暉是給師尊洗腦 春暉師姐在哪
裡？我什麼時候給妳洗頭啊？妳也不是理髮師 對不對？也
不是用水洗我的頭 什麼時候妳洗過我的腦？她說妳是幫我
洗腦的
好啦！不談了 談這個 我們的獅面空行母厲害喔！你
看祂的咒語 告訴大家 剛剛咒語那麼大聲 其實是不可以
的 ﹁阿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是要在心
中默唸的 不可以喊出來 因為喊出來龍王都會嚇死 嚇破
龍王的膽！獅面空行母不能在海邊唸喔！規定的 因為龍王
都會被嚇死 龍會翻起來死掉 祂的威力非常的大 不能在
海邊唸 一般來說 唸這個咒只能在心中默唸 祂還有﹃迴
遮咒﹄ 也很厲害 以後 你們唸這個咒 唸﹃迴遮咒﹄
如果 ××說：﹁好！你們去西雅圖！把西雅圖的會計蓮茲
法師給她搞定！﹂蓮茲法師怎麼辦？她半夜都會跳起來啊！
妳趕快唸一個﹃迴遮咒﹄ 變成她被搞定 時日不多啦！時

﹁又外境所有者 皆具於內身﹂ 所有的外境其實都是你內
心的顯現 你內身具足者復存於佛性 講這麼多 讓大家都
不明白 我這樣講 你們就明白 ︵師尊拿起金剛鈴︶這個
本體就是銅 佛性就是銅 構成的外相就是一個人 它的作
用就是﹁鏘﹂的一聲 就是它的作用嘛！如果 有不好的東
西污染了 當然 你的身體也污染了 佛性也污染了 這個
﹁鏘﹂也污染了 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解釋最清楚了
我們請××來講︽道果︾ 這個要學佛學很久 要師父
親口講 你才懂的 妳一天到晚跟狗 鳥講話有什麼意思？
跟貓講話有什麼意思？跟烏龜講話有什麼意思？佛法嗎？狗
話 貓話 鳥話不是佛法啊！告訴妳 跟鳥獸講話很了不起
啊？不是佛法！那叫做炫耀 ﹁顯異惑眾﹂ 妳真能跟鳥獸
講話叫做﹁顯異惑眾﹂呢！釋迦牟尼佛來就真的敲妳的頭
啊！﹁學那些幹什麼？成佛嗎？﹂真的 我還懂得屁話呢！
呵呵
﹁若問依何成因續？答：若此含藏 不遇殊勝方便法之
緣 則成為輪迴之因；若遇殊勝方便法之緣則成出苦涅槃之
因 ﹂ 你沒有遇到佛法 就是輪迴之因；你遇到佛法 就
是出苦涅槃之因 判別就是這樣了 老人院裡面有兩位老人
談戀愛 兩位老人認識好多年 一天 老頭子鼓足勇氣問老
太太：﹁妳願意嫁給我嗎？﹂ 老太太想了想回答說：﹁我
願意 ﹂ 第二天早上老頭想不起來老太太是怎麼樣答覆
的 只能打電話問她 老太太想一想說：﹁我說的是﹃我願
意﹄ ﹂ 老頭聽了非常的高興 但是沒有想到老太太又繼
續講：﹁幸好你打電話給我 否則我都記不起誰向我求
婚 ﹂這就是失憶啦！兩個老人家都失憶 真的
有一天師尊也失憶了 師母也失憶了 到時候怎麼辦
哪？到時候反正我走出門外就沒有回來了 那時候我去哪裡
啊？我到世界旅行去了 等有一天 回來的時候 師母就會

日不是很長啦！妳自己想一想吧！我跟妳講 時日不多了
獅面空行母咒語 一般是心中默唸就可以 或者很小聲
的唸就可以 不用那麼大聲唸 那麼大聲唸 方圓百里 五
十里之內 所有的鬼魅全部都逃遁 全部沒有了 剛剛那聲
音太響了 這裡面講 祖師蓮華生大士在北印度森林裡面跟
五百名的外道鬥法 這五百名的外道每個都是咒師 都會唸
咒 後來﹁獅面空行母﹂顯現 授予蓮華生大士最威猛的
﹃迴遮咒﹄ 所以獅面空行母是蓮華生大士的上師 也是祂
的護法 也是祂的本尊 這個道理在這裡 獅面空行母出現
幫助蓮華生大士 祂有最威猛的﹃迴遮咒﹄
昨天我講過了 ××還講：﹁祖廟的瑤池金母早就不見
了！﹂沒有關係 祖廟的瑤池金母早就不見？我們還有山莊
的瑤池金母 還有﹁真佛密苑﹂的瑤池金母 還有︿南山雅
舍﹀的瑤池金母 還有護摩寶殿的瑤池金母 前面也有瑤池
金母 我們的瑤池金母很多 很多的 不是只有祖廟的瑤池
金母這一尊而已喔！祖廟的瑤池金母這一尊 最靈 最威
最偉大的瑤池金母！不是妳說了算啦 是我說了算 很簡單
嘛！對不對？瑤池金母
︵師尊召請金母︶這不是來了
嗎？我說了算 祂明明就在我面前啊！哪裡說早就不見了？
妳還是在唬爛啊！不要再談妳了 閃一邊去！
我還要告訴××一點 瑤池金母下降在台灣花蓮 總堂
就是︿慈惠堂﹀ ︿慈惠堂﹀總堂的瑤池金母還是我加持
的 那一天一起去總堂瑤池金母的有誰？有沒有人在這裡？
蓮紫啊！有去喔？璧燕法師是不是？我加持瑤池金母的時
候 你們在不在？在！︿慈惠堂﹀總堂的瑤池金母是盧師尊
加持的 跟妳講得清楚一點 瑤池金母下降就是在那裡下
降 這邊就是︿慈惠堂﹀的總堂 這邊是︿聖安宮﹀的王
母 兩個都是一樣的 王母跟金母同樣的 因為祂屬西方
所以才叫金母 祂本來就是王母
我們談一下︽道果︾吧！﹁依所依法：若依據所依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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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者 依何法而住？如花與花香同一成住而無異 ﹂ 告訴
大家 它用花跟花香 花 flower 跟花的香味能夠分開嗎？
不能夠分開 如果沒有花 是沒有花香 有花才會有花香
這是兩個在一起 ﹁無異﹂ ﹁不一也不異﹂ 兩個是不同
的東西呀！花香跟花當然不同 這就﹁不一﹂ ﹁不異﹂是
說兩個是一樣的 沒有花哪來的花香呢？有花香也不能沒有
花啊！所以這叫﹁不異﹂ 這就是龍樹菩薩的中觀 告訴大
家 ﹁不一﹂ ﹁不異﹂就是龍樹菩薩的中觀 你依照這一
種龍樹菩薩的中觀學去講 就是佛法 大乘佛法
︵師尊以金剛杵敲金剛鈴︶這是什麼啊？金剛鈴 它本
來是一塊銅 它的本體就是銅 造成形相就是金剛鈴 它的
作用就是﹁噹﹂ 這三個東西呀 ﹁不一 不異﹂ 不是一
樣的 你說 銅就是金剛鈴嗎？不對 銅就是金剛杵嗎？也
不對 沒有金剛鈴跟這個聲音 它會產生聲音出來 這就是
它的作用 這叫做﹁體 相 用﹂ ﹁體﹂就是本體是銅；
﹁相﹂就是金剛鈴；﹁用﹂就是發出聲音 我們學佛也是一
樣 我們身體是一個體 裡面的種子是佛性 是人的身體
你修了法就產生光 這是﹁不一 不異﹂ ﹁不一 不異﹂
就是中觀 跟大家講龍樹菩薩的中觀就是這樣 這樣了解不
了解？
所以叫﹁依所依法﹂ 什麼叫做﹁所﹂？就是你的身體
呀！你的身體因為你修了法 依了法 你才能夠成為菩提
呀！是靠你的身體來成為菩提的 這裡面寫的
﹁能所相屬：於秘密心所積之習氣 悉成熟於內身 內
身成熟後有外境 又外境所有者 皆具於內身 內身具足者
復存於秘密心 ﹂跟大家講 剛剛我表演的 本體│銅 外
相│金剛鈴 作用│﹁鏘﹂ 就是這一句﹁能所相屬﹂
︽道果︾裡面講 你裡面的佛性被污染了成為習氣 習氣成
熟在你身體裡面 你內心成熟以後又有外面的環境影響

個自殺的 都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 妳還養那些鬼！還講×
×府那些都是將軍 他們都已經變成將軍 再進一步講 ×
×府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的一個踏板？進一步
講 ××府就等於摩訶雙蓮池的淨土？都是妳講的 這行
嗎？不行！
告訴你 ××還講 來到︿西雅圖雷藏寺﹀還淨的都是
叛徒 欸？來到西雅圖根本上師這裡還淨的都是叛徒？什麼
叫做﹁還淨﹂？還淨就是你被污染 來這裡求師尊給你加
持 讓你變得清淨 你的污染去除了 這叫做﹁還淨﹂ 來
師尊這裡還淨的全部是叛徒？那妳要把他們全部變成鬼才是
啊！想想看 我真的有點搞糊塗了 到底妳是叛徒 還是我
是叛徒？我突然之間迷失方向 欸？我是她的弟子嗎？到底
是我皈依她 還是她皈依我？誰是叛徒啊？還好你們提醒
我 真的！我已經完全迷糊了 她講這種話！這是什麼話？
是唐伯虎的古畫︵唬話︶嗎？來還淨的全部都是叛徒？這
太過分了！她還講 蓮花春暉是給師尊洗腦 春暉師姐在哪
裡？我什麼時候給妳洗頭啊？妳也不是理髮師 對不對？也
不是用水洗我的頭 什麼時候妳洗過我的腦？她說妳是幫我
洗腦的
好啦！不談了 談這個 我們的獅面空行母厲害喔！你
看祂的咒語 告訴大家 剛剛咒語那麼大聲 其實是不可以
的 ﹁阿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是要在心
中默唸的 不可以喊出來 因為喊出來龍王都會嚇死 嚇破
龍王的膽！獅面空行母不能在海邊唸喔！規定的 因為龍王
都會被嚇死 龍會翻起來死掉 祂的威力非常的大 不能在
海邊唸 一般來說 唸這個咒只能在心中默唸 祂還有﹃迴
遮咒﹄ 也很厲害 以後 你們唸這個咒 唸﹃迴遮咒﹄
如果 ××說：﹁好！你們去西雅圖！把西雅圖的會計蓮茲
法師給她搞定！﹂蓮茲法師怎麼辦？她半夜都會跳起來啊！
妳趕快唸一個﹃迴遮咒﹄ 變成她被搞定 時日不多啦！時

﹁又外境所有者 皆具於內身﹂ 所有的外境其實都是你內
心的顯現 你內身具足者復存於佛性 講這麼多 讓大家都
不明白 我這樣講 你們就明白 ︵師尊拿起金剛鈴︶這個
本體就是銅 佛性就是銅 構成的外相就是一個人 它的作
用就是﹁鏘﹂的一聲 就是它的作用嘛！如果 有不好的東
西污染了 當然 你的身體也污染了 佛性也污染了 這個
﹁鏘﹂也污染了 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解釋最清楚了
我們請××來講︽道果︾ 這個要學佛學很久 要師父
親口講 你才懂的 妳一天到晚跟狗 鳥講話有什麼意思？
跟貓講話有什麼意思？跟烏龜講話有什麼意思？佛法嗎？狗
話 貓話 鳥話不是佛法啊！告訴妳 跟鳥獸講話很了不起
啊？不是佛法！那叫做炫耀 ﹁顯異惑眾﹂ 妳真能跟鳥獸
講話叫做﹁顯異惑眾﹂呢！釋迦牟尼佛來就真的敲妳的頭
啊！﹁學那些幹什麼？成佛嗎？﹂真的 我還懂得屁話呢！
呵呵
﹁若問依何成因續？答：若此含藏 不遇殊勝方便法之
緣 則成為輪迴之因；若遇殊勝方便法之緣則成出苦涅槃之
因 ﹂ 你沒有遇到佛法 就是輪迴之因；你遇到佛法 就
是出苦涅槃之因 判別就是這樣了 老人院裡面有兩位老人
談戀愛 兩位老人認識好多年 一天 老頭子鼓足勇氣問老
太太：﹁妳願意嫁給我嗎？﹂ 老太太想了想回答說：﹁我
願意 ﹂ 第二天早上老頭想不起來老太太是怎麼樣答覆
的 只能打電話問她 老太太想一想說：﹁我說的是﹃我願
意﹄ ﹂ 老頭聽了非常的高興 但是沒有想到老太太又繼
續講：﹁幸好你打電話給我 否則我都記不起誰向我求
婚 ﹂這就是失憶啦！兩個老人家都失憶 真的
有一天師尊也失憶了 師母也失憶了 到時候怎麼辦
哪？到時候反正我走出門外就沒有回來了 那時候我去哪裡
啊？我到世界旅行去了 等有一天 回來的時候 師母就會

日不是很長啦！妳自己想一想吧！我跟妳講 時日不多了
獅面空行母咒語 一般是心中默唸就可以 或者很小聲
的唸就可以 不用那麼大聲唸 那麼大聲唸 方圓百里 五
十里之內 所有的鬼魅全部都逃遁 全部沒有了 剛剛那聲
音太響了 這裡面講 祖師蓮華生大士在北印度森林裡面跟
五百名的外道鬥法 這五百名的外道每個都是咒師 都會唸
咒 後來﹁獅面空行母﹂顯現 授予蓮華生大士最威猛的
﹃迴遮咒﹄ 所以獅面空行母是蓮華生大士的上師 也是祂
的護法 也是祂的本尊 這個道理在這裡 獅面空行母出現
幫助蓮華生大士 祂有最威猛的﹃迴遮咒﹄
昨天我講過了 ××還講：﹁祖廟的瑤池金母早就不見
了！﹂沒有關係 祖廟的瑤池金母早就不見？我們還有山莊
的瑤池金母 還有﹁真佛密苑﹂的瑤池金母 還有︿南山雅
舍﹀的瑤池金母 還有護摩寶殿的瑤池金母 前面也有瑤池
金母 我們的瑤池金母很多 很多的 不是只有祖廟的瑤池
金母這一尊而已喔！祖廟的瑤池金母這一尊 最靈 最威
最偉大的瑤池金母！不是妳說了算啦 是我說了算 很簡單
嘛！對不對？瑤池金母
︵師尊召請金母︶這不是來了
嗎？我說了算 祂明明就在我面前啊！哪裡說早就不見了？
妳還是在唬爛啊！不要再談妳了 閃一邊去！
我還要告訴××一點 瑤池金母下降在台灣花蓮 總堂
就是︿慈惠堂﹀ ︿慈惠堂﹀總堂的瑤池金母還是我加持
的 那一天一起去總堂瑤池金母的有誰？有沒有人在這裡？
蓮紫啊！有去喔？璧燕法師是不是？我加持瑤池金母的時
候 你們在不在？在！︿慈惠堂﹀總堂的瑤池金母是盧師尊
加持的 跟妳講得清楚一點 瑤池金母下降就是在那裡下
降 這邊就是︿慈惠堂﹀的總堂 這邊是︿聖安宮﹀的王
母 兩個都是一樣的 王母跟金母同樣的 因為祂屬西方
所以才叫金母 祂本來就是王母
我們談一下︽道果︾吧！﹁依所依法：若依據所依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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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祢是誰啊？﹂阿彌陀佛！失憶啊！
有一次 乾隆皇帝叫紀曉嵐跳江 紀曉嵐講：﹁君要臣
死 臣不得不死 ﹂ 於是他就跨過欄杆 可是一下子他又
爬上來了 乾隆問他：﹁為什麼不跳下去呢？﹂ 紀曉嵐講
他碰到了屈原 屈原跟我說 他當年跳江是因為沒有英明的
君主 所以他才跳江的 然後屈原就問紀曉嵐：﹁你是不是
也碰到沒有英明的君主？﹂ 紀曉嵐想一想就爬起來了 這
個人很聰明 紀曉嵐真的是很聰明 欸 我看過紀曉嵐的

