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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看我莫名其妙
我自己也害羞
我問自己的內心
稍稍知道
舍利弗
蓮華生
龍樹
那若巴
宗喀巴
還有
妙妙

一個符號
我只是一個符號
盧勝彥什麼都不是
蓮生活佛是活猴
華光佛
三千佛的上首蹦蹦跳跳
誰知道
日子一天又一天的過去
年復一年

穿越︵四首現代詩︶
在一個餐會上
一名女子告訴我
現代正在流行
﹁穿越﹂
我問什麼是穿越
她答
﹁時空﹂
哦
我明白了
現在空
過去空
未來空
咚咚咚
一陣鑼鼓竭
又
咚咚咚

我是誰
我問人
我是誰

過了ｅ世紀
再來的世紀
統統
忘掉

哈哈哈
我終於開悟了
開悟之前
我莫名其妙
開悟之中
我猴急
開悟之後
我完全寂靜下來了
你問我
開悟是什麼
我
我
我
哈哈哈
我終於死翹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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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２７２冊︽淨光的撫摸︾●一問一答之間

問：
﹁還有呢？﹂
答：
﹁本尊是一種力量 是一種無形的恩典 如果與
本尊相應 你會看見奇蹟 或是奇異的巧合 很多不
可思議的現象會發生 ﹂︵神通現象︶
問：
﹁可以舉例說明嗎？﹂
答：
﹁例如：我與瑤池金母相應 瑤池金母像我母
親 我與阿彌陀佛相應 阿彌陀佛像我父親 我與地
藏王菩薩相應 地藏王菩薩像我兄弟 我與空行母相
應 空行母像我妻子 ﹂︵祂們都會幫助行者︶
問：
﹁益處呢？﹂
答：
﹁你向本尊祈禱 在世俗方面 求財得財 求子
得子 求名位得名位 求壽得壽
在修行方面
除了本尊淨土 甚至助你修氣 修脈 修明點 身體
也會健康
﹂
問：
﹁本尊相應的人 除了幫自己 也能幫助他人
嗎？﹂
我答：
﹁正是 如盧師尊 ﹂
︵注意：本尊來自於行者的內在佛性︶

﹁什麼叫本尊相應？﹂
答：
﹁虛空的本尊 行者的自身 行者內在的本尊
三者互相連結 相應 合一 這就是本尊相應 ﹂
問：
﹁盧師尊本尊相應了嗎？﹂
答：
﹁正是 ﹂
問：
﹁相應的現象是什麼？﹂
答：
﹁就像我寫這本書一樣 我可以與本尊對話 這
種親密的關係如同：
夫妻
父親
母親
姐妹兄弟
知己
甚至我與本尊一一的合一 永遠的在一起 有人
說 夜夜同眠 朝朝共起
也就是 我與本尊根本無分別 我就是本尊 本
尊就是我 無二無別 ﹂
問：
﹁如何與本尊能相應？﹂
答：

如何跟本尊相應？
我

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不管是學顯教 或者是
學密教 修行人與本尊的相應是第一重要的
要往生本尊的淨土 一定要本尊相應
一 禪 宗｜｜與行者自身的最高意識相應
二 淨土宗｜｜行者與西方三聖相應
三 密 宗｜｜行者與本尊相應
四 律 宗｜｜行者嚴守戒律與大我相應
我在本文中 將詳細的告訴大家 ﹁如何跟本尊
相應的相關問題 ﹂
●
問：
﹁如何是本尊？﹂
答：
﹁其實本尊是泛稱 祂可以是諸佛 菩薩 金
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也可稱宇宙意識 最高意
識 大能 大智 大我 神等等 ﹂
問：
﹁本尊住何處？﹂
答：
﹁我認為有二：一者是本尊的淨土 二者是行者
的內心深處 這個回答 不一定準 因為也可以說
本尊是無所不在 ﹂
問：

﹁我簡單回答如下：
禪宗││進入禪三昧 與本尊相應
淨土宗││念佛一心不亂 與本尊相應
密宗││身清淨 口清淨 意清淨與本尊相應
律宗││以守戒律與本尊相應 ﹂
問：
﹁所謂八萬四千法門 都可以與本尊相應是
嗎？﹂
答：
﹁八萬四千法門只是工具 最重要的是 要與本
尊相應 ﹂
問：
﹁世俗人懂這些嗎？﹂
答：
﹁不懂！世俗人生活在財 色 名 食 睡之
中 如何明白這些道理 ﹂
問：
﹁誰能懂？﹂
答：
﹁發心修行的人 因善知識的啟發 才明白與本
尊相應的道理 ﹂
問：
﹁與本尊相應有何益處？﹂
答：
﹁最大的益處是臨終可以到本尊的淨土 可以成
就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只要相應
了 就一定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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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黃財神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三 別洲生處行法
以字遮諸外門戶 僅留梵穴不遮 心間之氣與月輪
上 觀心之所依為一青色的﹁吽﹂字 以二十聲嘻紀提引至
喉間 第二十一聲的時候 以三種訣要相契之法由梵穴門戶
射出去 至任何所欲之具安樂洲及生處
若欲成化生 入鄔巴拉花與蓮花等生處中央 若欲胎
入婆羅門或皇后王妃等胎內 作為意之對境而射 如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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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留梵穴不遮
觀心之所依為一青

別洲生處行法
以字遮諸外門戶

心間之氣與月輪上

至任何所

以三種訣要

以二十聲嘻紀提引至

第二十一聲的時候

黑色的﹁吽﹂字
喉間
相契之法由梵穴門戶射出去
入鄔巴拉花與蓮花等

欲之具安樂洲及生處
若欲成化生
如弓

入婆羅門或皇后

作為意之對境而射

若欲胎生

王妃等胎內
定能成功

生處中央
箭繃弦之喻
許為四種灌頂

唯第四種屬不共之法

以上三種應用行法
之共通臨終法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同修本尊
﹁針巴拉﹂跟五方五如來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
門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駐瑞典兼挪威代
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明天可能是廖大使回
來 明天是禮拜天 廖大使回到西雅圖 ︿真佛宗宗委
會﹀會計師Teresa師姐 她是我們︿真佛宗﹀的大掌
櫃 莊駿耀醫師 謝謝他幫忙很多的法師還有同門看牙
齒
還有林淑華醫師 她是在亞特蘭大 ︿真佛宗宗委
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她還是在做律師的行業 但
是她本身也就是﹁真佛般若藏﹂的負責人 我們就講說
周律師現在已經不務正業 現在她變成好像是弘法人
員 ﹁真佛般若藏﹂在她的手上發展非常地迅速 希望
還沒有加入會員的 是免費加入會員 而且能夠利用
﹁真佛般若藏﹂ 能夠查詢到師尊的所有二百七十二本
文集 裡面所有的資料 都可以查詢到
有時候我自己也忘掉我自己寫過什麼東西 結果也
是要靠人家去查 欸 我是不會手機的人 我本人也不
會電腦 也沒有平板 我有一支手機 是因為我車子如
果在半路上 car broken have the trouble I wanna
tow car 我就是用這個手機 這個手機功能很好 很有
功能 它可以關 可以開 可以打出去 但是人家打進
來我也不會用 我就只能夠打這個手機打出去 其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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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整理∕ 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同
修∕ 黃財神本尊法
地
點∕ 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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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我 是 關 著 的 because in the highway car have
the trouble I can use my cellphone 我就是只有這
個手機而已 其他什麼都沒有 這個功能好像也不錯
喔！有功能嗎？古董 這個就是﹁真佛般若藏﹂ 我是
聽大家用的人 他說：﹁哇！很好！﹂ 你只要把名字
打進去 哪一本書裡面有這個名字 它都會全部統統都
跳出來 所以現在周慧芳律師她是﹁真佛般若藏﹂的負
責人 而且她到處去弘揚︿真佛密法﹀ 她到處去 很
多的 甚至到學校去 去︿輔仁大學﹀ 現在︿輔仁大
學﹀也有三十幾個 都是從來不知道︿真佛宗﹀的 另
外在︿輔仁大學﹀她也介紹我們︿真佛宗﹀ 介紹﹁真
佛般若藏﹂ 很多人 把五百本師尊的書籍也在︿輔仁
大學﹀全部推銷出去
今天我們是修黃財神法 這也是一個財神法 先跟
大家講 大家晚安 大家好！︵華語︶你好 大家好！
︵粵語︶黃財神我們知道的 祂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是
用香 點上香 再由香幻化成為須彌山 黃財神是住在
須彌山的半山 半山叫做四天王天 黃財神屬於多聞
天 當然四天王都是財神 我講過 在天上最富有的就
是四天王 在海中最富有的是龍王 在地上最富有的可
以講是山神跟堅牢地神 是在地面上最富有的 我們開
始修行要修資糧道 資糧道也就是講 你如何把你人生
當中一切統統都沒有缺 無缺 你能夠很定下心來 能
夠好好的修行 不為錢去奔波
我今天聽說 我們在越南是有雷藏寺 也有上師在
那邊 越南有兩個翻譯越文的 很有學問的年輕人 把
師尊的書翻譯成越南文 當然﹁真佛般若藏﹂裡面有很
多英文的 也有越南文的 聽周律師講 有兩個翻譯越

南文的這兩位 現在從越南移民到紐西蘭 他是在南島
還是北島？喔 不知道是移民到南島還是北島？北島就
是Auckland那裡？喔 北島是紐西蘭最大的島 你也是
在北島是嗎？你在北島 因為他們兩個人移民到紐西蘭
去的時候 目前在找工作 翻譯越南文的這兩個年輕人
是很模範 很陽光的一對夫婦 我在台灣見過他們 很
好的很優秀的兩個越南的年輕人 一對夫婦 他們把書
翻譯成越南文 對︿真佛宗﹀有很大的貢獻 現在移民
到紐西蘭以後 沒有事情可以做 聽說在找事情 這個
針巴拉也應該去幫忙他們 用佛菩薩的光讓他們找到工
作 也希望我們在紐西蘭的同門 也幫他們找一下 這
個可以聯絡的嘛 紐西蘭的住址 如果有的話 請給紐
西蘭的堂主 他也可以幫忙找事情做 剛好有紐西蘭的
堂主在這裡 他們兩個越南人是非常模範的很年輕 很
誠實 很實在的年輕人
欸 你要移民到紐西蘭 要先找事情才過去嘛 去
到那裡沒有事情 如何有資糧呢？對不對？那要請紐西
蘭的堂主 因為你在地的 你也可以幫助他們 應該有
什麼事情可以做 他說你們要做什麼樣子的事情？他們
的回答說 只要有事情做就好 他們肯吃苦肯耐勞 有
事情做就可以了 我們知道在紐西蘭羊都比人還多 是
的 那邊地很大 那邊地廣人稀 我記得我去到北島
Auckland的地方 最大的城市 南島是基督城 是最大
的城市 其他的地方很空曠 很多很空曠的地方 地廣
人稀 事情不是很容易找的到 希望針巴拉能夠幫助這
兩位越南的年輕人 我們的堂主在這裡 跟他們聯絡
也能夠找到事情 解決他們的困難 彼此都是同門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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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有功能嗎？古董 這個就是﹁真佛般若藏﹂ 我是
聽大家用的人 他說：﹁哇！很好！﹂ 你只要把名字
打進去 哪一本書裡面有這個名字 它都會全部統統都
跳出來 所以現在周慧芳律師她是﹁真佛般若藏﹂的負
責人 而且她到處去弘揚︿真佛密法﹀ 她到處去 很
多的 甚至到學校去 去︿輔仁大學﹀ 現在︿輔仁大
學﹀也有三十幾個 都是從來不知道︿真佛宗﹀的 另
外在︿輔仁大學﹀她也介紹我們︿真佛宗﹀ 介紹﹁真
佛般若藏﹂ 很多人 把五百本師尊的書籍也在︿輔仁
大學﹀全部推銷出去
今天我們是修黃財神法 這也是一個財神法 先跟
大家講 大家晚安 大家好！︵華語︶你好 大家好！
︵粵語︶黃財神我們知道的 祂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是
用香 點上香 再由香幻化成為須彌山 黃財神是住在
須彌山的半山 半山叫做四天王天 黃財神屬於多聞
天 當然四天王都是財神 我講過 在天上最富有的就
是四天王 在海中最富有的是龍王 在地上最富有的可
以講是山神跟堅牢地神 是在地面上最富有的 我們開
始修行要修資糧道 資糧道也就是講 你如何把你人生
當中一切統統都沒有缺 無缺 你能夠很定下心來 能
夠好好的修行 不為錢去奔波
我今天聽說 我們在越南是有雷藏寺 也有上師在
那邊 越南有兩個翻譯越文的 很有學問的年輕人 把
師尊的書翻譯成越南文 當然﹁真佛般若藏﹂裡面有很
多英文的 也有越南文的 聽周律師講 有兩個翻譯越

南文的這兩位 現在從越南移民到紐西蘭 他是在南島
還是北島？喔 不知道是移民到南島還是北島？北島就
是Auckland那裡？喔 北島是紐西蘭最大的島 你也是
在北島是嗎？你在北島 因為他們兩個人移民到紐西蘭
去的時候 目前在找工作 翻譯越南文的這兩個年輕人
是很模範 很陽光的一對夫婦 我在台灣見過他們 很
好的很優秀的兩個越南的年輕人 一對夫婦 他們把書
翻譯成越南文 對︿真佛宗﹀有很大的貢獻 現在移民
到紐西蘭以後 沒有事情可以做 聽說在找事情 這個
針巴拉也應該去幫忙他們 用佛菩薩的光讓他們找到工
作 也希望我們在紐西蘭的同門 也幫他們找一下 這
個可以聯絡的嘛 紐西蘭的住址 如果有的話 請給紐
西蘭的堂主 他也可以幫忙找事情做 剛好有紐西蘭的
堂主在這裡 他們兩個越南人是非常模範的很年輕 很
誠實 很實在的年輕人
欸 你要移民到紐西蘭 要先找事情才過去嘛 去
到那裡沒有事情 如何有資糧呢？對不對？那要請紐西
蘭的堂主 因為你在地的 你也可以幫助他們 應該有
什麼事情可以做 他說你們要做什麼樣子的事情？他們
的回答說 只要有事情做就好 他們肯吃苦肯耐勞 有
事情做就可以了 我們知道在紐西蘭羊都比人還多 是
的 那邊地很大 那邊地廣人稀 我記得我去到北島
Auckland的地方 最大的城市 南島是基督城 是最大
的城市 其他的地方很空曠 很多很空曠的地方 地廣
人稀 事情不是很容易找的到 希望針巴拉能夠幫助這
兩位越南的年輕人 我們的堂主在這裡 跟他們聯絡
也能夠找到事情 解決他們的困難 彼此都是同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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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然後他又丟進來 我又丟出去 就好像在丟籃球這
樣子 他丟進來 我丟出去 他一定要把那些錢送給
我 用一個紙箱子裝著滿滿的錢 大福金剛 坐著就會
有 真的 不好意思講 像今天師尊胸前掛了一個這個
東西 我並沒有跟他要 他就是要送我 錢師姐在嗎？
中間這一塊是八十一克拉的紅碧璽；紅 碧是碧潭的
碧 璽是玉璽的璽 紅碧璽 八十一克拉 我不講它多
少錢 單單這一塊 這是八十一克拉的紅碧璽 我不講
它多少錢 因為講了大家都會心跳 我自己也會心跳
這一塊是他在台灣送給我的 從一個國家過來 要送給
我這個東西 他可以講是那個國家的差不多第三大富
豪 那個國家的富豪 他就送一塊 完全沒有瑕疵 八
十一克拉的；如果是紅寶石的話巳經不得了 這東西比
紅寶石還要貴 有八十一克拉的 沒有瑕疵 在這世界
上很難找到的
我在台灣很想把它帶回西雅圖來 畢竟西雅圖才是
真正的住家 那邊是客居 客居在台灣 我不太敢帶回
來 我想台灣的東西我就不帶回來 留在台灣好了 但
是瑤池金母跟我講：你可以帶回去 帶回去 過
custom怎麼辦？我那時候想到 我就跟他講 這個是
glass 底 下 這 塊 金 是 鍍 金 就 講 這 是 我 的 dharma
item 是法器 它做成法器的形狀 做成念珠嘛 其實
上面這裡全部都是紅碧璽 這個圓圓的全部都是紅碧
璽 我不敢帶 我說我留在台灣算了 台灣的留在台
灣 美國的留在美國 不要這樣子搬來搬去 但是我又
想帶回美國 怎麼辦呢？問一下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
說：沒問題祢帶回去 如果真的被搜到了 我只能跟他
好

講dharma item

掛在胸前給大家看

黃財神也是財神 ︿真佛宗﹀有很多財神 還有在
佛國淨土的財神 勾攝財續母 祂就是財神 勾財天女
祂是阿彌陀佛的心中所化出來的 是佛國淨土的財神
我們有一位泰國的Ying師姐 我只叫她Ying而巳 她的
名字很長 我在台灣的時候 她也到︿台灣雷藏寺﹀
來 她沒有事情做 每天就是用勾財天女的這個鉤 跑
到戶外勾勾勾勾 然後唸勾財天女的心咒 她去買四字
獎 居然連續中獎中了三年 三年哪！她只是用勾財天
女這樣子勾勾勾 居然能夠中獎連續中了三年！
到了︿台灣雷藏寺﹀ 我問 妳現在還在中獎嗎？
她說還在中獎 只是中多 中少 不過統統都有中 每
一期她都中 她說用了勾財天女以後 她沒有工作 就
是以買獎券為生 買獎券中獎 她中的獎比人家工作的
錢還要多 那個Ying師姐很特別 我看她為什麼特別
這女生很奇怪 她是中年婦人 個子長的高高的 我特
別看她一下 哇！天啊！她嘴巴好大 這個嘴不是小嘴
巴 是大嘴巴 一直到邊緣上來 一開口 怪不得很多
錢都會掉進去 Ying師姐 你們在座的有人認得她嗎？
有人認得她嗎？泰國的 沒有人認得 泰國薩瓦迪卡
中獎連續中了三年以後 我再問她 妳現在還中嗎？她
說 還中啊！有這樣子的 她就是靠一個勾財天女
瑤池金母也是財神啊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蓮華生大士也是財神啊 祂的﹁搖錢樹法﹂ 還記得
嗎？蓮花童子也是財神啊 蓮花童子是大福金剛 祂當
然有大福啊！有人送錢給師尊哪 真的！那時候我還在
台灣問事情的時候 還沒有移民到西雅圖來 人家怎麼
送錢呢？我在圍牆裡面 他把一個大箱子的錢 丟到我
的庭院裡面來 然後我再拿起來 把它丟回去 丟出

如果真正地學習到佛法的精髓 他只要出去說佛法 講
佛法 人家就會供養 法師人家也要供養你呀！但是你
一定要學得非常的精 要懂 什麼你都要知道 不是三
飽和尚 什麼是三飽和尚？就是吃飽 睡飽 玩飽 這
三飽和尚
你真正有了學問 你修證了 你自己本身福分就會
來 所以講的是實在的 因為你給他感應 他就給你
他問你的事情 他所求的事情 你算了 有給他感應
他可以付出 其實這個東西呀 我手上這個紅碧璽 也
是因為給他感應了 他才給我 人家有了感應 他才給
我的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幫人家好像是說在神算的時
候 你說：﹁喔 神算不知道準不準或怎麼樣子 ﹂
你這樣子講就不對了 因為有時候 人家身上有很大的
疾病 但是你能夠用你的方法給他 他的病很快就好
了 他心存感激 他說：﹁我就是要給師尊﹂ 是這樣
子的 當然有很多秘密也不能講出來 像這個到底是哪
一個國家的富豪送的 我不敢講；這個是哪一國的總統
送的 我也不敢講 也不能講 那是總統送的耶！但是
我也不能講啊！
所以 人生嘛！財富是借你呆看 你們剛剛請佛住
世 瑤池金母也跟我講 我可以再活幾年 祂都已經跟
我講過 現在你們盡量幫我 我心裡也很感激 心裡很
感動 瑤池金母講的話幾乎都是像磐石一樣堅固不移
的 它不會移動 很難移動的 謝謝你們幫我祈求 唸
長壽佛的心咒 祈求常住世間 永轉法輪 謝謝你們祈
求 但是壽命祂確實有跟我講了 我是知道很難改 但
是我也盡量自己想辦法改 我有缺點祂也會跟我講

是我的法器

了 就這樣決定了
到了︿西雅圖機場﹀ 檢查很嚴格的 那個海關人
員 居 然 認 得 我 他 說 ： Oh,living Buddha, go this
way 不是叫我Pass, No, No pass, go this way. 進
去裡面檢查啊 海關人員認得我 他就叫我去檢查 我
們行李放在那裏 第一個檢查上面的行李 他先問你
現在海關是這樣子 你這裡面有什麼東西？你先講 師
母就開始講 裡面有什麼 什麼 他打開 的確都是正
確 第一個行李他搬開 再來第二個行李 這裡面有什
麼？也是她的紙箱子 打開 師母就講這裡面有什麼
統統都講 他打開全部看 全部都對
但是我手上戴的也是這個啊 我手上戴的這個是印
度尼西亞 我們做法會的時候送的 那是﹁阿底峽法
會﹂的時候送的 這個原來也是紅碧璽 也是很貴的
這將近有二十九克拉 這個有八十一克拉；另外我這邊
也有 這個是香港送的 這個是印尼送的 這是一個國
家其中的一個富豪送的 全部都是人家送的 所以我到
哪裡去買東西 我根本不用買東西 我唯一花的錢是
gas station 就 是 這 個 樣 子 這 個 有 用 嗎 ？ 掛 著 好
看 對我講 沒有用處 這只是一個石頭 這些都是石
頭都是礦物 總有一天 這些也是要留下去 轉手到別
人的手上 我也不會賣 我也不用賣什麼東西 所以
呢 我覺得大福金剛就是這樣子啊！將來你如果當上
master 而且你得到真正的傳承法流的 而且你是一個
很尊貴的master 一樣的你也是大福金剛啊！你們本身
修行 你們有成就 你也能夠弘法度眾生啊！像我們現
在的上師Master阿闍梨 還有教授師 還有法師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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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然後他又丟進來 我又丟出去 就好像在丟籃球這
樣子 他丟進來 我丟出去 他一定要把那些錢送給
我 用一個紙箱子裝著滿滿的錢 大福金剛 坐著就會
有 真的 不好意思講 像今天師尊胸前掛了一個這個
東西 我並沒有跟他要 他就是要送我 錢師姐在嗎？
中間這一塊是八十一克拉的紅碧璽；紅 碧是碧潭的
碧 璽是玉璽的璽 紅碧璽 八十一克拉 我不講它多
少錢 單單這一塊 這是八十一克拉的紅碧璽 我不講
它多少錢 因為講了大家都會心跳 我自己也會心跳
這一塊是他在台灣送給我的 從一個國家過來 要送給
我這個東西 他可以講是那個國家的差不多第三大富
豪 那個國家的富豪 他就送一塊 完全沒有瑕疵 八
十一克拉的；如果是紅寶石的話巳經不得了 這東西比
紅寶石還要貴 有八十一克拉的 沒有瑕疵 在這世界
上很難找到的
我在台灣很想把它帶回西雅圖來 畢竟西雅圖才是
真正的住家 那邊是客居 客居在台灣 我不太敢帶回
來 我想台灣的東西我就不帶回來 留在台灣好了 但
是瑤池金母跟我講：你可以帶回去 帶回去 過
custom怎麼辦？我那時候想到 我就跟他講 這個是
glass 底 下 這 塊 金 是 鍍 金 就 講 這 是 我 的 dharma
item 是法器 它做成法器的形狀 做成念珠嘛 其實
上面這裡全部都是紅碧璽 這個圓圓的全部都是紅碧
璽 我不敢帶 我說我留在台灣算了 台灣的留在台
灣 美國的留在美國 不要這樣子搬來搬去 但是我又
想帶回美國 怎麼辦呢？問一下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
說：沒問題祢帶回去 如果真的被搜到了 我只能跟他
好

講dharma item

掛在胸前給大家看

黃財神也是財神 ︿真佛宗﹀有很多財神 還有在
佛國淨土的財神 勾攝財續母 祂就是財神 勾財天女
祂是阿彌陀佛的心中所化出來的 是佛國淨土的財神
我們有一位泰國的Ying師姐 我只叫她Ying而巳 她的
名字很長 我在台灣的時候 她也到︿台灣雷藏寺﹀
來 她沒有事情做 每天就是用勾財天女的這個鉤 跑
到戶外勾勾勾勾 然後唸勾財天女的心咒 她去買四字
獎 居然連續中獎中了三年 三年哪！她只是用勾財天
女這樣子勾勾勾 居然能夠中獎連續中了三年！
到了︿台灣雷藏寺﹀ 我問 妳現在還在中獎嗎？
她說還在中獎 只是中多 中少 不過統統都有中 每
一期她都中 她說用了勾財天女以後 她沒有工作 就
是以買獎券為生 買獎券中獎 她中的獎比人家工作的
錢還要多 那個Ying師姐很特別 我看她為什麼特別
這女生很奇怪 她是中年婦人 個子長的高高的 我特
別看她一下 哇！天啊！她嘴巴好大 這個嘴不是小嘴
巴 是大嘴巴 一直到邊緣上來 一開口 怪不得很多
錢都會掉進去 Ying師姐 你們在座的有人認得她嗎？
有人認得她嗎？泰國的 沒有人認得 泰國薩瓦迪卡
中獎連續中了三年以後 我再問她 妳現在還中嗎？她
說 還中啊！有這樣子的 她就是靠一個勾財天女
瑤池金母也是財神啊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蓮華生大士也是財神啊 祂的﹁搖錢樹法﹂ 還記得
嗎？蓮花童子也是財神啊 蓮花童子是大福金剛 祂當
然有大福啊！有人送錢給師尊哪 真的！那時候我還在
台灣問事情的時候 還沒有移民到西雅圖來 人家怎麼
送錢呢？我在圍牆裡面 他把一個大箱子的錢 丟到我
的庭院裡面來 然後我再拿起來 把它丟回去 丟出

如果真正地學習到佛法的精髓 他只要出去說佛法 講
佛法 人家就會供養 法師人家也要供養你呀！但是你
一定要學得非常的精 要懂 什麼你都要知道 不是三
飽和尚 什麼是三飽和尚？就是吃飽 睡飽 玩飽 這
三飽和尚
你真正有了學問 你修證了 你自己本身福分就會
來 所以講的是實在的 因為你給他感應 他就給你
他問你的事情 他所求的事情 你算了 有給他感應
他可以付出 其實這個東西呀 我手上這個紅碧璽 也
是因為給他感應了 他才給我 人家有了感應 他才給
我的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幫人家好像是說在神算的時
候 你說：﹁喔 神算不知道準不準或怎麼樣子 ﹂
你這樣子講就不對了 因為有時候 人家身上有很大的
疾病 但是你能夠用你的方法給他 他的病很快就好
了 他心存感激 他說：﹁我就是要給師尊﹂ 是這樣
子的 當然有很多秘密也不能講出來 像這個到底是哪
一個國家的富豪送的 我不敢講；這個是哪一國的總統
送的 我也不敢講 也不能講 那是總統送的耶！但是
我也不能講啊！
所以 人生嘛！財富是借你呆看 你們剛剛請佛住
世 瑤池金母也跟我講 我可以再活幾年 祂都已經跟
我講過 現在你們盡量幫我 我心裡也很感激 心裡很
感動 瑤池金母講的話幾乎都是像磐石一樣堅固不移
的 它不會移動 很難移動的 謝謝你們幫我祈求 唸
長壽佛的心咒 祈求常住世間 永轉法輪 謝謝你們祈
求 但是壽命祂確實有跟我講了 我是知道很難改 但
是我也盡量自己想辦法改 我有缺點祂也會跟我講

是我的法器

了 就這樣決定了
到了︿西雅圖機場﹀ 檢查很嚴格的 那個海關人
員 居 然 認 得 我 他 說 ： Oh,living Buddha, go this
way 不是叫我Pass, No, No pass, go this way. 進
去裡面檢查啊 海關人員認得我 他就叫我去檢查 我
們行李放在那裏 第一個檢查上面的行李 他先問你
現在海關是這樣子 你這裡面有什麼東西？你先講 師
母就開始講 裡面有什麼 什麼 他打開 的確都是正
確 第一個行李他搬開 再來第二個行李 這裡面有什
麼？也是她的紙箱子 打開 師母就講這裡面有什麼
統統都講 他打開全部看 全部都對
但是我手上戴的也是這個啊 我手上戴的這個是印
度尼西亞 我們做法會的時候送的 那是﹁阿底峽法
會﹂的時候送的 這個原來也是紅碧璽 也是很貴的
這將近有二十九克拉 這個有八十一克拉；另外我這邊
也有 這個是香港送的 這個是印尼送的 這是一個國
家其中的一個富豪送的 全部都是人家送的 所以我到
哪裡去買東西 我根本不用買東西 我唯一花的錢是
gas station 就 是 這 個 樣 子 這 個 有 用 嗎 ？ 掛 著 好
看 對我講 沒有用處 這只是一個石頭 這些都是石
頭都是礦物 總有一天 這些也是要留下去 轉手到別
人的手上 我也不會賣 我也不用賣什麼東西 所以
呢 我覺得大福金剛就是這樣子啊！將來你如果當上
master 而且你得到真正的傳承法流的 而且你是一個
很尊貴的master 一樣的你也是大福金剛啊！你們本身
修行 你們有成就 你也能夠弘法度眾生啊！像我們現
在的上師Master阿闍梨 還有教授師 還有法師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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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昨天晚上

祢就是很神聖的一個人﹂

這個缺

這個缺點一

祢就是

祂也跟我講：﹁祢有這個缺

祂說祢有一個缺點

如果把這個缺點改了

我有缺點

這個缺點一定要改
﹂

缺點如果改

昨天晚上跟我指示｜﹁祢有這個缺點

一個很神聖的人
定要改
點一定要改
祂是這樣子跟我講 當然我也想改 暫時還改不了 一
定會改的啦！一定會改 但是暫時還改不了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這裡有別洲生處行
法 在第三：以字遮諸外門戶 僅留梵穴不遮︵這個頂
竅不遮 只有這個不遮 其他全部遮 也就是說你一定
要用藍色的﹁吽﹂字把雙耳遮起來 雙眼遮起來 雙鼻
孔遮起來 口遮起來 臍輪遮起來 另外一個是小便道
遮起來 大便道遮起來 僅留梵穴 就是這裡不遮 ︶
觀心之所依為一青黑色的﹁吽﹂字︵那時候你要想
你的心際有一個青黑色的﹁吽﹂字︶ 以二十聲嘻紀
︵就是利︶提引至喉間︵也是一樣二十聲︶ 第二十一
聲的時候 以三種訣要相契之法由梵穴門戶射出去︵由
這個梵穴的門戶這樣子射出去︶ 至任何所欲之具安樂
洲及生處 ﹂
我告訴你 我們在地球上 稱為南贍部洲 其實在
佛經裡面有寫世界上有四大洲 須彌山在中央 其中有
四大洲 四大洲就是一個叫東勝神洲 你看︽西遊
記︾ 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濂洞 孫悟空就是東勝
神洲的人 是別地方的人 不是屬於地球 不是我們地
球的人 那個地方叫東勝神洲 一個叫西牛賀洲 一個
是北俱盧洲 那是香積淨土 這三個洲都是淨土 其中
有一個洲叫南贍部洲就是我們人類所住的地方 叫南贍

