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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閱歷，每篇運用笑話數則，

帶領讀者跳脫思考的框架，引領

如何面對逆境「一笑置之」，如何的自我解
嘲「笑看人生」，如何「快樂過每一
天」……。從篇篇笑話傳達寓意、隱喻禪
機，開解智慧，並告訴讀者，「在人生之
中，有很多可笑的人，也有很多可笑的事，
大家笑一笑吧！」由於人生無常，把握當
下，「因為不笑，也會來不及的。」
本書特色——
你被疫情悶壞了嗎？讓「笑笑人生」來
解救你吧！
時值全球受到疫情的衝擊，人心惶惶，每人
終日處於憂懼恐怖，看看這本「笑笑人
生」，讓笑話中的寓意、笑話中的禪機，來
緩解你憂悶的心境，不要錯過了這本好書。

作者簡介
蓮生法王不僅是當代密教大成就者，皈依弟子遍布
全球，而且數十多年來筆耕不輟記錄修行歷程，書
畫藝術也極有造詣，創作類型多元，包括國畫、書
法、詩歌、散文等。

新書
出版

作

者以他「樂觀」的人生態度，豐

法王作家 蓮生活佛 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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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妳！﹂
太太：
﹁
哈哈哈！
●

＄＃＊＆÷

﹂

述之如下：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277冊《笑笑人生》●笑天下可笑的人
怎

我說：﹁啊！我

上上下下的跳躍⾶舞

我看⾒有⼆隻﹁喜鵲﹂在﹁真佛

我有⼀個真實的故事
有⼀天傍晚
密苑﹂的屋頂上
吱吱喳喳
⼆隻﹁喜鵲﹂⾮常快樂
叫聲悅⽿

哈哈⼤笑！
師母蓮⾹上師在旁

我看⾒﹁喜鵲﹂欣喜的模樣
家有喜事臨⾨！﹂
同⾨問：
﹁什麼喜事？﹂
我說：
同⾨聽了

七⼗多歲

﹁我要結婚了！﹂
︵我那時
可能結婚？︶

清
晨醒來
⼀直拭汗

丈夫問：

太太的臉⾊很難看

﹁怎麼了？﹂
太太答：
﹂

喘著氣

⽽且

在庭院的楊

全⾝是汗？﹂

﹁昨晚夢⾒你和⼀名妖艷的⼥⼈
桃樹下卿卿我我
丈夫問：
﹁唉！那妳怎麼氣喘不停
太太答：

丈夫淚流滿⾯

泣不成聲

﹁剛才我砍了那棵楊桃樹！﹂
哈哈哈！
●
清晨醒來
太太問：
﹁怎麼了？﹂
先⽣答：
﹂

如何哭成淚⼈兒

﹁我昨晚夢⾒我結婚了
太太問：
﹁結婚是喜事
先⽣答：

過了⼀天的傍晚
到了﹁真佛密苑﹂

有⼀名年輕貌美的⼥⼦
⼤⽪箱

她說：
因此

﹁瑤池⾦母在夢中告訴她
﹂

﹂
看⾒原來還

拖著兩個

是我跟

他說：

我⼀句

雜誌

拖著兩⼤箱

⼤

點頭同意！﹂

我特別專程來結

今天晚上

師母也在旁

怔在當地！

盧師尊結婚⼊洞房的⽇⼦
婚的

師母聽了
她⼜說：

﹁瑤池⾦母⼊夢
我傻住了！

你⼀句

盧師尊不可再婚

急中⽣智
瑤池⾦母告訴我

蓮寧上師也在旁

師母也傻住了！
這時

﹁昨晚

﹂
﹁真佛密苑﹂前

這才是真實的指⽰
於是

消失在夜幕之中

夢裡花落知多少？唉！

我說：

誰的夢真？誰的夢假？

的⾏李

結果是這位年輕貌美苗條的⼥⼦

家論來論去

⾝材苗條

﹁唉！當我掀開新娘⼦的⾯紗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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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問小明：

用標點符

怎麼連一個標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第277冊《笑笑人生》●笑天下可笑的人

﹂

寫一篇文章介紹老師的外

怎麼能停頓

﹁你那篇﹃事態緊急﹄的作文
點符號也沒有？﹂
小明答：
﹁既然事態緊急

﹂

老師教大家作文

●

哈哈哈！

﹁嗯！

老師：

號？﹂

貌
要寫：
小明寫：

﹁老師有一張瓜子臉
於是

﹁老師有一張爪子臉！﹂
瓜與爪不同
差點把老師的臉氣歪了！
哈哈哈！
●

小
明回家告訴爸爸說：

﹁老師誇獎我的作文進步了！﹂
爸爸問：

這

﹂爸爸說：

老師說我的作文﹃狗屁不通﹄

﹁老師怎麼說？﹂
小明答：
﹁上一次
老師說我的作文是﹃放狗屁﹄

就把紙條加上一句﹃我也愛

一天
﹁這哪裡是誇獎？﹂
小明說：
﹁不是通了嗎！﹂
哈哈哈！
●
老師問：

﹂

全世界都被遮住了！﹂

﹁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大？﹂
小明答：
﹁眼皮
老師問：
﹁為什麼？﹂
小明答：
﹁只要眼皮一閉
哈哈哈！

小明愛上同班的女同學
﹁如果妳也愛我

如果妳不愛我

於是寫一張紙條說：
﹄然後傳遞給我

就把窗子打

你

紙條扔出去算了！﹂
傳遞回來

開

紙條傳到女同學手上
女同學在紙條上寫了字
小明心中狂喜

也都能引我哈

上面寫的是：

非常的多

打不開！﹂

小明打開紙條一看
﹁窗子太緊
哈哈哈！
●
小明與老師的笑話
哈大笑
最好笑的是：
學校開學了！

小明衣衫不整的站在教室門口
老師問：
﹁怎麼回事？﹂
小明回答：﹁被搶劫了！﹂
﹂

老師問：﹁被搶走什麼東西？﹂
小明答：﹁暑假作業
哈哈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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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庚五 何法守護 辛一 外魔守護
四 見宗覺醒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宗覺醒之 三相理分
辨：無論為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宗
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魔先以此語 進而
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心意依次詰問其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若為
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宗趣見地 或可略知 然於第四灌之宗趣見
地 其非超越一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遁
雖問而無答 為所聞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若其知一切見地
宗趣後 作殊勝授記者 是上師與本尊 故祈成就

月日 彩虹雷藏寺﹁尊勝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
哈哈﹂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者 為魔所擾；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
為他咒所奪 然時出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現前 應祈成就

庚五 何法守護 於外魔 以四覺醒守護 於內魔 以四灌標誌
守護 如是四種障礙中 便有八種守護 又 依據主要的大小 四
覺醒中亦有屬於內魔之分位
辛一 外魔守護 四覺醒者：覺受覺醒 禪定覺醒 密咒覺
醒 見宗覺醒
二 禪定的覺醒 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覺醒對治之 其三相
理分辨為：自身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空 若如其相而示
現 改變自所修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
者 為魔而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不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
所見現象之禪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名作殊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三 密咒覺醒 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咒覺醒對治 其三相理
分辨為：當念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時 ﹁嗡 帝瓦 必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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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辛二 內魔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障 然無論修
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內魔所擾 即頌云：﹁內魔﹂等 復如前作四
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灌標誌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尸林
主 護境神祇 自之護法等依止之尊 以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供
養 令其歡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
云：﹁內魔﹂或﹁障礙﹂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地宗趣及
生圓二次第 頌中﹁若不識標誌則至﹂ 內魔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
種覺受與痛苦而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種色相及聲音 藉由
見地宗趣變異而作障難 ﹁以識﹂標誌而能守護 其有：四根本標
誌 四支分標誌 四語標誌 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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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緣﹂和合時 就會 生﹁ 果﹂ 是緣起 之殷 重 有 些補 特伽
羅 其前世先造﹁影﹂之因 此世遇生影之六緣時 乃報應身心苦痛
及喪命之果 能侵毀相續中禪定及覺受 如雲蔽日故稱﹁影﹂
復次 有些補特伽羅 雖遇六緣然不生影難 為昔未造因之功
故 譬如雖澆水施肥 無種亦不生芽；若先造因而無六緣亦不生影難
過患 如無土地順緣具足之種子 此是大譯師所言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座時

度︶法源之相 拈持灌頂物菩提心置於舌上之相 問其此標誌為何？是
四吠陀中之阿達婆吠陀 言此為菩提心置於舌上之標誌 慧灌：第三
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為方便 交纏左手食指為智慧 表方便智慧雙運且
菩提心不漏之標誌 名曰：﹁最勝菩提空樂無別手印﹂ 第四灌：第
四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繞虛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此為四根本標誌
二 四支分標誌 謂：﹁五指張開示 變金剛拳合 舉金剛三
尖 食指表虛空﹂ 瓶灌時 表共通五佛灌頂；密灌時 表置菩
提心於舌不分；慧灌時 表融樂無念三者；第四灌時 如第四灌
之根本標誌
三 四語標誌 瓶灌時 以噶拉夏阿 住於頂門得瓶灌之標
誌 密灌時 以呀囉拉瓦 住於喉輪得密灌之標誌 慧灌時 以
埃網嘛呀 住於密 輪 埃表 智慧 網 表方 便 麻表 摩呼 羅伽 大
貪 呀瓦嗚表以緩流之息能現起菩提心 得慧灌之標誌 第四灌
時 以嗡啊吽嗡 能遍身口意及一切 表得第四灌之標誌
﹁四﹂者當知四相 於每一灌頂中 各有四字 故云當知四
相 表﹁灌頂十六回 必能守護於障礙﹂無疑；此為教示墮方便與智
慧之八八 一十六守護
己三 墮方便 智慧二邊 現教示二種瑜伽士共通十四守護 頌
云：﹁守護影與障明點漏﹂句 其中 初集界時守護六影 中集界時
守護六漏 後集界時守護二障
庚一 初集界 於上師處求得灌頂及教授後 自住寂靜處 修四
若生﹁影﹂ 其他 覺受 功德 不生 總言 之 以 ﹁因 ﹂為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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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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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庚五 何法守護 辛一 外魔守護
四 見宗覺醒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宗覺醒之 三相理分
辨：無論為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宗
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魔先以此語 進而
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心意依次詰問其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若為
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宗趣見地 或可略知 然於第四灌之宗趣見
地 其非超越一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遁
雖問而無答 為所聞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若其知一切見地
宗趣後 作殊勝授記者 是上師與本尊 故祈成就

月日 彩虹雷藏寺﹁尊勝佛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
哈哈﹂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者 為魔所擾；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
為他咒所奪 然時出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現前 應祈成就

庚五 何法守護 於外魔 以四覺醒守護 於內魔 以四灌標誌
守護 如是四種障礙中 便有八種守護 又 依據主要的大小 四
覺醒中亦有屬於內魔之分位
辛一 外魔守護 四覺醒者：覺受覺醒 禪定覺醒 密咒覺
醒 見宗覺醒
二 禪定的覺醒 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覺醒對治之 其三相
理分辨為：自身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空 若如其相而示
現 改變自所修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
者 為魔而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不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
所見現象之禪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名作殊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三 密咒覺醒 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咒覺醒對治 其三相理
分辨為：當念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時 ﹁嗡 帝瓦 必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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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 內魔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障 然無論修
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內魔所擾 即頌云：﹁內魔﹂等 復如前作四
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灌標誌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尸林
主 護境神祇 自之護法等依止之尊 以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供
養 令其歡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
云：﹁內魔﹂或﹁障礙﹂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地宗趣及
生圓二次第 頌中﹁若不識標誌則至﹂ 內魔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
種覺受與痛苦而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種色相及聲音 藉由
見地宗趣變異而作障難 ﹁以識﹂標誌而能守護 其有：四根本標
誌 四支分標誌 四語標誌 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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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愚痴 證得了清淨法身

光明是無所不照的

行 ﹁緣﹂和合時 就會 生﹁ 果﹂ 是 緣起 之殷重 有 些補 特伽
羅 其前世先造﹁影﹂之因 此世遇生影之六緣時 乃報應身心苦痛
及喪命之果 能侵毀相續中禪定及覺受 如雲蔽日故稱﹁影﹂
復次 有些補特伽羅 雖遇六緣然不生影難 為昔未造因之功
故 譬如雖澆水施肥 無種亦不生芽；若先造因而無六緣亦不生影難
過患 如無土地順緣具足之種子 此是大譯師所言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座時

度︶法源之相 拈持灌頂物菩提心置於舌上之相 問其此標誌為何？是
四吠陀中之阿達婆吠陀 言此為菩提心置於舌上之標誌 慧灌：第三
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為方便 交纏左手食指為智慧 表方便智慧雙運且
菩提心不漏之標誌 名曰：﹁最勝菩提空樂無別手印﹂ 第四灌：第
四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繞虛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此為四根本標誌
二 四支分標誌 謂：﹁五指張開示 變金剛拳合 舉金剛三
尖 食指表虛空﹂ 瓶灌時 表共通五佛灌頂；密灌時 表置菩
提心於舌不分；慧灌時 表融樂無念三者；第四灌時 如第四灌
之根本標誌
三 四語標誌 瓶灌時 以噶拉夏阿 住於頂門得瓶灌之標
誌 密灌時 以呀囉拉瓦 住於喉輪得密灌之標誌 慧灌時 以
埃網嘛呀 住於密輪 埃表 智慧 網 表方 便 麻 表摩呼 羅伽 大
貪 呀瓦嗚表以緩流之息能現起菩提心 得慧灌之標誌 第四灌
時 以嗡啊吽嗡 能遍身口意及一切 表得第四灌之標誌
﹁四﹂者當知四相 於每一灌頂中 各有四字 故云當知四
相 表﹁灌頂十六回 必能守護於障礙﹂無疑；此為教示墮方便與智
慧之八八 一十六守護
己三 墮方便 智慧二邊 現教示二種瑜伽士共通十四守護 頌
云：﹁守護影與障明點漏﹂句 其中 初集界時守護六影 中集界時
守護六漏 後集界時守護二障
庚一 初集界 於上師處求得灌頂及教授後 自住寂靜處 修四
若生﹁影﹂ 其他 覺受 功德 不生 總言 之 以 ﹁因 ﹂為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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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頌金剛句偈疏

何法守護

道果
五
於外魔 以四覺醒守護 於內
魔 以四灌標誌守護 如是四種障
礙中 便有八種守護 又 依據主
要的大小 四覺醒中亦有屬於內魔
之分位

辛一 外魔守護
四覺醒者：覺受覺醒
禪定覺醒
密咒覺醒
見宗覺醒
二 禪定的覺醒
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覺醒
對治之 其三相理分辨為：自身
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
空 若如其相而示現 改變自所

修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
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魔
而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
不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所見
現象之禪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
名作殊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三 密咒覺醒
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咒覺
醒對治 其三相理分辨為：當念
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時
﹃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
吽吽 發吒 梭哈 ﹄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
哈哈﹄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
者 為魔所擾；若其仍以本尊咒
而不為他咒所奪 然時出時不
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
意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
尊現前 應祈成就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
尊﹁阿彌陀如來﹂及兩位隨侍│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
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
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我們
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
大 使 東 周 夫 人 Judy師 姐 ︿ 真 佛 宗 宗 委 會 ﹀ 會 計 師
Teresa師姐 加拿大Oliviadoctor伉儷 ︿台灣雷藏
寺﹀公關組主任王資主師兄 Philadelphia︿傑佛遜醫
院﹀護理講師李傳璽師姐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
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 在︿西雅圖雷藏
寺﹀每一週就一尊 八週就輪一次 輪到現在也不用介
紹 因為每一尊大家都很熟 阿彌陀佛有的人講祂是無
量壽如來 因為祂的壽命是非常無盡的 也有人講祂是
無量光如來 無量光如來祂的光明也是無盡的 祂的化
身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
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這一句裡面﹁南摩三十
六萬億﹂就已經數不清了 所以阿彌陀如來的化身是很
多的 包括蓮華生大士也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有蓮花
童子也都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蓮花童子就已經是無盡無
數了 所以祂真的是無盡無數
講起無量壽 那無量壽有沒有一個定數？祂到底要
多久 祂的壽命到底有多久？其實諸天的壽命就已經很
長 我記得好像大梵天王 在印度教叫Brahma Shiva
Brahma Vishnu 大梵天王還在遍淨天之下 單單舉大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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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把她養大 養大又娶她為妻
看看有沒有記載這一段？︵官網
就有︶官網 那是我講的嘛 你
用我講的來印證我現在講的
︵蓮華生大士傳裡有寫︶有
寫到喔？所以祂的壽命很長 祂
可 以 把 baby養 大 以 後 又 娶 她 為
妻 可見祂壽命有多長
蓮華生大士在人間 祂當然
到現在還活著 祂是不死的 像
伊喜措嘉也是不死的 祂們是不
死虹光身 根本就沒死這句話
祂要離開西藏時 就一道光就走
到銅色山的西南隅 祂就是這樣
子走的 並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伊喜措嘉留下的是頭髮 指甲跟
牙齒 其他也是化成光就走的
嘛 她跟蓮華生大士一樣 同樣
都是不死 ﹁無死虹光身﹂ 所
以到現在蓮華生大士還活著！但
是祂在人間至少有千歲 活了一
千年 活一千年娶七萬個還算少
了啊 阿彌陀佛的壽命有多長？
就﹁無量壽﹂ 我講大梵天王
大梵天王可以活一百個大劫 什
麼叫劫？那是屬於印度計算的
印度計算都是不準的 我們講一

梵天王來講 大家知道祂的壽命一共有幾劫呢？你又在
看手機啦 手機講的你都相信嗎？我告訴你 手機講的
也不一定可以全信 不過手機所講的也滿準的 所以講
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是屬於天的 有時候我們人道你都
數不清了 在人間 像你看蓮華生大士祂的壽命有多
長？有人問我 師尊在書裡面寫：﹁蓮華生大士的明妃
有多少？﹂最後答案是﹁七萬個﹂！七萬！那不是開玩
笑嗎？怎麼回事！﹁七萬個﹂！嚇死人 但是蓮華生大
士的這七萬個明妃 蓮華生大士的壽命有多長？問題在
這裡 祂一共活多久？這是一個很難計算出來的 很難
計算蓮華生大士的壽命到底是活多久？
像伊喜措嘉 我們知道如果按照印度的年來計算
祂一共活了二百二十多年 以中國的年來計算 祂差不
多活一百一十歲 蓮華生大士按照經典所記載 祂一共
活了一千歲！一千歲娶老婆娶七萬個！因為記載裡面曾
經記載一件事情是這樣子 有一次蓮華生大士祂經過一
個墳場 墳場要葬了一個婦人 婦人本身肚子大了 表
示懷孕 小孩還在她肚子裡
但這個婦人已經死了 蓮華生
大士知道這肚子裡面的小孩子
還活著 所以就把婦人的肚子
剖開 把小孩子抱出來 是一
個小女嬰 然後蓮華生大士就
把那個女嬰養到大 養到成
年 然後又娶這個女嬰為妻
子 在經典上是有這個記載
你查看看你的手機 有沒有記
載蓮華生大士救了女嬰孩 然

個劫 就等於是地球的成
住 壞 空 一個地球 我們
的地球 它變成一個地球了
﹁成﹂就是形成一個地球了
有人出現就是﹁住﹂ 到了有
一天地球壞掉了 變成空了
這個叫做﹁一劫﹂ 祂一共有
一百劫 Brahma的壽命有一百
個劫 就是一百個地球的成
住 壞 空 你說祂可以活多
久？已經沒辦法數了 大梵天
王就可以活這麼久 那阿彌陀
佛更久了 無量壽就是這樣
子
那無量光呢？祂可以﹁遍
照﹂；什麼叫做遍照？﹁無所
不照﹂叫做遍照！無量光就是
祂發出來的光明是屬於遍照
的 沒有一個地方祂沒有照到
的！所以無量壽 無量光 阿
彌陀如來 蓮花童子也是很多
的 蓮花童子是阿彌陀佛所化
生出來的 將來我們回去的話
也是回到阿彌陀佛那裡 蓮華
生大士也是阿彌陀佛所化出
來 衪是釋迦牟尼佛的意念
觀世音菩薩的口 阿彌陀佛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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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放不下去 祂抬住我的腳 把我的腳變成凝固 不能
夠放下去！我就知道 原來確實有這些無形的
我父親非常的﹁鐵齒﹂︵台灣話︶ 我跟他講確實
有 我爸爸就跟我講：﹁你拿來給我看！﹂我說我怎麼
拿來給你看？確實有！他說：﹁除非我看到 否則我不
信 ﹂我跟他講 第一次開我天眼的時候 我晚上不是
到了天外天嗎？到了天上界 到了地下 天堂 地獄都
跑了一趟 回去告訴我父親：﹁我去天上 地下跑了一
趟 ﹂我說有天堂 有地獄 我父親說：﹁拿來給我
看！﹂我說：﹁天堂怎麼拿來給你看？地獄怎麼拿來給
你看？沒辦法 ﹂居然沒辦法 你就給我閉嘴！結果在
除夕夜 我跟我父親兩個爭論有跟沒有 兩個人辯了半
天不歡而散
我父親第二天過年一大早就從台中一直到高雄去
去找他的朋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天我也突然間
到高雄 二個都從台中去高雄 我父親是非常鐵齒的
︵臺語︶ 他不相信的 他只相信一件事情 他說：
﹁人死了 什麼都沒有啦！什麼天堂 什麼地獄 全部
都是假的！沒有一個真的 死了就死啦！哪裡還會有什
麼東西？﹂ 我父親是抱持這個 到最後他年紀大的時
候也有相信 年紀大的時候他跟我媽媽都有皈依我 我
媽媽跟我爸爸都皈依我 他到最後也來聽法嘛！我那時
候回臺灣說法的時候 我爸爸在的時候 他每一個星期
六都來︿台灣雷藏寺﹀聽法嘛！所以阿彌陀佛是非常偉
大的
我們講一下︽道果︾ 今天談到﹁禪定的覺醒﹂
﹁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覺醒對治之 其三相理分辨

身 三個一體的 阿彌陀佛是非常偉大的 如果修阿彌
陀佛本尊；我最近跟阿彌陀佛每天晚上都有聚會一次
跟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聚會一次 祂們三尊都顯現
在我面前 一個就是用祂的楊枝淨水灑甘露水加持 大
勢至菩薩就是用祂的蓮花給我加持 阿彌陀佛就放百寶
光給我加持 幾乎每一天晚上都要一次 而且我自己就
變化成阿彌陀佛 然後非常非常清楚
我看阿彌陀佛 就是自己已經變成阿彌陀佛 這
叫﹁自生﹂ 還有一個就是﹁對生﹂ 祂在我的眼前也
站立了一尊阿彌陀佛 我自己也變化成為阿彌陀佛 自
生跟對生出來 昨天晚上非常特別 阿彌陀佛在加持我
的時候 我居然被祂推了一下 我本來是站著 我是觀
想阿彌陀佛是站著 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 三尊都
在虛空中 阿彌陀佛加持我的時候 我居然腳往後退了
一步 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 我本來都是站很正 推了
我一下 我就退後一步 退後一步有沒有什麼關係？我
是不知道 昨天晚上比較特別 因為加持的力量太大
了 我站不住就退了一下 這是我昨天晚上的事情
最近我家裡面非常的清淨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以前我家裡是很複雜 家裡除了我跟師母是活著的人以
外 其他非常複雜 到處都是人 但是這個人是無形
的；最近覺受上就知道了 我知道冰箱裡還有 但是就
只有冰箱裡 其他地方都非常清淨了 也不知道怎麼回
事？最近的現象 可能是光顯現的太盛 那些非人住不
進我的家 進不來 還是他們也像武漢肺炎一樣 我們
也被封在家裡 那些東西進不來？真的 最近有這種現
象 我是告訴大家 因為有的話我就講有 沒有我就講
沒有 最近感覺 我走進洗衣間也沒有東西 走進廁所

為：自身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空 若如其相而
示現 改變自所修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魔而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
尊不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若在前
相中有稱密名作殊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 這一段話
有誰能夠解釋？丹增嘉措︵笑︶？你能夠解釋這一段話
嗎？ 喔 你的解釋是這樣子
這一段話 這個﹁覺醒﹂的現象 其實我可以這樣
子講 每天晚上︵好 請坐 你請坐 ︶每天晚上我在
跟阿彌陀佛合一的時候 有幾種現象 也有扭曲變形
的 最近顯現非常清楚 就是說祂顯現出來阿彌陀如
來 然後手上拿著蓮花 百寶的蓮花 一隻手是與願
印 但有時候不是的 有時候手上不一定拿著蓮花 有
時候他手上 一隻手是這個印 一隻手是與願印 有時
候不拿蓮花 有時候也是出現這種相 大部分出現的
相 這個相是我﹁真佛密苑﹂客廳那個阿彌陀佛的相
是這樣子的 客廳阿彌陀佛的相是這種相；那另外我壇
城上的相 是這一手拿著蓮花 這一手與願印 是出現
這兩種相 不同的相；但有時候呢 祂的身體 如果你
在禪定之中 並沒有定得很穩的話 或者你有其他的念
頭 祂的身體是會變形 會扭曲的
我曾經有一次 我看到阿彌陀佛 然後呢我看到別
的金剛神出現 大力金剛現身 哎？我是祈請阿彌陀
佛 怎麼來了一個大力金剛？有時候我祈請阿彌陀佛的
時候 突然來的是大威德金剛 如果大威德金剛還可以
跟阿彌陀佛本身可以連接的 因為阿彌陀佛 文殊師
利 大威德是連接的 阿彌陀佛 文殊師利 大威德是

也沒東西 走到儲藏室也沒東西 走到哪個房間 哪個
房間都沒東西 都沒有了 都跑了 我本來很喜歡熱鬧
的 這下子不熱鬧了 最近就是這個樣子 以前是到處
都有 一下子是重皮鞋的聲音 一下子是高跟鞋的聲
音 所以我今天中午拜完了佛 下樓梯 後面有人穿高
鞋 這樣叩 叩 叩 耶？這就是我晚上聽的高跟鞋的
聲音 每一次我在打坐時 高跟鞋的聲音就響起來 今
天中午拜完佛往前走 我聽到有高跟鞋的聲音 好像就
是我晚上在聽的
所以這是有形跟無形 無形是存在的 不是不存
在的 像這一次武漢肺炎 病毒細菌也都是你看不到
的 那要放大到多少倍你才能看到它的 但是它就是那
麼厲害！所以不能說你沒有看到細菌就沒有細菌 不能
說你沒有看到病毒就沒有病毒 是有的！你只要修行修
到境界到了 你能看到你的本尊 你就知道本尊是存在
的 我以前得到瑤池金母開天眼以後 接受受訓 每天
晚上在軍中 我在受訓時候 無形來教你 我就知道是
有的 是無形 你看不到 有時祂不讓你看到 但祂讓
你覺受到 我不是講了嘛 那些手印 比個這樣子而
已 然後祂來就動你的手 變成一個蓮花 然後祂會打
開你的手 會調你的指頭 那個骨節會這樣 啪啪啪啪
啪啪 就這樣子 我一直注意我的手指頭 祂就這樣子
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在動 然後結出一個個手印 現在
你們看師尊結手印 就跟著結就對了
我以前是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宿舍
裡 祂每天晚上來調你的手指頭 另外還調你的腳 這
樣在做 教你手印 教你腳印 還有﹁腳印﹂呢！教我
腳印時 把我腳抬得很久 我腳痠了 腳要放下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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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放不下去 祂抬住我的腳 把我的腳變成凝固 不能
夠放下去！我就知道 原來確實有這些無形的
我父親非常的﹁鐵齒﹂︵台灣話︶ 我跟他講確實
有 我爸爸就跟我講：﹁你拿來給我看！﹂我說我怎麼
拿來給你看？確實有！他說：﹁除非我看到 否則我不
信 ﹂我跟他講 第一次開我天眼的時候 我晚上不是
到了天外天嗎？到了天上界 到了地下 天堂 地獄都
跑了一趟 回去告訴我父親：﹁我去天上 地下跑了一
趟 ﹂我說有天堂 有地獄 我父親說：﹁拿來給我
看！﹂我說：﹁天堂怎麼拿來給你看？地獄怎麼拿來給
你看？沒辦法 ﹂居然沒辦法 你就給我閉嘴！結果在
除夕夜 我跟我父親兩個爭論有跟沒有 兩個人辯了半
天不歡而散
我父親第二天過年一大早就從台中一直到高雄去
去找他的朋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天我也突然間
到高雄 二個都從台中去高雄 我父親是非常鐵齒的
︵臺語︶ 他不相信的 他只相信一件事情 他說：
﹁人死了 什麼都沒有啦！什麼天堂 什麼地獄 全部
都是假的！沒有一個真的 死了就死啦！哪裡還會有什
麼東西？﹂ 我父親是抱持這個 到最後他年紀大的時
候也有相信 年紀大的時候他跟我媽媽都有皈依我 我
媽媽跟我爸爸都皈依我 他到最後也來聽法嘛！我那時
候回臺灣說法的時候 我爸爸在的時候 他每一個星期
六都來︿台灣雷藏寺﹀聽法嘛！所以阿彌陀佛是非常偉
大的
我們講一下︽道果︾ 今天談到﹁禪定的覺醒﹂
﹁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覺醒對治之 其三相理分辨

身 三個一體的 阿彌陀佛是非常偉大的 如果修阿彌
陀佛本尊；我最近跟阿彌陀佛每天晚上都有聚會一次
跟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聚會一次 祂們三尊都顯現
在我面前 一個就是用祂的楊枝淨水灑甘露水加持 大
勢至菩薩就是用祂的蓮花給我加持 阿彌陀佛就放百寶
光給我加持 幾乎每一天晚上都要一次 而且我自己就
變化成阿彌陀佛 然後非常非常清楚
我看阿彌陀佛 就是自己已經變成阿彌陀佛 這
叫﹁自生﹂ 還有一個就是﹁對生﹂ 祂在我的眼前也
站立了一尊阿彌陀佛 我自己也變化成為阿彌陀佛 自
生跟對生出來 昨天晚上非常特別 阿彌陀佛在加持我
的時候 我居然被祂推了一下 我本來是站著 我是觀
想阿彌陀佛是站著 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 三尊都
在虛空中 阿彌陀佛加持我的時候 我居然腳往後退了
一步 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 我本來都是站很正 推了
我一下 我就退後一步 退後一步有沒有什麼關係？我
是不知道 昨天晚上比較特別 因為加持的力量太大
了 我站不住就退了一下 這是我昨天晚上的事情
最近我家裡面非常的清淨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以前我家裡是很複雜 家裡除了我跟師母是活著的人以
外 其他非常複雜 到處都是人 但是這個人是無形
的；最近覺受上就知道了 我知道冰箱裡還有 但是就
只有冰箱裡 其他地方都非常清淨了 也不知道怎麼回
事？最近的現象 可能是光顯現的太盛 那些非人住不
進我的家 進不來 還是他們也像武漢肺炎一樣 我們
也被封在家裡 那些東西進不來？真的 最近有這種現
象 我是告訴大家 因為有的話我就講有 沒有我就講
沒有 最近感覺 我走進洗衣間也沒有東西 走進廁所

為：自身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空 若如其相而
示現 改變自所修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魔而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
尊不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若在前
相中有稱密名作殊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 這一段話
有誰能夠解釋？丹增嘉措︵笑︶？你能夠解釋這一段話
嗎？ 喔 你的解釋是這樣子
這一段話 這個﹁覺醒﹂的現象 其實我可以這樣
子講 每天晚上︵好 請坐 你請坐 ︶每天晚上我在
跟阿彌陀佛合一的時候 有幾種現象 也有扭曲變形
的 最近顯現非常清楚 就是說祂顯現出來阿彌陀如
來 然後手上拿著蓮花 百寶的蓮花 一隻手是與願
印 但有時候不是的 有時候手上不一定拿著蓮花 有
時候他手上 一隻手是這個印 一隻手是與願印 有時
候不拿蓮花 有時候也是出現這種相 大部分出現的
相 這個相是我﹁真佛密苑﹂客廳那個阿彌陀佛的相
是這樣子的 客廳阿彌陀佛的相是這種相；那另外我壇
城上的相 是這一手拿著蓮花 這一手與願印 是出現
這兩種相 不同的相；但有時候呢 祂的身體 如果你
在禪定之中 並沒有定得很穩的話 或者你有其他的念
頭 祂的身體是會變形 會扭曲的
我曾經有一次 我看到阿彌陀佛 然後呢我看到別
的金剛神出現 大力金剛現身 哎？我是祈請阿彌陀
佛 怎麼來了一個大力金剛？有時候我祈請阿彌陀佛的
時候 突然來的是大威德金剛 如果大威德金剛還可以
跟阿彌陀佛本身可以連接的 因為阿彌陀佛 文殊師
利 大威德是連接的 阿彌陀佛 文殊師利 大威德是

