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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

佛陀
如是我聞
生活佛盧勝彥寫的這本書：「我所知道的佛
蓮陀」是與眾不同的。
如是我聞。是作者親耳聽到的，是作者親眼看
見的。
有人說蓮生活佛盧勝彥是「舍利弗」的轉化，
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也可以。
但，作者寫的與大眾的書不同。作者要告訴大
家的是：「佛陀！究竟 在哪裡。」
「我所知道的佛陀」這一本書，作者指出：
「真正的佛陀！」
昔日。舍利弗問佛陀：
「世尊！當年菩提樹證道，何以想即涅槃，何
以故？」
佛陀答：
「娑婆世界，幻人行幻事，因而，即想涅槃，
如此而已。」
舍利弗問：
「世尊！當年大梵天、忉利天，請佛住世，佛
陀因而住世八十年，何以故？」
佛陀答：
「只兩個字：慈悲！」
舍利弗問：
「慈悲，為的是啥？」
佛陀答：
「勸請幻人離幻。」
舍利弗問：
「世尊三轉法輪，廣利人天，說法四九年。又
為什麼說沒有轉法輪？又為什麼說，沒有說過一個
字？」
佛陀答：
「光燭本無心。」
舍利弗一聽，就明白了！（諸聖弟子明白
否？）
今日。我為鬼婆之事，去問佛陀。
問：「鬼婆欺騙信眾，其行為如何？」
佛陀答：「以幻騙幻，以盲引盲。」

問：「何以這麼多人會上當，而且信個死
脫？」
佛陀答：「眾等無智者！」
我問：「寫書針炙如何？」
佛陀答：「病入膏肓者，難以救度。」
我問：「如何才能救得？」
佛陀說：「戒行清淨的人，才能得救。明智的
人，才能得救。」
我問：「為何勸不回？」
佛陀說：「你未能初皈依時，初披剃時，便施
于戒行清淨的教導。這個錯誤在你。」（我很慚
愧）
我說：「我當改之！」
佛陀說：「世緣易染，道業難辦。你能度則能
度，不能度者，不能度。」
我請示佛陀：「我未來將如何做？」
佛陀答：「做什麼？」
佛陀給我四句話：
「縛脫無二。根塵同源。不動絲毫。十方遊
戲。」
～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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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出家修⾏

他還陽後

很

觀世⾳菩薩出

⼀切刑罰

劉薩訶還陽

你當懺悔

極度驚恐時

⼜帶他看⼗⼋⼤地獄
⽑⾻悚然
正當劉薩訶
說：
﹁殺⽣罪最重
﹂
七天後
修⾏去了
他後來成了⼀代⾼僧

我的弟⼦中也有下地獄的

●

︵這是下了地獄的警⽰︶

⽽且

快的出家

結果

劉薩訶點頭願意

可免你罪

現

警
示

他在病中下了地獄

在﹁⾼僧傳﹂中

⼑

但

讀到中國東晉時期的⾼僧
⽬不識丁

樣樣都⾏

練成⼀⾝的本領

原來不喜讀書

﹁劉薩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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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有⼀天
昏睡了去

﹂

有⼆⿁吏

突然變了⼀個⼈

他⼀共昏睡七天
醒來後
事情是這樣的：
﹁劉薩訶﹂⼀昏睡

病⼈答：
﹁盧師尊

悉地吽

讓你還
﹂

由於是盧師尊弟⼦

閻羅殿⼤放光明

古魯

病⼈唸：
﹁嗡

此咒⼀唸
閻羅王說：

﹁你已壽終

不⼊地獄

直奔壇

何其重要

何

⼀⼊家⾨

警惕世⼈

出院時
向盧師尊做⼤禮拜

弟⼦終於還陽

好好修⾏

蓮⽣

﹁你會唸他的⼼咒嗎？﹂

閻羅王問：

﹂

﹁你是何⼈弟⼦？﹂

閻羅王問：

他還說謊：

﹁殺⽣罪⾄重！﹂

閰羅王審判他：

帶⼊地獄的閻羅王殿

陽
城

●
我問佛陀：
﹁下地獄的警⽰

但

能夠起信

﹂

下地獄的

頗具功效
也需因緣啊！願⾒此⽂者

﹁此法警惕世⼈

佛陀答：

不多⽰現？﹂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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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
天乘的佛教

只要守住五戒

⾏⼗善法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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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供養⼈天

也是國王

如果廣⾏施⾷幽冥眾

就能成就國王了！﹂
盧師尊的過去世

貢唐昌活佛說：
﹁你
我在我的前世記憶中：
蓮華⽣⼤⼠
⿓樹菩薩
那若巴尊者
阿底峽尊者
宗喀巴尊者
幾乎是⼀貫的
我也了解：
︵⼤⽩⾼國︶

︵⼀⾝⼆化︶

西夏三王

︵⽩蓮花王︶

⾚松德真王
⾹巴拉王
唐王
明朝⼀王

都和我有很深的因緣呢！
●

有
⼀回
他參加了﹁柯林頓﹂總

特別到西雅圖來看我

貢唐昌活佛到美國來
統的就職典禮
回程時
貢唐昌活佛對我說：
﹂

﹂

﹁柯林頓總統是⼀位活佛的轉世
我問：
﹁怎會如此？﹂
貢唐昌活佛說：
阿底峽尊者著有﹁菩提道燈論
其中列舉三⼠道：
上⼠││成就佛菩薩的果位
中⼠││成就諸天的果位

有些⾏者只想來

(享受⼈間)

根器不同

下⼠││成就國王的果位
貢唐昌活佛說：
﹁⼀般的修⾏⼈
也就轉

容易嗎？﹂

由於修⾏得⼒
﹂

當⼈間的國王

成了⼈間的國王

世能在⼈間享受富貴榮華
世在⼈間
我問：
﹁轉世⼈間
貢唐昌活佛說：

我問佛陀：

﹂

﹁何以故？﹂
佛陀答：
﹁因緣果報
我問佛陀：

健

但你
故令你⾛上修⾏之路！﹂

原本是⼀位⾼官厚祿之⼈

﹁這⼀世如何？﹂
佛陀答：
﹁你這⼀世

負有廣度眾⽣的責任
我問：

瞿薩且那國的國王

我有當王嗎？﹂

﹂

﹁來世當王如何？﹂
佛陀答：
﹁垂⼿可得
我問：
﹁在古印度
佛陀答：
﹂

﹂

﹁卡濕彌羅國的國王
馱羅國王
我問：
﹁何以當王？﹂
佛陀答：
﹁修⼈乘得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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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祝賀祂
月日 印尼圓弘雷藏寺開光報導
聖尊於圓弘雷藏寺開光時 諸佛菩薩很快就下降 預言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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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印尼定智雷藏寺開示
禪定跟智慧這二者是修行人的兩個翅膀 可以飛到四聖
界 唯一的兩個翅膀
月日 印尼定智雷藏寺開光報導
聖尊蒞臨拉睦村 昨夜雷電大雨 洗山迎佛
︿定智雷藏寺﹀壇城開光 拍攝到七彩光現！
月日 台灣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第四剎那俱生喜稱﹃明點堅固煖﹄ 無需劬勞即
持 五 護 守護不漏有六 於後持護明點漏失時釋說 此
處暫略
癸二 略方便道
分三：前行 依下行氣 正行 明點降持同時 後行 迴
遍
月日 台灣雷藏寺﹁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癸二 略方便道
二 正行：行加持等法 略縮羅剎道 猛吸二中指 雙眼上
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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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本 傳 承 上 師 蓮 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師尊預言：
圓弘雷藏寺 將 來 會 出 現 成 就 者
很多佛菩薩 下 降 來 祝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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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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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amat Pagi ︵印尼
語：早安︶今天的貴賓就是︿圓弘雷
藏寺﹀的住持 還有︿圓弘雷藏寺﹀
所有的理事 所有的義工 還有我們
每一個人都是貴賓
一般我開光的時候 開完光過了
一陣子 佛菩薩才會下降 慢慢地一
尊一尊這樣下降 這一次到印尼弘
法 每一次是開光完了以後 佛菩薩
再漸漸地下降 今天到︿圓弘雷藏
寺﹀是在開光的時候 佛菩薩就全部
統統都下來了 可見︿圓弘雷藏寺﹀

聽說在印尼是有很多的降頭 我在印
尼最怕的降頭是腸胃不好 因為我剛
到印尼的時候 印尼的 BAKUT 特別好
喝 印尼的湯都特別好喝 他們告訴
我 這個湯是用自來水煮的 用印尼
的水煮的 所以水土不服 到了一個
地方要注意 你水土一定要服 這樣
身體才會健康 結果有一個晚上也是
肚子痛得不得了 我又不是亂吃的
人 怎麼喝了水就會肚子痛 所以有
人建議我刷牙的時候也要用礦泉水
用瓶裝水 不然你會把自來水吞進
去 那你就會中了降頭 幸好我們加
拿大有一位醫師博士 Olivia
她幫
忙給我兩顆藥 兩顆藥以後它就解了
那個痛 要謝謝她 不過會被冷氣凍
醒 不知道有沒有藥可以救
從巨港出發到了這裡 這裡又稱
為國王歸來的地方 我是從巨港一直
禪定 禪定到這裡 禪定到了︿圓弘
雷藏寺﹀人家才把我叫醒 所以我就
張開眼睛說：﹁欸？這裡是臺灣
嗎？﹂ 我就搞不清楚 然後竟然寫
字 我竟然腦袋全部都空掉 連一個
成功的﹁成﹂我也忘掉 發揚的
﹁揚﹂是易字旁沒有兩點 發揚的揚
我想成綿羊的羊 應該有兩個角 就

將來真的能夠發揚光大 所有的佛菩
薩諸尊都是相貌非常地莊嚴 剛剛看
了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非常地莊嚴
先下來的是四位祖師 也就是了鳴和
尚 薩迦證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法王
噶瑪巴 吐登達爾吉上師 還有非常
多的般若光 全部從虛空下來 這個
是非常殊勝的 尤其是尊勝佛母 祂
現出尊勝佛母的相 文殊師利菩薩的
相 還有現出觀世音菩薩的相 另外
還有現出金剛手菩薩的相 摩利支天
變成整個周圍附近 已經化身了幾百
尊的摩利支天；隨著四個祖師爺 蓮
花童子就在祖師爺的中間
去開光了五個道場 這是第六個
道場 很奇怪的 這裡的壇城布滿所
有般若光一個一個下來 令我非常地
驚奇驚歎 可見在︿圓弘雷藏寺﹀

雜誌

它的將來一定有修行成就的人 就在
︿圓弘雷藏寺﹀是非常稀有的
我們要感謝昨天晚上飯店的老闆
跟所有的老闆的親人 他們很熱情地
招待我們 因為是同門開的飯店 第
一次住到 我昨天晚上住到同門開的
飯店 他們把飯店裡面 好像一般人
住的被單 換成一個很薄的 很珍貴
的 又滑又白又亮麗的被單 問題是
這樣子 因為在印尼天氣都是很熱
的 所以它的冷氣開得特別地冷 又
用很薄的被單 所以昨天晚上冷 凍
了三次醒過來 因為我把房間的電燈
全部關掉 所以我找不到冷氣到底在
哪裡 就是在印尼住飯店被凍得好像
在冰箱裡面 不過還是要感謝他們這
樣子精心地 用心地招待我們 招待
師尊 我是這樣子想 來印尼應該被
熱死才對 怎麼會被凍死？這個出乎
我意料之外
我們今天等一下灌頂是會灌頂摩
利支天 灌頂尊勝佛母 灌頂蓮花童
子 這裡有一尊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
是摩利支天 這一尊是發願祂要守護
︿真佛宗﹀的一個菩薩 修這一尊就
能夠戰勝所有的魔 也可以戰勝所有
的魑魅魍魎 還可以解除所有降頭

我

燃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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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弘雷藏寺﹀是非常稀有的
我們要感謝昨天晚上飯店的老闆
跟所有的老闆的親人 他們很熱情地
招待我們 因為是同門開的飯店 第
一次住到 我昨天晚上住到同門開的
飯店 他們把飯店裡面 好像一般人
住的被單 換成一個很薄的 很珍貴
的 又滑又白又亮麗的被單 問題是
這樣子 因為在印尼天氣都是很熱
的 所以它的冷氣開得特別地冷 又
用很薄的被單 所以昨天晚上冷 凍
了三次醒過來 因為我把房間的電燈
全部關掉 所以我找不到冷氣到底在
哪裡 就是在印尼住飯店被凍得好像
在冰箱裡面 不過還是要感謝他們這
樣子精心地 用心地招待我們 招待
師尊 我是這樣子想 來印尼應該被
熱死才對 怎麼會被凍死？這個出乎
我意料之外
我們今天等一下灌頂是會灌頂摩
利支天 灌頂尊勝佛母 灌頂蓮花童
子 這裡有一尊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
是摩利支天 這一尊是發願祂要守護
︿真佛宗﹀的一個菩薩 修這一尊就
能夠戰勝所有的魔 也可以戰勝所有
的魑魅魍魎 還可以解除所有降頭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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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婦人還講：﹁我是真的 我連燈都
不用開 ﹂ 也不用開燈 記者再追
問：﹁這是不可能的 妳說是怎麼辦
到的呢？﹂ 這個婦人講：﹁我用一
隻腳把老公踹醒﹂ 告訴大家 還是
不要娶老婆好 我覺得我對男的講
話 有時候用道理講還講得通 跟女
生講話用道理講 怎麼講她都不通
所以我覺得男生要記得一點 你要結
婚以前你要認命 因為很少女生是講
道理 所以像聰明的男生都出家修
行
再講第二個笑話 上課的時候
老師沒收了小明的手機 老師講：
﹁小明 你哪裡來的這麼多錢買手
機？﹂ 小明回答：﹁我是做好事賺
的 ﹂ 老師問：﹁你做了什麼好
事？﹂ 小明回答：﹁在街上看到一
個老太太倒在一輛寶馬的車旁 旁邊
全是看熱鬧的人 竟然沒有一個人上
去幫忙 我就勇敢地去扶她 老太太
很胖 我扶她扶了半天 因為力氣不
足 自己也就累倒在地上 跟老太太
躺在一起 後來寶馬的車主給了我們
兩個人每個人兩萬塊錢 ﹂ 所以我
們做好事 別人會高興 我們自己也
高興 這裡要告訴大家 你要所有的

應該有兩點 結果易字上再給它點上
兩點 結果是錯的 那雷藏寺的
﹁藏﹂裡面是一個﹁臣﹂字 臣子的
臣 我也忘掉 我就把它寫成 成功
的成 我是這樣子跟大家講 忘掉是
很好的事情 我們忘掉所有的仇人
忘掉所有的毀謗 忘掉所有的煩惱
忘掉所有心中的起伏跟不平 到最後
連自己都忘掉 那既然什麼都忘掉
了 那你的心就定了 在禪定中也是
這樣子 你的心都定了 心如果能
定 那就能夠有成就出來
唯一不能夠忘掉的 就是別人給
我們的恩情不能夠忘掉 無論如何
別人給你恩情 你一定要報答 要還
給人 其實這個恩情之大 大到無
限 佛菩薩給我們的佛法就是最大的
恩情；我們生活在國土 給我們安全
跟守護 這也是很大的國家的恩情；
還有父母給我們的恩情 我們也不能
夠忘掉；另外還有師長他在教育我們
成長 這也是個很大的恩情 為了報
答這種恩情 我們必須要捨自己的生
命 去報答所有的人 所以我們要記
住的就是﹁恩情﹂ 其他的我們都要
忘掉 這個就是阿底峽尊者祂本身的
一個精神所在 阿底峽尊者的﹁發菩

人高興 你就是要先幫助他人；你要
自己高興 你去幫助他人的時候 你
自己也高興
我告訴大家 再來的這個笑話我
自己都看不懂 不知道你們數學怎麼
樣 會不會懂 我是看不懂 到底會
不會笑還是有一點問題 小明為了證
明錢縮水 現在印尼盾也是比較小一
點 然後做了一個數學題 一塊錢等
於一分 解的話是這樣子 一塊錢等
於一百分 就等於十分乘以十分 等
於一角乘以一角 等於零點一元乘上
零點一元 等於零點零一元 等於一
分 這個數學題寫完 數學老師就哭
了 這個我是不清楚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只有兩科常
常不及格 一科就是英文 一科就是
數學 我那時候在上英文課的時候我
就講：﹁我絕對不要上英文課 因為
我絕不會移民到美國 ﹂ 最後那些
英文很好的都還在臺灣 而我卻很無
聊地移民到美國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
能肯定一件事情 因為事情都會有變
化 這個可以印證到佛陀所講的﹁諸
行無常﹂
有一對夫婦常常吵架 太太是不
講道理的 而且她喜歡罵一大堆的髒

提心法﹂就是要這樣子 以恩情來報
答所有的人 因為所有的人跟自己是
不分的 都有佛性 所有的人在幫助
我們 我們同樣要幫助所有的人
我昨天跟同門講 跟我的侍者團
講說：﹁我的笑話已經講完了 拜託
你們幫忙找笑話 ﹂ 結果慧君上師
就上網路找笑話 然後傳給蓮樣上
師 叫他列印給我 結果蓮樣拿來的
笑話是一大張的 好多笑話在一張紙
上 那笑話我一定要過濾 有些能夠
講的 有些是不能講的 但是製作到
現在還沒有製作出來 喔 還在剪
在那裡剪笑話 雖然那麼多 但是沒
有過濾過 也很危險 因為有些是不
好的笑話 有些是完全笑不出來的
有些是看了這個笑話以後 整個人都
軟掉 但是我把行李箱打開 再找一
遍 終於找到幾張 但是都不是很好
的 先講一個好了
有一個記者問一個婦人：﹁我採
訪一下 晚上妳會給孩子換尿布
嗎？﹂ 這個婦人回答：﹁當然 實
話告訴你 我用一隻腳就能夠給孩子
換尿布還有餵奶 ﹂ 記者回答：
﹁我不信 怎麼用一隻腳就可以幫孩
子換尿片 還可以給他餵奶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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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剪笑話 雖然那麼多 但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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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告訴你 我用一隻腳就能夠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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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信 怎麼用一隻腳就可以幫孩
子換尿片 還可以給他餵奶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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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很難聽的話 先生是很優雅的一
個教授 不會罵人 但實在忍無可
忍 所以只要太太在罵髒話的時候
他都講：﹁同上 同上 ﹂ 也就是
罵的也就是我講的 所以應該要修行
才好 修行的人不會罵出口 不會講
髒話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當你
在罵髒話的時候 精神特別好 我不
想再繼續講這個笑話 因為這個笑話
裡面有文言文 我害怕你翻譯翻不出
來 因為裡面是中文的詩 用文言文
的 你會翻中文的詩嗎？還有文言文
的？會不會？︵不會 ︶看吧！師尊
是先知啊！所以我就是這樣子 因為
我知道他不會 不要為難他 而且同

情他 憐憫他 也慈悲他︵謝謝師
尊！︶
這一張條子是﹁再五分鐘以後要
灌頂﹂ 這樣子啦！到了︿圓弘雷藏
寺﹀ 我是這樣子認為 這裡面一定
會出現成就者！而且成就非常地高
這麼多的佛菩薩下降是非常稀有的！
祂們是因為︿圓弘雷藏寺﹀將來會出
現成就者 所以祂們下降來祝賀祂
希望︿圓弘雷藏寺﹀跟它的﹁圓弘﹂
兩個字相應 圓滿弘揚︿真佛密
法﹀ 得到究竟的成就 會出聖人！
謝謝大家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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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布穆利

聖尊於圓弘雷藏寺開光時
諸佛菩薩很快就下降
預言將有大修行成就者出現

二

○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聖尊
與隨師團一行人一早便從巨港
出發 約二小時的車程 抵達普拉
布穆利︵Prabumulih︶的︿圓弘雷
藏寺 ﹀
︿圓弘雷藏寺﹀興建過程概
述：
公元 二 ○○○年由於當時的皈
依同門人數眾多 在丁上師的提議之
下 搬遷到許茂記師兄店樓上 約
112平方公尺的地方為同修道揚 就
在公元二○一三年 申請多年的建寺
准證終於核發下來 在根本上師 佛
菩薩的大力加持 及眾同門 善信大
德和各分堂的熱心支援之下 於二○
一五年新道場建築完工
在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
日 所有理事一起前往台灣面見根本
上師 向師尊 師母報告堂務 根本
上師慈悲大力加持新道揚 並賜

名︿圓弘雷藏寺﹀ 二○一五年六月
二十五日︿圓弘雷藏寺﹀新道場正式
啟用
︿圓弘雷藏寺﹀的二樓為同
修 法會及護摩大殿 ︿圓弘雷藏
寺﹀一樓有辦公室 廚房 洗手間及
可以做為書展 餘興節目之用的大
廳 一樓的虎邊還興建一座六個教職
人員房間及弘法人員的宿舍 宿舍樓
下有青年班的辦公室 圖書館及洗手
間 ︿圓弘雷藏寺﹀的龍邊則是由雅
加達黃木成 甘紅英伉儷捐贈的一座
六公尺高的花崗岩尊勝佛塔
法王蓮生聖尊蒞臨︿圓弘雷藏
寺﹀ 先賜墨寶：
圓成資糧立壇城
弘揚真佛大密法
雷令風行達三界
藏我慈悲與能仁
寺立宗趣修精神
開光儀式後 主席胡和源師兄
致歡迎詞表示 ︿圓弘雷藏寺﹀全體
歡迎根本上師的蒞臨 感恩師尊慈悲
為︿圓弘雷藏寺﹀壇城及尊勝佛塔開
光加持
並賜灌頂
一切圓
滿 Prabumulih的 意 思 是 國 王 回
來 而今天是法王到來 願法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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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與隨師團抵達圓弘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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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開示。

↓聖尊與感恩宴上表演的小朋友一同合影。

→聖尊為圓弘雷藏寺賜墨寶
↓開光安座紀念碑簽名

聖尊蓮生活佛蒞臨為華雨雷藏寺揭匾

放光 願︿真佛密法﹀發揚光大 廣
度眾生 大轉法輪
聖尊開示時表示：今天開光
時 佛菩薩諸尊均很快地下降 可
見︿圓弘雷藏寺﹀將來會大大弘
揚︿真佛密法﹀ 此道場佛菩薩非常
莊嚴 先下降四位祖師 還有很多般
若光 尊勝佛母很莊嚴 現出文殊師
利 金剛手菩薩 觀世音菩薩
諸
尊的像 周圍化出幾百尊摩利支
天 這是此行第六個道場開光 般若
光下降 令師尊非常驚歎 可見將有
修行大成就者 會在︿圓弘雷藏
寺﹀出現 這是非常稀有的
聖尊開示表示 感謝飯店的老
闆與親人 昨天晚上是第一次住到同
門開的飯店 感謝他們非常熱情接
待 這次從巨港出發 是從出發地禪
定一直到︿圓弘雷藏寺﹀ 這時人家
才把師尊喚醒 以為是到了台灣 進
來要寫的字也忘了 ﹁忘掉﹂是很好
的事情 要忘掉所有的仇恨 譭
謗 煩惱 心中的起伏與不平 到最
後連自己也忘掉 最後心也要能夠
定 因為心能夠有定才會有成就 惟
一不能夠忘掉的 是別人的恩情
佛菩薩給我們的佛法 是最大
的恩情 國土給我們的安全與守
護 也是大的恩情 我們一生中 背

負著父母 師長的恩情 我們應該要
捨自己的生命去報答所有的人 這是
阿底峽尊者本身的精神所在 所有的
人在幫助我們 我們也要幫助所有的
人 做好事 我們自己高興 別人也
高興 所以 幫助他人的時候 自己
也高興
最後 師尊強調：此地將來會
出現大成就者 而且成就非常的
高 今天這麼多的佛菩薩下降 是真
的很稀有 祂們都先下降來祝賀成就
者 希望大家與︿圓弘﹀相應 圓滿
弘揚︿真佛密法﹀ 以後能夠出聖
人
師尊開示之後 弟子們掌聲如
雷 歡喜雀躍
午餐時 ︿圓弘雷藏寺﹀在旁
邊的活動中心舉辦盛大的感恩宴 當
地的兒童班小朋友有近百餘位一起上
台合唱供養聖尊 小朋友天真活潑並
且快樂的與師尊合影
︿圓弘雷藏寺﹀胡和源師兄計
劃將來建立學校來教育英才 胡師兄
也告訴我們︿真佛宗﹀釋蓮樣上師與
釋蓮最上師 還有一位法師 就是出
生 於 在 普 拉 布 穆 利 ︵ Prabumuli
h︶ 此地真的是人才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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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開示。

↓聖尊與感恩宴上表演的小朋友一同合影。

→聖尊為圓弘雷藏寺賜墨寶
↓開光安座紀念碑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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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唯一的兩個翅膀

禪定跟智慧是修行人的兩個翅膀
可以飛到四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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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所有
來赴會的天龍八部及諸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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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今天所有與會
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貴賓
這幾天我在全印尼 到每一個雷
藏寺 今天這個雷藏寺算是第九個雷
藏寺 名單上這裡是第七個雷藏寺
但事實上另外有兩家雷藏寺也去 我
去到哪一個雷藏寺都穿黃色的龍袍
還有戴黃色的念珠 到了︿定智雷藏
寺﹀以後我就換了念珠 換成紅色的
念珠 我本來是想換紅色的龍袍 但
是為什麼沒有換龍袍呢？因為師尊的
心是紅色的心 衣服只是外在 主要

佛宗﹀的雷藏寺 這樣子所有拉睦村
的人都會信仰︿真佛宗﹀的教法 都
會學習密法 將來都會大成就
這一次在印尼弘法 我每一次坐
飛機或者是坐車子 我都先唸經 上
了飛機就唸經 坐了車我也唸經 然
後我唸完經以後就入三昧地 所以在
印尼這一段時間我的禪定是特別地
長 特別地能夠定 到了拉睦村的地
方的時候 常智上師他就推我一下
說：﹁已經到了 ﹂ 我眼睛一張
還以為我到了雅加達 因為我根本在
定中 根本不知道到了沒有 總之到
了就到了 曾經有人問我什麼叫做
﹁定﹂？那個人也問了一句話：﹁為
什麼成了佛 菩薩 緣覺 阿羅漢
祂們不會再到娑婆世界 不會六道輪
迴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的是
因為你有了定 有了禪定的這個
﹁定﹂ 那既然已經定了 就不會再
顛倒 就不會再六道輪迴 所以你能
夠﹁定﹂入三昧地 一切都在﹁定﹂
中 你就不會顛倒 六道輪迴
今天我特別戴上紅色的念珠 黃
色的龍袍 就是紅 黃文殊師利 我
們先要學習佛法的智慧 因為有智慧
才能夠定 因為有定才會有大智慧

是看我們內在的心是什麼顏色 師尊
的心是紅色的
我講一下這一路來的一點小的相
應 剛剛我在這邊做開光的時候 天
上是閃耀著七彩的光明 有人照到這
個光明嗎？那個光明可以不可以拿給
我看？喔 那個光明已經直播出去
了；第二個 我到阿底峽尊者的求法
處 那個時候有閃電 有打雷也有下
雨 昨天晚上到這裡 昨天晚上一樣
有閃電 打雷跟下大雨 我問大家
拉睦村的地方有沒有閃電跟下雨？
︵眾答有︶在佛教講起來 這個叫做
﹁洗山迎佛﹂；我到︿須彌雷藏
寺﹀ 剛好是十二月十日的上午 印
尼的東爪哇省瑪琅市須彌山 印尼的
三大活火山之一 山的高度是三千六
百七十六公尺 最後一次爆發於二○
一五年 這個時候的瑪琅市須彌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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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一大片的白雲 好像是傘蓋一
樣 外界不知是什麼預兆 相信與師
尊寫下﹁須彌山頂三三天﹂有關 我
寫﹁須彌山頂三三天﹂ 結果這個印
尼瑪琅須彌山山頂上就出現了三十三
天的白雲 這個是小小相應的地方
今天我們到了拉睦村 我最喜歡
的一個字是﹁睦﹂ 全村的人都能夠
和睦地共存 這是很不簡單的 在中
國有一個成語 這也不是成語啦！大
家都知道﹁孟母三遷﹂ 就是聖人孟
子的母親有三次的搬家 他的母親為
什麼要搬家？因為第一次住的地方鄰
居是殺豬的 孟子小的時候耳濡目
染 在那邊學拿著刀在殺豬 孟子的
母親覺得這樣子不行 所以她趕快搬
家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是第一次
搬家 然後她搬到一個地方 結果鄰
居是在演戲的 這個孟子就在那個地
方穿上戲服 很小的時候就穿上戲
服 跟著人家在演戲 後來孟母覺得
這樣也不行 趕快再搬家 最後一次
她搬到一個學校的旁邊 結果孟子就
開始讀書 跟著所有的學生 他就學
讀書 充實自己的學問 這時候孟子
的母親說：﹁這樣子就對了 ﹂ 我
的意思是說 在拉睦村的地方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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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否則我就不告訴你們那個小村莊
在哪裡 每一隻鞋子就代表裡面住的
女人的年紀 鞋子都是有顏色 你只
要好好聽我的課
我才要告訴
你 ﹂ 這個就是﹁先以欲勾之再令
入佛道﹂
母親叫他的兒子：﹁阿金 你快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這兩個字 今天
就是在講︿定智雷藏寺﹀的﹁定智﹂
兩個字 因為﹁禪定﹂跟﹁智慧﹂就
是你本身飛到四聖界的兩個翅膀 這
是最重要的 禪定跟智慧這二者就是
修行人的兩個翅膀 可以飛到四聖
界 唯一的兩個翅膀 所以︿定智雷
藏寺﹀是非常偉大的雷藏寺 而且在
這裡能夠大家和睦的一起共同的修
法 一起成就 這就是更不簡單的地
方
阿底峽尊者祂是先學 ﹁中觀﹂
然後祂是最尊崇月稱菩薩的中觀 中
觀有三種 一個是中觀應成派 一個
是中觀自續派 一個是中觀自續瑜伽
派 月稱菩薩比較強調中觀應成派
阿底峽尊者也在金洲大師的教導下
祂學習了月稱的中觀應成派 然後祂
的傳承人 一直到了噶當派的時候
噶當派也是尊崇中觀應成派 到了宗
喀巴大師的時候 祂也是中觀應成
派 到了盧師尊的時候 盧師尊也是
中觀應成派 什麼是﹁中觀應成
派﹂？最主要講的 因為你有了﹁中
觀﹂ 能夠修習﹁中觀﹂ 就能夠入
定 所以學習﹁中觀應成派﹂是可以
成就佛果 在古代印度的時候 剩下

起床！你快要遲到了！﹂ 阿金回
答：﹁媽 我不要去學校！﹂ 母親
講：﹁你講這是什麼話？﹂ 阿金回
答：﹁我不想去學校 因為學校的老
師不喜歡我 小朋友討厭我 警衛也
不理我 ﹂ 母親講：﹁你這個死小
孩 快起床！都四十幾歲當校長的
人 快起床！﹂ 講這個笑話的意思
是跟大家講 我們目標是要成佛 成
菩薩 成緣覺 成阿羅漢 這個目標
是不改變的 你要定下心來每天修
法 不可以偷懶！這不只是這一世的
事情 而且是生生世世都要成佛道
這是我在這裡鼓勵拉睦村的所有同
門 必須要定下心來決定成佛道 不
可以有一天偷懶！
這裡講一個很特別的笑話 有一
個女生要去國外留學 媽媽怕我吃不
慣國外的食物 特地買了一個大同電
鍋 用圍巾把它包了起來 上了飛機
以後我就把電鍋直接抱在我的腿上
一想到就要離開從小生長的地方 離
開家人到國外生活 不由得難過地流
下眼淚 空中小姐貼心地過來跟我
講：﹁不要難過 事情總是會過去
的 ﹂ 這個小女生很難過 這時候
空中小姐又補了一句：﹁請問這裡面

