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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修者得之

華⽣⼤⼠的⼀句名⾔：
重法

﹂

﹁實修者﹂得之

蓮
﹁敬師

看來是⽩來了

原來西藏已有
﹂

你如何依法教實修？﹂

我來西藏是多餘的

﹁啊！我來西藏
了這麼博學的⼈
阿底峽問：
﹁那請問⼤譯師

﹂

但煩惱卻愈修

愈是固執不通

修⾏了很多年

是來不及的

⼀個⼀個的修持！﹂
⼀個⼀個的修

﹁我是依法教

桑波回答：

我舉⼀例：
⾒⾯時

仁欽
桑波﹂⾒⾯

阿底峽尊者來到西藏時
他應邀與⼤譯師﹁仁欽
阿底峽說：
﹁⼈⽣苦短

﹂

桑波問：

仁欽

桑波﹂都懂

﹁仁欽

是精華

我執沒有了！

愈是世俗

愈是開悟

理還亂！
阿底峽說：

例如：

開悟者

我這⼩⽼頭⼦知

只是嘴巴說說⽽已！﹂

我執愈來愈重

剪不斷

我看⾒很多⾏者

佛法才是最有⽤的法寶

﹁精華的修法！﹂

愈多

煩惱沒有了！

還是有⽤的

﹁⼼要⼝訣﹂⾮常重要

﹁畢竟我來西藏
●
這⼀段⽂字
我如此認為

﹁那種開悟
煩惱愈多

去蕪存菁
實

阿底峽尊者最後說：

阿底峽答：

﹁那該如何才是？﹂

﹂

要摘取精

阿底峽說：

阿底峽尊者把法教全部說出

對話有法味

華

但

開悟者
可以當教授

我個⼈認為：
很多佛學⼤師

⼀個飢餓的⼈

不守戒律

開悟者

他懂得很多的⾷物

開悟者

際修持皆不會

但

固執不通

﹁⼀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那倒是輸給我這個⼩⽼頭⼦

滿腦⼦的負⾯

沒有吃

博學多聞

道：

開悟者

這才

當然會餓死
他必須懂得如何去

最重要是消除煩惱及我執

所以光知道佛法是沒有⽤的
吃佛法
我說：
﹁佛法的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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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創造光明﹂

﹁充滿生命

寫下今年的第一篇文章

︵元旦︶

我心已死

我坐在書桌

天是二○二一年一月一日

今
清晨
寫一篇﹁喜氣洋洋﹂
﹁活潑青春﹂

卻寫下了：

﹁旭日東昇﹂

新年新希望

想了很久
力﹂
我一提筆

的文章吧！
但
﹁我心已死！﹂
為什麼？我心已死？

峻

在二○二○年

懺悔力

發菩提心

疫情嚴

我觀

南非變種病毒

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

二○二一年又有英國變種病毒

死亡人數屢創新高

二

決心力
行善

死了！

我就是新冠病毒而逝世的盧師尊

我的﹁自他互換法﹂：
我觀修
修自己得了新冠病毒
就這樣：
﹁我心已死！﹂

死了如何？
三

對治力

●

財也空空
四

因為我修行﹁自他互換法﹂

色也空空

如此可以止惡

全做到了！

而我

這是真實懺悔的真實感應

後來懺悔

後來懺悔

最

如同釋迦牟尼佛時代的二則真實故
指鬘︱︱殺了九百九十九人

名也空空
事：

一

不殺生
全做到了！

我借用﹁自他互換法﹂

全做到了！

萬念全沒有了！連一念也沒有了！﹁心死的力量

心死了！

一下子！

不貪

全做到了！

非常的大﹂
所謂﹁哀莫大於心死！﹂
心已死

我由﹁心死﹂斷一切惡念！
但

是淨

不瞋

我知道修行密教﹁觀修及念誦金剛薩埵可

當我身子還活著
化的！

這時的我

全做到了！

時時觀修自己就是染疫

阿闍世王︱︱殺了自己的父親

後證﹁阿羅漢﹂
二

不偷盜
全做到了！

全部融入﹁空空﹂

我完全淨化了

真實的懺悔

被清除的

食也空空
睡也空空
剎那之間
昔日所造之惡業
乾乾淨淨

不邪淫
全做到了！

也獲得成就

不妄語
全做到了！

而死的死人

不飲酒

死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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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以清淨一切業障﹂
皈依力

懺悔有四種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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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開示道果
丁三 出世間道 現教示由前授二道所生之定及出世間道一
切定 其略攝為三 即頌云：﹁道所生等 體性自性性
相﹂ 在下依次結合 種種性相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運
定；此判七法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今於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為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
學三道 依菩提分中則判為二十五分 地則判為十二地半
其雖圓滿無餘道 然暫判諸地 略為四 復藉由五法分
判 以灌頂分界 以道分界 以淨土分界 以壇城分界 以宗
趣分界
一 以灌頂分界：六地為瓶灌之地 四地為密灌之地 二
地為慧灌之地 半地為第四灌之地
二 以道分界：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四地為教示自加
持 二地為教示壇城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
三 以淨土分界 以外所依分界：六地於化身淨土得自
在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自在 半地於
體性身淨土得自在
四 以壇城分界：六地現前身壇城 四地現前脈字壇
城 二地現前菩提心壇城 半地現前集攝三時如來精粹壇城
五 以宗趣分界：六地現起輪涅無別宗趣 四地現起無雜
圓滿宗趣 二地現起狹小空樂宗趣 半地現起廣大空樂宗趣 依
據各宗趣 尚有示因 示驗相 示果 示歸結等四義
月日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道果
戊一 第一宗趣 第一宗趣：見道初地 修道五地
見道初地：總義 支分義 總義︱︱因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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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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同修的本尊南摩大
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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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

いちば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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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們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今天是
三十號 一月三十號 一月很快就沒了 後天就二月
了 日子過得很快 吃了幾頓飯 睡了幾天的覺 一下
子就沒了 一個月就沒了 日子是很快 新冠病毒是很
慢 到現在還糾纏不清 真是很麻煩的事情 希望佛菩
薩慈悲 金剛護法慈悲 諸天慈悲吧 因為眾生也是很
可憐
觀世音菩薩因為大慈大悲 祂常常是救苦救難 很
多人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甚至於祂的﹃大明六字
咒﹄ 甚至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咒﹄都很有
感應 觀世音菩薩救度眾生 可以講不遺餘力 對眾生
是最慈悲的 救度眾生是最多的 我們今天也希望所有
的觀世音菩薩顯化 祂有好多好多的觀世音菩薩 另外
還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希望祂能夠千眼觀照 千手

扶持 救度眾生迅速
在還沒有說法以前 先講一個笑話 老師問同學：
﹁各位同學 長大後想做什麼？﹂一位春嬌同學站起
來 她講要做警察 為老百姓除暴安良 一個林良吉
他站起來講說要做醫生 為老百姓治病 一個叫秘雕
他講要做科學家 為老百姓做貢獻 老師就問小明：
﹁小明 你呢？﹂小明回答：﹁我要做老百姓 ﹂大家
都為老百姓 小明所以他要做老百姓 算是很聰明
這可能是台灣的笑話 台灣人比較聽得懂 小時
候 聽老人家講 用筷子的時候 拿的越長 就嫁得越
遠 這位小姐以前就有遠嫁國外的夢想 所以就用兩雙
筷子把它接起來 這樣來吃飯 沒有想到長大以後 卻
嫁給炸油條的 你知道嗎？這個炸油條 在台灣的炸油
條 油在滾 那麼油條呢 把它捏好 放到這個油裡面
去炸 這時候炸油條 他不能用短的筷子 一定用很長
的筷子 然後去夾那個油條
所以這個在因果方面講起來也是有道理的 因果
你知道 因果也有所謂相似的因果 你用長的筷子就嫁
給長的筷子的 這屬於相似的因果 好像你前世喜歡偷
人家的東西 這一世長大以後 你兩隻手老是很癢 雖
然你很有錢 但是你還是喜歡偷人家的東西 這種因果
屬於相似的因果 我們講說相似的因果 因為你前世當
小偷 這一世你縱然很有錢 你還是喜歡偷人家的東
西 是有這樣子的 他不是沒有錢 但是他就喜歡偷人
家的東西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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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東西 這一世長大以後 你兩隻手老是很癢 雖
然你很有錢 但是你還是喜歡偷人家的東西 這種因果
屬於相似的因果 我們講說相似的因果 因為你前世當
小偷 這一世你縱然很有錢 你還是喜歡偷人家的東
西 是有這樣子的 他不是沒有錢 但是他就喜歡偷人
家的東西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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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問題一：比利時弟子問的 至誠頂禮聖尊
蓮生活佛 阿彌陀佛 祈求師尊開示墮入
龍族的因緣 ︻佛說龍王經︼中曾提及不專心聽上師說
法會墮入龍族 請師佛指示 是不是只限於出家眾等親
臨法會現場 出家眾等在家觀看網路直播會算數嗎？因
為時差問題 觀看網路會東摸摸 西摸摸 不然就會睡
著了 請師佛慈悲開示
回答一：其實你講的這個 你的問題就是說親臨會
場還是看網路直播？這兩種 問一下各位 看網路直播
跟親臨會場有不同嗎？以前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 當
然沒有網路直播啦 對不對？他的意思是問 親臨會場
的才算數？還是網路直播也算數？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呢？
︵蓮僧上師：﹁我的看法是應該是都一樣的 因為
我們在家裡面看網路直播的時候 一樣都是以非常恭敬
的心來看師尊的直播 像在儀式裡面 師尊的迎 送
師 我們都是跟著起立跟著頂禮的 謝謝師尊 ﹂︶
好 謝謝你 其實會墮入龍族的 應該是師尊 為
什麼？因為我每一次在修法的時候 只要坐上這個椅
子 我就一定會不知道進到哪一個世界去 我不知道進
到哪一個世界去 然後數珠子 人家全部都數完了 我
才數一半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耶？我在山莊那個法座就

QA＆

來眼睛就瞎掉 但是他得到天眼第一 記得這個弟子叫
什麼名字嗎？﹁阿那律﹂ 沒錯就是阿那律 所以佛陀
曾經講 你在聽佛講經的時候 你瞌睡就會變成蚌類
那我在修法的時候 瞌睡會變成什麼呢？實在不敢
想 但是我只限於星期六 坐在這個法座上面 我就會
很容易；做別的 我還可以 這個是我要問大家的 師
尊將來會變成什麼？會變成睡仙陳希夷 我認為 你如
果偶爾因為時差問題 你睡一下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
的 沒有那麼嚴重啦
不要每一次都睡！不會那麼嚴重 其實墮入龍族也
不錯 我告訴你 在佛陀裡面講龍 像那個龍樹菩薩
祂本身也是龍族 在印度 龍跟蛇不分 在我們中國來
講 我們本來就是龍族 龍的傳人 我們中國人本來就
是龍的傳人 對不對？龍的傳人不是龍族嗎？那既然是
龍的傳人 你還怕什麼？本來就是龍族嘛 對不對？
︵師尊笑︶
然後還有一種 我們稱呼老子 孔子稱呼老子 老
子 是誰都可以把它分類 唯有老子不能分 為什麼？
因為老子如同神龍 變化無窮 孔子稱呼老子像神龍一
樣 變化無窮 他等於是天上的龍 是不可以測的
所以佛陀講 在︻龍王經︼裡面提到 不專心聽上
師說法會墮入龍族 成為龍樹菩薩 龍樹菩薩就是龍族
啊！中國人也是龍的傳人啊 那是好的 如果說因為不
專心聽上師說法 墮入蛇族 是蛇的話 那就不好 所
以我認為 佛陀講了這個龍族應該是好的 我講的不知
道對不對？還請大家指教

不會 坐上這個 這瞌睡蟲馬上一直爬到我身上
今天晚上我有打瞌睡嗎？你們那麼多人 沒有！我
相信我今天是沒有釣魚 因為今天下午我有睡覺 但是
坐在這個法座上面 好奇怪哦 就馬上就昏沉 不知道
到哪一個世界去了 誰放瞌睡蟲在這個椅子上？還好今
天還是坐得很直 不然有時候真的是墮入龍族 不過
佛陀不知道怎麼講？我是根本上師 不專心在修法是不
是也會墮入龍族？
我是很喜歡睡覺的一個人 很喜歡 很喜歡睡覺
我坐在椅子上都會睡覺 站著我也能夠睡 躺著我也能
夠睡 但是你相信不相信 我以前是失眠的 所以我看
過失眠的這本書 這麼厚 四個大媽買給我看的 失眠
的人看到床 看到bed 心裡都會怕 但是我就是用修
行的方法把它轉變 我就變得很愛睡 隨時隨地都可以
睡 我可以睡一整天 一個晚上醒過來以後 我還可以
睡一整天 不停的睡 將來成仙的話 叫睡仙 我聽說
那個陳希夷是睡仙 我們稱為﹁大睡三千年﹂ 他可以
睡三千年 我很喜歡睡覺 這是我的專長
我想蓮僧所講的應該是對的 他回答應該是對 我
不是時差問題 我絕對不是時差的問題 我在飛機上一
樣 一上飛機就開始睡 一直睡到到就醒過來 除了中
間吃飯會醒過來吃 吃完了又睡 睡到到 所以每一次
我下飛機的時候 精神很好 不會萎靡
我記得佛陀曾經講過一句話 那時候佛陀在講經的
時候 有一個弟子都在睡覺 那佛陀就講 你如果再
睡 你將來會轉世成為蛤蟆 台灣話叫做﹁蚶仔﹂︵蛤
蜊︶ 國語叫做﹁蚌殼 蚌 蚌類﹂ 就是始終合起來
在裡面睡覺 結果這個弟子就永遠睜開眼睛不睡覺 後

Ｑ

問題二：中國的弟子問的 師尊您好 弟子
閱讀師尊文集時有不明白之處 請師尊慈悲
開示 師尊在文集二○四冊︽通天之書︾│︿陌生人許
由﹀中 記載許由是明白大玄旨的人︵等於是開悟的
人︶ 為什麼還會在奈何天？而沒有解脫輪迴 感恩師
尊
回答二：這個許由 你看︽上古神話演義︾裡面有
這個人 誰看過︽上古神話演義︾？誰看過？看過的舉
手 ︽上古神話演義︾因為我父親看過 他把書放在他
的那個書架 所以我小時候也拿來看 所以我也看過
所以我知道許由是上古時代的人 那時候上古時代的三
個皇帝﹁堯 舜 禹﹂ 中國的堯帝 舜帝跟禹 堯跟
舜都屬於禪讓 他們都是請有賢的人來當皇帝 當初的
時候是堯要讓位 還是舜要讓位 那個時候知道許由是
一個聖賢 所以他要讓位給他當皇帝 許由他就不喜
歡 他不喜歡當皇帝 他雖然是一個聖賢 但是他不喜
歡當皇帝 跟他講﹁你出來當皇帝﹂ 他一聽到這句
話 因為不喜歡當皇帝 他就跑到河邊去把耳朵洗一
洗 因為聽到這句話 覺得是侮辱了他
因為當聖賢 何必當皇帝？他當聖賢就好 不要當
皇帝 聽了皇帝這兩個字 是很世俗的字 當皇帝是很
世俗的 是很卑鄙的 所以他就去把耳朵洗一洗 那下
游的人 下游也有一個聖賢 然後他在喝水的時候 喝
了那個水 喝了那個水的時候 最後他聽到許由說 到
河邊去洗耳朵 他剛好喝了那個水 他也是聖賢 他就
把所有的肚子裡面的水全部吐出來 你看那時候 當皇
帝是多麼卑鄙無恥的事情？聖賢都不為耶！我當聖賢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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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問題一：比利時弟子問的 至誠頂禮聖尊
蓮生活佛 阿彌陀佛 祈求師尊開示墮入
龍族的因緣 ︻佛說龍王經︼中曾提及不專心聽上師說
法會墮入龍族 請師佛指示 是不是只限於出家眾等親
臨法會現場 出家眾等在家觀看網路直播會算數嗎？因
為時差問題 觀看網路會東摸摸 西摸摸 不然就會睡
著了 請師佛慈悲開示
回答一：其實你講的這個 你的問題就是說親臨會
場還是看網路直播？這兩種 問一下各位 看網路直播
跟親臨會場有不同嗎？以前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 當
然沒有網路直播啦 對不對？他的意思是問 親臨會場
的才算數？還是網路直播也算數？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呢？
︵蓮僧上師：﹁我的看法是應該是都一樣的 因為
我們在家裡面看網路直播的時候 一樣都是以非常恭敬
的心來看師尊的直播 像在儀式裡面 師尊的迎 送
師 我們都是跟著起立跟著頂禮的 謝謝師尊 ﹂︶
好 謝謝你 其實會墮入龍族的 應該是師尊 為
什麼？因為我每一次在修法的時候 只要坐上這個椅
子 我就一定會不知道進到哪一個世界去 我不知道進
到哪一個世界去 然後數珠子 人家全部都數完了 我
才數一半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耶？我在山莊那個法座就

