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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同 修阿彌陀 佛本尊 法‧開示︻ 道果︼

如是水氣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氣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則現行誅伏事業成就；諸事業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 亦得他心通
祛何過患：險巇 危崖山難 雷電等任何意外逆緣
皆不能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彩虹雷藏寺﹀蓮花 童子護摩 大法會 ‧開示︻道 果︼

蓮花童子主要是﹁同心 同德 同善 同樂﹂
卯二 止懃行命
一 實修方便
二 究竟之量
三 生何功德
四 祛何過患
雖未修此道時 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障礙

勁生均出

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西雅圖雷藏寺﹀同 修觀世音 菩薩本 尊法‧開示 ︻道果 ︼

卯三

最後到宇宙虛空

才能夠進入禪定

你有分別時就是有念頭 沒有分別時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頭時叫做坐忘 坐忘時叫做禪定
要修禪定絕對要沒有念頭 利用修氣 念頭放在眉心
放在前面

︿彩虹雷藏寺﹀龍樹菩 薩 護摩大法 會‧開 示︻道果︼

卯四

口有聲出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意注自身一庹範圍之虛空
或心專注氣 由齒間吹出而生﹁嘶﹂音
出息後盡力忍持 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究竟之量：此依如前
生何功德：身輕 體樂
袪何過患：能除一切血濁；時疫 等一切時疫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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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特別報導︱

Donations welcome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 266 冊

金句的故事
是覺醒的時候了。
如果不覺醒，你只有一世又一世的在
幻相中輪迴！
盧勝彥文集第266冊《黃金的句子——金句
的故事》：癌瘤不見了
印尼有位伊麗莎白女士。
她腦部長東西。（醫院檢查）
疼痛不已。
她飛到西雅圖雷藏寺來求我。
到西雅圖時，做了一個夢：
夢見自己被拖進醫院的手術房，當然由手術
醫師（穿白袍者），動刀。
動完刀之後，穿白袍者脫下口罩，竟然手術
醫師是盧師尊。
盧師尊說：
「現在妳的癌瘤已經清除了，但，剩下一點
殘留而已，這殘留妳要自已清除。」
說完夢醒。
後來。
伊麗莎白女士她來見我。
我說：
「妳癌瘤已經好了，頭痛也好了！剩一點殘
留，只是皮肉，不要緊的。」
她真的頭不痛了！
回到印尼，醫院做檢查。
醫師大驚：
「癌瘤不見了！」
她感激盧師尊，贈禮：
「金剛瑜伽母」一幅。
「勝樂金剛」一幅。
「瑤池金母」一幅。
伊麗莎白女士，她會畫「唐卡」，畫工很精
細，人物生動，她的「唐卡」和她的人，同樣的
美麗，這三幅唐卡，就懸掛在我「真佛密苑」的
房間裡。
伊麗莎白女士的癌瘤不見，很多人都知道
的，流傳甚廣。
另有一位「蓮花一麗」師姐。
她是乳癌患者。
醫師叫她割除，割除後，必須接受化療，因

為已進入第三
期。
她到西雅圖
來找我。
她先夢見已
故的母親，母親
對她說：
「如果在心
中虔敬呼喊蓮花
童子之名，一定
有救。」
於是：
她一心敬禮蓮花童子。
唸蓮花童子心咒：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她邊哭邊唸。
到了西雅圖之後，她也做了一夢：
見盧師尊到了她的床頭，來回踱著步子，她
看見盧師尊化為大白光，這白光在屋中繞來繞
去。
大白光進入她的身體，在她全身遊走，她覺
得一陣目眩，光在體內膨脹，漸漸的，她失去了
知覺。
醒來後，覺得身子精神輕安，恢復力氣。
她來見我。
我說：
「大白光進入妳的身體！」
她大驚：
「盧師尊！您怎麼知道？」
我說：
「妳的病好了！」
「蓮花一麗」回到自己國家，一檢查，醫師
莫名其妙，乳癌不見，轉移不見，癌指數正常。
我說：「虔敬最重要！」
「黃金的句子是上師心咒」
～ 蓮生活佛．盧勝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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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與佛相應
略低些

⼗法界可以去來

與菩薩相應
再略低些

只能在六道中

與阿羅漢相應
與天相應
如此類推
只能在⼈⿁之間

這種程

﹂

買了幾件⾐料

買

是要轉交盧

盧師尊會⾛到台中市中華路及

她曾看⾒：

有⼈與中陰⿁相應
度是最低層次的
●
蓮花⽟柳
幾⽉幾⽇幾時

這是奇蹟
那⼀天

⾛到公園路及中華路的交⼝

我正好在公園路

蓮花⽟柳交⼀包東西給她的⼥兒

公園路的交⼝
師尊

完後

正是那個時⾠

你⼀定會出現

蓮花⽟柳的⼥兒騎摩托⾞等在路⼝
我問：

此⽇此時

﹁妳為何在這裡？﹂
她答：
﹁母親交代

終於明⽩

我
什麼是﹁無所不在﹂

菩薩
地獄

緣覺
餓⿁

就會擁有

六凡是

分秒不差的出現

畜牲︶

阿羅漢

宇宙⾄上意識

只要跟靈界的本尊相應

什麼⼜是﹁分⾝﹂
⼀位⾏者
本尊的能⼒
本尊能﹁分⾝﹂
⾏者也能﹁分⾝﹂
另
⼀位⾏者與宇宙⾄上意識合⼀
是﹁無所不在﹂

⽔裡去

阿修羅

處處可以去來

上⼭下海

⽔裡來
⽕裡去

⼈

︵四聖是佛

四聖六凡⼗法界

⽕裡來

穿牆透壁

空氣無所不在

⽉光徧照

⽇光徧照

例如：

⾏者也⼀樣﹁無所不在﹂

的能⼒

天
但
﹁相應﹂亦有⼤⼩之分

蓮花⽟柳是看⾒了我的分⾝
在路⼝
●
⾼銘祿師兄
他看⾒我的﹁分⾝﹂在他家
︵⾝⾼︶

有半個⼩時之多

連⾹袋都很清楚

有⼆層樓⾼
穿喇嘛裝

分⾝出現了很久
另

他看⾒盧

及﹁無所不在﹂的

他到巨⼤的等⾝蓮花童⼦像前參拜
⾛了出來

另有更多的﹁分⾝﹂故事

證明了﹁分⾝﹂的事

他的看⾒

師尊從蓮花童⼦相中

故事
我是⼀位真正的咕嚕
阿凡達拉被譯為﹁半

天⼈合⼀是第⼀重要的⼝訣！﹂

我是⼀位﹁阿凡達拉﹂
神⼈﹂
我說：
﹁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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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
「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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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羅漢相應
與天相應
如此類推
只能在⼈⿁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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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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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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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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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說：
當我將⾝⼦的念頭放空 法流就進⼊我的⾁體
在﹁三摩地﹂︵禪定︶中 ⾄上意識的法流 就

其實這也是﹁瑜伽﹂ 相應的現象 由於這種現

⽢露滿滿

法流充滿

佛光注照

全⾝放光⼤明

充滿我⾝

象
聖弟⼦會⼼靈增上
聖弟⼦會與本尊相應
會有感應
會有神跡
會有⾒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家 我曾教導所有的弟⼦
當你毘盧七⽀座 坐定 雙眼閉起 眼略朝上
專注眉⼼輪
眉⼼輪 有⽩⾊的千葉蓮花

為我是真正的﹁咕嚕﹂︵⼼靈導師︶

我特別認識﹁靈光﹂

因
靈光有別稱嗎？我說有
例如：
真光
法流
佛光
⼤明
⽢露

所以

它的根源來⾃於宇宙⾄上意識 降臨在諸尊︵報
⾝佛︶⾝上 再降臨在咕嚕⾝上 咕嚕將靈光傳承給
他的聖弟⼦⾝上
這很像﹁密教的灌頂﹂：
本尊的靈光 降臨壇城
壇城的靈光 進⼊灌頂瓶
灌頂瓶的靈光 灌頂諸弟⼦
得到灌頂的 就可以修⾏密教的諸法

變成了﹁光﹂與

︵我也可以說 靈光就是傳承︶

當專⼀時
眉⼼會凝固
宇宙法流會進到眉⼼輪
﹁熱﹂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這要講三次 因為⾮常⾮常⾮常的重要︶
我告訴⼤家：
這是我修⾏的經驗之談 由此智慧增⾧ 靈光隱
隱 福份也增⾧ 修之久久 靈光充滿全⾝
以你的⾁體去⾏菩薩道 眾善奉⾏
以你的⼼靈去成就真佛

祝：
開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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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靈光隱隱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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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說：
當我將⾝⼦的念頭放空 法流就進⼊我的⾁體
在﹁三摩地﹂︵禪定︶中 ⾄上意識的法流 就

其實這也是﹁瑜伽﹂ 相應的現象 由於這種現

⽢露滿滿

法流充滿

佛光注照

全⾝放光⼤明

充滿我⾝

象
聖弟⼦會⼼靈增上
聖弟⼦會與本尊相應
會有感應
會有神跡
會有⾒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家 我曾教導所有的弟⼦
當你毘盧七⽀座 坐定 雙眼閉起 眼略朝上
專注眉⼼輪
眉⼼輪 有⽩⾊的千葉蓮花

為我是真正的﹁咕嚕﹂︵⼼靈導師︶

我特別認識﹁靈光﹂

因
靈光有別稱嗎？我說有
例如：
真光
法流
佛光
⼤明
⽢露

所以

它的根源來⾃於宇宙⾄上意識 降臨在諸尊︵報
⾝佛︶⾝上 再降臨在咕嚕⾝上 咕嚕將靈光傳承給
他的聖弟⼦⾝上
這很像﹁密教的灌頂﹂：
本尊的靈光 降臨壇城
壇城的靈光 進⼊灌頂瓶
灌頂瓶的靈光 灌頂諸弟⼦
得到灌頂的 就可以修⾏密教的諸法

變成了﹁光﹂與

︵我也可以說 靈光就是傳承︶

當專⼀時
眉⼼會凝固
宇宙法流會進到眉⼼輪
﹁熱﹂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這要講三次 因為⾮常⾮常⾮常的重要︶
我告訴⼤家：
這是我修⾏的經驗之談 由此智慧增⾧ 靈光隱
隱 福份也增⾧ 修之久久 靈光充滿全⾝
以你的⾁體去⾏菩薩道 眾善奉⾏
以你的⼼靈去成就真佛

祝：
開卷有益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蓮生活佛‧盧勝彥
REDMOND, WA 98052
U.S.A.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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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光隱隱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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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燈文化﹀新書︽虛空無變易︾和︽你的心我
來安︾發表會︵二︶

︻法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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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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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的句子｜｜無所不在的﹁分身﹂
靈光隱隱｜｜序

特別報導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及開示道果
如是水氣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氣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則現
行誅伏事業成就；諸事業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 亦得他心通
祛何過患：險巇 危崖山難 雷電等任何意外逆緣 皆不能
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月日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
蓮花童子主要是同心 同德 同善 同樂

卯二 止懃行命 一 實修方便 二 究竟之量 三 生何
功德 四 祛何過患 雖未修此道時 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障礙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及開示道果
﹁卯三 勁生均出﹂ ﹁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你有分別時就是有念頭 沒有分別時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
頭時叫做坐忘 坐忘時叫做禪定
要修禪定絕對要沒有念頭 利用修氣 念頭放在眉心 放在
前面 最後到宇宙虛空 才能夠進入禪定
月日 彩虹雷藏寺﹁龍樹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
﹁卯四 口有聲出﹂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意注

出息後盡力忍持

自身一庹範圍之虛空 或心專注氣 由齒間吹出而生﹁嘶﹂
音

袪何過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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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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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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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TsaoTunBranch

63

創 辦 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指導上師：蓮香金剛上師
總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體樂



65

Contents

生何功德：身輕

Account No：
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67

燃燈雜誌電子信箱即日起改
為tbs.lighten@gmail.com

三



68

燃燈 Email異動公告

量：此依如前

Remark：For EnlightenmentMagazine

69

415

患：能除一切血濁；時疫 等一切時疫

Infavorof：LeiTsangTemple（雷藏寺）

70

2018年7月15日

︻專題報導︼千年之約︱阿底峽尊者︵二︶

法雨均霑
蓮曉上師

贊助燃燈雜誌銀行帳戶

76

周慧芳律師
社
長：釋蓮栽上師
法律顧問：卓忠三律師

Magazine
Enlightenment

不平靜中 本來就是平靜 ︵下︶

郵政劃撥帳戶：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2 2 6 5 1 2 5 2

73

2001年4月1日創刊
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真佛宗燃燈雜誌

48
71

審
核：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核心小組
發 行 所：雷藏寺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郵政信箱：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索閱專線：電話：886-49-2312992 #368
傳真：886-49-2350140

Enlightenment Magazine

01
03

07
15
23
31
39

47

電子郵件信箱：tbs.lighten@gmail.com

蓮生活佛盧勝彥

二

究竟之

菩提園地



真佛宗威德佛學院2017梯研習班畢業典禮

︿大燈文化﹀新書︽虛空無變易︾和︽你的心我
來安︾發表會︵二︶

︻法文譯本︼

︻英文譯本︼

簡政興

蓮花詩萍

釋蓮碤法師

劉文和

吳靜雅

真諦雷藏寺

蓮花玉國

修德堂

釋蓮映法師

釋蓮會法師

修行最大的功德是成就佛果 並有一顆為眾生解脫
的心

La perforation de l’intestin(2)

The Correct Knowledge And
Correct View Of Li Mu Yuan (2)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聞﹁回首那些人生無常﹂

圖／勝榮

隨喜贊助，功德無量

四念住是重要的修行解脫之道

▓捐助扣繳單位統一編號：7 7 3 9 2 0 5 2

釋迦牟尼佛佛誕 慶祝佛陀下生人間 大轉法輪廣 西雅圖雷藏寺
度人天眾生

如欲贊助，請洽886-49-2312992 #368

蓮生活佛文集讀書會｜﹁虛空無變易﹂

■一般索閱：全年24期，贊助＄2,400元

蓮生活佛文集讀書會｜﹁鬼域﹂

■歡迎隨喜助印，金額不拘！

破邪顯正五部曲

Nantou,Taiwan54263,R.O.C.

圓信堂慶祝衛賽節 浴佛儀式清淨莊嚴

印刷廠：陽昇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木雕專欄

256TaipingRoad,Sec.2,Tsao-Tun,

49

ＱＱ唐卡｜紅度母

Bank address：

55

燃佛心燈

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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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及開示道果
如是水氣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氣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則現
行誅伏事業成就；諸事業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 亦得他心通
祛何過患：險巇 危崖山難 雷電等任何意外逆緣 皆不能
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月日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
蓮花童子主要是同心 同德 同善 同樂

卯二 止懃行命 一 實修方便 二 究竟之量 三 生何
功德 四 祛何過患 雖未修此道時 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障礙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及開示道果
﹁卯三 勁生均出﹂ ﹁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你有分別時就是有念頭 沒有分別時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
頭時叫做坐忘 坐忘時叫做禪定
要修禪定絕對要沒有念頭 利用修氣 念頭放在眉心 放在
前面 最後到宇宙虛空 才能夠進入禪定
月日 彩虹雷藏寺﹁龍樹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
﹁卯四 口有聲出﹂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意注

出息後盡力忍持

自身一庹範圍之虛空 或心專注氣 由齒間吹出而生﹁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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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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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敬禮
觀世音菩薩 敬禮大勢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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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廖東
周 大 使 夫 人 Judy 師 姐 ︿ 真 佛 宗 宗 委 會 ﹀ 會 計 師
Teresa 師姐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林坤
音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
琪師姐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做﹁阿彌陀佛本尊法﹂ 那阿彌陀如來是可
以說只要是佛教徒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認識阿彌陀佛的 每
一個人都認識的 而且祂的度眾最廣 跟我們眾生最有緣
曾經有人問西康的諾那上師 問他說：﹁所有密法當中最大
的法是什麼？﹂他的回答是說：﹁阿彌陀如來 ﹂就是﹁彌
陀大法﹂ ﹁彌陀大法﹂是所有密教裡面最大的法 這是諾
那上師講的 我們覺得有些時候我們是這樣子想的 怎麼會
是阿彌陀佛是最大的法？那最大的佛不是阿達爾瑪佛嗎？那
最大的金剛不是大幻化網金剛嗎？本初佛 多傑羌 就是阿
達爾瑪佛 也是普賢王如來；阿達爾瑪佛 多傑羌 都是最
大的 祂是本初佛 祂不是最大的法嗎？那個諾那上師是這
樣子解釋的 與我們娑婆世界最有緣 最有緣就是阿彌陀如
來 好像是說眾生跟阿彌陀如來是彼此非常接近的 釋迦牟
尼佛應該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 祂也跟我們眾生是最有緣的
啊 怎麼又是阿彌陀佛呢？
雖然釋迦牟尼佛祂是娑婆世界的教主 祂的佛法就是由
祂來講 祂講了很多的佛法 那祂的佛教呢 從印度傳到東

南亞 又由東南亞傳到西藏 傳到中國 傳到 KOREA 傳到
JAPAN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祂當然有到斯里蘭卡 然後又
到印尼 雖然祂有這樣子的 但是很奇怪的 我們每一個人
見面 佛教徒見面 都沒有人唸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我看
到你說：﹁釋迦牟尼佛！﹂沒有耶 大家見面就是﹁阿彌陀
佛！﹂ 照理說是﹁阿彌陀佛！﹂才是對的 但是呢 偏偏
東方的電影演的 反正和尚跟和尚見面就是﹁喔彌陀
佛！﹂ ﹁喔﹂ ﹁喔彌陀佛！﹂ 就是這樣子唸 誤導眾
生！這是沒有﹁喔﹂的 這個﹁喔﹂就黑啊！台語的﹁喔﹂
就是黑啊 又不是黑面金母啊 我們見面就是﹁阿彌陀
佛﹂ 偏偏電影就是﹁喔彌陀佛！﹂ 實在是受不了 那些
都是假和尚演的電影 真的和尚是唸﹁阿彌陀佛！﹂ 就是
﹁嗡阿﹂ 那個﹁阿﹂才是對的 正確的發音是﹁阿﹂字
沒有﹁喔﹂的 大家見面都唸阿彌陀佛 大家嚮往的就是西
方極樂世界 跟娑婆眾生 普羅大眾最有緣 所以﹁彌陀大
法﹂也可以講就是跟我們眾生也就變成最有緣的
阿彌陀佛有︻小阿彌陀經︼ ︻大阿彌陀經︼ 還有
︻無量壽經︼ 還有無量壽佛的經典 還有一個︽往生
論︾ ︿淨土宗﹀就依照佛陀所講的︻阿彌陀經︼ ︻無量
壽佛經︼ 然後再來一個︽往生論︾ 叫做三經一論 就是
創造了︿淨土宗﹀ ︿淨土宗﹀是以唸佛為主 他沒有教我
們要觀想唸佛啊 他只教我們持名唸佛 你就是持祂的名
一直持 持南摩阿彌陀佛 持持持 持南摩阿彌陀佛 持到
你一心不亂 甚至於臨終的時候 唸南摩阿彌陀佛 一心不
亂的話 阿彌陀佛就會現前 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把你接引
到佛國淨土去 西方三聖會現前 接引你
這個在佛教裡面講 叫做﹁易行道﹂ 比較容易走的一
條道路 但是其實要一心不亂也是滿困難的 一心不亂你必
須要精神完全專一地唸佛 到那一刻的時候 你還能夠精神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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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整理∕ 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同
修∕ 阿彌陀佛本尊法
地
點∕ 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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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如是
水氣 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氣 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 則現行誅伏事業成就；
諸事業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亦得他心通。
祛何過患：
險巇、危崖山難、雷電等
任何意外逆緣皆不能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特別

Enlightenment
Magazine SpecialReport

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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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敬禮
觀世音菩薩 敬禮大勢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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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廖東
周 大 使 夫 人 Judy 師 姐 ︿ 真 佛 宗 宗 委 會 ﹀ 會 計 師
Teresa 師姐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裁林坤
音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
琪師姐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做﹁阿彌陀佛本尊法﹂ 那阿彌陀如來是可
以說只要是佛教徒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認識阿彌陀佛的 每
一個人都認識的 而且祂的度眾最廣 跟我們眾生最有緣
曾經有人問西康的諾那上師 問他說：﹁所有密法當中最大
的法是什麼？﹂他的回答是說：﹁阿彌陀如來 ﹂就是﹁彌
陀大法﹂ ﹁彌陀大法﹂是所有密教裡面最大的法 這是諾
那上師講的 我們覺得有些時候我們是這樣子想的 怎麼會
是阿彌陀佛是最大的法？那最大的佛不是阿達爾瑪佛嗎？那
最大的金剛不是大幻化網金剛嗎？本初佛 多傑羌 就是阿
達爾瑪佛 也是普賢王如來；阿達爾瑪佛 多傑羌 都是最
大的 祂是本初佛 祂不是最大的法嗎？那個諾那上師是這
樣子解釋的 與我們娑婆世界最有緣 最有緣就是阿彌陀如
來 好像是說眾生跟阿彌陀如來是彼此非常接近的 釋迦牟
尼佛應該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 祂也跟我們眾生是最有緣的
啊 怎麼又是阿彌陀佛呢？
雖然釋迦牟尼佛祂是娑婆世界的教主 祂的佛法就是由
祂來講 祂講了很多的佛法 那祂的佛教呢 從印度傳到東

南亞 又由東南亞傳到西藏 傳到中國 傳到 KOREA 傳到
JAPAN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祂當然有到斯里蘭卡 然後又
到印尼 雖然祂有這樣子的 但是很奇怪的 我們每一個人
見面 佛教徒見面 都沒有人唸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我看
到你說：﹁釋迦牟尼佛！﹂沒有耶 大家見面就是﹁阿彌陀
佛！﹂ 照理說是﹁阿彌陀佛！﹂才是對的 但是呢 偏偏
東方的電影演的 反正和尚跟和尚見面就是﹁喔彌陀
佛！﹂ ﹁喔﹂ ﹁喔彌陀佛！﹂ 就是這樣子唸 誤導眾
生！這是沒有﹁喔﹂的 這個﹁喔﹂就黑啊！台語的﹁喔﹂
就是黑啊 又不是黑面金母啊 我們見面就是﹁阿彌陀
佛﹂ 偏偏電影就是﹁喔彌陀佛！﹂ 實在是受不了 那些
都是假和尚演的電影 真的和尚是唸﹁阿彌陀佛！﹂ 就是
﹁嗡阿﹂ 那個﹁阿﹂才是對的 正確的發音是﹁阿﹂字
沒有﹁喔﹂的 大家見面都唸阿彌陀佛 大家嚮往的就是西
方極樂世界 跟娑婆眾生 普羅大眾最有緣 所以﹁彌陀大
法﹂也可以講就是跟我們眾生也就變成最有緣的
阿彌陀佛有︻小阿彌陀經︼ ︻大阿彌陀經︼ 還有
︻無量壽經︼ 還有無量壽佛的經典 還有一個︽往生
論︾ ︿淨土宗﹀就依照佛陀所講的︻阿彌陀經︼ ︻無量
壽佛經︼ 然後再來一個︽往生論︾ 叫做三經一論 就是
創造了︿淨土宗﹀ ︿淨土宗﹀是以唸佛為主 他沒有教我
們要觀想唸佛啊 他只教我們持名唸佛 你就是持祂的名
一直持 持南摩阿彌陀佛 持持持 持南摩阿彌陀佛 持到
你一心不亂 甚至於臨終的時候 唸南摩阿彌陀佛 一心不
亂的話 阿彌陀佛就會現前 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把你接引
到佛國淨土去 西方三聖會現前 接引你
這個在佛教裡面講 叫做﹁易行道﹂ 比較容易走的一
條道路 但是其實要一心不亂也是滿困難的 一心不亂你必
須要精神完全專一地唸佛 到那一刻的時候 你還能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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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水氣 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氣 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 則現行誅伏事業成就；
諸事業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亦得他心通。
祛何過患：
險巇、危崖山難、雷電等
任何意外逆緣皆不能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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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的唸佛 那麼彌陀 觀音跟大勢至就會來接引 所以台
灣或者是日本 日本有︿淨土宗﹀ ︿淨土正宗﹀；在台灣
也有︿淨土宗﹀ 他們就是持名唸佛 最重要的是 這一本
︻阿彌陀經︼啊 是無問自說 也就是說沒有人問釋迦牟尼
佛 是釋迦牟尼佛自己講出來 無問自說好像是說沒有人
問 大部分來講 佛經都是有人問 釋迦牟尼佛才講 這一
本經典是無問自說 也就是說釋迦牟尼佛沒有人問 但是祂
自己講出來
為什麼祂能夠接引這麼多人往生清淨佛國 主要祂的淨
土有四重淨土 第一個是凡聖同居土 凡夫跟聖賢同樣居住
的淨土 就是你業障很重 但是你能夠一心不亂在臨終的時
候唸佛 你就能夠往生 但往生的淨土 境界不高 也就是
凡聖同居土 這是第一個淨土 一共有四重淨土嘛 第一個
淨土是凡聖同居土 凡聖同居土是有業障的人去的 你還有
業障 但是你也能夠到淨土 那個淨土叫做凡聖同居土；一
個是實報莊嚴土 那就是更高一點的 最高的是常寂光土
另外 方便有餘土 應該四個層次 常寂光土最高 那是佛
菩薩的境界 再來是實報莊嚴土 那是第二層高的境界 第
三層高的方便有餘土 是第三層高的境界 最後一個境界就
是說你臨終一念 能夠很專心的話 你就到了佛國淨土 叫
做凡聖同居土 也就是平常的凡夫 你會唸佛就到了那裡
但是你身上還是有業障 還是可以去的 平時的佛國淨土
別的地方的佛國淨土 你都不能去的 你是凡夫還有業障
的 就到了那裡
所以那時候在台灣啊 很多人在辯論 你到了阿彌陀佛
的淨土是有業障去的嗎？還有已經消業了嗎？你消了業 就
能夠到最高的﹁常寂光土﹂跟﹁實報莊嚴土﹂；你還有業障
的 就到了﹁方便有餘土﹂ 跟﹁凡聖同居土﹂ 還有業障
的 這兩邊在辯論的時候啊 一個講說一定要消業障才能夠
到西方極樂世界 一方面是講說有業障也能夠去啊 當然沒

有業障更能去 那你還有業障也能去的 就是凡聖同居土跟
方便有餘土 那時候我是主張你有消掉業障 當然去絕對沒
有問題 業障還沒有消 也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 第一個是
方便 第二個是凡聖 凡人跟聖賢在一起 耳濡目染以後
你就會變成聖賢 意思是這樣子啦！阿彌陀佛大家都認識
的 大家都很熟了嘛！那平時雖然我們修密教 但是呢 我
們還是有在唸佛 唸﹁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
號阿彌陀佛﹂ 我們都有在唸 平時我們也有唸佛 都是有
的；那麼 密教修不成 至少︿淨土宗﹀你修成 那一樣也
可以到佛國淨土啊！所以我們這邊是兼容並蓄 密教沒有修
成 但是你跟著唸佛 唸到最後一心不亂 你也可以去！這
個修行滿難的
師尊講一個笑話 這個小明啊 心情很鬱悶 然後到寺
廟去求神 一解心境的憂煩 小明跪拜以後要離去的時候
啊 剛好遇到一個大師 大師就問：﹁放下了嗎？﹂小明回
答：﹁已放下了百般的苦惱 ﹂哇 這很偉大！大師搖搖頭
再問：﹁放下了嗎？﹂小明回答：﹁放下了一切的執著 ﹂
哇 這也很偉大 這回答是很好！大師又搖搖頭問：﹁放下
了嗎？﹂小明覺得大師的問話有禪意 便回答：﹁全部放下
了自我 ﹂大師又搖搖頭 問同樣的問題 小明忍不住了問
大師：﹁請大師開示 弟子還有什麼沒有放下？﹂大師雙手
合十講：﹁是香油錢﹂ 你看這什麼大師嘛 唉唷喂啊 什
麼大師啊？錢大師 大師俗名姓錢 叫做錢大師 世界上就
是這樣子 什麼都放下了 就是錢放不下 這不管什麼東
西
謝謝坤音師姐 她送了那麼多東西 每天要抱著睡
太辛苦了！這麼貴的東西就應該放在保險箱了 對不對 都
是幾千年的 幾百年的 哇 這個碗啊 不得了啊 看起來
是這樣子 透的 是透的 很亮啊！這幾千年的耶 這很貴
的東西耶 放在保險箱 我們老人家喔 保險箱的號碼經常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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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的唸佛 那麼彌陀 觀音跟大勢至就會來接引 所以台
灣或者是日本 日本有︿淨土宗﹀ ︿淨土正宗﹀；在台灣
也有︿淨土宗﹀ 他們就是持名唸佛 最重要的是 這一本
︻阿彌陀經︼啊 是無問自說 也就是說沒有人問釋迦牟尼
佛 是釋迦牟尼佛自己講出來 無問自說好像是說沒有人
問 大部分來講 佛經都是有人問 釋迦牟尼佛才講 這一
本經典是無問自說 也就是說釋迦牟尼佛沒有人問 但是祂
自己講出來
為什麼祂能夠接引這麼多人往生清淨佛國 主要祂的淨
土有四重淨土 第一個是凡聖同居土 凡夫跟聖賢同樣居住
的淨土 就是你業障很重 但是你能夠一心不亂在臨終的時
候唸佛 你就能夠往生 但往生的淨土 境界不高 也就是
凡聖同居土 這是第一個淨土 一共有四重淨土嘛 第一個
淨土是凡聖同居土 凡聖同居土是有業障的人去的 你還有
業障 但是你也能夠到淨土 那個淨土叫做凡聖同居土；一
個是實報莊嚴土 那就是更高一點的 最高的是常寂光土
另外 方便有餘土 應該四個層次 常寂光土最高 那是佛
菩薩的境界 再來是實報莊嚴土 那是第二層高的境界 第
三層高的方便有餘土 是第三層高的境界 最後一個境界就
是說你臨終一念 能夠很專心的話 你就到了佛國淨土 叫
做凡聖同居土 也就是平常的凡夫 你會唸佛就到了那裡
但是你身上還是有業障 還是可以去的 平時的佛國淨土
別的地方的佛國淨土 你都不能去的 你是凡夫還有業障
的 就到了那裡
所以那時候在台灣啊 很多人在辯論 你到了阿彌陀佛
的淨土是有業障去的嗎？還有已經消業了嗎？你消了業 就
能夠到最高的﹁常寂光土﹂跟﹁實報莊嚴土﹂；你還有業障
的 就到了﹁方便有餘土﹂ 跟﹁凡聖同居土﹂ 還有業障
的 這兩邊在辯論的時候啊 一個講說一定要消業障才能夠
到西方極樂世界 一方面是講說有業障也能夠去啊 當然沒

有業障更能去 那你還有業障也能去的 就是凡聖同居土跟
方便有餘土 那時候我是主張你有消掉業障 當然去絕對沒
有問題 業障還沒有消 也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 第一個是
方便 第二個是凡聖 凡人跟聖賢在一起 耳濡目染以後
你就會變成聖賢 意思是這樣子啦！阿彌陀佛大家都認識
的 大家都很熟了嘛！那平時雖然我們修密教 但是呢 我
們還是有在唸佛 唸﹁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
號阿彌陀佛﹂ 我們都有在唸 平時我們也有唸佛 都是有
的；那麼 密教修不成 至少︿淨土宗﹀你修成 那一樣也
可以到佛國淨土啊！所以我們這邊是兼容並蓄 密教沒有修
成 但是你跟著唸佛 唸到最後一心不亂 你也可以去！這
個修行滿難的
師尊講一個笑話 這個小明啊 心情很鬱悶 然後到寺
廟去求神 一解心境的憂煩 小明跪拜以後要離去的時候
啊 剛好遇到一個大師 大師就問：﹁放下了嗎？﹂小明回
答：﹁已放下了百般的苦惱 ﹂哇 這很偉大！大師搖搖頭
再問：﹁放下了嗎？﹂小明回答：﹁放下了一切的執著 ﹂
哇 這也很偉大 這回答是很好！大師又搖搖頭問：﹁放下
了嗎？﹂小明覺得大師的問話有禪意 便回答：﹁全部放下
了自我 ﹂大師又搖搖頭 問同樣的問題 小明忍不住了問
大師：﹁請大師開示 弟子還有什麼沒有放下？﹂大師雙手
合十講：﹁是香油錢﹂ 你看這什麼大師嘛 唉唷喂啊 什
麼大師啊？錢大師 大師俗名姓錢 叫做錢大師 世界上就
是這樣子 什麼都放下了 就是錢放不下 這不管什麼東
西
謝謝坤音師姐 她送了那麼多東西 每天要抱著睡
太辛苦了！這麼貴的東西就應該放在保險箱了 對不對 都
是幾千年的 幾百年的 哇 這個碗啊 不得了啊 看起來
是這樣子 透的 是透的 很亮啊！這幾千年的耶 這很貴
的東西耶 放在保險箱 我們老人家喔 保險箱的號碼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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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字是什麼呢？﹁沒干涉！﹂我跟什
麼都沒有關係 就這三個字 就是我的
遺言 你要能夠領悟到什麼叫沒干涉
你絕對可以往生 絕對可以成就 三個
字遺言而已啊 不要像聖嚴法師這樣
子 寫了一大堆啊 寫了一大堆偈 結
果還是寫錯 最後一句還寫錯 他寫：
﹁生死皆可拋！﹂我就改了他的最後這
個偈的 ﹁無生死可拋﹂ 聖嚴法師是
︿法鼓山﹀的開宗的宗主 他寫的偈都
有錯 他認為人還有生死 所以要拋掉
生死 師尊的悟境是根本沒有生也沒有
死 師尊不是有生嗎？也有死嗎？將來
也一樣要涅槃啊 要死啊 不是有生死

緣 皆不能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
我告訴大家 你修氣 我們身上有
好多元素存在的 也就是所謂四大
地 水 火 風 ︽道果︾講 ﹁水
氣﹂ 能夠讓你增長福分 在你的身體
裡面有水氣 能夠讓你增長福分 你修
法裡面有水出來 水就代表著財 你就
有福分 ﹁火氣﹂ 你把火修成了 懷
愛事業成就！什麼叫懷愛 你愛情就非
常地圓滿 大桃花 小桃花你統統都擁
有 就是沒有爛桃花 這個火氣修得純
了 你自然有光 你站在那裡 他自然
會有很多人 你修成拙火了 你只要坐
在那裡 就有很多人會來皈依你 這種
是大桃花 所以像很有名的這些歌星啊 大部分講起來 還
是有修行 他本身有修過 然後他的火 那個光 讓很多人
都很接近他 甚至於你是國家領袖 甚至你是很有名的藝
人 都是這樣子的 這是修火 那麼修風 風你知道的 所
有的金剛護法 全部都是由風所化 你降伏事業就能夠成
就！你非常有權威 你能夠執行一切 把所有的怨敵跟障礙
全部給它摧毀 這是修行當中屬於風的成就
你如果懂得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這叫做﹁奪舍法﹂ 也
就是你將自己本身的氣運入動物裡面 那個動物本來是要死
的 可以活起來 叫做奪舍法；你離開牠 這動物就死了
如果 你能運入他人的心中 你馬上知道他身體的內部 也
得到他心通 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 當你的氣能夠出來進入
到別人心中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所以修氣
非常重要 如果修氣 當你得到水氣 你的事業就成就；你
得到火氣 你的敬愛事業就成就；你得到風氣 你的降伏事
業就成就 你修氣成就以後 你還可以除掉很多危險的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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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記不起來 放進去就放進去
了 到時候記得起來的就拿走 這個
人生啊 這些什麼寶石啊 兩百年
的 很難得 兩百年 還價值很高
耶！這個不敢跟大家講價值多少 不
然你們半夜摸到我家來
放下了嗎？應該放得下 因為這
個東西啊 一句話就了了 借你呆看
幾十年 借你看 就是放著看看摸
摸 有一天變成別人看看摸摸 不是
你看看摸摸 我應該懂得這個悟境
的 他都能夠放得下 只有大師啊
他放不下啊！師尊將來的遺言 我走
了以後會留一個遺言 只有三個字

嗎？為什麼講沒有生死 只在這個短暫
的時間之內 短短的一百年當中 是有
生跟死 離開這一百年 你生死在哪
裡？問你一句話：﹁生前你在哪裡？死
後你在哪裡？﹂真正的禪是無生無死
這誰都知道 偏偏禪宗的大師不知道
居然還有生死可拋 應該是無生死可
拋 這講起來就太深了 不講！
再講一個笑話喔！老師問全班的同
學 老師問：﹁你們看到神嗎？﹂全班
的同學回答：﹁不能 ﹂老師問：﹁你
摸得到神嗎？﹂全班的同學回答：﹁不
能！﹂老師問：﹁那就代表世界上沒有
神！﹂這個時候小明就舉手發問 小明
講：﹁你看到你的大腦嗎？﹂老師講：﹁不能！﹂小明講：
﹁你摸到你的大腦嗎？﹂老師也講：﹁不能！﹂小明講：
﹁那就代表你沒有大腦！﹂老師講：﹁滾出去！﹂所以很多
事情 大家要知道 你看不到一千萬年以前的事情 對不
對 一千萬年的事情 因為中國只有五千年的歷史 世界四
大文明古國 中國 埃及 巴比倫 印度 這世界最久的
都是五千年而已啊！五千年！一千萬年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時候 你看不到 但是有沒有一千萬年？有啊 甚至有一億
年 都有啊！地球存在已經很久了 你不能講說沒有 一千
萬年因為我們看不到就沒有 不可能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還
多呢！像那個細菌 只有在研究室裡面他們看得到細菌 你
的眼睛所看不到的 事實上還有很多存在的東西存在！
我們講︽道果︾ ﹁如是水氣 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
氣 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 則現行誅伏事業成就；諸事業
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 亦得他
心通 四 祛何過患：險巇 危崖山難 雷電等任何意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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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字是什麼呢？﹁沒干涉！﹂我跟什
麼都沒有關係 就這三個字 就是我的
遺言 你要能夠領悟到什麼叫沒干涉
你絕對可以往生 絕對可以成就 三個
字遺言而已啊 不要像聖嚴法師這樣
子 寫了一大堆啊 寫了一大堆偈 結
果還是寫錯 最後一句還寫錯 他寫：
﹁生死皆可拋！﹂我就改了他的最後這
個偈的 ﹁無生死可拋﹂ 聖嚴法師是
︿法鼓山﹀的開宗的宗主 他寫的偈都
有錯 他認為人還有生死 所以要拋掉
生死 師尊的悟境是根本沒有生也沒有
死 師尊不是有生嗎？也有死嗎？將來
也一樣要涅槃啊 要死啊 不是有生死

緣 皆不能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
我告訴大家 你修氣 我們身上有
好多元素存在的 也就是所謂四大
地 水 火 風 ︽道果︾講 ﹁水
氣﹂ 能夠讓你增長福分 在你的身體
裡面有水氣 能夠讓你增長福分 你修
法裡面有水出來 水就代表著財 你就
有福分 ﹁火氣﹂ 你把火修成了 懷
愛事業成就！什麼叫懷愛 你愛情就非
常地圓滿 大桃花 小桃花你統統都擁
有 就是沒有爛桃花 這個火氣修得純
了 你自然有光 你站在那裡 他自然
會有很多人 你修成拙火了 你只要坐
在那裡 就有很多人會來皈依你 這種
是大桃花 所以像很有名的這些歌星啊 大部分講起來 還
是有修行 他本身有修過 然後他的火 那個光 讓很多人
都很接近他 甚至於你是國家領袖 甚至你是很有名的藝
人 都是這樣子的 這是修火 那麼修風 風你知道的 所
有的金剛護法 全部都是由風所化 你降伏事業就能夠成
就！你非常有權威 你能夠執行一切 把所有的怨敵跟障礙
全部給它摧毀 這是修行當中屬於風的成就
你如果懂得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這叫做﹁奪舍法﹂ 也
就是你將自己本身的氣運入動物裡面 那個動物本來是要死
的 可以活起來 叫做奪舍法；你離開牠 這動物就死了
如果 你能運入他人的心中 你馬上知道他身體的內部 也
得到他心通 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 當你的氣能夠出來進入
到別人心中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所以修氣
非常重要 如果修氣 當你得到水氣 你的事業就成就；你
得到火氣 你的敬愛事業就成就；你得到風氣 你的降伏事
業就成就 你修氣成就以後 你還可以除掉很多危險的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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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記不起來 放進去就放進去
了 到時候記得起來的就拿走 這個
人生啊 這些什麼寶石啊 兩百年
的 很難得 兩百年 還價值很高
耶！這個不敢跟大家講價值多少 不
然你們半夜摸到我家來
放下了嗎？應該放得下 因為這
個東西啊 一句話就了了 借你呆看
幾十年 借你看 就是放著看看摸
摸 有一天變成別人看看摸摸 不是
你看看摸摸 我應該懂得這個悟境
的 他都能夠放得下 只有大師啊
他放不下啊！師尊將來的遺言 我走
了以後會留一個遺言 只有三個字