是說你要胎生也可以 你要化生也可以 當然我們修行
人不可能去卵生 跑到卵生去 也不可能跑到去濕生
濕生是什麼東西呀？就是那個蟲啊！很多在水溝裡面的
啦！小蟲啊！轉世到小蟲那裡去 也不可能轉世變成
魚 或轉世成為濕生 我們主要是化生 化生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胎生 到最後我們大部分從頂竅出去的都
可以到佛國淨土 這是非常重要的喔！
其實要什麼﹁奪舍法﹂或者由頂竅出去 頂竅出去
就是平時我們修寶瓶氣用射息 寶瓶氣你用射息射頂
竅 你憋不住氣的時候 一口氣向上 用射息射出來
先射頂竅 把頂竅這個洞要射出來 你自己摸摸看你們
頂竅上面有沒有一個洞 有沒有？沒有啊？那你要趕快
準備喔！這邊頂竅是很重要的 你看師尊有沒有頂竅
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有︶ 看得到啊？真
的看得到還假的看得到？你眼力那麼好？你們眼力那麼
好？真的！這個頂竅一定要準備好！你這個不準備好怎
麼行？可以照得到嗎？我要低下來照︵眾鼓掌：
有！︶
對呀！那個一定要從這裡出去的 其他地方都要關
起來 兩個眼睛 兩個鼻孔 一個嘴巴 兩個耳朵統統
都要關起來 另外還有肚臍也要關起來 另外還有好像
是說大小便道 全部都要用藍色的﹁吽﹂字全部把它關
起來 只留這個︵頂竅︶ 一定可以到佛國淨土 去化
生；你要胎生 也可以呀！怎麼不可以？你將來要當日
本天皇 你就去跑到那個 現在天皇叫什麼名字？天皇
已經改國號 你要當日本天皇 你可以呀！你就直接過
去 看見那個日本天皇的老婆 她有了胎 就直接射進

部洲 這是在佛經裡面記載的 所以你要生到別處去
同樣用遮字遮止的方法 想念心中一個黑色的﹁吽﹂
字 二十聲的﹁利﹂ 到最後一個﹁利﹂衝頂出去 就
可以到其他三洲 尤其是北俱盧洲 它叫做香積淨土
﹁若欲成化生 入鄔巴拉花與蓮花等生處中央︵你
如果想要化生 蓮華生大士是在蓮花裡面化生出來的
祂不是由人的胎出來的 蓮華生大士是由蓮花的心產生
出來的 你要像從蓮花裡面化生 你就觀想在蓮花裡面
的中央 ︶
如果要胎生 入婆羅門或皇后王妃等胎內 也就是
說 你想要從人身上出生 那麼你要找最好的人哪！找
什麼人？找日本天皇的夫人 她有胎的時候 你出生將
來就是日本天皇；你要到白金漢宮 去找那個 你將來
出生就是英國本身的王子 你有本領這樣子做的話 我
要找哪一個國王 我要出生到哪裡 將來要做哪個國家
的國王 你就去找那個王后 投生在那個王后胎裡面
可以出生的 那個就是﹁奪舍法﹂ 所以密教有這個方
法 你總不要找一個乞丐家裡去轉世 你將來變成小乞
丐 對不對？找那個王公貴族 那個夫人的胎 你一出
生 你不得了了！阿拉伯的王子 就很有錢了啦！你一
出生你就是很有錢
作為意之對境而射 如弓箭繃弦之喻 定能成功
︵你只要觀想他 然後把這個靈魂本身你自己的靈魂
像弓箭一樣射向她的胎 它說都會成功 它的意思是這
樣子講 ︶﹂
﹁以上三種應用行法 許為四種灌頂之共通臨終
法 唯第四種屬不共之法 ﹂
我明天再講﹁大手印道之遷識法﹂ 今天所講的就

去 她就結胎 出來你就是日本天皇 就是這樣子 所
以你要在人間或者你要到天上或者到四大神洲 其他三
個神洲去 都可以的
但是記得有一點 蓮華生大士講了一句話 祂講了
什麼？﹁一切的功德皆來自於寶瓶氣﹂ 就是臍下四指
的地方 這一個下丹田 裡面你能夠常常所有的氣集中
在那裡 你以這個氣來發揮 才能夠推動心輪的命氣
你推動心輪的命氣 由中脈走 就從頂竅這樣子出去
男生當然是以臍下四指的地方修寶瓶氣 女生就以心輪
跟臍輪的中間來修寶瓶氣 以心際底下來修寶瓶氣 將
來氣足了 就可以把你命氣把它移動 經過中脈 從頂
竅出去 那就是成就 在密教講 這樣子就能夠成就！
如果這頂竅不開 那慘了！因為你常常射息 因為你修
寶瓶氣 你那一口氣一直射這個頂 射到最後它會開
的 這個就是﹁開頂法﹂ 就是﹁破瓦法﹂ 你先把
﹁破瓦法 開頂法﹂修好 每一個月再修一次﹁開頂
法﹂就可以了 只要開了頂以後 每一個月修一次就
行 最重要的 寶瓶氣一定要能夠把你的命氣可以從中
脈這樣子推推推 推從頂竅這樣子出去呀！這是重點！
所以你如果沒有寶瓶氣 你也破不了瓦！這個也不
開 你從嘴巴出去 你會轉世成為什麼 從鼻孔出去會
轉世成為什麼 從眼睛出去會轉成什麼 以前我們在道
家有學過 但是跟密教稍微有點不同 但是這個頂竅倒
是是一樣的 那時候在道家所學的是說 你靈魂從眼睛
出去 你就會濕生 就會變成魚 海裡面的大魚 小魚
這樣子 你功德大一點就變成鯊魚或鯨魚 對不對？功
德小一點就變成小魚 是我們一口就可以吃幾百隻進去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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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昨天晚上

祢就是很神聖的一個人﹂

這個缺

這個缺點一

祢就是

祂也跟我講：﹁祢有這個缺

祂說祢有一個缺點

如果把這個缺點改了

我有缺點

這個缺點一定要改
﹂

缺點如果改

昨天晚上跟我指示｜﹁祢有這個缺點

一個很神聖的人
定要改
點一定要改
祂是這樣子跟我講 當然我也想改 暫時還改不了 一
定會改的啦！一定會改 但是暫時還改不了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這裡有別洲生處行
法 在第三：以字遮諸外門戶 僅留梵穴不遮︵這個頂
竅不遮 只有這個不遮 其他全部遮 也就是說你一定
要用藍色的﹁吽﹂字把雙耳遮起來 雙眼遮起來 雙鼻
孔遮起來 口遮起來 臍輪遮起來 另外一個是小便道
遮起來 大便道遮起來 僅留梵穴 就是這裡不遮 ︶
觀心之所依為一青黑色的﹁吽﹂字︵那時候你要想
你的心際有一個青黑色的﹁吽﹂字︶ 以二十聲嘻紀
︵就是利︶提引至喉間︵也是一樣二十聲︶ 第二十一
聲的時候 以三種訣要相契之法由梵穴門戶射出去︵由
這個梵穴的門戶這樣子射出去︶ 至任何所欲之具安樂
洲及生處 ﹂
我告訴你 我們在地球上 稱為南贍部洲 其實在
佛經裡面有寫世界上有四大洲 須彌山在中央 其中有
四大洲 四大洲就是一個叫東勝神洲 你看︽西遊
記︾ 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濂洞 孫悟空就是東勝
神洲的人 是別地方的人 不是屬於地球 不是我們地
球的人 那個地方叫東勝神洲 一個叫西牛賀洲 一個
是北俱盧洲 那是香積淨土 這三個洲都是淨土 其中
有一個洲叫南贍部洲就是我們人類所住的地方 叫南贍

是說你要胎生也可以 你要化生也可以 當然我們修行
人不可能去卵生 跑到卵生去 也不可能跑到去濕生
濕生是什麼東西呀？就是那個蟲啊！很多在水溝裡面的
啦！小蟲啊！轉世到小蟲那裡去 也不可能轉世變成
魚 或轉世成為濕生 我們主要是化生 化生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胎生 到最後我們大部分從頂竅出去的都
可以到佛國淨土 這是非常重要的喔！
其實要什麼﹁奪舍法﹂或者由頂竅出去 頂竅出去
就是平時我們修寶瓶氣用射息 寶瓶氣你用射息射頂
竅 你憋不住氣的時候 一口氣向上 用射息射出來
先射頂竅 把頂竅這個洞要射出來 你自己摸摸看你們
頂竅上面有沒有一個洞 有沒有？沒有啊？那你要趕快
準備喔！這邊頂竅是很重要的 你看師尊有沒有頂竅
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有︶ 看得到啊？真
的看得到還假的看得到？你眼力那麼好？你們眼力那麼
好？真的！這個頂竅一定要準備好！你這個不準備好怎
麼行？可以照得到嗎？我要低下來照︵眾鼓掌：
有！︶
對呀！那個一定要從這裡出去的 其他地方都要關
起來 兩個眼睛 兩個鼻孔 一個嘴巴 兩個耳朵統統
都要關起來 另外還有肚臍也要關起來 另外還有好像
是說大小便道 全部都要用藍色的﹁吽﹂字全部把它關
起來 只留這個︵頂竅︶ 一定可以到佛國淨土 去化
生；你要胎生 也可以呀！怎麼不可以？你將來要當日
本天皇 你就去跑到那個 現在天皇叫什麼名字？天皇
已經改國號 你要當日本天皇 你可以呀！你就直接過
去 看見那個日本天皇的老婆 她有了胎 就直接射進

部洲 這是在佛經裡面記載的 所以你要生到別處去
同樣用遮字遮止的方法 想念心中一個黑色的﹁吽﹂
字 二十聲的﹁利﹂ 到最後一個﹁利﹂衝頂出去 就
可以到其他三洲 尤其是北俱盧洲 它叫做香積淨土
﹁若欲成化生 入鄔巴拉花與蓮花等生處中央︵你
如果想要化生 蓮華生大士是在蓮花裡面化生出來的
祂不是由人的胎出來的 蓮華生大士是由蓮花的心產生
出來的 你要像從蓮花裡面化生 你就觀想在蓮花裡面
的中央 ︶
如果要胎生 入婆羅門或皇后王妃等胎內 也就是
說 你想要從人身上出生 那麼你要找最好的人哪！找
什麼人？找日本天皇的夫人 她有胎的時候 你出生將
來就是日本天皇；你要到白金漢宮 去找那個 你將來
出生就是英國本身的王子 你有本領這樣子做的話 我
要找哪一個國王 我要出生到哪裡 將來要做哪個國家
的國王 你就去找那個王后 投生在那個王后胎裡面
可以出生的 那個就是﹁奪舍法﹂ 所以密教有這個方
法 你總不要找一個乞丐家裡去轉世 你將來變成小乞
丐 對不對？找那個王公貴族 那個夫人的胎 你一出
生 你不得了了！阿拉伯的王子 就很有錢了啦！你一
出生你就是很有錢
作為意之對境而射 如弓箭繃弦之喻 定能成功
︵你只要觀想他 然後把這個靈魂本身你自己的靈魂
像弓箭一樣射向她的胎 它說都會成功 它的意思是這
樣子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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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小魚；你從耳朵出去會變成什麼東西 從鼻孔出
去會變成什麼 從嘴巴出去會變成什麼 以前道家是這
樣子講 從肚臍出去會變成人 但是從肛門出去 完
了！那一定到地獄 三惡道 從小便道出去也是到三惡
道 絕對的 就是從小便道出去 從肛門出去一定到三
惡道 所以密教它特別有這些很特別的法 最主要我們
大家都要懂 一定要從頂竅出去 將來走的時候 一定
要開天門 閉地戶 塞人道 阻鬼路 由哪一個道出去
它會變成鬼的 非人 在上回已經講過了 會變成非
人 非人就是鬼呀！
小明到藥局去買藥 小明跟老闆講：﹁老闆 我想
買強力止痛藥 ﹂ 老闆問他：﹁你哪裡不舒服了？需
要強力止痛藥 ﹂ 小明說：﹁我現在很好 什麼都不
痛 只是我明天要帶成績單回家 ﹂ 我小時候也是這
樣子 但是我沒有去買止痛藥 我經常在我的褲子裡面
再放一條桌布 打起來是啵啵啵啵啵啵 然後那個老師
會從我穿的學生褲裡面拉出一條破布
老師問小明：﹁八減去一半是多少？﹂ 大家都知
道八減一半是多少 對不對？對呀！小明就問老師：
﹁是直著剪還是橫著剪？﹂ 老師說：﹁有差嗎？﹂
小明說：﹁直地剪是３ 橫地剪就是０ ﹂ 結果第一
堂課小明就被老師趕出去 所以有時候老師在跟學生對
話當中 有時候也有很多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在解
釋當中必須要解釋得很清楚 不然也會有誤解 老師問
學生：﹁為什麼水裡游的魚不會說話？﹂ 小明就站起
來講：﹁如果我把老師的頭塞進水裡 你能夠說話
嗎？﹂ 當然 小明又被趕出去
５２０才過了 ５２０就是我們常常講五月二十

號 我們常常講說﹁我愛你﹂的意思 結果玩了那麼多
年的﹁剪刀石頭布﹂ 今天才發覺原來﹁剪刀石頭布﹂
是代表著﹁５２０﹂ ﹁剪刀石頭布﹂是﹁５２０﹂我
愛你 以後我們講 如果我對一個人說︵師尊手比﹁剪
刀石頭布﹂︶ 那就是我愛你呀！不用這樣子︵師尊手
比手語我愛你︶愛してる 這是我愛你的意思 欸 這
個很好的發明 以後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有一天晚上老公睡著說夢話 突然之間叫起了一個
女孩子的名字 老婆在旁邊非常生氣 就把他叫醒 問
他究竟做了什麼夢 為何叫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字 老公
回答 他在夢裡面看到一個魔鏡 魔鏡問他：﹁誰是世
界上最醜的女人？﹂ 所以他喊出一個女人的名字 所
以這個老公很聰明 他就沒事 他講的這個女孩子的名
字 結果沒有事
小時候聽老人說﹁女孩子用筷子拿得越長 嫁得就
會越遠﹂ 有一個女孩就有遠嫁到國外的夢想 所以她
一直用兩雙筷子接起來吃飯 沒有想到長大以後她嫁給
一個炸油條的 什麼意思啊？因為油條好像是兩條筷子
拉得很長？在炸油條的時候那個筷子是特別長
你們對剛剛所謂靈魂出竅去轉世有什麼疑問沒有？
沒有吧？已經講了很清楚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很認真地
修寶瓶氣 你能夠運這一股氣出來 吸一口氣 氣下去
的時候你就提肛 下壓 上提 就把氣提在這裡 這一
口氣很有用 經常這樣子練的話 將來這一口氣可以把
你心際的命氣 可以把它推上頂竅 這樣出去 這是在
︽道果︾裡面所講的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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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手印道之遷識法

~

初 身跏趺或端坐扼契要訣 先
以字遮一切外門戶 如是 一切內之
門戶亦如前熏習以字遮止
懃息時 運意入於外相之
阿字
至頂髻之
杭字間中脈 命息時
入
杭字至外相之
阿字間中脈
如是 死時自然入於中脈內
瑜伽士心中亦如此反覆行之 命
懃之氣盡於中脈 由融入該最勝道乃
證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與前覺受相
契之方式 得提升宗趣或證得持明

}+

~

雜誌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
﹁大福金剛│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
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和夫人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Teresa師姐 ︿真佛宗宗委
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莊駿耀醫師 林淑華醫師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麥顯輝先生 高歡嫻伉儷 大家
午安 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 大家好！︵粵
語︶
先通知大家一下 下個禮拜天六月二日下午三點 我
們在山莊做﹁紅財神護摩法會﹂ 紅財神的手印就跟象差
不多 有一個鼻子 內縛印 雙手內縛 手印有一個象
鼻 祂的種子字是﹁港﹂ 祂的心咒是﹁嗡 嘎那巴底
耶 梭哈 ﹂紅財神 大家很好認 印度婆羅門教有三大
神 一 個 是 Brahma大 梵 天 維 濕 奴 耶 就 是 遍 淨 天
Shiva就是大自在天 祂本身就是大自在天的兒子 叫
﹁甘尼許﹂︵ Ganesh︶ 就是紅財神 祂的咒語就是
﹁嗡 嘎那巴底耶 梭哈 ﹂這是下禮拜要做的
今天我們做的是蓮花童子的護摩 那麼蓮花童子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 以前還沒有蓮生活佛盧勝彥的時候 沒
有人知道蓮花童子 有了根本上師以後 大家才知道原來
有蓮花童子 直接稱呼﹁蓮花童子﹂這四個字的是
Mainland China 在甘肅︿蘭州大學﹀所編印的﹁敦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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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開示
文字整理∕ 燃燈雜誌
圖片提供∕ 西雅圖雷藏寺
法
會∕ 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地
點∕ 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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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裡面的所有諸尊的介紹 另外在敦煌石窟有賣一個介
紹的書 裡面直接稱呼﹁蓮花童子﹂ 是中國敦煌 甘肅
︿蘭州大學﹀所編印的書裡面都寫到蓮花童子 幾乎整個
敦煌石窟很多的洞窟裡面都有蓮花童子的存在 其實蓮花
童子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我們常常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
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嗡 阿彌爹哇
些 ﹂為什麼要唸這個？因為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非常的
多 祂能化到﹁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
彌陀佛﹂這麼多 為什麼會這麼多呢？因為所有的蓮花童
子也是從阿彌陀佛那裡所化生的 蓮花童子的本地就是阿
彌陀佛
最近我自己在修靜坐之中 我突然間發現一個新的數
理 我們講數理就是一個理論 也不是我發現的 本來就
是這樣子 只是你的境界到了 你才知道原來是這個樣
子 前幾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有人問我﹁佛性﹂的問
題 ﹁佛性是屬於個體的佛性還是集體的佛性？﹂ 看看
誰閉著眼睛？奇怪 大家都把眼睛張開了 誰會回答這個
問題？﹁佛性是集體的佛性 還是個體的佛性？﹂ 好
妳回答 ︵上師回答：佛性是個體也是集體 不一不
異 ︶這是標準答案
你境界到了就會知道 原來佛性是有集體的佛性跟個
體的佛性 所以那一天在吃飯的時候 每一次我們在︿西
雅圖雷藏寺﹀的餐廳吃飯 總會有一些人提出問題問我
佛性是集體的還是個體的？你回答是集體的也不對 個體
的也不對 簡單做一個比喻給大家聽 我的比喻就是
﹁電﹂ 我們知道能源就是電 大家都在研究發電 不管
核子發電 火力發電 風力發電 地熱發電 甚至於水力
發電 地 水 火 風任何一個發電 最後所造出來的能

源就是電 這個就是總體 等於是說一個團體 這個能源
本身 電來講就是團體 團體電的能源到了某一個地方
就變成個體 譬如到了電鍋 就是個體；到了電冰箱 它
就是個體；到了洗衣機 它也變成個體；然後到了電風
扇 它也變成個體 因為它只要加上﹁佛性﹂這個能源
每一樣東西都變成個體
像我今天在講的這個麥 有一天會把這個麥丟掉 丟
掉叫什麼？叫﹁封麥﹂ 就是不用再用麥克風 現在唱歌
的不唱歌了就叫做封麥 這個麥克風也是要電的 任何一
個顯現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個就變成個體 所以佛性
到了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變成個體 然後集合起來回到原
來的電裡面就變成團體 所以佛性是有團體是有個體 就
是這樣子的 你境界到的時候你就知道 因為你自己把你
個體的佛性出現了以後 你進入佛性的毘盧遮那海 就如
同一滴水進到大海裡面 同樣都是水的味道 但是你進到
大海裡面 你就在一起 我們常常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
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我曾經講過一句
話：你修法只要能夠相應一尊 一就是多 你就相應了很
多尊 因為佛性是一樣的 你就每一尊統統都相應了
師尊每一天在給大家摩頂的時候 合掌我唸的是什
麼？瑤池金母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由這些
全部的佛性裡面 突然間出現了一尊 本來我是總稱呼
的 先把瑤池金母我的本尊放在最上面 再來是諸佛菩
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唸到某一個層次的時候 從那
個層次裡面出來了一尊 我就會講 今天來的是蓮花童
子 今天來的是瑤池金母 今天來的是很多觀世音菩薩變
化出來的大隨求觀音 就會跟大家講 是哪一尊來給大家
雜誌

19
20

【 燃 燈 雜 誌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 報
導 SpecialReport

窟﹂裡面的所有諸尊的介紹 另外在敦煌石窟有賣一個介
紹的書 裡面直接稱呼﹁蓮花童子﹂ 是中國敦煌 甘肅
︿蘭州大學﹀所編印的書裡面都寫到蓮花童子 幾乎整個
敦煌石窟很多的洞窟裡面都有蓮花童子的存在 其實蓮花
童子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我們常常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
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嗡 阿彌爹哇
些 ﹂為什麼要唸這個？因為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非常的
多 祂能化到﹁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
彌陀佛﹂這麼多 為什麼會這麼多呢？因為所有的蓮花童
子也是從阿彌陀佛那裡所化生的 蓮花童子的本地就是阿
彌陀佛
最近我自己在修靜坐之中 我突然間發現一個新的數
理 我們講數理就是一個理論 也不是我發現的 本來就
是這樣子 只是你的境界到了 你才知道原來是這個樣
子 前幾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有人問我﹁佛性﹂的問
題 ﹁佛性是屬於個體的佛性還是集體的佛性？﹂ 看看
誰閉著眼睛？奇怪 大家都把眼睛張開了 誰會回答這個
問題？﹁佛性是集體的佛性 還是個體的佛性？﹂ 好
妳回答 ︵上師回答：佛性是個體也是集體 不一不
異 ︶這是標準答案
你境界到了就會知道 原來佛性是有集體的佛性跟個
體的佛性 所以那一天在吃飯的時候 每一次我們在︿西
雅圖雷藏寺﹀的餐廳吃飯 總會有一些人提出問題問我
佛性是集體的還是個體的？你回答是集體的也不對 個體
的也不對 簡單做一個比喻給大家聽 我的比喻就是
﹁電﹂ 我們知道能源就是電 大家都在研究發電 不管
核子發電 火力發電 風力發電 地熱發電 甚至於水力
發電 地 水 火 風任何一個發電 最後所造出來的能

源就是電 這個就是總體 等於是說一個團體 這個能源
本身 電來講就是團體 團體電的能源到了某一個地方
就變成個體 譬如到了電鍋 就是個體；到了電冰箱 它
就是個體；到了洗衣機 它也變成個體；然後到了電風
扇 它也變成個體 因為它只要加上﹁佛性﹂這個能源
每一樣東西都變成個體
像我今天在講的這個麥 有一天會把這個麥丟掉 丟
掉叫什麼？叫﹁封麥﹂ 就是不用再用麥克風 現在唱歌
的不唱歌了就叫做封麥 這個麥克風也是要電的 任何一
個顯現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個就變成個體 所以佛性
到了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變成個體 然後集合起來回到原
來的電裡面就變成團體 所以佛性是有團體是有個體 就
是這樣子的 你境界到的時候你就知道 因為你自己把你
個體的佛性出現了以後 你進入佛性的毘盧遮那海 就如
同一滴水進到大海裡面 同樣都是水的味道 但是你進到
大海裡面 你就在一起 我們常常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
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我曾經講過一句
話：你修法只要能夠相應一尊 一就是多 你就相應了很
多尊 因為佛性是一樣的 你就每一尊統統都相應了
師尊每一天在給大家摩頂的時候 合掌我唸的是什
麼？瑤池金母 諸佛菩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由這些
全部的佛性裡面 突然間出現了一尊 本來我是總稱呼
的 先把瑤池金母我的本尊放在最上面 再來是諸佛菩
薩 金剛護法 空行諸天 唸到某一個層次的時候 從那
個層次裡面出來了一尊 我就會講 今天來的是蓮花童
子 今天來的是瑤池金母 今天來的是很多觀世音菩薩變
化出來的大隨求觀音 就會跟大家講 是哪一尊來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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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這當中插入很小的念頭 這個佛長得怎麼樣？就已
經變卦了 然後就會轉到別的地方去 你唸了半天已經唸
完了 ﹁欸 剛剛唸什麼？﹂自己就已經有雜念出來了
雜念是正常的 但是你必須要修到完全在你的心止於
一的三昧地 做任何事情都有三昧地 包括你唱歌也有三
昧地 為什麼呢？因為你專注在那個歌詞上面 專注在那
個聲音上面 你在唱歌的時候你會想那個歌詞 你專一在
歌詞上面 你跳舞的時候 你也會想再來變化的姿勢是怎
麼樣子 然後跟著那個變化轉 甚至還可以發現更奇妙的
舞步 會從這當中裡面發生出來 那是專一的境界 唱歌
跳舞都能夠入三昧地 佛陀有一次去理髮 那個理髮師給
祂剪剪剪剪剪 竟然剪到入三昧地 他說因為他的精神專
一在他剪頭髮上面 就進入了三味地 理髮也可以入三昧
地
我告訴你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入三昧地 沒有一
樣不入三昧地的 你專一訓練出來 專一以後 你將來都
可以訓練你自己本身入三昧地 我告訴你 還有一樣是不
可能的可能 也能入三昧地 你們猜一猜是哪一樣？很不
可能入三昧地的也能入三昧地 你們猜看看？走路？走路
當然可以入三昧地 那稀鬆平常之事 再猜看看 跳舞？
我已經講過了！誰講大樂？你講大樂 我告訴你 最不可
能的可能的三昧地 就是﹁雙身﹂ 你相信不相信？這就
是一個Study 你的練習 學習三昧地的過程當中 最高
的境界就是雙身 因為雙身的時候可以訓練你精神統一
到你進入三昧地 然後在樂之中 還可以把樂翻轉成為
空 那是最高的三昧地 在這個大樂雙身之中 你還是可
以得到進入空性裡面 進入佛性裡面 你佛性還會顯現

做摩頂 所以在這當中 你相應了一尊 你在召請哪一尊
的時候 自然哪一尊就會出現 你已經相應了就有這種現
象 一就是多 多也就是一 整個佛性是像毘盧遮那海一
樣 從裡面出生了一尊要來幫助眾生的 祂就變成有了分
別 本來是沒有分別 後來就變成有分別 我們修行是有
了分別 然後再回到原來的沒有分別
有一首我做的歌詞是說：﹁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眾
生就是我 我就是眾生 ﹂ 另外我也曾經講過 阿彌陀
佛是我父親 瑤池金母是我母親 地藏王菩薩是我兄弟
所有空行母都是我的妻子 我曾經這樣子講 空行母相當
於我的妻子這種地位 父親就是阿彌陀佛 母親就是瑤池
金母 兄弟就是地藏王菩薩 空行母是我妻子 大家也要
這樣子想 每一個人說不定都是你過去世的父母 每一個
人的佛性是一樣的 都是相同的 也是有分別的 你如果
存心要去害某一個人 用盡心計去害某一個人 那傷害的
就是你自己 所以站在這個基礎上 耶穌講了一句話：
﹁要愛你的敵人﹂ 佛陀也是這種精神 要愛你的仇人
要愛你的敵人 不要去傷害眾生 因為眾生跟你是一樣
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法源
我所講的就是 蓮花童子也是很多 你看敦煌石窟裡
面每一窟都是蓮花童子啊 還沒有師尊以前 大家都不認
識蓮花童子 有了師尊以後 大家才知道 喔 原來蓮花
童子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阿彌陀佛有多少化身？三十
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蓮極上師有
一次就問了：﹁師尊從哪裡來的？怎麼知道阿彌陀佛有三
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你這個數
目從哪裡來？﹂ 這個數目是從經典裡面來 龍舒居士他
所寫的︽龍舒淨土文︾裡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南摩三十

這個就是密教最高的法 還可以虹光化身 虹光化身 就
死在床上 happy to die 快樂得要死然後死在床上 這
個時候你因為精神集中的話 你的靈魂就出竅 就變成彩
虹光 就出來 虹光化身 虹光化身很簡單 就是死在床
上 就是happy to die 就是樂死了
連這個也能 這個就是真的是他學習靜坐 然後靜坐
當中所顯化出來的三昧地 到了有一個三昧地就是沒有跟
其它緣在一起的三昧地 這個叫﹁非智三昧地﹂ 你不是
唸咒 也不是數息 也沒有觀想 也沒有持咒 什麼都沒
有 但是你這個時候能夠入三昧地 那個叫非智三昧地
訓練到非智三昧地的時候 才真正地叫做﹁禪定成就﹂
這個禪定成就所產生的這會叫做﹁無上的佛慧﹂ 所以我
們修行人就是要這樣子 你心中完全什麼念頭都沒有了
心念統統都沒有了 原來你是由一念 一進入 到最後變
成沒有 你能夠沒有 就是沒有執著 你也沒有了 自己
也沒有了 那時候所尋找到的自己就是佛性 佛法教大家
往裡面找 往你裡面找 找什麼？就是找你裡面的佛性
原來的這個佛性 那個才是自己
其它都是假的 身體是假的 它會變化 它從年輕變
到老 由老就變成那個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那是假的你自
己 師尊現在的外相也是假的自己 那你心念念頭呢？念
頭是不是自己？念頭也不是自己 因為念頭也是會變化
的；但是記憶呢 記憶是不是自己？記憶也不是自己 記
憶也是會變化的
像我記憶當中 明宜法師 因為她一直頭歪歪的 所
以看到她 明宜法師 我記憶中的明宜法師她是穿旗袍
的 以前是穿旗袍啊！現在出家就變成穿喇嘛裝啊！對不

