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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脫道口訣
我見我思
這娑婆世界只是一場遊戲，
幻人、幻境、幻事、幻物。
想想人的一生──
生老病死，百年大夢。
一切無所得。
～蓮生活佛盧勝彥～

2
㈪㆖市

所

謂「解脫道」，即是佛教以修行戒定慧達到
涅槃解脫的過程。從本書文章目錄，可以看
出蓮生活佛是依照佛教修行次第、有系統、有計
劃的寫出《解脫道口訣》。
密宗行者，首重來自上師的傳承加持，所以
開頭第一篇文章「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就是
教導真佛宗弟子得到源源不絕傳承加持力的方
法；之後再透過「我是先修『淨土』」、「禪的
心得」兩篇文章，闡述淨土法門與禪宗法門的重
要與關連性；「資糧道口訣」說明了行善布施是
往生淨土與得遇明師的關鍵；「真實四皈依
法」、「真實供養曼達法」、「真實大禮拜
法」、「真實金剛心菩薩法」等文章，則剖析了
密教四加行法之所以是成佛築基大法的原理。
在「真實本尊法」、「本尊法（口訣）之
一」、「本尊法（口訣）之五」等文章，深入探討
了「本尊法」；「九節佛風（細說）」、「金剛
誦」、「寶瓶氣」、「寶瓶氣覺受」、「拙火口
訣」、「明點法口訣」闡述了密教二灌以上的修行
技巧及原理；「中陰口訣」、「我的『中陰』經
驗」、「舉一個例子說明」、「中陰教授」、「死
之將至的辨別法」等文章，則是教導讀者如何在生
命的最後關頭「抱佛腳」求生佛國淨土。
密教行者與本尊相應，須要注意的口訣是：
一、求得來自清淨的真實傳承上師，獲得灌頂。
二、自身與法相合。三、入世法與出世法雙運。
四、三業轉化三密。五、戒除惡口。六、離開恩
怨情仇。（平等持）七、利他為重。八、六道皆
是累世親眷。九、清淨見解。十、定時修瑜伽。
十一、常祈禱上師、本尊、護法。十二、勿忘上
師口訣。十三、要道心堅固。十四、出離心要
重。十五、愛自己，更愛別人。十六、降伏煩
惱。十七、上師的承事出於真心。十八、不利己
不利他的事業莫作。十九、無聊的閒事，莫作。

二十、惡業一點也不能做。二十一、善業一定要
隨喜。二十二、有惡業一定要懺罪。二十三、不
害己不害人。二十四、懺悔之後不可復作。二十
五、念佛、念法、念僧、念上師。二十六、一心
精進行持。
相應的現象是：一、見到本尊。二、聽到本
尊的教導。三、長壽增長。四、福德增長。五、
無邪見。六、心願圓滿。七、無病。八、無災。
九、大樂。十、生活如法。十一、弘法事業成
就。十二、與本尊相會夢中、禪定中、虛空中、
淨土中、世間中。十三、無錯謬。十四、無障
礙。十五、勸人修行。十六、獲大加持。十七、
滿願。十八、解脫。十九、一切處安樂。二十、
不受降頭。二十一、不墮輪迴。二十二、得度。
我告訴大家：若與本尊相應，虛空中會出現
本尊與本尊眷屬。歡呼：「相應了！」
往後，覺受到「與本尊合一」，「行者化為
本尊」，「本尊常在左右」。
一切時。（時間）
一切地。（空間）
永遠不分離。
直至菩提。
～蓮生活佛盧勝彥～
在《解脫道口訣》一書裡，作者蓮生活佛毫
不吝嗇的與讀者分享自身五十年的密法實修經
驗，並鉅細靡遺、深入淺出的闡述佛教密宗修行
原理與心要口訣，不僅是〈真佛宗〉皈依弟子人
人必讀的教科書，也是佛教他宗弟子絕不可錯過
的修行參考書。
～大燈文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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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悉地

﹁共有六位

我答：

圓滿？﹂

德瑪
弟⼦問：
﹁在唐卡上
我答：

曼達拉娃

普拉芭達拉

是伊喜˙措嘉
札西˙祁珍

霍爾等等

﹂

﹂

釋迦
﹂

藏地

﹂

他的⾊⾝究竟活多

﹂

常⾒的兩位是？﹂

﹁伊喜˙措嘉與曼達拉娃
弟⼦問：

但在千年左右

﹁蓮華⽣⼤⼠⽰現⼈間

我答：
﹁他是蓮花化⾝
弟⼦問：
我答：
理

﹁從天上界到⼈間
姜

⼈間涵蓋了印度

﹁他的明妃從那裡來？﹂

不受⼈類出⽣的染污

﹁怎能活如此久？﹂

弟⼦問：

﹁眾說不⼀

我答：

久？﹂

⾉

弟
⼦問：

﹁蓮華⽣⼤⼠
我答：
﹁不可計數
弟⼦問：

﹂

到底有多少明妃？﹂

﹁不可計數到底是多少？﹂
我答：
這巨⼤穀倉裝滿的芝⿇數

﹁在經續上如此記載：蓮華⽣⼤⼠所納明妃

我答：
﹁據我所知是七萬
弟⼦問：
﹁有根據嗎？﹂
我答：
﹁⼤活佛晉美仁波切說的

﹂

有幾位明妃是最出名的

︵我在彩虹⼭莊問過晉美仁波切︶
弟⼦問：
﹁聽說

弟⼦問：
我答：

如此

﹁他是讓無數⼥⼦學習佛法
再令⼊佛智︶
弟⼦問：

以欲⽌欲

﹁什麼佛法？﹂
我答：
﹁以貪⽌貪
﹂
定位在

被稱為欲樂

﹂︵先以慾勾

﹁盧師尊！你不覺得蓮華⽣濫情嗎？﹂

⽽且成就最

﹂︵包括有形及無形︶

﹁沒有確實的數⽬嗎？﹂

弟⼦問：

﹂

超過⼀個巨⼤穀倉
量

之

定

弟⼦問：

﹂

佛性⾃顯︶

它直接⽤⼈

﹁盧師尊！你把蓮華⽣⼤⼠與明妃們
那裡？﹂
我答：
﹁幻⾝遊戲
弟⼦問：

﹂

﹁由幻⾝遊戲得到⽌斷與頓超？﹂
我答：
﹁正是

與⼀般佛法不同
最終達到欲望⽌斷

︵密乘的教法
類的欲望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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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明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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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著逃命
馬上開門
到馬路上

只抓了一件褲子

完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匆忙之中

我住的小套房
救火車﹁嗚嗚﹂叫的來了
救火人員開始救火

就衝

有一大二小陷

其他人員都逃出來了

燒了幾間店舖

來不及逃就死了

這個火災不小
身火窟

不然我早就

特別述之如下：

我是盧師尊又搖又叫的叫我起床

也是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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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沒有火

什麼都沒有

盧師尊同樣叫：﹁失火了！﹂
醒來一看
寧靜的很

一片黑

他也一樣被盧師尊在夢中又搖又叫的搖了醒過

他是這樣說的：

名﹁趙景一﹂

也是同門

又有一件事

盧師尊是我的救命恩師！

葬身火窟了

來

暗中

他莫名其妙！

一位同門

名﹁張善喜﹂

稱我：

今年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他說：

﹁怎麼了？﹂

我問：

﹁謝謝救命恩師！﹂

他遇到我

喜﹂

有

中

失火了！馬上嚇醒

法號﹁蓮花善

我在睡夢之

一切

倒頭呼呼大睡

但我只想睡不想醒

身心疲憊

盧師尊現身在我夢中
用手搖我身子
我由於白天工作
怎麼搖都搖不醒
只知道盧師尊搖我
不理會
這時盧師尊大叫：
我一聽
起床一看

﹁失火了！還不快逃！﹂
一翻身

是

看看馬上要燒

這一看

無巧不成書

大吃一

這兩位﹁同

一排的房子全沒有了！

他走過舊租屋處

﹁失火的夢﹂也就消失

搬了新房子

可能盧師尊是來示警

連連被叫醒了多次

天啊！我的窗外已是一片火海
到我這裡了

倒頭又睡
結果：
這裡夜間正好眠之中
一點火都沒有
又好氣又好笑
後來他自己想一想

有一天

自從搬了新房子之後

另外找房子

他就把房租退了

不吉之兆

了
驚！
嚇了一大跳

真是巧

原來真的﹁失火了！﹂
這個例子

門﹂都是有﹁失火之夢﹂
人問：
﹁這是怎麼回事？﹂
我答：
﹁法身徧照！﹂
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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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斷脈處
２

決斷涅槃脈

蓮生活佛盧勝彥

三 決斷脈處 ２ 決斷涅槃脈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
點堅固 以開解第一脈結之力牽引或以四灌之要訣至第十地 開解三十
脈結 於每地 得其地之功德故 由前行為始 解一脈結 即於該地之
增長一般功德 至正行中 以受用而開解一脈結 復次 由該地之一般
功德無餘增長至無可增長故 其結行時完全圓滿且融入時開解一脈結
登各地時 各解三脈結而決斷 氣及菩提心堅固而不退轉 如
此 開解三十二脈結 生十二地之證悟故 成為出世間之道 是決斷內
脈結
此分位所出：於中脈處受精血二脈纏壓之狹隘總脈結處 心氣集攝其
上 可能生起大持脈之覺受現象滯澀等之痛 為平息故 是決斷外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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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身有十八輪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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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位所出：於中脈處受精血二脈纏壓之狹隘總脈結處 心氣集攝其
上 可能生起大持脈之覺受現象滯澀等之痛 為平息故 是決斷外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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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身有十八輪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處
頌中﹁其他等﹂句 即不分脈等流降菩提心之三十二脈 及七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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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三

道果
靜慮之決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三 決斷脈處
１ 決斷輪迴脈
頌中﹁輪等﹂ 謂菩提心不動二輪
及動之四輪 共六輪 不動二輪為：
眉間從父所得甘露其白如月 密處
從母所得囉達其紅如日 此二者分別依
中脈之上下二端 因氣不出入 故不
動 於死時方動
動之四輪為：
臍 心 喉 頂四輪 其為精血二
脈之依 氣能入出 故為動之輪 其他
十二大關節 各住四個能生四集病之四
脈瓣；如此 身有十八輪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處
頌中﹁其他等﹂句 即不分脈等流
降菩提心之三十二脈 及七萬二千細微
脈 拇指紋 或各針尖處 若生痛則決
斷於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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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曼殊師
利｜文殊師利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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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真佛宗宗委會﹀會計
師Teresa師姐and husband ﹁真佛般若藏﹂執行長周慧
芳律師 林淑華醫師 ︿北美傳媒集團﹀CEO田樂樂師
姐 ︿上海味道坊﹀東主劉逸虹師姐 大家午安！大家
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二月八號 下午三點
在︿彩虹雷藏寺﹀ 有﹁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 大隨求
菩薩咒語意思就是﹁嗡。摩訶鉢拉底。薩落。梭哈。﹂大
隨求三個字的意思是說 你要求願的 這個時候跟大隨求
菩薩來求願 你自己的願望就能夠完成 因為有一個
﹁大﹂字在 ﹁摩訶﹂在 你要求什麼願 大隨求菩薩就
會給你什麼願 你這個願望就能夠達成 所以完全是心中
沒有願望的 那就不用主祈 也不用來參加 只要你心中
還有什麼願望未了 你就應該來參加這個法會 而且參與
主祈 我們每一次做大隨求菩薩護摩的時候 哇 都是人
山人海 都是超過萬人以上 甚至於有時候達到三萬 像
︿台灣雷藏寺﹀ 每一個禮拜六的護摩都有萬人 但是到
了大隨求菩薩護摩的時候就到三萬 五萬人這麼多
因為眾生都是有願望的 除了你自己已經修證了無所
求 我什麼都不求了 你什麼都不求了 也就不用來求大
隨求菩薩 歡迎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做護摩只有師尊一個
人 其他人都不用求 因為你們都已經滿足了 而且也懂
得無所求的道理 統統都不用來 那師尊一個人求就可以

了 這是介紹下個禮拜的護摩 大隨求菩薩 ﹁嗡 摩訶
鉢拉底 薩落 梭哈 ﹂就是這個咒語 祂有隨求八印
有八個手印 最主要的手印叫做﹁梵篋印﹂ 蕃茄印 很
好記啊 我們每天吃的蕃茄 ﹁梵﹂就是梵文的梵
﹁篋﹂就是寶篋的篋 這個手印是這樣子的 這真好記
師尊以後知道這個唸作﹁茄﹂就對了 衪有隨求八印 修
這個法必須要結八個手印
今天就提到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大家都知
道 衪是最有智慧的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是三世諸佛的智
慧身 文殊師利菩薩等於是三世諸佛智慧把它集合起來
就變成文殊師利菩薩 所以在佛教裡面 衪是象徵著所有
一切智慧的集合 所有八大菩薩裡面 也是文殊師利菩薩
為首 在華嚴三聖當中 文殊師利菩薩跟普賢菩薩 釋迦
牟尼佛是在一起 但是文殊師利菩薩可以講 衪就是三世
諸佛的法王子 是一個很大的菩薩
我曾經有講過一個文殊師利菩薩的故事 就是在結
夏安居的時候 佛陀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有所謂的結夏安
居 在夏天的時候 在印度因為雨下得很大 三個月所有
的僧團裡面的人員全部要結夏安居 也就是在這三個月當
中不出門 等於是閉關在修行 這個叫做結夏安居 有沒
有在法座上講過這個故事？你們都聽過？或者我在︿西雅
圖雷藏寺﹀的﹁飯店﹂ 我有講過 但我在法座上有沒有
講 我不知道 我已經忘掉了 如果在法座有講過 你們
聽過的請舉手？在︿台灣雷藏寺﹀講的嗎？我不是在講結
夏安居是什麼意思？結夏安居大家都知道 因為在印度夏
天雨下得很大 僧團比丘 比丘尼出去化緣不方便 所以
乾脆就在自己的地方閉關三個月修行 這個就叫結夏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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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三

道果
靜慮之決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三 決斷脈處
１ 決斷輪迴脈
頌中﹁輪等﹂ 謂菩提心不動二輪
及動之四輪 共六輪 不動二輪為：
眉間從父所得甘露其白如月 密處
從母所得囉達其紅如日 此二者分別依
中脈之上下二端 因氣不出入 故不
動 於死時方動
動之四輪為：
臍 心 喉 頂四輪 其為精血二
脈之依 氣能入出 故為動之輪 其他
十二大關節 各住四個能生四集病之四
脈瓣；如此 身有十八輪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處
頌中﹁其他等﹂句 即不分脈等流
降菩提心之三十二脈 及七萬二千細微
脈 拇指紋 或各針尖處 若生痛則決
斷於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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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曼殊師
利｜文殊師利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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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真佛宗宗委會﹀會計
師Teresa師姐and husband ﹁真佛般若藏﹂執行長周慧
芳律師 林淑華醫師 ︿北美傳媒集團﹀CEO田樂樂師
姐 ︿上海味道坊﹀東主劉逸虹師姐 大家午安！大家
好！︵臺語 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二月八號 下午三點
在︿彩虹雷藏寺﹀ 有﹁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 大隨求
菩薩咒語意思就是﹁嗡。摩訶鉢拉底。薩落。梭哈。﹂大
隨求三個字的意思是說 你要求願的 這個時候跟大隨求
菩薩來求願 你自己的願望就能夠完成 因為有一個
﹁大﹂字在 ﹁摩訶﹂在 你要求什麼願 大隨求菩薩就
會給你什麼願 你這個願望就能夠達成 所以完全是心中
沒有願望的 那就不用主祈 也不用來參加 只要你心中
還有什麼願望未了 你就應該來參加這個法會 而且參與
主祈 我們每一次做大隨求菩薩護摩的時候 哇 都是人
山人海 都是超過萬人以上 甚至於有時候達到三萬 像
︿台灣雷藏寺﹀ 每一個禮拜六的護摩都有萬人 但是到
了大隨求菩薩護摩的時候就到三萬 五萬人這麼多
因為眾生都是有願望的 除了你自己已經修證了無所
求 我什麼都不求了 你什麼都不求了 也就不用來求大
隨求菩薩 歡迎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做護摩只有師尊一個
人 其他人都不用求 因為你們都已經滿足了 而且也懂
得無所求的道理 統統都不用來 那師尊一個人求就可以

了 這是介紹下個禮拜的護摩 大隨求菩薩 ﹁嗡 摩訶
鉢拉底 薩落 梭哈 ﹂就是這個咒語 祂有隨求八印
有八個手印 最主要的手印叫做﹁梵篋印﹂ 蕃茄印 很
好記啊 我們每天吃的蕃茄 ﹁梵﹂就是梵文的梵
﹁篋﹂就是寶篋的篋 這個手印是這樣子的 這真好記
師尊以後知道這個唸作﹁茄﹂就對了 衪有隨求八印 修
這個法必須要結八個手印
今天就提到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大家都知
道 衪是最有智慧的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是三世諸佛的智
慧身 文殊師利菩薩等於是三世諸佛智慧把它集合起來
就變成文殊師利菩薩 所以在佛教裡面 衪是象徵著所有
一切智慧的集合 所有八大菩薩裡面 也是文殊師利菩薩
為首 在華嚴三聖當中 文殊師利菩薩跟普賢菩薩 釋迦
牟尼佛是在一起 但是文殊師利菩薩可以講 衪就是三世
諸佛的法王子 是一個很大的菩薩
我曾經有講過一個文殊師利菩薩的故事 就是在結
夏安居的時候 佛陀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有所謂的結夏安
居 在夏天的時候 在印度因為雨下得很大 三個月所有
的僧團裡面的人員全部要結夏安居 也就是在這三個月當
中不出門 等於是閉關在修行 這個叫做結夏安居 有沒
有在法座上講過這個故事？你們都聽過？或者我在︿西雅
圖雷藏寺﹀的﹁飯店﹂ 我有講過 但我在法座上有沒有
講 我不知道 我已經忘掉了 如果在法座有講過 你們
聽過的請舉手？在︿台灣雷藏寺﹀講的嗎？我不是在講結
夏安居是什麼意思？結夏安居大家都知道 因為在印度夏
天雨下得很大 僧團比丘 比丘尼出去化緣不方便 所以
乾脆就在自己的地方閉關三個月修行 這個就叫結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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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結夏安居是知道 但是結夏安居跟文殊師利菩薩有關
的故事 你們知道嗎？好啦 很多人不知道 反正你們聽
過的人就再聽一遍吧！
我講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就在結夏安居的時候 大迦
葉尊者祂就像我們現在的監院 專門管理結夏安居的秩
序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巖洞 或者是在竹林精舍 所有的
僧團的人大家就在做修行的工作 大迦葉尊者在巡邏 看
看哪一個比丘私自跑去化緣 或是翻牆出去飲酒 祂都會
給他記過 大迦葉尊者就是監院 翻牆出去飲酒或去喝下
午茶都不行的 祂規定很嚴的 就是按照規矩這樣子生
活 但是大迦葉尊者發現一件事情 文殊師利菩薩的宿舍
有非常多的女生 像王妃 秀女 宮女啊 很多的女生進
出文殊師利菩薩的房間 祂發覺白天也進去 晚上也進
去 有時候到了半夜 女生才從文殊師利菩薩的房間走出
來 又走進去又走出來 一大堆的女生今天來了好多個
明天又來好多個 天天這樣子 大迦葉非常的憤怒 因為
你知道 上座部的這些聲聞祂們很多規矩的 尤其是怎麼
那麼多的女生到祢的房間做什麼？祂覺得應該舉報 然後
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僧團 不准你在我們這個團體裡面
趕出去
也就是說 結夏安居 每一個人在分配的宿舍 在那
裡安居 每一個人都很安靜 就只有文殊師利菩薩那邊絡
繹不絕 好多的王妃 宮女 朝廷的秀女 怎麼樣的女生
排隊 天天進出文殊師利菩薩的房間 所以大迦葉尊者就
打板 以前我們出家人有一種叫打板 吃飯的時候就是敲
有一條魚的板 然後敲幾聲就是吃飯 做什麼事情都是用
打板 那麼大迦葉準備打板召集所有的僧眾 告訴這件事

結夏安居？﹂祂說：﹁我是在阿闍世王王妃的房間結夏安
居 ﹂在國王的王妃房間結夏安居 這個只有文殊師利菩
薩才有可能 所以我們如果看見有道行的高僧 也不要意
外 沒什麼好意外的 我現在也沒什麼好講 就是這樣
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這是一個故事
我講第二個故事 魔王波旬 那時候釋迦牟尼佛在王
舍城給孤獨園 在那邊說法給所有的弟子聽 這個時候天
上突然起變化 烏雲密布 閃電霹靂一直打 而且是亂

情 然後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佛陀的僧團 趕出去 要趕
出去以前 祂跟釋迦牟尼佛報告這件事情 大迦葉講說
文殊師利菩薩很不安分 三更半夜女生都在祂的房間裡
面 燈火通明人來人往 非常的吵雜 而且有時候文殊師
利菩薩還單獨召見女生 闢室密談 開房間跟女生單獨談
話 這個很可惡 這是違反戒律的 一定要開除 祂跟釋
迦牟尼佛報告 一定要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去
佛陀就問大迦葉尊者：﹁你準備如何處置文殊師利菩
薩？﹂大迦葉回答：﹁趕出僧團 沒有第二句話 祂違反
戒律 ﹂哇！這個事情嚴重了 佛陀就跟大迦葉講：﹁你
是趕不走祂的﹂ ﹁為什麼趕不走祂呢？我們這裡的戒
律 我們這個範圍之內就不准許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趕不
走祂呢？﹂佛陀這時候用神變的方式 打開天的窗 看所
有十方佛國的境界 讓大迦葉看：﹁大迦葉你看 上方無
數的佛國 下方無數的佛國 四面八方無數的佛國都讓你
看 ﹂大迦葉看到很多的淨土 每一個佛國淨土上面都有
佛在說法 佛的旁邊統統站立了一個文殊師利菩薩 也就
是說 在所有十方佛國之中 每一個佛在說法 旁邊都站
立了一個文殊師利菩薩 大迦葉看了以後 也自己嚇了一
跳 怎麼全部的淨土都有文殊師利菩薩？
佛陀就問大迦葉尊者：﹁你要趕文殊師利菩薩出我們
的僧團 你是要趕哪一尊？﹂那大迦葉就沒有辦法了 可
見文殊師利菩薩的本身的力量 神變的力量到什麼程度？
沒辦法把文殊師利菩薩趕走 因為所有的佛國淨土都有文
殊師利菩薩 可以講祂是身外化身的高手 祂的能力已經
非常大了 祂的功德非常大 每一個佛國淨土都有文殊師
利菩薩 趕不走祂的 所以大迦葉到最後就沒有辦法了
就讓文殊師利菩薩自由 那大迦葉有問祂：﹁你是在哪裡

打 你們去韓國看過﹁亂打﹂沒有？你去韓國旅遊 都會
帶你去看韓國人的﹁亂打﹂ 有沒有人去看過﹁亂打﹂？
有去的人舉手 去Korea Tour 韓國人有一個叫做﹁亂
打﹂的節目 什麼東西拿起來就打 但是也是有一點節
奏 那個叫做﹁亂打﹂ 那個閃電就是亂打 雷公也是亂
打 劈哩啪啦的這樣子打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緣故 釋迦
牟尼佛問文殊師利菩薩：﹁你看見了嗎？﹂文殊師利菩薩
說看見了 是魔王波旬來搗亂釋迦牟尼佛的說法 讓釋迦
牟尼佛說法的聲音大家都聽不到 因
為閃電 雷公拼命打 原來是魔王波
旬來搗蛋 大家都沒有辦法 所有的
大弟子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正在聽
法 突然閃電雷公打得劈哩啪啦的亂
打 原來是魔王波旬來搗蛋
這時候文殊師利菩薩就知道
佛陀跟祂講：﹁文殊師利菩薩 祢看
到了嗎？﹂祂說看到了 魔王在搗
蛋 ﹁那你想辦法吧！﹂文殊師利菩
薩就舉一個指頭而已 不是這個指
頭 是﹁鉤召印﹂︵聖尊示範︶ 但
是比另外一個指頭在我們世間是不允
許的 你如果比那個指頭比向那個
人 那個人就會追著你打 我不敢比
那個指頭 我就用這個指頭代表 文
殊師利菩薩舉出那個指頭出來 可以
講就是降伏印 那個指頭一舉出來
空中就掉下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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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結夏安居是知道 但是結夏安居跟文殊師利菩薩有關
的故事 你們知道嗎？好啦 很多人不知道 反正你們聽
過的人就再聽一遍吧！
我講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就在結夏安居的時候 大迦
葉尊者祂就像我們現在的監院 專門管理結夏安居的秩
序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巖洞 或者是在竹林精舍 所有的
僧團的人大家就在做修行的工作 大迦葉尊者在巡邏 看
看哪一個比丘私自跑去化緣 或是翻牆出去飲酒 祂都會
給他記過 大迦葉尊者就是監院 翻牆出去飲酒或去喝下
午茶都不行的 祂規定很嚴的 就是按照規矩這樣子生
活 但是大迦葉尊者發現一件事情 文殊師利菩薩的宿舍
有非常多的女生 像王妃 秀女 宮女啊 很多的女生進
出文殊師利菩薩的房間 祂發覺白天也進去 晚上也進
去 有時候到了半夜 女生才從文殊師利菩薩的房間走出
來 又走進去又走出來 一大堆的女生今天來了好多個
明天又來好多個 天天這樣子 大迦葉非常的憤怒 因為
你知道 上座部的這些聲聞祂們很多規矩的 尤其是怎麼
那麼多的女生到祢的房間做什麼？祂覺得應該舉報 然後
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僧團 不准你在我們這個團體裡面
趕出去
也就是說 結夏安居 每一個人在分配的宿舍 在那
裡安居 每一個人都很安靜 就只有文殊師利菩薩那邊絡
繹不絕 好多的王妃 宮女 朝廷的秀女 怎麼樣的女生
排隊 天天進出文殊師利菩薩的房間 所以大迦葉尊者就
打板 以前我們出家人有一種叫打板 吃飯的時候就是敲
有一條魚的板 然後敲幾聲就是吃飯 做什麼事情都是用
打板 那麼大迦葉準備打板召集所有的僧眾 告訴這件事

結夏安居？﹂祂說：﹁我是在阿闍世王王妃的房間結夏安
居 ﹂在國王的王妃房間結夏安居 這個只有文殊師利菩
薩才有可能 所以我們如果看見有道行的高僧 也不要意
外 沒什麼好意外的 我現在也沒什麼好講 就是這樣
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這是一個故事
我講第二個故事 魔王波旬 那時候釋迦牟尼佛在王
舍城給孤獨園 在那邊說法給所有的弟子聽 這個時候天
上突然起變化 烏雲密布 閃電霹靂一直打 而且是亂

情 然後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佛陀的僧團 趕出去 要趕
出去以前 祂跟釋迦牟尼佛報告這件事情 大迦葉講說
文殊師利菩薩很不安分 三更半夜女生都在祂的房間裡
面 燈火通明人來人往 非常的吵雜 而且有時候文殊師
利菩薩還單獨召見女生 闢室密談 開房間跟女生單獨談
話 這個很可惡 這是違反戒律的 一定要開除 祂跟釋
迦牟尼佛報告 一定要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去
佛陀就問大迦葉尊者：﹁你準備如何處置文殊師利菩
薩？﹂大迦葉回答：﹁趕出僧團 沒有第二句話 祂違反
戒律 ﹂哇！這個事情嚴重了 佛陀就跟大迦葉講：﹁你
是趕不走祂的﹂ ﹁為什麼趕不走祂呢？我們這裡的戒
律 我們這個範圍之內就不准許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趕不
走祂呢？﹂佛陀這時候用神變的方式 打開天的窗 看所
有十方佛國的境界 讓大迦葉看：﹁大迦葉你看 上方無
數的佛國 下方無數的佛國 四面八方無數的佛國都讓你
看 ﹂大迦葉看到很多的淨土 每一個佛國淨土上面都有
佛在說法 佛的旁邊統統站立了一個文殊師利菩薩 也就
是說 在所有十方佛國之中 每一個佛在說法 旁邊都站
立了一個文殊師利菩薩 大迦葉看了以後 也自己嚇了一
跳 怎麼全部的淨土都有文殊師利菩薩？
佛陀就問大迦葉尊者：﹁你要趕文殊師利菩薩出我們
的僧團 你是要趕哪一尊？﹂那大迦葉就沒有辦法了 可
見文殊師利菩薩的本身的力量 神變的力量到什麼程度？
沒辦法把文殊師利菩薩趕走 因為所有的佛國淨土都有文
殊師利菩薩 可以講祂是身外化身的高手 祂的能力已經
非常大了 祂的功德非常大 每一個佛國淨土都有文殊師
利菩薩 趕不走祂的 所以大迦葉到最後就沒有辦法了
就讓文殊師利菩薩自由 那大迦葉有問祂：﹁你是在哪裡

打 你們去韓國看過﹁亂打﹂沒有？你去韓國旅遊 都會
帶你去看韓國人的﹁亂打﹂ 有沒有人去看過﹁亂打﹂？
有去的人舉手 去Korea Tour 韓國人有一個叫做﹁亂
打﹂的節目 什麼東西拿起來就打 但是也是有一點節
奏 那個叫做﹁亂打﹂ 那個閃電就是亂打 雷公也是亂
打 劈哩啪啦的這樣子打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緣故 釋迦
牟尼佛問文殊師利菩薩：﹁你看見了嗎？﹂文殊師利菩薩
說看見了 是魔王波旬來搗亂釋迦牟尼佛的說法 讓釋迦
牟尼佛說法的聲音大家都聽不到 因
為閃電 雷公拼命打 原來是魔王波
旬來搗蛋 大家都沒有辦法 所有的
大弟子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正在聽
法 突然閃電雷公打得劈哩啪啦的亂
打 原來是魔王波旬來搗蛋
這時候文殊師利菩薩就知道
佛陀跟祂講：﹁文殊師利菩薩 祢看
到了嗎？﹂祂說看到了 魔王在搗
蛋 ﹁那你想辦法吧！﹂文殊師利菩
薩就舉一個指頭而已 不是這個指
頭 是﹁鉤召印﹂︵聖尊示範︶ 但
是比另外一個指頭在我們世間是不允
許的 你如果比那個指頭比向那個
人 那個人就會追著你打 我不敢比
那個指頭 我就用這個指頭代表 文
殊師利菩薩舉出那個指頭出來 可以
講就是降伏印 那個指頭一舉出來
空中就掉下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魔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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諍三昧 現在有誰能講？那個蓮慈上師？啊？染淨無別？
好 等一下魔王講給你聽︵笑︶ 無行三昧？沒有發生什
麼？沒有花生我天天吃花生耶！OKAY好好好 你說沒有
再來呢？還有誰呢？喔 無住的心叫無諍三昧？這裡面有
三昧耶！有三個道理在 魔王回答：﹁平等性智﹂ 祂回
答這四個字│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也就是不管是我你他都
是平等 平等性智 任何一個東西全部都是平等 既然是
平等 當然就沒有諍 那個諍就出來了 既然平等當然無
諍啊！這是魔王講的 什麼是無諍三昧？魔王講：﹁無諍
三昧就是平等性智﹂ 因為一切都是平等的 沒有上下左
右之分 當然就沒有諍 就無諍了 喔！那個叫﹁無諍三
昧﹂喔？我講的你們老是要挑剔！講英文也是錯 講中文
也是錯 不過 的確我中文是稍微好一點 但是有時候發
音也是不準 當然你們人多嘛！我只有一個人 當然輸給
你們 好 無諍三昧好啦！無諍 反正舍利弗問的
好啦！最會說法的是誰呀？是富樓那 富樓那是最會
說法 富樓那提一個問題 他問魔王：﹁請問魔王 什麼
是清淨的說法？﹂ 這個念珠還在喔！你們講 什麼是清
淨的說法？你麻麻鞏 麻麻TALK？還有沒有？什麼是清淨
的說法？啊？法界體性智？這範圍太大啦！才只有說法
嗎？法界體性智太多了啦！說法只是其中一樣而已呀！好
啦！我收起來不賣︵笑︶ 無言的說法？哎 很接近 我
告訴你魔王是怎麼回答的 真正清淨的說法 魔王是這樣
子回答的：﹁說法的人是水中的月亮 聽法的人是幻
人 ﹂ 說法的是水中的月亮 聽法的是幻人 ﹁然後說
法的聲音是空谷回音﹂ 魔王回答：﹁這是最清淨的說
法 ﹂ 祂說最清淨的說法 魔王這樣子回答 你們認為

波旬 他掉到釋迦牟尼佛的面前 魔王波旬被文殊師利菩
薩一勾：﹁下來！﹂ 他就﹁碰﹂ 掉到地上 一下子天
氣就完全晴朗
這個時候 魔王波旬還被繩子綁住 被文殊師利菩薩
拋出去的捆仙索 給它圈起來綁住 掉到釋迦牟尼佛面
前 魔王就大喊：﹁我已經被綁住！﹂祂說：﹁你這樣子
搗蛋釋迦牟尼佛說法 ﹂魔王就講：﹁這本來就是我的職
責 因為我的職責就是 凡是有學佛法的 我就去給他作
障 做逆緣 讓他不順 我專門搗蛋佛教的 這是我的職
責 我除了這個什麼都不會 我就是會搗蛋 ﹂魔王波旬
就這麼講 文殊師利菩薩就跟魔王講：﹁我現在就要教你
行如來的事業﹂ 魔王說：﹁哪有可能？釋迦牟尼佛行如
來的事業一定是可以的 祂本來就是行如來的事業 叫我
這個魔王來行如來的事業 去弘法教化眾生是不可能的事
情 ﹂文殊師利菩薩跟魔王講：﹁我只要給你摩頂加持
你就能夠行如來的事業 ﹂魔王怎麼回答呢？他說：﹁不
可能的事 我這個魔是比天子魔還要高 我是最高的魔王
波旬 沒有人能夠指揮我的 今天被你綁了是我不小心
不注意才被你綁 否則哪裡可能被你綁 ﹂
文殊師利菩薩笑一笑 走過來 給他加持 一摩頂
繩子掉了 這個魔王馬上轉化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釋迦
牟尼佛看了這個表演以後 祂自己走到旁邊去坐 魔王就
坐上釋迦牟尼佛的法座 獅子座喔 魔王就坐在釋迦牟尼
佛的獅子座上面 這個時候 魔王化身的釋迦牟尼佛就開
口說話：﹁現在你們十大弟子 每一個人問我一個最難的
問題 我都幫你們解答 ﹂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解答十
大弟子的問題 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解答十大弟子的問
題 第一個 大伽葉就站起來就問了 糟糕 現在要靠我

怎麼樣？這個意境都是很高的喔！這個意境都很高喔！聽
法的人是幻人 幻化出來的人 那麼說法的人是水中的月
亮 也等於是沒有 說法的聲音就是空谷回音 沒有人說
法但是風吹到空谷裡面產生出來的聲音 是最清淨的說
法 就是這個意思 哇！這個不得了！
另外 優婆離提出一個問題 提出什麼問題：﹁什麼
才是真正的守戒？﹂ 怎麼樣子守戒律？優婆離是戒律第
一呀！持戒第一呀！什麼才是真正的持戒？好啦！又拿出
來︵師尊拿出獎品︶！什麼叫做真正的持戒？啊？你們站
起來好了 站起來就答 八風吹不動？但還是有風啊！
啊？無執？沒有執著？其中之一 不動念？念頭不動 念
頭不動是真正的持戒？三輪體空？好啦！也不是三輪
啊？戒而無戒？我告訴你喔 魔王回答 三個：﹁無做
作﹂ 什麼叫無做作 你故意 刻意去做 就是沒有刻意
去守這個戒 另外還有一個 剛剛蓮慈講 是什麼？﹁沒
有執著﹂ 沒有執著 沒有刻意去做 還有最後一個﹁無
心﹂ 就等於是說 你沒有戒律 你無心 你沒有心去做
這些事情 祂說這個是真正的持戒 也就是說不造作 不
執著 你沒有那個心 這三個合起來就是真正的持戒
哇！還有很多的十大弟子都有問 都有問魔王的問
題 魔王都回答 釋迦牟尼佛在旁邊打分數 祂打一千
分！所以魔王也能夠做如來的事業 因為文殊師利菩薩的
加持 魔王就變成佛 我們今天啊 只要受文殊師利菩薩
的灌頂 得到了智慧 不得了！真的是 所以文殊師利菩
薩是不得了的 祂能夠把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還可
以回答十大弟子的提問 這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本身的功
德深不可測 祂的功德深不可測的地方

的記憶力 因為我記不起來了 呀 轉一轉看看 喔 我
真的記不起來了 怎麼辦喔？我加持自己吧！加持一下
大伽葉問什麼問題呢？啊 喔 終於記起來了︵笑︶
大伽葉問了一個問題：﹁有人修禪定修得非常好 有
一個比丘修禪定修得非常好 有什麼能夠做為這個比丘的
障礙呢？修禪定修得非常好的比丘 有什麼能成為他的障
礙？﹂ 魔王回答：﹁如果這個人還有禪定的這個心存
在 而且他已經嚐到了禪定的滋味 這個禪定的心跟禪定
的滋味 就成了這個修禪定修得很好的比丘的障礙 ﹂
這是魔王回答的喔！不是釋迦牟尼佛回答的 大伽葉一
聽 釋迦牟尼佛在旁邊打分數說：﹁一百分﹂
再來呢 須菩提尊者問 提出一個問題 他問的問題
是這樣子：﹁如果我們出去受人家的供養 這個時候我們
出去受供養的時候 用的是什麼心來受供養？﹂就問這個
魔王 你們自己現在想想看 你們出去化緣 你用什麼心
來接受人家的供養？你稍微自己想想看 魔王的回答是這
樣子回答的：﹁沒有取捨的心﹂ 沒有取跟捨的心 也就
是我出去 就是一種隨喜隨順 人家給我什麼 我看到什
麼 我想要什麼 這個叫做取的心；沒有捨的心就是說
這個東西我不想吃 那我就把它捨掉 你要給我供養 這
個東西我不吃 我就把它捨 祂說：﹁接受供養是不取不
捨的心 ﹂ 是魔王講的 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旁邊打
分數：﹁一百分﹂ 一百分喔！
再來 舍利弗發問 舍利弗問魔王 他說：﹁釋迦牟
尼佛曾經講﹃無諍三昧﹄ 什麼叫做無諍三昧？﹂ 好
啦！無諍三昧 考你們喔！獎品在這裡呀︵笑︶！佛陀講
無諍三昧是什麼意思？你們講得出來嗎？能夠講得出來
的 這個就給他啦！這一串 我哈一口氣 哈！你講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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諍三昧 現在有誰能講？那個蓮慈上師？啊？染淨無別？
好 等一下魔王講給你聽︵笑︶ 無行三昧？沒有發生什
麼？沒有花生我天天吃花生耶！OKAY好好好 你說沒有
再來呢？還有誰呢？喔 無住的心叫無諍三昧？這裡面有
三昧耶！有三個道理在 魔王回答：﹁平等性智﹂ 祂回
答這四個字│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也就是不管是我你他都
是平等 平等性智 任何一個東西全部都是平等 既然是
平等 當然就沒有諍 那個諍就出來了 既然平等當然無
諍啊！這是魔王講的 什麼是無諍三昧？魔王講：﹁無諍
三昧就是平等性智﹂ 因為一切都是平等的 沒有上下左
右之分 當然就沒有諍 就無諍了 喔！那個叫﹁無諍三
昧﹂喔？我講的你們老是要挑剔！講英文也是錯 講中文
也是錯 不過 的確我中文是稍微好一點 但是有時候發
音也是不準 當然你們人多嘛！我只有一個人 當然輸給
你們 好 無諍三昧好啦！無諍 反正舍利弗問的
好啦！最會說法的是誰呀？是富樓那 富樓那是最會
說法 富樓那提一個問題 他問魔王：﹁請問魔王 什麼
是清淨的說法？﹂ 這個念珠還在喔！你們講 什麼是清
淨的說法？你麻麻鞏 麻麻TALK？還有沒有？什麼是清淨
的說法？啊？法界體性智？這範圍太大啦！才只有說法
嗎？法界體性智太多了啦！說法只是其中一樣而已呀！好
啦！我收起來不賣︵笑︶ 無言的說法？哎 很接近 我
告訴你魔王是怎麼回答的 真正清淨的說法 魔王是這樣
子回答的：﹁說法的人是水中的月亮 聽法的人是幻
人 ﹂ 說法的是水中的月亮 聽法的是幻人 ﹁然後說
法的聲音是空谷回音﹂ 魔王回答：﹁這是最清淨的說
法 ﹂ 祂說最清淨的說法 魔王這樣子回答 你們認為