書 問你們 紀曉嵐寫過什麼書？看過他的書的舉手？欸！
你們在看電腦！在看手機！不准看手機！我看過他的書︽閱
微草堂筆記︾ 紀曉嵐寫的 師尊看過的書你們都沒有看
過 其實我真的看了很多書 除了佛典 佛典我也看了很
多 ︻大藏經︼我全部看過 問問×× 她看過︻大藏經︼
了沒有？問一問 一定是狗教她的 糟糕了 那我不是變成
狗嗎？
有三個人到早餐店買早點 第一個跟老闆講：﹁老闆
我要一個蒸蛋 但不要蛋黃 ﹂ 老闆照著蒸了一個蛋；第
二個人也跟老闆講：﹁老闆 我要一個蒸蛋 但不要蛋
白 ﹂ 老闆也做了 但是他已經不耐煩了；輪到第三個
老闆就不客氣的問他：﹁你呢？你的蛋要什麼東東？﹂ 第
三個人有點膽怯：﹁我的蛋不要蛋殼
﹂這個很有意思
喔！蛋黃 蛋白 蛋殼 ﹁不一﹂呀！你知道﹁不一﹂嗎？
他們不是同一個東西 蛋殼 蛋白 蛋黃當然不是同一個東
西啊！但是﹁不異﹂呀！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這就是龍樹菩
薩的中觀│蛋殼 蛋白 蛋黃 是﹁不一﹂ 不是一樣的東
西；但是﹁不異﹂ 也不是不同的東西
龍樹菩薩很厲害 祂能夠知道中觀學 就是這樣來的
本來祂的經典已經很厲害了 後來大龍菩薩帶祂到一個地
方 到祂的家族的地方﹁那迦朱訥﹂ ﹁那迦朱訥﹂就是梵
文的龍樹 ﹁那迦﹂就是龍 樹呢 祂因為在﹁朱訥﹂的樹
底下出生 所以叫做龍樹 朱訥樹底下出生的 ﹁那迦朱
訥﹂ 八宗之祖；八個宗派的祖師 最有名的就是︿龍樹
宗﹀ 那麼祂的論 龍樹的論︱︽中論︾ ︽百論︾ ︽十
二門論︾ ︽百論︾是祂的弟子做的 還是︽十二門論︾
哪？祂的弟子是獨眼提婆 只有一個眼睛 很偉大的喔！我
告訴你 ﹁中觀﹂是拿到哪裡去都是﹁中觀﹂ 祂的﹁中
觀﹂是厲害的

老婆問老公：﹁親愛的 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 你會
有什麼感受？﹂ 老公就講：﹁就像炒菜沒有了鹽 ﹂ 老
婆講：﹁哇！你真的很有學問 很有文采耶！是說失去了
我 從此生活就少了滋味？﹂ 老公回頭小聲的講：﹁傻
瓜 我會再去買一包鹽 ﹂你看 龍樹的﹁中觀﹂是什麼
樣？滋味│鹽 糖 ﹁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一點
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的傻 有了妳什麼都不
差 ﹂真的！你有龍樹的﹁中觀﹂學問的話 在你身上 不
得了 現實的社會也是佛法 聖義諦的社會也是佛法 佛
心跟眾生 三無差別 你會不會？心 佛 眾生 三個是沒
有差別的 那是龍樹菩薩的中觀顯現出來的 這個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其實是不一也是不異
再告訴你們一個龍樹的中觀 課堂上 有個副教授問學
生：﹁一個碗裝過豬大便之後 洗乾淨拿來裝飯 你們吃不
吃？﹂ 學生講：﹁不願意 ﹂教授又講：﹁保證洗得很乾
淨 又消毒 願不願意？﹂ 學生打死還是不願意 教授又
講：﹁那就奇怪了 為什麼你們願意吃豬腸？﹂這是同一個
道理啊！你如果了解龍樹的﹁中觀﹂就曉得 其實是你自己
本身念頭的問題 豬大腸你都敢吃 那不是裝過豬大便的
嗎？對不對 不過洗乾淨而已 還是一樣的 碗洗乾淨 裝
過豬大便 就等於豬大腸啊！這兩個雖然是不一樣 是不一
也是不異 豬腸跟碗是不異 不一樣沒有錯 也是不一 也
是不異 同樣這個道理 都可以吃的 這雖然是笑話 但
是 也是在教大家﹁中觀﹂
放學以後兒子就講：﹁媽 老師比我還笨 ﹂媽媽就
講：﹁別亂講 ﹂兒子就講：﹁我沒有亂說話 老師寫的字
我還看得懂 我寫的字老師看了半天都看不懂 ﹂好啦！今
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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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祢是誰啊？﹂阿彌陀佛！失憶啊！
有一次 乾隆皇帝叫紀曉嵐跳江 紀曉嵐講：﹁君要臣
死 臣不得不死 ﹂ 於是他就跨過欄杆 可是一下子他又
爬上來了 乾隆問他：﹁為什麼不跳下去呢？﹂ 紀曉嵐講
他碰到了屈原 屈原跟我說 他當年跳江是因為沒有英明的
君主 所以他才跳江的 然後屈原就問紀曉嵐：﹁你是不是
也碰到沒有英明的君主？﹂ 紀曉嵐想一想就爬起來了 這
個人很聰明 紀曉嵐真的是很聰明 欸 我看過紀曉嵐的

書 問你們 紀曉嵐寫過什麼書？看過他的書的舉手？欸！
你們在看電腦！在看手機！不准看手機！我看過他的書︽閱
微草堂筆記︾ 紀曉嵐寫的 師尊看過的書你們都沒有看
過 其實我真的看了很多書 除了佛典 佛典我也看了很
多 ︻大藏經︼我全部看過 問問×× 她看過︻大藏經︼
了沒有？問一問 一定是狗教她的 糟糕了 那我不是變成
狗嗎？
有三個人到早餐店買早點 第一個跟老闆講：﹁老闆
我要一個蒸蛋 但不要蛋黃 ﹂ 老闆照著蒸了一個蛋；第
二個人也跟老闆講：﹁老闆 我要一個蒸蛋 但不要蛋
白 ﹂ 老闆也做了 但是他已經不耐煩了；輪到第三個
老闆就不客氣的問他：﹁你呢？你的蛋要什麼東東？﹂ 第
三個人有點膽怯：﹁我的蛋不要蛋殼
﹂這個很有意思
喔！蛋黃 蛋白 蛋殼 ﹁不一﹂呀！你知道﹁不一﹂嗎？
他們不是同一個東西 蛋殼 蛋白 蛋黃當然不是同一個東
西啊！但是﹁不異﹂呀！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這就是龍樹菩
薩的中觀│蛋殼 蛋白 蛋黃 是﹁不一﹂ 不是一樣的東
西；但是﹁不異﹂ 也不是不同的東西
龍樹菩薩很厲害 祂能夠知道中觀學 就是這樣來的
本來祂的經典已經很厲害了 後來大龍菩薩帶祂到一個地
方 到祂的家族的地方﹁那迦朱訥﹂ ﹁那迦朱訥﹂就是梵
文的龍樹 ﹁那迦﹂就是龍 樹呢 祂因為在﹁朱訥﹂的樹
底下出生 所以叫做龍樹 朱訥樹底下出生的 ﹁那迦朱
訥﹂ 八宗之祖；八個宗派的祖師 最有名的就是︿龍樹
宗﹀ 那麼祂的論 龍樹的論︱︽中論︾ ︽百論︾ ︽十
二門論︾ ︽百論︾是祂的弟子做的 還是︽十二門論︾
哪？祂的弟子是獨眼提婆 只有一個眼睛 很偉大的喔！我
告訴你 ﹁中觀﹂是拿到哪裡去都是﹁中觀﹂ 祂的﹁中
觀﹂是厲害的

老婆問老公：﹁親愛的 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 你會
有什麼感受？﹂ 老公就講：﹁就像炒菜沒有了鹽 ﹂ 老
婆講：﹁哇！你真的很有學問 很有文采耶！是說失去了
我 從此生活就少了滋味？﹂ 老公回頭小聲的講：﹁傻
瓜 我會再去買一包鹽 ﹂你看 龍樹的﹁中觀﹂是什麼
樣？滋味│鹽 糖 ﹁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一點
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的傻 有了妳什麼都不
差 ﹂真的！你有龍樹的﹁中觀﹂學問的話 在你身上 不
得了 現實的社會也是佛法 聖義諦的社會也是佛法 佛
心跟眾生 三無差別 你會不會？心 佛 眾生 三個是沒
有差別的 那是龍樹菩薩的中觀顯現出來的 這個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其實是不一也是不異
再告訴你們一個龍樹的中觀 課堂上 有個副教授問學
生：﹁一個碗裝過豬大便之後 洗乾淨拿來裝飯 你們吃不
吃？﹂ 學生講：﹁不願意 ﹂教授又講：﹁保證洗得很乾
淨 又消毒 願不願意？﹂ 學生打死還是不願意 教授又
講：﹁那就奇怪了 為什麼你們願意吃豬腸？﹂這是同一個
道理啊！你如果了解龍樹的﹁中觀﹂就曉得 其實是你自己
本身念頭的問題 豬大腸你都敢吃 那不是裝過豬大便的
嗎？對不對 不過洗乾淨而已 還是一樣的 碗洗乾淨 裝
過豬大便 就等於豬大腸啊！這兩個雖然是不一樣 是不一
也是不異 豬腸跟碗是不異 不一樣沒有錯 也是不一 也
是不異 同樣這個道理 都可以吃的 這雖然是笑話 但
是 也是在教大家﹁中觀﹂
放學以後兒子就講：﹁媽 老師比我還笨 ﹂媽媽就
講：﹁別亂講 ﹂兒子就講：﹁我沒有亂說話 老師寫的字
我還看得懂 我寫的字老師看了半天都看不懂 ﹂好啦！今
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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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會心一笑色即是空
捨是幸福的
不欠別人是一種幸福 別人欠自己已無所謂也是
一種幸福 多多依﹁悲智原則﹂捨予別人更是一
種幸福
施比受有福 這是真的
一時未達標的 只要努力修行 必然有一天會到
達
開始時虧了若干 哀爸叫媽的；後來奉獻了更多
更多 已﹁視死︵虧︶如歸︵獲即非獲︶﹂ 那
就是偉大的進步
無論你目前正處在任何狀況 只要依了正見盡力
前行而安心 那已是完好的 如果因此焦慮困
擾 反而不好
自然的拓展 適於自己的個性和心域程度 空靈
妙美便在其中

﹁我﹂中沒有﹁我﹂

才是大解

在緊張處放鬆 在硬處軟
水是軟是硬？手抓是軟 衝擊力是硬 看你以那
個角度去看
現象分裂後看到硬軟 再統一看到非硬非軟 本
質又看到其性無所是

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
究竟之處 在﹁我﹂之中沒有﹁我﹂
脫！

會心一笑色即是空
故里湖畔的秋冬最美
在匆忙中驀然回首
鳥也過去了 花兒也謝了
傷感於昨天誰又理睬你？
昨天越來越多 明天越來越少
想珍惜的似乎流走得更快
時間怎樣可以過得慢一些？
那是誰也不能多給的
人不能為昨天所拖累
做好當下就是最好
輕安地穿行過每一天
現在明天就不會有任何差別
世間充斥有事要做的幻感
遊戲突然中止時沒得商量
前方 應有盡有也一無所有
生存有無限的形式而不迷好壞
于事于心地無事無心吧
那就是對佛對眾生對人生
最好的祭奉
會心一笑色即是空
對所有事物說
感謝你曾來過

■⽂∕蓮曉上師
看一個人也是 區分後看到好壞 再統一看到非
好非壞 本質又看到唯恍唯惚之無
凡人站在分裂去看 習慣進行對比 進而攀比
選擇而執著 執著不成便成憂惱
要站在統一的上﹁空﹂去看 什麼都是﹁好﹂
︵好壞統一無所住︶ 才能和諧與超越
要達至和諧與超越是持久久持磨煉出來的 沒有
別的辦法 在痛苦中磨到不感覺痛苦為止︵住之
無住︶
祈求蓮生師佛傳承大加持！
誰人與你﹁作對﹂也不執為﹁作對﹂ 不理解
著意什麼為﹁作對﹂：
保持空曠 不緊張 只是認真處理 行使或硬或
軟等種種方法自定 以德報怨為首選 以和為珍
貴 以忍為還債 由苦澀中品到甘甜 在難受裡
磨練出不難受
﹁我﹂從本性虛無中現身出來 遇見無數不同的
﹁我﹂ ﹁我﹂判斷這些﹁我﹂為不同與同而又
無見：
﹁我﹂批判﹁我﹂ ﹁我﹂讚美﹁我﹂ ﹁我﹂
譭謗陷害﹁我﹂ ﹁我﹂追求﹁我﹂ ﹁我﹂殺
傷﹁我﹂吃﹁我﹂ ﹁我﹂很愛﹁我﹂ ﹁我﹂
不思﹁我﹂

無住一片雲彩
存在是流動的 要改變一下習慣思維：非要確認
什麼不可
只可相對確認而為
死執就是死水了
保持空去做任何有為 自度度他；可以努力去創
意 供佛供眾生供自己 哪怕它只是一時的所用
所賞
一時的東西如幻 但真理在此中依然未曾離開
過
對幻既不沉迷 也不討厭消極 知幻離幻而戲
幻
不確定性就是流動 無法干預
而且 流水才能不腐
政治 哲學上的人想確定什麼也是一直做不到
現象的流動不受人為觀念控制 理念 個性 喜
好 創造都無法一致
非常刻意地控制或干涉是凡人社會的把戲 人們
常活在失真 欺騙中 弄丟了自然的天性
冷暖枯盛 馬不停蹄就由得它馬不停蹄
此耳熟能詳之聲遠去 彼新創意之聲又可登場
辭舊迎新這樣才算是活生生的
不礙它去留 不礙你創造 生滅如焰火 無非眼
前一亮又一亮
美食當前 過期作廢
不必太高興 也不必失落
在這當中自在吧 衣袖揮出一片雲彩 戲耍一片
雲彩 心無住一片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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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虧了若干 哀爸叫媽的；後來奉獻了更多
更多 已﹁視死︵虧︶如歸︵獲即非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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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站在分裂去看 習慣進行對比 進而攀比
選擇而執著 執著不成便成憂惱
要站在統一的上﹁空﹂去看 什麼都是﹁好﹂
︵好壞統一無所住︶ 才能和諧與超越
要達至和諧與超越是持久久持磨煉出來的 沒有
別的辦法 在痛苦中磨到不感覺痛苦為止︵住之
無住︶
祈求蓮生師佛傳承大加持！
誰人與你﹁作對﹂也不執為﹁作對﹂ 不理解
著意什麼為﹁作對﹂：
保持空曠 不緊張 只是認真處理 行使或硬或
軟等種種方法自定 以德報怨為首選 以和為珍
貴 以忍為還債 由苦澀中品到甘甜 在難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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譭謗陷害﹁我﹂ ﹁我﹂追求﹁我﹂ ﹁我﹂殺
傷﹁我﹂吃﹁我﹂ ﹁我﹂很愛﹁我﹂ ﹁我﹂
不思﹁我﹂

