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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道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經過長期的身 口 意清淨
就是越來越增加你本身道的資糧
︿須彌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置心一處與禪定 的 口 訣
︿楠榜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做子女的要懂得去報答自己的父母
阿底峽的菩提心是從這裡開始

祂的心量一定是寬廣無邊

︿圓務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偉大的聖者

–印尼弘法系列報導–
才會偉大

2018.12/6～12/14
真佛宗蓮生活佛法王

9 7 7 0 2 11 9 15 004

Magazine

Enlightenment

4
2
8

No.428 FEB 01, 2019
贊助結緣 歡迎索閱

Donations welcome

Happy
New year

2019

佛日增輝 法輪大轉

一燈相續 寶炬揚輝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西雅圖雷藏寺

Happy
New year

2019

昨日風雨化成雲
翹首笑迎明朝春
亥時看豬喜入門
金豬值歲兆豐年

美國 彩虹雷藏寺 眾上師、法師

Happy
New year

2019

大地春雷一聲響

己亥之年一路發

傳承弟子一級棒

真佛宗派一定旺

美國 芝城雷藏寺全體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諸 惡 莫作 ， 歲 歲 平 安 ！
眾善奉行，年年如意！
自淨其意，日日吉祥！
美國 尊勝雷藏寺釋蓮僧金剛上師
與講師、助教、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時時心清淨，日日事吉祥！
歲歲皆自在，年年諸圓滿！

美國 聖德雷藏寺
釋蓮弘上師、法師、理事、眾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滿天雨露應時新
富貴花開及第香
吉星高照呈祥瑞
安和樂利福無疆

美國 費城 蓮彥雷藏寺
釋蓮遵法師
蓮花美彫及全體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春曉送暖 燕兒喜臨巢
花展迎笑 戶戶樂開懷
美國 真佛宗三輪雷藏寺
釋蓮鎮金剛上師、釋蓮央金剛上師
率眾法師、理事會暨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無上慧光 照徹十方法界
甚深悲願 救度六道含靈

美國 圓覺堂
法師、助教及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感恩 聖尊身教言教全年無休
恭祝 聖尊及師母春節快樂
溫顏佛語賽春風
慧雷法雨育蓮種
求得真佛長住世
不容頑石不點頭

美國紐約金剛雷藏寺弟子釋蓮者上師及全體同門
美國北卡禪觀雷藏寺弟子釋蓮誼法師及全體同門
美國華府登寶雷藏寺弟子釋蓮紀法師
釋蓮任法師及全體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慈光如大日平等普照
壽康如時輪永恆無量

美國 紐約淨慧同修會
全體理事、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春回大地艷陽昇
恭敬頂禮師佛恩
祈願師尊安寧康
祝福師母福壽雙
加拿大 卡城 白雲雷藏寺
釋蓮鳴金剛上師、釋蓮熅金剛上師
眾法師、理事、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不捨眾生慈悲願

弘揚佛法不計秋

祈請師佛長住世

福壽康寧任西東

2019
Happy
New Year

加拿大 多倫多淨印雷藏寺
眾弟子

2019
Happy
New Year

聖諦永住世 慈航濟眾生
願祝佛康泰 如意諸吉祥

加拿大 禪海堂（雷藏寺）
蓮實上師、釋蓮廠常住法師
暨全體同修

Happy
New year

2019
恭賀無上尊貴的法王聖尊，慈祥的師母
及五大洲各雷藏寺、分堂及同修會

爆 竹 聲響豬年到
新 春 紅豬送吉祥
金 豬 進家福滿堂
肥 豬 為汝集資糧
白 豬 為汝送健康
豬 到 財到運又到
祝 願 師尊、師母
健 康 快 樂 光明吉祥

美國 觀照雷藏寺
蓮花丹薇助教暨全體理事及眾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初雨春雷己亥至
無明眾生仍未知
請佛住世莫延遲
聖尊慈悲福祿賜
加拿大 北大多倫多同修會
釋蓮浩法師、助教們暨眾弟子

2019
Happy
New Year

衣豐食足己年樂
國泰民安亥歲歡

巴拿馬 常弘雷藏寺
眾理事、眾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祈願 我 們 的 祝 福 如雪花飄降在您的手中
問 候 像 綿 綿春雨印在您眼前
片 片 隻 語 ， 句句心詞，聲聲關懷
帶 著 滿 心 喜 悅，將諸福送給您！

美國 紐約唐人街香德同修會
釋蓮提法師暨紐約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慈悲乘愿降人間
蓮花童子現諸天
天上地下齊歡騰
法雷聲聲震九寰
巴西 真諦雷藏寺釋蓮訶上師、釋蓮伽上師
蓮花耀斌講師、理事長陳宗傑率全體理監事、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景象昇平開泰運
紅豬如意獲豐財

英國 真渡雷藏寺

Happy
New year

2019

名題雁塔登金榜

豬拱華門報吉祥

花香鳥語春無限

沃土肥田慶有功

美國 緬因同修會眾弟子

2019
Happy
New Year

豬拱門如意
雞鳴歲吉祥

英國 真佛宗倫敦雷藏寺
釋蓮枚法師暨眾弟子

2019
Happy
New Year

恭祝師尊、師母
新年快樂，健康長壽自在
合家平安，法輪常轉
一切如意吉祥圓滿

荷蘭 真慧雷藏寺住持蓮迎
堂主蓮花蓮明、理事會及眾同門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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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師母大福吉祥
祝願新春快樂健康
真佛弟子迎春接福
普皆迴向真佛住世

加拿大 菩提雷藏寺、華光雷藏寺、普陀堂

2019
Happy
New Year

祥雲青舟悠悠然 承載佛子心瑩然
師尊師母身泰然 新年吉祥樂安然

新加坡 獅城雷藏寺全體理事及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諸事順心慶新春
新年吉祥報佛恩

馬來西亞 真佛宗沙沙蘭同修會
釋蓮貴法師與眾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豬 崽 一窩樂
山 花四季春
爆 竹傳吉語
臘 梅報新春

德國 喜德同修會、荷蘭 真音堂
德國 真隆堂、法國 真願堂
瑞典 修德堂、愛爾蘭 諦覺堂

2019
Happy
New Year

春光破曉 萬物欣蒙霑甘露
真佛開講 眾生喜聞妙法音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
法師、理事暨全體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嗡阿吽 增福加慧
佛我合 常樂我淨

印尼 真佛宗坤甸真德雷藏寺
釋蓮養上師、法師、眾助教暨理事會、眾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一鉤彎月掛眼前
幾分思念在天邊
說聲問候送吉祥
寄句祝福賀新年

英國 真言雷藏寺蓮莘上師領眾同門
西班牙 明照同修會眾法師同門
德國 忍智堂理事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天女舞扇辭舊歲
空行詠歌迎新春
印尼 真佛宗圓信堂
釋蓮易法師、釋蓮鼎法師
蓮花清榮講師、全體理事及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駿馬金鞍跨上康莊路
紅豬元寶迎來大豐年

福佑雷藏寺 蓮真上師
內明堂 堂主眾理事、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年復一年無量壽

月又一月琉璃光

日日夜夜觀自在

時時刻刻妙吉祥

祝新年快樂！

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 雪蘭莪巴生般若雷藏寺
眾上師、眾法師、講師、助教、全體理事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吉祥如意
安康自在 福慧滿堂

廣喜雷藏寺、法記雷藏寺、道喜同修會
眾弟子

2019
Happy
New Year

天好 地好 春更好
豬多 糧多 福愈多

三義雷藏寺、金應堂、持戒堂
眾弟子

Happy
New year

2019

祈望太 平 自 在 年
梵音鼓 樂 舞 翩 躚
梵香一 柱 向 佛 前
普願福慧 增 無 邊 ！
祝您新年快樂 ， 吉 祥 如 意 ！

馬來西亞 真佛宗世明同修會
蓮花以仁上師及眾理事、同門

2019
Happy
New Year

豬年安康 萬事吉祥
燃燈供佛 普照世間
香華雷藏寺（香華學會）
釋蓮傑金剛上師、法師、助教
理事長、理監事、眾同修

2019
Happy
New Year

瑞雪潤大地
紅豬兆豐年
黃帝雷藏寺 理事長 蓮花春蓮教授師
常住上師 蓮墻上師
常住法師 蓮尚法師、蓮六法師、蓮莊法師
暨全體理事、義工

Happy
New year

2019

開心快樂

吉祥如意

豬年新春

祥風陣陣

萬 事 順利 ！

健 康 幸福

普天同慶

福 來 運轉

馬來西亞 海安菁森機械有限公司、海安菁森運輸有限公司
拿督李海安師兄、拿汀李菁師姐、李雪麗師姐、李琪師姐

2019
Happy
New Year

香煙裊繞 紅豬拱門迎太歲
喜氣洋洋 瑞獅歡騰慶新年

六度堂、慈尊堂、溪湖同修會

2019
Happy
New Year

喜慶新年 心願圓滿
真佛賜福 感恩懷思

社團法人台南市真佛宗大願學會
常住上師、法師、眾弟子

Happy
New year

2019

大日如春暖人間
佛法常轉度眾生
豬年諸事諸如意
心燈永續萬萬年

印尼 禮善雷藏寺、三寶壟雷藏寺

2019
Happy
New Year

佳節賀新歲 吉祥壽安康
請佛恆住世 光明照十方

靜乙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冠德、總經理張予甄及全體員工

2019
Happy
New Year

六畜豬為寶 四時春最新
己呼迎盛世 亥算得高年

香港 上天竺同修會
釋蓮花宣仁法師暨眾理事、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天增歲月人添壽
師佛康泰仍依舊
十界遍地弘佛法
不捨一人大悲願
眾 生 皆有 佛 性 在
祝 願 人人 修 成 就

印尼 泗水光明雷藏寺
理事長蓮花素娟師姐、全體理事及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豬年到喜迎門
送歡樂送諸福
祝您新春諸樂
諸事如意順心
諸星高照

諸日平安

印尼 梵音堂
全體理事暨眾同門

諸日吉祥！

Happy
New year

2019

敬祝最偉大無上尊貴的
師佛 蓮生聖尊 師母 蓮香上師暨 真佛同門
新年快樂 光明吉祥

蓮生佛王總持尊
虹光照耀滿塵寰
證悟道果微細說
眾生依止了無生

香港雷藏寺 普照堂
尊貴堂
高真堂
香港
十方同修會 本淨同修會
普明同修會

Happy
New year

2019

新年新景象
大地百花開
爆 竹迎 新 春
己 亥呈 吉 祥
真佛明燈亮
娑婆盡佛光

香港 蓮豐堂、香港 高真堂、澳門 如實堂

Happy
New year

2019

義犬守門戶

良豕報歲華

己呼迎盛世

亥算得高年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世界真佛報總社
台灣雷藏寺、真佛宗威德佛學院
真佛宗出版社、彩虹影視出版社、雷藏出版社

Happy
New year

2019

添福添壽萬事吉
新年新春千祥來

金極雷藏寺
釋蓮郲上師率眾同門

Happy
New year

2019

佛我一如傳心燈
慈悲眾生說般若
新元復始除塵垢
悉地成就永團圓

慈航雷藏寺、廣品堂、大雄堂、
大義學會、善喜同修會、善德同修會

Happy
New year

佛光普照
日月吉祥
歲歲平安
福壽增長
台灣 法聲堂弟子
釋蓮體 釋蓮祥 法師
蓮花子川助教 鄭明仁總務

恭祝無上尊貴的
師 佛 師 母 諸金剛同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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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答：
﹁苦⾏⾮道
我問：

﹂

﹂

﹁佛陀吃什麼？﹂
佛陀答：
﹁乳汁及⽠果
我問：

無法執

﹁什麼是證果的境界？﹂
佛陀答：

﹂

﹂

無⼈我執

融⼊佛海

﹁無執
無我
我問：
﹁什麼覺受？﹂
佛陀答：
﹁⼀滴⽔⼊於海
我問：

﹂

﹁睹東⽅明星？﹂
佛陀答：
﹁⼼光發露
我問：
﹁如何證明已得佛果？﹂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270冊《我所知道的佛陀》 ●如是我聞
⼀切迷惑不

﹂

與佛陀談﹁菩提樹下﹂成佛的經歷

我
我問：
﹁有成佛之因嗎？﹂
佛陀答：
﹁五百世的菩薩⾏是正因
我問：

但

無所謂

﹂

﹂

護世四天王守護

但不為所動

﹁菩提樹下的禪定有何境遇？﹂
佛陀答：
﹁三位絕⾊美⼥試煉

﹂

⼋⼗萬魔軍的攻擊
所以毫髮無傷
我問：
﹁證佛果要思惟嗎？﹂
﹂

佛陀答：
﹁觀
我問：
﹁證佛果要無念嗎？﹂
﹂

佛陀答：
﹁⽌
我問：

無所住

﹁證佛果要不飲不⾷嗎？﹂

佛陀答：
﹁無所得
我問：

﹂

﹁具體的說？﹂
菩提

佛陀答：
﹁解脫
我問：

⽂字可以形容

﹁證佛果拿得出什麼？﹂
佛陀答：
﹁⾮⾔語
我問﹕
祢在那裡？﹂
﹂

﹂

可以學到證佛果嗎？﹂

橫遍⼗⽅

﹁佛陀證果後
佛陀答：
﹁豎窮三際
我問：
﹁世⼈學佛
佛陀答：

﹁但問熟了否？﹂
我問：
﹁什麼是熟？﹂
佛陀答：﹁因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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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學到證佛果嗎？﹂

橫遍⼗⽅

﹁佛陀證果後
佛陀答：
﹁豎窮三際
我問：
﹁世⼈學佛
佛陀答：

﹁但問熟了否？﹂
我問：
﹁什麼是熟？﹂
佛陀答：﹁因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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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

燃佛心燈

因為受⾃⼰的兒媳

年歲已⼤

驅趕⽽變為乞丐

聽僧⼈講佛法：﹁苦集滅道﹂四聖諦
出家修⾏
出家時

念僧

念天

念施

思索經⽂

念戒

覺悟後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270冊《我所知道的佛陀》 ●如是我聞
仍然可

只要守戒律

指導他：

⼜被年輕的出家⼈冷嘲熱諷：
⽿聾眼花
記不住經⽂？
⽛⿒脫落
⾔語不清？
躬背駝腰
兩腿僵硬
如何坐禪？
記憶⼒失
如何解經？

讀誦經⽂

⼈⼈是平等的

經過⼀位佛的顯現

⽼⽐丘仍然深深的痛苦
後來

﹂

苦思苦想

﹁在佛法之前
正思惟
以得正果

念法

於是⽼⽐丘實施六念法：
念佛

思三藏道理
斷三界欲

有
在⼀座寺院

很奇特：

⼀位弟⼦
菩薩相

頭束⾼髻
戴寶冠
⾧髮披肩
斜披天⾐
坐蓮台
左⼿按住下肢
右⼿指輕托右腮
頭斜低
沉思默想
弟⼦問我：
說：

﹁是何菩薩？﹂
我想了⼀想
﹂
很少聽聞

﹁思惟菩薩
弟⼦問我：
﹁這尊菩薩

名﹁脇尊者﹂

看到⼀尊菩薩

此

⾛

請問菩薩的來歷是如

吃飯

(古印度)

從不懈怠

他是迦膩⾊迦王城的⼈

證六神通
得⼋解脫
由於不眠不休
散步

精進是

靜坐

這思惟菩薩是阿彌陀佛周圍的⼋⼤菩薩之⼀

我說：

何？﹂

路

就成了﹁思惟菩薩﹂

全在思惟之中
後來成就了
●
我問佛陀：

﹂

﹁思惟菩薩何以成就？﹂
佛陀答：
﹁正思惟
我問佛陀：

遍佈其他的五度

﹁我想精進也是其中之⼀吧？﹂
佛陀答：
﹂

故念天也！﹂

何以要念天？﹂

﹁六度法中的精進
⼤⼝訣

我問佛陀：
﹁六念法中
佛陀答：
﹁念天是天護持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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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口

意清淨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經過長期的身
就是越來越增加你本身道的資糧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網路上
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 沒有
名單 只有師尊 不是只有師尊啦
其實底下每一個人都是貴賓
初來貴地 一下飛機就覺得這個
機場空蕩蕩地 除了我們的人以外
幾乎都沒有人 聽說一天只有一班飛
機是嗎？白天只有一班飛機下來 這
個機場也是新的機場 後來呢 一路
上走來 哇 都是青色的田園 非常
地美 沒有像雅加達這樣子的 車水
馬龍 天天時時刻刻到晚上十二點都
在塞車 這裡沒有 沒有塞車 道路

結手印 就是代表著本身的清淨 你
自己結手印代表身的清淨 我們唸咒
的時候就代表口的清淨 你在觀想的
時候就代表意念清淨 其實密教的法
也是叫你身口意清淨 你經過這樣子
長期的身口意清淨 你就是越來越增
加你本身道的資糧
當初寫﹁聞道﹂兩個字的時候
你聽了佛法 知道了道理 然後你道
的資糧也會漸漸地增長 聞道就是這
個意思 剛剛我也寫了一個偈 觀世
音菩薩是聞聲救苦 祂非常地偉大
祂所化的眾生也是最多的 跟眾生最
有緣的就是觀世音菩薩 最有緣的
所以祂也是聽到聲音 然後去救苦救
難 那麼道呢 也可以說是一個開
始 也可以講是一個結果 那麼將
來 我們每一個人因為修了密法以
後 你就能夠得道 ﹁聞道﹂兩個字
的意義就在這裡 聽了以後 經過修
行 你將來就能夠得道 而且慢慢的
有道的資糧 是這樣子的
我今天初來這裡 第一次到︿聞
道堂﹀ 這裡是井里汶︿聞道堂﹀
這裡有多少人口？這個城市有多少人
口？有人清楚嗎？大家都在翻手機
廿九萬人 喔！那很少 真的 我住