波旬 他掉到釋迦牟尼佛的面前 魔王波旬被文殊師利菩
薩一勾：﹁下來！﹂ 他就﹁碰﹂ 掉到地上 一下子天
氣就完全晴朗
這個時候 魔王波旬還被繩子綁住 被文殊師利菩薩
拋出去的捆仙索 給它圈起來綁住 掉到釋迦牟尼佛面
前 魔王就大喊：﹁我已經被綁住！﹂祂說：﹁你這樣子
搗蛋釋迦牟尼佛說法 ﹂魔王就講：﹁這本來就是我的職
責 因為我的職責就是 凡是有學佛法的 我就去給他作
障 做逆緣 讓他不順 我專門搗蛋佛教的 這是我的職
責 我除了這個什麼都不會 我就是會搗蛋 ﹂魔王波旬
就這麼講 文殊師利菩薩就跟魔王講：﹁我現在就要教你
行如來的事業﹂ 魔王說：﹁哪有可能？釋迦牟尼佛行如
來的事業一定是可以的 祂本來就是行如來的事業 叫我
這個魔王來行如來的事業 去弘法教化眾生是不可能的事
情 ﹂文殊師利菩薩跟魔王講：﹁我只要給你摩頂加持
你就能夠行如來的事業 ﹂魔王怎麼回答呢？他說：﹁不
可能的事 我這個魔是比天子魔還要高 我是最高的魔王
波旬 沒有人能夠指揮我的 今天被你綁了是我不小心
不注意才被你綁 否則哪裡可能被你綁 ﹂
文殊師利菩薩笑一笑 走過來 給他加持 一摩頂
繩子掉了 這個魔王馬上轉化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釋迦
牟尼佛看了這個表演以後 祂自己走到旁邊去坐 魔王就
坐上釋迦牟尼佛的法座 獅子座喔 魔王就坐在釋迦牟尼
佛的獅子座上面 這個時候 魔王化身的釋迦牟尼佛就開
口說話：﹁現在你們十大弟子 每一個人問我一個最難的
問題 我都幫你們解答 ﹂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解答十
大弟子的問題 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解答十大弟子的問
題 第一個 大伽葉就站起來就問了 糟糕 現在要靠我

怎麼樣？這個意境都是很高的喔！這個意境都很高喔！聽
法的人是幻人 幻化出來的人 那麼說法的人是水中的月
亮 也等於是沒有 說法的聲音就是空谷回音 沒有人說
法但是風吹到空谷裡面產生出來的聲音 是最清淨的說
法 就是這個意思 哇！這個不得了！
另外 優婆離提出一個問題 提出什麼問題：﹁什麼
才是真正的守戒？﹂ 怎麼樣子守戒律？優婆離是戒律第
一呀！持戒第一呀！什麼才是真正的持戒？好啦！又拿出
來︵師尊拿出獎品︶！什麼叫做真正的持戒？啊？你們站
起來好了 站起來就答 八風吹不動？但還是有風啊！
啊？無執？沒有執著？其中之一 不動念？念頭不動 念
頭不動是真正的持戒？三輪體空？好啦！也不是三輪
啊？戒而無戒？我告訴你喔 魔王回答 三個：﹁無做
作﹂ 什麼叫無做作 你故意 刻意去做 就是沒有刻意
去守這個戒 另外還有一個 剛剛蓮慈講 是什麼？﹁沒
有執著﹂ 沒有執著 沒有刻意去做 還有最後一個﹁無
心﹂ 就等於是說 你沒有戒律 你無心 你沒有心去做
這些事情 祂說這個是真正的持戒 也就是說不造作 不
執著 你沒有那個心 這三個合起來就是真正的持戒
哇！還有很多的十大弟子都有問 都有問魔王的問
題 魔王都回答 釋迦牟尼佛在旁邊打分數 祂打一千
分！所以魔王也能夠做如來的事業 因為文殊師利菩薩的
加持 魔王就變成佛 我們今天啊 只要受文殊師利菩薩
的灌頂 得到了智慧 不得了！真的是 所以文殊師利菩
薩是不得了的 祂能夠把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還可
以回答十大弟子的提問 這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本身的功
德深不可測 祂的功德深不可測的地方

的記憶力 因為我記不起來了 呀 轉一轉看看 喔 我
真的記不起來了 怎麼辦喔？我加持自己吧！加持一下
大伽葉問什麼問題呢？啊 喔 終於記起來了︵笑︶
大伽葉問了一個問題：﹁有人修禪定修得非常好 有
一個比丘修禪定修得非常好 有什麼能夠做為這個比丘的
障礙呢？修禪定修得非常好的比丘 有什麼能成為他的障
礙？﹂ 魔王回答：﹁如果這個人還有禪定的這個心存
在 而且他已經嚐到了禪定的滋味 這個禪定的心跟禪定
的滋味 就成了這個修禪定修得很好的比丘的障礙 ﹂
這是魔王回答的喔！不是釋迦牟尼佛回答的 大伽葉一
聽 釋迦牟尼佛在旁邊打分數說：﹁一百分﹂
再來呢 須菩提尊者問 提出一個問題 他問的問題
是這樣子：﹁如果我們出去受人家的供養 這個時候我們
出去受供養的時候 用的是什麼心來受供養？﹂就問這個
魔王 你們自己現在想想看 你們出去化緣 你用什麼心
來接受人家的供養？你稍微自己想想看 魔王的回答是這
樣子回答的：﹁沒有取捨的心﹂ 沒有取跟捨的心 也就
是我出去 就是一種隨喜隨順 人家給我什麼 我看到什
麼 我想要什麼 這個叫做取的心；沒有捨的心就是說
這個東西我不想吃 那我就把它捨掉 你要給我供養 這
個東西我不吃 我就把它捨 祂說：﹁接受供養是不取不
捨的心 ﹂ 是魔王講的 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旁邊打
分數：﹁一百分﹂ 一百分喔！
再來 舍利弗發問 舍利弗問魔王 他說：﹁釋迦牟
尼佛曾經講﹃無諍三昧﹄ 什麼叫做無諍三昧？﹂ 好
啦！無諍三昧 考你們喔！獎品在這裡呀︵笑︶！佛陀講
無諍三昧是什麼意思？你們講得出來嗎？能夠講得出來
的 這個就給他啦！這一串 我哈一口氣 哈！你講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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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 還有健保局它希望你趕快死掉 只有小偷最有良心
哪 希望你有錢給他偷︵笑︶ 他偷到一個窮光蛋他就完
蛋了 所以二○一九年最有良心的人就是小偷 應該佛法
是最好 佛法是最善良的
現在的騙子非常多 剛剛看新聞報告說﹁儲戶存款消
失了幾十萬 幾百萬都會不翼而飛﹂ 現在的騙子很多
真的 從Computer裡面就可以把銀行的存款 利用好像是
說網路或者Computer或這怎麼樣子 就把你的錢從銀行裡
面拿走 就會消失不見 我記得︿芝城雷藏寺﹀有發生過
這種事情 它的銀行Account裡面的錢突然之間沒有了
這個人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馬上騎腳踏車到銀行 馬上插
卡 輸了密碼查看 還好 八十塊錢還在：﹁急死人了！
以後不再看新聞了！心好累喔！﹂ 走出銀行心更累 因
為八十塊錢雖然還在 腳踏車不見了 所以師尊講過 不
用緊張 是你的一定還在 不是你的就沒有了︵笑︶ 真
的 我們學佛的人就隨順哪！隨緣 隨順 隨喜
找女朋友 娶老婆這種事情 你首先得要明白一些道
理 繡針沒有兩頭尖 甘蔗沒有兩頭甜 你選擇了如何的
女人 你得接受她的霸道；你選擇了有錢的女人 你得接
受她的強勢；你選擇了有理性的女人 你得接受她的算
計；你選擇了十全十美的女人 對不起 只有在夢裡面
有 總之 現在的女權至上
其實佛陀講的對呀！如果沒有女人的話 正法不會只
剩下五百年 因為有了女人進入佛教 所以正法本來是一
千年的就剩下五百年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上師跟女人
走了 出家的法師也跟女人走了 現在在北京生孩子也
有 對呀 沒辦法 女人真的是很麻煩 但是沒有女人好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頌中﹃輪等﹄ 謂菩
提心不動二輪及動之四輪 共六輪 不動二輪為：眉間從
父所得甘露其白如月 密處從母所得囉達其紅如日 此二
者分別依中脈之上下二端 因氣不出入 故不動 於死時
方動 ﹂
﹁動之四輪為：臍 心 喉 頂四輪 其為精血二脈
之依 氣能入出 故為動之輪 ﹂
﹁其他十二大關節 各住四個能生四集病之四脈瓣；
如此 身有十八輪 ﹂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處 ﹂
﹁頌中﹃其他等﹄句 即不分脈等流降菩提心之三十
二脈 及七萬二千細微脈 拇指紋 或各針尖處 若生痛
則決斷於該處 ﹂
這一段話 其實它只是講六個輪 我覺得是七個輪才
對耶！七個輪才對 你看我們那個輪講起來有頂輪 眉心
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生殖輪 海底輪 一共是七輪
嘛！它這裡只講六個輪 而且它講有兩個輪是不動的 第
一個它講的是眉間從父所得的甘露其白如月 那就是眉心
輪 是不動的；那麼﹁密處從母所得的囉達其紅如日 此
二輪分別依中脈之上下兩端 因氣不出入 故不動﹂ 我
覺得不動是不對的！它說死的時候才動？我覺得這個有點
問題？密處 密輪死的時候才動？死都不動了︵笑︶ 密
輪死的時候才動？這個不對吧！
動的四輪是臍輪 我知道臍輪是動的；心輪 按照師
父所傳授的 心輪才是不動的 因為心輪的中間有佛性
有真正的佛性在裡面 如果佛性動的話 表示就會死 那
個是不動的 心輪才是不動的；喉輪是動的 頂輪是動
的 眉心輪是動的 密輪是動的 海底輪是動的 頂輪也

像也不太行 總之 平等啊！
在確認一個女人成為你的女朋友之前 你要先帶他去
游泳池游泳 這樣子做有三個好處 教大家喔！教那些男
生 你認識她 喜歡她 你先帶她去游泳池游泳 有三個
好處 第一個 可以看到真正的身材 沒有穿過多的衣
服 擋也擋不住 她只有穿游泳褲 比基尼 這樣身材都
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個 可以看她的素顏 你知道
嗎？在水裡呀 你塗了什麼膏 什麼粉底 都將不復存
在 她那蛤蟆的臉就會露出來 帶她去游泳 你就可以看
到她真正的面目 真面目 游泳沒辦法化妝的 也可以
呀？那這條真的不夠精彩 第三個 等她學會了游泳以
後 她以後就不會問 如果她跟你媽掉到水裡你會先救誰
這個問題 她就不會再問 因為她會游泳了嘛！對不對？
會游泳就不會問這種傻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道理 真的 你不要看外表漂亮
外表漂亮有時候是沒有用的！你知道嗎？外表她穿了衣
服 看起來真的是美如天仙 你知道她脫了變成什麼嗎？
變成南京板鴨啊！北京烤鴨 有一對老夫妻在結婚六十年
的晚會上 記者問老太太 主持人問：﹁你覺得老公有缺
點嗎？﹂ 老太太回答：﹁多如天上的繁星 數都數不
清 ﹂ 老公是有缺點的 數不清 主持人講：﹁那你老
公的優點多嗎？﹂ 老太太講：﹁很少 只有一個 就像
天上的太陽 ﹂ 主持人問：﹁那你能跟他結婚六十年而
且如此恩愛 是什麼原因呢？﹂ 老太太回答：﹁因為太
陽出來 星星都不見了 ﹂ 師尊是太陽 太陽出來
哎 太陽沒有出來呀 天這麼暗 太陽出不來了 嗡嘛呢
唄咪吽

是動的 所以師父所教的只有一樣氣是不動的 就是心氣
是不動的 因為我們人身上有五種氣 上行氣 下行氣
遍行氣 火伴氣 另外還有心氣 對不對？就是命氣 因
為命氣在心輪嘛 那這五種氣嘛！如果命氣動的話 就是
死 就是要涅槃了 命氣才動 其他的都是動的
它這裡講的動跟不動 也是講到氣的問題 然後它跟
師父所講的不太一樣 因為命氣是不動的 其他全部都是
動的 因為氣也可以從頂竅出去啊！也可以從密輪出去
啊！喔 都是動的 其他都是旋轉的 都是動的 只有命
氣不動 也就是心氣啦！只有心輪裡面的氣是不動的 心
輪的氣動的話那就不對了 它也是講氣能入出 ﹁其他十
二大關節 各住四個能生四集病之四脈瓣；如此 身有十
八輪 身體有十八個輪脈 ﹂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之間﹂ 這個我已經講
過了 哪裡痛 你就把氣運到哪裡 多走幾次那個痛就會
消除掉 我昨天晚上講的那個脈結就是結起來 你不給它
通脈 不打開脈結 那痛永遠存在的 打開脈結就不痛
了 有七萬兩千個細微脈 這個當然啦 到毛細孔 到了
拇指的紋 或各針尖處 就是毛細孔 ﹁若生痛則決斷於
該處﹂ 你只要哪裡痛 氣就走哪裡就對了 它是這樣子
講 今天跟大家講︽道果︾
在古代 藥店裡面都會掛一幅對聯﹁但願世間人無
病 寧可架上藥生塵﹂ 橫批﹁天下太平﹂ 古代的藥店
都有這個對聯 如今的藥店則掛一個很大的橫幅﹁買十贈
五 多買多送 購滿五百元送棉花棒一盒﹂ 這個真是古
代跟現代不同的地方 古代還是有善心的人 現在是沒
有 當今的社會是怎麼樣子呢？交通警察希望你違規 律
師希望你能夠告狀 老師希望學生能夠補課 醫生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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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 還有健保局它希望你趕快死掉 只有小偷最有良心
哪 希望你有錢給他偷︵笑︶ 他偷到一個窮光蛋他就完
蛋了 所以二○一九年最有良心的人就是小偷 應該佛法
是最好 佛法是最善良的
現在的騙子非常多 剛剛看新聞報告說﹁儲戶存款消
失了幾十萬 幾百萬都會不翼而飛﹂ 現在的騙子很多
真的 從Computer裡面就可以把銀行的存款 利用好像是
說網路或者Computer或這怎麼樣子 就把你的錢從銀行裡
面拿走 就會消失不見 我記得︿芝城雷藏寺﹀有發生過
這種事情 它的銀行Account裡面的錢突然之間沒有了
這個人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馬上騎腳踏車到銀行 馬上插
卡 輸了密碼查看 還好 八十塊錢還在：﹁急死人了！
以後不再看新聞了！心好累喔！﹂ 走出銀行心更累 因
為八十塊錢雖然還在 腳踏車不見了 所以師尊講過 不
用緊張 是你的一定還在 不是你的就沒有了︵笑︶ 真
的 我們學佛的人就隨順哪！隨緣 隨順 隨喜
找女朋友 娶老婆這種事情 你首先得要明白一些道
理 繡針沒有兩頭尖 甘蔗沒有兩頭甜 你選擇了如何的
女人 你得接受她的霸道；你選擇了有錢的女人 你得接
受她的強勢；你選擇了有理性的女人 你得接受她的算
計；你選擇了十全十美的女人 對不起 只有在夢裡面
有 總之 現在的女權至上
其實佛陀講的對呀！如果沒有女人的話 正法不會只
剩下五百年 因為有了女人進入佛教 所以正法本來是一
千年的就剩下五百年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上師跟女人
走了 出家的法師也跟女人走了 現在在北京生孩子也
有 對呀 沒辦法 女人真的是很麻煩 但是沒有女人好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頌中﹃輪等﹄ 謂菩
提心不動二輪及動之四輪 共六輪 不動二輪為：眉間從
父所得甘露其白如月 密處從母所得囉達其紅如日 此二
者分別依中脈之上下二端 因氣不出入 故不動 於死時
方動 ﹂
﹁動之四輪為：臍 心 喉 頂四輪 其為精血二脈
之依 氣能入出 故為動之輪 ﹂
﹁其他十二大關節 各住四個能生四集病之四脈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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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不太行 總之 平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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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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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云：﹁各地初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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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

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二

三十間開解脈結決斷﹂
處
依喜等十二具蓮

以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

三十二脈結
女
登初地極喜地
所謂﹁決

至第十二地

結
是指氣明點堅固

大智地之一脈結開解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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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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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訶
雙蓮池蓮花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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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實是：︿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
廖大使東周夫人 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
Teresa師姐 ﹁真佛般若藏﹂執行長周慧芳律師 林淑華
醫師 加州高銘祿師兄伉儷 ︿長榮航空公司﹀空姐楊佩
倪師姐 大家晚安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上一回有提到蓮華生大士跟蓮花童子之間 祂們的關
係 這一回是同修蓮花童子 我總不能再講說蓮花童子跟
蓮華生大士又有什麼關係 這回應該這麼講 今天我們同
修蓮花童子 修法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跟蓮花童子合一
司儀在這裡嗎？剛剛提到皈依樹 蓮花童子在中間 上面
是傳承的祖師 有佛跟菩薩 底下有護法跟所有的金剛
神 蓮花童子化成光點移到頭頂上 然後由頂竅進入到行
者的心中 然後再漸漸把蓮花童子放大 把自己變成蓮花
童子 有沒有這個過程？有啊？但是我覺得今天好像沒
有 是真的 你只是講說 其實也可以這樣子 蓮花童子
祂白色的光﹁嗡﹂ 照射行者 有這樣子講？﹁阿﹂紅色
的光照行者的喉部 ﹁吽﹂藍色的光照行者的心際 然後
最後蓮花童子的百寶光照射行者 行者的所有業障從毛細
孔流出來 這是有的；但是沒有變化為蓮花童子 其實修
本尊法的時候 最重要是自己跟本尊無二無別的合一 這
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修本尊法 不能只是說消除你的業
障 你自己要變成本尊 這一點非常地重要
在密教來講 其實我們身上 經常是這樣子的 自己

的上師 跟本尊 跟護法 跟行者之間 是一種三昧耶
上師 本尊 護法跟修行的人是永遠不分開的 而且是合
一的；經常是三合一或者是四合一 其實你自己本身就是
上師 就是本尊也是護法 真正到一昧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的 平時就要練習 這是非常重要的 蓮華生大士跟蓮花
童子又有什麼關係呢？其實蓮華生大士就是蓮花化生出來
的菩薩 蓮花化生出來的菩薩當然就是蓮花童子 二者無
分無別
蓮華生大士曾經講過一句名言 很重要的一句話：
﹁我無來去﹂ 我沒有來也沒有去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
思？根本祂沒有生也沒有死 ﹁我無來去﹂ 只要虔信我
的 很虔誠的相信蓮華生大士的 經常憶持蓮華生大士
的 ﹁我必現身為其說法﹂ 祂會現身而且跟這位修行的
人說法 每個月的十日 蓮華生大士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七月十日 每個月的十號 祂都會來巡視弟子 祂最後要
走的時候 騎著天馬 當然很多的傳說 回到烏金淨土的
西南隅 西南方的意思 蓮華生大士要離開人間示寂的時
候 說了這句話：﹁我無來去 只要虔誠信仰我的人 憶
念我的人 我必現身跟他說法 ﹂所以蓮華生大士隨時可
以顯現跟所有的人說法
師尊每天晚上或者中午要給大家加持摩頂的時候 其
實我是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祈求我的三個根本 祈請我的
上師 我的本尊 在祈請當中 我就念：﹁是諸佛要給大
家加持嗎？還是菩薩要顯現給大家加持呢？還是金剛要顯
現給大家加持呢？我都會問 還是護法要顯現給大家加持
呢？還是空行要給大家加持呢？還是諸天要給大家加持
呢？還是祖師要給大家加持呢？﹂我先祈請 然後問 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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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出現了一尊 我知道了這一尊要給大家加持 我再宣
布這一尊要給大家加持 是這樣子的 每一次我都一定
要祈請 中午吃完飯以後 晚餐吃完飯以後 我都是這
樣子祈請 可見祂們隨時都可以顯現給大家加持的 今
天我們修蓮花童子 告訴大家 你真的非常地虔敬虔
誠 非常的恭敬 唸蓮花童子的心咒 蓮花童子一樣可
以顯現給大家加持 跟蓮華生大士是一樣的 因為蓮華
生大士也等於是蓮花童子 童子的意思跟大士的意思是
一樣的 大士就是菩薩 童子也是菩薩 你看文殊師利
菩薩也可以稱文殊童子 是一樣的
有一位﹁天音雅樂﹂的同門在這裡嗎？蓮花麗田師
姐 她就站在那裡 那天﹁天音雅樂合唱團﹂供餐 她
跟我講 有一位印尼加里曼丹坤甸的一位黃師兄中風
在醫院裡面昏迷不醒 他太太就在旁邊一直唸﹃上師心
咒﹄：﹁嗡 咕嚕 蓮生 悉地 吽 ﹂黃師兄的太太
是印尼人 她知道在亞特蘭大的信恩跟春蘭︵以前叫春
麗︶的媽媽也是印尼人 她們是認識的 她就跟信恩春
蘭的媽媽講：﹁我的師兄已經中風昏迷 希望能夠給師
尊加持 ﹂那時候信恩跟春蘭的媽媽已經回到亞特蘭
大 她就告訴了蓮花麗田 拜託蓮花麗田拿我師兄的照
片給師尊加持 她就拿印尼坤甸黃師兄的照片給我加持
這樣子 在加持的同一個剎那 而且在同一天 她太太
在醫院裡面照顧中風的黃師兄 一面唸﹃上師心咒﹄
眼睛瞇了一下 打了一下盹 就是看見盧師尊走進來
走進醫院裡面 同樣加持的那個時間 看見師尊走進
來 給印尼坤甸的黃師兄做腦部手術 也不是什麼手
術 就是手伸進腦海裡面拿出黑色一大塊的血塊出來
然後對著血塊 師尊很滿意的笑一笑說：﹁可以了﹂

然後就走出去 這一走出去啊 那位躺著的黃師兄就醒
過來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都是有名有姓的
她先聯絡信恩的媽媽 信恩的媽媽再聯絡蓮花麗
田 蓮花麗田再拿著中風的黃師兄的照片給我加持 加
持的當時那一剎那 剛好她在唸﹃上師心咒﹄ 這個時
候就看到師尊進來 從腦海裡面拿出他的血塊 醫生認
為是不可能的 這一定會變成植物人的 因為腦裡面全
部都是血 就算救活了也是植物人 哪裡能夠醒過來
我講這樣 蓮花麗田對不對？︵蓮花麗田：昨天去複查
做MRI 醫生說已經完全沒有了︶完全好了 ︵蓮花麗
田：而且出血的血塊跟耳朵一樣大那麼大的血塊 昨天
去看都看不出來 一點都沒有了︶ 所以蓮花童子也可
以現身救人的 蓮華生大士能夠 因為蓮華生大士就是
蓮花童子 這是事實啊
那位師兄叫什麼名字？黃漢飛 現在是已經完全好
了 醫生是認為這個就算救起來也是植物人 蓮花童子
在救眾生就有這個現象 開腦的從腦裡面拿出東西的
印尼的伊莉莎白也是師尊從腦裡面把她的瘤拿出來 伊
莉莎白畫很多唐卡 她的女兒在西雅圖這邊讀書 她今
天晚上可能沒來 伊莉莎白她頭一直很痛 把瘤拿走以
後就好了 晚上做夢的時候 夢到師尊給她開刀 瘤拿
掉了 說剩下一點皮自己去處理 去照MRI的時候 真的
剩下一點皮 瘤就不見了 那天不是有一位同門嗎？是
從哪裡來的？脖子長了一個瘤 也是印尼來的 怎麼三
位都是印尼的？黃師兄的也是印尼的 伊莉莎白也是印
尼的 另外那個也是印尼來的 叫什麼名字？︵蓮花陳
麗︶ 才一摩頂她脖子的瘤就不見了 特別從印尼坐飛
機到西雅圖 要來問這個瘤的事情 趕過來在︿彩虹山

莊﹀給她摩一下頂 那個瘤就消失掉 消失掉以後 那個
講師就跟她講 你要問什麼事就寫一寫 就幫她寫：
﹁咦！妳脖子上的瘤怎麼不見了 ﹂她自己摸一下 不見
了 省下問事的錢 連問事的的紅包都不用給了 才摩個
頂而已 問事的紅包不給我啊 就這樣子好了 當場她就
講出來了 對不對？這已經有三個例子 怎麼三個都是印
尼的？好怪 難道我只有出現在印尼嗎？印尼的弟子也是
滿多的 印尼的弟子也是很虔誠的
蓮花童子你虔誠的跟祂求 唸﹃蓮花童子心咒﹄
以前我講過唸﹃蓮花童子心咒﹄八百萬遍 也不要說：
﹁我要唸那個比較少一點的﹂ 不用唸到八百萬遍 但是
﹃蓮花童子心咒﹄很短啊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這樣子就一遍了 你每天唸用計算機一直算一直
唸 唸了八百萬遍 有的真的到了摩訶雙蓮池 像陳仁和
師兄他就到了摩訶雙蓮池 有的也顯現了很多奇蹟 唸了
八百萬遍自然就顯現很多奇蹟 像Hanifa師姐的媽媽 她
只唸兩個 一個是﹃蓮花童子心咒﹄ 一個是︻高王觀世
音經︼ 她只唸這兩樣 她是坐化啊 身體沒有病耶 糟
糕了 又是印尼的
她媽媽住在印尼的瑪朗 然後她早上起來做完飯
她說剛剛好做飯 做完飯呢 準備出門一下 走到門那邊
覺得頭很暈 她就覺得應該坐一下椅子 就回到椅子上面
坐一下 她就是唸﹃上師心咒﹄ ︻高王經︼ 等一下坐
在椅子上不久就沒有呼吸了就走了 這就是屬於坐化 坐
著走的 哪有那麼好走的 有很多人都是在醫院裡面啊
台灣人講托腮連 這樣一躺好幾年 很可憐的 Hanifa的
媽媽是今天要出門 覺得頭很暈就坐在椅子上 一下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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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出現了一尊 我知道了這一尊要給大家加持 我再宣
布這一尊要給大家加持 是這樣子的 每一次我都一定
要祈請 中午吃完飯以後 晚餐吃完飯以後 我都是這
樣子祈請 可見祂們隨時都可以顯現給大家加持的 今
天我們修蓮花童子 告訴大家 你真的非常地虔敬虔
誠 非常的恭敬 唸蓮花童子的心咒 蓮花童子一樣可
以顯現給大家加持 跟蓮華生大士是一樣的 因為蓮華
生大士也等於是蓮花童子 童子的意思跟大士的意思是
一樣的 大士就是菩薩 童子也是菩薩 你看文殊師利
菩薩也可以稱文殊童子 是一樣的
有一位﹁天音雅樂﹂的同門在這裡嗎？蓮花麗田師
姐 她就站在那裡 那天﹁天音雅樂合唱團﹂供餐 她
跟我講 有一位印尼加里曼丹坤甸的一位黃師兄中風
在醫院裡面昏迷不醒 他太太就在旁邊一直唸﹃上師心
咒﹄：﹁嗡 咕嚕 蓮生 悉地 吽 ﹂黃師兄的太太
是印尼人 她知道在亞特蘭大的信恩跟春蘭︵以前叫春
麗︶的媽媽也是印尼人 她們是認識的 她就跟信恩春
蘭的媽媽講：﹁我的師兄已經中風昏迷 希望能夠給師
尊加持 ﹂那時候信恩跟春蘭的媽媽已經回到亞特蘭
大 她就告訴了蓮花麗田 拜託蓮花麗田拿我師兄的照
片給師尊加持 她就拿印尼坤甸黃師兄的照片給我加持
這樣子 在加持的同一個剎那 而且在同一天 她太太
在醫院裡面照顧中風的黃師兄 一面唸﹃上師心咒﹄
眼睛瞇了一下 打了一下盹 就是看見盧師尊走進來
走進醫院裡面 同樣加持的那個時間 看見師尊走進
來 給印尼坤甸的黃師兄做腦部手術 也不是什麼手
術 就是手伸進腦海裡面拿出黑色一大塊的血塊出來
然後對著血塊 師尊很滿意的笑一笑說：﹁可以了﹂

然後就走出去 這一走出去啊 那位躺著的黃師兄就醒
過來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都是有名有姓的
她先聯絡信恩的媽媽 信恩的媽媽再聯絡蓮花麗
田 蓮花麗田再拿著中風的黃師兄的照片給我加持 加
持的當時那一剎那 剛好她在唸﹃上師心咒﹄ 這個時
候就看到師尊進來 從腦海裡面拿出他的血塊 醫生認
為是不可能的 這一定會變成植物人的 因為腦裡面全
部都是血 就算救活了也是植物人 哪裡能夠醒過來
我講這樣 蓮花麗田對不對？︵蓮花麗田：昨天去複查
做MRI 醫生說已經完全沒有了︶完全好了 ︵蓮花麗
田：而且出血的血塊跟耳朵一樣大那麼大的血塊 昨天
去看都看不出來 一點都沒有了︶ 所以蓮花童子也可
以現身救人的 蓮華生大士能夠 因為蓮華生大士就是
蓮花童子 這是事實啊
那位師兄叫什麼名字？黃漢飛 現在是已經完全好
了 醫生是認為這個就算救起來也是植物人 蓮花童子
在救眾生就有這個現象 開腦的從腦裡面拿出東西的
印尼的伊莉莎白也是師尊從腦裡面把她的瘤拿出來 伊
莉莎白畫很多唐卡 她的女兒在西雅圖這邊讀書 她今
天晚上可能沒來 伊莉莎白她頭一直很痛 把瘤拿走以
後就好了 晚上做夢的時候 夢到師尊給她開刀 瘤拿
掉了 說剩下一點皮自己去處理 去照MRI的時候 真的
剩下一點皮 瘤就不見了 那天不是有一位同門嗎？是
從哪裡來的？脖子長了一個瘤 也是印尼來的 怎麼三
位都是印尼的？黃師兄的也是印尼的 伊莉莎白也是印
尼的 另外那個也是印尼來的 叫什麼名字？︵蓮花陳
麗︶ 才一摩頂她脖子的瘤就不見了 特別從印尼坐飛
機到西雅圖 要來問這個瘤的事情 趕過來在︿彩虹山

莊﹀給她摩一下頂 那個瘤就消失掉 消失掉以後 那個
講師就跟她講 你要問什麼事就寫一寫 就幫她寫：
﹁咦！妳脖子上的瘤怎麼不見了 ﹂她自己摸一下 不見
了 省下問事的錢 連問事的的紅包都不用給了 才摩個
頂而已 問事的紅包不給我啊 就這樣子好了 當場她就
講出來了 對不對？這已經有三個例子 怎麼三個都是印
尼的？好怪 難道我只有出現在印尼嗎？印尼的弟子也是
滿多的 印尼的弟子也是很虔誠的
蓮花童子你虔誠的跟祂求 唸﹃蓮花童子心咒﹄
以前我講過唸﹃蓮花童子心咒﹄八百萬遍 也不要說：
﹁我要唸那個比較少一點的﹂ 不用唸到八百萬遍 但是
﹃蓮花童子心咒﹄很短啊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這樣子就一遍了 你每天唸用計算機一直算一直
唸 唸了八百萬遍 有的真的到了摩訶雙蓮池 像陳仁和
師兄他就到了摩訶雙蓮池 有的也顯現了很多奇蹟 唸了
八百萬遍自然就顯現很多奇蹟 像Hanifa師姐的媽媽 她
只唸兩個 一個是﹃蓮花童子心咒﹄ 一個是︻高王觀世
音經︼ 她只唸這兩樣 她是坐化啊 身體沒有病耶 糟
糕了 又是印尼的
她媽媽住在印尼的瑪朗 然後她早上起來做完飯
她說剛剛好做飯 做完飯呢 準備出門一下 走到門那邊
覺得頭很暈 她就覺得應該坐一下椅子 就回到椅子上面
坐一下 她就是唸﹃上師心咒﹄ ︻高王經︼ 等一下坐
在椅子上不久就沒有呼吸了就走了 這就是屬於坐化 坐
著走的 哪有那麼好走的 有很多人都是在醫院裡面啊
台灣人講托腮連 這樣一躺好幾年 很可憐的 Hanifa的
媽媽是今天要出門 覺得頭很暈就坐在椅子上 一下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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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地方 所以有心氣淨分不行 也就是我們在運氣進
入中脈的時候 這個心氣 也就是說本來中脈是不通
的 密教行者最重要就是把中脈通了 中脈能夠通非常
重要
﹁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三十二脈結﹂ 中脈到了
那個地方變得很窄 狹小被阻擋 本來就不通的 修寶
瓶氣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修寶瓶氣的時候 讓你的瓶氣
能夠進入中脈 越進入越多越好 那個氣越進入中脈越
多呢 你那個中脈才會慢慢一個結一個結在打開 這個
中脈才會通 這個修寶瓶氣的意義就是在這裡 讓中脈
能夠通 這時候講了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丹增嘉
措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什麼意思？這次算你對了！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你如果沒有這個知識的話 你搞不
清楚它在講什麼東西 ︽道果︾裡面提到依喜等 就是
依喜措嘉 沒有錯 就是西藏的第一佛母 可以這樣子
講 祂是西藏的第一個明妃 等於是西藏第一明妃 就
是依喜措嘉等十二具蓮女
什麼叫具蓮女？有明妃資格具有蓮花性的明妃 叫
做具蓮女 蓮花性的具蓮女 有十二位蓮花種性的 其
實講起來 明妃有好幾種 其中有一種叫做具蓮女 就
是像蓮花一樣的 祂走起路來有點像蓮花步 走路的
看走路的姿勢可以稍微看得出來 明宜法師會走蓮花步
啊 明宜法師 妳的那個叫什麼功？元極舞 元極舞的
蓮花步怎麼走？妳走看看 你會不會太胖了 太胖了走
不動喔 妳走一下蓮花步 什麼是蓮花步？稍微走動一
下也好 妳從那邊走到前面來啊 這是走秀耶 好 元
極舞的蓮花步 妳走走看 很久沒有走 妳就走看看

沒有呼吸就走了 哪有那麼舒服的走的 連死都很舒
服 我也希望能夠這樣子啊 但是我也不敢講我會這樣
子啊 對不對 人家Hanifa的媽媽就是這樣子走的 走
了以後火化 那個舍利子像拇指一顆一顆的那麼漂亮的
舍利子 而且圓滾滾的 Hanifa把她媽媽的舍利子放在
舍利塔裡面 然後送給師尊 我還是很恭敬的把祂供養
起來 放在我的房間裡面
你看她只唸︻高王經︼跟﹃上師心咒 蓮花童子心
咒﹄ 她就得到舍利子 她爸爸也是一樣 唸︻高王
經︼ ﹃上師心咒﹄ 所以蓮花童子心咒不要小看 大
家以為那是師尊的心咒 其實是蓮花童子 ﹁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 ﹁嗡﹂就是宇宙之間所有的意識
所有的佛；﹁咕嚕﹂就是大導師 就是導師；﹁蓮生﹂
就是蓮花化生 就是蓮花化生出來的；﹁悉地﹂蓮花化
生的淨土；﹁吽﹂就是成就 這個咒語的意義就是在這
裡而已 它確實能夠成就 真的很多單單唸蓮花童子的
心咒就是﹁持明﹂ 什麼叫做持明？就是持著咒產生光
明 叫持明 產生光明叫做持明 所以密教裡面持咒非
常的重要 一定要持咒要唸誦經典
所以最近很多有障礙的 我都教他唸︻摩利支天
經︼ 持﹃摩利支天咒﹄ 因為︻摩利支天經︼ 為什
麼？祂的經文就是說 你永遠不會被人家欺負 也沒有
人可以欺負你 沒有人可以騙你 沒有人可以從你身上
取得什麼 什麼都不能夠傷害你 祂的︻摩利支天經︼
的意義在這裡 任何東西都不能夠傷害你 ︻摩利支天
經︼ 祂的咒語﹁嗡 摩利支依 梭哈﹂你唸摩利支天
的咒 跟摩利支天的經 祂就會守護你 這個意義是一
樣的 其實密教裡面摩利支天是我們的護法 祂是毘廬

啊 好啦 本來具蓮女都是很漂亮的 當然啊 我們不
要看她的臉就好了 也不要看她的身材 看她的腳步就
可以啦！不要看她的臉 也不要看她的身材 你看她的
腳步 具蓮女祂走路是這樣子的 走路有這樣子的儀態
出來的 那個是具蓮女 從祂的走路可以看出來是具蓮
女 祂是可以當明妃的 明妃其實也有很多種性 其中
一種叫做具蓮女 就是依喜措嘉等十二個具蓮女
﹁以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結﹂ 這裡所講的 運
用具蓮女的方法 就是行者運用具蓮女的方法 可以開
解祂本身的脈結 這是講的很細了 這裡面講到就是等
於是第三灌頂的這個慧灌 ﹁以四種正斷之訣開解第一
脈結 登初地極喜地﹂ 那時候會得到大樂 極喜 登
地 所謂登地 得到大樂的時候是 那個是極喜地 非
常歡喜的那一種 等於是一個階層 我們講的地就是階
層 像菩薩十地 從歡喜地一直到
最後一個第十地
是什麼地？法雲地 最開始是什麼地？歡喜地 這個開
始的時候是登歡喜地 它這裡寫登初地極喜地 至十二
地就是大智地之一脈結開解 這個就是屬於決斷 斷
掉 決斷是指氣跟明點堅固
所以我們現在修行 修行其實講起來也就是氣 主
要重點是在氣上面 在內法的修行重點是修風 我們看
︽密宗道次第廣論︾裡面講 修風 就是要修氣 用氣
的力量去打開脈結 打開脈結 然後呢 讓明點能夠充
沛 這裡所講的 明點充沛 這裡是講氣跟明點非常地
堅固 它的用詞就是用氣非常地充足 明點也非常地充
足 從你的身體裡面分泌出明點非常地充足 那明點充
足有什麼作用？就是賀爾蒙 全身充滿了賀爾蒙 包括

遮那佛所化出來的 毘廬遮那佛大日如來所化出來的菩
薩 非常偉大 摩利支天 我最近常常教人家唸︻摩利
支天經︼跟﹃摩利支天咒﹄
其實蓮花童子的咒 蓮華生大士的咒語也是很有意
義的 ﹁嗡阿吽 別炸 古魯 貝瑪 悉地吽 ﹂這個
蓮花童子的咒是非常好的 包含一切 剛剛是蓮華生大
士的咒 相等於蓮花童子的咒 你只要虔誠地唸﹃上師
心咒﹄或者蓮華生大士的咒或者﹃摩利支天咒﹄ 都是
有感應的 都是有相應的 不是說師尊在 師尊會顯
化 去跟人家開腦 去幫人家的忙 但是如果有一天師
尊不在了 跟蓮華生大士一樣 我無來去 你只要虔信
我的 很虔誠地相信我的 你憶念我的 唸我的心咒
照樣可以在你面前說法
今天再講一點︽道果︾ ２ 決斷涅槃脈 頌云：
﹁各地初終間 以第三十間開解脈結決斷﹂ 精血二脈
纏壓於中脈三十二處 故有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三十
二脈結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以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
結 登初地極喜地 至第十二地大智地之一脈結開解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點堅固
我講這一段 什麼是﹁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二
處？﹂告訴大家喔 我們密教行者最重要的 就是從頂
竅一直到密輪或到海底輪這一條脈 這是中脈 但是中
脈不是完全直的 而且不通的 其中有很多不通的 這
不通的就是左脈跟右脈纏繞中脈 什麼是左脈呢？它這
裡講 一個是氣 一個是精 一個是血 ﹁二脈﹂一個
是精的脈 一個是血的脈 兩個脈 纏壓於中脈 有三
十二個地方 被精脈跟血脈所纏住 必須要把這個結打
開 這是非常 是很重要的 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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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地方 所以有心氣淨分不行 也就是我們在運氣進
入中脈的時候 這個心氣 也就是說本來中脈是不通
的 密教行者最重要就是把中脈通了 中脈能夠通非常
重要
﹁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三十二脈結﹂ 中脈到了
那個地方變得很窄 狹小被阻擋 本來就不通的 修寶
瓶氣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修寶瓶氣的時候 讓你的瓶氣
能夠進入中脈 越進入越多越好 那個氣越進入中脈越
多呢 你那個中脈才會慢慢一個結一個結在打開 這個
中脈才會通 這個修寶瓶氣的意義就是在這裡 讓中脈
能夠通 這時候講了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丹增嘉
措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什麼意思？這次算你對了！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你如果沒有這個知識的話 你搞不
清楚它在講什麼東西 ︽道果︾裡面提到依喜等 就是
依喜措嘉 沒有錯 就是西藏的第一佛母 可以這樣子
講 祂是西藏的第一個明妃 等於是西藏第一明妃 就
是依喜措嘉等十二具蓮女
什麼叫具蓮女？有明妃資格具有蓮花性的明妃 叫
做具蓮女 蓮花性的具蓮女 有十二位蓮花種性的 其
實講起來 明妃有好幾種 其中有一種叫做具蓮女 就
是像蓮花一樣的 祂走起路來有點像蓮花步 走路的
看走路的姿勢可以稍微看得出來 明宜法師會走蓮花步
啊 明宜法師 妳的那個叫什麼功？元極舞 元極舞的
蓮花步怎麼走？妳走看看 你會不會太胖了 太胖了走
不動喔 妳走一下蓮花步 什麼是蓮花步？稍微走動一
下也好 妳從那邊走到前面來啊 這是走秀耶 好 元
極舞的蓮花步 妳走走看 很久沒有走 妳就走看看