無住一片雲彩
存在是流動的 要改變一下習慣思維：非要確認
什麼不可
只可相對確認而為
死執就是死水了
保持空去做任何有為 自度度他；可以努力去創
意 供佛供眾生供自己 哪怕它只是一時的所用
所賞
一時的東西如幻 但真理在此中依然未曾離開
過
對幻既不沉迷 也不討厭消極 知幻離幻而戲
幻
不確定性就是流動 無法干預
而且 流水才能不腐
政治 哲學上的人想確定什麼也是一直做不到
現象的流動不受人為觀念控制 理念 個性 喜
好 創造都無法一致
非常刻意地控制或干涉是凡人社會的把戲 人們
常活在失真 欺騙中 弄丟了自然的天性
冷暖枯盛 馬不停蹄就由得它馬不停蹄
此耳熟能詳之聲遠去 彼新創意之聲又可登場
辭舊迎新這樣才算是活生生的
不礙它去留 不礙你創造 生滅如焰火 無非眼
前一亮又一亮
美食當前 過期作廢
不必太高興 也不必失落
在這當中自在吧 衣袖揮出一片雲彩 戲耍一片
雲彩 心無住一片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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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真佛法緣 敬師重法實修︵上︶
主壇釋蓮鎮上師開示

年 第一個先認識我們的林師兄 還有我們的助教王
師姐 我們一起在那邊學習 互相交流 在二○○七
年因緣具足上師在德州達拉斯 開始啟建我們︿真佛
宗﹀的道場│︿三輪雷藏寺﹀ 匆匆忙忙到現在 已
經將近十個年頭了 二○○九年師尊召喚我出家 我
一出家到現在 這些年來我走過好多的道場 看遍了
好多同門 師兄 師姐 修行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們
的特色 好壞我們不說 但是我只是對這裡的印象特
別深刻 這一個道場天時 地利 人和 而且是財
侶 法 地俱足的好地方！︵眾鼓掌！謝謝上師！)
修行這條路說真的 如果沒有善知識在旁邊 不
容易修行 沒有道侶在旁邊 也不容易修行 所以師
尊常常講一句話 西雅圖是好山 好水 好無聊 台
灣是又髒 又亂 又好玩 可是 當師尊在︿三輪雷
藏寺﹀開光 就說了：﹁蓮鎮你在這裡好好的帶同門
修行 這裡是好山 好水 好修行！﹂(眾鼓掌！)
我就是只有聽師父說好好修行 老實修行 所以
我和家裡以前的師姐︵釋蓮央上師︶ 我們一起共同
努力 帶大家老實修行 假如有多餘的時間 因緣

■二○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天幢同修會﹁瑤池金母水供法會﹂
■天幢同修會／整理

我們虔誠合掌 一心頂禮根本上師 蓮花童子聖
尊蓮生活佛 歷代傳承祖師 一心頂禮水供主尊 南
摩無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母大天尊 一心頂禮壇城三寶
慈悲加持開示一切具足圓滿 嗡嘛呢唄咪吽
各位師兄 師姐大家午安： (眾答；上師午安！)
今天早上九點鐘匆匆忙忙﹁咻﹂一下就趕來 天
下著雨 我想說水供又碰到下雨 不要說什麼 是相
應法財具足 吉祥圓滿 ！一進來 還沒喘氣 就先
上香 一上香 哇！磁場很強 靈氣一直降下來 護
法 外面的靈眾都在等 說真的 這是一場非常殊勝
的水供！我請問大家 在坐的同門大概不到三十位
是第一次見面的請舉手？哇！十位 有一半耶！第一
次見面對不對？其他的 有見過大家幾次了？ (眾
答：三次了！) 我希望這個緣分能夠繼續延長 若因
緣具足的話 我有經過這裡 就到這邊跟大家結結
緣 因為這個緣分真的不容易 歲月絕對不饒人 在
坐的三十幾位比我年齡長的 最多不過三 四位
我今年六十六歲屬龍的 回想大約二千年千禧年那一
年我開始跟台灣的同門結緣 轉瞬間 大概過了十七

叫他離開就離開；我叫他往東走 他不會往西走
祂說釋蓮鎮上師是很聽話的人 師尊這樣跟大眾
講 我摸著心做自我檢討 師尊叫我跳我沒話講
不會想第二遍 我一定往下跳的 這是我釋蓮鎮上
師敢這麼說 這是什麼？一皈依！傳承加持才能夠
成就！上師沒什麼！我只是 follow 師尊的腳步
一步一腳印的走
︵未完待續︶

我們就到處弘法利生 來到這個地方 我發覺這裡
好山 好水 又好修行 再加上人事和合 是不可
思議也很難得的道場！早上我匆勿忙忙到樓上一
坐 一入定 我發現所有的龍天護法就在我耳邊
說 說什麼？哇！這裡真好啊！你要常常來啊！(眾
鼓掌！) 我說 我已經馬不停蹄了 還要叫我來？
祂們說：﹁你路過就來！﹂一進來發覺這麼好的善
知識都在這邊 我要跟你們學習 學習慈悲喜捨
師尊最近一直講×× ××的事件真的到處瀰漫
師尊的慈悲 師尊的苦口婆心 祂很怕我們墮落
很怕我們迷失 所以師尊作大獅子吼 提醒眾等的
道心！道心絕對要堅固！修持要成就 首要道心堅
固 如果存有異心的話不容易成就 所以剛剛上師
迴向的第一件事情 所有的功德第一個迴向我們的
根本上師常住世間 常轉法輪 長壽自在 這是密
教弟子第一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師尊在西雅圖 去年十月份 我帶著
︿三輪雷藏寺﹀的一團同門 五十二位搭一台遊覽
車去︿西雅圖雷藏寺﹀ 師尊走出來看 哇！好大
的遊覽車 很莊嚴！所有的同門見到師尊合掌禮
敬 師尊在法會上對著所有的同門講 ︿三輪雷藏
寺﹀到了西雅圖蓬蓽生輝！我們很驚訝 為什麼師
尊講這一句話？祂說釋蓮鎮上師從年輕到現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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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真佛法緣 敬師重法實修︵上︶
主壇釋蓮鎮上師開示

年 第一個先認識我們的林師兄 還有我們的助教王
師姐 我們一起在那邊學習 互相交流 在二○○七
年因緣具足上師在德州達拉斯 開始啟建我們︿真佛
宗﹀的道場│︿三輪雷藏寺﹀ 匆匆忙忙到現在 已
經將近十個年頭了 二○○九年師尊召喚我出家 我
一出家到現在 這些年來我走過好多的道場 看遍了
好多同門 師兄 師姐 修行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們
的特色 好壞我們不說 但是我只是對這裡的印象特
別深刻 這一個道場天時 地利 人和 而且是財
侶 法 地俱足的好地方！︵眾鼓掌！謝謝上師！)
修行這條路說真的 如果沒有善知識在旁邊 不
容易修行 沒有道侶在旁邊 也不容易修行 所以師
尊常常講一句話 西雅圖是好山 好水 好無聊 台
灣是又髒 又亂 又好玩 可是 當師尊在︿三輪雷
藏寺﹀開光 就說了：﹁蓮鎮你在這裡好好的帶同門
修行 這裡是好山 好水 好修行！﹂(眾鼓掌！)
我就是只有聽師父說好好修行 老實修行 所以
我和家裡以前的師姐︵釋蓮央上師︶ 我們一起共同
努力 帶大家老實修行 假如有多餘的時間 因緣

■二○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天幢同修會﹁瑤池金母水供法會﹂
■天幢同修會／整理

我們虔誠合掌 一心頂禮根本上師 蓮花童子聖
尊蓮生活佛 歷代傳承祖師 一心頂禮水供主尊 南
摩無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母大天尊 一心頂禮壇城三寶
慈悲加持開示一切具足圓滿 嗡嘛呢唄咪吽
各位師兄 師姐大家午安： (眾答；上師午安！)
今天早上九點鐘匆匆忙忙﹁咻﹂一下就趕來 天
下著雨 我想說水供又碰到下雨 不要說什麼 是相
應法財具足 吉祥圓滿 ！一進來 還沒喘氣 就先
上香 一上香 哇！磁場很強 靈氣一直降下來 護
法 外面的靈眾都在等 說真的 這是一場非常殊勝
的水供！我請問大家 在坐的同門大概不到三十位
是第一次見面的請舉手？哇！十位 有一半耶！第一
次見面對不對？其他的 有見過大家幾次了？ (眾
答：三次了！) 我希望這個緣分能夠繼續延長 若因
緣具足的話 我有經過這裡 就到這邊跟大家結結
緣 因為這個緣分真的不容易 歲月絕對不饒人 在
坐的三十幾位比我年齡長的 最多不過三 四位
我今年六十六歲屬龍的 回想大約二千年千禧年那一
年我開始跟台灣的同門結緣 轉瞬間 大概過了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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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還有大力金剛 那天出現藍色旋轉的
咒鬘呈現很薄的藍色利刀 將所有鬼
頭全削斷 全軍覆沒 從此以後××
府所有千萬鬼眾不敢再來找師尊 因
為師尊的護法太強
紐澤西姓李的同門 是××的
義工 卡陰之後 產生一個念頭出
來 鬼在他的耳邊講：﹁去買槍 看
到人就打 ﹂他觀想師尊住頂 唸
﹃師尊心咒﹄ 將此念頭壓下
××所養的鬼眾 害很多人沒
辦法睡覺 受干擾 有了死的念頭
鬼眾在人家的耳邊講：﹁去死吧！﹂
××講××府的都是將軍 進××府
是進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的踏
板 ××府等於是摩訶雙蓮池的淨
土 這又是××的妄語 ××還講：
﹁所有到西雅圖還淨的都是叛徒 ﹂
還淨就是被污染的人到根本上師處求
加持變清淨 就是還淨
﹁獅面空行母﹂的咒語：﹁阿
加薩嘛 拉雜沙達 拉薩嘛拉耶
呸 ﹂一般是在心中默唸就可以 不
可以唸出來 有規定﹁獅面空行母﹂
的咒語不能在海邊唸 否則龍王會嚇
死
﹃獅面空行母迴遮咒﹄的來源
是：當初 祖師蓮華生大士在北印度
森林跟五百名外道鬥法 這五百名外

所就是你的身體 因為你依了法 修
了法 才能成為菩提 是靠身體來成
為菩提
能所相屬：本體｜｜銅 外
相｜｜金剛鈴 作用｜｜聲音 就是
能所相屬 佛性裡面被污染成為習
氣 習氣成熟在身體裡面 內心成熟
以後又有外境影響 所有外境的所有
者 其實都是你心本身的顯現 本體
就是銅就是佛性 構成的外相就是
人 作用就是鏗的一聲
判因續軌：你沒有遇到佛法就
是輪迴之因 遇到佛法就是涅槃之
因
以笑話︵蛋白 蛋黃 蛋殼︶
解釋不一不異 這就是龍樹菩薩的中
觀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佛法
現實的社會也是佛法 勝義諦的世界
也是佛法 心 佛 眾生三個是沒有
差別 是龍樹菩薩顯現出來的中觀
是不一也是不異 是自己本身念頭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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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面空行母
法及迴遮法﹂灌頂 護摩法會圓滿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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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主尊﹁獅面空行母﹂法力
超強 祂的根源來自﹁般若佛
母﹂ ﹁多傑帕母﹂︵金剛亥母︶跟
﹁獅面空行母﹂ 這三尊是所有空行
母的頭頭 ﹁金剛亥母﹂有降伏的法
力 ﹁獅面空行母﹂也具有降伏的法
力 用獅子做代表是因為獅子是所有
野獸之王 獅子是獸中之王 表示是
空行母中威力最猛的 今天有出現三
尊護法 今天寧瑪派紅教三大護法
﹁獅面空行母﹂︵先東瑪︶ ﹁一髻
佛母﹂︵阿松瑪︶ ﹁啦呼拉尊
者﹂ 一起出來 在方圓五十里之
內 所有鬼魅全部驅除乾淨
﹁獅面空行母﹂有兩個非常重
要的法：
一 祂的心際會發出藍色的光
片 也就是祂的咒鬘︵咒語︶會發出
藍色的光片 光片是非常鋒利 一直
旋轉出去 只要唸﹁獅面空行母﹂的
咒語 就會出現藍色旋轉的利刀
二 祂的法器有卡倉卡 嘎巴
拉和鉞刀 還有一種法器沒有顯現出
來 就是獅子本身的耳朵 也就是
鈸 鈸可以將鬼眾變成肉餅
二○一六年十月三日晚上 因
為××講說：﹁去 把盧勝彥擺
平 ﹂所以千軍萬馬鬼魅到師尊家
師尊有做結界 四方都有不動明王

道也都是咒師 每一個都會唸咒 後
來﹁獅面空行母﹂顯現 授予蓮華生
大士最威猛的﹃迴遮咒﹄ 所以﹁獅
面空行母﹂是蓮華生大士的上師 也
是祂的護法 也是祂的本尊
××講祖廟的瑤池金母不見
了 我們有很多的瑤池金母 不是只
有祖廟這尊 我們祖廟的這尊瑤池金
母是最靈最威最偉大的
告訴×× 瑤池金母下降在台
灣花蓮︿慈惠堂﹀總堂 花蓮︿慈惠
堂﹀總堂的瑤池金母還是我︵蓮生活
佛 盧勝彥師尊︶加持的
蓮生活佛繼續講授︽道果︾：
依所依法 能所相屬 判因續軌 依
所依法：花跟花的香味是不能分開
的 如果沒有花不會有花香 兩個是
不同 這就是不一 沒有花就沒有花
香 所以是不異 這是龍樹菩薩的中
觀
金剛鈴的本體是銅 造成形相
是金剛鈴 它的作用是噹︵聲音︶
這三個東西不一不異 銅不是金剛
鈴 沒有金剛鈴無法產生聲音 這就
是體︵銅︶ 相就是金剛鈴 用就是
發出聲音 我們學佛也是一樣 我們
身體是體 裡面的種子是佛性 是人
的身體 修了法就產生光 這是不一
不異 就是中觀 所以叫依所依法

「獅面空行母」具㈲降伏的法力 。
獅子是獸㆗之王，

表示 是空行母㆗威力最猛的 。

2017年10月15日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主持「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暨講授「道果」。
■文∕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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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2017年大義學會
「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敬愛超度護摩大法會」暨南部分堂聯誼會