嗎？為什麼講沒有生死 只在這個短暫
的時間之內 短短的一百年當中 是有
生跟死 離開這一百年 你生死在哪
裡？問你一句話：﹁生前你在哪裡？死
後你在哪裡？﹂真正的禪是無生無死
這誰都知道 偏偏禪宗的大師不知道
居然還有生死可拋 應該是無生死可
拋 這講起來就太深了 不講！
再講一個笑話喔！老師問全班的同
學 老師問：﹁你們看到神嗎？﹂全班
的同學回答：﹁不能 ﹂老師問：﹁你
摸得到神嗎？﹂全班的同學回答：﹁不
能！﹂老師問：﹁那就代表世界上沒有
神！﹂這個時候小明就舉手發問 小明
講：﹁你看到你的大腦嗎？﹂老師講：﹁不能！﹂小明講：
﹁你摸到你的大腦嗎？﹂老師也講：﹁不能！﹂小明講：
﹁那就代表你沒有大腦！﹂老師講：﹁滾出去！﹂所以很多
事情 大家要知道 你看不到一千萬年以前的事情 對不
對 一千萬年的事情 因為中國只有五千年的歷史 世界四
大文明古國 中國 埃及 巴比倫 印度 這世界最久的
都是五千年而已啊！五千年！一千萬年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時候 你看不到 但是有沒有一千萬年？有啊 甚至有一億
年 都有啊！地球存在已經很久了 你不能講說沒有 一千
萬年因為我們看不到就沒有 不可能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還
多呢！像那個細菌 只有在研究室裡面他們看得到細菌 你
的眼睛所看不到的 事實上還有很多存在的東西存在！
我們講︽道果︾ ﹁如是水氣 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
氣 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 則現行誅伏事業成就；諸事業
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 亦得他
心通 四 祛何過患：險巇 危崖山難 雷電等任何意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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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男生 不會把妳分屍的男生 很危險耶！你知道 現
在交朋友真的好危險 男的佔有欲怎麼那麼強？像師尊本身
來講 我們在軍中受過訓練 軍中的廁所文化都寫著：﹁天
涯何處無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花？﹂所以我受過這種洗腦以
後 心胸非常的寬大 如果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自己的愛人
喜歡上別的男生 我就會想到一件事 舊的不去 新的不
來 天涯美女那麼多啊！幹嘛執著她那一位？真正小眼睛
小鼻子？讓她去 祝福她 她走了還送她禮物 對不對？還
送一筆東西給她 趕快走吧！拜託！對不對 妳走了 我們
心情很開朗 反正 我們心中有火 拙火升起來 光明亮
麗 該來的自然就來 該去的她自然就去 不用太執著這些
男男女女 隨便啦！對於師母 我是很尊敬 為什麼？因
為 她一生的生命全部在︿真佛宗﹀ 真的！我現在不苛求
她 她也是很拚了命了 她真的對︿真佛宗﹀貢獻很大 對
師尊的幫助實在是太大了 沒有人像她那樣子的有毅力 又
能夠專心 又什麼事情到她的手上都能夠解決 這個就是很
不簡單 當然 她身體有一點不能夠完全健康的話 也是師
尊本身的一大損失
廟裡都要安太歲 對不對？其實 還有一個重點沒有講
出來 有人問大師：﹁過年要安太歲 但是也要安太座
啊！﹂大師回答：﹁安太歲可保來年風調雨順 但是沒安太
座 除夕夜馬上就風雲變色 安太歲的屬性是香油錢 安太
座的屬性是保護費 ﹂怎麼會是保護費？我弄不清楚 ﹁安
太歲的金額可以隨喜 但安太座的金額如果是隨喜 可能衰
死 ( 台語 ) 安太歲是神 所以寬宏大量 安太座是人
請自行秤秤斤兩 太歲常存於無形之中 太座常與你形影不
離 ﹂大師回答：﹁哪個輕哪個重 答案非常明顯 ﹂所
以 結婚的一定要安太座 我們的廟裡擺一個安太座吧！讓
大家安一安 太座的心就會柔軟 不會那麼堅強 不會看到

情 一切障礙可以除掉 像是掉落懸崖 或者是爬山的災
難 或者是被雷電打到的意外地逆緣 皆不能夠障礙你 你
的壽命得到自在 一些危險的事情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像
我們現在最容易發生的車禍；﹁王難﹂就是國家跟國家的這
些事情 另外還有很多意外的災難 土石流的災難 水災的
災難 風災的災難 另外 還有山崩地裂 美國還有一種災
難 美國的橋都是很老舊的 所以 我們開車都是很小心
的 看看跟著一部車子 那部車子突然不見了 我們就要趕
快踩剎車 因為 前面的橋斷了 前面車子突然不見了 有
這種事啊！很多車子全部掉到橋底下去了 美國的公路雖然
是四通八達 但是事實上 那些危橋已經很多了 都像古董
一樣老了 都是幾百年了 鐵路也是 美國剛剛建立的時
候 鐵路 公路都是百年以上的 都是老舊的 世界上都是
有高速鐵路 只有美國沒有高速鐵路 你們也可以研究研
究 為什麼美國不能有高速鐵路
你修完氣以後 你可祛除掉所有一切的障礙 你沒有什
麼障礙 你修氣身體也會健康 跟大家講修氣 那天我不是
從右手的氣轉到左手 然後從下行氣移到上行氣 由上行氣
壓下去 變成下行氣 然後周遍全身 那天不是講了嗎 運
到眼睛 眼睛就可看到山那邊 還可以看過山的後面；運到
耳朵 耳朵就可以聽到很遠的地方 欸？有人講你的壞話；
運到舌頭 舌頭就聽你的 變成尖的舌頭 本來扁的舌頭變
成尖的舌頭 你們也會
氣可以遊遍周身 你就會得到藏身術 你壽命的障礙來
到你這裡它就會消除掉 如果你身上有不好的東西 你將氣
運到那裡 你看我早上練的 練什麼呢？第一個練眼睛 一
共轉十四下 最後才把眼睛張開 看最遠的地方 你看 師
尊看書也不用戴眼鏡 七十四歲 也沒戴過眼鏡 眼力還是
很好；我耳朵的力量也可以 耳朵可以聽得很遠；牙齒 因
為每天早上叩齒 我叩齒給你們聽 有沒有聽到牙齒的聲

你就抓你的耳朵 媽媽講：﹁小明你上次考三十六分 我打
了你三十六下 這次要打幾下？﹂小明講：﹁哈哈！這次不
用打 ﹂媽媽：﹁為什麼？﹂小明：﹁因為我考零分 ﹂
如果 你覺得修密教太困難 修密教確實有它困難的地
方 那麼你修淨土也可以 淨土三尊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
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每一次唸佛完了以後 都要加上觀
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 也要唸一唸 因為 跟隨著阿彌陀
佛是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 這二位是阿彌陀佛的侍者
也是很重要的 侍者高興了 才會跟阿彌陀佛講：﹁這個人
應該去接引 ﹂對不對？阿彌陀佛想 侍者講了就會去 所
以 侍者也是很重要的
阿彌陀佛跟師尊也是相應的 你們也是要一樣 跟阿彌
陀佛相應 其實像師尊來講 每遇到困難 或者坐飛機 我
坐上去 先觀想瑤池金母本尊 然後開始唸佛 唸佛的時候
就感應到阿彌陀佛站在我的頭頂上 隨時一合掌 ﹁南摩阿
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
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這個時候你坐飛機 有阿彌陀佛站在你頭頂上
那你就放心了 沒有什麼事 沒事 世界上任何事到了那個
關節的時候 也都是沒有事 什麼事都沒有了
以前 我有一部賓士車 它的號碼就是﹁５４６﹂ 人
家說不好 一定要換 因為﹁５４６﹂就是﹁我死了﹂ 所
以 開那部車怎麼行？我說：﹁不是 是無事了 ﹂沒有事
了 把它翻轉一想就很好 心裡很平靜 我一上飛機 像剛
剛一樣 唸幾個佛號 阿彌陀佛就站在我頭頂上 我一看到
祂站在我頭頂上 當然什麼事都沒有 你要學會這樣 只要
唸到祂 祂就來 這就叫相應 嗡嘛呢唄咪吽

音？咚咚咚
這個叫扣齒 你們要小心 不要叩齒的太
大力 因為會斷掉 不能斷掉才能夠叩齒 練牙齒 腦筋怎
麼練？觀想就是練你的腦 眼睛轉十四圈是在練你的眼 九
節佛風是練你的鼻；氣到了耳朵 是練你的耳 然後 練你
的舌 練你的身體 就是靠這樣子的 都是氣的關係 全身
都是氣的關係
怎麼會有這個笑話？用關聯詞造句 以前不是有造句
嗎？學中文都有造句 ﹁一邊
一邊
﹂ 小明的答
案：﹁爸爸一邊開車 一邊看美女 ﹂第二個造句：﹁不
僅
還
﹂小明：﹁爸爸不僅愛玩手機 還愛看美
女 ﹂都是跟美女有關 造句：﹁要嘛
要嘛
﹂小
明：﹁爸爸要嘛看美女 要嘛玩手機 ﹂第四個造句：﹁即
使
也
﹂ 小明：﹁即使爸爸再忙 也抽空看美
女 ﹂都是跟美女有關 造句：﹁無論
都
﹂ 小
明：﹁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改變不了爸爸愛美女的心 ﹂第
六個造句：﹁只有
才
﹂ 小明：﹁爸爸只有看到美
女 他才會笑出來 ﹂造句：﹁不是
就是
﹂ 小
明：﹁爸爸一天到晚不是看著美女笑 就是笑著看美女 ﹂
第八個造句：﹁雖然
但是
﹂ 小明：﹁雖然爸爸知
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他死也不肯改 ﹂第九個造句：﹁如
果
就
﹂ 小明：﹁如果這些讓媽媽知道 爸爸就死
定了 ﹂這是一個笑話
很奇怪 世界上就有這些事情 幾乎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有男生都喜歡看美女 有男生反對的嗎？你們有反對看美
女嗎？問一下所有男生 大家喜不喜歡看美女？所有男生有
意見的舉手一下 奇怪都是一樣的 師尊也是一樣 另外有
一點 師尊跟人家不一樣 台灣最近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女的只要不答應他 男的佔有心就把女的給她殺了 而且分
屍掉 殺了 所以 當美女也是很危險 美女要小心一點
眼光要看得準一點 要找個性比較溫和的男生 不會動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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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男生 不會把妳分屍的男生 很危險耶！你知道 現
在交朋友真的好危險 男的佔有欲怎麼那麼強？像師尊本身
來講 我們在軍中受過訓練 軍中的廁所文化都寫著：﹁天
涯何處無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花？﹂所以我受過這種洗腦以
後 心胸非常的寬大 如果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自己的愛人
喜歡上別的男生 我就會想到一件事 舊的不去 新的不
來 天涯美女那麼多啊！幹嘛執著她那一位？真正小眼睛
小鼻子？讓她去 祝福她 她走了還送她禮物 對不對？還
送一筆東西給她 趕快走吧！拜託！對不對 妳走了 我們
心情很開朗 反正 我們心中有火 拙火升起來 光明亮
麗 該來的自然就來 該去的她自然就去 不用太執著這些
男男女女 隨便啦！對於師母 我是很尊敬 為什麼？因
為 她一生的生命全部在︿真佛宗﹀ 真的！我現在不苛求
她 她也是很拚了命了 她真的對︿真佛宗﹀貢獻很大 對
師尊的幫助實在是太大了 沒有人像她那樣子的有毅力 又
能夠專心 又什麼事情到她的手上都能夠解決 這個就是很
不簡單 當然 她身體有一點不能夠完全健康的話 也是師
尊本身的一大損失
廟裡都要安太歲 對不對？其實 還有一個重點沒有講
出來 有人問大師：﹁過年要安太歲 但是也要安太座
啊！﹂大師回答：﹁安太歲可保來年風調雨順 但是沒安太
座 除夕夜馬上就風雲變色 安太歲的屬性是香油錢 安太
座的屬性是保護費 ﹂怎麼會是保護費？我弄不清楚 ﹁安
太歲的金額可以隨喜 但安太座的金額如果是隨喜 可能衰
死 ( 台語 ) 安太歲是神 所以寬宏大量 安太座是人
請自行秤秤斤兩 太歲常存於無形之中 太座常與你形影不
離 ﹂大師回答：﹁哪個輕哪個重 答案非常明顯 ﹂所
以 結婚的一定要安太座 我們的廟裡擺一個安太座吧！讓
大家安一安 太座的心就會柔軟 不會那麼堅強 不會看到

情 一切障礙可以除掉 像是掉落懸崖 或者是爬山的災
難 或者是被雷電打到的意外地逆緣 皆不能夠障礙你 你
的壽命得到自在 一些危險的事情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像
我們現在最容易發生的車禍；﹁王難﹂就是國家跟國家的這
些事情 另外還有很多意外的災難 土石流的災難 水災的
災難 風災的災難 另外 還有山崩地裂 美國還有一種災
難 美國的橋都是很老舊的 所以 我們開車都是很小心
的 看看跟著一部車子 那部車子突然不見了 我們就要趕
快踩剎車 因為 前面的橋斷了 前面車子突然不見了 有
這種事啊！很多車子全部掉到橋底下去了 美國的公路雖然
是四通八達 但是事實上 那些危橋已經很多了 都像古董
一樣老了 都是幾百年了 鐵路也是 美國剛剛建立的時
候 鐵路 公路都是百年以上的 都是老舊的 世界上都是
有高速鐵路 只有美國沒有高速鐵路 你們也可以研究研
究 為什麼美國不能有高速鐵路
你修完氣以後 你可祛除掉所有一切的障礙 你沒有什
麼障礙 你修氣身體也會健康 跟大家講修氣 那天我不是
從右手的氣轉到左手 然後從下行氣移到上行氣 由上行氣
壓下去 變成下行氣 然後周遍全身 那天不是講了嗎 運
到眼睛 眼睛就可看到山那邊 還可以看過山的後面；運到
耳朵 耳朵就可以聽到很遠的地方 欸？有人講你的壞話；
運到舌頭 舌頭就聽你的 變成尖的舌頭 本來扁的舌頭變
成尖的舌頭 你們也會
氣可以遊遍周身 你就會得到藏身術 你壽命的障礙來
到你這裡它就會消除掉 如果你身上有不好的東西 你將氣
運到那裡 你看我早上練的 練什麼呢？第一個練眼睛 一
共轉十四下 最後才把眼睛張開 看最遠的地方 你看 師
尊看書也不用戴眼鏡 七十四歲 也沒戴過眼鏡 眼力還是
很好；我耳朵的力量也可以 耳朵可以聽得很遠；牙齒 因
為每天早上叩齒 我叩齒給你們聽 有沒有聽到牙齒的聲

你就抓你的耳朵 媽媽講：﹁小明你上次考三十六分 我打
了你三十六下 這次要打幾下？﹂小明講：﹁哈哈！這次不
用打 ﹂媽媽：﹁為什麼？﹂小明：﹁因為我考零分 ﹂
如果 你覺得修密教太困難 修密教確實有它困難的地
方 那麼你修淨土也可以 淨土三尊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
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每一次唸佛完了以後 都要加上觀
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 也要唸一唸 因為 跟隨著阿彌陀
佛是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 這二位是阿彌陀佛的侍者
也是很重要的 侍者高興了 才會跟阿彌陀佛講：﹁這個人
應該去接引 ﹂對不對？阿彌陀佛想 侍者講了就會去 所
以 侍者也是很重要的
阿彌陀佛跟師尊也是相應的 你們也是要一樣 跟阿彌
陀佛相應 其實像師尊來講 每遇到困難 或者坐飛機 我
坐上去 先觀想瑤池金母本尊 然後開始唸佛 唸佛的時候
就感應到阿彌陀佛站在我的頭頂上 隨時一合掌 ﹁南摩阿
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
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這個時候你坐飛機 有阿彌陀佛站在你頭頂上
那你就放心了 沒有什麼事 沒事 世界上任何事到了那個
關節的時候 也都是沒有事 什麼事都沒有了
以前 我有一部賓士車 它的號碼就是﹁５４６﹂ 人
家說不好 一定要換 因為﹁５４６﹂就是﹁我死了﹂ 所
以 開那部車怎麼行？我說：﹁不是 是無事了 ﹂沒有事
了 把它翻轉一想就很好 心裡很平靜 我一上飛機 像剛
剛一樣 唸幾個佛號 阿彌陀佛就站在我頭頂上 我一看到
祂站在我頭頂上 當然什麼事都沒有 你要學會這樣 只要
唸到祂 祂就來 這就叫相應 嗡嘛呢唄咪吽

音？咚咚咚
這個叫扣齒 你們要小心 不要叩齒的太
大力 因為會斷掉 不能斷掉才能夠叩齒 練牙齒 腦筋怎
麼練？觀想就是練你的腦 眼睛轉十四圈是在練你的眼 九
節佛風是練你的鼻；氣到了耳朵 是練你的耳 然後 練你
的舌 練你的身體 就是靠這樣子的 都是氣的關係 全身
都是氣的關係
怎麼會有這個笑話？用關聯詞造句 以前不是有造句
嗎？學中文都有造句 ﹁一邊
一邊
﹂ 小明的答
案：﹁爸爸一邊開車 一邊看美女 ﹂第二個造句：﹁不
僅
還
﹂小明：﹁爸爸不僅愛玩手機 還愛看美
女 ﹂都是跟美女有關 造句：﹁要嘛
要嘛
﹂小
明：﹁爸爸要嘛看美女 要嘛玩手機 ﹂第四個造句：﹁即
使
也
﹂ 小明：﹁即使爸爸再忙 也抽空看美
女 ﹂都是跟美女有關 造句：﹁無論
都
﹂ 小
明：﹁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改變不了爸爸愛美女的心 ﹂第
六個造句：﹁只有
才
﹂ 小明：﹁爸爸只有看到美
女 他才會笑出來 ﹂造句：﹁不是
就是
﹂ 小
明：﹁爸爸一天到晚不是看著美女笑 就是笑著看美女 ﹂
第八個造句：﹁雖然
但是
﹂ 小明：﹁雖然爸爸知
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他死也不肯改 ﹂第九個造句：﹁如
果
就
﹂ 小明：﹁如果這些讓媽媽知道 爸爸就死
定了 ﹂這是一個笑話
很奇怪 世界上就有這些事情 幾乎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有男生都喜歡看美女 有男生反對的嗎？你們有反對看美
女嗎？問一下所有男生 大家喜不喜歡看美女？所有男生有
意見的舉手一下 奇怪都是一樣的 師尊也是一樣 另外有
一點 師尊跟人家不一樣 台灣最近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女的只要不答應他 男的佔有心就把女的給她殺了 而且分
屍掉 殺了 所以 當美女也是很危險 美女要小心一點
眼光要看得準一點 要找個性比較溫和的男生 不會動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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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
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本尊﹁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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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er husband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
裁林坤音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中國僑務委員會﹀麥顯輝師父 大家午
安！大家好！︵台語︶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唔該！唔該晒！︵廣東話：謝謝大家︶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六月十日 龍樹菩薩的護摩法
會 龍樹那迦卓那 龍樹菩薩的護摩法會 龍樹菩薩祂本身
在佛教裡面 在中國講起來 祂是八宗的初祖 有八個宗派
的初祖 要跟八個宗派互相有緣的話 一定要主祈 龍樹菩
薩祂本身的手印 就是右手也等於是說法印 這個左手 右
手 是這個手印︵師尊示範︶ 平時呢 有的手印是顛倒
這樣子 我常常做的手印是顛倒 這樣子 祂的手印是這樣
子 所以右手向前 左手向內 這個手印；祂的咒語：
﹁嗡 別炸 那迦卓那 菩提薩埵 梭哈 ﹂這個意思就是
﹁嗡﹂ 宇宙的智慧的 龍樹 龍是﹁那迦﹂ ﹁卓那﹂是
一個樹的名字 卓那 祂是在卓那 龍樹是卓那樹下出生
的 那迦卓那就是龍樹 ﹁菩提薩埵﹂就是菩薩 ﹁梭哈﹂
圓滿 祂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有手印 那麼觀想應該講起來
都是很容易 第一個祂的頭上 冠上一共有幾條龍呢？你們
知道嗎？祂的頭上有幾條龍 七條？七條龍 對了 七條
龍；祂的相貌非常地圓滿 跟佛一樣的圓滿 祂度非常多的

眾生 祂有很多的法 所謂的長壽 隱身都是祂的法 能夠
長壽 能夠隱身 祂到了龍宮去取得了︻華嚴經︼ 閱︻華
嚴經︼ 所以祂是︿華嚴宗﹀的初祖 ︻華嚴經︼裡面的
︿華嚴宗﹀的初祖 將來會講龍樹菩薩的︻華嚴經︼裡面的
主要的法 將來會講的！但是應該不是在下個禮拜講 因為
這是做很大法會的時候講龍樹菩薩的 祂主要的三顯九要
主要的法
今天我們做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根本不用介紹了 這個
一下子就過去了 不過在當初的時候啊 蓮花童子沒有那麼
出名 幾乎沒有人知道 瑤池金母跟我講：﹁你看 那個發
著白光的﹂ 看不到人的 只有光明一片這樣子 好像布袋
戲在發出白色的光芒這樣子 你看不到人的 瑤池金母一直
指著那一道光說：﹁這個就是蓮花童子 ﹂我醒過來以後
啊 到處問人家 那時候在台中 問李炳南老居士 我去聽
法的地方 李炳南老居士 跟他問：﹁你知道什麼蓮花童子
嗎？﹂他說：﹁不知道 ﹂那去︿慈明寺﹀聖印法師那裡
跟他問：﹁你知道什麼是蓮花童子嗎？﹂他說：﹁不知
道！﹂然後到︿慈善寺﹀振光法師那裡 我問他：﹁什麼是
蓮花童子？﹂他說：﹁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那好啦 我
問那個︽菩提樹雜誌︾ ︽菩提樹雜誌︾的主編朱斐 我去
問他：﹁你知道什麼是蓮花童子嗎？﹂﹁不知道！﹂沒有人
知道啊 那怎麼辦啊 台中所有的高僧大德我全部問過了
沒有人知道蓮花童子 講出來大家也沒有印象啊 什麼是蓮
花童子？
真正把﹁蓮花童子﹂研究 這四個字弄出來的是︿蘭州
大學﹀敦煌研究 研究敦煌石壁的 他們出版了一本書 其
中就有蓮花童子研究 你看嘛 反而是阿共仔比較厲害！居
然是在︿蘭州大學﹀ 他那邊在研究蓮花童子 因為敦煌石
窟裡面啊 有蓮花童子跟西王母 東王公三個並列 東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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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會∕ 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地
點∕ 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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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2018
03 Jun.
【燃燈雜誌】

蓮花童子主要是：
「同心、同德、同善、同樂」。
卯二、止懃行命。
1. 實修方便。
2. 究竟之量。
3. 生何功德。

4. 祛何過患。
雖未修此道時，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即得除一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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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
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本尊﹁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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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and her husband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皇室綠野集團﹀總
裁林坤音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
人徐雅琪師姐 ︿中國僑務委員會﹀麥顯輝師父 大家午
安！大家好！︵台語︶大家午安！大家好！︵國語︶你好！
大家好！︵廣東話︶唔該！唔該晒！︵廣東話：謝謝大家︶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六月十日 龍樹菩薩的護摩法
會 龍樹那迦卓那 龍樹菩薩的護摩法會 龍樹菩薩祂本身
在佛教裡面 在中國講起來 祂是八宗的初祖 有八個宗派
的初祖 要跟八個宗派互相有緣的話 一定要主祈 龍樹菩
薩祂本身的手印 就是右手也等於是說法印 這個左手 右
手 是這個手印︵師尊示範︶ 平時呢 有的手印是顛倒
這樣子 我常常做的手印是顛倒 這樣子 祂的手印是這樣
子 所以右手向前 左手向內 這個手印；祂的咒語：
﹁嗡 別炸 那迦卓那 菩提薩埵 梭哈 ﹂這個意思就是
﹁嗡﹂ 宇宙的智慧的 龍樹 龍是﹁那迦﹂ ﹁卓那﹂是
一個樹的名字 卓那 祂是在卓那 龍樹是卓那樹下出生
的 那迦卓那就是龍樹 ﹁菩提薩埵﹂就是菩薩 ﹁梭哈﹂
圓滿 祂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有手印 那麼觀想應該講起來
都是很容易 第一個祂的頭上 冠上一共有幾條龍呢？你們
知道嗎？祂的頭上有幾條龍 七條？七條龍 對了 七條
龍；祂的相貌非常地圓滿 跟佛一樣的圓滿 祂度非常多的

眾生 祂有很多的法 所謂的長壽 隱身都是祂的法 能夠
長壽 能夠隱身 祂到了龍宮去取得了︻華嚴經︼ 閱︻華
嚴經︼ 所以祂是︿華嚴宗﹀的初祖 ︻華嚴經︼裡面的
︿華嚴宗﹀的初祖 將來會講龍樹菩薩的︻華嚴經︼裡面的
主要的法 將來會講的！但是應該不是在下個禮拜講 因為
這是做很大法會的時候講龍樹菩薩的 祂主要的三顯九要
主要的法
今天我們做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根本不用介紹了 這個
一下子就過去了 不過在當初的時候啊 蓮花童子沒有那麼
出名 幾乎沒有人知道 瑤池金母跟我講：﹁你看 那個發
著白光的﹂ 看不到人的 只有光明一片這樣子 好像布袋
戲在發出白色的光芒這樣子 你看不到人的 瑤池金母一直
指著那一道光說：﹁這個就是蓮花童子 ﹂我醒過來以後
啊 到處問人家 那時候在台中 問李炳南老居士 我去聽
法的地方 李炳南老居士 跟他問：﹁你知道什麼蓮花童子
嗎？﹂他說：﹁不知道 ﹂那去︿慈明寺﹀聖印法師那裡
跟他問：﹁你知道什麼是蓮花童子嗎？﹂他說：﹁不知
道！﹂然後到︿慈善寺﹀振光法師那裡 我問他：﹁什麼是
蓮花童子？﹂他說：﹁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那好啦 我
問那個︽菩提樹雜誌︾ ︽菩提樹雜誌︾的主編朱斐 我去
問他：﹁你知道什麼是蓮花童子嗎？﹂﹁不知道！﹂沒有人
知道啊 那怎麼辦啊 台中所有的高僧大德我全部問過了
沒有人知道蓮花童子 講出來大家也沒有印象啊 什麼是蓮
花童子？
真正把﹁蓮花童子﹂研究 這四個字弄出來的是︿蘭州
大學﹀敦煌研究 研究敦煌石壁的 他們出版了一本書 其
中就有蓮花童子研究 你看嘛 反而是阿共仔比較厲害！居
然是在︿蘭州大學﹀ 他那邊在研究蓮花童子 因為敦煌石
窟裡面啊 有蓮花童子跟西王母 東王公三個並列 東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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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主要是：
「同心、同德、同善、同樂」。
卯二、止懃行命。
1. 實修方便。
2. 究竟之量。
3. 生何功德。

4. 祛何過患。
雖未修此道時，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即得除一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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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醒過來 回去以後趕快把︿花蓮同修會﹀又做起來！唉
不講了 氣死老夫了！××她跟動物溝通 你想想看 她可
以跟動物溝通這個事情 大家想一想 好 她跟動物溝通好
了 動物都認得在場的人是牠的什麼人 對不對？這個鸚鵡
是蓮紫上師的祖母 那個螃蟹啊 是徐雅琪的前世爸爸 前
世祖母 前世爸爸都有了 那個小月師姐來跟我講啊 烏龜
是她前世的哥哥啊！阿彌陀佛啊！這已經很多了啦 舉這三
個已經夠了啦！上海的小月師姐看到一隻烏龜 那個××在
旁邊跟她講 這隻烏龜就是你前世的哥哥 你欠牠多少兩黃
金 你現在要還！還給誰啊？還給××！不是還給烏龜喔！
你看嘛！她的動物啊 她跟動物的溝通 全部是我們人類的
前世親人 還有那個什麼一大堆的啦 什麼蜘蛛啊 蒼蠅
啊 螢火蟲啊 告訴你！人類不是萬物之靈嗎？按照佛經裡
面所講的 只有人類能夠修行啊 動物是不能修行的 動物
是屬於三惡道之一啊！地獄 餓鬼 畜生不是三惡道嗎？牠
們不能修行的 結果在××的眼中啊 這些動物都是有宿命
通 你看那個烏龜 看到你 耶！是我的哥哥！那個螃蟹
是我的前世女兒！還有那個鸚鵡啊 一看到蓮紫 啊 這個
是前世我的孫子 我是你祖母啊！
告訴你 動物哪裡來的宿命通啊 你腦筋想一想嘛 畜
生啊 牠哪裡會有宿命通啊 在這裡等你五百年 哪裡會
有 騙肖仔啦！你肖仔才會給她騙去 對不對？哪裡這回
事？什麼老鼠全部是你一家的親人 牠躲在地下室就是你家
裡面的親人 哪有這種事？老鼠也有宿命通 用腦筋稍微想
一想 動物都可以跟××溝通 我們萬物之靈為什麼沒有？
很簡單啦 菩薩來轉世都有隔世之謎 佛經裡面講的 菩薩
轉世都有隔世之謎 祂已經忘掉一切了 這些動物來轉世都
還可以認得你 前世的什麼人 前世的什麼人 前世的什麼
人
一聽就知道是騙子嘛 詐騙集團嘛！對不對 每一次

就是誰啊？就是你們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東華帝君啊！祂
就是東王公啊 當然啊 祂怎麼下凡？祂怎麼跟這個九尾狐
結婚 祂下凡當皇帝這個樣子 那當然是編出來的啦！東華
帝君是一個很偉大的東方的主尊耶！西王母就是西方的瑤池
金母耶 也是在道家裡面最大的主尊耶 東方跟西方啊 南
方就是火金 北方是水金 中央就是黃老 這個在道家裡面
啊 五個長老 就等於五方佛一樣 中央 東方 西方 南
方 北方 五方佛一樣啊！瑤池金母 東王公 蓮花童子三
尊並列 敦煌石窟裡面有啊
然後你再去看 蓮花童子也是一個教主耶！祂是摩訶雙
蓮池的教主 是一個教主在裡面 那麼多的蓮花童子！蓮花
童子主要的是﹁同心 同德 同善 同樂﹂ 這四個要訣在
裡面啊 祂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阿彌陀佛本身所化的
那個時候瑤池金母跟我講：﹁毗盧遮那佛 佛眼佛母 阿彌
陀佛 蓮花童子是成為一個系統 在佛教裡面是成為一個系
統 ﹂結果中國大陸︿蘭州大學﹀敦煌石窟研究就有蓮花童
子研究 去看了就有這個蓮花童子 台灣沒有人知道什麼是
蓮花童子？高僧大德我都問了 沒有人知道！後來 現在蓮
花童子出名啦 因為祂本來祂就是跟瑤池金母 東華帝君在
一起的 東華帝君 瑤池金母 蓮花童子都是在一起的 所
以那時候我猛然想起來 唉呀 我終於知道啦 為什麼瑤池
金母會給我開天眼 就是瑤池金母跟我就是有因緣啊 有那
個緣分在一起的 本來就是在一起的這個因緣在啊 這個就
是蓮花童子的偉大之處啊 當然啊 我不是那麼偉大 但是
真正的蓮花童子在法界裡面的蓮花童子 真的是很偉大的！
不講什麼 我們中獎的人特別多 中樂透的 依蓮花童
子修的 中樂透的非常地多 我隱居出來的時候啊 到︿西
雅圖雷藏寺﹀ 傳授一個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人家蓮花梭麥
他就中了第一大樂透 還有一個中了 ﹁師尊我中獎 但是
不要講出去 ﹂因為蓮花梭麥一講出去啊 ××就到了 ×

都講你欠牠黃金多少兩 黃金多少兩 她計算機打一打 黃
金五百兩差不多多少錢 算一算 差不多二十萬美金啊 她
說 我只給你拿十萬就好 剩下的十萬我自己付給牠 付給
那隻烏龜啊 這簡直是
我一聽到喔 我說 這騙子 詐
騙集團 居然還會有人相信她！那個變色龍 有一條變色
龍 按照蓮緒講好像也是你的親戚喔！也是蓮緒法師的親戚
之一啊！反正××堂裡面的每一個人都跟這個變色龍有關
都是牠的前世的先生啊！啊！我前世的先生變成變色龍 也
是你的什麼哥哥還是誰啊 那變色龍；那一條變色龍變成×
×堂裡面 所有最有名的親戚的主人 我是不知道這回事
我告訴你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了 我去到那個
××堂看到那個變色龍 告訴你 一腳就給牠踩死 什麼親
戚？對嗎！我把你踩死了再給你超度 害得所有的人迷那個
變色龍喔 給牠抓得全身都是傷 我講蓮花童子怎麼講
到
好啦好啦！話說回頭 腦筋清楚一點嘛 畜牲不會有
宿命通的！菩薩下凡都有隔世之謎 那些小小的畜牲有宿命
通 可以認出你是牠前世的誰 在這裡等你多久了 笨蛋
被她騙去 多花錢的啊！還有這個徐雅琪的爸爸 把所有的
螃蟹全部買來給大家吃啊 說這樣有功德啊！
好啦！跟大家講一下︽道果︾ ﹁卯二 止懃行命﹂
﹁一 實修方便﹂ 在實修方便 因為實修方便方面就一定
要修氣 那麼修氣他可以變成禪定 ﹁全修靜慮九支﹂ 靜
慮就是禪定的九支 ﹁心專注於鼻尖﹂畢瓦巴教大家 以前
我們常常講啊 眼看鼻 鼻看心 就是這樣子禪定 眼觀
鼻 鼻觀心 ﹁心專注於鼻尖或左鼻孔 塞右鼻孔 氣吸入
內 由左孔外呼；出息之支分中 氣不吸回為大要 此有拔
出過患 間接生無分別定﹂這個氣吸進去以後 再呼出來
不要馬上吸 就是﹁外住氣﹂ 所謂有內住氣 就是氣吸進
來 在丹田的地方停一停 再呼出去 呼出去的時候不要馬

×就找上他了 嚇得他屁滾尿流啊 從此沒有來︿西雅圖雷
藏寺﹀ 嚇死他了 ××怎麼講：﹁是瑤池金母借你的手去
中樂透 中了樂透主要是要來蓋我的××寺 所以呢 基本
費用給你 一百萬給你 剩下的五千四百萬美金你要給
我 ﹂嚇得蓮花梭麥從此不見 要找他也難 其實我可以找
到他 因為他買的房子是我去看的風水 我是可以找到他
但是我這個人不會追錢 你有錢是你的 我絕對不會找你
真正的蓮花童子是怎麼樣子 無所求 就是真正的蓮花童
子！專門找有錢的大功德主的 是有所求 有所求就是假的
蓮花童子 你問林坤音師姐 對不對？她當初在︿西雅圖雷
藏寺﹀義買了一個東西 ××就看上了！××到了︿台灣雷
藏寺﹀ ××就特別派車載她 跟××一起啊 到了桃園的
觀音鄉 以前叫觀音鄉 現在是桃園的觀音區 她的中心
一定招待妳很好 睡最好的房間 吃最好的食物 就好像台
灣話講的就是波藍巴 就是這樣子服侍你 服侍完了幹什
麼？再來就是有所求啊！我告訴你喔 香港有一位 也是在
︿西雅圖雷藏寺﹀義買了一個東西 ××也跟過去！現在那
個人就是在台灣請徵信社錄影 請徵信社在房子裡面錄音的
那一位人 那個人！請徵信社在台灣跟蹤 跟拍 然後再請
徵信社再進到家裡裝竊聽器 錄音 錄影的那個人 在香
港 也是被××跟上了
︿東湖堂﹀的堂主真的很衰啊 真的是 在︿西雅圖雷
藏寺﹀義買了一個東西 真的！她就叫法師打一個電話去聯
絡他 她去︿東湖堂﹀作法會 法會一作完 ︿東湖堂﹀的
堂主就叮叮死掉了 死翹翹了 因為她帶著鬼去作法會 怎
麼那個堂主都會死的 然後又跑到︿關山同修會﹀ 台灣東
部︿關山同修會﹀去作法會 ︿關山同修會﹀的堂主也叮
叮 也就死了 兩個堂都沒了 又跑到︿花蓮同修會﹀ 把
廖鶴群跟他太太帶到舊金山 那個堂也叮叮 人沒有死 倒
是堂完蛋了 不過那個堂還好 現在廖鶴群醒過來 跟他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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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醒過來 回去以後趕快把︿花蓮同修會﹀又做起來！唉
不講了 氣死老夫了！××她跟動物溝通 你想想看 她可
以跟動物溝通這個事情 大家想一想 好 她跟動物溝通好
了 動物都認得在場的人是牠的什麼人 對不對？這個鸚鵡
是蓮紫上師的祖母 那個螃蟹啊 是徐雅琪的前世爸爸 前
世祖母 前世爸爸都有了 那個小月師姐來跟我講啊 烏龜
是她前世的哥哥啊！阿彌陀佛啊！這已經很多了啦 舉這三
個已經夠了啦！上海的小月師姐看到一隻烏龜 那個××在
旁邊跟她講 這隻烏龜就是你前世的哥哥 你欠牠多少兩黃
金 你現在要還！還給誰啊？還給××！不是還給烏龜喔！
你看嘛！她的動物啊 她跟動物的溝通 全部是我們人類的
前世親人 還有那個什麼一大堆的啦 什麼蜘蛛啊 蒼蠅
啊 螢火蟲啊 告訴你！人類不是萬物之靈嗎？按照佛經裡
面所講的 只有人類能夠修行啊 動物是不能修行的 動物
是屬於三惡道之一啊！地獄 餓鬼 畜生不是三惡道嗎？牠
們不能修行的 結果在××的眼中啊 這些動物都是有宿命
通 你看那個烏龜 看到你 耶！是我的哥哥！那個螃蟹
是我的前世女兒！還有那個鸚鵡啊 一看到蓮紫 啊 這個
是前世我的孫子 我是你祖母啊！
告訴你 動物哪裡來的宿命通啊 你腦筋想一想嘛 畜
生啊 牠哪裡會有宿命通啊 在這裡等你五百年 哪裡會
有 騙肖仔啦！你肖仔才會給她騙去 對不對？哪裡這回
事？什麼老鼠全部是你一家的親人 牠躲在地下室就是你家
裡面的親人 哪有這種事？老鼠也有宿命通 用腦筋稍微想
一想 動物都可以跟××溝通 我們萬物之靈為什麼沒有？
很簡單啦 菩薩來轉世都有隔世之謎 佛經裡面講的 菩薩
轉世都有隔世之謎 祂已經忘掉一切了 這些動物來轉世都
還可以認得你 前世的什麼人 前世的什麼人 前世的什麼
人
一聽就知道是騙子嘛 詐騙集團嘛！對不對 每一次

就是誰啊？就是你們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東華帝君啊！祂
就是東王公啊 當然啊 祂怎麼下凡？祂怎麼跟這個九尾狐
結婚 祂下凡當皇帝這個樣子 那當然是編出來的啦！東華
帝君是一個很偉大的東方的主尊耶！西王母就是西方的瑤池
金母耶 也是在道家裡面最大的主尊耶 東方跟西方啊 南
方就是火金 北方是水金 中央就是黃老 這個在道家裡面
啊 五個長老 就等於五方佛一樣 中央 東方 西方 南
方 北方 五方佛一樣啊！瑤池金母 東王公 蓮花童子三
尊並列 敦煌石窟裡面有啊
然後你再去看 蓮花童子也是一個教主耶！祂是摩訶雙
蓮池的教主 是一個教主在裡面 那麼多的蓮花童子！蓮花
童子主要的是﹁同心 同德 同善 同樂﹂ 這四個要訣在
裡面啊 祂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阿彌陀佛本身所化的
那個時候瑤池金母跟我講：﹁毗盧遮那佛 佛眼佛母 阿彌
陀佛 蓮花童子是成為一個系統 在佛教裡面是成為一個系
統 ﹂結果中國大陸︿蘭州大學﹀敦煌石窟研究就有蓮花童
子研究 去看了就有這個蓮花童子 台灣沒有人知道什麼是
蓮花童子？高僧大德我都問了 沒有人知道！後來 現在蓮
花童子出名啦 因為祂本來祂就是跟瑤池金母 東華帝君在
一起的 東華帝君 瑤池金母 蓮花童子都是在一起的 所
以那時候我猛然想起來 唉呀 我終於知道啦 為什麼瑤池
金母會給我開天眼 就是瑤池金母跟我就是有因緣啊 有那
個緣分在一起的 本來就是在一起的這個因緣在啊 這個就
是蓮花童子的偉大之處啊 當然啊 我不是那麼偉大 但是
真正的蓮花童子在法界裡面的蓮花童子 真的是很偉大的！
不講什麼 我們中獎的人特別多 中樂透的 依蓮花童
子修的 中樂透的非常地多 我隱居出來的時候啊 到︿西
雅圖雷藏寺﹀ 傳授一個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人家蓮花梭麥
他就中了第一大樂透 還有一個中了 ﹁師尊我中獎 但是
不要講出去 ﹂因為蓮花梭麥一講出去啊 ××就到了 ×

都講你欠牠黃金多少兩 黃金多少兩 她計算機打一打 黃
金五百兩差不多多少錢 算一算 差不多二十萬美金啊 她
說 我只給你拿十萬就好 剩下的十萬我自己付給牠 付給
那隻烏龜啊 這簡直是
我一聽到喔 我說 這騙子 詐
騙集團 居然還會有人相信她！那個變色龍 有一條變色
龍 按照蓮緒講好像也是你的親戚喔！也是蓮緒法師的親戚
之一啊！反正××堂裡面的每一個人都跟這個變色龍有關
都是牠的前世的先生啊！啊！我前世的先生變成變色龍 也
是你的什麼哥哥還是誰啊 那變色龍；那一條變色龍變成×
×堂裡面 所有最有名的親戚的主人 我是不知道這回事
我告訴你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了 我去到那個
××堂看到那個變色龍 告訴你 一腳就給牠踩死 什麼親
戚？對嗎！我把你踩死了再給你超度 害得所有的人迷那個
變色龍喔 給牠抓得全身都是傷 我講蓮花童子怎麼講
到
好啦好啦！話說回頭 腦筋清楚一點嘛 畜牲不會有
宿命通的！菩薩下凡都有隔世之謎 那些小小的畜牲有宿命
通 可以認出你是牠前世的誰 在這裡等你多久了 笨蛋
被她騙去 多花錢的啊！還有這個徐雅琪的爸爸 把所有的
螃蟹全部買來給大家吃啊 說這樣有功德啊！
好啦！跟大家講一下︽道果︾ ﹁卯二 止懃行命﹂
﹁一 實修方便﹂ 在實修方便 因為實修方便方面就一定
要修氣 那麼修氣他可以變成禪定 ﹁全修靜慮九支﹂ 靜
慮就是禪定的九支 ﹁心專注於鼻尖﹂畢瓦巴教大家 以前
我們常常講啊 眼看鼻 鼻看心 就是這樣子禪定 眼觀
鼻 鼻觀心 ﹁心專注於鼻尖或左鼻孔 塞右鼻孔 氣吸入
內 由左孔外呼；出息之支分中 氣不吸回為大要 此有拔
出過患 間接生無分別定﹂這個氣吸進去以後 再呼出來
不要馬上吸 就是﹁外住氣﹂ 所謂有內住氣 就是氣吸進
來 在丹田的地方停一停 再呼出去 呼出去的時候不要馬