兩個思想 一個是中觀的思想 一個
是唯識的思想 唯識的思想本身也是
一樣可以發現佛性 但是我們︿真佛
宗﹀能夠認識佛性 能夠成就的 也
就是中觀的思想
到了這裡 剛剛講的都是正經八
百的話 剛剛所講的都是佛經裡面記
載正經八百的話 現在講一點輕鬆
的 有一個單身漢 所有的人都問
他：﹁你為什麼不結婚？﹂ 這個人
回答：﹁對象很難找 ﹂ 因為如果
是太年輕 才十幾歲 他不忍下手；
太老了 又下不了手；這個女的長得
太美了 他不敢下手；實在長得太醜
了 又不能下手；女生太熟了 不便
下手；如果這個女生根本跟他都不
熟 那怎麼下手？這個就是﹁中觀﹂
的精神 那這個單身漢怎麼辦？出家
修行最好！歷史的老師在講課 在中
國雲南有個小村莊 這些女人都不結
婚 晚上在家門口只放一隻鞋子 去
那個小村的人 就可以進去裡面住一
個晚上 不用負責任 這個時候聽他
講課 所有的男生都是熱血沸騰 他
們問老師：﹁這個小村莊在哪
裡？﹂ 歷史老師講：﹁你們以後要
好好地聽我講課 不可以這樣子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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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應成派 什麼是﹁中觀應成
派﹂？最主要講的 因為你有了﹁中
觀﹂ 能夠修習﹁中觀﹂ 就能夠入
定 所以學習﹁中觀應成派﹂是可以
成就佛果 在古代印度的時候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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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在這裡鼓勵拉睦村的所有同
門 必須要定下心來決定成佛道 不
可以有一天偷懶！
這裡講一個很特別的笑話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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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這個小女生很難過 這時候
空中小姐又補了一句：﹁請問這裡面

兩個思想 一個是中觀的思想 一個
是唯識的思想 唯識的思想本身也是
一樣可以發現佛性 但是我們︿真佛
宗﹀能夠認識佛性 能夠成就的 也
就是中觀的思想
到了這裡 剛剛講的都是正經八
百的話 剛剛所講的都是佛經裡面記
載正經八百的話 現在講一點輕鬆
的 有一個單身漢 所有的人都問
他：﹁你為什麼不結婚？﹂ 這個人
回答：﹁對象很難找 ﹂ 因為如果
是太年輕 才十幾歲 他不忍下手；
太老了 又下不了手；這個女的長得
太美了 他不敢下手；實在長得太醜
了 又不能下手；女生太熟了 不便
下手；如果這個女生根本跟他都不
熟 那怎麼下手？這個就是﹁中觀﹂
的精神 那這個單身漢怎麼辦？出家
修行最好！歷史的老師在講課 在中
國雲南有個小村莊 這些女人都不結
婚 晚上在家門口只放一隻鞋子 去
那個小村的人 就可以進去裡面住一
個晚上 不用負責任 這個時候聽他
講課 所有的男生都是熱血沸騰 他
們問老師：﹁這個小村莊在哪
裡？﹂ 歷史老師講：﹁你們以後要
好好地聽我講課 不可以這樣子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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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的是妳的誰？﹂ 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笑話裡面它的含意是 我們不管
如何 都要把佛菩薩本身的聖言放在
我們的心間 我們要擁抱著聖言量
聖言量就是永遠擁抱著佛菩薩給我們
的教訓 給我們的指示
這個是比較世俗的一件事情 這
裡講男人都是鬼 十點回家的是懶
鬼 十二點回家的是醉鬼 一個晚上
都不回家的一定是色鬼 整天待在家
裡的是死鬼 師尊這一次到印尼來
天天飯店前面都有警衛 我的房間門
口都有警衛 所以門口站的警衛是二
十四小時 有兩個人輪班 所以我這
一次來印尼 我這次裝扮永遠在飯店
裡面的死鬼 這表示什麼呢？師尊是
非常非常標準的男人 但是標準的男
人是死鬼 這裡有幾句話是這樣子
講 情人是手錶 手錶越漂亮越好；
女秘書是懷錶 藏得越隱密越好；小
三是電子錶 越新鮮越好；老婆是自
動錶 不用上弦她自己就會跑 一般
的男人是各種錶都想要 最重要是時
間要掌握得好 我告訴大家的是 我
們修行的時間要掌握得好 這裡還有
一句話 結婚是失誤 離婚才是覺
悟 我們︿真佛宗﹀的出家人都是已
經覺悟了

其實每一個人長得比較胖並不可
怕 最可怕的是大家都很瘦 只有你
一個人很胖 所以告訴大家 你要治
胖的人 你要趕快去買很多的宵夜給
其他人吃 因為大家一起胖就沒有什
麼好笑的 我們每一個人學佛法也一
樣 你自己已經有了智慧 有了定
力 你也要告訴所有人：﹁你也要有
智慧 要有定力 ﹂ 因為只有你一
個人成佛 其他人都全部到地獄 你
也會很無聊 到這裡 我很嚮往 我
很喜歡這裡 白教的大手印有幾句
話｜﹁你要學習專一的定 你必須要
閉關；你要離開煩惱的娑婆世界 你
一定要上山﹂ 那麼你們已經在這裡
的人 已經都是在上山 大家都在山
上 這裡最好修行！謝謝大家 嗡嘛
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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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定智雷藏寺

聖尊蒞臨拉睦村

■燃燈雜誌整理

○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一早

二

聖尊與隨師團一行人從三寶壟
出發 歷經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抵
達中爪哇拉睦村的︿定智雷藏
寺﹀ 數千名來自鄰近地區的印尼
原住民 都紛紛湧入會場 座無虛
席 甚至連雷藏寺樓下 對街都坐
滿穿著紅色法衣的原住民弟子
是日聖尊為︿定智雷藏寺﹀賜
墨寶題字：
定入三摩地
智通四聖天
雷飛兼閃電
藏我雨霖霖
寺裡大清淨
洗心眾心田
塵勞皆已盡
去來全金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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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雷電大雨 洗山迎佛
定智雷藏寺壇城開光
拍攝到七彩光現！

聖尊賜墨寶定智雷藏寺

拉睦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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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臨此地是第九座雷藏寺 此
行聖尊親臨的雷藏寺 自己都穿上
這次來印尼 聖尊不管是搭飛
機或乘車都在唸經 之後入三摩

令眾等能夠學習︿真佛密法﹀
來可得大成就

如此

黃色龍袍 戴上黃色唸珠 但是這
次 聖尊戴上紅色唸珠 黃龍袍
地

睦村有︿真佛宗﹀的道場

為什麼不穿紅龍袍呢？因為師尊的
尊：﹁什麼叫做﹃定﹄？為什麼成
為四聖不受輪迴？﹂既然有

聖尊開示：

心是熱情火紅的 聖尊說出剛剛開
光的時候 有人拍攝到七彩光
﹁定﹂ 就不會顛倒 能夠定入三
昧地 就不可能顛倒與六道輪迴

在壇城開光之後

︵現場掌聲不斷︶
二○一二年聖尊到占碑阿底峽
定
慧

將

尊者曾經住過的地方 也有閃電打
雷 就在昨天晚上 仍然有閃電打
雷下大雨 師尊問在坐拉睦村的弟
膀 所以︿定智雷藏寺﹀是非常偉
大的真佛道場 在此大家能夠一起
祂最

我們要學習佛法智慧 才能
有定才能有大智慧 禪定與智
是飛上四聖界的惟一的二個翅

曾經有人問聖

子 昨天是否此地也有閃電打雷？
︵弟子們紛紛回答：有！︶師尊解
和睦修法 一起和睦成就
阿底峽尊者先學習中觀

入三昧特別長

釋 這種現象在佛教稱為﹁洗山迎
佛﹂！
了宗喀巴大師 盧師尊的時候 都
是﹁中觀應成派﹂ 其意為：能夠

到

﹁睦﹂字 因為全村的人都能夠和
睦 是不簡單的 在中國有﹁孟母
修行中觀 就能夠入定 學此派可
以成就佛果 在古印度 只剩下

尊崇月稱菩薩﹁中觀應成派﹂

三遷﹂ 為什麼？因為第一次其鄰
居是殺豬 孟子小時候 耳濡目染
﹁中觀﹂與﹁唯識﹂思想 ﹁唯
識﹂思想一樣可以發現佛性 但
是 ︿真佛宗﹀能夠發現佛性 成

表示最喜歡

學殺豬的樣子 於是 孟母覺得不
行 立刻搬家 第二次鄰居是在演
戲 孟子又被影響 於是孟母趕快

就佛性 是﹁中觀﹂思想
我們目標不變 是要成佛成四

聖尊到了拉睦村

又搬家 最後搬到學校旁邊 於
是 孟子開始讀書學習智慧 在拉

聖
而是生生世世

不可以偷懶

同修︿真佛密法﹀

均在當地鄰近的七個鄉鎮帶領

只是此世的事情

﹃上師心咒﹄精進班 目前有很多
位都持滿八百萬遍咒了 他們的純

師

要定下心來 決定成佛道 不可以
偷懶 我們要擁抱著聖言量 擁抱

樸與精進 真是我們的好榜樣 是
日午餐 他們招待師尊等一行大眾

不

著佛菩薩給我們的教言指示
我們修行的時間要掌握得好

午餐 人人都享用當地印尼風味
餐 享受當地的濃郁人情味 溫馨
無限 而是日師尊蒞臨原住民村行

要定心精進

自己有了智慧 有定力 也要告訴
大家有定力與智慧 因為只有自己
成佛 其他人都到地獄 也會很遺

公元一九六五年

也就是
Temanggung體系

印尼獨立後的二十年

︿定智雷藏寺﹀興建概述：

聖尊隨後即赴機

他們也舉辦持

憾
如果要學習

程 亦漸告尾聲
場飛回雅加達

白教的大手印是

所以這裡是最好修行的地

專一的定 就要閉關 要專一就要
上山 聖尊指出 當地同門都已經
在山上
方

佛 教 開 始 發 展 特 別 是 在 Kaloran
區 在最初的三年 為最鼎盛時
期
尤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
Kaloran佛教區o Lamuk ︵拉姆村︶

開示完

畢 並且為大眾賜授灌頂 是時突
然大雨滂沱 原來上天隨著聖尊也

的佛教由Romo Mangun Sudarmo長老
發起 他是Kalimanggis的村長 也
是 Lamuk村 長 Kartodinomo先 生 的 岳

聖尊在掌聲雷動之中

一起灌頂大地 亦相應師尊當天的
偈：﹁藏我雨霖霖﹂！
據印尼同門表示：印尼原住民

父 一九六九年由村民出資以竹子
建立了佛堂 所有村民在這個竹子

佛寺順利的

有個代代相傳的傳說 其祖先告訴
後代子民 將來會有一個人 傳授

在短短一年時間

﹂就是

寺

佛堂共修了三年 而在一九七一年
底大家決議一起發心建立新的佛
﹁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你們的根本上師

目前︿ 定智 雷藏寺﹀的二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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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臨此地是第九座雷藏寺 此
行聖尊親臨的雷藏寺 自己都穿上
這次來印尼 聖尊不管是搭飛
機或乘車都在唸經 之後入三摩

令眾等能夠學習︿真佛密法﹀
來可得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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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你們的根本上師

目前︿ 定智 雷藏寺﹀的二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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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六年Pragito堂主發生了嚴重車

可是就在一

Rakhito Mahathera︵ 南 傳 佛 教 長
禍
因 此 改 由 副 堂 主 Nyanaviro
Suyamto居士接任堂主 一九九九年

任Parman的堂主之位

老︶主持佛寺閉幕大典 賜名：
Vihara Satya Dharma Virya Bumi
十一月印尼蓮真上師發起修復佛
堂 由 Romo Lekas Pangestu ︵ 關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由 Giri

(正法精進地佛寺)附屬南傳佛教體
系 由 Kartodinomo 先 生 擔 任 堂
師兄︶及︿三寶 龔 雷藏寺﹀眾理事
協助並負責修復工程 之後於二○
○○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復工程完

完成

主
擔任佛寺的堂主包括：Sutarto
先 生
Tariyo 先 生
Darmo
成
禮
被賜名為︿定智同修會﹀
佛堂在修復完成後
也更加

同門對

二○一七年

雜誌

師尊親賜︿定智

加持力及殊勝的︿真佛密法﹀

的 我 們 Lamuk村 落 後 的 經 濟 有 了 改
善 這一切都源自根本上師慈悲的

本尊 因為常年下來 大家非常認
真的修持﹁黃財神本尊法﹂ 慢慢

並且輪流在同門家裡同修 我們一
星期拜訪村裡的一區 每一天都有
同修 而同門選擇黃財神做為修法

言：每晚咒音響起 因為我們在每
一天晚上開始拜訪村民和同門家

精進修行 而我們的精進是顯現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有一句名

︿真佛密法﹀更具足道心

由Temanggung縣長主持閉幕典
及本宗眾上師護持 當時佛堂

Viyono先 生 及 Parman先 生
就在
Parman先生擔任堂主期間 於一九

並開始修持︿真佛密法﹀之

九二年︿真佛密法﹀開始進入了
Lamuk村 村 民 在 認 識 了 ︿ 真 佛
宗﹀
後 佛寺理事決定加入︿印尼真佛
宗密教總協會﹀的體制 ︿印尼真
佛宗密教總協會﹀的會長開始進入
培養Lamuk ︵ 拉睦村︶的村民 那
時 候 的 長 老 有 ： Romo Dharmesvara
Oka
Diputhera,
Romo
Purna
Candra
Romo Karuna Atmaja,
Romo Rudi Bahar Rizki, Romo
Kirtohar jo 及Romo Sugito N.S 0

於一九九四年由Pragito堂主接

佛堂轉型成︿真佛宗﹀道揚

Lamuk佛教村民正式開始進行︿真佛
密法﹀同修
後

同修會﹀為︿定智雷藏寺﹀ 弟子
眾等感恩師尊給予我們更多學習的
機會 並賜予我們最無上尊貴的恩
典 佛駕︿定智雷藏寺﹀ ︿定智

二○一八年

雷藏寺﹀已做好準備恭迎 我們最
尊貴無上的法王蓮生活佛｜｜我們
常久思念的根本上師
十二月 所有Lamuk村的村民 終將
盼到 大白蓮花童子履行祂千年的
誓言：回到真佛村

歷經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抵達在山區中拉睦村的定智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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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剎那俱生喜稱﹁明點堅固煖﹂

無

於後持護明點漏失時釋

略方便道

守護不漏有六
此處暫略

護

需劬勞即持
五
說

癸二

作清淨輪迴

若

分三：前行 依下行氣 正行 明點降
持同時 後行 迴遍
一 前行 具身威儀 右手日 左手
月 交蓋覆於雙膝 長吽短吽正面九次 左
右各三次清淨
隱入秘處孔﹂

訣云：﹁三吐與三納
第三日等

中三

如以麥管

此為身

觀右手心日輪壇城

交叉覆蓋二膝

跏趺固握

其義為：初以營養食物妥善調理補身
高廣宅室
左手心月輪壇城
要
心要：下身或密處一切淨分
短吽行持之法

次中

次中三回

口要：依修長吽

次右三回

一切總計於中九回

左右二邊六

次左三回

吸水般由三脈內逆引上提

回
三回等

回 共十五回
又由二鼻孔引息 出息三次 入息三
次 共六次 如前授之法了知
依體力衡量 調養三日等 即為淨治輪
迴 如是行之三日 則能隱入秘處孔道中
下行氣得自在
氣若調順大者 上品亦有半日即修成
修之 若有頭痛 噁心 心口鬱熱時 當略
延緩 妥善調養補身
若大小便閉及痛等 由上坡下行踏步
是大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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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蓮花童
⼦﹂ 敬禮壇城三寶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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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燃燈雜誌攝影團隊
法
會∕ 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地
點∕ 台灣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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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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朱
時宜教授及夫⼈陳旼旼⼥⼠ 新科草屯鎮⾧簡景賢先
⽣ 前︿臺灣省政府﹀秘書⾧鄭培富先⽣及夫⼈韓霧珍
⼥⼠ ︿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盧⽂祥律師
︿真佛宗﹀博⼠教授團及醫護團全體成員 ︿靜⼄企業
公司﹀董事⾧吳冠德先⽣ ⾺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
夫⼈拿汀李菁⼥⼠及千⾦李琪⼩姐 ⾺來西亞拿汀⾞菲
⼥⼠ ︿⾺來西亞華⼈公會全國婦⼥組﹀主席拿督王賽
芝⼥⼠ ︿ BBC 英國新聞廣播公司﹀印尼⾏銷總執⾏
⾧珍妮‧佈娜瑪娃蒂︵ Jenny Purnamawati ︶⼥⼠ 印
尼 知 名 企 業 家 瑪 雅 ‧ 德 蔚 ‧ 哈 達 多 ︵ Maya Dewi
Hartarto ︶⼩姐 ︿蘇富⽐拍賣公司﹀拍賣官⾼律琪⼩
姐 ⽊雕藝術家簡政興先⽣ ︿臺南市議會﹀蔡旺詮議
員代表 ︿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員代表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先⽣及夫⼈陳澤霞⼥
⼠ ︿華光功德會﹀總會⾧及︽⼤圓滿九次第︾ ︽道
果︾及︻圓覺經︼製作⼈蓮悅上師 主持⼈蓮海上師及
佩君師姐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上⼼燈﹂節⽬製作
⼈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 越南鄧重君等
五⼗位同⾨ 從越南來 感謝陳宣妏師姐打齋⼗萬元
感謝李琪⼩姐打齋⼗萬元
這裡最主要的是︿⾺來西亞華⼈⼯會全國婦⼥組﹀
主席拿督王賽芝⼥⼠ 我們⾮常感謝她 因為在⾺來西
亞那⼀次的⼤法會 王賽芝⼥⼠幫我們⾮常多的忙 ⽽
且她也上台主講 王賽芝⼥⼠在⾺來西亞她的名望是⾮

常⾼的 我們謝謝她 因為她⽀持⾺來西亞的⼤法會
所以能夠讓⾺來西亞的⼤法會圓滿成功 我們也⼀樣感
謝這⼀次 印尼在雅加達的⼤法會 能夠圓滿成功也是
靠很多⼈的⼒量去給他完成的；我們還有幕後 在印尼
幕後幫助我們⼤法會的⾦主跟幕後的⽀持 所以能夠
這個幕後的英雄也不能夠講出來 總之跟⼤家講 在印
尼的⼤法會能夠成功 也就是有幕後最主要 最⾼的⼈
物 幫助我們在印尼能夠法會圓滿！也感謝蓮悅上師負
責這⼀次在印尼雅加達⼤法會能夠順利完成 另外呢
七個雷藏寺 包括第⼋個 第九個 九個雷藏寺還有⼀
個堂 都已經把它順利地開光 順利地說法 順利地圓
滿 也感謝印尼所有的志⼯同⾨ 他們是無名英雄！
那麼也謝謝今天中午 我們到了⼀家很⼩的餐館吃
飯 吃完了飯要付錢的時候 餐館的⼈講 你們的錢⼈
家已經付了 這個付的⼈就是李琪⼩姐的爸爸 媽媽
所以今天中午 我們吃完飯要到雷藏寺來 結果那個餐
館的主⼈跟我們講：﹁你們的錢已經都付了 ﹂早知道
付了就多吃⼀點 我們叫的東西很少 對不對？如果知
道有⼈付錢的話 我們就多叫幾樣 也⼀併感謝 另
外 我的同學會畢業五⼗週年 我⼤學畢業已經五⼗週
年了 那個同學會 所有的同學都來參加 另外呢 還
有我們同學弟⼦朱⾦⽔先⽣及夫⼈陳澤霞⼥⼠ 我們謝
謝他們 我們也畢業了五⼗週年 今天是冬⾄！冬⾄
再過幾天是聖誕節 再來就是元旦 再過來就是農曆新
年 祝福⼤家⾝體健康 精神愉快 修⾏精進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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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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朱
時宜教授及夫⼈陳旼旼⼥⼠ 新科草屯鎮⾧簡景賢先
⽣ 前︿臺灣省政府﹀秘書⾧鄭培富先⽣及夫⼈韓霧珍
⼥⼠ ︿宗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盧⽂祥律師
︿真佛宗﹀博⼠教授團及醫護團全體成員 ︿靜⼄企業
公司﹀董事⾧吳冠德先⽣ ⾺來西亞拿督李海安先⽣
夫⼈拿汀李菁⼥⼠及千⾦李琪⼩姐 ⾺來西亞拿汀⾞菲
⼥⼠ ︿⾺來西亞華⼈公會全國婦⼥組﹀主席拿督王賽
芝⼥⼠ ︿ BBC 英國新聞廣播公司﹀印尼⾏銷總執⾏
⾧珍妮‧佈娜瑪娃蒂︵ Jenny Purnamawati ︶⼥⼠ 印
尼 知 名 企 業 家 瑪 雅 ‧ 德 蔚 ‧ 哈 達 多 ︵ Maya Dewi
Hartarto ︶⼩姐 ︿蘇富⽐拍賣公司﹀拍賣官⾼律琪⼩
姐 ⽊雕藝術家簡政興先⽣ ︿臺南市議會﹀蔡旺詮議
員代表 ︿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員代表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先⽣及夫⼈陳澤霞⼥
⼠ ︿華光功德會﹀總會⾧及︽⼤圓滿九次第︾ ︽道
果︾及︻圓覺經︼製作⼈蓮悅上師 主持⼈蓮海上師及
佩君師姐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上⼼燈﹂節⽬製作
⼈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勝美⼥⼠ 越南鄧重君等
五⼗位同⾨ 從越南來 感謝陳宣妏師姐打齋⼗萬元
感謝李琪⼩姐打齋⼗萬元
這裡最主要的是︿⾺來西亞華⼈⼯會全國婦⼥組﹀
主席拿督王賽芝⼥⼠ 我們⾮常感謝她 因為在⾺來西
亞那⼀次的⼤法會 王賽芝⼥⼠幫我們⾮常多的忙 ⽽
且她也上台主講 王賽芝⼥⼠在⾺來西亞她的名望是⾮

常⾼的 我們謝謝她 因為她⽀持⾺來西亞的⼤法會
所以能夠讓⾺來西亞的⼤法會圓滿成功 我們也⼀樣感
謝這⼀次 印尼在雅加達的⼤法會 能夠圓滿成功也是
靠很多⼈的⼒量去給他完成的；我們還有幕後 在印尼
幕後幫助我們⼤法會的⾦主跟幕後的⽀持 所以能夠
這個幕後的英雄也不能夠講出來 總之跟⼤家講 在印
尼的⼤法會能夠成功 也就是有幕後最主要 最⾼的⼈
物 幫助我們在印尼能夠法會圓滿！也感謝蓮悅上師負
責這⼀次在印尼雅加達⼤法會能夠順利完成 另外呢
七個雷藏寺 包括第⼋個 第九個 九個雷藏寺還有⼀
個堂 都已經把它順利地開光 順利地說法 順利地圓
滿 也感謝印尼所有的志⼯同⾨ 他們是無名英雄！
那麼也謝謝今天中午 我們到了⼀家很⼩的餐館吃
飯 吃完了飯要付錢的時候 餐館的⼈講 你們的錢⼈
家已經付了 這個付的⼈就是李琪⼩姐的爸爸 媽媽
所以今天中午 我們吃完飯要到雷藏寺來 結果那個餐
館的主⼈跟我們講：﹁你們的錢已經都付了 ﹂早知道
付了就多吃⼀點 我們叫的東西很少 對不對？如果知
道有⼈付錢的話 我們就多叫幾樣 也⼀併感謝 另
外 我的同學會畢業五⼗週年 我⼤學畢業已經五⼗週
年了 那個同學會 所有的同學都來參加 另外呢 還
有我們同學弟⼦朱⾦⽔先⽣及夫⼈陳澤霞⼥⼠ 我們謝
謝他們 我們也畢業了五⼗週年 今天是冬⾄！冬⾄
再過幾天是聖誕節 再來就是元旦 再過來就是農曆新
年 祝福⼤家⾝體健康 精神愉快 修⾏精進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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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財！今天是冬⾄ 聽說台灣⼈的習俗 吃完了
冬⾄的圓仔 就多了⼀歲 然後還有元旦 另外還有農
曆的過年 到了農曆年 翻開這個曆書 師尊呢 過完
了年 吃了冬⾄的圓仔 就七⼗五歲 倒過來是五⼗七
歲！但是我實在不⽢⼼啊！我還是廿五歲！這個叫⼈⽼
⼼不⽼ 也叫做不良⽼⼈ ⼀般來講是不良少年 我們
是不良⽼⼈ 這⼈⽼⼼不⽼啊！為什麼⼈⽼⼼不⽼？因
為我還是童⼦啊！
今天要給⼤家灌頂的是包含﹁傳承的灌頂 根本上
師相應法 五⼤成就法 最速捷相應往⽣法 真佛⽶供
法施觀 蓮⽣上師⾦剛髮鬘法 ⾦剛頌 還淨灌頂﹂
⾧咒是﹁嗡阿吽 古魯貝 阿訶薩沙媽哈 蓮生悉地
吽 ﹂ 短咒是：﹁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我告訴
⼤家 有⼈只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就產⽣了
很⼤的感應！這位弟⼦呢 去到閻羅殿 ⼤家排隊在過
閻羅王這⼀關 我們弟⼦排啊排啊排到前⾯ 閻羅王⼀
看他 ﹁你好像是皈依佛⾨ 你皈依哪⼀位啊？﹂這個
弟⼦就講：﹁我皈依蓮⽣活佛盧勝彥 ﹂這個閻羅王⼀
聽 ⾺上坐正 就問他：﹁你會唸﹃蓮花童⼦⼼咒﹄
嗎？﹂他說會 那你唸看看 他就唸﹁嗡 古魯 蓮生
悉地吽 ﹂哇 這個閻羅殿就打雷啊 打了響雷 光明
這樣⼦遍照 七彩的光明⼀直遍照 閻羅王就跟他講：
﹁好啦 知道你會唸咒 ⼜是皈依蓮⽣活佛盧勝彥 看
在交情的份上 讓你還陽 再活起來啊！﹂他活起來的
時候 ⼈整個醒過來以後呢 出院以後 連滾帶爬地回
到家裡 他到他的壇城 看到蓮花童⼦的相⽚在那裡

他合掌跟祂講：﹁謝謝祢 師尊 我終於活起來了 還
活著 不然早就到閻羅殿啊！﹂趕快精進地修⾏ 無時
不刻地唸﹃南摩古魯⾙ 南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
摩僧伽耶 ﹄哇 他的這個不得了 就唸﹃四皈依
咒﹄ 然後⼜好好地觀想 好好地修⾏ 到最後真的往
⽣佛國了！有這樣⼦的傳奇喔！
最近還有⼀個醫⽣也是這樣⼦的 這個醫⽣他遭到
⾞禍 昏迷 也是⼀樣昏迷 靈魂也到了閻羅殿！那昏
迷的時候 有⼀個同⾨把師尊的⿓袍蓋在他⾝上 他就
到了閻羅殿 閻羅王看到他就問他：﹁你⾝上披的是什
麼？﹂他都不知道他⾝上披了什麼 他⼀看 哇 我什
麼時候披了師尊的⿓袍？是別⼈給他披的⿓袍 ⽽不是
那個醫⽣買的⿓袍 這個醫⽣⼀看到 他說：﹁咦？這
是盧師尊的⿓袍 ﹂﹁那你是皈依的弟⼦嗎？﹂他說：
﹁是！﹂﹁你因為穿了⿓袍 好 看在交情的份上﹂我
跟閻羅王還是有交情的！﹁讓你還陽！﹂這個醫⽣也醒
過來 也多活了幾年 這是蓮花童⼦不可思議的地⽅
單單唸﹃蓮花童⼦⼼咒﹄⼋百萬遍 有的就到了摩訶雙
蓮池 有的就有了相應 有的就成就了 有的在修法上
⾯就更加地清楚明⽩ 對修法的儀軌更清楚明⽩ 所以
﹃蓮花童⼦⼼咒﹄⼋百萬遍 你能夠唸成的話 像︻⾼
王經︼⼀樣 唸⼀千遍的︻⾼王經︼ 祂就有奇蹟 就
有感應出來 蓮花童⼦不可思議啊！今天就簡單地介紹
這個蓮花童⼦不可思議
蓮花童⼦本⾝講起來 當然最先講蓮花童⼦的 我
們任何書籍都沒有提到蓮花童⼦ 最先提到蓮花童⼦的

﹁具身威儀

右手日

左手月

居然是中國⼤陸︿蘭州⼤學敦煌研究所﹀ 在研究敦煌
的壁畫裡⾯ 他直接講那個就是蓮花童⼦！第⼀個講蓮
花童⼦的這個名稱 直接名稱 居然是中國⼤陸本⾝研
究敦煌的︿蘭州⼤學﹀所有學者稱呼 很多的蓮花童
⼦ 不只是在三⼀四窟 每⼀個窟都有蓮花童⼦ ⽽且
蓮花童⼦跟瑤池⾦母跟東王公 就是東華帝君 瑤池⾦
母 蓮花童⼦是並排的 阿彌陀佛的佛國底下全部都是
在遊戲的蓮花童⼦！所以蓮花童⼦研究裡⾯ 在唐朝的
時候發覺民間的歌謠就有 ﹁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
空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這個是
第⼀個偈 蓮花童⼦⼀共有⼗個偈 但是⽼⼈家只能夠
記住⼀個偈 ⽽且還記得不周全 還要旁邊的上師跟我
講我才記得清楚 所以在唐朝的時候 晉朝 唐朝就已
經有蓮花童⼦存在 到今天盧師尊才把這個蓮花童⼦發
揚光⼤
我們今天再唸⼀點︽道果本頌⾦剛句偈疏︾原⽂：
﹁第四剎那俱生喜稱﹃明點堅固煖﹄ 無需劬勞即
持 ﹂這裡提到⼀個﹁護﹂字 ﹁守護不漏有六 於後
持護明點漏失時釋說 此處暫略 ﹂
告訴⼤家 明點不漏 有六種⽅法 師尊全部修持
過 ⽽且呢 我已經是無漏尊者！﹁略方便道﹂就是說
在⽅便道上⾯簡略地說明 是有﹁前行 依下行氣 正
行 明點降持同時 後行 迴遍 ﹂什麼叫做﹁前⾏﹂
呢？
它⼜重複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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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財！今天是冬⾄ 聽說台灣⼈的習俗 吃完了
冬⾄的圓仔 就多了⼀歲 然後還有元旦 另外還有農
曆的過年 到了農曆年 翻開這個曆書 師尊呢 過完
了年 吃了冬⾄的圓仔 就七⼗五歲 倒過來是五⼗七
歲！但是我實在不⽢⼼啊！我還是廿五歲！這個叫⼈⽼
⼼不⽼ 也叫做不良⽼⼈ ⼀般來講是不良少年 我們
是不良⽼⼈ 這⼈⽼⼼不⽼啊！為什麼⼈⽼⼼不⽼？因
為我還是童⼦啊！
今天要給⼤家灌頂的是包含﹁傳承的灌頂 根本上
師相應法 五⼤成就法 最速捷相應往⽣法 真佛⽶供
法施觀 蓮⽣上師⾦剛髮鬘法 ⾦剛頌 還淨灌頂﹂
⾧咒是﹁嗡阿吽 古魯貝 阿訶薩沙媽哈 蓮生悉地
吽 ﹂ 短咒是：﹁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我告訴
⼤家 有⼈只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吽 ﹂就產⽣了
很⼤的感應！這位弟⼦呢 去到閻羅殿 ⼤家排隊在過
閻羅王這⼀關 我們弟⼦排啊排啊排到前⾯ 閻羅王⼀
看他 ﹁你好像是皈依佛⾨ 你皈依哪⼀位啊？﹂這個
弟⼦就講：﹁我皈依蓮⽣活佛盧勝彥 ﹂這個閻羅王⼀
聽 ⾺上坐正 就問他：﹁你會唸﹃蓮花童⼦⼼咒﹄
嗎？﹂他說會 那你唸看看 他就唸﹁嗡 古魯 蓮生
悉地吽 ﹂哇 這個閻羅殿就打雷啊 打了響雷 光明
這樣⼦遍照 七彩的光明⼀直遍照 閻羅王就跟他講：
﹁好啦 知道你會唸咒 ⼜是皈依蓮⽣活佛盧勝彥 看
在交情的份上 讓你還陽 再活起來啊！﹂他活起來的
時候 ⼈整個醒過來以後呢 出院以後 連滾帶爬地回
到家裡 他到他的壇城 看到蓮花童⼦的相⽚在那裡

