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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密集金 剛 護摩大法 會‧開 示︻道果︼

密集金剛是一切續部的根本
密集金剛能治貪 瞋念
相應密集金剛能夠證得解脫果及菩提果

你就能夠看到佛性

︿中觀堂﹀龍樹菩薩護 國 息災祈福 超度水 供大法會

龍樹菩薩的思想是：﹁緣起性空﹂
去除了所有一切的緣 一切的業障

︿台灣雷藏寺﹀紅度 母護摩 大法會‧開 示︻道 果︼

﹁共續命法﹂｜
黎明的時候修命 懃 氣等法 約千遍即能夠迴遮延壽
特別能不受意外諸難的侵擾；又修瓶氣亦可迴遮續命
﹁不共續命法﹂就是飲空續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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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 無變易

禪中之禪

生

從何處來？
從何處來？
死向何處去？
來了做什麼？
我們為何在人生之中，遍嚐生、老、病、死
的種種苦？
如何解脫？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一歲出場亮相，
十歲學業至上，二十歲青春盪漾，三十歲職
場闖盪，四十歲稍微發胖，五十歲老當益
壯，六十歲血壓向上，七十歲偶而遺忘，八
十歲搖搖晃晃，九十歲迷失方向，一百歲掛
在牆上。」這就是大部分人的人生過程。
但，你真的想要就這樣過一輩子嗎？
許多佛子雖然已經認知「三世因果、六
道輪迴」確實存在，並且也努力參禪、精進
修行，想要擺脫「生死業海」的枷鎖，但始
終參不透玄旨，無法更進一步的放下種種執
著，蓮生活佛盧勝彥為此特別再次寫下《虛
空無變易：禪中之禪》，期望透過書中文字
的點撥加持，為讀者點上心燈，破暗為明。
有人問我，修行當然是為了來生，來生成
佛，來生不再來人間，或生於天上，或生於
四聖界，或到佛國淨土。
於是問題多多矣！
問：「涅槃後，做什麼事？」
答：「去住自由。」
問：「我問，還有事做嗎？」
答：「打成一片。」（沒有你、我、他）
問：「什麼是打成一片？」
答：「綜合果汁。」（一味）
～蓮生活佛盧勝彥～

在《虛空無變易》裡，蓮生活佛以近期
發生在自身周遭的事物為題，寫下五十篇相
當生活化的「公案」，透過正說、反說、明
示、暗示、警示、譬喻等種種寫作方式，輔
以現代化的用語，啟發參禪學人，證入契合
般若法門的理趣，達到明心見性，進入悟後
起修的真修行。
～大燈文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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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

﹂

﹂

﹁盧師尊你⽋我債
我問：
﹁多少？﹂
她說：
﹁⼀千萬美元
或：
﹁五百萬美元
我問：

算便宜的了

⿁婆曾對⼀

要還給我錢！﹂

與⿁婆如出⼀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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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蓮花述丘的股東要⼆⼗萬美

拿你⼗六

印尼同⾨問為

﹁我是什麼時候⽋你這麼多錢？﹂
陳⼥⼠答：
﹁前世！﹂
我啞然失笑
︵這⼀套⼿法

位印尼同⾨要⼗六萬美元包壇護摩

上去

陳女士

她⽐較不正常的地⽅是：

後來到處流浪

嫁給醫師

與⿁婆相處⼀段時⽇

早期是留學⽣

與
什麼？⿁婆答：你前世⽋四百萬美元
萬

愛
默森寫過⼀⾸詩：

錯覺牢不可破
編成無數的網羅
霧裡看花

美麗的圖案令人失望
層層堆疊
相信魅惑之術的
是那些願受欺騙的人
●

臉有時候

﹁⿁婆﹂應該
在﹁蒙⾯⼤
但

她⾝

呈茫茫然之相

有位陳⼥⼠

我覺得這⾸詩是在寫﹁⿁婆﹂
是這⾸詩的⼥主⾓
經常出現

在西雅圖雷藏寺
俠﹂期間

英⽂特別的好

⾺上就要坐

完全不像個精神

我不知道陳⼥⼠與⿁婆如何接觸的
上有⿁婆的說謊⿁
陳⼥⼠
外貌是中年婦⼥
是知識份⼦
講話有條有理

外觀正常
她的特徵是
有異的⼈
⼀看⾒主桌有空位

叫盧佛青

很多很多無

由陳⼥⼠掌管

常常⼲擾她

問為什麼？⿁婆答：前世⽋⼈⼀百兩

喜歡坐主桌

︶

元包壇護摩
⿈⾦

⼜：
陳⼥⼠對⼩⼥盧佛青

﹂

交出﹁盧勝彥佈施基⾦會﹂
佛青問：
﹁誰說的？﹂
陳⼥⼠答：
﹁妳爸爸說的

﹂

問：﹁如何說？﹂
答：﹁夢中說
⼜是⼀場⼤烏⿓

被我發覺

是⼀位脫離現實的⼈
從她的⼝中說出

這陳⼥⼠
厘頭的話

我們對她⼀笑置之
有⼀次
陳⼥⼠開⾞跟我的⾞

照顧你

﹂

我停⾞問她：﹁為什麼跟我的⾞？﹂
陳⼥⼠答：
﹁佛菩薩要我保護你

我仰天⾧嘆：﹁天啊！這麼多的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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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

⼆戰

﹁被溺死﹂
⼆⼆⼋事件

﹁被⼑兵所斬﹂
﹁被活埋﹂
九⼀⼀事件
上吊的
先聚於當地的⼟地公祠

﹁被⽕焚﹂
﹁⾃縊﹂
我告訴⼤家：
⼤凡枉死⿁⼀死

再移

如果尚有思念⼈

我個⼈並不注
那應

無須多

後如

此台不
望鄉甚近
彎直⼋⼗⼀⾥

只有惡⿁

可能就

看⼀看故鄉的舊時⼈

接著就到地獄

就叫這些⿁先上望鄉臺

⾄東獄⼤帝的廟
間
才會死了這條⼼

嚎啕⼤哭

⽽⿁婆的﹁近邊地獄﹂裡有⼀塊⼤⽯壁

然後⼤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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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知道那是不是望鄉臺？如果是的話

很多⿁聚在那裡望牆

是﹁觀⾳牆﹂
意

五殿閻羅王⽈：
押赴⾼臺⼀望可也

悉系惡類

⽜頭⾺⾯

砌就六⼗三級

今來本殿⿁犯
所設之臺

已以往⽣

善良之⼈
功過兩平

朝東西南三向

照過孽鏡

在我們印的﹁⽟曆寶鈔﹂中說：

該是﹁望鄉⽯﹂

⾔
登

臺⾯⼸背

⼈問我：

有
﹂

有看⾒許多⿁

宋朝詩⼈張舜民有⼀⾸詩：

但

⼑⼭為坡

有

才有了

是

地獄裡出名的是﹁枉死城﹂及﹁望鄉

對著⼀⽚

﹁盧師尊！你去了⿁的總本⼭︵近邊地獄︶

我知道

那堪更上望鄉臺

昨夜秋風已搖落

天絕纖雲往往雷

磧連荒戍頻頻火

唐朝吳融的詩：

⼜：

將軍休上望鄉臺

白骨似沙沙似雪

我知道

邊看邊哭

﹁我沒有注意到

我答：

沒有看到望鄉臺？﹂

⼤牆

臺﹂

臺⾼四⼗九丈

極⼤的部份全是﹁枉死﹂的⿁

坐北劍樹為城

⿁婆所養的⿁

⼸弦

有⼈問：
﹁⿁婆為何建⽴近邊地獄？﹂
我答：
後來被拆

所以

雷⾨寺是靈⾻塔

﹁我實在不知道這⿁婆從何時召⿁？有⼈說
從雷⾨寺開始
﹂
先供奉××府的是佛林同修會

共有

死的死
三位猝死

成了供⿁
﹂

﹂

⿁愈聚愈多

超度不

均與××府有

病的病
⼀位精神失常

精神失常的精神失常

﹁有⼈說

××府
堂主

我答：
﹁她的聚⿁

⽕供不成
就成了近邊地獄

成了聚⿁

其實⽤了超度法及供⿁法

﹁⿁婆是如何聚⿁的？﹂

有⼈問：

﹂

四位堂主
關

成

欲罷不能

正是帶⿁⾛透透

有⼈問：﹁信眾如何會受害？﹂
我答：
﹁她的弘法⾛透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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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念

台灣雷藏寺﹁密集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

密集金剛能治貪

真佛宗燃燈雜誌

月日

密集金剛是一切續部的根本

中觀堂﹁龍樹菩薩水供大法會﹂開示

你就能夠看到佛性

相應密集金剛能夠證得解脫果及菩提果

月日

龍樹菩薩的思想是：﹁緣起性空﹂

一切的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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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念

密集金剛是一切續部的根本
密集金剛能治貪
相應密集金剛能夠證得
解脫果及菩提果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密集金剛佛﹂ 師母 吐登悉
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南投縣副縣長陳政昇先生
︿立法院﹀馬文君立委 ︿南投縣議會﹀簡峻廷議員 簡賜
勝議員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處長吳燕玲女士 ︿南投縣
政府民政處﹀宗教科員張建國先生 立法委員馬文君代表陳
啟昭秘書 草屯鎮長代表劉秋露主秘 草屯鎮長參選人簡景
賢議員 ︿民進黨﹀草屯鎮長參選人林永鴻議員 草屯鎮長
參選人周信利先生 山腳里里長陳松茂先生 ︿中華民國駐
瑞典兼挪威代表﹀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歡迎廖大
使回來臺灣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
珍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 夫人陳旼旼女
士 ︿香港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李達成院士及夫人 ︿印尼
蘇北國會﹀議員黃新榮先生 印尼前國會議員現任︿民族

黨﹀副總財政葉錦標先生及夫人陳秋雲女士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鄭森隆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醫護團全體成員 ︿宗
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巴
西︿聖保羅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宗傑博士及夫人陳瑞蓮醫
師 巴西︿華光語言文化中心﹀孔子課堂校長齊耀鑌博士
副校長梁雁女士 美國亞特蘭大周衡醫師 林淑華醫師 加
拿大曾齡誼醫生 瑞典︿修德堂﹀羅彩華中醫師 ︿印尼大
燈文化企業﹀董事長曾耀全先生及夫人陳瑞英女士 馬來西
亞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還有雷倩小
姐 馬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生 夫人拿汀李菁女士及千金李
琪 李雪麗小姐 馬來西亞拿督李明光先生 拿汀陳美花女
士 ︿馬來西亞世界佛教研討會﹀理事長釋照山比丘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Satates four small girl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林坤音小姐 總顧
問陳天麟先生 關島︿圓山大飯店﹀董事長陳漢藩先生伉
儷 臺灣知名藝人邰智源先生 木雕藝術家簡政興先生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夫人陳澤霞女士
︿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及︽大圓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
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蓮悅上師 ︽道果︾
︻圓覺經︼主持人蓮海上師 蓮訶上師 蓮伽上師 ︿中天
電視臺﹀﹁給你點上心燈﹂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感謝贊助打齋的功德主 ︿嚴山雷藏
寺﹀打齋二十二萬元 印尼蓮雍法師打齋十萬元 印尼方成
榮師兄打齋十萬元 印尼張維玲師姐打齋十萬元 澳大利亞
悉尼包蕾闔家打齋十萬元 大陸日行一善眾同門打齋十萬
元 葉金麗師姐打齋十萬元 陳秀鳳師姐打齋十萬元 符祥
麟師兄闔家打齋十萬元 感謝彰化市長邱建富先生及各界代
表致贈祝賀花籃 謝謝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大家午安！大家好！︵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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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感謝贊助打齋的功德主 ︿嚴山雷藏
寺﹀打齋二十二萬元 印尼蓮雍法師打齋十萬元 印尼方成
榮師兄打齋十萬元 印尼張維玲師姐打齋十萬元 澳大利亞
悉尼包蕾闔家打齋十萬元 大陸日行一善眾同門打齋十萬
元 葉金麗師姐打齋十萬元 陳秀鳳師姐打齋十萬元 符祥
麟師兄闔家打齋十萬元 感謝彰化市長邱建富先生及各界代
表致贈祝賀花籃 謝謝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大家午安！大家好！︵臺
雜誌

07
08

2018
24 Feb.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金剛
【燃燈雜誌】
報
導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 燃燈雜誌
圖片∕ 燃燈雜誌
法會∕ 密集金剛護摩大法會
地點∕ 台灣雷藏寺

特別

語︶你好！大家好！︵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
非常感謝︶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西亞語：午安︶ Sawadikap ︵泰語：你
好︶감사합니다︵韓語：謝謝︶ Good afternoon ︵英
語：午安︶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Saude. ︵ 葡 萄 牙 語 ： 祝 你 健 康 ︶ Hola ！ Amigo ！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
愛你︶ Merci beaucoup ︵法語：非常謝謝︶
我們剛剛做的是密集金剛佛的護摩 還沒有開始講
以前我要跟大家談一下 明天在︿林口體育館﹀有龍樹
菩薩的傳授 龍樹菩薩這一尊是最新的 祂的中觀是最
有名的 其實龍樹菩薩也學過唯識 但是祂的中觀也是
最有名的 在印度 佛教裡面最後剩下一個唯識 唯識
派以及中觀派 龍樹菩薩可以講 祂就是中觀派本身的
創始人 而且祂是八宗的祖師 佛教其中有八宗 祂就
是祖師 所以明天呢 歡迎大家一起移駕到︿林口體育
館﹀
大家也要注意 ︿黃帝雷藏寺﹀也有金面金母的法
會 也是很少有的 很稀有的 大家注意這個法會的時
間 另外還有呢 南部︿大義雷藏寺﹀ 在南部高雄也
有一個法會 請大家注意時間 還有要廣告的就是︿真
佛般若藏﹀ 希望所有的同門都能夠成為會員 那是師
尊的電子書 你要查什麼資料裡面都有 成為會員是免
費的！但是你要知道成立 籌備 經過 跟整個電子書
本身的運作 請大家隨喜供養
另外 最近所寫的四本書都已經完成 一個就是
︽寫鬼︾ 還有︽鬼中之鬼︾ 還有︽鬼域︾ ︽鬼的
總本山︾ 這四本書都已經完成 希望大家人手一冊
每個人都需要看！這個很容易分別出來 什麼是鬼 什
麼是佛 這個很容易很快地 你們從這四本書裡面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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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一切如來
身、口、意的祕密
身色藍色忿怒尊。
阿閦如來頂上飾。

以得到知識 談到這鬼啊 我想起一件事耶 以前在北
加州的︿尊勝雷藏寺﹀要成立的時候 蓮僧上師在這裡
嗎？喔 在這邊 他要建立︿尊勝雷藏寺﹀的時候啊
××有去看了 她說：﹁裡面有鬼！不可建立︿尊勝雷
藏寺﹀ 因為裡面有鬼！﹂那只好勞動師尊啊 到了北
加州︿尊勝雷藏寺﹀的建地 我去那裡抓鬼 因為要抓
給大家看啊 才能知道把鬼抓了 ︿尊勝雷藏寺﹀才可
以建起來啊！蓮僧上師對不對？︵答：對︶我親自請大
威德金剛到了︿尊勝雷藏寺﹀的建地 然後 跑來跑
去 像乩童一樣這樣跑來跑去 喔 抓鬼喔 抓抓抓
抓 終於抓完了 ︿尊勝雷藏寺﹀終於蓋起來了！那個
鬼從哪裡來啊？就是××的鬼 放鬼的是她 抓鬼的是
我 我們︿尊勝雷藏寺﹀是這樣子建立起來的！
大家要懂得心理學 想一想 為什麼她不讓︿尊勝
雷藏寺﹀蓋起來？為什麼？因為她要獨霸整個北加州
不能讓北加州 Oakland 的︿尊勝雷藏寺﹀蓋起來 很簡
單的心理 小孩子都可以懂 用膝蓋想就想得通 幸好

雜誌

集金剛，藍色身，三
面六臂，臉黑、白、
紅三色，前二臂抱金
剛佛母，持鈴杵，右手持法
輪、蓮花，左手持珍寶及寶
劍。忿怒相或樂相，二者的綜
合，坐蓮花上。
密集金剛的頂飾是阿閦佛。
身飾與其他金剛法形象一樣，
或彩色絲綢。
密集金剛是無上瑜伽部父續
部本尊之一，是金剛乘一切密
續的根本。《集密後續》中
說，「密集」之含義，是指解
釋身、語、意三密，集三世諸
佛身口意的秘密。
《密集根本續》被稱為父續
之王。密集金剛被視為三世諸
佛身的總集代表和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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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盧啊是抓鬼的老祖宗！我現在問一下蓮僧上師 ︿尊勝
雷藏寺﹀有沒有被安上鬼牌？有 安幾支啊？︵答：三
支︶ ︿尊勝雷藏寺﹀也被安了三支鬼牌！現在都收起來了
吧？收起來就好 沒事了！
還有 我還記得
Australia 澳洲蓮祈上師在嗎？妳
曾經在︿密儀雷藏寺﹀ 是不是？︿密儀雷藏寺﹀請她去密
儀當常住 喔！去︿密儀雷藏寺﹀弘法 妳在那邊住了多
久？差不多一 兩個月 聽說蓮祈上師在︿密儀雷藏寺﹀表
現得很好 那裡的同門非常歡迎她 但
是呢 ××怎麼說呢？說妳有肺結核
對不對？說有肺結核 會傳染給別人
是不是這樣子？那妳有趕快到醫院檢
查 沒有肺結核 是不是？是的 怎麼
可以隨便講一個被歡迎的上師在︿密儀
雷藏寺﹀弘法的時候 講她有肺結核
會傳染 大家要離開她 什麼心理？剛
剛是用右腳的膝蓋想 這次是用左腳的
膝蓋想的 是什麼心理啊？好 請坐
把一個很好的上師給她趕走 說她有傳
染病 會傳染給同門 事實上沒有啊！
蓮祈上師的鋼琴很好 在那邊也教導同
門鋼琴 音樂 她個性很溫和的 同樣
的 ××也把她趕走 說她有傳染病
她馬上去醫院檢查 事實上 她去檢查
是沒有的 講尊勝有鬼 蓮祈上師有傳
染病 想想 很多的 我想再寫第五本
吧！
我告訴你 我現有的資料 從桌子
這邊到那邊 一整排的資料 還有今天
來的一個印尼的同門 他問事 他問什

無生之諸法
無性亦無修
虛空相瑜伽
善宣說諸事

密集金剛手印

麼事呢？他問說：﹁我家裡有糧倉 稻米的糧倉 很多的燕
子飛過來吃米跟稻草 是怎麼回事？﹂印尼的弟子問的 她
的回答說：﹁這些燕子都是你累世的祖先 都變成燕子 飛
來吃你糧倉裡面的米 ﹂ 那你必須要怎麼樣子啊？要包
壇 超度這些燕子祖先 都是你的祖先轉世的 成為燕子
到你的糧倉來吃 話說 徐雅琪師姐聽到了 她說：﹁以
前 我家住的很高 很多鴿子常常飛來陽台 在那邊咕咕咕
咕咕咕 鴿子的叫聲是咕咕吧？咕咕咕
很多鴿子飛過
來 在陽台上面 也同樣問××：﹁為
什麼那些鴿子常常到我家來？﹂××回
答：﹁那是妳的祖先來了 要跟妳討吃
的 妳必須要做護摩 做功德 要迴向
給這些鴿子 ﹂都是一樣的 只要你問
的問題 她回答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
你的祖先啊 ﹂
我現在很害怕 你知道嗎？因為我
住在美國的房子地下室裡面 居然有
二 三十隻老鼠 到時候 我還請抓老
鼠的 抓老鼠的叫什麼？ Pest Control
請 Pest Control 的人來把那老鼠全
部抓了 我說：﹁唉呀 我們二十幾隻
老鼠 糟糕了 怎麼辦？﹂難道都是我
的 祖 先 嗎 ？ 天 啊 ？ 我 叫 Pest
Control 的人把我家地下室的二十幾隻
老鼠全部抓走 不是害了我自己的祖先
嗎？我也要請××包壇 我後來問我的
左右鄰居 前面山坡上的 她說她家才
多呢！六 七十隻老鼠 問隔壁的 也
有十幾隻 問右邊的這個隔壁鄰居啊
他也有十幾隻 另外那整個區域的 每

一家都有老鼠 難道我們每一家的祖先
全部都變成老鼠嗎？這樣對嗎？不對！
這個喔！亂七八糟的 將來要寫在書
上 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真的！真的
實在阿彌陀佛 好啦 我們不談啦 不
然時間快沒有了！
﹁密集金剛法﹂ 以前有人問 我
就寫了一個﹁密集金剛法﹂ 這個弟子
有問：﹁盧師尊已傳授過喜金剛 大威
德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 尤其喜金剛及
時輪金剛解說最詳盡 剩下密集跟勝樂
未曾傳 何不說一說？﹂那勝樂 我講
過了 對不對？也是在︿台灣雷藏寺﹀傳 對！去年的時候
傳過 其實 金剛法 講實在話不容易修耶 不是很容易
我以前 在美國的時候寫信給我的一個上師：﹁師父啊！你
傳我五大金剛法 我要學金剛法 ﹂我師父跟我講：﹁你加
行法做完了嗎？﹂加行法是什麼？大禮拜 你做了嗎？大供
養 你做了多少壇？﹃四皈依咒﹄你唸了多少？發菩提心
你唸誦多少？﹃百字明咒﹄ 你唸了多少？你上師相應了
嗎？本尊相應了嗎？你本尊如果相應了 你再來學金剛法
現在我們︿真佛宗﹀真是人才濟濟啊！很偉大的真佛宗弟
子 現在剩下一個密集金剛 我們也挖出來傳 金剛法不容
易的 我以前請教師父 好幾個師父 到最後 有一個師父
才把五種金剛法的法本全部給我
那麼 同樣的 我們要每一次念誦法的前行 一般都是
四皈依 四無量心 發菩提心 淨業觀空 我們還加上大禮
拜 大供養 披甲護身及懺悔法 在念誦密集金剛的正行上
面 是應該如何觀想？剛剛在電視牆上有 這個就是祂的壇
城 電視上播出來的那些也就是密集金剛的壇城 所有的
山 全部都是火山 四方形的火山圍起來 中間有一個金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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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盧啊是抓鬼的老祖宗！我現在問一下蓮僧上師 ︿尊勝
雷藏寺﹀有沒有被安上鬼牌？有 安幾支啊？︵答：三
支︶ ︿尊勝雷藏寺﹀也被安了三支鬼牌！現在都收起來了
吧？收起來就好 沒事了！
還有 我還記得
Australia 澳洲蓮祈上師在嗎？妳
曾經在︿密儀雷藏寺﹀ 是不是？︿密儀雷藏寺﹀請她去密
儀當常住 喔！去︿密儀雷藏寺﹀弘法 妳在那邊住了多
久？差不多一 兩個月 聽說蓮祈上師在︿密儀雷藏寺﹀表
現得很好 那裡的同門非常歡迎她 但
是呢 ××怎麼說呢？說妳有肺結核
對不對？說有肺結核 會傳染給別人
是不是這樣子？那妳有趕快到醫院檢
查 沒有肺結核 是不是？是的 怎麼
可以隨便講一個被歡迎的上師在︿密儀
雷藏寺﹀弘法的時候 講她有肺結核
會傳染 大家要離開她 什麼心理？剛
剛是用右腳的膝蓋想 這次是用左腳的
膝蓋想的 是什麼心理啊？好 請坐
把一個很好的上師給她趕走 說她有傳
染病 會傳染給同門 事實上沒有啊！
蓮祈上師的鋼琴很好 在那邊也教導同
門鋼琴 音樂 她個性很溫和的 同樣
的 ××也把她趕走 說她有傳染病
她馬上去醫院檢查 事實上 她去檢查
是沒有的 講尊勝有鬼 蓮祈上師有傳
染病 想想 很多的 我想再寫第五本
吧！
我告訴你 我現有的資料 從桌子
這邊到那邊 一整排的資料 還有今天
來的一個印尼的同門 他問事 他問什

無生之諸法
無性亦無修
虛空相瑜伽
善宣說諸事

密集金剛手印

麼事呢？他問說：﹁我家裡有糧倉 稻米的糧倉 很多的燕
子飛過來吃米跟稻草 是怎麼回事？﹂印尼的弟子問的 她
的回答說：﹁這些燕子都是你累世的祖先 都變成燕子 飛
來吃你糧倉裡面的米 ﹂ 那你必須要怎麼樣子啊？要包
壇 超度這些燕子祖先 都是你的祖先轉世的 成為燕子
到你的糧倉來吃 話說 徐雅琪師姐聽到了 她說：﹁以
前 我家住的很高 很多鴿子常常飛來陽台 在那邊咕咕咕
咕咕咕 鴿子的叫聲是咕咕吧？咕咕咕
很多鴿子飛過
來 在陽台上面 也同樣問××：﹁為
什麼那些鴿子常常到我家來？﹂××回
答：﹁那是妳的祖先來了 要跟妳討吃
的 妳必須要做護摩 做功德 要迴向
給這些鴿子 ﹂都是一樣的 只要你問
的問題 她回答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
你的祖先啊 ﹂
我現在很害怕 你知道嗎？因為我
住在美國的房子地下室裡面 居然有
二 三十隻老鼠 到時候 我還請抓老
鼠的 抓老鼠的叫什麼？ Pest Control
請 Pest Control 的人來把那老鼠全
部抓了 我說：﹁唉呀 我們二十幾隻
老鼠 糟糕了 怎麼辦？﹂難道都是我
的 祖 先 嗎 ？ 天 啊 ？ 我 叫 Pest
Control 的人把我家地下室的二十幾隻
老鼠全部抓走 不是害了我自己的祖先
嗎？我也要請××包壇 我後來問我的
左右鄰居 前面山坡上的 她說她家才
多呢！六 七十隻老鼠 問隔壁的 也
有十幾隻 問右邊的這個隔壁鄰居啊
他也有十幾隻 另外那整個區域的 每

一家都有老鼠 難道我們每一家的祖先
全部都變成老鼠嗎？這樣對嗎？不對！
這個喔！亂七八糟的 將來要寫在書
上 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真的！真的
實在阿彌陀佛 好啦 我們不談啦 不
然時間快沒有了！
﹁密集金剛法﹂ 以前有人問 我
就寫了一個﹁密集金剛法﹂ 這個弟子
有問：﹁盧師尊已傳授過喜金剛 大威
德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 尤其喜金剛及
時輪金剛解說最詳盡 剩下密集跟勝樂
未曾傳 何不說一說？﹂那勝樂 我講
過了 對不對？也是在︿台灣雷藏寺﹀傳 對！去年的時候
傳過 其實 金剛法 講實在話不容易修耶 不是很容易
我以前 在美國的時候寫信給我的一個上師：﹁師父啊！你
傳我五大金剛法 我要學金剛法 ﹂我師父跟我講：﹁你加
行法做完了嗎？﹂加行法是什麼？大禮拜 你做了嗎？大供
養 你做了多少壇？﹃四皈依咒﹄你唸了多少？發菩提心
你唸誦多少？﹃百字明咒﹄ 你唸了多少？你上師相應了
嗎？本尊相應了嗎？你本尊如果相應了 你再來學金剛法
現在我們︿真佛宗﹀真是人才濟濟啊！很偉大的真佛宗弟
子 現在剩下一個密集金剛 我們也挖出來傳 金剛法不容
易的 我以前請教師父 好幾個師父 到最後 有一個師父
才把五種金剛法的法本全部給我
那麼 同樣的 我們要每一次念誦法的前行 一般都是
四皈依 四無量心 發菩提心 淨業觀空 我們還加上大禮
拜 大供養 披甲護身及懺悔法 在念誦密集金剛的正行上
面 是應該如何觀想？剛剛在電視牆上有 這個就是祂的壇
城 電視上播出來的那些也就是密集金剛的壇城 所有的
山 全部都是火山 四方形的火山圍起來 中間有一個金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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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就是宮殿 有一個金剛地基 整個宮殿上面有金剛網 中
央生出蓮花 蓮花上面有﹁吽﹂字 日輪 月輪 ﹁吽﹂字
變化成為密集金剛
觀想很簡單：第一個 觀想密集金剛的壇城 先從金剛
火焰觀想起 周圍都有山脈 所有的壇城都是天圓地方 律
令九章 天圓 中間的宮殿都是圓形的 外面都是方形的
先觀想金剛火焰 再觀想主要的宮殿是圓形的 宮殿的中央
有一個寶座 寶座上面有蓮花 蓮花裡面有﹁吽﹂字 然後
﹁吽﹂字出生了密集金剛 雙身的 密集金剛的佛母是金剛
杵佛母 所以我這裡寫：﹁觀空後 從﹃吽﹄字出生金剛地
基 城牆 宮殿 四周是燃燒的山脈 宮殿中央有﹃吽﹄
字 又出生蓮花 蓮花中心有日輪 日輪中出現十字金剛
杵 金剛杵旋轉化為密集金剛 ﹂
密集金剛如何觀想？藍色的身 三面六臂 臉黑 白
紅三色 前二臂抱金剛佛母 持鈴杵 右手持法輪 蓮花
左手持珍寶及寶劍 忿怒相跟樂相二種的綜合 坐蓮花上
忿怒相跟快樂相 這種臉相很難很難 又要忿怒又要快樂
很難 我以前講過很像誰的畫？很有名的 ﹁蒙娜麗莎的微
笑﹂是達文西的畫 蒙娜麗莎的微笑是說 她在門口等她的

先生回來 晚上很晚了她先生還沒回來 忿怒又帶著微笑：
﹁歡迎你回來！﹂ 差點就打下去 這是很難的一個相
密集金剛的頂飾是阿閦佛 談到這個阿閦佛 告訴大
家 印尼日惹的婆羅浮圖的壇城 很大的壇城 去過的舉
手 在印尼啊！婆羅浮圖 那個考古學家講應該是密集金剛
的壇城 它中央是阿閦如來 是阿閦佛 也不知道怎麼搞
的 現在被人家換走了 把毘盧遮那佛擺在中央 就變成五
方佛的壇城 本來是密集金剛的壇城 突然之間把毘盧遮那
佛移到中央 就變成五方佛的壇城 但是 考古學家認為那
是阿閦佛的壇城 印尼考古學家這樣子跟我講的 他來請教
我很多問題 我統統給他回答了 而且回答得他非常地高
興 因為壇城的塔頂 最高的地方 居然掉了 他問盧師尊
怎 麼 辦 ？ 我 說 所 有 的 史 都 巴 ︵ Stupa ︶ 不 是 stupid
喔！所有的史都巴︵ Stupa ︶就是寶塔上面 有一種是代
表宇宙的 那是三個圈 最底下一個最大的圓圈 再來一個
中的圓圈 最上是小的圓圈 有三個圈 你將來要放就要放
這三個圈 那是代表宇宙；如果是代表日月 世界的 你放
日月就可以 一個是太陽 底下是一個月亮；上面是一個
圓 太陽 底下是一個月亮 哇！我這樣回答 他聽了非常
滿意 他說照盧師尊的這樣子地去做 我知道世界是用日月
來象徵 宇宙是用三個圓來象徵 你研究了密教壇城的人他
就知道 ︽密宗道次第廣論︾開始就先講壇城
你們觀想密集金剛 你觀想有了 再來就是咒語 有二
種：﹁嗡 阿 別炸 達克 吽吽 梭哈 ﹂加上一個
﹁阿﹂字是可以的 ﹁嗡 別炸 達克 吽吽 梭哈 ﹂這
也是可以的 兩個咒語都可以；還有手印 手印也有兩種
都是可以的 一個是食指 內縛 食指豎立相觸 這樣子就
可以；一個是內縛 食指豎立相觸 另外拇指也是內縛 這
樣是可以 兩種都可以 咒語也是兩種都可以 有咒語 有
手印 有觀想 就可以成為﹁密集金剛的念誦法﹂ 剛剛師

母的頌讚是怎樣子？﹁身色藍色忿怒尊 阿閦如來頂上飾
恆視眾生大成就 密集金剛我敬禮 ﹂我告訴你 你把這個
當成祈禱文也是可以的 非常重要！息 增 懷 誅 都可
隨喜
一般來講 金剛法都是在消滅貪念 非常地重要 密集
金剛又加上了貪跟瞋 可治貪跟治瞋 什麼叫做﹁密集﹂？
很簡單告訴大家：﹁集一切如來身口意的祕密﹂ 為什麼是
叫﹁密集﹂？就是集過去諸佛 現在諸佛 未來諸佛身口意
的祕密 顛倒過來叫做﹁密集﹂ 或者叫﹁集密﹂ 有人稱
為﹁集密金剛﹂ 也有人稱為﹁密集金剛﹂ 有兩個人取密
集金剛回到西藏的 應該第一個人就是釋迦益喜│卓彌譯
師 他到了印度的︿超戒寺﹀ 在第一個東門祖的那裡 祂
就學習到了不動佛的﹁密集金剛法﹂ 這個人本身就是釋迦
益喜 卓彌譯師回到了西藏 後來 白教的馬爾巴也到了西
藏 祂從那洛巴那裡學到文殊師利的密集金剛法 所以白教
馬爾巴祂也學了金剛法 密集金剛帶回到西藏 也是從印度
︿超戒寺﹀那裡學來的
告訴大家 密集金剛是一切續部的根本 宗喀巴大師的
守護金剛就是密集金剛 宗喀巴寫了︽十二部論︾ 其中有
五部全部都是在寫密集金剛的 所以宗喀巴祂學習密集金
剛 宗喀巴是黃教的祖師 祂認為 祂說：﹁聖教究竟 三
界獨一的瑰寶 皎潔如同日月﹂ 祂讚揚密集金剛的；龍猛
菩薩寫︽五次第論︾當中提到密集金剛 提婆寫的︽攝行
論︾也提到密集金剛；宗喀巴在祂的︽十二部論︾裡面有
﹁五次第明炬論﹂ 全部寫的都是密集金剛
你修密集金剛相應了 第一個 你生善趣 什麼叫善
趣？你不會墮入三惡道 絕不會墮落到三惡道去 一定是在
佛國淨土以上 因為祂的三德 祂有三個德行 第一個祂是
解脫的德行 你能夠依照﹁密集金剛法﹂修到相應 你就解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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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就是宮殿 有一個金剛地基 整個宮殿上面有金剛網 中
央生出蓮花 蓮花上面有﹁吽﹂字 日輪 月輪 ﹁吽﹂字
變化成為密集金剛
觀想很簡單：第一個 觀想密集金剛的壇城 先從金剛
火焰觀想起 周圍都有山脈 所有的壇城都是天圓地方 律
令九章 天圓 中間的宮殿都是圓形的 外面都是方形的
先觀想金剛火焰 再觀想主要的宮殿是圓形的 宮殿的中央
有一個寶座 寶座上面有蓮花 蓮花裡面有﹁吽﹂字 然後
﹁吽﹂字出生了密集金剛 雙身的 密集金剛的佛母是金剛
杵佛母 所以我這裡寫：﹁觀空後 從﹃吽﹄字出生金剛地
基 城牆 宮殿 四周是燃燒的山脈 宮殿中央有﹃吽﹄
字 又出生蓮花 蓮花中心有日輪 日輪中出現十字金剛
杵 金剛杵旋轉化為密集金剛 ﹂
密集金剛如何觀想？藍色的身 三面六臂 臉黑 白
紅三色 前二臂抱金剛佛母 持鈴杵 右手持法輪 蓮花
左手持珍寶及寶劍 忿怒相跟樂相二種的綜合 坐蓮花上
忿怒相跟快樂相 這種臉相很難很難 又要忿怒又要快樂
很難 我以前講過很像誰的畫？很有名的 ﹁蒙娜麗莎的微
笑﹂是達文西的畫 蒙娜麗莎的微笑是說 她在門口等她的

先生回來 晚上很晚了她先生還沒回來 忿怒又帶著微笑：
﹁歡迎你回來！﹂ 差點就打下去 這是很難的一個相
密集金剛的頂飾是阿閦佛 談到這個阿閦佛 告訴大
家 印尼日惹的婆羅浮圖的壇城 很大的壇城 去過的舉
手 在印尼啊！婆羅浮圖 那個考古學家講應該是密集金剛
的壇城 它中央是阿閦如來 是阿閦佛 也不知道怎麼搞
的 現在被人家換走了 把毘盧遮那佛擺在中央 就變成五
方佛的壇城 本來是密集金剛的壇城 突然之間把毘盧遮那
佛移到中央 就變成五方佛的壇城 但是 考古學家認為那
是阿閦佛的壇城 印尼考古學家這樣子跟我講的 他來請教
我很多問題 我統統給他回答了 而且回答得他非常地高
興 因為壇城的塔頂 最高的地方 居然掉了 他問盧師尊
怎 麼 辦 ？ 我 說 所 有 的 史 都 巴 ︵ Stupa ︶ 不 是 stupid
喔！所有的史都巴︵ Stupa ︶就是寶塔上面 有一種是代
表宇宙的 那是三個圈 最底下一個最大的圓圈 再來一個
中的圓圈 最上是小的圓圈 有三個圈 你將來要放就要放
這三個圈 那是代表宇宙；如果是代表日月 世界的 你放
日月就可以 一個是太陽 底下是一個月亮；上面是一個
圓 太陽 底下是一個月亮 哇！我這樣回答 他聽了非常
滿意 他說照盧師尊的這樣子地去做 我知道世界是用日月
來象徵 宇宙是用三個圓來象徵 你研究了密教壇城的人他
就知道 ︽密宗道次第廣論︾開始就先講壇城
你們觀想密集金剛 你觀想有了 再來就是咒語 有二
種：﹁嗡 阿 別炸 達克 吽吽 梭哈 ﹂加上一個
﹁阿﹂字是可以的 ﹁嗡 別炸 達克 吽吽 梭哈 ﹂這
也是可以的 兩個咒語都可以；還有手印 手印也有兩種
都是可以的 一個是食指 內縛 食指豎立相觸 這樣子就
可以；一個是內縛 食指豎立相觸 另外拇指也是內縛 這
樣是可以 兩種都可以 咒語也是兩種都可以 有咒語 有
手印 有觀想 就可以成為﹁密集金剛的念誦法﹂ 剛剛師

母的頌讚是怎樣子？﹁身色藍色忿怒尊 阿閦如來頂上飾
恆視眾生大成就 密集金剛我敬禮 ﹂我告訴你 你把這個
當成祈禱文也是可以的 非常重要！息 增 懷 誅 都可
隨喜
一般來講 金剛法都是在消滅貪念 非常地重要 密集
金剛又加上了貪跟瞋 可治貪跟治瞋 什麼叫做﹁密集﹂？
很簡單告訴大家：﹁集一切如來身口意的祕密﹂ 為什麼是
叫﹁密集﹂？就是集過去諸佛 現在諸佛 未來諸佛身口意
的祕密 顛倒過來叫做﹁密集﹂ 或者叫﹁集密﹂ 有人稱
為﹁集密金剛﹂ 也有人稱為﹁密集金剛﹂ 有兩個人取密
集金剛回到西藏的 應該第一個人就是釋迦益喜│卓彌譯
師 他到了印度的︿超戒寺﹀ 在第一個東門祖的那裡 祂
就學習到了不動佛的﹁密集金剛法﹂ 這個人本身就是釋迦
益喜 卓彌譯師回到了西藏 後來 白教的馬爾巴也到了西
藏 祂從那洛巴那裡學到文殊師利的密集金剛法 所以白教
馬爾巴祂也學了金剛法 密集金剛帶回到西藏 也是從印度
︿超戒寺﹀那裡學來的
告訴大家 密集金剛是一切續部的根本 宗喀巴大師的
守護金剛就是密集金剛 宗喀巴寫了︽十二部論︾ 其中有
五部全部都是在寫密集金剛的 所以宗喀巴祂學習密集金
剛 宗喀巴是黃教的祖師 祂認為 祂說：﹁聖教究竟 三
界獨一的瑰寶 皎潔如同日月﹂ 祂讚揚密集金剛的；龍猛
菩薩寫︽五次第論︾當中提到密集金剛 提婆寫的︽攝行
論︾也提到密集金剛；宗喀巴在祂的︽十二部論︾裡面有
﹁五次第明炬論﹂ 全部寫的都是密集金剛
你修密集金剛相應了 第一個 你生善趣 什麼叫善
趣？你不會墮入三惡道 絕不會墮落到三惡道去 一定是在
佛國淨土以上 因為祂的三德 祂有三個德行 第一個祂是
解脫的德行 你能夠依照﹁密集金剛法﹂修到相應 你就解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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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得到這個 阿彌陀佛講：﹁無生之諸法 無性亦無
修 虛空向瑜伽 善於說諸事 ﹂ 這裡面談到了﹁虛空向
瑜伽﹂ 瑜伽 我們先從專一瑜伽修起 你修法就是學專一
瑜伽 到時候進入虛空相就是離戲瑜伽 到時候你一味 你
就是跟虛空合一了 變成一種味道 就是﹁一味﹂ 一味瑜
伽 所以專一瑜伽 離戲瑜伽 一味瑜伽 到最後就無修瑜
伽 你已經一味了 你還修什麼呢？你跟至上是同樣的 你
是永生的 力量是無限大的 一個真正的古魯 會帶你們到
無限大的 至上的本尊裡面去 那個才叫做無限 才叫做無
限 永生啊！
因為無生啊！你必須要看破 看破什麼？看破所有物質
世界全部都是短暫的 暫時存在的千秋大夢 告訴你千秋大
夢喔！中國才有五千年的歷史 唐虞夏商周魏晉南北朝隋唐
宋明清 到了民國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了臺灣；你看
這歷史上 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哪一個朝代能夠永遠存在的？一代過一代 這每一代都是幾
百年 有些短一點 有些長一點 像周就有八百年吧？我們
身體 你活在哪一代？請問你 活在現在是臺灣的？還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還是活在臺灣的？你能夠做多久的春秋大
夢？做多久？你能夠做多久？做多久的春秋大夢 有時候連
一百歲都活不到 師尊也不敢說自己能夠活一百歲呀！所以
這就是幻相啊！
我告訴你 就是無限裡面有根本看不到的這些質子 中
子 電子 然後轉化成為整個︿台灣雷藏寺﹀ 轉化成為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這麼多的弟子 轉化成
為盧師尊 從哪裡來？從原始的無限變成有物質的原子 電
子 中子的組合自己 這個春秋大夢 你也不要想你有春秋
大夢 一下子 你會被師尊超度 好啦！師尊完了以後誰超
度啊？師尊自己超度自己 我也是不會活很久的 將來我會