也沒東西 走到儲藏室也沒東西 走到哪個房間 哪個
房間都沒東西 都沒有了 都跑了 我本來很喜歡熱鬧
的 這下子不熱鬧了 最近就是這個樣子 以前是到處
都有 一下子是重皮鞋的聲音 一下子是高跟鞋的聲
音 所以我今天中午拜完了佛 下樓梯 後面有人穿高
鞋 這樣叩 叩 叩 耶？這就是我晚上聽的高跟鞋的
聲音 每一次我在打坐時 高跟鞋的聲音就響起來 今
天中午拜完佛往前走 我聽到有高跟鞋的聲音 好像就
是我晚上在聽的
所以這是有形跟無形 無形是存在的 不是不存
在的 像這一次武漢肺炎 病毒細菌也都是你看不到
的 那要放大到多少倍你才能看到它的 但是它就是那
麼厲害！所以不能說你沒有看到細菌就沒有細菌 不能
說你沒有看到病毒就沒有病毒 是有的！你只要修行修
到境界到了 你能看到你的本尊 你就知道本尊是存在
的 我以前得到瑤池金母開天眼以後 接受受訓 每天
晚上在軍中 我在受訓時候 無形來教你 我就知道是
有的 是無形 你看不到 有時祂不讓你看到 但祂讓
你覺受到 我不是講了嘛 那些手印 比個這樣子而
已 然後祂來就動你的手 變成一個蓮花 然後祂會打
開你的手 會調你的指頭 那個骨節會這樣 啪啪啪啪
啪啪 就這樣子 我一直注意我的手指頭 祂就這樣子
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在動 然後結出一個個手印 現在
你們看師尊結手印 就跟著結就對了
我以前是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宿舍
裡 祂每天晚上來調你的手指頭 另外還調你的腳 這
樣在做 教你手印 教你腳印 還有﹁腳印﹂呢！教我
腳印時 把我腳抬得很久 我腳痠了 腳要放下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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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現前 應祈成
就 ﹂ 這一句話很重要喔！如果你在唸這個密咒的
咒：﹁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
哈 ﹂ 在唸這個咒語的時候 喜金剛現前 然後喜金
剛放光照你 甚至喜金剛的手放在你的頭頂上面 給你
授記 這個都是很好的 ﹁應祈成就﹂也就是說 那時
候你要祈禱你自己要跟本尊合一 祈請喜金剛讓你成
就 成為喜金剛 讓你變成真正的喜金剛 這個意思就
是在這 ﹁應祈成就﹂ 應該祈禱喜金剛讓你能夠成就
喜金剛 這是﹁密咒覺醒﹂ 其實很多成就都是要靠本
尊的加持 本尊的授記 那時候你懂得本尊給你加持跟
授記的時候 你就要祈禱成就
所以找對本尊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裡有一個笑話
劉邦找了三個人就奪得天下 你知道劉邦找的三個人是
張良 韓信跟蕭何 他找了這三個人他就得到天下了；
唐僧找了三個人 就取得到經典了 一個是孫悟空 一
個是豬八戒 一個是沙悟淨 唐僧找了三個人就到西方
能夠取得到經典；那這個人也講：﹁我也找了三個人
結果輸了八千多 ﹂︵笑︶ 這是Play麻將 他找了三
個人就輸了八千多嘛！同樣的 這個有點像佛理一樣
的 其實我們要找對本尊 找對護法 找對你的根本上
師 你找對了 這三個合起來你就成就了
這個也是連串起來的笑話 情人節過了就是婦女
節 為什麼呢？因為情人當久了 到最後結婚 就變成
婦女節 意思就是情人節後 就把你變成一個婦女；婦
女節以後就是愚人節 原來你變成婦女以後才發覺已經
被騙上當︵笑︶ 這是愚人節；愚人節以後呢就是兒童

屬於同一個輪的 我們稱為同一個輪 也就是等於同班
同學 你是哪一班 就是我們都是這一班 所以這個還
可以解釋 如果出現是另外一個金剛神 那個就是不一
樣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個金剛神來了？這個時候你
要考慮 考慮的時候 你禪定的覺醒的意思就是講說
你是要唸祂的密名 唸了幾聲以後 祂沒有消失掉 就
表示祂是真實來的；或者持祂的咒 持三遍 祂如果沒
有消失掉 就表示祂是真實的
我們以前有曾經講過 好像是說你在夢中看到師
尊 那你唸師尊的心咒三遍：﹁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 這個夢中的師尊並沒有消失掉 這表示是師尊
真的來入夢；如果有時候你看到師尊 你唸：﹁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 ﹂祂就消失掉 那表示是不好的東
西來干擾 這一段的意思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禪
定覺醒 禪定跟夢 夢是一種境界 禪定也是一種境
界 還有清醒是一種境界 清醒是一種境界 禪定是一
種境界 夢也是一種境界 都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這個
叫﹁禪定覺醒﹂ 也就是在禪定當中你看到的這個
﹁於面前虛空 若如其相而示現 改變自所修之本
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
魔所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不變 然時顯現時不
顯者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名作殊勝
授記者 應祈成就﹂ 密名就是這一尊的名字 唸祂的
名字 唸祂的咒 是這樣子的 這個意思是這樣
然後﹁密咒覺醒：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咒覺醒對
治 其三相理分辨為：當念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
時﹂ ﹁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

節 發覺被騙後 天哪！竟然還要生孩子啊！那個就是
兒童節了；兒童節以後呢就是勞動節 生完孩子以後發
覺已經晚了 要開始勞動 開始為這個Baby做牛做馬
這個也是一個順序下來
我們今天修法也是一個次第 一個順序 到最終
的 你就能夠圓滿你自己本身的修法 你能夠成就 就
變成一道光 直接就成就了 化為光 你就成就了 把
這個肉身還給大地 你自己本身化為光 如果不如此
你就化為靈魂 然後再進入六道輪迴 看你的業障 你
造了什麼業 就在六道輪迴裡面再轉 這個都是一樣
的 這個都是一個接一個的
這是有關於武漢的笑話 老王去診所看醫生 在打
針的時候啊小護士卻有些緊張 連扎九針都沒有扎準
老王急著說：﹁小姐 你是不是叫李十針？﹂ 小護士
很尷尬 她講：﹁這裡的護士都去武漢了 我是西藏來
實習的 名字叫做札西尼︵音近﹁扎死你﹂︶ ︶
︵笑︶西藏人的名字就取﹁札西﹂很多嘛！西藏的名字
很多叫做扎西呀 因為札西就是﹁札西得勒﹂ 吉祥如
意嘛！札西得勒 所以很多很多人取名字叫札西 所以
那個小護士的名字叫扎死你︵笑︶ 也是有道理喔！因
為西藏的名字很多很奇怪的
丈夫對老婆講：﹁我知道你又要問我 你跟我媽媽
掉到河裡 我會先救誰？﹂ 那是很多太太對先生問：
﹁如果我跟你媽媽掉到水裡 你會先救誰？﹂ 這個愚
蠢的問題還要一問再問 老婆講說：﹁這一次錯了！我
現在要問你 如果你剩下一個口罩 你會先給我還是先
給你媽媽？﹂ ︵笑︶這是應時的笑話 現在應時的笑

哈 ﹂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哈哈﹄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者 為魔所擾；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為他
咒所奪 然時出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
意 ﹂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現前 應祈成
就 ﹂
這個也就是說 你在唸﹃喜金剛咒﹄的時候：
﹁嗡 別炸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
哈 ﹂ 但是突然間又生出﹁哈哈哈﹂的別尊的咒語的
時候 就是表示有別的東西來干擾 ﹁嗡 帝瓦 必
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 喜金剛的咒是
這樣子 那麼喜金剛顯現了 當然這個是正現 也就是
說真正看見了喜金剛 你唸祂的咒語 這時候你在唸咒
當中 出現別的咒音在干擾你 像﹁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這個時候你就會警覺到：﹁這是什麼聲音？這不
是喜金剛的咒 ﹂ 那就是有魔來干擾的意思 這個意
思是這樣子的
但是 ﹁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為他咒所奪 然時出
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 如果你唸
的咒語 不為其他的咒語所干擾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
以保認任意 也就是說 這個保認任意在︽道果︾裡面
出了很多 也就是﹁隨順﹂的意思 你就隨順它 沒有
出現其他的 或者是有時候出現 有時候不出現 有時
候有看見 有時候沒有看見 你就隨順哪！隨順就好
了；但是如果是說你在唸咒的時候 它干擾了你 這表
示是一種魔的干擾 密咒的覺醒就是這樣 是一種魔的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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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現前 應祈成
就 ﹂ 這一句話很重要喔！如果你在唸這個密咒的
咒：﹁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
哈 ﹂ 在唸這個咒語的時候 喜金剛現前 然後喜金
剛放光照你 甚至喜金剛的手放在你的頭頂上面 給你
授記 這個都是很好的 ﹁應祈成就﹂也就是說 那時
候你要祈禱你自己要跟本尊合一 祈請喜金剛讓你成
就 成為喜金剛 讓你變成真正的喜金剛 這個意思就
是在這 ﹁應祈成就﹂ 應該祈禱喜金剛讓你能夠成就
喜金剛 這是﹁密咒覺醒﹂ 其實很多成就都是要靠本
尊的加持 本尊的授記 那時候你懂得本尊給你加持跟
授記的時候 你就要祈禱成就
所以找對本尊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裡有一個笑話
劉邦找了三個人就奪得天下 你知道劉邦找的三個人是
張良 韓信跟蕭何 他找了這三個人他就得到天下了；
唐僧找了三個人 就取得到經典了 一個是孫悟空 一
個是豬八戒 一個是沙悟淨 唐僧找了三個人就到西方
能夠取得到經典；那這個人也講：﹁我也找了三個人
結果輸了八千多 ﹂︵笑︶ 這是Play麻將 他找了三
個人就輸了八千多嘛！同樣的 這個有點像佛理一樣
的 其實我們要找對本尊 找對護法 找對你的根本上
師 你找對了 這三個合起來你就成就了
這個也是連串起來的笑話 情人節過了就是婦女
節 為什麼呢？因為情人當久了 到最後結婚 就變成
婦女節 意思就是情人節後 就把你變成一個婦女；婦
女節以後就是愚人節 原來你變成婦女以後才發覺已經
被騙上當︵笑︶ 這是愚人節；愚人節以後呢就是兒童

屬於同一個輪的 我們稱為同一個輪 也就是等於同班
同學 你是哪一班 就是我們都是這一班 所以這個還
可以解釋 如果出現是另外一個金剛神 那個就是不一
樣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個金剛神來了？這個時候你
要考慮 考慮的時候 你禪定的覺醒的意思就是講說
你是要唸祂的密名 唸了幾聲以後 祂沒有消失掉 就
表示祂是真實來的；或者持祂的咒 持三遍 祂如果沒
有消失掉 就表示祂是真實的
我們以前有曾經講過 好像是說你在夢中看到師
尊 那你唸師尊的心咒三遍：﹁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 這個夢中的師尊並沒有消失掉 這表示是師尊
真的來入夢；如果有時候你看到師尊 你唸：﹁嗡 咕
嚕 蓮生悉地 吽 ﹂祂就消失掉 那表示是不好的東
西來干擾 這一段的意思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禪
定覺醒 禪定跟夢 夢是一種境界 禪定也是一種境
界 還有清醒是一種境界 清醒是一種境界 禪定是一
種境界 夢也是一種境界 都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這個
叫﹁禪定覺醒﹂ 也就是在禪定當中你看到的這個
﹁於面前虛空 若如其相而示現 改變自所修之本
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
魔所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不變 然時顯現時不
顯者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名作殊勝
授記者 應祈成就﹂ 密名就是這一尊的名字 唸祂的
名字 唸祂的咒 是這樣子的 這個意思是這樣
然後﹁密咒覺醒：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咒覺醒對
治 其三相理分辨為：當念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
時﹂ ﹁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

節 發覺被騙後 天哪！竟然還要生孩子啊！那個就是
兒童節了；兒童節以後呢就是勞動節 生完孩子以後發
覺已經晚了 要開始勞動 開始為這個Baby做牛做馬
這個也是一個順序下來
我們今天修法也是一個次第 一個順序 到最終
的 你就能夠圓滿你自己本身的修法 你能夠成就 就
變成一道光 直接就成就了 化為光 你就成就了 把
這個肉身還給大地 你自己本身化為光 如果不如此
你就化為靈魂 然後再進入六道輪迴 看你的業障 你
造了什麼業 就在六道輪迴裡面再轉 這個都是一樣
的 這個都是一個接一個的
這是有關於武漢的笑話 老王去診所看醫生 在打
針的時候啊小護士卻有些緊張 連扎九針都沒有扎準
老王急著說：﹁小姐 你是不是叫李十針？﹂ 小護士
很尷尬 她講：﹁這裡的護士都去武漢了 我是西藏來
實習的 名字叫做札西尼︵音近﹁扎死你﹂︶ ︶
︵笑︶西藏人的名字就取﹁札西﹂很多嘛！西藏的名字
很多叫做扎西呀 因為札西就是﹁札西得勒﹂ 吉祥如
意嘛！札西得勒 所以很多很多人取名字叫札西 所以
那個小護士的名字叫扎死你︵笑︶ 也是有道理喔！因
為西藏的名字很多很奇怪的
丈夫對老婆講：﹁我知道你又要問我 你跟我媽媽
掉到河裡 我會先救誰？﹂ 那是很多太太對先生問：
﹁如果我跟你媽媽掉到水裡 你會先救誰？﹂ 這個愚
蠢的問題還要一問再問 老婆講說：﹁這一次錯了！我
現在要問你 如果你剩下一個口罩 你會先給我還是先
給你媽媽？﹂ ︵笑︶這是應時的笑話 現在應時的笑

哈 ﹂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哈哈﹄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者 為魔所擾；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為他
咒所奪 然時出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
意 ﹂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現前 應祈成
就 ﹂
這個也就是說 你在唸﹃喜金剛咒﹄的時候：
﹁嗡 別炸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
哈 ﹂ 但是突然間又生出﹁哈哈哈﹂的別尊的咒語的
時候 就是表示有別的東西來干擾 ﹁嗡 帝瓦 必
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 喜金剛的咒是
這樣子 那麼喜金剛顯現了 當然這個是正現 也就是
說真正看見了喜金剛 你唸祂的咒語 這時候你在唸咒
當中 出現別的咒音在干擾你 像﹁嗡 帝瓦 必主
瓦日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這個時候你就會警覺到：﹁這是什麼聲音？這不
是喜金剛的咒 ﹂ 那就是有魔來干擾的意思 這個意
思是這樣子的
但是 ﹁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為他咒所奪 然時出
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 如果你唸
的咒語 不為其他的咒語所干擾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
以保認任意 也就是說 這個保認任意在︽道果︾裡面
出了很多 也就是﹁隨順﹂的意思 你就隨順它 沒有
出現其他的 或者是有時候出現 有時候不出現 有時
候有看見 有時候沒有看見 你就隨順哪！隨順就好
了；但是如果是說你在唸咒的時候 它干擾了你 這表
示是一種魔的干擾 密咒的覺醒就是這樣 是一種魔的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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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也是很多的 哎 其實要先救誰呢？我覺得一般來
講是先救有緣的人 然後再救無緣的 有緣的要救 無
緣的也要救 因為我們學佛的人喔 是不管有緣 無緣
你都要度 所以先度有緣人 再度無緣人 都是這樣子
的 還要比較 有時候也要比較的
這是同音的 今天在公車亭見一個美魔女走過來
好心地跟她說：﹁小姐 你的奶露出來了 ﹂ 這位小
姐嚇了一跳 趕緊檢查胸部 臉紅紅地說：﹁剛做完整
型 內衣還來不及換大 ﹂ 也就是說內衣太小 來不
及換大 所以才會露出來 這個人就講：﹁小姐 我是
說你購物袋裡的牛奶露出來 ﹂ ︵笑︶不是講她的胸
部露出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笑話吧 有一個先生回家 回到
家裡的時候啊 他這邊的臉有五個紅印 這邊的臉也有
五個紅印 太太就問他：﹁你臉上為什麼兩個紅
印？﹂ 先生就很老實回答 他說：﹁我是老實人 我
坐在公車裡 公車很擠
﹂ 公車非常地擠 人很多
很擠 有一個小姐被擠到他面前來 他個子不高 剛好
他的臉看到對方的胸部 她的拉鍊拉得很低 他鼻子差
一點放在兩個胸部之間 結果他覺得說這樣子不太好
他就把拉鍊往上拉一點 那個小姐就一個耳光就打過去
﹁啪﹂ 打過去 ﹁哎呀！被打了！我好意給她拉鍊拉
上 來 ﹂ 他 居 然被打 ！ 她的 意 思 好 像叫 我 拉下 來
︵笑︶ 他又：﹁好 那我就把它拉到原來的地方 就
把拉鍊又拉下來 就﹁啪﹂ 所以就兩個
其實如果是你 你怎麼做？如果是你站在這一個小
姐面前 你怎麼做？她拉鍊拉得很低 你怎麼做？這個
就是︽道果︾裡面講的嘛！保認任意！隨順！隨順嘛！

她既然跑到你面前來 然後你鼻子碰到她 那你就隨順
哪︵笑︶！︽道果︾裡講的﹁保認任意﹂就是這個意思
嘛！就是隨順哪！意思就是講就這樣吧！也可以多呼吸
幾下
這裡告訴你口罩怎麼用 買不到口罩 不要急 有
十五個口罩就夠用 你只要一個人有十五個口罩 你就
夠用了 到了第十五天再把第一個拿出來用 因為病毒
隔離十四天了︵笑︶ 這個也很聰明哪！對不對？很聰
明的！現在都是講隔離十四天嘛！那口罩隔離十四天當
然沒有病毒啦！你就可以拿
出來就重新使用
好啦！講最後一個笑話
吧！當今世界上只有中國能
夠擺平新冠的肺炎 因為他
們的領導人叫做習近平 就
是細菌平 能夠平了細菌
真的！這個名字怎麼那麼剛
好？細菌平喔！細菌都被他
擺平了
可見中國是很厲害的
你看 什麼時候出怎麼樣
子的領袖 都天注定的
所以平定細菌︵笑︶ 好
啦 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
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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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也是很多的 哎 其實要先救誰呢？我覺得一般來
講是先救有緣的人 然後再救無緣的 有緣的要救 無
緣的也要救 因為我們學佛的人喔 是不管有緣 無緣
你都要度 所以先度有緣人 再度無緣人 都是這樣子
的 還要比較 有時候也要比較的
這是同音的 今天在公車亭見一個美魔女走過來
好心地跟她說：﹁小姐 你的奶露出來了 ﹂ 這位小
姐嚇了一跳 趕緊檢查胸部 臉紅紅地說：﹁剛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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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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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五

道果
何法守護

本頌金剛句偈疏

外魔守護

於外魔 以四覺醒守護 於內魔 以
四灌標誌守護 如是四種障礙中 便有八
種守護 又 依據主要的大小 四覺醒中
亦有屬於內魔之分位

辛一
四覺醒者：覺受覺醒 禪定覺醒
密咒覺醒 見宗覺醒
四 見宗覺醒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完覺醒之 三相
理分辨：無論為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
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宗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
魔先以此語 進而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
心意依次詰問其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
若為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宗趣見地 或可
略知 然於第四灌之宗趣見地 其非超越

一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遁
雖問而無答 為所聞現象之禪定 保
認任意 若其知一切見地宗趣後 作殊勝
授記者 是上師與本尊 故祈成就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摩主
尊﹁尊勝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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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貴賓是：︿外交部駐瑞典兼挪威代
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
計師Teresa師姐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
兄 加 拿 大 Olivia doctor伉 儷 巴 拿 馬 ︿ 哥 倫 布 大
學﹀眼科專科教授廖冠華師兄及家人 巴拿馬腫瘤放療
專科廖冠文醫師 賓州︿傑佛遜醫院﹀護理講師李傳璽
師姐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
好！︵粵語︶
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三月一號 哇 馬上就三
月了 時間好快 下午三點是蓮花童子護摩 大家都知
道蓮花童子 不用介紹了 高興主祈的就主祈 不高興
主祈的就不用主祈 這最簡單了 蓮花童子 我們今天
修法做fire offering主要是尊勝佛母 祂的手印有點
像stupa的手印︵聖尊示範︶ stupa就是佛塔 佛塔的
手印 食指跟拇指左右手圈起來然後豎立 像一個
stupa的 手 印 不 是 stupid 是 stupa 祂 的 咒 語 是
﹁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拉 達爹 梭
哈 ﹂
我喉嚨聲音有沒有怪怪的？還好 如果是藏人的大
喇嘛或寺院 他喜歡用這個聲音 什麼聲音啊？就是低
沉的聲音 合唱團裡面叫做bass ︵聖尊示範︶藏人喜

歡發這種聲音 就是低沉又有中氣又是bass的這個聲音
發出來 他們喜歡這樣 甚至於平時在唸咒 唸經都是
用這種聲音 今天這個喉嚨聲音怪怪的 所以就唸這個
聲音︵聖尊示範︶ 你如果去到藏人的寺院跟他們一起
唸咒誦經的話 你不發出這種聲音 他們會認為你沒有
喇嘛的資格 記得你們去到那裡要學這個聲音 祂有祂
的手印stupa手印 還有祂的心咒 祂的形相 三個面
孔 前面那個白色的面孔就是尊勝佛母的面孔 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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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法王

尊勝佛母的傳承
是來自

薩迦證空上師

就是金剛手的面孔 黃色的就是觀世音菩薩的面孔 祂
們都是三個眼睛的 祂的根源呢？祂是釋迦牟尼佛的頂
上的無量光所化現的
談到尊勝佛母 我必須要講一段歷史 這是在西藏
的歷史 當年九世班禪祂在︿扎什倫布寺﹀；十三世的
達賴在拉薩︿布達拉宮﹀ 一個是管前藏 一個是管後
藏 班禪喇嘛的名字就是昨天晚上我們講的扎西大喇
嘛 十三世的達賴他的野心比較大一點 其實兩邊本來
是和好的 班禪跟達賴本來是和好 但是九世班禪比較
親中國 十三世的達賴比較親英國 那時候十三世的達
賴野心比較大一點 本來前藏的稅收就是比較豐富 例
如我們簡單講 那時候收稅 如果他有一百個莊園就可
以收一百塊 我們做一個比喻 不是真的這樣子 後藏
只有十個田莊只能夠收十塊錢
前藏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就想：﹁後藏的十塊錢他也
要收 他就管到後藏去了 整個西藏都是我管 你班禪
管後藏 後藏的稅金也要我收 ﹂ 就是他要整個西藏
的稅收全部由十三世的達賴來收 這個時候 當然班禪
的勢力比較小一點 然後十三世達賴在後藏︿扎什倫布
寺﹀也設立了一個稅收的政府的機構在那裡 準備收班
禪喇嘛所有的錢 全部由十三世達賴收 當然兩邊就有
了爭執
十三世達賴以為他是統管 他在羅布林卡的地方
也就是叫做﹁夏宮﹂ 夏天的時候 達賴喇嘛去到羅布
林卡度暑假的地方叫做羅布林卡 十三世達賴就寫一封
信命令九世班禪到拉薩 然後在羅布林卡很偏遠的地方
蓋了一個比較小間的房子 準備讓九世班禪去住 意思

就是要把九世班禪請到拉薩來 然後到羅布林卡 把他
軟禁在羅布林卡一個偏遠的屋子裡面 當然九世班禪也
知道這個事情 兩邊鬧的非常得僵 一個是親中派 一
個是親英國派 兩邊鬧的很僵 那個時候九世班禪就帶
著幾個比較少的親信 越過北方高山峻嶺逃難 十三世
達賴就派出所有的兵馬去追殺九世班禪 為了錢 為了
權力做出這種事情出來 也就是十三世達賴追殺九世班
禪 但是班禪很厲害 他不走青海湖那一段路 那一段
路比較容易到北京 他反而越過崇山峻嶺 從北方繞一
個圈子去北京 所以十三世達賴所派出來的士兵沒有辦
法抓到九世班禪 讓他逃到北京去了 就是有這一段的
歷史
後來這個九世班禪在西藏政局比較平穩的時候 他
要回到西藏 經過玉樹的時候 他在玉樹傳法 就傳了
時輪金剛的法 師尊的傳承上師有一個去參加九世班禪
的時輪金剛法會 在青海玉樹 我們︿真佛宗﹀的祖師
爺薩迦證空上師就在那裡得到﹁時輪金剛法﹂ 然後
﹁時輪金剛法﹂的傳承祂再傳給師尊 有這個關係存
在 九世班禪又特別把尊勝佛母的法傳給了薩迦證空上
師 薩迦證空上師才把尊勝佛母的法本給了師尊 所以
要講這一段歷史 原因是在這裡 才能夠知道師尊的尊
勝佛母的傳承是薩迦證空上師給的傳承 另外吐登達爾
吉那邊也給師尊傳承 那是﹁時輪金剛法﹂的傳承 那
是吐登尼瑪給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給吐登達爾吉 吐登
達爾吉再傳給師尊 叫做吐登其摩
師尊有﹁時輪金剛法﹂的傳承也有尊勝佛母的傳
今天才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講尊勝佛母的原因是在這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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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好的 班禪跟達賴本來是和好 但是九世班禪比較
親中國 十三世的達賴比較親英國 那時候十三世的達
賴野心比較大一點 本來前藏的稅收就是比較豐富 例
如我們簡單講 那時候收稅 如果他有一百個莊園就可
以收一百塊 我們做一個比喻 不是真的這樣子 後藏
只有十個田莊只能夠收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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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 他就管到後藏去了 整個西藏都是我管 你班禪
管後藏 後藏的稅金也要我收 ﹂ 就是他要整個西藏
的稅收全部由十三世的達賴來收 這個時候 當然班禪
的勢力比較小一點 然後十三世達賴在後藏︿扎什倫布
寺﹀也設立了一個稅收的政府的機構在那裡 準備收班
禪喇嘛所有的錢 全部由十三世達賴收 當然兩邊就有
了爭執
十三世達賴以為他是統管 他在羅布林卡的地方
也就是叫做﹁夏宮﹂ 夏天的時候 達賴喇嘛去到羅布
林卡度暑假的地方叫做羅布林卡 十三世達賴就寫一封
信命令九世班禪到拉薩 然後在羅布林卡很偏遠的地方
蓋了一個比較小間的房子 準備讓九世班禪去住 意思

就是要把九世班禪請到拉薩來 然後到羅布林卡 把他
軟禁在羅布林卡一個偏遠的屋子裡面 當然九世班禪也
知道這個事情 兩邊鬧的非常得僵 一個是親中派 一
個是親英國派 兩邊鬧的很僵 那個時候九世班禪就帶
著幾個比較少的親信 越過北方高山峻嶺逃難 十三世
達賴就派出所有的兵馬去追殺九世班禪 為了錢 為了
權力做出這種事情出來 也就是十三世達賴追殺九世班
禪 但是班禪很厲害 他不走青海湖那一段路 那一段
路比較容易到北京 他反而越過崇山峻嶺 從北方繞一
個圈子去北京 所以十三世達賴所派出來的士兵沒有辦
法抓到九世班禪 讓他逃到北京去了 就是有這一段的
歷史
後來這個九世班禪在西藏政局比較平穩的時候 他
要回到西藏 經過玉樹的時候 他在玉樹傳法 就傳了
時輪金剛的法 師尊的傳承上師有一個去參加九世班禪
的時輪金剛法會 在青海玉樹 我們︿真佛宗﹀的祖師
爺薩迦證空上師就在那裡得到﹁時輪金剛法﹂ 然後
﹁時輪金剛法﹂的傳承祂再傳給師尊 有這個關係存
在 九世班禪又特別把尊勝佛母的法傳給了薩迦證空上
師 薩迦證空上師才把尊勝佛母的法本給了師尊 所以
要講這一段歷史 原因是在這裡 才能夠知道師尊的尊
勝佛母的傳承是薩迦證空上師給的傳承 另外吐登達爾
吉那邊也給師尊傳承 那是﹁時輪金剛法﹂的傳承 那
是吐登尼瑪給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給吐登達爾吉 吐登
達爾吉再傳給師尊 叫做吐登其摩
師尊有﹁時輪金剛法﹂的傳承也有尊勝佛母的傳
今天才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講尊勝佛母的原因是在這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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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這樣子講 孔融為什麼讓梨？因為他知道那
個大的梨子是爛的 人間本來就是不平 不平則鳴啊
十三世的達賴的作為有一些不太對的地方
尊勝佛母的咒還有尊勝佛母的塔 都是很有力量
的 尊勝佛母的塔可以鎮風災 鎮地震 鎮火災 鎮水
災 外在的地 水 火 風的災難跟內在的地 水
火 風的災難 不論是外災還是內災 都可以由尊勝佛
母來鎮壓 我們在關島有一個尊勝佛母塔 聽說放上去
以後 關島從此以後就沒有颱風
我以前學尊勝佛母的咒 我學到一個最主要最主要
的就是﹁嗡 普隆 普隆 嗡 ﹂﹁嗡 普隆 普隆
嗡 ﹂﹁嗡 普隆 普隆 嗡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三
個字的咒 是最主要的 我師父以前有跟我講一個
﹁嗡 阿 吽 普隆 阿 普隆 ﹂也可以用﹁嗡
阿 吽 普隆 阿 普隆 ﹂這個也可以用 或者是
﹁嗡 普隆 ﹂傳到台灣來 在普方上師那裡學了 我
就跟大家講 最後一個咒﹁嗡 布林 嗡 布林 嗡
布林 ﹂其實也可以用﹁嗡 普隆 ﹂ 是同樣的 普
方上師傳的是﹁嗡 布林 ﹂ 那我們學到的是﹁嗡
普隆 ﹂
尊勝佛母的咒倒是很好 因為誦這個咒語的人
﹁此人所有一切地獄 畜生 閻羅王界 餓鬼之苦 可
以破壞消滅 無有遺餘 ﹂不會生三惡道 能夠往生
甚至你只要以﹃尊勝陀羅尼咒﹄加持土二十一遍 撒在
亡者的墳墓 亡者就能夠升天 這個咒語有這樣子的力
量 所以你看 尊勝佛母的法力是很大的 祂有金剛手

裡 所以你們今天接受了尊勝佛母的灌頂 就等於是九
世班禪 然後到薩迦證空上師 薩迦證空上師再給盧師
尊 盧師尊再把這個傳承給大家 這個意思就是在這
裡 所以要先講一段歷史
其實十三世達賴真的是比較那個 所以看現在的
十四世達賴 十四世達賴常常講一句話 他講了什麼
話？他說：﹁哎呀 我的前世做得不好 ﹂所以他這一
世要離鄉背井 要受苦受難 前一世 他指的是十三世
達賴 他追殺︿扎什倫布寺﹀的班禪大喇嘛 怎麼可以
這樣子呢？這是兄弟相殘 一山不能有二虎 除非是一
公一母 這是慧君上師的名言 不是我講的
所以你看西藏 一個前藏 一個後藏 依照轉世
的因緣講起來 其實達賴喇嘛也不可以欺負班禪喇嘛
不可以的 為什麼呢？畢竟依照轉世來講 班禪喇嘛是
克主傑轉世的 他是大師兄啊 宗喀巴的最大的弟子就
是克主傑 宗喀巴要圓寂前五年 根敦主才來皈依 跟
隨宗喀巴 根敦主是誰啊？就是達賴喇嘛 他可能算起
來是最小的弟子 結果最小的弟子把最大的師兄的轉世
欺負 怎麼可以欺負他呢 應該兩個要並存 而且後藏
比較窮困 本來後藏就比較窮困 前藏比較富庶
所以我講這個意思 就是金剛兄弟起怨尤也是不
可以的 彼此之間是平等 達賴跟班禪不知道怎麼弄
得 弄到小弟子變成整個西藏的精神領袖 反而班禪好
像變成第二個 班禪本身講起來是克主傑轉世的 是大
師兄 根敦主是達賴 是最小的弟子 怎麼小的可以欺
負大的呢？對不對 應該照孔融來講 孔融讓梨 應該
把最好的梨子給大師兄吃 自己吃那個小的梨子才對

的力量 法力 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又有尊勝佛母
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就把尊勝佛母引到五台山去 所以這
個咒語 看怎麼唸：﹁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拉 達爹 梭哈 ﹂ 要這樣子唸喔︵笑︶！真
的 按照藏人 他是用低沉的聲音 BASS的發音 由你
的丹田發出來的聲音 這樣子是很好的 那大家看看
﹁真佛法相寶典﹂│尊勝佛母 有祂的修行法 以前修
行方法有沒有？這個做為本尊來修行？有修行的方法
嗎？有修行的儀軌嗎？有修行的儀軌 那大家灌頂以後
就可以按照修行的儀軌去修 這個咒非常好 我很喜歡
這個咒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咒
有一個人問 兩個人在對談 甲對乙講：﹁如果你
的女朋友跟你媽掉到海裡你會救誰？﹂︵笑︶ 這個問
題好像好多 昨天晚上也談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媽媽
掉到水裡你會救誰？這個乙回答：﹁當然是媽媽 ﹂
哎？很奇怪喔！甲就問：﹁為什麼？﹂ 乙回答：﹁因
為女朋友可以再換 ﹂ 這樣不對啊 然後他又回答了
一個 乙他是講說：﹁當然先救我媽媽 因為我現在還
沒有女朋友 ﹂ 主要是這樣 這個笑話也是滿好的
前兩天 有一個女的終於升格為準媽媽 老公叫我
趕緊去跟老闆講 爭取減少工作 好好地保胎 午飯在
餐廳碰到老闆 我難掩興奮地對老闆講：﹁老闆 我懷
孕了 ﹂ 所有的人都轉過來看 老闆愣了半天 憋出
一句：﹁妳老公知道嗎？﹂ 我回答：﹁我老公叫我來
找你談 ﹂ ︵笑︶這是一個誤會 像那個李珍妮呀
她在加州 突然間到了西雅圖 我要到﹁西雅圖大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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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這樣子講 孔融為什麼讓梨？因為他知道那
個大的梨子是爛的 人間本來就是不平 不平則鳴啊
十三世的達賴的作為有一些不太對的地方
尊勝佛母的咒還有尊勝佛母的塔 都是很有力量
的 尊勝佛母的塔可以鎮風災 鎮地震 鎮火災 鎮水
災 外在的地 水 火 風的災難跟內在的地 水
火 風的災難 不論是外災還是內災 都可以由尊勝佛
母來鎮壓 我們在關島有一個尊勝佛母塔 聽說放上去
以後 關島從此以後就沒有颱風
我以前學尊勝佛母的咒 我學到一個最主要最主要
的就是﹁嗡 普隆 普隆 嗡 ﹂﹁嗡 普隆 普隆
嗡 ﹂﹁嗡 普隆 普隆 嗡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三
個字的咒 是最主要的 我師父以前有跟我講一個
﹁嗡 阿 吽 普隆 阿 普隆 ﹂也可以用﹁嗡
阿 吽 普隆 阿 普隆 ﹂這個也可以用 或者是
﹁嗡 普隆 ﹂傳到台灣來 在普方上師那裡學了 我
就跟大家講 最後一個咒﹁嗡 布林 嗡 布林 嗡
布林 ﹂其實也可以用﹁嗡 普隆 ﹂ 是同樣的 普
方上師傳的是﹁嗡 布林 ﹂ 那我們學到的是﹁嗡
普隆 ﹂
尊勝佛母的咒倒是很好 因為誦這個咒語的人
﹁此人所有一切地獄 畜生 閻羅王界 餓鬼之苦 可
以破壞消滅 無有遺餘 ﹂不會生三惡道 能夠往生
甚至你只要以﹃尊勝陀羅尼咒﹄加持土二十一遍 撒在
亡者的墳墓 亡者就能夠升天 這個咒語有這樣子的力
量 所以你看 尊勝佛母的法力是很大的 祂有金剛手

