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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艘法

第⼀次遇到最﹁動亂﹂的年份了

⼆○⼆○年⾄⼆○⼆⼀年⾄

在
這⼀段時⽇
是我這⼀⽣
世界各國

每天晚上

在美

變成了⼈世間所有⽇常⽣活

在疫情開始時

﹁新冠病毒﹂肆虐
的紊亂
我︵盧師尊︶

無⼆無別

阿彌陀如來是我

三光加被我

我﹁⾃化本尊﹂

我的本尊出現

⼼氣合⼀

在法座上

(前言)

如來
右⼿結﹁說法印﹂
左⼿結﹁與願印﹂
⼿掌展開

第⼆⼋三⽂集

我是阿彌陀

書名是︽千

苦海

有⼀艘法船

﹂

有⼀聲⾳告訴我：

如佛度⼀切

由百變千

揚帆待發

結﹁與願印﹂的時候
從⼿掌滑了出去
法船是⿈⾦⾊

國華盛頓州雷蒙市的﹁南⼭雅舍﹂
我每晚修⼀壇法
遇⾵化⼤
由⼗變百

⾒佛了⽣死

我修完法

濟三塗苦

主要是超度因﹁新冠病毒﹂⽽逝世的⼈

實在⾮

由⼀變⼗

﹁千艘法船﹂⼀⼀羅列

我的觀修是這樣的：

在⼤海之上
常的壯觀

﹁⼊三摩地﹂
在我出定下座的時候

我的三本尊出現虛空中
︵仙王︶

這時
以⼤威神⼒

﹁你下⼀本書
於是：
我有了⼀個靈感
艘法船︾

CT

書中載滿了﹁度⼈的法句﹂
善哉！善哉！
祝開卷有益！

NE 40th

Sheng-yen Lu
17102

REDMOND WA 98052
U.S.A.
蓮生活佛‧盧勝彥
二○二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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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就叫︽千艘法船︾

︵佛王︶

上昇到虛空之

﹂

以如來⼗⼒

﹂
下

常做度⼈⾈

︵地王︶
乘

以⼤願法⼒

由海⾯⾶起

勅令⾝⼼清淨

攝召因﹁新冠病毒﹂⽽逝世的﹁中陰⾝﹂

以神通攝法船

以淨光照耀﹁中陰⾝﹂

︵中陰⾝化為光點︶

坐在法船上

中
將﹁千艘法船﹂航向西⽅

阿彌陀佛的淨⼟

這時由三本尊引導
極樂世界
我念：
﹂
阿彌爹哇些

同⽣極樂國

上報四重恩

﹁南摩三⼗六萬億⼀⼗⼀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
阿彌陀佛
咒：
﹁嗡
迴向：
﹁願同念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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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
︵二○二一年︶
人生七
●
現在
我是：

由於﹁無上

全部是佛陀的言教

磨練

是佛

考驗我的
不是惡人

都是過去世的

教育我的

只是無限的﹁感恩﹂

有一點令我更﹁安心﹂的是

我剩下的日子

﹁大圓滿﹂

令我這一生：

的開悟﹂

另外

無上的開悟(三)

今年七十六歲

我
我明年七十七歲
也算是老人家了

一切

該嫁人的去嫁

我身心狀況還不錯

遣散了他的妻妾

我是以台灣歲計算的
蘇東坡六十歲

十古來稀
人
到目前為止

孔夫子七十三歲辭世
我自覺
﹁無仇﹂！

﹁無怨﹂！

夠幸福了！
﹁無悔﹂！

還過得去
心中無事就是﹁幸﹂

暗室不欺

得失不計

﹁無尤﹂！

是﹁平

身體健康就是﹁福﹂

我愛所有一切的眾生！這是真正的愛
是﹁大圓滿﹂的
●
我學佛

慈無量
悲無量

明白了﹁心﹂

我開悟

喜無量

誹謗

的安排

所有一生當中的遭遇
是﹁怨親平等

捨無量
尤其是﹁捨無量﹂
哈哈！我明白了！

挫折
打擊
刀山
劍樹
原來都是訓練我的
都不是壞人
他們才是大慈悲！

方為人上人
我的

這些人

我已經懂了！︵害我的人

吃得苦中苦

這個捨字

這主要是來自﹁四無量心﹂

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

等﹂的

捨﹂
●
父親教我：
要忍最大的苦
堅忍不拔
毅力十足
百毒不侵

對怨恨我的人報恩

有緣人

母親教我：

我要報恩

銅身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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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護我的人報

全是故人︶
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
恩
才能成佛！

仁慈待人

只有這樣
心存善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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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亦見外境如水等無一物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開示道果
己五 四念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頌
云：﹁修不失﹂如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覺受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是作現空雙
運 ﹁四﹂ 為區分 此於後述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境﹂ 總之 雖住於九
然修行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所二執之空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識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空 此出後集界

特別報導

千艘法船｜｜無上的開悟︵三︶

千艘法船｜｜序 千艘法船︵前言︶

2021年4月15日

月日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己五 四念住 其中 第一之空有過失 因實有及有相 作
用以止 觀而空 ﹁盎﹂字靜慮之屋 以靜慮而空 所斷以種
種所見之境而空 其對治之行小即四念住 頌云：﹁自之本尊
天﹂ 意觀自身成本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反覆勾
召迎入智慧薩埵 ﹁咒隨念﹂誦本尊心咒
頌云：﹁觀屈伸之需要﹂ 是﹁法隨念﹂ 觀六飾之必
要：﹁之於上師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之於上師金剛
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誦咒不斷佩頸飾 斷殺有情佩釧鐲 依
手印故繫腰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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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委會在二○二一年元旦發起全球二十四小時持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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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是︿真佛宗﹀的根源 其淨土是西方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

只不過是遊戲而已

︻梵網經︼與︽瑜伽師地論︾兩本經論之菩薩戒
本 有何異同？

以靈魂的識可以看到煙

月日 彩虹雷藏寺﹁除瘟疫度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己六 四正斷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起 由一真正
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見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自身與手印之緣起會合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斷分別︵念︶為
正斷 如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身口意金剛跏趺斷
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斷分別︵念︶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起 由一真正化身至十真正
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見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自身與手印之緣起會合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斷分別︵念︶為
正斷 如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身口意金剛跏趺斷
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斷分別︵念︶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依 此當以七義而了知：
一 領灌境為何？二 取何所依？三 依何法取？四 灌頂會
何緣起？五 斷何所斷？六 生何功德？七 正文極略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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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華生大士本尊法﹂開示道果
己六 四正斷 現教示四正斷之道 如是熏修禪定相續 有
時或連續於其中得無漏大樂 或覺見聖諦 出饜足之魔 耽於
此中不為他動 大昏沉之險關 此為內緣起心氣集攝於中脈之
尖端 外形︵阿︶字之力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訣 則久時障礙登
地；又 其義是真正第四灌頂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空行父母
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時 平息脈氣之痛而轉為利
益
頌云：﹁明點集於六處內﹂ 以明點集會於眼等六處之
內 即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無遠近現起有漏神通無
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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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摩訶雙蓮池蓮花童
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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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 愛してる ︵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 ︵韓

いちば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語：我愛你︶ Hola! Amigo!︵西班牙語：你好︶Te
quiero mucho!︵ 西 班 牙 語 ： 我 愛 你 ︶ す ご い ︵ 厲
害︶
Bling bling! こ ん ば ん は ︵ 日 語 ： 晚 上 好 ︶ 大 家 晚
安！
剛剛我們談到二十四小時唸﹃蓮花童子心咒﹄ 希
望所有的願望能夠實現 也是為了整個世界國家所有的
人 做了一種心力 也就是用我們大家齊心合力 祈求
所有的佛菩薩能夠加持我們 佛光注照 變得一切吉
祥 我這個喉嚨好像有點沙啞？︵眾答：還好︶還好就
好 最近哭了好幾場 還好就好 在說法之前 先講一
個笑話
一個非常摩登的媽媽抱著孩子 來找大師要收驚
這個做完法之後 沒幾天她又來了 而且問大師：﹁我
兒子又嚇著了 怎麼老是會這樣呢？﹂大師看了她一
眼 語重心長的說：﹁你晚上只要卸完妝以後 就不要
給孩子餵奶 ﹂
有一個人要到南部住三個月 托南部的朋友幫他租

房子 這三個月 今天房東帶著這位朋友去看房子 朋
友對房東說：﹁這房子看起來好像會漏水？﹂房東回
答：﹁平常是不會漏水的 只有下雨天才會漏水 ﹂這
就是語重心長的話

答
雜誌

問題一：香港的弟子問的 祝師尊安好！
弟子的問題是 關公在世的時候 久經戰
場 殺業無數 何以會成為民間的神靈被世人供奉呢？
回答一：他的問題也問得不錯！大家知道關公在民
間的信仰當中地位很高 在台灣就是講恩主公 關公通
常被香港人或者是廣東人奉為財神 在商店裡面都供有
關公 更有把關公當為玉皇大帝的 在台灣就有 我記
得 以前的玉皇大帝叫做﹁玄穹高上帝﹂ ﹁玄穹高上
帝﹂就是玉皇大帝 後來經過激烈的天上的競選 選
舉 選出關公當上帝 當玉皇大帝 所以改名了 ﹁玄
穹高上帝﹂改名﹁玄靈高上帝﹂就是關公
台灣有一部分的人把關公當玉皇大帝來供奉 就是
在我所知道的 當然關公在世的時候 因為桃園三結義
就是關雲長 劉備 另外還有這個黑臉的張飛 張飛
劉備 關公三個人﹁桃園三結義﹂ 不是台灣的︿桃園
機場﹀的桃園 他們建國在蜀 四川一帶 這個問題
當然三國志裡面寫的非常清楚 ︽三國志︾ ︽三國演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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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關公在世的時候 經過戰爭無數 殺業無數 何
以會成為民間的神明 給世人供奉？﹂我認為是這樣
子 祂過五關斬六將 然後保衛了 護著劉備的妻子
護著自己的嫂子非常的英勇 得到了世人的敬佩 所以
他有忠義之稱 忠於劉備 忠於蜀漢；義 他有義氣
保護著劉備的夫人 過五關斬六將 值得眾人稱道 所
以祂才成為神明 在民間上大家尊敬祂 我個人這樣子
講
關公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祂在佛教界也是伽藍尊
者 這是中國佛教奉為伽藍尊者 為什麼是中國佛教？
因為佛教界有一位大師 是那一位大師？蓮旺知道嗎？
看一看是不是智者大師？有這樣子的一個傳記 有一位
大師在禪定當中 看見關雲長帶著陰兵陰將 一路上從
他的面前經過 智者大師把他的這一段看見公布在世
間 中國的佛教就把關公認為是佛教的守護神 ︵上師
答：是智者大師沒有錯︶
智者大師看見關公帶著很多的兵將 仍然在守護著
佛教 所以就把祂供奉 跟韋陀尊者 伽藍尊者 關雲
長就成為佛教的護法神 祂不只是在民間上的信仰赫赫
有名 同時中國佛教有關雲長 你說在印度的佛教 哪
裡會有關雲長？兩個國家不一樣 在西藏的佛教也不會
有關雲長 因為西藏的密教裡面也沒有關雲長 只有在
中國的佛教有
西藏的佛教 你到西藏去 會看到關公廟 西藏有
一個關公廟 但是供奉的不是關雲長 而是另外一個
王 西藏很有名的一個王﹁格薩爾王﹂ 對不對 那個

頂還沒有開所以它又下來 又從左右脈 又從雙鼻孔出
來 用你的意念帶你吸進去的氣 這樣子循環上來再下
來 再兩鼻孔出去 吸 當然我們會 呼 我們也會
但是在裡面的行走 是用意念跟觀想結合而做的 將來
也能夠身體真的能這樣子做 不是不能；觀想 意念跟
氣合一 能夠做到 你身體真的能這樣子做 這是可以
的
很簡單嘛 這個意念 我們氣隨身走 意念只是觀
想 你的耳朵能夠動 你就能夠動嗎？有些當然是沒有
辦法動 你現在用意念觀想你耳朵動 你能夠動嗎？不
能 師尊用意念觀想 欸！耳朵就能夠動！為什麼？因
為能啊 到最後就變成能啊！你氣吸進來 意念觀想到
你的右手 右手背 你就能夠動啊！這個就是能！當你
這個氣還不能到你的手背上的時候 就不能
不只是到手上 還可以到指頭上 到指尖上 都可
以的；到眼睛上 到眼皮上 都可以的；到牙齒上 我
不是常常表演牙齒嗎？可以到牙齒上 會發出牙齒相扣
的聲音 都可以的；可以到腳趾上 你這個腳趾 將來
拿一支筆放在師尊的大拇指腳的大拇指上 它就可以畫
畫 ︵師尊笑︶意念啊！所以真的是能夠這樣子做的
到最後真的可以 有些人是他當初的時候只用觀想 後
來意念跟觀想跟氣結合就可以

Ｑ

問題三：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師尊好！
﹁金剛誦﹂的修法口訣和具體方法是怎樣的
呢？麻煩師尊您示範一下
回答三：這個如何示範？你看不到的 ﹁金剛誦﹂

問題二：在九節佛風中 雙鼻孔入然後沖
上頭頂的那個動作 是否靠觀想氣的流
還是我們身體真的能這樣做呢？
回答二：先觀想 由﹁意﹂帶領﹁氣﹂這樣子去
你身體的氣也是能夠這樣子做 像雙鼻孔入 下
由左右脈到中脈 由中脈往上頂上衝 因為頂上

Ｑ

關公廟裡面供奉的是﹁格薩爾王﹂ 而不是關雲長 所
以你到西藏看到關公廟 誒！這裡怎麼有關公廟？供的
不是關公 是格薩爾王 關雲長變成伽藍尊者 是在中
國佛教智者大師之後 廟裡面有韋陀尊者 有伽藍尊
者 就是以關公的身像為伽藍尊者
有時候 台灣的民間信仰跟中國大陸的民間信仰是
相合的 台灣的神明 台灣所有的王爺 五府千歲 全
部來自中國大陸 所有的王爺 王爺廟 五府千歲 另
外還有三府千歲 種種的千歲 甚至還有周倉的廟
咦！周倉怎麼會出來？周倉的廟在野柳 北部的野柳
旁邊有一個周倉的廟 我去過周倉的廟
五府千歲全部來自中國大陸 五府千歲所有的王爺
都是將軍 殺人都是無數 但是民間很信仰他們 民間
很信仰 因為有些是變成英雄 人類的心裡就尊敬這些
英雄 他是英雄 是忠心為國 所以就變成王爺 千
歲 關公也是一樣的 成為民間的神明 被世人供俸
其實所有的五府千歲也是久歷戰場 但是他們都是有忠
義的那一種心 ︵眾答：岳飛︶也有岳王廟 岳飛也
是 所以很多的 所以了解這個就不是問題 不了解這
個 全部就是問題

動
做
來

的修法口訣和具體方法是怎麼樣的呢？那是用意念！你
把氣吸進來 進到你的心輪 心裡面的那個咒字在旋
轉 心的咒字在旋轉 然後再把氣呼出來 再吸進去
咒輪再旋轉 這是﹁金剛誦﹂ 是不是這樣子？對不
對？是把咒字吸進來 放在你的心輪上面的一個格子裡
面 然後讓它一直旋轉 咒輪一直在心旋轉 請問如何
示範？有哪一個會示範的？
﹁金剛誦﹂以前叫﹁三字明金剛誦唸誦呼吸法﹂
師尊在︿彩虹雷藏寺﹀開示﹁金剛誦﹂可改變命運 另
外︽來自佛國的語言︾修﹁金剛誦﹂的口訣：

那是我自己本身寫的

也是我講的

以嗡 阿 吽三字咒修氣 以入 住 出吐納 觀
空明之金剛薩埵 三脈及諸輪具足
功能：能開諸脈之脈結 也可開諸輪
一 修上行氣 觀心輪有蓮花月輪 上有藍色
﹁吽﹂字 是﹁住﹂相 氣入 是﹁嗡﹂字 進入心輪
變﹁阿﹂而住 氣出 是﹁吽﹂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入氣則短 修久了
只有﹁住﹂ 而無出入
二 修下行氣 心輪﹁吽﹂字白色 入氣由密處
入 入時﹁吽﹂字 住心輪時﹁阿﹂字 出氣由密處
出 成﹁嗡﹂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入息 用意行之 修
中脈下尖打開 能燃拙火 生暖相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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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關公在世的時候 經過戰爭無數 殺業無數 何
以會成為民間的神明 給世人供奉？﹂我認為是這樣
子 祂過五關斬六將 然後保衛了 護著劉備的妻子
護著自己的嫂子非常的英勇 得到了世人的敬佩 所以
他有忠義之稱 忠於劉備 忠於蜀漢；義 他有義氣
保護著劉備的夫人 過五關斬六將 值得眾人稱道 所
以祂才成為神明 在民間上大家尊敬祂 我個人這樣子
講
關公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祂在佛教界也是伽藍尊
者 這是中國佛教奉為伽藍尊者 為什麼是中國佛教？
因為佛教界有一位大師 是那一位大師？蓮旺知道嗎？
看一看是不是智者大師？有這樣子的一個傳記 有一位
大師在禪定當中 看見關雲長帶著陰兵陰將 一路上從
他的面前經過 智者大師把他的這一段看見公布在世
間 中國的佛教就把關公認為是佛教的守護神 ︵上師
答：是智者大師沒有錯︶
智者大師看見關公帶著很多的兵將 仍然在守護著
佛教 所以就把祂供奉 跟韋陀尊者 伽藍尊者 關雲
長就成為佛教的護法神 祂不只是在民間上的信仰赫赫
有名 同時中國佛教有關雲長 你說在印度的佛教 哪
裡會有關雲長？兩個國家不一樣 在西藏的佛教也不會
有關雲長 因為西藏的密教裡面也沒有關雲長 只有在
中國的佛教有
西藏的佛教 你到西藏去 會看到關公廟 西藏有
一個關公廟 但是供奉的不是關雲長 而是另外一個
王 西藏很有名的一個王﹁格薩爾王﹂ 對不對 那個

頂還沒有開所以它又下來 又從左右脈 又從雙鼻孔出
來 用你的意念帶你吸進去的氣 這樣子循環上來再下
來 再兩鼻孔出去 吸 當然我們會 呼 我們也會
但是在裡面的行走 是用意念跟觀想結合而做的 將來
也能夠身體真的能這樣子做 不是不能；觀想 意念跟
氣合一 能夠做到 你身體真的能這樣子做 這是可以
的
很簡單嘛 這個意念 我們氣隨身走 意念只是觀
想 你的耳朵能夠動 你就能夠動嗎？有些當然是沒有
辦法動 你現在用意念觀想你耳朵動 你能夠動嗎？不
能 師尊用意念觀想 欸！耳朵就能夠動！為什麼？因
為能啊 到最後就變成能啊！你氣吸進來 意念觀想到
你的右手 右手背 你就能夠動啊！這個就是能！當你
這個氣還不能到你的手背上的時候 就不能
不只是到手上 還可以到指頭上 到指尖上 都可
以的；到眼睛上 到眼皮上 都可以的；到牙齒上 我
不是常常表演牙齒嗎？可以到牙齒上 會發出牙齒相扣
的聲音 都可以的；可以到腳趾上 你這個腳趾 將來
拿一支筆放在師尊的大拇指腳的大拇指上 它就可以畫
畫 ︵師尊笑︶意念啊！所以真的是能夠這樣子做的
到最後真的可以 有些人是他當初的時候只用觀想 後
來意念跟觀想跟氣結合就可以

Ｑ

問題三：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師尊好！
﹁金剛誦﹂的修法口訣和具體方法是怎樣的
呢？麻煩師尊您示範一下
回答三：這個如何示範？你看不到的 ﹁金剛誦﹂

問題二：在九節佛風中 雙鼻孔入然後沖
上頭頂的那個動作 是否靠觀想氣的流
還是我們身體真的能這樣做呢？
回答二：先觀想 由﹁意﹂帶領﹁氣﹂這樣子去
你身體的氣也是能夠這樣子做 像雙鼻孔入 下
由左右脈到中脈 由中脈往上頂上衝 因為頂上

Ｑ

關公廟裡面供奉的是﹁格薩爾王﹂ 而不是關雲長 所
以你到西藏看到關公廟 誒！這裡怎麼有關公廟？供的
不是關公 是格薩爾王 關雲長變成伽藍尊者 是在中
國佛教智者大師之後 廟裡面有韋陀尊者 有伽藍尊
者 就是以關公的身像為伽藍尊者
有時候 台灣的民間信仰跟中國大陸的民間信仰是
相合的 台灣的神明 台灣所有的王爺 五府千歲 全
部來自中國大陸 所有的王爺 王爺廟 五府千歲 另
外還有三府千歲 種種的千歲 甚至還有周倉的廟
咦！周倉怎麼會出來？周倉的廟在野柳 北部的野柳
旁邊有一個周倉的廟 我去過周倉的廟
五府千歲全部來自中國大陸 五府千歲所有的王爺
都是將軍 殺人都是無數 但是民間很信仰他們 民間
很信仰 因為有些是變成英雄 人類的心裡就尊敬這些
英雄 他是英雄 是忠心為國 所以就變成王爺 千
歲 關公也是一樣的 成為民間的神明 被世人供俸
其實所有的五府千歲也是久歷戰場 但是他們都是有忠
義的那一種心 ︵眾答：岳飛︶也有岳王廟 岳飛也
是 所以很多的 所以了解這個就不是問題 不了解這
個 全部就是問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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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法口訣和具體方法是怎麼樣的呢？那是用意念！你
把氣吸進來 進到你的心輪 心裡面的那個咒字在旋
轉 心的咒字在旋轉 然後再把氣呼出來 再吸進去
咒輪再旋轉 這是﹁金剛誦﹂ 是不是這樣子？對不
對？是把咒字吸進來 放在你的心輪上面的一個格子裡
面 然後讓它一直旋轉 咒輪一直在心旋轉 請問如何
示範？有哪一個會示範的？
﹁金剛誦﹂以前叫﹁三字明金剛誦唸誦呼吸法﹂
師尊在︿彩虹雷藏寺﹀開示﹁金剛誦﹂可改變命運 另
外︽來自佛國的語言︾修﹁金剛誦﹂的口訣：

那是我自己本身寫的

也是我講的

以嗡 阿 吽三字咒修氣 以入 住 出吐納 觀
空明之金剛薩埵 三脈及諸輪具足
功能：能開諸脈之脈結 也可開諸輪
一 修上行氣 觀心輪有蓮花月輪 上有藍色
﹁吽﹂字 是﹁住﹂相 氣入 是﹁嗡﹂字 進入心輪
變﹁阿﹂而住 氣出 是﹁吽﹂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入氣則短 修久了
只有﹁住﹂ 而無出入
二 修下行氣 心輪﹁吽﹂字白色 入氣由密處
入 入時﹁吽﹂字 住心輪時﹁阿﹂字 出氣由密處
出 成﹁嗡﹂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入息 用意行之 修
中脈下尖打開 能燃拙火 生暖相
久了

這文章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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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沒有印天心 你可以印你要穿的衣服
去 那個就是披甲護身了

Ｑ

然後把它穿上

問題五：印尼弟子問 尊敬的無上尊貴師
尊 師母 您們好！請問師佛 在二○一
八年六月十日﹁龍樹菩薩護摩法會﹂當天 師佛有開示
要長生一定先練納氣 嚥液及無漏 弟子請求師佛開
示 如何修納氣 嚥液及無漏？弟子實在不懂如何做
請求師佛再一次教弟子們
回答五：關於無漏 應該在一本書上有 是︽喜
金剛講義︾ 但是那個屬於二灌的範圍 ﹁無漏法﹂是
屬於二灌的內法 需要根本上師親自傳授口訣並給予灌
頂 ﹁無漏法﹂ 師尊已有簡略的開示 參考資料很多
的 在︽小小禪味︾P.52 ︽虹光大成就︵二︶︾﹁有
漏皆墮﹂ ︽密教智慧劍︾裡面也有 ︽密教奧義書︾
也有 ︽流星與紅楓︾也有 ︽走入最隱密的陰陽界︾
也有 ︽新虹光大成就︵一 二︶︾ ︽偕汝談心
︵七︶︾ 還有週六的開示也有 ︽來自佛國的語
言︾ ︽喜金剛講義︵三︶︾ 講授︽道果︾也有提
過
我現在稍微簡單地再講一下 納氣 什麼叫納
氣？我們平常的呼吸就不算納氣 平常我們人的呼吸
好像師尊在說法當中在呼吸 一般我們人的呼吸叫﹁平
常呼吸﹂ 到喉嚨而已 吸氣只到喉嚨 呼氣也是只到
一點點而已；所謂的真正的納氣是﹁完全呼吸﹂ ﹁完
全呼吸﹂就叫﹁納氣﹂ 什麼叫﹁完全呼吸﹂呢？你平
時坐著 吸長一口氣 好像你如果是吸一尺長 一尺差
不多這麼長 你觀想那個氣是一尺 吸進來進到身體裡

這個是要我示範一下 你看不出我在做什麼 對啊 所
以你按照我剛剛講的 應該講起來 你仔細看一下 有
不知道的地方再問一下 ︽來自佛國的語言︾｜﹁修金
剛誦口訣﹂ 然後還有 在︿彩虹雷藏寺﹀開示﹁金剛
誦可改變命運﹂ 你可以看一下早期稱呼為﹁三字明金
剛唸誦呼吸法﹂ 那是靠著呼吸的 呼吸的方法 ︽解
脫道口訣︾也有寫到
問題四：您說披甲護身如果要用自己的護
法來做 是可以的 但大力金剛的披甲護
身怎麼印天心呢？謝謝您
回答四 我們一般來講 印天心是用﹁波尼﹂ 就
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的手印是這樣子 真正的金
剛手菩薩手印是這樣子的 ︵師尊示範︶印天心 喉
輪 心輪 左肩 右肩 回頂上散印 然後觀想金剛手
菩薩 出現在你面前守護著你 或者在虛空中守護著
你 在你背後守護著你 ﹁嗡 波汝藍者利 ﹂ ﹁波
尼﹂就是金剛手 自己的護法來做是可以的 大力金剛
披甲護身 我不是講說衣服嗎？︵師尊示範︶你要穿衣
服以前 用自己﹁握固印﹂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
呸 ﹂唸七遍 你把這個衣服穿上就是披甲護身 用你
的護法來做就是這樣子
師父那時候沒有教我 只是教我印天心 這個是
用﹁嗡 波汝藍者利 ﹂七遍 然後印天心 那是﹁波
尼﹂金剛手菩薩 但是披甲護身 用印衣服的 用你的
護法來印衣服 你如果是以時輪金剛做你的護法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結握固印︶
就可以了 看看你的護法是哪一尊？大力金剛的披甲護

就是明點 身體裡面只要有水的都是叫做明點 你經常
能夠嚥液的話 它這個液體會流到你的五臟六腑 會保
護你的五臟六腑 有護的作用
而且它教你不要隨便吐痰 如果是感冒了 你就不
要嚥液 感冒的那個是有細菌 你就不能夠嚥液 有時
候痰要吐出來 那種痰 平時不要養成吐痰的習慣 我
知道 好像痰罐 我們以前老人家常用痰罐 講一講
話：﹁喀呸！﹂就吐痰 吐在痰罐上面 而且那個大官
吐痰才厲害 我聽說李鴻章 外交官到了英國 走那個
紅地毯他還這樣子：﹁喀 呸！﹂︵笑︶從虛空中降到
那個紅毯上面 那旁邊的人趕快跑去擦乾淨 那個是很
丟臉的 那時候清朝的外交官 他們認為痰吐得越遠越
有威風 不可以的！
有口水流出來 你要把這個嚥下去 不然你就修練
舌頭抵上顎 讓口水流出來 流到你的喉嚨 流滿了
你開始把它攪動 攪成泡泡 然後嚥下去 到了你的
胃 由胃腸吸收 然後到了你身體的五臟六腑 它可以
促進你的荷爾蒙的增長 是道家修行的練法 叫做嚥
液 納氣 嚥液
那﹁無漏法﹂就是提住 用下行氣提住 把你要漏
出去的明點提住 我要怎麼教？我也不會 我就是經常
練提住 練到最後 哎！居然無漏了！四十幾歲我練成
無漏 真的 經常提肛 吸氣 提起來 它就會無漏
了 現在根本不用 變成自然 你根本就無漏了嘛！既
然無漏了 你夢中也會無漏 你就是在家居士 你夫妻
之間的事 你也是無漏 你想漏就放 不想漏就吸 提
住 吸住 就是這樣子 練到現在 師尊防坡堤閘門已

Ｑ

面 到了下丹田 你稍微住氣一下 然後再呼出去 呼
出去也是一尺長 吸進來是一尺長 呼出去也是一尺
長 這個氣可以下到中丹田 住氣 在心輪住氣 也可
以到臍輪住氣 有住氣的就叫做﹁納氣﹂
我就簡單這樣子跟你講一下 什麼叫做﹁納氣﹂？
平常我們平常呼吸都不算 那個都不算 只是你靜下
來 吸了長氣 再出去 吸了長氣進來 稍微停留一下
再出去 這個就叫納氣 當然啦 寶瓶氣就是住久一
點 住到憋不住氣了 才呼出去 那就是寶瓶氣了 你
如果﹁納氣﹂的話 也就是完全呼吸 就叫做完全呼
吸 吸進來那麼多 呼出去也是那麼多；然後在你住氣
的時候稍微停留一下 就叫做﹁納氣﹂
什麼叫做嚥液？舌抵上顎 有時候是嚥液三口 舌
頭抵住上顎 然後有唾液產生或者你舌頭在牙齒縫這
邊 攪一下 ︵師尊示範︶把這個唾液嚥下去 那個就
是嚥液 剛剛有沒有聲音啊？有喔 就是唾液流下來
然後用舌頭把它攪動 攪動成為泡泡 跟水 泡泡 然
後再把泡泡嚥下去 就叫做嚥液 這樣會不會？應該會
吧？嚥液就很簡單
先從嚥液三口開始 到嚥液九口 每一次修法以前
嚥液九口 我告訴你嚥液喔 對身體很好 對腸 對胃
很好 對胃好 對腸子也好 因為這個唾液進去以後
到了胃部 它會被胃跟腸子吸收 然後就分送到很多地
方去 你知道人的唾液如果保持著 經常流著唾液 表
示你身體健康；如果唾液沒有了 嘴巴就不能講話 表
示你已經老了 表示你已經老了 身體已經有病了 就
不會有唾液 唾液從哪裡來？唾液其實它就是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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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沒有印天心 你可以印你要穿的衣服
去 那個就是披甲護身了

Ｑ

然後把它穿上

問題五：印尼弟子問 尊敬的無上尊貴師
尊 師母 您們好！請問師佛 在二○一
八年六月十日﹁龍樹菩薩護摩法會﹂當天 師佛有開示
要長生一定先練納氣 嚥液及無漏 弟子請求師佛開
示 如何修納氣 嚥液及無漏？弟子實在不懂如何做
請求師佛再一次教弟子們
回答五：關於無漏 應該在一本書上有 是︽喜
金剛講義︾ 但是那個屬於二灌的範圍 ﹁無漏法﹂是
屬於二灌的內法 需要根本上師親自傳授口訣並給予灌
頂 ﹁無漏法﹂ 師尊已有簡略的開示 參考資料很多
的 在︽小小禪味︾P.52 ︽虹光大成就︵二︶︾﹁有
漏皆墮﹂ ︽密教智慧劍︾裡面也有 ︽密教奧義書︾
也有 ︽流星與紅楓︾也有 ︽走入最隱密的陰陽界︾
也有 ︽新虹光大成就︵一 二︶︾ ︽偕汝談心
︵七︶︾ 還有週六的開示也有 ︽來自佛國的語
言︾ ︽喜金剛講義︵三︶︾ 講授︽道果︾也有提
過
我現在稍微簡單地再講一下 納氣 什麼叫納
氣？我們平常的呼吸就不算納氣 平常我們人的呼吸
好像師尊在說法當中在呼吸 一般我們人的呼吸叫﹁平
常呼吸﹂ 到喉嚨而已 吸氣只到喉嚨 呼氣也是只到
一點點而已；所謂的真正的納氣是﹁完全呼吸﹂ ﹁完
全呼吸﹂就叫﹁納氣﹂ 什麼叫﹁完全呼吸﹂呢？你平
時坐著 吸長一口氣 好像你如果是吸一尺長 一尺差
不多這麼長 你觀想那個氣是一尺 吸進來進到身體裡

這個是要我示範一下 你看不出我在做什麼 對啊 所
以你按照我剛剛講的 應該講起來 你仔細看一下 有
不知道的地方再問一下 ︽來自佛國的語言︾｜﹁修金
剛誦口訣﹂ 然後還有 在︿彩虹雷藏寺﹀開示﹁金剛
誦可改變命運﹂ 你可以看一下早期稱呼為﹁三字明金
剛唸誦呼吸法﹂ 那是靠著呼吸的 呼吸的方法 ︽解
脫道口訣︾也有寫到
問題四：您說披甲護身如果要用自己的護
法來做 是可以的 但大力金剛的披甲護
身怎麼印天心呢？謝謝您
回答四 我們一般來講 印天心是用﹁波尼﹂ 就
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薩的手印是這樣子 真正的金
剛手菩薩手印是這樣子的 ︵師尊示範︶印天心 喉
輪 心輪 左肩 右肩 回頂上散印 然後觀想金剛手
菩薩 出現在你面前守護著你 或者在虛空中守護著
你 在你背後守護著你 ﹁嗡 波汝藍者利 ﹂ ﹁波
尼﹂就是金剛手 自己的護法來做是可以的 大力金剛
披甲護身 我不是講說衣服嗎？︵師尊示範︶你要穿衣
服以前 用自己﹁握固印﹂ ﹁嗡 嘛哈巴拉耶 吽吽
呸 ﹂唸七遍 你把這個衣服穿上就是披甲護身 用你
的護法來做就是這樣子
師父那時候沒有教我 只是教我印天心 這個是
用﹁嗡 波汝藍者利 ﹂七遍 然後印天心 那是﹁波
尼﹂金剛手菩薩 但是披甲護身 用印衣服的 用你的
護法來印衣服 你如果是以時輪金剛做你的護法
﹁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結握固印︶
就可以了 看看你的護法是哪一尊？大力金剛的披甲護

就是明點 身體裡面只要有水的都是叫做明點 你經常
能夠嚥液的話 它這個液體會流到你的五臟六腑 會保
護你的五臟六腑 有護的作用
而且它教你不要隨便吐痰 如果是感冒了 你就不
要嚥液 感冒的那個是有細菌 你就不能夠嚥液 有時
候痰要吐出來 那種痰 平時不要養成吐痰的習慣 我
知道 好像痰罐 我們以前老人家常用痰罐 講一講
話：﹁喀呸！﹂就吐痰 吐在痰罐上面 而且那個大官
吐痰才厲害 我聽說李鴻章 外交官到了英國 走那個
紅地毯他還這樣子：﹁喀 呸！﹂︵笑︶從虛空中降到
那個紅毯上面 那旁邊的人趕快跑去擦乾淨 那個是很
丟臉的 那時候清朝的外交官 他們認為痰吐得越遠越
有威風 不可以的！
有口水流出來 你要把這個嚥下去 不然你就修練
舌頭抵上顎 讓口水流出來 流到你的喉嚨 流滿了
你開始把它攪動 攪成泡泡 然後嚥下去 到了你的
胃 由胃腸吸收 然後到了你身體的五臟六腑 它可以
促進你的荷爾蒙的增長 是道家修行的練法 叫做嚥
液 納氣 嚥液
那﹁無漏法﹂就是提住 用下行氣提住 把你要漏
出去的明點提住 我要怎麼教？我也不會 我就是經常
練提住 練到最後 哎！居然無漏了！四十幾歲我練成
無漏 真的 經常提肛 吸氣 提起來 它就會無漏
了 現在根本不用 變成自然 你根本就無漏了嘛！既
然無漏了 你夢中也會無漏 你就是在家居士 你夫妻
之間的事 你也是無漏 你想漏就放 不想漏就吸 提
住 吸住 就是這樣子 練到現在 師尊防坡堤閘門已