脫了；第二個 你可以證菩提 證菩提就是你已經有果位
了 可以證菩提果 而且又有解脫果跟證菩提果 其實 有
兩種解脫 一個是解脫道 一個叫菩提道 這兩樣你都可以
得道！單單修這個密集金剛 就能夠得到這三德
我告訴你 你修這個法 遠離一切事 什麼事情都跟你
沒有關係 我問大家 現在很多事情 大家都有關係 大家
認為說 唉呀 我現在有很多事情沒有了 事實上 當你修
這個法成就了 什麼事都不會沾到你的身上 你根本就是一
個無事的人 其實盧師尊跟大家講 我常常講 我是個無事
道人 什麼叫無事道人？我沒有什麼事啊！就算有什麼事纏
到了我 我被纏了很多事在我的身上 也是無事 很簡單
講 在這世界上 當總統最倒楣的是誰？當哪一個國家的總
統是最倒楣的？ Korea 韓國總統是最倒楣的總統 你看看
哪一任不是自殺的 總統自殺的；不是被關的 總統被關
的；總統被暗殺的；暗殺的 自殺的 被關的 每一屆的韓
國總統沒有一個好的下場 你數數看 有多少總統被關過？
多少總統被法官判決要賠多少億？韓國總統 舉幾個來聽聽
吧！師母 有沒有？一共幾個？師母說有七 八個韓國總
統 不是被暗殺的就是被關的 不然就自殺的 有七 八個
韓國總統都這樣子啊 你還做總統幹什麼？當個老百姓不是
很好嗎？這個就是人性啊！
師尊認為 師尊本身將來如果有機會進監牢 如果有機
緣 我被判決 你要進到監牢裡面去關啊 好 請問有沒有
事？也是沒有事 我在外面也是在修行 我進到裡面也是在
修行 我只有修行一事 其他一切都沒有事 你在世界上
你就是要處身在這個坦然世界裡面 像太陽 月亮一樣地永
恆 在宇宙一樣的永恆 天 地一樣的永恆 宇宙意識一樣
地永恆 對你來說 你已經跟宇宙的意識合一了 任何事情
統統都沒有事 這個才叫做無事道人 這個最重要喔！密集
金剛可以修到這個程度

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去 那力量是永恆的 是無生的 回去
了 你根本看你過去所做的一切 不過是一場夢幻而已 這
就是阿彌陀佛所講：﹁無生之諸法 無性亦無修 虛空相瑜
伽 善宣說諸事 ﹂ 我現在就是在﹁善宣說諸事﹂
不空成就佛講：﹁法自心光明 ﹂ 告訴大家 今天是
天公生 初九玉皇大帝的生日 我在︿玉皇宮﹀裡面 千代
さん問：﹁你們這裡有誰是叫做 Katsu 的？﹂
Katsu 日
本話﹁勝﹂
Lo Katsu Hiko ﹁誰是 Lo Katsu Hiko ﹂
我 說 ： ﹁ 我 就 是 Katsu ﹂ ﹁ 好 ！ 瑤 池 金 母 找 你 跪 下
來 ﹂ 一跪下來 哇 哭夭哭北 呵呵！怎麼？有感應
哪！讓我看到光啊！眼睛一閉 光明就顯現出來 就變成阿
彌陀佛 瑤池金母 地藏菩薩 祂們都跟我講話 ﹁我怎麼
聽得懂啊？是怎麼了？﹂ 欸 就聽得懂啊！﹁怎麼看得懂
啊？﹂ 憨臉︵台語︶去了 到底要我做什麼？千代さん就
講：﹁要祢弘法度眾生！﹂ 林北怎麼會？林北是基督教徒
呢！我是基督教徒呢！到現在就不曾學過佛法 呵呵 喔
實在是很大的刺激呢！
當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間 那時候我是測量官 在南
門橋有一個 5802 測量連 我是測量工程師 我有自己的宿
舍 我睡覺 哇！阿嬤喂！讓你細細轉︵台語 ｜ 讓我打哆
嗦︶ 馬上出現一個光圈 然後你飛進去 天哪！我居然到
了佛菩薩的世界裡面去！好多佛菩薩都跟我：﹁嘿！祢回來
啦！﹂﹁哈囉！ you come in ﹂ 哭夭 我都不認識啊！
耳朵旁邊有聲音跟我講：﹁祢看著那個是什麼？﹂ 哇！白
色的光啊！閃耀不停！祂說：﹁那個就是祢！祢就是蓮花童
子！﹂ 我講這些話 如果不真實 我有唬爛 我是騙人
的 我是大騙子 我如果沒有去過摩訶雙蓮池 看過自己的
蓮花童子白色閃耀的光明的話 我的名字讓你顛倒寫﹁彥勝
盧﹂ 呵呵 讓你隨便寫 倒寫 正寫 無論你怎麼罵我都

阿閦佛講：﹁此等是不生 ﹂也就是無生 這世界上沒
有盧勝彥 也沒有蓮生活佛 無生 已經證悟到現在了 什
麼叫盧勝彥哪？坐在這裡的就叫盧勝彥嗎？就叫蓮生活佛
嗎？不對呀！我還有出生的時候光屁股的照片啊！那個也是
盧勝彥哪！也是蓮生活佛 你看我初中的照片 那也是盧勝
彥啊！也是蓮生活佛啊！高中的照片也是盧勝彥啊！也是蓮
生活佛啊！大學的照片 戴著方帽子 工學士 那個也是盧
勝彥啊！也是蓮生活佛啊！現在坐在這裡的也是盧勝彥啊！
也是蓮生活佛啊！再過幾年以後 我不在了 你要體會到這
一點啊！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也會變成過去呀！那未
來？未來也會沒有啊！這就是無生的道理呀！
︻金剛經︼裡面講到啊！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請問你得的是什麼心？﹂ 你就直接講：
﹁無所得心 ﹂ 你能夠證明這樣 事實上也是這樣 這叫
做﹁無生﹂
密集金剛可以帶你到無生的境界 無生的境界就等於開
悟啊！像××：﹁我要蓋最大間的廟 ﹂ 這是﹁有﹂的境
界呀！﹁你要賣房子給我錢！﹂ 大家都賣房子給她啊！給
她錢哪！有誰賣房子給師尊的？有誰啊？我要你賣房子給我
啊？有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就沒有啊！喔 好 拿給我
看 哪十個韓國總統？首任總統是李承晚流亡 客死異鄉；
再來是朴正熙被暗殺；全斗煥判死刑 被抄家 罰款六十
億；盧泰愚入監獄 要繳七十二億罰款；金泳三兒子收賄又
逃稅；金大中也是一樣的 兒子貪污；盧武鉉跳懸崖自殺；
李明博被傳喚調查；朴槿惠入獄 你看 這個貪名位的 貪
財的 很恐怖啊！貪位 貪財 落得這樣的下場 還是無
事 無生最好
寶生佛講：﹁一切法無事 ﹂ 包括佛法喔！當你證悟
了佛法以後 法應尚捨 所有的佛法都可以捨棄 你已經跟
﹁至上﹂合一了 你就是永生 就是無限 修﹁密集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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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得到這個 阿彌陀佛講：﹁無生之諸法 無性亦無
修 虛空向瑜伽 善於說諸事 ﹂ 這裡面談到了﹁虛空向
瑜伽﹂ 瑜伽 我們先從專一瑜伽修起 你修法就是學專一
瑜伽 到時候進入虛空相就是離戲瑜伽 到時候你一味 你
就是跟虛空合一了 變成一種味道 就是﹁一味﹂ 一味瑜
伽 所以專一瑜伽 離戲瑜伽 一味瑜伽 到最後就無修瑜
伽 你已經一味了 你還修什麼呢？你跟至上是同樣的 你
是永生的 力量是無限大的 一個真正的古魯 會帶你們到
無限大的 至上的本尊裡面去 那個才叫做無限 才叫做無
限 永生啊！
因為無生啊！你必須要看破 看破什麼？看破所有物質
世界全部都是短暫的 暫時存在的千秋大夢 告訴你千秋大
夢喔！中國才有五千年的歷史 唐虞夏商周魏晉南北朝隋唐
宋明清 到了民國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了臺灣；你看
這歷史上 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哪一個朝代能夠永遠存在的？一代過一代 這每一代都是幾
百年 有些短一點 有些長一點 像周就有八百年吧？我們
身體 你活在哪一代？請問你 活在現在是臺灣的？還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還是活在臺灣的？你能夠做多久的春秋大
夢？做多久？你能夠做多久？做多久的春秋大夢 有時候連
一百歲都活不到 師尊也不敢說自己能夠活一百歲呀！所以
這就是幻相啊！
我告訴你 就是無限裡面有根本看不到的這些質子 中
子 電子 然後轉化成為整個︿台灣雷藏寺﹀ 轉化成為我
們︿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這麼多的弟子 轉化成
為盧師尊 從哪裡來？從原始的無限變成有物質的原子 電
子 中子的組合自己 這個春秋大夢 你也不要想你有春秋
大夢 一下子 你會被師尊超度 好啦！師尊完了以後誰超
度啊？師尊自己超度自己 我也是不會活很久的 將來我會

脫了；第二個 你可以證菩提 證菩提就是你已經有果位
了 可以證菩提果 而且又有解脫果跟證菩提果 其實 有
兩種解脫 一個是解脫道 一個叫菩提道 這兩樣你都可以
得道！單單修這個密集金剛 就能夠得到這三德
我告訴你 你修這個法 遠離一切事 什麼事情都跟你
沒有關係 我問大家 現在很多事情 大家都有關係 大家
認為說 唉呀 我現在有很多事情沒有了 事實上 當你修
這個法成就了 什麼事都不會沾到你的身上 你根本就是一
個無事的人 其實盧師尊跟大家講 我常常講 我是個無事
道人 什麼叫無事道人？我沒有什麼事啊！就算有什麼事纏
到了我 我被纏了很多事在我的身上 也是無事 很簡單
講 在這世界上 當總統最倒楣的是誰？當哪一個國家的總
統是最倒楣的？ Korea 韓國總統是最倒楣的總統 你看看
哪一任不是自殺的 總統自殺的；不是被關的 總統被關
的；總統被暗殺的；暗殺的 自殺的 被關的 每一屆的韓
國總統沒有一個好的下場 你數數看 有多少總統被關過？
多少總統被法官判決要賠多少億？韓國總統 舉幾個來聽聽
吧！師母 有沒有？一共幾個？師母說有七 八個韓國總
統 不是被暗殺的就是被關的 不然就自殺的 有七 八個
韓國總統都這樣子啊 你還做總統幹什麼？當個老百姓不是
很好嗎？這個就是人性啊！
師尊認為 師尊本身將來如果有機會進監牢 如果有機
緣 我被判決 你要進到監牢裡面去關啊 好 請問有沒有
事？也是沒有事 我在外面也是在修行 我進到裡面也是在
修行 我只有修行一事 其他一切都沒有事 你在世界上
你就是要處身在這個坦然世界裡面 像太陽 月亮一樣地永
恆 在宇宙一樣的永恆 天 地一樣的永恆 宇宙意識一樣
地永恆 對你來說 你已經跟宇宙的意識合一了 任何事情
統統都沒有事 這個才叫做無事道人 這個最重要喔！密集
金剛可以修到這個程度

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去 那力量是永恆的 是無生的 回去
了 你根本看你過去所做的一切 不過是一場夢幻而已 這
就是阿彌陀佛所講：﹁無生之諸法 無性亦無修 虛空相瑜
伽 善宣說諸事 ﹂ 我現在就是在﹁善宣說諸事﹂
不空成就佛講：﹁法自心光明 ﹂ 告訴大家 今天是
天公生 初九玉皇大帝的生日 我在︿玉皇宮﹀裡面 千代
さん問：﹁你們這裡有誰是叫做 Katsu 的？﹂
Katsu 日
本話﹁勝﹂
Lo Katsu Hiko ﹁誰是 Lo Katsu Hiko ﹂
我 說 ： ﹁ 我 就 是 Katsu ﹂ ﹁ 好 ！ 瑤 池 金 母 找 你 跪 下
來 ﹂ 一跪下來 哇 哭夭哭北 呵呵！怎麼？有感應
哪！讓我看到光啊！眼睛一閉 光明就顯現出來 就變成阿
彌陀佛 瑤池金母 地藏菩薩 祂們都跟我講話 ﹁我怎麼
聽得懂啊？是怎麼了？﹂ 欸 就聽得懂啊！﹁怎麼看得懂
啊？﹂ 憨臉︵台語︶去了 到底要我做什麼？千代さん就
講：﹁要祢弘法度眾生！﹂ 林北怎麼會？林北是基督教徒
呢！我是基督教徒呢！到現在就不曾學過佛法 呵呵 喔
實在是很大的刺激呢！
當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間 那時候我是測量官 在南
門橋有一個 5802 測量連 我是測量工程師 我有自己的宿
舍 我睡覺 哇！阿嬤喂！讓你細細轉︵台語 ｜ 讓我打哆
嗦︶ 馬上出現一個光圈 然後你飛進去 天哪！我居然到
了佛菩薩的世界裡面去！好多佛菩薩都跟我：﹁嘿！祢回來
啦！﹂﹁哈囉！ you come in ﹂ 哭夭 我都不認識啊！
耳朵旁邊有聲音跟我講：﹁祢看著那個是什麼？﹂ 哇！白
色的光啊！閃耀不停！祂說：﹁那個就是祢！祢就是蓮花童
子！﹂ 我講這些話 如果不真實 我有唬爛 我是騙人
的 我是大騙子 我如果沒有去過摩訶雙蓮池 看過自己的
蓮花童子白色閃耀的光明的話 我的名字讓你顛倒寫﹁彥勝
盧﹂ 呵呵 讓你隨便寫 倒寫 正寫 無論你怎麼罵我都

阿閦佛講：﹁此等是不生 ﹂也就是無生 這世界上沒
有盧勝彥 也沒有蓮生活佛 無生 已經證悟到現在了 什
麼叫盧勝彥哪？坐在這裡的就叫盧勝彥嗎？就叫蓮生活佛
嗎？不對呀！我還有出生的時候光屁股的照片啊！那個也是
盧勝彥哪！也是蓮生活佛 你看我初中的照片 那也是盧勝
彥啊！也是蓮生活佛啊！高中的照片也是盧勝彥啊！也是蓮
生活佛啊！大學的照片 戴著方帽子 工學士 那個也是盧
勝彥啊！也是蓮生活佛啊！現在坐在這裡的也是盧勝彥啊！
也是蓮生活佛啊！再過幾年以後 我不在了 你要體會到這
一點啊！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也會變成過去呀！那未
來？未來也會沒有啊！這就是無生的道理呀！
︻金剛經︼裡面講到啊！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請問你得的是什麼心？﹂ 你就直接講：
﹁無所得心 ﹂ 你能夠證明這樣 事實上也是這樣 這叫
做﹁無生﹂
密集金剛可以帶你到無生的境界 無生的境界就等於開
悟啊！像××：﹁我要蓋最大間的廟 ﹂ 這是﹁有﹂的境
界呀！﹁你要賣房子給我錢！﹂ 大家都賣房子給她啊！給
她錢哪！有誰賣房子給師尊的？有誰啊？我要你賣房子給我
啊？有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就沒有啊！喔 好 拿給我
看 哪十個韓國總統？首任總統是李承晚流亡 客死異鄉；
再來是朴正熙被暗殺；全斗煥判死刑 被抄家 罰款六十
億；盧泰愚入監獄 要繳七十二億罰款；金泳三兒子收賄又
逃稅；金大中也是一樣的 兒子貪污；盧武鉉跳懸崖自殺；
李明博被傳喚調查；朴槿惠入獄 你看 這個貪名位的 貪
財的 很恐怖啊！貪位 貪財 落得這樣的下場 還是無
事 無生最好
寶生佛講：﹁一切法無事 ﹂ 包括佛法喔！當你證悟
了佛法以後 法應尚捨 所有的佛法都可以捨棄 你已經跟
﹁至上﹂合一了 你就是永生 就是無限 修﹁密集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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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我講的是真實語 我確實看到自己的前世 確實看到
白色 非常燦爛的光明
修行就是要回到那裡去 其他的算什麼？房子啦 車子
啦 算什麼？對不對 男生鑽錶啦 戒指啦 金銀珠寶啦
算什麼？還有錢哪 算什麼？你到了那裡 告訴你唷！你想
吃什麼東西 你腦筋一想 東西就化出來 你要金銀珠寶
你一想就化出來了；你要皇宮就化出來了；你要什麼都化出
來了 你還要什麼？問你 你還要什麼？你想要到哪一個地
方 哪一個佛國 馬上就到了 一念之間就到了 妳要人家
的錢幹什麼？要人家的房子幹什麼？妳︵××︶憨臉！︵台
語｜傻啊！︶修行就是已經證道的 你證道解脫了 證到菩
提了 你已經跟至上合一了 跟你的本尊合一了 你無限
了！你永生了！你歡喜無盡了！你怕什麼呢？重點是這裡
呀！你要什麼名位？告訴你 當了韓國總統大家都進去︵監
獄︶啦！你看 十個韓國總統沒有一個好下場 所以你說
做總統做什麼？不要啦！
這裡面有提到﹁嗡﹂字 ﹁嗡﹂就是
智慧藏 ﹁阿﹂就是菩提無我 ﹁吽﹂就是
要修壇城 自己的宮殿 就是你自己的金剛
身 密集金剛讓你的身口意清淨 除掉你的
貪念跟瞋念跟所有的愚痴 如果你能拿如來
的智慧 功名利祿那都是多餘的 修密集金
剛﹁五色大珍藏│寶堅固 輪金剛 虛空界
的中央 如蓮曼陀羅 一切修身語意 一切
智相得﹂ 告訴大家 我今天講的是密集金
剛最主要的要意在這裡面 也就是我剛剛所
講的 你要求世間 世間是有；你要求出
世 出世也有 釋迦牟尼佛曾經講過：﹁佛
出世間 ﹂ 如來是從世間上成就的 所以
佛陀本身有結婚 有生過小孩 然後祂再離

世出家 祂串演了祂一生的境界 祂有結婚 有世俗過 有
很多的嬪妃 祂也生過孩子 然後祂又出家 然後又離戲
又在菩提樹下證悟到﹁如來的智慧﹂ 終於獲得了﹁菩提的
果﹂ 變成﹁釋迦牟尼佛﹂
我們 能夠讓人家在世間留戀 像釋迦牟尼佛 還有很
多聖者 聖人 不一定要世界的人知道 所以今天能夠用自
己本身 像阿彌陀佛一樣：﹁善宣說諸事﹂我能夠講很多的
事情 因為我經歷過 師尊也談戀愛 少年也輕狂 幼稚園
就有女朋友 呵呵 我幼稚園的女朋友叫做林燕玉；小學的
女朋友叫做高純心；她們有三個姊妹 一個是高純芝 一個
叫高純晴 一個叫高純心；我初中的女朋友叫做許敏慈；我
高中的女朋友就是郭雪娥；另外在花蓮還有一個 管惠珍
有時候一時之間有好幾個 我測量學校的女朋友叫張碧霞
我沒有一個時間沒有女朋友的 呵呵 我現在的女朋友就是
依婷 雷倩 李琪 都是我的女朋友 三個小女生呢？在不
在？都在這裡嗎？那是雷倩 還有依婷
呢？依婷在那裡 李琪呢？李琪自己站起
來了 她說她看師尊永遠都是十八歲 妳
有沒有講過要嫁我？有 她點頭啊 說要
嫁我啊 阿嬤喂！妳現在幾歲啊？十二
歲？喔 我要再等六年呢！我現在七十
四 再過六年 我八十歲 八十歲可以
啦！呵呵 咱是在說旱古︵台語｜瞎扯而
已！︶ 大家說說笑笑就好
事實上 我後面有很多的原動力 它
推著我前進 這個推著我前進的就是愛的
力量！難道不是嗎？因為我愛眾生啊！這
就是愛的力量啊！因為你愛眾生 你才能
夠像阿彌陀佛一樣﹁善宣說諸事﹂ 所以
我沒有離開世俗 我本身沒有離開世俗

我還是世俗 但是呢 我超越世俗 我處
在世俗又超越世俗 我看得很開的啦！因
為我不是鬥雞眼 呵呵 看得很坦然 有
跟無是一樣的 我現在的一切幻相 跟我
未來的真我是合一的 所以我可以留在世
俗 也可以超然地超越世俗 你們將來如
果能夠像師尊一樣 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古
魯 你真正修行跟本尊合一的時候 你就
有無限的力量 你就是古魯 你可以知道
密集金剛今天現身出來 還有五大金剛陪
伴著 甚至於時輪金剛也陪伴著出來 所
有的金剛全部顯現在我的眼前 你都可以
看得見 你可以聽得到祂們宣說祂們的要
義 這五大金剛法要義差不了多少 修法
有一點點的差異 但是真正五大金剛法的
修行法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墮落﹂ 什麼叫
做﹁死相﹂ ﹁死兆﹂ ︽道果︾裡面談
到﹁死兆﹂ 第一個 你平時都可以打
坐 都可以入定 可以進到三昧地 突然
之間你不能入三昧地了 這個就是﹁死
兆﹂；你本來口吐出來的氣都是很清新
的 你跟本尊已經相應了 但是到了那時
候你吐出來 你的呼吸是臭的 就是﹁死
兆﹂；你本身的皮膚是白皙的 你的肉色
是白皙的 突然間變黑了 就是﹁死
兆﹂；你以前能夠禪定的 能夠專一的
做每一件事情 突然之間腦袋裡面混亂
一直想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就是﹁死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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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我講的是真實語 我確實看到自己的前世 確實看到
白色 非常燦爛的光明
修行就是要回到那裡去 其他的算什麼？房子啦 車子
啦 算什麼？對不對 男生鑽錶啦 戒指啦 金銀珠寶啦
算什麼？還有錢哪 算什麼？你到了那裡 告訴你唷！你想
吃什麼東西 你腦筋一想 東西就化出來 你要金銀珠寶
你一想就化出來了；你要皇宮就化出來了；你要什麼都化出
來了 你還要什麼？問你 你還要什麼？你想要到哪一個地
方 哪一個佛國 馬上就到了 一念之間就到了 妳要人家
的錢幹什麼？要人家的房子幹什麼？妳︵××︶憨臉！︵台
語｜傻啊！︶修行就是已經證道的 你證道解脫了 證到菩
提了 你已經跟至上合一了 跟你的本尊合一了 你無限
了！你永生了！你歡喜無盡了！你怕什麼呢？重點是這裡
呀！你要什麼名位？告訴你 當了韓國總統大家都進去︵監
獄︶啦！你看 十個韓國總統沒有一個好下場 所以你說
做總統做什麼？不要啦！
這裡面有提到﹁嗡﹂字 ﹁嗡﹂就是
智慧藏 ﹁阿﹂就是菩提無我 ﹁吽﹂就是
要修壇城 自己的宮殿 就是你自己的金剛
身 密集金剛讓你的身口意清淨 除掉你的
貪念跟瞋念跟所有的愚痴 如果你能拿如來
的智慧 功名利祿那都是多餘的 修密集金
剛﹁五色大珍藏│寶堅固 輪金剛 虛空界
的中央 如蓮曼陀羅 一切修身語意 一切
智相得﹂ 告訴大家 我今天講的是密集金
剛最主要的要意在這裡面 也就是我剛剛所
講的 你要求世間 世間是有；你要求出
世 出世也有 釋迦牟尼佛曾經講過：﹁佛
出世間 ﹂ 如來是從世間上成就的 所以
佛陀本身有結婚 有生過小孩 然後祂再離

世出家 祂串演了祂一生的境界 祂有結婚 有世俗過 有
很多的嬪妃 祂也生過孩子 然後祂又出家 然後又離戲
又在菩提樹下證悟到﹁如來的智慧﹂ 終於獲得了﹁菩提的
果﹂ 變成﹁釋迦牟尼佛﹂
我們 能夠讓人家在世間留戀 像釋迦牟尼佛 還有很
多聖者 聖人 不一定要世界的人知道 所以今天能夠用自
己本身 像阿彌陀佛一樣：﹁善宣說諸事﹂我能夠講很多的
事情 因為我經歷過 師尊也談戀愛 少年也輕狂 幼稚園
就有女朋友 呵呵 我幼稚園的女朋友叫做林燕玉；小學的
女朋友叫做高純心；她們有三個姊妹 一個是高純芝 一個
叫高純晴 一個叫高純心；我初中的女朋友叫做許敏慈；我
高中的女朋友就是郭雪娥；另外在花蓮還有一個 管惠珍
有時候一時之間有好幾個 我測量學校的女朋友叫張碧霞
我沒有一個時間沒有女朋友的 呵呵 我現在的女朋友就是
依婷 雷倩 李琪 都是我的女朋友 三個小女生呢？在不
在？都在這裡嗎？那是雷倩 還有依婷
呢？依婷在那裡 李琪呢？李琪自己站起
來了 她說她看師尊永遠都是十八歲 妳
有沒有講過要嫁我？有 她點頭啊 說要
嫁我啊 阿嬤喂！妳現在幾歲啊？十二
歲？喔 我要再等六年呢！我現在七十
四 再過六年 我八十歲 八十歲可以
啦！呵呵 咱是在說旱古︵台語｜瞎扯而
已！︶ 大家說說笑笑就好
事實上 我後面有很多的原動力 它
推著我前進 這個推著我前進的就是愛的
力量！難道不是嗎？因為我愛眾生啊！這
就是愛的力量啊！因為你愛眾生 你才能
夠像阿彌陀佛一樣﹁善宣說諸事﹂ 所以
我沒有離開世俗 我本身沒有離開世俗

我還是世俗 但是呢 我超越世俗 我處
在世俗又超越世俗 我看得很開的啦！因
為我不是鬥雞眼 呵呵 看得很坦然 有
跟無是一樣的 我現在的一切幻相 跟我
未來的真我是合一的 所以我可以留在世
俗 也可以超然地超越世俗 你們將來如
果能夠像師尊一樣 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古
魯 你真正修行跟本尊合一的時候 你就
有無限的力量 你就是古魯 你可以知道
密集金剛今天現身出來 還有五大金剛陪
伴著 甚至於時輪金剛也陪伴著出來 所
有的金剛全部顯現在我的眼前 你都可以
看得見 你可以聽得到祂們宣說祂們的要
義 這五大金剛法要義差不了多少 修法
有一點點的差異 但是真正五大金剛法的
修行法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墮落﹂ 什麼叫
做﹁死相﹂ ﹁死兆﹂ ︽道果︾裡面談
到﹁死兆﹂ 第一個 你平時都可以打
坐 都可以入定 可以進到三昧地 突然
之間你不能入三昧地了 這個就是﹁死
兆﹂；你本來口吐出來的氣都是很清新
的 你跟本尊已經相應了 但是到了那時
候你吐出來 你的呼吸是臭的 就是﹁死
兆﹂；你本身的皮膚是白皙的 你的肉色
是白皙的 突然間變黑了 就是﹁死
兆﹂；你以前能夠禪定的 能夠專一的
做每一件事情 突然之間腦袋裡面混亂
一直想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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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尊 各位上師 法師 教授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網路上觀賞的同
門 還有在座貴賓 還有南投縣大家長陳
副縣長 所帶來的幸福團隊 貴賓們 大
家午安！
我有很深刻的感覺 師尊傳授金剛法
的時候 每一次都天垂異象 今天早上一
大早 我報告師尊 今天天氣真好！陽光
普照 師尊講：﹁若太熱 我們那些弟子
坐在外面會曬太陽 會不好！﹂說完了
就變成陰天 但是 等一下它又太陽露出
來 等一下又變陰天 再等一下又下雨
早上有下雨 對不對？對 有下雨 所
以 今天的燈光就像辦什麼大廟會 辦什
麼活動 這燈光就是一閃一亮 一亮一
亮 這是不是天垂異象？傳金剛法的時候
我都注意這天的氣象 等一下會什麼天
氣？我不太知道 說不一定還會下個雨
說不一定等一下又變什麼天 我們大家仔
細觀賞
在西雅圖我記得一天可以變六種 又
大風 又陰天 又出太陽 又大雨 然後
又下冰雹 像西雅圖傳金剛法都是這樣
大家看過了嘛 參加法會都知道 這是非
常特別 這是天氣的一個特別；第二個特
別 我今天聽到保安組報告說：﹁今天來
參加密集金剛的人數是破記錄的！﹂是破
記錄的！我相信也是 我們車子一下高速
公路 就看到很多同門用步行的 他們下

兆﹂ 你聞到自己身體的臭味 自己的
鼻子聞到了 就是﹁死兆﹂；︽道果︾
裡面講的﹁死兆﹂就是這樣子 很多很
多 你突然間脾氣非常地暴躁 你本來
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突然間脾氣變得非
常地暴躁 每一樣事情都讓你生氣 就
是﹁死兆﹂
我們修行人記得 那時候就是要用
﹁飲空續命法﹂ 延長你自己的壽命
然後再把調回你的身 口 意清淨
﹁集三世諸佛身口意的祕密﹂叫做﹁集
密﹂ 翻倒過來就是﹁密集金剛﹂
大家知道師尊的心 如果能夠了解
盧師尊的心 你就跟師尊相應了；如果
沒有了解師尊的心 你還在讀︿真佛
宗 ﹀ 幼 稚 園 True Buddha School 的
kindergarden
你還是幼稚園 今天我
這樣講 我有含義在其中 你們好好地
想一想 你們是不是真的跟上師相應
了？真的跟你的本尊相應了？你們是不
是真的跟金剛法相應了？你的內法是不
是成就了？你的無上密呢？直接成佛的
無上密呢？五大金剛法也是無上密 你
是不是能夠成佛啊？你懂得如來的智慧
嗎？難道你還想當總統嗎？我們︿真佛
宗﹀是沒有總統 什麼比較重要？是你
的心靈提昇比較重要 最重要！最重
要！是你的心靈提昇比較重要！其它都
不重要！嗡嘛呢唄咪吽

了車用步行的 從下高速公路 步行的人
潮連接到︿台灣雷藏寺﹀ 背著背包上山
求法 那種精神非常感佩 坐飛機前來求
法；第三個特別 自從師尊傳過幾次的金
剛法 我們來數數看 喜金剛 大威德金
剛 大幻化網金剛 勝樂金剛 今天的密
集金剛 這就是五大金剛法 今天是傳第
五尊的金剛法 非常殊勝！這個在我們
︿真佛宗﹀才有 可以得到這大法的傳
授 你說特不特別 殊不殊勝！
我聽說密集金剛專治瞋 貪 瞋 癡
的﹁瞋﹂ 我們把﹁瞋﹂一拿掉的時候是
不是會變得非常不一樣？我們就是有這
﹁瞋﹂的念頭 一直沒有把它變成轉化
沒有把它轉化變成智慧 那麼 師尊今天
就會在這樣傳授 告訴你們其中的秘密
怎麼樣轉化變成智慧 是非常重要 我們
大家仔細聆聽師尊每個開示 傳法的細
節 然後 我知道師尊曾經在書上有提到
過 在迴向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迴向 我
還記著 迴向時我們可以唸：﹁身著藍色
忿怒尊 阿 如來頂上飾 恆是眾生大成
就 密集金剛我敬禮 ﹂再加上圓滿的迴
向 我相信每一個人 跟密集金剛有緣
的 都會得到大成就 恭禧大家！我們要
感謝南投縣長 副縣長這麼久以來關照雷
藏寺 每一次大法會都來給我們勉勵 加
持！讓我們一步一步都在進步 來回饋給
地方有緣的眾生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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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景賢議員、簡峻廷議員、簡賜勝議員），以及鎮長㈹表和里長等亦前來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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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 燃燈雜誌
圖片∕ 中觀堂
法會∕ 龍樹菩薩大法會
主辦∕ 中觀堂
地點∕ 桃園林口體育館

一切的業障

龍樹菩薩的思想是：﹁緣起性空﹂
去除了所有一切的緣

首

先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水供主尊﹁阿凡達拉│
龍樹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
我們與會的貴賓是：︿中華民國駐瑞典兼挪威代表﹀廖東周
大使及夫人 Judy 師姐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
及夫人韓霧珍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
陳旼旼女士 ︿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盧文祥律
師 羅日良律師 黃月琴律師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 醫
護團全體成員 ︿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高俊雄博士 立法委
員吳志揚先生代表練達先生 ︿桃園市政府﹀秘書長李憲明
先生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局長湯蕙禎女士 ︿南投縣政
府民政處﹀處長吳燕玲女士 臺北市議員王欣儀小姐 馬來
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及夫人拿汀曾美婷女士 馬來西亞拿督
李海安先生 夫人拿汀李菁女士及千金李琪 李雪麗小姐
︿馬來西亞世界佛教研討會﹀理事長釋照山比丘 ︿印尼大

燈文化企業﹀董事長曾耀全先生及夫人陳瑞英女士 澳洲太
平紳士梁珉豪先生 ︿巴西聖保羅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宗傑
博士及夫人陳瑞蓮醫師 ︿巴西華光語言文化中心孔子課
堂﹀校長齊耀鑌博士 副校長梁雁女士 ︿美國夏威夷州駐
臺代表﹀雷均處長 美國亞特蘭大周衡醫師 林淑華醫師
︿美國關島太平洋渡假村﹀總經理鄭貽女士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four small girls
加拿
大曾齡誼醫生 瑞典︿修德堂﹀羅彩華中醫師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林坤音女士及陳天麟先生 新
竹︿華懿慈馨閣﹀張讓晉住持 劉淑惠女士 臺灣知名藝人
邰智源先生 沙雕藝術家王松冠老師 木雕藝術家簡政興先
生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夫人陳澤
霞女士 還有王定平先生 ︿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及︽大圓
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
蓮悅上師及主持人佩君師姐 ︽道果︾ ︻圓覺經︼主持人
蓮海上師 蓮訶上師 蓮伽上師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
上心燈﹂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family and 師 母
family 全體家眷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大家午安！大家好！︵華
語︶你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
西亞語：午安︶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and どう
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
사합니다︵韓語：謝謝︶ Hola!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 Saude. ︵葡萄牙
語 ： 祝 你 健 康 ︶ Merci beaucoup ︵ 法 語 ： 非 常 謝 謝 ︶
Thank you for coming, every person
今天我們做龍樹菩薩的水供 水供法是師尊本身的本尊
瑤 池 金 母 大 天 尊 所 講 解 出 來 的 所 以 在 ︿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有瑤池金母所指示的一種水供法 這是很特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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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four small girls
加拿
大曾齡誼醫生 瑞典︿修德堂﹀羅彩華中醫師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林坤音女士及陳天麟先生 新
竹︿華懿慈馨閣﹀張讓晉住持 劉淑惠女士 臺灣知名藝人
邰智源先生 沙雕藝術家王松冠老師 木雕藝術家簡政興先
生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夫人陳澤
霞女士 還有王定平先生 ︿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及︽大圓
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
蓮悅上師及主持人佩君師姐 ︽道果︾ ︻圓覺經︼主持人
蓮海上師 蓮訶上師 蓮伽上師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
上心燈﹂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family and 師 母
family 全體家眷
大家午安！大家好！︵臺語︶大家午安！大家好！︵華
語︶你好！大家好！唔該！唔該晒！︵粵語：非常感謝︶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Selamat Petang ︵馬來
西亞語：午安︶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and どう
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Sawadikap ︵泰語：你好︶감
사합니다︵韓語：謝謝︶ Hola!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 Saude. ︵葡萄牙
語 ： 祝 你 健 康 ︶ Merci beaucoup ︵ 法 語 ： 非 常 謝 謝 ︶
Thank you for coming, every person
今天我們做龍樹菩薩的水供 水供法是師尊本身的本尊
瑤 池 金 母 大 天 尊 所 講 解 出 來 的 所 以 在 ︿ true buddha
school 真佛宗﹀有瑤池金母所指示的一種水供法 這是很特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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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能夠看到佛性

龍樹菩薩
護國息災祈福超度水供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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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 在別的宗派裡面沒有的！今天啊 最先顯示出來的
是瑤池金母大天尊 緊接著再出現的 讓我根本上也沒有想
像到 也沒有想到 請問各位上師 再來顯現的是誰啊？還
是我講好了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旁邊的大迦葉尊者跟阿
難尊者 還有舍利弗跟目犍連；第三組顯現的龍樹菩薩│妙
雲自在王佛 還有提婆菩薩 再來再顯現的是佛護尊者 清
辯論師；再來再顯現的蓮華生大士 伊喜措嘉和曼達拉娃；
再來再顯現的那洛巴 瑪爾巴；再顯現的宗喀巴 好了 再
來再顯現的 最後一位 你們說是誰啊？猜得出來嗎？用猜
的 用看的 用心通的 用天眼 你們看的 蓮花童子 你
看我們這場盛會 出現了多少的佛 菩薩 羅漢 緣覺 包
括瑤池金母；第一位出來的是瑤池金母大天尊
昨天我講過 我這一生啊 是剛開始從小學一直到高
中 我都信仰的是基督教 我本身是基督教 我是︽新約全
書︾ ︽舊約全書︾ 我都有研究 那時候我是查經班的老
師 馬太 馬可 路伽 約翰使徒行傳 我是唸這個︽聖
經︾的 那麼舊約呢 從創世紀開始 我是研究︽聖經︾
的 那時候我尊敬兩個人 一個是以利亞 一個是以利撒
兩位先知 告訴大家 耶穌從喜馬拉雅山下來的時候 穿著
白色的袈裟 祂更換的就是我們的喇嘛裝 紅色的袈裟 祂
只有這兩套袈裟 一個白色的袈裟是藏密的白教；紅色的袈
裟也是藏密白教 也一樣穿紅色的袈裟 耶穌來到一條河
有一位施洗的約翰 幫祂施洗 耶穌講：﹁現在我是要施洗
的約翰來給我施洗 ﹂ 施洗的約翰就變成耶穌的古魯 幫
祂做洗禮 那時候天門打開 這個上主講了一句話：﹁這是
我喜愛的 這是我的神子 ﹂ 我的兒子 我所喜愛的 我
清清楚楚到現在 我明白 施洗的約翰的前世就是以利亞；
耶穌的前世就是祂︵以利亞︶的弟子以利撒 這個世界上很
少人知道這一段
我們佛教講輪迴 現在基督教幾乎沒有輪迴了 不是上
天堂就是下地獄 但是事實上 在舊約裡面的人物也轉世到