QA＆

來眼睛就瞎掉 但是他得到天眼第一 記得這個弟子叫
什麼名字嗎？﹁阿那律﹂ 沒錯就是阿那律 所以佛陀
曾經講 你在聽佛講經的時候 你瞌睡就會變成蚌類
那我在修法的時候 瞌睡會變成什麼呢？實在不敢
想 但是我只限於星期六 坐在這個法座上面 我就會
很容易；做別的 我還可以 這個是我要問大家的 師
尊將來會變成什麼？會變成睡仙陳希夷 我認為 你如
果偶爾因為時差問題 你睡一下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
的 沒有那麼嚴重啦
不要每一次都睡！不會那麼嚴重 其實墮入龍族也
不錯 我告訴你 在佛陀裡面講龍 像那個龍樹菩薩
祂本身也是龍族 在印度 龍跟蛇不分 在我們中國來
講 我們本來就是龍族 龍的傳人 我們中國人本來就
是龍的傳人 對不對？龍的傳人不是龍族嗎？那既然是
龍的傳人 你還怕什麼？本來就是龍族嘛 對不對？
︵師尊笑︶
然後還有一種 我們稱呼老子 孔子稱呼老子 老
子 是誰都可以把它分類 唯有老子不能分 為什麼？
因為老子如同神龍 變化無窮 孔子稱呼老子像神龍一
樣 變化無窮 他等於是天上的龍 是不可以測的
所以佛陀講 在︻龍王經︼裡面提到 不專心聽上
師說法會墮入龍族 成為龍樹菩薩 龍樹菩薩就是龍族
啊！中國人也是龍的傳人啊 那是好的 如果說因為不
專心聽上師說法 墮入蛇族 是蛇的話 那就不好 所
以我認為 佛陀講了這個龍族應該是好的 我講的不知
道對不對？還請大家指教

不會 坐上這個 這瞌睡蟲馬上一直爬到我身上
今天晚上我有打瞌睡嗎？你們那麼多人 沒有！我
相信我今天是沒有釣魚 因為今天下午我有睡覺 但是
坐在這個法座上面 好奇怪哦 就馬上就昏沉 不知道
到哪一個世界去了 誰放瞌睡蟲在這個椅子上？還好今
天還是坐得很直 不然有時候真的是墮入龍族 不過
佛陀不知道怎麼講？我是根本上師 不專心在修法是不
是也會墮入龍族？
我是很喜歡睡覺的一個人 很喜歡 很喜歡睡覺
我坐在椅子上都會睡覺 站著我也能夠睡 躺著我也能
夠睡 但是你相信不相信 我以前是失眠的 所以我看
過失眠的這本書 這麼厚 四個大媽買給我看的 失眠
的人看到床 看到bed 心裡都會怕 但是我就是用修
行的方法把它轉變 我就變得很愛睡 隨時隨地都可以
睡 我可以睡一整天 一個晚上醒過來以後 我還可以
睡一整天 不停的睡 將來成仙的話 叫睡仙 我聽說
那個陳希夷是睡仙 我們稱為﹁大睡三千年﹂ 他可以
睡三千年 我很喜歡睡覺 這是我的專長
我想蓮僧所講的應該是對的 他回答應該是對 我
不是時差問題 我絕對不是時差的問題 我在飛機上一
樣 一上飛機就開始睡 一直睡到到就醒過來 除了中
間吃飯會醒過來吃 吃完了又睡 睡到到 所以每一次
我下飛機的時候 精神很好 不會萎靡
我記得佛陀曾經講過一句話 那時候佛陀在講經的
時候 有一個弟子都在睡覺 那佛陀就講 你如果再
睡 你將來會轉世成為蛤蟆 台灣話叫做﹁蚶仔﹂︵蛤
蜊︶ 國語叫做﹁蚌殼 蚌 蚌類﹂ 就是始終合起來
在裡面睡覺 結果這個弟子就永遠睜開眼睛不睡覺 後

Ｑ

問題二：中國的弟子問的 師尊您好 弟子
閱讀師尊文集時有不明白之處 請師尊慈悲
開示 師尊在文集二○四冊︽通天之書︾│︿陌生人許
由﹀中 記載許由是明白大玄旨的人︵等於是開悟的
人︶ 為什麼還會在奈何天？而沒有解脫輪迴 感恩師
尊
回答二：這個許由 你看︽上古神話演義︾裡面有
這個人 誰看過︽上古神話演義︾？誰看過？看過的舉
手 ︽上古神話演義︾因為我父親看過 他把書放在他
的那個書架 所以我小時候也拿來看 所以我也看過
所以我知道許由是上古時代的人 那時候上古時代的三
個皇帝﹁堯 舜 禹﹂ 中國的堯帝 舜帝跟禹 堯跟
舜都屬於禪讓 他們都是請有賢的人來當皇帝 當初的
時候是堯要讓位 還是舜要讓位 那個時候知道許由是
一個聖賢 所以他要讓位給他當皇帝 許由他就不喜
歡 他不喜歡當皇帝 他雖然是一個聖賢 但是他不喜
歡當皇帝 跟他講﹁你出來當皇帝﹂ 他一聽到這句
話 因為不喜歡當皇帝 他就跑到河邊去把耳朵洗一
洗 因為聽到這句話 覺得是侮辱了他
因為當聖賢 何必當皇帝？他當聖賢就好 不要當
皇帝 聽了皇帝這兩個字 是很世俗的字 當皇帝是很
世俗的 是很卑鄙的 所以他就去把耳朵洗一洗 那下
游的人 下游也有一個聖賢 然後他在喝水的時候 喝
了那個水 喝了那個水的時候 最後他聽到許由說 到
河邊去洗耳朵 他剛好喝了那個水 他也是聖賢 他就
把所有的肚子裡面的水全部吐出來 你看那時候 當皇
帝是多麼卑鄙無恥的事情？聖賢都不為耶！我當聖賢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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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什麼皇帝！
修行 修道多好 當什麼鬼屁總統 狗屁總統？
真的 不屑！許由就是這種人 他為什麼會在奈何天？
因為他如果當了皇帝 他可以幫助世間的人 表示他有
慈悲心 有慈悲心 你去救度眾生 這就是發菩提心；
你沒有發菩提心 只當聖賢 那只有獨覺吧 或者聲
聞 最高就是獨覺跟聲聞而已呀！當然 他只當聖賢
當然在奈何天
我的意思是講說 他是一個開悟的人 但是他沒
有發菩提心 所以會在奈何天 也是在天上 只是他一
天到晚無可奈何 眾生就是眾生 他就是聖賢就是聖
賢 這種天就算奈何天 這樣懂了嗎？師尊是不屑當什
麼皇帝 當什麼總統 古代叫皇帝 現在就是總統 不
屑 但是我還是在救度眾生 所以我們可以不只是當聖
賢 還可以當救度眾生的菩薩

國來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你飛到美國來 我們這裡規
定 你就要隔離十四天而且還要檢疫 你還要檢疫才能
夠上飛機 上了飛機你飛到這裡還要隔離十四天 隔離
十四天完了出來以後 才到﹁真佛密苑﹂來親自皈依
那是屬於親自皈依 然後我給你灌頂 不然 你就在家
裡 就是﹁遙灌頂﹂ ﹁遙皈依﹂ 就是﹁隔空皈依﹂
啦 要準備供品嗎？我想你要皈依 準備供品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都是隨意的 你看看那個皈依的方法 在
我每本書後面都有皈依的方法

Ｑ

問題四：︵續上︶第二個 一○八粒的唸
佛珠 怎樣才算合格？要大的還是小的？
顏色是什麼顏色？原料有分別嗎？怎麼樣的才是好的？
弟子修法需要用到 請師尊賜教
回答四：一○八粒的念珠 這是一○八粒的念
珠 一○八顆的 這個是菩提子 屬於星月菩提子 這
個是屬於菩提念珠 念珠有很多種 只要一○八顆的都
算合格︵笑︶ 大小不拘 你唸起來好唸就好 大小不
拘 顏色不拘
但是我們在密教裡面有提到 用白色的念珠是息
災用的 用紅色的念珠是修敬愛用的 用藍色的念珠是
降伏用的 用黃色的念珠是修福分用的 黃色的念珠
藍色念珠 白色的念珠 紅色的念珠是有分別 也就是
說修法不同 用不同顏色的念珠
另外 這個供品也不同 紅色的供品是敬愛用
的 白色的供品是息災用的 藍色的供品是降伏用的
黑色的供品也是降伏用的 黃色的供品是增福 增益用
的 供品顏色也有不同 在密教裡面念珠 一般來講

Ｑ

問題三：師尊 弟子給你請安 弟子斗膽
想請教師尊問題 求師尊慈悲還沒皈依的
所有眾生
還沒皈依的眾生 不知自己的本尊 不知自己的
護法 不知自己的緣分 請問師尊 弟子應該做好怎樣
的準備來皈依？要準備供品嗎？
回答三：這個弟子他還沒有皈依 也不是弟子
但是他叫我師尊啊？﹁請教師尊三個問題﹂ 哦！他是
跟著人家叫的 他還沒有來皈依 要準備供品嗎？你如
果在新加坡買了我的書 後面都有教你怎麼樣皈依的方
法 你只要依照那種皈依的方法 你就可以皈依了 因
為現在的疫情也不容許你親來皈依 你從新加坡飛到美

我們講這個︽道果︾：
﹁其內緣起為於中脈中以心氣淨分迴返會集於無分
別之處 心加持遷轉於含藏無分別 謂﹃忍﹄ 加行道
第三忍示竟
頌云：﹃出輪迴法﹄ 其以下資糧 加行二道 雖
生禪定 然無力遮遣輪迴痛苦及猛烈感受 故言﹃輪迴
法﹄
頌云：﹃出苦﹄ 出輪迴苦之世第一 名﹃出
苦﹄ 為無漏之初地
頌云：﹃道諸法完全圓滿﹄ 為現起初地證悟之四
正斷緣起以下無餘圓滿具足後 生初地見道完全
如此 以出輪迴法之世第一及涅槃之道法圓滿等之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道 果 道 果開示

是和尚！衰啊衰！輸光光！﹂︵笑︶看到光頭就輸光
光 就是倒楣了啦 倒楣了 輸光光了 各地風情不同
啊！
正在坐飛機 遇到很嚴重的亂流 遊客有的尖叫
有的哭嚎 有的忙著禱告 只有一個旅客面不改色淡定
地坐著 飛機到最後平穩下來以後 空服人員稱讚他非
常地勇敢 便問他：﹁希望得到什麼禮品做為獎勵？﹂
這位乘客就講：﹁我只需要適合我換的褲子 ﹂︵笑︶
因為他嚇得尿床

菩提念珠是共用的 菩提的念珠是什麼種都可以用的
另外你用人骨念珠 密教還有所謂的人骨念珠 是修降
伏用的 是用人骨念珠 這個大小 尺寸 顏色 原料
怎樣才是最好的？你適用的就是最好的 一○八顆的念
珠 這是講念珠的部分吧 歡迎這個新加坡的師兄來皈
依
今天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看到一個和尚 推著購
物車 滿滿一車吃的 用的 感覺和尚買那麼多 好有
錢喔 等一下他把車子推到收銀台 人家問他：﹁你是
刷卡呢？還是付現金？﹂他回答：﹁阿彌陀佛 施主
貧僧是來化緣的 ﹂︵笑︶我告訴你 現代是行不通
的 你在美國 你去化緣 你去敲人家的門 去踏進人
家的這個院子 去敲人家的門 被轟出去是算是幸運
的 被人家踢出來算是幸運的 你踏入人家的家園 人
家他有資格用槍把你打死的 要死比較快︵臺語
笑︶ 你到Costco推了那麼多東西 你說：﹁阿彌陀
佛 我是來化緣的 ﹂︵笑︶會被打 這不對 要看地
方
像臺灣 你走到人家的店裡面去 阿彌陀佛 敲一
敲 人家還是會給你錢 那是臺灣很尊敬出家人 在美
國那是不可以的 泰國也是很尊敬出家人 你要化緣
排隊依照次序這樣子化緣 他們有些泰國人很虔誠 他
們是早就準備好那些出家人要吃的東西 過來的話 他
就供養你 他們是這樣子的 所以是有化緣這件事情
臺灣還好 你到那個香港 你去香港化緣看看 ︵笑︶
看到你就給你吐口水 香港人很現實 而且好賭 我去
香港 電梯門一打開 一走出來 香港人看到：﹁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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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什麼皇帝！
修行 修道多好 當什麼鬼屁總統 狗屁總統？
真的 不屑！許由就是這種人 他為什麼會在奈何天？
因為他如果當了皇帝 他可以幫助世間的人 表示他有
慈悲心 有慈悲心 你去救度眾生 這就是發菩提心；
你沒有發菩提心 只當聖賢 那只有獨覺吧 或者聲
聞 最高就是獨覺跟聲聞而已呀！當然 他只當聖賢
當然在奈何天
我的意思是講說 他是一個開悟的人 但是他沒
有發菩提心 所以會在奈何天 也是在天上 只是他一
天到晚無可奈何 眾生就是眾生 他就是聖賢就是聖
賢 這種天就算奈何天 這樣懂了嗎？師尊是不屑當什
麼皇帝 當什麼總統 古代叫皇帝 現在就是總統 不
屑 但是我還是在救度眾生 所以我們可以不只是當聖
賢 還可以當救度眾生的菩薩

國來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你飛到美國來 我們這裡規
定 你就要隔離十四天而且還要檢疫 你還要檢疫才能
夠上飛機 上了飛機你飛到這裡還要隔離十四天 隔離
十四天完了出來以後 才到﹁真佛密苑﹂來親自皈依
那是屬於親自皈依 然後我給你灌頂 不然 你就在家
裡 就是﹁遙灌頂﹂ ﹁遙皈依﹂ 就是﹁隔空皈依﹂
啦 要準備供品嗎？我想你要皈依 準備供品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都是隨意的 你看看那個皈依的方法 在
我每本書後面都有皈依的方法

Ｑ

問題四：︵續上︶第二個 一○八粒的唸
佛珠 怎樣才算合格？要大的還是小的？
顏色是什麼顏色？原料有分別嗎？怎麼樣的才是好的？
弟子修法需要用到 請師尊賜教
回答四：一○八粒的念珠 這是一○八粒的念
珠 一○八顆的 這個是菩提子 屬於星月菩提子 這
個是屬於菩提念珠 念珠有很多種 只要一○八顆的都
算合格︵笑︶ 大小不拘 你唸起來好唸就好 大小不
拘 顏色不拘
但是我們在密教裡面有提到 用白色的念珠是息
災用的 用紅色的念珠是修敬愛用的 用藍色的念珠是
降伏用的 用黃色的念珠是修福分用的 黃色的念珠
藍色念珠 白色的念珠 紅色的念珠是有分別 也就是
說修法不同 用不同顏色的念珠
另外 這個供品也不同 紅色的供品是敬愛用
的 白色的供品是息災用的 藍色的供品是降伏用的
黑色的供品也是降伏用的 黃色的供品是增福 增益用
的 供品顏色也有不同 在密教裡面念珠 一般來講

Ｑ

問題三：師尊 弟子給你請安 弟子斗膽
想請教師尊問題 求師尊慈悲還沒皈依的
所有眾生
還沒皈依的眾生 不知自己的本尊 不知自己的
護法 不知自己的緣分 請問師尊 弟子應該做好怎樣
的準備來皈依？要準備供品嗎？
回答三：這個弟子他還沒有皈依 也不是弟子
但是他叫我師尊啊？﹁請教師尊三個問題﹂ 哦！他是
跟著人家叫的 他還沒有來皈依 要準備供品嗎？你如
果在新加坡買了我的書 後面都有教你怎麼樣皈依的方
法 你只要依照那種皈依的方法 你就可以皈依了 因
為現在的疫情也不容許你親來皈依 你從新加坡飛到美

我們講這個︽道果︾：
﹁其內緣起為於中脈中以心氣淨分迴返會集於無分
別之處 心加持遷轉於含藏無分別 謂﹃忍﹄ 加行道
第三忍示竟
頌云：﹃出輪迴法﹄ 其以下資糧 加行二道 雖
生禪定 然無力遮遣輪迴痛苦及猛烈感受 故言﹃輪迴
法﹄
頌云：﹃出苦﹄ 出輪迴苦之世第一 名﹃出
苦﹄ 為無漏之初地
頌云：﹃道諸法完全圓滿﹄ 為現起初地證悟之四
正斷緣起以下無餘圓滿具足後 生初地見道完全
如此 以出輪迴法之世第一及涅槃之道法圓滿等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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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果 道 果開示

是和尚！衰啊衰！輸光光！﹂︵笑︶看到光頭就輸光
光 就是倒楣了啦 倒楣了 輸光光了 各地風情不同
啊！
正在坐飛機 遇到很嚴重的亂流 遊客有的尖叫
有的哭嚎 有的忙著禱告 只有一個旅客面不改色淡定
地坐著 飛機到最後平穩下來以後 空服人員稱讚他非
常地勇敢 便問他：﹁希望得到什麼禮品做為獎勵？﹂
這位乘客就講：﹁我只需要適合我換的褲子 ﹂︵笑︶
因為他嚇得尿床

菩提念珠是共用的 菩提的念珠是什麼種都可以用的
另外你用人骨念珠 密教還有所謂的人骨念珠 是修降
伏用的 是用人骨念珠 這個大小 尺寸 顏色 原料
怎樣才是最好的？你適用的就是最好的 一○八顆的念
珠 這是講念珠的部分吧 歡迎這個新加坡的師兄來皈
依
今天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看到一個和尚 推著購
物車 滿滿一車吃的 用的 感覺和尚買那麼多 好有
錢喔 等一下他把車子推到收銀台 人家問他：﹁你是
刷卡呢？還是付現金？﹂他回答：﹁阿彌陀佛 施主
貧僧是來化緣的 ﹂︵笑︶我告訴你 現代是行不通
的 你在美國 你去化緣 你去敲人家的門 去踏進人
家的這個院子 去敲人家的門 被轟出去是算是幸運
的 被人家踢出來算是幸運的 你踏入人家的家園 人
家他有資格用槍把你打死的 要死比較快︵臺語
笑︶ 你到Costco推了那麼多東西 你說：﹁阿彌陀
佛 我是來化緣的 ﹂︵笑︶會被打 這不對 要看地
方
像臺灣 你走到人家的店裡面去 阿彌陀佛 敲一
敲 人家還是會給你錢 那是臺灣很尊敬出家人 在美
國那是不可以的 泰國也是很尊敬出家人 你要化緣
排隊依照次序這樣子化緣 他們有些泰國人很虔誠 他
們是早就準備好那些出家人要吃的東西 過來的話 他
就供養你 他們是這樣子的 所以是有化緣這件事情
臺灣還好 你到那個香港 你去香港化緣看看 ︵笑︶
看到你就給你吐口水 香港人很現實 而且好賭 我去
香港 電梯門一打開 一走出來 香港人看到：﹁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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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己六
六