他合掌跟祂講：﹁謝謝祢 師尊 我終於活起來了 還
活著 不然早就到閻羅殿啊！﹂趕快精進地修⾏ 無時
不刻地唸﹃南摩古魯⾙ 南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
摩僧伽耶 ﹄哇 他的這個不得了 就唸﹃四皈依
咒﹄ 然後⼜好好地觀想 好好地修⾏ 到最後真的往
⽣佛國了！有這樣⼦的傳奇喔！
最近還有⼀個醫⽣也是這樣⼦的 這個醫⽣他遭到
⾞禍 昏迷 也是⼀樣昏迷 靈魂也到了閻羅殿！那昏
迷的時候 有⼀個同⾨把師尊的⿓袍蓋在他⾝上 他就
到了閻羅殿 閻羅王看到他就問他：﹁你⾝上披的是什
麼？﹂他都不知道他⾝上披了什麼 他⼀看 哇 我什
麼時候披了師尊的⿓袍？是別⼈給他披的⿓袍 ⽽不是
那個醫⽣買的⿓袍 這個醫⽣⼀看到 他說：﹁咦？這
是盧師尊的⿓袍 ﹂﹁那你是皈依的弟⼦嗎？﹂他說：
﹁是！﹂﹁你因為穿了⿓袍 好 看在交情的份上﹂我
跟閻羅王還是有交情的！﹁讓你還陽！﹂這個醫⽣也醒
過來 也多活了幾年 這是蓮花童⼦不可思議的地⽅
單單唸﹃蓮花童⼦⼼咒﹄⼋百萬遍 有的就到了摩訶雙
蓮池 有的就有了相應 有的就成就了 有的在修法上
⾯就更加地清楚明⽩ 對修法的儀軌更清楚明⽩ 所以
﹃蓮花童⼦⼼咒﹄⼋百萬遍 你能夠唸成的話 像︻⾼
王經︼⼀樣 唸⼀千遍的︻⾼王經︼ 祂就有奇蹟 就
有感應出來 蓮花童⼦不可思議啊！今天就簡單地介紹
這個蓮花童⼦不可思議
蓮花童⼦本⾝講起來 當然最先講蓮花童⼦的 我
們任何書籍都沒有提到蓮花童⼦ 最先提到蓮花童⼦的

﹁具身威儀

右手日

左手月

居然是中國⼤陸︿蘭州⼤學敦煌研究所﹀ 在研究敦煌
的壁畫裡⾯ 他直接講那個就是蓮花童⼦！第⼀個講蓮
花童⼦的這個名稱 直接名稱 居然是中國⼤陸本⾝研
究敦煌的︿蘭州⼤學﹀所有學者稱呼 很多的蓮花童
⼦ 不只是在三⼀四窟 每⼀個窟都有蓮花童⼦ ⽽且
蓮花童⼦跟瑤池⾦母跟東王公 就是東華帝君 瑤池⾦
母 蓮花童⼦是並排的 阿彌陀佛的佛國底下全部都是
在遊戲的蓮花童⼦！所以蓮花童⼦研究裡⾯ 在唐朝的
時候發覺民間的歌謠就有 ﹁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
空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這個是
第⼀個偈 蓮花童⼦⼀共有⼗個偈 但是⽼⼈家只能夠
記住⼀個偈 ⽽且還記得不周全 還要旁邊的上師跟我
講我才記得清楚 所以在唐朝的時候 晉朝 唐朝就已
經有蓮花童⼦存在 到今天盧師尊才把這個蓮花童⼦發
揚光⼤
我們今天再唸⼀點︽道果本頌⾦剛句偈疏︾原⽂：
﹁第四剎那俱生喜稱﹃明點堅固煖﹄ 無需劬勞即
持 ﹂這裡提到⼀個﹁護﹂字 ﹁守護不漏有六 於後
持護明點漏失時釋說 此處暫略 ﹂
告訴⼤家 明點不漏 有六種⽅法 師尊全部修持
過 ⽽且呢 我已經是無漏尊者！﹁略方便道﹂就是說
在⽅便道上⾯簡略地說明 是有﹁前行 依下行氣 正
行 明點降持同時 後行 迴遍 ﹂什麼叫做﹁前⾏﹂
呢？
它⼜重複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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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Korea 的감사합니다
另外還有⽇本的どうもこんにちは

他們在外⾯

啦！不管啦！反正就這樣⼦啦！還有很多同⾨來 我看
到今天有 Sawadikap ︵泰語：你好︶的 泰國的 坐哪
裡？有泰國的
︵韓語：謝謝︶

︵⽇語：你好︶ 還有美國的 Good afternoon 另外
還 有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來西亞語：午安︶印尼的 ⾺來西亞的 新
加坡的講國語都可以 另外還有誰呢？巴黎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常謝謝︶；巴西的 Saude. ︵葡
萄 ⽛ 語 ： 祝 你 健 康 ︶ 另 外 還 有 西 班 ⽛ 的 Hola!

交蓋覆於雙膝 長吽短吽正面九次 左右各三次清淨
訣云：﹃三吐與三納 做清淨輪迴 若第三日等 隱入
秘處孔﹄其義為：初以營養食物妥善調理補身 高廣宅
室 跏趺固握 觀右手心日輪壇城 左手心月輪壇城
交叉覆蓋二膝 此為身要
心要：下身或密處一切淨分 如以麥管吸水般由三
脈內逆引上提
口要：依修長吽 短吽行持之法 中三回 次右三
回 次中三回 次左三回 次中三回等 一切總計於中
九回 左右二邊六回 共十五回
又由二鼻孔引息 出息三次 入息三次 共六次
如前授之法了知 依體力衡量 調養三日等 即為淨治
輪迴 如是行之三日 則能隱入秘處孔道中 下行氣得
自在
氣若調順大者 上品亦有半日即修成 修之 若有
頭痛 噁心 心口鬱熱時 當略延緩 妥善調養補身
若大小便閉及痛等 由上坡下行踏步 是大要也 ﹂
好 講完了！你們聽得懂嗎？聽懂才怪！這個沒有
我解釋實在是不⾏ 今天還要感謝鄧重君先⽣ 他帶領
了六⼗位越南的同⾨；鄧重君他帶領了六⼗位 還有越
南的上師 越南的上師也來了 這個是住在海⼝吧？他
是海防還是？住海防的上師喔 越南的上師 另外還有
越南的法師也來了 他們越南的坐哪裡？請站起來給⼤
家看⼀下！哇 謝謝他們！感恩！請坐 越南話叫做
﹁乾溫﹂ ﹁乾溫﹂是什麼意思啊？它是感謝的意思
喔 很好記 叫﹁乾溫﹂ 乾喔？我是記成﹁乾溫﹂

Amigo! ︵西班⽛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
⽛語：我愛你︶ 另外還有哪裡的？⾹港的 你好！⼤
家好！︵粵語︶ 還有呢？還有柬埔寨的 Cambodia
另外還有寮國的 還有哪裡的？臺灣話喔？臺灣話 你
講什麼碗糕 好了 不談了
最重要的要講⼀下 告訴⼤家 其實我師⽗教我四
個字 ⼀個是﹁降﹂ ⼀個是﹁提﹂ ⼀個是﹁持﹂
⼀個是﹁散﹂ 其實﹁降 提 持 散﹂也就是寶瓶
氣 先把上⾏氣降下來 下⾏氣提起來 然後持氣 持
住那⼀個氣 然後持完了氣以後 把它遍⾏ 把這個氣
遍到全⾝ ⼀個是衝頂 ⼀個是從⼝中出來 ⼀個是遍
到全⾝ 今天講主要的道理就是在﹁遍﹂ 那天有講到
﹁遍﹂喔 那麼﹁無漏法﹂有六種修⾏的⽅法 我以後
會再重複 會再講⼀遍 以前已經講過了 這個前⾏
正⾏ 後⾏ 所謂﹁前⾏﹂就是三吐與三納 可以講就
是﹁九節佛⾵﹂ 你們會九節佛⾵的話 三吐與三納就
是九節佛⾵ 就是叫做清淨輪迴
﹁若第三日等 隱入秘處孔﹂ 第三⽇等 九節佛
⾵做為⾸要 你先練好九節佛⾵ 再練⾦剛誦 就已經
三天可以進到你的中脈裡⾯ 就是中脈所謂的臍輪跟海
底輪 秘處就是海底輪 隱⼊秘處孔 第三⽇等 也就
是第三天以後的寶瓶氣就可以進到秘處 再來它要講
你必須要讓你的⾝體⾮常地健康 來修瓶氣 來修氣
最重要 ⾝體不健康 修氣是⽐較難 ⾝體⼀定要健
康 注意喔！我們密教⾏者是注重在⾝體健康 像師尊
⼀樣！⾝體要健康！如果⾝體不健康 就很難修氣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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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不管啦！反正就這樣⼦啦！還有很多同⾨來 我看
到今天有 Sawadikap ︵泰語：你好︶的 泰國的 坐哪
裡？有泰國的
︵韓語：謝謝︶

︵⽇語：你好︶ 還有美國的 Good afternoon 另外
還 有 Selamat Siang ︵ 印 尼 語 ： 午 安 ︶
Selamat
Petang ︵⾺來西亞語：午安︶印尼的 ⾺來西亞的 新
加坡的講國語都可以 另外還有誰呢？巴黎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常謝謝︶；巴西的 Saude. ︵葡
萄 ⽛ 語 ： 祝 你 健 康 ︶ 另 外 還 有 西 班 ⽛ 的 Hola!

交蓋覆於雙膝 長吽短吽正面九次 左右各三次清淨
訣云：﹃三吐與三納 做清淨輪迴 若第三日等 隱入
秘處孔﹄其義為：初以營養食物妥善調理補身 高廣宅
室 跏趺固握 觀右手心日輪壇城 左手心月輪壇城
交叉覆蓋二膝 此為身要
心要：下身或密處一切淨分 如以麥管吸水般由三
脈內逆引上提
口要：依修長吽 短吽行持之法 中三回 次右三
回 次中三回 次左三回 次中三回等 一切總計於中
九回 左右二邊六回 共十五回
又由二鼻孔引息 出息三次 入息三次 共六次
如前授之法了知 依體力衡量 調養三日等 即為淨治
輪迴 如是行之三日 則能隱入秘處孔道中 下行氣得
自在
氣若調順大者 上品亦有半日即修成 修之 若有
頭痛 噁心 心口鬱熱時 當略延緩 妥善調養補身
若大小便閉及痛等 由上坡下行踏步 是大要也 ﹂
好 講完了！你們聽得懂嗎？聽懂才怪！這個沒有
我解釋實在是不⾏ 今天還要感謝鄧重君先⽣ 他帶領
了六⼗位越南的同⾨；鄧重君他帶領了六⼗位 還有越
南的上師 越南的上師也來了 這個是住在海⼝吧？他
是海防還是？住海防的上師喔 越南的上師 另外還有
越南的法師也來了 他們越南的坐哪裡？請站起來給⼤
家看⼀下！哇 謝謝他們！感恩！請坐 越南話叫做
﹁乾溫﹂ ﹁乾溫﹂是什麼意思啊？它是感謝的意思
喔 很好記 叫﹁乾溫﹂ 乾喔？我是記成﹁乾溫﹂

Amigo! ︵西班⽛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西班
⽛語：我愛你︶ 另外還有哪裡的？⾹港的 你好！⼤
家好！︵粵語︶ 還有呢？還有柬埔寨的 Cambodia
另外還有寮國的 還有哪裡的？臺灣話喔？臺灣話 你
講什麼碗糕 好了 不談了
最重要的要講⼀下 告訴⼤家 其實我師⽗教我四
個字 ⼀個是﹁降﹂ ⼀個是﹁提﹂ ⼀個是﹁持﹂
⼀個是﹁散﹂ 其實﹁降 提 持 散﹂也就是寶瓶
氣 先把上⾏氣降下來 下⾏氣提起來 然後持氣 持
住那⼀個氣 然後持完了氣以後 把它遍⾏ 把這個氣
遍到全⾝ ⼀個是衝頂 ⼀個是從⼝中出來 ⼀個是遍
到全⾝ 今天講主要的道理就是在﹁遍﹂ 那天有講到
﹁遍﹂喔 那麼﹁無漏法﹂有六種修⾏的⽅法 我以後
會再重複 會再講⼀遍 以前已經講過了 這個前⾏
正⾏ 後⾏ 所謂﹁前⾏﹂就是三吐與三納 可以講就
是﹁九節佛⾵﹂ 你們會九節佛⾵的話 三吐與三納就
是九節佛⾵ 就是叫做清淨輪迴
﹁若第三日等 隱入秘處孔﹂ 第三⽇等 九節佛
⾵做為⾸要 你先練好九節佛⾵ 再練⾦剛誦 就已經
三天可以進到你的中脈裡⾯ 就是中脈所謂的臍輪跟海
底輪 秘處就是海底輪 隱⼊秘處孔 第三⽇等 也就
是第三天以後的寶瓶氣就可以進到秘處 再來它要講
你必須要讓你的⾝體⾮常地健康 來修瓶氣 來修氣
最重要 ⾝體不健康 修氣是⽐較難 ⾝體⼀定要健
康 注意喔！我們密教⾏者是注重在⾝體健康 像師尊
⼀樣！⾝體要健康！如果⾝體不健康 就很難修氣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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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你把它按住 在⽔裡⾯提起來 那個⽔是在⿆管
裡⾯的；是在吸管裡⾯的 這個叫做﹁持﹂ 但是你不
要鬆掉 你底下的下⾏氣上提 上⾏氣鬆開 這個⽔就
會往上提 這個叫做﹁提﹂ ﹁降﹂就是⽔下來
﹁持﹂就是把⽔停住 然後把⽔引到全⾝的地⽅就是遍
⾏氣的地⽅ 到了所有的脈 然後再往上提 提回到菩
提⼼⽉液 這樣講聽得懂嗎？我已經講三式⾦剛拳 這
裡⾯講的跟我講的是⼀樣的 但是它講得很囉唆 我講
得很乾脆 你們⼀聽就知道了
⼥的問男的：﹁如果我們結婚 你會戒菸嗎？﹂
男的講：﹁會 ﹂ ⼥的再問：﹁還有戒酒嗎？﹂ 男
的講：﹁會 ﹂ ⼥的說：﹁不沉迷電腦的電腦遊戲
嗎？﹂ 男的講：﹁不會沉迷 ﹂ ⼥的再問：﹁那還
有什麼要放棄的嗎？﹂ 男的回答：﹁結婚的念
頭 ﹂ 什麼都要聽妳的 那結什麼婚？告訴⼤家喔！
修⾏真的很困難 你看看這個﹁道果﹂ 如果我不是有
毅⼒ 有耐⼼的話 那我絕對是不成 ︽道果︾所講的
我放棄 我不修了 我修我跟瑤池⾦母相應就好了 就
可以到瑤池⾦母那裡去 你們修本尊法 跟本尊相應
了 本尊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帶領你們往⽣佛國 去那
裡再修 更加容易 但你要即⾝成佛呢 你就不能放
棄 你要做阿闍梨 你也不能放棄 你要當上師 你也
不能放棄 真的
單單修寶瓶氣 再把氣周遍全⾝ 遍⾏氣 ⼜要上
⾏氣盡出 下⾏氣上提 ⼜要上⾏氣下降 下⾏氣上

為你⾝體的脈有阻礙 才會有痛 發炎 ⾝體不健康
你⾝體健康的話 你來修氣 就事半功倍 這裡主要是
這樣⼦講的
所謂的⾝要 要叫拙⽕⽣起來 最主要的是拙⽕
它講右⼿是⽇ 左⼿是⽉ 就是六灶印 ﹁觀右手日輪
壇城 左手心月輪壇城﹂ 右⼿是⽇ 左⼿是⽉ ﹁交
叉覆蓋二膝 此為身要﹂ 就是跟你講的 要⽣起拙
⽕ ⼀定要⽤六灶印 你不能這樣⼦做的話 ⽤纏帶去
把它綁緊 把你的兩隻腳 兩隻⼿交叉 背後要⾼⼀
點 腳要墊⾼ 這兩隻腳在底下 你兩隻⼿放下去 它
這裡有教你﹁口要：依修長吽 短吽行持之法﹂ 我已
經告訴過⼤家了 什麼叫﹁⾧吽﹂ 左右兩邊是⾧吽
師⽗教我的︵師尊⽰範︶：﹁吽 吽 ﹂ 短吽︵師尊
⽰範︶：﹁吽吽吽吽吽 ﹂ 這個是⼀種﹁提﹂的要
訣 ⾧吽是遍⾏氣 把它的氣遍掉︵師尊⽰範︶ ⼗次
的⾧吽 往上提 告訴你三個姿勢 第⼀個姿勢是站
著 彎腰 這樣⼦轉頭﹁吽﹂字 我們⼈站著︵師尊以
⼿指做代表⽰範︶ 這個頭呢 我這個指頭還不能翻
好 這個翻看看 還是不能翻 好了 只好我做給你們
看︵師尊⽰範︶
站著 是彎腰 彎下來：﹁吽 吽 ﹂︵師尊⽰範
頭左右轉︶ 然後仰上 剛剛我做的⼗下的短吽 ⼀樣
地﹁吽吽 ﹂這樣⼦ 是站著做的 站著彎腰做的；然
後再來呢 是坐著做的 雙盤的時候做的 坐下來做
的 你坐下來 兩隻腳雙盤 ⼀樣地彎腰 彎到最低
處 ⽤這樣⾧吽︵師尊⽰範頭左右轉︶ 短吽也是⼗

提 這樣弄來弄去 中國話就是﹁搞﹂ 搞什麼 搞
﹁氣﹂ 中國⼤陸的⼈喜歡說：﹁搞什麼？﹂ 我是搞
佛的 他就知道是搞佛的 喜歡講這個﹁搞﹂字 我們
臺灣⼈⽐較不習慣講﹁搞﹂字 中國⼤陸都是講
﹁搞﹂ 搞來搞去這樣 真的很難的 修⾏很難 我都
想放棄耶 結果真的要修出來 你才有辦法講 才有辦
法解﹁道果﹂ 否則沒有辦法的 ⼤家要有毅⼒呀！要
即⾝成佛！
所謂﹁四續﹂ 四密續很簡單講：
事部
⾏部
瑜伽部
無上部
﹁事部﹂認為外⾯的⾏為⽐內在的修為重要；到了
更上⼀層的﹁⾏部﹂的時候 認為外⾯的⾏為跟裡⾯的
修⾏⼀樣重要；到了﹁瑜伽部﹂ 相應了 也就是說內
在的⾏為⾮常地重要 裡⾯的⾏為⽐外⾯的⾏為重要；
到了﹁無上密部﹂ 全部是內在的⾏為 外⾯沒有了
唸真⾔ 結⼿印 ⾝清淨 ⼝清淨 意清淨 觀想
就是意清淨 ⼝清淨就是唸咒 ⾝清淨就是結⼿印 這
是外在的⾏為；外在的⾏為到了內在的⾏為就是內法的
修⾏ 認為﹁⾏部﹂就是內法的修⾏ 跟外在的⾏為是
⼀樣的；再進⼀步 ﹁瑜伽部﹂就是認為內在的⾏為勝
於外在的⾏為；到了﹁無上部﹂全部是內在的⾏為
可以分為四部續│﹁事部 ⾏部 瑜伽部 無上

下 站著 坐著 還有跪著 跪著也要⼀樣⾧吽 短
吽 這是三式⾦剛拳 這種拳法叫做﹁挾明點⾶須彌
⼭﹂ 它的名稱叫﹁挾明點⾶須彌⼭﹂ 就把你的密輪
的菩提⼼⽉液降下來以後 再重新再把它提回去 這是
密教的⾦剛拳 我師⽗講的 它這個⼝要 修⾧吽 短
吽 什麼中三回 左右三回 次左三回 次中三回 總
計九回 左右⼆邊六回 共⼗五回 你不要理它 按照
我師⽗教的就可以了 我師⽗教我站著 坐著 另外還
有跪著 統統要做 照我的⽅法 ⾧吽兩聲 短吽⼗聲
就可以了！這就是三回
﹁由二鼻孔引息 出息三次 入息三次 共六次
如前授之法了知﹂ 就是九節佛⾵啊！
﹁依體力衡量 調養三日等 即為淨治輪迴 如是
行之三日 則能隱入秘處孔道中 下行氣得自在﹂ 我
們曉得 密教裡⾯講修氣 上⾏氣控制上⽅ 下⾏氣控
制下⽅ 遍⾏氣控制四肢跟周圍 ⽕伴氣就是跟著中脈
⾛的中間的氣 ⼼氣是不能動的 ⼼氣就是你的佛性在
⼼氣 ⼼氣裡⾯的氣是不能動的
這是五⾏氣 五種氣 ⼀個是上⾏氣控制上半⾝
下⾏氣控制下半⾝；遍⾏氣控制你的四肢 ⽕伴氣控制
你的中脈 ⼼氣控制你的⼼臟 ⼼際的地⽅ 這是主要
的 它不動 其他都是動的 你要全⾝充滿了氣 你就
要修寶瓶氣 然後把它變成遍⾏氣 寶瓶氣的時候跟著
⽕伴氣是也有修的 那麼所謂﹁上⾏氣盡出 下⾏氣上
提﹂ 這個就能把明點往上提
﹁持﹂就是像⿆管⼀樣 我們喝⽜奶的時候⽤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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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你把它按住 在⽔裡⾯提起來 那個⽔是在⿆管
裡⾯的；是在吸管裡⾯的 這個叫做﹁持﹂ 但是你不
要鬆掉 你底下的下⾏氣上提 上⾏氣鬆開 這個⽔就
會往上提 這個叫做﹁提﹂ ﹁降﹂就是⽔下來
﹁持﹂就是把⽔停住 然後把⽔引到全⾝的地⽅就是遍
⾏氣的地⽅ 到了所有的脈 然後再往上提 提回到菩
提⼼⽉液 這樣講聽得懂嗎？我已經講三式⾦剛拳 這
裡⾯講的跟我講的是⼀樣的 但是它講得很囉唆 我講
得很乾脆 你們⼀聽就知道了
⼥的問男的：﹁如果我們結婚 你會戒菸嗎？﹂
男的講：﹁會 ﹂ ⼥的再問：﹁還有戒酒嗎？﹂ 男
的講：﹁會 ﹂ ⼥的說：﹁不沉迷電腦的電腦遊戲
嗎？﹂ 男的講：﹁不會沉迷 ﹂ ⼥的再問：﹁那還
有什麼要放棄的嗎？﹂ 男的回答：﹁結婚的念
頭 ﹂ 什麼都要聽妳的 那結什麼婚？告訴⼤家喔！
修⾏真的很困難 你看看這個﹁道果﹂ 如果我不是有
毅⼒ 有耐⼼的話 那我絕對是不成 ︽道果︾所講的
我放棄 我不修了 我修我跟瑤池⾦母相應就好了 就
可以到瑤池⾦母那裡去 你們修本尊法 跟本尊相應
了 本尊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帶領你們往⽣佛國 去那
裡再修 更加容易 但你要即⾝成佛呢 你就不能放
棄 你要做阿闍梨 你也不能放棄 你要當上師 你也
不能放棄 真的
單單修寶瓶氣 再把氣周遍全⾝ 遍⾏氣 ⼜要上
⾏氣盡出 下⾏氣上提 ⼜要上⾏氣下降 下⾏氣上

為你⾝體的脈有阻礙 才會有痛 發炎 ⾝體不健康
你⾝體健康的話 你來修氣 就事半功倍 這裡主要是
這樣⼦講的
所謂的⾝要 要叫拙⽕⽣起來 最主要的是拙⽕
它講右⼿是⽇ 左⼿是⽉ 就是六灶印 ﹁觀右手日輪
壇城 左手心月輪壇城﹂ 右⼿是⽇ 左⼿是⽉ ﹁交
叉覆蓋二膝 此為身要﹂ 就是跟你講的 要⽣起拙
⽕ ⼀定要⽤六灶印 你不能這樣⼦做的話 ⽤纏帶去
把它綁緊 把你的兩隻腳 兩隻⼿交叉 背後要⾼⼀
點 腳要墊⾼ 這兩隻腳在底下 你兩隻⼿放下去 它
這裡有教你﹁口要：依修長吽 短吽行持之法﹂ 我已
經告訴過⼤家了 什麼叫﹁⾧吽﹂ 左右兩邊是⾧吽
師⽗教我的︵師尊⽰範︶：﹁吽 吽 ﹂ 短吽︵師尊
⽰範︶：﹁吽吽吽吽吽 ﹂ 這個是⼀種﹁提﹂的要
訣 ⾧吽是遍⾏氣 把它的氣遍掉︵師尊⽰範︶ ⼗次
的⾧吽 往上提 告訴你三個姿勢 第⼀個姿勢是站
著 彎腰 這樣⼦轉頭﹁吽﹂字 我們⼈站著︵師尊以
⼿指做代表⽰範︶ 這個頭呢 我這個指頭還不能翻
好 這個翻看看 還是不能翻 好了 只好我做給你們
看︵師尊⽰範︶
站著 是彎腰 彎下來：﹁吽 吽 ﹂︵師尊⽰範
頭左右轉︶ 然後仰上 剛剛我做的⼗下的短吽 ⼀樣
地﹁吽吽 ﹂這樣⼦ 是站著做的 站著彎腰做的；然
後再來呢 是坐著做的 雙盤的時候做的 坐下來做
的 你坐下來 兩隻腳雙盤 ⼀樣地彎腰 彎到最低
處 ⽤這樣⾧吽︵師尊⽰範頭左右轉︶ 短吽也是⼗

提 這樣弄來弄去 中國話就是﹁搞﹂ 搞什麼 搞
﹁氣﹂ 中國⼤陸的⼈喜歡說：﹁搞什麼？﹂ 我是搞
佛的 他就知道是搞佛的 喜歡講這個﹁搞﹂字 我們
臺灣⼈⽐較不習慣講﹁搞﹂字 中國⼤陸都是講
﹁搞﹂ 搞來搞去這樣 真的很難的 修⾏很難 我都
想放棄耶 結果真的要修出來 你才有辦法講 才有辦
法解﹁道果﹂ 否則沒有辦法的 ⼤家要有毅⼒呀！要
即⾝成佛！
所謂﹁四續﹂ 四密續很簡單講：
事部
⾏部
瑜伽部
無上部
﹁事部﹂認為外⾯的⾏為⽐內在的修為重要；到了
更上⼀層的﹁⾏部﹂的時候 認為外⾯的⾏為跟裡⾯的
修⾏⼀樣重要；到了﹁瑜伽部﹂ 相應了 也就是說內
在的⾏為⾮常地重要 裡⾯的⾏為⽐外⾯的⾏為重要；
到了﹁無上密部﹂ 全部是內在的⾏為 外⾯沒有了
唸真⾔ 結⼿印 ⾝清淨 ⼝清淨 意清淨 觀想
就是意清淨 ⼝清淨就是唸咒 ⾝清淨就是結⼿印 這
是外在的⾏為；外在的⾏為到了內在的⾏為就是內法的
修⾏ 認為﹁⾏部﹂就是內法的修⾏ 跟外在的⾏為是
⼀樣的；再進⼀步 ﹁瑜伽部﹂就是認為內在的⾏為勝
於外在的⾏為；到了﹁無上部﹂全部是內在的⾏為
可以分為四部續│﹁事部 ⾏部 瑜伽部 無上

下 站著 坐著 還有跪著 跪著也要⼀樣⾧吽 短
吽 這是三式⾦剛拳 這種拳法叫做﹁挾明點⾶須彌
⼭﹂ 它的名稱叫﹁挾明點⾶須彌⼭﹂ 就把你的密輪
的菩提⼼⽉液降下來以後 再重新再把它提回去 這是
密教的⾦剛拳 我師⽗講的 它這個⼝要 修⾧吽 短
吽 什麼中三回 左右三回 次左三回 次中三回 總
計九回 左右⼆邊六回 共⼗五回 你不要理它 按照
我師⽗教的就可以了 我師⽗教我站著 坐著 另外還
有跪著 統統要做 照我的⽅法 ⾧吽兩聲 短吽⼗聲
就可以了！這就是三回
﹁由二鼻孔引息 出息三次 入息三次 共六次
如前授之法了知﹂ 就是九節佛⾵啊！
﹁依體力衡量 調養三日等 即為淨治輪迴 如是
行之三日 則能隱入秘處孔道中 下行氣得自在﹂ 我
們曉得 密教裡⾯講修氣 上⾏氣控制上⽅ 下⾏氣控
制下⽅ 遍⾏氣控制四肢跟周圍 ⽕伴氣就是跟著中脈
⾛的中間的氣 ⼼氣是不能動的 ⼼氣就是你的佛性在
⼼氣 ⼼氣裡⾯的氣是不能動的
這是五⾏氣 五種氣 ⼀個是上⾏氣控制上半⾝
下⾏氣控制下半⾝；遍⾏氣控制你的四肢 ⽕伴氣控制
你的中脈 ⼼氣控制你的⼼臟 ⼼際的地⽅ 這是主要
的 它不動 其他都是動的 你要全⾝充滿了氣 你就
要修寶瓶氣 然後把它變成遍⾏氣 寶瓶氣的時候跟著
⽕伴氣是也有修的 那麼所謂﹁上⾏氣盡出 下⾏氣上
提﹂ 這個就能把明點往上提
﹁持﹂就是像⿆管⼀樣 我們喝⽜奶的時候⽤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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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她明⽩這件事情 她看了不明⽩ 怎麼回事？怎麼
他們反對黨會搖著勝利的旗⼦？但是細妹師姐到了西雅
圖她就問我：﹁祢說她會選上 為什麼落選？﹂ 他們
的黨全部落選 怎麼回事？我說：﹁對不起 ﹂ 真
的 我到最後知道⼀個禮拜後 在選舉的前⼀個禮拜
我就進⼊她的夢中給
她講：﹁反對黨會勝
利
你們的黨會落
選
⾺來西亞會變
天 ﹂ 我已經跟她
指⽰了 所以今天我
敢坐在這裡⾯對王賽
之會⾧ 我如果沒有
給她指⽰ 這次我不
敢上法座 我會跟她
拱⼿：﹁對不起 我
失敗了 ﹂ 神算失
敗
⼀江春⽔向東
流 英名全失 我哭
都來不及 我會痛哭
流涕 看到她 我怎
麼交待啊？還好 ⼀個禮拜前我跟她夢中指⽰ 所以細
妹師姐問我的時候 我直接了當跟她講：﹁已經在她夢
中給她指⽰了 妳問她有沒有？﹂ 確實有 你看王賽
芝 她是 doctor 博⼠喔！她這⼀次來這裡 聽說我們臺
灣的經濟部⾧還招待妳吃飯是不是？有喔？我們臺灣的