兄；︿真佛宗﹀博士教授團｜王進賢
教授 王醴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峻
安醫師 吳東龍醫師；︿華光功德
會﹀前理事長吳冠德師兄 秘書長田
岳易師兄 ︿華光功德會﹀南區分會
羅文量會長 秘書李美麗師姐 許錦
娘師姐；屏東︿青山育幼院﹀董事長
黃俊仁先生；李明村校長；高雄︿長
青學苑﹀牧愛手語舞蹈班指導老師蔣
芋葉老師及學員 ﹁天音雅樂合唱
團﹂指揮林慰信老師及全體團員
︿大義雷藏寺﹀捐地功德主孫忠水師
兄等貴賓與善信大德近六百多位與會
大眾同霑共沐佛光
法會當天近中午時分 由雲林

︿

大義學會﹀於二○一七年十月
十四日邀請︿真佛宗﹀南部道
場暨︿真佛宗華光功德會﹀南區分
會 假屏東︿青山育幼院﹀舉辦﹁高
王觀世音菩薩息災 敬愛 超度 增
福慧護摩法會﹂ 是日雖有輕颱大雨
來襲 但同門卻是熱情參與 這是第
五年由釋蓮寧上師主壇的法會 雖不
能說冠蓋雲集 但陣容也是令人感
動 有釋蓮歐上師 釋蓮勤上師 釋
蓮安上師 釋蓮型上師 釋蓮舅上師
等五位上師共同護壇；法師則有釋蓮
謀 釋蓮茗 釋蓮吟 釋蓮值 釋蓮
麒 釋蓮閎 釋蓮泓 釋蓮翠 釋蓮
竹 釋蓮姆 釋蓮嵉 釋蓮清 釋蓮
學 釋修茂等眾法師一同護持；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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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分堂代表有：︿法舟堂﹀湯絮淳
師姐 ︿金極雷藏寺﹀呂維培師兄
︿六度堂﹀張素貞師姊 ︿三清堂﹀
戴月綢師姐 ︿法華堂﹀林世珍師
姐 ︿廣品堂﹀蘇志敏師兄 ︿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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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堂﹀朱若薰師姐 ︿善喜同修會﹀
Tina師姐 ︿崑崙同修會﹀紀舒璘師
兄 ︿大義學會﹀趙虹雲師姐 ︿參
明堂﹀林玉金師兄 ︿明珠堂﹀簡水
明師兄 ︿善德同修會﹀李寶安師

嘉義 台南 高雄 高鐵等處遊覽車
陸續到場 報名 義診 午餐 供品
準備 一幅熱鬧的景象 法會則於下
午一點半 在迎師組及唱誦組的帶領
下展開；法會中雨則時下時停 但震
撼的高王觀世音菩薩咒音與旺盛的護
摩火焰 與眾人的專致一心 顯示出
法會的強大震撼力與強大法流加持
是場殊勝的法會！難怪育幼院董事長
黃俊仁先生非常興奮 說法會人氣越
來越旺 他非常的高興 ︿大義學
會﹀趙虹雲理事長 也感謝︿華光﹀
的義診；︿本師堂﹀師兄姐的梵唄唱
誦；︿慈航雷藏寺﹀師兄姐協助迎
師 送師；︿參明堂﹀與屏東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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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聖尊賜予珍貴白如意
為加持灌頂信物，
護摩法會㈫焰旺盛
具強大震撼與法流加持。

■文∕蓮花翊瑄

菩提園地
2017年大義學會
「高王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敬愛超度護摩大法會」暨南部分堂聯誼會

兄；︿真佛宗﹀博士教授團｜王進賢
教授 王醴教授 葉淑雯教授 林峻
安醫師 吳東龍醫師；︿華光功德
會﹀前理事長吳冠德師兄 秘書長田
岳易師兄 ︿華光功德會﹀南區分會
羅文量會長 秘書李美麗師姐 許錦
娘師姐；屏東︿青山育幼院﹀董事長
黃俊仁先生；李明村校長；高雄︿長
青學苑﹀牧愛手語舞蹈班指導老師蔣
芋葉老師及學員 ﹁天音雅樂合唱
團﹂指揮林慰信老師及全體團員
︿大義雷藏寺﹀捐地功德主孫忠水師
兄等貴賓與善信大德近六百多位與會
大眾同霑共沐佛光
法會當天近中午時分 由雲林

︿

大義學會﹀於二○一七年十月
十四日邀請︿真佛宗﹀南部道
場暨︿真佛宗華光功德會﹀南區分
會 假屏東︿青山育幼院﹀舉辦﹁高
王觀世音菩薩息災 敬愛 超度 增
福慧護摩法會﹂ 是日雖有輕颱大雨
來襲 但同門卻是熱情參與 這是第
五年由釋蓮寧上師主壇的法會 雖不
能說冠蓋雲集 但陣容也是令人感
動 有釋蓮歐上師 釋蓮勤上師 釋
蓮安上師 釋蓮型上師 釋蓮舅上師
等五位上師共同護壇；法師則有釋蓮
謀 釋蓮茗 釋蓮吟 釋蓮值 釋蓮
麒 釋蓮閎 釋蓮泓 釋蓮翠 釋蓮
竹 釋蓮姆 釋蓮嵉 釋蓮清 釋蓮
學 釋修茂等眾法師一同護持；另有
蓮鐽講師 蓮花特譽講師；蓮花于菲
助教 蓮花長立助教 蓮花米珍助
教 分堂代表有：︿法舟堂﹀湯絮淳
師姐 ︿金極雷藏寺﹀呂維培師兄
︿六度堂﹀張素貞師姊 ︿三清堂﹀
戴月綢師姐 ︿法華堂﹀林世珍師
姐 ︿廣品堂﹀蘇志敏師兄 ︿慈航
雷藏寺﹀劉文和師兄 ︿萬化共修
會﹀陳庚宗師兄 ︿寶輪堂﹀洪月琴
師姐 ︿大雄堂﹀鄧秀玉師姐 ︿本
師堂﹀朱若薰師姐 ︿善喜同修會﹀
Tina師姐 ︿崑崙同修會﹀紀舒璘師
兄 ︿大義學會﹀趙虹雲師姐 ︿參
明堂﹀林玉金師兄 ︿明珠堂﹀簡水
明師兄 ︿善德同修會﹀李寶安師

嘉義 台南 高雄 高鐵等處遊覽車
陸續到場 報名 義診 午餐 供品
準備 一幅熱鬧的景象 法會則於下
午一點半 在迎師組及唱誦組的帶領
下展開；法會中雨則時下時停 但震
撼的高王觀世音菩薩咒音與旺盛的護
摩火焰 與眾人的專致一心 顯示出
法會的強大震撼力與強大法流加持
是場殊勝的法會！難怪育幼院董事長
黃俊仁先生非常興奮 說法會人氣越
來越旺 他非常的高興 ︿大義學
會﹀趙虹雲理事長 也感謝︿華光﹀
的義診；︿本師堂﹀師兄姐的梵唄唱
誦；︿慈航雷藏寺﹀師兄姐協助迎
師 送師；︿參明堂﹀與屏東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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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聖尊賜予珍貴白如意
為加持灌頂信物，
護摩法會㈫焰旺盛
具強大震撼與法流加持。

■文∕蓮花翊瑄

曲是此隨身寶物 在過美國海關時
竟鈴聲大作 上師深怕此白如意會被
禁止攜帶 於是在第二次掃描時 默
禱高王觀世音菩薩祈求順利 第二次
掃瞄時 就未有鈴聲 順利過關 這
件通關奇妙過程已向 師尊報備
上師亦提及目前宗內談紫色
變 而上師自身是經師尊認證的大紫
蓮花童子 但上師要大家不要設限自
己是哪一色的蓮花童子 這是可以變
化的 如果一直執著於某色的蓮花童
子 相對就看不見其他的佛菩薩 如
果是轉世靈童 但不修持甚至感到驕
傲 也是不會有成就的
師尊說：
蓮花童子的心咒 不是我蓮花童子的
心咒 這是 師尊平等視眾生的示
現 千萬不要對自身是蓮花童子執
著 沉淪而往下墮落 個人的意念轉
瞬間可以轉變大千三千世界轉化自
己 大千三千世界其實就在自心 無
需外求 眾生容易被外相所迷惑是源
於根基不足 上師提到曾經發願幫助
一位師姐要唸誦一千遍的︻高王觀世
音真經︼迴向 但是只唸到二十一遍
的時候 那位師姐就傳來噩耗 但是
既然已發願唸誦一千遍經文迴向 還
是繼續把它完成 相信很多師兄姐曾
經在臨終關懷時需要臨終救度的事
情 臨終救度病患的時候有分為心靈
上跟肉體上 如果肉體上已經五大皆

空了 那心靈的救度就變得很重要
當你救度他的心靈 安慰他的心靈的
時候 那種力量強大到能幫助臨終者
超越身體的痛苦 我們知道身體只是
暫時 心靈才能超越時空！
很難得﹁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
法會﹂的時候下雨 可將眾生的業清
淨掉 釋蓮寧金剛上師特別講解高王
觀世音菩薩灌頂時的觀想法 當上師
手持﹁白如意﹂為與會大眾作﹁高王
觀世音菩薩灌頂﹂時 受灌頂者要觀
想高王觀世音菩薩和蓮花童子合一住
頂 觀想高王觀世音菩薩寶冠上的七
佛放出彩虹光再變成白光 這道白光
直接進入身體內病痛的地方 只要專
心觀想一個部位就好了 專一的觀想
整道強烈白光進入自己的身體 讓全
身的黑氣消散 灌頂時要誠心祈求佛
菩薩為自己和家人加持消業 息災
增福慧灌頂 上師一一為法會眾人等
進行加持 參加護持這場法會報名眾
等擁有﹁白如意﹂這千載難逢的殊勝
法緣
法會完後則進行分堂聯誼 由分
堂代表與上師 法師們 以座談方式
進行 彼此相互提供意見交流 會中
提及 根本上師 蓮生聖尊於十一月
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五點二十分返抵國
門 要同門需配合當天的︿民航局﹀
所通過規劃的路線 聽從保安指揮

師兄姐配合下爐供品的準備擺放；
︿廣品堂﹀ ︿寶輪堂﹀及台南地區
的同門協助傳遞護摩法會的供品 各
寺 堂 會團結不分彼此！另大家相
互聯誼 把大家的心結合在一起
法會中釋蓮寧金剛上師開示 他
代表師尊 師母 ︿真佛宗﹀弘法人
員 ︿宗委會﹀來感謝大家 雖然宗
派有××事件發生 但是好的事情還
是非常多 壞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同
門不要被不好的事情影響修行 甚至
退道心 而南部同門結合︿華光﹀共
揚︿真佛密法﹀ 著實令人讚歎！
上師提及﹃七佛滅罪真言﹄的七
佛指的是過去七佛 七佛的咒語可消
業障 而這七佛的通偈是﹁諸惡莫
作 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是諸佛
教 ﹂ 是七佛共同護持的戒律
另師尊在二○一五年的開示 有提到
修﹁高王觀世音菩薩法﹂之外 還有
︻高王經︼快速相應唸誦法 但要看
你的菩提心及修法情況 有機會可求
師尊灌頂高王觀世音菩薩速要口訣
另唸誦︻高王經︼的時候要奉請八大
菩薩 而當唸到：﹁能滅生死苦 消
除諸毒害﹂中的能滅生死苦這句話的
時候 你要真誠發露懺悔 此法的重
點在於：心力 懺悔與滅罪
上師開示說 高王觀世音菩薩的
力量 主要是息災 息掉你的災難

在機場時務必維持良好秩序 不要擋
到其他旅客出入 維持旅客進出動線
的流暢 為宗派營造正面形象 歡迎
各道場 真佛弟子及善信大德前往
︿桃園國際機場﹀恭迎聖尊返台弘法
請欲前往接機的道場和同門 密切
注意相關的接機訊息
謝師晚宴由廖麗瑩師姐主持晚
會 晚會表演｜｜有﹁天音雅樂合唱
團﹂合唱佛音曲目 高雄市︿長青學
苑﹀牧愛手語舞蹈班的超級學員表演
二首動感舞曲 ︿青山育幼院﹀大朋
友扯鈴 獨輪車等表演；眾同門師
兄 姐品嚐山珍海味料理 盡情言歡
相約明年青山再聚 接著由︿大義學
會﹀理監事及︿大義學雷藏寺籌建委
員會﹀所有委員們上台向與會大眾致
意 感謝大家的護持
目前︿大義雷藏寺﹀目前已順利
完成申請建照 待水電工程執照申請
下來 即可發包開始建寺工程 也希
望大家能繼續大力護持 讓雷藏寺早
日落成利樂有情
最後 是希望二○一八年四月八
日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由 聖
尊蓮生活佛主壇的﹁綠度母護國祈福
息災增益敬愛超度大法會﹂ 大家更
要踴躍的參與並護持 介紹親友邀請
他們來參加千載難逢殊勝的﹁綠度母
大法會﹂！

要觀想護摩火 高王觀世音菩薩跟行
者三合一 息掉災障後 福分自然降
臨 灌頂要先觀想高王觀世音菩薩寶
冠上的七佛放出強烈彩虹光 彩虹光
化成一道白光進入行者的身體 行者
的身體哪一個部位有病業 就觀想白
光集中照在那個病痛的部位 如果病
業很多 不要太貪心 只要觀想專
一 清晰 明白在哪一個部位 這個
是很重要的口訣 比如說：﹁心臟有
問題﹂就專心觀想白光照射在心臟部
位 配合唸誦﹃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
帝 尼訶囉帝 毘離尼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 梭哈 ﹂持續加持
一直觀想白光加持在心臟上面 這當
中還需要觀想有黑氣散出來或者觀想
病業化成千萬隻蜘蛛 蜜蜂 蟲 從
病痛的地方爬出來 飛出去 然後消
失掉 千萬要專一想著病業消除 感
應就會產生
釋蓮寧上師亦提及此行要主壇三
場法會 依序為：高王觀世音菩薩
摩利支天菩薩 大白蓮花童子 法會
前︿大義學會﹀蓮鐽講師詢及：﹁有
否有因緣可以請到 師佛傳承信物的
加持﹂ 而在臨行前承根本上師 蓮
生聖尊賜予珍貴﹁白如意﹂為法會加
持灌頂信物；白如意正面雕有龍王
像 背面有師尊的親筆簽名 有個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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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是此隨身寶物 在過美國海關時
竟鈴聲大作 上師深怕此白如意會被
禁止攜帶 於是在第二次掃描時 默
禱高王觀世音菩薩祈求順利 第二次
掃瞄時 就未有鈴聲 順利過關 這
件通關奇妙過程已向 師尊報備
上師亦提及目前宗內談紫色
變 而上師自身是經師尊認證的大紫
蓮花童子 但上師要大家不要設限自
己是哪一色的蓮花童子 這是可以變
化的 如果一直執著於某色的蓮花童
子 相對就看不見其他的佛菩薩 如
果是轉世靈童 但不修持甚至感到驕
傲 也是不會有成就的
師尊說：
蓮花童子的心咒 不是我蓮花童子的
心咒 這是 師尊平等視眾生的示
現 千萬不要對自身是蓮花童子執
著 沉淪而往下墮落 個人的意念轉
瞬間可以轉變大千三千世界轉化自
己 大千三千世界其實就在自心 無
需外求 眾生容易被外相所迷惑是源
於根基不足 上師提到曾經發願幫助
一位師姐要唸誦一千遍的︻高王觀世
音真經︼迴向 但是只唸到二十一遍
的時候 那位師姐就傳來噩耗 但是
既然已發願唸誦一千遍經文迴向 還
是繼續把它完成 相信很多師兄姐曾
經在臨終關懷時需要臨終救度的事
情 臨終救度病患的時候有分為心靈
上跟肉體上 如果肉體上已經五大皆