Ｑ

面 到了下丹田 你稍微住氣一下 然後再呼出去 呼
出去也是一尺長 吸進來是一尺長 呼出去也是一尺
長 這個氣可以下到中丹田 住氣 在心輪住氣 也可
以到臍輪住氣 有住氣的就叫做﹁納氣﹂
我就簡單這樣子跟你講一下 什麼叫做﹁納氣﹂？
平常我們平常呼吸都不算 那個都不算 只是你靜下
來 吸了長氣 再出去 吸了長氣進來 稍微停留一下
再出去 這個就叫納氣 當然啦 寶瓶氣就是住久一
點 住到憋不住氣了 才呼出去 那就是寶瓶氣了 你
如果﹁納氣﹂的話 也就是完全呼吸 就叫做完全呼
吸 吸進來那麼多 呼出去也是那麼多；然後在你住氣
的時候稍微停留一下 就叫做﹁納氣﹂
什麼叫做嚥液？舌抵上顎 有時候是嚥液三口 舌
頭抵住上顎 然後有唾液產生或者你舌頭在牙齒縫這
邊 攪一下 ︵師尊示範︶把這個唾液嚥下去 那個就
是嚥液 剛剛有沒有聲音啊？有喔 就是唾液流下來
然後用舌頭把它攪動 攪動成為泡泡 跟水 泡泡 然
後再把泡泡嚥下去 就叫做嚥液 這樣會不會？應該會
吧？嚥液就很簡單
先從嚥液三口開始 到嚥液九口 每一次修法以前
嚥液九口 我告訴你嚥液喔 對身體很好 對腸 對胃
很好 對胃好 對腸子也好 因為這個唾液進去以後
到了胃部 它會被胃跟腸子吸收 然後就分送到很多地
方去 你知道人的唾液如果保持著 經常流著唾液 表
示你身體健康；如果唾液沒有了 嘴巴就不能講話 表
示你已經老了 表示你已經老了 身體已經有病了 就
不會有唾液 唾液從哪裡來？唾液其實它就是荷爾蒙

雜誌

11
12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己五

道果
四念住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頌云：﹁修不失﹂如前 頌
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覺受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作
現空雙運 ﹁四﹂ 為區分 此於後
述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
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者之
覺受中 生起前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
所二執之空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
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
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

空 此出後集界
六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亦見外境如水等無一物
七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八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九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經生鏽了 要打開也很難打開 也打不開了 所以你時
間就會做很久 一個小時 二個小時 你體力夠的話
三個小時也沒問題啊！只要你體力夠了 你做一整天也
沒問題呀！只是你會做得很累︵笑︶ 所以你無漏了
怎麼做它就是無漏啊！就是無漏 就是這樣子啊！
那麼無漏 你就要修持氣 用氣把明點吸住 下
行氣把明點吸住 讓它不要漏出去 口訣就是這樣子
那閉氣 長吽就是﹁吽 吽 ﹂這是長吽；短吽：﹁吽
吽吽吽吽﹂是提起來的吽 以前我會做這個 以前還在
修的階段 我會做這個 現在都不用做 自然它就持住
了 就是這樣 或者轉移 一般人就用轉移的 知道有
一點樂產生了 再來就是先樂 樂得太過它就出來了；
﹁無漏法﹂就是這樣子 在感覺到樂快要產生的時候
把念頭馬上轉移 一般人馬上看燈 一轉頭看那個燈
不要去想那個樂 它會吸住 意念轉移到別地方去 它
就能夠好像是說 那個樂就突然間消失掉 等到消失掉
了你再重來 是可以延長時間 真正的無漏根本就不
用 連轉移 吸氣 長吽 短吽 統統不用 這個是講
無漏的
媽媽雙手插著腰講：﹁被老師留下來 又考不及
格了 是不是？﹂小明回答：﹁這次的題目比較難 大
家都考得不好 只有一位拿滿分 我得到五十分已經算
不錯了 ﹂母親就講：﹁好的不比 比壞的！你怎麼不
看看人家是怎麼考一百分的？﹂又有一天 母親帶著孩
子經過麥當勞 小明問：﹁媽媽 我想進去吃漢堡跟薯
條 ﹂媽媽就回答：﹁吃那些做什麼？你難道不曉得
非洲現在有多少小孩子連飯都沒得吃嗎？﹂小明回答：
﹁好的不比 比壞的！﹂︵笑︶所以當媽媽講話要小心

開示

一點
早上出門要去上班 一打開車門就看到老婆寫給我
的小紙條 上面寫著﹁一定要加油喔！﹂ 還畫了一個
愛心 當時這位先生非常感動 心裡就默默發誓：﹁老
婆！我一定會努力賺錢 讓妳過好日子！﹂十五分鐘以
後 在高速公路上 它的車子沒油了 ︵笑︶這個叫做
會錯意 ﹁一定要加油喔﹂ 他以為是叫他上班要加
油 要認真賺錢的意思
大家在一起喝酒 主人不見了 客人打給這個主
人：﹁你人呢？那麼久怎麼不見了？﹂主人回答：﹁我
在計程車上 ﹂客人：﹁你是不是喝多了？﹂﹁就是喝
多了才搭計程車啊！﹂主人回答：﹁不然我可以走路回
家嗎？﹂那些客人：﹁我們都是在你家喝酒啊！﹂
︵笑︶這樣了解嗎？喝醉了 他出去坐計程車要回家
客人在他家裡面等 客人喝了酒也是茫茫：﹁我們就是
在你家喝酒啊！你怎麼走了？﹂
小明家的狗很聽話 很聰明 父親問：﹁一加一等
於多少？﹂狗就叫兩聲 ﹁二加二等於幾？﹂狗就叫四
聲 有一天小明家的狗發狂似地叫了整整一夜 父親就
問小明：﹁怎麼回事？﹂小明說：﹁我就問牠 一萬加
一萬等於多少？﹂︵笑︶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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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五

道果
四念住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頌云：﹁修不失﹂如前 頌
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覺受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作
現空雙運 ﹁四﹂ 為區分 此於後
述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
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者之
覺受中 生起前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
所二執之空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
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
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

空 此出後集界
六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亦見外境如水等無一物
七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八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九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經生鏽了 要打開也很難打開 也打不開了 所以你時
間就會做很久 一個小時 二個小時 你體力夠的話
三個小時也沒問題啊！只要你體力夠了 你做一整天也
沒問題呀！只是你會做得很累︵笑︶ 所以你無漏了
怎麼做它就是無漏啊！就是無漏 就是這樣子啊！
那麼無漏 你就要修持氣 用氣把明點吸住 下
行氣把明點吸住 讓它不要漏出去 口訣就是這樣子
那閉氣 長吽就是﹁吽 吽 ﹂這是長吽；短吽：﹁吽
吽吽吽吽﹂是提起來的吽 以前我會做這個 以前還在
修的階段 我會做這個 現在都不用做 自然它就持住
了 就是這樣 或者轉移 一般人就用轉移的 知道有
一點樂產生了 再來就是先樂 樂得太過它就出來了；
﹁無漏法﹂就是這樣子 在感覺到樂快要產生的時候
把念頭馬上轉移 一般人馬上看燈 一轉頭看那個燈
不要去想那個樂 它會吸住 意念轉移到別地方去 它
就能夠好像是說 那個樂就突然間消失掉 等到消失掉
了你再重來 是可以延長時間 真正的無漏根本就不
用 連轉移 吸氣 長吽 短吽 統統不用 這個是講
無漏的
媽媽雙手插著腰講：﹁被老師留下來 又考不及
格了 是不是？﹂小明回答：﹁這次的題目比較難 大
家都考得不好 只有一位拿滿分 我得到五十分已經算
不錯了 ﹂母親就講：﹁好的不比 比壞的！你怎麼不
看看人家是怎麼考一百分的？﹂又有一天 母親帶著孩
子經過麥當勞 小明問：﹁媽媽 我想進去吃漢堡跟薯
條 ﹂媽媽就回答：﹁吃那些做什麼？你難道不曉得
非洲現在有多少小孩子連飯都沒得吃嗎？﹂小明回答：
﹁好的不比 比壞的！﹂︵笑︶所以當媽媽講話要小心

開示

一點
早上出門要去上班 一打開車門就看到老婆寫給我
的小紙條 上面寫著﹁一定要加油喔！﹂ 還畫了一個
愛心 當時這位先生非常感動 心裡就默默發誓：﹁老
婆！我一定會努力賺錢 讓妳過好日子！﹂十五分鐘以
後 在高速公路上 它的車子沒油了 ︵笑︶這個叫做
會錯意 ﹁一定要加油喔﹂ 他以為是叫他上班要加
油 要認真賺錢的意思
大家在一起喝酒 主人不見了 客人打給這個主
人：﹁你人呢？那麼久怎麼不見了？﹂主人回答：﹁我
在計程車上 ﹂客人：﹁你是不是喝多了？﹂﹁就是喝
多了才搭計程車啊！﹂主人回答：﹁不然我可以走路回
家嗎？﹂那些客人：﹁我們都是在你家喝酒啊！﹂
︵笑︶這樣了解嗎？喝醉了 他出去坐計程車要回家
客人在他家裡面等 客人喝了酒也是茫茫：﹁我們就是
在你家喝酒啊！你怎麼走了？﹂
小明家的狗很聽話 很聰明 父親問：﹁一加一等
於多少？﹂狗就叫兩聲 ﹁二加二等於幾？﹂狗就叫四
聲 有一天小明家的狗發狂似地叫了整整一夜 父親就
問小明：﹁怎麼回事？﹂小明說：﹁我就問牠 一萬加
一萬等於多少？﹂︵笑︶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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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爾本然﹂ 這兩個境界是最高的 其他的就不同
了 你在打坐 心在想女朋友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
Samantha 你那時候你意念想著Samantha 那就是住在
Samantha︵笑︶ 這樣懂嗎？所以你念頭住在哪裡 像
師母不在 如果說我剛剛意念就在想說：﹁哎 師母在
家裡 ﹂ 那我意念就是住在師母那裡 意念就跑到師
母那裡 有時候我們想東想西的 那個雜念非常多的
那都是要對治方法去對治 要馬上把它拉回來
它這裡面就講﹁四念住﹂
你的住 作現空雙運 什麼叫﹁現空雙運﹂？出現
在你腦海的 跟空性兩個互相雙運 雙運就是出現了你
要把它觀想成為空 就是空跟出現的 兩個互相在運
轉 兩個在運轉 ﹁為區分 此於後述﹂ 這一段要講
區分 以後再教示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
境﹄﹂ 什麼叫﹁遮境﹂？你出現什麼境界的時候 就
用東西來把它遮住 叫做﹁遮境﹂ 那就是一種境界
你覺受到什麼境界的時候 用什麼東西來遮 叫做﹁遮
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
空﹂ 雖住於九空 這裡講九空 就是﹁１２３４５６
７８ ９﹂ 九種空 九種空的境界裡面 來遮住這九
種空 來遮住 意思它有﹁遮境﹂ ﹁遮境﹂就是用一
種東西來遮它
第一個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用
阿字 來遮見境之空 這個只能夠跟你這樣子解釋 否
則很難解釋﹁遮見﹂的意思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所二執之

我們今天講﹁四念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頌云：﹃修不失﹄如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
覺受 ﹂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是作現空雙
運 ﹃四﹄ 為區分 此於後述 ﹂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境﹄ 總之 雖
住於九空 然修行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所二執之空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
停止領嘗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空 此出後集
界
六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亦見外境如水
等無一物
七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八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九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
哇 這麼長 好 問蓮旺上師 什麼是﹁四念
住﹂？三十七道品？ 這個﹁四念住﹂跟顯教的三十七
道品的﹁四念住﹂不太一樣 這個其實也是﹁四念住﹂
啦！這裡有初集界 有中集界 有後集界 這是三集
界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
這個都是很難解釋的 跟大家講 一般來講沒有修到這

空﹂ 這個我執 法執的空境 能斷掉解脫 用精華的
阿字來斷掉我執跟法執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
停止領嘗識 ﹂六識│眼 耳 鼻 舌 身 意 這種
的 來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是融入滅之雙運脈 雙運的
脈 什麼叫做雙運的脈呢？左脈 右脈是雙運的脈 可
以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六識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這些所顯示的 這個就是為了停止﹁領嘗
識﹂ 讓你沒有眼睛的識 耳朵的識 鼻子的識 味的
舌頭的識 跟身體的識 意念的識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種識都可以遮止
﹁四 以風氣成利刃的刀﹂ 風就是氣 氣就是
風；很鋒利的刀的這一種力量 ﹁功能是以禪定而空之
空 用止觀區分﹂ 止觀就是停止跟觀想 主要是為了
停止 觀想兩者區分 用氣來遮止這個觀跟止 這個是
禪定 是空之空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空 此出後
集界﹂ 什麼是以樂而勝空呢？產生的樂勝過空 也是
要遮止這個樂 融入外形的阿字來遮止這個樂 讓空能
夠顯現出來 這裡的意思
﹁六 大空﹂ 這種九種空 ﹁七 體性空﹂ 還
有離戲空 還有具眾勝相空 這個第九種空是最高 是
﹁具眾勝相空﹂為佛的法身 這等於是如來的法身了
這個不用遮止了 其他的都用遮止
﹁八 離戲空﹂ 離開遊戲 融入真正的 什麼叫
離戲？離開世間的遊戲就叫離戲 所以我們曾經講過這
個離戲要﹁住山﹂ 你要離開這個世間 到山中岩洞去

個境界 根本沒有辦法聽得懂 而且就是講了 也是不
知道 講了也不懂
頌云 就是︽道果︾的金剛頌當中有講到
﹁﹃修不失﹃如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覺
受﹂ 其實這裡講的﹁心覺受﹂ 就是意念的覺受 這
裡講的心覺受就是﹁意﹂ 意覺受 我們曾經講過心
什麼是心呢？﹁唯識﹂是專門講心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 阿賴耶 那個就是屬於心覺受 就
是意的覺受 意念的覺受
依據意念的覺受 ﹁念是對治之念﹂ 它這個念
頭就是心 念頭就是意念 也就是心 是對治的 例如
說 師尊今天喉嚨沙啞；喉嚨沙啞有什麼藥可以治？吃
喉糖 吃喉糖就是在對治；如果發燒 退燒藥就是對
治 這裡講的對治之念 念是對治 專門對治的
﹁﹃住﹄ 作現空雙運﹂ 住在哪裡？好像有時
候 我們最高的住 是住在﹁法爾本然﹂ ﹁法爾本
然﹂很難解釋 ﹁法爾本然﹂本來就是這樣子 有的是
住在空 最重要的住有兩種 一個住在佛性 你的意念
住在佛性 你的意念住在﹁法爾本然﹂ 就是你的心住
在﹁法爾本然﹂ 這兩個住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重要
呢？你住在空性 就證明你已經開悟了 這時候所有的
一切煩惱跟我執 所有的執著都會退掉 都會被對治
掉 就沒有了
念住 就是心住在哪裡 你的意念住在哪裡 有
時候我們在禪定的時候 我們講禪定對不對？在打坐的
時候 你的心要住在哪裡？你的意念住在哪裡？當然兩
個地方是最高的 一個你的心住在空性 你的心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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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爾本然﹂ 這兩個境界是最高的 其他的就不同
了 你在打坐 心在想女朋友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
Samantha 你那時候你意念想著Samantha 那就是住在
Samantha︵笑︶ 這樣懂嗎？所以你念頭住在哪裡 像
師母不在 如果說我剛剛意念就在想說：﹁哎 師母在
家裡 ﹂ 那我意念就是住在師母那裡 意念就跑到師
母那裡 有時候我們想東想西的 那個雜念非常多的
那都是要對治方法去對治 要馬上把它拉回來
它這裡面就講﹁四念住﹂
你的住 作現空雙運 什麼叫﹁現空雙運﹂？出現
在你腦海的 跟空性兩個互相雙運 雙運就是出現了你
要把它觀想成為空 就是空跟出現的 兩個互相在運
轉 兩個在運轉 ﹁為區分 此於後述﹂ 這一段要講
區分 以後再教示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
境﹄﹂ 什麼叫﹁遮境﹂？你出現什麼境界的時候 就
用東西來把它遮住 叫做﹁遮境﹂ 那就是一種境界
你覺受到什麼境界的時候 用什麼東西來遮 叫做﹁遮
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
空﹂ 雖住於九空 這裡講九空 就是﹁１２３４５６
７８ ９﹂ 九種空 九種空的境界裡面 來遮住這九
種空 來遮住 意思它有﹁遮境﹂ ﹁遮境﹂就是用一
種東西來遮它
第一個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用
阿字 來遮見境之空 這個只能夠跟你這樣子解釋 否
則很難解釋﹁遮見﹂的意思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所二執之

我們今天講﹁四念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頌云：﹃修不失﹄如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
覺受 ﹂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是作現空雙
運 ﹃四﹄ 為區分 此於後述 ﹂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境﹄ 總之 雖
住於九空 然修行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所二執之空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
停止領嘗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空 此出後集
界
六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亦見外境如水
等無一物
七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八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九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
哇 這麼長 好 問蓮旺上師 什麼是﹁四念
住﹂？三十七道品？ 這個﹁四念住﹂跟顯教的三十七
道品的﹁四念住﹂不太一樣 這個其實也是﹁四念住﹂
啦！這裡有初集界 有中集界 有後集界 這是三集
界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敵 用四念住 ﹂
這個都是很難解釋的 跟大家講 一般來講沒有修到這

空﹂ 這個我執 法執的空境 能斷掉解脫 用精華的
阿字來斷掉我執跟法執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
停止領嘗識 ﹂六識│眼 耳 鼻 舌 身 意 這種
的 來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是融入滅之雙運脈 雙運的
脈 什麼叫做雙運的脈呢？左脈 右脈是雙運的脈 可
以遮止六識流動之空 六識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這些所顯示的 這個就是為了停止﹁領嘗
識﹂ 讓你沒有眼睛的識 耳朵的識 鼻子的識 味的
舌頭的識 跟身體的識 意念的識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種識都可以遮止
﹁四 以風氣成利刃的刀﹂ 風就是氣 氣就是
風；很鋒利的刀的這一種力量 ﹁功能是以禪定而空之
空 用止觀區分﹂ 止觀就是停止跟觀想 主要是為了
停止 觀想兩者區分 用氣來遮止這個觀跟止 這個是
禪定 是空之空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空 此出後
集界﹂ 什麼是以樂而勝空呢？產生的樂勝過空 也是
要遮止這個樂 融入外形的阿字來遮止這個樂 讓空能
夠顯現出來 這裡的意思
﹁六 大空﹂ 這種九種空 ﹁七 體性空﹂ 還
有離戲空 還有具眾勝相空 這個第九種空是最高 是
﹁具眾勝相空﹂為佛的法身 這等於是如來的法身了
這個不用遮止了 其他的都用遮止
﹁八 離戲空﹂ 離開遊戲 融入真正的 什麼叫
離戲？離開世間的遊戲就叫離戲 所以我們曾經講過這
個離戲要﹁住山﹂ 你要離開這個世間 到山中岩洞去

個境界 根本沒有辦法聽得懂 而且就是講了 也是不
知道 講了也不懂
頌云 就是︽道果︾的金剛頌當中有講到
﹁﹃修不失﹃如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覺
受﹂ 其實這裡講的﹁心覺受﹂ 就是意念的覺受 這
裡講的心覺受就是﹁意﹂ 意覺受 我們曾經講過心
什麼是心呢？﹁唯識﹂是專門講心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 阿賴耶 那個就是屬於心覺受 就
是意的覺受 意念的覺受
依據意念的覺受 ﹁念是對治之念﹂ 它這個念
頭就是心 念頭就是意念 也就是心 是對治的 例如
說 師尊今天喉嚨沙啞；喉嚨沙啞有什麼藥可以治？吃
喉糖 吃喉糖就是在對治；如果發燒 退燒藥就是對
治 這裡講的對治之念 念是對治 專門對治的
﹁﹃住﹄ 作現空雙運﹂ 住在哪裡？好像有時
候 我們最高的住 是住在﹁法爾本然﹂ ﹁法爾本
然﹂很難解釋 ﹁法爾本然﹂本來就是這樣子 有的是
住在空 最重要的住有兩種 一個住在佛性 你的意念
住在佛性 你的意念住在﹁法爾本然﹂ 就是你的心住
在﹁法爾本然﹂ 這兩個住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重要
呢？你住在空性 就證明你已經開悟了 這時候所有的
一切煩惱跟我執 所有的執著都會退掉 都會被對治
掉 就沒有了
念住 就是心住在哪裡 你的意念住在哪裡 有
時候我們在禪定的時候 我們講禪定對不對？在打坐的
時候 你的心要住在哪裡？你的意念住在哪裡？當然兩
個地方是最高的 一個你的心住在空性 你的心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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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 像密勒日巴 像伊喜措嘉 就離開這個世間 一
個人獨自在山洞中 那個就叫離戲 我講這個﹁離戲
空﹂的意思就是講 你離開這個世間的時候就叫做空
﹁為聞思之見地﹂ 你那時候聽不到人在講話 沒
有聽到人在講話了 也不用思索人講話的語 已經到了
這個見地叫做﹁離戲空﹂ 什麼叫做﹁體性空﹂呢？就
是原始的本性 你的原始本性就等於佛性 什麼叫﹁大
空﹂呢？﹁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你在禪定的時候
啊 你已經沒有感覺到你的頭 手 腳跟全身 都不見
了 那個叫做﹁大空﹂ 這些都不用遮止 以上六
七 八 九 其實都不用遮止的 要遮止是的一 二
三 四 五 這五種都還必須要遮止
這樣聽得懂嗎？聽得懂的舉手？好 你們既然有人
聽得懂就好 這個就阿彌陀佛了︵笑︶ 這個很難講
的！還好 我是經歷過才知道什麼叫﹁離戲空﹂？已經
離開世間了嘛！離開世間在哪裡啊？那就不是死了？不
是！你在岩洞裡面就等於離開世間 因為你聽不到人講
話 因為聽不到人講話 不用產生什麼思想 都不用思
想 不用再想什麼 那個就叫﹁離戲空﹂
所以真正的修行 到最後真的是要離戲 像密勒日
巴 像伊喜措嘉 像蓮華生大士 祂們都有經過離戲
沒有在人間 聽到這個你就會想出一大堆的東西 你什
麼都沒有聽到 你就腦筋裡面不會想出一些東西；你也
見不到你的女朋友 你想你女朋友幹什麼？女朋友也沒
有了 因為已經離開世間了；你也不用想你的男朋友
了 因為男朋友已經沒有了 你已經離他很遠了 離開
很遠了 就不用再想

你們想知道怎樣穿越時間嗎？我教你們 早上起床
的時候把鬧鐘關掉 然後閉眼五秒鐘 就能夠抵達兩個
小時以後 ︵笑︶哎！這個也是剛剛這個空哎！真的
你關掉鬧鐘就開始空︵笑︶ 你就空了兩個小時 那兩
個小時什麼也沒有！
今天逛一個商場 見到一個男子掉了五十塊錢 後
面有一個漂亮的小姐撿了起來還給他 後來他倆就聊了
起來 我腦筋一轉 隨手就丟了一百塊錢在地上 過了
一會兒回頭一看 這一百塊沒有了 ︵笑︶所以結果是
不一樣的
不過剛剛那個笑話是真的 鬧鐘一關 你突然之間
什麼都沒有了 兩個小時後起床搞不清楚 這兩個小時
就過去了 這一段時間去了哪裡？沒有夢 什麼都沒
有 哇！這個是好方法 這個是空哎！
老公跟老婆講：﹁老婆 我昨晚做了一個噩夢 ﹂
老婆說：﹁什麼夢啊？﹂老公講：﹁我夢見和一個美女
到 MOTEL ﹂ 老 婆 說 ： ﹁ 這 也 叫 噩 夢 ？ 你 求 之 不 得
吧？﹂老公回答：﹁問題是這個美女轉過身來 才知道
還是妳啊 ﹂︵笑︶這個叫做美夢成空
早上 老公準備上班的時候 老婆問：﹁老公 看
著我 快對我說你真美 ﹂老公閉著眼說了句：﹁你真
美 ﹂老婆說：﹁為什麼不看著我說呢？﹂老公說：
﹁我不能睜著眼說瞎話 ﹂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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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摩
訶雙蓮池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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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愛
してる ︵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 ︵韓語：我愛你︶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bling!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這是關於迴向的：﹁於此次共同轉動殊勝法輪的全
球持咒點燈的所有眾弟子請佛住世 迴向法王聖尊蓮生
活佛佛體安康 長壽自在 恆轉法輪 利樂無量無盡眾
生界 祈請師尊加持道場法務興隆 度眾圓滿 所有弘
法人員及參與持咒者福慧增長 修行成就 ﹂
現在跟大家宣布：﹁︿真佛宗﹀第一門大學課程正
式上線 並將於雲端教室互動教學的方式授課 歡迎所
有︿真佛宗﹀的弟子學習 也歡迎宗派外的善信大德共
同學習 ﹂這是︿宗委會教育處﹀宣布的 也就是有
︿真佛宗﹀的雲端大學課程正式上線
現在通知大家 下一個禮拜天是一月十號下午三
點 是﹁除瘟疫度母護摩法會﹂ 除瘟疫度母 大家知
道是二十一度母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度母 尤其現在流
行瘟疫 另外還有英國的變種的病毒跟南非變種的病

毒 還有非洲剛果的Ｓ病毒 我聽說 非洲剛果的Ｓ病
毒死亡率高達90% 在剛果目前還不知道 原因不明
目前還不知道那是什麼病毒？在非洲剛果死亡率很高
的 顯示除瘟疫度母的護摩法會非常的重要 你們有良
心的都應該要主祈 至於不主祈的 不主祈的也是有良
心啦 只是他的資糧不夠 被瘟疫搞了整整的一年 到
現在還是沒完沒了 希望能夠早日把這個瘟疫解除 歡
迎大家主祈 這是下個禮拜
今天我們做蓮花童子的護摩 我們希望蓮花童子的
光芒四射 遍照整個世界 能夠攝召所有的人身體健
康 而且萬事如意 逢凶化吉 道心堅固 而且呢 不
受瘟疫的侵犯 能夠有光網 很光的網罩住 把所有的
病毒排斥在光網之外 我們謝謝蓮花童子 除瘟疫度
母
在說法之前 先以一個笑話作引子 在一家的醫院
裡面 有兩個護理的實習生在休息室裡面接吻 結果被
老醫生開門撞見了 結果兩個實習生的成績考核都不及
格 他的理由註明：﹁人工呼吸的姿勢不正確 ﹂現在
進行﹁你問我答﹂

答
雜誌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阿彌陀佛 師尊
您好 弟子想請問師尊：﹁二十一度母當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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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除瘟疫度母是哪一尊的化身？﹂感恩師尊！
回答一：我告訴大家 二十一度母 祂就是有二十
一尊的度母 不是二十二尊 也不是二十尊 剛好是二
十一尊 祂的總主體是綠度母 綠度母 在西藏的傳
說 是觀世音菩薩慈悲六道眾生 祂流下的兩滴眼淚
一滴就化為綠度母 一滴就化為白度母 所以二十一度
母等於是觀世音菩薩慈悲的化身

Ｑ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師尊每
次在同修跟法會當中 都會介紹當天來降臨
的主尊是某某佛菩薩 某某佛菩薩的眷屬 所以弟子有
疑惑 佛菩薩的靈光不是無所不在嗎 又何來降臨一
說？難道未下降前此處就沒有佛菩薩嗎？
回答二：他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 因為我們修哪一
尊喔 一般來講哪一尊就會下降 大部分來講 這個靈
光啊 所謂佛菩薩遍照 像有所謂遍照 日光遍照菩
薩 月光遍照菩薩 所謂的遍照的意思就是無所不照
其實是什麼時候祂都在的 但是也有很多佛菩薩或者是
主尊 這個是強調我們護摩的時候哪一尊降臨 哪一尊
的眷屬全部都到 像我們今天來講 因為做的是蓮花童
子的護摩 當然蓮花童子一定來 而且會降臨 一定
到 祂接受火供的所有的供養
今天做蓮花童子 就蓮花童子跟蓮花童子所有的眷
屬都會到的 這是強調 不是﹁其他的就不會到﹂ 有
些也有插花的 你賭博的人就知道什麼叫做插花 插花
的也有 但是主尊都一定到的 所以主尊到的時候祂會
顯現 祂會降在師尊的身上 那師尊只好講說哪一尊會
到 像你在修法的時候啊 當然你的本尊一定會到 你

的上師也會到 你的護法也會到 其他呢就是插花的
不是不會到 所以我們是強調那一天的法會是哪一尊
所以那一尊有到 其他的並不是說沒有到 有些是有
來 但是不能夠一一介紹啊 如果一一介紹 每一尊全
部介紹的話 那就什麼法都不用講了 對不對？因為滿
天神佛 滿天都是神佛
尤其有一陣子在︿台灣雷藏寺﹀ 師尊每一次做護
摩 有人拍虛空 拍到的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數不清
的圈圈 那不得了了 幾乎整張照片這麼大張洗出來
裡面全部都是般若光 一個般若光就有一尊 如果全部
到了 介紹到完 那什麼法都不用講 所以我們只是介
紹今天的主尊跟祂的眷屬 其他的插花的就沒有介紹
了 所以佛菩薩的靈光並不是沒有 在︿台灣雷藏寺﹀
每一次做法會 他們向虛空中照相 照出來滿滿的靈光
下降 多得不得了 但是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佛菩薩的靈光是無所不在 像毘盧遮那佛 那是大
日如來 大日遍照如來 大日遍照也就是無所不照 無
所不在 那當然 我們沒有做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的護
摩 所以我們就沒有介紹祂 其實祂也是一樣靈光遍
照 日光遍照菩薩 月光遍照菩薩都是在的 無所不在
的 所以特別下降降臨 就是主要是介紹本尊主尊跟祂
的眷屬

Ｑ

問題三：﹁凡夫的呼吸是方便氣 行者將方
便氣引入中脈成為智慧氣 而中脈是假想
脈 那麼智慧氣究竟是有形的空氣還是無形的氣？心氣
合一的氣是智慧氣嗎？﹂請師尊為弟子解惑 謝謝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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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除瘟疫度母是哪一尊的化身？﹂感恩師尊！
回答一：我告訴大家 二十一度母 祂就是有二十
一尊的度母 不是二十二尊 也不是二十尊 剛好是二
十一尊 祂的總主體是綠度母 綠度母 在西藏的傳
說 是觀世音菩薩慈悲六道眾生 祂流下的兩滴眼淚
一滴就化為綠度母 一滴就化為白度母 所以二十一度
母等於是觀世音菩薩慈悲的化身

Ｑ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師尊每
次在同修跟法會當中 都會介紹當天來降臨
的主尊是某某佛菩薩 某某佛菩薩的眷屬 所以弟子有
疑惑 佛菩薩的靈光不是無所不在嗎 又何來降臨一
說？難道未下降前此處就沒有佛菩薩嗎？
回答二：他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 因為我們修哪一
尊喔 一般來講哪一尊就會下降 大部分來講 這個靈
光啊 所謂佛菩薩遍照 像有所謂遍照 日光遍照菩
薩 月光遍照菩薩 所謂的遍照的意思就是無所不照
其實是什麼時候祂都在的 但是也有很多佛菩薩或者是
主尊 這個是強調我們護摩的時候哪一尊降臨 哪一尊
的眷屬全部都到 像我們今天來講 因為做的是蓮花童
子的護摩 當然蓮花童子一定來 而且會降臨 一定
到 祂接受火供的所有的供養
今天做蓮花童子 就蓮花童子跟蓮花童子所有的眷
屬都會到的 這是強調 不是﹁其他的就不會到﹂ 有
些也有插花的 你賭博的人就知道什麼叫做插花 插花
的也有 但是主尊都一定到的 所以主尊到的時候祂會
顯現 祂會降在師尊的身上 那師尊只好講說哪一尊會
到 像你在修法的時候啊 當然你的本尊一定會到 你

的上師也會到 你的護法也會到 其他呢就是插花的
不是不會到 所以我們是強調那一天的法會是哪一尊
所以那一尊有到 其他的並不是說沒有到 有些是有
來 但是不能夠一一介紹啊 如果一一介紹 每一尊全
部介紹的話 那就什麼法都不用講了 對不對？因為滿
天神佛 滿天都是神佛
尤其有一陣子在︿台灣雷藏寺﹀ 師尊每一次做護
摩 有人拍虛空 拍到的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數不清
的圈圈 那不得了了 幾乎整張照片這麼大張洗出來
裡面全部都是般若光 一個般若光就有一尊 如果全部
到了 介紹到完 那什麼法都不用講 所以我們只是介
紹今天的主尊跟祂的眷屬 其他的插花的就沒有介紹
了 所以佛菩薩的靈光並不是沒有 在︿台灣雷藏寺﹀
每一次做法會 他們向虛空中照相 照出來滿滿的靈光
下降 多得不得了 但是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佛菩薩的靈光是無所不在 像毘盧遮那佛 那是大
日如來 大日遍照如來 大日遍照也就是無所不照 無
所不在 那當然 我們沒有做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的護
摩 所以我們就沒有介紹祂 其實祂也是一樣靈光遍
照 日光遍照菩薩 月光遍照菩薩都是在的 無所不在
的 所以特別下降降臨 就是主要是介紹本尊主尊跟祂
的眷屬

Ｑ

問題三：﹁凡夫的呼吸是方便氣 行者將方
便氣引入中脈成為智慧氣 而中脈是假想
脈 那麼智慧氣究竟是有形的空氣還是無形的氣？心氣
合一的氣是智慧氣嗎？﹂請師尊為弟子解惑 謝謝師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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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你應該滿意了 不滿意你試看看 對啊 你看不
到 無形的啊 它確實有 不然你不呼吸看看 一下就
丁丁了！

尊
回答三：凡夫的呼吸是方便氣 方便氣是沒有進
入中脈的氣 就叫方便氣 進入中脈的氣就叫智慧
氣 他問的問題是這樣子：﹁中脈是假想脈︱︱是你
想出來的 那麼智慧氣究竟是有形的空氣還是無形的
氣呢？心氣合一的氣是智慧氣嗎？﹂他這個問題也是
問得很好
是假想的脈 但是我們要假想怎麼樣子呢？要把
自己的身體整個空掉 剩下的三個脈 一個是右脈
左脈跟中脈 這三個在下丹田的地方是結合在一起
的 中脈本身一直到頂竅 下呢 一直到海底輪 中
脈 那是觀想出來的沒有錯 但是觀想出來的你就要
當成真的 當你吸入方便氣的時候 經過左 右脈到
下丹田 然後閉息的時候 你就是住氣 住氣的時候
啊 你要觀想那兩個氣進入中脈 閉息的時候 兩個
氣進入中脈 那就變成了智慧氣 進入中脈就變成智
慧氣 但是一定要這樣子想
所以觀想是不是真的呢？我們知道 觀想當然不
一定是真的 但是將來一定會變成真的 等你練習得
非常的純熟 那時候所有的氣都變成真氣 進入你的
中脈就變真氣 最初的時候是假的 後來就變成真
的 像我們也是這樣地講 所謂佛法 所謂道法 就
是借假修真 借我們這個人的身體去修出自然的真出
來 叫做借假修真 所謂的中脈 左脈 右脈 本來
都是假 但是你以氣進去 到最後就變成真 所以到
最後中脈也是真 左脈 右脈也是真 七萬二千脈全
部都是真 有這樣子的講法 就是這樣子的
﹁究竟是有形的空氣還是無形的氣？﹂其實空氣