本頌金剛句偈疏

四正斷
生何功德

其以下資

加行道第

心加持遷轉

其內緣起為於中脈中以心氣淨分
謂﹁忍﹂

迴返會集於無分別之處
於含藏無分別
三忍示竟
頌云：﹁出輪迴法﹂

此二者教

以出輪迴法之世第一及涅

糧 加行二道 雖生禪定 然無力遮
遣輪迴痛苦及猛烈感受 故言﹁輪迴
法﹂
頌云：﹁出苦﹂ 出輪迴苦之世
第一 名﹁出苦﹂ 為無漏之初地
頌云：﹁道諸法完全圓滿﹂ 為
現起初地證悟之四正斷緣起以下無餘
圓滿具足後 生初地見道完全

如此
槃之道法圓滿等之世第一
示加行道四位竟

世第一 此二者教示加行道四位竟 ﹂
這一段 其實上面這個第一段 ﹁其內緣起為於
中脈中以心氣淨分迴返會集於無分別之處 心加持遷轉
於含藏無分別 謂﹃忍﹄ 加行道第三忍示竟﹂ 這一
段其實應該跟上個禮拜去合起來講 上個禮拜講﹁無生
法忍﹂ 那這一段﹁其內緣起為於中脈中以心氣淨
分﹂ 其實心氣 心就是意念 氣呢 也就是在修行你
本身用氣 氣跟意念合一
然後看他的淨分 當氣進入中脈的時候 就是
﹁以方便氣進入智慧氣﹂ 智慧氣 你用你的意念在中
脈裡面起起落落的時候 那個會產生清淨 有的時候是
淨分 就是一的淨分 一直到十的淨分 就是完全清
淨 我們稱為十的淨分 開始的時候的淨分叫一的淨
分 二的淨分 三的淨分 淨分就是﹁分別他的清淨到
什麼程度﹂ 然後把心氣把它回到 集合在無分別之
處 沒有分別之處 心加持 意念加持 遷轉於含藏無
分別 這個就是稱為﹁忍﹂ 加行道第三忍示竟 也就
是在加行道中算是第三個忍 就這樣子講完了 這個意
思就這樣子講完了 加行道第三的忍示竟
什麼叫無分別處？其實無分別處 就是很自然把
意念放在法爾本然 把氣放在法爾本然 就很自然 那
個地方是無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無分別處 這一段我
跟大家這樣子講
然後再來講﹁出輪迴法 其以下資糧 加行二
道﹂ 我們知道 它的道是分成幾種 第一個是資糧
道 第二個是加行道 第三個是見道 第四個是修道
第五個是究竟道 這是五種道 所以它開始﹁其以下資

糧 加行二道﹂ 就是剛剛開始的資糧道跟加行道 什
麼叫做資糧道呢？在修道以前你必須要準備很多的資
糧 必須要準備很多的福分 我們稱為資糧道叫做福
德 ﹁福﹂就是準備很多的福分 很多的德行跟福分
那個叫做福德 是屬於資糧道
雖然你有福德 但是還沒有出輪迴 當然了 你在
資糧道修得很好 只能夠上天 不能夠出輪迴啊 上
天 天道還是不能夠出輪迴 因為出輪迴只有四聖道才
算出輪迴 在天道不能出輪迴的 加行道 還是不能夠
出輪迴的 只是剛剛開始起步而已 所以我們密教有所
謂﹁四加行﹂ 就是大供養 大禮拜 四皈依 發菩提
心 懺悔 都是在加行道裡面的
雖然也會產生禪定 這兩個道也有禪定 也會禪
定 我坐下來 師尊坐下來 剛剛開始修法了 開始唸
一樣 一樣的咒 師尊坐在這裡 哎？剛剛我有做那個
披甲護身嗎？有啊？我已經忘掉了 七十歲偶爾遺忘
七十歲是偶爾遺忘 都會忘掉有沒有做什麼 你雖然產
生了禪定 我剛剛在修法的時候是不是禪定啊？我搞不
清楚我到底是昏沉還是禪定？還是進入無分別？還是禪
定？還是昏沉？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弄不清楚就是什麼
呢？無分別︵笑︶
﹁無力遮遣輪迴痛苦及猛烈感受 故言﹃輪迴
法﹄﹂ 因為資糧道跟加行道還在輪迴裡面啊 所以還
是﹁輪迴法﹂ 你知道資糧道圓滿 上天啦 福德圓滿
你就上天啦 加行圓滿 你也是上天哪 因為啊 所謂
的四加行 大曼達是修資糧 修你的福分 你福分會變
得很多 ﹁大曼達法﹂就是修福分；你在做大禮拜呢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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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己六
六

本頌金剛句偈疏

四正斷
生何功德

其以下資

加行道第

心加持遷轉

其內緣起為於中脈中以心氣淨分
謂﹁忍﹂

迴返會集於無分別之處
於含藏無分別
三忍示竟
頌云：﹁出輪迴法﹂

此二者教

以出輪迴法之世第一及涅

糧 加行二道 雖生禪定 然無力遮
遣輪迴痛苦及猛烈感受 故言﹁輪迴
法﹂
頌云：﹁出苦﹂ 出輪迴苦之世
第一 名﹁出苦﹂ 為無漏之初地
頌云：﹁道諸法完全圓滿﹂ 為
現起初地證悟之四正斷緣起以下無餘
圓滿具足後 生初地見道完全

如此
槃之道法圓滿等之世第一
示加行道四位竟

世第一 此二者教示加行道四位竟 ﹂
這一段 其實上面這個第一段 ﹁其內緣起為於
中脈中以心氣淨分迴返會集於無分別之處 心加持遷轉
於含藏無分別 謂﹃忍﹄ 加行道第三忍示竟﹂ 這一
段其實應該跟上個禮拜去合起來講 上個禮拜講﹁無生
法忍﹂ 那這一段﹁其內緣起為於中脈中以心氣淨
分﹂ 其實心氣 心就是意念 氣呢 也就是在修行你
本身用氣 氣跟意念合一
然後看他的淨分 當氣進入中脈的時候 就是
﹁以方便氣進入智慧氣﹂ 智慧氣 你用你的意念在中
脈裡面起起落落的時候 那個會產生清淨 有的時候是
淨分 就是一的淨分 一直到十的淨分 就是完全清
淨 我們稱為十的淨分 開始的時候的淨分叫一的淨
分 二的淨分 三的淨分 淨分就是﹁分別他的清淨到
什麼程度﹂ 然後把心氣把它回到 集合在無分別之
處 沒有分別之處 心加持 意念加持 遷轉於含藏無
分別 這個就是稱為﹁忍﹂ 加行道第三忍示竟 也就
是在加行道中算是第三個忍 就這樣子講完了 這個意
思就這樣子講完了 加行道第三的忍示竟
什麼叫無分別處？其實無分別處 就是很自然把
意念放在法爾本然 把氣放在法爾本然 就很自然 那
個地方是無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無分別處 這一段我
跟大家這樣子講
然後再來講﹁出輪迴法 其以下資糧 加行二
道﹂ 我們知道 它的道是分成幾種 第一個是資糧
道 第二個是加行道 第三個是見道 第四個是修道
第五個是究竟道 這是五種道 所以它開始﹁其以下資

糧 加行二道﹂ 就是剛剛開始的資糧道跟加行道 什
麼叫做資糧道呢？在修道以前你必須要準備很多的資
糧 必須要準備很多的福分 我們稱為資糧道叫做福
德 ﹁福﹂就是準備很多的福分 很多的德行跟福分
那個叫做福德 是屬於資糧道
雖然你有福德 但是還沒有出輪迴 當然了 你在
資糧道修得很好 只能夠上天 不能夠出輪迴啊 上
天 天道還是不能夠出輪迴 因為出輪迴只有四聖道才
算出輪迴 在天道不能出輪迴的 加行道 還是不能夠
出輪迴的 只是剛剛開始起步而已 所以我們密教有所
謂﹁四加行﹂ 就是大供養 大禮拜 四皈依 發菩提
心 懺悔 都是在加行道裡面的
雖然也會產生禪定 這兩個道也有禪定 也會禪
定 我坐下來 師尊坐下來 剛剛開始修法了 開始唸
一樣 一樣的咒 師尊坐在這裡 哎？剛剛我有做那個
披甲護身嗎？有啊？我已經忘掉了 七十歲偶爾遺忘
七十歲是偶爾遺忘 都會忘掉有沒有做什麼 你雖然產
生了禪定 我剛剛在修法的時候是不是禪定啊？我搞不
清楚我到底是昏沉還是禪定？還是進入無分別？還是禪
定？還是昏沉？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弄不清楚就是什麼
呢？無分別︵笑︶
﹁無力遮遣輪迴痛苦及猛烈感受 故言﹃輪迴
法﹄﹂ 因為資糧道跟加行道還在輪迴裡面啊 所以還
是﹁輪迴法﹂ 你知道資糧道圓滿 上天啦 福德圓滿
你就上天啦 加行圓滿 你也是上天哪 因為啊 所謂
的四加行 大曼達是修資糧 修你的福分 你福分會變
得很多 ﹁大曼達法﹂就是修福分；你在做大禮拜呢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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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於是說 用最低下的位置來修最上層 你禮敬諸
佛 皈依的意思 ﹁大禮拜法﹂有皈依的意思 皈依聖
賢 但是你還不是聖賢啊 你只是依止 依止的意思
大禮拜 大供養 還有四皈依 也是在皈依的範圍之
內 皈依 依怙你的上師 依怙佛法僧 發菩提心也是
剛剛開始而已 懺悔 都是屬於輪迴法 沒有辦法去阻
止輪迴的痛苦及猛烈的感受 沒有辦法 這兩個道還是
不行的
﹁頌云：﹃出苦﹄ 出輪迴苦之世第一 名﹃出
苦﹄ 為無漏之初地﹂ 出苦 也就是﹁出輪迴法﹂的
開始 要離開輪迴的開始了叫﹁出苦﹂ 為無漏之初
地 真正的無漏 所以六神通裡面 就是﹁漏盡通﹂
把你的﹁漏﹂全部盡了 變成無漏了 那個才是成就
所以﹁漏盡通﹂是最高的神通 所以為無漏之初地 無
漏的第一步 就是資糧道跟加行道
﹁頌云：﹃道諸法完全圓滿﹄ 為現起初地證悟
之四正斷緣起以下無餘圓滿具足後 生初地見道完
全 ﹂就是開始進入﹁見道﹂ 見道完全也就是說
﹁生初地見道完全﹂ 你把資糧道跟加行道修圓滿了
開始要離開輪迴了 這個叫﹁出苦﹂ 開始要離開輪迴
了 ﹁生初地見道完全﹂ 就是你開始進入見道 資糧
道 加行道 再來就是見道 見道就是開始產生悟境
了 那個時候才算﹁見道完全﹂
﹁如此 以出輪迴法之世第一及涅槃道法圓滿等
之世第一 此二者教示加行道四位竟﹂ 把所有四種加
行道 跟大家講到完全 講到完全你才能夠再進入見
道 那個時候稱為﹁初地的見道﹂ 這一段話的意思
所以見道是很重要 開悟是很重要的 師尊因為

命 為什麼？因為你見道嘛！你執著你的生命 你為你
的生命所苦；你執著女色 你為女色所苦；你還貪什
麼 你為貪所苦；你還生氣什麼 為那個生氣所苦 都
是苦啊！活著就是苦啊！你知道嗎？所以叫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啊！你要你這個身體做什麼？身體只是給你帶
來痛苦 你懂不懂？不要你的身體才是最棒的！李幸枝
上師死了以後來告訴我 死了才是真正的爽！自由自
在 佛國淨土任遨遊 那個時候才叫做自在 有這個身
體就不自在啊！這個真的把自己打死算了︵笑︶
要懂得這種道理 你才能夠見道啊！什麼叫做﹁去
執﹂？去掉我執 我執 法執 全部統統都去除 去
掉 所有煩惱全部盡除 那個才算是見道 這個︽道
果︾講的道理在這裡啊 非常地好 你懂不懂見道？我
剛剛講的才是﹁真道﹂ 對不對？
躺在床上的病人對護士說：﹁我愛情沒有了 親情
也沒有了 友情也沒有了 錢也沒有了 我是真的一無
所有啊！﹂床上的病人這樣子講 護士用飽含愛心的話
語跟他講：﹁看你這樣說 怎麼對自己這麼沒有自信
呢？你不是還有病嗎？﹂我告訴你 這個笑話是教你
﹁見道﹂ 當一個人得了絕症躺在床上的時候 他的思
想應該往見道走 身體沒有了 愛情沒有了 地位沒有
了 名沒有了 朋友也沒有了 錢也沒有了 擁有的就
是道 你那時候心中有道 有光明 你就可以往生佛國
淨土

是見道 見道了以後 你會有什麼感覺？你就不會再去
執著某一些東西 人間 世間的東西 你就可以看得很
淡 就是要出輪迴了 為什麼你會看得很淡呢？因為
啊 房子也不是你的 你以為你買了一個房子 我終於
有房子了 我是有窩的蝸牛 有殼的 我已經有了殼
但是那個殼還不是你的啊！殼也會壞啊！你的身體也會
壞啊！你們想一想 什麼東西不會壞？你最執著的是什
麼東西？一個是財 房子都是會壞的 會老的 車子也
會老的 鑽石雖然不會老 最終只是借你呆看幾十年
一樣也不是你的 都不是你的東西啊！
包括你身體也不是你的東西啊！財 色 你以為
你能夠撐多久？色你能夠撐多久？以前我父親去動手
術 攝護腺肥大 把整個攝護腺拿掉 我父親跟我講
他的欲望剩下吃 因為色沒有了 色也會沒有的！財
你不執著 車子不是你的 房子也不是你的 都會壞
鑽石是不會壞 但是借你呆看 那就是財啊 你不執
著 七珍八寶你不執著了 再來色 有一天你也會沒
有 也不是你的
到時候剩下什麼？名跟食 你有名的欲望嗎？名
的欲望我也沒有了 叫我當什麼 當什麼 頒獎給我什
麼 我也不需要 誰頒獎給你？你自己成就要緊！任何
人頒獎給你都沒有用的 你拿到總統獎都沒有用的！你
喜歡拿那個川普的總統獎嗎？你拿到川普的總統獎有什
麼用？變成污穢了你自己啊！對不對？拿到那個獎 一
把火燒了 像許由一樣 聽到說要頒獎給我 就洗耳
朵！喝到這種水的聖賢他也要吐出來 他到河邊去洗耳
朵 認為侮辱了他的耳朵 這個名啊 沒什麼用的 什
麼名？

嗡嘛呢唄咪吽

再來就是食 我爸爸講的﹁好吃﹂ 我告訴你喔
有一天你不會好吃 為什麼？少鹽 少糖 少油 醫生
叫你少糖 少鹽 少油 要你吃清淡的 沒有味道的
你如果得了腎臟病 一口鹽都不能吃；你得了心臟病
你糖都不能吃；你得了糖尿病 只有假糖可以吃
︵笑︶ 真的糖統統都不能吃；你多吃油 那也不行
有一天 你食的欲望也會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你
就快要見道了 快要見道︵笑︶ 為什麼快要見道了？
你什麼都不執著了嘛！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老了﹂
我本來想寫一本書 叫做︽七旬老僧的述懷︾ 就是把
自己的心懷講出來 已經七十幾歲了 ︽七旬老僧的述
懷︾寫這一本書 為什麼要寫這一本書呢？就是當你到
七十幾歲 做一個很老的出家人的時候 你那時候心的
所有的覺受 全部把它寫成一本書
那個時候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會有 有什麼理
想？什麼都可以！你罵我是狗屎 我就是狗屎 怎麼樣
︵笑︶？我就是dog poo 怎麼樣？沒問題！我可以接
受 你罵我腦殘 腦筋殘廢 腦殘 我也無所謂！腦殘
就腦殘 無所謂啊 因為人死了 腦殘附在他身上也無
所謂啊 本來就腦殘嘛！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不要緊
什麼都無所謂 那就幾乎快要見道了 真的 開悟就是
這樣子來的！你還執著什麼 你就為什麼所苦 你還不
能夠出苦啊！你懂不懂？你不能夠出苦 為什麼不能出
苦？因為你愛惜你自己的生命 執著你的生命
我告訴你喔 盧師尊得了冠狀病毒死了 爽得很
啊！我才不理 不管我得到冠狀病毒 哈哈哈哈哈 笑
幾聲 死了算了 沒什麼了不起 我不珍惜我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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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於是說 用最低下的位置來修最上層 你禮敬諸
佛 皈依的意思 ﹁大禮拜法﹂有皈依的意思 皈依聖
賢 但是你還不是聖賢啊 你只是依止 依止的意思
大禮拜 大供養 還有四皈依 也是在皈依的範圍之
內 皈依 依怙你的上師 依怙佛法僧 發菩提心也是
剛剛開始而已 懺悔 都是屬於輪迴法 沒有辦法去阻
止輪迴的痛苦及猛烈的感受 沒有辦法 這兩個道還是
不行的
﹁頌云：﹃出苦﹄ 出輪迴苦之世第一 名﹃出
苦﹄ 為無漏之初地﹂ 出苦 也就是﹁出輪迴法﹂的
開始 要離開輪迴的開始了叫﹁出苦﹂ 為無漏之初
地 真正的無漏 所以六神通裡面 就是﹁漏盡通﹂
把你的﹁漏﹂全部盡了 變成無漏了 那個才是成就
所以﹁漏盡通﹂是最高的神通 所以為無漏之初地 無
漏的第一步 就是資糧道跟加行道
﹁頌云：﹃道諸法完全圓滿﹄ 為現起初地證悟
之四正斷緣起以下無餘圓滿具足後 生初地見道完
全 ﹂就是開始進入﹁見道﹂ 見道完全也就是說
﹁生初地見道完全﹂ 你把資糧道跟加行道修圓滿了
開始要離開輪迴了 這個叫﹁出苦﹂ 開始要離開輪迴
了 ﹁生初地見道完全﹂ 就是你開始進入見道 資糧
道 加行道 再來就是見道 見道就是開始產生悟境
了 那個時候才算﹁見道完全﹂
﹁如此 以出輪迴法之世第一及涅槃道法圓滿等
之世第一 此二者教示加行道四位竟﹂ 把所有四種加
行道 跟大家講到完全 講到完全你才能夠再進入見
道 那個時候稱為﹁初地的見道﹂ 這一段話的意思
所以見道是很重要 開悟是很重要的 師尊因為

