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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我怕台灣的蚊⼦
其他
新冠肺炎爆發

蚊⼦⼜喜歡叮我

我

我有多項預

我更不敢回去了︶

⼆○⼆○年是最動亂的⼀年

新春的專訪中

⼀
天災⼈禍⿑降

在⼆○⼆○年

●

︵沒想到

最後

也怕！

⾔：
⼆
戰爭

飢荒

瘟疫

三
全球經濟我打⼆⼗分

阿

我與有緣眾⽣

相約在

每年冬

⽽每⼀年的預

是瑤池⾦母

四

來⾃於﹁天啟﹂

︵是歷年來最差的⼀年︶
我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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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有緣眾⽣

每年都有專訪

地藏菩薩的啟⽰

都相約在台灣

在⼆○⼆○年之前

﹁有說皆中﹂

都⾮常準確

我在台灣時

彌陀佛
⾔

季

在⼆○⼆○年這⼀年
美國西雅圖了

如此⼀晃

六⼗六歲開始

冬

從
我每年的冬季都在台灣過

我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年過去了

今年我七⼗六歲了！
當然我感嘆﹁時光如梭﹂

﹁什麼理由？﹂
再回台灣過冬？﹂
我想念台灣
西雅圖也有個家

我想念西雅圖

﹁你什麼時候
我常說：
⼈在西雅圖
⼈在台灣
︵我台灣有個家
都是我的故鄉︶

不宜

台灣中部近幾年﹁空氣污

這兩個地

﹁盧師尊！今年為何沒有回台灣過冬？﹂

有⼈問我：

怎麼⼀晃就⽼了呢！

⽅
我說：
台灣的家在台中
染﹂嚴重
幾時空氣會清新？
仰天⾧嘆啊！
還有：
⾝⼦得病

我還能放下

我已解

但是做為⼈的本質並沒

她無法乘坐⾶機

﹁蓮⾹上師﹂到了七⼗歲後

回台灣嗎？

她是我的道侶

乘坐⾶機
她

歡迎⼤家在西雅圖相聚
●
無論時空如何的變異

也能幫助⼈解脫

我︵盧師尊︶是精神⼼靈的⼤導師

⼈有煩惱無助

⼈有⿁魅⼲擾

⼈有七情六慾

⼈有⽣⽼病死

有什麼改變

脫

我以觀世⾳的慈悲
以⽂殊菩薩的智慧
以⾦剛⼿菩薩的法⼒
讓眾等﹁澄⼼寂靜﹂吧！
蓮生活佛‧盧勝彥聯絡處：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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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二：

西雅圖的冬雨
那絲絲的線
不長
不短
又憂
又喜
像是出群的淒涼
教人憐惜
那真是的
傾城
嬌的的
慧多多
是上天給予的
信息
詩之三：

我從來不撐傘
沒有雨衣
我只有

二
○二○年冬季

西雅圖
有三個月是在雨中
我寫這一篇﹁冬雨樂章﹂
霏霏的雨絲

看看窗外

今天是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詩之一：

清晨天色仍然沉沉
將曉還陰
又是小雨落
如何消遣今日的心
空口無憑
只有寫一首小詩
寄那點點的情緒
組成樂章
唱吟
寄給你
免得夢中幾回尋
剪下淡淡的天候
加上了
我的空靈

斗笠
就這樣子
走向雷藏寺
小雨
大雨
豪大雨
就這樣子漫步前進
就這樣子站立
寫下了
西雅圖一篇又一篇的回憶
詩之四：
羽在飛翔
雨在飛揚
晨雨
暮雨
何時雲散天清
女人心
任誰都難思想

仍然是

雜誌

3
4

冬雨
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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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辨影大小｜｜此中亦有大中小三品

彩虹雷藏寺網站會員制通告

月日 彩虹雷藏寺﹁救瘟疫度母護摩大法會﹂同修開示
聖尊傳授﹁救瘟疫度母念誦法﹂和六味中藥防疫包

影 第一項為大品之影 第二 三 四 五項為中品之影 第六
項為小品之影 ︵也就是影有大 中 小的意思 ︶
四 影之驗兆｜｜以夢驗知影之大中小品 其夢相：若夢上
師斥過 背向 相隔追不及 經卷雜亂 見本尊身一同墮水等
夢 為犯三昧耶之影兆
夢山崩 雷擊 洪水氾濫 日月隕墜等夢為鬼魔之影兆
夢他身出之虱 蚤 甲蟲等蟲蛆而攀染自身者 為惡友之影
兆
夢食受灰泥或蒼蠅所污之食者 為飲食之影兆
夢居室污穢髒濁等諸多不淨物充塞者 為處所之影兆
夢起尸或尸變或口中出烈焰等不安之夢為尸晦之影兆
此等亦歸納為廣中略 損惱之兆亦得以夢驗知之 舉凡不淨
或可怖蟲子等相穿衣入體者為大品影 沾附於衣為中品影 著生
於居室附近為小品影
以覺受驗知：大品影 心不樂 中品影 身僵澀沈重 易
怒 小品影 無他緣而不欲定
五 影之過患 ｜｜ 大品影奪命 中品影令身心痛苦 奪禪
定 小品影亦壞禪定
六 除影之法 ｜｜ 大品影以灌頂除之 中品影以薈供除
之 小品影以沐浴洗淨之

庚一

月日 彩虹雷藏寺﹁釋迦牟尼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庚一 初集界 二 影之性相｜｜
三昧耶之影：自己略犯三昧耶
鬼魔之影：遇緣受鬼魔作祟
惡友之影：與犯戒之人同友
飲食之影：食用違誓 有罪 具怨仇 不淨之食
處所之影：居不淨宅室
尸晦之影：近斷氣剛死凡夫之身前 或觸尸身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己三 墮方便 智慧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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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彩虹雷藏寺﹁騎龍白財神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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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灰

美好就是不受打擾︵二︶

菩提園地

離開這些輪迴

不要以為陰間才有地獄

我繪多采多姿｜二○二○我愛您著色比賽
人間就有地獄

四聖界就是脫離輪迴的
恆的一種成就

蓮生法王一心祈請救瘟疫度母發大慈悲心
解除眾生的災厄 使瘟疫能夠消除

醫學專欄
醫學專欄｜膽石

尿路石

以其誓願

膀胱石！

蓮曉上師

真佛般若藏
西雅圖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宗委會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大燈文化

黃志中醫師

Tolling The Bell Of Kanryuji(1)
︻英文譯本︼
Partager autrefois un siège au Grdhrakûta-parvata (au ︻法文譯本︼
mont des Vautours)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腎石

不可思議｜蓮生活佛說因果故事：入門遁︵二︶

與佛連心系列報導｜乘著師尊的鼓聲 心靈自由自在
的十方徜徉 將許多的煩憂暫時拋諸腦後
師尊在開示中 讓弟子們有醍醐灌頂 茅塞頓開的領
悟
彩虹雷藏寺最新網站正式啟動 師母巧奪天工妙思設
計新網頁

宗委會法務通告｜大圓滿是四灌的次第

本身就是永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加倍本年度捐款以支持非營利組織面對新
冠疫病大流行

下品影 就是下等的魔 代之以息止護摩之灰
斷絕地方疫疾則以懷愛護摩之灰

杵 佛母持顱器及鉞刀 同時觀上方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任何本
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智慧尊 身語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
佛 不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其二尊供讚 向三種八部共二十四
部多獻食子
復次誦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陀羅尼線 以催請金剛杵臍之本
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之甘露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
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頂向下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之五智甘
露 復誦咒一百零八遍 最後充滿瓶內
復次 法螺中本尊化光 充滿供水的盛器 之後傾入寶瓶 瓶中
之不動佛融化 成不動佛極細微塵 此法一日四座 修三天
之後先誦吉祥偈及本尊心咒 三時作沐浴法 能消除最大的魔的
三種影
魔中的品影 也就是中等的魔 即共通瓶溶物 再改以增益護摩

Infavorof：LeiTsangTemple（雷藏寺）

法雨均霑

45
57 53
59
63 62
65
67
71
77

2020年6月1日

庚一 初集界 六 除影之法｜｜復次持陀羅尼線 圓滿修
自成本尊之瑜伽 復觀其瓶剎那無所緣空性中 現阿字 化為月
輪 月輪上有一個仲字 化具相寶瓶 瓶內五藥悉化成阿哩三十
二韻母 化月輪 五寶悉化成噶哩四十聲母字母化為日輪 五穀
悉化成日月輪間的吽字 吽化金剛杵 以吽字為飾 後一同化為
薄伽梵意金剛不動佛 具骨飾寶飾莊嚴 一面二臂 佛父持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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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集界

三

辨影大小｜｜此中亦有大中小三品

彩虹雷藏寺網站會員制通告

月日 彩虹雷藏寺﹁救瘟疫度母護摩大法會﹂同修開示
聖尊傳授﹁救瘟疫度母念誦法﹂和六味中藥防疫包

影 第一項為大品之影 第二 三 四 五項為中品之影 第六
項為小品之影 ︵也就是影有大 中 小的意思 ︶
四 影之驗兆｜｜以夢驗知影之大中小品 其夢相：若夢上
師斥過 背向 相隔追不及 經卷雜亂 見本尊身一同墮水等
夢 為犯三昧耶之影兆
夢山崩 雷擊 洪水氾濫 日月隕墜等夢為鬼魔之影兆
夢他身出之虱 蚤 甲蟲等蟲蛆而攀染自身者 為惡友之影
兆
夢食受灰泥或蒼蠅所污之食者 為飲食之影兆
夢居室污穢髒濁等諸多不淨物充塞者 為處所之影兆
夢起尸或尸變或口中出烈焰等不安之夢為尸晦之影兆
此等亦歸納為廣中略 損惱之兆亦得以夢驗知之 舉凡不淨
或可怖蟲子等相穿衣入體者為大品影 沾附於衣為中品影 著生
於居室附近為小品影
以覺受驗知：大品影 心不樂 中品影 身僵澀沈重 易
怒 小品影 無他緣而不欲定
五 影之過患 ｜｜ 大品影奪命 中品影令身心痛苦 奪禪
定 小品影亦壞禪定
六 除影之法 ｜｜ 大品影以灌頂除之 中品影以薈供除
之 小品影以沐浴洗淨之

庚一

月日 彩虹雷藏寺﹁釋迦牟尼佛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庚一 初集界 二 影之性相｜｜
三昧耶之影：自己略犯三昧耶
鬼魔之影：遇緣受鬼魔作祟
惡友之影：與犯戒之人同友
飲食之影：食用違誓 有罪 具怨仇 不淨之食
處所之影：居不淨宅室
尸晦之影：近斷氣剛死凡夫之身前 或觸尸身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開示道果
己三 墮方便 智慧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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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方徜徉 將許多的煩憂暫時拋諸腦後
師尊在開示中 讓弟子們有醍醐灌頂 茅塞頓開的領
悟
彩虹雷藏寺最新網站正式啟動 師母巧奪天工妙思設
計新網頁

宗委會法務通告｜大圓滿是四灌的次第

本身就是永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加倍本年度捐款以支持非營利組織面對新
冠疫病大流行

下品影 就是下等的魔 代之以息止護摩之灰
斷絕地方疫疾則以懷愛護摩之灰

杵 佛母持顱器及鉞刀 同時觀上方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任何本
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智慧尊 身語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
佛 不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其二尊供讚 向三種八部共二十四
部多獻食子
復次誦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陀羅尼線 以催請金剛杵臍之本
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之甘露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
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頂向下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之五智甘
露 復誦咒一百零八遍 最後充滿瓶內
復次 法螺中本尊化光 充滿供水的盛器 之後傾入寶瓶 瓶中
之不動佛融化 成不動佛極細微塵 此法一日四座 修三天
之後先誦吉祥偈及本尊心咒 三時作沐浴法 能消除最大的魔的
三種影
魔中的品影 也就是中等的魔 即共通瓶溶物 再改以增益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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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母 化月輪 五寶悉化成噶哩四十聲母字母化為日輪 五穀
悉化成日月輪間的吽字 吽化金剛杵 以吽字為飾 後一同化為
薄伽梵意金剛不動佛 具骨飾寶飾莊嚴 一面二臂 佛父持鈴

郵政劃撥帳戶：燃燈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2 2 6 5 1 2 5 2

49
51
69
75

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真佛宗燃燈雜誌

Magazine
Enlightenment

25

2001年4月1日創刊

審
核：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核心小組
發 行 所：雷藏寺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100號
郵政信箱：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政第69號信箱
索閱專線：電話：886-49-2312992 #368
傳真：886-49-2350140

Enlightenment Magazine

01
03

07
34

15
35

電子郵件信箱：tbs.lighten@gmail.com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07 Mar.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PPE

庚一

道果
初集界

本頌金剛句偈疏

二 影之性相
１ 三昧耶之影：自己略犯三
昧耶
２ 鬼魔之影：遇緣受鬼魔作
祟
３ 惡友之影：與犯戒之人同
友
４ 飲食之影：食用違誓 有
罪 具怨仇 不淨之食
５ 處所之影：居不淨宅室
６ 尸晦之影：近斷氣剛死凡
夫之身前 或觸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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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的本尊﹁地藏王
菩薩﹂以及地藏王菩薩所有的眷屬 師母 丹增嘉措 各
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駐
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台灣雷
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我們今天做地藏王菩薩的同
修 我還沒有跟大家問好︵笑︶ 大家晚安！︵華語︶你
好！大家好！︵粵語︶
我們今晚做地藏王菩薩同修 地藏王菩薩也是慈
悲 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地藏王菩薩發的願是﹁地獄不
空 誓不成佛﹂ 這是很多菩薩發願中比較少的 地藏王
菩薩發這種願｜﹁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你想想看 地
獄會空嗎？這是很微妙的問題 地獄是不太可能空的 不
過以比較微妙的境界來講 像六道輪迴 有講輪迴也就是
涅槃 ﹁輪涅一如﹂ 那是最高的境界 輪迴跟涅槃是差
不多相等的；最高的境界有所謂的﹁佛魔一如﹂ 佛跟魔
是相等的；﹁輪涅一如﹂ 輪迴跟涅槃也是相等的 這個
解釋就比較難一點
為什麼輪迴跟涅槃是一如呢？有人問師尊：﹁到底
有沒有地獄？﹂ 我們不用問有沒有地獄這個問題 在人
間就有餓鬼道！以前饑荒時 歷來人間碰到大饑荒 單單
餓死的就已經很多 餓死的這種境界就等於餓鬼道！我常
常講地獄 你不要看陰間的地獄 人間就有地獄！不要以
為這個陰間才有開腦 其實人間已經有開腦 而且大醫院

裡面開刀房的 截肢的 那不是地獄是什麼？地獄有所謂
﹁車崩地獄﹂ 一個人死了 靈魂躺在那 車子輾過去
把你全身輾碎了 這在人間也有 不要講陰間 人間就有
了！像截肢的 現在醫學發達 還沒有﹁換頭地獄﹂ 把
頭砍掉換一個頭 但是換心的 換肝的就已經有了 所以
講起來 其實在醫院裡面就有了 醫院開刀房就像地獄一
樣 還有﹁耕舌地獄﹂ 我所知道的耕舌地獄是這樣 因
為講太多的妄語 謊言 講到自己都忘掉 然後到了地獄
是怎樣子？用鉤子把你的舌頭勾出來 變成一大片 你自
己的舌頭變成一大片像土地那麼大 上面有很多牛拖著
犁 在你的舌頭上面這樣耕過去 那個就叫耕舌地獄 有
夠恐怖！你看舌頭是神經很多的 用犁在你的舌頭上面耕
田 在挖土 人間有沒有？一樣有啊！我看過以前來問我
事情的人 我說：﹁問題在哪？﹂他沒有講 我說：﹁問
題在你的舌頭 ﹂以前在台灣時 有一個人把舌頭伸出
來 伸出來給我看 舌頭上面有血痕 一條一條的血 像
水溝一樣 舌頭像水溝 都流著血 人間就有啊！
所以不要講說什麼陰間地獄 人間就有地獄 像這
次的疫情 等於在地獄嘛！這是人類的共業 這種共業出
來的話 哇！那真是很慘的事 在陰間裡我們常講有奈何
橋 橋下有很多的陰魂 都是溺水的 都是浮起來一個
頭 然後水升上來 讓你淹死掉 享受那種淹死的味道
淹死你不能呼吸的味道 肺炎的疫情就是讓你不能呼吸
就好像是淹水一樣 水上來了 你想要呼吸沒辦法呼吸
就像淹水一樣死掉 那不是陰間奈何橋底下的地獄嗎？是
一樣的 所以講有地獄 因為人間就有；像畜牲道看得
見 狗 貓 羊 牛 豬 雞 鴨 鵝 都是畜牲道 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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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初集界

本頌金剛句偈疏

二 影之性相
１ 三昧耶之影：自己略犯三
昧耶
２ 鬼魔之影：遇緣受鬼魔作
祟
３ 惡友之影：與犯戒之人同
友
４ 飲食之影：食用違誓 有
罪 具怨仇 不淨之食
５ 處所之影：居不淨宅室
６ 尸晦之影：近斷氣剛死凡
夫之身前 或觸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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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的本尊﹁地藏王
菩薩﹂以及地藏王菩薩所有的眷屬 師母 丹增嘉措 各
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駐
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師姐 ︿台灣雷
藏寺﹀公關主任王資主師兄 我們今天做地藏王菩薩的同
修 我還沒有跟大家問好︵笑︶ 大家晚安！︵華語︶你
好！大家好！︵粵語︶
我們今晚做地藏王菩薩同修 地藏王菩薩也是慈
悲 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地藏王菩薩發的願是﹁地獄不
空 誓不成佛﹂ 這是很多菩薩發願中比較少的 地藏王
菩薩發這種願｜﹁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你想想看 地
獄會空嗎？這是很微妙的問題 地獄是不太可能空的 不
過以比較微妙的境界來講 像六道輪迴 有講輪迴也就是
涅槃 ﹁輪涅一如﹂ 那是最高的境界 輪迴跟涅槃是差
不多相等的；最高的境界有所謂的﹁佛魔一如﹂ 佛跟魔
是相等的；﹁輪涅一如﹂ 輪迴跟涅槃也是相等的 這個
解釋就比較難一點
為什麼輪迴跟涅槃是一如呢？有人問師尊：﹁到底
有沒有地獄？﹂ 我們不用問有沒有地獄這個問題 在人
間就有餓鬼道！以前饑荒時 歷來人間碰到大饑荒 單單
餓死的就已經很多 餓死的這種境界就等於餓鬼道！我常
常講地獄 你不要看陰間的地獄 人間就有地獄！不要以
為這個陰間才有開腦 其實人間已經有開腦 而且大醫院

裡面開刀房的 截肢的 那不是地獄是什麼？地獄有所謂
﹁車崩地獄﹂ 一個人死了 靈魂躺在那 車子輾過去
把你全身輾碎了 這在人間也有 不要講陰間 人間就有
了！像截肢的 現在醫學發達 還沒有﹁換頭地獄﹂ 把
頭砍掉換一個頭 但是換心的 換肝的就已經有了 所以
講起來 其實在醫院裡面就有了 醫院開刀房就像地獄一
樣 還有﹁耕舌地獄﹂ 我所知道的耕舌地獄是這樣 因
為講太多的妄語 謊言 講到自己都忘掉 然後到了地獄
是怎樣子？用鉤子把你的舌頭勾出來 變成一大片 你自
己的舌頭變成一大片像土地那麼大 上面有很多牛拖著
犁 在你的舌頭上面這樣耕過去 那個就叫耕舌地獄 有
夠恐怖！你看舌頭是神經很多的 用犁在你的舌頭上面耕
田 在挖土 人間有沒有？一樣有啊！我看過以前來問我
事情的人 我說：﹁問題在哪？﹂他沒有講 我說：﹁問
題在你的舌頭 ﹂以前在台灣時 有一個人把舌頭伸出
來 伸出來給我看 舌頭上面有血痕 一條一條的血 像
水溝一樣 舌頭像水溝 都流著血 人間就有啊！
所以不要講說什麼陰間地獄 人間就有地獄 像這
次的疫情 等於在地獄嘛！這是人類的共業 這種共業出
來的話 哇！那真是很慘的事 在陰間裡我們常講有奈何
橋 橋下有很多的陰魂 都是溺水的 都是浮起來一個
頭 然後水升上來 讓你淹死掉 享受那種淹死的味道
淹死你不能呼吸的味道 肺炎的疫情就是讓你不能呼吸
就好像是淹水一樣 水上來了 你想要呼吸沒辦法呼吸
就像淹水一樣死掉 那不是陰間奈何橋底下的地獄嗎？是
一樣的 所以講有地獄 因為人間就有；像畜牲道看得
見 狗 貓 羊 牛 豬 雞 鴨 鵝 都是畜牲道 三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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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道 畜牲道我們經常看得到的；餓鬼道也有 大饑
荒時候就是餓鬼道 餓死的就是餓鬼道；地獄道也
有 醫院裡面你看得到的 不過真正有了悟境 更高
層的世界裡 認為這些都是沒有的 輪迴跟涅槃一
如 就是在這裡
地藏王菩薩的慈悲就是這樣子的 祂來到娑婆世
界做一個﹁脫噶﹂ 我們稱為﹁脫庫﹂ ﹁脫庫﹂是
什麼？脫庫就是仁波切 轉世的活佛 這一世完了以
後馬上投胎轉世再來 因為祂有這個佛緣 自然將來
會被認定為脫庫 以前印尼第一位脫庫 Fermee的妹
婿 我們稱他﹁脫庫仁波切﹂ 我們以為他是脫掉褲
子的仁波切 其實﹁脫庫﹂的意思也就等於﹁仁波
切﹂ 就是轉世活佛 我們以前講的話﹁仁波車﹂
仁波車不是烏骨雞 不一樣 以前翻成中文叫﹁仁波
車﹂其實就是﹁仁波切﹂ 是一樣的；還有﹁祖古﹂
也是 像在尼泊爾紅教的﹁烏金祖古仁波切﹂ 祖古
也是活佛的意思 脫庫也是 另外在蒙古就叫﹁呼圖
克圖﹂ 我們就翻成糊里糊塗 所以其實這都是屬於
仁波切的名稱 但是這些仁波切也是很慈悲的 像地
藏王菩薩一樣 祂永遠在人間度眾生 這一世轉世完
了 下一次又轉世 還是一樣是仁波切
我們最高境界認為娑婆世界是幻 輪迴也是一個
幻境 六道輪迴其實都是幻境 真正到幻境裡面來
然後慈悲度化幻境裡面的眾生 讓他們成就 這就是
一般活佛的精神 其實活佛的精神跟地藏王菩薩的精
神是一樣的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轉世當活佛；地藏王
菩薩也是一樣 祂永遠地在幽冥世界教化眾生；祂不
只是幽冥世界的教主 六道裡面都有地藏王菩薩 所

以叫﹁六道地藏﹂ 我們欽佩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我們也
欽佩仁波切的精神 每一世都來娑婆世界度化眾生
我們再談一下︽道果︾ 今天晚上要改變時間是不
是？今天晚上要加快一個小時 也就是你會少睡一個小
時 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已經非常聰明了 大家都沒有
什麼夏令時間 冬令時間；像中國統一時間 你到中國
時 你在南京是幾點 到了北京又是幾點 到了更北方黑
龍江 到哈爾濱又是幾點 沒有了 統一時間 只有美國
不一樣 你看我們西雅圖是幾點 紐約是幾點 去到那裡
就有時差 台灣以前跟美國學 有夏令 有冬令時間 現
在也改了 不用一天到晚換時鐘 家裡如果有十個時鐘
今天晚上回去全部要改 改到煩死了 有的吊在牆上要怎
麼去改？還要爬樓梯上去 像老人家爬樓梯還行嗎？到現
在還在改啊 有時撥慢一個小時 有時撥快一個小時 所
有電視台都改時間了 我要看電視 幾點了？啊改時間
了 那這一小時跑哪去了？笨啊！我沒有講美國人 像我
們入籍美國也都是美國人 那不是罵了自己嗎？你是美國
籍嘛！加拿大還是那麼笨啦？你看中國都改了 哪有什麼
時差？飛到哪裡都是幾點 沒有什麼時差的問題 在美國
還有時差呢！你飛到紐約還睡不著 紐約飛到西雅圖 時
差三個小時吧 你就搞糊塗了 讓我們改時間 忘掉改
了 一看！還可以睡 晚上還要改 加快 不要以為我們
佔了便宜 其實是相等的
我們講︽道果︾的﹁影之性相﹂
三昧耶之影 也就是三昧耶的障礙 因為你犯了
﹁三昧耶戒﹂ 就變成你的障礙 ﹁鬼魔之影﹂ 我告訴
你什麼叫做﹁沖煞﹂ 我們常講：這個人沖煞 有一隻鬼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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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道 畜牲道我們經常看得到的；餓鬼道也有 大饑
荒時候就是餓鬼道 餓死的就是餓鬼道；地獄道也
有 醫院裡面你看得到的 不過真正有了悟境 更高
層的世界裡 認為這些都是沒有的 輪迴跟涅槃一
如 就是在這裡
地藏王菩薩的慈悲就是這樣子的 祂來到娑婆世
界做一個﹁脫噶﹂ 我們稱為﹁脫庫﹂ ﹁脫庫﹂是
什麼？脫庫就是仁波切 轉世的活佛 這一世完了以
後馬上投胎轉世再來 因為祂有這個佛緣 自然將來
會被認定為脫庫 以前印尼第一位脫庫 Fermee的妹
婿 我們稱他﹁脫庫仁波切﹂ 我們以為他是脫掉褲
子的仁波切 其實﹁脫庫﹂的意思也就等於﹁仁波
切﹂ 就是轉世活佛 我們以前講的話﹁仁波車﹂
仁波車不是烏骨雞 不一樣 以前翻成中文叫﹁仁波
車﹂其實就是﹁仁波切﹂ 是一樣的；還有﹁祖古﹂
也是 像在尼泊爾紅教的﹁烏金祖古仁波切﹂ 祖古
也是活佛的意思 脫庫也是 另外在蒙古就叫﹁呼圖
克圖﹂ 我們就翻成糊里糊塗 所以其實這都是屬於
仁波切的名稱 但是這些仁波切也是很慈悲的 像地
藏王菩薩一樣 祂永遠在人間度眾生 這一世轉世完
了 下一次又轉世 還是一樣是仁波切
我們最高境界認為娑婆世界是幻 輪迴也是一個
幻境 六道輪迴其實都是幻境 真正到幻境裡面來
然後慈悲度化幻境裡面的眾生 讓他們成就 這就是
一般活佛的精神 其實活佛的精神跟地藏王菩薩的精
神是一樣的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轉世當活佛；地藏王
菩薩也是一樣 祂永遠地在幽冥世界教化眾生；祂不
只是幽冥世界的教主 六道裡面都有地藏王菩薩 所

以叫﹁六道地藏﹂ 我們欽佩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我們也
欽佩仁波切的精神 每一世都來娑婆世界度化眾生
我們再談一下︽道果︾ 今天晚上要改變時間是不
是？今天晚上要加快一個小時 也就是你會少睡一個小
時 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已經非常聰明了 大家都沒有
什麼夏令時間 冬令時間；像中國統一時間 你到中國
時 你在南京是幾點 到了北京又是幾點 到了更北方黑
龍江 到哈爾濱又是幾點 沒有了 統一時間 只有美國
不一樣 你看我們西雅圖是幾點 紐約是幾點 去到那裡
就有時差 台灣以前跟美國學 有夏令 有冬令時間 現
在也改了 不用一天到晚換時鐘 家裡如果有十個時鐘
今天晚上回去全部要改 改到煩死了 有的吊在牆上要怎
麼去改？還要爬樓梯上去 像老人家爬樓梯還行嗎？到現
在還在改啊 有時撥慢一個小時 有時撥快一個小時 所
有電視台都改時間了 我要看電視 幾點了？啊改時間
了 那這一小時跑哪去了？笨啊！我沒有講美國人 像我
們入籍美國也都是美國人 那不是罵了自己嗎？你是美國
籍嘛！加拿大還是那麼笨啦？你看中國都改了 哪有什麼
時差？飛到哪裡都是幾點 沒有什麼時差的問題 在美國
還有時差呢！你飛到紐約還睡不著 紐約飛到西雅圖 時
差三個小時吧 你就搞糊塗了 讓我們改時間 忘掉改
了 一看！還可以睡 晚上還要改 加快 不要以為我們
佔了便宜 其實是相等的
我們講︽道果︾的﹁影之性相﹂
三昧耶之影 也就是三昧耶的障礙 因為你犯了
﹁三昧耶戒﹂ 就變成你的障礙 ﹁鬼魔之影﹂ 我告訴
你什麼叫做﹁沖煞﹂ 我們常講：這個人沖煞 有一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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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加持！︶好很多了 他也是受干擾的 其實有時候
那些鬼把他干擾到很嚴重 脾氣很暴躁 就是因為脾氣
暴躁 他本來是華大的教授哎！他是很年輕就得到博士
學位唉！很年輕就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他到鬼婆那裡
去 回來以後就受干擾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感恩師尊
加持︶ 菩薩保佑你喔！多得很呢！真的！湯姆士以前
的生活 你不知道的 他有他過去的那個一段歷史 他
是很聰明的人 最年輕的博士 他在華大教書哎！但是
他去了鬼婆那裡 回來 整個人生就變了 現在已經好
轉 變得很好了 這是鬼魔之影 大家了解
﹁惡友之影﹂ 這裡所謂的惡友 當然我們交朋友
不能交到不好的朋友 很簡單嘛！我們中國人講﹁近墨
則黑 近朱則赤﹂ 你如果跟好像是說同樣都是佛門的
金剛兄弟 但是你跟著一個犯戒的在一起 你就會受到
這個犯戒的影響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惡友之影
﹁飲食之影﹂ 什麼叫飲食之影哪？飲食之影也是
有 飲食的障礙 你吃東西的障礙 吃東西有沒有障礙
啊？當然有啊！我們要吃乾淨的東西呀！你吃到骯髒的
東西你就拉肚子啊！你拉肚子 你如何禪定？你五分鐘
都要跑一次廁所！你如何禪定啊？就影響 吃到壞東西
呀 不行的 所以我們這個有所謂的 五戒當中有飲酒
戒 飲酒︵粵語︶ 這個飲酒的戒 殺生 偷盜 邪
淫 另外妄語 飲酒 喝酒也是算戒的一種 師尊是認
為你喝酒不醉 喝酒沒有醉就不算犯戒 喝酒你如果醉
你就是犯戒了 都要有節制的！喝酒不能喝 さけ ︵日
像白蘭地呀

像威士忌呀 這些烈酒都容易醉的 師尊最近有喝一點
酒 是為了殺菌 殺什麼菌哪？今天就是疫情在流傳

さけ是什麼？日本的米酒

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往前走 進到鬼的身體裡 就撞
到鬼 撞到鬼叫﹁沖煞﹂ 或者你坐在這沒事 有一隻
鬼飄過來 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變成鬼的宿主 那也
是沖煞 只是這個鬼沒有離開 把你當成宿主 這是叫
﹁鬼魔之影 遇緣受鬼魔作祟﹂ 鬼跟魔在你的身上
給你搗蛋叫﹁作祟﹂ 這是﹁鬼魔的障礙﹂ 是有 所
以很多沖煞的 被鬼壓床 晚上做鬼夢 做魔夢 很多
的很多的 有些弄到最後進了精神醫院的都有 所以我
們不能去鬼婆的廟 就是這個原因 去鬼婆的廟裡面都
是鬼！她拜五大鬼 五大鬼的名字是日本的小林 中村
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知 黃金泉 祂拜這五大鬼 說
是護法 明明是人變成鬼的 你說是護法！
從她那邊出來的 一個一個都是精神有點 都是鬼
魔之影啊！就是已經障礙了 有些變成宿主 打他出
來 他出去又跑回來 所以經常有這種現象出來 去過
那邊哪 中煞的 中這個鬼魔之影的非常地多 我們西
雅圖去過她那邊的 就有好幾個中煞的 死的死 進精
神醫院的 現在在精神醫院的就是那個王帆 王帆現在
住在精神醫院 王帆你們認得吧？︵認得︶認得喔 他
就是鬼婆那邊出來以後就進精神醫院；另外那一個自殺
死的是徐瑞光嘛！徐瑞光 也是因為去她那裡 回來以
後就見到鬼 就變成宿主 到最後鬼跟他講：﹁你去死
好了！﹂ 他就去死了 就是這樣子喔
這只是少少的兩個喔！其他還有很多個喔！都精神
恍惚一陣子 有些是被救回來了 哎 我今天晚上看到
湯姆士︵音譯︶ 湯姆士有來嗎？︵在辦公室 ︶喔！
喔 湯姆士 你也是到鬼婆那裡去嘛！對不對？︵對︶
然後回來精神干擾 你現在已經好很多了？︵是！謝謝