新約裡面來 耶穌也傳佛法 什麼佛法？三輪體空！右手做
的事情不能讓左手知道 左手做的善事不可以讓右手知道
這表示全部歸於空 做善事全部要歸於空 耶穌也講佛法
我們密教裡面的佛法 祂經常提到 密教裡面有很多的師
父 祂們有廣大的神通力 祂們能夠無所不在 耶穌曾經這
樣講過：﹁上主啊 是無所不在的！﹂ 你在哪個地方跟祂
祈禱 祂都聽得見的 祂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聽到你所說
的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講一個金句：﹁你只要真誠地祈禱
你就會得到感應！﹂我為什麼稱龍樹菩薩﹁阿凡達拉龍樹菩
薩﹂？你們看過電影﹁阿凡達﹂ ﹁阿凡達﹂是什麼身份？
在西方人翻譯稱為﹁半神人﹂ 祂是介於世俗的人當中 但
是祂本身有神性 在我們講 我們是世俗的人 但是我們有
佛性 這個就是﹁阿凡達拉﹂ ﹁阿凡達拉﹂這一句話非常
地重要 祂是宇宙的至上意識
剛剛︿中央研究院﹀朱時宜教授 他講至上的意識 以
無形的變成有形 咦 無形的變成有形 你覺得很奇怪 為
什麼無形會變成有形呢？無形本來就沒有的 如何變成有形
呢？我現在且問你 我們讀過物理 化學的 都知道有原
子 有中子 有質子 有電子 請問你 你看得到中子嗎？
你看得到電子嗎？你看得到質子嗎？你看得到原子嗎？你看
得到嗎？哪一位看得到的舉手？沒有人舉手 表示大家都看
不到 我看只有××看得到
××好厲害喔 看一場電影 電影很精彩 她居然累垮
了就睡著了 電影結束了 她醒過來啊 別人問她：﹁這麼
精彩刺激的電影 妳居然在電影院睡著？﹂ ××怎麼回
答：﹁你不要小看我啊 剛剛我已經到了外星球啊！﹂ 真
的！那個美國喔 也不用派什麼火星探測器 到火星去繞了
那麼一大圈 那個光年 哇 繞了好幾年才繞到 到了火星
才撤回來 人家××在電影院就可以到外星球 告訴大家
要不要來個測驗？什麼測驗啊？師尊很簡單告訴你 我們不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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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 在別的宗派裡面沒有的！今天啊 最先顯示出來的
是瑤池金母大天尊 緊接著再出現的 讓我根本上也沒有想
像到 也沒有想到 請問各位上師 再來顯現的是誰啊？還
是我講好了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旁邊的大迦葉尊者跟阿
難尊者 還有舍利弗跟目犍連；第三組顯現的龍樹菩薩│妙
雲自在王佛 還有提婆菩薩 再來再顯現的是佛護尊者 清
辯論師；再來再顯現的蓮華生大士 伊喜措嘉和曼達拉娃；
再來再顯現的那洛巴 瑪爾巴；再顯現的宗喀巴 好了 再
來再顯現的 最後一位 你們說是誰啊？猜得出來嗎？用猜
的 用看的 用心通的 用天眼 你們看的 蓮花童子 你
看我們這場盛會 出現了多少的佛 菩薩 羅漢 緣覺 包
括瑤池金母；第一位出來的是瑤池金母大天尊
昨天我講過 我這一生啊 是剛開始從小學一直到高
中 我都信仰的是基督教 我本身是基督教 我是︽新約全
書︾ ︽舊約全書︾ 我都有研究 那時候我是查經班的老
師 馬太 馬可 路伽 約翰使徒行傳 我是唸這個︽聖
經︾的 那麼舊約呢 從創世紀開始 我是研究︽聖經︾
的 那時候我尊敬兩個人 一個是以利亞 一個是以利撒
兩位先知 告訴大家 耶穌從喜馬拉雅山下來的時候 穿著
白色的袈裟 祂更換的就是我們的喇嘛裝 紅色的袈裟 祂
只有這兩套袈裟 一個白色的袈裟是藏密的白教；紅色的袈
裟也是藏密白教 也一樣穿紅色的袈裟 耶穌來到一條河
有一位施洗的約翰 幫祂施洗 耶穌講：﹁現在我是要施洗
的約翰來給我施洗 ﹂ 施洗的約翰就變成耶穌的古魯 幫
祂做洗禮 那時候天門打開 這個上主講了一句話：﹁這是
我喜愛的 這是我的神子 ﹂ 我的兒子 我所喜愛的 我
清清楚楚到現在 我明白 施洗的約翰的前世就是以利亞；
耶穌的前世就是祂︵以利亞︶的弟子以利撒 這個世界上很
少人知道這一段
我們佛教講輪迴 現在基督教幾乎沒有輪迴了 不是上
天堂就是下地獄 但是事實上 在舊約裡面的人物也轉世到

新約裡面來 耶穌也傳佛法 什麼佛法？三輪體空！右手做
的事情不能讓左手知道 左手做的善事不可以讓右手知道
這表示全部歸於空 做善事全部要歸於空 耶穌也講佛法
我們密教裡面的佛法 祂經常提到 密教裡面有很多的師
父 祂們有廣大的神通力 祂們能夠無所不在 耶穌曾經這
樣講過：﹁上主啊 是無所不在的！﹂ 你在哪個地方跟祂
祈禱 祂都聽得見的 祂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聽到你所說
的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講一個金句：﹁你只要真誠地祈禱
你就會得到感應！﹂我為什麼稱龍樹菩薩﹁阿凡達拉龍樹菩
薩﹂？你們看過電影﹁阿凡達﹂ ﹁阿凡達﹂是什麼身份？
在西方人翻譯稱為﹁半神人﹂ 祂是介於世俗的人當中 但
是祂本身有神性 在我們講 我們是世俗的人 但是我們有
佛性 這個就是﹁阿凡達拉﹂ ﹁阿凡達拉﹂這一句話非常
地重要 祂是宇宙的至上意識
剛剛︿中央研究院﹀朱時宜教授 他講至上的意識 以
無形的變成有形 咦 無形的變成有形 你覺得很奇怪 為
什麼無形會變成有形呢？無形本來就沒有的 如何變成有形
呢？我現在且問你 我們讀過物理 化學的 都知道有原
子 有中子 有質子 有電子 請問你 你看得到中子嗎？
你看得到電子嗎？你看得到質子嗎？你看得到原子嗎？你看
得到嗎？哪一位看得到的舉手？沒有人舉手 表示大家都看
不到 我看只有××看得到
××好厲害喔 看一場電影 電影很精彩 她居然累垮
了就睡著了 電影結束了 她醒過來啊 別人問她：﹁這麼
精彩刺激的電影 妳居然在電影院睡著？﹂ ××怎麼回
答：﹁你不要小看我啊 剛剛我已經到了外星球啊！﹂ 真
的！那個美國喔 也不用派什麼火星探測器 到火星去繞了
那麼一大圈 那個光年 哇 繞了好幾年才繞到 到了火星
才撤回來 人家××在電影院就可以到外星球 告訴大家
要不要來個測驗？什麼測驗啊？師尊很簡單告訴你 我們不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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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心咒

嗡。別炸。那伽卓那。菩提薩埵。梭哈。

龍樹菩薩手印

是常常玩骰子嗎？有三個骰子放在裡面 那個賭神啊 賭聖
啊 統統出來！一放 好 誰講妳通靈？馬上跟我講這裡面
是幾點 你通靈啊 你超能力啊 來做實驗吧！你如果三次
都準 你確實是通靈人 這樣對不對？若不準呢？鼻子摸
摸 面孔掩住 馬賽克 從旁邊出去！你說你是通靈人啊
通靈人就必須要能夠知道 做實驗就可以測得出來 你到了
火星？吹恐龍！實驗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通靈人
我告訴你 問你一件事情 妳說妳是通靈人 好 我問
妳 現在左營軍港一共有幾艘能夠作戰的海軍的軍艦？妳給
我回答出來！馬上可以實驗的 妳回答一共有幾隻軍艦？目
前幾點幾分在左營軍港裡面海軍的軍艦一共有幾艘？一艘都
不能少！通靈看看 如果準了 妳是通靈人 我問妳喔 中
華人民共和國 大連港裡面現在有幾艘軍艦？同樣的 我問
妳 大連港裡面有多少中共的軍艦在那裡？妳通靈人給我算
出來！不及格的 統統滾蛋！將來我看到×× 告訴妳 妳
這個假通靈人 老夫啊 跟妳稍微簡單地比一下 比什麼
啊？請問比什麼？我暫時還沒有想出來 不過很簡單就可以
實驗 妳是真的還是假的
她常常講所有的動物都跟她講話 每一隻動物都跟她談
話 她可以跟所有的動物講話 她就是不能跟人講話！這日
本人來了 她不能跟他講話 because 日文 total わかん
ない 她是完全的わかんない 她不能跟人講話 跟所有動
物都可以講話？你相信嗎？連西班牙語
Hola! Amigo! Te
quiero mucho! 碰到西班牙人妳也不能講話 人都不能講
妳可以跟所有的動物講話？這是鬼扯啊！真的 她是養鬼
的 當然是鬼扯 沒有辦法啊！欸？我講龍樹菩薩講到哪裡
去了？呵呵
好啦！龍樹菩薩妙雲自在王佛 剛剛跟我像武俠小說所
講的 這叫做什麼？一個人跟一個人講話 但是別人聽不到
的 武俠小說裡面叫什麼？﹁傳音入密﹂！祂跟我講 祂
說：﹁以五百年為一期 ﹂從蓮華生大士開始 因為蓮華生

大士是釋迦牟尼佛滅後出生 蓮華生大士開始 後五百年龍
樹菩薩出生；龍樹菩薩後五百年 是那洛巴尊者出生 應該
比祂之前的 也就是畢瓦巴出生；再來是那洛巴尊者 也就
是蓮華生大士 龍樹菩薩 再來是畢瓦巴 再來是那洛巴
再來是宗喀巴 再來是盧勝彥！五 五 五 五 五 剛好
是兩千六百年！祂偷偷這樣跟我講 你要想一想喔！當然不
會那麼準剛好是五百年啦 有差
幾年 有差的
從蓮華生大士 龍樹菩薩
畢瓦巴 那洛巴 宗喀巴 到盧
勝彥 每個相隔接近五百年 這
就是真正的傳承！蓮華生大士你
知道嗎？祂是達賴郭嘯海蓮花裡
面化生的一個 baby
祂是真正
的蓮花童子！從蓮花裡面化生的
童子 我昨天講 在瑤池金母給
我開了天眼以後 當天晚上我遍
遊天上界 回到摩訶雙蓮池 瑤
池金母給我傳音入密：﹁那一位
就是蓮花童子 ﹂祂指著那光燦
燦的光 我一看 無形無相 白
光燦爛 非常地閃耀 這一段事
實就是我在人間弘法的最大的原
動力！今天我在這裡 我所說
的 瑤池金母帶我去看我的前
世：﹁你前世是蓮花童子 你看
清楚了！﹂在我耳邊講 如果這
個是我﹁唬爛﹂ 老虎跟蘭花
如果是唬爛 告訴你 我昨天我
沒有發誓什麼 我今天發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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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心咒

嗡。別炸。那伽卓那。菩提薩埵。梭哈。

龍樹菩薩手印

是常常玩骰子嗎？有三個骰子放在裡面 那個賭神啊 賭聖
啊 統統出來！一放 好 誰講妳通靈？馬上跟我講這裡面
是幾點 你通靈啊 你超能力啊 來做實驗吧！你如果三次
都準 你確實是通靈人 這樣對不對？若不準呢？鼻子摸
摸 面孔掩住 馬賽克 從旁邊出去！你說你是通靈人啊
通靈人就必須要能夠知道 做實驗就可以測得出來 你到了
火星？吹恐龍！實驗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通靈人
我告訴你 問你一件事情 妳說妳是通靈人 好 我問
妳 現在左營軍港一共有幾艘能夠作戰的海軍的軍艦？妳給
我回答出來！馬上可以實驗的 妳回答一共有幾隻軍艦？目
前幾點幾分在左營軍港裡面海軍的軍艦一共有幾艘？一艘都
不能少！通靈看看 如果準了 妳是通靈人 我問妳喔 中
華人民共和國 大連港裡面現在有幾艘軍艦？同樣的 我問
妳 大連港裡面有多少中共的軍艦在那裡？妳通靈人給我算
出來！不及格的 統統滾蛋！將來我看到×× 告訴妳 妳
這個假通靈人 老夫啊 跟妳稍微簡單地比一下 比什麼
啊？請問比什麼？我暫時還沒有想出來 不過很簡單就可以
實驗 妳是真的還是假的
她常常講所有的動物都跟她講話 每一隻動物都跟她談
話 她可以跟所有的動物講話 她就是不能跟人講話！這日
本人來了 她不能跟他講話 because 日文 total わかん
ない 她是完全的わかんない 她不能跟人講話 跟所有動
物都可以講話？你相信嗎？連西班牙語
Hola! Amigo! Te
quiero mucho! 碰到西班牙人妳也不能講話 人都不能講
妳可以跟所有的動物講話？這是鬼扯啊！真的 她是養鬼
的 當然是鬼扯 沒有辦法啊！欸？我講龍樹菩薩講到哪裡
去了？呵呵
好啦！龍樹菩薩妙雲自在王佛 剛剛跟我像武俠小說所
講的 這叫做什麼？一個人跟一個人講話 但是別人聽不到
的 武俠小說裡面叫什麼？﹁傳音入密﹂！祂跟我講 祂
說：﹁以五百年為一期 ﹂從蓮華生大士開始 因為蓮華生

大士是釋迦牟尼佛滅後出生 蓮華生大士開始 後五百年龍
樹菩薩出生；龍樹菩薩後五百年 是那洛巴尊者出生 應該
比祂之前的 也就是畢瓦巴出生；再來是那洛巴尊者 也就
是蓮華生大士 龍樹菩薩 再來是畢瓦巴 再來是那洛巴
再來是宗喀巴 再來是盧勝彥！五 五 五 五 五 剛好
是兩千六百年！祂偷偷這樣跟我講 你要想一想喔！當然不
會那麼準剛好是五百年啦 有差
幾年 有差的
從蓮華生大士 龍樹菩薩
畢瓦巴 那洛巴 宗喀巴 到盧
勝彥 每個相隔接近五百年 這
就是真正的傳承！蓮華生大士你
知道嗎？祂是達賴郭嘯海蓮花裡
面化生的一個 baby
祂是真正
的蓮花童子！從蓮花裡面化生的
童子 我昨天講 在瑤池金母給
我開了天眼以後 當天晚上我遍
遊天上界 回到摩訶雙蓮池 瑤
池金母給我傳音入密：﹁那一位
就是蓮花童子 ﹂祂指著那光燦
燦的光 我一看 無形無相 白
光燦爛 非常地閃耀 這一段事
實就是我在人間弘法的最大的原
動力！今天我在這裡 我所說
的 瑤池金母帶我去看我的前
世：﹁你前世是蓮花童子 你看
清楚了！﹂在我耳邊講 如果這
個是我﹁唬爛﹂ 老虎跟蘭花
如果是唬爛 告訴你 我昨天我
沒有發誓什麼 我今天發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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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顯密八宗的祖師 誰能比得上啊？沒有人！佛教裡面
說 八宗之祖 龍樹菩薩 這麼大的菩薩 過去妙雲自在王
佛 大家想一想
然後我們就產生了有觀想 手印 跟持咒 就可以做成
一個儀軌 那麼大家剛剛也看到了這個上面所演出來的 一
個海上如何變成蓮花 蓮花中心有日月輪 如何變成龍樹
用﹁棒﹂字變成蓮花 用﹁阿﹂字變成龍樹菩薩 然後以三
光加被你自己 你清淨了 請龍樹菩薩進到你心中的蓮花
祂進到你裡面了 你跟祂合一了 一剎那之間你就變成龍樹
菩薩 龍樹菩薩就是你；你就是龍樹菩薩 你自己就變成了
八宗之祖 就變成了妙雲自在王佛
我們修行最主要的就是跟龍樹菩薩合一 今天有記者問

首傳「龍樹菩薩本尊法」及「中觀論」灌頂。
雜誌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主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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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轟頂 入地獄永不超生！﹂大家來發誓吧 妳××是
哪裡來的？敢不敢發誓？五雷轟頂啊 永處地獄 永不超
生！這個就是我今天敢講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談談龍樹菩薩的中觀吧！我們也可以修龍樹菩薩的
唸誦法 因為我們有祂的手印 可以結這個說法印 或者轉
法輪印 轉法輪印是兩隻手 我做給大家看啊！這是內轉法
輪印 外轉法輪印 另外還有龍樹菩薩特殊的轉法輪印 這
個相這個像所雕的差不多就是轉法輪印 現在你們所看到的
龍樹菩薩就是轉法輪印 那麼；祂的咒語：﹁嗡 別炸 那
伽卓那 菩提薩埵 梭哈 ﹂宇宙的至上意識 大智慧的龍
樹菩薩成就 就是咒語的意思 ﹁那伽﹂ 就是龍；﹁卓
那﹂ 是印度的一種樹叫做卓那 印度有一種樹叫做卓那
那伽卓那 就是龍樹；﹁嗡﹂ 宇宙的至上意識 ﹁那伽卓
那﹂ 智慧的龍樹 ﹁菩提薩埵﹂ 菩薩 龍樹菩薩 ；
﹁梭哈﹂成就 成就一切 這就是祂的咒語
那你會不會觀想龍樹菩薩？很簡單 像佛陀一樣的 在
轉法輪 那麼；祂頭上特別不一樣的 是有七條龍 各種顏
色的不同七條龍 七就是圓滿的意思 七 怎麼圓滿呢？很
簡單啊！我們一個禮拜有七天啊！有沒有第八天？沒有啊！
就七天 當然就是圓滿的啦！七就是圓滿的啦 為什麼有七
條龍？因為祂圓滿成就 所以有七條龍！你看︽舊約聖經︾
裡面 創世紀 這上帝啊創造天地 從第一天到第六天 第
七天祂休息 再來沒有第八天啊 這個；從第一天一直創造
了六天 到了第七天祂就休息 所以今天我們週休二日 一
個禮拜休息兩天 或者什麼一例一休 還是兩天啊！對不
對？週休二日也是兩天啊！這個人啊 就已經偷懶了 上帝
都沒有偷懶 人居然偷懶 如果是我啊 我一個禮拜做七
天 從來沒有偷懶的 我要更精進的！因為龍樹菩薩是﹁千
部論主﹂啊！祂寫了一千部啊！﹁千部論主﹂是讚揚祂的
祂寫了非常多 祂學問非常好的 誰能比得上龍樹啊？祂還

「龍樹菩薩護國息災祈福超度水供大法會」

我：﹁龍樹菩薩對祢來講 有什麼意義？﹂ 我說：﹁我正
在學習龍樹菩薩的精神 ﹂我告訴你喔 我們道教的老子很
厲害 你從來沒有想到的 祂講了一句話：﹁恍惚恍惚 恍
惚中有物﹂ 物 就是動物的物 恍惚中有物 這個﹁物﹂
是什麼啊？請問大家 物是什麼？好 吐登悉地望著我
好！吐登悉地你站起來 這﹁物﹂是什麼啊？你要開口講
話 不管你講得對不對 總之你要開口講話 你不能一直望
著我 嘴巴要打開 講話啊？講話！講話！請你講大聲點
佛性！ very good! 以後你要說法 就是要講大聲一點 講
得讓人皮皮挫 這樣子你就贏了
老子也那麼厲害啊！恍惚恍惚啊 恍惚之中有物啊！中
觀就是這樣子的 你由中觀的道理裡面 找出那一個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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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顯密八宗的祖師 誰能比得上啊？沒有人！佛教裡面
說 八宗之祖 龍樹菩薩 這麼大的菩薩 過去妙雲自在王
佛 大家想一想
然後我們就產生了有觀想 手印 跟持咒 就可以做成
一個儀軌 那麼大家剛剛也看到了這個上面所演出來的 一
個海上如何變成蓮花 蓮花中心有日月輪 如何變成龍樹
用﹁棒﹂字變成蓮花 用﹁阿﹂字變成龍樹菩薩 然後以三
光加被你自己 你清淨了 請龍樹菩薩進到你心中的蓮花
祂進到你裡面了 你跟祂合一了 一剎那之間你就變成龍樹
菩薩 龍樹菩薩就是你；你就是龍樹菩薩 你自己就變成了
八宗之祖 就變成了妙雲自在王佛
我們修行最主要的就是跟龍樹菩薩合一 今天有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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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轟頂 入地獄永不超生！﹂大家來發誓吧 妳××是
哪裡來的？敢不敢發誓？五雷轟頂啊 永處地獄 永不超
生！這個就是我今天敢講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談談龍樹菩薩的中觀吧！我們也可以修龍樹菩薩的
唸誦法 因為我們有祂的手印 可以結這個說法印 或者轉
法輪印 轉法輪印是兩隻手 我做給大家看啊！這是內轉法
輪印 外轉法輪印 另外還有龍樹菩薩特殊的轉法輪印 這
個相這個像所雕的差不多就是轉法輪印 現在你們所看到的
龍樹菩薩就是轉法輪印 那麼；祂的咒語：﹁嗡 別炸 那
伽卓那 菩提薩埵 梭哈 ﹂宇宙的至上意識 大智慧的龍
樹菩薩成就 就是咒語的意思 ﹁那伽﹂ 就是龍；﹁卓
那﹂ 是印度的一種樹叫做卓那 印度有一種樹叫做卓那
那伽卓那 就是龍樹；﹁嗡﹂ 宇宙的至上意識 ﹁那伽卓
那﹂ 智慧的龍樹 ﹁菩提薩埵﹂ 菩薩 龍樹菩薩 ；
﹁梭哈﹂成就 成就一切 這就是祂的咒語
那你會不會觀想龍樹菩薩？很簡單 像佛陀一樣的 在
轉法輪 那麼；祂頭上特別不一樣的 是有七條龍 各種顏
色的不同七條龍 七就是圓滿的意思 七 怎麼圓滿呢？很
簡單啊！我們一個禮拜有七天啊！有沒有第八天？沒有啊！
就七天 當然就是圓滿的啦！七就是圓滿的啦 為什麼有七
條龍？因為祂圓滿成就 所以有七條龍！你看︽舊約聖經︾
裡面 創世紀 這上帝啊創造天地 從第一天到第六天 第
七天祂休息 再來沒有第八天啊 這個；從第一天一直創造
了六天 到了第七天祂就休息 所以今天我們週休二日 一
個禮拜休息兩天 或者什麼一例一休 還是兩天啊！對不
對？週休二日也是兩天啊！這個人啊 就已經偷懶了 上帝
都沒有偷懶 人居然偷懶 如果是我啊 我一個禮拜做七
天 從來沒有偷懶的 我要更精進的！因為龍樹菩薩是﹁千
部論主﹂啊！祂寫了一千部啊！﹁千部論主﹂是讚揚祂的
祂寫了非常多 祂學問非常好的 誰能比得上龍樹啊？祂還

「龍樹菩薩護國息災祈福超度水供大法會」

我：﹁龍樹菩薩對祢來講 有什麼意義？﹂ 我說：﹁我正
在學習龍樹菩薩的精神 ﹂我告訴你喔 我們道教的老子很
厲害 你從來沒有想到的 祂講了一句話：﹁恍惚恍惚 恍
惚中有物﹂ 物 就是動物的物 恍惚中有物 這個﹁物﹂
是什麼啊？請問大家 物是什麼？好 吐登悉地望著我
好！吐登悉地你站起來 這﹁物﹂是什麼啊？你要開口講
話 不管你講得對不對 總之你要開口講話 你不能一直望
著我 嘴巴要打開 講話啊？講話！講話！請你講大聲點
佛性！ very good! 以後你要說法 就是要講大聲一點 講
得讓人皮皮挫 這樣子你就贏了
老子也那麼厲害啊！恍惚恍惚啊 恍惚之中有物啊！中
觀就是這樣子的 你由中觀的道理裡面 找出那一個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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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蓮悅上師和蓮妙上師代表全體與會者「請佛住世」。
請佛住世祈請文迴蕩在會場，字字感人心懷的梵音
也在會場迴旋，與會真佛弟子由心感發深深的祈願
，祈請法王住世，大轉法輪，廣度眾生。

來 中觀是一種思想 但是你由中觀當中 找出那個東西出
來！這裡我講過一個比喻 我在我的書上講過一個比喻 古
代不是有鑽木取火嗎？鑽木取火 就是在木頭上用一根鑽
木 用手 一直轉轉轉 轉到那個熱點到了 轟！這火就產
生了嘛 ！我們拙火法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密教的拙火法也
是這樣子產生的！我問你 火是不是在鑽木取火的這個人的
手上？他的手上有沒有火？沒有！對不對？對！他手上沒有
火 那是在這個鑽木上面有火嗎？也沒有！那麼是在這個木
頭上裡面有火嗎？也沒有！那火從哪裡來？
好 現在問上師了！我點到名的站起來喔！誰在看我？
怎麼每個人都不敢看我啊？那我
叫慧君站起來 慧君啊！站起
來！我問妳 火從哪裡來？火從
空性來？妳 一萬八千里啊！還
不是根本！不是我的答案 是妳
自己的答案 火從空性來 火要
從佛性來嗎？從佛性來嗎？從空
來嗎？妳講得也算是麻麻地 告
訴大家 從緣分來 從因緣來
是手 跟鑽木 跟木頭這樣子三
者合一 所以才鑽出火 這是因
緣 這就是因緣
剛剛她講的空性 那是﹁緣
起性空﹂ 是空 是虛空的空
空性 到了緣分到的時候啊 就
變成妳慧君上師 緣分到了 就
出生一個慧君上師 就是因為妳
太愛吃冰淇淋 吃成這樣子的身
材 所以那天妳跌倒啊 妳就爬
不起來 師尊跌倒還爬得起來
慧君上師啊 跌倒了她爬不起來

啊！好像什麼啊？烏龜啊 被翻身啊 兩手兩腳在那邊動
師母好意啊 去扶她起來 六斤的貓去咬七斤的老鼠 妳沒
有跌倒就很好了 還是大家齊心合力把慧君這樣子給她拉起
來 結果大家都沒有替她難過 反而所有的人都笑呵呵 單
單我沒有看見 我聽到我都好笑 因果啊 因緣啊 誰叫妳
吃成這樣？不要再吃豬腳了！
告訴大家！緣起 龍樹的中觀 是這樣子的 約在六世
紀的時候啊 印度的唯識學說盛行 唯識 也是一樣探討佛
性的 它是由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阿賴耶 阿賴
耶裡面藏著佛性 是直的 龍樹菩薩是橫的 以種種的觀念
來教大家 那時候印度的唯識學說非常的盛行 有兩位 一
位是佛護 一位是清辯論師 兩位則恢復龍樹菩薩及提婆的
學說 佛護的中觀是﹁中觀因成派﹂ 清辯的是﹁中觀自續
派﹂ 什麼是﹁中觀因成派﹂？呢？我在書上這樣子寫：
﹁是破而不立 主張以因明論 用推理及知識 智慧顯示中
道的空；清辯的﹃中觀自續派﹄是破而亦立 主張以因明中
的比量 積極地表述空性 ﹂ 也就是佛性
我再講一個 我跟採訪的記者講：﹁什麼是常？什麼叫
做常？﹂ 譬如我們人體 要常常這樣子想 ﹁將來我的靈
魂是不滅的 一直在轉世 輪迴 ﹂轉世 一直在轉 就是
﹁常﹂ 我們也有人認為這個世間是﹁有﹂的 房子是永遠
的 汽車是永遠的 鑽石是永遠的 人也是永遠的 這個叫
做﹁常﹂
什麼叫做﹁斷﹂？有人主張 如果我死了 我就沒有
了 我也不會轉世啊 我不承認有佛菩薩啊 有神啊 有鬼
啊 我不相信 我死了就沒有了 這個叫做﹁斷﹂ 龍樹菩
薩的中觀就是介於﹁常﹂跟﹁斷﹂之間 叫做﹁中道﹂ 例
如我們講 我們現在世俗的人認為 師尊有結婚 有妻子也
有小孩 那就是世俗 但是師尊本身的心靈啊 超越了世
俗 我比這個世俗的所謂的見 更加地超越這個世俗 雖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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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蓮悅上師和蓮妙上師代表全體與會者「請佛住世」。
請佛住世祈請文迴蕩在會場，字字感人心懷的梵音
也在會場迴旋，與會真佛弟子由心感發深深的祈願
，祈請法王住世，大轉法輪，廣度眾生。

來 中觀是一種思想 但是你由中觀當中 找出那個東西出
來！這裡我講過一個比喻 我在我的書上講過一個比喻 古
代不是有鑽木取火嗎？鑽木取火 就是在木頭上用一根鑽
木 用手 一直轉轉轉 轉到那個熱點到了 轟！這火就產
生了嘛 ！我們拙火法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密教的拙火法也
是這樣子產生的！我問你 火是不是在鑽木取火的這個人的
手上？他的手上有沒有火？沒有！對不對？對！他手上沒有
火 那是在這個鑽木上面有火嗎？也沒有！那麼是在這個木
頭上裡面有火嗎？也沒有！那火從哪裡來？
好 現在問上師了！我點到名的站起來喔！誰在看我？
怎麼每個人都不敢看我啊？那我
叫慧君站起來 慧君啊！站起
來！我問妳 火從哪裡來？火從
空性來？妳 一萬八千里啊！還
不是根本！不是我的答案 是妳
自己的答案 火從空性來 火要
從佛性來嗎？從佛性來嗎？從空
來嗎？妳講得也算是麻麻地 告
訴大家 從緣分來 從因緣來
是手 跟鑽木 跟木頭這樣子三
者合一 所以才鑽出火 這是因
緣 這就是因緣
剛剛她講的空性 那是﹁緣
起性空﹂ 是空 是虛空的空
空性 到了緣分到的時候啊 就
變成妳慧君上師 緣分到了 就
出生一個慧君上師 就是因為妳
太愛吃冰淇淋 吃成這樣子的身
材 所以那天妳跌倒啊 妳就爬
不起來 師尊跌倒還爬得起來
慧君上師啊 跌倒了她爬不起來

啊！好像什麼啊？烏龜啊 被翻身啊 兩手兩腳在那邊動
師母好意啊 去扶她起來 六斤的貓去咬七斤的老鼠 妳沒
有跌倒就很好了 還是大家齊心合力把慧君這樣子給她拉起
來 結果大家都沒有替她難過 反而所有的人都笑呵呵 單
單我沒有看見 我聽到我都好笑 因果啊 因緣啊 誰叫妳
吃成這樣？不要再吃豬腳了！
告訴大家！緣起 龍樹的中觀 是這樣子的 約在六世
紀的時候啊 印度的唯識學說盛行 唯識 也是一樣探討佛
性的 它是由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阿賴耶 阿賴
耶裡面藏著佛性 是直的 龍樹菩薩是橫的 以種種的觀念
來教大家 那時候印度的唯識學說非常的盛行 有兩位 一
位是佛護 一位是清辯論師 兩位則恢復龍樹菩薩及提婆的
學說 佛護的中觀是﹁中觀因成派﹂ 清辯的是﹁中觀自續
派﹂ 什麼是﹁中觀因成派﹂？呢？我在書上這樣子寫：
﹁是破而不立 主張以因明論 用推理及知識 智慧顯示中
道的空；清辯的﹃中觀自續派﹄是破而亦立 主張以因明中
的比量 積極地表述空性 ﹂ 也就是佛性
我再講一個 我跟採訪的記者講：﹁什麼是常？什麼叫
做常？﹂ 譬如我們人體 要常常這樣子想 ﹁將來我的靈
魂是不滅的 一直在轉世 輪迴 ﹂轉世 一直在轉 就是
﹁常﹂ 我們也有人認為這個世間是﹁有﹂的 房子是永遠
的 汽車是永遠的 鑽石是永遠的 人也是永遠的 這個叫
做﹁常﹂
什麼叫做﹁斷﹂？有人主張 如果我死了 我就沒有
了 我也不會轉世啊 我不承認有佛菩薩啊 有神啊 有鬼
啊 我不相信 我死了就沒有了 這個叫做﹁斷﹂ 龍樹菩
薩的中觀就是介於﹁常﹂跟﹁斷﹂之間 叫做﹁中道﹂ 例
如我們講 我們現在世俗的人認為 師尊有結婚 有妻子也
有小孩 那就是世俗 但是師尊本身的心靈啊 超越了世
俗 我比這個世俗的所謂的見 更加地超越這個世俗 雖是
雜誌

29
30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價值啊！不是你用就是別人用啊！你丟了錢 別人撿到了
別人拿去用了 沒有什麼關係呀！別人用跟你用有什麼關係
呢？你如果能夠這樣子地自在 就是妙雲自在王佛啊！就是
華光自在佛啊！這是耶穌講的佛法 跟我們龍樹菩薩講的佛
法是一樣的
我們全部都是緣起 我們全部將來都要歸於空性 不要
以為師尊戴的東西 哇！師尊戴紅寶石耶！這上面還有刻著
師 尊 的 名 字 ﹁ 勝 彥 ﹂ 裡 面 還 有 英 文 名 字 ﹁ Sheng-Yen
Lu ﹂ 這個很貴的紅寶石 是香港蓮馨上師打造給我的；師
尊這邊又有一個紅寶石 二十九克拉 很大顆的紅寶石 這
是誰送的啊？︿阿拉伯大公國綠野集團﹀ 請她站起來 坤
音師姐送的 師尊為什麼要戴呀？因為如果不戴 蓮馨上師
會不爽 坤音師姐也會不爽 對不對？那只好戴著給他們
看 有時候輪流戴 因為有些人送我東西我沒有戴 他會看
著我：﹁師尊 祢為什麼沒有戴？﹂ 是為了戴給別人爽
啊！不是我爽啊！我是把它看成沒有東西呀！這個臺是我的
翻 譯 Hanifa 師 姐 她 去 打 造 的 坤 音 送 的 是 紅 寶 石
Hanifa 打造這個臺 她拿二十九克拉的紅寶石到銀樓去打造
這個臺的時候 銀樓的老闆跟我講：﹁這個紅寶石是真的
它如果完全沒有瑕疵 完全是透明的 紅寶石二十九克拉
的 一億啊！﹂ 一億臺幣 告訴大家 所有的紅寶石都是
有瑕疵的 呵呵 而且都快要斷裂 有點要斷掉的 但是我
戴起來 沒有人看到我這個紅寶石是有瑕疵 也快要斷裂
他們也看不到 反正想一億就是一億 自己心裡歡喜就好
自己歡喜 自己歡喜 別人也歡喜 大家一起歡喜 大家都
自在 這就是中觀的精神
其實任何一件東西都是假的 沒有真實 但是 又是真
實的！為什麼呢？告訴大家 你從來沒有想到的 你認為這
個花很漂亮 你給它摘下來 這個送給你的 girl friend
﹁這個花代表我的心﹂ girl friend 很歡喜 你知道很慘

世俗 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子 釋迦牟尼佛的妻子就叫耶輸
陀羅 她生了一個孩子叫做羅睺羅 以前聲音不管對不對
就叫做羅睺羅 那﹁羅﹂如果唸做﹁拉﹂ 那就是拉福拉
祂也有孩子 但是祂超越了世俗 祂出家了 走出世這一條
道路 入世祂也過了 出世祂也有 祂出了世又回來度世
俗 度世間的人 就是你已經超越了世俗以後 又到世俗這
邊來度眾生 這個就是中道 為什麼呢？祂已經出世了 已
經證悟了 但是祂又回到世俗來度眾生 也就是說祂不離開
﹁有﹂ 沒有離開﹁空﹂跟沒有離開﹁有﹂ 這就是綜合起
來的 這個就是屬於﹁中道﹂ 這是﹁中庸﹂的學說
那麼這個火呢 我剛剛舉一個例子鑽木取火 那個火
啊 就是釋迦牟尼佛常常講的：﹁一切因緣生 一切因緣
滅 ﹂ 緣起性空 你除掉這個緣以外 證悟到了空性 證
悟到了佛性 去除了所有一切的緣 一切的業障 就能夠看
到佛性 這是龍樹菩薩本身的思想
那跟大家講啊 我在講一個比喻好了 我們曾經在學
校 小學的時候 做過一種實驗 拿一張紙 比較易燃的
紙 然後藉著太陽光照射 我們手上拿著放大鏡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個焦點集中在一點 照在這一張紙上面 隔一
下子 轟！它就起火了 這一張紙就起火了 同樣的問題
火在陽光之中嗎？沒有 陽光中沒有火 火在放大鏡嗎？放
大鏡裡面也沒有火 那火在那一張紙上嗎？紙上也沒有火
啊 那火從哪裡來呢？是因為紙張 放大鏡跟陽光 三者合
一的因緣產生了火！世界上的一切物質的現象 全部都是這
樣子因緣而來
我們看看這個地球 你知道地球嗎？也一樣是成住壞
空 你看我們人 我講過了 我有一張小時候光屁股的照
片 沒有給大家看 如果給大家看到 會看到花生米的小
鳥 那個就是盧勝彥！ Baby 的時候 我那時候照相照得很
少 初中的就是學生證照一張 小學的學生證照一張 高中

的？你將這一朵玫瑰一採 它已經在喊：﹁痛！痛死我
了！﹂ 植物是有生命的 你不要以為你吃齋；你吃齋 就
是沒有殺生？你把一個蘿蔔從坑裡面給它拉上來 它就唉一
聲：﹁唉呀！我死了！﹂ 你吃齋呀？最補血的菜是什麼
菜？紅菜根哪？最含鐵質的菜是什麼菜？菠菜 大家知道
的 大力水手 菠菜 都是有生命的 當你把菠菜這樣子拉
起來 它會喊：﹁唉呀！我死了！﹂ 當你砍掉一根樹枝
﹁我要燒柴﹂ 砍掉一根樹枝 那個樹枝會痛啊！﹁唉呀！
手臂斷了！﹂你砍它的根 它的腳就斷了 我還告訴你喔！
你不要以為這些石頭沒有生命 任何一個礦物質全部都是有
生命的 它們都是有磁場的！
我最近看到臺灣的電視廣告 在做大理石 有沒有？他
把那個大理石砍成一半 用電鋸把它砍成一半 告訴你 你
如果懂得科學的 你來測驗 那麼大塊的磁場在旋轉 砍成
一半 它就消失了一半 變成小的在旋轉 任何一個寶石
任何一個金屬 任何一個金 銀 銅 鐵 錫 鎢 錙 全
部統統都是有生命的 都有磁場 不是強就是弱而已 現在
很多人在戴有磁場的手環 磁場的戒指 磁場的東西 補助
你自己本身的命運 有人這樣子做 有道理嗎？有 不是沒
有道理 但是看它的力量大跟小 還有很多都是假的 這個
全部都是緣起呀！所以我們講﹁六道輪迴﹂不對 應該是
﹁八道輪迴﹂ 據我所知道的 包括了礦物 包括了植物
八道輪迴才是正確的 人們的眼光只是在六道 天 人 阿
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礦物 植物 八道輪迴 你真正
用儀器來測 以前最早的日本的橋本健 他就用儀器來測植
物 現在的科學更發達 可以用儀器來測礦物！我講八道輪
迴 將來大家都會知道是八道輪迴 礦物跟植物都是有生命
的
告訴大家所有一切都是非真 所有一切也是非假 所以
龍樹菩薩的中觀是說：﹁一切諸法皆是如是 ﹂ 世界上任

的學生證照一張 大學的學生證照一張 畢業照照一張 很
少 五 六張照片 那裡面全部都是盧勝彥！現在坐在法座
上的也是盧勝彥！到底誰是真的盧勝彥哪？沒有盧勝彥
緣起 那個都是過去的緣起 現在坐在這裡的也是緣
起 有一天盧勝彥不再坐在這裡了 祂不能說法了 也不能
寫作了 祂四大分解了 誰是盧勝彥？沒有了 緣起性空
最後歸為空性 歸於佛性 大家要認識這一點 告訴你 人
是如此 一切物質現象都是如此 汽車也是如此 房子也是
如此 房地產也是如此 任何一個東西全部都是如此 沒有
所謂的永恆 你要永恆 只有佛性跟空性才是永恆 今天龍
樹菩薩告訴我們什麼是永恆 什麼是永生 你真正能夠證明
到空性 你知道佛性了 你已經開悟了 你有了悟境 你才
能夠真正成佛啊！這是龍樹菩薩成佛 依﹁中觀﹂的方法去
成佛的 認識了空性 所以也因為是空性 所以祂像一片雲
一樣地自在的在虛空之中 所以祂就是妙雲自在王佛
你如果認識空性 你就自在了 你衣服掉了 耶穌講過
一句話：﹁有人拿你的外衣 拿你的夾克 你連內衣都給
他 ﹂ 如果是有人把我的喇嘛裙偷掉 我連內褲都給你
耶穌講的不是我講的 呵呵 耶穌有這樣子講啊！對不對？
有人打你的右耳光 你的左耳光也給他打 耶穌怎麼講這種
話？奇怪啊！耶穌怎麼會這樣子講呢？那是你的東西呀！現
在問大家 什麼是你的東西？好了 蓮元上師看著我 站起
來！什麼是你的東西？自己是你的東西？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自己不會壞啊？會壞怎麼會是你的東西呀？你有什麼毛病
嗎？你生什麼病？喔 生命 生命是你的東西？那你生命會
翹掉啊！怎麼是你的東西？喔 你比吐登悉地還要笨呢！呵
呵 什麼是你的東西？︵答：沒有︶ ﹁沒有﹂就對了 請
坐 告訴你 沒有一樣東西是你的東西 這是龍樹菩薩告訴
我們的啊！所以你掉了錢你也不用悲傷 反正你不用給別人
家用 為什麼好悲傷的？反正人家撿到的人會去用啊！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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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啊！不是你用就是別人用啊！你丟了錢 別人撿到了
別人拿去用了 沒有什麼關係呀！別人用跟你用有什麼關係
呢？你如果能夠這樣子地自在 就是妙雲自在王佛啊！就是
華光自在佛啊！這是耶穌講的佛法 跟我們龍樹菩薩講的佛
法是一樣的
我們全部都是緣起 我們全部將來都要歸於空性 不要
以為師尊戴的東西 哇！師尊戴紅寶石耶！這上面還有刻著
師 尊 的 名 字 ﹁ 勝 彥 ﹂ 裡 面 還 有 英 文 名 字 ﹁ Sheng-Yen
Lu ﹂ 這個很貴的紅寶石 是香港蓮馨上師打造給我的；師
尊這邊又有一個紅寶石 二十九克拉 很大顆的紅寶石 這
是誰送的啊？︿阿拉伯大公國綠野集團﹀ 請她站起來 坤
音師姐送的 師尊為什麼要戴呀？因為如果不戴 蓮馨上師
會不爽 坤音師姐也會不爽 對不對？那只好戴著給他們
看 有時候輪流戴 因為有些人送我東西我沒有戴 他會看
著我：﹁師尊 祢為什麼沒有戴？﹂ 是為了戴給別人爽
啊！不是我爽啊！我是把它看成沒有東西呀！這個臺是我的
翻 譯 Hanifa 師 姐 她 去 打 造 的 坤 音 送 的 是 紅 寶 石
Hanifa 打造這個臺 她拿二十九克拉的紅寶石到銀樓去打造
這個臺的時候 銀樓的老闆跟我講：﹁這個紅寶石是真的
它如果完全沒有瑕疵 完全是透明的 紅寶石二十九克拉
的 一億啊！﹂ 一億臺幣 告訴大家 所有的紅寶石都是
有瑕疵的 呵呵 而且都快要斷裂 有點要斷掉的 但是我
戴起來 沒有人看到我這個紅寶石是有瑕疵 也快要斷裂
他們也看不到 反正想一億就是一億 自己心裡歡喜就好
自己歡喜 自己歡喜 別人也歡喜 大家一起歡喜 大家都
自在 這就是中觀的精神
其實任何一件東西都是假的 沒有真實 但是 又是真
實的！為什麼呢？告訴大家 你從來沒有想到的 你認為這
個花很漂亮 你給它摘下來 這個送給你的 girl friend
﹁這個花代表我的心﹂ girl friend 很歡喜 你知道很慘