命 為什麼？因為你見道嘛！你執著你的生命 你為你
的生命所苦；你執著女色 你為女色所苦；你還貪什
麼 你為貪所苦；你還生氣什麼 為那個生氣所苦 都
是苦啊！活著就是苦啊！你知道嗎？所以叫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啊！你要你這個身體做什麼？身體只是給你帶
來痛苦 你懂不懂？不要你的身體才是最棒的！李幸枝
上師死了以後來告訴我 死了才是真正的爽！自由自
在 佛國淨土任遨遊 那個時候才叫做自在 有這個身
體就不自在啊！這個真的把自己打死算了︵笑︶
要懂得這種道理 你才能夠見道啊！什麼叫做﹁去
執﹂？去掉我執 我執 法執 全部統統都去除 去
掉 所有煩惱全部盡除 那個才算是見道 這個︽道
果︾講的道理在這裡啊 非常地好 你懂不懂見道？我
剛剛講的才是﹁真道﹂ 對不對？
躺在床上的病人對護士說：﹁我愛情沒有了 親情
也沒有了 友情也沒有了 錢也沒有了 我是真的一無
所有啊！﹂床上的病人這樣子講 護士用飽含愛心的話
語跟他講：﹁看你這樣說 怎麼對自己這麼沒有自信
呢？你不是還有病嗎？﹂我告訴你 這個笑話是教你
﹁見道﹂ 當一個人得了絕症躺在床上的時候 他的思
想應該往見道走 身體沒有了 愛情沒有了 地位沒有
了 名沒有了 朋友也沒有了 錢也沒有了 擁有的就
是道 你那時候心中有道 有光明 你就可以往生佛國
淨土

是見道 見道了以後 你會有什麼感覺？你就不會再去
執著某一些東西 人間 世間的東西 你就可以看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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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嘛呢唄咪吽

再來就是食 我爸爸講的﹁好吃﹂ 我告訴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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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真的糖統統都不能吃；你多吃油 那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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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什麼都可以！你罵我是狗屎 我就是狗屎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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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你罵我腦殘 腦筋殘廢 腦殘 我也無所謂！腦殘
就腦殘 無所謂啊 因為人死了 腦殘附在他身上也無
所謂啊 本來就腦殘嘛！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不要緊
什麼都無所謂 那就幾乎快要見道了 真的 開悟就是
這樣子來的！你還執著什麼 你就為什麼所苦 你還不
能夠出苦啊！你懂不懂？你不能夠出苦 為什麼不能出
苦？因為你愛惜你自己的生命 執著你的生命
我告訴你喔 盧師尊得了冠狀病毒死了 爽得很
啊！我才不理 不管我得到冠狀病毒 哈哈哈哈哈 笑
幾聲 死了算了 沒什麼了不起 我不珍惜我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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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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準提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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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今天說法開始 看到很多的佛菩薩祂們的般若光閃
亮在天上 非常多的般若光在天上這樣一閃一閃的 一
個圈圈 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外面是圓形的 祂的宮
殿是圓的 中間都坐著祂們的主尊 而且看到有一個眼
睛在這個方向︵聖尊手指右邊︶ 是佛眼 佛的眼睛
看到這個就想到一首童歌︵兒歌︶ 怎麼唱？﹁一閃一
閃亮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掛在天空放光明 好像就
是你眼睛 一閃一閃亮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有一
個同門李佳霖醫師 他說：﹁師尊很厲害欸 為了這些
小小的女朋友 他還要練很多的兒歌 ﹂
今天我們是修準提佛母的法 大家都知道的 祂就
是普方上師的本尊 普方上師建了一個寺就叫做︿總持
寺﹀ 準提佛母的手印就是﹁總持印﹂ 結手印之前一
定要結這個手印︵聖尊示範︶ 這個手印就是總持印

所以他建的寺廟就是︿總持寺﹀ 在社子島︵台灣︶
全部都是準提佛母 那是普方上師 所以我經常唸﹁稽
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佛母大準提 ﹂這是以前普方上師
唸的 我們的披甲護身﹁嗡 波汝藍者利 ﹂ 就是普
方上師教的 師尊的法都是有傳承的
準提佛母是一個很大的佛母 特別在這個金剛界
胎藏界有祂自己本身的
怎麼講呢？可以講是地盤
吧 有祂的地盤 所以是等於準提院裡面的主尊 今天
看到天上很多的般若光 當然也是準提佛母本身的眷
屬 祂有十八隻手 最重要的 祂是從大日如來的最勝
法界宮出來的 所以祂跟蓮花童子有同一個根源 根源
是一樣的
祂在中密｜中國的密宗 跟台密｜天台山的密宗
東密｜就是空海大師在日本的密宗 都非常有名的 祂
又稱為七俱胝佛母 另外又有一個名稱叫天人丈夫觀
音 是七百億諸佛菩薩之母 是無比的清淨的 所以祂
的金剛號叫做最勝金剛 如意金剛 清淨金剛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二月七號下午三點是瑤
池金母的護摩法會 瑤池金母的手印跟所有母系的手印
是一樣的 母系的手印是這個手印︵聖尊示範︶ 祂的
心咒就是名咒﹁嗡 金母悉地 吽﹂ 瑤池金母的身
相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大家都會知道
瑤池金母 我的最新的書︽天下第一靈︾ 寫的全
部都是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可以講 祂是天下第一靈
我講過了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盧勝彥 沒有盧勝彥就
沒有︿真佛宗﹀ 沒有︿真佛宗﹀ 那麼我們所有的上
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跟我們所有的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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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報樹神砍樹 請樹神另找別的樹去居住 接著灑鹽米
除煞之後 當日就可把此樹砍除？還有其它細節需注意
嗎？
回答一：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其實你不用問我 問
你自己就已經可以啦 因為你把全部都講出來了嘛
﹁除日稟報樹神砍樹 請樹神另外找別的樹去居住 接
著灑鹽米除煞之後 當日就可以把此樹砍除？還有其他
細節需注意嗎？﹂我記得 我們山莊好像前幾個禮拜吧
也砍了樹 山莊有嗎？有砍樹嘛 你們怎麼做的？︵蓮
彥上師：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忘記灑鹽米了 那個
樹倒下來的時候就很危險 都嚇到了 之後就有請師尊
加持 我們就有灑鹽米 也有稟告說：﹁我們現在就要
砍樹 那請你們到別處 ﹂就灑鹽米稟告 這樣子 謝
謝師尊︶有沒有在除日？沒有 ︵蓮彥上師：沒有 因
為那時候沒有想到特別的日子 就是租到那個機器的時
候就開始了 ︶
所以這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弟子︶
他寫得非常的周全 他比較周全 砍樹的時候最好是在
除日 要除掉東西嘛 要除煞都是在這個除日 用的是
﹁除﹂ 所以他講說在除日稟報一下就可以了 不一定
每棵樹都有樹神 其實每棵樹都有﹁精神﹂倒是真的
每一顆樹它都有這個神在 樹也跟人一樣欸 我記得我
們以前講好像是四生 所謂卵生 胎生 化生 濕生四
種 另外還有礦物 另外還有植物 礦物 植物屬於也
是眾生 眾生到底有多少？不只是魚啊 四生 魚一定
有卵 也有哺乳類的動物 有卵生的 有胎生的 有化
生的 有濕生的 四種 其實樹也是一種生命 另外還
有礦物也是一種生命 你把礦石拿出來的時候 它都有

門 全部都不存在 所以我們的根源呢？可以講︿真佛
宗﹀的根源就是來自於瑤池金母 那當然啦 我還有一
個秘密 但是我不敢寫在書上 我有一個秘密不敢寫在
書上 也不敢跟你講 也不敢跟任何人講 這個秘密就
藏在師尊的心中 可不可以講？不可以！所以你們去猜
吧 至於下個禮拜要不要主祈？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你
們用腦筋想一想就知道
未說法之前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今天開車不小心
居然在路上撞死了一頭大公豬 我對豬的主人講：﹁我
會負責 我會負責 ﹂︵他以為是可以用錢付大公豬
他要負責 這個公豬多少錢 就付多少錢 ︶公豬的主
人講：﹁你怎麼能夠負責呢？牠一天跟十隻的母豬交
配 你行嗎？你怎麼負責？﹂所以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負
責 很多事情的確是這樣子
老師問同學：﹁同學們 小時候大家都看過童話故
事︽國王的新衣︾這個故事 你們有什麼感想？﹂小寶
就回答：﹁我覺得故事裡那兩個騙子肯定腦袋有問
題 ﹂老師講：﹁為什麼呢？﹂小寶講：﹁騙國王有什
麼用啊？要是我的話 我就騙皇后 不然就要騙公
主 ﹂老師沒有話好講 好了 我們進入﹁你問我
答﹂

Ｑ

邊弄一個儀器 然後把樹枝砍下來的時候 儀器的針它
自己會抖得很厲害 表示他是有感覺的 你砍下他的一
個枝 他都有感覺 儀器顯示出來 他是會痛的 所以
樹也是一種生命
所 以 我 們 砍 樹 按 照 這 個 United States of

答

問題一：美國弟子問的 敬愛的師尊 請問家中
有樹須砍 應如何處理以避免犯沖？是否於除日

雜誌

力量的 有它的磁場 有它的力量 你把這個礦石給它
打碎了以後 它的力量就減少了 就不一樣了
樹也是一樣喔 樹本身來講也是有磁場的 我記得
我講過橋本健 日本的一個也算是科學家吧 他用儀器
來測量樹有沒有生命 也就是把電線接在樹幹上面 旁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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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報樹神砍樹 請樹神另找別的樹去居住 接著灑鹽米
除煞之後 當日就可把此樹砍除？還有其它細節需注意
嗎？
回答一：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其實你不用問我 問
你自己就已經可以啦 因為你把全部都講出來了嘛
﹁除日稟報樹神砍樹 請樹神另外找別的樹去居住 接
著灑鹽米除煞之後 當日就可以把此樹砍除？還有其他
細節需注意嗎？﹂我記得 我們山莊好像前幾個禮拜吧
也砍了樹 山莊有嗎？有砍樹嘛 你們怎麼做的？︵蓮
彥上師：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忘記灑鹽米了 那個
樹倒下來的時候就很危險 都嚇到了 之後就有請師尊
加持 我們就有灑鹽米 也有稟告說：﹁我們現在就要
砍樹 那請你們到別處 ﹂就灑鹽米稟告 這樣子 謝
謝師尊︶有沒有在除日？沒有 ︵蓮彥上師：沒有 因
為那時候沒有想到特別的日子 就是租到那個機器的時
候就開始了 ︶
所以這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弟子︶
他寫得非常的周全 他比較周全 砍樹的時候最好是在
除日 要除掉東西嘛 要除煞都是在這個除日 用的是
﹁除﹂ 所以他講說在除日稟報一下就可以了 不一定
每棵樹都有樹神 其實每棵樹都有﹁精神﹂倒是真的
每一顆樹它都有這個神在 樹也跟人一樣欸 我記得我
們以前講好像是四生 所謂卵生 胎生 化生 濕生四
種 另外還有礦物 另外還有植物 礦物 植物屬於也
是眾生 眾生到底有多少？不只是魚啊 四生 魚一定
有卵 也有哺乳類的動物 有卵生的 有胎生的 有化
生的 有濕生的 四種 其實樹也是一種生命 另外還
有礦物也是一種生命 你把礦石拿出來的時候 它都有

門 全部都不存在 所以我們的根源呢？可以講︿真佛
宗﹀的根源就是來自於瑤池金母 那當然啦 我還有一
個秘密 但是我不敢寫在書上 我有一個秘密不敢寫在
書上 也不敢跟你講 也不敢跟任何人講 這個秘密就
藏在師尊的心中 可不可以講？不可以！所以你們去猜
吧 至於下個禮拜要不要主祈？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你
們用腦筋想一想就知道
未說法之前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今天開車不小心
居然在路上撞死了一頭大公豬 我對豬的主人講：﹁我
會負責 我會負責 ﹂︵他以為是可以用錢付大公豬
他要負責 這個公豬多少錢 就付多少錢 ︶公豬的主
人講：﹁你怎麼能夠負責呢？牠一天跟十隻的母豬交
配 你行嗎？你怎麼負責？﹂所以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負
責 很多事情的確是這樣子
老師問同學：﹁同學們 小時候大家都看過童話故
事︽國王的新衣︾這個故事 你們有什麼感想？﹂小寶
就回答：﹁我覺得故事裡那兩個騙子肯定腦袋有問
題 ﹂老師講：﹁為什麼呢？﹂小寶講：﹁騙國王有什
麼用啊？要是我的話 我就騙皇后 不然就要騙公
主 ﹂老師沒有話好講 好了 我們進入﹁你問我
答﹂

Ｑ

邊弄一個儀器 然後把樹枝砍下來的時候 儀器的針它
自己會抖得很厲害 表示他是有感覺的 你砍下他的一
個枝 他都有感覺 儀器顯示出來 他是會痛的 所以
樹也是一種生命
所 以 我 們 砍 樹 按 照 這 個 United States of

答

問題一：美國弟子問的 敬愛的師尊 請問家中
有樹須砍 應如何處理以避免犯沖？是否於除日

雜誌

力量的 有它的磁場 有它的力量 你把這個礦石給它
打碎了以後 它的力量就減少了 就不一樣了
樹也是一樣喔 樹本身來講也是有磁場的 我記得
我講過橋本健 日本的一個也算是科學家吧 他用儀器
來測量樹有沒有生命 也就是把電線接在樹幹上面 旁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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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美國弟子︶寫的 他說：除日稟告樹神砍
樹 請樹神另找別樹居住 接著撒鹽米除煞以後 當
日就可以把此樹砍除 這樣子已經很夠了 比︿彩虹
山莊﹀砍樹還要周全 如果不這樣子會發生一點小意
外 有時候會發生的 那是一個現象 這個問的人
他寫得非常周全 其實 除日 然後跟樹神稟報一
下 然後再灑鹽米 就可以砍樹了

Ｑ

問題二：北美洲弟子問的 頂禮師佛 弟子先
向師佛懺悔 以前有些師佛開示的錄音帶 弟
子把帶卷放在垃圾桶內 因為錄音帶的聲音音質很
差 差不多聽不到聲音 現在已經沒有錄音機 放錄
影 帶 ︵ video︶ 的 機
亦 沒 有 光 碟 片 的 機 ︵ CD
player︶ 全都壞了 請問以前師佛開示的錄音帶
錄影帶及光碟片應該如何處理？請師佛教示 感謝及
感恩
回答二：因為時代變了 大家用的都是科技的東
西 一小小塊就可以裝所有的一切 這麼一小小的晶
片它就可以裝 一小小的晶片就可以播很多的電影
時代變了 像以前用的錄音帶 還有錄音機 錄影
帶 還有CD 應該要如何處理？誰會講？哪一個人會
講？︵有兩位弟子提建議：向︿西雅圖雷藏寺﹀請新
的開示影片 把資料全部轉錄出來 ︶他說壞了 沒
有聲音了
我告訴大家 不管是以前的唱片也好 唱片或者
是錄音帶 有這些帶子的 雖然裡面有師尊的說法
但是那個都是無心的 沒有心的 這個心︵heart︶
有心的東西 你必須要保留；沒有心的東西 你可以