上非常地清淨 警車開導 反而是阻
礙了我們後面的行車 開得很慢 車
子也都跟他慢 終於到心中嚮往的
︿聞道雷藏寺﹀ 他們講說已經等了
師尊三十年 哇 三十年的時間很
長 三十年都可以娶媳婦了 從出生
一直到三十歲 這個娶媳婦還嫌晚
已經太晚了 這麼長的時間 能夠經
過風風雨雨堅持下去 這樣子的精神
就是不簡單
初到雷藏寺有一點非常不好意思
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樓下這個休息
室的地方 我是到了 Toilet
就是
說這個石門水庫洩洪 然後我按水去
沖 很抱歉 因為沒有水 也不知道
怎麼處理 因為這邊浴室也沒有水
廁所也沒有水 出來外面的水槽一樣
沒有水 那怎麼辦呢？還要刷牙 我

雜誌

有一個習慣就是吃過飯我馬上就刷
牙 也沒有水 這樣子找了半天找出
兩瓶礦泉水 終於可以漱口 但是兩
瓶礦泉水對這個廁所好像沒有什麼用
處 所以很抱歉 第二個很抱歉的
也就是說那個匾 那個要拉匾 匾為
什麼拉不開？而且我力量也用得很
大 連匾上面的不鏽鋼都快要拉下來
了 大力金剛一拉 連匾都下來了
不好意思 也覺得怎麼搞的 今天是
黃道吉日嗎？
不過剛剛這個理事也講了 經過
三十年的這樣子辛勤 然後三十年的
建設 從開始沒有什麼人 一直到現
在有這麼多的信眾 然後建立起這樣
子非常輝煌的雷藏寺 非常不簡單
當初給﹁聞道﹂兩個字 ﹁聞道﹂就
是佛陀本身講的﹁聞 思 修﹂三個
字 第一個是﹁聞﹂ 最好的是我們
年輕的時候要多聞 多聽佛法 你多
聞 你就會思考 這個盧師尊所講的
這些佛法 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不是
修了會有成就？那要思考盧師尊所講
的裡面的密法 到最後你認為因為經
過密法的修練 最初的像唸咒語 四
加行 唸咒 手印 還有觀想 它是
在做什麼作用的？要思考 那麼我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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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你將來就能夠得道 而且慢慢的
有道的資糧 是這樣子的
我今天初來這裡 第一次到︿聞
道堂﹀ 這裡是井里汶︿聞道堂﹀
這裡有多少人口？這個城市有多少人
口？有人清楚嗎？大家都在翻手機
廿九萬人 喔！那很少 真的 我住

上非常地清淨 警車開導 反而是阻
礙了我們後面的行車 開得很慢 車
子也都跟他慢 終於到心中嚮往的
︿聞道雷藏寺﹀ 他們講說已經等了
師尊三十年 哇 三十年的時間很
長 三十年都可以娶媳婦了 從出生
一直到三十歲 這個娶媳婦還嫌晚
已經太晚了 這麼長的時間 能夠經
過風風雨雨堅持下去 這樣子的精神
就是不簡單
初到雷藏寺有一點非常不好意思
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樓下這個休息
室的地方 我是到了 Toilet
就是
說這個石門水庫洩洪 然後我按水去
沖 很抱歉 因為沒有水 也不知道
怎麼處理 因為這邊浴室也沒有水
廁所也沒有水 出來外面的水槽一樣
沒有水 那怎麼辦呢？還要刷牙 我

雜誌

有一個習慣就是吃過飯我馬上就刷
牙 也沒有水 這樣子找了半天找出
兩瓶礦泉水 終於可以漱口 但是兩
瓶礦泉水對這個廁所好像沒有什麼用
處 所以很抱歉 第二個很抱歉的
也就是說那個匾 那個要拉匾 匾為
什麼拉不開？而且我力量也用得很
大 連匾上面的不鏽鋼都快要拉下來
了 大力金剛一拉 連匾都下來了
不好意思 也覺得怎麼搞的 今天是
黃道吉日嗎？
不過剛剛這個理事也講了 經過
三十年的這樣子辛勤 然後三十年的
建設 從開始沒有什麼人 一直到現
在有這麼多的信眾 然後建立起這樣
子非常輝煌的雷藏寺 非常不簡單
當初給﹁聞道﹂兩個字 ﹁聞道﹂就
是佛陀本身講的﹁聞 思 修﹂三個
字 第一個是﹁聞﹂ 最好的是我們
年輕的時候要多聞 多聽佛法 你多
聞 你就會思考 這個盧師尊所講的
這些佛法 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不是
修了會有成就？那要思考盧師尊所講
的裡面的密法 到最後你認為因為經
過密法的修練 最初的像唸咒語 四
加行 唸咒 手印 還有觀想 它是
在做什麼作用的？要思考 那麼我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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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是海用棒子去攪 大威德金剛也
是一樣 祂能夠把整個海整個攪拌
力量非常地大 所以我就尊大威德金
剛為我的首席護法
後來呢 不動明王因為日本的
東密 你是屬什麼的 你的本尊是什
麼 好像我們來講 明年就是豬年
明年豬年 台灣發行一種郵票是印著
豬的 郵票上面有豬 台灣的郵局也
警告所有寄郵件的 不要把豬的郵票
寄到中東 警告不可以寄到中東 你

如果有穆斯林的朋友 你寄信的時
候 也不要拿台灣的郵票一貼 就寄
給穆斯林 他一看到豬就不好了 我
個人是屬雞的 照東密裡面講 屬雞
的護法是不動明王 所以後來呢 我
也修了不動明王 不動明王也來接近
我 後來我們︿真佛宗﹀的最大的護
法是大力金剛 我也修 這三尊我都
有相應！
大威德金剛呢 是非常好的
像 Rainbow Villa 就是︿彩虹雷藏
寺﹀ 它的金剛明王殿 最主要的也
就是大威德金剛 這裡有大威德金剛
作護法 非常好！在西藏的密教 大
威德金剛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在
東密也有講到 日本的密宗也有講
到 祂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不管是阿
彌陀佛 文殊師利菩薩 大威德金
剛 都歸屬在阿彌陀佛之下 祂有阿
彌陀佛 文殊師利 另外大威德金
剛 大威德金剛屬於教化輪 教化眾
生的教化輪 那蓮花童子大家也都知
道了
另外綠度母 其實西藏本身是
有綠度母的 是有的 但是綠度母的
根源非常地早！祂是觀世音菩薩的系
列 因為在西藏密教傳說 觀世音菩
薩因為度化眾生非常地辛苦 所以留

的台中市喔 它就有那個
我也不
知道多少人？
不過台中市就有三百萬人 兩百
八十萬人差不多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
在 一 個 city
井里汶很大 我一
看 下機場一看 這青青的草原 那
麼長都沒有住人 是鄉下的地方 鄉
下的地方比較好 城市的地方 車子
擠車子 人擠人 很麻煩！你聽過一
個笑話嗎？就是坐公車喔 人很多
甲先生對乙先生講：﹁唉呀 這公車
人實在太多了 人擠人 我太太就是
因為人擠人 但是她懷孕了 她有身
孕 結果就生產了 ﹂因為坐公車
人擠人 結果就早產了 乙先生講：
﹁這不算什麼 因為我太太坐公車
喔 人擠人 居然就懷孕了 ﹂所以
人擠人很麻煩 坐公車都會懷孕 實
在是太扯了
這裡好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才
廿九萬人口 那土地一定很大 我看
也是朦朧的 這裡也是空氣品質怎麼
樣？還可以 但是我看還是朦朧 我
到了機場往外一看 還是朦朧一片
一定是雅加達害的 雅加達這個煙窗
很多 天天就是霧茫茫 我講一個笑
話 這個唐僧帶著孫悟空到西天取

下了兩滴眼淚 一滴眼淚是化為綠度
母 一滴眼淚就化為白度母 傳說是
這樣子 那麼綠度母就是多羅菩薩
祂也曾經發願幫助觀世音菩薩度化很
多很多的眾生 所以綠度母也是相當
慈悲的 祂有廿一個度母都歸屬於綠
度母 那麼在阿底峽的時候 稱為聖
救度母 阿底峽祂本身有寫出修行綠
度母的儀軌 看︽那塘百法︾裡面就
有綠度母本尊的唸誦法
等一下要灌頂﹁蓮花童子 大
威德金剛 聖救度母﹂也就是綠度
母 我再唸這個蓮花童子的心咒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唸
大威德金剛的咒﹁嗡 耶媽打嘎 吽
呸 嗡 絀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就是大威德金剛的咒 那綠
度母的咒﹁嗡 達拉 都達拉 都
拉 梭哈 ﹂也有一個很短的綠度母
的咒 在緊急求救的時候用 ﹁嗡
登木 梭哈 ﹂你緊急的時候 這個
唸﹁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梭
哈 ﹂來不及唸 你就﹃嗡 登木
梭哈 ﹂ 緊急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
子唸
那手印呢 蓮花童子的手印大
家都知道 大威德金剛的手印也就是
﹁幾里幾拉呀﹂這個雙手內縛 比較

經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 悟空一看
哇 山朦朧 水朦朧 鳥朦朧好一番
仙境 他就跟唐僧講 我看這裡差不
多要接近西方極樂世界了 我們到西
天取經 差不多快接近了 唐僧就回
答孫悟空講 我們才到雅加達而已！
我們才到雅加達而已 那你喜歡這
裡 他說啊 悟空啊 那你就留在這
裡住吧 我一個人上西天取經就好
了 孫悟空講說 不要不要 我還是
要跟著師父到西天去取經 唐僧就跟
悟空講 你不知道你只要住在這個地
方 很早你就會上西天 你會比我還
快就上西天！這也是一個笑話
我們今天是要灌頂大威德金剛
有蓮花童子 然後還有綠度母 這裡
很適合綠度母 因為一看就是綠色
的 全部都是綠色的 很適合修綠度
母 大威德金剛就是師尊本身的首席
護法 我最早的護法是大威德金剛
我以為我的護法是不動明王 那麼又
有︿真佛宗﹀很大的護法就是大力金
剛 那我開始的時候是修不動明王
結果來的是大威德金剛 這個大威德
金剛可以把整個海底全部把它掀翻
我記得婆羅門教印度教 它有一個傳
說 是海用一個棒子去攪 有這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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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是海用棒子去攪 大威德金剛也
是一樣 祂能夠把整個海整個攪拌
力量非常地大 所以我就尊大威德金
剛為我的首席護法
後來呢 不動明王因為日本的
東密 你是屬什麼的 你的本尊是什
麼 好像我們來講 明年就是豬年
明年豬年 台灣發行一種郵票是印著
豬的 郵票上面有豬 台灣的郵局也
警告所有寄郵件的 不要把豬的郵票
寄到中東 警告不可以寄到中東 你

如果有穆斯林的朋友 你寄信的時
候 也不要拿台灣的郵票一貼 就寄
給穆斯林 他一看到豬就不好了 我
個人是屬雞的 照東密裡面講 屬雞
的護法是不動明王 所以後來呢 我
也修了不動明王 不動明王也來接近
我 後來我們︿真佛宗﹀的最大的護
法是大力金剛 我也修 這三尊我都
有相應！
大威德金剛呢 是非常好的
像 Rainbow Villa 就是︿彩虹雷藏
寺﹀ 它的金剛明王殿 最主要的也
就是大威德金剛 這裡有大威德金剛
作護法 非常好！在西藏的密教 大
威德金剛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在
東密也有講到 日本的密宗也有講
到 祂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不管是阿
彌陀佛 文殊師利菩薩 大威德金
剛 都歸屬在阿彌陀佛之下 祂有阿
彌陀佛 文殊師利 另外大威德金
剛 大威德金剛屬於教化輪 教化眾
生的教化輪 那蓮花童子大家也都知
道了
另外綠度母 其實西藏本身是
有綠度母的 是有的 但是綠度母的
根源非常地早！祂是觀世音菩薩的系
列 因為在西藏密教傳說 觀世音菩
薩因為度化眾生非常地辛苦 所以留

的台中市喔 它就有那個
我也不
知道多少人？
不過台中市就有三百萬人 兩百
八十萬人差不多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
在 一 個 city
井里汶很大 我一
看 下機場一看 這青青的草原 那
麼長都沒有住人 是鄉下的地方 鄉
下的地方比較好 城市的地方 車子
擠車子 人擠人 很麻煩！你聽過一
個笑話嗎？就是坐公車喔 人很多
甲先生對乙先生講：﹁唉呀 這公車
人實在太多了 人擠人 我太太就是
因為人擠人 但是她懷孕了 她有身
孕 結果就生產了 ﹂因為坐公車
人擠人 結果就早產了 乙先生講：
﹁這不算什麼 因為我太太坐公車
喔 人擠人 居然就懷孕了 ﹂所以
人擠人很麻煩 坐公車都會懷孕 實
在是太扯了
這裡好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才
廿九萬人口 那土地一定很大 我看
也是朦朧的 這裡也是空氣品質怎麼
樣？還可以 但是我看還是朦朧 我
到了機場往外一看 還是朦朧一片
一定是雅加達害的 雅加達這個煙窗
很多 天天就是霧茫茫 我講一個笑
話 這個唐僧帶著孫悟空到西天取

下了兩滴眼淚 一滴眼淚是化為綠度
母 一滴眼淚就化為白度母 傳說是
這樣子 那麼綠度母就是多羅菩薩
祂也曾經發願幫助觀世音菩薩度化很
多很多的眾生 所以綠度母也是相當
慈悲的 祂有廿一個度母都歸屬於綠
度母 那麼在阿底峽的時候 稱為聖
救度母 阿底峽祂本身有寫出修行綠
度母的儀軌 看︽那塘百法︾裡面就
有綠度母本尊的唸誦法
等一下要灌頂﹁蓮花童子 大
威德金剛 聖救度母﹂也就是綠度
母 我再唸這個蓮花童子的心咒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唸
大威德金剛的咒﹁嗡 耶媽打嘎 吽
呸 嗡 絀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就是大威德金剛的咒 那綠
度母的咒﹁嗡 達拉 都達拉 都
拉 梭哈 ﹂也有一個很短的綠度母
的咒 在緊急求救的時候用 ﹁嗡
登木 梭哈 ﹂你緊急的時候 這個
唸﹁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梭
哈 ﹂來不及唸 你就﹃嗡 登木
梭哈 ﹂ 緊急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
子唸
那手印呢 蓮花童子的手印大
家都知道 大威德金剛的手印也就是
﹁幾里幾拉呀﹂這個雙手內縛 比較

經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 悟空一看
哇 山朦朧 水朦朧 鳥朦朧好一番
仙境 他就跟唐僧講 我看這裡差不
多要接近西方極樂世界了 我們到西
天取經 差不多快接近了 唐僧就回
答孫悟空講 我們才到雅加達而已！
我們才到雅加達而已 那你喜歡這
裡 他說啊 悟空啊 那你就留在這
裡住吧 我一個人上西天取經就好
了 孫悟空講說 不要不要 我還是
要跟著師父到西天去取經 唐僧就跟
悟空講 你不知道你只要住在這個地
方 很早你就會上西天 你會比我還
快就上西天！這也是一個笑話
我們今天是要灌頂大威德金剛
有蓮花童子 然後還有綠度母 這裡
很適合綠度母 因為一看就是綠色
的 全部都是綠色的 很適合修綠度
母 大威德金剛就是師尊本身的首席
護法 我最早的護法是大威德金剛
我以為我的護法是不動明王 那麼又
有︿真佛宗﹀很大的護法就是大力金
剛 那我開始的時候是修不動明王
結果來的是大威德金剛 這個大威德
金剛可以把整個海底全部把它掀翻
我記得婆羅門教印度教 它有一個傳
說 是海用一個棒子去攪 有這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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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黃種人 不然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
不然就是黃種人 他很少用白人 為
什 麼 ？ 因 為 白 人 是 比 較 懶
Renaine 不會 她的前世是東方人！
真的白人是很懶很懶的 所以日本首
相到了白宮的時候 他有講過一句
話 ﹁你們美國人懶 ﹂奇怪了 那
底下的人一下子 哇 大家心裡都不
平 但是每一個人回去了以後再想一
想 確實美國人比我們華人懶得多
我們華人為什麼能夠在美國揚名立
萬？能夠每一個人去了都會有房子
包括越南的難民到了美國以後 都能
夠很快地有房子 那白人都還在租房
子 為什麼？因為我們華人吃苦耐
勞 又勤儉 又會存錢
美國為什麼會那麼強？你看連一
條高速鐵路都沒有 美國到現在沒有
高速鐵路 聽說歐巴馬到了中國以後
回去 一看了中國那麼多的高速鐵路
都開得很快很順暢 他回去也要開一
條高速鐵路 從這個洛杉磯開到聖地
牙哥 這樣子 結果計劃出來要三十
年 要三十年才能夠開成 一條高速
鐵路只是從洛杉磯到聖地牙哥 就要
花掉三十年的時光 大家想一想 像
這種事情 在中國大陸一個月就可以

直一點就是﹁幾里幾拉呀﹂ 這個是
﹁幾里幾拉呀﹂ 比較彎一點的就是
大威德金剛 交叉的就是愛染明王
雙手打開的就是地藏王菩薩 單單中
指豎立很直的就是﹁幾里幾拉呀﹂普
巴金剛 彎一點的大威德金剛 交叉
的愛染明王 中指打開的就是地藏王
菩薩 這裡面就有四個手印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結手印的時候結大威德金
剛的手印 那麼綠度母的手印呢 跟
瑤池金母的手印是母系的手印 是一
樣的 我們可以結綠度母的手印 那
有咒語有手印 另外還有觀想 觀想
其實每一尊都不一樣 但是觀想的訓
練其實在指導你精神專一 意念 你
要專一在你的本尊上面 它是觀想的
一種訓練 第一步怎麼觀想 第二步
怎麼觀想 第三步怎麼觀想 第四步
怎麼觀想 然後觀想你跟本尊能夠融
合在一起 你自己就變化成為大威德
金剛 蓮花童子 喔 要唸喔！
﹃嗡 絀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
哈 ﹄絀利就是祂的種子字 只要
﹁絀利﹂出來 等於是阿彌陀佛 絀
利也就是阿彌陀佛的種子字 在藏密
沒有唸﹁絀利﹂ 藏密唸﹁些﹂
我常常講為什麼美國變成世界的
霸主
奇怪耶！我覺得那個？