世俗 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子 釋迦牟尼佛的妻子就叫耶輸
陀羅 她生了一個孩子叫做羅睺羅 以前聲音不管對不對
就叫做羅睺羅 那﹁羅﹂如果唸做﹁拉﹂ 那就是拉福拉
祂也有孩子 但是祂超越了世俗 祂出家了 走出世這一條
道路 入世祂也過了 出世祂也有 祂出了世又回來度世
俗 度世間的人 就是你已經超越了世俗以後 又到世俗這
邊來度眾生 這個就是中道 為什麼呢？祂已經出世了 已
經證悟了 但是祂又回到世俗來度眾生 也就是說祂不離開
﹁有﹂ 沒有離開﹁空﹂跟沒有離開﹁有﹂ 這就是綜合起
來的 這個就是屬於﹁中道﹂ 這是﹁中庸﹂的學說
那麼這個火呢 我剛剛舉一個例子鑽木取火 那個火
啊 就是釋迦牟尼佛常常講的：﹁一切因緣生 一切因緣
滅 ﹂ 緣起性空 你除掉這個緣以外 證悟到了空性 證
悟到了佛性 去除了所有一切的緣 一切的業障 就能夠看
到佛性 這是龍樹菩薩本身的思想
那跟大家講啊 我在講一個比喻好了 我們曾經在學
校 小學的時候 做過一種實驗 拿一張紙 比較易燃的
紙 然後藉著太陽光照射 我們手上拿著放大鏡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個焦點集中在一點 照在這一張紙上面 隔一
下子 轟！它就起火了 這一張紙就起火了 同樣的問題
火在陽光之中嗎？沒有 陽光中沒有火 火在放大鏡嗎？放
大鏡裡面也沒有火 那火在那一張紙上嗎？紙上也沒有火
啊 那火從哪裡來呢？是因為紙張 放大鏡跟陽光 三者合
一的因緣產生了火！世界上的一切物質的現象 全部都是這
樣子因緣而來
我們看看這個地球 你知道地球嗎？也一樣是成住壞
空 你看我們人 我講過了 我有一張小時候光屁股的照
片 沒有給大家看 如果給大家看到 會看到花生米的小
鳥 那個就是盧勝彥！ Baby 的時候 我那時候照相照得很
少 初中的就是學生證照一張 小學的學生證照一張 高中

的？你將這一朵玫瑰一採 它已經在喊：﹁痛！痛死我
了！﹂ 植物是有生命的 你不要以為你吃齋；你吃齋 就
是沒有殺生？你把一個蘿蔔從坑裡面給它拉上來 它就唉一
聲：﹁唉呀！我死了！﹂ 你吃齋呀？最補血的菜是什麼
菜？紅菜根哪？最含鐵質的菜是什麼菜？菠菜 大家知道
的 大力水手 菠菜 都是有生命的 當你把菠菜這樣子拉
起來 它會喊：﹁唉呀！我死了！﹂ 當你砍掉一根樹枝
﹁我要燒柴﹂ 砍掉一根樹枝 那個樹枝會痛啊！﹁唉呀！
手臂斷了！﹂你砍它的根 它的腳就斷了 我還告訴你喔！
你不要以為這些石頭沒有生命 任何一個礦物質全部都是有
生命的 它們都是有磁場的！
我最近看到臺灣的電視廣告 在做大理石 有沒有？他
把那個大理石砍成一半 用電鋸把它砍成一半 告訴你 你
如果懂得科學的 你來測驗 那麼大塊的磁場在旋轉 砍成
一半 它就消失了一半 變成小的在旋轉 任何一個寶石
任何一個金屬 任何一個金 銀 銅 鐵 錫 鎢 錙 全
部統統都是有生命的 都有磁場 不是強就是弱而已 現在
很多人在戴有磁場的手環 磁場的戒指 磁場的東西 補助
你自己本身的命運 有人這樣子做 有道理嗎？有 不是沒
有道理 但是看它的力量大跟小 還有很多都是假的 這個
全部都是緣起呀！所以我們講﹁六道輪迴﹂不對 應該是
﹁八道輪迴﹂ 據我所知道的 包括了礦物 包括了植物
八道輪迴才是正確的 人們的眼光只是在六道 天 人 阿
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礦物 植物 八道輪迴 你真正
用儀器來測 以前最早的日本的橋本健 他就用儀器來測植
物 現在的科學更發達 可以用儀器來測礦物！我講八道輪
迴 將來大家都會知道是八道輪迴 礦物跟植物都是有生命
的
告訴大家所有一切都是非真 所有一切也是非假 所以
龍樹菩薩的中觀是說：﹁一切諸法皆是如是 ﹂ 世界上任

的學生證照一張 大學的學生證照一張 畢業照照一張 很
少 五 六張照片 那裡面全部都是盧勝彥！現在坐在法座
上的也是盧勝彥！到底誰是真的盧勝彥哪？沒有盧勝彥
緣起 那個都是過去的緣起 現在坐在這裡的也是緣
起 有一天盧勝彥不再坐在這裡了 祂不能說法了 也不能
寫作了 祂四大分解了 誰是盧勝彥？沒有了 緣起性空
最後歸為空性 歸於佛性 大家要認識這一點 告訴你 人
是如此 一切物質現象都是如此 汽車也是如此 房子也是
如此 房地產也是如此 任何一個東西全部都是如此 沒有
所謂的永恆 你要永恆 只有佛性跟空性才是永恆 今天龍
樹菩薩告訴我們什麼是永恆 什麼是永生 你真正能夠證明
到空性 你知道佛性了 你已經開悟了 你有了悟境 你才
能夠真正成佛啊！這是龍樹菩薩成佛 依﹁中觀﹂的方法去
成佛的 認識了空性 所以也因為是空性 所以祂像一片雲
一樣地自在的在虛空之中 所以祂就是妙雲自在王佛
你如果認識空性 你就自在了 你衣服掉了 耶穌講過
一句話：﹁有人拿你的外衣 拿你的夾克 你連內衣都給
他 ﹂ 如果是有人把我的喇嘛裙偷掉 我連內褲都給你
耶穌講的不是我講的 呵呵 耶穌有這樣子講啊！對不對？
有人打你的右耳光 你的左耳光也給他打 耶穌怎麼講這種
話？奇怪啊！耶穌怎麼會這樣子講呢？那是你的東西呀！現
在問大家 什麼是你的東西？好了 蓮元上師看著我 站起
來！什麼是你的東西？自己是你的東西？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自己不會壞啊？會壞怎麼會是你的東西呀？你有什麼毛病
嗎？你生什麼病？喔 生命 生命是你的東西？那你生命會
翹掉啊！怎麼是你的東西？喔 你比吐登悉地還要笨呢！呵
呵 什麼是你的東西？︵答：沒有︶ ﹁沒有﹂就對了 請
坐 告訴你 沒有一樣東西是你的東西 這是龍樹菩薩告訴
我們的啊！所以你掉了錢你也不用悲傷 反正你不用給別人
家用 為什麼好悲傷的？反正人家撿到的人會去用啊！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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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哪？﹂ 師母講月球上沒有人 因為到目前的科學來
講 偵察整個月球 離我們最近的月球根本就沒有人 現在
問大家：﹁如果你在月球 月球什麼叫做善 惡？請問月球
有善 惡嗎？﹂ 欸 怎麼沒有人回答啊？喔 沒有 月球
沒有善惡 我再問你：﹁月球有什麼是素的 什麼是葷的
嗎？﹂ 也沒有！我再問你：﹁月球有佛法嗎？﹂ 剛剛喊
那麼大聲的是誰？他也是講﹁沒有﹂啊！是不是？欸？怎麼
不回答？你是講﹁沒有﹂嗎？是不是？怎麼不回答啊？呵
呵 月球也一樣沒有佛法 你真正研究到最深的境界 佛法
只是度人舟啊！
︻金剛經︼裡面講得好﹁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 佛
法都應該捨棄 你真正成就了 領悟了真正佛性 領悟了空
性 你身上的善 惡解除了 善 惡業都沒有了 你就是永
恆 在那一個境界裡面 我們現在修所謂四加行 上師相
應 本尊 然後修無漏 修拙火 修明點 修光明 修無上
密 修虹光化身 等你修成虹光化身的時候啊！即身成佛的
時候 你就不需要再修四加行了 也不用再修本尊了 也不
用再修無漏了 也不用再修拙火了 也不用再修明點了 也
不用再修出光明了 因為你本身就是光明
告訴大家 一切因緣生喔！我們的心靈也會產生東西
喔！我們的心靈會產生東西喔！就像我們看到酸梅 梅子
就會自己流口水 看到酸梅就會流口水了 哇！看到酸梅
這些梅子 你口水就流出來了 因為它酸 外省人吃橘子
說：﹁酸 ﹂ 就是酸 呵呵 你看到酸梅 你口水會流出
來 這是心靈上的作用 佛法就是心靈上的一種作用 你觀
想的時候 你的觀想就清淨了 你持咒的時候 你的口就清
淨了 你結手印的時候 你身體就清淨了 密教就是用這三
種清淨的方法 去修到你本身的善緣跟惡緣全部清淨了 等
你全部清淨的時候 你就得到了轉化 你轉化的時候 你轉
化成宇宙之間的光明

密教有即身成就 你可以連你的身體都成就 也可以即
身成就 也可以中陰成就 你變成靈魂了 再融合到本尊裡
面 文武本尊裡面 你得到成就了 這個叫做中陰成就 這
就是偉大的成就法
女的問男的 這個老問題：﹁你媽媽跟我一起同時落
水 你先會救誰？﹂ 男的講：﹁當然是先救妳啦！﹂ 女
的說：﹁哇！好感動喔！可是你為什麼會先救我呢？﹂ 男
的講：﹁因為救了妳以後水位就會下降 我媽媽就得救
了 ﹂ 這是比量 告訴大家 這是佛法裡面的比量 原來
女的實在是太胖了 有一天 老公突然間悔悟 跟老婆說：
﹁從今以後不再喝酒 ﹂ 便寫了一個日記給老婆 上面寫
著：﹁酒是我的仇人 老婆是我的命 以示悔改 ﹂ 老婆
看了很高興 隨口就問他：﹁那以後碰到仇人怎麼辦
呢？﹂ 老公不加思索地說：﹁遇到仇人 連命也不要
了 ﹂ 當然是跟仇人拼了 這是怎麼樣？這個也是比量
臺中一個男人到內蒙古的大草原去旅遊 一下車就來個
深呼吸 空氣太新鮮了 質量太好了 不料 身體一下承受
不了這種乾淨的環境 當場就氧氣中毒昏了過去 救護車及
時趕到 問病人從哪裡來的 病人說是從臺中來的 救護人
員趕快將氧氣筒的軟管拔下 接上了汽車的排氣管 讓他吸
了幾口 他慢慢醒了 輕輕地說：﹁這才是有家鄉的味
道 ﹂告訴你 這個就叫做﹁環保﹂ 環境 環保 臺中的
空氣很糟糕的 我回到西雅圖空氣那麼好 一定是不適應
了 所以還是長住臺灣 講給大家歡喜的啦！這個也是比
較 也是因緣所生 臺中以前的空氣很好的 為什麼現在不
好呢？火力發電廠 因緣所生法 這個也是比較喔！
︿中華電信﹀統計不同對象的對話 平均每通電話的平
均時間 男的跟男的講話只有 59 秒 男的跟媽媽講話只有
50 秒 男的跟爸爸講話只有 30 秒 男的跟女的講話 1 個
小 時 又 23 分 鐘 又 59 秒 女 的 跟 女 的 講 話 5 個 小 時
雜誌

33
34

何東西都是這樣子的 ︽中論︾裡面有提到﹁緣生因緣法
善名為空性 依緣而起名 緣起為中道﹂ 結論是若有菩提
薩埵 菩薩能夠了悟無生 無滅 緣起因緣 比如無雲烈日
除闇般 摧毀陳垢無明得佛果
我們天下目前的眾生 就是活在這個境界裡面 什麼境
界呀？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不是假的就是真的 告訴你 不
是真的 但也不是假的 只是因為緣起 你緣滅的時候 一
切都歸於空性 你有修行 你緣滅的時候 你就融合到空性
裡面 你就成為大能 就是永恆 就是無限的力量 你就是
龍樹菩薩 馬鳴菩薩 你也是上主 你與上主合一 你就是
上主 你就是至上意識 你就是本尊 你就是佛 只要你領
悟了 開悟了 你把自己人間的善惡緣全部統統都停止了
善惡業全部統統都消除了 你就成就了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問你：﹁月球上有沒有人哪？﹂
看看有誰看我 沒有人看我 那問師母好了：﹁月球上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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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哪？﹂ 師母講月球上沒有人 因為到目前的科學來
講 偵察整個月球 離我們最近的月球根本就沒有人 現在
問大家：﹁如果你在月球 月球什麼叫做善 惡？請問月球
有善 惡嗎？﹂ 欸 怎麼沒有人回答啊？喔 沒有 月球
沒有善惡 我再問你：﹁月球有什麼是素的 什麼是葷的
嗎？﹂ 也沒有！我再問你：﹁月球有佛法嗎？﹂ 剛剛喊
那麼大聲的是誰？他也是講﹁沒有﹂啊！是不是？欸？怎麼
不回答？你是講﹁沒有﹂嗎？是不是？怎麼不回答啊？呵
呵 月球也一樣沒有佛法 你真正研究到最深的境界 佛法
只是度人舟啊！
︻金剛經︼裡面講得好﹁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 佛
法都應該捨棄 你真正成就了 領悟了真正佛性 領悟了空
性 你身上的善 惡解除了 善 惡業都沒有了 你就是永
恆 在那一個境界裡面 我們現在修所謂四加行 上師相
應 本尊 然後修無漏 修拙火 修明點 修光明 修無上
密 修虹光化身 等你修成虹光化身的時候啊！即身成佛的
時候 你就不需要再修四加行了 也不用再修本尊了 也不
用再修無漏了 也不用再修拙火了 也不用再修明點了 也
不用再修出光明了 因為你本身就是光明
告訴大家 一切因緣生喔！我們的心靈也會產生東西
喔！我們的心靈會產生東西喔！就像我們看到酸梅 梅子
就會自己流口水 看到酸梅就會流口水了 哇！看到酸梅
這些梅子 你口水就流出來了 因為它酸 外省人吃橘子
說：﹁酸 ﹂ 就是酸 呵呵 你看到酸梅 你口水會流出
來 這是心靈上的作用 佛法就是心靈上的一種作用 你觀
想的時候 你的觀想就清淨了 你持咒的時候 你的口就清
淨了 你結手印的時候 你身體就清淨了 密教就是用這三
種清淨的方法 去修到你本身的善緣跟惡緣全部清淨了 等
你全部清淨的時候 你就得到了轉化 你轉化的時候 你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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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有即身成就 你可以連你的身體都成就 也可以即
身成就 也可以中陰成就 你變成靈魂了 再融合到本尊裡
面 文武本尊裡面 你得到成就了 這個叫做中陰成就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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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問男的 這個老問題：﹁你媽媽跟我一起同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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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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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西都是這樣子的 ︽中論︾裡面有提到﹁緣生因緣法
善名為空性 依緣而起名 緣起為中道﹂ 結論是若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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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闇般 摧毀陳垢無明得佛果
我們天下目前的眾生 就是活在這個境界裡面 什麼境
界呀？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不是假的就是真的 告訴你 不
是真的 但也不是假的 只是因為緣起 你緣滅的時候 一
切都歸於空性 你有修行 你緣滅的時候 你就融合到空性
裡面 你就成為大能 就是永恆 就是無限的力量 你就是
龍樹菩薩 馬鳴菩薩 你也是上主 你與上主合一 你就是
上主 你就是至上意識 你就是本尊 你就是佛 只要你領
悟了 開悟了 你把自己人間的善惡緣全部統統都停止了
善惡業全部統統都消除了 你就成就了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問你：﹁月球上有沒有人哪？﹂
看看有誰看我 沒有人看我 那問師母好了：﹁月球上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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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要非常感謝至高無上的聖尊蓮
生法王 今天第一次以最殊勝的
有顯密八宗共主 佛陀之二 之稱的龍樹
菩薩為主尊 啟建護國 息災 祈福 超
度大法會和﹁龍樹菩薩本尊法﹂和﹁中觀
論﹂灌頂 也要感謝︿中觀堂﹀釋蓮悅上
師 以最虔誠的心代眾弟子向師尊請法
讓龍樹菩薩無上的智慧澆灌娑婆世界的眾
生 也要感謝蓮妙上師和各地來的上師
法師 義工同門齊心勞力的籌備這次的大
法會
龍樹菩薩是大乘佛學思想的創始者
約在西元二 三世紀 也大概在佛陀滅度
後七百年左右 祂生平的傳奇非常的殊
勝 天資非常聰明 祂的思路非常的敏
銳 貫通天文 地理 還有數學 小乘經
典 然後 再配合當時初期的大乘空的思
想 加以發揚光大 發展出非常完整的大

29 分鐘 59 秒 老公跟老婆講話 3 秒 老婆跟老公打電話
有 14 通他都沒有接 這個就是比量
下個禮拜要過年了 我早上去銀行領錢 哇！靠么 人
山人海 排了很久終於輪到我了 我講：﹁我要領二十
萬 ﹂ 銀行員說：﹁沒有那麼多 ﹂我就說：﹁那我領十
萬好了 ﹂ 這個銀行員說：﹁也沒有那麼多 ﹂我當場就
發火了：﹁就算今天領錢的人這麼多 為什麼這麼大間的銀
行連十萬塊都沒有嗎？﹂ 想不到銀行員也火大地喊：﹁不
是銀行沒有錢 是你帳戶沒有那麼多！﹂ 告訴大家 你如
果沒有修行 你銀行裡面沒有很好的存款 沒有修法 沒有
修行 雖然有了證悟 今天聽了有些證悟 有些悟境 但是
呢 這些業障還是在的 你的銀行沒有那麼多的往生資糧
我們今天在修行就是要修往生的資糧 嗡嘛呢唄咪吽

乘思想體系 祂的﹁中觀﹂論作非常的
多 有﹁千部論主﹂的美稱 大乘著作也
非常的多 其中 最特別的是︽中論︾
︽大智度論︾等等 主要的思想是在闡揚
緣起性空 以及有 無的中觀思想
最近 師尊剛剛完成第 265 冊文集
中 有一篇文章提到龍樹菩薩和中觀 大
家可以看一下 師尊有談到龍樹菩薩核心
的學說 就是所謂的八不中道 從正反兩
面 經過雙重的否定 否定再否定 而得
到正確的方法 也就是破邪顯正的中觀論
證法 非常的高明 主要是要把握中觀的
重點 破除各種執著
一千八百多年前 有﹁千部論主﹂美
譽的龍樹菩薩 而當今二十一世紀也出現
了一位新的﹁千部論主﹂聖者 您們知道
是誰嗎？︵師尊︶ 答對了 在過去的半
個世紀裡 師尊每天寫一篇文章 到目前
為止 師尊已經寫 265 本文集 融合道
顯密無上大法 廣度無量眾生 書就是代
表師尊的心 今天的大法會 其實就是當
代法王蓮生活佛與﹁佛陀第二﹂的龍樹菩
薩一場千年時空的相會 非常殊勝莊嚴
龍樹菩薩的中觀學說及中觀辯證法非
常的高明 不但對大乘佛教思想的發展有
巨大影響外 對於近代歐美的哲學思想也
有很大的啟發性 其實 我發現有許多討
論中觀學說的西方論文的發表 尤其是歐
美 此外 中觀學說對於近代科學 特別
是量子力學 (quantum mechanics)
也
很有啟發性 量子力學中有三種關於物理
世界﹁實相﹂觀察跟理論 就是﹁互補原
理 ﹂ complementary principle
﹁物

雜誌

質的四種基本交互作用力﹂ four basic
fundamental interactions 和 ﹁ 量 子 糾
纏 ﹂ quantum entanglement
量子糾
纏 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概念 可以解釋很
多靈界的現象 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
時代有很大的貢獻 像是最近開始發展的
量子衛星︵ quantum satellite ︶ 由
量子力學發展量子通訊 非常的重要 量
子力學的三種重要概念與龍樹菩薩有關
﹁八不中道﹂和﹁緣起性空﹂的闡述非常
相近 所以 近代量子科學家可以從龍樹
菩薩的思想裡面得到很多的啟發 最重要
的是佛法與科學 都想要解開宇宙人生之
奧妙 兩者方法雖然截然不同 但它們
﹁實事求證﹂之精神則是一致 比較起
來 佛法是遠遠超過於科學的
中觀思想的真諦非常深奧 尤其是如
何從﹁中觀論﹂的修持禪定達到開悟解
脫 非常的難以了解 現今唯有證得﹁般
若﹂無上智慧 和龍樹菩薩一樣 也曾由
禪定三昧地進入龍宮的無上尊貴的聖尊蓮
生法王才能夠透徹瞭解 在今天這場殊勝
的大法會中 師尊將首次開示﹁中觀論﹂
非常奧秘的道理 所以 今天來參加大法
會的同門跟善信大德有極大的福分 要感
激聖尊 祂非常的慈悲 祈求師尊佛體安
康 長壽自在 常轉法輪 不入涅槃 請
佛住世
最後 恭祝師尊 師母 還有與會大
眾 身體健康 事業順利 災病消除 狗
年行大運 今天的法會順利吉祥圓滿 順
利成功！謝謝大家
嗡嘛呢唄咪吽！

中觀堂在法會現場的時光迴廊布景設計，猶如
龍宮的情境，猶如時光倒流……
展開一場法王與龍樹菩薩跨時空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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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續命法﹂｜
黎明的時候修命懃氣等法

約千遍即能夠迴遮延壽

特別能不受意外諸難的侵擾；又修瓶氣亦可迴遮續命

雜誌

師 蓮訶上師 蓮伽上師；︿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士 and her husband 李和同先生 感謝林
可書師姐打齋二十萬元 香港張玉妹師姐打齋十萬元 香港
岑錦洪師姐打齋十萬元 陳淑權師姐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
安！大家好！︵臺語︶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
大家好！︵粵話︶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and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 馬 來 西 亞 語 ： 午 安 ︶
Sawadikap ︵ 泰 語 ： 你好 ︶감 사 합 니 다 ︵韓 語： 謝謝︶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
班牙語：我愛你︶ Merci ！還有 Saude. ︵葡萄牙語：祝
你健康︶另外すごい いちばん 持ちいい 大家好
先進入廣告時間 明天︿黃帝雷藏寺﹀有﹁金面金母大
法會﹂ 歡迎所有同門明天都可以到桃園︿黃帝雷藏寺﹀參
加這個大法會 第二個 我們︿真佛般若藏﹀ 目前現在來
講 已經有很多的會員 我們希望每一個都成為︿真佛般若
藏﹀的會員 另外 師尊已經寫了︽寫鬼︾ ︽鬼中之
鬼︾ ︽鬼域︾ 還有︽鬼的總本山︾ 這些書會陸續地出
版 現在剩下︽鬼的總本山︾ 來還淨的非常多 每一次做
完法會 在獻哈達的地方 很多人列隊來還淨 每一個人都
有每一個人的故事 來還淨的有睡不著的 不然就是自閉
的 也有他的家人自殺 也有自裁的 也有整個人變成臉色
發青的 還有 ghost 鬼在他身上的 很多毛病 其實再講
下去也沒啥意思 很多還淨的 每一次限制 大概二十個人
吧！因為太多人還淨實在是會影響到很多時間 希望大家能
夠體諒 如果你需要講的話 你們可以把書面的文字寄給
﹁給你點上心燈﹂或者是慧君上師 都可以的
主要是××已經害了非常多的人 精神失常的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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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紅度母﹂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的貴賓
是：︿中華民國駐瑞典兼挪威代表﹀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
珍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
士；︿真佛宗﹀博士教授團 醫護團全體成員；︿宗委會﹀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黃月琴律師；︿靜乙企業公司﹀總經
理張予甄女士 巴西︿聖保羅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宗傑博士
及夫人陳瑞蓮醫師 巴西僑務促進委員陳林辛昭女士；美國
亞特蘭大周衡醫師 林淑華醫師；法國林耿旭醫師 法國
︿大弘出版社﹀范秀姬女士；馬來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夫
人拿汀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倩小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
室綠野集團﹀林坤音女士及陳天麟先生 木雕藝術家簡政興
先生 台中市立委盧秀燕代表 ︿台灣區華光功德會﹀理事
長張耀仁先生；︿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及︽大圓滿九次
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蓮悅上
師 主持人佩君師姐；︽道果︾ ︻圓覺經︼主持人蓮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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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續命法﹂｜
黎明的時候修命懃氣等法

約千遍即能夠迴遮延壽

特別能不受意外諸難的侵擾；又修瓶氣亦可迴遮續命

雜誌

師 蓮訶上師 蓮伽上師；︿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女士
My
sister 盧幗英女士 and her husband 李和同先生 感謝林
可書師姐打齋二十萬元 香港張玉妹師姐打齋十萬元 香港
岑錦洪師姐打齋十萬元 陳淑權師姐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
安！大家好！︵臺語︶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
大家好！︵粵話︶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and
Good afternoon ︵ 英 語 ： 午 安 ︶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 馬 來 西 亞 語 ： 午 安 ︶
Sawadikap ︵ 泰 語 ： 你好 ︶감 사 합 니 다 ︵韓 語： 謝謝︶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
班牙語：我愛你︶ Merci ！還有 Saude. ︵葡萄牙語：祝
你健康︶另外すごい いちばん 持ちいい 大家好
先進入廣告時間 明天︿黃帝雷藏寺﹀有﹁金面金母大
法會﹂ 歡迎所有同門明天都可以到桃園︿黃帝雷藏寺﹀參
加這個大法會 第二個 我們︿真佛般若藏﹀ 目前現在來
講 已經有很多的會員 我們希望每一個都成為︿真佛般若
藏﹀的會員 另外 師尊已經寫了︽寫鬼︾ ︽鬼中之
鬼︾ ︽鬼域︾ 還有︽鬼的總本山︾ 這些書會陸續地出
版 現在剩下︽鬼的總本山︾ 來還淨的非常多 每一次做
完法會 在獻哈達的地方 很多人列隊來還淨 每一個人都
有每一個人的故事 來還淨的有睡不著的 不然就是自閉
的 也有他的家人自殺 也有自裁的 也有整個人變成臉色
發青的 還有 ghost 鬼在他身上的 很多毛病 其實再講
下去也沒啥意思 很多還淨的 每一次限制 大概二十個人
吧！因為太多人還淨實在是會影響到很多時間 希望大家能
夠體諒 如果你需要講的話 你們可以把書面的文字寄給
﹁給你點上心燈﹂或者是慧君上師 都可以的
主要是××已經害了非常多的人 精神失常的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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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紅度母﹂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的貴賓
是：︿中華民國駐瑞典兼挪威代表﹀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及夫人韓霧
珍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時宜教授及夫人陳旼旼女
士；︿真佛宗﹀博士教授團 醫護團全體成員；︿宗委會﹀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黃月琴律師；︿靜乙企業公司﹀總經
理張予甄女士 巴西︿聖保羅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宗傑博士
及夫人陳瑞蓮醫師 巴西僑務促進委員陳林辛昭女士；美國
亞特蘭大周衡醫師 林淑華醫師；法國林耿旭醫師 法國
︿大弘出版社﹀范秀姬女士；馬來西亞拿督雷豐毅先生 夫
人拿汀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倩小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
室綠野集團﹀林坤音女士及陳天麟先生 木雕藝術家簡政興
先生 台中市立委盧秀燕代表 ︿台灣區華光功德會﹀理事
長張耀仁先生；︿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及︽大圓滿九次
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蓮悅上
師 主持人佩君師姐；︽道果︾ ︻圓覺經︼主持人蓮海上

我

﹁不共續命法﹂就是飲空續命法

師尊為大幅畫作再添上更多色彩

37
38

2018
03 Mar.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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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燃燈雜誌
法會∕ 紅度母護摩法會
地點∕ 台灣雷藏寺

【燃燈雜誌】
報
導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的 自閉的 自裁的 臉色發青的 什麼都不順的或者很多
事情 你們有資料的話 就給﹁給你點上心燈﹂也可以 慧
君上師也可以 免得每一次都要跟我講 你們用紙條寫一下
事情的經過；有些要多加持幾次 有些收煞 也要多收幾
次 有﹁米衣收煞法﹂ 也要多收幾次 這是關於××的
你們如果買了書就會清楚 尤其是最後這一本︽鬼的總本
山︾ 我把××府講得非常清楚 它有一點類似日本靖國神
社 也就是日本人供奉二戰死亡的軍魂 ××府有三分之二
也是日本二戰的軍魂 非常類似 一般受到二次大戰日本侵
略的國家 都是很反對他們的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 同樣
的 我們︿真佛宗﹀也反對有人去參拜舊金山的靖國神社
或是台灣桃園觀音區的靖國神社 我們覺得這是不對的
好 現在歸入正題 今天我們做的是﹁紅度母護摩法
會﹂ 紅度母當然是紅色的 特別的是祂右手拿金剛鉤 左
手持著烏巴拉花 蓮花的一種 咒語是﹁嗡 達咧 都達
咧 桑打惹尼 些 梭哈 ﹂祂的頂上為阿彌陀如來 在二
十一度母當中 這一尊是屬於作法的本尊 祂的手印也就是
度母的手印 觀想就是祂的右手拿金剛鉤 左手拿著烏巴拉
花 全身天衣重裙 非常美麗跟莊嚴 綠度母是最美麗的
紅度母 二十一度母 每一尊都是最美麗的 而且是年輕
的 像十六歲少女一樣 祂全身是紅色 有三目 最主要
的 紅度母是作法的本尊 最重要的口訣是金剛鉤轉三下
右轉三下 左轉三下 這不是一般的鉤 而是屬於紅度母的
金剛鉤 金剛鉤是放在祂右腳的膝蓋上
持著這個鉤可以作法 我們如果做息災的作法 在虛空
中顯現出一個﹁吽﹂字 以這個金剛鉤勾住那個﹁吽﹂字底
下的勾 然後以這個白色的﹁吽﹂字做息災法 紅色的
﹁吽﹂字做敬愛法 黃色的﹁吽﹂字做增益法 藍色的
﹁吽﹂字做降伏法
這次在桃園︿林口體育館﹀ 很多同門獻哈達 最後有

一個同門 他是排最後的 跟我講他中了頭獎 那位同門可
能有在現場 但是你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 你的頭獎可能會
損失很多 不過 最厲害的還是×× 她會馬上相中你 而
且絕對找到你家 然後她會跟你講：﹁瑤池金母借你的手去
中獎 其實是要給我蓋廟的 基本上 你中了頭獎 你生活
的一些費用 我會給你 其他的 瑤池金母說統統都要給
我 ﹂××經常這樣講的 蓮花梭麥 我們第一個中獎的那
一位 被她追到脫離︿真佛宗﹀ 離開︿真佛宗﹀ 不敢再
來︿西雅圖雷藏寺﹀ 蓮花梭麥 五千五百萬美金 她跟他
講：﹁你修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是瑤池金母借你的手中大
樂透五千五百萬美金 你這樣子好了 我同情你 我五百萬
給你 五千萬美金你要給我蓋廟 ﹂嚇得我們這個同門就跑
了 不敢再來︿西雅圖雷藏寺﹀ ××用瑤池金母的名義
說是瑤池金母借他的手去中獎 錢應該歸她 給你基本的生
活費 阿彌陀佛！所以剛剛中獎的 不要站起來！拜託你
我們知道沙烏地阿拉伯大公國的︿綠野集團﹀林坤音女
士 跟她的 husband 蓮院 我很欣賞蓮院 為什麼？你頭
髮留起來就留起來 你也可以在家修行 而且他也不避嫌
﹁我就是這樣﹂ 這才是真正的勇夫 對不對？我坦然面對
一切 這才是真正的勇夫 那些縮頭縮尾的像烏龜一樣 頭
伸進去 四隻腳縮起來 連尾巴都收起來 剩一個殼的 那
不是勇夫 真正的勇夫是面對一切 坦然無懼 ﹁我還是在
修行﹂ 在家修行 有時比出家修行更精進 至於坤音女
士 因為她在︿西雅圖雷藏寺﹀義買了我一件東西 義買美
金數目相當的大 告訴你 ××也看上她 馬上自動靠到她
旁邊 將她從︿台灣雷藏寺﹀行李全部帶走到了桃園觀音
區 去那裡 要她住下來 準備慢慢地刮 刮什麼？刮錢
反正 妳義賣的數目很多的 一定是有錢的 而且 妳又是
︿綠野集團﹀的總裁 那一定是很有錢 載去那裡 每天給
她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慢慢刮 好像是蓮等法師知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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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閉的 自裁的 臉色發青的 什麼都不順的或者很多
事情 你們有資料的話 就給﹁給你點上心燈﹂也可以 慧
君上師也可以 免得每一次都要跟我講 你們用紙條寫一下
事情的經過；有些要多加持幾次 有些收煞 也要多收幾
次 有﹁米衣收煞法﹂ 也要多收幾次 這是關於××的
你們如果買了書就會清楚 尤其是最後這一本︽鬼的總本
山︾ 我把××府講得非常清楚 它有一點類似日本靖國神
社 也就是日本人供奉二戰死亡的軍魂 ××府有三分之二
也是日本二戰的軍魂 非常類似 一般受到二次大戰日本侵
略的國家 都是很反對他們的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 同樣
的 我們︿真佛宗﹀也反對有人去參拜舊金山的靖國神社
或是台灣桃園觀音區的靖國神社 我們覺得這是不對的
好 現在歸入正題 今天我們做的是﹁紅度母護摩法
會﹂ 紅度母當然是紅色的 特別的是祂右手拿金剛鉤 左
手持著烏巴拉花 蓮花的一種 咒語是﹁嗡 達咧 都達
咧 桑打惹尼 些 梭哈 ﹂祂的頂上為阿彌陀如來 在二
十一度母當中 這一尊是屬於作法的本尊 祂的手印也就是
度母的手印 觀想就是祂的右手拿金剛鉤 左手拿著烏巴拉
花 全身天衣重裙 非常美麗跟莊嚴 綠度母是最美麗的
紅度母 二十一度母 每一尊都是最美麗的 而且是年輕
的 像十六歲少女一樣 祂全身是紅色 有三目 最主要
的 紅度母是作法的本尊 最重要的口訣是金剛鉤轉三下
右轉三下 左轉三下 這不是一般的鉤 而是屬於紅度母的
金剛鉤 金剛鉤是放在祂右腳的膝蓋上
持著這個鉤可以作法 我們如果做息災的作法 在虛空
中顯現出一個﹁吽﹂字 以這個金剛鉤勾住那個﹁吽﹂字底
下的勾 然後以這個白色的﹁吽﹂字做息災法 紅色的
﹁吽﹂字做敬愛法 黃色的﹁吽﹂字做增益法 藍色的
﹁吽﹂字做降伏法
這次在桃園︿林口體育館﹀ 很多同門獻哈達 最後有

一個同門 他是排最後的 跟我講他中了頭獎 那位同門可
能有在現場 但是你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 你的頭獎可能會
損失很多 不過 最厲害的還是×× 她會馬上相中你 而
且絕對找到你家 然後她會跟你講：﹁瑤池金母借你的手去
中獎 其實是要給我蓋廟的 基本上 你中了頭獎 你生活
的一些費用 我會給你 其他的 瑤池金母說統統都要給
我 ﹂××經常這樣講的 蓮花梭麥 我們第一個中獎的那
一位 被她追到脫離︿真佛宗﹀ 離開︿真佛宗﹀ 不敢再
來︿西雅圖雷藏寺﹀ 蓮花梭麥 五千五百萬美金 她跟他
講：﹁你修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是瑤池金母借你的手中大
樂透五千五百萬美金 你這樣子好了 我同情你 我五百萬
給你 五千萬美金你要給我蓋廟 ﹂嚇得我們這個同門就跑
了 不敢再來︿西雅圖雷藏寺﹀ ××用瑤池金母的名義
說是瑤池金母借他的手去中獎 錢應該歸她 給你基本的生
活費 阿彌陀佛！所以剛剛中獎的 不要站起來！拜託你
我們知道沙烏地阿拉伯大公國的︿綠野集團﹀林坤音女
士 跟她的 husband 蓮院 我很欣賞蓮院 為什麼？你頭
髮留起來就留起來 你也可以在家修行 而且他也不避嫌
﹁我就是這樣﹂ 這才是真正的勇夫 對不對？我坦然面對
一切 這才是真正的勇夫 那些縮頭縮尾的像烏龜一樣 頭
伸進去 四隻腳縮起來 連尾巴都收起來 剩一個殼的 那
不是勇夫 真正的勇夫是面對一切 坦然無懼 ﹁我還是在
修行﹂ 在家修行 有時比出家修行更精進 至於坤音女
士 因為她在︿西雅圖雷藏寺﹀義買了我一件東西 義買美
金數目相當的大 告訴你 ××也看上她 馬上自動靠到她
旁邊 將她從︿台灣雷藏寺﹀行李全部帶走到了桃園觀音
區 去那裡 要她住下來 準備慢慢地刮 刮什麼？刮錢
反正 妳義賣的數目很多的 一定是有錢的 而且 妳又是
︿綠野集團﹀的總裁 那一定是很有錢 載去那裡 每天給
她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慢慢刮 好像是蓮等法師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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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以後 馬上打電話給林坤音師姐：﹁妳不要去啊
趕快回來 她開始設陷阱要搜刮妳的財啊！﹂林坤音說：
﹁我行李都搬去那裡了 至少也過一夜吧！﹂她便在觀音區
過了一夜後 趕快溜回來 所以坤音師姐 妳有沒有被刮？
沒有吧？××是很會刮人的 只要你義買 所以我現在都不
敢義賣 同門義買 只要你義買 她就看上你 絕對追到你
家去 我們台東︿東湖堂﹀堂主 種釋迦果 他有釋迦園
他在︿西雅圖雷藏寺﹀就是因為義買我的東西 回來以後
她那邊的法師馬上打電話給他：﹁我要到你那裡去弘法 ﹂
台東︿東湖堂﹀ 去︿東湖堂﹀她做了一次法會 堂主就丁
丁了 旁邊有個︿關山同修會﹀ 她去了 她也做了一個法
會 那堂主也丁丁了 到了︿花蓮同修會﹀ 就把廖鶴群夫
婦全部帶到舊金山 他們現在已經回來了 目前受過很多加
持 廖鶴群夫婦身體健康 已經恢復了 ︿東湖堂﹀的堂主
是因為義買 被她看中 她到那邊去做法會 結果堂主就這
樣死了 ︿關山同修會﹀的堂主跟著也死掉了 幸好︿花蓮
同修會﹀他們倆個沒有完蛋 但是精神受損 目前已經好
了 ︿花蓮同修會﹀還在繼續做
第一個供奉××府的就是︿佛林同修會﹀ 第一個堂
主 大家知道是蓮施上師 也不用講了 接連三個堂主 第
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堂主 有病的 死的 還有猝死的
一共有三位 蓮施大家知道他的狀況 ︿佛林同修會﹀是第
一個供的 所以不知害了多少人！連我的畫畫的老師 朱穆
蘭老師也精神失常 另外 還有很多在那邊做義工的 你如
果還淨的時候 問：﹁你們在那邊做義工多久啊？﹂有的講
三年 有的講八年 有的講幾年的 那麼﹁給你點上心燈﹂
都有將這些錄下 他們有精神失常的 晚上睡不著 整個人
萎靡不振 自殺的 統統都有 大家知道厲害就好
我們這一尊紅度母是作法的本尊 這個金剛鉤主要是勾
﹁吽﹂字 白色﹁吽﹂字是息災法 紅色的﹁吽﹂字是敬愛

法 藍色的﹁吽﹂字是降伏法 黃色的﹁吽﹂字是增益法
所以你看大樂透彩 在中三十億的當中 有四人得獎的 其
中有一個就是︿真佛宗﹀的弟子 三十億威力彩 前幾天在
桃園︿林口體育館﹀ 最後那一個獻哈達的 他跟我講 他
中了頭獎 汶萊來了很多人 昨天晚上他們請供餐 請問中
了兩億的那位中獎的 那位供餐時有沒有來？有在？有來
嗎？有來 你不要站起來 他是在新加坡中獎 也等於台幣
二億 很多的 我們︿真佛宗﹀中獎的太多了 數不清的
就是﹁勾 勾 勾﹂ 就給它勾來 一勾 哇！好多的錢從
虛空中掉下來 黃色的﹁吽﹂字變化成為金銀財寶 從虛空
中掉下來 我講過可以勾黃金的 一公斤全部的黃金從虛空
中掉下來 但是你要小心啊 你不要打到頭 一公斤的黃金
從虛空中掉下來 打到頭是會聶浦的 終わり 這是不可以
的 可以勾財 可以勾你的情人 可以消除你的業障 可以
降伏你的怨敵 都是用金剛鉤作法的
你們仔細看這個紅度母 手印也就是度母手印 祂的種
子字是﹁當﹂ 咒語是﹁嗡 達咧 都達咧 桑打惹尼
些 梭哈 ﹂ 觀想要觀想紅度母 虛空中的智慧本尊︵紅
度母︶ 自己也變化成為紅度母 以紅度母進入到你的心
中 你自己變化成紅度母 然後再用金剛鉤去作法 最主要
是你要唸紅度母的咒一百五十萬遍 這是大紅度母 勾的錢
最多 唸五十萬遍 就是中紅度母 可以勾中級的財 若真
的沒辦法 沒那麼多時間 唸十萬遍紅度母的咒 是小紅度
母 勾的財大概就剩下十分之一吧！唸的咒越多 勾的財越
多 有人問我：﹁勾財天女呢？﹂ 勾財天女也是這樣勾
勾 勾啊？紅度母也這樣子勾勾勾啊！勾財天女﹁勾攝財續
母﹂是專門勾財 而紅度母還可以息災 還可以增益 還可
以敬愛 還可以降伏 你們看一看紅度母就知道
我今天再講一下︽道果︾ 今天談﹁續命﹂ 壽命到
了 可以再延長壽命 這個﹁外續命法﹂是這樣講的 ﹁以