王Brahma跟帝釋天主來勸請釋迦牟尼佛：﹁祢還是活下
來吧！活下來 轉一轉法輪 ﹂那時候佛陀才留在娑婆
世界八十年 才轉法輪 一轉法輪 二轉法輪 三轉法
輪 才有轉法輪的說法
釋迦牟尼佛本來是不願意想在娑婆世界說法 祂一
領悟 豁然開朗 祂就講說：﹁啊！原來如此！那我走
了算了 ﹂離開這個娑婆世界 就成佛去了 祂就等於
是多寶如來一樣 多寶佛也是一樣 多寶佛祂突然間：
﹁原來如此！﹂開悟了 祂就進入涅槃 就是多寶如
來 那釋迦牟尼佛祂沒有進入涅槃 祂還在娑婆世界八
十年 所以有靈山一會 靈山指的就是印度的靈鷲山
祂在那邊靈山一會 就是說法開示 ︻阿彌陀經︼也是
在那裡講的 很多經典都是在靈山一會講的 另外 佛
陀還沒有講經以前 祂在心中就已經轉了︻華嚴經︼
︻華嚴經︼是在菩提樹下的時候 祂已經就轉了的經
典 跟所有的菩薩所轉的經典是︻華嚴經︼
所以釋迦牟尼佛本來是這樣子的 哪有佛教？哪有
釋迦牟尼佛？哪有佛教南傳 北傳？南傳佛教傳到東南
亞 北傳佛教傳到中國 韓國 日本 藏傳佛教傳到西
藏？就統統都沒有 這些本來就統統都沒有的 佛陀當
初的時候 如果不是大梵天王Brahma跟帝釋天主勸請的
話 根本就沒有佛教 我講到：﹁哪有︿真佛宗﹀？沒
有瑤池金母哪有盧勝彥出來弘法？沒有盧勝彥出來弘法
哪有︿真佛宗﹀？哪有寫書二八○幾冊？﹂我哪裡有說
法？什麼都沒有 這是最高的境界講的 你看︻大般若
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還有你看了︻心經︼
那個都屬於最高智慧的經典 ︻大般若經︼ ︻金剛

給它廢除 廢除有很多的方法 只要有方法廢除 你
就可以把它廢除 那個不要緊的
你也不是說 你不聽了或者把它丟掉 你就失去
傳承 也不可能啊 對不對！廢除就好了 真的 你
把它丟垃圾桶也不錯啊 不要把它丟到糞坑就好 你
把它丟到糞坑也會污染了糞坑 你把它丟到長流水裡
面 也會影響到河的污染 對不對？用火燒又有它的
塑膠味 也不好 空氣也不好 回收？那個屬於回收
的東西嗎？要問一下是不是可以回收？因為回收 也
不一定recycle的車子要收那個東西 反正丟到垃圾
桶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是有心的東西啊 如果那個
東西有心在裡面 那就是
；沒有心的東西 那就
算了 真的

Ｑ

問題三：臺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好 師尊在互
動的開示說到：﹁哪裡有︿真佛宗﹀？﹂又
說；﹁師尊哪裡有說法？﹂而經典和︽虹光大成就︾
都有以﹁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為題的開示 請問師
佛 靈山到底有沒有那一會？謝謝師尊
回答三：︵笑︶這個是這樣子的 師尊在用最高
的境界講：﹁沒有盧勝彥 沒有︿真佛宗﹀ 沒有雷
藏寺 甚至沒有師尊所寫的二八○幾冊的書 什麼都
沒有 這是最高的境界講的 大家知道 釋迦牟尼佛
祂在菩提迦耶的樹下 夜睹東方明星 看到東方的一
顆星 心中豁然開悟 領悟了 祂終於成就了 那個
時候 佛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涅槃﹂算了 涅槃就
是離開這個世界 也不說法 也不轉法輪 就離開這
個世界 這個經典上都有記載 那個時候啊 大梵天

經︼跟︻心經︼都是最高的經典 很高的經典 那裡面
所說到的
所以呢 我這樣子跟你解釋 這位弟子你應該要知
道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是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候 祂
在靈鷲山說法就是靈山一會；師尊現在在這裡說法 儼
然就是靈山一會 這些本來都不存在的 到了最高的境
界 佛陀沒有說法 如果你講佛陀有說法 就是毀謗佛
陀；將來你們也要了解 盧勝彥沒有說法 如果講盧勝
彥有說法 那就是毀謗盧勝彥 這個意思就是在這裡
最高的境界根本是不動的 這個必須要開悟的人
你開悟了 你見了道 你就知道這個是什麼 你沒有開
悟 你沒有辦法 你把現有存在的現象世界當成是真
實；其實是真正地講 全在做夢 全部都在做夢 靈山
一會也是做夢一場 我們現在的兩年來的山莊一會 也
是在做夢 你看師尊回臺灣說法 在︿台灣雷藏寺﹀說
法 十年喔！半年在美國 半年在臺灣 經過了十年
現在想一想 是不是做夢啊？是做夢啊！回不去的 那
十年怎麼過？夢幻一場 不可能再出現了 以後也許有
可能再回臺灣做法會 等這個疫情過了 東南亞的弟子
又可以到臺灣了 世界各國的弟子都可以到︿台灣雷藏
寺﹀ 疫情過了嘛 都可以到︿台灣雷藏寺﹀ 但是那
個時候的情景跟那十年的情景 畢竟有所不同 每一場
都不一樣啊！恍如一夢 那十年
我記得不知道誰寫了一首詩：﹁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有這首詩吧？十年一覺揚州夢 我
是十年臺灣說法夢︵笑︶ 你說是不是啊？恍如一夢
哎 回得來嗎？回不來的 不可能重演 你要重演 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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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美國弟子︶寫的 他說：除日稟告樹神砍
樹 請樹神另找別樹居住 接著撒鹽米除煞以後 當
日就可以把此樹砍除 這樣子已經很夠了 比︿彩虹
山莊﹀砍樹還要周全 如果不這樣子會發生一點小意
外 有時候會發生的 那是一個現象 這個問的人
他寫得非常周全 其實 除日 然後跟樹神稟報一
下 然後再灑鹽米 就可以砍樹了

Ｑ

問題二：北美洲弟子問的 頂禮師佛 弟子先
向師佛懺悔 以前有些師佛開示的錄音帶 弟
子把帶卷放在垃圾桶內 因為錄音帶的聲音音質很
差 差不多聽不到聲音 現在已經沒有錄音機 放錄
影 帶 ︵ video︶ 的 機
亦 沒 有 光 碟 片 的 機 ︵ CD
player︶ 全都壞了 請問以前師佛開示的錄音帶
錄影帶及光碟片應該如何處理？請師佛教示 感謝及
感恩
回答二：因為時代變了 大家用的都是科技的東
西 一小小塊就可以裝所有的一切 這麼一小小的晶
片它就可以裝 一小小的晶片就可以播很多的電影
時代變了 像以前用的錄音帶 還有錄音機 錄影
帶 還有CD 應該要如何處理？誰會講？哪一個人會
講？︵有兩位弟子提建議：向︿西雅圖雷藏寺﹀請新
的開示影片 把資料全部轉錄出來 ︶他說壞了 沒
有聲音了
我告訴大家 不管是以前的唱片也好 唱片或者
是錄音帶 有這些帶子的 雖然裡面有師尊的說法
但是那個都是無心的 沒有心的 這個心︵heart︶
有心的東西 你必須要保留；沒有心的東西 你可以

王Brahma跟帝釋天主來勸請釋迦牟尼佛：﹁祢還是活下
來吧！活下來 轉一轉法輪 ﹂那時候佛陀才留在娑婆
世界八十年 才轉法輪 一轉法輪 二轉法輪 三轉法
輪 才有轉法輪的說法
釋迦牟尼佛本來是不願意想在娑婆世界說法 祂一
領悟 豁然開朗 祂就講說：﹁啊！原來如此！那我走
了算了 ﹂離開這個娑婆世界 就成佛去了 祂就等於
是多寶如來一樣 多寶佛也是一樣 多寶佛祂突然間：
﹁原來如此！﹂開悟了 祂就進入涅槃 就是多寶如
來 那釋迦牟尼佛祂沒有進入涅槃 祂還在娑婆世界八
十年 所以有靈山一會 靈山指的就是印度的靈鷲山
祂在那邊靈山一會 就是說法開示 ︻阿彌陀經︼也是
在那裡講的 很多經典都是在靈山一會講的 另外 佛
陀還沒有講經以前 祂在心中就已經轉了︻華嚴經︼
︻華嚴經︼是在菩提樹下的時候 祂已經就轉了的經
典 跟所有的菩薩所轉的經典是︻華嚴經︼
所以釋迦牟尼佛本來是這樣子的 哪有佛教？哪有
釋迦牟尼佛？哪有佛教南傳 北傳？南傳佛教傳到東南
亞 北傳佛教傳到中國 韓國 日本 藏傳佛教傳到西
藏？就統統都沒有 這些本來就統統都沒有的 佛陀當
初的時候 如果不是大梵天王Brahma跟帝釋天主勸請的
話 根本就沒有佛教 我講到：﹁哪有︿真佛宗﹀？沒
有瑤池金母哪有盧勝彥出來弘法？沒有盧勝彥出來弘法
哪有︿真佛宗﹀？哪有寫書二八○幾冊？﹂我哪裡有說
法？什麼都沒有 這是最高的境界講的 你看︻大般若
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還有你看了︻心經︼
那個都屬於最高智慧的經典 ︻大般若經︼ ︻金剛

給它廢除 廢除有很多的方法 只要有方法廢除 你
就可以把它廢除 那個不要緊的
你也不是說 你不聽了或者把它丟掉 你就失去
傳承 也不可能啊 對不對！廢除就好了 真的 你
把它丟垃圾桶也不錯啊 不要把它丟到糞坑就好 你
把它丟到糞坑也會污染了糞坑 你把它丟到長流水裡
面 也會影響到河的污染 對不對？用火燒又有它的
塑膠味 也不好 空氣也不好 回收？那個屬於回收
的東西嗎？要問一下是不是可以回收？因為回收 也
不一定recycle的車子要收那個東西 反正丟到垃圾
桶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是有心的東西啊 如果那個
東西有心在裡面 那就是
；沒有心的東西 那就
算了 真的

Ｑ

問題三：臺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好 師尊在互
動的開示說到：﹁哪裡有︿真佛宗﹀？﹂又
說；﹁師尊哪裡有說法？﹂而經典和︽虹光大成就︾
都有以﹁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為題的開示 請問師
佛 靈山到底有沒有那一會？謝謝師尊
回答三：︵笑︶這個是這樣子的 師尊在用最高
的境界講：﹁沒有盧勝彥 沒有︿真佛宗﹀ 沒有雷
藏寺 甚至沒有師尊所寫的二八○幾冊的書 什麼都
沒有 這是最高的境界講的 大家知道 釋迦牟尼佛
祂在菩提迦耶的樹下 夜睹東方明星 看到東方的一
顆星 心中豁然開悟 領悟了 祂終於成就了 那個
時候 佛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涅槃﹂算了 涅槃就
是離開這個世界 也不說法 也不轉法輪 就離開這
個世界 這個經典上都有記載 那個時候啊 大梵天

經︼跟︻心經︼都是最高的經典 很高的經典 那裡面
所說到的
所以呢 我這樣子跟你解釋 這位弟子你應該要知
道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是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候 祂
在靈鷲山說法就是靈山一會；師尊現在在這裡說法 儼
然就是靈山一會 這些本來都不存在的 到了最高的境
界 佛陀沒有說法 如果你講佛陀有說法 就是毀謗佛
陀；將來你們也要了解 盧勝彥沒有說法 如果講盧勝
彥有說法 那就是毀謗盧勝彥 這個意思就是在這裡
最高的境界根本是不動的 這個必須要開悟的人
你開悟了 你見了道 你就知道這個是什麼 你沒有開
悟 你沒有辦法 你把現有存在的現象世界當成是真
實；其實是真正地講 全在做夢 全部都在做夢 靈山
一會也是做夢一場 我們現在的兩年來的山莊一會 也
是在做夢 你看師尊回臺灣說法 在︿台灣雷藏寺﹀說
法 十年喔！半年在美國 半年在臺灣 經過了十年
現在想一想 是不是做夢啊？是做夢啊！回不去的 那
十年怎麼過？夢幻一場 不可能再出現了 以後也許有
可能再回臺灣做法會 等這個疫情過了 東南亞的弟子
又可以到臺灣了 世界各國的弟子都可以到︿台灣雷藏
寺﹀ 疫情過了嘛 都可以到︿台灣雷藏寺﹀ 但是那
個時候的情景跟那十年的情景 畢竟有所不同 每一場
都不一樣啊！恍如一夢 那十年
我記得不知道誰寫了一首詩：﹁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有這首詩吧？十年一覺揚州夢 我
是十年臺灣說法夢︵笑︶ 你說是不是啊？恍如一夢
哎 回得來嗎？回不來的 不可能重演 你要重演 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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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頌金剛句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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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云：﹁如是具過失覺

如是收結所教示之道正

己七
文
受﹂有八 ﹁無過﹂有三

菩提心

氣等入中

超越世間道以下之

﹁心氣平等會集於外形之阿
字

字上﹂
脈
脈 是出世間道之開端

回去了 回到臺灣 故人已逝啊！經過這兩年來 不知
死了多少弟子︵笑︶ 對不對？在臺灣聽法的年紀大一
點的都走了 所以這位臺灣的弟子 靈山到底有沒有那
一會？跟你講﹁恍如一夢﹂

Ｑ

問題四：新加坡弟子問 師尊佛安！在師尊的
書中 第一四五冊︽當下的清涼心︾│︿司祿
神﹀一文中寫到：﹁男女居室正理 豈容顛倒陰陽 ﹂
弟子有一朋友是男的同性戀 從事醫療行業 很多顧客
經過他醫療 暗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弟子有一個疑問 接受男同性戀醫生的醫療 也把
他的醫療介紹給身邊的親人好友 這樣的舉動 是否會
像文章裡所提的釀成惡果 禍及自己 家人或子孫？這
裡的因果似乎很複雜 如果有負面的因果 除了涼拌炒
雞蛋 熱拌炒米粉 還能怎麼辦？請師尊指點 這個問
題加了一點笑話逗逗師尊與同門笑一笑 弟子合十
回答四：他沒有講他是誰 那時候寫︽當下的清涼
心︾﹁司祿神﹂一文中有寫到﹁男女居室正理 豈容顛
倒陰陽 ﹂他的朋友是男的同性戀 從事醫療行業 很
多顧客經過他的醫療 暗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弟子有
一疑問 接受男同性戀醫師的醫療 也把他的醫療介紹
給身邊的親人好友 是否會像文章裡所提到的釀成惡
果 禍 及 自 己 家 人 或 子孫 ？ 這裡 的 因 果 似乎 很 複
雜 ﹂
我看了你這一段文字 我也覺得很複雜 你到底是
什麼病給他治療？對不對？你又把這個治療的方法去告
訴別人 到底是什麼方法？我都不清楚 真的是很複雜
︵笑︶ 如果經過他的治病都有很好的效果的話 那麼

這個男的同性戀當然沒問題啊！男的同性戀也有很多是
醫生啊 女的同性戀也有很多是醫生啊！
當初我在寫這個文章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根本不懂
得同性戀 對不對？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有同性戀啊 臺
灣現在同性戀也是合法的 臺灣是很先進的 尤其我們
蔡總統更先進︵笑︶ 說通過就通過 你看吧；但是我
那個時代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同性戀 所以寫文章沒有顧
慮到同性戀這一點啊 他幫你醫療 你好了 然後你也
介紹給別人 那應該是好事啊！會有什麼因果呢？奇怪
了？難道是亂搞嗎︵笑︶？對不對？
如果是男同性戀是醫生 那我去給他醫病 我也不
知道他是男的同性戀 他把我醫好了 那是好事啊！他
醫療的方法 我也是介紹給朋友 那都可以的 難道是
幹什麼壞事嗎？除了你幹了壞事才有因果 你不是幹壞
事還有什麼因果？你難道是這個男的同性戀的男朋友
嗎？問題就是在這裡啊！那你如果是你的男同性戀的醫
療師的男朋友 那真的是涼拌炒雞蛋 熱拌炒米粉 還
能怎麼辦？就這麼辦
其實現在又不一樣了 醫療就是這個樣 男的同性
戀 女的同性戀 現在很多的 我記得佛青在讀書的時
候 有一個同性戀的 他是男的 但是呢他是變成女
的 他是等於心理上 外表上還是男的 長得很粗獷
而且身材練得很好 像muscle man 佛青有跟師母介紹
說 這是她的同學 但是他是同性戀 他是變成女的
他的爸爸好像是職業也是很好的 很高的職位的 看到
兒子變成女的 就覺得很難過 就問說：﹁那你的男朋
友是做什麼的？﹂他的兒子回答：﹁我男朋友是做醫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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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了 回到臺灣 故人已逝啊！經過這兩年來 不知
死了多少弟子︵笑︶ 對不對？在臺灣聽法的年紀大一
點的都走了 所以這位臺灣的弟子 靈山到底有沒有那
一會？跟你講﹁恍如一夢﹂

Ｑ

問題四：新加坡弟子問 師尊佛安！在師尊的
書中 第一四五冊︽當下的清涼心︾│︿司祿
神﹀一文中寫到：﹁男女居室正理 豈容顛倒陰陽 ﹂
弟子有一朋友是男的同性戀 從事醫療行業 很多顧客
經過他醫療 暗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弟子有一個疑問 接受男同性戀醫生的醫療 也把
他的醫療介紹給身邊的親人好友 這樣的舉動 是否會
像文章裡所提的釀成惡果 禍及自己 家人或子孫？這
裡的因果似乎很複雜 如果有負面的因果 除了涼拌炒
雞蛋 熱拌炒米粉 還能怎麼辦？請師尊指點 這個問
題加了一點笑話逗逗師尊與同門笑一笑 弟子合十
回答四：他沒有講他是誰 那時候寫︽當下的清涼
心︾﹁司祿神﹂一文中有寫到﹁男女居室正理 豈容顛
倒陰陽 ﹂他的朋友是男的同性戀 從事醫療行業 很
多顧客經過他的醫療 暗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弟子有
一疑問 接受男同性戀醫師的醫療 也把他的醫療介紹
給身邊的親人好友 是否會像文章裡所提到的釀成惡
果 禍 及 自 己 家 人 或子 孫 ？ 這 裡的 因 果似 乎 很 複
雜 ﹂
我看了你這一段文字 我也覺得很複雜 你到底是
什麼病給他治療？對不對？你又把這個治療的方法去告
訴別人 到底是什麼方法？我都不清楚 真的是很複雜
︵笑︶ 如果經過他的治病都有很好的效果的話 那麼