是有形的 只是大家看了好像是無形的 你知道很多
都是要藉氣的 飛機起飛 像那個我們西雅圖的空姐
露西常常講：﹁怎麼那麼一大塊的鐵能夠飛行在空
中 靠著噴射的力量在推動它前進？﹂那麼大的鐵為
什麼不掉下來 會在空中飛？不是因為它的推進器
啊 因為它還有空氣在裡面 空氣托住它的 空氣你
看不到啊 它是無形的空氣也是有形的空氣啊
像 我 們 中 國 的武 俠 小 說 裡面 所 寫到 的 練 氣 氣
功 什麼隔山打牛 隔一個山能夠打死一隻牛 那是
氣功啊 氣功有形還是無形？無形啊 你打出去 無
形啊 啪啪啪啪 劈空掌 武俠小說寫的也是很厲
害 降龍十八掌 另外還有這個一陽指 降龍十八
掌 還有點穴 另外還有蛤蟆功 蛤蟆功它是吸氣
的 吸進來變成一隻蛤蟆 然後再吐氣 那個氣還可
以傷人 那就是氣功啊
很多祖師爺都是練氣士 雖然是無形的氣也練成
有形的氣 什麼東西都是靠氣 你看 隨便啦 我告
訴你 那個隨便什麼都是靠氣的 真的 我們那個蒸
氣鍋靠的就是氣啊 還有很多的 很多數不清的 很
多東西都是靠著氣 你說它是無形 是無形；你說它
是有形 它又有東西
其實我們常常講：﹁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炷
香 ﹂一息不來你就丁丁了 你不相信？你把自己的
鼻子捏住 對不對？你把自己的鼻子捏住 看氣是有
形還是無形？這無形的氣你不吸它 你會丁丁的 隨
便一個塑膠袋子把你的臉套住 把你身體綁住 用一
個塑膠袋把你綁住 讓氣不進去 一下子你就頭一歪
就死了 你看吧 是無形的氣也是有形的氣 這樣回

Ｑ

個 然後喊﹁一﹂的不動 喊﹁二﹂的向前一步 喊
﹁三﹂的向後一步 然後再縮小 那個就是你一班的隊
形就形成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
我永遠都是 到最後大家排隊進教室 高的先進
去 小的到最後 我永遠都是在教室門口排在最前面
的 教室門口桌椅的第一位就是我 我就坐在那裡 我
後面的同學 有的時候他會欺負我 我是最小的 後面
的同學經常他伸懶腰就是這樣：﹁啊 ﹂往前面一拳
就打我頭一拳 回頭看他：﹁你為什麼打我？﹂﹁我沒
有打你啊 我是伸懶腰 ﹂我是伸懶腰：﹁啊 ﹂就打
你 背後打 頭上就被打一拳 我是經常被霸凌的 小
學 初中 高中都是被霸凌 但是人小志氣大 被霸凌
沒有關係！
人的心理就這樣 就是欺負弱小 高大的就欺負弱
小 都是這樣子的 我想你應該是屬於比較弱小的 你
個子長得怎麼樣？如果你是長得很高大魁梧 很
STRONG 講男生 你是高大又魁梧 哪個敢欺負你啊？
一拳就把他打死︵笑︶ 你是男生；如果妳是女生 妳
也練過跆拳道 誰敢欺負妳啊？所以師尊在這裡建議這
位臺灣的弟子 如果妳是女生 妳去練跆拳道或者是練
少林武功 當人家知道妳是跆拳道的黑帶 誰敢欺負
妳？誰也不敢欺負妳 你去練截拳道 跆拳道 練少林
武功 沒有人敢欺負你 所以我現在建議你︵笑︶ 把
武功練好 真的
還真的有教武功的 我記得以前我們有幾個練武功
的同門 在臺灣的時候 張煌明是練武功的 鄭裕信是
練武功的 另外許水旺是練武功的 他們三個都是練武
問題四：台灣弟子問的 弟子在工作職埸
上經常被同事霸凌 上級長官非但視之不
見還護航這些小人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都有裙帶關係
當弟子在家中修法的時候 腦海中便一直浮現出種種不
公平的經歷 故而愈修愈火大 愈修瞋恚心愈重 故經
常對家人發洩情緒 所以弟子在此向師尊懺悔 求師尊
教我該怎麼辦？弟子雖然知道要守戒 可是對於這些自
私自利的同事 真的很難生起慈悲喜捨之心
回答四：﹁在職場經常被霸凌 修法的時候就越修
越火大 對家人發洩情緒 ﹂這個可以講 對家人發洩
情緒的話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在精神方面來
講叫做﹁遷怒﹂ 家人並沒有霸凌你 但是因為職場的
同事霸凌你 回家你就對家人發脾氣 這是叫做遷怒
把這個憤怒遷到別人身上 遷到家人身上 這個是不對
的 不可以
其實我們學佛的人被霸凌 哎！這個是常有的事
師尊以前在學校裡面 因為我的個子最小 大家開始進
入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叫我們排隊 然後依大小排隊
最高的排在右邊的第一位 最小的排在左邊第一位 我
永遠都是左邊第一位 我是站在那裡 就是這樣子下
來 然後喊報數 從這個最小的開始報數：﹁一！﹂
然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到最高的 一班四十幾
個同學或者六十幾個同學 那時候小學生一班六十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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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你應該滿意了 不滿意你試看看 對啊 你看不
到 無形的啊 它確實有 不然你不呼吸看看 一下就
丁丁了！

尊
回答三：凡夫的呼吸是方便氣 方便氣是沒有進
入中脈的氣 就叫方便氣 進入中脈的氣就叫智慧
氣 他問的問題是這樣子：﹁中脈是假想脈︱︱是你
想出來的 那麼智慧氣究竟是有形的空氣還是無形的
氣呢？心氣合一的氣是智慧氣嗎？﹂他這個問題也是
問得很好
是假想的脈 但是我們要假想怎麼樣子呢？要把
自己的身體整個空掉 剩下的三個脈 一個是右脈
左脈跟中脈 這三個在下丹田的地方是結合在一起
的 中脈本身一直到頂竅 下呢 一直到海底輪 中
脈 那是觀想出來的沒有錯 但是觀想出來的你就要
當成真的 當你吸入方便氣的時候 經過左 右脈到
下丹田 然後閉息的時候 你就是住氣 住氣的時候
啊 你要觀想那兩個氣進入中脈 閉息的時候 兩個
氣進入中脈 那就變成了智慧氣 進入中脈就變成智
慧氣 但是一定要這樣子想
所以觀想是不是真的呢？我們知道 觀想當然不
一定是真的 但是將來一定會變成真的 等你練習得
非常的純熟 那時候所有的氣都變成真氣 進入你的
中脈就變真氣 最初的時候是假的 後來就變成真
的 像我們也是這樣地講 所謂佛法 所謂道法 就
是借假修真 借我們這個人的身體去修出自然的真出
來 叫做借假修真 所謂的中脈 左脈 右脈 本來
都是假 但是你以氣進去 到最後就變成真 所以到
最後中脈也是真 左脈 右脈也是真 七萬二千脈全
部都是真 有這樣子的講法 就是這樣子的
﹁究竟是有形的空氣還是無形的氣？﹂其實空氣

是有形的 只是大家看了好像是無形的 你知道很多
都是要藉氣的 飛機起飛 像那個我們西雅圖的空姐
露西常常講：﹁怎麼那麼一大塊的鐵能夠飛行在空
中 靠著噴射的力量在推動它前進？﹂那麼大的鐵為
什麼不掉下來 會在空中飛？不是因為它的推進器
啊 因為它還有空氣在裡面 空氣托住它的 空氣你
看不到啊 它是無形的空氣也是有形的空氣啊
像 我 們 中 國 的武俠 小 說裡 面 所 寫 到的 練 氣 氣
功 什麼隔山打牛 隔一個山能夠打死一隻牛 那是
氣功啊 氣功有形還是無形？無形啊 你打出去 無
形啊 啪啪啪啪 劈空掌 武俠小說寫的也是很厲
害 降龍十八掌 另外還有這個一陽指 降龍十八
掌 還有點穴 另外還有蛤蟆功 蛤蟆功它是吸氣
的 吸進來變成一隻蛤蟆 然後再吐氣 那個氣還可
以傷人 那就是氣功啊
很多祖師爺都是練氣士 雖然是無形的氣也練成
有形的氣 什麼東西都是靠氣 你看 隨便啦 我告
訴你 那個隨便什麼都是靠氣的 真的 我們那個蒸
氣鍋靠的就是氣啊 還有很多的 很多數不清的 很
多東西都是靠著氣 你說它是無形 是無形；你說它
是有形 它又有東西
其實我們常常講：﹁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炷
香 ﹂一息不來你就丁丁了 你不相信？你把自己的
鼻子捏住 對不對？你把自己的鼻子捏住 看氣是有
形還是無形？這無形的氣你不吸它 你會丁丁的 隨
便一個塑膠袋子把你的臉套住 把你身體綁住 用一
個塑膠袋把你綁住 讓氣不進去 一下子你就頭一歪
就死了 你看吧 是無形的氣也是有形的氣 這樣回

Ｑ

個 然後喊﹁一﹂的不動 喊﹁二﹂的向前一步 喊
﹁三﹂的向後一步 然後再縮小 那個就是你一班的隊
形就形成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
我永遠都是 到最後大家排隊進教室 高的先進
去 小的到最後 我永遠都是在教室門口排在最前面
的 教室門口桌椅的第一位就是我 我就坐在那裡 我
後面的同學 有的時候他會欺負我 我是最小的 後面
的同學經常他伸懶腰就是這樣：﹁啊 ﹂往前面一拳
就打我頭一拳 回頭看他：﹁你為什麼打我？﹂﹁我沒
有打你啊 我是伸懶腰 ﹂我是伸懶腰：﹁啊 ﹂就打
你 背後打 頭上就被打一拳 我是經常被霸凌的 小
學 初中 高中都是被霸凌 但是人小志氣大 被霸凌
沒有關係！
人的心理就這樣 就是欺負弱小 高大的就欺負弱
小 都是這樣子的 我想你應該是屬於比較弱小的 你
個子長得怎麼樣？如果你是長得很高大魁梧 很
STRONG 講男生 你是高大又魁梧 哪個敢欺負你啊？
一拳就把他打死︵笑︶ 你是男生；如果妳是女生 妳
也練過跆拳道 誰敢欺負妳啊？所以師尊在這裡建議這
位臺灣的弟子 如果妳是女生 妳去練跆拳道或者是練
少林武功 當人家知道妳是跆拳道的黑帶 誰敢欺負
妳？誰也不敢欺負妳 你去練截拳道 跆拳道 練少林
武功 沒有人敢欺負你 所以我現在建議你︵笑︶ 把
武功練好 真的
還真的有教武功的 我記得以前我們有幾個練武功
的同門 在臺灣的時候 張煌明是練武功的 鄭裕信是
練武功的 另外許水旺是練武功的 他們三個都是練武
問題四：台灣弟子問的 弟子在工作職埸
上經常被同事霸凌 上級長官非但視之不
見還護航這些小人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都有裙帶關係
當弟子在家中修法的時候 腦海中便一直浮現出種種不
公平的經歷 故而愈修愈火大 愈修瞋恚心愈重 故經
常對家人發洩情緒 所以弟子在此向師尊懺悔 求師尊
教我該怎麼辦？弟子雖然知道要守戒 可是對於這些自
私自利的同事 真的很難生起慈悲喜捨之心
回答四：﹁在職場經常被霸凌 修法的時候就越修
越火大 對家人發洩情緒 ﹂這個可以講 對家人發洩
情緒的話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在精神方面來
講叫做﹁遷怒﹂ 家人並沒有霸凌你 但是因為職場的
同事霸凌你 回家你就對家人發脾氣 這是叫做遷怒
把這個憤怒遷到別人身上 遷到家人身上 這個是不對
的 不可以
其實我們學佛的人被霸凌 哎！這個是常有的事
師尊以前在學校裡面 因為我的個子最小 大家開始進
入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叫我們排隊 然後依大小排隊
最高的排在右邊的第一位 最小的排在左邊第一位 我
永遠都是左邊第一位 我是站在那裡 就是這樣子下
來 然後喊報數 從這個最小的開始報數：﹁一！﹂
然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到最高的 一班四十幾
個同學或者六十幾個同學 那時候小學生一班六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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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己五
第一之空有過失

因實有

四念住

本頌金剛句偈疏

其中
觀 而
以靜慮

作 用 以 止

﹁ ‧‧ 盎﹂字靜慮之屋

及 有 相
空
而空 所斷以種種所見之境而空
其對治之行小即四念住
頌
云：﹁自之本尊天﹂ 意觀自身成本
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反
覆勾召迎入智慧薩埵 ﹁咒隨念﹂誦
本尊心咒
頌云：﹁觀屈伸之需要﹂ 是﹁法
隨念﹂ 觀六飾之必要：﹁之於上師
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之於上師
金剛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誦咒不斷
佩頸飾 斷殺有情佩釧鐲 依手印故
繫腰帶 ﹂
﹁屈伸﹂之詞 是翻譯之瑕疵 以
梵文﹁木乍
﹂詞 加﹁手﹂之
新詞 說應為﹁觀手印之需要﹂

頌云：﹁等分禪定﹂ 如前唯生空
覺受 如是與現分雙運 解脫於空分起
對敵之難關 一切現象現起殊勝壇城
輪 一切音聲現起密咒 心能覺大樂相
續堅固；如此謂得﹁生起次第略堅
固﹂之名

功的 鄭裕信小的時候常常被人家欺負 他就去練武
功 練了武功以後 有一天他練到武功很純熟了 他跟
老 師 講 說 ： ﹁ 老師 我 現 在 出去 還 有 人敢 欺 負我
嗎？﹂他說：﹁沒有人敢欺負你 ﹂於是鄭裕信就回來
找以前常常欺負他的那一位 兩個就打起來 把對方打
趴 在 地 上 然 後看 到 他 打趴 在 地上 好 像 沒 有呼 吸 了
︵笑︶ 又趕快救他 把他救過來這樣
所以我建議你 從現在開始 你去找一個武館練武
功 臺灣還有很多少林寺的 真的 你練好武功 不用
怕！人家欺負你 知道你會武功的話 他們都怕你 你
就站得住 對不對？所以你那時候也不會有那一種不公
平的經歷 遭到同事霸凌 不然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如
果是女的 你找一個很高大魁梧的男朋友︵笑︶ 大家
看到：﹁哇！你男朋友這樣子 ﹂大家也不敢欺負你；
你如果是男的 你就去練武功 誰也不敢欺負你
﹁求師尊教我怎麼辦？﹂師尊教你了︵笑︶ 把武
功練好 練了一年 兩年以後 沒有人敢欺負你 因為
敢欺負我？來一個無影腿！來一個迴轉的無影腿 對不
對？你就不怕啦！或者你練擒拿 擒拿手也是很好的
練擒拿也是很好 人家欺負你 一拳伸過來 你就練擒
拿 人家拳過來 擒拿是抓住 然後用反向的一拉一
壓 他的手就受不了 很多的擒拿手 練擒拿也很好
人家的手伸過來欺負你的時候 反手一壓下去他就受不
了 從後面抱住你 你一伸手 縮小腹 兩手插進去
他的手就沒辦法抱住你的 抱住你的肚子的時候 一縮
小腹 兩手一插進去 一張 他的手他就沒辦法抱住
你 很多種方法的 所以我認為練武功最好
不然呢 你就要學師尊的無量慈 無量悲 無量

喜 無量捨 ﹁沒關係！沒關係！沒有關係！﹂因為這
個時候就是在教你學忍辱的時候 你的六度菩薩行 忍
辱從這裡開始 你如果不想學武功 那你就是學忍辱
受霸凌的時候你學忍辱 就是它已經在教你學忍辱了
你學會這個忍辱 不得了啊 那就是非常好的了 六度
裡面 ﹁忍辱﹂就有了
講一個笑話 小伶講：﹁我上次暗示男朋友說 女
人喜歡能長久保存的東西 ﹂結果第二天小明就得到了
一枚鑽戒 小伶對小朱講：﹁妳也可以對男朋友如法炮
製啊！﹂這時候小朱就回答了：﹁這方法我早就用過
了 結果第二天我收到一包防腐劑 ﹂︵笑︶這種男朋
友啊 叫他GET OUT！不要他！不懂女人的心
有一天認識了一個在韓國上學的朋友 有一天我問
他：﹁韓國整容的風氣很嚴重嗎？﹂這個韓國的同學
說：﹁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每學期開學 同班同學都需
要自我介紹而已 ﹂這個就很嚴重了 我好像在哪裡看
過一張選美的照片 十幾 二十個人全部面孔都一樣
選美哎！全部都一樣哎！天啊！
真 的 今 天 師 尊 已 經 seventy-seven 臺 灣 歲
seventy-seven 如果我有一些錢而且有自由的時間
我一定跑到韓國去︵笑︶ 我會指著一個韓國年輕的明
星：﹁我要做成那一種臉跟我的身材 ﹂我在韓國住個
一年以後再回來 你們就認不得我了 你們到時候會問
我幾歲？我就講我二十七歲 真的 把自己的屁股的皮
貼到自己臉上︵笑︶ 把眼睛弄大一點 炯炯有神 把
眉毛重新做過 嘴巴的這個褐色嘴唇弄得唇紅齒白 皮
膚是又白又嫩又滑 而且應該這個臉蛋好一點 再種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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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己五
第一之空有過失

因實有

四念住

本頌金剛句偈疏

其中
觀 而
以靜慮

作 用 以 止

﹁ ‧‧ 盎﹂字靜慮之屋

及 有 相
空
而空 所斷以種種所見之境而空
其對治之行小即四念住
頌
云：﹁自之本尊天﹂ 意觀自身成本
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反
覆勾召迎入智慧薩埵 ﹁咒隨念﹂誦
本尊心咒
頌云：﹁觀屈伸之需要﹂ 是﹁法
隨念﹂ 觀六飾之必要：﹁之於上師
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之於上師
金剛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誦咒不斷
佩頸飾 斷殺有情佩釧鐲 依手印故
繫腰帶 ﹂
﹁屈伸﹂之詞 是翻譯之瑕疵 以
梵文﹁木乍
﹂詞 加﹁手﹂之
新詞 說應為﹁觀手印之需要﹂

頌云：﹁等分禪定﹂ 如前唯生空
覺受 如是與現分雙運 解脫於空分起
對敵之難關 一切現象現起殊勝壇城
輪 一切音聲現起密咒 心能覺大樂相
續堅固；如此謂得﹁生起次第略堅
固﹂之名

功的 鄭裕信小的時候常常被人家欺負 他就去練武
功 練了武功以後 有一天他練到武功很純熟了 他跟
老 師 講 說 ： ﹁ 老師 我 現 在出 去 還 有人 敢 欺 負 我
嗎？﹂他說：﹁沒有人敢欺負你 ﹂於是鄭裕信就回來
找以前常常欺負他的那一位 兩個就打起來 把對方打
趴 在 地 上 然 後看 到 他打 趴 在 地 上好 像 沒有 呼 吸 了
︵笑︶ 又趕快救他 把他救過來這樣
所以我建議你 從現在開始 你去找一個武館練武
功 臺灣還有很多少林寺的 真的 你練好武功 不用
怕！人家欺負你 知道你會武功的話 他們都怕你 你
就站得住 對不對？所以你那時候也不會有那一種不公
平的經歷 遭到同事霸凌 不然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如
果是女的 你找一個很高大魁梧的男朋友︵笑︶ 大家
看到：﹁哇！你男朋友這樣子 ﹂大家也不敢欺負你；
你如果是男的 你就去練武功 誰也不敢欺負你
﹁求師尊教我怎麼辦？﹂師尊教你了︵笑︶ 把武
功練好 練了一年 兩年以後 沒有人敢欺負你 因為
敢欺負我？來一個無影腿！來一個迴轉的無影腿 對不
對？你就不怕啦！或者你練擒拿 擒拿手也是很好的
練擒拿也是很好 人家欺負你 一拳伸過來 你就練擒
拿 人家拳過來 擒拿是抓住 然後用反向的一拉一
壓 他的手就受不了 很多的擒拿手 練擒拿也很好
人家的手伸過來欺負你的時候 反手一壓下去他就受不
了 從後面抱住你 你一伸手 縮小腹 兩手插進去
他的手就沒辦法抱住你的 抱住你的肚子的時候 一縮
小腹 兩手一插進去 一張 他的手他就沒辦法抱住
你 很多種方法的 所以我認為練武功最好
不然呢 你就要學師尊的無量慈 無量悲 無量

喜 無量捨 ﹁沒關係！沒關係！沒有關係！﹂因為這
個時候就是在教你學忍辱的時候 你的六度菩薩行 忍
辱從這裡開始 你如果不想學武功 那你就是學忍辱
受霸凌的時候你學忍辱 就是它已經在教你學忍辱了
你學會這個忍辱 不得了啊 那就是非常好的了 六度
裡面 ﹁忍辱﹂就有了
講一個笑話 小伶講：﹁我上次暗示男朋友說 女
人喜歡能長久保存的東西 ﹂結果第二天小明就得到了
一枚鑽戒 小伶對小朱講：﹁妳也可以對男朋友如法炮
製啊！﹂這時候小朱就回答了：﹁這方法我早就用過
了 結果第二天我收到一包防腐劑 ﹂︵笑︶這種男朋
友啊 叫他GET OUT！不要他！不懂女人的心
有一天認識了一個在韓國上學的朋友 有一天我問
他：﹁韓國整容的風氣很嚴重嗎？﹂這個韓國的同學
說：﹁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每學期開學 同班同學都需
要自我介紹而已 ﹂這個就很嚴重了 我好像在哪裡看
過一張選美的照片 十幾 二十個人全部面孔都一樣
選美哎！全部都一樣哎！天啊！
真 的 今 天 師 尊 已 經 seventy-seven 臺 灣 歲
seventy-seven 如果我有一些錢而且有自由的時間
我一定跑到韓國去︵笑︶ 我會指著一個韓國年輕的明
星：﹁我要做成那一種臉跟我的身材 ﹂我在韓國住個
一年以後再回來 你們就認不得我了 你們到時候會問
我幾歲？我就講我二十七歲 真的 把自己的屁股的皮
貼到自己臉上︵笑︶ 把眼睛弄大一點 炯炯有神 把
眉毛重新做過 嘴巴的這個褐色嘴唇弄得唇紅齒白 皮
膚是又白又嫩又滑 而且應該這個臉蛋好一點 再種一
雜誌

25
26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些毛髮

真的

開示

連阿彌陀佛都認不出是我

道果 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我們再講一點︽道果︾：﹁其中 第一之空有過
失 因實有及有相 作用以止 觀而空 ﹃盎﹄字靜慮
之屋 以靜慮而空 所斷以種種所見之境而空 ﹂第一
種空是有過失的 為什麼？因為它實在﹁有﹂ 是因為
你把它觀空的 這是第一之空 是你把它觀空的
﹁其對治之行小即四念住 頌云：﹃自之本尊
天﹄ 意觀自身成本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
反覆勾召迎入智慧薩埵 ﹃咒隨念﹄誦本尊心咒 ﹂這
個是講第一種空 是把自己觀想成為本尊 有唸本尊的
心咒 自己不見的這一種是因為是作用的空 作用以
止 是第一種空 是有過失的 ﹁自之本尊天﹂ 意觀
自身成本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反覆勾召迎
入智慧薩埵
像你修﹁上師相應法﹂ 金剛薩埵 都
是這樣子修的 所以誦本尊心咒
﹁頌云：﹃觀屈伸之需要﹄ 是﹃法隨念﹄ 觀六
飾之必要：﹃之於上師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之於
上師金剛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誦咒不斷佩頸飾 斷殺
有情佩釧鐲 依手印故繫腰帶 ﹄﹂什麼叫六飾啊？六
種裝飾 金剛薩埵有六種飾物 腳上有兩個腳環 手上
有兩個手環 這個手上這邊有戒指 這邊有戒指 胸前
有兩個項環 這就是六飾物 你要觀想出來 觀想自己

障的黑色的水 流進死神的口跟所有你的冤親債主的
口 讓他們吃飽 再把地關起來 這個是一個修行的方
法 也就是修﹁金剛薩埵與根本上師合修法﹂ 根本上
師那時候跟金剛薩埵無二無別 這是一個修行的方法
這一段它沒錯 它講的就是我講修行的方法
﹁頌云：﹃等分禪定﹄ 如前唯生空覺受 如是與
現分雙運 解脫於空分起對敵之難關 一切現象現起殊
勝壇城輪 一切音聲現起密咒 心能覺大樂相續堅固；
如此謂得﹃生起次第略堅固﹄之名 ﹂等分禪定 等到
你身體乾淨了 已經是光明體了 這時候你進入心氣合
一 意念跟氣能夠合一的狀態 就是禪定 如前唯生空
覺受 那時候就化為空
﹁如是與現分雙運 解脫於空分起對敵之難關 一
切現象現起殊勝壇城輪 一切音聲現起密咒 心能覺大
樂相續堅固；如此謂得﹃生起次第略堅固﹄之名﹂ 當
你業障消除了 你全身都是乳白色的 因為你的業障都
化為小蟲從毛細孔出去 化為黑色的水流到地底下 這
個時候你依這個進入禪定就是﹁生起次第略堅固﹂之
名 有一點點的堅固了
剛才我講修行的方法 如果我沒有解釋 這一整段
你全部看不懂 我解釋了什麼叫做六飾 六飾其實是很
多的 金剛薩埵戴五佛冠 要觀想出來 要觀想祂戴著
耳環 要觀想祂戴著戒指 觀想戴著手鐲 腳鐲 觀想
祂穿著上面有三衣 下面有三衣 然後有腰帶 腰帶綁
著明妃 那個智慧明妃要觀想出來 那個明妃叫做﹁他
那﹂ 金剛薩埵的明妃叫做﹁他那﹂ 是不是叫他那？
我記得叫他那 這個時候進入禪定 就是﹁生起次第略

變成金剛薩埵 自己就消失掉 那種空是有相的空 是
有過失的 它是講說還沒有達到真正的空 它的意思是
這樣子
什麼叫六飾？觀六飾之必要：﹁之於上師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頂禮就是佩頂輪；﹁之於上師金剛
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還有耳朵上面的也是飾物；
﹁誦咒不斷佩頸飾﹂ 因為你唸咒一直不停 所以你胸
前掛著兩串；﹁斷殺有情佩釧鐲﹂ 就是手鐲跟腳鐲；
﹁依手印故繫腰帶﹂ 什麼叫做﹁依手印繫腰帶﹂呢？
所謂腰帶就是綁住實體明妃的 所以有繫腰帶
﹁﹃屈伸﹄之詞 是翻譯之瑕疵 以梵文﹃木乍﹄
詞 加﹃手﹄之新詞 說應為﹃觀手印之需要﹄ ﹂觀
想手印之需要 也就是說 那個手印不是實體明妃 是
觀想出來的 也就是智慧明妃
這一段是講第一個空有的過失 但是也是在教你修
法 這個當然是西藏的方法 對不對？西藏的方法 你
要觀想金剛薩埵 你要觀祂的冠 冠也是飾物 觀項
鍊 觀祂的耳環 觀戒指 觀鐲 手鐲 腳鐲 觀腰
帶 腰帶是因為祂跟那個智慧明妃在一起 所以要觀雙
身的金剛薩埵
我告訴大家 觀想出來以後呢 祂住你的頂上 然
後觀想白色的千葉蓮花 觀想蓮花的莖通在你的身體
然後由金剛薩埵跟明妃的密處所流出來的甘露 經過這
個莖流遍全身 你全身都是乳白色的 你全身的業障從
你的毛細孔化為小蟲走出去 然後乳白色的液進來以
後 你身體流出黑色濃的業障的液 這時候觀想地裂
開 底下有死神跟你所有的冤親債主 死神跟冤親債主
在一起 他們嘴巴都張得很大的 也就是把你身上的業

堅固﹂之名
這一段就很清楚了 我這樣一解釋大家都知道 這
裡就是在講﹁金剛薩埵跟上師合修法﹂
警察問：﹁阿嬤 有人搶妳的金手鍊 妳為什麼不
呼救呢？﹂阿嬤回答：﹁靠夭啊！我如果張開口 他們
就會發現我滿口都是金牙 ﹂︵笑︶那就更糟糕了 要
拔我的牙
有一個商店養了一隻鸚鵡吊在門口 顧客進門就
講：﹁歡迎光臨 ﹂一個少女不相信 來回走了六次
這個鸚鵡跟著說六次﹁歡迎光臨﹂ 她一走進來又出
去 走進來又出去 走進來又出去 那個鸚鵡拼命叫：
﹁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 ﹂鸚
鵡不耐煩了 到了第七次鸚鵡就生氣了叫：﹁老闆 有
個笨蛋在玩你的鳥 ﹂︵笑︶鸚鵡也會被霸凌 對不
對？
這個好像是一個笨蛋的笑話 看到一本書 書名叫
做︽看完這本書解決你50%的問題︾ 所以有一個人他
就買了兩本 你說他笨不笨啊？笨蛋 真的︵笑︶ 看
完這一本書就會解決你50%的問題 所以他買兩本 你
說笨不笨？要學聰明一點
白癡才這樣子做！我自己買了一本 但是看了兩
遍 ︵笑︶還是笨蛋 所以呢？我覺得寫︽道果︾這個
人 翻譯︽道果︾這個人 或者看︽道果︾的這個人
寫︽道果︾這個人 看︽道果︾這個人 解釋︽道果︾
這個人 都是笨蛋︵笑︶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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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阿彌陀佛都認不出是我

道果 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我們再講一點︽道果︾：﹁其中 第一之空有過
失 因實有及有相 作用以止 觀而空 ﹃盎﹄字靜慮
之屋 以靜慮而空 所斷以種種所見之境而空 ﹂第一
種空是有過失的 為什麼？因為它實在﹁有﹂ 是因為
你把它觀空的 這是第一之空 是你把它觀空的
﹁其對治之行小即四念住 頌云：﹃自之本尊
天﹄ 意觀自身成本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
反覆勾召迎入智慧薩埵 ﹃咒隨念﹄誦本尊心咒 ﹂這
個是講第一種空 是把自己觀想成為本尊 有唸本尊的
心咒 自己不見的這一種是因為是作用的空 作用以
止 是第一種空 是有過失的 ﹁自之本尊天﹂ 意觀
自身成本尊是﹁身隨念﹂ 暗指﹁尊隨念﹂反覆勾召迎
入智慧薩埵
像你修﹁上師相應法﹂ 金剛薩埵 都
是這樣子修的 所以誦本尊心咒
﹁頌云：﹃觀屈伸之需要﹄ 是﹃法隨念﹄ 觀六
飾之必要：﹃之於上師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之於
上師金剛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誦咒不斷佩頸飾 斷殺
有情佩釧鐲 依手印故繫腰帶 ﹄﹂什麼叫六飾啊？六
種裝飾 金剛薩埵有六種飾物 腳上有兩個腳環 手上
有兩個手環 這個手上這邊有戒指 這邊有戒指 胸前
有兩個項環 這就是六飾物 你要觀想出來 觀想自己

障的黑色的水 流進死神的口跟所有你的冤親債主的
口 讓他們吃飽 再把地關起來 這個是一個修行的方
法 也就是修﹁金剛薩埵與根本上師合修法﹂ 根本上
師那時候跟金剛薩埵無二無別 這是一個修行的方法
這一段它沒錯 它講的就是我講修行的方法
﹁頌云：﹃等分禪定﹄ 如前唯生空覺受 如是與
現分雙運 解脫於空分起對敵之難關 一切現象現起殊
勝壇城輪 一切音聲現起密咒 心能覺大樂相續堅固；
如此謂得﹃生起次第略堅固﹄之名 ﹂等分禪定 等到
你身體乾淨了 已經是光明體了 這時候你進入心氣合
一 意念跟氣能夠合一的狀態 就是禪定 如前唯生空
覺受 那時候就化為空
﹁如是與現分雙運 解脫於空分起對敵之難關 一
切現象現起殊勝壇城輪 一切音聲現起密咒 心能覺大
樂相續堅固；如此謂得﹃生起次第略堅固﹄之名﹂ 當
你業障消除了 你全身都是乳白色的 因為你的業障都
化為小蟲從毛細孔出去 化為黑色的水流到地底下 這
個時候你依這個進入禪定就是﹁生起次第略堅固﹂之
名 有一點點的堅固了
剛才我講修行的方法 如果我沒有解釋 這一整段
你全部看不懂 我解釋了什麼叫做六飾 六飾其實是很
多的 金剛薩埵戴五佛冠 要觀想出來 要觀想祂戴著
耳環 要觀想祂戴著戒指 觀想戴著手鐲 腳鐲 觀想
祂穿著上面有三衣 下面有三衣 然後有腰帶 腰帶綁
著明妃 那個智慧明妃要觀想出來 那個明妃叫做﹁他
那﹂ 金剛薩埵的明妃叫做﹁他那﹂ 是不是叫他那？
我記得叫他那 這個時候進入禪定 就是﹁生起次第略

變成金剛薩埵 自己就消失掉 那種空是有相的空 是
有過失的 它是講說還沒有達到真正的空 它的意思是
這樣子
什麼叫六飾？觀六飾之必要：﹁之於上師金剛持
頂禮之故佩頂輪﹂ 頂禮就是佩頂輪；﹁之於上師金剛
持 不聞惡語佩耳璫﹂ 還有耳朵上面的也是飾物；
﹁誦咒不斷佩頸飾﹂ 因為你唸咒一直不停 所以你胸
前掛著兩串；﹁斷殺有情佩釧鐲﹂ 就是手鐲跟腳鐲；
﹁依手印故繫腰帶﹂ 什麼叫做﹁依手印繫腰帶﹂呢？
所謂腰帶就是綁住實體明妃的 所以有繫腰帶
﹁﹃屈伸﹄之詞 是翻譯之瑕疵 以梵文﹃木乍﹄
詞 加﹃手﹄之新詞 說應為﹃觀手印之需要﹄ ﹂觀
想手印之需要 也就是說 那個手印不是實體明妃 是
觀想出來的 也就是智慧明妃
這一段是講第一個空有的過失 但是也是在教你修
法 這個當然是西藏的方法 對不對？西藏的方法 你
要觀想金剛薩埵 你要觀祂的冠 冠也是飾物 觀項
鍊 觀祂的耳環 觀戒指 觀鐲 手鐲 腳鐲 觀腰
帶 腰帶是因為祂跟那個智慧明妃在一起 所以要觀雙
身的金剛薩埵
我告訴大家 觀想出來以後呢 祂住你的頂上 然
後觀想白色的千葉蓮花 觀想蓮花的莖通在你的身體
然後由金剛薩埵跟明妃的密處所流出來的甘露 經過這
個莖流遍全身 你全身都是乳白色的 你全身的業障從
你的毛細孔化為小蟲走出去 然後乳白色的液進來以
後 你身體流出黑色濃的業障的液 這時候觀想地裂
開 底下有死神跟你所有的冤親債主 死神跟冤親債主
在一起 他們嘴巴都張得很大的 也就是把你身上的業