空了 那心靈的救度就變得很重要
當你救度他的心靈 安慰他的心靈的
時候 那種力量強大到能幫助臨終者
超越身體的痛苦 我們知道身體只是
暫時 心靈才能超越時空！
很難得﹁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
法會﹂的時候下雨 可將眾生的業清
淨掉 釋蓮寧金剛上師特別講解高王
觀世音菩薩灌頂時的觀想法 當上師
手持﹁白如意﹂為與會大眾作﹁高王
觀世音菩薩灌頂﹂時 受灌頂者要觀
想高王觀世音菩薩和蓮花童子合一住
頂 觀想高王觀世音菩薩寶冠上的七
佛放出彩虹光再變成白光 這道白光
直接進入身體內病痛的地方 只要專
心觀想一個部位就好了 專一的觀想
整道強烈白光進入自己的身體 讓全
身的黑氣消散 灌頂時要誠心祈求佛
菩薩為自己和家人加持消業 息災
增福慧灌頂 上師一一為法會眾人等
進行加持 參加護持這場法會報名眾
等擁有﹁白如意﹂這千載難逢的殊勝
法緣
法會完後則進行分堂聯誼 由分
堂代表與上師 法師們 以座談方式
進行 彼此相互提供意見交流 會中
提及 根本上師 蓮生聖尊於十一月
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五點二十分返抵國
門 要同門需配合當天的︿民航局﹀
所通過規劃的路線 聽從保安指揮

師兄姐配合下爐供品的準備擺放；
︿廣品堂﹀ ︿寶輪堂﹀及台南地區
的同門協助傳遞護摩法會的供品 各
寺 堂 會團結不分彼此！另大家相
互聯誼 把大家的心結合在一起
法會中釋蓮寧金剛上師開示 他
代表師尊 師母 ︿真佛宗﹀弘法人
員 ︿宗委會﹀來感謝大家 雖然宗
派有××事件發生 但是好的事情還
是非常多 壞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同
門不要被不好的事情影響修行 甚至
退道心 而南部同門結合︿華光﹀共
揚︿真佛密法﹀ 著實令人讚歎！
上師提及﹃七佛滅罪真言﹄的七
佛指的是過去七佛 七佛的咒語可消
業障 而這七佛的通偈是﹁諸惡莫
作 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是諸佛
教 ﹂ 是七佛共同護持的戒律
另師尊在二○一五年的開示 有提到
修﹁高王觀世音菩薩法﹂之外 還有
︻高王經︼快速相應唸誦法 但要看
你的菩提心及修法情況 有機會可求
師尊灌頂高王觀世音菩薩速要口訣
另唸誦︻高王經︼的時候要奉請八大
菩薩 而當唸到：﹁能滅生死苦 消
除諸毒害﹂中的能滅生死苦這句話的
時候 你要真誠發露懺悔 此法的重
點在於：心力 懺悔與滅罪
上師開示說 高王觀世音菩薩的
力量 主要是息災 息掉你的災難

在機場時務必維持良好秩序 不要擋
到其他旅客出入 維持旅客進出動線
的流暢 為宗派營造正面形象 歡迎
各道場 真佛弟子及善信大德前往
︿桃園國際機場﹀恭迎聖尊返台弘法
請欲前往接機的道場和同門 密切
注意相關的接機訊息
謝師晚宴由廖麗瑩師姐主持晚
會 晚會表演｜｜有﹁天音雅樂合唱
團﹂合唱佛音曲目 高雄市︿長青學
苑﹀牧愛手語舞蹈班的超級學員表演
二首動感舞曲 ︿青山育幼院﹀大朋
友扯鈴 獨輪車等表演；眾同門師
兄 姐品嚐山珍海味料理 盡情言歡
相約明年青山再聚 接著由︿大義學
會﹀理監事及︿大義學雷藏寺籌建委
員會﹀所有委員們上台向與會大眾致
意 感謝大家的護持
目前︿大義雷藏寺﹀目前已順利
完成申請建照 待水電工程執照申請
下來 即可發包開始建寺工程 也希
望大家能繼續大力護持 讓雷藏寺早
日落成利樂有情
最後 是希望二○一八年四月八
日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由 聖
尊蓮生活佛主壇的﹁綠度母護國祈福
息災增益敬愛超度大法會﹂ 大家更
要踴躍的參與並護持 介紹親友邀請
他們來參加千載難逢殊勝的﹁綠度母
大法會﹂！

要觀想護摩火 高王觀世音菩薩跟行
者三合一 息掉災障後 福分自然降
臨 灌頂要先觀想高王觀世音菩薩寶
冠上的七佛放出強烈彩虹光 彩虹光
化成一道白光進入行者的身體 行者
的身體哪一個部位有病業 就觀想白
光集中照在那個病痛的部位 如果病
業很多 不要太貪心 只要觀想專
一 清晰 明白在哪一個部位 這個
是很重要的口訣 比如說：﹁心臟有
問題﹂就專心觀想白光照射在心臟部
位 配合唸誦﹃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
帝 尼訶囉帝 毘離尼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 梭哈 ﹂持續加持
一直觀想白光加持在心臟上面 這當
中還需要觀想有黑氣散出來或者觀想
病業化成千萬隻蜘蛛 蜜蜂 蟲 從
病痛的地方爬出來 飛出去 然後消
失掉 千萬要專一想著病業消除 感
應就會產生
釋蓮寧上師亦提及此行要主壇三
場法會 依序為：高王觀世音菩薩
摩利支天菩薩 大白蓮花童子 法會
前︿大義學會﹀蓮鐽講師詢及：﹁有
否有因緣可以請到 師佛傳承信物的
加持﹂ 而在臨行前承根本上師 蓮
生聖尊賜予珍貴﹁白如意﹂為法會加
持灌頂信物；白如意正面雕有龍王
像 背面有師尊的親筆簽名 有個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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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舞獅為遊藝會揭開序幕

▲釋蓮雄上師接受電視台訪問

淨印雷藏寺 週年誌慶
舉辦法會遊藝會及晚宴

5

加

拿大多倫多︿淨印雷藏寺﹀自
恩蒙 聖尊蓮生活佛在二○一
二年十月十三日開光安座 一晃眼
間 已經有五年 為慶祝五週年誌
慶 ︿淨印雷藏寺﹀除了在十月十
五日(星期天)舉辦﹁大白蓮花童子
護摩法會﹂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
聖尊外 還特別在法會前一天十月
十四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至下午
三時在廟前廣場舉辦遊藝會活動
與鄰居及嘉賓同樂
雖然氣象局天氣預告遊藝會當
天會下雨 而且在前數天亦一如預
測整週會不斷下雨 但︿淨印雷藏
寺﹀的同門非常有信心 在遊藝會
的時間 一定得到師尊及佛菩薩的
加持 不會有雨 所以縱使遊藝會
是戶外活動 ︿淨印雷藏寺﹀的同
門從來沒有計劃取消是項活動 或
改在室內進行
事實上 在整個遊藝會期間
天朗氣清 原先地面上 還有一點
因晨早時微雨後的水漬 但當遊藝
會開始前 忽然陽光普照 連地面
上的漬水 亦被陽光所蒸發 沒有
影響遊藝會的進行 尤其是在廣場
上的表演 直到遊藝會完成後 大

家已收拾清理好場地 才從天上灑
下一陣子微微點點的法雨甘露 師
尊與佛菩薩的加持力真不可思議
當天出席遊藝會的嘉賓有士嘉
堡區的國會議員Salma Zahid 省議
員Brad Duguid 及經常與︿淨印雷
藏寺﹀合作的慈善機構代表｜︿心
臟 及 中 風 基 金 ﹀ (Heart & Stroke
Foundation)
︿ 仁 人 家 園 ﹀
(Habitat for Humanity) 及︿加拿
大紅十字會﹀等 其中 心臟及中
風基金和仁人家園更特別助興 擺
設遊戲攤位
國會議員及省議員分別致詞恭
賀︿淨印雷藏寺﹀五週年誌慶之
餘 更特別感謝︿淨印雷藏寺﹀過
去多年在社區默默耕耘 提供大量
的社區及公益服務 令不少居民受
惠 充分體現了佛教淨化人心及促
進社會和諧的理念 亦為推廣加拿
大多元文化及跨種族泛宗教的共融
盡了很大力量 堪為表率 兩位議
員更分別致贈感謝狀予︿淨印雷藏
寺﹀
︿淨印雷藏寺﹀的遊藝會除有
自設及其他機構的遊戲攤位外 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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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加拿大多倫多淨印雷藏寺
▲省議員致贈感謝狀
▲國會議員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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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加拿大多倫多淨印雷藏寺
▲省議員致贈感謝狀
▲國會議員致贈感謝狀

有同門表演醒獅 唱誦佛咒 旗鼓
扇舞的綜合演出 以及免費美食款
待嘉賓訪客 另外 大殿亦開放給
訪客參觀拍照 並有同門為訪客講
解 使訪客能更深入認識師尊蓮生
活佛 ︿真佛宗﹀及︿淨印雷藏
寺﹀
遊藝會結束後 ︿淨印雷藏
寺﹀的同門便馬上收拾清潔 再布
置翌日的法會及隨後的聯歡晚會

於較早前在報紙的專頁上分兩期大
篇幅向該報讀者介紹︿淨印雷藏
寺﹀的建築 法務及慈善活動

著主壇釋蓮雄金剛上師演化的手
印 及大眾的咒音 而貫注整個壇
城 加持每一個人

感恩無上尊貴的 師佛蓮生聖尊
慈悲加持︿淨印雷藏寺﹀的建立
祈求 無上尊貴的師佛加持︿淨印雷
藏寺﹀法幢高豎 真佛傳承放大光
明 弘揚︿真佛密法﹀ 廣度眾
生

當然 連續兩天的活動 事前
的籌備 聯絡 練習 彩排 都是
要付出大量的時間 心力 然而
︿淨印雷藏寺﹀的同門都非常樂意
地去做 亦充分發揮出群策群力的
團隊精神 無他 這一切都是為了
真實體現：活一天 感恩一天；活
一天 修行一天；活一天 快樂一
天

法會後 是一年一度的﹁週年
誌慶聯歡晚會﹂ ︿淨印雷藏寺﹀
的同門再一次以精心設計的節目娛
己娛人 醒獅 歌舞 維肖維妙的
模仿比賽 配合中西合璧的戲劇
出人意表的鼓樂歌舞 遊戲等等
無不一一令人忍俊不禁 或擊節讚
賞 或樂在其中

法會後慶祝晚宴

以大白蓮花童子為主尊的護摩
法會 在出席的同門善信一片精誠
的感恩心緒下 珍貴的傳承法流隨

大白蓮花童子法會

當天的遊藝會還有︿新時代電
視台﹀派員採訪 並於當晚新聞時
段報導 另加拿大的︿明報﹀ 亦

享用遊藝會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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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鬼

破邪顯正

三世因果之說，何者是真？何者是假？
神神鬼鬼，何者為善？何者為惡？
神棍假藉宗教名義斂財騙色的報導時有
所聞，當您我為求現實生活順遂，或是面臨
命運抉擇點，尋求宗教心靈上的建議時，如
何判斷您求教得到的是高人指點迷津，還是
神棍巧言訛詐？
修行的目的，不是為得到神通，而是修
煉自我的心性；在佛教來說，神通是「聖末
邊事」，不該也不用刻意追求，因為一旦成
就果位，神通自然產生。然而部分利益薰心
的「假修行者」，捨本逐末的追求神通，為
了獲得「靈通」不惜養鬼事鬼，不僅自己身
心受到邪靈影響產生偏差而不自知，甚至還
傷害到家人親眷的生命安全，更有甚者，連
與其談話接觸都會遭殃。
在《鬼中之鬼》裡，蓮生活佛以親身接
觸的真人真事實例舉證，此類假修行者不僅
悖逆佛理，所行之事更是害人匪淺，並針對
個案逐一以「聖言量、比量、知量」評論分
析，點出其中思辨的關鍵點，幫助讀者釐清
眼前的行者是否走入歧途，並且教導如何遠
離、化解、防護鬼魅的侵擾。

本書副標題「破邪顯正」，完全點出了
活佛寫作《鬼中之鬼》中的要旨：神通只是
度眾的方便法門，而非學佛的目的；修習佛
法，腳踏實地的實修極為重要，明心見性了
悟真理，方能了脫生死，這才是真行者所要
追求的究竟之道。

如果貪著世間的財，貪著世間的色，
其人不明佛教，不明無所得，不明空，
不明菩提心。
是假行者！
～蓮生活佛．盧勝彥～

12㈪㆖市

盧勝彥佈施基㈮會 進行的工作，
施 來提供免費的醫療和牙科專業護
理的組織 我們亦會繼續撥款支持移
動性的牙科服務計劃 為需要醫療的
病人提供急需的服務
經研究表明 移民和難民學生在
獎學金方面是很容易被忽視的一
群 因此︿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蓮
花獎學金計劃著重在幫助這些學生上
大學 我很高興的在此向你們介
紹 各位所贊助的蓮花獎學金的得獎
者已實現了他們的夢想
在採訪這些學生時 我被他們在
這麼小小的年紀就已經能克服困難的
故事深深的感動 這些學生抱著莫大
的希望和夢想來到美國 相信他們在
這個遍地都是財富和機會的國家會找
到成功的路徑 然而 他們也面臨著
無比的障礙 尤其最具挑戰性的是英
語
今 年 有 位 學 生 名 叫 Yahya
說：﹁文盲是最奇怪的感覺 就像失
明一樣 ﹂仍在求學階段的他很快的
瞭解到 真正的美國並不是他在電影
中所看到的 這些學生一定要迫使自

■報告人∕盧佛青博士

中在教育方面 因為我們的創辦人師
尊提示我們：﹁教育是生命的文明之
燈 ﹂基金會對資助邊緣化社區和有
色民族 尤其是移民和難民組織 優
先提供資金 我們贊助各種消除障礙
及促進獲得教育機會的計劃 例
如 我們支持東非社區服務處的課後
補習 以及在華盛頓州的伊拉克社區
中心和 Somali青少年機構的育幼服
務 這些計劃可供新來的移民和難民
使用 並且週全的考慮到他們在文化
上能夠適應 此外 我們為在ACRS和
REWA的英文學習生資助了兩個青年職
業培訓計劃 以上這些方案提供了重
要的服務 幫助低收入的青年克服了
文化上和教育上的障礙而完成高中和
大學的教育
有關基金會的健康方面的使
命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目標是
除去一切障礙 令所有任何社會經濟
背景的人都能夠得到醫療保健及過健
康優裕的生活 例如 我們所支持
的︿ Project Access Northwest﹀是
一個協助義診醫生捐獻醫療用品和設