這個男的同性戀當然沒問題啊！男的同性戀也有很多是
醫生啊 女的同性戀也有很多是醫生啊！
當初我在寫這個文章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根本不懂
得同性戀 對不對？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有同性戀啊 臺
灣現在同性戀也是合法的 臺灣是很先進的 尤其我們
蔡總統更先進︵笑︶ 說通過就通過 你看吧；但是我
那個時代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同性戀 所以寫文章沒有顧
慮到同性戀這一點啊 他幫你醫療 你好了 然後你也
介紹給別人 那應該是好事啊！會有什麼因果呢？奇怪
了？難道是亂搞嗎︵笑︶？對不對？
如果是男同性戀是醫生 那我去給他醫病 我也不
知道他是男的同性戀 他把我醫好了 那是好事啊！他
醫療的方法 我也是介紹給朋友 那都可以的 難道是
幹什麼壞事嗎？除了你幹了壞事才有因果 你不是幹壞
事還有什麼因果？你難道是這個男的同性戀的男朋友
嗎？問題就是在這裡啊！那你如果是你的男同性戀的醫
療師的男朋友 那真的是涼拌炒雞蛋 熱拌炒米粉 還
能怎麼辦？就這麼辦
其實現在又不一樣了 醫療就是這個樣 男的同性
戀 女的同性戀 現在很多的 我記得佛青在讀書的時
候 有一個同性戀的 他是男的 但是呢他是變成女
的 他是等於心理上 外表上還是男的 長得很粗獷
而且身材練得很好 像muscle man 佛青有跟師母介紹
說 這是她的同學 但是他是同性戀 他是變成女的
他的爸爸好像是職業也是很好的 很高的職位的 看到
兒子變成女的 就覺得很難過 就問說：﹁那你的男朋
友是做什麼的？﹂他的兒子回答：﹁我男朋友是做醫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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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

的 ﹂嗯？那還不錯嘛 做醫生︵笑︶ 好像職業也是
蠻高尚的 那個男的愛上了這個男的 佛青的同學 所
以佛青跟這個男的同學很好 我跟師母都說：﹁你們會
不會有問題啊？﹂但是佛青講：﹁沒問題啊 他是女的
啊！﹂他明明是muscle man肌肉男哎 長得很粗獷 居
然他是一個女的 佛青跟他在一起說：﹁沒問題 他是
同性戀 ﹂佛青講沒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你的問題很複雜 到底怎麼樣的醫療會變成惡果？
醫療好了有什麼惡果呢？對不對？應該是好的 所以這
佛青回答你：﹁沒問題 ﹂
有一個人去買水果 發現水果店的老闆手背有一個
S型的結疤 我問他怎麼回事 老闆小聲地講：﹁前幾
天有個妹妹穿得很辣 我切鳳梨的時候不小心就切了自
己手一刀 ﹂我問：﹁那也不至於變成S型？﹂老闆回
答：﹁另一刀是老婆知道以後給我補上的 ﹂︵笑︶

道果 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我們今天講︽道果︾的這一段的總結：﹁己七 歸
結 如是收結所教示之道正文 頌云：﹃如是具過失覺
受﹄有八 ﹃無過﹄有三 ﹃心氣平等會集於外形之阿
字上﹄ 超越世間道以下之脈 字 菩提心 氣等入中
脈 是出世間道之開端 ﹂

彌 陀 佛 223456阿 彌 陀 佛 323456阿 彌 陀 佛 12345
6 ﹂每天早上起來就扣齒三十六通 然後眼睛轉十四
下 耳朵七十下鳴耳鼓 我就按照這樣 牙齒還很好
牙床也沒有萎縮 也沒有掉牙齒 也沒有蛀牙 哇！多
好！你們就是不聽 還有一齒的 人家二齒 他一齒
︵笑︶ 有一位上師說他牙齒全部拔光了 剩下一齒
全部都是假的 你看 多好！聽祖師爺講的話 很好
的
所以人生是很苦的 視茫茫 耳聽不清楚 嘴巴的
牙齒掉了 老苦啊！這個老苦；還有死苦 就是死前
苦 死前那一段時間的痛苦；老了也是苦 膝蓋痛 膝
蓋這邊痛 沒有吃膠原蛋白 你膝蓋那邊膠原蛋白沒有
了 這骨頭跟骨頭摩擦 老了就會痛啊！到時候都要開
刀啊 還好我都蠻好的 對啊 像我爸爸到了七十幾
歲 他開刀有六 七次喔 他活到八十六 但是他開刀
很多次 他老的時候也是很痛苦 我還好哎 這個腰也
是蠻挺的 還好 腰還能夠動︵笑︶ 腳還好 腰還
好 這個肩膀五十肩 我沒有五十肩 還好 只有痛一
天 以後我求瑤池金母救我 因為手舉不起來 舉不起
來只有一天 到最後我求瑤池金母救我 怎麼救？就這
樣子手舉起來 合起來 瑤池金母幫我動一動手 哎！
五十肩就沒有了 就有這種力量 所以還是要聽瑤池金
母的話 聽祖師爺的話 有益處的
這個總結呢 就是意念跟氣跟菩提心跟脈字都要進
入中脈 中脈是最主要的脈 我們修氣 脈 明點最主
要的脈 是出世間道的開端 也是出苦的開端
老苦很可憐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想寫一本新書 這

我們昨天晚上講過的 所謂什麼叫﹁輪迴法﹂？資
糧道跟加行道都是屬於﹁輪迴法﹂ 因為都是人天福
報 頌云：﹁如是具過失覺受﹂有八 ﹁無過﹂有三
其實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有些是有過失的 有些是沒有
過失的 這個有過失的 有覺受也算是有過失的 我們
在以上都已經講過了 另外 沒有過失的也有三
心氣平等會集於外形之﹁阿﹂字上 什麼是心氣平
等？就是禪定 禪定的時候 你把它集中在外形的
﹁阿﹂字上 超越世間道以下之脈 如果是超越世間道
以下之脈 字 脈的字跟菩提心 氣等入中脈 菩提心
就是意 氣要入中脈 意也要入中脈 還有咒字也要入
中脈 是出世間道之開端 可以講就是出苦 我們昨天
晚上講出苦 出苦就是離開世間
所以我講了 人世間都是苦的 生 老 病 死這
四種苦 老苦是什麼苦？很多的 像開始壞就是膝蓋
啊 你膝蓋先壞 腳先壞 你就不能行走；視力也會壞
啊 視力你就開始模糊了 你年紀大了就有白內障啊！
幸好師尊依照祖師爺教的 每天早上起床轉十四下 轉
圈子 對著很遠的樹 看著那個很遠的樹 眼睛閉起來
轉十四下 然後張開眼再看那個樹 看得很遠 我去檢
查眼睛 Hanifa師姐陪我去檢查眼睛 哎！我沒有白內
障 沒有青光眼 眼睛正常！你看我就是這樣子練的
耳朵我也聽得很清楚 你看 掩起來 每天彈指七
十通 我耳朵很好 本來年紀大了耳朵都聽不到了 就
會重聽 聽不到了 我耳朵還正常；我牙齒還正常 每
天起來扣齒三十六通 這個祖師爺教的啊！扣齒三十六
通 每天叩叩叩叩叩叩叩 叩齒三十六通：﹁123456阿

本書寫好以後 ︽千艘法船︾這本書完成以後 我要寫
一本︽七旬老僧的述懷︾ 應該寫這一本書 讓人家知
道老來的苦
剛結婚的小錢發牢騷講：﹁追女人比追賊還要糟
糕 ﹂小王問：﹁你這是什麼話？﹂小錢回答：﹁因為
賊追到以後 損失可以挽回；但是女人追到後 損失才
剛剛開始 ﹂︵笑︶真的啊！什麼時候情人節啊？二月
十四號情人節是吧？剛好禮拜天 二月十四號 唉！你
知道嗎？已經有人跟我提醒了︵笑︶
剛剛去美術館 看到一個空的展示台 我很無聊
我就順手撿了一塊石頭擺在這個展示台上面 然後仔仔
細細地看著那一塊石頭 一直看一直盯那塊石頭 然後
我身邊就來了八個人 拿著照相機很認真地在拍那一塊
石頭︵笑︶ ﹁偉大啊！這是最偉大藝術家的創作！你
看 空蕩蕩的地方 就有這塊石頭 真是偉大！海裡面
的小島 ﹂
藝術家就是這樣 亂七八糟︵笑︶
我到了臺中的美術館 我進到一個展覽室 我一
看 天哪！搞什麼鬼啊？裡面全部用手搓的或者是隨便
捏的衛生紙 滿室都是衛生紙 展覽室裡面全部衛生
紙 藝術！那個就是藝術︵笑︶ 我說 給它多放幾坨
大便在那裡︵笑︶
有一隻蚊子出去練習飛行 回到家之後 蚊子的媽
媽問牠：﹁飛得怎麼樣？﹂牠回答︵牠很驕傲︶：﹁我
感覺很棒 因為每一個人看到我都一直拍手 ﹂︵笑︶
哎 你們怎麼不拍手啊？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25
26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開示

的 ﹂嗯？那還不錯嘛 做醫生︵笑︶ 好像職業也是
蠻高尚的 那個男的愛上了這個男的 佛青的同學 所
以佛青跟這個男的同學很好 我跟師母都說：﹁你們會
不會有問題啊？﹂但是佛青講：﹁沒問題啊 他是女的
啊！﹂他明明是muscle man肌肉男哎 長得很粗獷 居
然他是一個女的 佛青跟他在一起說：﹁沒問題 他是
同性戀 ﹂佛青講沒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你的問題很複雜 到底怎麼樣的醫療會變成惡果？
醫療好了有什麼惡果呢？對不對？應該是好的 所以這
佛青回答你：﹁沒問題 ﹂
有一個人去買水果 發現水果店的老闆手背有一個
S型的結疤 我問他怎麼回事 老闆小聲地講：﹁前幾
天有個妹妹穿得很辣 我切鳳梨的時候不小心就切了自
己手一刀 ﹂我問：﹁那也不至於變成S型？﹂老闆回
答：﹁另一刀是老婆知道以後給我補上的 ﹂︵笑︶

道果 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我們今天講︽道果︾的這一段的總結：﹁己七 歸
結 如是收結所教示之道正文 頌云：﹃如是具過失覺
受﹄有八 ﹃無過﹄有三 ﹃心氣平等會集於外形之阿
字上﹄ 超越世間道以下之脈 字 菩提心 氣等入中
脈 是出世間道之開端 ﹂

彌 陀 佛 223456阿 彌 陀 佛 323456阿 彌 陀 佛 12345
6 ﹂每天早上起來就扣齒三十六通 然後眼睛轉十四
下 耳朵七十下鳴耳鼓 我就按照這樣 牙齒還很好
牙床也沒有萎縮 也沒有掉牙齒 也沒有蛀牙 哇！多
好！你們就是不聽 還有一齒的 人家二齒 他一齒
︵笑︶ 有一位上師說他牙齒全部拔光了 剩下一齒
全部都是假的 你看 多好！聽祖師爺講的話 很好
的
所以人生是很苦的 視茫茫 耳聽不清楚 嘴巴的
牙齒掉了 老苦啊！這個老苦；還有死苦 就是死前
苦 死前那一段時間的痛苦；老了也是苦 膝蓋痛 膝
蓋這邊痛 沒有吃膠原蛋白 你膝蓋那邊膠原蛋白沒有
了 這骨頭跟骨頭摩擦 老了就會痛啊！到時候都要開
刀啊 還好我都蠻好的 對啊 像我爸爸到了七十幾
歲 他開刀有六 七次喔 他活到八十六 但是他開刀
很多次 他老的時候也是很痛苦 我還好哎 這個腰也
是蠻挺的 還好 腰還能夠動︵笑︶ 腳還好 腰還
好 這個肩膀五十肩 我沒有五十肩 還好 只有痛一
天 以後我求瑤池金母救我 因為手舉不起來 舉不起
來只有一天 到最後我求瑤池金母救我 怎麼救？就這
樣子手舉起來 合起來 瑤池金母幫我動一動手 哎！
五十肩就沒有了 就有這種力量 所以還是要聽瑤池金
母的話 聽祖師爺的話 有益處的
這個總結呢 就是意念跟氣跟菩提心跟脈字都要進
入中脈 中脈是最主要的脈 我們修氣 脈 明點最主
要的脈 是出世間道的開端 也是出苦的開端
老苦很可憐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想寫一本新書 這

我們昨天晚上講過的 所謂什麼叫﹁輪迴法﹂？資
糧道跟加行道都是屬於﹁輪迴法﹂ 因為都是人天福
報 頌云：﹁如是具過失覺受﹂有八 ﹁無過﹂有三
其實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有些是有過失的 有些是沒有
過失的 這個有過失的 有覺受也算是有過失的 我們
在以上都已經講過了 另外 沒有過失的也有三
心氣平等會集於外形之﹁阿﹂字上 什麼是心氣平
等？就是禪定 禪定的時候 你把它集中在外形的
﹁阿﹂字上 超越世間道以下之脈 如果是超越世間道
以下之脈 字 脈的字跟菩提心 氣等入中脈 菩提心
就是意 氣要入中脈 意也要入中脈 還有咒字也要入
中脈 是出世間道之開端 可以講就是出苦 我們昨天
晚上講出苦 出苦就是離開世間
所以我講了 人世間都是苦的 生 老 病 死這
四種苦 老苦是什麼苦？很多的 像開始壞就是膝蓋
啊 你膝蓋先壞 腳先壞 你就不能行走；視力也會壞
啊 視力你就開始模糊了 你年紀大了就有白內障啊！
幸好師尊依照祖師爺教的 每天早上起床轉十四下 轉
圈子 對著很遠的樹 看著那個很遠的樹 眼睛閉起來
轉十四下 然後張開眼再看那個樹 看得很遠 我去檢
查眼睛 Hanifa師姐陪我去檢查眼睛 哎！我沒有白內
障 沒有青光眼 眼睛正常！你看我就是這樣子練的
耳朵我也聽得很清楚 你看 掩起來 每天彈指七
十通 我耳朵很好 本來年紀大了耳朵都聽不到了 就
會重聽 聽不到了 我耳朵還正常；我牙齒還正常 每
天起來扣齒三十六通 這個祖師爺教的啊！扣齒三十六
通 每天叩叩叩叩叩叩叩 叩齒三十六通：﹁123456阿

本書寫好以後 ︽千艘法船︾這本書完成以後 我要寫
一本︽七旬老僧的述懷︾ 應該寫這一本書 讓人家知
道老來的苦
剛結婚的小錢發牢騷講：﹁追女人比追賊還要糟
糕 ﹂小王問：﹁你這是什麼話？﹂小錢回答：﹁因為
賊追到以後 損失可以挽回；但是女人追到後 損失才
剛剛開始 ﹂︵笑︶真的啊！什麼時候情人節啊？二月
十四號情人節是吧？剛好禮拜天 二月十四號 唉！你
知道嗎？已經有人跟我提醒了︵笑︶
剛剛去美術館 看到一個空的展示台 我很無聊
我就順手撿了一塊石頭擺在這個展示台上面 然後仔仔
細細地看著那一塊石頭 一直看一直盯那塊石頭 然後
我身邊就來了八個人 拿著照相機很認真地在拍那一塊
石頭︵笑︶ ﹁偉大啊！這是最偉大藝術家的創作！你
看 空蕩蕩的地方 就有這塊石頭 真是偉大！海裡面
的小島 ﹂
藝術家就是這樣 亂七八糟︵笑︶
我到了臺中的美術館 我進到一個展覽室 我一
看 天哪！搞什麼鬼啊？裡面全部用手搓的或者是隨便
捏的衛生紙 滿室都是衛生紙 展覽室裡面全部衛生
紙 藝術！那個就是藝術︵笑︶ 我說 給它多放幾坨
大便在那裡︵笑︶
有一隻蚊子出去練習飛行 回到家之後 蚊子的媽
媽問牠：﹁飛得怎麼樣？﹂牠回答︵牠很驕傲︶：﹁我
感覺很棒 因為每一個人看到我都一直拍手 ﹂︵笑︶
哎 你們怎麼不拍手啊？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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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
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願地藏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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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我愛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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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こんばんは ︵日語：晚上好︶Sleeping good
︵笑︶
我們今天是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大家讀
︻地藏經︼就可以知道地藏王菩薩的本願 地藏王菩薩
最主要 這本經典是釋迦牟尼佛上了忉利天宮 因為祂
母親摩耶夫人在忉利天宮 特別上到忉利天宮去講︻地
藏經︼ 然後給祂的母親聽的 它的緣由是這樣子的
從︻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點 那
個時候 所有各個地方的地藏菩薩全部集合在忉利天
宮 南方最主要的地藏王菩薩跟所有六道裡面的地藏王
菩薩全部集合在忉利天宮
裡面有一品叫做︿分身集會品﹀ 我們就可以知道
很多的佛菩薩都有很多的分身 地藏王菩薩祂有很多的
分身地藏王菩薩 各種不同的 像觀世音菩薩 祂的名
稱非常的多 祂的應化非常的多 都有很多分身的地藏
王菩薩