沒有呼吸就走了 哪有那麼舒服的走的 連死都很舒
服 我也希望能夠這樣子啊 但是我也不敢講我會這樣
子啊 對不對 人家Hanifa的媽媽就是這樣子走的 走
了以後火化 那個舍利子像拇指一顆一顆的那麼漂亮的
舍利子 而且圓滾滾的 Hanifa把她媽媽的舍利子放在
舍利塔裡面 然後送給師尊 我還是很恭敬的把祂供養
起來 放在我的房間裡面
你看她只唸︻高王經︼跟﹃上師心咒 蓮花童子心
咒﹄ 她就得到舍利子 她爸爸也是一樣 唸︻高王
經︼ ﹃上師心咒﹄ 所以蓮花童子心咒不要小看 大
家以為那是師尊的心咒 其實是蓮花童子 ﹁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 ﹁嗡﹂就是宇宙之間所有的意識
所有的佛；﹁咕嚕﹂就是大導師 就是導師；﹁蓮生﹂
就是蓮花化生 就是蓮花化生出來的；﹁悉地﹂蓮花化
生的淨土；﹁吽﹂就是成就 這個咒語的意義就是在這
裡而已 它確實能夠成就 真的很多單單唸蓮花童子的
心咒就是﹁持明﹂ 什麼叫做持明？就是持著咒產生光
明 叫持明 產生光明叫做持明 所以密教裡面持咒非
常的重要 一定要持咒要唸誦經典
所以最近很多有障礙的 我都教他唸︻摩利支天
經︼ 持﹃摩利支天咒﹄ 因為︻摩利支天經︼ 為什
麼？祂的經文就是說 你永遠不會被人家欺負 也沒有
人可以欺負你 沒有人可以騙你 沒有人可以從你身上
取得什麼 什麼都不能夠傷害你 祂的︻摩利支天經︼
的意義在這裡 任何東西都不能夠傷害你 ︻摩利支天
經︼ 祂的咒語﹁嗡 摩利支依 梭哈﹂你唸摩利支天
的咒 跟摩利支天的經 祂就會守護你 這個意義是一
樣的 其實密教裡面摩利支天是我們的護法 祂是毘廬

啊 好啦 本來具蓮女都是很漂亮的 當然啊 我們不
要看她的臉就好了 也不要看她的身材 看她的腳步就
可以啦！不要看她的臉 也不要看她的身材 你看她的
腳步 具蓮女祂走路是這樣子的 走路有這樣子的儀態
出來的 那個是具蓮女 從祂的走路可以看出來是具蓮
女 祂是可以當明妃的 明妃其實也有很多種性 其中
一種叫做具蓮女 就是依喜措嘉等十二個具蓮女
﹁以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結﹂ 這裡所講的 運
用具蓮女的方法 就是行者運用具蓮女的方法 可以開
解祂本身的脈結 這是講的很細了 這裡面講到就是等
於是第三灌頂的這個慧灌 ﹁以四種正斷之訣開解第一
脈結 登初地極喜地﹂ 那時候會得到大樂 極喜 登
地 所謂登地 得到大樂的時候是 那個是極喜地 非
常歡喜的那一種 等於是一個階層 我們講的地就是階
層 像菩薩十地 從歡喜地一直到
最後一個第十地
是什麼地？法雲地 最開始是什麼地？歡喜地 這個開
始的時候是登歡喜地 它這裡寫登初地極喜地 至十二
地就是大智地之一脈結開解 這個就是屬於決斷 斷
掉 決斷是指氣跟明點堅固
所以我們現在修行 修行其實講起來也就是氣 主
要重點是在氣上面 在內法的修行重點是修風 我們看
︽密宗道次第廣論︾裡面講 修風 就是要修氣 用氣
的力量去打開脈結 打開脈結 然後呢 讓明點能夠充
沛 這裡所講的 明點充沛 這裡是講氣跟明點非常地
堅固 它的用詞就是用氣非常地充足 明點也非常地充
足 從你的身體裡面分泌出明點非常地充足 那明點充
足有什麼作用？就是賀爾蒙 全身充滿了賀爾蒙 包括

遮那佛所化出來的 毘廬遮那佛大日如來所化出來的菩
薩 非常偉大 摩利支天 我最近常常教人家唸︻摩利
支天經︼跟﹃摩利支天咒﹄
其實蓮花童子的咒 蓮華生大士的咒語也是很有意
義的 ﹁嗡阿吽 別炸 古魯 貝瑪 悉地吽 ﹂這個
蓮花童子的咒是非常好的 包含一切 剛剛是蓮華生大
士的咒 相等於蓮花童子的咒 你只要虔誠地唸﹃上師
心咒﹄或者蓮華生大士的咒或者﹃摩利支天咒﹄ 都是
有感應的 都是有相應的 不是說師尊在 師尊會顯
化 去跟人家開腦 去幫人家的忙 但是如果有一天師
尊不在了 跟蓮華生大士一樣 我無來去 你只要虔信
我的 很虔誠地相信我的 你憶念我的 唸我的心咒
照樣可以在你面前說法
今天再講一點︽道果︾ ２ 決斷涅槃脈 頌云：
﹁各地初終間 以第三十間開解脈結決斷﹂ 精血二脈
纏壓於中脈三十二處 故有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三十
二脈結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以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
結 登初地極喜地 至第十二地大智地之一脈結開解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點堅固
我講這一段 什麼是﹁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二
處？﹂告訴大家喔 我們密教行者最重要的 就是從頂
竅一直到密輪或到海底輪這一條脈 這是中脈 但是中
脈不是完全直的 而且不通的 其中有很多不通的 這
不通的就是左脈跟右脈纏繞中脈 什麼是左脈呢？它這
裡講 一個是氣 一個是精 一個是血 ﹁二脈﹂一個
是精的脈 一個是血的脈 兩個脈 纏壓於中脈 有三
十二個地方 被精脈跟血脈所纏住 必須要把這個結打
開 這是非常 是很重要的 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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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就把它修證到無漏了 那女的應該講起來呢 應
該在年輕的時候 把這個血河 我們稱為月事 把月事
給它斷掉 那個叫﹁女丹法﹂ 就是這樣子啊！
今天都還沒有講到笑話！幾點？快十點啊！有一個
很短的笑話 不想生孩子 現代的人都不想生孩子 但
怕老了沒有人送終 怎麼辦？這個答案是什麼呢？死了
還會知道有沒有人送終？你只要死了就不用管 有沒有
人送終都是一樣的 這不算笑話喔

你的腦部的多巴芬 包括你的唾液 嘴裡面的唾液 包
括你的胃液 胃會分泌 包括所有關節 分泌的關節
你那個骨頭跟骨頭之間 必須要有明點做潤滑劑 你的
腳才不會痛 如果你老了 你這個關節會痛 是因為你
的明點少了 關節才會痛 還有我們的心臟 肺 肝
胰臟 胰臟是分泌胰島素 有一天你胰島素不分泌了
你就得糖尿病啊 那個胰島素是什麼東西啊？就是明
點 所以明點對我們身體太重要了 你修內法的人 一
定要你的明點非常堅固 非常充足 非常充沛 否則你
會老化 到時候明點沒有了 你就進入更年期 什麼叫
更年期啊？更入老年 而且從更年期開始一直到死都是
在更年期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修內法的懂得用你的氣去打通脈 然後讓明點
分泌充沛 那你就有精神 有力量 我告訴你 男精女
血 男的是精 女的是血 都是明點 所以你男的如果
一直漏一直漏 漏到六十歲 漏到沒有了 你明點沒有
了 所以要修﹁無漏法﹂ 就是說男的必須要把明點變
成無漏 不漏明點 那個是精不漏 就是﹁無漏法﹂成
就 還有一點 女的血無漏 月事不來 怎麼妳很年輕
月事不來會蒼老會怎麼樣？其實不對的 妳月事不來
妳女的﹁女丹法﹂ 在密教裡面也有所謂的﹁女丹
法﹂ 道教叫﹁女丹法﹂ ﹁女丹法﹂的時候啊 那個
丹就是血 就是﹁女丹法﹂ 女的她的明點也沒有漏
啊 當然女的一定會到最後會無漏的 為什麼啊？因為
妳已經更年期了 更年期妳就真的是無漏了 不是那個
無漏 是在妳年輕的時候就把血給它止住了 給它停掉
了 那是修行的人那種無漏 師尊在四十幾歲的時候
就把那個精給它斷掉 精就斷掉了 就無漏 四十幾歲

從適應到喜歡 最後厭倦 該如何改？每一個人的
婚姻都要經歷這一段 從適應到喜歡 最後厭倦 該如
何改？答案是不必改 換人 這個也算笑話 有兩個家
長 誇耀自己的兒子是畫畫天才 這個甲就講了：﹁我
的兒子真是個天才 昨天他在牆上畫了一隻蜻蜓 他的
母親抓了這隻蜻蜓抓了好幾次 ﹂可見真的畫得很逼
真 畫畫天才 這個乙就回答了：﹁那算什麼 我兒子
在地板上畫了條蛇 我都被嚇得破門而出 誰知道那扇
門也是他畫在牆上的 ﹂這個更厲害啊！真的 畫畫也
可以畫成這樣子
師尊的畫喔 只要畫到這個荷葉 荷葉上面畫的露
珠 白色的露珠 人家都會講這真的好像露珠耶 好像
圓滾滾的露珠在荷葉上面滾來滾去 真的畫畫可以畫到
這樣子 其實是用光影去畫 光 露珠要產生它的光
還有它的暗影要畫出來 它就變成立體的 用光影去畫
露珠 它就會變成立體 它是有訣竅的 你只要把它的
影子畫出來 把它的光澤畫出來 那個露珠就好像真的
一樣 圓滾滾的 在荷葉上面這樣子在滾動 那天畫了
一個楊小姐的畫 空姐楊小姐的畫 她拿著雨傘 妳那
個畫有拿去裱沒有？拿去裱啦！那裱畫的人有沒有讚揚
說這幅畫畫得好 有沒有？有喔！是因為妳的眼睛很迷
人 畫畫就要把神畫出來 畫她拿著雨傘 拿著這個雨
傘 就把她的神畫出來 把她的眼睛畫出來 她眼睛會
說話 畫出來就很美 真的 這掛在妳家裡做紀念 已
經裱好了沒有？裱好了 掛在妳家裡了 恭喜妳！不謝
啦！既然是畫妳就是妳的嘛 今天就講到這裡 明天
見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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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就把它修證到無漏了 那女的應該講起來呢 應
該在年輕的時候 把這個血河 我們稱為月事 把月事
給它斷掉 那個叫﹁女丹法﹂ 就是這樣子啊！
今天都還沒有講到笑話！幾點？快十點啊！有一個
很短的笑話 不想生孩子 現代的人都不想生孩子 但
怕老了沒有人送終 怎麼辦？這個答案是什麼呢？死了
還會知道有沒有人送終？你只要死了就不用管 有沒有
人送終都是一樣的 這不算笑話喔

你的腦部的多巴芬 包括你的唾液 嘴裡面的唾液 包
括你的胃液 胃會分泌 包括所有關節 分泌的關節
你那個骨頭跟骨頭之間 必須要有明點做潤滑劑 你的
腳才不會痛 如果你老了 你這個關節會痛 是因為你
的明點少了 關節才會痛 還有我們的心臟 肺 肝
胰臟 胰臟是分泌胰島素 有一天你胰島素不分泌了
你就得糖尿病啊 那個胰島素是什麼東西啊？就是明
點 所以明點對我們身體太重要了 你修內法的人 一
定要你的明點非常堅固 非常充足 非常充沛 否則你
會老化 到時候明點沒有了 你就進入更年期 什麼叫
更年期啊？更入老年 而且從更年期開始一直到死都是
在更年期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修內法的懂得用你的氣去打通脈 然後讓明點
分泌充沛 那你就有精神 有力量 我告訴你 男精女
血 男的是精 女的是血 都是明點 所以你男的如果
一直漏一直漏 漏到六十歲 漏到沒有了 你明點沒有
了 所以要修﹁無漏法﹂ 就是說男的必須要把明點變
成無漏 不漏明點 那個是精不漏 就是﹁無漏法﹂成
就 還有一點 女的血無漏 月事不來 怎麼妳很年輕
月事不來會蒼老會怎麼樣？其實不對的 妳月事不來
妳女的﹁女丹法﹂ 在密教裡面也有所謂的﹁女丹
法﹂ 道教叫﹁女丹法﹂ ﹁女丹法﹂的時候啊 那個
丹就是血 就是﹁女丹法﹂ 女的她的明點也沒有漏
啊 當然女的一定會到最後會無漏的 為什麼啊？因為
妳已經更年期了 更年期妳就真的是無漏了 不是那個
無漏 是在妳年輕的時候就把血給它止住了 給它停掉
了 那是修行的人那種無漏 師尊在四十幾歲的時候
就把那個精給它斷掉 精就斷掉了 就無漏 四十幾歲

從適應到喜歡 最後厭倦 該如何改？每一個人的
婚姻都要經歷這一段 從適應到喜歡 最後厭倦 該如
何改？答案是不必改 換人 這個也算笑話 有兩個家
長 誇耀自己的兒子是畫畫天才 這個甲就講了：﹁我
的兒子真是個天才 昨天他在牆上畫了一隻蜻蜓 他的
母親抓了這隻蜻蜓抓了好幾次 ﹂可見真的畫得很逼
真 畫畫天才 這個乙就回答了：﹁那算什麼 我兒子
在地板上畫了條蛇 我都被嚇得破門而出 誰知道那扇
門也是他畫在牆上的 ﹂這個更厲害啊！真的 畫畫也
可以畫成這樣子
師尊的畫喔 只要畫到這個荷葉 荷葉上面畫的露
珠 白色的露珠 人家都會講這真的好像露珠耶 好像
圓滾滾的露珠在荷葉上面滾來滾去 真的畫畫可以畫到
這樣子 其實是用光影去畫 光 露珠要產生它的光
還有它的暗影要畫出來 它就變成立體的 用光影去畫
露珠 它就會變成立體 它是有訣竅的 你只要把它的
影子畫出來 把它的光澤畫出來 那個露珠就好像真的
一樣 圓滾滾的 在荷葉上面這樣子在滾動 那天畫了
一個楊小姐的畫 空姐楊小姐的畫 她拿著雨傘 妳那
個畫有拿去裱沒有？拿去裱啦！那裱畫的人有沒有讚揚
說這幅畫畫得好 有沒有？有喔！是因為妳的眼睛很迷
人 畫畫就要把神畫出來 畫她拿著雨傘 拿著這個雨
傘 就把她的神畫出來 把她的眼睛畫出來 她眼睛會
說話 畫出來就很美 真的 這掛在妳家裡做紀念 已
經裱好了沒有？裱好了 掛在妳家裡了 恭喜妳！不謝
啦！既然是畫妳就是妳的嘛 今天就講到這裡 明天
見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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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靜慮之決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２ 決斷涅槃脈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點堅

三 決斷脈處

庚三

固
以開解第一脈結之力牽引或以四
灌之要訣至第十地 開解三十脈結
於每地 得其地之功德故 由前行為
始 解一脈結 即於該地之增長一般
功德 至正行中 以受用而開解一脈
結 復次 由該地之一般功德無餘增
長至無可增長故 其結行時完全圓滿
且融入時開解一脈結
登各地時 各解三脈結而決斷
氣及菩提心堅固而不退轉 如此 開
解三十二脈結 生十二地之證悟故
成為出世間之道 是決斷內脈結
此分位所出：於中脈處受精血二

脈纏壓之狹隘總脈結處 心氣集攝其
上 可能生起大持脈之覺受現象滯澀
等之痛 為平息故 是決斷外脈結
文殊上師說此為簡略教示本頌之
故 六教授示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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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嗡 摩
訶鉢拉底 薩落 梭哈│大隨求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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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瑞典
兼挪威代表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
會計師Teresa師姐 ﹁真佛般若藏﹂執行長周慧芳律師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師姐 ︿綠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段生泉師兄 加州高銘祿師兄伉儷 林淑華醫
師 ︿上海味道坊﹀東主劉逸虹師姐 ︿長榮航空﹀空姐
楊佩倪師姐 ︿上海新天地﹀東主湯妍師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十五號下午三點在︿彩虹雷藏
寺﹀是做地藏王菩薩的護摩法會 地藏王菩薩是八大菩薩
之一 觀世音菩薩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薩
彌勒菩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是八大
菩薩 地藏王菩薩就是八大菩薩之一 唯一顯露聲聞相的
是地藏王菩薩 今天拿在手上通知大家的 祂沒有戴五佛
冠 有的地藏王菩薩有戴五佛冠 有的地藏王菩薩沒有戴
冠 祂手上是拿著光明珠跟錫杖
我記得 有一次去參訪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剛
好不在 五佛冠就放在祂的翠微淨土 有兩個鬼把地藏王
菩薩的五佛冠偷了跑 一個就是地獄食肉魔 一個就是地
獄飲血魔 我看到這兩個大鬼把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搬了
跑 兩個人在爭執 因為只有一頂五佛冠 兩個鬼偷 又
不能把它切成兩半
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有什麼作用？現在我們上師每

個頭上都有五佛冠 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跟每個上師頭戴
五佛冠是不一樣的 我們講一句話就是 那個五佛冠毫光
閃閃 瑞氣千條 全部都是黃金打造的 非常貴的 這兩
個鬼都在搶那個五佛冠 你知道五佛冠的作用嗎？只要戴
上這個五佛冠 十方三世一切佛土統統可以到 甚至於十
法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到 它就有那種力量產生出來
另外 冠裡面還會流出像大隨求菩薩的 你求什麼 那個
冠裡面就會出來什麼 是個珍寶啊 所有七珍八寶都可以
從那個寶冠裡面出來 而且永遠用不完的 你要什麼就有
什麼 可以講是完全如意的寶冠
兩個鬼爭奪 我剛好經過的時候就跟兩個大鬼講
你們不要爭 我來做中間人 你們把寶冠給我 然後我出
題目考你們 誰贏的寶冠就給誰 他們一聽到很高興 就
說好 就這樣把寶冠給了師尊 然後這兩個鬼就等著我出
題目 我把這個寶冠一戴在頭上 就去找地藏王菩薩了
從此就得罪了這兩個鬼 其中一個鬼就是地獄飲血魔 就
是今天的鬼婆 大家知道鬼婆是誰？鬼婆就是××；至於
地獄食肉魔 我就不知道是誰？我到現在目前還不知道他
是什麼人 這是我得罪了地獄飲血魔 因為今天看到地藏
王菩薩了 而且剛好這個地藏王菩薩沒有戴寶冠 祂的寶
冠沒有被偷走吧？這是過去的事情
那麼地藏王菩薩 很簡單的 我們講祂是幽冥教
主 就是管三惡道 其實祂管的才多 六道都管 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地獄道 祂的淨土就叫做翠微淨土 很少經典
提到翠微淨土 你們可以查得到地藏王菩薩的淨土嗎？是
我講的 沒有人講過啊？你們如果有祖先 有先祖還在陰
間的話 或者在地獄道 畜生道 餓鬼道 或者在天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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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靜慮之決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２ 決斷涅槃脈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點堅

三 決斷脈處

庚三

固
以開解第一脈結之力牽引或以四
灌之要訣至第十地 開解三十脈結
於每地 得其地之功德故 由前行為
始 解一脈結 即於該地之增長一般
功德 至正行中 以受用而開解一脈
結 復次 由該地之一般功德無餘增
長至無可增長故 其結行時完全圓滿
且融入時開解一脈結
登各地時 各解三脈結而決斷
氣及菩提心堅固而不退轉 如此 開
解三十二脈結 生十二地之證悟故
成為出世間之道 是決斷內脈結
此分位所出：於中脈處受精血二

脈纏壓之狹隘總脈結處 心氣集攝其
上 可能生起大持脈之覺受現象滯澀
等之痛 為平息故 是決斷外脈結
文殊上師說此為簡略教示本頌之
故 六教授示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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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尊﹁嗡 摩
訶鉢拉底 薩落 梭哈│大隨求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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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瑞典
兼挪威代表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
會計師Teresa師姐 ﹁真佛般若藏﹂執行長周慧芳律師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謝明芳師姐 ︿綠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段生泉師兄 加州高銘祿師兄伉儷 林淑華醫
師 ︿上海味道坊﹀東主劉逸虹師姐 ︿長榮航空﹀空姐
楊佩倪師姐 ︿上海新天地﹀東主湯妍師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十五號下午三點在︿彩虹雷藏
寺﹀是做地藏王菩薩的護摩法會 地藏王菩薩是八大菩薩
之一 觀世音菩薩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王菩薩
彌勒菩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是八大
菩薩 地藏王菩薩就是八大菩薩之一 唯一顯露聲聞相的
是地藏王菩薩 今天拿在手上通知大家的 祂沒有戴五佛
冠 有的地藏王菩薩有戴五佛冠 有的地藏王菩薩沒有戴
冠 祂手上是拿著光明珠跟錫杖
我記得 有一次去參訪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剛
好不在 五佛冠就放在祂的翠微淨土 有兩個鬼把地藏王
菩薩的五佛冠偷了跑 一個就是地獄食肉魔 一個就是地
獄飲血魔 我看到這兩個大鬼把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搬了
跑 兩個人在爭執 因為只有一頂五佛冠 兩個鬼偷 又
不能把它切成兩半
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有什麼作用？現在我們上師每

個頭上都有五佛冠 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跟每個上師頭戴
五佛冠是不一樣的 我們講一句話就是 那個五佛冠毫光
閃閃 瑞氣千條 全部都是黃金打造的 非常貴的 這兩
個鬼都在搶那個五佛冠 你知道五佛冠的作用嗎？只要戴
上這個五佛冠 十方三世一切佛土統統可以到 甚至於十
法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到 它就有那種力量產生出來
另外 冠裡面還會流出像大隨求菩薩的 你求什麼 那個
冠裡面就會出來什麼 是個珍寶啊 所有七珍八寶都可以
從那個寶冠裡面出來 而且永遠用不完的 你要什麼就有
什麼 可以講是完全如意的寶冠
兩個鬼爭奪 我剛好經過的時候就跟兩個大鬼講
你們不要爭 我來做中間人 你們把寶冠給我 然後我出
題目考你們 誰贏的寶冠就給誰 他們一聽到很高興 就
說好 就這樣把寶冠給了師尊 然後這兩個鬼就等著我出
題目 我把這個寶冠一戴在頭上 就去找地藏王菩薩了
從此就得罪了這兩個鬼 其中一個鬼就是地獄飲血魔 就
是今天的鬼婆 大家知道鬼婆是誰？鬼婆就是××；至於
地獄食肉魔 我就不知道是誰？我到現在目前還不知道他
是什麼人 這是我得罪了地獄飲血魔 因為今天看到地藏
王菩薩了 而且剛好這個地藏王菩薩沒有戴寶冠 祂的寶
冠沒有被偷走吧？這是過去的事情
那麼地藏王菩薩 很簡單的 我們講祂是幽冥教
主 就是管三惡道 其實祂管的才多 六道都管 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地獄道 祂的淨土就叫做翠微淨土 很少經典
提到翠微淨土 你們可以查得到地藏王菩薩的淨土嗎？是
我講的 沒有人講過啊？你們如果有祖先 有先祖還在陰
間的話 或者在地獄道 畜生道 餓鬼道 或者在天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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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見錢眼開 見錢他眼睛就開啊 我們很多出家人都明
白 有時候你給一個紅包給一個出家人 出家人拿起來一
看 稍微用手摸一下 只有一張 就說：﹁好啦 我答應
你做這件事 ﹂你如果拿很厚的一疊給他 他一摸：﹁我
馬上做 我馬上幫你辦 ﹂馬上答應你 不是像以前
﹁好啦 我去找找看 ﹂ 你一疊給他 ﹁我馬上幫你
做﹂ 用跑的 不一樣啊 是有差別的
現在他們獻哈達 很多上師每一次請師尊說法獻哈
達 就拿一條哈達而已 統統都沒了 因為我看啊 實在
是有跟沒有差不多 我是講在美國做法會 有跟沒有是差
不多的 有 也是薄薄的 乾脆顯得好像清白一點 不拿
你的 統統不用 就獻哈達就好了 紅包不用 供養就不
用 這樣反而比較清白 我心裡也比較這樣子 反正你獻
哈達 我摩你的頂 就隨便唸一句就可以 對不對？因為
你只獻哈達 如果說你私人掏腰包一大疊給師尊 師尊一

不管是哪一道 統統要報名主祈 如果你的祖先完全已經
全部超生了 祖宗八代已經完全超生 在天上了或者是在
淨土 或者是已經成為佛菩薩了 那就不用超度 不用主
祈 跟大家介紹下個禮拜的
今天我們是做大隨求菩薩的護摩 有隨求八印 大
隨求菩薩 你要修的法 要學會八個手印 這是第一個手
印 這是第二個手印 這是第三個手印
主要的手印
很好記 你們記住﹁蕃茄﹂就是 蕃茄 台灣南部叫﹁柑
仔蜜﹂ 台灣北部叫﹁tomato﹂；﹁tomato﹂是外來語
是日本話 也是英文 大陸叫西紅柿 我們這裡叫﹁蕃茄
印﹂︵梵篋印的諧音︶ 這個手印最重要 ﹁梵篋印﹂
這個字讀做﹁梵﹂ ﹁梵篋印﹂ 這是最主要的手印
大隨求菩薩我以前已經講過 祂的密號叫﹁與願金
剛﹂ 應該這樣講起來 其實我們修行的人本來是無所
求 但是觀世音菩薩慈悲眾生 因為眾生都是有所求 所
以那時候有一句話是這樣子講：﹁大叩大響 小叩小響
不叩不響﹂ 什麼意思呢？像敲鐘 你敲得很大力 聲音
就響得很亮；叩鐘的時候叩得很小聲 敲得很小聲 力量
用得小 聲音就小；如果你不去敲鐘 鐘就不會響 這幾
個意思就是講說 你跟大隨求菩薩用很大的祈求的力量
祂就給你回很大的力給你；用小的力量去求祂 祂就給你
小的願能夠滿足；你如果完全都不求祂 那就什麼都沒
有 鐘就不會響 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像我們金剛鈴 力
量用得大 就響得很大；力量用得小 聲音就小了一點；
完全不用力 那就什麼都沒有
這道理很簡單的 這是什麼道理？有些小孩子生出
來的時候眼睛是閉著 不開眼 要他開眼 他怎麼都不開
眼 怎麼辦啊？你就拿兩個錢在他的耳朵旁邊噹噹噹 他

定會幫你多唸幾個咒語給你 這是眾生的心 眾生的心就
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大隨求菩薩也是一樣 所謂大 就是你給
大的供養 祈求大的願望 所以有所謂﹁大叩大響 小叩
小響 不叩不響﹂ 差很多的 但是你那個一疊當中千萬
不要全部放一塊錢的 真的 師尊在問事的時候 有人拿
一大疊的包起來 封得很緊 哇 一大疊！我幫他問得很
多 他問得少我回答得多 心裡很爽啊 回去稍微打開一
看 全部都是一塊錢的 喔 我就拿給蓮極上師說：﹁這
個供養給你﹂ 蓮極也知道有人專門拿一塊錢的 而且疊
得很大疊 有喔！以後我看到他 我就知道那只是一塊
錢 心裡比較不會起波浪 跟大家講笑話
眾生的心就是這樣子 菩薩本來是沒有分別的 真
正佛跟菩薩是沒有分別 但是講到大隨求菩薩 你們要以
最大的恭敬心 用最大的心的供養給祂 就可以了 什麼
是最大的心的供養？就是用你最虔誠的心去持祂的咒 修
祂的法 這個是最大的心的供養 這個佛菩薩不是眾生
心 跟眾生的心是不一樣的 祂沒有大的供養 小的供養
跟清淨的供養 污穢的供養 同樣都是平等 沒有這種分
別的心 大菩薩是不會有的 很多的佛菩薩也不會有這
種 因為祂們已經修到完全平等 所以你只要用最清淨的
心去供養 那就是對了！沒有什麼乾淨的 污穢的 或者
是大的供養 小的供養 其實都是平等的 這是大隨求菩
薩
我以前也講過大隨求菩薩的法 祂有經典的 經典
就是︻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祂的整個經
典的名字非常的長 ︻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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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見錢眼開 見錢他眼睛就開啊 我們很多出家人都明
白 有時候你給一個紅包給一個出家人 出家人拿起來一
看 稍微用手摸一下 只有一張 就說：﹁好啦 我答應
你做這件事 ﹂你如果拿很厚的一疊給他 他一摸：﹁我
馬上做 我馬上幫你辦 ﹂馬上答應你 不是像以前
﹁好啦 我去找找看 ﹂ 你一疊給他 ﹁我馬上幫你
做﹂ 用跑的 不一樣啊 是有差別的
現在他們獻哈達 很多上師每一次請師尊說法獻哈
達 就拿一條哈達而已 統統都沒了 因為我看啊 實在
是有跟沒有差不多 我是講在美國做法會 有跟沒有是差
不多的 有 也是薄薄的 乾脆顯得好像清白一點 不拿
你的 統統不用 就獻哈達就好了 紅包不用 供養就不
用 這樣反而比較清白 我心裡也比較這樣子 反正你獻
哈達 我摩你的頂 就隨便唸一句就可以 對不對？因為
你只獻哈達 如果說你私人掏腰包一大疊給師尊 師尊一

不管是哪一道 統統要報名主祈 如果你的祖先完全已經
全部超生了 祖宗八代已經完全超生 在天上了或者是在
淨土 或者是已經成為佛菩薩了 那就不用超度 不用主
祈 跟大家介紹下個禮拜的
今天我們是做大隨求菩薩的護摩 有隨求八印 大
隨求菩薩 你要修的法 要學會八個手印 這是第一個手
印 這是第二個手印 這是第三個手印
主要的手印
很好記 你們記住﹁蕃茄﹂就是 蕃茄 台灣南部叫﹁柑
仔蜜﹂ 台灣北部叫﹁tomato﹂；﹁tomato﹂是外來語
是日本話 也是英文 大陸叫西紅柿 我們這裡叫﹁蕃茄
印﹂︵梵篋印的諧音︶ 這個手印最重要 ﹁梵篋印﹂
這個字讀做﹁梵﹂ ﹁梵篋印﹂ 這是最主要的手印
大隨求菩薩我以前已經講過 祂的密號叫﹁與願金
剛﹂ 應該這樣講起來 其實我們修行的人本來是無所
求 但是觀世音菩薩慈悲眾生 因為眾生都是有所求 所
以那時候有一句話是這樣子講：﹁大叩大響 小叩小響
不叩不響﹂ 什麼意思呢？像敲鐘 你敲得很大力 聲音
就響得很亮；叩鐘的時候叩得很小聲 敲得很小聲 力量
用得小 聲音就小；如果你不去敲鐘 鐘就不會響 這幾
個意思就是講說 你跟大隨求菩薩用很大的祈求的力量
祂就給你回很大的力給你；用小的力量去求祂 祂就給你
小的願能夠滿足；你如果完全都不求祂 那就什麼都沒
有 鐘就不會響 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像我們金剛鈴 力
量用得大 就響得很大；力量用得小 聲音就小了一點；
完全不用力 那就什麼都沒有
這道理很簡單的 這是什麼道理？有些小孩子生出
來的時候眼睛是閉著 不開眼 要他開眼 他怎麼都不開
眼 怎麼辦啊？你就拿兩個錢在他的耳朵旁邊噹噹噹 他

定會幫你多唸幾個咒語給你 這是眾生的心 眾生的心就
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大隨求菩薩也是一樣 所謂大 就是你給
大的供養 祈求大的願望 所以有所謂﹁大叩大響 小叩
小響 不叩不響﹂ 差很多的 但是你那個一疊當中千萬
不要全部放一塊錢的 真的 師尊在問事的時候 有人拿
一大疊的包起來 封得很緊 哇 一大疊！我幫他問得很
多 他問得少我回答得多 心裡很爽啊 回去稍微打開一
看 全部都是一塊錢的 喔 我就拿給蓮極上師說：﹁這
個供養給你﹂ 蓮極也知道有人專門拿一塊錢的 而且疊
得很大疊 有喔！以後我看到他 我就知道那只是一塊
錢 心裡比較不會起波浪 跟大家講笑話
眾生的心就是這樣子 菩薩本來是沒有分別的 真
正佛跟菩薩是沒有分別 但是講到大隨求菩薩 你們要以
最大的恭敬心 用最大的心的供養給祂 就可以了 什麼
是最大的心的供養？就是用你最虔誠的心去持祂的咒 修
祂的法 這個是最大的心的供養 這個佛菩薩不是眾生
心 跟眾生的心是不一樣的 祂沒有大的供養 小的供養
跟清淨的供養 污穢的供養 同樣都是平等 沒有這種分
別的心 大菩薩是不會有的 很多的佛菩薩也不會有這
種 因為祂們已經修到完全平等 所以你只要用最清淨的
心去供養 那就是對了！沒有什麼乾淨的 污穢的 或者
是大的供養 小的供養 其實都是平等的 這是大隨求菩
薩
我以前也講過大隨求菩薩的法 祂有經典的 經典
就是︻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祂的整個經
典的名字非常的長 ︻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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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眾鼓掌︶喔 就打一小段 好 請回座 如果是打
整套的你要打多久？兩個小時 好 那你請坐
永樂皇帝封你是什麼？大慈法王？封他是大慈法
王 他有法王的印 永樂皇帝給法王的印 那個是金
印 永樂皇帝給的 他的金剛拳是學得很完整 你們要
學的 男的要學的跟他學；你要學金剛亥母的印 金剛
亥母拳 有三個人會 一個是Judy師姐 她會金剛亥母
拳；一個是雙蓮 新加坡的雙蓮師姐她會金剛亥母拳；
另外一個就是蓮店上師 她會金剛亥母拳 應該有三
個 女的 你要學金剛亥母拳 你要找這三位學；男的
要學金剛拳 就找這個釋迦也矢 他是釋迦也矢的轉
世
這個金剛拳是配合你身體的脈打出來的 意思就是
把那個脈結打開 這是最重要 脈結能夠打開最重要
你打金剛拳就是在打通你身上所有的脈結 你只要打通
了三個結 一共有三十二結；三十二結 你一次通了三
個結 就在十地菩薩裡面你就進一個地 你通了三個結
就等於是說從初地│歡喜地到第十地│法雲地 第七地
就是遠行地 第八地就是菩薩 第八地就是觀世音菩薩
以前因為唸﹃大悲咒﹄ 從一般的觀世音菩薩變成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 就是在第八地 到了第十一地就等於
是佛了 第十一地 第十二地 第十三地 十三地就是
毘廬遮那佛 這其中就是以一般的菩薩的十地到佛本身
的六地 講起來變成三十二個脈結 你打通了三個結的
時候 就登了一個地 這裡面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以打通脈結來決斷 你到了哪一地 你身上的脈結
已經通了多少個 你就是到了第幾地的菩薩 很簡單就

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這本經典的名字非常長
我看這本經典怎麼印啊？這個經恐怕會從正面印到背
面 這麼長的經名
我再跟大家談一下︽道果︾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點堅固 以開解第一脈結
之力牽引或以四灌之要訣至第十地 開解三十脈結 於
每地 得其地之功德故 由前行為始 解一脈結 即於
該地之增長一般功德 至正行中 以受用而開解一脈
結
復次 由該地之一般功德無餘增長至無可增長故
其結行時完全圓滿且融入時開解一脈結
登各地時 各解三脈結而決斷 氣及菩提心堅固而
不退轉
如此 開解三十二脈結 生十二地之證悟故 成為
出世間之道 是決斷內脈結
此分位所出：於中脈處受精血二脈纏壓之狹隘總脈
結處 心氣集攝其上 可能生起大持脈之覺受現象滯澀
等之痛 為平息故 是決斷外脈結
文殊上師說此為簡略教示本頌之故 六教授示竟
這個我跟大家解釋 其實講了這麼多 就是要讓你
的脈能夠完全的通 三十二脈結 就是在這個脈當中有
三十二個打結 經過那裡的時候不是很狹窄就是很阻
塞 把那個脈塞住了 我們身體會有病 是因為你的脈
阻塞了或者狹窄 所以今天我們修寶瓶氣就是要通你的
中脈 讓氣一直進去 把那個脈變成非常的通暢
我們在密教裡面講的所謂的氣 就是運輸的車子
就是在你身上跑的車子；所謂的脈 你要想成道路 是
車子在跑的道路；所謂的車子上所載的貨品 就是拙火

是這樣子講 這整個在解釋就是這個樣子 決斷在哪
裡？就是說你打開你的脈結 打開三個就是登了一個
地 一共有三十二脈結 這樣一共幾個地？三十個就等
於是十地菩薩 三十二就等於是成佛 全身的脈結全部
打通 你就可以成佛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以打通脈結
來決斷 就是決斷涅槃脈 這整個一段的意思在這裡
這整個就比較清楚 否則你看 你看不懂 你看這裡
面 ﹁以開解第一脈結之力牽引或以四灌之要訣到第十
地﹂ 為什麼要用四灌？灌頂到第四灌頂的時候就到第
十地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修寶瓶氣 你修瓶氣 我告訴大家喔 師尊每
一天晚上修的 我為什麼比較晚睡 我一定要幫師母整
個房間做結界 每天晚上一定要的 跟師母的房間 包
括窗子 門 浴室的門跟衣櫥間的門 全部封起來做結
界 包括出入的門 窗子 全部繞一圈做結界 繞完
結界以後 給師母蓋一下棉被 蓋好 然後我再走出
來 我給她蓋棉被 真的 還有蓋棉被 每天給她蓋一
下棉被 然後我離開她的房間 把她的房間的電燈關
掉 再所有的電燈關掉 然後我就走回我自己的房間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呢 第一個地方就看到瑤池金
母 第一個 我就站在瑤池金母面前 我就先跟瑤池金
母合一 我合一是很快的 只要我安靜下來 定心一
念 一心不亂 那瑤池金母很快就進到我身體裡面 然
後我用我的方法 我升起的拙火一直到腳 從腳一直到
頭 升到頭頂 包括我的全身 一個咒字﹁讓﹂ 讓是
什麼？就是火 ﹁讓﹂那個火就升起來 然後把我全身
全部燒光 燒成灰；﹁樣﹂就是風 一陣風過來 把我