裡 所以你們今天接受了尊勝佛母的灌頂 就等於是九
世班禪 然後到薩迦證空上師 薩迦證空上師再給盧師
尊 盧師尊再把這個傳承給大家 這個意思就是在這
裡 所以要先講一段歷史
其實十三世達賴真的是比較那個 所以看現在的
十四世達賴 十四世達賴常常講一句話 他講了什麼
話？他說：﹁哎呀 我的前世做得不好 ﹂所以他這一
世要離鄉背井 要受苦受難 前一世 他指的是十三世
達賴 他追殺︿扎什倫布寺﹀的班禪大喇嘛 怎麼可以
這樣子呢？這是兄弟相殘 一山不能有二虎 除非是一
公一母 這是慧君上師的名言 不是我講的
所以你看西藏 一個前藏 一個後藏 依照轉世
的因緣講起來 其實達賴喇嘛也不可以欺負班禪喇嘛
不可以的 為什麼呢？畢竟依照轉世來講 班禪喇嘛是
克主傑轉世的 他是大師兄啊 宗喀巴的最大的弟子就
是克主傑 宗喀巴要圓寂前五年 根敦主才來皈依 跟
隨宗喀巴 根敦主是誰啊？就是達賴喇嘛 他可能算起
來是最小的弟子 結果最小的弟子把最大的師兄的轉世
欺負 怎麼可以欺負他呢 應該兩個要並存 而且後藏
比較窮困 本來後藏就比較窮困 前藏比較富庶
所以我講這個意思 就是金剛兄弟起怨尤也是不
可以的 彼此之間是平等 達賴跟班禪不知道怎麼弄
得 弄到小弟子變成整個西藏的精神領袖 反而班禪好
像變成第二個 班禪本身講起來是克主傑轉世的 是大
師兄 根敦主是達賴 是最小的弟子 怎麼小的可以欺
負大的呢？對不對 應該照孔融來講 孔融讓梨 應該
把最好的梨子給大師兄吃 自己吃那個小的梨子才對

的力量 法力 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又有尊勝佛母
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就把尊勝佛母引到五台山去 所以這
個咒語 看怎麼唸：﹁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拉 達爹 梭哈 ﹂ 要這樣子唸喔︵笑︶！真
的 按照藏人 他是用低沉的聲音 BASS的發音 由你
的丹田發出來的聲音 這樣子是很好的 那大家看看
﹁真佛法相寶典﹂│尊勝佛母 有祂的修行法 以前修
行方法有沒有？這個做為本尊來修行？有修行的方法
嗎？有修行的儀軌嗎？有修行的儀軌 那大家灌頂以後
就可以按照修行的儀軌去修 這個咒非常好 我很喜歡
這個咒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咒
有一個人問 兩個人在對談 甲對乙講：﹁如果你
的女朋友跟你媽掉到海裡你會救誰？﹂︵笑︶ 這個問
題好像好多 昨天晚上也談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媽媽
掉到水裡你會救誰？這個乙回答：﹁當然是媽媽 ﹂
哎？很奇怪喔！甲就問：﹁為什麼？﹂ 乙回答：﹁因
為女朋友可以再換 ﹂ 這樣不對啊 然後他又回答了
一個 乙他是講說：﹁當然先救我媽媽 因為我現在還
沒有女朋友 ﹂ 主要是這樣 這個笑話也是滿好的
前兩天 有一個女的終於升格為準媽媽 老公叫我
趕緊去跟老闆講 爭取減少工作 好好地保胎 午飯在
餐廳碰到老闆 我難掩興奮地對老闆講：﹁老闆 我懷
孕了 ﹂ 所有的人都轉過來看 老闆愣了半天 憋出
一句：﹁妳老公知道嗎？﹂ 我回答：﹁我老公叫我來
找你談 ﹂ ︵笑︶這是一個誤會 像那個李珍妮呀
她在加州 突然間到了西雅圖 我要到﹁西雅圖大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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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悉地 吽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三遍以後
祂就會走掉 如果是魔祂就消失掉 就不見了
如果有壓床 你們誰有被壓床過的？被壓床 很多
人舉手都是舉一半 到底是？﹁是﹂你就這樣嘛！﹁不
是﹂你就不舉嘛！對不對？那你就舉這樣 那到底是還
不是啊？好像在憋尿一樣啊︵笑︶！大方一點 有被壓
床過你就舉這樣 我小時候常常被壓床 現在從來沒有
這回事了 已經完全沒有 現在還是有人常常被壓床
有這個魔來干擾 把你壓 那時候你懂得密咒 你就
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唸三遍以後 他
就馬上﹁蹦﹂ 就離開了
你懂得唸尊勝佛母的咒更好 你就唸了三次 祂就
離開 因為尊勝佛母祂是除魔金剛啊！今天我們講的都
是屬於魔來干擾啊！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唸尊勝佛母的
咒了 唸三遍 那個魔祂就走了 你可以問祂啊：﹁請
問尊勝佛母是哪一個密號？﹂ 如果祂回答：﹁除魔金
剛 ﹂ 表示這個真的是尊勝佛母來了 如果是真的來
了 祂不會消失掉
所以這裡面提到的見宗覺醒 什麼叫﹁見宗﹂啊？
它底下有註解：﹁見地宗趣 即見地成就之極限 ﹂
魔是不會懂得四灌頂的見地宗趣 祂是不懂的 我告訴
你什麼叫做見地宗趣 開悟的人就知道 第四灌頂一般
來講都是開悟 開悟者就等於到了第四灌頂這個程度
了 一到三灌的宗趣 可能魔還知道 至於開悟 祂就
不是魔了 如果這個魔本身已經開悟了 祂就不是魔
了 祂已經離開魔境了 祂就不是魔了 所以魔絕對不
知道什麼叫做開悟的 所以當你在睡覺 夢中的時候

店﹂吃飯 然後走到門口 李珍妮就跟我喊：﹁師尊！
我懷孕了！﹂ 所有的同門的眼睛都看著我︵笑︶ 我
很快地急中生智：﹁那不是我的 ﹂︵笑︶ 對呀！妳
肚子懷孕 妳嚷那麼大聲幹什麼？對不對？讓所有的人
眼睛都看著我 當然我要給她恭喜呀 嫁沒有多久她就
懷孕了 啊妳這樣嚷這麼大聲 平時妳那時候 唉 不
用談 總之 哎？她現在好像第二次懷孕了？啊？還沒
有啊？還沒有是吧？她那孩子很大啦！不錯啦！就是李
珍妮
我們談一下這個︽道果︾裡面的﹁見宗覺醒﹂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完覺醒之 三相理分辨：無論為
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
宗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魔
先以此語 進而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心意依次詰問其
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若為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宗趣
見地 或可略知 然於第四灌之宗趣見地 其非超越一
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
遁 ﹂ 這一段話是見宗覺醒
其實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有魔來干擾 這
是有的事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有魔來干擾 你問
祂：﹁祢的密號是什麼？﹂ 祂會講不出來的 例如我
們講尊勝佛母 祂的密號叫做除魔金剛 祂密號就是除
魔金剛 一般魔是講不出來 像師尊就叫大福金剛 盧
師尊的密號叫大福金剛 就是講密號 你這個密咒 你
也會唸的話 你就唸你的密咒：﹁嗡 古魯 蓮生悉
地 吽 ﹂ 唸密咒 唸三遍 你看到師尊來 你唸密
咒唸三遍：﹁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嗡 古魯 蓮

魔如果開悟 就不是魔啦！很簡單 你如果開悟了 就
不是魔 這樣子跟大家講 跟大家解釋這一段
老師告訴小明：﹁今天作文的題目是﹃我是董事
長﹄ 你怎麼寫作文？﹂ 過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老師
就問小明：﹁你為什麼還沒開始寫呢？﹂ 小明回答：
﹁作文這種小事交給我的秘書處理就可以 ﹂ 我是董
事長啊！那作文這麼小的事情交給我的秘書處理 小明
還是很聰明 很簡單哪 你看小明很聰明哪 你如果很
聰明的話 就不怕那個魔來擾 你也可以問祂 祂答不
出來的
有一個死刑犯即將被行刑 典獄長問：﹁最後一餐
你想吃什麼？﹂ 死刑犯講：﹁我想吃草莓 ﹂ 典獄
長講：﹁但現在不是草莓的季節啊！﹂ 死刑犯回答：
﹁沒關係的 我可以等 ﹂︵笑︶ 不過這個最多也是
拖個一年吧？對不對？應該想一個比較特別的 你們聰
明的應該想什麼？記得喔！如果被壓床的時候 唸尊勝
佛母的咒 這個是最好的咒語 唸師尊的咒也可以 唸
師尊的咒唸了 祂很快就走 很快就會離開
我們有時候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輕信 輕易地去相
信 必須要經過考證以後 很多事情 像師尊所講的
師尊的傳承 來源 那麼師尊要如何得到這個傳承 要
講給大家聽 大家才能夠明白 隨便聽人家的也不一定

宗趣見地 或可略知 然而第四灌的宗趣見地 其非超
越一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
遁 ﹂祂就會消失掉 如果你問祂：﹁這個咒怎麼唸？
祢是什麼密號？什麼叫做開悟？﹂ 祂答不出來 因為

啊 魔來干擾你 祂怎麼講呢？這個︽道果︾裡面講：
﹁你的見解是錯誤的 你的宗趣也是不對的 現在我跟
你指示 就不會有錯誤 你應該要學我的 ﹂ 魔會跟
你講這種話 叫你學祂的 不要學師尊的：﹁你不用跟
你的師尊學 你學我教的就好 ﹂ 這是魔本身的口
氣 師尊本身也是開悟者 那開悟的就是祂本身已經有
了見地的宗趣 所以這個叫見宗覺醒 當那個魔來告訴
你說：﹁你所學的是錯誤的 你要跟著我學 不要跟你
師父的 ﹂ 他會這樣子跟你講 然後干擾你的修行
一直到你本身入魔 會有這種現象產生出來
所以到了你禪定的時候 你看見了本尊 你唸本尊
咒 唸出你本尊的金剛號 好像燈光有熄掉是不是？
喔 跳電喔！這個尊勝佛母還滿厲害的︵笑︶ 然後
呢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有覺醒 就是說你要
知道這個來跟你講話的 這個是魔還不是魔？還是你的
本尊所講的？怎麼分辨？就是用咒語來分辨 另外呢就
是用金剛號來分辨 第三 你問祂：﹁你知道什麼叫隱
藏的開悟嗎？﹂ 隱藏的悟境嗎？你知道隱藏的悟境
嗎？如果祂也能夠答得出來就是真的 如果答不出來那
就是假的 用這樣子來分辨 所謂分辨就是覺醒的意
思 這一段的意思是這樣子 跟大家講清楚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宗覺醒之 三相理分辨：無
論為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宗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魔先以此語 進而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心意依次詰
問其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若為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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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悉地 吽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三遍以後
祂就會走掉 如果是魔祂就消失掉 就不見了
如果有壓床 你們誰有被壓床過的？被壓床 很多
人舉手都是舉一半 到底是？﹁是﹂你就這樣嘛！﹁不
是﹂你就不舉嘛！對不對？那你就舉這樣 那到底是還
不是啊？好像在憋尿一樣啊︵笑︶！大方一點 有被壓
床過你就舉這樣 我小時候常常被壓床 現在從來沒有
這回事了 已經完全沒有 現在還是有人常常被壓床
有這個魔來干擾 把你壓 那時候你懂得密咒 你就
唸：﹁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 唸三遍以後 他
就馬上﹁蹦﹂ 就離開了
你懂得唸尊勝佛母的咒更好 你就唸了三次 祂就
離開 因為尊勝佛母祂是除魔金剛啊！今天我們講的都
是屬於魔來干擾啊！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唸尊勝佛母的
咒了 唸三遍 那個魔祂就走了 你可以問祂啊：﹁請
問尊勝佛母是哪一個密號？﹂ 如果祂回答：﹁除魔金
剛 ﹂ 表示這個真的是尊勝佛母來了 如果是真的來
了 祂不會消失掉
所以這裡面提到的見宗覺醒 什麼叫﹁見宗﹂啊？
它底下有註解：﹁見地宗趣 即見地成就之極限 ﹂
魔是不會懂得四灌頂的見地宗趣 祂是不懂的 我告訴
你什麼叫做見地宗趣 開悟的人就知道 第四灌頂一般
來講都是開悟 開悟者就等於到了第四灌頂這個程度
了 一到三灌的宗趣 可能魔還知道 至於開悟 祂就
不是魔了 如果這個魔本身已經開悟了 祂就不是魔
了 祂已經離開魔境了 祂就不是魔了 所以魔絕對不
知道什麼叫做開悟的 所以當你在睡覺 夢中的時候

店﹂吃飯 然後走到門口 李珍妮就跟我喊：﹁師尊！
我懷孕了！﹂ 所有的同門的眼睛都看著我︵笑︶ 我
很快地急中生智：﹁那不是我的 ﹂︵笑︶ 對呀！妳
肚子懷孕 妳嚷那麼大聲幹什麼？對不對？讓所有的人
眼睛都看著我 當然我要給她恭喜呀 嫁沒有多久她就
懷孕了 啊妳這樣嚷這麼大聲 平時妳那時候 唉 不
用談 總之 哎？她現在好像第二次懷孕了？啊？還沒
有啊？還沒有是吧？她那孩子很大啦！不錯啦！就是李
珍妮
我們談一下這個︽道果︾裡面的﹁見宗覺醒﹂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完覺醒之 三相理分辨：無論為
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
宗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魔
先以此語 進而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心意依次詰問其
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若為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宗趣
見地 或可略知 然於第四灌之宗趣見地 其非超越一
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
遁 ﹂ 這一段話是見宗覺醒
其實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有魔來干擾 這
是有的事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有魔來干擾 你問
祂：﹁祢的密號是什麼？﹂ 祂會講不出來的 例如我
們講尊勝佛母 祂的密號叫做除魔金剛 祂密號就是除
魔金剛 一般魔是講不出來 像師尊就叫大福金剛 盧
師尊的密號叫大福金剛 就是講密號 你這個密咒 你
也會唸的話 你就唸你的密咒：﹁嗡 古魯 蓮生悉
地 吽 ﹂ 唸密咒 唸三遍 你看到師尊來 你唸密
咒唸三遍：﹁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嗡 古魯 蓮

魔如果開悟 就不是魔啦！很簡單 你如果開悟了 就
不是魔 這樣子跟大家講 跟大家解釋這一段
老師告訴小明：﹁今天作文的題目是﹃我是董事
長﹄ 你怎麼寫作文？﹂ 過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老師
就問小明：﹁你為什麼還沒開始寫呢？﹂ 小明回答：
﹁作文這種小事交給我的秘書處理就可以 ﹂ 我是董
事長啊！那作文這麼小的事情交給我的秘書處理 小明
還是很聰明 很簡單哪 你看小明很聰明哪 你如果很
聰明的話 就不怕那個魔來擾 你也可以問祂 祂答不
出來的
有一個死刑犯即將被行刑 典獄長問：﹁最後一餐
你想吃什麼？﹂ 死刑犯講：﹁我想吃草莓 ﹂ 典獄
長講：﹁但現在不是草莓的季節啊！﹂ 死刑犯回答：
﹁沒關係的 我可以等 ﹂︵笑︶ 不過這個最多也是
拖個一年吧？對不對？應該想一個比較特別的 你們聰
明的應該想什麼？記得喔！如果被壓床的時候 唸尊勝
佛母的咒 這個是最好的咒語 唸師尊的咒也可以 唸
師尊的咒唸了 祂很快就走 很快就會離開
我們有時候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輕信 輕易地去相
信 必須要經過考證以後 很多事情 像師尊所講的
師尊的傳承 來源 那麼師尊要如何得到這個傳承 要
講給大家聽 大家才能夠明白 隨便聽人家的也不一定

宗趣見地 或可略知 然而第四灌的宗趣見地 其非超
越一切如來 一切密續所隱藏者 彼決不知 羞愧遠
遁 ﹂祂就會消失掉 如果你問祂：﹁這個咒怎麼唸？
祢是什麼密號？什麼叫做開悟？﹂ 祂答不出來 因為

啊 魔來干擾你 祂怎麼講呢？這個︽道果︾裡面講：
﹁你的見解是錯誤的 你的宗趣也是不對的 現在我跟
你指示 就不會有錯誤 你應該要學我的 ﹂ 魔會跟
你講這種話 叫你學祂的 不要學師尊的：﹁你不用跟
你的師尊學 你學我教的就好 ﹂ 這是魔本身的口
氣 師尊本身也是開悟者 那開悟的就是祂本身已經有
了見地的宗趣 所以這個叫見宗覺醒 當那個魔來告訴
你說：﹁你所學的是錯誤的 你要跟著我學 不要跟你
師父的 ﹂ 他會這樣子跟你講 然後干擾你的修行
一直到你本身入魔 會有這種現象產生出來
所以到了你禪定的時候 你看見了本尊 你唸本尊
咒 唸出你本尊的金剛號 好像燈光有熄掉是不是？
喔 跳電喔！這個尊勝佛母還滿厲害的︵笑︶ 然後
呢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有覺醒 就是說你要
知道這個來跟你講話的 這個是魔還不是魔？還是你的
本尊所講的？怎麼分辨？就是用咒語來分辨 另外呢就
是用金剛號來分辨 第三 你問祂：﹁你知道什麼叫隱
藏的開悟嗎？﹂ 隱藏的悟境嗎？你知道隱藏的悟境
嗎？如果祂也能夠答得出來就是真的 如果答不出來那
就是假的 用這樣子來分辨 所謂分辨就是覺醒的意
思 這一段的意思是這樣子 跟大家講清楚
﹁於見宗變遷時 以見宗覺醒之 三相理分辨：無
論為現身告之 抑僅出聲音告之 其謂：﹃汝之見謬
汝之宗趣亦左 由我所示者必不誤 當受持﹄等語時
乃魔先以此語 進而擾引修士入魔 其時以心意依次詰
問其四灌之見地及宗趣為何？若為魔 則初灌至三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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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尊勝佛母咒語

「嗡。普隆。梭哈。嗡。阿彌達。阿俞拉。達爹。梭哈。」

是很準的 聽外面的那更不準 有人講說師尊沒有傳
承 師尊根本沒有密教的傳承 外面的人有人這樣子
講 講這個沒有意思嘛！因為我最後的一個密教的師父
│吐登達爾吉上師 最後一個密教的師父是吐登達爾吉
上師 因為我提早講出來 大家一窩蜂就往吐登達爾吉
上師那裡去 你說是不是？你們見過吐登達爾吉上師的
舉手 你看很多人見過嘛！他們都見過 什麼叫做沒有
密教的傳承？難道這個師父也隨便認的嗎？
我要把所有的傳承的證書收集 或者跟祂照相 我
最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從來就不會照相 我手上
根本就沒有照相機 我連手機都沒有！以前見師父的時
候 那時候有手機嗎？沒有啊！哎？對 我住
Ballard的時候那時候有手機嗎？還沒有手機嘛！那時
候薩迦證空上師 了鳴和尚 十六世大寶法王 那個時
候都沒有手機呀！我從來也不照相 他說以相片為準
那相片我只有跟吐登達爾吉上師照過相 但是是他幫我
照的 那個其供幫我照 我自己也沒有照相機呀！所以
我就拿不出那個照片出來 他們講師尊講的是不對的
祂沒有傳承 哪會沒有傳承？所以這個必須要證明喔！
我講一個笑話好了 有一個人到阿里山旅遊 住進
酒店後 意外地發現房間裡有個電腦可以上網 於是他
給他的妻子送了一封電郵 但是他不小心輸入錯誤的電
子郵件地址 結果他的郵件發給了一個剛剛從丈夫的葬
禮上返回家的寡婦 這位寡婦以為是親友書信的訊息
讀完這封電郵以後她就昏了過去 寡婦的兒子衝進房
間 發現他的母親在地上 電腦上面寫：﹁親愛的妻
子 我知道妳很驚訝收到我的信 他們這裡居然有電

腦 我剛辦理了入住手續 妳和孩子還好嗎？這地方非
常地漂亮 一切都很好 但是我一個人在這裡很寂寞
我真的很希望妳也能來看看 我和經辦人員聯繫 他們
會安排妳明天過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見 愛妳的老
公 ﹂ 看完電郵 連兒子也暈倒了 ︵笑︶所以這個
就是錯誤 你這個郵件你寄錯了 差別非常地大 這就
是錯誤
好啦！這兩個笑話能笑就笑 不笑就不笑︵笑︶
這兩天都有狂風暴雨 請各位不要驚慌 因為已經進入
520的狀態 520就是我愛你 發誓的人太多 出現雷劈
現象 純屬正常 ︵笑︶懂得笑的就笑 不懂得笑就不
要笑 現在我的提款卡 我連密碼都不想設了 用一個
八位數的密碼去保護一個兩位數的存款 想一想心都累
︵笑︶
大家要懂得防魔 我看下一篇要講什麼？這裡有提
到 ﹁雖問而無答 為所聞現象之禪定 保認任意 若
其知一切見地宗趣後 作殊勝授記者 是上師與本尊
故祈成就 ﹂ 非常好 如果你在禪定當中 你知道了
什麼叫做開悟以後 而且本尊給你做殊勝的授記 是上
師跟本尊給你殊勝的授記 你要祈禱你將來可以成就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樣 ﹁雖問而無答﹂ 如果你問魔
祂沒有回答你的話 ﹁為所聞現象之禪定﹂ 這個時候
你所知道的這種禪定 保認任意 ﹁保認任意﹂又是這
一句話 保認任意就是隨順 也不要理會就是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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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辛二

本頌金剛句偈疏

內魔的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
障 然無論修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內
魔所擾 即頌云：﹁內魔﹂等 復如
前作四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灌標誌
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尸林主
護境神祇 自之護法等依止之尊 以
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供養 令其歡
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喜做諸妨害 作
斷絕及隨攝 故云：﹁內魔﹂或﹁障
礙﹂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地
宗趣及生圓二次第
頌中﹁若不識標誌則至﹂ 內魔
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種覺受與痛苦而
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種色相
及聲音 藉由見地宗趣變異而作障
難
﹁以識﹂標誌而能﹁守護﹂ 其
有：四根本標誌 四支分標誌 四語
標誌 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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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的本尊﹁大慈
大悲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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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
同門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駐瑞典兼挪威
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
會計師Teresa師姐 ︿台灣雷藏寺﹀公關組主任王資主
師兄 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修觀世音菩薩的法 觀世音菩薩本身有
很多的觀世音菩薩 因為觀世音菩薩有千百億化身 比
較有名的觀世音菩薩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有聖觀
音 有如意輪觀音 有送子觀音 還有馬頭明王祂也是
馬頭觀音 還有十一面觀音 準提菩薩也是屬於觀音
是準提觀音 有鰲龍觀音 有淨瓶觀音 有白衣觀音
有高王觀世音 大家知道的 這還只是一點點而已 其
他觀世音菩薩祂本身的顯現非常多 祂的應化身也非常
多 據我所知道的 目前講起來 我們學的藏密 整個
西藏都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也就是說整個西藏都是
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觀世音菩薩顯化非常的多 你們看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那是在︻法華經︼裡是不是？
︻妙法蓮華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所提到的
應以什麼身得度的 觀世音菩薩就顯化什麼身來度化
你 ︻普門品︼有這樣子的記載
以前我媽媽一天到晚就是唸︻普門品︼ 那時候她
沒有唸︻高王觀世音經︼ 就唸︻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面提到 觀世音菩薩有

三十二種化身 因應眾生需要而現身說法 祂可以變化
成為佛 甚至﹁辟支佛﹂ 什麼叫做辟支佛？就是﹁獨
覺﹂叫辟支佛；還有變化成為聲聞出家眾 變化成為大
梵天王 變化成為帝釋天 還有自在天 大自在天 甚
至於天大將軍 毗沙門；毗沙門就是四大天王 還可以
變小王身 變成長者 居士 宰官 婆羅門 比丘 比
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婦女 童男 童女 天龍 夜
叉 乾闥婆 阿修羅 迦樓羅 緊那羅 摩睺羅伽
人 非人 執金剛神等等 這麼多的變化身 就是說你
應該以什麼身得度的 觀世音菩薩就可以變化什麼身來
度你 觀世音菩薩度化眾生非常多的 數不清的
我們知道觀世音菩薩過去也是佛 因為祂有﹁十一
面觀音﹂ 我以前講過 什麼叫十一面觀音？就是一個
面代表菩薩的一地 ﹁十一面﹂代表﹁十一地﹂ 菩薩
只有﹁十地﹂ ﹁十一地﹂的意思 是講十一面觀音本
身就是佛了 祂已經到十一地了 毗盧遮那佛是在十三
地 觀世音菩薩已經到十一地 十地以上都是佛了 所
以我們曾講過 過去正法明如來 現前觀世音菩薩 觀
世音菩薩寧可在娑婆世界作為一個菩薩度化眾生 所以
祂的身是非常偉大的
我記得我以前講過大聖歡喜天 也是觀世音菩薩所
變化出來的 其實像香巴拉國第一代種王 就是文殊師
利菩薩變化出來的 第二代種王也就是﹁白蓮花王﹂
白蓮花王真正的身分 祂也是觀世音菩薩變化出來的
所以在密教裡面可以講是交叉變化 觀世音菩薩一般講
是阿彌陀佛的隨侍 等於阿彌陀佛的弟子 阿彌陀佛本
身的變化也是非常多 像蓮花童子也都是阿彌陀佛化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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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變化也是非常多 像蓮花童子也都是阿彌陀佛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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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 本地一樣都是阿彌陀佛 所以菩薩的化現 我
們不要覺得很奇怪 怎麼那個也是觀世音菩薩 這個也
是觀世音菩薩 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祂有千百億化身
嘛！
以前我教大家唸阿彌陀佛：﹁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
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那就不得了 單單
這個數目 ﹁三十六萬億﹂就不知道化身有多少了！那
你看蓮花童子 包括蓮華生大士也是阿彌陀佛本身所化
身出來的 你看我們八大本尊 準提菩薩 準提也是觀
世音菩薩的系統 蓮花童子也是觀世音菩薩的系統 也
是阿彌陀佛的系統 另外還有馬頭明王 金剛神當中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太多了 六臂白瑪哈嘎拉也是觀世音
菩薩化出來的 所以祂化身太多了 數不清了
祂慈悲也是無量 我們講﹁四無量﹂ 第一個講
﹁慈無量﹂ 慈悲無量 慈無量 悲無量 喜無量跟捨
無量 全部都是跟觀世音菩薩有關 所謂慈 一般我們
解釋給人快樂就是慈；悲就是拔除人的痛苦 悲無量；
喜無量就是隨喜 歡喜 無量喜 去做慈悲的事情；捨
無量是平等 平等捨 什麼叫做平等捨？就是沒有分
別 沒有分別你的 我的 他的 沒有分別一律普化
全部統統都度化 所以到了捨無量的時候 連你的敵
人 你也去慈悲喜捨 這叫﹁平等捨﹂ 連你的敵人
怨敵都是平等捨 沒有什麼你我他之間的分別 這樣子
的去做
我們看看伊喜措嘉的精神 祂也是這樣子的 伊喜
措嘉過去有兩個比較特別的應化身 祂行菩薩行 有一
個痲瘋病人 你們看過這個故事嗎？聽過的舉手 有一
個是全身流膿 很惡臭的病人 痲瘋病台灣話叫﹁癩疴

病﹂ 他沒有太太 他希望伊喜措嘉嫁給他 伊喜措嘉
也很慈悲他 就跟他共同生活 還嫁給他 你們看過這
個故事嗎？沒有啊 所以你想想看 伊喜措嘉這麼漂亮
的女生 痲瘋病人那麼dirty的 為了讓那個痲瘋病人
能夠滿足 祂捨身嫁給他 那是很痛苦的事 那個人全
身很髒 痲瘋病台灣話叫癩疴病 不是泰國病 這麼髒
的一個人 祂跟這個痲瘋病人相處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
且竭力去幫助自己先生的病 這樣子的一種捨身 平等
捨的精神 很難去解釋的
另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瘸腿的 這個故事知道
嗎？蓮彥你知道嗎？有一個瘸腿的來到伊喜措嘉面前
他的兩個膝蓋都沒有了 他跟伊喜措嘉講 醫生告訴
他 只要有伊喜措嘉的兩個膝蓋裝在他身上 就是把伊
喜措嘉腿的膝蓋 裝在瘸腿人的身上 他就可以行走；
祢是慈悲的伊喜措嘉 你可不可以把兩個膝蓋給我？伊
喜措嘉也答應把自己的膝蓋給他 結果自己變成瘸腿
的 讓那個瘸腿的可以走路
觀世音菩薩本身就有這種精神 所以大聖歡喜天
呢？我講過大聖歡喜天的故事 大聖歡喜天本來是獨身
的 象鼻的 像那個甘尼許一樣的；但是祂是一個魔
到處以殺人為樂 觀世音菩薩就化成母的甘尼許 然後
甘尼許就一直追這個母的甘尼許 怎麼追都追不上 當
祂要灰心的時候 祂又在他面前 最後 大聖歡喜天就
跟母的大聖歡喜天講：﹁我一定要娶妳！﹂母的大聖歡
喜天就跟公的大聖歡喜天講：﹁你如果要娶我 只有一
個條件 你護持佛法 以後不再殺害眾生 ﹂公的大聖
歡喜天就說：﹁這樣好 我就答應你 ﹂觀世音菩薩就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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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 本地一樣都是阿彌陀佛 所以菩薩的化現 我
們不要覺得很奇怪 怎麼那個也是觀世音菩薩 這個也
是觀世音菩薩 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祂有千百億化身
嘛！
以前我教大家唸阿彌陀佛：﹁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
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那就不得了 單單
這個數目 ﹁三十六萬億﹂就不知道化身有多少了！那
你看蓮花童子 包括蓮華生大士也是阿彌陀佛本身所化
身出來的 你看我們八大本尊 準提菩薩 準提也是觀
世音菩薩的系統 蓮花童子也是觀世音菩薩的系統 也
是阿彌陀佛的系統 另外還有馬頭明王 金剛神當中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太多了 六臂白瑪哈嘎拉也是觀世音
菩薩化出來的 所以祂化身太多了 數不清了
祂慈悲也是無量 我們講﹁四無量﹂ 第一個講
﹁慈無量﹂ 慈悲無量 慈無量 悲無量 喜無量跟捨
無量 全部都是跟觀世音菩薩有關 所謂慈 一般我們
解釋給人快樂就是慈；悲就是拔除人的痛苦 悲無量；
喜無量就是隨喜 歡喜 無量喜 去做慈悲的事情；捨
無量是平等 平等捨 什麼叫做平等捨？就是沒有分
別 沒有分別你的 我的 他的 沒有分別一律普化
全部統統都度化 所以到了捨無量的時候 連你的敵
人 你也去慈悲喜捨 這叫﹁平等捨﹂ 連你的敵人
怨敵都是平等捨 沒有什麼你我他之間的分別 這樣子
的去做
我們看看伊喜措嘉的精神 祂也是這樣子的 伊喜
措嘉過去有兩個比較特別的應化身 祂行菩薩行 有一
個痲瘋病人 你們看過這個故事嗎？聽過的舉手 有一
個是全身流膿 很惡臭的病人 痲瘋病台灣話叫﹁癩疴