給它完成 你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
到時候很成功地把它完成了 他們討
論了半天已經過了幾十年了 金門大
橋都還不能夠完成 最後是華人的設
計師 以幾個月的時候把它完成
美國人為什麼會那麼興盛呢？終
於我想通了 因為他們會唸這個
﹁些﹂ 就成為世界的霸主 所以我
們將來要唸 好好唸﹁嗡 些 卡拉
魯帕 吽 堪 梭哈 嗡 絀利 卡
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很有威
力！你看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當
初剛蓋起來是世界最小的雷藏寺 祖
廟很小 但是佔的那個地理很大 居
然以這麼小的雷藏寺 能夠度化全世
界千千萬萬的眾生 我是講佔的地理
也是很重要的 那所有的眾生都是很
可愛的 師尊對井里汶的︿聞道雷藏
寺﹀ 永遠不會忘掉！佛菩薩都放光
加持大家 將來還會度萬萬眾 會有
大成就！我喜歡這裡 師尊喜歡這裡
一片的青青草地 讓我覺得這裡心曠
神怡 叫我住雅加達我會很早就上西
天 還是住井里汶比較好 那麼今天
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Renaine 在這裡 我不好意思 我不
是講白人的壞話 不過他們習慣的用
語
只要碰到不好的事情就是
shit
不好的 碰到不好的事情就
shit
不好的 覺得那個是很不好
的字 我告訴你喔 美國人唸這個
﹁些﹂字喔 些 其實我也不太願意
在美國唸這個些字 沒辦法 咒語就
有這個音﹁些﹂ 藏語﹁絀利﹂就是
唸成﹁些﹂ 我有一次 聖誕節的時
候去參觀聖誕燈 有一對夫婦一邊走
一邊講話 到最後太太很生氣的就講
了 一 句 話 ： ﹁ shit on you ﹂
shit on you
是什麼意思？慧君？
shit on you 是什麼意思？我當然知
道是不太好的意思 但是你翻不出
來 對不對？敷衍我 這個就是敷
衍 叫他先生吃大便 就是這樣子
但是美國為什麼會成為霸主？我
發覺美國人很懶 你看看我們︿西雅
圖雷藏寺﹀後面山上是誰住的？後面
山上很大的 一大片的就是微軟
Microsoft
我當初到西雅圖 到了
這 個 remond
經 過 Microsoft 的
時候說 唉呀！這一塊地是世界第一
富豪的地 擁有這一塊地的一定是世
界第一富豪 我講過這一句話嘛 對
不 對 ？ 你 看 Microsoft 所 用 的 人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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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法王與眾弟子抵達井里汶

12.09. 聞 道 雷 藏 寺

聖尊祝福聞道雷藏寺
■燃燈雜誌整理

多聞 就會思考 是否修了成就
因為要經過密法的修練 行者結手
印 觀想 持咒 恆持修行 代表
身口意清淨 就能夠愈來愈增加佛
法的道糧 行者修觀想 意念更集
中 道是一個開始 也是一個結
果 修了密法 能夠得道 慢慢有
道的資糧
關於護法方面 聖尊提到：師
尊的主要護法是大威德金剛 祂的
力量非常強 可以把整個海底掀
翻 在東密來說 師尊屬雞 其護
法是不動明王 而︿真佛宗﹀最大
的護法是大力金剛 此三尊師尊皆

↓感恩宴會場擠滿同門，相當熱鬧。

剛

結束十二月八日﹁阿底峽大法
會﹂ 十二月九日一早 聖尊
蓮生法王與眾弟子們便搭機前往井
里汶 井里汶鎮坐落在爪哇北沿海
平原 西爪哇和中爪哇各省之間的
邊界 前蘇丹國的宮殿坐落於此
融合了多國的文化 如巽他和爪哇
與中國 印度 阿拉伯和歐洲文
化
聖尊蓮生法王出發前在雅加達
機場 印尼︿Garuda航空公司﹀特
別製作歡迎布條並請求合照留念
聖尊蒞臨井里汶時 ︿聞道雷藏
寺 ﹀ 特 別 假 ︿ Cirebon convention
hall﹀舉辦感恩宴 會場擠滿了各
地來的弟子 相當熱鬧 安排節目
當中有弟子編演威武的大威德金剛
舞 相當令人震撼
是日 艷陽高照 感受到南洋
的熱情 大家在︿聞道雷藏寺﹀外
面等候聖尊來揭匾時 悶熱的天
氣 令大家一直搧風吹涼消暑
在為道場開光賜墨寶之後 聖
尊開示提到 正如剛剛主席講的
︿聞道雷藏寺﹀經過三十年的建
設 由零開始至今建寺成功 如此
的恆心 真是不容易！能夠經過風
風雨雨堅持下去 這精神不簡單！
佛陀說﹁聞思修﹂ 年輕時要

已經修至相應
聖尊亦提到：昔日觀世音菩薩
度化眾生 其流下二滴眼淚 一為
綠度母 二為白度母 阿底峽尊者
稱綠度母為聖救度母 綠度母有很
短的咒 在緊急的時候可唸：
﹁嗡 登木 梭哈 ﹂
聖尊說祂永遠不會忘掉︿聞道
雷藏寺﹀ 求佛菩薩放光加持大
家 將來可度萬萬眾
聖尊很喜歡井里汶這個地方
沿路坐車看到青青草原 令人心曠
神怡 最後 聖尊祝福︿聞道雷藏
寺﹀將來會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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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道雷藏寺﹀主席蓮花秀琴感恩
詞：
最尊敬的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生活佛 蓮香師母 ︿宗務委員
會﹀諸位處長 諸金剛上師 教授
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貴賓 善
信大德 嗡咕嚕蓮生悉地吽！阿彌
陀佛！大家好！
今天我們懷著最激動的心情
迎來了三十年的心願︱︱最尊敬的
師佛 師母能佛駕井 里 汶 為︿聞
道雷藏寺﹀壇城金身開光加持及灌
頂大白蓮花童子 綠度母 大威德
金剛持咒灌頂 這是我們一生最大
的榮幸
回顧 一九八七 年師佛給與︿聞
道堂﹀堂名 在 ︿ 潮覺寺 ﹀ 慈悲關
懷下 ︿聞道堂﹀得於在寺裡進行
同修一系列︿真佛密法﹀活動 也
多次聘請諸 金剛 上師舉辦護摩火供
大法會等等 早期 ︿聞道堂﹀為
讓更多不識中文的同門 能夠認識
聖尊蓮生活佛的人生傳奇 群策群
力發動大家參與翻譯聖尊著作︽靈
機神算漫談︾及主辦︽蓮花刊
物 ︾ 第一個︿真佛宗﹀ ︽聞道雜
誌︾印尼文版出版了 我們也免費
寄給印尼各道場 不過 由於財政
日益捉襟見肘 文宣刊物只辦了三

年 歷經風風雨雨三十年 要擁有
自己的弘法場地進行學習︿真佛密
法﹀的心願越來越迫切 大家紛紛
掏出腰包捐獻用於購買兩座數十年
已廢棄的舊倉庫
當我們決定買下時 這座舊倉
庫竟然出現了無數的般若光 對此
般若光及舊場地 師佛給予認可及
八十五分的評估 這是︿聞道雷藏
寺﹀建寺的緣起
地方已有了 本欲速速從建
奈何堂內資金已掏空 我們理事多
次赴台向師佛求大加持 師佛很慈
悲 不厭其煩多次賜大加持 不可
思議的奇跡出現了 同門師兄姐
十方善信大德紛紛慷慨解囊 一磚
一瓦 一鼎一柱 聚少成多 眾志
成城 終於在今天 一座秉著弘揚
︿真佛密法﹀傳承延續的雷藏寺奇
跡般出現在井里汶這座小城市
千感恩 萬感恩 說不盡對師
佛諸佛菩薩的再三感恩 千萬謝
萬感謝 道不盡再三感謝十方善信
大德對︿聞道雷藏寺﹀建設的熱心
幫助 如今 我們決心 在︿真佛
密法﹀傳承的清淨法流中 永遠緊
跟師佛 實修︿真佛密法﹀ 解脫
自在 阿彌陀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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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置心一處與禪定的口訣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
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位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及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一
樣的沒有貴賓名單 大家都是貴賓
現在是早上十一點
Selamat
pagi
因為今天下雨的關係 所以聲
量很小 這樣聽得到嗎？聽得到就好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叫萬鴉老？但是我聽
說萬鴉老大部分的同門都是年輕人 三
十幾歲已經是最老的 怪不得︿須彌雷
藏寺﹀都沒有電梯 年輕人都不會想到
將來自己也會老 一晃他就老了 將來
就上不來了 今天因為來︿須彌雷藏
寺﹀的地方比較遠 那麼來的人也不會

房間號碼我都沒有 我一個人關在裡面
肚子痛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痛
得很厲害 怎麼辦？只好把喇嘛服一
穿 看看哪一個房間門會打開 就在那
幾個房間裡面 就是這個侍者都是住在
左右的 他們沒有開門 我也沒辦法
然後我想 如果是住著別人 那給人家
敲門也不對 所以就走來走去 繞來繞
去 那警衛跟著我走 警衛還笑笑地
說 問我要去哪裡 我怎麼知道 這樣
走了一下子 終於有一個門縫打開 一
看 是蓮妤上師的房間 她剛好開了
妳怎麼知道？喔 她才剛剛進去房間
門 然後為了要拿東西所以才剛好要出
來 就是蓮妤上師 看到她等於看到恩
人 差一點眼淚就流出來 我問她說
請你幫我找 Doctor 我們隨團有一個
Doctor
她在聯絡就比較快 一下
子 她說如果找到的話會敲我的門 後
來她真的找到了 而且拿了藥給我 就
是昨天晚上吃了綠色的 一共有兩顆綠
色的 吃了一個 今天早上又吃一個
拿兩顆的藥 謝謝那個 Doctor 喔！
我這個是不能夠怪什麼人 因為
安排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房間門口一定
守著一個是二十四小時 他們有兩班
制 二十四小時有兩班制 這也是為了
我個人的安全 就把我關起來 我個人

太多 因為要飛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
時間已經快回到台灣了 不過這裡 我
聽說人口只有廿萬人 廿萬人 兩百萬
還是廿萬？兩百萬？兩百萬怎麼人那麼
少？我們已經搞糊塗了 一個講廿萬
一個講兩百千 一個講兩百萬 又講七
十萬 喔 網路上面寫七十萬 好 不
管了 今天因為人很少 私底下我們大
家聊聊天就好了
來到這裡我有一個感覺 我想到
雅加達是大都會很多人的 我住的地
方 在 Hotel 的門口有兩個警衛是輪
流 一個看十二小時 另一個看另外十
二個小時 門口都有警衛 我想到了其
它雷藏寺鄉下的地方 應該不會警衛很
多 沒想到昨天晚上我開了門出來一
看 還是有一個警衛站在我的旁邊 我

雜誌

偷偷問一下 這是誰規定的？喔 是你
們安排的 七個雷藏寺去的地方 在我
Hotel 的門口都有一個警衛 是二十四
小時的警衛 這是不能夠防外賊 只能
夠防內賊 因為站在門口 我就不能夠
出門 人家也不能夠進到我的房間 我
也出不去 因為我一探頭 他就跑過
來 也是一樣叫我師尊 ﹁師尊有什麼
事？﹂我說沒事！我出房間門都沒有辦
法出去 而且今天到了萬鴉老 是兩個
門 第一個門是我自己房間的門 出去
以後 幾個房間以外 這裡又設了一個
門 有兩個門
很怪的是 給我房間的 Key 我
走到房間門口 再怎麼樣刷它都打不
開 警衛站在我旁邊 他拿他的卡來刷
就開了！好怪喔 把我鎖起來了 第二
點 早上吃完了早餐 我又上樓 我拿
那個警衛的卡 又刷我房間的門 又不
開 又不開了 那怎麼辦呢？旁邊伸出
一隻手 刷兩下又開了 這個是防內賊
的方法 把師尊當成犯人 這我出不
去 自己要進來也進不來 一定要別人
幫忙才能夠進來 其實我昨天晚上 跟
大家講 昨天晚上半夜的時候 肚子不
舒服 那個時候我想說應該要找人幫
忙 翻遍了所有的地方 因為都沒有同
門的房間號碼 包括侍者也是 你們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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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傳﹁地母菩薩法﹂的時候
她已經就已經先傳了 跑了好多地
方 先傳了地母的法 然後我開始再
傳地母的法 我唸的咒語：﹁嗡 別
炸 嘛嘛 坡理提毘 梭哈 ﹂ 她
唸的是﹁嗡 地母 梭哈 ﹂就直接
唸地母的名字 其實地母就是坡理提
毘 到有一天 她見到我 ﹁祢怎麼
可以改咒語？我已經教過了 祢怎麼
可以改咒語？﹂我說﹁坡理提毘 才
是對的啊！﹂因為在古印度的時候
地母已經在了 祂跟堅牢地神同一個
名字 就叫﹁坡理提毘﹂ 加上﹁嘛
嘛﹂兩個字 當然是女的 女性就叫
地母 叫﹁嘛嘛 坡理提毘﹂就是地
母 單單提﹁坡理提毘﹂就是堅牢地
神 所以有講地母是堅牢地神的太
太 有這個原因存在 在古印度的時
候 它已經有地母菩薩
在古印度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
尊 一個是大梵天王 Brahma
一個
是保護神 維濕奴是保護神 破壞神
大自在天就是希瓦 另外還有幾尊很
重要的 就是甘尼許｜資糧主 就是
紅財神甘尼許 我們稱祂為甘尼許
祂是希瓦的兒子 破壞神希瓦 另外
還有一尊很重要的 沙拉沙底 沙拉
沙底就是妙音天女 妙音天啦 甘尼

的安全 我在想 這到底是誰交代的？
會不會是？不敢講 哈哈 總之 到哪
一個雷藏寺 哪一個地方都有二十四小
時的警衛 這幾天大概出來會有十天的
行程 聽說是明天會更忙對不對？明天
有兩個雷藏寺 而且要坐兩次的飛機
明天是最忙的 而且飛機很小是不是？
只能夠坐七十個人 比現在更小 我剛
剛是私下聊天 不要講出去！喔 是直
播喔？所以 我這十幾天 我不能夠去
拜訪信眾 信眾也不能夠到我的地方
來 所以要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現在是
十幾天都是守身如玉 阿彌陀佛！我以
為師母走了 我就自由了！
今天是要灌頂地母菩薩 地母菩
薩是很莊嚴的 祂的威力也很大 但是
威力再怎麼大都輸給天公｜玉皇大帝
因為祂是地母 天公當然比地母大 須
彌山的山頂有三十三天 中間的天叫做
忉利天 其他旁邊的 一共是四八三十
二 再加上中間的天 就是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都是在須彌山頂 那須彌山的
半山腰還有四大天王天 四大天王天就
是多聞天 持國天 廣目天 增長天
有四個天是在須彌山的中間 上面是三
十三天 所以我今天到︿須彌雷藏
寺﹀ 是寫了﹁須彌山頂三三天﹂ 有
三十三天 三十三個天當然比地母還要

許 三 大 神 就 是 Brahma
維濕
奴 希瓦大自在天
Brahma 就是大
梵天 祂是創造天地 一個是保護
一個就是破壞 祂有祂的哲學思想在
裡面 一個創造 一個保護 一個破
壞 就是這樣子在輪迴 我們還要灌
頂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大家都知道
那麼地母呢 祂的手印 也就是綠度
母 瑤池金母 跟地母 祂的手印都
是一樣的 手印是一樣的
我再講︿須彌雷藏寺﹀的須彌
古時候在印度 他們認為須彌山到底
在哪裡？佛經裡面講的須彌山到底在
哪裡？須彌山的形狀 按照佛經所描
寫的 上面是大 中間反而有腰 是
小的 然後底下又是很廣大的 須彌
山以外有四大洲 分成四大洲 然後
八小洲遍布 佛經裡面所描述 其中
間隔了七個香水海 有七個海在這
邊 在須彌山的洲 古代的描述是這
樣 像一個平面 最中間的就是須
彌 我問大家喔 在還沒有發現喜馬
拉雅山的聖母峰 最高的高峰是哪一
個峰？還沒有發現喜馬拉雅山聖母峰
之前 哪一個山是最高的？都聽過這
個答案 雖然沒有發現 但是事實上
聖母峰還是最高 沒有發現還是它最
高 發現了以後 它還是最高 這個

大 地母祂接近人間 所以祂本身是很
靈感 祂對人間的事情什麼都知道 所
以是很靈感 這裡供奉的地母菩薩 祂
是非常靈感 祂接近娑婆世界 可以照
顧眾生 那我們要灌頂地母
以前 有一位×× 她說地母菩
薩給她一道符 這一道符就是咻就貼在
她的臉上 上面寫了四個字 ﹁我說了
算！﹂地母賜給××說﹁我說了算！﹂
意思就是講說××講的話永遠都是對
的 不會有錯 才叫我說了算 貼在她
的臉上 她自己嘲笑自己 好像中國江
西的趕屍 每一個屍體都貼著一張符在
他的臉上給他用跳的 這樣走路 就是
僵屍走路用跳的 兩隻手伸長長 用跳
的 就貼在××鬼婆的臉上說﹁我說了
算！﹂ 所以我跟她講她根本不懂 說
謊話 鬼放屁 為什麼呢？地母都不能
說了算 上面有天公 天公也不能說了
算 因為天公再上去 還有大梵天王
大梵天王也不能說了算 再上去還有無
色界天 四空天 四空天也不能說了
算 再上去還有阿羅漢 還有緣覺 還
有菩薩 菩薩的頂上還有佛 只有佛
呢 才能說了算！這個道理要明白 所
以地母給她賜了一張符 說﹁我說了
算！﹂ 那是不對的 地母沒有那種能
力 說她講的就是對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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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傳﹁地母菩薩法﹂的時候
她已經就已經先傳了 跑了好多地
方 先傳了地母的法 然後我開始再
傳地母的法 我唸的咒語：﹁嗡 別
炸 嘛嘛 坡理提毘 梭哈 ﹂ 她
唸的是﹁嗡 地母 梭哈 ﹂就直接
唸地母的名字 其實地母就是坡理提
毘 到有一天 她見到我 ﹁祢怎麼
可以改咒語？我已經教過了 祢怎麼
可以改咒語？﹂我說﹁坡理提毘 才
是對的啊！﹂因為在古印度的時候
地母已經在了 祂跟堅牢地神同一個
名字 就叫﹁坡理提毘﹂ 加上﹁嘛
嘛﹂兩個字 當然是女的 女性就叫
地母 叫﹁嘛嘛 坡理提毘﹂就是地
母 單單提﹁坡理提毘﹂就是堅牢地
神 所以有講地母是堅牢地神的太
太 有這個原因存在 在古印度的時
候 它已經有地母菩薩
在古印度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
尊 一個是大梵天王 Brahma
一個
是保護神 維濕奴是保護神 破壞神
大自在天就是希瓦 另外還有幾尊很
重要的 就是甘尼許｜資糧主 就是
紅財神甘尼許 我們稱祂為甘尼許
祂是希瓦的兒子 破壞神希瓦 另外
還有一尊很重要的 沙拉沙底 沙拉
沙底就是妙音天女 妙音天啦 甘尼