明點 這樣講起來你們就很清楚 什麼是貨品？在脈裡
面跑的貨品 就是拙火跟明點 什麼是氣？氣就是運輸
的車子 車子就是運輸的 什麼是脈？脈就是道路 道
路如果阻塞了 車子就不通；人身體有病 是因為脈不
通 所以身體才有病 你那裡發炎 那裡痛 全部都是
因為公路不通所產生的 所以你必須要用氣去把它修
補 進氣進去 然後想辦法去把它修補 其中有一個方
法 就是金剛拳 也是一個方法 金剛拳也是一個方
法 你為什麼要打金剛拳？就是要讓你的脈能夠通暢
打金剛拳的時候以外面的力量來使你的脈結能夠解開
道路能夠通暢
師尊過去世 以前的弟子當中 有最主要的一個就
是賈曹傑 一個是克主傑 一個就是根敦主 一個是釋
迦也矢 賈曹傑可以講是現在的 在娑婆世界黃教的甘
丹赤巴 就等於是賈曹傑；一個班禪喇嘛就是克主傑
有沒有講錯？因為賈曹傑 克主傑都是傑 對呀 賈曹
傑是甘丹赤巴 克主傑是班禪喇嘛 根敦主就是達賴喇
嘛 哲布尊丹巴就是釋迦也矢 蒙古的大活佛哲布尊丹
巴就是釋迦也矢 唯一 由宗喀巴派釋迦也矢去見永樂
皇帝 取得稱號 是釋迦也矢
今天釋迦也矢也轉世了 他就在我們當中聽法 他
現在釋迦也矢 他懂得金剛拳 而且是全套 不是半
套 是完全懂得金剛拳的人 現在請你站出來 你到前
面來好了 你打幾個金剛拳給他們瞧一瞧 喔 大家不
要拍 這個是祕密 好啦 那你就打幾下吧！站著也可
以呀！站著 怎麼了？喔 你也會緊張啊？我告訴你
師尊都不緊張 你緊張什麼？對不對？後面沒有拍你
你不要緊張 喔 你可以打一小段的 ︵師尊合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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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眾鼓掌︶喔 就打一小段 好 請回座 如果是打
整套的你要打多久？兩個小時 好 那你請坐
永樂皇帝封你是什麼？大慈法王？封他是大慈法
王 他有法王的印 永樂皇帝給法王的印 那個是金
印 永樂皇帝給的 他的金剛拳是學得很完整 你們要
學的 男的要學的跟他學；你要學金剛亥母的印 金剛
亥母拳 有三個人會 一個是Judy師姐 她會金剛亥母
拳；一個是雙蓮 新加坡的雙蓮師姐她會金剛亥母拳；
另外一個就是蓮店上師 她會金剛亥母拳 應該有三
個 女的 你要學金剛亥母拳 你要找這三位學；男的
要學金剛拳 就找這個釋迦也矢 他是釋迦也矢的轉
世
這個金剛拳是配合你身體的脈打出來的 意思就是
把那個脈結打開 這是最重要 脈結能夠打開最重要
你打金剛拳就是在打通你身上所有的脈結 你只要打通
了三個結 一共有三十二結；三十二結 你一次通了三
個結 就在十地菩薩裡面你就進一個地 你通了三個結
就等於是說從初地│歡喜地到第十地│法雲地 第七地
就是遠行地 第八地就是菩薩 第八地就是觀世音菩薩
以前因為唸﹃大悲咒﹄ 從一般的觀世音菩薩變成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 就是在第八地 到了第十一地就等於
是佛了 第十一地 第十二地 第十三地 十三地就是
毘廬遮那佛 這其中就是以一般的菩薩的十地到佛本身
的六地 講起來變成三十二個脈結 你打通了三個結的
時候 就登了一個地 這裡面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以打通脈結來決斷 你到了哪一地 你身上的脈結
已經通了多少個 你就是到了第幾地的菩薩 很簡單就

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這本經典的名字非常長
我看這本經典怎麼印啊？這個經恐怕會從正面印到背
面 這麼長的經名
我再跟大家談一下︽道果︾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點堅固 以開解第一脈結
之力牽引或以四灌之要訣至第十地 開解三十脈結 於
每地 得其地之功德故 由前行為始 解一脈結 即於
該地之增長一般功德 至正行中 以受用而開解一脈
結
復次 由該地之一般功德無餘增長至無可增長故
其結行時完全圓滿且融入時開解一脈結
登各地時 各解三脈結而決斷 氣及菩提心堅固而
不退轉
如此 開解三十二脈結 生十二地之證悟故 成為
出世間之道 是決斷內脈結
此分位所出：於中脈處受精血二脈纏壓之狹隘總脈
結處 心氣集攝其上 可能生起大持脈之覺受現象滯澀
等之痛 為平息故 是決斷外脈結
文殊上師說此為簡略教示本頌之故 六教授示竟
這個我跟大家解釋 其實講了這麼多 就是要讓你
的脈能夠完全的通 三十二脈結 就是在這個脈當中有
三十二個打結 經過那裡的時候不是很狹窄就是很阻
塞 把那個脈塞住了 我們身體會有病 是因為你的脈
阻塞了或者狹窄 所以今天我們修寶瓶氣就是要通你的
中脈 讓氣一直進去 把那個脈變成非常的通暢
我們在密教裡面講的所謂的氣 就是運輸的車子
就是在你身上跑的車子；所謂的脈 你要想成道路 是
車子在跑的道路；所謂的車子上所載的貨品 就是拙火

是這樣子講 這整個在解釋就是這個樣子 決斷在哪
裡？就是說你打開你的脈結 打開三個就是登了一個
地 一共有三十二脈結 這樣一共幾個地？三十個就等
於是十地菩薩 三十二就等於是成佛 全身的脈結全部
打通 你就可以成佛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以打通脈結
來決斷 就是決斷涅槃脈 這整個一段的意思在這裡
這整個就比較清楚 否則你看 你看不懂 你看這裡
面 ﹁以開解第一脈結之力牽引或以四灌之要訣到第十
地﹂ 為什麼要用四灌？灌頂到第四灌頂的時候就到第
十地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修寶瓶氣 你修瓶氣 我告訴大家喔 師尊每
一天晚上修的 我為什麼比較晚睡 我一定要幫師母整
個房間做結界 每天晚上一定要的 跟師母的房間 包
括窗子 門 浴室的門跟衣櫥間的門 全部封起來做結
界 包括出入的門 窗子 全部繞一圈做結界 繞完
結界以後 給師母蓋一下棉被 蓋好 然後我再走出
來 我給她蓋棉被 真的 還有蓋棉被 每天給她蓋一
下棉被 然後我離開她的房間 把她的房間的電燈關
掉 再所有的電燈關掉 然後我就走回我自己的房間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呢 第一個地方就看到瑤池金
母 第一個 我就站在瑤池金母面前 我就先跟瑤池金
母合一 我合一是很快的 只要我安靜下來 定心一
念 一心不亂 那瑤池金母很快就進到我身體裡面 然
後我用我的方法 我升起的拙火一直到腳 從腳一直到
頭 升到頭頂 包括我的全身 一個咒字﹁讓﹂ 讓是
什麼？就是火 ﹁讓﹂那個火就升起來 然後把我全身
全部燒光 燒成灰；﹁樣﹂就是風 一陣風過來 把我

明點 這樣講起來你們就很清楚 什麼是貨品？在脈裡
面跑的貨品 就是拙火跟明點 什麼是氣？氣就是運輸
的車子 車子就是運輸的 什麼是脈？脈就是道路 道
路如果阻塞了 車子就不通；人身體有病 是因為脈不
通 所以身體才有病 你那裡發炎 那裡痛 全部都是
因為公路不通所產生的 所以你必須要用氣去把它修
補 進氣進去 然後想辦法去把它修補 其中有一個方
法 就是金剛拳 也是一個方法 金剛拳也是一個方
法 你為什麼要打金剛拳？就是要讓你的脈能夠通暢
打金剛拳的時候以外面的力量來使你的脈結能夠解開
道路能夠通暢
師尊過去世 以前的弟子當中 有最主要的一個就
是賈曹傑 一個是克主傑 一個就是根敦主 一個是釋
迦也矢 賈曹傑可以講是現在的 在娑婆世界黃教的甘
丹赤巴 就等於是賈曹傑；一個班禪喇嘛就是克主傑
有沒有講錯？因為賈曹傑 克主傑都是傑 對呀 賈曹
傑是甘丹赤巴 克主傑是班禪喇嘛 根敦主就是達賴喇
嘛 哲布尊丹巴就是釋迦也矢 蒙古的大活佛哲布尊丹
巴就是釋迦也矢 唯一 由宗喀巴派釋迦也矢去見永樂
皇帝 取得稱號 是釋迦也矢
今天釋迦也矢也轉世了 他就在我們當中聽法 他
現在釋迦也矢 他懂得金剛拳 而且是全套 不是半
套 是完全懂得金剛拳的人 現在請你站出來 你到前
面來好了 你打幾個金剛拳給他們瞧一瞧 喔 大家不
要拍 這個是祕密 好啦 那你就打幾下吧！站著也可
以呀！站著 怎麼了？喔 你也會緊張啊？我告訴你
師尊都不緊張 你緊張什麼？對不對？後面沒有拍你
你不要緊張 喔 你可以打一小段的 ︵師尊合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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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表錯情你知道嗎？會錯意啦！
我開車過去的時候 有一個漂亮的妹妹在人行道上
揮手 我一看 哎呀！這個妹妹大概來問過事吧！我就
趕快跟她揮手 然後我車子開到她旁邊的時候 原來有
一 個 小 孩 子 另 外 一 個 女 生 走 過 來 她 們 兩 個 HUG
︵笑︶ 這個是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開車過去 她站在
人行道揮手 車子剛好在人行道旁邊嘛！她在跟我揮
手 因為很漂亮嘛 我就跟她揮手︵笑︶ 揮手揮手揮
手 突然間有一個女的跑過來跟她HUG 我才知道 人家
是跟我車後面人行道的一個女孩子揮手 所以有時候會
錯意 自己也覺得很尷尬 所以我們學這個經文不能會
錯意啊！會錯意你就錯了 幸好啊 我腦海裡面有伏
藏 我就是這樣子講 你們就清楚
有一個很漂亮的少婦問醫生：﹁醫生 我老公晚上
睡覺 打呼都很大聲啊！可有什麼辦法啊？﹂ 醫生回
答：﹁妳來我家睡 ﹂ ︵笑︶真是 這也是辦法嘛！
當然是辦法之一啊！但是不可以啊 對不對？
有一個年輕人問大師：﹁昨天我扶了一個老太太
結果被騙了兩萬；早上開車遇到假車禍 我又賠了五
萬；大師啊！這世界到底怎麼啦？﹂ 這位大師不講
話 拿著一個水杯 讓年輕人拿在手上 這位年輕人叫
他慢慢倒入很熱的水 這個熱水到了杯子口的時候也不
停 就燙到這個年輕人的手 水杯破了 這個青年頓
悟：﹁大師的意思是不是只有感覺到痛的時候才放
下？﹂ 這個年輕人感到手在痛的時候再放開 杯子就
掉到地上 杯子就已經破了 大師搖搖頭說：﹁不是
我是指這個杯子是乾隆時代的骨董 你現在賠我一百萬

的灰全部吹掉：﹁康﹂就是空 我就進入空裡面 我跟
瑤池金母合一以後 我用拙火把我的全身燒了一遍 然
後化為灰 再用風把這個灰吹掉 就進入空境
我在那邊禪定的時間 就在那裡做禪定 我做完禪
定了以後 當我出定的時候 我再去我的房間再做結
界 結界完了以後 我就刷牙 洗臉 然後我再上床睡
覺 所以我睡的時間比師母晚的原因就是因為我還要做
一些功課 我上了床還要做功課 上床還沒有睡呀 沒
有睡之前我是做功課的 但是有時候睡眠過來了 我功
課做一半 就睡著了 有時候是這個樣子 真的是這個
樣子 所以我睡眠的時間比較長 你看我在用拙火通
脈 就是我用我的拙火把全身的脈 跟我全身所有全部
燒化掉 我是這樣子做的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是我的
功課 每天晚上 我一定不只做結界 還要做我的功
課 還要跟本尊合一 本尊合一在一起用拙火把自己的
身體全部燒化掉
所以講起來呢 這是我自己本人實際上在做的功
課 我是講給大家聽哪 你們不要學我 有時候學我也
學不來啊 因為你跟本尊合一 能不能合一呀？問題就
是這樣子啊！你能不能一心不亂 在一剎那之間就跟本
尊合一？能不能啊？這就是你平時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
要靜下心來跟本尊完全合一的這個力量在哪裡？這個就
是一種證驗 本尊合一是有證驗的 好像你靜下來 祈
求本尊跟你合一 ︵師尊示範︶ 我這樣子就已經合一
了 剛剛這樣子就已經合一了 你要知道是哪一尊來合
一的 是︿彩虹雷藏寺﹀大殿中央的那一尊瑤池金母
你也要知道是哪一尊來跟你合一 我家裡的 那是我家
裡的那一尊 現在是︿彩虹雷藏寺﹀中央大殿的那一尊

就可以了 ﹂ ︵笑︶
我告訴大家 這世界上沒有本領的人很多 沒有真
實的本領；那沒有真實的本領只好做什麼？當騙子 用
騙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哪 一樣的 你必須要睜開你
的眼睛 看看誰在騙 你就不能去依止他；如果這個人
本身有真的本事 他一定有一些證驗 你可以看看他有
沒有證驗 像昨天晚上我講的 一摩頂 這脖子的瘤就
消失掉；一加持 那邊就感應到了；是昨天晚上講的
這個就是證驗哪！這個是實在有本事的 他也能夠講經
說法 但是你要看他講的東西是什麼？他能不能把真正
的道理解釋得非常清楚 讓你能夠清楚明白 而不是含
糊其事 大家講孝順 每一個人都會 大家都知道什麼
叫做孝道 大家都懂 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夠做得到呢？
這就是要看你的真功夫 否則都是騙子 這世界上騙子
太多
這裡教兩個方法 一個是讓老婆開心的方法 一個
是讓老公開心的方法 讓老婆開心的方法 在適當的時
機擁抱她 在說再見的時候親吻她 代替她照顧孩子
陪孩子玩耍 主動地打掃家裡 時常地陪她回娘家 陪
她逛街買東西 幫忙洗衣服 陪她出去旅遊 不應酬的
時候就回家陪她 無時無刻地甜言蜜語 報備你所有的
行程 永遠不要忘了結婚紀念日的驚喜 在老婆忙完以
後幫她按摩 隨時當她最忠實的傾聽者 這是讓老婆高
興的方法
讓老公開心的方法只有一樣 妳不要管他 ︵笑︶
講得有道理 嗡嘛呢唄咪吽

瑤池金母
為什麼知道？因為我看到祂啊！所有瑤池金母雕得
每一尊都非常莊嚴 尤其是我家的那一尊 祂最漂亮
比較起來 ︿彩虹雷藏寺﹀中間那一尊 我不講 就像
蓮印上師一樣 你把中間的那一尊拍照跟你的相對對
看 有沒有像？那一尊瑤池金母 瘦瘦乾乾的 我剛剛
就是看到祂 所以我知道是哪一尊 你的脈如果通暢的
話 你要看哪一尊 要看光 都比較容易啊！我們好像
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光明風脈﹂ 所以你脈如果通
了 你就一樣可以看到光明 而且你自己也會有光明出
來
老師問小明：﹁這個作業是你自己做的嗎？﹂ 小
明回答：﹁不是 是爸爸幫我做的 ﹂ 老師說：﹁回
去跟你爸爸說 星期天他也要來補課！﹂ 因為可能他
爸爸做的也是錯的 我們哪 學佛的人 自己要了解自
己 自心明白嘛！自己要了解自己 你修行的缺點在哪
裡？你就要補課 把那個補好 到底你的缺點在哪裡
你自己自心明白 你是持咒不夠呢？入三摩地不行呢？
你是修法儀軌有缺失呢？或者你修得很模糊呢？都是過
失啊！很多的過失 所以我們自己修法過失的時候 知
道自己修法過失 就是要用﹃金剛薩埵百字明﹄去給它
補闕 就是自己要明白自己的缺點
有一位帥氣的男孩子 拿著手帕向我揮手 我也向
他揮手 之後 他跑到第二個窗口再跟我揮手 我也跟
他揮手 後來他又走到第三個窗口再跟我揮手時 我這
時候才反應過來 天哪！原來這位帥哥的男孩是在擦教
室的窗戶
擦窗子 擦窗子不是這樣揮手嗎？他說他
長很帥 也跟他揮手 搞了半天人家是在擦窗子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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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表錯情你知道嗎？會錯意啦！
我開車過去的時候 有一個漂亮的妹妹在人行道上
揮手 我一看 哎呀！這個妹妹大概來問過事吧！我就
趕快跟她揮手 然後我車子開到她旁邊的時候 原來有
一 個 小 孩 子 另 外 一 個 女 生 走 過 來 她 們 兩 個 HUG
︵笑︶ 這個是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開車過去 她站在
人行道揮手 車子剛好在人行道旁邊嘛！她在跟我揮
手 因為很漂亮嘛 我就跟她揮手︵笑︶ 揮手揮手揮
手 突然間有一個女的跑過來跟她HUG 我才知道 人家
是跟我車後面人行道的一個女孩子揮手 所以有時候會
錯意 自己也覺得很尷尬 所以我們學這個經文不能會
錯意啊！會錯意你就錯了 幸好啊 我腦海裡面有伏
藏 我就是這樣子講 你們就清楚
有一個很漂亮的少婦問醫生：﹁醫生 我老公晚上
睡覺 打呼都很大聲啊！可有什麼辦法啊？﹂ 醫生回
答：﹁妳來我家睡 ﹂ ︵笑︶真是 這也是辦法嘛！
當然是辦法之一啊！但是不可以啊 對不對？
有一個年輕人問大師：﹁昨天我扶了一個老太太
結果被騙了兩萬；早上開車遇到假車禍 我又賠了五
萬；大師啊！這世界到底怎麼啦？﹂ 這位大師不講
話 拿著一個水杯 讓年輕人拿在手上 這位年輕人叫
他慢慢倒入很熱的水 這個熱水到了杯子口的時候也不
停 就燙到這個年輕人的手 水杯破了 這個青年頓
悟：﹁大師的意思是不是只有感覺到痛的時候才放
下？﹂ 這個年輕人感到手在痛的時候再放開 杯子就
掉到地上 杯子就已經破了 大師搖搖頭說：﹁不是
我是指這個杯子是乾隆時代的骨董 你現在賠我一百萬

的灰全部吹掉：﹁康﹂就是空 我就進入空裡面 我跟
瑤池金母合一以後 我用拙火把我的全身燒了一遍 然
後化為灰 再用風把這個灰吹掉 就進入空境
我在那邊禪定的時間 就在那裡做禪定 我做完禪
定了以後 當我出定的時候 我再去我的房間再做結
界 結界完了以後 我就刷牙 洗臉 然後我再上床睡
覺 所以我睡的時間比師母晚的原因就是因為我還要做
一些功課 我上了床還要做功課 上床還沒有睡呀 沒
有睡之前我是做功課的 但是有時候睡眠過來了 我功
課做一半 就睡著了 有時候是這個樣子 真的是這個
樣子 所以我睡眠的時間比較長 你看我在用拙火通
脈 就是我用我的拙火把全身的脈 跟我全身所有全部
燒化掉 我是這樣子做的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是我的
功課 每天晚上 我一定不只做結界 還要做我的功
課 還要跟本尊合一 本尊合一在一起用拙火把自己的
身體全部燒化掉
所以講起來呢 這是我自己本人實際上在做的功
課 我是講給大家聽哪 你們不要學我 有時候學我也
學不來啊 因為你跟本尊合一 能不能合一呀？問題就
是這樣子啊！你能不能一心不亂 在一剎那之間就跟本
尊合一？能不能啊？這就是你平時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
要靜下心來跟本尊完全合一的這個力量在哪裡？這個就
是一種證驗 本尊合一是有證驗的 好像你靜下來 祈
求本尊跟你合一 ︵師尊示範︶ 我這樣子就已經合一
了 剛剛這樣子就已經合一了 你要知道是哪一尊來合
一的 是︿彩虹雷藏寺﹀大殿中央的那一尊瑤池金母
你也要知道是哪一尊來跟你合一 我家裡的 那是我家
裡的那一尊 現在是︿彩虹雷藏寺﹀中央大殿的那一尊

就可以了 ﹂ ︵笑︶
我告訴大家 這世界上沒有本領的人很多 沒有真
實的本領；那沒有真實的本領只好做什麼？當騙子 用
騙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哪 一樣的 你必須要睜開你
的眼睛 看看誰在騙 你就不能去依止他；如果這個人
本身有真的本事 他一定有一些證驗 你可以看看他有
沒有證驗 像昨天晚上我講的 一摩頂 這脖子的瘤就
消失掉；一加持 那邊就感應到了；是昨天晚上講的
這個就是證驗哪！這個是實在有本事的 他也能夠講經
說法 但是你要看他講的東西是什麼？他能不能把真正
的道理解釋得非常清楚 讓你能夠清楚明白 而不是含
糊其事 大家講孝順 每一個人都會 大家都知道什麼
叫做孝道 大家都懂 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夠做得到呢？
這就是要看你的真功夫 否則都是騙子 這世界上騙子
太多
這裡教兩個方法 一個是讓老婆開心的方法 一個
是讓老公開心的方法 讓老婆開心的方法 在適當的時
機擁抱她 在說再見的時候親吻她 代替她照顧孩子
陪孩子玩耍 主動地打掃家裡 時常地陪她回娘家 陪
她逛街買東西 幫忙洗衣服 陪她出去旅遊 不應酬的
時候就回家陪她 無時無刻地甜言蜜語 報備你所有的
行程 永遠不要忘了結婚紀念日的驚喜 在老婆忙完以
後幫她按摩 隨時當她最忠實的傾聽者 這是讓老婆高
興的方法
讓老公開心的方法只有一樣 妳不要管他 ︵笑︶
講得有道理 嗡嘛呢唄咪吽

瑤池金母
為什麼知道？因為我看到祂啊！所有瑤池金母雕得
每一尊都非常莊嚴 尤其是我家的那一尊 祂最漂亮
比較起來 ︿彩虹雷藏寺﹀中間那一尊 我不講 就像
蓮印上師一樣 你把中間的那一尊拍照跟你的相對對
看 有沒有像？那一尊瑤池金母 瘦瘦乾乾的 我剛剛
就是看到祂 所以我知道是哪一尊 你的脈如果通暢的
話 你要看哪一尊 要看光 都比較容易啊！我們好像
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光明風脈﹂ 所以你脈如果通
了 你就一樣可以看到光明 而且你自己也會有光明出
來
老師問小明：﹁這個作業是你自己做的嗎？﹂ 小
明回答：﹁不是 是爸爸幫我做的 ﹂ 老師說：﹁回
去跟你爸爸說 星期天他也要來補課！﹂ 因為可能他
爸爸做的也是錯的 我們哪 學佛的人 自己要了解自
己 自心明白嘛！自己要了解自己 你修行的缺點在哪
裡？你就要補課 把那個補好 到底你的缺點在哪裡
你自己自心明白 你是持咒不夠呢？入三摩地不行呢？
你是修法儀軌有缺失呢？或者你修得很模糊呢？都是過
失啊！很多的過失 所以我們自己修法過失的時候 知
道自己修法過失 就是要用﹃金剛薩埵百字明﹄去給它
補闕 就是自己要明白自己的缺點
有一位帥氣的男孩子 拿著手帕向我揮手 我也向
他揮手 之後 他跑到第二個窗口再跟我揮手 我也跟
他揮手 後來他又走到第三個窗口再跟我揮手時 我這
時候才反應過來 天哪！原來這位帥哥的男孩是在擦教
室的窗戶
擦窗子 擦窗子不是這樣揮手嗎？他說他
長很帥 也跟他揮手 搞了半天人家是在擦窗子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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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五

道果
四耳傳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為一補特伽羅欲現證圓滿正覺
須得眾祖師耳傳相續不絕 故教示四耳
傳
頌云：﹁密咒耳傳等四不斷﹂ 四
耳傳為：﹁灌頂之河不竭 加持相續不
失 教訣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足 ﹂
一 灌頂之河不竭
分三：因位灌頂之河不竭 道位灌
頂之河不竭 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１ 因位灌頂之河不竭
由金剛持佛至修行者本身之間 須
得一前述上中下三種灌頂之河不竭
２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上中下三品中 上品修四座 每座
間悉能圓滿領受灌頂 中品修三座 每
座間亦能如斯 下品修二座 每座亦能
如斯領受 世間道中領受無量灌頂 出
世間道中領受相續無間之灌頂

３ 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所依完全清淨
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
受四灌；總之 作完全圓滿灌頂道之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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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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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琉
璃光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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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
會的貴賓是：︿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大使東周夫人
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Teresa師姐 ﹁真佛
般若藏﹂執行長周慧芳律師
莊俊耀醫師
Californiafoursmallgirl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莊秘書小姐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國 粵語︶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每一次我坐在這個法座上
面 也不知是誰下的降頭？這個法座很奇怪 我只要一坐
上去 就昏昏沉沉 就一直想打瞌睡 好像有一種瞌睡蟲
鑽到鼻子裡面 然後整個人就昏昏沉沉 但是也奇怪的
是 我在唸咒還滿準的 唸到最後快結束的時候 真的也
結束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數 那也不知道有沒有唸 總
之就是昏昏沉沉的 就這樣子過了 但是我也知道藥師琉
璃光佛來加持 讓祢不要釣魚釣得很深 釣魚釣得很厲
害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師尊好像昏迷這樣子？入三摩地
是昏沉 這在禪定是不可以的 我眼睛有閉起來嗎？頭有
沒有搖？頭歪一邊啊？這也不錯啦 看不出來我是在睡
覺 功夫不錯 坐這個椅子才會 山莊的椅子不會 不是
不是 坐這個是晚上 山莊的椅子是睡午覺時間！剛剛司
儀迴向的時候說 迴向師尊精力充沛 一定是看到我在那
邊搖搖搖
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下 ︿真佛宗﹀的﹁真佛般若藏﹂

是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問一下 是不是如果加入網站的
才看得到 沒有加入的看不到 是嗎？一定要加入這個網
站 ︵周慧芳律師：加入會員可以看到全文 沒有加入的
看到前面三篇︶
原來是有分別 加入會員的可以看到全部 沒有加入
的只能看到前面三篇；如果進入網站的時候 還沒有加入
會員 他能不能看到﹁真佛般若藏﹂？任何人只要有這個
網址 打了以後 他就能看得到；一般人如果不知道的
在瀏覽的過程當中會不會看到這個網站？如果不是︿真佛
宗﹀的弟子 ︵周律師：都可以 你只要上網站去搜尋
目前為止 ﹁真佛般若藏﹂的網站都很容易找得到 要查
師尊的書 ﹁真佛般若藏網站﹂很容易出現︶ 那這樣很
好 ﹁真佛般若藏﹂ 我是希望不知道︿真佛宗﹀的或根
本不了解師尊書的 他在瀏覽過程之中也能夠看到﹁真佛
般若藏﹂這個網站 一般人他沒有宗教信仰的 也不知道
︿真佛宗﹀的 也不知道師尊的
在這當中 我聽說有一種叫ＡＰＰ 我們﹁真佛宗網
站﹂有沒有參加ＡＰＰ呢？︵周慧芳律師解釋︶好的 我
是希望﹁真佛般若藏﹂能夠廣傳；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
知道︿真佛宗﹀的 不知道師尊的 他們一般人也能夠瀏
覽；有時候就是在偶爾之間 我也不知道 是有人告訴
我 他在上網以後 就會出現色情網站 就突然間冒出來
幾個色情網站 還有照片還有什麼 有這種事嗎？我也希
望說人家上網的時候 我們﹁真佛般若藏﹂突然跑出來
讓人家看到有﹁真佛般若藏﹂ 有沒有辦法看到？喔 花
錢買廣告才可以 那要花很多錢喔 是不是？不一定 那
這樣子﹁真佛般若藏﹂可以想辦法花很少的錢 然後呢？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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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上中下三品中 上品修四座 每座
間悉能圓滿領受灌頂 中品修三座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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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道中領受相續無間之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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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所依完全清淨
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
受四灌；總之 作完全圓滿灌頂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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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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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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琉
璃光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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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與
會的貴賓是：︿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大使東周夫人
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計師Teresa師姐 ﹁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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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俊耀醫師
Californiafoursmallgirl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莊秘書小姐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國 粵語︶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每一次我坐在這個法座上
面 也不知是誰下的降頭？這個法座很奇怪 我只要一坐
上去 就昏昏沉沉 就一直想打瞌睡 好像有一種瞌睡蟲
鑽到鼻子裡面 然後整個人就昏昏沉沉 但是也奇怪的
是 我在唸咒還滿準的 唸到最後快結束的時候 真的也
結束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數 那也不知道有沒有唸 總
之就是昏昏沉沉的 就這樣子過了 但是我也知道藥師琉
璃光佛來加持 讓祢不要釣魚釣得很深 釣魚釣得很厲
害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師尊好像昏迷這樣子？入三摩地
是昏沉 這在禪定是不可以的 我眼睛有閉起來嗎？頭有
沒有搖？頭歪一邊啊？這也不錯啦 看不出來我是在睡
覺 功夫不錯 坐這個椅子才會 山莊的椅子不會 不是
不是 坐這個是晚上 山莊的椅子是睡午覺時間！剛剛司
儀迴向的時候說 迴向師尊精力充沛 一定是看到我在那
邊搖搖搖
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下 ︿真佛宗﹀的﹁真佛般若藏﹂

是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問一下 是不是如果加入網站的
才看得到 沒有加入的看不到 是嗎？一定要加入這個網
站 ︵周慧芳律師：加入會員可以看到全文 沒有加入的
看到前面三篇︶
原來是有分別 加入會員的可以看到全部 沒有加入
的只能看到前面三篇；如果進入網站的時候 還沒有加入
會員 他能不能看到﹁真佛般若藏﹂？任何人只要有這個
網址 打了以後 他就能看得到；一般人如果不知道的
在瀏覽的過程當中會不會看到這個網站？如果不是︿真佛
宗﹀的弟子 ︵周律師：都可以 你只要上網站去搜尋
目前為止 ﹁真佛般若藏﹂的網站都很容易找得到 要查
師尊的書 ﹁真佛般若藏網站﹂很容易出現︶ 那這樣很
好 ﹁真佛般若藏﹂ 我是希望不知道︿真佛宗﹀的或根
本不了解師尊書的 他在瀏覽過程之中也能夠看到﹁真佛
般若藏﹂這個網站 一般人他沒有宗教信仰的 也不知道
︿真佛宗﹀的 也不知道師尊的
在這當中 我聽說有一種叫ＡＰＰ 我們﹁真佛宗網
站﹂有沒有參加ＡＰＰ呢？︵周慧芳律師解釋︶好的 我
是希望﹁真佛般若藏﹂能夠廣傳；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
知道︿真佛宗﹀的 不知道師尊的 他們一般人也能夠瀏
覽；有時候就是在偶爾之間 我也不知道 是有人告訴
我 他在上網以後 就會出現色情網站 就突然間冒出來
幾個色情網站 還有照片還有什麼 有這種事嗎？我也希
望說人家上網的時候 我們﹁真佛般若藏﹂突然跑出來
讓人家看到有﹁真佛般若藏﹂ 有沒有辦法看到？喔 花
錢買廣告才可以 那要花很多錢喔 是不是？不一定 那
這樣子﹁真佛般若藏﹂可以想辦法花很少的錢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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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上網在逛菜市場的時候 也突然間看到你的菜
有﹁真佛般若藏﹂ ﹁這是啥玩意兒？﹂然後也能夠想
要了解什麼是﹁真佛般若藏﹂？這樣子能夠廣傳的話
那更加好 花很少的錢 讓上網的人 突然間冒出
咦 怎麼有這個﹁真佛般若藏﹂？然後他還以為是色
情 一點進去的話 就看到很多的文章還有這些可以導
向 原來是要花錢的 所以色情網站也是要花錢的
(周律師：﹁真佛般若藏﹂ 加入會員的 不見得都
是︿真佛宗﹀的弟子 也有非︿真佛宗﹀弟子是我們網
站的會員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明天﹁彩虹雷藏
寺讀書會﹂ 我就會介紹怎麼繼續推廣的方法 師尊剛
好預知了明天的工作 請在座跟網路的同門盡量幫助我
們 明天我就會介紹怎麼繼續推廣﹁真佛般若藏﹂ 這
個部分我們是沒有花錢的 那也不會有色情照片出來
的 有很珍貴的文章在裡面 有很珍貴的書在裡面 所
以敬請大家期待 )
︵周律師：我們這個網站是很乾淨的 很文雅的很
高雅的 層次上還是有差別 那我們希望進來的人不是
因為色情的關係進來 是因為喜歡看師尊的書 進來我
們的網站 謝謝！︶
我覺得色情跟藝術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在密教裡面
的空行母 你說那個多傑帕母 金剛瑜伽母 另外像瑪
吉拉尊者 依喜措嘉尊者 還有很多的空行母 據我所
知道的 如果以唐卡來講 金剛瑜伽母的姿態跟祂的穿
著 另外瑪吉拉尊的姿態跟穿著 依喜措嘉的姿態跟穿
著 跟很多的空行母的穿著 幾乎都是屬於很藝術化的
那種美女的穿著 而且空行母大部分來講是帶著佩物
所以﹁真佛般若藏﹂裡面來講 倒不是說乾淨不乾淨

你弄幾個空行母在前面給大家看 祂只是佩戴著飾物而
且又畫的非常的美 而且姿態非常的美妙 讓眾生一
看 耶！像色情又不像色情 像神聖又不像神聖 祂是
空行母的那種姿勢 色情跟藝術之間 跟空行母之間
幾乎是沒有分別的 幾個空行母出來 那不得了了 一
定很多人都要看﹁真佛般若藏﹂
你們看過金剛瑜伽母的唐卡嗎？看過的舉手 看過
多傑帕母金剛亥母的唐卡嗎？另外 還有瑪吉拉尊的唐
卡 你們看過嗎？那是宗教？還是色情？還是藝術？所
以我們﹁真佛般若藏﹂先擺幾個空行母在上面 讓一般
陌生人一看到就被吸引住了 然後又進入﹁真佛般若
藏﹂ 這也是一個方法 ﹁先以欲勾之再令入佛智﹂
(周律師：報告師尊 我們般若藏裡面都有師尊的畫 如
果這些很美的空行母 如果師尊可以畫出來 師尊最近
的畫有很多很美的仙姑 師尊如果可以畫這些很美麗的
畫 在般若藏就可以看到 這些很漂亮的空行母 大家
就會因為這樣加入會員 很希望師尊能夠幫助我們攝召
一些會員 )天啊！我是推給妳 妳又推給我！
我告訴你 真正的空行母是一絲不掛的 祂只是佩
戴著飾物而已 那以後我可以畫一絲不掛的美女 你們
看祂應該是屬於藝術跟宗教 而不是色情 應該是這樣
子 你知道空行母所有的天女都是非常美的 能夠畫得
出來的話 真的 所以藝術家本身來講 畫模特兒其實
也是一種藝術 人體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所有最美麗的
應該是屬於人體 但是當然不是像慧君上師那一種的
人體的美是非常美的 那種曲線是一種藝術 而且是一
種宗教 所以密教的空行母特別不一樣 所以﹁真佛般
若藏﹂將來也可以把空行母的相放在這裡面

我們有一個畫唐卡的Elizabeth伊莉莎白 她今天有
沒有來？謝謝 歡迎妳 妳畫給師尊的勝樂金剛跟多傑帕
母 在我的房間裡面 妳畫給我的瑪吉拉尊也在我的房間
裡面 還有金剛瑜伽母也是妳畫的 在我的房間裡面 另
外還有師尊的一個明妃 也是妳畫的嗎？白度母也是妳畫
的 也在師尊的房間裡面 那個白度母頭上的是蓮花童子
吧？那是妳畫的嗎？她畫的空行母都是非常美的 所以
﹁真佛般若藏﹂應該跟Elizabeth伊莉莎白要有聯繫 她
畫好先給﹁真佛般若藏﹂ 然後再轉送給師尊 然後放在
﹁真佛般若藏﹂裡面 讓大家看到妳的畫 不得了 每個
人都要看﹁真佛般若藏﹂ 而且非看不可 而且最美的瑤
池金母也是她畫的 她畫得很好 所以我把責任推給她
今天跟大家講 ﹁真佛般若藏﹂很重要 而且功能
很多 是經過設計的非常好的網站 每一個人都要加入會
員 我們︿真佛宗﹀當然義不容辭要加入會員 那裡面還
有有聲書 有聲音的 你不會看不懂文字 但是你可以聽
有聲書 而且多國的語言 還有不只是中文的﹁真佛般若
藏﹂ 還有印尼文的﹁真佛般若藏﹂ 有英文的﹁真佛般
若藏﹂ 甚至還有歐洲很多國家語言的﹁真佛般若藏﹂
另外還有日文的 韓文的好多國家的語言 東南亞國家的
都有 很多國家的也有翻譯出來的 所以很多的變化在當
中 還有很多的功能
希望大家每一個︿真佛宗﹀的弟子當然一定要加
入 不是︿真佛宗﹀的弟子也可以加入會員 而且加入會
員是免費的 以後你認為很好 才donation 這個網站一
定要推銷出去 讓所有的人知道有﹁真佛般若藏﹂
我今天是想到說 空行母那麼好的照片 一般人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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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上網在逛菜市場的時候 也突然間看到你的菜
有﹁真佛般若藏﹂ ﹁這是啥玩意兒？﹂然後也能夠想
要了解什麼是﹁真佛般若藏﹂？這樣子能夠廣傳的話
那更加好 花很少的錢 讓上網的人 突然間冒出
咦 怎麼有這個﹁真佛般若藏﹂？然後他還以為是色
情 一點進去的話 就看到很多的文章還有這些可以導
向 原來是要花錢的 所以色情網站也是要花錢的
(周律師：﹁真佛般若藏﹂ 加入會員的 不見得都
是︿真佛宗﹀的弟子 也有非︿真佛宗﹀弟子是我們網
站的會員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明天﹁彩虹雷藏
寺讀書會﹂ 我就會介紹怎麼繼續推廣的方法 師尊剛
好預知了明天的工作 請在座跟網路的同門盡量幫助我
們 明天我就會介紹怎麼繼續推廣﹁真佛般若藏﹂ 這
個部分我們是沒有花錢的 那也不會有色情照片出來
的 有很珍貴的文章在裡面 有很珍貴的書在裡面 所
以敬請大家期待 )
︵周律師：我們這個網站是很乾淨的 很文雅的很
高雅的 層次上還是有差別 那我們希望進來的人不是
因為色情的關係進來 是因為喜歡看師尊的書 進來我
們的網站 謝謝！︶
我覺得色情跟藝術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在密教裡面
的空行母 你說那個多傑帕母 金剛瑜伽母 另外像瑪
吉拉尊者 依喜措嘉尊者 還有很多的空行母 據我所
知道的 如果以唐卡來講 金剛瑜伽母的姿態跟祂的穿
著 另外瑪吉拉尊的姿態跟穿著 依喜措嘉的姿態跟穿
著 跟很多的空行母的穿著 幾乎都是屬於很藝術化的
那種美女的穿著 而且空行母大部分來講是帶著佩物
所以﹁真佛般若藏﹂裡面來講 倒不是說乾淨不乾淨

你弄幾個空行母在前面給大家看 祂只是佩戴著飾物而
且又畫的非常的美 而且姿態非常的美妙 讓眾生一
看 耶！像色情又不像色情 像神聖又不像神聖 祂是
空行母的那種姿勢 色情跟藝術之間 跟空行母之間
幾乎是沒有分別的 幾個空行母出來 那不得了了 一
定很多人都要看﹁真佛般若藏﹂
你們看過金剛瑜伽母的唐卡嗎？看過的舉手 看過
多傑帕母金剛亥母的唐卡嗎？另外 還有瑪吉拉尊的唐
卡 你們看過嗎？那是宗教？還是色情？還是藝術？所
以我們﹁真佛般若藏﹂先擺幾個空行母在上面 讓一般
陌生人一看到就被吸引住了 然後又進入﹁真佛般若
藏﹂ 這也是一個方法 ﹁先以欲勾之再令入佛智﹂
(周律師：報告師尊 我們般若藏裡面都有師尊的畫 如
果這些很美的空行母 如果師尊可以畫出來 師尊最近
的畫有很多很美的仙姑 師尊如果可以畫這些很美麗的
畫 在般若藏就可以看到 這些很漂亮的空行母 大家
就會因為這樣加入會員 很希望師尊能夠幫助我們攝召
一些會員 )天啊！我是推給妳 妳又推給我！
我告訴你 真正的空行母是一絲不掛的 祂只是佩
戴著飾物而已 那以後我可以畫一絲不掛的美女 你們
看祂應該是屬於藝術跟宗教 而不是色情 應該是這樣
子 你知道空行母所有的天女都是非常美的 能夠畫得
出來的話 真的 所以藝術家本身來講 畫模特兒其實
也是一種藝術 人體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所有最美麗的
應該是屬於人體 但是當然不是像慧君上師那一種的
人體的美是非常美的 那種曲線是一種藝術 而且是一
種宗教 所以密教的空行母特別不一樣 所以﹁真佛般
若藏﹂將來也可以把空行母的相放在這裡面