病﹂ 他沒有太太 他希望伊喜措嘉嫁給他 伊喜措嘉
也很慈悲他 就跟他共同生活 還嫁給他 你們看過這
個故事嗎？沒有啊 所以你想想看 伊喜措嘉這麼漂亮
的女生 痲瘋病人那麼dirty的 為了讓那個痲瘋病人
能夠滿足 祂捨身嫁給他 那是很痛苦的事 那個人全
身很髒 痲瘋病台灣話叫癩疴病 不是泰國病 這麼髒
的一個人 祂跟這個痲瘋病人相處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
且竭力去幫助自己先生的病 這樣子的一種捨身 平等
捨的精神 很難去解釋的
另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瘸腿的 這個故事知道
嗎？蓮彥你知道嗎？有一個瘸腿的來到伊喜措嘉面前
他的兩個膝蓋都沒有了 他跟伊喜措嘉講 醫生告訴
他 只要有伊喜措嘉的兩個膝蓋裝在他身上 就是把伊
喜措嘉腿的膝蓋 裝在瘸腿人的身上 他就可以行走；
祢是慈悲的伊喜措嘉 你可不可以把兩個膝蓋給我？伊
喜措嘉也答應把自己的膝蓋給他 結果自己變成瘸腿
的 讓那個瘸腿的可以走路
觀世音菩薩本身就有這種精神 所以大聖歡喜天
呢？我講過大聖歡喜天的故事 大聖歡喜天本來是獨身
的 象鼻的 像那個甘尼許一樣的；但是祂是一個魔
到處以殺人為樂 觀世音菩薩就化成母的甘尼許 然後
甘尼許就一直追這個母的甘尼許 怎麼追都追不上 當
祂要灰心的時候 祂又在他面前 最後 大聖歡喜天就
跟母的大聖歡喜天講：﹁我一定要娶妳！﹂母的大聖歡
喜天就跟公的大聖歡喜天講：﹁你如果要娶我 只有一
個條件 你護持佛法 以後不再殺害眾生 ﹂公的大聖
歡喜天就說：﹁這樣好 我就答應你 ﹂觀世音菩薩就
雜誌

29
30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COVID-19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印

我天天跟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在一起
既然我已經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跟觀世音菩薩在一起
跟大勢至菩薩在一起 能夠為新冠狀病毒捨身 也是非
常好的 觀世音菩薩就是這種精神 人家伊喜措嘉也是
這種精神 因為這世界上其實也沒有什麼留戀的 沒有
啊！其實也沒有了 那能夠替代所有眾生的新冠狀病
毒 而讓病毒能夠消除掉 師尊也願意做的 只是害怕
說傳染到別人 這樣子是不太好
我們今天再講一點︽道果︾ 所以觀世音菩薩的
慈悲喜捨是無量的 慈悲喜捨都是無量的 這裡呢
﹁略釋支分義﹂ 也就是大略地解釋這方面的意義﹁頌
中的﹃慧﹄ 即補特伽羅 頌中的﹃外魔﹄ 為初始以
來唯作惡方障礙之毘奈夜伽 ﹂ 毘奈夜伽是荼吉尼
嗎？還是鬼子母？鬼類當中的一種 毘奈夜伽解釋成為
什麼？魔神仔？魔神仔是臺灣話 就是鬼類的一種
﹁頌中的﹃二道 見宗八變﹄ ﹃二道﹄即生起
次第跟圓滿次第二道 或方便道與智慧道兩種﹂ 我告
訴大家 為什麼有方便道跟智慧道 智慧道 如果 一
定要有兩個道 因為沒有生起次第 就不會有圓滿次
第 什麼是生起次第？就是胎藏界 就是生起次第；金
剛界就是圓滿次第 如果沒有胎藏界就不會有金剛界
很簡單的！沒有你修行 就沒有成佛！這個道理是一樣
的 所以胎藏界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我們凡夫 就
不可能有人成佛 生起次第代表你剛剛從凡夫開始修
行 圓滿次第就已經接近成佛了 這個道理就是在這
裡

把大聖歡喜天給他收伏了 所以觀世音菩薩在度眾生也
是一樣的 慈悲的事情 伊喜措嘉也是一樣的 像這樣
子慈悲的事情 祂們是做的
所以我講過一句話：師尊也是可以捨的！生死皆
可捨 死都可以捨 沒什麼 我覺得像這一次新冠狀病
毒 新冠狀病毒的細菌都帶在身上 這個金色做的黃金
做的形象很像新冠狀病毒 如果有新冠狀病毒的人來
師尊一樣可以加持他 就算被傳染到了 那也無所謂
我只要加持你 希望你能好；我自己倒無所謂 我死都
不要緊 我有這種精神 如果是說有人得到新冠狀病
毒 要找師尊加持 我是應許的 我是願意的 我可以
做到這事 但我只有一點害怕 我希望我不傳染給別
人 那個人也不傳染給大家 但是這樣子又很難做的
到 我不能講說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你得到新冠狀
病毒來問事 師尊可以幫你問 但那個蓮麒法師就很危
險 他是侍者問事的法師 他就很危險 另外他只要走
進我們雷藏寺 我們雷藏寺的人都會走光了
我看到有一個笑話：早上去吃早餐沒有位子坐
我就大聲地問我弟弟說：﹁武漢好玩嗎？﹂突然整間店
的人全部跑光 我今天如果開放給得到新冠狀病毒的人
到︿西雅圖雷藏寺﹀ 師尊幫他加持 這也有難處 因
為他要通過所有的關卡 到︿西雅圖雷藏寺﹀ 進到我
的問事房 會接觸到很多人 我是害怕傳染到別人 不
然傳染到我 我也是無所謂了 真的 也不珍貴 時間
也差不多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嘛！為眾生犧牲也是可以
的 真的是這樣子的想法 你知道現在很多國家幾乎快
傳遍了 能夠用我的身子去換取這個病毒在娑婆世界消
失掉 我是願意做的 這個死對我沒有什麼威脅 因為

個山神認為這個光芒對祂實在刺激太大 所以起來對伊
喜措嘉作障礙 這個就是屬於內魔 附近神祇 山神
土地都是附近神祇 城隍 山神 土地都是附近神祇
它說要把這些魔障消除掉呢 是要供養祂們 以祂
們適合的供物及食子等供養 令其歡喜能作利益 若其
不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云：﹁內魔﹂或﹁障
礙﹂ 你看我們城隍爺是地方的守護神 還有山神也
是 土地也是 但你光芒太盛了 祂們來障礙你修行
這個時候怎麼樣？就是要做供養 很簡單 我告訴大
家 像甘尼許 我剛剛講的大聖歡喜天 祂來障礙所有
的人 殺害所有的人 只要把觀世音菩薩供養給祂 觀
世音菩薩變成母的大聖歡喜天 供養給祂 祂就好了
就變成佛法的守護神 一樣的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虛空的一切的神 一樣的 跟細
菌差不多的 為什麼這些神跟細菌差不多呢？你知道我
們身體裡面有好的細菌 我們身體裡面好的細菌多得很
哪！包括抵抗那些好像是說壞蛋的細菌 也是好的細菌
組合起來去抵抗那些壞的細菌哪！你身上的細菌是什麼
細菌？我們身上的細菌都是好的細菌哪！都不會障礙我
們 外來這些破壞的細菌進來了 那你的抗體是什麼？
抗體也是細菌哪！以抗體去對抗不好的細菌 把他們殺
死了 你身體就健康了；你的免疫力勝過外來的細菌
你就贏了；你的免疫力輸給外來的細菌 你就輸了 你
就會死啊 你就會器官衰竭 它攻擊你的器官
師尊講過 我們很怕這個好像是說新冠狀病毒 因
為它會攻擊男性的性功能 那你說男生如果沒有性功能
的話 他人生有何樂趣？人生就了無生趣 不如死了算

什麼叫做方便道？像我們今天持咒 觀想 結手
入三昧地 全部都是方便道 等到了你成就了 已

經接近究竟道了 那個時候就是叫智慧道 你真正成就
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方便道捨去了 不用方便道了 你
成了阿彌陀佛以後 你還要觀想？還要持咒？還要入三
昧地？還要結印嗎？不用了！在修行的過程當中你需要
用 等到你成就了就不用用 但是這個成就是從方便道
來的 也就是成就是從生起次第來的 這個道理我講
了 你們大概就聽得懂
﹁﹃見宗八變﹄為四障礙 生覺受及痛苦等三類
當間接了知；如此由外魔之四覺醒守護教示竟 ﹂ 這
個已經講過 所謂什麼叫做覺醒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裡再提到﹁內魔的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
護﹂ 現在開始教大家什麼是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
障 然無論修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內魔所擾 即頌云：
﹃內魔﹄等 復如前作四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灌標誌
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尸林主 護境神祇 自之護
法等依止之尊 以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供養 令其歡
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
云：﹃內魔﹄或﹃障礙﹄﹂
什麼是內魔呢？他現在所指的是尸林主 什麼叫尸
林主？墳場的鬼的頭目 尸林主 以前﹁幾里幾拉呀﹂
就是墳場主 就是尸林主 普巴金剛就是尸林主 但是
呢蓮華生大士降伏了尸林主 降服了幾里幾拉呀 就把
祂變成佛的護法 有關於尸林主 護境神祇 附近這地
方的守護神 這個地方的守護神 就是地方的神 也可
以做障礙 例如我們談到伊喜措嘉 祂在修行當中 成
就的時候光芒萬丈 祂在岩洞裡面修行 但是祂的光芒
出現了 所有的山神都擋不住那個光芒 離開座位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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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我天天跟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在一起
既然我已經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跟觀世音菩薩在一起
跟大勢至菩薩在一起 能夠為新冠狀病毒捨身 也是非
常好的 觀世音菩薩就是這種精神 人家伊喜措嘉也是
這種精神 因為這世界上其實也沒有什麼留戀的 沒有
啊！其實也沒有了 那能夠替代所有眾生的新冠狀病
毒 而讓病毒能夠消除掉 師尊也願意做的 只是害怕
說傳染到別人 這樣子是不太好
我們今天再講一點︽道果︾ 所以觀世音菩薩的
慈悲喜捨是無量的 慈悲喜捨都是無量的 這裡呢
﹁略釋支分義﹂ 也就是大略地解釋這方面的意義﹁頌
中的﹃慧﹄ 即補特伽羅 頌中的﹃外魔﹄ 為初始以
來唯作惡方障礙之毘奈夜伽 ﹂ 毘奈夜伽是荼吉尼
嗎？還是鬼子母？鬼類當中的一種 毘奈夜伽解釋成為
什麼？魔神仔？魔神仔是臺灣話 就是鬼類的一種
﹁頌中的﹃二道 見宗八變﹄ ﹃二道﹄即生起
次第跟圓滿次第二道 或方便道與智慧道兩種﹂ 我告
訴大家 為什麼有方便道跟智慧道 智慧道 如果 一
定要有兩個道 因為沒有生起次第 就不會有圓滿次
第 什麼是生起次第？就是胎藏界 就是生起次第；金
剛界就是圓滿次第 如果沒有胎藏界就不會有金剛界
很簡單的！沒有你修行 就沒有成佛！這個道理是一樣
的 所以胎藏界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我們凡夫 就
不可能有人成佛 生起次第代表你剛剛從凡夫開始修
行 圓滿次第就已經接近成佛了 這個道理就是在這
裡

把大聖歡喜天給他收伏了 所以觀世音菩薩在度眾生也
是一樣的 慈悲的事情 伊喜措嘉也是一樣的 像這樣
子慈悲的事情 祂們是做的
所以我講過一句話：師尊也是可以捨的！生死皆
可捨 死都可以捨 沒什麼 我覺得像這一次新冠狀病
毒 新冠狀病毒的細菌都帶在身上 這個金色做的黃金
做的形象很像新冠狀病毒 如果有新冠狀病毒的人來
師尊一樣可以加持他 就算被傳染到了 那也無所謂
我只要加持你 希望你能好；我自己倒無所謂 我死都
不要緊 我有這種精神 如果是說有人得到新冠狀病
毒 要找師尊加持 我是應許的 我是願意的 我可以
做到這事 但我只有一點害怕 我希望我不傳染給別
人 那個人也不傳染給大家 但是這樣子又很難做的
到 我不能講說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你得到新冠狀
病毒來問事 師尊可以幫你問 但那個蓮麒法師就很危
險 他是侍者問事的法師 他就很危險 另外他只要走
進我們雷藏寺 我們雷藏寺的人都會走光了
我看到有一個笑話：早上去吃早餐沒有位子坐
我就大聲地問我弟弟說：﹁武漢好玩嗎？﹂突然整間店
的人全部跑光 我今天如果開放給得到新冠狀病毒的人
到︿西雅圖雷藏寺﹀ 師尊幫他加持 這也有難處 因
為他要通過所有的關卡 到︿西雅圖雷藏寺﹀ 進到我
的問事房 會接觸到很多人 我是害怕傳染到別人 不
然傳染到我 我也是無所謂了 真的 也不珍貴 時間
也差不多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嘛！為眾生犧牲也是可以
的 真的是這樣子的想法 你知道現在很多國家幾乎快
傳遍了 能夠用我的身子去換取這個病毒在娑婆世界消
失掉 我是願意做的 這個死對我沒有什麼威脅 因為

個山神認為這個光芒對祂實在刺激太大 所以起來對伊
喜措嘉作障礙 這個就是屬於內魔 附近神祇 山神
土地都是附近神祇 城隍 山神 土地都是附近神祇
它說要把這些魔障消除掉呢 是要供養祂們 以祂
們適合的供物及食子等供養 令其歡喜能作利益 若其
不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云：﹁內魔﹂或﹁障
礙﹂ 你看我們城隍爺是地方的守護神 還有山神也
是 土地也是 但你光芒太盛了 祂們來障礙你修行
這個時候怎麼樣？就是要做供養 很簡單 我告訴大
家 像甘尼許 我剛剛講的大聖歡喜天 祂來障礙所有
的人 殺害所有的人 只要把觀世音菩薩供養給祂 觀
世音菩薩變成母的大聖歡喜天 供養給祂 祂就好了
就變成佛法的守護神 一樣的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虛空的一切的神 一樣的 跟細
菌差不多的 為什麼這些神跟細菌差不多呢？你知道我
們身體裡面有好的細菌 我們身體裡面好的細菌多得很
哪！包括抵抗那些好像是說壞蛋的細菌 也是好的細菌
組合起來去抵抗那些壞的細菌哪！你身上的細菌是什麼
細菌？我們身上的細菌都是好的細菌哪！都不會障礙我
們 外來這些破壞的細菌進來了 那你的抗體是什麼？
抗體也是細菌哪！以抗體去對抗不好的細菌 把他們殺
死了 你身體就健康了；你的免疫力勝過外來的細菌
你就贏了；你的免疫力輸給外來的細菌 你就輸了 你
就會死啊 你就會器官衰竭 它攻擊你的器官
師尊講過 我們很怕這個好像是說新冠狀病毒 因
為它會攻擊男性的性功能 那你說男生如果沒有性功能
的話 他人生有何樂趣？人生就了無生趣 不如死了算

什麼叫做方便道？像我們今天持咒 觀想 結手
入三昧地 全部都是方便道 等到了你成就了 已

經接近究竟道了 那個時候就是叫智慧道 你真正成就
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方便道捨去了 不用方便道了 你
成了阿彌陀佛以後 你還要觀想？還要持咒？還要入三
昧地？還要結印嗎？不用了！在修行的過程當中你需要
用 等到你成就了就不用用 但是這個成就是從方便道
來的 也就是成就是從生起次第來的 這個道理我講
了 你們大概就聽得懂
﹁﹃見宗八變﹄為四障礙 生覺受及痛苦等三類
當間接了知；如此由外魔之四覺醒守護教示竟 ﹂ 這
個已經講過 所謂什麼叫做覺醒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裡再提到﹁內魔的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
護﹂ 現在開始教大家什麼是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
障 然無論修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內魔所擾 即頌云：
﹃內魔﹄等 復如前作四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灌標誌
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尸林主 護境神祇 自之護
法等依止之尊 以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供養 令其歡
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
云：﹃內魔﹄或﹃障礙﹄﹂
什麼是內魔呢？他現在所指的是尸林主 什麼叫尸
林主？墳場的鬼的頭目 尸林主 以前﹁幾里幾拉呀﹂
就是墳場主 就是尸林主 普巴金剛就是尸林主 但是
呢蓮華生大士降伏了尸林主 降服了幾里幾拉呀 就把
祂變成佛的護法 有關於尸林主 護境神祇 附近這地
方的守護神 這個地方的守護神 就是地方的神 也可
以做障礙 例如我們談到伊喜措嘉 祂在修行當中 成
就的時候光芒萬丈 祂在岩洞裡面修行 但是祂的光芒
出現了 所有的山神都擋不住那個光芒 離開座位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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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笑︶ 我常常講到這個細菌的問題 這個其實無形
當中也有很多的這種障礙呀！但是你只要供養祂供養得
好 我供養你 這些鬼神眾我供養你 我用你喜歡的東
西我供養你 你喜歡什麼我供養什麼 你就會得到很大
的力量 很大的POWER出來 本來是障礙你的 就變成
順從你；本來是魔的 就變成神；本來是鬼眾 但是祂
也可以幫助修行人 就是你供養得法的話是這樣子的
這種現象
這裡面所提到的 讓這些內魔 ﹁若其不喜做諸妨
害﹂ 如果祂不歡喜 就會障礙你的修行；如果你的供
養祂歡喜了 你就等於收服了祂 細菌也是一樣啊！我
們人體裡面的細菌真的是很多的 腸子有腸子的細菌
胰臟有胰臟的細菌 你的心 肝 脾 肺 腎 到處都
有分泌 都有細菌 都是菌 但是是好的細菌 所以將
來可以發明 你胃腸不好 你取很健康人的大便來吃
因為他的大便裡有很多好的細菌 你吃了健康人的大便
以後啊 改善你的胃的細菌 跟你腸子的細菌 你就變
成健康 這個道理就是這個道理呀！
我講過說為什麼要食大便︵粵語︶？︵笑︶因為這
個人流出來的糞便裡面 有很多好的細菌在裡面 他的
胃腸好 所以流出來是黃金色的 比較堅 不是很硬
但是也是整條的那一種 裡面含有他的胃腸的好的細菌
在裡面 那你的胃腸不好 你胃潰瘍 胃酸 胃出問
題 腸子經常的黏液不對 不好的細菌在你的胃腸 你
的胃腸不好 所以你吃了那個健康人的大便 就等於吃
了好的細菌進去 他一下子把你的胃的壞的細菌消滅
把你腸子裡面壞的細菌消滅 你胃腸就變成好 你就變
成很健康的人 這個道理喔 所以講實在 在醫學研究

擦醉了 再打針就不會痛 ﹂︵笑︶ 這個講得很對
呀！把它擦醉了它就不會痛 小美：﹁可是我還是痛
啊！﹂ 爺爺講：﹁那是因為你屁股的酒量很好 ﹂
︵笑︶ 這個當然不是啦！當然不是說屁股有什麼酒
量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比喻而已
這裡有一個警示的 接近什麼樣的人 就會走怎麼
樣子的路；牌友只會催你打牌 酒友只會催你乾杯 益
友卻會感染你如何取得進步 人最大的幸福不是撿到
錢 也不是中獎 而是有人可以鼓勵你 指引你跟幫助
你 這個可以是我們以前有一句成語 就是叫﹁近朱者
赤 近墨者黑﹂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找到的朋友是
怎麼樣子 像我們今天在學佛 你找到的真的是他有佛
學知識的大善知識 那你就可以解脫 往生到佛國淨
土 或者你自己修行成為佛菩薩 這是人生最大的收
穫 就是這個 否則我們 好像是說你碰到怎麼樣子
你就被引到邪道裡面去 真正的道 就是你能夠找到幫
助你成佛的人
我帶著狗一起離家出走 結果家人只張貼尋狗啟
示 ︵笑︶有時候人跟狗比起來 狗反而比較重要 其
實人本身有他的靈性 人為什麼是萬物之靈？因為他懂
得靈性 人本身有靈性 而且他能夠修行；其他的畜牲
道要修行就很困難 如果你墮入三惡道 要修行就很
難 像餓鬼道 每天飢餓 如何修行？像畜牲道 牠很
愚痴 也不懂得修行；像地獄道 這個痛苦太甚 哪有
時間可以修行？所以我們人最好不要墮入三惡道 不要
墮入畜牲道 不要墮入地獄道 不要墮入惡鬼道 今天
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痛苦

方面 為什麼日本人發明飲尿︵粵語︶？︵笑︶喝尿
就是這個道理 食大便也是這個道理 就是把健康的細
菌吃進去 把不好的細菌消滅掉 你就變成健康
今天講的就是這個樣子 本來是不好的
那個神
是好的 神是有力量的 什麼叫做鬼？小力為鬼 大力
為神 大力就是神哪！祂的力量大 就是POWER大一
點 就是神哪 力量小一點祂就是鬼呀 神 鬼都是一
樣的 但是你侍奉祂 你供養祂 很好 祂就變成好的
力量 變成助力 意思就是在這裡；那你控制得不好
祂就把你整個毀滅掉 祂不歡喜 祂就把你整個毀滅
掉 所以孔子講的一句話：﹁敬鬼神而遠之 ﹂ 尊敬
祂們 但是遠離祂們 意思就是講說我們信佛就好 不
要信鬼神 但鬼神方面你仍然需要供養 意思是這樣
讓祂們產生歡喜 產生助力 那倒是好的 但是我們在
信仰上 我們信佛 相信佛 菩薩的道理 這個意思是
這樣子的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地宗趣及生圓二次
第 ﹂ 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 二次第啦 ﹁頌中﹃若
不識標誌則至﹄ 內魔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種覺受與痛
苦而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種色相及聲音 藉由
見地宗趣變異而作障難 ﹃以識﹄標誌而能﹃守護﹄
其有：四根本標誌 四支分標誌 四語標誌 一共是十
二項 ﹂ 一共有十二項 其實像這個內魔所產生的
祂也能夠迷惑你 以色 身 香 味 觸來迷惑你 祂
就是變化 所以鬼神也會變化嘛！祂變化成為色 身
香 味 觸來迷惑你 那你必須要認清楚
﹁有時生種種覺受與痛苦而不能入定﹂ 也會產生
讓你在禪定的時候不能真正進入禪定 就是障礙

你的修行 所以鬼神也是一樣會障礙你修行的 所以要
用供養的方法 還有你要認識那個標誌 要懂得 你悟
了道理以後 就不會受鬼神所迷惑 一般佛教講起來
對於這個鬼是從來就是他做障礙的 對於神我們當然也
是要用供養的方法 讓祂歡喜 把這個力量變成正的力
量 而不是來障礙你的力量 變成順境 這樣子 但是
我們不能皈依鬼神 我不能皈依鬼 也不能皈依神
我們皈依的是佛 法 僧 也就是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密教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佛
教的規定就是皈依佛 法 僧 皈依釋迦牟尼佛 皈依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 皈依保持著釋迦牟尼佛的佛法的
僧人 要皈依這三種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金剛上師是
說 皈依這個金剛上師 祂是有覺悟的金剛上師 能夠
讓你解脫的金剛上師 你要去皈依祂；解脫什麼呢？解
脫煩惱 解脫我執 解脫你的肉身 讓你能夠到淨土
讓你能成就的金剛上師 這四種皈依是最重要 佛教沒
有講說皈依鬼或者皈依某一個神 是沒有的
在高考的前夕 老爸打電話給兒子 老爸說：﹁兒
子啊！你放輕鬆 別緊張 好好考 我已經幫你找好了
關係 這個後臺是很硬的 但還是你要走一遍這個高考
的程序 ﹂兒子講：﹁好 我會很安心 好好地考 對
了 你找的關係是誰？﹂ 這個爸爸講：﹁是觀世音菩
薩 ﹂ ︵笑︶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也是我們的
靠山哪！對不對？我們靠的是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都是我們的靠山
小美問爺爺：﹁爺爺 打針的時候啊 為什麼要拿
棉球擦在屁股上？﹂ 爺爺講：﹁那是酒精 先把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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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笑︶ 我常常講到這個細菌的問題 這個其實無形
當中也有很多的這種障礙呀！但是你只要供養祂供養得
好 我供養你 這些鬼神眾我供養你 我用你喜歡的東
西我供養你 你喜歡什麼我供養什麼 你就會得到很大
的力量 很大的POWER出來 本來是障礙你的 就變成
順從你；本來是魔的 就變成神；本來是鬼眾 但是祂
也可以幫助修行人 就是你供養得法的話是這樣子的
這種現象
這裡面所提到的 讓這些內魔 ﹁若其不喜做諸妨
害﹂ 如果祂不歡喜 就會障礙你的修行；如果你的供
養祂歡喜了 你就等於收服了祂 細菌也是一樣啊！我
們人體裡面的細菌真的是很多的 腸子有腸子的細菌
胰臟有胰臟的細菌 你的心 肝 脾 肺 腎 到處都
有分泌 都有細菌 都是菌 但是是好的細菌 所以將
來可以發明 你胃腸不好 你取很健康人的大便來吃
因為他的大便裡有很多好的細菌 你吃了健康人的大便
以後啊 改善你的胃的細菌 跟你腸子的細菌 你就變
成健康 這個道理就是這個道理呀！
我講過說為什麼要食大便︵粵語︶？︵笑︶因為這
個人流出來的糞便裡面 有很多好的細菌在裡面 他的
胃腸好 所以流出來是黃金色的 比較堅 不是很硬
但是也是整條的那一種 裡面含有他的胃腸的好的細菌
在裡面 那你的胃腸不好 你胃潰瘍 胃酸 胃出問
題 腸子經常的黏液不對 不好的細菌在你的胃腸 你
的胃腸不好 所以你吃了那個健康人的大便 就等於吃
了好的細菌進去 他一下子把你的胃的壞的細菌消滅
把你腸子裡面壞的細菌消滅 你胃腸就變成好 你就變
成很健康的人 這個道理喔 所以講實在 在醫學研究

擦醉了 再打針就不會痛 ﹂︵笑︶ 這個講得很對
呀！把它擦醉了它就不會痛 小美：﹁可是我還是痛
啊！﹂ 爺爺講：﹁那是因為你屁股的酒量很好 ﹂
︵笑︶ 這個當然不是啦！當然不是說屁股有什麼酒
量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比喻而已
這裡有一個警示的 接近什麼樣的人 就會走怎麼
樣子的路；牌友只會催你打牌 酒友只會催你乾杯 益
友卻會感染你如何取得進步 人最大的幸福不是撿到
錢 也不是中獎 而是有人可以鼓勵你 指引你跟幫助
你 這個可以是我們以前有一句成語 就是叫﹁近朱者
赤 近墨者黑﹂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找到的朋友是
怎麼樣子 像我們今天在學佛 你找到的真的是他有佛
學知識的大善知識 那你就可以解脫 往生到佛國淨
土 或者你自己修行成為佛菩薩 這是人生最大的收
穫 就是這個 否則我們 好像是說你碰到怎麼樣子
你就被引到邪道裡面去 真正的道 就是你能夠找到幫
助你成佛的人
我帶著狗一起離家出走 結果家人只張貼尋狗啟
示 ︵笑︶有時候人跟狗比起來 狗反而比較重要 其
實人本身有他的靈性 人為什麼是萬物之靈？因為他懂
得靈性 人本身有靈性 而且他能夠修行；其他的畜牲
道要修行就很困難 如果你墮入三惡道 要修行就很
難 像餓鬼道 每天飢餓 如何修行？像畜牲道 牠很
愚痴 也不懂得修行；像地獄道 這個痛苦太甚 哪有
時間可以修行？所以我們人最好不要墮入三惡道 不要
墮入畜牲道 不要墮入地獄道 不要墮入惡鬼道 今天
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痛苦

方面 為什麼日本人發明飲尿︵粵語︶？︵笑︶喝尿
就是這個道理 食大便也是這個道理 就是把健康的細
菌吃進去 把不好的細菌消滅掉 你就變成健康
今天講的就是這個樣子 本來是不好的
那個神
是好的 神是有力量的 什麼叫做鬼？小力為鬼 大力
為神 大力就是神哪！祂的力量大 就是POWER大一
點 就是神哪 力量小一點祂就是鬼呀 神 鬼都是一
樣的 但是你侍奉祂 你供養祂 很好 祂就變成好的
力量 變成助力 意思就是在這裡；那你控制得不好
祂就把你整個毀滅掉 祂不歡喜 祂就把你整個毀滅
掉 所以孔子講的一句話：﹁敬鬼神而遠之 ﹂ 尊敬
祂們 但是遠離祂們 意思就是講說我們信佛就好 不
要信鬼神 但鬼神方面你仍然需要供養 意思是這樣
讓祂們產生歡喜 產生助力 那倒是好的 但是我們在
信仰上 我們信佛 相信佛 菩薩的道理 這個意思是
這樣子的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地宗趣及生圓二次
第 ﹂ 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 二次第啦 ﹁頌中﹃若
不識標誌則至﹄ 內魔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種覺受與痛
苦而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種色相及聲音 藉由
見地宗趣變異而作障難 ﹃以識﹄標誌而能﹃守護﹄
其有：四根本標誌 四支分標誌 四語標誌 一共是十
二項 ﹂ 一共有十二項 其實像這個內魔所產生的
祂也能夠迷惑你 以色 身 香 味 觸來迷惑你 祂
就是變化 所以鬼神也會變化嘛！祂變化成為色 身
香 味 觸來迷惑你 那你必須要認清楚
﹁有時生種種覺受與痛苦而不能入定﹂ 也會產生
讓你在禪定的時候不能真正進入禪定 就是障礙

你的修行 所以鬼神也是一樣會障礙你修行的 所以要
用供養的方法 還有你要認識那個標誌 要懂得 你悟
了道理以後 就不會受鬼神所迷惑 一般佛教講起來
對於這個鬼是從來就是他做障礙的 對於神我們當然也
是要用供養的方法 讓祂歡喜 把這個力量變成正的力
量 而不是來障礙你的力量 變成順境 這樣子 但是
我們不能皈依鬼神 我不能皈依鬼 也不能皈依神
我們皈依的是佛 法 僧 也就是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密教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佛
教的規定就是皈依佛 法 僧 皈依釋迦牟尼佛 皈依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 皈依保持著釋迦牟尼佛的佛法的
僧人 要皈依這三種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金剛上師是
說 皈依這個金剛上師 祂是有覺悟的金剛上師 能夠
讓你解脫的金剛上師 你要去皈依祂；解脫什麼呢？解
脫煩惱 解脫我執 解脫你的肉身 讓你能夠到淨土
讓你能成就的金剛上師 這四種皈依是最重要 佛教沒
有講說皈依鬼或者皈依某一個神 是沒有的
在高考的前夕 老爸打電話給兒子 老爸說：﹁兒
子啊！你放輕鬆 別緊張 好好考 我已經幫你找好了
關係 這個後臺是很硬的 但還是你要走一遍這個高考
的程序 ﹂兒子講：﹁好 我會很安心 好好地考 對
了 你找的關係是誰？﹂ 這個爸爸講：﹁是觀世音菩
薩 ﹂ ︵笑︶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也是我們的
靠山哪！對不對？我們靠的是佛 菩薩 金剛 護法
空行 諸天 都是我們的靠山
小美問爺爺：﹁爺爺 打針的時候啊 為什麼要拿
棉球擦在屁股上？﹂ 爺爺講：﹁那是酒精 先把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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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很榮幸能與華盛頓州的慈善機構和
社區組織，一起呼籲州長在 COVID–19 病毒危機中
採取立即行動，以支持和保護移民和難民。

COVID-19
public health
crisis.

Immigrants & WA's COVID-19 Response
Washington’s philanthropic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have come together to
request that Governor Inslee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protect and support immigrant and
refugee Washingtonians amid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crisis.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n this call to action! This letter was sent to the Governor on
Monday, May 4, 2020.
Dear Governor Inslee: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in address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for your ongoing
commitment to racial equity and inclusion.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we are learning
that COVID-19 is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ing the health of already vulnerable
communities of color, includ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We also know that the
effective shut down of much of the economy
required by physical distancing is having a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workers in
lower-wage industries and on families with
less income and economic stability.