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現在我把
這個講出來了 現在我們︿真佛宗﹀的弟子每一個都會唸
﹁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 哇 大家一唸 很多人都知道這一定是︿真佛宗﹀
弟子 因為只有︿真佛宗﹀弟子才這樣子唸 這一唸不得
了 這一唸就滿了數 比淨土宗在唸這個﹁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 你看他唱了那麼久才八句而已 我們唸一
句 天啊！是數不清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佛還是腳踏實
地好一點 一句一句的唸 你確實時間不夠 你才能夠唸
﹁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 夠了 你就出去做事情 因為你實在太忙 所以才
教你這樣子唸 你有時間的話 腳踏實地一句一句的唸
真的 我們學佛 教大家腳踏實地而且要專一 非常
重要 你專一就是什麼？就是三昧耶 人每一天的念頭有
多少？你有沒有統計過自己的念頭有多少？練習打坐 練
習靜坐 開始你還能夠呼吸 一 二 三 四 再隔了不
久 你就想說：哎呀！我的衣服還沒有燙；我今天要見什
麼人？我要穿什麼衣服？我中午要吃什麼？再來呢 我的
汽車加油了沒有？再來呢 門關了沒有？窗戶打開沒有
關了沒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在你腦海裡面一直千差萬別
全部出現 那就已經不是專一的了 你必須要學習到用唸
咒﹁嗡 阿彌爹哇 些
﹂唸到只有念頭﹁嗡 阿彌爹
哇 些
﹂一直唸下去 那就是專一 而且每一個字都
非常清楚
你唸︻高王經︼也是一樣 ︻高王經︼一遍 你當中
沒有插入別的念頭嗎？你如果沒有插入別的念頭完全是專
一的唸︻高王觀世音經︼一遍 那你這一遍是完整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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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這當中插入很小的念頭 這個佛長得怎麼樣？就已
經變卦了 然後就會轉到別的地方去 你唸了半天已經唸
完了 ﹁欸 剛剛唸什麼？﹂自己就已經有雜念出來了
雜念是正常的 但是你必須要修到完全在你的心止於
一的三昧地 做任何事情都有三昧地 包括你唱歌也有三
昧地 為什麼呢？因為你專注在那個歌詞上面 專注在那
個聲音上面 你在唱歌的時候你會想那個歌詞 你專一在
歌詞上面 你跳舞的時候 你也會想再來變化的姿勢是怎
麼樣子 然後跟著那個變化轉 甚至還可以發現更奇妙的
舞步 會從這當中裡面發生出來 那是專一的境界 唱歌
跳舞都能夠入三昧地 佛陀有一次去理髮 那個理髮師給
祂剪剪剪剪剪 竟然剪到入三昧地 他說因為他的精神專
一在他剪頭髮上面 就進入了三味地 理髮也可以入三昧
地
我告訴你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入三昧地 沒有一
樣不入三昧地的 你專一訓練出來 專一以後 你將來都
可以訓練你自己本身入三昧地 我告訴你 還有一樣是不
可能的可能 也能入三昧地 你們猜一猜是哪一樣？很不
可能入三昧地的也能入三昧地 你們猜看看？走路？走路
當然可以入三昧地 那稀鬆平常之事 再猜看看 跳舞？
我已經講過了！誰講大樂？你講大樂 我告訴你 最不可
能的可能的三昧地 就是﹁雙身﹂ 你相信不相信？這就
是一個Study 你的練習 學習三昧地的過程當中 最高
的境界就是雙身 因為雙身的時候可以訓練你精神統一
到你進入三昧地 然後在樂之中 還可以把樂翻轉成為
空 那是最高的三昧地 在這個大樂雙身之中 你還是可
以得到進入空性裡面 進入佛性裡面 你佛性還會顯現

做摩頂 所以在這當中 你相應了一尊 你在召請哪一尊
的時候 自然哪一尊就會出現 你已經相應了就有這種現
象 一就是多 多也就是一 整個佛性是像毘盧遮那海一
樣 從裡面出生了一尊要來幫助眾生的 祂就變成有了分
別 本來是沒有分別 後來就變成有分別 我們修行是有
了分別 然後再回到原來的沒有分別
有一首我做的歌詞是說：﹁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眾
生就是我 我就是眾生 ﹂ 另外我也曾經講過 阿彌陀
佛是我父親 瑤池金母是我母親 地藏王菩薩是我兄弟
所有空行母都是我的妻子 我曾經這樣子講 空行母相當
於我的妻子這種地位 父親就是阿彌陀佛 母親就是瑤池
金母 兄弟就是地藏王菩薩 空行母是我妻子 大家也要
這樣子想 每一個人說不定都是你過去世的父母 每一個
人的佛性是一樣的 都是相同的 也是有分別的 你如果
存心要去害某一個人 用盡心計去害某一個人 那傷害的
就是你自己 所以站在這個基礎上 耶穌講了一句話：
﹁要愛你的敵人﹂ 佛陀也是這種精神 要愛你的仇人
要愛你的敵人 不要去傷害眾生 因為眾生跟你是一樣
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法源
我所講的就是 蓮花童子也是很多 你看敦煌石窟裡
面每一窟都是蓮花童子啊 還沒有師尊以前 大家都不認
識蓮花童子 有了師尊以後 大家才知道 喔 原來蓮花
童子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阿彌陀佛有多少化身？三十
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蓮極上師有
一次就問了：﹁師尊從哪裡來的？怎麼知道阿彌陀佛有三
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你這個數
目從哪裡來？﹂ 這個數目是從經典裡面來 龍舒居士他
所寫的︽龍舒淨土文︾裡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南摩三十

這個就是密教最高的法 還可以虹光化身 虹光化身 就
死在床上 happy to die 快樂得要死然後死在床上 這
個時候你因為精神集中的話 你的靈魂就出竅 就變成彩
虹光 就出來 虹光化身 虹光化身很簡單 就是死在床
上 就是happy to die 就是樂死了
連這個也能 這個就是真的是他學習靜坐 然後靜坐
當中所顯化出來的三昧地 到了有一個三昧地就是沒有跟
其它緣在一起的三昧地 這個叫﹁非智三昧地﹂ 你不是
唸咒 也不是數息 也沒有觀想 也沒有持咒 什麼都沒
有 但是你這個時候能夠入三昧地 那個叫非智三昧地
訓練到非智三昧地的時候 才真正地叫做﹁禪定成就﹂
這個禪定成就所產生的這會叫做﹁無上的佛慧﹂ 所以我
們修行人就是要這樣子 你心中完全什麼念頭都沒有了
心念統統都沒有了 原來你是由一念 一進入 到最後變
成沒有 你能夠沒有 就是沒有執著 你也沒有了 自己
也沒有了 那時候所尋找到的自己就是佛性 佛法教大家
往裡面找 往你裡面找 找什麼？就是找你裡面的佛性
原來的這個佛性 那個才是自己
其它都是假的 身體是假的 它會變化 它從年輕變
到老 由老就變成那個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那是假的你自
己 師尊現在的外相也是假的自己 那你心念念頭呢？念
頭是不是自己？念頭也不是自己 因為念頭也是會變化
的；但是記憶呢 記憶是不是自己？記憶也不是自己 記
憶也是會變化的
像我記憶當中 明宜法師 因為她一直頭歪歪的 所
以看到她 明宜法師 我記憶中的明宜法師她是穿旗袍
的 以前是穿旗袍啊！現在出家就變成穿喇嘛裝啊！對不

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現在我把
這個講出來了 現在我們︿真佛宗﹀的弟子每一個都會唸
﹁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 哇 大家一唸 很多人都知道這一定是︿真佛宗﹀
弟子 因為只有︿真佛宗﹀弟子才這樣子唸 這一唸不得
了 這一唸就滿了數 比淨土宗在唸這個﹁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 你看他唱了那麼久才八句而已 我們唸一
句 天啊！是數不清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佛還是腳踏實
地好一點 一句一句的唸 你確實時間不夠 你才能夠唸
﹁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 夠了 你就出去做事情 因為你實在太忙 所以才
教你這樣子唸 你有時間的話 腳踏實地一句一句的唸
真的 我們學佛 教大家腳踏實地而且要專一 非常
重要 你專一就是什麼？就是三昧耶 人每一天的念頭有
多少？你有沒有統計過自己的念頭有多少？練習打坐 練
習靜坐 開始你還能夠呼吸 一 二 三 四 再隔了不
久 你就想說：哎呀！我的衣服還沒有燙；我今天要見什
麼人？我要穿什麼衣服？我中午要吃什麼？再來呢 我的
汽車加油了沒有？再來呢 門關了沒有？窗戶打開沒有
關了沒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在你腦海裡面一直千差萬別
全部出現 那就已經不是專一的了 你必須要學習到用唸
咒﹁嗡 阿彌爹哇 些
﹂唸到只有念頭﹁嗡 阿彌爹
哇 些
﹂一直唸下去 那就是專一 而且每一個字都
非常清楚
你唸︻高王經︼也是一樣 ︻高王經︼一遍 你當中
沒有插入別的念頭嗎？你如果沒有插入別的念頭完全是專
一的唸︻高王觀世音經︼一遍 那你這一遍是完整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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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前她還走秀呢！在Seattle Center她還走秀呢！她
穿旗袍還走秀 印象裡面是這樣子 現在她是光頭 穿喇
嘛裝 以前臉上是沒有斑點 現在臉上斑點很多 記憶也
是會改變 以前我記憶她是穿旗袍走秀的啊！現在怎麼會
變成這樣子？記憶就等於是說把明宜法師跟穿旗袍的互相
融合在一起 就產生化學作用 又變化 所以記憶本身也
會變的 那也不是自己 所以心的念頭 你睡覺 師母剛
剛講睡覺 我告訴你 睡覺 經過科學家研究 睡覺的時
候 你自己雖然忘掉了 忘掉了自己在睡覺 但是你的夢
境也就是你的心念還是在動 因為它還是在動 腦海裡面
那個睡覺 你在深眠之中 你的腦筋還是在動 那就是形
成一種夢 或者是沒有意識的 你記不住的夢 都還是在
動 那也不是自己啊！所以 佛陀講真正的自己就是尋找
你內在的佛性 這才是真正的自己
今天我們再講一點︽道果︾：﹁大手印道之遷識法：
初 身跏趺或端坐扼契要訣︵這已經跟你講 這一句話都
是重複的 也就是毘盧七支坐 ︶ 先以字遮一切外門戶
︵用你的咒字 我講用咒字藍色的﹁吽﹂字封住所有一切
的外門 ︶
如是 一切內之門戶亦如前熏習以字遮止︵就是還是
用字 把所有的門戶統統都遮止 ︶ 懃息時︵告訴你懃
息是什麼？簡單的講﹁閉氣 持氣 懃息﹂是同樣一個東
西 不要被它的這個字給拐了 其實我們寶瓶氣的時候閉
氣 持氣 懃息 都是這個字 ︶
運意入於外相之
阿字至頂髻之
杭字間中脈
命息時 入
杭至外相之
阿字間中脈 如是 死時
自然入於中脈內 瑜伽士心中亦如此反覆行之 命懃之氣
盡於中脈 由融入該最勝道乃證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與

撿到這個寶石 撿到寶 他就拿去變成他的 但是他的也
不一定是他的啊！它會流轉 根本就沒有我自己的東西
那就沒有我啊！這個立斷就是沒有心 心念 心跟念頭都
沒有了 這個心念沒有了 我就沒有了 還有一切的執著
也都沒有了 那叫做立斷 叫做澈卻 一個叫脫噶 頓
超 因為立斷已經止了 全部都止 定於一了 連定於一
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你就變成佛性任運自在 這個就是頓
超
大手印也是一樣啊！先專一呀！專一是學什麼？學一
緣禪定 你唸咒進入禪定 你觀想進入禪定 你學習一個
緣 進入禪定 不管你持咒 或者是做怎麼樣 都是專
一；等到專一完了就離戲 離開什麼？離開人間的遊戲
人間的遊戲就沒有了 離開人間的遊戲；再來就是一味
你的佛性跟宇宙的佛性在一起 你跟本尊已經相應了 你
已經融入了佛性 佛性也就是你 你就是佛性了；最後是
無修 進入無餘涅槃就無修了
大手印跟大圓滿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這兩個根本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一個是澈卻 脫噶 澈卻 脫噶
是大圓滿 就是立斷 頓超是大圓滿；大手印是專一 離
戲 一味 無修 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方法有些上師跟你
講得不太一樣 那個你自己想一想 對呀！因為你只要專
一了 你可以把它的光明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雙身的原
因 當然夫婦可以一起修這個法 因為你把修出來的氣可
以進到對方的身體裡面 你的中脈已經通了 你的妻子中
脈還沒有通 但是你把你的氣進入到妻子的中脈裡面 再
轉回來 兩個人就變成一個圓 就是說兩個人境界都一
樣 本來我們修行是一 到最後會變成零 兩個人中脈接

前覺受相契之方式 得提升宗趣或證得持明 ﹂
它這個﹁大手印法﹂的﹁遷識法﹂又不一樣 是把所
有的全身所有的通道全部關閉 只用閉氣 懃氣這個氣
以﹁杭﹂字 ﹁杭﹂在這裡︵眉心︶ 外面的﹁阿﹂字
﹁懃息時 運意入於外相之阿字至頂髻之杭字間中脈﹂
它的意思就是說你的意念就是一個﹁阿﹂字 然後頂髻這
裡又有一個﹁杭﹂ ﹁杭﹂在頂髻這裡；﹁命息時 入杭
至外相之阿字間中脈﹂ 我們知道﹁嗡﹂﹁阿﹂ ﹁阿﹂
就是在心嘛 ﹁嗡﹂字在頂上 ﹁阿﹂字是在喉間 然後
﹁吽﹂字在心際 ﹁嗡阿吽﹂是這樣子 我們用觀想的方
法 用意念觀想 ﹁阿﹂字在喉間 然後心際這裡 在眉
心這裡有一個﹁杭﹂字 也就是它講是在頂髻 以這兩個
字用你的懃氣把這兩個字融合起來 全部存在中脈裡面
把這個氣全部進入中脈裡面 這個中脈就是變成光明的風
脈 它說瑜伽士經常做這樣子反覆行之 瑜伽士就是我們
密教的瑜伽士 什麼叫瑜伽士 就是修瑜伽的修行者就叫
瑜伽士 就是你的中脈裡面有一個﹁阿﹂字跟一個﹁杭﹂
字 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然後以你的寶瓶氣盡量進入中
脈 把這兩個字全部融解在你的中脈裡面 經常做這樣子
的話就是﹁大手印道之遷識法﹂會變成它講的
﹁命懃之氣盡於中脈﹂就是你的寶瓶氣全部進入中
脈 ﹁由融入該最勝道乃證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這就
是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與前覺受相契之方式 得提升
宗趣或證得持明﹂ 什麼叫做持明？就是保持著你內在的
光明 按照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祂在芝加哥臨終的時
候 祂也是這個方法 祂講了一句話：﹁你只要保持住心
中的光明 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保持心中的光明就可以
了 ﹂ 這個就是保持心中的光明法 你心裡面有一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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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 叫做持明 保持住那個光明 我們最高的阿闍梨叫
做﹁大持明金剛阿闍梨﹂ 也就是說他永遠保持住他心中
的光明 所以心中的光明是怎麼來的？是由﹁阿﹂字跟
﹁杭﹂字 由寶瓶氣全部進入中脈 以﹁阿﹂字跟﹁杭﹂
字本身的融合跟氣的融合 讓你的中脈產生光明 這就是
保持心中的光明 我這樣子解釋不知道清楚否？平時是這
樣子在修 要走的時候你只要保持住心中的光明 自然你
能夠虹光化身 全部的身體都沒有了 就虹光化身
我還告訴大家一點 很重要的 剛剛已經講過happy
to die 那是兩個人互相以心中的光明互相融合 我身上
的光明進入你身上的光明 你身上的光明進入我身上的光
明 因為兩個人都修持氣的關係 一下子兩個人身體就不
見了 變成一片的光明 這是﹁大手印法﹂的happy to
die虹光化身 是這樣子的方法
其實大手印的修行跟大圓滿的修行是差不多的 只是
它用的名詞不同 但是它的方法也有一點不一樣 ﹁大圓
滿法﹂是紅教的 ﹁大手印法﹂是白教的 但是它的方法
是怎麼 你看大手印四個口訣 一個是專一 專一瑜伽要
閉關；離戲瑜伽要上山；一味瑜伽可以在世俗 可以在人
間；無修瑜伽就已經成就了 大手印的四個要訣 大圓滿
的兩個重要要訣 立斷 斷掉所有的心念 這個心念一斷
掉 執著就沒有了 我執就沒有了 什麼是我的東西？我
昨天講了那個寶石 那個是我的嗎？那是盧勝彥的寶石
嗎？不是！那是人家給我 以前是人家的 現在呢到了我
的手上 我也不能保持這個東西跟著我永遠 對不對？除
非我下葬的時候 我是火化 我不願意葬入土中 我一定
是火化 那火化了 難道這個寶石也跟著化了嗎？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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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前她還走秀呢！在Seattle Center她還走秀呢！她
穿旗袍還走秀 印象裡面是這樣子 現在她是光頭 穿喇
嘛裝 以前臉上是沒有斑點 現在臉上斑點很多 記憶也
是會改變 以前我記憶她是穿旗袍走秀的啊！現在怎麼會
變成這樣子？記憶就等於是說把明宜法師跟穿旗袍的互相
融合在一起 就產生化學作用 又變化 所以記憶本身也
會變的 那也不是自己 所以心的念頭 你睡覺 師母剛
剛講睡覺 我告訴你 睡覺 經過科學家研究 睡覺的時
候 你自己雖然忘掉了 忘掉了自己在睡覺 但是你的夢
境也就是你的心念還是在動 因為它還是在動 腦海裡面
那個睡覺 你在深眠之中 你的腦筋還是在動 那就是形
成一種夢 或者是沒有意識的 你記不住的夢 都還是在
動 那也不是自己啊！所以 佛陀講真正的自己就是尋找
你內在的佛性 這才是真正的自己
今天我們再講一點︽道果︾：﹁大手印道之遷識法：
初 身跏趺或端坐扼契要訣︵這已經跟你講 這一句話都
是重複的 也就是毘盧七支坐 ︶ 先以字遮一切外門戶
︵用你的咒字 我講用咒字藍色的﹁吽﹂字封住所有一切
的外門 ︶
如是 一切內之門戶亦如前熏習以字遮止︵就是還是
用字 把所有的門戶統統都遮止 ︶ 懃息時︵告訴你懃
息是什麼？簡單的講﹁閉氣 持氣 懃息﹂是同樣一個東
西 不要被它的這個字給拐了 其實我們寶瓶氣的時候閉
氣 持氣 懃息 都是這個字 ︶
運意入於外相之
阿字至頂髻之
杭字間中脈
命息時 入
杭至外相之
阿字間中脈 如是 死時
自然入於中脈內 瑜伽士心中亦如此反覆行之 命懃之氣
盡於中脈 由融入該最勝道乃證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與

撿到這個寶石 撿到寶 他就拿去變成他的 但是他的也
不一定是他的啊！它會流轉 根本就沒有我自己的東西
那就沒有我啊！這個立斷就是沒有心 心念 心跟念頭都
沒有了 這個心念沒有了 我就沒有了 還有一切的執著
也都沒有了 那叫做立斷 叫做澈卻 一個叫脫噶 頓
超 因為立斷已經止了 全部都止 定於一了 連定於一
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你就變成佛性任運自在 這個就是頓
超
大手印也是一樣啊！先專一呀！專一是學什麼？學一
緣禪定 你唸咒進入禪定 你觀想進入禪定 你學習一個
緣 進入禪定 不管你持咒 或者是做怎麼樣 都是專
一；等到專一完了就離戲 離開什麼？離開人間的遊戲
人間的遊戲就沒有了 離開人間的遊戲；再來就是一味
你的佛性跟宇宙的佛性在一起 你跟本尊已經相應了 你
已經融入了佛性 佛性也就是你 你就是佛性了；最後是
無修 進入無餘涅槃就無修了
大手印跟大圓滿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這兩個根本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一個是澈卻 脫噶 澈卻 脫噶
是大圓滿 就是立斷 頓超是大圓滿；大手印是專一 離
戲 一味 無修 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方法有些上師跟你
講得不太一樣 那個你自己想一想 對呀！因為你只要專
一了 你可以把它的光明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雙身的原
因 當然夫婦可以一起修這個法 因為你把修出來的氣可
以進到對方的身體裡面 你的中脈已經通了 你的妻子中
脈還沒有通 但是你把你的氣進入到妻子的中脈裡面 再
轉回來 兩個人就變成一個圓 就是說兩個人境界都一
樣 本來我們修行是一 到最後會變成零 兩個人中脈接

前覺受相契之方式 得提升宗趣或證得持明 ﹂
它這個﹁大手印法﹂的﹁遷識法﹂又不一樣 是把所
有的全身所有的通道全部關閉 只用閉氣 懃氣這個氣
以﹁杭﹂字 ﹁杭﹂在這裡︵眉心︶ 外面的﹁阿﹂字
﹁懃息時 運意入於外相之阿字至頂髻之杭字間中脈﹂
它的意思就是說你的意念就是一個﹁阿﹂字 然後頂髻這
裡又有一個﹁杭﹂ ﹁杭﹂在頂髻這裡；﹁命息時 入杭
至外相之阿字間中脈﹂ 我們知道﹁嗡﹂﹁阿﹂ ﹁阿﹂
就是在心嘛 ﹁嗡﹂字在頂上 ﹁阿﹂字是在喉間 然後
﹁吽﹂字在心際 ﹁嗡阿吽﹂是這樣子 我們用觀想的方
法 用意念觀想 ﹁阿﹂字在喉間 然後心際這裡 在眉
心這裡有一個﹁杭﹂字 也就是它講是在頂髻 以這兩個
字用你的懃氣把這兩個字融合起來 全部存在中脈裡面
把這個氣全部進入中脈裡面 這個中脈就是變成光明的風
脈 它說瑜伽士經常做這樣子反覆行之 瑜伽士就是我們
密教的瑜伽士 什麼叫瑜伽士 就是修瑜伽的修行者就叫
瑜伽士 就是你的中脈裡面有一個﹁阿﹂字跟一個﹁杭﹂
字 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然後以你的寶瓶氣盡量進入中
脈 把這兩個字全部融解在你的中脈裡面 經常做這樣子
的話就是﹁大手印道之遷識法﹂會變成它講的
﹁命懃之氣盡於中脈﹂就是你的寶瓶氣全部進入中
脈 ﹁由融入該最勝道乃證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這就
是大手印樂空極淨真如 ﹁與前覺受相契之方式 得提升
宗趣或證得持明﹂ 什麼叫做持明？就是保持著你內在的
光明 按照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祂在芝加哥臨終的時
候 祂也是這個方法 祂講了一句話：﹁你只要保持住心
中的光明 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保持心中的光明就可以
了 ﹂ 這個就是保持心中的光明法 你心裡面有一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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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 叫做持明 保持住那個光明 我們最高的阿闍梨叫
做﹁大持明金剛阿闍梨﹂ 也就是說他永遠保持住他心中
的光明 所以心中的光明是怎麼來的？是由﹁阿﹂字跟
﹁杭﹂字 由寶瓶氣全部進入中脈 以﹁阿﹂字跟﹁杭﹂
字本身的融合跟氣的融合 讓你的中脈產生光明 這就是
保持心中的光明 我這樣子解釋不知道清楚否？平時是這
樣子在修 要走的時候你只要保持住心中的光明 自然你
能夠虹光化身 全部的身體都沒有了 就虹光化身
我還告訴大家一點 很重要的 剛剛已經講過happy
to die 那是兩個人互相以心中的光明互相融合 我身上
的光明進入你身上的光明 你身上的光明進入我身上的光
明 因為兩個人都修持氣的關係 一下子兩個人身體就不
見了 變成一片的光明 這是﹁大手印法﹂的happy to
die虹光化身 是這樣子的方法
其實大手印的修行跟大圓滿的修行是差不多的 只是
它用的名詞不同 但是它的方法也有一點不一樣 ﹁大圓
滿法﹂是紅教的 ﹁大手印法﹂是白教的 但是它的方法
是怎麼 你看大手印四個口訣 一個是專一 專一瑜伽要
閉關；離戲瑜伽要上山；一味瑜伽可以在世俗 可以在人
間；無修瑜伽就已經成就了 大手印的四個要訣 大圓滿
的兩個重要要訣 立斷 斷掉所有的心念 這個心念一斷
掉 執著就沒有了 我執就沒有了 什麼是我的東西？我
昨天講了那個寶石 那個是我的嗎？那是盧勝彥的寶石
嗎？不是！那是人家給我 以前是人家的 現在呢到了我
的手上 我也不能保持這個東西跟著我永遠 對不對？除
非我下葬的時候 我是火化 我不願意葬入土中 我一定
是火化 那火化了 難道這個寶石也跟著化了嗎？到時候

~

~

23
24

}+

}+

【 燃 燈 雜 誌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 報
導 SpecialReport

著中脈 中脈跟中脈是相接住的 所以氣是可以流通的
到時候它產生光明 兩個人都會有光明 到最後會產生虹
光 兩個都有虹光 所以在雙運的時候就會產生虹光 像
當巴桑傑跟瑪吉拉尊兩個人在雙運的時候 旅店的老闆偷
看 裡面全部一片光明 是這樣子
甲對乙講：﹁昨天晚上跟朋友上酒家 小偷光顧了我
家 ﹂ 乙就講：﹁那偷去了什麼東西呢？﹂ 甲講：
﹁太太在家裡 以為我酒醉夜歸 不分青紅皂白揍了他一
頓 小偷就高喊：﹃救命哪！救命哪！﹄ 幸好警察來救
了他 ﹂ 啊？不好笑？小偷進到一個人的家裡面去 太
太以為是她的先生喝酒 太太的力量很大 平時打老公打
得很厲害 就把那個小偷打得唉爸叫母 到最後驚動左右
鄰居叫來警察 警察把那個小偷救走 不好笑啊？
有一個人在黃山 黃山在安徽Mainland China 有人
在黃山的石壁上寫了字﹁我跟我的太太來此一遊 非常地
愉快 特留字為念﹂ 隔了不久旁邊又多了一行字﹁我到
此一遊 沒有帶太太 更加地愉快 特留字為念﹂ 有人
講說叫師尊 師母去加拿大Vancouver弘法 我講不出
來 我跟師母去加拿大溫哥華弘法當然是很愉快的事 我
一個人去溫哥華弘法也是很愉快的事 這兩句同樣的話但
是有差別 我跟師母去加拿大溫哥華弘法是很愉快的事
我一個人去溫哥華弘法也是很愉快的事 有時候禪師跟禪
師在對話 我最近寫的那本書叫做︽禪機對禪機︾ 同樣
的一句話 這個人問他一句話：﹁什麼是佛？﹂ 那個禪
師回答：﹁佛 ﹂ ﹁什麼是法？﹂ 禪師回答：
﹁法 ﹂ ﹁什麼是僧？﹂ 禪師回答：﹁僧 ﹂ 同樣
地一問一答 但是意義不同 你們要知道
這個是講Mainland China有一個好消息 這個是北京

方面的好消息 ﹁九十五歲的老人看病不要錢﹂ 這個當
然是笑話 現在又有一個城市宣布﹁一百歲的老人可以免
費登泰山﹂ 還有一個城市又講﹁一百一十歲的老人可以
分配到住宅﹂ 房子給你住 不用錢的 ﹁一百二十歲可
以取消一夫一妻制﹂ 最後有一個標題出來了﹁希望各位
保重身體 好日子在後頭﹂ 一百二十歲可以取消一夫一
妻制 你看多麼地棒！大家好好保重身體 這個是屬於比
量 在密教有三種證量 一個是知量 一個是比量 一個
是證量 都是屬於證量的三種
這個是屬於比量 一個美國人到中國旅遊 在路上不
小心掉進一個正在施工的水溝裡面 這位美國人爬上來
很生氣對導遊講：﹁在我們美國 危險的地方總會插上一
個紅色的旗子或者警告的標語 都會插上做警示！﹂ 導
遊跟他講：﹁在這裡 危險的地方太多了 因為沒有辦
法 食品 動力車 大橋 電梯都很危險 所以紅旗插不
上來 只好在海關上面插上一面紅旗 警告你 你不是都
看到了嗎？﹂ 也就是說它那一面紅旗代表各地都有危
險 你自己小心 那在美國是只要有危險的地方都會弄上
標誌 這個是一個笑話
老師問學生：﹁在中國的肯德基炸雞店廣告上寫著
﹃We do chicken right﹄是什麼意思？﹂ 有一個學生
回答：﹁我做雞是對的 ﹂ 第二個學生站起來講：﹁我
做雞對嗎？﹂ 第三個學生講：﹁我們有做雞的權
利 ﹂ 第四個學生：﹁我做過右邊的雞 ﹂ ﹁We do
chicken right﹂就有這四種解釋 所以我英文學得不太
好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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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五

果

附帶中有

第四灌之果為體性身
其為果時方述 此處暫略；
四灌五法竟
癸四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

本尊﹁蓮華生大士﹂
師母 丹增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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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只有兩位：︿真佛宗宗委會﹀法
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還有莊駿耀醫師 大家晚安！大
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是同修蓮華生大士 其實蓮華生大士應
該是在藏地裡面 紅 黃 白 花四個教派都共同尊
崇的一位偉大的大士 大士就是菩薩的意思 祂也是
最早進入西藏弘法的一位大成就者 祂本身有很大的
神通力 所以祂進入西藏的時候 把笨波教也就是黑
教所有的神祇或者鬼神 把它們降伏 就成為後來密
教的一些護法跟護持佛教的神 蓮華生大士跟赤松德
真王 寂護大師︵亦稱靜命︶三個人 蓋起西藏的第
一座寺廟叫︿桑耶寺﹀ 蓮華生大士進入到西藏的時
候 赤松德真王有去到雅魯藏布江的旁邊去迎請蓮華
生大士 兩個人會見的時候 第一個 蓮華生大士本
身來講是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三身合
一的化身；我講過 祂是在蓮花上面所化生的一個小
孩子 蓮花裡面有一個小孩子 祂是真正的蓮花童
子 因為蓮花化生嘛
祂的化身是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
的身口意合起來的化身 赤松德真王他是文殊師利菩
薩的化身 一個是法王一個是國王 那時候就不知道
誰要頂禮誰 因為一個是法王一個是國王 一般來
講 一般人看到國王都要頂禮的 這時候就很難去講
說誰要頂禮誰？因為赤松德真王也是文殊師利菩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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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 蓮旺上師 是誰頂禮誰？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祂們兩個見面的時候 因為一個是國王 他想說我是國
王 他︵國王︶去邀請祂︵蓮華生大士︶來 當然是蓮
華生大士要跟他頂禮 但是祂是法王 這裡面就是有這
個關係存在
赤松德真王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但是蓮華生大
士是釋迦牟尼佛跟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如果
以文殊師利菩薩跟觀世音菩薩兩個來講 兩個都是法王
子；在淨土三尊裡面 觀世音菩薩是法王子 文殊師利
菩薩在華嚴世界裡面 華嚴三尊 祂也是法王子 兩個
地位都差不多 我認為文殊師利菩薩跟觀世音菩薩兩個
地位是差不多 但是其中蓮華生大士又是阿彌陀佛又是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是教主 應該是赤松德真王要
頂禮蓮華生大士 但是彼此之間 也不一定像我們現在
了解那麼清楚 蓮華生大士就跟他做一個好像鞠躬這樣
子 稽首 佛教裡面講稽首 這一稽首呢 就有一個火
飛過去 把赤松德真王的王袍燒了一個洞
是有這樣子的 我們講起來就是一種比量 如果以
知量來講 這裡有三個量出來 平時在學佛當中有三種
量 一個叫知量 就是你知道了蓮華生大士是釋迦牟尼
佛 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的變化身 赤松德真王是文
殊師利菩薩的變化身 我們現在知道了就叫知量 所以
可以比較 兩邊比較誰應該頂禮誰呢？這時候就叫比
量 比較之間的量 誰比較高誰比較低 就叫比量 在
知量上 蓮華生大士比較高 在比量上蓮華生大士也比
較高 在證量上 那時候赤松德真王還是一個沒有修行
的人 沒有證量；雖然他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但是
他沒有證量 蓮華生大士是有證量的 證量也比他高