堅固﹂之名
這一段就很清楚了 我這樣一解釋大家都知道 這
裡就是在講﹁金剛薩埵跟上師合修法﹂
警察問：﹁阿嬤 有人搶妳的金手鍊 妳為什麼不
呼救呢？﹂阿嬤回答：﹁靠夭啊！我如果張開口 他們
就會發現我滿口都是金牙 ﹂︵笑︶那就更糟糕了 要
拔我的牙
有一個商店養了一隻鸚鵡吊在門口 顧客進門就
講：﹁歡迎光臨 ﹂一個少女不相信 來回走了六次
這個鸚鵡跟著說六次﹁歡迎光臨﹂ 她一走進來又出
去 走進來又出去 走進來又出去 那個鸚鵡拼命叫：
﹁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 ﹂鸚
鵡不耐煩了 到了第七次鸚鵡就生氣了叫：﹁老闆 有
個笨蛋在玩你的鳥 ﹂︵笑︶鸚鵡也會被霸凌 對不
對？
這個好像是一個笨蛋的笑話 看到一本書 書名叫
做︽看完這本書解決你50%的問題︾ 所以有一個人他
就買了兩本 你說他笨不笨啊？笨蛋 真的︵笑︶ 看
完這一本書就會解決你50%的問題 所以他買兩本 你
說笨不笨？要學聰明一點
白癡才這樣子做！我自己買了一本 但是看了兩
遍 ︵笑︶還是笨蛋 所以呢？我覺得寫︽道果︾這個
人 翻譯︽道果︾這個人 或者看︽道果︾的這個人
寫︽道果︾這個人 看︽道果︾這個人 解釋︽道果︾
這個人 都是笨蛋︵笑︶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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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사랑해 ︵韓語：我愛你︶

們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烏迪亞納銅色山蓮
華生大士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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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愛し
てる ︵日語：我愛你︶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第
一︶
ばんは︵日語：晚上好︶大家晚安！
剛剛我講大家好的時候 大家都很安靜 我還以為
你們大家跟我一樣都睡著了 ︵師尊笑︶這個很奇怪
這個法座一坐上去就覺得迷迷糊糊 就彷彿到了夢幻的
世界 然後重新再出去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再回來 人
生真的是像夢幻一樣 夢幻一場
蓮華生大士是今天晚上同修的本尊 西藏密宗前弘
期是以祂為首 後弘期是以阿底峽尊者為首 可以這樣
子講 蓮華生大士祂把密教帶到西藏 祂是四個教派
紅 黃 白 花都尊崇的一個老師 是﹁咕嚕﹂ 所以
藏人稱呼祂﹁咕嚕仁波切﹂ 其實我學密教 那時候我
在問事 在台灣 因為瑤池金母開天眼以後 懂得很
多 就幫人家問事 在問事當中 有人給我一本藍色線
裝的書 那一本書就是︽蓮華生大士應化史略︾ 從那
個時候開始 我看了那本書以後 我就開始追信密教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蓮華生大士也是我啟蒙的師父 先

看了︽蓮華生大士應化史略︾ 也是祂開啟了我學習密
教的一個方向
今天在說法之前先講一個笑話
爺爺問上幼稚園的孫子 爺爺對孫子說：﹁老師開
始教你們數數學了嗎？﹂孫子講 ﹁已經教了 ﹂爺爺
就說 ﹁那好！爺爺考考你：今年爺爺八十歲了 過了
年後爺爺幾歲？﹂孫子就用手指頭數著算 以前我記得
我們小的時候 就用十個手指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 ﹂ 八十不夠 鞋子脫起來 襪子脫起來 再算
腳趾頭 經常這樣子 剛開始學數的時候 學數這個指
頭就是這樣就算 結果孫子回答 ﹁七十九歲！﹂爺爺
就笑 ﹁怎麼爺爺過一年 少一歲？﹂孫子就講 ﹁你
不是常常跟隔壁的老爺爺說：﹃像我們這一把年紀的
人 過一年就少一年﹄？﹂過一年就少一年 說的也不
錯
其實真的過一年就少一年 不是增加一年 而是未
來的壽命就少一年 像那一把年紀 像師尊這一把年
紀 過一年就少一年 真的是 好 我們進行你問我
答

答
雜誌

問題一：一心頂禮蓮生師佛 弟子皈依已經有二
十年 一直都在道場盡心服務 但是每次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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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사랑해 ︵韓語：我愛你︶

們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烏迪亞納銅色山蓮
華生大士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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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 愛し
てる ︵日語：我愛你︶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
︵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第
一︶
ばんは︵日語：晚上好︶大家晚安！
剛剛我講大家好的時候 大家都很安靜 我還以為
你們大家跟我一樣都睡著了 ︵師尊笑︶這個很奇怪
這個法座一坐上去就覺得迷迷糊糊 就彷彿到了夢幻的
世界 然後重新再出去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再回來 人
生真的是像夢幻一樣 夢幻一場
蓮華生大士是今天晚上同修的本尊 西藏密宗前弘
期是以祂為首 後弘期是以阿底峽尊者為首 可以這樣
子講 蓮華生大士祂把密教帶到西藏 祂是四個教派
紅 黃 白 花都尊崇的一個老師 是﹁咕嚕﹂ 所以
藏人稱呼祂﹁咕嚕仁波切﹂ 其實我學密教 那時候我
在問事 在台灣 因為瑤池金母開天眼以後 懂得很
多 就幫人家問事 在問事當中 有人給我一本藍色線
裝的書 那一本書就是︽蓮華生大士應化史略︾ 從那
個時候開始 我看了那本書以後 我就開始追信密教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蓮華生大士也是我啟蒙的師父 先

看了︽蓮華生大士應化史略︾ 也是祂開啟了我學習密
教的一個方向
今天在說法之前先講一個笑話
爺爺問上幼稚園的孫子 爺爺對孫子說：﹁老師開
始教你們數數學了嗎？﹂孫子講 ﹁已經教了 ﹂爺爺
就說 ﹁那好！爺爺考考你：今年爺爺八十歲了 過了
年後爺爺幾歲？﹂孫子就用手指頭數著算 以前我記得
我們小的時候 就用十個手指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 ﹂ 八十不夠 鞋子脫起來 襪子脫起來 再算
腳趾頭 經常這樣子 剛開始學數的時候 學數這個指
頭就是這樣就算 結果孫子回答 ﹁七十九歲！﹂爺爺
就笑 ﹁怎麼爺爺過一年 少一歲？﹂孫子就講 ﹁你
不是常常跟隔壁的老爺爺說：﹃像我們這一把年紀的
人 過一年就少一年﹄？﹂過一年就少一年 說的也不
錯
其實真的過一年就少一年 不是增加一年 而是未
來的壽命就少一年 像那一把年紀 像師尊這一把年
紀 過一年就少一年 真的是 好 我們進行你問我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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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多的創宗派的人喜歡把那個底下的人 從這個寺調
到那一個寺當住持 因為你這個寺住久了 你看得出
來 哪個地方有好處 這個意思 所以蓮花釹詩也問得
很對 今天師尊講這個 你就是要離開這些是非 自己
好好修
有些人發心做菩提事業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
在隱居的時候 介紹台灣的一個非常大的富豪去︿台灣
雷藏寺﹀ 我說﹁你到那個寺 去幫助那個寺 ﹂他就
去了 去了以後他一看 那時候我還沒有在︿台灣雷藏
寺﹀弘法 我隱居的時候 ︿台灣雷藏寺﹀幾乎蓋不起
來 那個鐵條都生鏽了 沒有再繼續動工 整個寺都荒
廢了 無人 他一進去沒有人招待他 空蕩蕩的 終於
出來一個人 看到他 也不理他 因為他穿得很平常
他不知道台灣四大富豪之一 姓蔡的 蔡家 我介
紹過去的 因為我收了他做弟子 他要買書 我說你到
︿台灣雷藏寺﹀去買 然後他就跑到佛具部 佛具部有
一個法師在那裡 我不是講那個時候那個人是誰 總之
有一個法師在那裡 那他說他要買書 他說：﹁你自己
看啊 書在那裡你自己去看﹂ 他看一下 他在那邊一
直慢慢看 慢慢看 慢慢看
他就說：﹁我們要吃飯
啦 你看快一點 ﹂ ﹁我們要吃飯啦 你看快一
點﹂ ﹁你還不走啊！？﹂法師就跟他喊 那個姓蔡的
夫婦 跟他喊：﹁你還不走啊！你到底要買不買啊？我
去吃飯啦 我不管你了﹂ 他一個人跑去吃飯 就去吃
飯了！
那台灣四大富豪蔡家 回來告訴我這件事 他過去
看到那個鋼筋全部生鏽了 他用自己的力量想把這個雷

很多人事問題 想請問師尊 如果障礙人家發心做菩提
事業 會對我們修行有什麼影響 我很直 常常得罪那
些有私心目的的人 請問在修行角度上來說 是要隨順
這些人 還是要離開這些是非 自己好好修？希望師尊
能慈悲開示
回答一：這個問題 ﹁每次都會看到很多人事問
題﹂ 其實人事問題 我記得我講過一句話 也是以
前 很早以前在台灣聽一個長官講過的話 他講說：
﹁有人的地方 就有是非﹂ 所以 看到很多人事問
題 不是在︿真佛宗﹀ ︿真佛宗﹀當然有 別的宗派
也有 不要以為別的宗派沒有講出來 他們就沒有 統
統都有
還有我們也講過﹁家家都有難唸的經﹂ 表示每個
家庭也有 再來 從小到大 兄弟姐妹 家庭 最小的
單位了；然後到了職場 到了宗教團體 到了你上班的
地方 然後 再到更大的 到了種族 種族完了 再到
最大的就國家 再到國家跟國家之間 再到整個地球
哪一個沒有是非？哪一個沒有人事問題？所以都是有
的 對不對？︵眾：對 ︶對啊 都有啊
你就算讀書也有啊 在學校也有 當學生也有 在
職場也有 在家庭也有 到了村莊 那個村莊也有；到
種族 種族也有；到國家 國家也有 在國家跟國家之
間 也有啊！本來就是有的 那麼我們把它看成 我們
修行人這是little light Little light是什麼？是小
光 我們小小放一點光 個人小小放一點光 以佛陀的
思想 來改變很多的人事問題 以佛為至上 那是
Buddha是 big light 我 們 佛 弟 子 是 little light

藏寺蓋起來 這是我師父的寺 我要用我的力量把它全
部蓋起來 結果這個法師一講 也沒有說：﹁我要吃飯
了 中午了你們也吃飯 我帶你們去吃飯 ﹂那多好
啊！對不對？吃完飯回來 你再慢慢介紹書給他 他就
滿足了 他就可以蓋︿台灣雷藏寺﹀ 他一個人可以蓋
十棟︿台灣雷藏寺﹀啊！他們兩個回來跟我講：﹁我本
來想把這個你們未完成的︿台灣雷藏寺﹀把它蓋起來
我聽那個法師這樣一講 我就No 不蓋了﹂
我有什麼辦法？是我介紹去的 所以障礙人家發心
做菩提事業 我們這邊也有 一樣啊 來這裡看到陌生
人進來 不理不睬 自己來就自己走 小心啊 有富豪
進來！他本來要來做大供養的 結果你不理他 所以每
個人來都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你記得嗎？Australia有
一家人 到了我們下面那個停車場 他們大大小小的行
李 一家人大小行李停在那裡 打一通電話給︿西雅圖
雷藏寺﹀說：﹁我們是從Australia來的 一家人 我
們想到︿西雅圖雷藏寺﹀ 你們可以派車來接我們
嗎？﹂﹁什麼？我們是法師！是尊貴的法師 我們師父
講我們是珍貴的出家人 怎麼叫我們派車去載你們在家
居士？﹂那只是在下面的停車場耶！那個候車亭那裡
bus亭那裡 大小行李耶？好 你不載 那我們就拖著
去吧 他們拖著大小行李 從那個斜坡一直走上來 走
到雷藏寺 他們本來要來住一個月的 決定來看了雷藏
寺以後 看一看就準備 剛好晚上同修 他在門外面
大家坐在裡面 他沒有辦法進來 他在門外面 我在法
座上看到 我親自下來 下法座把門打開 請他們進來
坐

little light是小光 Buddha是大光 你真正悟道了
這個就不是問題
人生跟夢幻一樣 跟做夢一樣的啦！所以不要把這
個問題放在你心上 影響你的修行 你好好自己修行放
光 每個人都懂得修行 就沒有人事問題 其中就是有
些人 把一般的俗事放在自己面前 有先有後 我們學
佛的 先就是佛法 後才是俗事 有很多人把俗事放在
前 學佛法放在後面 就有了人事的問題 是這樣子
的 所以你的人很直 常常得罪那些有私心目的的人
得罪就得罪了 管他的！你好好修行 知道哪些人有私
心 有些俗事 你就離開這些是非 自己好好修 我是
這樣子跟你講
你知道誰有成就？密勒日巴在西藏成就最高 成就
很高 祂為什麼成就很高？祂為什麼那麼有名？因為祂
獨自在岩洞修行啊！而且住在那個岩洞不是長住 不是
從頭到尾長住那個岩洞 那會惹來是非啊！祂經常搬
就是這裡修一修 另外跑到另外岩洞修修 經常在跑
經常在移動他的處所 因為住在同一個地方啊 難免成
精 成什麼精？成為妖精的精 因為很多的宗派 都是
由它的創宗派的人調動人事 這個人適合哪一個地方
調哪一個位子 因為所有創宗派的人都知道 只要你在
這個寺住久了 一定成精 我只能夠這樣子講 講到這
裡為止
所以有這樣說 大部分住在寺的 有一天你也要離
開這個寺 到深山裡面去 自己去獨居 自己去閉關
去做修行的功夫 這樣子會比較有成就 積習 集中你
的惡習 到時候你就成精 我不騙你的 是這樣子 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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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多的創宗派的人喜歡把那個底下的人 從這個寺調
到那一個寺當住持 因為你這個寺住久了 你看得出
來 哪個地方有好處 這個意思 所以蓮花釹詩也問得
很對 今天師尊講這個 你就是要離開這些是非 自己
好好修
有些人發心做菩提事業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
在隱居的時候 介紹台灣的一個非常大的富豪去︿台灣
雷藏寺﹀ 我說﹁你到那個寺 去幫助那個寺 ﹂他就
去了 去了以後他一看 那時候我還沒有在︿台灣雷藏
寺﹀弘法 我隱居的時候 ︿台灣雷藏寺﹀幾乎蓋不起
來 那個鐵條都生鏽了 沒有再繼續動工 整個寺都荒
廢了 無人 他一進去沒有人招待他 空蕩蕩的 終於
出來一個人 看到他 也不理他 因為他穿得很平常
他不知道台灣四大富豪之一 姓蔡的 蔡家 我介
紹過去的 因為我收了他做弟子 他要買書 我說你到
︿台灣雷藏寺﹀去買 然後他就跑到佛具部 佛具部有
一個法師在那裡 我不是講那個時候那個人是誰 總之
有一個法師在那裡 那他說他要買書 他說：﹁你自己
看啊 書在那裡你自己去看﹂ 他看一下 他在那邊一
直慢慢看 慢慢看 慢慢看
他就說：﹁我們要吃飯
啦 你看快一點 ﹂ ﹁我們要吃飯啦 你看快一
點﹂ ﹁你還不走啊！？﹂法師就跟他喊 那個姓蔡的
夫婦 跟他喊：﹁你還不走啊！你到底要買不買啊？我
去吃飯啦 我不管你了﹂ 他一個人跑去吃飯 就去吃
飯了！
那台灣四大富豪蔡家 回來告訴我這件事 他過去
看到那個鋼筋全部生鏽了 他用自己的力量想把這個雷

很多人事問題 想請問師尊 如果障礙人家發心做菩提
事業 會對我們修行有什麼影響 我很直 常常得罪那
些有私心目的的人 請問在修行角度上來說 是要隨順
這些人 還是要離開這些是非 自己好好修？希望師尊
能慈悲開示
回答一：這個問題 ﹁每次都會看到很多人事問
題﹂ 其實人事問題 我記得我講過一句話 也是以
前 很早以前在台灣聽一個長官講過的話 他講說：
﹁有人的地方 就有是非﹂ 所以 看到很多人事問
題 不是在︿真佛宗﹀ ︿真佛宗﹀當然有 別的宗派
也有 不要以為別的宗派沒有講出來 他們就沒有 統
統都有
還有我們也講過﹁家家都有難唸的經﹂ 表示每個
家庭也有 再來 從小到大 兄弟姐妹 家庭 最小的
單位了；然後到了職場 到了宗教團體 到了你上班的
地方 然後 再到更大的 到了種族 種族完了 再到
最大的就國家 再到國家跟國家之間 再到整個地球
哪一個沒有是非？哪一個沒有人事問題？所以都是有
的 對不對？︵眾：對 ︶對啊 都有啊
你就算讀書也有啊 在學校也有 當學生也有 在
職場也有 在家庭也有 到了村莊 那個村莊也有；到
種族 種族也有；到國家 國家也有 在國家跟國家之
間 也有啊！本來就是有的 那麼我們把它看成 我們
修行人這是little light Little light是什麼？是小
光 我們小小放一點光 個人小小放一點光 以佛陀的
思想 來改變很多的人事問題 以佛為至上 那是
Buddha是 big light 我 們 佛 弟 子 是 little light

藏寺蓋起來 這是我師父的寺 我要用我的力量把它全
部蓋起來 結果這個法師一講 也沒有說：﹁我要吃飯
了 中午了你們也吃飯 我帶你們去吃飯 ﹂那多好
啊！對不對？吃完飯回來 你再慢慢介紹書給他 他就
滿足了 他就可以蓋︿台灣雷藏寺﹀ 他一個人可以蓋
十棟︿台灣雷藏寺﹀啊！他們兩個回來跟我講：﹁我本
來想把這個你們未完成的︿台灣雷藏寺﹀把它蓋起來
我聽那個法師這樣一講 我就No 不蓋了﹂
我有什麼辦法？是我介紹去的 所以障礙人家發心
做菩提事業 我們這邊也有 一樣啊 來這裡看到陌生
人進來 不理不睬 自己來就自己走 小心啊 有富豪
進來！他本來要來做大供養的 結果你不理他 所以每
個人來都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你記得嗎？Australia有
一家人 到了我們下面那個停車場 他們大大小小的行
李 一家人大小行李停在那裡 打一通電話給︿西雅圖
雷藏寺﹀說：﹁我們是從Australia來的 一家人 我
們想到︿西雅圖雷藏寺﹀ 你們可以派車來接我們
嗎？﹂﹁什麼？我們是法師！是尊貴的法師 我們師父
講我們是珍貴的出家人 怎麼叫我們派車去載你們在家
居士？﹂那只是在下面的停車場耶！那個候車亭那裡
bus亭那裡 大小行李耶？好 你不載 那我們就拖著
去吧 他們拖著大小行李 從那個斜坡一直走上來 走
到雷藏寺 他們本來要來住一個月的 決定來看了雷藏
寺以後 看一看就準備 剛好晚上同修 他在門外面
大家坐在裡面 他沒有辦法進來 他在門外面 我在法
座上看到 我親自下來 下法座把門打開 請他們進來
坐

little light是小光 Buddha是大光 你真正悟道了
這個就不是問題
人生跟夢幻一樣 跟做夢一樣的啦！所以不要把這
個問題放在你心上 影響你的修行 你好好自己修行放
光 每個人都懂得修行 就沒有人事問題 其中就是有
些人 把一般的俗事放在自己面前 有先有後 我們學
佛的 先就是佛法 後才是俗事 有很多人把俗事放在
前 學佛法放在後面 就有了人事的問題 是這樣子
的 所以你的人很直 常常得罪那些有私心目的的人
得罪就得罪了 管他的！你好好修行 知道哪些人有私
心 有些俗事 你就離開這些是非 自己好好修 我是
這樣子跟你講
你知道誰有成就？密勒日巴在西藏成就最高 成就
很高 祂為什麼成就很高？祂為什麼那麼有名？因為祂
獨自在岩洞修行啊！而且住在那個岩洞不是長住 不是
從頭到尾長住那個岩洞 那會惹來是非啊！祂經常搬
就是這裡修一修 另外跑到另外岩洞修修 經常在跑
經常在移動他的處所 因為住在同一個地方啊 難免成
精 成什麼精？成為妖精的精 因為很多的宗派 都是
由它的創宗派的人調動人事 這個人適合哪一個地方
調哪一個位子 因為所有創宗派的人都知道 只要你在
這個寺住久了 一定成精 我只能夠這樣子講 講到這
裡為止
所以有這樣說 大部分住在寺的 有一天你也要離
開這個寺 到深山裡面去 自己去獨居 自己去閉關
去做修行的功夫 這樣子會比較有成就 積習 集中你
的惡習 到時候你就成精 我不騙你的 是這樣子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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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說真的對不起那一家
人 法師是服務眾生的 眾生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這
件事以後 他們留下來 因為他們開餐館嘛 他就煮
飯 煮一個月的飯菜給我們吃 大家還記得這件事嗎？
記得記不得？記得的舉手？那邊有人舉手 是啊！是有
這回事 我還在法座上跟他們那一家人對不起 彼此互
相幫忙 互助 不要得罪施主 好 這個問題講完了
每一個問題都牽連很多問題

Ｑ

Ｑ

這是哲學問題 你先要理出什麼是正面思考？什麼是負
面思考？到底你正面思考是怎麼思考？這就是一個哲學
問題 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騙？真的就很難
回答 他回答就算了 我告訴你 最好的方法是你保持
靜默 面無表情 真的 你的問題我也沒辦法答！要理
出你的正面思考是什麼？你到底是在問哪一件事？因為
這範圍太大了 太籠統了
你要表現得不會讓人家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
騙 那你就裝聰明一點！對不對？我很聰明！你就裝聰
明一點啊！你回答也很聰明啊！聰明的學生啊 聰明的
表現 師母回答：﹁戒 定 慧 ﹂ 也是很好 不過
我要回答人家問題 我就跟你講﹁戒 定 慧﹂嗎？我
保持靜默 因為我不知道你問什麼嘛？你既然不要會讓
人家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騙 那你就表現得很聰明
人家說 ﹁你有一個包裹在郵局 我這裡是郵局
打電話給你 你過來領 ﹂你講 ﹁你是不是詐騙集
團？﹂就表現你很聰明 碰到了人家在問你事情或打電
話給你 就說你就是詐騙集團 你很聰明 不會被人家
騙了 現在騙子很多 詐騙電話非常多 全世界各地都
有 包括非洲 那台灣是詐騙集團的發源國 到處抓到
世界各地 抓到的都有台灣人 還騙到非洲去 騙到中
國去 騙到美國 騙到那裡 世界各地都有 以前從來
沒有聽過詐騙集團的 現在詐騙集團多得是 上班了一
個月才知道自己進入詐騙集團公司

問題二：印尼弟子問的 如何保持正面思考
同時又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騙？
回答二：哇！這是哲學問題 一個問題 保持正
面的思考 又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 好欺騙 這
個可以寫一本論文 如果學校讓你考這一條作文 ﹁如
何保持正面思考 同時又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
欺騙？﹂
誰會回答？幫一下師尊 ︵師尊笑︶來 拿麥克
風 ︵蓮麒法師：﹁用正面思考 然後就不會覺得自己
是很容易上當受騙的 他可能認為說 反過來想 邏輯
就是說要用厚黑學的 比較奸詐型 才會讓人家覺得
說 你是不容易被欺騙的意思 我覺得說其實就像師尊
剛剛講的 正面思考就是你的本性嘛 那你受騙也好
就把它當作菩薩的這種布施的心腸一樣 也能做這些好
事 用正面的思考去布施給這些人的話 我覺得就算是
受騙上當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啦！他已經回答了
我不用回答 ︵師尊笑︶
其實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真的很難回答 我說

問題四：師尊佛安吉祥 請問修持﹁眠光法﹂
的障礙產生如何解決？每次不需要觀想 就有
一種想念出來 所有的光明都聚集在雙眼 好像兩個太
陽一樣 無法入眠 必須起身張開雙眼 等待光明消
遣 才能入眠
回答四：這哪裡是﹁眠光法﹂ 這是﹁眼光法﹂
︵笑︶ 我告訴你﹁眠光法﹂ 真正﹁眠光法﹂是這樣
子 我教大家簡單一點 我們不是有﹁嗡﹂ 就是白色
的光在眉心嘛！有﹁阿﹂是紅色的光 有﹁吽﹂是藍色
的光 這是三種光 你躺在床上的時候 躺著 眼睛閉
著 並不是叫你眼睛放光 眼睛放光就是﹁眼光法﹂
或者你看到眼睛看光就是﹁眼光法﹂
眼睛閉著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的 由﹁阿﹂字 這
裡觀想咒字﹁阿﹂在喉 放紅色的光出去 跟虛空中的
本尊﹁阿﹂接受到你的﹁阿﹂字 然後這個﹁阿﹂字再
遍布全世界 然後再回射到本尊 再由本尊放出光網
把你罩住 變成一個蚊帳 紅色的光網把你罩住 你睡
在紅色的光網裡面 這個就是﹁眠光法﹂ 簡單地講
你觀想喉嚨這邊有一個﹁阿﹂字 然後﹁阿﹂放紅色的
光到虛空 虛空中有本尊出現 收攝你的紅色的光 遍
照全世界 讓大家都在很好的睡眠之中 然後再回收到
本尊 再放紅色的光變成一個蚊帳罩住你 這是一般的
眠光法的很簡單的儀軌
你要用三光 第一個這裡是白色的光 ﹁嗡﹂放白

Ｑ

面上寫 寫好了 表示這個已經是甘露水了 唸完咒
寫了梵字 就把它灑出去 傍晚到十二點以前就對了

問題三：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請問在什麼時辰
適合以甘露水供養羅剎？唸咒後直接把甘露水

撒在馬路可以嗎？還是要撒在什麼地方比較好？謝謝！
回答三：我跟你講一個笑話 你就把甘露水撒在馬
桶︵笑︶ 你撒出來的就是甘露水 我是講笑話 我是
很聰明的︵笑︶ 我告訴你 我們有所謂的白天跟晚
上 有所謂的白月 有時候是叫黑月 一般來講 從初
一到十五稱為白月 十五以後的稱為黑月
什麼時辰適合以甘露水供養羅剎？我告訴你 傍晚
時分 傍晚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做晚課的時候 來供養
羅剎是最好 做晚課那一段時間來供養羅剎最好 我個
人是用做晚課的時間 或者我是在晚上十二點以前 我
供養羅剎 這一段時間最好 從傍晚一直到晚上十二點
這一段時間 因為白天 我們修的是陽 就是修本尊；
到了晚上我們是修護法 護法是屬於黑 修護法是屬於
黑
﹁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鬼子母 甘露悉
充滿 嗡 穆帝 梭哈 嗡 穆帝 梭哈 嗡 穆帝
梭哈 ﹂唸完咒以後 用金剛指加持甘露水 加持完以
後 把甘露水灑出去 灑在陽臺也可以 灑在馬路也可
以 灑在草地也可以 總之是在屋外 你灑在屋外就
好 不要灑在屋內 灑在房子外面 ﹁大鵬金翅鳥 曠
野鬼神眾 羅剎鬼子母 甘露悉充滿 嗡 穆帝 梭
哈 嗡 穆帝 梭哈 嗡 穆帝 梭哈 ﹂然後用金剛
指 你水在上面寫一個﹁吽﹂字 梵字的﹁吽﹂字 然
後把水灑出去 灑到屋外
今天我戴戒指 我很少戴戒指 只有今天戴戒指
怎麼知道你要比金剛指︵笑︶ 那麼巧要比金剛指
這個戒指比較好比 水在這裡 寫一個﹁吽﹂字 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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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說真的對不起那一家
人 法師是服務眾生的 眾生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這
件事以後 他們留下來 因為他們開餐館嘛 他就煮
飯 煮一個月的飯菜給我們吃 大家還記得這件事嗎？
記得記不得？記得的舉手？那邊有人舉手 是啊！是有
這回事 我還在法座上跟他們那一家人對不起 彼此互
相幫忙 互助 不要得罪施主 好 這個問題講完了
每一個問題都牽連很多問題

Ｑ

Ｑ

這是哲學問題 你先要理出什麼是正面思考？什麼是負
面思考？到底你正面思考是怎麼思考？這就是一個哲學
問題 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騙？真的就很難
回答 他回答就算了 我告訴你 最好的方法是你保持
靜默 面無表情 真的 你的問題我也沒辦法答！要理
出你的正面思考是什麼？你到底是在問哪一件事？因為
這範圍太大了 太籠統了
你要表現得不會讓人家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
騙 那你就裝聰明一點！對不對？我很聰明！你就裝聰
明一點啊！你回答也很聰明啊！聰明的學生啊 聰明的
表現 師母回答：﹁戒 定 慧 ﹂ 也是很好 不過
我要回答人家問題 我就跟你講﹁戒 定 慧﹂嗎？我
保持靜默 因為我不知道你問什麼嘛？你既然不要會讓
人家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騙 那你就表現得很聰明
人家說 ﹁你有一個包裹在郵局 我這裡是郵局
打電話給你 你過來領 ﹂你講 ﹁你是不是詐騙集
團？﹂就表現你很聰明 碰到了人家在問你事情或打電
話給你 就說你就是詐騙集團 你很聰明 不會被人家
騙了 現在騙子很多 詐騙電話非常多 全世界各地都
有 包括非洲 那台灣是詐騙集團的發源國 到處抓到
世界各地 抓到的都有台灣人 還騙到非洲去 騙到中
國去 騙到美國 騙到那裡 世界各地都有 以前從來
沒有聽過詐騙集團的 現在詐騙集團多得是 上班了一
個月才知道自己進入詐騙集團公司

問題二：印尼弟子問的 如何保持正面思考
同時又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欺騙？
回答二：哇！這是哲學問題 一個問題 保持正
面的思考 又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 好欺騙 這
個可以寫一本論文 如果學校讓你考這一條作文 ﹁如
何保持正面思考 同時又不會讓人覺得太幼稚 輕信好
欺騙？﹂
誰會回答？幫一下師尊 ︵師尊笑︶來 拿麥克
風 ︵蓮麒法師：﹁用正面思考 然後就不會覺得自己
是很容易上當受騙的 他可能認為說 反過來想 邏輯
就是說要用厚黑學的 比較奸詐型 才會讓人家覺得
說 你是不容易被欺騙的意思 我覺得說其實就像師尊
剛剛講的 正面思考就是你的本性嘛 那你受騙也好
就把它當作菩薩的這種布施的心腸一樣 也能做這些好
事 用正面的思考去布施給這些人的話 我覺得就算是
受騙上當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啦！他已經回答了
我不用回答 ︵師尊笑︶
其實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真的很難回答 我說

問題四：師尊佛安吉祥 請問修持﹁眠光法﹂
的障礙產生如何解決？每次不需要觀想 就有
一種想念出來 所有的光明都聚集在雙眼 好像兩個太
陽一樣 無法入眠 必須起身張開雙眼 等待光明消
遣 才能入眠
回答四：這哪裡是﹁眠光法﹂ 這是﹁眼光法﹂
︵笑︶ 我告訴你﹁眠光法﹂ 真正﹁眠光法﹂是這樣
子 我教大家簡單一點 我們不是有﹁嗡﹂ 就是白色
的光在眉心嘛！有﹁阿﹂是紅色的光 有﹁吽﹂是藍色
的光 這是三種光 你躺在床上的時候 躺著 眼睛閉
著 並不是叫你眼睛放光 眼睛放光就是﹁眼光法﹂
或者你看到眼睛看光就是﹁眼光法﹂
眼睛閉著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的 由﹁阿﹂字 這
裡觀想咒字﹁阿﹂在喉 放紅色的光出去 跟虛空中的
本尊﹁阿﹂接受到你的﹁阿﹂字 然後這個﹁阿﹂字再
遍布全世界 然後再回射到本尊 再由本尊放出光網
把你罩住 變成一個蚊帳 紅色的光網把你罩住 你睡
在紅色的光網裡面 這個就是﹁眠光法﹂ 簡單地講
你觀想喉嚨這邊有一個﹁阿﹂字 然後﹁阿﹂放紅色的
光到虛空 虛空中有本尊出現 收攝你的紅色的光 遍
照全世界 讓大家都在很好的睡眠之中 然後再回收到
本尊 再放紅色的光變成一個蚊帳罩住你 這是一般的
眠光法的很簡單的儀軌
你要用三光 第一個這裡是白色的光 ﹁嗡﹂放白

Ｑ

面上寫 寫好了 表示這個已經是甘露水了 唸完咒
寫了梵字 就把它灑出去 傍晚到十二點以前就對了

問題三：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請問在什麼時辰
適合以甘露水供養羅剎？唸咒後直接把甘露水

撒在馬路可以嗎？還是要撒在什麼地方比較好？謝謝！
回答三：我跟你講一個笑話 你就把甘露水撒在馬
桶︵笑︶ 你撒出來的就是甘露水 我是講笑話 我是
很聰明的︵笑︶ 我告訴你 我們有所謂的白天跟晚
上 有所謂的白月 有時候是叫黑月 一般來講 從初
一到十五稱為白月 十五以後的稱為黑月
什麼時辰適合以甘露水供養羅剎？我告訴你 傍晚
時分 傍晚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做晚課的時候 來供養
羅剎是最好 做晚課那一段時間來供養羅剎最好 我個
人是用做晚課的時間 或者我是在晚上十二點以前 我
供養羅剎 這一段時間最好 從傍晚一直到晚上十二點
這一段時間 因為白天 我們修的是陽 就是修本尊；
到了晚上我們是修護法 護法是屬於黑 修護法是屬於
黑
﹁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鬼子母 甘露悉
充滿 嗡 穆帝 梭哈 嗡 穆帝 梭哈 嗡 穆帝
梭哈 ﹂唸完咒以後 用金剛指加持甘露水 加持完以
後 把甘露水灑出去 灑在陽臺也可以 灑在馬路也可
以 灑在草地也可以 總之是在屋外 你灑在屋外就
好 不要灑在屋內 灑在房子外面 ﹁大鵬金翅鳥 曠
野鬼神眾 羅剎鬼子母 甘露悉充滿 嗡 穆帝 梭
哈 嗡 穆帝 梭哈 嗡 穆帝 梭哈 ﹂然後用金剛
指 你水在上面寫一個﹁吽﹂字 梵字的﹁吽﹂字 然
後把水灑出去 灑到屋外
今天我戴戒指 我很少戴戒指 只有今天戴戒指
怎麼知道你要比金剛指︵笑︶ 那麼巧要比金剛指
這個戒指比較好比 水在這裡 寫一個﹁吽﹂字 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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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六

道果
四正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教示四正斷之道 如是熏修禪定
相續 有時或連續於其中得無漏大
樂 或覺見聖諦 出饜足之魔 耽於此
中不為他動 大昏沉之險關 此為內緣
起心氣集攝於中脈之尖端
外
形︵‧‧阿︶字之力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
訣 則久時障礙登地；又 其義是真正
第四灌頂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
集會澄淨以十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
尊之方式而集聚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
時 平息脈氣之痛而轉為利益
頌云：﹁明點集於六處內﹂ 以明
點集會於眼等六處之內
即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
無遠近現起有漏神通無方分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
起 由一真正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
其所應得見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
自身與手印之緣起會合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
蓮女之脈 斷分別︵念︶為正斷 如
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
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
抑氣斷分別︵念︶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
依 此當以七義而了知：
一 領灌境為何？
二 取何所依？
三 依何法取？
四 灌頂會何緣起？
五 斷何所斷？
六 生何功德？
七 正文極略釋