供食子 察察 放生 護命等行盡其所能而作迴遮之 ﹂就
是把你要走的命迴遮掉 你就不會走 ﹁食子﹂即是供養白
色的種子 可以延長你的壽命 什麼叫做﹁察察﹂呢？這個
﹁察察﹂不是那個﹁××﹂ ﹁察察﹂是監察院的察 ﹁察
察﹂就是小的佛像 你如果供養小的佛像 也可以延長壽
命 另外 你知道自己壽命到了 你放生一回 放掉很多的
生命 讓牠們不死 以補充你自己本身不死 放生也很重
要 另外 ﹁護命﹂保護自己生命的種種法 也是一種﹁迴
遮﹂ 就是遮掉 遮止
我記得有次師父也教我 不是用草蓆綁住 撒米 頭上
點燈 腳下點燈 供一碗米 插一根香 不是這樣延長壽
命 是怎麼延長呢？而是 你做自己的結界 金剛火焰 金
剛牆 然後 金剛網從虛空中下來 底下金剛地基︵就是十
字金剛杵︶畫好十字金剛杵 你坐在金剛杵的中央 頭上頂
著︻金剛經︼ 如果你有任何災難 閻羅王不能進來抓你
閻羅王有操生死的大權 祂要抓你 第一個祂碰到金剛火
焰 火在燃燒 你的金剛牆圍著 祂縱使能進來 上面有金
剛網壓住 地下有金剛地基也可以保護你 你坐在中央 頭
頂著︻金剛經︼ 祂一來 看到︻金剛經︼ 祂不能抓你
這是你懂得續命法的時候就這樣 你的命就可以延長 他有
所謂﹁共續命法 黎明的時候修命懃氣等法 約千遍即能夠
迴遮延壽 特別能不受意外諸難的侵擾；又修瓶氣亦可迴遮
續命 ﹂你修寶瓶氣就可以迴遮 單單你修寶瓶氣 你的命
到了 你拼命修寶瓶氣 照樣可以讓你延長壽命 再來呢
你黎明時候修懃氣法 也是閉氣法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飲
空續命法﹂ 只要千遍就能夠迴遮 可以延壽
﹁飲空續命法就是不共續命法 這是阿闍黎畢瓦巴祖師
的教授 稱為﹃飲空續命法﹄的教授﹂ 我在書上寫過 也
是在破曉時分 也就是在黎明的時候 在黎明太陽還沒有升
起 天空是一片的藍色 青色 這個時候你要禪定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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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以後 馬上打電話給林坤音師姐：﹁妳不要去啊
趕快回來 她開始設陷阱要搜刮妳的財啊！﹂林坤音說：
﹁我行李都搬去那裡了 至少也過一夜吧！﹂她便在觀音區
過了一夜後 趕快溜回來 所以坤音師姐 妳有沒有被刮？
沒有吧？××是很會刮人的 只要你義買 所以我現在都不
敢義賣 同門義買 只要你義買 她就看上你 絕對追到你
家去 我們台東︿東湖堂﹀堂主 種釋迦果 他有釋迦園
他在︿西雅圖雷藏寺﹀就是因為義買我的東西 回來以後
她那邊的法師馬上打電話給他：﹁我要到你那裡去弘法 ﹂
台東︿東湖堂﹀ 去︿東湖堂﹀她做了一次法會 堂主就丁
丁了 旁邊有個︿關山同修會﹀ 她去了 她也做了一個法
會 那堂主也丁丁了 到了︿花蓮同修會﹀ 就把廖鶴群夫
婦全部帶到舊金山 他們現在已經回來了 目前受過很多加
持 廖鶴群夫婦身體健康 已經恢復了 ︿東湖堂﹀的堂主
是因為義買 被她看中 她到那邊去做法會 結果堂主就這
樣死了 ︿關山同修會﹀的堂主跟著也死掉了 幸好︿花蓮
同修會﹀他們倆個沒有完蛋 但是精神受損 目前已經好
了 ︿花蓮同修會﹀還在繼續做
第一個供奉××府的就是︿佛林同修會﹀ 第一個堂
主 大家知道是蓮施上師 也不用講了 接連三個堂主 第
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堂主 有病的 死的 還有猝死的
一共有三位 蓮施大家知道他的狀況 ︿佛林同修會﹀是第
一個供的 所以不知害了多少人！連我的畫畫的老師 朱穆
蘭老師也精神失常 另外 還有很多在那邊做義工的 你如
果還淨的時候 問：﹁你們在那邊做義工多久啊？﹂有的講
三年 有的講八年 有的講幾年的 那麼﹁給你點上心燈﹂
都有將這些錄下 他們有精神失常的 晚上睡不著 整個人
萎靡不振 自殺的 統統都有 大家知道厲害就好
我們這一尊紅度母是作法的本尊 這個金剛鉤主要是勾
﹁吽﹂字 白色﹁吽﹂字是息災法 紅色的﹁吽﹂字是敬愛

法 藍色的﹁吽﹂字是降伏法 黃色的﹁吽﹂字是增益法
所以你看大樂透彩 在中三十億的當中 有四人得獎的 其
中有一個就是︿真佛宗﹀的弟子 三十億威力彩 前幾天在
桃園︿林口體育館﹀ 最後那一個獻哈達的 他跟我講 他
中了頭獎 汶萊來了很多人 昨天晚上他們請供餐 請問中
了兩億的那位中獎的 那位供餐時有沒有來？有在？有來
嗎？有來 你不要站起來 他是在新加坡中獎 也等於台幣
二億 很多的 我們︿真佛宗﹀中獎的太多了 數不清的
就是﹁勾 勾 勾﹂ 就給它勾來 一勾 哇！好多的錢從
虛空中掉下來 黃色的﹁吽﹂字變化成為金銀財寶 從虛空
中掉下來 我講過可以勾黃金的 一公斤全部的黃金從虛空
中掉下來 但是你要小心啊 你不要打到頭 一公斤的黃金
從虛空中掉下來 打到頭是會聶浦的 終わり 這是不可以
的 可以勾財 可以勾你的情人 可以消除你的業障 可以
降伏你的怨敵 都是用金剛鉤作法的
你們仔細看這個紅度母 手印也就是度母手印 祂的種
子字是﹁當﹂ 咒語是﹁嗡 達咧 都達咧 桑打惹尼
些 梭哈 ﹂ 觀想要觀想紅度母 虛空中的智慧本尊︵紅
度母︶ 自己也變化成為紅度母 以紅度母進入到你的心
中 你自己變化成紅度母 然後再用金剛鉤去作法 最主要
是你要唸紅度母的咒一百五十萬遍 這是大紅度母 勾的錢
最多 唸五十萬遍 就是中紅度母 可以勾中級的財 若真
的沒辦法 沒那麼多時間 唸十萬遍紅度母的咒 是小紅度
母 勾的財大概就剩下十分之一吧！唸的咒越多 勾的財越
多 有人問我：﹁勾財天女呢？﹂ 勾財天女也是這樣勾
勾 勾啊？紅度母也這樣子勾勾勾啊！勾財天女﹁勾攝財續
母﹂是專門勾財 而紅度母還可以息災 還可以增益 還可
以敬愛 還可以降伏 你們看一看紅度母就知道
我今天再講一下︽道果︾ 今天談﹁續命﹂ 壽命到
了 可以再延長壽命 這個﹁外續命法﹂是這樣講的 ﹁以

供食子 察察 放生 護命等行盡其所能而作迴遮之 ﹂就
是把你要走的命迴遮掉 你就不會走 ﹁食子﹂即是供養白
色的種子 可以延長你的壽命 什麼叫做﹁察察﹂呢？這個
﹁察察﹂不是那個﹁××﹂ ﹁察察﹂是監察院的察 ﹁察
察﹂就是小的佛像 你如果供養小的佛像 也可以延長壽
命 另外 你知道自己壽命到了 你放生一回 放掉很多的
生命 讓牠們不死 以補充你自己本身不死 放生也很重
要 另外 ﹁護命﹂保護自己生命的種種法 也是一種﹁迴
遮﹂ 就是遮掉 遮止
我記得有次師父也教我 不是用草蓆綁住 撒米 頭上
點燈 腳下點燈 供一碗米 插一根香 不是這樣延長壽
命 是怎麼延長呢？而是 你做自己的結界 金剛火焰 金
剛牆 然後 金剛網從虛空中下來 底下金剛地基︵就是十
字金剛杵︶畫好十字金剛杵 你坐在金剛杵的中央 頭上頂
著︻金剛經︼ 如果你有任何災難 閻羅王不能進來抓你
閻羅王有操生死的大權 祂要抓你 第一個祂碰到金剛火
焰 火在燃燒 你的金剛牆圍著 祂縱使能進來 上面有金
剛網壓住 地下有金剛地基也可以保護你 你坐在中央 頭
頂著︻金剛經︼ 祂一來 看到︻金剛經︼ 祂不能抓你
這是你懂得續命法的時候就這樣 你的命就可以延長 他有
所謂﹁共續命法 黎明的時候修命懃氣等法 約千遍即能夠
迴遮延壽 特別能不受意外諸難的侵擾；又修瓶氣亦可迴遮
續命 ﹂你修寶瓶氣就可以迴遮 單單你修寶瓶氣 你的命
到了 你拼命修寶瓶氣 照樣可以讓你延長壽命 再來呢
你黎明時候修懃氣法 也是閉氣法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飲
空續命法﹂ 只要千遍就能夠迴遮 可以延壽
﹁飲空續命法就是不共續命法 這是阿闍黎畢瓦巴祖師
的教授 稱為﹃飲空續命法﹄的教授﹂ 我在書上寫過 也
是在破曉時分 也就是在黎明的時候 在黎明太陽還沒有升
起 天空是一片的藍色 青色 這個時候你要禪定坐下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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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禪定你能夠七分鐘 但是你突然之間你沒有辦法禪定
七分鐘 腦筋胡思亂想 身體都坐不住 那也是死兆 所以
有死兆來臨的時候 你自己必須要用﹁續命法﹂ 師尊剛剛
講了 延長自己的壽命
所謂的﹁續命法﹂ 有﹁外續命法 內續命法﹂ ﹁外
續命法﹂就是做火供 供白色的﹁食子﹂和供﹁察察﹂就是
土作的佛像 還有放生 鳥 魚都可以 另外 就是你修
﹁護命﹂的法 也就是修自己結界的方法 所謂﹁觀音身壇
城法﹂也會延長壽命 這是迴遮死神 那麼﹁不共續命﹂
也就是﹁飲空續命法﹂ 我應該有寫在書上吧？在我的書上
有 大家注意看就可以看到﹁飲空續命法﹂ 很重要
記者圍住汽車大賽的冠軍 問：﹁你每次參加比賽 都
是倒數第一名 這次一舉奪得冠軍 請問你有什麼妙訣？﹂
車手一直害怕的說：﹁我 我剎車壞了 ﹂他得第一名的原
因是他的剎車壞了 經常有些意外 尤其在台灣 我看到車
禍特別多 出去的時候 也看到這個車禍 那個車禍 對於
我們來講 要經常修續命法 遮止一切的意外的災難
在台灣 我們常常要修遮止一切的意外的災難 要修
的 車禍 突然之間來的 地震啊！被壓死啊！我們常常修
的話 就不會有事 你會自己從花蓮的飯店 直接走出來
你沒有事 別人都被壓死了 你沒有事 為什麼？因為你把
︻金剛經︼頂在頭上 每天做結界 閻羅王祂沒辦法抓你
閻羅王派出來的白無常 黑無常沒辦法抓你啊！你已經遮
止 所以草蓆一綑 上面撒米 前面點燈 後面點燈 白
黑無常來 一看？你早就死了 埋在地下了 不用抓了 回
去覆命就是了 你就可以延長壽命了 這些就是方法 延長
壽命 有很多﹁續命法﹂
兩個軍團在作戰 砲火聲如雷 一個士兵對著長官比了
一個﹁ YA ﹂的手勢 長官問：﹁我們勝利了嗎？﹂士兵
說：﹁不是 我是說就是剩下我們兩個 ﹂當軍人有時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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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你的呼吸 我沒有看這個講什麼 平均你的呼吸 呼吸
均衡 然後你把虛空中所有的藍色跟青色一口氣吸進來 慢
慢地吸進來 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用意念把你的身體變
成青色跟藍色 充滿你的身體 把這個氣存在你的下丹田
存多久算多久 然後再嚥一口液 產生唾液 再嚥一口液下
去 最後憋不住了 你再把氣慢慢地呼出來 他這裡面寫
﹁先具靜慮九支﹂ 什麼叫靜慮九支？就是我們平時在打坐
的時候 必須要做到的 靜慮就是禪定 九支是九個方法
禪定 九個方法你都做了 ﹁然後面朝虛空 觀三界一切虛
空悉化為青色的光 或者藍色的光 入於自身的口中 沒於
口內 以口無聲地引氣 遍滿身中一切處 然後嚥液一口
下顎壓喉 盡力持氣 如此反覆 一直到打一個嗝 這個就
是你已經續命了 打嗝一次就是續命了 以此必能續命 若
唯如此修 就能夠得到無死成就 ﹂ 會延壽 你每一次這
樣子做 就是長生法
虛空中 早晨的時候太陽還沒有出來 虛空中是青色
藍色 這時候書上講是用口把青色 藍色全部吸進來 放在
你的口裡面 然後吞到臍輪 充滿你的全身 青色 藍色充
滿你的全身 然後再嚥一口液 你的唾液 嚥一口下去 靜
慮的持氣 就是像寶瓶氣一樣 憋住你那一口氣 一直到憋
不住了 你再把這個氣再呼出來 這樣連續做 連續每一天
這樣子做 做到有一天你打嗝了 ﹁啊！﹂一聲 就表示你
已經能夠延壽了 這是畢瓦巴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什麼是﹁死兆﹂？上回好像我在哪裡講﹁死
兆﹂ 在這裡也有講 好像在別的地方也有講 我講說突然
間 你聞到自己身體的臭味 有點像屍體死臭的味道 你聞
到了 那就是死兆 突然間 你的瞳孔渙散了 看東西都不
清楚 而且沒辦法注視一個地方 這也是死兆 你全身的氣
本來是清的 突然間全身的氣發臭了 那是死兆 你每次禪
定你都能坐七分鐘 十五分鐘 半個小時 已經很厲害了

有意外的災難 作戰死傷也是很多 以前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軍人就是因為想侵略別的國家 整個東南亞 中國
Korea 到處都是兵荒馬亂 戰到最後 日本男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女生 那時候的男人的命很好 一個人能娶好幾個老
婆 因為二次大戰 很多日本人被召集去作戰 男的都死光
了 剩下女生 日本人現在為什麼會長那麼高 就是因為當
初時候 美軍駐紮在日本 日本給美國託管 所以品種改
良 日本就沒有哈比人 日本人現在身材都很高 男的 女
的都很高 以前的日本人是很矮的 像慧君 蓮伃都很矮
師尊本人也是像日本人 個子也不高 我是先天不良 後天
也不足才會那麼矮 因為我剛好在二戰結束那一年我出生
那時經濟不好 台灣哪有牛奶喝？連人奶也沒得喝 那麼
吃什麼長大的？是喝米麩 米去磨成的粉 就是喝那個長大
的 師尊在一九四五年出生的 二戰的時候末期 出生的時
候 七個月我就出生 能夠活下來就已經不錯了
中部有一座農場 有隻母雞生下一顆很大的巨蛋 新聞
記者紛紛前來採訪 母雞呆立一旁 羞澀不發一語 記者只
好轉向一旁採訪公雞 只見公雞非常的憤怒 氣沖沖的說：
﹁這件事目前暫時不發表評論 等老子逮到那隻鴕鳥再
說 ﹂這是一個笑話 因果關係啊 日本人現在為什麼會長
高？因果關係啊！還有我記得我講過一個笑話 有天早上
公雞很憤怒地將母雞打得遍體鱗傷 打得唉爸叫母 旁邊的
雞都來勸架：﹁哎呀 你們早上剛剛醒過來 何必將母雞打
成這樣呢？﹂公雞講：﹁你不知道啊！牠居然生了一個鴨
蛋！﹂公雞只能夠生雞蛋 母雞也只能夠生雞蛋 怎麼能生
出個鴨蛋？就是一種因果關係 今天我們要延長壽命 也是
因果關係 你有遮止的因 就免於死神 你就能夠長壽 這
些都是因果關係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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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禪定你能夠七分鐘 但是你突然之間你沒有辦法禪定
七分鐘 腦筋胡思亂想 身體都坐不住 那也是死兆 所以
有死兆來臨的時候 你自己必須要用﹁續命法﹂ 師尊剛剛
講了 延長自己的壽命
所謂的﹁續命法﹂ 有﹁外續命法 內續命法﹂ ﹁外
續命法﹂就是做火供 供白色的﹁食子﹂和供﹁察察﹂就是
土作的佛像 還有放生 鳥 魚都可以 另外 就是你修
﹁護命﹂的法 也就是修自己結界的方法 所謂﹁觀音身壇
城法﹂也會延長壽命 這是迴遮死神 那麼﹁不共續命﹂
也就是﹁飲空續命法﹂ 我應該有寫在書上吧？在我的書上
有 大家注意看就可以看到﹁飲空續命法﹂ 很重要
記者圍住汽車大賽的冠軍 問：﹁你每次參加比賽 都
是倒數第一名 這次一舉奪得冠軍 請問你有什麼妙訣？﹂
車手一直害怕的說：﹁我 我剎車壞了 ﹂他得第一名的原
因是他的剎車壞了 經常有些意外 尤其在台灣 我看到車
禍特別多 出去的時候 也看到這個車禍 那個車禍 對於
我們來講 要經常修續命法 遮止一切的意外的災難
在台灣 我們常常要修遮止一切的意外的災難 要修
的 車禍 突然之間來的 地震啊！被壓死啊！我們常常修
的話 就不會有事 你會自己從花蓮的飯店 直接走出來
你沒有事 別人都被壓死了 你沒有事 為什麼？因為你把
︻金剛經︼頂在頭上 每天做結界 閻羅王祂沒辦法抓你
閻羅王派出來的白無常 黑無常沒辦法抓你啊！你已經遮
止 所以草蓆一綑 上面撒米 前面點燈 後面點燈 白
黑無常來 一看？你早就死了 埋在地下了 不用抓了 回
去覆命就是了 你就可以延長壽命了 這些就是方法 延長
壽命 有很多﹁續命法﹂
兩個軍團在作戰 砲火聲如雷 一個士兵對著長官比了
一個﹁ YA ﹂的手勢 長官問：﹁我們勝利了嗎？﹂士兵
說：﹁不是 我是說就是剩下我們兩個 ﹂當軍人有時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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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你的呼吸 我沒有看這個講什麼 平均你的呼吸 呼吸
均衡 然後你把虛空中所有的藍色跟青色一口氣吸進來 慢
慢地吸進來 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用意念把你的身體變
成青色跟藍色 充滿你的身體 把這個氣存在你的下丹田
存多久算多久 然後再嚥一口液 產生唾液 再嚥一口液下
去 最後憋不住了 你再把氣慢慢地呼出來 他這裡面寫
﹁先具靜慮九支﹂ 什麼叫靜慮九支？就是我們平時在打坐
的時候 必須要做到的 靜慮就是禪定 九支是九個方法
禪定 九個方法你都做了 ﹁然後面朝虛空 觀三界一切虛
空悉化為青色的光 或者藍色的光 入於自身的口中 沒於
口內 以口無聲地引氣 遍滿身中一切處 然後嚥液一口
下顎壓喉 盡力持氣 如此反覆 一直到打一個嗝 這個就
是你已經續命了 打嗝一次就是續命了 以此必能續命 若
唯如此修 就能夠得到無死成就 ﹂ 會延壽 你每一次這
樣子做 就是長生法
虛空中 早晨的時候太陽還沒有出來 虛空中是青色
藍色 這時候書上講是用口把青色 藍色全部吸進來 放在
你的口裡面 然後吞到臍輪 充滿你的全身 青色 藍色充
滿你的全身 然後再嚥一口液 你的唾液 嚥一口下去 靜
慮的持氣 就是像寶瓶氣一樣 憋住你那一口氣 一直到憋
不住了 你再把這個氣再呼出來 這樣連續做 連續每一天
這樣子做 做到有一天你打嗝了 ﹁啊！﹂一聲 就表示你
已經能夠延壽了 這是畢瓦巴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什麼是﹁死兆﹂？上回好像我在哪裡講﹁死
兆﹂ 在這裡也有講 好像在別的地方也有講 我講說突然
間 你聞到自己身體的臭味 有點像屍體死臭的味道 你聞
到了 那就是死兆 突然間 你的瞳孔渙散了 看東西都不
清楚 而且沒辦法注視一個地方 這也是死兆 你全身的氣
本來是清的 突然間全身的氣發臭了 那是死兆 你每次禪
定你都能坐七分鐘 十五分鐘 半個小時 已經很厲害了

有意外的災難 作戰死傷也是很多 以前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軍人就是因為想侵略別的國家 整個東南亞 中國
Korea 到處都是兵荒馬亂 戰到最後 日本男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女生 那時候的男人的命很好 一個人能娶好幾個老
婆 因為二次大戰 很多日本人被召集去作戰 男的都死光
了 剩下女生 日本人現在為什麼會長那麼高 就是因為當
初時候 美軍駐紮在日本 日本給美國託管 所以品種改
良 日本就沒有哈比人 日本人現在身材都很高 男的 女
的都很高 以前的日本人是很矮的 像慧君 蓮伃都很矮
師尊本人也是像日本人 個子也不高 我是先天不良 後天
也不足才會那麼矮 因為我剛好在二戰結束那一年我出生
那時經濟不好 台灣哪有牛奶喝？連人奶也沒得喝 那麼
吃什麼長大的？是喝米麩 米去磨成的粉 就是喝那個長大
的 師尊在一九四五年出生的 二戰的時候末期 出生的時
候 七個月我就出生 能夠活下來就已經不錯了
中部有一座農場 有隻母雞生下一顆很大的巨蛋 新聞
記者紛紛前來採訪 母雞呆立一旁 羞澀不發一語 記者只
好轉向一旁採訪公雞 只見公雞非常的憤怒 氣沖沖的說：
﹁這件事目前暫時不發表評論 等老子逮到那隻鴕鳥再
說 ﹂這是一個笑話 因果關係啊 日本人現在為什麼會長
高？因果關係啊！還有我記得我講過一個笑話 有天早上
公雞很憤怒地將母雞打得遍體鱗傷 打得唉爸叫母 旁邊的
雞都來勸架：﹁哎呀 你們早上剛剛醒過來 何必將母雞打
成這樣呢？﹂公雞講：﹁你不知道啊！牠居然生了一個鴨
蛋！﹂公雞只能夠生雞蛋 母雞也只能夠生雞蛋 怎麼能生
出個鴨蛋？就是一種因果關係 今天我們要延長壽命 也是
因果關係 你有遮止的因 就免於死神 你就能夠長壽 這
些都是因果關係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灌頂：紅度母不共大法

法語均霑

■⽂∕蓮曉上師

不捨掉執相無法妙有常樂︵下︶
都得守戒！

惡劣環境 吃髒物的 時時刻刻都沒⼀絲⾃
由 就更談不上有⼀絲樂了
除⾮你不守戒︵幻相︶是百分百完全守
戒︵幻⼼︶的結合體 空性體︵也要依情法理
⽽智現︶ 否則 幻相上必須百分百守戒 才
能免落幻套受套︵輪迴之套︶
⾊本⾝就是空 空本⾝就是⾊ 這是現象
的真實狀况 不是任何哲⼈ 聖⼈ 科學家等
等可以任性的
宇宙的無⽐幻現 因有其本然法則所
在 所以我們全體 不論信或不信 要幻活出
⼤圓滿 最⼤吉⼤利的話 都得守戒！
陷⼊偏執⽽沉迷的⽣活慣性 即不符合宇
宙唯⼀的永恆的真實狀況
如果凡⼈偏要這樣的話 是沒有佛會﹁反
對﹂的 只是凡⼈會在幻相中不得解脫⽽
已 對於佛 什麽都仍然是在﹁無⼲涉﹂中
凡⼈愛⼀個⼈ 愛什麽物 會緊抓不

要幻活出最圓滿的大吉大利

就算宇宙混沌初開之前 也不是頑空 死
空的 所以才叫混沌 不可名⽽名
但是如果你只會﹁有﹂ ⽽無法與﹁沒有
﹂合⼀ 同在的話 這經佛法診斷 同樣是功
能上的缺失 是缺失﹁放下﹂的凡夫症狀 輪
迴症狀
缺硒要補硒 缺鈣要補鈣 缺錢要補
錢 沒明⼼要顯明⼼ 沒⾒性要顯⾒性
爲什麽所有⽣命都要依真佛觀 中觀⽽
⾏？
因爲宇宙的本相是真佛觀 中觀的現象！
唯⽤真佛觀 中觀去處理⼀切現象 游戲
⼀切現象 才不迷失於⼀切現象！
幻相上不守戒 會被⾃然律逐步或瞬步打
到最低層 最不⾃由 最悲慘的狀況
由結果上看 最不⾃由的⼈是最不守戒的
⼈！
在地獄裡受刑的 在動物軀殼中爬⾏於最

畏其難地幫助度脫別⼈ 必有美好的相應
請信任因果！⾃種⾃得！
這些兒⼥ ⽼公 ⽼婆 閨蜜 ⽼友等
等 都是⾃種⾃得
只須好好種 忍受消業 堅持你的好好下
種：
每天 不懈！不抵觸 不⽣氣！
不反抗流動變化 讓空性的海浪沖⾛憂鬱
不安
只管付出最美最樂最無執的栽種 必得最
美最樂最⾃在的碩果
修⾏是改變過去無數世的慣性：抱怨 求
別⼈改變 雜念紛⾶的愛 造愛 執愛 執擁
有 無明亂竄
如今 有緣的都來修好⾃⼰也度化他⼈
吧！
這就是最無⽐的互惠了 就像吸氣和吐氣
那般⾃然 共享清新空氣⽽無爭⽽美妙
靜安於宇宙變化無常毀建進退的呼吸律
動！
︵ 完︶

放 她他是你的 它們是你的 其實連你也不
是你的 何來你的！
在思想中要忘記思想 隨時能放下思
想 不是不允許思想
就像呼吸中忘記呼吸；⽔中畫圖時 隨畫
隨消；鏡中照物時 ⾮空⾮有 隨照隨過
迷執是將簡單變複雜 棄執是將複雜變簡
單
不抱實期望不落⼊失望
所有被抱之物是幻 抱之⼈是幻 看⾒抱
與被抱也是幻
沒有特定期待 永遠⾃由無礙！
遇髒狗不執其髒 是沒有期待 所謂⽼
公 ⽼婆 ⼦⼥ ⽼友不好也是好 是沒有期
待
作好⾃⼰當下的修⾏ 快樂 感恩爲要！
業消福增時 ⾯前⾃然美好
你修成了美好 你⽼公或所有近⾝的⾃然
便會美好 不在今世必在下世
不是安慰你 是種何因得何果罷 何時收
成 往往只是看時間⾧成的須有⾏程
改變別⼈很難 先改變度脫⾃⼰ ⽽再不

雜誌

45
46

法語均霑

■⽂∕蓮曉上師

不捨掉執相無法妙有常樂︵下︶
都得守戒！

惡劣環境 吃髒物的 時時刻刻都沒⼀絲⾃
由 就更談不上有⼀絲樂了
除⾮你不守戒︵幻相︶是百分百完全守
戒︵幻⼼︶的結合體 空性體︵也要依情法理
⽽智現︶ 否則 幻相上必須百分百守戒 才
能免落幻套受套︵輪迴之套︶
⾊本⾝就是空 空本⾝就是⾊ 這是現象
的真實狀况 不是任何哲⼈ 聖⼈ 科學家等
等可以任性的
宇宙的無⽐幻現 因有其本然法則所
在 所以我們全體 不論信或不信 要幻活出
⼤圓滿 最⼤吉⼤利的話 都得守戒！
陷⼊偏執⽽沉迷的⽣活慣性 即不符合宇
宙唯⼀的永恆的真實狀況
如果凡⼈偏要這樣的話 是沒有佛會﹁反
對﹂的 只是凡⼈會在幻相中不得解脫⽽
已 對於佛 什麽都仍然是在﹁無⼲涉﹂中
凡⼈愛⼀個⼈ 愛什麽物 會緊抓不

要幻活出最圓滿的大吉大利

就算宇宙混沌初開之前 也不是頑空 死
空的 所以才叫混沌 不可名⽽名
但是如果你只會﹁有﹂ ⽽無法與﹁沒有
﹂合⼀ 同在的話 這經佛法診斷 同樣是功
能上的缺失 是缺失﹁放下﹂的凡夫症狀 輪
迴症狀
缺硒要補硒 缺鈣要補鈣 缺錢要補
錢 沒明⼼要顯明⼼ 沒⾒性要顯⾒性
爲什麽所有⽣命都要依真佛觀 中觀⽽
⾏？
因爲宇宙的本相是真佛觀 中觀的現象！
唯⽤真佛觀 中觀去處理⼀切現象 游戲
⼀切現象 才不迷失於⼀切現象！
幻相上不守戒 會被⾃然律逐步或瞬步打
到最低層 最不⾃由 最悲慘的狀況
由結果上看 最不⾃由的⼈是最不守戒的
⼈！
在地獄裡受刑的 在動物軀殼中爬⾏於最

畏其難地幫助度脫別⼈ 必有美好的相應
請信任因果！⾃種⾃得！
這些兒⼥ ⽼公 ⽼婆 閨蜜 ⽼友等
等 都是⾃種⾃得
只須好好種 忍受消業 堅持你的好好下
種：
每天 不懈！不抵觸 不⽣氣！
不反抗流動變化 讓空性的海浪沖⾛憂鬱
不安
只管付出最美最樂最無執的栽種 必得最
美最樂最⾃在的碩果
修⾏是改變過去無數世的慣性：抱怨 求
別⼈改變 雜念紛⾶的愛 造愛 執愛 執擁
有 無明亂竄
如今 有緣的都來修好⾃⼰也度化他⼈
吧！
這就是最無⽐的互惠了 就像吸氣和吐氣
那般⾃然 共享清新空氣⽽無爭⽽美妙
靜安於宇宙變化無常毀建進退的呼吸律
動！
︵ 完︶

放 她他是你的 它們是你的 其實連你也不
是你的 何來你的！
在思想中要忘記思想 隨時能放下思
想 不是不允許思想
就像呼吸中忘記呼吸；⽔中畫圖時 隨畫
隨消；鏡中照物時 ⾮空⾮有 隨照隨過
迷執是將簡單變複雜 棄執是將複雜變簡
單
不抱實期望不落⼊失望
所有被抱之物是幻 抱之⼈是幻 看⾒抱
與被抱也是幻
沒有特定期待 永遠⾃由無礙！
遇髒狗不執其髒 是沒有期待 所謂⽼
公 ⽼婆 ⼦⼥ ⽼友不好也是好 是沒有期
待
作好⾃⼰當下的修⾏ 快樂 感恩爲要！
業消福增時 ⾯前⾃然美好
你修成了美好 你⽼公或所有近⾝的⾃然
便會美好 不在今世必在下世
不是安慰你 是種何因得何果罷 何時收
成 往往只是看時間⾧成的須有⾏程
改變別⼈很難 先改變度脫⾃⼰ ⽽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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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都有天主在給你注照光明 這
一點最重要 所以你心要好就能夠感
應 (張月麗：有善心修法保護會更
多 )是的
張月麗：請教師尊 有人坐沖比較嚴
重一點 對沖是稍微沒有那麼緊張
那偏沖可以再變少一點 有沒有什麼
輕重緩急 還是其實狗年犯太歲的
話 坐沖 對沖跟偏沖 其實他可能
碰到的一些意外或注意的事項是一樣
的 還是有高低？
師尊：關於太歲這方面 其實對沖是
比較更厲害的 (張月麗：對沖最厲
害喔！)對沖最厲害 坐沖次之 偏
沖更次之 如果以大 中 小來排
對沖是排第一 算大啦 坐沖是中
偏沖就是小
張月麗：那請教一下師尊 如果個人
的話 如何來所謂的修行 行善或是
求護身符呢？
師尊：其實心地善良是最重要 我們
有宗教信仰 其實都是在修心 你心
地善良自然會產生紅色的光出來 這
個紅光就可以避開很多不好的 就算
你有安太歲 你心地很善良 你沒有
做錯什麼事 自然有保護 好像有金
鐘罩 鐵布衫保護你一樣 就是這樣
子
張月麗：有很多人都想去廟裡面求護
身符 在春節其間雷藏寺是不是也

張月麗：大家面對生死的話 也沒有
能夠像您這麼看得開
師尊：這是自然的事 遲早的事 早
也是死晚也是死 不管怎麼樣子都是
死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得很長
壽 很長生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的
但是你要避開這個意外 倒是有方
法 像我皮包放在這裡 一般的槍擊
案 殺手都是射心臟 這皮包在這
裡 至少子彈打過來穿不破皮包 這
也是個方法 以前古代在戰爭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護心鏡嗎？那些將軍的盔
甲這邊還有一個護心鏡 就是保護心
臟 我們有一個弟子帶著護身符 到
了車子面前 有人用槍對著他的心臟
打了一槍 打到護身牌上面 這是發
生在Oregon的︿尊勝雷藏寺﹀裡面的
一個同門 他被槍擊的時候是被打在
他的心臟 剛好護身牌就歪過來擋
住 這很靈的啦！到︿台灣雷藏寺﹀
拿護身牌就沒有事了 什麼事都會變
成沒有 這是個人本身作一個結界
張月麗：那麼在佛法上 在雷藏寺到
底有什麼方法 讓所有的觀眾朋友能
夠息災平安呢？休息一下再回到現
場 謝謝！
●
張月麗：繼續我們要請教一下師尊
其實我們人總有起起伏伏 運有好好
壞壞 今天我們談到今年是狗年 有

這裡 我們不要躁鬱 也不要憂鬱
我們走在中道上面 中庸之道上面
學習能夠放開 憂鬱的人最好能夠參
加團體活動 要走出門 所謂自閉症
大部分都是憂鬱 你要打開門 打開
你的心 讓所有的朋友能夠進來 你
自己也要走出去 融入在所有朋友當
中 然後多看一點幽默 快樂的電
影 讓自己笑出聲音出來 你憂鬱症
才會跑掉 去跟朋友參加露營或怎麼
樣子 也會把憂鬱淡掉 一定要走出
門 走入群眾 交很多的朋友 大家
非常開心的在一起 這是解決憂鬱的
方法
張月麗：接下來我們還要請師尊告訴
大家 如何降低壓力或是晚上要睡覺
的時候 如果腦袋還不關機 這個應
該怎麼辦呢？等一下再回到我們的現
場 謝謝師尊！
●
張月麗：我們要繼續請教師尊 我們
覺得過年應該要開開心心 但是剛才
提到有些人有憂鬱症 躁鬱症的發
生 師尊剛剛提醒大家要常常接觸團
體活動 甚至打開自己的心防 跟朋
友或家人一起相聚 這應該是現代人
的一種疾病 很多人偶而都會發生
的

許多朋友他可能是坐沖是屬狗 那對
沖是屬龍的 偏沖是屬牛跟羊 他們
除了要安太歲要特別小心之外 還有
沒有特別需要師尊加持的或是提醒大
家的？
師尊：是的 這個除了安太歲以外
還有所謂的安光明燈 我曾經講過唸
︻高王觀世音經︼也是非常好的 它
可以避災 避難 可以避種種的劫
數 一些意外都是因為他本身沒有守
護 所以護身牌就是一個守護 平時
修行也是一個守護 修法也是一個守
護 意外的發生有時候是突然來的
你平時如果有修守護的話 那災難就
會退掉 你有安光明燈的話 就會光
明注照 意思就是有光注照 陰暗的
事情不會上到你身上 我們也有所謂
結界的方法 把自己結界起來不會受
到這些災難 平時我們都是在注意這
一方面的 因為你在修行當中 始終
都會碰到很多意外的事情發生
所
以安光明燈 安太歲 或者是你去拜
懺也是很好的 這是修法方面的 這
個懺悔法你必需要修 有了懺才能把
自己清淨 你自己心地好你也不用怕
什麼 人修行就是等於在修養 讓自
己心善 我們講的頭上三尺有神明
神明也會照顧我們的 你不用怕 你
信基督的也是一樣 有基督給你注
照 信天主的也是一樣 穆斯林也是

｜ 待續 ｜

有 我們的信眾是不是也可以來索取
呢？
師尊：所有的信眾都是可以來索取這
個護身符 不是信眾也一樣會發給
你
張月麗：一視同仁 那如果有人說我
今年沒有對沖也沒有坐沖 沒有偏
沖 我就不要護身符也可以安然無事
了嗎？
師尊：最好有啦 有備無患對不對？
雖然你沒有犯太歲 那你每一年都安
太歲就沒有錯 (也是一個平安 好
事嘛！)對 光明燈也是好的
張月麗：我想繼續請教師尊 雖然我
們心中有善念 有了護身符 但是現
代人可能是因為工作 情感的壓力上
面 往往都會有憂鬱啦 失眠甚至焦
慮啦 像這樣子的心態 用什麼方法
可以抵抗或是減輕？
師尊：我常常對憂鬱的朋友叫他們眼
光要看開一點 看開 看淡 一些煩
惱的事情你看開 看淡 放下都是很
好的 就是怕 所謂憂鬱就是看不
開 也沒有辦法看淡 也不能夠把事
情放下 一直放在他的身上 他自然
就會得憂鬱症 憂鬱症有一個表情就
是 (師 尊 示 範 )(張 月 麗 ： 就 是 不 開
心 )這樣子就是憂鬱症；蹦蹦跳跳
就是躁鬱症 一直跳來跳去 跳個不
停就是躁鬱症 我們學佛意思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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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都有天主在給你注照光明 這
一點最重要 所以你心要好就能夠感
應 (張月麗：有善心修法保護會更
多 )是的
張月麗：請教師尊 有人坐沖比較嚴
重一點 對沖是稍微沒有那麼緊張
那偏沖可以再變少一點 有沒有什麼
輕重緩急 還是其實狗年犯太歲的
話 坐沖 對沖跟偏沖 其實他可能
碰到的一些意外或注意的事項是一樣
的 還是有高低？
師尊：關於太歲這方面 其實對沖是
比較更厲害的 (張月麗：對沖最厲
害喔！)對沖最厲害 坐沖次之 偏
沖更次之 如果以大 中 小來排
對沖是排第一 算大啦 坐沖是中
偏沖就是小
張月麗：那請教一下師尊 如果個人
的話 如何來所謂的修行 行善或是
求護身符呢？
師尊：其實心地善良是最重要 我們
有宗教信仰 其實都是在修心 你心
地善良自然會產生紅色的光出來 這
個紅光就可以避開很多不好的 就算
你有安太歲 你心地很善良 你沒有
做錯什麼事 自然有保護 好像有金
鐘罩 鐵布衫保護你一樣 就是這樣
子
張月麗：有很多人都想去廟裡面求護
身符 在春節其間雷藏寺是不是也

張月麗：大家面對生死的話 也沒有
能夠像您這麼看得開
師尊：這是自然的事 遲早的事 早
也是死晚也是死 不管怎麼樣子都是
死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得很長
壽 很長生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的
但是你要避開這個意外 倒是有方
法 像我皮包放在這裡 一般的槍擊
案 殺手都是射心臟 這皮包在這
裡 至少子彈打過來穿不破皮包 這
也是個方法 以前古代在戰爭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護心鏡嗎？那些將軍的盔
甲這邊還有一個護心鏡 就是保護心
臟 我們有一個弟子帶著護身符 到
了車子面前 有人用槍對著他的心臟
打了一槍 打到護身牌上面 這是發
生在Oregon的︿尊勝雷藏寺﹀裡面的
一個同門 他被槍擊的時候是被打在
他的心臟 剛好護身牌就歪過來擋
住 這很靈的啦！到︿台灣雷藏寺﹀
拿護身牌就沒有事了 什麼事都會變
成沒有 這是個人本身作一個結界
張月麗：那麼在佛法上 在雷藏寺到
底有什麼方法 讓所有的觀眾朋友能
夠息災平安呢？休息一下再回到現
場 謝謝！
●
張月麗：繼續我們要請教一下師尊
其實我們人總有起起伏伏 運有好好
壞壞 今天我們談到今年是狗年 有