就像瑤池金母一樣 瑤池金母也有是真的﹁瑤池天
宮﹂的本尊的瑤池金母 另外還有很多人間的瑤池金
母 所以有的時候 很多事情像︿分身集會品﹀ 你們
看︻地藏菩薩本願經︼有︿分身集會品﹀嗎？︵眾答：
有 ︶對！表示所有佛菩薩應化都是很多的分身再出來
做菩提事業 那我們這邊有一尊地藏菩薩就在這個法座
的後面 可以照出來 我們這裡的地藏王菩薩 是這一
尊地藏菩薩 很莊嚴 祂是從台灣運過來 瑤池金母跟
地藏菩薩是同一個時間從台灣運過來的
我記得那個﹁嘰哦桑﹂︵林千代師姑︶到了︿西雅
圖雷藏寺﹀的時候 有講：﹁咦！這尊地藏王菩薩會講
Korea的話 ﹂ 她說我們祖廟的地藏王菩薩是韓國
人 那是﹁嘰哦桑﹂︵林千代師姑︶講的 不是我講
的 你知道中國的四大名山 佛教的四大名山 九華山
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五
台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
場 這是中國的四大名山 其中 五台山在經典裡面
有 它就是清涼山 五台山就是清涼山 就是在佛教的
經典裡面有提到清涼山 清涼山就是中國的五台山
九華山的地藏王菩薩 祂的創建人是新羅人 新羅
就是韓國 所以祂的那個名字姓金 叫金喬覺 耶 我
不是講金小姐︵師尊笑︶ 是金喬覺 他就是韓國人
那我們這一尊也是韓國人 所以我們這一尊也是很偉大
的！如果你們得到天耳通 你聽聽我們這尊地藏王菩薩
在講什麼？︵師尊笑︶
這個也是 你想中國那個九華山 師母去過九華
她們那一次去 我沒有去 是在安徽嗎？是在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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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
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願地藏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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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我愛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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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こんばんは ︵日語：晚上好︶Sleeping good
︵笑︶
我們今天是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大家讀
︻地藏經︼就可以知道地藏王菩薩的本願 地藏王菩薩
最主要 這本經典是釋迦牟尼佛上了忉利天宮 因為祂
母親摩耶夫人在忉利天宮 特別上到忉利天宮去講︻地
藏經︼ 然後給祂的母親聽的 它的緣由是這樣子的
從︻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點 那
個時候 所有各個地方的地藏菩薩全部集合在忉利天
宮 南方最主要的地藏王菩薩跟所有六道裡面的地藏王
菩薩全部集合在忉利天宮
裡面有一品叫做︿分身集會品﹀ 我們就可以知道
很多的佛菩薩都有很多的分身 地藏王菩薩祂有很多的
分身地藏王菩薩 各種不同的 像觀世音菩薩 祂的名
稱非常的多 祂的應化非常的多 都有很多分身的地藏
王菩薩

就像瑤池金母一樣 瑤池金母也有是真的﹁瑤池天
宮﹂的本尊的瑤池金母 另外還有很多人間的瑤池金
母 所以有的時候 很多事情像︿分身集會品﹀ 你們
看︻地藏菩薩本願經︼有︿分身集會品﹀嗎？︵眾答：
有 ︶對！表示所有佛菩薩應化都是很多的分身再出來
做菩提事業 那我們這邊有一尊地藏菩薩就在這個法座
的後面 可以照出來 我們這裡的地藏王菩薩 是這一
尊地藏菩薩 很莊嚴 祂是從台灣運過來 瑤池金母跟
地藏菩薩是同一個時間從台灣運過來的
我記得那個﹁嘰哦桑﹂︵林千代師姑︶到了︿西雅
圖雷藏寺﹀的時候 有講：﹁咦！這尊地藏王菩薩會講
Korea的話 ﹂ 她說我們祖廟的地藏王菩薩是韓國
人 那是﹁嘰哦桑﹂︵林千代師姑︶講的 不是我講
的 你知道中國的四大名山 佛教的四大名山 九華山
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五
台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
場 這是中國的四大名山 其中 五台山在經典裡面
有 它就是清涼山 五台山就是清涼山 就是在佛教的
經典裡面有提到清涼山 清涼山就是中國的五台山
九華山的地藏王菩薩 祂的創建人是新羅人 新羅
就是韓國 所以祂的那個名字姓金 叫金喬覺 耶 我
不是講金小姐︵師尊笑︶ 是金喬覺 他就是韓國人
那我們這一尊也是韓國人 所以我們這一尊也是很偉大
的！如果你們得到天耳通 你聽聽我們這尊地藏王菩薩
在講什麼？︵師尊笑︶
這個也是 你想中國那個九華山 師母去過九華
她們那一次去 我沒有去 是在安徽嗎？是在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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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安徽我們有一個弟子非常的虔誠 我們廣東最多的
弟子 廣東很多的弟子 四川 廣東 廣東有一個小廣
東 以前常來；上海有一個老上海 一個中上海 還有
一個小上海 小上海 中上海 老上海都來過 上海很
多的弟子 還有汕頭 汕頭屬福建吧？潮州？廣東啊！
汕頭屬廣東啊？哇 還有很多弟子 汕頭 談到九華山
就談到安徽 九華山的金喬覺是韓國的 金正恩的祖
輩 你們聽一聽 我們後面的這個地藏王菩薩 問問祂
是不是姓金？說不定祂是九華山地藏王菩薩的分靈 那
就好了
在說法之前 先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父親有四個兒子 第一個兒子是經濟學的學
士 第二個兒子是工商管理的碩士 第三個兒子是一個
文學博士 第四個兒子是一個小偷 鄰居就問：﹁你四
個兒子都住在家 你為什麼不把三個兒子留住 把第四
個兒子趕出去？因為他是小偷啊 ﹂父親就講：﹁不能
趕出去啊！他是唯一有在賺錢的 其它的兒子都找不到
工作 ﹂這個意思是講 你讀的學歷再怎麼樣子高 讀
到博士 碩士 學士 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無三小路
用 能夠賺錢的最有用！
我們今天 不管你怎麼樣學佛 大家一起學佛 就
算你是佛學博士 碩士 你讀到佛學怎麼樣子多高明
怎麼樣子 都是沒有用的 你成了佛就是有用 所以有
時候 盡信書不如無書 真的！你聽了一次法以後 你
照那個法去修 結果你成就 你聽法萬萬遍 但沒有修
一次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聞 聽法 要經過思 就是
思考 經過你自己本身的過濾 到最後是修行 還是修
最重要！你只有聞 思而沒有修 是不成的

有的中陰身 上這個法船 有緣的中陰身上法船 就飛
來一片烏雲 然後烏雲分散 像雨一樣 一點一點的下
降 都坐在法船上面 然後瑤池金母再用光照他們 把
他們身上的業障 氣全部清除乾淨 讓中陰身身心清
淨 然後法船再升上虛空之中 瑤池金母再用祂的法
力 祂的無上威德之力 威神之力 把法船全部送往西
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摩訶雙蓮池淨土 每天晚上都這
樣子超度 那些就是那冠狀病毒死的 有緣眾生都是這
樣子
其中有一個最特別的：我們西雅圖的茉莉的媽媽
茉莉的媽媽本來她不是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就是有
人住在茉莉的宿舍 把她帶來這裡皈依 帶來皈依以
後 她變成很虔敬 那天她要動手術的時候 她說：
﹁這包紅包要給師尊 請師尊加持 加持我去動手
術 ﹂她去動手術 結果就那一天她供養我 說她要動
手術 包了一包錢來供養我 我收了她的紅包 還給她
加持 結果這一加持 她就叮叮 就死了 哎呀 怎麼
死了？我剛好在超度這個瘟疫的時候 茉莉的媽媽來
了 她不願意上法船 你說多奇怪 她就不願意上法

問題一：台灣弟子問的 如同門中往生
有自力往生 有臨終時師尊示現接引 有
陰間地獄接引 有本尊接引 有本尊帶至師尊處接引
有空行母接引 有空行母帶至師尊處接引 各種情況皆
有不一而足 能否請師尊開示其中不同的緣由？
回答一：要我開示 為什麼有這些不同 是什麼原
因？嗯 這個問題怎麼回答才是最好的？其實很簡單
啊 原因很簡單 你們如果要到西雅圖來是怎麼來的？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對不對？因為大家住的地方不同
坐的飛機不同 到西雅圖來大部分都是要坐飛機的 但
是你也可以坐船 坐郵輪 你要坐郵輪 經過很長的時
間 慢慢坐 慢慢來 還是到西雅圖啊 你開車能來
嗎？有啊！在加拿大的都可以開車來；騎腳踏車能來
嗎？也可以呀！你就住在西雅圖啊 騎腳踏車就可以到
啦！各個原因通通不同啊！西雅圖這裡是祖廟 什麼原
因你能夠到西雅圖來？各個不同 非常多的原因呢！只
要你一心嚮往西雅圖 就算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你照樣
可以來 對不對？能來了還是可以來呀！
所以這個自力往生 當然你能力很夠 自立往生
說去就去 你自己也會英文 你也有簽證 你什麼都
會 都懂 一下子你就到西雅圖 這是自力往生 有些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臨終要有師尊示現接引 因為你不懂英文 你要同門跟
你來 然後同門幫你講英文 你過關 怎麼樣子 你就
能夠過來 跟著同門一起來 也有啊 對不對？不是一
個人來 一大票的人來 有陰間地獄接引 當然啦 你
有業障 但是你在陰間裡面 你還能夠念佛 閻羅王問
你 你皈依誰？你還記得 你說盧師尊 你會唸咒嗎？
會啊！﹁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他一唸 師尊在
這個陰間 閻羅殿裡面 師尊顯現 就把他接引到佛國
淨土 這是陰間接引 也有的
另外臨終的時候 在陰間接引 有一個他過世了
師尊剛好去看他 把龍袍脫下來給他蓋在身上 他到了
陰間 結果閻羅王看他穿著師尊的衣服出現 祂說：
﹁你來這裡做什麼？你還陽去好 你回去 你再回到陽
間 ﹂他真的就回來了 結果死了幾天他又還陽 也有
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高銘福吧？高銘福到了陰間 也
是在陰間接引 他到了陰間 閻羅王問他 也是一樣問
說：﹁你師父是誰？﹂他說：﹁盧師尊﹂ ﹁你會唸咒
嗎？﹂ ﹁會﹂ 祂說：﹁好 那你回去還陽 再給你
幾年 ﹂高銘福 台東的高銘福 他回來 回到從病床
裡面又醒過來 已經死了又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出院
居然醫好了出院 回到家裡用爬的 爬到佛堂 對著壇
城的師尊講：﹁皈依師尊最好！﹂最後還到了︿台灣雷
藏寺﹀來聽法
高銘福 高家經常用高銘 像我們那個是高銘壽
高銘善 高銘什麼 都是高銘 他是高銘福 還有高銘
祿 屬於同一個宗族的；台東一個高銘福 我記得是陰
間地獄接引 然後把他接出來 他又還陽 我現在在超

雜誌

度 本尊帶到師尊這裡來的 空行母帶到這裡來的都
有 最近很多空行母帶著那些幽靈到我那邊 一灑像一
片烏雲一樣 然後分成一點一點下降 就坐在那個法船
上面
我告訴你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子 我眼睛閉著 我
先化成本尊 然後一手放開手 這個法船就下來 一條
法船下來 下到海裡 一條法船 一化為十 十化為
百 百化為千艘法船 然後我請瑤池金母 說祢帶領所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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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安徽我們有一個弟子非常的虔誠 我們廣東最多的
弟子 廣東很多的弟子 四川 廣東 廣東有一個小廣
東 以前常來；上海有一個老上海 一個中上海 還有
一個小上海 小上海 中上海 老上海都來過 上海很
多的弟子 還有汕頭 汕頭屬福建吧？潮州？廣東啊！
汕頭屬廣東啊？哇 還有很多弟子 汕頭 談到九華山
就談到安徽 九華山的金喬覺是韓國的 金正恩的祖
輩 你們聽一聽 我們後面的這個地藏王菩薩 問問祂
是不是姓金？說不定祂是九華山地藏王菩薩的分靈 那
就好了
在說法之前 先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父親有四個兒子 第一個兒子是經濟學的學
士 第二個兒子是工商管理的碩士 第三個兒子是一個
文學博士 第四個兒子是一個小偷 鄰居就問：﹁你四
個兒子都住在家 你為什麼不把三個兒子留住 把第四
個兒子趕出去？因為他是小偷啊 ﹂父親就講：﹁不能
趕出去啊！他是唯一有在賺錢的 其它的兒子都找不到
工作 ﹂這個意思是講 你讀的學歷再怎麼樣子高 讀
到博士 碩士 學士 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無三小路
用 能夠賺錢的最有用！
我們今天 不管你怎麼樣學佛 大家一起學佛 就
算你是佛學博士 碩士 你讀到佛學怎麼樣子多高明
怎麼樣子 都是沒有用的 你成了佛就是有用 所以有
時候 盡信書不如無書 真的！你聽了一次法以後 你
照那個法去修 結果你成就 你聽法萬萬遍 但沒有修
一次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聞 聽法 要經過思 就是
思考 經過你自己本身的過濾 到最後是修行 還是修
最重要！你只有聞 思而沒有修 是不成的

有的中陰身 上這個法船 有緣的中陰身上法船 就飛
來一片烏雲 然後烏雲分散 像雨一樣 一點一點的下
降 都坐在法船上面 然後瑤池金母再用光照他們 把
他們身上的業障 氣全部清除乾淨 讓中陰身身心清
淨 然後法船再升上虛空之中 瑤池金母再用祂的法
力 祂的無上威德之力 威神之力 把法船全部送往西
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摩訶雙蓮池淨土 每天晚上都這
樣子超度 那些就是那冠狀病毒死的 有緣眾生都是這
樣子
其中有一個最特別的：我們西雅圖的茉莉的媽媽
茉莉的媽媽本來她不是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就是有
人住在茉莉的宿舍 把她帶來這裡皈依 帶來皈依以
後 她變成很虔敬 那天她要動手術的時候 她說：
﹁這包紅包要給師尊 請師尊加持 加持我去動手
術 ﹂她去動手術 結果就那一天她供養我 說她要動
手術 包了一包錢來供養我 我收了她的紅包 還給她
加持 結果這一加持 她就叮叮 就死了 哎呀 怎麼
死了？我剛好在超度這個瘟疫的時候 茉莉的媽媽來
了 她不願意上法船 你說多奇怪 她就不願意上法

問題一：台灣弟子問的 如同門中往生
有自力往生 有臨終時師尊示現接引 有
陰間地獄接引 有本尊接引 有本尊帶至師尊處接引
有空行母接引 有空行母帶至師尊處接引 各種情況皆
有不一而足 能否請師尊開示其中不同的緣由？
回答一：要我開示 為什麼有這些不同 是什麼原
因？嗯 這個問題怎麼回答才是最好的？其實很簡單
啊 原因很簡單 你們如果要到西雅圖來是怎麼來的？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對不對？因為大家住的地方不同
坐的飛機不同 到西雅圖來大部分都是要坐飛機的 但
是你也可以坐船 坐郵輪 你要坐郵輪 經過很長的時
間 慢慢坐 慢慢來 還是到西雅圖啊 你開車能來
嗎？有啊！在加拿大的都可以開車來；騎腳踏車能來
嗎？也可以呀！你就住在西雅圖啊 騎腳踏車就可以到
啦！各個原因通通不同啊！西雅圖這裡是祖廟 什麼原
因你能夠到西雅圖來？各個不同 非常多的原因呢！只
要你一心嚮往西雅圖 就算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你照樣
可以來 對不對？能來了還是可以來呀！
所以這個自力往生 當然你能力很夠 自立往生
說去就去 你自己也會英文 你也有簽證 你什麼都
會 都懂 一下子你就到西雅圖 這是自力往生 有些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臨終要有師尊示現接引 因為你不懂英文 你要同門跟
你來 然後同門幫你講英文 你過關 怎麼樣子 你就
能夠過來 跟著同門一起來 也有啊 對不對？不是一
個人來 一大票的人來 有陰間地獄接引 當然啦 你
有業障 但是你在陰間裡面 你還能夠念佛 閻羅王問
你 你皈依誰？你還記得 你說盧師尊 你會唸咒嗎？
會啊！﹁嗡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他一唸 師尊在
這個陰間 閻羅殿裡面 師尊顯現 就把他接引到佛國
淨土 這是陰間接引 也有的
另外臨終的時候 在陰間接引 有一個他過世了
師尊剛好去看他 把龍袍脫下來給他蓋在身上 他到了
陰間 結果閻羅王看他穿著師尊的衣服出現 祂說：
﹁你來這裡做什麼？你還陽去好 你回去 你再回到陽
間 ﹂他真的就回來了 結果死了幾天他又還陽 也有
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高銘福吧？高銘福到了陰間 也
是在陰間接引 他到了陰間 閻羅王問他 也是一樣問
說：﹁你師父是誰？﹂他說：﹁盧師尊﹂ ﹁你會唸咒
嗎？﹂ ﹁會﹂ 祂說：﹁好 那你回去還陽 再給你
幾年 ﹂高銘福 台東的高銘福 他回來 回到從病床
裡面又醒過來 已經死了又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出院
居然醫好了出院 回到家裡用爬的 爬到佛堂 對著壇
城的師尊講：﹁皈依師尊最好！﹂最後還到了︿台灣雷
藏寺﹀來聽法
高銘福 高家經常用高銘 像我們那個是高銘壽
高銘善 高銘什麼 都是高銘 他是高銘福 還有高銘
祿 屬於同一個宗族的；台東一個高銘福 我記得是陰
間地獄接引 然後把他接出來 他又還陽 我現在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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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本尊帶到師尊這裡來的 空行母帶到這裡來的都
有 最近很多空行母帶著那些幽靈到我那邊 一灑像一
片烏雲一樣 然後分成一點一點下降 就坐在那個法船
上面
我告訴你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子 我眼睛閉著 我
先化成本尊 然後一手放開手 這個法船就下來 一條
法船下來 下到海裡 一條法船 一化為十 十化為
百 百化為千艘法船 然後我請瑤池金母 說祢帶領所