×就找上他了 嚇得他屁滾尿流啊 從此沒有來︿西雅圖雷
藏寺﹀ 嚇死他了 ××怎麼講：﹁是瑤池金母借你的手去
中樂透 中了樂透主要是要來蓋我的××寺 所以呢 基本
費用給你 一百萬給你 剩下的五千四百萬美金你要給
我 ﹂嚇得蓮花梭麥從此不見 要找他也難 其實我可以找
到他 因為他買的房子是我去看的風水 我是可以找到他
但是我這個人不會追錢 你有錢是你的 我絕對不會找你
真正的蓮花童子是怎麼樣子 無所求 就是真正的蓮花童
子！專門找有錢的大功德主的 是有所求 有所求就是假的
蓮花童子 你問林坤音師姐 對不對？她當初在︿西雅圖雷
藏寺﹀義買了一個東西 ××就看上了！××到了︿台灣雷
藏寺﹀ ××就特別派車載她 跟××一起啊 到了桃園的
觀音鄉 以前叫觀音鄉 現在是桃園的觀音區 她的中心
一定招待妳很好 睡最好的房間 吃最好的食物 就好像台
灣話講的就是波藍巴 就是這樣子服侍你 服侍完了幹什
麼？再來就是有所求啊！我告訴你喔 香港有一位 也是在
︿西雅圖雷藏寺﹀義買了一個東西 ××也跟過去！現在那
個人就是在台灣請徵信社錄影 請徵信社在房子裡面錄音的
那一位人 那個人！請徵信社在台灣跟蹤 跟拍 然後再請
徵信社再進到家裡裝竊聽器 錄音 錄影的那個人 在香
港 也是被××跟上了
︿東湖堂﹀的堂主真的很衰啊 真的是 在︿西雅圖雷
藏寺﹀義買了一個東西 真的！她就叫法師打一個電話去聯
絡他 她去︿東湖堂﹀作法會 法會一作完 ︿東湖堂﹀的
堂主就叮叮死掉了 死翹翹了 因為她帶著鬼去作法會 怎
麼那個堂主都會死的 然後又跑到︿關山同修會﹀ 台灣東
部︿關山同修會﹀去作法會 ︿關山同修會﹀的堂主也叮
叮 也就死了 兩個堂都沒了 又跑到︿花蓮同修會﹀ 把
廖鶴群跟他太太帶到舊金山 那個堂也叮叮 人沒有死 倒
是堂完蛋了 不過那個堂還好 現在廖鶴群醒過來 跟他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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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吸 就是﹁外住氣﹂ 用這個方法呢 你就可以拔出過
患 你身體裡面 好像你有什麼過患 所謂就是說有些過失
啊 犯了不好啊 或身體不好 就可以把它減輕掉 它的意
思是這樣子
﹁二 究竟之量：外呼至再無可出 隨意可持在外 不
吸回 仍是充滿﹂ 這句話跟前面那一句是一樣的 由鼻孔
呼出去到外面 到沒有氣可以再呼出去的時候 你讓氣停在
外面 不要馬上吸進來 ﹁不吸回 仍是充滿﹂ 意思是
講 這個時候 你的氣仍然是充滿的
﹁三 生何功德：身內一切遍樂 速生無分別 ﹂你這
樣的吸氣法 能在身體裡面感覺到一種快樂 輕安會出來
內住 外住都會產生輕安 像師尊一樣 吸一口氣 你經驗
到的時候 不用塞住右鼻孔 你用左鼻孔呼吸就可以了 就
是這樣做 你會感覺到不一樣 為什麼呢？你會感覺到有一
種力量在身體裡面產生 讓你的細胞 每一個細胞都很快
樂 這樣就不會得憂鬱症 現在得憂鬱症的人很多 ﹁身內
一切遍樂﹂ 都是很快樂 ﹁速生無分別﹂ 沒有什麼分
別
﹁四 祛何過患﹂ 到底什麼是過患？你心靈不快樂
它會讓你心靈變快樂 你身體有病痛 病痛也會消除 這是
主要的 ﹁祛上身病痛 心不樂等﹂ 過患就是身體有病
痛 你心裡不快樂 都會給你減輕 給你消除掉 ﹁雖未修
此道時 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
障礙﹂ 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只要用這樣的呼吸法七次 你
就可以除掉一切障礙 或者你在過水的時候 心裡害怕 以
前沒有橋 要涉水而過 你只要做這樣子做七次 你涉水而
過 就很輕易的過去
還有一個密法 要涉水的時候 你在鞋子底下貼上魚
皮 魚皮你吃過嗎？美國人有吃魚皮嗎？應該沒有吧！台灣
有一種叫魚皮羹 然後 用魚皮把強力膠黏在鞋子 然後給

它唸咒 對著鞋和魚皮一直唸咒 穿上你的腳上 你可以涉
水而過 過水的時候 當然我們現在都有橋啊 不用過水
在古代是沒有橋的 都要涉水而過 你就很容易涉水而過
好像魚在游泳一樣 帶著你這樣走過去 甚至你可以踩在水
面這樣過去 你功力好 你在水面上這樣走路過去 那是一
個密法 現在不教 以後再教 ﹁雖未修此道時 行怖畏處
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障礙 ﹂很多障礙
就可以消除掉
告訴大家 現在社會有很多的陷阱 詐騙集團也很多
﹁你寂寞嗎？ Are you lonely ? ﹂﹁你無聊嗎？﹂﹁你感
到孤獨嗎？﹂﹁你需要特別的服務嗎？﹂﹁請打×××××
×電話﹂ 最後 它跟你講：﹁請打自己一個巴掌？﹂讓你
自己清醒一點 不然 你就進入色情的網站 社會的陷阱很
多的 人迷什麼？﹁財 色 名﹂ 就迷這三樣 你這三樣
要看得透啊！不要被﹁名﹂所綁 不要被﹁財﹂所綁 不要
被﹁色﹂所綁 這三樣一定要看得透 這就是修正你自己本
身的行為 你看迷財的就是這樣子 突然很想去當兵 為什
麼？因為當兵的口號是：﹁立正 向前︵錢︶看 向左轉
︵賺︶ 向右轉︵賺︶ 向後轉︵賺︶ 向前︵錢︶走 一
︵億︶ 二 一︵億︶
稍息︵收利息︶ ﹂祝天天快樂
天天旺 這個當兵的口號 它把改成 立正向前 ﹁前﹂改
成金錢的錢 向右轉 ﹁轉﹂是賺錢的﹁賺﹂ 向左轉 向
左也賺 向右也賺 向後也賺 向前走 那個﹁前﹂還是金
錢的﹁錢﹂ 唸數 一二一 這個一變成億萬的億 最後稍
息變成收息 收息是什麼？收利息啊 阿彌陀佛 這是被
﹁財﹂迷了才有這種笑話 我們修行不能被﹁色﹂迷住 被
﹁財﹂迷住 被﹁名﹂迷住 你看透這三樣 成功了一半
你已經是聖人了 這三樣你看透 你就是聖人啊 我們都是
凡夫 一個﹁名﹂就讓你跌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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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吸 就是﹁外住氣﹂ 用這個方法呢 你就可以拔出過
患 你身體裡面 好像你有什麼過患 所謂就是說有些過失
啊 犯了不好啊 或身體不好 就可以把它減輕掉 它的意
思是這樣子
﹁二 究竟之量：外呼至再無可出 隨意可持在外 不
吸回 仍是充滿﹂ 這句話跟前面那一句是一樣的 由鼻孔
呼出去到外面 到沒有氣可以再呼出去的時候 你讓氣停在
外面 不要馬上吸進來 ﹁不吸回 仍是充滿﹂ 意思是
講 這個時候 你的氣仍然是充滿的
﹁三 生何功德：身內一切遍樂 速生無分別 ﹂你這
樣的吸氣法 能在身體裡面感覺到一種快樂 輕安會出來
內住 外住都會產生輕安 像師尊一樣 吸一口氣 你經驗
到的時候 不用塞住右鼻孔 你用左鼻孔呼吸就可以了 就
是這樣做 你會感覺到不一樣 為什麼呢？你會感覺到有一
種力量在身體裡面產生 讓你的細胞 每一個細胞都很快
樂 這樣就不會得憂鬱症 現在得憂鬱症的人很多 ﹁身內
一切遍樂﹂ 都是很快樂 ﹁速生無分別﹂ 沒有什麼分
別
﹁四 祛何過患﹂ 到底什麼是過患？你心靈不快樂
它會讓你心靈變快樂 你身體有病痛 病痛也會消除 這是
主要的 ﹁祛上身病痛 心不樂等﹂ 過患就是身體有病
痛 你心裡不快樂 都會給你減輕 給你消除掉 ﹁雖未修
此道時 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
障礙﹂ 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只要用這樣的呼吸法七次 你
就可以除掉一切障礙 或者你在過水的時候 心裡害怕 以
前沒有橋 要涉水而過 你只要做這樣子做七次 你涉水而
過 就很輕易的過去
還有一個密法 要涉水的時候 你在鞋子底下貼上魚
皮 魚皮你吃過嗎？美國人有吃魚皮嗎？應該沒有吧！台灣
有一種叫魚皮羹 然後 用魚皮把強力膠黏在鞋子 然後給

它唸咒 對著鞋和魚皮一直唸咒 穿上你的腳上 你可以涉
水而過 過水的時候 當然我們現在都有橋啊 不用過水
在古代是沒有橋的 都要涉水而過 你就很容易涉水而過
好像魚在游泳一樣 帶著你這樣走過去 甚至你可以踩在水
面這樣過去 你功力好 你在水面上這樣走路過去 那是一
個密法 現在不教 以後再教 ﹁雖未修此道時 行怖畏處
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障礙 ﹂很多障礙
就可以消除掉
告訴大家 現在社會有很多的陷阱 詐騙集團也很多
﹁你寂寞嗎？ Are you lonely ? ﹂﹁你無聊嗎？﹂﹁你感
到孤獨嗎？﹂﹁你需要特別的服務嗎？﹂﹁請打×××××
×電話﹂ 最後 它跟你講：﹁請打自己一個巴掌？﹂讓你
自己清醒一點 不然 你就進入色情的網站 社會的陷阱很
多的 人迷什麼？﹁財 色 名﹂ 就迷這三樣 你這三樣
要看得透啊！不要被﹁名﹂所綁 不要被﹁財﹂所綁 不要
被﹁色﹂所綁 這三樣一定要看得透 這就是修正你自己本
身的行為 你看迷財的就是這樣子 突然很想去當兵 為什
麼？因為當兵的口號是：﹁立正 向前︵錢︶看 向左轉
︵賺︶ 向右轉︵賺︶ 向後轉︵賺︶ 向前︵錢︶走 一
︵億︶ 二 一︵億︶
稍息︵收利息︶ ﹂祝天天快樂
天天旺 這個當兵的口號 它把改成 立正向前 ﹁前﹂改
成金錢的錢 向右轉 ﹁轉﹂是賺錢的﹁賺﹂ 向左轉 向
左也賺 向右也賺 向後也賺 向前走 那個﹁前﹂還是金
錢的﹁錢﹂ 唸數 一二一 這個一變成億萬的億 最後稍
息變成收息 收息是什麼？收利息啊 阿彌陀佛 這是被
﹁財﹂迷了才有這種笑話 我們修行不能被﹁色﹂迷住 被
﹁財﹂迷住 被﹁名﹂迷住 你看透這三樣 成功了一半
你已經是聖人了 這三樣你看透 你就是聖人啊 我們都是
凡夫 一個﹁名﹂就讓你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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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笑話 我以前好像講 如果你要找壞人 你就要去
教會 因為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都說：﹁我有罪 ﹂以前我在
台灣看見那些布道的 他穿著白色的長衫 上面寫著 ﹁我
是罪人﹂ 大家看到了：﹁啊？你是罪人！﹂其實 是教會
在佈道 如果你要找好人 就一定要去監獄 為什麼？因
為 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都說：﹁我沒有罪 我是冤枉的 ﹂
那麼 監獄裡面都是好人 教堂裡面都是壞人 顛倒嘛！我
們學佛法就是要學正法 不能學顛倒 師尊的手為什麼可以
給人家摩頂呢？別人的手 同樣都是手 為什麼不能給人家
摩頂？問題在哪裡？結果我問瑤池金母 因為跟數學有關
因為師尊的手一摩頂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人本身的業障重新
給它排列組合 哪裡有缺就可以把它彌補過來 排列組合
師尊的手是開根號 加持讓你快一點 開根號更加的幾倍
是微積分 是解析幾何 它本身可以排列組合 讓你的身體
排列組合變成好的
剛剛我問一個 是亞特蘭大來的 他得過 cancer 在
脖子這邊得過 Cancer 現在在那裡？他這邊得過癌症 現
在是完全沒有了 加持幾次他就好了 這是排列組合啊 就
是讓你的細胞排列組合啊！讓你的腦筋排列組合 讓你不好
的給它消除掉 讓你好的繼續存在 這樣子 這是瑤池金母
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自己覺得 有些還是治不好 我不能
保證每個人都會好 為什麼呢？因為每個人都會好 醫院就
不用開了 ︿慈濟醫院﹀也不用開了 每個人給我摩頂一
下 他們的病全部都好了 ︿慈濟醫院﹀不用開了 台灣
︿台大醫院﹀也不用開了 一大堆的醫院統統都不用開了
那我會害人家失業 醫生也失業了 對不對？護士也失業
了 護理師也失業了 好多人都會失業 我害人不淺 不行
的 所以 這個有緣的 到我面前來 排列組合 欸！他居
然就好了 另外 還有一個 我寫在書上的伊麗莎白 她是
腦裡面痛 然後來 我給她加持 她晚上做一個夢 師尊變

成一個外科醫生把她開腦 把她的東西拿
掉 欸！她就好了 這也是排列組合
以前覺得找男朋友不要找帥的 因
為 帥的會花心 現在成熟了 才覺得不
能找醜的 因為 醜的不僅花心 還醜
醜又兼花心 這習性是一定要改的 屬於
色的習性 要改掉 真的 所以 你要找
一個男人不花心 很難 但是 花心還無
所謂 他沒有給你分屍就很好了 台灣好
多分屍案 情人看刀 跟我的理念完全不
合 師尊的理念就是昨天晚上講的 情人
去愛別人 情人很快樂 應該祝福她 因
為 她跟我不幸福 跟別人比較幸福 你要幸福給別人啊！
佛教裡面就是講這樣子的啊！要給人家幸福啊！情人去愛別
人 可見你跟她了了而已 她愛上別人 如果她真的很幸
福 我們要祝福她 倒是真的 我自己就有這種觀念 無論
如何 我都是存著這種觀念 所以不會有什麼﹁情人看刀﹂
這回事 我不是講了嗎？天涯何處無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
花？對不對？天下美女這麼多 我們在座的女生都是美女
啊！只是她們比較資深而已啊 在座的 過去每一個都是美
女 哪一個不是美女？所以講起來 這麼多的美女 何必去
單戀一個人呢？如果 你有這種觀念的話 那就不會有情人
看刀這回事 減輕社會上兇殺的案子
公司裡面新來一個女同事 有一次 我發覺她喊我們的
老闆喊爸爸 我就決定去追求她 如果成功了 我在公司的
地位一定會節節高升 對不對 應該講起來是對的 結果一
個星期以後 我被公司以騷擾老闆的兒媳婦為名開除 所以
情報要準確一點 情報不準確就完蛋 你看嘛！也是為了
錢 才去追求 這種念頭也是不對的 這裡還有一個笑話

是這樣的 是關於酒的 ﹁生 老 病 死﹂五種酒 年輕
力壯的喝啤酒 成家立業的喝洋酒 事業有成喝紅酒 年老
力衰喝補酒 到時候兩腳一伸 人家敬你的是敬米酒 酒
我們是不沾的 因為酒會亂性 所以不沾 有人發現 過年
就是一群傻的老娘們 傻老爺們洗洗刷刷 收拾房間 打掃
衛生間 忙裡忙外 過的不是春節而是勞動節 等過完了
年 一個字｜﹁累﹂；二個字｜﹁破費﹂；三個字｜﹁真受
罪﹂；四個字｜﹁還老一歲﹂ 過年想想看 是不是這樣
子？對啊！現在就是這樣子 說的也是真的 師尊的說法是
真的 蓮花童子的說法是真的 ××說的是假的 嗡嘛呢唄
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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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笑話 我以前好像講 如果你要找壞人 你就要去
教會 因為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都說：﹁我有罪 ﹂以前我在
台灣看見那些布道的 他穿著白色的長衫 上面寫著 ﹁我
是罪人﹂ 大家看到了：﹁啊？你是罪人！﹂其實 是教會
在佈道 如果你要找好人 就一定要去監獄 為什麼？因
為 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都說：﹁我沒有罪 我是冤枉的 ﹂
那麼 監獄裡面都是好人 教堂裡面都是壞人 顛倒嘛！我
們學佛法就是要學正法 不能學顛倒 師尊的手為什麼可以
給人家摩頂呢？別人的手 同樣都是手 為什麼不能給人家
摩頂？問題在哪裡？結果我問瑤池金母 因為跟數學有關
因為師尊的手一摩頂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人本身的業障重新
給它排列組合 哪裡有缺就可以把它彌補過來 排列組合
師尊的手是開根號 加持讓你快一點 開根號更加的幾倍
是微積分 是解析幾何 它本身可以排列組合 讓你的身體
排列組合變成好的
剛剛我問一個 是亞特蘭大來的 他得過 cancer 在
脖子這邊得過 Cancer 現在在那裡？他這邊得過癌症 現
在是完全沒有了 加持幾次他就好了 這是排列組合啊 就
是讓你的細胞排列組合啊！讓你的腦筋排列組合 讓你不好
的給它消除掉 讓你好的繼續存在 這樣子 這是瑤池金母
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自己覺得 有些還是治不好 我不能
保證每個人都會好 為什麼呢？因為每個人都會好 醫院就
不用開了 ︿慈濟醫院﹀也不用開了 每個人給我摩頂一
下 他們的病全部都好了 ︿慈濟醫院﹀不用開了 台灣
︿台大醫院﹀也不用開了 一大堆的醫院統統都不用開了
那我會害人家失業 醫生也失業了 對不對？護士也失業
了 護理師也失業了 好多人都會失業 我害人不淺 不行
的 所以 這個有緣的 到我面前來 排列組合 欸！他居
然就好了 另外 還有一個 我寫在書上的伊麗莎白 她是
腦裡面痛 然後來 我給她加持 她晚上做一個夢 師尊變

成一個外科醫生把她開腦 把她的東西拿
掉 欸！她就好了 這也是排列組合
以前覺得找男朋友不要找帥的 因
為 帥的會花心 現在成熟了 才覺得不
能找醜的 因為 醜的不僅花心 還醜
醜又兼花心 這習性是一定要改的 屬於
色的習性 要改掉 真的 所以 你要找
一個男人不花心 很難 但是 花心還無
所謂 他沒有給你分屍就很好了 台灣好
多分屍案 情人看刀 跟我的理念完全不
合 師尊的理念就是昨天晚上講的 情人
去愛別人 情人很快樂 應該祝福她 因
為 她跟我不幸福 跟別人比較幸福 你要幸福給別人啊！
佛教裡面就是講這樣子的啊！要給人家幸福啊！情人去愛別
人 可見你跟她了了而已 她愛上別人 如果她真的很幸
福 我們要祝福她 倒是真的 我自己就有這種觀念 無論
如何 我都是存著這種觀念 所以不會有什麼﹁情人看刀﹂
這回事 我不是講了嗎？天涯何處無芳草 何必單戀一枝
花？對不對？天下美女這麼多 我們在座的女生都是美女
啊！只是她們比較資深而已啊 在座的 過去每一個都是美
女 哪一個不是美女？所以講起來 這麼多的美女 何必去
單戀一個人呢？如果 你有這種觀念的話 那就不會有情人
看刀這回事 減輕社會上兇殺的案子
公司裡面新來一個女同事 有一次 我發覺她喊我們的
老闆喊爸爸 我就決定去追求她 如果成功了 我在公司的
地位一定會節節高升 對不對 應該講起來是對的 結果一
個星期以後 我被公司以騷擾老闆的兒媳婦為名開除 所以
情報要準確一點 情報不準確就完蛋 你看嘛！也是為了
錢 才去追求 這種念頭也是不對的 這裡還有一個笑話

是這樣的 是關於酒的 ﹁生 老 病 死﹂五種酒 年輕
力壯的喝啤酒 成家立業的喝洋酒 事業有成喝紅酒 年老
力衰喝補酒 到時候兩腳一伸 人家敬你的是敬米酒 酒
我們是不沾的 因為酒會亂性 所以不沾 有人發現 過年
就是一群傻的老娘們 傻老爺們洗洗刷刷 收拾房間 打掃
衛生間 忙裡忙外 過的不是春節而是勞動節 等過完了
年 一個字｜﹁累﹂；二個字｜﹁破費﹂；三個字｜﹁真受
罪﹂；四個字｜﹁還老一歲﹂ 過年想想看 是不是這樣
子？對啊！現在就是這樣子 說的也是真的 師尊的說法是
真的 蓮花童子的說法是真的 ××說的是假的 嗡嘛呢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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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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觀世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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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真佛宗宗
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駿耀醫師 李喬醫師 芝加
哥︿西北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強博士 瑞典羅彩華中醫師及
千金 黃玉嬌會計師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好！
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是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大家也知道 幾
乎所有的佛教徒 或者有些不是佛教徒他們也都是認識觀世
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以前有講過 ﹁家家彌陀 戶戶觀
音﹂ 也就是觀世音菩薩跟阿彌陀佛一樣 跟眾生結很大而
且是非常深的緣分 一個是佛一個是菩薩 每個佛教徒都知
道觀世音菩薩 也有很多人不只是唸阿彌陀佛 也唸南摩觀
世音菩薩 很多的女眾 大部分都是以觀世音菩薩為本尊
觀世音菩薩本身來講 祂過去也是一個佛 就叫做﹁正法明
如來﹂ 過去正法明如來 現前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在密教裡面 祂是屬於慈悲的代表 我們知
道密教裡面有三怙主 慈悲的代表就是觀世音菩薩 智慧的
代表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法力的代表是金剛手菩薩 平時在
密教我們稱這三尊為三怙主 慈悲 智慧跟法力 最重要的
三個菩薩 觀世音菩薩非常的大慈大悲 祂有很多的應化
身 數不清的 所以我們講祂千百億化身 最基本的 祂有
三十二個應化身 很多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包括很多的
金剛神 在密教裡有很多的金剛神 也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

身 像馬頭明王 我們也都知道祂是觀世音菩薩的忿怒身
另外 準提佛母 我們也稱為準提觀音 最有名的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另外一般來講 白衣
大士白衣觀世音菩薩 在密教裡面最出名的四臂觀音 在藏
地 整個西藏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像很有名的大活佛
大部分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像達賴喇嘛 祂也是觀世音
菩薩的化身 另外 大寶法王噶瑪巴祂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
身 很多行者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還有魚籃觀音 拿著籃子 裡面裝著
一條魚 淨瓶觀音 拿著淨瓶 拿著楊柳枝 灑甘露水 也
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甚至於鬼王 羅天大醮裡面的焦面鬼
王是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化成焦面鬼王 千百億化
身 所以你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你就知道 祂以種種的
身來度種種的眾生 大家都讀過︽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讀
過沒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到 你是什麼身 祂就以
什麼身來度化你 這就是祂本身的慈悲 甚至於對所有鬼的
度化 其實焦面大士就是白衣大士 祂化身成為焦面鬼王
去度化所有的鬼眾
﹁羅天大醮﹂ 有十個焦面鬼王 所有的鬼都在十個焦
面鬼王之下 我們怎麼講呢？所謂﹁四方﹂ 東 南 西
北就是﹁四方﹂ 又有講到﹁八方﹂ ﹁四方﹂│東 南
西 北再打兩個叉就是﹁八方﹂ 還有一個上方 一個下
方 加起來就是﹁十方﹂ 所以我們這次﹁羅天大醮﹂的法
會 就是十個焦面鬼王 代表東 南 西 北跟東北 東
南
西北
西南都 有
張 強 博 士 是 Northwest
University 西北就是代表一個方；八方還有上方跟下方
全部都包含 所以這次法會裡面可以講 ﹁羅天﹂就是十方
所有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包括所有神明全部下
降 跟十方的眾鬼 無遮的話 就是說統統都可以到 十方
的鬼眾一看到黑令旗主展示出來的光明 所有鬼眾都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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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別時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頭時叫做坐忘，坐忘時叫做禪定。
要修禪定絕對要沒有念頭，利用修氣，

真正的蓮花童子是
無所求 !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整理∕ 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同
修∕ 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地
點∕ 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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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卯三、

勁生均出，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你有分別時就是有念頭，

念頭放在眉心，放在前面，

最後到宇宙虛空，才能夠進入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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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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觀世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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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真佛宗宗
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心
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駿耀醫師 李喬醫師 芝加
哥︿西北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強博士 瑞典羅彩華中醫師及
千金 黃玉嬌會計師 大家晚安！大家好！︵國語︶你好！
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是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大家也知道 幾
乎所有的佛教徒 或者有些不是佛教徒他們也都是認識觀世
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以前有講過 ﹁家家彌陀 戶戶觀
音﹂ 也就是觀世音菩薩跟阿彌陀佛一樣 跟眾生結很大而
且是非常深的緣分 一個是佛一個是菩薩 每個佛教徒都知
道觀世音菩薩 也有很多人不只是唸阿彌陀佛 也唸南摩觀
世音菩薩 很多的女眾 大部分都是以觀世音菩薩為本尊
觀世音菩薩本身來講 祂過去也是一個佛 就叫做﹁正法明
如來﹂ 過去正法明如來 現前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在密教裡面 祂是屬於慈悲的代表 我們知
道密教裡面有三怙主 慈悲的代表就是觀世音菩薩 智慧的
代表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法力的代表是金剛手菩薩 平時在
密教我們稱這三尊為三怙主 慈悲 智慧跟法力 最重要的
三個菩薩 觀世音菩薩非常的大慈大悲 祂有很多的應化
身 數不清的 所以我們講祂千百億化身 最基本的 祂有
三十二個應化身 很多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包括很多的
金剛神 在密教裡有很多的金剛神 也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

身 像馬頭明王 我們也都知道祂是觀世音菩薩的忿怒身
另外 準提佛母 我們也稱為準提觀音 最有名的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另外一般來講 白衣
大士白衣觀世音菩薩 在密教裡面最出名的四臂觀音 在藏
地 整個西藏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像很有名的大活佛
大部分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像達賴喇嘛 祂也是觀世音
菩薩的化身 另外 大寶法王噶瑪巴祂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
身 很多行者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還有魚籃觀音 拿著籃子 裡面裝著
一條魚 淨瓶觀音 拿著淨瓶 拿著楊柳枝 灑甘露水 也
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甚至於鬼王 羅天大醮裡面的焦面鬼
王是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化成焦面鬼王 千百億化
身 所以你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你就知道 祂以種種的
身來度種種的眾生 大家都讀過︽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讀
過沒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到 你是什麼身 祂就以
什麼身來度化你 這就是祂本身的慈悲 甚至於對所有鬼的
度化 其實焦面大士就是白衣大士 祂化身成為焦面鬼王
去度化所有的鬼眾
﹁羅天大醮﹂ 有十個焦面鬼王 所有的鬼都在十個焦
面鬼王之下 我們怎麼講呢？所謂﹁四方﹂ 東 南 西
北就是﹁四方﹂ 又有講到﹁八方﹂ ﹁四方﹂│東 南
西 北再打兩個叉就是﹁八方﹂ 還有一個上方 一個下
方 加起來就是﹁十方﹂ 所以我們這次﹁羅天大醮﹂的法
會 就是十個焦面鬼王 代表東 南 西 北跟東北 東
南
西北
西南都 有
張 強 博 士 是 Northwest
University 西北就是代表一個方；八方還有上方跟下方
全部都包含 所以這次法會裡面可以講 ﹁羅天﹂就是十方
所有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包括所有神明全部下
降 跟十方的眾鬼 無遮的話 就是說統統都可以到 十方
的鬼眾一看到黑令旗主展示出來的光明 所有鬼眾都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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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別時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頭時叫做坐忘，坐忘時叫做禪定。
要修禪定絕對要沒有念頭，利用修氣，

真正的蓮花童子是
無所求 !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整理∕ 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同
修∕ 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地
點∕ 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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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三、

勁生均出，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你有分別時就是有念頭，

念頭放在眉心，放在前面，

最後到宇宙虛空，才能夠進入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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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光明 那些惡鬼產生心的光明出來；給祂們皈依佛 皈
依法 皈依僧 做三皈依 講一些戒律 教這些鬼也要行十
善 讓祂們歸屬到更好的地方 這是最重要的 有怨氣的
鬼 很多的鬼 大部分的都還是有怨氣的 有怨氣的鬼必須
要把祂們的怨氣給它化解開 化解掉怨氣 把惡的變成善
的 把怨的變成歡喜的 這樣子 ﹁羅天大醮﹂大方面會世
界和平 小的方面會讓人心變成善良的 也讓所有的鬼眾變
成善鬼去幫助人 其實 觀世音菩薩祂在救度眾生也就是這
個樣子 祂絕對是幫助眾生的 不會讓人家卡陰的 讓人家
卡陰的那就是惡鬼 讓人家身上有煞 帶著煞回到家裡 整
個家全部都是煞氣 這是不好的
我們今天很恭敬的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觀世音菩
薩很多的化身 很多事情 我們祈求觀世音菩薩也能夠都如
願 像我們︿真佛宗﹀常常唱唸的︻高王觀世音真經︼ 高
王觀世音本身就是很慈悲的 後面幾個偈 你們看 ﹁十方
觀世音 一切諸菩薩 誓願救眾生 稱名悉解脫 若有智慧
者 殷勤為解說 但是有因緣 讀誦口不輟 誦經滿千遍
念念心不絕 火焰不能傷 刀兵立摧折 恚怒生歡喜 死者
變成活 ﹂都是很好的 所以很多災難都可以解除掉 你唸
︻高王觀世音經︼ 你本來有很多災難的 大的災難就變成
小的 小的災難就變成沒有 沒有災難呢？你就增加你的福
分 增加你的智慧 增加你的資糧 就是這樣 單單高王觀
世音就有那種能力存在
再跟大家講講︽道果︾ ﹁卯三 勁生均出﹂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心注眉間 氣之要訣二孔用勁呼
出 出息於外後極力忍持 出息後不吸回為其大要 ﹂這很
簡單 但是也很困難 你看喔！心 就是把你的念頭放在你
的眉心 兩個眉毛的中間稍微上面一點就是眉心輪 你再把
念頭放在眉心輪的時候 ﹁氣之要訣二孔用勁呼出﹂ 兩個

合 這是很大的普度 祂們都會到 羅天就是普天之下 包
括所有十方一切剎 什麼叫做十方一切剎？上 下 東
南 西 北 另外八方 全部的一切的寺廟 裡面的神明得
到了消息 也統統都會到 那是無遮的 所謂無遮就是不用
結界 任何一個靈界全部都到 所有寺廟的神全部都到 叫
做﹁羅天大醮﹂
在台灣可以講是七月十五日全省大普度那種狀況 在佛
教裡面叫做﹁大蒙山施食﹂ 在道家叫做﹁羅天大醮﹂ 當
然 ﹁羅天大醮﹂裡面 不只是十方所有佛菩薩 金剛護
法 空行諸天都到 包括所有道家的神明也都統統都請 耶
穌基督 聖母瑪莉亞 天主 真主阿拉都會到的 所有各個
宗教界一切的神明 神靈 真主阿拉 所有的天使也都會
到 在美國有沒有人做過羅天大醮？應該沒有吧！如果有的
話也是很少數 若在台灣做﹁羅天大醮﹂ 像在台北的話
整個台北要禁屠三天 三天不殺生 如果是在台灣 台灣今
天要做大普度 你們大家吃素 連續吃素三天 或者是七
天 準備要做四十九天 要擺七個很大的壇城 通請 還要
禁屠 還要吃素 還要淨身 家裡面也要淨身的 要做羅天
大醮都是有這規定的 在台灣很容易辦得到 整個 CITY 叫
大家統統幾天都不殺生 大家全部都吃齋的 到了普度那一
天才開齋 是這樣子的 但是 在美國 NorthCanifornia
Oakland city 要求 Oakland city 全部禁屠 全部統統吃
齋 有可能嗎？當然不可能啊！但是 我們要想辦法 用清
淨法把它清淨 這也是有 師尊就會做這種事情 到了羅天
大醮那天的時候才開始 十個焦面鬼王其實都是白衣大士本
身的化身 師尊今天穿白色的 就表示是白衣大士的化身
白衣大士 大家想一想 祂是慈眉善目 但是 祂一化
身就變成兇惡的鬼王 主要為什麼？因為 你說那些惡鬼本
來就要惡人收 顯現得比鬼更加兇惡你才能夠降伏祂們 如
果用慈悲的臉 笑起來咪咪眼 ﹁我要降伏你﹂ 人家也不
信啊！對不對？你一定要睜眼 很兇惡的 像不動明王一

鼻孔一起呼氣 呼出去 呼出去的時候要做﹁持氣﹂ 什麼
叫做持？就是﹁內住氣﹂ 你吸進來 閉住呼吸 這個叫做
﹁內住氣﹂ 氣就住在你裡面 呼出去 你也閉住呼吸 把
兩個氣很用力的呼出去 你閉住氣就叫﹁外住氣﹂ 呼出去
的時候你再把你的念頭放在眉心 你就會有感覺 這是﹁實
修的方便﹂ 我們以前常常講﹁入﹂ ﹁住﹂氣就住
﹁融﹂融化在你的身體裡面 最後再呼出去 這裡所講的
﹁均出﹂ 呼出去 ﹁外住氣﹂ 呼出去 閉住呼吸 把你
的心放在眉心 你就能夠專心在眉心 印度的瑜伽常常教你
專注在你的第三眼 就是眉心輪 這裡有個眼睛第三眼 專
注在這裡 然後你常常專注在這裡 宇宙的法流就灌頂在這
裡 這個上丹田 你會感覺到一個法流進到這裡 你這裡的
千葉蓮花就開放 千葉蓮花就是明點的所在 它就開放
﹁約修三日 之後心注於自身面前約一肘度之虛空處
次至一庹 次至約極廣大一地方之虛空 次至約一國之虛
空 最後至世間界之一切虛空﹂ 它的意思是說你只要修這
個法三天 呼出去 住氣 念頭放在眉心輪 再來你把心放
在你面前的虛空 再到一國的虛空 距離越來越遠 還有把
你的心放在整個虛空 這是入禪定的方法
﹁又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氣之要訣如前﹂ 心為什麼
要放在虛空？就是讓你沒有念頭 放在虛空就是讓你的念頭
什麼都不想 就是坐忘 心本來移到這裡 念頭在這裡 念
頭在前面 念頭在一個國家的上空 念頭在整個圓滿的虛空
之中 你就是不要有這個念頭 念頭進入空境 虛空界 就
是不要產生念頭 這時候才能夠靜慮 也就是禪定
﹁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當然 你有分別就是有念
頭 沒有分別的時候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頭的時候叫做
﹁坐忘﹂ 坐忘的時候就叫做禪定 所以我們要修禪定 修
三昧地 就絕對要沒有念頭 它利用氣 念頭放在眉心 到

樣 那一尊很兇惡 上面牙齒獠下 下牙獠上 持著寶劍
拿著金剛界 胎藏界兩個寶印 很兇惡坐在磐石上 表現很
兇惡的樣子 其實祂的忿怒裡面有慈悲 密教的佛像很難
雕 咕嚕咕咧佛母就很難雕 第一個 咕嚕咕咧佛母也有獠
牙 真正的咕嚕咕咧佛母面帶微笑 又要憤怒 這個你就裝
不出來 咕嚕咕咧佛母是屬於敬愛尊 應該是露著笑容 但
是祂又是降伏尊 祂也可以降伏敵人啊 所以祂又有忿怒
相 所以我以前常常講 蒙娜麗莎的微笑 有沒有？我講
過 蒙娜麗莎的微笑 你看她在笑哦！她也沒有在笑 ﹁你
晚上跑去哪裡？﹂那是蒙娜麗莎的微笑！﹁怎麼這麼晚才回
來？﹂我去看蒙娜麗莎真正原版的 掛在那裡 看了半天
真的不像微笑 講實在話 白衣大士慈悲眾生 祂現忿怒
相 雖然表面上是忿怒 內心裡面還是慈悲的 為了要降伏
所有這些的惡鬼 祂要現忿怒相 內心祂還是一樣慈悲所有
的鬼眾 希望這些惡鬼能夠在羅天大醮之中 全部可以度
化
我們希望那一天做了以後 有很多人有卡陰現象的 像
有靈附身的 一般來講他開始是這樣子 一個原則 第一
個 脾氣會非常暴躁 然後就會闖禍 有時候脾氣暴躁就會
闖禍 再來呢 最重要的一點 晚上開始失眠 失眠了以後
就產生幻視 你看到什麼看到什麼的 再來產生幻聽 你聽
到些什麼 再來 最後就精神失常 精神就已經錯亂 最後
就是自殺跟跳樓 另外 也有會變的 為什麼呢？平時你這
個人非常快樂的 突然間會變得很憂鬱 突變 家庭很圓滿
的 一定要給他弄到家裡面很亂 家裡產生亂不合和的現
象 卡陰的都會有這種現象產生 大致上就是這些 你只要
陰的進來跟你家裡搗亂 到你的身上的話 就會產生這種現
象 我們就是要收掉把陰的趕出去 另外還要超度祂 這次
﹁羅天大醮﹂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就是召請祂們
做一個宴會 很大很大的宴會 包括所有佛菩薩 所有十法
界全部都到 辦一個很大的宴會 請佛菩薩加持 讓祂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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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光明 那些惡鬼產生心的光明出來；給祂們皈依佛 皈
依法 皈依僧 做三皈依 講一些戒律 教這些鬼也要行十
善 讓祂們歸屬到更好的地方 這是最重要的 有怨氣的
鬼 很多的鬼 大部分的都還是有怨氣的 有怨氣的鬼必須
要把祂們的怨氣給它化解開 化解掉怨氣 把惡的變成善
的 把怨的變成歡喜的 這樣子 ﹁羅天大醮﹂大方面會世
界和平 小的方面會讓人心變成善良的 也讓所有的鬼眾變
成善鬼去幫助人 其實 觀世音菩薩祂在救度眾生也就是這
個樣子 祂絕對是幫助眾生的 不會讓人家卡陰的 讓人家
卡陰的那就是惡鬼 讓人家身上有煞 帶著煞回到家裡 整
個家全部都是煞氣 這是不好的
我們今天很恭敬的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觀世音菩
薩很多的化身 很多事情 我們祈求觀世音菩薩也能夠都如
願 像我們︿真佛宗﹀常常唱唸的︻高王觀世音真經︼ 高
王觀世音本身就是很慈悲的 後面幾個偈 你們看 ﹁十方
觀世音 一切諸菩薩 誓願救眾生 稱名悉解脫 若有智慧
者 殷勤為解說 但是有因緣 讀誦口不輟 誦經滿千遍
念念心不絕 火焰不能傷 刀兵立摧折 恚怒生歡喜 死者
變成活 ﹂都是很好的 所以很多災難都可以解除掉 你唸
︻高王觀世音經︼ 你本來有很多災難的 大的災難就變成
小的 小的災難就變成沒有 沒有災難呢？你就增加你的福
分 增加你的智慧 增加你的資糧 就是這樣 單單高王觀
世音就有那種能力存在
再跟大家講講︽道果︾ ﹁卯三 勁生均出﹂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心注眉間 氣之要訣二孔用勁呼
出 出息於外後極力忍持 出息後不吸回為其大要 ﹂這很
簡單 但是也很困難 你看喔！心 就是把你的念頭放在你
的眉心 兩個眉毛的中間稍微上面一點就是眉心輪 你再把
念頭放在眉心輪的時候 ﹁氣之要訣二孔用勁呼出﹂ 兩個