的民政局長喝的 那一次是醉得很厲害 但是回到家以
後 吐完了 我馬上就清醒了 就可以 喔！有一次是
在軍中 我當阿兵哥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在測量學校
然後晚上大家都睡了 我一個人翻牆出去喝酒 翻學校
的牆 到外面叫幾樣小菜 喝高粱 喝高粱酒 臺灣的
高粱酒是可以點火的？一點高粱 就可以當蠟燭一樣
我一個人喔 喝了好幾罐的高粱 然後又顛顛倒倒 顛
顛倒倒地 又翻牆 然後回到自己的臥室去睡覺 然後
睡覺的時候 一個晚上喔 哇！頭好痛！頭痛得很厲
害 第二天早點名的時候我站在隊伍裡面 整班的同學
都聞到酒味！都說：﹁喔！誰喝酒？﹂ 那一次我也是
醉過一次 一個晚上沒有睡 就是喝那個高粱 可能喝
到假的高粱 喝到假酒 我一生當中就醉這三次 以後
我會節制 都是在節制
所以﹁飲食之影﹂ 你違誓了 有罪 有怨仇 不
淨之食 什麼是飲食之影當中的具有怨仇？就是中了
蠱 人家放蠱在水裡面 你喝了 你中了蠱 也就是怨
仇 人家給你下蠱 中國古代有蠱嘛！有蠱這一種東
西 或者給你下藥 就是怨仇
﹁處所之影﹂ 完啦！你住在哪裡？住在鬼屋 這
個就是處所之影
﹁尸晦之影﹂ 那一天我講的是屬於節氣 我講的
這個大概是節氣 其實它這裡解釋 ﹁近斷氣剛死凡夫
之身前 或觸尸身﹂ 你碰到了屍體 中了他的屍體的
毒 他講這個尸主要是這個意思 近斷氣剛死凡夫之身
前或觸尸身 你去碰觸到屍體 師尊是碰觸到屍體的
我這一生當中 我有幫人家看風水 然後也碰觸到屍

語：清酒︶

喉嚨如果癢癢的 這個一點酒下去 一點酒精下去 你
們送給師尊的那個什麼護骨酒 這Alcohol是58% 將近
一半以上都是酒精 那我就是沾著喝 就是沾一小杯
喝 但是就是讓它不醉為止 但是我喝的是藥酒 是藥
引 第一個 可以補身體；第二個 可以殺菌
但是你們不能學我喔！你們喝醉了 就完蛋了 好
像有一個故事吧？這個故事 算了 不講 我一生當中
喔 有醉過三次 師母知道的 第一次 我是在一個同
門的家裡面 跟臺中縣的一個叫做什麼 管宗教的課叫
做什麼？民政 對啦 臺中縣民政局的局長 我們兩個
人在一個同門的家裡面拚酒 那時候就是一杯杯子這麼
大 這樣排成一大排 我們兩個就：﹁五 十
或
者 二十 十五
﹂ 誰輸啦 就一杯就下去 然後
丟到一旁 這樣子 到最後民政局長他坐著 然後就一
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倒到最後桌子底下 我還坐在那
裡 我還沒有輸呢！但是我們兩個真的是喝得太多了
然後呢 接著我站起來 上廁所 我把酒忍在我的喉嚨
這裡 去到廁所 打開廁所的門 馬上酒劍就出去
“咻”︵笑︶ 那是第一次我醉 第一次醉了
還有一次醉 是喝啤酒醉的 有兩個人在猜拳喝啤
酒 我居然那麼大方地走過去：﹁你們兩個人 誰輸了
都是我喝！﹂︵笑︶ 天底下最蠢的人哪就是我 ﹁你
們兩個人猜酒拳 任何人輸了都是我來喝！﹂ 我就坐
在他們兩個旁邊 然後他們拚命猜拳 拚命猜拳 然後
我拚命喝這樣 喝到最後 終於我輸了︵笑︶
還有一次忘掉在哪裡 ︵問師母︶妳還記得嗎？
啊？羅玉琴的家是跟臺中縣民政局長喝的 那是臺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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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加持！︶好很多了 他也是受干擾的 其實有時候
那些鬼把他干擾到很嚴重 脾氣很暴躁 就是因為脾氣
暴躁 他本來是華大的教授哎！他是很年輕就得到博士
學位唉！很年輕就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他到鬼婆那裡
去 回來以後就受干擾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感恩師尊
加持︶ 菩薩保佑你喔！多得很呢！真的！湯姆士以前
的生活 你不知道的 他有他過去的那個一段歷史 他
是很聰明的人 最年輕的博士 他在華大教書哎！但是
他去了鬼婆那裡 回來 整個人生就變了 現在已經好
轉 變得很好了 這是鬼魔之影 大家了解
﹁惡友之影﹂ 這裡所謂的惡友 當然我們交朋友
不能交到不好的朋友 很簡單嘛！我們中國人講﹁近墨
則黑 近朱則赤﹂ 你如果跟好像是說同樣都是佛門的
金剛兄弟 但是你跟著一個犯戒的在一起 你就會受到
這個犯戒的影響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惡友之影
﹁飲食之影﹂ 什麼叫飲食之影哪？飲食之影也是
有 飲食的障礙 你吃東西的障礙 吃東西有沒有障礙
啊？當然有啊！我們要吃乾淨的東西呀！你吃到骯髒的
東西你就拉肚子啊！你拉肚子 你如何禪定？你五分鐘
都要跑一次廁所！你如何禪定啊？就影響 吃到壞東西
呀 不行的 所以我們這個有所謂的 五戒當中有飲酒
戒 飲酒︵粵語︶ 這個飲酒的戒 殺生 偷盜 邪
淫 另外妄語 飲酒 喝酒也是算戒的一種 師尊是認
為你喝酒不醉 喝酒沒有醉就不算犯戒 喝酒你如果醉
你就是犯戒了 都要有節制的！喝酒不能喝 さけ ︵日
像白蘭地呀

像威士忌呀 這些烈酒都容易醉的 師尊最近有喝一點
酒 是為了殺菌 殺什麼菌哪？今天就是疫情在流傳

さけ是什麼？日本的米酒

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往前走 進到鬼的身體裡 就撞
到鬼 撞到鬼叫﹁沖煞﹂ 或者你坐在這沒事 有一隻
鬼飄過來 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變成鬼的宿主 那也
是沖煞 只是這個鬼沒有離開 把你當成宿主 這是叫
﹁鬼魔之影 遇緣受鬼魔作祟﹂ 鬼跟魔在你的身上
給你搗蛋叫﹁作祟﹂ 這是﹁鬼魔的障礙﹂ 是有 所
以很多沖煞的 被鬼壓床 晚上做鬼夢 做魔夢 很多
的很多的 有些弄到最後進了精神醫院的都有 所以我
們不能去鬼婆的廟 就是這個原因 去鬼婆的廟裡面都
是鬼！她拜五大鬼 五大鬼的名字是日本的小林 中村
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知 黃金泉 祂拜這五大鬼 說
是護法 明明是人變成鬼的 你說是護法！
從她那邊出來的 一個一個都是精神有點 都是鬼
魔之影啊！就是已經障礙了 有些變成宿主 打他出
來 他出去又跑回來 所以經常有這種現象出來 去過
那邊哪 中煞的 中這個鬼魔之影的非常地多 我們西
雅圖去過她那邊的 就有好幾個中煞的 死的死 進精
神醫院的 現在在精神醫院的就是那個王帆 王帆現在
住在精神醫院 王帆你們認得吧？︵認得︶認得喔 他
就是鬼婆那邊出來以後就進精神醫院；另外那一個自殺
死的是徐瑞光嘛！徐瑞光 也是因為去她那裡 回來以
後就見到鬼 就變成宿主 到最後鬼跟他講：﹁你去死
好了！﹂ 他就去死了 就是這樣子喔
這只是少少的兩個喔！其他還有很多個喔！都精神
恍惚一陣子 有些是被救回來了 哎 我今天晚上看到
湯姆士︵音譯︶ 湯姆士有來嗎？︵在辦公室 ︶喔！
喔 湯姆士 你也是到鬼婆那裡去嘛！對不對？︵對︶
然後回來精神干擾 你現在已經好很多了？︵是！謝謝

的民政局長喝的 那一次是醉得很厲害 但是回到家以
後 吐完了 我馬上就清醒了 就可以 喔！有一次是
在軍中 我當阿兵哥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在測量學校
然後晚上大家都睡了 我一個人翻牆出去喝酒 翻學校
的牆 到外面叫幾樣小菜 喝高粱 喝高粱酒 臺灣的
高粱酒是可以點火的？一點高粱 就可以當蠟燭一樣
我一個人喔 喝了好幾罐的高粱 然後又顛顛倒倒 顛
顛倒倒地 又翻牆 然後回到自己的臥室去睡覺 然後
睡覺的時候 一個晚上喔 哇！頭好痛！頭痛得很厲
害 第二天早點名的時候我站在隊伍裡面 整班的同學
都聞到酒味！都說：﹁喔！誰喝酒？﹂ 那一次我也是
醉過一次 一個晚上沒有睡 就是喝那個高粱 可能喝
到假的高粱 喝到假酒 我一生當中就醉這三次 以後
我會節制 都是在節制
所以﹁飲食之影﹂ 你違誓了 有罪 有怨仇 不
淨之食 什麼是飲食之影當中的具有怨仇？就是中了
蠱 人家放蠱在水裡面 你喝了 你中了蠱 也就是怨
仇 人家給你下蠱 中國古代有蠱嘛！有蠱這一種東
西 或者給你下藥 就是怨仇
﹁處所之影﹂ 完啦！你住在哪裡？住在鬼屋 這
個就是處所之影
﹁尸晦之影﹂ 那一天我講的是屬於節氣 我講的
這個大概是節氣 其實它這裡解釋 ﹁近斷氣剛死凡夫
之身前 或觸尸身﹂ 你碰到了屍體 中了他的屍體的
毒 他講這個尸主要是這個意思 近斷氣剛死凡夫之身
前或觸尸身 你去碰觸到屍體 師尊是碰觸到屍體的
我這一生當中 我有幫人家看風水 然後也碰觸到屍

語：清酒︶

喉嚨如果癢癢的 這個一點酒下去 一點酒精下去 你
們送給師尊的那個什麼護骨酒 這Alcohol是58% 將近
一半以上都是酒精 那我就是沾著喝 就是沾一小杯
喝 但是就是讓它不醉為止 但是我喝的是藥酒 是藥
引 第一個 可以補身體；第二個 可以殺菌
但是你們不能學我喔！你們喝醉了 就完蛋了 好
像有一個故事吧？這個故事 算了 不講 我一生當中
喔 有醉過三次 師母知道的 第一次 我是在一個同
門的家裡面 跟臺中縣的一個叫做什麼 管宗教的課叫
做什麼？民政 對啦 臺中縣民政局的局長 我們兩個
人在一個同門的家裡面拚酒 那時候就是一杯杯子這麼
大 這樣排成一大排 我們兩個就：﹁五 十
或
者 二十 十五
﹂ 誰輸啦 就一杯就下去 然後
丟到一旁 這樣子 到最後民政局長他坐著 然後就一
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倒到最後桌子底下 我還坐在那
裡 我還沒有輸呢！但是我們兩個真的是喝得太多了
然後呢 接著我站起來 上廁所 我把酒忍在我的喉嚨
這裡 去到廁所 打開廁所的門 馬上酒劍就出去
“咻”︵笑︶ 那是第一次我醉 第一次醉了
還有一次醉 是喝啤酒醉的 有兩個人在猜拳喝啤
酒 我居然那麼大方地走過去：﹁你們兩個人 誰輸了
都是我喝！﹂︵笑︶ 天底下最蠢的人哪就是我 ﹁你
們兩個人猜酒拳 任何人輸了都是我來喝！﹂ 我就坐
在他們兩個旁邊 然後他們拚命猜拳 拚命猜拳 然後
我拚命喝這樣 喝到最後 終於我輸了︵笑︶
還有一次忘掉在哪裡 ︵問師母︶妳還記得嗎？
啊？羅玉琴的家是跟臺中縣民政局長喝的 那是臺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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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也幫人家做﹁遷識法﹂ 也要碰觸到屍體 但是師
尊不要緊 你們就不可以！你碰觸到屍體 屍體的那個
晦氣會影響到你
我看到那些屍體 有的時候是嘴巴張開的 是這種
現象喔 嘴巴張開的 那個氣出來都是很惡臭的 我們
要幫他嘴巴闔起來 讓他眼睛閉起來 有的眼睛是不閉
起來的 讓他眼睛閉起來 讓他嘴巴閉起來 我們用
﹁遷識法﹂嘛！﹁遷識法﹂是要唸咒的 開天門 閉地
戶 塞人道 阻鬼路 要唸咒的；而且要幫那個屍體開
他的頂竅 讓他的靈魂從頂竅出去 然後再用﹁遷識
法﹂把他遷到好的境界去 把他遷到天上 或者把他遷
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屬於﹁遷識法﹂

個混在一起的 沒有完全的淨 在你修行還沒有完全清
淨以前 你都是善惡混血 當你完全清淨了 你整個虛
空 你可以到了虛空的境界 到了更高的天界 甚至你
成為菩薩 成為佛 那是完全清淨了 完全澄明了 完
全有定境了 在你的定力還沒有的時候 我們都是善惡
混血 也沒有完全的惡啦 也沒有完全的善

有一個老婆問她的先生：﹁當初你和我談戀愛的時
候 兩個眼睛放光 對我挺來電的 怎麼現在都不太看
人家啦？﹂ 老公回答：﹁我這是勤儉持家 節約用
電 ﹂ 這個來電 不來電是這樣子的 老婆又講：
﹁那你看到漂亮的辣妹 怎麼兩眼發亮呢？﹂ 老公回
答：﹁我是開啟警示燈 提醒她們我有老婆 請勿靠
近 ﹂ 這個叫什麼？叫做強辯 那這個是什麼影啊？
這裡好像沒有 不過我們講的 你心如果動就不行
這個笑話喔 義大利確診124例 現在當然不只了
義大利的街頭標語是﹁不要亂跑 這裡沒有火神山 也
沒有雷神山 更沒有終南山 也沒有共產黨當靠山 感
染了只能抬上山 ﹂ 當然這個也等於是說那個 其實
地獄就是這個樣子嘛！地獄也是等於這樣子的一種現
象 其實人間也跟地獄有些地方是差不了多少的
這也是有關於疫情的 北韓怎麼做隔離？Ａ回答：
﹁陰陽隔離 ﹂ Ｂ問：﹁北韓怎麼做治療？﹂ Ａ回
答：﹁標靶治療 ﹂ Ｂ問：﹁怎麼開藥？﹂ Ａ說：
﹁火藥 ﹂ 那個是指剛剛開始那個人吧？
這是疫情的 這個笑話好笑嗎？阿龍問小英：﹁小
英 聽說你是混血兒 你混的是哪一點？﹂ 小英回
答：﹁我是中日混血兒 ﹂ 中國跟日本的混血 阿
龍：﹁那你爸爸或是你媽媽是日本人嗎？﹂ 小英回
答：﹁都不是 ﹂ 阿龍問：﹁那為何會是中日混血
兒 ﹂ 小英回答：﹁我爸爸是中壢人 我媽媽家住在
日月潭 所以我是中日混血兒 ﹂︵笑︶
其實我們人哪 一般人來講 是有善跟惡的混血
有時候啊 你會發慈悲心 你會心地很善良 有時候也
是會發起這個惡念 所以我們都是善惡混血 善跟惡兩

這裡講的是慧君吧？哎 妳什麼時候回去？︵禮拜
一晚上 ︶禮拜一？那到了嘛！今天一定要講你 妳是
這樣子的 妳看到了量體重的數字 妳就講說：﹁我要
減肥 ﹂；在穿喇嘛裝的時候 妳說：﹁我要減
肥 ﹂；碰到身材好的人 妳也喊：﹁我要減肥 ﹂；
看見鏡子裡的自己 妳也喊：﹁我要減肥 ﹂；遇見喜
歡的人 妳也喊：﹁我要減肥 ﹂；看見吃的：﹁我去
你的減肥！﹂︵笑︶
我告訴妳喔 妳跟著師尊在臺灣接受供餐 妳都說
要減肥 妳特別訂一碗吃的 就是屬於妳自己的減肥
餐 對不對？︵沒有啦 因為下午有吃一點點心 晚上
就 ︶反正妳去到了 妳就叫妳的減肥餐 一碗麵也
好 或者什麼東西也好 就吃妳的減肥餐 但是別人吃
剩的妳也吃啊！那減什麼肥？下次再沒有瘦回來 還那
麼胖的話喔 就算了︵笑︶！
其實這個也是飲食之影 在電梯裡面突然想放屁
心想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應該比較聞不到︵笑︶ 於是
就偷偷地放了出去 結果真是靠爸 放掉會有聲音
︵笑︶ 所以我們飲食之影也是一樣 吃東西不要吃那
些不消化的 因為不消化它就容易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
吃比較有消化的 能夠消化的東西 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一件事情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跟女朋友約會
的時候喔 絕對都不會放屁！但是只要跟女朋友SAY：
﹁拜拜！好 拜拜！﹂ 才走幾步就已經 ︵笑︶ 這
是什麼道理呢？這要問你們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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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也幫人家做﹁遷識法﹂ 也要碰觸到屍體 但是師
尊不要緊 你們就不可以！你碰觸到屍體 屍體的那個
晦氣會影響到你
我看到那些屍體 有的時候是嘴巴張開的 是這種
現象喔 嘴巴張開的 那個氣出來都是很惡臭的 我們
要幫他嘴巴闔起來 讓他眼睛閉起來 有的眼睛是不閉
起來的 讓他眼睛閉起來 讓他嘴巴閉起來 我們用
﹁遷識法﹂嘛！﹁遷識法﹂是要唸咒的 開天門 閉地
戶 塞人道 阻鬼路 要唸咒的；而且要幫那個屍體開
他的頂竅 讓他的靈魂從頂竅出去 然後再用﹁遷識
法﹂把他遷到好的境界去 把他遷到天上 或者把他遷
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屬於﹁遷識法﹂

個混在一起的 沒有完全的淨 在你修行還沒有完全清
淨以前 你都是善惡混血 當你完全清淨了 你整個虛
空 你可以到了虛空的境界 到了更高的天界 甚至你
成為菩薩 成為佛 那是完全清淨了 完全澄明了 完
全有定境了 在你的定力還沒有的時候 我們都是善惡
混血 也沒有完全的惡啦 也沒有完全的善

有一個老婆問她的先生：﹁當初你和我談戀愛的時
候 兩個眼睛放光 對我挺來電的 怎麼現在都不太看
人家啦？﹂ 老公回答：﹁我這是勤儉持家 節約用
電 ﹂ 這個來電 不來電是這樣子的 老婆又講：
﹁那你看到漂亮的辣妹 怎麼兩眼發亮呢？﹂ 老公回
答：﹁我是開啟警示燈 提醒她們我有老婆 請勿靠
近 ﹂ 這個叫什麼？叫做強辯 那這個是什麼影啊？
這裡好像沒有 不過我們講的 你心如果動就不行
這個笑話喔 義大利確診124例 現在當然不只了
義大利的街頭標語是﹁不要亂跑 這裡沒有火神山 也
沒有雷神山 更沒有終南山 也沒有共產黨當靠山 感
染了只能抬上山 ﹂ 當然這個也等於是說那個 其實
地獄就是這個樣子嘛！地獄也是等於這樣子的一種現
象 其實人間也跟地獄有些地方是差不了多少的
這也是有關於疫情的 北韓怎麼做隔離？Ａ回答：
﹁陰陽隔離 ﹂ Ｂ問：﹁北韓怎麼做治療？﹂ Ａ回
答：﹁標靶治療 ﹂ Ｂ問：﹁怎麼開藥？﹂ Ａ說：
﹁火藥 ﹂ 那個是指剛剛開始那個人吧？
這是疫情的 這個笑話好笑嗎？阿龍問小英：﹁小
英 聽說你是混血兒 你混的是哪一點？﹂ 小英回
答：﹁我是中日混血兒 ﹂ 中國跟日本的混血 阿
龍：﹁那你爸爸或是你媽媽是日本人嗎？﹂ 小英回
答：﹁都不是 ﹂ 阿龍問：﹁那為何會是中日混血
兒 ﹂ 小英回答：﹁我爸爸是中壢人 我媽媽家住在
日月潭 所以我是中日混血兒 ﹂︵笑︶
其實我們人哪 一般人來講 是有善跟惡的混血
有時候啊 你會發慈悲心 你會心地很善良 有時候也
是會發起這個惡念 所以我們都是善惡混血 善跟惡兩

這裡講的是慧君吧？哎 妳什麼時候回去？︵禮拜
一晚上 ︶禮拜一？那到了嘛！今天一定要講你 妳是
這樣子的 妳看到了量體重的數字 妳就講說：﹁我要
減肥 ﹂；在穿喇嘛裝的時候 妳說：﹁我要減
肥 ﹂；碰到身材好的人 妳也喊：﹁我要減肥 ﹂；
看見鏡子裡的自己 妳也喊：﹁我要減肥 ﹂；遇見喜
歡的人 妳也喊：﹁我要減肥 ﹂；看見吃的：﹁我去
你的減肥！﹂︵笑︶
我告訴妳喔 妳跟著師尊在臺灣接受供餐 妳都說
要減肥 妳特別訂一碗吃的 就是屬於妳自己的減肥
餐 對不對？︵沒有啦 因為下午有吃一點點心 晚上
就 ︶反正妳去到了 妳就叫妳的減肥餐 一碗麵也
好 或者什麼東西也好 就吃妳的減肥餐 但是別人吃
剩的妳也吃啊！那減什麼肥？下次再沒有瘦回來 還那
麼胖的話喔 就算了︵笑︶！
其實這個也是飲食之影 在電梯裡面突然想放屁
心想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應該比較聞不到︵笑︶ 於是
就偷偷地放了出去 結果真是靠爸 放掉會有聲音
︵笑︶ 所以我們飲食之影也是一樣 吃東西不要吃那
些不消化的 因為不消化它就容易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
吃比較有消化的 能夠消化的東西 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一件事情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跟女朋友約會
的時候喔 絕對都不會放屁！但是只要跟女朋友SAY：
﹁拜拜！好 拜拜！﹂ 才走幾步就已經 ︵笑︶ 這
是什麼道理呢？這要問你們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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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一
三 辨影大小
此中亦有大中小三品影 第一項為
大品之影 第二 三 四 五項為中品
之影 第六項為小品之影 ︵也就是影
有大 中 小的意思 ︶
四 影之驗兆
以夢驗知影之大中小品 其夢相：
若夢上師斥過 背向 相隔追不及 經
卷雜亂 見本尊身一同墮水等夢 為犯
三昧耶之影兆
夢山崩 雷擊 洪水氾濫 日月隕
墜等夢為鬼魔之影兆
夢他身出之虱 蚤 甲蟲等蟲蛆而
攀染自身者 為惡友之影兆
夢食受灰泥或蒼蠅所污之食者 為
飲食之影兆
夢居室污穢髒濁等諸多不淨物充塞
者 為處所之影兆
夢起尸或尸變或口中出烈焰等不安
之夢為尸晦之影兆

此等亦歸納為廣中略 損惱之兆亦
得以夢驗知之 舉凡不淨或可怖蟲子等
相穿衣入體者為大品影 沾附於衣為中
品影 著生於居室附近為小品影
以覺受驗知：大品影 心不樂 中
品影 身僵澀沉重 易怒 小品影 無
他緣而不欲定
五 影之過患
大品影奪命 中品影令身心痛苦
奪禪定 小品影亦壞禪定
六 除影之法
大品影以灌頂除之 中品影以薈供
除之 小品影以沐浴洗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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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
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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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大家好！︵粵語︶
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三月十五日 下午三點
是﹁救瘟疫度母護摩法會﹂ 在當天是首傳﹁救瘟疫度
母法﹂以及祂的手印 今天我們是做釋迦牟尼佛的護
摩 大家都知道釋迦牟尼佛就是娑婆世界佛教的教主
大部分佛教徒都知道祂的一生的經歷 祂的傳法也分幾
個層次 祂在悟道以後 在證明﹁佛﹂這個字以後 祂
首先傳﹁四聖諦﹂ 對聲聞乘的人 祂傳﹁苦 集
滅 道﹂ 傳這四聖諦 什麼叫做聖諦呢？其實我們講
簡單的話就是講 傳真理 聖諦的意思就是真理 不變
的真理 四聖諦也就是四個真理 這四個真理就是
﹁苦 集 滅 道﹂這四個字
釋迦牟尼佛在傳大乘佛教的時候 就是講六度 什
麼是六度呢？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布施﹂是第一
度 然後﹁持戒﹂ 要守這個戒律 要﹁忍辱﹂ 然後
對這些六度全部要精進去修行 就是﹁精進﹂ 再來是
﹁智慧﹂與﹁禪定﹂ 最主要的 布施要沒有分別心
守戒 不管什麼戒律 不能犯三昧耶 要守戒 要忍

辱 要忍受 也就等於是世間八法都沒有辦法動了你本
身的道心 是忍辱 還要精進的做慈悲喜捨的事情 還
要精進在六度上 再來是禪定 這是修三昧地 由禪定
產生智慧 又由智慧產生禪定 整個就是屬於菩薩乘
就是菩薩乘的教法
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時候 釋迦牟尼佛祂講 你已經
覺悟了 已經開悟了 那麼你必須要把開悟實踐在你的
日常生活之中 到最後你覺得自度 度他都圓滿 這是
覺行圓滿 自度 度他都圓滿了 你保有了一個最圓滿
的心 那麼最圓滿的心我們稱為菩提心 你有了最圓滿
的心 你就成就了佛果 這就是佛乘 佛陀也講十二因
緣 什麼叫做十二因緣？我們知道十二因緣有十二因緣
法 一直到老死 從中間很多的十二項的因緣 這個叫
做獨覺乘 所以佛陀所講的剛好是四種聖人 一個是聲
聞乘 一個是獨覺乘 一個就是菩薩乘 一個就是佛
乘 這個是屬於四聖界 四聖界就是脫離輪迴的 離開
這些輪迴 本身就是永恆的一種成就 釋迦牟尼佛在世
的時候 說明了｜﹁聲聞乘 獨覺乘 菩薩乘以及佛
乘﹂
在我們修法裡面 祂的形相 釋迦牟尼佛身是純金
色 右手按地 也就是觸地印 左手是定印 定印之上
托住裝滿甘露的缽 身上著出家人的三衣 相貌圓滿莊
嚴 光明瑩澈 身體像琉璃一般 在白色蓮華座上 祥
光中入定 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形相 祂的咒語是：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我
們稱為釋迦 就是祂本身釋迦族的姓氏 我們依止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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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一
三 辨影大小
此中亦有大中小三品影 第一項為
大品之影 第二 三 四 五項為中品
之影 第六項為小品之影 ︵也就是影
有大 中 小的意思 ︶
四 影之驗兆
以夢驗知影之大中小品 其夢相：
若夢上師斥過 背向 相隔追不及 經
卷雜亂 見本尊身一同墮水等夢 為犯
三昧耶之影兆
夢山崩 雷擊 洪水氾濫 日月隕
墜等夢為鬼魔之影兆
夢他身出之虱 蚤 甲蟲等蟲蛆而
攀染自身者 為惡友之影兆
夢食受灰泥或蒼蠅所污之食者 為
飲食之影兆
夢居室污穢髒濁等諸多不淨物充塞
者 為處所之影兆
夢起尸或尸變或口中出烈焰等不安
之夢為尸晦之影兆

此等亦歸納為廣中略 損惱之兆亦
得以夢驗知之 舉凡不淨或可怖蟲子等
相穿衣入體者為大品影 沾附於衣為中
品影 著生於居室附近為小品影
以覺受驗知：大品影 心不樂 中
品影 身僵澀沉重 易怒 小品影 無
他緣而不欲定
五 影之過患
大品影奪命 中品影令身心痛苦
奪禪定 小品影亦壞禪定
六 除影之法
大品影以灌頂除之 中品影以薈供
除之 小品影以沐浴洗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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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是：︿外交部
駐瑞典兼挪威代表處﹀廖東周大使夫人Ju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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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大家好！︵粵語︶
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三月十五日 下午三點
是﹁救瘟疫度母護摩法會﹂ 在當天是首傳﹁救瘟疫度
母法﹂以及祂的手印 今天我們是做釋迦牟尼佛的護
摩 大家都知道釋迦牟尼佛就是娑婆世界佛教的教主
大部分佛教徒都知道祂的一生的經歷 祂的傳法也分幾
個層次 祂在悟道以後 在證明﹁佛﹂這個字以後 祂
首先傳﹁四聖諦﹂ 對聲聞乘的人 祂傳﹁苦 集
滅 道﹂ 傳這四聖諦 什麼叫做聖諦呢？其實我們講
簡單的話就是講 傳真理 聖諦的意思就是真理 不變
的真理 四聖諦也就是四個真理 這四個真理就是
﹁苦 集 滅 道﹂這四個字
釋迦牟尼佛在傳大乘佛教的時候 就是講六度 什
麼是六度呢？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布施﹂是第一
度 然後﹁持戒﹂ 要守這個戒律 要﹁忍辱﹂ 然後
對這些六度全部要精進去修行 就是﹁精進﹂ 再來是
﹁智慧﹂與﹁禪定﹂ 最主要的 布施要沒有分別心
守戒 不管什麼戒律 不能犯三昧耶 要守戒 要忍

辱 要忍受 也就等於是世間八法都沒有辦法動了你本
身的道心 是忍辱 還要精進的做慈悲喜捨的事情 還
要精進在六度上 再來是禪定 這是修三昧地 由禪定
產生智慧 又由智慧產生禪定 整個就是屬於菩薩乘
就是菩薩乘的教法
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時候 釋迦牟尼佛祂講 你已經
覺悟了 已經開悟了 那麼你必須要把開悟實踐在你的
日常生活之中 到最後你覺得自度 度他都圓滿 這是
覺行圓滿 自度 度他都圓滿了 你保有了一個最圓滿
的心 那麼最圓滿的心我們稱為菩提心 你有了最圓滿
的心 你就成就了佛果 這就是佛乘 佛陀也講十二因
緣 什麼叫做十二因緣？我們知道十二因緣有十二因緣
法 一直到老死 從中間很多的十二項的因緣 這個叫
做獨覺乘 所以佛陀所講的剛好是四種聖人 一個是聲
聞乘 一個是獨覺乘 一個就是菩薩乘 一個就是佛
乘 這個是屬於四聖界 四聖界就是脫離輪迴的 離開
這些輪迴 本身就是永恆的一種成就 釋迦牟尼佛在世
的時候 說明了｜﹁聲聞乘 獨覺乘 菩薩乘以及佛
乘﹂
在我們修法裡面 祂的形相 釋迦牟尼佛身是純金
色 右手按地 也就是觸地印 左手是定印 定印之上
托住裝滿甘露的缽 身上著出家人的三衣 相貌圓滿莊
嚴 光明瑩澈 身體像琉璃一般 在白色蓮華座上 祥
光中入定 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形相 祂的咒語是：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我
們稱為釋迦 就是祂本身釋迦族的姓氏 我們依止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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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所以每一個出家人的上面也是一樣姓﹁釋﹂ 就是
釋迦牟尼佛的﹁釋﹂ 在法號裡面都稱為﹁釋﹂ 像師
尊的法號叫蓮生 出家的法號叫釋蓮生 釋蓮生的意思
就是 ﹁釋迦﹂是屬於釋迦牟尼佛的姓 ﹁牟尼﹂的意
思就是能仁 祂有能也有仁 有這個能力跟有這個
﹁仁﹂我們講仁愛 有能力兼仁愛叫能仁 祂的咒語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就
是講說：﹁宇宙的釋迦牟尼佛本尊 祂能仁 能仁 大
的能仁 釋迦族的能仁 圓滿一切 ﹂祂的咒語的意思
就是在這裡
那麼結的手印我們稱為三山印 就是一個﹁山﹂
字 先內縛 舉起大拇指 中指跟尾指 然後做內縛
印 看起來像山 我們所謂的中文就像一個山字 這個
山也就是三山印 ︵聖尊示範︶祂的手印內縛也可以
外縛也可以 有手印 有咒語 有身相 就可以修行釋
迦牟尼佛本尊的法 釋迦牟尼佛的一生 大家都知道
的 大家都是佛教徒 都了解佛陀的一生 今天是祂的
什麼日子？涅槃日 也就是祂在荼毘的時候的一個日
子 也就涅槃的日子 這是佛陀方面的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 其實我們這一本畢瓦
巴所做的︽道果︾ 它等於是好像密教的四個大法 像
黃教的﹁大威德法﹂ 紅教的﹁大圓滿法﹂ 白教的
﹁大手印法﹂跟花教的﹁大圓勝慧法﹂ ﹁大圓勝慧
法﹂就是︽道果︾ 這四個法其實同出一源 我們可以
這樣子講 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只有小部分有一點差別
而已 四個教派的四個大法其實差不多 你學會︽道