我們有一個畫唐卡的Elizabeth伊莉莎白 她今天有
沒有來？謝謝 歡迎妳 妳畫給師尊的勝樂金剛跟多傑帕
母 在我的房間裡面 妳畫給我的瑪吉拉尊也在我的房間
裡面 還有金剛瑜伽母也是妳畫的 在我的房間裡面 另
外還有師尊的一個明妃 也是妳畫的嗎？白度母也是妳畫
的 也在師尊的房間裡面 那個白度母頭上的是蓮花童子
吧？那是妳畫的嗎？她畫的空行母都是非常美的 所以
﹁真佛般若藏﹂應該跟Elizabeth伊莉莎白要有聯繫 她
畫好先給﹁真佛般若藏﹂ 然後再轉送給師尊 然後放在
﹁真佛般若藏﹂裡面 讓大家看到妳的畫 不得了 每個
人都要看﹁真佛般若藏﹂ 而且非看不可 而且最美的瑤
池金母也是她畫的 她畫得很好 所以我把責任推給她
今天跟大家講 ﹁真佛般若藏﹂很重要 而且功能
很多 是經過設計的非常好的網站 每一個人都要加入會
員 我們︿真佛宗﹀當然義不容辭要加入會員 那裡面還
有有聲書 有聲音的 你不會看不懂文字 但是你可以聽
有聲書 而且多國的語言 還有不只是中文的﹁真佛般若
藏﹂ 還有印尼文的﹁真佛般若藏﹂ 有英文的﹁真佛般
若藏﹂ 甚至還有歐洲很多國家語言的﹁真佛般若藏﹂
另外還有日文的 韓文的好多國家的語言 東南亞國家的
都有 很多國家的也有翻譯出來的 所以很多的變化在當
中 還有很多的功能
希望大家每一個︿真佛宗﹀的弟子當然一定要加
入 不是︿真佛宗﹀的弟子也可以加入會員 而且加入會
員是免費的 以後你認為很好 才donation 這個網站一
定要推銷出去 讓所有的人知道有﹁真佛般若藏﹂
我今天是想到說 空行母那麼好的照片 一般人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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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 祂也在我身上 那個法流也在我身上 雖然我有
一點昏沉 但是我也覺受到法流在我身上 這個就是你
當師尊不可或缺的事情
你都沒有得到灌頂？如何教我們得到灌頂？所以我
今天坐在法座上 剛剛修一壇法 這是藥師琉璃光如來
的法 確實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法流有降在我身上 這是
確實的 所以你們也要有這種覺受 不是說我修完了
法 你有入我我入嗎？你有三光加被嗎？三光加被 你
就要感覺到那個光在加持你 那個就是灌頂 三光加被
就是灌頂啊！入我我入就是灌頂 所以我講灌頂之河永
遠不竭 就是說它沒有停止的時候 每一天我晚上 今
天晚上回去 我跟我的本尊合一 祂進到我裡面 我進
到祂裡面 兩個合一的 我是接受瑤池金母的灌頂耶！
祂進到我裡面 我進到祂裡面 兩個合一耶 所以就叫
做﹁灌頂之河不竭﹂ 就是這個啊！沒有一天沒有灌頂
的 我天天都灌頂啊！
另外我要問一句話喔 每一次幫師母結界完了以
後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 我站在瑤池金母的面前 每
一次接受灌頂的時候 當我跟瑤池金母合一的 很密
集 而且完全等於我變成瑤池金母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一件事情 總有一個男人 穿著皮鞋 有一個男的 那
個明明就是一個男的 穿著一個皮鞋 從我的大門走進
來 然後走到我在跟瑤池金母合一的旁邊 然後就停下
來 停下來這個聲音就消失掉 也就是說皮鞋的聲音
波波波波波
我每一次合一 我總要聽到這個聲
音 但是這個人啊 我知道這個穿皮鞋這個人 昨天我
給他觀察 這個人是吊死的 是上吊的 我給他看 也

到空行母就被空行母吸引了 就進入﹁真佛般若藏﹂
也是推廣的方法 因為藥師佛已經講了很多了 剛剛好
看到﹁真佛般若藏﹂ 是很好的而且是值得推廣的 它
的功能很多的 師母跟我都很讚揚周慧芳律師 她現在
是不務正業 她是律師但是不務正業 專門搞﹁真佛般
若藏﹂ 而且做的很好到處去宣揚 非常好的 她在台
灣也是很大牌的律師哦 辦過很大的案子 全國性的案
子 她是很大牌的律師 現在她的女兒在紐約也是當律
師吧 跟佛青同一個學校畢業的 她的女兒也是律師
我們今天談一下︽道果︾ 這裡談到﹁四耳傳﹂
四種耳傳的意思這裡有寫到：
戊五 四耳傳 現為一補特伽羅欲現證圓滿正覺
須得眾祖師耳傳相續不絕 故教示四耳傳 頌云：﹁密
咒耳傳等四不斷﹂ 四耳傳為：﹁灌頂之河不竭 加持
相續不失 教訣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足 ﹂
底下都會有解釋 一 灌頂之河不竭 分三：因位
灌頂之河不竭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果位灌頂之河不
竭 其實在佛教裡面講起來 什麼是因位？什麼叫做果
位？什麼叫做道位？
其實什麼叫因位？像我們看唐卡裡面 有金剛界
有胎藏界 胎藏界就是因位 金剛界就是果位 什麼叫
做因位呢？凡夫位 像我們一般人就是凡夫 凡夫位就
是屬於因位 成了什麼佛 就屬於果位 一個因一個
果 中間的過程就叫道位 分成從開始生起次第就是因
位 圓滿次第就是果位 從生起次第修行到圓滿次第的
中間就叫做道位 跟大家解釋什麼叫做因位 什麼叫做
道位 什麼叫做果位
１ 因位灌頂之河不竭 由金剛持佛至修行者本身

是吊死的 而且我看他已經全身是骷髏的 是吊死的
那你來找我 是為什麼？
我告訴你 只有︿真佛宗﹀弟子才能夠進到我的屋
子裡面來 因為他拿著我的皈依證書 我當然我會超度
你 你也不用緊張 我也不用緊張 但是︿真佛宗﹀的
弟子 因為他拿著我的皈依證書 經過我家的門進來
因為他是皈依的弟子 也是上吊死的 為什麼在最近幾
天裡面老是一個上吊死的 男的 上吊死的來找我 我
就是要查這個 最近有誰上吊死的？︿真佛宗﹀的弟子
上吊死的 好像那些死亡的名單裡面啊 來給師尊加持
的這些名單當中 查一下 到底是有哪一個︿真佛宗﹀
的弟子 男的 上吊死的 因為他每天來找我 就是在
我跟瑤池金母合一的時候他來找我 穿著皮鞋 然後以
中陰身的姿態 拿著皈依證書；拿著皈依證書的都可以
進到我家 是我的弟子 上吊死的 這個我一定要查
明 我才能夠超度你 你來求超度 當然我一定要做
就在瑤池金母跟我灌頂 我跟祂灌頂 然後我聽到聲
音 耳朵聽到聲音以後 我轉頭看他 他是上吊死的一
個骷髏 我是不怕啦 聽的人會怕 聽的人會scare
scare me 聽的會怕 我是不怕 師尊是不怕 穿皮鞋
穿草鞋 管你穿什麼鞋 你明明是穿皮鞋的 那個是皮
鞋的聲音 最近讓我看到的就是一個吊死鬼
但是我跟大家講 ﹁灌頂之河不竭﹂ 我坐在這
裡 昏沉 但是藥師如來來了我知道 祂進入我的身
體 我知道 所以還是有接受到灌頂 你們在修法當
中 也應該有這種現象 你知道藥師如來給你灌頂 所
以它這裡講上品修四座 中品修三座 下品修二座 我

之間 須得一前述上中下三種灌頂之河不竭 就是現在
我們修行的行者 就在因位 你修行到了金剛持到了佛
的時候 就等於是果位 金剛持就是果位
２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上中下三品中 上品修四
座 每座間悉能圓滿領受灌頂 中品修三座 每座間亦
能如斯 下品修二座
每座亦能如斯領受 世間道中
領受無量灌頂 出世間道中領受相續無間之灌頂
３ 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所依
完全清淨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受四
灌；總之 作完全圓滿灌頂道之論
裡面分成三種 它是這樣子講的 上品修四座 中
品修三座 下品修二座 每座亦能如斯領受 我們本身
在修法當中 像我們今天這樣修法當中 你能夠仔細地
知道你已經有得到灌頂 你必須要在修法當中 每一壇
法裡面 上品修四座 也就是說早 午 晚 早上 晚
上 中午 另外傍晚 各修一座 這是上品四座 一般
都是修四座法 好像出家人都要修四座法
那我們︿真佛宗﹀ 我曾經講過﹁一日不修 一日
是鬼﹂ 你今天如果是實在太忙了 今天統統都沒有
修 那你今天都沒有得到灌頂 那就是灌頂就斷絕了；
其實我們在修法當中 你在修哪一個本尊當中 那個本
尊會到 到的時候 祂一看你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祂自
然給你甘露灌頂 給你很多種灌頂 你本尊真的到了你
的面前 跟你合一 你已經接受了灌頂 雖然今天師尊
的精神不濟 有點昏沉 但是我也知道藥師如來到了虛
空之中 我也知道藥師如來進到我裡面 我跟你講的是
確實的 不是隨便跟大家講講的 我有沒有覺受到灌
頂 我是有覺受到灌頂 雖然我昏沉 但是我也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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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 祂也在我身上 那個法流也在我身上 雖然我有
一點昏沉 但是我也覺受到法流在我身上 這個就是你
當師尊不可或缺的事情
你都沒有得到灌頂？如何教我們得到灌頂？所以我
今天坐在法座上 剛剛修一壇法 這是藥師琉璃光如來
的法 確實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法流有降在我身上 這是
確實的 所以你們也要有這種覺受 不是說我修完了
法 你有入我我入嗎？你有三光加被嗎？三光加被 你
就要感覺到那個光在加持你 那個就是灌頂 三光加被
就是灌頂啊！入我我入就是灌頂 所以我講灌頂之河永
遠不竭 就是說它沒有停止的時候 每一天我晚上 今
天晚上回去 我跟我的本尊合一 祂進到我裡面 我進
到祂裡面 兩個合一的 我是接受瑤池金母的灌頂耶！
祂進到我裡面 我進到祂裡面 兩個合一耶 所以就叫
做﹁灌頂之河不竭﹂ 就是這個啊！沒有一天沒有灌頂
的 我天天都灌頂啊！
另外我要問一句話喔 每一次幫師母結界完了以
後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 我站在瑤池金母的面前 每
一次接受灌頂的時候 當我跟瑤池金母合一的 很密
集 而且完全等於我變成瑤池金母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一件事情 總有一個男人 穿著皮鞋 有一個男的 那
個明明就是一個男的 穿著一個皮鞋 從我的大門走進
來 然後走到我在跟瑤池金母合一的旁邊 然後就停下
來 停下來這個聲音就消失掉 也就是說皮鞋的聲音
波波波波波
我每一次合一 我總要聽到這個聲
音 但是這個人啊 我知道這個穿皮鞋這個人 昨天我
給他觀察 這個人是吊死的 是上吊的 我給他看 也

到空行母就被空行母吸引了 就進入﹁真佛般若藏﹂
也是推廣的方法 因為藥師佛已經講了很多了 剛剛好
看到﹁真佛般若藏﹂ 是很好的而且是值得推廣的 它
的功能很多的 師母跟我都很讚揚周慧芳律師 她現在
是不務正業 她是律師但是不務正業 專門搞﹁真佛般
若藏﹂ 而且做的很好到處去宣揚 非常好的 她在台
灣也是很大牌的律師哦 辦過很大的案子 全國性的案
子 她是很大牌的律師 現在她的女兒在紐約也是當律
師吧 跟佛青同一個學校畢業的 她的女兒也是律師
我們今天談一下︽道果︾ 這裡談到﹁四耳傳﹂
四種耳傳的意思這裡有寫到：
戊五 四耳傳 現為一補特伽羅欲現證圓滿正覺
須得眾祖師耳傳相續不絕 故教示四耳傳 頌云：﹁密
咒耳傳等四不斷﹂ 四耳傳為：﹁灌頂之河不竭 加持
相續不失 教訣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足 ﹂
底下都會有解釋 一 灌頂之河不竭 分三：因位
灌頂之河不竭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果位灌頂之河不
竭 其實在佛教裡面講起來 什麼是因位？什麼叫做果
位？什麼叫做道位？
其實什麼叫因位？像我們看唐卡裡面 有金剛界
有胎藏界 胎藏界就是因位 金剛界就是果位 什麼叫
做因位呢？凡夫位 像我們一般人就是凡夫 凡夫位就
是屬於因位 成了什麼佛 就屬於果位 一個因一個
果 中間的過程就叫道位 分成從開始生起次第就是因
位 圓滿次第就是果位 從生起次第修行到圓滿次第的
中間就叫做道位 跟大家解釋什麼叫做因位 什麼叫做
道位 什麼叫做果位
１ 因位灌頂之河不竭 由金剛持佛至修行者本身

是吊死的 而且我看他已經全身是骷髏的 是吊死的
那你來找我 是為什麼？
我告訴你 只有︿真佛宗﹀弟子才能夠進到我的屋
子裡面來 因為他拿著我的皈依證書 我當然我會超度
你 你也不用緊張 我也不用緊張 但是︿真佛宗﹀的
弟子 因為他拿著我的皈依證書 經過我家的門進來
因為他是皈依的弟子 也是上吊死的 為什麼在最近幾
天裡面老是一個上吊死的 男的 上吊死的來找我 我
就是要查這個 最近有誰上吊死的？︿真佛宗﹀的弟子
上吊死的 好像那些死亡的名單裡面啊 來給師尊加持
的這些名單當中 查一下 到底是有哪一個︿真佛宗﹀
的弟子 男的 上吊死的 因為他每天來找我 就是在
我跟瑤池金母合一的時候他來找我 穿著皮鞋 然後以
中陰身的姿態 拿著皈依證書；拿著皈依證書的都可以
進到我家 是我的弟子 上吊死的 這個我一定要查
明 我才能夠超度你 你來求超度 當然我一定要做
就在瑤池金母跟我灌頂 我跟祂灌頂 然後我聽到聲
音 耳朵聽到聲音以後 我轉頭看他 他是上吊死的一
個骷髏 我是不怕啦 聽的人會怕 聽的人會scare
scare me 聽的會怕 我是不怕 師尊是不怕 穿皮鞋
穿草鞋 管你穿什麼鞋 你明明是穿皮鞋的 那個是皮
鞋的聲音 最近讓我看到的就是一個吊死鬼
但是我跟大家講 ﹁灌頂之河不竭﹂ 我坐在這
裡 昏沉 但是藥師如來來了我知道 祂進入我的身
體 我知道 所以還是有接受到灌頂 你們在修法當
中 也應該有這種現象 你知道藥師如來給你灌頂 所
以它這裡講上品修四座 中品修三座 下品修二座 我

之間 須得一前述上中下三種灌頂之河不竭 就是現在
我們修行的行者 就在因位 你修行到了金剛持到了佛
的時候 就等於是果位 金剛持就是果位
２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上中下三品中 上品修四
座 每座間悉能圓滿領受灌頂 中品修三座 每座間亦
能如斯 下品修二座
每座亦能如斯領受 世間道中
領受無量灌頂 出世間道中領受相續無間之灌頂
３ 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所依
完全清淨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受四
灌；總之 作完全圓滿灌頂道之論
裡面分成三種 它是這樣子講的 上品修四座 中
品修三座 下品修二座 每座亦能如斯領受 我們本身
在修法當中 像我們今天這樣修法當中 你能夠仔細地
知道你已經有得到灌頂 你必須要在修法當中 每一壇
法裡面 上品修四座 也就是說早 午 晚 早上 晚
上 中午 另外傍晚 各修一座 這是上品四座 一般
都是修四座法 好像出家人都要修四座法
那我們︿真佛宗﹀ 我曾經講過﹁一日不修 一日
是鬼﹂ 你今天如果是實在太忙了 今天統統都沒有
修 那你今天都沒有得到灌頂 那就是灌頂就斷絕了；
其實我們在修法當中 你在修哪一個本尊當中 那個本
尊會到 到的時候 祂一看你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祂自
然給你甘露灌頂 給你很多種灌頂 你本尊真的到了你
的面前 跟你合一 你已經接受了灌頂 雖然今天師尊
的精神不濟 有點昏沉 但是我也知道藥師如來到了虛
空之中 我也知道藥師如來進到我裡面 我跟你講的是
確實的 不是隨便跟大家講講的 我有沒有覺受到灌
頂 我是有覺受到灌頂 雖然我昏沉 但是我也接收到

雜誌

35
36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老婆走進房間 問他為什麼這個舉動？小明眼角泛淚地
說：﹁我正在看我們結婚時的錄影﹂ 告訴大家 結婚
不一定很好 但是也不能這樣子講 有好也有壞；那結
婚的人都想說想要跳出結婚的這道牆外 已經結婚的都
想跳出結婚的這個 跳出來 沒有結婚的都想跳進去
就是這樣子 那師尊的覺受如何呢？大家都會問師尊的
覺受如何？我覺得很好 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這個
純屬意外
最近家裡附近多了很多的野狗 常常半夜叫個不
停 造成我嚴重的失眠 上個禮拜去看醫生拿了安眠藥
回家 幾天以後回診 醫生就問：﹁黑眼圈比上次更深
很多 難道安眠藥沒用嗎？﹂我回答：﹁我每天晚上都
去追那群野狗 好不容易抓到一隻 但是牠說什麼也不
肯吃 ﹂這時候醫生就講：﹁等一下 我幫你轉診到精
神科 ﹂這個很好笑喔 人家醫生的安眠藥是給他吃
的 他以為安眠藥是要給野狗吃的 這個人精神是不是
有問題？所以我們每一次聽法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有誤
解 誤解師尊的意思 誤解師尊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聽法的時候也要仔細一點 你如果有誤解跟錯誤的
見解 有時候也是要金剛同門彼此之間互相地研究 互
相地切磋 才能夠導正於正軌上面
有一個語文競賽 有兩千多人參加 比賽時是用一
句話來形容﹁和平 安靜 幸福﹂ 如何用一句話來形
容﹁和平 安靜跟幸福﹂？你們稍微想一想看 用一句
話來形容﹁和平 安靜跟幸福﹂ 結果第一名出爐 他
寫的是：﹁我的太太正在睡覺 ﹂這個也是有意思的
也蠻有意思的 我問一句話：﹁你們有去過英國嗎？有

相信今天晚上我在合一的時候他又會來 已經來了差不
多兩個禮拜了吧！來了兩個禮拜了 每一次都聽到 我
就知道他來 警察自殺？他是不是上吊的？警察自殺
︿真佛宗﹀的弟子 好了 沒關係 我今天晚上問他是
不是警察？因為他穿皮鞋啊 那皮鞋的聲音 唉呀 那
就像了 因為警察所穿的皮鞋 是跟軍人的皮鞋是一樣
的 我們一般人穿的皮鞋沒有那麼重的聲音 只有警察
穿的皮鞋才有那麼重 還有軍人穿的皮鞋才有那麼重
軍人穿的皮鞋跟警察穿的皮鞋 確實是很大的皮鞋聲
音 聲音很大 他走路的聲音很大 那一定是那一位警
察 因為警察的皮鞋才比較重 一般人穿的皮鞋不會那
麼重 比較輕巧 他聲音很大 而且走起來走廊的聲音
都有聽到 嗯 好啦 我就問一下 如果是軍人跟警察
倒是差不多 他們的皮鞋都是很重 我當過軍人我知
道 軍人穿的皮鞋是特別重的
﹁第三個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
所依完全清淨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受
四灌；總之 作完全圓滿灌頂道之論 ﹂ 一共有四種
灌頂 但是這四種灌頂 你在走這十地菩薩 我們上回
已經講過 什麼是十地菩薩 你中脈脈結你開了 第一
次開了三個結就到初地菩薩 再開三結就到了二地菩
薩 三地 四地 五地 到了十地剛好是三十結 三十
個結 一共有三十二脈結 到了三十二脈結全通的時
候 中脈三十二個脈結全部都通的時候 就已經是十地
菩薩以上了
剛剛我們講三十二脈結 三十二脈結就等於是十一
地的菩薩 十一地的菩薩就等於是妙覺 就是佛了 所
以它這裡面寫著﹁清淨十地者﹂ 你一次一次地清淨

住在英國的嗎？住在倫敦的嗎？﹂那天有英國的同門
來 那是法國的同門 英國的同門喔 倫敦的房子怎麼
樣？是很小嗎？還是很大？很小啊？倫敦的房子都很小
啊？很多人知道倫敦的房子很小 那這個笑話是真的
一個遊客問倫敦的人：﹁為什麼你家的狗尾巴不是左右
搖擺 而是上下搖擺？﹂這個倫敦的人回答：﹁這完全
是環境造成的 因為我家地方太窄 所以狗的尾巴都是
上下搖 因為左右搖會打到 ﹂倫敦的房子真的那麼小
嗎？這個是形容得太過份 倫敦的門會很小嗎？我覺得
香港的房子也是很小 香港的狗尾巴是上下搖的嗎？不
過香港跟倫敦是有交情的 以前香港是英國統治的嘛
我個人覺得 今天所講的這個︽道果︾很重要 將
來你們修法當中 一定要覺受到本尊降臨 而且本尊進
到你裡面 三光加被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到你的眉心有
接受到白色的光 你的喉輪接受到紅色的光 你的心輪
接受到藍色的光 當跟本尊合一的時候 本尊進到你裡
面 你整個頭跟你的身體 統統都有覺受 這個就是灌
頂 而且是真實的灌頂 你能夠得到這個 可以講跟本
尊會相應了 就已經很容易相應了 師尊跟本尊相應
所以每一次在做這個好像是說入我我入的時候 跟本尊
合一的時候 一定是覺受到的 但是覺受到並不是完全
不省人事 而是我還是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所以才會
感覺到那個皮鞋那麼重的聲音 走到我的門旁來 我也
是跟你講真實的喔 這幾天每次跟瑤池金母合一的時候
總有一個男的穿皮鞋 很重的皮鞋聲音走到我的門邊
這是真實的 嗡嘛呢唄咪吽

清淨了十地 ﹁二相續同時解脫﹂ 生起次第跟圓滿次
第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受四灌﹂ 領受了四灌頂
就是瓶灌 紅白花灌頂｜二灌 無上密部灌頂｜三灌
慧灌 大圓滿灌頂就是四灌 四種灌頂 這是﹁果位灌
頂之河不竭﹂ 就是這三種
這個人間哪 在我們娑婆人間 最貴的遊戲是什
麼？最貴的遊戲是結婚 最尊貴的遊戲是什麼？是修
行！這個公司的同事老劉 去飲水機拿杯子去裝水 突
然大叫一聲 嚇了我們一跳 ﹁怎麼啦？﹂老劉講：
﹁沒事 燙到手 ﹂另一個同事小泉 也去裝水 也大
叫一聲 我們又嚇了一跳 剛好經理端著水杯出來問：
﹁怎麼啦？﹂小泉也講：﹁沒事 燙到手 ﹂換經理去
裝水 也大叫一聲 他講：﹁靠腰啊 漏電哪！﹂不是
燙到手 是漏電 漏電也是燙到手吧 被電到 我們要
有感覺 我們修法要有感覺 剛剛講 你們有沒有得到
灌頂的感覺？如果沒有 你們要仔細把法修得完整 而
且要全心全意 要一心 一定可以得到本尊的灌頂
這是在講慧君吧？我是個超會吃的人 其實跟豬也
沒有什麼分別 為了不讓別人知道我是一個超會吃的
人 只要每次我去買食品 只要我每一次要外帶 買一
些吃的東西 我都會跟老闆說：﹁給我五雙筷子﹂ 其
實是他一個人要吃的 但是他拿五雙筷子
這個是講語言上的笑話喔 我深深覺得你的氣質比
較適合住在瑞典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靠北 靠北方啦！
那邊比較北方 北歐嘛 不是靠北嗎？這個好像是在罵
人的 北方是挪威 冰島 挪威跟冰島是北歐吧？比較
靠北 這個有意思
小明對著電視大叫：﹁千萬不要說我願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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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走進房間 問他為什麼這個舉動？小明眼角泛淚地
說：﹁我正在看我們結婚時的錄影﹂ 告訴大家 結婚
不一定很好 但是也不能這樣子講 有好也有壞；那結
婚的人都想說想要跳出結婚的這道牆外 已經結婚的都
想跳出結婚的這個 跳出來 沒有結婚的都想跳進去
就是這樣子 那師尊的覺受如何呢？大家都會問師尊的
覺受如何？我覺得很好 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這個
純屬意外
最近家裡附近多了很多的野狗 常常半夜叫個不
停 造成我嚴重的失眠 上個禮拜去看醫生拿了安眠藥
回家 幾天以後回診 醫生就問：﹁黑眼圈比上次更深
很多 難道安眠藥沒用嗎？﹂我回答：﹁我每天晚上都
去追那群野狗 好不容易抓到一隻 但是牠說什麼也不
肯吃 ﹂這時候醫生就講：﹁等一下 我幫你轉診到精
神科 ﹂這個很好笑喔 人家醫生的安眠藥是給他吃
的 他以為安眠藥是要給野狗吃的 這個人精神是不是
有問題？所以我們每一次聽法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有誤
解 誤解師尊的意思 誤解師尊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聽法的時候也要仔細一點 你如果有誤解跟錯誤的
見解 有時候也是要金剛同門彼此之間互相地研究 互
相地切磋 才能夠導正於正軌上面
有一個語文競賽 有兩千多人參加 比賽時是用一
句話來形容﹁和平 安靜 幸福﹂ 如何用一句話來形
容﹁和平 安靜跟幸福﹂？你們稍微想一想看 用一句
話來形容﹁和平 安靜跟幸福﹂ 結果第一名出爐 他
寫的是：﹁我的太太正在睡覺 ﹂這個也是有意思的
也蠻有意思的 我問一句話：﹁你們有去過英國嗎？有

相信今天晚上我在合一的時候他又會來 已經來了差不
多兩個禮拜了吧！來了兩個禮拜了 每一次都聽到 我
就知道他來 警察自殺？他是不是上吊的？警察自殺
︿真佛宗﹀的弟子 好了 沒關係 我今天晚上問他是
不是警察？因為他穿皮鞋啊 那皮鞋的聲音 唉呀 那
就像了 因為警察所穿的皮鞋 是跟軍人的皮鞋是一樣
的 我們一般人穿的皮鞋沒有那麼重的聲音 只有警察
穿的皮鞋才有那麼重 還有軍人穿的皮鞋才有那麼重
軍人穿的皮鞋跟警察穿的皮鞋 確實是很大的皮鞋聲
音 聲音很大 他走路的聲音很大 那一定是那一位警
察 因為警察的皮鞋才比較重 一般人穿的皮鞋不會那
麼重 比較輕巧 他聲音很大 而且走起來走廊的聲音
都有聽到 嗯 好啦 我就問一下 如果是軍人跟警察
倒是差不多 他們的皮鞋都是很重 我當過軍人我知
道 軍人穿的皮鞋是特別重的
﹁第三個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
所依完全清淨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受
四灌；總之 作完全圓滿灌頂道之論 ﹂ 一共有四種
灌頂 但是這四種灌頂 你在走這十地菩薩 我們上回
已經講過 什麼是十地菩薩 你中脈脈結你開了 第一
次開了三個結就到初地菩薩 再開三結就到了二地菩
薩 三地 四地 五地 到了十地剛好是三十結 三十
個結 一共有三十二脈結 到了三十二脈結全通的時
候 中脈三十二個脈結全部都通的時候 就已經是十地
菩薩以上了
剛剛我們講三十二脈結 三十二脈結就等於是十一
地的菩薩 十一地的菩薩就等於是妙覺 就是佛了 所
以它這裡面寫著﹁清淨十地者﹂ 你一次一次地清淨

住在英國的嗎？住在倫敦的嗎？﹂那天有英國的同門
來 那是法國的同門 英國的同門喔 倫敦的房子怎麼
樣？是很小嗎？還是很大？很小啊？倫敦的房子都很小
啊？很多人知道倫敦的房子很小 那這個笑話是真的
一個遊客問倫敦的人：﹁為什麼你家的狗尾巴不是左右
搖擺 而是上下搖擺？﹂這個倫敦的人回答：﹁這完全
是環境造成的 因為我家地方太窄 所以狗的尾巴都是
上下搖 因為左右搖會打到 ﹂倫敦的房子真的那麼小
嗎？這個是形容得太過份 倫敦的門會很小嗎？我覺得
香港的房子也是很小 香港的狗尾巴是上下搖的嗎？不
過香港跟倫敦是有交情的 以前香港是英國統治的嘛
我個人覺得 今天所講的這個︽道果︾很重要 將
來你們修法當中 一定要覺受到本尊降臨 而且本尊進
到你裡面 三光加被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到你的眉心有
接受到白色的光 你的喉輪接受到紅色的光 你的心輪
接受到藍色的光 當跟本尊合一的時候 本尊進到你裡
面 你整個頭跟你的身體 統統都有覺受 這個就是灌
頂 而且是真實的灌頂 你能夠得到這個 可以講跟本
尊會相應了 就已經很容易相應了 師尊跟本尊相應
所以每一次在做這個好像是說入我我入的時候 跟本尊
合一的時候 一定是覺受到的 但是覺受到並不是完全
不省人事 而是我還是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所以才會
感覺到那個皮鞋那麼重的聲音 走到我的門旁來 我也
是跟你講真實的喔 這幾天每次跟瑤池金母合一的時候
總有一個男的穿皮鞋 很重的皮鞋聲音走到我的門邊
這是真實的 嗡嘛呢唄咪吽

清淨了十地 ﹁二相續同時解脫﹂ 生起次第跟圓滿次
第同時解脫 ﹁融入四行領受四灌﹂ 領受了四灌頂
就是瓶灌 紅白花灌頂｜二灌 無上密部灌頂｜三灌
慧灌 大圓滿灌頂就是四灌 四種灌頂 這是﹁果位灌
頂之河不竭﹂ 就是這三種
這個人間哪 在我們娑婆人間 最貴的遊戲是什
麼？最貴的遊戲是結婚 最尊貴的遊戲是什麼？是修
行！這個公司的同事老劉 去飲水機拿杯子去裝水 突
然大叫一聲 嚇了我們一跳 ﹁怎麼啦？﹂老劉講：
﹁沒事 燙到手 ﹂另一個同事小泉 也去裝水 也大
叫一聲 我們又嚇了一跳 剛好經理端著水杯出來問：
﹁怎麼啦？﹂小泉也講：﹁沒事 燙到手 ﹂換經理去
裝水 也大叫一聲 他講：﹁靠腰啊 漏電哪！﹂不是
燙到手 是漏電 漏電也是燙到手吧 被電到 我們要
有感覺 我們修法要有感覺 剛剛講 你們有沒有得到
灌頂的感覺？如果沒有 你們要仔細把法修得完整 而
且要全心全意 要一心 一定可以得到本尊的灌頂
這是在講慧君吧？我是個超會吃的人 其實跟豬也
沒有什麼分別 為了不讓別人知道我是一個超會吃的
人 只要每次我去買食品 只要我每一次要外帶 買一
些吃的東西 我都會跟老闆說：﹁給我五雙筷子﹂ 其
實是他一個人要吃的 但是他拿五雙筷子
這個是講語言上的笑話喔 我深深覺得你的氣質比
較適合住在瑞典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靠北 靠北方啦！
那邊比較北方 北歐嘛 不是靠北嗎？這個好像是在罵
人的 北方是挪威 冰島 挪威跟冰島是北歐吧？比較
靠北 這個有意思
小明對著電視大叫：﹁千萬不要說我願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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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愛是打開真

的

｜｜凡人為什麼會在愛中互相害怕呢

｜ 文接四五一期 ｜

︵三︶

所以某時 明知她他會走彎路 險路 或有危
險 也要放下
放下 有時是﹁冒險﹂的
親人眾等或會因為不聽你﹁正確﹂的規勸 而受
苦 受害
然而 太多生活經驗證明 不少個人與命運是挺
剛硬的 所以佛云﹁剛強眾生﹂︵佛告閻羅天子：南
閻浮提眾生 其性剛強 難調難伏︶ 有時那不是道
理或什麼人可以改變的
不契緣或時機時 哭求罵求 甚至武諫也是無效
的
恰當地盡力了 唯有安於天命 在暗中真誠祝福
吧！
面對己見強硬的親人 別人 有時還要懂得﹁委
曲求全﹂ ﹁對了﹂也要﹁認錯﹂︵例如對父母 長
輩 長官 太太 閨蜜等︶
有些情況下 對自以為﹁對﹂的太緊張 太死守

是自己結緣不佳 或曾做過同類的業 或曾協同
其造下的業 或曾享用過其造業所得的好處
由此種種過患的栽種潛伏 而導致的今天避無可
避的結果
凡什麼事不能脫身的 都是業緣之力 猶如遭逢
能瞬間耗盡氧氣的炸彈 就沒有什麼秘洞能夠躲逸而
倖免了
唯修達無我之時 才可以做到有事也是無事 死
了也是生還
能制心一處之時 反而無事不辦 處處逢凶化
事事如意吉祥 一切盡在無我之我的掌握之中

吉

不在任何地方製造任何障礙 最終能夠邀請別人
來穿透自己 穿透到所謂自己的核心
若能對機相應的 是沒有任何條件的 別人都可
以進入自己
身上心裡都沒有鎖 不需買門票︵不是交易 不
是討價還價︶ 沒有門 沒有﹁化妝﹂ 甚至﹁沒有
衣服﹂︵任何執著︶
無人無物不是合一的
誰與誰都沒有支配或佔有
你不會被帶走任何東西 任何東西不會帶走你
﹁活在﹂當下這個唯一空性的﹁豐富﹂裡 才能

■文／蓮曉上師

的話 何嘗不也是一種態度強硬的固執？！
收與放的權宜之便 仍不離真理之下的悲智雙
運
沒有自尊的纏繞 那自尊就傷害不到
沒有什麼放不下的臉子！
蓮生師佛這麼尊貴也說 ﹁本來就沒有臉子﹂
這就是完全的放下
這樣才能最無憚忌 最自由最開懷
堅持學習放下 我們最終會蛻變
與任何有緣人會合 與任何事物關聯在一起 放
不下與恐懼都是必須被拋開的
放下會重新創造你 無我的你！
無我才能圓滿
你忍辱 持戒 精進 無我了 會有敗家兒女
嗎？會有拖累你入苦海的親朋嗎？會有那麼重大的禍
秧嗎？
如果真的有 那也是自己某方面福分不夠 是該
還須還的業債
深層而言 與別人無關 不可推責於人

夠真正的愛 讓愛真實地綻放
於是 每次呼吸 每個行動 每種妙有的存在
都可煥發出猶如滿足的味道 無事無心的美滿感

回報你

這

欲望只是會與不滿足的人粘在一起
欲望會使人形神耗損 憔悴不堪
某人是你的愛人 某人是你的最要好 某人是你
的怨家 那他們就變成受條件設限的東西
原本無礙的天然 就消失了
然後有一天要是想不再受限制︵這個限制源於最
初自設的限制 以及由眾多自設的限制而形成共設的
限制︶時 就得冒險了
於是 著意及迷執地去尋求擴展時 欲望就產生
了
當初認定這個魚塘是你的 那就意味著其他魚塘
不是你的
有一天想要更多的魚塘時 就得動用所謂欲望
︵產生刻意執意緊張 入於幻有而無空︶去突破了
有佔有的意圖 終會落於被佔有 因果顯現了
想將任何人或外界 視為理所當然的某種劃分和
歸類 想別人理所當然地要如何對待你
就是我執的產生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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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愛是打開真

的

｜｜凡人為什麼會在愛中互相害怕呢

｜ 文接四五一期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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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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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蓮曉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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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無礙的天然 就消失了
然後有一天要是想不再受限制︵這個限制源於最
初自設的限制 以及由眾多自設的限制而形成共設的
限制︶時 就得冒險了
於是 著意及迷執地去尋求擴展時 欲望就產生
了
當初認定這個魚塘是你的 那就意味著其他魚塘
不是你的
有一天想要更多的魚塘時 就得動用所謂欲望
︵產生刻意執意緊張 入於幻有而無空︶去突破了
有佔有的意圖 終會落於被佔有 因果顯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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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眾的善巧 不論對象是王宮裡的
少女 歌舞女郎 被社會蔑視的淫
女 雜耍小兒們 甚至是魔王波
旬 文殊師利菩薩皆展現祂深不可
測的能力和境界
佛經有記載 文殊師利菩薩給
魔王加持 一摩頂 繩子掉了 這
個魔王馬上轉化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釋迦牟尼佛看了以後 祂自己
走到旁邊去坐 魔王就坐在釋迦牟
尼佛的獅子座上面 這個時候 魔
王化身的釋迦牟尼佛就開口說話：
﹁現在你們十大弟子 每一個人問
我一個最難的問題 我都幫你們解
答﹂
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解答十
大弟子的問題 很多的弟子都有問
魔王的問題 魔王都回答 釋迦牟
尼佛在旁邊打分數 祂打一千分！
所以文殊師利菩薩是不得了的 祂
能夠把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
還可以回答十大弟子的提問 這個
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本身的功德深不
可測的地方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彩虹雷藏寺

文殊師利大聖尊，三世諸佛以為母
十方如來初發心，皆是文殊教化力

■文／彩虹雷藏寺

１ 決斷輪迴脈
頌中﹁輪等﹂ 謂菩提心不動
二輪及動之四輪 共六輪 不動二
輪為：
眉間從父所得甘露其白如月
密處從母所得囉達其紅如日 此二
者分別依中脈之上下二端 因氣不
出入 故不動 於死時方動
動之四輪為：臍 心 喉 頂

二

○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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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師利菩薩護摩大法會﹂
︻心地觀經︼記載：
文殊師利大聖尊
三世諸佛以為母
十方如來初發心
皆是文殊教化力
文殊師利菩薩智慧第一 是如
來法王子 為眾菩薩之首 過去已
是七佛之師 故有妙吉祥 覺母之
尊稱
在華嚴三聖︵釋迦牟尼佛 文
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中是釋迦
牟尼佛的脅士 在很多經典裡面都
有文殊師利菩薩代佛宣法
文殊法門 在言語上 文殊師
利菩薩一向是語出驚人 行為上也
常令人錯愕 祂的神通顯化 以
﹁文殊過夏﹂最具代表性 另外
在︻維摩詰經︼中記載的﹁維摩詰
問疾﹂亦是一則殊勝 精采絕倫的
法席公案
法王在開示中 談到文殊師利
菩薩功德是廣大且盡未來際的 祂

四輪 其為精血二脈之依 氣能入
出 故為動之輪
其他十二大關節 各住四個能
生四集病之四脈瓣；如此 身有十
八輪
又若生痛時 當決斷脈與脈
處
頌中﹁其他等﹂句 即不分脈
等流降菩提心之三十二脈 及七萬
二千細微脈 拇指紋 或各針尖
處 若生痛則決斷於該處
文中提到七輪：心輪 臍輪
喉輪 頂輪 眉心輪 密輪 海底
輪 ﹁命氣在心輪 如果命氣動的
話就是死 就是要涅槃了命氣才
動 其他的都是動的﹂
練氣不僅在修持是非常的重要
的一個過程 法王一再強調運氣的
作用 ﹁哪裡痛你就把氣運到哪
裡 多走幾次那個痛就會消除掉
只要打開脈結就不痛﹂
精彩的開示結束後 蓮生法王
賜與﹁皈依及文殊師利菩薩本尊法
灌頂﹂ 眾等欣喜受灌 法會吉祥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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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佛的獅子座上面 這個時候 魔
王化身的釋迦牟尼佛就開口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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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解答十
大弟子的問題 很多的弟子都有問
魔王的問題 魔王都回答 釋迦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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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把魔王變成釋迦牟尼佛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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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中﹁其他等﹂句 即不分脈
等流降菩提心之三十二脈 及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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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七輪：心輪 臍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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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 ﹁命氣在心輪 如果命氣動的
話就是死 就是要涅槃了命氣才
動 其他的都是動的﹂
練氣不僅在修持是非常的重要
的一個過程 法王一再強調運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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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聖尊精闢的闡釋︽道

血塊 醫生認為就算是救活了 也
會是植物人 哪能夠醒過來？還有
好幾位印尼同門 都是得到聖尊的
加持救度 所以蓮花童子也可以現
身救人的
聖尊以前曾經說過 要持唸
﹃蓮花童子心咒﹄八百萬遍 有的
真的就到摩訶雙蓮池 有的也顯現
很多的奇蹟 所以不要小看蓮花童
子的心咒︰﹁嗡 咕嚕 蓮生 悉
地 吽 ﹂ 當中的﹁嗡﹂是代表
宇宙意識的一切諸佛 ﹁咕嚕﹂就
是大導師 ﹁蓮生﹂就是蓮花化
身 ﹁悉地﹂就是蓮花化身的淨
土 ﹁吽﹂就是成就 這是咒語的
意義 它確實能夠成就 單單是唸
﹃蓮花童子心咒﹄ 就是持明 也
就是持咒產生光明
在密教裡面 持咒非常重要
一定要持咒 唸誦經典 聖尊舉
例 像近日一些有障礙的弟子 聖
尊都教他們持誦﹃摩利支天咒﹄和
︻摩利支天經︼ 因為在經文當
中 有提到永遠都沒有人可以欺負
你 什麼都不能夠傷害你 就是這
部經典的意義 持誦摩利支天的
經 咒 摩利支天菩薩就會守護行
者