的安全 我在想 這到底是誰交代的？
會不會是？不敢講 哈哈 總之 到哪
一個雷藏寺 哪一個地方都有二十四小
時的警衛 這幾天大概出來會有十天的
行程 聽說是明天會更忙對不對？明天
有兩個雷藏寺 而且要坐兩次的飛機
明天是最忙的 而且飛機很小是不是？
只能夠坐七十個人 比現在更小 我剛
剛是私下聊天 不要講出去！喔 是直
播喔？所以 我這十幾天 我不能夠去
拜訪信眾 信眾也不能夠到我的地方
來 所以要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現在是
十幾天都是守身如玉 阿彌陀佛！我以
為師母走了 我就自由了！
今天是要灌頂地母菩薩 地母菩
薩是很莊嚴的 祂的威力也很大 但是
威力再怎麼大都輸給天公｜玉皇大帝
因為祂是地母 天公當然比地母大 須
彌山的山頂有三十三天 中間的天叫做
忉利天 其他旁邊的 一共是四八三十
二 再加上中間的天 就是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都是在須彌山頂 那須彌山的
半山腰還有四大天王天 四大天王天就
是多聞天 持國天 廣目天 增長天
有四個天是在須彌山的中間 上面是三
十三天 所以我今天到︿須彌雷藏
寺﹀ 是寫了﹁須彌山頂三三天﹂ 有
三十三天 三十三個天當然比地母還要

許 三 大 神 就 是 Brahma
維濕
奴 希瓦大自在天
Brahma 就是大
梵天 祂是創造天地 一個是保護
一個就是破壞 祂有祂的哲學思想在
裡面 一個創造 一個保護 一個破
壞 就是這樣子在輪迴 我們還要灌
頂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大家都知道
那麼地母呢 祂的手印 也就是綠度
母 瑤池金母 跟地母 祂的手印都
是一樣的 手印是一樣的
我再講︿須彌雷藏寺﹀的須彌
古時候在印度 他們認為須彌山到底
在哪裡？佛經裡面講的須彌山到底在
哪裡？須彌山的形狀 按照佛經所描
寫的 上面是大 中間反而有腰 是
小的 然後底下又是很廣大的 須彌
山以外有四大洲 分成四大洲 然後
八小洲遍布 佛經裡面所描述 其中
間隔了七個香水海 有七個海在這
邊 在須彌山的洲 古代的描述是這
樣 像一個平面 最中間的就是須
彌 我問大家喔 在還沒有發現喜馬
拉雅山的聖母峰 最高的高峰是哪一
個峰？還沒有發現喜馬拉雅山聖母峰
之前 哪一個山是最高的？都聽過這
個答案 雖然沒有發現 但是事實上
聖母峰還是最高 沒有發現還是它最
高 發現了以後 它還是最高 這個

大 地母祂接近人間 所以祂本身是很
靈感 祂對人間的事情什麼都知道 所
以是很靈感 這裡供奉的地母菩薩 祂
是非常靈感 祂接近娑婆世界 可以照
顧眾生 那我們要灌頂地母
以前 有一位×× 她說地母菩
薩給她一道符 這一道符就是咻就貼在
她的臉上 上面寫了四個字 ﹁我說了
算！﹂地母賜給××說﹁我說了算！﹂
意思就是講說××講的話永遠都是對
的 不會有錯 才叫我說了算 貼在她
的臉上 她自己嘲笑自己 好像中國江
西的趕屍 每一個屍體都貼著一張符在
他的臉上給他用跳的 這樣走路 就是
僵屍走路用跳的 兩隻手伸長長 用跳
的 就貼在××鬼婆的臉上說﹁我說了
算！﹂ 所以我跟她講她根本不懂 說
謊話 鬼放屁 為什麼呢？地母都不能
說了算 上面有天公 天公也不能說了
算 因為天公再上去 還有大梵天王
大梵天王也不能說了算 再上去還有無
色界天 四空天 四空天也不能說了
算 再上去還有阿羅漢 還有緣覺 還
有菩薩 菩薩的頂上還有佛 只有佛
呢 才能說了算！這個道理要明白 所
以地母給她賜了一張符 說﹁我說了
算！﹂ 那是不對的 地母沒有那種能
力 說她講的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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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要知道
另外我再問一個問題 釋迦牟尼
佛祂有妻子有兒子 也有很多的妃
子 那麼我請問大家釋迦牟尼佛的夫
人叫什麼名字？釋迦牟尼佛的妻子是
哪一位？她的名字叫什麼？你看吧？
這下子就考倒大家了 大家都不敢講
耶輸陀羅對不對？她是妃子 沒錯
耶輸陀羅是所有眾妃子當中最出色
大部分的人都會講是耶輸陀羅 那個
時候古印度的周邊 淨飯王國的周
邊 有八個王 還有什麼白飯王 綠
飯王 喔 不是喔 我知道有一個白
飯王是真的 綠飯王 紅飯王 黃飯
王都是假的 真的有八個王 有一個
美女 八個王子都在追那個美女 比
武娶親 大家要比賽 結果悉達多太

男孩子對他的媽媽講：﹁媽 我
終於找到一個對象 ﹂媽媽就問：
﹁是哪裡人？﹂他說：﹁河南的﹂他
媽媽就很生氣說：﹁兒子 我們家就
只有你一個兒子 ﹂﹁河南的 怎麼

偉大 像須彌山那麼偉大 最高的
所以眾生要注意就是說要當下置心一
處 當下念佛 當下念法 當下念
僧 就是叫你注意當下 所以念天就
是在行善 當下行善 把自己的業障
消除掉 把善業增長 惡業消除 到
最後連善業也不想 才能夠真正成
佛！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雖然跟
大家聊天而已 但是講的也是很重要
的事情

子 祂從小就有一位教祂武功的老
師 所以祂武藝高強 終於娶了那一
位公主 那一位公主就叫做裘尹 知
不知道？以後要記住了 釋迦牟尼佛
的妻子就叫做裘尹 不是魷魚 是裘
尹 以後記得釋迦牟尼佛第一個娶來
的妻子就叫做裘尹 耶輸陀羅是所有
眾妃當中其中一個特別出色
以前就有人毀謗師尊 師尊啊
你有妻有子 他沒有想到我們佛教的
教主釋迦牟尼佛祂是有很多的妻子
第一個妻子叫裘尹 所有的妃子當中
其中有一個很出色的才叫耶輸陀羅
然後耶輸陀羅生了一個小孩 叫做羅
睺羅 所以人家講 你罵師尊說有妻
有子 他不知道我們的教主很多的妻
子 生了一個兒子 就是這樣子 所

了嗎？河南的挺好的 她又對我很溫
柔 ﹂媽媽就生氣了：﹁我沒有你這
個兒子 ﹂兒子大喊：﹁媽 是河南
的 ﹂他媽媽還是叫他滾 他是講河
南的 和男的 查埔的！其實男生是
講說我找到一個對象 是河南省的
那就少了一個省字 河南的︵我和男
的︶ 是男生 對
台灣實在是很自由 我們公投的
時候就有投到這個 男的跟男的結
婚 女的跟女的結婚可以嗎？我們在
西雅圖 在美國西雅圖是可以 男的
可以跟男的結婚 女的也可以跟女的
結婚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的 有
些地方 這規定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 佛法也是適應在
現代 雖然是古代 但是適應在現
代 你如果遵照古例 那很麻煩 你
說正淫跟淫兩個差別很大 按照佛所
講的 什麼叫正淫？就是唯一的妻
子 對象是唯一 那麼時間有控制
不能夠在屋子外面 只能夠在屋子裡
面 地點有限制 而且還有限制 只
能夠在晚上 不可以在白天 限制非
常地多 不可以用工具 那只能夠用
密處 其它的都不可以 其它的都是
非法 所謂如法 如法的妻子 如法
的地點 如法的時間 如法的工具

以有時候 你指著人家罵 這個人有
妻有子 其中四個指頭是指著自己
對 因為我們的教主 同樣地 除了
正妻以外 好像是說還有一個貴妃
另外還有很多的妃子 祂跟我們講
過 在你自己的生前在哪裡 你的死
後會到哪裡 你在人間做什麼？蓮東
上師 你生前在哪裡？未生你之前在
哪裡？︵媽媽的肚子裡︶標準答案
好 請坐 好 我們再問一位 蓮祖
上師 你死後會去哪裡？︵死後一定
要到摩訶雙蓮池︶一定嗎？那你要趕
快修行 好好修正自己的行為 到摩
訶雙蓮池 一般來講 生前死後都不
知道 標準的答案是這樣子講的 生
前在哪裡？生前在生前處 死後在哪
裡呢？死後在死後處 標準答案！

雜誌

釋迦牟尼佛講過 不要去想過去
的事 我們現在活在人間做什麼？兩
個字 酬業！人出生就是有業 你到
了娑婆世界 因為有業才到了娑婆世
界 你要把業加重 或者減輕 或者
消失 你能夠把業消失了 你就成
佛！你把你業加重了 就再繼續六道
輪迴 你把這個業減輕了 你就升上
天上 很簡單 就是這三個 業障減
輕了你就可以到天上去享福 業障加
重了 你就下生到三惡道 業障完全
消失 你就可以成就阿羅漢 緣覺
菩薩跟佛 所以︻金剛經︼裡面提
到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
得 未來心不可得﹂ 意思是說你不
要想過去 現在也會變成過去 未來
心不可得 未來的你還不知道 所以
佛陀教你不要去想
禪宗呢 它就舉出一點 這一點
是叫什麼？你們大家都知道嘛 四個
字 禪宗教我們怎麼樣？因為過去心
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
得 禪只教我們四個字 ﹁活在當
下﹂ 活在當下就對了 當下你守住
你自己 當下置心一處 當下有善的
念頭 置心一處 當下好好地體會到
空性 這是最重要的 其它其實都不
重要 佛呢 象徵著須彌山那樣子的

生前在生前處！

死後在哪裡？

死後在死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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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要知道
另外我再問一個問題 釋迦牟尼
佛祂有妻子有兒子 也有很多的妃
子 那麼我請問大家釋迦牟尼佛的夫
人叫什麼名字？釋迦牟尼佛的妻子是
哪一位？她的名字叫什麼？你看吧？
這下子就考倒大家了 大家都不敢講
耶輸陀羅對不對？她是妃子 沒錯
耶輸陀羅是所有眾妃子當中最出色
大部分的人都會講是耶輸陀羅 那個
時候古印度的周邊 淨飯王國的周
邊 有八個王 還有什麼白飯王 綠
飯王 喔 不是喔 我知道有一個白
飯王是真的 綠飯王 紅飯王 黃飯
王都是假的 真的有八個王 有一個
美女 八個王子都在追那個美女 比
武娶親 大家要比賽 結果悉達多太

男孩子對他的媽媽講：﹁媽 我
終於找到一個對象 ﹂媽媽就問：
﹁是哪裡人？﹂他說：﹁河南的﹂他
媽媽就很生氣說：﹁兒子 我們家就
只有你一個兒子 ﹂﹁河南的 怎麼

偉大 像須彌山那麼偉大 最高的
所以眾生要注意就是說要當下置心一
處 當下念佛 當下念法 當下念
僧 就是叫你注意當下 所以念天就
是在行善 當下行善 把自己的業障
消除掉 把善業增長 惡業消除 到
最後連善業也不想 才能夠真正成
佛！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雖然跟
大家聊天而已 但是講的也是很重要
的事情

子 祂從小就有一位教祂武功的老
師 所以祂武藝高強 終於娶了那一
位公主 那一位公主就叫做裘尹 知
不知道？以後要記住了 釋迦牟尼佛
的妻子就叫做裘尹 不是魷魚 是裘
尹 以後記得釋迦牟尼佛第一個娶來
的妻子就叫做裘尹 耶輸陀羅是所有
眾妃當中其中一個特別出色
以前就有人毀謗師尊 師尊啊
你有妻有子 他沒有想到我們佛教的
教主釋迦牟尼佛祂是有很多的妻子
第一個妻子叫裘尹 所有的妃子當中
其中有一個很出色的才叫耶輸陀羅
然後耶輸陀羅生了一個小孩 叫做羅
睺羅 所以人家講 你罵師尊說有妻
有子 他不知道我們的教主很多的妻
子 生了一個兒子 就是這樣子 所

了嗎？河南的挺好的 她又對我很溫
柔 ﹂媽媽就生氣了：﹁我沒有你這
個兒子 ﹂兒子大喊：﹁媽 是河南
的 ﹂他媽媽還是叫他滾 他是講河
南的 和男的 查埔的！其實男生是
講說我找到一個對象 是河南省的
那就少了一個省字 河南的︵我和男
的︶ 是男生 對
台灣實在是很自由 我們公投的
時候就有投到這個 男的跟男的結
婚 女的跟女的結婚可以嗎？我們在
西雅圖 在美國西雅圖是可以 男的
可以跟男的結婚 女的也可以跟女的
結婚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的 有
些地方 這規定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 佛法也是適應在
現代 雖然是古代 但是適應在現
代 你如果遵照古例 那很麻煩 你
說正淫跟淫兩個差別很大 按照佛所
講的 什麼叫正淫？就是唯一的妻
子 對象是唯一 那麼時間有控制
不能夠在屋子外面 只能夠在屋子裡
面 地點有限制 而且還有限制 只
能夠在晚上 不可以在白天 限制非
常地多 不可以用工具 那只能夠用
密處 其它的都不可以 其它的都是
非法 所謂如法 如法的妻子 如法
的地點 如法的時間 如法的工具

以有時候 你指著人家罵 這個人有
妻有子 其中四個指頭是指著自己
對 因為我們的教主 同樣地 除了
正妻以外 好像是說還有一個貴妃
另外還有很多的妃子 祂跟我們講
過 在你自己的生前在哪裡 你的死
後會到哪裡 你在人間做什麼？蓮東
上師 你生前在哪裡？未生你之前在
哪裡？︵媽媽的肚子裡︶標準答案
好 請坐 好 我們再問一位 蓮祖
上師 你死後會去哪裡？︵死後一定
要到摩訶雙蓮池︶一定嗎？那你要趕
快修行 好好修正自己的行為 到摩
訶雙蓮池 一般來講 生前死後都不
知道 標準的答案是這樣子講的 生
前在哪裡？生前在生前處 死後在哪
裡呢？死後在死後處 標準答案！

雜誌

釋迦牟尼佛講過 不要去想過去
的事 我們現在活在人間做什麼？兩
個字 酬業！人出生就是有業 你到
了娑婆世界 因為有業才到了娑婆世
界 你要把業加重 或者減輕 或者
消失 你能夠把業消失了 你就成
佛！你把你業加重了 就再繼續六道
輪迴 你把這個業減輕了 你就升上
天上 很簡單 就是這三個 業障減
輕了你就可以到天上去享福 業障加
重了 你就下生到三惡道 業障完全
消失 你就可以成就阿羅漢 緣覺
菩薩跟佛 所以︻金剛經︼裡面提
到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
得 未來心不可得﹂ 意思是說你不
要想過去 現在也會變成過去 未來
心不可得 未來的你還不知道 所以
佛陀教你不要去想
禪宗呢 它就舉出一點 這一點
是叫什麼？你們大家都知道嘛 四個
字 禪宗教我們怎麼樣？因為過去心
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
得 禪只教我們四個字 ﹁活在當
下﹂ 活在當下就對了 當下你守住
你自己 當下置心一處 當下有善的
念頭 置心一處 當下好好地體會到
空性 這是最重要的 其它其實都不
重要 佛呢 象徵著須彌山那樣子的

生前在生前處！

死後在哪裡？

死後在死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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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如法的 連姿勢也是如法 但是
適應在現代就完全不一樣 就完全不
同 所以佛法裡面雖然有這樣子的規
矩 但事實上它還是有變化 到了現
代 應該要變成新的
老師問同學：﹁大家長大想要做
什麼？﹂這個小剛他就回答：﹁我要
做科學家 為老百姓做貢獻 ﹂非常
好！這個小智說：﹁我要做警察 為
老百姓除暴安良 ﹂非常好！小洪
說：﹁我要做一名醫生 為老百姓治
病 ﹂非常好！老師聽後都很滿意
點點頭 最後他問到小明：﹁小明
你長大以後要做什麼？﹂小明回答：
﹁我要做老百姓 ﹂其實要加上一
句：﹁我要做修行人 ﹂因為佛法的
旨意就是在這裡 叫你好好地修行
因為娑婆世界的一切都是很短暫的
要記得！娑婆世界的一切都是很短暫
的 其實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你一定
要加上修行兩個字 因為修行能夠把
不好的業障消除 所以小明回答老
師 要說：﹁我要當老百姓 但是我
要修行 ﹂那就是正確的！
有一對夫妻去吃涮涮鍋 它這裡
講著 清湯一百九十元一鍋 麻辣鍋
要三百九十元一鍋 於是兩個人為了
節省就要了一個清湯鍋 可是吃了一