合 這是很大的普度 祂們都會到 羅天就是普天之下 包
括所有十方一切剎 什麼叫做十方一切剎？上 下 東
南 西 北 另外八方 全部的一切的寺廟 裡面的神明得
到了消息 也統統都會到 那是無遮的 所謂無遮就是不用
結界 任何一個靈界全部都到 所有寺廟的神全部都到 叫
做﹁羅天大醮﹂
在台灣可以講是七月十五日全省大普度那種狀況 在佛
教裡面叫做﹁大蒙山施食﹂ 在道家叫做﹁羅天大醮﹂ 當
然 ﹁羅天大醮﹂裡面 不只是十方所有佛菩薩 金剛護
法 空行諸天都到 包括所有道家的神明也都統統都請 耶
穌基督 聖母瑪莉亞 天主 真主阿拉都會到的 所有各個
宗教界一切的神明 神靈 真主阿拉 所有的天使也都會
到 在美國有沒有人做過羅天大醮？應該沒有吧！如果有的
話也是很少數 若在台灣做﹁羅天大醮﹂ 像在台北的話
整個台北要禁屠三天 三天不殺生 如果是在台灣 台灣今
天要做大普度 你們大家吃素 連續吃素三天 或者是七
天 準備要做四十九天 要擺七個很大的壇城 通請 還要
禁屠 還要吃素 還要淨身 家裡面也要淨身的 要做羅天
大醮都是有這規定的 在台灣很容易辦得到 整個 CITY 叫
大家統統幾天都不殺生 大家全部都吃齋的 到了普度那一
天才開齋 是這樣子的 但是 在美國 NorthCanifornia
Oakland city 要求 Oakland city 全部禁屠 全部統統吃
齋 有可能嗎？當然不可能啊！但是 我們要想辦法 用清
淨法把它清淨 這也是有 師尊就會做這種事情 到了羅天
大醮那天的時候才開始 十個焦面鬼王其實都是白衣大士本
身的化身 師尊今天穿白色的 就表示是白衣大士的化身
白衣大士 大家想一想 祂是慈眉善目 但是 祂一化
身就變成兇惡的鬼王 主要為什麼？因為 你說那些惡鬼本
來就要惡人收 顯現得比鬼更加兇惡你才能夠降伏祂們 如
果用慈悲的臉 笑起來咪咪眼 ﹁我要降伏你﹂ 人家也不
信啊！對不對？你一定要睜眼 很兇惡的 像不動明王一

鼻孔一起呼氣 呼出去 呼出去的時候要做﹁持氣﹂ 什麼
叫做持？就是﹁內住氣﹂ 你吸進來 閉住呼吸 這個叫做
﹁內住氣﹂ 氣就住在你裡面 呼出去 你也閉住呼吸 把
兩個氣很用力的呼出去 你閉住氣就叫﹁外住氣﹂ 呼出去
的時候你再把你的念頭放在眉心 你就會有感覺 這是﹁實
修的方便﹂ 我們以前常常講﹁入﹂ ﹁住﹂氣就住
﹁融﹂融化在你的身體裡面 最後再呼出去 這裡所講的
﹁均出﹂ 呼出去 ﹁外住氣﹂ 呼出去 閉住呼吸 把你
的心放在眉心 你就能夠專心在眉心 印度的瑜伽常常教你
專注在你的第三眼 就是眉心輪 這裡有個眼睛第三眼 專
注在這裡 然後你常常專注在這裡 宇宙的法流就灌頂在這
裡 這個上丹田 你會感覺到一個法流進到這裡 你這裡的
千葉蓮花就開放 千葉蓮花就是明點的所在 它就開放
﹁約修三日 之後心注於自身面前約一肘度之虛空處
次至一庹 次至約極廣大一地方之虛空 次至約一國之虛
空 最後至世間界之一切虛空﹂ 它的意思是說你只要修這
個法三天 呼出去 住氣 念頭放在眉心輪 再來你把心放
在你面前的虛空 再到一國的虛空 距離越來越遠 還有把
你的心放在整個虛空 這是入禪定的方法
﹁又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氣之要訣如前﹂ 心為什麼
要放在虛空？就是讓你沒有念頭 放在虛空就是讓你的念頭
什麼都不想 就是坐忘 心本來移到這裡 念頭在這裡 念
頭在前面 念頭在一個國家的上空 念頭在整個圓滿的虛空
之中 你就是不要有這個念頭 念頭進入空境 虛空界 就
是不要產生念頭 這時候才能夠靜慮 也就是禪定
﹁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當然 你有分別就是有念
頭 沒有分別的時候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頭的時候叫做
﹁坐忘﹂ 坐忘的時候就叫做禪定 所以我們要修禪定 修
三昧地 就絕對要沒有念頭 它利用氣 念頭放在眉心 到

樣 那一尊很兇惡 上面牙齒獠下 下牙獠上 持著寶劍
拿著金剛界 胎藏界兩個寶印 很兇惡坐在磐石上 表現很
兇惡的樣子 其實祂的忿怒裡面有慈悲 密教的佛像很難
雕 咕嚕咕咧佛母就很難雕 第一個 咕嚕咕咧佛母也有獠
牙 真正的咕嚕咕咧佛母面帶微笑 又要憤怒 這個你就裝
不出來 咕嚕咕咧佛母是屬於敬愛尊 應該是露著笑容 但
是祂又是降伏尊 祂也可以降伏敵人啊 所以祂又有忿怒
相 所以我以前常常講 蒙娜麗莎的微笑 有沒有？我講
過 蒙娜麗莎的微笑 你看她在笑哦！她也沒有在笑 ﹁你
晚上跑去哪裡？﹂那是蒙娜麗莎的微笑！﹁怎麼這麼晚才回
來？﹂我去看蒙娜麗莎真正原版的 掛在那裡 看了半天
真的不像微笑 講實在話 白衣大士慈悲眾生 祂現忿怒
相 雖然表面上是忿怒 內心裡面還是慈悲的 為了要降伏
所有這些的惡鬼 祂要現忿怒相 內心祂還是一樣慈悲所有
的鬼眾 希望這些惡鬼能夠在羅天大醮之中 全部可以度
化
我們希望那一天做了以後 有很多人有卡陰現象的 像
有靈附身的 一般來講他開始是這樣子 一個原則 第一
個 脾氣會非常暴躁 然後就會闖禍 有時候脾氣暴躁就會
闖禍 再來呢 最重要的一點 晚上開始失眠 失眠了以後
就產生幻視 你看到什麼看到什麼的 再來產生幻聽 你聽
到些什麼 再來 最後就精神失常 精神就已經錯亂 最後
就是自殺跟跳樓 另外 也有會變的 為什麼呢？平時你這
個人非常快樂的 突然間會變得很憂鬱 突變 家庭很圓滿
的 一定要給他弄到家裡面很亂 家裡產生亂不合和的現
象 卡陰的都會有這種現象產生 大致上就是這些 你只要
陰的進來跟你家裡搗亂 到你的身上的話 就會產生這種現
象 我們就是要收掉把陰的趕出去 另外還要超度祂 這次
﹁羅天大醮﹂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就是召請祂們
做一個宴會 很大很大的宴會 包括所有佛菩薩 所有十法
界全部都到 辦一個很大的宴會 請佛菩薩加持 讓祂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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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在前方 最後到一個國的虛空 到一個全世界 到宇
宙的虛空 才能夠進入禪定 口訣是這樣子
二 究竟之量：此亦如前
三 生何功德：生明顯之究竟覺受 究竟覺受就不得
了 你整個身體等於融入在虛空 整個虛空都是你的身體
這個叫究竟覺受
四 祛何過患：能除頭疼 眼充血等一切病症
你的身體有病 經常有頭痛 你修這個法 修剛剛我講
的 你把氣猛烈的吐出來 然後閉氣 念頭移到眉心 然後
把念頭移到你前面 移到一國的上空 移到整個虛空界 變
成沒有分別的時候 你頭痛的毛病就會好 眼睛充血也會
好 一切病症也會好 這是第二種呼吸法 上回有講過一種
呼吸法 也一樣可以除去很多毛病
講到﹁止懃盈命﹂ 也是一種無分別的禪定 這都是在
講修氣的方法 它的口訣 能夠得到什麼樣的覺受 什麼叫
做究竟覺受呢？你整個人都消失掉 當然 那些頭痛的毛
病 眼睛充血的毛病也會消失掉 所有一切煩惱就會消失
掉 一切的苦也會消失掉 樂也會消失掉 全部無分別的給
它化掉 講到這裡 修氣就是一種方便 你依照修氣才能夠
進入真正的三摩地 真正的禪定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那
麼 這個必須要實修 ﹁內住氣﹂ ﹁外住氣﹂你都要實修
的 還有﹁金剛誦﹂也是要實修的
老婆問老公：﹁老公 你休假幹嘛一直躺著？﹂老公
講：﹁你不懂 我是在學佛 ﹂老婆問：﹁哪有人學佛是躺
著的？﹂老公就講：﹁我是在學臥佛 ﹂當然這到底是真的
假的很難說 師尊晚上睡覺以前要修法 是躺著修的 確實
在學佛 師尊躺著修 修什麼？很簡單 ﹁嗡﹂ 就從眉心
輪射一個白光到虛空；﹁阿﹂ 從喉輪一道紅光到虛空 兩
個碰在一起；﹁吽﹂ 從心輪射出一道藍光到虛空 直直地
躺著 三道光一直飛入虛空 三道光集合在一起 ﹁棒﹂

然後就像煙火一樣
July 4th
美國國慶日放煙火
﹁棒﹂然後開始下降 很多的光 紅色的光 白色的光 藍
色的光網 把你的床整個套住 你就睡在光明裡面 這是其
中一節的修行方法 我講過 你們方便修的話 就這樣子
這個就是結界啊 其它的惡鬼進來要欺負你 擋在光的外
面 祂不能進來 你一個﹁嗡 阿 吽﹂ 三光集合起來
﹁棒﹂ 像煙火一樣下降 把你的床整個蓋住 你就躺在光
網裡面 ﹁嗡 阿 吽﹂ 光網就堅固了 很多的惡鬼就進
不來 這個就是結界 你睡在光明裡 這是眠光法 其中的
一部分 這個就是躺著修 師尊是有躺著修
我看這個老公不是真正在學臥佛 他是在睡 懶惰的睡
覺 這個時候 老婆拿了一盆臉盆的水 往老公的頭上淋上
去 老公就問：﹁妳幹嘛淋我？﹂老婆說：﹁我也是在學佛
啊！﹂﹁妳學的是什麼佛？﹂﹁浴佛 ﹂我們曉得浴佛是做
什麼？浴佛 第一個淋下去就是淋自己 你在浴佛時候要觀
想自己也淋著九龍吐水 甘露灑在你身上 你的黑氣 全身
的業障從腳趾頭流出去 那個才是真正的浴佛 而不是佛真
的要讓你沐浴啊！祂站在那裡 傻傻地讓你沐浴 沒有這回
事 你在沐浴你自己 讓你心裡上的污穢給它從毛細孔全部
洗乾淨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修行都是有方法的
從前有個動物園 沒有什麼動物 可能動物比較少 因
為大家愛看熊貓 園長就請工讀生假扮熊貓 有一天 他不
小心掉到老虎區裡面 他眼看老虎一步一步走向前 他也不
管自己扮的是熊貓 就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只
見這隻老虎跑到他的面前 惡狠狠地盯著他：﹁不要喊得那
麼大聲 你想害我們都被炒魷魚 是不是？﹂原來 老虎也
是人扮的 熊貓是人扮的 老虎也是人扮的 動物園裡面
事實上 人是可以扮很多的 像我們現在學佛的人 從內到
外 都是要真正在修行 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表面做一個修
行人 裡面卻是一匹狼 不得了 很多人都被吃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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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在前方 最後到一個國的虛空 到一個全世界 到宇
宙的虛空 才能夠進入禪定 口訣是這樣子
二 究竟之量：此亦如前
三 生何功德：生明顯之究竟覺受 究竟覺受就不得
了 你整個身體等於融入在虛空 整個虛空都是你的身體
這個叫究竟覺受
四 祛何過患：能除頭疼 眼充血等一切病症
你的身體有病 經常有頭痛 你修這個法 修剛剛我講
的 你把氣猛烈的吐出來 然後閉氣 念頭移到眉心 然後
把念頭移到你前面 移到一國的上空 移到整個虛空界 變
成沒有分別的時候 你頭痛的毛病就會好 眼睛充血也會
好 一切病症也會好 這是第二種呼吸法 上回有講過一種
呼吸法 也一樣可以除去很多毛病
講到﹁止懃盈命﹂ 也是一種無分別的禪定 這都是在
講修氣的方法 它的口訣 能夠得到什麼樣的覺受 什麼叫
做究竟覺受呢？你整個人都消失掉 當然 那些頭痛的毛
病 眼睛充血的毛病也會消失掉 所有一切煩惱就會消失
掉 一切的苦也會消失掉 樂也會消失掉 全部無分別的給
它化掉 講到這裡 修氣就是一種方便 你依照修氣才能夠
進入真正的三摩地 真正的禪定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那
麼 這個必須要實修 ﹁內住氣﹂ ﹁外住氣﹂你都要實修
的 還有﹁金剛誦﹂也是要實修的
老婆問老公：﹁老公 你休假幹嘛一直躺著？﹂老公
講：﹁你不懂 我是在學佛 ﹂老婆問：﹁哪有人學佛是躺
著的？﹂老公就講：﹁我是在學臥佛 ﹂當然這到底是真的
假的很難說 師尊晚上睡覺以前要修法 是躺著修的 確實
在學佛 師尊躺著修 修什麼？很簡單 ﹁嗡﹂ 就從眉心
輪射一個白光到虛空；﹁阿﹂ 從喉輪一道紅光到虛空 兩
個碰在一起；﹁吽﹂ 從心輪射出一道藍光到虛空 直直地
躺著 三道光一直飛入虛空 三道光集合在一起 ﹁棒﹂

然後就像煙火一樣
July 4th
美國國慶日放煙火
﹁棒﹂然後開始下降 很多的光 紅色的光 白色的光 藍
色的光網 把你的床整個套住 你就睡在光明裡面 這是其
中一節的修行方法 我講過 你們方便修的話 就這樣子
這個就是結界啊 其它的惡鬼進來要欺負你 擋在光的外
面 祂不能進來 你一個﹁嗡 阿 吽﹂ 三光集合起來
﹁棒﹂ 像煙火一樣下降 把你的床整個蓋住 你就躺在光
網裡面 ﹁嗡 阿 吽﹂ 光網就堅固了 很多的惡鬼就進
不來 這個就是結界 你睡在光明裡 這是眠光法 其中的
一部分 這個就是躺著修 師尊是有躺著修
我看這個老公不是真正在學臥佛 他是在睡 懶惰的睡
覺 這個時候 老婆拿了一盆臉盆的水 往老公的頭上淋上
去 老公就問：﹁妳幹嘛淋我？﹂老婆說：﹁我也是在學佛
啊！﹂﹁妳學的是什麼佛？﹂﹁浴佛 ﹂我們曉得浴佛是做
什麼？浴佛 第一個淋下去就是淋自己 你在浴佛時候要觀
想自己也淋著九龍吐水 甘露灑在你身上 你的黑氣 全身
的業障從腳趾頭流出去 那個才是真正的浴佛 而不是佛真
的要讓你沐浴啊！祂站在那裡 傻傻地讓你沐浴 沒有這回
事 你在沐浴你自己 讓你心裡上的污穢給它從毛細孔全部
洗乾淨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修行都是有方法的
從前有個動物園 沒有什麼動物 可能動物比較少 因
為大家愛看熊貓 園長就請工讀生假扮熊貓 有一天 他不
小心掉到老虎區裡面 他眼看老虎一步一步走向前 他也不
管自己扮的是熊貓 就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只
見這隻老虎跑到他的面前 惡狠狠地盯著他：﹁不要喊得那
麼大聲 你想害我們都被炒魷魚 是不是？﹂原來 老虎也
是人扮的 熊貓是人扮的 老虎也是人扮的 動物園裡面
事實上 人是可以扮很多的 像我們現在學佛的人 從內到
外 都是要真正在修行 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表面做一個修
行人 裡面卻是一匹狼 不得了 很多人都被吃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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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包了壇 燕子又來吃我家米倉的米呢？﹂這還要問嗎？鳥
不去你的米倉去哪裡啊？莫名其妙 問的也莫名其妙 回答
的也莫名其妙 真的！回答的是要錢 有所求 也是不對
的 燕子去哪裡啊？去咬你米倉的稻草 咬你米倉的米 當
然啊！不是米倉 燕子去那裡幹什麼？很簡單的道理 還要
問？﹁燕子都是你前世祖先 ﹂祖先那麼多！天啊！所以要
有正信
老公講：﹁如果中了樂透 你會怎麼樣？﹂老婆回答：
﹁我會拿走一半 然後離開你 ﹂老公講：﹁既然妳這樣堅
定 我只好成全妳 我這一次是中了二百 妳拿一百去 妳
可以走了 ﹂老師講：﹁同學們用四個字來形容一下 一個
人長得很醜 ﹂小華說：﹁其貌不揚 ﹂講的也很對 小英
說：﹁奇醜無比 ﹂小明用手指著老師說：﹁有點像妳 ﹂
老師沒有話講啦！﹁滾出去！﹂ 學佛的人最重要你要有正
念 沒有正念不打緊 你必須要有慧眼 用你的智慧想一
想 所有的動物在××那裡 所有的動物都是大家的祖先
她都認得出來 你是牠的什麼人 你是牠的什麼人 你是牠
的什麼人
為什麼我們人認不出這隻動物 這隻螃蟹 這隻鸚鵡是
我前世的什麼人？為什麼我們人認不出來？動物就有宿命
通 牠可以一看 那烏龜：﹁我前世的妹妹來了 ﹂我才不

︿真佛宗﹀的弟子要有眼光 要看出誰是狼？誰是老
虎？他的內心裡面是真正善良嗎？真正的慈悲嗎？觀世音菩
薩的慈悲是無所求的慈悲 祂沒有想要得到什麼？觀世音菩
薩想要得到什麼？沒有啊！祂本來就是佛啊！就是菩薩 祂
是真正的在慈悲眾生啊！祂不是說我慈悲了你 你就是要回
報我什麼 那才是真慈悲 而且慈悲了以後 馬上就忘掉
不要老是記住人家欠你什麼？沒有！所以我講過一句話：
﹁真正的蓮花童子是無所求﹂ 祂不會跟弟子說 我要你多
少錢 包一個壇要多少錢 沒有這回事 我只要你成功了
我給你修法 你成功了 我目的就達到 我不要你的回報
這才是真正的蓮花童子 如果是假的修行人 你有錢的 一
壇就給我十萬美金 或者一壇都是多少錢的
一位小月師姐有一次跟××去看烏龜 ××跟她講：
﹁烏龜是妳前世的哥哥 妳前世欠妳哥哥幾百兩黃金 ﹂
﹁那怎麼還？﹂﹁反正妳錢給我 我就幫妳還 ﹂就是這樣
子 她欠她前世烏龜哥哥幾百兩黃金 兄弟之間還計較什麼
黃金不黃金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錢妳給烏龜嗎？ No ！是
給了×× 她給你包壇 一壇多少錢 這是取回報 你看
看 真正的蓮花童子祂無所求 祂不會跟你開口要錢 這才
是真正的慈悲 開口跟人家要錢就不是慈悲 你拿了回報
啊！對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有一位叫田福 他要求跟
女朋友分開 說：﹁我給你包壇 ﹂﹁要多少錢？﹂﹁十六
萬美金 ﹂﹁我一個學生哪有那麼多錢？﹂××跟他講：
﹁你前世欠你女朋友四百萬美金 我跟你拿十六萬 算你便
宜了 便宜你三百八十四萬 你還不知道啊？我給你做一壇
只拿你十六萬 算是便宜了你 ﹂誰知道他前世欠她多少
錢？騙人啊！說謊！他的問事單裡面寫：﹁我家的穀倉有很
多燕子來吃米 請問是什麼原因？﹂××回答：﹁這些燕子
都是你前世的祖先 ﹂﹁該怎麼辦呢？﹂﹁包壇 ﹂﹁燕子
就不會來嗎？﹂包壇完了之後 他又去問事：﹁為什麼我已

信！那個蜘蛛吊在那裡：﹁我前世的弟弟來了 ﹂動物都有
宿命通 人都沒有 我告訴你喔 騙人啊！智慧腦筋想一
想！蜘蛛那麼小 牠只知道幾件事：張網 抓牠的食物 睡
覺 性 小蜘蛛一大堆都出來；牠能夠認得你是牠前世的什
麼人 有沒有搞錯啊？動物都有神通 我們人的神通到哪裡
去了？什麼都沒有
我們人有心靈 動物有什麼心靈啊？蜘蛛有什麼心靈？
唬你的啦！螢火蟲有什麼心靈啦？只能活二十天的螢火蟲
她開口講：﹁螢火蟲在這裡等我已經十一萬年 ﹂你用腦筋
智慧想一想 不要再被她騙了 她如果敢再講這隻螞蟻是我
前世的祖父 我過去一腳就把牠踩了 然後再超度牠 螞蟻
都認得我？而我不認得螞蟻 用一點腦筋想一想啊！她還有
很多動物呢！數不清的動物 都跟她講她的誰 她的誰 她
的誰 然後撈錢 為什麼動物都有宿命通 我們人沒有？你
能夠了解到你的前世嗎？莉莉法師妳前世幹什麼的？啊！妳
知道嗎？不知道 蓮琴法師 你前世幹什麼的？不知道？搞
建築的啊？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前世 所有的動物統統都知道
牠的前世 我實在氣死了 騙人啊！用智慧腦筋想一想啊！
Llama 像馬的一種動物等她五百年 大象也等她五百年 我
們以前是這樣比大象的 這麼龐大的動物 居然也會等她五
百年？清醒一點！否則 我們都要發狂起肖
人要有正念 也要有智慧 不要再被騙去 被唬了 懂
了嗎？你們投資也要注意 很多人想投資 想要投資什麼
以前我的師父跟我講：﹁看得見的 摸得到的 你能夠轉得
動的投資 你才做！看不見的 摸不到的 你根本講話都沒
有用的投資 千萬不要做！﹂要有智慧 投資也是一樣要有
智慧 用法律 本身看法律 你要投資 你要看整個契約是
怎麼樣子寫 對你沒有利的 你就不要去投資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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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包了壇 燕子又來吃我家米倉的米呢？﹂這還要問嗎？鳥
不去你的米倉去哪裡啊？莫名其妙 問的也莫名其妙 回答
的也莫名其妙 真的！回答的是要錢 有所求 也是不對
的 燕子去哪裡啊？去咬你米倉的稻草 咬你米倉的米 當
然啊！不是米倉 燕子去那裡幹什麼？很簡單的道理 還要
問？﹁燕子都是你前世祖先 ﹂祖先那麼多！天啊！所以要
有正信
老公講：﹁如果中了樂透 你會怎麼樣？﹂老婆回答：
﹁我會拿走一半 然後離開你 ﹂老公講：﹁既然妳這樣堅
定 我只好成全妳 我這一次是中了二百 妳拿一百去 妳
可以走了 ﹂老師講：﹁同學們用四個字來形容一下 一個
人長得很醜 ﹂小華說：﹁其貌不揚 ﹂講的也很對 小英
說：﹁奇醜無比 ﹂小明用手指著老師說：﹁有點像妳 ﹂
老師沒有話講啦！﹁滾出去！﹂ 學佛的人最重要你要有正
念 沒有正念不打緊 你必須要有慧眼 用你的智慧想一
想 所有的動物在××那裡 所有的動物都是大家的祖先
她都認得出來 你是牠的什麼人 你是牠的什麼人 你是牠
的什麼人
為什麼我們人認不出這隻動物 這隻螃蟹 這隻鸚鵡是
我前世的什麼人？為什麼我們人認不出來？動物就有宿命
通 牠可以一看 那烏龜：﹁我前世的妹妹來了 ﹂我才不

︿真佛宗﹀的弟子要有眼光 要看出誰是狼？誰是老
虎？他的內心裡面是真正善良嗎？真正的慈悲嗎？觀世音菩
薩的慈悲是無所求的慈悲 祂沒有想要得到什麼？觀世音菩
薩想要得到什麼？沒有啊！祂本來就是佛啊！就是菩薩 祂
是真正的在慈悲眾生啊！祂不是說我慈悲了你 你就是要回
報我什麼 那才是真慈悲 而且慈悲了以後 馬上就忘掉
不要老是記住人家欠你什麼？沒有！所以我講過一句話：
﹁真正的蓮花童子是無所求﹂ 祂不會跟弟子說 我要你多
少錢 包一個壇要多少錢 沒有這回事 我只要你成功了
我給你修法 你成功了 我目的就達到 我不要你的回報
這才是真正的蓮花童子 如果是假的修行人 你有錢的 一
壇就給我十萬美金 或者一壇都是多少錢的
一位小月師姐有一次跟××去看烏龜 ××跟她講：
﹁烏龜是妳前世的哥哥 妳前世欠妳哥哥幾百兩黃金 ﹂
﹁那怎麼還？﹂﹁反正妳錢給我 我就幫妳還 ﹂就是這樣
子 她欠她前世烏龜哥哥幾百兩黃金 兄弟之間還計較什麼
黃金不黃金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錢妳給烏龜嗎？ No ！是
給了×× 她給你包壇 一壇多少錢 這是取回報 你看
看 真正的蓮花童子祂無所求 祂不會跟你開口要錢 這才
是真正的慈悲 開口跟人家要錢就不是慈悲 你拿了回報
啊！對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有一位叫田福 他要求跟
女朋友分開 說：﹁我給你包壇 ﹂﹁要多少錢？﹂﹁十六
萬美金 ﹂﹁我一個學生哪有那麼多錢？﹂××跟他講：
﹁你前世欠你女朋友四百萬美金 我跟你拿十六萬 算你便
宜了 便宜你三百八十四萬 你還不知道啊？我給你做一壇
只拿你十六萬 算是便宜了你 ﹂誰知道他前世欠她多少
錢？騙人啊！說謊！他的問事單裡面寫：﹁我家的穀倉有很
多燕子來吃米 請問是什麼原因？﹂××回答：﹁這些燕子
都是你前世的祖先 ﹂﹁該怎麼辦呢？﹂﹁包壇 ﹂﹁燕子
就不會來嗎？﹂包壇完了之後 他又去問事：﹁為什麼我已

信！那個蜘蛛吊在那裡：﹁我前世的弟弟來了 ﹂動物都有
宿命通 人都沒有 我告訴你喔 騙人啊！智慧腦筋想一
想！蜘蛛那麼小 牠只知道幾件事：張網 抓牠的食物 睡
覺 性 小蜘蛛一大堆都出來；牠能夠認得你是牠前世的什
麼人 有沒有搞錯啊？動物都有神通 我們人的神通到哪裡
去了？什麼都沒有
我們人有心靈 動物有什麼心靈啊？蜘蛛有什麼心靈？
唬你的啦！螢火蟲有什麼心靈啦？只能活二十天的螢火蟲
她開口講：﹁螢火蟲在這裡等我已經十一萬年 ﹂你用腦筋
智慧想一想 不要再被她騙了 她如果敢再講這隻螞蟻是我
前世的祖父 我過去一腳就把牠踩了 然後再超度牠 螞蟻
都認得我？而我不認得螞蟻 用一點腦筋想一想啊！她還有
很多動物呢！數不清的動物 都跟她講她的誰 她的誰 她
的誰 然後撈錢 為什麼動物都有宿命通 我們人沒有？你
能夠了解到你的前世嗎？莉莉法師妳前世幹什麼的？啊！妳
知道嗎？不知道 蓮琴法師 你前世幹什麼的？不知道？搞
建築的啊？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前世 所有的動物統統都知道
牠的前世 我實在氣死了 騙人啊！用智慧腦筋想一想啊！
Llama 像馬的一種動物等她五百年 大象也等她五百年 我
們以前是這樣比大象的 這麼龐大的動物 居然也會等她五
百年？清醒一點！否則 我們都要發狂起肖
人要有正念 也要有智慧 不要再被騙去 被唬了 懂
了嗎？你們投資也要注意 很多人想投資 想要投資什麼
以前我的師父跟我講：﹁看得見的 摸得到的 你能夠轉得
動的投資 你才做！看不見的 摸不到的 你根本講話都沒
有用的投資 千萬不要做！﹂要有智慧 投資也是一樣要有
智慧 用法律 本身看法律 你要投資 你要看整個契約是
怎麼樣子寫 對你沒有利的 你就不要去投資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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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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那伽卓那龍樹菩
薩﹂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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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廖東
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今天剛好也是廖大使的生日 我們
跟他說 Happy Birthday ! ︿真佛宗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
律師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駿耀醫
師 李喬醫師 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強博士
瑞典羅彩華中醫師及千金 黃玉嬌會計師 ︿中華民國僑
務﹀顧問麥顯輝師父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大家午
安！大家好！︵國語︶你好！大家好！︵粵語︶唔該！唔該
晒！︵粵語：謝謝大家︶ Thank you for coming 每一位
現在先廣告下個禮拜 下禮拜天六月十七日是﹁不動明
王護摩法會﹂ 哇！不動明王 很大的！不動明王也就是中
央毘盧遮那佛本身的化身 不動明王的手印是不動劍印 祂
有好幾個手印 劍印只是其中的一個印 祂的劍印是這樣
不動明王劍印 種子字是﹁撼﹂ ﹃不動明王心咒﹄是：
﹁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師尊今天做結
界的時候所奉請的不動明王 不動明王的形相非常的多 每
一次我要睡覺以前 在我房間所有的門全部安上不動明王
一面唸咒一面觀想 把整個門封住 門跟窗子都封住
師母的房間也是一樣 都請不動明王 所有的門窗全部
都是不動明王 所有的床跟人都請瑤池金母 四周的窗子全
部請不動明王 虛空中是金剛網 我用大力金剛 大力金剛
在虛空之中 然後地是用金剛地基 就是十字金剛杵鋪滿整

個金剛地基 空中是大力金剛 門窗全部是不動明王
BED 是瑤池金母 晚上我做的結界是這樣子做的 師母的房
間做好以後 我再做自己的房間 每天晚上睡覺還做結界
不動明王祂跟師尊非常有緣 你看日本東密 照生肖你
屬老鼠你的本尊是什麼？你屬牛的本尊是什麼 你屬什麼
本尊就是什麼 屬雞的祂的本尊就是不動明王 我以前有一
陣子 不動明王是我的護法 護法本尊；後來有一陣子 大
威德金剛來就以大威德金剛為本尊 大威德金剛也沒有走
我又恢復到不動明王 佛陀講的話是很正確的 諸行無常
本來就是變來變去的 這也沒什麼奇怪 但是 不動明王跟
我的緣非常好 我常常觀想不動明王 觀想大威德金剛 這
二尊是師尊的根本護法 那大力金剛本來就是我的身 祂在
我的大拇指裡面 所以有這三尊的金剛神 走到哪裡百無禁
忌 一點禁忌都沒有 在最危險的時候 要傷及自己的時
候 大力金剛祂就出現
我寫的書非常的真實喔！有一天在睡覺突然之間驚醒
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我只要一睡 除了尿急會驚醒以外 什
麼都影響不了我的 除了尿急會醒過來 醒過來上一下廁
所 回來再睡 一樣睡得很熟 那一天突然驚醒 我口張得
好大 啊！大力金剛從我的嘴巴飛出來 像一條光 像飛鏈
一樣飛出來 然後劈哩啪啦 整個屋子裡面像是在作戰一
樣 跟不動明王全部化為千百億化身 不動明王劍是用旋轉
的 一轉過去鬼頭全部一個一個掉下來 真的 一霎那二十
分鐘而已 一片寂靜 所有的鬼全部死光光 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在床上 我在想 要不要我下去幫忙啊？免啦免啦！
有不動明王跟大力金剛已經很夠了 真的 二十分鐘以後
最後砰砰兩聲 像打雷一樣 砰砰 兩聲就結束了 我沒有
下來看 我下來看的話 簡直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特別
今天 我們是做﹁龍樹菩薩護摩﹂ 龍樹菩薩應該也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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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㆕、口㈲聲出」。
㆒、實修方便：
全修靜慮㈨支，意㊟㉂身㆒庹範圍之虛空，
或心專㊟氣，由齒間吹出而生『嘶』音，
出息後盡力忍持，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㆓、究竟之量：此依如前。
㆔、生何功德：身輕、體樂。
㆕、袪何過患：能除㆒切血濁、時疫，
等㆒切時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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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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那伽卓那龍樹菩
薩﹂
師母 丹增嘉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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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廖東
周大使夫人 Judy 師姐 今天剛好也是廖大使的生日 我們
跟他說 Happy Birthday ! ︿真佛宗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
律師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 師姐 ︿中天電視
台﹀﹁給你點上心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莊駿耀醫
師 李喬醫師 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強博士
瑞典羅彩華中醫師及千金 黃玉嬌會計師 ︿中華民國僑
務﹀顧問麥顯輝師父 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語︶大家午
安！大家好！︵國語︶你好！大家好！︵粵語︶唔該！唔該
晒！︵粵語：謝謝大家︶ Thank you for coming 每一位
現在先廣告下個禮拜 下禮拜天六月十七日是﹁不動明
王護摩法會﹂ 哇！不動明王 很大的！不動明王也就是中
央毘盧遮那佛本身的化身 不動明王的手印是不動劍印 祂
有好幾個手印 劍印只是其中的一個印 祂的劍印是這樣
不動明王劍印 種子字是﹁撼﹂ ﹃不動明王心咒﹄是：
﹁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師尊今天做結
界的時候所奉請的不動明王 不動明王的形相非常的多 每
一次我要睡覺以前 在我房間所有的門全部安上不動明王
一面唸咒一面觀想 把整個門封住 門跟窗子都封住
師母的房間也是一樣 都請不動明王 所有的門窗全部
都是不動明王 所有的床跟人都請瑤池金母 四周的窗子全
部請不動明王 虛空中是金剛網 我用大力金剛 大力金剛
在虛空之中 然後地是用金剛地基 就是十字金剛杵鋪滿整

個金剛地基 空中是大力金剛 門窗全部是不動明王
BED 是瑤池金母 晚上我做的結界是這樣子做的 師母的房
間做好以後 我再做自己的房間 每天晚上睡覺還做結界
不動明王祂跟師尊非常有緣 你看日本東密 照生肖你
屬老鼠你的本尊是什麼？你屬牛的本尊是什麼 你屬什麼
本尊就是什麼 屬雞的祂的本尊就是不動明王 我以前有一
陣子 不動明王是我的護法 護法本尊；後來有一陣子 大
威德金剛來就以大威德金剛為本尊 大威德金剛也沒有走
我又恢復到不動明王 佛陀講的話是很正確的 諸行無常
本來就是變來變去的 這也沒什麼奇怪 但是 不動明王跟
我的緣非常好 我常常觀想不動明王 觀想大威德金剛 這
二尊是師尊的根本護法 那大力金剛本來就是我的身 祂在
我的大拇指裡面 所以有這三尊的金剛神 走到哪裡百無禁
忌 一點禁忌都沒有 在最危險的時候 要傷及自己的時
候 大力金剛祂就出現
我寫的書非常的真實喔！有一天在睡覺突然之間驚醒
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我只要一睡 除了尿急會驚醒以外 什
麼都影響不了我的 除了尿急會醒過來 醒過來上一下廁
所 回來再睡 一樣睡得很熟 那一天突然驚醒 我口張得
好大 啊！大力金剛從我的嘴巴飛出來 像一條光 像飛鏈
一樣飛出來 然後劈哩啪啦 整個屋子裡面像是在作戰一
樣 跟不動明王全部化為千百億化身 不動明王劍是用旋轉
的 一轉過去鬼頭全部一個一個掉下來 真的 一霎那二十
分鐘而已 一片寂靜 所有的鬼全部死光光 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在床上 我在想 要不要我下去幫忙啊？免啦免啦！
有不動明王跟大力金剛已經很夠了 真的 二十分鐘以後
最後砰砰兩聲 像打雷一樣 砰砰 兩聲就結束了 我沒有
下來看 我下來看的話 簡直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特別
今天 我們是做﹁龍樹菩薩護摩﹂ 龍樹菩薩應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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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㆕、口㈲聲出」。
㆒、實修方便：
全修靜慮㈨支，意㊟㉂身㆒庹範圍之虛空，
或心專㊟氣，由齒間吹出而生『嘶』音，
出息後盡力忍持，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㆓、究竟之量：此依如前。
㆔、生何功德：身輕、體樂。
㆕、袪何過患：能除㆒切血濁、時疫，
等㆒切時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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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 去修行剃度再懺悔 祂因為通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還有金剛乘的義理 博學多聞 所以祂寫了很多書 叫做
﹁千部論主﹂ 寫了幾千部的著作 對於佛法方面 祂最後
寫了︽中論︾這一本書 也就是中觀派開始 就是龍樹菩
薩 祂成為佛教八宗的祖師 就是律宗 三論宗 淨土宗
法相宗 禪宗 天台宗 華嚴宗 密宗 一共尊為八宗共
主 我這一生有拜過一位師父 就是印順導師 他就是三論
宗 祂的傳承來自於龍樹菩薩 印順導師可以講是三論宗的
祖師 就是用︽中論︾ ︽十二門論︾跟︽百論︾三個論變
成﹁三論宗﹂ ﹁三論宗﹂是主張﹁空﹂的 我曾經去印順
導師 最早的時候到嘉義 祂那邊有一個︿妙雲蘭若﹀ 我
現在才知道為什麼要取名為︿妙雲蘭若﹀ 因為 最早龍樹
菩薩就是﹁妙雲自在王如來﹂ 所以印順導師的精舍 在嘉
義有一個精舍叫做︿妙雲蘭若﹀ 那麼在台中叫做︿華雨精
舍﹀
我在台中住的時候 搬到︿華雨精舍﹀隔壁而已 ︿華

很少人做 這是祖師啊 祂本來就是南天竺的人 祂是馬鳴
菩薩第幾代傳人的弟子 祂不是生來就很厲害 不是的 祂
也是拜師學佛 祂好像是馬鳴菩薩第幾代弟子的弟子 祂是
在龍族出生 所以叫做﹁那伽﹂ 祂在一棵樹下出生 ﹁卓
那﹂就是一種樹的名字 那伽卓那樹︵ Nagarjuna ︶底下
出生 就是龍樹 就變成祂的名字 龍樹菩薩是馬鳴菩薩的
弟子迦毗摩羅尊者的弟子 祂真正的來歷 過去世的來歷是
﹁妙雲自在王如來﹂
龍樹最早的傳說是這樣 那時候祂天資聰穎 讀了很多
的書 在祂的國家裡 其他還有三個 讀書都是很好的 然
後他們年少輕狂 那時候有一個西山老仙懂得隱身術 他們
去西山老仙那邊學隱身術 隱身術就是把自己變成無形 然
後四個人都學會隱身術 潛入王宮裡面 哇！皇帝的後宮就
大亂 為什麼大亂啦？四個男生隱身到後宮裡面 那些宮女
或嬪妃 沒有過多久全部都大肚子 欸！學會隱身術也有這
種好處 那些嬪妃 宮女全部都大肚子 皇帝覺得奇怪 他
去請教仙人 不是宣仁法師啊 仙人說這是隱身術 皇帝把
西山老仙請到王宮來 西山老仙就教他 在後宮的周圍鋪上
沙 你只要看到腳印就知道他們進來了 在後宮鋪上了細
沙 讓他們沒有感覺 不去就好了 一去就完蛋了 一進去
到後宮 完了 腳印留下來了 皇帝就把後宮的門全部關起
來 全部關住 還是龍樹菩薩比較有警戒心 祂就躲在皇帝
旁邊 皇帝走到哪裡 祂就躲到哪裡 其他三個是傻瓜 一
進去 皇帝就命令所有的武士 所有在皇宮裡面的守衛衛
士 每個人把刀拔出來向虛空砍 所有虛空全部砍 結果那
三個就被殺了 龍樹沒有 龍樹因為躲在皇帝旁邊 一直跟
緊的 祂有警戒性 躲在皇帝旁邊 沒有死 出來以後龍樹
菩薩才感到後悔 後悔什麼？﹁萬惡淫為首﹂ 淫穢帶來很
多的災難 甚至於死難都有
那時候祂才決心跑去皈依馬鳴菩薩的弟子迦毘摩羅尊者

雨精舍﹀那時候是二棟別墅 前棟是印順導師買下來的 當
成︿華雨精舍﹀ 後面那一棟是我的家 我跟師母住在那
裡 佛青有一天早上聽到印順導師在咳嗽 一直咳 咳不
停 佛青就講：﹁隔壁的師父喉嚨被魚刺卡到 所以一直在
咳 ﹂我說：﹁不是啦！人家印順導師是出家人是吃素的
不可能被魚刺卡到才一直咳嗽 ﹂我以前住在他家隔壁所知
道的 印順導師最喜歡吃兩樣東西 一樣是番茄 祂最喜歡
番茄 每一餐一定要有番茄；我現在也是每一餐都有番茄
一定吃番茄 我也是吃番茄 受他影響；第二個 他喜歡吃
雞蛋麵包 他這兩樣都不能少 番茄還要打成醬 因為他年
紀大了沒有牙齒 他都喝飲料的東西 麵包也是弄得糊糊
的 祂都吃這些東西 印順導師祂還有吃一樣東西 龜鹿二
仙膠 欸？龜鹿二仙膠是葷的 只要當成藥就不要緊 那是
一位新加坡非常好的弟子 每一次供養祂龜鹿二仙膠 祂就
吃龜鹿二仙膠 我們知道的
那麼 律宗祂也是祖師 三論宗更是 淨土宗 法相
宗 禪宗 天台宗 華嚴宗 密宗共同尊祂為祖師 所以稱
祂為八宗的共祖 還有一點 龍樹菩薩祂是龍族 所以祂在
修法當中 由大龍菩薩帶龍樹菩薩進入龍宮去看經典 很偉
大的 能進龍宮的也沒有幾個人 龍樹菩薩是一個 另外
還有釋迦牟尼佛也進龍宮 還有 很偉大很偉大的 比天還
大 比祖師還大 比佛還大的×× 她曾經講過 她帶著釋
迦牟尼佛進龍宮的 我說妳修行三千萬年 釋迦牟尼佛不過
是二千六百年前的佛陀 祂都輸妳多多 應該是釋迦牟尼佛
引妳入龍宮才對 怎麼會是妳引釋迦牟尼佛入龍宮？我就覺
得很奇怪 她修行三千萬年耶！她跟古雲講 她修行了三千
萬年 古雲在這裡嗎？在那裡 對不對啊！妳修行三千萬
年 具足了種種神通法力 為什麼妳到了中國大陸 妳拿了
真實的六千塊美金去換了一萬塊錢的美金 一下子賺了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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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 去修行剃度再懺悔 祂因為通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還有金剛乘的義理 博學多聞 所以祂寫了很多書 叫做
﹁千部論主﹂ 寫了幾千部的著作 對於佛法方面 祂最後
寫了︽中論︾這一本書 也就是中觀派開始 就是龍樹菩
薩 祂成為佛教八宗的祖師 就是律宗 三論宗 淨土宗
法相宗 禪宗 天台宗 華嚴宗 密宗 一共尊為八宗共
主 我這一生有拜過一位師父 就是印順導師 他就是三論
宗 祂的傳承來自於龍樹菩薩 印順導師可以講是三論宗的
祖師 就是用︽中論︾ ︽十二門論︾跟︽百論︾三個論變
成﹁三論宗﹂ ﹁三論宗﹂是主張﹁空﹂的 我曾經去印順
導師 最早的時候到嘉義 祂那邊有一個︿妙雲蘭若﹀ 我
現在才知道為什麼要取名為︿妙雲蘭若﹀ 因為 最早龍樹
菩薩就是﹁妙雲自在王如來﹂ 所以印順導師的精舍 在嘉
義有一個精舍叫做︿妙雲蘭若﹀ 那麼在台中叫做︿華雨精
舍﹀
我在台中住的時候 搬到︿華雨精舍﹀隔壁而已 ︿華