蓮華生大士
也是蓮花童子，
無二無別。
接著

西

雅圖的冬天 總是細雨霏
霏 被雨洗淨後的祖廟 低
垂的霧靄裊裊 讓祖廟彷彿置身在
仙境般 令每一個回到西城的弟
子 都能夠暫離世俗的塵囂 心靈
能充分得到寧靜與法樂的洗滌
本周六的同修本尊是﹁蓮花童
子﹂ 恭請聖尊親臨主壇同修 並
講授︽道果︾法義精要 同修後
聖尊開示修持本尊法最重要的是自
己與本尊無二無別的合一 修持本
尊法不能只是消除自己的業障 自
己也要變成本尊 在密教裡 根本
上師 本尊 護法 與行者之間
是一種三昧耶 是永遠不分開 而
且是合一的 真正到一味的時候
自己本身就是上師 就是本尊 也
是護法
聖尊談到蓮華生大士是蓮花化
身出來的菩薩 蓮花化身出來的菩
薩當然是蓮花童子 兩者是無分無
別的 蓮華生大士曾經講過很重要
的一句名言︰﹁我無來去﹂ 這句
話的意思是根本祂沒有生 也沒有
死 我無來去 只要虔信 經常憶
持蓮華生大士的 祂必現身為其說
法
每月的十日 祂都會來巡視弟

果︾經文︰２ 決斷涅槃脈
頌云︰﹁各地初終間 以第三
十間開解脈結決斷﹂
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二
處 故有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三
十二脈結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以
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結 登初地
極喜地 至第十二地大智地之一脈
結開解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
點堅固
聖尊開示道 中脈就是從頂竅
一直到密輪或海底輪的脈 中脈不
是完全直的 其中有很多不通的
不通是因為有精脈 血脈去纏繞中
脈 當中有三十二個地方被纏住
必須要把結打開 密教行者中脈通
暢是非常重要的 而經文當中的
﹁狹阻之三十二脈結﹂ 就是中脈
到了那個地方變得非常狹小或阻
滯 聖尊說 修寶瓶氣的意義就是
讓氣能夠進入中脈 氣進入越多越
好 氣進入越多 結就能一個一個
的打開 中脈才會通
聖尊有問到 什麼是﹁依喜等
十二具蓮女﹂？聖尊解釋依喜就是
依喜措嘉 西藏第一明妃 而具蓮
女就是具有蓮花性的明妃 明妃有
很多種性 具蓮女是其中一種
︽道果︾當中所講的 就是行者以

子的 聖尊說到祂每天為弟子摩頂
前 都是閉上眼睛祈求三根本 在
祈請當中聖尊都會請諸佛 菩薩
護法 空行 諸天 亦或是祖師給
大家加持 到最後顯現的那一尊
就是摩頂加持的主尊
由此可見 祂們都可以顯現給
大家加持的 所以今晚我們所修的
蓮花童子 如果真的非常虔敬唸
﹃蓮花童子心咒﹄ 蓮花童子一樣
可以顯現給大家加持 跟蓮華生大
士是一樣的
聖尊提到有一位印尼的黃漢飛
師兄因為中風昏迷不醒 他的太太
一直在旁持誦﹃上師心咒﹄祈求
著 他太太輾轉託西雅圖的同門麗
田師姐 將黃師兄的照片和病況請
師尊加持 在加持的同一個時間
黃師兄的太太正在醫院唸咒 稍稍
打了個盹 恍惚中看見聖尊走進
來 伸手從臥床的黃師兄腦中 拿
出一大塊黑色血塊 還對著血塊滿
意的笑笑說︰可以了 然後聖尊就
走出去
這一走出去 原本臥床昏迷的
師兄 就醒了過來 這是千真萬確
的感應事實 連醫生都認為不可能
的 因為他腦部有成人耳朵大小的

此方法 可以開解本身的脈結 這
是屬於第三灌頂的慧灌 那時候會
得到大樂︵極喜地︶ 等於是到另
一個階層 直到大智地 每一個脈
結都可以鬆開 決斷就是氣跟明點
堅固 在內法的修行 重點是修
﹁風﹂ 就是在修氣 用氣的力量
去打開脈結 然後讓明點能夠充
沛 就是全身充滿賀爾蒙 所以明
點對我們身體太重要了 否則就會
老化 就進入更年期 所以 修密
法的人懂得用氣去打通脈 讓明點
分泌充沛 就會有精神 力量 男
精 女血都是明點 所以要修﹁無
漏法﹂就是要不漏明點 聖尊在四
十幾歲時 就已經無漏成就了
在聖尊精闢的開示結束後 祂
為求皈依的信眾們賜受灌頂 並加
持大悲咒水 以及開光佛像 臨行
前慈悲為大眾摩頂加持滿願 聖尊
晚上的慈悲教化 祂的一句﹁我無
來去﹂ 真的令弟子心中洶湧著澎
湃的感動 只要弟子們虔信根本上
師 只要弟子們憶念根本上師 只
要弟子們持﹃上師心咒﹄ 祂照樣
可以在弟子面前說法 謹此一心虔
誠禮敬無上大恩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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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文∕西雅圖雷藏寺

聖尊精闢的闡釋︽道

血塊 醫生認為就算是救活了 也
會是植物人 哪能夠醒過來？還有
好幾位印尼同門 都是得到聖尊的
加持救度 所以蓮花童子也可以現
身救人的
聖尊以前曾經說過 要持唸
﹃蓮花童子心咒﹄八百萬遍 有的
真的就到摩訶雙蓮池 有的也顯現
很多的奇蹟 所以不要小看蓮花童
子的心咒︰﹁嗡 咕嚕 蓮生 悉
地 吽 ﹂ 當中的﹁嗡﹂是代表
宇宙意識的一切諸佛 ﹁咕嚕﹂就
是大導師 ﹁蓮生﹂就是蓮花化
身 ﹁悉地﹂就是蓮花化身的淨
土 ﹁吽﹂就是成就 這是咒語的
意義 它確實能夠成就 單單是唸
﹃蓮花童子心咒﹄ 就是持明 也
就是持咒產生光明
在密教裡面 持咒非常重要
一定要持咒 唸誦經典 聖尊舉
例 像近日一些有障礙的弟子 聖
尊都教他們持誦﹃摩利支天咒﹄和
︻摩利支天經︼ 因為在經文當
中 有提到永遠都沒有人可以欺負
你 什麼都不能夠傷害你 就是這
部經典的意義 持誦摩利支天的
經 咒 摩利支天菩薩就會守護行
者

蓮華生大士
也是蓮花童子，
無二無別。
接著

西

雅圖的冬天 總是細雨霏
霏 被雨洗淨後的祖廟 低
垂的霧靄裊裊 讓祖廟彷彿置身在
仙境般 令每一個回到西城的弟
子 都能夠暫離世俗的塵囂 心靈
能充分得到寧靜與法樂的洗滌
本周六的同修本尊是﹁蓮花童
子﹂ 恭請聖尊親臨主壇同修 並
講授︽道果︾法義精要 同修後
聖尊開示修持本尊法最重要的是自
己與本尊無二無別的合一 修持本
尊法不能只是消除自己的業障 自
己也要變成本尊 在密教裡 根本
上師 本尊 護法 與行者之間
是一種三昧耶 是永遠不分開 而
且是合一的 真正到一味的時候
自己本身就是上師 就是本尊 也
是護法
聖尊談到蓮華生大士是蓮花化
身出來的菩薩 蓮花化身出來的菩
薩當然是蓮花童子 兩者是無分無
別的 蓮華生大士曾經講過很重要
的一句名言︰﹁我無來去﹂ 這句
話的意思是根本祂沒有生 也沒有
死 我無來去 只要虔信 經常憶
持蓮華生大士的 祂必現身為其說
法
每月的十日 祂都會來巡視弟

果︾經文︰２ 決斷涅槃脈
頌云︰﹁各地初終間 以第三
十間開解脈結決斷﹂
精血二脈纏壓於中脈三十二
處 故有心氣淨分不行及狹阻之三
十二脈結 依喜等十二具蓮女 以
四正斷之訣開解第一脈結 登初地
極喜地 至第十二地大智地之一脈
結開解 所謂﹁決斷﹂ 是指氣明
點堅固
聖尊開示道 中脈就是從頂竅
一直到密輪或海底輪的脈 中脈不
是完全直的 其中有很多不通的
不通是因為有精脈 血脈去纏繞中
脈 當中有三十二個地方被纏住
必須要把結打開 密教行者中脈通
暢是非常重要的 而經文當中的
﹁狹阻之三十二脈結﹂ 就是中脈
到了那個地方變得非常狹小或阻
滯 聖尊說 修寶瓶氣的意義就是
讓氣能夠進入中脈 氣進入越多越
好 氣進入越多 結就能一個一個
的打開 中脈才會通
聖尊有問到 什麼是﹁依喜等
十二具蓮女﹂？聖尊解釋依喜就是
依喜措嘉 西藏第一明妃 而具蓮
女就是具有蓮花性的明妃 明妃有
很多種性 具蓮女是其中一種
︽道果︾當中所講的 就是行者以

子的 聖尊說到祂每天為弟子摩頂
前 都是閉上眼睛祈求三根本 在
祈請當中聖尊都會請諸佛 菩薩
護法 空行 諸天 亦或是祖師給
大家加持 到最後顯現的那一尊
就是摩頂加持的主尊
由此可見 祂們都可以顯現給
大家加持的 所以今晚我們所修的
蓮花童子 如果真的非常虔敬唸
﹃蓮花童子心咒﹄ 蓮花童子一樣
可以顯現給大家加持 跟蓮華生大
士是一樣的
聖尊提到有一位印尼的黃漢飛
師兄因為中風昏迷不醒 他的太太
一直在旁持誦﹃上師心咒﹄祈求
著 他太太輾轉託西雅圖的同門麗
田師姐 將黃師兄的照片和病況請
師尊加持 在加持的同一個時間
黃師兄的太太正在醫院唸咒 稍稍
打了個盹 恍惚中看見聖尊走進
來 伸手從臥床的黃師兄腦中 拿
出一大塊黑色血塊 還對著血塊滿
意的笑笑說︰可以了 然後聖尊就
走出去
這一走出去 原本臥床昏迷的
師兄 就醒了過來 這是千真萬確
的感應事實 連醫生都認為不可能
的 因為他腦部有成人耳朵大小的

此方法 可以開解本身的脈結 這
是屬於第三灌頂的慧灌 那時候會
得到大樂︵極喜地︶ 等於是到另
一個階層 直到大智地 每一個脈
結都可以鬆開 決斷就是氣跟明點
堅固 在內法的修行 重點是修
﹁風﹂ 就是在修氣 用氣的力量
去打開脈結 然後讓明點能夠充
沛 就是全身充滿賀爾蒙 所以明
點對我們身體太重要了 否則就會
老化 就進入更年期 所以 修密
法的人懂得用氣去打通脈 讓明點
分泌充沛 就會有精神 力量 男
精 女血都是明點 所以要修﹁無
漏法﹂就是要不漏明點 聖尊在四
十幾歲時 就已經無漏成就了
在聖尊精闢的開示結束後 祂
為求皈依的信眾們賜受灌頂 並加
持大悲咒水 以及開光佛像 臨行
前慈悲為大眾摩頂加持滿願 聖尊
晚上的慈悲教化 祂的一句﹁我無
來去﹂ 真的令弟子心中洶湧著澎
湃的感動 只要弟子們虔信根本上
師 只要弟子們憶念根本上師 只
要弟子們持﹃上師心咒﹄ 祂照樣
可以在弟子面前說法 謹此一心虔
誠禮敬無上大恩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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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菩提園地

﹁大扣大響 小扣小響 不扣
不響 什麼意思呢？﹂法王解釋
因為眾生都是有所求 ﹁你跟大隨
求菩薩用很大的祈求力量 祂就回
很大的禮給你 用小的力量去求
祂 就給你小的願能夠滿足 你如
果完全都不求祂 那就什麼都沒
有﹂ 法王教導大家 佛菩薩本來
是沒有分別 但是對於大隨求菩
薩 要以最大的恭敬心和用最大的

■文／彩虹雷藏寺

隨求八印
可以觸動大隨求菩薩的心
響應你的祈願

讓願望實現
法王談及一段參訪翠微淨土地
藏王菩薩的經歷 當時 地藏王菩
薩不在︵五佛冠在︶ 法王看見有
兩個鬼偷走五佛冠 還為五佛冠爭
執 法王請兩個鬼不要爭 請他們
將五佛冠給法王 祂做東道主 法
王欲出題考考他們 ﹁誰贏寶冠就
給誰﹂ 當這兩個鬼等著法王出題
目時 法王隨即將五佛冠戴在頭
上 找地藏王菩薩去了 這下子
從此得罪了他們 其中一個鬼就是
地獄飲血魔︵今天的鬼婆××︶
至於地獄食肉魔 目前法王還不知
道是誰
﹁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有什麼
作用？﹂法王告訴大家 只要戴上
五佛冠 十方三世一切佛土統統可
以到 ﹁甚至於十法界任何一個地
方都可以到 它就有那一種力量產
生出來﹂ 不僅如此 從冠裡面
你求什麼 冠裡面就會流出什麼
﹁如祈求大隨求菩薩 所有的七珍
八寶從寶冠裡面出來 而且永遠用
不完 要什麼就有什麼 完全如意
的寶冠﹂

二

○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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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大隨
求菩薩又號與願金剛 在顯密中是
一尊極鮮為人知的菩薩 因此 修
持祂的法的人更少 只要眾生有什
麼願望 祂皆會滿願眾生 祂的特
徵就是會顯現出非常大的 非常亮
麗的 最大的光芒 蓮生法王曾於
二○一一年八月十三日首傳於︿台
灣雷藏寺﹀ 並傳授與會大眾﹁隨
求八印﹂ 分別是：內五股印 時
輪金剛印 大威德金剛印 尊勝佛
母印 三鈷印 單鈷印 虛空藏印
和梵篋印 當時 法王教導大家要
訣：﹁當你結了這八個印 摩擦三
下 再拍三下 因為 只有這樣
子 大隨求菩薩的心中馬上聽到你
的聲音 觸動了大隨求菩薩的心
祂就響應你的祈求 ﹂不過 眾生
自己也要衡量 願望要適合自己才
行 而不是隨便求 一念清淨的菩
提心是很重要的 真正的在學佛
也守了戒律 大隨求菩薩才會真正

清淨心供養祂就可以了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在密
教中 所謂的氣就是運輸的車子
脈就是車子在跑的道路 而車子上
所載的貨品就是拙火跟明點 法王
一再叮嚀 要讓脈完全通 因為
我們人的脈中有三十二個大結 不
是很狹窄就是很阻塞 一旦塞住
身體會有病 ﹁所以 修寶瓶氣就
是要通中脈 讓氣一直進去 把脈
變成非常通暢﹂ 法王更深一步解
釋 只要一次通了三個結 在十地
菩薩裡面 就進一個地 ﹁三十個
就等於十地菩薩 通了三十二脈結
就等於成佛了 灌頂到第四灌就到
第十地﹂
﹁這世界上沒有真實本領的人
很多 沒有真實本領只好做什麼？
當騙子﹂ 法王再度叮囑 ﹁我們
學佛的人一樣的 你必須要睜開你
的眼睛 看看誰在騙 你就不能去
依止他 如果這個人本身有真的本
事 一定有一些證驗的 ﹂
開示後 法王賜授與會大眾
﹁大隨求菩薩法﹂灌頂 一切圓滿
吉祥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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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
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菩提園地

﹁大扣大響 小扣小響 不扣
不響 什麼意思呢？﹂法王解釋
因為眾生都是有所求 ﹁你跟大隨
求菩薩用很大的祈求力量 祂就回
很大的禮給你 用小的力量去求
祂 就給你小的願能夠滿足 你如
果完全都不求祂 那就什麼都沒
有﹂ 法王教導大家 佛菩薩本來
是沒有分別 但是對於大隨求菩
薩 要以最大的恭敬心和用最大的

■文／彩虹雷藏寺

隨求八印
可以觸動大隨求菩薩的心
響應你的祈願

讓願望實現
法王談及一段參訪翠微淨土地
藏王菩薩的經歷 當時 地藏王菩
薩不在︵五佛冠在︶ 法王看見有
兩個鬼偷走五佛冠 還為五佛冠爭
執 法王請兩個鬼不要爭 請他們
將五佛冠給法王 祂做東道主 法
王欲出題考考他們 ﹁誰贏寶冠就
給誰﹂ 當這兩個鬼等著法王出題
目時 法王隨即將五佛冠戴在頭
上 找地藏王菩薩去了 這下子
從此得罪了他們 其中一個鬼就是
地獄飲血魔︵今天的鬼婆××︶
至於地獄食肉魔 目前法王還不知
道是誰
﹁地藏王菩薩的五佛冠有什麼
作用？﹂法王告訴大家 只要戴上
五佛冠 十方三世一切佛土統統可
以到 ﹁甚至於十法界任何一個地
方都可以到 它就有那一種力量產
生出來﹂ 不僅如此 從冠裡面
你求什麼 冠裡面就會流出什麼
﹁如祈求大隨求菩薩 所有的七珍
八寶從寶冠裡面出來 而且永遠用
不完 要什麼就有什麼 完全如意
的寶冠﹂

二

○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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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大隨
求菩薩又號與願金剛 在顯密中是
一尊極鮮為人知的菩薩 因此 修
持祂的法的人更少 只要眾生有什
麼願望 祂皆會滿願眾生 祂的特
徵就是會顯現出非常大的 非常亮
麗的 最大的光芒 蓮生法王曾於
二○一一年八月十三日首傳於︿台
灣雷藏寺﹀ 並傳授與會大眾﹁隨
求八印﹂ 分別是：內五股印 時
輪金剛印 大威德金剛印 尊勝佛
母印 三鈷印 單鈷印 虛空藏印
和梵篋印 當時 法王教導大家要
訣：﹁當你結了這八個印 摩擦三
下 再拍三下 因為 只有這樣
子 大隨求菩薩的心中馬上聽到你
的聲音 觸動了大隨求菩薩的心
祂就響應你的祈求 ﹂不過 眾生
自己也要衡量 願望要適合自己才
行 而不是隨便求 一念清淨的菩
提心是很重要的 真正的在學佛
也守了戒律 大隨求菩薩才會真正

清淨心供養祂就可以了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在密
教中 所謂的氣就是運輸的車子
脈就是車子在跑的道路 而車子上
所載的貨品就是拙火跟明點 法王
一再叮嚀 要讓脈完全通 因為
我們人的脈中有三十二個大結 不
是很狹窄就是很阻塞 一旦塞住
身體會有病 ﹁所以 修寶瓶氣就
是要通中脈 讓氣一直進去 把脈
變成非常通暢﹂ 法王更深一步解
釋 只要一次通了三個結 在十地
菩薩裡面 就進一個地 ﹁三十個
就等於十地菩薩 通了三十二脈結
就等於成佛了 灌頂到第四灌就到
第十地﹂
﹁這世界上沒有真實本領的人
很多 沒有真實本領只好做什麼？
當騙子﹂ 法王再度叮囑 ﹁我們
學佛的人一樣的 你必須要睜開你
的眼睛 看看誰在騙 你就不能去
依止他 如果這個人本身有真的本
事 一定有一些證驗的 ﹂
開示後 法王賜授與會大眾
﹁大隨求菩薩法﹂灌頂 一切圓滿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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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
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聖尊很讚賞
真佛般若藏

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網站，
功能很多也很重要。
■文∕西雅圖雷藏寺

■文∕西雅圖雷藏寺

每座間悉能圓滿領受灌頂 中品修
三座 每座間亦能如斯 下品修二
座 每座亦能如斯領受
世間道中領受無量灌頂 出世
間道中領受相續無間之灌頂
３ 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所依完全
清淨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
入四行領受四灌；總之 作完全圓
滿灌頂道之論
聖尊解釋什麼叫因位？果位？
道位？像唐卡中的胎藏界就是因
位 金剛界就是果位 因位也是凡
夫位 成了佛是果位 而中間的過
程就是道位 生起次第是因位 圓
滿次第是果位 生起次第到圓滿次
第中間就是道位 聖尊談到行者的
修法 一般像出家人都要修四座法
(早 午 晚 傍晚) 聖尊曾經說
過﹁一日不修 一日是鬼﹂ 如果
因為太忙一整天都統統沒有修 那
就沒有得到灌頂 那灌頂就斷絕
了 其實在修本尊的法當中 本尊
都會到 本尊到時 看到行者在修
法 祂自然給行者甘露灌頂 本尊
真的到了行者的面前 與行者合
一 行者便已經接受灌頂了 修法
當中的入我我入 三光加被 行者

再

過不到半個月 就是美國的
聖誕節了 ﹁真佛密苑﹂的
屋簷 也隨著節慶的到來 張燈結
綵的掛上了漂亮的聖誕燈 顯得喜
氣洋洋 讓聖誕節的氣氛更濃厚了
起來
祖廟本周六同修﹁藥師佛本尊
法﹂ 暨聖尊講授︽道果︾法義
在肅穆圓滿的同修後 聖尊特別提
起對於﹁真佛般若藏﹂的期許 祂
希望一般不知道︿真佛宗﹀的人
或者是不了解聖尊著作的人 在網
路瀏覽的過程當中 也能看到﹁真
佛般若藏﹂的網站 聖尊也當場詢
問了網路的運作方式 恰逢﹁真佛
般若藏﹂執行長周慧芳師姐也在現
場 便詳細回答相關問題 周慧芳
師姐向聖尊報告 加入﹁真佛般若
藏﹂會員的 不一定是︿真佛宗﹀
弟子 也有許多是非︿真佛宗﹀弟
子的人加入會員 聖尊很讚賞﹁真
佛般若藏﹂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網
站 功能很多也很重要 是經過精
心設計的網站 每一位真佛弟子都
要加入 般若藏裡有聖尊文集的多
國翻譯 多國語言的有聲書
等
等 聖尊期勉﹁真佛般若藏﹂能盡
量的推廣出去 無論是不是︿真佛

要能感覺那個光 那就是灌頂 所
以 灌頂之河永遠不竭 就是它沒
有停止的時候 每一天晚上聖尊與
自己的本尊瑤池金母合一 便是接
受金母的灌頂 沒有一天停止 是
天天都灌頂的 當中脈的脈結第一
次開了三個脈結 就到初地菩薩
再開三結就到二地菩薩 以此類
推 到開三十個結就到了十地菩
薩 一共有三十二脈結 當三十二
脈結全通的時候 就已經是十地菩
薩以上了 當一次一次的清淨到了
十地 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同時解
脫 領受的四灌分別是︰瓶灌 紅
白花灌頂︵二灌︶ 無上密部灌
︵慧灌︶ 大圓滿灌頂
聖尊提到 最近祂每次與金母
合一的時候 總有一個男人穿著皮
鞋從大門走進來 走到聖尊的旁
邊 然後皮鞋的聲音就會停止 昨
日聖尊有觀察到是一個上吊身亡的
幽冥眾 聖尊有說到是︿真佛宗﹀
的弟子才能進到祂的家裡面 這位
幽冥眾是拿著皈依證書來的 聖尊
詢問大家 知不知道最近是否有人
上吊身亡 聖尊慈悲要找出此位幽
冥眾的身分 好為他超度
︵備註︶︰同修結束後 聖尊

宗﹀弟子 都能加入會員
接著 蓮生聖尊繼續詳細精闢
的闡釋︱︽道果︾經文：
戌五 四耳傳
四耳傳：
︱灌頂之河不竭︱因 道 果
︱加持相續不失︱實修際 覺
受際 加持際 成就際
︱教授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足
現為一補特伽羅欲現證圓滿正
覺 須得眾祖師耳傳相續不絕 故
教示四耳傳
頌云：﹁密咒耳傳等四不斷﹂
四耳傳為：
灌頂之河不竭 加持相續不
失 教訣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
足
ㄧ 灌頂之河不竭
分三：因位灌項之河不竭 道
位灌頂之河不竭 果位灌頂之河不
竭
１ 因位灌項之河不竭
由金剛持佛至修行者本身之
間 須得一前述上中下三種灌頂之
河不竭
２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上中下三品中 上品修四座

回到﹁真佛密苑﹂ 即有同門傳來
訊息向聖尊 師母報告確有其事
在台灣屏東有某位員警上吊自殺身
亡 家人有為他皈依 請求聖尊超
度
聖尊從數則笑話當中引申佛法
要義 祂告訴大家 修法要有感
覺 得到灌頂的感覺 如果沒有
要仔細把法修完整 要全心全意的
一心 一定可以得到本尊的灌頂
在修法當中一定要覺受到本尊降
臨 本尊要進到行者裡面 三光加
被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到眉心有覺
受到白光 喉輪覺受到紅色的光
心輪覺受到藍色的光 當跟本尊合
一的時候 本尊進到身體裡面 整
個頭部跟身體統統都覺受到 這就
是真實的灌頂 能夠得到這個 就
很容易跟本尊相應
開示結束後 聖尊為大眾賜授
﹁皈依灌頂﹂ 加持大悲咒水和開
光佛像 臨行前還慈悲一一為每位
善信摩頂加持所求如願 步出廟
外 迎著細細的雨絲 與聖尊走在
同一個夜空下 呼吸同樣的空氣
感覺清淨美好的幸福 一心頂禮大
恩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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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很讚賞
真佛般若藏

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網站，
功能很多也很重要。
■文∕西雅圖雷藏寺

■文∕西雅圖雷藏寺

每座間悉能圓滿領受灌頂 中品修
三座 每座間亦能如斯 下品修二
座 每座亦能如斯領受
世間道中領受無量灌頂 出世
間道中領受相續無間之灌頂
３ 果位灌頂之河不竭
於得十三地之際 用所依完全
清淨十地者 二相續同時解脫 融
入四行領受四灌；總之 作完全圓
滿灌頂道之論
聖尊解釋什麼叫因位？果位？
道位？像唐卡中的胎藏界就是因
位 金剛界就是果位 因位也是凡
夫位 成了佛是果位 而中間的過
程就是道位 生起次第是因位 圓
滿次第是果位 生起次第到圓滿次
第中間就是道位 聖尊談到行者的
修法 一般像出家人都要修四座法
(早 午 晚 傍晚) 聖尊曾經說
過﹁一日不修 一日是鬼﹂ 如果
因為太忙一整天都統統沒有修 那
就沒有得到灌頂 那灌頂就斷絕
了 其實在修本尊的法當中 本尊
都會到 本尊到時 看到行者在修
法 祂自然給行者甘露灌頂 本尊
真的到了行者的面前 與行者合
一 行者便已經接受灌頂了 修法
當中的入我我入 三光加被 行者

再

過不到半個月 就是美國的
聖誕節了 ﹁真佛密苑﹂的
屋簷 也隨著節慶的到來 張燈結
綵的掛上了漂亮的聖誕燈 顯得喜
氣洋洋 讓聖誕節的氣氛更濃厚了
起來
祖廟本周六同修﹁藥師佛本尊
法﹂ 暨聖尊講授︽道果︾法義
在肅穆圓滿的同修後 聖尊特別提
起對於﹁真佛般若藏﹂的期許 祂
希望一般不知道︿真佛宗﹀的人
或者是不了解聖尊著作的人 在網
路瀏覽的過程當中 也能看到﹁真
佛般若藏﹂的網站 聖尊也當場詢
問了網路的運作方式 恰逢﹁真佛
般若藏﹂執行長周慧芳師姐也在現
場 便詳細回答相關問題 周慧芳
師姐向聖尊報告 加入﹁真佛般若
藏﹂會員的 不一定是︿真佛宗﹀
弟子 也有許多是非︿真佛宗﹀弟
子的人加入會員 聖尊很讚賞﹁真
佛般若藏﹂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網
站 功能很多也很重要 是經過精
心設計的網站 每一位真佛弟子都
要加入 般若藏裡有聖尊文集的多
國翻譯 多國語言的有聲書
等
等 聖尊期勉﹁真佛般若藏﹂能盡
量的推廣出去 無論是不是︿真佛

要能感覺那個光 那就是灌頂 所
以 灌頂之河永遠不竭 就是它沒
有停止的時候 每一天晚上聖尊與
自己的本尊瑤池金母合一 便是接
受金母的灌頂 沒有一天停止 是
天天都灌頂的 當中脈的脈結第一
次開了三個脈結 就到初地菩薩
再開三結就到二地菩薩 以此類
推 到開三十個結就到了十地菩
薩 一共有三十二脈結 當三十二
脈結全通的時候 就已經是十地菩
薩以上了 當一次一次的清淨到了
十地 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同時解
脫 領受的四灌分別是︰瓶灌 紅
白花灌頂︵二灌︶ 無上密部灌
︵慧灌︶ 大圓滿灌頂
聖尊提到 最近祂每次與金母
合一的時候 總有一個男人穿著皮
鞋從大門走進來 走到聖尊的旁
邊 然後皮鞋的聲音就會停止 昨
日聖尊有觀察到是一個上吊身亡的
幽冥眾 聖尊有說到是︿真佛宗﹀
的弟子才能進到祂的家裡面 這位
幽冥眾是拿著皈依證書來的 聖尊
詢問大家 知不知道最近是否有人
上吊身亡 聖尊慈悲要找出此位幽
冥眾的身分 好為他超度
︵備註︶︰同修結束後 聖尊

宗﹀弟子 都能加入會員
接著 蓮生聖尊繼續詳細精闢
的闡釋︱︽道果︾經文：
戌五 四耳傳
四耳傳：
︱灌頂之河不竭︱因 道 果
︱加持相續不失︱實修際 覺
受際 加持際 成就際
︱教授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足
現為一補特伽羅欲現證圓滿正
覺 須得眾祖師耳傳相續不絕 故
教示四耳傳
頌云：﹁密咒耳傳等四不斷﹂
四耳傳為：
灌頂之河不竭 加持相續不
失 教訣章節不紊 敬信心思能
足
ㄧ 灌頂之河不竭
分三：因位灌項之河不竭 道
位灌頂之河不竭 果位灌頂之河不
竭
１ 因位灌項之河不竭
由金剛持佛至修行者本身之
間 須得一前述上中下三種灌頂之
河不竭
２ 道位灌頂之河不竭
上中下三品中 上品修四座

回到﹁真佛密苑﹂ 即有同門傳來
訊息向聖尊 師母報告確有其事
在台灣屏東有某位員警上吊自殺身
亡 家人有為他皈依 請求聖尊超
度
聖尊從數則笑話當中引申佛法
要義 祂告訴大家 修法要有感
覺 得到灌頂的感覺 如果沒有
要仔細把法修完整 要全心全意的
一心 一定可以得到本尊的灌頂
在修法當中一定要覺受到本尊降
臨 本尊要進到行者裡面 三光加
被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到眉心有覺
受到白光 喉輪覺受到紅色的光
心輪覺受到藍色的光 當跟本尊合
一的時候 本尊進到身體裡面 整
個頭部跟身體統統都覺受到 這就
是真實的灌頂 能夠得到這個 就
很容易跟本尊相應
開示結束後 聖尊為大眾賜授
﹁皈依灌頂﹂ 加持大悲咒水和開
光佛像 臨行前還慈悲一一為每位
善信摩頂加持所求如願 步出廟
外 迎著細細的雨絲 與聖尊走在
同一個夜空下 呼吸同樣的空氣
感覺清淨美好的幸福 一心頂禮大
恩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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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會法師

宗委會
知客接待服務禮儀研習會
在台灣雷藏寺盛大舉行

︿

釋蓮訶上師 文宣處長釋蓮悅上
師 法務處長釋蓮東上師及︿台灣
雷藏寺﹀釋蓮哲上師 釋蓮栽上
師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釋蓮
歐上師 及台灣北 中 南各地
區 和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巴西 美國 加拿大 德國的眾上
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同門近三
百餘人一起踴入︿台灣雷藏寺﹀的
大殿報到
此次活動 ︿宗委會﹀特別設
計QR Code在每位學員名牌上 直
接以名牌掃描簡化簽到手續 使報
到流程更加簡捷便利 此時密壇充
滿了人潮 在報到處 ﹁真佛般若
藏﹂服務處也展開服務 有的忙著
報到簽名 或密壇內工作人員有條
不紊地引領學員至分區入座 或有
人忙著與熟識同門熱絡問好 密壇
裡充滿一片熱鬧景象
當九點時 司儀釋蓮伽上師簡
介授課方信智老師之後 正式拉開
知客研習序幕 第一天上午方老師
授課內容是志工的心態 其中有講
到：﹁精彩人生 由誰決定 沒有
目標∥停止創造 人生來此的意義
目的 幫助成功會有生命力 ﹂下
午是圓融溝通：﹁人際關係像山谷

回音 成為對方改變你想法 掌握
人生 換位思考 溝通技巧 產生
共識 ﹂方老師一開始﹁溝通定位
法﹂請現場學員找八個人向他們
說：﹁謝謝你！﹂一時之間全場互
動響起﹁謝謝你！﹂歡樂之聲洋溢
在密壇裡每個角落
另談到一般發心當志工為何有
人堅持長期熱心的做下去呢？方老
師舉例 有一位台中司機每天熱心
幫助人 還細心每一站用國 台
外語報出站名 更幽默解說每一站
附近有什麼顧客需要的東西 玩樂
名勝 百貨商場
方老師說：﹁人生來此的意義
和目的為何？﹂更談到﹁你這一輩
子有真正的快樂嗎﹂ 其實當我們
在幫助別人需要 也是帶給別人快
樂 更是讓自己得到快樂 談到
﹁幫助﹂ 方老師講到有一位老人
家活到一百多歲還是非常健康 因
為她時時幫助貧困者 讓自己身心
愉快才活到百餘歲都還是很健康
所以方老師談到：人活著有各
式各樣的理由 但最底層的東西是
﹁幫助﹂有四種模式：一 別人對
我的幫助；二 我對別人的幫助；
三 各種感官感覺到有人在幫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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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秉
持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教
示 聯合︿台灣雷藏寺﹀和︿中國
真佛宗密教總會﹀共同協辦 於二
○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六︶
至十二月一日︵星期日︶ 在︿台
灣雷藏寺﹀ 首次舉辦﹁二○一九
真佛宗知客接待服務禮儀研習
班﹂ 並邀請一位擁有多家教育訓
練機講師 和實際教學經驗二十年
的心靈潛能激發訓練的方信智老
師 分亨﹁知客接待服務禮儀﹂二
天的授課
十一月三十日︿台灣雷藏寺﹀
近八點左右密壇裡 有來自︿宗委
會﹀會長蓮花程祖上師與教育處長

方信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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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信智老師

可以透說話表達來完成 但有人認
為﹁溝通﹂很簡單？方老師請現場
聽眾在一張白紙上畫上一棵樹 隨
後講：﹁畫一顆像香姑的樹舉
手﹂ ﹁畫樹有葉子的舉手﹂
﹁畫樹裡有蟲 水果 小鳥 鳥
巢 太陽 房子還有人的舉手﹂
﹁在一張紙畫樹在角落裡舉手﹂
我們現場三百個人 也就是有三百
種的樹 若現場有三千人有沒有可
能畫出三千種樹？有 為什麼？你
講的那一句話 為什麼所有的人要
聽懂你那一句話？
其實溝通的本質就是發送﹁示
意﹂與接受能量 而且重點不是內
容 是用什麼態度去講 把你心中
的想法 用某種方式傳達到另一個
人 達到對方能傾聽 讓對方暸解
你的想法；所以溝通 就是生命
方老師拋出許多議題 在正反
兩面詮釋中 邀請學員用眼睛演示
跟對方打招呼的﹁示意﹂ 方老師
針對人際的溝通 是由外的言語
行為表達 一直探討到每個人內心
的問題所在 像家庭父母對兒女的
嘮叨的關懷 或主官與下屬互動指
示 若沒有達到效果是失敗的﹁溝

飛利浦 或以顧客笑容為企業存在
價值的迪士尼樂園
方老師也同時將顧客的期望
值 分成三等份的金字塔；顧客能
得到的基本回饋 顧客所期待的回
饋 還有 超越顧客與我方有雙贏
局面的 就是由最高點所產的﹁豐
盛交換﹂--並非提供免費或打折的
產品 而是提供物超所值 遠遠超
過顧客預期的交換 這種交換特別
會吸引客戶的注意
下午在南投縣蔡培慧立法委員
拜訪後 方老師繼續分享﹁接待禮
儀﹂服務時應有的態度 與恰到好
處的應對進退 所以要受人歡迎的
服務表現 都是從人與人互動之間
的小細節 往往是決定服務優劣的
關鍵
從基本肢體語言 如臉要含
笑：微笑是打破障礙 縮短距離
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嘴巴要甜
腰要柔軟 手腳要快 還有說話談
吐 要用敬語 如請 謝謝 對不
起 不用客氣 太麻煩您了 需要
我幫忙嗎 這是我應該做的 讓我
為您詳細說明 很期待能再為您服
務
方老師也點出在接待中不管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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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幫助自己提升幫助的能力 方
老師在上課當中以活潑生動的教學
方式 與現場聽眾時時互動 有時
提出問題讓大家來個腦力激盪 或
請現場聽眾上台表演短劇示範 尤
其提到第四點是最重要的 先幫助
自己成功 才能轉而幫助別人 幫
助成功 會增強生命力；幫助失
敗 會減低生命力 越無法幫助
越接近死亡
要提高生命力 可以和幫助成
功的人在一起 現場一位新加坡師
姐跟方老師配合示範 針對幾個正
反的例子 說明幫助成功 關係會
更融洽
其中一例：老婆關心丈夫要出
門時送上一杯營養食品 讓丈夫能
夠在一天當中充滿活力 丈夫滿臉
笑容喝下那杯活力的營養品 並感
謝老婆的關懷 ﹁成功的幫助﹂讓
夫妻之間充滿了溫馨快樂氣氛 所
以要讓貴人出現 首先要幫助成
功 即使內心不歡喜 話也要反轉
講出 結局也會大不相同
下午剛上課方老師談到圓融的
溝通 服務更成功 ﹁溝通﹂很多
人誤會以為是說話 當然﹁溝通﹂

通﹂在方老師層層抽絲撥繭 腦力
激盪下 告訴大家如何找到改變自
己 提昇生命能量 是由自己決
定
第二天 方老師繼續為大家傳
授﹁用心服務﹂與﹁接待禮儀﹂
談到﹁用心服務﹂方面 方老師有
用週年慶贈品 3C產品的廣告 某
某品牌裝冷氣非常用心安裝服務
及舉例各種有名產品為切入點 引
導學員往服務的方面思考 並教導
大家 要以顧客的角度為出發點
在服務的過程中 了解顧客最想得
到的目的 及互動中的感受
此外 老師列出數個大型企業
的服務作為舉例 如以顧客為尊的

報名簽到

方老師的講課活潑，全場互動交流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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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師的講課活潑，全場互動交流踴躍。

勢 站姿 聲調 應對 握手 遞
名片 及在做指引與導覽的接待的
注意事項 或送客禮儀 接待的重
點 方老師使出渾身解數 一環扣
一環的巨細靡遺講出接待重點
另方老師也提醒所有學員 在
面對服務時 一定會有各種狀況發
生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面對問題時
的態度 如：香客在抱怨時 要讓
對方感覺受重視 想法被了解 問
題被解決 並獲得解釋與道歉 進
而得到補償 並要預防同樣的事情
再度發生
最後 方老師以︿台灣雷藏

釋蓮悅上師致詞

寺﹀為例子 提供大家在做知客接
待時 應注意到幾個要點：在跟香
客解說內容時的速度與節奏；觀察
香客的心情與個性 講出適合香客
的講解；還有當知客的人希望香客
能從你這裡帶走的是什麼很重要
並在最好的情況下 以簡潔有力的
話 給香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後 方老師也勉勵在座學
員 做義工是來實踐理想 而非以
打工心態做事
在研習課程完後 ︿世界真佛
宗宗務委員會﹀處長蓮花程祖上師
致詞：表示對﹁知客研習﹂方信智
講師在授課方面讚歎連連 自己也
感觸甚深
另外 亦深表感謝︿台灣雷藏
寺﹀住持釋蓮哲上師 及︿中國真
佛宗密教總會﹀理事長釋蓮歐上師
的協辦 並提供場地 住宿 飲食
等 活動才能夠順利圓滿承辦
經過方老師二天﹁知客接待服
務禮儀﹂有趣 生動 又非常豐富
內容的課程講解 相信明天的我們
會比今天更好 讓我們面對眾生更
能發揮全方位知客角色 達到接引
眾生到達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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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通告
感謝世界各地道場，共同發起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為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迴向。疫情仍未止息，讓我們持續發菩提
心，共同集氣迴向。謝謝大家。
日本
住吉雷藏寺