部﹂ 這樣了解嗎？
⽼婆問⽼公：﹁以前追過我的男⽣想找我吃飯 你
介意嗎？﹂ ⽼公問：﹁什麼時候追妳的？﹂ ⽼婆
答：﹁⼤學⼆年級他追我的 ﹂ ⽼公講：﹁那時候妳
體重多少？﹂ ⽼婆講：﹁四⼗⼋公⽄左右 ﹂ 丈夫
上下打量妻⼦說：﹁去吧！也好讓⼈家斷了念頭 以後
好好過⽇⼦ ﹂ 告訴⼤家 我們學了佛法以後 很多
念頭都斷了 除⾮是真正有益於修⾏的不可以斷 其他
的⼀些煩惱的念頭幾乎都可以斷 因為那個不關重要
因為佛陀是這樣⼦講的：﹁都不是你的 ﹂ 過去⼼不
可得 現在⼼不可得 未來⼼不可得 都不是你的 你
可以斷掉所有⼀切的念頭 ⼀⼼向佛就可以了
有⼀次去參加親戚的壽宴 最後⼀道是壽桃 李琪
明天⽣⽇ Happy Birthday ！有個⼩孩⼦很不識相地
講：﹁爸爸 爸爸 這個好像是屁股 ﹂ 壽桃像屁
股 是有點像 在座的親朋好友都很尷尬 等著看爸爸
如何修理他的⼩孩 只⾒他爸爸順⼿拿起壽桃兩邊撕
開：﹁對呀！裡⾯還有⼤便呢！﹂ 師尊認為過⽇⼦重
要 過修⾏的⽇⼦重要 最不重要的是⽣⽇ 我最不喜
歡過⽣⽇了 但是⼤家都要給我過⽣⽇ 我也沒辦法
其實我⽗親以前是這樣教訓我的 我在課堂上課 ⽼師
跟我講：﹁今天是你的⽣⽇ 回去跟爸爸講 ﹂ 我就
回去跟我爸爸講說：﹁今天是我的⽣⽇ ﹂ 我爸爸這
樣⼦講：﹁蛤！你的⽣⽇呀！今天本來是要打你的 那
改在明天好了 ﹂ 我是苦命的孩⼦ 苦命的孩⼦就是
這樣⼦ 沒有⽣⽇好過的 我媽媽講：﹁過平常的⽇⼦

經濟部⾧還招待她吃飯 她等於是部⾧⼀樣的 所以師
尊講的是真的喔！我有給她夢中指⽰ 我不敢跟細妹講
說夢中有跟她指⽰了 這是真實的 所以今天我才敢⾯
對王會⾧ 才沒有英名⼀下⼦就完
啊！六點吃飯了 隔壁的⽼李今年⼋⼗歲 今天和
我聊天 年輕時算
命的⽼師跟他講：
﹁你有⽼運耶！⽼
的時候會遇到⼀個
年輕的外國⼥孩
陪 你 朝 朝 暮
暮 ﹂ 真準喔！
你看！⼋⼗歲了！
還有年輕的外國的
美眉陪他朝朝暮
暮 待會兒這位⽼
先⽣會有瑪莉亞要
推他去公園曬太
陽 這算命的還是
準吧！對不對？雖
然是請來的看護
看護是外國⼈ 這還是準 師尊算命也很準的 你們敲
⼀敲看就會知道了 好吧！今天跟⼤家講﹁相應最重
要﹂ 你跟你的本尊相應最重要 然後相應了 你再來
修內法 由⾏部到瑜伽部然後到無上部 你就可以即⾝
成佛 嗡嘛呢唄咪吽

重要 ﹂ 我們今天也是⼀樣 過平常的⽇⼦重要 過
平常修⾏的⽇⼦重要 重於任何⼀切
有⼀個⼤叔去掃墓 感嘆：﹁現在的紙錢做得跟真
的⼀樣 燒的時候還真有點莫名地⼼痛 ﹂ ⼀陣苦笑
之後 妻⼦來電話：﹁你不是去上墳嗎？怎麼沒有帶桌
上的紙錢？還有今天我剛剛取來的薪⽔六萬塊錢哪裡去
了？﹂ 這位上墳的⼤叔聽完在墳頭哭昏了過去 路過
的⼈紛紛讚賞：﹁真孝順哪！掃墓哭成這個樣⼦ 真的
是不多⾒呢！﹂ 晚上他爺爺給他託夢：﹁孫⼦啊！你
真是害死⼈啊！陰間的警察抓到我 說我使⽤假
鈔！﹂ 告訴⼤家 ︿真佛密法﹀是真實的！你們的盧
師尊無漏是真實的！再來呢 跟⼤家講 拙⽕升起也是
真實的！⼼輪打開也是真實的！你⼼輪只要打開 你就
有些通⼒出來 神通的⼒量就會產⽣出來
像王賽芝會⾧ 我在⾺來西亞 那時候他們要選
舉 我都很讚揚王賽芝 我那時候跟她講：﹁王賽芝
妳會選上 ﹂ 我跟她講妳會選上 到了要選舉的前⼀
個禮拜 我再算了⼀遍 阿嬤喂 ⾺來西亞會變天 本
來會選上的變成會選不上 不會選上的會選上！那怎麼
辦哪？我已經跟王賽芝講妳會選上 現在不會選上 我
請了王賽芝來幫忙我們的法會 我跟她講說會選上 變
成不會選上 那我就慘啦！你說是不是？漏氣呀！真的
是⼀江春⽔向東流 英名掃地呀！怎麼辦哪？那時候我
跟瑤池⾦母合⼀ 進到她的夢中給她指⽰ 進到王賽芝
的夢中 搖起反對黨的旗⼦ 說：﹁反對黨會勝利 反
對黨會勝利 ﹂ 王賽芝會落選 還有他們的黨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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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她明⽩這件事情 她看了不明⽩ 怎麼回事？怎麼
他們反對黨會搖著勝利的旗⼦？但是細妹師姐到了西雅
圖她就問我：﹁祢說她會選上 為什麼落選？﹂ 他們
的黨全部落選 怎麼回事？我說：﹁對不起 ﹂ 真
的 我到最後知道⼀個禮拜後 在選舉的前⼀個禮拜
我就進⼊她的夢中給
她講：﹁反對黨會勝
利
你們的黨會落
選
⾺來西亞會變
天 ﹂ 我已經跟她
指⽰了 所以今天我
敢坐在這裡⾯對王賽
之會⾧ 我如果沒有
給她指⽰ 這次我不
敢上法座 我會跟她
拱⼿：﹁對不起 我
失敗了 ﹂ 神算失
敗
⼀江春⽔向東
流 英名全失 我哭
都來不及 我會痛哭
流涕 看到她 我怎
麼交待啊？還好 ⼀個禮拜前我跟她夢中指⽰ 所以細
妹師姐問我的時候 我直接了當跟她講：﹁已經在她夢
中給她指⽰了 妳問她有沒有？﹂ 確實有 你看王賽
芝 她是 doctor 博⼠喔！她這⼀次來這裡 聽說我們臺
灣的經濟部⾧還招待妳吃飯是不是？有喔？我們臺灣的

部﹂ 這樣了解嗎？
⽼婆問⽼公：﹁以前追過我的男⽣想找我吃飯 你
介意嗎？﹂ ⽼公問：﹁什麼時候追妳的？﹂ ⽼婆
答：﹁⼤學⼆年級他追我的 ﹂ ⽼公講：﹁那時候妳
體重多少？﹂ ⽼婆講：﹁四⼗⼋公⽄左右 ﹂ 丈夫
上下打量妻⼦說：﹁去吧！也好讓⼈家斷了念頭 以後
好好過⽇⼦ ﹂ 告訴⼤家 我們學了佛法以後 很多
念頭都斷了 除⾮是真正有益於修⾏的不可以斷 其他
的⼀些煩惱的念頭幾乎都可以斷 因為那個不關重要
因為佛陀是這樣⼦講的：﹁都不是你的 ﹂ 過去⼼不
可得 現在⼼不可得 未來⼼不可得 都不是你的 你
可以斷掉所有⼀切的念頭 ⼀⼼向佛就可以了
有⼀次去參加親戚的壽宴 最後⼀道是壽桃 李琪
明天⽣⽇ Happy Birthday ！有個⼩孩⼦很不識相地
講：﹁爸爸 爸爸 這個好像是屁股 ﹂ 壽桃像屁
股 是有點像 在座的親朋好友都很尷尬 等著看爸爸
如何修理他的⼩孩 只⾒他爸爸順⼿拿起壽桃兩邊撕
開：﹁對呀！裡⾯還有⼤便呢！﹂ 師尊認為過⽇⼦重
要 過修⾏的⽇⼦重要 最不重要的是⽣⽇ 我最不喜
歡過⽣⽇了 但是⼤家都要給我過⽣⽇ 我也沒辦法
其實我⽗親以前是這樣教訓我的 我在課堂上課 ⽼師
跟我講：﹁今天是你的⽣⽇ 回去跟爸爸講 ﹂ 我就
回去跟我爸爸講說：﹁今天是我的⽣⽇ ﹂ 我爸爸這
樣⼦講：﹁蛤！你的⽣⽇呀！今天本來是要打你的 那
改在明天好了 ﹂ 我是苦命的孩⼦ 苦命的孩⼦就是
這樣⼦ 沒有⽣⽇好過的 我媽媽講：﹁過平常的⽇⼦

經濟部⾧還招待她吃飯 她等於是部⾧⼀樣的 所以師
尊講的是真的喔！我有給她夢中指⽰ 我不敢跟細妹講
說夢中有跟她指⽰了 這是真實的 所以今天我才敢⾯
對王會⾧ 才沒有英名⼀下⼦就完
啊！六點吃飯了 隔壁的⽼李今年⼋⼗歲 今天和
我聊天 年輕時算
命的⽼師跟他講：
﹁你有⽼運耶！⽼
的時候會遇到⼀個
年輕的外國⼥孩
陪 你 朝 朝 暮
暮 ﹂ 真準喔！
你看！⼋⼗歲了！
還有年輕的外國的
美眉陪他朝朝暮
暮 待會兒這位⽼
先⽣會有瑪莉亞要
推他去公園曬太
陽 這算命的還是
準吧！對不對？雖
然是請來的看護
看護是外國⼈ 這還是準 師尊算命也很準的 你們敲
⼀敲看就會知道了 好吧！今天跟⼤家講﹁相應最重
要﹂ 你跟你的本尊相應最重要 然後相應了 你再來
修內法 由⾏部到瑜伽部然後到無上部 你就可以即⾝
成佛 嗡嘛呢唄咪吽

重要 ﹂ 我們今天也是⼀樣 過平常的⽇⼦重要 過
平常修⾏的⽇⼦重要 重於任何⼀切
有⼀個⼤叔去掃墓 感嘆：﹁現在的紙錢做得跟真
的⼀樣 燒的時候還真有點莫名地⼼痛 ﹂ ⼀陣苦笑
之後 妻⼦來電話：﹁你不是去上墳嗎？怎麼沒有帶桌
上的紙錢？還有今天我剛剛取來的薪⽔六萬塊錢哪裡去
了？﹂ 這位上墳的⼤叔聽完在墳頭哭昏了過去 路過
的⼈紛紛讚賞：﹁真孝順哪！掃墓哭成這個樣⼦ 真的
是不多⾒呢！﹂ 晚上他爺爺給他託夢：﹁孫⼦啊！你
真是害死⼈啊！陰間的警察抓到我 說我使⽤假
鈔！﹂ 告訴⼤家 ︿真佛密法﹀是真實的！你們的盧
師尊無漏是真實的！再來呢 跟⼤家講 拙⽕升起也是
真實的！⼼輪打開也是真實的！你⼼輪只要打開 你就
有些通⼒出來 神通的⼒量就會產⽣出來
像王賽芝會⾧ 我在⾺來西亞 那時候他們要選
舉 我都很讚揚王賽芝 我那時候跟她講：﹁王賽芝
妳會選上 ﹂ 我跟她講妳會選上 到了要選舉的前⼀
個禮拜 我再算了⼀遍 阿嬤喂 ⾺來西亞會變天 本
來會選上的變成會選不上 不會選上的會選上！那怎麼
辦哪？我已經跟王賽芝講妳會選上 現在不會選上 我
請了王賽芝來幫忙我們的法會 我跟她講說會選上 變
成不會選上 那我就慘啦！你說是不是？漏氣呀！真的
是⼀江春⽔向東流 英名掃地呀！怎麼辦哪？那時候我
跟瑤池⾦母合⼀ 進到她的夢中給她指⽰ 進到王賽芝
的夢中 搖起反對黨的旗⼦ 說：﹁反對黨會勝利 反
對黨會勝利 ﹂ 王賽芝會落選 還有他們的黨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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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略方便道
二 正行：
行加持等法 略縮羅剎道 猛吸
二中指 雙眼上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
點

我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
迦證空上師 敬禮⼗六世⼤寶法王噶瑪巴 敬
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
主尊﹁南摩⾼王觀世⾳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 網路上的同⾨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臺南市議會﹀蔡旺詮議員
︿宗委會﹀法律顧問盧⽂祥律師 前︿臺灣省政府﹀
秘書⾧鄭培富先⽣及夫⼈韓霧珍⼥⼠ ︿真佛宗﹀

﹁博⼠教授團﹂ ﹁醫護團﹂全體成員 ︿靜⼄企業
公司﹀總經理張予甄⼥⼠ ︿蘇富⽐拍賣公司﹀拍賣
官⾼律琪⼩姐 Australia 墨爾本企業家彼得‧德‧
坎普先⽣ 挪威神經內科醫師⿈屹先⽣ ⽊雕藝術家
簡政興先⽣ ︿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員代表 埔⾥
︿圓通寺﹀釋⾒解法師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先⽣及夫⼈陳澤霞⼥⼠ ︿華光功
德會﹀總會⾧及︽⼤圓滿九次第︾ ︽道果︾及︻圓
覺經︼主持⼈蓮海上師及佩君師姐 my sisyer 盧勝
美⼥⼠ my sister 盧幗英⼥⼠ and husband 感謝
汶萊︿志航有限公司﹀打齋⼗萬元 Australia 梁珂
嘉打齋⼗萬元 羅林寶⽟師姐打齋⼗萬元 蕭志界師
兄打齋⼆⼗萬元 ︿真佛宗﹀第五屆國際青年超⽣命
活⼒成⾧營全體學員跟⼯作⼈員
Happy New Year ！新年到了 新年快樂！新年
⾝體健康！⼤家好！⼤家午安！⼤家好！︵臺語︶你
好！⼤家好！︵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常
感謝︶今天還是有從泰國來的 Sawadikap ︵泰
語：你好︶ 감사합니다︵韓語：謝謝︶ 從⽇本來
的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 ︵⽇語：你好︶ 從美國來的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從法國來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常謝謝︶ 從⾺來西亞來的
Selamat Petang ︵⾺來西亞語：午安︶ 從印尼來
的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還有哪裡來
的？從越南來的 Cảm ơn ︵越南語：謝謝︶ 還有
呢？⾹港來的 你好！⼤家好！︵粵語︶唔該！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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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略方便道
二 正行：
行加持等法 略縮羅剎道 猛吸
二中指 雙眼上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
點

我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
迦證空上師 敬禮⼗六世⼤寶法王噶瑪巴 敬
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
主尊﹁南摩⾼王觀世⾳菩薩﹂
師母 吐登悉地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 網路上的同⾨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臺南市議會﹀蔡旺詮議員
︿宗委會﹀法律顧問盧⽂祥律師 前︿臺灣省政府﹀
秘書⾧鄭培富先⽣及夫⼈韓霧珍⼥⼠ ︿真佛宗﹀

﹁博⼠教授團﹂ ﹁醫護團﹂全體成員 ︿靜⼄企業
公司﹀總經理張予甄⼥⼠ ︿蘇富⽐拍賣公司﹀拍賣
官⾼律琪⼩姐 Australia 墨爾本企業家彼得‧德‧
坎普先⽣ 挪威神經內科醫師⿈屹先⽣ ⽊雕藝術家
簡政興先⽣ ︿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員代表 埔⾥
︿圓通寺﹀釋⾒解法師
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先⽣及夫⼈陳澤霞⼥⼠ ︿華光功
德會﹀總會⾧及︽⼤圓滿九次第︾ ︽道果︾及︻圓
覺經︼主持⼈蓮海上師及佩君師姐 my sisyer 盧勝
美⼥⼠ my sister 盧幗英⼥⼠ and husband 感謝
汶萊︿志航有限公司﹀打齋⼗萬元 Australia 梁珂
嘉打齋⼗萬元 羅林寶⽟師姐打齋⼗萬元 蕭志界師
兄打齋⼆⼗萬元 ︿真佛宗﹀第五屆國際青年超⽣命
活⼒成⾧營全體學員跟⼯作⼈員
Happy New Year ！新年到了 新年快樂！新年
⾝體健康！⼤家好！⼤家午安！⼤家好！︵臺語︶你
好！⼤家好！︵粵語︶唔該！唔該晒！︵粵語：⾮常
感謝︶今天還是有從泰國來的 Sawadikap ︵泰
語：你好︶ 감사합니다︵韓語：謝謝︶ 從⽇本來
的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 ︵⽇語：你好︶ 從美國來的
Good afternoon ︵英語：午安︶ 從法國來的 Merci
beaucoup ︵法語：⾮常謝謝︶ 從⾺來西亞來的
Selamat Petang ︵⾺來西亞語：午安︶ 從印尼來
的 Selamat Siang ︵印尼語：午安︶ 還有哪裡來
的？從越南來的 Cảm ơn ︵越南語：謝謝︶ 還有
呢？⾹港來的 你好！⼤家好！︵粵語︶唔該！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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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多謝晒！︵粵語：⾮常感謝︶還有呢？吐登悉地想
⼀個 西班⽛ Hola! Amigo! ︵西班⽛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 西 班 ⽛ 語 ： 我 愛 你 ︶ 還 有 德 國 來 的
Danke ︵德語：謝謝︶ 還有呢？巴西來的 Saude. ︵葡
萄⽛語：祝你健康︶謝謝⼤家！
今天啊 我們是⾼王觀世⾳的護摩 觀世⾳菩薩⾮
常地慈悲 這個⾼王觀世⾳跟⼀般的觀世⾳不同 祂是
過去七佛本⾝的化⾝ 所以祂的咒語是﹁嗡 離婆離婆
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你帝 摩訶
伽帝 真陵乾帝 梭哈
﹂祂的咒語就是七佛本⾝的咒
語 七尊佛本⾝的咒語 所以祂的光明⾮常地璀璨 ⾮
常地美麗 ⾮常地普照 祂的能⼒⾮常地⼤ 所以誦
︻⾼王觀世⾳經︼千遍 能滅⼀切的重罪！那麼⾼王觀
世⾳有⼀句話講：﹁能滅⽣死苦 消除諸毒害 ﹂這世
界上 我認為病苦第⼀厲害！所以希望⾼王觀世⾳能夠
解除我們的病苦 另外⽼跟病是不分的 ⼀般⽼了 他
就很多的病都會產⽣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化 ⼀⽼化
什麼病都來 ⽼跟病是分不開的 我希望⾼王觀世⾳能
夠解除我們⽼化的苦 讓我們變成年輕 男的英俊瀟
灑 ⼥的美麗⼤⽅ ⾼王觀世⾳拜託祢 讓我們每⼀個
⼈都很年輕 能滅⽣死苦 死前之苦也是很厲害的 讓
我們⽣的苦 ⼤部分都忘了 死的苦 其實死並不苦
重點是在死前的那⼀段時間會很痛苦 讓我們死前的苦
也全部消滅
其實佛陀最開始講的 第⼀個字 第⼀個真諦就是
﹁苦﹂ 苦啊 因為苦你才知道認真地好好地 能夠跟
著佛陀的腳步去修⾏ 所以︻⾼王觀世⾳經﹂唸滿千
遍 能滅⽣死苦 ⼀天祂沒有叫你多唸 早晚兩遍 你

要唸多也好 但是最少早晚兩遍 早上⼀遍 晚上⼀
遍 就能夠能滅⽣死苦 消除諸毒害 所有⼀切的毒害
全部統統都消除！這很好的 很好的觀世⾳經
⾼王觀世⾳菩薩祂曾經這樣⼦對我說：﹁你只要有
緊急的事情 你唸：﹃南摩⾼王觀世⾳經﹄ 這樣⼦求
救 就會有救 ﹂緊急的事情 只要唸﹁南摩⾼王觀世
⾳經﹂ 就是經名 經的名 ︻⾼王觀世⾳經︼是⼀個
經的名字 但是⾃古以來爭議不斷 很多的爭議 這部
經很多的爭議 因為是屬於夢授的經典 不是佛陀所
說 所以有⼈講是偽經 是假的經典
但我告訴⼤家 有⼀位蓮池法師 ⼤概是清朝時代
的吧 蓮池 ⼤家知道哪⼀個時代的？查⼀下吧！蓮花
的蓮 池⼦的池 蓮池⼤師 哪⼀個時代的？是宋還是
清？明朝還是清朝？明朝 是明朝的蓮池⼤師 蓮池⼤
師祂認為是偽經 但是現代的法⿎⼭的聖嚴法師 祂
講 祂說⼤家唸了沒有什麼障礙 ⼤家都唸了沒有事
沒有事就是好事 ⼤家唸了都沒有事 他不敢講是偽
經 聖嚴法師看到⼤家在唸 祂說⼤家唸了都沒有事
沒有事 什麼都沒事 沒有事就是好事 這是聖嚴法師
講的 淨空法師怎麼講？祂也不敢批評︻⾼王觀世⾳
經︼ 他只是講 你們為什麼不唸︽觀世⾳菩薩普⾨
品︾？他說 你們要唸︻⾼王經︼ 問我可以不可以唸
︻⾼王經︼ 他只是講 淨空法師講 你們為什麼不唸
︽觀世⾳菩薩普⾨品︾？他也沒有批評︻⾼王觀世⾳
經︼不好 法⿎⼭的聖嚴法師祂也沒有批評
師尊很尊崇︻⾼王觀世⾳經︼ 因為我剛剛得到天
眼的時候 釋慧靈法師他給我第⼀本經典 就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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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多謝晒！︵粵語：⾮常感謝︶還有呢？吐登悉地想
⼀個 西班⽛ Hola! Amigo! ︵西班⽛語：你好︶ Te
quiero mucho! ︵ 西 班 ⽛ 語 ： 我 愛 你 ︶ 還 有 德 國 來 的
Danke ︵德語：謝謝︶ 還有呢？巴西來的 Saude. ︵葡
萄⽛語：祝你健康︶謝謝⼤家！
今天啊 我們是⾼王觀世⾳的護摩 觀世⾳菩薩⾮
常地慈悲 這個⾼王觀世⾳跟⼀般的觀世⾳不同 祂是
過去七佛本⾝的化⾝ 所以祂的咒語是﹁嗡 離婆離婆
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你帝 摩訶
伽帝 真陵乾帝 梭哈
﹂祂的咒語就是七佛本⾝的咒
語 七尊佛本⾝的咒語 所以祂的光明⾮常地璀璨 ⾮
常地美麗 ⾮常地普照 祂的能⼒⾮常地⼤ 所以誦
︻⾼王觀世⾳經︼千遍 能滅⼀切的重罪！那麼⾼王觀
世⾳有⼀句話講：﹁能滅⽣死苦 消除諸毒害 ﹂這世
界上 我認為病苦第⼀厲害！所以希望⾼王觀世⾳能夠
解除我們的病苦 另外⽼跟病是不分的 ⼀般⽼了 他
就很多的病都會產⽣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化 ⼀⽼化
什麼病都來 ⽼跟病是分不開的 我希望⾼王觀世⾳能
夠解除我們⽼化的苦 讓我們變成年輕 男的英俊瀟
灑 ⼥的美麗⼤⽅ ⾼王觀世⾳拜託祢 讓我們每⼀個
⼈都很年輕 能滅⽣死苦 死前之苦也是很厲害的 讓
我們⽣的苦 ⼤部分都忘了 死的苦 其實死並不苦
重點是在死前的那⼀段時間會很痛苦 讓我們死前的苦
也全部消滅
其實佛陀最開始講的 第⼀個字 第⼀個真諦就是
﹁苦﹂ 苦啊 因為苦你才知道認真地好好地 能夠跟
著佛陀的腳步去修⾏ 所以︻⾼王觀世⾳經﹂唸滿千
遍 能滅⽣死苦 ⼀天祂沒有叫你多唸 早晚兩遍 你

要唸多也好 但是最少早晚兩遍 早上⼀遍 晚上⼀
遍 就能夠能滅⽣死苦 消除諸毒害 所有⼀切的毒害
全部統統都消除！這很好的 很好的觀世⾳經
⾼王觀世⾳菩薩祂曾經這樣⼦對我說：﹁你只要有
緊急的事情 你唸：﹃南摩⾼王觀世⾳經﹄ 這樣⼦求
救 就會有救 ﹂緊急的事情 只要唸﹁南摩⾼王觀世
⾳經﹂ 就是經名 經的名 ︻⾼王觀世⾳經︼是⼀個
經的名字 但是⾃古以來爭議不斷 很多的爭議 這部
經很多的爭議 因為是屬於夢授的經典 不是佛陀所
說 所以有⼈講是偽經 是假的經典
但我告訴⼤家 有⼀位蓮池法師 ⼤概是清朝時代
的吧 蓮池 ⼤家知道哪⼀個時代的？查⼀下吧！蓮花
的蓮 池⼦的池 蓮池⼤師 哪⼀個時代的？是宋還是
清？明朝還是清朝？明朝 是明朝的蓮池⼤師 蓮池⼤
師祂認為是偽經 但是現代的法⿎⼭的聖嚴法師 祂
講 祂說⼤家唸了沒有什麼障礙 ⼤家都唸了沒有事
沒有事就是好事 ⼤家唸了都沒有事 他不敢講是偽
經 聖嚴法師看到⼤家在唸 祂說⼤家唸了都沒有事
沒有事 什麼都沒事 沒有事就是好事 這是聖嚴法師
講的 淨空法師怎麼講？祂也不敢批評︻⾼王觀世⾳
經︼ 他只是講 你們為什麼不唸︽觀世⾳菩薩普⾨
品︾？他說 你們要唸︻⾼王經︼ 問我可以不可以唸
︻⾼王經︼ 他只是講 淨空法師講 你們為什麼不唸
︽觀世⾳菩薩普⾨品︾？他也沒有批評︻⾼王觀世⾳
經︼不好 法⿎⼭的聖嚴法師祂也沒有批評
師尊很尊崇︻⾼王觀世⾳經︼ 因為我剛剛得到天
眼的時候 釋慧靈法師他給我第⼀本經典 就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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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經︼ 我唸了就有感應 直接看到⾼王觀世⾳菩
薩的降臨 ⼤家唸了都⾮常有感應 這⼀部經典是感應
的經典 現代的⼈最重要是這樣⼦ 經典不要太⾧ 越
短的越好 唸了⾺上有感應的 就只有這⼀本 ︻⾼王
觀世⾳經︼ 更短的還有︻⼼經︼ ︻般若波羅蜜多⼼
經︼ 這個︻⼼經︼更短 但是它的意義深遠 ︻⾼王
觀世⾳經︼全部都是佛號跟菩薩的號 沒有別的 佛號
跟菩薩的號不能夠誹謗 全部都是佛！你看︻⾼王觀世
⾳經︼裡⾯ 無量諸佛 所有⼀切佛全部包括了 百億
⾦剛藏佛 就不得了了 ⼀百億的⾦剛藏佛同名同號
百億⾦剛藏佛在裡⾯ 另外還有呢 清涼寶⼭億萬菩
薩 億萬耶！億耶！億來億去的億耶 清涼寶⼭指的就
是中國的五台⼭ 就是清涼⼭ 居然有億萬菩薩在那
裡 全部都唸了！所有⼋⼤菩薩都在裡⾯ 觀世⾳菩
薩 ⽂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薩 彌勒菩
薩 虛空藏菩薩 ⾦剛⼿菩薩 除蓋障菩薩 就是⼋⼤
菩薩全部在裡⾯ 跟所有⼀切的菩薩 ⼀切的佛 全部
都在裡⾯ 這個唸滿⼀千遍 重罪皆消滅 所有的罪
你看我們⼈犯了多少的重罪 今天能夠來⽽沒有來的
今天能夠來︿台灣雷藏寺﹀⽽不來的 能夠來⽽沒有來
的 這個已經犯了輕忽罪 輕視跟忽略了這⼀場法會的
罪 就已經犯了 能來⽽不來就已經犯了戒了
這麼⼩的戒 平時 你說說謊 うそをつく ︵⽇
語︶ ⼤家認為說說謊 就算是說謊也是⾼興的 我告
訴你 你說謊就已經犯了戒了！不管你善的 惡的 ⽇
本話 うそをつく 就是講說你說謊 ⼤家聽了都很⾼
興 我每⼀次碰到⼩姐都說：﹁唉呀 ⼩姐 你好漂亮
喔！﹂其實並不怎麼樣 還是要講 為什麼呢？她聽了

⾼興 但是我們是不是犯了說謊呢？普通的我們就講很
漂亮 漂亮的我們說唉呀 哇 已經撞到我的⼼裡了
已經住在我⼼裡了 所以我們所謂閻浮提眾⽣啊 ⼀個
念頭 ⼀個⾏動都是罪的 所以你唸︻⾼王觀世⾳經︼
能夠滅除所有⼀切的毒害 消除你的⽣死之苦 對不
對 這樣⼦⽽且唸滿⼀千遍 所有的重罪 你的業障都
能夠消除 我感覺到⾼王觀世⾳菩薩跟我⾮常地有緣
以前我結緣的那個法師 他給我⼀本︻⾼王觀世⾳
經︼ 我就背得滾⽠爛熟 所以從今⽽後我⼜看到⾼王
觀世⾳跟我講 祂說 你緊急的時候唸﹁南摩⾼王觀世
⾳經﹂ 只要唸七遍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 南摩高王觀
世音經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 南摩高
王觀世音經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你
全⾝就透明了 今天⼀切出⾨都會平安無事 這是⾼王
觀世⾳跟我講 所以請⼤家唸﹁南摩⾼王觀世⾳經﹂每
⼀個⼈都要唸 ﹁南摩⾼王觀世⾳經﹂
我在⽇本也看到⽇⽂的︻⾼王觀世⾳經︼ ⽽且這
個經典在唐朝的時候就有 佛教傳到中國 差不多在晉
朝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那⼀段時間傳進來最多 所
謂密教唐朝開元時間就有開元三⼤⼠：善無畏 不空
⾦剛智三位 到了魏晉南北朝 在梁武帝的時候⼜有達
摩 到了中國就傳了禪宗 禪宗就由達摩祖師開始 就
傳了禪宗 是魏晉南北朝梁武帝開始 ⼀千五百多年的
時候就已經傳 祂到南朝機緣不合 所以達摩祖師就到
北魏 嵩⼭︿少林寺﹀的後⼭ 在那邊閉關九年是達
摩 ⾼王觀世⾳在唐朝的時候就有了 很早就有了 ⼀
直流傳到現在 現在盧師尊把它發揚光⼤了 因為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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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經︼ 我唸了就有感應 直接看到⾼王觀世⾳菩
薩的降臨 ⼤家唸了都⾮常有感應 這⼀部經典是感應
的經典 現代的⼈最重要是這樣⼦ 經典不要太⾧ 越
短的越好 唸了⾺上有感應的 就只有這⼀本 ︻⾼王
觀世⾳經︼ 更短的還有︻⼼經︼ ︻般若波羅蜜多⼼
經︼ 這個︻⼼經︼更短 但是它的意義深遠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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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但是我們是不是犯了說謊呢？普通的我們就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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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式：開喉輪
第三式：開心輪，要加上伏地挺身三十下。
第五式：
提明點飛須彌山（師尊示範站姿、跪姿、坐姿），長「吽」左右兩下，短吽上下十下