下子 兩個人都覺得嘴唇麻麻的 先
生就講 趕快吃 可能是上錯了 今
天算是佔便宜！後來麻得先生都昏過
去半天才醒過來 太太也實在是麻得
受不了 太太就問服務員是不是上錯
鍋了？太麻辣吃不下 服務員檢查了
一下說：﹁實在不好意思 給您們換
個鍋吧！因為這個鍋漏電 ﹂吃得都
麻麻的 都是麻辣鍋 麻得夠味
那麼我們教大家 精神在這裡
很多事情過了 太超過了 不是很
好 那我們自己的精神太懶惰了 太
放鬆了 也不好！所以我們修行也是
要這樣子 告訴大家一個精神 不要
去把自己拉得很緊 很多事情不要把
事情拉到非常地緊 也不要把精神放
得非常地鬆 這是置心一處跟禪定的
口訣 太緊張了 我要入三昧地 我
決定要入三昧地 我絕對要入三昧
地 那入不了了 因為太緊張了 那
麼放鬆好呢 就睡著了 所以真正能
夠入三昧地是在鬆跟緊之間 不要太
緊張 也不要太放鬆 那個時候才叫
做禪定 在半睡半醒之間 好像要睡
著了 又不是睡著 但是你在禪定當
中 你可以身心得到解脫 身心得到
清淨 這才是真正的禪定 好啦 沒
事了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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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蓮生聖尊為須彌雷藏寺
建校用地簽名加持
壇城開光 加持 結界

二

須彌山頂三三天
雷藏寺內住金仙
放大光明照娑婆
度我群生萬萬千

○一八年十二月九日下午 法
王蓮生聖尊從井里汶飛往蘇拉
維西島北部的萬鴉老 準備十日一早
為︿須彌雷藏寺﹀主持開光大典 十
二月十日一早法王蓮生聖尊已抵達
︿須彌雷藏寺﹀ 甫抵達︿須彌雷藏
寺﹀ 聖尊賜墨寶於︿須彌雷藏
寺﹀：

12.10. 須彌雷藏寺

之後聖尊也為︿須彌雷藏寺﹀計
劃興建的學校用地簽名加持 簽名加
持建校用地之後 即為壇城開光 加
持 結界
聖尊開示時說明 今天要賜予的
灌頂是﹁蓮花童子總持灌頂及地母菩
薩本尊法﹂ 地母非常莊嚴 威力

大 地母的咒語是：﹁嗡 別炸 嘛
嘛 波利提毘 梭哈 ﹂手印跟瑤池
金母和綠度母一樣 也有人說地母是
堅牢地神的太太 聖尊讚歎這裡供奉
的地母非常靈感 須彌山頂有三十三
天：忉利天居中 周圍有二十八天
半山有四大天王：持國天王 多聞天
王 廣目天王 增長天王 須彌山上
面大 中間小 下面大 外有四大
洲 八小洲 七香水海
聖尊開示 佛陀曾問：﹁你生之
前在哪裡？你死後在哪裡？﹂標準答
案應該是：﹁生前在生前處 死後在
死後處 ﹂因此 聖尊說 不要想過
去的事 佛陀也說過 我們活在人間
是來酬業的 因為有業才到娑婆世
界 把業消除了 就成佛 如果業障
加重 就六道輪迴；業障減輕 就到
天上享福
﹁未來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
得 過去心不可得﹂ 教我們最重要
的四個字：﹁活在當下﹂：當下守住
自己 當下置心一處 當下好好懺
悔 當下體會佛性 當下念佛 念
法 念僧 念天︵行善︶ 惡業消
除 善業增長 要做修行人！娑婆世
界一切都很短暫 什麼︵事業︶都可
做 但是要加上修行 才可把業障消
除 聖尊開示完畢 聖尊為弟子們灌
頂 完成︿須彌雷藏寺﹀開光大典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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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聖尊一起大合照 留下最美好的
回憶
︿須彌雷藏寺﹀感恩宴 萬牙老副市
長及市議員出席致贈師尊成就獎
在感恩宴當中萬鴉老副市長Mor
Bastian 市議員長Andrei angouw推
崇致贈師尊成就獎 感謝聖尊的垂示
教導 ︿真佛宗須彌雷藏寺﹀依循佛
示 協助地方社會功德殊勝 原來他
們特別開設了義診診所 為有需要的
大眾服務 而兩位貴賓也大力贊助將
興建的學校 因此 聖尊也代表主辦
道場致贈畫作一幀 彼此合影留念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萬鴉

︿須彌雷藏寺﹀感恩宴 感謝師尊加
持一年內完成建寺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午
︿須彌雷藏寺﹀眾理事與同門設宴感
恩聖尊蓮生法王 是日午餐假座於
︿ Novotel Hotel﹀舉行 萬鴉老副
市長 Mor Bastian 市議員長 Andrei
angouw特別蒞臨參加
︿須彌雷藏寺﹀主席致詞表示對
聖尊的感恩 並以影片介紹道場創辦
史 原來︿須彌雷藏寺﹀前身是同修
會 由五位年輕人組成 漸漸吸引更
多人皈依同修 同修會時期同修人數
大約有二十多人 後來道場不敷使
用 便決定興建雷藏寺 由於四位理
事很年輕 一般人不信服 所以籌款
很辛苦 他們到台灣請示聖尊時 聖
尊告訴他們一年內一定會建成 憑著
對聖尊的信心 他們真的在一年內就
蓋好了三層樓的雷藏寺！而且每次同
修都有四 五十人！
︿須彌雷藏寺﹀秉承師尊教導的
菩提心及服務眾生的精神 建立師尊
賜名的﹁立全診所﹂ 推動服務社會
及為當地貧民進行﹁免費醫療﹂ 免
費醫療包括：健康檢查 醫療及小型
手術 兩年來 我們每一個星期服務
一百二十人 ﹁立全診所﹂有︿須彌
雷藏寺﹀優秀的人才管理 有四位醫
生及義工同門幫忙 因根本上師諸佛

老副市長在其官方臉書 寫出他對蓮
生法王盧勝彥及︿須彌雷藏寺﹀的感
言

菩薩大加持 去年︿萬鴉老政府﹀透
過頒發獎狀給﹁立全診所﹂ 表達感
恩聖尊蓮生活佛對萬鴉老人民健康的
奉獻
︿須彌雷藏寺﹀未來五年願景：
一 重視佛法實踐 多舉辦佛學
講座及培訓人才 讓行者知識及智慧
增長
二 今年因師尊的慈悲大加持
︿須彌雷藏寺﹀成功買到雷藏寺旁邊
的場地 我們發心要建造以︿真佛密
法﹀為主旨的學校 在萬鴉老推動真
佛教育
三 致力打造更先進 全方位發
展的﹁立全診所﹂ 提升健康及醫療
設備 推廣更臻完善的免費醫療 我
們也計劃擴大診所場地 以期更圓滿
地服務病苦眾生
︿須彌雷藏寺﹀同門盼望根本上
師的蒞臨 賜給︿須彌雷藏寺﹀及萬
鴉老眾生 修行上最主要的成就根
本｜根本上師的加持力 願︿須彌雷
藏寺﹀眾弟子 萬鴉老人民 甚至印
尼的眾生 能夠入世出世圓滿 把這
份光明分享照耀十方一切眾生
感恩宴最後 ︿須彌雷藏寺﹀眾
理事 義工 同門一起合唱﹁感恩師
尊﹂ 原來 在建造雷藏寺時 每每
遇到困難挫折 他們都以這首歌鼓勵
自己 從中得到力量！眾理事及同門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蓮生
法王盧勝彥親臨萬鴉老市︿須彌雷藏
寺﹀開光大典 說法開示 灌頂及因
︿須彌雷藏寺﹀理事邀請蒞臨感恩
宴 這都是萬鴉老市的榮譽
我們︿萬鴉老政府﹀真的非常感
恩蓮生法王的身教 ︿須彌雷藏寺﹀
奉行法王法教建設一間診所 定期提
供萬鴉老人民免費醫療服務 感恩蓮
生法王 祈願蓮生法王佛體安康 長
壽自在 願出家的大願永不間斷地奉
行 利樂救度一切眾生 ︶
須彌寺寫須彌偈 須彌山頂現異象
印尼媒體報導十二月十日上午
東爪哇省Lumajang Regency塞梅魯火
山︵ Gunung Semeru︶山頂於出現一
頂大帽子 形狀類似於飛碟 塞梅魯
火山是印尼三大活火山之一 山高
3.676公尺 最後一次爆發是二○一
五年
正巧當天蓮生法王聖尊在位於蘇
拉威西島的︿須彌雷藏寺﹀開光之前
寫了一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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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聖尊一起大合照 留下最美好的
回憶
︿須彌雷藏寺﹀感恩宴 萬牙老副市
長及市議員出席致贈師尊成就獎
在感恩宴當中萬鴉老副市長Mor
Bastian 市議員長Andrei angouw推
崇致贈師尊成就獎 感謝聖尊的垂示
教導 ︿真佛宗須彌雷藏寺﹀依循佛
示 協助地方社會功德殊勝 原來他
們特別開設了義診診所 為有需要的
大眾服務 而兩位貴賓也大力贊助將
興建的學校 因此 聖尊也代表主辦
道場致贈畫作一幀 彼此合影留念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萬鴉

︿須彌雷藏寺﹀感恩宴 感謝師尊加
持一年內完成建寺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午
︿須彌雷藏寺﹀眾理事與同門設宴感
恩聖尊蓮生法王 是日午餐假座於
︿ Novotel Hotel﹀舉行 萬鴉老副
市長 Mor Bastian 市議員長 Andrei
angouw特別蒞臨參加
︿須彌雷藏寺﹀主席致詞表示對
聖尊的感恩 並以影片介紹道場創辦
史 原來︿須彌雷藏寺﹀前身是同修
會 由五位年輕人組成 漸漸吸引更
多人皈依同修 同修會時期同修人數
大約有二十多人 後來道場不敷使
用 便決定興建雷藏寺 由於四位理
事很年輕 一般人不信服 所以籌款
很辛苦 他們到台灣請示聖尊時 聖
尊告訴他們一年內一定會建成 憑著
對聖尊的信心 他們真的在一年內就
蓋好了三層樓的雷藏寺！而且每次同
修都有四 五十人！
︿須彌雷藏寺﹀秉承師尊教導的
菩提心及服務眾生的精神 建立師尊
賜名的﹁立全診所﹂ 推動服務社會
及為當地貧民進行﹁免費醫療﹂ 免
費醫療包括：健康檢查 醫療及小型
手術 兩年來 我們每一個星期服務
一百二十人 ﹁立全診所﹂有︿須彌
雷藏寺﹀優秀的人才管理 有四位醫
生及義工同門幫忙 因根本上師諸佛

老副市長在其官方臉書 寫出他對蓮
生法王盧勝彥及︿須彌雷藏寺﹀的感
言

菩薩大加持 去年︿萬鴉老政府﹀透
過頒發獎狀給﹁立全診所﹂ 表達感
恩聖尊蓮生活佛對萬鴉老人民健康的
奉獻
︿須彌雷藏寺﹀未來五年願景：
一 重視佛法實踐 多舉辦佛學
講座及培訓人才 讓行者知識及智慧
增長
二 今年因師尊的慈悲大加持
︿須彌雷藏寺﹀成功買到雷藏寺旁邊
的場地 我們發心要建造以︿真佛密
法﹀為主旨的學校 在萬鴉老推動真
佛教育
三 致力打造更先進 全方位發
展的﹁立全診所﹂ 提升健康及醫療
設備 推廣更臻完善的免費醫療 我
們也計劃擴大診所場地 以期更圓滿
地服務病苦眾生
︿須彌雷藏寺﹀同門盼望根本上
師的蒞臨 賜給︿須彌雷藏寺﹀及萬
鴉老眾生 修行上最主要的成就根
本｜根本上師的加持力 願︿須彌雷
藏寺﹀眾弟子 萬鴉老人民 甚至印
尼的眾生 能夠入世出世圓滿 把這
份光明分享照耀十方一切眾生
感恩宴最後 ︿須彌雷藏寺﹀眾
理事 義工 同門一起合唱﹁感恩師
尊﹂ 原來 在建造雷藏寺時 每每
遇到困難挫折 他們都以這首歌鼓勵
自己 從中得到力量！眾理事及同門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蓮生
法王盧勝彥親臨萬鴉老市︿須彌雷藏
寺﹀開光大典 說法開示 灌頂及因
︿須彌雷藏寺﹀理事邀請蒞臨感恩
宴 這都是萬鴉老市的榮譽
我們︿萬鴉老政府﹀真的非常感
恩蓮生法王的身教 ︿須彌雷藏寺﹀
奉行法王法教建設一間診所 定期提
供萬鴉老人民免費醫療服務 感恩蓮
生法王 祈願蓮生法王佛體安康 長
壽自在 願出家的大願永不間斷地奉
行 利樂救度一切眾生 ︶
須彌寺寫須彌偈 須彌山頂現異象
印尼媒體報導十二月十日上午
東爪哇省Lumajang Regency塞梅魯火
山︵Gunung Semeru︶山頂於出現一
頂大帽子 形狀類似於飛碟 塞梅魯
火山是印尼三大活火山之一 山高
3.676公尺 最後一次爆發是二○一
五年
正巧當天蓮生法王聖尊在位於蘇
拉威西島的︿須彌雷藏寺﹀開光之前
寫了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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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做子女的要懂得去
報答自己的父母
阿底峽的菩提心
是從這裡開始

災區？我就問了其他的人 別人就講
××來過這裡 我覺得這也是好的
沒有什麼叫做壞的 在我的眼中是這
樣子 在我的眼中沒有什麼是壞的
因為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也要經
過很多的 很多的考驗 而且風風雨
雨不斷 我始終感覺到 人跟人相處
在一起非常地不容易 越接近的人越
恐怖 我在這裡這樣子講 像老公跟
老婆就很難相處 其實朋友之間也很
難相處 就是最至親的人也很難相
處 跟鄰居也很難相處 跟整個家族
也有很難相處的地方 如果是做官
的 跟市民也是很難相處 這個條子
是寫著：﹁開示只能到八點四十五
分 後面還需要灌頂 九點半要出
發﹂ 只能夠到八點四十五 那我還
講什麼？
我總結一句話 世界上最難的事
情就是修行到佛國淨土最難 第二個
難就是所有的人要和平共睦非常地
難 第三個難就是賺錢很難 這是三
大的難 但是因為我們有這些難 很
難做的事情 我們去克服這個困難
你就能夠超越 在這麼短的時間我也
不能講××什麼事 總之 要超越過
它就可以了 不管一切 你好好的修
行︿真佛密法﹀ 頭頂著根本上師就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楠榜雷藏
寺﹀諸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與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另外還有全部的貴賓
Selamat
Pagi ︵印尼語：早安︶
今天到了︿楠榜雷藏寺﹀ 我有
一個感覺 這個雷藏寺建得非常地牢
固 建得非常地莊嚴而且牢固 我們
知道建立這個雷藏寺 有很多的功德
主 大家一起幫忙建立起來 最重要
的還是建這個雷藏寺本人 他是大學
的講師 而且他本人也是可以講是營

我

燃燈雜誌
Tony Chau‧燃燈雜誌
楠榜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
楠榜市 楠榜雷藏寺
文字整理∕
圖
片∕
活
動∕
地
點∕

造業的老闆 我在這裡很感謝所有的
功德主 另外建這一座雷藏寺的人
我們今天是要灌頂蓮花童子 另外還
有黑面金母是嗎？還有還淨
我聽說是這一次跑印尼的七座雷
藏寺 今天是最辛苦的 今天早上要
很早起床 到了晚上不知道跑到哪
裡？我想 跟隨我的人他們也是很辛
苦 請大家要忍耐一點 因為我昨天
晚上差不多快十二點半才睡覺 早上
五點我就起床 突然間感覺到好像聲
音有一點沙啞 不過聲音沙啞會更有
磁性 其實在佛法講起來 什麼都是
好的 好的本來就是好的 壞的也是
好的 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
在這裡我也知道 他們跟我說這
裡是重災區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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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做子女的要懂得去
報答自己的父母
阿底峽的菩提心
是從這裡開始

災區？我就問了其他的人 別人就講
××來過這裡 我覺得這也是好的
沒有什麼叫做壞的 在我的眼中是這
樣子 在我的眼中沒有什麼是壞的
因為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也要經
過很多的 很多的考驗 而且風風雨
雨不斷 我始終感覺到 人跟人相處
在一起非常地不容易 越接近的人越
恐怖 我在這裡這樣子講 像老公跟
老婆就很難相處 其實朋友之間也很
難相處 就是最至親的人也很難相
處 跟鄰居也很難相處 跟整個家族
也有很難相處的地方 如果是做官
的 跟市民也是很難相處 這個條子
是寫著：﹁開示只能到八點四十五
分 後面還需要灌頂 九點半要出
發﹂ 只能夠到八點四十五 那我還
講什麼？
我總結一句話 世界上最難的事
情就是修行到佛國淨土最難 第二個
難就是所有的人要和平共睦非常地
難 第三個難就是賺錢很難 這是三
大的難 但是因為我們有這些難 很
難做的事情 我們去克服這個困難
你就能夠超越 在這麼短的時間我也
不能講××什麼事 總之 要超越過
它就可以了 不管一切 你好好的修
行︿真佛密法﹀ 頭頂著根本上師就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
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楠榜雷藏
寺﹀諸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
主與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另外還有全部的貴賓
Selamat
Pagi ︵印尼語：早安︶
今天到了︿楠榜雷藏寺﹀ 我有
一個感覺 這個雷藏寺建得非常地牢
固 建得非常地莊嚴而且牢固 我們
知道建立這個雷藏寺 有很多的功德
主 大家一起幫忙建立起來 最重要
的還是建這個雷藏寺本人 他是大學
的講師 而且他本人也是可以講是營