果︾也差不多四個教派的法都知道 我們特別選的是
︽道果︾的法來講 以前也講過﹁大圓滿法﹂ 一樣
的
這裡提到﹁辨影大小﹂ 就是辨障礙的大小 有些
障礙是來得很大 有些障礙是很小 像我們五戒 殺盜
淫妄酒 這是五戒 什麼是大呢？以殺生為最大的障
礙 你殺害生命 就是在你這一生修行當中是最大的障
礙 什麼是小的障礙？飲酒是最小的障礙 罪就是比較
輕一點 什麼罪最重？殺生罪最重 什麼罪最小？喝個
小酒最小 但是你喝了大酒以後 你可能會犯殺 盜
淫 妄 這個酒是一個影 你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已經醉
了 你可能犯最大的障礙 最大的障礙就是 你喝了酒
以後 不顧一切你殺了生 喝了酒壯了膽 你就可以去
偷盜 喝了酒壯了膽 你就可以去強暴女生 這個全部
都是酒害的
酒 你看它是最小的障礙 但是你只要喝醉了變成
大 它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殺盜淫妄都可以做 所以不
要小看酒 你只要喝醉了 膽子大了 有的人是喝了酒
他膽子就大 不只祖宗八代都罵 連上帝耶和華 連耶
穌 連佛祖他都徹幹樵︵台語︶ 就敢罵了 因為已經
醉了 醉的時候是無法無天的 那時候所犯的罪就變成
最大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小的影 障礙小就去做 也是
不可以的 所以要守戒律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談談五
戒 戒律是從哪裡來？從五戒以後再延伸各種的戒律統
統都一起出來 五戒就是一個頭
我昨天晚上講 我們是善 惡混血兒 其實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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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所以每一個出家人的上面也是一樣姓﹁釋﹂ 就是
釋迦牟尼佛的﹁釋﹂ 在法號裡面都稱為﹁釋﹂ 像師
尊的法號叫蓮生 出家的法號叫釋蓮生 釋蓮生的意思
就是 ﹁釋迦﹂是屬於釋迦牟尼佛的姓 ﹁牟尼﹂的意
思就是能仁 祂有能也有仁 有這個能力跟有這個
﹁仁﹂我們講仁愛 有能力兼仁愛叫能仁 祂的咒語
﹁嗡 牟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就
是講說：﹁宇宙的釋迦牟尼佛本尊 祂能仁 能仁 大
的能仁 釋迦族的能仁 圓滿一切 ﹂祂的咒語的意思
就是在這裡
那麼結的手印我們稱為三山印 就是一個﹁山﹂
字 先內縛 舉起大拇指 中指跟尾指 然後做內縛
印 看起來像山 我們所謂的中文就像一個山字 這個
山也就是三山印 ︵聖尊示範︶祂的手印內縛也可以
外縛也可以 有手印 有咒語 有身相 就可以修行釋
迦牟尼佛本尊的法 釋迦牟尼佛的一生 大家都知道
的 大家都是佛教徒 都了解佛陀的一生 今天是祂的
什麼日子？涅槃日 也就是祂在荼毘的時候的一個日
子 也就涅槃的日子 這是佛陀方面的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道果︾ 其實我們這一本畢瓦
巴所做的︽道果︾ 它等於是好像密教的四個大法 像
黃教的﹁大威德法﹂ 紅教的﹁大圓滿法﹂ 白教的
﹁大手印法﹂跟花教的﹁大圓勝慧法﹂ ﹁大圓勝慧
法﹂就是︽道果︾ 這四個法其實同出一源 我們可以
這樣子講 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只有小部分有一點差別
而已 四個教派的四個大法其實差不多 你學會︽道

果︾也差不多四個教派的法都知道 我們特別選的是
︽道果︾的法來講 以前也講過﹁大圓滿法﹂ 一樣
的
這裡提到﹁辨影大小﹂ 就是辨障礙的大小 有些
障礙是來得很大 有些障礙是很小 像我們五戒 殺盜
淫妄酒 這是五戒 什麼是大呢？以殺生為最大的障
礙 你殺害生命 就是在你這一生修行當中是最大的障
礙 什麼是小的障礙？飲酒是最小的障礙 罪就是比較
輕一點 什麼罪最重？殺生罪最重 什麼罪最小？喝個
小酒最小 但是你喝了大酒以後 你可能會犯殺 盜
淫 妄 這個酒是一個影 你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已經醉
了 你可能犯最大的障礙 最大的障礙就是 你喝了酒
以後 不顧一切你殺了生 喝了酒壯了膽 你就可以去
偷盜 喝了酒壯了膽 你就可以去強暴女生 這個全部
都是酒害的
酒 你看它是最小的障礙 但是你只要喝醉了變成
大 它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殺盜淫妄都可以做 所以不
要小看酒 你只要喝醉了 膽子大了 有的人是喝了酒
他膽子就大 不只祖宗八代都罵 連上帝耶和華 連耶
穌 連佛祖他都徹幹樵︵台語︶ 就敢罵了 因為已經
醉了 醉的時候是無法無天的 那時候所犯的罪就變成
最大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小的影 障礙小就去做 也是
不可以的 所以要守戒律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談談五
戒 戒律是從哪裡來？從五戒以後再延伸各種的戒律統
統都一起出來 五戒就是一個頭
我昨天晚上講 我們是善 惡混血兒 其實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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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跟本尊也一樣掉到水裡 這個就是你已經犯了三
昧耶戒障礙的夢兆 差不多是這樣子 你夢見山崩了
夢見打雷 雷擊 夢見洪水氾濫 夢見太陽 月亮掉下
來了 這種夢就是有鬼魔的障礙
夢見自己的身體跑出跳蚤 有蝨子 就是女生頭髮
裡面有蝨子 還有跳蚤 還有很多的蟲 很多的蛆 都
在你的身體裡面爬來爬去 這個是有惡友的障礙 你如
果跟一些犯戒的人在一起 你做了這個夢 你自己本身
要謹慎 因為就是有不好的道友會給你障礙 如果在做
夢當中 灰色的泥土塗到自己身體 或你本身吃了灰色
的泥土 或者是你吃了蒼蠅沾污的食物 是飲食的障
礙 是吃東西方面的障礙
另外你夢見你的居室 你住的地方非常的髒 非常
的污濁 很多不乾淨的東西充塞 你睡覺的地方周圍全
部都是屎或尿 這是處所的障礙 你住的地方的障礙
有時候你房子不乾淨 就會產生這種夢 就是處所的障
礙 夢見死人站起來或者變成殭屍 甚至殭屍口中能夠
吐火 這個不安之夢 也就是你碰觸到屍體本身的障
礙
﹁此等亦歸納為廣中略 損惱之兆亦得以夢驗知
之 舉凡不淨或可怖蟲子等相穿衣入體者為大品影﹂
如果你自己在衣服上你覺得不乾淨 有不好的蟲 然後
有這些蟲進到你的身體 或者有蛇進到你的身體 都算
是很大的障礙 ﹁沾附於衣﹂ 如果他沒有進到你身
體 只是附在你的衣服上面 像蛇 蟲 蟻 跳蚤在你
的衣服上面 ﹁是中品影﹂ 就是中品的障礙；如果夢

不一定說一出生我們就是惡的 也不一定說我們一出生
就是善的 也不是
所以︽三字經︾裡面有寫﹁人之初 性本善﹂
其實這句話是錯誤的 因為生來的因子裡面就已經有這
個影了 就已經有障礙在裡面 也就是也有業隨身 不
管你是善業 惡業 都是隨著你的身這樣子走 出生的
時候就不一樣 就不同的 有些是比較善的 有些比較
惡的 有些是善 惡混血兒 就是惡多善小或善多惡
小 沒有所謂的純善 也沒有所謂的純惡 但是我們修
行到最後 就是要純善 每一個念頭都是善的念頭 修
到最後也就是善 就等於道家的陰陽一樣 修到最後你
是純陽
再來 我們再提﹁辨影大小﹂是這樣子的 所謂
有﹁大品之影 中品之影 小品之影﹂ 也就是障礙有
大 中 小的意思 ﹁影之驗兆﹂就是夢兆 它的驗兆
是這樣子的 ﹁以夢驗知影之大中小品 其夢相 ﹂你
做夢的時候 你如果做這種夢 ﹁若夢上師斥過 背
向 相隔追不及 經卷雜亂 見本尊身一同墮水等夢
為犯三昧耶之影兆 ﹂你犯了三昧耶戒 會出現這種夢
兆 夢見你的上師在夢中罵你 你在夢中看到你自己的
上師 上師沒有正面看你 是以背面背著你 你跟你的
上師之間的距離 你想接近你的上師的時候 上師永遠
都追不及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追上你的上師 再怎
麼追都追不上
你夢見你所放的經典雜亂 放得很亂 ﹁見本尊
身一同墮水等夢﹂ 看到本尊的時候 本尊掉到水裡

到在你的房子的周圍有蟲這是小品的障礙 有蟲 蛇都
是屬於小品的障礙
﹁以覺受證驗﹂ 如果是很大的障礙 你心都不會
快樂；在中等的障礙呢 就是身體非常地僵澀 沉重
而且容易生氣 容易發怒；最小品的障礙呢 是無他緣
而不欲定 你禪定的時候你不想禪定 不想修法 不想
禪定 就是小的障礙 今天講︽道果︾講這個夢兆
你心裡一直不快樂 快樂不起來 我們現在想想
很多人有憂鬱症 他對任何事情他都不喜歡 都沒有興
趣 你得了憂鬱症算是很大的障礙了；第二個中品影
身體很僵直 不靈活 覺得身體很沉重 而且容易發
怒 這個是屬於有點像躁鬱症 躁鬱症的話就是中等的
障礙；小品的障礙就是不喜歡修法 不喜歡禪定 就是
小品的障礙
關於障礙的過患呢 大的障礙會奪掉你的生命 你
看那個憂鬱症嚴重的 他對人生沒有樂趣可言 已經不
快樂了 不快樂呢 他覺得就想結束自己的人生 就會
奪命呢 大的障礙會奪掉生命；那麼中品的障礙會讓身
心痛苦 你本來會禪定的 就變成不能夠禪定；小品的
障礙也就是根本不想禪定 不想修行 這是小品的障
礙
要除掉這些障礙的方法 它是有這樣子講 大品的
障礙用灌頂可以除去 用四種灌頂可以除掉；中品的障
礙用薈供除去 就是用﹁供養法﹂把它除掉；小品的障
礙 以沐浴洗淨之 就是用洗澡的方法把它洗掉 沐
浴 這裡如果以形象來講 大的障礙用灌頂去除 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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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跟本尊也一樣掉到水裡 這個就是你已經犯了三
昧耶戒障礙的夢兆 差不多是這樣子 你夢見山崩了
夢見打雷 雷擊 夢見洪水氾濫 夢見太陽 月亮掉下
來了 這種夢就是有鬼魔的障礙
夢見自己的身體跑出跳蚤 有蝨子 就是女生頭髮
裡面有蝨子 還有跳蚤 還有很多的蟲 很多的蛆 都
在你的身體裡面爬來爬去 這個是有惡友的障礙 你如
果跟一些犯戒的人在一起 你做了這個夢 你自己本身
要謹慎 因為就是有不好的道友會給你障礙 如果在做
夢當中 灰色的泥土塗到自己身體 或你本身吃了灰色
的泥土 或者是你吃了蒼蠅沾污的食物 是飲食的障
礙 是吃東西方面的障礙
另外你夢見你的居室 你住的地方非常的髒 非常
的污濁 很多不乾淨的東西充塞 你睡覺的地方周圍全
部都是屎或尿 這是處所的障礙 你住的地方的障礙
有時候你房子不乾淨 就會產生這種夢 就是處所的障
礙 夢見死人站起來或者變成殭屍 甚至殭屍口中能夠
吐火 這個不安之夢 也就是你碰觸到屍體本身的障
礙
﹁此等亦歸納為廣中略 損惱之兆亦得以夢驗知
之 舉凡不淨或可怖蟲子等相穿衣入體者為大品影﹂
如果你自己在衣服上你覺得不乾淨 有不好的蟲 然後
有這些蟲進到你的身體 或者有蛇進到你的身體 都算
是很大的障礙 ﹁沾附於衣﹂ 如果他沒有進到你身
體 只是附在你的衣服上面 像蛇 蟲 蟻 跳蚤在你
的衣服上面 ﹁是中品影﹂ 就是中品的障礙；如果夢

不一定說一出生我們就是惡的 也不一定說我們一出生
就是善的 也不是
所以︽三字經︾裡面有寫﹁人之初 性本善﹂
其實這句話是錯誤的 因為生來的因子裡面就已經有這
個影了 就已經有障礙在裡面 也就是也有業隨身 不
管你是善業 惡業 都是隨著你的身這樣子走 出生的
時候就不一樣 就不同的 有些是比較善的 有些比較
惡的 有些是善 惡混血兒 就是惡多善小或善多惡
小 沒有所謂的純善 也沒有所謂的純惡 但是我們修
行到最後 就是要純善 每一個念頭都是善的念頭 修
到最後也就是善 就等於道家的陰陽一樣 修到最後你
是純陽
再來 我們再提﹁辨影大小﹂是這樣子的 所謂
有﹁大品之影 中品之影 小品之影﹂ 也就是障礙有
大 中 小的意思 ﹁影之驗兆﹂就是夢兆 它的驗兆
是這樣子的 ﹁以夢驗知影之大中小品 其夢相 ﹂你
做夢的時候 你如果做這種夢 ﹁若夢上師斥過 背
向 相隔追不及 經卷雜亂 見本尊身一同墮水等夢
為犯三昧耶之影兆 ﹂你犯了三昧耶戒 會出現這種夢
兆 夢見你的上師在夢中罵你 你在夢中看到你自己的
上師 上師沒有正面看你 是以背面背著你 你跟你的
上師之間的距離 你想接近你的上師的時候 上師永遠
都追不及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追上你的上師 再怎
麼追都追不上
你夢見你所放的經典雜亂 放得很亂 ﹁見本尊
身一同墮水等夢﹂ 看到本尊的時候 本尊掉到水裡

到在你的房子的周圍有蟲這是小品的障礙 有蟲 蛇都
是屬於小品的障礙
﹁以覺受證驗﹂ 如果是很大的障礙 你心都不會
快樂；在中等的障礙呢 就是身體非常地僵澀 沉重
而且容易生氣 容易發怒；最小品的障礙呢 是無他緣
而不欲定 你禪定的時候你不想禪定 不想修法 不想
禪定 就是小的障礙 今天講︽道果︾講這個夢兆
你心裡一直不快樂 快樂不起來 我們現在想想
很多人有憂鬱症 他對任何事情他都不喜歡 都沒有興
趣 你得了憂鬱症算是很大的障礙了；第二個中品影
身體很僵直 不靈活 覺得身體很沉重 而且容易發
怒 這個是屬於有點像躁鬱症 躁鬱症的話就是中等的
障礙；小品的障礙就是不喜歡修法 不喜歡禪定 就是
小品的障礙
關於障礙的過患呢 大的障礙會奪掉你的生命 你
看那個憂鬱症嚴重的 他對人生沒有樂趣可言 已經不
快樂了 不快樂呢 他覺得就想結束自己的人生 就會
奪命呢 大的障礙會奪掉生命；那麼中品的障礙會讓身
心痛苦 你本來會禪定的 就變成不能夠禪定；小品的
障礙也就是根本不想禪定 不想修行 這是小品的障
礙
要除掉這些障礙的方法 它是有這樣子講 大品的
障礙用灌頂可以除去 用四種灌頂可以除掉；中品的障
礙用薈供除去 就是用﹁供養法﹂把它除掉；小品的障
礙 以沐浴洗淨之 就是用洗澡的方法把它洗掉 沐
浴 這裡如果以形象來講 大的障礙用灌頂去除 由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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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嗡 度嚕度嚕地尾 梭哈 ﹂ 這個是屬於﹃清淨
咒﹄ 持﹃清淨咒﹄一百零八遍 加持這些白花以後
灑在你的浴缸 浴水 然後下去浸泡 那起來呢 小的
障礙就會去除掉
﹁其依據沐浴除者 依所生魔之影復分為大中小三
類 以沐浴除大品影者 先妥善灑掃整理寂靜處之居
室 其間設九會壇城 上置一淨瓶 具性相 飾瓶衣
瓶口以安息香熏之 白芥子灑之 其瓶內盛共通瓶溶物
五藥 五穀 五寶等十五物 注滿香水﹂ 這裡面講的
就是瓶子裡面要裝什麼東西 ﹁特殊之瓶溶物有誅法護
摩之灰燼 烏毒 裸蟲骨粉 白芥子等 瓶口上置法
螺 內貯香水 其螺器上 以金剛杵繫陀羅尼線相牽
另設五供及一食子 ﹂ 它這個說用沐浴的方法去除
大品影 中品影跟小品影 就是大障礙 中障礙跟小障
礙 它的方法
依照它這樣子講 這個瓶子要放五藥 五穀 五寶
等十五物 這個五藥這裡有解釋 五藥叫做佛手蔘 你
們知道有佛手蔘嗎？你們知道嗎？不知道 蔘是屬於一

情；北方打南方 北方都會贏 所以你看地球上 我們
整個中國的歷史 只要是北方往南走的 往南打 打南
朝的 都贏哪！你看 梁武帝的時代啊 北魏打梁齊
北魏就贏 梁武帝建都是在健康 健康就是南京哪；你
看以前在中國大陸 中共是在北方 那時候的國民黨是
建都在南京 北京打南京 南京就輸掉 你看歷史上
北魏打梁朝 梁齊就完蛋了；還有元朝打進來 中原就
被元朝所佔據了；你看清朝也是在北方 打到清朝是打
明朝 清朝就贏 你看在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子 北
方 南方
然後我們看北越打南越 北越就贏了；另外呢 我
們再看二次大戰也是喔 二次大戰也是一樣；另外美國
的南北戰爭 也是北方贏 北方打南方 南北戰爭 就
是北方贏 對不對？都是這樣子的！為什麼呢？我們中
國道家的五行也是很厲害啊！水滅火 南方屬火 北方
屬水 水大滅火 南方一定都輸的 所以兩個人要打架
以前哪 你要先佔住北方 北方打南方一定會贏；你說
韓戰 如果韓國 北韓的武力就比較強悍 南方就比較
溫和 這北韓跟南韓就不一樣了 同樣都是一個韓國
現在北韓的人就比較強悍 他打南韓 南韓就是溫溫
的 溫溫的 就是像我們講叫捏捏︵笑︶ 南韓就比較
捏捏 不像北韓這樣子 哇 就很強勢 這是這樣子
的 像中國的東北人就比較高大 比較強悍 南方 江
南就是捏捏 就是這樣子啊！這個奇怪了？本來一個地
球可以分成這樣子的 我們用字在這個上面剛好喔！
這是一個笑話 一個妻子這樣子講：﹁做我的老

種人蔘的蔘 但是是屬於佛手蔘 有像手掌一樣的蔘
點鉤子 苦蔘 建菖蒲 竹黃 這是五藥 可能是中
藥 中藥的名字 五藥 五穀 是青稞 米 小麥
豆 芝麻 芝麻 豆 小麥 米還有青稞 青稞當然我
們知道是 在西藏他們做酒也是做青稞酒 糌粑也是青
稞粉 青稞 西藏才有青稞；如果是在中國呢 高粱
用高粱的東西；在美國 美國也有米 然後也用麵粉
麵粉 米 小麥 豆 芝麻 就可以了 這個是屬於五
穀 五寶就用金 銀 珊瑚 珍珠跟銅 這叫五寶
金 銀 珊瑚 珍珠 銅
講這些夢兆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了 作夢的時候夢
到什麼 就是你有大的障礙 或者是中的障礙 或者是
小的障礙 進到你身體裡面的就是大的障礙 中的障礙
是在你的衣服上面 小的障礙呢就是在你居家附近 有
夢到這些蟲 蛇 進到你身體就是大障礙 附在你身上
的就是中的障礙 然後呢在你家附近的就叫小的障礙
我記得以前我們的弟子 有的時候給他做了灌頂以
後 他回去做一個夢 夢見自己的身體裡面爬出很多的
蟲 掉出來 從你的頭上掉出很多的蟲 掉出來 他本
來有頭痛的毛病 蟲從頭上掉出來 掉到地上都死了
結果他醒過來以後呢 哎 頭痛就沒有了 這是去除障
礙的夢兆 那些蟲或者蛇都是死的 那就是去除障礙
障礙已經去除的夢兆
有德國的專家建議 疫情的問題 每天最好吃三磅
的大蒜 雖然這樣不能預防新冠狀的病毒 但能夠讓別
人跟你保持一點距離 你吃大蒜 別人會跟你保持距

師給你灌頂去除障礙；中品的障礙以薈供 就是供養
火供 水供及其他的一切供養給它去除掉；小品的障礙
以沐浴洗淨之 用洗澡的方法洗淨
小品的障礙是這樣子喔 以前師父有教是用白色的
花瓣 好像用七的倍數 七七四十九瓣的花瓣 然後你
持﹃清淨咒﹄ 像我們唸：﹁嗡 修利修利 摩訶修
利 修修利 梭哈 嗡 修哆利 修哆利 修摩利修摩
利 梭哈 嗡 嚩日囉怛 訶賀斛 南摩三滿哆 母馱

離 這也有好處
上回我講過這個很巧的事情 我以前講的是北緯
10度 其實不對的 是北緯40度 也就是從武漢延伸
武漢在北緯40度 韓國在北緯40度 日本在北緯40度
西雅圖在北緯40度 紐約在北緯40度 伊朗在北緯40
度 義大利在北緯40度 法國在北緯40度 就是連起來
成為一條線 就是連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巧合還是怎
麼樣？怎麼搞的都是選北緯40度︵笑︶？我知道西雅圖
以前跟日本的北海道緯度是一樣的 剛好是北緯40度
北緯40度的地方是紐約 西雅圖 日本 韓國 武漢
伊朗 義大利 法國 就畫成一個北緯40度 怎麼那麼
巧？
其實也不是巧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啊 真的很奇妙
哎！本來都是命中註定呢！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屬於北
方的大部分皮膚都是白的 我講大部分啊 屬於北方的
皮膚都是白的；在地球的中央的 不北不南的 皮膚都
是黃的；屬於南方的皮膚都是黑的 就是這麼巧！屬於
北方的都是比較文明的國家；屬於中央的 一半文明
一半不文明︵笑︶；屬於南方的 就比較是落後的國
家 你看就是這麼巧 我講是大部分喔 北半球的都是
比較文明的國家 中半球的就是一半一半 南半球的是
開發中的國家 都是比較沒有文明的 這是本來就這樣
子的
在整個歷史上來講起來 只要北方打南方的 北方
都會贏 南方都會輸；北方比較冷 南方就比較熱；所
以屬於北半球的人他比較冷漠 南半球的人就比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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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嗡 度嚕度嚕地尾 梭哈 ﹂ 這個是屬於﹃清淨
咒﹄ 持﹃清淨咒﹄一百零八遍 加持這些白花以後
灑在你的浴缸 浴水 然後下去浸泡 那起來呢 小的
障礙就會去除掉
﹁其依據沐浴除者 依所生魔之影復分為大中小三
類 以沐浴除大品影者 先妥善灑掃整理寂靜處之居
室 其間設九會壇城 上置一淨瓶 具性相 飾瓶衣
瓶口以安息香熏之 白芥子灑之 其瓶內盛共通瓶溶物
五藥 五穀 五寶等十五物 注滿香水﹂ 這裡面講的
就是瓶子裡面要裝什麼東西 ﹁特殊之瓶溶物有誅法護
摩之灰燼 烏毒 裸蟲骨粉 白芥子等 瓶口上置法
螺 內貯香水 其螺器上 以金剛杵繫陀羅尼線相牽
另設五供及一食子 ﹂ 它這個說用沐浴的方法去除
大品影 中品影跟小品影 就是大障礙 中障礙跟小障
礙 它的方法
依照它這樣子講 這個瓶子要放五藥 五穀 五寶
等十五物 這個五藥這裡有解釋 五藥叫做佛手蔘 你
們知道有佛手蔘嗎？你們知道嗎？不知道 蔘是屬於一

情；北方打南方 北方都會贏 所以你看地球上 我們
整個中國的歷史 只要是北方往南走的 往南打 打南
朝的 都贏哪！你看 梁武帝的時代啊 北魏打梁齊
北魏就贏 梁武帝建都是在健康 健康就是南京哪；你
看以前在中國大陸 中共是在北方 那時候的國民黨是
建都在南京 北京打南京 南京就輸掉 你看歷史上
北魏打梁朝 梁齊就完蛋了；還有元朝打進來 中原就
被元朝所佔據了；你看清朝也是在北方 打到清朝是打
明朝 清朝就贏 你看在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子 北
方 南方
然後我們看北越打南越 北越就贏了；另外呢 我
們再看二次大戰也是喔 二次大戰也是一樣；另外美國
的南北戰爭 也是北方贏 北方打南方 南北戰爭 就
是北方贏 對不對？都是這樣子的！為什麼呢？我們中
國道家的五行也是很厲害啊！水滅火 南方屬火 北方
屬水 水大滅火 南方一定都輸的 所以兩個人要打架
以前哪 你要先佔住北方 北方打南方一定會贏；你說
韓戰 如果韓國 北韓的武力就比較強悍 南方就比較
溫和 這北韓跟南韓就不一樣了 同樣都是一個韓國
現在北韓的人就比較強悍 他打南韓 南韓就是溫溫
的 溫溫的 就是像我們講叫捏捏︵笑︶ 南韓就比較
捏捏 不像北韓這樣子 哇 就很強勢 這是這樣子
的 像中國的東北人就比較高大 比較強悍 南方 江
南就是捏捏 就是這樣子啊！這個奇怪了？本來一個地
球可以分成這樣子的 我們用字在這個上面剛好喔！
這是一個笑話 一個妻子這樣子講：﹁做我的老

種人蔘的蔘 但是是屬於佛手蔘 有像手掌一樣的蔘
點鉤子 苦蔘 建菖蒲 竹黃 這是五藥 可能是中
藥 中藥的名字 五藥 五穀 是青稞 米 小麥
豆 芝麻 芝麻 豆 小麥 米還有青稞 青稞當然我
們知道是 在西藏他們做酒也是做青稞酒 糌粑也是青
稞粉 青稞 西藏才有青稞；如果是在中國呢 高粱
用高粱的東西；在美國 美國也有米 然後也用麵粉
麵粉 米 小麥 豆 芝麻 就可以了 這個是屬於五
穀 五寶就用金 銀 珊瑚 珍珠跟銅 這叫五寶
金 銀 珊瑚 珍珠 銅
講這些夢兆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了 作夢的時候夢
到什麼 就是你有大的障礙 或者是中的障礙 或者是
小的障礙 進到你身體裡面的就是大的障礙 中的障礙
是在你的衣服上面 小的障礙呢就是在你居家附近 有
夢到這些蟲 蛇 進到你身體就是大障礙 附在你身上
的就是中的障礙 然後呢在你家附近的就叫小的障礙
我記得以前我們的弟子 有的時候給他做了灌頂以
後 他回去做一個夢 夢見自己的身體裡面爬出很多的
蟲 掉出來 從你的頭上掉出很多的蟲 掉出來 他本
來有頭痛的毛病 蟲從頭上掉出來 掉到地上都死了
結果他醒過來以後呢 哎 頭痛就沒有了 這是去除障
礙的夢兆 那些蟲或者蛇都是死的 那就是去除障礙
障礙已經去除的夢兆
有德國的專家建議 疫情的問題 每天最好吃三磅
的大蒜 雖然這樣不能預防新冠狀的病毒 但能夠讓別
人跟你保持一點距離 你吃大蒜 別人會跟你保持距

師給你灌頂去除障礙；中品的障礙以薈供 就是供養
火供 水供及其他的一切供養給它去除掉；小品的障礙
以沐浴洗淨之 用洗澡的方法洗淨
小品的障礙是這樣子喔 以前師父有教是用白色的
花瓣 好像用七的倍數 七七四十九瓣的花瓣 然後你
持﹃清淨咒﹄ 像我們唸：﹁嗡 修利修利 摩訶修
利 修修利 梭哈 嗡 修哆利 修哆利 修摩利修摩
利 梭哈 嗡 嚩日囉怛 訶賀斛 南摩三滿哆 母馱

離 這也有好處
上回我講過這個很巧的事情 我以前講的是北緯
10度 其實不對的 是北緯40度 也就是從武漢延伸
武漢在北緯40度 韓國在北緯40度 日本在北緯40度
西雅圖在北緯40度 紐約在北緯40度 伊朗在北緯40
度 義大利在北緯40度 法國在北緯40度 就是連起來
成為一條線 就是連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巧合還是怎
麼樣？怎麼搞的都是選北緯40度︵笑︶？我知道西雅圖
以前跟日本的北海道緯度是一樣的 剛好是北緯40度
北緯40度的地方是紐約 西雅圖 日本 韓國 武漢
伊朗 義大利 法國 就畫成一個北緯40度 怎麼那麼
巧？
其實也不是巧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啊 真的很奇妙
哎！本來都是命中註定呢！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屬於北
方的大部分皮膚都是白的 我講大部分啊 屬於北方的
皮膚都是白的；在地球的中央的 不北不南的 皮膚都
是黃的；屬於南方的皮膚都是黑的 就是這麼巧！屬於
北方的都是比較文明的國家；屬於中央的 一半文明
一半不文明︵笑︶；屬於南方的 就比較是落後的國
家 你看就是這麼巧 我講是大部分喔 北半球的都是
比較文明的國家 中半球的就是一半一半 南半球的是
開發中的國家 都是比較沒有文明的 這是本來就這樣
子的
在整個歷史上來講起來 只要北方打南方的 北方
都會贏 南方都會輸；北方比較冷 南方就比較熱；所
以屬於北半球的人他比較冷漠 南半球的人就比較熱

雜誌

21
22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PPE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公 你可以在外面睡妹妹 但是完事後必須快走 而且
絕不可以再睡第二次 ﹂ 妻子又講：﹁先生可以在酒
店左擁右抱 但我打電話過去時 你得告訴她別出聲
第一句話就要叫我老婆 ﹂ 第三個 她講：﹁你可以
拿錢給別的女人花 等你沒錢了就回來 我們再一起努
力賺錢 你要記得 她們是賓館 我是家 ﹂ 然後這
個妻子問：﹁你看完了嗎？﹂ 先生回答：﹁嗯 老
婆 妳對我太好了！﹂ 妻子的簡訊是這樣子：﹁我也
不知道這是哪個白癡寫的 這女的實在是很天真 我可
不行 只要你犯了錯 我就讓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
︵笑︶ 前面那個都是白癡寫的 後面這一句話才是真
正妻子寫的 所以小心一點 妻子講說會讓你看不到明
天的太陽
這裡有一個作文叫做﹁心裡話﹂ 他是這樣子寫
的 ﹁老師 我想說憋在我心裡很久很久的話 為什麼
我每一次犯錯 找家長 你都點名叫我媽媽來學校？為
什麼從不叫我爸爸來學校？我又不是單親家庭﹂ 這是
一個學生寫的心裡話 老師批了以後怎麼講？﹁你爸爸
也是我的學生 我心臟不好就是你爸爸氣的 我不想再
跟他說話了﹂ 老師批的是這樣子︵笑︶ 這個好笑
我告訴你喔 這就是很怪 在北緯40度 美國第一
個發現新冠狀病毒的城市就是西雅圖 美國第一例新冠
狀病毒死亡病例的第一個也是在西雅圖 美國第一例把
新冠狀病毒治療成功的也是在西雅圖 都是在北緯40
度 現在全球確診城市的排名最多的是這樣 中國的武
漢它的櫻花最多 日本的東京它的櫻花也是最多 韓國