第一式：開眉心輪

第四式：開臍輪。左邊 14 下、右邊 14 下，轉臍輪

夏時代 西夏是在哪個時代？是在唐宋之間 那個時候
河西⾛廊 賀蘭⼭跟祈連⼭的中間 就是西夏王朝 西
夏王朝所有的⼈全部唸︻⾼王觀世⾳經︼ 所以成吉思
汗鐵⽊真攻西夏王朝連續差不多九次都攻不進來 這也
是⾼王觀世⾳菩薩本⾝的護持的⼒量在裡⾯！
今天講⾼王觀世⾳ 哇 五點廿七了！對了 就是
上個禮拜六 我講啊 講﹁提明點⾶須彌⼭﹂ 問題在
這裡喔 提明點⾶須彌⼭ 這三式⾦剛拳我解釋了很
久 結果還是有⼈跟我講 他還是不會做 不瞭解 那
麼今天呢 我是這樣⼦想 密教裡⾯ 當然⼀般的顯
教 沒有修氣 脈 明點 密教裡⾯有修內在的氣
脈 明點 然後有開五輪 眉⼼輪 喉輪 ⼼輪 臍
輪 密輪五輪 這五輪要如何打開？當然是要⽤氣通中
脈 中脈再氣灌全⾝ 然後只⽤氣使明點下降 ⽤氣把
拙⽕上升 你停在⼼輪的時候就把⼼輪打開 你可以看
⾒佛性的光明 藍⾊的光明在⼼輪裡⾯ 這是密教即⾝
成佛的⽅法 但是你必須要配合五種﹁⾦剛拳法﹂ 然
後配合提明點⾶須彌⼭ 你到了無上密⼀定要提明點⾶
須彌⼭ 如何提？如何打開五輪？我今天就做個⽰範
還有⼀點 我坐起來的坐姿 要我全⾝趴下很困難 ⼈
到中⽼年 肚⼦稍微⼤⼀點 所以要叫我全⾝趴下很困
難 不過我還是盡量做給⼤家看
我先做一下九節佛風 本來後面要稍微墊高一點
九節佛風一般是這樣子︵師尊示範︶
我先做開眉心輪︵師尊示範︶ 這是開眉心輪 用
拍打的 但是不要把自己的頭打破了 也不要把自己的皮
膚打壞了 這是第一點
現在做開喉輪的金剛拳︵師尊示範︶ 很簡單 開

喉輪的金剛拳
開心輪的︵師尊示範︶ 告訴大家 這是開心輪
的 但是要加上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三十下
現在跟大家講開臍輪的︵師尊示範︶這樣會不會？
剛剛那個動作是開臍輪的 左邊十四下 右邊十四下 轉
臍輪︵師尊示範︶
再教大家開密輪跟海底輪的︵師尊示範︶ 這是開
密輪跟海底輪的
開心輪的︵師尊示範伏地挺身︶ 然後做大哈抖
身 這是大哈抖身 彈跳︵師尊示範︶
做提明點飛須彌山︵師尊示範站姿 跪姿 坐
姿︶ 長﹁吽﹂左右兩下 短﹁吽﹂上下十下 會不會？
︵師尊再次示範︶開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海
底輪跟密輪 能夠彈多高就彈多高
先把氣流到⾃⼰的臉上 然後氣要在喉輪 在⼼輪
的時候做⼼輪的運動 然後所謂﹁⼤哈抖⾝﹂ 有站的
跟跳的 其實﹁⼤哈抖⾝﹂就是把氣遍到全⾝五輪裡⾯
跟其他微細的地⽅︵師尊⽰範︶會不會？
﹁⾦剛拳法﹂上個禮拜講 但是⼤家⼤部分都不清
楚 所以⾃⼰親⾃地⽰範給⼤家看 這個是師⽗教的
也不是什麼太難的動作 但是它可以讓你的眉⼼明點能
夠下降 能夠通過喉輪 到達⼼輪 到達臍輪 到達密
輪；也能夠往上提 後⾯的三式提法 就是把明點從脊
椎的地⽅往上提 ⼀直提到眉⼼ 你做久了就會有好的
覺受出來 全⾝也會輕鬆 ⽽且你⾝體不會哪裡痠痛
哪裡痛 很多⼈不是這裡痛就是那裡痛
有⼀個笑話是講 ⽼闆要招考員⼯ 就問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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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成功 在上帝來講：﹁你終於⾒到我
了 ﹂ 我們來講：﹁我們終於看到佛了 ﹂ 你的⼀
⽣沒有看到佛 你的⼀⽣沒有⾒到上帝 都不算成功
錢財再多還是會散掉 地位再⾼還是會跌下來 美麗更
不⽤談 ⼀下⼦就變成⽼太婆 ⼀晃 她就⽼了 世界
上沒有什麼 所以我常常講：﹁愛情 去你媽的
蛋 ﹂ 這是我內⼼的話 不能講出來的 不過 活著
就要珍惜 對不對？活著就要珍惜 死了就沒有了嘛！
不管是你先死還是我先死 不管你先掛還是我先掛 掛
了就沒有了 ⽼婆年輕你就掛了 ⽼婆還不⼀定是你
的 對不對？⽼婆先掛 先⽣還在 那個先⽣還不⼀定
是妳的啊！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嘛！死了什麼都沒有
了 所以我才會講這⼀句話 我是搞不清楚 這⼀句話
我們以前當阿兵哥的時候常講 修⾏⼈不可以講 你們
都不可以講 ⼤家最好不要講粗話 雖然粗話講起來令
你很爽 也不能夠講
問⼀個很簡單 很平淡的問題：﹁這些⿃為什麼喜
歡在電線上⾯排排坐？﹂ 很多的⿃ 像⾼壓線 牠也
會排成⼀排的 牠站在上⾯ 為什麼？因為⽬前是科技
的時代 在線上才能聊天哪！我們今天在這裡 師尊不
是跟⼤家聊天！我講的是⾮常正經的佛法！我以前沒有
錢 年輕的時候很窮 但是我眼光獨到 所以能夠看上
師母 你看看現在有錢的⼈他娶的⽼婆 都是⾮常美麗
的 有錢⼈娶的⽼婆都很美的 所以這才叫做﹁有錢⼈
終成眷屬﹂ 不是有情⼈終成眷屬 是有錢⼈終成眷
屬 今天我們有緣在這裡學習佛法 我們將來到了天上
界 到了淨⼟ 成就了 那個是有佛緣終成眷屬！

⾃⼰的能⼒怎麼樣？﹂ 他說：﹁我只有兩樣不
會 ﹂ ⽼闆就聘請了他 到最後他什麼都不會 他
說：﹁你不是只有兩樣不會嗎？﹂ 那個員⼯講：﹁我
是這樣也不會 那樣也不會 ﹂ 所以只有兩樣不會
我們今天學密法 要懂⾦剛拳 懂⾦剛拳的話 你
要把氣遍到全⾝ 你要⽤﹁⼤哈抖⾝﹂ ⾝體抖⼀抖
前⾯抖⼀抖 兩邊抖⼀抖 全⾝猛烈地抖 這個就是⼤
哈抖⾝ ⽽且嘴巴要打開 ⼀直哈氣 叫﹁⼤哈抖
⾝﹂ ⽤﹁哈 哈 哈 ﹂這樣⼦⼤哈抖⾝ 讓你的氣
能夠周遍你的全⾝ 這個就是︽道果︾裡⾯所謂的
﹁遍﹂字 就是把遍⾏氣全部充滿 哪裡有痠痛 ⽤你
的意念把這個氣運到痠痛的地⽅ 多⾛幾遍它就會好
所謂﹁會痛﹂就是脈不通 就會痛 脈通了它就不會
痛 沒有痛的感覺 所以哪裡痛 哪裡痛 ⼀定是那裡
發炎 那裡的氣阻塞住 你只要把氣通了 ⽕也通過
了 周遍全⾝了 你⾝體就會健康 最重要的就是把我
們的眉⼼輪打開 把我們的喉輪打開 把我們的⼼輪打
開 臍輪打開 然後密輪也打開
︽道果︾提到：﹁正行：行加持等法 略縮羅剎
道 猛吸二中指 雙眼上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
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點 ﹂ 這個就是持明點的⽅
法 略縮羅剎道 ﹁羅剎道﹂是哪裡呀？羅剎道就是肛
⾨ 縮起來 你會提肛嘛！放下 縮起來 放下 縮起
來 放下 縮起來 放下 略縮羅剎道 猛吸⼆中指
⼆中指︵師尊⽰範︶ 兩眼向上翻 ⽇⽉朝天︵師尊⽰
範︶ ⽇⽉朝天 猛吸⼆中指 縮羅剎道 這是做什
麼？這是明點要跑的時候 把它提起來 提住 再⽤三

現在快要放寒假了吧？學⽣差不多多久放寒假？
喔 ⼀⽉ 如果過了寒假就快開學了 學校 你得到我
的⼈ 卻得不到我的⼼ 開學了 我們都要去上學 但
是事實上 我這個⼈最不喜歡讀書 到現在還在受讀書
的恐嚇 因為有時候做夢的時候 夢到⾃⼰在考試 我
⼀夢到考試 我就煩 醒過來的時候：﹁還好 原來是
夢 ﹂ 真的 學校誤我⼆⼗四年 沒有啦 差不多六
歲才上學 ⼀直到⼆⼗四歲⼤學畢業 這裡有⼀個講
﹁喜歡﹂的 我喜歡你很久了 我等你也很久了 現在
我要離開你⽐很久 很久還要久 什麼意思？愛情來的
時候先別⾼興 因為當離開的時候會更久
雖然講說在錢堆裡⾯賺錢是可憐的⼈ 但是其實我
們每⼀個⼈都是可憐的⼈ 要分⼀點時間來學習佛法
就不是可憐的⼈ 不然你會變成這樣⼦ 有⼀個職員對
⽼闆講：﹁⽼闆 你必須幫我加薪 已經有四家公司在
找我了 ﹂ ⽼闆問：﹁是哪四家？﹂ 職員回答：
﹁電⼒公司 電信公司 ⽡斯公司還有討債公司 ﹂
活在⼈間有時候也是無可奈何 你必須要去賺錢養你⾃
⼰或者是養你的家庭或是養你的⽗母 養你的⼩孩 養
你的祖⽗ 祖母 必須要這樣⼦做 所以在這個⼈世間
其實有很多的難處 但是我們學佛的⼈除了在謀利之外
或是謀個名位之外 你必須要在佛法上⾯ 有⼀個時間
讓你好好地修習密法 這樣⼦才是圓滿的；今天 如果
你是出家⼈ 你對於名 對於利 對於情⾊ 更不要去
輕碰 更不要去輕易地接納它們！要好好地堅守⾃⼰是
僧⼈的⾝分 你還是要守戒律！我們出家⼈就是更要把
佛法做為我們⽣活的中⼼！謝謝⼤家！嗡嘛呢唄咪吽

式⾦剛拳 讓明點回到⾃⼰的眉⼼輪 這個就是今天跟
⼤家講的這⼀段的意義
告訴⼤家 ⾵箏會⾶是因為逆⾵ ⾵箏才會⾶ 對
不對？⼈會成⾧是因為逆境 逆境⼈才會成⾧；⼈會出
⾞禍是因為逆向 這是佛陀教我們的耶！不管是怎麼
逆 你必須要守住戒律！佛陀講﹁戒律﹂ ⾮常地嚴
格 釋迦牟尼佛講戒律⾮常地嚴格 我們不能疏忽這個
﹁戒律﹂！很多寧瑪派的出家⼈ 紅教的僧⼈⽐較不守
戒律 所以宗喀巴整頓西藏的密教的時候 祂的格魯
派 ﹁格魯﹂兩個字其實就是﹁守戒律﹂本⾝的意思在
裡⾯ 所以我們學佛的⼈不管如何 你守住戒律 就是
﹁諸惡莫做 眾善奉⾏﹂ 很重要的！不管你是順向
逆向 逆境來了 我們還是守戒律 順境來了我們也是
守戒律 所以佛陀在祂涅槃的時候提出﹁以戒為師﹂
你們佛弟⼦要注重戒律 千萬不要犯戒
上帝問世⼈：﹁什麼叫做成功？﹂ 甲回答：﹁受
到重⽤ ﹂ ⼄回答：﹁累積了很多的財富 ﹂ 丙回
答：﹁贏得了名譽 ﹂ 丁回答：﹁建⽴了信仰 ﹂
戊回答：﹁得到了愛情 ﹂ ⼰：﹁培養了出⾊的孩
⼦ ﹂ 庚：﹁成為了總統 ﹂ ⾟回答：﹁實現了夢
想 ﹂ 這時候上帝笑了：﹁你們都想太多了 平平安
安地活著 晚⼀點來⾒我 就是成功 ﹂ ⼈⽣沒什
麼 告訴⼤家 ⼈⽣沒什麼 什麼發⼤財 可憐的⼈才
去發⼤財 很可憐的⼈才是在財裡⾯滾來滾去 滾出⼤
財也是可憐⼈哪！很多⼈滾來滾去就是要選舉能夠成
功 能夠得到名位 這是第⼆等可憐的⼈ 當然哪！可
憐的⼈很多 財 ⾊ 名都是可憐的 都是很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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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成功 在上帝來講：﹁你終於⾒到我
了 ﹂ 我們來講：﹁我們終於看到佛了 ﹂ 你的⼀
⽣沒有看到佛 你的⼀⽣沒有⾒到上帝 都不算成功
錢財再多還是會散掉 地位再⾼還是會跌下來 美麗更
不⽤談 ⼀下⼦就變成⽼太婆 ⼀晃 她就⽼了 世界
上沒有什麼 所以我常常講：﹁愛情 去你媽的
蛋 ﹂ 這是我內⼼的話 不能講出來的 不過 活著
就要珍惜 對不對？活著就要珍惜 死了就沒有了嘛！
不管是你先死還是我先死 不管你先掛還是我先掛 掛
了就沒有了 ⽼婆年輕你就掛了 ⽼婆還不⼀定是你
的 對不對？⽼婆先掛 先⽣還在 那個先⽣還不⼀定
是妳的啊！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嘛！死了什麼都沒有
了 所以我才會講這⼀句話 我是搞不清楚 這⼀句話
我們以前當阿兵哥的時候常講 修⾏⼈不可以講 你們
都不可以講 ⼤家最好不要講粗話 雖然粗話講起來令
你很爽 也不能夠講
問⼀個很簡單 很平淡的問題：﹁這些⿃為什麼喜
歡在電線上⾯排排坐？﹂ 很多的⿃ 像⾼壓線 牠也
會排成⼀排的 牠站在上⾯ 為什麼？因為⽬前是科技
的時代 在線上才能聊天哪！我們今天在這裡 師尊不
是跟⼤家聊天！我講的是⾮常正經的佛法！我以前沒有
錢 年輕的時候很窮 但是我眼光獨到 所以能夠看上
師母 你看看現在有錢的⼈他娶的⽼婆 都是⾮常美麗
的 有錢⼈娶的⽼婆都很美的 所以這才叫做﹁有錢⼈
終成眷屬﹂ 不是有情⼈終成眷屬 是有錢⼈終成眷
屬 今天我們有緣在這裡學習佛法 我們將來到了天上
界 到了淨⼟ 成就了 那個是有佛緣終成眷屬！

⾃⼰的能⼒怎麼樣？﹂ 他說：﹁我只有兩樣不
會 ﹂ ⽼闆就聘請了他 到最後他什麼都不會 他
說：﹁你不是只有兩樣不會嗎？﹂ 那個員⼯講：﹁我
是這樣也不會 那樣也不會 ﹂ 所以只有兩樣不會
我們今天學密法 要懂⾦剛拳 懂⾦剛拳的話 你
要把氣遍到全⾝ 你要⽤﹁⼤哈抖⾝﹂ ⾝體抖⼀抖
前⾯抖⼀抖 兩邊抖⼀抖 全⾝猛烈地抖 這個就是⼤
哈抖⾝ ⽽且嘴巴要打開 ⼀直哈氣 叫﹁⼤哈抖
⾝﹂ ⽤﹁哈 哈 哈 ﹂這樣⼦⼤哈抖⾝ 讓你的氣
能夠周遍你的全⾝ 這個就是︽道果︾裡⾯所謂的
﹁遍﹂字 就是把遍⾏氣全部充滿 哪裡有痠痛 ⽤你
的意念把這個氣運到痠痛的地⽅ 多⾛幾遍它就會好
所謂﹁會痛﹂就是脈不通 就會痛 脈通了它就不會
痛 沒有痛的感覺 所以哪裡痛 哪裡痛 ⼀定是那裡
發炎 那裡的氣阻塞住 你只要把氣通了 ⽕也通過
了 周遍全⾝了 你⾝體就會健康 最重要的就是把我
們的眉⼼輪打開 把我們的喉輪打開 把我們的⼼輪打
開 臍輪打開 然後密輪也打開
︽道果︾提到：﹁正行：行加持等法 略縮羅剎
道 猛吸二中指 雙眼上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
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點 ﹂ 這個就是持明點的⽅
法 略縮羅剎道 ﹁羅剎道﹂是哪裡呀？羅剎道就是肛
⾨ 縮起來 你會提肛嘛！放下 縮起來 放下 縮起
來 放下 縮起來 放下 略縮羅剎道 猛吸⼆中指
⼆中指︵師尊⽰範︶ 兩眼向上翻 ⽇⽉朝天︵師尊⽰
範︶ ⽇⽉朝天 猛吸⼆中指 縮羅剎道 這是做什
麼？這是明點要跑的時候 把它提起來 提住 再⽤三

現在快要放寒假了吧？學⽣差不多多久放寒假？
喔 ⼀⽉ 如果過了寒假就快開學了 學校 你得到我
的⼈ 卻得不到我的⼼ 開學了 我們都要去上學 但
是事實上 我這個⼈最不喜歡讀書 到現在還在受讀書
的恐嚇 因為有時候做夢的時候 夢到⾃⼰在考試 我
⼀夢到考試 我就煩 醒過來的時候：﹁還好 原來是
夢 ﹂ 真的 學校誤我⼆⼗四年 沒有啦 差不多六
歲才上學 ⼀直到⼆⼗四歲⼤學畢業 這裡有⼀個講
﹁喜歡﹂的 我喜歡你很久了 我等你也很久了 現在
我要離開你⽐很久 很久還要久 什麼意思？愛情來的
時候先別⾼興 因為當離開的時候會更久
雖然講說在錢堆裡⾯賺錢是可憐的⼈ 但是其實我
們每⼀個⼈都是可憐的⼈ 要分⼀點時間來學習佛法
就不是可憐的⼈ 不然你會變成這樣⼦ 有⼀個職員對
⽼闆講：﹁⽼闆 你必須幫我加薪 已經有四家公司在
找我了 ﹂ ⽼闆問：﹁是哪四家？﹂ 職員回答：
﹁電⼒公司 電信公司 ⽡斯公司還有討債公司 ﹂
活在⼈間有時候也是無可奈何 你必須要去賺錢養你⾃
⼰或者是養你的家庭或是養你的⽗母 養你的⼩孩 養
你的祖⽗ 祖母 必須要這樣⼦做 所以在這個⼈世間
其實有很多的難處 但是我們學佛的⼈除了在謀利之外
或是謀個名位之外 你必須要在佛法上⾯ 有⼀個時間
讓你好好地修習密法 這樣⼦才是圓滿的；今天 如果
你是出家⼈ 你對於名 對於利 對於情⾊ 更不要去
輕碰 更不要去輕易地接納它們！要好好地堅守⾃⼰是
僧⼈的⾝分 你還是要守戒律！我們出家⼈就是更要把
佛法做為我們⽣活的中⼼！謝謝⼤家！嗡嘛呢唄咪吽

式⾦剛拳 讓明點回到⾃⼰的眉⼼輪 這個就是今天跟
⼤家講的這⼀段的意義
告訴⼤家 ⾵箏會⾶是因為逆⾵ ⾵箏才會⾶ 對
不對？⼈會成⾧是因為逆境 逆境⼈才會成⾧；⼈會出
⾞禍是因為逆向 這是佛陀教我們的耶！不管是怎麼
逆 你必須要守住戒律！佛陀講﹁戒律﹂ ⾮常地嚴
格 釋迦牟尼佛講戒律⾮常地嚴格 我們不能疏忽這個
﹁戒律﹂！很多寧瑪派的出家⼈ 紅教的僧⼈⽐較不守
戒律 所以宗喀巴整頓西藏的密教的時候 祂的格魯
派 ﹁格魯﹂兩個字其實就是﹁守戒律﹂本⾝的意思在
裡⾯ 所以我們學佛的⼈不管如何 你守住戒律 就是
﹁諸惡莫做 眾善奉⾏﹂ 很重要的！不管你是順向
逆向 逆境來了 我們還是守戒律 順境來了我們也是
守戒律 所以佛陀在祂涅槃的時候提出﹁以戒為師﹂
你們佛弟⼦要注重戒律 千萬不要犯戒
上帝問世⼈：﹁什麼叫做成功？﹂ 甲回答：﹁受
到重⽤ ﹂ ⼄回答：﹁累積了很多的財富 ﹂ 丙回
答：﹁贏得了名譽 ﹂ 丁回答：﹁建⽴了信仰 ﹂
戊回答：﹁得到了愛情 ﹂ ⼰：﹁培養了出⾊的孩
⼦ ﹂ 庚：﹁成為了總統 ﹂ ⾟回答：﹁實現了夢
想 ﹂ 這時候上帝笑了：﹁你們都想太多了 平平安
安地活著 晚⼀點來⾒我 就是成功 ﹂ ⼈⽣沒什
麼 告訴⼤家 ⼈⽣沒什麼 什麼發⼤財 可憐的⼈才
去發⼤財 很可憐的⼈才是在財裡⾯滾來滾去 滾出⼤
財也是可憐⼈哪！很多⼈滾來滾去就是要選舉能夠成
功 能夠得到名位 這是第⼆等可憐的⼈ 當然哪！可
憐的⼈很多 財 ⾊ 名都是可憐的 都是很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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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影響 是來提醒你要不受影響︵上︶
將永離痛苦！

起︶！
不幸 正是時侯修向幸運幸福
每個讓你痛苦的人和事 都可以讓你強大
每痛苦一次 內心就可以強大一次
它們都是來度化你的！
你完全可以在痛苦中昇華！
不斷的痛苦可以讓你不斷昇華！
遵從蓮生師佛的圓滿教示去做到 你將永離痛
苦！
師佛的教示是真正的苦口婆心！
選擇了 就單純些 不要懷疑 有疑都在於你
還泥足深陷
單純不疑︵大善緣的福德直覺與認知感應
等︶ 或開悟證得︵邏輯與真實︶之後 一律釋
疑
犯了重﹁錯﹂ 正是轉向﹁對﹂的重大力
量 更加應當立斷釋然 證明你的強大！佛性的偉
大！
大 空明 不用宣傳 不用﹁拜票﹂ 不用求

依蓮生師佛的圓滿教示去做到

雜念的擾攘 會使人更嚮往無住念的不擾攘
別人不好 是來提醒你要做好 ﹁不好也是
好﹂︵蓮生師佛法語︶
影響 是來提醒你不要受影響的
行者時常要把握寶貴機遇：
訓練自己 凡遇到影響 都能夠不受影響！
擾攘 是提醒你要持咒唸經了 要亮出持咒唸
經的定力了
不定的風景是來提醒你 要成為無所不定的虛
空
難受 用於磨練到不難受
痛苦是來度你不痛苦
這些都是﹁處方藥﹂ 勿把藥浪費了
糾結不如空︵放下︶ 空掉了對於糾結之
事 更有助益！
因為：﹁有﹂根源於﹁空﹂
解決不了的事 能顯現空性 更加有助於解
決！
努力了之餘 愈空︵放下︶ 才能愈有︵提

得妙有的豐足
只有不執著地﹁快樂﹂品嚐 才不致深陷於塵
世的迷惑
不排斥逆來的 反對的 苦難的 受辱的 全
看成無物 大膽如此 無念如此 才能是舒服的活
著
受苦的﹁我﹂ 是一時的幻覺
糞便是燃料 一直可以讓自己 讓別人在光明
和溫暖中
一切的善惡愛恨無非只是塵世的揚塵
修行是在打掃當中 請勿打擾
自己不為所擾 才是生活的重中之重
因為 你能止盡別人別事的滋擾嗎？
你能止盡因緣環境的滋擾嗎？
既然無法 唯一的出路 就是由自己的內心去
做到
作家 收藏家馬未都先生說起幾十年前的事：
農村的旱廁粗劣髒亂 寒冬裡氣味也大到令人
窒息
﹁人的適應力特強 等我從農村回來 就可以
在北京的公共廁所蹲大排 一不覺得尷尬 二不覺
得有味 三腿永遠不麻 ﹂
｜ 未完待續 ｜

■⽂∕蓮曉上師

媒體放過 不用走到別人眼光照及不到的地方去尋
求﹁安全﹂：
當下放下︵心無掛礙 無有恐怖︶ 才是﹁最
有臉子的事﹂！
沒有人綁你 別人也綁不到你 金錢損失 美
夢粉碎 名譽掃地也綁不到你 你就是﹁光榮的
佛﹂ ﹁狗屎佛﹂︵不住名相︶ 自在如如的
佛
你放下塵衣 赤裸朗然：
佛性依然 頂天立地！
以空性菩提心 幻失無所失 幻得無所得！
你可堂而皇之 如沐春風 證明你是真正的行
者 即心是佛！
別人放下屠刀 馬上是佛；我們當然也可以放
下榮辱得失 馬上是佛
允許 更多的允許 無限的允許！
接受 還歡喜 是直接的法門！
勝過那些表相修行的千法萬壇
修法持咒最終要做到的 才是最關鍵
開悟所在 與修行無直接關係 修行只是工具
之一
你直接的 也就是不是的是了！相對的絕對了！
對於人生的五味雜陳 允許︵無所住︶ 才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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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 12.22.2018
護摩大法會 台灣雷藏寺

二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
期六︶︿台灣雷藏寺﹀恭請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盧勝彥 主持﹁蓮花童子護摩大法
會﹂ ﹁蓮花童子﹂是摩訶雙蓮池
中﹁十八位蓮花尊者﹂的統稱
﹁真佛宗傳承﹂：大日如來｜佛眼
佛母｜阿彌陀佛｜蓮花童子｜蓮生
活佛盧勝彥 因此殊勝的傳承根
源 自然攝召全世界各地的真佛弟
子們 前來共聚一堂 聆聽法教

迴 若第三日等 隱入秘處孔﹂
其義為：初以營養食物妥善調
理補身 高廣宅室 跏趺固握 觀
右手心日輪壇城 左手心月輪壇
城 交叉覆蓋二膝 此為身要 心
要：下身或密處一切淨分 如以麥
管吸水般由三脈內逆引上提 口
要：依修長吽 短吽行持之法 中
三回 次右三回 次中三回 次左
三回 次中三回等 一切總計於中
九回 左右二邊六回 共十五回
又由二鼻孔引息 出息三次 入息
三次 共六次 如前授之法了知
依體力衡量 調養三日等 即
為淨治輪迴 如是行之三日 則能
隱入秘處孔道中 下行氣得自在
﹁無漏法﹂有六種方法 聖尊
全修過 師父教導聖尊﹁降 提
持 散﹂ 也就是﹁寶瓶氣﹂ 先
把上行氣降下來 下行氣提起來
然後持住氣 之後再把氣遍行到全

共沐佛恩
法會前新當選的草屯鎮長簡景
賢先生 特別前來感謝聖尊蓮生活
佛盧勝彥的照顧與加持 使他能順
利高票當選 簡鎮長致詞時表示曾
向聖尊承諾：﹁只要當選 就會來
︿台灣雷藏寺﹀當志工 ﹂因此
簡鎮長向大家保證 會儘力將雷藏
寺前的墓地變公園 並致力為升格
﹁草屯市﹂而努力 會爭取草屯鎮
周邊的飯店來關照同門 最後希望

在師尊的加持下 草屯能更繁華
殊勝的藏密護摩在司儀的引領
下 如儀進行 冥陽兩利 法會吉
祥圓滿 會後聖尊傳法開示：首先
感謝幫助馬來西亞法會和印尼法會
圓滿成功的主要人物 以及所有志
工的幕後英雄們 感謝釋蓮悅上師
負責這次印尼法會 能順利完成九
個雷藏寺 一個堂的開光和說法
是日正逢﹁冬至﹂ 聖尊祝福
大家身體健康 修行精進 每個人

■文∕蓮花智雯

身 或是把氣沖頂 或是讓氣從口
中出去 所謂前行的﹁三吐與三
納﹂就是﹁九節佛風﹂ 先練好
﹁九節佛風﹂ 再做﹁金剛誦﹂
寶瓶氣就能進入中脈的臍輪和密處
︵海底輪︶ 聖尊提醒弟子們要注
意身體健康 如果身體不健康 就
不好修氣 要升起拙火一定要﹁六
灶印﹂ ﹁提﹂的要訣就是要修
﹁長吽﹂和﹁短吽﹂ 長吽和短吽
共有三個姿勢：站姿 坐姿和跪
姿 ﹁持﹂就是把水停住 把水引
到全身的脈︵遍行氣︶ 就是
﹁散﹂ 再往上﹁提﹂回菩提心月
液 聖尊認為過平常修行的日子
重於一切 和本尊相應最重要！
最後聖尊於灌頂前為壇城 流
通處 同門帶來的佛像 法器 文
物開光 加持大悲咒水 並做總加
持 再賜授與會大眾﹁蓮花童子總
持灌頂﹂(包含：傳承灌頂 根本上
師相應法 五大成就法 最速捷相
應往生法 真佛米供法施觀 蓮生
上師金剛髮鬘法 金剛誦 還淨法
等灌頂)︵含皈依灌頂︶ ︵聖尊完
整開示內容 請參閱近期燃燈雜
誌 ︶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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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節氣，
聖尊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修行精進，
每個人都發大財！
簡景賢鎮長致詞：
只要當選，就來台灣雷藏寺
當志工。並表示會儘力將雷
藏寺前的墓地變公園。爭取
草屯鎮周邊的飯店關照同
門。

都發大財！
聖尊介紹護摩主尊﹁蓮花童
子﹂的咒語 及兩則不可思議殊勝
的感應事蹟 最先提到蓮花童子的
是中國︿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所
出版的書 該書是研究蓮花童子
在唐朝就有蓮花童子存在 有蓮花
童子偈：﹁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
虛空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外聽 盡
說極樂勝諸天 ﹂到了現代 盧師
尊才將蓮花童子發揚光大！
聖尊繼續講授︽道果︾｜第四
剎俱生喜稱﹁明點堅固煖﹂ 無需
劬勞即持 護：守護不漏有六 於
後持護明點漏失時釋說 此處暫
略 略方便道：分三：前行 依下
行氣 正行 明點降持同時 後
行 迴遍 前行：具身威儀 右手
日 左手月 交蓋覆於雙膝 長吽
短吽正面九次 左右各三次清淨
訣云：﹁三吐與三納 作清淨輪

貴賓
王賽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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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偈：﹁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
虛空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外聽 盡
說極樂勝諸天 ﹂到了現代 盧師
尊才將蓮花童子發揚光大！
聖尊繼續講授︽道果︾｜第四
剎俱生喜稱﹁明點堅固煖﹂ 無需
劬勞即持 護：守護不漏有六 於
後持護明點漏失時釋說 此處暫
略 略方便道：分三：前行 依下
行氣 正行 明點降持同時 後
行 迴遍 前行：具身威儀 右手
日 左手月 交蓋覆於雙膝 長吽
短吽正面九次 左右各三次清淨
訣云：﹁三吐與三納 作清淨輪