所以我們學佛有三種量：一個叫知量 一個叫比
量 一個就叫作證量 另外還有一種叫聖言量 是用古
代的很大的高僧大德 他們的經 律 論 也就是說佛
經戒律跟他們本身的論述 那一種量叫聖言量 今天就
講什麼叫做比量 什麼叫做知量；知量可以講是知識
的 比量就是邏輯 好像我們今天講大乘 或者小乘；
乘字代表車 一個是小乘叫小車 大乘叫大車 菩薩乘
就是度很多的眾生的菩薩 這叫更大的車；大乘 小
乘 金剛乘 我們現在講小乘跟大乘 小乘叫小車 度
的眾生少跟度的眾生多 度的眾生多就叫做大車︵大
乘︶ 度的眾生少叫做小乘 乘的意思就是車 大車
小車這樣子；你度的眾生像火車一樣 那個就是更大
乘 還有大的巴士 能夠載很多人 小車還有小客車
只能夠坐二個人 四個人的就是小車 這是比量 叫做
邏輯 知呢？知識的量
聖言量是經過經 律 論下去印證的 就叫做聖言
量 還有一個證量 到底證到你的境界有多高？比較起
來就叫做證量 密教有所謂阿底瑜伽 阿努瑜伽 另外
還有嘛哈瑜伽 這是依照比量下去分的 大瑜伽 最高
深的大圓滿瑜伽 是這樣子去比較出來 那就叫比量
所以學佛的時候要記住 像剛剛師尊坐法座上 稍
微有一點惰性 我們身上有三種性：一個叫悅性 喜悅
的悅；一個叫動性 身體裡面心在跳 血液在循環 全
身都稍微好像有一點震盪 其實都是在動的 這叫動
性；另一個叫惰性 什麼叫惰性？疲倦了 打瞌睡或者
打哈欠 全身鬆掉了 鬆掉了就是情性 剛剛坐在法座
上有一點惰性 坐著覺得好像鬆掉了 整個人鬆掉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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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段音樂產生出來
music please 當然我不能喊：﹁music please ﹂
它馬上放音樂 有一個music的聲音 聲音不是很響
但是是一段的音樂 一段的音樂產生出來了 我就從禪
定裡面就醒過來 那這個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就醒過
來 欸！我一看錶 唉呀！糟糕！五點十五分了 應該
要過去了 我就起來 稍微漱漱口 洗一下臉 準備穿
上法衣 要過去到︿宗委會﹀ 這一段音樂從哪裡來？
如果是別人的話 會以為說：﹁奇怪？怎麼有這一段音
樂？﹂ 但是師尊知道 那個一定有一段音樂引導你出
定 這個就是證量產生了 我在刷牙 洗臉起來的時
候 師母就敲我的房間門 叩叩叩叩叩 她說：﹁應該
要去畫畫了 要到隔壁 五點半 ﹂ 那時候她敲我的
門的時候是五點半 我跟她喊 我說：﹁我已經起來
了 ﹂ 我這起來是什麼原因起來？就是那一段音樂把
我叫醒
請問你們樓下有放音樂嗎？那一天師母在樓下是在
有一個meeting 也就是嘴巴運動 他們舞供團的很多
人在樓下有一個meeting 就是mouth talk 沒有放音
樂嗎？沒有放音樂就是我自己所產生的音樂把我叫醒
我裡面有明妃呀！也有瑪吉拉尊哪！有勝樂金剛啊！多
傑帕母啊！還有金剛瑜伽母 還有三天女呀！另外還有
瑤池金母啊！祂們絕對會叫我的 所以那個叫的聲音就
是一段音樂 非常美的音樂 就醒過來了 就是這樣
子 那個也算是證量 這個事情就是今天發生的 我拿
來做實例給你們聽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見天上的光 也可

在鬆掉當中 就有很多的像我們今天同修的本尊 很多
的靈降在師尊身上 雖然鬆掉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靈
降在我的身上 降下來的時候 經過中脈 就一直進到
我的身體裡面 每一尊進來我都知道 佛菩薩都是悅
性 悅性比較多 你在同修的時候 祂們每一尊 每一
尊紛紛下降 我在︿台灣雷藏寺﹀每一次在星期六做法
會修法的時候 他們的相機都照到滿虛空的 一個圈一
個圈那種般若光 很多的一起下降下來；︿西雅圖雷藏
寺﹀就比較少有人去拍 或者是說能夠拍到般若光或怎
麼樣 有形無形 其實祂是看不到的 事實上是在的
從虛空本尊下降的時候 一直進到我身體裡面 這是我
知道的 我很喜悅的那個就是悅性 還有自己身體的惰
性 心中本身的動性
其實很多尊下來 每一尊下來的時候 祂的狀況不
太一樣 師尊身上有一點顯示出來 好像是這樣子︵師
尊做示範︶ 剛剛你們看我有沒有看出特別不一樣的地
方？︵答：有︶這個一動 降下來的時候 我身體會稍
微動一下 有時候動得很厲害 有時候輕輕地動一下
然後祂跟我合一的時候 我的臉就會稍微變一下 就是
這樣子 這個東西叫什麼？叫﹁證量﹂ 你沒有證量的
人 你不知道你的本尊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但事實上有
沒有本尊到你的身上呢？應該是有 只是你身體的修行
還不能夠跟祂本身有了
可以這樣子講 插上了電
我身體沒有電 突然間有電源來了︵師尊做示範︶ 這
個就是祂進來了 有電源來了 然後我眼睛閉起來 我
就看到橙紅色的 橙色那種光 今天所看到的光 有點
像齒輪 你如果懂得機械的話 那種齒輪 這樣子齒輪
那一種光 有好幾朵光在我眼前 在我眼睛裡面在閃

以聽到天樂 天上的音樂 也可以聽到佛菩薩的聲音
聽到天樂 看到天的光明 聽到天的神的語言進到你裡
面 這個都不要去迷惑！因為你最重要的 還是跟你
講 你必須要見證到﹁佛性﹂ 然後你能夠以你的佛
性 到你成就究竟的地方 然後你以你自己的佛性 去
融入宇宙的佛性 那個才是究竟成就！而不是這些音樂
或者聽到神跟你講什麼 聽到天上的音樂 看見天上的
光 這一點很重要！但是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
有這種現象產生出來 你如果執著不放 一定要聽到神
跟你講什麼 執著不放 如果你跟祂祈禱 祂引導你走
上究竟 那是好的；如果不是這樣 你迷惑 就變成了
陷阱 反而是一個陷阱 你不會進步 你一直在看光
聽到天上的音樂 你就以為說你已經差不多了 你已經
成就了 那就是陷阱 不對的！今天跟大家講蓮華生大
士 蓮華生大士祂當然有很大的神通 祂的神通非常地
廣大 幾乎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人的神通能夠贏得了蓮
華生大士的 到今天為止 祂的神通很廣大
我們今天再講一下︽道果︾：﹁壬五 果 第四灌
之果為體性身 其為果時方述 此處暫略；四灌五法
竟 ﹂ 它這個﹁果﹂沒有講出來 只是講說第四灌的
果是叫做體性身 ﹁其為果時方述﹂ 等到了果的地方
再仔細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是暫時沒有講的 第四灌頂
的五法 四灌五法 我跟大家講過臨終的這種法 這種
法就等於四灌五法
﹁癸四 附帶中有 ﹂ 什麼叫做﹁中有﹂？中有
就叫做中陰 中陰是什麼？就是靈魂 我們每個人都有
靈魂 靈魂是不是佛性？這裡有一個問題﹁附帶中

耀 這個東西就叫做證量
你們有感覺到 有時候你們修氣 感覺到氣凝在我
的上丹田 或者凝在我的中丹田 凝固在我的下丹田
這也是一種量 那個氣所凝結的那一種力 在你的上丹
田 中丹田 下丹田 這也是屬於一種證量 為什麼會
產生這種證量呢？我們只要能夠在專一的三昧地 那個
不稀奇 這種證量也不稀奇 不要迷惑於證量 或者產
生一些神通的現象 大家不要迷惑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佛陀有講 祂說你主要是要了你自己的生死是最大的目
的 你能夠見證到佛性 回歸到佛性 這時候才是真正
的究竟 而不是在於證量 證量只是在它的過程當中
你會產生 甚至於神通的現象
譬如我今天中午 差不多在四點三十分的時候我回
到﹁真佛密苑﹂ 我就上樓去 我準備差不多五點的時
候要到︿宗委會﹀去那邊加持信件跟畫一幅畫 我差不
多四點半回到家裡 回到﹁真佛密苑﹂我就到了我的房
間 那個時候我就稍微靜坐了一下 就入有相三昧地
進入有相三昧地 最後是無相三昧地 到了無相三昧
地 在無相三昧地的時候 那個時間已經超過了 我說
五點要到︿宗委會﹀的 結果那個時候已經是五點 打
坐的時間是五點差不多十分的時候或者十五分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聲音 我房間裡面根本是沒有人 現在因
為我房間經過改造 也就是remodeled 經過改造 已
經跟以前不一樣 很多佛菩薩在裡面 現在佛菩薩請到
外面 裡面只有唐卡 有一個是金剛瑜伽母 一個是勝
樂金剛跟多傑帕母 一個是瑤池金母的唐卡 另外有三
天女 還有我的明妃 我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個我的明妃
的相 另外四臂觀音 瑪吉拉尊 瑪吉拉尊有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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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段音樂產生出來
music please 當然我不能喊：﹁music please ﹂
它馬上放音樂 有一個music的聲音 聲音不是很響
但是是一段的音樂 一段的音樂產生出來了 我就從禪
定裡面就醒過來 那這個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就醒過
來 欸！我一看錶 唉呀！糟糕！五點十五分了 應該
要過去了 我就起來 稍微漱漱口 洗一下臉 準備穿
上法衣 要過去到︿宗委會﹀ 這一段音樂從哪裡來？
如果是別人的話 會以為說：﹁奇怪？怎麼有這一段音
樂？﹂ 但是師尊知道 那個一定有一段音樂引導你出
定 這個就是證量產生了 我在刷牙 洗臉起來的時
候 師母就敲我的房間門 叩叩叩叩叩 她說：﹁應該
要去畫畫了 要到隔壁 五點半 ﹂ 那時候她敲我的
門的時候是五點半 我跟她喊 我說：﹁我已經起來
了 ﹂ 我這起來是什麼原因起來？就是那一段音樂把
我叫醒
請問你們樓下有放音樂嗎？那一天師母在樓下是在
有一個meeting 也就是嘴巴運動 他們舞供團的很多
人在樓下有一個meeting 就是mouth talk 沒有放音
樂嗎？沒有放音樂就是我自己所產生的音樂把我叫醒
我裡面有明妃呀！也有瑪吉拉尊哪！有勝樂金剛啊！多
傑帕母啊！還有金剛瑜伽母 還有三天女呀！另外還有
瑤池金母啊！祂們絕對會叫我的 所以那個叫的聲音就
是一段音樂 非常美的音樂 就醒過來了 就是這樣
子 那個也算是證量 這個事情就是今天發生的 我拿
來做實例給你們聽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見天上的光 也可

在鬆掉當中 就有很多的像我們今天同修的本尊 很多
的靈降在師尊身上 雖然鬆掉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靈
降在我的身上 降下來的時候 經過中脈 就一直進到
我的身體裡面 每一尊進來我都知道 佛菩薩都是悅
性 悅性比較多 你在同修的時候 祂們每一尊 每一
尊紛紛下降 我在︿台灣雷藏寺﹀每一次在星期六做法
會修法的時候 他們的相機都照到滿虛空的 一個圈一
個圈那種般若光 很多的一起下降下來；︿西雅圖雷藏
寺﹀就比較少有人去拍 或者是說能夠拍到般若光或怎
麼樣 有形無形 其實祂是看不到的 事實上是在的
從虛空本尊下降的時候 一直進到我身體裡面 這是我
知道的 我很喜悅的那個就是悅性 還有自己身體的惰
性 心中本身的動性
其實很多尊下來 每一尊下來的時候 祂的狀況不
太一樣 師尊身上有一點顯示出來 好像是這樣子︵師
尊做示範︶ 剛剛你們看我有沒有看出特別不一樣的地
方？︵答：有︶這個一動 降下來的時候 我身體會稍
微動一下 有時候動得很厲害 有時候輕輕地動一下
然後祂跟我合一的時候 我的臉就會稍微變一下 就是
這樣子 這個東西叫什麼？叫﹁證量﹂ 你沒有證量的
人 你不知道你的本尊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但事實上有
沒有本尊到你的身上呢？應該是有 只是你身體的修行
還不能夠跟祂本身有了
可以這樣子講 插上了電
我身體沒有電 突然間有電源來了︵師尊做示範︶ 這
個就是祂進來了 有電源來了 然後我眼睛閉起來 我
就看到橙紅色的 橙色那種光 今天所看到的光 有點
像齒輪 你如果懂得機械的話 那種齒輪 這樣子齒輪
那一種光 有好幾朵光在我眼前 在我眼睛裡面在閃

以聽到天樂 天上的音樂 也可以聽到佛菩薩的聲音
聽到天樂 看到天的光明 聽到天的神的語言進到你裡
面 這個都不要去迷惑！因為你最重要的 還是跟你
講 你必須要見證到﹁佛性﹂ 然後你能夠以你的佛
性 到你成就究竟的地方 然後你以你自己的佛性 去
融入宇宙的佛性 那個才是究竟成就！而不是這些音樂
或者聽到神跟你講什麼 聽到天上的音樂 看見天上的
光 這一點很重要！但是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
有這種現象產生出來 你如果執著不放 一定要聽到神
跟你講什麼 執著不放 如果你跟祂祈禱 祂引導你走
上究竟 那是好的；如果不是這樣 你迷惑 就變成了
陷阱 反而是一個陷阱 你不會進步 你一直在看光
聽到天上的音樂 你就以為說你已經差不多了 你已經
成就了 那就是陷阱 不對的！今天跟大家講蓮華生大
士 蓮華生大士祂當然有很大的神通 祂的神通非常地
廣大 幾乎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人的神通能夠贏得了蓮
華生大士的 到今天為止 祂的神通很廣大
我們今天再講一下︽道果︾：﹁壬五 果 第四灌
之果為體性身 其為果時方述 此處暫略；四灌五法
竟 ﹂ 它這個﹁果﹂沒有講出來 只是講說第四灌的
果是叫做體性身 ﹁其為果時方述﹂ 等到了果的地方
再仔細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是暫時沒有講的 第四灌頂
的五法 四灌五法 我跟大家講過臨終的這種法 這種
法就等於四灌五法
﹁癸四 附帶中有 ﹂ 什麼叫做﹁中有﹂？中有
就叫做中陰 中陰是什麼？就是靈魂 我們每個人都有
靈魂 靈魂是不是佛性？這裡有一個問題﹁附帶中

耀 這個東西就叫做證量
你們有感覺到 有時候你們修氣 感覺到氣凝在我
的上丹田 或者凝在我的中丹田 凝固在我的下丹田
這也是一種量 那個氣所凝結的那一種力 在你的上丹
田 中丹田 下丹田 這也是屬於一種證量 為什麼會
產生這種證量呢？我們只要能夠在專一的三昧地 那個
不稀奇 這種證量也不稀奇 不要迷惑於證量 或者產
生一些神通的現象 大家不要迷惑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佛陀有講 祂說你主要是要了你自己的生死是最大的目
的 你能夠見證到佛性 回歸到佛性 這時候才是真正
的究竟 而不是在於證量 證量只是在它的過程當中
你會產生 甚至於神通的現象
譬如我今天中午 差不多在四點三十分的時候我回
到﹁真佛密苑﹂ 我就上樓去 我準備差不多五點的時
候要到︿宗委會﹀去那邊加持信件跟畫一幅畫 我差不
多四點半回到家裡 回到﹁真佛密苑﹂我就到了我的房
間 那個時候我就稍微靜坐了一下 就入有相三昧地
進入有相三昧地 最後是無相三昧地 到了無相三昧
地 在無相三昧地的時候 那個時間已經超過了 我說
五點要到︿宗委會﹀的 結果那個時候已經是五點 打
坐的時間是五點差不多十分的時候或者十五分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聲音 我房間裡面根本是沒有人 現在因
為我房間經過改造 也就是remodeled 經過改造 已
經跟以前不一樣 很多佛菩薩在裡面 現在佛菩薩請到
外面 裡面只有唐卡 有一個是金剛瑜伽母 一個是勝
樂金剛跟多傑帕母 一個是瑤池金母的唐卡 另外有三
天女 還有我的明妃 我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個我的明妃
的相 另外四臂觀音 瑪吉拉尊 瑪吉拉尊有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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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所謂中有 中陰 靈魂是同樣一個東西 是另外
的一個你 有形的這個你 有一個無形的你就叫中有
中陰 靈魂 是不是佛性？應該講起來 有關連到佛
性 但不是佛性 我只能夠現在跟大家這樣子解釋而
已 附帶中有或者佛性 我明天再講吧！
有一對夫妻恩愛相守 從初中就開始戀愛了 有一
天老婆心血來潮問老公：﹁初中的時候你暗戀我多久才
給我寫情書？﹂ 老公回答：﹁當時我想找個女朋友
於是就給全班每一位女同學寫了同樣的情書 每一位都
寫 結果就只有妳給我回信 ﹂ 所以 這裡有一個訣
竅 要事情能夠成功 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 也就是你
盡量地所有的全部包含 全部去做 就對了！
什麼叫做攝影師？攝影師就是你拼命拍 拍了一千
張 其中挑出一張最好的出來展覽 你就是攝影師 像
我們學法也是一樣啊！很多法啊！佛法有很多 數不清
的法 師尊從開始說法到現在 還沒有講完 但法已經
特別多了 已經多到不得了 你只要選其中的一樣精進
地去修 你就會得到成就！
以前總認為窮不過三代的意思是 窮到三代以後就
不會再窮了 你不管如何 你三代以後不會再窮 長大
了以後我才知道 窮到了第三代已經窮到連媳婦都娶不
到了 也就是沒有第四代了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窮
我們也曾經講過富不過三代 事實上它的道理是這樣子
的 就是說富有的人 一般來講他到最後會產生惰性
像我們人有悅性 那時候是非常拼命賺錢 拼命賺錢是
悅性 惰性就是奢侈 就停頓了；動性就是我們一直平
常這樣子在過日子 那惰性就是窮 悅性就是富 你富
有了以後 自然他奢華了 生活也散漫了 就產生了惰

性 所以才會窮 富不過三代也是有道理的
真的 我的老婆對我是最好的 每一次吃東西她絕
對不會忘了我 因為掉在地上的她都撿起來給你吃 就
是不好的 她吃不完的 她也給你吃 然後她會問你：
﹁你看看這東西熟了沒有？﹂ 她先給你吃 先給你試
看看有沒有熟 另外拿著一瓶放很久的冰箱裡面拿出
來：﹁你先吃看看 這個東西壞了沒有 ﹂ 她也給你
吃 唉呀 不錯了 這個師母她有一個特長 她的耳朵
很靈敏 你躲在任何地方講電話 她都聽得到 她耳朵
很靈敏的 真的很遠的地方她都可以聽到你在講什麼
師尊是鼻子很靈敏 東西壞了沒有 她都會拿來先給我
聞：﹁這個東西壞了沒有 聞聞看 ﹂ 我聞一下 這
個東西壞了 它有產生怪味 餿的味道 我鼻子很靈
但是鼻子再怎麼靈 我也不能聽她在講電話 人各有特
長 她的耳朵靈 師尊是鼻子靈
昨天吃晚飯的時候 老婆吃完了還想添飯 可是又
怕吃得太肥 吃了會發胖 就在這樣子糾結當中 我講
了一句話 結果老婆就決心打開飯鍋添飯 我是怎麼講
的呢：﹁噯 都已經是大象了 還管她是瘦的大象還是
胖的大象 ﹂ 師尊講過 我心很小 我的心不大 有
一個女生進到我的心中 我就把門關起來 這個女生就
永遠在我心中 這個女生有一天問我：﹁你是不是把我
忘了？﹂ 我說：﹁我哪裡會忘掉妳！因為我的心很
小 門也很小 妳現在胖了 都出不了我的心 走出去
都很難 ﹂ 已經把妳關在裡面 妳太胖了 這個是一
個笑話
有一個男的問一個女的：﹁穿山甲有幾個兄弟姊
妹？﹂ 女朋友回答：﹁我不知道幾個 ﹂ 結果男朋

友答：﹁是九個 穿山甲 ﹂ 女的莫名其妙：﹁為什
麼穿山甲有九個兄弟姊妹呢？﹂ 男朋友回答：﹁穿山
甲 穿山乙 穿山丙 穿山丁 穿山戊 穿山己 穿山
庚 穿山辛 穿山壬 穿山癸 ﹂ 他是這樣子 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剛好五十分 這也是一個笑話
我覺得恐龍師兄他講的結婚前跟結婚後 哇 那是
很經典！真的！結婚前是樣樣都好 結婚後就完全統統
都不一樣 我們聽恐龍師兄在講這個笑話的時候覺得
人怎麼會這樣？這也跟我們人本身的個性是有關的 結
婚前是悅性 喜悅的悅 結婚以後就產生惰性 所以我
覺得一件事情 人生 我們做對一件事情是非常好 做
不對一件事情就是很糟糕的 永遠做男女朋友就好 這
真的是永遠做男女朋友就好 何必被那一張紙約束呢？
真的 我這一生當中如果沒有那一張紙 我那個悅性是
永遠的 就不會產生惰性
所以結婚前跟婚後絕對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學佛
必須要 真的講實在話 一定要永遠的悅性 永遠喜悅
地去做一件你修行的功課 而且每一天要做 不能夠產
生惰性 你學佛如果產生了惰性 那就前功盡棄 全部
都沒有了 前功盡棄；你如果一直永恆地這樣子做 你
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像我們唸一個︻高王經︼ 很簡單
做一個例子 唸︻高王經︼ 每天唸 一天最少唸一遍
或者兩遍或者是三遍 那你退回來 時間少你就唸一
遍 你不能一天不唸 這樣子一直保持著這一種持續
的 這是師尊本身在修行的方法 永遠每一天持續地在
做自己的功課 就是悅性 有一天一定會達到究竟 嗡
嘛呢唄咪吽
雜誌

33
34

【 燃 燈 雜 誌 】Enlightenment

Magazine
特別 報
導 SpecialReport

陰﹂？所謂中有 中陰 靈魂是同樣一個東西 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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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中有

瓶灌

上根補特伽羅 即生提升宗趣 中根者
以臨終為緣而提升宗趣 下根者以中有為緣
而提升宗趣 極下根者 以持三昧耶與戒儀
為道之瑜伽士 七世得成就
倘若未達遷識 其﹁中有﹂有四：
即灌 道 見 所屬之依據 四者亦當
了知前 正行

子一
一 前行有三：
１ 隨念上師
２ 隨念本尊︵上師所授之本尊︶
３ 隨念密名︵從本尊壇城中所得之
密名︶
視其時機之決定而念其所屬 如此於食
時 不定時 臨睡時均須行之 至於夢中若
亦能念則必成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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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
尼許│嘎拉巴底耶│紅財神﹂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 還有
網路上的同⾨ 今天我們與會貴賓是：︿外交部駐瑞典兼
挪威代表處﹀廖東周⼤使和夫⼈Judy師姐 ︿真佛宗宗
委會﹀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莊駿耀醫師 美國︿綠健有
限公司﹀總裁段⽣泉師兄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
師姐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顯輝師傅 ⼤家午安！⼤
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家好！︵粵語︶
先跟⼤家宣布⼀件事情：下個禮拜天六⽉九⽈下午
三點 ︿彩虹雷藏寺﹀有﹁普巴⾦剛護摩法會﹂ 普巴⾦
剛就是﹁幾⾥幾拉呀﹂ 祂的咒語是﹁嗡 別炸 幾里幾
拉呀 沙爾瓦 比嘎念 棒 吽呸 ﹂祂的種⼦字是藍⾊
的﹁吽﹂字 內縛⼿印是直⽴的 跟⼤威德⾦剛有點不太
⼀樣 普巴⾦剛⼿印是很直的 表現出祂本⾝的⼒量 ⼤
威德⾦剛是有⼀點彎曲 這裡有好幾個⼿印︵聖尊⽰
範︶：這是﹁幾⾥幾拉呀﹂ 稍微彎曲⼀點是﹁⼤威德⾦
剛﹂ 互相交叉的是﹁愛染明王﹂ 兩個直⽴是﹁地藏王
菩薩﹂ 所以這當中有四個⼿印在
⼤家知道普巴⾦剛主要是祂拿著⾦剛杵 可以講是
⾦剛橛 祂是很有威⼒的降伏⾦剛 下個禮拜就是做﹁普
巴⾦剛護摩法會﹂ 我現在要問 去買供品供嘎那巴底
你們誰去買？哦 你去買的 現在問你 你有沒有買⾹
蕉？買多少？⼗幾把 你放在哪裡？供品區 有沒有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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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祂說要燒三把 現在把它燒了 放在旁邊沒有
燒 不⾏ 祂的⼝張開 你要燒三把 有沒有買蘿蔔？
蘿蔔葉有 好 請坐 謝謝你 還好有買 如果沒買
現在就要開⾞去買 欸 真的 祂就是顯現出⾹蕉給我
看 然後顯現三把的⾹蕉 你放在旁邊還不⾏ ⼀定要
放在護摩爐裡⾯ 要燒三把 今天是祂特別要求的 這
個是嘎那巴底祂特別要求的
嘎 那 巴 底 本 來 是 印 度 三 ⼤ 神 Brahma⼤ 梵 天
Vishnu遍淨天 Shiva⼤⾃在天 祂是⼤⾃在天的兒⼦
是Ganesh︵⽢尼許︶ 也是印度本⾝的財神 我記得我
們去印度的時候 剛好碰到Ganesh的⽣⽇ 整個新德⾥
都放煙⽕慶祝祂的⽣⽇ 祂是很重要的 Ganesh對印度
來講⾮常的重要 因為祂就是資糧主 也就是在印度教
最主要的財神 西藏密宗也把祂當成五路財神之⼀來供
養 祂本⾝⼜稱資糧主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財都是祂
管 另外祂還有⼀個⼒量 就是主壽命的⼒量 祂經常
數蘿蔔的葉⼦ 祂的⼿好像有拿著蘿蔔的葉⼦
紅財神⾝是紅⾊ 象頭 四隻⼿臂 右⼿第⼀⼿是
持蘿蔔 第⼆⼿是持降魔斧 左⼿第⼀⼿持蘿蔔的葉
⼦ 第⼆⼿是持唸珠 祂數蘿蔔葉 我們每⼀個⼈出⽣
的時候 它好像就是⼀個命運 你命中注定有多少的財
富 你如果能夠看⾒ 你就看紅財神嘎那巴底祂本⾝數
的蘿蔔葉數了幾葉 好像⼀葉就是⼀個財庫 兩葉就是
兩個財庫 三葉就是三個財庫 有多少錢財都是命中注
定 那你如果多出來的 最後還要還 如果沒有的它還
要補 所以⼈本⾝的財富是注定的
但是因為你修了資糧主 以後你會不⼀樣的 因為
祂是資糧主 祂是管財庫的 你只要讓嘎那巴底歡喜

祂歡喜起來的時候 就像⿁婆講的會跳舞給她看 祂只
要唱歌 跳舞就是祂歡喜的時候 祂⼀唱歌啊 跳舞
啊 你就有福 祂會賜福給你 也就是你財富會增加
所以在藏密裡⾯修資糧主就是紅財神 祂會給你賜福
你本來命中只有⼀個財庫 祂給你兩個財庫 命中有兩
個財庫 祂給你四個財庫；你有四個財庫 祂就給你⼋
個財庫 哇 ⼀直加倍 ⼀直增加 ⼀直增加 所以這
⼀尊紅財神很多⼈喜歡
祂也是會算壽命的 你有多少歲？你應該活到多少
歲 好像也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活到多少歲 但是也
可以增加 為什麼你能夠增加？因為你如果確實修法
真正的你有了⾒地 ⽽且能夠修到⾮常的精微 也有了
成就的時候 你命運可以改變 所以命運是可以改變
的 你如果是沒有修法或者沒有造善的功德 命運是不
會改變的 只有兩樣東西 命運可以改變｜﹁你造了很
多的善功德 另外你在修⾏當中得到了⼤成就 你的命
運就可以改變 包括你的財富 你⾃⼰本⾝的命運 跟
你⾃⼰的壽命 都可以增⾧的 ﹂
所以有些⼈講說 既然我們⼀出⽣ 命都決定了
⼀⽣能夠賺多少錢都定了 那還認真幹什麼？就不認真
了 這個是不⾏的 因為命中有時候雖然給你注定了
但是命運還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看⼀本書叫做︽了
凡四訓︾ 裡⾯就有﹁⽴命之學﹂ 這本書是正確的
因為你做了很多的善功德 你本來是⽍命的 突然間就
變成命運就⾮常的順暢 不會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
的波浪 這是命中注定的 我們常常講⼀句話就是：
﹁命裡若有終須有 命裡沒有莫強求 ﹂但是我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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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祂說要燒三把 現在把它燒了 放在旁邊沒有
燒 不⾏ 祂的⼝張開 你要燒三把 有沒有買蘿蔔？
蘿蔔葉有 好 請坐 謝謝你 還好有買 如果沒買
現在就要開⾞去買 欸 真的 祂就是顯現出⾹蕉給我
看 然後顯現三把的⾹蕉 你放在旁邊還不⾏ ⼀定要
放在護摩爐裡⾯ 要燒三把 今天是祂特別要求的 這
個是嘎那巴底祂特別要求的
嘎 那 巴 底 本 來 是 印 度 三 ⼤ 神 Brahma⼤ 梵 天
Vishnu遍淨天 Shiva⼤⾃在天 祂是⼤⾃在天的兒⼦
是Ganesh︵⽢尼許︶ 也是印度本⾝的財神 我記得我
們去印度的時候 剛好碰到Ganesh的⽣⽇ 整個新德⾥
都放煙⽕慶祝祂的⽣⽇ 祂是很重要的 Ganesh對印度
來講⾮常的重要 因為祂就是資糧主 也就是在印度教
最主要的財神 西藏密宗也把祂當成五路財神之⼀來供
養 祂本⾝⼜稱資糧主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財都是祂
管 另外祂還有⼀個⼒量 就是主壽命的⼒量 祂經常
數蘿蔔的葉⼦ 祂的⼿好像有拿著蘿蔔的葉⼦
紅財神⾝是紅⾊ 象頭 四隻⼿臂 右⼿第⼀⼿是
持蘿蔔 第⼆⼿是持降魔斧 左⼿第⼀⼿持蘿蔔的葉
⼦ 第⼆⼿是持唸珠 祂數蘿蔔葉 我們每⼀個⼈出⽣
的時候 它好像就是⼀個命運 你命中注定有多少的財
富 你如果能夠看⾒ 你就看紅財神嘎那巴底祂本⾝數
的蘿蔔葉數了幾葉 好像⼀葉就是⼀個財庫 兩葉就是
兩個財庫 三葉就是三個財庫 有多少錢財都是命中注
定 那你如果多出來的 最後還要還 如果沒有的它還
要補 所以⼈本⾝的財富是注定的
但是因為你修了資糧主 以後你會不⼀樣的 因為
祂是資糧主 祂是管財庫的 你只要讓嘎那巴底歡喜