的大邱也是櫻花出名最多 美國確診的城市排名 西雅
圖也是櫻花最多 我們這個西雅圖也是櫻花最多的城
市 它的結論是﹁中間的宿主就是櫻花﹂︵笑︶ 我告
訴你喔！我們︿彩虹山莊﹀ 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周圍都是櫻花 我們︿彩虹山莊﹀中央主道兩旁都是櫻
花 以後我們不要種櫻花︵笑︶
為什麼呢？也不知道 什麼理由呢？所以武漢也是
在中國櫻花最多的地方哎！最多的是武漢 你看日本的
櫻花也多啊 韓國大邱櫻花也是最多的地方 日本
TOKYO也是櫻花最多的地方啊 像我們西雅圖也是全美
國櫻花最多的地方 你看那個MicroSoft周圍呀 你到
了櫻花開的時候 你去MicroSoft周圍看看 全部都是
櫻花；我們︿西雅圖雷藏寺﹀圍牆外面 全部一整排都
是櫻花；我們︿彩虹山莊﹀ ︿彩虹雷藏寺﹀的中央步
道的兩旁都是櫻花 櫻花開了 我本來今年準備賞櫻花
的︵笑︶ 這個開了沒？還沒 四月？四月開喔 四月
喔
所以我總結一個結論 新冠狀病毒事實上是有一個
定數在裡面的 真的 事實上是有一個定數在裡面 哪
有那麼巧？西雅圖 紐約都是在北緯40度 武漢也是在
北緯40度 日本北海道 韓國大邱都是在北緯40度 然
後在義大利也是北緯40度 伊朗也是北緯40度 法國也
是北緯40度 哪有那麼巧？義大利也是北緯40度！這個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的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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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救瘟疫度母念誦法
和六味中藥防疫包

本頌金剛句偈疏

聖尊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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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瘟疫度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還有各位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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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天是三月二十二日 下
午三點是﹁騎龍白財神護摩法會﹂ 大家知道騎龍白財
神 祂的咒語是﹁嗡 貝瑪 卓達 阿里呀 針巴拉 啥
達呀 吽呸 ﹂祂的手印是這樣子的︵聖尊示範︶ 祂的
種子字是﹁針﹂字 騎龍白財神當然是白色 所謂騎龍白
財神當然是騎著龍 你叫祂騎馬 騎牛都不太可能 騎龍
白財神沒有騎馬 騎牛的 祂只有騎龍 歡迎大家主祈
如果你們不愛財的 那就算了 這是下個禮拜天
今天我們做的護摩
這一張也要唸嗎？︵蓮彥上
師：師尊 那是︿宗委會﹀計算所有人持誦﹃救瘟疫度母
心咒﹄的數目 ︶好 我唸一下：﹁︿世界真佛宗宗務委
員會﹀自二月起 發起全球道場及弟子持誦﹃救瘟疫度母
心咒﹄ 持咒的活動歷經一個半月 總計︿真佛宗﹀全球
共245處的道場共同參與﹃救瘟疫度母心咒﹄的持咒活
動 全球︿真佛宗﹀的弟子累計持咒數目達 5,141萬
4,490遍 弟子們於︿彩虹雷藏寺﹀師尊主壇之﹁救瘟疫
度母護摩法會﹂中 呈上最無上的心供 護持師尊轉動救
瘟疫度母最殊勝的法輪 ﹂ 這個是通告大家的
今天我們做救瘟疫度母的持咒活動 跟救瘟疫度母
的護摩 要傳救瘟疫度母的法 這個護摩法會呈現的現
象 以目前來講是緩緩的 也就是說 不是很快地這個瘟

疫就可以結束 但是它終究會結束 終究一定是會結束
的 我自己本身有一個感覺 剛剛去點火的時候 一般來
講火很快就會燃上紙金 火很快就會點起來 但是當我在
那邊做點火的動作的時候 點了有一段的時間火才點著
可見這一次的瘟疫的情形不是那麼快能夠結束的 因為那
個火苗非常的小 就剩下小拇指這麼小這麼小 也不知道
誰弄得火苗那麼小 那個火啊 我這個紙金過去的時候
只要向下一壓這個火就熄了 又不敢太接近 又不敢離得
很遠 離得很遠又點不著 又不敢太接近恐怕把這個火苗
弄熄了
這個都是命運 像尊勝佛母那一次 一下子後面出
來一陣風 從我身後 天上降下一陣風 這個火還在燃
我這個紙金過去 那一陣風﹁呼﹂就把火弄熄了 點不
著 蓮緒法師在旁邊拿著兩支打火機是長形的 很猛烈的
火 一支先打啪啪啪啪啪啪 欸 沒有火出來 點不著
第二支來了 一定有瓦斯的 啪啪啪啪啪 也沒有 點火
一次點不著 第二次又點不著 第三次又點不著 第四次
又點不著 終於到最後啪啪啪啪啪啪 露出一點瓦斯出
來 終於點著！那一次也很怪 那個風是從我身後來的
看我要點火 它轉一個圈﹁呼﹂就把火吹熄 尊勝佛母那
一次
這一次是怎麼搞得？平時火都冒得這麼大的 這次
的火像綠豆一樣那麼小 我要壓下去接近又害怕把綠豆給
它捏掉了 不接近又點不著火 所以我在那邊用眼睛瞄
瞄瞄瞄 瞄了幾分鐘以後終於火起來了 由這個徵兆 我
們就知道這個瘟疫真的是不簡單 要能夠把它消除掉是不
簡單的 ﹁台灣防疫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瘟疫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 還看不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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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是怎麼搞得？平時火都冒得這麼大的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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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頭 這是全世界性的瘟疫 ﹂
我告訴大家 在二○一九年的年底 我們在︿西雅
圖雷藏寺﹀有一個﹁金鼠年年初的專訪﹂ 是台灣來的萬
佩佩主持的 專訪的人就是文彬師姐 負責拿去播的是萬
佩佩師姐 ︿宗委會﹀主辦 那一次專訪的時候 我有兩
個很大的預言

第一個預言：二○二○年是大動亂的一年︱︱最大
動亂的一年 二○二○年是瘟疫會出現的一年 有瘟疫會
出現 我還講了一個超級細菌 因為我不懂什麼叫做新冠
狀病毒 我不是學醫的 我也不是學感染科的 不懂得什
麼叫做新冠狀病毒 我講的是超級細菌會出現 而且是瘟
疫 這個很不幸地言中
第二個 我講全世界各國的經濟二十分 六十分才
及格 二十分是很低的 百行百業全部蕭條 台灣的電視
台還講說盧師尊講的話﹁神準﹂ 兩個字﹁神準﹂ 台灣
的電視台還播出來﹁一切時中皆吉祥﹂︵指︿台灣雷藏
寺﹀二○二○年新年山門前掛的布幔 上面師尊墨寶題
字︶ ﹁時中﹂剛好是﹁防疫中心﹂的指揮官叫陳時中
﹁一切﹃時中﹄皆吉祥﹂ 然後︿台灣雷藏寺﹀又把錄影
拿出來放給大家看 就是我講的瘟疫會出現超級細菌 都
是很不幸的事情 剛好是這麼準
我那時在講的時候 怎麼會講出這種話呢？我自己
也莫名其妙 說超級細菌瘟疫會出現 就在二○二○會出
現 是大動亂之年 全世界的經濟只有二十分 現在世界
各地到處都在倒閉 很多百行百業都在倒閉 太準也不
好 你說不準也不好 但是太準也不好 什麼都不好 現
在只好求救瘟疫度母趕快想辦法能夠幫地球解一解 地球
都病了 整個全世界都病了 地球也病了 什麼都病了
這個是有關瘟疫的笑話 上個禮拜 有家銀行在營
業時 突然進來兩名咳嗽戴口罩的人 所有的行員跟客戶
都很緊張望著他們 這兩名戴口罩的人高喊：﹁不要動
這是搶劫！﹂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原來死比錢還要重要
這意思是這樣子講的 第二幕 可是所有的人心又糾結了
起來 因為那兩個人講：﹁男左女右分開站 身上的口罩
全部交出來 ﹂口罩又比錢還重要 第三幕 最後大家合

力將搶匪制伏 因為大家為了口罩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這次瘟疫真的很嚴重 全世界性的 所以︿世界衛
生組織WHO﹀就講 這是全世界性的病毒 全世界性的傳
染 今天我們做這個法會 我有一個覺受就是說 點火不
能一次就點著 在那邊放了很久它才點著 可見能夠解除
的時間還沒有到 就如同陳時中先生講的 還沒有看到盡
頭 所以大家自己要防疫 要做準備 昨天晚上我在修法
的時候 救瘟疫度母來 祂說你從來沒有傳過這個法 祂
教我要講這個法 要教大家
師尊是從瘟疫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沒有戴過一次口
罩 沒有 因為我講過 我願意到武漢去 給武漢的大陸
同胞一一給他們摩頂加持 我還講過我不戴口罩 我講過
這種話 那麼我如果現在在你們面前 你們戴口罩 那我
也戴口罩 那不是﹁吹破氣球﹂ 就像氣球用一支針 給
它嘟就爆了嗎？我永遠在做法會的時候不戴口罩 也不可
以摸鼻子 但是摸鼻子就是我的習慣 這個習慣根本就不
能改的
叫我們不要摸鼻子 不要摸眼睛 不要摸嘴 用牙
線時候不會觸到嘴裡面嗎？你在刷牙的時候用牙線會不會
觸到嘴裡面？會 我就是觸到嘴裡面 然後弄一下鼻子這
是常常的事情 你看李小龍在武功的時候 他是這樣︵聖
尊示範︶ 他有一個姿勢 你看他的習慣也是這樣 李小
龍他的墳墓是在西雅圖 很多人去參觀
我有感應到救瘟疫度母在幫我 昨天晚上救瘟疫度
母來的時候 祂化成紅色的點 在我眼睛面前出現紅色的
點 一點一點一點密密麻麻的點 然後出現以後就開始旋
轉 變成一個旋轉的紅色的點 然後一面旋轉一面變成不
只一個點 變成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一條一條地變成網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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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這是全世界性的瘟疫 ﹂
我告訴大家 在二○一九年的年底 我們在︿西雅
圖雷藏寺﹀有一個﹁金鼠年年初的專訪﹂ 是台灣來的萬
佩佩主持的 專訪的人就是文彬師姐 負責拿去播的是萬
佩佩師姐 ︿宗委會﹀主辦 那一次專訪的時候 我有兩
個很大的預言

第一個預言：二○二○年是大動亂的一年︱︱最大
動亂的一年 二○二○年是瘟疫會出現的一年 有瘟疫會
出現 我還講了一個超級細菌 因為我不懂什麼叫做新冠
狀病毒 我不是學醫的 我也不是學感染科的 不懂得什
麼叫做新冠狀病毒 我講的是超級細菌會出現 而且是瘟
疫 這個很不幸地言中
第二個 我講全世界各國的經濟二十分 六十分才
及格 二十分是很低的 百行百業全部蕭條 台灣的電視
台還講說盧師尊講的話﹁神準﹂ 兩個字﹁神準﹂ 台灣
的電視台還播出來﹁一切時中皆吉祥﹂︵指︿台灣雷藏
寺﹀二○二○年新年山門前掛的布幔 上面師尊墨寶題
字︶ ﹁時中﹂剛好是﹁防疫中心﹂的指揮官叫陳時中
﹁一切﹃時中﹄皆吉祥﹂ 然後︿台灣雷藏寺﹀又把錄影
拿出來放給大家看 就是我講的瘟疫會出現超級細菌 都
是很不幸的事情 剛好是這麼準
我那時在講的時候 怎麼會講出這種話呢？我自己
也莫名其妙 說超級細菌瘟疫會出現 就在二○二○會出
現 是大動亂之年 全世界的經濟只有二十分 現在世界
各地到處都在倒閉 很多百行百業都在倒閉 太準也不
好 你說不準也不好 但是太準也不好 什麼都不好 現
在只好求救瘟疫度母趕快想辦法能夠幫地球解一解 地球
都病了 整個全世界都病了 地球也病了 什麼都病了
這個是有關瘟疫的笑話 上個禮拜 有家銀行在營
業時 突然進來兩名咳嗽戴口罩的人 所有的行員跟客戶
都很緊張望著他們 這兩名戴口罩的人高喊：﹁不要動
這是搶劫！﹂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原來死比錢還要重要
這意思是這樣子講的 第二幕 可是所有的人心又糾結了
起來 因為那兩個人講：﹁男左女右分開站 身上的口罩
全部交出來 ﹂口罩又比錢還重要 第三幕 最後大家合

力將搶匪制伏 因為大家為了口罩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這次瘟疫真的很嚴重 全世界性的 所以︿世界衛
生組織WHO﹀就講 這是全世界性的病毒 全世界性的傳
染 今天我們做這個法會 我有一個覺受就是說 點火不
能一次就點著 在那邊放了很久它才點著 可見能夠解除
的時間還沒有到 就如同陳時中先生講的 還沒有看到盡
頭 所以大家自己要防疫 要做準備 昨天晚上我在修法
的時候 救瘟疫度母來 祂說你從來沒有傳過這個法 祂
教我要講這個法 要教大家
師尊是從瘟疫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沒有戴過一次口
罩 沒有 因為我講過 我願意到武漢去 給武漢的大陸
同胞一一給他們摩頂加持 我還講過我不戴口罩 我講過
這種話 那麼我如果現在在你們面前 你們戴口罩 那我
也戴口罩 那不是﹁吹破氣球﹂ 就像氣球用一支針 給
它嘟就爆了嗎？我永遠在做法會的時候不戴口罩 也不可
以摸鼻子 但是摸鼻子就是我的習慣 這個習慣根本就不
能改的
叫我們不要摸鼻子 不要摸眼睛 不要摸嘴 用牙
線時候不會觸到嘴裡面嗎？你在刷牙的時候用牙線會不會
觸到嘴裡面？會 我就是觸到嘴裡面 然後弄一下鼻子這
是常常的事情 你看李小龍在武功的時候 他是這樣︵聖
尊示範︶ 他有一個姿勢 你看他的習慣也是這樣 李小
龍他的墳墓是在西雅圖 很多人去參觀
我有感應到救瘟疫度母在幫我 昨天晚上救瘟疫度
母來的時候 祂化成紅色的點 在我眼睛面前出現紅色的
點 一點一點一點密密麻麻的點 然後出現以後就開始旋
轉 變成一個旋轉的紅色的點 然後一面旋轉一面變成不
只一個點 變成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一條一條地變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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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紅色就變成很多的顏色 變成好像五色一樣 五色
的線條把我周圍全部圍起來 上面就有紅色的網 周圍
又有紅色的網 腳底下又有紅色的網 就好像四重結界
的金剛網 金剛牆 金剛地基 金剛火焰這樣子紅色把
我包圍起來 變成一個圓形這樣子包圍起來
我問救瘟疫度母這是什麼？祂說這個就是防護網
細菌 病毒一碰到這個防護網它就退回去 不能夠進到
防護網裡面 這個就很好 非常好！昨天我在禪定的時
候就有一個防護網圍在我的周邊 我是真實看見 不是
用觀想 不是觀想金剛牆 金剛網 金剛火焰 金剛地
基 我不是做這個觀想 但是那個光自然地先出現紅色
的點 密密麻麻 然後再旋轉變成五色的線 很細很細
的光線 然後我把自己圍起來 上面圍起來 下面圍起
來 四周圍圍起來 就是防護網 師尊有這個防護網就
什麼都不用怕 不要緊的 所以師尊給大家摩頂加持不
要緊 事先我有洗手 事後也有消毒 也有洗手 我是
根據標準這樣子來做防護 那麼又有無形的防護 現在
就是要教你們無形的防護
這裡談到伊朗的現況 伊朗總統是隔離 副總統確
診 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確診 前司法部長確
診 衛生部副部長確診 德黑蘭市長確診隔離 國務委
員會委員死亡 國會副議長死亡 前駐梵蒂岡大使神職
領袖死亡 前駐埃及大使死亡 誰都辦不到 新冠狀病
毒它辦到 所以這個病毒真的很毒的 它也不管你是什
麼人 我常講一句話：﹁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你當
了總統 當了副總統 這個病毒是沒有眼睛的 跟細菌
一樣 細菌也是沒有眼睛的 不管你是誰 今天因為有
救瘟疫度母在守護 師尊還好 不然不是確診就是死

亡 而且我本身來講是屬於最接近危險的人物 應該是
這樣子講 你看我在問事的時候每天接見的人 有時候
冒出來有些都不認識的 他來問事 你還是要問事啊
所以在問事的時候接見的人 不知道他已經跟多少人會
過面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喔！大家知道武漢肺
炎 那麼武漢高鐵站是設計師設計的 他認為是大鵬展
翅 就是大鵬鳥 牠的翅膀伸開來 這個是武漢高鐵
站 結果呢 現在高鐵站是蝙蝠展翅︵笑︶ 變成蝙蝠
展翅喔！他們也很奇怪 去空中把這個高鐵站照一個
相 從上面看 是一個口罩 從空中上看就是一個口
罩 你看這個就是相應了 這個武漢的高鐵站 形相就
是一隻展翅的蝙蝠 然後從空中照下來 剛好是一個口
罩 這個命中註定 很多事情都是命中註定了 我常常
講﹁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不要以為說當了總統就不
要緊 當了總統也一樣的 這個病毒是不管你是什麼
人
我現在講救瘟疫度母教我怎麼做 告訴大家喔！你
們要仔細地聽 要聽以前先把自己的耳朵掏乾淨 才會
聽得清楚︵笑︶ 不然有耳屎塞住 你就聽不到我講
的 先到中藥行去拿六種的中藥 同分量的中藥要六
種 第一個﹁蛇床子﹂；第二個﹁製附子﹂；第三個
﹁遠志﹂；第四個﹁甘草﹂；第五個﹁桂心﹂；第六個
﹁雄黃﹂ 蛇床子 製附子 遠志 甘草 桂心 雄
黃 同分量 全部磨成粉 全部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以
後呢 每一種都用同等量的分量 把它放在你的身上
戴在身上 用塑膠袋包起來戴在你身上 這個可以防瘟
疫 但是還沒有作法 還沒有修法 你要先修法 把這

我剛剛講的那六味中藥 等量磨成粉 放在壇城面
六種中藥粉放在壇城面前 然後修救瘟疫度母的法
前 你修﹁救瘟疫度母法﹂ 然後你觀想的時候觀想救
第一個 救瘟疫度母有形相 第二個有咒語 第三
瘟疫度母出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再觀想祂的不死的甘露
個有手印 你按照修法的程序去修 這個度母身是紅黃
放出白光 去射你放的六味藥的藥粉 然後
色 右手結與願印 左手持蓮印 持蓮上
你修完了法 你這個藥粉呢 知道它已經有
面有寶瓶 瓶中盛滿了消除瘟疫的不死甘
確實救瘟疫度母來了 而且呢 祂已經放光
露 祂的雙目猶如日月 放出無量的光
照射到你的藥粉了 你這個藥粉包起來放在
芒；祂的手印一個是與願印 一個是持蓮
六
味
中
藥
身上 第一個 你不會受到感染 你已經結
印；祂的種子字是﹁擋﹂字 有了祂的形
以同分量 全部磨成粉
界了 你就不受到感染 單單你個人 如果
相 有咒字 還有咒語：﹁嗡 達拉 都
配身防疫
家庭的話 把這個藥粉拿一點點 四分之
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
一 放在家的四個角落 東 南 西 北四
拉 梭哈 ﹂ 這個咒很好記呀！因為我
蛇床子
個角落 你這個家就不會受到感染 如果是
們在臺灣的時候啊 跟人家聊天 見到人
製附子
社區 你就放在社區大樓的四個角落 也是
跟人家聊天 就叫哈拉︵笑︶
東 南 西 北四個角落 這個社區就不會
本來我是不懂得什麼叫哈拉哈拉的
遠志
受到感染了 如果像我們︿彩虹山莊﹀ 你
就是大肚山 這個大肚山也奇怪了 在彰
就送到最角落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最角落
化 彰化八卦山 ︿卦山雷藏寺﹀蓮極上
甘草
那邊一個最角落的地方 這邊一個最角落的
師那裡 在彰化 什麼話不講 叫髒話
地方 那邊一個最角落的地方 把它圍起
︵音近彰化︶ 什麼話不講它講八卦 然
桂心
來 住在這裡面的人都不會受到感染
後是彰化八卦山 他的雷藏寺旁邊是養
個人 你把藥粉就放在你身上 修法一
豬 這個就是豬哥坑 然後再遠一點養
雄黃
樣啊！就是一樣地 毘盧七支坐 坐定以
鴨 叫鴨母寮 彰化八卦豬哥坑鴨母寮
後 一樣先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四無
︿卦山雷藏寺﹀蓮極上師強強滾︵笑︶
量心 這些都是要做的 懺悔或者誦︻高王
這什麼地方？奇怪了？它那個地名喔 彰
經︼都可以 這些前行七支 正行就是觀
化 你看臺中下面就是彰化了 那你說什
想 結印 持咒 入三昧地 然後第四個最後就是迴向
麼叫做諧音？這個諧音就是很髒的話 然後又是八卦
跟出壇 再做大禮拜 修法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知道
彰化又有八卦山 它就是在八卦山上面 旁邊又是養豬
度母祂本身的出現 我們先觀想有一個大日 太陽 就
的 遠一點是養鴨的 那不是彰化八卦山鴨母寮豬哥坑
是大日 正中央 然後由大日正中央出現一個字 就是
︿卦山雷藏寺﹀蓮極上師 真的是強強滾哪！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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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紅色就變成很多的顏色 變成好像五色一樣 五色
的線條把我周圍全部圍起來 上面就有紅色的網 周圍
又有紅色的網 腳底下又有紅色的網 就好像四重結界
的金剛網 金剛牆 金剛地基 金剛火焰這樣子紅色把
我包圍起來 變成一個圓形這樣子包圍起來
我問救瘟疫度母這是什麼？祂說這個就是防護網
細菌 病毒一碰到這個防護網它就退回去 不能夠進到
防護網裡面 這個就很好 非常好！昨天我在禪定的時
候就有一個防護網圍在我的周邊 我是真實看見 不是
用觀想 不是觀想金剛牆 金剛網 金剛火焰 金剛地
基 我不是做這個觀想 但是那個光自然地先出現紅色
的點 密密麻麻 然後再旋轉變成五色的線 很細很細
的光線 然後我把自己圍起來 上面圍起來 下面圍起
來 四周圍圍起來 就是防護網 師尊有這個防護網就
什麼都不用怕 不要緊的 所以師尊給大家摩頂加持不
要緊 事先我有洗手 事後也有消毒 也有洗手 我是
根據標準這樣子來做防護 那麼又有無形的防護 現在
就是要教你們無形的防護
這裡談到伊朗的現況 伊朗總統是隔離 副總統確
診 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確診 前司法部長確
診 衛生部副部長確診 德黑蘭市長確診隔離 國務委
員會委員死亡 國會副議長死亡 前駐梵蒂岡大使神職
領袖死亡 前駐埃及大使死亡 誰都辦不到 新冠狀病
毒它辦到 所以這個病毒真的很毒的 它也不管你是什
麼人 我常講一句話：﹁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你當
了總統 當了副總統 這個病毒是沒有眼睛的 跟細菌
一樣 細菌也是沒有眼睛的 不管你是誰 今天因為有
救瘟疫度母在守護 師尊還好 不然不是確診就是死

亡 而且我本身來講是屬於最接近危險的人物 應該是
這樣子講 你看我在問事的時候每天接見的人 有時候
冒出來有些都不認識的 他來問事 你還是要問事啊
所以在問事的時候接見的人 不知道他已經跟多少人會
過面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喔！大家知道武漢肺
炎 那麼武漢高鐵站是設計師設計的 他認為是大鵬展
翅 就是大鵬鳥 牠的翅膀伸開來 這個是武漢高鐵
站 結果呢 現在高鐵站是蝙蝠展翅︵笑︶ 變成蝙蝠
展翅喔！他們也很奇怪 去空中把這個高鐵站照一個
相 從上面看 是一個口罩 從空中上看就是一個口
罩 你看這個就是相應了 這個武漢的高鐵站 形相就
是一隻展翅的蝙蝠 然後從空中照下來 剛好是一個口
罩 這個命中註定 很多事情都是命中註定了 我常常
講﹁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不要以為說當了總統就不
要緊 當了總統也一樣的 這個病毒是不管你是什麼
人
我現在講救瘟疫度母教我怎麼做 告訴大家喔！你
們要仔細地聽 要聽以前先把自己的耳朵掏乾淨 才會
聽得清楚︵笑︶ 不然有耳屎塞住 你就聽不到我講
的 先到中藥行去拿六種的中藥 同分量的中藥要六
種 第一個﹁蛇床子﹂；第二個﹁製附子﹂；第三個
﹁遠志﹂；第四個﹁甘草﹂；第五個﹁桂心﹂；第六個
﹁雄黃﹂ 蛇床子 製附子 遠志 甘草 桂心 雄
黃 同分量 全部磨成粉 全部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以
後呢 每一種都用同等量的分量 把它放在你的身上
戴在身上 用塑膠袋包起來戴在你身上 這個可以防瘟
疫 但是還沒有作法 還沒有修法 你要先修法 把這

我剛剛講的那六味中藥 等量磨成粉 放在壇城面
六種中藥粉放在壇城面前 然後修救瘟疫度母的法
前 你修﹁救瘟疫度母法﹂ 然後你觀想的時候觀想救
第一個 救瘟疫度母有形相 第二個有咒語 第三
瘟疫度母出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再觀想祂的不死的甘露
個有手印 你按照修法的程序去修 這個度母身是紅黃
放出白光 去射你放的六味藥的藥粉 然後
色 右手結與願印 左手持蓮印 持蓮上
你修完了法 你這個藥粉呢 知道它已經有
面有寶瓶 瓶中盛滿了消除瘟疫的不死甘
確實救瘟疫度母來了 而且呢 祂已經放光
露 祂的雙目猶如日月 放出無量的光
照射到你的藥粉了 你這個藥粉包起來放在
芒；祂的手印一個是與願印 一個是持蓮
六
味
中
藥
身上 第一個 你不會受到感染 你已經結
印；祂的種子字是﹁擋﹂字 有了祂的形
以同分量 全部磨成粉
界了 你就不受到感染 單單你個人 如果
相 有咒字 還有咒語：﹁嗡 達拉 都
配身防疫
家庭的話 把這個藥粉拿一點點 四分之
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
一 放在家的四個角落 東 南 西 北四
拉 梭哈 ﹂ 這個咒很好記呀！因為我
蛇床子
個角落 你這個家就不會受到感染 如果是
們在臺灣的時候啊 跟人家聊天 見到人
製附子
社區 你就放在社區大樓的四個角落 也是
跟人家聊天 就叫哈拉︵笑︶
東 南 西 北四個角落 這個社區就不會
本來我是不懂得什麼叫哈拉哈拉的
遠志
受到感染了 如果像我們︿彩虹山莊﹀ 你
就是大肚山 這個大肚山也奇怪了 在彰
就送到最角落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最角落
化 彰化八卦山 ︿卦山雷藏寺﹀蓮極上
甘草
那邊一個最角落的地方 這邊一個最角落的
師那裡 在彰化 什麼話不講 叫髒話
地方 那邊一個最角落的地方 把它圍起
︵音近彰化︶ 什麼話不講它講八卦 然
桂心
來 住在這裡面的人都不會受到感染
後是彰化八卦山 他的雷藏寺旁邊是養
個人 你把藥粉就放在你身上 修法一
豬 這個就是豬哥坑 然後再遠一點養
雄黃
樣啊！就是一樣地 毘盧七支坐 坐定以
鴨 叫鴨母寮 彰化八卦豬哥坑鴨母寮
後 一樣先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四無
︿卦山雷藏寺﹀蓮極上師強強滾︵笑︶
量心 這些都是要做的 懺悔或者誦︻高王
這什麼地方？奇怪了？它那個地名喔 彰
經︼都可以 這些前行七支 正行就是觀
化 你看臺中下面就是彰化了 那你說什
想 結印 持咒 入三昧地 然後第四個最後就是迴向
麼叫做諧音？這個諧音就是很髒的話 然後又是八卦
跟出壇 再做大禮拜 修法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知道
彰化又有八卦山 它就是在八卦山上面 旁邊又是養豬
度母祂本身的出現 我們先觀想有一個大日 太陽 就
的 遠一點是養鴨的 那不是彰化八卦山鴨母寮豬哥坑
是大日 正中央 然後由大日正中央出現一個字 就是
︿卦山雷藏寺﹀蓮極上師 真的是強強滾哪！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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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種藥 如果那個中藥行沒有的話 如果中藥行講說
我沒有哪一味藥 那就是救瘟疫度母教錯了我︵笑︶
我跟你講啊！蛇床子知道嗎？製附子 遠志 甘草 桂
心 雄黃 這六味 用這六味來抵抗那個感染
喔！中醫師 怎麼樣？一共六味呀！是有這六味藥
吧？︵對 遠志 就是那個同志的志 遠就是遠近的
遠；蛇床子就是 龍蛇的蛇 床就是睡覺的那個床字
子就是兒子的子；製附子就是製造的製 附就是附屬的
附 子也是兒子的子 就是附近 製也可以做為針灸的
那個炙 也可以 它是一個意思；甘草；桂心就是桂
皮 桂肉 然後它有一個叫桂心 就是心臟的心；雄黃
就是英雄的雄 黃色的黃︶
這個大部分的藥都屬於陽性的 沒有陰性的 所以
這個很強 你放在身上可以克制 而且又有救瘟疫度母
放光加持 加持這味藥 這個放在你身上 你就可以避
免那些陰毒的病毒進到你的身體 或者乾脆就吃藥丸
做成藥丸吃下去 也可以 然後灑在這個房子的四周
或者社區的四周 都可以幫助人 也可以救人呢！就是
這一個方法喔！
修法方面有什麼問題？大家有什麼問題？大日 然
後有一個﹁擋﹂ 轉動 就變成救瘟疫度母 祂的形相
剛剛已經講了 對 這個就是形相 還有咒語﹁嗡 達
拉 都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拉 梭
哈 ﹂ 也很奇怪喔 這個咒語 哈拉哈拉就是臺灣人
講的聊天 我跟你哈拉哈拉 我去你家跟你哈拉哈拉
哈拉哈拉就是聊天的意思 蓮極上師是最喜歡哈拉哈拉
的 他碰到人都會哈拉哈拉 而且在電梯裡面喔 他也
不安寧 他也要跟電梯小姐哈拉哈拉 去到加油站加

然後你觀想這個日輪中間有一個﹁擋﹂字 然後
﹁擋﹂字旋轉 就出現了救瘟疫度母 觀想的時候是這
樣子 然後你結手印 這個是持蓮印 這個是與願印
然後你觀想救瘟疫度母上面的寶瓶 寶瓶打開有不死的
甘露 化為白光 進到你的六味藥粉當中 由六味藥粉

種子字：擋

同樣綠度母 二十一度母的咒字﹁擋﹂ 擋很好記啊！
你們哪一個科目當掉了 就是當 那一個當 你們讀書
的時候 我哪一科被當掉了 就是那個當字 這個
﹁擋﹂字就是一個圈 日 月 再一個５ 下面一個
勾 這邊兩個 那個就是﹁擋﹂字