基金會和本地以及國際的四十八
個非營利機構合作 僅僅在這一年
內 我們幫助了超過一萬位各年齡層
貧困的人 得到醫療和牙科健康照
顧 並且幫助了超過三千五百位貧困
的學生得到高品質的教育
今年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將
頒發超過三十四萬美金的贊助金給二
十二個有關健康和教育的機構 還有
二十五位獲頒蓮花獎學金的學生 以
及繼續幫助尼泊爾的災後重建計
劃 以上是贊助計劃的概略介紹 這
些報導顯示了基金會的工作如何提升

所頒發獎助㈮的機構及㈻生。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調查顯
示 絕大多數的人認為 對外
開放移民對國家而言非常重要 因為
美國自始以來一向都歡迎移民而且它
本身就是由移民組成的 所以當我們
聽到針對移民和難民的消極情緒
時 我們都應該挺身而出的指出美國
今天能夠成為一個傑出的國家 我們
這些移民是功不可沒的
第二部分：︿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目前執行的工作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無法詳
述︿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所資助的每
一個計劃 但大家可以從螢幕上看到
許多受益者的照片 螢幕右上角顯示
的是今年的受益單位
研究顯示 教育可以預測社會和
經濟上的成就 教育關聯經濟動
力 良好健康狀態 和公德參與
度 對移民者來說 教育能夠幫助他
們爭取不同的工作和更高的薪資 進
而能幫助他們成功的適應和成為新環
境的一份子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使命集

會﹀的施主 有了您們的幫助 給這
些獲獎學生達成了他們的願望 基於
時間的關係 我無法講述每位蓮花獎
學金得獎者的故事 也無法細述︿盧
勝彥佈施基金會﹀資助的每一個醫療
和教育方案 歡迎大家來參觀現場大
廳後面的基金會攤位做更進一步的瞭
解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立至今
九年來 已經捐出超過一百七十萬美
元用於健康照顧和教育計劃 也捐出
超過六十萬美元幫助國際緊急賑災以
及蓮花獎學金

︿

己能快速的適應 就算有被別人嘲笑
口音 他們更需要努力 必須找個兼
職工作幫助家人 還必須照顧兄弟姐
妹 獨自奮鬥來適應各種新的環境面
面觀 而並沒有時間想念在祖國的家
人而難過
每一個蓮花獎學金的得獎者都有
他們自己的故事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
點 就是戰勝逆境的勇氣和堅信教育
是美好生活的關鍵 對於這些學
生 能從高中到大學畢業不僅是自己
的夢想 也是他們整個家族的夢
想 謝謝所有贊助︿盧勝彥佈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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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佈施基㈮會 進行的工作，
施 來提供免費的醫療和牙科專業護
理的組織 我們亦會繼續撥款支持移
動性的牙科服務計劃 為需要醫療的
病人提供急需的服務
經研究表明 移民和難民學生在
獎學金方面是很容易被忽視的一
群 因此︿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蓮
花獎學金計劃著重在幫助這些學生上
大學 我很高興的在此向你們介
紹 各位所贊助的蓮花獎學金的得獎
者已實現了他們的夢想
在採訪這些學生時 我被他們在
這麼小小的年紀就已經能克服困難的
故事深深的感動 這些學生抱著莫大
的希望和夢想來到美國 相信他們在
這個遍地都是財富和機會的國家會找
到成功的路徑 然而 他們也面臨著
無比的障礙 尤其最具挑戰性的是英
語
今 年 有 位 學 生 名 叫 Yahya
說：﹁文盲是最奇怪的感覺 就像失
明一樣 ﹂仍在求學階段的他很快的
瞭解到 真正的美國並不是他在電影
中所看到的 這些學生一定要迫使自

■報告人∕盧佛青博士

中在教育方面 因為我們的創辦人師
尊提示我們：﹁教育是生命的文明之
燈 ﹂基金會對資助邊緣化社區和有
色民族 尤其是移民和難民組織 優
先提供資金 我們贊助各種消除障礙
及促進獲得教育機會的計劃 例
如 我們支持東非社區服務處的課後
補習 以及在華盛頓州的伊拉克社區
中心和 Somali青少年機構的育幼服
務 這些計劃可供新來的移民和難民
使用 並且週全的考慮到他們在文化
上能夠適應 此外 我們為在ACRS和
REWA的英文學習生資助了兩個青年職
業培訓計劃 以上這些方案提供了重
要的服務 幫助低收入的青年克服了
文化上和教育上的障礙而完成高中和
大學的教育
有關基金會的健康方面的使
命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目標是
除去一切障礙 令所有任何社會經濟
背景的人都能夠得到醫療保健及過健
康優裕的生活 例如 我們所支持
的︿ Project Access Northwest﹀是
一個協助義診醫生捐獻醫療用品和設

基金會和本地以及國際的四十八
個非營利機構合作 僅僅在這一年
內 我們幫助了超過一萬位各年齡層
貧困的人 得到醫療和牙科健康照
顧 並且幫助了超過三千五百位貧困
的學生得到高品質的教育
今年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將
頒發超過三十四萬美金的贊助金給二
十二個有關健康和教育的機構 還有
二十五位獲頒蓮花獎學金的學生 以
及繼續幫助尼泊爾的災後重建計
劃 以上是贊助計劃的概略介紹 這
些報導顯示了基金會的工作如何提升

所頒發獎助㈮的機構及㈻生。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調查顯
示 絕大多數的人認為 對外
開放移民對國家而言非常重要 因為
美國自始以來一向都歡迎移民而且它
本身就是由移民組成的 所以當我們
聽到針對移民和難民的消極情緒
時 我們都應該挺身而出的指出美國
今天能夠成為一個傑出的國家 我們
這些移民是功不可沒的
第二部分：︿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目前執行的工作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無法詳
述︿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所資助的每
一個計劃 但大家可以從螢幕上看到
許多受益者的照片 螢幕右上角顯示
的是今年的受益單位
研究顯示 教育可以預測社會和
經濟上的成就 教育關聯經濟動
力 良好健康狀態 和公德參與
度 對移民者來說 教育能夠幫助他
們爭取不同的工作和更高的薪資 進
而能幫助他們成功的適應和成為新環
境的一份子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的使命集

會﹀的施主 有了您們的幫助 給這
些獲獎學生達成了他們的願望 基於
時間的關係 我無法講述每位蓮花獎
學金得獎者的故事 也無法細述︿盧
勝彥佈施基金會﹀資助的每一個醫療
和教育方案 歡迎大家來參觀現場大
廳後面的基金會攤位做更進一步的瞭
解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創立至今
九年來 已經捐出超過一百七十萬美
元用於健康照顧和教育計劃 也捐出
超過六十萬美元幫助國際緊急賑災以
及蓮花獎學金

︿

己能快速的適應 就算有被別人嘲笑
口音 他們更需要努力 必須找個兼
職工作幫助家人 還必須照顧兄弟姐
妹 獨自奮鬥來適應各種新的環境面
面觀 而並沒有時間想念在祖國的家
人而難過
每一個蓮花獎學金的得獎者都有
他們自己的故事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
點 就是戰勝逆境的勇氣和堅信教育
是美好生活的關鍵 對於這些學
生 能從高中到大學畢業不僅是自己
的夢想 也是他們整個家族的夢
想 謝謝所有贊助︿盧勝彥佈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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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師母和盧佛青博士與2017年所頒發獎助金的機構及蓮花獎學金得獎的學生合影。

了人們的生活 而各位大德您們捐助
的善款是如何幫助大眾受惠
第三部分：大家的贊助和如何繼
續提供幫助
教育和健康照護可提升人們遠離
貧困的環境 ︿盧勝彥佈施基金
會﹀提供贊助金給各個單位 等於幫
助了數千多位受益者包括孩童 這些
受益者若沒有您們大家的慈悲贊
助 他們的生活就無法實現夢想 各
位師兄 師姐您們捐給︿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的每一塊錢 都是布施行善
的功德 而且可以為我們自己打造累
世的福報
作為一個移民者或難民 能知道
自己的權利是很重要的 也應該要幫
助那些不知道自己權利的人 多多增
加知識參與為移民者和難民提供服務
的組織︵像基金會︶ 記得 我們大
家是力量的來源 而不是弱點 為人
們倡導自由和正義的理想
現在 各位對基金會的行善布施
工作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也看到了
大家所幫助的對象 相信所有幫助基
金會的功德主 一定會為基金會所完
成的善舉而感到法喜！在此籲請大家
繼續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使
我們能對最需要健康照顧和教育的人
群繼續投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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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
雙蓮境界靈骨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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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釋蓮友上師
E-mail：info@tbs-rainbow.org
Address：14310 476th Ave SE
North Bend, WA 98045 U.S.A.
Tel:425-888-3677
Fax:425-888-9088

經了八年時間無數次的審核
華盛頓州州政府終於在二○一
六年批准建造﹁雙蓮境界靈骨塔﹂
的工程
在慈悲師佛的加持和師母的籌
劃之下 以及釋蓮印上師帶領各位
︿彩虹雷藏寺﹀常住及掛單的上
師 法師及同們配合支援﹁雙蓮境
界靈骨塔﹂工程
在築建過程 今年三月三十一
日兩道彩虹源自於﹁雙蓮境界﹂之
工地而射向天空 如此殊勝的景
觀 真是歎為觀止 大約一個月之
後 兩道彩虹又再次出現 且更為
明亮及持久 ﹁雙蓮境界﹂則座落
於︿彩虹雷藏寺﹀之貝殼穴中((師
尊曾開示過的貝殼穴) 如此之穴奧
妙的被七星環繞著
塔位有限 意者請洽︿彩虹雷
藏寺﹀

■文∕釋蓮櫻法師

菩提園地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千年菩提路
需要無數青年佛子的
㈹㈹接力。
2 0 1 7年 真 佛 宗 芝 城 雷 藏 寺
中文學校青少年兒童佛學夏令營活動

■文∕蓮花惠玲

十

年樹木
百年樹
人 千年菩提路需
要無數佛子的代代接力
承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救度眾生弘深誓願力
秉持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加持力 二○一七年七
月九日美國︿真佛宗芝城
雷藏寺﹀中文學校﹁青少
年兒童佛學夏令營﹂ 在
︿芝城雷藏寺﹀理事會領
導及眾同門共同護持下
為期五個週日夏令營活
動 由七位輔導員和二十
位領袖團隊成員共同帶領
下 一個充滿創意朝氣蓬
勃的夏令營活動圓滿舉
辦
今年夏令營在籌備工
作及主持各項活動上 全
體輔導員鼓勵夏令營領袖
團隊青少年全面參與承接
及發揮主持活動 值此培
養更多的年青人護持法
務
廣結佛緣
而他
(她)們的表現是令人驕傲

員 精 心 指 導 下
他
(她 )們 成 功 編 寫 佛 學 基
礎常識教材和問答題 並
成功運用電腦教學主持活
動 其 中 包 括 ： (１ )介
紹︿真佛宗﹀創辦人蓮生
活佛生平 (２)什麼是佛
教 (３ )何 謂 因 果 為 什
麼要禮佛 點佛心燈的意
義 及為什麼要尊重出家
眾
而在社會常識教育環節
上由Mary 師姐運用她的學識
及工作經驗 以生動活潑的
遊戲方式和領袖團隊成員一起
主持 教導六歲至九歲小班學
員學習言談技巧及表達能
力 整個課堂歡聲不斷 令
人鼓舞
另 一 組 由 Alice
Chen 師姐和夏令營領袖團
隊成員Jacky Mei 共同為
十歲以上學員主持 由輔
導員Betty 師姐針對時下
青年人使用手機出現問
題 親自為青少年學員編
寫使用手機的利弊教材
教導青少年在日常生活

的 為此長達共十一年舉辦的﹁青
少年兒童佛學夏令營﹂活動 再創
新的篇章 我們為他們的成長感到
由衷自豪！感謝尊敬的釋蓮紫金剛
上師為夏令營主持殊勝莊嚴﹁請佛
住世﹂點心燈活動！祈請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活佛常住世間 永轉法
輪！
每年夏令營活動圍繞佛學基礎
常識教育 佛學禮儀 持誦﹃蓮生
活佛心咒﹄ 社會常識教育 烹飪
課 點佛心燈 小組遊戲活動 展
才華同樂表演 親子同樂郊遊活動
等主題內容而展開 今年夏令營活
作了以下的安排：身為夏令營營長
的顏師姐 和Betty 師姐 Mary 師
姐均來自大機構主管 負責策劃整
體 活 動 各 項 內 容 Sherry師 姐 和
Anna Chen 負責難度最大的採購
烹飪課程及各類遊戲活動安排 翁
師姐和李師姐則負責招生 開幕式
和閉幕式安排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並用多年護持夏令營活動的經驗和
知識 調動夏令營領袖團隊學員
發掘其才華和培養其學習獨立自信
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 在全體輔導

中正確使用手機應注意的事項 如
何避免不正確使用手機而造成不必
要的意外 整個教材深入淺出 深
受學員喜愛 同時為強化學員深切
體會 課堂安排了現場問卷有獎比
賽環節 得到學員們一致好評
烹飪課程制作香腸麵包 彩色
雞蛋充滿新意 整體來講 每一位
領導團隊主持人均表現優秀深受學
員歡迎 而八月六日 由學員們主
持的展才華同樂慶祝活動 節目生
動精彩 夏令營四個小組各自選唱
自己喜愛的歌曲 學員們人人上場
發揮 還有二重唱 個人小提琴
鋼琴演奏及領袖團隊集體舞蹈表
演 令學員們沉醉在一片歡樂之
中 八月十三日親子同樂郊遊活
動 更是遊戲節目豐富 讓學員們
和家長們樂而忘返 在一片片歡笑
聲中 彼此揮手道別 圓滿結束了
二○一七年令人難忘夏令營活動
彼此相約明年夏令營我們再相見
在此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慈悲救度眾生誓願力 願此方便
法緣與眾生結甚深的佛緣 祈願眾
生早日成佛！嗡 古嚕 蓮生悉地
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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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千年菩提路
需要無數青年佛子的
㈹㈹接力。
2 0 1 7年 真 佛 宗 芝 城 雷 藏 寺
中文學校青少年兒童佛學夏令營活動

■文∕蓮花惠玲

十

年樹木
百年樹
人 千年菩提路需
要無數佛子的代代接力
承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救度眾生弘深誓願力
秉持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加持力 二○一七年七
月九日美國︿真佛宗芝城
雷藏寺﹀中文學校﹁青少
年兒童佛學夏令營﹂ 在
︿芝城雷藏寺﹀理事會領
導及眾同門共同護持下
為期五個週日夏令營活
動 由七位輔導員和二十
位領袖團隊成員共同帶領
下 一個充滿創意朝氣蓬
勃的夏令營活動圓滿舉
辦
今年夏令營在籌備工
作及主持各項活動上 全
體輔導員鼓勵夏令營領袖
團隊青少年全面參與承接
及發揮主持活動 值此培
養更多的年青人護持法
務
廣結佛緣
而他
(她)們的表現是令人驕傲