貴賓
王賽芝女士

高王觀世音菩薩 12.29.2018
台灣雷藏寺
護摩大法會

聖尊示範及解說
開 五 輪 之 金 剛 拳 法｜
提明點飛須彌山

二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台灣雷藏寺﹀
恭請︿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
活佛盧勝彥 主持﹁高王觀世音菩
薩護摩大法會﹂ 聖尊蓮生活佛曾
開示過祂與﹁高王觀世音菩薩﹂的
甚深因緣 同時每日必親誦︻高王
觀世音真經︼ 經文中有一句：
﹁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 等
於是消除一生中所有的苦難與毒
害 聖尊因此受益良多 故推祟
︻高王觀世音真經︼ 且教導︿真
佛宗﹀弟子每日持誦︻高王觀世音
真經︼ 來自世界各地重法實修的
弟子們 珍惜如此殊勝的法緣 使
得法會現場再次座無虛席
聖尊傳法開示前先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 祝 大 家 身 體 健
康 再以各國的語言向大家問好
聖尊向大家介紹﹁高王觀世音
菩薩﹂的法相 心咒與殊勝的來
歷 唸誦︻高王觀世音真經︼一千
遍能滅一切眾罪 聖尊認為世上病
苦最苦 希望﹁高王觀世音菩薩﹂
能解除我們的病苦 而老苦和病苦
是一起的 希望能幫我們避免老化
之苦 和消除死前那一段時間之
苦 聖尊教導弟子 每天最少早晚
誦兩遍︻高王觀世音真經︼ ﹁高

馬來西亞青年團來台參加活力成長營

王觀世音菩薩﹂曾告訴聖尊 只要
有緊急的事 唸﹁南摩高王觀世音
經﹂就有救 只要每日早上唸六次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就全身清
淨 出門平安無事
聖尊講授︽道果︾之前先親自
示範﹁開五輪之金剛拳法﹂ 要將
氣遍行全身就是用大哈抖身 哪裡
有酸痛 用意念將氣運到那裡多走
幾遍就不痛 正行：﹁行加持等
法 略縮羅剎道 猛吸二中指 雙
眼上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
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點﹂
羅剎道是指肛門
佛陀講戒律非常嚴格 ﹁諸惡
莫作 眾善奉行﹂非常重要 慈悲
的聖尊再次提醒弟子們：佛弟子要
守戒律
聖尊以一則笑話來教導弟子
人生沒什麼 很可憐的人才在錢財
滾來滾去 追求財 色 名都是可
憐的人 真正的成功 在上帝來講
是：﹁你終於見到我了！﹂在我們
來講 ﹁終於見到佛！﹂錢財再多
還是會散掉 地位再高還是會跌下
來 美麗一晃就成了老太婆
我們有緣在這裡學習佛法 將
來到佛國淨土 即是有佛緣終成眷
屬 我們每天都要分一點時間來學

習佛法 我們學佛的人 除了在謀
利 謀名位之外 在佛法上要有一
個時間好好的學習密法
聖尊語重心長的告誡弟子：一
個出家人對於名 利 情色 不要
輕易去接納 要好好堅守僧人的身
分 要守戒律 出家人更要把佛法
視為我們生活的重心 最後聖尊於
灌頂前為壇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
的佛像 法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
悲咒水 並做總加持 再賜授與會
大眾﹁高王觀世音不共大法﹂和
﹁觀音身壇城避災法﹂灌頂(含皈依
灌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
參閱近期燃燈雜誌 ︶

雜誌

51
52

聖尊蓮生活佛

勉勵出家人要好好堅守僧人的身份，
要守戒律。
■文∕蓮花智雯

高王觀世音菩薩 12.29.2018
台灣雷藏寺
護摩大法會

聖尊示範及解說
開 五 輪 之 金 剛 拳 法｜
提明點飛須彌山

二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台灣雷藏寺﹀
恭請︿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
活佛盧勝彥 主持﹁高王觀世音菩
薩護摩大法會﹂ 聖尊蓮生活佛曾
開示過祂與﹁高王觀世音菩薩﹂的
甚深因緣 同時每日必親誦︻高王
觀世音真經︼ 經文中有一句：
﹁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 等
於是消除一生中所有的苦難與毒
害 聖尊因此受益良多 故推祟
︻高王觀世音真經︼ 且教導︿真
佛宗﹀弟子每日持誦︻高王觀世音
真經︼ 來自世界各地重法實修的
弟子們 珍惜如此殊勝的法緣 使
得法會現場再次座無虛席
聖尊傳法開示前先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 祝 大 家 身 體 健
康 再以各國的語言向大家問好
聖尊向大家介紹﹁高王觀世音
菩薩﹂的法相 心咒與殊勝的來
歷 唸誦︻高王觀世音真經︼一千
遍能滅一切眾罪 聖尊認為世上病
苦最苦 希望﹁高王觀世音菩薩﹂
能解除我們的病苦 而老苦和病苦
是一起的 希望能幫我們避免老化
之苦 和消除死前那一段時間之
苦 聖尊教導弟子 每天最少早晚
誦兩遍︻高王觀世音真經︼ ﹁高

馬來西亞青年團來台參加活力成長營

王觀世音菩薩﹂曾告訴聖尊 只要
有緊急的事 唸﹁南摩高王觀世音
經﹂就有救 只要每日早上唸六次
﹁南摩高王觀世音經﹂就全身清
淨 出門平安無事
聖尊講授︽道果︾之前先親自
示範﹁開五輪之金剛拳法﹂ 要將
氣遍行全身就是用大哈抖身 哪裡
有酸痛 用意念將氣運到那裡多走
幾遍就不痛 正行：﹁行加持等
法 略縮羅剎道 猛吸二中指 雙
眼上翻視 以此持明點 猛出哈哈
聲 復行身幻輪 此亦持明點﹂
羅剎道是指肛門
佛陀講戒律非常嚴格 ﹁諸惡
莫作 眾善奉行﹂非常重要 慈悲
的聖尊再次提醒弟子們：佛弟子要
守戒律
聖尊以一則笑話來教導弟子
人生沒什麼 很可憐的人才在錢財
滾來滾去 追求財 色 名都是可
憐的人 真正的成功 在上帝來講
是：﹁你終於見到我了！﹂在我們
來講 ﹁終於見到佛！﹂錢財再多
還是會散掉 地位再高還是會跌下
來 美麗一晃就成了老太婆
我們有緣在這裡學習佛法 將
來到佛國淨土 即是有佛緣終成眷
屬 我們每天都要分一點時間來學

習佛法 我們學佛的人 除了在謀
利 謀名位之外 在佛法上要有一
個時間好好的學習密法
聖尊語重心長的告誡弟子：一
個出家人對於名 利 情色 不要
輕易去接納 要好好堅守僧人的身
分 要守戒律 出家人更要把佛法
視為我們生活的重心 最後聖尊於
灌頂前為壇城 流通處 同門帶來
的佛像 法器 文物開光 加持大
悲咒水 並做總加持 再賜授與會
大眾﹁高王觀世音不共大法﹂和
﹁觀音身壇城避災法﹂灌頂(含皈依
灌頂︶ ︵聖尊完整開示內容 請
參閱近期燃燈雜誌 ︶

雜誌

51
52

聖尊蓮生活佛

勉勵出家人要好好堅守僧人的身份，
要守戒律。
■文∕蓮花智雯

主壇–釋蓮雄上師
釋蓮雄上師（左）、釋蓮輝上師（右）

周年慶 ，
香港雷藏寺
前來參加法會的同門非常踴躍，擠滿整個雷藏寺。

二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香港雷藏寺﹀為慶祝二十
三周年寺慶及阿彌陀佛寶誕 舉辦
﹁阿彌陀佛祈福護摩法會暨阿彌陀
佛息災 增益 賜福灌頂﹂ 並特
別迴向︿燃燈雜誌﹀的功德主
︿香港雷藏寺﹀的前身為︿信
法堂﹀ 於一九八四年成立 及後
在一九九五年買下現址 恩蒙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賜名成為︿香港
雷藏寺﹀ 至今已經歷二十三個年
頭 再加上由︿信法堂﹀至︿香港
雷藏寺﹀到現在 更是度過了三十
四個春秋
︿香港雷藏寺﹀一直秉持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聖尊的教導 依止真
佛傳承 從無間斷地弘揚︿真佛密
法﹀ 每星期同修︿真佛密法﹀或
護摩 不定期舉辦持咒及禮拜真佛
寶懺等等各種法務 默默地一步一
腳印地實修︿真佛密法﹀ 廣傳聖
尊蓮生活佛的教義
時光飛逝 人身難得今已得
名師難求今已有 大家有大福緣皈
依蓮生聖尊的座下為弟子 緣分實
在彌足珍貴 我們每位弟子必定要
且行且珍惜 依教奉行 不違師
意 依六度萬行 精進修行 以求

克期取證 以報師恩
︿香港雷藏寺﹀今年的寺慶
適逢阿彌陀佛寶誕 特此舉辦﹁阿
彌陀佛祈福護摩法會﹂暨迴向﹁真
佛宗燃燈雜誌功德主﹂
法會於下午二時正開始 法會
由釋蓮雄上師主壇 釋蓮輝上師及
諸位法師護壇 前來參加法會的同
門非常踴躍 擠滿整個雷藏寺 參
加法會的同門遍及天台及走廊
恩蒙蓮生聖尊及阿彌陀佛的慈
悲加持下 法會順利圓滿吉祥 其
後 釋蓮雄上師代聖尊為新皈依的
同門傳授﹁新皈依灌頂及阿彌陀佛
息災 增益 賜福灌頂﹂
法會後 ︿香港雷藏寺﹀的醒
獅組為祝賀寺慶 表演醒獅採青
大家的掌聲和歡呼聲更將慶祝寺慶
的氣氛推上更熱烈和歡樂
眾同門欣賞過醒獅助慶後 共
同圍繞巨大的生日蛋糕 高唱生日
歌熱烈慶賀︿香港雷藏寺﹀二十三
周年寺慶 寺務興隆 法輪常轉
弘揚︿真佛密法﹀ 廣度眾生
弟子們更摰誠祈願師佛蓮生聖
尊佛體安康 常住世間 不入涅
槃 任運自在 永轉法輪 廣度眾
生
雜誌

53
54

燃燈功德主迴 向

眾人圍繞蛋糕，慶賀香港雷藏寺二十三周年寺慶

醒獅採青表演，
大眾掌聲歡呼聲熱烈不斷。

9年
201

主壇–釋蓮雄上師
釋蓮雄上師（左）、釋蓮輝上師（右）

周年慶 ，
香港雷藏寺
前來參加法會的同門非常踴躍，擠滿整個雷藏寺。

二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香港雷藏寺﹀為慶祝二十
三周年寺慶及阿彌陀佛寶誕 舉辦
﹁阿彌陀佛祈福護摩法會暨阿彌陀
佛息災 增益 賜福灌頂﹂ 並特
別迴向︿燃燈雜誌﹀的功德主
︿香港雷藏寺﹀的前身為︿信
法堂﹀ 於一九八四年成立 及後
在一九九五年買下現址 恩蒙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賜名成為︿香港
雷藏寺﹀ 至今已經歷二十三個年
頭 再加上由︿信法堂﹀至︿香港
雷藏寺﹀到現在 更是度過了三十
四個春秋
︿香港雷藏寺﹀一直秉持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聖尊的教導 依止真
佛傳承 從無間斷地弘揚︿真佛密
法﹀ 每星期同修︿真佛密法﹀或
護摩 不定期舉辦持咒及禮拜真佛
寶懺等等各種法務 默默地一步一
腳印地實修︿真佛密法﹀ 廣傳聖
尊蓮生活佛的教義
時光飛逝 人身難得今已得
名師難求今已有 大家有大福緣皈
依蓮生聖尊的座下為弟子 緣分實
在彌足珍貴 我們每位弟子必定要
且行且珍惜 依教奉行 不違師
意 依六度萬行 精進修行 以求

克期取證 以報師恩
︿香港雷藏寺﹀今年的寺慶
適逢阿彌陀佛寶誕 特此舉辦﹁阿
彌陀佛祈福護摩法會﹂暨迴向﹁真
佛宗燃燈雜誌功德主﹂
法會於下午二時正開始 法會
由釋蓮雄上師主壇 釋蓮輝上師及
諸位法師護壇 前來參加法會的同
門非常踴躍 擠滿整個雷藏寺 參
加法會的同門遍及天台及走廊
恩蒙蓮生聖尊及阿彌陀佛的慈
悲加持下 法會順利圓滿吉祥 其
後 釋蓮雄上師代聖尊為新皈依的
同門傳授﹁新皈依灌頂及阿彌陀佛
息災 增益 賜福灌頂﹂
法會後 ︿香港雷藏寺﹀的醒
獅組為祝賀寺慶 表演醒獅採青
大家的掌聲和歡呼聲更將慶祝寺慶
的氣氛推上更熱烈和歡樂
眾同門欣賞過醒獅助慶後 共
同圍繞巨大的生日蛋糕 高唱生日
歌熱烈慶賀︿香港雷藏寺﹀二十三
周年寺慶 寺務興隆 法輪常轉
弘揚︿真佛密法﹀ 廣度眾生
弟子們更摰誠祈願師佛蓮生聖
尊佛體安康 常住世間 不入涅
槃 任運自在 永轉法輪 廣度眾
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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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功德主迴 向

眾人圍繞蛋糕，慶賀香港雷藏寺二十三周年寺慶

醒獅採青表演，
大眾掌聲歡呼聲熱烈不斷。

9年
201

師尊文集讀書會導讀報導

二

■文∕蓮花耀文

○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星期
六︶ ︿台灣雷藏寺﹀在師
尊返台第一場﹁瑤池金母護摩大法
會﹂之前 舉辦師尊第一八一冊文
集︽指引一條明路︾ 副標題是
﹁不可思議的救度﹂導讀會

浪子回頭金不換 也了知師尊就是
金母 金母就是師尊 兩者密不可
分的真佛密意
四 一切諸法 一切本尊 一
切護法都是根本上師的演化示現
雖然當時師尊正在隱居 但弟子有
難 仍然示現慈悲不可思議的救
度
因為有師尊 才有真佛家庭
才有母娘會 也因為有師尊的著
作 我們才懂得更精進學佛 同時
上師也一再強調根本傳承上師的無
盡無量功德 因此﹁敬師﹂是密教
行者最根本的戒律
由於師尊的救度 翻轉了上師
灰暗的過去 造就了上師圓滿智慧
的快樂人生
五 上師進一步指出 要度家
人 必先從改變自己開始 從改變
自己身上的風水開始 家人 朋友
見到你的正向改變 充滿正能量的
思想觀念與行為 正是最具說服力
的度眾說帖
﹁命﹂這個字指的就是人 經
由一叩首 一低頭 一懺悔 一改

是日恭請到釋蓮舅上師主講
地點在雷藏寺龍邊大會議室
上師表示 本書是上師加入
︿真佛宗﹀之後閱讀師尊文集的第
一本 光是讀序文就產生極大的共
鳴 也攸關上師皈依師尊的因緣
更要藉此大力宣揚師尊及瑤池
金母的大慈悲大威德力的真實救
度
上師的導讀簡約分下列幾部
分 上師說：
一 眾同門皈依師尊的因緣各
有不同 有人因讀師尊文集而皈
依 有人因師尊不可思議的救度而
皈依 有人因佛菩薩 護法告知而
皈依 有人因善知識分享引領而皈
依 各種因緣皈依不一而足 但與
師尊都有前世今生深厚的法緣
二 上師不避諱的如實詳述皈
依師尊因緣如下：
媽媽本身很早就皈依師尊了
也幫年幼時不信神佛的上師結緣皈
依了師尊 但因上師當時年少輕
狂 曾誤入歧途 成天與不良少年
在外瞎混 盡做些不為社會所認同
的事 雙親及家人心痛不已 有時
深夜不歸 媽媽頻頻拭淚整夜難以

過 命運就開始改變了
摰誠發露懺悔往昔諸惡業 依
循師尊教的法 實修實證 不能僅
當記名皈依的弟子 否則就是太枉
然了
六 佛陀曾說﹁諸惡莫作 眾
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時時觀照檢視自己 皈依得證的師
父 修出淨光美化改變自己
最後上師指出為何要皈依？皈
依之後如何行止 以及諸多似是而
非的謬誤 讓大眾獲益匪淺
歡迎大家準備書本或下載電子
書 預先閱讀 並與會或上網聆
聽 學習 一同深入蓮生法王的文
字創作中！請鎖定網路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user/T
BSEC
如因時差未能觀看直播 亦可
上﹁真佛般若藏﹂網站會員交流區
讀 書 會 裡 點 選 觀 看
https://www.tbboyeh.org/cht#/s
ocial/study

成眠 為了生計又必須早起做生意
賣早餐
這樣的日子身心煎熬俱疲 上
師年少時一連串的事件 造成家人
心力交瘁傷心欲絕 導致家人對媽
媽的信仰頗有微詞 總覺得神佛不
靈驗 但母親對師尊的淨信絲毫不
動搖 道心堅固不退 精進持咒念
佛 還常年到雷藏寺參加法會活動
及當義工 可說不遺餘力
三 上師說無論如何 對根本
傳承上師要有百分百的淨信 就有
百分百的加持力與救度
師尊在︽遇見本尊︾文集曾
說：親愛的聖弟子 人有誠心 佛
有感應 你若不辜負我 我必不辜
負你 你身陷在地水火風的痛苦之
中 我必然聞聲盡力的去救你
由於媽媽在雷藏寺瑤池金母
﹁母娘會﹂中 連續兩年擲筊獲請
金母金身回家供奉坐鎮的因緣 因
而終得師尊及金母的大威德慈悲救
度示現
有一天 因上師闖禍萬分緊急
之際 金母藉著降靈到父親身上
闡述了不可思議的詩句規勸 突然
間上師終於頓悟且深切懺悔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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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花耀文

○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星期
六︶ ︿台灣雷藏寺﹀在師
尊返台第一場﹁瑤池金母護摩大法
會﹂之前 舉辦師尊第一八一冊文
集︽指引一條明路︾ 副標題是
﹁不可思議的救度﹂導讀會

浪子回頭金不換 也了知師尊就是
金母 金母就是師尊 兩者密不可
分的真佛密意
四 一切諸法 一切本尊 一
切護法都是根本上師的演化示現
雖然當時師尊正在隱居 但弟子有
難 仍然示現慈悲不可思議的救
度
因為有師尊 才有真佛家庭
才有母娘會 也因為有師尊的著
作 我們才懂得更精進學佛 同時
上師也一再強調根本傳承上師的無
盡無量功德 因此﹁敬師﹂是密教
行者最根本的戒律
由於師尊的救度 翻轉了上師
灰暗的過去 造就了上師圓滿智慧
的快樂人生
五 上師進一步指出 要度家
人 必先從改變自己開始 從改變
自己身上的風水開始 家人 朋友
見到你的正向改變 充滿正能量的
思想觀念與行為 正是最具說服力
的度眾說帖
﹁命﹂這個字指的就是人 經
由一叩首 一低頭 一懺悔 一改

是日恭請到釋蓮舅上師主講
地點在雷藏寺龍邊大會議室
上師表示 本書是上師加入
︿真佛宗﹀之後閱讀師尊文集的第
一本 光是讀序文就產生極大的共
鳴 也攸關上師皈依師尊的因緣
更要藉此大力宣揚師尊及瑤池
金母的大慈悲大威德力的真實救
度
上師的導讀簡約分下列幾部
分 上師說：
一 眾同門皈依師尊的因緣各
有不同 有人因讀師尊文集而皈
依 有人因師尊不可思議的救度而
皈依 有人因佛菩薩 護法告知而
皈依 有人因善知識分享引領而皈
依 各種因緣皈依不一而足 但與
師尊都有前世今生深厚的法緣
二 上師不避諱的如實詳述皈
依師尊因緣如下：
媽媽本身很早就皈依師尊了
也幫年幼時不信神佛的上師結緣皈
依了師尊 但因上師當時年少輕
狂 曾誤入歧途 成天與不良少年
在外瞎混 盡做些不為社會所認同
的事 雙親及家人心痛不已 有時
深夜不歸 媽媽頻頻拭淚整夜難以

過 命運就開始改變了
摰誠發露懺悔往昔諸惡業 依
循師尊教的法 實修實證 不能僅
當記名皈依的弟子 否則就是太枉
然了
六 佛陀曾說﹁諸惡莫作 眾
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時時觀照檢視自己 皈依得證的師
父 修出淨光美化改變自己
最後上師指出為何要皈依？皈
依之後如何行止 以及諸多似是而
非的謬誤 讓大眾獲益匪淺
歡迎大家準備書本或下載電子
書 預先閱讀 並與會或上網聆
聽 學習 一同深入蓮生法王的文
字創作中！請鎖定網路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user/T
BSEC
如因時差未能觀看直播 亦可
上﹁真佛般若藏﹂網站會員交流區
讀 書 會 裡 點 選 觀 看
https://www.tbboyeh.org/cht#/s
ocial/study

成眠 為了生計又必須早起做生意
賣早餐
這樣的日子身心煎熬俱疲 上
師年少時一連串的事件 造成家人
心力交瘁傷心欲絕 導致家人對媽
媽的信仰頗有微詞 總覺得神佛不
靈驗 但母親對師尊的淨信絲毫不
動搖 道心堅固不退 精進持咒念
佛 還常年到雷藏寺參加法會活動
及當義工 可說不遺餘力
三 上師說無論如何 對根本
傳承上師要有百分百的淨信 就有
百分百的加持力與救度
師尊在︽遇見本尊︾文集曾
說：親愛的聖弟子 人有誠心 佛
有感應 你若不辜負我 我必不辜
負你 你身陷在地水火風的痛苦之
中 我必然聞聲盡力的去救你
由於媽媽在雷藏寺瑤池金母
﹁母娘會﹂中 連續兩年擲筊獲請
金母金身回家供奉坐鎮的因緣 因
而終得師尊及金母的大威德慈悲救
度示現
有一天 因上師闖禍萬分緊急
之際 金母藉著降靈到父親身上
闡述了不可思議的詩句規勸 突然
間上師終於頓悟且深切懺悔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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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釋蓮海上師應邀於︿台灣雷
藏寺﹀ 和大家做蓮生活佛文集導
讀 上師今天主要的導讀內容是第
四九冊︽靈仙金剛大法︾﹁觀想的
密要﹂ ﹁手印的密要﹂ ﹁真言
的密要﹂三篇 上師的開示如下：
在﹁觀想的密要﹂一文中 師

出去 師尊施展法力救人
手印到底有多少？答案是無量
無盡 師尊曾經結地輪印 進入金
輪與地輪交界處 見到宇宙最初凝
結一切物質現象 見到金剛輪 終
於明白﹁地動三因﹂：原來大地震
動 是地依著水 水依著風 風依
著空 大風起時 水擾成地動 第
二 高僧得道結地輪印所產生的神
妙感應 第三 佛成道時 地感其
力而動 師尊到了地輪 也感應地
動
師尊說：﹁由於我完全修練完
成了﹃九會壇城法﹄：降三世三昧
耶法 使我精力無窮 降三世羯摩
法 使我強壯有大法力 理趣法
得到最高的智慧 一印法 治癒更
多疑難雜症 四印法 得到超覺他
心通 供養法 得到福分無窮及天
耳通 微細法 得到第三眼 佛
眼 法眼 天眼 靈眼 慧眼 三
昧耶法 打破時間空間一切的障
礙 得到真空大定 根本成身法
同十方如來完完全全合一 不分彼
此 進入涅槃 ﹂這是師尊獲得最
高的成就
為什麼佛說真言最勝？因為真
言就是靈波的聲音 我們念佛的靈

波聲音 佛就知道這個人在憶念
佛 就會有相應的事 唸誦真言可
同﹁宇宙之主﹂相接近 互相融
合 獲得宇宙的能力 在以往有無
垢行者持咒 病症即刻消除；豐財
行者持密咒 不受傷害；有人持咒
久久 臨刑刀杖無法上身的神蹟
嗡 通常做為咒語的第一音
因為 ﹁ 嗡 ﹂ 字是萬得總含得第一
聲 而很多咒語最後均用﹁梭哈﹂
字 是圓滿結束的意思 真言有長
咒 短咒 功德是一樣的 不受長
短影響 依個人因緣 和哪尊佛菩
薩有緣 就唸那一尊 不要修太多
法唸太多咒 力量會被分散
在息災方面 開頭用﹁嗡﹂
尾字大半用﹁梭哈﹂；攝召方面
開頭也是﹁嗡﹂ 尾音用﹁ 泮 ﹂
字；調伏的咒音是忿怒的 咒音要
加﹁吽 泮 ﹂；而增益法 都用上
﹁南摩﹂二字
修真言密法可得證如來妙心
可證悉地 每個咒 均有咒的種子
字 一切聖賢皆依咒的種子字 而
生出一切字輪 師尊得證之後 咒
的種子字就是從﹁吽﹂字生起 所
有的佛菩薩修到子母光明會時 其
修行已全部完成 只剩下度眾生

尊說觀想就是念力的訓練 念力的
成就可以獲得無窮的超能力 可以
預知未來 可以改變命運 會有神
通 觀想的極致就是成佛 觀想產
生的力量就是禪定力 只要有恆精
進的去訓練 一定會擁有異乎常人
的力量 佛菩薩都擁有這樣的力
量 我們要修拙火必然藉由觀想的
力量來成就 由念力點著﹁明點之
火﹂ 在身體裡面運行 這個時候
才是真正的﹁相應﹂
觀想有兩大要訣：第一 念力
集中在某個事物 例如在佛像 佛
的眉 鼻子 耳朵 眼 口 佛的
全貌 最後觀想佛的天心有一點光
明 射向自己天心 久久訓練 佛
菩薩就真的來照我們的天心部位
此時自己的天心也能放光 這就叫
成功
第二 ﹁觀空﹂ 把一切都想
成空的 地 山 海 人 自己
世上萬事萬象全是空的 人能夠觀
空 宇宙的大能就充滿這個人的
心 這是大天機所在 能觀空的
人 宇宙的大能在他身上 他能觸
摸宇宙 也真正體會了能力
觀空是一切密法的基礎 由於
有了大能 我們才能產生變身 成

此時慈悲心動 放出咒音 就能依
願去度眾生
師尊相應金胎二部的所有佛菩
薩 是教授菩薩尊者 可以降伏諸
魔 制伏外道 坐最上寶蓮花座
在所有大千世界轉法輪 說無上
法 能同時現身在十方國給人摩頂
授記灌頂 這是師尊成就最高的證
量了
最後 釋蓮海上師為大家解釋
佛的四個身：
第一 ﹁自性法身﹂ 是諸佛
的真身 心物不二 這是最高的真
理
第二 ﹁受用身﹂ 這個身是
佛為十地菩薩說法所示現的身 佛
陀成佛之後就以受用身為十地菩薩
說︻華嚴經︼
第三 ﹁變化身﹂ 佛為九地
菩薩以下 緣覺 聲聞說法所現的
丈六金身
第四 ﹁等流身﹂ 佛入九界
依眾生緣隨地所示現的身 就像觀
世音菩薩一樣 千處祈求千處現
不是佛身 但也可以變成佛身 出
現之後也可以消失掉 九界眾生有
什麼祈求 就現何身度之

為本尊 成就一切融入變身法 這
是觀想的大密要
種子字變本尊 本尊進入身
中 自己變化本尊 做子母光明
會 入本尊心中 一片光明 入
定 這才是修法重點 所謂﹁剎那
即永恆﹂ 佛菩薩會放光都是自然
的
﹁手印﹂代表身秘密 師尊稱
為﹁身祕密的教令﹂ 金剛界曼荼
羅就用金剛薩埵印 在降三世就用
金剛杵印 調伏就用蓮花印 一切
成就就用寶印 為了修五智通達
佛身圓滿 例如菩提心 金剛心
金剛身 就用大智印 最初師尊也
不知道手印 後來由三山九侯教導
一切手印 師尊才明白手印的密
要 手印也是一種教令 一種方
向 一種推動 手印也是一種天
線 是收發的根源 宇宙的大能藉
由手印而入 這也是一種相應
師尊舉例 師尊曾經幫一位洛
杉磯的周姓弟子治病 師尊以手印
指她的喉部 一剎那之間 師尊進
入宇宙大能的三摩地 一種精力從
指端發射出去 無窮大的力量讓師
尊一驚 最後師尊治好這位弟子的
病 這宇宙的能 經師尊的手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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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釋蓮海上師應邀於︿台灣雷
藏寺﹀ 和大家做蓮生活佛文集導
讀 上師今天主要的導讀內容是第
四九冊︽靈仙金剛大法︾﹁觀想的
密要﹂ ﹁手印的密要﹂ ﹁真言
的密要﹂三篇 上師的開示如下：
在﹁觀想的密要﹂一文中 師

出去 師尊施展法力救人
手印到底有多少？答案是無量
無盡 師尊曾經結地輪印 進入金
輪與地輪交界處 見到宇宙最初凝
結一切物質現象 見到金剛輪 終
於明白﹁地動三因﹂：原來大地震
動 是地依著水 水依著風 風依
著空 大風起時 水擾成地動 第
二 高僧得道結地輪印所產生的神
妙感應 第三 佛成道時 地感其
力而動 師尊到了地輪 也感應地
動
師尊說：﹁由於我完全修練完
成了﹃九會壇城法﹄：降三世三昧
耶法 使我精力無窮 降三世羯摩
法 使我強壯有大法力 理趣法
得到最高的智慧 一印法 治癒更
多疑難雜症 四印法 得到超覺他
心通 供養法 得到福分無窮及天
耳通 微細法 得到第三眼 佛
眼 法眼 天眼 靈眼 慧眼 三
昧耶法 打破時間空間一切的障
礙 得到真空大定 根本成身法
同十方如來完完全全合一 不分彼
此 進入涅槃 ﹂這是師尊獲得最
高的成就
為什麼佛說真言最勝？因為真
言就是靈波的聲音 我們念佛的靈

波聲音 佛就知道這個人在憶念
佛 就會有相應的事 唸誦真言可
同﹁宇宙之主﹂相接近 互相融
合 獲得宇宙的能力 在以往有無
垢行者持咒 病症即刻消除；豐財
行者持密咒 不受傷害；有人持咒
久久 臨刑刀杖無法上身的神蹟
嗡 通常做為咒語的第一音
因為 ﹁ 嗡 ﹂ 字是萬得總含得第一
聲 而很多咒語最後均用﹁梭哈﹂
字 是圓滿結束的意思 真言有長
咒 短咒 功德是一樣的 不受長
短影響 依個人因緣 和哪尊佛菩
薩有緣 就唸那一尊 不要修太多
法唸太多咒 力量會被分散
在息災方面 開頭用﹁嗡﹂
尾字大半用﹁梭哈﹂；攝召方面
開頭也是﹁嗡﹂ 尾音用﹁ 泮 ﹂
字；調伏的咒音是忿怒的 咒音要
加﹁吽 泮 ﹂；而增益法 都用上
﹁南摩﹂二字
修真言密法可得證如來妙心
可證悉地 每個咒 均有咒的種子
字 一切聖賢皆依咒的種子字 而
生出一切字輪 師尊得證之後 咒
的種子字就是從﹁吽﹂字生起 所
有的佛菩薩修到子母光明會時 其
修行已全部完成 只剩下度眾生

尊說觀想就是念力的訓練 念力的
成就可以獲得無窮的超能力 可以
預知未來 可以改變命運 會有神
通 觀想的極致就是成佛 觀想產
生的力量就是禪定力 只要有恆精
進的去訓練 一定會擁有異乎常人
的力量 佛菩薩都擁有這樣的力
量 我們要修拙火必然藉由觀想的
力量來成就 由念力點著﹁明點之
火﹂ 在身體裡面運行 這個時候
才是真正的﹁相應﹂
觀想有兩大要訣：第一 念力
集中在某個事物 例如在佛像 佛
的眉 鼻子 耳朵 眼 口 佛的
全貌 最後觀想佛的天心有一點光
明 射向自己天心 久久訓練 佛
菩薩就真的來照我們的天心部位
此時自己的天心也能放光 這就叫
成功
第二 ﹁觀空﹂ 把一切都想
成空的 地 山 海 人 自己
世上萬事萬象全是空的 人能夠觀
空 宇宙的大能就充滿這個人的
心 這是大天機所在 能觀空的
人 宇宙的大能在他身上 他能觸
摸宇宙 也真正體會了能力
觀空是一切密法的基礎 由於
有了大能 我們才能產生變身 成