我

燃燈雜誌
Tony Chau‧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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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的老闆 我在這裡很感謝所有的
功德主 另外建這一座雷藏寺的人
我們今天是要灌頂蓮花童子 另外還
有黑面金母是嗎？還有還淨
我聽說是這一次跑印尼的七座雷
藏寺 今天是最辛苦的 今天早上要
很早起床 到了晚上不知道跑到哪
裡？我想 跟隨我的人他們也是很辛
苦 請大家要忍耐一點 因為我昨天
晚上差不多快十二點半才睡覺 早上
五點我就起床 突然間感覺到好像聲
音有一點沙啞 不過聲音沙啞會更有
磁性 其實在佛法講起來 什麼都是
好的 好的本來就是好的 壞的也是
好的 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
在這裡我也知道 他們跟我說這
裡是重災區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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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上 不要把煩惱的事 煩惱的
人 煩惱的種種事放在自己心上 這
個基本上你就非常地快樂
第二個就是阿底峽尊者在金洲的
地方學了很偉大的菩提心 第一個菩
提心就是知母心 知道母親的心 女
性非常地偉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毫
無保留地去愛護自己的兒女 在這個
世界上很多的動物出生以後 這些動
物都不管牠自己的兒女 動物的兒女
本身自己就能夠活下來 我們人類能
夠長得這麼大 全是父母 母親本身
的照顧才能夠活下來的 沒有母親的
照顧是活不了的 這是阿底峽尊者金
洲大師教祂的﹁知母心﹂；再來就是
當兒女的要知道父親跟母親 尤其母
愛的無私的精神 就要懂得要報恩的
心 知道母親的偉大 知道父親的偉
大 這樣子就是要﹁知恩心﹂ 知道
父母給你的恩惠 你才能夠長大 我
們做子女的要懂得去報答自己的父
母 阿底峽的菩提心是從這裡開始
從知母心一直到報恩心開始
當師父的在教導自己的弟子的時
候 也要同樣的無私無悔地去照顧自
己的弟子 所以弟子也應該要有報恩
的心 佛教常講﹁上報四重恩 下濟
三途苦 ﹂ 其中就是要有﹁四重

可以了 因為所有的弟子都是皈依盧
師尊的 而不是皈依××的 你頭頂
著根本上師 如果你頭頂著××那就
是走偏了 因為在座的這裡有很多的
上師 你頭頂著他們在頭上 那就是
你皈依了他 不是皈依我 道理就這
麼簡單 因為我是大家的根本上師
我講夫妻相處的困難 還沒有結
婚以前跟結婚以後是不一樣的 我常
常講一個笑話 老婆問老公：﹁當初

恩﹂ 大家知道什麼叫四重恩嗎？佛
菩薩是一重 要再報答國家的恩 再
來要報答所有對你有恩情的親友 另
外還要報答自己的父母的恩 我講這
樣子不知道是對不對 可能有一點
差 但也差不到哪裡去 因為有了
︿真佛密法﹀ 每一個人才能到佛國
淨土 因為有根本上師 才能夠有一
般的上師 然後有一般的上師 他們
要代師父到世界去弘法 這樣子是一
重一重的恩 從根本上師到一般上師
到所有的教授師 法師 他們都是很
偉大的 所以我們要懂得感恩阿底峽
尊者 本身來講 祂跟著金洲大師十
二年 以後每一次講法的時候 都把
金洲大師的舍利子頂在頭上 所以師
尊本身來講 要說法開示之前 一定
把自己主要的根本上師頂在頭上 一
定要稱呼祂的名 這個才是我們做人
本身的基礎
現在剛好是四十五分 很感謝
︿楠榜雷藏寺﹀的主席還有副主席
所有的理事 另外還有所有的義工
同門 他們在這裡幫助我們這麼多
人 非常感謝 小弟如有不周之處
敬請原諒
謝謝大家
Terima
kasih ︵印尼語：謝謝︶ 嗡嘛呢唄
咪吽

跟我見面的時候都說 你心跳很快
小鹿亂撞 現在我們結婚了 那你還
有小鹿亂撞嗎？﹂ 老公回答：﹁鹿
已經撞死了！﹂ 老婆跟老公講：
﹁這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是假的 ﹂
老公對老婆講：﹁但是妳胖起來是真
的 ﹂ 對不對？年輕的時候非常地
苗條 非常地美麗 身材婀娜多姿
結婚以後身材發胖 當然是真的 還
有 老婆對老公講：﹁當初我們做朋
友的時候 開車只要遇到紅燈 約定
就是要 KISS 三下 ﹂ 彼此要吻三
次 老婆就這樣子問他：﹁你現在為
什麼不再履行我們的約定呢？﹂ 遇
到紅燈就要 KISS 三次 老公回答：
﹁我現在都是開高速公路 ﹂ 這個
是真的啦！
另外 老婆問老公：﹁結婚以前
我住在你的心裡 但是你有沒有還常
常心中有我？﹂ 這時候老公回答：
﹁我的心很小 但妳的身體胖了 所
以被卡住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講 結婚以前跟結婚以後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苛求什麼 不要去勉
強人家要做什麼事 人跟人相處之道
就是要心量放開 要圓融一切 每一
個人的心好像佛菩薩的心一樣 全部
是光明 不要把煩惱的事情放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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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上 不要把煩惱的事 煩惱的
人 煩惱的種種事放在自己心上 這
個基本上你就非常地快樂
第二個就是阿底峽尊者在金洲的
地方學了很偉大的菩提心 第一個菩
提心就是知母心 知道母親的心 女
性非常地偉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毫
無保留地去愛護自己的兒女 在這個
世界上很多的動物出生以後 這些動
物都不管牠自己的兒女 動物的兒女
本身自己就能夠活下來 我們人類能
夠長得這麼大 全是父母 母親本身
的照顧才能夠活下來的 沒有母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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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 佛教常講﹁上報四重恩 下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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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 因為所有的弟子都是皈依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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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大家知道什麼叫四重恩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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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重的恩 從根本上師到一般上師
到所有的教授師 法師 他們都是很
偉大的 所以我們要懂得感恩阿底峽
尊者 本身來講 祂跟著金洲大師十
二年 以後每一次講法的時候 都把
金洲大師的舍利子頂在頭上 所以師
尊本身來講 要說法開示之前 一定
把自己主要的根本上師頂在頭上 一
定要稱呼祂的名 這個才是我們做人
本身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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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榜雷藏寺﹀的主席還有副主席
所有的理事 另外還有所有的義工
同門 他們在這裡幫助我們這麼多
人 非常感謝 小弟如有不周之處
敬請原諒
謝謝大家
Terima
kasih ︵印尼語：謝謝︶ 嗡嘛呢唄
咪吽

跟我見面的時候都說 你心跳很快
小鹿亂撞 現在我們結婚了 那你還
有小鹿亂撞嗎？﹂ 老公回答：﹁鹿
已經撞死了！﹂ 老婆跟老公講：
﹁這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是假的 ﹂
老公對老婆講：﹁但是妳胖起來是真
的 ﹂ 對不對？年輕的時候非常地
苗條 非常地美麗 身材婀娜多姿
結婚以後身材發胖 當然是真的 還
有 老婆對老公講：﹁當初我們做朋
友的時候 開車只要遇到紅燈 約定
就是要 KISS 三下 ﹂ 彼此要吻三
次 老婆就這樣子問他：﹁你現在為
什麼不再履行我們的約定呢？﹂ 遇
到紅燈就要 KISS 三次 老公回答：
﹁我現在都是開高速公路 ﹂ 這個
是真的啦！
另外 老婆問老公：﹁結婚以前
我住在你的心裡 但是你有沒有還常
常心中有我？﹂ 這時候老公回答：
﹁我的心很小 但妳的身體胖了 所
以被卡住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講 結婚以前跟結婚以後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苛求什麼 不要去勉
強人家要做什麼事 人跟人相處之道
就是要心量放開 要圓融一切 每一
個人的心好像佛菩薩的心一樣 全部
是光明 不要把煩惱的事情放在自己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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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楠 榜雷 藏 寺

印尼楠榜雷藏寺會同寶積

寶施

及寶藏同修會同門迎接聖尊到來
■燃燈雜誌整理

我們是何德何能 今日竟然能邀請到
師尊 師母親自到來？對我們來說
就像是做了一場夢！大夢初醒的這一
刻 我們發現我們竟然已經美夢成
真！
您的到來 是我們楠榜同修無上
的光榮 更給予了我們力量與勇氣
讓我們更堅定未來每一個必須繼續努
力的目標和方向 我們必定會牢牢記
住師尊 師母的諄諄教誨 一步一腳
印 將楠榜的法務 帶向更美好的明
天
最後 請求師尊和師母 以及來
自臺灣的師兄 師姐們 原諒我們的
招呼不周 更請求能多多給予我們糾
正和指導 讓我們今後能做得更好
希望這一次的楠榜行 能帶給我們最
尊敬的師尊 師母 和臺灣來的師
兄 師姐們 一個一輩子都難以忘記

二

○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下午 參
加︿須彌雷藏寺﹀感恩宴後
蓮生法王與弟子們又從萬鴉老機場飛
到楠榜 由於飛機誤點 抵達晚宴會
場時已是晚上八點 ︿楠榜雷藏寺﹀
的同門在︿ NOVATEL HOTEL﹀開設感
恩宴迎接蓮生法王的到來 並以印尼
傳統迎賓舞開場 主席林作三致詞表
示感恩蓮生法王 同時除了︿楠榜雷
藏寺﹀ 楠榜的三個道場的同門
︿寶積同修會﹀ ︿寶施同修會﹀及
︿寶藏同修會﹀皆一同參加晚宴
︿ 楠 榜 雷 藏 寺 ﹀ 主 席 Christian
Chandra師兄致歡迎詞：
我們最尊貴也是最崇敬的師尊和
師母 以及所有遠從臺灣來到本地
親愛的師兄 師姐們 大家好！歡迎
大家來到楠榜！
從來不敢奢求 甚至不敢想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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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Lia Erawati 師姐
堂主Christian Chandra 師兄
因發願要在當地建起雷藏寺 讓︿真
佛密法﹀能於在地廣傳 造福更多人
民 發願後 理事長的公司業績扶搖
直上 使他有足夠的資糧 護持雷藏
寺的興建
二○一五年六月四日在師尊諸佛
菩薩的大力加持下 ︿楠榜雷藏寺﹀
終於興建完工 由釋蓮飛上師主持安
座開光 未來為實現願景 ︿楠榜雷
藏寺﹀主席Christian Chandra師兄開
始從教育著手 我們計劃建立真佛學
校：有幼兒園 小學 中學 結合印
尼眾真佛弟子 一心推動教育 讓真

↓聖尊為菩提樹灑下甘露

的美好回憶！我們以最真最誠的心
祝福你們的一切！
︿楠榜雷藏寺﹀興建概述如下：
︿楠榜同修會﹀在西元二○○六
年 Christian Chandra 師兄租下一
個店面 建立了︿楠榜同修會﹀ 由
Christian Chandra 師兄擔任堂主
及 以 下 幾 位 理 事 會 成 員 ：
Alamsjah師 兄
Apin 師 兄
Hongsun師兄 Andy lokajaya 師兄
A愉eng 師兄 Abun 師兄 Ci tiong
( Budi yono )師 兄 Ari 師 兄
Akiong 師 兄 Hendra Raharja 師
兄 Hendra師 兄 Siu Mei 師 姐
Fie ling師姐 SulistiaChandra 師

↑聖尊為壇城開光安座

楠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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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因為我們有這些困難 行者要去

克服困難 就能夠超越
大家要頭頂根本上師就可以了
因為所有弟子都是皈依聖尊而不是×
× 如果頭頂著××就是走偏了 道
理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聖尊是大家的
根本上師
聖尊講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困難
所以不要苛求什麼 心量要放開 每
個人的心要如佛菩薩的心一樣光明
不要把煩惱的事情 放在自己身上
這樣就會非常快樂
阿底峽尊者向金洲大師學習菩提
心：
第一個是﹁知母心﹂ 正如母親
毫不保留地愛護自己的子女一般

佛法教從小紮根
聖尊蒞臨︿楠榜雷藏寺﹀ 勉勵行者
要去克服困難 就能夠超越
聖尊與隨師團一行人 十二月十
一日一大早就蒞臨︿楠榜雷藏寺﹀道
場 聖尊首先加持樓下壇城後 為寺
碑簽名及為菩提樹灑甘露 也為道場
賜墨寶：
楠榜雷藏寺在楠榜市
全力以赴盡心做法務
光茫璀璨射上斗牛去
諸佛菩薩全在此處處
救度眾生哪分你我他
道果園滿佛土國勝住
聖尊開示時稱讚︿楠榜雷藏寺﹀
建得非常牢固莊嚴 主席是建寺者
本身是大學講師 也是建築業的老
闆
有人跟聖尊說：﹁楠榜這裡是重
災區﹂ 聖尊問為什麼？別人講：
﹁因為××來過這裡！﹂聖尊表示
在祂的眼中 沒有什麼是壞的！修行
要經過種種考驗 風風雨雨不斷 人
與人相處不容易 愈接近的人愈恐
怖 夫妻 朋友 即使最至親 鄰
居 整個家族 官與民
也會很難
相處 世界上最難的就是修行到佛國
淨土 所有人要和平共睦 賺錢都

第二個是﹁知恩心﹂ 知道父母
的恩惠 當子女的要懂得報答自己的
父母 當師父的也要這樣無私無悔的
照顧弟子 弟子也要有報恩心 要上
報四重恩：﹁佛菩薩恩 國土恩 親
友恩 父母恩﹂
因為有︿真佛密法﹀ 每個人將
來才能夠到佛國淨土 阿底峽尊者每
次說法的時候 都把金洲大師的舍利
頂在頭上 師尊也是一樣
聖尊表示很感謝︿楠榜雷藏寺﹀
主席及義工 幫助我們這麼多人來到
這裡 聖尊開示之後 即為現場會
眾 賜授﹁蓮花童子總持 黑面金母
及還淨法灌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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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賜墨寶贈楠榜雷藏寺
開光安座紀念碑簽名
↓眾人恭送師尊，並互相道別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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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義工 幫助我們這麼多人來到
這裡 聖尊開示之後 即為現場會
眾 賜授﹁蓮花童子總持 黑面金母
及還淨法灌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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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偉大

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偉大的聖者的心量
一定是寬廣無邊

首

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
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這裡有寫一個條子 是與會的
貴賓：︿印尼盧布林高佛教﹀主席蓮
花明繁師兄 ︿印尼盧布林高佛教﹀
各分堂代表 ︿印尼占碑密教總協
會﹀主席蓮花文賓師兄 印尼︿真佛
宗﹀各分堂代表 也可以講我們都是
貴賓
剛剛是叫雷藏寺的住持？他是主
席？堂主？已經沒有堂還有堂主？寺
主 他剛剛講說講話的時候什麼都忘
了 那我也是這樣子講 好 那就這

給大家資糧 這個寺廟將來不得了
是很旺的 會轟動整個盧布林高
我個人自己有一個感覺 好像這
裡的空氣沒有受到污染 在雅加達空
氣都是污染的 看到的是灰濛濛的一
片 到了別的地方去 也都大部分是
灰濛濛 只有這裡看起來空氣是非常
清新的 這裡是用什麼發電？喔 另
外一個省發電 然後把那個電來到這
裡 這附近沒有︿火力發電廠﹀？沒
有 因為沒有︿火力發電廠﹀ 所以
你們就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如果這裡
有︿火力發電廠﹀ 這裡的空氣一定
是被污染的 幸好我一看 欸！這裡
的空氣很清新 我這個鼻子很敏感
的 一吸 耶！這裡的空氣不一樣
是新鮮的空氣 一定沒有︿火力發電
廠﹀ 這個不叫做神通 這個是叫做
過敏 對很多事情很敏感 我一到了
一下坡 這裡就有一條環抱的河 然
後這裡是貝殼穴 這裡空氣很好 一
定沒有︿火力發電廠﹀
我講了一個笑話 不知道是在哪
一個寺廟講的 也就是說 唐僧跟孫
悟空到西天去取經 走到一個地方
哇 悟空一看 山朦朧 水朦朧 鳥
也朦朧 悟空就講：﹁這裡可能已經

燃燈雜誌
Tony Chau‧燃燈雜誌
圓務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
盧布林高 圓務雷藏寺

雜誌

快要到西天了 因為彷彿是一片仙
境 ﹂ 唐三藏講說：﹁這裡還不是
到西天 ﹂ 悟空就問：﹁這裡是哪
裡？﹂ 唐三藏跟悟空講：﹁這裡是
雅加達 ﹂ 三藏法師就跟悟空講：
﹁你既然喜歡這裡的朦朧 你就住下
來 我一個人上西天好了 ﹂ 悟空
講：﹁喔 我不要！我要跟師父上西
天 ﹂ 三藏對悟空講：﹁你住在這
裡更容易的很快就上西天 ﹂ 我個
人喜歡盧布林高 我不喜歡雅加達
為什麼呢？因為那是山朦朧 水朦
朧 鳥朦朧 那不是霧啊！那是空氣
污染 真的 雅加達真的空氣污染
可能也是世界有名的
這裡一切都很好 而且靈氣非常
地重 山明水秀 看起來非常清晰
所以你們這裡所出生的女孩子都特別
地美 男孩子都特別地 handsome
你看寺主 你看他的五官相貌 人見
人愛！你個子也很高吧？你個子多
高？一百七十五？我最高的時候是一
百六十三 年紀越來越大 它就收縮
了 現在變成一百五十八 縮小 這
沒辦法 師尊總是要高一點對不對？
不能老是矮矮胖胖的 很難看 所以
我的朋友給我做了一個鞋子 對不

樣子結束吧！不行啦！來這裡已經給
人家吃了午餐 不講幾句話也不行
發覺這個寺廟在低窪的地方 要到這
個寺廟 下來 旁邊有河嗎？有 因
為我看地理是這樣 下來的地方而且
圓圓的 有一個河在環抱這個寺廟
是不是這樣？︵是︶ 我眼睛看不到
河 但是我的腦海裡面就產生了河
這種寺廟有一個穴名 叫做﹁貝殼
穴﹂ 你知道貝殼就是放下來打開
最中央的地方低下來 貝殼旁邊都是
高的 底下是低的 那叫做貝殼穴
那是很好的地理 來這裡參拜的人都
會得到靈感 我看一下瑤池金母 因
為這個椅子太高 剛剛沒有看到
哇！祂相貌非常地圓滿 祂可以賜給
大家平安 也可以賜給大家吉祥 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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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聖者的心量
一定是寬廣無邊

首

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
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各
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
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這裡有寫一個條子 是與會的
貴賓：︿印尼盧布林高佛教﹀主席蓮
花明繁師兄 ︿印尼盧布林高佛教﹀
各分堂代表 ︿印尼占碑密教總協
會﹀主席蓮花文賓師兄 印尼︿真佛
宗﹀各分堂代表 也可以講我們都是
貴賓
剛剛是叫雷藏寺的住持？他是主
席？堂主？已經沒有堂還有堂主？寺
主 他剛剛講說講話的時候什麼都忘
了 那我也是這樣子講 好 那就這