祂歡喜起來的時候 就像⿁婆講的會跳舞給她看 祂只
要唱歌 跳舞就是祂歡喜的時候 祂⼀唱歌啊 跳舞
啊 你就有福 祂會賜福給你 也就是你財富會增加
所以在藏密裡⾯修資糧主就是紅財神 祂會給你賜福
你本來命中只有⼀個財庫 祂給你兩個財庫 命中有兩
個財庫 祂給你四個財庫；你有四個財庫 祂就給你⼋
個財庫 哇 ⼀直加倍 ⼀直增加 ⼀直增加 所以這
⼀尊紅財神很多⼈喜歡
祂也是會算壽命的 你有多少歲？你應該活到多少
歲 好像也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活到多少歲 但是也
可以增加 為什麼你能夠增加？因為你如果確實修法
真正的你有了⾒地 ⽽且能夠修到⾮常的精微 也有了
成就的時候 你命運可以改變 所以命運是可以改變
的 你如果是沒有修法或者沒有造善的功德 命運是不
會改變的 只有兩樣東西 命運可以改變｜﹁你造了很
多的善功德 另外你在修⾏當中得到了⼤成就 你的命
運就可以改變 包括你的財富 你⾃⼰本⾝的命運 跟
你⾃⼰的壽命 都可以增⾧的 ﹂
所以有些⼈講說 既然我們⼀出⽣ 命都決定了
⼀⽣能夠賺多少錢都定了 那還認真幹什麼？就不認真
了 這個是不⾏的 因為命中有時候雖然給你注定了
但是命運還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看⼀本書叫做︽了
凡四訓︾ 裡⾯就有﹁⽴命之學﹂ 這本書是正確的
因為你做了很多的善功德 你本來是⽍命的 突然間就
變成命運就⾮常的順暢 不會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
的波浪 這是命中注定的 我們常常講⼀句話就是：
﹁命裡若有終須有 命裡沒有莫強求 ﹂但是我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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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從我弘法開始 師母就⼀直在接眾⽣的電話 從
結婚開始 我那時候當軍⼈的時候 我每天問事三百個
⼈ 每天早上⾨⼀打開 三百個⼈湧進來 這三百個⼈
是預約的 誰接電話？是師母 到今天為⽌ 沒有⼈能
夠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沒有⼿機 有啦 我是有⼀⽀⼿
機 但始終都是關機 我從來沒有打開過我的⼿機 從
來沒有⼈能夠打電話給我 就是再怎麼樣親密的戰友也
不能夠打電話給我 不管是男⽣ ⼥⽣ 不管是天上
的 地下的 也都不能打電話給我 是誰在接電話？是
師母
很多事情都是師母處理的 她不只是⼤吉祥天 就
像是千⼿千眼觀世⾳菩薩⼀樣 像佛青 佛奇 我是不
管他們的 全部都是師母帶⼤的 她的⼿把這兩個⼩孩
⼦帶⼤的 我這⼀⽣沒有後顧之憂 也是師母撐住的
所以她本⾝是撐住了︿真佛宗﹀半邊的天 那麼我只會
佛法 其他什麼都不會；只會修⾏ 其他什麼都不會；
其他不會的 師母全部會 我是希望我⾃⼰本⾝早⼀點
⾛ 因為我早⼀點⾛我會⽐較安⼼ 什麼安⼼呢？因為
我⾛了 她還可以活下去；如果師母真的不幸她先⾛
了 我會活不下去 有那麼嚴重嗎？我告訴你 真的有
那麼嚴重 她的⼯作量沒有⼀個⼈能夠替代 沒有⼈可
以替代她的⼯作 所以這個是佛菩薩加持 請師母來幫
助我 這⼀⽣幫助我最多的⼈ 我第⼀個感謝 感恩的
⼈就是師母 這是事實 平時我很喜歡開玩笑 不過我
今天講的是事實
我們再談︽道果︾：﹁上根補特伽羅︵所謂補特伽
羅就是人 就代表眾生 上根的眾生 ︶ 即生提升宗

去求 去強求 我們是認真的修法成就 ⾃然能夠改變
命運
在藏密裡⾯ 嘎那巴底祂就是財神 也是資糧主
佛教裡⾯的嘎那巴底 原先祂是叫﹁天⼦魔﹂ ﹁天⼦
魔﹂是很有⼒的⼀個魔 我們曉得⼤⾃在天是天魔 天
⼦魔就是指嘎那巴底 因為在婆羅⾨教 印度教裡⾯
祂是屬於很⼤的神 祂曾經是障礙佛法的 我曾經講
過 ⼤⾃在天Shiva是破壞神 ⼤梵天就是創造神 遍淨
天就是守護神 那麼Shiva本⾝跟ParvatiI帕爾⽡蒂 帕
爾⽡蒂是天后 就是⼤⾃在天的妻⼦ 祂們的兒⼦就是
嘎那巴底耶
在佛教裡⾯也有⼀個神叫做﹁⼤聖⾃在歡喜天﹂
也就是紅財神 ⼤聖歡喜天啊 我記得在⽇本很多⼈供
奉 我在⽇本看過⼤聖歡喜天 但是祂是雙⾝的 這個
雙⾝有⼀個由來 我講過了 你們聽過嗎？⼤聖歡喜
天 聽過的舉⼿ 你們底下都沒有⼈聽過啊？嘎那巴底
那時候⼀直在破壞 連佛教也破壞 在破壞佛教當中
觀世⾳菩薩來降伏祂 觀世⾳菩薩⼀看 祂是破壞神⼤
⾃在天的兒⼦ ⼒量⾮常的⼤ ⽽且⼤家也知道 象的
⼒量⾮常的⼤ 現在⽬前來講 我們砍樹是⽤⾞⼦去
拉 但是在泰國以前沒有⾞⼦的時候 都是⽤象⿐去把
整個⼤樹捆起來 牠表現出本⾝的⼤⼒ 很⼤的⼒量
現在世界上最⼤的動物是什麼？最⼤的動物也是象 恐
⿓是不算的 世界上最⼤的動物還是象 牠顯現是⼤
⼒ 很⼤的⼒量
沒有⼀個神可以降伏嘎那巴底 觀世⾳菩薩下降
祂就降伏嘎那巴底 嘎那巴底本⾝是男⽣ 結果觀世⾳
菩薩就變成⼥⽣ ⼥的象⿐財神 ⼥的嘎那巴底 嘎那

趣 中根者以臨終為緣而提升宗趣 下根者以中有為緣而
提升宗趣 極下根者 以持三昧耶與戒儀為道之瑜伽士
七世得以成就 ﹂
這⼀段話我解釋給你聽 你如果是上根器 上根器
就是最好的法器 你本⼈就是⼀個法器 你是最好的法
器 你可以即⾝成佛 很快你就可以成就 你⼀聽就明
⽩ 就可以成佛 因為你是上根器；中根器 你是⼀般
的中根器 在臨終的時候為緣提升宗趣 告訴你 你如
果是中根的 在你臨終的時候 你能夠保住⼼中的光
明 你在臨終的時候就可以成佛 就是叫中陰成佛 臨
終的時候是可以成佛；上根器是即⾝成佛 中根器是臨
終成佛 下根器以中有為緣⽽提升宗趣 就是下根器以
你的靈魂出來的那⼀霎那為緣 靈魂為緣就是靈魂成
就 因為靈魂他出來以後 你平時跟哪⼀個本尊有緣
本尊有來接你 把你靈魂接引到淨⼟ 這是下根器的時
候才是有接引
到了最下根器 以三昧耶與戒儀為道之瑜伽⼠ 也
就是你守戒 下根器 你雖然是根器不好 沒有辦法修
成就 那怎麼辦呢？你因為守著戒律 你可以七世成
佛 轉⼈間要轉七世 轉世轉七遍 以後才能夠成佛
這個是這樣⼦講的
﹁如果未達遷識 其﹃中有﹄有四︵如果你不能夠轉
變你的意識去成佛 你的靈魂有四 ︶：即灌 道 見
所屬之依據 四者亦當了知前 正行 ﹂
意思是這樣⼦講 如果你在沒有達到遷識的⼒量
什麼叫遷識？把⾃⼰能夠變化成佛 沒有達到這種⼒
量 怎麼辦呢？因為你靈魂裡⾯有四個 ﹁這四個也就

巴底碰到⼥的嘎那巴底 祂說祂從來沒有遇到⼥的嘎那
巴底 ⼀看 唉呀 真的是
就是⼀眼 祂就相中
了 就⼀直追求母的嘎那巴底 其實是觀世⾳菩薩化出
來的 然後始終怎麼追都追不到 因為觀世⾳菩薩的神
通⼒很強 怎麼追都追不到 到最後嘎那巴底就跟觀世
⾳菩薩求 要跟祂結婚 跪下來 獻上蘿蔔 獻上⾹
蕉 祂說：﹁你跟我結婚 我這些東西都給你 所謂的
天⾧地久 都會愛你﹂ 觀世⾳菩薩就跟祂講：﹁我不
需要這些東西 我只要你以後不迫害佛教徒 不傷害
⼈ 我就答應跟你結婚 ﹂哇 那當然 嘎那巴底⼀定
是什麼都同意 在愛的⼒量之下沒有不同意的道理 只
要天⾧地久 什麼都答應 所以就有雙⾝的嘎那巴底
就是⼤聖⾃在歡喜天 這是雙⾝的嘎那巴底的由來
以前恐⿓師兄講過啊：結婚以前都是天⾧地久 結
婚以後就變成還能夠撐多久 婚前跟婚後是不⼀樣 結
婚以前⼤部分都是天⾧地久 沒有說不天⾧地久的 結
婚以後就要看能撐多久 我還記得有個笑話是說 有個
⼈每天在看他的結婚證書 我們吃的維他命上⾯都有⽇
期到多久 他每天就在看結婚證書 ⼈家就講：﹁你怎
麼⽼是拿著結婚證書天天在看？﹂這個⼈就回答：﹁我
要看這個證書有效期限是多⾧？什麼時候？﹂結婚證書
有有效期限嗎？沒有 那⽩看了 師母 我們有結婚證
書嗎？我們的結婚證書在哪裡？︵師母︶不記得 我也
不記得我們的結婚證書在哪裡 那時候有寫結婚證書
嗎？有 但是我們已經丟掉了 已經失效了 結婚證書
沒有失效的 不管你有沒有丟掉 都還是有效 法律上
都是有效的
其實講實在話 如果沒有師母 就沒有︿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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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從我弘法開始 師母就⼀直在接眾⽣的電話 從
結婚開始 我那時候當軍⼈的時候 我每天問事三百個
⼈ 每天早上⾨⼀打開 三百個⼈湧進來 這三百個⼈
是預約的 誰接電話？是師母 到今天為⽌ 沒有⼈能
夠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沒有⼿機 有啦 我是有⼀⽀⼿
機 但始終都是關機 我從來沒有打開過我的⼿機 從
來沒有⼈能夠打電話給我 就是再怎麼樣親密的戰友也
不能夠打電話給我 不管是男⽣ ⼥⽣ 不管是天上
的 地下的 也都不能打電話給我 是誰在接電話？是
師母
很多事情都是師母處理的 她不只是⼤吉祥天 就
像是千⼿千眼觀世⾳菩薩⼀樣 像佛青 佛奇 我是不
管他們的 全部都是師母帶⼤的 她的⼿把這兩個⼩孩
⼦帶⼤的 我這⼀⽣沒有後顧之憂 也是師母撐住的
所以她本⾝是撐住了︿真佛宗﹀半邊的天 那麼我只會
佛法 其他什麼都不會；只會修⾏ 其他什麼都不會；
其他不會的 師母全部會 我是希望我⾃⼰本⾝早⼀點
⾛ 因為我早⼀點⾛我會⽐較安⼼ 什麼安⼼呢？因為
我⾛了 她還可以活下去；如果師母真的不幸她先⾛
了 我會活不下去 有那麼嚴重嗎？我告訴你 真的有
那麼嚴重 她的⼯作量沒有⼀個⼈能夠替代 沒有⼈可
以替代她的⼯作 所以這個是佛菩薩加持 請師母來幫
助我 這⼀⽣幫助我最多的⼈ 我第⼀個感謝 感恩的
⼈就是師母 這是事實 平時我很喜歡開玩笑 不過我
今天講的是事實
我們再談︽道果︾：﹁上根補特伽羅︵所謂補特伽
羅就是人 就代表眾生 上根的眾生 ︶ 即生提升宗

去求 去強求 我們是認真的修法成就 ⾃然能夠改變
命運
在藏密裡⾯ 嘎那巴底祂就是財神 也是資糧主
佛教裡⾯的嘎那巴底 原先祂是叫﹁天⼦魔﹂ ﹁天⼦
魔﹂是很有⼒的⼀個魔 我們曉得⼤⾃在天是天魔 天
⼦魔就是指嘎那巴底 因為在婆羅⾨教 印度教裡⾯
祂是屬於很⼤的神 祂曾經是障礙佛法的 我曾經講
過 ⼤⾃在天Shiva是破壞神 ⼤梵天就是創造神 遍淨
天就是守護神 那麼Shiva本⾝跟ParvatiI帕爾⽡蒂 帕
爾⽡蒂是天后 就是⼤⾃在天的妻⼦ 祂們的兒⼦就是
嘎那巴底耶
在佛教裡⾯也有⼀個神叫做﹁⼤聖⾃在歡喜天﹂
也就是紅財神 ⼤聖歡喜天啊 我記得在⽇本很多⼈供
奉 我在⽇本看過⼤聖歡喜天 但是祂是雙⾝的 這個
雙⾝有⼀個由來 我講過了 你們聽過嗎？⼤聖歡喜
天 聽過的舉⼿ 你們底下都沒有⼈聽過啊？嘎那巴底
那時候⼀直在破壞 連佛教也破壞 在破壞佛教當中
觀世⾳菩薩來降伏祂 觀世⾳菩薩⼀看 祂是破壞神⼤
⾃在天的兒⼦ ⼒量⾮常的⼤ ⽽且⼤家也知道 象的
⼒量⾮常的⼤ 現在⽬前來講 我們砍樹是⽤⾞⼦去
拉 但是在泰國以前沒有⾞⼦的時候 都是⽤象⿐去把
整個⼤樹捆起來 牠表現出本⾝的⼤⼒ 很⼤的⼒量
現在世界上最⼤的動物是什麼？最⼤的動物也是象 恐
⿓是不算的 世界上最⼤的動物還是象 牠顯現是⼤
⼒ 很⼤的⼒量
沒有⼀個神可以降伏嘎那巴底 觀世⾳菩薩下降
祂就降伏嘎那巴底 嘎那巴底本⾝是男⽣ 結果觀世⾳
菩薩就變成⼥⽣ ⼥的象⿐財神 ⼥的嘎那巴底 嘎那

趣 中根者以臨終為緣而提升宗趣 下根者以中有為緣而
提升宗趣 極下根者 以持三昧耶與戒儀為道之瑜伽士
七世得以成就 ﹂
這⼀段話我解釋給你聽 你如果是上根器 上根器
就是最好的法器 你本⼈就是⼀個法器 你是最好的法
器 你可以即⾝成佛 很快你就可以成就 你⼀聽就明
⽩ 就可以成佛 因為你是上根器；中根器 你是⼀般
的中根器 在臨終的時候為緣提升宗趣 告訴你 你如
果是中根的 在你臨終的時候 你能夠保住⼼中的光
明 你在臨終的時候就可以成佛 就是叫中陰成佛 臨
終的時候是可以成佛；上根器是即⾝成佛 中根器是臨
終成佛 下根器以中有為緣⽽提升宗趣 就是下根器以
你的靈魂出來的那⼀霎那為緣 靈魂為緣就是靈魂成
就 因為靈魂他出來以後 你平時跟哪⼀個本尊有緣
本尊有來接你 把你靈魂接引到淨⼟ 這是下根器的時
候才是有接引
到了最下根器 以三昧耶與戒儀為道之瑜伽⼠ 也
就是你守戒 下根器 你雖然是根器不好 沒有辦法修
成就 那怎麼辦呢？你因為守著戒律 你可以七世成
佛 轉⼈間要轉七世 轉世轉七遍 以後才能夠成佛
這個是這樣⼦講的
﹁如果未達遷識 其﹃中有﹄有四︵如果你不能夠轉
變你的意識去成佛 你的靈魂有四 ︶：即灌 道 見
所屬之依據 四者亦當了知前 正行 ﹂
意思是這樣⼦講 如果你在沒有達到遷識的⼒量
什麼叫遷識？把⾃⼰能夠變化成佛 沒有達到這種⼒
量 怎麼辦呢？因為你靈魂裡⾯有四個 ﹁這四個也就

巴底碰到⼥的嘎那巴底 祂說祂從來沒有遇到⼥的嘎那
巴底 ⼀看 唉呀 真的是
就是⼀眼 祂就相中
了 就⼀直追求母的嘎那巴底 其實是觀世⾳菩薩化出
來的 然後始終怎麼追都追不到 因為觀世⾳菩薩的神
通⼒很強 怎麼追都追不到 到最後嘎那巴底就跟觀世
⾳菩薩求 要跟祂結婚 跪下來 獻上蘿蔔 獻上⾹
蕉 祂說：﹁你跟我結婚 我這些東西都給你 所謂的
天⾧地久 都會愛你﹂ 觀世⾳菩薩就跟祂講：﹁我不
需要這些東西 我只要你以後不迫害佛教徒 不傷害
⼈ 我就答應跟你結婚 ﹂哇 那當然 嘎那巴底⼀定
是什麼都同意 在愛的⼒量之下沒有不同意的道理 只
要天⾧地久 什麼都答應 所以就有雙⾝的嘎那巴底
就是⼤聖⾃在歡喜天 這是雙⾝的嘎那巴底的由來
以前恐⿓師兄講過啊：結婚以前都是天⾧地久 結
婚以後就變成還能夠撐多久 婚前跟婚後是不⼀樣 結
婚以前⼤部分都是天⾧地久 沒有說不天⾧地久的 結
婚以後就要看能撐多久 我還記得有個笑話是說 有個
⼈每天在看他的結婚證書 我們吃的維他命上⾯都有⽇
期到多久 他每天就在看結婚證書 ⼈家就講：﹁你怎
麼⽼是拿著結婚證書天天在看？﹂這個⼈就回答：﹁我
要看這個證書有效期限是多⾧？什麼時候？﹂結婚證書
有有效期限嗎？沒有 那⽩看了 師母 我們有結婚證
書嗎？我們的結婚證書在哪裡？︵師母︶不記得 我也
不記得我們的結婚證書在哪裡 那時候有寫結婚證書
嗎？有 但是我們已經丟掉了 已經失效了 結婚證書
沒有失效的 不管你有沒有丟掉 都還是有效 法律上
都是有效的
其實講實在話 如果沒有師母 就沒有︿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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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另外還有幾個名字都要記住 所有的你的密名都要
記住 那個時候你要能夠回答得出來
如果你在夢中 如果能夠念 則必成就無疑 ⼀定
會成就；夢中若講不出來 你就是做惡夢了 ⼀直做
吧！所以平時你就要經常念：﹁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
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
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四皈依咒 經常背 ⽽
且經常意念你的上師 意念你的本尊 意念你的護法
還有意念你的密名 這裡講都是要經常這樣⼦意念 你
⽩天經常這樣⼦練習 到了你晚上做夢 遇到災難 你
就可以唸：﹁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
摩僧伽耶 ﹂都是可以 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唸：﹁嗡 阿彌爹哇 些 ﹂ 然後唸你的護
法 我現在問⼤家喔 隨便問 蓮旺上師護法是誰？喜
⾦剛？咒語怎麼唸？還好 背得起來 下⾯指⼀個 明
宜法師 因為妳⽐較胖 妳的護法是誰？喔 千⼿觀
⾳？⾺頭明王？唸祂的咒語 好 我們都是及格的 我
們都是有根器的弟⼦ 都是很好 ⽩天都能夠唸 包括
晚上做夢的時候也能夠唸 那就成就了 你們晚上能夠
唸本尊 唸上師 唸護法的舉⼿ 晚上做夢的時候唸
過 哇 都能夠唸的 那就是⾮常好 晚上也能夠唸
現代我們⽼年⼈的⽣活是這樣 ⽇⼦好了 天天活
得像過年⼀樣 年紀⼤的這個叫做度⽇如年 度⽇如年
是每天像過年⼀樣 叫做度⽇如年；上街不⽤拿鈔票
⽤⼿機掃⼀下就⾏ 叫做⾝無分⽂ 現在都是⽤信⽤
卡？⽤⼿機呀？那我沒有的怎麼辦？我是不⽤錢 但是
我⾝上有帶錢 但是我不⽤錢 第三個 每個⽉有退休

是灌頂 你受了灌頂 前⾏有三：你能夠意念你灌頂的
上師 這是⼀種；隨念本尊 你能夠意念你的本尊；另
外隨念密名 也就是你的法名︵這個要注意的！我們法
名也要注意 密名就是法名 ︶從本尊壇城中所得之密
名﹂ 像盧師尊的密名就是吐登其摩 如果我真的墮落
了 到了地獄 閻羅王問你：﹁你在密教的名字叫什
麼？﹂ 你講不出來 我是吐登其摩 這就是祢的密教
的名字 那麼你們的名字是什麼？就是蓮花×× 閻羅
王在問你：﹁你密名叫什麼？﹂ 講不出來 ﹁我就是
蓮花×× ﹂ 那是對了 你還懂得唸你的密教的名
字
﹁視其時機之決定而念其所屬 如此於食時 不定
時 臨睡時均須行之 至於夢中若亦能夠念則必成無
疑 ﹂ 很簡單 它講了 你受了密教的灌頂 ⼤家都
受過密教的灌頂 你只要能夠唸上師的名字 閻羅王問
你：﹁你的上師是誰？﹂ 你說：﹁××﹂ 那就是×
× 為什麼？祂會在簿⼦上給你打兩個×× 你就下地
獄了 隨念上師 你的根本上師是誰 你講蓮⽣活佛
閻羅王都會嚇⼀跳 祂有時候會想辦法讓你還陽 再多
讓你活幾年：﹁你再回去吧！因為你還記得你上師的名
字 ﹂ 去到那裡混沌了 問你：﹁你根本上師名字是
什麼？﹂ 你說：﹁××﹂ 那就決定是××了 祂就
給你打⼀個× 下地獄 你唸錯了 搞不楚清哪！搞不
清楚 搞不楚清哪！對不對？根本上師你都搞錯了！你
說有些⼈迷迷糊糊地到了閻羅王⾯前 閻羅王問：﹁你
根本上師是誰？﹂ ﹁我是蓮印上師﹂ 那就搞錯了
對不對？他也是搞錯了
你必須要講出⾃⼰ 所以第⼀個﹁隨念上師﹂ 你

⾦按時進銀⾏存摺 叫做坐以待幣；都住在⽔泥結構的
樓房叫做屋無⽚⽡ 因為現在的房⼦是沒有⽡ ⽔泥
的 但是美國還是有⽡ 臺灣⼤部分很少 都沒有⽡；
退休了以後 因為時間有了 到處去旅遊 就叫做居無
定所 東奔西⾛ 這個新的解釋：度⽇如年 ⾝無分
⽂ 坐以待幣 屋無⽚⽡ 居無定所 東奔西⾛
我們今天講的︽道果︾很重要 上根器可以即⾝成
佛 中根器的臨終為緣 以臨終的時候 你要⼼中存著
光明 ⼀霎那 你就可以轉世成佛；下根器的 因為靈
魂的緣 你出來就看⾒本尊 就可以成佛 就可以到淨
⼟了；下下根器的 只要守三昧耶戒 就能夠成就 但
是要七世成就 你守戒律的要守七世才能夠成就 這
樣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上根器的很少 為什麼？因為已經把⾃
⼰變成佛了 那是很困難 依照我⾃⼰本⾝的修⾏ 我
知道是⾮常困難 因為要把⾃⼰本⾝變成真正的無我
從有我變成無我 從有所緣變成無所緣 這樣⼦才能夠
成佛 什麼叫有所緣？我們現在每⼀次做觀想 都是有
所緣 我們觀想本尊 觀想祂的法器 觀想咒字 都是
有所緣；到了你真正成就了是無所緣 無所緣是什麼？
什麼都不⽤觀想 什麼咒也不⽤唸 什麼⼿印也不⽤
結 那個時候直接把⾃⼰的⼼中的光明 淨光出現 直
接融⼊淨光 由淨光出去就成就了 那個是無相成就
有相成就全部都是有所緣 就是有我 ⼀個﹁我﹂
字 所以⼀定要到無我 你必須要消除什麼？要消除你
這個﹁我⾒﹂ 消除這個我 要把⾃⼰的我消除掉 要
把煩惱消除掉

能夠念念記得⾃⼰的根本上師；﹁隨念本尊﹂ 你的本
尊是誰 你要隨時統統在念你的本尊 師尊的本尊是瑤
池⾦母 是阿彌陀佛 是地藏王菩薩 經常在念 不只
是晚上要 睡覺也念 ⽩天也念 隨時都在念的 隨念
本尊 就是上師所授的本尊 你不懂 你問根本上師
你知道跟你有緣的那⼀尊 就是你的本尊；﹁隨念密
名﹂ 你必須要常常記住你是誰 密名只是你⼀個稱
呼 你連⾃⼰的稱呼都不知道 真是到無我的境界 這
個無我的境界不是這樣⼦講的 是你隨時都要知道你⾃
⼰是蓮花某某 ⾃⼰都要知道
它說你記住這三個 在夢中如果能夠念 則必成就
無疑 有⼈告訴我 他最近做了惡夢：﹁我最近做了很
多惡夢 ﹂ 我就問你啊！你在夢中能夠唸上師的⼼咒
嗎？﹁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你能唸嗎？你⾺上
⼀唸 這個夢就會斷了 你不知道啊？你在做惡夢當
中 你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這個夢⾺
上就斷掉 不會有惡夢了 為什麼你夢中會有惡夢呢？
就是你不能夠意念根本上師 不能夠意念你的本尊 不
能夠意念你的密名 我告訴你 很危險！因為⼈死的時
候如同做夢⼀般 ⼈在死的時候就像做夢 就像在夢境
裡⾯⼀樣 那時候你忘失根本上師 忘失本尊 忘失你
的密名 你沒有辦法⾃救 你真的到閻羅王⾯前 閻羅
王問你 你還記不住 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你⽩天當然
記得住
師尊的根本上師有四位│吐登達爾吉 噶瑪巴 薩
迦證空上師 了鳴和尚 這是根本上師 你的根本上師
你不能忘掉的！然後 祢的本尊│瑤池⾦母 阿彌陀
佛 地藏王菩薩 祢的密號│祢是蓮⽣活佛也是吐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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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另外還有幾個名字都要記住 所有的你的密名都要
記住 那個時候你要能夠回答得出來
如果你在夢中 如果能夠念 則必成就無疑 ⼀定
會成就；夢中若講不出來 你就是做惡夢了 ⼀直做
吧！所以平時你就要經常念：﹁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
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
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四皈依咒 經常背 ⽽
且經常意念你的上師 意念你的本尊 意念你的護法
還有意念你的密名 這裡講都是要經常這樣⼦意念 你
⽩天經常這樣⼦練習 到了你晚上做夢 遇到災難 你
就可以唸：﹁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
摩僧伽耶 ﹂都是可以 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唸：﹁嗡 阿彌爹哇 些 ﹂ 然後唸你的護
法 我現在問⼤家喔 隨便問 蓮旺上師護法是誰？喜
⾦剛？咒語怎麼唸？還好 背得起來 下⾯指⼀個 明
宜法師 因為妳⽐較胖 妳的護法是誰？喔 千⼿觀
⾳？⾺頭明王？唸祂的咒語 好 我們都是及格的 我
們都是有根器的弟⼦ 都是很好 ⽩天都能夠唸 包括
晚上做夢的時候也能夠唸 那就成就了 你們晚上能夠
唸本尊 唸上師 唸護法的舉⼿ 晚上做夢的時候唸
過 哇 都能夠唸的 那就是⾮常好 晚上也能夠唸
現代我們⽼年⼈的⽣活是這樣 ⽇⼦好了 天天活
得像過年⼀樣 年紀⼤的這個叫做度⽇如年 度⽇如年
是每天像過年⼀樣 叫做度⽇如年；上街不⽤拿鈔票
⽤⼿機掃⼀下就⾏ 叫做⾝無分⽂ 現在都是⽤信⽤
卡？⽤⼿機呀？那我沒有的怎麼辦？我是不⽤錢 但是
我⾝上有帶錢 但是我不⽤錢 第三個 每個⽉有退休