很少人做 這是祖師啊 祂本來就是南天竺的人 祂是馬鳴
菩薩第幾代傳人的弟子 祂不是生來就很厲害 不是的 祂
也是拜師學佛 祂好像是馬鳴菩薩第幾代弟子的弟子 祂是
在龍族出生 所以叫做﹁那伽﹂ 祂在一棵樹下出生 ﹁卓
那﹂就是一種樹的名字 那伽卓那樹︵ Nagarjuna ︶底下
出生 就是龍樹 就變成祂的名字 龍樹菩薩是馬鳴菩薩的
弟子迦毗摩羅尊者的弟子 祂真正的來歷 過去世的來歷是
﹁妙雲自在王如來﹂
龍樹最早的傳說是這樣 那時候祂天資聰穎 讀了很多
的書 在祂的國家裡 其他還有三個 讀書都是很好的 然
後他們年少輕狂 那時候有一個西山老仙懂得隱身術 他們
去西山老仙那邊學隱身術 隱身術就是把自己變成無形 然
後四個人都學會隱身術 潛入王宮裡面 哇！皇帝的後宮就
大亂 為什麼大亂啦？四個男生隱身到後宮裡面 那些宮女
或嬪妃 沒有過多久全部都大肚子 欸！學會隱身術也有這
種好處 那些嬪妃 宮女全部都大肚子 皇帝覺得奇怪 他
去請教仙人 不是宣仁法師啊 仙人說這是隱身術 皇帝把
西山老仙請到王宮來 西山老仙就教他 在後宮的周圍鋪上
沙 你只要看到腳印就知道他們進來了 在後宮鋪上了細
沙 讓他們沒有感覺 不去就好了 一去就完蛋了 一進去
到後宮 完了 腳印留下來了 皇帝就把後宮的門全部關起
來 全部關住 還是龍樹菩薩比較有警戒心 祂就躲在皇帝
旁邊 皇帝走到哪裡 祂就躲到哪裡 其他三個是傻瓜 一
進去 皇帝就命令所有的武士 所有在皇宮裡面的守衛衛
士 每個人把刀拔出來向虛空砍 所有虛空全部砍 結果那
三個就被殺了 龍樹沒有 龍樹因為躲在皇帝旁邊 一直跟
緊的 祂有警戒性 躲在皇帝旁邊 沒有死 出來以後龍樹
菩薩才感到後悔 後悔什麼？﹁萬惡淫為首﹂ 淫穢帶來很
多的災難 甚至於死難都有
那時候祂才決心跑去皈依馬鳴菩薩的弟子迦毘摩羅尊者

雨精舍﹀那時候是二棟別墅 前棟是印順導師買下來的 當
成︿華雨精舍﹀ 後面那一棟是我的家 我跟師母住在那
裡 佛青有一天早上聽到印順導師在咳嗽 一直咳 咳不
停 佛青就講：﹁隔壁的師父喉嚨被魚刺卡到 所以一直在
咳 ﹂我說：﹁不是啦！人家印順導師是出家人是吃素的
不可能被魚刺卡到才一直咳嗽 ﹂我以前住在他家隔壁所知
道的 印順導師最喜歡吃兩樣東西 一樣是番茄 祂最喜歡
番茄 每一餐一定要有番茄；我現在也是每一餐都有番茄
一定吃番茄 我也是吃番茄 受他影響；第二個 他喜歡吃
雞蛋麵包 他這兩樣都不能少 番茄還要打成醬 因為他年
紀大了沒有牙齒 他都喝飲料的東西 麵包也是弄得糊糊
的 祂都吃這些東西 印順導師祂還有吃一樣東西 龜鹿二
仙膠 欸？龜鹿二仙膠是葷的 只要當成藥就不要緊 那是
一位新加坡非常好的弟子 每一次供養祂龜鹿二仙膠 祂就
吃龜鹿二仙膠 我們知道的
那麼 律宗祂也是祖師 三論宗更是 淨土宗 法相
宗 禪宗 天台宗 華嚴宗 密宗共同尊祂為祖師 所以稱
祂為八宗的共祖 還有一點 龍樹菩薩祂是龍族 所以祂在
修法當中 由大龍菩薩帶龍樹菩薩進入龍宮去看經典 很偉
大的 能進龍宮的也沒有幾個人 龍樹菩薩是一個 另外
還有釋迦牟尼佛也進龍宮 還有 很偉大很偉大的 比天還
大 比祖師還大 比佛還大的×× 她曾經講過 她帶著釋
迦牟尼佛進龍宮的 我說妳修行三千萬年 釋迦牟尼佛不過
是二千六百年前的佛陀 祂都輸妳多多 應該是釋迦牟尼佛
引妳入龍宮才對 怎麼會是妳引釋迦牟尼佛入龍宮？我就覺
得很奇怪 她修行三千萬年耶！她跟古雲講 她修行了三千
萬年 古雲在這裡嗎？在那裡 對不對啊！妳修行三千萬
年 具足了種種神通法力 為什麼妳到了中國大陸 妳拿了
真實的六千塊美金去換了一萬塊錢的美金 一下子賺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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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祂有長生術 到最後祂學會長生術 永遠不會死的 活了
幾百年 跟蓮華生大士一樣 都活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很
長 因為祂有長生術 告訴大家 人要長生 先煉三樣
第一樣 你要練﹁納氣﹂ 當你真正學會吐納 能夠納
氣 這是長生術第一個最要緊的事 所以我們修氣 密教講
修氣很重要 另外 你要能夠﹁嚥液﹂ 什麼叫﹁嚥液﹂？
你的身體的明點可以長存 再增長你的明點
一般來講 明點只有消耗 消耗光了就死了 明點就是
你身體的賀爾蒙 你﹁嚥液﹂能夠把虛空中的甘露存到你的
身體裡面 再增長你的明點 你將那些液體變成甘露流到你
的身體裡面 這是第二個﹁長生法﹂
第三個 你﹁無漏明點﹂ 你修行修到無漏明點 明點
不會散失掉 你身上如果有賀爾蒙 你就顯得年輕 身上的
賀爾蒙一缺少 你就開始老化 什麼叫更年期？賀爾蒙已經
開始漸漸的消耗掉 進入更年 更多久？更到你老到死 那
叫做更年期 男人也有更年期 女人也有更年期 同樣都有
更年期 為什麼人會變老？你身上的賀爾蒙消失掉 五臟六
腑缺少明點的滋潤 你就開始變老 器官也變老化 原因就
在這裡 所以你必須要以佛菩薩的甘露 能夠進到你的身體
裡面 你能嚥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就能夠成就 就可以長
生不老 這是龍樹菩薩很有名的長生術 ﹁納氣﹂ ﹁嚥
液﹂ 學到﹁明點無漏﹂ 有這三者很重要
另外 還有其他因素 你沒有煩惱 沒有憂愁 完全能
夠放空 就能夠長生 你執著什麼 你就在那裡精神消耗
掉 所以最高的成就就是﹁漏盡通﹂ 六大神通的最高成就
就是﹁漏盡通﹂ 有漏 統統都禁掉 都沒有了 你不會漏
掉什麼就叫做﹁漏盡通﹂ ﹁漏盡通﹂就是神通裡面最高的
成就

千 回到了美國要存進去的時候 結果是假鈔；拿六千塊去
跟人家換一萬塊 被人家騙了 三千萬年的修行 孫悟空的
火眼金睛都輸給妳啊！孫悟空一看 明明是妖怪啊！妳這樣
一看 眼通 假鈔變真鈔啊 有一個笑話 法官問一個犯
人：﹁你為什麼印偽鈔？﹂犯人回答：﹁因為我不會印真鈔
啊！﹂妳用妳的真鈔去換人家的假鈔 那妳神通在哪裡啊？
對不對？有那麼大的神通去大陸發展 好幾個人跟著去 古
雲 你也去了？曾武龍也去了 還有那個 CEO 也跟著去
了 ︿雲傘同修會﹀的創辦人也去了 看妳被騙了 妳要買
一批古董回來 一大批骨董 價值連城 要拿回到美國來賣
啊！結果 妳也看不出是假貨 還要請一個專家去鑑定多少
錢 結果也都是一樣都是騙人的 阿彌陀佛！
很久以前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要自殺 買了一條繩子
要上吊 綁好上去一掛 就從上面掉下來 繩子是假的 紙
做的 怪不得自殺不成 好啦！買一個農藥來喝吧！呱啦呱
啦 等死 欸？也不死 喝了一大堆農藥也不死 原來農藥
也是假的 到了最後算了算了 他到夜店 拿了一杯酒來
喝 結果喝酒就死了 因為酒也是假的！喝了假酒就死了
現在的詐騙集團很多 大家要注意 掛的是佛的名字 賣的
是﹁鬼肉﹂ 大家注意了 不要受騙上當 她喜歡古物 你
們聽說了嗎？芝加哥傳出來的 有一個女的 精神稍微有一
點問題 她配帶著清朝的古玉 像我今天也特別戴著玉出
來 這是現代的玉不是古玉 也是很綠很亮 上面還鑲著五
顆鑽石 代表五方佛 很漂亮 那女的也佩戴著古玉 她去
了 就講清朝董小宛佩戴的古玉 就是芝加哥那個女的所佩
戴的古玉 她是這樣講 這塊古玉是順治皇帝送給董小宛
的 董小宛的魂就附在這塊玉上面 還有順治的魂也附在這
塊玉上面 影響了那個精神病患 讓她有病 因此 ××要
將這塊玉拿回去作法給它消除掉 ××就把古玉拿走 一拿
走 哇！那女的家人就急了 因為那是真正的古玉 她家人

便 這是屬於修氣的 每一次都講一個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意注自身一庹範圍之虛
空 或心專注氣︵念頭專注在氣上︶ 由齒間吹出而生
﹃嘶﹄音 出息後盡力忍持 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這是講練氣的 練氣有好幾種 你的念頭專注在你的呼
吸上 在你的呼出氣上面 當你的氣要呼出去的時候 從牙
齒的縫呼出去 有一個﹁嘶﹂的聲音 有沒有 吸氣 嘶！
呼出去 呼出氣以後並不馬上吸氣 閉住呼吸 讓外住氣留
在外面 氣有外住氣內住氣 不馬上再吸 這種實修的方
便
二 究竟之量：此依如前
三 生何功德：身輕 體樂
身體會變得很輕 不會很粗重 如果身體很粗重就是地
大 你要身體很輕 一彈跳就能夠跳起來 你的身體產生一
種快樂 像師尊本身做雙槓 你看我笨笨的 身體也稍微粗
壯一點 但是 我如果做單槓 做雙環 我身體會很輕 主
要原因是用這個方法 身體會變輕 身體會覺得非常安樂
這也是一種修氣的方法
四 袪何過患：能除一切血濁 時疫 等一切時症
用這方法會去除身體什麼毛病？你的血液太濁了 ﹁時
疫﹂ 像是感冒 現在在流行什麼病 都可以去除掉 ﹁等
一切時症﹂ 現在好像在流行什麼鼠疫啊 什麼尼羅河的感
冒是不？你們會講嗎？什麼樣的感冒？哪一種細菌？伊波拉
好像在非洲 伊波拉是什麼傳染的？蚊子是嗎？你們有電腦
的咚咚就來了 現在在流行什麼毛病？好像非洲在流行什麼
瘟疫的？有時候會傷害到人類的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我
不是叫你們以後不用去打感冒預防針 師母每次都有打感冒
預防針 她每次都有打 但是每次都有中 有打也有中 因
為 有時候醫生猜不中今年要流行的是哪一種？ Ａ型 Ｂ

不同意 就去把它拿回來 哇！她教了我一個絕招耶！你知
道嗎？妳們現在有誰鑽石戴著在身上？戴鑽石的舉手 喔！
法師戴鑽石啊！哇！很好 我發覺妳也有問題耶！那是妳的
鑽石在影響妳耶！拿給師尊！我回去給它作法 作完了法
妳也不能戴 只有師尊能戴 欸？她教了我一個方法 讚！
閒話休說 言歸正傳 龍樹菩薩是﹁千部論主﹂ 真
的 祂真的是很偉大 祂是唯一入龍宮的 先是釋迦牟尼
佛 再來是龍樹菩薩 那個××也是入了龍宮 真的！反
正 師尊有什麼 她就有什麼 而且她還要比師尊還大 她
已經修行了三千萬年 師尊只修行了四十年 但是師尊是男
生啊 她是女生啊 我雖然胖一點 也是輸給她
我是實際上在修行的 她是靠吹恐龍在修行的 這一
點 實在是很佩服 單單舉一個螢火蟲 螢火蟲等她十一萬
年 這恐龍就吹很大 螢火蟲居然等她十一萬年要皈依她
十一萬年前 螢火蟲就知道佛教的皈依 釋迦牟尼佛是二千
六百年 螢火蟲從十一萬年就知道什麼叫做皈依 再怎麼
﹁靠北﹂我都不信 這螢火蟲不過能活二十幾天 代代相傳
等她十一萬年 你想有可能嗎？不可能嘛！大象也等她五百
年 很多土地公都等她五百年 包括多明尼加最老的教堂的
聖母瑪莉亞也在那邊等她五百年 瑪莉亞您等她幹什麼？她
進了天主教堂也沒有馬上皈依天主啊！對不對？也沒有拿一
筆錢來供養那個天主教堂 不過是進去參觀一下就出來了
您等她五百年幹什麼？為什麼要等她五百年 妳總是要講一
個理由出來 瑪莉亞為什麼要等妳五百年？瑪莉亞不用等妳
五百年 她隨時可以找到妳 等妳幹什麼？牛皮吹炸了 她
不懂得瑪莉亞是什麼 瑪莉亞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祂隨時都
可以出現的 祂找不到妳嗎？還要在多明尼加的天主教堂裡
等妳五百年？告訴你 信妳的人頭腦都壞掉了 很簡單的道
理啊
好啦！龍樹菩薩很偉大就是了 其他不用談了 龍樹菩

今天再講︽道果︾ ﹁卯四 口有聲出﹂這是講實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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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祂有長生術 到最後祂學會長生術 永遠不會死的 活了
幾百年 跟蓮華生大士一樣 都活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很
長 因為祂有長生術 告訴大家 人要長生 先煉三樣
第一樣 你要練﹁納氣﹂ 當你真正學會吐納 能夠納
氣 這是長生術第一個最要緊的事 所以我們修氣 密教講
修氣很重要 另外 你要能夠﹁嚥液﹂ 什麼叫﹁嚥液﹂？
你的身體的明點可以長存 再增長你的明點
一般來講 明點只有消耗 消耗光了就死了 明點就是
你身體的賀爾蒙 你﹁嚥液﹂能夠把虛空中的甘露存到你的
身體裡面 再增長你的明點 你將那些液體變成甘露流到你
的身體裡面 這是第二個﹁長生法﹂
第三個 你﹁無漏明點﹂ 你修行修到無漏明點 明點
不會散失掉 你身上如果有賀爾蒙 你就顯得年輕 身上的
賀爾蒙一缺少 你就開始老化 什麼叫更年期？賀爾蒙已經
開始漸漸的消耗掉 進入更年 更多久？更到你老到死 那
叫做更年期 男人也有更年期 女人也有更年期 同樣都有
更年期 為什麼人會變老？你身上的賀爾蒙消失掉 五臟六
腑缺少明點的滋潤 你就開始變老 器官也變老化 原因就
在這裡 所以你必須要以佛菩薩的甘露 能夠進到你的身體
裡面 你能嚥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就能夠成就 就可以長
生不老 這是龍樹菩薩很有名的長生術 ﹁納氣﹂ ﹁嚥
液﹂ 學到﹁明點無漏﹂ 有這三者很重要
另外 還有其他因素 你沒有煩惱 沒有憂愁 完全能
夠放空 就能夠長生 你執著什麼 你就在那裡精神消耗
掉 所以最高的成就就是﹁漏盡通﹂ 六大神通的最高成就
就是﹁漏盡通﹂ 有漏 統統都禁掉 都沒有了 你不會漏
掉什麼就叫做﹁漏盡通﹂ ﹁漏盡通﹂就是神通裡面最高的
成就

千 回到了美國要存進去的時候 結果是假鈔；拿六千塊去
跟人家換一萬塊 被人家騙了 三千萬年的修行 孫悟空的
火眼金睛都輸給妳啊！孫悟空一看 明明是妖怪啊！妳這樣
一看 眼通 假鈔變真鈔啊 有一個笑話 法官問一個犯
人：﹁你為什麼印偽鈔？﹂犯人回答：﹁因為我不會印真鈔
啊！﹂妳用妳的真鈔去換人家的假鈔 那妳神通在哪裡啊？
對不對？有那麼大的神通去大陸發展 好幾個人跟著去 古
雲 你也去了？曾武龍也去了 還有那個 CEO 也跟著去
了 ︿雲傘同修會﹀的創辦人也去了 看妳被騙了 妳要買
一批古董回來 一大批骨董 價值連城 要拿回到美國來賣
啊！結果 妳也看不出是假貨 還要請一個專家去鑑定多少
錢 結果也都是一樣都是騙人的 阿彌陀佛！
很久以前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要自殺 買了一條繩子
要上吊 綁好上去一掛 就從上面掉下來 繩子是假的 紙
做的 怪不得自殺不成 好啦！買一個農藥來喝吧！呱啦呱
啦 等死 欸？也不死 喝了一大堆農藥也不死 原來農藥
也是假的 到了最後算了算了 他到夜店 拿了一杯酒來
喝 結果喝酒就死了 因為酒也是假的！喝了假酒就死了
現在的詐騙集團很多 大家要注意 掛的是佛的名字 賣的
是﹁鬼肉﹂ 大家注意了 不要受騙上當 她喜歡古物 你
們聽說了嗎？芝加哥傳出來的 有一個女的 精神稍微有一
點問題 她配帶著清朝的古玉 像我今天也特別戴著玉出
來 這是現代的玉不是古玉 也是很綠很亮 上面還鑲著五
顆鑽石 代表五方佛 很漂亮 那女的也佩戴著古玉 她去
了 就講清朝董小宛佩戴的古玉 就是芝加哥那個女的所佩
戴的古玉 她是這樣講 這塊古玉是順治皇帝送給董小宛
的 董小宛的魂就附在這塊玉上面 還有順治的魂也附在這
塊玉上面 影響了那個精神病患 讓她有病 因此 ××要
將這塊玉拿回去作法給它消除掉 ××就把古玉拿走 一拿
走 哇！那女的家人就急了 因為那是真正的古玉 她家人

便 這是屬於修氣的 每一次都講一個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意注自身一庹範圍之虛
空 或心專注氣︵念頭專注在氣上︶ 由齒間吹出而生
﹃嘶﹄音 出息後盡力忍持 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這是講練氣的 練氣有好幾種 你的念頭專注在你的呼
吸上 在你的呼出氣上面 當你的氣要呼出去的時候 從牙
齒的縫呼出去 有一個﹁嘶﹂的聲音 有沒有 吸氣 嘶！
呼出去 呼出氣以後並不馬上吸氣 閉住呼吸 讓外住氣留
在外面 氣有外住氣內住氣 不馬上再吸 這種實修的方
便
二 究竟之量：此依如前
三 生何功德：身輕 體樂
身體會變得很輕 不會很粗重 如果身體很粗重就是地
大 你要身體很輕 一彈跳就能夠跳起來 你的身體產生一
種快樂 像師尊本身做雙槓 你看我笨笨的 身體也稍微粗
壯一點 但是 我如果做單槓 做雙環 我身體會很輕 主
要原因是用這個方法 身體會變輕 身體會覺得非常安樂
這也是一種修氣的方法
四 袪何過患：能除一切血濁 時疫 等一切時症
用這方法會去除身體什麼毛病？你的血液太濁了 ﹁時
疫﹂ 像是感冒 現在在流行什麼病 都可以去除掉 ﹁等
一切時症﹂ 現在好像在流行什麼鼠疫啊 什麼尼羅河的感
冒是不？你們會講嗎？什麼樣的感冒？哪一種細菌？伊波拉
好像在非洲 伊波拉是什麼傳染的？蚊子是嗎？你們有電腦
的咚咚就來了 現在在流行什麼毛病？好像非洲在流行什麼
瘟疫的？有時候會傷害到人類的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我
不是叫你們以後不用去打感冒預防針 師母每次都有打感冒
預防針 她每次都有打 但是每次都有中 有打也有中 因
為 有時候醫生猜不中今年要流行的是哪一種？ Ａ型 Ｂ

不同意 就去把它拿回來 哇！她教了我一個絕招耶！你知
道嗎？妳們現在有誰鑽石戴著在身上？戴鑽石的舉手 喔！
法師戴鑽石啊！哇！很好 我發覺妳也有問題耶！那是妳的
鑽石在影響妳耶！拿給師尊！我回去給它作法 作完了法
妳也不能戴 只有師尊能戴 欸？她教了我一個方法 讚！
閒話休說 言歸正傳 龍樹菩薩是﹁千部論主﹂ 真
的 祂真的是很偉大 祂是唯一入龍宮的 先是釋迦牟尼
佛 再來是龍樹菩薩 那個××也是入了龍宮 真的！反
正 師尊有什麼 她就有什麼 而且她還要比師尊還大 她
已經修行了三千萬年 師尊只修行了四十年 但是師尊是男
生啊 她是女生啊 我雖然胖一點 也是輸給她
我是實際上在修行的 她是靠吹恐龍在修行的 這一
點 實在是很佩服 單單舉一個螢火蟲 螢火蟲等她十一萬
年 這恐龍就吹很大 螢火蟲居然等她十一萬年要皈依她
十一萬年前 螢火蟲就知道佛教的皈依 釋迦牟尼佛是二千
六百年 螢火蟲從十一萬年就知道什麼叫做皈依 再怎麼
﹁靠北﹂我都不信 這螢火蟲不過能活二十幾天 代代相傳
等她十一萬年 你想有可能嗎？不可能嘛！大象也等她五百
年 很多土地公都等她五百年 包括多明尼加最老的教堂的
聖母瑪莉亞也在那邊等她五百年 瑪莉亞您等她幹什麼？她
進了天主教堂也沒有馬上皈依天主啊！對不對？也沒有拿一
筆錢來供養那個天主教堂 不過是進去參觀一下就出來了
您等她五百年幹什麼？為什麼要等她五百年 妳總是要講一
個理由出來 瑪莉亞為什麼要等妳五百年？瑪莉亞不用等妳
五百年 她隨時可以找到妳 等妳幹什麼？牛皮吹炸了 她
不懂得瑪莉亞是什麼 瑪莉亞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祂隨時都
可以出現的 祂找不到妳嗎？還要在多明尼加的天主教堂裡
等妳五百年？告訴你 信妳的人頭腦都壞掉了 很簡單的道
理啊
好啦！龍樹菩薩很偉大就是了 其他不用談了 龍樹菩

今天再講︽道果︾ ﹁卯四 口有聲出﹂這是講實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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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什麼型的感冒啊 有時醫生猜不準啊！預防針打的不
對 大家就中了 我在台灣時有聽說美國好像流行什麼樣的
感冒很厲害 流行到好多州都有 這就叫做﹁時疫﹂ 這個
時間的疫情 你要讓它把這時疫去除掉 用這個法修就可以
了 吸進一口氣 嘶！再閉住呼吸 用這樣子就可以能夠把
﹁時疫﹂預防掉 現在的流行病全部把它去除掉 能夠除掉
一些血濁 這已經教了好多種 這是第四種修氣的方法 以
前沒有講過？以前是講九節佛風 金剛誦 寶瓶氣 現在講
的是另一種 這是畢瓦巴在︽道果︾裡面所寫的東西
剛剛我一個人去吃麵 突然間 有一個超漂亮的美女走
過來 問：﹁帥哥 你一個人嗎？﹂他在吃麵突然爽了一
下 這麼漂亮的美女要坐在我桌子旁邊！﹁對啊！我就是一
個人 ﹂然後 這位美女就將旁邊的椅子拉走了 這是落
空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男的每天到麵店吃麵

就看到一個美女她也在那裡吃麵 看過幾次以後 實在是忍
不住了 就走過去問她：﹁妳叫什麼？﹂那女的抬頭說：
﹁我叫牛肉麵 ﹂他應該用最漂亮的名詞講：﹁請問芳名？
請問妳姓什麼 叫什麼？﹂大家看對了眼就好了嘛！對不
對 這都是讓人家誤會的 戴在手上的滿天星好看 插在花
瓶的滿天星好香 掛在夜空的滿天星好美喔！打在頭上的滿
天星 一個字﹁痛﹂！打了滿天星當然是痛
其實我們修行 有時候是這樣的 師尊懂得太多 懂太
多也不好 覺得不知道要修哪一種 ︽道果︾裡面教我們修
氣 現在講了四種 哇！還有五種 還有六種 天啊還有七
種 到底要修哪一種 你們看著辦吧！不過 ︽道果︾裡面
講的修氣都是很有用 我剛剛所講的龍樹菩薩的長生術 大
家要記得 修證讓你的明點無漏很重要 男的要修﹁鑄劍
法﹂ 女的有﹁女丹法﹂ 我有寫在書上 男的一定要修
﹁鑄劍法﹂ 主要是長生
元旦的假期到來 法院的法官心情很愉悅 開庭的時候
就問被告：﹁你幹了什麼壞事？﹂被告低頭講：﹁我今年元
旦去購物早了一些 ﹂法官就問：﹁這並不是壞事啊！﹂又
問：﹁到底是多早呢？﹂被告回答：﹁百貨公司還沒開門之
前 我就去了 ﹂這只是措辭上的問題 看起來很輕 其實
是蠻嚴重的 我們身體健康 大家念頭一定要正 你念頭
正 氣也會正 你氣正 心就正 心正 一切行為也就正
這是有關係的 你念頭亂 你的氣也就亂 氣亂心就亂 心
亂就妄為 就做了很多錯誤
男人講：﹁憑什麼都是我們男人買單？為什麼？為什
麼？為什麼？﹂女人就講：﹁因為鈔票上面印的都是男人的
頭 什麼時候印女人的頭 我就買單 ﹂這大概是在台灣
吧！台灣的鈔票上印的大概都是印男人的頭 沒印女人的
頭 中國大陸也是吧！現在好像不太一樣 英國是印英國女
王吧！喔！那英國女人要付錢 父親對屢次考試都不及格的

兒子講：﹁假如我考試不及格 你會說什麼？﹂兒子講：
﹁沒關係 失敗是成功之母 ﹂很有道理 父親說：﹁要是
再不及格呢？﹂兒子回答：﹁不要緊 勝敗乃兵家常事 ﹂
真的！父親沒辦法講 ﹁如果第三次 或者是每一次都不及
格呢？﹂兒子講：﹁那就是遺傳問題 ﹂很有道理
我們學佛 很重要一點 表面上你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
也是一個修行人 這是真正的修行人 不可以推拖的 我們
今天皈依了 你就是密教的弟子 你就是要修習密教 要從
基本開始 四加行修滿 修﹁本尊相應法﹂ 修﹁上師相應
法﹂ 上師相應了 然後一樣相應 很多樣都一起相應 全
部都會相應 所以你只要相應了本尊 你就能夠有把握本尊
現前 帶你往生佛國 這是一個要訣 也是我們真正的念
頭 再來呢 你要即身成佛 必須要修氣 脈跟明點 就是
修內法 修完內法以後 可以修金剛法 最後修無上密 最
後變成光 你自己只要把光運出來 融入光當中 光光相
會 母光跟子光相會 你就可以成佛了 這是一個最主要
的
問題是你外在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卻是一個狼 那就不
好 你外在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是一個騙子 那就不好 外
在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呢 你就時時用禪定去觀察你自己的
念頭 先學會觀察你自己的內在 你內在是不是修行人？你
要講良心話 外在是一個修行人 你內在呢？你要講良心
話 是不是真的有修？還是修行只是一個表面 其實內在你
還是跟世俗人一樣的 所有的戒都犯了 殺 盜 淫 妄
酒 全部都犯 所以我們行者就是要經常反省自己的內在
用眼睛看住你的鼻子 用鼻子看住你的心 眼觀鼻 鼻觀
心 用鼻子來觀你心的時候 就是觀你的念頭 你念頭正不
正啊？念頭對不對啊？常常這樣做 才是真正的一個修行
人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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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什麼型的感冒啊 有時醫生猜不準啊！預防針打的不
對 大家就中了 我在台灣時有聽說美國好像流行什麼樣的
感冒很厲害 流行到好多州都有 這就叫做﹁時疫﹂ 這個
時間的疫情 你要讓它把這時疫去除掉 用這個法修就可以
了 吸進一口氣 嘶！再閉住呼吸 用這樣子就可以能夠把
﹁時疫﹂預防掉 現在的流行病全部把它去除掉 能夠除掉
一些血濁 這已經教了好多種 這是第四種修氣的方法 以
前沒有講過？以前是講九節佛風 金剛誦 寶瓶氣 現在講
的是另一種 這是畢瓦巴在︽道果︾裡面所寫的東西
剛剛我一個人去吃麵 突然間 有一個超漂亮的美女走
過來 問：﹁帥哥 你一個人嗎？﹂他在吃麵突然爽了一
下 這麼漂亮的美女要坐在我桌子旁邊！﹁對啊！我就是一
個人 ﹂然後 這位美女就將旁邊的椅子拉走了 這是落
空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男的每天到麵店吃麵

就看到一個美女她也在那裡吃麵 看過幾次以後 實在是忍
不住了 就走過去問她：﹁妳叫什麼？﹂那女的抬頭說：
﹁我叫牛肉麵 ﹂他應該用最漂亮的名詞講：﹁請問芳名？
請問妳姓什麼 叫什麼？﹂大家看對了眼就好了嘛！對不
對 這都是讓人家誤會的 戴在手上的滿天星好看 插在花
瓶的滿天星好香 掛在夜空的滿天星好美喔！打在頭上的滿
天星 一個字﹁痛﹂！打了滿天星當然是痛
其實我們修行 有時候是這樣的 師尊懂得太多 懂太
多也不好 覺得不知道要修哪一種 ︽道果︾裡面教我們修
氣 現在講了四種 哇！還有五種 還有六種 天啊還有七
種 到底要修哪一種 你們看著辦吧！不過 ︽道果︾裡面
講的修氣都是很有用 我剛剛所講的龍樹菩薩的長生術 大
家要記得 修證讓你的明點無漏很重要 男的要修﹁鑄劍
法﹂ 女的有﹁女丹法﹂ 我有寫在書上 男的一定要修
﹁鑄劍法﹂ 主要是長生
元旦的假期到來 法院的法官心情很愉悅 開庭的時候
就問被告：﹁你幹了什麼壞事？﹂被告低頭講：﹁我今年元
旦去購物早了一些 ﹂法官就問：﹁這並不是壞事啊！﹂又
問：﹁到底是多早呢？﹂被告回答：﹁百貨公司還沒開門之
前 我就去了 ﹂這只是措辭上的問題 看起來很輕 其實
是蠻嚴重的 我們身體健康 大家念頭一定要正 你念頭
正 氣也會正 你氣正 心就正 心正 一切行為也就正
這是有關係的 你念頭亂 你的氣也就亂 氣亂心就亂 心
亂就妄為 就做了很多錯誤
男人講：﹁憑什麼都是我們男人買單？為什麼？為什
麼？為什麼？﹂女人就講：﹁因為鈔票上面印的都是男人的
頭 什麼時候印女人的頭 我就買單 ﹂這大概是在台灣
吧！台灣的鈔票上印的大概都是印男人的頭 沒印女人的
頭 中國大陸也是吧！現在好像不太一樣 英國是印英國女
王吧！喔！那英國女人要付錢 父親對屢次考試都不及格的

兒子講：﹁假如我考試不及格 你會說什麼？﹂兒子講：
﹁沒關係 失敗是成功之母 ﹂很有道理 父親說：﹁要是
再不及格呢？﹂兒子回答：﹁不要緊 勝敗乃兵家常事 ﹂
真的！父親沒辦法講 ﹁如果第三次 或者是每一次都不及
格呢？﹂兒子講：﹁那就是遺傳問題 ﹂很有道理
我們學佛 很重要一點 表面上你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
也是一個修行人 這是真正的修行人 不可以推拖的 我們
今天皈依了 你就是密教的弟子 你就是要修習密教 要從
基本開始 四加行修滿 修﹁本尊相應法﹂ 修﹁上師相應
法﹂ 上師相應了 然後一樣相應 很多樣都一起相應 全
部都會相應 所以你只要相應了本尊 你就能夠有把握本尊
現前 帶你往生佛國 這是一個要訣 也是我們真正的念
頭 再來呢 你要即身成佛 必須要修氣 脈跟明點 就是
修內法 修完內法以後 可以修金剛法 最後修無上密 最
後變成光 你自己只要把光運出來 融入光當中 光光相
會 母光跟子光相會 你就可以成佛了 這是一個最主要
的
問題是你外在是一個修行人 內在卻是一個狼 那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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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37
38

法王

因果的不思議

六 參加婆羅浮圖２０１８年衛賽節
遊行 參訪密總協與密教總會壇城 靜
坐 繞塔
印尼的佛教徒每年慶祝釋迦牟尼佛
的佛誕 固定在婆羅浮圖舉行衛賽節
今年是月日盛大舉行 印尼佛教各
界皆派往代表前往婆羅浮圖參加盛會
往年在婆羅浮圖舉行遊行 誦經 靜
坐 繞塔 放天燈等祈福儀式 參加的
人數往往超過萬人
衛賽節是印度尼西亞的國家假日
紀念活動集中於三座佛教廟宇：遊行隊
伍 從 Mendut 佛 寺 步 行 出 發
經
Pawon 最後到達婆羅浮圖 參加遊行的
佛教團體集中在 Mendut 佛寺 依序步
行至婆羅浮圖佛塔 路程約四公里
︿真佛宗﹀的同門服裝整齊 一邊
走一邊唱釋迦牟尼佛的佛號 所到之處
不禁受到道路兩旁的遊客側目和吸引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 ︿總協會﹀
兩個單位每年衛賽節 都會在會場設立
帳篷壇城 並做祈福儀式 參加的上師
們都到︿真佛宗﹀在婆羅浮圖的壇城禮
拜合影
每年衛賽節活動的最後 即是月正
當圓時刻 大眾共同一起靜坐冥想 直
至滿月升起至最高時 三響震天的鑼聲
劃破靜謐的夜空 僧侶們開始向大眾施
灑淨水 同時 幾萬的群眾裡開始虔誠

的祈禱 在吹號響起 由各界僧侶們引
領大眾 眾人共繞婆羅浮圖佛塔三匝
儀式進行到高潮 會場點燃放天
燈 天燈冉冉上昇至天空 象徵著飛向
整個宇宙虛空 人們在寂靜的夜裡 齊
心地點燃盞盞天燈；在主辦單位的呼聲
下 二千盞天燈同時施放 天燈一盞一
盞的燃放 將黑夜照耀的光明無比 天
燈不僅照亮了星空 也點亮了每個人的
心燈 今年的衛賽節活動 就在平靜與
虔誠中圓滿落幕

雜誌

真佛宗上師、法師、同門眾等共繞婆羅浮圖佛塔三匝。

衛賽節每年在婆羅浮圖舉行遊行、誦經、靜坐、繞塔、放天燈等祈福儀式。
參加遊行的真佛宗團體，依序整齊步行至婆羅浮圖。

■蓮生法王主持印尼阿底峽大法會行程籌委會考察∕燃燈雜誌報導
2018 年印尼衛賽節設置在婆羅浮圖的主壇城
靜坐、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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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考察十月婆羅浮圖活動場地 安排
師尊 師母參觀婆羅浮圖之行程事宜
執行長與籌委會媒體組會議
千年尋根 請佛住世活動第二場將
於月在婆羅浮圖舉行 釋蓮悅上師一
行人在衛賽節隔天即月日一早便前
往婆羅浮圖現場考察場地 安排禮佛
拜佛 念佛的路線
由於籌委會安排月份前往拉姆村

籌委會眾等在〈真佛宗密教總協會〉壇城禮拜合影

八 考察盧布林高︿圓務雷藏寺﹀
執行長與︿圓務雷藏寺﹀理事會開
會 討論師尊蒞臨盧布林高之行程事
宜
執行長與籌委會錄影組 音響組會
議
︿圓務雷藏寺﹀位於盧布林高 前
身是︿圓務堂﹀ 後來理事會在附近
購得一筆土地 興建成獨立兩層樓的
雷藏寺 ︿圓務雷藏寺﹀地處僻靜
綠蔭林幽 前有河流 環境優美
釋蓮悅上師一行人一早抵達盧布
林高機場 釋蓮元上師 釋蓮菩上師
及︿圓務雷藏寺﹀理事同門早已等候
多時 迎接大家的到來
大家到達︿圓務雷藏寺﹀ 先上
香禮佛 同門招待大家一頓豐盛的午
餐 餐後 釋蓮悅上師向大家做簡
報 報告年底大法會後 師尊 師母
將蒞臨盧布林高為︿圓務雷藏寺﹀主
持開光大典 由於盧布林高機場目前
跑道飛機下降載客量只能１２０人
此次籌委會規劃印尼行程將包機載有
１６０人的飛機 所以目前到盧布林
高的行程 因機場跑道仍需克服載客
量這個問題
晚間回到雅加達 執行長與籌委
會音響組開會 討論安排大法會時場
地之音響設備事項

參加遊行的真佛宗團體，依序整齊步行至婆羅浮圖，全程約四公里。

︿定智雷藏寺﹀時會經過婆羅浮圖 所
以特地安排師尊 師母及同行的弟子參
觀世界七大古蹟之一的婆羅浮圖 釋蓮
悅上師也特地考察婆羅浮圖的旅館 交
通 住宿等相關事項
晚間飛回到雅加達 執行長與籌委
會媒體組開會 討論安排大法會時各界
媒體的採訪事項

雜誌

41
42

婆羅浮圖佛塔一隅，旗手隊伍帶領全體開始繞行佛塔。
〈圓務雷藏寺〉同門招待大家一頓豐盛的午餐，籌委會與眾理事在寺前合影。

籌委會眾等在〈真佛宗密教總會〉壇城禮拜合影

考察十月份舉行繞塔活動場地––婆羅浮圖佛塔及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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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釋蓮悅上師考察 ICE 大法會場地。

ＴＢＩ與印尼文宣單位會議

釋蓮悅上師考察 ICE 大法會場地與各組工作人員進行討論。

九 考察法會ＩＣＥ會場
執行長與宗委會會長 印尼密教總會
印尼密教總協會會議
月日師尊主持﹁阿底峽大法
會﹂是最主要的大型活動 地點設在印
尼會展中心︵ＩＣＥ︶舉行 籌委會租
用場地有六個 HALL 場面相當大 可
容納三 四萬人
釋蓮悅上師與秘書 場地組 音響
組 報名組等工作人員上午到達ＩＣＥ
會場考察場地設施 考察大法會場地的
音響效果 釋蓮悅上師與工作人員討論
細節甚久 還有報名組的座位安排 延
生位 往生位的設置地點 師尊 師母
的休息室 上師 法師休息室及迎師地
點的安排 大家都一一在會場檢視

個活動 主題是﹁千年之約｜阿底峽尊
者﹂ 在占碑遺址與日惹婆羅浮圖舉辦
千年尋根的活動 婆羅浮圖佛塔是世界
最大的曼陀羅 我們在這裡尋找佛教曾
經有的光輝
月日大法會是活動的最高潮
但是大法會活動之後 可以為印尼開啟
什麼？我們曾與兩位考古學家做學術交
流 印尼占碑是繼印度︿那爛陀大學﹀
之後東南亞最大的佛教中心 佛教在印
度慢慢式微之後 佛教中心漸漸移至印
尼 希望師尊開啟阿底峽千年的法緣之
後 佛教徒能夠實修 ︿真佛密法﹀在
印尼能夠展開力量並蓬勃地發展
因為舉辦法會需跟外界媒體合作
媒體記者問了我們幾個問題：
１ 誰是蓮生活佛？
２ 誰是阿底峽？
３ 為何要來印尼辦法會？
４ 未來三年︿真佛宗﹀對社會會
奉獻什麼？
這些媒體的問題也給我們文宣一個
方向 我們不只是在辦一場法會而已
而是在轉動阿底峽尊者的法輪 所以才
有千年之約 千年尋根之活動 印尼成
為真佛國之前 需要做何規劃？做什樣
的努力？這是文宣團隊需要共同去思考
的 而且未來讓大家一提起密教 就想
到︿真佛宗﹀︿真佛密法﹀
未來︿真佛宗﹀在印尼要發展 一