這裡 我們不要躁鬱 也不要憂鬱
我們走在中道上面 中庸之道上面
學習能夠放開 憂鬱的人最好能夠參
加團體活動 要走出門 所謂自閉症
大部分都是憂鬱 你要打開門 打開
你的心 讓所有的朋友能夠進來 你
自己也要走出去 融入在所有朋友當
中 然後多看一點幽默 快樂的電
影 讓自己笑出聲音出來 你憂鬱症
才會跑掉 去跟朋友參加露營或怎麼
樣子 也會把憂鬱淡掉 一定要走出
門 走入群眾 交很多的朋友 大家
非常開心的在一起 這是解決憂鬱的
方法
張月麗：接下來我們還要請師尊告訴
大家 如何降低壓力或是晚上要睡覺
的時候 如果腦袋還不關機 這個應
該怎麼辦呢？等一下再回到我們的現
場 謝謝師尊！
●
張月麗：我們要繼續請教師尊 我們
覺得過年應該要開開心心 但是剛才
提到有些人有憂鬱症 躁鬱症的發
生 師尊剛剛提醒大家要常常接觸團
體活動 甚至打開自己的心防 跟朋
友或家人一起相聚 這應該是現代人
的一種疾病 很多人偶而都會發生
的

許多朋友他可能是坐沖是屬狗 那對
沖是屬龍的 偏沖是屬牛跟羊 他們
除了要安太歲要特別小心之外 還有
沒有特別需要師尊加持的或是提醒大
家的？
師尊：是的 這個除了安太歲以外
還有所謂的安光明燈 我曾經講過唸
︻高王觀世音經︼也是非常好的 它
可以避災 避難 可以避種種的劫
數 一些意外都是因為他本身沒有守
護 所以護身牌就是一個守護 平時
修行也是一個守護 修法也是一個守
護 意外的發生有時候是突然來的
你平時如果有修守護的話 那災難就
會退掉 你有安光明燈的話 就會光
明注照 意思就是有光注照 陰暗的
事情不會上到你身上 我們也有所謂
結界的方法 把自己結界起來不會受
到這些災難 平時我們都是在注意這
一方面的 因為你在修行當中 始終
都會碰到很多意外的事情發生
所
以安光明燈 安太歲 或者是你去拜
懺也是很好的 這是修法方面的 這
個懺悔法你必需要修 有了懺才能把
自己清淨 你自己心地好你也不用怕
什麼 人修行就是等於在修養 讓自
己心善 我們講的頭上三尺有神明
神明也會照顧我們的 你不用怕 你
信基督的也是一樣 有基督給你注
照 信天主的也是一樣 穆斯林也是

｜ 待續 ｜

有 我們的信眾是不是也可以來索取
呢？
師尊：所有的信眾都是可以來索取這
個護身符 不是信眾也一樣會發給
你
張月麗：一視同仁 那如果有人說我
今年沒有對沖也沒有坐沖 沒有偏
沖 我就不要護身符也可以安然無事
了嗎？
師尊：最好有啦 有備無患對不對？
雖然你沒有犯太歲 那你每一年都安
太歲就沒有錯 (也是一個平安 好
事嘛！)對 光明燈也是好的
張月麗：我想繼續請教師尊 雖然我
們心中有善念 有了護身符 但是現
代人可能是因為工作 情感的壓力上
面 往往都會有憂鬱啦 失眠甚至焦
慮啦 像這樣子的心態 用什麼方法
可以抵抗或是減輕？
師尊：我常常對憂鬱的朋友叫他們眼
光要看開一點 看開 看淡 一些煩
惱的事情你看開 看淡 放下都是很
好的 就是怕 所謂憂鬱就是看不
開 也沒有辦法看淡 也不能夠把事
情放下 一直放在他的身上 他自然
就會得憂鬱症 憂鬱症有一個表情就
是 (師 尊 示 範 )(張 月 麗 ： 就 是 不 開
心 )這樣子就是憂鬱症；蹦蹦跳跳
就是躁鬱症 一直跳來跳去 跳個不
停就是躁鬱症 我們學佛意思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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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員不可受出家弘法人員的承事供
養 並提到師尊三不五時就會重
申 守戒律對真佛行者的重要性 尤
其是出家眾 更特別要求出家人要每
天的晚課 到了最後 記得要﹁誦
戒﹂
︿真佛宗﹀的戒律也依
情 理 法而行 並且在不同的國度
需遵守當地的法令和法律 佛教為什
麼要守戒律？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佛教是﹁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
淨其意 是諸佛教 ﹂佛教沒有戒律
就是﹁詐騙集團﹂ 每位弘法人員都
要提倡戒律 戒律太重要了 應從戒
律開始教導 真佛行者及各級弘法人
員都要﹁敬師 重法 實修﹂ 一皈
依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恭敬自己的根
本上師 哪還有什麼傳承？ 最
後 上師請大家一起來推廣︿真佛般
若藏﹀ 歡迎大家加入成為會員；呼
籲大家 近期有五本師尊文集書
籍︽寫鬼︾ ︽鬼與盧師尊︾ ︽鬼
中之鬼︾ ︽鬼域︾ ︽鬼的總本
山︾要去閱讀 就能明白認清 結束
被鬼迷惑的日子 並好好修出光明菩
提心
第三堂課由釋蓮太上師主講 釋
蓮太上師是公關處處長 講題為﹁如
何關懷弘法人員？弘法人員如何關懷
大眾同門？﹂需要關懷的對象分為團
體與個人 首位關懷對象就是師
尊｜弟子要請佛住世 有四個重點：
修法迴向 供養師尊 提升自身修行

︻TBSN報導︼︿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
會﹀為了建立弘法人員的正見 推動
真佛教育 提升真佛道場的發展 運
作與管理
增進彼此的﹁真佛
情﹂ 於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假
台中：︿好運來洲際宴展中心﹀舉辦
了一場﹁教授師 法師教育研習暨聯
誼會﹂
當天出席的法師共有一百四十七
位 來自全世界各個角落｜美州 南
美洲 澳洲 歐洲 東南亞 讓人想
起師尊曾經遵祖師的囑咐把時輪金剛
傳遍了世界五大洲 而這五大洲的弘
法人員 ︿真佛宗﹀的棟樑 今日終
於有一部分集聚在此 充實自己 提
升自己 再繼續將︿真佛密法﹀弘揚
五大洲
當天 ︿宗委會﹀將組員分為十
六組 並邀請十六位上師為每組的領
隊 而每一組的成員包含來自不同國
度的法師們 以求達到各國文化國情
的弘法經驗交流 大會也邀請釋蓮彥
上師及釋蓮喜上師協助互動環節 並
準備了問卷和安排提問時間 可看出
新一屆︿宗委會﹀處長蓄勢待發 準
備帶著大家展翅而飛的信心與抱負
研習會開始前 先來個熱身活
動 由釋蓮喜上師 釋蓮彥上師帶領
互動遊戲進場 接著馬上進入令弘法
人員肅然的誦戒時段：由監督處長釋
蓮僧上師帶領大家誦︽密教十四大
戒︾及︽師事法五十頌︾
一

為法供養 多了解師佛｜多讀師尊文
集及開示 師尊文集二一四冊︽瑜伽
士的寶劍︾﹁什麼是真正行者？﹂就
寫出該怎麼成為真正的真佛行者
所要關懷的團體對象包括：︿世
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同門應該關
注︿宗委會﹀的動向 方針 活
動 並積極支持和響應；關懷各國密
總 寺 堂 同修會｜Ａ 弘法基金
夠不夠 Ｂ 道場的成長 硬體及軟
體的設備是否齊全 Ｃ 弘法方向是
否跟隨根本上師的腳步 是否根據章
程管理道場 Ｄ 理事會是否健全
另外 個人方面 要關懷弘法人
員：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道場領導人員及同門 了解他們
個人的生活狀況 工作 家庭等
等
給 予 的 關 懷 含 物
質｜衣 食 住 行
生活必須品及
心靈｜身心的關懷｜互相鼓勵 還有
需要關懷社會大眾 譬如設立﹁老人
院﹂與﹁臨終關懷中心﹂ 濟貧救
苦
第四堂課由蓮花少東上師主
講 蓮花少東上師是︿香港中文大
學﹀講師 並在香港 ︿D100廣播電
台﹀與資深傳媒人顏聯武 聯合主
持﹁寬講心靈﹂佛法清談節目 上師
的講題為﹁神通的迷思﹂ 上師先詮
釋﹁神通﹂的涵義 講解何謂六神
通 雖然神通的用處是方便度化眾
生 可以讓眾生起信心 是教化弟子

時 ︿真佛宗﹀最為重要的戒律朗朗
在會場迴蕩 此時此刻 僧眾想必對
這兩部戒律感到入心
第一堂課由釋蓮訶上師主講 釋
蓮訶上師是教育處處長 因此講題
為﹁真佛宗派教育的未來展望﹂ 上
師鼓勵學員們要一直不斷的充實自
己 因為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
退 千萬不能死於無知 上師也詳盡
解說︿宗委會﹀探討的教育方案研究
包括教育的對象 教育的師資 教育
的方式 ︿真佛宗﹀教材 制度 實
施；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 ︿真佛
宗﹀教育也將發展在線教育平台 目
前正積極發展網路教學 而將來許會
規定凡欲在︿真佛宗﹀出家者必須修
讀真佛宗佛學院課程後才可申請審核
出家
第二堂課由釋蓮東上師主講 釋
蓮東上師是法務處處長 講題為﹁弘
法人員應當遵守的戒律 威儀 弘法
範圍及守則﹂ 上師先列出本宗教授
師
法師
講師
助教及各道
場︵寺 堂 同修會︶負責弘法的人
員 均應學習體會並遵守的戒律 並
一一強調出家眾言行舉止方面應注意
的威儀 出家人要依佛法而自律 在
日常生活方面 我們本身的威儀 行
儀規範很重要；﹁莊嚴的形象 就是
無聲的說法﹂
上師也說明出家眾與在家眾之間
的互動必須注意的行為 譬如在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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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員不可受出家弘法人員的承事供
養 並提到師尊三不五時就會重
申 守戒律對真佛行者的重要性 尤
其是出家眾 更特別要求出家人要每
天的晚課 到了最後 記得要﹁誦
戒﹂
︿真佛宗﹀的戒律也依
情 理 法而行 並且在不同的國度
需遵守當地的法令和法律 佛教為什
麼要守戒律？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佛教是﹁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
淨其意 是諸佛教 ﹂佛教沒有戒律
就是﹁詐騙集團﹂ 每位弘法人員都
要提倡戒律 戒律太重要了 應從戒
律開始教導 真佛行者及各級弘法人
員都要﹁敬師 重法 實修﹂ 一皈
依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恭敬自己的根
本上師 哪還有什麼傳承？ 最
後 上師請大家一起來推廣︿真佛般
若藏﹀ 歡迎大家加入成為會員；呼
籲大家 近期有五本師尊文集書
籍︽寫鬼︾ ︽鬼與盧師尊︾ ︽鬼
中之鬼︾ ︽鬼域︾ ︽鬼的總本
山︾要去閱讀 就能明白認清 結束
被鬼迷惑的日子 並好好修出光明菩
提心
第三堂課由釋蓮太上師主講 釋
蓮太上師是公關處處長 講題為﹁如
何關懷弘法人員？弘法人員如何關懷
大眾同門？﹂需要關懷的對象分為團
體與個人 首位關懷對象就是師
尊｜弟子要請佛住世 有四個重點：
修法迴向 供養師尊 提升自身修行

︻TBSN報導︼︿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
會﹀為了建立弘法人員的正見 推動
真佛教育 提升真佛道場的發展 運
作與管理
增進彼此的﹁真佛
情﹂ 於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假
台中：︿好運來洲際宴展中心﹀舉辦
了一場﹁教授師 法師教育研習暨聯
誼會﹂
當天出席的法師共有一百四十七
位 來自全世界各個角落｜美州 南
美洲 澳洲 歐洲 東南亞 讓人想
起師尊曾經遵祖師的囑咐把時輪金剛
傳遍了世界五大洲 而這五大洲的弘
法人員 ︿真佛宗﹀的棟樑 今日終
於有一部分集聚在此 充實自己 提
升自己 再繼續將︿真佛密法﹀弘揚
五大洲
當天 ︿宗委會﹀將組員分為十
六組 並邀請十六位上師為每組的領
隊 而每一組的成員包含來自不同國
度的法師們 以求達到各國文化國情
的弘法經驗交流 大會也邀請釋蓮彥
上師及釋蓮喜上師協助互動環節 並
準備了問卷和安排提問時間 可看出
新一屆︿宗委會﹀處長蓄勢待發 準
備帶著大家展翅而飛的信心與抱負
研習會開始前 先來個熱身活
動 由釋蓮喜上師 釋蓮彥上師帶領
互動遊戲進場 接著馬上進入令弘法
人員肅然的誦戒時段：由監督處長釋
蓮僧上師帶領大家誦︽密教十四大
戒︾及︽師事法五十頌︾
一

為法供養 多了解師佛｜多讀師尊文
集及開示 師尊文集二一四冊︽瑜伽
士的寶劍︾﹁什麼是真正行者？﹂就
寫出該怎麼成為真正的真佛行者
所要關懷的團體對象包括：︿世
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同門應該關
注︿宗委會﹀的動向 方針 活
動 並積極支持和響應；關懷各國密
總 寺 堂 同修會｜Ａ 弘法基金
夠不夠 Ｂ 道場的成長 硬體及軟
體的設備是否齊全 Ｃ 弘法方向是
否跟隨根本上師的腳步 是否根據章
程管理道場 Ｄ 理事會是否健全
另外 個人方面 要關懷弘法人
員：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道場領導人員及同門 了解他們
個人的生活狀況 工作 家庭等
等
給 予 的 關 懷 含 物
質｜衣 食 住 行
生活必須品及
心靈｜身心的關懷｜互相鼓勵 還有
需要關懷社會大眾 譬如設立﹁老人
院﹂與﹁臨終關懷中心﹂ 濟貧救
苦
第四堂課由蓮花少東上師主
講 蓮花少東上師是︿香港中文大
學﹀講師 並在香港 ︿D100廣播電
台﹀與資深傳媒人顏聯武 聯合主
持﹁寬講心靈﹂佛法清談節目 上師
的講題為﹁神通的迷思﹂ 上師先詮
釋﹁神通﹂的涵義 講解何謂六神
通 雖然神通的用處是方便度化眾
生 可以讓眾生起信心 是教化弟子

時 ︿真佛宗﹀最為重要的戒律朗朗
在會場迴蕩 此時此刻 僧眾想必對
這兩部戒律感到入心
第一堂課由釋蓮訶上師主講 釋
蓮訶上師是教育處處長 因此講題
為﹁真佛宗派教育的未來展望﹂ 上
師鼓勵學員們要一直不斷的充實自
己 因為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
退 千萬不能死於無知 上師也詳盡
解說︿宗委會﹀探討的教育方案研究
包括教育的對象 教育的師資 教育
的方式 ︿真佛宗﹀教材 制度 實
施；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 ︿真佛
宗﹀教育也將發展在線教育平台 目
前正積極發展網路教學 而將來許會
規定凡欲在︿真佛宗﹀出家者必須修
讀真佛宗佛學院課程後才可申請審核
出家
第二堂課由釋蓮東上師主講 釋
蓮東上師是法務處處長 講題為﹁弘
法人員應當遵守的戒律 威儀 弘法
範圍及守則﹂ 上師先列出本宗教授
師
法師
講師
助教及各道
場︵寺 堂 同修會︶負責弘法的人
員 均應學習體會並遵守的戒律 並
一一強調出家眾言行舉止方面應注意
的威儀 出家人要依佛法而自律 在
日常生活方面 我們本身的威儀 行
儀規範很重要；﹁莊嚴的形象 就是
無聲的說法﹂
上師也說明出家眾與在家眾之間
的互動必須注意的行為 譬如在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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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人員是蓮花童子近緣的眷屬 這是何等
殊勝！因此 弘法人員是珍貴而責任重
大的 而每一位弘法人員 就是︿真佛
宗﹀文宣 大家要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
亮 弘揚︿真佛密法﹀
第八堂課由蓮花程祖上師主講 蓮
花程祖上師是︿宗委會﹀會長 講題為
﹁如何有力的推動真佛道場的發展 運
作與管理﹂ 上師先以師尊文集一六五
冊︽小詩篇篇︾之﹁請繼續飛﹂勉勵大
家：﹁傳承者請繼續飛繼續飛 原因很
簡單 如果不飛就往下掉 ﹂要求進
步 精進齊心弘揚︿真佛密法﹀ 不
讓︿真佛密法﹀如佛教在印度般消
失 師尊文集二六○冊︽天上的鑰
匙︾｜｜﹁管理真佛宗不使衰亡﹂已經
明白 為了讓真佛宗恆久發展 ︿宗委
會﹀ 弘法人員及所有︿真佛宗﹀弟子
應該遵守及實施的基本行為 上師重
申︿宗委會﹀處長在︿台灣雷藏寺﹀對
師尊所發的誓願：
﹁我們誓願帶領全體真佛弟
子｜｜以戒為尊 戒律是聖教的根本！
我們誓願｜｜管理好真佛宗派 令
宗派展翅騰飛！
我們誓願｜｜推動真佛教育 為宗
派建立百年大業！
我們誓願｜｜關懷和團結僧團及所
有真佛弟子 永遠親如一家！
我們誓願｜｜帶領所有真佛弟子敬
重法 實修 修行成就 共登摩訶

的一個有效方式 但是他強調﹁神
通﹂不敵﹁業力﹂ 而﹁業力﹂不離因
果 欲求證神通 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
件 才不會走入歧途：︵一︶安於慈
悲 ︵二︶住於淨戒 ︵三︶行於忍
辱 ︵四︶用於智慧：神通不能祛除根
本煩惱繫縛 如無智慧 有了神通反而
徒增煩惱 所以能在平常生活中體會佛
法的真諦 淨化三業 一切以道德行
事 才是真正的神通 要知道 師尊曾
經寫：﹁我︵蓮生活佛︶說：你不必問
我 左右有無鬼？我可以如此告訴
你 但問你的心 問心有愧 自然有
鬼 無愧 則無鬼也 ﹂
第五堂課由釋蓮僧上師主講 釋蓮
僧上師是督察處處長 講題為﹁真佛宗
的傳承與戒律｜｜對違反傳承與戒律的
道場 弘法人員或同門向宗委會提報的
流程﹂ 首先上師說明︿真佛宗﹀傳承
的重要性｜︿真佛宗﹀的殊勝 在於有
實修的︿真佛密法﹀；︿真佛密法﹀所
以殊勝之處 則在於傳承加持力 傳承
加持力來自於守護︿真佛密法﹀的傳承
法流 而傳承法流的維護需先守護根本
精神 根本原則與根本戒律 根本精神
是敬師 重法 實修；根本原則是修身
口意清淨 以無念為正覺佛寶；根本戒
律是五戒十善 十四根本大戒等
師尊設立︿宗務委員會﹀的本意是
為宗派規劃未來的發展 殷勤輔導 耐
心調御所屬分寺堂使其往正道發
展 ︿宗委會﹀維繫了一個宗派的命

雙蓮池！﹂
接下來 上師列出道場成長過程中
所面對的種種困境及克服的方法 並教
導︿真佛密法﹀如何深入民間 得到社
會大眾的認同 最後 上師提醒大
家 要了解師尊的心 細讀師尊文集
研習會及聯誼會之間 慈悲的師尊
與師母親臨與弘法人員聚餐 眾等包
含︿宗委會﹀處長為師尊呈現在餐前短
短二十分鐘內準備的表演節目 師尊給
予珍貴的開示 並一一賜授戒尺加持！
此次研習會也安排讓聽課者為講者
打分數 所有處長完成講課後 大會進
行提問與交流時間 每一組輪流發
問 各組多表示很滿意此次研習及聯誼
會的安排：感謝 感動 溫馨 集體誦
戒帶來震撼 而七位處長很有同理
心 講詞觸動大家的心 各組也並紛紛
提出改進的主意：譬如結合所有弘法人
員︵含出家眾與在家居士︶舉辦兩天的
研習及聯誼會 上課氣氛宜更活潑 列
出違反戒律的範例 大會也一致認為比
較起︿真佛宗﹀僧眾人數 此次的參加
人數尚未不足 因此要加強聯繫弘法人
員 收集所有僧眾資料
新一屆︿宗委會﹀雄心勃勃 積極
熱忱的態度更帶動所有學員們熱烈參
與 同心協力弘法的信心 為︿真佛
宗﹀的發展帶來新的希望 二○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教授師 法師教育研習
暨聯誼會﹂圓滿舉行

脈 有團結合作 精進修法 嚴守戒
律 度化眾生的種種功用 這也就是守
護本宗根本精神 根本原則與根本戒
律 師尊文集一二八冊︽智慧的羽
翼︾﹁自由發揮與統合領導﹂指出
：﹁世界雷藏寺的建立 分堂愈來愈
多 弟子五百萬眾 ︿真佛宗﹀ 已如
夜空中的繁星爍爍 這個時候 我漸漸
發覺﹃自由發揮﹄及﹃各管各的﹄ 出
現了錯誤及矛盾 堂與堂 寺與寺 沒
有規劃 沒有戒律 獨獨缺少指導 必
須要有殷勤輔導 耐心調御的單位
了 如果令其自由發揮下去 一定會引
起各做各的 離開正確的修行路
徑 ﹂戒律蕩然 則真佛傳承必亡 戒
律興 則真佛傳承必綿延 上師也詳細
講解對違反傳承與戒律的道場 弘法人
員或同門向︿宗委會﹀提報的流程
第六堂課由釋蓮印上師主講 釋蓮
印上師是財務處處長 講題為﹁真佛宗
派關於募款 義賣 灌頂等相關規
則 道場賬目的透明公開管理﹂ 上師
很詳盡的列出道場如何向︿宗委會﹀申
請募款 有關義賣如何匯報及處理義賣
款項 灌頂供養的分配 並提出道場賬
目該如何透明公開管理
第七堂課由釋蓮悅上師主講 釋蓮
悅上師是文宣處處長 講題為﹁如何做
好真佛道場對內和對外的文宣工
作﹂ 上師雖然喉嚨已沙啞 卻依然以
最洪亮的聲音以師尊的一句話先勉勵大
家：在大白蓮花童子的曼陀羅中 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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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人員是蓮花童子近緣的眷屬 這是何等
殊勝！因此 弘法人員是珍貴而責任重
大的 而每一位弘法人員 就是︿真佛
宗﹀文宣 大家要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
亮 弘揚︿真佛密法﹀
第八堂課由蓮花程祖上師主講 蓮
花程祖上師是︿宗委會﹀會長 講題為
﹁如何有力的推動真佛道場的發展 運
作與管理﹂ 上師先以師尊文集一六五
冊︽小詩篇篇︾之﹁請繼續飛﹂勉勵大
家：﹁傳承者請繼續飛繼續飛 原因很
簡單 如果不飛就往下掉 ﹂要求進
步 精進齊心弘揚︿真佛密法﹀ 不
讓︿真佛密法﹀如佛教在印度般消
失 師尊文集二六○冊︽天上的鑰
匙︾｜｜﹁管理真佛宗不使衰亡﹂已經
明白 為了讓真佛宗恆久發展 ︿宗委
會﹀ 弘法人員及所有︿真佛宗﹀弟子
應該遵守及實施的基本行為 上師重
申︿宗委會﹀處長在︿台灣雷藏寺﹀對
師尊所發的誓願：
﹁我們誓願帶領全體真佛弟
子｜｜以戒為尊 戒律是聖教的根本！
我們誓願｜｜管理好真佛宗派 令
宗派展翅騰飛！
我們誓願｜｜推動真佛教育 為宗
派建立百年大業！
我們誓願｜｜關懷和團結僧團及所
有真佛弟子 永遠親如一家！
我們誓願｜｜帶領所有真佛弟子敬
重法 實修 修行成就 共登摩訶

的一個有效方式 但是他強調﹁神
通﹂不敵﹁業力﹂ 而﹁業力﹂不離因
果 欲求證神通 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
件 才不會走入歧途：︵一︶安於慈
悲 ︵二︶住於淨戒 ︵三︶行於忍
辱 ︵四︶用於智慧：神通不能祛除根
本煩惱繫縛 如無智慧 有了神通反而
徒增煩惱 所以能在平常生活中體會佛
法的真諦 淨化三業 一切以道德行
事 才是真正的神通 要知道 師尊曾
經寫：﹁我︵蓮生活佛︶說：你不必問
我 左右有無鬼？我可以如此告訴
你 但問你的心 問心有愧 自然有
鬼 無愧 則無鬼也 ﹂
第五堂課由釋蓮僧上師主講 釋蓮
僧上師是督察處處長 講題為﹁真佛宗
的傳承與戒律｜｜對違反傳承與戒律的
道場 弘法人員或同門向宗委會提報的
流程﹂ 首先上師說明︿真佛宗﹀傳承
的重要性｜︿真佛宗﹀的殊勝 在於有
實修的︿真佛密法﹀；︿真佛密法﹀所
以殊勝之處 則在於傳承加持力 傳承
加持力來自於守護︿真佛密法﹀的傳承
法流 而傳承法流的維護需先守護根本
精神 根本原則與根本戒律 根本精神
是敬師 重法 實修；根本原則是修身
口意清淨 以無念為正覺佛寶；根本戒
律是五戒十善 十四根本大戒等
師尊設立︿宗務委員會﹀的本意是
為宗派規劃未來的發展 殷勤輔導 耐
心調御所屬分寺堂使其往正道發
展 ︿宗委會﹀維繫了一個宗派的命

雙蓮池！﹂
接下來 上師列出道場成長過程中
所面對的種種困境及克服的方法 並教
導︿真佛密法﹀如何深入民間 得到社
會大眾的認同 最後 上師提醒大
家 要了解師尊的心 細讀師尊文集
研習會及聯誼會之間 慈悲的師尊
與師母親臨與弘法人員聚餐 眾等包
含︿宗委會﹀處長為師尊呈現在餐前短
短二十分鐘內準備的表演節目 師尊給
予珍貴的開示 並一一賜授戒尺加持！
此次研習會也安排讓聽課者為講者
打分數 所有處長完成講課後 大會進
行提問與交流時間 每一組輪流發
問 各組多表示很滿意此次研習及聯誼
會的安排：感謝 感動 溫馨 集體誦
戒帶來震撼 而七位處長很有同理
心 講詞觸動大家的心 各組也並紛紛
提出改進的主意：譬如結合所有弘法人
員︵含出家眾與在家居士︶舉辦兩天的
研習及聯誼會 上課氣氛宜更活潑 列
出違反戒律的範例 大會也一致認為比
較起︿真佛宗﹀僧眾人數 此次的參加
人數尚未不足 因此要加強聯繫弘法人
員 收集所有僧眾資料
新一屆︿宗委會﹀雄心勃勃 積極
熱忱的態度更帶動所有學員們熱烈參
與 同心協力弘法的信心 為︿真佛
宗﹀的發展帶來新的希望 二○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教授師 法師教育研習
暨聯誼會﹂圓滿舉行

脈 有團結合作 精進修法 嚴守戒
律 度化眾生的種種功用 這也就是守
護本宗根本精神 根本原則與根本戒
律 師尊文集一二八冊︽智慧的羽
翼︾﹁自由發揮與統合領導﹂指出
：﹁世界雷藏寺的建立 分堂愈來愈
多 弟子五百萬眾 ︿真佛宗﹀ 已如
夜空中的繁星爍爍 這個時候 我漸漸
發覺﹃自由發揮﹄及﹃各管各的﹄ 出
現了錯誤及矛盾 堂與堂 寺與寺 沒
有規劃 沒有戒律 獨獨缺少指導 必
須要有殷勤輔導 耐心調御的單位
了 如果令其自由發揮下去 一定會引
起各做各的 離開正確的修行路
徑 ﹂戒律蕩然 則真佛傳承必亡 戒
律興 則真佛傳承必綿延 上師也詳細
講解對違反傳承與戒律的道場 弘法人
員或同門向︿宗委會﹀提報的流程
第六堂課由釋蓮印上師主講 釋蓮
印上師是財務處處長 講題為﹁真佛宗
派關於募款 義賣 灌頂等相關規
則 道場賬目的透明公開管理﹂ 上師
很詳盡的列出道場如何向︿宗委會﹀申
請募款 有關義賣如何匯報及處理義賣
款項 灌頂供養的分配 並提出道場賬
目該如何透明公開管理
第七堂課由釋蓮悅上師主講 釋蓮
悅上師是文宣處處長 講題為﹁如何做
好真佛道場對內和對外的文宣工
作﹂ 上師雖然喉嚨已沙啞 卻依然以
最洪亮的聲音以師尊的一句話先勉勵大
家：在大白蓮花童子的曼陀羅中 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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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處 長 集 體 出 訪 ， 冀 望 印 尼 建 立 真 佛 國 。

印尼真佛宗各級弘法人員研習班開業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1）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2）

【TBSN報導】2018年3月22日，世界各地的〈宗
委會〉處長依約紛紛抵達印尼首都雅加達，奉根
本 傳 承 上 師 之 法 旨 ， 展 開 為 期 5天 4夜 的 印
尼〈真佛宗〉教育振興弘法之行，其中有〈宗委
會〉會長蓮花程祖上師、財政處長釋蓮印上
師、文宣處長釋蓮悅上師、教育處長釋蓮訶上
師、督察處長釋蓮僧上師、法務處長釋蓮東上
師、公關處長釋蓮太上師、公關處委員蓮花少東
上師。此次活動由〈宗委會〉主辦，〈印尼真佛
宗密教總協會〉以及〈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聯
合協辦。
●七位處長一體一心
近期開示中師尊頻頻提及改革重組後的〈宗
委會〉今非昔比，章程嚴明，步伐一致，〈真佛
宗〉將更團結、更勝往昔。於 2017年 9月份受
委〈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長的蓮花程祖上
師表示，「為配合宗派現前與往後的發展需
要，〈宗委會〉核心小組在師尊、師母的加持與
指示下，〈宗委會〉章程修改已經完善，7位處
長將按照所授權力，建立各處的團隊，遵循宗派
的大方向，盡情發揮所長。」，「〈宗委會〉固
然有七位處長，但我們卻是七位一體、七位一
心，依師尊的教示帶領宗派朝向興盛與永續發
展。」
●冀印尼重現佛國光輝
針對此次印尼弘法之行，蓮花程祖上師亦
表示：「在7世紀至11世紀，佛教在印尼遍地開
花，所建立的佛教王朝，甚至涵蓋馬來西亞半
島，所以這裡曾經是佛國聖地。阿底峽尊者在公
元1012年帶著百餘位的弟子飄洋過海來到印尼占
碑禮拜金洲大師，並在印尼常駐12年之久學習菩
提心法。2012年，師尊在占碑種下菩提樹，〈真
佛密法〉在印尼發展興旺，這當中有千絲萬縷的
因緣。一千年前的金洲大師，今生轉世即了鳴和
尚；而師尊的過去世，即是阿底峽尊者。因此師
尊才預言，印尼將來可成為真佛國。」
「真佛國並不會憑空建立，而是需要靠我
們去塑造、產生真佛國的因緣。所以〈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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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次出訪，是淨化障礙、是關懷教育、也是
鼓舞激勵。我們呼喚印尼的寺堂會、各級弘法人
員、真佛行者要挺身而出，印尼真佛國的建
立，你我要一起來扛！」
傍晚6時，在〈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主
席劉月琴師姐的安排下，七位〈宗委會〉處
長、公關處委員少東上師、〈宗委會〉法律顧問
周慧芳律師與印尼諸上師、總協會幹部以及〈印
尼真佛宗密教總會〉主席眾幹部一同共進晚
餐。來自印尼的上師包括：釋蓮飛上師、釋蓮祖
上師、釋蓮元上師、釋蓮菩上師、釋蓮最上
師、釋蓮養上師、釋蓮樣上師、釋蓮妗上師。
餐後釋蓮飛上師代表兩大協辦單位歡
迎〈宗委會〉處長們之蒞臨，並簡報23日至25日
之行程。
與此同時，釋蓮悅上師亦乘此機緣與印尼
兩大單位召開會議，為年末的印尼大法會準
備。除授課之外，處長們也將拜訪〈敬德學
校〉以及甫建成的〈華雨雷藏寺〉。
〈宗委會〉上師團此次行程包含 23日與
24日的弘法人員及道場領導人研習，也將於25日
以「南摩大力金剛護摩大法會」作結尾，由釋蓮
印上師主壇。這是師尊首次特別賜授〈宗委
會〉處長們代師主持「大力金剛法會」、「黑面
金母法會」以及「摩利支天菩薩法會」的法
旨，交流與教育之際，亦為各地道場掃除有形與
無形之障礙，安定人心。

【 TBSN報 導 】 3月 23日 早 上 8時 ， 由 〈 宗 委
會〉主辦、〈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以及〈密
教總會〉協辦的印尼〈真佛宗〉各級弘法人員研
習班準時開始。〈宗委會〉處長團與印尼上師團
上香禮拜〈印尼雷藏寺〉壇城後，即在釋蓮飛上
師的帶領下，詠誦『根本傳承上師心咒』、『四
皈依咒』，並帶領全體大眾以印尼語及華語唸
誦《密教根本十四大戒》與《事師法五十頌》。
此 研 習 班 有 來 自 印 尼 各 地 的 11位 法
師、10位講師、34位助教、道場領導154人以及
旁聽同門55人，共計278出席眾。
●師尊再三叮嚀 遵守戒律章程
〈宗委會〉會長程祖上師首先為印尼的同
門捎來師尊、師母的問候，並表明此次〈宗委
會〉代師出訪印尼，主要是安撫人心，為印
尼〈真佛宗〉作清淨防護，以及進行教育與關
懷。他也感謝〈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的劉月
琴師姐與理事，〈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的勇華
師兄與理事，和所有印尼各地遠道而來的弘法人
員、道場領導，畢竟印尼有千島國之稱，要聚集
到雅加達並不容易；而〈宗委會〉七位處長亦準
備好宗派現前、未來的計劃呈現給大家，呼籲大
家一起耕耘，一起落實宗派的計劃。
蓮花程祖上師說，「師尊在2月23日台灣弘
法人員研習以及爾後的上師大會中一再特別叮
嚀，大家要守戒，並遵循〈宗委會〉章程。我們
要跟著師尊教示，因此通過這一趟印尼之行，我
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師尊的心，以及師尊對我們
的期望。」
「〈真佛宗〉要永續傳承，教育是首
要。今天的研習班只是起點，〈宗委會〉已經決
定常年在印尼舉辦各級弘法人員、道場領導人研
習班。如果大家都非常優秀，都了解師尊的
心，都能夠敬師、重法、實修，而且這一代行者
都能實修實證，那〈真佛宗〉一定會永續傳
承。」
●全印尼一體一心 真佛國必然實現
「師尊說過，印尼會有真佛國的產生。真

佛國如何實現？在坐有300位出席者，我們就有
300個希望。大家一起來肩負、力行，使真佛國
能夠實現！」
「大家一定要了解師尊的心，今天所有的
處長都已經充份準備，大家這兩天就好好安住
在〈印尼雷藏寺〉，讓處長們觸動你的心。而我
相信，只要我們一體一心，真佛國一定會實
現！」
致詞後蓮花程祖上師在劉月琴師姐與勇華
師兄的陪同下敲擊大罄，研習班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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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處 長 集 體 出 訪 ， 冀 望 印 尼 建 立 真 佛 國 。

印尼真佛宗各級弘法人員研習班開業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1）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2）

【TBSN報導】2018年3月22日，世界各地的〈宗
委會〉處長依約紛紛抵達印尼首都雅加達，奉根
本 傳 承 上 師 之 法 旨 ， 展 開 為 期 5天 4夜 的 印
尼〈真佛宗〉教育振興弘法之行，其中有〈宗委
會〉會長蓮花程祖上師、財政處長釋蓮印上
師、文宣處長釋蓮悅上師、教育處長釋蓮訶上
師、督察處長釋蓮僧上師、法務處長釋蓮東上
師、公關處長釋蓮太上師、公關處委員蓮花少東
上師。此次活動由〈宗委會〉主辦，〈印尼真佛
宗密教總協會〉以及〈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聯
合協辦。
●七位處長一體一心
近期開示中師尊頻頻提及改革重組後的〈宗
委會〉今非昔比，章程嚴明，步伐一致，〈真佛
宗〉將更團結、更勝往昔。於 2017年 9月份受
委〈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會長的蓮花程祖上
師表示，「為配合宗派現前與往後的發展需
要，〈宗委會〉核心小組在師尊、師母的加持與
指示下，〈宗委會〉章程修改已經完善，7位處
長將按照所授權力，建立各處的團隊，遵循宗派
的大方向，盡情發揮所長。」，「〈宗委會〉固
然有七位處長，但我們卻是七位一體、七位一
心，依師尊的教示帶領宗派朝向興盛與永續發
展。」
●冀印尼重現佛國光輝
針對此次印尼弘法之行，蓮花程祖上師亦
表示：「在7世紀至11世紀，佛教在印尼遍地開
花，所建立的佛教王朝，甚至涵蓋馬來西亞半
島，所以這裡曾經是佛國聖地。阿底峽尊者在公
元1012年帶著百餘位的弟子飄洋過海來到印尼占
碑禮拜金洲大師，並在印尼常駐12年之久學習菩
提心法。2012年，師尊在占碑種下菩提樹，〈真
佛密法〉在印尼發展興旺，這當中有千絲萬縷的
因緣。一千年前的金洲大師，今生轉世即了鳴和
尚；而師尊的過去世，即是阿底峽尊者。因此師
尊才預言，印尼將來可成為真佛國。」
「真佛國並不會憑空建立，而是需要靠我
們去塑造、產生真佛國的因緣。所以〈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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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次出訪，是淨化障礙、是關懷教育、也是
鼓舞激勵。我們呼喚印尼的寺堂會、各級弘法人
員、真佛行者要挺身而出，印尼真佛國的建
立，你我要一起來扛！」
傍晚6時，在〈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主
席劉月琴師姐的安排下，七位〈宗委會〉處
長、公關處委員少東上師、〈宗委會〉法律顧問
周慧芳律師與印尼諸上師、總協會幹部以及〈印
尼真佛宗密教總會〉主席眾幹部一同共進晚
餐。來自印尼的上師包括：釋蓮飛上師、釋蓮祖
上師、釋蓮元上師、釋蓮菩上師、釋蓮最上
師、釋蓮養上師、釋蓮樣上師、釋蓮妗上師。
餐後釋蓮飛上師代表兩大協辦單位歡
迎〈宗委會〉處長們之蒞臨，並簡報23日至25日
之行程。
與此同時，釋蓮悅上師亦乘此機緣與印尼
兩大單位召開會議，為年末的印尼大法會準
備。除授課之外，處長們也將拜訪〈敬德學
校〉以及甫建成的〈華雨雷藏寺〉。
〈宗委會〉上師團此次行程包含 23日與
24日的弘法人員及道場領導人研習，也將於25日
以「南摩大力金剛護摩大法會」作結尾，由釋蓮
印上師主壇。這是師尊首次特別賜授〈宗委
會〉處長們代師主持「大力金剛法會」、「黑面
金母法會」以及「摩利支天菩薩法會」的法
旨，交流與教育之際，亦為各地道場掃除有形與
無形之障礙，安定人心。

【 TBSN報 導 】 3月 23日 早 上 8時 ， 由 〈 宗 委
會〉主辦、〈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以及〈密
教總會〉協辦的印尼〈真佛宗〉各級弘法人員研
習班準時開始。〈宗委會〉處長團與印尼上師團
上香禮拜〈印尼雷藏寺〉壇城後，即在釋蓮飛上
師的帶領下，詠誦『根本傳承上師心咒』、『四
皈依咒』，並帶領全體大眾以印尼語及華語唸
誦《密教根本十四大戒》與《事師法五十頌》。
此 研 習 班 有 來 自 印 尼 各 地 的 11位 法
師、10位講師、34位助教、道場領導154人以及
旁聽同門55人，共計278出席眾。
●師尊再三叮嚀 遵守戒律章程
〈宗委會〉會長程祖上師首先為印尼的同
門捎來師尊、師母的問候，並表明此次〈宗委
會〉代師出訪印尼，主要是安撫人心，為印
尼〈真佛宗〉作清淨防護，以及進行教育與關
懷。他也感謝〈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的劉月
琴師姐與理事，〈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的勇華
師兄與理事，和所有印尼各地遠道而來的弘法人
員、道場領導，畢竟印尼有千島國之稱，要聚集
到雅加達並不容易；而〈宗委會〉七位處長亦準
備好宗派現前、未來的計劃呈現給大家，呼籲大
家一起耕耘，一起落實宗派的計劃。
蓮花程祖上師說，「師尊在2月23日台灣弘
法人員研習以及爾後的上師大會中一再特別叮
嚀，大家要守戒，並遵循〈宗委會〉章程。我們
要跟著師尊教示，因此通過這一趟印尼之行，我
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師尊的心，以及師尊對我們
的期望。」
「〈真佛宗〉要永續傳承，教育是首
要。今天的研習班只是起點，〈宗委會〉已經決
定常年在印尼舉辦各級弘法人員、道場領導人研
習班。如果大家都非常優秀，都了解師尊的
心，都能夠敬師、重法、實修，而且這一代行者
都能實修實證，那〈真佛宗〉一定會永續傳
承。」
●全印尼一體一心 真佛國必然實現
「師尊說過，印尼會有真佛國的產生。真