是灌頂 你受了灌頂 前⾏有三：你能夠意念你灌頂的
上師 這是⼀種；隨念本尊 你能夠意念你的本尊；另
外隨念密名 也就是你的法名︵這個要注意的！我們法
名也要注意 密名就是法名 ︶從本尊壇城中所得之密
名﹂ 像盧師尊的密名就是吐登其摩 如果我真的墮落
了 到了地獄 閻羅王問你：﹁你在密教的名字叫什
麼？﹂ 你講不出來 我是吐登其摩 這就是祢的密教
的名字 那麼你們的名字是什麼？就是蓮花×× 閻羅
王在問你：﹁你密名叫什麼？﹂ 講不出來 ﹁我就是
蓮花×× ﹂ 那是對了 你還懂得唸你的密教的名
字
﹁視其時機之決定而念其所屬 如此於食時 不定
時 臨睡時均須行之 至於夢中若亦能夠念則必成無
疑 ﹂ 很簡單 它講了 你受了密教的灌頂 ⼤家都
受過密教的灌頂 你只要能夠唸上師的名字 閻羅王問
你：﹁你的上師是誰？﹂ 你說：﹁××﹂ 那就是×
× 為什麼？祂會在簿⼦上給你打兩個×× 你就下地
獄了 隨念上師 你的根本上師是誰 你講蓮⽣活佛
閻羅王都會嚇⼀跳 祂有時候會想辦法讓你還陽 再多
讓你活幾年：﹁你再回去吧！因為你還記得你上師的名
字 ﹂ 去到那裡混沌了 問你：﹁你根本上師名字是
什麼？﹂ 你說：﹁××﹂ 那就決定是××了 祂就
給你打⼀個× 下地獄 你唸錯了 搞不楚清哪！搞不
清楚 搞不楚清哪！對不對？根本上師你都搞錯了！你
說有些⼈迷迷糊糊地到了閻羅王⾯前 閻羅王問：﹁你
根本上師是誰？﹂ ﹁我是蓮印上師﹂ 那就搞錯了
對不對？他也是搞錯了
你必須要講出⾃⼰ 所以第⼀個﹁隨念上師﹂ 你

⾦按時進銀⾏存摺 叫做坐以待幣；都住在⽔泥結構的
樓房叫做屋無⽚⽡ 因為現在的房⼦是沒有⽡ ⽔泥
的 但是美國還是有⽡ 臺灣⼤部分很少 都沒有⽡；
退休了以後 因為時間有了 到處去旅遊 就叫做居無
定所 東奔西⾛ 這個新的解釋：度⽇如年 ⾝無分
⽂ 坐以待幣 屋無⽚⽡ 居無定所 東奔西⾛
我們今天講的︽道果︾很重要 上根器可以即⾝成
佛 中根器的臨終為緣 以臨終的時候 你要⼼中存著
光明 ⼀霎那 你就可以轉世成佛；下根器的 因為靈
魂的緣 你出來就看⾒本尊 就可以成佛 就可以到淨
⼟了；下下根器的 只要守三昧耶戒 就能夠成就 但
是要七世成就 你守戒律的要守七世才能夠成就 這
樣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上根器的很少 為什麼？因為已經把⾃
⼰變成佛了 那是很困難 依照我⾃⼰本⾝的修⾏ 我
知道是⾮常困難 因為要把⾃⼰本⾝變成真正的無我
從有我變成無我 從有所緣變成無所緣 這樣⼦才能夠
成佛 什麼叫有所緣？我們現在每⼀次做觀想 都是有
所緣 我們觀想本尊 觀想祂的法器 觀想咒字 都是
有所緣；到了你真正成就了是無所緣 無所緣是什麼？
什麼都不⽤觀想 什麼咒也不⽤唸 什麼⼿印也不⽤
結 那個時候直接把⾃⼰的⼼中的光明 淨光出現 直
接融⼊淨光 由淨光出去就成就了 那個是無相成就
有相成就全部都是有所緣 就是有我 ⼀個﹁我﹂
字 所以⼀定要到無我 你必須要消除什麼？要消除你
這個﹁我⾒﹂ 消除這個我 要把⾃⼰的我消除掉 要
把煩惱消除掉

能夠念念記得⾃⼰的根本上師；﹁隨念本尊﹂ 你的本
尊是誰 你要隨時統統在念你的本尊 師尊的本尊是瑤
池⾦母 是阿彌陀佛 是地藏王菩薩 經常在念 不只
是晚上要 睡覺也念 ⽩天也念 隨時都在念的 隨念
本尊 就是上師所授的本尊 你不懂 你問根本上師
你知道跟你有緣的那⼀尊 就是你的本尊；﹁隨念密
名﹂ 你必須要常常記住你是誰 密名只是你⼀個稱
呼 你連⾃⼰的稱呼都不知道 真是到無我的境界 這
個無我的境界不是這樣⼦講的 是你隨時都要知道你⾃
⼰是蓮花某某 ⾃⼰都要知道
它說你記住這三個 在夢中如果能夠念 則必成就
無疑 有⼈告訴我 他最近做了惡夢：﹁我最近做了很
多惡夢 ﹂ 我就問你啊！你在夢中能夠唸上師的⼼咒
嗎？﹁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你能唸嗎？你⾺上
⼀唸 這個夢就會斷了 你不知道啊？你在做惡夢當
中 你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這個夢⾺
上就斷掉 不會有惡夢了 為什麼你夢中會有惡夢呢？
就是你不能夠意念根本上師 不能夠意念你的本尊 不
能夠意念你的密名 我告訴你 很危險！因為⼈死的時
候如同做夢⼀般 ⼈在死的時候就像做夢 就像在夢境
裡⾯⼀樣 那時候你忘失根本上師 忘失本尊 忘失你
的密名 你沒有辦法⾃救 你真的到閻羅王⾯前 閻羅
王問你 你還記不住 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你⽩天當然
記得住
師尊的根本上師有四位│吐登達爾吉 噶瑪巴 薩
迦證空上師 了鳴和尚 這是根本上師 你的根本上師
你不能忘掉的！然後 祢的本尊│瑤池⾦母 阿彌陀
佛 地藏王菩薩 祢的密號│祢是蓮⽣活佛也是吐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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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我是以這個⼼情來度眾⽣ 所以沒有煩惱 你不
相信我就算了吧！你相信我你就來 不相信我你就拉
倒 無所謂 也不⽋你⼀個紅包 我也不是為了錢 真
的 我也不是為了錢 你看吧！我在臺灣 每⼀次上法
座 他們會請出⼀個上師供養師尊 對不對？你看我在
西雅圖 我主持⼀個同修 也沒有⼀個上師供養我 我
坐在這裡 也沒有⼀個上師出來頂禮師尊 供養師尊
你看在臺灣都有 你看我在臺灣主持護摩法會 哪⼀次
他們︿台灣雷藏寺﹀不請上師來供養師尊 對不對？你
們看了都知道嘛！在西雅圖都沒有 主持同修也沒有
對不對？主持護摩也沒有
⼈家在臺灣 他們還有迎師團 還要去到我那邊
然後把我迎到法座上⾯ 對不對？還有送師團 我這裡
是⾃⼰⾛上來 ⾃⼰⾛下去 還從⾃⼰的寢室⼀直⾛⾛
⾛⾛⾛⾛到這裡來 沒有⼈請我⾃⼰⾛來的 怪不得沒

我當初跟韓國瑜講了半個⼩時 談話談了半個⼩
時 跟他談︻⼼經︼ 他主要是唸︻⼼經︼ 我跟他談
︻⼼經︼ 我說：﹁如果有這個﹃我﹄字 就有﹃我所
得﹄ ︻⼼經︼裡⾯寫的是﹃以無所得故﹄ 就是表⽰
你必須要無我 沒有這個﹃我﹄ ﹂ 韓國瑜他講：
﹁哇！這是很⾼的境界！﹂ 沒有錯！因為﹁無我﹂的
時候 煩惱就沒有了 我說：﹁煩惱什麼？不⽤煩惱
了 因為到最後全部都無有 都是無我的 ﹂ 我們⼈
有煩惱 因為有這個﹁我﹂才會煩惱 如果沒有﹁我﹂
還煩惱什麼？沒有了 你還有什麼煩惱？⼈就是被煩惱
所綁 你沒有﹁我﹂了 你還執著什麼？
所以學佛要消除兩樣東西 ⼀個就是﹁我﹂ ⼀個
就是﹁執著﹂ 你這兩樣東西能夠消除掉 你絕對成
佛；這兩樣東西能夠消除掉嗎？很難！你做為⼀個⼈
就是有很多煩惱 像⽪膚過敏就是你的煩惱 病就是你
的煩惱 你死了還有病嗎？那沒有了 你﹁無我﹂還會
有病嗎？當然沒有 所以我天天⽤﹁無我﹂想 我煩惱
就⼀直在減輕 以﹁無我﹂想 煩惱減輕 以﹁無所
得﹂想 頓斷煩惱 我跟韓國瑜是這樣講：﹁以無所得
想 頓斷煩惱 ﹂ 我說：﹁你有這⼀種緣分 可以競
選總統 那你就去精進 去努⼒ 但是得與不得不要放
在⼼中 你就不會有煩惱 得了 也好 你就盡⼒為臺
灣⼈民做事；不得 你也無所謂 反正我還是⼀個City
Mayor 不得也無所謂 ﹂ 我是這樣⼦跟韓國瑜講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我也是抱著這樣⼦的⼼
情在度眾⽣ 我度得了你我就度 度不了你也就拉倒
go your way你⾛你的路 我⾛我的路 就是anyway
我也⼀點都不在乎 I don't care anything 我不管什麼

有紅包 隨緣啦！隨緣度眾⽣啦！對不對？回到美國
⽇⼦越來越難過；你看在臺灣 不得了！我告訴你 每
⼀次的護摩法會 幾百幾百⼈這樣⼦主祈 到這裡就變
成⼆⼗個 三⼗個⼈ 如果我在臺灣只有⼆⼗個⼈主
祈 我⾺上把那個廟燒了 這是講笑話 師母說這是講
笑話 講笑話沒有錯 我講的法都是很重要的 跟⼤家
講 真的！
這裡有⼀個問答題 上回好像講過了 把﹁８﹂分
成兩半是多少？那時候⼩明是講說直著切就是﹁３ 橫
著切就是﹁○﹂ 這裡答案是﹁○﹂ 這裡有⼀個問答
題 什麼狗不會叫？熱狗 恐⿓師兄也講過 油漆⼯的
徒弟叫什麼？像我畫畫的畫家 可以定⼀個稱呼 師尊
現在每⼀天做⼀幅畫 除了禮拜天沒有做畫 好⾊之
徒 師尊是畫家 畫畫 也是好⾊之徒 因為天天在弄
顏⾊ 所以是好⾊之徒 油漆⼯的徒弟也是好⾊之徒
什麼雞不會下蛋？誰講公雞的？我知道你當然不會
下蛋 但是這裡⽐較特別的 ⽿機 ⽿機不會下蛋 必
須要講出特別的 當然公雞是知量 每⼀個⼈都知道
有什麼稀奇 對不對？⽿機才稀奇 這個好像以前我也
講過 所謂電跟閃電最⼤的區別是什麼？也就是說 電
要付錢 閃電不⽤付錢
我覺得現在︽道果︾講到這裡 我覺得每⼀點都⾮
常地重要！︽道果︾講到這裡 重要的你們除了聽以
外 還要做⼀些筆記 好像是說⽐較適合於你修⾏的
你要做⼀下筆記 把重點提出來 有時候聽聽會忘掉
你做⼀點筆記 記住這些重點 反覆地練習 將來每⼀
個⼈都會有成就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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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我是以這個⼼情來度眾⽣ 所以沒有煩惱 你不
相信我就算了吧！你相信我你就來 不相信我你就拉
倒 無所謂 也不⽋你⼀個紅包 我也不是為了錢 真
的 我也不是為了錢 你看吧！我在臺灣 每⼀次上法
座 他們會請出⼀個上師供養師尊 對不對？你看我在
西雅圖 我主持⼀個同修 也沒有⼀個上師供養我 我
坐在這裡 也沒有⼀個上師出來頂禮師尊 供養師尊
你看在臺灣都有 你看我在臺灣主持護摩法會 哪⼀次
他們︿台灣雷藏寺﹀不請上師來供養師尊 對不對？你
們看了都知道嘛！在西雅圖都沒有 主持同修也沒有
對不對？主持護摩也沒有
⼈家在臺灣 他們還有迎師團 還要去到我那邊
然後把我迎到法座上⾯ 對不對？還有送師團 我這裡
是⾃⼰⾛上來 ⾃⼰⾛下去 還從⾃⼰的寢室⼀直⾛⾛
⾛⾛⾛⾛到這裡來 沒有⼈請我⾃⼰⾛來的 怪不得沒

我當初跟韓國瑜講了半個⼩時 談話談了半個⼩
時 跟他談︻⼼經︼ 他主要是唸︻⼼經︼ 我跟他談
︻⼼經︼ 我說：﹁如果有這個﹃我﹄字 就有﹃我所
得﹄ ︻⼼經︼裡⾯寫的是﹃以無所得故﹄ 就是表⽰
你必須要無我 沒有這個﹃我﹄ ﹂ 韓國瑜他講：
﹁哇！這是很⾼的境界！﹂ 沒有錯！因為﹁無我﹂的
時候 煩惱就沒有了 我說：﹁煩惱什麼？不⽤煩惱
了 因為到最後全部都無有 都是無我的 ﹂ 我們⼈
有煩惱 因為有這個﹁我﹂才會煩惱 如果沒有﹁我﹂
還煩惱什麼？沒有了 你還有什麼煩惱？⼈就是被煩惱
所綁 你沒有﹁我﹂了 你還執著什麼？
所以學佛要消除兩樣東西 ⼀個就是﹁我﹂ ⼀個
就是﹁執著﹂ 你這兩樣東西能夠消除掉 你絕對成
佛；這兩樣東西能夠消除掉嗎？很難！你做為⼀個⼈
就是有很多煩惱 像⽪膚過敏就是你的煩惱 病就是你
的煩惱 你死了還有病嗎？那沒有了 你﹁無我﹂還會
有病嗎？當然沒有 所以我天天⽤﹁無我﹂想 我煩惱
就⼀直在減輕 以﹁無我﹂想 煩惱減輕 以﹁無所
得﹂想 頓斷煩惱 我跟韓國瑜是這樣講：﹁以無所得
想 頓斷煩惱 ﹂ 我說：﹁你有這⼀種緣分 可以競
選總統 那你就去精進 去努⼒ 但是得與不得不要放
在⼼中 你就不會有煩惱 得了 也好 你就盡⼒為臺
灣⼈民做事；不得 你也無所謂 反正我還是⼀個City
Mayor 不得也無所謂 ﹂ 我是這樣⼦跟韓國瑜講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我也是抱著這樣⼦的⼼
情在度眾⽣ 我度得了你我就度 度不了你也就拉倒
go your way你⾛你的路 我⾛我的路 就是anyway
我也⼀點都不在乎 I don't care anything 我不管什麼

有紅包 隨緣啦！隨緣度眾⽣啦！對不對？回到美國
⽇⼦越來越難過；你看在臺灣 不得了！我告訴你 每
⼀次的護摩法會 幾百幾百⼈這樣⼦主祈 到這裡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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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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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就可以少碰

自然常樂(上︶

雙方觀點不同的地方

在於降服了不滿

我淨

美滿
爭取過了
就不用再辯論下去
依然不離禪定
不要給不高興的毒菌營

冷落

只剩晴朗的空並沒有什麼不

拈一朵永遠不會凋謝的花

不要滋長對對方的不滿

就在這地方休息吧

糾結的

乃至不碰

養
保持歡喜
放下彩霞和烏雲
誤會
其他的樂趣：

好！哪怕你可能會被指責
生活中還有別的喜歡
湖影

不必愁眉

茶與音樂中有禪味

掃地或運動裡也有舒緩

修法與經行中有法味
與落葉裡有平和

性

了
寂

■⽂∕蓮曉上師

不應該住在這個︵雙方觀點不同的︶地方
可以享受寧靜

沒有

哪怕是孤

已經﹁不允許﹂了：互相不認可或單方面不認可
那就等於球賽暫停
孤寂只是一種偏向性的想法
世間從來沒有真正能斷離所有關聯的人事
真正的孤獨
除非你福分惡劣；但假如

那是輕安而靜好的

同樣可以加以善用而成為更精

你也不可能一直孤寂
真是那樣也沒有什麼

可以體味這個暫停

進修持的機會
這時
空蕩而妙然的

還有什麼能夠遊

不要被縛在這個﹁解決不了﹂的問題上
有一個勇敢要挺身出來：

深鎖的
丟掉這種壞習

自己才會快樂

並不是要誰認可

戲？！
那還有什麼意思？！
讓你優先又如何？

你也會好矛盾

思？那你想幹什麼？！
沒有矛盾時

不如沉迷於修

﹁觀﹂就好！﹁觀﹂才

你不能退一步在﹁觀自在﹂的亭子裡閑坐
太沉迷了

世事如棋局局新嗎？！
莫要太入戲
能夠﹁自在﹂
追求完美

讓這些﹁事﹂回歸於空性才更美罷！

沉迷於不可得的美事
法禪定

能變現出一切如意美好

雜誌

｜ 待續 ｜

是無常之常！我淨之常樂啊！

空性才有最偉大的能量
的事物：
源源不斷

看看

無敵最寂寞？有敵你又不高興？都讓著你又無意

對手主動減少二個棋子

下棋的對手都讓著你走棋

遇到什麼即能解決什麼

否則

在並非

甚至﹁危險﹂

也要放下
尊重命運；盡力

反而昇華
幻

都是根本傳承上師的無我
過得此關

也是偽造的

拐個

？！

能輕安面對你認為的﹁不對﹂
︵對方可能正在往錯誤方向走的﹁危險﹂︶

焦慮︶

對於自以為﹁對﹂的執著

放下你很想對方接受自己觀點的執著
緊張

﹁對錯不分﹂的情況下
抱怨
休息一下；盡力了
進退順逆

先涅槃後再生︵滅度即重生︶

盡力了

︵困惑
了
左右前後
加持！
腐朽可以化為神奇的
解決不了的問題從本質上來說
是可以看成不是問題的
就算跌個跤

但終歸還是：如意吉祥會占上風的

只要你有恆持而認真的修行

造的
彎

難題只是目前顯現的一時的因之果罷！

不會有什麼過不了或超脫不了的問題
問題

毋忘地球是個半善半惡因緣者的聚居地！
美中不足；自
是幻戲的必須：

永遠好事多磨
是幻戲的迂迴

自然是苦樂參半
然是幻戲的錯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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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真佛宗有很多的財神法
瑤池金母 蓮師
蓮花童子 勾財天女
都是佛國淨土的財神

缺 能夠定下心來好好修行 不為
金錢奔波
聖尊提到越南亦有雷藏寺與上
師 並且有兩位相當優秀誠實的夫
妻 在台灣也見過 他們專門翻譯
師尊文集成越南文 對︿真佛宗﹀
有很大的貢獻 目前已從越南移民
至紐西蘭 正在找工作 聖尊請黃
財神針巴拉和紐西蘭堂主幫助這對
年輕夫妻順利找到工作
︿真佛宗﹀有很多的財神 也
有在佛國淨土的財神 由阿彌陀佛
的心中所化現的勾攝財續母︵勾財
天女︶ 就是佛國淨土的財神 泰
國的Ying︵音︶師姐即是修持勾財
天女而連續中獎三年！聖尊在台灣
見到這位師姐時詢問她 師姐表示
目前仍然繼續中獎！不管中多中
少 每一期統統都有中！
聖尊提到 瑤池金母也是財
神｜﹁馬上有錢法﹂ 蓮華生大士
也是財神｜﹁搖錢樹法﹂ 蓮花童
子也是財神｜大福金剛
聖尊提到 瑤池金母已經告訴
聖尊可以再活多少年 弟子們為師
佛所做的請佛住世 也讓聖尊心中
很感動 並說 瑤池金母的話 如

同

修後 聖尊於唸與會貴賓名
單時提到﹁真佛般若藏﹂
真佛般若藏是由周慧芳律師所領
導 她本身是律師 同時也是這網
站的負責人 她領導的真佛般若
藏 發展得非常迅速
聖尊呼籲大家 還沒有加入會
員的 都可以免費加入 網站上可
以看到師尊二百七十二本文集所有
的資料 也有強大的搜尋功能 只
要打上關鍵字 就能出現所有跟關
鍵字相關的所有書籍
﹁真佛般若藏﹂註冊網址為：
https://www.tbboyeh.org/
目
前真佛般若藏網站支援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英文 印尼文 越南文
及法文 歡迎大家踴躍加入會員！
﹁黃財神法﹂有一個特殊的地
方 以前的作法是要先點上香 再
由裊裊的煙幻化為須彌山 而黃財
神就住在須彌山的半山腰
半山腰屬於四天王天 黃財神
為其中的多聞天王 而四天王皆為
財神 天上最富有的就是四天王
海中最富有的是龍王 地上最富有
的是山神與堅牢地神 我們修資糧
道 就是修持讓自己能夠在人間無

同磐石一樣堅固不移 很難改變
的 謝謝大家為師尊所唸的﹃長壽
佛心咒﹄ 祈求常住世間 永轉法
輪 雖然壽命很難改 但是自己會
盡量去改變！瑤池金母也會提醒聖
尊需要注意的地方
接著 蓮生聖尊繼續詳細精闢
的闡釋｜︽道果︾經文：
三 別洲生處行法
以字遮諸外門戶 僅留梵穴不
遮：使用藍色吽字把雙耳 雙眼
雙鼻孔及口遮起來 臍輪 小便
道 大便道遮起來 只留頂竅︵梵
穴︶不遮
心間之氣與月輪上 觀心之所
依為一青黑吽字 以二十聲嘻紀
︵hiki︶提引至喉間 第二十一聲
時 以三種訣要相契之法由梵穴門
戶射出：觀想心際有一青黑吽字
再用二十聲嘻紀︵hiki︶ 就是
﹁利﹂ 提引到喉間 第二十一聲
時由頂竅射出去
至任何所欲之具安樂洲及生
處：想要生到別處去 同樣用遮止
的方法 想念心中一個黑色的吽
字 二十聲的﹁利﹂ 第二十一聲
﹁利﹂沖頂出去 就可以到其他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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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為一青黑吽字 以二十聲嘻紀
︵hiki︶提引至喉間 第二十一聲
時 以三種訣要相契之法由梵穴門
戶射出：觀想心際有一青黑吽字
再用二十聲嘻紀︵hiki︶ 就是
﹁利﹂ 提引到喉間 第二十一聲
時由頂竅射出去
至任何所欲之具安樂洲及生
處：想要生到別處去 同樣用遮止
的方法 想念心中一個黑色的吽
字 二十聲的﹁利﹂ 第二十一聲
﹁利﹂沖頂出去 就可以到其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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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2019 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 黃財神本尊法

■文∕西雅圖雷藏寺

洲 尤其是香積淨土所在的
北俱盧洲 我們所居住的地
球叫做南贍部洲 佛經記載
中有四大洲 須彌山在中
央 東邊為︽西遊記︾孫悟
空所在的花果山水簾洞的東
勝神洲 西邊為西牛賀洲
北邊為北俱盧洲 也就是香
積淨土 此三洲皆為淨土
只有南贍部洲為人類所居
住
若欲成化生 入鄔巴拉
花與蓮花等生處中央：蓮華
生大士是從蓮花所化生 而
非人胎 所以如果想要從蓮
花化生 就觀想在蓮花裡面
的中央
若欲胎生 入婆羅門或
皇后王妃等胎內：想當哪一
個國家的國王 就找該國家
的皇后 投生入胎 也即是
密教的﹁奪舍法﹂
作為意之對境而射 如
弓箭繃弦之喻 定能成功：
觀想欲投生之處 自己的靈
魂像弓箭一樣射向對方 就
能成功
以上三種應用行法 許

為四種灌頂之共通臨終法 唯第四
種屬不共之法
開示結束後 聖尊賜授﹁皈依
灌頂﹂ 加持大悲咒水和佛像開
光 臨行前還慈悲一一為每位善信
摩頂加持 雖今日氣溫比較低 但
今晚與佛同修 得到佛光注照的加
持 讓每個人的心中都暖暖的 充
滿了光明！

︽道果︾經文︵原文︶：三
別洲生處行法
以字遮諸外門戶 僅留梵穴不
遮 心間之氣與月輪上 觀心之所
依為一青黑吽字 以二十聲嘻紀
︵hiki︶提引至喉間 第二十一聲
時 以三種訣要相契之法由梵穴門
戶射出 至任何所欲之具安樂洲及
生處
若欲成化生 入鄔巴拉花與蓮
花等生處中央 若欲胎生 入婆羅
門或皇后王妃等胎內 作為意之對
境而射 如弓箭繃弦之喻 定能成
功
以上三種應用行法 許為四種
灌頂之共通臨終法 唯第四種屬不
共之法

49

2019年講師甄選暨第六屆助教甄選
第 1 站美國西雅圖區順利圓滿完成
■文∕宗委會

感

恩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的加持 ﹁二○一九年第
六屆助教講師甄選﹂活動正式展
開！
二○一九年年六月十七 十八
日 美國西雅圖區為期二天的助
教 講師甄選於︿彩虹雷藏寺﹀如
期順利舉行
此次美加地區共有二十一位應
考生報名甄選 其中有十四位甄選
助教；七位現任助教甄選講師
︿宗委會﹀為甄選出優秀弘法
人員在各地區道場服務 幫助宗派
弘揚︿真佛密法﹀ 利益有緣眾
生 除了七位核心小組處長外 還
特別邀請長老級和法務經驗豐富的
上師們為應考生培訓授課 授課的
上師有：蓮花程祖上師 釋蓮東上
師 釋蓮滿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
蓮太上師 釋蓮悅上師 釋蓮訶上
師 釋蓮彥上師 釋蓮喜上師
十七日上午九時 中英文同步
翻譯的培訓課由會長蓮花程祖上師
致歡迎詞後正式開始 各位授課的
上師為了幫助應考生掌握教材重
點 順利通過筆試 面試 梵唄考
試成為合格的講師 助教 可謂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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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授課

釋蓮東上師

釋蓮太上師
釋蓮悅上師
釋蓮彥上師&
釋蓮喜上師

囊相授毫無保留 給予應考生們最
大的支持！上師們以不同的實例及
各種寶貴的經驗分享 非常詳細地
向應考生講解了講師 助教應具備
的學佛正念 守戒律的重要 隨時
可以向他人介紹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的修持成就的經歷 ︿真
佛宗﹀的傳承 ︿真佛密法﹀的殊
勝 日後在法務時 遇到的實際狀
況該如何正確應對 成為講師 助
教如何主持同修 主持法事及梵唄
唱誦的技巧要點
雖然只有短短的六節教學課
程 考生們是一點也不浪費 抓住
時機發言提問請教 教學氣氛非常
活躍！正是這些濃縮的精華講解
應考生們知道了自己也是根本傳承
上師大白蓮花童子曼陀羅的近緣眷
屬中的成員 應考生們無一不感受
到上師們對他們的殷切期盼 期盼
他們成為講師 助教後能保持最初
的發心 願意承肩起弘法的責任
期盼應考生們非常清楚明白成為講
師 助教穿上法衣時 不能被名
相 誘惑 傲慢吞噬 要更加堅固
道心 更精進實修提升 更努力的
不斷學習淨化自身 成為一位真正

具有合格的精英弘法人員
第一天的培訓課程 上師們百
分之二百地為考生們鼓勵打氣加
油 更是透露出考試的重點 都在
今天的課程講解中 考生們回去後
可以加把勁 預祝考生們都能順利
中榜
翌日正式進入考試階段 早上
是講師 助教共同的筆試時間 細
雨微風中 早上九點 眾考生準時
聚集在筆試現場 工作人員一一核
對准考證 由釋蓮東上師為考生們
講解考試的流程 筆
試 面試 梵唄的注
意事項後 發放不同
試題的試卷正式開
考 監考官嚴格地監
督各位考生 考生們
也自覺遵守考試進行
中禁止交談的規定
下午一點三十
分 分別在二個場地
開始進行梵唄考試及
面試考試 梵唄的考
官由釋蓮花慧君上
師 釋蓮喜上師 釋
蓮彥上師擔任 在工
作人員的指引下 考

生們分批進場 考場內鐘鼓 木
魚 檔子 鉿子各種讚偈佛號響
起 主考官們為檢驗考生們對梵唄
的精通程度 設定不同組別的考
題 讓考生們應考 保證讓各種法
器都在考生們手中響起 旁觀考生
們有的鎮定自如 有的偷偷擦汗
臉上豐富的表情就可知道他們對梵
唄的精通程度 考生在梵唄考試
後 馬上就趕往另一場地 等待面
試
面試考官由︿宗委會﹀核心七
人小組及釋蓮傳上師組成 八位上
師對一位面試考生提問後予以評
分 對比梵唄考場的熱鬧 面試的
考場大門緊閉 完全聽不到看不見
面試的情景 顯得格外的肅靜 相
信經歷過這次的面試 考生們會更
清楚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 一定會
在未來的修行路上越來越優秀 時
間就在緊湊的考試過程中悄悄逝
去 直到最後一位考生面試完畢
﹁二○一九年講師及第六屆助教甄
選﹂在下午五時許正式結束
︿宗委會﹀核心小組的處長
們 將會綜合考生們的成績及整體
表現評分 甄選結果將先上呈給聖
尊蓮生活佛後 再向大家公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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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程祖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蓮僧上師
釋蓮印上師
釋蓮訶上師
釋蓮滿上師

上師授課

釋蓮東上師

釋蓮太上師
釋蓮悅上師
釋蓮彥上師&
釋蓮喜上師

囊相授毫無保留 給予應考生們最
大的支持！上師們以不同的實例及
各種寶貴的經驗分享 非常詳細地
向應考生講解了講師 助教應具備
的學佛正念 守戒律的重要 隨時
可以向他人介紹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的修持成就的經歷 ︿真
佛宗﹀的傳承 ︿真佛密法﹀的殊
勝 日後在法務時 遇到的實際狀
況該如何正確應對 成為講師 助
教如何主持同修 主持法事及梵唄
唱誦的技巧要點
雖然只有短短的六節教學課
程 考生們是一點也不浪費 抓住
時機發言提問請教 教學氣氛非常
活躍！正是這些濃縮的精華講解
應考生們知道了自己也是根本傳承
上師大白蓮花童子曼陀羅的近緣眷
屬中的成員 應考生們無一不感受
到上師們對他們的殷切期盼 期盼
他們成為講師 助教後能保持最初
的發心 願意承肩起弘法的責任
期盼應考生們非常清楚明白成為講
師 助教穿上法衣時 不能被名
相 誘惑 傲慢吞噬 要更加堅固
道心 更精進實修提升 更努力的
不斷學習淨化自身 成為一位真正

具有合格的精英弘法人員
第一天的培訓課程 上師們百
分之二百地為考生們鼓勵打氣加
油 更是透露出考試的重點 都在
今天的課程講解中 考生們回去後
可以加把勁 預祝考生們都能順利
中榜
翌日正式進入考試階段 早上
是講師 助教共同的筆試時間 細
雨微風中 早上九點 眾考生準時
聚集在筆試現場 工作人員一一核
對准考證 由釋蓮東上師為考生們
講解考試的流程 筆
試 面試 梵唄的注
意事項後 發放不同
試題的試卷正式開
考 監考官嚴格地監
督各位考生 考生們
也自覺遵守考試進行
中禁止交談的規定
下午一點三十
分 分別在二個場地
開始進行梵唄考試及
面試考試 梵唄的考
官由釋蓮花慧君上
師 釋蓮喜上師 釋
蓮彥上師擔任 在工
作人員的指引下 考