定要當地人才能做到 因此最好是讓印
尼這麼多的原住民能夠認識︿真佛密
法﹀ 真實在修行 所以當地人才的培
訓是很重要 任何語言翻譯都不到位
是否以後能推動中文教育
說到教育跟文宣離不開關係 因為
文宣對內是傳達我們的核心價值 文宣
對外就是展現我們的精神 文宣有的是
有形 有的是無形 有形的｜就是透過
文字媒體網路傳播媒介來傳播我們的理
念 無形的｜就是我們待人接物 身口
意的展現 外界人士看到我們就會開始
打分數了 文宣跟教育是永遠一體的
我們可以結合多種媒體 有很多元的方
式可以展現印尼︿真佛報﹀跟︿燃燈雜
誌﹀ 剛好此次阿底峽大法會 文宣可
以用主題報導的方式嘗試去做
︿印尼密教總會﹀發行︿真佛報﹀
已有二十多年 工作人員並拿了印尼
︿真佛報﹀給與會的人士參閱 目前印
尼︿真佛報﹀有時會延遲發行 主要是
人才短缺 釋蓮悅上師鼓勵大家也藉這
個交流的機會 未來試著去找出文字工
作的人才 釋蓮悅上師也分享過去做
︿不一樣新聞﹀的經驗 ︿不一樣新
聞﹀是一份關懷社會的報紙 目前印尼
有許多地方值得去關懷 現在社會發生
什麼事件 開會時就可以探討主題 並
作主題的討論 這樣可以延伸報紙的發
行 每期都有內容可以報導 而且跟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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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Ｉ與印尼文宣單位會議
下午是籌委會釋蓮悅上師與印尼
︿真佛報﹀ ︿燃燈雜誌﹀兩大文宣單
位討論印尼文宣的未來 釋蓮悅上師談
到此次月份大法會的主尊是｜阿底峽
尊者 阿底峽尊者至今時隔一千年 一
千年前︵公元 1012 年︶阿底峽來到印
尼占碑學習佛法 一千年後︵公元
2012 年︶師尊來到印尼種下一棵菩提
樹
︽法王大轉世︾一書提到師尊與阿
底峽是同一人 師尊是阿底峽的轉世
釋蓮悅上師報告大家此次法會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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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釋蓮悅上師考察 ICE 大法會場地。

ＴＢＩ與印尼文宣單位會議

釋蓮悅上師考察 ICE 大法會場地與各組工作人員進行討論。

九 考察法會ＩＣＥ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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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地方值得去關懷 現在社會發生
什麼事件 開會時就可以探討主題 並
作主題的討論 這樣可以延伸報紙的發
行 每期都有內容可以報導 而且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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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與宗委會會長、印尼密教總會、印尼密教總協會會議。

會產生鏈結
媒體報導的文字需要精簡 圖片
可以多一點 現代的人普遍不喜歡閱
讀冗長的文字 版面可以有多元化的
報導 像健康 親子教育 漫畫 風
水 旅遊 城市閱讀 每一期介紹兩
本師尊的書 不知不覺就把師尊的精
神傳達給大眾 一個重要的主題結合
成一份文宣 是多元內容的刊物 放
置在超市 商店等通路 達到文宣廣
告的效益 傳達訊息給不同的族群
並傳遞︿真佛宗﹀的精神
上師表達做文宣需要站在一個高
度 ︿真佛宗﹀如何用文宣力量來關
懷社會 教育同門 我們文宣可以關
懷印尼的同門 透過實體跟網路的鏈
結 可以普及到更年輕的族群 我們
的訊息是對年輕族群一種觀念的導
引 是社會教育的功能 未來印尼的
文宣該如何做 物色媒體寫稿人才
有那些不同單元 哪些管道可以傳

宗委會會長–蓮花程祖上師
〈印尼密教總協會〉劉師姐

◎ 執行長報告
釋蓮悅上師接著跟大家報告 月
份師尊 師母來印尼的行程初步的規
劃 從月日到月日 九天八
夜 因為主辦單位考量讓師尊 師母避
免弘法旅途的勞累 特地包一架１６０
人的專機 可以不用去搭國內航線 也

行長釋蓮悅上師工作很辛苦 積極來籌
畫千年尋根的活動 讓阿底峽尊者的法
流繼續 會長希望大家以無我的精神來
完成師尊蒞臨印尼的弘法行程
另外 會長請大家能夠集思廣益
未來如何讓印尼真佛國的誕生 讓︿真
佛密法﹀能夠在印尼繼續傳承下去 蓮
花程祖上師分享在馬來西亞推動法務的
經驗 除了推動教育工作 興建養老院
關懷老人 照顧僧眾安養的福利 ︿宗
委會﹀目前推動教育文宣所做的工作
也是希望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 釋蓮僧
上師目前在規劃弘法人員晉升審核的程
序 提升弘法人員的素質 希望年輕的
人才能夠加入一起推動弘法的工作

籌委會法務組–蓮飛上師

達？釋蓮悅上師也請大家一同思考未來
如何做
●ＴＢＩ與印尼密教總會 印尼密教總
協會會議
釋蓮悅上師與︿印尼密教總會﹀
︿印尼密教總協會﹀開會 ︿宗委會﹀
會長蓮花程祖上師特地從馬來西亞飛到
雅加達與會 ︿印尼密教總會﹀主席勇
華師兄及︿印尼密教總協會﹀主席月琴
師姐皆出席與會
◎ 宗委會會長蓮花程祖上師致詞
︿宗委會﹀會長蓮花程祖上師勉勵
大家一心來籌辦這次大法會 ＴＢＩ與
︿印尼密教總會﹀ ︿印尼密教總協
會﹀能夠團結合作 辦大法會是一個開
始 除了讓大法會圓滿之外 如何讓印
尼真佛國能夠誕生與實現
會長跟大家報告目前︿宗委會﹀在
推動的工作 像教育處長釋蓮訶上師在
籌劃教育工作的推行 今年三月︿宗委
會﹀來印尼辦研習會能夠圓滿 讓大家
很感動 印尼︿敬德學校﹀是︿真佛
宗﹀在印尼屬於正規的學校 教育年輕
的學子學習︿真佛密法﹀ 會長希望大
家能夠了解師尊 師母的心 祂們對印
尼的期望 帶動文宣單位也是教育工作
的媒介 如何觸動大家的心來護持︿真
佛密法﹀的教育工作 這一次大法會執

續完｜

不需再飛回雅加達轉機 交通飛行時間
就能節省很多
ＴＢＩ執行秘書團隊已將月份的
行程已做很詳細的規劃 執行秘書處很
細心的在籌劃整個行程 每天的食宿
飛行交通都有時間表 行程時間計劃周
詳 釋蓮悅上師也一一跟大家報告
上師也跟大家分享 此行考察千年
尋根活動的地點 占碑與婆羅浮圖 及
參加衛賽節種種感想與心得 婆羅浮圖
衛賽節是印尼佛教界的特色 是佛教界
的嘉年華會 佛教界各個教派都會參加
盛典 希望來年衛賽節時 印尼︿真佛
宗﹀各道場能夠在服裝上一致整齊 代
表︿真佛宗﹀給外界新的觀感
最後 ︿印尼密教總協會﹀主席劉
師姐及釋蓮飛上師 也提出他們寶貴的
意見 希望︿宗委會﹀能夠編纂標準的
教材 提供給︿敬德學校﹀使用 作為
學校的教科書
十 執行長與籌委會法務組 供品組會
議
月日上午 法務組釋蓮飛上師
及組員向釋蓮悅上師做簡報 報告法務
組對壇城的規劃 設置延生位 往生位
之事項 壇城的布置有主壇法王座 上
師座位席 本尊壇城 左右兩側還設置
印尼各地所有雷藏寺的外觀圖 一一展
覽在會場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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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與宗委會會長、印尼密教總會、印尼密教總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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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座位席 本尊壇城 左右兩側還設置
印尼各地所有雷藏寺的外觀圖 一一展
覽在會場

｜專題報導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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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執行長–釋蓮悅上師

執行長與籌委會法務組、供品組會議。

法語均霑

都是﹁應該﹂的

有

■⽂∕蓮曉上師

不迷偏好 安和性空的相戲⽽相樂
保持天然無染 才是真正的和平滋味
︵完︶

不合理的贊成 也許就是反對
在內部實施⼀⾯倒的讚美 那麽在外部就會
⾃然形成⼀⾯倒的批判
在內部實施可贊可反的環境 在外部也就會
變爲有贊有反的環境
世界現象 有著貌似不平衡的對稱平衡
不習慣的⼈會稱它爲﹁可怕的對稱﹂：
他們只習慣於⼀⾯倒 不是左就是右 不是
正就是反 不是善就是惡
世界的精神核⼼ 應當以愛⼼ 公平淨⼼去
⾏事 ⽽不是⼀⼰之⾒ ⼀⼰之執去⾏事
愛應當如太陽的投射 不分別 永平等
明朗的靜光撫慰 調平所有的⽭盾與衝突
接受並包容不同 展現應有盡有⽽不緊繋於

仁者勿心動即是

不平靜中 本來就是平靜！︵下︶
││幡動風動

千層浪時 也就招來千夫所指 那就是對不
平靜的反對
外在 是怎麽也會有所謂無所適從的 怎麽
也會被反對和贊成的
只有內⼼ 可以被佛法訓練 挖掘出原本已
在的如如⾃在 不受影響 幡動 ⾵動 都
是﹁應該﹂的 仁者勿⼼動即是
圓就是對⽅的反對嗎？天圓地⽅之間互相反
對嗎？
也是︵⾃由理解︶ 也不是
只是⾃然界多樣性無限制性的呈現
⾝在事中 ⼼當在無事處
如此達成相對即絕對 絕對不離相對 才是
不⼆法⾨ 這樣好處是：
看⾒⼀切反對也如同贊成 不再懊惱 處之
盡⼒ 處之仍然是⼀系列永遠﹁美美﹂的無拘無
束的快樂！
天然無染才是真正的和平滋味
不合理的反對 也許就是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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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唐卡— 紅度母

圖／勝榮

【紅度母 法相簡介】
「紅度母」這㆒尊是㆓㈩㆒度母其㆗的㆒尊，是屬於作法的本
尊。密教是㈲作法，談到作法，像息災，本身是息滅我們㉂己本身
的業障跟別㆟的業障，讓災難不發生；㆒個就是增益，增加你㉂己
本身的利益，增加他㆟的利益，這些都是作法；㆒個是敬愛，我們
稱娑婆世界為㈲情，㈲情世界的「情」字，才是真正、非常奇妙、
沒㈲辦法解釋的㆒個字。你要在這個「情」字㆖能夠很順暢，很如
意，所作的法叫做懷法，就叫作敬愛法。所以必須要作㆒種法，這
㆒種法非常㈵殊的，將㉂己的障礙消除，將㉂己的怨敵退散，這個
法就是降伏法。紅度母就是在㆓㈩㆒度母當㆗，最重要的㆒個作法
的本尊。

菩提園地

25
《虛空無變易》和
《你的心我來安》發表會 ㆓

現在是七十四 那麼數學好的人馬
上就算出來 一共出家幾年了？三
十二年 現在覺得對出家也有一點
厭倦了 所以我很想還俗 然後把
頭髮留起來 再結婚！
邱琦君：你們要掌聲嗎？無心 無
心 無心！
師尊：這個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一件
事情 你做某一件事情做久了也會
膩啊！對！做了出家人那麼久了
覺得自己也領悟了很多 出家跟不
出家是一樣的 結婚跟不結婚也是
一樣的 ︵邱琦君：所以回到不管
是身分如何 我們怎麼去安定我們
的心︶所以離婚又結婚 那麼又離
婚又結婚 反正不怕死的就來！
︵台語︶
邱琦君：是！其實就回到我們今天
下半場的主題 我們講﹁虛空無變
易﹂ 無變易這件事情 這本書的
書名非常的特別 我們感覺好霹靂
喔！︽虛空無變易︾！
師尊：本來是這樣子的 我們所看
到的 最遠的 當然就是虛空 這
個虛空無止盡 無限的 非常遠
我覺得好像打雷啊！下雨啊！颳風
啊！地震啊！或者是任何一種事情
發生 我們常常看到天有很多變
化 一下子這個變化 一下子那個

變化 都是雲在變化 如果你把虛
空中的雲全部拿開 根本就沒有變
化！這本書本身的書名就是講說
這個虛空的雲就算它一直在變化
本身的虛空也是不變化的
邱琦君：師尊以前有很多書名 其
實就跟師尊的畫一樣 都有很多的
景象 比如說像︽人生的空海︾
啊 ︽一支箭飛上蒼天︾ 還有
︽水中月︾ 其實師尊的書名都是
師尊自定的嗎？在定的時候是不是
有一些想像跟畫面呈現 就像您作
畫一樣？在這個過程中 您有沒有
一個覺得很特別的書名？
師尊：寫那麼多書有沒有特別的書
名？喔！應該講起來是︽水中
月︾ ︽水中月︾是一般講起來在
禪宗裡面談談水月 道場；水月
道場 都是講﹁水月﹂兩個字 我
們知道﹁水中月﹂ 水中月你看
啊！這個月亮在水中 是因為虛空
的月亮映照到水裡面 變成水裡也
有個月亮 你看水裡有個月亮嗎？
是的！有！水裡是有一個月亮 但
是你水中撈月 你游下去想要把月
亮撈起來 你卻永遠沒有辦法撈得
到！這是水中月最主要的意義就是
在這裡 因為水中月本身是虛幻
的 是真實的月映照在水中 水中

︵文接四一三期︶
邱琦君：是 所以﹁悟﹂其實有大
大小小的悟 有不同層次的悟 所
以師尊剛剛從夢講到這個悟 師尊
有一個金句是說 這一切都會過去
的 這一切都會消失的 所以是不
是其實人生也是一場夢？
師尊：對！所以我們講人生按照至
上的意識講 依至上意識的夢 我
們所有的人都是宇宙世界的一個
夢 在這邊表演 我們在這裡講
話 其實都在夢境之中 你一個學
佛的人知道 不管怎麼樣子 你再
富有 再窮困 再怎樣子哀傷 再
怎麼樣子的遭遇困難 你自己要想
一想 也是都會過去的 你看我小
時候 父親因為認為我不是他生
的 所以我活在父親的暴力之下
過了十幾年 我是這樣過的 我既
然過了 我覺得過去的都已經過去
了 也不用再提了 每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都會過去的 這個
就是 過去的已經過去 現在的
也正在過去 未來的還沒有
到 所以佛法裡面講 活
在當下 你必須要活在當
下 這個時刻你把這個事
情做好 這就對了 做
對 做好就對了！過去

也產生出一個月亮出來 你真正下
去 有嗎？有！水中有月亮 眼睛
看到了 但是眼睛是被騙的 你真
正下去你是撈不到那個月的 這個
表示象徵著這是虛幻的 所以你要
領悟 要頓悟 你必須要這樣子
想 這個上主啊！上主祂在天外天
的地方 這整個海洋 山河大地包
括所有的眾生 其實都是沒有的
其實也全部是虛幻的 所以真正講
實在話 我剛剛講過 邱琦君非常
的美麗而且很高貴 但是會變化的
啊！妳是會變化的啊！妳在這個年
齡還是很美 少女時代更美 但是
誰能夠保證 妳過了七十歲 八十
歲 九十歲甚至一百歲 妳一百歲
還能夠像妳現在這樣子嗎？這個是
虛幻的 美也不是永遠的 世界上
沒有所謂永遠的東西！現在山也不
是永遠的 因為它有土石流 水也
不是永遠的 因為冰山融化以後
水位會漲 國家也不是永遠的 因
為水會把這個國家給它淹掉 也有
很多國家很擔心 將來北極的冰山
融化以後 水位提高一定會把他們
整個國家都掩埋 就沒有這個國家
了 從歷史的演變是虛幻的 它本
身來講是一直在變一直在變 所以
我講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的已經過去了 我父親不可能再從
西方境走出來打我 他已經在西方
境了 他不可能走出來再打我 我
被打到十九歲 打到高中 那已經
過去了 過去式了 不要再提 現
在的 我們兩個人這樣子 等一下
我們吃飯的時候就沒有了 就已經
過去了 那未來呢？還沒有到 你
去操什麼心？不用操心 未來都還
沒有到 你也不用煩惱在先 但是
目前現在妳的訪談我的回答 最好
能夠讓大家頓悟 那是最重要的
邱琦君：我們非常感恩師尊 這麼
珍貴的當下 這麼珍貴的法緣 非
常感恩 我們掌聲謝謝師尊 上半
場暫時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
休息後 ︿大燈文化﹀特別準
備了蛋糕 慶祝︿真佛宗﹀根本傳
承上師當代法王作家蓮生活佛盧勝
彥出家三十二週年紀念 在眾弟子
歡欣慶賀高唱﹁出家快樂﹂歌 師
尊也切了蛋糕後 隨即進行下半場
的訪談：
邱琦君：師尊 出家跟不出家 結
婚跟不結婚 單身跟已婚 有小
孩 沒小孩 這都是人世間一些身
份的差異 那師尊出家跟不出家
現出家相又有不同的意義？
師尊：因為我是四十二歲出家的

49
50

2018

Mar

大燈文化新書

■文∕釋蓮會法師

菩提園地

25
《虛空無變易》和
《你的心我來安》發表會 ㆓

現在是七十四 那麼數學好的人馬
上就算出來 一共出家幾年了？三
十二年 現在覺得對出家也有一點
厭倦了 所以我很想還俗 然後把
頭髮留起來 再結婚！
邱琦君：你們要掌聲嗎？無心 無
心 無心！
師尊：這個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一件
事情 你做某一件事情做久了也會
膩啊！對！做了出家人那麼久了
覺得自己也領悟了很多 出家跟不
出家是一樣的 結婚跟不結婚也是
一樣的 ︵邱琦君：所以回到不管
是身分如何 我們怎麼去安定我們
的心︶所以離婚又結婚 那麼又離
婚又結婚 反正不怕死的就來！
︵台語︶
邱琦君：是！其實就回到我們今天
下半場的主題 我們講﹁虛空無變
易﹂ 無變易這件事情 這本書的
書名非常的特別 我們感覺好霹靂
喔！︽虛空無變易︾！
師尊：本來是這樣子的 我們所看
到的 最遠的 當然就是虛空 這
個虛空無止盡 無限的 非常遠
我覺得好像打雷啊！下雨啊！颳風
啊！地震啊！或者是任何一種事情
發生 我們常常看到天有很多變
化 一下子這個變化 一下子那個

變化 都是雲在變化 如果你把虛
空中的雲全部拿開 根本就沒有變
化！這本書本身的書名就是講說
這個虛空的雲就算它一直在變化
本身的虛空也是不變化的
邱琦君：師尊以前有很多書名 其
實就跟師尊的畫一樣 都有很多的
景象 比如說像︽人生的空海︾
啊 ︽一支箭飛上蒼天︾ 還有
︽水中月︾ 其實師尊的書名都是
師尊自定的嗎？在定的時候是不是
有一些想像跟畫面呈現 就像您作
畫一樣？在這個過程中 您有沒有
一個覺得很特別的書名？
師尊：寫那麼多書有沒有特別的書
名？喔！應該講起來是︽水中
月︾ ︽水中月︾是一般講起來在
禪宗裡面談談水月 道場；水月
道場 都是講﹁水月﹂兩個字 我
們知道﹁水中月﹂ 水中月你看
啊！這個月亮在水中 是因為虛空
的月亮映照到水裡面 變成水裡也
有個月亮 你看水裡有個月亮嗎？
是的！有！水裡是有一個月亮 但
是你水中撈月 你游下去想要把月
亮撈起來 你卻永遠沒有辦法撈得
到！這是水中月最主要的意義就是
在這裡 因為水中月本身是虛幻
的 是真實的月映照在水中 水中

︵文接四一三期︶
邱琦君：是 所以﹁悟﹂其實有大
大小小的悟 有不同層次的悟 所
以師尊剛剛從夢講到這個悟 師尊
有一個金句是說 這一切都會過去
的 這一切都會消失的 所以是不
是其實人生也是一場夢？
師尊：對！所以我們講人生按照至
上的意識講 依至上意識的夢 我
們所有的人都是宇宙世界的一個
夢 在這邊表演 我們在這裡講
話 其實都在夢境之中 你一個學
佛的人知道 不管怎麼樣子 你再
富有 再窮困 再怎樣子哀傷 再
怎麼樣子的遭遇困難 你自己要想
一想 也是都會過去的 你看我小
時候 父親因為認為我不是他生
的 所以我活在父親的暴力之下
過了十幾年 我是這樣過的 我既
然過了 我覺得過去的都已經過去
了 也不用再提了 每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都會過去的 這個
就是 過去的已經過去 現在的
也正在過去 未來的還沒有
到 所以佛法裡面講 活
在當下 你必須要活在當
下 這個時刻你把這個事
情做好 這就對了 做
對 做好就對了！過去

也產生出一個月亮出來 你真正下
去 有嗎？有！水中有月亮 眼睛
看到了 但是眼睛是被騙的 你真
正下去你是撈不到那個月的 這個
表示象徵著這是虛幻的 所以你要
領悟 要頓悟 你必須要這樣子
想 這個上主啊！上主祂在天外天
的地方 這整個海洋 山河大地包
括所有的眾生 其實都是沒有的
其實也全部是虛幻的 所以真正講
實在話 我剛剛講過 邱琦君非常
的美麗而且很高貴 但是會變化的
啊！妳是會變化的啊！妳在這個年
齡還是很美 少女時代更美 但是
誰能夠保證 妳過了七十歲 八十
歲 九十歲甚至一百歲 妳一百歲
還能夠像妳現在這樣子嗎？這個是
虛幻的 美也不是永遠的 世界上
沒有所謂永遠的東西！現在山也不
是永遠的 因為它有土石流 水也
不是永遠的 因為冰山融化以後
水位會漲 國家也不是永遠的 因
為水會把這個國家給它淹掉 也有
很多國家很擔心 將來北極的冰山
融化以後 水位提高一定會把他們
整個國家都掩埋 就沒有這個國家
了 從歷史的演變是虛幻的 它本
身來講是一直在變一直在變 所以
我講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的已經過去了 我父親不可能再從
西方境走出來打我 他已經在西方
境了 他不可能走出來再打我 我
被打到十九歲 打到高中 那已經
過去了 過去式了 不要再提 現
在的 我們兩個人這樣子 等一下
我們吃飯的時候就沒有了 就已經
過去了 那未來呢？還沒有到 你
去操什麼心？不用操心 未來都還
沒有到 你也不用煩惱在先 但是
目前現在妳的訪談我的回答 最好
能夠讓大家頓悟 那是最重要的
邱琦君：我們非常感恩師尊 這麼
珍貴的當下 這麼珍貴的法緣 非
常感恩 我們掌聲謝謝師尊 上半
場暫時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
休息後 ︿大燈文化﹀特別準
備了蛋糕 慶祝︿真佛宗﹀根本傳
承上師當代法王作家蓮生活佛盧勝
彥出家三十二週年紀念 在眾弟子
歡欣慶賀高唱﹁出家快樂﹂歌 師
尊也切了蛋糕後 隨即進行下半場
的訪談：
邱琦君：師尊 出家跟不出家 結
婚跟不結婚 單身跟已婚 有小
孩 沒小孩 這都是人世間一些身
份的差異 那師尊出家跟不出家
現出家相又有不同的意義？
師尊：因為我是四十二歲出家的

49
50

2018

Mar

大燈文化新書

■文∕釋蓮會法師

的
師尊：都是 只有虛空無變易 其
他的統統山河大地 包括所有的一
切眾生 動物全部都在變化 你看
現在有很多東西也是 很多動物也
都被滅絕掉 那已經就沒有了 有
的東西還存在 但是有很多東西全
部都滅絕掉 人類有一天 像那個
霍金 那個物理學家講的 外太空
人 到了地球他們比我們文明還高
明 然後把我們人類全部一起都滅
掉！那就是只剩下﹁虛空無變
易﹂！其他都變了！就沒有人類
了 人類全部絕種！那個時候也沒
有愛情啦！善惡啊！黑白啊！是非
啊！什麼都沒有！
邱琦君：是的！所以在︽虛空無變
易︾這本書裡面 其實有提到 就
是師尊常說的一句金句 就是我們
要怎麼找到自己？就是找到佛性！
師尊：對！這就是要修行！我們每
一個人本身都要回到虛空 你從虛
空來 再回虛空去！那麼虛空是什
麼呢？就是一個佛性 一個至上的
意識在那裡 你必須要跟你至上的
意識合一 但是你要經過一個管
道 也就是至上意識本身派下來的
瑤池金母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 都是屬於虛空的 祂是由至

三國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中國 都是在變幻
的 到了幾百年以後這個國家也沒
有了 又變成另一個 那麼這些在
變幻之中其實就是﹁無﹂ 也就是
﹁空﹂ 我們在這裡聽法的所有的
人 說不定五十年以後 再過五十
年以後 師尊絕對是不在的 大家
還在嗎？有的也不在了 那麼再遠
一點 過一百年後我們所有的人都
不在了 師尊不在了 專訪的也不
在了 那你想想看 不是很虛幻
嗎？你家財萬貫也是一樣啊！你無
立錐之地很窮苦的人也一樣啊！所
以虛空無變易！
邱琦君：是的！所以我剛剛是從
﹁水中月﹂講到了﹁虛空無變
易﹂ 一連串的思想 其實在這本
書︽虛空無變易︾的序文裡面 您
有提到要我們思考﹁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我們如何解脫？﹂又寫到
﹁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名
為假名 亦是中道義﹂這本書您要
說的是﹁悟﹂這個字 我可不可以
幫大家直接問 您要我們悟什麼？
師尊：我覺得﹁悟﹂其實要悟什麼
才好呢？其實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
都是虛幻的 所以在師尊的眼中所
謂度眾生 就是因為沒有眾生才叫

上所顯化出來的 所謂的佛 傳下
的佛法 給在人間的咕嚕 人間的
老師 人間的老師再教大家怎麼樣
回歸到虛空！︵邱琦君：我們是從
虛空來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虛
空來的 所以要回去必須要經過咕
嚕 就是上師 然後由上師再接引
你們跟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
諸天能夠合一 那麼合一了以後
再回歸到至上的意識裡面 ︵邱琦
君：這本書實在太棒了︶這個就是
這樣的！︵邱琦君：感恩師尊 這
本書棒不棒？︶
邱琦君：感恩師尊！想請教這種是
不是 師尊剛剛說我們找到自己找
到佛性 就要靠修行 所以我們在
這個修行的過程 在修法的過程
中 每天這樣子不斷的練習 跟我
們至上的意識能夠結合
師尊：對！其實所謂印度的瑜伽
印度的瑜伽 師父以前有講過 告
訴我印度的瑜伽 第一個它是用呼
吸法 就是你打坐的時候用呼吸的
方法 然後你吸進一口氣 就是
﹁此﹂ 彼此的此 此︱呼出一口
氣 此我︱然後再吸進一口氣
非︱是非的﹁非﹂ 此我非我 這
樣子呼吸 吸進來︱此我非我 這
個觀念一直存在你的腦海裡面 然

做度眾生 當然這種話一般人聽起
來都是
因為你已經認識剛剛
已經講了水中月 你得到的全部都
是水中月 你再怎麼樣挖還是水中
月 結果到最後還是空的︵邱琦
君：怎麼撈還是水中月 撈不起
來︶ 因為水中根本沒有月 但是
看了實有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看自
己 實有！實在有一個盧勝彥 實
在有一個盧勝彥坐在這裡受專訪
實在是有！但是很快的時間的巨
輪 時輪金剛的巨輪轉過去以後
被專訪的盧勝彥也變了 然後這個
時間的巨輪轉過去以後 你這個人
也會走了 將來就住在西方境 我
會住在西方境 歡迎大家來作伴
做逗陣︵作伴-台語︶！那麼西方境
是永遠的嗎？那可不一定︵邱琦
君：不一定︶ 對！因為虎山如果
來一個大地震 車籠埔斷層那一次
地震很厲害 一震！前面的︿觀音
禪寺﹀就沒有了！我右手邊霧峰的
︿萬佛寺﹀也沒有了 這邊的︿靈
巖山寺﹀也沒有了 還有︿人乘
寺﹀也沒有了 就剩下一個︿台灣
雷藏寺﹀！
︿台灣雷藏寺﹀因為那個時候
有四個角 有四大天王把它扶起
來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放在一個

後靠著完全的呼吸 毘盧七支坐
然後調息 此我非我 此我非我
此我非我 這樣子的呼吸 呼吸到
最後你要領悟到這個﹁我﹂便不是
我
然後再練第二個招式 我剛剛
那個想念﹁此念非念﹂ 這個念頭
不是我的念頭 再修﹁此念非念﹂
就是無念 先修﹁無我﹂再修﹁無
念﹂ 然後再觀想自己心中的蓮花
開 裡面有一個﹁阿﹂字 然後用
寶瓶氣的氣把這個﹁阿﹂字慢慢
推 推到喉輪再推到頂竅 再從頂
竅飛出去 虛空中有一個阿字
﹁阿﹂字跟﹁阿﹂字合一 你就回
歸到本尊那裡 跟本尊相應！本尊
相應以後 這個本尊回到至上那裡
去 就是虛空 那你會變成永恆的
存在 永恆 真的就變成永恆 唯
有這樣子人才能夠永恆 這就是我
們學佛的一個方法！到最後你會變
永恆！所以只有虛空沒有變易
邱琦君：是！感恩師尊 所以剛剛
師尊的意思說我們先修﹁無我﹂
了解這個身不是永恆的 ︵師尊：
這個身體不是永恆的 ︶這個念不
是永恆的？
師尊：還有念頭也是沒有的 因為
沒有﹁我﹂哪裡還有念頭？︵邱琦

角 然後其實︿台灣雷藏寺﹀底下
全部掏空 完全掏空掉 空的！這
整個︿台灣雷藏寺﹀不過靠四邊的
角撐住而已 四大天王把它扶住撐
住 底下全部掏空 全部掏到墳場
那裡去 那凸起來一個很大的山
廖 玉存 上師 那時候我隱居啊！我
隱居的時候 他來 他懂得 他有
跟我見過一次面 如何挽救︿台灣
雷藏寺﹀ 因為水泥拌沙一直灌一
直灌 你們知道灌了多少包嗎？十
幾萬包的水泥全部下去還沒有滿
廖玉存上師來找我 他說：﹁師
尊 請你幫幫忙 讓它滿！﹂好
我就畫了一張符 說你回去水泥拌
沙給它灌進去它就滿！我畫了什麼
符？那個符叫做﹁填得滿﹂！那一
張符紙是我寫了幾個字 ﹁勒令！
填得滿！﹂跟著水泥下去終於滿！
所以我們︿台灣雷藏寺﹀是水泥
幾十萬包的水泥上面立起來的 應
該是永遠不壞的！但是誰敢保證
再來個車籠埔斷層把整個水泥整個
推掉！整個雷藏寺就陷下去 連西
方境也沒有了 所以不是永遠的
根本沒有永遠的東西！
邱琦君：所以我們從這種種師尊所
說的 從水中月 虛空無變易又講
到雷藏寺 所以的一切沒有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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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師尊：都是 只有虛空無變易 其
他的統統山河大地 包括所有的一
切眾生 動物全部都在變化 你看
現在有很多東西也是 很多動物也
都被滅絕掉 那已經就沒有了 有
的東西還存在 但是有很多東西全
部都滅絕掉 人類有一天 像那個
霍金 那個物理學家講的 外太空
人 到了地球他們比我們文明還高
明 然後把我們人類全部一起都滅
掉！那就是只剩下﹁虛空無變
易﹂！其他都變了！就沒有人類
了 人類全部絕種！那個時候也沒
有愛情啦！善惡啊！黑白啊！是非
啊！什麼都沒有！
邱琦君：是的！所以在︽虛空無變
易︾這本書裡面 其實有提到 就
是師尊常說的一句金句 就是我們
要怎麼找到自己？就是找到佛性！
師尊：對！這就是要修行！我們每
一個人本身都要回到虛空 你從虛
空來 再回虛空去！那麼虛空是什
麼呢？就是一個佛性 一個至上的
意識在那裡 你必須要跟你至上的
意識合一 但是你要經過一個管
道 也就是至上意識本身派下來的
瑤池金母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 都是屬於虛空的 祂是由至

三國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中國 都是在變幻
的 到了幾百年以後這個國家也沒
有了 又變成另一個 那麼這些在
變幻之中其實就是﹁無﹂ 也就是
﹁空﹂ 我們在這裡聽法的所有的
人 說不定五十年以後 再過五十
年以後 師尊絕對是不在的 大家
還在嗎？有的也不在了 那麼再遠
一點 過一百年後我們所有的人都
不在了 師尊不在了 專訪的也不
在了 那你想想看 不是很虛幻
嗎？你家財萬貫也是一樣啊！你無
立錐之地很窮苦的人也一樣啊！所
以虛空無變易！
邱琦君：是的！所以我剛剛是從
﹁水中月﹂講到了﹁虛空無變
易﹂ 一連串的思想 其實在這本
書︽虛空無變易︾的序文裡面 您
有提到要我們思考﹁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我們如何解脫？﹂又寫到
﹁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名
為假名 亦是中道義﹂這本書您要
說的是﹁悟﹂這個字 我可不可以
幫大家直接問 您要我們悟什麼？
師尊：我覺得﹁悟﹂其實要悟什麼
才好呢？其實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
都是虛幻的 所以在師尊的眼中所
謂度眾生 就是因為沒有眾生才叫

上所顯化出來的 所謂的佛 傳下
的佛法 給在人間的咕嚕 人間的
老師 人間的老師再教大家怎麼樣
回歸到虛空！︵邱琦君：我們是從
虛空來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虛
空來的 所以要回去必須要經過咕
嚕 就是上師 然後由上師再接引
你們跟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
諸天能夠合一 那麼合一了以後
再回歸到至上的意識裡面 ︵邱琦
君：這本書實在太棒了︶這個就是
這樣的！︵邱琦君：感恩師尊 這
本書棒不棒？︶
邱琦君：感恩師尊！想請教這種是
不是 師尊剛剛說我們找到自己找
到佛性 就要靠修行 所以我們在
這個修行的過程 在修法的過程
中 每天這樣子不斷的練習 跟我
們至上的意識能夠結合
師尊：對！其實所謂印度的瑜伽
印度的瑜伽 師父以前有講過 告
訴我印度的瑜伽 第一個它是用呼
吸法 就是你打坐的時候用呼吸的
方法 然後你吸進一口氣 就是
﹁此﹂ 彼此的此 此︱呼出一口
氣 此我︱然後再吸進一口氣
非︱是非的﹁非﹂ 此我非我 這
樣子呼吸 吸進來︱此我非我 這
個觀念一直存在你的腦海裡面 然

做度眾生 當然這種話一般人聽起
來都是
因為你已經認識剛剛
已經講了水中月 你得到的全部都
是水中月 你再怎麼樣挖還是水中
月 結果到最後還是空的︵邱琦
君：怎麼撈還是水中月 撈不起
來︶ 因為水中根本沒有月 但是
看了實有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看自
己 實有！實在有一個盧勝彥 實
在有一個盧勝彥坐在這裡受專訪
實在是有！但是很快的時間的巨
輪 時輪金剛的巨輪轉過去以後
被專訪的盧勝彥也變了 然後這個
時間的巨輪轉過去以後 你這個人
也會走了 將來就住在西方境 我
會住在西方境 歡迎大家來作伴
做逗陣︵作伴-台語︶！那麼西方境
是永遠的嗎？那可不一定︵邱琦
君：不一定︶ 對！因為虎山如果
來一個大地震 車籠埔斷層那一次
地震很厲害 一震！前面的︿觀音
禪寺﹀就沒有了！我右手邊霧峰的
︿萬佛寺﹀也沒有了 這邊的︿靈
巖山寺﹀也沒有了 還有︿人乘
寺﹀也沒有了 就剩下一個︿台灣
雷藏寺﹀！
︿台灣雷藏寺﹀因為那個時候
有四個角 有四大天王把它扶起
來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放在一個

後靠著完全的呼吸 毘盧七支坐
然後調息 此我非我 此我非我
此我非我 這樣子的呼吸 呼吸到
最後你要領悟到這個﹁我﹂便不是
我
然後再練第二個招式 我剛剛
那個想念﹁此念非念﹂ 這個念頭
不是我的念頭 再修﹁此念非念﹂
就是無念 先修﹁無我﹂再修﹁無
念﹂ 然後再觀想自己心中的蓮花
開 裡面有一個﹁阿﹂字 然後用
寶瓶氣的氣把這個﹁阿﹂字慢慢
推 推到喉輪再推到頂竅 再從頂
竅飛出去 虛空中有一個阿字
﹁阿﹂字跟﹁阿﹂字合一 你就回
歸到本尊那裡 跟本尊相應！本尊
相應以後 這個本尊回到至上那裡
去 就是虛空 那你會變成永恆的
存在 永恆 真的就變成永恆 唯
有這樣子人才能夠永恆 這就是我
們學佛的一個方法！到最後你會變
永恆！所以只有虛空沒有變易
邱琦君：是！感恩師尊 所以剛剛
師尊的意思說我們先修﹁無我﹂
了解這個身不是永恆的 ︵師尊：
這個身體不是永恆的 ︶這個念不
是永恆的？
師尊：還有念頭也是沒有的 因為
沒有﹁我﹂哪裡還有念頭？︵邱琦

角 然後其實︿台灣雷藏寺﹀底下
全部掏空 完全掏空掉 空的！這
整個︿台灣雷藏寺﹀不過靠四邊的
角撐住而已 四大天王把它扶住撐
住 底下全部掏空 全部掏到墳場
那裡去 那凸起來一個很大的山
廖 玉存 上師 那時候我隱居啊！我
隱居的時候 他來 他懂得 他有
跟我見過一次面 如何挽救︿台灣
雷藏寺﹀ 因為水泥拌沙一直灌一
直灌 你們知道灌了多少包嗎？十
幾萬包的水泥全部下去還沒有滿
廖玉存上師來找我 他說：﹁師
尊 請你幫幫忙 讓它滿！﹂好
我就畫了一張符 說你回去水泥拌
沙給它灌進去它就滿！我畫了什麼
符？那個符叫做﹁填得滿﹂！那一
張符紙是我寫了幾個字 ﹁勒令！
填得滿！﹂跟著水泥下去終於滿！
所以我們︿台灣雷藏寺﹀是水泥
幾十萬包的水泥上面立起來的 應
該是永遠不壞的！但是誰敢保證
再來個車籠埔斷層把整個水泥整個
推掉！整個雷藏寺就陷下去 連西
方境也沒有了 所以不是永遠的
根本沒有永遠的東西！
邱琦君：所以我們從這種種師尊所
說的 從水中月 虛空無變易又講
到雷藏寺 所以的一切沒有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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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祂弄髒了？會不會佛菩薩來讓
祂聞到不好的味道或者怎麼樣的？
其實都是虛幻！真正講起來 當然
我們開始的時候不能夠這樣子放
肆 把經典 ︻金剛經︼放在廁
所 或者在馬桶上看經怎麼樣的
當你開悟了以後知道了 實在是沒
有變易的時候 而且菩薩無所不在
的時候 你才能夠把這個解開 不
然你是解不開的 你拿護身符進去
裡面洗澡 有人講說這樣子是得罪
了神明 得罪了佛菩薩 坐在馬桶
上看經也是會得罪佛菩薩 當然那
個也是會得罪佛菩薩 你總不能把
瑤池金母供在廁所裡面 但是人的
觀念一定要清淨 佛經也要清淨
什麼東西都要清淨 其實哪個地方
清淨了？你每天肚子裡面所裝的東
西就是那個東西 你以為自己已經
清淨了？其實你腸子裡面的東西還
是髒東西！你的護身牌還是貼在你
的腸子 這個是要有了悟境的人才
可以做 沒悟境的人始終認為那是
一種污穢
邱琦君：另外就是剛剛師尊有提到
說 有悟境的 有證量的覺者 隨
時都會有一個清淨的狀態 一般來
講我們一般人 常常會有一些 就
是我們一般俗人 其實或是一般在

君：是！只有在跟至上的 ︶對！
這是最高修行！所以你講說我愛你
一萬年 愛你萬萬年 愛你生生世
世 永永遠遠 你要這樣子做 你
一定要修行佛法 你跟真我能夠合
一的話 你才能夠有資格講這一句
話 愛你生生世世 永永遠遠 不
然都是會變的 全部都會變的 所
以我剛剛開始講 我可以結婚 也
可以還俗 又可以再結婚 又可以
再還俗 再出家 然後又再還俗
又再結婚 為什麼這樣子呢？因為
我知道這個是虛幻的 不是真實性
的 真正要愛你萬萬年 永永遠
遠 Forever 一定要跟本尊相應回
到佛國淨土 才有辦法！
邱琦君：感恩師尊傳授給我們威力
很大的呼吸 在一呼一吸中怎麼修
無我？怎麼修無念？怎麼跟至上的
意識合一？回到無我 回到永恆
我們感恩師尊！
剛剛師尊很簡單的跟我們講呼
吸的方式 那簡單也是非常的困
難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這已經是
一個我們在平常生活可以隨時練
習 因為我們隨時都在呼吸 所以
常常可以練 利用呼吸來練習 在
平常生活中其實有些人可能有到一
些顯教的道場 常常看到在洗手的

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帶有很多自己的
習性 其實就是一個習性帶來的不
好的行為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隨時
提醒自己要回到一個清靜的狀態？
師尊：當然是要靠戒律 當然是要
靠佛教本身的戒律 可以讓你從外
面的行為 減少你的業力 你這樣
子的領悟才會快一點！
邱琦君：所以戒律也就是我們所要
有一個禪定的狀態之前 一定要有
的一種習慣
師尊：對！另外我們每一個人的身
體 告訴你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
身體都是因果體 都是有因有果的
體 有因有果的體就是不能犯戒
你犯了戒有因有果的體 你就是要
走因果這一條路 在六道裡面輪
迴 你要脫離因果 你必須要守佛
教的戒律 但是到了有一天你跟至
上合一了 你就是至上了 至上本
身講起來當然很難跟大家講清楚
祂可以有所為 有所不為 甚至於
無所不為 那是你已經跟至上合一
了你才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沒有跟
至上合一 你這樣子違背了戒律
那你是因果體的話 你的肉體就是
因果體 你既然還是因果體的話
你就不能夠犯戒！
邱琦君：是 我們感恩師尊給我們