雜誌

We are alarmed by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at indicate
Hispanic/Latinx residents make up 28% of
COVID-19 cases in Washington though they
constitute only 13% of our state's
population. This reflects existing inequities
in our society, and the influence of federal
anti-immigrant policies. Compounding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re decisions being
made at the federal level that exclude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cluding 250,000
immigrants without documentation living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their families. Preexisting policies, many of them adopted
under the current federal administration
endanger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policies that discourage
immigrants from applying for public
benefits, that increase enforcement,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at the expense of
due process, and that undermine refu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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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tlement programs and infrastructure.
These actions have already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health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now
that the pandemic is here, these
circumstances have only been exacerbated
as many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re
serving as essential workers, exposed to the
virus with inadequate safety equipment or
access to health care and services.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re putting their
own health and well-being at risk to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or the health of
our communities and economy.
Building on Washington State's strong
record of welcoming immigrants, we must
do all that we can as a state to ensure that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are not
subject to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re positioned to be a
dynamic part of the recovery.
Washington's philanthropic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urge the State to
protect and support immigrant and refugee
Washingtonians. Specifically, we are
requesting that you exercise your executive
authority to act on the following:
1.
Ensure that all immigrants, regardless
of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have access to
COVID-19 information, testing, and
treatment. Too often, due to lack of
language access and cultural competency,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are the
last to know about preventive health
measures including social distancing

requirements, what services they are eligible
for, and who they may contact for assistance.
We hear accounts of health care providers
who are not providing interpreter services
for telehealth visits, essentially barring LEP
individuals from accessing these vital
services. Moreover, while we appreciate the
state's expansion of AEM to cover COVID-19
testing and treatment for immigrants up to
138% FPL, people above this income level are
ineligible for this program and for subsidized
coverage available to other Washington
residents.
2.
Ensure access to safety-net programs
for all eligible low-income immigrants,
including: Health, nutrition, rental and cash
assist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rograms. Community education efforts
around critical safety-net program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es for these programs
must be responsive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needs of all Washingtonians.
3.
Establish a direct relief fund to provide
cash and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to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federal aid. We can build on our shared
experience to fund community-based efforts
around Census outreach through public and
private dollars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crisis and for the long term.
4.
Hold the line against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because it puts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t risk of exposure to the
coronavirus. Enforce the Keep Washington
Working Act, hal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jurisdictions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IC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civil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nd advocate for the release of
immigrants, especially vulnerable
populations, from the NW Detention Center.
5.
Protect critical legal and human
services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y member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were already experiencing
crisi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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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 policies, and those challenges are
now being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and
resulting recession.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State will be forced to make difficult
budgetary decisions. We urge you to prevent
yet another crisis from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by
protecting critical programs from budget cut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egal services
for naturalization and deportation defense,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supporting lowincome immigrant and refugee families,
educational services suppor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early learning and K-12
education, and undocumented youth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s economy has benefited
enormously from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civic contributions of immigrants regardless
of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In the current
pandemic, Washington is relying on essential
workers, includ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to keep the state running and economy
afloat. In the fight against this pandemic,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d we urge you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lleviate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lives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Washingtonians during this critical time.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advancing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rough strong and decisive
exercise of your executive authority in a way
that will help all Washingtonians weather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pave the way for our
eventual road to a collective recovery.
Again, we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in
these unprecedented times and are at your
disposal to discuss how we can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gether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Washingtonian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irect them to Rich Stolz,
Executive Director of OneAmerica
<Rich@weareoneamerica.org>
and Fo-Ching Lu, President of SYL Foundation
<info@sylfoundation.org>.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Sheng-Yen Lu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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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s philanthropic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have come together to
request that Governor Inslee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protect and support immigrant and
refugee Washingtonians amid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crisis.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n this call to action! This letter was sent to the Governor on
Monday, May 4, 2020.
Dear Governor Inslee: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in address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for your ongoing
commitment to racial equity and inclusion.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we are learning
that COVID-19 is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ing the health of already vulnerable
communities of color, includ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We also know that the
effective shut down of much of the economy
required by physical distancing is having a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workers in
lower-wage industries and on families with
less income and economic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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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larmed by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at indicate
Hispanic/Latinx residents make up 28% of
COVID-19 cases in Washington though they
constitute only 13% of our state's
population. This reflects existing inequities
in our society, and the influence of federal
anti-immigrant policies. Compounding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re decisions being
made at the federal level that exclude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cluding 250,000
immigrants without documentation living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their families. Preexisting policies, many of them adopted
under the current federal administration
endanger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policies that discourage
immigrants from applying for public
benefits, that increase enforcement,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at the expense of
due process, and that undermine refu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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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tlement programs and infrastructure.
These actions have already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health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now
that the pandemic is here, these
circumstances have only been exacerbated
as many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re
serving as essential workers, exposed to the
virus with inadequate safety equipment or
access to health care and services.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re putting their
own health and well-being at risk to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or the health of
our communities and economy.
Building on Washington State's strong
record of welcoming immigrants, we must
do all that we can as a state to ensure that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are not
subject to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but are positioned to be a
dynamic part of the recovery.
Washington's philanthropic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urge the State to
protect and support immigrant and refugee
Washingtonians. Specifically, we are
requesting that you exercise your executive
authority to act on the following:
1.
Ensure that all immigrants, regardless
of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have access to
COVID-19 information, testing, and
treatment. Too often, due to lack of
language access and cultural competency,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are the
last to know about preventive health
measures including social distancing

requirements, what services they are eligible
for, and who they may contact for assistance.
We hear accounts of health care providers
who are not providing interpreter services
for telehealth visits, essentially barring LEP
individuals from accessing these vital
services. Moreover, while we appreciate the
state's expansion of AEM to cover COVID-19
testing and treatment for immigrants up to
138% FPL, people above this income level are
ineligible for this program and for subsidized
coverage available to other Washington
residents.
2.
Ensure access to safety-net programs
for all eligible low-income immigrants,
including: Health, nutrition, rental and cash
assist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rograms. Community education efforts
around critical safety-net program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es for these programs
must be responsive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needs of all Washingtonians.
3.
Establish a direct relief fund to provide
cash and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to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federal aid. We can build on our shared
experience to fund community-based efforts
around Census outreach through public and
private dollars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crisis and for the long term.
4.
Hold the line against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because it puts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t risk of exposure to the
coronavirus. Enforce the Keep Washington
Working Act, hal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jurisdictions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IC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civil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nd advocate for the release of
immigrants, especially vulnerable
populations, from the NW Detention Center.
5.
Protect critical legal and human
services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y member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ies were already experiencing
crisi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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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 policies, and those challenges are
now being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and
resulting recession.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State will be forced to make difficult
budgetary decisions. We urge you to prevent
yet another crisis from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by
protecting critical programs from budget cut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egal services
for naturalization and deportation defense,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supporting lowincome immigrant and refugee families,
educational services suppor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early learning and K-12
education, and undocumented youth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s economy has benefited
enormously from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civic contributions of immigrants regardless
of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In the current
pandemic, Washington is relying on essential
workers, includ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to keep the state running and economy
afloat. In the fight against this pandemic,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d we urge you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lleviate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lives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Washingtonians during this critical time.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advancing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rough strong and decisive
exercise of your executive authority in a way
that will help all Washingtonians weather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pave the way for our
eventual road to a collective recovery.
Again, we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in
these unprecedented times and are at your
disposal to discuss how we can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gether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Washingtonian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irect them to Rich Stolz,
Executive Director of OneAmerica
<Rich@weareoneameri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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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

道果
內魔守護

本頌金剛句偈疏

墮方便

智慧二邊

一 四根本標誌
謂：﹁五指聚攏按 姆 無名作
明 結勝菩提印 食指表虛空﹂
１ 瓶灌：初瓶灌時 左手五指聚
攏 右手食指壓於其上 其表所聚攏為
共通五佛灌頂 能聚攏為金剛上師之灌
頂 故以六指表之
２ 密灌：知其緣由後 密灌之
時 以左拇指及無名指相拈如(印度)法
源之相 拈持灌頂物菩提心置於舌上之
相 問其此標誌為何？
是四吠陀中之阿達婆吠陀 言此為
菩提心置於舌上之標誌
３ 慧灌：第三灌之標誌 右手食
指為方便 交纏左手食指為智慧 表方
便智慧雙運且菩提心不漏之標誌 名
曰：﹁最勝菩提空樂無別手印﹂
第四灌：第四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
繞虛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此為四根
本標誌

己三
現教示二種瑜伽士共通十四守
護 頌云：﹁守護影與障明點漏﹂
句 其中 初集界時守護六影 中集界
時守護六漏 後集界時守護二障
庚一 初集界
於上師處求得灌頂及教授後 自住
寂靜處 修四座時 若生﹁影﹂ 其他
覺受功德不生
總言之 以﹁因﹂為前行 ﹁緣﹂
和合時 就會生﹁果﹂ 是緣起之殷
重 有些補特伽羅 其前世先造﹁影﹂
之因 此世遇生影之六緣時 乃報應身
心苦痛及喪命之果 能侵毀相續中禪定
及覺受 如雲蔽日故稱﹁影﹂
復次 有些補特伽羅 雖遇六緣然
不生影難 為昔未造因之功故 譬如雖
澆水施肥 無種亦不生芽；若先造因而
無六緣亦不生影難過患 如無土地順緣
具足之種子 此是大譯師所言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二 四支分標誌
謂：﹁五指張開示 變金剛拳
合 舉金剛三尖 食指表虛空﹂
瓶灌時 表共通五佛灌頂；密灌
時 表置菩提心於舌不分；慧灌時 表
融樂無念三者；第四灌時 如第四灌之
根本標誌
三 四語標誌
１ 瓶灌時 以噶拉夏阿 住於頂
門得瓶灌之標誌
２ 密灌時 以呀囉拉瓦 住於喉
輪得密灌之標誌
３ 慧灌時 以埃網嘛呀 住於密
輪 埃表智慧 網表方便 麻表摩呼羅
伽 大貪 呀瓦嗚表以緩流之息能現起
菩提心 得慧灌之標誌
４ 第四灌時 以嗡啊吽嗡 能遍
身口意及一切 表得第四灌之標誌
﹁四﹂者當知四相 於每一灌頂
中 各有四字 故云當知四相 表﹁灌
頂十六回 必能守護於障礙﹂無疑；此
為教示墮方便與智慧之八八 一十六守
護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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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

道果
內魔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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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 右手食指壓於其上 其表所聚攏為
共通五佛灌頂 能聚攏為金剛上師之灌
頂 故以六指表之
２ 密灌：知其緣由後 密灌之
時 以左拇指及無名指相拈如(印度)法
源之相 拈持灌頂物菩提心置於舌上之
相 問其此標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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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
﹁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今天我們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駐瑞典兼挪威代
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真佛宗宗委會﹀會
計師Teresa師姐 ︿台灣雷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
兄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你好！大家
好！︵粵語︶
先通知大家一下 下個禮拜天是三月八日是釋迦牟
尼佛的涅槃日 下午三點我們做釋迦牟尼佛的護摩法
會 釋迦牟尼佛是教主 不用介紹 這是佛教的教主
娑婆世界的教主 現在佛教所有的佛法都是由祂傳出來
的 由祂所傳的 主祈或者不主祈隨意 這個跟教主是
有關的 祂有兩個手印 釋迦牟尼佛的手印是內三山印
跟外縛三山印 三山印就是這個手印︵聖尊示範內三山
印︶ 外縛三山印也是山 外縛三山印還有內縛三山印
都是三山印 ︵聖尊示範︶祂的外相就是三十二相 咒
語：﹁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
哈 ﹂就是祂的心咒
今天我們做蓮花童子；蓮花童子大家也都知道了
不用太多的介紹 祂的來歷也是非常的殊勝 其中有一
個就是密教本身有﹁大圓滿法﹂ 寧瑪派主要是﹁大圓
滿法﹂ 是最高的法 一個是白教噶舉派﹁大手印
法﹂ ﹁大手印法﹂是最高的法 薩迦教是﹁大圓勝慧
法﹂ 是最高的法 現在我講的︽道果︾也算是薩迦派
花教最高的法 另外 格魯派就是﹁大威德法﹂ 是格

魯派最高的法 其中白教的﹁大手印法﹂跟寧瑪派﹁大
圓滿法﹂非常相似 兩個都很相似的 一個﹁大圓滿
法﹂跟﹁大手印法﹂ 都是阿達爾瑪佛所傳出來的
﹁大手印法﹂的傳承 阿達爾瑪佛先傳給寶意童
子 第一個接受本初佛傳法的﹁大手印法﹂的祖師 也
就是第二個祖師 就是寶意童子 寶意童子就是蓮花童
子 最早的蓮花童子是寶意童子跟寶上童子 ﹁大手印
法﹂是由噶舉派所擁有 祂的祖師爺也就是蓮花童子
所以蓮花童子在敦煌石窟裡面 幾乎每一個洞都有蓮花
童子 在師尊還沒有講出蓮花童子以前 根本就沒有人
提到蓮花童子 師尊講出蓮花童子以後 就跟著很多人
都談到蓮花童子 這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特別還是跟大家講︽道果︾ 這裡提到
一 四根本標誌 謂：﹁五指聚攏按 姆 無名作
明 結勝菩提印 食指表虛空﹂
１ 瓶灌：初瓶灌時 左手五指聚攏 右手食指壓
於其上 其表所聚攏為共通五佛灌頂 能聚攏為金剛上
師之灌頂 故以六指表之
２ 密灌：知其緣由後 密灌之時 以左拇指及無
名指相拈如︵印度︶法源之相 拈持灌頂物菩提心置於
舌上之相 問其此標誌為何？是四吠陀中之阿達婆吠
陀 言此為菩提心置於舌上之標誌
３ 慧灌：第三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為方便 交纏
左手食指為智慧 表方便智慧雙運且菩提心不漏之標
誌 名曰：﹁最勝菩提空樂無別手印﹂
第四灌：第四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繞虛空 表大樂
法身如虛空；此為四根本標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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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密灌：知其緣由後 密灌之時 以左拇指及無
名指相拈如︵印度︶法源之相 拈持灌頂物菩提心置於
舌上之相 問其此標誌為何？是四吠陀中之阿達婆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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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慧灌：第三灌之標誌 右手食指為方便 交纏
左手食指為智慧 表方便智慧雙運且菩提心不漏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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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如虛空；此為四根本標誌
雜誌

39
40

COVID-19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切

與障明點漏﹂句 其中 初集界時守護六影 中集界時
守護六漏 後集界時守護二障 ﹂
所謂﹁無漏法﹂有關係到守護六漏 師尊是無漏尊
者 也就是不漏明點的尊者 那麼守護六漏這裡在中集
界裡面有提到 守護六影 守護六漏 跟守護二障
我們談到初集界 剛剛解釋那個初集界 ﹁於上師
處求得灌頂及教授後 自住寂靜處 修四座時 若生
﹃影﹄ 其他覺受功德不生 ﹂
﹁總言之 以﹃因﹄為前行 ﹃緣﹄和合時 就會
生﹃果﹄ 是緣起之殷重 有些補特伽羅 其前世先造
﹃影﹄之因 此世遇生影之六緣時 乃報應身心苦痛及
喪命之果 能侵毀相續中禪定及覺受 如雲蔽日故稱
﹃影﹄ ﹂
﹁復次 有些補特伽羅 雖遇六緣然不生影難 為
昔未造因之功故 譬如雖澆水施肥 無種亦不生芽；若
先造因而無六緣亦不生影難過患 如無土地順緣具足之
種子 此是大譯師所言 ﹂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這裡面所提到的﹁影﹂ 它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這
個明明很好解釋的東西 他故意弄一個新的東西叫做
﹁影﹂ ﹁影﹂是什麼東西呀？其實﹁影﹂就是遮障
這個影子的﹁影﹂ 它弄一個影子的﹁影﹂出來 製造
新名詞 其實這個名詞你根本不用解釋這個影 就是你
在修行當中的一些障礙都叫做﹁影﹂嘛！障礙他不講
他講﹁影﹂ 讓你搞不清楚影到底是什麼東西？所有一
切障礙 一切的苦 甚至於會奪掉你的生命 都算是障
礙啦

﹁四﹂者當知四相 於每一灌頂中 各有四字
故云當知四相 表﹁灌頂十六回 必能守護於障礙﹂無
疑；此為教示墮方便與智慧之八八 一十六守護
八八是一十六嗎？不對吧 八八六十四 哦 八
加八等於一十六個守護 它這些文字真的是很難解釋
以前在結手印的時候 師父有教 這個瓶灌那時候祂是
這樣子教的 跟薩迦派的︽道果︾稍微有點不一樣 瓶
灌它有時候是這樣子︵聖尊示範手印︶ 有點像摩利支
天的隱身印 瓶灌我記得是這樣子 再來二灌 以前師
父是這樣子教 是一個花的形狀 半開的蓮花 這是第
二灌的標誌 第三灌的標誌 其實是用大日如來的標
誌 最後第四灌是用圓形的標誌 表示大圓滿 這是以
前師父教的 第一灌是這樣子 第二灌是這樣子第三灌
是這樣子 第四灌是這樣子︵聖尊示範四個灌頂的手
印︶ 這四個的手印跟它講的不太一樣
我們還有很多的手印 有時候師尊不敢比出來
因為其實所謂的期剋降魔印 現在我們不敢比 因為現
在大家都用這個手印來做 好像是說一種侮辱 那個其
實是手印 現在這個社會不知道怎麼回事 美國一直傳
到全世界各地去 都是用那個手印來罵人 害我都不敢
比 我只敢比朝下的 這個手印結起來很奇怪 是這樣
子比的︵聖尊示範︶ 我比朝下的不要緊 不要比朝
上 比朝下是這樣子的：食指跟無名指勾起來 大拇指
壓小拇指 這個就是金剛指 我們講的 你在化供養鬼
神眾的時候要唸的：﹁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
鬼子母 甘露悉充滿 ﹂ 然後比這個手印 在那個水
上面給它畫一個﹁吽﹂字 然後再把這個水灑出去 就
變成有效 這個就是屬於金剛指

跟大家講四灌的四個手印 這個其實講起來 每
一個教派都有點不太一樣 薩迦教是這樣子講 第一個
是瓶灌的手印 就是這樣子 ﹁左手五指聚攏 右手於
食指壓在這個瓶上﹂︵聖尊示範︶ 這是瓶灌的標誌
第一個灌頂就是瓶灌 第二個灌頂就是密灌 這是密灌
的手印︵聖尊示範︶ 第三個灌頂是慧灌 慧灌是這樣
子的︵聖尊示範︶ 第四個灌頂 ﹁右手食指繞虛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 以前我師父是教我這樣子︵聖尊
示範︶ 這個代表虛空 這是大日如來的手印 這四個
標誌就代表著四個灌頂
二 四支分標誌 謂：﹁五指張開示 變金剛拳
合 舉金剛三尖 食指表虛空﹂
１ 瓶灌時 表共通五佛灌頂；
２ 密灌時 表置菩提心於舌不分；
３ 慧灌時 表融樂無念三者；
４ 第四灌時 如第四灌之根本標誌
四支分標誌是從四根本標誌再分出來的 一樣
的 跟剛才也是差不了多少 這等於是在講手印的
三 四語標誌
１ 瓶灌時 以噶拉夏阿 住於頂門得瓶灌之標
誌
２ 密灌時 以呀囉拉瓦 住於喉輪得密灌之標
誌
３ 慧灌時 以埃網嘛呀 住於密輪 埃表智
慧 網表方便 麻表摩呼羅伽 大貪 呀瓦嗚表以緩流
之息能現起菩提心 得慧灌之標誌
４ 第四灌時 以嗡啊吽嗡 能遍身口意及一
表得第四灌之標誌

翻上來是期剋降魔印 這是比較難一點結的手印
比較好結的手印是這樣的︵聖尊示範︶ 以前師父教
的 降魔印是這樣子 對方有魔來 你結這個手印 直
接指向魔 然後唸﹃降魔咒﹄ 他就會跑掉 這個是很
好的一個手印 但是現在就是被社會亂弄 整個全世界
的社會都是用那個來罵人 就是這樣子 另外有一個手
印 以前師父也教了 是這樣子的 ︵聖尊示範︶這個
也是屬於降魔印 然後往前指 就是三角形的降魔印
如果有魔來 你用這個 然後運氣在指頭上面 這個魔
自己就會散掉 魔站在你面前 你結這個手印 這個魔
會散掉的 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 用這個手印的時候 你去指空中飛行的
鳥 如果你功力大的 那個鳥就會掉下來 空中的鳥在
飛 你結這個手印 然後你唸了咒 這個鳥會掉下來
的 那你結這個手印指水中游的魚 那個魚就會停頓
魚就不能走了 被你定住了 不能走了 祖師爺曾經有
這種事情 好像是說空中飛的鳥飛過去 他結一個手印
指牠 牠就掉下來 手印也是有power 所以你說 如
果有魔來干擾 大家知道這個手印 這是三角印 三角
形 直接對著那個魔就對了 他就會退散 今天特別教
你們這個手印 不然你就是要結金剛印對著他 然後唸
﹁吽吽呸！﹂ 他就會散掉 會吧 結這個手印︵聖尊
示範期剋降魔印︶ 唸﹁吽吽呸！﹂ 他就散掉；︵或
者︶結這個手印︵聖尊示範三角除魔印︶ 唸﹁吽吽
呸！﹂ 他就會散掉
這裡談到 己三 墮方便 智慧二邊
現教示二種瑜伽士共通十四守護 頌云：﹁守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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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與障明點漏﹂句 其中 初集界時守護六影 中集界時
守護六漏 後集界時守護二障 ﹂
所謂﹁無漏法﹂有關係到守護六漏 師尊是無漏尊
者 也就是不漏明點的尊者 那麼守護六漏這裡在中集
界裡面有提到 守護六影 守護六漏 跟守護二障
我們談到初集界 剛剛解釋那個初集界 ﹁於上師
處求得灌頂及教授後 自住寂靜處 修四座時 若生
﹃影﹄ 其他覺受功德不生 ﹂
﹁總言之 以﹃因﹄為前行 ﹃緣﹄和合時 就會
生﹃果﹄ 是緣起之殷重 有些補特伽羅 其前世先造
﹃影﹄之因 此世遇生影之六緣時 乃報應身心苦痛及
喪命之果 能侵毀相續中禪定及覺受 如雲蔽日故稱
﹃影﹄ ﹂
﹁復次 有些補特伽羅 雖遇六緣然不生影難 為
昔未造因之功故 譬如雖澆水施肥 無種亦不生芽；若
先造因而無六緣亦不生影難過患 如無土地順緣具足之
種子 此是大譯師所言 ﹂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這裡面所提到的﹁影﹂ 它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這
個明明很好解釋的東西 他故意弄一個新的東西叫做
﹁影﹂ ﹁影﹂是什麼東西呀？其實﹁影﹂就是遮障
這個影子的﹁影﹂ 它弄一個影子的﹁影﹂出來 製造
新名詞 其實這個名詞你根本不用解釋這個影 就是你
在修行當中的一些障礙都叫做﹁影﹂嘛！障礙他不講
他講﹁影﹂ 讓你搞不清楚影到底是什麼東西？所有一
切障礙 一切的苦 甚至於會奪掉你的生命 都算是障
礙啦

﹁四﹂者當知四相 於每一灌頂中 各有四字
故云當知四相 表﹁灌頂十六回 必能守護於障礙﹂無
疑；此為教示墮方便與智慧之八八 一十六守護
八八是一十六嗎？不對吧 八八六十四 哦 八
加八等於一十六個守護 它這些文字真的是很難解釋
以前在結手印的時候 師父有教 這個瓶灌那時候祂是
這樣子教的 跟薩迦派的︽道果︾稍微有點不一樣 瓶
灌它有時候是這樣子︵聖尊示範手印︶ 有點像摩利支
天的隱身印 瓶灌我記得是這樣子 再來二灌 以前師
父是這樣子教 是一個花的形狀 半開的蓮花 這是第
二灌的標誌 第三灌的標誌 其實是用大日如來的標
誌 最後第四灌是用圓形的標誌 表示大圓滿 這是以
前師父教的 第一灌是這樣子 第二灌是這樣子第三灌
是這樣子 第四灌是這樣子︵聖尊示範四個灌頂的手
印︶ 這四個的手印跟它講的不太一樣
我們還有很多的手印 有時候師尊不敢比出來
因為其實所謂的期剋降魔印 現在我們不敢比 因為現
在大家都用這個手印來做 好像是說一種侮辱 那個其
實是手印 現在這個社會不知道怎麼回事 美國一直傳
到全世界各地去 都是用那個手印來罵人 害我都不敢
比 我只敢比朝下的 這個手印結起來很奇怪 是這樣
子比的︵聖尊示範︶ 我比朝下的不要緊 不要比朝
上 比朝下是這樣子的：食指跟無名指勾起來 大拇指
壓小拇指 這個就是金剛指 我們講的 你在化供養鬼
神眾的時候要唸的：﹁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
鬼子母 甘露悉充滿 ﹂ 然後比這個手印 在那個水
上面給它畫一個﹁吽﹂字 然後再把這個水灑出去 就
變成有效 這個就是屬於金剛指

跟大家講四灌的四個手印 這個其實講起來 每
一個教派都有點不太一樣 薩迦教是這樣子講 第一個
是瓶灌的手印 就是這樣子 ﹁左手五指聚攏 右手於
食指壓在這個瓶上﹂︵聖尊示範︶ 這是瓶灌的標誌
第一個灌頂就是瓶灌 第二個灌頂就是密灌 這是密灌
的手印︵聖尊示範︶ 第三個灌頂是慧灌 慧灌是這樣
子的︵聖尊示範︶ 第四個灌頂 ﹁右手食指繞虛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 以前我師父是教我這樣子︵聖尊
示範︶ 這個代表虛空 這是大日如來的手印 這四個
標誌就代表著四個灌頂
二 四支分標誌 謂：﹁五指張開示 變金剛拳
合 舉金剛三尖 食指表虛空﹂
１ 瓶灌時 表共通五佛灌頂；
２ 密灌時 表置菩提心於舌不分；
３ 慧灌時 表融樂無念三者；
４ 第四灌時 如第四灌之根本標誌
四支分標誌是從四根本標誌再分出來的 一樣
的 跟剛才也是差不了多少 這等於是在講手印的
三 四語標誌
１ 瓶灌時 以噶拉夏阿 住於頂門得瓶灌之標
誌
２ 密灌時 以呀囉拉瓦 住於喉輪得密灌之標
誌
３ 慧灌時 以埃網嘛呀 住於密輪 埃表智
慧 網表方便 麻表摩呼羅伽 大貪 呀瓦嗚表以緩流
之息能現起菩提心 得慧灌之標誌
４ 第四灌時 以嗡啊吽嗡 能遍身口意及一
表得第四灌之標誌

翻上來是期剋降魔印 這是比較難一點結的手印
比較好結的手印是這樣的︵聖尊示範︶ 以前師父教
的 降魔印是這樣子 對方有魔來 你結這個手印 直
接指向魔 然後唸﹃降魔咒﹄ 他就會跑掉 這個是很
好的一個手印 但是現在就是被社會亂弄 整個全世界
的社會都是用那個來罵人 就是這樣子 另外有一個手
印 以前師父也教了 是這樣子的 ︵聖尊示範︶這個
也是屬於降魔印 然後往前指 就是三角形的降魔印
如果有魔來 你用這個 然後運氣在指頭上面 這個魔
自己就會散掉 魔站在你面前 你結這個手印 這個魔
會散掉的 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 用這個手印的時候 你去指空中飛行的
鳥 如果你功力大的 那個鳥就會掉下來 空中的鳥在
飛 你結這個手印 然後你唸了咒 這個鳥會掉下來
的 那你結這個手印指水中游的魚 那個魚就會停頓
魚就不能走了 被你定住了 不能走了 祖師爺曾經有
這種事情 好像是說空中飛的鳥飛過去 他結一個手印
指牠 牠就掉下來 手印也是有power 所以你說 如
果有魔來干擾 大家知道這個手印 這是三角印 三角
形 直接對著那個魔就對了 他就會退散 今天特別教
你們這個手印 不然你就是要結金剛印對著他 然後唸
﹁吽吽呸！﹂ 他就會散掉 會吧 結這個手印︵聖尊
示範期剋降魔印︶ 唸﹁吽吽呸！﹂ 他就散掉；︵或
者︶結這個手印︵聖尊示範三角除魔印︶ 唸﹁吽吽
呸！﹂ 他就會散掉
這裡談到 己三 墮方便 智慧二邊
現教示二種瑜伽士共通十四守護 頌云：﹁守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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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講因緣和合的事情 以前師父也跟我講過
造因 你造什麼因 它會生什麼果 那個就是因果啊
你造因 如果沒有緣來的話 它不會生果 師父以前所
教的就是說 你是一個種子 這個種子你要遇到有土
壤 然後又澆水 又施肥 又太陽光照 有這些緣的
話 它就會發芽 然後就會長成一棵樹 或者是長成一
棵苗 它就會變成一個果出來；如果你造了因 但是你
沒有這個緣給它 它始終在水泥地上 它完全沒有營養
分 它就不會造出果出來 所以我們要避開這些因
所以師尊以前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你在做任何事情
的時候 你觀想你的地上出現蓮花出來 你站在蓮花裡
面 然後蓮花再合起來 把你包起來 這個是什麼意
思？你是在做這個因 那因會得果 因呢 它會結成
果 但是你用蓮花把你自己包起來的時候啊 你就永遠
得不到這個果 也就跟外面的什麼緣統統都隔絕了 那
時候就不會產生果 就沒有果產生出來 所以只有因而
沒有果 這個就變成無記 沒有幫你登錄 不會幫你登
錄的 這個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今天講這樣子 稍微有
一點隱藏 把它藏起來 但是呢 這是最好的解釋
總言之 ﹁以因為前行﹂ 因就是前行 緣就是和
合時 你跟緣結合起來 你就會產生果 ﹁是緣起之殷
重 有些補特伽羅﹂ 就是眾生啊 其前世先造影之
因 你的前世已經造了障礙 ﹁此世遇到生影之六緣
時﹂ 因為你前世造了障礙 這一世你遇到六緣 就是
遇到緣 ﹁乃報應身心苦痛及喪命之果﹂ 就是報應到
你自己的身體跟心都很苦 以及喪命之果 可能丟掉生
命 因為你前世殺了很多的 殺生殺了非常地多 這一
次呢 遇到了怨家對頭人 結果呢 你被怨家對頭人給

他殺了 這就是你前世造了殺生的因 這一世你遇到怨
家對頭人 這個怨家對頭人把你殺了 這就是喪命之
果 這樣子解釋大家都清楚了 如果你沒有遇到怨家對
頭人 那你不會有這個果出來 這個就是緣
﹁能侵毀相續中的禪定及覺受﹂ 這個障礙呢 前
世造的因 也會影響到你的禪定及覺受 ﹁如雲遮日故
稱﹃影﹄﹂ 好像雲把太陽遮住了 就是障礙 這一段
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在禪定裡面 在打坐的時候 也
會碰到障礙 為什麼會碰到障礙？因為你發覺你打坐的
時候 老是有一個女生現在你面前 讓你：﹁哇！這個
女生太漂亮了！﹂ 讓你的心浮動 心一直在浮動 一
直動盪 ﹁奇怪了？我每一次一打坐就是看到這個女
生？﹂ 她一定在你面前 你沒有辦法消除她 她又吸
引你的注意 你沒有辦法入定 就是障礙嘛！
有人在禪定的時候啊 他只要一入定就看到有一個
人 哇 拿著刀子在追 就是要砍你 你都嚇得半死
是有這樣子的障礙；有人打坐的時候啊 他就看到很多
的箭射向他 讓他的身心都很痛苦 他沒有辦法禪定
這個就是前世的影 前世的障礙來障礙你 這個意思就
是這樣子喔 讓你在禪定的時候產生痛苦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這裡提到剛剛
所謂的六事 ﹁三昧耶影﹂ 你破了戒就是有三昧耶
影 前世有破戒 這一世會產生障礙；﹁鬼魔之影﹂
鬼跟魔來干擾你 就是鬼魔之影；﹁惡友之影﹂ 你遇
到的是不好的朋友 他來干擾你 傷害你 是惡友之
影；﹁飲食之影﹂ 這個當然也會有 飲食也是很奇怪
的 紅色的食物你就會上火 綠色的食物你就會虛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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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講因緣和合的事情 以前師父也跟我講過
造因 你造什麼因 它會生什麼果 那個就是因果啊
你造因 如果沒有緣來的話 它不會生果 師父以前所
教的就是說 你是一個種子 這個種子你要遇到有土
壤 然後又澆水 又施肥 又太陽光照 有這些緣的
話 它就會發芽 然後就會長成一棵樹 或者是長成一
棵苗 它就會變成一個果出來；如果你造了因 但是你
沒有這個緣給它 它始終在水泥地上 它完全沒有營養
分 它就不會造出果出來 所以我們要避開這些因
所以師尊以前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你在做任何事情
的時候 你觀想你的地上出現蓮花出來 你站在蓮花裡
面 然後蓮花再合起來 把你包起來 這個是什麼意
思？你是在做這個因 那因會得果 因呢 它會結成
果 但是你用蓮花把你自己包起來的時候啊 你就永遠
得不到這個果 也就跟外面的什麼緣統統都隔絕了 那
時候就不會產生果 就沒有果產生出來 所以只有因而
沒有果 這個就變成無記 沒有幫你登錄 不會幫你登
錄的 這個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今天講這樣子 稍微有
一點隱藏 把它藏起來 但是呢 這是最好的解釋
總言之 ﹁以因為前行﹂ 因就是前行 緣就是和
合時 你跟緣結合起來 你就會產生果 ﹁是緣起之殷
重 有些補特伽羅﹂ 就是眾生啊 其前世先造影之
因 你的前世已經造了障礙 ﹁此世遇到生影之六緣
時﹂ 因為你前世造了障礙 這一世你遇到六緣 就是
遇到緣 ﹁乃報應身心苦痛及喪命之果﹂ 就是報應到
你自己的身體跟心都很苦 以及喪命之果 可能丟掉生
命 因為你前世殺了很多的 殺生殺了非常地多 這一
次呢 遇到了怨家對頭人 結果呢 你被怨家對頭人給

他殺了 這就是你前世造了殺生的因 這一世你遇到怨
家對頭人 這個怨家對頭人把你殺了 這就是喪命之
果 這樣子解釋大家都清楚了 如果你沒有遇到怨家對
頭人 那你不會有這個果出來 這個就是緣
﹁能侵毀相續中的禪定及覺受﹂ 這個障礙呢 前
世造的因 也會影響到你的禪定及覺受 ﹁如雲遮日故
稱﹃影﹄﹂ 好像雲把太陽遮住了 就是障礙 這一段
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在禪定裡面 在打坐的時候 也
會碰到障礙 為什麼會碰到障礙？因為你發覺你打坐的
時候 老是有一個女生現在你面前 讓你：﹁哇！這個
女生太漂亮了！﹂ 讓你的心浮動 心一直在浮動 一
直動盪 ﹁奇怪了？我每一次一打坐就是看到這個女
生？﹂ 她一定在你面前 你沒有辦法消除她 她又吸
引你的注意 你沒有辦法入定 就是障礙嘛！
有人在禪定的時候啊 他只要一入定就看到有一個
人 哇 拿著刀子在追 就是要砍你 你都嚇得半死
是有這樣子的障礙；有人打坐的時候啊 他就看到很多
的箭射向他 讓他的身心都很痛苦 他沒有辦法禪定
這個就是前世的影 前世的障礙來障礙你 這個意思就
是這樣子喔 讓你在禪定的時候產生痛苦
﹁是故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事﹂ 這裡提到剛剛
所謂的六事 ﹁三昧耶影﹂ 你破了戒就是有三昧耶
影 前世有破戒 這一世會產生障礙；﹁鬼魔之影﹂
鬼跟魔來干擾你 就是鬼魔之影；﹁惡友之影﹂ 你遇
到的是不好的朋友 他來干擾你 傷害你 是惡友之
影；﹁飲食之影﹂ 這個當然也會有 飲食也是很奇怪
的 紅色的食物你就會上火 綠色的食物你就會虛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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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