此時慈悲心動 放出咒音 就能依
願去度眾生
師尊相應金胎二部的所有佛菩
薩 是教授菩薩尊者 可以降伏諸
魔 制伏外道 坐最上寶蓮花座
在所有大千世界轉法輪 說無上
法 能同時現身在十方國給人摩頂
授記灌頂 這是師尊成就最高的證
量了
最後 釋蓮海上師為大家解釋
佛的四個身：
第一 ﹁自性法身﹂ 是諸佛
的真身 心物不二 這是最高的真
理
第二 ﹁受用身﹂ 這個身是
佛為十地菩薩說法所示現的身 佛
陀成佛之後就以受用身為十地菩薩
說︻華嚴經︼
第三 ﹁變化身﹂ 佛為九地
菩薩以下 緣覺 聲聞說法所現的
丈六金身
第四 ﹁等流身﹂ 佛入九界
依眾生緣隨地所示現的身 就像觀
世音菩薩一樣 千處祈求千處現
不是佛身 但也可以變成佛身 出
現之後也可以消失掉 九界眾生有
什麼祈求 就現何身度之

為本尊 成就一切融入變身法 這
是觀想的大密要
種子字變本尊 本尊進入身
中 自己變化本尊 做子母光明
會 入本尊心中 一片光明 入
定 這才是修法重點 所謂﹁剎那
即永恆﹂ 佛菩薩會放光都是自然
的
﹁手印﹂代表身秘密 師尊稱
為﹁身祕密的教令﹂ 金剛界曼荼
羅就用金剛薩埵印 在降三世就用
金剛杵印 調伏就用蓮花印 一切
成就就用寶印 為了修五智通達
佛身圓滿 例如菩提心 金剛心
金剛身 就用大智印 最初師尊也
不知道手印 後來由三山九侯教導
一切手印 師尊才明白手印的密
要 手印也是一種教令 一種方
向 一種推動 手印也是一種天
線 是收發的根源 宇宙的大能藉
由手印而入 這也是一種相應
師尊舉例 師尊曾經幫一位洛
杉磯的周姓弟子治病 師尊以手印
指她的喉部 一剎那之間 師尊進
入宇宙大能的三摩地 一種精力從
指端發射出去 無窮大的力量讓師
尊一驚 最後師尊治好這位弟子的
病 這宇宙的能 經師尊的手發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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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8
主講人：釋蓮海上師
盧勝彥文集—第49冊 靈仙金剛大法

■文∕蓮花仁和

師尊文集讀書會導讀報導

說天 在人說人 在僧說僧 在俗
說俗 在凡說凡 在聖說聖 應人
說法 各有不同 ﹂
上師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為例 觀世音菩薩﹁應現婆羅門身
得度者 即現婆羅門身度之﹂ 佛
菩薩度眾生不一定都現佛身 而是
應眾生根基因緣而現身 上師認為
這都是佛度眾生的善巧方便 師尊
說：﹁請您聽我說 慈悲與智慧都
是善巧方便 慈悲不是開悟 智慧
也不是開悟 只是到山頂的路 ﹂
只有師尊能夠把笑話融入佛法 說
出濃濃法味
有人問上師：﹁這世上的人都
出家 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麼
樣？﹂上師問他 你是做什麼的？
答﹁工程師﹂ 上師反問他 這個
世上的人都可能是工程師嗎？上師
這樣一問一答 就引出對方的智慧
了
所謂﹁罪不重不生娑婆 愛恨
不生 不入輪迴﹂ 我們不要被愛
恨綁住 而師尊對毀謗的態度是
﹁不對治 不聽 不看 不說 根
本不理會﹂ 如此所有的毀謗便和
自己無關

二

○一 九年一月五日 ﹁真佛
般若藏﹂蓮生活佛文集讀書
會 邀請蓮花少東上師前來導讀
上師這回和大家分享第二六七冊
︽靈光隱隱︾心得 上師的開示如
下：
師尊在﹁網路霸凌事件﹂一文
中 提到許多人被霸凌 名譽受
損 有人選擇打官司 有人選擇輕
生；而師尊本人也一樣被網路霸
凌 有馬來西亞﹁猴﹂毀謗；有新
加坡﹁堯﹂毀謗；有台灣﹁仰﹂毀
謗 而師尊面對這些毀謗是不受影
響的 人間就是如此 不是每個人
都喜歡你 當我們面對人生的不順
時 該如何面對？
上師舉自己在香港電台﹁寬講
心靈﹂節目為例 原本半小時的節
目 由於聽眾反應熱烈 增加到一
小時 有個非佛教徒的主持人問：
﹁為什麼要學佛？﹂上師回答的方
式有別於一般說法者 ﹁明心見
性 自主生死﹂ 而是回答：﹁學
佛就是要學習佛的慈悲 智慧 道
德 胸襟 ﹂師尊教我們不是只有
拜佛 要學佛 遇見不如意時 要
運用佛的智慧去面對

有句話說：﹁一個人不聰明
不是問題 一個不聰明的人 自認
為聰明才是問題；一個人有問題不
是問題 一個人把自己的問題當優
點 才是問題 ﹂我們講話要盡量
讓人歡喜 才是慈悲
最後 上師舉本書的序文 師
尊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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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專一時 眉心輪會
凝固 宇宙法流會進到眉心輪 變
成光與熱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
的 ﹂
師尊不要大家的供養 我們每
日一修 好好成就就是給師尊最大
的供養 大家要實修 重傳承 傳
承就像一把鑰匙 這把傳承的鑰匙
會帶領我們開啟摩訶雙蓮池的大
門 人人都要修到與﹁光明相
應﹂ ﹁本尊相應﹂ 人人都成
就

上師舉一個圓筒來說明 由於
角度不同 看到的可能是圓形 也
可能是四方形 必須以一種更開闊
的胸襟去面對事情的真相 于右任
有句名言：﹁不思八九 常想一
二﹂ 這句話乍聽之下很難理解
孫中山先生有句話：﹁人生不如意
的事 時常有八九﹂ 對照于右任
的話 那麼人生總有一二如意事
吧？何必念頭只惦記著那些不如意
事 多想想那一二件如意事 人生
就能激發出正能量
有位香港資深媒體人顏聯武
受網路不實流言影響 原本對師尊
負面看法 後來經由上師極力推
薦 同意來台訪問師尊 二○一七
年第一次訪問後 讓他對蓮生活佛
的印象改觀 他對蓮生活佛的評語
是：﹁正大光明 一念慈悲 滿心
歡喜﹂；二○一八年又來訪問蓮生
活佛 這回讓他更進一步認識蓮生
活佛 他用﹁肅然起敬﹂來形容他
對蓮生活佛的尊崇
在﹁盧師尊愛說笑﹂一文中
師尊的開示說法和諸山長老不同
有時笑 有時哭 有時狂 有時
怒 有人問：﹁盧師尊說法與眾不
同 何以故？﹂師尊回答：﹁在天

心與心的交流｜蓮生法王讀者回響

請 不要 那麼 快
說 再見

不應該有安靜的時刻嗎
慢慢的就傷心起來
我本來就是最不堅強的那個
拿起手巾來假裝拭汗
其實是眼眶忍不住已紅
就算是距離很遠
只要知道您還在地球的一個角落
安穩健康生活
我們總是默默幸福過日子
嗡 咕嚕 蓮生 悉地 吽
嗡 阿瑪惹尼 祖文地耶 梭哈
每一句都讓心痛一下
如果您能感受
祈禱長壽佛也滿我們懇切的願
要您健康要您長壽
您的存在就是我們的幸福
願將﹁暫時﹂延長久久久久
到永遠永遠
讓我們的生命都有個美滿的結局
請不要那麼快說再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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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初雪

01.05.2019
主講 人 ：蓮花 少東上 師
盧勝彥文集—第267冊 靈光隱隱

■文∕蓮花仁和

師尊文集讀書會導讀報導

說天 在人說人 在僧說僧 在俗
說俗 在凡說凡 在聖說聖 應人
說法 各有不同 ﹂
上師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為例 觀世音菩薩﹁應現婆羅門身
得度者 即現婆羅門身度之﹂ 佛
菩薩度眾生不一定都現佛身 而是
應眾生根基因緣而現身 上師認為
這都是佛度眾生的善巧方便 師尊
說：﹁請您聽我說 慈悲與智慧都
是善巧方便 慈悲不是開悟 智慧
也不是開悟 只是到山頂的路 ﹂
只有師尊能夠把笑話融入佛法 說
出濃濃法味
有人問上師：﹁這世上的人都
出家 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麼
樣？﹂上師問他 你是做什麼的？
答﹁工程師﹂ 上師反問他 這個
世上的人都可能是工程師嗎？上師
這樣一問一答 就引出對方的智慧
了
所謂﹁罪不重不生娑婆 愛恨
不生 不入輪迴﹂ 我們不要被愛
恨綁住 而師尊對毀謗的態度是
﹁不對治 不聽 不看 不說 根
本不理會﹂ 如此所有的毀謗便和
自己無關

二

○一 九年一月五日 ﹁真佛
般若藏﹂蓮生活佛文集讀書
會 邀請蓮花少東上師前來導讀
上師這回和大家分享第二六七冊
︽靈光隱隱︾心得 上師的開示如
下：
師尊在﹁網路霸凌事件﹂一文
中 提到許多人被霸凌 名譽受
損 有人選擇打官司 有人選擇輕
生；而師尊本人也一樣被網路霸
凌 有馬來西亞﹁猴﹂毀謗；有新
加坡﹁堯﹂毀謗；有台灣﹁仰﹂毀
謗 而師尊面對這些毀謗是不受影
響的 人間就是如此 不是每個人
都喜歡你 當我們面對人生的不順
時 該如何面對？
上師舉自己在香港電台﹁寬講
心靈﹂節目為例 原本半小時的節
目 由於聽眾反應熱烈 增加到一
小時 有個非佛教徒的主持人問：
﹁為什麼要學佛？﹂上師回答的方
式有別於一般說法者 ﹁明心見
性 自主生死﹂ 而是回答：﹁學
佛就是要學習佛的慈悲 智慧 道
德 胸襟 ﹂師尊教我們不是只有
拜佛 要學佛 遇見不如意時 要
運用佛的智慧去面對

有句話說：﹁一個人不聰明
不是問題 一個不聰明的人 自認
為聰明才是問題；一個人有問題不
是問題 一個人把自己的問題當優
點 才是問題 ﹂我們講話要盡量
讓人歡喜 才是慈悲
最後 上師舉本書的序文 師
尊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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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專一時 眉心輪會
凝固 宇宙法流會進到眉心輪 變
成光與熱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
的 ﹂
師尊不要大家的供養 我們每
日一修 好好成就就是給師尊最大
的供養 大家要實修 重傳承 傳
承就像一把鑰匙 這把傳承的鑰匙
會帶領我們開啟摩訶雙蓮池的大
門 人人都要修到與﹁光明相
應﹂ ﹁本尊相應﹂ 人人都成
就

上師舉一個圓筒來說明 由於
角度不同 看到的可能是圓形 也
可能是四方形 必須以一種更開闊
的胸襟去面對事情的真相 于右任
有句名言：﹁不思八九 常想一
二﹂ 這句話乍聽之下很難理解
孫中山先生有句話：﹁人生不如意
的事 時常有八九﹂ 對照于右任
的話 那麼人生總有一二如意事
吧？何必念頭只惦記著那些不如意
事 多想想那一二件如意事 人生
就能激發出正能量
有位香港資深媒體人顏聯武
受網路不實流言影響 原本對師尊
負面看法 後來經由上師極力推
薦 同意來台訪問師尊 二○一七
年第一次訪問後 讓他對蓮生活佛
的印象改觀 他對蓮生活佛的評語
是：﹁正大光明 一念慈悲 滿心
歡喜﹂；二○一八年又來訪問蓮生
活佛 這回讓他更進一步認識蓮生
活佛 他用﹁肅然起敬﹂來形容他
對蓮生活佛的尊崇
在﹁盧師尊愛說笑﹂一文中
師尊的開示說法和諸山長老不同
有時笑 有時哭 有時狂 有時
怒 有人問：﹁盧師尊說法與眾不
同 何以故？﹂師尊回答：﹁在天

心與心的交流｜蓮生法王讀者回響

請 不要 那麼 快
說 再見

不應該有安靜的時刻嗎
慢慢的就傷心起來
我本來就是最不堅強的那個
拿起手巾來假裝拭汗
其實是眼眶忍不住已紅
就算是距離很遠
只要知道您還在地球的一個角落
安穩健康生活
我們總是默默幸福過日子
嗡 咕嚕 蓮生 悉地 吽
嗡 阿瑪惹尼 祖文地耶 梭哈
每一句都讓心痛一下
如果您能感受
祈禱長壽佛也滿我們懇切的願
要您健康要您長壽
您的存在就是我們的幸福
願將﹁暫時﹂延長久久久久
到永遠永遠
讓我們的生命都有個美滿的結局
請不要那麼快說再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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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初雪

01.05.2019
主講 人 ：蓮花 少東上 師
盧勝彥文集—第267冊 靈光隱隱

■文∕蓮花仁和

菩提園地

澄凈堂弘法利生 放生 功德殊勝行
■文∕澄淨堂

香

港︿澄淨堂﹀於二○一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 舉行一年一
度的﹁慈悲放生法會﹂ 由釋蓮澄
上師主壇 來自各地的法師 貴賓
及社會賢達出席護持 擠滿了整條
放生法船 是歷年人數最多參與的
一年
義工同門在莫志成師兄帶領
大清早在渡輪碼頭高舉放生旗

下

號 將供品及壇城擺設用具搬運上
船 參與放生的眾同門浩浩蕩蕩登
船 各就各位 開始了布置 擺設
及接待的工作 天公做美 天氣晴
朗 海面頗算是風平浪靜
儀式依照︿真佛宗﹀放生儀軌
進行 殊勝莊嚴 與會者都能夠親
自將海族放回海中 並祈願牠們得
到重生機會 壽享天年 更加殊勝
的是 牠們得到︿真佛宗﹀的皈依
灌頂 懺悔 蓮花童子及諸佛的佛
光加被 能夠早日脫離畜道 往生
善處
法會後由主壇上師及顯密法師
開示 講解佛法大義及放生的功
德 大會更備有自助素餐 表演
抽獎等節目 各人均盡興而歸 會
場特別加插一項見證事例 由李美
蓮師姐講述自身腦部手術 得到根
本上師蓮生活佛的加持 上師及法
師們的迴向 手術非常成功 康復
及進展 令到醫院的醫務人員均覺
得不可思議 實在是你有誠心 佛
必感應 這就是佛菩薩的慈悲啊！
﹁欲知世上刀兵劫 但聽屠門夜半
聲﹂ 願世間一切殺戮 戰爭 由
放生的功德從而轉化過來 讓人間
變為一片淨土 嗡 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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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歐上師的﹁為什麼要修行？﹂課
程讓學員了解修行的真諦 轉化
身 口 意為清淨 不迷信神通
不落入一般大眾認為拜拜 問事就
是要佛菩薩幫忙解決問題 給我福
分的錯誤觀念 上師對於學員的提
問：﹁要如何面對生活上的不如
意？﹂上師精要的開示：一切皆是
因緣果報 人都是為酬業而來轉
世 所以要勇敢面對不如意 還要
忍辱並設法解決之 才能了卻此不
好的因果
釋蓮東上師授予﹁尋找自己成
就未來﹂的課程 上師介紹了釋迦
牟尼佛的創教及修法歷程 佛教的
古今歷史 各宗派的派別和發展
︿真佛宗﹀的傳承
讓學員知
道自己修行的根源來自哪裡 以鞏
固對宗派的向心力 達到敬師 重
法 實修的目的 既可成就自己進

■文∕趴趴熊

第 五 屆真佛宗國際青年
超生命活力成長營
在台灣雷藏寺歡樂舉辦
︿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及︿馬
來西亞密教總會﹀聯合舉辦的
﹁真佛宗國際青年超生命活力成長
營﹂已邁入第五屆 此成長營由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 教師團
人文教育志工團 馬來西亞的蓮花
細妹講師和黃維雄醫師等人通力合
作完成 活動對象為十八歲至三十
五歲青年 地點假借︿台灣雷藏
寺﹀ 參與的青年來自馬來西亞
印尼 香港 台灣等國家 活動課
程由博士教授團的七位博士教授及
釋蓮歐上師和釋蓮東上師授課
﹁與博士教授團有約﹂是歷屆都有
安排的課程 經由分組面對面的會
談 博士教授們都傳授很多的經驗
及建議 給學員有更多對自身的了
解 以利於將來出社會的選擇與發
展 他們的經驗傳授很多是一般學
校所學不到的內容 句句珍珠 釋

而能成就別人 晚上的團康活動是
學員們最喜歡的節目 透過帶動唱
的表演讓氣氛開始熱絡 眾人越玩
興致越高 把一開始的靦腆全部拋
開 融入於歡樂當中 進而開懷大
笑 好不快樂！兩天一夜的活動
學員受益良多 並推選出幾位發心
的幹部來帶動青年團的運作 以做
為活動結束後的延續
馬來西亞青年團由蓮花細妹講
師及黃維雄醫師長期戮力耕耘 十
幾年下來已有完善的制度和成果
培養出不少的精英成為宗派內優秀
的人才 台灣也正急起直追 透過
兩國的帶動 目標是將來擴大到其
他國家合力輪流舉辦 互相交流
以發掘出更多的年輕人來接續︿真
佛宗﹀的傳承 度更多眾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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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八正道

是任何佛弟子都要遵循的
生活方式，
唯有八正道才能凈化身心
走向解脫的途徑。

澳

洲墨爾本︿嚴明雷藏寺﹀於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至
二十六日 聖誕假期邀請到釋蓮滿
上師和釋蓮傳上師主壇﹁藥師佛寶
懺及藥師佛 金剛薩埵 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 借此懺
悔自身罪業及為自己的親朋好友
祖先 冤親債主報名拜懺並超拔眾
靈 以求冥陽兩利
法會由本寺的釋蓮午法師 釋
蓮定法師 釋蓮為法師及來自悉尼
︿嚴山雷藏寺﹀的釋蓮由法師護
壇 上師慈悲賜予大眾﹁藥師佛
金剛薩埵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賜
福灌頂﹂
盡管天氣炎熱 同門善信們踴
躍報名參加 誠心禮懺及供養 感
應連連 兩位上師苦口婆心 耐心
地教導我們如何走上正確的修行之
道 上師開示：一皈依最重要 不
要失去根本傳承上師的加持力 拜
懺要慢慢的拜 因為拜懺的意義在
於懺悔
而法無定法 不管你用什麼調
來唱 只要把懺義發出來就好！有
分別的是眾生 無分別的才是菩
薩 學佛的人要有一個正確的見
解 要持﹁中觀正見﹂ 不要落

要從這世間相對﹁法﹂中學習到絕
對的﹁法﹂ 萬事萬物都是有佛性
的 你的車子它幫助你出行 它也
是有佛性的︵體性用︶ 只是它自
己不自覺 所以我們要學會感恩
學佛的人 要懂得用佛法來轉化自
己的心 不要讓人家來轉動你的
心 如果有人罵你 你應該想：我
很感謝你 你又在幫我消業障 千
萬不要因為人家說錯話 你不開心
而折磨自己 永遠不要去爭第一：
有﹁我﹂見的法都是不對的法
你的心能不能定 完全靠你自
己 ﹁三法印﹂不僅說明宇宙人生
生滅變化的現象 也詮釋諸佛寂滅
無為的解脫境界 是涵括世間法與
出世間法的三條定律：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人生很短暫 自己的心要早做
準備 凡人的心是多變的 所以說
是無常 只有八地菩薩 祂的心已
不動 祂看的一切東西才不會變
通過解說﹁四聖諦﹂ 佛陀為眾生
指明解脫的方向 它告訴我們世間
的因果以及出世間的因果
﹁苦﹂是指世間的苦果︵生老
病死 怨憎會 愛別離 求不得
五蘊熾盛︶
﹁集﹂是苦升起的原因｜｜世

﹁邊見﹂或落﹁邪見﹂
釋迦牟尼佛說過 學佛的人應
該讚歎人家學佛的好處 如果只是
批評人家學佛的不好 你就是
﹁外﹂ 犯了說﹁四眾︵比丘 比
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過﹂的
戒
如果說的還是妄語 那就是下
地獄的罪 你說出來的妄語 讓人
家生氣受傷 產生怨氣你就有罪
犯戒成立的四種情況：
一 所殺的是人
二 你叫人去殺
三 以語言為武器
四 人家因為你親口講的話而
死了 這就是你犯戒 你害死了
他 如果這人沒死 你殺人未遂
可以懺悔
還有行者追求神通 就是心外
求法 只有八地菩薩才能證得神
通 所以老實修行才是我們所需要
的 內修最重要 要學會如何去懺
悔 清凈自己 訓練自己的心 不
要放逸 不要迷戀外在的東西 事
物形成的過程 或者做事情的流程
就是世間的﹁法﹂ 人們為了方
便 分別設定了很多方位和單位
方便去了解世間的﹁法﹂ 而佛法

間因
﹁滅﹂是苦息滅的果｜｜出世
間的果
﹁道﹂是滅苦的方法 通往涅
槃的道路｜｜出世間的因
人無完人 每個人都是有病才
出生 眾生的身心有種種的生死業
以及煩惱 即是有各種的心病 佛
陀將此病情 以及病情之所在處
告訴眾生 並且指出那些解脫的聖
人 沒有病苦而得到的愉悅 以及
解脫病苦的方法 人類有八萬四千
種病 釋迦牟尼佛就傳了八萬四千
種法門來對治
道諦裡的﹁八正道﹂｜｜
正見：正當的見解
正思：正當的思想
正語：正當的語言
正業：正當的行為
正命：正當的生活
正精進：正當的努力
正念：正當的意念
正定：正當的禪定
是任何修學佛法之佛弟子都要
遵循的生活方式 唯有﹁八正道﹂
才能淨化眾生的身心 滅掉所有的
苦 它是一條通過德行︵戒︶ 理
性︵慧︶與精神淨化︵定︶而走向
解脫的途徑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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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明雷藏寺

〈嚴明雷藏寺〉聖誕節護摩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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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道

是任何佛弟子都要遵循的
生活方式，
唯有八正道才能凈化身心
走向解脫的途徑。

澳

洲墨爾本︿嚴明雷藏寺﹀於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至
二十六日 聖誕假期邀請到釋蓮滿
上師和釋蓮傳上師主壇﹁藥師佛寶
懺及藥師佛 金剛薩埵 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 借此懺
悔自身罪業及為自己的親朋好友
祖先 冤親債主報名拜懺並超拔眾
靈 以求冥陽兩利
法會由本寺的釋蓮午法師 釋
蓮定法師 釋蓮為法師及來自悉尼
︿嚴山雷藏寺﹀的釋蓮由法師護
壇 上師慈悲賜予大眾﹁藥師佛
金剛薩埵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賜
福灌頂﹂
盡管天氣炎熱 同門善信們踴
躍報名參加 誠心禮懺及供養 感
應連連 兩位上師苦口婆心 耐心
地教導我們如何走上正確的修行之
道 上師開示：一皈依最重要 不
要失去根本傳承上師的加持力 拜
懺要慢慢的拜 因為拜懺的意義在
於懺悔
而法無定法 不管你用什麼調
來唱 只要把懺義發出來就好！有
分別的是眾生 無分別的才是菩
薩 學佛的人要有一個正確的見
解 要持﹁中觀正見﹂ 不要落

要從這世間相對﹁法﹂中學習到絕
對的﹁法﹂ 萬事萬物都是有佛性
的 你的車子它幫助你出行 它也
是有佛性的︵體性用︶ 只是它自
己不自覺 所以我們要學會感恩
學佛的人 要懂得用佛法來轉化自
己的心 不要讓人家來轉動你的
心 如果有人罵你 你應該想：我
很感謝你 你又在幫我消業障 千
萬不要因為人家說錯話 你不開心
而折磨自己 永遠不要去爭第一：
有﹁我﹂見的法都是不對的法
你的心能不能定 完全靠你自
己 ﹁三法印﹂不僅說明宇宙人生
生滅變化的現象 也詮釋諸佛寂滅
無為的解脫境界 是涵括世間法與
出世間法的三條定律：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人生很短暫 自己的心要早做
準備 凡人的心是多變的 所以說
是無常 只有八地菩薩 祂的心已
不動 祂看的一切東西才不會變
通過解說﹁四聖諦﹂ 佛陀為眾生
指明解脫的方向 它告訴我們世間
的因果以及出世間的因果
﹁苦﹂是指世間的苦果︵生老
病死 怨憎會 愛別離 求不得
五蘊熾盛︶
﹁集﹂是苦升起的原因｜｜世

﹁邊見﹂或落﹁邪見﹂
釋迦牟尼佛說過 學佛的人應
該讚歎人家學佛的好處 如果只是
批評人家學佛的不好 你就是
﹁外﹂ 犯了說﹁四眾︵比丘 比
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過﹂的
戒
如果說的還是妄語 那就是下
地獄的罪 你說出來的妄語 讓人
家生氣受傷 產生怨氣你就有罪
犯戒成立的四種情況：
一 所殺的是人
二 你叫人去殺
三 以語言為武器
四 人家因為你親口講的話而
死了 這就是你犯戒 你害死了
他 如果這人沒死 你殺人未遂
可以懺悔
還有行者追求神通 就是心外
求法 只有八地菩薩才能證得神
通 所以老實修行才是我們所需要
的 內修最重要 要學會如何去懺
悔 清凈自己 訓練自己的心 不
要放逸 不要迷戀外在的東西 事
物形成的過程 或者做事情的流程
就是世間的﹁法﹂ 人們為了方
便 分別設定了很多方位和單位
方便去了解世間的﹁法﹂ 而佛法

間因
﹁滅﹂是苦息滅的果｜｜出世
間的果
﹁道﹂是滅苦的方法 通往涅
槃的道路｜｜出世間的因
人無完人 每個人都是有病才
出生 眾生的身心有種種的生死業
以及煩惱 即是有各種的心病 佛
陀將此病情 以及病情之所在處
告訴眾生 並且指出那些解脫的聖
人 沒有病苦而得到的愉悅 以及
解脫病苦的方法 人類有八萬四千
種病 釋迦牟尼佛就傳了八萬四千
種法門來對治
道諦裡的﹁八正道﹂｜｜
正見：正當的見解
正思：正當的思想
正語：正當的語言
正業：正當的行為
正命：正當的生活
正精進：正當的努力
正念：正當的意念
正定：正當的禪定
是任何修學佛法之佛弟子都要
遵循的生活方式 唯有﹁八正道﹂
才能淨化眾生的身心 滅掉所有的
苦 它是一條通過德行︵戒︶ 理
性︵慧︶與精神淨化︵定︶而走向
解脫的途徑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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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明雷藏寺

〈嚴明雷藏寺〉聖誕節護摩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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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近期公告】

宗委會【近期公告】

【 宗 委會聲明】
主旨：

織從未對外公開過善款收支金額與使用細目，也沒有任何具有公信力的其他

宗委會今針對兩個非本宗組織或個人之不當行為，發佈嚴正聲明兩份，

組織能對其監督。此未經同意便假藉本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名義的籌款

分別是：
1. 《宗律字正聲第0001號聲明》_〈「蓮花小池網站」斂財案〉

行為，利用本宗弟子對聖尊的恭敬仰慕之情，騙取供養以自肥，貪婪不仁，
手段卑劣，實不足取。

2. 《宗律字正聲第0002號聲明》_〈劉以洪非法主持法會牟利案〉
以上諸案皆由宗委會接受檢舉投訴後依職權調查，發現各案當事人行為
確有嚴重錯誤，不但誤導欺騙眾生，且影響本宗在中國內地的形象甚鉅，今
將各案調查內容公開，以免更多眾生受騙受害。

宗委會對〈「蓮花小池網站」斂財案〉今聲明如下：
1.「蓮花小池」之蓮花一平（化名）與涂正仁（化名）、小靈仙（化
名）、機器貓（化名）等人非本宗弘法人員，卻妄言有能力為消費者加持，
純為一己之私而販賣如來，妄稱通靈、未證言證。除了以似是而非的言論誤

各案說明：

導眾生之外，又假借回向聖尊名義向大眾募集善款，招搖撞騙、中飽私囊的

案一、《宗律字正聲第0001號聲明》

行為實不足取。

蓮花一平（化名）與涂正仁（化名）、小靈仙（化名）、機器貓（化

2.「蓮花小池」組織眾人在網路上誇大不實或欺騙眾生的行為本宗無

名）等人，在上海開設臉書帳號「蓮花小池」，也在其他網站平台如微信、

關，如因違犯其當地國家法律而造成任何問題，此屬該眾人之個人行為，其

新浪網或淘寶網等架設「蓮花小池」及「小池佛具店鋪」等帳號，以自問自

等亦當自行承擔一切後果及當地法律刑責。

答方式塑造自己為具有通靈能力、能為人祈福、消災解厄、求財延壽的高人
（導師）。
利用大陸地區網路管制，不易與外界聯繫的半封閉狀態，誆騙消費者
只要透過購買他加持過的金紙或法器，便能夠趨吉避凶、消災解厄，藉以引

3.請「蓮花小池」組織立即停止在其營利網站內使用「真佛宗」、「蓮
生活佛」或其他與本宗相關等名詞，以免違反商標及相關法令，混淆視聽。
4.請本宗同門及所有善信勿再受其蠱惑，失財受騙事小，誤聽邪言、自
損慧命事大。

誘消費者上當而獲取暴利。
更有甚者，該組織在其所創的網路帳號中開設放生、行善、勸人布施
等贊助項目，並聲稱一切收入會全部用於行善、放生，而所有功德則迴向本
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身體健康、災難化解、常住世間、永轉法輪。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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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委會聲明】
主旨：

織從未對外公開過善款收支金額與使用細目，也沒有任何具有公信力的其他

宗委會今針對兩個非本宗組織或個人之不當行為，發佈嚴正聲明兩份，

組織能對其監督。此未經同意便假藉本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名義的籌款

分別是：
1. 《宗律字正聲第0001號聲明》_〈「蓮花小池網站」斂財案〉

行為，利用本宗弟子對聖尊的恭敬仰慕之情，騙取供養以自肥，貪婪不仁，
手段卑劣，實不足取。

2. 《宗律字正聲第0002號聲明》_〈劉以洪非法主持法會牟利案〉
以上諸案皆由宗委會接受檢舉投訴後依職權調查，發現各案當事人行為
確有嚴重錯誤，不但誤導欺騙眾生，且影響本宗在中國內地的形象甚鉅，今
將各案調查內容公開，以免更多眾生受騙受害。

宗委會對〈「蓮花小池網站」斂財案〉今聲明如下：
1.「蓮花小池」之蓮花一平（化名）與涂正仁（化名）、小靈仙（化
名）、機器貓（化名）等人非本宗弘法人員，卻妄言有能力為消費者加持，
純為一己之私而販賣如來，妄稱通靈、未證言證。除了以似是而非的言論誤

各案說明：

導眾生之外，又假借回向聖尊名義向大眾募集善款，招搖撞騙、中飽私囊的

案一、《宗律字正聲第0001號聲明》

行為實不足取。

蓮花一平（化名）與涂正仁（化名）、小靈仙（化名）、機器貓（化

2.「蓮花小池」組織眾人在網路上誇大不實或欺騙眾生的行為本宗無

名）等人，在上海開設臉書帳號「蓮花小池」，也在其他網站平台如微信、

關，如因違犯其當地國家法律而造成任何問題，此屬該眾人之個人行為，其

新浪網或淘寶網等架設「蓮花小池」及「小池佛具店鋪」等帳號，以自問自

等亦當自行承擔一切後果及當地法律刑責。

答方式塑造自己為具有通靈能力、能為人祈福、消災解厄、求財延壽的高人
（導師）。
利用大陸地區網路管制，不易與外界聯繫的半封閉狀態，誆騙消費者
只要透過購買他加持過的金紙或法器，便能夠趨吉避凶、消災解厄，藉以引