地方 他們會講說洗杯洗心 或者
是洗手洗心 就是在一個過程 在
一個洗手的動作中去洗我們的念
頭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其實
也可以透過剛剛是講呼吸嘛！因為
現在人生活非常的忙碌 在忙著滑
手機啊！忙著回email啊！我們今天
討論的兩本書︽你的心我來安︾
︽虛空無變易︾這兩本書當中其實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在現在忙碌的
生活中 我們怎麼找回那個片刻可
以回到寧靜 可以回到平靜 可以
回到安心？
師尊：實在現在目前這世界上的
人 或者是我們在凡塵當中的人
事情是很多 沒有辦法時時練無
我 無念 甚至於非生 但是釋迦
牟尼佛曾經講過一句話：﹁祂在這
世界上 祂在行走修行當中 祂是
永遠是在禪定的 ﹂這句話怎麼
講？就是當我們精神統一不管做任
何事情 精神統一的時候 才可以
這樣子講 就是無時無刻都在禪定
之中！佛陀這樣子講就是精神統
一 無事不辦 你只要專心一致
什麼事情都可以成功！
像我來講 我就用一方法 每
一次我一有閒下來的時候 我馬上
︵師尊示範︶ 這時候我就跟宇宙

的意識完全接通 可以完全接通
而且每一次我完全接通有一個現象
就是臉會變 臉會變 你看我現在
這個樣子︵師尊示範︶ 這個臉有
沒有變？有喔！也就是在一剎那之
間 你一直在觀想至上意識 你在
兩個眉毛當中 這個眉心輪 它是
千葉蓮花 千葉蓮花的所在 你只
要把你的意念放在千葉蓮花的所
在 然後宇宙的法流 至上意識的
法流 就到你身體裡面 然後我的
臉就會變！就是這個樣子 那時可
以在禪定之中
邱琦君：所以師尊所說的就是專
注 專心 制心一處
師尊：對！我每天就是一有空坐在
沙發上 或者是坐在椅子上 我只
要把念頭提升 凝神在天心這個地
方的時候 馬上就至上意識跟我溝
通 所以馬上我能夠算事情 好像
在走路人家問我事情 我一凝神在
天心 我的本尊就跟我溝通 就能
夠馬上可以算出事情 就是這個原
因 我現在跟你們講 為什麼盧師
尊在廁所裡面也可以算？廁所裡面
當然也可以算！因為大家曉得 佛
講過一句話：﹁無所不在！﹂你以
為廁所裡面就沒有佛了？當然有！
你雖然坐在馬桶上也可以算！會不

這樣子的提醒跟開示 今天非常感
謝師尊幫我們介紹︿大燈文化﹀出
的書 其中︽虛空無變易︾提到就
是怎麼樣回到 怎麼跟我們的至上
的意識結合 然後統一 回到真
我 這本書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
是師尊最新的創作 希望各位真佛
弟子 師尊的書迷可以大家支持師
尊的這本書 相信這本書一定會是
暢銷書之一 謝謝師尊給我們今天
非常寶貴的開示
訪談後 ︿大燈文化﹀精心製
作蓮生活佛出家三十二年週年紀念
影片 讓大眾欣賞及回顧︿真佛
宗﹀蓮生活佛由出生 學法 弘
法 艱難度眾的歷程 師佛為了引
度無二無別迷失中的眾生 發願粉
身碎骨度眾生的大願 希望眾生人
人解脫 共入佛道 當影片結束
時 現場齊喊：﹁師尊 師母我們
敬愛您！恭祝師尊出家日快樂！﹂
隨後 師尊現場簽書 及摩頂加持
與會眾弟子後 眾弟子也依依不捨
恭送師尊 師母一行眾等座車離
去 並期待下次相聚 聆聽師佛妙
語如珠法語開示
｜ 完 ｜

53
54

會把祂弄髒了？會不會佛菩薩來讓
祂聞到不好的味道或者怎麼樣的？
其實都是虛幻！真正講起來 當然
我們開始的時候不能夠這樣子放
肆 把經典 ︻金剛經︼放在廁
所 或者在馬桶上看經怎麼樣的
當你開悟了以後知道了 實在是沒
有變易的時候 而且菩薩無所不在
的時候 你才能夠把這個解開 不
然你是解不開的 你拿護身符進去
裡面洗澡 有人講說這樣子是得罪
了神明 得罪了佛菩薩 坐在馬桶
上看經也是會得罪佛菩薩 當然那
個也是會得罪佛菩薩 你總不能把
瑤池金母供在廁所裡面 但是人的
觀念一定要清淨 佛經也要清淨
什麼東西都要清淨 其實哪個地方
清淨了？你每天肚子裡面所裝的東
西就是那個東西 你以為自己已經
清淨了？其實你腸子裡面的東西還
是髒東西！你的護身牌還是貼在你
的腸子 這個是要有了悟境的人才
可以做 沒悟境的人始終認為那是
一種污穢
邱琦君：另外就是剛剛師尊有提到
說 有悟境的 有證量的覺者 隨
時都會有一個清淨的狀態 一般來
講我們一般人 常常會有一些 就
是我們一般俗人 其實或是一般在

君：是！只有在跟至上的 ︶對！
這是最高修行！所以你講說我愛你
一萬年 愛你萬萬年 愛你生生世
世 永永遠遠 你要這樣子做 你
一定要修行佛法 你跟真我能夠合
一的話 你才能夠有資格講這一句
話 愛你生生世世 永永遠遠 不
然都是會變的 全部都會變的 所
以我剛剛開始講 我可以結婚 也
可以還俗 又可以再結婚 又可以
再還俗 再出家 然後又再還俗
又再結婚 為什麼這樣子呢？因為
我知道這個是虛幻的 不是真實性
的 真正要愛你萬萬年 永永遠
遠 Forever 一定要跟本尊相應回
到佛國淨土 才有辦法！
邱琦君：感恩師尊傳授給我們威力
很大的呼吸 在一呼一吸中怎麼修
無我？怎麼修無念？怎麼跟至上的
意識合一？回到無我 回到永恆
我們感恩師尊！
剛剛師尊很簡單的跟我們講呼
吸的方式 那簡單也是非常的困
難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這已經是
一個我們在平常生活可以隨時練
習 因為我們隨時都在呼吸 所以
常常可以練 利用呼吸來練習 在
平常生活中其實有些人可能有到一
些顯教的道場 常常看到在洗手的

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帶有很多自己的
習性 其實就是一個習性帶來的不
好的行為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隨時
提醒自己要回到一個清靜的狀態？
師尊：當然是要靠戒律 當然是要
靠佛教本身的戒律 可以讓你從外
面的行為 減少你的業力 你這樣
子的領悟才會快一點！
邱琦君：所以戒律也就是我們所要
有一個禪定的狀態之前 一定要有
的一種習慣
師尊：對！另外我們每一個人的身
體 告訴你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
身體都是因果體 都是有因有果的
體 有因有果的體就是不能犯戒
你犯了戒有因有果的體 你就是要
走因果這一條路 在六道裡面輪
迴 你要脫離因果 你必須要守佛
教的戒律 但是到了有一天你跟至
上合一了 你就是至上了 至上本
身講起來當然很難跟大家講清楚
祂可以有所為 有所不為 甚至於
無所不為 那是你已經跟至上合一
了你才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沒有跟
至上合一 你這樣子違背了戒律
那你是因果體的話 你的肉體就是
因果體 你既然還是因果體的話
你就不能夠犯戒！
邱琦君：是 我們感恩師尊給我們

地方 他們會講說洗杯洗心 或者
是洗手洗心 就是在一個過程 在
一個洗手的動作中去洗我們的念
頭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其實
也可以透過剛剛是講呼吸嘛！因為
現在人生活非常的忙碌 在忙著滑
手機啊！忙著回email啊！我們今天
討論的兩本書︽你的心我來安︾
︽虛空無變易︾這兩本書當中其實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在現在忙碌的
生活中 我們怎麼找回那個片刻可
以回到寧靜 可以回到平靜 可以
回到安心？
師尊：實在現在目前這世界上的
人 或者是我們在凡塵當中的人
事情是很多 沒有辦法時時練無
我 無念 甚至於非生 但是釋迦
牟尼佛曾經講過一句話：﹁祂在這
世界上 祂在行走修行當中 祂是
永遠是在禪定的 ﹂這句話怎麼
講？就是當我們精神統一不管做任
何事情 精神統一的時候 才可以
這樣子講 就是無時無刻都在禪定
之中！佛陀這樣子講就是精神統
一 無事不辦 你只要專心一致
什麼事情都可以成功！
像我來講 我就用一方法 每
一次我一有閒下來的時候 我馬上
︵師尊示範︶ 這時候我就跟宇宙

的意識完全接通 可以完全接通
而且每一次我完全接通有一個現象
就是臉會變 臉會變 你看我現在
這個樣子︵師尊示範︶ 這個臉有
沒有變？有喔！也就是在一剎那之
間 你一直在觀想至上意識 你在
兩個眉毛當中 這個眉心輪 它是
千葉蓮花 千葉蓮花的所在 你只
要把你的意念放在千葉蓮花的所
在 然後宇宙的法流 至上意識的
法流 就到你身體裡面 然後我的
臉就會變！就是這個樣子 那時可
以在禪定之中
邱琦君：所以師尊所說的就是專
注 專心 制心一處
師尊：對！我每天就是一有空坐在
沙發上 或者是坐在椅子上 我只
要把念頭提升 凝神在天心這個地
方的時候 馬上就至上意識跟我溝
通 所以馬上我能夠算事情 好像
在走路人家問我事情 我一凝神在
天心 我的本尊就跟我溝通 就能
夠馬上可以算出事情 就是這個原
因 我現在跟你們講 為什麼盧師
尊在廁所裡面也可以算？廁所裡面
當然也可以算！因為大家曉得 佛
講過一句話：﹁無所不在！﹂你以
為廁所裡面就沒有佛了？當然有！
你雖然坐在馬桶上也可以算！會不

這樣子的提醒跟開示 今天非常感
謝師尊幫我們介紹︿大燈文化﹀出
的書 其中︽虛空無變易︾提到就
是怎麼樣回到 怎麼跟我們的至上
的意識結合 然後統一 回到真
我 這本書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
是師尊最新的創作 希望各位真佛
弟子 師尊的書迷可以大家支持師
尊的這本書 相信這本書一定會是
暢銷書之一 謝謝師尊給我們今天
非常寶貴的開示
訪談後 ︿大燈文化﹀精心製
作蓮生活佛出家三十二年週年紀念
影片 讓大眾欣賞及回顧︿真佛
宗﹀蓮生活佛由出生 學法 弘
法 艱難度眾的歷程 師佛為了引
度無二無別迷失中的眾生 發願粉
身碎骨度眾生的大願 希望眾生人
人解脫 共入佛道 當影片結束
時 現場齊喊：﹁師尊 師母我們
敬愛您！恭祝師尊出家日快樂！﹂
隨後 師尊現場簽書 及摩頂加持
與會眾弟子後 眾弟子也依依不捨
恭送師尊 師母一行眾等座車離
去 並期待下次相聚 聆聽師佛妙
語如珠法語開示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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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蓮麒法師

釋蓮映法師

熊露芳師姐

進入威德前
進入威德後
離開威德後

二

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看山還是山

○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為期
近九個月的佛學院課程終於告
一段落 原本預計上午十點整典禮
準時開始 但因有一宗教學術團體
來訪 恰巧有佛學院的學員充當英
文翻譯 以致延誤時許 十點半才
正式揭開序幕
開始由學務長釋蓮錦法師帶領
大家做大禮拜後 就交由司儀釋蓮
等法師來介紹畢業典禮與會人員
首先由院長釋蓮哲上師對學員
們語重心長的訓勉 密教是以根本
上師為主 根本上師的心要口訣
看似尋常無奇 但若無根本上師的
提點 就會如同瞎子摸象 難以窺
其堂奧 ﹁悲智雙運﹂更是修行人
所應具備的基礎功課 不能單向運
作 只有智慧會變成狂妄自大 只
有慈悲則會變成愚痴無知 事理要
圓融 修行才能相輔相成
︿宗委會﹀已擬定將來︿真佛
宗﹀的出家眾都要經過類似的研習
班 取得學分 提升弘法人員的素
質 這已是必然的趨勢
授課教師們以數十年的教學與

實修的經驗 將知識融合成條理分
明的武功秘笈 隨時讓人汲取 這
是很寶貴的 教師們經驗的累積再
加上學員們自身的努力 便不會陷
入治絲益棼的窘境
接下來副院長釋蓮栽上師分享
近日去印尼弘法的心得 上師感嘆
古時佛法的傳播 皆由僧人跋山涉
水 克服萬難而達成 相較於現今
佛教的網路發達 完全不可同日而
語 但亦促使佛教在資訊傳播上不
斷翻新 師尊的開示變得無遠弗
屆 密法的弘揚會更公開
今日上午九點 剛好︿唯心聖
教功德基金會﹀所承辦的﹁二○一
八國際新宗教年會︵CESNUR︶﹂
安排所邀請二十國宗教學者約一百
多人來︿台灣雷藏寺﹀進行參訪交
流 佛學院的學員全體出動 不論
是英文翻譯 或是幫忙分贈禮物
都是一個特別難忘的回憶
這是由義大利CESNUR新宗教研
究機構所舉辦的國際會議 每年邀
請世界各國知名宗教學者約八十到
一百位在不同國家輪流舉行研討
會 今年因聽聞︿台灣雷藏寺﹀位
於龍盤虎踞的絕佳地理環境 以及
師尊弘揚密法的種種事蹟 認為都
是相當值得深入觀察探討 於是特

際 外語文宣將是一大利器 結合
兩者 外界可更輕易的瞭解師尊的
理念與宗派運作的情況
最後上師勉勵眾學員在未來仍
要精益求精 莫忘初衷 在各自的
崗位上發光發熱
雖然學員們即將離開佛學院
學務長釋蓮錦法師仍然苦口婆心的
一再告誡學員要將從前的種種叮嚀
牢記於心 理念清楚 弘法之路才
會走得更順暢
司儀兼文學創意老師的釋蓮等
法師 說到與今天一位參訪學者聊
天 對方問師尊在﹁武﹂的方面為
何？釋蓮等法師回答：﹁打金剛
拳 每天伏地挺身二百下 ﹂釋蓮
哲上師則補充文武需兼修 氣脈
通 身體才會好 修行才能有所成
就
學員感言｜
學員釋蓮霆法師表示 ︿真佛
宗﹀是個聯合國 因為生長環境的
差異 人人的觀念不同 行事上容
易發生齟齬 而這也是最好修行方
式︱包容不同的意見
釋蓮仁法師感謝佛學院讓他快
速成長 未來有信心迎向各種挑
戰
釋蓮麒法師則認為佛學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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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研討會改在︿台灣雷藏寺﹀舉
行
參訪的國家計有美國 泰國
瑞典 日本 大陸 印尼 等國
經此活動後 深深認為對外的文宣
實是重要的一環 生動精美的簡報
可以讓訪客更易進入狀況 同時也
達到宣傳的效果
︿密教總會﹀理事長釋蓮歐上
師表示 訪客一進入︿台灣雷藏
寺﹀ 登時雙目為之一亮 如入寶
山不想空手而歸 一草一木都吸引
著他們 甚至在參訪的有限時間
內 還想看看︿台灣雷藏寺﹀的地
標︱金母殿 可惜未能成行
因應時代潮流 全面Ｅ化已是
勢在必行 要將︿真佛宗﹀推向國

釋蓮麒法師獲得最佳成績獎

釋蓮霆法師

釋蓮仁法師

釋蓮仁法師獲得最佳服務獎

學員
梯
2017

■文∕釋蓮映法師

熊露芳師姐獲得表現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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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看山還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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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出家眾都要經過類似的研習
班 取得學分 提升弘法人員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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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來︿台灣雷藏寺﹀進行參訪交
流 佛學院的學員全體出動 不論
是英文翻譯 或是幫忙分贈禮物
都是一個特別難忘的回憶
這是由義大利CESNUR新宗教研
究機構所舉辦的國際會議 每年邀
請世界各國知名宗教學者約八十到
一百位在不同國家輪流舉行研討
會 今年因聽聞︿台灣雷藏寺﹀位
於龍盤虎踞的絕佳地理環境 以及
師尊弘揚密法的種種事蹟 認為都
是相當值得深入觀察探討 於是特

際 外語文宣將是一大利器 結合
兩者 外界可更輕易的瞭解師尊的
理念與宗派運作的情況
最後上師勉勵眾學員在未來仍
要精益求精 莫忘初衷 在各自的
崗位上發光發熱
雖然學員們即將離開佛學院
學務長釋蓮錦法師仍然苦口婆心的
一再告誡學員要將從前的種種叮嚀
牢記於心 理念清楚 弘法之路才
會走得更順暢
司儀兼文學創意老師的釋蓮等
法師 說到與今天一位參訪學者聊
天 對方問師尊在﹁武﹂的方面為
何？釋蓮等法師回答：﹁打金剛
拳 每天伏地挺身二百下 ﹂釋蓮
哲上師則補充文武需兼修 氣脈
通 身體才會好 修行才能有所成
就
學員感言｜
學員釋蓮霆法師表示 ︿真佛
宗﹀是個聯合國 因為生長環境的
差異 人人的觀念不同 行事上容
易發生齟齬 而這也是最好修行方
式︱包容不同的意見
釋蓮仁法師感謝佛學院讓他快
速成長 未來有信心迎向各種挑
戰
釋蓮麒法師則認為佛學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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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活動後 深深認為對外的文宣
實是重要的一環 生動精美的簡報
可以讓訪客更易進入狀況 同時也
達到宣傳的效果
︿密教總會﹀理事長釋蓮歐上
師表示 訪客一進入︿台灣雷藏
寺﹀ 登時雙目為之一亮 如入寶
山不想空手而歸 一草一木都吸引
著他們 甚至在參訪的有限時間
內 還想看看︿台灣雷藏寺﹀的地
標︱金母殿 可惜未能成行
因應時代潮流 全面Ｅ化已是
勢在必行 要將︿真佛宗﹀推向國

釋蓮麒法師獲得最佳成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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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映法師

熊露芳師姐獲得表現優異獎

活與從前任教的感覺並無二異 同
樣的清淨 單純 去我執 以來印
證自心 在到達了彼岸之後 一個
新的開始也同樣張開雙臂來迎接我
們
筆者是今年新出家的法師 心
裡一直謹記著一句話：﹁你不可能
永遠是最好的 但你可以做最好的
事 就是開發你自己 ﹂人的潛能
有無限大 今天不會的 說不定明
天就變成了拿手絕活 永遠不要把
自己給侷限住
身為班上唯一的在家眾 熊露
芳師姐播放一段自製的佛學院影
片 頓時讓眾人為之驚艷 希望未
來可以真正地成為佛學院的宣導
片
最佳服務獎是由熱心公益的釋
蓮仁法師獲得
每個星期六的法會上 總是別
出心裁的為佛學院募款 讓人印象
深刻 面對歷屆募款成果 帶著輕
鬆的心情來看待 游刃有餘的就直
追而上 如此精神 實在值得我們
學習
最佳成績獎 眾望所歸的由釋
蓮麒法師獲得
表現優異獎 由極具藝術天分

的熊露芳師姐獲得
獎項與畢業證書頒發完畢後
學員們感性的拿出寫好的卡片 與
前兩天畢業旅行特別挑選的太陽
餅 並獻上一朵紅玫瑰給眾師長
玫瑰花代表﹁一皈依﹂ 紅色
代表學員們的熱血 太陽餅則是因
為師尊說太陽餅裡面沒太陽 可是
現在卻充滿全體學員的愛
從學員開始報到到現在畢業
最忙碌的教務長盧師兄總算是卸下
了重擔 等待下一批學員的到來
經歷了佛學院的洗禮 真摯期
盼每個學員都脫胎換骨成為霞明玉
映的明珠
有的人要回去原本服務的道
場 繼續未完成的法務；有的人選
擇四處掛單 豐富閱歷及開拓眼
界；有的人決定回去自己的國家
在家好好沉澱在這些日子以來所學
習到的知識；也有人要留下來 繼
續接受磨練
無論大家的方向為何 心中只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就是敬師
重法 實修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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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德堂

○一八年 瑞典五月格外的溫
暖 各種鮮花爭相綻放 五月
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七日瑞典︿修德
堂﹀再一次迎請到釋蓮滿上師和釋蓮
傳上師 釋蓮媖法師蒞臨瑞典 主持
為期八天的﹁梁皇寶懺暨地藏王菩薩
瑜伽焰口超度大法會﹂
師尊說 ︽梁皇寶懺︾在所有懺
法當中被視為﹁第一﹂ ﹁第一﹂就
是說它本身的功德是﹁第一無上﹂

二

並有一顆為眾生解脫的心。

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而且在懺法當中是最長的 時間也比
較久 需要供品也非常的多 ︽梁皇
寶懺︾從梁朝流傳至今一千餘年 行
者若能依此懺文虔誠禮拜 慚愧懺
悔 並檢討改過 相信一定可以將自
己的業障懺悔清淨 得生天報 ︽梁
皇寶懺︾功德殊勝 利益宏深 如懺
文所載：以此消災 災消吉至 因茲
滅罪 罪滅福生 真救病之良藥
德被四方 法會時大眾至誠懇切心
真誠禮懺 感得靈界眾生及龍天護法
來到法會現場參與共修 以此真誠禮
懺所獲之殊勝功德 罪滅福生 上師
們將功德迴向︿燃燈雜誌﹀功德主及
法會報名的過往先靈 品位高升 同
登極樂佛國 化解自己心中的憂愁和
痛苦
釋蓮傳上師開示時說 拜懺最主
要的就是唸經文時要深入經意 思索
經意 禮拜 真正的發心懺悔 主要
的意義 也就是講專心一致的唸︽梁
皇寶懺︾將它的功德力發揮出來
在這八天的法會當中 釋蓮滿上
師和釋蓮傳上師帶領大眾虔心禮懺
在每一天的法會後的開示中 反復強
調傳承的重要 並詳細講解︽梁皇寶
懺︾經文中的因果故事和內涵 把我
們學習到的佛法融入到生活中去 不
要再犯如懺本中的錯事而下落地獄道
受苦 修行最大的功德是成就佛果

並有一顆為眾生解脫的心
在﹁地藏菩薩瑜伽焰口法會﹂
上 釋蓮滿上師開示講解超度的意
義 修行不難 難在不去做 不堅
持 來參加法會的義工同門 他們在
幫助自己的同時也在幫助他人 是非
常好積累福報的機會 福報有了才會
有修行的資糧能更加精進 大眾要發
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經︼
上說﹁不可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國﹂
現在要多積累功德 增加往生的資
糧 做種種功德 包括﹁愛語 問
候 打招呼﹂等等 給人歡喜 講出
來的話要心口如一才有功德 唸佛也
要心口合一 不能夠空心唸佛 人生
酬業 學佛的目的就是要脫離三界
解脫生死 了業
為期八天的法會讓我們升起了懺
悔之心 在最後一天﹁地藏王菩薩瑜
伽焰口法會﹂大眾齊誦地藏王菩薩名
號的時候 很多參與的同門痛哭流
涕 深深的懺悔自己累生累世的無明
和對眾生的傷害 發願今世精進修
行 成就佛果 不再輪迴六道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的大
加持 感恩釋蓮滿上師和釋蓮傳上師
在瑞典五月這個花粉漫天飛的季節
每天吃抗過敏藥堅持帶領大眾拜懺的
度眾精神 您們付出與精進令我們讚
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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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佛果 ，
修行最大的功德是

菩提園地

﹁

回

回首那些
人
生
無
常
﹂
﹁兩次倒提｜生命顛倒無常﹂
大約九歲的時候在學校上課 突
然被親屬帶走 來到外婆家 看到躺
在門板上的外婆 門板下面鋪滿了
冰 除了面色蒼白 外婆好像睡著了
一樣 第一次看見人死的狀態 沒有
一點害怕 看著哭泣的人們 我只是
想：外婆為什麼突然就死了？那時不
知道這就是人的宿命生死無常！
差不多那一年的前後 爸爸突然
病了 醫院什麼原因也檢查不出來
爸爸就是忽冷忽熱的昏迷了十幾天
忽然一天接到一封信 爸爸痛哭了一
場後病就好了 原來是奶奶去世了
現在想起來應該就是人們常說的：母
子連心吧！
那時候的通訊郵遞及車馬都非常
慢 ﹁無常﹂卻非常迅速 死亡的到
來讓人們措手不及 毫無思想準備
﹁生離死別的無常﹂
十六歲那年 城市建設 原來到
處是紅色磚瓦平房的小鎮 一夜之間
變成處處是高樓林立的新社區 一座
霓虹閃爍的新城市
﹁居住環境無常﹂
接踵而來的就是社會的變革 原
來的國家公有制 似乎一夜之間變成
企業私有化
﹁社會環境無常﹂
企業私有化以後 人們由一切國

花玉國

到我家
時 媽媽已經把我生出來了
但是剛出生的我被臍帶纏住頸部 媽
媽實在沒有一點力氣幫我剪斷臍帶
虛弱無力的媽媽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我
著急 還好爸爸帶著產婆回到家 我
被臍帶纏住頸部 呼吸困難 面部已
經呈紫色了 產婆急忙幫我處理臍
帶 然後倒提我的腳踝 使勁打我的
屁股 打的我哇 的一聲哭出來了
證明我還活著 所有人才放心的鬆了
一口氣 剛剛經歷﹁出生﹂的我 差
點就邁向﹁死亡﹂ 這是我經歷的人
生第一次的﹁無常﹂ 可能因為剛出
生 所以根本不記得第一次的﹁無
常﹂ 於是開始繼續體驗人生中無數
次的無常 大約六歲時快過新年的時
候倒栽進水缸裡 媽媽即時發現 再
次倒提著我的腳踝把我救了起來 還
好水缸裡沒有多少水 晚一點就﹁無
常﹂了

大老闆 表姐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
了進出口貿易的合夥人 貿易是假
夾藏販毒是真 表姐家由家資豐厚
忽然一夜落魄 表姐夫被判無期徒
刑 表姐家由望族顯貴變成因牢獄之
災而負債百萬的窮途陌路！
二姨母的丈夫 我的二姨父是個
律師 社會地位的緣故 總是非常清
高 但是除了她們的女婿因販毒入
獄 我的表姐因為想救丈夫減輕刑
法 不惜借高利貸及挪用公款 因此
不僅被逼債上門而且工作不保 負債
累累 苦不堪言 每天以淚洗面！
我的表哥也因為貪佔公款被解除
職務 判刑兩年 因退還財物 最後
監外執行 後來急於翻身 為朋友擔
保高利貸 朋友無力償還高利貸而跑
路失蹤 導致表哥被高利貸逼債！
因此二姨母和二姨父家道中落
感覺沒有顏面 姨母也不願出門 默
默承受為兒女償還高利貸的債務
﹁富貴無常﹂
我家以前受姨母家的照顧 母親
一直不忘人情 母親一直叮囑我不要
忘記恩情 於是我把自家的房屋銀行
抵押貸款 為姨母的兒女解高利貸的
債務 後來我出國 姨母和表姐用其
他人假冒我去銀行辦理貸款 被父親
發現阻止 姨母 表姐與父親翻臉
恐嚇拍賣我家物業 結果父親只能求

■文∕蓮

也看 最後特別喜歡︻金剛經︼
︻六祖壇經︾ ︻心經︼是第一個會
背誦的經典 後來就是︻高王經︼和
︻真佛經︼ 可能我喜歡禪的簡約
所以一直對長經巨典不感興趣！全家
人由無神論者集體變成佛教徒！
﹁思維方式轉化的無常﹂
又過了兩年就結婚成家了 很快
有了孩子 當時所有家庭經過社會經
濟變革和制度變革的震盪後 慢慢適
應穩定 購置房產新居 在經濟大潮
的推動下 人人變得向錢看 鏖戰商
海 對物質和欲望的追求讓人們近於
瘋狂！
變革的社會衝擊著人們固有的觀
念 政治的話題翻起了巨浪 學潮之
後 遠方的姨媽回到家鄉給表姐籌備
去美國的路費 大人們整天竊竊私
語 電視每天都是風雲激盪的新聞
後來知道 學運的領袖是姨媽女兒的
公公和婆婆 表姐要跟著去美國
﹁社會變革及觀念的無常﹂
又過了幾年 經濟的發達及精神
上的空虛 引起了毒品的泛濫 每天
電視上的新聞都是關於禁毒 鋪天蓋
地 轟轟烈烈的禁毒運動！突然二姨
母的家人個個舉止怪異 姨母的女婿
不見蹤影 表姐變得心事重重！後來
知道 禁毒運動打擊的其中一個重要
的毒販是國家總理的外甥 表姐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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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這一
生 經歷最多的應該就是﹁無
常﹂吧！忙忙碌碌中耗費著人生 卻
從沒有留意人生一直被﹁無常﹂警告
著 伴隨著！消耗著！
直到前不久和姐姐的一次電話
猛的刺痛了我的神經！姐姐說：老
弟 你知道嗎？爸告訴我 老姐我明
年就開始拿退休金了！
我驀然無語 第一個念頭是：爸
爸退休了 姐姐也要退休了 意思是
我也老了！問自己：時間過的這麼快
嗎？姐姐的電話翻起了我的回憶 原
來人生都是在﹁無常﹂之中度過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學時上學的
路上 總是看著藍藍的天空 苦悶的
問：為什麼我在這裡 這裡不是我的
地方 有一天我一定會離開這裡！一
定會離開這裡！︵後來真的天涯海角
的走世界︶
聽媽媽說 我的出生是在家裡出
生的 爸爸出門去找產婆 等產婆來

家包辦的無憂無慮變成自謀職業的憂
心忡忡！
﹁生存的無常﹂
畢業後踏入社會 本來信心滿滿
的報考國家警察公務員 結果陰錯陽
差的坐錯了公交車 進入考場晚一
步 沒有聽到新的考試規則 結果一
個科目考試的成績作廢 考試規則也
變革！
﹁命運擦肩而過的無常﹂
二十四歲左右感覺說不出的苦
悶 於是街道上四處閒逛 路過佛具
店 被佛具店的佛樂的聲音震撼了心
靈 走進佛具店問老闆：這是什麼音
樂？居士回答說：佛樂！爐香讚！於
是結緣了很多書籍和佛樂 居士告訴
我：鄰近的城市有一座寺院 是五台
山來的出家人主持的道場 謹守清規
戒律的蘭若 居士結緣了父親一尊
﹁地藏王菩薩﹂的佛像 ︵盧師尊就
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我第一次布施
捐款的也是九華山建造最大的地藏王
菩薩金身及香爐寶鼎 家裡從來不信
仰宗教 第一尊觀世音菩薩金身是爸
爸當作工藝裝飾品買回家的
﹁信仰轉變的無常﹂
生日那天和媽媽討了路費去尋找
寺院 從此全家人皈依佛教 結緣帶
回幾百本佛經書籍 當時什麼都不
懂 什麼都喜歡看 甚至講唯識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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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

回

回首那些
人
生
無
常
﹂
﹁兩次倒提｜生命顛倒無常﹂
大約九歲的時候在學校上課 突
然被親屬帶走 來到外婆家 看到躺
在門板上的外婆 門板下面鋪滿了
冰 除了面色蒼白 外婆好像睡著了
一樣 第一次看見人死的狀態 沒有
一點害怕 看著哭泣的人們 我只是
想：外婆為什麼突然就死了？那時不
知道這就是人的宿命生死無常！
差不多那一年的前後 爸爸突然
病了 醫院什麼原因也檢查不出來
爸爸就是忽冷忽熱的昏迷了十幾天
忽然一天接到一封信 爸爸痛哭了一
場後病就好了 原來是奶奶去世了
現在想起來應該就是人們常說的：母
子連心吧！
那時候的通訊郵遞及車馬都非常
慢 ﹁無常﹂卻非常迅速 死亡的到
來讓人們措手不及 毫無思想準備
﹁生離死別的無常﹂
十六歲那年 城市建設 原來到
處是紅色磚瓦平房的小鎮 一夜之間
變成處處是高樓林立的新社區 一座
霓虹閃爍的新城市
﹁居住環境無常﹂
接踵而來的就是社會的變革 原
來的國家公有制 似乎一夜之間變成
企業私有化
﹁社會環境無常﹂
企業私有化以後 人們由一切國

花玉國

到我家
時 媽媽已經把我生出來了
但是剛出生的我被臍帶纏住頸部 媽
媽實在沒有一點力氣幫我剪斷臍帶
虛弱無力的媽媽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我
著急 還好爸爸帶著產婆回到家 我
被臍帶纏住頸部 呼吸困難 面部已
經呈紫色了 產婆急忙幫我處理臍
帶 然後倒提我的腳踝 使勁打我的
屁股 打的我哇 的一聲哭出來了
證明我還活著 所有人才放心的鬆了
一口氣 剛剛經歷﹁出生﹂的我 差
點就邁向﹁死亡﹂ 這是我經歷的人
生第一次的﹁無常﹂ 可能因為剛出
生 所以根本不記得第一次的﹁無
常﹂ 於是開始繼續體驗人生中無數
次的無常 大約六歲時快過新年的時
候倒栽進水缸裡 媽媽即時發現 再
次倒提著我的腳踝把我救了起來 還
好水缸裡沒有多少水 晚一點就﹁無
常﹂了

大老闆 表姐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
了進出口貿易的合夥人 貿易是假
夾藏販毒是真 表姐家由家資豐厚
忽然一夜落魄 表姐夫被判無期徒
刑 表姐家由望族顯貴變成因牢獄之
災而負債百萬的窮途陌路！
二姨母的丈夫 我的二姨父是個
律師 社會地位的緣故 總是非常清
高 但是除了她們的女婿因販毒入
獄 我的表姐因為想救丈夫減輕刑
法 不惜借高利貸及挪用公款 因此
不僅被逼債上門而且工作不保 負債
累累 苦不堪言 每天以淚洗面！
我的表哥也因為貪佔公款被解除
職務 判刑兩年 因退還財物 最後
監外執行 後來急於翻身 為朋友擔
保高利貸 朋友無力償還高利貸而跑
路失蹤 導致表哥被高利貸逼債！
因此二姨母和二姨父家道中落
感覺沒有顏面 姨母也不願出門 默
默承受為兒女償還高利貸的債務
﹁富貴無常﹂
我家以前受姨母家的照顧 母親
一直不忘人情 母親一直叮囑我不要
忘記恩情 於是我把自家的房屋銀行
抵押貸款 為姨母的兒女解高利貸的
債務 後來我出國 姨母和表姐用其
他人假冒我去銀行辦理貸款 被父親
發現阻止 姨母 表姐與父親翻臉
恐嚇拍賣我家物業 結果父親只能求

■文∕蓮

也看 最後特別喜歡︻金剛經︼
︻六祖壇經︾ ︻心經︼是第一個會
背誦的經典 後來就是︻高王經︼和
︻真佛經︼ 可能我喜歡禪的簡約
所以一直對長經巨典不感興趣！全家
人由無神論者集體變成佛教徒！
﹁思維方式轉化的無常﹂
又過了兩年就結婚成家了 很快
有了孩子 當時所有家庭經過社會經
濟變革和制度變革的震盪後 慢慢適
應穩定 購置房產新居 在經濟大潮
的推動下 人人變得向錢看 鏖戰商
海 對物質和欲望的追求讓人們近於
瘋狂！
變革的社會衝擊著人們固有的觀
念 政治的話題翻起了巨浪 學潮之
後 遠方的姨媽回到家鄉給表姐籌備
去美國的路費 大人們整天竊竊私
語 電視每天都是風雲激盪的新聞
後來知道 學運的領袖是姨媽女兒的
公公和婆婆 表姐要跟著去美國
﹁社會變革及觀念的無常﹂
又過了幾年 經濟的發達及精神
上的空虛 引起了毒品的泛濫 每天
電視上的新聞都是關於禁毒 鋪天蓋
地 轟轟烈烈的禁毒運動！突然二姨
母的家人個個舉止怪異 姨母的女婿
不見蹤影 表姐變得心事重重！後來
知道 禁毒運動打擊的其中一個重要
的毒販是國家總理的外甥 表姐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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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這一
生 經歷最多的應該就是﹁無
常﹂吧！忙忙碌碌中耗費著人生 卻
從沒有留意人生一直被﹁無常﹂警告
著 伴隨著！消耗著！
直到前不久和姐姐的一次電話
猛的刺痛了我的神經！姐姐說：老
弟 你知道嗎？爸告訴我 老姐我明
年就開始拿退休金了！
我驀然無語 第一個念頭是：爸
爸退休了 姐姐也要退休了 意思是
我也老了！問自己：時間過的這麼快
嗎？姐姐的電話翻起了我的回憶 原
來人生都是在﹁無常﹂之中度過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學時上學的
路上 總是看著藍藍的天空 苦悶的
問：為什麼我在這裡 這裡不是我的
地方 有一天我一定會離開這裡！一
定會離開這裡！︵後來真的天涯海角
的走世界︶
聽媽媽說 我的出生是在家裡出
生的 爸爸出門去找產婆 等產婆來

家包辦的無憂無慮變成自謀職業的憂
心忡忡！
﹁生存的無常﹂
畢業後踏入社會 本來信心滿滿
的報考國家警察公務員 結果陰錯陽
差的坐錯了公交車 進入考場晚一
步 沒有聽到新的考試規則 結果一
個科目考試的成績作廢 考試規則也
變革！
﹁命運擦肩而過的無常﹂
二十四歲左右感覺說不出的苦
悶 於是街道上四處閒逛 路過佛具
店 被佛具店的佛樂的聲音震撼了心
靈 走進佛具店問老闆：這是什麼音
樂？居士回答說：佛樂！爐香讚！於
是結緣了很多書籍和佛樂 居士告訴
我：鄰近的城市有一座寺院 是五台
山來的出家人主持的道場 謹守清規
戒律的蘭若 居士結緣了父親一尊
﹁地藏王菩薩﹂的佛像 ︵盧師尊就
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我第一次布施
捐款的也是九華山建造最大的地藏王
菩薩金身及香爐寶鼎 家裡從來不信
仰宗教 第一尊觀世音菩薩金身是爸
爸當作工藝裝飾品買回家的
﹁信仰轉變的無常﹂
生日那天和媽媽討了路費去尋找
寺院 從此全家人皈依佛教 結緣帶
回幾百本佛經書籍 當時什麼都不
懂 什麼都喜歡看 甚至講唯識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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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律師解決了問題
﹁親情無常﹂
關於我臨近七年之癢的婚姻 最
後沒有守住家庭的堡壘 離婚了
六歲的兒子每天坐在隔壁商店的
門前不肯回家 竟然記住了周杰倫的
歌詞！我每天坐在門前看著兒子發
呆 熟悉了周杰倫的音樂 但是永遠
聽不清楚周杰倫唱的歌詞是什麼！兒
子一直不明白他媽媽為什麼再不回家
了！我一直不明白活著究竟有什麼能
夠讓人留戀不捨的！甚至為之瘋狂
的？
﹁婚姻家庭的無常﹂
於是我決定不能就這樣老死在一
個小縣城裡 我決定放飛自己 去看
看世界 我的人生屬於我自己 不能
為了別人而活著 腦子裡一直都是出
國的念頭 到處尋找機會 四處碰
壁 被騙的買了房子最後也沒有找到
出國的機會 幾近絕望了 一天一個
遠方的電話重新給了我希望
朋友問：你怎麼還沒有出國
我說：沒有錢 被騙幾次了！
朋友問：你還想出國嗎？
我說：想也沒有用！沒有錢 出
國費用太貴啦
朋友問：最便宜去的國家是哪
裡？
我說：馬來西亞！

次勸說無效 放不下 沒有佛教信
仰 最後錢財因治病而耗盡 死亡後
的保險費被女兒繼承 陳阿姨一分錢
也沒有享受到 用忙碌 疾病和痛苦
走完了短暫的五十六歲人生
﹁保險也無常﹂
陳阿姨也走了 父親沒有人照顧
和陪伴 開始無力應付日常生活的瑣
事 做飯 洗衣 打掃房間 買菜
米 油鹽醬醋 父親終於忍不住問我
和姐姐：你們沒有想過回來一個人照
顧我嗎？我說：爸！我停下就不能繼
續工作了 收尾也要半年的準備 回
大陸再回歐洲 工作都是問題！
我爸說：回來吧 難道一輩子在
國外？
我說：爸 對不起 我要追盧師
尊 回大陸就接觸不到盧師尊的︿真
佛宗﹀了！爸！原諒我不能回去照顧
您 跟隨盧師尊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
事！我不能照顧您 也沒有錢給您
我只能保證我會安排您走後的一切
祈求盧師尊加持您去好的地方！盧師
尊的加持 要比活著得到那點照顧要
珍貴無比！每一年 我都說：爸！對
不起 今年我要追盧師尊 不能回去
看您！原諒和理解我 我爸爸總是非
常理解 默默支持和付出 今年父親
特別想有個老伴照顧他 我說那就請
盧師尊加持吧！

朋友說：你為什麼不向我借錢？
我可以幫助你！
我說：你？沒想過！也根本沒想
過借錢！人情冷淡 怎麼可能會有人
願意借錢？
﹁機緣的無常﹂
就這樣我來到馬來西亞 工作的
隔壁就是︿真佛宗﹀的佛堂
就這樣皈依顯教的我又皈依了佛
教密宗的︿真佛宗﹀
﹁佛緣也無常﹂
皈依後兩個月就回中國了 剛好
是汶川大地震 飯店 火車 街
道
舉國上下被悲哀籠罩 那股死
亡氣息壓抑瀰漫了整個大陸！
回到家裡沒有幾天 北京的姨母
去世了 天亮時夢到姨母要結佛緣
於是拜託馬來西亞的上師幫姨母辦理
皈依和祈求盧師尊超度
﹁天災人禍的無常﹂
接著 一個醫院的招聘電話 我
又踏上非洲的大地 在一家非洲的中
國醫院工作 每天面對意外事件的急
救 病危患者的死去 重病患者的呻
吟 貧窮者的哀求 老闆的黑心 醫
院的黑幕
﹁無常 無常 無常﹂
離開了非洲 回到家兩個月後
母親突然病重 被診斷癌症晚期 痛
苦哀嚎 醫院束手無策 只好求助盧