日月雙眸光鮮明
消除劇猛瘟疫病
頂禮救瘟疫度母
誦二哈拉都達拉

當中 然後不死甘露也可以灑向你自己 然後觀想入我
我入 你自己跟救瘟疫度母合一 你進入救瘟疫度母的
心 救瘟疫度母進入你的心 都可以的 然後你自己變
化成為救瘟疫度母 最後入三昧地 以後再出定 我們
觀想最重要是大日 你知道嗎？大日 大日中間有一個
﹁擋﹂字 由﹁擋﹂字再出生救
瘟疫度母 這樣會不會？應該很
容易呀！應該很容易的
那這個法就是你自己已經感
應到救瘟疫度母的不死甘露 已
經進入到你的六味藥裡面 你就
可以拿出來救人！六味藥還可以
吃呢！因為這六味藥全部屬陽
病毒屬陰 病毒是屬陰的 這六
味藥是屬陽的 以陽來剋陰 這
六味藥如果做成藥丸哪 還可以
吃的 不然你就戴在身上也可以
避免 吃也可以 戴在身上也可
以 放在家的東 南 西 北
放在社區的東 南 西 北 就
可以救社區的人 也可以救自己
家的人 也可以救自己 就不會
被傳染到 這樣懂了嗎？
我告訴你喔 蛇床子 製附
子 遠志 甘草 桂心 雄黃 是這六味 懂得中醫
的 我們這裡有誰懂得中醫的？有沒有人懂得中醫？
啊？德華？你懂得中醫呀？你懂得這六味藥嗎？製附子
就是附子呀！臺灣話叫做附子 不是赴死 哎 製附
子 你知道附子嗎？你知道那個東西 你到中藥行去要
《救瘟疫度母心咒》：

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拉 梭哈。

油 他也一樣跟加油小姐哈拉哈拉 男的他都不哈拉哈
拉 只有女的他都哈拉哈拉︵笑︶ 這個咒語很好唸
我一看到兩個哈拉 哈拉 哇！這個太好了！
日本話哈拉哈拉怎麼講？誰會日語的？哈拉哈拉怎
麼講？啊？雜談？這好像國語耶！喔！漢字去變的 我
記得我父母在講話的時候他講：﹁哇啦哇啦 ﹂ 哇啦
哇啦 哈拉哈拉 哇啦哇啦 哇啦哇啦不知道對不對
我搞不清楚 總之我看到我爸爸媽媽在講日語的時候講
哇啦哇啦 啊？對呀？哇啦哇啦就是哈拉哈拉嗎？你看
嘛！又有人證明我是對的！
在群組裡面聊天 有人問：﹁上廁所沒帶紙 用過
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有人講說：﹁用一百元美
金 ﹂ 太貴了啦！一百元美金 有人講說：﹁用分手
的女朋友照片 ﹂ 有人說：﹁用分手的男朋友照
片 ﹂ 我說：﹁我用的是N95口罩 ﹂ 大家都表示：
﹁太浪費啦！﹂ 我說：﹁這還好吧？因為用過以後洗
一洗還能用啊！﹂ N95口罩
這裡有一個笑話 避孕藥有效期限是三年 保險套
有效期限是五年 但很多時候藥跟保險套都還沒有過
期 愛情已經沒有了 這個是慧君講過的笑話 武媚娘
去了一趟尼姑庵 馬上就變成武則天；甄嬛去了一趟尼
姑庵 出來就當了皇太后；楊玉環去了一趟尼姑庵 轉
身變成楊貴妃 各位資深的少女朋友趕快收拾一下 找
個雷藏寺去出家 住了幾天出來 她就變成女王
有一個歷史現象也是超準的 國際奧運組織會的官
員透漏 由於新冠狀的疫情 東京奧運會很可能被取消
或者延期 上次奧運會被取消是1940年 同時也是東京
的奧運會 當時為什麼取消呢？因為日本加強侵略中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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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種藥 如果那個中藥行沒有的話 如果中藥行講說
我沒有哪一味藥 那就是救瘟疫度母教錯了我︵笑︶
我跟你講啊！蛇床子知道嗎？製附子 遠志 甘草 桂
心 雄黃 這六味 用這六味來抵抗那個感染
喔！中醫師 怎麼樣？一共六味呀！是有這六味藥
吧？︵對 遠志 就是那個同志的志 遠就是遠近的
遠；蛇床子就是 龍蛇的蛇 床就是睡覺的那個床字
子就是兒子的子；製附子就是製造的製 附就是附屬的
附 子也是兒子的子 就是附近 製也可以做為針灸的
那個炙 也可以 它是一個意思；甘草；桂心就是桂
皮 桂肉 然後它有一個叫桂心 就是心臟的心；雄黃
就是英雄的雄 黃色的黃︶
這個大部分的藥都屬於陽性的 沒有陰性的 所以
這個很強 你放在身上可以克制 而且又有救瘟疫度母
放光加持 加持這味藥 這個放在你身上 你就可以避
免那些陰毒的病毒進到你的身體 或者乾脆就吃藥丸
做成藥丸吃下去 也可以 然後灑在這個房子的四周
或者社區的四周 都可以幫助人 也可以救人呢！就是
這一個方法喔！
修法方面有什麼問題？大家有什麼問題？大日 然
後有一個﹁擋﹂ 轉動 就變成救瘟疫度母 祂的形相
剛剛已經講了 對 這個就是形相 還有咒語﹁嗡 達
拉 都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拉 梭
哈 ﹂ 也很奇怪喔 這個咒語 哈拉哈拉就是臺灣人
講的聊天 我跟你哈拉哈拉 我去你家跟你哈拉哈拉
哈拉哈拉就是聊天的意思 蓮極上師是最喜歡哈拉哈拉
的 他碰到人都會哈拉哈拉 而且在電梯裡面喔 他也
不安寧 他也要跟電梯小姐哈拉哈拉 去到加油站加

然後你觀想這個日輪中間有一個﹁擋﹂字 然後
﹁擋﹂字旋轉 就出現了救瘟疫度母 觀想的時候是這
樣子 然後你結手印 這個是持蓮印 這個是與願印
然後你觀想救瘟疫度母上面的寶瓶 寶瓶打開有不死的
甘露 化為白光 進到你的六味藥粉當中 由六味藥粉

種子字：擋

同樣綠度母 二十一度母的咒字﹁擋﹂ 擋很好記啊！
你們哪一個科目當掉了 就是當 那一個當 你們讀書
的時候 我哪一科被當掉了 就是那個當字 這個
﹁擋﹂字就是一個圈 日 月 再一個５ 下面一個
勾 這邊兩個 那個就是﹁擋﹂字

日月雙眸光鮮明
消除劇猛瘟疫病
頂禮救瘟疫度母
誦二哈拉都達拉

當中 然後不死甘露也可以灑向你自己 然後觀想入我
我入 你自己跟救瘟疫度母合一 你進入救瘟疫度母的
心 救瘟疫度母進入你的心 都可以的 然後你自己變
化成為救瘟疫度母 最後入三昧地 以後再出定 我們
觀想最重要是大日 你知道嗎？大日 大日中間有一個
﹁擋﹂字 由﹁擋﹂字再出生救
瘟疫度母 這樣會不會？應該很
容易呀！應該很容易的
那這個法就是你自己已經感
應到救瘟疫度母的不死甘露 已
經進入到你的六味藥裡面 你就
可以拿出來救人！六味藥還可以
吃呢！因為這六味藥全部屬陽
病毒屬陰 病毒是屬陰的 這六
味藥是屬陽的 以陽來剋陰 這
六味藥如果做成藥丸哪 還可以
吃的 不然你就戴在身上也可以
避免 吃也可以 戴在身上也可
以 放在家的東 南 西 北
放在社區的東 南 西 北 就
可以救社區的人 也可以救自己
家的人 也可以救自己 就不會
被傳染到 這樣懂了嗎？
我告訴你喔 蛇床子 製附
子 遠志 甘草 桂心 雄黃 是這六味 懂得中醫
的 我們這裡有誰懂得中醫的？有沒有人懂得中醫？
啊？德華？你懂得中醫呀？你懂得這六味藥嗎？製附子
就是附子呀！臺灣話叫做附子 不是赴死 哎 製附
子 你知道附子嗎？你知道那個東西 你到中藥行去要
《救瘟疫度母心咒》：

嗡 達拉 都達拉 都拉 南摩 哈拉 喝拉 吽 哈拉 梭哈。

油 他也一樣跟加油小姐哈拉哈拉 男的他都不哈拉哈
拉 只有女的他都哈拉哈拉︵笑︶ 這個咒語很好唸
我一看到兩個哈拉 哈拉 哇！這個太好了！
日本話哈拉哈拉怎麼講？誰會日語的？哈拉哈拉怎
麼講？啊？雜談？這好像國語耶！喔！漢字去變的 我
記得我父母在講話的時候他講：﹁哇啦哇啦 ﹂ 哇啦
哇啦 哈拉哈拉 哇啦哇啦 哇啦哇啦不知道對不對
我搞不清楚 總之我看到我爸爸媽媽在講日語的時候講
哇啦哇啦 啊？對呀？哇啦哇啦就是哈拉哈拉嗎？你看
嘛！又有人證明我是對的！
在群組裡面聊天 有人問：﹁上廁所沒帶紙 用過
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有人講說：﹁用一百元美
金 ﹂ 太貴了啦！一百元美金 有人講說：﹁用分手
的女朋友照片 ﹂ 有人說：﹁用分手的男朋友照
片 ﹂ 我說：﹁我用的是N95口罩 ﹂ 大家都表示：
﹁太浪費啦！﹂ 我說：﹁這還好吧？因為用過以後洗
一洗還能用啊！﹂ N95口罩
這裡有一個笑話 避孕藥有效期限是三年 保險套
有效期限是五年 但很多時候藥跟保險套都還沒有過
期 愛情已經沒有了 這個是慧君講過的笑話 武媚娘
去了一趟尼姑庵 馬上就變成武則天；甄嬛去了一趟尼
姑庵 出來就當了皇太后；楊玉環去了一趟尼姑庵 轉
身變成楊貴妃 各位資深的少女朋友趕快收拾一下 找
個雷藏寺去出家 住了幾天出來 她就變成女王
有一個歷史現象也是超準的 國際奧運組織會的官
員透漏 由於新冠狀的疫情 東京奧運會很可能被取消
或者延期 上次奧運會被取消是1940年 同時也是東京
的奧運會 當時為什麼取消呢？因為日本加強侵略中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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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 進攻武漢的時候 國內全民抗戰 開展了武漢
的保衛戰 日本因為戰爭經濟緊張 主動取消了東京的
奧運會 八十年過去了 又要取消奧運會 又是東京的
奧運會 又是武漢的保衛戰 歷史竟然如此地巧合！你
看 兩次都是為了武漢 而且兩次都是日本的東京奧運
會 世界上有這麼巧的事情嗎？當然有啊！
我們學佛的人知道 業力是很厲害！主要是在業力
上的問題 業障就是這個樣子 我不是講越南戰爭喔
我是說業障︵笑︶ 這個業障非常地厲害 佛教講的這
個業是非常厲害的 很多事情都是巧合 在那個時候發
生什麼事 你看時間上 八十年後 東京奧運會 八十
年前也是東京奧運會取消 八十年後又是東京奧運會
兩個事情都發生在武漢 這麼巧！剛剛那個巧合的是高
鐵站 是一隻大蝙蝠 從上面看是口罩 前面看是大蝙
蝠 也是這麼巧
更巧的是啊 當年我寫書的時候啊 最巧合的一件
事情 香港有一個馬健記盜印我的書行銷全世界 在中
國有一個出版社也是盜印我的書行銷中國 這個出版社
在哪裡？就是武漢 我叫常仁上師進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啊 常仁上師有到武漢這一家出版社去看 他說它的辦
公室是在一個大樓裡面 真正的 常仁上師有去看過這
一家出版社 而且它盜印我的書 盜印我的書是好事
啊！是好事也是壞事 壞事的話就是說它沒有經過我的
同意 我的授權 他就出版我的書 這是壞事；好事呢
就是因此我們中國大陸會有百萬的弟子 這是好事
好啦！謝謝大家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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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2020年5月13日

歡迎

登入
會員

通告

彩虹雷藏寺 新採用以「登入會員」的法會報名方式，
是為更快捷、更有效率服務大眾的各項報名。若您對於新
的報名系統有使用上的不便，我們仍然歡迎您以傳真或電
子郵件的方式報名護摩法會。感謝您的護持！

彩虹雷藏寺法會的報名方式如下列：
1）上網報名登入會員
2）傳真
3) 電郵e-mail

彩虹雷藏寺網站：https://tbs-rainbow.org
傳真：1-425-888-9008
電郵：info@tbs-rainbow.org

4）其它

彩虹雷藏寺

Rainbow
Temple

14310 476th Ave. SE
North Bend,
WA 98045
U.S.A.

2020年06月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主壇

彩虹雷藏寺護摩法會

2020年06月07日……綠度母護摩法會
2020年06月14日……孔雀明王護摩法會
2020年06月21日……救瘟疫度母護摩法會
2020年06月28日……不空 絹索觀音護摩法會

彩虹雷藏寺董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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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道果
除影之法

本頌金剛句偈疏

復次持陀羅尼線 圓滿修自成本
尊之瑜伽 復觀其瓶剎那無所緣空
性中 現阿字 化為月輪 月輪上
有一個仲字 化具相寶瓶 瓶內五
藥悉化成阿哩三十二韻母 化月
輪 五寶悉化成噶哩四十聲母字化
為日輪 五穀悉化成日月輪間的吽
字 吽化金剛杵 以吽字為飾 後
一同化為薄伽梵意金剛不動佛 具
骨飾寶飾莊嚴 一面二臂 佛父持
鈴杵 佛母持顱器及鉞刀 同時觀
上方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任何本
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智慧尊 身語
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
佛 不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
其二尊供讚 向三種八部共二十四
部多獻食子
復次誦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

陀羅尼線 以催請金剛杵臍之本
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之甘
露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
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頂向下
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之五
智甘露 復誦咒一百零八遍 最後
充滿瓶內
復次 法螺中本尊化光 充滿供
水的盛器 之後傾入寶瓶 瓶中之
不動佛融化 成不動佛極細微
塵 此法一日四座 修三天
之後先誦吉祥偈及本尊心咒 三
時作沐浴法 能消除最大的魔的三
種影
魔中的品影 也就是中等的
魔 即共通瓶溶物 再改以增益護
摩之灰
下品影 就是下等的魔 代之以
息止護護摩之灰
斷絕地方疫疾則以懷愛護摩之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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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騎
龍白財神﹂ 師母 丹增嘉措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今天因為與會的都是椅子比較多 所以跟網路上的同
門招一招手 大家好！︵華語 粵語︶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三月二十九日 三月
二十九日剛好是師嬤菩薩的成道日 下午三點是四臂觀音
的護摩 我們在這一段時間舉行護摩法會 歡迎各地方的
弟子主祈 大家也不一定要來 等於是只有網路直播 這
樣子的法會 師尊活了七十六歲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法
會 從來沒有的 只剩下網路直播 但是歡迎所有看網路
的同門跟所有的同門能夠主祈 因為四臂觀音本身講起
來 在西藏 在藏地 藏密的發源地也就是在西藏 四臂
觀音等於是全西藏的主尊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所有
的噶瑪巴大寶法王都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像目前西藏達賴
喇嘛也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札什倫布寺﹀的班禪喇嘛
我們叫祂班禪仁波切 祂是無量光佛的轉化 也就是阿彌
陀佛的轉化 四臂觀音在西藏所有的人都唸祂的咒 所以
這一尊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做的是騎龍白財神護摩 騎龍白財神 大
家都知道的 祂是財神 祂的周圍有四位空行母 祂的本
地就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剛才有祈請觀世音菩薩 祂本來
是住在水晶宮 所以祂的壇城一定要擺放水晶 這裡有三
角形的水晶 祂的壇城需要擺放七個水晶 另外 每一個
水晶當中要放七碗的沐浴水 就是滑水 七碗的滑水 沐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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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吽化金剛杵 以吽字為飾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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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噶瑪巴大寶法王都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像目前西藏達賴
喇嘛也是四臂觀音的化身 ︿札什倫布寺﹀的班禪喇嘛
我們叫祂班禪仁波切 祂是無量光佛的轉化 也就是阿彌
陀佛的轉化 四臂觀音在西藏所有的人都唸祂的咒 所以
這一尊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做的是騎龍白財神護摩 騎龍白財神 大
家都知道的 祂是財神 祂的周圍有四位空行母 祂的本
地就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剛才有祈請觀世音菩薩 祂本來
是住在水晶宮 所以祂的壇城一定要擺放水晶 這裡有三
角形的水晶 祂的壇城需要擺放七個水晶 另外 每一個
水晶當中要放七碗的沐浴水 就是滑水 七碗的滑水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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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水對白財神很重要 因為騎龍白財神祂的嗜好就是take
shower 就是沐浴 每一個財神都有祂的嗜好 騎龍白財
神就是喜歡take shower沐浴 祂的壇城可以講 中央就
是騎龍白財神 祂的圓形的壇城四個周圍可以擺設七個水
晶 水晶跟水晶的中間又擺七碗的沐浴水 這是最主要的
壇城 其它的供品可以擺在第二圈 像花 香 燈 茶
果可以擺在第二圈 是這樣子的壇城
中間就是騎龍白財神 擺水晶 沐浴水 花 香
燈 茶 果 也可以加上二白三甜的供品 什麼叫﹁二
白﹂？就是白色的青稞 在西藏是白色的青稞粉 在我們
西方國家可以擺成白色的麵粉做供品 另外還有牛奶 牛
奶粉也可以 就是白色的牛奶粉 這是二白 什麼叫﹁三
甜﹂呢？就是白色的糖跟蜂蜜跟冰糖 這三甜都是甜的
也就是白糖 冰糖跟蜂蜜就叫三甜 供品一定要有這些
也就是祂本身喜歡的
我講過騎龍白財神的法 祂的手印是這樣子 掌心
向外 大拇指跟無名指︵相觸︶ 這是彈指印︵聖尊示
範︶ 什麼叫﹁彈指印﹂呢？就是彈水 水彈出去 彈水
的印 祂的咒語：﹁嗡 貝瑪 卓達 阿里呀 針巴拉
啥達呀 吽呸 ﹂祂的咒語是這樣子的 這是騎龍白財神
的咒語 祂的形相 騎龍白財神身子是白色 一面二臂三
眼 紅色的頭髮 寶幔莊嚴 戴小五佛冠 身閃耀光彩
身體是矮壯 肚子很大 好像財神都是大肚的 坐綠色的
龍 右手拿著如意的棒 也可以講是權杖 左手是拿著吐
寶鼠 右臂夾著卡倉卡 就是三叉杖 東 南 西 北四
個空行母在四周 最上方是觀世音菩薩 是祂的本地 祂
的形相是這樣子的
﹁騎龍白財神法﹂ 我記得以前傳過 是在

Marymoor Park 就是在我們︿西雅圖雷藏寺﹀往下走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我們在草地上做法會 那時候有
一個很大的仁波切也來 這位很大的仁波切可以講 他是
西藏第一屆的議長就是金美仁波切 他也參加我們
Marymoor Park騎龍白財神的法會 我記得很清楚 金美
仁波切他跟我講 我們藏人都是在草原上做法會 想不到
他來參加我們的法會 我們也是在草原上做法會 他說好
像等於回到自己的家鄉一樣的那種感覺 他對我是這樣子
講的
這個布壇很重要 沐浴水很重要 你在修祂的法
布壇很重要 沐浴水很重要 因為沐浴水你要沾水 沾沐
浴水彈出去 然後觀想整個虛空中的money全部降下來
在你整個家裡全部都是滿滿的 在你整個家裡都是錢 或
者都是七珍八寶 珍貴的黃金 那是真正的黃金屋 我們
講過﹁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那是真正的
黃金屋 黃金屋是整個房子都是黃金做的 整個房子裡面
都是黃金 這就很富有了 你可以觀想 台灣人就觀想新
台幣 中國人就觀想人民幣 美國人就觀想富蘭克林幣
美金啦 觀想美金從虛空中掉下來 整個房子全部布滿
彈水的意義就是這樣 讓整個全部是金錢跟七珍八寶 整
個房子都是滿滿的 家裡全部都是滿滿的
另外還有一個口訣 也就是說你要彈指以前 沾了
水 你自己要沾一下沐浴水 沾一下然後再彈出去 沾一
下表示說是你得到的 你得到這些財寶是騎龍白財神賜給
你的 另外還有一個法是很特別的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正財 偏財跟法財全部要圓滿 什麼是偏財？就是你去買
樂透或者買威力彩 這個就是偏財 不是自己賺來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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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水晶跟水晶的中間又擺七碗的沐浴水 這是最主要的
壇城 其它的供品可以擺在第二圈 像花 香 燈 茶
果可以擺在第二圈 是這樣子的壇城
中間就是騎龍白財神 擺水晶 沐浴水 花 香
燈 茶 果 也可以加上二白三甜的供品 什麼叫﹁二
白﹂？就是白色的青稞 在西藏是白色的青稞粉 在我們
西方國家可以擺成白色的麵粉做供品 另外還有牛奶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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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呢？就是白色的糖跟蜂蜜跟冰糖 這三甜都是甜的
也就是白糖 冰糖跟蜂蜜就叫三甜 供品一定要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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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過騎龍白財神的法 祂的手印是這樣子 掌心
向外 大拇指跟無名指︵相觸︶ 這是彈指印︵聖尊示
範︶ 什麼叫﹁彈指印﹂呢？就是彈水 水彈出去 彈水
的印 祂的咒語：﹁嗡 貝瑪 卓達 阿里呀 針巴拉
啥達呀 吽呸 ﹂祂的咒語是這樣子的 這是騎龍白財神
的咒語 祂的形相 騎龍白財神身子是白色 一面二臂三
眼 紅色的頭髮 寶幔莊嚴 戴小五佛冠 身閃耀光彩
身體是矮壯 肚子很大 好像財神都是大肚的 坐綠色的
龍 右手拿著如意的棒 也可以講是權杖 左手是拿著吐
寶鼠 右臂夾著卡倉卡 就是三叉杖 東 南 西 北四
個空行母在四周 最上方是觀世音菩薩 是祂的本地 祂
的形相是這樣子的
﹁騎龍白財神法﹂ 我記得以前傳過 是在

Marymoor Park 就是在我們︿西雅圖雷藏寺﹀往下走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我們在草地上做法會 那時候有
一個很大的仁波切也來 這位很大的仁波切可以講 他是
西藏第一屆的議長就是金美仁波切 他也參加我們
Marymoor Park騎龍白財神的法會 我記得很清楚 金美
仁波切他跟我講 我們藏人都是在草原上做法會 想不到
他來參加我們的法會 我們也是在草原上做法會 他說好
像等於回到自己的家鄉一樣的那種感覺 他對我是這樣子
講的
這個布壇很重要 沐浴水很重要 你在修祂的法
布壇很重要 沐浴水很重要 因為沐浴水你要沾水 沾沐
浴水彈出去 然後觀想整個虛空中的money全部降下來
在你整個家裡全部都是滿滿的 在你整個家裡都是錢 或
者都是七珍八寶 珍貴的黃金 那是真正的黃金屋 我們
講過﹁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那是真正的
黃金屋 黃金屋是整個房子都是黃金做的 整個房子裡面
都是黃金 這就很富有了 你可以觀想 台灣人就觀想新
台幣 中國人就觀想人民幣 美國人就觀想富蘭克林幣
美金啦 觀想美金從虛空中掉下來 整個房子全部布滿
彈水的意義就是這樣 讓整個全部是金錢跟七珍八寶 整
個房子都是滿滿的 家裡全部都是滿滿的
另外還有一個口訣 也就是說你要彈指以前 沾了
水 你自己要沾一下沐浴水 沾一下然後再彈出去 沾一
下表示說是你得到的 你得到這些財寶是騎龍白財神賜給
你的 另外還有一個法是很特別的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正財 偏財跟法財全部要圓滿 什麼是偏財？就是你去買
樂透或者買威力彩 這個就是偏財 不是自己賺來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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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自己就會震動 或者白蠟燭的光會閃 會閃就表示祂
來了 這時候就觀察祂跑到哪一個數目 這是最重要的
一點 另外 沐浴水也可以追討債務 人家欠你的錢
你修騎龍白財神 跟祂祈禱 這個沐浴水只要一點一滴
放在對方的飲料裡面 他喝了就會還你這些債務
另外沐浴水也可以挖寶的！怪了？沐浴水為什麼可
以挖寶？他說你只要找一個綠色的竹子 那就是代表綠
色的龍 上面綁一個白布 那個白色的布要沾上沐浴
水 你去找寶 不是淘寶網︵笑︶ 不是你上淘寶網去
淘寶 是真正地去找寶 因為蓮華生大士跟伊喜措嘉藏
了很多的密教的這個法寶 在西藏 在不丹 在尼泊
爾 在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的法寶 你用青的竹杖跟白
色的布沾了騎龍白財神的沐浴水 你這個拿著 到了有
藏法寶的地方 竹竿就會震動 白色的布就會迎風飄
揚 旗竿就會震動 告訴你這地下有寶 這是一個挖寶
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喔 騎龍白財神的沐浴水你修了以後
你防止這個瘟疫 你就把沐浴水彈在你家的周圍 就可
以讓這個瘟疫不會傳到你家裡來 這個就是寶 那你自
己弄完了 沾一點沐浴水在你的頂竅 在你的舌尖沾一
下 把沐浴水沾一下 你就不會中煞 就不會中標 這
也是好處 這裡有一個笑話 新型的肺炎已經有特效藥
問世 請堅持服用 這個特效藥就是不准出去玩
︵笑︶ 對呀 你出去 感染的機會就很多 你只要出
門 我聽蓮傳上師講說這種冠狀病毒可以停留在空氣之
中八個小時 我一聽 嚇呆了！怎麼可能？那個細菌可
以停留在空氣之中八個小時？那是很嚇人的！所以它感

己賺來的是正財 偏財呢 是你去casino去壓或者去賭
撲克牌 你在賭撲克牌的時候 你唸白財神的咒 祂就
助你發威 讓你旺得不得了
有一次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和我們一起
去LasVegas 去casino 其實我們不是去賭錢 我們是
在等遊覽車載我們去遊覽景點 遊覽車還沒到 我們就
一起進到casino裡面 她們就玩撲克牌 玩好玩的 買
了幾個籌碼 玩好玩的 我就在後面唸咒 唸這個咒我
也不講是什麼咒 唸唸唸唸唸 賭大的也贏 賭小的也
贏 賭什麼都贏 她們四個大媽 本來是幾個籌碼而
已 一下子贏了一大堆 那個賭場發牌的換了不知道多
少個 連經理都來看 到最後連隔壁桌的 遠方桌的
近桌的全部圍在我們那一桌看 因為牌怎麼發 總之四
大媽就發 發 發 全部都發！每一次都贏 沒有一次
輸的 贏到那個籌碼非常的多 所以經理都很驚訝 發
牌的發了多少次 那個牌紙換掉 換新的牌 換新的人
來發牌 還是輸 搞了半天整個casino轟動 所有的人
全部都過來看 都過來看我們那一桌 我們手都在發
抖 那些拿牌起來翻的 到底怎麼發怎麼贏
最後遊覽車來了 救了我們 否則所有的眼光全部
在我們這一桌上面 因為每一次贏 贏一次她們就驚叫
一次 驚叫的聲音響遍雲霄 喔 那一次真的 到最後
籌碼拿去全部換成現金 我們坐遊覽車就跑了 贏了就
跑了 那一次真的是太爽快了 從來沒有這樣子贏過
他們賭場也沒有這樣子過 一般來講那個莊家 發牌的
做莊的 如果輸的話 他馬上就換一個新的 牌也一直
在換 發牌的一直在換 換了好幾個 主要是四個大媽
的尖叫聲太響亮 令經理 總經理 協理 襄理什麼

染力那麼強！我們點了騎龍白財神的沐浴水在舌頭 在
額頭 修完法以後點了祂的沐浴水 你走到 哎 前面
有細菌 你可能腳就拐一下 然後就閃一邊 就走過
去 祂會叫你閃一邊走過去︵笑︶ 不會那麼巧就碰到
你的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這個︽道果︾吧！
﹁復次持陀羅尼線 圓滿修自成本尊之瑜伽 復觀
其瓶剎那無所緣空性中 現阿字 化為月輪 月輪上有
一個仲字 化具相寶瓶 瓶內五藥悉化成阿哩三十二韻
母 化月輪 五寶悉化成噶哩四十聲母字母化為日輪
五穀悉化成日月輪間的吽字 吽化金剛杵 以吽字為
飾 後一同化為薄伽梵意金剛不動佛 具骨飾寶飾莊
嚴 一面二臂 佛父持鈴杵 佛母持顱器及鉞刀 同時
觀上方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任何本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
智慧尊 身語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佛 不
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其二尊供讚 向三種八部共
二十四部多獻食子 ﹂
﹁復次誦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陀羅尼線 以催
請金剛杵臍之本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之甘露
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
頂向下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之五智甘露 復誦
咒一百零八遍 最後充滿瓶內 ﹂
﹁復次 法螺中本尊化光 充滿供水的盛器 之後
傾入寶瓶 瓶中之不動佛融化 成不動佛極細微塵 此
法一日四座 修三天 ﹂
﹁之後先誦吉祥偈及本尊心咒 三時作沐浴法 能
消除最大的魔的三種影 ﹂

理 全部都到 看我們這一桌 旁邊桌的全部停下來
過來看我們這一桌
想想看那個轟動的場面 真的 騎龍白財神真的可
以發偏財 大家知道祂有用一個很大的浴盆 把沐浴水
全部放進去 做成船 船頭是尖的 然後你在沐浴水上
面修法祈請騎龍白財神 上面還點一根蠟燭 白色的蠟
燭 然後唸﹃白財神心咒﹄ 白財神一降臨 那個船就
開始抖動 在水面上抖動 然後臉盆旁邊都有所有樂透
彩的號碼都在那裡 然後祂開始指第一個字 然後回到
中間 再跑去比第二個字 再跑去比第三個字 再跑去
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第六個字 全部數目都出來 你
買了你就中了 記得這個方法嗎？誰記得這個方法的？
台下沒有幾個人 舉手看看 還記得 那就不用講怎麼
樣子做 這個方法很好 我告訴你 像這一次新冠狀病
毒 你只要在家裡有壇城 有沐浴水 你請騎龍白財神
幫忙 祂是四大天王的身分 騎龍白財神跟四大天王是
有關的 四大天王當然壓過瘟神 你只要用沐浴水彈指
彈在你家裡 瘟疫就不會進到你家 這也是驅逐瘟疫的
方法 很多可以用的 真的 你如果感冒發燒 你修完
這壇法 沐浴水你點一下含在自己口裡面 跟騎龍白財
神祈禱 你燒也會退 感冒也會好 沐浴水含一點也是
可以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祂有幾個法是很特別的 這些法是了鳴和尚告訴我
的 那些沐浴水不要倒掉 可以在修法修完 規定有修
七壇或者修四十九壇以後 用一塊木板浮在水面上 加
一根白色的蠟燭點著 底下要用臘 因為臘會滑 水非
常的平靜 你放在上面點蠟燭 你修完七壇或者四十九
壇以後 騎龍白財神如果來降壇 降在壇城上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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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自己就會震動 或者白蠟燭的光會閃 會閃就表示祂
來了 這時候就觀察祂跑到哪一個數目 這是最重要的
一點 另外 沐浴水也可以追討債務 人家欠你的錢
你修騎龍白財神 跟祂祈禱 這個沐浴水只要一點一滴
放在對方的飲料裡面 他喝了就會還你這些債務
另外沐浴水也可以挖寶的！怪了？沐浴水為什麼可
以挖寶？他說你只要找一個綠色的竹子 那就是代表綠
色的龍 上面綁一個白布 那個白色的布要沾上沐浴
水 你去找寶 不是淘寶網︵笑︶ 不是你上淘寶網去
淘寶 是真正地去找寶 因為蓮華生大士跟伊喜措嘉藏
了很多的密教的這個法寶 在西藏 在不丹 在尼泊
爾 在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的法寶 你用青的竹杖跟白
色的布沾了騎龍白財神的沐浴水 你這個拿著 到了有
藏法寶的地方 竹竿就會震動 白色的布就會迎風飄
揚 旗竿就會震動 告訴你這地下有寶 這是一個挖寶
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喔 騎龍白財神的沐浴水你修了以後
你防止這個瘟疫 你就把沐浴水彈在你家的周圍 就可
以讓這個瘟疫不會傳到你家裡來 這個就是寶 那你自
己弄完了 沾一點沐浴水在你的頂竅 在你的舌尖沾一
下 把沐浴水沾一下 你就不會中煞 就不會中標 這
也是好處 這裡有一個笑話 新型的肺炎已經有特效藥
問世 請堅持服用 這個特效藥就是不准出去玩
︵笑︶ 對呀 你出去 感染的機會就很多 你只要出
門 我聽蓮傳上師講說這種冠狀病毒可以停留在空氣之
中八個小時 我一聽 嚇呆了！怎麼可能？那個細菌可
以停留在空氣之中八個小時？那是很嚇人的！所以它感