給大家資糧 這個寺廟將來不得了
是很旺的 會轟動整個盧布林高
我個人自己有一個感覺 好像這
裡的空氣沒有受到污染 在雅加達空
氣都是污染的 看到的是灰濛濛的一
片 到了別的地方去 也都大部分是
灰濛濛 只有這裡看起來空氣是非常
清新的 這裡是用什麼發電？喔 另
外一個省發電 然後把那個電來到這
裡 這附近沒有︿火力發電廠﹀？沒
有 因為沒有︿火力發電廠﹀ 所以
你們就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如果這裡
有︿火力發電廠﹀ 這裡的空氣一定
是被污染的 幸好我一看 欸！這裡
的空氣很清新 我這個鼻子很敏感
的 一吸 耶！這裡的空氣不一樣
是新鮮的空氣 一定沒有︿火力發電
廠﹀ 這個不叫做神通 這個是叫做
過敏 對很多事情很敏感 我一到了
一下坡 這裡就有一條環抱的河 然
後這裡是貝殼穴 這裡空氣很好 一
定沒有︿火力發電廠﹀
我講了一個笑話 不知道是在哪
一個寺廟講的 也就是說 唐僧跟孫
悟空到西天去取經 走到一個地方
哇 悟空一看 山朦朧 水朦朧 鳥
也朦朧 悟空就講：﹁這裡可能已經

燃燈雜誌
Tony Chau‧燃燈雜誌
圓務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
盧布林高 圓務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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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到西天了 因為彷彿是一片仙
境 ﹂ 唐三藏講說：﹁這裡還不是
到西天 ﹂ 悟空就問：﹁這裡是哪
裡？﹂ 唐三藏跟悟空講：﹁這裡是
雅加達 ﹂ 三藏法師就跟悟空講：
﹁你既然喜歡這裡的朦朧 你就住下
來 我一個人上西天好了 ﹂ 悟空
講：﹁喔 我不要！我要跟師父上西
天 ﹂ 三藏對悟空講：﹁你住在這
裡更容易的很快就上西天 ﹂ 我個
人喜歡盧布林高 我不喜歡雅加達
為什麼呢？因為那是山朦朧 水朦
朧 鳥朦朧 那不是霧啊！那是空氣
污染 真的 雅加達真的空氣污染
可能也是世界有名的
這裡一切都很好 而且靈氣非常
地重 山明水秀 看起來非常清晰
所以你們這裡所出生的女孩子都特別
地美 男孩子都特別地 handsome
你看寺主 你看他的五官相貌 人見
人愛！你個子也很高吧？你個子多
高？一百七十五？我最高的時候是一
百六十三 年紀越來越大 它就收縮
了 現在變成一百五十八 縮小 這
沒辦法 師尊總是要高一點對不對？
不能老是矮矮胖胖的 很難看 所以
我的朋友給我做了一個鞋子 對不

樣子結束吧！不行啦！來這裡已經給
人家吃了午餐 不講幾句話也不行
發覺這個寺廟在低窪的地方 要到這
個寺廟 下來 旁邊有河嗎？有 因
為我看地理是這樣 下來的地方而且
圓圓的 有一個河在環抱這個寺廟
是不是這樣？︵是︶ 我眼睛看不到
河 但是我的腦海裡面就產生了河
這種寺廟有一個穴名 叫做﹁貝殼
穴﹂ 你知道貝殼就是放下來打開
最中央的地方低下來 貝殼旁邊都是
高的 底下是低的 那叫做貝殼穴
那是很好的地理 來這裡參拜的人都
會得到靈感 我看一下瑤池金母 因
為這個椅子太高 剛剛沒有看到
哇！祂相貌非常地圓滿 祂可以賜給
大家平安 也可以賜給大家吉祥 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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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幾乎我交
往的都是個子比我還高的 我的女友
個子都比我高 以前我出門都是帶著
板凳 那些小女生個子都長得比我
高 現在臺灣的小女生 像依婷她才
十一歲 她已經跟我一樣高 再長的
話 我出門還是要帶板凳 所以你看
這裡的男士又瀟灑又高又帥 女生長
得又甜又美 不像師尊這樣子矮小
其實我這個矮小是有原因的 我
是一九四五年出生 剛好是二次大戰
結束那一年 美軍的飛機轟炸整個臺
灣 而且我是我母親懷胎七個月出
生 又瘦又小 像一隻老鼠這樣子就
出生 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美軍
轟炸臺灣 臺灣那時候是屬於日本在
管 所以美軍轟炸臺灣 沒東西吃
啊！我們逃難 那時候只能夠喝米
麩 就是米去磨成粉 就喝那一種
所以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不然我一
定長得比你還高 我雖然這麼地矮
小 但是我有很多女朋友 這都是修
行得力 你修行如果得到一種力量
你會煥發一種光芒出來 會吸引眾生
來皈依
今天到這裡︿圓務雷藏寺﹀ 到
底要講什麼呢？啊 講阿底峽尊者

掉壽命二十年 ﹂ 他想：﹁我有佛
法 我成就了 但是我要把佛法再傳
授出去給西藏 ﹂ 大家想一想 祂
寧可犧牲二十年的壽命 為了佛法的
弘揚 走了兩年去古格王朝 祂出發
的時候是五十九歲 祂在西藏後藏跟
前藏 祂沒有回到古印度 就在聶塘
的地方祂就過世了 死的時候是七十
三歲 七十三歲減五十九是多少？十
四年 祂在西藏一共十四年 所以祂
是捨了生命 為了佛法弘揚 到了西

金洲大師教阿底峽所謂發菩提心 我
在前一個雷藏寺我已經講 就是﹁知
母心﹂ 你要知道母親的心 像我母
親生下我 我七個月出生 沒有母親
給我餵米麩 喝米湯 如果沒有母親
餵我喝米湯 我如何會長大？而且非
常地難養 我出生的時候很難養 很
不好養 這是母親本身的辛苦 而且
一到晚上我一定會哭 更吵得他們沒
辦法睡覺 那個時候只好抱著我 還
沒有滿月就抱著我出去外面看天上的
星星 照理說是不可以 好像民間的
習俗小孩子出生才幾天不可以抱出
去 在夜間抱出去看星星 但是我只
要看到星星 我就會停止哭泣 就不
會哭 我出生的時候 全身有一層白
色就像紗布一樣的東西 把我整個蓋
住 必須要用煤油把那一層白色的擦
掉 才能夠看到 這樣子 我出生的
時候
後來知道母親非常地辛苦 每一
個人都知道母親非常辛苦 因為所有
的動物生下孩子 牠們這個 baby 就
能夠去尋找食物 能夠自我生存 只
有人不能夠 一定要靠母親給他資
糧 讓他吃 到最後學習用坐的 用
爬的 到最後慢慢成長 還要給小孩

智光法王跟菩提光 他們就是到印度
去請阿底峽尊者到西藏去弘法 阿底
峽尊者一看西藏沒有佛法 祂必須要
去那裡傳佛法給所有的藏人 那個時
候祂也產生了悲憫心跟慈悲心 古時
候從古印度一直要走到西藏後藏 到
古格王朝 阿底峽尊者用走路的 騎
馬 祂走了兩年 兩年喔！大家知
道 從古印度︿超戒寺﹀一直走到西
藏的古格王朝 他們走路走了兩年才
到了古格王朝 當時求法是非常困
難 阿底峽到了金洲占碑的地方的時
候 祂一共在海上航行了十三個月
航行了一年又一個月 所以求法非常
地困難 因為那時候沒有飛機 空行
母跟阿底峽講：﹁祢去了西藏 會減
子受教育 所以說母親本身的心是完
全奉獻 這完全的奉獻是非常偉大
所以就是要﹁知恩心﹂ 知道母親的
辛苦 父親的辛苦 就要懂得﹁報恩
心﹂ 要知恩 要報恩
金洲大師教阿底峽尊者 重要有
一點 ﹁自他互換心﹂ 什麼是自他
互換心呢？自己跟別人互相對換 像
我們如果看到一個乞丐 你自他互
換 如果你變成乞丐 你會怎麼樣？
當然希望別人的施捨 所以這時候你
就產生憐憫心 你就憐憫他 然後會
給他食物 給他金錢；你如果看到一
個病患 他生病了 自他互換 如果
你是那個病人 你會怎麼樣？你會憐
憫這個病患 想辦法把他醫治好 給
他醫藥；你看到一個老人 他本身扶
著拐杖或者拿著點滴 駝著背 在醫
院這樣子走的時候 你自他互換 你
也會產生悲憫心 所以金洲大師教我
們﹁自他互換﹂ 你會產生慈悲跟悲
憫心 都會產生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
很多的眾生在受苦 我們產生悲憫
心 產生慈悲心 這是金洲大師教阿
底峽這樣子做
在西藏的地方 因為朗達瑪王破
壞了整個西藏佛教 後來的古格王朝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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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幾乎我交
往的都是個子比我還高的 我的女友
個子都比我高 以前我出門都是帶著
板凳 那些小女生個子都長得比我
高 現在臺灣的小女生 像依婷她才
十一歲 她已經跟我一樣高 再長的
話 我出門還是要帶板凳 所以你看
這裡的男士又瀟灑又高又帥 女生長
得又甜又美 不像師尊這樣子矮小
其實我這個矮小是有原因的 我
是一九四五年出生 剛好是二次大戰
結束那一年 美軍的飛機轟炸整個臺
灣 而且我是我母親懷胎七個月出
生 又瘦又小 像一隻老鼠這樣子就
出生 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美軍
轟炸臺灣 臺灣那時候是屬於日本在
管 所以美軍轟炸臺灣 沒東西吃
啊！我們逃難 那時候只能夠喝米
麩 就是米去磨成粉 就喝那一種
所以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不然我一
定長得比你還高 我雖然這麼地矮
小 但是我有很多女朋友 這都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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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容下世間所有人 還要容得下你的
仇敵 你如果能夠做到 你的心量能
夠容下你的仇敵的話 你就會變成一
個聖人 聖人是為眾生 一般的人只
為自己 所以凡夫跟聖人之間的差
別 凡夫就是在迷 迷惑的迷 聖人
是在悟 在開悟的裡面 所以祂心量
非常廣大 不為自己想
這一次到印尼弘法 本來我的臉
色是白的 到印尼這幾天我就變成印

慧君上師看到我說：﹁祢已經

藏 這個就是自他互換
有一張條子遞上來﹁師尊 十分
鐘以後要灌頂﹂ 十分鐘要講什麼
呢？︵請師尊講金面金母 ︶喔！金
面金母 金面金母是真正祂的主尊
瑤池金母的主尊就是金面金母 祂主
要的一尊就是金面金母 那麼祂的手
印就是跟度母的手印是一樣 瑤池金
母的手印你們都會 那麼祂的咒語是
﹁嗡 金母 蘇達梨 舍那 悉地
吽 ﹂ 你知道盧布林高跟西藏達賴
喇嘛的夏宮的名字幾乎是一樣的 達
賴喇嘛的夏宮 他避暑的地方就是羅
布林卡 他的夏宮叫做羅布林卡 所
以這裡我會永遠記住﹁盧布林高﹂
只差一個字 非常好 那麼祂的觀想
大家都知道 你依照瑤池金母的觀想
就可以了 祂是右手拿著拂塵 左手
拿著仙桃或者是如意 臉色是金色
的 所以叫做﹁金面金母﹂
以前我傳過的金母 瑤池金母是
無上的金仙 而金色的金母則是金母
最主要一尊的化現 金面金母顯現一
面二臂雙足的妙齡少女 是很年輕的
金母 面孔是金色的 法相美麗莊
嚴 慈眼視眾生 頭戴鳳冠 右手執

拂塵 左手捧仙桃或如意 端坐在九
鳳寶輦之上 觀想就是這樣子 然後
持咒 剛剛我已經唸了 然後手印就
是一切母續的手印 瑤池金母就是最
偉大的 慈悲的佛母
跟大家講個笑話吧！好不好？
︵好︶ 有一隻螞蟻跟大象結婚 大
象喜歡水 在水裡面游泳 螞蟻就在
岸邊一直叫：﹁老公你過來！﹂ 大
象聽到就爬上岸 爬上岸以後螞蟻就
跟牠講：﹁好 你可以下水了 ﹂
大象覺得很奇怪：﹁妳叫我上來 又
叫我下去 到底是搞什麼玩意？﹂
就問螞蟻：﹁妳叫我上來是做什
麼？﹂ 螞蟻就回答：﹁我要看你有
沒有偷穿我的游泳褲 ﹂
所以講起來是這樣子 偉大的聖
者跟娑婆世間的人 祂的思想是不一
樣的 偉大的聖者祂的心量一定是寬
廣無邊 才會偉大；至於一般我們的
人 大部分都比較自私 人是比較自
私的 為什麼不能成為聖人？因為聖
人他的心量絕對是寬廣 我們人只能
成為小人 因為我們人心量都是狹小
的 你要學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心量放得非常地寬廣 你能

尼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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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黑得發光 ﹂ 黑的嗎？那妳為什
麼是白的？妳跟著我們走 為什麼妳
臉是白的？可見妳沒有用心 你知道
到最後 大象跟螞蟻兩個人離婚 為
什麼離婚哪？螞蟻就對法官講：﹁我
要跟牠接吻 爬啊爬 爬了將近一個
月 終於到牠的嘴那裡 才可以接
吻 ﹂大象說：﹁我也要離婚 ﹂
為什麼？因為牠呼吸一下 螞蟻就不

雜誌

見了 所以牠們離婚 你知道這小螞
蟻 心量很小 牠在螞蟻洞的門前
很多腳都在螞蟻洞裡面 只有伸出一
個小腳出來 其他的螞蟻看到就問
牠：﹁你為什麼在螞蟻洞伸出一隻小
腳出來？﹂ 螞蟻就對所有的螞蟻
講：﹁我跟牠離婚了以後我就很恨
牠 大象走過來的時候 用我的腳把
牠拐倒 ﹂
大家想想看 心量那麼小 離婚
了也應該是祝賀牠 也要去感
謝牠 大象也會感謝螞蟻 螞
蟻也要感謝大象 不能夠心量
那麼小 就要把對方這個離婚
的大象 用你那一隻螞蟻的小
腳把大象的大腿給牠拐倒 所
以我跟大家講 你要修行成為
一個佛教的成就者 你心量要
廣大如虛空 不然你心量很
小 你將來就輪迴轉世成為螞
蟻 我在︿圓務雷藏寺﹀跟大
家講 聖人跟小人的差別就是
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同情 要
憐憫 要慈悲我們自己的仇
敵 根本就沒有仇敵想 這才
是一個聖人 謝謝大家 嗡嘛
呢唄咪吽
在印尼九天的弘法行程，這日是最辛苦的一天
如密教祖師所言：鐵鳥騰空之際，密法大興，
隨著蓮生法王的佛蹤飛行萬里，〈真佛密法〉
遍印度尼西亞千島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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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圓 務雷 藏 寺

聖尊指出圓務雷藏寺
地理為﹁貝殼穴﹂
都會有靈感
■燃燈雜誌整理

︿

圓務雷藏寺﹀興建過程 概述
如下：
︿圓務雷藏寺﹀進入西元二○
○○年 現有的道揚已經不能應付
人數越來越多的同門 因此理事們
建議買地建立一座雷藏寺 但這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漫長五年的努力 西元二○
○五年在師尊 佛菩薩的大力加持
之下 我們的願望終於實現 由理
事及一位同門的發心之下購買到一
公頃的土地 不過因為當時並沒有
足夠的建寺基金 因此理事們決定
將土地劃分成兩段 一段賣出一段
留下來作為道場 而把賣出去的地
皮資金用於建寺基金
二○一二年在這一年︿圓務雷
藏寺﹀完工 由當時的市長蒞臨揭

幕 同時邀請釋蓮元上師來主持開
光安座 這一年也開始興建四面佛
殿 西元二○一三年四面佛殿建好
了 邀請了釋蓮元上師主持開光安
座 二○一四年開始建立尊勝佛
塔 二○一五年邀請釋蓮元上師為
尊勝佛塔開光 這一座尊勝佛塔是
印尼目前最大的尊勝佛塔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聖
尊風塵僕僕自︿楠榜雷藏寺﹀的行
程結束之後 於當日搭乘專機抵達
盧布林高的︿圓務雷藏寺﹀ ︿圓
務雷藏寺﹀首先以午宴供養聖尊
眾同門與貴賓 當地佛教主席與鄰
近道場主席代表均蒞臨參加
主席郭偉師兄致詞時表示感謝
師尊能夠蒞臨盧布林高 ︿圓務雷
藏寺﹀的同門等了師尊能夠蒞臨盧
布林高已經有三十年 今天師尊來
到盧布林高 將來︿真佛宗﹀在這
裡發展更大 更加團結
聖尊蒞臨︿圓務雷藏寺﹀先為
雷藏寺賜墨寶：
圓滿二諦真實義
務修密教化虹光
雷聲大震喚三界
藏我佛性顯聖彰
寺廟莊嚴賜大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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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勝佛塔有一彎流水圍繞其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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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寺廟參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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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圓 務雷 藏 寺

聖尊指出圓務雷藏寺
地理為﹁貝殼穴﹂
都會有靈感
■燃燈雜誌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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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一共十四年 祂捨了生命 只為
了佛法的弘揚 還走了兩年才到西
藏
關於是日灌頂主尊﹁金面金
母﹂ 聖尊透露：其實﹁金面金
母﹂是瑤池金母的主尊 金面金母
心咒是：﹁嗡 金母 蘇達梨 舍
那 悉地吽 ﹂ 手印是跟度母印
是一樣 金面金母右手持拂塵 左
手持仙桃或如意 是最偉大慈悲的
佛母
偉大聖者跟娑婆世界的人是不
一樣 如果自己的心量能夠容得下