色的光照向虛空 這是我的方法 射向虛空 停住在那
裡；在這裡觀想一個﹁阿﹂字放紅色的光 停在那裡
兩個光接起來；第三個光藍色的﹁吽﹂字放射出去 三
個光集合在一起 然後用﹁棒﹂字 就像煙火一樣 變
成煙火 紅色 白色 藍色的光這樣子灑出來 把你的
整個床全部罩住 然後你唸﹁嗡 阿 吽﹂ 以﹁嗡
阿 吽﹂來堅固這個白色 紅色 藍色的三種光 把你
的床罩住 你睡在這個光明之中 這個就是我用的﹁眠
光法﹂ 這個是很簡單的
﹁嗡 阿 吽﹂或者是一個﹁阿﹂字 這種﹁眠光
法﹂ 而不是你眼睛放光 你眼睛放光的話 太光 太
亮了 你說你睡不著 師尊很容易睡 坐在椅子上也可
以睡 站著也可以︵笑︶ 總之我在哪裡我都能夠睡
我喊睡 一 二 三我就睡著了 也許我這個眠光法還
沒有做好 我已經睡著 觀想還沒有結束 有時候我到
底做了眠光法沒有 就已經睡著了
我有時候還要唸一下佛 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
苦 南摩阿彌陀佛 ﹂因為我準備說今天晚上睡了 如
果走了 剛好是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陀佛
皈依南摩阿彌陀佛 就往生淨土了嘛！唸完了以後 我
還請瑤池金母 唸﹁瑤池金母﹂三聲 然後再來唸﹁南
摩三十六萬億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我
唸佛 唸阿彌陀佛 一直唸 唸到自己快要睡著的時
候 再用﹁嗡 阿 吽﹂三光照射 變成一個﹁眠光
法﹂ 然後很好地進入夢中 就是這樣子
你們要用我的方法也可以 用我剛剛所講的也可
我講我自己晚上要睡覺 我是唸佛 一直唸到快要

以

開示

睡著的時候 趕快用﹁眠光法﹂ 睡在光明裡面 我是
這樣子做的
世界上最幽默的人 原來是駕訓班的教練 他是世
界上最幽默的人
有一個人問教練：﹁教練 我好緊張喔！﹂教練回
答：﹁你緊張個屁呀？該緊張的是走路的人！紅燈你也
不過 綠燈你也不過！是不是沒有你喜歡的顏色？﹂他
是在講行人 該緊張的是行人 而不是駕駛的人 教練
問一個開車的人：﹁你看到那個人了嗎？﹂開車的說：
﹁看到啦！﹂教練就講：﹁撞死他！﹂學員講說：﹁我
不敢！﹂教練說：﹁不敢 你還不煞車啊？﹂︵笑︶這
個教練最幽默

道 果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再來講﹁四正斷﹂：
﹁現教示四正斷之道 如是熏修禪定相續 有時或
連續於其中得無漏大樂 或覺見聖諦 出饜足之魔 耽
於此中不為他動 大昏沉之險關 此為內緣起心氣集攝
於中脈之尖端 外形︵阿︶字之力 ﹂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訣 則久時障礙
登地；又 其義是真正第四灌頂 ﹂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
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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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六

道果
四正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教示四正斷之道 如是熏修禪定
相續 有時或連續於其中得無漏大
樂 或覺見聖諦 出饜足之魔 耽於此
中不為他動 大昏沉之險關 此為內緣
起心氣集攝於中脈之尖端
外
形︵‧‧阿︶字之力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
訣 則久時障礙登地；又 其義是真正
第四灌頂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
集會澄淨以十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
尊之方式而集聚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
時 平息脈氣之痛而轉為利益
頌云：﹁明點集於六處內﹂ 以明
點集會於眼等六處之內
即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
無遠近現起有漏神通無方分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
起 由一真正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
其所應得見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
自身與手印之緣起會合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
蓮女之脈 斷分別︵念︶為正斷 如
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
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
抑氣斷分別︵念︶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
依 此當以七義而了知：
一 領灌境為何？
二 取何所依？
三 依何法取？
四 灌頂會何緣起？
五 斷何所斷？
六 生何功德？
七 正文極略釋

色的光照向虛空 這是我的方法 射向虛空 停住在那
裡；在這裡觀想一個﹁阿﹂字放紅色的光 停在那裡
兩個光接起來；第三個光藍色的﹁吽﹂字放射出去 三
個光集合在一起 然後用﹁棒﹂字 就像煙火一樣 變
成煙火 紅色 白色 藍色的光這樣子灑出來 把你的
整個床全部罩住 然後你唸﹁嗡 阿 吽﹂ 以﹁嗡
阿 吽﹂來堅固這個白色 紅色 藍色的三種光 把你
的床罩住 你睡在這個光明之中 這個就是我用的﹁眠
光法﹂ 這個是很簡單的
﹁嗡 阿 吽﹂或者是一個﹁阿﹂字 這種﹁眠光
法﹂ 而不是你眼睛放光 你眼睛放光的話 太光 太
亮了 你說你睡不著 師尊很容易睡 坐在椅子上也可
以睡 站著也可以︵笑︶ 總之我在哪裡我都能夠睡
我喊睡 一 二 三我就睡著了 也許我這個眠光法還
沒有做好 我已經睡著 觀想還沒有結束 有時候我到
底做了眠光法沒有 就已經睡著了
我有時候還要唸一下佛 唸：﹁往生淨土 超生出
苦 南摩阿彌陀佛 ﹂因為我準備說今天晚上睡了 如
果走了 剛好是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陀佛
皈依南摩阿彌陀佛 就往生淨土了嘛！唸完了以後 我
還請瑤池金母 唸﹁瑤池金母﹂三聲 然後再來唸﹁南
摩三十六萬億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我
唸佛 唸阿彌陀佛 一直唸 唸到自己快要睡著的時
候 再用﹁嗡 阿 吽﹂三光照射 變成一個﹁眠光
法﹂ 然後很好地進入夢中 就是這樣子
你們要用我的方法也可以 用我剛剛所講的也可
我講我自己晚上要睡覺 我是唸佛 一直唸到快要

以

開示

睡著的時候 趕快用﹁眠光法﹂ 睡在光明裡面 我是
這樣子做的
世界上最幽默的人 原來是駕訓班的教練 他是世
界上最幽默的人
有一個人問教練：﹁教練 我好緊張喔！﹂教練回
答：﹁你緊張個屁呀？該緊張的是走路的人！紅燈你也
不過 綠燈你也不過！是不是沒有你喜歡的顏色？﹂他
是在講行人 該緊張的是行人 而不是駕駛的人 教練
問一個開車的人：﹁你看到那個人了嗎？﹂開車的說：
﹁看到啦！﹂教練就講：﹁撞死他！﹂學員講說：﹁我
不敢！﹂教練說：﹁不敢 你還不煞車啊？﹂︵笑︶這
個教練最幽默

道 果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再來講﹁四正斷﹂：
﹁現教示四正斷之道 如是熏修禪定相續 有時或
連續於其中得無漏大樂 或覺見聖諦 出饜足之魔 耽
於此中不為他動 大昏沉之險關 此為內緣起心氣集攝
於中脈之尖端 外形︵阿︶字之力 ﹂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訣 則久時障礙
登地；又 其義是真正第四灌頂 ﹂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
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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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變成一個障礙你的東西 你於此中不為他動 但是
你能不能夠不為他所動？也就是你禪定當中 不為你的
覺受所動 繼續前進
﹁大昏沉之險關﹂ 師尊剛才坐在法座上就有點昏
沉 我嘴巴常常牙齒咬住下巴 就是不讓它打哈欠 因
為打哈欠很難看 所以我就把它咬住 把它咬痛 用痛
來斷掉自己的昏沉 我意思就是這樣子講 為什麼我要
用牙齒咬住下唇？因為我不要讓它打哈欠 因為那是昏
沉 而且坐在法座上打哈欠不好看 所以咬住 用痛來
阻止自己打哈欠 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我用種種的方法
來阻止自己的那一種禪定中的覺受 來阻止禪定中的這
個覺受
﹁此為內緣起心氣集攝於中脈之尖端﹂ 當你心
氣 你的意念跟氣集合在中脈的尖端的時候 ﹁外形
﹃阿﹄字之力﹂ 這個形狀有點像﹁阿﹂字 它會產生
一種力量出來 這個會產生覺受 這一段的意思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訣 則久時障礙
登地；又 其義是真正的第四灌頂﹂ 它的意義就是真
正的第四灌頂 意思講 像這個師尊坐在法座上 突然
間感覺到昏沉要打哈欠 我用牙齒咬住下唇 不讓它打
哈欠 這個就是斷 斷掉打哈欠 斷掉昏沉 所以底下
就是講方法 底下它講將那個如何斷掉 這個意義就是
第四灌頂 它是講說這個過程 這種把它斷掉的過程
就等於是在做第四灌頂
這樣了解了嗎？這個 因為我不講你們也不會知
道；講了 你們稍微有一點瞭解 你沒有經歷過那個
你不會瞭解的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時 平息脈氣之痛
而轉為利益 ﹂
﹁頌云：﹃明點集於六處內﹄ 以明點集會於眼等
六處之內 即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無遠近現
起有漏神通無方分 ﹂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起 由一真正
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見 ﹂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自身與手印之
緣起會合 ﹂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斷
分別︵念︶為正斷 如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
︵念︶ 以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
斷分別︵念︶ ﹂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依 此當以七義而
了知：
一 領灌境為何？
二 取何所依？
三 依何法取？
四 灌頂會何緣起？
五 斷何所斷？
六 生何功德？
七 正文極略釋 ﹂
講這些 底下有解釋 從這裡問答題 ﹁領灌境為
何﹂這個是標題 ﹁取何所依﹂也是標題 ﹁依何法
取 灌頂會何緣起 斷何所斷 生何功德 正文極略
釋﹂底下都有解釋
我先講前面的這個 它這裡為什麼要講﹁四正斷﹂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
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這一段有
誰會解釋？沒有經歷過的不會解釋 我在新書上好像有
寫過 師尊的身體裡面有很多的童子 在師尊的身體裡
面 在眉心輪 在喉輪 在心輪 在臍輪 在密輪 都
有很多的童子在 我的書 我的最新的書 你們看過沒
有？最新的書是︽天下第一靈︾ 裡面我有寫到 有沒
有寫到？說師尊的身體裡面有很多的童子 眉心輪打
開 裡面有很多的小童子在裡面唸經 在眉心輪裡面唸
經 道家裡面有講 你眉心輪這裡 它的神明有多少
個 祂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祂們在這裡聚集 這裡寫出
來
﹁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空行父母
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我的意思就是講 在
你這裡 有很多的小童子聚集在這裡面 在喉輪也有
在心輪也有 在臍輪也有 在密輪也有 這裡有多少
個 你們知道嗎？喉輪有多少個？這裡有多少脈 喉輪
有多少脈 就有多少個 心輪有多少脈？心輪有八個
什麼叫做﹁十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尊﹂？智慧
尊是從虛空來的 你智慧尊是從虛空來的 跟你心中的
結合在一起 跟你的三昧耶尊結合在一起 由虛空來的
是父 由你自己產生的 它就是父母 兩尊結合在一
起 有的是十六 有的是三十二 有的是六十四 你的
脈裡面有多少尊？有的六十四尊 有的三十二尊 有的
十六尊 有的八尊 都會顯現著空行勇父 空行母結合
在一起 在你的身體裡面 這一段的意思在這裡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時 平息脈氣之痛

的道理在哪裡？你在心氣合一的時候進入禪定 會產生
種種的障礙 禪定中會產生種種的障礙 那個障礙你要
如何斷除 把它停止這個障礙 讓你的禪定能夠增長
讓你的禪定增長煖相 就是增長的意思 讓你的禪定增
長 必須要用四正斷 它的意思就是講這樣
你在連續禪定之中 禪定相續之中 其中得無漏大
樂 你無漏會產生大樂 因為氣在動的時候會產生大
樂 明點在動的時候會產生大樂 拙火在動的時候也會
產生大樂 你如果貪那個大樂就是障礙 你覺受到了禪
定的樂 你乾脆就享樂了 不再禪定了 你就享那種快
樂 一個人昏昏沉沉 欲仙欲死 那種狀態就產生出來
了 那個也是禪定的覺受 但是你因為享受到這個樂以
後 不想再前進 所以就變成障礙 這樣聽得懂嗎？聽
懂 聽懂了以後 你要阻止這個大樂 要停止這個大樂
要用四正斷
﹁或覺見聖諦﹂ 突然間你有了悟境 聖諦是什
麼？諦就是真理 聖諦是什麼？像我們講的那個﹁苦集
滅道﹂ 就是四聖諦 ﹁苦集滅道﹂就是四聖諦啊 覺
見聖諦 你突然覺得 喔！原來苦是真理；集 把它匯
集起來也是真理；滅就是說 把這個苦消除掉 也是一
種真理；消除掉苦以後 你看見了真正的道 聖道的時
候 也是一個真理 ﹁苦集滅道﹂本身就是一個真理
你突然之間 有覺受了這個真理 但是這個久了也會障
礙你的禪定 一樣會障礙你的禪定 所以必須要斷
﹁出饜足之魔﹂ 也就是說 這個會變成魔呢！為
什麼呢？因為你執著了這個 就會變成魔 饜足 就是
你喜歡這個 你就是喜歡這個 翻來覆去就喜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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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變成一個障礙你的東西 你於此中不為他動 但是
你能不能夠不為他所動？也就是你禪定當中 不為你的
覺受所動 繼續前進
﹁大昏沉之險關﹂ 師尊剛才坐在法座上就有點昏
沉 我嘴巴常常牙齒咬住下巴 就是不讓它打哈欠 因
為打哈欠很難看 所以我就把它咬住 把它咬痛 用痛
來斷掉自己的昏沉 我意思就是這樣子講 為什麼我要
用牙齒咬住下唇？因為我不要讓它打哈欠 因為那是昏
沉 而且坐在法座上打哈欠不好看 所以咬住 用痛來
阻止自己打哈欠 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我用種種的方法
來阻止自己的那一種禪定中的覺受 來阻止禪定中的這
個覺受
﹁此為內緣起心氣集攝於中脈之尖端﹂ 當你心
氣 你的意念跟氣集合在中脈的尖端的時候 ﹁外形
﹃阿﹄字之力﹂ 這個形狀有點像﹁阿﹂字 它會產生
一種力量出來 這個會產生覺受 這一段的意思
﹁其對治之行大即四正斷 若無此訣 則久時障礙
登地；又 其義是真正的第四灌頂﹂ 它的意義就是真
正的第四灌頂 意思講 像這個師尊坐在法座上 突然
間感覺到昏沉要打哈欠 我用牙齒咬住下唇 不讓它打
哈欠 這個就是斷 斷掉打哈欠 斷掉昏沉 所以底下
就是講方法 底下它講將那個如何斷掉 這個意義就是
第四灌頂 它是講說這個過程 這種把它斷掉的過程
就等於是在做第四灌頂
這樣了解了嗎？這個 因為我不講你們也不會知
道；講了 你們稍微有一點瞭解 你沒有經歷過那個
你不會瞭解的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時 平息脈氣之痛
而轉為利益 ﹂
﹁頌云：﹃明點集於六處內﹄ 以明點集會於眼等
六處之內 即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無遠近現
起有漏神通無方分 ﹂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起 由一真正
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見 ﹂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自身與手印之
緣起會合 ﹂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斷
分別︵念︶為正斷 如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
︵念︶ 以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
斷分別︵念︶ ﹂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依 此當以七義而
了知：
一 領灌境為何？
二 取何所依？
三 依何法取？
四 灌頂會何緣起？
五 斷何所斷？
六 生何功德？
七 正文極略釋 ﹂
講這些 底下有解釋 從這裡問答題 ﹁領灌境為
何﹂這個是標題 ﹁取何所依﹂也是標題 ﹁依何法
取 灌頂會何緣起 斷何所斷 生何功德 正文極略
釋﹂底下都有解釋
我先講前面的這個 它這裡為什麼要講﹁四正斷﹂

﹁頌云：﹃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
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這一段有
誰會解釋？沒有經歷過的不會解釋 我在新書上好像有
寫過 師尊的身體裡面有很多的童子 在師尊的身體裡
面 在眉心輪 在喉輪 在心輪 在臍輪 在密輪 都
有很多的童子在 我的書 我的最新的書 你們看過沒
有？最新的書是︽天下第一靈︾ 裡面我有寫到 有沒
有寫到？說師尊的身體裡面有很多的童子 眉心輪打
開 裡面有很多的小童子在裡面唸經 在眉心輪裡面唸
經 道家裡面有講 你眉心輪這裡 它的神明有多少
個 祂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祂們在這裡聚集 這裡寫出
來
﹁後集界﹂ 心氣之大部分集會澄淨以十空行父母
三昧耶尊及智慧尊之方式而集聚 我的意思就是講 在
你這裡 有很多的小童子聚集在這裡面 在喉輪也有
在心輪也有 在臍輪也有 在密輪也有 這裡有多少
個 你們知道嗎？喉輪有多少個？這裡有多少脈 喉輪
有多少脈 就有多少個 心輪有多少脈？心輪有八個
什麼叫做﹁十空行父母三昧耶尊及智慧尊﹂？智慧
尊是從虛空來的 你智慧尊是從虛空來的 跟你心中的
結合在一起 跟你的三昧耶尊結合在一起 由虛空來的
是父 由你自己產生的 它就是父母 兩尊結合在一
起 有的是十六 有的是三十二 有的是六十四 你的
脈裡面有多少尊？有的六十四尊 有的三十二尊 有的
十六尊 有的八尊 都會顯現著空行勇父 空行母結合
在一起 在你的身體裡面 這一段的意思在這裡
﹁頌云：﹃以風刃開解脈﹄ 其時 平息脈氣之痛

的道理在哪裡？你在心氣合一的時候進入禪定 會產生
種種的障礙 禪定中會產生種種的障礙 那個障礙你要
如何斷除 把它停止這個障礙 讓你的禪定能夠增長
讓你的禪定增長煖相 就是增長的意思 讓你的禪定增
長 必須要用四正斷 它的意思就是講這樣
你在連續禪定之中 禪定相續之中 其中得無漏大
樂 你無漏會產生大樂 因為氣在動的時候會產生大
樂 明點在動的時候會產生大樂 拙火在動的時候也會
產生大樂 你如果貪那個大樂就是障礙 你覺受到了禪
定的樂 你乾脆就享樂了 不再禪定了 你就享那種快
樂 一個人昏昏沉沉 欲仙欲死 那種狀態就產生出來
了 那個也是禪定的覺受 但是你因為享受到這個樂以
後 不想再前進 所以就變成障礙 這樣聽得懂嗎？聽
懂 聽懂了以後 你要阻止這個大樂 要停止這個大樂
要用四正斷
﹁或覺見聖諦﹂ 突然間你有了悟境 聖諦是什
麼？諦就是真理 聖諦是什麼？像我們講的那個﹁苦集
滅道﹂ 就是四聖諦 ﹁苦集滅道﹂就是四聖諦啊 覺
見聖諦 你突然覺得 喔！原來苦是真理；集 把它匯
集起來也是真理；滅就是說 把這個苦消除掉 也是一
種真理；消除掉苦以後 你看見了真正的道 聖道的時
候 也是一個真理 ﹁苦集滅道﹂本身就是一個真理
你突然之間 有覺受了這個真理 但是這個久了也會障
礙你的禪定 一樣會障礙你的禪定 所以必須要斷
﹁出饜足之魔﹂ 也就是說 這個會變成魔呢！為
什麼呢？因為你執著了這個 就會變成魔 饜足 就是
你喜歡這個 你就是喜歡這個 翻來覆去就喜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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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轉為利益﹂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又很難解釋了 每
一段都是關哪！我告訴你呀 這個︽道果︾講到這裡
來 是深不可測 講到這裡來實在是深不可測 跟你們
講 你們沒有經歷過 你們不會意會到的
本來在打開脈結的時候就會產生痛 要如何打開脈
結？必須要把你身體的氣 就像利刃一樣的切開你的脈
結 才能夠打開脈結 ﹁以風刃開解脈﹂ 像很鋒利的
刀片一樣去打開脈結 打開脈結的時候 會痛 但是只
要脈結一打開就轉成有利益 就變成好的 那個痛過了
以後 你脈就打開了嘛！
你身體一共有多少脈？七萬兩千脈 最主要的脈
在你的眉心輪有多少脈 在你的喉輪有多少脈 在你的
心輪有多少脈 在你的臍輪有多少脈 在你的密輪有多
少脈 那是配的 六十四脈 三十二脈 八脈 十六
脈 到了底下呢？又是六十四脈 所以每一個輪它有多
少個脈 這個都要記住的 你修過的人都知道那個脈要
打開的 第二點﹁以風刃開解脈﹂ 以你的氣把它變成
刀 去把脈打開 就是這樣子喔！那個打開的時候會
痛 但是呢 會轉為利益
﹁頌云：﹃明點集於六處內﹄ 以明點集會於眼等
六處之內 即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無遠近現
起有漏神通無方分﹂ 那個文字你不要看 看了就頭
痛 什麼是六處內？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就是六
處嘛！明點集中在眼 在耳朵 在鼻 在舌 在身體
在意念 就是六處內 以明點集會於眼等六處之內 即
頌文：﹁正知六隨念﹂ 眼見色無遠近現起有漏神通無
方分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 你明點集中在眼 眼睛就會
無遠近 你要看臺灣 你眼睛就可以看到臺灣了 禪定
裡面 你明點集中在哪裡 眼睛就看到哪裡 而且六隨
念 什麼叫六隨念？你用意念來調配你的眼 耳 鼻
舌 身 當你的意念在眼睛的時候 明點也在眼睛 那
時候你就顯現有漏神通 它這裡面已經講 有漏神通
不是無漏神通 無漏神通就是佛了 有漏神通就是短暫
的一種神通 你想看哪一位 你要看你臺灣的女朋友
it's easy 什麼easy？你禪定的時候啊 明點集中在
眼 六隨念 念頭在那個女朋友上面 你眼睛就可以看
到你的女朋友 很easy
你要看你爸爸 媽媽 你爸爸 媽媽已經過世了
﹁我要看我爸爸 媽媽在哪裡﹂ 你禪定的時候明點集
中在你的眼睛 你意念 六隨念當中的一念 六種隨
念 所謂六隨念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啦 你就
念頭在眼 然後看你父親 你父親就顯現他現在在做什
麼 雖然你父親已經過世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有漏
神通
這一句話解釋 師尊解釋這樣 你們就看得懂 所
以你們來問我：﹁我爸爸 媽媽去了哪裡？﹂我就用意
念在你父親的身上 眼睛閉起來用意念 把那個明在眼
睛上 把念頭在眼睛上 明在眼睛上 我就看到你爸爸
在哪裡了 我就可以講得出來 你父親去了哪裡 是在
哪一個界 這樣懂了嗎？
今天講到這裡吧！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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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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薇如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 離苦得樂 靈體清淨 往生佛國淨土
祈願師尊 高王觀世音菩薩 無量光 無量壽 無量佛 佛光注照
邱薇如元神光明 肺部疾病消除 身體健康 如意吉祥 業障 疾
病 障礙消除 消災解厄
助印者：邱薇如

迴向者：邱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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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者：劉永佳︵歿︶

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劉永佳超生
出苦 往生淨土
助印者：劉永佳︵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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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已經過了很久的時間了 這個瘟疫新冠病毒把我們的一
切都搞亂了 把我們生活也搞亂了 以前的正常生活好像
還沒有辦法回來 以前我們過的是很正常的生活 到現在
每一個人還是蒙面大俠 以前戴著口罩去銀行 那個警鈴
就大響 現在沒有戴口罩去銀行 那個警鈴會大響 真的
差很多欸 以前碰到兒女都會來個hug 看到孫子 孫女
都會來個hug 現在呢 現在只能夠遙遠地這樣子比這個
姿勢 這是hug的手印 這差太遠了！
將近一年了 瑤池金母說最遲兩年 兩年也好啦
現在也不期望什麼時候可以馬上就好 馬上這個細菌就消
失掉 這個病毒就在世界上完全消失掉 連一隻都沒有
希望兩年過後 大家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期望 拜託這個
除瘟疫度母 今天我看除瘟疫度母那麼久才做一次 另外
呢 大家好像都失望了 那是二十一度母唯一的一尊欸
想起來真的是
也把我累死了 因為我每天晚上到了
一 兩點都要修超度 超度這些因為冠狀病毒而死的所有
的人 把我累得 每天晚上做 什麼時候才能不做啊？菩
薩保佑吧！現在我也什麼話也不敢講了 求求祢吧 求
求除瘟疫度母出現一個奇蹟吧！
我講一個笑話再進入﹁你問我答﹂
老婆對老公說：﹁結婚以前 你說我是你的女神
為什麼婚後你對我這麼冷淡？﹂老公回答：﹁結婚了以後
我就不信神了 ﹂︵笑︶婚前婚後有很多笑話 我記得以
前我講過一個婚前婚後的笑話
婚前跟女朋友約定 男的開車 女的坐在隔壁 遇
到了紅燈 男的就要吻女的一下 約定好的 只要遇到紅
燈 男的就要吻女的一下 這是婚前 結婚以前 結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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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瘟
疫度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所有
的同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
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大家午安！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一個禮拜天是一月十七日 下
午三點是﹁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祂的咒語是﹁嗡
咕嚕咕咧 咄唎 梭哈 ﹂祂的手印是雙掌無名指相勾
雙掌合掌︵聖尊示範︶ 這是祂的敬愛的手印 咕嚕咕咧
是敬愛尊 所以是紅色的 祂拿著花箭 拿著花的弓跟花
的箭 咕嚕咕咧佛母是敬愛尊 這一尊好像好久沒有做
了
我們修﹁敬愛法﹂都是以這一尊 ︿真佛宗﹀有兩
尊敬愛尊 一個是愛染明王 一個是咕嚕咕咧佛母
﹁嗡 咕嚕咕咧 咄唎 梭哈 ﹂祂的種子字是﹁咄
唎﹂ 也就是東密叫﹁咄唎﹂ 藏密就叫做﹁些﹂ 也是
阿彌陀佛本身的種子字 由這個種子字就知道祂是屬於蓮
花部 就是阿彌陀佛的蓮花部
今天我們做除瘟疫度母的護摩 也好久沒有做除瘟
疫度母 久久做一次 可能希望祂的效力大一點 因為畢

後呢 那個女的就問了：﹁為什麼你現在遇到紅燈都不吻
我了？﹂老公對著太太講：﹁我現在都是開高速公路 ﹂
婚前 婚後是不一樣的 體會到的人是很多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答
雜誌

問題一：中國弟子問的 師尊 佛安！弟子
祈請師尊演化︿真佛宗﹀八供手印 感恩師
尊開示 弟子三拜
回答一：八供？我每一次演化就五供 你要我多出
三供？我已經講過 以前我只教過大家做五供的手印 沒
有教大家做八供的手印 密教裡面是有八供的手印 但是
我們不用 為什麼呢？因為你假如做一個供養手印 就總
結了八供的手印 做一個供養手印就是等於八個供養手
印 全部總結在供養手印裡面 那你假如是做八供的手
印 在做出來的時候很繁雜 太繁雜了！而且還要做八供
的觀想 修法的時間會很長
這是以前我有回答過這個問題 ︵因為︶有人叫我
做八供的手印 我們做五供的手印 ︵聖尊示範︶這是
花 再來呢 香 燈 茶 果 然後做一個供養手印 其
實這供養手印就等於總供養的手印 總供養 所有一切的
供養手印
為什麼呢？我很少做曼達拉供養給大家看 因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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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已經過了很久的時間了 這個瘟疫新冠病毒把我們的一
切都搞亂了 把我們生活也搞亂了 以前的正常生活好像
還沒有辦法回來 以前我們過的是很正常的生活 到現在
每一個人還是蒙面大俠 以前戴著口罩去銀行 那個警鈴
就大響 現在沒有戴口罩去銀行 那個警鈴會大響 真的
差很多欸 以前碰到兒女都會來個hug 看到孫子 孫女
都會來個hug 現在呢 現在只能夠遙遠地這樣子比這個
姿勢 這是hug的手印 這差太遠了！
將近一年了 瑤池金母說最遲兩年 兩年也好啦
現在也不期望什麼時候可以馬上就好 馬上這個細菌就消
失掉 這個病毒就在世界上完全消失掉 連一隻都沒有
希望兩年過後 大家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期望 拜託這個
除瘟疫度母 今天我看除瘟疫度母那麼久才做一次 另外
呢 大家好像都失望了 那是二十一度母唯一的一尊欸
想起來真的是
也把我累死了 因為我每天晚上到了
一 兩點都要修超度 超度這些因為冠狀病毒而死的所有
的人 把我累得 每天晚上做 什麼時候才能不做啊？菩
薩保佑吧！現在我也什麼話也不敢講了 求求祢吧 求
求除瘟疫度母出現一個奇蹟吧！
我講一個笑話再進入﹁你問我答﹂
老婆對老公說：﹁結婚以前 你說我是你的女神
為什麼婚後你對我這麼冷淡？﹂老公回答：﹁結婚了以後
我就不信神了 ﹂︵笑︶婚前婚後有很多笑話 我記得以
前我講過一個婚前婚後的笑話
婚前跟女朋友約定 男的開車 女的坐在隔壁 遇
到了紅燈 男的就要吻女的一下 約定好的 只要遇到紅
燈 男的就要吻女的一下 這是婚前 結婚以前 結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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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瘟
疫度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所有
的同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
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大家午安！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一個禮拜天是一月十七日 下
午三點是﹁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祂的咒語是﹁嗡
咕嚕咕咧 咄唎 梭哈 ﹂祂的手印是雙掌無名指相勾
雙掌合掌︵聖尊示範︶ 這是祂的敬愛的手印 咕嚕咕咧
是敬愛尊 所以是紅色的 祂拿著花箭 拿著花的弓跟花
的箭 咕嚕咕咧佛母是敬愛尊 這一尊好像好久沒有做
了
我們修﹁敬愛法﹂都是以這一尊 ︿真佛宗﹀有兩
尊敬愛尊 一個是愛染明王 一個是咕嚕咕咧佛母
﹁嗡 咕嚕咕咧 咄唎 梭哈 ﹂祂的種子字是﹁咄
唎﹂ 也就是東密叫﹁咄唎﹂ 藏密就叫做﹁些﹂ 也是
阿彌陀佛本身的種子字 由這個種子字就知道祂是屬於蓮
花部 就是阿彌陀佛的蓮花部
今天我們做除瘟疫度母的護摩 也好久沒有做除瘟
疫度母 久久做一次 可能希望祂的效力大一點 因為畢

後呢 那個女的就問了：﹁為什麼你現在遇到紅燈都不吻
我了？﹂老公對著太太講：﹁我現在都是開高速公路 ﹂
婚前 婚後是不一樣的 體會到的人是很多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答
雜誌

問題一：中國弟子問的 師尊 佛安！弟子
祈請師尊演化︿真佛宗﹀八供手印 感恩師
尊開示 弟子三拜
回答一：八供？我每一次演化就五供 你要我多出
三供？我已經講過 以前我只教過大家做五供的手印 沒
有教大家做八供的手印 密教裡面是有八供的手印 但是
我們不用 為什麼呢？因為你假如做一個供養手印 就總
結了八供的手印 做一個供養手印就是等於八個供養手
印 全部總結在供養手印裡面 那你假如是做八供的手
印 在做出來的時候很繁雜 太繁雜了！而且還要做八供
的觀想 修法的時間會很長
這是以前我有回答過這個問題 ︵因為︶有人叫我
做八供的手印 我們做五供的手印 ︵聖尊示範︶這是
花 再來呢 香 燈 茶 果 然後做一個供養手印 其
實這供養手印就等於總供養的手印 總供養 所有一切的
供養手印
為什麼呢？我很少做曼達拉供養給大家看 因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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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曼達拉供養的觀想非常的複雜 密教裡面真正的曼達拉
供養非常的複雜 它要觀想中間須彌山 周圍有四大部
洲 八個小洲 還有香水海 另外 除了這個以外 還供
養第二層的天 天道要供養 再供養最上一層的四層天
再上去四聖界的觀想供養 還有一種叫做三身曼達拉供
養 三種供養儀式 有三種供養儀式叫做三身曼達拉 要
做這個觀想非常的困難 而且手要右旋 有時候手托著曼
達拉盤 托到手酸你還要再托 托到不行 你才能夠放下
來 那觀想有多久 這是曼達拉盤的供養 還要旋轉 表
示這個整個宇宙都是在旋轉 旋轉也是由右向左這樣子旋
轉 這樣子在曼達拉盤上面旋轉
曼達拉盤供的東西啊 你越有錢的 你就用黃金的
曼達拉盤 中等的要用銀的曼達拉盤 實在不行的 實在
家裡沒有曼達拉盤 買不起曼達拉盤 金的是最好的 銀
的 然後銅的 連銅的都買不起的話 你就做土堆曼達拉
盤 什麼叫土堆啊？就堆成幾個堆 你實在是沒有錢 是
乞丐 你就用石頭跟沙來做曼達拉盤 石頭也可以供養
沙也可以供養 密教的供養儀式太多了 所以師尊只教大
家用﹁花 香 燈 茶 果﹂就好 不要再供養如意螺
你當然要擺如意螺 還要再供養末香 香有兩種 束的香
跟末的香 另外再供養多一種水叫沐浴水 就是變成八
供 我們的五供﹁花 香 燈 茶 果﹂以外 再供養沐
浴水 如意螺 末香︵香末︶ 就是多了這三樣
水跟水 沐浴水跟一般的供養的茶是不一樣的 沐
浴 水 是 給 佛 菩 薩 洗 澡 wash body洗 澡 用 的 Take
shower倒不是了 祂是泡在水裡面就是用沐浴水 用肥皂
粉跟水摻在一起 是給佛菩薩洗澡的 另外一個末香就是

塗香 跟束的香不一樣 另外就是一個如意螺 因為西藏
認為如意螺會帶來好運 而且那個如意螺的紋也是要這樣
子旋轉的如意螺才是好的 這樣子旋轉的︵逆向︶你不可
以用 白色的如意螺會帶來好運 那是西藏的風俗啊 並
不適合我們 那是他們西藏的習俗 認為白色的這種旋轉
的如意螺會帶來財富 你說我們的中原的人有這個習俗
嗎？有沒有？沒有啊
那平常你供養沐浴水就是給佛菩薩洗澡 我記得在
天上界連衣服都不用洗 穿天衣 天衣是沒有污染的 根
本永遠都是香的 而且body也不會出汗 你供養佛菩薩
祂哪裡要洗澡？祂根本不出汗的 祂身體不會臭的 永遠
都是香的 花都不會凋謝的 你供養祂洗澡幹什麼？還是
白供了嘛 對不對？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第三個 那個
香 我們有束香就好了嘛 何必還要把它磨成粉變成塗
香 那不是多此一舉嗎？所以在我的意見 五供就可以
啦 你應該不是藏人吧？何必呢 五供就好了 我跟大家
解釋也是有一個道理的 對不對？

Ｑ

問題二：新加坡弟子問的 請問師尊：八供
是否代表了八方天？如是 請問分別代表了
哪些天 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回答二：八供是不是代表八方天？好啦 問在座諸
位：﹁八供 有沒有講說代表八方天 有沒有？﹂︵眾
答：沒聽過 ︶沒聽過 看看手機有沒有？八供是不是代
表八方天？沒有吧？沒有 沒有寫 你還想出來幹什麼？
你以為八供就是代表八方天啊？都沒有人聽過 我自己也
沒有聽過八供就代表八方天的 我自己也沒有聽過 如果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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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曼達拉供養的觀想非常的複雜 密教裡面真正的曼達拉
供養非常的複雜 它要觀想中間須彌山 周圍有四大部
洲 八個小洲 還有香水海 另外 除了這個以外 還供
養第二層的天 天道要供養 再供養最上一層的四層天
再上去四聖界的觀想供養 還有一種叫做三身曼達拉供
養 三種供養儀式 有三種供養儀式叫做三身曼達拉 要
做這個觀想非常的困難 而且手要右旋 有時候手托著曼
達拉盤 托到手酸你還要再托 托到不行 你才能夠放下
來 那觀想有多久 這是曼達拉盤的供養 還要旋轉 表
示這個整個宇宙都是在旋轉 旋轉也是由右向左這樣子旋
轉 這樣子在曼達拉盤上面旋轉
曼達拉盤供的東西啊 你越有錢的 你就用黃金的
曼達拉盤 中等的要用銀的曼達拉盤 實在不行的 實在
家裡沒有曼達拉盤 買不起曼達拉盤 金的是最好的 銀
的 然後銅的 連銅的都買不起的話 你就做土堆曼達拉
盤 什麼叫土堆啊？就堆成幾個堆 你實在是沒有錢 是
乞丐 你就用石頭跟沙來做曼達拉盤 石頭也可以供養
沙也可以供養 密教的供養儀式太多了 所以師尊只教大
家用﹁花 香 燈 茶 果﹂就好 不要再供養如意螺
你當然要擺如意螺 還要再供養末香 香有兩種 束的香
跟末的香 另外再供養多一種水叫沐浴水 就是變成八
供 我們的五供﹁花 香 燈 茶 果﹂以外 再供養沐
浴水 如意螺 末香︵香末︶ 就是多了這三樣
水跟水 沐浴水跟一般的供養的茶是不一樣的 沐
浴 水 是 給 佛 菩 薩 洗 澡 wash body洗 澡 用 的 Take
shower倒不是了 祂是泡在水裡面就是用沐浴水 用肥皂
粉跟水摻在一起 是給佛菩薩洗澡的 另外一個末香就是