己賺來的是正財 偏財呢 是你去casino去壓或者去賭
撲克牌 你在賭撲克牌的時候 你唸白財神的咒 祂就
助你發威 讓你旺得不得了
有一次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和我們一起
去LasVegas 去casino 其實我們不是去賭錢 我們是
在等遊覽車載我們去遊覽景點 遊覽車還沒到 我們就
一起進到casino裡面 她們就玩撲克牌 玩好玩的 買
了幾個籌碼 玩好玩的 我就在後面唸咒 唸這個咒我
也不講是什麼咒 唸唸唸唸唸 賭大的也贏 賭小的也
贏 賭什麼都贏 她們四個大媽 本來是幾個籌碼而
已 一下子贏了一大堆 那個賭場發牌的換了不知道多
少個 連經理都來看 到最後連隔壁桌的 遠方桌的
近桌的全部圍在我們那一桌看 因為牌怎麼發 總之四
大媽就發 發 發 全部都發！每一次都贏 沒有一次
輸的 贏到那個籌碼非常的多 所以經理都很驚訝 發
牌的發了多少次 那個牌紙換掉 換新的牌 換新的人
來發牌 還是輸 搞了半天整個casino轟動 所有的人
全部都過來看 都過來看我們那一桌 我們手都在發
抖 那些拿牌起來翻的 到底怎麼發怎麼贏
最後遊覽車來了 救了我們 否則所有的眼光全部
在我們這一桌上面 因為每一次贏 贏一次她們就驚叫
一次 驚叫的聲音響遍雲霄 喔 那一次真的 到最後
籌碼拿去全部換成現金 我們坐遊覽車就跑了 贏了就
跑了 那一次真的是太爽快了 從來沒有這樣子贏過
他們賭場也沒有這樣子過 一般來講那個莊家 發牌的
做莊的 如果輸的話 他馬上就換一個新的 牌也一直
在換 發牌的一直在換 換了好幾個 主要是四個大媽
的尖叫聲太響亮 令經理 總經理 協理 襄理什麼

染力那麼強！我們點了騎龍白財神的沐浴水在舌頭 在
額頭 修完法以後點了祂的沐浴水 你走到 哎 前面
有細菌 你可能腳就拐一下 然後就閃一邊 就走過
去 祂會叫你閃一邊走過去︵笑︶ 不會那麼巧就碰到
你的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這個︽道果︾吧！
﹁復次持陀羅尼線 圓滿修自成本尊之瑜伽 復觀
其瓶剎那無所緣空性中 現阿字 化為月輪 月輪上有
一個仲字 化具相寶瓶 瓶內五藥悉化成阿哩三十二韻
母 化月輪 五寶悉化成噶哩四十聲母字母化為日輪
五穀悉化成日月輪間的吽字 吽化金剛杵 以吽字為
飾 後一同化為薄伽梵意金剛不動佛 具骨飾寶飾莊
嚴 一面二臂 佛父持鈴杵 佛母持顱器及鉞刀 同時
觀上方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任何本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
智慧尊 身語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佛 不
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其二尊供讚 向三種八部共
二十四部多獻食子 ﹂
﹁復次誦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陀羅尼線 以催
請金剛杵臍之本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之甘露
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
頂向下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之五智甘露 復誦
咒一百零八遍 最後充滿瓶內 ﹂
﹁復次 法螺中本尊化光 充滿供水的盛器 之後
傾入寶瓶 瓶中之不動佛融化 成不動佛極細微塵 此
法一日四座 修三天 ﹂
﹁之後先誦吉祥偈及本尊心咒 三時作沐浴法 能
消除最大的魔的三種影 ﹂

理 全部都到 看我們這一桌 旁邊桌的全部停下來
過來看我們這一桌
想想看那個轟動的場面 真的 騎龍白財神真的可
以發偏財 大家知道祂有用一個很大的浴盆 把沐浴水
全部放進去 做成船 船頭是尖的 然後你在沐浴水上
面修法祈請騎龍白財神 上面還點一根蠟燭 白色的蠟
燭 然後唸﹃白財神心咒﹄ 白財神一降臨 那個船就
開始抖動 在水面上抖動 然後臉盆旁邊都有所有樂透
彩的號碼都在那裡 然後祂開始指第一個字 然後回到
中間 再跑去比第二個字 再跑去比第三個字 再跑去
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第六個字 全部數目都出來 你
買了你就中了 記得這個方法嗎？誰記得這個方法的？
台下沒有幾個人 舉手看看 還記得 那就不用講怎麼
樣子做 這個方法很好 我告訴你 像這一次新冠狀病
毒 你只要在家裡有壇城 有沐浴水 你請騎龍白財神
幫忙 祂是四大天王的身分 騎龍白財神跟四大天王是
有關的 四大天王當然壓過瘟神 你只要用沐浴水彈指
彈在你家裡 瘟疫就不會進到你家 這也是驅逐瘟疫的
方法 很多可以用的 真的 你如果感冒發燒 你修完
這壇法 沐浴水你點一下含在自己口裡面 跟騎龍白財
神祈禱 你燒也會退 感冒也會好 沐浴水含一點也是
可以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祂有幾個法是很特別的 這些法是了鳴和尚告訴我
的 那些沐浴水不要倒掉 可以在修法修完 規定有修
七壇或者修四十九壇以後 用一塊木板浮在水面上 加
一根白色的蠟燭點著 底下要用臘 因為臘會滑 水非
常的平靜 你放在上面點蠟燭 你修完七壇或者四十九
壇以後 騎龍白財神如果來降壇 降在壇城上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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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 再把﹁吽﹂變成金剛杵 以﹁吽﹂字為飾 後一同
化成薄伽梵意金剛的不動佛 到最後變成不動如來 就
是阿閦如來 不動佛就是阿閦如來
然後佛父持鈴杵 佛母持嘎巴拉跟鉞刀 同時觀上
方法螺 上面的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的任何本尊 你自
己的本尊是什麼 就由法螺化為本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
智慧尊 這兩個同時勾入智慧尊裡面 就是勾入不動
佛 身語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佛 就是阿
閦如來 不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其兩尊供讚 向
三種八部共二十四部多獻食子 就是供養 食子就是供
品 食子是屬於一個供品喔
然後再唸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陀羅尼線 咒鬘
就是咒輪放射光 在你的五色線上這樣子轉 ﹁以催請
金剛杵臍之本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的甘露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頂向
下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的五智甘露 復誦咒一
百零八遍 最後充滿瓶內﹂ 這個應該大家可以懂 因
為這個文字不是很深 大家應該可以懂 其實我們做灌
頂瓶的灌頂 我們平時做這個灌頂瓶的灌頂 其實它裡
面有時候放 按照藏密的法是這樣子 放了五寶 你知
道五寶是 大家知道嘛！以前我們有講過什麼是五寶
像金 金片就是一寶 金 銀 銀是一寶 那是五寶
五藥 這裡面有寫著五藥 上回已經講過五藥了 其中
有一要就是佛手柑 佛手柑就是中藥的一種 那是五
藥 裡面也裝了五藥
五寶 五藥 另外還有一個五穀 我們臺灣話講五
就是米 麥 也裝了五穀 由這個來變化成為不動
穀

﹁魔中的品影 也就是中等的魔 即共通瓶溶物
再改以增益護摩之灰 ﹂
﹁下品影 就是下等的魔 代之以息止護摩之
灰 ﹂
﹁斷絕地方疫疾則以懷愛護摩之灰 ﹂ 喔！這裡
也提到瘟疫 最後一句﹁斷絕地方瘟疫則以懷愛護摩之
灰﹂ 護摩以後的灰也可以斷除瘟疫的 護摩的灰也可
以斷除瘟疫
這一個修法 這整篇都是在修法 那這個修法也就
是說 你修完這個法 能夠斷掉大魔 中魔跟小魔 都
可以斷除 修這個法它的意義就是在說 而且它我發
覺 第一個 它是用如意螺來修法；第二個就是用灌頂
瓶來修法 灌頂瓶 這個是灌頂瓶 裡面裝了水以後
另外它還有一個重點 你在修這個法的時候啊 要用五
色線結壇 結界 壇城在你面前 但是你坐下來修法
你的周圍有五色線 圓形的五色線把你圍起來做結界
做結界用
修法的過程就是按照這個字 這個字應該不是很難
懂 ﹁復次持陀羅尼線﹂ 陀羅尼線就是我們用五色
線 也就是唸過咒的線 ﹁圓滿修成本尊之瑜伽﹂ 可
以這樣子在那邊修本尊的瑜伽 相應了 跟本尊相應
這時候觀察你的灌頂瓶 剎那無緣空性中現﹁阿﹂字
你這個瓶子 灌頂瓶化成﹁阿﹂字 化為月輪 月輪上
有一個﹁仲﹂字 化具相寶瓶 變成一個寶瓶 瓶內五
藥悉化成阿哩三十二個字母 化為月輪 也就是五寶跟
五藥都放在這個寶瓶裡面 悉化成噶哩四十聲的咒字
然後再變成日輪 五穀 五種穀類 這裡有五寶 五藥
跟五穀 悉化成日月輪間的﹁吽﹂字 ﹁吽﹂化為金剛

佛在裡面 或跟本尊在裡面 那麼水放進去的時候啊
就等於是說不動佛身上流出了五智甘露 五種智慧的甘
露 也觀想自己的本尊 這裡有提到金剛杵臍的本尊
那是金剛亥母 金剛亥母也化成祂的這個本尊 祂也從
祂的毛孔裡面流出了五智的甘露
平時我們做灌頂的時候啊 師尊給你做瓶灌頂的時
候 我是觸頂 觸了頂 觀想本尊進入瓶中 然後本尊
再從祂的毛細孔裡面流出了五智的甘露 這個必須要確
實的！好像是說你觸頂在金剛瓶上面 然後本尊就已經
在金剛瓶裡面 瓶中有五寶 五穀跟五藥 到最後變化
成為本尊 坐在裡面 本尊從祂的毛細孔流出五智的甘
露 五種智慧的甘露 大家知道五智嘛？法界體性智
平等性智 大圓鏡智 也就是大圓滿智 同樣的 成所
作智 妙觀察智 五種智慧的水從本尊毛細孔裡面流到
這個灌頂水裡面 這個方法 然後再給大家灌頂 這個
灌頂水可以除掉大魔 中魔跟小魔 意思就是在這裡
全部它的修法就在這裡面 它是講得非常地細啊！
在︽道果︾裡面 師尊在做灌頂的時候 其實講起來
也應該按照西藏的方法 裡面要放五藥 五種藥 五種
寶 五種稻穀 這樣子來做的 然後再幻化成為本尊
但是它寫得太細了 還要怎麼樣
由五藥 五寶跟
五穀 三種東西 然後用日月輪 裡面又用咒鬘 咒鬘
再形成本尊 這是一樣一樣來 這個等於是在教你們
﹁事部法﹂
所以﹁事部法﹂ ﹁行部法﹂ ﹁瑜伽部法﹂
﹁無上部法﹂ 事部法當中的事部就是這樣子地繁瑣
那你如果是瑜伽部 我就是本尊 本尊就是我 就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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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 再把﹁吽﹂變成金剛杵 以﹁吽﹂字為飾 後一同
化成薄伽梵意金剛的不動佛 到最後變成不動如來 就
是阿閦如來 不動佛就是阿閦如來
然後佛父持鈴杵 佛母持嘎巴拉跟鉞刀 同時觀上
方法螺 上面的法螺內生起自己所成的任何本尊 你自
己的本尊是什麼 就由法螺化為本尊 二者須同時勾入
智慧尊 這兩個同時勾入智慧尊裡面 就是勾入不動
佛 身語意加持 灌頂本尊之頂嚴者為不動佛 就是阿
閦如來 不動佛亦以不動佛為頂嚴 對其兩尊供讚 向
三種八部共二十四部多獻食子 就是供養 食子就是供
品 食子是屬於一個供品喔
然後再唸本尊咒 咒鬘放光循行於陀羅尼線 咒鬘
就是咒輪放射光 在你的五色線上這樣子轉 ﹁以催請
金剛杵臍之本尊 由其毛孔中流下五智自性的甘露水
充滿供水的盛器 復流入瓶內 經瓶內之不動佛頭頂向
下流 其毛孔中亦流下瑩白綿延的五智甘露 復誦咒一
百零八遍 最後充滿瓶內﹂ 這個應該大家可以懂 因
為這個文字不是很深 大家應該可以懂 其實我們做灌
頂瓶的灌頂 我們平時做這個灌頂瓶的灌頂 其實它裡
面有時候放 按照藏密的法是這樣子 放了五寶 你知
道五寶是 大家知道嘛！以前我們有講過什麼是五寶
像金 金片就是一寶 金 銀 銀是一寶 那是五寶
五藥 這裡面有寫著五藥 上回已經講過五藥了 其中
有一要就是佛手柑 佛手柑就是中藥的一種 那是五
藥 裡面也裝了五藥
五寶 五藥 另外還有一個五穀 我們臺灣話講五
就是米 麥 也裝了五穀 由這個來變化成為不動
穀

﹁魔中的品影 也就是中等的魔 即共通瓶溶物
再改以增益護摩之灰 ﹂
﹁下品影 就是下等的魔 代之以息止護摩之
灰 ﹂
﹁斷絕地方疫疾則以懷愛護摩之灰 ﹂ 喔！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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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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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部 相應 直接灌頂瓶水下去 就用觀想 本尊就在
裡面 然後又由本尊裡面的毛細孔流出五智的甘露 這
樣子可以除去大品的魔 這裡寫著影 大影 中影 小
影 就是大的障礙 中的障礙 小的障礙 可以除掉大
的魔 中的魔跟小的魔 以灌頂來除掉 這樣大家應該
懂喔！喔 這裡面修法 它寫得非常地細 等於是事部
嘛！那瑜伽部就不用 你已經相應了本尊以後 你就是
本尊 那麼你召請本尊進入灌頂瓶 然後再加上水 然
後由本尊流出的五智甘露 給人家灌頂的話 可以消除
很多的魔障 是這樣子講的

我發現一個驚人的秘密 我曾祖
父有三個老婆 祖父有兩個老婆 而
老爸只有一個老婆 難怪我才會一直
單身 這是減法 曾祖父三個老婆
祖父兩個老婆 老爸只有一個老婆
所以他變成單身 這是屬於減法喔
像我祖父呢有六個老婆 我父親只有
一個老婆 這個是頓跌法 很高的跌
到很低的︵笑︶ 我祖父是六個老
婆 我父親才一個老婆 這個是從最
高的跌到最低的 又由最低的疊到最
高的
這裡寫著 山不在高 有仙則
名 水不在深 有龍則靈 人不在
帥 有錢就行 ︵笑︶這也是啊！這
也是的喔！所以我們上回有一個笑
話 有一個老先生啊 去到健身房
問那些教練：﹁我練哪一種機器才能
夠又有女朋友？﹂ 那個教練跟他講：﹁你可以練外面
的取款機 ﹂ 你去外面練取款機就有 不用練
︵笑︶
關於這個戴口罩的笑話喔 ﹁講老實話 我很喜歡
現在每天戴口罩的日子 ﹂一個大媽對另一個大媽講
﹁我也是一樣！那妳為什麼喜歡戴口罩呢？﹂ 一個大
媽 講 ： ﹁ 現 在 出 門不 必 化 妝 打 扮 反 正 大 家都 一
樣 ﹂ 另外一個大媽講：﹁我連洗臉 洗澡 洗頭
刷牙都省下來了 反正沒有人認識我 ﹂︵笑︶戴口罩
也有好處 戴口罩就不用化妝了嘛！不戴口罩才化妝

對不對？你戴口罩還化妝幹什麼？那你既然戴口罩還要
刷牙幹什麼？反正你口臭人家也不知道 也聞不到啊
洗澡 洗臉都不用 實在 太好了！
這一次的瘟疫啊 有人比喻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過去打仗叫做戰役 這一次打仗也是一樣叫戰疫 那個
疫字不同 過去的戰爭是靠大砲 這次的戰爭靠口罩；
過去的前線要有武士 這一次的前線有武漢；過去打仗
要攻城 這一次打仗要封城 同樣都是城哪！過去打仗
用戰士 這一次打仗用護士；中國打上半場 其餘各國
打下半場 海外的華人打全場 這個笑話滿有意思的
︵笑︶
這個是這樣子講 當我喜歡你的時候 你的事就是
我的事 當我不喜歡你的時候 你的事關我的屁事
︵笑︶ 這個 坦白講喔 別人的事大部分大家都不會
太緊張 自己的事自己就很緊張了
這個也是疫情的笑話 最近疫情笑話比較多 西班
牙是全國封城 人雖然不可以出去 但規定是可以遛
狗 於是呢 他家的狗累慘了 因為隔壁鄰居一直來借
狗︵笑︶ 他家的狗今天已經被遛了三十八次了
︵笑︶ 因為規定可以遛狗嘛！有狗的家喔 哎！也是
一個賺錢的方法！遛一次多少錢 你借我家的狗出去遛
的話 遛一次多少錢︵笑︶
這個 今天呢 謝謝網路上的同門 增加我們的光
彩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你 但是你總是看到我︵笑︶
增加我們這裡的光彩 師尊的對面 椅子比人還多 空
椅子比人還多 這是沒有過 我活了七十六歲 從來沒
有見過的現象 這一生算是非常精彩呀！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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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 FOUNDATION DOUBLES ANNUAL GRANT-MAKING TO
SUPPORT NONPROFITS AMID COVID-19 PANDEMIC

Board; and Young Women Empowered. Emergent Needs Fund grants will be
distributed shortly and will provide support in four areas: 1) childcare/early
education for immigrant families who are essential workers; 2)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providing care to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3) direct cash assista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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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 佈 施 基 金 會 」 加 倍 本 年 度 捐 款
以支持非 營 利 組 織 面 對 新 冠 疫 病 大 流 行
盛頓州貝勒維市(BELLEVUE, WA)—華盛頓州衛生

「緊急需求基金」將在短期內撥款，並將針對以下四個方面提供支援：

部的數據顯示，COVID-19疫病帶來的公共衛生危

1）為必要工作人員的移民家庭提供兒童托育/早期教育的服務；

華

機，正以驚人且不對稱的速度影響著有色人種，證實了

2）社區衛生中心，提供移民和難民護理服務；

現有系統之不平等。英語能力有限、生活在多代同住家

3）向包括無證件工人在內的移民工人，提供直接現金援助；

庭中的人，以及經常從事被認為是必要工作的人，特別

4）反對仇恨與偏見的工作。

容易受到感染。
有色人種社區，尤其是許多移民和難民，繼續面臨獲取

除了給予金援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會」亦加入了華盛頓州的慈善和

切身資訊的障礙，不是無法獲得聯邦或地方政府的援

社區組織，在全民健康陷入危機時期，向Inslee州長提倡，立即採取必

助，就是就被排除在外。

要措施，以保護和幫助移民和難民社區。
基金會並加入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的慈善行動，呼籲停止針對亞裔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正在擴大對社區組織的支援，對

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社區的暴力和偏見。

抗疫病大流行，並優先提供服務給移民和難民社區。基

基金會和慷慨的贊助者以及當地佛教寺廟共同合作（位於Redmond市的

金會將其年度捐助贈款預算加倍到200萬美元，以協助

「西雅圖雷藏寺」和在North Bend市的「彩虹雷藏寺」），已經分發了

應對疫病流行造成的急難和長期影響。

超過15,000個醫療口罩，給身在第一線的衛生人員。

捐助款是通過兩個籌資項目所提供：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在疫病大流行期間，以及往後日子，將繼續援助

「快速響應基金」和「緊急需求基金」。

移民和難民社區的健康和教育需求。
從成立至今年底，基金會提供的捐助贈款總金額將超過600萬美元，用

迄今為止，以下的單位已獲得「快速響應基金」撥款支

於健康和教育捐助款、獎學金和救災援助。

持：
Asian Counseling and Referral Services；
Colectiva Legal del Pueblo；

關於「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Denise Louie Education Center；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是一家成立於2008年的非營利公共慈善機構。

Eastside Legal Assistance Program；
HealthPoint；
Kandelia；

透過愛心和慈善公益事業，與策略性的捐助贈款相結合，「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致力於提升與促進所有人的優質健康和教育。
基金會透過其捐助贈款，尋求和資助能益於最弱勢社區的創新計劃，改
善了我們健康和教育系統中的長期不平等現象。

誌

Neighborcare；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主要專注在支援位於華盛頓的金郡、皮爾斯郡和

Northwest Health Law Advocates；

斯諾霍米甚郡(King, Pierce, and Snohomish)的移民和難民社區。

Refugees Northwest；

欲知更多詳情，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sylfoundation.org/

We
can
help

Somali Health Board；
and Young Women Empo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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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 佈 施 基 金 會 」 加 倍 本 年 度 捐 款
以支持非 營 利 組 織 面 對 新 冠 疫 病 大 流 行
盛頓州貝勒維市(BELLEVUE, WA)—華盛頓州衛生

「緊急需求基金」將在短期內撥款，並將針對以下四個方面提供支援：

部的數據顯示，COVID-19疫病帶來的公共衛生危

1）為必要工作人員的移民家庭提供兒童托育/早期教育的服務；

華

機，正以驚人且不對稱的速度影響著有色人種，證實了

2）社區衛生中心，提供移民和難民護理服務；

現有系統之不平等。英語能力有限、生活在多代同住家

3）向包括無證件工人在內的移民工人，提供直接現金援助；

庭中的人，以及經常從事被認為是必要工作的人，特別

4）反對仇恨與偏見的工作。

容易受到感染。
有色人種社區，尤其是許多移民和難民，繼續面臨獲取

除了給予金援支持，「盧勝彥佈施基金會」亦加入了華盛頓州的慈善和

切身資訊的障礙，不是無法獲得聯邦或地方政府的援

社區組織，在全民健康陷入危機時期，向Inslee州長提倡，立即採取必

助，就是就被排除在外。

要措施，以保護和幫助移民和難民社區。
基金會並加入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的慈善行動，呼籲停止針對亞裔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正在擴大對社區組織的支援，對

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社區的暴力和偏見。

抗疫病大流行，並優先提供服務給移民和難民社區。基

基金會和慷慨的贊助者以及當地佛教寺廟共同合作（位於Redmond市的

金會將其年度捐助贈款預算加倍到200萬美元，以協助

「西雅圖雷藏寺」和在North Bend市的「彩虹雷藏寺」），已經分發了

應對疫病流行造成的急難和長期影響。

超過15,000個醫療口罩，給身在第一線的衛生人員。

捐助款是通過兩個籌資項目所提供：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在疫病大流行期間，以及往後日子，將繼續援助

「快速響應基金」和「緊急需求基金」。

移民和難民社區的健康和教育需求。
從成立至今年底，基金會提供的捐助贈款總金額將超過600萬美元，用

迄今為止，以下的單位已獲得「快速響應基金」撥款支

於健康和教育捐助款、獎學金和救災援助。

持：
Asian Counseling and Referral Services；
Colectiva Legal del Pueblo；

關於「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Denise Louie Education Center；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是一家成立於2008年的非營利公共慈善機構。

Eastside Legal Assistance Program；
HealthPoint；
Kandelia；

透過愛心和慈善公益事業，與策略性的捐助贈款相結合，「盧勝彥佈施
基金會」致力於提升與促進所有人的優質健康和教育。
基金會透過其捐助贈款，尋求和資助能益於最弱勢社區的創新計劃，改
善了我們健康和教育系統中的長期不平等現象。

誌

Neighborcare；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主要專注在支援位於華盛頓的金郡、皮爾斯郡和

Northwest Health Law Advocates；

斯諾霍米甚郡(King, Pierce, and Snohomish)的移民和難民社區。

Refugees Northwest；

欲知更多詳情，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sylfoundation.org/

We
can
help

Somali Health Board；
and Young Women Empo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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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打擾︵二︶

遲早就站在前方的遠方

好就是不
｜｜只要一直在走
｜文接四五九期

拒絕迎面而來的風暴 就不是隨遇而安的態度
那是等同拒絕迎面而來的風景！
你想看什麼風景？
風平浪靜 是由風不平浪不靜的反襯 才能感受
到的
風不平浪不靜 是因為有風平浪靜的座標 才能
感受到的
凡人不掀起浪頭 不造業 似很﹁苦悶﹂ 因為
欲望強力地引誘著 於是 每次就只能﹁終於按耐不
住﹂
造了業 業在追你還債 你不想還 就會抱怨
憤恨 或算計別人去替代自己受 找替死鬼 或用盡
最後一招去扺抗 或再強撈一把來補償 這又是再造
業了
業業相加 到時再臨危抱佛腳 就實在已太遲

反

■文／蓮曉上師

隨著被認定為美好的事物不存活了 它才會自動
活不成 根本不用你去消滅
去除了不美好 美好也是無法獨立存在
於是 放下對美好的執持 哪有什麼不美好
呢？！

那是正在谷底的遊覽
一定會有重上山峰的

消滅了硬幣的正面 它的反面就自動消失
因緣生 因緣滅 那是有彼此 才彼見到此 此
見到彼
煞費苦心去除不可能去除的東西 徒勞無益
如果心不空 也是沒有可能
正與反 得與失互相打個照面 不是對立︵不作
褒貶評斷︶的 而是：
相對上的對應 絕對上的無異 所以不要貪喜或
討厭 憤怒
沒有人緊張於失敗 世界上就沒有失敗 成敗是
思維的分別 暫時的設定
有人以敗為榮︵雖敗猶榮︶或以勝為無勝︵警惕
勝驕 勝傲︶ 就是因人因事而異的思維設定
谷底不代表失敗
具正見 肯努力

不二的實證 就是這樣一種自主把握的輕安 無
與倫比 永現永活 不受生滅
已完全回歸 ﹁新﹂習慣成自然︵真正本真不壞
的自然︶
達此妙境 而觀演遊戲 無不自在
對執於選擇的 那就要教化不選擇！
當你做到﹁無所謂﹂︵蓮生師佛的獨門秘訣︶
那就度化﹁有所謂﹂的
但想全部化盡 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因為﹁有所謂﹂其實也是不存在的 哈
哈 你怎麼可能消滅實質上並不存在的東西呢？！
﹁有所謂﹂是別人想出來的 你怎麼可能消滅別
人想出來的東西？！
所以不用多想 盡力度化之時 仍保持性空就
好
不選擇 選擇都是彼此一體的
到了化境 其實是不用提什麼選擇或不選擇的
選擇不選擇本來已在一塊 混然而無
本體與智用 就在這當中 妙化任運罷
只吃不吐 那是貔貅
生死毀建 來去去來與不來不去 是很自然而不
可回避的事
不動自在 才是如來：
如去如來 不去不來
凡有所住 皆妄
｜ 完｜
誌

？！

自然自在 佛性不受打擾 就是當下圓滿
能在不美好處也安心 就是美好
想消除不美好 這個想法本身 就是不美好
而會強化了不美好的感覺
因為 已經造成困擾
不美好是個暫時的 相對的設定！

山峰也會有山峰的缺陷
無限風光在險峰 無限風光的缺點就是險峻 險
惡
快感的高潮是好事也是壞事 幾乎所有人就是一
瀉千里 然後便什麼都沒有了 落於空虛
快感如此輕易 就被消滅
最想要的東西在成功的時候 就會被﹁消滅﹂：
興奮一下 沮喪一下 或長或短 之後都是近似
無感
這樣回歸到原點 ﹁這個﹂最永恆的 還是﹁平
常﹂
富慣了 已沒有興奮；窮慣了 已忘記沮喪
如果下一秒就沒了記憶 那就更容易明白平等與
無物
世上很多很成功的人已經不在
其他剛成功的人最後也會不在
缺錢代表暫時品嚐少些 只要有修行有努力 缺
錢的問題也會被消失
你一直在走路 遲早就會站在前方的遠方
永遠最難美好的 其實在於難安心
美好是海闊天空 不是在狹窄的選擇
挑剔不美好 刻意剔除不美好 即是心不安
不去焦慮 懊惱 自卑 自傲 妒忌 生氣 貪
心不足 愚癡 自以為是 就是美好了
在不美好處也安心 就是美好
所有的問題 是以對治了內在為根本 才能根本
地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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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擾︵二︶

遲早就站在前方的遠方

好就是不
｜｜只要一直在走
｜文接四五九期

拒絕迎面而來的風暴 就不是隨遇而安的態度
那是等同拒絕迎面而來的風景！
你想看什麼風景？
風平浪靜 是由風不平浪不靜的反襯 才能感受
到的
風不平浪不靜 是因為有風平浪靜的座標 才能
感受到的
凡人不掀起浪頭 不造業 似很﹁苦悶﹂ 因為
欲望強力地引誘著 於是 每次就只能﹁終於按耐不
住﹂
造了業 業在追你還債 你不想還 就會抱怨
憤恨 或算計別人去替代自己受 找替死鬼 或用盡
最後一招去扺抗 或再強撈一把來補償 這又是再造
業了
業業相加 到時再臨危抱佛腳 就實在已太遲

反

■文／蓮曉上師

隨著被認定為美好的事物不存活了 它才會自動
活不成 根本不用你去消滅
去除了不美好 美好也是無法獨立存在
於是 放下對美好的執持 哪有什麼不美好
呢？！

那是正在谷底的遊覽
一定會有重上山峰的

消滅了硬幣的正面 它的反面就自動消失
因緣生 因緣滅 那是有彼此 才彼見到此 此
見到彼
煞費苦心去除不可能去除的東西 徒勞無益
如果心不空 也是沒有可能
正與反 得與失互相打個照面 不是對立︵不作
褒貶評斷︶的 而是：
相對上的對應 絕對上的無異 所以不要貪喜或
討厭 憤怒
沒有人緊張於失敗 世界上就沒有失敗 成敗是
思維的分別 暫時的設定
有人以敗為榮︵雖敗猶榮︶或以勝為無勝︵警惕
勝驕 勝傲︶ 就是因人因事而異的思維設定
谷底不代表失敗
具正見 肯努力

不二的實證 就是這樣一種自主把握的輕安 無
與倫比 永現永活 不受生滅
已完全回歸 ﹁新﹂習慣成自然︵真正本真不壞
的自然︶
達此妙境 而觀演遊戲 無不自在
對執於選擇的 那就要教化不選擇！
當你做到﹁無所謂﹂︵蓮生師佛的獨門秘訣︶
那就度化﹁有所謂﹂的
但想全部化盡 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因為﹁有所謂﹂其實也是不存在的 哈
哈 你怎麼可能消滅實質上並不存在的東西呢？！
﹁有所謂﹂是別人想出來的 你怎麼可能消滅別
人想出來的東西？！
所以不用多想 盡力度化之時 仍保持性空就
好
不選擇 選擇都是彼此一體的
到了化境 其實是不用提什麼選擇或不選擇的
選擇不選擇本來已在一塊 混然而無
本體與智用 就在這當中 妙化任運罷
只吃不吐 那是貔貅
生死毀建 來去去來與不來不去 是很自然而不
可回避的事
不動自在 才是如來：
如去如來 不去不來
凡有所住 皆妄
｜ 完｜
誌

？！

自然自在 佛性不受打擾 就是當下圓滿
能在不美好處也安心 就是美好
想消除不美好 這個想法本身 就是不美好
而會強化了不美好的感覺
因為 已經造成困擾
不美好是個暫時的 相對的設定！