佛國如何實現？在坐有300位出席者，我們就有
300個希望。大家一起來肩負、力行，使真佛國
能夠實現！」
「大家一定要了解師尊的心，今天所有的
處長都已經充份準備，大家這兩天就好好安住
在〈印尼雷藏寺〉，讓處長們觸動你的心。而我
相信，只要我們一體一心，真佛國一定會實
現！」
致詞後蓮花程祖上師在劉月琴師姐與勇華
師兄的陪同下敲擊大罄，研習班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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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處 長 釋 蓮 訶 上 師 談 宗 委 會 教 育 方 案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3）
【TBSN報導】按目前宗內所有的真佛教育，可
依研習時間大致分為：「短期」與「長
期」。〈宗委會〉近期的「弘法人員研習交
流」、〈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大德佛
學院〉，定期每年舉辦三天的「出家眾研習
班」、「助教講師研習班」、「密法研習
營」等，是為短期教育。長期的如〈台灣雷藏
寺〉的〈威德佛學院〉，課程為期一年，以出
家眾為目標，另有〈印尼雷藏寺〉〈敬德學
校〉，設有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在正
規課程上，加入佛學教育，這也是目前全世界
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受國家承認的正規真佛
宗學校。
「我深深覺得，人們的眼光若放得長
遠，一定要從事教育工作開始，因為留給後人
恩澤的，決不是田地、不是房宅、不是金
錢，而是教育，唯有教育才能流得久遠的。
我亦深深覺得，未來的〈真佛宗〉要普度
眾生，要智慧無上，要人才輩出，要弘揚於全
世界，要健全不匱，亦祇有二個字－－教
育。幫助雷藏寺的建立。幫助〈真佛宗〉的千
年大計－－教育。」
釋蓮訶上師引述師尊的文章說，「20年前
師尊就已經在書中強調了教育很重要，我們也
都知道教育對宗派很重要，但宗派的教育卻很
遲起步，直到去年九月新屆的〈宗委會〉才設
立了教育處。換言之，在這之前，〈真佛
宗〉沒有一個健全的教育體系，現在宗派的教
育制度建立是從零開始的。」
理工博士出身的釋蓮訶上師上任教育處長
後第一件事，就是向宗內的長老、對教育熱心
的法師同門、〈真佛宗〉教授團請益；另一方
面則研究其他教派的教育制度。徵得諸多建議
後，釋蓮訶上師與其團隊逐漸摸索出一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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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框架。
●完善的教育制度 短期與長期並重
「〈真佛宗〉的教育模式應該分為兩大
類，其一就是短期的、針對地域與需求，而展
開的培訓，例如這次印尼的弘法人員培訓
班。這類的教育雖然短，但卻有立竿見影的效
果，可以針對最迫切需要的課題進行教育，例
如最近戒律渙散，〈宗委會〉就針對戒律的課
題開課。例如在台灣的弘法人員研習，我們看
到了弘法人員的改善，同時弘法人員也覺
得〈宗委會〉不同以往了。〈宗委會〉也訂下
了每年至少春秋兩季的研習班，而且每屆的內
容都是根據大家真實需要的以及教材所擬
定。」
短期教育固然重要，但長期教育才是制度
的奠基石。目前台灣的〈威德佛學院〉就是提
供長期教育的場所，有教材有教室有師資，但
除非是完全放下俗務的出家眾，否則一般行者
也很難抽出一整年的時間專心研習。而順網路
時代的「網絡課程」正好克服了時間與距離的
障礙。
●真佛網路教室 隨時隨地學習
「『網絡課室』是教育處目前著重的方
向。不管你在何時何地，只要你有時間有網絡
想學習，你就可以學習。但我們所要建立的是
一個完整的網絡教育系統，有必修課、選修
課、階級進度、學分制。光學習也不行，你必
須要經過考核，取得學分，才能夠進入更高階
的課程。最終你研習完畢，考核成功，我們才
頒發證書。」上師振奮地說「我們也研究其他
教派的網絡課程，發現都必須是要實名登記才
可以上課。而我們要規劃一些入門、初階

的，對〈真佛宗〉有興趣你可以進來聽聽看
看，不過如果妳想進階，就必須皈依然後要通
過考核。」
「當一整套完善的教育體系完成後，宗內
的佛學院就可以直接套用教材和制度。未來考
取弘法人員，或者弘法人員的晉升，都必須要
通過學分來評定。至於想出家的還是必須到佛
學院先適應出家生活。」，釋蓮訶上師如此強
調。
教育是宗派傳承千年之大計，非一人所能
獨當。所幸〈宗委會〉教育組有兩員大將：釋
蓮鳴上師和釋蓮熅上師，他們非常發心真佛教
育事業，熱心付出，全力以赴，尤其是在課程
設計、製作和真佛網站的建立等方面做出巨大
貢獻。同時在釋蓮訶上師的呼籲下，〈宗委
會〉教育處也組織了教育團隊，其中〈台灣雷
藏寺〉的釋蓮桶法師目前擔任教育處執行秘
書，巴西〈真諦雷藏寺〉的齊耀斌博士（亦
是〈真佛宗〉講師）由於具有編輯教材的經
驗，所以擔任教材總編輯。此外20位成員中還
有多位上師、法師以及博士教授，都非常優秀
且發心。釋蓮訶上師同時還呼籲更多的人才踴
躍報名加入真佛教育組。
●奠定真佛教育制度 回報根本上師恩典
「目前我們已經把初階的教材綱要擬
定，最終目標是編訂一套〈真佛宗〉專屬的教
材，因為也只有師尊的法教中才包含了道顯密
的寶藏。當這一套教材完成後，文字檔、語音
檔都會上載到網路教室，而授課講師按照教材
進行的解說指導則可製作成影音教材。當中還
要包含真佛青少年的培訓，這是一項非常浩繁
的工程，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不過在
2018年內，大家就可以上網看到真佛網絡教室

釋蓮訶上師

釋蓮訶上師與敬德學校的中專Hantoro校長(右一)、
中學Dedy校長(左二)、小學Cindria校長(左一)。

的基本架構。」
「要辦教育就要辦正規的，只要把這一制
度建立起來，後人就可以按照這個制度一直走
下去，這是非常長遠的計劃。這也是我們對根
本上師的供養，第一、你以修行來回報根本上
師，第二、你以行菩提事業來供養根本上
師。除此之外，師恩難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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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處 長 釋 蓮 訶 上 師 談 宗 委 會 教 育 方 案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3）
【TBSN報導】按目前宗內所有的真佛教育，可
依研習時間大致分為：「短期」與「長
期」。〈宗委會〉近期的「弘法人員研習交
流」、〈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大德佛
學院〉，定期每年舉辦三天的「出家眾研習
班」、「助教講師研習班」、「密法研習
營」等，是為短期教育。長期的如〈台灣雷藏
寺〉的〈威德佛學院〉，課程為期一年，以出
家眾為目標，另有〈印尼雷藏寺〉〈敬德學
校〉，設有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在正
規課程上，加入佛學教育，這也是目前全世界
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受國家承認的正規真佛
宗學校。
「我深深覺得，人們的眼光若放得長
遠，一定要從事教育工作開始，因為留給後人
恩澤的，決不是田地、不是房宅、不是金
錢，而是教育，唯有教育才能流得久遠的。
我亦深深覺得，未來的〈真佛宗〉要普度
眾生，要智慧無上，要人才輩出，要弘揚於全
世界，要健全不匱，亦祇有二個字－－教
育。幫助雷藏寺的建立。幫助〈真佛宗〉的千
年大計－－教育。」
釋蓮訶上師引述師尊的文章說，「20年前
師尊就已經在書中強調了教育很重要，我們也
都知道教育對宗派很重要，但宗派的教育卻很
遲起步，直到去年九月新屆的〈宗委會〉才設
立了教育處。換言之，在這之前，〈真佛
宗〉沒有一個健全的教育體系，現在宗派的教
育制度建立是從零開始的。」
理工博士出身的釋蓮訶上師上任教育處長
後第一件事，就是向宗內的長老、對教育熱心
的法師同門、〈真佛宗〉教授團請益；另一方
面則研究其他教派的教育制度。徵得諸多建議
後，釋蓮訶上師與其團隊逐漸摸索出一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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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框架。
●完善的教育制度 短期與長期並重
「〈真佛宗〉的教育模式應該分為兩大
類，其一就是短期的、針對地域與需求，而展
開的培訓，例如這次印尼的弘法人員培訓
班。這類的教育雖然短，但卻有立竿見影的效
果，可以針對最迫切需要的課題進行教育，例
如最近戒律渙散，〈宗委會〉就針對戒律的課
題開課。例如在台灣的弘法人員研習，我們看
到了弘法人員的改善，同時弘法人員也覺
得〈宗委會〉不同以往了。〈宗委會〉也訂下
了每年至少春秋兩季的研習班，而且每屆的內
容都是根據大家真實需要的以及教材所擬
定。」
短期教育固然重要，但長期教育才是制度
的奠基石。目前台灣的〈威德佛學院〉就是提
供長期教育的場所，有教材有教室有師資，但
除非是完全放下俗務的出家眾，否則一般行者
也很難抽出一整年的時間專心研習。而順網路
時代的「網絡課程」正好克服了時間與距離的
障礙。
●真佛網路教室 隨時隨地學習
「『網絡課室』是教育處目前著重的方
向。不管你在何時何地，只要你有時間有網絡
想學習，你就可以學習。但我們所要建立的是
一個完整的網絡教育系統，有必修課、選修
課、階級進度、學分制。光學習也不行，你必
須要經過考核，取得學分，才能夠進入更高階
的課程。最終你研習完畢，考核成功，我們才
頒發證書。」上師振奮地說「我們也研究其他
教派的網絡課程，發現都必須是要實名登記才
可以上課。而我們要規劃一些入門、初階

的，對〈真佛宗〉有興趣你可以進來聽聽看
看，不過如果妳想進階，就必須皈依然後要通
過考核。」
「當一整套完善的教育體系完成後，宗內
的佛學院就可以直接套用教材和制度。未來考
取弘法人員，或者弘法人員的晉升，都必須要
通過學分來評定。至於想出家的還是必須到佛
學院先適應出家生活。」，釋蓮訶上師如此強
調。
教育是宗派傳承千年之大計，非一人所能
獨當。所幸〈宗委會〉教育組有兩員大將：釋
蓮鳴上師和釋蓮熅上師，他們非常發心真佛教
育事業，熱心付出，全力以赴，尤其是在課程
設計、製作和真佛網站的建立等方面做出巨大
貢獻。同時在釋蓮訶上師的呼籲下，〈宗委
會〉教育處也組織了教育團隊，其中〈台灣雷
藏寺〉的釋蓮桶法師目前擔任教育處執行秘
書，巴西〈真諦雷藏寺〉的齊耀斌博士（亦
是〈真佛宗〉講師）由於具有編輯教材的經
驗，所以擔任教材總編輯。此外20位成員中還
有多位上師、法師以及博士教授，都非常優秀
且發心。釋蓮訶上師同時還呼籲更多的人才踴
躍報名加入真佛教育組。
●奠定真佛教育制度 回報根本上師恩典
「目前我們已經把初階的教材綱要擬
定，最終目標是編訂一套〈真佛宗〉專屬的教
材，因為也只有師尊的法教中才包含了道顯密
的寶藏。當這一套教材完成後，文字檔、語音
檔都會上載到網路教室，而授課講師按照教材
進行的解說指導則可製作成影音教材。當中還
要包含真佛青少年的培訓，這是一項非常浩繁
的工程，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不過在
2018年內，大家就可以上網看到真佛網絡教室

釋蓮訶上師

釋蓮訶上師與敬德學校的中專Hantoro校長(右一)、
中學Dedy校長(左二)、小學Cindria校長(左一)。

的基本架構。」
「要辦教育就要辦正規的，只要把這一制
度建立起來，後人就可以按照這個制度一直走
下去，這是非常長遠的計劃。這也是我們對根
本上師的供養，第一、你以修行來回報根本上
師，第二、你以行菩提事業來供養根本上
師。除此之外，師恩難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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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團訪雅加達敬德學校—世界首座真佛宗正規學府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4）
【TBSN報導】開業儀式後，在劉月琴師姐（丁
師母）以及釋蓮飛上師的帶領下，一眾處長
往〈敬德學校〉參觀。〈敬德學校〉在印尼文
中 的 全 名 是 〈 SEKOLAH ATISA DIPAMKAR
A〉，意即是阿底峽燃燈尊者，象徵印尼〈真
佛宗〉與阿底峽尊者深厚的因緣。而學校的緣
起，只因師尊於1990年蒞臨印尼時對蓮真上師
的 囑 咐 ， 蓮 真 上 師 就 著 手 策 劃 建 校 。 1994
年，師尊親臨〈印尼雷藏寺〉主持開光安座大
典，並為〈敬德學校〉動土。
在印尼，由於政府鼓勵建校，所以〈敬德
學校〉很快就得到教育部批准與認可，建校計
劃得到全印尼真佛行者的大支持，硬體設施很
快就建好了。當年肩負建校計劃的，是丁志芳
上師（法號蓮真上師，於2013年往生）。
●師佛一句教育囑咐 促成華光敬德學校
兼任〈敬德學校〉董事長劉月琴師姐（丁
師母）笑言，「丁上師是很有魄力的上師，師
尊在1990年來到印尼弘法時提到，教育很重
要，結果丁上師馬上就行動，在最短的時間內
發動總協會的理事、同門籌措資金購地建
校。1997年，學校建好後，需要有人來領導學
校，協會推選了我，我答應了，但是有兩個條
件，第一，蓮真上師是很有主見的，但我領導
他不插手；第二，學校的管理層必須與〈密總
協會〉的管理層分開。」就這樣，1997年〈敬
德學校〉就從招得的30位學生開始。月琴師姐
自喻是剛學走路的嬰兒，從手握鍋鏟的家庭主
婦，到挑起學校重擔的董事長，難免走得跌來
撞去。
「過程當然很不容易，我也沒有辦校的經
驗，只好到處去拜訪求教。知道朋友是基督教
學校的校長，我就去向他們求教，〈敬德學
校〉最初的老師也只有兩位。不過只要你是真
心要做事的，佛菩薩一定會幫忙你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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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習知識也學佛
去年，〈敬德學校〉迎來建校20週年。由
於敬德學生在校外的英語比賽、辯論比賽等頻
頻獲獎，成為是區名氣不小的私立學校。目前
學校分為幼稚園6班、小學12班、初中6班、高
中 10班 以 及 中 專 9班 ， 全 校 1009名 學 生 ， 其
中「中專」即指職業中學班，目前設有大眾傳
媒與會計兩系。這四個階級又分別由三位校長
分別管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有11成員，包括四位校
長、財政、秘書、總務、市場等委員，以劉月
琴師姐為董事長，統領校務。在教材方面，除
了政府規定的統一教材，與印尼公家學校不同
的是，〈敬德學校〉把中文與佛學列為必修
課，中文課每週5節，佛學每週一節。學校內
有禮佛室設真佛密壇，從小學開始就學習小乘
佛學知識（政府規定）及基本的〈真佛
宗〉「四加行法」，劉月琴師姐也在兩三年前
開始編排印尼文的〈真佛宗〉教材，目前仍持
續修改中；不過對於非佛教信仰的學生，他們
還是可以選擇禮儀課程。值得一提的是，敬德
學生們在開始上課前，都會先一起唸誦『根本
上師心咒』，食前也先修供養。
時至今日，已經70高齡的劉月琴師姐仍然
不斷地從他校學習，「雅加達有〈慈濟〉學
校，學費很高，但是報讀的學生大排長龍，因
為他們的禮儀做得好。因此我要求委員會做
起，加強禮儀學習。下個月我要帶著校長與老
師 們 去 東 爪 哇 的 〈 SMA Selamat Pagi
Indonesia〉觀摩，這是一座教育貧苦學生的
學校，辦得非常好！」
〈敬德學校〉是一座私立學校，硬體由真
佛同門捐獻，經費靠繳交的學費。由於優秀的
管理與師資，〈敬德學校〉很快地建立很好的

校譽，報讀的學生漸多，在經費上有了盈
餘。於是管理層用盈餘建立了〈敬德學校〉分
校。2017年，距離10公里外的〈敬德學校〉分
校正式啟用，至今也已經開了4班幼稚園，2班
小學，學生有135位。
●敬德學校基礎上 構思成立大學部
除了辦校，由於身負〈印尼密教總協
會〉主席一職，自2013年後，劉月琴師姐也常
常到印尼各處的原住民道場探訪，最偏遠的道
場需要一天一夜的車程才能抵達，最靠近的也
要一個小時的車距。在劉月琴師姐身上，看見
印尼〈真佛宗〉過去發展的不容易；但也從她
領導的〈敬德學校〉，我們看見了真佛教育制
度的雛形。
參觀過〈敬德學校〉與分校之後，會長程
祖上師、教育處長釋蓮訶上師、印尼釋蓮飛上
師等，趁小歇時間，探討在印尼成立〈真佛
宗〉大學的可能性。印尼〈真佛宗〉有足夠的
人力、財力、硬體設施，只要師資與教材解
決，在〈敬德學校〉現有的基礎上建立大學
部，實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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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團訪雅加達敬德學校—世界首座真佛宗正規學府
宗委會印尼行報導（4）
【TBSN報導】開業儀式後，在劉月琴師姐（丁
師母）以及釋蓮飛上師的帶領下，一眾處長
往〈敬德學校〉參觀。〈敬德學校〉在印尼文
中 的 全 名 是 〈 SEKOLAH ATISA DIPAMKAR
A〉，意即是阿底峽燃燈尊者，象徵印尼〈真
佛宗〉與阿底峽尊者深厚的因緣。而學校的緣
起，只因師尊於1990年蒞臨印尼時對蓮真上師
的 囑 咐 ， 蓮 真 上 師 就 著 手 策 劃 建 校 。 1994
年，師尊親臨〈印尼雷藏寺〉主持開光安座大
典，並為〈敬德學校〉動土。
在印尼，由於政府鼓勵建校，所以〈敬德
學校〉很快就得到教育部批准與認可，建校計
劃得到全印尼真佛行者的大支持，硬體設施很
快就建好了。當年肩負建校計劃的，是丁志芳
上師（法號蓮真上師，於2013年往生）。
●師佛一句教育囑咐 促成華光敬德學校
兼任〈敬德學校〉董事長劉月琴師姐（丁
師母）笑言，「丁上師是很有魄力的上師，師
尊在1990年來到印尼弘法時提到，教育很重
要，結果丁上師馬上就行動，在最短的時間內
發動總協會的理事、同門籌措資金購地建
校。1997年，學校建好後，需要有人來領導學
校，協會推選了我，我答應了，但是有兩個條
件，第一，蓮真上師是很有主見的，但我領導
他不插手；第二，學校的管理層必須與〈密總
協會〉的管理層分開。」就這樣，1997年〈敬
德學校〉就從招得的30位學生開始。月琴師姐
自喻是剛學走路的嬰兒，從手握鍋鏟的家庭主
婦，到挑起學校重擔的董事長，難免走得跌來
撞去。
「過程當然很不容易，我也沒有辦校的經
驗，只好到處去拜訪求教。知道朋友是基督教
學校的校長，我就去向他們求教，〈敬德學
校〉最初的老師也只有兩位。不過只要你是真
心要做事的，佛菩薩一定會幫忙你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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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習知識也學佛
去年，〈敬德學校〉迎來建校20週年。由
於敬德學生在校外的英語比賽、辯論比賽等頻
頻獲獎，成為是區名氣不小的私立學校。目前
學校分為幼稚園6班、小學12班、初中6班、高
中 10班 以 及 中 專 9班 ， 全 校 1009名 學 生 ， 其
中「中專」即指職業中學班，目前設有大眾傳
媒與會計兩系。這四個階級又分別由三位校長
分別管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有11成員，包括四位校
長、財政、秘書、總務、市場等委員，以劉月
琴師姐為董事長，統領校務。在教材方面，除
了政府規定的統一教材，與印尼公家學校不同
的是，〈敬德學校〉把中文與佛學列為必修
課，中文課每週5節，佛學每週一節。學校內
有禮佛室設真佛密壇，從小學開始就學習小乘
佛學知識（政府規定）及基本的〈真佛
宗〉「四加行法」，劉月琴師姐也在兩三年前
開始編排印尼文的〈真佛宗〉教材，目前仍持
續修改中；不過對於非佛教信仰的學生，他們
還是可以選擇禮儀課程。值得一提的是，敬德
學生們在開始上課前，都會先一起唸誦『根本
上師心咒』，食前也先修供養。
時至今日，已經70高齡的劉月琴師姐仍然
不斷地從他校學習，「雅加達有〈慈濟〉學
校，學費很高，但是報讀的學生大排長龍，因
為他們的禮儀做得好。因此我要求委員會做
起，加強禮儀學習。下個月我要帶著校長與老
師 們 去 東 爪 哇 的 〈 SMA Selamat Pagi
Indonesia〉觀摩，這是一座教育貧苦學生的
學校，辦得非常好！」
〈敬德學校〉是一座私立學校，硬體由真
佛同門捐獻，經費靠繳交的學費。由於優秀的
管理與師資，〈敬德學校〉很快地建立很好的

校譽，報讀的學生漸多，在經費上有了盈
餘。於是管理層用盈餘建立了〈敬德學校〉分
校。2017年，距離10公里外的〈敬德學校〉分
校正式啟用，至今也已經開了4班幼稚園，2班
小學，學生有135位。
●敬德學校基礎上 構思成立大學部
除了辦校，由於身負〈印尼密教總協
會〉主席一職，自2013年後，劉月琴師姐也常
常到印尼各處的原住民道場探訪，最偏遠的道
場需要一天一夜的車程才能抵達，最靠近的也
要一個小時的車距。在劉月琴師姐身上，看見
印尼〈真佛宗〉過去發展的不容易；但也從她
領導的〈敬德學校〉，我們看見了真佛教育制
度的雛形。
參觀過〈敬德學校〉與分校之後，會長程
祖上師、教育處長釋蓮訶上師、印尼釋蓮飛上
師等，趁小歇時間，探討在印尼成立〈真佛
宗〉大學的可能性。印尼〈真佛宗〉有足夠的
人力、財力、硬體設施，只要師資與教材解
決，在〈敬德學校〉現有的基礎上建立大學
部，實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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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金剛法 這是非常殊勝的 聽說密

授出家戒
集金剛專治﹁瞋﹂ 把瞋
拿掉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聖尊今天將教導如何將
﹁瞋﹂轉化成智慧的秘
密 這是非常重要的 相
信跟密集金剛有緣的 都
會得大成就！
隨後是授戒儀式 聖
尊首先為五位發心出家弟
子授﹁出家戒﹂ 並開示
一位真正的古魯 是有辦
法讓自己的弟子往生佛國
及解脫 有六十四位發心
受﹁在家菩薩戒﹂的戒
子 在戒壇前一問一答即
為受戒 聖尊開示﹁在家
菩薩戒﹂是三壇大戒中
︵沙彌戒 出家戒 菩薩
戒︶最大的戒 受戒容易
守戒難 受戒以後每天修
完法後要在壇城前誦戒
犯戒要懺悔 懺悔後不可
再犯 最後聖尊為十一對
新人福證 並為新人開
示：祈望新人同心同修同
得 共組佛化家庭
釋蓮哲上師代表與會
大眾向聖尊敬獻哈達 殊
勝的﹁密集金剛護摩大法
會﹂正式開始

二

○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
六︶︿台灣雷藏寺﹀恭請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盧勝彥法王 於
下午二點主持﹁戊戍年新春祈福密集
金剛﹂護摩大法會 暨首傳﹁密集金
剛不共大法﹂ 世界各地真佛弟子們
絡繹不絕的來到︿台灣雷藏寺﹀ 不
論是密壇 大殿 廣場或餐廳都是一
位難求 各地走廊也有眾多晚到的同
門席地而坐 其敬師 重法之心 令
人感動！
下午二點許 莊嚴的迎師隊伍
引領法王蓮生活佛陞法王座 親臨參
與盛會的貴賓眾多 除了南投縣副縣
長陳政昇先生率縣政府多位官員 還
有南投縣議會諸位議員︵簡景賢議
員 簡峻廷議員 簡賜勝議員︶ 以
及鎮長代表和里長等亦前來共襄盛
舉
陳副縣長代表林縣長致詞 歡
迎大家來參加年度大法會 並感謝
︿台灣雷藏寺﹀對社會所做的公益事
業 最後祝大家新春愉快 闔家平安
吉祥！
接著師母蓮香金剛上師致詞談
到 深刻感受到每次聖尊傳金剛大
法 都會天垂異象 五大金剛法中聖
尊已傳授過喜金剛 大威德金剛 大
幻化網金剛 勝樂金剛 今天將傳密

會後 聖尊再度告知弟子 已完
成的四本書： ︽ 寫鬼︾ ︽ 鬼中之
鬼︾ ︽鬼域︾和︽鬼的總本山︾
希望人手一冊 看過以後很容易分別
什麼是佛？什麼是鬼？由這四本書中
可以得到辨識佛與鬼的知識
接著 聖尊傳法開示 一一詳細
解說護摩主尊密集金剛的形相 示範
手印 咒語與修法觀想
修行就是要回到佛國淨土 到佛
國淨土想要什麼東西 腦子一想都會
一一化現 修行就是你已經證到解
脫 證到菩提 你已經跟至上合一
跟你的本尊合一 你無限 你永生
你歡喜無盡 這就是重點
﹁嗡 阿 吽﹂的要義：﹁嗡﹂
是智慧藏；﹁阿﹂是菩提無我；
﹁吽﹂是修自己的壇城宮殿︵即修自
己的金剛身︶ 密集金剛能讓你的身
口意清淨 能除掉貪念 瞋念和所有
的愚痴 你能得到如來的智慧 功名
利祿都不算什麼 最重要的是自己心
靈提昇 其他都不重要！
最後聖尊於灌頂前依照慣例為壇
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
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 並做
總加持 賜授與會大眾殊勝的﹁密集
金剛不共大法﹂灌頂︵含皈依灌
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
近期燃燈雜誌 ︶蓮花智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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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中觀之道，
比如無雲烈日除闇般，摧毀塵垢無明得佛果。

■文∕釋蓮會法師

此

次大法會主尊﹁龍樹菩薩﹂
龍樹菩薩 名為﹁那伽閼羅樹
那﹂ 由於入龍宮 以﹁龍成道﹂
又於﹁阿周陀那樹﹂下出生 故以此
為名 龍樹菩薩堪稱一代佛學宗師
博學多聞 為了廣弘佛法 更是著書
立說 有﹁千部論主﹂的稱譽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論︾一書 此
書一出 震撼了當時的佛教界 龍樹
菩薩另闢蹊徑的﹁中觀思想﹂ 可以
說是直指器世界的本質 修行的義
諦 也揭開了佛學思想嶄新的篇章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觀
堂﹀啟建﹁龍樹菩薩護國息災祈福超
度水供大法會﹂由︿真佛宗﹀根本傳
承上師蓮生活佛主壇 並首傳﹁龍樹
菩薩本尊法﹂及﹁中觀論﹂灌頂 此
日 一早有來自世界各地上師 法
師 各級弘法人員 各級政要嘉賓及
真佛弟子近數萬人潮紛紛踴入台北
︿林口體育館﹀ 一時嘉賓冠蓋雲
集 前來參與殊勝大法會
上午十時三十分左右 在體育館
門口已羅列上師 法師 眾同門 更
有十位童男 童女等待聖尊蓮生活佛
的蒞臨 當蓮生法王座車抵達在大門
口的大白蓮花噴水池 蓮花池也代表
著西方摩訶雙蓮池 聖尊繞著蓮花池
伸手加持轉動著代表根本上師智慧總
集的二百六十五座蓮生活佛文集轉經

輪 在頂禮上香加持金剛薩埵在入口
處的壇後 聖尊蓮生活佛與師母一行
眾等來到﹁天燈區﹂ 師尊和師母分
別在天燈上題字 師尊寫的是﹁國泰
民安﹂ 師母寫的是﹁如意吉祥﹂
並施放天燈為台灣祈福；接著法王進
入時光迴廊時 第一眼所見到的龍宮
的情境 猶如時光倒流 展開一場法
王與龍樹菩薩跨時空的相遇
下午一點二十分 由︿中天 非
凡 壹電視 三立﹀四家媒體採訪蓮
生活佛 法王先揮毫墨寶﹁龍行台
灣﹂一幀 再由記者聯訪關於國運的
看法及祈福大法會主要目標及有什麼
特殊之處 並問龍樹菩薩的中觀思
想 更談到法王寫作三百六十五本及
龍樹的千部論有否相通之處
下午二點正 法會由世界各地講
師 助教組合迎師隊伍莊嚴肅穆迎請
法王蓮生活佛及眾上師進入法壇 當
法王上香陞法王座 在介紹貴賓後
由貴賓朱時宜教授致詞：先介紹龍樹
菩薩的來源 論著 並談到量子力學
的三種重要概念與龍樹菩薩有關﹁八
不中道﹂和﹁緣起性空﹂的闡述非常
相近 所以 近代量子科學家可以從
龍樹菩薩的思想裡面得到很多的啟
發
法會開始由釋蓮悅上師及蓮妙上
師代表全體與會真佛弟子虔誠向法王

指出：﹁水供法﹂是由聖尊蓮生活佛
的本尊｜瑤池金母所傳授 因此 是
日做水供時 最先顯現的是瑤池金母
大天尊；接著又出現釋迦牟尼佛 大
迦葉 阿難尊者 舍利弗和目犍連；
第三組顯現的是主尊龍樹菩薩︵又名
妙雲自在王佛︶ 提婆菩薩 佛護尊
者 清辯論師；第四組顯現的是蓮華
生大士 伊喜措嘉和曼達拉娃佛母；
第五組顯現的是那洛巴 瑪爾巴 宗
喀巴 最後顯現的是蓮花童子 也就
是該場水供盛會 不僅佛菩薩 金母
下降 還有很多羅漢 緣覺 聲聞都
下降 更殊勝的是 龍樹菩薩還傳音
入密告訴聖尊 佛陀入滅後 大約每
五百年就有一位尊者誕生 依序為龍
樹菩薩｜蓮華生大士︵和畢瓦巴︶｜
那洛巴｜宗喀巴｜蓮生活佛盧勝彥
至今剛好二千五百年 這才是真正的
傳承！法王也強調：你只要真誠的祈
禱 你就會得到感應！(聖尊蓮生活
佛開示 詳細報導 請看燃燈近期刊
出 )
開示後 法王慈悲賜授寶貴的
﹁龍樹菩薩本尊法 中觀論灌頂﹂
與會大眾滿心喜悅接受殊勝傳法灌
頂 一時現場擠滿人潮通過灌頂幡
眾等心懷法味的滿載而歸；﹁龍樹菩
薩護國息災祈福超度水供大法會﹂也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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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獻哈達 以表最高敬意 當香讚梵
音乍起 法會現場也依照︿真佛密
法﹀水供儀軌如儀進行 並在﹃龍樹
菩薩心咒﹄的強烈殊勝咒音迴繞飛揚
整個會場中 法王也向龍樹菩薩及法
界諸尊獻上八供及各類珍品 並演化
息災 增益 敬愛 降伏和超度手
印 正值此時咒音與傳承的加持力
全場沉浸在法味無窮的殊勝法流中
法會後 釋蓮悅上師和蓮妙上師
代表全體與會者請佛住世 一時之
間 請佛住世祈請文在會場迴蕩 字
字感人心懷的字句也在會場迴旋 與
會真佛弟子由心感發深深的祈願 皆
淚眼盈眶 祈請法王住世 大轉法
輪 廣度眾生 接著恭請蓮生法王傳
授主尊﹁龍樹菩薩念誦法﹂ 法王先
聖尊 蒞 臨 會 場 ， 繞 著 蓮 花 池 伸 手 加 持 轉 動
蓮生 活 佛 文 集 轉 經 輪 。

菩提園地

中觀之道，
比如無雲烈日除闇般，摧毀塵垢無明得佛果。

■文∕釋蓮會法師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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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會現場。
（2）釋蓮夫上師點燃護摩火。（3）護壇—釋蓮太上師。
（4）釋蓮夫上師加持延生位及往生位。 （5、6）精緻的護摩供品。

恩護法護持 廣大供養龍天
︿般若雷藏寺﹀於二○一八年
一月二十日晚上八時舉行﹁摩利支天
息災 祈福 超度藏密護摩火供法
會﹂ 值得一提 ︿般若雷藏寺﹀於
大殿壇城前中央設置了一座有別往
年 嶄新風格莊嚴的﹁摩利支天曼陀
羅壇城﹂
此次法會由︿般若雷藏寺﹀常住
上師︱︱釋蓮夫上師主壇 釋蓮太上
師 眾法師 講師 助教 各分堂代
表護壇 法會依照真佛儀軌進行 數
百位與會大眾虔誠梵唱誦經 懺悔諸
惡業；在護摩火供儀式完畢 釋蓮夫
上師首先將法會功德 迴向給﹁二○
一八年贊助燃燈功德主﹂ 祈願功德
主們全年運勢光明注照 萬事順利
釋蓮夫上師法語開示：
一般上︿般若雷藏寺﹀都會舉辦
感恩空行護法眾的護摩供養法會 而
今年是以摩利支天菩薩為法會主尊
相信大家非常熟悉摩利支天菩薩 因

3
4

薩從古代到現代都一直非常盛行 尤
其在日本 在日本古代都是由貴族來
供奉 尤其日本貴族家庭的樓閣壇城
上都有供奉摩利支天菩薩 甚至日本
的武士道與忍者都會供奉摩利支天菩
薩 摩利支天菩薩上管三十六天罡
下管七十二地煞 基本上天界的護法
天宮都是由祂來管 甚至六十甲子裡
的太歲都是由祂統御 無論在佛教或
道教 祂的地位都非常崇高 在道
教 祂的變化身眾多 其中一個是斗
母娘 斗母元君 九皇爺 在佛教稱
為摩利支天菩薩
摩利支天菩薩雖然是以威猛的形
象來顯示度眾 但在儀軌裡也說明其
為天女的形象 變化種種不同的天女
形象來度眾生 祖師大德對於其的來
歷是如此說 摩利支天菩薩是觀世音
菩薩的變化身 也是度母的變化身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提到 應以
何身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度之 所以
我們是什麼人 祂就現什麼人來度我
們 因此特別殊勝
今天的法會最主要是供養護法
而密教裡的供養有好幾個層次 在佛
教來講 密教的供養比較多面化 而
顯教的供養就有點不同 一般顯教佛
門會供養般若波羅密多 而且在用餐
前會做﹁食存五觀﹂之五個觀想：
一 計功多少 量彼來處 二 忖己

支天 意思是指陽焰威光 陽光 祂
非常的勇猛 在中國古代唐朝之前
已經有高僧大德把佛教從印度帶到中
國 演變成今日的漢傳佛教 漢傳佛
教也很崇拜摩利支天菩薩 在傳入中
國之後 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修習
﹁摩利支天法﹂ 就是顯宗也有持唸
摩利支天菩薩的聖號
摩利支天菩薩非常勇猛 可以守
護行者 守護寺廟 守護家庭 守護
個人 甚至若以祂為主尊 祂也能守
護著我們 持﹃摩利支天咒﹄可以保
護我們在工作上小人遠離 家庭如
意 避免沖犯 夜行安全 因為摩利
支天菩薩是屬於陽光 所以持唸祂的
咒語可以讓我們的磁場在無形中產生
光芒 提升我們的陽氣 摩利支天菩

為摩利支天菩薩是真佛宗派的其中一
尊大護法之一 除了大力金剛 就是
摩利支天菩薩 摩利支天菩薩的中文
翻譯為摩利 在梵文是﹁摩利支﹂
︵Marīcī︶ 屬於天部 所以是摩利

■文∕般若雷藏寺

三輪體空是密教供養的真 實 義

戰威金剛摩利支誓願守護行者

莊嚴的摩利支天曼陀羅壇城

般若雷藏寺二○一八迎新歲﹁摩利支天護摩法會﹂ 迴向給﹁二○一八年贊助燃燈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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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來講 密教的供養比較多面化 而
顯教的供養就有點不同 一般顯教佛
門會供養般若波羅密多 而且在用餐
前會做﹁食存五觀﹂之五個觀想：
一 計功多少 量彼來處 二 忖己

支天 意思是指陽焰威光 陽光 祂
非常的勇猛 在中國古代唐朝之前
已經有高僧大德把佛教從印度帶到中
國 演變成今日的漢傳佛教 漢傳佛
教也很崇拜摩利支天菩薩 在傳入中
國之後 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修習
﹁摩利支天法﹂ 就是顯宗也有持唸
摩利支天菩薩的聖號
摩利支天菩薩非常勇猛 可以守
護行者 守護寺廟 守護家庭 守護
個人 甚至若以祂為主尊 祂也能守
護著我們 持﹃摩利支天咒﹄可以保
護我們在工作上小人遠離 家庭如
意 避免沖犯 夜行安全 因為摩利
支天菩薩是屬於陽光 所以持唸祂的
咒語可以讓我們的磁場在無形中產生
光芒 提升我們的陽氣 摩利支天菩

為摩利支天菩薩是真佛宗派的其中一
尊大護法之一 除了大力金剛 就是
摩利支天菩薩 摩利支天菩薩的中文
翻譯為摩利 在梵文是﹁摩利支﹂
︵Marīcī︶ 屬於天部 所以是摩利

■文∕般若雷藏寺

三輪體空是密教供養的真 實 義

戰威金剛摩利支誓願守護行者

莊嚴的摩利支天曼陀羅壇城

般若雷藏寺二○一八迎新歲﹁摩利支天護摩法會﹂ 迴向給﹁二○一八年贊助燃燈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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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壇—釋蓮夫上師

德行 全缺應供 三 防心離過 貪
等為宗 四 正事良藥 為療形枯
五 為成道業 應受此食 五觀若明
千金易化 三心未了滴水難消 觀想
食物來之不易 提醒自己不懈怠 要
精進修持 為了養活色身而用餐等
如果這五個觀想都清楚明白 食物來
之不易 保持感恩的心 千金都能夠
消化 若用餐前不做這五觀之想 則
是貪瞋癡三心未了滴水難消
在密宗的修行來說 密教的供養

四方的 因為四方代表著苦 空 無
我 無常 生老病死 成住壞空 這
些都是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我
們要去瞭解生老病死後面的真理
師尊這麼辛苦為我們開示 就是
要我們瞭解人生背後的真理 我們學
佛了 懂得苦 空 無我 無常之
後 我們才會學會珍惜這個人身 只
有珍惜了這個人身 我們才可以好好
的去修行 把身口意修好 六度修
好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
定 智慧等都修好 才可以把苦
空 無我 無常轉化為常樂我淨 體
會了苦 空 無我 無常之後 我們
要懂得去把握﹁人身難得﹂好好的去
修行 供養法 上師相應法 本尊
法 持咒 念佛 布施 持戒 心靈
上的提昇修養 各方面 慢慢一步一
腳印的去提昇
提昇之後 雖然我們的人生還是
會有苦 空 無我 無常 但是因為
你的心靈修養提昇了 你的看法和想
法不同了 因為你見山不是山 見水
不是水了 雖然你的身體還是會慢慢
老 會有痛苦 但是你法喜充滿 內
觸妙樂 你看了一部經 一句話 每
一天都是好天 你看了師尊文集有了
法喜 法樂 但你體會到了 你也在
修法累積資糧 你的供養法種種 當
你的資糧道 修行道具足了 你的見

有四個層次 當然除了基本的超度與
供養觀想 但裡面的意義就有四種
第一 外供養 所有供佛的花香
燈茶果 包括下供於護摩火供的藥
材 黑芝麻 白芝麻等 是屬於物質
上的外供養 都是在累積資糧
第二 內供養 深入一點的 是
用內心去召請的供養心 這個供養是
除了物質上的 通過眼見耳聞的好聽
的曲子 漂亮車子 漂亮的山河大地
風景所產生的法喜與喜悅 把這份喜
悅供養諸佛菩薩 也是密教裡方便道
的一種供養
第三 密供養 當我們在修習內
法︱︱修氣脈明點的時候 裡面產生
的大樂 就是菩薩的內觸妙樂 你產
生的種種法喜 你看︻金剛經︼
︻心經︼看到法味重重 把這份法味
供養諸佛菩薩 也是一種密供養
第四 秘密供養 也稱為真如供
養 當我們在學佛的過程當中有所體
悟了 如︻金剛經︼所講 ﹁一切有
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
作如是觀﹂ 當你真正體會到這種法
味 把這種真如佛性光明的供養給佛
菩薩 就是真如供養
在佛教 供養雖然是累積福報
累積福分 累積入世間與出世間的資
糧 是很迅速的 千萬別小看每天的
餐前供養 在唸了﹃文殊往生咒﹄與