員 精 心 指 導 下
他
(她 )們 成 功 編 寫 佛 學 基
礎常識教材和問答題 並
成功運用電腦教學主持活
動 其 中 包 括 ： (１ )介
紹︿真佛宗﹀創辦人蓮生
活佛生平 (２)什麼是佛
教 (３ )何 謂 因 果 為 什
麼要禮佛 點佛心燈的意
義 及為什麼要尊重出家
眾
而在社會常識教育環節
上由Mary 師姐運用她的學識
及工作經驗 以生動活潑的
遊戲方式和領袖團隊成員一起
主持 教導六歲至九歲小班學
員學習言談技巧及表達能
力 整個課堂歡聲不斷 令
人鼓舞
另 一 組 由 Alice
Chen 師姐和夏令營領袖團
隊成員Jacky Mei 共同為
十歲以上學員主持 由輔
導員Betty 師姐針對時下
青年人使用手機出現問
題 親自為青少年學員編
寫使用手機的利弊教材
教導青少年在日常生活

的 為此長達共十一年舉辦的﹁青
少年兒童佛學夏令營﹂活動 再創
新的篇章 我們為他們的成長感到
由衷自豪！感謝尊敬的釋蓮紫金剛
上師為夏令營主持殊勝莊嚴﹁請佛
住世﹂點心燈活動！祈請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活佛常住世間 永轉法
輪！
每年夏令營活動圍繞佛學基礎
常識教育 佛學禮儀 持誦﹃蓮生
活佛心咒﹄ 社會常識教育 烹飪
課 點佛心燈 小組遊戲活動 展
才華同樂表演 親子同樂郊遊活動
等主題內容而展開 今年夏令營活
作了以下的安排：身為夏令營營長
的顏師姐 和Betty 師姐 Mary 師
姐均來自大機構主管 負責策劃整
體 活 動 各 項 內 容 Sherry師 姐 和
Anna Chen 負責難度最大的採購
烹飪課程及各類遊戲活動安排 翁
師姐和李師姐則負責招生 開幕式
和閉幕式安排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並用多年護持夏令營活動的經驗和
知識 調動夏令營領袖團隊學員
發掘其才華和培養其學習獨立自信
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 在全體輔導

中正確使用手機應注意的事項 如
何避免不正確使用手機而造成不必
要的意外 整個教材深入淺出 深
受學員喜愛 同時為強化學員深切
體會 課堂安排了現場問卷有獎比
賽環節 得到學員們一致好評
烹飪課程制作香腸麵包 彩色
雞蛋充滿新意 整體來講 每一位
領導團隊主持人均表現優秀深受學
員歡迎 而八月六日 由學員們主
持的展才華同樂慶祝活動 節目生
動精彩 夏令營四個小組各自選唱
自己喜愛的歌曲 學員們人人上場
發揮 還有二重唱 個人小提琴
鋼琴演奏及領袖團隊集體舞蹈表
演 令學員們沉醉在一片歡樂之
中 八月十三日親子同樂郊遊活
動 更是遊戲節目豐富 讓學員們
和家長們樂而忘返 在一片片歡笑
聲中 彼此揮手道別 圓滿結束了
二○一七年令人難忘夏令營活動
彼此相約明年夏令營我們再相見
在此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慈悲救度眾生誓願力 願此方便
法緣與眾生結甚深的佛緣 祈願眾
生早日成佛！嗡 古嚕 蓮生悉地
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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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文∕圓信堂

印
法會﹂ 兩場法會都非常殊勝 到
來參加護持法會的同門以及善信人
士等大約有二百六十-二百八十人左
右； 因此義工人員在法會前都忙綠
著為參加人士填寫祈福 超度報名
表格；還有售賣部的義工人員也忙
著售賣供品 還不時介紹及講解供
品的意義 報名功德主的同門也不
少 其中︿真佛宗﹀︽燃燈雜誌︾
也贊助報名參加功德主
兩場殊勝的法會後大家都接受
賜福灌頂；法喜充滿的滿載而歸
非常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諸佛
菩薩 護法金剛的加持力 使到我
們的法會圓滿結束

釋

尼華人的習俗 每一年的盂蘭
節︵農曆七月份︶ 華人佛教
徒及一些善信人士都不忘祭祖；因
此印尼︿真佛宗﹀的許多道場都會
邀請金剛上師到來舉辦超度法會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也安排邀
請了幾位上師過來印尼到許多道場
去弘法；其中有釋蓮滿上師 釋蓮
傳上師 釋蓮照上師以及釋蓮東上
師 經︿印尼密總﹀安排及時間上
的配合 我們︿圓信堂﹀非常榮幸
也得予被安排了釋蓮滿上師及釋蓮
傳上師到來舉辦了兩場法會；一場
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息災 祈
福 超度護摩法會﹂ 由釋蓮傳上
師主壇；另一場由釋蓮滿上師主壇
的﹁地藏王菩薩息災 祈福 超度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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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印尼華人盂蘭節
祭祖超度
圓信堂舉辦
兩場護摩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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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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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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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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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楊培培

英國奢侈品代購迅速生意興隆
擁有自度度他之資財和未來行菩
薩道之資糧

※助㊞者：楊培培

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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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近期公告】

宗委會
2018全球道 場 關 懷 大 行 動
首站將於2018年3月23至2 5日 ， 在 印 尼 雅 加 達 舉 行 。
讓關懷與教育 在 真 佛 國 遍 灑 甘 露
××事件㆒年多來，撼動了整個㊪派，不論是道場或同門，或氣憤、或憂
心、或煩惱、或無助、或恐懼…。
在這段期間， 師尊獨㉂面對，不論是開示、㊢書、還淨加持…，看到眾多
道場受到干擾，聆聽弟子受騙受害的心聲，慈悲的 師佛心情屢屢沉重。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第㈤屆第㆒次核心小組會議，各處處長㆒致決
議啟動「2018全球道場關懷大行動」，㈹師到世界各㆞分堂，灑淨道場，為壇
城重新開光，並舉行「大力㈮剛」法會，為眾等消除鬼怪的影響，清除魔
障，破邪顯正，建立光明的真佛道場。
此行，除了㈹表根本㆖師 聖尊蓮生活佛關懷全球道場及同門之外，也規劃
教育研習，讓「教育」與「關懷」並行，讓「慈悲」與「智慧」深耕。
「2018全球道場關懷大行動」，首站將於2018年3㈪23㉃25㈰，在㊞尼雅加
達展開為期㆔㆝的活動。由〈㊪委會〉主辦，〈㊞尼密教總㈿會〉、〈㊞尼密
教總會〉㈿辦。在〈㊞尼雷藏寺〉舉行。
在為期㆔㆝的行程㆗，〈㊪委會〉除了實㆞與各㆞道場負責㆟、理事
會、各級弘法㆟員建立未來互動的管道之外，更希望進㆒步了解道場所面臨的
問題，提供㈿助，落實關懷與輔導。
在「教育」方面，將以××事件，探討關於「通靈的迷失」導入修行的正
見為主軸。讓真佛弟子及道場，揮別「神通迷思的過去」，建立「具足正見及
實修的未來」。
同時啟建「大力㈮剛法會」，清除魔障，破邪顯正，建立光明的真佛道
場。
師尊更㈵別為㈦位處長加持，授予處長們在關懷道場的行程㆗，對受干擾
的同門「㈹師加持與還淨」。

〈㊪委會〉「2018全球道場關懷大行動」，期望大家共同參與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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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委 會2 0 1 8年 將 舉 辦
各級弘法人員聯誼會
〈宗委會〉為了建立弘法人員的正見，推動真佛教育，
增進彼此的「真佛情」，宗委會將再次舉辦
「各級弘法人員教育研習聯誼會」。
〈㊪委會〉為了建立弘法㆟員的正見，推動真佛教育，增進彼此的「真佛
情」，〈㊪委會〉將再次舉辦「各級弘法㆟員教育研習聯誼會」。
2013年，〈㊪委會〉在第㈤屆講師助教考試之後，與 師尊共餐。餐宴
㆗，慈悲的師母準備了禮物，由根本㆖師加持，並㆒㆒親賜給與會的講師及助
教，更鼓勵大家回到常住的道場，努力弘揚〈真佛密法〉，令與會所㈲講師、
助教深深感動。
2014年，〈㊪委會〉再度舉辦「真佛㊪全體法師教育研習聯誼會」，除了
各處處長教授主題課程之外，與會法師也分組討論。法師們除了希望得到關懷
之外，更希望〈㊪委會〉常常舉辦教育研習，可見法師們渴求㈻習的心聲。
2018年 ， 〈 ㊪ 委 會 〉 將 再 度 擴 大 舉 辦 「 各 級 弘 法 ㆟ 員 教 育 研 習 聯 誼
會」，希望〈真佛㊪〉各級弘法㆟員踴躍參加。
2018年2㈪23㈰〈真佛㊪〉全體講師、助教聯誼會。
2018年2㈪23㈰〈會後將安排講師、助教與 師尊共進晚餐。
2018年2㈪26、27㈰〈真佛㊪〉全體㆖師聯誼會
2018年2㈪28㈰〈真佛㊪〉全體教授師、法師研習聯誼會。
2㈪28㈰㆗午，將安排全體㆖師、教授師、法師與 師尊共進午餐
2018年3㈪1、2㈰〈㊪委會〉核心小組會議。
聯誼會的㆞點及內容，確認後再行公告周知。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謹啟
2017年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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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第五屆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熱烈展開
師母蓮香金剛上師率監察會委員 蒞臨參與

宗委會
核心小組

教育處長釋蓮訶上師

【㊪委會核心小組／西雅圖報導】2017年11㈪10、11㈰，〈㊪委會〉核心小
組在美國西雅圖〈㊪委會辦事處〉舉行了核心會議，出席會議的㈲：〈㊪委會〉
會長蓮花程祖㆖師、公關處長釋蓮㊞㆖師、督察處長釋蓮僧㆖師、教育處長釋蓮
訶㆖師、法務處長釋蓮東㆖師、㈶務處長釋蓮潔㆖師及文宣處長釋蓮悅㆖師共同
出席此次會議。
第㆒屆㈼察會㈼察長 師母蓮香㈮剛㆖師，也率㈼察會委員釋蓮哲㆖師、釋蓮
栽㆖師共同出席蒞臨參與。
〈㊪委會〉第㈤屆第㆒次核心小組會議召開之前，〈㊪委會〉會長蓮花程祖
㈮剛㆖師，即請核心小組各處處長先草擬各處㈽劃書，在核心會議㆖報告各處的
未來推動方案，包括公關、督察、教育、法務、㈶務、文宣各處長，皆提出未來
的願景及執行㈽劃。會長蓮花程祖㈮剛㆖師也充分授權各處全權執行的權限，會
議氣氛祥和、討論熱烈，大家齊心㈿力，共同推動真佛㊪派發展。
〈真佛㊪〉㆖師團目前共㈲127位㆖師，承肩㊪派的興亡。如何讓每位㆖師心連
心？落實關懷與聯誼研討，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師尊更應允將親臨2018年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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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蓮花程祖上師

公關處長釋蓮印上師

督察處長釋蓮僧上師

法務處長釋蓮東上師

財務處長釋蓮潔上師

文宣處長釋蓮悅上師

的全體㆖師聯誼會，相信這是給予㆖師團㆒股非常強大的鼓勵與加持。
〈㊪委會〉也重視各級弘法㆟員的教育，讓各級弘法㆟員教授師、法師、講
師、助教，也能提升弘法的正見與實力，在全球各㆞道場，光明的轉動真佛法
輪。
因此〈㊪委會〉㈵別於2018年，再度擴大辦理各級弘法㆟員教育研習聯誼
會，相信這份教育與關懷的具體行動，能夠凝聚弘法㆟員的共識，讓㊪派走向更
具前瞻性的未來。
除此之外，〈㊪委會〉也將㈹表根本㆖師 聖尊蓮生活佛關懷全球道場及同
門，因此規劃了2018年全球道場教育研習關懷之旅，3㈪底首站於㊞尼雅加達舉
行。未來更將規劃澳洲及歐洲的行程，㈹師到世界各㆞分堂，灑淨道場，為壇城
重新開光，並舉行「大力㈮剛」法會，為眾等消除鬼怪的影響，清除魔障，破邪
顯正，讓「教育」與「關懷」並行，讓「慈悲」與「智慧」深耕，建立光明的真
佛道場。
此次的〈㊪委會〉核心會議，在大家的和諧共識㆗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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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㈧大本尊之㆒
㆞藏王菩薩 （㈤）
■圖/卡米兒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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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48 - The Power of Mantr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O

ne of them is an evil sorcerer who has a notorious fame. He too wrote love letters to

frominsomniaandcouldnotsleepatnight,despiteallattemptstofallasleep.Shewent

Fong Fang.

onpillsandinitiallyshecouldsleep,buteventuallythemedicationcouldnothelpher.

Yourbeautyisunsurpassedthroughtime.

Shehadbecomedespondentandmiserable;herfacedrainedofitsbrightcountenance.

Asagestureofmyadmiration,

Intheend,shesufferedamentalcollapseandwentmad.

Ioffertheepreciousgemhandeddownfrommyancestors.

ThepsychiatristdiagnosedherassufferingfromPersecutoryDelusionDisorder.

IaskGodtobemymatchmaker.

FongFangfeltthatalargeorganizationwasouttoharmher.Examplesweresuchthat

Pleasedonotrejectme.

whenaplanewasflyingoverthesky,shewouldimaginetheplanewastheretospy

Donotbeheartless.

onher.Whenthepostmandeliveredmails,shewouldthinkthathewasacrook

NowthatIhaveyou,

disguisedaspostmantoassassinateher.

Mysearchisfinallyover.
Thisevilsorcerercouldpensomegoodpoeticverses!Unfortunately,FongFang
dislikedhim,thusrejectedhisproposal.Theevilsorcererwasfuriousandhetold

ThecatsanddogskeptbyFongFangweregivenawaybecauseshefelttheirSouls
hadbeenseizedbyevildoersandreplacedwiththeSoulsofmalevolentpeopleallout
toharmher.

people,'WhatissogreataboutFongFang.Womenlikeherareadimeadozen.Since

Foodcookedforherwasconsideredpoisoned,unlessshehadcookeditherself.

shehaddespisedme,Iwillshowhermypower.Iwanthertosuffertherestofherlife

Shebathedmanytimesinadayasshefeltthatshehadbeenstainedandno

andcomebeggingformymercy.EvenifshebegsIwouldn'tbebothered.'
Theevilsorcerertoldnotjustone,butmanyothers.FongFangwasnotafraidand
didnottakeitseriously.However,theevilsorcererdidperformhisritualofsorcery.
Heusedthebloodofawhiteroastertodrawatalismanandasealofjademandateto
empowerthetalisman.Andheofferedqualityricetothespirits....
Thespiritualentitythattheevilsorcererenshrinedwasunusual.Itsbodywas

amountofwashingcancleanawayallthedefilement.Shehadtowashherown
clothesoverandoveragaininaday.Everyoneshesawhadbeenpollutedandstained,
andshewasafraidofcontamination.
Shealsoutterednonsense,laughingawayopenlyandgigglingsecretlybyherself.
Sometimesshewascryingbecauseshehadfeltthattherewasnobenevolentpersonin
theworldandeveryonewasouttoharmher!Shewouldnotsleepandeat.Yet

blackandithadtwoheads.Ithadaferociousfeatureanditheldtwosnakes,agreen

occasionallyshecouldsleepfortwotothreedaysconsecutively,andattimesshe

oneontheleftandredoneontheright.ThisdeitywasknownasthePsychoSpell

wouldnotsleepatall,screamingandshoutingloudly.Whateverideacametomindshe

Ghost.

wouldexecuteit.