生們分批進場 考場內鐘鼓 木
魚 檔子 鉿子各種讚偈佛號響
起 主考官們為檢驗考生們對梵唄
的精通程度 設定不同組別的考
題 讓考生們應考 保證讓各種法
器都在考生們手中響起 旁觀考生
們有的鎮定自如 有的偷偷擦汗
臉上豐富的表情就可知道他們對梵
唄的精通程度 考生在梵唄考試
後 馬上就趕往另一場地 等待面
試
面試考官由︿宗委會﹀核心七
人小組及釋蓮傳上師組成 八位上
師對一位面試考生提問後予以評
分 對比梵唄考場的熱鬧 面試的
考場大門緊閉 完全聽不到看不見
面試的情景 顯得格外的肅靜 相
信經歷過這次的面試 考生們會更
清楚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 一定會
在未來的修行路上越來越優秀 時
間就在緊湊的考試過程中悄悄逝
去 直到最後一位考生面試完畢
﹁二○一九年講師及第六屆助教甄
選﹂在下午五時許正式結束
︿宗委會﹀核心小組的處長
們 將會綜合考生們的成績及整體
表現評分 甄選結果將先上呈給聖
尊蓮生活佛後 再向大家公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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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程祖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蓮僧上師
釋蓮印上師
釋蓮訶上師
釋蓮滿上師

菩提園地

▲敬獻哈達

佛法

是教大家找回你原來的佛性，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文∕彩虹雷藏寺

萬 道場四百多座
有弟子問法王：﹁佛性是屬於
個體的佛性還是集體的佛性？﹂法
王告訴大家 如同一滴水進到大海
裡面 同樣都是水的味道 ﹁一就
是多 因為 你個體的佛性出現
你進入佛性的毘盧遮那海 你進到
大海裡面 你就在一起 ﹂法王更
進一步教導 整個佛性是像毘盧遮
那海一樣 從裡面出生了一尊要來
幫助眾生的 祂就變成有了分別
﹁本來是沒有分別 後來就變成有
分別 我們修行是有了分別 然後
再回到原來的沒有分別﹂ 所以
佛法教大家往裡面找 為的就是找
回佛性 ﹁找回你的原來的佛性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
﹁每一個人說不定都是你過去
世的父母 每一個人的佛性是一樣
的 都是相同的 也是有分別
的 ﹂法王特別叮囑 要愛你的仇
人 要愛你的敵人 不要去傷害眾
生 因為眾生跟你是一樣的 全部
都是同一個法源
不僅如此 法王期望大家要腳

二

○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下
午 美國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恭請蓮生法王主壇﹁大白蓮花
童子護摩大法會﹂
一九六九年 二十六歲的蓮生
法王隨著母親前往台中市︿玉皇
宮﹀參拜 由瑤池金母大天尊開啟
天眼 親眼看到菩薩顯身開示：
﹁一心學佛﹂
﹁一心學法﹂
﹁一心向善﹂
虛空中並出現﹁忠義﹂二字
囑咐祂弘法利生 廣度有情
當晚 蓮生活佛的神識被佛菩
薩帶到西方極樂世界 親見並證知
自己的前身︵法身︶ 正是﹁西方
極樂世界 摩訶雙蓮池 十八大蓮
花童子的主尊｜大白蓮花童子﹂
法王曾說：﹁我確認自己是蓮
花童子 我親見蓮花童子淨土 我
的存在 是為眾生而存在 我是為
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 因此
法王為度眾生回到摩訶雙蓮池 而
倒駕慈航下生人間 創立︿真佛
宗﹀ 至今 全世界弟子五百多

踏實地 專一的學佛 ﹁專一就是
三昧地 非常重要 ﹂另外 有一
個三昧地｜﹁非智三昧地﹂ 是一
個沒有跟其他﹁緣﹂在一起的三昧
地 法王告訴大家 在這三昧地
中 什麼都沒有 ﹁你能夠入非智
三昧地 才真正的叫做禪定成就
這個禪定成就所產生的智慧 叫做
無上的佛慧 ﹂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藉由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臨終時所講
的一句話：﹁在臨終的時候 保持
心中的光明 就可以了 ﹂
法王教導大家﹁大手印道之遷
識法﹂的要訣 由寶瓶氣全部進入
中脈 以﹁阿﹂字跟﹁杭﹂字本身
的融合跟氣的融合 讓中脈產生光
明 ﹁這是保持心中的光明 平常
是這樣子在修 要走的時候 你只
要保持住心中的光明 自然能夠虹
光化身 ﹂
開示結束後 法王慈悲賜授與
會大眾﹁蓮花童子本尊法﹂灌頂
法會殊勝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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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2019 彩虹雷藏寺
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菩提園地

▲敬獻哈達

佛法

是教大家找回你原來的佛性，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文∕彩虹雷藏寺

萬 道場四百多座
有弟子問法王：﹁佛性是屬於
個體的佛性還是集體的佛性？﹂法
王告訴大家 如同一滴水進到大海
裡面 同樣都是水的味道 ﹁一就
是多 因為 你個體的佛性出現
你進入佛性的毘盧遮那海 你進到
大海裡面 你就在一起 ﹂法王更
進一步教導 整個佛性是像毘盧遮
那海一樣 從裡面出生了一尊要來
幫助眾生的 祂就變成有了分別
﹁本來是沒有分別 後來就變成有
分別 我們修行是有了分別 然後
再回到原來的沒有分別﹂ 所以
佛法教大家往裡面找 為的就是找
回佛性 ﹁找回你的原來的佛性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
﹁每一個人說不定都是你過去
世的父母 每一個人的佛性是一樣
的 都是相同的 也是有分別
的 ﹂法王特別叮囑 要愛你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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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 法王期望大家要腳

二

○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下
午 美國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恭請蓮生法王主壇﹁大白蓮花
童子護摩大法會﹂
一九六九年 二十六歲的蓮生
法王隨著母親前往台中市︿玉皇
宮﹀參拜 由瑤池金母大天尊開啟
天眼 親眼看到菩薩顯身開示：
﹁一心學佛﹂
﹁一心學法﹂
﹁一心向善﹂
虛空中並出現﹁忠義﹂二字
囑咐祂弘法利生 廣度有情
當晚 蓮生活佛的神識被佛菩
薩帶到西方極樂世界 親見並證知
自己的前身︵法身︶ 正是﹁西方
極樂世界 摩訶雙蓮池 十八大蓮
花童子的主尊｜大白蓮花童子﹂
法王曾說：﹁我確認自己是蓮
花童子 我親見蓮花童子淨土 我
的存在 是為眾生而存在 我是為
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 因此
法王為度眾生回到摩訶雙蓮池 而
倒駕慈航下生人間 創立︿真佛
宗﹀ 至今 全世界弟子五百多

踏實地 專一的學佛 ﹁專一就是
三昧地 非常重要 ﹂另外 有一
個三昧地｜﹁非智三昧地﹂ 是一
個沒有跟其他﹁緣﹂在一起的三昧
地 法王告訴大家 在這三昧地
中 什麼都沒有 ﹁你能夠入非智
三昧地 才真正的叫做禪定成就
這個禪定成就所產生的智慧 叫做
無上的佛慧 ﹂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藉由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臨終時所講
的一句話：﹁在臨終的時候 保持
心中的光明 就可以了 ﹂
法王教導大家﹁大手印道之遷
識法﹂的要訣 由寶瓶氣全部進入
中脈 以﹁阿﹂字跟﹁杭﹂字本身
的融合跟氣的融合 讓中脈產生光
明 ﹁這是保持心中的光明 平常
是這樣子在修 要走的時候 你只
要保持住心中的光明 自然能夠虹
光化身 ﹂
開示結束後 法王慈悲賜授與
會大眾﹁蓮花童子本尊法﹂灌頂
法會殊勝吉祥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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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2019 彩虹雷藏寺
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今

年六月 欣逢聖尊蓮生活佛
盧勝彥的佛誕即將到來 許
多世界各地的弟子都特別前來為聖
尊慶壽 大家興高彩烈的歡聚在
︿西雅圖雷藏寺﹀ 殷殷期盼著和
師尊一起過生日
乘著夕陽餘暉 習習的晚風吹
拂 師尊 師母共同連袂出席祖廟
今晚﹁蓮華生大士本尊法﹂的同修
活動 在佛光加持 莊嚴圓滿的修
法結束後 聖尊談到同修本尊蓮華
生大士在藏地裡 是紅 黃 白
花四個教派都共同尊崇的偉大的菩
薩 祂也是最早進入西藏弘法的大
成就者 因為祂本身有很大的神通
力 把苯波教︵黑教︶所有的神
祇 鬼神降伏 使祂們變成密教的
護法 及護持佛教的神
聖尊提到蓮華生大士 藏王赤
松德真王跟寂護大師︵又譯｜靜
命︶蓋起了西藏的第一座寺廟｜
︿桑耶寺﹀
蓮華生大士進入西藏的時候
赤松德真王去到雅魯藏布江迎請
祂 蓮華生大士是蓮花化生的童

子 是蓮花童子 祂本身是釋迦牟
尼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的身
口意合起來的化身 而赤松德真王
本身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一個
是法王 一個是國王 兩個人會見
的時候 就不知道誰要頂禮誰
一般來講 看到國王是要頂禮
的 這時候就很難去講誰要頂禮
誰 聖尊談到觀世音菩薩與文殊師
利菩薩都是法王子 兩個是地位是
差不多的 但是 蓮華生大士的來
源有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所
以 應該是赤松德真王要頂禮蓮華
生大士 蓮華生大士向赤松德真王
一稽首 這一稽首就有一個火飛過
去 把赤松德真王的王袍燒了一個
洞
我們在學佛當中有三種量︰
知量
比量
證量
知量 就是我們都知道蓮華生
大士是三身合一的變化身 赤松德
真王是文殊師利菩薩的變化身 兩
邊比較誰該頂禮誰 誰比較高 誰
比較低 這就是比量

量下去分的
人有三種性︰悅性 動性 惰
性 動性是心在跳 血液在循環
全身有一點在震盪 都是在動的
惰性是疲倦 打瞌睡 打哈欠 全
身鬆掉了
聖尊說祂剛剛坐在法座上覺得
整個人鬆掉了 但在鬆掉當中 同
修的本尊 還有很多的靈 都降在
師尊的身上 降下來時經過中脈進
到身體裡面 每一尊進來聖尊都知
道 從虛空中本尊下降 產生喜
悅 這就是悅性
當佛菩薩下降的時候 聖尊身
體會稍微動一下 有時動得很厲
害 祂跟聖尊合一的時候 聖尊的
臉就會變一下 這就叫證量 沒有
證量的人不知道本尊進到自己的身
體裡面 但事實上有沒有本尊進到
身體裡？聖尊說應該是有 只是你
本身的修行還沒有感覺 修氣的時
候 有時候感覺到氣所凝結的那種
力 在上丹田 中丹田或下丹田
這也是一種證量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證量呢？我
們只要能夠在專一的三昧地 這種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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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量上 那時的赤松德真王
還是一個沒有修行的人 沒有證
量 而蓮華生大士有證量
另外 除了證量以外 還有聖
言量｜佛經 戒律 論述
知量可講是知識的；比量就是
邏輯；聖言量是以經 律 論去印
證；證量就是證到的境界有多高
密教有三種瑜伽︰阿底瑜伽
阿努瑜伽 嘛哈瑜伽 這是依照比

聖尊賜授皈依灌頂

菩提園地

06.01.2019 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 蓮華生大士本尊法

學佛當中有三種量︰

知量、比量、證量。
■文∕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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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證量不稀奇 不要迷惑於證量 或
者迷惑於產生的神通 大家不要迷
惑這些
佛陀有講 了你的生死 才是
最大的目的 你能夠見證到佛性
回歸到佛性 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
究竟 而不是在於證量的各種覺
受 證量和神通的現象 只在過程
當中會產生 有時候你可以看到天
上的光明 聽到天樂 聽到神的語
言 但都不要去迷
最重要的還是要見證到佛性
然後引你的佛性到你成就究竟的地
方 以自己的佛性融入宇宙的佛
性 這才是究竟
有了證量 如果你跟祂祈禱
祂引導你走向究竟 那就是好的
如果不是這樣子 你迷惑了 就變
成陷阱 你不會進步 你一直在看
光 聽到天上的音樂 就以為自己
已經成就了 但這就是陷阱 是不
對的
接著 聖尊繼續闡釋︽道果︾
經文︰
壬五 果
第四灌之果為體性身 其為果

時方述 此處暫略；四灌五法竟
癸四 附帶中有
聖尊解釋此段的經文 果沒有
講出來 只是講第四灌的果叫做體
性身 等到果的地方再仔細跟大家
講 四灌五法聖尊曾講過 臨終的
這種法 就等於四灌五法
附帶中有的﹁中有﹂就叫做中
中陰就是靈魂 有形的你 和

陰

聖尊慈悲為大眾摩頂加持

有一個無形的你 無形的你就叫做
中有 中陰 靈魂
我們每個人都有靈魂 靈魂是
不是佛性？聖尊說︰應該講起來有
關連 但不是佛性
最後聖尊從笑話當中 引申法
意告訴大家 我們學佛一定要永遠
的悅性 永遠喜悅的去做你修行的
功課 而且每天要做
不能夠產生惰性 學佛如果產
生惰性 那就前功盡棄 你如果一
直永恆的這樣子做 一定可以達到
目的的 這也是聖尊本身修行的方
法 永遠每一天持續的在做自己的
功課 就是悅性 有一天一定會達
到究竟
會後 聖尊為大眾賜授﹁皈依
灌頂﹂ 加持大悲咒水及佛像開
光 離開雷藏寺前 聖尊還不辭辛
勞為善信大眾摩頂加持
步出廟門 佛青闔家 佛奇闔
家來到祖廟等候師尊 師母 現場
勾勒出一幅天倫和樂的溫馨畫面
美麗的夜晚 瀰漫著溫馨的親情
為今晚畫上了最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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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如果不固定每天寫作 如何能
有這麼多本的文集出版
師尊說像你要唸幾遍︻高王
經︼ 你就是要每天唸 你如果不
做 就是跟世俗人一樣 每天吃喝
玩樂 人的質性包含了悅性 動
性 惰性 而惰性就是人的習性之
一 當惰性一產生的時候 馬上就
會現三十六個地獄等著你
禮完佛之後 師尊又談到：人
是無明的 人最大的無明就是認為
你的﹁軀殼﹂是你的 有的人認為
你的念頭才是你的 或是認為你的
心才是你的 其實那也不是你的
因為那個心還有念頭也都是物質
只是那是很細微的物質 只有佛性
才真正是你的 佛性跟肉體跟念頭
都是無關的
有同門問：﹁是不是我們的身

聖尊覺行圓滿 無論是在身教
言教上 無時無刻都流露著
無上的佛法智慧
■文／西雅圖雷藏寺

今

天中午摩頂結束後 師尊帶
領大家前往祖廟的大雄寶殿
禮佛
有一位同門請示師尊：為什麼
在修行當中 有時候會覺得有些疏
遠 精進的心無法一直保持 有時
候也會產生一點疑惑 這樣的情況
下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師尊慈悲的開示道：就是要精
進 每天要做固定的功課 師尊談
到精進是六波羅蜜︵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中的其
中一項 但無論布施 禪定
等
等 每一樣都是需要精進的 師尊
舉例自己每天都會在固定的時間修
法 寫作 畫畫 做兩百下伏地挺
身禮佛
等等的固定功課 如果
一天不做伏地挺身 兩天不做 一
個星期不做 肌肉就會開始鬆弛下

體裡面有一個佛坐在裡面？﹂
師尊答道：那是一般人的講
法 你自己就好像在演一場電影
你自己就是觀眾 觀眾在看一場電
影 看電影的那個人才是你自己
電影裡面演的你 不是你自己 這
當中變成三個關係出來 一個是電
影裡面的情節 一個是電影裡面的
你 還有在旁有一個觀眾在看電
影 在看電影的這個才是你自己
所以業力產生只在電影裡面產生
跟自己沒有關係 因為電影裡面演
的 觀眾根本不受影響 因為那個
才是你自己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都
是在演戲 都是電影 都是幻 其
中有些情節
有的時候被打
死
而真正的你 是看著那個
電影的 不是在演電影的那個 跟
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就是佛
性 佛性是不動的
聖尊蓮生活佛是覺行圓滿的
佛 也唯有真正的佛 在日常生活
中 無論是在身教 言教上 無時
無刻都流露著無上的佛法智慧 而
且法語深入淺出 讓眾生心一聽便
心開意解 法喜無量！
弟子一心感恩無上根本傳承上
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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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年六月二日下午 美
國西雅圖︿彩虹雷藏寺﹀恭
請根本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主壇
﹁嘎拉巴底耶紅財神護摩大法
會﹂
在印度神話的傳說中 紅財神
是印度的第四大神 祂一共有三十
二大化身 時而三頭 四頭 時而
四手 六手 八手 多手 時而青
膚 紅膚 黃膚 黑膚
特別點是斷了右旁的象牙 有
時 半截象牙握在其中一隻手上
這半截的象牙象徵著兩種意義：其
一｜昔時為廣博先人書寫大史詩
時 折其象牙為筆而書寫 此一說
法較為廣傳 其二｜世上不會有十
全十美理想的命運 凡要達到成
功 知識或智慧 都要作出犧牲
因此 在印度無論是宗教或者非宗
教的場合都受到普遍的崇拜 以求
破除障礙 一帆風順 取得成
功 每到祂的誕辰之日 全印
度普天同慶 全民歡騰 非常
的熱鬧
﹁祂是最大的財神 叫
做資糧主﹂ 法王告訴大
家 蘿蔔葉就是數眾生的財

﹁每一個很小的葉子都是一個財
庫 你有多少財庫就給你多少 給
你幾片葉子 你就有多少錢 幾個
財庫 你只要吃下幾片葉子 你就
有多少財庫 多出來要還 不夠要
補﹂
雖然命中注定有多少財富 但
是 只要你修了資糧主 命運就會
不一樣 ﹁只要你讓嘎拉巴底耶歡
喜 祂一唱歌 跳舞 祂就會賜福
給你 你的財富就會增加 所以很
多人喜歡 ﹂紅財神不僅能賜資
糧 還可以增加壽命 你如果確實
修法 也有了成就 而且能修到非
常精微 命運也可以改變 藉由
︽了凡四訓︾的﹁立命之學﹂ 法
王強調 惟有造了很多的善功德和
修行成就 才能夠改變命運
﹁我這一生幫助我最多的人
就是師母 沒有人可以替代 第一
感恩 感謝的人就是師母 是佛菩
薩請師母來幫助我﹂ 法王感謝師
母蓮香上師的協助 一生不辭辛勞
處理宗務 守護宗派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補特伽羅 也就是人或眾生
文中又提到上根器 中根器以及下

根器 法王解釋 上根器者是即身
成佛 中根器者是臨終成就 下根
器者是靈魂成就 也就是在靈魂出
來的那一剎那 平時跟哪一本尊有
緣 有緣的本尊便會來接引至淨
土 以﹁靈魂為緣﹂成就 最下根
器者 因為根器不好 無法修行成
就 但是由於守戒 可七世成佛
但是 法王認為 上根器者很少
因為要將﹁有所緣﹂變成﹁無所
緣﹂很困難
法王叮囑 身為行者一定要不
僅時時要﹁隨念上師﹂ 也要時時
﹁隨念本尊﹂；再者 ﹁隨念密
名﹂ 也就是要常常記住自己是
誰 要知道自己是蓮花○○ 如
果 在夢中也能夠念 必成就無
疑 ﹁人會有煩惱 是因為有我
如果沒有我 還煩惱什麼？我天天
用無我想 煩惱不斷減輕 ﹂法王
曾和高雄韓國瑜市長談及無我 法
王勉勵韓市長 有緣分競選總統就
努力精進 ﹁得與不得不要放在心
中 不得無所謂 得了就盡力為台
灣人民做事﹂
開示後 法王慈悲賜授與會大
眾﹁紅財神本尊法﹂灌頂 法會吉
祥殊勝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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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2019 彩虹雷藏寺
紅財神護摩大法會

紅財神

是印度教最主要財神 ，
每逢誕辰，全印度普天同慶 ，
全民歡騰 。
■文∕彩虹雷藏寺

二

○一九年六月二日下午 美
國西雅圖︿彩虹雷藏寺﹀恭
請根本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主壇
﹁嘎拉巴底耶紅財神護摩大法
會﹂
在印度神話的傳說中 紅財神
是印度的第四大神 祂一共有三十
二大化身 時而三頭 四頭 時而
四手 六手 八手 多手 時而青
膚 紅膚 黃膚 黑膚
特別點是斷了右旁的象牙 有
時 半截象牙握在其中一隻手上
這半截的象牙象徵著兩種意義：其
一｜昔時為廣博先人書寫大史詩
時 折其象牙為筆而書寫 此一說
法較為廣傳 其二｜世上不會有十
全十美理想的命運 凡要達到成
功 知識或智慧 都要作出犧牲
因此 在印度無論是宗教或者非宗
教的場合都受到普遍的崇拜 以求
破除障礙 一帆風順 取得成
功 每到祂的誕辰之日 全印
度普天同慶 全民歡騰 非常
的熱鬧
﹁祂是最大的財神 叫
做資糧主﹂ 法王告訴大
家 蘿蔔葉就是數眾生的財

﹁每一個很小的葉子都是一個財
庫 你有多少財庫就給你多少 給
你幾片葉子 你就有多少錢 幾個
財庫 你只要吃下幾片葉子 你就
有多少財庫 多出來要還 不夠要
補﹂
雖然命中注定有多少財富 但
是 只要你修了資糧主 命運就會
不一樣 ﹁只要你讓嘎拉巴底耶歡
喜 祂一唱歌 跳舞 祂就會賜福
給你 你的財富就會增加 所以很
多人喜歡 ﹂紅財神不僅能賜資
糧 還可以增加壽命 你如果確實
修法 也有了成就 而且能修到非
常精微 命運也可以改變 藉由
︽了凡四訓︾的﹁立命之學﹂ 法
王強調 惟有造了很多的善功德和
修行成就 才能夠改變命運
﹁我這一生幫助我最多的人
就是師母 沒有人可以替代 第一
感恩 感謝的人就是師母 是佛菩
薩請師母來幫助我﹂ 法王感謝師
母蓮香上師的協助 一生不辭辛勞
處理宗務 守護宗派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補特伽羅 也就是人或眾生
文中又提到上根器 中根器以及下

根器 法王解釋 上根器者是即身
成佛 中根器者是臨終成就 下根
器者是靈魂成就 也就是在靈魂出
來的那一剎那 平時跟哪一本尊有
緣 有緣的本尊便會來接引至淨
土 以﹁靈魂為緣﹂成就 最下根
器者 因為根器不好 無法修行成
就 但是由於守戒 可七世成佛
但是 法王認為 上根器者很少
因為要將﹁有所緣﹂變成﹁無所
緣﹂很困難
法王叮囑 身為行者一定要不
僅時時要﹁隨念上師﹂ 也要時時
﹁隨念本尊﹂；再者 ﹁隨念密
名﹂ 也就是要常常記住自己是
誰 要知道自己是蓮花○○ 如
果 在夢中也能夠念 必成就無
疑 ﹁人會有煩惱 是因為有我
如果沒有我 還煩惱什麼？我天天
用無我想 煩惱不斷減輕 ﹂法王
曾和高雄韓國瑜市長談及無我 法
王勉勵韓市長 有緣分競選總統就
努力精進 ﹁得與不得不要放在心
中 不得無所謂 得了就盡力為台
灣人民做事﹂
開示後 法王慈悲賜授與會大
眾﹁紅財神本尊法﹂灌頂 法會吉
祥殊勝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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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2019 彩虹雷藏寺
紅財神護摩大法會

紅財神

是印度教最主要財神 ，
每逢誕辰，全印度普天同慶 ，
全民歡騰 。
■文∕彩虹雷藏寺

普天同慶賀佛誕，
天地同壽蓮生佛。
今

天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農曆五月十八日︶是︿真
佛宗﹀最喜慶的大日子 是聖尊蓮
生活佛的壽誕 早上祖廟準備了琳
瑯滿目的供品 鮮花 蛋糕 在上
午十一時整 隆重舉行﹁佛前大
供﹂ 許許多多遠到來為聖尊賀壽
的同門 燃香點燈供佛祈願 祝願
聖尊長久住世 健康快樂
此次聖尊的壽誕 ︿宗委會﹀
的七大處長一同來到西雅圖與大家
一同慶祝 中午 ︿宗委會﹀特地
準備了非常精緻的大蛋糕 當生日
快樂歌響起 歡聲雷動的掌聲 祝
賀聲不斷 大家對根本上師都獻上
滿滿的祝福 中午散會後 許多同
門在聖尊佛誕的這一天 相約到雷
藏寺恭誦︻真佛經︼ 隨心所求
自有感應
晚餐在雷藏寺大飯店裡的壽
筵 除了美味豐盛的佳餚外 ﹁天
音雅樂合唱團﹂還特別獻唱好聽的
歌曲供佛 還有同門表演古箏 現
場氣氛好不熱鬧 慶賀佛誕的熱情
洋溢 用完餐後 供餐的功德主也

請佛長住世

禮敬蓮生佛

紅塵濁世中

渡世永長存

長住無量壽

做世間明燈

生值佛世難

準備了讓人垂涎欲滴的蛋糕 大家
歡唱生日快樂歌為聖尊慶生 步出
雷藏寺大飯店 聖尊仍舊慈悲的一
一為大家摩頂加持 隨後 大家跟
著聖尊到大殿禮佛時 全體弘法人
員及所有同門 與師尊 師母一起
在進入大雄寶殿前的階梯 來一張
集體大合照 師尊 師母身旁圍繞
著所有的弟子 真佛大家庭的溫馨
寫照 每個人臉上都有著春風拂面
般的笑容
在大雄寶殿禮完佛後 大家非
常熱烈的呈獻精彩表演 無論是唱
歌 跳舞 手語或是打功夫
等
等 使出渾身解數來供佛 在步出
雷藏寺後 聖尊與眾人道別 圓滿
快樂的結束一整天壽辰的慶賀
最後 弟子們願誠心祈請聖
尊：

勝願菩提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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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普天同慶賀佛誕，
天地同壽蓮生佛。
今

天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農曆五月十八日︶是︿真
佛宗﹀最喜慶的大日子 是聖尊蓮
生活佛的壽誕 早上祖廟準備了琳
瑯滿目的供品 鮮花 蛋糕 在上
午十一時整 隆重舉行﹁佛前大
供﹂ 許許多多遠到來為聖尊賀壽
的同門 燃香點燈供佛祈願 祝願
聖尊長久住世 健康快樂
此次聖尊的壽誕 ︿宗委會﹀
的七大處長一同來到西雅圖與大家
一同慶祝 中午 ︿宗委會﹀特地
準備了非常精緻的大蛋糕 當生日
快樂歌響起 歡聲雷動的掌聲 祝
賀聲不斷 大家對根本上師都獻上
滿滿的祝福 中午散會後 許多同
門在聖尊佛誕的這一天 相約到雷
藏寺恭誦︻真佛經︼ 隨心所求
自有感應
晚餐在雷藏寺大飯店裡的壽
筵 除了美味豐盛的佳餚外 ﹁天
音雅樂合唱團﹂還特別獻唱好聽的
歌曲供佛 還有同門表演古箏 現
場氣氛好不熱鬧 慶賀佛誕的熱情
洋溢 用完餐後 供餐的功德主也

請佛長住世

禮敬蓮生佛

紅塵濁世中

渡世永長存

長住無量壽

做世間明燈

生值佛世難

準備了讓人垂涎欲滴的蛋糕 大家
歡唱生日快樂歌為聖尊慶生 步出
雷藏寺大飯店 聖尊仍舊慈悲的一
一為大家摩頂加持 隨後 大家跟
著聖尊到大殿禮佛時 全體弘法人
員及所有同門 與師尊 師母一起
在進入大雄寶殿前的階梯 來一張
集體大合照 師尊 師母身旁圍繞
著所有的弟子 真佛大家庭的溫馨
寫照 每個人臉上都有著春風拂面
般的笑容
在大雄寶殿禮完佛後 大家非
常熱烈的呈獻精彩表演 無論是唱
歌 跳舞 手語或是打功夫
等
等 使出渾身解數來供佛 在步出
雷藏寺後 聖尊與眾人道別 圓滿
快樂的結束一整天壽辰的慶賀
最後 弟子們願誠心祈請聖
尊：

勝願菩提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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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菩提園地

印

尼每年的衛塞節是佛教徒最
盛大的節日 在衛塞節這一
天 佛教徒同時慶祝佛陀的出生
成道及涅槃
︿印尼佛教總協會﹀︵簡稱
Walubi︶每年都在中爪哇的婆羅浮
圖佛塔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 至今
已有二十多年歷史 現在已發展成
國際性的大活動 衛塞節正日前兩
天 各總會組織派代表參加迎取聖
水及聖火儀式 他們從幾十公里外
的山上將聖水及聖火護送到門圖佛
塔安放 取水及取火前誦經祈禱
送到門圖佛塔後 又再次誦經祈
禱 當聖水 聖火要從門圖佛塔啟
程送到婆羅浮圖佛塔時 也要誦經
祈禱
衛塞節正日的最正時間點 每
年都不一樣 在這個時間點必須靜
坐入三摩地 因此必須規劃好時
間 從門圖佛塔集合 各總會誦經
祈禱 再按大會安排的順序 排隊
步行至婆羅浮圖佛塔 在那邊事先
已設立好大會主壇城及各總會的帳
篷區 信眾抵達後即在各自總會的
帳篷內修法慶祝
接近衛塞節時間點前 所有信

眾集合至主壇城前 一起入三摩
地 迎接衛塞節時間點
今年的衛塞節二○一九年五月
十九日 時間點落在凌晨四時十一
分 因此重頭戲全在五月十八日舉
行 即徒步遊行 自門圖佛塔經行
至婆羅浮圖佛塔
節目從上午十點開始 誦經祈
禱 午餐 下午兩點開始排隊遊
行 預計四點抵達婆羅浮圖塔 各
總會各自修法慶祝 晚上七點開始
在總壇城前有文娛表演 觀看紀錄
短片 放天燈等節目 也可以找地
方休息養好精神 準備參加衛塞節
的壓軸節目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的
釋蓮轟法師 于孟講師 旺義及大
衛助教和其他工作人員 早在五月
十六日即已啟程前往門圖佛塔 參
加迎取聖水及聖火活動
本宗上師和其他同門則多在五
月十七日前往 釋蓮飛上師較早抵
達 下午就參加了在門圖佛塔迎接
聖火的儀式 誦經儀式全由︿印尼
雷藏寺﹀的誦經組上場 儀式完
畢 由僧眾及大會理事手持聖火
帶領信眾繞行門圖佛塔 最後還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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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火隊伍步入門圖佛塔
▲印尼國家宗教部佛教司長致詞