塗香 跟束的香不一樣 另外就是一個如意螺 因為西藏
認為如意螺會帶來好運 而且那個如意螺的紋也是要這樣
子旋轉的如意螺才是好的 這樣子旋轉的︵逆向︶你不可
以用 白色的如意螺會帶來好運 那是西藏的風俗啊 並
不適合我們 那是他們西藏的習俗 認為白色的這種旋轉
的如意螺會帶來財富 你說我們的中原的人有這個習俗
嗎？有沒有？沒有啊
那平常你供養沐浴水就是給佛菩薩洗澡 我記得在
天上界連衣服都不用洗 穿天衣 天衣是沒有污染的 根
本永遠都是香的 而且body也不會出汗 你供養佛菩薩
祂哪裡要洗澡？祂根本不出汗的 祂身體不會臭的 永遠
都是香的 花都不會凋謝的 你供養祂洗澡幹什麼？還是
白供了嘛 對不對？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第三個 那個
香 我們有束香就好了嘛 何必還要把它磨成粉變成塗
香 那不是多此一舉嗎？所以在我的意見 五供就可以
啦 你應該不是藏人吧？何必呢 五供就好了 我跟大家
解釋也是有一個道理的 對不對？

Ｑ

問題二：新加坡弟子問的 請問師尊：八供
是否代表了八方天？如是 請問分別代表了
哪些天 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回答二：八供是不是代表八方天？好啦 問在座諸
位：﹁八供 有沒有講說代表八方天 有沒有？﹂︵眾
答：沒聽過 ︶沒聽過 看看手機有沒有？八供是不是代
表八方天？沒有吧？沒有 沒有寫 你還想出來幹什麼？
你以為八供就是代表八方天啊？都沒有人聽過 我自己也
沒有聽過八供就代表八方天的 我自己也沒有聽過 如果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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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提供的話 那你就提供給我們知道 八供是代表
了哪八方天？他還問分別代表了哪些天 代表什麼樣的
含義？難道那個天 天天在洗澡嗎？沐浴水 難道那個
天 全部都是花嗎？花 香 燈 茶 果 還有如意
螺 沐浴水 塗香末香 你如果有的話 拜託你提供一
下 下次師尊再回答你

王帶領所有的兵馬去進攻帝釋天的時候 因為大白傘蓋
的蓋蓋住 他始終沒有辦法攻破 那個時候大白傘蓋佛
母也用了﹃迴遮咒﹄ 你用多大的力量來 祂就回多大
的力量回去 這個叫﹃迴遮咒﹄ 我教大白傘蓋佛母的
手印是這樣子 這種手印 大白傘蓋手印︵聖尊示
範︶
你可以唸大白傘蓋的咒 更好唸：﹁吽 媽媽 吽
尼 梭哈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
觀想
大白傘蓋的蓋 不只是蓋住你 蓋住你的家庭 蓋住你
全家的人 大白傘蓋從虛空中下來 把你的家全部蓋
住 別人的作法就沒有效了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然後呢 你如果說很
不甘心老是被人家欺負 你就唸﹃迴遮咒﹄ 這裡有筆
嗎？﹁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是大白傘蓋佛母的
﹃堅甲咒﹄ 就是把你家蓋住 你唸﹃迴遮咒﹄ 用這
個手印唸﹃迴遮咒﹄：﹁哈梭 尼吽 媽媽 吽 ﹂
就是倒著唸 ﹁哈梭 尼吽 媽媽 吽 ﹂就是﹃迴遮
咒﹄ 就是倒著唸 咒語倒著唸就是﹃迴遮咒﹄
﹃迴遮咒﹄回去的話 他就是用多麼大的力量給你
做降頭 他反而會受到降頭 他自己就是變成自作自
受 這個修法更快 讓他更倒楣 他會作法降你 你也
不用降他 你就唸﹃迴遮咒﹄ 就回到他自己身上了
但是這個缺乏慈悲心 反正我們修行的人都是忍辱
第一 別人作降頭給我們 我們逆來順受 其實師尊也
從來不唸﹃迴遮咒﹄ 也沒有防護 八字也公開 我八
字公開在書上 師尊的八字是公開 民國三十四年 我

Ｑ

問題三：台灣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請求師尊慈悲開示：弟子皈依兩
年 只有持﹃不動明王心咒﹄ ︻高王經︼ ︻真佛
經︼ 弟子覺得有改善怨敵對弟子每天八字作法 但要
全部讓怨敵的作法失效 要持咒到何程度？要幾百萬遍
才能保護自己 家人和一切？還是要加上修法才能更
快？
回答三：他問的 他講說他有怨敵 而且每天對他
的八字作法 他希望能夠保護自己 家人和一切 還是
要加上修法才能更快？他覺得有改善 有改善也就是可
能他是這樣子 這個事情 他用不動明王 唸不動明王
的咒跟唸︻高王經︼還有︻真佛經︼ ﹁有改善怨敵對
弟子每天八字作法 但要全部讓怨敵的作法失效 要持
咒到何種程度 才能保護自己家人和一切？﹂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我突然間想到﹁迴遮法﹂ 一
般來講是說 你確實知道有人對你作法 就是作降頭
啦 其實用大白傘蓋最好 為什麼呢？以前阿修羅跟帝
釋天兩邊戰爭的時候 阿修羅幾乎要贏了 帝釋天的天
主就來求佛陀 佛陀以自己的頂上的光明 也就是自己
的佛頂光明化現成為大白傘蓋佛母 以大白傘蓋佛母的
傘蓋去蓋住整個帝釋天 把帝釋天給它蓋起來 阿修羅

Ｑ

問題四：修金剛心菩薩的時候入三昧地 用
入我我入 自己變化成金剛薩埵以後 是要
用數息或還是一直觀想金剛薩埵就可以了？有雜念時是
否再觀想金剛薩埵 把念頭叫回來？出定是想成縮小的
金剛薩埵在自己心葉蓮花變成光珠在自己的頂竅之後
變成金剛薩埵住頂 這樣對嗎？
回答四：入三昧地也就是禪定 入三摩地有很多方
法 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數息 就是細數自己的呼吸
就是專一的意思 專一 你觀想金剛薩埵也是專一 哪
一個方便你就用哪一個 你自己比較熟悉 而且比較容
易入定不會有雜念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方法 觀想
﹁阿﹂字 用﹁阿字觀﹂也可以；數息也可以；觀想金
剛薩埵也可以 都可以的 你認為哪個方便 你就用哪
個方法 精神專一 先專一再說
忘掉專一的時候 你就入三摩地 就是忘掉周圍的
一切 等到你修到你忘掉你的手跟腳跟你的頭跟你的身
體的時候 那就是叫做大空 你已經入定到大空的境界
了 你這個時候如果產生雜念 因為一般人都會產生雜
念的 雜念也很正常 但是你要把雜念去除掉 你重新
再觀想金剛薩埵 重新再數息 重新再用﹁阿字觀﹂都
可以 就是把你的精神集中成為﹁一﹂ ﹁一﹂再化為
﹁○﹂ 到了﹁○﹂的時候 你連自己在做三摩地的身
體 你全部忘掉的時候 就是進入三摩地的大空 最近
講︽道果︾都是常常講到這些東西
﹁出定的時候是想成縮小的金剛薩埵在自己的心葉
變成光珠在自己的頂竅之後 變成金剛薩埵住
蓮花

是三年四班 我們講三年四班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八
號午時 我八字都是公開的 隨便人家作法 我都沒有
感覺 我始終都沒有感覺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誰給我作
法？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啊！我八字是公開的 公開在書
上 歡迎大家作法 我覺得活得很不耐煩 死了算了！
真的 活得不耐煩呢！每天吃同樣的飯 每天睡同樣的
覺 每週人家星期六 禮拜天休息 我還要上法座 你
說我有多可憐！︵笑︶我不想活了 你乾脆作法把我降
死算了 對不對？
我回到摩訶雙蓮池多好 在人間還要受這個身體的
拘束 我沒有這個身體 我多自在啊！要到哪裡就到哪
裡 我沒有這個身體啊！我胃腸好得很 我要吃什麼就
吃什麼 要看什麼就看什麼啊！難道天上的天女還輸給
這些人間的醜八怪嗎︵笑︶？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呀！我
沒有這個身體 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呀！這個身體綁住
了你 這個身體也累壞自己啊！沒有這個身體 你看老
子講的一句話：﹁吾之大患 就是因為我有這個身體
才是大患 ﹂沒有身體多好！老子講的
你看 有這個身體呀 還要注意 哪裡硬起來都不
可以 哪裡硬起來你就慘啦！為什麼？長瘤 腫瘤科
哪裡硬起來 真的這個身體啊真的是不好 你把我做降
頭降死好了 我不想活了 人家星期六 禮拜天都去
vacation 都去放假 我還要上法座說法 我一碰到禮拜
六 禮拜天我頭都腫︵笑︶ 每一天沒有休息的 我什
麼時候休息過？還要寫文章 還要畫畫 還要修法
everyday 起肖啊︵臺語：瘋了︶︵笑︶ 對不對？一個
禮拜做七天 沒有休假日 把我降死好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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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提供的話 那你就提供給我們知道 八供是代表
了哪八方天？他還問分別代表了哪些天 代表什麼樣的
含義？難道那個天 天天在洗澡嗎？沐浴水 難道那個
天 全部都是花嗎？花 香 燈 茶 果 還有如意
螺 沐浴水 塗香末香 你如果有的話 拜託你提供一
下 下次師尊再回答你

王帶領所有的兵馬去進攻帝釋天的時候 因為大白傘蓋
的蓋蓋住 他始終沒有辦法攻破 那個時候大白傘蓋佛
母也用了﹃迴遮咒﹄ 你用多大的力量來 祂就回多大
的力量回去 這個叫﹃迴遮咒﹄ 我教大白傘蓋佛母的
手印是這樣子 這種手印 大白傘蓋手印︵聖尊示
範︶
你可以唸大白傘蓋的咒 更好唸：﹁吽 媽媽 吽
尼 梭哈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
觀想
大白傘蓋的蓋 不只是蓋住你 蓋住你的家庭 蓋住你
全家的人 大白傘蓋從虛空中下來 把你的家全部蓋
住 別人的作法就沒有效了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
﹁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然後呢 你如果說很
不甘心老是被人家欺負 你就唸﹃迴遮咒﹄ 這裡有筆
嗎？﹁吽 媽媽 吽尼 梭哈 ﹂是大白傘蓋佛母的
﹃堅甲咒﹄ 就是把你家蓋住 你唸﹃迴遮咒﹄ 用這
個手印唸﹃迴遮咒﹄：﹁哈梭 尼吽 媽媽 吽 ﹂
就是倒著唸 ﹁哈梭 尼吽 媽媽 吽 ﹂就是﹃迴遮
咒﹄ 就是倒著唸 咒語倒著唸就是﹃迴遮咒﹄
﹃迴遮咒﹄回去的話 他就是用多麼大的力量給你
做降頭 他反而會受到降頭 他自己就是變成自作自
受 這個修法更快 讓他更倒楣 他會作法降你 你也
不用降他 你就唸﹃迴遮咒﹄ 就回到他自己身上了
但是這個缺乏慈悲心 反正我們修行的人都是忍辱
第一 別人作降頭給我們 我們逆來順受 其實師尊也
從來不唸﹃迴遮咒﹄ 也沒有防護 八字也公開 我八
字公開在書上 師尊的八字是公開 民國三十四年 我

Ｑ

問題三：台灣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請求師尊慈悲開示：弟子皈依兩
年 只有持﹃不動明王心咒﹄ ︻高王經︼ ︻真佛
經︼ 弟子覺得有改善怨敵對弟子每天八字作法 但要
全部讓怨敵的作法失效 要持咒到何程度？要幾百萬遍
才能保護自己 家人和一切？還是要加上修法才能更
快？
回答三：他問的 他講說他有怨敵 而且每天對他
的八字作法 他希望能夠保護自己 家人和一切 還是
要加上修法才能更快？他覺得有改善 有改善也就是可
能他是這樣子 這個事情 他用不動明王 唸不動明王
的咒跟唸︻高王經︼還有︻真佛經︼ ﹁有改善怨敵對
弟子每天八字作法 但要全部讓怨敵的作法失效 要持
咒到何種程度 才能保護自己家人和一切？﹂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我突然間想到﹁迴遮法﹂ 一
般來講是說 你確實知道有人對你作法 就是作降頭
啦 其實用大白傘蓋最好 為什麼呢？以前阿修羅跟帝
釋天兩邊戰爭的時候 阿修羅幾乎要贏了 帝釋天的天
主就來求佛陀 佛陀以自己的頂上的光明 也就是自己
的佛頂光明化現成為大白傘蓋佛母 以大白傘蓋佛母的
傘蓋去蓋住整個帝釋天 把帝釋天給它蓋起來 阿修羅

Ｑ

問題四：修金剛心菩薩的時候入三昧地 用
入我我入 自己變化成金剛薩埵以後 是要
用數息或還是一直觀想金剛薩埵就可以了？有雜念時是
否再觀想金剛薩埵 把念頭叫回來？出定是想成縮小的
金剛薩埵在自己心葉蓮花變成光珠在自己的頂竅之後
變成金剛薩埵住頂 這樣對嗎？
回答四：入三昧地也就是禪定 入三摩地有很多方
法 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數息 就是細數自己的呼吸
就是專一的意思 專一 你觀想金剛薩埵也是專一 哪
一個方便你就用哪一個 你自己比較熟悉 而且比較容
易入定不會有雜念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方法 觀想
﹁阿﹂字 用﹁阿字觀﹂也可以；數息也可以；觀想金
剛薩埵也可以 都可以的 你認為哪個方便 你就用哪
個方法 精神專一 先專一再說
忘掉專一的時候 你就入三摩地 就是忘掉周圍的
一切 等到你修到你忘掉你的手跟腳跟你的頭跟你的身
體的時候 那就是叫做大空 你已經入定到大空的境界
了 你這個時候如果產生雜念 因為一般人都會產生雜
念的 雜念也很正常 但是你要把雜念去除掉 你重新
再觀想金剛薩埵 重新再數息 重新再用﹁阿字觀﹂都
可以 就是把你的精神集中成為﹁一﹂ ﹁一﹂再化為
﹁○﹂ 到了﹁○﹂的時候 你連自己在做三摩地的身
體 你全部忘掉的時候 就是進入三摩地的大空 最近
講︽道果︾都是常常講到這些東西
﹁出定的時候是想成縮小的金剛薩埵在自己的心葉
變成光珠在自己的頂竅之後 變成金剛薩埵住
蓮花

是三年四班 我們講三年四班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八
號午時 我八字都是公開的 隨便人家作法 我都沒有
感覺 我始終都沒有感覺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誰給我作
法？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啊！我八字是公開的 公開在書
上 歡迎大家作法 我覺得活得很不耐煩 死了算了！
真的 活得不耐煩呢！每天吃同樣的飯 每天睡同樣的
覺 每週人家星期六 禮拜天休息 我還要上法座 你
說我有多可憐！︵笑︶我不想活了 你乾脆作法把我降
死算了 對不對？
我回到摩訶雙蓮池多好 在人間還要受這個身體的
拘束 我沒有這個身體 我多自在啊！要到哪裡就到哪
裡 我沒有這個身體啊！我胃腸好得很 我要吃什麼就
吃什麼 要看什麼就看什麼啊！難道天上的天女還輸給
這些人間的醜八怪嗎︵笑︶？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呀！我
沒有這個身體 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呀！這個身體綁住
了你 這個身體也累壞自己啊！沒有這個身體 你看老
子講的一句話：﹁吾之大患 就是因為我有這個身體
才是大患 ﹂沒有身體多好！老子講的
你看 有這個身體呀 還要注意 哪裡硬起來都不
可以 哪裡硬起來你就慘啦！為什麼？長瘤 腫瘤科
哪裡硬起來 真的這個身體啊真的是不好 你把我做降
頭降死好了 我不想活了 人家星期六 禮拜天都去
vacation 都去放假 我還要上法座說法 我一碰到禮拜
六 禮拜天我頭都腫︵笑︶ 每一天沒有休息的 我什
麼時候休息過？還要寫文章 還要畫畫 還要修法
everyday 起肖啊︵臺語：瘋了︶︵笑︶ 對不對？一個
禮拜做七天 沒有休假日 把我降死好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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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這樣對嗎？﹂這也是對的 出定的時候有這樣子的
觀想 哪一個你比較熟悉 哪一個比較容易入定 你就
用哪一個

Ｑ

自身的素質 別整天想著他愛不愛你 你要是有錢 鬼
都愛你 畢竟月下老人已經辭職了 現在的愛情是財神
說了算 ︵笑︶這個是很現實的喔！很現實的
酒 是人類最糟糕的敵人 所以你看 五戒裡面最
後有一個酒 殺 盜 淫 妄 酒 五戒裡面當中就有
一個酒戒 不可以喝酒 酒是人類最糟糕的敵人 但耶
穌也說了 要愛你的敵人 那個牌子是掛在酒廠
歐巴桑問老闆：﹁包子怎麼賣？﹂老闆回答：﹁四
個一百 ﹂歐巴桑問：﹁看起來不太熱哎 ﹂老闆講：
﹁保證是熱的 冷的不用錢 ﹂歐巴桑就講：﹁那好
啊 給我四個冷的 ﹂他講冷的不要錢啊

我們再講︽道果︾：﹁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
淨分緣起 由一真正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
見 ﹂這一段很好講 ﹁見些化身﹂ 師尊在精神統一
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我見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最近
呢 我也見到那個維濕奴│遍淨天 前幾天也看了好幾
尊的佛菩薩 告訴大家 我看得最清楚的時候 在韓國
看到藥師如來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跟十二藥叉神將
我在韓國去禮拜了一個藥師佛 很高大的藥師佛 我跟
祂頂禮 在回程的時候在遊覽車上打坐 祂們顯現給我
看 那是最清楚的一次 最清晰 非常清楚 那時候我
有病 我就知道我的病會好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道 果道 果

問題五：師尊 師母您們好！阿彌陀佛！請
問在修﹁上師相應法﹂時想加唸其他的經跟
咒 請問在正行入三摩地前加唸 還是在後行持八大本
尊心咒之後加唸呢？謝謝師尊
回答五：他問的是說 他想在修﹁上師相應法﹂的
時候 要想加唸一部經 或者是想加唸咒語 是在前行
唸還是後行唸？當然入三昧地的時候就不再唸經咒了
入三昧地是沒有唸經咒的 只是觀想 專一 其實呢
在前行的時候加唸跟後行以後加唸 都是可以的 我認
為不影響
正行的時候不要加唸 正行的時候就是觀想 持
咒 結手印 入三昧地 就是這樣子 在觀想的時候加
上結手印 觀想以後就持咒 持完咒以後就入三昧地
它的重點是 正行在觀想 持咒 入三昧地；前行的時
候你要多加唸經咒 可以；後行的時候加唸經咒 可
以；不要在正行的時候加唸經咒 為什麼在前面可以
後面可以？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進入正行 你那時候可以
加唸咒語 加唸經 都是可以的
甲對乙說：﹁你不是講說香蕉可以通便嗎？我用了
怎麼都沒有效呢？﹂乙回答：﹁不會啊！我吃了兩 三
根 效果挺好的！﹂甲問：﹁啊？用吃的？﹂乙說：
﹁對啊！用吃的啊！﹂香蕉通便 當然是用吃的 哪裡
有用香蕉來通便 用通的︵笑︶
是個男人就應該多賺點錢 多旅遊 多見世面提高

漏 以什麼為緣起？自己跟手印之緣起會合 手印 我
們這裡所講的手印並不是比手印 而是講事業手印 事
業手印有的在虛空 那是智慧空行母；有的在人間 人
間的就是實體明妃 也就是你修不失 修﹁無漏法﹂
讓它變成無漏 就是自己的身體跟實體明妃之緣起會
合 會合緣起就是說在一起它的緣起 由有漏修到無
漏 就叫﹁修不失﹂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斷
分別︵念︶為正斷 如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
︵念︶ 以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
斷分別︵念︶ ﹂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依 此當以七義而
了知﹂ 它其中有七個意義
底下就是講 什麼是四正斷 你在這裡要斷掉貪
瞋 癡 疑 慢 當然它講四種斷 我們這裡也不一定
是四種斷 你要斷掉這些呢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
脈﹂ 其實這是修法的過程 也就是雙運的時候 探喜
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什麼叫﹁十二具蓮女﹂？具蓮女也就是實體明妃
是真正的可以用來做明妃的稱為具蓮女 可以用來做明
妃的 而不是隨便哪個女子都可以 在︽喜金剛講義︾
裡面我提到 你要選擇明妃有幾種 具象女 具蓮女
另外還有幾種女 ︽喜金剛︾裡面有提到 那個才可以
做明妃 而不是隨便哪一個人就可以讓你做明妃 因為
隨便哪一個 那一個會污染了你 因為她的氣不純 她
本身的氣不純 她的氣污濁 她有偏見 那個就不是具
蓮女；她是一個善的 是一個好的 首先她是善的 她

開示

然後呢 有一次見到阿彌陀佛 哇！最清楚的一
次 就是從北京飛太原 在飛機上 眼睛閉起來 我就
看到阿彌陀佛 哇！我的人喔像螞蟻一樣 就站在阿彌
陀佛的腳的前面哎 一抬頭往上看 哇！看不到頂！看
到阿彌陀佛的金身光彩閃亮 那是最清楚的 有一次我
看到觀世音菩薩 那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終身難忘！
天衣重裙 哇！祂背著我 然後慢慢轉身 我看到祂的
臉差一點昏倒 絕世啊！從來沒有看過那麼美的 結果
幫我解決了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本來有一件很困難的
事 我一看到祂 我就知道 觀世音菩薩來跟我講這件
事情已經解決了 我還有一次看得很清楚是大威德金
剛 那是在﹁真佛密苑﹂ 我的房間裡面 祂顯現
頌云：﹁見些化身﹂ 這個就是見些化身 ﹁以界
淨分緣起﹂ 因為你的境界清淨了 才能夠有緣看到化
身 以界淨分緣起 你為什麼會看到化身呢？因為你的
境界已經開始產生清淨了 你才能夠看到化身 ﹁由一
真正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見﹂ 你可以看
到一尊 也可以到最後慢慢看 越看越多 越看越多
宗喀巴大師曾經為了看見三十五佛 他頂禮三十五
佛 頂禮到手跟膝蓋這裡都破了 甚至於看到骨 那時
候祂清淨了 看到半身的三十五佛 只有一半 後來再
祈求 再祈禱 才看到三十五佛的全身 宗喀巴 祂是
虔誠地祈禱 以自己清淨的心去祈求 終於看到三十五
佛的全身 所以呢 由一尊可以看到十尊 ﹁如其所應
得見﹂ 你越清淨就越看得越多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自身與手印之
緣起會合 ﹂﹁修不失﹂是什麼意思？修不失就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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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這樣對嗎？﹂這也是對的 出定的時候有這樣子的
觀想 哪一個你比較熟悉 哪一個比較容易入定 你就
用哪一個

Ｑ

自身的素質 別整天想著他愛不愛你 你要是有錢 鬼
都愛你 畢竟月下老人已經辭職了 現在的愛情是財神
說了算 ︵笑︶這個是很現實的喔！很現實的
酒 是人類最糟糕的敵人 所以你看 五戒裡面最
後有一個酒 殺 盜 淫 妄 酒 五戒裡面當中就有
一個酒戒 不可以喝酒 酒是人類最糟糕的敵人 但耶
穌也說了 要愛你的敵人 那個牌子是掛在酒廠
歐巴桑問老闆：﹁包子怎麼賣？﹂老闆回答：﹁四
個一百 ﹂歐巴桑問：﹁看起來不太熱哎 ﹂老闆講：
﹁保證是熱的 冷的不用錢 ﹂歐巴桑就講：﹁那好
啊 給我四個冷的 ﹂他講冷的不要錢啊

我們再講︽道果︾：﹁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
淨分緣起 由一真正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其所應得
見 ﹂這一段很好講 ﹁見些化身﹂ 師尊在精神統一
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我見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最近
呢 我也見到那個維濕奴│遍淨天 前幾天也看了好幾
尊的佛菩薩 告訴大家 我看得最清楚的時候 在韓國
看到藥師如來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跟十二藥叉神將
我在韓國去禮拜了一個藥師佛 很高大的藥師佛 我跟
祂頂禮 在回程的時候在遊覽車上打坐 祂們顯現給我
看 那是最清楚的一次 最清晰 非常清楚 那時候我
有病 我就知道我的病會好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道 果道 果

問題五：師尊 師母您們好！阿彌陀佛！請
問在修﹁上師相應法﹂時想加唸其他的經跟
咒 請問在正行入三摩地前加唸 還是在後行持八大本
尊心咒之後加唸呢？謝謝師尊
回答五：他問的是說 他想在修﹁上師相應法﹂的
時候 要想加唸一部經 或者是想加唸咒語 是在前行
唸還是後行唸？當然入三昧地的時候就不再唸經咒了
入三昧地是沒有唸經咒的 只是觀想 專一 其實呢
在前行的時候加唸跟後行以後加唸 都是可以的 我認
為不影響
正行的時候不要加唸 正行的時候就是觀想 持
咒 結手印 入三昧地 就是這樣子 在觀想的時候加
上結手印 觀想以後就持咒 持完咒以後就入三昧地
它的重點是 正行在觀想 持咒 入三昧地；前行的時
候你要多加唸經咒 可以；後行的時候加唸經咒 可
以；不要在正行的時候加唸經咒 為什麼在前面可以
後面可以？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進入正行 你那時候可以
加唸咒語 加唸經 都是可以的
甲對乙說：﹁你不是講說香蕉可以通便嗎？我用了
怎麼都沒有效呢？﹂乙回答：﹁不會啊！我吃了兩 三
根 效果挺好的！﹂甲問：﹁啊？用吃的？﹂乙說：
﹁對啊！用吃的啊！﹂香蕉通便 當然是用吃的 哪裡
有用香蕉來通便 用通的︵笑︶
是個男人就應該多賺點錢 多旅遊 多見世面提高

漏 以什麼為緣起？自己跟手印之緣起會合 手印 我
們這裡所講的手印並不是比手印 而是講事業手印 事
業手印有的在虛空 那是智慧空行母；有的在人間 人
間的就是實體明妃 也就是你修不失 修﹁無漏法﹂
讓它變成無漏 就是自己的身體跟實體明妃之緣起會
合 會合緣起就是說在一起它的緣起 由有漏修到無
漏 就叫﹁修不失﹂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斷
分別︵念︶為正斷 如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
︵念︶ 以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
斷分別︵念︶ ﹂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依 此當以七義而
了知﹂ 它其中有七個意義
底下就是講 什麼是四正斷 你在這裡要斷掉貪
瞋 癡 疑 慢 當然它講四種斷 我們這裡也不一定
是四種斷 你要斷掉這些呢 ﹁探喜等十二具蓮女之
脈﹂ 其實這是修法的過程 也就是雙運的時候 探喜
等十二具蓮女之脈
什麼叫﹁十二具蓮女﹂？具蓮女也就是實體明妃
是真正的可以用來做明妃的稱為具蓮女 可以用來做明
妃的 而不是隨便哪個女子都可以 在︽喜金剛講義︾
裡面我提到 你要選擇明妃有幾種 具象女 具蓮女
另外還有幾種女 ︽喜金剛︾裡面有提到 那個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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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六

道果
四正斷

本頌金剛句偈疏

頌云：﹁見些化身﹂ 以界淨分緣
起 由一真正化身至十真正化身間 如
其所應得見
頌云：﹁修不失﹂如前釋 此處是
自身與手印之緣起會合
頌云：﹁四正斷﹂ 探喜等十二具
蓮女之脈 斷分別︵念︶為正斷 如
是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
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
抑氣斷分別︵念︶
其義是第四灌五法之第四取所
此當以七義而了知：

依

是清淨的 她的氣是非常好的
再來 ﹁斷分別念為正斷﹂ 其實那個時候啊 你
選擇具蓮女的時候 斷分別念 我告訴你 你那個時候
如果有貪念出來 貪這個女子的念 那就是應該要斷的
時候 應該要斷 要斷掉那一種貪念 另外呢 ﹁意入
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這是四種念 就是要斷這四種
念 斷分別念為正斷 意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身
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明點抑氣斷分別念
第一個你必須要斷掉貪念；第二個你必須要意念進
入緩行等正理斷分別念 以真正的師父教你的方法去
做 師父懂得 他教你方法去做 應該快的時候變成緩
的時候 就是在斷掉那個念頭 由快變慢是在斷掉那個
念頭 用身口意金剛跏趺斷分別念 以打坐的方式來斷
掉你那個念頭 以明點抑氣斷 斷掉你的念頭 以明點
抑氣 把明點攝住
我不是講了嗎？﹁舌抵上顎 壓喉結 腹貼背 提
肛 收縮四肢 握固印﹂ 薩迦六勢變 為什麼做薩迦
六勢變？﹁舌抵上顎 壓喉結 腹貼背 提肛 收縮四
肢 握固印﹂ 四肢收縮 提肛 壓喉結 舌抵上顎
腹貼背 用薩迦六勢變的方法 就是用明點抑氣斷分
別 因為你把明點提住了 壓喉結就是明點提住了 明
點提住了 壓喉結 鬆掉它就會漏出來 為了提住 你
用明點抑氣斷分別 把上行氣盡出 統統呼出去 然後
把氣憋住就提明點 這個時候可以斷分別念 這個就是
四正斷了
我講這個不要講得太清楚 因為講得太清楚的話
你們都會修練了 就去亂練︵笑︶ 我以前做一個比
喻 吸管有沒有？吸管把它壓住 吸管碰到杯子裡面

然後上面壓住吸管 把吸管提起來 那裡面的水不會掉
嘛 對不對？然後你把它打開 這個水就唰！就掉了
就漏了；為什麼不會漏？因為你把氣憋住了 明點就被
你提住了 然後再用第二個方法 停止或者動作慢 這
個明點就提住了 這有幾個方法 稱為四正斷 如果你
沒有修過 你講什麼四正斷？對不對？這就是四正斷
因為我們戴口罩戴那麼久 我們終於明白 為什麼
女生一回家就要脫胸罩 現在我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脫
口罩 哎呀！脫了口罩真的很舒服！人家脫了胸罩也很
舒服
年關近了 尾牙聚餐增加 小泉體重也增加了 於
是到醫院去諮詢 減肥醫生講：﹁消除你多餘的脂肪
唯一的方法便是運動 盡量多運動 ﹂小泉講：﹁胡
說！我老婆每天講話講個不停 可是她的下巴還是兩
層 ﹂
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洗澡以後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都會覺得自己變好看？但經過我研究發現 水可以導電
但十分微弱 屬於極弱的電解質 當你洗澡的時候 長
時間大量用水 從頭到腳沖洗著你 所以簡單來說 就
是你的腦子進水
女的問：﹁你喜歡我的天使的臉孔 還是魔鬼的身
材呢？﹂男的回答：﹁我就是喜歡你這種幽默感 ﹂
︵笑︶
每一次看到情侶在樹上刻下名字 我就會深深地陷
入沉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帶著刀去約會？﹂
︵笑︶好吧！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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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時光空流 四

不然就是屁眼

已是手上捧著的

｜｜不能放過的人 不在了；想不放過別人的人
宇宙本質無心 有想法者才有苦惱

文接四八○期｜｜

也許 老兄幾天沒見 再見時
灰
︵感歎：人間也是常見！︶
在世時 無論如何要安好心眼
只能遺臭千古
銀行裡 總有許多未取的錢 有的已過期作廢
往往人在靈堂 錢還在銀行
戰亂時期 入了窖藏的珍寶 本來想等事變平息
之後 再回來取用 享樂
沒料到 此去一別：
青山橫北郭 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 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 蕭蕭班馬鳴
︵唐代李白︽送友人︾︶
別後 再無機會回頭
當窖藏被發現時 已是數百年 甚至二千多年以

樂極之後
死灰之後
複燃之後

總是生悲？！
總是複燃？！
又變死灰？！

也不在了
■文／蓮曉上師

後了
好像很快 一瞬千年
窖藏的寶物 被考古隊挖掘研究 或被發現者一
搶而空 或輾轉之間 移居到博物館的櫥窗
這窖藏期間的幾百 上千年 說是眨眼之間 反
掌之間 其實那些過程 是相當難煞的﹁一瞬﹂
這﹁一瞬﹂當中 發生了多少事變 家變 政
變 ？！
﹁慘亡﹂了多少動人的美境 成果 人物 情
愛？！
貪欲的追求 多少次變成刀兵劍擊 槍林彈雨
滿門抄砍甚至凌遲處死
鄉土 國土從未停過：分分合合
穩定從來都只是暫時 盛世從來不會超過幾十年
或一百多年
趾高氣揚 安如泰山無一倖免地 總是連結著苟
延殘喘 土崩瓦解
為什麼：

又再重複

見如故﹂
那個前世騙人的 又在街市上悠轉
莫名其妙這一悠轉 一切所欠又被騙回去；捶胸
頓足 體驗到前世被自己所騙者的痛苦滋味
搞革命的又來了 纏上他的沒完沒了
不想造反的正在勸想造反的 出軌的正想回到正
軌
某一世的事

｜｜待續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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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迷在則悲在
演戲太入戲時 痛苦完全是好逼真的
個個都不想死的 最後沒有一個不死的
前幾天有個朋友去逝了 他一直不相信自己會
死
迴光返照時 還在重症監護室給女朋友打了電
話 訴說了一番衷腸 說是遲些出來又如何再去郊
遊
沒想到 這就是最後一次通話
如果當時有人告訴他 二 三天後你就是一把灰
而已 不知他會有什麼感想？！
其實 哪能有什麼感想呢？！
怕著 僥倖著 瞻前顧後著 疼痛不適之中 就
迷迷糊糊地進入無肉體界
可能死了 還不知道死了呢
？！

無常是事物內在的運作規律
時間被人們設定了之後 就無時不在使用了：
時光飛逝︵其實是場景變遷︶ 懷念舊日時光
︵其實懷念是已經不在的場景︶
春來秋去 老來死去
美得﹁不要不要﹂的佳麗也是只給她本人短暫的
受用
防腐劑用多了還是不能讓新鮮的什麼保鮮多久
電燈與華服等等 也只有一定的使用壽命
保不住青春與新鮮 其實與時間無關 那只是物
質內在運作規律所致的變化
物質從來無法真正的靜止 包括黃金鑽石等等
然而 滅絕與誕生 那也只是眼睛所見的現象
因緣五行和合的現象 不是本真的
街市中 某位砍豬大腿的賣肉哥抬頭一看 隨口
對那新客說 你又來啦
他都莫名其妙
有時 面對頭一回見面的人 卻是這麼的一句不
合邏輯的話
也許就是清朝 唐朝時的老相識 難怪今世﹁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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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瞬﹂當中 發生了多少事變 家變 政
變 ？！
﹁慘亡﹂了多少動人的美境 成果 人物 情
愛？！
貪欲的追求 多少次變成刀兵劍擊 槍林彈雨
滿門抄砍甚至凌遲處死
鄉土 國土從未停過：分分合合
穩定從來都只是暫時 盛世從來不會超過幾十年
或一百多年
趾高氣揚 安如泰山無一倖免地 總是連結著苟
延殘喘 土崩瓦解
為什麼：