雜誌

Onenight,FongFangsawtheevilsorcererinherdreamandhewasperforminga

Herconditionhaddeterioratedtothepointwhereshewouldundressandrunto

ritualofsorcery.Herheadwascompletelypiercedwithneedlesdrippedinchicken

themarketplace.Shewouldpourawayallediblefoodandmealsinthemiddleofa

blood.

road.Shewouldbreakalllightbulbs,claimingthatallglowingthingswereofthedevil.

Whenshewokeup,shefoundherselfinadelirium.Subsequently,shesu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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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48 - The Power of Mantra
■Written by master Sheng-yen Lu

O

ne of them is an evil sorcerer who has a notorious fame. He too wrote love letters to

frominsomniaandcouldnotsleepatnight,despiteallattemptstofallasleep.Shewent

Fong Fang.

onpillsandinitiallyshecouldsleep,buteventuallythemedicationcouldnothelpher.

Yourbeautyisunsurpassedthroughtime.

Shehadbecomedespondentandmiserable;herfacedrainedofitsbrightcountenance.

Asagestureofmyadmiration,

Intheend,shesufferedamentalcollapseandwentmad.

Ioffertheepreciousgemhandeddownfrommyancestors.

ThepsychiatristdiagnosedherassufferingfromPersecutoryDelusionDisorder.

IaskGodtobemymatchmaker.

FongFangfeltthatalargeorganizationwasouttoharmher.Examplesweresuchthat

Pleasedonotrejectme.

whenaplanewasflyingoverthesky,shewouldimaginetheplanewastheretospy

Donotbeheartless.

onher.Whenthepostmandeliveredmails,shewouldthinkthathewasacrook

NowthatIhaveyou,

disguisedaspostmantoassassinateher.

Mysearchisfinallyover.
Thisevilsorcerercouldpensomegoodpoeticverses!Unfortunately,FongFang
dislikedhim,thusrejectedhisproposal.Theevilsorcererwasfuriousandhetold

ThecatsanddogskeptbyFongFangweregivenawaybecauseshefelttheirSouls
hadbeenseizedbyevildoersandreplacedwiththeSoulsofmalevolentpeopleallout
toharmher.

people,'WhatissogreataboutFongFang.Womenlikeherareadimeadozen.Since

Foodcookedforherwasconsideredpoisoned,unlessshehadcookeditherself.

shehaddespisedme,Iwillshowhermypower.Iwanthertosuffertherestofherlife

Shebathedmanytimesinadayasshefeltthatshehadbeenstainedandno

andcomebeggingformymercy.EvenifshebegsIwouldn'tbebothered.'
Theevilsorcerertoldnotjustone,butmanyothers.FongFangwasnotafraidand
didnottakeitseriously.However,theevilsorcererdidperformhisritualofsorcery.
Heusedthebloodofawhiteroastertodrawatalismanandasealofjademandateto
empowerthetalisman.Andheofferedqualityricetothespirits....
Thespiritualentitythattheevilsorcererenshrinedwasunusual.Itsbodywas

amountofwashingcancleanawayallthedefilement.Shehadtowashherown
clothesoverandoveragaininaday.Everyoneshesawhadbeenpollutedandstained,
andshewasafraidofcontamination.
Shealsoutterednonsense,laughingawayopenlyandgigglingsecretlybyherself.
Sometimesshewascryingbecauseshehadfeltthattherewasnobenevolentpersonin
theworldandeveryonewasouttoharmher!Shewouldnotsleepandeat.Yet

blackandithadtwoheads.Ithadaferociousfeatureanditheldtwosnakes,agreen

occasionallyshecouldsleepfortwotothreedaysconsecutively,andattimesshe

oneontheleftandredoneontheright.ThisdeitywasknownasthePsychoSpell

wouldnotsleepatall,screamingandshoutingloudly.Whateverideacametomindshe

Ghost.

wouldexecuteit.

雜誌

Onenight,FongFangsawtheevilsorcererinherdreamandhewasperforminga

Herconditionhaddeterioratedtothepointwhereshewouldundressandrunto

ritualofsorcery.Herheadwascompletelypiercedwithneedlesdrippedinchicken

themarketplace.Shewouldpourawayallediblefoodandmealsinthemiddleofa

blood.

road.Shewouldbreakalllightbulbs,claimingthatallglowingthingswereofthedevil.

Whenshewokeup,shefoundherselfinadelirium.Subsequently,shesu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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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ément, un plaisir charnel qu’ils obtiennent
passagèrement. Il n’est pas sans inconvénient
d’éprouver une fois du plaisir sexuel, car ils ne
pourront plus désormais se contrôler chaque
fois que l’occasion se présente, et jamais plus ils
ne s’arrêteront ! »
« En plus, après avoir fait ce genre de chose,
les deux personnes doivent garder le secret, et
les malheurs qui s’ensuivent sont assez importants ; il se peut que le dévergondage
implique la destruction de deux familles. Je
connais les principes moraux, si je me conduis
en y contrevenant, je transgresserai alors le Ciel,
j’enfreindrai la Loi, et je ne vaudrai pas mieux
que l’animal ! »
« Si l’ami Chao en est informé, personne ne
pourra savoir ce qui va arriver. Si la société et les
gens sont mis au courant, je franchirai un mur
pour fuir honteusement au fond d’un trou, je
serai moqué par tout le monde, et comment
aurai-je encore l’aplomb de vivre entre le ciel et
la terre ? »
S’étant fait une telle réflexion, Hsü Ch’ang
s’arrêta sur-le-champ, baissant la tête, déprimé,
et il ne put s’empêcher d’éclater de rire.
Il se dit : « Mériterais-je que la force d’âme
de ma vie lâche un instant la bride à la
débauche ? Je suis quelqu’un de caractère,
mériterais-je de laisser détruire ma personnalité
par une femme salace ? Si je le fais, je le regretterai toute ma vie. »
Alors, sous prétexte d’une affaire importante à régler, Hsü Ch’ang quitta la maison
de Chao à la hâte !

Il me dit :
— Cette affaire de refus de la débauche, je
ne l’ai jamais racontée à personne.
*
Après avoir lu le texte de Hsü Ch’ang,
j’avoue qu’il existe dans les hauteurs des cieux
des esprits divins et des spectres. « On trompe
sa conscience dans la salle obscure, mais l’œil
divin est pour ainsi dire l’éclair », c’est la vérité
incontestable.
Ce pour quoi je suis pénétré d’estime, c’est
que Hsü Ch’ang, dont le cœur était sous
l’emprise de l’émotion, a été capable de garder
son esprit lucide, de distinguer les conséquences
fâcheuses de l’acte, et de s’arrêter à temps
comme s’il retenait sagement son cheval au
bord du précipice. Voilà ce qui est extraordinaire
chez lui.

（la suite au prochain numé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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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ropos d’Agni, le dieu du feu（三）
Le sujet du livre était : la lasciveté nuit et
anéantit le cœur.
Le texte disait :
De tous les vices, la luxure est la plus
grave. L’homme accompli y prend garde,
n’osant pas en avoir la moindre pensée ni
y prêter attention, et il la refuse comme
s’il se défend d’un tigre, sa vertu peut
donc être protégée fermement ; il craint
l’arrivée du scandale qui implique la
destruction du physique et du renom. En
voyant la beauté sensuelle d’autrui, la
mauvaise pensée apparaît déjà et même
si le corps n’est pas entraîné dans le
plaisir, la pensée va déjà au galop, et
l’esprit se déplace dès lors. La pensée au
galop, l’esprit déplacé, il est certain que le
cœur devient trouble. Abstenez-vous !
Abstenez-vous !
La lasciveté est adorée par les gens.
Comme la beauté d’un objet, tout le
monde l’admire. Donc, il n’est pas facile
de renoncer à cette lubricité. La manifestation de la pensée émeut les ressources du cœur. Si celui-ci va au galop,
il sera difficile de se protéger. Si la pensée
est déjà troublée par le facteur conditionnant que l’on n’a pas rencontré, la
vertu sera réduite à rien par ce dernier
qui sera au rendez-vous. Si la vertu est
détruite, le corps sera en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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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la protection contre la nuisance de
la lasciveté, il faut d’abord observer
strictement son cœur, ne pas le laisser
galoper, il faut aussi avoir de la prudence
avant l’apparition de toute pensée. Si une
pensée négative se manifeste, surgit à
travers les yeux, on la considère comme
une voleuse ; suscitée à travers les
oreilles, on la tient pour une brigande. Si
la voleuse et la brigande portent atteinte
à l’intérieur, le corps et le cœur ne
pourront être contrôlés. En conséquence, intérieurement, son cœur se tient
en garde ; extérieurement, il faut notamment se défier des yeux et des oreilles.
Si ceux-ci sont oubliés, la puissance
intérieure se stabilisera, et la pensée sera
fondée en raison. Si la pensée est probe,
la perversité n’existera pas.

Ce texte donna à Hsü Ch’ang un sérieux
avertissement, comme un coup de bâton en
pleine tête ! comme aussi un éclair fulgurant.
Hsü Ch’ang se tint sur ses gardes :
C’est le malheur et ce n’est pas le
bonheur ;
C’est la souffrance et ce n’est pas la
joie.
Il médita ainsi : « Si je fais ce genre de
chose, je n’en tirerai pas d’avantage, car cet acte
commis faite par deux individus n’est qu’un
désir sexuel auquel ils succombent momen-

釋蓮翰金剛上師千古：

覺行圓滿
返真佛境
悲智雙修
德澤人寰

蓮花少東㆖師
釋蓮㆒㆖師
香港普明同修會
加拿大普陀堂

敬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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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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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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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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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吉祥

迴向 黃靖淳 朱婉寧 黃治霖

合家身體健康 平安
黃治霖健康成長

※助㊞者：黃靖淳、朱婉寧、黃治霖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法流十方無盡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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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業障 無災厄 師佛放光加持
考上期望的大學與科系
‧助印者：葉君皓

一起迎向光明大道

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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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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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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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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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卍 聞

同門宜唸佛迴向
㆒經㆒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郭仁和 菩薩 10.31

呂⽟貞 菩薩 08.28

林文彬 菩薩 09.25

翁芬英 菩薩 08.18

林陳⽟鶯 菩薩 09.14

張許暖 菩薩 08.11

絡

古永松 菩薩 09.03

連

賴利男 菩薩 11.10

服務㊠目

真佛禮儀

金剛心法堂
虛空中的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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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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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母金

城隍爺金

福德開運招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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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國內）03-4283479.0917-32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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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886-3-4283479.886-917-323587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放光加持
同修會

南摩

2017年
12 月 31日
星期日 下午2時

阿彌陀佛
息災 祈福 超度

法會

暨

阿彌陀佛
賜福灌頂

恭請 蓮花少東金剛上師主壇
釋蓮樑法師 蓮花碧霞講師 護壇

賀

普明同修會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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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聯歡晚宴

餐卷
九週年聯歡 晚宴地址:
月
日
起
即㈰
香 港 九 龍 紅 磡 馬 頭 圍 道2 3 - 3 5號
發售 星期日下午6時 隆 基 大 廈 一 樓(彩 龍 皇 宮 大 酒 樓)
普明同修會 法會地址:
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 電話：(852)26169434
紅磡商業中心A座8樓 814室 傳真：(852)2616942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網址：www.hkpm.org

㈷賀師佛、師母新春快樂

雜誌

謹於

新
賀詞

2018

2018 年 2 月 1 日 截 稿
E-mail:lighten@hamicloud.net

世

值末法時期，學說離宗，人心失馭，
入歧路之悲，致演成煩惱濁世禍害，
蒼黃莫辯、醫治鮮方。
惟依止「真佛宗根本傳承大持明金剛上
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大轉法輪，轉迷
啟悟，揭開魅惑、欺騙、恐嚇、鬼力毒害眾
等斯禍……，賜授真佛正法普化一切，佛恩
作育茲方如沐。
特約集真佛自性清淨眾等，以倡〈真佛密
法〉為宗旨，以冀昌明傳承法流普被世界，
豁破娑婆苦幻，濯清××蠱毒人心謬論，化
修羅成淨土，秉斯明訓，普種善根，同等正
覺！
值此歲末，新春將屆，企盼各道場、同門
共同讚歎祝賀師佛、師母新年快樂，獻上弟
子最熱忱的感恩之心；懇請師佛建大法幢，
擊大法鼓，燃佛法炬，大轉法輪。

歡迎各寺、分堂、同修會
踴躍刊登
祝賀師佛、師母賀詞廣告
同登真佛文宣，共襄盛舉
藉廣流通
敬師、重法、實修

賀詞將刊登（2018年2月15日出刊）
第405期《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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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賀詞

優惠

折

全版【尺寸19cm X 26cm】廣告贊助費
NT$10,800（12000×0.9）/US$378
半版【尺寸19cm X 13cm】廣告贊助費
NT$5,400（6000×0.9）/US$194
●
●
●
●
●
●
●
●

欲刊登刊新年賀詞，敬請在「廣告確認單」
註明：祝賀單位、賀詞內容、全版or半版
並與「匯款單據」一同郵寄、傳真或E-mail
至本社。
廣告刊登Tel:(886)49-2312-992＃368
匯款洽詢Tel:(886)49-2312-992＃362賴師姐
傳真Fax:(886)49-2350-140
E-mail:lighten@hamiclou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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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

︱燃佛心燈︱

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３冊｜鬼域

假文殊菩薩舞劍
不要執迷不悟
2017年12月01日

400

二 ○ 一七年 十二 月 一 日

︱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西雅圖雷藏寺﹀黃財神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含藏佛性本身為輪涅萬法之根本
正常的人都有這一種力量
就是輪迴跟涅槃跟學習種種法的根本
脈字

界甘露﹂

能遍並調御其三者之藏智氣

︿ 彩 虹 雷 藏 寺 ﹀ 不 空 絹索 觀 音 護 摩 大 法 會 ‧ 開 示 ︻ 道 果 ︼

﹁身脈

其各有粗品及細品兩種
︿西雅圖雷藏寺﹀蓮華生大士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眾生本身含藏在體內的佛性 如果沒有方便攝持
佛性一直在輪迴之中 如果以方便攝持
就能夠變成菩提 也就是能夠成佛 成為菩薩
︿彩虹雷藏寺﹀獅面空行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若此含藏 不遇殊勝方便法之緣 則成為輪迴之因；
若遇殊勝方便法之緣 則成出苦涅槃之因

9 7 7 0 2 11 9 15 004

Magazine

Enlightenment

400

No.400 Dec. 01, 2017
贊助結緣 歡迎索閱

Donations wel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