道就會把苦 空 無我 無常轉化為
常樂我淨 你就會知道在自身上都是
常樂我淨 苦也是樂 你就會體會到
裡面甚深的奧義了
所以在修行的次第上 先去體會
苦 空 無我 無常 這叫做生起次
第 我們往外的看到的苦 空 無
我 無常 息滅我們的貪瞋癡疑慢
轉化我們的氣質還有色身的轉化 當
你知道苦 空 無我 無常生起次
第 進入圓滿次第之後 常樂我淨就
是往內修了 往心觀裡去修了 往戒
定慧去修了 當我們往內修的時候
禪定時 有了內火 有了氣 中脈與
五輪慢慢都在淨化清淨了 你就能夠
體會到常樂我淨 有生起次第 圓滿
次第 到了真正的光明定時 就會到
達大圓滿的次第 不要總是處在財
色 名 食 睡 勞勞碌碌 度過一
生 不懂人生為何 就算你財 色
名 食 睡都有了 最多給你一百歲
的壽命 當你走的時候 唯有業隨
身 所以人身難得 邁入二○一八
年 我們一定要檢討過去 展望未
來 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不再停留
於同一個階段 學佛亦如是 套師尊
一句話：活一天 感恩一天 活一
天 快樂一天 活一天 修行一天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供養咒 做了超度與供養觀想 這是
累積資糧的一種供養 但是 我們在
進入深入一點的修行次第之後 就要
懂得﹁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一開
始的時候 我們需要資糧道
三輪體空的理念
入世的資糧有了 就要懂得好好
的去修行 在供養法門裡面 有了顯
教與密教的供養 四個層次你都懂
了 懂了之後 就得把供養捨掉 因
為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
如電 應作如是觀 這個是真理 所
以在供養法門裡 我們要有三輪體空
的理念 所謂的三個輪 體都是空
的 本來﹁三輪體空﹂是應用在布施
裡 沒有布施者 沒有受施者 沒有
布施的東西 你舉一反三 轉化為供
養 沒有供養者︵就是我們本身︶
沒有受供者︵就是供品︶ 當你體會
到了 你就會明白﹁色即是空 空即
是色﹂的意思了
師尊這次來大馬開示說到一個重
點 苦 空 無我 無常 我們來到
這個人世間 這個世間叫做娑婆世
界 這個娑婆世界有善；有惡 有光
亮；有黑暗 有快樂；有痛苦 但是
痛苦比較多 不要說學佛 你在人生
的道路當中 就可以慢慢體會到種種
的痛苦 開始體會到人生是苦 人的
一生當中 生老病死 壇城為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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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 全缺應供 三 防心離過 貪
等為宗 四 正事良藥 為療形枯
五 為成道業 應受此食 五觀若明
千金易化 三心未了滴水難消 觀想
食物來之不易 提醒自己不懈怠 要
精進修持 為了養活色身而用餐等
如果這五個觀想都清楚明白 食物來
之不易 保持感恩的心 千金都能夠
消化 若用餐前不做這五觀之想 則
是貪瞋癡三心未了滴水難消
在密宗的修行來說 密教的供養

四方的 因為四方代表著苦 空 無
我 無常 生老病死 成住壞空 這
些都是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我
們要去瞭解生老病死後面的真理
師尊這麼辛苦為我們開示 就是
要我們瞭解人生背後的真理 我們學
佛了 懂得苦 空 無我 無常之
後 我們才會學會珍惜這個人身 只
有珍惜了這個人身 我們才可以好好
的去修行 把身口意修好 六度修
好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
定 智慧等都修好 才可以把苦
空 無我 無常轉化為常樂我淨 體
會了苦 空 無我 無常之後 我們
要懂得去把握﹁人身難得﹂好好的去
修行 供養法 上師相應法 本尊
法 持咒 念佛 布施 持戒 心靈
上的提昇修養 各方面 慢慢一步一
腳印的去提昇
提昇之後 雖然我們的人生還是
會有苦 空 無我 無常 但是因為
你的心靈修養提昇了 你的看法和想
法不同了 因為你見山不是山 見水
不是水了 雖然你的身體還是會慢慢
老 會有痛苦 但是你法喜充滿 內
觸妙樂 你看了一部經 一句話 每
一天都是好天 你看了師尊文集有了
法喜 法樂 但你體會到了 你也在
修法累積資糧 你的供養法種種 當
你的資糧道 修行道具足了 你的見

有四個層次 當然除了基本的超度與
供養觀想 但裡面的意義就有四種
第一 外供養 所有供佛的花香
燈茶果 包括下供於護摩火供的藥
材 黑芝麻 白芝麻等 是屬於物質
上的外供養 都是在累積資糧
第二 內供養 深入一點的 是
用內心去召請的供養心 這個供養是
除了物質上的 通過眼見耳聞的好聽
的曲子 漂亮車子 漂亮的山河大地
風景所產生的法喜與喜悅 把這份喜
悅供養諸佛菩薩 也是密教裡方便道
的一種供養
第三 密供養 當我們在修習內
法︱︱修氣脈明點的時候 裡面產生
的大樂 就是菩薩的內觸妙樂 你產
生的種種法喜 你看︻金剛經︼
︻心經︼看到法味重重 把這份法味
供養諸佛菩薩 也是一種密供養
第四 秘密供養 也稱為真如供
養 當我們在學佛的過程當中有所體
悟了 如︻金剛經︼所講 ﹁一切有
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
作如是觀﹂ 當你真正體會到這種法
味 把這種真如佛性光明的供養給佛
菩薩 就是真如供養
在佛教 供養雖然是累積福報
累積福分 累積入世間與出世間的資
糧 是很迅速的 千萬別小看每天的
餐前供養 在唸了﹃文殊往生咒﹄與

道就會把苦 空 無我 無常轉化為
常樂我淨 你就會知道在自身上都是
常樂我淨 苦也是樂 你就會體會到
裡面甚深的奧義了
所以在修行的次第上 先去體會
苦 空 無我 無常 這叫做生起次
第 我們往外的看到的苦 空 無
我 無常 息滅我們的貪瞋癡疑慢
轉化我們的氣質還有色身的轉化 當
你知道苦 空 無我 無常生起次
第 進入圓滿次第之後 常樂我淨就
是往內修了 往心觀裡去修了 往戒
定慧去修了 當我們往內修的時候
禪定時 有了內火 有了氣 中脈與
五輪慢慢都在淨化清淨了 你就能夠
體會到常樂我淨 有生起次第 圓滿
次第 到了真正的光明定時 就會到
達大圓滿的次第 不要總是處在財
色 名 食 睡 勞勞碌碌 度過一
生 不懂人生為何 就算你財 色
名 食 睡都有了 最多給你一百歲
的壽命 當你走的時候 唯有業隨
身 所以人身難得 邁入二○一八
年 我們一定要檢討過去 展望未
來 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不再停留
於同一個階段 學佛亦如是 套師尊
一句話：活一天 感恩一天 活一
天 快樂一天 活一天 修行一天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供養咒 做了超度與供養觀想 這是
累積資糧的一種供養 但是 我們在
進入深入一點的修行次第之後 就要
懂得﹁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一開
始的時候 我們需要資糧道
三輪體空的理念
入世的資糧有了 就要懂得好好
的去修行 在供養法門裡面 有了顯
教與密教的供養 四個層次你都懂
了 懂了之後 就得把供養捨掉 因
為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
如電 應作如是觀 這個是真理 所
以在供養法門裡 我們要有三輪體空
的理念 所謂的三個輪 體都是空
的 本來﹁三輪體空﹂是應用在布施
裡 沒有布施者 沒有受施者 沒有
布施的東西 你舉一反三 轉化為供
養 沒有供養者︵就是我們本身︶
沒有受供者︵就是供品︶ 當你體會
到了 你就會明白﹁色即是空 空即
是色﹂的意思了
師尊這次來大馬開示說到一個重
點 苦 空 無我 無常 我們來到
這個人世間 這個世間叫做娑婆世
界 這個娑婆世界有善；有惡 有光
亮；有黑暗 有快樂；有痛苦 但是
痛苦比較多 不要說學佛 你在人生
的道路當中 就可以慢慢體會到種種
的痛苦 開始體會到人生是苦 人的
一生當中 生老病死 壇城為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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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多聽師尊開示與著作，
一步一腳印跟隨實修，

生出智慧去判斷正偏，不會走偏而失去慧命。

■文∕釋蓮樑法師

二

○一七年十一月十九
日︵星期日︶下午二
時 香港︿普明同修會﹀
恭請蓮花少東上師主壇
﹁南摩藥師佛息災 祈
福 增益 超度法會﹂
是日法會亦﹁迴向燃燈雜
誌功德主﹂ 當日有來自
中國內地及本地同門善信約
百餘人參與護持
由於法會主尊是﹁藥師
佛﹂ 本會特備七款共佰餘
包保健藥材湯包供大眾請購供
佛 法會後便可請回湯包自用
然反應踴躍 以致供不應求 對
向隅者 深感抱歉！
法會後 蓮花少東上師開示
勉勵大家要多聽師尊開示 多看師
尊著作 一步一腳印去跟隨實修
才能生出智慧去判斷正偏 才不會
走偏而失去慧命
最後 蓮花少東上師為與會大
眾作﹁藥師佛消災增益延壽灌
頂﹂ 法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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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師尊
與
鬼
台灣雷藏寺﹀於二○一八年一
月二十七日下午二點續辦讀書
會 此次邀請的主講人是釋蓮東上
師 他分享的師尊文集為第二五九冊
︽鬼與盧師尊︾
釋蓮東上師於二○一六年在西雅
圖隨侍根本上師於問事房 見證了×
×事件的爆發 親眼目睹親耳聽聞很
多受害者被傷害的經過 並協助根本
上師處理被害事件 故上師選擇這本
文集 要藉由是日的法會主尊妙音佛
母(辯才天女)的力量來破邪顯正 彰
顯妙音 要大家了解﹁辯才﹂而不是
被﹁騙財﹂ 首先上師擇選﹁為悲憫
而掉淚﹂這篇章來分享 文章內容是

描述宗派內一位××上師會催眠洗
腦 恐嚇取財 又養無數的兇鬼令人
發瘋猝死 師尊一次又一次的點醒
一次又一次的寬容 始終喚不醒她及
她的跟隨者 擔心︿真佛宗﹀會成為
真鬼宗 於是師尊憂悒的掉淚
釋蓮東上師協助師尊處理被害同
門的事件時 也常見師尊為了那些被
害弟子遭遇的悲慘事件而流淚 而×
×在當時去面見師尊 對根本上師不
頂禮 並態度傲慢的自己拉椅子坐
下 向根本上師開口所要求的事項都
是為她個人的私心 她一直自認為自
己才是︿真佛宗﹀的主脈 可是頭頂
沒有根本上師的存在 不懂一皈依
她從頭到尾傳的都是鬼法而不是
佛法 其道場的護法殿供奉的是鬼
眾 設立××府供奉﹁眾幽靈顯赫﹂
的牌位 製作了五個鬼頭目的畫像
畫像最上面卻印著︿真佛宗﹀標
誌
種種作為無非是要把鬼滲透到
︿真佛宗﹀各道場
××傷害眾生 欺師滅祖 違背
戒律與傳承的惡行 上蒼都看不過
去 藉由大力金剛神的傳法讓其惡行
曝光 以喚回相信××的迷途者 並
讓未受其害的人有警惕心 以免造成
更多的傷害 上師分享的第二篇文章
為﹁鬼的形體﹂ 其內文是談鬼是氣
而無形 但也可能聚氣而成形；若能

成形 也會變化 忽而變佛 變仙
變金母
故能干擾人；人與鬼皆有
貪愛與無名 容易相應；要與佛菩薩
相應 要去除無明及貪愛 去除煩
惱 去除五蘊魔；養鬼者的心理是想
藉由鬼的力量力去達到貪愛與欲望
××與蓮×法師都養鬼 為何×
×的鬼很兇惡 而蓮×法師的鬼較溫
和？因××的貪瞋癡重 故招攝的鬼
相對的非善類 蓮×法師的心較溫
和 故跟隨他的鬼也就較溫和 這是
物以類聚 正確的修行方法是要召請
佛菩薩 與佛菩薩相應 把本身具有
的佛性光明顯露出來才是 而非與鬼
打交道 與鬼為朋 最終會被占舍或
抓交替 陷於痛苦的深淵
第三篇分享的文章為﹁如何教導
初修者﹂ 要從傳承法脈教起 根本
上師及傳法上師都重要 但根源還是
在於根本上師 背棄根本上師就成了
叛逆分子 如同××的跟隨者就是
再則是教導﹁戒律﹂ 諸惡莫做是
戒 眾善奉行是戒 自淨其意是戒
××養鬼 犯下種種罪刑就是犯戒
此外還要教導初學者布施 忍辱 精
進 禪定 智慧 也就是﹁六度﹂
釋東上師選擇這三篇文章 都很
切合當下宗派所面臨的問題 並提出
了對治方法 讓大家能在修行路上更
順暢無礙 感謝上師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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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病苦也不吃任何嗎啡止痛藥 說這
會影響頭腦清醒度 因他深知這條路
該怎麼走到彼岸 在在叫人為之震撼
感動
在釋蓮嶝上師往生前一日 握
著蓮妙上師的手說著：﹁我愛妳﹂
蓮妙上師生氣的說：﹁以前不說 現
在才說 ﹂蓮妙還慎重反問他：﹁那
你到底懂不懂真愛？如果真愛一個
人 就是要去成就解脫 你有把握往
生摩訶雙蓮池嗎？﹂釋蓮嶝上師面對
生死課題 很自信的比著ＯＫ手勢沒
問題！那一天 他知道往生時間到
了 就在家人面前先感恩合掌後 再
吸了三口氣 第一 二口氣因體弱輕
輕地吸 第三口再集力猛然一吸 頭
往上仰 心跳就停止了 在場的只有
愣住再三的讚歎 如何一個人可以死
的這麼優雅？
而師尊也曾講過：︿慈濟﹀創
辦人有慈師父及證嚴上人 因釋蓮嶝
上師蓋房屋的大哥與慈師父因緣非常
好 所以慈師父帶領︿慈濟﹀出家眾
浩浩蕩蕩來靈堂 一看到釋蓮嶝上師
的法相 就對著所有人說﹁這個人修
的境界非常好 已是菩薩果位 ﹂而
慈師父謙卑的說：﹁自己只是羅漢
一定要跟菩薩再三頂禮跪拜 ﹂後來
他們將告別式的殊勝及布置溫馨氛圍

二

○一八年二月三日(六)下午二
點 師尊文集讀書會 由法王
認證妙音佛母的化身蓮妙上師導讀師
尊文集第二二七冊︽悟境一點通︾
書中有一問一答具深意的為什麼要尋
求開悟？開悟有何好處？對我們生活
影響的精闢見地 蓮妙上師說她已當
阿嬤 孫子快跟她一般高了 但師尊
有次慈悲說蓮妙看起來還很年輕 讓
上師心花怒放 不愧是國際級的畫
家 相應妙音天女的美妙容顏才華
又福慧具全辯才無礙 得以弘法度
眾
此次導讀 蓮妙上師除了交流
師尊書中開悟的超脫體悟 加上有釋
蓮嶝上師的道伴緣分 所以也藉這讀
書會機緣 細述師尊直讚歎的釋蓮嶝
上師往生佛國成就華光佛 前後所歷
經臨病不亂的動容過程及瑞相 見證
師佛傳的︿真佛密法﹀不可思議 令
在座的每個金剛兄弟敬以效法 以下
是蓮妙上師妙趣詮釋對開悟篇的心
要 及﹁敬師 重法 實修﹂的體
認：
首先師佛講三隻鸚鵡的笑話
顧客問及鳥商 前二隻鳥都有模有樣
會彈琴打電腦價錢雖貴 為何第三隻
什麼都不會 開價更貴於那二隻？鳥
商答道：﹁因大家都尊稱牠是開悟的

報告證嚴上人 於是就力邀蓮妙上師
到花蓮面見上人 當天慈師父又說在
禪定中：﹁釋蓮嶝上師前一日拿著紅
包要給他 感謝慈師父的祝福 而慈
師父說他從沒看過一個人全身放光
彩 連衣服都發光 ﹂慈師父又對著
慈濟人說：﹁人家不一定要跟我們修
同樣的 照樣可以修得有成就 這就
是大愛 ﹂
更最讓人敬重的是 蓮妙上師
的大女兒佛緣很深 因遺憾沒親見父
親往生最後一刻而耿耿於懷 一個月
後她竟開心的向蓮妙上師說道：﹁您
們只看到爸爸吸那三口氣 我卻看到
他背後為何吸的原因？﹂女兒談道：
﹁爸爸在往生之時 旁邊站滿了菩
薩 最清楚的就是蓮花童子 也就是
師尊 ﹂菩薩出聲對著釋蓮嶝上師
講：﹁你這輩子功德圓滿 你這口氣
吸得多遠 境界就有多高 所以 爸
爸才會吸那三口氣 將全身力量集中
在第三口氣！就看到爸爸的靈體起
身 天上有一道光 爸爸就毫不猶豫
的往天上直飛而去 ﹂
這麼殊勝圓滿的解脫見證悉
地 感謝蓮妙上師與眾分享 來互勉
共證菩提 這也是弟子修行對根本上
師降世賜慧命最榮耀的報答佛恩

師尊 ﹂這則笑話讓我們了解﹁開
悟﹂是第一尊貴的 與﹁道﹂合者為
最大的事 佛以﹁第一大事因緣﹂降
世 就是最大的事 人世間沒有什麼
比這個更重要 世俗的財 色 名
食 睡 物質都是假的 如夢幻泡影
會消失的！唯有修行了脫生死才是最
珍貴的 看清人生真理 才能破除煩
惱障礙 尋求開悟是終極妙理 就能
對治貪瞋癡 成正等正覺
接著蓮妙上師娓娓道來釋蓮嶝
上師示現種種無畏如如的心：在急診
室得知釋蓮嶝上師是肺腺癌末期且腫
瘤已大到十八公分 被宣判只剩三個
多月壽命 因他活到六十幾歲從未做
過健康檢查 覺得修行人肉身是臭皮
囊 除了修行外 留著也沒有用 反
而輕拍的安慰蓮妙上師 像對著小孩
子說沒事的 有什麼好哭呀！女兒也
曾問他怕死嗎？會埋怨佛菩薩嗎？釋
蓮嶝上師淡定的說：﹁他頭頂著根本
上師 一點都不怕死 法喜信念充
滿 很接受感恩並說這一切都是最好
的安排 ﹂師尊也曾開示說：釋蓮嶝
上師在加護病房肺積水時 全身插滿
管 瘦弱無力下 竟駝坐著在禪定
呢！連醫護人員也十分地詫異引人來
觀看 釋蓮嶝上師說他肉體是壞的
但佛性是光明燦爛沒障礙的 即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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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病苦也不吃任何嗎啡止痛藥 說這
會影響頭腦清醒度 因他深知這條路
該怎麼走到彼岸 在在叫人為之震撼
感動
在釋蓮嶝上師往生前一日 握
著蓮妙上師的手說著：﹁我愛妳﹂
蓮妙上師生氣的說：﹁以前不說 現
在才說 ﹂蓮妙還慎重反問他：﹁那
你到底懂不懂真愛？如果真愛一個
人 就是要去成就解脫 你有把握往
生摩訶雙蓮池嗎？﹂釋蓮嶝上師面對
生死課題 很自信的比著ＯＫ手勢沒
問題！那一天 他知道往生時間到
了 就在家人面前先感恩合掌後 再
吸了三口氣 第一 二口氣因體弱輕
輕地吸 第三口再集力猛然一吸 頭
往上仰 心跳就停止了 在場的只有
愣住再三的讚歎 如何一個人可以死
的這麼優雅？
而師尊也曾講過：︿慈濟﹀創
辦人有慈師父及證嚴上人 因釋蓮嶝
上師蓋房屋的大哥與慈師父因緣非常
好 所以慈師父帶領︿慈濟﹀出家眾
浩浩蕩蕩來靈堂 一看到釋蓮嶝上師
的法相 就對著所有人說﹁這個人修
的境界非常好 已是菩薩果位 ﹂而
慈師父謙卑的說：﹁自己只是羅漢
一定要跟菩薩再三頂禮跪拜 ﹂後來
他們將告別式的殊勝及布置溫馨氛圍

二

○一八年二月三日(六)下午二
點 師尊文集讀書會 由法王
認證妙音佛母的化身蓮妙上師導讀師
尊文集第二二七冊︽悟境一點通︾
書中有一問一答具深意的為什麼要尋
求開悟？開悟有何好處？對我們生活
影響的精闢見地 蓮妙上師說她已當
阿嬤 孫子快跟她一般高了 但師尊
有次慈悲說蓮妙看起來還很年輕 讓
上師心花怒放 不愧是國際級的畫
家 相應妙音天女的美妙容顏才華
又福慧具全辯才無礙 得以弘法度
眾
此次導讀 蓮妙上師除了交流
師尊書中開悟的超脫體悟 加上有釋
蓮嶝上師的道伴緣分 所以也藉這讀
書會機緣 細述師尊直讚歎的釋蓮嶝
上師往生佛國成就華光佛 前後所歷
經臨病不亂的動容過程及瑞相 見證
師佛傳的︿真佛密法﹀不可思議 令
在座的每個金剛兄弟敬以效法 以下
是蓮妙上師妙趣詮釋對開悟篇的心
要 及﹁敬師 重法 實修﹂的體
認：
首先師佛講三隻鸚鵡的笑話
顧客問及鳥商 前二隻鳥都有模有樣
會彈琴打電腦價錢雖貴 為何第三隻
什麼都不會 開價更貴於那二隻？鳥
商答道：﹁因大家都尊稱牠是開悟的

報告證嚴上人 於是就力邀蓮妙上師
到花蓮面見上人 當天慈師父又說在
禪定中：﹁釋蓮嶝上師前一日拿著紅
包要給他 感謝慈師父的祝福 而慈
師父說他從沒看過一個人全身放光
彩 連衣服都發光 ﹂慈師父又對著
慈濟人說：﹁人家不一定要跟我們修
同樣的 照樣可以修得有成就 這就
是大愛 ﹂
更最讓人敬重的是 蓮妙上師
的大女兒佛緣很深 因遺憾沒親見父
親往生最後一刻而耿耿於懷 一個月
後她竟開心的向蓮妙上師說道：﹁您
們只看到爸爸吸那三口氣 我卻看到
他背後為何吸的原因？﹂女兒談道：
﹁爸爸在往生之時 旁邊站滿了菩
薩 最清楚的就是蓮花童子 也就是
師尊 ﹂菩薩出聲對著釋蓮嶝上師
講：﹁你這輩子功德圓滿 你這口氣
吸得多遠 境界就有多高 所以 爸
爸才會吸那三口氣 將全身力量集中
在第三口氣！就看到爸爸的靈體起
身 天上有一道光 爸爸就毫不猶豫
的往天上直飛而去 ﹂
這麼殊勝圓滿的解脫見證悉
地 感謝蓮妙上師與眾分享 來互勉
共證菩提 這也是弟子修行對根本上
師降世賜慧命最榮耀的報答佛恩

師尊 ﹂這則笑話讓我們了解﹁開
悟﹂是第一尊貴的 與﹁道﹂合者為
最大的事 佛以﹁第一大事因緣﹂降
世 就是最大的事 人世間沒有什麼
比這個更重要 世俗的財 色 名
食 睡 物質都是假的 如夢幻泡影
會消失的！唯有修行了脫生死才是最
珍貴的 看清人生真理 才能破除煩
惱障礙 尋求開悟是終極妙理 就能
對治貪瞋癡 成正等正覺
接著蓮妙上師娓娓道來釋蓮嶝
上師示現種種無畏如如的心：在急診
室得知釋蓮嶝上師是肺腺癌末期且腫
瘤已大到十八公分 被宣判只剩三個
多月壽命 因他活到六十幾歲從未做
過健康檢查 覺得修行人肉身是臭皮
囊 除了修行外 留著也沒有用 反
而輕拍的安慰蓮妙上師 像對著小孩
子說沒事的 有什麼好哭呀！女兒也
曾問他怕死嗎？會埋怨佛菩薩嗎？釋
蓮嶝上師淡定的說：﹁他頭頂著根本
上師 一點都不怕死 法喜信念充
滿 很接受感恩並說這一切都是最好
的安排 ﹂師尊也曾開示說：釋蓮嶝
上師在加護病房肺積水時 全身插滿
管 瘦弱無力下 竟駝坐著在禪定
呢！連醫護人員也十分地詫異引人來
觀看 釋蓮嶝上師說他肉體是壞的
但佛性是光明燦爛沒障礙的 即使他

清道夫雜文集
把情識㆖變化的心境
借筆墨描繪出來
以記趣之
■文∕蓮花漢宗

出意門
睹影流水采霓燈
映照念波愛戀生
沉溺醉韻亂覺夢
寒風枯木又藏冬
驅動脈鬆犛牛躬
意死神活三昧通
五蘊三毒門禁空
太平天下聖澤功
得失善惡根蒂同
氣養萬物朝令頌

69
70

2018

悟境一點通

主講人：
蓮妙上師
盧勝彥文集—第227冊

02/03

師尊文集讀書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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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漫談：

﹁無明﹂
大乘起信論︾：

︽
﹁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
義。云何為二？
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
故。
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
足無漏性功德故。
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
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
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
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
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
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
眾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
為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
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
故，即是真心常恆不變淨法滿足，故名
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
相應故。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
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
異，名為阿賴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
攝一切法、生一切法。

■文∕蓮花漢宗

云何為二？一者、覺義，二者、
不覺義。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
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
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
覺。
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
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
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
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
源故非究竟覺。
此義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
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
即是不覺故。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
等，覺於念異，念無異相，以捨麁分別
執著相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等，
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麁念相
故，名隨分覺；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
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
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
覺。
是故修多羅說：﹁若有眾生能觀
無念者，則為向佛智故。﹂又心起者，
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謂無
念。是故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本來
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若
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以無念
等故，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
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
上述經文有點長 卻也點出：
﹁不覺 覺；覺心 隨分覺 究竟

覺；本覺﹂ 都是源自於﹁心﹂
把覺與心彼此對應如下：
不覺｜不知心是萬法的源頭
覺｜了知心是萬法的源頭
覺心｜滅了生心
隨分覺｜無所住心
究竟覺｜無心
本覺｜本心
除了本心 無心外 其它都是可
以以﹁識﹂智知 以有為法也能達
到
但隨其住心的輕重 也表徵其
﹁無明﹂的輕重
究竟覺的無心已是在﹁彼岸﹂的
現象
而本覺是﹁此岸﹂就是﹁彼岸﹂
無分別義
無心之境要達到 要把﹁自我﹂
給滅了
自我是煩惱因 是造業因 是無
明因
我常說：修行要先了解自己 而
真正了解自己的 也是件不容易的執
著
要常去思維為什麼是﹁無我﹂？
為什麼是﹁無法﹂？
就是要了知﹁心﹂是總源頭
再深入心的作用｜覺知；
由覺才能證明無心及本心
也才知道什麼是﹁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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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2018.04
㊪委會【近期公告】

MARLON BAIN（蓮洪）即日起從真佛宗僧團及上師團除名。
With immediate effect, MARLON BAIN (LIAN HONG) is removed from the
True Buddha School sangha group and vajra master group and is no longer a
True Buddha School reverend nor True Buddha School vajra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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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Of A Woman
Who Cannot Conceive

■Book 104 - A Plethora Of Scenic Splendours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I come across many incidence that

lives.Theirbusinesswillbegettingbetter.

talismanIwrotewillbeineffective.

are both funny and annoying during

Those without child will become parent,

Ilookedupandaskedher.

consultation sessions. Human beings are

matrimonial relationship will improve,

“ Miss, could you please explain

finding no way out makes me feel lonely,

so inconceivable, they have fascinating

strange sickness will be cured, and fame

further,whyaftertakingthetalismanyou

dispirited and frustrated. I have a deep

behaviour.

andstatusensue...

are still not expecting ?”  I asked the

feeling of remorse. There are many

sameoldquestion.

imperfections and inequity in this world.

Ifindtheminteresting.

Duringtheconsultationsession,Ihelp

tosay,sometimesitisimpossible.
The sentiments of being baffled and

Andtheyfindmeevenmoreamazing.

otherstocleartheirdoubtsandcuretheir

Adamantly, the girl replied, “ All the

But I am all alone, what else can I do?

A bright and lovable, long haired-girl

strange  sickness.  If  there  is  no 

problemsaremoreorlessthesameinthis

Like this young woman who could not

improvement,itwouldbeawasteoftime.

world, only they come in different forms.

conceiveababy,

told me during consultation.

I told her,” I don't believe the six

Sinceyouaskedmeagain,Ishalltellyou

courses of heavenly-bestowed pregnancy

frankly.Ihadmywombremovedlongago,

“Why?”Iwasdumbfounded.

talisman can be so ineffective. I will write

duetoinfection.”

“ I still do not have a child,”  She

onemoretalismanforyou,Iamsurethis

“ Grandmaster, your prediction is totally
out!”

timeitwillwork.”

said.
“Didyouaskmetohelpbefore?”I
couldnotrecall.
“IwrotetoyouinSeattle,andeven
took six courses of heavenly-bestowed
pregnancy talisman, and I do not
conceive.”

“ Why must the talisman work
today?”sheasked.
“ Because new one signifies
change,”Ianswered.
When I was writing the talisman ,
suddenlynomagicpowerpassedthrough

“Whydon'tyousayso”,suddenlyI
amenlightened.

Shemustbegivenanewwomb,then
shecanbemadepregnant.
Most people do believe that Master
LuisaLivingBuddha,adharmaking.He
isadoredandadmiredbecauseofhishigh

“HowdoIknow?”thegirlreplied.

status.Therichandfamouswouldliketo

“ Master Lu has mystic power, and

gettoknowhim.

the talisman is known as heavenlybestowed pregnancy charm, I thought I
will have a child.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Ihaveawombornot”.

Hestaysinthepresidentialsuite,and
drivesaRollsRoyce.
And yet his benevolence remains
unchanged.

“Isthatso?”Iblushed.

my hand and my pen. This has not

“I.....”,Iwasspeechless.

His feeling is not well understood ,

Ihadquitealotofexcitementsinmy

happened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Master Lu is a Vajra Living Buddha

worse still sometimes misunderstood by

life.Mostofthosewhoaskedfavourfrom

The talisman must have magic power,

who has all kinds of mystic powers. To

many.Infact,helivesindeepsorrow,may

me would find gradual changes in their

otherwise,itisuseless.Iknewforsurethe

her,everythingshouldbepossible.Butsad

beasaresultofhisfame.

-En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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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La Claire Lumière ici et maintenant
Illumination sur le trouble de l'esprit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5, Éditions Darong

comme lieu de travail. En profitant de la
nuit, quand il n’y avait personne, il se
rendait devant les statues des bouddhas et
recherchait le plaisir solitaire en se faisant
des attouchements. Il disait que cette façonlà était particulièrement excitante et euphorique.
Ce genre de comportement est d’un
psychisme rebelle.
Évidemment, il avait transgressé l’article « La lubricité devant et derrière la
représentation des déités : la profanation
d’un sanctuaire. »
*
Je demandai au Roi du séjour des
morts :
— Les gens d’aujourd’hui prennent du
Viagra afin d’obtenir une érection, d’en
accroître la puissance. Qu’en pensez-vous ?
Il répondit :
— En ce qui concerne l’affaire des
plaisirs sexuels, il existe un grand nombre
de règles prohibitives. Par exemple : on ne
fait pas l’amour quand on est triste ou en
colère ; on ne le fait pas quand on est en
train de pratiquer du sport ; on ne le fait
pas après manger ou bien quand on est en
état d’ivresse ; on ne le fait pas quand on a
le ventre creux ; on ne le fait pas après une
guérison ; on ne le fait pas en état de grossesse ; on ne le fait pas après l’accouchement ; on ne le fait pas pendant la
menstruation ; on ne le fait pas quand on a
attrapé une grippe ; on ne prend pas de
médicaments, de médicaments vicieux qui
stimulent l’érection…
— Le Viagra fait-il partie des médicaments stimulant l’érection, des médicaments vicieux ?
Le Roi du séjour des morts repartit :
— S’il s’agit d’une maladie d’impuissance, et si la prise de cette pilule procure

le rétablissement, c’est alors un médicament
vertueux. Si ce n’est pas une telle maladie, si
c’est le vieillissement naturel du corps, et si on
ne cherche qu’à lâcher la bride aux plaisirs
sexuels, à en augmenter la puissance, la durée
sans tenir compte du tabou, dans ce cas-là, il
faut absolument renoncer à la prendre, elle est
alors un médicament vicieux.
Ayant entendu ce propos, mon cœur
fut renversé.
Le Roi du séjour des morts ajouta :
— Il y a deux interdits que le genre
humain transgresse facilement : l’un est
l’amour pendant les éclipses de soleil, l’autre
l’amour pendant les éclipses de lune.
— Pourquoi ?
— Le champ magnétique change grandement, le yin et le yang luttent l’un contre
l’autre.
— La conséquence ?
— L’accouchement d’un enfant difforme.
Le Roi du séjour des morts me dit :
— J’espère que, après la sortie de votre
méditation, vous ferez connaître largement au
monde ce décret du Roi de l’enfer, lequel est
précisément un remède qui protège le corps et
rétablit la vie ;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a
bienveillance procure le bonheur et la lubricité
génère le malheur. On peut dire que ce décret
est complet et extrêmement détaillé. Non
seulement on ne peut enfreindre les articles
concernant la lubricité, mais non plus une règle
que les gens négligent souvent : c’est que, dans
leur relation sexuelle, les époux doivent
prendre garde au tabou concernant « le Ciel, la
Terre, l’humain » !
Je vénérai, les paumes des mains
jointes, le Roi du séjour des morts.
Celui-ci aussi joignit ses deux mains,
puis me demanda encore, à plusieurs reprises, de faire connaître ce décret.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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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écret du Roi de l’enfer (2)
— Maître vénérable, vous nous avez appris à
faire plaisir aux gens, n’est-ce pas ? Je lui ai donné
une jouissance, sans demander de bienfait en
retour, comment cela peut-il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 péché ? C’est la compassion et le renoncement
qui sont parmi les Quatre Vertus infinies ! (1.
Donner du bonheur aux autres. 2. Soulager leurs
souffrances. 3. Se réjouir en les voyant se libérer des
souffrances et devenir heureux. 4. Abandonner
l’attachement à l’amour et à la haine et être impartial
envers tous.)
— C’est… articulai-je momentanément très
surpris.
La réponse que je donne maintenant est :
— Le huitième article : « La lubricité, l’accouplement impur, se targuer d’être galant. »
Et plus, un homme me demanda d’une
manière discrète :
— Puis-je prendre refuge auprès de vous ?
— Bien sûr que oui. Je ne refuse à aucun
être animé, dis-je.
— Mais, j’ai une manie perverse.
— Vous êtes gay ? dis-je, en pensant qu’il
était homosexuel.
— Non, répondit-il, ma passion invétérée,
c’est embarrassant d’en parler, c’est que j’ai
l’habitude de voler les slips déjà portés par des
femmes. Je les enfile, mais aussi les conserve et
les admire. Est-ce que cela suscite un péché ?
— Vous faites ce genre de chose ? dis-je
avec un grand étonnement. Il baissa la tête.
Je continuai :
— C’est le péché du cœur licencieux : « Le
cœur insensé est généré par l’échec d’un acte
pervers. » Mais il vaut mieux que vous preniez
refuge ! Après quoi, je chercherai une solution
pour vous aider à abandonner votre manie
perverse.
En outre, j’estime que l’homosexualité est une
question importante de la société actuelle. S’il y a la
cause « physique », il y a aussi la raison « psychologique ». Si on examine cette question en se basant
sur les points de vue religieux, elle échappe
difficilement à cet article : « La transgression des
principes immuables réglant les devoirs sociaux :
l’inces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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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endant, si on se place dans une
prospective de la causalité professée par la
religion bouddhique, on voit bien que les
plaisirs charnels existant ici-bas entre
hommes et femmes, le désir sexuel de tous
les êtres masculins, les plaisirs sensuels de
tous les êtres féminins, tous ont leur propre
affinité prédestinée de l’existence.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e bouddhisme est estimable,
c’est que les bouddhas et les bodhisattva
connaissent parfaitement la causalité.
Pour un grand bodhisattva, en cas de présence
d’une causalité ou de facteurs conditionnants,
quand son cœur miséricordieux se manifeste, au
sujet de l’attirance sexuelle de tous les êtres
animés masculins et féminins, qu’importe que ce
soit vers la normalité, qu’importe que ce soit vers
la perversion, le bodhisattva convertit continuellement les êtres vivants en leur enseignant
d’arrêter la malveillance et de faire le bien, pour
qu’ils puissent se libérer de l’embrouillement
incessant des sanctions causales attribuées par les
facteurs conditionnés. L’instruction que je donne
aux homosexuels, c’est de pratiquer le dharma, à
condition de ne pas enfreindre la loi de la
causalité, et de modérer au fur et à mesure les
plaisirs charnels.

Le désir sexuel a rapport à la causalité.
Les partenaires des relations sexuelles s’empêtrent sans cesse les uns avec les autres
dans le cycle infini des transmigrations, et
leurs liens deviennent vie après vie des
affaires embrouillées pleines de ressentiment
et de haine ; certains d’entre eux s’aiment,
certains autres conçoivent une haine mortelle ou se trouvent couverts de blessures.
Je connaissais un écrivain qui décrivait
sa vie privée dans ses ouvrages : il adorait
la masturbation devant les portraits bouddhiques. Quand il était jeune, sous prétexte
d’être plus concentré dans ses études, il
prenait un temple bouddh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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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聖尊蓮生活佛 佛光加持

慶祝 蓮生活 佛 七 秩 晉 四 佛 誕
舉辦台灣區聯合放流法會

報名方式：本寺報名、通訊報名、現場報名或各分
堂報名均可。
本法會特設「主祈功德主」意者請洽香華雷藏寺。
放流(生)費用：放流(生)隨喜供養。
放流地點：日月潭
法會地點：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大禮堂
法會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中正路101號。

㈰期：107年06㈪24㈰（星期㈰）
㆘午13：00
香華雷藏寺32年來本著敬師、重法、實修的師訓，感念聖尊蓮
生活佛發下「粉身碎骨渡眾生」的誓願，身為弟子的我們，當應恭念
師尊慈悲恩德，值此聖尊 佛誕，更當發心，祝賀佛誕並舉辦放流
(生)法會。
法會功德將悉數迴向聖尊 蓮生活佛，佛體安康、長壽自在、
永轉法輪、廣渡眾生。在聖尊返回西雅圖弘法後，台灣地區的第一場
聯合大法會。敬邀各寺、堂與同修會上師、法師、助教及各級弘法人
員，以及諸位同門善信大德，踴躍報名參加，可化解自身累世無名的
冤孽，利益一切眾生，讓自身清淨、業障消除。報名費用隨喜。
同時也安排「台灣各寺、堂及同修會祝賀 師尊74佛誕錄影」
活動，在祝壽影片中，讓師尊能夠清楚看到各道場及所有同門對 師
尊的祝壽之心意。魚種，場地都經過向政府申請合法活動。
敬請善心大德放心，更歡迎大家踴躍前往參加、護持法會。

（日月潭纜車站正對面 )

法會當日，除現場備有中餐外 （有環保餐具者，請自行攜
帶），香華雷藏寺也提供遊覽車從台中前往法會現場，早
上08:00集合，08:30出發。每位費用是新台幣300元正。
座位有限，額滿為止，報名從速！
歡迎各界善信大德、同門踴躍報名及參加，
隨喜供養，同沾法喜，共沐佛恩。
郵政劃撥帳號：22601086
戶名：社團法人台中市真佛宗香華學會
電話：04-22014818 傳真：04-22014838
香華雷藏寺地址：40658台中市北區柳川東路四段8號
電子郵件報名：ﬂower198403@gmail.com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真佛宗香華學會(香華雷藏寺)
協辦單位：莊嚴雷藏寺、法聲堂、蓮聖同修會、道喜同修會、妙行堂、桃園共修院、法舟堂、廣喜雷藏寺、福佑雷藏寺、法鑼堂、慈尊堂、日光同修
會、玄行堂、法華堂、大雄堂、參明堂、宜蘭同修會、三和雷藏寺、中觀堂、慈正堂、東海同修會、寶悅同修會、法音雷藏寺、敬立同修會

助印

一起迎向光明大道

雜誌

法流十方無盡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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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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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創作 簡政興

〈看透看破〉

贊助燃燈雜誌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功德主迴向單
由師佛主壇
護摩法會祈福迴向
（台灣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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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好禮

1

方案：

2

方案：

3

孔雀明王

尺寸：12.3cmX8cm

修習孔雀明王神咒法，可以除去毒害，平息災難
怖畏，病業消除，避免非時而死，得以日夜吉
祥，益壽延年。

蓮華生大士

尺寸：16cm

修蓮師法，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能具足
大威德。且能了知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顯密圓
通，辯才無礙。息滅一切地水火風空所生諸災，
摧滅妖魔鬼神的障礙。

方案：

長壽佛

您也可以選擇

A 方案 財寶天王
第 B 方案 普巴金剛杵、時輪塔
第

馬頭明王杵

尺寸：6.5cmX5cm

經云：若有眾生聞是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名
號，若能志心稱念名號，如此短命眾生復增壽
命。或但聞其名號，志心信受遵崇之者，是人亦
得增益壽命。
■電話：886- 49 - 2312992 分機 362、368
■傳真：886- 49 - 2350140
■E-mail: lighten@hamicloud.net
■http://www.lighten.org.tw
■台灣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戶名：燃燈雜誌社（國外以「外幣金額」贊助 ）

第

C 方案 準提鏡、紅財神

信用卡授權書及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
電子檔請以 E-mail 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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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 四 月 十五 日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9 7 7 0 2 11 9 15 004

Magazine

Enlightenment

雜誌

︱燃佛心燈︱

︱特別報導︱
︿台灣雷藏寺﹀密集金 剛 護摩大法 會‧開 示︻道果︼

密集金剛是一切續部的根本
密集金剛能治貪 瞋念
相應密集金剛能夠證得解脫果及菩提果

你就能夠看到佛性

︿中觀堂﹀龍樹菩薩護 國 息災祈福 超度水 供大法會

龍樹菩薩的思想是：﹁緣起性空﹂
去除了所有一切的緣 一切的業障

︿台灣雷藏寺﹀紅度 母護摩 大法會‧開 示︻道 果︼

﹁共續命法﹂｜
黎明的時候修命 懃 氣等法 約千遍即能夠迴遮延壽
特別能不受意外諸難的侵擾；又修瓶氣亦可迴遮續命
﹁不共續命法﹂就是飲空續命法
勤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５冊｜鬼的總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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