眼睛裡容不下沙子

前面這個3絕對要滅掉後面那個3︵笑︶

就是比較寒 綠色的食物就比較寒 黃色的食物就比較
有營養 黑色的食物
什麼？固腎？那是你講的
︵笑︶ 總之食物也會有影響啊 你吃的東西是會影響
你的 沒有錯喔！
我告訴你 有些人什麼東西不能吃 不能吃 一吃
就會喪命的喔！那個是Allergy是不是？過敏哪 像佛
青 她只要吃了 是荔枝？也不是龍眼？那是什麼玩意
兒 我一時之間想不起來啊！咿 ︵笑︶ 我們有時候
在剝那個黃黃的一粒 枇杷 對對對！枇杷 佛青只要
一吃枇杷 她馬上喉嚨變小 就縮住 讓她沒辦法呼
吸 就是過敏哪！很多小孩子對花生也過敏 吃了花
生 哇 就不行了 送醫院哪 怎麼樣 佛青那一次在
臺灣喔 我們不知道 拿枇杷給她吃喔 她一吃 哇！
差一點就沒辦法呼吸 吃個枇杷會這樣子？我就覺得很
奇怪 恁爸看吃多少枇杷也沒問題︵笑︶ 恁爸吃什麼
東西都嘛不怕 什麼東西我都吃的 沒有東西不吃的
我只有鑽石不吃 黃全不吃 還有雞毛撢不吃︵笑︶
對不對？有毛的是雞毛撢不吃啊 這個鑽石太貴啦我不
吃啊 另外黃金 黃金吃的 現在有黃金酒嘛！酒裡面
摻黃金 有沒有？最好的日本料理上面也灑金片哪！也
吃啊！黃金也吃的 太硬的當然是不能吃啦！一公斤的
當然吃不下︵笑︶ 我是什麼都吃的 統統沒有禁忌
的 但是現在呀 連那個Jadon 君君 Jadon好像吃到
花生他就會過敏 所以這個也是﹁飲食之影﹂ 就是在
這裡 你吃東西
你禪定的時候 你不能吃東西的 你吃了 你就坐
不住 因為五分鐘你要上一次廁所 沒辦法 這是﹁飲
食之影﹂；﹁處所之影﹂ 這是地靈的關係 地理的關

而且呢
わかんない︵日語：我不知道︶
是啊︵師尊搖頭︶ 就是這樣子啊
人家西藏多好！你知道西藏是怎麼樣子嗎？一夫多
妻都可以的 還有一妻多夫也可以的 對呀 西藏是這
樣子啊！以前的西藏是這樣子的啊！還有的家裡很窮
啊 娶進來一個妻子啊 六個兄弟共用啊 就是這樣
嘛！一妻多夫 家裡很窮嘛！沒有辦法娶太多老婆 就
娶一個進來 然後兄弟共用嘛！西藏是這樣子的 另外
還有那些貴族啊或者土司啊 他擁有很多的妻子啊 西
藏以前是這樣子 是可以的 現在是誰那麼的混蛋？法
律訂上了什麼一夫一妻？如果再娶一個就是重婚罪 是
誰那麼混蛋？喔 封建時代可以 民國以後就不可以
那我不要民國︵笑︶ 唉呀 不管
﹁老婆 這是我的FB跟LINE的密碼 手怎麼這麼
冷？來 握緊妳 怎麼又瘦了？走 我帶妳去吃 機票
買了 我們去旅行 錢拿去用 買自己喜歡的就好 妳
是我的老婆 脾氣不好是我慣的 ﹂ 別想了 這種男
人只有在博物館裡面有︵笑︶ 哎 我告訴你唷 妳今
天所遇到的先生 可能就是妳前世的影 前世的障礙
你這一世所遇到的老婆 也可能是你前世的影 可能
的！那就是緣 障礙你修行
一個男的講：﹁遇到妳以前 我的世界是黑白的；
遇到妳以後呢 就變成全黑了 ﹂ 這個就是障礙啊！
一個救生員他救起了一個女生 後來他們戀愛了 有人
就問這個救生員：﹁你們的婚姻一定非常地羅曼蒂克
因為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 這個救生員回答：﹁我救

係 或者你住的地方是陰煞 或者有鬼煞 有鬼魅在你
住的房子裡面 有煞氣 當然會影響你的禪定
另外這個所謂的﹁尸晦之影﹂是講 講什麼呢？講
天氣 講節慶 節慶的日子 什麼節慶或者什麼樣子
那個日子的意思 這個的影響 日期也有影響啊！所以
我問十六世大寶法王：﹁祢如何修法？﹂ 祂說：﹁我
白天呢 我就修度母 晚上呢 修護法 ﹂ 護法一定
要在晚上修啊 你不能顛倒 白天的時候修護法 晚上
的時候修度母 那就不對了 因為剛好顛倒 在白天的
時候要修本尊 晚上的時候修護法 規定就是這個樣
子 那個是時間上的關係 這個的障礙
在交友中的資訊 服務員問我喜歡怎麼樣子的女
孩 我說：﹁我也不清楚 ﹂ 他說：﹁想一想你喜歡
過的女孩 有什麼共同的特徵？﹂ 他是到交友協會
希望交一個朋友 我想了想 發現 我喜歡過的女孩很
多 她們共同的特徵都是不喜歡我︵笑︶ 唉呀 現在
也有交友協會 交朋友的協會
這個作文叫做﹁除不盡﹂ 今天我和朋友爭論 為
什麼520除以3 永遠除不盡？朋友說：﹁因為愛情是容
不下小三的 ﹂ 我說：﹁錯！因為小三是永遠除不盡
的！520除以3等於173.33333 無數的3 你看！前面一
個7 後面全是小3 ﹂ 小三是除不盡的 這個意思也
是很好玩︵笑︶
我有一個奇怪的一件事情 也不是奇怪 就是自然
就是這樣子 真的 那個3雖然是除不盡 但是啊每一
個3都是獨立的 雖然有很多的333333333 永遠都是讓
你除不盡 520代表愛情嘛！對不對？然後除以3 永遠
都是3333 但是我發覺那個3哪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了她 她浮起來了；我們結婚了 我沉下去了 ﹂
太太問先生：﹁你最近都那麼晚下班？為什
麼？﹂ 先生講：﹁因為我想加薪 ﹂ 太太說：﹁誰
是佳欣？﹂ 一腳就踢過去︵笑︶ 我們佳新在底下
﹁加薪﹂她把它當成一個女人的名字 其實是加薪水
女生真的很難伺候耶！師母不在︵笑︶ 阿彌陀佛！
這個是談到酒的 人生就像一杯酒 百般滋味全都
有 開心的時候 喝酒是暢飲 難過的時候 喝酒是發
洩 委屈的時候 喝酒是消愁 人生如酒 有淡有烈
生活像酒 有苦有澀 做人如酒 有醉有醒 喝好這杯
酒 走好腳下路 醉不醉 自己清楚 苦不苦 自己最
懂 很有意思喔！嗯 只要不來做障礙了 不做障礙
非常好 這個大家都聽過的 小明做錯了事 媽媽叫他
跪在觀世音菩薩面前懺悔：﹁如果觀音原諒你 你就可
以吃飯 ﹂ 媽媽一轉頭 小明已經在飯桌上了 ﹁我
不是說觀音原諒你 你才可以吃飯嗎？﹂ ﹁是啊！因
為我跪著說觀音姐姐我錯了 我想吃飯 然後觀音姐姐
用右手比一個OK ﹂︵笑︶
哎！英文其實不難哎！師尊學英語就是這樣子學的
啦！爸爸叫什麼？罰的 媽媽叫什麼？罵的 兄弟叫什
麼？爆的 鬼叫什麼？狗屎 老鼠叫什麼？貓屎 果汁
叫什麼？豬屎 對嗎？有點接近喔！臉叫吠死 乳酪叫
做氣死 自己叫笑死 跳舞叫電死 請叫霹靂死 小姐
叫迷死 姿勢叫破死 眼睛叫愛死 我的英文很悲裡哭
死 Very good 對吧？我學英文是這樣子學的 反正
什麼都是死 屎
好啦！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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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比較寒 綠色的食物就比較寒 黃色的食物就比較
有營養 黑色的食物
什麼？固腎？那是你講的
︵笑︶ 總之食物也會有影響啊 你吃的東西是會影響
你的 沒有錯喔！
我告訴你 有些人什麼東西不能吃 不能吃 一吃
就會喪命的喔！那個是Allergy是不是？過敏哪 像佛
青 她只要吃了 是荔枝？也不是龍眼？那是什麼玩意
兒 我一時之間想不起來啊！咿 ︵笑︶ 我們有時候
在剝那個黃黃的一粒 枇杷 對對對！枇杷 佛青只要
一吃枇杷 她馬上喉嚨變小 就縮住 讓她沒辦法呼
吸 就是過敏哪！很多小孩子對花生也過敏 吃了花
生 哇 就不行了 送醫院哪 怎麼樣 佛青那一次在
臺灣喔 我們不知道 拿枇杷給她吃喔 她一吃 哇！
差一點就沒辦法呼吸 吃個枇杷會這樣子？我就覺得很
奇怪 恁爸看吃多少枇杷也沒問題︵笑︶ 恁爸吃什麼
東西都嘛不怕 什麼東西我都吃的 沒有東西不吃的
我只有鑽石不吃 黃全不吃 還有雞毛撢不吃︵笑︶
對不對？有毛的是雞毛撢不吃啊 這個鑽石太貴啦我不
吃啊 另外黃金 黃金吃的 現在有黃金酒嘛！酒裡面
摻黃金 有沒有？最好的日本料理上面也灑金片哪！也
吃啊！黃金也吃的 太硬的當然是不能吃啦！一公斤的
當然吃不下︵笑︶ 我是什麼都吃的 統統沒有禁忌
的 但是現在呀 連那個Jadon 君君 Jadon好像吃到
花生他就會過敏 所以這個也是﹁飲食之影﹂ 就是在
這裡 你吃東西
你禪定的時候 你不能吃東西的 你吃了 你就坐
不住 因為五分鐘你要上一次廁所 沒辦法 這是﹁飲
食之影﹂；﹁處所之影﹂ 這是地靈的關係 地理的關

而且呢
わかんない︵日語：我不知道︶
是啊︵師尊搖頭︶ 就是這樣子啊
人家西藏多好！你知道西藏是怎麼樣子嗎？一夫多
妻都可以的 還有一妻多夫也可以的 對呀 西藏是這
樣子啊！以前的西藏是這樣子的啊！還有的家裡很窮
啊 娶進來一個妻子啊 六個兄弟共用啊 就是這樣
嘛！一妻多夫 家裡很窮嘛！沒有辦法娶太多老婆 就
娶一個進來 然後兄弟共用嘛！西藏是這樣子的 另外
還有那些貴族啊或者土司啊 他擁有很多的妻子啊 西
藏以前是這樣子 是可以的 現在是誰那麼的混蛋？法
律訂上了什麼一夫一妻？如果再娶一個就是重婚罪 是
誰那麼混蛋？喔 封建時代可以 民國以後就不可以
那我不要民國︵笑︶ 唉呀 不管
﹁老婆 這是我的FB跟LINE的密碼 手怎麼這麼
冷？來 握緊妳 怎麼又瘦了？走 我帶妳去吃 機票
買了 我們去旅行 錢拿去用 買自己喜歡的就好 妳
是我的老婆 脾氣不好是我慣的 ﹂ 別想了 這種男
人只有在博物館裡面有︵笑︶ 哎 我告訴你唷 妳今
天所遇到的先生 可能就是妳前世的影 前世的障礙
你這一世所遇到的老婆 也可能是你前世的影 可能
的！那就是緣 障礙你修行
一個男的講：﹁遇到妳以前 我的世界是黑白的；
遇到妳以後呢 就變成全黑了 ﹂ 這個就是障礙啊！
一個救生員他救起了一個女生 後來他們戀愛了 有人
就問這個救生員：﹁你們的婚姻一定非常地羅曼蒂克
因為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 這個救生員回答：﹁我救

係 或者你住的地方是陰煞 或者有鬼煞 有鬼魅在你
住的房子裡面 有煞氣 當然會影響你的禪定
另外這個所謂的﹁尸晦之影﹂是講 講什麼呢？講
天氣 講節慶 節慶的日子 什麼節慶或者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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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氣死 自己叫笑死 跳舞叫電死 請叫霹靂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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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就顯現出它的實用

■文／蓮曉上師

？！

了好路 卻不走好路 還是照舊習慣 走坑窪之地；
打著燈籠 還是瞎走
佛說的﹁聞知修﹂ ﹁信受奉行﹂ ﹁修﹂與
﹁奉行﹂就是要去做 盡力去做到！
我們凡夫每時每刻都很輕易地違背﹁色空不二﹂
的真理 只能證明著自己佛性的受蒙 塵染迷深
人活在無盡的自設分別的現象之中 不自覺地執
取 認定 選擇一面而在排斥另一面
這種情況天天進行 時刻進行中 習以為常 不
知不覺 無休無止

電器又壞了 好煩；那個同事看不起自己 很傷
心；隔壁二叔婆又在尖叫 好騷擾；喜歡的那個盆栽
植物今天挽救無望 很失望
閨蜜又在懷疑自己什麼 她這毛病什麼時候能
改 困擾難眠；剛才跟某某說了一句不該說的 後悔
進行中 持續了大半天；談得火熱的合同告吹了 沮
喪了半個月
電視新聞正在報導慘案 心裡忐忑感悲；面書
微訊正傳聞多件不公不義的事 忍不住又要罵娘 自
己好像一身﹁正氣﹂；信用卡又要還錢了 剛好手頭
正緊；想買的那件東西 又錯過了
上臺的不是你 你焦慮；發財的不是你 你懊
惱；美女看不中你 你自卑
讚美的不是你 你妒忌 說了一堆酸話；挨批評
的卻是你 你生氣 摔破一個花瓶；倒楣的又是你

有困擾 憎厭怎麼可能美好呢？永遠有不喜歡
排斥的怎麼可能美好呢？！

打擾

遲早就站在前方的遠方

好就是不
｜｜只要一直在走

但目前還不敢

由奧義而言 追求美好 永遠得不到美好
因為這是確立了分化 認幻設為真：
心念偏執於追求某一面 而不容妥協地放棄 討
厭 割裂另一面
想抹掉你認為的不美好 就是有所選擇 有所排
斥了
想只要硬幣的﹁正面﹂ 而不要﹁反面﹂ 可能
嗎？！
﹁是﹂與﹁非﹂是同體的
﹁是﹂不要自以為了不起 無﹁非﹂你這個
﹁是﹂也是不存 ﹁是﹂本身就是本能地糾結於
﹁非﹂的
不糾結︵無法斷除連接關係︶於﹁非﹂的 何謂
﹁是﹂呢？！
執於分別 就是住相的疫情 凡人皆患
這是﹁二﹂門 而不是﹁不二﹂門啊
美好是沒有拒絕的 不選擇的
執於有所選擇 有所排斥就一定有所困擾 憎厭

你想跳樓

真理有什麼用？這時此處

這就是隨時隨處在選擇之中 作出認可分化的二
門：
比較認真 甚為強硬 很固執地站在一方：自己
喜歡或認可 眾所喜歡或認可的一方 比較不滿 甚
為討厭 很憎惡於另一方
喜歡或不喜歡 認可或不認可 這有錯嗎？
深層而言 也不錯 但問題是 在認幻分為真
分 死執為實 無法抽離的狀況中 就造成後果：
不滿 反對 憎惡出來了 煩惱隨之而來 不舒
服 不愉悅 很折磨就出來了
這就是執著分別所造成的糾結 困惑 爭鬥 痛
苦 耗能 有漏
這就是違背了唯一的真理 名為﹁不二﹂的法
門！
如此 自然就煩憂困擾痛苦不斷 三千煩惱髮絲
越理越亂

性
那就是知道

？！

｜待續｜

這樣子持續了好多生生世世了 怎樣美好？！
你一直在選擇當中 挑飲擇食當中 不太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怎樣美好？！
沉迷於選擇 會有你喜歡的效應 效果 但遲
早 還是曇花一現
然後 就落到更大的失落裡
想法越大 深淵越大
美好是在當下的 是以本性的空曠去面迎一切
的 是不滯於想法 不期待的
這樣 哪怕一切仍然是無常的 但心情已不受無
常的起落而折騰了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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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聽經 經就是真理
有人偏偏不重視落實 時常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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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

地球的成 住 壞 空 而阿彌陀
佛的壽命更長了 那就是無量壽
佛 而無量光可以遍照 是無所不
照的 沒有一個地方照不到
師尊說 最近每天晚上都與阿
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聚會一次 三尊顯現在前 觀世音
菩薩用楊柳枝灑甘露水加持 大勢
至菩薩用蓮花給師尊加持 阿彌陀
佛放百寶光給師尊加持 幾乎每天
晚上都要一次 師尊自己就變化成
阿彌陀佛 非常清楚 自己變成阿
彌陀佛 這叫自生 還有是對生
就是阿彌陀佛站在眼前 自生跟對
生都產生出來 像這次瘟疫 那病
毒 細菌是看不到的 要放大多少
倍才可看到 它就是那麼厲害 不
能說你沒看到細菌或病毒就說沒
有 是有的 所以你修行修到境界
到了 可以看到本尊 你就知道本
尊是存在的
接著師尊精闢的詮釋︽道

■文／西雅圖雷藏寺

八點整 在唱誦﹃蓮花童子心
咒﹄的梵音中恭迎了師尊 眾等在
司儀的帶領下 與師尊共修了一壇
殊勝的﹁阿彌陀佛本尊法﹂ 會後
師尊開示 首先一一介紹與會的貴
賓 再問候師母 仁波切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同
門 及網路上的同門善信大德
師尊教示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
樂世界的教主 有人稱為無量壽如
來 祂的壽命是無盡的；有人稱為
無量光如來 祂的光明也是無盡
的 阿彌陀佛的化身也非常多 我
們常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
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這句南
摩三十六萬億已經很多很多 數不
盡了 蓮華生大士是阿彌陀佛的化
身 所有蓮花童子也是阿彌陀佛的
化身 將來回去也是回到阿彌陀佛
那裡 諸天壽命很長 大梵天可以
活一百個劫 一個劫就是一個地球
的成 住 壞 空 可以活一百個

尊的授記 就要祈禱成就 所以找
對本尊 找對護法 找對根本上
師 很重要 找對了 未來你就會
成就了
接著師尊講了幾則引申佛法的
笑話 讓大家捧腹大笑之餘 更體
會到佛法的奧義 最後師尊慈悲為
大眾賜授﹁皈依灌頂﹂ 加持大悲
咒水 和開光佛像 再一一為大眾
摩頂加持 太感恩師尊了！

無量壽佛的無量光可以遍照十方
光明是無所不照的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
六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
﹁阿彌陀佛本尊法﹂ 暨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講授﹁道果﹂法義 各
國一心來朝聖的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及同門善信大
德 都聚集在氣氛熱鬧的大殿 等
候師尊的蒞臨

見 就是假的 是不好的東西來干
擾 所以禪定是一種境界 夢也是
一種境界 清醒也是一種境界 都
是一樣情形
三 密咒覺醒
經文：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
咒覺醒對治 其三相理分辨為：當
念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時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哈哈﹂
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者 為魔所
擾；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為他咒所
奪 然時出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
禪定 保認任意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
現前 應祈成就
師尊詮釋：你在唸﹃喜金剛
咒﹄時 ﹁嗡 帝瓦 必主 瓦日
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 喜
金剛顯現 如果突然出現別的咒
音 像哈哈哈哈
的咒音來干
擾 你會警覺到有魔來干擾 如果
唸的咒語不被其他干擾 有時有有
時無 可以隨順 如在唸﹃喜金剛
咒﹄時 喜金剛現前 衪放光照
你 甚至手放在頭頂上 給你授
記 這都是很好的 你要祈禱 祈
請喜金剛讓你成就成為喜金剛 其
實很多成就都要靠本尊的加持 本

二

果︾
二 禪定覺醒
經文：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
覺醒對治之 其三相理分辨為：自
身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
空 若如其相而示現 改變自所修
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
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魔而
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不
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所見現象
之襌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名作殊
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師尊詮譯：每天晚上跟阿彌陀
佛合一時 有幾種現象出現 最近
顯現是一手持蓮花 一手與願印
有時沒拿蓮花 出現不同的形象
如在禪定之中 沒有定得很穩的
話 佛相會變形的 有時祈請阿彌
陀佛時 來的是大力金剛 或是大
威德金剛 但如果是文殊師利菩
薩 大威德金剛 祂們是連接的
是同一輪 如同班同學一樣 是可
以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位金剛神
來 禪定時要唸祂的密名 或持祂
的心咒三遍 如沒有消失掉 就是
真實的 如在夢中夢到師尊 就持
﹃師尊心咒﹄三遍 夢中的師尊如
沒消失掉就是真的 如持心咒就不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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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

地球的成 住 壞 空 而阿彌陀
佛的壽命更長了 那就是無量壽
佛 而無量光可以遍照 是無所不
照的 沒有一個地方照不到
師尊說 最近每天晚上都與阿
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聚會一次 三尊顯現在前 觀世音
菩薩用楊柳枝灑甘露水加持 大勢
至菩薩用蓮花給師尊加持 阿彌陀
佛放百寶光給師尊加持 幾乎每天
晚上都要一次 師尊自己就變化成
阿彌陀佛 非常清楚 自己變成阿
彌陀佛 這叫自生 還有是對生
就是阿彌陀佛站在眼前 自生跟對
生都產生出來 像這次瘟疫 那病
毒 細菌是看不到的 要放大多少
倍才可看到 它就是那麼厲害 不
能說你沒看到細菌或病毒就說沒
有 是有的 所以你修行修到境界
到了 可以看到本尊 你就知道本
尊是存在的
接著師尊精闢的詮釋︽道

■文／西雅圖雷藏寺

八點整 在唱誦﹃蓮花童子心
咒﹄的梵音中恭迎了師尊 眾等在
司儀的帶領下 與師尊共修了一壇
殊勝的﹁阿彌陀佛本尊法﹂ 會後
師尊開示 首先一一介紹與會的貴
賓 再問候師母 仁波切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同
門 及網路上的同門善信大德
師尊教示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
樂世界的教主 有人稱為無量壽如
來 祂的壽命是無盡的；有人稱為
無量光如來 祂的光明也是無盡
的 阿彌陀佛的化身也非常多 我
們常唸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
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這句南
摩三十六萬億已經很多很多 數不
盡了 蓮華生大士是阿彌陀佛的化
身 所有蓮花童子也是阿彌陀佛的
化身 將來回去也是回到阿彌陀佛
那裡 諸天壽命很長 大梵天可以
活一百個劫 一個劫就是一個地球
的成 住 壞 空 可以活一百個

尊的授記 就要祈禱成就 所以找
對本尊 找對護法 找對根本上
師 很重要 找對了 未來你就會
成就了
接著師尊講了幾則引申佛法的
笑話 讓大家捧腹大笑之餘 更體
會到佛法的奧義 最後師尊慈悲為
大眾賜授﹁皈依灌頂﹂ 加持大悲
咒水 和開光佛像 再一一為大眾
摩頂加持 太感恩師尊了！

無量壽佛的無量光可以遍照十方
光明是無所不照的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
六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
﹁阿彌陀佛本尊法﹂ 暨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講授﹁道果﹂法義 各
國一心來朝聖的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及同門善信大
德 都聚集在氣氛熱鬧的大殿 等
候師尊的蒞臨

見 就是假的 是不好的東西來干
擾 所以禪定是一種境界 夢也是
一種境界 清醒也是一種境界 都
是一樣情形
三 密咒覺醒
經文：於出言之障礙上 以密
咒覺醒對治 其三相理分辨為：當
念誦自修本尊喋瓦必祝之密咒時
其能仿效同誦 後雜以﹁啥哈哈﹂
他咒時 彼亦隨之改變者 為魔所
擾；若其仍以本尊咒而不為他咒所
奪 然時出時不出 為所見現象之
禪定 保認任意
若在前相得殊勝授記 為本尊
現前 應祈成就
師尊詮釋：你在唸﹃喜金剛
咒﹄時 ﹁嗡 帝瓦 必主 瓦日
拉 吽吽吽 發吒 梭哈 ﹂ 喜
金剛顯現 如果突然出現別的咒
音 像哈哈哈哈
的咒音來干
擾 你會警覺到有魔來干擾 如果
唸的咒語不被其他干擾 有時有有
時無 可以隨順 如在唸﹃喜金剛
咒﹄時 喜金剛現前 衪放光照
你 甚至手放在頭頂上 給你授
記 這都是很好的 你要祈禱 祈
請喜金剛讓你成就成為喜金剛 其
實很多成就都要靠本尊的加持 本

二

果︾
二 禪定覺醒
經文：於現身之障礙 以禪定
覺醒對治之 其三相理分辨為：自
身修薄伽梵喜金剛時 於面前虛
空 若如其相而示現 改變自所修
之本尊 如改變成薄伽梵勝樂尊
時 面前亦如是改變者 為魔而
擾 如前除之 若面前之本尊不
變 然時顯時不顯者 為所見現象
之襌定；若在前相中有稱密名作殊
勝授記者 應祈成就
師尊詮譯：每天晚上跟阿彌陀
佛合一時 有幾種現象出現 最近
顯現是一手持蓮花 一手與願印
有時沒拿蓮花 出現不同的形象
如在禪定之中 沒有定得很穩的
話 佛相會變形的 有時祈請阿彌
陀佛時 來的是大力金剛 或是大
威德金剛 但如果是文殊師利菩
薩 大威德金剛 祂們是連接的
是同一輪 如同班同學一樣 是可
以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位金剛神
來 禪定時要唸祂的密名 或持祂
的心咒三遍 如沒有消失掉 就是
真實的 如在夢中夢到師尊 就持
﹃師尊心咒﹄三遍 夢中的師尊如
沒消失掉就是真的 如持心咒就不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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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下
午 美國︿真佛宗﹀西雅圖
︿彩虹雷藏寺﹀恭請根本上師蓮生
活佛主壇﹁南摩尊勝佛母護摩大法
會﹂ 尊勝佛母的根源是釋迦牟尼

人能須臾讀誦此陀羅尼者 此人所
有一切地獄 畜生 閻羅王界 餓
鬼之苦 破壞消滅 無有遺餘
 此咒不可思議有大神力 若復
有人一經於耳 先世所造一切惡業
悉皆消滅 當得清淨勝妙之身 隨
所生佛土 諸天所生之處 憶持不
忘  誦此陀羅尼滿其千遍者
令短命眾生還得增壽 永離病苦
增壽除病 一切業障悉皆消滅 一
切地獄諸苦亦得解脫 諸飛鳥畜生
含靈之類 聞此陀羅尼一經於耳
盡此一身更不復受  ︻淨除業
障經︼云：﹁臨終時念此陀羅尼者
即得往生諸佛國土 若有四生眾生
一聞是陀羅尼者 現生一期更無他
疾 諸苦惱事不復重受 ﹂ 誦
此陀羅尼滿其千遍者 得身口意
淨 身無苦痛 隨其福利 隨處安
穩  所生之處憶持不忘 若人
命欲將終 須臾憶念此陀羅尼還得
增壽  若人憶念此陀羅尼者
一切如來恒常觀視 一切諸天善神
隨逐守護  若人憶念此陀羅尼
者 為眾人所愛敬  佛頂尊勝
佛母及其經咒有大威德 能滅眾生
一切重障罪苦 消諸災疾 所求如
意

02.23.2020 彩虹雷藏寺
尊勝佛母護摩大法會

眾生修持此法，

能增長壽命及福慧，
能滅三惡道之惡業。

法王在開示中提及一段西藏的
歷史 當時因時局問題 政治立場
不同 九世班禪︵親中︶為躲十三
世達賴︵親英︶的追殺 幾經折
騰 翻山越嶺 跋山涉水 逃到北
京 在西藏政局比較平穩的時候
他欲回西藏 途經青海玉樹 他便
在玉樹傳授時輪金剛的法 ︿真佛
宗﹀的祖師爺薩迦證空上師就是在
青海玉樹得到九世班禪所傳授的
﹁時輪金剛法﹂ 不僅如此 九世
班禪又特別把尊勝佛母的法傳給了
薩迦證空上師 薩迦證空上師再將
尊勝佛母的法本給了法王 ﹁要講
這一段歷史的原因是在這裡 才能
夠知道師尊的尊勝佛母的傳承是薩
迦證空上師給的傳承﹂
﹁此人所有一切地獄 畜生
閻羅王界 餓鬼之苦 可以破壞消
滅 無有遺餘﹂ 法王讚歎尊勝佛
母的咒力很強 因為誦這個咒語的
人 不會生三惡道 能夠往生 甚
至只要以﹃尊勝陀羅尼咒﹄加持土
二十一遍 撒在亡者的墳墓 亡者
就能夠升天 這個咒語有這樣子的
力量 再者 尊勝佛母的塔可以鎮
風災 鎮地震 鎮火災 水災 外
在的地 水 火 風的災難跟內在

佛頂上的無量光的聚集 此法在一
九九八年九月十二 十三日 首傳
於美國西雅圖︿梅登堡中心﹀ 而
且是第一次由主壇上師︵蓮因上
師︶代師傳法的法會 法王曾在開

■文∕彩虹雷藏寺

示上說：﹁單單﹃尊勝咒﹄即有種
種殊勝無上的功德 更何況有手
印 有觀想 及整個完整的儀軌
啊！如此更為圓滿 ﹃尊勝佛母不
共大法﹄的功德不可思議 眾生修
持此法 能增長壽命及福慧 能滅
包含地獄 餓鬼 畜生三惡道之大
惡業 消除無始以來一切罪障 除
世間種種災難 有緣得法者 宜珍
惜之 ﹂
據尊佛佛母的經典紀載 佛母
有下列之功德： 此陀羅尼能去
除一切煩惱業障  能破壞一切
惡道眾生的種種苦迫  能使眾
生得到一切菩薩的同心覆護 在現
生中不為疾病與諸苦惱事所障礙
 此咒能破一切地獄 閻魔王
界 傍生之苦 能迴向善道
 若有命短 求長壽者；或有病
苦 求除癒者 皆當以彼月十五
日 洗浴清淨 著新潔衣 又當受
持八戒齋法 然後誦此大陀羅尼滿
足千遍 當獲安樂 增其壽命；所
有病苦皆得除癒 諸惡業報 悉滅
無餘  持此咒者悉能除滅百千
劫中一切罪業 所生之處常遇諸佛
乃至獲得無上菩提 捨此身已 即
得往生種種微妙諸佛剎土  若

的地 水 火 風 不論是外災還
是內災 都可以由尊勝佛母來鎮
壓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的見宗覺醒和見地宗趣 法王
解釋 開悟了就是本身已經有了見
地的宗趣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經
常會有魔來干擾 這是常有的事
然而 開悟就不是魔 ﹁魔絕對不
知道什麼叫做開悟 當你在睡覺
夢中的時候 魔來干擾你﹂ 法王
叮囑大家 當你禪定的時候 如果
你看見了本尊 你唸本尊咒 唸出
你本尊的金剛號 ﹁你要記得一件
事情 你必須要有覺醒 你要知道
來跟你講話的這個是魔 就是用咒
語來分辨 用金剛號來分辨﹂
﹁有時候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輕
信 輕易地去相信 必須要經過考
證﹂ 法王強調 開悟以後 上師
跟本尊給你殊勝的授記 你要祈禱
你將來可以成就 ﹁如果你問魔
他沒有回答你的話 這個時候你所
知道的這種禪定就是隨順 不要理
會就是了﹂
開示後 法王賜授與會大眾
﹁佛頂尊勝佛母法﹂灌頂 一切吉
祥殊勝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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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下
午 美國︿真佛宗﹀西雅圖
︿彩虹雷藏寺﹀恭請根本上師蓮生
活佛主壇﹁南摩尊勝佛母護摩大法
會﹂ 尊勝佛母的根源是釋迦牟尼

人能須臾讀誦此陀羅尼者 此人所
有一切地獄 畜生 閻羅王界 餓
鬼之苦 破壞消滅 無有遺餘
 此咒不可思議有大神力 若復
有人一經於耳 先世所造一切惡業
悉皆消滅 當得清淨勝妙之身 隨
所生佛土 諸天所生之處 憶持不
忘  誦此陀羅尼滿其千遍者
令短命眾生還得增壽 永離病苦
增壽除病 一切業障悉皆消滅 一
切地獄諸苦亦得解脫 諸飛鳥畜生
含靈之類 聞此陀羅尼一經於耳
盡此一身更不復受  ︻淨除業
障經︼云：﹁臨終時念此陀羅尼者
即得往生諸佛國土 若有四生眾生
一聞是陀羅尼者 現生一期更無他
疾 諸苦惱事不復重受 ﹂ 誦
此陀羅尼滿其千遍者 得身口意
淨 身無苦痛 隨其福利 隨處安
穩  所生之處憶持不忘 若人
命欲將終 須臾憶念此陀羅尼還得
增壽  若人憶念此陀羅尼者
一切如來恒常觀視 一切諸天善神
隨逐守護  若人憶念此陀羅尼
者 為眾人所愛敬  佛頂尊勝
佛母及其經咒有大威德 能滅眾生
一切重障罪苦 消諸災疾 所求如
意