五十六串 迴向給﹁羅天大醮﹂大法
會！
我的父親是生我身命的父親 蓮
生活佛盧師尊是我慧命的佛父！我的
父親也是皈依蓮生活佛盧師尊的弟
子 人生﹁無常﹂ 時不我待！我要
帶著我的父親去追我們的佛父 這就
是我今年印尼的朝聖計劃﹁帶著老爸
追佛爸﹂的心願 人生﹁無常﹂ 還
有多少歲月容你耗費 為你等待啊！
追追追追追｜﹁帶著老爸追佛
爸﹂
請佛住世！請佛住世！請佛住
世！
頂禮師尊 阿彌陀佛！上師好
向師尊 師母請安
不能參加﹁羅天大醮﹂和巴拿馬
法會！
玉國懺悔 請師赦罪！吾心嚮
往 奈何吾身 無緣南美 印尼朝
聖：

師尊 母親得以沒有痛苦的往生了
﹁又是無常﹂
母親去世後 家人各奔東西 姐
姐去馬來西亞結婚定居 我被一個電
話邀請而來到了瑞典
﹁工作和定居的國家變動無常﹂
母親走了 姐姐遠嫁大馬 我來
到歐洲 家裡的老父親孤苦零丁的沒
有人照顧 於是我寫信求盧師尊加持
父親儘快有人照顧 盧師尊的加持總
是無比神速 一週內搞定 一位陳阿
姨主動登門要求照顧父親 陳阿姨兼
職做保險業務員 自己買了很多份保
險 希望退休後能拿到豐厚的退休
金 陳阿姨也皈依了︿真佛宗﹀ 在
照顧我父親的幾年中 陳阿姨迅速賺
了幾十萬保險公司的佣金 但是保險
公司也﹁無常﹂ 保險金被陳阿姨的
業務經理攜款外逃 於是保險公司沒
有拿到投保人繳納的保險金 保險公
司拒不承認 投保人一氣之下狀告陳
阿姨 官司本來不用擔心 但是陳阿
姨被投保人鬧得急火攻心 得了乳腺
癌 住醫院治療好轉 但是官司沒有
結束 再次出醫院又為官司奔波 癌
症轉移為淋巴癌 陳阿姨四處求醫問
藥 希望有奇蹟出現 但是生命回天
乏術 最後淋巴潰爛痛苦而死！
陳阿姨只是名義上的跟隨父親而
皈依 迷於生計和世俗財務 父親屢

尋佛路覺苦亦空
人生如戲戲無常
幼童壯年又垂老
明月可知我本心？
遙問虛空空迴響：
蓮花童子見金仙！
此身更向印尼去
師徒相契印尼印！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我說：爸 今年跟我去印尼吧
今生一定要得到蓮生活佛的加持摩
頂 不然枉費了人身
我爸說：我一個人出門麻煩 沒
有人照顧 人老尿急 頻尿最麻煩
路途遙遠 恐怕體力不支 如果有人
路上照顧我 還可以考慮
我說：您看來是想老伴比想盧師
尊還急切 這樣得不到加持 這樣
吧 祈求盧師尊加持您找個老伴 但
是您每天必須唸﹃上師心咒﹄ 用想
老伴的心去想盧師尊 因為不想盧師
尊就不可能有老伴 哈哈哈！哈哈
哈！我的方便法嗎！
我爸說：以前你媽在世的時候
我們每天早晨一起拜佛 唸佛 修
︿真佛密法﹀ 聽佛法影音 自從你
媽去世 我一個人就停下了
我說：爸 為了結佛緣 為了自
己將來的往生 為了有個老伴 為了
今年我們全家在印尼見面 您一定要
發願請盧師尊加持您去印尼！朝聖路
上一定不會尿頻尿急 一定會精神百
倍 一切順利！要用想求老伴一樣急
切的心去求盧師尊的加持才有感應！
我爸說：好！我唸 我去辦理護
照 我其實每天早晨起床拜佛 都請
佛住世 請盧師尊住世！我也想見盧
師尊得到加持和摩頂！從此我爸真的
每天積極持﹃上師心咒﹄ 最多能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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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律師解決了問題
﹁親情無常﹂
關於我臨近七年之癢的婚姻 最
後沒有守住家庭的堡壘 離婚了
六歲的兒子每天坐在隔壁商店的
門前不肯回家 竟然記住了周杰倫的
歌詞！我每天坐在門前看著兒子發
呆 熟悉了周杰倫的音樂 但是永遠
聽不清楚周杰倫唱的歌詞是什麼！兒
子一直不明白他媽媽為什麼再不回家
了！我一直不明白活著究竟有什麼能
夠讓人留戀不捨的！甚至為之瘋狂
的？
﹁婚姻家庭的無常﹂
於是我決定不能就這樣老死在一
個小縣城裡 我決定放飛自己 去看
看世界 我的人生屬於我自己 不能
為了別人而活著 腦子裡一直都是出
國的念頭 到處尋找機會 四處碰
壁 被騙的買了房子最後也沒有找到
出國的機會 幾近絕望了 一天一個
遠方的電話重新給了我希望
朋友問：你怎麼還沒有出國
我說：沒有錢 被騙幾次了！
朋友問：你還想出國嗎？
我說：想也沒有用！沒有錢 出
國費用太貴啦
朋友問：最便宜去的國家是哪
裡？
我說：馬來西亞！

次勸說無效 放不下 沒有佛教信
仰 最後錢財因治病而耗盡 死亡後
的保險費被女兒繼承 陳阿姨一分錢
也沒有享受到 用忙碌 疾病和痛苦
走完了短暫的五十六歲人生
﹁保險也無常﹂
陳阿姨也走了 父親沒有人照顧
和陪伴 開始無力應付日常生活的瑣
事 做飯 洗衣 打掃房間 買菜
米 油鹽醬醋 父親終於忍不住問我
和姐姐：你們沒有想過回來一個人照
顧我嗎？我說：爸！我停下就不能繼
續工作了 收尾也要半年的準備 回
大陸再回歐洲 工作都是問題！
我爸說：回來吧 難道一輩子在
國外？
我說：爸 對不起 我要追盧師
尊 回大陸就接觸不到盧師尊的︿真
佛宗﹀了！爸！原諒我不能回去照顧
您 跟隨盧師尊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
事！我不能照顧您 也沒有錢給您
我只能保證我會安排您走後的一切
祈求盧師尊加持您去好的地方！盧師
尊的加持 要比活著得到那點照顧要
珍貴無比！每一年 我都說：爸！對
不起 今年我要追盧師尊 不能回去
看您！原諒和理解我 我爸爸總是非
常理解 默默支持和付出 今年父親
特別想有個老伴照顧他 我說那就請
盧師尊加持吧！

朋友說：你為什麼不向我借錢？
我可以幫助你！
我說：你？沒想過！也根本沒想
過借錢！人情冷淡 怎麼可能會有人
願意借錢？
﹁機緣的無常﹂
就這樣我來到馬來西亞 工作的
隔壁就是︿真佛宗﹀的佛堂
就這樣皈依顯教的我又皈依了佛
教密宗的︿真佛宗﹀
﹁佛緣也無常﹂
皈依後兩個月就回中國了 剛好
是汶川大地震 飯店 火車 街
道
舉國上下被悲哀籠罩 那股死
亡氣息壓抑瀰漫了整個大陸！
回到家裡沒有幾天 北京的姨母
去世了 天亮時夢到姨母要結佛緣
於是拜託馬來西亞的上師幫姨母辦理
皈依和祈求盧師尊超度
﹁天災人禍的無常﹂
接著 一個醫院的招聘電話 我
又踏上非洲的大地 在一家非洲的中
國醫院工作 每天面對意外事件的急
救 病危患者的死去 重病患者的呻
吟 貧窮者的哀求 老闆的黑心 醫
院的黑幕
﹁無常 無常 無常﹂
離開了非洲 回到家兩個月後
母親突然病重 被診斷癌症晚期 痛
苦哀嚎 醫院束手無策 只好求助盧

五十六串 迴向給﹁羅天大醮﹂大法
會！
我的父親是生我身命的父親 蓮
生活佛盧師尊是我慧命的佛父！我的
父親也是皈依蓮生活佛盧師尊的弟
子 人生﹁無常﹂ 時不我待！我要
帶著我的父親去追我們的佛父 這就
是我今年印尼的朝聖計劃﹁帶著老爸
追佛爸﹂的心願 人生﹁無常﹂ 還
有多少歲月容你耗費 為你等待啊！
追追追追追｜﹁帶著老爸追佛
爸﹂
請佛住世！請佛住世！請佛住
世！
頂禮師尊 阿彌陀佛！上師好
向師尊 師母請安
不能參加﹁羅天大醮﹂和巴拿馬
法會！
玉國懺悔 請師赦罪！吾心嚮
往 奈何吾身 無緣南美 印尼朝
聖：

師尊 母親得以沒有痛苦的往生了
﹁又是無常﹂
母親去世後 家人各奔東西 姐
姐去馬來西亞結婚定居 我被一個電
話邀請而來到了瑞典
﹁工作和定居的國家變動無常﹂
母親走了 姐姐遠嫁大馬 我來
到歐洲 家裡的老父親孤苦零丁的沒
有人照顧 於是我寫信求盧師尊加持
父親儘快有人照顧 盧師尊的加持總
是無比神速 一週內搞定 一位陳阿
姨主動登門要求照顧父親 陳阿姨兼
職做保險業務員 自己買了很多份保
險 希望退休後能拿到豐厚的退休
金 陳阿姨也皈依了︿真佛宗﹀ 在
照顧我父親的幾年中 陳阿姨迅速賺
了幾十萬保險公司的佣金 但是保險
公司也﹁無常﹂ 保險金被陳阿姨的
業務經理攜款外逃 於是保險公司沒
有拿到投保人繳納的保險金 保險公
司拒不承認 投保人一氣之下狀告陳
阿姨 官司本來不用擔心 但是陳阿
姨被投保人鬧得急火攻心 得了乳腺
癌 住醫院治療好轉 但是官司沒有
結束 再次出醫院又為官司奔波 癌
症轉移為淋巴癌 陳阿姨四處求醫問
藥 希望有奇蹟出現 但是生命回天
乏術 最後淋巴潰爛痛苦而死！
陳阿姨只是名義上的跟隨父親而
皈依 迷於生計和世俗財務 父親屢

尋佛路覺苦亦空
人生如戲戲無常
幼童壯年又垂老
明月可知我本心？
遙問虛空空迴響：
蓮花童子見金仙！
此身更向印尼去
師徒相契印尼印！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我說：爸 今年跟我去印尼吧
今生一定要得到蓮生活佛的加持摩
頂 不然枉費了人身
我爸說：我一個人出門麻煩 沒
有人照顧 人老尿急 頻尿最麻煩
路途遙遠 恐怕體力不支 如果有人
路上照顧我 還可以考慮
我說：您看來是想老伴比想盧師
尊還急切 這樣得不到加持 這樣
吧 祈求盧師尊加持您找個老伴 但
是您每天必須唸﹃上師心咒﹄ 用想
老伴的心去想盧師尊 因為不想盧師
尊就不可能有老伴 哈哈哈！哈哈
哈！我的方便法嗎！
我爸說：以前你媽在世的時候
我們每天早晨一起拜佛 唸佛 修
︿真佛密法﹀ 聽佛法影音 自從你
媽去世 我一個人就停下了
我說：爸 為了結佛緣 為了自
己將來的往生 為了有個老伴 為了
今年我們全家在印尼見面 您一定要
發願請盧師尊加持您去印尼！朝聖路
上一定不會尿頻尿急 一定會精神百
倍 一切順利！要用想求老伴一樣急
切的心去求盧師尊的加持才有感應！
我爸說：好！我唸 我去辦理護
照 我其實每天早晨起床拜佛 都請
佛住世 請盧師尊住世！我也想見盧
師尊得到加持和摩頂！從此我爸真的
每天積極持﹃上師心咒﹄ 最多能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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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燃燈功德主迴向

是重要的修行解脫之道
身念處—觀身不淨
受念處—觀受是苦
心念處—觀心無常
法念處—觀法無我

釋蓮伽上師還將運氣引伸到修
行當中 一個人的運氣也就是他的
福分 這是可以通過堅持不斷的修
行可以循序增加的 從而改變自己
的命運 運氣和福分在個人成功方
面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

○一八年六月十日 上午十點
三十分 巴西︿真諦雷藏寺﹀
三樓護摩殿舉行隆重的﹁南摩紅財
神護摩法會﹂ 由釋蓮訶上師主
壇 釋蓮伽上師一旁護壇 簡助教
主持 眾同門落座四周護持 整場
法會殊勝莊嚴 法流充滿 伴隨著
剛強有力的咒音 在釋蓮訶上師行
雲流水般息災 賜福 敬愛大手印
及簡助教循序漸進的觀想講解中
每個人都受到了極大的加持 護摩
爐內的熊熊烈火不僅傳遞著真佛行
者對根本上師 護摩主尊以及十方
三世諸佛菩薩的無上供養和敬意
同時也清淨了所有人的內心 在觀
想中消除累世業障 得到空前昇
華
法會迴向時 釋蓮訶上師代表
大眾將修法功德迴向給聖尊蓮生活
佛 祈願師佛佛體安康 長壽自
在 永轉法輪 迴向給六月三十日
聖尊主壇﹁羅天大醮﹂法會順利圓
滿 迴向給︿燃燈雜誌﹀功德主
祈願師佛菩薩大力加持其道心堅

接下來釋蓮訶上師法語開示
他首先以一位同門師兄修行時遇到
的障礙問題 敦促在場同門每日精
進修法 禪定 不可因為任何事情
而荒廢 就算是誦經或其他佛法相
關活動 也不可以停止修法

固 身體安康 逢凶化吉 罪業消
除 事業順利 日夜吉祥 一切如
意圓滿 迴向給雷藏寺點燈功德主
以及一切有緣眾生 祈願大眾幸福
安康
法會後 首先由釋蓮伽上師為
大眾法語開示 這次她跟大家分享
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成功與運
氣﹂ 上師通過一個科學模擬實驗
講到 人們一般不願意把成功純粹
地歸功於運氣好 許多成功人士傾
向於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才智和辛勤
付出的結果 然而科學研究發現
那些最成功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天賦
的 但確實是最幸運的
那些最成功的人天賦中庸 但
他們卻非常幸運 那些中庸且幸運
的人 竟然遠遠比有天賦但不幸運
的人要成功得多 理解運氣的重要
性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好處 讓我們
擁有一顆感恩的心 使得我們更加
慷慨和寬容 更願意為集體利益作
出貢獻

接著釋蓮訶上師為大眾繼續講
解佛法基礎知識：﹁四念住﹂：
身念處｜｜觀身不淨｜淨：執
著身心是乾淨的
受念處｜｜觀受是苦｜樂：執
著世間有快樂
心念處｜｜觀心無常｜常：執
著內心的恆常不變
法念處｜｜觀法無我｜我：執
著萬物有自主自在的心性
﹁四念住﹂為佛教重要的修行
解脫方法 修行此道 能夠達到清
淨有情 並超越愁 悲 消除苦和
憂 並能得道驗證涅槃
兩位上師風趣幽默又飽含佛理
的精彩開示令與會眾等增加佛慧
裨益終身 在場的同門 善心大德
熱情激動的掌聲中斷多次 個個法
喜充滿 ﹁南摩紅財神護摩法會﹂
就此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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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2018年「南摩紅財神暨迴向燃燈雜誌功德主法會」
法會由釋蓮訶上師主壇，釋蓮伽上師護壇，
簡助教主持，眾同門落座四周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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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雷藏寺﹀五月十九日慶
祝一年一度的釋迦牟尼佛聖
誕 特別舉辦了﹁浴佛儀式﹂ 精
心布置了浴佛的壇城 佛陀的三尊
童子金身 周圍有蓮花圍繞 以浴
佛香湯為功德水 彷彿在西方極樂
世界摩訶雙蓮池水中浴佛一般 在
同修開始前 恭請根本傳承上師聖
尊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浴佛 眾弟
子虔誠唱誦﹁浴佛讚偈﹂ 沐浴佛
光 特別的是 聖尊由︿真佛密
苑﹀走到壇城浴佛的路程中 天空
也飄下了微微細雨 聖尊說 已經
在浴佛了
農曆四月初八日為釋迦牟尼佛
的佛誕 ︿西雅圖雷藏寺﹀在本周
六特別一起共修﹁釋迦牟尼佛本尊
法﹂ 祈請佛陀的法音 恆常流轉
於十方法界之中
師尊開示時提到 唐朝王勃
撰寫的釋迦如來應化事跡中
很清楚記載釋迦牟尼佛一生的
經歷 在佛陀遊歷生 老
病 死四門之後 開始思索如
何解脫生 老 病 死之苦而
出家修行 佛陀在菩提樹下
經過了很多的考驗 終於開悟
了 開悟的時候就知道 留在人間
沒有什麼用 不想留在人間 一開

備了大蛋糕慶賀釋迦牟尼佛佛誕
慶祝佛陀下生人間 大轉法輪廣度
人天眾生 慶賀之後 接著由聖
尊 師母帶領所有眾上師 法師
同門一起開始進行﹁浴佛儀式﹂
西雅圖溫涼的夜晚 蛙鳴蟲
叫 眾等伴隨著師尊的身影 一同
步出雷藏寺 大家臉上都充滿了法
喜與歡欣的笑容 深深珍惜著能與
師佛一同相聚與修法的時光

悟就覺得應該離開人間要涅槃 聖
尊提到為什麼當初佛陀一開悟就要
涅槃？這點就是要大家去參悟的
接著師尊說世界上從生到死的過程
都不用太計較 因為沒有一件東西
是會永遠存在的 它會過去的 會
永遠不存在的 ︻金剛經︼提到
過去心不可得 過去的已經過去；
現在心不可得 現在的說法結束
就不會出現相同的情景了 像這星
期有浴佛 下個星期就不會有了；
未來的還不知道 等到未來變成現
在了 一樣也會過去了 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留得住 所以人間的恩怨
情仇 都是一時 這個時候有 別
的時候就沒有 所以不要太計較
必須要看開 你看得開的話根本沒
有什麼事 這世界上有什麼事 根
本沒有什麼事
師尊精闢闡釋︽道果︾｜經
文：﹁如是受持時各有四要 即：
 實修方便  究竟之量  生
何功德  祛何過患 ﹂
一 法是釋迦牟尼佛傳的 本
來是沒有法的 因為佛陀已經走過
這一條路 祂懂得法 由釋迦牟尼
佛傳給歷代祖師一代一代傳下來
法是一個方便 實修的方便 有了
法才能夠實修 沒有法就不知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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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佛誕

慶㈷佛陀㆘生㆟間，

大轉法輪廣度㆟㆝眾生。

麼實修
二 依靠法漸漸的實修增加究
竟之量 從開始修到究竟這個過
程 就是在實修裡面 成就你的究
竟之量 一分一分地增加 到你究
竟成就
三 唸﹃四皈依咒﹄時 時常
憶起修行的初發心 產生堅固自己
道心的功德 做﹁大禮拜﹂ 在鍛
練身體的同時 也是在懺悔自己的
過錯 有懺悔的功德 也有讓自己
全身經脈暢通的功德 以最虔敬之
心 供養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
行諸天 這是接近佛菩薩最方便的
一種功德 祂們都來接納你的供
養 以虔誠之心供養 就產生了智
慧與福分的功德
四 在修行過程中會有過患
會有殺 盜 淫 妄 酒很多的錯
誤 在修法前行中 可懺悔過去的
身 口 意業 這些過患就會慢慢
地消除掉 懺悔自己的過去種種過
患 未來切勿再犯
最後 聖尊再次告訴大眾 佛
陀的教法不是在一個表面 釋迦牟
尼佛的教法是在你的心靈
開示結束後 師尊賜授﹁皈依
灌頂﹂ 加持大悲咒水 佛具 法
器 及佛像開光 雷藏寺還特別準
恭請蓮生法王、師母蓮香上師浴 佛

西雅圖雷藏寺
釋迦牟尼佛本尊法
2018.05.19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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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無變易

主講人：
釋蓮花常仁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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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文集讀書會報導

二

■文∕吳靜雅

○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
六︶下午二時 師尊文集讀書
會在︿台灣雷藏寺﹀大會議室舉行
釋蓮花常仁上師導讀第二六四冊︽虛
空無變易︾
上師說 從標題來看 虛空從來
沒有變易 變易的都是我們 所有的
人 所有的事不停在變 於是眾生在
世間不停輪迴 而虛空從來不變 從
虛空中看所有眾生 都是在生死之中
變易
師尊於序文中提及：﹁生從何處
來 死向何處去 來了做什麼？﹂讀

虛
空無 變 易

到此文 上師堅定地說：﹁如尚未出
家 看了此文 仍是會決定出家 ﹂
上師出家時曾有一誓願：﹁我要弘揚
真佛密法！﹂所以必讀師尊的書 因
為書代表師尊的心 想了解師尊的
心 想得到相應 怎能不讀師尊的
書？
有些同門 皈依後不知去向 又
到別處另尋師父 這就是變易 起了
變易的心 就無法與佛菩薩相應 無
法與根本上師相應 學佛之人 沒有
安定的心 起了變易 無論到何處學
佛 都是無法相應的
︻虛空藏菩薩經︼中 曾多次提
到行者的心要學習虛空 因為虛空是
無窮盡大 行者的心要大 大到無窮
盡 才有辦法與根本上師相應 與所
有佛菩薩相應
上師說 能夠聽到佛在世說法
是多麼難能可貴的緣分 因此他每周
從香港飛來台灣參加師尊法會 只覺
得法喜充滿 我們要學習與根本上
師 佛菩薩相應的智慧 所以更應珍
惜現代佛陀為廣度眾生 不辭辛苦地
說法的機緣
蓮華生大士教導我們要敬師 重
法 實修 上師以每週參加師尊法
會 表達對根本上師的敬愛；不錯過
根本上師的開示以表重法 持明成
就 護摩成就 三昧地成就 都是實

修 但每一週來參加法會也是實修
所以每天修法 看書 上師以腳踏實
地的行動 來表示對根本上師的敬
師 重法 實修
師尊的書中充滿般若 只是很多
同門掉以輕心 沒有好好珍惜 師尊
曾說：﹁哪裡沒有是非？﹂是非是什
麼 就是變易 處於是非之中而沒有
是非 就成虛空
師尊也說：﹁真正的比是比什
麼？是比你的心有多大！﹂我們要學
習心跟虛空一樣大 才能與虛空藏菩
薩相應 也能與根本上師相應 師尊
的書每本都是寶 可以陪伴我們到永
遠 希望大家以後能好好讀師尊的
書 讀懂主要的意思 從有變易到無
變易 融入虛空 跟根本上師及所有
佛菩薩相應
最後 上師帶領大家唸偈迴向給
根本上師蓮生活佛：﹁願一切諸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的化
身蓮生活佛盧勝彥 長壽健康 弘法
如意 一切吉祥 願一切障礙祂的佛
行事業 盡速的去除 達成大圓滿
願祂自由自在 自如的轉化 每一世
都能達成神聖的救度 我個人弟子道
心堅固的去實修 盧師尊的加持 是
業障及煩惱去除的主因 我願與上師
合一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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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域

二

鬼域
尋找鬼跡

○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
點 在︿台灣雷藏寺﹀大會議
室 舉行師尊文集讀書會 由蓮花少
東上師導讀第二六三冊文集︽鬼
域︾│尋找鬼跡 上師導讀的重點如
下：
一 師尊為何要寫這本書呢？因
為：當頭棒喝的時間到了！
二 何謂﹁神通﹂？﹁變化莫測
謂之神 無拘無礙謂之通 合起來就
是既能使人莫測他之所以 又能為所
欲為而了無障礙 ﹂
神通又稱神力 通力 為佛教術
語 指因禪定力而得到的神祕力
量 但也有可能是幻術而已 佛教裡
面有六種神通：天眼通 天耳通 他
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漏盡通 而

天魔也有五種神通 漏盡通除外
所謂漏盡通 指的是斷惑究竟後
所 得 之 神 通
﹁ 漏 ﹂ 即 煩
惱 ﹁盡﹂即盡頭 不存在 ﹁漏
通﹂煩惱已盡 即沒有煩惱 脫離輪
迴 漏盡通是佛門以外的任何修行人
所無法達到的 因為漏盡必須透過佛
教三乘菩提中 解脫道修行的智慧修
證 斷了我見及我執 證阿羅漢
果 並加修四禪八定的禪定功夫 才
能進一步證得的一種證量能力
三 如何分辨真神通或假神
通？聽他講話是否有智慧 看他做事
是否有慈悲心 看他出發點在哪？是
否為了名聞利養 師尊評論：鬼婆開
示的模式 重點在佛菩薩一尊尊的下
降 鬼婆問佛菩薩 佛菩薩問鬼
婆 交叉開示 在這方面我直接說｜
不可信；因為鬼婆養鬼 用鬼 佛菩
薩是鬼變的 鬼婆未敬師 未重
法 未實修 不守戒律 好名 好
利 好財 而且其鬼害人無數！佛菩
薩怎麼可能下降？
有人問皈依鬼婆的法師：﹁你皈
依誰？﹂法師答：﹁佛﹂ 人
問：﹁你根本上師是誰？﹂法師
答：﹁佛祖耶！﹂鬼婆的法師不肯答
根本上師盧勝彥 師尊的評論是：佛
陀圓寂前 早已把﹁人天﹂咐囑﹁地
藏王菩薩﹂ 眾生不得見 人要學

佛 須皈依﹁人間師父﹂ 根本上師
代表佛 法 僧三寶 故由根本上師
傳法 師公吐登達吉上師曾對師尊
說：﹁你周邊的上師有一個會出賣
你！﹂師尊問：﹁男的？女的？﹂師
公說：﹁不是太字！﹂師尊問：﹁太
字？﹂師公答：﹁少了那一點！﹂師
尊想了想終於明白：﹁太字少了一
點！哈！是個女上師！﹂師公
說：﹁對了！﹂
四 ××為何會出現？提婆達多
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兄也是侍者 服侍
佛陀最久 多次謀殺佛陀未遂 還帶
走僧團 最後直墮地獄 佛陀還授記
他未來成佛 佛號﹁天王如來﹂ 佛
陀不知道他會背叛嗎？猶大是耶穌基
督的十二門徒之一 但是最後為了三
十元銀元的賄賂 出賣了耶穌基
督 耶穌基督不知道猶大會出賣他
嗎？只因祂們大慈悲 希望每一個眾
生能覺悟 希望他們能有回頭之
日 師尊也是如此不捨一個眾生
如果你瞭解︽鬼域︾這本書 就
不會受到宗教騙子的騙 不會被騙
財 不會被騙色 不會成為幫兇 在
這本書中 你可以一窺堂奧 你可以
一下子醒過來 在深深切切的自省懺
悔之中 獲得最大的益處 傳承的法
流不會斷！洗淨你澄淨的心田！讓你
的心大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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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文和

顯正五部曲

■文∕釋蓮碤法師

赫

赫有名的魔法奇幻小說︽哈利
波特︾七部曲風靡了全世界
而根本上師蓮生法王為了守護眾
生 燃大法炬破邪祟 更一連創作
了﹁寫鬼五部曲﹂ 從最初的︽寫
鬼︾點破鬼中異類 ︽鬼與盧師
尊︾闡述法王與鬼的互動 ︽鬼中
之鬼︾正式揭開××之謊言與動
機 ︽鬼域︾揭露軌跡(鬼跡) 一
直到驚天地 泣鬼神的︽鬼的總本
山︾ 從××事件發燒至今 根本
上師苦口婆心地勸說了三年多 無
論是文字傳法 還是世界各地法會
中 分堂上的開示 無非是讓所有
真佛弟子正視鬼害的根源：﹁××
包藏禍心的動機﹂ ﹁養鬼的禍
患﹂以及﹁眾生缺乏正見的後
果﹂ 進而長養智慧 精修守護
輪 辟除邪祟 成就道果
祖廟︿西雅圖雷藏寺﹀訂購了
大量的︽寫鬼︾ ︽鬼與盧師
尊︾ ︽鬼中之鬼︾ ︽鬼域︾
︽鬼的總本山︾這五本師尊著作
免費贈送所有前來祖廟朝聖的同門
與善信大德 第一批五百套共二千
千五百本 在根本上師佛駕加州主
持︿尊勝雷藏寺﹀﹁羅天大醮﹂大

法會前 於六月十九日已經運抵
︿西雅圖雷藏寺﹀ 並於當天中午
在師尊親臨觀看後隨即展開贈送活
動 贈書活動將持續進行到西雅圖
雷藏寺秋季大法會期間 熱烈歡迎
各界人士蒞臨請索
根本上師字字珠璣的﹁慈悲與
智慧﹂ ﹁正見與善道﹂ 從書中
令人瞠目結舌 離奇古怪的故事
中 去發現××天花亂墜的滔天謊
言；從有憑有據的慘痛案例當中
去喚醒愚痴 徹底了解密教的理
趣 皈依真正的金剛上師 貫徹佛
陀教人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的教
義 進而﹁明心見性 自主生
死﹂ 這才是一條根本上師所期許
所有真佛聖弟子們該行走的解脫大
道！﹁寫鬼五部曲﹂是佛的身 示
現了教令輪碾碎黑暗；﹁寫鬼五部
曲﹂是佛的口 殷殷教誨地正說反
說 側說 倒說 ﹁寫鬼五部曲﹂
更是佛的意 直接了當地傳達佛慧
使眾生有所依歸
總而言之 ﹁寫鬼五部曲﹂正
是諸佛法眼結晶 洞澈了蠢蠢欲
動 輪迴之因的貪瞋癡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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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信堂 衛賽節
浴佛儀式清淨莊嚴

■文∕蓮花詩萍

為

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 五月二
十二日︿圓信堂﹀舉辦了一場
釋迦牟尼佛浴佛活動 由釋蓮易法
師 釋蓮鼎法師 釋蓮令法師 釋蓮
壽法師一同帶領主持
抵達佛堂一到三樓壇城 眼睛
一亮 嘩！年輕組的義工們已布置了
一座莊嚴的釋迦牟尼佛浴佛小壇城
浴盆的壇城用鮮花裝飾 浴盆上按放
一尊釋迦牟尼佛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的金身小佛像
五月二十二日是星期二 不是
假日；本來我們預算來參加浴佛的人
數可能不會超過一百人；可是沒想到
參加的同門及善信眾等人數卻有一百
二十人左右 晚上七點二十分依照儀
軌修法 拜願後開始浴佛 大家同唱
浴佛讚偈：
我今灌浴諸如來
凈智莊嚴功德聚
五濁眾生今離垢
同證如來凈法身
隨著柔和的讚曲大家都很虔誠
的 有秩序的一一列隊走向浴佛小壇
城恭敬的浴佛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諸佛菩
薩 金剛護法的加持力 浴佛儀式順
利 圓滿 吉祥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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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與會大眾
四位法師主持浴佛活動

■Book 104 - A Plethora Of Scenic Splend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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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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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La Claire Lumière ici et maintenant
Illumination sur le trouble de l'esprit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u ©2015, Éditions Darong

Tian Ning était dans la déchéance ! Il
s’était enferré dans le piège du désir sexuel.
Je discernai que dans cette masse de
brouillards nuisibles qui enveloppait le corps
de Tian Ning, il y avait un spectre qui était
en train de cracher du gaz néfaste. Ce spectre
portait une chemise d’un rouge foncé, un
pantalon court, ses deux pieds étaient nus,
une de ses mains tenait un couperet. Quand
il était en colère, il courait tout autour de
Tian Ning, en criant : « Je veux arracher vos
intestins ! Je veux morceler vos intestins ! »
Ce brouillard néfaste descendit petit à
petit vers le sol.
Je demandai à ce spectre :
— Qui êtes-vous ?
— Un chevillard !
(Plus tard, on a prouvé qu’il était responsable d’un abattoir.)
—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
— Je veux tuer cette personne !
— Pourquoi ?
— Il a violé ma femme ! Je veux qu’il me
rembourse par sa vie !
Ayant entendu cela, en raison d’une
crainte certaine, je fus encore plus inquiet
pour Tian Ning. Effectivement, le défunt
mari de cette veuve n’était pas quelqu’un
qu’on pouvait irriter. Il ne savait pas qu’il
était mort, il s’était déjà transformé en un
spectre malfaisant, il surveillait sa propre
épouse et voulait faire du mal à Tian Ning.

Ma main gauche fit le mudrâ de l’Heure,
ma main droite fit le mudrâ du Glaive, et je
prononçai cette formule :
Le ciel en rond, la terre en carré, le
décret en neuf articles ordonne à l’officier céleste de descendre vite du ciel
dans le sanctuaire.

Alors, un esprit divin descendit du ciel,
c’était le Magistrat du jour. Il demanda :
— Avec respect et révérence, je descends du ciel ma lumière. De quoi s’agit-il ?
Je répondis :
— C’est pour l’affaire Tian Ning !
Le Magistrat expliqua :
— Hélas ! Les mœurs du temps se dégradent, le cœur de l’homme s’altère, le désir
charnel devient plus fort et le genre humain
s’y enfonce de plus en plus profondément en
se contrôlant difficilement. À savoir, la pensée
de l’être humain est agitée par le cœur, le
cœur se dissimule dans le corps ; les gens ne
voient pas ce qu’ils font, mais l’esprit divin
en est déjà informé. Aujourd’hui, le Ciel est
déjà au courant de l’affaire Tian Ning, l’origine divine de ce dernier est déjà supprimée
depuis longtemps, il ne peut être sauvé. Que
c’est misérable !
Je demandai :
— Son origine de divinité étant retirée,
sera-t-il dorénavant exempté du malheur ?
Le Magistrat du jour répondit :

*
Je voulais sauver Tian Ning.

(la suite au prochain numé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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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rforation de l’intestin（2）
Il n’aurait jamais pensé que la femme ne
le refusât pas ; elle se déplaça et s’assit sur les
jambes de Tian Ning. Maintenant, il embrassa un jade tendre avec un parfum doux.
L’esprit de Tian Ning en fut totalement
épris, ses deux mains ne furent pas inoccupées et, finalement, sa bouche non plus
quand ils s’embrassèrent.
Le train s’arrêta, tous les deux descendirent du wagon, et ils allèrent dans la
direction d’un hôtel obscur.
Bien que cette femme soit dans un récent veuvage, elle brûlait du feu de l’amour.
Une fois que son désir était excité, elle devenait avide de plaisirs charnels, dévorait
comme un loup affamé, se livrait sans frein
aux plaisirs, s’adonnait à la jouissance sexuelle, comme s’il n’y avait personne à côté
d’elle.
Les doigts de cette femme, comme des
tentacules, saisirent fortement Tian Ning.
Elle était plus habile que lui ; techniques et
positions étaient chez elle diverses et ingénieuses ; Tian Ning devenait alors esclave de
ses désirs charnels.
*
Je me faisais du souci pour Tian Ning.
Originellement, Tian Ning possédait un
souffle céleste, il avait la qualité pour s’exercer dans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et
j’avais l’intention de le convertir pour qu’il
puisse se cultiver, je lui avais même appris en
temps ordinaire cette stance :
Tous les péchés que j’avais commis jadis
Sont causés depuis toujours par la cupidité, la colère et l’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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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 ce qui est produit par le corps, les
paroles et l’esprit,
Je me le confesse aujourd’hui.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consiste : à
supprimer complètement et à purifier parfaitement, par la lumière pure du courant de
dharma qui est diffusé par les bodhisattva, les
obstacles provenant des mauvais karma commis dans les vies antérieures ; à obtenir une
nouvelle voie lumineuse ; à ne commettre
plus aucun mauvais karma.
J’eus même l’intention de convertir Tian
Ning pour qu’il puisse entrer en religion. Il
en avait une affinité prédestinée.
Je pensai que ce serait fort merveilleux si
Tian Ning renonçait au monde !
Au premier retranchement, il voudrait
couper tous les maux ;
Au deuxième retranchement, il voudrait
entreprendre toute œuvre de bienfaisance ;
Au troisième retranchement, il voudrait
secourir tous les êtres.
La bodhi s’accomplirait et le fruit de la
réalisation serait parfait.
Après chaque naissance et dans chaque
vie, il soutiendrait et défendrait le dharma
du Bouddha, il ferait le vœu de bodhi et
marcherait sur la voie de bodhisattva.

Aujourd’hui, le rêve était brisé. Dans la
méditation silencieuse de la longue nuit,
quelle utilité de concevoir tant de rêves ? Je
fus rudement tourmenté.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奉請㈧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
。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
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
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
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
。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
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
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
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
。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
。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
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
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
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
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
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
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能
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
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是故
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迴向 張葵︵歿︶
祈願師尊與高王觀世音菩薩放光加持
張葵業障消除 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助㊞者：張葵︵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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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
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
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
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
。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
。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
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
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
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
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
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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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聖尊蓮生活佛 高王經諸佛菩薩 放光加持蓮花德宜體內癌細胞全部消
失 疼痛消除 雙腳水腫消散 增強腎功能 業障消除 病業罪業消散 冤
結化解 冤親債主退散 身體健康 他日往生順利往生西方佛國淨土

助㊞者：蓮花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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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創作 簡政興

〈舞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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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佛青

營
活
生
動感

8 月 9 日(星期四) 至12 日(星期日)
★指導上師：蓮花少東上師

我的人生我作主
My Life My Way
1. 建立自信 2. 定位人生 3. 掌控未來
誰說了算？
Who calls the shots ?
今日【 e 世代】
A.講求個性 B.展現自己
C.還是隨波逐流!?
香港真佛宗普明同修會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A座8樓14室
電話：+852 2616 9434
傳真：+852 2616 9424
電郵：hkpuming@ymail.com
網址：www.hkpm.org

The8thBuddhistYouthDynamicCamp
MyLifeMyWay
1.Buildingself-confidence
2.Identifyingyourroleinlife
3.Controllingyourfuture
Whocallstheshots?
Inthee-generationoftoday,shouldwe:
A.emphasizeourindividualdispositions;
B.standoutandbeassertive;
C.flowwiththetide.
4-day-3-nightdynamiccamp:
topicaldiscussion,IQvs.EQgames,verbalexchange
forum,innovativeskits,daily15minmeditation
Guidingtutor:MasterShaoDong
（* VajraMasterofTantricBuddhistSociety,Canada;
*Master-in-chargeofHongKongPumingSociety;
*part-time lecture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uestSpeakers:
1. Professor W L Ta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加拿大普陀堂、香港普明同修會主理上師。香港中文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兼任講師）

★主講嘉賓：
1.譚偉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2.顏聯武先生（香港資深傳媒人）
★營長：Angelina Lee（大學一年級）
4日3夜 動感生活營：
專題講座、IQ vs. Eq遊戲、對講論壇、創意小
劇、每天15分鐘靜坐法 …
費用:每位HK$1,700（4日3夜，包食宿）
地點:香港西貢大網仔戶外訓練營
年齡:13~18歲
語言:粵語為主、英語輔助
限位50人，額滿即止
●普明同修會保留最終報名取捨權
Kong)
2. Mr. Ngan Luen Mo (Hong Kong Senior Media
Personnel)
CampDirector:
Ms.AngelinaLee(UniversityFreshman)
Date:Thursday9AugtoSunday12Aug
Fees:HK$1,700perperson
(4-day-3-nightroom&board)
Venue:HongKongSaiKungTaiMongTsaiOutdoor
TrainingCamp
Age:13-18yearsold
Language: Mainly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Quota:atmost50entrants;firstcome,firstserved
UniversalEnlightenmentBuddhistAssociation
39 Hung Hom Commercial Centre, Block A, 8/F,
Room14
Tel:+85226169434 Fax:+85226169424
Email:hkpuming@ymail.com
Website:www.hkp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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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光隱隱︵序︶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７冊｜靈光隱隱

無所不在的﹁分身﹂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２６６冊｜黃金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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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同 修阿彌陀 佛本尊 法‧開示︻ 道果︼

如是水氣則息止事業成就
火氣則懷愛事業成就
風氣則現行誅伏事業成就；諸事業無礙成就
又運入他人命氣之道 能遍觀他之內部 亦得他心通
祛何過患：險巇 危崖山難 雷電等任何意外逆緣
皆不能障礙 壽命略得自在
︿彩虹雷藏寺﹀蓮花 童子護摩 大法會 ‧開示︻道 果︼

蓮花童子主要是﹁同心 同德 同善 同樂﹂
卯二 止懃行命
一 實修方便
二 究竟之量
三 生何功德
四 祛何過患
雖未修此道時 行怖畏處或涉水時
止懃出命僅七次 即得除一切障礙

勁生均出

修心注於無任何分別

︿西雅圖雷藏寺﹀同 修觀世音 菩薩本 尊法‧開示 ︻道果 ︼

卯三

最後到宇宙虛空

才能夠進入禪定

你有分別時就是有念頭 沒有分別時就不會有念頭
沒有念頭時叫做坐忘 坐忘時叫做禪定
要修禪定絕對要沒有念頭 利用修氣 念頭放在眉心
放在前面

︿彩虹雷藏寺﹀龍樹菩 薩 護摩大法 會‧開 示︻道果︼

卯四

口有聲出
一 實修方便：全修靜慮九支 意注自身一庹範圍之虛空
或心專注氣 由齒間吹出而生﹁嘶﹂音
出息後盡力忍持 出息後不回吸為大要
究竟之量：此依如前
生何功德：身輕 體樂
袪何過患：能除一切血濁；時疫 等一切時疫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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