雜誌

台灣
福佑雷藏寺
香華雷藏寺
三清堂
高雄善喜同修會
法記雷藏寺
廣喜雷藏寺
慈尊堂
黃帝雷藏寺
蓮聖同修會
六度堂
善德同修會
道喜同修會
高雄崑崙同修會
高雄本師堂
中觀堂
法華堂
慈正堂
金極雷藏寺
天幢同修會
廣品堂
三義雷藏寺
清淨同修會
大義雷藏寺
不動院
妙行堂
法鑼堂
三合雷藏寺
日光同修會
美國
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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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三輪雷藏寺
蓮彥雷藏寺
觀照雷藏寺
登寶雷藏寺
金剛雷藏寺
關島圓覺堂
密儀雷藏寺
薩迦雷藏寺
禪觀雷藏寺
一如雷藏寺
尊勝雷藏寺
芝城雷藏寺
印尼
印尼雷藏寺
佛光堂
圓信堂
光明雷藏寺
圓弘雷藏寺
三寶壟雷藏寺
真德雷藏寺
明觀雷藏寺
金仙堂
蓮齊堂
圓月堂
圓果雷藏寺
圓務雷藏寺
三尊雷藏寺
佛理堂
圓達堂
大音堂
梵音堂
彩虹同修會
大覺堂
楠榜雷藏寺

聖輪雷藏寺
寶慧雷藏寺
定智雷藏寺
慈藏同修會
寶積同修會
德戒雷藏寺

歐洲
德國忍智堂
西班牙明照同修會
瑞典修德堂
法國真願堂
新加坡
獅城雷藏寺

馬來西亞
怡保雷藏寺
華嚴雷藏寺
法輪精舍
長春同修會
尊平堂
常居堂
法顯堂
天仙雷藏寺
般若雷藏寺
法輪雷藏寺
妙音雷藏寺
本覺雷藏寺
傳律雷藏寺
心燈堂
大善堂
金海同修會
德天同修會
濟善雷藏寺
澳洲
悉尼嚴山雷藏寺
墨爾本嚴明雷藏
柏斯圓池堂
紐西蘭
寶生同修會

加拿大
淨音雷藏寺
華光雷藏寺
淨印雷藏寺
白雲雷藏寺
菩提雷藏寺
巴西
真諦雷藏寺
巴拿馬
常弘雷藏寺
寶華同修會
香港
香港雷藏寺
真佛宗全球網路同修
所有弘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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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澳洲
墨爾本︿善明同修會﹀有幸
邀請到香港︿十方同修會﹀釋蓮花
常仁上師來主持兩場﹁愛染明王及
瑤池金母息災 祈福 增益 敬
愛 超度護摩法會﹂ 另有︿善明
同修會﹀的釋蓮照上師以及︿嚴明
雷藏寺﹀的釋蓮午法師護壇
法會後上師開示：每一次的法
會 義工們都很辛苦 要準備很多
的事情 又要接待上師 又要
反正大家都很辛苦了 感謝再次邀
請我來弘法 時間過的很快 我出
家已三十幾年 在宗派裡我是第一
個出家的 我回去香港也二十幾年

立 會長邀請我當他們的顧問 我
不敢答應 是怕大家沒有長遠心
後來他拍了胸膛 我便當了 那時
剛好也是︿宗委會﹀剛成立 整個
章程都沒寫好 幾乎每個星期都要
開會 我當時是︿宗委會﹀的第一
任處長 所以每個月都是西雅圖和
香港來回的飛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回到了香港
然後就是一九九七年到 香港
回歸中國大陸 很多人都散播謠
言 香港永遠不能再做法會了 以
後師尊也不能再來香港了 甚至壇
城的蓮花童子也要請下來 我聽了
之後就火大了 覺得不行 我們要
辦法會要止住謠言 要證明香港是
自由民主的 所以愛染明王就在香
港第一次承辦了 還要租最好的場
地 不管經過多少艱辛都要辦到
我們成功了 就是要撇清謠言
租成的時候 我代表師尊去邀
請師公吐登達爾吉上師 那個時候
他還在人間 但他說主角是師尊
他在場不太好 引起大家的不便
師公問我場地在哪裡？我告訴
他就是９７回歸 在︿灣仔中
心﹀ 師公說很厲害 你能租下這
個場地 表示你能做成這個法會
表示︿真佛宗﹀的佛法可以在香港
一直延續下去 你能夠這樣子就已
足夠了 還有就是說 師公問我
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堂已經將蓮花童
子的金身請下來了 我說我不知
道 這是師公跟我講才知道的 你
說謠言恐不恐怖？謠言是很恐怖
的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去聽那些謠
言 所以你們問我香港怎樣？好得
很！我們不去聽 看電視上的 我
們不參加 不看根本就沒事
師尊最近說：什麼是善？只要
能夠幫助你解脫的就是善 你聚集

了 我們今天的法會就是愛染明
王 師尊第一次傳愛染明王就在香
港 我們就是主辦單位
一九九八年是我和蓮嶝 蓮妙
上師 一起去請求師尊可不可以傳
愛染明王 師尊說可以 這就是緣
起 當時 我們是在︿麗晶酒店﹀
的Ballroom租了一個很大的場地
讓所有同門坐得很舒服的聽師尊說
法 那也是香港回歸時舉行回歸典
禮的場所
師尊說：你們做了這些善事是
有多大的功德？什麼是功德？為什
麼師尊這樣子給我們開示？主要就
是怕我們掉進去做善事的這個邊
師尊最近這幾個星期講︽道果︾
你修行的過程裡面 很多心境纏繞
著你 只要你執著某一個部分 包
括講到﹁樂空雙運﹂你修行能夠修
得很快樂 有氣在中脈裡通 很殊
勝 但是整天都在樂裡面 你就有
過失 何況是善事都不可以 回想
我剛剛從西雅圖去香港 也是適逢
他們想做慈善 但還沒有名份 沒
有善業登記組織 我便說 我幫你
們問師尊 師尊一聽 就寫下︿香
港華光功德會﹀ 就這樣產生了
︿香港華光功德會﹀剛剛成

祢一定要來接我

師尊

你自己的善 就是聚集你的資糧
加行道 你這兩個都聚集了 你有
機會產生內在的光明 光明是你聚
集了你本身很多善的功德
上星期師尊剛說的 有很多同
們都對師尊說 拜託祢 我以後往
生的時候

說：﹁好﹂ 很多弟子都跟師尊講
這個 師尊很慈悲的都說好
但是最近師尊怎麼講 師尊
說 不是說不接 問題接不走 為
什麼 你飛不起來啊 為什麼？沒
有善事 你沒有修法嘛 你咒也不
持 經也不誦 法也不修 善事也
不做 你沒有善的功德 飛不起
啊 所以說接也接不走 所以大家
要好好去想一想 不能只靠師尊
自己要知道修法
﹁善明﹂ 是你自己要想想你
平時所做的事情 是善的還是惡
的 這個事情有幫助你解脫嗎？你
的私心很重嗎？很多人修法不修
心 有沒有修法 其實修法已經是
不容易了 能夠每天修法的同門已
經不容易了 但是每天修法修得好
的更不容易 要修法又修心的就更
困難 因為以為我修法了 一定很
好 但是我的心還是依然故我 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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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到香港︿十方同修會﹀釋蓮花
常仁上師來主持兩場﹁愛染明王及
瑤池金母息災 祈福 增益 敬
愛 超度護摩法會﹂ 另有︿善明
同修會﹀的釋蓮照上師以及︿嚴明
雷藏寺﹀的釋蓮午法師護壇
法會後上師開示：每一次的法
會 義工們都很辛苦 要準備很多
的事情 又要接待上師 又要
反正大家都很辛苦了 感謝再次邀
請我來弘法 時間過的很快 我出
家已三十幾年 在宗派裡我是第一
個出家的 我回去香港也二十幾年

立 會長邀請我當他們的顧問 我
不敢答應 是怕大家沒有長遠心
後來他拍了胸膛 我便當了 那時
剛好也是︿宗委會﹀剛成立 整個
章程都沒寫好 幾乎每個星期都要
開會 我當時是︿宗委會﹀的第一
任處長 所以每個月都是西雅圖和
香港來回的飛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回到了香港
然後就是一九九七年到 香港
回歸中國大陸 很多人都散播謠
言 香港永遠不能再做法會了 以
後師尊也不能再來香港了 甚至壇
城的蓮花童子也要請下來 我聽了
之後就火大了 覺得不行 我們要
辦法會要止住謠言 要證明香港是
自由民主的 所以愛染明王就在香
港第一次承辦了 還要租最好的場
地 不管經過多少艱辛都要辦到
我們成功了 就是要撇清謠言
租成的時候 我代表師尊去邀
請師公吐登達爾吉上師 那個時候
他還在人間 但他說主角是師尊
他在場不太好 引起大家的不便
師公問我場地在哪裡？我告訴
他就是９７回歸 在︿灣仔中
心﹀ 師公說很厲害 你能租下這
個場地 表示你能做成這個法會
表示︿真佛宗﹀的佛法可以在香港
一直延續下去 你能夠這樣子就已
足夠了 還有就是說 師公問我
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堂已經將蓮花童
子的金身請下來了 我說我不知
道 這是師公跟我講才知道的 你
說謠言恐不恐怖？謠言是很恐怖
的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去聽那些謠
言 所以你們問我香港怎樣？好得
很！我們不去聽 看電視上的 我
們不參加 不看根本就沒事
師尊最近說：什麼是善？只要
能夠幫助你解脫的就是善 你聚集

了 我們今天的法會就是愛染明
王 師尊第一次傳愛染明王就在香
港 我們就是主辦單位
一九九八年是我和蓮嶝 蓮妙
上師 一起去請求師尊可不可以傳
愛染明王 師尊說可以 這就是緣
起 當時 我們是在︿麗晶酒店﹀
的Ballroom租了一個很大的場地
讓所有同門坐得很舒服的聽師尊說
法 那也是香港回歸時舉行回歸典
禮的場所
師尊說：你們做了這些善事是
有多大的功德？什麼是功德？為什
麼師尊這樣子給我們開示？主要就
是怕我們掉進去做善事的這個邊
師尊最近這幾個星期講︽道果︾
你修行的過程裡面 很多心境纏繞
著你 只要你執著某一個部分 包
括講到﹁樂空雙運﹂你修行能夠修
得很快樂 有氣在中脈裡通 很殊
勝 但是整天都在樂裡面 你就有
過失 何況是善事都不可以 回想
我剛剛從西雅圖去香港 也是適逢
他們想做慈善 但還沒有名份 沒
有善業登記組織 我便說 我幫你
們問師尊 師尊一聽 就寫下︿香
港華光功德會﹀ 就這樣產生了
︿香港華光功德會﹀剛剛成

祢一定要來接我

師尊

你自己的善 就是聚集你的資糧
加行道 你這兩個都聚集了 你有
機會產生內在的光明 光明是你聚
集了你本身很多善的功德
上星期師尊剛說的 有很多同
們都對師尊說 拜託祢 我以後往
生的時候

說：﹁好﹂ 很多弟子都跟師尊講
這個 師尊很慈悲的都說好
但是最近師尊怎麼講 師尊
說 不是說不接 問題接不走 為
什麼 你飛不起來啊 為什麼？沒
有善事 你沒有修法嘛 你咒也不
持 經也不誦 法也不修 善事也
不做 你沒有善的功德 飛不起
啊 所以說接也接不走 所以大家
要好好去想一想 不能只靠師尊
自己要知道修法
﹁善明﹂ 是你自己要想想你
平時所做的事情 是善的還是惡
的 這個事情有幫助你解脫嗎？你
的私心很重嗎？很多人修法不修
心 有沒有修法 其實修法已經是
不容易了 能夠每天修法的同門已
經不容易了 但是每天修法修得好
的更不容易 要修法又修心的就更
困難 因為以為我修法了 一定很
好 但是我的心還是依然故我 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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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有性格 你知道很多同門是很
有性格的 他修了幾十年 老弟
子 但是很有性格 這個是有時候
應該怎麼說 其實也不用講 為什
麼不用講？從你的外型 從你身上
的習氣 你的心有沒有打開 有時
候不用說的 其實 我告訴你 你
不用裝的很慈悲 師尊一眼就看出
來 但是師尊很慈悲 有一句話叫
做難得糊塗 我還沒到這個境界
如你說上師看到什麼？我會說：沒
有沒有
︵笑︶ 見到師尊他都
會說：很好很好
我還是要好好努力 剛才司儀
講我很慚愧 她講得我這樣好 很
多事情要看成很自然的事情 因為
人跟人是很難 除非你的心能打
開 不然的話 說要合得來是不容
易 就好像我昨天來了 想說幫我
的手機充電 插頭不對 各國的插
頭都不一樣 連插頭都不能統一
什麼還能統一？我們把這事看成自
然 就沒事
世界上的事都是這樣子的 你
要怎麼統一呢？是不可能的 除非
你能顯現你的佛性 講佛性也沒
用 只有顯現你的佛性才有用 但
是怎樣才是顯現佛性呢？你要看他

的心有沒有夠大夠寬 代表你的境
界 你的心越大 你的量就越大
你對人的態度就能包容 不然的
話 你修了二十年 三十年 你看
這也不對 看那也不對 那有什麼
對與不對的 佛性是無對錯的
你分別心這麼重 怎麼能夠
﹁明﹂呢？善明的明怎麼能夠明
呢？你心中哪有辦法明呢？小氣巴
拉的光怎麼明呢？這不可能光明
就算你知道佛性 但是你沒顯現佛
性 佛性歸佛性 你歸你 是兩回
事 就算你口中整天講佛性 也沒
用
因為你一點都沒有 不是你沒
有 佛性每個人都具備 但是你沒
有顯現出來 這個實在是可惜 就
算你懂 你知道所以我們要學怎樣
才能打開我們的心 所以同門與同
門之間一定要包容 愛護 不要分
別太多 這些都是要學的 這樣才
能聚集你的善 產生你心中的光
明 我只能用最簡單的方法講給你
們聽 因為時間有限 阿彌陀佛
法會在洋溢著濃濃法喜下圓滿
結壇後大合照 謹祝兩位上師 法
師及同門諸事平安吉祥 修行成
就 嗡 咕嚕 蓮生悉地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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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經台灣島內因為一部紀錄片
電影﹁練習曲﹂ 刮起一陣
騎自行車的風潮 不論公路上或是
政府所做的自行車專用道 都會看
到許多人騎車運動 或是追逐個人
心中想環島看看不同鄉土人情的願
望
我有一位好朋友是自行車的同
好 買了一台價值不菲的自行車
有一天騎車去買東西 將車子用鎖
鍊綁在捷運站周邊的自行車停用
區 過一段時間買東西回來發現
車子不見了 地上留下了鎖
鍊 心情非常的氣憤 心中咒
罵台灣治安的敗壞 ︵現在警
局有幫自行車烙印登記服務
防止竊案 請大家多多利用︶
聽著我朋友憤憤不平的抱
怨 突然想起以前大學上課時老
師說的一個小故事：有一位小偷甲
是一名慣竊 他偷小東西都能夠手
到擒來 許多晚上他都活動在自行
車庫外 只需敲動扳子 拇指及食
指輕輕一動 一輛嶄新的自行車就
到手了 第二天早上哪個人發現自
己的自行車不見了 毫無疑問準是
他下手偷竊的
雖然偷自行車金額不多 也沒

體的大肆傳播與上頭版 頭條 那
時老師問我們成本及收益為何？有
同學說要做就做大件︵搶銀行︶
爭取最大利益；也有同學說細水長
流︵偷自行車︶但都有一個共識
﹁犯罪的事不可行﹂ 以上的故事
讓我們隨著年齡增長去體會認知
任何人 包含小偷做事前都會
想一想做事前所獲得的利益為何？
是否值得去做 也就是說對於收益
與成本進行分析 進而判斷該事物
是否可以去投入精神體力去執行
由以上的故事可知：偷自行車收益
小 但小偷不需要什麼工具 頂多
一把老虎鉗就可以犯案；加上自行
車防盜功能差 讓小偷作案機會高
容易得手 即使失手被抓住 小偷
所犯的刑期較輕 所以在如此低廉
的成本︵犯案刑期︶ 使得自行車
失竊現象層出不窮
另一方面：銀行保全措施嚴
密 行竊被抓的機率很高 被判的
刑期很長︵成本高︶ 但是偷銀行
收益高 一旦得手可以享受一段豐
衣足食的日子 可是偷銀行是重大
犯罪 警政機關不會善罷干休一定
會竭盡所能破案 所以千萬不要心
存僥倖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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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立人

有失手被抓 讓小偷甲攢了一筆財
富 另一位小偷乙也是一位慣竊
因為他手上有槍支彈藥 野心很大
專幹大買賣︵專偷商場與銀行︶
每次要去犯案時都會跟妻小說再
見 畢竟銀行不是一般人能夠偷
的 但是只要一得手就能讓他及家
人足不出戶 舒舒服服過幾年的好
日子 但是法
網恢恢！
疏而不

小 偷 犯案的
取捨

漏 小
偷 都 抓
到了 老天
爺的眼睛是雪亮
的 會懲罰不按照天理常規賺錢的
壞人 法院宣判小偷甲五年徒刑；
小偷乙無期徒刑 自行車偷竊是司
空見慣成為一種公害 但已經引不
起新聞媒體來報導；反倒是銀行失
竊的情況較少見 比較容易引起媒

成本效益

菩提園地

廊 庭園樓台 看得出當初設計者
的用心 也許是後繼無力吧！幾處
廟院下方的鋼筋都還裸露著 許多
精緻的門廊窗框 堆砌道旁 頗為
可惜呢！
廟院後方的車道 早已無車行
走 形成一條林蔭步道 頗為清
幽 近來冬至葉落 掉光頭髮的樹
幹 仍堅強的挺立著 別有一番禪
意 大夥兒在此盡情拍照 留下足
跡 帶走了美麗的回憶
第二站：千年神木 它是一顆
高齡一千六百多歲的樟樹 樹高
32公尺 樹圍約8公尺 樹冠幅高
達800公尺 是台灣排名第三的樟
樹神木
一個早上的忙碌 大夥兒都已
飢腸轆轆的 還好釋蓮謀法師已將
午餐由︿台灣雷藏寺﹀送來 大夥
兒在釋蓮巖法師的帶領下超度 供
養 開動 幸福原來這麼簡單
王師兄是帶活動的高手 與他
的團隊一起為這次樂活營設計了許
多好玩的遊戲 並且適時的播放搭
配的音樂 讓遊戲更顯得熱絡 大
人 小孩都玩得很盡興
自己做一個風箏 是大人們多

今

年冬天師尊暫不回台主壇法
會 大家見面的機會少了
樂活營的志工們再次於二○一九年
十二月十五日籌辦以遊玩聯誼為主
的活動↓﹁台灣雷藏寺親子樂活
營｜尋幽攬勝趴趴走活動﹂以遊玩
為主 更需要師尊 佛菩薩的大力
加持 因此 報到後 大夥兒群聚
在大雄寶殿前 由熊師姐為大家介
紹並邀請︿台灣雷藏寺﹀住持釋蓮
哲上師及︿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
理事長釋蓮歐上師致詞 做為活動
的開始 很巧的 剛好有兩位是今
日的壽星 於是由兩位上師代表贈
送卡片及小禮物給她們 在大家祝
賀的歌聲中 壽星開心的與兩位上
師合影 相信這將是她們今生難忘
的記憶
接著釋蓮歐上師特別留下來帶
領大家用心持咒及繞佛 在優美的
咒音中 觀想佛光普照眾等 迴向
眾等業障消除 福慧增長 讓活動
圓滿成功
第一站來到︿金玉宮﹀ 據說
這是一個佛道兼修的大道場 於一
九七九年開始興建 從進入山門開
始 處處可見原木精雕的窗框門

麼遙遠的記憶了 現在的小朋友不
是買現成的 就是買設計好的材料
包 自己從剪紙 綁竹棒 再裁剪
黏貼 加上羽翼 尾巴 是從沒有
過的體驗 完成的霎那 興奮之情
溢於言表 迫不及待的想去展示一
番呢！
假日的植物園人很多 還好地
方大 小朋友帶著自己的精心作
品 顧不得後面爸媽的叮嚀：小心
點 走慢點 迫不及待的將手上的
風箏放飛 沒想到看似平凡的風
箏 竟然真的飛起來了 哇！又一
次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好濃
回程路上兩顆一百五十歲的小
神木 也是今天要去的目標 誰知
第一輛前導車竟開過頭了 只有部
分人能一睹它們的風采呢！
哈哈 讓神木看笑話了
任何活動總有些優缺點 當詢
問大家有什麼建議時 答案真是出
人意料：
一 纏風箏線的紙板不夠大
二 多準備幾樣菜更好
這 這 這 出門在外有點難
呢！感謝大家的包容喔！下次會更
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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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竫法師
(2)釋蓮哲上師(左)及釋蓮歐上師(右)
致贈生日卡。

尋幽攬勝趴趴走
(1)釋蓮歐上師帶領眾人持咒繞佛。

台灣雷藏寺親子樂活營

(3)眾人在大雄寶殿大合照 。

1

菩提園地

廊 庭園樓台 看得出當初設計者
的用心 也許是後繼無力吧！幾處
廟院下方的鋼筋都還裸露著 許多
精緻的門廊窗框 堆砌道旁 頗為
可惜呢！
廟院後方的車道 早已無車行
走 形成一條林蔭步道 頗為清
幽 近來冬至葉落 掉光頭髮的樹
幹 仍堅強的挺立著 別有一番禪
意 大夥兒在此盡情拍照 留下足
跡 帶走了美麗的回憶
第二站：千年神木 它是一顆
高齡一千六百多歲的樟樹 樹高
32公尺 樹圍約8公尺 樹冠幅高
達800公尺 是台灣排名第三的樟
樹神木
一個早上的忙碌 大夥兒都已
飢腸轆轆的 還好釋蓮謀法師已將
午餐由︿台灣雷藏寺﹀送來 大夥
兒在釋蓮巖法師的帶領下超度 供
養 開動 幸福原來這麼簡單
王師兄是帶活動的高手 與他
的團隊一起為這次樂活營設計了許
多好玩的遊戲 並且適時的播放搭
配的音樂 讓遊戲更顯得熱絡 大
人 小孩都玩得很盡興
自己做一個風箏 是大人們多

今

年冬天師尊暫不回台主壇法
會 大家見面的機會少了
樂活營的志工們再次於二○一九年
十二月十五日籌辦以遊玩聯誼為主
的活動↓﹁台灣雷藏寺親子樂活
營｜尋幽攬勝趴趴走活動﹂以遊玩
為主 更需要師尊 佛菩薩的大力
加持 因此 報到後 大夥兒群聚
在大雄寶殿前 由熊師姐為大家介
紹並邀請︿台灣雷藏寺﹀住持釋蓮
哲上師及︿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
理事長釋蓮歐上師致詞 做為活動
的開始 很巧的 剛好有兩位是今
日的壽星 於是由兩位上師代表贈
送卡片及小禮物給她們 在大家祝
賀的歌聲中 壽星開心的與兩位上
師合影 相信這將是她們今生難忘
的記憶
接著釋蓮歐上師特別留下來帶
領大家用心持咒及繞佛 在優美的
咒音中 觀想佛光普照眾等 迴向
眾等業障消除 福慧增長 讓活動
圓滿成功
第一站來到︿金玉宮﹀ 據說
這是一個佛道兼修的大道場 於一
九七九年開始興建 從進入山門開
始 處處可見原木精雕的窗框門

麼遙遠的記憶了 現在的小朋友不
是買現成的 就是買設計好的材料
包 自己從剪紙 綁竹棒 再裁剪
黏貼 加上羽翼 尾巴 是從沒有
過的體驗 完成的霎那 興奮之情
溢於言表 迫不及待的想去展示一
番呢！
假日的植物園人很多 還好地
方大 小朋友帶著自己的精心作
品 顧不得後面爸媽的叮嚀：小心
點 走慢點 迫不及待的將手上的
風箏放飛 沒想到看似平凡的風
箏 竟然真的飛起來了 哇！又一
次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好濃
回程路上兩顆一百五十歲的小
神木 也是今天要去的目標 誰知
第一輛前導車竟開過頭了 只有部
分人能一睹它們的風采呢！
哈哈 讓神木看笑話了
任何活動總有些優缺點 當詢
問大家有什麼建議時 答案真是出
人意料：
一 纏風箏線的紙板不夠大
二 多準備幾樣菜更好
這 這 這 出門在外有點難
呢！感謝大家的包容喔！下次會更
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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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蓮竫法師
(2)釋蓮哲上師(左)及釋蓮歐上師(右)
致贈生日卡。

尋幽攬勝趴趴走
(1)釋蓮歐上師帶領眾人持咒繞佛。

台灣雷藏寺親子樂活營

(3)眾人在大雄寶殿大合照 。

1

菩提園地

慧命 的

■文∕因果

好的安排
皈依師尊後 有男親友
聽到 外間傳聞師尊的譭
謗 要我退出 我告知他
我不受傳聞的影響 我信自
己的眼晴和感覺 無論聽
到狂風暴雨的譭謗 我
會保護師尊去澄清的
我自信沒有皈依錯師尊
別人看錯師尊 因未接觸
過 未閱讀過師尊的書
只聽外人說 有些是他們
心態 妒忌 層次程度
緣分 佛緣未到 等等
我同親友說 ︿真
佛密法﹀是無價之
寶 無人可以阻礙
我去學佛的心
如果有人給我很
多錢 要我退出
我也不會放棄
的 因為學佛智
慧是無價之寶

在年幼時 從電視和
沙田︿萬佛寺﹀ 看
到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
像 令我萬分之感動 那時
開始 就信拜觀世音菩薩
我常望天在心中發問
因為我對人世間 有太多的
種種疑問及因果問題 我一
直在尋找師父為我解答 我
曾去找算命和命相的人 希
望能知道 我去哪裡找到學
佛的師父 但是 他們只說
我有佛緣 沒告知我去哪裡
找
我受種種坎坷的經歷
磨難的考驗 我要尋找師父
的誠意 可能感動了觀世音
菩薩 奇跡出現了！
有一天 有位女性朋友
Ｌ師姐 借了幾本師尊的書
給我閱讀 我看到愛不釋
手 有種相逢恨晚的感覺
心中很開心說 師尊 我好
辛苦尋找祢 終於等到了
我真的找到了 在師尊的書
中 我對人世間的疑問得到

我要學佛的智慧 令自己不
會無知無明 而做了惡因不
自知 果報到來亦懵然 死
後要落地獄 那時 你擁有
很多錢都是沒有用 因為你
帶不到錢落地獄 地獄又沒
有得行賄 所以千般帶不
去 唯有業隨身 男親友見
我這樣的堅持 不再勸阻我
了
我年幼時 常看因果報
應電視戲劇 因此 明白及
相信有因果報應的事 當時
的我 亦親眼見到有人 因
為無知無明做惡因 看到令
我全身的震驚 所以我好怕
有因果報應 我希望自己有
學佛的智慧 懂得不會去做
惡因 我好怕自己犯了錯不
自知 而要受因果報
閱讀師尊的書 知道師
尊慈悲 為了度眾生 受了
很多苦難 亦為眾弟子流
淚 我也常陪著書中的師尊
流淚 見到師尊受譭謗及攻

解答 我是多麼的開心！
有位Ｃ朋友兒子有業障
病 Ｌ師姐提議她 帶兒子
去給師尊看是什麼病 突然
我說：﹁我陪你們一起
去﹂ 她倆很出奇我會這樣
說 因為去師尊那裡 要花
錢搭飛機 又要住酒店 等
等 我就說多一個人方便
照顧男孩 當時 我都覺得
奇妙 為何我提出要去
在那個機緣下 我們四
人見到師尊 我親見男孩
因果報應 真的好恐佈
而我就皈依師尊成為祂的
弟子
皈依師尊後 很玄妙的
事出現 我夢到觀世音菩
薩 很莊嚴華麗 面顯出慈
悲的笑容 跟隨 等等 那
個情景 令我永世難忘
證實是觀世音菩薩 引領我
去皈依師尊學佛 沒想到我
有機會 去皈依師尊學佛
真的很是玄妙 一切都是最

擊 覺得師尊真的很慘
我內疚自己幫不到師尊
我只能用自己的意識 傳
送給遙遠的師尊 一個big
hug安慰
有次我在修法時 心中
向虛空中安慰師尊說 師尊
祢不要難過流淚 弟子我會
好乖 好聽話 雖然我並不
聰明 智慧又低 但我會
有恆心去學的 我不會令
祢為我傷心流淚 我會好
好珍惜 很勤力修學︿真
佛密法﹀ 會好好的修法
修行 報答師尊養育慧命
之恩！
修法和修行多年後的
我 體驗︿真佛密法﹀ 真
的萬分之殊勝 真的是無價
之寶 感恩師尊無盡！
感恩觀世音菩薩大慈大
悲的救度！
感恩師尊大慈大悲的救
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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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

菩提園地

慧命 的

■文∕因果

好的安排
皈依師尊後 有男親友
聽到 外間傳聞師尊的譭
謗 要我退出 我告知他
我不受傳聞的影響 我信自
己的眼晴和感覺 無論聽
到狂風暴雨的譭謗 我
會保護師尊去澄清的
我自信沒有皈依錯師尊
別人看錯師尊 因未接觸
過 未閱讀過師尊的書
只聽外人說 有些是他們
心態 妒忌 層次程度
緣分 佛緣未到 等等
我同親友說 ︿真
佛密法﹀是無價之
寶 無人可以阻礙
我去學佛的心
如果有人給我很
多錢 要我退出
我也不會放棄
的 因為學佛智
慧是無價之寶

在年幼時 從電視和
沙田︿萬佛寺﹀ 看
到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
像 令我萬分之感動 那時
開始 就信拜觀世音菩薩
我常望天在心中發問
因為我對人世間 有太多的
種種疑問及因果問題 我一
直在尋找師父為我解答 我
曾去找算命和命相的人 希
望能知道 我去哪裡找到學
佛的師父 但是 他們只說
我有佛緣 沒告知我去哪裡
找
我受種種坎坷的經歷
磨難的考驗 我要尋找師父
的誠意 可能感動了觀世音
菩薩 奇跡出現了！
有一天 有位女性朋友
Ｌ師姐 借了幾本師尊的書
給我閱讀 我看到愛不釋
手 有種相逢恨晚的感覺
心中很開心說 師尊 我好
辛苦尋找祢 終於等到了
我真的找到了 在師尊的書
中 我對人世間的疑問得到

我要學佛的智慧 令自己不
會無知無明 而做了惡因不
自知 果報到來亦懵然 死
後要落地獄 那時 你擁有
很多錢都是沒有用 因為你
帶不到錢落地獄 地獄又沒
有得行賄 所以千般帶不
去 唯有業隨身 男親友見
我這樣的堅持 不再勸阻我
了
我年幼時 常看因果報
應電視戲劇 因此 明白及
相信有因果報應的事 當時
的我 亦親眼見到有人 因
為無知無明做惡因 看到令
我全身的震驚 所以我好怕
有因果報應 我希望自己有
學佛的智慧 懂得不會去做
惡因 我好怕自己犯了錯不
自知 而要受因果報
閱讀師尊的書 知道師
尊慈悲 為了度眾生 受了
很多苦難 亦為眾弟子流
淚 我也常陪著書中的師尊
流淚 見到師尊受譭謗及攻

解答 我是多麼的開心！
有位Ｃ朋友兒子有業障
病 Ｌ師姐提議她 帶兒子
去給師尊看是什麼病 突然
我說：﹁我陪你們一起
去﹂ 她倆很出奇我會這樣
說 因為去師尊那裡 要花
錢搭飛機 又要住酒店 等
等 我就說多一個人方便
照顧男孩 當時 我都覺得
奇妙 為何我提出要去
在那個機緣下 我們四
人見到師尊 我親見男孩
因果報應 真的好恐佈
而我就皈依師尊成為祂的
弟子
皈依師尊後 很玄妙的
事出現 我夢到觀世音菩
薩 很莊嚴華麗 面顯出慈
悲的笑容 跟隨 等等 那
個情景 令我永世難忘
證實是觀世音菩薩 引領我
去皈依師尊學佛 沒想到我
有機會 去皈依師尊學佛
真的很是玄妙 一切都是最

擊 覺得師尊真的很慘
我內疚自己幫不到師尊
我只能用自己的意識 傳
送給遙遠的師尊 一個big
hug安慰
有次我在修法時 心中
向虛空中安慰師尊說 師尊
祢不要難過流淚 弟子我會
好乖 好聽話 雖然我並不
聰明 智慧又低 但我會
有恆心去學的 我不會令
祢為我傷心流淚 我會好
好珍惜 很勤力修學︿真
佛密法﹀ 會好好的修法
修行 報答師尊養育慧命
之恩！
修法和修行多年後的
我 體驗︿真佛密法﹀ 真
的萬分之殊勝 真的是無價
之寶 感恩師尊無盡！
感恩觀世音菩薩大慈大
悲的救度！
感恩師尊大慈大悲的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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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和指甲 和各色透明的堅固舍利
子
３ 虹化後遺體漸漸縮小 一
些化光不完全的肉身則會化光縮小
到大約只有一尺高 且堅硬如鐵

定
樣

己作詞譜曲 沒有人知道他正在做
什麼 然後他似乎生病了 但奇怪
地 他卻變得越來越快樂 當病情
惡化時 家人請來上師和醫生 他
的兒子告訴他應該記住他所聽過的
教法 他微笑說：﹁我全都忘光
了 不管怎樣 沒有什麼好記的
一切都是幻影 但我相信一切都會
很好 ﹂
在他七十九歲臨終時 他說：
﹁我唯一的要求是 死後一個星期
內不要動我的身體 ﹂當他去世
後 家人就把他的遺體包裹起來
邀請喇嘛和僧人來為他誦經 他們
把遺體放在一個小房間內 並且不
禁注意到 雖然他高頭大馬 卻毫
不困難就被帶進房間 好像遺體變
小了 同時 奇異的彩虹般的光充
滿了整個屋子 在第六天時 家人
看見他的身體好像變得愈來愈小
了 在他死後第八天的早晨 安排
葬儀事宜 當抬屍人把蓋布掀開
時 發現裡面除了指甲和毛髮外一
無所有

對於人體的虹化現象 有許多
地方都有記錄 如在︽辭海︾裡
面 也相關的歷史記錄 如：
１ 公元一八八三年 讓日克
右敏珠林寺逝時虹化 只剩下一小
指甲
２ 一九五二年 德格益龍人
索朗南虹化時 當時一些西藏官員
都在場
３ 這是一個一個僧人記錄的
虹化例子：
一九五二年 在西藏東部 有
一個著名的虹光身例子 許多人都
親眼看到
索 南 南 傑 (Sonam
Namgyal) 是一個非常單純而謙虛
的人 以在石頭上雕刻咒文和經文
維生 有人說他年輕時曾經跟隨一
位偉大的上師接受教法 沒有人知
道他是修行人 他確實可以稱為
﹁密行者﹂(a hidden yogin) 在
他臨終前不久 人們常看他坐在山
頂 仰望虛空 他不唱傳統歌 自

入建築物 上滑動 有時會懸停
有時會無聲消失 有時又會因為碰
到障礙物爆炸
球狀閃電是形成雷電的電動
趨勢 在半擊穿空氣時產生的空氣
離子球 它其中吸收能量 包裹相
對穩定 當有導體破壞它的平衡
時 它會和周圍的空氣中和 並釋
放出光
密教修行高僧的虹化現象 就
是用平時修練的丹田拙火 將自身
固態的明點加熱 由固態變成液
態 再加熱液態變成氣態 再加熱
氣態變成電漿態 特殊念力形成球
狀閃電 明點電漿修成的球狀閃
電 能經由身體所有的經脈 走遍
全身 所到之處無不燒盡 發出燦
爛的光輝 有些虹化現象 仍然留
下頭髮和指甲 主要是頭髮和指甲
沒有脈絡通過 明點電漿形成的球
狀閃電 無法通過
虹化現象的科學解釋 印証了
法王蓮生活佛文集︽黃金的句子︾
提及﹁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體變液
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後把氣變為
神 把神化為光 這才叫成就 我
說﹃這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
要！﹄﹂

從這三個例子中 可以初步肯
如現舍利子現象是存在的一
人體的虹化現象 也是一個不

藏傳佛教中 密宗修練者修
行達到一定境界後 其死亡
時 肉身會自動化成五顏六色的
光 這種現象被稱之為人體虹化現
象
人體虹化現象根據每個行者的
修為程度 分三個層
１ 只有極少的高修為的大師
級別的高僧達到這一層次 人體完
全虹化 去世時 身體不斷發光
形骸不斷縮小 漸至消失 人體完
全虹化
２ 肉身會在圓寂後幾天內自
動化成光和聲 最後只剩下一些頭

對於上述密宗行者的虹化現
象 我們可以試著從自然界的球狀
閃電現象加以解釋
傳統物理告訴我們 任何物質
都有三態：固態 液體 氣態 事
實上 還有一態 叫電漿態 即對
一氣體持續加熱 其電子的熱運動
動能就會增加 一旦電子的熱運動
動能超過原子核對它的束縛 電子
就成為自由電子 氣體被完全電
離 就成為電漿 也稱為等離子
體 科學家估計宇宙中百分之九十
九的物質是以電漿狀態存在
閃電就是一種電漿態所產生的
現象 而球狀閃電 是最奇特的一
種閃電 球狀閃電 俗稱滾地雷
通常在雷爆時發生 為圓球形狀的
閃電 這是一種真實的物理現象
它十分亮 近圓球形 直徑約15至
40厘米不等 通常僅維持數秒 但
也有維持了一至二分鐘的記錄 顏
色除常見的橙色 紅色 還有黃
色 紫色 藍色 白色 幽綠色的
光環 呈現多種多樣的色彩
球狀閃電的危害濃度 它可以
隨氣流起伏在近地空中自在飄飛或
逆風而行 它可以通過開著的門窗
進入室內 常見的是穿過煙囪後進

■文∕釋蓮到法師

容忽視的自然現象
不論哪一派密教的修行人 在
修練密法到達很高的境地後 當他
命終時 就會出現虹化現象 由於
所修法門的不同 修行者的虹化過
程也會出現不同的現象 較普遍的
有兩種：一種修行人命終前 要求
獨處 死後七天不要動他的遺體
房間中會充滿奇異的彩虹般的光
到第八天 人們打開房間 只見修
行人的遺體已經消失 只留下頭髮
和指甲 另一種也是要獨處 也允
許親傳的弟子在身邊 修行人如常
盤坐 身體自燃 一道彩虹衝天而
去
但是讓人完全變成虹化 變成
光 是現有物理學理論無法解釋
的 如果虹化現象真的是一個能發
生在人體上的現象 他能發出我們
能看得到的光出來 用光學理論
也應是可見光了 可從我們的醫學
觀點看 人體是可以發光的 但一
般發射是不可見光 比如人體百分
之六十的熱量 是通過紅外線的方
法輻射出來 而紅外線也是光的一
種 但它是不可見光 另外現代醫
學理論 也讓我們知道 人體還沒
有聽說有自動發光的機制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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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和指甲 和各色透明的堅固舍利
子
３ 虹化後遺體漸漸縮小 一
些化光不完全的肉身則會化光縮小
到大約只有一尺高 且堅硬如鐵

定
樣

己作詞譜曲 沒有人知道他正在做
什麼 然後他似乎生病了 但奇怪
地 他卻變得越來越快樂 當病情
惡化時 家人請來上師和醫生 他
的兒子告訴他應該記住他所聽過的
教法 他微笑說：﹁我全都忘光
了 不管怎樣 沒有什麼好記的
一切都是幻影 但我相信一切都會
很好 ﹂
在他七十九歲臨終時 他說：
﹁我唯一的要求是 死後一個星期
內不要動我的身體 ﹂當他去世
後 家人就把他的遺體包裹起來
邀請喇嘛和僧人來為他誦經 他們
把遺體放在一個小房間內 並且不
禁注意到 雖然他高頭大馬 卻毫
不困難就被帶進房間 好像遺體變
小了 同時 奇異的彩虹般的光充
滿了整個屋子 在第六天時 家人
看見他的身體好像變得愈來愈小
了 在他死後第八天的早晨 安排
葬儀事宜 當抬屍人把蓋布掀開
時 發現裡面除了指甲和毛髮外一
無所有