又再重複

見如故﹂
那個前世騙人的 又在街市上悠轉
莫名其妙這一悠轉 一切所欠又被騙回去；捶胸
頓足 體驗到前世被自己所騙者的痛苦滋味
搞革命的又來了 纏上他的沒完沒了
不想造反的正在勸想造反的 出軌的正想回到正
軌
某一世的事

｜｜待續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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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迷在則悲在
演戲太入戲時 痛苦完全是好逼真的
個個都不想死的 最後沒有一個不死的
前幾天有個朋友去逝了 他一直不相信自己會
死
迴光返照時 還在重症監護室給女朋友打了電
話 訴說了一番衷腸 說是遲些出來又如何再去郊
遊
沒想到 這就是最後一次通話
如果當時有人告訴他 二 三天後你就是一把灰
而已 不知他會有什麼感想？！
其實 哪能有什麼感想呢？！
怕著 僥倖著 瞻前顧後著 疼痛不適之中 就
迷迷糊糊地進入無肉體界
可能死了 還不知道死了呢
？！

無常是事物內在的運作規律
時間被人們設定了之後 就無時不在使用了：
時光飛逝︵其實是場景變遷︶ 懷念舊日時光
︵其實懷念是已經不在的場景︶
春來秋去 老來死去
美得﹁不要不要﹂的佳麗也是只給她本人短暫的
受用
防腐劑用多了還是不能讓新鮮的什麼保鮮多久
電燈與華服等等 也只有一定的使用壽命
保不住青春與新鮮 其實與時間無關 那只是物
質內在運作規律所致的變化
物質從來無法真正的靜止 包括黃金鑽石等等
然而 滅絕與誕生 那也只是眼睛所見的現象
因緣五行和合的現象 不是本真的
街市中 某位砍豬大腿的賣肉哥抬頭一看 隨口
對那新客說 你又來啦
他都莫名其妙
有時 面對頭一回見面的人 卻是這麼的一句不
合邏輯的話
也許就是清朝 唐朝時的老相識 難怪今世﹁一

？！

？！？！？！

菩提園地

師尊答：在美國有很多這種動
物的飼料 罐頭
是給動物吃
的 而不是給人吃的 我們人都不
吃飼料 何況是佛菩薩 不需要供
養佛菩薩 飼料供養給動物跟所有
的畜生靈就可以了 我是推理的
這是一種邏輯的推理
弟子問：地藏菩薩七星令旗
它的作用？在家可以供奉嗎？如何
應用？
師尊答：七星令旗只有︿真佛
宗﹀才有 因為是師尊畫的 七星
令旗的作用是召魂 做超度法會
時 把七星令旗掛出來 就有能力
去召集遠近的中陰身跟鬼魂 如果

師尊答：什麼是﹁中陰﹂？中
陰又叫中有 靈魂 是人死後到輪
迴前 這中間的一段叫做中陰 師
尊在修﹁中陰法﹂時 中陰即靈魂
出竅 而這中陰成就了陽焰觀 我
們打坐的時候 用你的陰陽眼來
看 首先看到煙 就是白色的霧
再看到像螢火蟲的那種一點一點的
亮光出現 後來你看到陽焰 ﹁陽
焰觀﹂就是太陽周邊的焰火所閃耀
出來的光 在靈魂出竅時 以靈魂

弟子問：師尊文集第一九三冊
︽牛稠溪的嗚咽︾｜︿是睡著還是
醒著﹀一文中 寫到：我在修﹁中
陰法﹂時 又成就了﹁陽焰觀﹂
何為﹁陽焰觀﹂？

有供奉地藏王菩薩 在家可以供奉
七星令旗 但不要拿出來搖 因為
一搖就是召魂幡 所有鬼魂都會
到 供奉七星令旗就等於供奉北斗
七星及地藏王菩薩 七星令旗 最
上面的﹁吽﹂字是代表宇宙意識
︵以下是︶天 地 人 日 月
七星 地藏菩薩

二○二○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黃財神本尊法﹂

神識非常靈敏

■文∕西雅圖雷藏寺

弟子問：布施給動物或有緣的
畜生道眾生食物時 可否先將飼料
供養佛菩薩後再布施 就是跟人一
樣供養佛菩薩再超度後才吃 因為
要布施出去的是動物吃的飼料 拿
飼料供養佛菩薩會不會不恰當？

可以看到煙、看到螢光、看到陽焰。

根

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
在二○二○年  月  日︿西
雅圖雷藏寺﹀主持﹁黃財神本尊
法﹂的同修活動 然後回答弟子們
的提問︱︱﹁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
力量﹂
弟子問：因為家人有重度聽
障 在未來臨終時在旁助念佛號或
是其他相關的咒或經文時 他可以
聽得到嗎？生前時有戴助聽器所以
還好 那聽不到的話 是不是也要
給他戴助聽器才好呢？
師尊答：一個人在彌留的狀
態 神識已經出現 飛在虛空中
神識非常靈敏 什麼都聽得一清二
楚 而且看得見 他想要到那裡
他就在那裡 所以這問題不是問
題 你在旁邊唸咒 唸經文 唸佛
號 他都聽得見 人在臨終的時
候 他神識出現的彌留狀態 他的

的識可以看到煙 看到螢光 看到
陽焰
︽道果︾｜｜
庚四 示保認煖相任意
其後教示煖相保認任意 為頌
云：﹁是非次第生﹂ 此謂：雖具
得失二者 然緣起非依次第會合
故覺受亦非依次而生 生煖任意之
故 於得失二者無取無捨之一切煖
覺受保認任意
這一段文字只有一個要義 就
是﹁保認煖相任意﹂ 在修禪定的
過程之中 修法中很多的次第 不
同的修持方法 會有很多不同的覺
受 此處重點是在你不要去分別它
的修行次第 也不要去分別修行的
覺受 把它變成﹁沒有得到 也沒
有失去﹂ 很自然的那種狀態︱︱
﹁法爾本然﹂的狀態
師尊深入淺出的教導 親切的
循循善誘 讓弟子們心開意解 法
喜充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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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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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答：在美國有很多這種動
物的飼料 罐頭
是給動物吃
的 而不是給人吃的 我們人都不
吃飼料 何況是佛菩薩 不需要供
養佛菩薩 飼料供養給動物跟所有
的畜生靈就可以了 我是推理的
這是一種邏輯的推理
弟子問：地藏菩薩七星令旗
它的作用？在家可以供奉嗎？如何
應用？
師尊答：七星令旗只有︿真佛
宗﹀才有 因為是師尊畫的 七星
令旗的作用是召魂 做超度法會
時 把七星令旗掛出來 就有能力
去召集遠近的中陰身跟鬼魂 如果

師尊答：什麼是﹁中陰﹂？中
陰又叫中有 靈魂 是人死後到輪
迴前 這中間的一段叫做中陰 師
尊在修﹁中陰法﹂時 中陰即靈魂
出竅 而這中陰成就了陽焰觀 我
們打坐的時候 用你的陰陽眼來
看 首先看到煙 就是白色的霧
再看到像螢火蟲的那種一點一點的
亮光出現 後來你看到陽焰 ﹁陽
焰觀﹂就是太陽周邊的焰火所閃耀
出來的光 在靈魂出竅時 以靈魂

弟子問：師尊文集第一九三冊
︽牛稠溪的嗚咽︾｜︿是睡著還是
醒著﹀一文中 寫到：我在修﹁中
陰法﹂時 又成就了﹁陽焰觀﹂
何為﹁陽焰觀﹂？

有供奉地藏王菩薩 在家可以供奉
七星令旗 但不要拿出來搖 因為
一搖就是召魂幡 所有鬼魂都會
到 供奉七星令旗就等於供奉北斗
七星及地藏王菩薩 七星令旗 最
上面的﹁吽﹂字是代表宇宙意識
︵以下是︶天 地 人 日 月
七星 地藏菩薩

二○二○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黃財神本尊法﹂

神識非常靈敏

■文∕西雅圖雷藏寺

弟子問：布施給動物或有緣的
畜生道眾生食物時 可否先將飼料
供養佛菩薩後再布施 就是跟人一
樣供養佛菩薩再超度後才吃 因為
要布施出去的是動物吃的飼料 拿
飼料供養佛菩薩會不會不恰當？

可以看到煙、看到螢光、看到陽焰。

根

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
在二○二○年  月  日︿西
雅圖雷藏寺﹀主持﹁黃財神本尊
法﹂的同修活動 然後回答弟子們
的提問︱︱﹁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
力量﹂
弟子問：因為家人有重度聽
障 在未來臨終時在旁助念佛號或
是其他相關的咒或經文時 他可以
聽得到嗎？生前時有戴助聽器所以
還好 那聽不到的話 是不是也要
給他戴助聽器才好呢？
師尊答：一個人在彌留的狀
態 神識已經出現 飛在虛空中
神識非常靈敏 什麼都聽得一清二
楚 而且看得見 他想要到那裡
他就在那裡 所以這問題不是問
題 你在旁邊唸咒 唸經文 唸佛
號 他都聽得見 人在臨終的時
候 他神識出現的彌留狀態 他的

的識可以看到煙 看到螢光 看到
陽焰
︽道果︾｜｜
庚四 示保認煖相任意
其後教示煖相保認任意 為頌
云：﹁是非次第生﹂ 此謂：雖具
得失二者 然緣起非依次第會合
故覺受亦非依次而生 生煖任意之
故 於得失二者無取無捨之一切煖
覺受保認任意
這一段文字只有一個要義 就
是﹁保認煖相任意﹂ 在修禪定的
過程之中 修法中很多的次第 不
同的修持方法 會有很多不同的覺
受 此處重點是在你不要去分別它
的修行次第 也不要去分別修行的
覺受 把它變成﹁沒有得到 也沒
有失去﹂ 很自然的那種狀態︱︱
﹁法爾本然﹂的狀態
師尊深入淺出的教導 親切的
循循善誘 讓弟子們心開意解 法
喜充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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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月日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大法會﹂

︻ 梵 網 經 ︼ 與 ︽瑜伽師地論︾
有何異同 ？

大白蓮花童子 金母並囑咐師尊這
一世要好好度眾生 從此有了︿真
佛宗﹀ 可以說︿真佛宗﹀的根源
就是瑤池金母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
有︿真佛宗﹀ 師尊這五十年來的
遭遇非常曲折 一路上風風雨雨
都是聽從瑤池金母的指示 金母就
像母親一樣呵護師尊 呵護眾弟
子 ︵關於蓮生法王五十年前在台

是﹁以染為犯﹂ 妄念起是﹁非染
為犯﹂ ﹁無為犯者﹂等三種 及
許多輕戒 彌勒菩薩提到﹁貪味靜
慮戒﹂ 是禪定中的缺失 貪圖樂
受的戒律 但沒有提到犯戒 守戒
的果報 是以因明觀點詮釋成就的
功德和障礙的逆緣
法王接著回答弟子們的提問
﹁人在臨終時的四大分解是一
種痛不堪言的苦受 請問師尊臨終
時如果請醫生給打全身麻醉藥 會
不會解除生命最後的肉身痛苦？麻
醉藥產生的昏迷狀態對靈魂離開肉
體的過程有什麼影響嗎？﹂
法王解說 人要死亡會經歷四
大分散的過程 地大入於水大 水
大入於火大 火大入於風大 風大
入於空大 靈魂要脫離肉體的過程
很痛苦 雖然現代科學可以改善一
些 但還是很痛苦 除非生前有修
行 ︻高王觀世音真經︼能滅生死
苦 消除諸毒害 所以勤唸︻高王
觀世音真經︼可以解脫死亡的痛
苦；另外最好是修氣 脈 明點
命終直接運氣把命氣從中脈衝出
去 解脫成佛 李幸枝上師往生之
後回來告訴法王 死亡之後沒了肉
體的束縛 非常地輕鬆愉快 所以

中市︿玉皇宮﹀遇到的天啟 請詳
閱法王文集第十六冊︽靈機神算漫
談︾︶
有關弟子昨日請問︻梵網經︼
菩薩戒跟︽瑜伽師地論︾菩薩戒
本 兩者之間的異同？法王再次補
充講述大乘︻梵網經︼跟︽瑜伽師
地論︾二者之異同
相同之處：一 兩者皆菩提心
成為菩薩根源而所說的戒律
二 皆是從身口意和貪瞋癡的
根源所受的障礙菩提心之過失
三 兩者事項雖有大同小異
但是都是圍繞著菩提心而來論此事
項
四 皆包含了五戒跟六度
不同之處：大乘︻梵網經︼是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而︽瑜伽師地
論︾是彌勒菩薩所著五部大論中之
一 所以唯識又稱為瑜伽宗
大乘︻梵網經︼以戒來守 以

■文／彩虹雷藏寺

十八輕戒
︽瑜伽師地論︾菩薩戒本 所
講的戒的行為之外 也以戒為初發
心來守 以唯識角度來解說 是有
開遮的 可懺悔悔改 犯戒是可以
原諒的 由貪瞋癡衍發四重戒 依
犯戒程度分為 菩薩行為有犯違越

○二○ 年  月  日蓮生法王
於美國︿彩虹雷藏寺﹀主持
﹁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會後法王
表示 瑤池金母是師尊第一位相應
的本尊 五十年前師尊還是軍官
時 在台中市︿玉皇宮﹀瑤池金母
金身前一跪 金母現身給師尊開天
眼 讓師尊見到天啟 當晚夢中師
尊見到一個很大的光圈 師尊身子
浮起進入光圈內 來到西方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 見到一位全身閃耀
白光的佛菩薩 金母說這就是祢｜

二

兩本經論之菩薩戒本

果報來解說 是可警惕 但沒有開
遮的法 犯了就是犯了因果 有飲
食的戒律 提到吃肉及五辛的戒
犯戒 守戒的果報 明列十重戒：
五戒 ﹁說四眾過戒﹂ ﹁自讚毀
他戒﹂ ﹁慳惜加譭戒﹂ ﹁瞋心
不受悔戒﹂ ﹁謗三寶戒﹂；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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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月日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大法會﹂

︻ 梵 網 經 ︼ 與 ︽瑜伽師地論︾
有何異同 ？

大白蓮花童子 金母並囑咐師尊這
一世要好好度眾生 從此有了︿真
佛宗﹀ 可以說︿真佛宗﹀的根源
就是瑤池金母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
有︿真佛宗﹀ 師尊這五十年來的
遭遇非常曲折 一路上風風雨雨
都是聽從瑤池金母的指示 金母就
像母親一樣呵護師尊 呵護眾弟
子 ︵關於蓮生法王五十年前在台

是﹁以染為犯﹂ 妄念起是﹁非染
為犯﹂ ﹁無為犯者﹂等三種 及
許多輕戒 彌勒菩薩提到﹁貪味靜
慮戒﹂ 是禪定中的缺失 貪圖樂
受的戒律 但沒有提到犯戒 守戒
的果報 是以因明觀點詮釋成就的
功德和障礙的逆緣
法王接著回答弟子們的提問
﹁人在臨終時的四大分解是一
種痛不堪言的苦受 請問師尊臨終
時如果請醫生給打全身麻醉藥 會
不會解除生命最後的肉身痛苦？麻
醉藥產生的昏迷狀態對靈魂離開肉
體的過程有什麼影響嗎？﹂
法王解說 人要死亡會經歷四
大分散的過程 地大入於水大 水
大入於火大 火大入於風大 風大
入於空大 靈魂要脫離肉體的過程
很痛苦 雖然現代科學可以改善一
些 但還是很痛苦 除非生前有修
行 ︻高王觀世音真經︼能滅生死
苦 消除諸毒害 所以勤唸︻高王
觀世音真經︼可以解脫死亡的痛
苦；另外最好是修氣 脈 明點
命終直接運氣把命氣從中脈衝出
去 解脫成佛 李幸枝上師往生之
後回來告訴法王 死亡之後沒了肉
體的束縛 非常地輕鬆愉快 所以

中市︿玉皇宮﹀遇到的天啟 請詳
閱法王文集第十六冊︽靈機神算漫
談︾︶
有關弟子昨日請問︻梵網經︼
菩薩戒跟︽瑜伽師地論︾菩薩戒
本 兩者之間的異同？法王再次補
充講述大乘︻梵網經︼跟︽瑜伽師
地論︾二者之異同
相同之處：一 兩者皆菩提心
成為菩薩根源而所說的戒律
二 皆是從身口意和貪瞋癡的
根源所受的障礙菩提心之過失
三 兩者事項雖有大同小異
但是都是圍繞著菩提心而來論此事
項
四 皆包含了五戒跟六度
不同之處：大乘︻梵網經︼是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而︽瑜伽師地
論︾是彌勒菩薩所著五部大論中之
一 所以唯識又稱為瑜伽宗
大乘︻梵網經︼以戒來守 以

■文／彩虹雷藏寺

十八輕戒
︽瑜伽師地論︾菩薩戒本 所
講的戒的行為之外 也以戒為初發
心來守 以唯識角度來解說 是有
開遮的 可懺悔悔改 犯戒是可以
原諒的 由貪瞋癡衍發四重戒 依
犯戒程度分為 菩薩行為有犯違越

○二○ 年  月  日蓮生法王
於美國︿彩虹雷藏寺﹀主持
﹁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會後法王
表示 瑤池金母是師尊第一位相應
的本尊 五十年前師尊還是軍官
時 在台中市︿玉皇宮﹀瑤池金母
金身前一跪 金母現身給師尊開天
眼 讓師尊見到天啟 當晚夢中師
尊見到一個很大的光圈 師尊身子
浮起進入光圈內 來到西方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 見到一位全身閃耀
白光的佛菩薩 金母說這就是祢｜

二

兩本經論之菩薩戒本

果報來解說 是可警惕 但沒有開
遮的法 犯了就是犯了因果 有飲
食的戒律 提到吃肉及五辛的戒
犯戒 守戒的果報 明列十重戒：
五戒 ﹁說四眾過戒﹂ ﹁自讚毀
他戒﹂ ﹁慳惜加譭戒﹂ ﹁瞋心
不受悔戒﹂ ﹁謗三寶戒﹂；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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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修行 打麻醉劑 安樂死
都沒用
﹁今年初師尊傳的臨終用﹃吽
字﹄封閉九竅是否一定由上師才能
做 一般弟子不可以做的？平時練
習﹃七日成就法﹄是否可以遙灌

﹃阿﹄字勾﹃吽﹄字向上提升 如
沒修過﹃破瓦法﹄怎樣衝頂？﹂
法王教導 ﹁遷識法﹂只要與
本尊相應 任何人都可以做 奉請
本尊降在食指上 ﹁開天門 閉地
戶 塞人道 阻鬼路﹂ 身體的九
個孔用梵字藍色﹁吽﹂觀想封住
﹁破瓦法﹂平常修寶瓶氣第一口氣
就要修 運氣衝頂 開頂之後一個
月只能修一次
﹁人生的時候佛性給業障矇
住 如果不修行就受果報 往生時
那麼佛性也一樣受嗎？可是師尊說
佛性是不在內也不在外 ﹂
法王闡述 就像金礦一樣 佛
性與業障纏在一起 佛性是金子
業障是礦物雜質 修行就是要去除
身口意的業障雜質 留下佛性金
子 人和動物都有佛性 佛性不在
內也不在外 看不到 就算到了地
獄 佛性不受果報
﹁請教金剛誦可以在散步或外
出坐公車時做嗎？另外 披甲護身
如何在外出時做呢？﹂
法王回覆 披甲護身在家裡做
好再外出 穿衣服前握拳唸七遍：
﹁嗡波汝藍者利﹂ 用拳頭印衣服
再穿上 就有防護力 金剛誦坐公

車時可以修 走路不要一心二用
否則易發生意外
法王接著繼續開示︽道果︾四
覺醒：禪定時遇到不好的景象 或
有魔來干擾 用四覺醒 又稱為四
神足來對治 ︵註：四神足又稱為
四如意足 四種進修禪定的方法
四正勤和四念處所修的禪定比較粗
淺 佛陀開示四神足讓佛弟子更深
入禪定 四神足分別是：欲神足
心神足 勤神足 觀神足 ︶也可
以用咒字覺醒對治 唸咒對治也可
以 禪定中見到師尊現前 唸﹃上
師心咒﹄：﹁嗡 古魯 蓮生 悉
地 吽 ﹂如果根本上師還在 那
表示真的是根本上師現前 如果是
魔就會逃跑；其它的本尊也是用這
個方法
法王最後開示大家 現代人罹
患憂鬱症的人很多 憂鬱症要用佛
法對治 許多人因為憂鬱症而走上
絕路 先想想自殺之後 在陰間每
天要面對死亡那一刻的痛苦 反覆
承受 直到人間的壽命結束那一
天 而且舊的業障未了又造新的業
障 來世又會面臨許多痛苦 法王
鼓勵大家 用佛法來解脫憂鬱症的
困擾 人生迎向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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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晨運時用鵝卵石﹁建塔﹂
有一次 也許是撿到了奇形
怪狀鵝卵石 疊起來的石頭三番四
次散落一地 不禁感到心煩意躁
轉而想想 如同師尊說過的 這根
本是一場遊戲 我為何這麼認真
呢？玩玩就像鬼上身了 欲罷不
能 沉迷其中
︽紅樓夢︾第二十回 寶玉說
賈環：﹁大正月裡 哭什麼？這裡
不好 到別處玩去 你天天念書
倒念糊塗了 譬如這件東西不好
橫豎那一件好 就捨了這件取那
件 難道你守著這件東西哭會子就
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樂兒 倒招
的自己煩惱 還不快去呢！﹂
這人間 是遊戲一場 但是我
連玩遊戲都玩得超認真的 想想
為何要給自己添加壓力？一切都是
來自自己的心念 就算我馬上停止
﹁建塔﹂ 也不會有什麼人會來批
評我呀？這一切不就是自己的一番
念頭而已？
曾經 我沉溺在喪失母親的悲
痛中整整一年無法釋懷 終於決定
問師尊 師尊回答：﹁給夢示 ﹂
不久忽得一夢 大家正在進行一場

活動 師尊和我在一個室內等 師
尊用很淘氣的姿態告訴我 祂的
﹁暗號﹂是飛吻 就比了個飛吻的
手勢 師尊問我：﹁你呢？﹂
醒來忽然醒悟 原來母親來世
間走一遭 只是一場遊戲 漸漸的
我能開始接受了 心中傷痛慢慢平
息
蓮生法王文集第二八二冊︽遇
見達摩祖師︾｜︿遊戲三昧﹀中如
此寫：
達摩祖師說：
﹁人間全是遊戲而已！﹂
我說：
﹁我明白了
學業遊戲 愛情遊戲
事業遊戲 生存遊戲
無一不是遊戲
痛苦與快樂全是遊戲 ﹂
達摩祖師說：
﹁盧師尊！你明白嗎？
這人間大事 小事
也只不過是遊戲而已矣！﹂

■

太執著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
也只不過是遊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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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冰果

遊 戲 而已
是
只不 過

菩提園地

宗 委 會 在2021 年 元 旦 發 起

天  月  日 是︿西雅圖雷
藏 寺 ﹀ 二 ○二 一 年 首 次 同
主尊為﹁蓮花童子﹂

今
修
由 於 二 ○二 ○年 全 世 界 因 為
COVID-19的影響而動盪不安 ︿宗
委會﹀特地在二○二一年月日
晚上八時發起全球小時雲端接力
持誦﹃蓮花童子心咒﹄ 為全世界
祈福 轉動殊勝法輪 師佛在今晚
同修迴向時 祈願佛光注照南瞻部
洲和整個地球 也祈願世界和平
吉祥如意 瘟疫退散 恢復正常生
活 人人健康快樂 一切病毒退
散 一切祥和平安

身體也可以這樣做到的

｜ 進行你問我答 ｜
弟子問：關公在世時 久經戰
場 殺業無數 何以會成為民間神
靈被世人供奉？
聖尊回答：關公在民間信仰中
有很崇高的地位 在台灣又稱為恩
主公 而在香港或廣東亦被奉為財
神 商店裡面會供奉著關公 更有
把關公當為玉皇大帝 ﹁玄靈高上

合一時
弟子問：﹁金剛誦﹂的修法口
訣和具體方法是如何 能否示範？
聖尊回答：金剛誦的修持方式
無法示範 因用的是意念 肉眼看
不到的
︽來自佛國的語言︾書中｜｜
修﹁金剛誦﹂的口訣：﹁以嗡
阿 吽三字咒修氣 以入 住 出
吐納 觀空明之金剛薩埵 三脈及
諸輪具足
功能：能開諸脈之脈結 也可
開諸輪
一 修上行氣 觀心輪有蓮花
月輪 上有藍色﹁吽﹂字 是
﹁住﹂相 氣入 是﹁嗡﹂字 進
入心輪變﹁阿﹂而住 氣出 是
﹁吽﹂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
入氣則短 修久了 只有﹁住﹂
而無出入
二 修下行氣 心輪﹁吽﹂字
白色 入氣由密處入 入時﹁吽﹂
字 住心輪時﹁阿﹂字 出氣由密
處出 成﹁嗡﹂

帝﹂就是關公 ﹁桃園三結義﹂是
大家熟知的三國歷史 關公是忠義
的代表 祂忠於劉備 忠於蜀漢；
祂有義氣 保護著劉備的夫人 過
五關斬六將 因此得到眾人稱道
不僅如此 祂在中國佛教界也
是伽藍尊者 智者大師在禪定中
看見關公帶著很多兵將在守護著佛
教 所以就把祂供俸 祂是佛教的
護法神 因為民間很信仰 人們心
裡尊敬這些英雄 如五府千歲 岳
飛等 就成為民間的神明 祂們有
一個共通點就是忠義的心
弟子問：在九節佛風中 雙鼻
孔入然後沖上頭頂的那個動作 是
靠觀想氣的流動 還是人體真的能
如此做？
聖尊回答：先觀想 由意帶領
氣這樣子去做 像雙鼻孔入 下
來 又從左右脈到中脈 由中脈往
頂上衝 頂還沒有開所以它又下
來 又從左右脈 雙鼻孔出來
用意念帶著吸進去的氣 循環
上來再下來 將來意念 觀想 氣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
入息 用意行之 修久了 中脈下
尖打開 能燃拙火 生暖相 三
修上下行二氣
﹂所以按照我
剛剛講的 你仔細看一下 你有不
知道的地方 然後再問一下 另有
在︿彩虹雷藏寺﹀開示﹁金剛誦可
改變命運﹂ ︽解脫道口訣︾也有
寫到
弟子問：聖尊曾開示披甲護身
可以以自己的護法來做 請問大力
金剛的披甲護身怎麼印天心？
聖尊回答：印天心是用﹁波
汝﹂ 就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
薩的手印是這樣子︵師尊示範︶
印天心 喉輪 心輪 左肩 右
肩 回頂上散印 然後觀想金剛手
菩薩守護著行者 師父那時候只是
教我用﹁嗡 波汝藍者利 ﹂七遍
印天心等處 用自己的護法 大力
金剛做披甲護身時 大力金剛的披
甲護身沒有印天心 你可以印你要
穿的衣服 要穿衣服以前 結﹁握
固印﹂ 唸﹁嗡 嘛哈巴拉耶 吽
吽呸 ﹂七遍 再將衣服穿上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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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全 球24小 時 持 誦

「蓮花童子心咒」，

為全世界祈福，轉動殊勝法輪。
■文∕西雅圖雷藏寺

菩提園地

宗 委 會 在2021 年 元 旦 發 起

天  月  日 是︿西雅圖雷
藏 寺 ﹀ 二 ○二 一 年 首 次 同
主尊為﹁蓮花童子﹂

今
修
由 於 二 ○二 ○年 全 世 界 因 為
COVID-19的影響而動盪不安 ︿宗
委會﹀特地在二○二一年月日
晚上八時發起全球小時雲端接力
持誦﹃蓮花童子心咒﹄ 為全世界
祈福 轉動殊勝法輪 師佛在今晚
同修迴向時 祈願佛光注照南瞻部
洲和整個地球 也祈願世界和平
吉祥如意 瘟疫退散 恢復正常生
活 人人健康快樂 一切病毒退
散 一切祥和平安

身體也可以這樣做到的

｜ 進行你問我答 ｜
弟子問：關公在世時 久經戰
場 殺業無數 何以會成為民間神
靈被世人供奉？
聖尊回答：關公在民間信仰中
有很崇高的地位 在台灣又稱為恩
主公 而在香港或廣東亦被奉為財
神 商店裡面會供奉著關公 更有
把關公當為玉皇大帝 ﹁玄靈高上

合一時
弟子問：﹁金剛誦﹂的修法口
訣和具體方法是如何 能否示範？
聖尊回答：金剛誦的修持方式
無法示範 因用的是意念 肉眼看
不到的
︽來自佛國的語言︾書中｜｜
修﹁金剛誦﹂的口訣：﹁以嗡
阿 吽三字咒修氣 以入 住 出
吐納 觀空明之金剛薩埵 三脈及
諸輪具足
功能：能開諸脈之脈結 也可
開諸輪
一 修上行氣 觀心輪有蓮花
月輪 上有藍色﹁吽﹂字 是
﹁住﹂相 氣入 是﹁嗡﹂字 進
入心輪變﹁阿﹂而住 氣出 是
﹁吽﹂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
入氣則短 修久了 只有﹁住﹂
而無出入
二 修下行氣 心輪﹁吽﹂字
白色 入氣由密處入 入時﹁吽﹂
字 住心輪時﹁阿﹂字 出氣由密
處出 成﹁嗡﹂

帝﹂就是關公 ﹁桃園三結義﹂是
大家熟知的三國歷史 關公是忠義
的代表 祂忠於劉備 忠於蜀漢；
祂有義氣 保護著劉備的夫人 過
五關斬六將 因此得到眾人稱道
不僅如此 祂在中國佛教界也
是伽藍尊者 智者大師在禪定中
看見關公帶著很多兵將在守護著佛
教 所以就把祂供俸 祂是佛教的
護法神 因為民間很信仰 人們心
裡尊敬這些英雄 如五府千歲 岳
飛等 就成為民間的神明 祂們有
一個共通點就是忠義的心
弟子問：在九節佛風中 雙鼻
孔入然後沖上頭頂的那個動作 是
靠觀想氣的流動 還是人體真的能
如此做？
聖尊回答：先觀想 由意帶領
氣這樣子去做 像雙鼻孔入 下
來 又從左右脈到中脈 由中脈往
頂上衝 頂還沒有開所以它又下
來 又從左右脈 雙鼻孔出來
用意念帶著吸進去的氣 循環
上來再下來 將來意念 觀想 氣

口訣：住氣 以愈長愈佳 出
入息 用意行之 修久了 中脈下
尖打開 能燃拙火 生暖相 三
修上下行二氣
﹂所以按照我
剛剛講的 你仔細看一下 你有不
知道的地方 然後再問一下 另有
在︿彩虹雷藏寺﹀開示﹁金剛誦可
改變命運﹂ ︽解脫道口訣︾也有
寫到
弟子問：聖尊曾開示披甲護身
可以以自己的護法來做 請問大力
金剛的披甲護身怎麼印天心？
聖尊回答：印天心是用﹁波
汝﹂ 就是金剛手菩薩 金剛手菩
薩的手印是這樣子︵師尊示範︶
印天心 喉輪 心輪 左肩 右
肩 回頂上散印 然後觀想金剛手
菩薩守護著行者 師父那時候只是
教我用﹁嗡 波汝藍者利 ﹂七遍
印天心等處 用自己的護法 大力
金剛做披甲護身時 大力金剛的披
甲護身沒有印天心 你可以印你要
穿的衣服 要穿衣服以前 結﹁握
固印﹂ 唸﹁嗡 嘛哈巴拉耶 吽
吽呸 ﹂七遍 再將衣服穿上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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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全 球24小 時 持 誦

「蓮花童子心咒」，

為全世界祈福，轉動殊勝法輪。
■文∕西雅圖雷藏寺

七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八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九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
對敵 用四念住 ﹃修不失﹄如
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
覺受 ﹂三集界有初集界 中集
界 後集界 這裡是中集界 此處
的﹁心覺受﹂就是意念的覺受 什
麼是心呢？﹁唯識﹂是專門講心
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
根 阿賴耶這八識 就是屬於心覺
受 依據意念的覺受 念是對治之
念 念頭就是意念 例如：喉嚨沙
啞可以吃喉糖 發燒吃退燒藥等就
是對治
﹁﹃住﹄ 作現空雙運 ﹂最
高的住 是住在法爾本然 而最重
要的住有兩種：意念住在佛性 另
一個為意念住在法爾本然 住在空
性 就證明你已經開悟了 此時所
有一切煩惱和執著都會被對治掉
出現在行者腦海的事物 跟空性兩
個互相雙運 雙運就是事物出現時
要把它觀想為空
﹁頌云：﹃遮境﹄ ﹂出現什

就是披甲護身了
弟子問：請師佛開示 如何修
納氣 嚥液及無漏？
聖尊回答：何謂﹁納氣﹂？平
常的呼吸不算﹁納氣﹂ 因吸氣只
到喉嚨 呼氣也是很短 而真正的
納氣是﹁完全呼吸﹂ 吸了長氣進
入 可將這個氣住在中丹田︵心
輪︶或臍輪 有住氣的才叫做﹁納
氣﹂
何謂﹁嚥液﹂？舌抵上顎 或
用舌頭在齒縫處攪一下 會產生唾
液 用舌頭把它攪動 攪到成為泡
泡 再把這個唾液嚥下去 這就是
嚥液 先從嚥液三口開始 到嚥液
九口 每一次修法以前嚥液九口
嚥液對身體 腸胃很好 唾液其實
就是荷爾蒙 就是明點 如果能夠
經常嚥液的話 液體流到身體的五
臟六腑 有保護作用
在師佛的著作文集中 有數處
提到 ﹁ 無漏法 ﹂ 的修持 可參考
︽喜金剛講義︾ ︽小小禪味︾
等 在此簡單說明 ﹁無漏法﹂就
是用下行氣提住 把要漏出去的明

麼境界的時候 就要用東西來遮
把它遮住 叫做﹁遮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
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在空的
境界裡面 用以下的方法來遮住
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
之空 ﹂用阿字 來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
所斷能所二執之空 ﹂用精華的阿
字來斷掉我執跟法執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
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
識 ﹂用雙運的脈 左脈 右脈是
雙運的脈 可以遮止六識流動之
空 這就是為了停止﹁領嘗識﹂
也就是讓行者沒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的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
是以禪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風就是氣 成為利刃的刀的這種力
量 止觀就是停止跟觀想 用氣來
遮止這個止跟觀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
而勝空 此出後集界 ﹂產生的樂
勝過空 也是要遮止這個樂 ﹁融

點提住 閉氣 長吽 短吽 是提
起來的吽︵師尊示範︶ 或把念頭
馬上轉移到別的地方
︽道果︾部份開示如下：
己五 四念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
敵 用四念住 頌云：﹁修不失﹂
如前 頌云：﹁四念住﹂ 主要依
據心覺受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作現空雙運 ﹁四﹂ 為
區分 此於後述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
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
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
所二執之空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
流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
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
空 此出後集界
六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亦見外境如水等無一物