02.23.2020 彩虹雷藏寺
尊勝佛母護摩大法會

眾生修持此法，

能增長壽命及福慧，
能滅三惡道之惡業。

法王在開示中提及一段西藏的
歷史 當時因時局問題 政治立場
不同 九世班禪︵親中︶為躲十三
世達賴︵親英︶的追殺 幾經折
騰 翻山越嶺 跋山涉水 逃到北
京 在西藏政局比較平穩的時候
他欲回西藏 途經青海玉樹 他便
在玉樹傳授時輪金剛的法 ︿真佛
宗﹀的祖師爺薩迦證空上師就是在
青海玉樹得到九世班禪所傳授的
﹁時輪金剛法﹂ 不僅如此 九世
班禪又特別把尊勝佛母的法傳給了
薩迦證空上師 薩迦證空上師再將
尊勝佛母的法本給了法王 ﹁要講
這一段歷史的原因是在這裡 才能
夠知道師尊的尊勝佛母的傳承是薩
迦證空上師給的傳承﹂
﹁此人所有一切地獄 畜生
閻羅王界 餓鬼之苦 可以破壞消
滅 無有遺餘﹂ 法王讚歎尊勝佛
母的咒力很強 因為誦這個咒語的
人 不會生三惡道 能夠往生 甚
至只要以﹃尊勝陀羅尼咒﹄加持土
二十一遍 撒在亡者的墳墓 亡者
就能夠升天 這個咒語有這樣子的
力量 再者 尊勝佛母的塔可以鎮
風災 鎮地震 鎮火災 水災 外
在的地 水 火 風的災難跟內在

佛頂上的無量光的聚集 此法在一
九九八年九月十二 十三日 首傳
於美國西雅圖︿梅登堡中心﹀ 而
且是第一次由主壇上師︵蓮因上
師︶代師傳法的法會 法王曾在開

■文∕彩虹雷藏寺

示上說：﹁單單﹃尊勝咒﹄即有種
種殊勝無上的功德 更何況有手
印 有觀想 及整個完整的儀軌
啊！如此更為圓滿 ﹃尊勝佛母不
共大法﹄的功德不可思議 眾生修
持此法 能增長壽命及福慧 能滅
包含地獄 餓鬼 畜生三惡道之大
惡業 消除無始以來一切罪障 除
世間種種災難 有緣得法者 宜珍
惜之 ﹂
據尊佛佛母的經典紀載 佛母
有下列之功德： 此陀羅尼能去
除一切煩惱業障  能破壞一切
惡道眾生的種種苦迫  能使眾
生得到一切菩薩的同心覆護 在現
生中不為疾病與諸苦惱事所障礙
 此咒能破一切地獄 閻魔王
界 傍生之苦 能迴向善道
 若有命短 求長壽者；或有病
苦 求除癒者 皆當以彼月十五
日 洗浴清淨 著新潔衣 又當受
持八戒齋法 然後誦此大陀羅尼滿
足千遍 當獲安樂 增其壽命；所
有病苦皆得除癒 諸惡業報 悉滅
無餘  持此咒者悉能除滅百千
劫中一切罪業 所生之處常遇諸佛
乃至獲得無上菩提 捨此身已 即
得往生種種微妙諸佛剎土  若

的地 水 火 風 不論是外災還
是內災 都可以由尊勝佛母來鎮
壓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的見宗覺醒和見地宗趣 法王
解釋 開悟了就是本身已經有了見
地的宗趣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經
常會有魔來干擾 這是常有的事
然而 開悟就不是魔 ﹁魔絕對不
知道什麼叫做開悟 當你在睡覺
夢中的時候 魔來干擾你﹂ 法王
叮囑大家 當你禪定的時候 如果
你看見了本尊 你唸本尊咒 唸出
你本尊的金剛號 ﹁你要記得一件
事情 你必須要有覺醒 你要知道
來跟你講話的這個是魔 就是用咒
語來分辨 用金剛號來分辨﹂
﹁有時候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輕
信 輕易地去相信 必須要經過考
證﹂ 法王強調 開悟以後 上師
跟本尊給你殊勝的授記 你要祈禱
你將來可以成就 ﹁如果你問魔
他沒有回答你的話 這個時候你所
知道的這種禪定就是隨順 不要理
會就是了﹂
開示後 法王賜授與會大眾
﹁佛頂尊勝佛母法﹂灌頂 一切吉
祥殊勝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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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果有得到疫病的人來 聖尊一樣可
以加持 就算被傳染也無所謂 希
望病人能好 祂自己死也不要緊
聖尊就是有這種平等捨的精神
接著 聖尊精闢的闡釋︽道
果︾經文要義︰

寺﹀ ︿香港雷藏寺﹀ 巴西︿真
諦雷藏寺﹀等五處道場同步網上連
線 祈請聖尊蓮生活佛越洋加持由
各處所負責流通及承擔印製的救瘟

■文／西雅圖雷藏寺

觀世音菩薩在娑婆世界渡化眾生
俱足了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自

中國武漢疫情爆發之後
全球的疫情陷入一片緊張
之中 祖廟本次的﹁觀世音菩薩本
尊法﹂同修 許多同門都發揮防疫
的功德心 戴口罩 勤洗手 保護
自己也保護他人 更是要為根本上
師維護好一個安全乾淨的弘法環
境 才能有更多的眾生受益得到聖
尊與諸佛 菩薩 護法 金剛的加
持 一同度過這個非常時期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有
鑒於全球真佛弟子身陷疫災的緊急
需要 在莊嚴肅穆的︿西雅圖雷藏
寺﹀同修儀軌圓滿結束後 當場與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 ︿台灣
雷藏寺﹀ ︿馬來西亞密教總
會﹀ ︿般若雷藏寺﹀ ︿印尼真
佛宗密教總協會﹀ ︿印尼雷藏

祢就做我的太太

彌陀佛化身出來的 根本地是阿彌
陀佛 其中包括蓮華生大士也是阿
彌陀佛所化出來的 ︿真佛宗﹀的
八大本尊 準提佛母是觀世音菩薩
的系統 蓮花童子是觀世音菩薩的
系統 也是阿彌陀佛的系統 金剛
神當中像馬頭明王 六臂瑪哈嘎拉
也都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出來的 觀
世音菩薩化身無量 具足了慈
悲 喜 捨四無量心 ﹁慈無量﹂
是與人快樂 ﹁悲無量﹂是拔除人
的痛苦 ﹁喜無量﹂是隨喜歡喜的
去行慈悲的事 ﹁捨無量﹂是平等
捨 不分你我他 一律普化 連自
己的怨敵也去慈悲喜捨
就像伊喜措嘉的精神一樣 在
傳記中提到 祂行菩薩行 曾經有
一個痲瘋病人 因為太太嫌棄而離
開他 他問佛母祢什麼都可以捨
那我需要太太

佛母捨身嫁給他來幫助他 還有另
一則故事 有位瘸腿的來到佛母面
前 他告訴佛母 醫生說只要有伊
喜措嘉佛母的兩個膝蓋裝在他身
上 他就能行走 佛母答應把膝蓋
給他 讓自己變成瘸腿 觀世音菩
薩就是有這樣的精神 聖尊談到自
己也是可以捨的 生死皆可捨 如

疫度母及避疫病符佛卡 聖尊的佛
力加持無遠弗屆 加持所有的有緣
眾生 祈遠離疫病 平安健康
加持結束後 聖尊談到今晚的
同修本尊觀世音菩薩有千百億化
身 如千手千眼觀音 如意輪觀
音 馬頭觀音 準提觀音
等
等 菩薩的顯現及應化身非常多
整個西藏都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在︻普門品︼當中所提到的 應該
以什麼身得度者 觀世音菩薩就顯
化什麼身來度化你 因應眾生需要
而現身說法 聖尊說觀世音菩薩過
去世也是佛 祂以前曾講過十一面
觀音 其十一個面代表菩薩的十一
地 而十地以上的就是佛了 所
以 過去正法明如來 現前觀世音
菩薩 觀世音菩薩在娑婆世界做菩
薩度化眾生 祂是非常偉大的
聖尊曾經講過 大聖歡喜天也
是觀世音菩薩所變化出來的 像香
巴拉國第一代種王就是文殊師利菩
薩變化出來的 第二代種王就是白
蓮花王 其真正的身份也是觀世音
菩薩變化出來的 在密教裡面可以
說是交叉變化 觀世音菩薩是阿彌
陀佛的隨侍 而阿彌陀佛本身的變
化也非常多 像蓮花童子也都是阿

略釋支分義︰
頌中﹁慧﹂ 即補特伽羅
頌中﹁外魔﹂ 為初始以來唯
作惡方障礙之毘奈夜伽
頌中﹁二道 見宗八變﹂
﹁二道﹂即生起次第 圓滿次第二
道 或方便道與智慧道二種；﹁見
宗八變﹂為四障礙 生覺受及痛苦
等三類 當間接了知；如此由外魔
之四覺醒受護教示竟
辛二 內魔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
障 然無論修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
內魔所擾 即頌云：﹁內魔﹂等
復如前作四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
灌標誌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
尸林主 護境神祗 自之護法等依
止之尊 以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
供養 令其歡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
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
云：﹁內魔﹂或﹁障礙﹂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
地宗趣及生圓二次第
頌中﹁若不識標誌則至﹂ 內
魔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種覺受與痛
苦而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
種色相及聲音 藉由見地宗趣變異
而作障難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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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果有得到疫病的人來 聖尊一樣可
以加持 就算被傳染也無所謂 希
望病人能好 祂自己死也不要緊
聖尊就是有這種平等捨的精神
接著 聖尊精闢的闡釋︽道
果︾經文要義︰

寺﹀ ︿香港雷藏寺﹀ 巴西︿真
諦雷藏寺﹀等五處道場同步網上連
線 祈請聖尊蓮生活佛越洋加持由
各處所負責流通及承擔印製的救瘟

■文／西雅圖雷藏寺

觀世音菩薩在娑婆世界渡化眾生
俱足了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自

中國武漢疫情爆發之後
全球的疫情陷入一片緊張
之中 祖廟本次的﹁觀世音菩薩本
尊法﹂同修 許多同門都發揮防疫
的功德心 戴口罩 勤洗手 保護
自己也保護他人 更是要為根本上
師維護好一個安全乾淨的弘法環
境 才能有更多的眾生受益得到聖
尊與諸佛 菩薩 護法 金剛的加
持 一同度過這個非常時期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有
鑒於全球真佛弟子身陷疫災的緊急
需要 在莊嚴肅穆的︿西雅圖雷藏
寺﹀同修儀軌圓滿結束後 當場與
︿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 ︿台灣
雷藏寺﹀ ︿馬來西亞密教總
會﹀ ︿般若雷藏寺﹀ ︿印尼真
佛宗密教總協會﹀ ︿印尼雷藏

祢就做我的太太

彌陀佛化身出來的 根本地是阿彌
陀佛 其中包括蓮華生大士也是阿
彌陀佛所化出來的 ︿真佛宗﹀的
八大本尊 準提佛母是觀世音菩薩
的系統 蓮花童子是觀世音菩薩的
系統 也是阿彌陀佛的系統 金剛
神當中像馬頭明王 六臂瑪哈嘎拉
也都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出來的 觀
世音菩薩化身無量 具足了慈
悲 喜 捨四無量心 ﹁慈無量﹂
是與人快樂 ﹁悲無量﹂是拔除人
的痛苦 ﹁喜無量﹂是隨喜歡喜的
去行慈悲的事 ﹁捨無量﹂是平等
捨 不分你我他 一律普化 連自
己的怨敵也去慈悲喜捨
就像伊喜措嘉的精神一樣 在
傳記中提到 祂行菩薩行 曾經有
一個痲瘋病人 因為太太嫌棄而離
開他 他問佛母祢什麼都可以捨
那我需要太太

佛母捨身嫁給他來幫助他 還有另
一則故事 有位瘸腿的來到佛母面
前 他告訴佛母 醫生說只要有伊
喜措嘉佛母的兩個膝蓋裝在他身
上 他就能行走 佛母答應把膝蓋
給他 讓自己變成瘸腿 觀世音菩
薩就是有這樣的精神 聖尊談到自
己也是可以捨的 生死皆可捨 如

疫度母及避疫病符佛卡 聖尊的佛
力加持無遠弗屆 加持所有的有緣
眾生 祈遠離疫病 平安健康
加持結束後 聖尊談到今晚的
同修本尊觀世音菩薩有千百億化
身 如千手千眼觀音 如意輪觀
音 馬頭觀音 準提觀音
等
等 菩薩的顯現及應化身非常多
整個西藏都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在︻普門品︼當中所提到的 應該
以什麼身得度者 觀世音菩薩就顯
化什麼身來度化你 因應眾生需要
而現身說法 聖尊說觀世音菩薩過
去世也是佛 祂以前曾講過十一面
觀音 其十一個面代表菩薩的十一
地 而十地以上的就是佛了 所
以 過去正法明如來 現前觀世音
菩薩 觀世音菩薩在娑婆世界做菩
薩度化眾生 祂是非常偉大的
聖尊曾經講過 大聖歡喜天也
是觀世音菩薩所變化出來的 像香
巴拉國第一代種王就是文殊師利菩
薩變化出來的 第二代種王就是白
蓮花王 其真正的身份也是觀世音
菩薩變化出來的 在密教裡面可以
說是交叉變化 觀世音菩薩是阿彌
陀佛的隨侍 而阿彌陀佛本身的變
化也非常多 像蓮花童子也都是阿

略釋支分義︰
頌中﹁慧﹂ 即補特伽羅
頌中﹁外魔﹂ 為初始以來唯
作惡方障礙之毘奈夜伽
頌中﹁二道 見宗八變﹂
﹁二道﹂即生起次第 圓滿次第二
道 或方便道與智慧道二種；﹁見
宗八變﹂為四障礙 生覺受及痛苦
等三類 當間接了知；如此由外魔
之四覺醒受護教示竟
辛二 內魔守護
現教示內魔之守護 若雖知魔
障 然無論修何皆不能迴遮 即為
內魔所擾 即頌云：﹁內魔﹂等
復如前作四種障礙 守護法是以四
灌標誌守護 頌中所云之內魔 是
尸林主 護境神祗 自之護法等依
止之尊 以隨順適合供物及食子等
供養 令其歡喜能作利益 若其不
喜做諸妨害 作斷絕及隨攝 故
云：﹁內魔﹂或﹁障礙﹂
頌云：﹁道等十﹂者 是八見
地宗趣及生圓二次第
頌中﹁若不識標誌則至﹂ 內
魔亦作四種障礙 生種種覺受與痛
苦而不能入定 示現具有得失之種
種色相及聲音 藉由見地宗趣變異
而作障難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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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識﹂標誌而能﹁守護﹂
其有：四根本標誌 四支分標誌
四語標誌 共十ニ
聖尊告訴大家 為什麼有方便
道跟智慧道 聖尊說一定要有兩個

道 因為沒有生起次第 就不會有
圓滿次第 生起次第就是胎藏界
金剛界就是圓滿次第 如果沒有胎
藏界 就不會有金剛界 沒有修
行 就沒有成佛 這道理是一樣
的 所以胎藏界的意思就是如果沒
有凡夫 就不可能有人成佛 因為
生起次第代表剛剛從凡夫開始修
行 圓滿次第就已經接近成佛了
像我們今天持咒 觀想 結手印
入三昧地 全部都是方便道 等到
成就了已經接近了究竟道 那個時
候就叫智慧道 真正成就了以後
就可將方便道捨去 但這成就也是
從方便道來的 也就是從生起次第
來的
這裡提到的什麼
是內魔？這裡指的是
尸林主 也就是墳場
的鬼頭目 像普巴金
剛就是尸林主 而蓮
華生大士降伏了尸林
主 將其變成佛的護
法 經文上的護境神
祗 也就是地方的守
護神 如山神 城
隍 也會做障礙 要
消除障礙 是要供養

祂們喜歡的東西 供養得好就會得
到很大的力量 但如果不歡喜 就
會障礙你 孔子說過一句話﹁敬鬼
神而遠之﹂ 我們信佛就好 不要
信鬼神 鬼神方面仍需要供養 讓
祂們產生歡喜 產生助力是好的
但信仰方面要信佛菩薩
內魔能夠以色 聲 香 味
觸來迷惑行者 自己必須要認清
楚 有時候也會在禪定的時候 來
障礙行者的修行 以致不能真正的
進入禪定 所以要供養鬼神 要認
識標誌 悟了道之後就不會受鬼神
迷惑 要供養祂們 讓祂們成為助
力而不是障礙 但不能皈依鬼神
我們要皈依的是金剛上師 佛
法 僧
精彩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為大
眾賜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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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雄寶殿 月色皎潔分明 近來
西城已經逐漸嶄露春天的氣息 能
經常看見大日遍照的無雲晴空 但
願在聖尊蓮生活佛及諸佛菩薩的加
持護佑下 疫情能早日撥雲見日
讓大家免於疫情的恐慌 讓疫病止
息 人人得平安 健康的生活

55

03.01.2020 彩虹雷藏寺
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蓮花童子表示
赤子
果
清淨
去除了無
惱愚
得了清淨法身
■文／彩虹雷藏寺

二

○二○年三月一日下午 美
國︿真佛宗彩虹雷藏寺﹀恭
請根本上師蓮生活佛主壇﹁南摩蓮
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在釋迦牟尼
佛說法的時候 有很多菩薩來聽
也有很多的尊者 很多的修行者來
聽 釋迦牟尼佛有提到很多的童
子：有日光童子 有月光童子 有
香嚴童子 其中也有提到一個﹁蓮
花童子﹂ 但是在廿五位尊者當
中 只有﹁月光童子﹂跟﹁香嚴童
子﹂列名在︻大佛頂首楞嚴經︼裡
面 而﹁蓮花童子﹂並沒有列入
︻大佛頂首楞嚴經︼ 主要的原因
是﹁蓮花童子﹂將來要度眾生
法王二十六歲時 蒙瑤池金母
開天眼 當晚出神遊歷西方極樂淨
土 親眼看見光明燦耀的﹁大白蓮
花童子﹂ 此時耳邊響起聲音說：
你就是﹁大白蓮花童子﹂的再來！
而﹁蓮花童子﹂的來歷是第十三地
的佛；其根源來自﹁大日如來﹂
而與﹁大日如來﹂在一起的就是
﹁佛眼佛母﹂ ﹁佛眼佛母﹂的雙
眼化為﹁摩訶雙蓮池﹂ ﹁阿彌陀
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主尊 ﹁蓮
花童子﹂是摩訶雙蓮池的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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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聚攏 右手食指壓於其上；密灌
手印：以左拇指及無名指相拈如
︵印度︶法源之相；慧灌手印：右
手食指為方便 交纏左手食指為智
慧 表方便智慧雙運且菩提心不
漏；第四灌手印：右手食指繞虛
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 另外 法
王特別教授大家期剋印 金剛指
降魔印 三角印 ﹁手印也是有
power ﹂
文中提到﹁以﹃因﹄為前行
﹃緣﹄和合時 生﹃果﹄﹂ 法王
解釋 你造什麼因 就會生什麼
果 就是因果 但是 如果你造了
因 沒有緣來的話 它不會生果
而前世所造的因 也會影響到你的
禪定及覺受 法王舉例 妳今天所
遇到的先生 就是妳前世的障礙
你這一世遇到的老婆 也可能是你
前世的障礙 ﹁那就是緣 障礙你
修行 ﹂
﹁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
事﹂ 所謂的﹁影﹂就是障礙 法
王一一解釋：三眛耶影｜你破了戒
就是有三眛耶影 如前世有破戒
這一世會產生障礙；鬼魔之影｜鬼
跟魔來干擾你 就是鬼魔之影；惡
友之影｜你遇到的是不好的朋友

﹁阿彌陀佛﹂化身為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再應化成﹁蓮生活佛
盧勝彥﹂ 為︿真佛宗﹀創辦人
全球五百萬弟子的精神導師
據師尊文集︽靈仙金剛大法︾
一書中記載著蓮花童子的意義：
﹁蓮花童子﹂的境界亦在西方
極樂世界 是摩訶雙蓮池的十八位
蓮花尊者的統稱 這個境界的形成
是﹁無邪眼如來﹂依眼識的變化而
成就的一個境界 ﹁十八位蓮花尊
者﹂之外 更有無盡無量的蓮花童
子為眷屬 十八位上首的蓮花童子
為中心 而持白色蓮花的童子 其
應化身就是﹁盧勝彥金剛上師﹂
白色蓮花童子是十八位上首尊者的
主尊 這個境界也是不退轉境界
為什麼稱為﹁童子﹂？童子就
是代表赤子 即是修行到了極致
恢復了﹁赤子之心﹂ 簡單的說
就是﹁皈本還原﹂ 在道家來說
男子修道 是從﹁離中虛﹂返回
﹁乾三連﹂ 女子修道 是從﹁坎
中滿﹂返回﹁坤六段﹂ 童子表示
純潔 表示果位 表示清淨法身
去除了私欲之心 去除了無明 去
除了煩惱 去除了愚痴 得到清淨
法身的 便可以叫﹁童子﹂ 所以

他來干擾你 傷害你 就是惡友之
影；飲食之影｜吃不同顏色的食物
會有不同的影響；處所之影｜地理
的關係 你住的地方是陰煞 或者
有鬼煞 有鬼魅在你住的房子裡
面 有煞氣 當然會影響你的禪
定；尸晦之影｜天氣 節慶的日子
的影響 日期也有影響
開示後 法王賜授予會大眾
﹁蓮花童子法灌頂﹂ 一切圓滿吉
祥

童子與菩薩 這兩個稱呼雖然不
同 其實是一樣的
﹁蓮花童子﹂ 是﹁蓮花菩
薩﹂ 這是沒有差別的 這﹁蓮花
童子﹂的清淨法身 不是由五蘊所
積聚的 也不是從十二處或十八界

的應化 原來是佛為了度眾生 示
現蓮花童子的境界 使眾生發菩提
心的法門之一 ﹁蓮花﹂就表示清
淨 出污泥而不染 童子就是菩薩
的果位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 其中
的二十五位聖者 有很多稱為法王
子的 法王就是釋迦牟尼佛 法王
子就是追隨法王修行的尊者 就稱
為法王子 而二十五位尊者之中
有一位是月光童子 一位是香嚴童
子 這裡的﹁童子﹂ 指的非﹁小
孩子﹂也 而是尊者的修行已﹁返
本還原﹂ 得到一乘妙法的菩薩果
位 便尊稱為﹁童子﹂
若有人修持﹁蓮花童子金剛相
應﹂ 這是﹁真佛宗﹂的根本金剛
大法 即知這個﹁三摩地﹂是圓通
的根本 是有印證的 可得妙覺明
體 可周遍法界 修者韜光跡隱
潔淨身心 如蓮花般 入如來藏
心 得微密妙法 悟了真常 得照
明金剛三昧 一切真切洞然 旋轉
靈能的法輪 得到元明的真見 如
此的修行 是為第一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四灌的四個手印 法王分別示
範 瓶灌手印：初瓶灌時 左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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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聚攏 右手食指壓於其上；密灌
手印：以左拇指及無名指相拈如
︵印度︶法源之相；慧灌手印：右
手食指為方便 交纏左手食指為智
慧 表方便智慧雙運且菩提心不
漏；第四灌手印：右手食指繞虛
空 表大樂法身如虛空 另外 法
王特別教授大家期剋印 金剛指
降魔印 三角印 ﹁手印也是有
power ﹂
文中提到﹁以﹃因﹄為前行
﹃緣﹄和合時 生﹃果﹄﹂ 法王
解釋 你造什麼因 就會生什麼
果 就是因果 但是 如果你造了
因 沒有緣來的話 它不會生果
而前世所造的因 也會影響到你的
禪定及覺受 法王舉例 妳今天所
遇到的先生 就是妳前世的障礙
你這一世遇到的老婆 也可能是你
前世的障礙 ﹁那就是緣 障礙你
修行 ﹂
﹁因緣和合所生之影有六
事﹂ 所謂的﹁影﹂就是障礙 法
王一一解釋：三眛耶影｜你破了戒
就是有三眛耶影 如前世有破戒
這一世會產生障礙；鬼魔之影｜鬼
跟魔來干擾你 就是鬼魔之影；惡
友之影｜你遇到的是不好的朋友

﹁阿彌陀佛﹂化身為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再應化成﹁蓮生活佛
盧勝彥﹂ 為︿真佛宗﹀創辦人
全球五百萬弟子的精神導師
據師尊文集︽靈仙金剛大法︾
一書中記載著蓮花童子的意義：
﹁蓮花童子﹂的境界亦在西方
極樂世界 是摩訶雙蓮池的十八位
蓮花尊者的統稱 這個境界的形成
是﹁無邪眼如來﹂依眼識的變化而
成就的一個境界 ﹁十八位蓮花尊
者﹂之外 更有無盡無量的蓮花童
子為眷屬 十八位上首的蓮花童子
為中心 而持白色蓮花的童子 其
應化身就是﹁盧勝彥金剛上師﹂
白色蓮花童子是十八位上首尊者的
主尊 這個境界也是不退轉境界
為什麼稱為﹁童子﹂？童子就
是代表赤子 即是修行到了極致
恢復了﹁赤子之心﹂ 簡單的說
就是﹁皈本還原﹂ 在道家來說
男子修道 是從﹁離中虛﹂返回
﹁乾三連﹂ 女子修道 是從﹁坎
中滿﹂返回﹁坤六段﹂ 童子表示
純潔 表示果位 表示清淨法身
去除了私欲之心 去除了無明 去
除了煩惱 去除了愚痴 得到清淨
法身的 便可以叫﹁童子﹂ 所以

他來干擾你 傷害你 就是惡友之
影；飲食之影｜吃不同顏色的食物
會有不同的影響；處所之影｜地理
的關係 你住的地方是陰煞 或者
有鬼煞 有鬼魅在你住的房子裡
面 有煞氣 當然會影響你的禪
定；尸晦之影｜天氣 節慶的日子
的影響 日期也有影響
開示後 法王賜授予會大眾
﹁蓮花童子法灌頂﹂ 一切圓滿吉
祥

童子與菩薩 這兩個稱呼雖然不
同 其實是一樣的
﹁蓮花童子﹂ 是﹁蓮花菩
薩﹂ 這是沒有差別的 這﹁蓮花
童子﹂的清淨法身 不是由五蘊所
積聚的 也不是從十二處或十八界

的應化 原來是佛為了度眾生 示
現蓮花童子的境界 使眾生發菩提
心的法門之一 ﹁蓮花﹂就表示清
淨 出污泥而不染 童子就是菩薩
的果位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 其中
的二十五位聖者 有很多稱為法王
子的 法王就是釋迦牟尼佛 法王
子就是追隨法王修行的尊者 就稱
為法王子 而二十五位尊者之中
有一位是月光童子 一位是香嚴童
子 這裡的﹁童子﹂ 指的非﹁小
孩子﹂也 而是尊者的修行已﹁返
本還原﹂ 得到一乘妙法的菩薩果
位 便尊稱為﹁童子﹂
若有人修持﹁蓮花童子金剛相
應﹂ 這是﹁真佛宗﹂的根本金剛
大法 即知這個﹁三摩地﹂是圓通
的根本 是有印證的 可得妙覺明
體 可周遍法界 修者韜光跡隱
潔淨身心 如蓮花般 入如來藏
心 得微密妙法 悟了真常 得照
明金剛三昧 一切真切洞然 旋轉
靈能的法輪 得到元明的真見 如
此的修行 是為第一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四灌的四個手印 法王分別示
範 瓶灌手印：初瓶灌時 左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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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佛
此時的祖廟雖無往常熱鬧的人

傍晚時分 天色仍然十分清
亮 師尊散步到祖廟外前庭的櫻花
樹下 抬頭仰視茂盛的櫻花 也不
禁發出讚歎！隨後 師尊再走到龍
王亭佇足 虔心默禱禮拜龍王菩
薩

這是師尊睽違了將近十年之久
的櫻花美景 雷藏寺圍牆旁整排盛
放的櫻花樹 更是成為附近社區最
亮眼的一景

雅圖祖廟今年的櫻花 在這
幾日終於完全盛開了！美麗
綻放的櫻花 濃密的花朵鐫滿枝
頭 閃耀著繽紛亮麗的粉紅色 碧
藍的天空更是將整個雷藏寺蔚為一
幅美麗的圖畫

西

2020.04.06
2020.04.16

一心禮敬根本傳承上師

師尊傳授的佛法與慈悲的加
持 能讓弟子們在風雨中生信心
在動盪不安之中 師尊是弟子們心
靈上最大的依怙

在居家防疫期間 寺廟依政府
規定 停止了一切集會聚眾的活
動 然而師尊沒有一刻不是心心念
念著眾生的 祂每日持之以恆的修
法 寫作 加持眾弟子 加持來信
的祈願 無我的利益所有的眾生

■文／西雅圖雷藏寺

動盪不安之中
師尊是弟子們心靈上 最大的 依怙

︿

西雅圖雷藏寺﹀已從四月四
日起 每週六晚上八點以網
路直播的方式 讓全世界的同門都
能夠繼續聆聽到根本上師的佛法開
示 在現在疫情嚴苛的非常時期
師尊仍然堅持弘揚佛法 師尊在開
示當中 祂因眾生的苦而苦 也因
眾生的悲而愴然淚下 師尊以佛法
的力量來安撫眾生的心靈 祂大悲
的慈心 更是日日祈求諸佛菩薩超
度接引那些不幸染疫逝世的人們
這幾日 藍天白雲 微風輕
拂 西雅圖的春色景致怡人 到處
綠意盎然 花兒綻放 在師尊密苑
居家的後院 一株株梨花樹開滿了
白色小花 師尊漫步到園中 駐足
品味著梨花的純白潔淨 在和煦的
陽光下 庭園靜謐 流淌著溫馨的
氣息

師尊每天都會關心
各地疫情的狀況 也經常想念弟
子 為弟子們祈求平安健康
來人往 但仍有著山靈水秀的寧靜
怡然
師尊每天都會關心各地疫情的
狀況 也經常想念弟子 為弟子們
祈求平安健康 師尊以佛法寬慰驚
惶的眾生 讓大家不再害怕 而更
加勇猛精進的修持
感謝師尊的佛光遍照每一位真
佛弟子 有師尊真好！
一心禮敬根本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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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佛
此時的祖廟雖無往常熱鬧的人

傍晚時分 天色仍然十分清
亮 師尊散步到祖廟外前庭的櫻花
樹下 抬頭仰視茂盛的櫻花 也不
禁發出讚歎！隨後 師尊再走到龍
王亭佇足 虔心默禱禮拜龍王菩
薩

這是師尊睽違了將近十年之久
的櫻花美景 雷藏寺圍牆旁整排盛
放的櫻花樹 更是成為附近社區最
亮眼的一景

雅圖祖廟今年的櫻花 在這
幾日終於完全盛開了！美麗
綻放的櫻花 濃密的花朵鐫滿枝
頭 閃耀著繽紛亮麗的粉紅色 碧
藍的天空更是將整個雷藏寺蔚為一
幅美麗的圖畫

西

2020.04.06
2020.04.16

一心禮敬根本傳承上師

師尊傳授的佛法與慈悲的加
持 能讓弟子們在風雨中生信心
在動盪不安之中 師尊是弟子們心
靈上最大的依怙

在居家防疫期間 寺廟依政府
規定 停止了一切集會聚眾的活
動 然而師尊沒有一刻不是心心念
念著眾生的 祂每日持之以恆的修
法 寫作 加持眾弟子 加持來信
的祈願 無我的利益所有的眾生

■文／西雅圖雷藏寺

動盪不安之中
師尊是弟子們心靈 上最大的依 怙

︿

西雅圖雷藏寺﹀已從四月四
日起 每週六晚上八點以網
路直播的方式 讓全世界的同門都
能夠繼續聆聽到根本上師的佛法開
示 在現在疫情嚴苛的非常時期
師尊仍然堅持弘揚佛法 師尊在開
示當中 祂因眾生的苦而苦 也因
眾生的悲而愴然淚下 師尊以佛法
的力量來安撫眾生的心靈 祂大悲
的慈心 更是日日祈求諸佛菩薩超
度接引那些不幸染疫逝世的人們
這幾日 藍天白雲 微風輕
拂 西雅圖的春色景致怡人 到處
綠意盎然 花兒綻放 在師尊密苑
居家的後院 一株株梨花樹開滿了
白色小花 師尊漫步到園中 駐足
品味著梨花的純白潔淨 在和煦的
陽光下 庭園靜謐 流淌著溫馨的
氣息

師尊每天都會關心
各地疫情的狀況 也經常想念弟
子 為弟子們祈求平安健康
來人往 但仍有著山靈水秀的寧靜
怡然
師尊每天都會關心各地疫情的
狀況 也經常想念弟子 為弟子們
祈求平安健康 師尊以佛法寬慰驚
惶的眾生 讓大家不再害怕 而更
加勇猛精進的修持
感謝師尊的佛光遍照每一位真
佛弟子 有師尊真好！
一心禮敬根本傳承上師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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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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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專題報導