對於人體的虹化現象 有許多
地方都有記錄 如在︽辭海︾裡
面 也相關的歷史記錄 如：
１ 公元一八八三年 讓日克
右敏珠林寺逝時虹化 只剩下一小
指甲
２ 一九五二年 德格益龍人
索朗南虹化時 當時一些西藏官員
都在場
３ 這是一個一個僧人記錄的
虹化例子：
一九五二年 在西藏東部 有
一個著名的虹光身例子 許多人都
親眼看到
索 南 南 傑 (Sonam
Namgyal) 是一個非常單純而謙虛
的人 以在石頭上雕刻咒文和經文
維生 有人說他年輕時曾經跟隨一
位偉大的上師接受教法 沒有人知
道他是修行人 他確實可以稱為
﹁密行者﹂(a hidden yogin) 在
他臨終前不久 人們常看他坐在山
頂 仰望虛空 他不唱傳統歌 自

入建築物 上滑動 有時會懸停
有時會無聲消失 有時又會因為碰
到障礙物爆炸
球狀閃電是形成雷電的電動
趨勢 在半擊穿空氣時產生的空氣
離子球 它其中吸收能量 包裹相
對穩定 當有導體破壞它的平衡
時 它會和周圍的空氣中和 並釋
放出光
密教修行高僧的虹化現象 就
是用平時修練的丹田拙火 將自身
固態的明點加熱 由固態變成液
態 再加熱液態變成氣態 再加熱
氣態變成電漿態 特殊念力形成球
狀閃電 明點電漿修成的球狀閃
電 能經由身體所有的經脈 走遍
全身 所到之處無不燒盡 發出燦
爛的光輝 有些虹化現象 仍然留
下頭髮和指甲 主要是頭髮和指甲
沒有脈絡通過 明點電漿形成的球
狀閃電 無法通過
虹化現象的科學解釋 印証了
法王蓮生活佛文集︽黃金的句子︾
提及﹁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體變液
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後把氣變為
神 把神化為光 這才叫成就 我
說﹃這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
要！﹄﹂

從這三個例子中 可以初步肯
如現舍利子現象是存在的一
人體的虹化現象 也是一個不

藏傳佛教中 密宗修練者修
行達到一定境界後 其死亡
時 肉身會自動化成五顏六色的
光 這種現象被稱之為人體虹化現
象
人體虹化現象根據每個行者的
修為程度 分三個層
１ 只有極少的高修為的大師
級別的高僧達到這一層次 人體完
全虹化 去世時 身體不斷發光
形骸不斷縮小 漸至消失 人體完
全虹化
２ 肉身會在圓寂後幾天內自
動化成光和聲 最後只剩下一些頭

對於上述密宗行者的虹化現
象 我們可以試著從自然界的球狀
閃電現象加以解釋
傳統物理告訴我們 任何物質
都有三態：固態 液體 氣態 事
實上 還有一態 叫電漿態 即對
一氣體持續加熱 其電子的熱運動
動能就會增加 一旦電子的熱運動
動能超過原子核對它的束縛 電子
就成為自由電子 氣體被完全電
離 就成為電漿 也稱為等離子
體 科學家估計宇宙中百分之九十
九的物質是以電漿狀態存在
閃電就是一種電漿態所產生的
現象 而球狀閃電 是最奇特的一
種閃電 球狀閃電 俗稱滾地雷
通常在雷爆時發生 為圓球形狀的
閃電 這是一種真實的物理現象
它十分亮 近圓球形 直徑約15至
40厘米不等 通常僅維持數秒 但
也有維持了一至二分鐘的記錄 顏
色除常見的橙色 紅色 還有黃
色 紫色 藍色 白色 幽綠色的
光環 呈現多種多樣的色彩
球狀閃電的危害濃度 它可以
隨氣流起伏在近地空中自在飄飛或
逆風而行 它可以通過開著的門窗
進入室內 常見的是穿過煙囪後進

■文∕釋蓮到法師

容忽視的自然現象
不論哪一派密教的修行人 在
修練密法到達很高的境地後 當他
命終時 就會出現虹化現象 由於
所修法門的不同 修行者的虹化過
程也會出現不同的現象 較普遍的
有兩種：一種修行人命終前 要求
獨處 死後七天不要動他的遺體
房間中會充滿奇異的彩虹般的光
到第八天 人們打開房間 只見修
行人的遺體已經消失 只留下頭髮
和指甲 另一種也是要獨處 也允
許親傳的弟子在身邊 修行人如常
盤坐 身體自燃 一道彩虹衝天而
去
但是讓人完全變成虹化 變成
光 是現有物理學理論無法解釋
的 如果虹化現象真的是一個能發
生在人體上的現象 他能發出我們
能看得到的光出來 用光學理論
也應是可見光了 可從我們的醫學
觀點看 人體是可以發光的 但一
般發射是不可見光 比如人體百分
之六十的熱量 是通過紅外線的方
法輻射出來 而紅外線也是光的一
種 但它是不可見光 另外現代醫
學理論 也讓我們知道 人體還沒
有聽說有自動發光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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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親愛的娃娃：

六

童

歲時 大妹出世了 媽媽要
妳照顧她 記得一個雨後
地滑 抱著大妹不小心摔了一跤
幸好是木板 沒摔傷可是卻嚇呆
了！還被媽媽訓斥太隨意了 怎麼
可以把大妹帶出來 接著二妹 三
妹 小弟們來到世間 家務就落在
妳身上了
幼兒園剛開學時 同齡的孩子
都上學了 而妳還要在家照顧弟
弟 妹妹 舅舅的大兒子入學後
因不熟悉學校的環境 一連幾天在
課室裡 一直哭鬧不停 要外婆陪
讀 外婆沒轍 只好和媽媽商量要
妳陪表弟一起上課
因這個機緣才有機會求學 當
年很多父母的觀念重男輕女 不贊

生氣打人時就會躲在鄰家避風頭
氣頭上被打的時候最疼；可是媽媽
記憶超好的 白天打不到 晚上睡
覺前一定會打幾下才可以睡！
閱讀是妳的最愛 不分類籍的
書都有興趣翻閱 而且書從不離
身
最愛呆在阿姨的家 姨丈有一
間書庫 儲藏各類的書籍 這些也
幾乎被翻閱過了 唯一缺的是有關
佛法的書藉
屋旁有一片樹林 媽媽種了一
小片菜園 傍晚會去拔草澆水 旁
邊有條小溝渠 污泥水非常肥沃
菜都長得很茂盛 每天吃的都是新
鮮蔬菜 雖是粗茶淡飯 一家人都
會準時一起吃飯
榴槤飄香時 爸爸最喜歡買榴
槤 每次要十多粒才吃得過癮 晚
餐吃完剝榴槤吃 一家大小都喜歡
吃榴槤
每逢過年過節 爸爸還會下廚
炒他拿手的白粿乾和煮海參湯 桌
上還有雞肉
好懷念那日子！爸爸逝世廿多
年了 媽媽也離世近廿年了！逝去
的不會再回來 只有偶而回憶了

年
■文／釋蓮娃法師

成妳上學 女子無才便是德 若不
是很微妙的機緣 也許妳現在就是
一個文盲
在家是大姐姐 父母要工作
妳除了是小褓姆 更是弟弟 妹妹
的小老師 他們幾乎是妳在督促下
學習功課
鄰家有二個家庭 他們的小朋
友和妳年齡相仿 偶而還會一起
玩
有一次 其中一家的小朋友和
妳鬥嘴輸了 他不服氣回家找家長
來撐腰 家長蠻不講理還辱罵妳
從此以後 就不再去找他們玩了
唯有一家人敦厚老實為人親
切 所以常常會有事沒事往她們家
跑 她家訂一份日報 第一次看到
一篇小說是金庸著作的︽倚天屠龍

聽

記︾ 篇章中敘述謝遜和張翠山夫
妻流落在冰火島 生下無忌 那刻
被故事吸引住了
從此每天一定會到她的家閱讀
金庸著作的小說 當時金庸是妳最
喜歡的作者 讀完中學後就不常來
往 開始因為工作了 後來是他們
全家搬走！
妳最喜歡上學讀書了 除了喜
歡學堂上朗讀聲 下課後還可以和
同學嬉戲 很快樂 記得有一次提
早放學 和幾個同學約好 放學後
換便服去玩
回程時剛巧讓老師撞見還沒回
家在外溜噠 第二天被級任老師罰
站訓話 手掌心還被打十下 痛得
眼淚直流 回家後 都不敢告訴媽
媽 媽媽說過 不聽話就全權交給
老師處罰不許告狀 從此 再也不
敢偷偷溜去玩了
當學生最快樂 假期課業還沒
放假就做好了 整個假期除了照顧
弟妹做家務 一有空閒就溜去和鄰
居的小朋友玩跳飛機 玩彈珠 看
報紙
有時候 聽到媽媽的獅子吼的
聲音 一溜煙就趕快回家了 媽媽

我聽
是 誰盤旋 不前

我聽

我似 乎聽不 見

如同 隔著千 軍萬 馬

■文／釋蓮映法師

風中沙沙的枯葉聲

曾 經 心縈的 理想

芝麻 請開門

吹奏出空靈的樂音
還想一搏少女的展顏與回眸

有 聲 音呼喚 我

我聽

送給青春少年
以那時鮮豔的綠

給路過的學子一記警惕

院外一聲聲雞鳴

我聽

從來 沒有 失去

就在 我心 深處

那 顆眼 淚般的 珍珠

一 波又 一波

從 海底 傳來

面對微曦的天邊
是誰站立天地之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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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除了是小褓姆 更是弟弟 妹妹
的小老師 他們幾乎是妳在督促下
學習功課
鄰家有二個家庭 他們的小朋
友和妳年齡相仿 偶而還會一起
玩
有一次 其中一家的小朋友和
妳鬥嘴輸了 他不服氣回家找家長
來撐腰 家長蠻不講理還辱罵妳
從此以後 就不再去找他們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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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篇章中敘述謝遜和張翠山夫
妻流落在冰火島 生下無忌 那刻
被故事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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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夫雜文集

把情識㆖變化的心境
借筆墨描繪出來 以記趣之
■文∕蓮花漢宗

轉運吧
已說再說何時休

修心真訣非口說

無心之修如野獸

那時心安自無憂

千拜萬拜往心懷

回吧回吧莫虛度

如煙相聚終必散

學人那知聖人情

傾囊而說肺腑言

同緣則度無強求

靜觀波濤如聚泡

看穿人生幻化成

任由萬般力不至

俱生來時緣已定

自由來去幾人遊

心行合一則悠悠

無修之心如玩偶

那時無求自解脫

千求萬求掌沙流

來時反首必無路

不敢期待一點點

苦瓜深嚐方知甜

無求無謂無住心

緣聚珍惜萬里情

不取不捨自依怙

隨順安處養真元

靜候運勢興衰時

運轉分秒不脫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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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 畫作｜

瀑布與小
重重山高層層雲
山高威武立至天
白雲飄浮高山間
逍遙自在何等閒
一道瀑布急瀉下
恰似甘露撒大地
突見山間小花開
美景勝數盡收眼
數鳥棲息立於枝
悠悠自在觀景色
展翅翱翔逍遙在
甘露洗滌淨六道！
蓮花 秀琴 合 十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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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Buddha Foundation
世界真佛㊪㊪務委員會

2020.02
㊪委會【近期公告】

宗 委會通告

㊪委會【近期公告】

宗委會通告
讓我們發大菩提心共同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迴向「中國武漢肺炎疫情
速速止息，停止擴散蔓延；所有一切罹病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療，速速康
復。」
當中國一個個城市相繼封城，當人們一個個恐懼無奈，我們能為大家做些什麼？
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斷地擴散蔓延，從中國擴散到許多鄰近國家， 在疫情的陰霾籠罩
時，讓我們以咒音的光芒驅散它——請大家集氣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讓念力聚集
的咒音形成強大光氣，阻擋武漢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
在世界各地漸漸出現武漢瘟疫的確診，造成人心惶惶，為了防護，人人紛紛搶購口
罩，引致口罩供不應求。這個春節，不僅中國，在其他國家，大家也深居簡出，默默在
家過年，鬱悶壓抑，這春季就如此被陰霾籠罩著。
〈真佛宗〉有幸得到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法王加持，緊急賜授「救瘟疫度母」心咒灌
頂，蓮生法王指示：救瘟疫度母的功德：「讓瘟疫不會侵害你，消除一切傳染病、瘟
疫。弟子們應持誦『救瘟疫度母』咒語迴向祈能消除瘟疫和流感疾病。」
蓮生法王曾經寫道：
「一個人修法，那只是一個人的力量。大眾同修〈真佛密法〉，一同結印、觀想、
持咒，或念佛號，和合力量非常大；法力非常大。同修是大眾心力的無量功德聚集，萬
德交歸之時，佛菩薩諸尊會慈悲下降，這樣一來，罪障會消除，功德會增長，所求會滿
願了！」
因此，在這非常時期，為了武漢、為了自己的國家、親友家人和自身的防護，〈宗
委會〉再度呼籲大家集氣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不論是道場或個人，讓我們把咒力
聚集起來，讓念力聚集的咒音形成強大光氣，阻擋武漢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
蓮生法王於2月1日大法會中開示，如果允許，祂願意親自到武漢為所有人摩頂加
持！這是菩薩大無畏的精神，弟子們除了深深感動之外，我們更以一句句的咒音真心迴
向。
您的每一句「救瘟疫度母」心咒，都會讓這世界增加正能量的光芒！我們團結一
心，為武漢加油！為得病者祈福、為辛勞的醫護人員鼓舞！為這世界祈求平安，免於災
難！
讓我們共同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迴向中國武漢2019新型冠狀病毒停止擴散蔓
延、疫情盡速止息！

◎《救瘟疫度母心咒》：
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拉 梭哈。
Om Tara Tutara Tura Namo Hara Hera Hom Hara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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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近期公告】

宗委會通告
讓我們發大菩提心共同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迴向「中國武漢肺炎疫情
速速止息，停止擴散蔓延；所有一切罹病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療，速速康
復。」
當中國一個個城市相繼封城，當人們一個個恐懼無奈，我們能為大家做些什麼？
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斷地擴散蔓延，從中國擴散到許多鄰近國家， 在疫情的陰霾籠罩
時，讓我們以咒音的光芒驅散它——請大家集氣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讓念力聚集
的咒音形成強大光氣，阻擋武漢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
在世界各地漸漸出現武漢瘟疫的確診，造成人心惶惶，為了防護，人人紛紛搶購口
罩，引致口罩供不應求。這個春節，不僅中國，在其他國家，大家也深居簡出，默默在
家過年，鬱悶壓抑，這春季就如此被陰霾籠罩著。
〈真佛宗〉有幸得到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法王加持，緊急賜授「救瘟疫度母」心咒灌
頂，蓮生法王指示：救瘟疫度母的功德：「讓瘟疫不會侵害你，消除一切傳染病、瘟
疫。弟子們應持誦『救瘟疫度母』咒語迴向祈能消除瘟疫和流感疾病。」
蓮生法王曾經寫道：
「一個人修法，那只是一個人的力量。大眾同修〈真佛密法〉，一同結印、觀想、
持咒，或念佛號，和合力量非常大；法力非常大。同修是大眾心力的無量功德聚集，萬
德交歸之時，佛菩薩諸尊會慈悲下降，這樣一來，罪障會消除，功德會增長，所求會滿
願了！」
因此，在這非常時期，為了武漢、為了自己的國家、親友家人和自身的防護，〈宗
委會〉再度呼籲大家集氣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不論是道場或個人，讓我們把咒力
聚集起來，讓念力聚集的咒音形成強大光氣，阻擋武漢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
蓮生法王於2月1日大法會中開示，如果允許，祂願意親自到武漢為所有人摩頂加
持！這是菩薩大無畏的精神，弟子們除了深深感動之外，我們更以一句句的咒音真心迴
向。
您的每一句「救瘟疫度母」心咒，都會讓這世界增加正能量的光芒！我們團結一
心，為武漢加油！為得病者祈福、為辛勞的醫護人員鼓舞！為這世界祈求平安，免於災
難！
讓我們共同持誦「救瘟疫度母心咒」迴向中國武漢2019新型冠狀病毒停止擴散蔓
延、疫情盡速止息！

◎《救瘟疫度母心咒》：
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拉 梭哈。
Om Tara Tutara Tura Namo Hara Hera Hom Hara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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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志 中醫師

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混在藥粉裡 搓
成小小藥丸 三天後患者於約前來
取藥 囑咐回去用米酒送服 藥力
加酒把蟲子﹁杜暈﹂就會排出大量
小蟲出來！患者照醫囑回去吃藥
大黃是一味瀉藥加上米酒於是排了
好幾次大便 細心觀看大便中確實
有不少 一條條小紅蟲 患者即時
覺腹部舒暢非常 心中數月疑慮
跟著大便一排而空
好明顯是利用村民沒有多少常
識 而運用心理治療招數 把這個
張村民的疑難病治好
他到處逢人便說 神醫也！把
怪病治癒 一時成為鄉間佳話！
還有一個醫案想與各位讀者分
享的 十多年前有位親戚 患有胰
臟癌 大家都知道啊！胰臟癌是癌
中之王 現在西方醫學應為是最棘
手的癌症 一般存活率不過兩年
那位親戚得了癌後 非常緊
張 他和太太親自上門找我 問我
有什麼辦法 我說在中醫的角度來
說 治療這種病實在沒有把握 但
可手術化療後作中藥調理是可以
的 我介紹一位知名度很大的西醫
教授 他是非常有經驗的教授為他
開刀做切除手術 希望可以多活幾

的小蟲的溪水 ︵就是我們小時候
養熱帶魚用來餵小魚的那些紅
蟲) 他依稀想起昨晚曾經飲過這
些溪水 突然害怕昨晚上是否已經
把很多小蟲飲下肚裡去呢？想吐出
來！怎樣也吐不出來！心中一直耿
耿於懷 數日後肚子漸漸覺得隱隱
約約的痛 時有時無 自此之後找
好幾位醫師 吃了幾十帖中藥 一
點效果都沒有 整個身體越來越消
瘦 面色也較之前蒼白 更帶幾分
灰暗
聽完患者陳述起病原因 苦思
良久 便為患者在腹部觸診一下
又把眼簾翻起來看一看 邊故作神
秘地說 對呀！對他說肚子裡面確
有很多蟲 同時蟲已經長大了 蟲
子在吸吃你的血所以你越來越消
瘦 還隱隱作痛 蟲子吃飽就不
痛 故時有時無 患者聽後 頻頻
點頭！懇切地詢問 有得救嗎！
先父說：有是有的 有些﹁杜
蟲﹂藥效果相當好 剛好用完 叫
他三天再來取藥服用 就一定藥到
病除
當晚就用中藥大黃磨成藥粉加
入一些紅線︵小女孩用的紅頭繩︶

這

個醫案故事 是我早年學醫
時父親講給我聽的 用意啟
發我的學醫興趣 可謂用心良苦
他說早年在鄉間行醫時治療的一個
醫案 有位張姓村民年約三十歲出
頭 肚痛半年 到處求醫無效！某
日來診 中醫四診 為他打脈 脈
弦 舌淡 消瘦
腹部觸診 沒有發現任何異
常 飲食一般 兩便正常 睡眠欠
佳 他手拿著十多張醫方 都是前
幾位醫生開的方子 有附子理中
湯 平胃散 小柴胡湯 逍遙散等
等之類
父正思索之 是什麼引起的腹
痛呢！又沒有觸痛 不是膽石 慢
性肓腸炎 身體大致正常！
於是詳細詢問患者起病過程
他說約半年前某天鄰村親戚請他吃
喜酒 因為多飲了幾杯 回來得較
晚 當天星空明亮 微風清爽 回
到村口的田基 頭有點暈 坐下休
息 大概不勝酒力 又覺口喝 就
在田邊用手兜了幾口水喝了 更覺
睡意朦朧 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天
亮一覺醒來 已經日上三竿 在田
邊看見那些長滿青苔而有很多紅色

嚴重癌症 沒有手術沒有化療！好
像完全康復了 但時間久了我也沒
有與他們聯絡 約三年左右他又來
找我說腹部有些痛 我心想難道舊
病復發時日無多 看他面色 脈象
沒異常 當時只是開了一些止痛平
胃安眠之中藥給他 但我滿腦子問
號？
囑咐他到醫院做一次掃描！報
告出來後 結果令人非常地驚奇
胰臟的癌細胞已經完全沒了 對他
來講這報告沒驚喜 因癌細胞一早
就切除了 ︵當然這個秘密會一直
保守下去︶但對我而言 是非常替
他高興
這個醫案可以稱得上萬中無
一！我們醫學上稱之為安慰劑效
應！患者深信手術做得非常成功
而大腦接收了這個資訊 起到一個
條件反射 情感效應 而激發了人
體的自癒能力！得以康復 所以人
得病後 除了醫和藥之外 人的心
情 家人的照顧 樂觀情緒 都起
到一定作用
在此恭祝各同門新年快樂 身
體健康 事事順心
︵寫作有參考前賢資料︶

年 還囑咐他有心理準備 手術費
不菲
手術在私家醫院進行 當教授
打開腹腔 發現胰臟已經被細胞侵
蝕 同時在胰頭的神經血管纏在一
起 手術風險很大 成功機會很
低 故此把腹部傷口縫合 手術失
敗！教授把沉重的事實告訴他太太
和我
我們商討之後請那位教授配
合 保守秘密 對患者說手術做得
非常成功 ﹁因為患者對這次手術
期望很大 如果把事實告知 怕他
接受不了 對病情有壞影響！﹂當
時患者聽了手術成功 心情異常興
奮 如釋重負 還對教授說什麼再
生父母 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等等
當然我有芥蒂 數日後出院後 飲
食 睡眠都正常 在家人陪同下他
去了美加旅行！
回來後見他精神不錯 生活正
常 打打牌 行行山 我用中藥調
理他睡眠 飲食啊！還鼓勵他可以
輕鬆的生活 他自以為已經康復
了 心理上如釋重負！如是者過了
一年 見他身體如常 沒有異樣
幾乎天天打牌 還和朋友去旅行！
我心中也覺得非常奇怪 這樣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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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小藥丸 三天後患者於約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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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次大便 細心觀看大便中確實
有不少 一條條小紅蟲 患者即時
覺腹部舒暢非常 心中數月疑慮
跟著大便一排而空
好明顯是利用村民沒有多少常
識 而運用心理治療招數 把這個
張村民的疑難病治好
他到處逢人便說 神醫也！把
怪病治癒 一時成為鄉間佳話！
還有一個醫案想與各位讀者分
享的 十多年前有位親戚 患有胰
臟癌 大家都知道啊！胰臟癌是癌
中之王 現在西方醫學應為是最棘
手的癌症 一般存活率不過兩年
那位親戚得了癌後 非常緊
張 他和太太親自上門找我 問我
有什麼辦法 我說在中醫的角度來
說 治療這種病實在沒有把握 但
可手術化療後作中藥調理是可以
的 我介紹一位知名度很大的西醫
教授 他是非常有經驗的教授為他
開刀做切除手術 希望可以多活幾

的小蟲的溪水 ︵就是我們小時候
養熱帶魚用來餵小魚的那些紅
蟲) 他依稀想起昨晚曾經飲過這
些溪水 突然害怕昨晚上是否已經
把很多小蟲飲下肚裡去呢？想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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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於懷 數日後肚子漸漸覺得隱隱
約約的痛 時有時無 自此之後找
好幾位醫師 吃了幾十帖中藥 一
點效果都沒有 整個身體越來越消
瘦 面色也較之前蒼白 更帶幾分
灰暗
聽完患者陳述起病原因 苦思
良久 便為患者在腹部觸診一下
又把眼簾翻起來看一看 邊故作神
秘地說 對呀！對他說肚子裡面確
有很多蟲 同時蟲已經長大了 蟲
子在吸吃你的血所以你越來越消
瘦 還隱隱作痛 蟲子吃飽就不
痛 故時有時無 患者聽後 頻頻
點頭！懇切地詢問 有得救嗎！
先父說：有是有的 有些﹁杜
蟲﹂藥效果相當好 剛好用完 叫
他三天再來取藥服用 就一定藥到
病除
當晚就用中藥大黃磨成藥粉加
入一些紅線︵小女孩用的紅頭繩︶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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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父親講給我聽的 用意啟
發我的學醫興趣 可謂用心良苦
他說早年在鄉間行醫時治療的一個
醫案 有位張姓村民年約三十歲出
頭 肚痛半年 到處求醫無效！某
日來診 中醫四診 為他打脈 脈
弦 舌淡 消瘦
腹部觸診 沒有發現任何異
常 飲食一般 兩便正常 睡眠欠
佳 他手拿著十多張醫方 都是前
幾位醫生開的方子 有附子理中
湯 平胃散 小柴胡湯 逍遙散等
等之類
父正思索之 是什麼引起的腹
痛呢！又沒有觸痛 不是膽石 慢
性肓腸炎 身體大致正常！
於是詳細詢問患者起病過程
他說約半年前某天鄰村親戚請他吃
喜酒 因為多飲了幾杯 回來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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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口的田基 頭有點暈 坐下休
息 大概不勝酒力 又覺口喝 就
在田邊用手兜了幾口水喝了 更覺
睡意朦朧 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天
亮一覺醒來 已經日上三竿 在田
邊看見那些長滿青苔而有很多紅色

嚴重癌症 沒有手術沒有化療！好
像完全康復了 但時間久了我也沒
有與他們聯絡 約三年左右他又來
找我說腹部有些痛 我心想難道舊
病復發時日無多 看他面色 脈象
沒異常 當時只是開了一些止痛平
胃安眠之中藥給他 但我滿腦子問
號？
囑咐他到醫院做一次掃描！報
告出來後 結果令人非常地驚奇
胰臟的癌細胞已經完全沒了 對他
來講這報告沒驚喜 因癌細胞一早
就切除了 ︵當然這個秘密會一直
保守下去︶但對我而言 是非常替
他高興
這個醫案可以稱得上萬中無
一！我們醫學上稱之為安慰劑效
應！患者深信手術做得非常成功
而大腦接收了這個資訊 起到一個
條件反射 情感效應 而激發了人
體的自癒能力！得以康復 所以人
得病後 除了醫和藥之外 人的心
情 家人的照顧 樂觀情緒 都起
到一定作用
在此恭祝各同門新年快樂 身
體健康 事事順心
︵寫作有參考前賢資料︶

年 還囑咐他有心理準備 手術費
不菲
手術在私家醫院進行 當教授
打開腹腔 發現胰臟已經被細胞侵
蝕 同時在胰頭的神經血管纏在一
起 手術風險很大 成功機會很
低 故此把腹部傷口縫合 手術失
敗！教授把沉重的事實告訴他太太
和我
我們商討之後請那位教授配
合 保守秘密 對患者說手術做得
非常成功 ﹁因為患者對這次手術
期望很大 如果把事實告知 怕他
接受不了 對病情有壞影響！﹂當
時患者聽了手術成功 心情異常興
奮 如釋重負 還對教授說什麼再
生父母 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等等
當然我有芥蒂 數日後出院後 飲
食 睡眠都正常 在家人陪同下他
去了美加旅行！
回來後見他精神不錯 生活正
常 打打牌 行行山 我用中藥調
理他睡眠 飲食啊！還鼓勵他可以
輕鬆的生活 他自以為已經康復
了 心理上如釋重負！如是者過了
一年 見他身體如常 沒有異樣
幾乎天天打牌 還和朋友去旅行！
我心中也覺得非常奇怪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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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04 - A Plethora Of Scenic Splendours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T

ourmind.

universe), when Sakyamuni was still cultivating,

is marvellous, he has gained an unfair advantage, his

Thesongremindedmeof:

Lighting Lamp Buddha was just born into the world.

Padmakumaraphotographalreadyhasalotusseat!“

Zhen Ge came along many disciples to take part in the

Lamp - one of the eight offerings. It is brightness,

Shakyamuni Buddha bought a five petalled lotus to

Iamnowtellingthetruthtoallofyou:

ritual at Tawau. During the dinner held on January 7th,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all Buddhists. The correct

make offering to him. He also asked Lighting Lamp

Shakyamuni Buddha said it long long ago, heart,

hesangasongentitled“TrueBuddhaLamp.”

view of True Buddha School is “ Brightness of

Buddha to step on the hair he buried in the mud.

Buddhaand sentientbeingsare one and the same. Not

emptiness.”

Lighting Lamp Buddha then prophesied that

two or three different things. He also said it at the same

Shakyamuni will be a future Buddha with the same

time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Buddhas. Human is the

name.

same as Buddha. They are of the same origin, and not

rue Buddha School has a chapter by the name of
“Ren Shan” in Sandakan. The Chapter Head Lin

Thelyricsareasfollows:
Anoldlamp,

The lamp of the poor - In the Sutra of Ajatasatru,

waslitintheoldIndia,

a poor old lady used all her saving to buy a lamp and

aplacecalledBodhigaya.

offeredittoShakyamuni.Thesmalllampwaswhatshe

There are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Lu Sheng

Andnowanotherlamp,

had. All the lamps went off after a strong wind, only

Yen has done something he should not have done. He

I follow the footstep of Shakyamuni Buddha

isbeinglitinthewest,

the one offered by the old lady was still burning.

should not make comparison with Shakyamuni

closely when I learn Buddhism. Close enough for me to

SeattleintheStates,

Shakyamuni Buddha prophesied the old lady will be a

Buddha.Heisreallystupid.”

embrace, and embody him. Two of us are just like one

Shakyamuniisdeadthough,

futureBuddha.

My explanation, “ A Buddhist aspires to

singleperson.IamShakyamuni,andShakyamuniisme.
To learn Buddhism, we have to do so. Many

hiswisdomlampisinheritedby

Thelampsymboliseswisdom.

become a Buddha. If he does not make comparison

LivingBuddhaLianShen,whowill

BrightLamp Buddha- whosefull name was Sun-

withBuddhathenwhoelsewill?”

monks in this world believe wrongly that those who

succourallsentientbeings,

Moon-Bright-LampBuddhawasaBuddhaofthepast.

I continue,“Nowadays,ShakyamuniBuddhais

are in high position must be respected and not be

TakerefugeinTrueBuddha,and

In the present era, he is Shakyamuni Buddha. He

enshrined at a high position. The Buddha has to be

emulated or compared. They will not gain

cultivateTrueBuddhaTantra.

pointed out previously that Shakyamuni Buddha

seated; but we human beings are standing. There is a

enlightenment.Theyonlyknowtheritualofkowtow

(After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are enlightened

would show the six signs of auspicious look and

wrongperceptionthata Buddhawillbe a Buddha,and

and prostration. In fact, these monks are the biggest

expoundtheLotusSutra.

human beings are human beings forever. As a

foolonearth.

then I shall become a Buddha-that is the great vow of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As a good teacher is hard to

I also think of Lighting Lamp Buddha. When he

Buddhist, we must learn from Buddha until our body,

come by, we must whole-heartedly honour our

was born, the surrounding was very bright as if lamps

speech, and mind are the same as that of Shakyamuni

teacher, treasure the Tantra, and cultivate personally.

were being lit. Accordingly he was called Lighting

Buddha, then we can gain the same enlightenment as

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PadmakumaraHeart

Lamp Prince and Lighting Lamp Buddha after his

Shakyamunidid.

Mantra. Let us hope the True Buddha lamp can be

enlightenment. His previous name was Tranquil Light

passedon,andthelightsradiateeverywhere.)

Buddha.

雜誌

His charming voice was impressive. His thought

In the second Asankhya (there are four

profound and full of confidence. The melody lingers in

asankhya kalpas in the rise, duration, end of every

76

twodifferentspecies.

They are a herd of asses, deserted by the
Buddha.

Someone remarked, “Lu Sheng Yen does not
look like a fool, he is too smart a human being. May be
whathesaidisright!”
Anotherpersonsaid,“What Lu ShengYen sai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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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 - one of the eight offerings. It is brightness,

Shakyamuni Buddha bought a five petalled lotus to

Iamnowtellingthetruthtoallofyou:

ritual at Tawau. During the dinner held on January 7th,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all Buddhists. The correct

make offering to him. He also asked Lighting Lamp

Shakyamuni Buddha said it long long ago, heart,

hesangasongentitled“TrueBuddhaLamp.”

view of True Buddha School is “ Brightness of

Buddha to step on the hair he buried in the mud.

Buddhaand sentientbeingsare one and the same. Not

emptiness.”

Lighting Lamp Buddha then prophesied that

two or three different things. He also said it at the same

Shakyamuni will be a future Buddha with the same

time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Buddhas. Human is the

name.

same as Buddha. They are of the same origin, and not

rue Buddha School has a chapter by the name of
“Ren Shan” in Sandakan. The Chapter Head Lin

Thelyricsareasfollows:
Anoldlamp,

The lamp of the poor - In the Sutra of Ajatasatru,

waslitintheoldIndia,

a poor old lady used all her saving to buy a lamp and

aplacecalledBodhigaya.

offeredittoShakyamuni.Thesmalllampwaswhatshe

There are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Lu Sheng

Andnowanotherlamp,

had. All the lamps went off after a strong wind, only

Yen has done something he should not have done. He

I follow the footstep of Shakyamuni Buddha

isbeinglitinthewest,

the one offered by the old lady was still burning.

should not make comparison with Shakyamuni

closely when I learn Buddhism. Close enough for me to

SeattleintheStates,

Shakyamuni Buddha prophesied the old lady will be a

Buddha.Heisreallystupid.”

embrace, and embody him. Two of us are just like one

Shakyamuniisdeadthough,

futureBuddha.

My explanation, “ A Buddhist aspires to

singleperson.IamShakyamuni,andShakyamuniisme.
To learn Buddhism, we have to do so. Many

hiswisdomlampisinheritedby

Thelampsymboliseswisdom.

become a Buddha. If he does not make comparison

LivingBuddhaLianShen,whowill

BrightLamp Buddha- whosefull name was Sun-

withBuddhathenwhoelsewill?”

monks in this world believe wrongly that those who

succourallsentientbeings,

Moon-Bright-LampBuddhawasaBuddhaofthepast.

I continue,“Nowadays,ShakyamuniBuddhais

are in high position must be respected and not be

TakerefugeinTrueBuddha,and

In the present era, he is Shakyamuni Buddha. He

enshrined at a high position. The Buddha has to be

emulated or compared. They will not gain

cultivateTrueBuddhaTantra.

pointed out previously that Shakyamuni Buddha

seated; but we human beings are standing. There is a

enlightenment.Theyonlyknowtheritualofkowtow

(After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are enlightened

would show the six signs of auspicious look and

wrongperceptionthata Buddhawillbe a Buddha,and

and prostration. In fact, these monks are the biggest

expoundtheLotusSutra.

human beings are human beings forever. As a

foolonearth.

then I shall become a Buddha-that is the great vow of
Living Buddha Lian Shen. As a good teacher is hard to

I also think of Lighting Lamp Buddha. When he

Buddhist, we must learn from Buddha until our body,

come by, we must whole-heartedly honour our

was born, the surrounding was very bright as if lamps

speech, and mind are the same as that of Shakyamuni

teacher, treasure the Tantra, and cultivate personally.

were being lit. Accordingly he was called Lighting

Buddha, then we can gain the same enlightenment as

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PadmakumaraHeart

Lamp Prince and Lighting Lamp Buddha after his

Shakyamunidid.

Mantra. Let us hope the True Buddha lamp can be

enlightenment. His previous name was Tranquil Light

passedon,andthelightsradiateeverywhere.)

Buddha.

雜誌

His charming voice was impressive. His thought

In the second Asankhya (there are four

profound and full of confidence. The melody lingers in

asankhya kalpas in the rise, duration, end of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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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differentspecies.

They are a herd of asses, deserted by the
Buddha.

Someone remarked, “Lu Sheng Yen does not
look like a fool, he is too smart a human being. May be
whathesaidisright!”
Anotherpersonsaid,“What Lu ShengYen sai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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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Discours abstrus sur la délivrance

« Pointer du doigt la Lune »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7, Éditions Darong

» Pratiquer sans cesse la visualisation de
la vacuité et la miséricorde,
» Avoir parfaitement la capacité pour
apporter un bénéfice au monde jusqu’à atteindre l’état définitif de délivrance.
» Chercher et prouver la nature de bouddha.
» Rien n’existe : venir, partir, la naissance, la mort, l’inconstance, la rupture.
Je dis :
— Pendant votre déplacement, nous
avons aussi entretenu des conversations.
Chien-ts’ai me demanda :
— Qu’est-ce que le bouddha ?
Je répondis :
— La partie inférieure d’un tonneau
noir est partie.
Chien-ts’ai demanda :
— Qu’est-ce que le dharma ?
Je répondis :
— Pointer du doigt la Lune.
Il demanda :
— Qu’est-ce que ce bas monde ?
Je répondis :
— Un lapin dort dans un nid de faucon.
Il demanda :
— Pourquoi suis-je venu ici ?
Je répondis :
— Vis-à-vis, on ne se connaît pas ; à
mille lis de distance, les us et coutumes sont
pourtant les mêmes.
Il demanda :
— Quel est l’objectif de ma visite au
temple de l’Arc-en-ciel ?

Je répondis :
— Que vous ayez vu en personne l’arrivée du révérend maître Lu !
Je dis :
— La vie de Lian-hua Chien-ts’ai était
occupée par l’électroménager ; elle a rencontré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qu’elle pouvait
toujours surmonter l’une après l’autre, et elle
en a retourné la situation à son avantage. Si
aujourd’hui il ne comprenait pas la délivrance, jusque quand attendrait-il alors ?
C’est une parole d’encourag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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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 abstrus sur le déplacement

Lian-hua Chien-ts’ai est gérant d’une
boutique d’électroménager et a pris refuge
depuis peu dans l’école du Vrai Bouddha. Un
jour, sa tête tomba brusquement en avant,
sur une table, et il se déplaça, dans un état
confus, dans le temple de l’Arc-en-ciel à
North Bend, aux États-Unis.
Lian-hua Chien-ts’ai habite à Taïwan et
n’est jamais allé aux États-Unis, et pourtant,
au moment où sa tête tomba brusquement
en avant sur une table, il se rendit lui-même
au temple de l’Arc-en-ciel où il vit le Pavillon
à Six Angles (que l’on appelle T’ing Yü
Hsüan), la statue de Avalokitésvara, la statue
du bouddha Maîtreya, les fleurs, le gazon, les
pins…
Lian-hua Chien-ts’ai écoutait sur le gazon l’enseignement du dharma que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donnait dans le temple de
l’Arc-en-ciel (ou Rainbow Temple).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lui demanda :
— Le pratiquant qui est sur le gazon,
pourquoi n’entrez-vous pas dans la salle pour
écouter l’enseignement du dharma ?
Il voulait bouger, mais n’y arrivait pas.
Lian-hua Chien-ts’ai dit :
— J’écoute l’enseignement du dharma
sur le gazon !
Alors, je prêchais le dharma sur un siège
de la Loi, et Lian-hua Chien-ts’ai l’écoutait
sur le gazon. À ce moment-là, il l’avait tout
compris, mais après s’être réveillé de la table,
il l’avait entièrement oublié. Il raconta cet
événement à ses proches parents et ses amis,
tout le monde s’exclama d’admiration. C’ét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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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iment une chose étrange.
Le 15 du mois d’avril 2012, Lian-hua
Chien-ts’ai me demanda ce que je lui avais
enseigné.
Je lui dis :
— Il ne faut absolument pas gâcher son
précieux corps, il ne faut absolument pas
gaspiller son temps.
» Il ne faut pas être paresseux.
» Il ne faut pas être impassible.
» Il ne faut pas s’obstiner à penser que
toutes les choses sont éternelles.
» Parfaire et entraîner vite votre cœur
avec le dharma du bouddha.
» Pratiquer tous les jours et continuellement la visualisation, faire de grands efforts dans la pratique du dharma, trouver la
Mahâsukha (la Grande Joie) constante et s’en
remettre librement au destin.
» Les Six Voies1 du samsâra sont de
grandes prisons, penser à la Voie de la délivrance et la Voie de la bodhi ; prendre refuge
auprès d’un grand maître et dans les Trois
Joyaux2 est le commencement de la délivrance. Il est nécessaire de se repentir, de
purifier ses mauvais karmas, d’accumuler
continuellement sa part de bonheur et ses
vertus, obtenir rapidement et parfaitement le
Fruit de bouddhéit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La voie du Deva, la voie de l’Humanité, la voie
de l’Asura, la voie de l’Enfer, la voie de l’Esprit
affamé et la voie de l’Animalité
2. Le bouddha, le dharma et la san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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