3.請「蓮花小池」組織立即停止在其營利網站內使用「真佛宗」、「蓮
生活佛」或其他與本宗相關等名詞，以免違反商標及相關法令，混淆視聽。
4.請本宗同門及所有善信勿再受其蠱惑，失財受騙事小，誤聽邪言、自
損慧命事大。

誘消費者上當而獲取暴利。
更有甚者，該組織在其所創的網路帳號中開設放生、行善、勸人布施
等贊助項目，並聲稱一切收入會全部用於行善、放生，而所有功德則迴向本
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身體健康、災難化解、常住世間、永轉法輪。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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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宗律字正聲第0002號聲明》
經查中國廣州劉以洪（以下以"劉"簡稱），雖為本宗弟子但是並無本

宗委會【近期公告】

2.劉以洪未經當地政府申請卻私下聚眾主持法會，藐視當地政府法律的
尊嚴，已嚴重影響本宗的守法形象。

宗合格弘法人員身分，亦未經過宗委會認可便在其當地非法私設分堂營利。

3.劉以洪妄傳「燒壽生錢（金紙）還清業障」等邪法詐財並誤導眾生，

當地人習慣稱"劉"為"師父"，而"劉"的太太則稱為"師母"，目無法紀、混亂

令眾生忘失學佛的正見，妄稱通靈、招搖撞騙的行為實不可取。該邪法與本

傳承。

宗法統「真佛密法」無關，也非本宗根本傳承上師所傳佛法。
"劉"多次藉當地神廟公開舉辦及親自主持如《南無西方極樂阿彌陀

佛、大願地藏王菩薩、大白蓮花童子準折冥債圓滿》等護摩法會，除了演化
手印外，並給參加者摩頂加持，使用本宗的法會儀軌卻在正行部分任意更
改。

4.請劉以洪立即停止以募集〔供僧基金帳戶〕的名義來騙取眾生捐款的
行為。
5.請劉以洪立即停止以「使用「真佛宗」、「蓮生活佛」、「真佛密
法」或其他與本宗相關等名詞，以免違反商標及相關法令，混淆視聽。

"劉"藉法會開示中，鼓吹信眾要每年一次或多次，以燒壽生金的方式
來還清業障，甚至還要連續燒四天才更有效等等邪言，誤導眾生錯解佛法。
"劉"誑稱自己可以見看到靈界文武百官歡喜拿走壽生錢等言語，招搖撞騙，

6.劉以洪以上的行為如因違犯其當地國家法律而造成任何問題，皆與本
宗無關，其當自行承擔一切後果及當地法律刑責。
7.請本宗同門及所有善信勿再受其蠱惑欺騙，自損慧命。

妖言惑眾，只為推廣非正法的「壽生金」金紙謀取暴利。
"劉"假借真佛宗禮敬供養出家眾的善行，竟然也設立〔供僧基金帳
戶〕，騙取眾生供僧捐款。此帳戶從未對外公開過善款收支金額與使用細
目，也沒有任何具有公信力的其他組織能對其監督。
宗委會對〈劉以洪非法主持法會牟利案〉今聲明如下：
1.劉以洪非本宗弘法人員，未經過宗委會認可便在其當地非法私設分堂

68

營利，不如法主持護摩法會、不如法演化手印、不如法給參加者摩頂加持，

謹此

使用本宗的法會儀軌卻在正行部分任意更改。身為本宗弟子卻視本宗法規章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程如無物，混亂宗派傳承法統。

2019年1月21日

67

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2019.02
宗委會【近期公告】

案二、《宗律字正聲第0002號聲明》
經查中國廣州劉以洪（以下以"劉"簡稱），雖為本宗弟子但是並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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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以洪未經當地政府申請卻私下聚眾主持法會，藐視當地政府法律的
尊嚴，已嚴重影響本宗的守法形象。

宗合格弘法人員身分，亦未經過宗委會認可便在其當地非法私設分堂營利。

3.劉以洪妄傳「燒壽生錢（金紙）還清業障」等邪法詐財並誤導眾生，

當地人習慣稱"劉"為"師父"，而"劉"的太太則稱為"師母"，目無法紀、混亂

令眾生忘失學佛的正見，妄稱通靈、招搖撞騙的行為實不可取。該邪法與本

傳承。

宗法統「真佛密法」無關，也非本宗根本傳承上師所傳佛法。
"劉"多次藉當地神廟公開舉辦及親自主持如《南無西方極樂阿彌陀

佛、大願地藏王菩薩、大白蓮花童子準折冥債圓滿》等護摩法會，除了演化
手印外，並給參加者摩頂加持，使用本宗的法會儀軌卻在正行部分任意更
改。

4.請劉以洪立即停止以募集〔供僧基金帳戶〕的名義來騙取眾生捐款的
行為。
5.請劉以洪立即停止以「使用「真佛宗」、「蓮生活佛」、「真佛密
法」或其他與本宗相關等名詞，以免違反商標及相關法令，混淆視聽。

"劉"藉法會開示中，鼓吹信眾要每年一次或多次，以燒壽生金的方式
來還清業障，甚至還要連續燒四天才更有效等等邪言，誤導眾生錯解佛法。
"劉"誑稱自己可以見看到靈界文武百官歡喜拿走壽生錢等言語，招搖撞騙，

6.劉以洪以上的行為如因違犯其當地國家法律而造成任何問題，皆與本
宗無關，其當自行承擔一切後果及當地法律刑責。
7.請本宗同門及所有善信勿再受其蠱惑欺騙，自損慧命。

妖言惑眾，只為推廣非正法的「壽生金」金紙謀取暴利。
"劉"假借真佛宗禮敬供養出家眾的善行，竟然也設立〔供僧基金帳
戶〕，騙取眾生供僧捐款。此帳戶從未對外公開過善款收支金額與使用細
目，也沒有任何具有公信力的其他組織能對其監督。
宗委會對〈劉以洪非法主持法會牟利案〉今聲明如下：
1.劉以洪非本宗弘法人員，未經過宗委會認可便在其當地非法私設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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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不如法主持護摩法會、不如法演化手印、不如法給參加者摩頂加持，

謹此

使用本宗的法會儀軌卻在正行部分任意更改。身為本宗弟子卻視本宗法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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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委 會 人 事 （ 道場）懲處令通告
主旨：
宗委會今發佈二個人事（道場）懲處命令，分別是：
1.《宗律字人事第0009號令》_「釋蓮婷違反傳承，故註銷其本宗上師身
份，降職為法師案」《宗律字道場第0003號令》_「撤銷「不丹雷藏寺」道

權註銷「不丹雷藏寺」之道場申請案。
3.仍保留釋蓮婷法師身份，可繼續留在真佛僧團，但是需戴罪妥善處理
「不丹雷藏寺」的
產權與剩餘捐款善後問題。

場申請案」。
2.《宗律字人事第0010號令》_「釋蓮韡犯戒及誤導同門，故暫時褫奪其

案二、《宗律字人事第0010號令》

本宗上師身份兩年，降職為法師案」以上諸案皆由宗委會依職權確立人事懲

經查釋蓮韡身為本宗最高弘法人員未能確遵出家戒律，利用職權言詞恐

處裁示，並經由本宗監察會作最後覆審確認後執行之。今特頒佈人事（道

嚇或誤導眾生，從事商賈貿易圖利等過失確鑿，故今特頒佈以下人事命令，

場）命令，以昭公聽。

以昭公允：

各案說明：
案一、《宗律字人事第0009號令》暨《宗律字道場第0003號令》
經查釋蓮婷許久未在宗內執行弘法責任，並對傳承觀念有誤，違悖守護
真佛傳承的戒律與上師的職責，已不再適任本宗最高弘法人員（上師）之
職。然而當事者在本案調查過程，曾向聖尊誠實懺悔，態度合作並接納宗委
會的糾正與勸導，故本案從輕發落，讓其有自新的機會。
基於申請中的「不丹雷藏寺」產業登記已出現的問題，以及該道場並無
弘揚真佛密法的事實，宗委會依管理宗務秩序職責，有必要取消「不丹雷藏

1. 釋蓮韡自即日起，暫時褫奪上師名銜與法職兩年，處分期間法職降
為法師，應著法師服。
2. 釋蓮韡接受處分期間需潛心閉關修行，只能被准許參加師尊所主持
的春秋二季大法會活動，而且必須穿著法師服出席。
3. 請釋蓮韡以最誠摯的心，向根本傳承上師及宗委會發露懺悔，並以
書面方式，詳列自身所犯之過錯，以表真心悔改之意。
4. 釋蓮韡兩年處分期滿後，若閉關思過期間，充分配合宗委會的懲處
規定並真心悔改，宗委會將酌情准予恢復其上師法職與名銜。

寺」為真佛宗認可道場的申請，並鄭重對外公告，以正視聽。

70

故今特頒佈以下人事與道場組織命令，以昭公允：

謹此

1.釋蓮婷自即日起，註銷本宗上師身份。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2.宗委會代師收回「不丹雷藏寺」之賜名與使用權，並自即日起依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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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委 會 人 事 （ 道場）懲處令通告
主旨：
宗委會今發佈二個人事（道場）懲處命令，分別是：
1.《宗律字人事第0009號令》_「釋蓮婷違反傳承，故註銷其本宗上師身
份，降職為法師案」《宗律字道場第0003號令》_「撤銷「不丹雷藏寺」道

權註銷「不丹雷藏寺」之道場申請案。
3.仍保留釋蓮婷法師身份，可繼續留在真佛僧團，但是需戴罪妥善處理
「不丹雷藏寺」的
產權與剩餘捐款善後問題。

場申請案」。
2.《宗律字人事第0010號令》_「釋蓮韡犯戒及誤導同門，故暫時褫奪其

案二、《宗律字人事第0010號令》

本宗上師身份兩年，降職為法師案」以上諸案皆由宗委會依職權確立人事懲

經查釋蓮韡身為本宗最高弘法人員未能確遵出家戒律，利用職權言詞恐

處裁示，並經由本宗監察會作最後覆審確認後執行之。今特頒佈人事（道

嚇或誤導眾生，從事商賈貿易圖利等過失確鑿，故今特頒佈以下人事命令，

場）命令，以昭公聽。

以昭公允：

各案說明：
案一、《宗律字人事第0009號令》暨《宗律字道場第0003號令》
經查釋蓮婷許久未在宗內執行弘法責任，並對傳承觀念有誤，違悖守護
真佛傳承的戒律與上師的職責，已不再適任本宗最高弘法人員（上師）之
職。然而當事者在本案調查過程，曾向聖尊誠實懺悔，態度合作並接納宗委
會的糾正與勸導，故本案從輕發落，讓其有自新的機會。
基於申請中的「不丹雷藏寺」產業登記已出現的問題，以及該道場並無
弘揚真佛密法的事實，宗委會依管理宗務秩序職責，有必要取消「不丹雷藏

1. 釋蓮韡自即日起，暫時褫奪上師名銜與法職兩年，處分期間法職降
為法師，應著法師服。
2. 釋蓮韡接受處分期間需潛心閉關修行，只能被准許參加師尊所主持
的春秋二季大法會活動，而且必須穿著法師服出席。
3. 請釋蓮韡以最誠摯的心，向根本傳承上師及宗委會發露懺悔，並以
書面方式，詳列自身所犯之過錯，以表真心悔改之意。
4. 釋蓮韡兩年處分期滿後，若閉關思過期間，充分配合宗委會的懲處
規定並真心悔改，宗委會將酌情准予恢復其上師法職與名銜。

寺」為真佛宗認可道場的申請，並鄭重對外公告，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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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特頒佈以下人事與道場組織命令，以昭公允：

謹此

1.釋蓮婷自即日起，註銷本宗上師身份。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2.宗委會代師收回「不丹雷藏寺」之賜名與使用權，並自即日起依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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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專欄

■文∕黃志 中醫師

脊髓形癱瘓 治理不好 日後要輪
椅代步
診查發現左手左腿麻木 時有
出現麻痛 失眠 心煩易怒 精神
無法集中 手足反應遲援 頸部肌
肉群有萎縮現象 細心檢查後 發
現他的斜方肌 崗下肌三角肌都出
現問題 因頸椎弧度不正常而引發
出 腰三橫突綜合症 臀上皮神
經 骼脛束 足底膜炎等症狀 所
以他除了手麻之外 腰和腿同樣出
現問題
接著為他針灸 點穴推拿 把
頸部錯椎體恢復原位 不到兩三天
功夫 他症狀已經大有好轉
因此很多患者聞風而至 有肩
周炎 風濕病 失眠 中風 憂鬱
症 腰腿痛 坐骨神經痛 脊椎側
彎 不孕症 甲狀腺病 ﹁大頸
泡﹂ 該做手法就手法 開藥方的
開方 針灸的忙到不亦樂乎！
把今次旅程統統打破了 不是
遊山玩水吃喝玩樂 而是大會診
內人當然有微言呀！醫生天職是這
樣的了 想退休 要隱姓埋名把自
己藏起來！
再說侯先生 頸椎病漸漸復原

﹁

低頭一族﹂全球四處氾濫的
今天 手機當然好 提供聯繫便
利 推動經濟發展 社會進步 政
治 文化繁榮 其方便之科技功
能 出乎你的想像 比一台電腦還
要多 沒有手機很多人已無法生活
了
手機當然也有壞處 在馬路
課堂 車站 洒店 家庭 辦公
室 機場等 幾乎在任何場所都會
見到﹁低頭一族﹂ 對現在人類健
康 文化 生活 意識形態等有莫
大影響
尤其是我熟悉的頸椎病 近年
來發現頸椎病越來越年輕化 有些
二十多歲患者 他頸椎退化至如六
十歲人無異 頸椎病可以引起頭
痛 頭暈 血壓 失眠 眼乾 復
視 視力下降 耳鳴 耳聾 慢性
咽炎 脫髮 手足麻痛 記憶力衰
退等等疾患
最近到馬來西亞旅遊 就踫到
兩位嚴重頸推病患者 但同樣是由
手機電腦的﹁低頭一族﹂引起 先
說第一位 在去大馬之前 先約好
友陳先生 到時可以聚聚 電話中

不

了 後再教他一套頸椎操的運動
一天做兩次 及請他注意不要做
﹁低頭一族﹂否則後果嚴重
後來知道候先生頸椎病治癒
了
又某先生上門求治 這位先生
年約五十多歲 中等身材 一副老
華僑模樣 介紹人說 請求救救
他 看完一堆片後 心底確為患者
難過 他一年前在吉隆坡某大醫院
做了手術 把第三 四 五節的椎
板切掉 再用鋼絲固定 頸部活動
非常有限 左右轉動困難 左側
度角特別嚴重 經常頭痛 記憶力
減退 四肢麻木疼痛至每晚失眠
雙手肌肉已有明顯痿縮 走路不平
衡 他的頸椎脊髓已經有分受
到壓迫
我對他言：因為手術做得不
好 把三節頸骨之椎板連後突都切
掉 現時香港頸椎手術一般不會這
做手術了 大多數會保留椎體 把
突出物移徐 或換上人工間盤 因
這次手術令頸部失去穩定性 所以
手法復位或針灸對他已起不到作
用
只囑咐他小心保護好頸椎

陳生言有位好友侯先生 有嚴重頸
椎病 先後到過吉隆坡 星加坡看
過中 西醫 脊醫 跌打 症狀還
是一樣 最後星加坡醫生說要開刀
動手術 他恐怕術後會引起後遺
症 所以不願意動手術 問我有沒
有辦法！在電話上很難說有沒有辦
法 我言要做詳細檢查後才可決
定
到後 第二天 侯先生帶備有
關病歷一大堆Ｘ光片 看過Ｘ光
片 做初步診查後 發現侯生的頸
椎第二 三椎間盤突出 已有壓迫
到脊髓 確實嚴重 三十多歲人
骨質已經退化到六十多歲模樣
侯先生工作都是長期低頭看電
腦 坐姿不正確 電腦位置放得太
低 加上工作非常忙碌 由早上九
時至下午七時下班 整天都對著電
腦 有時回家還用手機與朋友連
絡 上網 天天如是一年復一年
時間一久 頸椎起了變化 椎形已
形成不是正常的向後弧形﹁C﹂字
形 而 是 反 張 的 ﹁ S﹂ 字 形 第
二 三椎間盤軟骨後凸壓迫到脊
髓 後果可以很嚴重甚至可能引至

要再受傷害 摩托車不能再騎 走
路也要小心以免跌倒 否則後果嚴
重 只好開了中藥方舒筋活絡行氣
止痛給他 希望對他有少許幫助！
因為手術後遺症加上年齡不
輕 頸椎的神經結構複雜 這個醫
案已很難恢復了 這都是長期低頭
工作所至！
有時慨嘆人生時運有所不同
一位推遲手術 用傳統手法針灸中
醫療法得以好轉 這位則一年前做
了手術 得手術後遺症 難已挽
回
在幾十年行醫生涯中 往往發
現有不少患者 錯失良機 治療失
誤 確要有好運氣而踫上好醫院
好醫生 才可藥到病除 恢復健
康！
︵寫作參考名家資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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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4 - A Plethora Of Scenic Splendours

The Mist At Genting Highlands

W

e went up to Genting Highlands on
December 27, 1992 at 6.00 p.m. by

the casino owner. His fortune is derived
from the customers' misfortune.

bus.
Genting Highlands, a casino and a
place of interest, is not only vigorous but
also energetic. The weather is cool and the
view spectacular.
As a non-gambler, I did not bring a big
stake there. Moreover I could not guarantee
that I would win.
In fact, I always advise people not to
gamble. Why? No matter how much you
eat, you drink, you play, you enjoy, there is
a limit to the expenditure incurred. But it is
not so if you indulge in gambling,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loss.
Few people can be saved from this
vice. A compulsive gambler is willing to die
for the cause, knowing that it is a fire pit,
and be prepared to jump into it, as if the
death will be a comfortable one.

雜誌

The entrance of the casino as designed
by a noted geomancy master, is of the
shape of an eagle claws. On passing
through the roof, the eagle can snatch your
wealth away. And the loot will be given to

It is said the main entrance is guarded
by many child ghosts, who can suck away
your gambling luck. Without such luck, the
gamblers will surely lose.
The casino is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so if you take escalator up, you are warned
not to touch the handrails as your good
hands will be taken away by the child
ghosts .
As gamblers believe in “luck and
good hands”, these are taboos for them.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e ending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You will be ripped
off and become a loser, whether your luck is
good or not, you are kind or unkind,
courageous or otherwis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or a saint and a commoner, a
hero and a coward.
The casino owner will always be the
winner, that is why the casino is doing a
thriving business.
The road leading to Genting Highland
is winding and built around the hills. Seen
backward, the road looks like a river with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nine turns, the sight is spectacular.
As the road is very narrow and the
ascendence can be quite steep at times, the
vehicle takes a heavy beating.
Winding rivers, steep cliff and
boundless greenery appear from both sides
of the road from time to time.
As we climbed higher, the greenery
became more gaudy. More and more
primitive trees met our eyes. The air was
even more soothing; we really enjoyed our
breathing. The landscape was really”
edible”.

dance gracefully and there will be many
tourists around.
The building is very modern. Apart
from hotel rooms, it has restaurants,
amusement park, casino, health club,.......
The scenery must be eye-catching.
What a pity we could not see the big
and grand garden with its pavilions, since
the thick mist was accompanied by strong
winds and occasional showers.
No green green grass of land,
No boundless lake that is full of water.

As we continued our journey, we
passed through layers of clouds. No wonder,
the place is known as Genting ( On top of
the cloud in Mandarin).
Touring a stupa and a temple on our
way to the peak, we saw only mist on
reaching our destination, instead of the
casino and the lake. The mist was so thick
that we could not even see the nearby lake.
In fact we saw nothing at all.
I presumed the lake must be as
sparkling as a pearl. And the water in it
deep blue and transparent. The fresh air
and colourful flower beds made the place
ostentatious. At night, the neon lights will
brighten the garden, and the willow will

Genting Highlands is well-known
though we did not come to gamble.
Dressed in Lama costumes and
incense pouches around our necks, we
came to see the beautiful scenery, to
breathe the fresh air. To our disappointment,
we saw only the mist.
I contend, “Mist is after all a good
thing. It is simple and yet typical. It is light
and full of simplicity and dignity.”
“Enjoying the care-free mist is like
comprehending the misted heart in a
bewildering world leisurely.”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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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to the peak, we saw only mist on
reaching our destination, instead of the
casino and the lake. The mist was so thick
that we could not even see the nearby lake.
In fact we saw nothing at all.
I presumed the lake must be as
sparkling as a pearl. And the water in it
deep blue and transparent. The fresh air
and colourful flower beds made the place
ostentatious. At night, the neon lights will
brighten the garden, and the willow will

Genting Highlands is well-known
though we did not come to gamble.
Dressed in Lama costumes and
incense pouches around our necks, we
came to see the beautiful scenery, to
breathe the fresh air. To our disappointment,
we saw only the mist.
I contend, “Mist is after all a good
thing. It is simple and yet typical. It is light
and full of simplicity and dignity.”
“Enjoying the care-free mist is like
comprehending the misted heart in a
bewildering world leisu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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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d on voit la belle femme se fétide

Quand on voit une belle femme s’allonger au lit, il faut la regarder comme
un mort inanimé, immobile, l’ossature
rigide, inconscient. Cette belle femme
vide de cerveau, entièrement privée d’intelligence,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On voit le corps de la belle femme s’étendre sur le lit ; bien que sa peau soit
blanche et douce, il se peut qu’en un clin
d’œil elle devienne une chair bleuie et
ensuite une enveloppe noire émettant
un souffle glacial qui pénètre jusqu’aux
os :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Quand on voit la blancheur et la finesse
de la peau de la belle femme, il faut savoir que dessous ce sont les muscles
avec le sang ; le pus mêlé de sang peut
circuler à l’intérieur et la chair putréfiée
le couvrir :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On voit le visage beau comme une fleur
et la figure charmante comme la lune de
la belle femme, mais ce n’est qu’un crâne,
des orbites enfoncées, des fosses nasales
rentrantes et des dents jaunes, un souffle négatif qui s’élève et s’épanche. Avec
un tel crâne,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On voit la taille fine et aguichante de la
belle femme, mais lors de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chair et de la peau, celles-ci
sont inévitablement crevées par purulence, l’intestin et l’estomac sont réduits
en bouillie et un épanchement

d’exsudat jaunâtre se fait voir, trop pour
l’odorat. Le mouvement fait par la taille
mince et parfumée n’est plus élégant :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tourner et se retourner, il faut savoir que son ossature
ressemble à une machine, et que l’intérieur des articulations a une similitude
avec un nid d’abeilles, une structure totalement alvéolaire ; avec ce squelette si
blanchâtre,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Quand on voit la belle femme se tourner et se retourner, il faut savoir que
son ossature ressemble à une machine,
et que l’intérieur des articulations a une
similitude avec un nid d’abeilles, une
structure totalement alvéolaire ; avec
ce squelette si blanchâtre,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On regarde le corps entier de la belle
femme, mais c’est une enveloppe charnelle destinée à pourrir ; les nerfs, les
os desséchés, la peau et la chair tomberont complètement en putréfaction, et
les nerfs s’altéreront et se décomposeront ; quand les os se séparent, tout le
corps se laisse envahir par des vers, se
recroqueville et devient éternellement
ténébreux ; les yeux ne supportent pas
de le voir : qu’est-ce qui chez elle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Ah ! il n’y a rien qui mérite d’être adoré
et aimé éperdument ! Pourquoi aller
contre tout bon sens ?
(la suite au prochain numé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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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ine ayant cédé à la séduction（3）

A

Le moine expliqua :
— Il n’y a pas d’autre personne masculine à cet endroit !
Elle insista en disant d’une voix timide
et mélodieuse :
— C’est justement parce qu’il n’y avait
pas d’autre personne que je suis alors venue
vous implorer, Maître, de me porter secours !
Soudain, la femme poussa un hurlement
et tomba. Elle se roula vraiment par terre, sa
tête appuyée dans ses deux mains, dans un
état extrêmement affligeant.
Le moine s’effraya. S’il ne l’aidait pas, la
belle femme serait tourmentée par cette céphalée difficile à supporter. Pourrait-il ne pas
la seconder ? Pour la sauver, il suffisait d’ôter
son slip et toucher le nombril de la femme
avec le sien.
Aux yeux du moine, bien qu’elle souffre
et devienne languide, elle était de toute beauté, ses cheveux longs s’éparpillaient, ses vêtements étaient en désordre, sa peau dévoilée
semblait aussi douce que blanche, aussi délicate que luisante ; sa poitrine était développée, sa taille fine, ses fesses rondes, ses deux
jambes jolies comme le jade. La plupart des
gens manifesteraient certainement des désirs
infinis s’ils voyaient une telle image.
Le moine se dit : « Ce n’est pas la convoitise d’un plaisir immédiat. Ce n’est qu’un toucher instantané qui s’arrêtera aussitôt. Il n’y
aura pas de conséquence. Sauver la vie d’une
personne l’emporte sur l’édification d’une pagode à sept étages, c’est inutile de se préoccuper du souci futur ! »
Alors, le moine enleva son slip et toucha
le nombril de la belle femme avec le sien.
Pour le contact, ce fut vraiment difficile
de le réaliser. Mais aussitôt que le toucher
eut lieu, la situation devint différente.
Les bras et les jambes de la belle fe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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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rèrent fermement le moine. Elle s’enroula
autour de lui comme un calamar. Elle l’enlaça, implacablement, et fit que ce dernier suffoquait !
Shpurangama-sûtra (« Sûtra de l’Héroïque »)
dit :
Les Tathâgata des dix directions disent
que l’acte du dévergondage du corps et
du regard porte aussi le nom de feu du
désir ; les bodhisattva se retirent du désir
comme s’ils s’extirpaient avec empressement d’une fosse de feu. Si le désir n’est
pas arrêté,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sera comme cuire du sable en voulant
qu’il devienne du riz ; après cent et mille
kalpa (cycles cosmiques), on verra qu’il
est toujours du sable chaud.

*
Quelques jours passèrent. Le seigneur envoya quelqu’un porter une lettre au moine
qui se trouvait au sommet de la montagne. Il
n’y avait dans cette lettre qu’un poème de
mauvais plaisant :
Il bat le tambour au lever matinal et
sonne la cloche pornographique le soir,
Le moine éminent acquiert un bon renom par sa pratique de la méditation ;
Malheureusement, la relique de cent ans
est tombée dans les pétales d’une fleur
de lotus.

Après avoir lu cela, le visage du moine
changea fortement de teint. Il fut rongé de
regrets et essaya de réorganiser les fils de sa
pensée pour savoir pourquoi il n’avait pas pu
s’affranchir du désir.
Les maîtres patriarches ont instruit ceci :

聖尊 蓮生活佛 盧勝彥法王
於台灣主持法會
2019年 3～ 4月法會日期
行程時間
0 3月0 2日 聖尊主壇「大白傘蓋佛母」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賜授灌頂：大白傘蓋佛母本尊法（包含：迴遮咒）。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3月0 9日 聖尊主壇「宗喀巴祖師」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賜授灌頂：宗喀巴祖師念誦法。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3月1 6日 聖尊主壇「長壽三尊」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慶祝蓮生活佛出家33周年。賜授灌頂：長壽佛本尊法、佛頂尊勝佛母不共大法、白
度母本尊法。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3月2 3日 聖尊主壇「綠度母」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賜授灌頂：綠度母本尊法、綠度母七笑咒。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3月3 0日 聖尊主壇「淨土三尊」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清明超度。賜授灌頂：阿彌陀佛本尊法、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大勢至菩薩本尊法、
香華三昧法、迦陵頻伽法。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4月0 6日 聖尊主壇「金剛亥母」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賜授灌頂：金剛亥母不共大法、寶瓶氣、拙火定、靈熱法、金剛亥母拙火拳。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4月1 3日 聖尊主壇「穢跡金剛」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賜授灌頂：穢跡金剛不共大法。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4月2 0日 聖尊主壇「不空絹索觀音」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賜授灌頂：不空絹索觀音不共大法、光明真言、不空摩尼供養真言。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4月2 7日 聖尊主壇「白蓮花王」護摩大法會【講授：道果】
下 午3點 ◎浴佛。賜授灌頂：白蓮花王不共大法、還淨灌頂。 法會地點：台灣雷藏寺
0 4月2 8日 聖尊主壇大義雷藏寺首傳「救天災度母」大法會
下 午2點 賜授灌頂：救天災度母本尊法。 法會地點：高雄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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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 文化導賞遊 §

煌 蓮花童子尋根之旅

2019.

5.13
5.22

(星期一)

(星期三)

10天9晚 ． 全 程4星 或 超4星 酒 店

香港普明佛學會

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寬講心靈短期佛學課程同學會 協辦
隨行導師：
● 譚偉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 蓮花少東上師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佛學課程兼任導師）
●

顏聯武先生（香港資深傳媒人）

每日行程（僅供參考之用）
第一天 上午：香港機場坐東方航空公司客機去西
安，再轉機敦煌。
第二天 上下午：莫高窟，晚上往鳴沙山、月牙泉。
第三天 上午：莫高窟(蓮花童子特窟)；
下午：往瓜州。
第四天 上午：榆林窟；下午：往嘉裕關。
第五天 上午：魏晉壁畫墓；
下午：往張掖七彩丹霞遊。
第六天 上午：張掖大佛寺；
下午：坐高鐵(動車)往蘭州，參觀甘肅省
博物館；晚上：遊蘭州黃河風情。
第七天 上午：劉家峽水庫，坐快艇往炳靈寺；
下午：乘高(動車)往天水。
第八天 上午及下午：住麥積山石窟。
第九天 上午：坐高鐵(動車)往咸陽；
下午：參觀西安 兵馬俑。
第十天 上午：往機場乘東方航空公司客機返香港。

費用：每一人港幣$19,950（以2人同住一房計
算），請自行找已報名者同房。【若要單人房，
需另補差價】
註：以上費用包括—額外參觀「蓮花童子特窟」、
特別設計用於本次旅程的外套及帽、其他不可預期
的雜費、內地導遊及司機小費。【收費若有剩餘，
將撥捐「普明佛學會」，概不退還。】
§歡迎報名參加§
報名電話：+852 2616 9434
每日開放時間：11am ～ 5pm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
A座8樓814室
臉書Facebook：#香港普明同修會
網址：www.hkpm.org
電郵：hkpuming@ymail.com
普明同修會Whatsapp：+852 9457 4912
普明同修會WeChat ID：hkp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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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善信一心頂禮，虔具供養，根本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諸佛菩薩，
冀以佛光加持，延丈真佛密法，祈願迴向皆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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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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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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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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好禮

雜誌

︱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２７０冊｜我所知道的佛陀

下地獄的警示
國王與和尚

二○一九年 二 月 十五 日

︱特別報導︱
︿圓弘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師尊預言：圓弘雷藏寺將來會出現成就者
很多佛菩薩下降來祝賀祂
︿定智雷藏寺﹀開光安座剪綵‧開示

禪定跟智慧是修行人的兩個翅膀
可以飛到四聖界 唯一的兩個翅膀

–印尼弘法系列報導–
癸二

略方便道

︿台灣雷藏寺﹀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癸二

第 四 剎 那 俱 生 喜 稱 ﹁ 明點堅 固 煖﹂ 無 需劬 勞即持
五 護 守 護 不 漏有六 於 後持護 明 點漏失 時釋說
此處暫略
略方便道

︿台灣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2018.12/6～12/14
真佛宗蓮生活佛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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