▼小乘僧眾於門徒佛塔遊行出發前祈禱儀式

真佛宗
參加2019年印尼婆羅浮圖
衛塞節活動
■文∕蓮花秋錦

菩提園地

印

尼每年的衛塞節是佛教徒最
盛大的節日 在衛塞節這一
天 佛教徒同時慶祝佛陀的出生
成道及涅槃
︿印尼佛教總協會﹀︵簡稱
Walubi︶每年都在中爪哇的婆羅浮
圖佛塔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 至今
已有二十多年歷史 現在已發展成
國際性的大活動 衛塞節正日前兩
天 各總會組織派代表參加迎取聖
水及聖火儀式 他們從幾十公里外
的山上將聖水及聖火護送到門圖佛
塔安放 取水及取火前誦經祈禱
送到門圖佛塔後 又再次誦經祈
禱 當聖水 聖火要從門圖佛塔啟
程送到婆羅浮圖佛塔時 也要誦經
祈禱
衛塞節正日的最正時間點 每
年都不一樣 在這個時間點必須靜
坐入三摩地 因此必須規劃好時
間 從門圖佛塔集合 各總會誦經
祈禱 再按大會安排的順序 排隊
步行至婆羅浮圖佛塔 在那邊事先
已設立好大會主壇城及各總會的帳
篷區 信眾抵達後即在各自總會的
帳篷內修法慶祝
接近衛塞節時間點前 所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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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宗上師和其他同門則多在五
月十七日前往 釋蓮飛上師較早抵
達 下午就參加了在門圖佛塔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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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信眾繞行門圖佛塔 最後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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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火隊伍步入門圖佛塔
▲印尼國家宗教部佛教司長致詞

▼小乘僧眾於門徒佛塔遊行出發前祈禱儀式

真佛宗
參加2019年印尼婆羅浮圖
衛塞節活動
■文∕蓮花秋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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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印尼密教總協會眾同門參加浴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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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學校學生表演舞蹈 結束了
﹁迎聖火儀式﹂
五月十八日 一早門圖佛塔四
周已開始交通管制 所有佛教徒都
向門圖佛塔集合 早上小乘僧眾有
舉行托缽化緣儀式 結束後有僧人
在門圖佛塔旁邊的壇城為信眾開
示 穿插學生表演舞蹈
最特別的是一支鼓樂隊 他們
頭上都戴著自製的羽毛帽 顏色鮮
艷搶眼 身上背著奇怪的﹁鼓﹂
有大有小 看起來像紙糊的 鼓棒
則是塑膠管子 大鼓則用的是橡膠
鎚子 十多人高高矮矮 賣力地敲
打 一曲敲完 獲得熱烈的掌聲
有位主事者出來介紹 這支鼓樂隊
沒錢買昂貴的鼓 於是他們廢物利
用 自己用塑料皮 塑膠管子製造
了自己的鼓 什麼歌曲都能演奏
又是一陣加油鼓勵的熱烈掌聲
上午十點半 由小乘僧眾開始
帶領誦經祈禱 他們都是以巴利文
誦經 接著是大乘佛教誦經 他們
以中文為主 再接著是︿真佛
宗﹀ 由︿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
及︿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聯合
誦經 參加的上師團有︿宗委會﹀

的釋蓮悅上師 釋蓮東上師 ︿印
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的釋蓮飛上
師 釋蓮樣上師 釋蓮妗上師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邀請的釋
蓮照上師 法師則有釋蓮鼎 釋蓮
易 釋蓮轟 兩位講師 兩位助
教 加上密總三位拿藏鼓的同門
由釋蓮飛上師帶領 用印尼文
唱誦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用梵文
持咒 加上中文的︻心經︼ 釋迦
牟尼佛佛號及心咒 將︿真佛密
法﹀儀軌濃縮 用三重唱一氣呵成
地唱誦完畢 簡潔明快又好聽 再
接著還有西藏喇嘛低沉的藏音唱誦
經文
誦經儀式完畢 大家各自用午
餐休息 準備兩點開始的徒步經
行 釋蓮飛上師 釋蓮悅上師 釋
蓮照上師 受邀坐上特為僧人準備
的前導花車 一路為信眾灑聖水
其餘上師則與同門一起步行 ︿印
尼真佛宗密總協會﹀在總主席月琴
師姐的領導下 全體同門穿著藏紅
色的上衣 整齊的隊伍浩浩蕩蕩地
前進 紅色的人龍連綿數百公尺
這是最吸引攝影機鏡頭的隊伍 好
多手拿相機的人都追著拍照
終於走進了婆羅浮圖塔的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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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僧眾受邀坐花車，灑淨水
(2)真佛宗遊行隊伍
(3)印尼佛教徒代表協會(WALUBI)總主席鄒麗英女士
領隊遊行
(4)莊嚴的供品列隊遊行
(5)青少年仗儀隊上街助興
釋蓮悅上師帶領同門虔誠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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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於壇城前合照

區 大家各自到所屬的帳篷區休
息 上師們也都到了︿印尼密教總
協會﹀的帳篷 面積可以容納二千
名同門共修 一進帳篷就看到莊嚴
的壇城 很自然地大家在壇城前作
大禮拜 禮完佛才進入虎邊設有空
調的休息室坐下休息一會兒
上師們又聯袂到︿印尼真佛宗
密教總會﹀的壇城禮佛 禮佛完
畢 上師們又回到︿印尼真佛宗密
教總協會﹀的帳篷 準備開始修法
浴佛儀式 釋蓮照上師則留在︿印
尼真佛宗密教總會﹀帳篷主持法
會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的
同門很多 大約二千左右 有一部
分人穿著︿瓦魯比﹀的白色制服
他們在遊行隊伍中 有的當旗手
有的幫忙照顧隊伍的排列行進 有
的幫忙照顧身體不適的信徒 遊行
完畢 他們會再換上︿真佛宗﹀的
制服 一起參加修法浴佛 浴佛完
了 眾人領取盒飯晚餐 就地食用
休息 晚上自由參加文娛節目或去
看放天燈
凌晨十二點過後 大眾又開始
向婆羅浮圖塔下的主壇城廣場集
合 夜晚的婆羅浮圖塔在燈光的照

射下 份外美麗莊嚴 天上的明月
又圓又大 光亮潔白 星星都黯然
失色了 夜深露重 地上雖鋪了地
毯 卻已溼透 到來的大眾無人抱
怨 全都安然坐著 僧眾則坐在壇
城前的高臺上
同樣的 先由小乘僧眾誦經祈
禱 接著大乘佛教誦經 再來是
︿真佛宗﹀及西藏密宗喇嘛誦經
輪到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會﹀ 及
︿印尼真佛宗密教總協會﹀時 我
們在家眾帶著法器藏鼓等上臺 首
先是鐘鼓齊鳴 接上法螺 藏鼓
鉿子齊響 非常有震撼力及攝召
力 然後釋蓮飛上師帶領唱誦 聲
音悠揚平和 節奏明快 讓人聽得
心生歡喜寧靜
接著是西藏喇嘛們 戴上高
帽 搬出西藏的法器 長管號等吹
奏再誦經 也相當吸引人；最後還
有︿日蓮宗﹀ 每一句開頭都是：
﹁南摩妙法蓮華經﹂ 誦經完畢
還有大乘佛教的和尚開示 四點過
了 開始入三摩地 直至四點二十
分出定後 由僧眾帶領繞行婆羅浮
圖塔三圈 回到壇城前禮拜 今年
的衛塞節所有節目才算結束 圓滿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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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是由〈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所創辦的文宣刊物，也是蓮生活佛

多年來的心願之一。《燃燈》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旨，以正信正見，認知真佛正法，修
心與修法並重，堅定「敬師、重法、實修」，進而達到「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的最終目
標。
《燃燈》是根本傳承上師慈悲賜予真佛弟子與有緣眾生成就功德、福慧並修的法緣，期
盼你我共襄盛舉，勤耕福田！
由於《燃燈》為結緣贈閱，一切開銷支出包括印刷、包裝……等等，都極需要你的發心贊
助！
《燃燈》第239期「燃佛心燈」專欄—師尊在第220冊《當代法王答疑惑》—「善書 善
書 善書」文中寫到：印善書不只是幫助往生者，事實上，對所有的有情眾生均有助益。……
印送善書是「冥陽兩利」的事情，只要是善書，對亡者、生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印善書
是大善行，不可小視，不可輕忽，此是我的真心話。
為了回饋你的發心，《燃燈雜誌》特別為功德主報名蓮生活佛於〈彩虹雷藏寺〉及〈台
灣雷藏寺〉主壇的護摩法會迴向，增添運勢和光明。（功德主方案閱雜誌內頁說明）
你的贊助，讓《燃燈雜誌》能永續發行，能弘揚殊勝珍貴的〈真佛密法〉，為了廣度眾
生，光明普被。希望一起來護持〈真佛宗〉的菩提事業！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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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

一起迎向光明大道
法流十方無盡燈－
雜誌

■文／蓮花秋錦

印 尼 雷 藏寺舉辦
小 乘 僧 伽托缽的供僧法會

大殿內供養
▼好多年輕的信眾也趕來參加供僧
▼小乘僧人托缽完畢
進大殿前讓信眾洗腳

︿

印尼雷藏寺﹀在五月份衛塞
節的光環下 一連舉辦了好
幾場大型活動 首先是出動大批弘
法人員及工作人員前往中爪哇的婆
羅浮圖佛塔 參加︿瓦盧比﹀的全
國慶祝活動
回來後緊接著準備︿印尼雷藏
寺﹀本身的衛塞節法會 即五月二
十六日 早上八點半 是︿印尼雷
藏寺﹀所有佛學班的﹁慶祝衛塞節
表演活動暨浴佛儀式﹂ 恭請︿聖
輪雷藏寺﹀住持釋蓮元上師主持
下午一點開始 ︿印尼雷藏
寺﹀﹁釋迦牟尼佛護摩暨浴佛法
會﹂ 恭請棉蘭︿圓月堂﹀住持釋
蓮祖上師主壇 釋蓮飛上師及釋蓮
元上師護壇 是次法會殊勝圓滿
三位印尼的資深上師好久沒有聚在
一起 相見甚歡 三位上師的開
示 同門都聽得非常開心 意猶未
盡
緊接著五月三十日是印尼的國
定假日 ︿印尼全國佛教徒總協
會﹀︵瓦盧比︶萬丹省分會 假座
︿印尼雷藏寺﹀ 舉辦了一場僧伽
托缽的供僧儀式 ︿瓦盧比﹀中的
僧伽多數是小乘僧人 他們時常要

學習佛陀當初的托缽化緣 而現在
時代不同 場地也有很多限制 因
此︿瓦盧比﹀理事們選擇借用︿印
尼雷藏寺﹀舉辦活動 供養的東西
必須是乾的或包裝好的 也可以買
他們發行的供僧卷
︿印尼雷藏寺﹀每年都有舉辦
︿華光敬德學校﹀的﹁供僧儀
式﹂ 但像︿瓦盧比﹀辦的僧人
﹁托缽儀式﹂ 則是第一次舉辦
據︿瓦盧比﹀理事們的估計 可能
會有五十名僧人參加 ︿瓦盧比﹀
屬下各總會組織的信眾 大約有兩
千人會來參加 這個估計數目
計劃托缽儀式在早上七點開
始 因此六點多已有信眾開始聚集
在︿印尼雷藏寺﹀ 僧伽們也陸陸
續續抵達 他們一到雷藏寺 就被
安排在餐廳享用茶點並等待 而信
眾則在雷藏寺的外圍停車場上排起
長長的隊伍 他們身邊都放著大包
小包的物資 有各種各樣的餅乾零
食 有各種口味的速食麵 有瓶裝
水 有各式盒裝飲料 有日用品
有常用藥品等等 隨著時間越近
人越來越多 已把雷藏寺圍成一大
圈了 有的信眾更是全家出動 大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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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小孩 老人 還有坐輪椅的
大家都很耐心地等著
早上抵達雷藏寺時 得到的消
息是參加的僧伽人數有七十八名
但在開始前又有僧人前來 總數達
到九十名︵其中小部分是大乘僧
人︶ 近八點時 所有僧人︵包括
真佛宗上師 法師︶及理事先在大
殿集合 在雷藏寺壇城前合影留
念 然後依次列隊持缽而行
最前面的是小乘長老僧人 接
著是︿真佛宗﹀釋蓮飛上師 及大
乘僧人 再接著︿真佛宗﹀法師有
六位 再後面全是小乘僧人 有些
僧人是自己帶缽來參加的 大乘和
密乘僧人都沒有缽 由理事們準備
了 全體僧人排成一列 由大殿出
來 順時鐘方向 繞行雷藏寺一
圈
供養的信眾很多 缽不大 因
此每位僧人旁邊都有義工幫忙 從
缽中取出供品裝入袋裡 放置到寺
後的集中處 托缽行走很慢 可搬
運供品的義工們卻忙得不可開交
氣喘吁吁
托缽進行完畢 僧眾都回到大
殿旁有義工準備了水管放水

殿

為赤腳行走的僧人洗腳 還準備了
擦腳布 真是體貼入微
僧眾們順利進入大殿就坐 在
外面的信眾也被邀請進入大殿 跟
僧伽們一起誦經禮拜 首先是小乘
的誦經 通常都是半個小時以上
接著是大乘僧人誦 ﹃ 藥師灌頂真
言﹄ 最後是密乘︿真佛宗﹀ 由
釋蓮飛上師帶領 以印尼版的﹃四
皈依咒﹄唱誦開頭 將︿真佛密
法﹀的精華誦了一遍 底下跟著唸
誦的人不少 非常有氣勢
誦經完了 司儀通知可以上前
供養僧人 有人買了小乘的僧袍上
前供養 有人拿著紅包上去供養
最後理事又拿出花和紅包供養
供僧儀式完畢 僧人們被請至
餐廳用餐 ︿印尼雷藏寺﹀廚房組
大展身手 準備了豐盛的午餐招
待 看到僧人們用餐時每位都吃的
開懷 義工們都會心微笑 這是最
好的供養
本次活動 托缽僧眾共九十
位 來供養的信眾估 計 為一千多
名 理事們都覺得非常成功 地點
非常理想 ︿瓦盧比﹀希望明年還
可以在︿印尼雷藏寺﹀再次舉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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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0名宗內外佛教徒聚集印尼雷藏寺廣場歡喜供僧
供僧結束後恭送僧人離開大殿

▲供僧結束後由大乘、小
乘、密乘各派一位僧人為在
家眾灑淨加持。
▼近2000名佛門弟子參加供僧儀式後的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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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專欄

心！睌上睡不好 心中像有些塞著
的感覺 不停嘆息！我開了一首常
用的中藥處方 舒肝解鬱 加強睡
眠作用 囑回去先服四劑 小柴胡
湯加龍骨牡蠣湯
幾天後又來復診 女孩情緒及
睡眠比前好些！還是時有默默寡
歡！喜歡長望天空 表情冷漠 無
心向學！同學們有些在背後指指點
點 更加令其有心理壓力！不想上
學！
病者這樣的心理狀態 用針灸
藥物都難於起沉荷 我想起用催眠
暗示的辦法 碰上一般藥物難於解
決的問題 尤其心理病 情緒病
凡是精神潛意識反射現象 我就喜
歡用催眠術！對於一些心理病藥物
難以解決的難題 我都借助﹁催眠
暗示療法﹂
各位讀者可能懷疑我？是否打
妄語！連神秘的催眠術都會！真的
會 我曾拜師學藝！老師姓鄧香港
大學心理博士！
於是約他們到我家 作催眠治
療！家裡清靜方便施展療法！
首先了解一下女童現時心裡狀
細心領聽 訴衷情 慢慢暗示
態

李

太今天約我飲茶聚舊！李太
是很久不見了 她是開時裝
店的 生意做得不錯
忽然想起發生李太女兒的一件
醫案 她的女兒現在已長大成人
聽說在航空公司工作！今年還升為
主管
約十年前 某日李太帶同女兒
來診所 像有非常著急的事！面色
凝重 心裡想以為什麼重病！原來
帶她女兒來見我 女童生得很漂亮
是個美人胚子！約十四 五歲 據
說她女兒割脈自殺 左手腕傷口縫
線還未拆 傷口還有些微腫！
我當時覺得又驚奇又突兀！於
是請李太詳細告訴我！她一五一十
地說：約上星期發生的 當時就發
現女兒神情有些古怪！悶悶不樂
放學回家即躲在房間內 因考試就
快開始了 以為在房內溫習 不以
為然
那天下班回家 發現從女兒房
間裡流出來一條鮮紅血路 流至近
廚房門口！推開房門一看見女兒坐
在地板上滿地鮮血 面色青白 頸
項冒汗！呼吸微弱 當時李太頭皮
發麻 頭腦發脹 一陣熱一陣冷

她！先令她情緒放鬆 溫馨地說如
果見到他︵指男同學︶在眼前！妳
手執一個小膠擦 學生常用那種
慢慢把妳同學的影像擦走！讓影像
越來越淺淡！越來越模糊漸漸地在
記憶中淡忘他 忘記他！還加強正
能量的暗示 求學時期 要好好讀
書 孝順父母！經過三次治療已經
大有起色！三星期換了一個人！已
回復昔日的天真爛漫美少女！
對於這些心理病用藥物難以達
到治療目的 凡是精神上潛意識上
的心理病 借用催眠暗示療法 使
患者改變潛意識及其思想行為模
式
這是藥物以外之另類療法！大
家可能覺得很陌生又神秘！
不久前有位世姪女｜茵茵 在
英國讀書認識一位外籍男友 已經
到談婚論嫁了 但她媽媽不歡喜外
籍人士 極力反對！與媽媽發生很
大矛盾 加上工作不順利 漸漸地
患上厭食症 有頭暈 頭痛 失
眠 作嘔 情緒低落 頭髮脫落
月經失調 整個人消瘦了不少 再
繼續下去 不得了 ︵曾經有外國
名人 因此餓死了︶經幾次催眠治

眼前一片空白 馬上致電９９９報
警 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 還好
失血不算多 只留院一天 便回家
休息 若那天李太遲些回家就不堪
設想！
出院回家後小女還是神情落
寞 恍恍惚惚不思茶飯 哎呀！原
來女兒玩自殺 現時便請假在家陪
伴女兒
今天來見我希望有什麼辦法！
事源與同級同學開始﹁拍拖﹂ 其
實初中生拍下拖沒大不了！情竇初
開嘛 對異性朋友產生興趣 很是
正常 但近來那位同學移情別戀
疏遠了她 女孩鬧失戀 一時想不
開 做起這般的傻事加上少年叛逆
年齡 這件事都相當棘手！自言
之 我又不是社工 或心理醫生？
怎麼辦呢？
我問小妹妹 你為什麼這樣
傻 死了見不到爸爸 媽媽呀！妳
長得這麼漂亮死了太可惜了 長大
可以選香港小姐！只是為緩和氣
氛 她表情一點反應都沒有！她
說：我覺得很辛苦 當閉上眼睛時
他就在眼前 現他又不喜歡我了！
︵他是指她男同學︶ 我很不開

療 基本痊癒了 現已回去英國工
作了！
一般三 五次完全恢復正常！
往往一些中西醫都無法治癒的情緒
病 近年發現越來越多 年輕化！
可能是世人壓力越來越大之故 我
都喜歡施展另類療法！還有一些不
良嗜好的 例如過嚴重酒癮 嚴重
煙癮︵吸大麻︶ 賭博成癮 偷窺
狂 偷竊狂等等不良癖好！還有同
道用於腸胃易激症 婚外情 恐懼
症 憂鬱症 人群擁擠症 幽閉綜
合症等等
我們香港隔鄰有個﹁東方拉斯
維加斯﹂出名的賭城澳門 港人往
來很方便 不少人因而染上賭博不
良嗜好！曾經為一位嚴重嗜賭的患
者戒除賭癮 他已經到傾家蕩產
家庭破裂的邊緣 好在他本人也反
省過來 對自己的不良行為負責！
願意接受治療 加上他太太家人鼓
勵 朋友幫忙 成功地戒除賭癮！
因而挽救了一個家庭！
把這些另類療法寫出來 讓大
家親愛的讀者共勉 分享！
︵寫作有參考前賢資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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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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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4 - A Plethora Of Scenic Splendours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A

t 6:30 p.m. on January 2nd, 1993 I gave a
sermon on the four-fold stage of
mindfulness in Sibu, a town beside Terang
River. Sibu has slightly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its town centre appears to
be prosperous, tranquil and peaceful.
The ritual was held at Catholic High
School. Five thousand participants jammed the
whole hall, with people overflowing outside.
Even the school field was full, as close-circuited
TV was set up for the function. Nothing like
this happened before.
The Four-fold Stage Of Mindfulness is
also known as the Four-fold Stage Of Thought
or Meditation. Most Hinayana practitioners will
cultivate this dharma after they have mastered
the five-fold procedure for quieting the mind.

雜誌

The five-fold procedure are:
1. Vileness of all things
2. Pity for all
3. Causality
4. Right discrimination
5. Breathing
The four-fold stage of mindfulness
consists of contemplating:
1. The body as impure and utterly fi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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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nsation or consciousness, as always
resulting in suffering
3. Mind as impermanent, merely one
sensation after another
4. Things in general as being dependent
and without a nature of their own.
Wisdom is derived from following the
four-fold stage of mindfulness.
The four regulators to cause the mind to
be in tranquillity, I mentioned in Sibu are:
1. Cutting off method - Once the thought
is formed, it will be cut off immediately.
2. Free flowing method - Once the
thought is formed, one must be calm and let it
develop freely.
3. Watching picture method - Behave like
a child, watch the pictures and not be perturbed.
4. The combination use of the last three
methods.
I firmly believe, cultivating Tantra by
medita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self-control,
self-purification and self-salvation.
For instance, observing precepts is a selfcontrol measure. Meditation is indulging in selfpurification, and obtaining wisdom is
considered a self-salvation.

From the stand point of noble eight-fold
path, self-control can be achieved by correct
speech, correct livelihood, and correct conduct.
Self-purification is a result of correct
remembrance and correct meditation, while
self-salvation is obtained by correct views,
correct thought and purpose and correct zeal.
Then I gave a sermon on “ Wu Shi” at
Miao Li Chapter, Sibu.
Wu-non is the key to enlightenment.
Wu Shi means everything is non existent.
A monk from Zhao province ever said
the following, “ To learn Zen Buddhism, one
mu s t c o m p r e h e n d t h e m e a n i n g o f
“ Grandmaster's barrier” thoroughly. To be
enlightened as a Buddha, one must be absolute.
Without these two conditions, one will only be
learning from the spirit of trees. But what is
Grandmaster's barrier, it is non-existence. It is
the essence of Zen School, which is also
known as a school without a door.”
“ Believing everything is non-existent,
one will be able to extricate oneself from a
predicament” . I concede this doctrine is the
most inconceivable. It is precisely how an
enlightened person feels. This is the supreme

mystic enlightenment, it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Nirvana itself.
To me, everything is non-existent,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Non-existence is the
truth, the nirvana. There is non-birth, nondestruction.
To tell the truth, if a cultivator is not
bothered by “birth”, and “destruction”, and is
able to be in tranquillity, he has attained the
fundamental law of immortality.
A treatise of Prajna mentioned, “ Believe
in immortality, and know the nature of nonbirth and non-destruction, one will be able to
flow freely, and overcome all the hindrance.
That is why the law is called the wisdom of
non-birth.”
It also mentioned ,” Wu Sheng Ren” -the
wisdom of non-birth, i.e. simply put is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non-birth for
anything big or small. He who comprehends
this doctrine will not create any more karma,
and will become a Bodhisattva who in his
progress towards Buddhahood, will never
retrograde to a lower state than to which he
has attained, a Bodhisattva known as
Aparivart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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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tre des personnes nobles, il
passera toute sa vie dans des
ruelles pauvres et s’attristera vainement dans la misère ; si sa lignée est interrompue, qui va
prier devant sa tombe couverte
d’herbes après sa mort ? Chaque
cas est consigné dans L’Invariable Milieu ; les neuf classiques
confucianistes ne contiennent
pas le traité qui fait s’éloigner
de la lasciveté. Tout le monde
lit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 les
Trois Préceptes ne renferment
pas celui qui est applicable à la
jeunesse ; la fougue est en majeure partie instable, comment
serait-il possible que l’intelligence et la stupidité ne soient
pas influencées ? Le bon entendeur convoite d’abord l’argent ;
l’homme fort ne doit pas se servir de sa virilité pour outrager
une femme veuve dont le veuvage sera entaché et son défunt
mari pleurera en silence. Si sa
virginité est souillée, la nouvelle
mariée éprouvera de la honte et
concevra une grande perplexité.
Le maître de maison pense que
la vieille domestique est facile à
violer ; le père et le fils couchent avec la même femme ; ils
trouvent que la nourrice peut
être harcelée, comment la chose
nuisible pourrait-elle être délivrée ? La jeune servante est convoquée, la puissance du rugissement d’un lion la fait se sou-

mettre docilement. L’enfant espiègle fait du simulacre ; la laideur de l’organe génital du dragon est encore plus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Le squelette couvert de chair adore particulièrement les prostituées dissolues
et dévergondées. Les bodhisattva
miséricordieux se mettent même
en colère contre la souillure
portée sur la pureté d’une bonzesse.

Les Traditions de Tso disent : l’homme a
sa famille, la femme a son propre foyer,
tous les deux ne doivent pas tomber dans
la fornication. Les Mémoires sur les rites disent : l’intérieur et l’extérieur sont troublés,
le comportement est celui de l’animal, l’extermination est donc inévitable. Il existe
une langue portant des fleurs éblouissantes
qui rayonnent de couleurs subtiles et trompeuses, elle amène les gens à la perversion
et à la chute dans la montagne de la perversité, elle vous fait vous vautrer dans une
mer de souffrances.
(À su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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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hef de district Yin（2）

Le chef de district fut choisi. Celui qui
aurait dû être élu avait subi un échec à
l’élection ; celui qui aurait dû perdre y avait
pourtant réussi. Le résultat du vote était
inattendu pour tous.
Qui serait élu ? Qui serait éliminé ? Évidemment, ce n’était pas l’homme ordinaire
qui pouvait le prévoir. D’après les sondages
de l’opinion publique, il y avait un petit
écart de points entre ces deux candidats.
Personnellement, je trouvais que cet événement était étrange. Si on avait fait confiance aux sondages, pourquoi celui en première position dans les estimations n’avaitil pas réussi dans l’élection, alors que celui
qui s’était trouvé en moins bonne position
avait été élu ?
Dans une méditation, je m’élevai au
ciel pour rencontrer une divinité protectrice de la ville.
Je demandai :
— Pourquoi la chose s’est-elle passée
comme ça ?
La divinité protectrice de la ville répondit :
— À cause de la suppression de la part
du bonheur.
— Quelle était la cause principale ?
— La transgression du précepte de ne
pas se livrer à la lubricité.
— Est-ce à cause de sa débauche que
celui qui aurait dû être élu a vu sa part de
bonheur supprimé par l’esprit divin ?
— C’est ex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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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me disais que c’était toujours la débauche qui faisait le malheur.
La divinité protectrice de la ville me
confia un texte intitulé L’Exhortation versifiée
à l’abstention de la débauche. J’espère qu’après
sa lecture le genre humain se mettra sur ses
gardes.
Voici L’Exhortation versifiée à l’abstention
de la débauche :
Le royaume de l’amour s’étend
immensément et puissamment,
le monde du désir se trouve
dans la torpeur ; l’intelligence devient une confusion totale, la
stupidité est difficile à vendre. Il
faut penser aux principes moraux des époux ; la famille honnête est conduite de façon à ne
pas contrarier la moralité, en
espérant que les enfants, les petits-enfants et les descendants
mènent à bien la vertu de la
chambre et ne la détruisent pas.
Comment pénétrer dans un
trou ? Il n’y existe absolument
pas d’entremetteur tel que dragon ou papillon ennuyeux ; le
rendez-vous galant ne permet
pas de rembourser la dette des
canards mandarins mâle et femelle. La lubricité est à la tête
de tous les maux ; la liste des
criminels est déjà imposante ;
tous les malheurs tombent sur
le corps. L’homme malhonnête
mort de bonne heure de la tuberculose, s’il est supprimé d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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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禪修，是這樣的：

我的身體與我的心靈合
一，此時：
心不散亂，住在「一心不亂」之中，很自然
的，就有「淨光」出現。
淨光下降，照住我，我與淨光合一。
我就稱這種現象叫：「淨光的撫摸」。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淨光是一一的本尊，
諸佛、菩薩、金剛、護法、空行、諸天，都會
下降來撫摸你。
息災、增益、降伏、敬愛。
告訴你「真諦」（真理）。
～蓮生活佛盧勝彥～
《淨光的撫摸》，是蓮生活佛盧勝彥繼《我所
知道的佛陀》後，再次運用實修佛法五十年的
禪定力，透過進入甚深禪定的冥想狀態，與有
緣的佛、菩薩、金剛、護法、空行進行問答對
話，並將這些充滿智慧的語錄寫下來，讓世人
也能夠從中得到法喜與法益，茲摘錄幾則如
下：
關於自殺，閻羅王特別呼籲千萬不可自殺，因
為：
「自殺的人，須等待在原地受苦，直至本來生

冊

7
月上市

一問
一答
之間

的撫摸

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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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結束之時，才輪迴。
千萬不可自殺，自殺靈
魂破碎，轉世亦是破
碎，不能成形。」
對於健康與長壽的話題，長壽佛指出：
「當你與至上意識連接，會發現行者得到無限
的幫助，就連自己身上的痼疾，也會化為烏
有。只要清淨身心的修行，自然就可以延
壽！」
至於經營餐館必須從事殺生行業的民眾，善光
佛（文昌帝君）也教導：
「他們要持『往生咒』，替自己的殺業持咒，
等於超度被殺的生靈，唸愈多愈好。另外，也
要護生。」
其他下降與蓮生活佛問答對話的諸尊還有：瑤
池金母、本初佛、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
師琉璃光王佛、金剛薩埵、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地藏王菩薩、綠度母、白度母、瑪吉拉
尊、妙音天女、蓮華生大士、宗喀巴祖
師……，甚至還有耶穌基督。
書中討論的話題可謂包羅萬象，一問一答之
間，透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宇宙大祕密；而諸
尊的回答也多是簡單扼要、一針見血，令人閱
後不禁在內心大喊：「原來如此！」無論是想
在修行路更上一層樓，或只是出於好奇，《淨
光的撫摸》都是您不能錯過的一本好書！
～大燈文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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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本尊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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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紅財神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壬五 果
第四灌之果為體性身 其為果時方述
此處暫略；四灌五法竟
癸四 附帶中有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華生大士本尊法‧開示︻道果︼

四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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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黃財神本尊法‧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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