菩提園地

刻打電話分配 Ｙ同門負責打電話
給當事人 要速快直接同Ｊ取一切
資料 立刻網上報名 而我同Ｆ和
Ｓ同門 三位各自在家唸︻高王觀
世音真經︼ 迴給病患者 兩位同
門只懂唸︻高王觀世音真經︼ 而
我就唸﹃救瘟疫度母心咒﹄ ︻高
王觀世音真經︼ 我立刻在壇城
稟告一切事情 祈求加持病患者
Ｒ
報名﹁救瘟疫度母法會﹂過後
第三天 奇蹟出現 Ｆ師姐打電話
告知我 Ｊ親戚的丈夫 已不用依
靠呼吸器 自己可以呼吸 但還不
能夠開口說話和吃東西 Ｆ師姐同
我在電話中 我倆開心到哭泣 一
個宣判將要死的人 有這大轉變的

得 救
■文∕因果

到四月十九日法會是﹁救天災
度母法會﹂ 已幫Ｒ報名法會 希
望他速快康復 到法會第二日 奇
蹟出現 Ｆ師姐打電話告知我 今
日Ｊ的丈夫已脫離危險 已轉去普
通病房 還可以開口說話 更可以
吃東西 突然康復得這麼快

奇蹟 真的萬分之開心
當事人Ｊ和她的弟弟開始相信
經文 唸經迴向給Ｒ 祈求Ｒ速快
完全康復

瘟疫病患者

醫生在電話同Ｊ講 他丈夫休
養幾日就可以出院 還讓Ｒ同家人
在視頻中相見談話 家人見到Ｒ精
神不錯 臉上有笑容 真的特大的
奇蹟 萬分之殊勝 各人開心到哭

在

四月十二日早上 有位遠地
Ｆ師姐打電話給我說 她有
位Ｊ親戚的丈夫 感染瘟疫病很是
嚴重 轉去在ICU 已有兩個星期
了 醫生告知Ｊ 要有心理準備
Ｊ有三個年幼的小孩子 丈夫患重
病入了ICU院 是不准許探病的
但孩子很想念爸爸 常常哭泣要見
爸爸 整個家庭的人 愁眉苦臉
痛苦不堪 真的慘不忍睹
Ｆ師姐一邊哭泣的告知我說
很是擔心Ｊ親戚和三個小孩子 失
去爸爸 而一個年輕媽媽 如何能
夠成受這劫難的打擊 我聽到後悲
痛萬分 哭泣的說 剛好今日師尊
有﹁救瘟疫度母法會﹂ 可報名法
會 你去問你的Ｊ親戚 是否願意
為丈夫的病 去報名師尊的法會
因為有些人是不信 更會抗拒佛教
的 為了尊重她 是要她准許才為
她的丈夫報名法會 一會後 Ｆ師
姐回電話給我說 Ｊ親戚答應會為
丈夫這樣做
師尊法會在中午十二時截止報
名的 在時間無多的情況下 我立

泣 在八天的時間中 改變命運
令我多麼的感動流淚！

感恩救天災度母大慈大悲的救

感恩救瘟疫度母大慈大悲的救

感恩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救

感恩師尊大慈大悲的救度

證實萬分之殊勝 師尊﹁救瘟
疫度母法會﹂ ﹁救天災度母法
會﹂ ︻高王觀世音真經︼

度

度

度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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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
救瘟疫㆝災法會
高王觀世音真經

菩提園地

刻打電話分配 Ｙ同門負責打電話
給當事人 要速快直接同Ｊ取一切
資料 立刻網上報名 而我同Ｆ和
Ｓ同門 三位各自在家唸︻高王觀
世音真經︼ 迴給病患者 兩位同
門只懂唸︻高王觀世音真經︼ 而
我就唸﹃救瘟疫度母心咒﹄ ︻高
王觀世音真經︼ 我立刻在壇城
稟告一切事情 祈求加持病患者
Ｒ
報名﹁救瘟疫度母法會﹂過後
第三天 奇蹟出現 Ｆ師姐打電話
告知我 Ｊ親戚的丈夫 已不用依
靠呼吸器 自己可以呼吸 但還不
能夠開口說話和吃東西 Ｆ師姐同
我在電話中 我倆開心到哭泣 一
個宣判將要死的人 有這大轉變的

得 救
■文∕因果

到四月十九日法會是﹁救天災
度母法會﹂ 已幫Ｒ報名法會 希
望他速快康復 到法會第二日 奇
蹟出現 Ｆ師姐打電話告知我 今
日Ｊ的丈夫已脫離危險 已轉去普
通病房 還可以開口說話 更可以
吃東西 突然康復得這麼快

奇蹟 真的萬分之開心
當事人Ｊ和她的弟弟開始相信
經文 唸經迴向給Ｒ 祈求Ｒ速快
完全康復

瘟疫病患者

醫生在電話同Ｊ講 他丈夫休
養幾日就可以出院 還讓Ｒ同家人
在視頻中相見談話 家人見到Ｒ精
神不錯 臉上有笑容 真的特大的
奇蹟 萬分之殊勝 各人開心到哭

在

四月十二日早上 有位遠地
Ｆ師姐打電話給我說 她有
位Ｊ親戚的丈夫 感染瘟疫病很是
嚴重 轉去在ICU 已有兩個星期
了 醫生告知Ｊ 要有心理準備
Ｊ有三個年幼的小孩子 丈夫患重
病入了ICU院 是不准許探病的
但孩子很想念爸爸 常常哭泣要見
爸爸 整個家庭的人 愁眉苦臉
痛苦不堪 真的慘不忍睹
Ｆ師姐一邊哭泣的告知我說
很是擔心Ｊ親戚和三個小孩子 失
去爸爸 而一個年輕媽媽 如何能
夠成受這劫難的打擊 我聽到後悲
痛萬分 哭泣的說 剛好今日師尊
有﹁救瘟疫度母法會﹂ 可報名法
會 你去問你的Ｊ親戚 是否願意
為丈夫的病 去報名師尊的法會
因為有些人是不信 更會抗拒佛教
的 為了尊重她 是要她准許才為
她的丈夫報名法會 一會後 Ｆ師
姐回電話給我說 Ｊ親戚答應會為
丈夫這樣做
師尊法會在中午十二時截止報
名的 在時間無多的情況下 我立

泣 在八天的時間中 改變命運
令我多麼的感動流淚！

感恩救天災度母大慈大悲的救

感恩救瘟疫度母大慈大悲的救

感恩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救

感恩師尊大慈大悲的救度

證實萬分之殊勝 師尊﹁救瘟
疫度母法會﹂ ﹁救天災度母法
會﹂ ︻高王觀世音真經︼

度

度

度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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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
救瘟疫㆝災法會
高王觀世音真經

敦煌壁畫的因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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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45窟–未生怨

觀世音

何謂：「經變」

古

印度有一個王舍城 國王是頻
婆裟羅王 其夫人韋提希 頻
婆裟羅王年紀漸老 兩人膝下無子
王位後繼無人 國王想到自己年邁
一生無子可以繼位的心結越來越難
過 每當想到自己的將來王權落在別
人身上 就憂心如焚 所以頻婆裟羅
王和韋提希夫人盼子心切 盼望著能
有一個兒子來到世間 於是 國王請
來了一位相命的高士 來占算他們是
否能有一個兒子
相命的高士仔細占算之後 告
訴國王與夫人：﹁根據國王與夫人的
貴相 命中會有一個兒子 但是這個
兒子是現在正在山中修行的仙人 待
他往生後 才能到國王府中投胎 那
時夫人一定會懷孕的 但是國王不可
操之過急 要耐心地等待三年 三年
之後 這位修行人才會往生
國王於是派遣使者去請仙人
告訴仙人：﹁國王沒有後嗣 到處去
求神也沒有結果 現在有個相士預
言 仙人不久就會往生 並投胎做王
的兒子 希望您大發慈悲 早點去投
胎 ﹂這位仙人回覆使者說：﹁我還
有三年的壽命 國王命令我馬上投胎
轉世 這個我是做不到的 ﹂

使者回來傳達仙人的意思 國
王就說：﹁我是一國之君 國內所
有的人物都是歸屬於我 今天是以
禮相請 他竟然不聽我的命令！﹂
於是 就命令使者說：﹁你再去請
他 如果不成 就把他殺了 他如
果死了 不就投胎來當我的小孩了
嗎！﹂
使者受國王之命來到了仙人的
住處 告知國王的意思 但是仙人
仍然無法接受王的意旨 所以使者
就依照國王的命令 要殺了仙人
仙人就說：﹁你回去告訴國王 我
命未該絕 他竟然命人來殺我 我
如果去做他的兒子 將來也要命人
去殺了國王 ﹂
頻婆裟羅王 性急無法等待
派出衛士 切斷了仙人的水源與糧
食 不久之後 仙人因饑渴而死
去 修行的仙人死後 國王非常歡
喜 過了一年之後 夫人還是沒有
身孕 國王非常生氣 又找來相命
的高士 質問他說：﹁仙人死了一
年了 為何夫人還無身孕？﹂相命
的高士說：﹁王啊！我曾說 此事
不能操之過急 需再耐心等待三
年 夫人方有身孕 但是 王派人
雜誌

63
64

文／蓮花谷
莫高窟45窟–十六觀

把佛經的內容「變」成圖畫，就叫做「經變」，
就是經的變相，具有圖解的意味。
變相有別於變文，同樣稱作經變，殊途同歸，
功用也是一致的。
簡單地說，為了區別相對獨立的尊像畫和故事畫，
只有將整部的佛經畫成圖畫，才稱為經變畫。

告
汝好
是語
是語 即是無量
名
說此語
尊
連 尊
韋提 等
說
大歡
爾 世尊 足步
崛山
廣為大眾說如上
無量人 龍神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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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45窟–觀無量壽佛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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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45窟–未生怨

觀世音

何謂：「經變」

古

印度有一個王舍城 國王是頻
婆裟羅王 其夫人韋提希 頻
婆裟羅王年紀漸老 兩人膝下無子
王位後繼無人 國王想到自己年邁
一生無子可以繼位的心結越來越難
過 每當想到自己的將來王權落在別
人身上 就憂心如焚 所以頻婆裟羅
王和韋提希夫人盼子心切 盼望著能
有一個兒子來到世間 於是 國王請
來了一位相命的高士 來占算他們是
否能有一個兒子
相命的高士仔細占算之後 告
訴國王與夫人：﹁根據國王與夫人的
貴相 命中會有一個兒子 但是這個
兒子是現在正在山中修行的仙人 待
他往生後 才能到國王府中投胎 那
時夫人一定會懷孕的 但是國王不可
操之過急 要耐心地等待三年 三年
之後 這位修行人才會往生
國王於是派遣使者去請仙人
告訴仙人：﹁國王沒有後嗣 到處去
求神也沒有結果 現在有個相士預
言 仙人不久就會往生 並投胎做王
的兒子 希望您大發慈悲 早點去投
胎 ﹂這位仙人回覆使者說：﹁我還
有三年的壽命 國王命令我馬上投胎
轉世 這個我是做不到的 ﹂

使者回來傳達仙人的意思 國
王就說：﹁我是一國之君 國內所
有的人物都是歸屬於我 今天是以
禮相請 他竟然不聽我的命令！﹂
於是 就命令使者說：﹁你再去請
他 如果不成 就把他殺了 他如
果死了 不就投胎來當我的小孩了
嗎！﹂
使者受國王之命來到了仙人的
住處 告知國王的意思 但是仙人
仍然無法接受王的意旨 所以使者
就依照國王的命令 要殺了仙人
仙人就說：﹁你回去告訴國王 我
命未該絕 他竟然命人來殺我 我
如果去做他的兒子 將來也要命人
去殺了國王 ﹂
頻婆裟羅王 性急無法等待
派出衛士 切斷了仙人的水源與糧
食 不久之後 仙人因饑渴而死
去 修行的仙人死後 國王非常歡
喜 過了一年之後 夫人還是沒有
身孕 國王非常生氣 又找來相命
的高士 質問他說：﹁仙人死了一
年了 為何夫人還無身孕？﹂相命
的高士說：﹁王啊！我曾說 此事
不能操之過急 需再耐心等待三
年 夫人方有身孕 但是 王派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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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佛經的內容「變」成圖畫，就叫做「經變」，
就是經的變相，具有圖解的意味。
變相有別於變文，同樣稱作經變，殊途同歸，
功用也是一致的。
簡單地說，為了區別相對獨立的尊像畫和故事畫，
只有將整部的佛經畫成圖畫，才稱為經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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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善男子 善女人
莫高窟171窟–觀無量壽佛經「未生怨」

莫高窟172窟–觀無量壽佛經–未生怨1

去斷了仙人的水糧 害其身命 豈能
逼迫其早日投胎呢？幸而仙人的靈識
已轉入為白兔 因與王有父子之緣
現在白兔在王宮東苑 待白兔死後
其靈魂即可再投胎 屆時夫人即可有
身孕 ﹂
相命的高士走後 王自思：
﹁我為一國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 國中之事莫不是我在主宰 小小
一隻白兔 又有何懼？相命之士故意
吹噓 糊弄玄虛 ﹂於是 頻婆裟羅
王親自率領衛兵到東苑去捕捉白兔
衛兵圍住花園 整個包圍搜索 最後
圍捕到白兔 並把白兔釘死在花園中
的大樹上 自此 白兔靈識投生於韋
提希夫人胎中 十月之後 韋提希夫
人終於生了太子 頻婆裟羅王最後總
算是老年得子 心中非常高興 取名
阿闍世 即是後來的阿闍世王
經過十九年之後 阿闍世王已
長大成為一位英俊且才能超眾的王
子 頻婆裟羅王與韋提希夫人兩人對
阿闍世王子從小就非常寵愛 後來也
把朝政大權也都交給阿闍世王治理
阿闍世王之後 經常親自帶兵操練
國中文治武功 盛極一時
有一天 阿闍世王在帶兵的半

路上 心中卻忽然對自己的父親產生
了一種莫名的憎惡 於是心中忿忿無
法憮平 悻悻然地帶軍隊回宮發動政
變 並下令拘禁自己的父王 把頻婆
裟羅王幽禁在監獄裡 並告誡所有人
不能去探望王 又下令斷其糧水 任
老國王饑渴死去
阿闍世王的母親韋提希夫人得
知兒子要把她的丈夫餓死 萬分驚恐
傷心 整天以淚洗面 不知如何是
好？心想 我與國王兩人老年得子
對獨子從小寵愛有加 如今為何生了
一個逆子 韋提希夫人想到此事心中
很憂鬱 老國王年紀老邁 身體豈能
經得起饑渴？心中一再想辦法要救頻
婆裟羅王能免於死難？韋提希夫人孤
身一人穿過戒備森嚴的監獄重重大
門 來到囚禁頻婆裟羅王的監獄前
儘管阿闍世王有令 衛兵們還是不敢
阻攔的王后 讓王后偷偷地去見老國
王 韋提希夫人進入監獄見到頻婆裟
羅王 夫妻兩人抱頭痛哭 韋提希夫
人解開衣服 刮下塗在身上的酥蜜和
炒麵給頻婆裟羅王充饑 倒出藏在瓔
珞中的葡萄漿讓老王解渴
經過幾日了 阿闍世王看到父
王不但沒有餓死 反而身體無恙 十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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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172窟–觀無量壽佛經–未生怨1

去斷了仙人的水糧 害其身命 豈能
逼迫其早日投胎呢？幸而仙人的靈識
已轉入為白兔 因與王有父子之緣
現在白兔在王宮東苑 待白兔死後
其靈魂即可再投胎 屆時夫人即可有
身孕 ﹂
相命的高士走後 王自思：
﹁我為一國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 國中之事莫不是我在主宰 小小
一隻白兔 又有何懼？相命之士故意
吹噓 糊弄玄虛 ﹂於是 頻婆裟羅
王親自率領衛兵到東苑去捕捉白兔
衛兵圍住花園 整個包圍搜索 最後
圍捕到白兔 並把白兔釘死在花園中
的大樹上 自此 白兔靈識投生於韋
提希夫人胎中 十月之後 韋提希夫
人終於生了太子 頻婆裟羅王最後總
算是老年得子 心中非常高興 取名
阿闍世 即是後來的阿闍世王
經過十九年之後 阿闍世王已
長大成為一位英俊且才能超眾的王
子 頻婆裟羅王與韋提希夫人兩人對
阿闍世王子從小就非常寵愛 後來也
把朝政大權也都交給阿闍世王治理
阿闍世王之後 經常親自帶兵操練
國中文治武功 盛極一時
有一天 阿闍世王在帶兵的半

路上 心中卻忽然對自己的父親產生
了一種莫名的憎惡 於是心中忿忿無
法憮平 悻悻然地帶軍隊回宮發動政
變 並下令拘禁自己的父王 把頻婆
裟羅王幽禁在監獄裡 並告誡所有人
不能去探望王 又下令斷其糧水 任
老國王饑渴死去
阿闍世王的母親韋提希夫人得
知兒子要把她的丈夫餓死 萬分驚恐
傷心 整天以淚洗面 不知如何是
好？心想 我與國王兩人老年得子
對獨子從小寵愛有加 如今為何生了
一個逆子 韋提希夫人想到此事心中
很憂鬱 老國王年紀老邁 身體豈能
經得起饑渴？心中一再想辦法要救頻
婆裟羅王能免於死難？韋提希夫人孤
身一人穿過戒備森嚴的監獄重重大
門 來到囚禁頻婆裟羅王的監獄前
儘管阿闍世王有令 衛兵們還是不敢
阻攔的王后 讓王后偷偷地去見老國
王 韋提希夫人進入監獄見到頻婆裟
羅王 夫妻兩人抱頭痛哭 韋提希夫
人解開衣服 刮下塗在身上的酥蜜和
炒麵給頻婆裟羅王充饑 倒出藏在瓔
珞中的葡萄漿讓老王解渴
經過幾日了 阿闍世王看到父
王不但沒有餓死 反而身體無恙 十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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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敦煌莫高窟172窟描繪《觀無量壽佛經淨土變》，畫中繪出西方極樂世界，色彩豐富
細緻鮮明。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一同接引眾生往生極樂。
四周有十方諸佛圍繞，上方天人天鼓天樂。
諸佛菩薩身居莊嚴宏偉的殿宇，供養菩薩和伎樂飛天在前方的水榭樓台，以香花和
樂舞供養。殿堂有七寶蓮池、八功德水，寶樹、寶花、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妙音宣
揚。蓮池中有九品蓮花化生的眾生。
壁畫中也描繪了【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所描述「未生怨」的故事，阿闍世王子弒
父奪位，韋提希夫人傷心絕望，佛陀為她講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修行方法。
參考資料：
1、【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疏／大正藏。
2、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3、中國敦煌壁面全集／段文傑，樊錦詩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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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高窟172窟–觀無量壽佛經變2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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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語
是語 即是無量
名
說此語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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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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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世尊 足步
崛山
廣為大眾說如上
無量人 龍神夜叉
說 大歡 禮
退

聞
爾
聞

2

3

分奇怪 便去追問衛兵 衛兵不敢隱
瞞真情 就把韋提希夫人探監並送食
物給老國王之事 如實告訴了阿闍世
王
阿闍世王一聽之後 勃然大
怒 大叫：﹁父親作惡 該當死罪
母親 竟敢違背我的旨意去送食物
我也不能饒恕母親 ﹂說罷 並沖向
後宮 要殺害母親 眾臣子皆驚懼不
安 不知所措 這時 有兩位大臣
名叫月光和耆婆 冒死勸諫阿闍世
王 再經過所有大臣的阻攔 阿闍世
王最後改下令說：﹁把母親幽禁於後
宮 不准她再出宮門 ﹂韋提希夫人
被禁閉在後宮 頻婆裟羅王最後也就
因斷糧缺水 不久也就餓死在獄中
了
韋提希夫人遭幽禁之際 心灰
意冷 憂鬱憔悴 想起在耆闍崛山的
釋迦牟尼佛 一心祈請如來的救度
佛陀感應到韋提希夫人的心意 與目
犍連 阿難兩位尊者親臨宮中 為韋
提希夫人解難 韋提希夫人向佛陀表
示已無心再留戀娑婆世界
於是佛陀示現西方十方佛剎淨
土境於韋提希夫人面前 韋提希夫人
向佛陀表明願往生阿彌陀佛西方極樂

淨土 佛陀於是給夫人講解修學往生
西方淨土方法 往生西方佛國當修
﹃淨業三福﹄ 並講解西方極樂世界
十六觀 面朝西方觀想落日 然後依
次觀西方三聖身相及彌陀淨土 莊嚴
諸相的往生淨土的方法 其中提到往
生西方佛國九品蓮花生的果位
佛說觀無量壽經 源自於韋提
希夫人悲傷兒子阿闍世王 弒父篡位
的惡行 讓韋提希夫人厭惡娑婆世界
五濁惡世 因此生起願往生西方清淨
佛國之心
如經中提到所言：﹁時韋提希
見佛世尊 自絕瓔珞 舉身投地 號
泣向佛 白言：﹃世尊！我宿何罪
生此惡子？世尊！復有何等因緣 與
提婆達多共為眷屬？唯願世尊 為我
廣說無憂惱處 我當往生 不樂閻浮
提濁惡世也 此濁惡世 地獄餓鬼畜
生盈滿 多不善聚 願我未來不聞惡
聲 不見惡人 今向世尊 五體投
地 求哀懺悔 唯願佛力教我 觀於
清淨業處 ﹄﹂求釋迦佛為她廣說得
以往生淨土之法 依這因緣 才有佛
說︻觀無量壽佛經︼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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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敦煌莫高窟172窟描繪《觀無量壽佛經淨土變》，畫中繪出西方極樂世界，色彩豐富
細緻鮮明。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一同接引眾生往生極樂。
四周有十方諸佛圍繞，上方天人天鼓天樂。
諸佛菩薩身居莊嚴宏偉的殿宇，供養菩薩和伎樂飛天在前方的水榭樓台，以香花和
樂舞供養。殿堂有七寶蓮池、八功德水，寶樹、寶花、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妙音宣
揚。蓮池中有九品蓮花化生的眾生。
壁畫中也描繪了【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所描述「未生怨」的故事，阿闍世王子弒
父奪位，韋提希夫人傷心絕望，佛陀為她講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修行方法。
參考資料：
1、【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疏／大正藏。
2、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3、中國敦煌壁面全集／段文傑，樊錦詩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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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奇怪 便去追問衛兵 衛兵不敢隱
瞞真情 就把韋提希夫人探監並送食
物給老國王之事 如實告訴了阿闍世
王
阿闍世王一聽之後 勃然大
怒 大叫：﹁父親作惡 該當死罪
母親 竟敢違背我的旨意去送食物
我也不能饒恕母親 ﹂說罷 並沖向
後宮 要殺害母親 眾臣子皆驚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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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請㈧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
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南摩
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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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
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
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
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
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
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
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
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
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
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
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
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
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
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
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
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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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體清淨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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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謝美女
一心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謝美女業障消除
苦得樂 速速往生佛國淨土

•助印者：謝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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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That Harmonize
With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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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ocating naturalism, I have noticed that
Japanese have very unique names. As a
race, the Japanese are also known as Da He
(yamato Minzoku). These two words exude the
feeling of unification with nature and give an
air of good omens.
One of my Japanese disciples, Miss
Nakagawa Kimiko, the secretary of Lian Hua
Jing Xiang from Osaka`s Sumiyoshi Lei Zhang
Temple, gave me an impression that she is a
typical Japanese girl.
She has a single eye lid, well kept hair and
normal features.
She smiles with extruding tooth, She is
kind and friendly.
Her Japanese sounds like a passing
breeze.
It is very difficult , if not impossible to
describe Miss Nakagawa correctly. You can`t
express your feeling, as she is fine, tender, and
exquisite; and as neat as the costume she
wears.
Miss Nakagawa accompanied us to tour
the garden next to Sumiyoshi Lei Zhang
Temple. It was a big garden. Many foot paths
made of broken stones criss-crossed the
garden. There were many small bridges and
flowing water - special features of Japanese
gardens. Strolling along the well-trimmed
bamboo leaves, upright tree trunks and the
grand-looking pine trees, Miss Nakagawa could
be mistaken as part of the garden.
I asked \`Why is your surname

76

Nakagawa middle river)?\`
\`There is a river near the place I was
born.\`
\`It is very interesting, \` I remarked.
I tried to apply the principle, \`Then
Kitahara (north country) Chieko`s home must
be in the open country in the north?\`
\`I think so.\` Miss Nakagawa replied.
Many Japanese names are connected and
unified with the nature.
For instance, Matsushita - House under a
pine tree.
Watanabe- House near the ferry of a
river .
Tanaka- House in the middle of a paddy
field.
It was intriguing that Japanese names are
the product of unification of nature and self.
Chinese inherited their surnames from
their ancestors.
Such names as George, John, Tom,
Peter... are just a sign without any meaning.
A natural name perhaps is very close to
the path!
Traditional buildings are conserved in
Kurashiki. You can even see the tatami from
the paper doors outside, as these wooden
buildings are usually very short .
Strolling along the Sakura river, I could
even see the koi fish swimming in the river, as
the water is very blue and clear. I know
Japanese are great koi lovers.
Many green bamboo plants and all kinds

of groves are planted beside the houses.
Whereas big Bonsai plants and blooming
dujuan flowers are grown in front of the
houses. On the other hands, Sakura flowers,
and willow trees always line the riverside.
In Kurashiki, we can see how a typical
Japanese house is built in picturesque scenery
and beautiful landscape.
In a big bowl outside a small eating place,
I saw the ever-flagrant \`Wei Zen\` soup being
sold.
Riding a bicycle, postman personally
delivered letters to all the houses. Names of the
owner engraved on a piece of wood are hang
on the main doors.
After a short burst of bicycle bell, its back
to normal, as quiet as ever.
I came across a white note stuck onto the
paper door of an ordinary wooden hut , which
read : \`No adult at home, please call some
other day.\`
These few words shocked me !
I recalled : \`Japan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that have good public order. Japanese
don`t steal, Items found will be s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 there are few robberies.........\`
\`Everybody knows about the tragedy at
Thousand Island Lake- Mainland China, where
over thirty tourists were robbed and burned to
death.\`
\`There are many cases of kidnapping
and robbery in Taiwan.\`
\`Many bank robberies were commit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What a contrast between the owner`s
notice and the western life style ? - Many
drunkens and homeless in the big cities beg for
money in the West.
The typical traditional Japanese life in
Kurashiki is an unforgettable good old time. By
passing through here, I was compelled to seek a
peaceful life.
I laughed when I saw a name called
Kameyutaro erected on the front door of a
house. I asked and was given the reply.
\`Kameyutaro keeps and sells turtles for a
living. Taro is the eldest son. Jiro is the second
son, and Saburo is the third son. Sometimes,
profession enters into one`s name, so that other
will understand and accept him. It is logical and
fluent.\`
I remembered the famous Japanese
warrior Toyotomi Hideyoshi. Toyotomi clearly
signified that he was a politician, and Hideyoshi
showed that he was of a superior character.
Do you agree with me now that Japanese
names are related to present time and nature ?
In spiritual search, I notice, \`People, time,
place, and event\` must show interrelated
information.
If we are able to see the truth of all
sentient beings,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Amitabha Buddha`s wisdom of Magnificent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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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aurait oublié un propos de Hui-neng,
sixième patriarche de l’école du dhyâna :
Les cent soucis et préoccupations
ne sont pas arrêtées, la bodhi s’accroît encore donc !

Je donne directement l’instruction :
« L’Éveil ou non n’a pas de rapport avec
la pensée. Une pensée droite, une mauvaise
pensée, elles sont toutes de la pensée. Mais
l’absence de la mauvaise pensée, c’est vraiment un mensonge inventé par un spectre ! »
L’empereur Hsiao-tsung avait-il atteint
l’Illumination et obtenu le sens subtil de l’Éveil ?
Ça ne va pas la tête !
Je trouve qu’un hymne du moine Nant’ai était muni d’un sens subtil. Veuillez lire :
Nan-t’ai reste assis tranquillement
pendant la durée de consumation
d’un bâton d’encens, la concentration est fixée toute la journée et
toutes les choses sont oubliées ;
Il ne s’agit pas de calmer le cœur ni
d’arrêter la mauvaise pensée, tout
peut être discuté en se conformant
à l’inaction.

Le moine Nan-t’ai avait déjà clairement
indiqué ceci :
« Il ne s’agit pas de calmer le cœur ni
d’arrêter la mauvaise pensée » !
(Ce propos est très important.)
L’empereur Hsiao-tsung s’était écarté du
droit chemin !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ê-kuang ne
confrontait pas à l’empereur, ni le corrigeait,

il ne cherchait, au contraire, qu’à lui plaire. Il
pouv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qui lèche les bottes d’autrui.
Une stance du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Da-hui Zong-gao 3 n’est pas mauvaise :
Une grande racine, un grand récipient et une grande force portant la
responsabilité d’une grande entreprise sortent de l’ordinaire ;
Au-dessus d’un petit garçon les informations sont communiquées et
le monde partout lumineux n’est ni
dissimulé ni détruit.

Dans cette stance, que signifie « le monde
partout lumineux » ? Ceci est effectivement
« génial ».
C’était vrai que l’empereur Hsiao-tsung
lisait le Sûtra du diamant et le Sûtra de l’Éveil
parfait, malheureusement, il n’en comprenait
pas le sens, il les étudiait mais n’avait pas
réussi à le saisir, il restait sur « la pensée
juste » et « la mauvaise pensée ». Quel ennui
avait-il causé ?
L’empereur Hsiao-tsung demanda :
— Je ne comprends pas le sens du « boire
d’une seule traite le fleuve de l’Ouest ».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Hsia-t’angyüan 4 du temple Ling-yin répondit :
— On ne peut pas le comprendre, il n’a
pas de sens. Allez directement, et c’est tout !
(Il parlait à tort et à travers.)
Si j’étais sur place, je répondrais :
— Il y a une réponse dans le Sûtra du
diamant. Mes saints disciples, venez me donner la réponse !

3
4

1089-1163.
1103-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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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pereur Xiao-zong de la dynastie Song du Sud

L’empereur Hsiao-tsung était le deuxième empereur de la grande dynastie Song
du Sud 1 . Cet empereur était sur le trône
pendant vingt-sept ans. Hsiao-tsung était un
homme de lettre, il n’aimait pas la guerre ;
durant la période où les dynasties du Sud et
du Nord 2 s’affrontaient, aucune guerre n’était
déclarée. Il s’occupait des malheurs du peuple,
préservait la paix, apprenait aussi le dharma du
bouddha ; dans l’ensemble, il était un bon
empereur.
Quelqu’un me dit :
— L’empereur Hsiao-tsung avait atteint
l’Illumination et obtenu le sens mystérieux.
Je dis :
— Ce n’est pas certain.
La personne demanda :
— L’empereur Hsiao-tsung avait suivi
l’indication du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Dahui Tsung-kao, et le maître du rituel Tzu-lin
qui séjournait dans la montagne Ling-shan lui
avait appris la lecture des textes canoniques ;
il avait aussi obtenu les points essentiels du
dharma que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Hsiat’ang-yüan qui séjournait dans le temple Lingyin ; il avait demandé le dharma auprès du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ê-kuang dans le
temple de la Gratitude. Comment serait-il
possible qu’il ne soit pas homme d’Éveil ?
Je répondis :
— Il n’a pas encore obtenu l’Éveil.
La personne demanda :
— Révérend maître Lu, comment tienton pour certain que l’empereur Hsiao-tsung
n’avait pas obtenu l’Éveil ?
Je répondis :
— Un propos de Hsiao-tsung peut en témoigner !

1
2

1127-1279.
420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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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ao-tsung demanda :
— J’ai alors saisi récemment le sens du
dharma de bouddha qui n’a pas beaucoup de
semences, en un mot, il suffit de tenir compte
de l’absence de mauvaises pensées ; si une
mauvaise pensée est formulée, il y aura certainement la production et l’annihilation. Je ne
sais pas si ce que j’ai dit ainsi est correct ou
pas.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ê-kuang répondit :
— Je reçois avec respect l’instruction
impériale, le dharma de bouddha n’a pas beaucoup de semences. De là on voit bien que le
cœur de l’empereur est complètement éclatant ! L’empereur a dit : « En un mot, il suffit
de tenir compte de l’absence de mauvaises
pensées ; si une mauvaise pensée est formulée, il y aura certainement la production et
l’annihilation. » C’est tout à fait comme l’idée
de l’empereur ! Si l’on peut atteindre l’état où
la mauvaise pensée apparaît et disparaît, le
Ciel et la Terre apparaîtront exceptionnellement ; si l’on tire parti du nord au sud, de l’est
à l’ouest, ce sera alors la réception et l’utilisation du samâdhi. Je présente ainsi respectueusement mon opinion.
La réponse de c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ê-kuang refermait beaucoup de flatterie.
Il n’avait pas osé lui répondre directement, de
trancher le sens d’un seul coup, ce qui faisait
que Hsiao-tsung estimait faussement ceci :
l’absence de mauvaises pensées, c’est le dharma du bouddha ; l’absence de mauvaises pensées, c’est l’obtention de l’Éveil ; l’absence de
mauvaises pensées, c’est l’Illumination parfaite et universelle.
Ses propos étaient bien loin du compte !
Ils étaient aux antipodes.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迴向：謝錦木︵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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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
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
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
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
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
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
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
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
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
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
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
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
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
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
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
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奉請㈧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
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南摩
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一心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謝羅新梅業障消除
靈體清淨光明 離苦得樂 速速往生佛國淨土

‧迴向：謝羅新梅︵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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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
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
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
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
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
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
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
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
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
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
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
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
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
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
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
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奉請㈧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
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南摩
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高王觀世音真經

一心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謝錦木業障消除
靈體清淨光明 離苦得樂 速速往生佛國淨土

•助印者：謝羅新梅︵歿︶

高王觀世音真經

•助印者：謝錦木︵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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