山峰也會有山峰的缺陷
無限風光在險峰 無限風光的缺點就是險峻 險
惡
快感的高潮是好事也是壞事 幾乎所有人就是一
瀉千里 然後便什麼都沒有了 落於空虛
快感如此輕易 就被消滅
最想要的東西在成功的時候 就會被﹁消滅﹂：
興奮一下 沮喪一下 或長或短 之後都是近似
無感
這樣回歸到原點 ﹁這個﹂最永恆的 還是﹁平
常﹂
富慣了 已沒有興奮；窮慣了 已忘記沮喪
如果下一秒就沒了記憶 那就更容易明白平等與
無物
世上很多很成功的人已經不在
其他剛成功的人最後也會不在
缺錢代表暫時品嚐少些 只要有修行有努力 缺
錢的問題也會被消失
你一直在走路 遲早就會站在前方的遠方
永遠最難美好的 其實在於難安心
美好是海闊天空 不是在狹窄的選擇
挑剔不美好 刻意剔除不美好 即是心不安
不去焦慮 懊惱 自卑 自傲 妒忌 生氣 貪
心不足 愚癡 自以為是 就是美好了
在不美好處也安心 就是美好
所有的問題 是以對治了內在為根本 才能根本
地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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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全球在新冠狀病毒疫情下，人們的
生活受到了限制，心情陷入憂鬱恐懼，人
生驟然變成黑白，為療癒自我，為振奮人
心，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特舉辦
「2020我愛您著色比賽」，藉由手繪「多采
多姿」，讓我們重見天邊的一道彩虹。
【競賽規則】
參加對象：
一、兒童組（12歲以下）
二、一般組（13歲以上，75歲以上長者獎勵加分）
競賽時間：
即日起至美西時間2020年6月25日止（以郵戳為憑）
㈶團法㆟

收件地址：信封註明【2020我愛您著色比賽】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會舉辦
2020年5㈪20㈰〜6㈪25㈰
主辦單位：台灣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True Buddha Boyeh Foundation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117號5樓
5F., No.117 Xingde Rd., Sancho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1,Taiwan(R.O.C)
協辦單位：
一、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大燈文化公司 Daden Culture (M) Sdn Bhd
地址：No 1A, Jalan Perawas, Lebuh Setaka, Taman Chi Liung, 41200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二、新加坡：獅城雷藏寺 True Buddha Shi Cheng Temple
地址：117 Sims Ave, Singapore 387441
三、印尼：一燈基金會Yay. Eka Pelita Yideng Indonesia.
地址：JL. Lombok No 1, Medan,20234 Sumatera Utara, Indonesia.
參加辦法：請上真佛般若藏網站(www.tbboyeh.org)，到「會員交流」頁面「活動區」，在2020我愛
您著色比賽活動卡內，列印A4大小競賽指定圖檔，在黑白線圖稿上，手繪美麗的色彩，填上個人資料後，再將
完成品放入信封，並在信封標明【2020我愛您著色比賽】，回寄至以下收件地址，即可參加比賽。（手繪使用
著色顏料及用具不拘）
甄選辦法：
第一階段：回寄作品由真佛般若藏海選出佳作。（評審標準：技巧40%、創意40%、配色20%。）
第二階段：海選佳作透過真佛般若藏會員在會員交流頁活動區舉辦線上票選，限時投票，進入最終評選。
（註:依般若藏網站功能，以具有真佛般若藏會員身分者，方可進入投票系統，投入有效票。）
第三階段：評選分數50% + 得票數50%，計算名次
活動獎項：
一、最終評選各組前3名，頒發獎金（幣別新台幣）
1.兒童組：第一名台幣2000元、第二名台幣1500元、第三名台幣1000元。
2.一般組：第一名台幣2000元、第二名台幣1500元、第三名台幣1000元。
二、各組入選前20名可獲得精美小禮品。
注意事項：
◎每人限一個圖檔投稿一份作品，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得獎名單將刊登於真佛般若藏活動區，參賽作品作者之著作權同意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活動主辦單位提供著色之圖檔，僅供著色競賽使用，請勿複製、轉載或作其他商業用途使用。
請隨時注意本競賽活動相關訊息。
◎台灣以外地區參加者為免疫情影響作品寄送時間，寄出前可將作品拍照或掃瞄，透過Email寄至般若藏指定
郵箱publisher@tbboyeh.org（著色作品請於自然光線下拍攝，照片品質清晰度越高越利於評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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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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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彭義翔
業障消除 元辰光彩 前途光明 貴人多助
事業順利 財運亨通

•助印者：彭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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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
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
薩。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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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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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園地

人間就有地獄 ，

不要以為陰間才有地獄。

痕 像水溝一樣 舌頭上血流不
停 所以不要講陰間地獄 人間就
有地獄
像這次的疫情 就等於在地
獄 這是人類的共業 有這種共業
顯現出來 那真是很慘的事 在陰
間常講有奈何橋 橋下有很多陰
魂 都是溺水的 溺在水裡面 都
是浮起來一個頭 然後水升上來讓

︿

西雅圖雷藏寺﹀於二○二○
年三月七日 舉辦﹁地藏菩
薩本尊法﹂同修 師尊在同修完之
後開示：地藏王菩薩最有慈悲 和
觀世音菩薩一樣 衪發的願是﹁地
獄不空 誓不成佛﹂ 這是一般的
很多菩薩比較少的發願 你想想
看 地獄會空嗎？這是很微妙的問
題 地獄是不太可能空的 不過以
比較微妙的境界來講 六道輪迴也
是涅槃 輪涅一如 這是最高的境
界 輪迴和涅槃是差不多相
等的 最高的境界 有所
謂的佛魔一如 佛和魔是
相等的；輪涅一如 輪迴
和涅槃也是相等
的 這解釋就比
較難一點
有 人 問 師
尊：﹁到底有沒有
地獄？﹂我們不用講有
沒有地獄這個問題
在人間就有餓鬼道 以
前饑荒的時候 歷來人
間餓死的非常多 那餓死
的這種境界就等於餓鬼
道 我常常講 你不要看陰

你淹死掉 嘗受死的味道︱︱被水
淹死不能呼吸的味道 今天這個疫
情 肺炎的疫情就是讓你不能呼
吸 你沒有辦法呼吸 就好像淹水
一樣 水上來 你想要呼吸沒辦法
呼吸 然後就像淹水一樣這樣死
掉 不就是像陰間奈何橋下的那個
地獄一樣？
所以講人間就有地獄 像畜生
道 都看得見的 狗 貓 羊
牛 豬 雞 鴨 鵝 都是畜生
道 你都看得到的 畜生道 三惡
道 我們經常可以看得到的 餓鬼
道也有 大饑荒的時候就是餓鬼
道 餓死的就是餓鬼道 地獄道也
有 醫院裡面看得到的 不過在真
正有了悟境 更高層的世界裡面
認為這些都是沒有 輪迴跟涅槃一
如
來我們世間 在裟婆世界做一
個脫庫 脫庫就是仁波切 轉世的
活佛 這一世完了以後馬上投胎
馬上轉世再來 因為他有佛緣 自
然將來會遇到佛法 然後他被認定
為一個脫庫 我們有時候講仁波
車 其實就是仁波切 還有祖古
像在尼泊爾的烏金祖古 祖古也是
活佛的意思 另外在蒙古就叫呼圖

間的地獄 人間就有地獄 你不要
以為陰間才有開腦 人間本身就已
經有開腦 大醫院開刀房裡的截
肢 那不是地獄是什麼？地獄有車
崩地獄 也就是一個人躺在那裡
人死了靈魂在那裡 車子輾過去把
你全身輾碎 這在人間就有 今天
醫學發達 還沒有換頭地獄 把頭
砍掉換一個頭 但是換心 換肝的
就已經有了 所以 其實講起來在
醫院裡面就有了 醫院的開刀房像
地獄一樣
還有耕舌地獄 我所知道的耕
舌地獄是這樣子 因為你講了太多
的謊言妄語 講到自己都忘掉 然
後到了地獄是怎樣？用鉤子把你舌
頭勾出來 然後你自己的舌頭變成
一大片像土地那麼大 上面有很多
牛拖著犁在你舌頭上面耕過去 那
個就叫耕舌地獄 有夠恐怖 舌頭
是神經很多的地方 用犁在舌頭上
面耕田挖土 人間有沒有？一樣有
啊 以前來問我事情的人 我說問
題在哪裡？他沒有講 我說 問題
在你的舌頭 那是在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人把他的舌頭伸給我看 舌
頭上有血痕 上面有一條一條血

克圖 都是屬於仁波切的名稱 仁
波切也是很慈悲 像地藏王菩薩一
樣 永遠在人間度眾生 這一世轉
世完了 下一世他又轉世還是仁波
切
最高的境界 認為裟婆世界是
幻 輪迴也是一個幻境 真正到幻
境裡面來 然後慈悲度化幻境裡面
的眾生 讓眾生成就 這就是一般
活佛的精神 其實 活佛的精神和
地藏王菩薩的精神是一樣的 一次
又一次的轉世當活佛 地藏王菩薩
永遠的在幽冥世界教化眾生 祂的
教化眾生 不只是在幽冥世界 六
道裡面都有地藏王菩薩 所以叫六
道地藏 我們欽佩地藏王菩薩的精
神 我們其實也欽佩仁波切的精
神 每一世都來裟婆世界度化眾
生
師尊繼續解釋︽道果︾：
﹁影之性相：一 三昧耶之
影 ﹂犯了三昧耶戒 就變成你的
障礙
﹁二 鬼魔之影：遇緣受鬼魔
作祟 ﹂我告訴你 什麼叫沖煞？
我常常講 這個人沖煞 有一隻鬼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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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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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就有地獄 ，

不要以為陰間才有地獄。

痕 像水溝一樣 舌頭上血流不
停 所以不要講陰間地獄 人間就
有地獄
像這次的疫情 就等於在地
獄 這是人類的共業 有這種共業
顯現出來 那真是很慘的事 在陰
間常講有奈何橋 橋下有很多陰
魂 都是溺水的 溺在水裡面 都
是浮起來一個頭 然後水升上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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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七日 舉辦﹁地藏菩
薩本尊法﹂同修 師尊在同修完之
後開示：地藏王菩薩最有慈悲 和
觀世音菩薩一樣 衪發的願是﹁地
獄不空 誓不成佛﹂ 這是一般的
很多菩薩比較少的發願 你想想
看 地獄會空嗎？這是很微妙的問
題 地獄是不太可能空的 不過以
比較微妙的境界來講 六道輪迴也
是涅槃 輪涅一如 這是最高的境
界 輪迴和涅槃是差不多相
等的 最高的境界 有所
謂的佛魔一如 佛和魔是
相等的；輪涅一如 輪迴
和涅槃也是相等
的 這解釋就比
較難一點
有 人 問 師
尊：﹁到底有沒有
地獄？﹂我們不用講有
沒有地獄這個問題
在人間就有餓鬼道 以
前饑荒的時候 歷來人
間餓死的非常多 那餓死
的這種境界就等於餓鬼
道 我常常講 你不要看陰

你淹死掉 嘗受死的味道︱︱被水
淹死不能呼吸的味道 今天這個疫
情 肺炎的疫情就是讓你不能呼
吸 你沒有辦法呼吸 就好像淹水
一樣 水上來 你想要呼吸沒辦法
呼吸 然後就像淹水一樣這樣死
掉 不就是像陰間奈何橋下的那個
地獄一樣？
所以講人間就有地獄 像畜生
道 都看得見的 狗 貓 羊
牛 豬 雞 鴨 鵝 都是畜生
道 你都看得到的 畜生道 三惡
道 我們經常可以看得到的 餓鬼
道也有 大饑荒的時候就是餓鬼
道 餓死的就是餓鬼道 地獄道也
有 醫院裡面看得到的 不過在真
正有了悟境 更高層的世界裡面
認為這些都是沒有 輪迴跟涅槃一
如
來我們世間 在裟婆世界做一
個脫庫 脫庫就是仁波切 轉世的
活佛 這一世完了以後馬上投胎
馬上轉世再來 因為他有佛緣 自
然將來會遇到佛法 然後他被認定
為一個脫庫 我們有時候講仁波
車 其實就是仁波切 還有祖古
像在尼泊爾的烏金祖古 祖古也是
活佛的意思 另外在蒙古就叫呼圖

間的地獄 人間就有地獄 你不要
以為陰間才有開腦 人間本身就已
經有開腦 大醫院開刀房裡的截
肢 那不是地獄是什麼？地獄有車
崩地獄 也就是一個人躺在那裡
人死了靈魂在那裡 車子輾過去把
你全身輾碎 這在人間就有 今天
醫學發達 還沒有換頭地獄 把頭
砍掉換一個頭 但是換心 換肝的
就已經有了 所以 其實講起來在
醫院裡面就有了 醫院的開刀房像
地獄一樣
還有耕舌地獄 我所知道的耕
舌地獄是這樣子 因為你講了太多
的謊言妄語 講到自己都忘掉 然
後到了地獄是怎樣？用鉤子把你舌
頭勾出來 然後你自己的舌頭變成
一大片像土地那麼大 上面有很多
牛拖著犁在你舌頭上面耕過去 那
個就叫耕舌地獄 有夠恐怖 舌頭
是神經很多的地方 用犁在舌頭上
面耕田挖土 人間有沒有？一樣有
啊 以前來問我事情的人 我說問
題在哪裡？他沒有講 我說 問題
在你的舌頭 那是在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人把他的舌頭伸給我看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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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圖 都是屬於仁波切的名稱 仁
波切也是很慈悲 像地藏王菩薩一
樣 永遠在人間度眾生 這一世轉
世完了 下一世他又轉世還是仁波
切
最高的境界 認為裟婆世界是
幻 輪迴也是一個幻境 真正到幻
境裡面來 然後慈悲度化幻境裡面
的眾生 讓眾生成就 這就是一般
活佛的精神 其實 活佛的精神和
地藏王菩薩的精神是一樣的 一次
又一次的轉世當活佛 地藏王菩薩
永遠的在幽冥世界教化眾生 祂的
教化眾生 不只是在幽冥世界 六
道裡面都有地藏王菩薩 所以叫六
道地藏 我們欽佩地藏王菩薩的精
神 我們其實也欽佩仁波切的精
神 每一世都來裟婆世界度化眾
生
師尊繼續解釋︽道果︾：
﹁影之性相：一 三昧耶之
影 ﹂犯了三昧耶戒 就變成你的
障礙
﹁二 鬼魔之影：遇緣受鬼魔
作祟 ﹂我告訴你 什麼叫沖煞？
我常常講 這個人沖煞 有一隻鬼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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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所以 我們不能去鬼婆的廟就
是這個原因 她拜五大鬼｜｜小
林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林良
知 黃金泉 她拜五大鬼 卻說是
護法 明明是人變成鬼 怎麼會說
是護法？從她那裡出來的都是鬼魔
之影 已經障礙了 變成宿主 打
它出來它出去以後又跑回來 所以
經常有這種現象 去過那邊的 中
鬼魔之影非常多 死的死 進精神
醫院的很多 所以 我們不能去鬼
婆的廟就是這個原因 她那裡都是
鬼
﹁三
惡友之
影：與犯戒之人同
友 ﹂我們交朋友
不能交到不好的朋
友 近墨者黑 近朱
者赤 同樣是佛門的
金剛兄弟 但跟著犯
戒的在一起 就會受
到犯戒的影響 這個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四
飲食之
影：食用違誓 有
罪 具怨仇 不淨之

了屍體 中了屍體的
毒 碰觸到屍體
我這一生當中
有幫人家看風水
做﹁遷識法﹂碰觸到
屍體 但是師尊不要
緊 你們就不可以
碰觸到尸體 晦氣會
影響你
那些屍體 有時
候嘴巴是張開的 氣
出來都是惡臭的 我
們要讓他嘴巴合起
來 眼睛閉起來 有
的眼睛是不閉起來
的 我們用﹁遷識
法﹂ 要唸咒的 ﹁
開天門 閉地戶 塞
人道 阻鬼路﹂ 而
且幫屍體開頂竅 讓
靈魂從頂竅出去 然
後再用﹁遷識法﹂把
他遷到好的境界去
遷到天上或西方極樂
世界 這是屬於﹁遷
識法﹂

食 ﹂飲食的障礙 你吃東西的障
礙 我們要吃乾淨的東西 吃了骯
髒的東西會拉肚子 你拉肚子如何
禪定？五分鐘就要跑一次廁所 如
何禪定？吃到壞東西不行的
五戒當中有飲酒戒 殺生 偷
盜 邪淫 妄語 喝酒也是戒的一
種 師尊是認為 喝酒沒有醉就不
算是犯戒；喝酒如果醉了就是犯
戒 都要有節制的
師尊最近有喝一點藥酒 是為
了殺菌 殺什麼菌？今天疫情在傳
染 師尊如果喉嚨有癢癢的 我喝
一點酒下去 是藥引 第一個 可
以補身體 第二個可以殺菌 但是
你們不能學我喔 你們喝醉了就完
蛋了 飲食之影 你違誓了 有
罪 有怨仇 不淨之食 什麼是飲
食之影當中的具有怨仇？蠱 人家
放蠱在水裡面 你喝了 中了蠱
也就是怨仇人家給你下蠱 下藥
﹁五 處所之影：居不淨宅
室 ﹂完了 你住在鬼屋 這就是
處所之影
﹁六 尸晦之影：近斷氣剛死
凡夫之身前 或觸尸身 ﹂你碰到

師尊說了一個笑話 阿龍問小
英：﹁聽說妳是混血兒 妳是混哪
裡的？﹂小英：﹁我是中日混
血 ﹂阿龍：﹁那妳爸爸還是媽媽
是日本人嗎？﹂小英回答：﹁都不
是 ﹂阿龍問：﹁那為何是中日混
血？﹂小英回答：﹁我爸爸是中壢
人 我媽媽家住在日月潭 所以我
是中日混血 ﹂
師尊解釋：其實我們人 一般
來講 是有善跟惡的混血 有時候
你會發慈悲心 你會心地很善良；
有時候也是會發起惡念 所以我們
都是善惡混血兒 善跟惡兩個混在
一起 沒有完全的清淨
在你修行還沒有完全清淨以
前 你都是善惡混血兒 當你完全
清淨了 你可以到了虛空的境界
到了更高的天界 甚至你成為菩
薩 成為佛 那是完全清淨的 完
全澄明了 完全有定境了 在定力
還沒有的時候 我們都是善惡混血
兒 沒有完全的惡 也沒有完全的
善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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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 你就往前
走 就進到鬼的身體裡面 就撞到
鬼了 撞到鬼就叫沖煞 或者坐著
時 有一隻鬼飄過來進到你身體裡
面 你變成鬼的宿主 那也是沖
煞 只是這個鬼沒有離開 就一直
把你當成宿主 這叫鬼魔之影
鬼跟魔在你身上給你搗蛋叫做
作祟 這就是鬼魔的障礙 很多沖
煞 是被鬼壓床 或晚上做鬼夢
做魔的夢 很多很多的 有些到最
後進了精神醫院

同門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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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 明明是人變成鬼 怎麼會說
是護法？從她那裡出來的都是鬼魔
之影 已經障礙了 變成宿主 打
它出來它出去以後又跑回來 所以
經常有這種現象 去過那邊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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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 邪淫 妄語 喝酒也是戒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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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英回答：﹁我爸爸是中壢
人 我媽媽家住在日月潭 所以我
是中日混血 ﹂
師尊解釋：其實我們人 一般
來講 是有善跟惡的混血 有時候
你會發慈悲心 你會心地很善良；
有時候也是會發起惡念 所以我們
都是善惡混血兒 善跟惡兩個混在
一起 沒有完全的清淨
在你修行還沒有完全清淨以
前 你都是善惡混血兒 當你完全
清淨了 你可以到了虛空的境界
到了更高的天界 甚至你成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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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你變成鬼的宿主 那也是沖
煞 只是這個鬼沒有離開 就一直
把你當成宿主 這叫鬼魔之影
鬼跟魔在你身上給你搗蛋叫做
作祟 這就是鬼魔的障礙 很多沖
煞 是被鬼壓床 或晚上做鬼夢
做魔的夢 很多很多的 有些到最
後進了精神醫院

同門自我介紹

菩提園地

紀元前四六四年的四月八日︵距今
二千五百多年前︶ 降生於印度迦
毘羅衛國︵今尼泊爾南部︶郊外藍
毘尼花園的一棵正蓊鬱蔥蘢的無憂
樹下 其父親淨飯王為毘羅衛國的
國王 也是當時釋迦族中的族長

二

○二○年三月八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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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大法
會﹂ 釋迦牟尼佛 原名悉達多喬
達摩 據記載 釋迦牟尼佛出生在

罪就變成最大 ﹁我們不能小看小
飲 因為障礙小就去做 也是不可
以的 所以要守戒律 ﹂
﹁影之驗兆﹂ 也就是夢兆障
礙 法王舉例 夢見你的上師在夢
中罵你 你在夢中看到你自己的上
師 上師沒有正面看你 是以背面
背著你 你跟你的上師之間的距
離 你想接近你的上師的時候 但
是你永遠都追不及 這都是因為犯

■文∕彩虹雷藏寺

開示中 法王告訴大家 釋迦
佛陀的一生的經歷 祂的傳法也分
幾個層次 祂在傳法在悟道以後
在證明﹁佛﹂這個字以後 首先
對於聲聞乘的人 祂傳﹁四聖
諦﹂：苦 集 滅 道 ﹁四聖諦
也就是四個真理﹂ 傳大乘佛教的
時候 祂講六度：布施 持戒 忍
辱 精進 智慧 禪定 到了最高
的境界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開悟實
踐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 到最後自
度 度他 ﹁自度 度他都圓滿
了 你保有了一個最圓滿的心 最
圓滿的心我們稱為菩提心 ﹂不僅
如此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也
說明了四聖界：聲聞乘 獨覺乘
菩薩乘以及佛乘 法王告訴大家
﹁四聖界就是脫離輪迴的 離開這
些輪迴 本身就是永恆的一種成
就 ﹂

就是脫離輪迴的，
離開這些輪迴，
本身就是永恆的一種成就。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辨影大小﹂ 法王解釋 有
些障礙是很大 有些障礙是很小
什麼是大呢？以五戒為例 殺生最
大 飲酒是最小的 不過 喝醉的
時候會無法無天的 那時候所犯的

母親摩耶夫人 是拘利族天臂城主
善覺大王的妹妹
釋迦牟尼佛出生之時 有著種
種殊勝稀有的瑞相 二十九歲時
為了追求真道而出家 三十五歲成
道 說法約四十九年 講經三百餘
會 所度之人天 不可勝數 約公
元前五四三年入滅 世壽八十歲
密教兩部曼荼羅中 在胎藏界
中以釋迦牟尼佛為主尊 在金剛界
中則與不空成就佛並立 蓮生法王
在其文集第５４集︽密宗羯摩法︾
之︿釋迦牟尼佛是消業本尊﹀一文
中透露釋迦牟尼佛有許多祕密法
其中最大的祕密法 就是﹁消業
障﹂ ﹁有很多人問我 消業障以
何法最好 由於消業障的法太多
了 一時之間甚難回答 於是我乾
脆就答以修﹃釋迦牟尼功德王法﹄
吧！﹂持誦其真言可消除萬劫的罪
障 釋迦佛的心咒是：﹁嗡 牟
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意義為：﹁宇宙的釋迦牟
尼佛本尊 祂能仁 能仁 大的能
仁 釋迦族的能仁 圓滿一切 ﹂
手印是三山印︵舉起大拇指 中指
跟尾指 然後做內縛或外縛印︶

了三昧耶戒會出現這種夢兆 另
外 夢見山崩 雷擊 氾濫 日月
隕墜︵鬼魔之影兆︶ 或虱 蚤
甲蟲等蟲蛆攀身︵惡友之影兆︶
或灰泥或蒼蠅所污之食者︵飲食之
影兆︶ 或居室污穢髒濁等諸多不
淨物充塞者︵處所之影兆︶ 或尸
或尸變或口中出烈焰等不安之夢
︵尸晦之影兆︶ 法王告訴大家
如果是大品的障礙 你心都不會快
樂︵會奪掉生命 可用灌頂除
之︶；中品的障礙 身體非常的僵
澀 沉重 而且容易生氣 容易發
怒︵會讓身心痛苦 可用薈供除
之︶；小品的障礙 是當你禪定的
時候不想禪定︵根本就不想禪定
可以沐浴洗淨之︶ 不想修法
新冠狀病毒全球肆虐 法王表
示是有一個定數在裡面的 而且巧
合的是發生嚴重的國家和地域之處
︵西雅圖 紐約 韓國大邱 日本
北海道 義大利 伊朗 法國︶皆
在北緯40度 櫻花也最多 ﹁哪有
那麼巧？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
開示後 法王賜授與會大眾
﹁釋迦牟尼佛本尊法﹂灌頂 一切
殊勝吉祥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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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前四六四年的四月八日︵距今
二千五百多年前︶ 降生於印度迦
毘羅衛國︵今尼泊爾南部︶郊外藍
毘尼花園的一棵正蓊鬱蔥蘢的無憂
樹下 其父親淨飯王為毘羅衛國的
國王 也是當時釋迦族中的族長

二

○二○年三月八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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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大法
會﹂ 釋迦牟尼佛 原名悉達多喬
達摩 據記載 釋迦牟尼佛出生在

罪就變成最大 ﹁我們不能小看小
飲 因為障礙小就去做 也是不可
以的 所以要守戒律 ﹂
﹁影之驗兆﹂ 也就是夢兆障
礙 法王舉例 夢見你的上師在夢
中罵你 你在夢中看到你自己的上
師 上師沒有正面看你 是以背面
背著你 你跟你的上師之間的距
離 你想接近你的上師的時候 但
是你永遠都追不及 這都是因為犯

■文∕彩虹雷藏寺

開示中 法王告訴大家 釋迦
佛陀的一生的經歷 祂的傳法也分
幾個層次 祂在傳法在悟道以後
在證明﹁佛﹂這個字以後 首先
對於聲聞乘的人 祂傳﹁四聖
諦﹂：苦 集 滅 道 ﹁四聖諦
也就是四個真理﹂ 傳大乘佛教的
時候 祂講六度：布施 持戒 忍
辱 精進 智慧 禪定 到了最高
的境界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開悟實
踐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 到最後自
度 度他 ﹁自度 度他都圓滿
了 你保有了一個最圓滿的心 最
圓滿的心我們稱為菩提心 ﹂不僅
如此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也
說明了四聖界：聲聞乘 獨覺乘
菩薩乘以及佛乘 法王告訴大家
﹁四聖界就是脫離輪迴的 離開這
些輪迴 本身就是永恆的一種成
就 ﹂

就是脫離輪迴的，
離開這些輪迴，
本身就是永恆的一種成就。

法王繼續講授︽道果︾ 文中
提到﹁辨影大小﹂ 法王解釋 有
些障礙是很大 有些障礙是很小
什麼是大呢？以五戒為例 殺生最
大 飲酒是最小的 不過 喝醉的
時候會無法無天的 那時候所犯的

母親摩耶夫人 是拘利族天臂城主
善覺大王的妹妹
釋迦牟尼佛出生之時 有著種
種殊勝稀有的瑞相 二十九歲時
為了追求真道而出家 三十五歲成
道 說法約四十九年 講經三百餘
會 所度之人天 不可勝數 約公
元前五四三年入滅 世壽八十歲
密教兩部曼荼羅中 在胎藏界
中以釋迦牟尼佛為主尊 在金剛界
中則與不空成就佛並立 蓮生法王
在其文集第５４集︽密宗羯摩法︾
之︿釋迦牟尼佛是消業本尊﹀一文
中透露釋迦牟尼佛有許多祕密法
其中最大的祕密法 就是﹁消業
障﹂ ﹁有很多人問我 消業障以
何法最好 由於消業障的法太多
了 一時之間甚難回答 於是我乾
脆就答以修﹃釋迦牟尼功德王法﹄
吧！﹂持誦其真言可消除萬劫的罪
障 釋迦佛的心咒是：﹁嗡 牟
尼 牟尼 摩訶牟尼 釋迦牟尼
梭哈 ﹂意義為：﹁宇宙的釋迦牟
尼佛本尊 祂能仁 能仁 大的能
仁 釋迦族的能仁 圓滿一切 ﹂
手印是三山印︵舉起大拇指 中指
跟尾指 然後做內縛或外縛印︶

了三昧耶戒會出現這種夢兆 另
外 夢見山崩 雷擊 氾濫 日月
隕墜︵鬼魔之影兆︶ 或虱 蚤
甲蟲等蟲蛆攀身︵惡友之影兆︶
或灰泥或蒼蠅所污之食者︵飲食之
影兆︶ 或居室污穢髒濁等諸多不
淨物充塞者︵處所之影兆︶ 或尸
或尸變或口中出烈焰等不安之夢
︵尸晦之影兆︶ 法王告訴大家
如果是大品的障礙 你心都不會快
樂︵會奪掉生命 可用灌頂除
之︶；中品的障礙 身體非常的僵
澀 沉重 而且容易生氣 容易發
怒︵會讓身心痛苦 可用薈供除
之︶；小品的障礙 是當你禪定的
時候不想禪定︵根本就不想禪定
可以沐浴洗淨之︶ 不想修法
新冠狀病毒全球肆虐 法王表
示是有一個定數在裡面的 而且巧
合的是發生嚴重的國家和地域之處
︵西雅圖 紐約 韓國大邱 日本
北海道 義大利 伊朗 法國︶皆
在北緯40度 櫻花也最多 ﹁哪有
那麼巧？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
開示後 法王賜授與會大眾
﹁釋迦牟尼佛本尊法﹂灌頂 一切
殊勝吉祥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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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蓮生法王㆒心祈請
救瘟疫度母發大慈悲心，

幸在重重的防護措施下
無恙

一切安全

■文／彩虹雷藏寺

開示中 蓮生法王提及並解釋
當日的護摩火相：點火的火苗如
豆 比平時小許多 用來燃起護摩
火的紙金 點了一段時間才點著
意味著 要將此次瘟疫消除 並非
易事；就像台灣防疫總指揮官陳時
中先生所言 瘟疫並非一下能解
決 尚未能見盡頭 不過 法王也

下午三點一到 首先由︿彩虹
雷藏寺﹀住持釋蓮印上師 釋蓮僧
上師 釋蓮滿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蓮旺上師 釋蓮花璧珍上師與眾
法師們 代表四眾弟子們向無上法
王聖尊蓮生活佛請法 賜授﹁救瘟
疫度母法﹂ 法會開始 莊嚴悠揚
的咒音中 熊熊的護摩火燃起 蓮
生法王為眾生演化息 增 懷 誅
大手印 與度母的無盡慈悲 陣陣
融入與會大眾的心中
迴向時 蓮生法王一心敬禮白
度母 綠度母及二十一度母 並祈

當行者已感應到度母的不死甘
露灑於六味藥中 就能拿來自救和
救人 將藥粉包起來放在身上 能

蓮生法王教導 修法時應依照
儀軌修持；觀想時 先觀想大日正
中央出現度母的種子字﹁擋﹂
︵ ︶字 ﹁擋﹂字旋轉 出現救
瘟疫度母 再觀想度母的形象與寶
瓶 寶瓶打開 其中有不死甘露；
觀想甘露放光照射於六味藥上 也
可同時觀想甘露灑於自身 然後入
我我入 合一 入三昧地

隨後 法王教授眾人 由救瘟
疫度母親自傳授的﹁救瘟疫度母
法﹂：至中藥行買六種同份量的中
藥：蛇床子 制附子 遠志 甘
草 桂心 雄黃 全部磨成粉 置
於壇城前 修﹁救瘟疫度母法﹂
修法後佩戴於身 可以防瘟疫

一條條五色的光線 爾後由五色光
線化為五色光網 五色光網上又有
紅色光網 把法王包圍起來 變成
圓形 度母告訴法王 這就是﹁防
護網﹂ 細菌和病毒一碰到防護網
就會退走 不會進到防護網裡面

蓮生法王表示 法會前一日
救瘟疫度母下降教授法王如何傳
法 法王形容 度母降臨時 化為
密密麻麻的紅色光點 再旋轉化成

蓮生法王感嘆
預言太準也不好 不
準也不好 很不幸地
嚴重︵言中︶了 只
好求救瘟疫度母 趕
快想辦法幫地球解一
解 法王也提起 病
毒和細菌無眼 不管
你是誰 很多事都是
生死有命 富貴在
天 命中註定 悲憫
眾生的蓮生法王再次
表示 自己願為受難的中國同胞摩
頂 加持 並感謝救瘟疫度母守
護 使法王在繁忙的法務行程中
能保持身體健康