入外形之阿字﹂來遮止這個樂 讓
空能夠顯現出來
這九種空裡還有﹁大空﹂
﹁體性空﹂ ﹁離戲空﹂ ﹁具眾
勝相空﹂ ﹁具眾勝相空﹂是最
高 等於是如來的法身 不用遮
止 ﹁離戲空﹂是離開世間的遊
戲 就叫離戲 如密勒日巴 如伊
喜措嘉 離開這世間到山中岩洞去
修行 ﹁為聞思之見地﹂ 此時已
聽不到人在講話 也不用思索人講
話了 這見地叫做﹁離戲空﹂ 而
﹁體性空﹂就是原始的本性 就等
於佛性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
支節﹂ 在禪定時 已經沒有感覺
到自己的頭 手 腳 及全身 就
叫做﹁大空﹂ 以上一至五種還必
須要遮止 六至九種都不用遮止

■

結束開示後 聖尊慈悲的加持
大家及為新書︽天下第一靈︾簽
名 二○二一新的一年 大家的願
望仍是一心祈願聖尊佛體安康 長
久住世 每天開心 任運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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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體性空 為元始本性
八 離戲空 為聞思之見地
九 具眾勝相空 為佛之法身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
對敵 用四念住 ﹃修不失﹄如
前 頌云：﹃四念住﹄主要依據心
覺受 ﹂三集界有初集界 中集
界 後集界 這裡是中集界 此處
的﹁心覺受﹂就是意念的覺受 什
麼是心呢？﹁唯識﹂是專門講心
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
根 阿賴耶這八識 就是屬於心覺
受 依據意念的覺受 念是對治之
念 念頭就是意念 例如：喉嚨沙
啞可以吃喉糖 發燒吃退燒藥等就
是對治
﹁﹃住﹄ 作現空雙運 ﹂最
高的住 是住在法爾本然 而最重
要的住有兩種：意念住在佛性 另
一個為意念住在法爾本然 住在空
性 就證明你已經開悟了 此時所
有一切煩惱和執著都會被對治掉
出現在行者腦海的事物 跟空性兩
個互相雙運 雙運就是事物出現時
要把它觀想為空
﹁頌云：﹃遮境﹄ ﹂出現什

就是披甲護身了
弟子問：請師佛開示 如何修
納氣 嚥液及無漏？
聖尊回答：何謂﹁納氣﹂？平
常的呼吸不算﹁納氣﹂ 因吸氣只
到喉嚨 呼氣也是很短 而真正的
納氣是﹁完全呼吸﹂ 吸了長氣進
入 可將這個氣住在中丹田︵心
輪︶或臍輪 有住氣的才叫做﹁納
氣﹂
何謂﹁嚥液﹂？舌抵上顎 或
用舌頭在齒縫處攪一下 會產生唾
液 用舌頭把它攪動 攪到成為泡
泡 再把這個唾液嚥下去 這就是
嚥液 先從嚥液三口開始 到嚥液
九口 每一次修法以前嚥液九口
嚥液對身體 腸胃很好 唾液其實
就是荷爾蒙 就是明點 如果能夠
經常嚥液的話 液體流到身體的五
臟六腑 有保護作用
在師佛的著作文集中 有數處
提到 ﹁ 無漏法 ﹂ 的修持 可參考
︽喜金剛講義︾ ︽小小禪味︾
等 在此簡單說明 ﹁無漏法﹂就
是用下行氣提住 把要漏出去的明

麼境界的時候 就要用東西來遮
把它遮住 叫做﹁遮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
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在空的
境界裡面 用以下的方法來遮住
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
之空 ﹂用阿字 來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
所斷能所二執之空 ﹂用精華的阿
字來斷掉我執跟法執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
六識流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
識 ﹂用雙運的脈 左脈 右脈是
雙運的脈 可以遮止六識流動之
空 這就是為了停止﹁領嘗識﹂
也就是讓行者沒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的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
是以禪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風就是氣 成為利刃的刀的這種力
量 止觀就是停止跟觀想 用氣來
遮止這個止跟觀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
而勝空 此出後集界 ﹂產生的樂
勝過空 也是要遮止這個樂 ﹁融

點提住 閉氣 長吽 短吽 是提
起來的吽︵師尊示範︶ 或把念頭
馬上轉移到別的地方
︽道果︾部份開示如下：
己五 四念住
現於中集界時 對治空分起對
敵 用四念住 頌云：﹁修不失﹂
如前 頌云：﹁四念住﹂ 主要依
據心覺受
﹁念﹂
為對治之念
﹁住﹂ 作現空雙運 ﹁四﹂ 為
區分 此於後述
為教示其修時故 頌云：﹁遮
境﹂ 總之 雖住於九空 然修行
者之覺受中 生起前空：
一 融入慧之阿字 遮見境之空
二 融入精華之阿字 解脫所斷能
所二執之空
三
融入滅之雙運脈 遮止六識
流動之空 此為停止領嘗識
四 以風氣成利刃力 功能是以禪
定而空之空 用止觀區分
五 融入外形之阿字 以樂而勝
空 此出後集界
六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支節
亦見外境如水等無一物

入外形之阿字﹂來遮止這個樂 讓
空能夠顯現出來
這九種空裡還有﹁大空﹂
﹁體性空﹂ ﹁離戲空﹂ ﹁具眾
勝相空﹂ ﹁具眾勝相空﹂是最
高 等於是如來的法身 不用遮
止 ﹁離戲空﹂是離開世間的遊
戲 就叫離戲 如密勒日巴 如伊
喜措嘉 離開這世間到山中岩洞去
修行 ﹁為聞思之見地﹂ 此時已
聽不到人在講話 也不用思索人講
話了 這見地叫做﹁離戲空﹂ 而
﹁體性空﹂就是原始的本性 就等
於佛性 ﹁大空 見無自身之頭等
支節﹂ 在禪定時 已經沒有感覺
到自己的頭 手 腳 及全身 就
叫做﹁大空﹂ 以上一至五種還必
須要遮止 六至九種都不用遮止

■

結束開示後 聖尊慈悲的加持
大家及為新書︽天下第一靈︾簽
名 二○二一新的一年 大家的願
望仍是一心祈願聖尊佛體安康 長
久住世 每天開心 任運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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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二○二一年月日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蓮花童子 是︿真佛宗﹀的根源

二

另有弟子在工作職埸上經常被
同事霸凌 在家中修法的時候 腦
海中便一直浮現出種種不公平的經

會合於密輪 閉氣把兩邊的氣進入
中脈 三脈是觀想出來的 雖然是
假 最後修成三脈及七萬二千脈皆
成真 所以那麼重的飛機能夠飛
天 就是靠氣 武俠小說中的功夫
都是氣功

蓮花童子是︿真佛宗﹀的根
源 其淨土是摩訶雙蓮池 和西方
極樂世界相等 主尊大白蓮花童
子 另有十七位蓮花童子 青色青
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紫色紫
光 各朵蓮花微妙香潔 蓮花童子
的傳承為﹁大日如來｜佛眼佛母｜

○二一 年  月  日蓮生法王
在美國︿彩虹雷藏寺﹀主持
﹁蓮花童子法會﹂ 法王宣布︿真
佛宗﹀雲端大學課程正式上線 歡
迎所有︿真佛宗﹀的弟子及宗派外
的善信大德共同學習 法王並提到
目前變種新冠肺炎 病毒更具威
力 非洲剛果瘟疫死亡率高達
％ 祈求蓮花童子的光芒四射 遍
照整個世界 能夠攝召所有的人身
體健康 光網罩住 把所有的病毒
排斥在光網之外

其淨土是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想請問師尊：二十一度母當中除瘟
疫度母是哪一尊的化身？﹂
法王回覆 二十一度母當中除
瘟疫度母是以綠度母為總主體 乃
觀音菩薩慈悲六道眾生 流下兩滴
眼淚 一滴化為綠度母 一滴化為
白度母 所以除瘟疫度母根源乃是
觀世音菩薩
有弟子對於﹁佛光降臨的疑
惑﹂ 法王解釋 佛菩薩本來遍照
無所不在 之所以降臨法會 主要
介紹主尊及眷屬 衪們會下降接受
護摩供養 其他的有些也有來 不
能一一介紹 尤其法王主壇︿台灣
雷藏寺﹀法會時 弟子屢次拍到滿
天般若光 其實滿天神佛 般若光
密密麻麻充滿虛空

修氣時 要先把自己的身體觀
然後再觀想左右中三脈 三脈

﹁如何分別智慧氣與方便
氣？﹂法王則解說 密教的修行是
借假修真 雖無形之氣 能修成真
氣 許多祖師都是練氣士 練就有
形氣 凡夫的呼吸是方便氣 氣沒
有入中脈；修練智慧氣 氣能入中
脈
空

■文／彩虹雷藏寺

阿彌陀佛｜蓮花童子﹂ 當初大白
蓮花童子受阿彌陀佛付託 帶領十
七位蓮花童子下生人間度化眾生
開創︿真佛宗﹀弘揚密法 從此人
間有了︿真佛密法﹀ 也有了蓮花
童子的法門 ︵關於大白蓮花童子
下生人間的過程 請看蓮生活佛文
集第七十六冊︽幽靈湖之夜︾︶

弟子

蓮花童子又名大福金剛 其法
相頭戴五佛冠 左手持蓮花 右手
說法印 坐在大白蓮花法座之上
修持﹁蓮花童子相應法﹂ 可以消
業障並獲得蓮花童子賜福 唸滿
八百萬﹃蓮花童子心咒﹄ 命終一
定往生摩訶雙蓮池 真佛弟子很多
人唸這個咒都有感應
接著法王為弟子們解惑
﹁阿彌陀佛 師尊您好

歷 故而愈修愈火大 愈修瞋恚心
愈重 故經常對家人發洩情緒 因
此向師尊懺悔 祈求師尊教導
法王開解 不要對家人發脾
氣 這是遷怒 很要不得 家人沒
有霸凌你 佛弟子被霸凌是常有的
事 師尊求學時期個子小經常被霸
凌 但人小志氣大 要不被霸凌除
非把自己練強壯了 讓人家不敢欺
負你；或者利用此時正好修四無量
心 修忍辱 能夠把忍功修好也很
了不起
法王繼續開示︽道果︾住於九
空之修行 第一種空是有過失的
還有觀空的念頭 自觀本尊 念本
尊咒 有所作用
法王教導﹁金剛薩埵與上師合
修法﹂ 觀想金剛薩埵身上的六種
飾物 五佛冠 耳環 項鍊 手
鐲 戒指 腰帶 再觀想金剛薩埵
與明妃雙運甘露從行者頂竅灌頂
白色的甘露充滿全身 黑氣業障從
身體排出 流入大地 行者修至業
障消除 全身乳白透明 依此而入
禪定 身體能產生光明 心氣合一
化為空 即等分禪定 生起次第略
堅固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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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蓮花童子 是︿真佛宗﹀的根源

二

另有弟子在工作職埸上經常被
同事霸凌 在家中修法的時候 腦
海中便一直浮現出種種不公平的經

會合於密輪 閉氣把兩邊的氣進入
中脈 三脈是觀想出來的 雖然是
假 最後修成三脈及七萬二千脈皆
成真 所以那麼重的飛機能夠飛
天 就是靠氣 武俠小說中的功夫
都是氣功

蓮花童子是︿真佛宗﹀的根
源 其淨土是摩訶雙蓮池 和西方
極樂世界相等 主尊大白蓮花童
子 另有十七位蓮花童子 青色青
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紫色紫
光 各朵蓮花微妙香潔 蓮花童子
的傳承為﹁大日如來｜佛眼佛母｜

○二一 年  月  日蓮生法王
在美國︿彩虹雷藏寺﹀主持
﹁蓮花童子法會﹂ 法王宣布︿真
佛宗﹀雲端大學課程正式上線 歡
迎所有︿真佛宗﹀的弟子及宗派外
的善信大德共同學習 法王並提到
目前變種新冠肺炎 病毒更具威
力 非洲剛果瘟疫死亡率高達
％ 祈求蓮花童子的光芒四射 遍
照整個世界 能夠攝召所有的人身
體健康 光網罩住 把所有的病毒
排斥在光網之外

其淨土是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想請問師尊：二十一度母當中除瘟
疫度母是哪一尊的化身？﹂
法王回覆 二十一度母當中除
瘟疫度母是以綠度母為總主體 乃
觀音菩薩慈悲六道眾生 流下兩滴
眼淚 一滴化為綠度母 一滴化為
白度母 所以除瘟疫度母根源乃是
觀世音菩薩
有弟子對於﹁佛光降臨的疑
惑﹂ 法王解釋 佛菩薩本來遍照
無所不在 之所以降臨法會 主要
介紹主尊及眷屬 衪們會下降接受
護摩供養 其他的有些也有來 不
能一一介紹 尤其法王主壇︿台灣
雷藏寺﹀法會時 弟子屢次拍到滿
天般若光 其實滿天神佛 般若光
密密麻麻充滿虛空

修氣時 要先把自己的身體觀
然後再觀想左右中三脈 三脈

﹁如何分別智慧氣與方便
氣？﹂法王則解說 密教的修行是
借假修真 雖無形之氣 能修成真
氣 許多祖師都是練氣士 練就有
形氣 凡夫的呼吸是方便氣 氣沒
有入中脈；修練智慧氣 氣能入中
脈
空

■文／彩虹雷藏寺

阿彌陀佛｜蓮花童子﹂ 當初大白
蓮花童子受阿彌陀佛付託 帶領十
七位蓮花童子下生人間度化眾生
開創︿真佛宗﹀弘揚密法 從此人
間有了︿真佛密法﹀ 也有了蓮花
童子的法門 ︵關於大白蓮花童子
下生人間的過程 請看蓮生活佛文
集第七十六冊︽幽靈湖之夜︾︶

弟子

蓮花童子又名大福金剛 其法
相頭戴五佛冠 左手持蓮花 右手
說法印 坐在大白蓮花法座之上
修持﹁蓮花童子相應法﹂ 可以消
業障並獲得蓮花童子賜福 唸滿
八百萬﹃蓮花童子心咒﹄ 命終一
定往生摩訶雙蓮池 真佛弟子很多
人唸這個咒都有感應
接著法王為弟子們解惑
﹁阿彌陀佛 師尊您好

歷 故而愈修愈火大 愈修瞋恚心
愈重 故經常對家人發洩情緒 因
此向師尊懺悔 祈求師尊教導
法王開解 不要對家人發脾
氣 這是遷怒 很要不得 家人沒
有霸凌你 佛弟子被霸凌是常有的
事 師尊求學時期個子小經常被霸
凌 但人小志氣大 要不被霸凌除
非把自己練強壯了 讓人家不敢欺
負你；或者利用此時正好修四無量
心 修忍辱 能夠把忍功修好也很
了不起
法王繼續開示︽道果︾住於九
空之修行 第一種空是有過失的
還有觀空的念頭 自觀本尊 念本
尊咒 有所作用
法王教導﹁金剛薩埵與上師合
修法﹂ 觀想金剛薩埵身上的六種
飾物 五佛冠 耳環 項鍊 手
鐲 戒指 腰帶 再觀想金剛薩埵
與明妃雙運甘露從行者頂竅灌頂
白色的甘露充滿全身 黑氣業障從
身體排出 流入大地 行者修至業
障消除 全身乳白透明 依此而入
禪定 身體能產生光明 心氣合一
化為空 即等分禪定 生起次第略
堅固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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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傳承三代情

記徐黃秀圓師姐追思會

■樂思文化總編輯／王雅卿

一個佛化家庭 因為全家人共同擁
有虔誠向佛的心 在徐黃秀圓師姐
生病時 等於是家庭的重要支柱
一個妻子和母親倒下了 全家人面
臨這樣的家庭驟變 仍然能夠憑藉
心中的信仰 一起攜手迎戰人生的
考驗
長照家庭的苦楚 道不盡 說
不完 家庭裡的每個成員仍然能扛
住壓力 笑著面對苦楚 我想 那
就是一種﹁能力﹂ 是什麼讓徐家
人有這樣的﹁能力﹂ 從全家人唯
一的共同點就可找到答案｜｜相信
︿真佛密法﹀ 並且誠心實踐於生
活中
這就是徐黃秀圓師姐另一個重
要的人生成就 一如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所賜偈語｜秀樹臨風留餘
香 圓滿登岸極樂國 仁慈即是菩
提心 德行加被予子孫 生命有
限 人生在世 能夠留下的 又有
什麼呢？徐黃秀圓師姐為子女 子

二

○二一年月日下午時
分 在濛濛春雨裡 ︿法舟
堂﹀創辦人徐黃秀圓師姐的追思會
開始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以密教
儀式舉辦的追思會 現場亦有多位
︿真佛宗﹀上師 教授師 法師和
弘法人員 以及各界人士出席 共
同為徐黃秀圓師姐送上誠摯的告別
與祝福
徐黃秀圓師姐多年奉獻︿真佛
宗﹀和︿法舟堂﹀堂務 隨著︿法
舟堂﹀屹立三十五年成長茁壯 她
在菩提事業的成就由此可見 而在
觀看完家屬特別準備的影片︽一生
依止一片天︾ ︽一念相續佛法生
滅︾ 我還看到徐黃秀圓師姐另一
個人生成就

身為一個妻子 母親 徐黃秀
圓師姐諄諄善誘 讓徐家家族成為

孫們留下了信仰的力量 徐家人回
報以愛和感謝 繼而成就徐黃秀圓
師姐無憾的人生 受到師尊愛護
導引至佛國仙界 不再受輪迴之
苦 徐黃秀圓師姐給予家人的
﹁因﹂ 得到家人回饋予她的
﹁果﹂ 不也是佛法常說的﹁善循
環﹂
相信︿真佛密法﹀ 實現善循
環 在這場追思會的其他細節亦可
感受到 因應現今疫情的特殊期
間 追思會特別準備防疫包給蒞臨
來賓 內含有護身符 防疫口罩和
酒精清潔巾

■

在現場亦備有公益咖啡和小點
心及飲品 更備有唐氏寶寶手作餅
乾作為供養僧眾禮盒 付出和給
予 就在這樣的細節裡展現 這一
天 我參加了一場哀戚的追思會
更像是參加一場充滿感動和感謝的
謝幕派對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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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傳承三代情

記徐黃秀圓師姐追思會

■樂思文化總編輯／王雅卿

一個佛化家庭 因為全家人共同擁
有虔誠向佛的心 在徐黃秀圓師姐
生病時 等於是家庭的重要支柱
一個妻子和母親倒下了 全家人面
臨這樣的家庭驟變 仍然能夠憑藉
心中的信仰 一起攜手迎戰人生的
考驗
長照家庭的苦楚 道不盡 說
不完 家庭裡的每個成員仍然能扛
住壓力 笑著面對苦楚 我想 那
就是一種﹁能力﹂ 是什麼讓徐家
人有這樣的﹁能力﹂ 從全家人唯
一的共同點就可找到答案｜｜相信
︿真佛密法﹀ 並且誠心實踐於生
活中
這就是徐黃秀圓師姐另一個重
要的人生成就 一如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所賜偈語｜秀樹臨風留餘
香 圓滿登岸極樂國 仁慈即是菩
提心 德行加被予子孫 生命有
限 人生在世 能夠留下的 又有
什麼呢？徐黃秀圓師姐為子女 子

二

○二一年月日下午時
分 在濛濛春雨裡 ︿法舟
堂﹀創辦人徐黃秀圓師姐的追思會
開始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以密教
儀式舉辦的追思會 現場亦有多位
︿真佛宗﹀上師 教授師 法師和
弘法人員 以及各界人士出席 共
同為徐黃秀圓師姐送上誠摯的告別
與祝福
徐黃秀圓師姐多年奉獻︿真佛
宗﹀和︿法舟堂﹀堂務 隨著︿法
舟堂﹀屹立三十五年成長茁壯 她
在菩提事業的成就由此可見 而在
觀看完家屬特別準備的影片︽一生
依止一片天︾ ︽一念相續佛法生
滅︾ 我還看到徐黃秀圓師姐另一
個人生成就

身為一個妻子 母親 徐黃秀
圓師姐諄諄善誘 讓徐家家族成為

孫們留下了信仰的力量 徐家人回
報以愛和感謝 繼而成就徐黃秀圓
師姐無憾的人生 受到師尊愛護
導引至佛國仙界 不再受輪迴之
苦 徐黃秀圓師姐給予家人的
﹁因﹂ 得到家人回饋予她的
﹁果﹂ 不也是佛法常說的﹁善循
環﹂
相信︿真佛密法﹀ 實現善循
環 在這場追思會的其他細節亦可
感受到 因應現今疫情的特殊期
間 追思會特別準備防疫包給蒞臨
來賓 內含有護身符 防疫口罩和
酒精清潔巾

■

在現場亦備有公益咖啡和小點
心及飲品 更備有唐氏寶寶手作餅
乾作為供養僧眾禮盒 付出和給
予 就在這樣的細節裡展現 這一
天 我參加了一場哀戚的追思會
更像是參加一場充滿感動和感謝的
謝幕派對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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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慈尊堂﹀啟建﹁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主壇｜釋蓮栽上師

二

■文／釋蓮竫法師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下
午 ︿慈尊堂﹀邀請釋蓮栽
上師主壇﹁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會後上師開示 以護摩象徵祭天
是很殊勝的供養 也代表光明 清
淨 智慧 同時護摩也代表快速
因為供品很多 是平時的很多倍
常修護摩可以得到諸天的護持 得
到清淨 獲得光明 消除障礙 增
加福分 增長智慧 鼓勵同門如果
時間及場地允許 應該多做護摩
上師提到目前︿台灣雷藏寺﹀
正在興建工程 不方便做護摩 已
經很久沒做護摩 今天的護摩讓他
回味起那種光明及溫暖的覺受 堂
內因為沒有場地 沒辦法做護摩
這次因緣際會王師兄提供場地 才
能辦這個護摩法會 準備的供品很
豐富 吃的穿的用的都很齊全 祈
願師尊 佛菩薩加持 讓︿慈尊
堂﹀能有足夠的機緣 得到一個可

■

以常做護摩的理想道場
上師也提到要增加福分 消除
障礙 護摩是非常好及快速的 但
如果住在市區就很難有機會做 建
議同門可以多持﹃師尊心咒﹄及自
己的本尊咒 護法咒 尤其︻高王
觀世音真經︼是非常靈感的一部經
典 許多同門都有殊勝的感應 連
上師自己都曾在印尼親身經歷過
得到菩薩加持而躲過災難的經驗
上師提到他自己曾在印尼主壇
﹁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會
後當地的上師開車帶他到處逛逛
時 忽然看到一個東西滾到車下
原以為是個塑膠桶 卻聽到後面傳
來急促的呼喊聲 趕緊停車 原
來 是一個瓦斯桶滾到車下了 還
好沒有爆炸 不然今天就不能坐在
這裡了 因此 上師建議大家平時
要多唸經持咒修法 有機會自己做
護摩就要多做 沒有機緣自己做
時 可多參加護摩法會 讓自己更
快速消災解難 增長福慧
註：此次蓮花童子護摩 在蓮
花童子聖尊︵蓮生活佛︶的加持
下 吸引近五十位非同門參加 並
帶來了十多位小童子 其中有十位
參加迎師 是一個微妙的巧安排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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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慈尊堂﹀啟建﹁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主壇｜釋蓮栽上師

二

■文／釋蓮竫法師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下
午 ︿慈尊堂﹀邀請釋蓮栽
上師主壇﹁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會後上師開示 以護摩象徵祭天
是很殊勝的供養 也代表光明 清
淨 智慧 同時護摩也代表快速
因為供品很多 是平時的很多倍
常修護摩可以得到諸天的護持 得
到清淨 獲得光明 消除障礙 增
加福分 增長智慧 鼓勵同門如果
時間及場地允許 應該多做護摩
上師提到目前︿台灣雷藏寺﹀
正在興建工程 不方便做護摩 已
經很久沒做護摩 今天的護摩讓他
回味起那種光明及溫暖的覺受 堂
內因為沒有場地 沒辦法做護摩
這次因緣際會王師兄提供場地 才
能辦這個護摩法會 準備的供品很
豐富 吃的穿的用的都很齊全 祈
願師尊 佛菩薩加持 讓︿慈尊
堂﹀能有足夠的機緣 得到一個可

■

以常做護摩的理想道場
上師也提到要增加福分 消除
障礙 護摩是非常好及快速的 但
如果住在市區就很難有機會做 建
議同門可以多持﹃師尊心咒﹄及自
己的本尊咒 護法咒 尤其︻高王
觀世音真經︼是非常靈感的一部經
典 許多同門都有殊勝的感應 連
上師自己都曾在印尼親身經歷過
得到菩薩加持而躲過災難的經驗
上師提到他自己曾在印尼主壇
﹁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會
後當地的上師開車帶他到處逛逛
時 忽然看到一個東西滾到車下
原以為是個塑膠桶 卻聽到後面傳
來急促的呼喊聲 趕緊停車 原
來 是一個瓦斯桶滾到車下了 還
好沒有爆炸 不然今天就不能坐在
這裡了 因此 上師建議大家平時
要多唸經持咒修法 有機會自己做
護摩就要多做 沒有機緣自己做
時 可多參加護摩法會 讓自己更
快速消災解難 增長福慧
註：此次蓮花童子護摩 在蓮
花童子聖尊︵蓮生活佛︶的加持
下 吸引近五十位非同門參加 並
帶來了十多位小童子 其中有十位
參加迎師 是一個微妙的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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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太魯閣號
佛宗弟子︵生還者之哥哥︶
來函：

這一生可以皈依到這麼好的師

再一次的真佛大救度
感謝師佛的救度
師佛的慈悲真的要讓世人都了

真
解
父
真的是我莫大的福分

2021＼04＼07

時間：二○二一年月日
早上點分左右
地點：接近花蓮大清水隧道附
近
事件：太魯閣號408車次撞上
工程車再撞上山壁 就是此次撞到
工程車造成人往生 200多人輕
重傷的太魯閣號408列車

許瑋真的作證
第一次接觸的密宗︿真佛宗﹀
是因為跑來給我撿的狗狗生病離世
了 特地拜託哥哥能夠好好送牠離
開 因此我們帶著狗狗的骨灰去了
雷藏寺一趟 哥哥說是灌頂了 雖
然搞不懂 但因此第一次認真學經
文︻高王經︼ 之後每次遇到事
情 或是突然想起 就會念這個經
文
因為很喜歡旅行 開始會跟哥
哥說要出國了 你要好好保護我跟
朋友平安 哥哥就拿了一些我也不

車次奇蹟事件
■文／蓮花峻華

頂禮無上尊貴的師佛｜蓮生活佛
師尊 師母佛安：
在台灣 這一週幾乎每天每個
小時 都是播著太魯閣號408車次
的新聞
弟子蓮花峻華住於台灣台北
弟子的妹妹許瑋真就是於當天
和其他兩位朋友趁著假期 要去東
部 玩 搭 上 這 班 太 魯 閣 號 408車
次 其中的乘客
而在這之前 弟子曾經問過
二 三次妹妹 清明假期要不要跟
我一起回南部掃墓 妹妹的回答都
是 她已經和朋友約好假期要去花
蓮玩 票已經買了 所以沒辦法一
起回南部掃墓
而搭上了這部太魯閣號
幸好 她的身上有帶著在二○
一九年大年初一師佛加持的大力金
剛護牌 才能讓她與朋友都能夠大
事化小 躲過這次的災難
新聞說：這個408車次的太魯
閣號   節擠壓的最嚴

■

知道的小本經書跟護牌等等並吩咐
我帶在身上 後來每次出遠門都會
帶上哥哥給的東西 到不同國家飯
店都會放在床頭 莫名安心
這次剛好在太魯閣火車第七節
車廂上 在隧道內火車上發生的事
像拍電影那樣 我跟朋友都順利逃
脫 看著火車斷裂 身上都只是一
些外傷而已 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到醫院時哥哥打電話進來 我突然
忍不住哭了起來 電話中請哥哥迴
向給在事發現場看到的大體跟受傷
朋友 我想我應該有一直被保護
著

重 妹妹和她的兩位朋友就是在這
個最嚴重的第七節車廂內
感謝師佛的救度
感謝佛菩薩的攝受
感謝護法的守護
妹妹其實目前只有結緣灌頂
我們一家卻有幸得到師尊佛菩薩的
大救度大守護
師佛的不捨一個眾生
粉身碎骨救眾生
這樣的師父要哪裡找
祈求師佛
繼續長住世間 繼續大轉法輪
我們不能沒有您
眾生更不能沒有您
請您留下來
為了眾生
請您繼續教導我們
弟子會好好的守好本分好好修
行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您的長住
是眾生的福氣
更是弟子們的福分
弟子 蓮花峻華 頂禮合十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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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mation Of Land In Singapore (1)

Inspiration From Cundi (2)
■Book 111 - Roving Over The World

■Book 111 - Roving Over The World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

`From self comes all human beings, the
three realms of existence. Self is
omnipresent, without self there is no
sentient beings. What is this \`self?\`

was able to have a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with Cundi. The contents of our
conversation is cryptic and educational.
Please don`t doubt about the authenticity,
just brood over her answers.

\`Buddha!\`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cultivating
Cundi, the Mother of all Buddhas as the
root deity?\`

The radiation of lights and the pleasant
conversation is just one of the episodes in
my visit to temples and prostration to
Buddhas.

\`You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benefits:

\`Follow me, you will not go astray.\`

1. able to be stay in a unattached mind.

\`I am able to guide you to
enlightenment!\`

4. able to eradicate the mistakes made.\`
\`How to see Cundi in person ?\`

\`If we have karmic relation, you will
follow me, otherwise, you will leave me. It
is the course of nature, so we should not
blame each other.\`
How do you feel about my conversation
with Cundi? Are you satisfied now?

\`You may see Cundi in Magnificent
theory, Correct environment, the Other
Shore (nirvana) and the Sea of Maha
Brightness.\`
誌

By means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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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aporean disciple asked me
\`Grandmaster, why don`t you move
to Singapore?\`
I thought over his suggestion. As I prefer
cold to hot weather, I can`t stand the heat
in such countries as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On the other hand, I dislike crowded and
filthy places, therefore I will never
consider moving to big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In Taiwan, I will never move to Taipei, in
the States, I will not reside in New York.

2. able to reach all stages of tranquillity.
3. able to accumulate merit.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Tai Zhong (Taiwan) and Seattle (U.S.) are
the two places that I stay for a long while.
My ideal place of residence is Hokkaido of
Japan.
In hot places, mosquitoes, flies and
cockroaches are in abundance. I discovered
that mosquitoes like to bite me. I was told
they follow your moods. If your blood
flow is smooth, your pores will be wideopen, and your body heat and odor will
attract them. In tropical countries, I always

get mosquito bites. The bites on my limbs
are so many that they look like read beans
in an ice-cream .
Perhaps this is the retribution that I get for
inventing the mosquito coil in my previous
life.
I n fact, I don`t like too modern a city.
Although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s are
white, huge and grand, and have many
species of flowers planted, to me it is still
pragmatic and artificial. It is boring living
in such a place.
After enduring the hardship of a long
journey to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I
dread the scorching sun. My disciples
console me saying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as the hotel room and cars are all airconditioned. The problem is I like outdoor
activities.
Perspiring profusely under the hot sun, I
am a sorry sight. I cannot concentrate and
enjoy the scenery comfortably.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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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Discours abstrus sur la délivrance
« Pointer du doigt la Lune »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17, Éditions Darong

— J’évoque les gens dans la nuit, et je
les conduis au pays du bouddha, sur la
Terre pure.
— J’évoque les gens au crépuscule du
soir, pour qu’ils obtiennent la richesse et la
dignité.
Je demandai :
— Est-ce la grande entreprise de Kalachakra ?
Kalachakra répondit :
— J’ai une entreprise pour augmenter
les intérêts, une entreprise pour évoquer et
obtenir la vénération, une entreprise de la
lumière ; toutes ces entreprises sont vraiment sans borne, car tout est complet.
— Quel mantra dois-je réciter pour
obtenir la vénération par évocation ? demandé-je.
Kalachakra répondit :
— Ce mantra fait partie du Tantra suprême, il ne peut être transmis à la légère.
Voici le mantra : « Om. Ra. Ka-ma-yeh. Wala-yeh… Gou-Ra-ya-jia-na. Ma-ra-sou-ka. Mamu. Po-ti-chi-da. Lou-lou-lou-lou… Rom-pei. »
(Les points de suspension « … » signifient que le son de ce mantra ne peut
être montré au monde.)

Je demandai :
— Après la récitation de ce mantra,
quelle sera la conséquence ?
Kalachakra répondit :
— Parce que toutes les dâkinî se déplacent souvent dans la nuit, un grand
pratiquant yogique peut les évoquer avec
vénération, elles pourront descendre du
ciel et lui offrir de la rosée bienfaisante,
ainsi le pratiquant obtiendra pour toujours
la grande réalisation.
Je demandai :
— Quel est le facteur conditionnant
l’homme végétatif ? Peut-il recouvrer la
santé ?
Kalachakra répondit :
— La concentration sur la cause fondamentale et la transformation de ses manifestations.
(Ce propos est très important.)
Je compose une stance :
Dans les endroits vastes il y a un
espace resserré,
Dans les endroits resserrés, il y a un
vaste espace ;
Dans les peines, il y a de la joie,
Dans les joies, il y a de la peine.
(Méditez cette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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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s miracles produits
dans la cérémonie de Kalachakra

Quand j’ai présidé, à Djakarta en
Indonésie, une cérémonie de Kalachakra,
beaucoup de miracles se produisirent, ils
étaient innombrables.
Dans les fumées d’encens qui s’élevaient en volutes, Kalachakra se manifesta.
La lumière des chaînes de diamant apparut dans l’espace.
La salle de réunion s’emplissait de
lumières de la prajña.
Beaucoup de malades recouvraient la
santé.
Après la cérémonie, l’Indonésie ressentit un grand tremblement de terre dont
la magnitude était de 8,6, aucun tsunami
ne fut détecté, personne n’était blessé, et il
n’y avait aucune situation désastreuse.
Un autre événement miraculeux eut
lieu, et la consœur Liha qui venait de l’Indonésie l’avait vu de ses propres yeux. Un
malade était allongé sur un brancard, avec
beaucoup de canules sur son corps. Cette
personne malade était dans un état végétatif et plongée dans le coma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Lors de la grande onction de Kalachakra, la famille de la personne végétative
la transporta pour franchir les bannières
de l’onction.
Elle franchit la première rangée de
bann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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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franchit la deuxième rangée de
bannières.
Elle franchit la troisième rangée de
bannières.
La personne végétative en coma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ouvrit les yeux
et se dressa sur son séant, à demi alité, et
se mit à parler :
— Je suis guérie !
Mon dieu ! La personne végétative se
réveilla.
Sa famille qui transportait le brancard,
extrêmement heureuse, s’agenouilla, le visage baigné de larmes, et s’écria à haute
voix.
La consœur Liha avait vu de ses
propres yeux cette scène. C’était merveilleux ! Après avoir franchi trois rangées de
bannières, voilà que la personne végétative se réveilla.
Je parlai avec Kalachakra.
Je lui demandai :
— Pourquoi l’homme végétatif peut
se réveiller ?
Kalachakra répondit :
— J’ai trois évocations.
— Quelles sont les trois évocations ?
Kalachakra répondit :
— J’évoque les gens dans la journée,
et j’ordonne qu’ils guérissent de leurs ma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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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善信一心頂禮，虔具供養，根本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諸佛菩薩，
冀以佛光加持，延丈真佛密法，祈願迴向皆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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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２８３冊｜千艘法船

千艘法船 ︵前言︶序
無上的開悟 ︵三︶
2021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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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六

四念住

四念住

四正斷

四正斷

Donations welcome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彩虹雷藏寺﹀除瘟疫度母護摩法會‧開示︻道果︼

己六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華生大士本尊法‧開示︻道果︼

己五

︿彩虹雷藏寺﹀蓮花童子護摩法會‧開示︻道果︼

己五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開示︻道果︼

︱特別報導︱

二○二一年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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