在賜墨寶開光加持壇城之後
聖尊開示提到：發覺此寺比較低
漥 但是周圍有河環抱 此為﹁貝
殼穴﹂ 來此寺廟參拜的人 都會
有靈感 可以賜給大家福慧資糧
這個寺廟將來不得了 會轟動整個
盧布林高 雷藏寺的瑤池金母會賜
予大家平安 吉祥和資糧
聖尊感覺這裡的空氣沒有受到
污染 非常清新 這裡沒有火力發
電廠 所以此地眾生就能夠呼吸到
新鮮的空氣 聖尊喜歡盧布林高這
個地方 覺得這裡非常旺 靈氣很
重 這裡出生的兒女 都是高大英
俊美麗
關於阿底峽尊者的菩提心 聖
尊繼續闡釋：﹁知母心﹂ 像師尊
幼年非常難養育 要不是母親餵米
麩 如何成長 師尊小時候愛哭
泣 但是 母親抱著自己去看星
星 就停止哭泣 母親的心 是完
全的奉獻 除了知恩還要懂得報
恩 最重要一點 還要﹁自他互換
心﹂ 我們看到老人駝背 拿著點
滴瓶在醫院走 在﹁自他互換﹂之
下的觀照 我們會產生悲憫心
空行母告訴阿底峽尊者 去西
藏會減壽二十年 但是 祂為了弘
法 寧願犧牲二十年壽命 祂在西

仇敵 才能夠成為聖人 要成為佛
教的成就者 要心量廣大如虛空
是日 聖尊為︿圓務雷藏寺﹀
的同門做完﹁金面金母及蓮花童子
總持灌頂﹂ 便飛回巨港 繼續下
一個行程

師 當晚︿聖輪雷藏寺﹀設宴歡迎
聖尊蒞臨巨港 主辦單位除了安排
傳統歌舞 有兩位小師姐獻唱了
﹁ 感 恩 師 尊 ﹂ 及 ﹁ You Raise me
up﹂ 歌聲嘹亮動聽 唱作俱佳
︿聖輪雷藏寺﹀住持釋蓮元上
師致詞時 感恩聖尊來到印尼傳下
阿底峽尊者法 也感謝︿籌委會﹀
特別安排此行程 讓︿聖輪雷藏
寺﹀也有機會供養聖尊
餐後 聖尊亦以虎虎生威的金
剛棍加持弟子們 晚宴在愉悅的氣
氛中結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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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巨港︿聖輪雷藏寺﹀設迎師
宴 感恩聖尊來到印尼傳法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傍
晚 聖尊與隨師團一行人抵達印尼
巨港機場 在機場 有︿聖華堂﹀
及︿聖輪雷藏寺﹀同門一起來迎

聖輪雷藏寺 設 宴 歡 迎 聖 尊 蒞 臨 巨 港

聖尊主持
開光安座及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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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克 元胡120克 甘草40克 水煎
服 每天一劑 並囑咐完全止痛後
就可以停藥
一月後來電說 藥量加大後效
果更明顯 現在完全不痛 囑咐可
以停藥了 在加大藥量後 便血污
量更大 曾昏睡過三天 三天後醒
來 不僅再沒有便血污 腹部一點
都不痛了 而且頗想吃東西 大便
每天一次 為多少年來未有之正
常
聞此消息 放下心頭大石了
畢竟藥超出常規用量很多 心中未
免有些擔心 老太太服藥一個半
月 粗 算 下 黃 芪 3300克 當 歸
1100克 太子參 2250克 元胡 4500
克 甘草1500克
超大量方劑！勿論癌細胞消失
與否 但症狀已消失了！沒有便血
污 不疼痛 可睡眠 飲食正常
因年邁不願意做任何檢查
四月後再與某君通電話 知悉
張老太太 停藥後日益好轉 食納
正常 身體沒有一點不適 還要想
食豬蹄 燒雞 家人都滿足了老太
太要求 老太太精神比前好多了
能坐起能說笑 飲食睡眠基本正

某

一日某先生 言其八十七歲家
母 從去年底開始腹痛 越來
越嚴重 到醫院治療做了ＣＴ發現
腸道裡 有一個腫物已經堵塞了
腸腔 檢查發現是結腸癌晚期 用
抗癌藥無效
因年紀老邁不願接受手術治
療 近來腹痛加劇 在沒有辦法的
情況下 開始打麻醉止痛藥 可止
一時之痛 但這些止痛藥 反應非
常劇烈 引起嘔吐 吃什麼！吐什
麼！劇烈嘔吐十分難受！如果這樣
嘔吐下去 恐怕對生命危殆！
老太太躺在床上 動也不能
動 數日水米不進！靠打吊瓶 奄
奄一息！這樣大年紀了 又是絕
症 家人知道治療無望！已做最壞
打算 安排好身後事了！
唯見老太太疼痛的難受 呻吟
不已 目不忍睹 所以來電話 看
看中醫有沒有辦法 開點中藥 能
不能緩解一下痛苦
凡是癌症腫瘤 現在醫院醫療
手段！幾乎千篇一律 手術切除
化療放療 沒有更新的治癒方法！
目前雖已比以前進步了 有了

常
後來再分析以上醫案 如何有
此好效果呢！
翻開資料 香港浸信會中醫大
學研究 從黃芪提取黃芪總苷有效
治療大腸癌 動物測試中將腫瘤體
積減少近％ 成效與一線化療藥
相若 且無毒性 可減少化療藥帶
來之副作用
因黃芪可治療潰瘍性大腸炎
而大腸炎是引致大腸癌的原因之
一 今次是全球首次發現 黃芪總
苷在細胞及動物測試中有效治療大
腸癌
據說研究先將人類的大腸癌細
胞 注入老鼠體內再使用黃芪苷
三周後 發現老鼠的腫瘤體積減少
％至％
另外在細胞測試中 將大劑量
的黃芪總苷注入癌胞七十二小時
後 可殺死％的癌細胞 而且可
控制致癌基因生長 寄望有一天可
用於臨床而能製成藥 有利患者
在當歸補血湯中黃芪是主要藥
材之一 有健脾補氣及提升免疫力
的作用 故可治療潰瘍性結腸炎
亦可預防細菌及病毒感染 加上大

標靶藥 質子治療 但這些治療要
用很巨額費用 動不動幾十萬 或
更多 很多患者錢也用了不少 痛
苦也受了 最後生命也保不了
加上老太太年邁 要花巨額費
用！負擔不起 唯有見步行步 但
見患者這樣痛苦！家人難過萬分！
我們醫生也都知道回天乏術 人總
難免有一天離開的！西醫治不了的
重病 中醫都是治不了 醫聖仲景
都說過﹁不是萬病包治都有治不好
的疾病﹂ 只好沉思良久 老太太
氣虛血弱 加上久病 疼痛難耐
口授一方 試試可否減輕老太太之
痛苦！
黃芪60克 當歸30克 太子參
45克 元胡索90克 甘草30克 水
煎服 每天一劑
過了一周後來電 言老太太服
藥當天 不適感有所減輕 三天後
疼痛又再有減輕 大便中仍帶血
污 但無其他不適 也停打止痛
針 嘔吐停止了 精神有好轉 並
想吃東西了 家人非常高興 仍然
有少許腹痛
再加大劑量 可以繼續服藥！
黃芪90克 當歸40克 太子參

量元胡索 這味藥有止痛解毒 臨
床時我更愛用於催眠作用！很多患
者服元胡索後約四小時 就可以入
睡！故老太太昏睡了三天 可能因
藥量特重之原故吧？
這樣重的腸癌症居然被治好！
這個是特別個案 ﹁切勿盲目照搬
自行配藥服用﹂ 僅供參考！如果
生般硬套恐有生命之憂！
人們現在真是談癌色變 一旦
罹患 就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樣 感
到大難臨頭 不用治療 嚇也被嚇
死了
現代醫學雖然發達 仍然對癌
病沒有很有效的治療法 動手術
化療 放療 標靶藥物治療！似乎
癌細胞比正常細胞的生命力更強
癌細胞死了 正常細胞也死了 沒
過多久癌細胞又轉移了 又復活
了 科技發達技術先進！癌症反倒
越來越多！是環境污染 食物污
染 空氣污染 遺傳 總之各種的
原因都有可能
但我個人堅信有一天 通過科
學家 醫學家的努力 一定可以攻
克癌症這一難關！︵寫作參考名家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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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志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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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粗 算 下 黃 芪 3300克 當 歸
1100克 太子參 2250克 元胡 4500
克 甘草1500克
超大量方劑！勿論癌細胞消失
與否 但症狀已消失了！沒有便血
污 不疼痛 可睡眠 飲食正常
因年邁不願意做任何檢查
四月後再與某君通電話 知悉
張老太太 停藥後日益好轉 食納
正常 身體沒有一點不適 還要想
食豬蹄 燒雞 家人都滿足了老太
太要求 老太太精神比前好多了
能坐起能說笑 飲食睡眠基本正

某

一日某先生 言其八十七歲家
母 從去年底開始腹痛 越來
越嚴重 到醫院治療做了ＣＴ發現
腸道裡 有一個腫物已經堵塞了
腸腔 檢查發現是結腸癌晚期 用
抗癌藥無效
因年紀老邁不願接受手術治
療 近來腹痛加劇 在沒有辦法的
情況下 開始打麻醉止痛藥 可止
一時之痛 但這些止痛藥 反應非
常劇烈 引起嘔吐 吃什麼！吐什
麼！劇烈嘔吐十分難受！如果這樣
嘔吐下去 恐怕對生命危殆！
老太太躺在床上 動也不能
動 數日水米不進！靠打吊瓶 奄
奄一息！這樣大年紀了 又是絕
症 家人知道治療無望！已做最壞
打算 安排好身後事了！
唯見老太太疼痛的難受 呻吟
不已 目不忍睹 所以來電話 看
看中醫有沒有辦法 開點中藥 能
不能緩解一下痛苦
凡是癌症腫瘤 現在醫院醫療
手段！幾乎千篇一律 手術切除
化療放療 沒有更新的治癒方法！
目前雖已比以前進步了 有了

常
後來再分析以上醫案 如何有
此好效果呢！
翻開資料 香港浸信會中醫大
學研究 從黃芪提取黃芪總苷有效
治療大腸癌 動物測試中將腫瘤體
積減少近％ 成效與一線化療藥
相若 且無毒性 可減少化療藥帶
來之副作用
因黃芪可治療潰瘍性大腸炎
而大腸炎是引致大腸癌的原因之
一 今次是全球首次發現 黃芪總
苷在細胞及動物測試中有效治療大
腸癌
據說研究先將人類的大腸癌細
胞 注入老鼠體內再使用黃芪苷
三周後 發現老鼠的腫瘤體積減少
％至％
另外在細胞測試中 將大劑量
的黃芪總苷注入癌胞七十二小時
後 可殺死％的癌細胞 而且可
控制致癌基因生長 寄望有一天可
用於臨床而能製成藥 有利患者
在當歸補血湯中黃芪是主要藥
材之一 有健脾補氣及提升免疫力
的作用 故可治療潰瘍性結腸炎
亦可預防細菌及病毒感染 加上大

標靶藥 質子治療 但這些治療要
用很巨額費用 動不動幾十萬 或
更多 很多患者錢也用了不少 痛
苦也受了 最後生命也保不了
加上老太太年邁 要花巨額費
用！負擔不起 唯有見步行步 但
見患者這樣痛苦！家人難過萬分！
我們醫生也都知道回天乏術 人總
難免有一天離開的！西醫治不了的
重病 中醫都是治不了 醫聖仲景
都說過﹁不是萬病包治都有治不好
的疾病﹂ 只好沉思良久 老太太
氣虛血弱 加上久病 疼痛難耐
口授一方 試試可否減輕老太太之
痛苦！
黃芪60克 當歸30克 太子參
45克 元胡索90克 甘草30克 水
煎服 每天一劑
過了一周後來電 言老太太服
藥當天 不適感有所減輕 三天後
疼痛又再有減輕 大便中仍帶血
污 但無其他不適 也停打止痛
針 嘔吐停止了 精神有好轉 並
想吃東西了 家人非常高興 仍然
有少許腹痛
再加大劑量 可以繼續服藥！
黃芪90克 當歸40克 太子參

量元胡索 這味藥有止痛解毒 臨
床時我更愛用於催眠作用！很多患
者服元胡索後約四小時 就可以入
睡！故老太太昏睡了三天 可能因
藥量特重之原故吧？
這樣重的腸癌症居然被治好！
這個是特別個案 ﹁切勿盲目照搬
自行配藥服用﹂ 僅供參考！如果
生般硬套恐有生命之憂！
人們現在真是談癌色變 一旦
罹患 就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樣 感
到大難臨頭 不用治療 嚇也被嚇
死了
現代醫學雖然發達 仍然對癌
病沒有很有效的治療法 動手術
化療 放療 標靶藥物治療！似乎
癌細胞比正常細胞的生命力更強
癌細胞死了 正常細胞也死了 沒
過多久癌細胞又轉移了 又復活
了 科技發達技術先進！癌症反倒
越來越多！是環境污染 食物污
染 空氣污染 遺傳 總之各種的
原因都有可能
但我個人堅信有一天 通過科
學家 醫學家的努力 一定可以攻
克癌症這一難關！︵寫作參考名家
資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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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志 中醫師

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2019.02
宗委會【近期公告】

西元2019年（歲次己亥）農曆春節將至，為迎接新年到來，〈宗委會〉精心的獻上新
春祝福，特別準備了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的法相，將於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在〈台灣
雷藏寺〉廣場，師尊文集推廣小組攤位發送給各雷藏寺、分堂及同修會，祝福道場新的一
年吉祥幸福、法緣宏開，大家修行成就。
備註:
1. 法相材質：PP相紙+霧面淋膜(表面上漆、防水處理)。
2. 小尺寸【127公分（高）x100公分（寬）】，送給分堂及同修會。
3. 大尺寸【152公分(高）x 127公分（寬）】，送給雷藏寺。
4. 紙桶SIZE：長80cm-156cm伸縮管（依畫像寬度調整，直徑6cm中）。
5. 為了保護法相，我們會將法相裝入紙桶中，讓道場領取，一個道場領取一份，請
道場推薦一名代表，來簽名領取，若二月二十三日「瑪吉拉尊護摩法會」來不及領取師尊
法相，我們也會在二月二十五、二十六及二十七日教育研習暨聯誼會時，安排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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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智慧的總集
明心見性由此開始
讀 書 會 地點 台灣雷藏寺
導讀文集

日期

主講人

2019.01.26

釋蓮僅上師

2019.02.05

新春初一，暫停一次

2019.02.09

林香汶教授

健康講座：用藥安全你不可不知！

2019.02.16

釋蓮伽上師

第119冊文集《和大自然交談》

金剛心法堂
虛空中的道場

卍 聞

同門宜唸佛迴向
一經一咒迴向往生菩薩結緣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劉明美 菩薩 12.23

馮王⽉雲 菩薩 10.26

曹陳⾦治 菩薩 12.19

林⽉英 菩薩 10.21

陳張秀雲 菩薩 12.05

黃彥綸 菩薩 10.20

絡

林楊美雲 菩薩 11.27

連

⼷明清 菩薩 01.01

服務項目

真佛禮儀

第115冊文集《明空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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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觀我們的部落格
真佛禮儀 金剛心法堂：//blog.udn.com/kalachakra168
法門生命 優質禮儀：//blog.udn.com/farmen

點燃三千大千世界
莊嚴十方佛國淨土
●
◎
●
◎
●

心燈

C h 3 9頻道
每週日
上午10:30

中天娛樂台播出

▼ 郵撥帳號：22201864
▼ 贊助帳戶：雷藏寺
請註明贊助給你點上心燈

給你點上

節目內容有：
真佛宗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的最新活動記錄精華
法會開示
Facebook搜尋 給你點上心燈
世界各國道場巡禮開示
按讚給你點上心燈—https://www.facebook.com/innerlamp
精彩花絮
網絡直播
精彩影音—https://www.facebook.com/innerlamp/videos

2019
Happy
New Year

己亥迎春

百花並臻
祥雲漫天

慶賀佳節

陽昇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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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請八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
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
薩。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
薩。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
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
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
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
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
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
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
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
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
牟尼佛。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
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
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
明觀世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
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
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
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
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
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能
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
說。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
虛。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迴向：葉秋美
祈請瑤池金母 師尊蓮生活佛 高王觀世音菩薩加持 葉秋美一切災
難退散 業障 病業消除︵二○一九年︶ 其家人 朋友非常寵愛吳
尚潔 常保持樂觀 歡喜心 身口意清淨光明 增長福慧 佛緣 對
吳易樺家人們誠懇和善

1

方案：1

摩利支天菩薩
摩利支天菩薩與真佛宗有大因緣契
約的存在，有隱形自在大神通力。
常隨著日天，在前面疾走如矢，遍
巡天下，護持所有的真佛弟子。
修持此法者，能夠打勝戰，能如必
勝獅王勇猛無敵，是一位「揚威金
剛」大戰鬥之神。
行者觀想分明清楚後形象隱去，成
一輪大日之光，照向自己持印的額
頭，感受到大日光明的普照，如出
征的威武戰士一般，即是光明融入
的「揚威金剛」。

騎龍白財神
騎龍白財神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騎龍白財神居水晶宮最喜歡沐
浴，行者可以供養祂
沐浴水。
蓮生活佛曾經
傳騎龍白財神
【中大樂透
彩、大威力
彩】的法！
非常殊勝，
妙不可言。

3

方案：3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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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

2019 贊助方案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功德主迴向單，由師佛主壇
台灣雷藏寺 護摩法會祈福迴向

（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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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薩

■ 電話：886- 49 - 2312992 分機 362、368
■ 傳真：886- 49 - 2350140
■ E-mail：
tbs.lighten@gmail.com
■ http://www.lighten.org.tw
■ 台灣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 戶名：燃燈雜誌社（國外以「外幣金額」贊助 ）
■ 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雷藏寺）
■ Remark：For Enlightenment Magazine
■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2,
Tsao-Tun,Nantou,Taiwan 54263,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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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
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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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２７０冊｜我所知道的佛陀

菩提樹下
正思惟
2019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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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蓮生活佛

︿聞道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經過長期的身 口 意清淨
就是越來越增加你本身道的資糧
︿須彌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置心一處與禪定 的 口 訣
︿楠榜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做子女的要懂得去報答自己的父母
阿底峽的菩提心是從這裡開始

祂的心量一定是寬廣無邊

︿圓務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偉大的聖者

–印尼弘法系列報導–
才會偉大

2018.12/6～12/14
真佛宗蓮生活佛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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