球經濟二十分 百行
百業蕭條；真實地呼
應了現況 台灣的電
視媒體因此形容 蓮
生活佛的預言實在
﹁神準！﹂

請救瘟疫度母發大慈悲心 以其誓
願 解除眾生的病痛 苦厄 死
厄 加持目前的瘟疫能夠消除 使
與會眾等 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
六時皆吉祥；並祈請接引列冊的幽
冥眾往生 賜大眾資糧 智慧具
足 光明 健康 吉祥 敬愛圓
滿

以其誓願解除眾生的災厄，
使瘟疫能夠消除。

了天下蒼生的福澤 法王蓮
生活佛於二○二○年三月十
五日於︿彩虹雷藏寺﹀ 主壇﹁救
瘟疫度母護摩大法會﹂

但它終

適逢防疫期間 為保護與會大
眾及所有民眾健康安全 主辦單位
︿彩虹雷藏寺﹀依據華州與金郡政
府的防疫方針 落實控管人數 且
自山莊大門口便設下健康檢測的重
重關卡 加上︿宗委會﹀與︿西雅
圖雷藏寺﹀支援人力 工作人員一
早就於各自的崗位上嚴格把關 通
行的車輛及人員皆必須配合測量體
溫 如實填寫 繳交健康狀況表；
山莊內更規劃了一般停車區域及症
狀隔離區 以防臨時狀況發生 所

言明 雖不是很快的結束
究會緩緩止息

蓮生法王憶起二○一九年年
底 在︿西雅圖雷藏寺﹀接受金鼠
年新春專訪 訪談中 法王提出了
兩大預言：第一 二○二○年是最
大動亂的一年 也是瘟疫︵超級細
菌︶會出現的一年 第二 今年全

誌

59
60

03.15.2020 彩虹雷藏寺
救瘟疫度母護摩大法會

菩提園地

為

蓮生法王㆒心祈請
救瘟疫度母發大慈悲心，

幸在重重的防護措施下
無恙

一切安全

■文／彩虹雷藏寺

開示中 蓮生法王提及並解釋
當日的護摩火相：點火的火苗如
豆 比平時小許多 用來燃起護摩
火的紙金 點了一段時間才點著
意味著 要將此次瘟疫消除 並非
易事；就像台灣防疫總指揮官陳時
中先生所言 瘟疫並非一下能解
決 尚未能見盡頭 不過 法王也

下午三點一到 首先由︿彩虹
雷藏寺﹀住持釋蓮印上師 釋蓮僧
上師 釋蓮滿上師 釋蓮傳上師
釋蓮旺上師 釋蓮花璧珍上師與眾
法師們 代表四眾弟子們向無上法
王聖尊蓮生活佛請法 賜授﹁救瘟
疫度母法﹂ 法會開始 莊嚴悠揚
的咒音中 熊熊的護摩火燃起 蓮
生法王為眾生演化息 增 懷 誅
大手印 與度母的無盡慈悲 陣陣
融入與會大眾的心中
迴向時 蓮生法王一心敬禮白
度母 綠度母及二十一度母 並祈

當行者已感應到度母的不死甘
露灑於六味藥中 就能拿來自救和
救人 將藥粉包起來放在身上 能

蓮生法王教導 修法時應依照
儀軌修持；觀想時 先觀想大日正
中央出現度母的種子字﹁擋﹂
︵ ︶字 ﹁擋﹂字旋轉 出現救
瘟疫度母 再觀想度母的形象與寶
瓶 寶瓶打開 其中有不死甘露；
觀想甘露放光照射於六味藥上 也
可同時觀想甘露灑於自身 然後入
我我入 合一 入三昧地

隨後 法王教授眾人 由救瘟
疫度母親自傳授的﹁救瘟疫度母
法﹂：至中藥行買六種同份量的中
藥：蛇床子 制附子 遠志 甘
草 桂心 雄黃 全部磨成粉 置
於壇城前 修﹁救瘟疫度母法﹂
修法後佩戴於身 可以防瘟疫

一條條五色的光線 爾後由五色光
線化為五色光網 五色光網上又有
紅色光網 把法王包圍起來 變成
圓形 度母告訴法王 這就是﹁防
護網﹂ 細菌和病毒一碰到防護網
就會退走 不會進到防護網裡面

蓮生法王表示 法會前一日
救瘟疫度母下降教授法王如何傳
法 法王形容 度母降臨時 化為
密密麻麻的紅色光點 再旋轉化成

蓮生法王感嘆
預言太準也不好 不
準也不好 很不幸地
嚴重︵言中︶了 只
好求救瘟疫度母 趕
快想辦法幫地球解一
解 法王也提起 病
毒和細菌無眼 不管
你是誰 很多事都是
生死有命 富貴在
天 命中註定 悲憫
眾生的蓮生法王再次
表示 自己願為受難的中國同胞摩
頂 加持 並感謝救瘟疫度母守
護 使法王在繁忙的法務行程中
能保持身體健康

球經濟二十分 百行
百業蕭條；真實地呼
應了現況 台灣的電
視媒體因此形容 蓮
生活佛的預言實在
﹁神準！﹂

請救瘟疫度母發大慈悲心 以其誓
願 解除眾生的病痛 苦厄 死
厄 加持目前的瘟疫能夠消除 使
與會眾等 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
六時皆吉祥；並祈請接引列冊的幽
冥眾往生 賜大眾資糧 智慧具
足 光明 健康 吉祥 敬愛圓
滿

以其誓願解除眾生的災厄，
使瘟疫能夠消除。

了天下蒼生的福澤 法王蓮
生活佛於二○二○年三月十
五日於︿彩虹雷藏寺﹀ 主壇﹁救
瘟疫度母護摩大法會﹂

但它終

適逢防疫期間 為保護與會大
眾及所有民眾健康安全 主辦單位
︿彩虹雷藏寺﹀依據華州與金郡政
府的防疫方針 落實控管人數 且
自山莊大門口便設下健康檢測的重
重關卡 加上︿宗委會﹀與︿西雅
圖雷藏寺﹀支援人力 工作人員一
早就於各自的崗位上嚴格把關 通
行的車輛及人員皆必須配合測量體
溫 如實填寫 繳交健康狀況表；
山莊內更規劃了一般停車區域及症
狀隔離區 以防臨時狀況發生 所

言明 雖不是很快的結束
究會緩緩止息

蓮生法王憶起二○一九年年
底 在︿西雅圖雷藏寺﹀接受金鼠
年新春專訪 訪談中 法王提出了
兩大預言：第一 二○二○年是最
大動亂的一年 也是瘟疫︵超級細
菌︶會出現的一年 第二 今年全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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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界自身；取藥粉放置家中
東 南 西 北四個角落 可守護

法王再以笑話為引

家宅；同理 取  藥粉放置社區
大樓東 南 西 北的角落 可守
護社區；在範圍內的人 都不會受
到感染 聖尊解釋 這六味藥大多
屬陽 而病毒屬陰；因此 將修法
後的六味藥放在身上 能以陽剋
陰 避免陰毒的病毒
開示末尾

教導 業障是很厲害的 很多事情
都是巧合 由業力的關係 因而在
什麼時間 發生什麼事 而正巧
當年聖尊寫的書 被笑話中同樣地
點的出版社盜版販售 聖尊說道
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是 未經
同意私自出版；好處是 因此度化
了百萬名弟子
語畢 蓮生法王賜予與會大眾
無上殊勝的﹁救瘟疫度母法灌
頂﹂ 法會一切光明 圓滿吉祥

也確實配合各國政府的防

●編按：請讀者修持﹁救瘟疫度母
法﹂時
做好保護自己與他人健康
祝願人人能如

疫措施
安全的防護與義務
蓮生法王所言：
﹁一切時中皆吉祥﹂

救瘟疫度母法相——度母身為紅黃色，右手結與願印，左
手持蓮花上有寶瓶，瓶中盛滿消除瘟疫的不死甘露，祂的
雙目猶如日月，放出無量光芒。
救瘟疫度母手印——左手結(持蓮印)，右手結(與願印)，
右手掌心向外。
救瘟疫度母心咒——嗡。達拉。都達拉。都拉。南摩。哈
拉。喝拉。吽。哈拉。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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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佛心
與 連
乘著師尊的鼓聲
■文∕彩虹雷藏寺

心靈㉂由㉂在的㈩方徜徉，
將許多的煩憂暫時拋諸腦後。

︿

彩虹雷藏寺﹀明媚的春光真
的是美麗極了！廣闊的藍天
白雲 大日遍照在山川大地之上
欣欣向榮的綠意 讓人感到無限的
心曠神怡 在這般如此晴朗的好天
氣 師尊 師母神清氣爽連袂來到
了︿彩虹雷藏寺﹀
由於目前華盛頓州仍然處於
﹁居家防疫﹂的時期 ︿彩虹雷藏
寺﹀為了讓全世界的弟子能與師尊
有更好 更即時的互動 首次採用
了多人網路視訊的方式 讓師尊能
與許多同門們 有零距離的交流
師尊也開心的與視訊上的弟子們揮
手問好

自這個星期開始 師尊將弟子
發問關於修法各方面的問題 都在
開示中為弟子圓滿解答 師尊在開
示中亦提到 佛陀時代的很多經典
和續論 都是將弟子一問 與佛陀
一答之間結集成冊的 師母也在會
後談到 師尊開示真的很棒 會令
弟子們更加深入學習佛法 在師尊
與弟子的一問一答之中 也一樣可
以結集出書的
護摩法會結束後 師尊來到大
殿打鼓 師尊的鼓技精湛 聲聲觸
動人心 有時像是潺潺溪流 娓娓
道來的鼓聲節奏 時而又是排山倒
海 氣勢磅礡的雄偉鼓樂 彷彿可
以乘著師尊的鼓聲 心靈自由自在
的十方徜徉 將許多的煩憂暫時拋
諸腦後
在目前防疫的非常時期 ︿彩
虹雷藏寺﹀會竭力護持師尊護摩法
會的加持與佛法開示 能一直不間
斷的持續下去 師尊日常生活的特
別片段 我們也會做及時的報導
無論真佛弟子身處在世界的哪一個
角落 都能時常與佛連心 與佛同
在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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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佛心
與 連
乘著師尊的鼓聲
■文∕彩虹雷藏寺

心靈㉂由㉂在的㈩方徜徉，
將許多的煩憂暫時拋諸腦後。

︿

彩虹雷藏寺﹀明媚的春光真
的是美麗極了！廣闊的藍天
白雲 大日遍照在山川大地之上
欣欣向榮的綠意 讓人感到無限的
心曠神怡 在這般如此晴朗的好天
氣 師尊 師母神清氣爽連袂來到
了︿彩虹雷藏寺﹀
由於目前華盛頓州仍然處於
﹁居家防疫﹂的時期 ︿彩虹雷藏
寺﹀為了讓全世界的弟子能與師尊
有更好 更即時的互動 首次採用
了多人網路視訊的方式 讓師尊能
與許多同門們 有零距離的交流
師尊也開心的與視訊上的弟子們揮
手問好

自這個星期開始 師尊將弟子
發問關於修法各方面的問題 都在
開示中為弟子圓滿解答 師尊在開
示中亦提到 佛陀時代的很多經典
和續論 都是將弟子一問 與佛陀
一答之間結集成冊的 師母也在會
後談到 師尊開示真的很棒 會令
弟子們更加深入學習佛法 在師尊
與弟子的一問一答之中 也一樣可
以結集出書的
護摩法會結束後 師尊來到大
殿打鼓 師尊的鼓技精湛 聲聲觸
動人心 有時像是潺潺溪流 娓娓
道來的鼓聲節奏 時而又是排山倒
海 氣勢磅礡的雄偉鼓樂 彷彿可
以乘著師尊的鼓聲 心靈自由自在
的十方徜徉 將許多的煩憂暫時拋
諸腦後
在目前防疫的非常時期 ︿彩
虹雷藏寺﹀會竭力護持師尊護摩法
會的加持與佛法開示 能一直不間
斷的持續下去 師尊日常生活的特
別片段 我們也會做及時的報導
無論真佛弟子身處在世界的哪一個
角落 都能時常與佛連心 與佛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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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2

師尊的開示
讓弟子們㈲醍醐灌頂
茅塞頓開的領悟。

今

天︿彩虹雷藏寺﹀的天氣十
分涼爽 微風拂動春天的氣
息 讓人好心情 師尊與師母抵達
︿彩虹雷藏寺﹀後 就進入大殿禮
拜壇城諸佛菩薩 聖尊特地為不久
前剛新安置好的太歲 光明燈及延
生位做大加持 歡迎各界善信大德
踴躍報名安奉︿彩虹雷藏寺﹀的太
歲 光明燈和延生位 有根本上師
的傳承加持力 安奉者皆能得光明
吉祥 如意圓滿
眾所期待的網路直播於下午三
點準時開始 師尊與師母一進到護
摩寶殿 就看到巨型電視上有許多
同門 翹首盼望的等著跟師尊 師
母打招呼 師尊與師母也在螢幕前
面佇足許久 開心熱情的回應弟子
們 弟子們見到了師尊 師母那讓
大家想念已久的親切笑容 都興奮
不已
在莊嚴殊勝的﹁救天災度母
法會﹂結束後 師尊一路步行到雙
蓮池禮拜觀世音菩薩 也禮拜了彌
勒菩薩 大家一路上對於師尊在今
天開示中 對弟子所提問問題的回
答 都覺得精妙無比 讓弟子們有
醍醐灌頂 茅塞頓開的領悟 感覺

師尊就是真佛弟子的百寶箱 有取
之不盡 用之不絕的佛法寶藏
回到大殿之後 師尊提議要運
動一下 於是師尊打了一套太極拳
練身 也加持大家 師尊氣沉丹
田 將一套太極拳打得剛柔並濟
拳法有如行雲流水 氣 神 形融
為一體 進退旋轉清靈圓活 頗有
大家之風範
感謝師尊 師母不辭辛勞來
到︿彩虹雷藏寺﹀ 為弘法利生而
不斷的努力著 根本上師的浩瀚恩
德 弟子刻骨銘心 永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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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的開示
讓弟子們㈲醍醐灌頂
茅塞頓開的領悟。

今

天︿彩虹雷藏寺﹀的天氣十
分涼爽 微風拂動春天的氣
息 讓人好心情 師尊與師母抵達
︿彩虹雷藏寺﹀後 就進入大殿禮
拜壇城諸佛菩薩 聖尊特地為不久
前剛新安置好的太歲 光明燈及延
生位做大加持 歡迎各界善信大德
踴躍報名安奉︿彩虹雷藏寺﹀的太
歲 光明燈和延生位 有根本上師
的傳承加持力 安奉者皆能得光明
吉祥 如意圓滿
眾所期待的網路直播於下午三
點準時開始 師尊與師母一進到護
摩寶殿 就看到巨型電視上有許多
同門 翹首盼望的等著跟師尊 師
母打招呼 師尊與師母也在螢幕前
面佇足許久 開心熱情的回應弟子
們 弟子們見到了師尊 師母那讓
大家想念已久的親切笑容 都興奮
不已
在莊嚴殊勝的﹁救天災度母
法會﹂結束後 師尊一路步行到雙
蓮池禮拜觀世音菩薩 也禮拜了彌
勒菩薩 大家一路上對於師尊在今
天開示中 對弟子所提問問題的回
答 都覺得精妙無比 讓弟子們有
醍醐灌頂 茅塞頓開的領悟 感覺

師尊就是真佛弟子的百寶箱 有取
之不盡 用之不絕的佛法寶藏
回到大殿之後 師尊提議要運
動一下 於是師尊打了一套太極拳
練身 也加持大家 師尊氣沉丹
田 將一套太極拳打得剛柔並濟
拳法有如行雲流水 氣 神 形融
為一體 進退旋轉清靈圓活 頗有
大家之風範
感謝師尊 師母不辭辛勞來
到︿彩虹雷藏寺﹀ 為弘法利生而
不斷的努力著 根本上師的浩瀚恩
德 弟子刻骨銘心 永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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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佛心
與 連

︿

彩虹雷藏寺﹀四季的景色迷
人 眺望蔥綠的山景 清新
乾淨的空氣 絕佳的地靈 是清修
的好地方
在今天的護摩法會上 師尊特
別宣布了︿彩虹雷藏寺﹀的最新網
頁已經正式啟動了！這全新的的網
頁 有師母巧奪天工的妙思 細心
周詳的顧慮到大眾的需要而設計
的 網路上的功能及法務訊息 都
能更快捷迅速的為大家提供服務
師尊也稱讚︿彩虹雷藏寺﹀的網
頁 是全宗派裡最好的
在今天圓滿殊勝的文殊師利菩
薩護摩結束後 師尊與師母散步繞
行了︿彩虹雷藏寺﹀一圈 師尊到
每一尊佛菩薩前頂禮膜拜 也到龍
神 土地公前佇足默禱 還坐在聽
雨軒遙望 笑談記憶中的往事 也
停留細賞一處盛放的美麗花朵
師尊 師母法務繁忙之餘 能
有機會輕鬆閒適的漫步在這好山好
水中的庭園中 對於師尊 師母也
是極好的健康養生
回到大殿之後 師尊打金剛棍
加持大家 師尊的棍法精妙靈活多
變 所舞出的棍花更是剛勁有力

師尊的一棍橫掃 就像師尊的佛法
一樣 能掃盡眾生的煩惱苦難 祈
願根本上師的大能 能帶領所有的
真佛弟子 走出心靈的黑暗 以修
行迎向無限的光明

彩虹雷藏寺 最新網站正式啟動
師母巧奪㆝工妙思
設計新網頁。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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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網站：https://tbs-rainb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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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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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雷藏寺﹀四季的景色迷
人 眺望蔥綠的山景 清新
乾淨的空氣 絕佳的地靈 是清修
的好地方
在今天的護摩法會上 師尊特
別宣布了︿彩虹雷藏寺﹀的最新網
頁已經正式啟動了！這全新的的網
頁 有師母巧奪天工的妙思 細心
周詳的顧慮到大眾的需要而設計
的 網路上的功能及法務訊息 都
能更快捷迅速的為大家提供服務
師尊也稱讚︿彩虹雷藏寺﹀的網
頁 是全宗派裡最好的
在今天圓滿殊勝的文殊師利菩
薩護摩結束後 師尊與師母散步繞
行了︿彩虹雷藏寺﹀一圈 師尊到
每一尊佛菩薩前頂禮膜拜 也到龍
神 土地公前佇足默禱 還坐在聽
雨軒遙望 笑談記憶中的往事 也
停留細賞一處盛放的美麗花朵
師尊 師母法務繁忙之餘 能
有機會輕鬆閒適的漫步在這好山好
水中的庭園中 對於師尊 師母也
是極好的健康養生
回到大殿之後 師尊打金剛棍
加持大家 師尊的棍法精妙靈活多
變 所舞出的棍花更是剛勁有力

師尊的一棍橫掃 就像師尊的佛法
一樣 能掃盡眾生的煩惱苦難 祈
願根本上師的大能 能帶領所有的
真佛弟子 走出心靈的黑暗 以修
行迎向無限的光明

彩虹雷藏寺 最新網站正式啟動
師母巧奪㆝工妙思
設計新網頁。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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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網站：https://tbs-rainb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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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中醫師

尿路石、膀胱石！

還囑王先生從此之後少食肥厚
甘味 少煙少酒早睡早起為佳 他
也一口承諾 膽結石之形成 中醫
以為多由濕熱內縕及食肥厚 膽固
醇過濃 加上肝氣郁結 日積月累
結成膽石 如果容易生氣動不動發
脾氣者更甚 後王先生介紹一位車
姓女士 車女士五十餘歲 患者肥
胖 患與王先生同樣症狀 患﹁膽
囊結石症﹂也同樣驗治
以下再介紹一位患﹁輸尿道膀
胱結石症﹂ 是位太極拳班師父
洪師傅 來診 年紀六十有餘 尿
道膀胱有結石 前幾週突然覺得小
便有刺痛及小便粉紅色 就在住所
附近診所看了西醫 初以為膀胱
癌 後斷為尿道膀胱有結石 連診
數次 未見療效 再轉診二位中西
醫不效 尿刺痛不減 中間有尿中
帶血 心中憂慮 西醫建議入院施
手術 把石取出 一了百了！但他
不願意手術 有人說術後會影響性
能力！或者會尿失禁 更覺驚惶
經太極班同學介紹來診 望聞問切
後 脈象弦滑 舌苔白而帶齒印
面帶灰暗 精神萎靡 情緒極為低
落 失眠 食欲不振 常常嘆息

●文∕黃志

我
已

失眠夢多！胸脇不暢

有時悶

痛 胃脘間中劇痛 由其是吃肥厚
味濃之食物後更甚
中醫診斷為肝郁氣滯濕熱困中
焦所致 擬疏肝利膽散結化濕清熱
之劑 更常用的化石四金排石湯！

七劑後上述症狀大致減半 囑
咐排便留意有否膽石從糞便排出！
要求他用清水沖洗糞便 找出石
子！過了幾天來診告知 他說今早
上大便微感腹痛 在大便淘出十餘
粒大少不一黑灰色石子 排石後感
覺心情舒暢 面帶笑容地說 未知
膽石是否已排清
還是多服三劑 再到化驗所做
一次超音波檢查 就可放心了！這
樣的患者臨床治療不少屢試屢驗
一般七至十劑後多見效

處方：
金錢草 金銀花 郁金 雞內
金 柴胡 土茯苓 茵陳 黨參
檳榔 廣木香 厚樸 制大黃
再加上施用針灸術 主要穴
道：膽囊穴 內關 中脘 中樞
等 一週針灸三天 連服七劑

眠 從來沒有這樣厲害 但服食止
痛藥後又安然無事 自以為是胃
病 自知好飲兩杯 近來已經少飲
了 家裡人為了他健康著想 還是
建議他到醫院做個身體檢查 發現
膽囊生好幾粒膽石 西醫主張開刀
切除膽囊 但王先生又怕手術 由
女兒介紹來診 經望 聞 問
切 打脈 脈象弦略緊 口苦 咽
乾 眼白帶黃 不思飲食 食欲減
退 時有便秘 更不時嘆息噯氣
舌苔白厚膩而舌質乾紅 疲倦不

最愛用的一首方子治療身體
的石子！﹁四金排石湯﹂為
什麼身體會長石子 其成因也不大
清楚 有些病人做完一次手術 不
久又生石第二次 但凡開過刀的人
都害怕開第二次 生腎石 膽石病
者 現時西醫往往做外科手術 我
就以為能服中藥可以排石 手術就
可免則免！
女兒同學父親 王先生 六十
歲 平素喜歡飲飲食食 又嗜飲洋
酒 最愛法國XO洋酒 因生意忙經
常應酬 腸胃毛病已是常事了 有
舊病史多年 最近又舊病復發 胃
脘脇劇痛得很 冷汗直流 徹夜難

自覺胸脇有一重物壓力

處方：
金錢草 海金沙 廣郁金 雞
內金 白朮 黨參 雲苓 白茅
根 滑石 車前子 澤瀉 牛七
玄胡索 黃耆
連服七劑

感！
西醫超音波檢驗兩次證實尿道
結石 因有些小石在膀胱出口附
近 所以小便有刺痛 中間見紅
口乾 多飲水 西藥吃了多時也無
改善 經我診斷為腎氣虛衰腎陽也
虧損 稱為﹁石淋症﹂ 治法通淋
化石

心煩意亂

覺有異物從尿道排出 有微痛 有
幾粒如米大小的東西排出 帶點血
絲 灰白色 還有少許黑色沉澱
物 服至第五劑時 已沒沉澱物
小便暢順已沒刺痛
七劑盡後復診！洪師傅為人謹
慎 疑心重 為使他放心 囑咐去
做一次Ｂ超 果然Ｂ超檢查後結果
已經全部排出 後來復診千多萬
謝！再為他調理腎氣虧虛體質
此症稱之為淋病 自古有之
﹁不是性病的淋病﹂ 在二千年前
醫聖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醫
書已有記載！有分氣淋 勞淋 血
淋 膏淋 石淋 冷淋等多種
腎 膀胱結石及前列腺炎等都是上
年紀男士常見症狀！以上兩例結石
諸症 均用中藥調理而治癒 而往
往怕做外科手術的患者多一個治療
手段！
囑咐他回家小便特別留意 看
看是否有結石排出！最好購置一容
器 盛裝小便 以便觀察！
洪師傅服一劑後小便刺痛減
少 尿無帶血 心情自然好轉！他
隨身攜帶準備一些膠袋 每次小便
都看一看 有時用膠瓶！容易看到
排出結石 服藥第二劑 排尿量較
多 尿到一半 有少許痛和不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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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石、膀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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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 把石取出 一了百了！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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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志

我
已

失眠夢多！胸脇不暢

有時悶

痛 胃脘間中劇痛 由其是吃肥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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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11 - Roving Over The World

Tolling The Bell Of Kanryuji (1)

I

have been to Kyushu, Honshu, Shikoku

Apart fro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and Hokkaido, the four major islands of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full of fear and

biography,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the

future of Japanese Buddhism and

yearning for many things.

doctrines of Buddhism; the people, times,

Japan. In fact, I can claim to have toured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its glorified past,

Maybe these situations will help the

places and event sorrounding Buddha.

the whole of Japan.

what other value can we derive from this ?

propagation of Buddhist Dharma. As a

Modern Japanese do not understand what is

result of these, we are able to transcend, to

Dharma, moreover, they do not like to do

comprehend them.

mediatation and seek the truth.\`

I like to pay visits to Japanese
temples. As the founder of True Buddha

Maybe, this is how we are brought up
i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School, which cultivates Tantra, I look

Most of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Japan

I talked to Mr. Nishiyama Iko, a

forward to cultivation centres of Shingon

have antic looks. They are majestic,

professor at the Japan Buddhism University.

school , Tian Dai School, Zen school and

peaceful and have scenic views. The

He was a tall elderly man who shaved

\`Realizing my mind and letting my

Pure-land school.

cleaniness of its bamboo and pine gardens

his head bald. With penetrating eyes and

self- nature emerge, so as to control my life

I have been to:

gives the viewers space for reflection and

well-dressed in fitting coat, he look very

and death.\`

Takanoyama - erected by Hung-Fa the

meditation. Most of the temples are in the

witty. Mr Nishiyam told me:

venerable monk as the headquarter of
Shingon (Eastern Esoteric) school of

state of hiberation.
Most of the temples are dimly lit.

\` Japanese Buddhism started its
decline.\`

Nishiyama asked me : \`Master Sheng
Yen, what is your objective in life?\`

\`Oh ! I am afraid it is too difficult to
achieve.\` He shook his head.
I added :\`Mayb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Some of them are very dark inside so as to

\`Why?\` I asked.

Hieizan - erected by Transmit

protect the carvings from being exposed to

\`Modern Japanese frequent the

My mettle and preservance must have

Abhidharma, the venerable monk as the

light. We must try to feel what is present in

temples for the sake of asking for material

impressed him quite a lot. After studying

headquarter of Tian Dai school of

the darkness after paying homage to the

benefit; they are not aroused by Buddhism.

my face, he said : \`Grandmaster, your eyes

Buddhism.

Buddhas.

On the other hand, most of the cultivators

are full of endless wisdom. And your ears

Buddhism.

Buddhist Dharma is so valueable !\`

I have been to many Ling Chang

The temples are quiet, lonely and

are interested in running the Buddhist

resemble that of Shakyamuni who came to

(reijio), Japanese temples built by such

gentle, suggesting that we must transcend,

enterprises; and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succour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in this

venerable monks as

forget about all our other thoughts, detach

time to reflect themselves and do mediation,

Samsara world.\`

from other worldly affair and reach a state

let alone to develop a spiritual insight.\`

Honen Shonin, Shinran Shonin,
Nichiren Shonin, Eisai Shonin, and Dogen
Shonin.
Visiting Buddhist temples is like

of no ego.
I have an insight that life is :
baseless

\`What Buddhist Dharma do you teach

he said this.

in the university?\`
\`I don`t teach any Dharma in the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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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 teach Buddhism history instead

Buddhism!

hopeless

- when Shakyamuni was bor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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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Nishiyama broke into smile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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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qui s’érige jusqu’au bout aux
trois périodes 1,
Ce qui s’étend partout dans les dix
orientations,
Si on le prend avec les doigts, Indra
aurait le cœur épouvanté,
Si on le dépose, le dieu de la terre
frémirait de crainte.
Si on ne le saisit pas et ne le dépose
pas,
Comment s’appelle-t-il ?

J’écrivis :
Le passé, le présent et le futur,
L’est, le sud, l’ouest, le nord, le haut
et le bas,
Qu’est-ce que la prise ?
Qu’est-ce que le dépôt ?
On l’appelle :
« Donner une grande représentation
théâtrale ! »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écrivit :
L’absence de l’huile dans les sables
est une chose affligeante, (presser
les sables ne permet pas d’obtenir
de l’huile),
On mâche du riz pour nourrir un

bébé au sommet d’une montagne
vert pâle ;
On sait vraiment dans un autre
temps les sympathies et les antipathies,
On s’aperçoit enfin que le visage
d’autrefois était poussiéreux.

Voici mon écrit :
Les champs de pétrole se trouvent
tous au-dessous du sable, (le pétrole
existe en bas des sables du désert),
Tous les êtres ici-bas consomment
de l’huile ;
Il est vrai que l’on comprend finalement après l’exploration,
On s’aperçoit enfin que le passé
était complètement faux.

Après avoir lu mes écrits,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a-yü Shou-chih estima qu’il
pouvait comprendre la première stance, mais
pour le deuxième, il n’arrivait pas à en saisir
le sens. Je lui dis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tout
le monde comprenait la première stance et
ne pouvait pas saisir la deuxième :
La première est le « sceau ».
La deuxième est la « lumière ». (Qu’estce que la lumière ? Pourquoi ne pas y réfléchir ?)

Les trois périodes sont : la période de la Loi
orthodoxe, la période de la Loi ressemblante et
la période du déclin de la Lo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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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ager autrefois un siège au Grdhrakûta-parvata
(au mont des Vautours)

Cette année-là, en hiver, j’étais assis sur
un siège pour la contemplation, les yeux
fermés, tout en regardant intérieurement le
cœur ; je ne pensais à rien, mais je pensais
aussi à tout, et je ne discernais plus les
orientations, l’est, le sud, l’ouest, le nord. Je
restais assis comme ça, ma pensée ressemblait à l’eau courante, mon cœur à un nuage
blanc.
Soudain, un vif étincellement de lumière apparut, un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arriva, et il se nomma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a-yü Shou-chih.
C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me demanda :
— Vous souvenez-vous d’avoir partagé
autrefois un siège au mont des Vautours ?
Je répondis :
— Ce qui s’était passé il y a trop longtemps, je ne m’en rappelle plus !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dit :
— Vous l’avez déjà oublié. Je vais vous
aider à retrouver la mémoire.
Je dis :
— Cela ressemble aussi à chercher une
ombre dans le brouillard. Quelle valeur y at-il alors ?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demanda :
— Vous avez dit la valeur, quel objet at-il une vale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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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répondis :
— Le siège dharmique incrusté de
joyaux.
Il demanda :
— Que signifie cela ?
Je répondis :
— Tous les bouddhas des trois phases
d’existence ont mal à la tête pour lui.
Il demanda encore :
— Et sa saveur de dharma pénétrante ?
— Il n’y a pas de commerce.
Ayant entendu ma réponse ainsi donnée,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a-yü Shouchih trouva qu’elle concordait avec la sienne, il éclata d’un gros rire et dit continuellement :
— C’est compris, compris, compris.
Je savais que c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avait compris, mais, je ne sais pas si
mes saints disciples le comprennent ou pas.
Pourquoi « il n’y a pas de commerce » ? Depuis l’Antiquité jusqu’à aujourd’hui, combien de commerces sont-ils exploités ? Pourquoi n’y a-t-il pas du tout de commerce
quand il arrive dans ma main ?
Outre cela, le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Ta-yü Shou-chih écrivit quelques stances et
me les montra. Après la lecture, je répondis
aussi à ses stances par des stances.
Voici l’écrit du maître de contemp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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