Ｑ

答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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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我說：﹁這個法船是送妳到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
蓮池的 ﹂茉莉的媽媽怎麼講 她說：﹁我一個都不認
識﹂ 她說那些死的人她都不認識 她不願意去 沒辦
法啊！我只好再做一條小法船 妳上這個小法船 所有
的人都坐那個大法船 一條船很多人的 只有茉莉的媽
媽 她只一個人坐一條小法船 她說 她不願意上那些
法船 因為她一個都不認識 她講的那個廣東話又不是
廣東話 台山話又好像不是台山話 不知道是哪裡的唐
伯虎的古話？講的不知道什麼話 我也聽不懂 她就是
不願意 我還特別做一條小船載她一個人 一樣給她送
到那裡去 只是茉莉不知道而已 我告訴你 我特別為
她做了一條法船！
所以往生佛國有多少情況是不一樣的 就是因緣
不同 語言不同 對不對？各個國家不同 那裡的空行
母帶他來 有的是本尊 他修的本尊有相應的 本尊出
現帶他來 對不對？本尊沒有相應的 還有那個空行母
不認識他的 就墮到陰間 就只有陰間那時候 由閻羅
王那裡 再把他帶上來也有的 什麼樣 種種狀況不
同 所以這個﹁不一而足 請師尊開示其中不同的緣
由 ﹂就是這個緣由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本尊 不同
的空行母 空行母都不接引你 本尊也不接引你 師尊
也不接引你 很多地方不接引你 你墮到陰間地獄 你
還記得你皈依的師父 還記得那個咒 還有救！什麼都
不記得了 就沒得救了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堅牢地神 地母菩薩 土地公都是地神

Ｑ

也要唸﹃安土地真言﹄？我告訴你喔！城隍爺的神格大
過於土地公 祂是地方的城隍 譬如我們講西雅圖的城
隍 我們可以講叫做﹁府城隍﹂；整個華盛頓州的城隍
叫州城隍；西雅圖的城隍叫做西雅圖府的府城隍；我們
雷藏寺在Redmond Redmond的城隍可以稱為縣城隍
King County縣城隍
城隍分等級的 我告訴你 城隍有州城隍 華盛頓
州的州城隍；府城隍 就是因為華盛頓州的最大的城市
是西雅圖 所以祂府城隍在西雅圖；我們Redmond是屬
於縣 King County是縣 縣城隍 城隍也有所謂的州
城隍 府城隍 縣城隍 也有分等級的 不是你一個土
地公的咒就可以唸祂們的︵笑︶ 所以雖然祂屬於陰界
之神 管陰的
我記得這也是一個神話 有一個通靈的人由中國大
陸坐船到台灣 晚上的時候看見兩條船 他就特別注意
了 這兩條船來得很奇怪 都發著光 他就很注意 一
條船是新竹都｜都城煌的船 從中國大陸 新竹都都城
隍 祂為什麼叫都城隍？因為都城隍最大 管臺灣全省
的 新竹都的都城隍最大 祂都城隍到了新竹都來；又
看到一條船 祂是臺南府城隍 臺南府｜府城隍 是府
城隍的船 也是從中國大陸派出來
所以臺灣的神全部從中國大陸來的 哪一個王爺不
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池府千歲 五府千歲都是從中國大
陸來的 臺灣的城隍全部從中國大陸來的 來這裡就
任 來臺灣就任的 很多神明都是從中國大陸過來 包
括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是崑崙山 中國崑崙山頂上瑤池
仙境；臺灣最興的媽祖婆是福建莆田 從那裡請到臺灣

那麼唸﹃安土地真言﹄ 是否也是等於在召請堅牢地
神 或者等於唸﹃堅牢地神心咒﹄？堅牢地神和地母菩
薩是不是同源 但化現不同形象？
回答二：不一樣 不同！堅牢地神有堅牢地神的
咒 地母菩薩有地母菩薩的咒 土地公有土地公的咒
雖然都是地神 地母菩薩跟堅牢地神在佛經裡面都有
﹃安土地真言﹄在佛經裡面都有 但是堅牢地神跟地母
菩薩的神格非常的高 這個土地公的神格是所有神當中
最小的神 所以不等於唸堅牢地神的心咒 不相等 不
相同
地母菩薩的咒語是：﹁嗡 別炸 嘛嘛 坡理提
毘 梭哈 ﹂ ﹁坡理提毘﹂就是地母菩薩的名字 這
是地母菩薩的咒 堅牢地神的咒：﹁旦至他 只里只
里 主魯主魯 句魯句魯 拘柱拘柱 睹柱睹柱 博訶
博訶 伐舍伐舍 梭哈﹂很長 這個咒語我在哪個地方
唸的？記得好像是芝加哥？在紐約傳的？紐約傳堅牢地
神 ﹁旦至他 只里只里 主魯主魯 句魯句魯 拘柱
拘柱 睹柱睹柱 博訶博訶 伐舍伐舍 梭哈﹂ ﹃堅
牢地神金剛咒﹄；在經典裡面講 堅牢地神跟地母菩
薩 地母菩薩等於是堅牢地神的妻子 已經幫你解釋第
二個問題 地母菩薩是堅牢地神的wife是祂的妻子

Ｑ

問題三：︵續上︶城隍爺算是地神還是陰
界之神？拜城隍爺的時候可否持﹃安土地
真言﹄？
回答三：我覺得你很奇怪哎 馬來西亞的這位弟
子 你為什麼要那麼喜歡﹃安土地真言﹄？每一尊都要
唸﹃安土地真言﹄？堅牢地神 地母 還有城隍爺 你

來的 哪一個不是啊？哪一個王爺公不是啊？玄天上
帝 北極玄天上帝是從中國大陸 祂是哪一個山？我知
道祂到了臺灣國姓的地方 那個祖廟是在那裡 埔里國
姓是玄天上帝的 我們叫帝王公 北極玄天上帝蕩魔天
尊就是帝王公 臺灣的神明哪一個不是從中國大陸過來
的？講實在話
你不要老是以為你唸﹃安土地真言﹄就可以也請城
隍 可以請堅牢地神 地母 還有這些都可以請？﹃安
土地真言﹄也是很偉大 我不騙你 那是守護你堂庭的
神 守護你一鄉 一鎮的土地公 所以一個鄉村裡面有
四方土地公 有四個土地公守護 所以城隍歸城隍 堅
牢地神歸堅牢地神 地母歸地母 先跟你講清楚 馬來
西亞這位弟子問的 已經跟你解釋了 不能以﹃安土地
真言﹄去請釋迦牟尼佛︵笑︶

Ｑ

問題四：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好 請
問師尊 寶瓶氣起初被誤導修錯了 氣入
進了子宮 要如何把氣打回出來？謝謝師尊指點
回答四：什麼寶瓶氣修進了子宮︵笑︶？我告訴
妳 我們修法先把自己觀空 都要觀空 妳修寶瓶氣
妳把自己先觀空 妳的身體是空的 妳不要管子宮在哪
裡 妳身體本來就是空的 五臟六腑都沒有 包括血管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殼 一個形狀而已 三條脈 一
個中脈 一個左脈 一個右脈 然後在臍輪的地方 這
個左右脈接了中脈 接進中脈 因為妳吸氣的時候 妳
持氣的時候 它會由左右脈進入到中脈裡面 這是一個
方法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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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我說：﹁這個法船是送妳到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
蓮池的 ﹂茉莉的媽媽怎麼講 她說：﹁我一個都不認
識﹂ 她說那些死的人她都不認識 她不願意去 沒辦
法啊！我只好再做一條小法船 妳上這個小法船 所有
的人都坐那個大法船 一條船很多人的 只有茉莉的媽
媽 她只一個人坐一條小法船 她說 她不願意上那些
法船 因為她一個都不認識 她講的那個廣東話又不是
廣東話 台山話又好像不是台山話 不知道是哪裡的唐
伯虎的古話？講的不知道什麼話 我也聽不懂 她就是
不願意 我還特別做一條小船載她一個人 一樣給她送
到那裡去 只是茉莉不知道而已 我告訴你 我特別為
她做了一條法船！
所以往生佛國有多少情況是不一樣的 就是因緣
不同 語言不同 對不對？各個國家不同 那裡的空行
母帶他來 有的是本尊 他修的本尊有相應的 本尊出
現帶他來 對不對？本尊沒有相應的 還有那個空行母
不認識他的 就墮到陰間 就只有陰間那時候 由閻羅
王那裡 再把他帶上來也有的 什麼樣 種種狀況不
同 所以這個﹁不一而足 請師尊開示其中不同的緣
由 ﹂就是這個緣由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本尊 不同
的空行母 空行母都不接引你 本尊也不接引你 師尊
也不接引你 很多地方不接引你 你墮到陰間地獄 你
還記得你皈依的師父 還記得那個咒 還有救！什麼都
不記得了 就沒得救了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堅牢地神 地母菩薩 土地公都是地神

Ｑ

也要唸﹃安土地真言﹄？我告訴你喔！城隍爺的神格大
過於土地公 祂是地方的城隍 譬如我們講西雅圖的城
隍 我們可以講叫做﹁府城隍﹂；整個華盛頓州的城隍
叫州城隍；西雅圖的城隍叫做西雅圖府的府城隍；我們
雷藏寺在Redmond Redmond的城隍可以稱為縣城隍
King County縣城隍
城隍分等級的 我告訴你 城隍有州城隍 華盛頓
州的州城隍；府城隍 就是因為華盛頓州的最大的城市
是西雅圖 所以祂府城隍在西雅圖；我們Redmond是屬
於縣 King County是縣 縣城隍 城隍也有所謂的州
城隍 府城隍 縣城隍 也有分等級的 不是你一個土
地公的咒就可以唸祂們的︵笑︶ 所以雖然祂屬於陰界
之神 管陰的
我記得這也是一個神話 有一個通靈的人由中國大
陸坐船到台灣 晚上的時候看見兩條船 他就特別注意
了 這兩條船來得很奇怪 都發著光 他就很注意 一
條船是新竹都｜都城煌的船 從中國大陸 新竹都都城
隍 祂為什麼叫都城隍？因為都城隍最大 管臺灣全省
的 新竹都的都城隍最大 祂都城隍到了新竹都來；又
看到一條船 祂是臺南府城隍 臺南府｜府城隍 是府
城隍的船 也是從中國大陸派出來
所以臺灣的神全部從中國大陸來的 哪一個王爺不
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池府千歲 五府千歲都是從中國大
陸來的 臺灣的城隍全部從中國大陸來的 來這裡就
任 來臺灣就任的 很多神明都是從中國大陸過來 包
括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是崑崙山 中國崑崙山頂上瑤池
仙境；臺灣最興的媽祖婆是福建莆田 從那裡請到臺灣

那麼唸﹃安土地真言﹄ 是否也是等於在召請堅牢地
神 或者等於唸﹃堅牢地神心咒﹄？堅牢地神和地母菩
薩是不是同源 但化現不同形象？
回答二：不一樣 不同！堅牢地神有堅牢地神的
咒 地母菩薩有地母菩薩的咒 土地公有土地公的咒
雖然都是地神 地母菩薩跟堅牢地神在佛經裡面都有
﹃安土地真言﹄在佛經裡面都有 但是堅牢地神跟地母
菩薩的神格非常的高 這個土地公的神格是所有神當中
最小的神 所以不等於唸堅牢地神的心咒 不相等 不
相同
地母菩薩的咒語是：﹁嗡 別炸 嘛嘛 坡理提
毘 梭哈 ﹂ ﹁坡理提毘﹂就是地母菩薩的名字 這
是地母菩薩的咒 堅牢地神的咒：﹁旦至他 只里只
里 主魯主魯 句魯句魯 拘柱拘柱 睹柱睹柱 博訶
博訶 伐舍伐舍 梭哈﹂很長 這個咒語我在哪個地方
唸的？記得好像是芝加哥？在紐約傳的？紐約傳堅牢地
神 ﹁旦至他 只里只里 主魯主魯 句魯句魯 拘柱
拘柱 睹柱睹柱 博訶博訶 伐舍伐舍 梭哈﹂ ﹃堅
牢地神金剛咒﹄；在經典裡面講 堅牢地神跟地母菩
薩 地母菩薩等於是堅牢地神的妻子 已經幫你解釋第
二個問題 地母菩薩是堅牢地神的wife是祂的妻子

Ｑ

問題三：︵續上︶城隍爺算是地神還是陰
界之神？拜城隍爺的時候可否持﹃安土地
真言﹄？
回答三：我覺得你很奇怪哎 馬來西亞的這位弟
子 你為什麼要那麼喜歡﹃安土地真言﹄？每一尊都要
唸﹃安土地真言﹄？堅牢地神 地母 還有城隍爺 你

來的 哪一個不是啊？哪一個王爺公不是啊？玄天上
帝 北極玄天上帝是從中國大陸 祂是哪一個山？我知
道祂到了臺灣國姓的地方 那個祖廟是在那裡 埔里國
姓是玄天上帝的 我們叫帝王公 北極玄天上帝蕩魔天
尊就是帝王公 臺灣的神明哪一個不是從中國大陸過來
的？講實在話
你不要老是以為你唸﹃安土地真言﹄就可以也請城
隍 可以請堅牢地神 地母 還有這些都可以請？﹃安
土地真言﹄也是很偉大 我不騙你 那是守護你堂庭的
神 守護你一鄉 一鎮的土地公 所以一個鄉村裡面有
四方土地公 有四個土地公守護 所以城隍歸城隍 堅
牢地神歸堅牢地神 地母歸地母 先跟你講清楚 馬來
西亞這位弟子問的 已經跟你解釋了 不能以﹃安土地
真言﹄去請釋迦牟尼佛︵笑︶

Ｑ

問題四：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好 請
問師尊 寶瓶氣起初被誤導修錯了 氣入
進了子宮 要如何把氣打回出來？謝謝師尊指點
回答四：什麼寶瓶氣修進了子宮︵笑︶？我告訴
妳 我們修法先把自己觀空 都要觀空 妳修寶瓶氣
妳把自己先觀空 妳的身體是空的 妳不要管子宮在哪
裡 妳身體本來就是空的 五臟六腑都沒有 包括血管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殼 一個形狀而已 三條脈 一
個中脈 一個左脈 一個右脈 然後在臍輪的地方 這
個左右脈接了中脈 接進中脈 因為妳吸氣的時候 妳
持氣的時候 它會由左右脈進入到中脈裡面 這是一個
方法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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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

道果
出世間道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教示由前授二道所生之定及出
世間道一切定 其略攝為三 即頌
云：﹁道所生等
體性自性性
相﹂ 在下依次結合 種種性相
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運定；此判七
法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今於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
為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學三道 依
菩提分中則判為二十五分 地則判為
十二地半
其雖圓滿無餘道 然暫判諸
地 略為四 復藉由五法分判 以灌
頂分界 以道分界 以淨土分界 以
壇城分界 以宗趣分界
一 以灌頂分界：
六地為瓶灌之地
四地為密灌之地
二地為慧灌之地
半地為第四灌之地

二 以道分界：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四地為教示自加持
二地為教示壇城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
三 以淨土分界 以外所依分
界：六地於化身淨土得自在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自在
半地於體性身淨土得自在
四 以壇城分界：
六地現前身壇城
四地現前脈字壇城
二地現前菩提心壇城
五 以宗趣分界：
六地現起輪涅無別宗趣
四地現起無雜圓滿宗趣
二地現起狹小空樂宗趣
半地現起廣大空樂宗趣
依據各宗趣 尚有示因 示驗
示果 示歸結等四義
相

開示

妳就觀想 不要想寶瓶氣進入子宮︵笑︶ 妳就想
妳的寶瓶氣進入中脈就好 觀想寶瓶氣進入中脈就好
但是女子本身修寶瓶氣有講到 因為那接近子宮 會產
生血崩的現象跟流血的現象 因為那個氣是激烈氣 氣
吹動的話 可能妳的月事會亂掉 修寶瓶氣 妳的月事
會亂掉而且會血崩 血流不止 都是不好的
所以妳把那個左右脈觀想上面一點 到了心輪 也
不要想說是心臟 妳不要去想心臟；﹁我氣已經進入心
臟 ﹂又不好了 妳就想妳的中脈 這個左右脈由左右
鼻孔進去 在心輪的地方 妳就進入中脈就可以了 這
是回答這位弟子的 氣進入了子宮要如何把氣打回出
來？氣入子宮如何打出來？那不是打胎嗎︵笑︶？不用
啦！反正就在妳的肚子裡面︵笑︶ 阿彌陀佛
發考卷以前 老師講：﹁一 不要作弊 作弊不但
欺騙老師 也欺騙自己 第二 把會答的先答 再回頭
考慮不會的 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 ﹂收考卷的時候老
師發現 小明還是交白卷 老師生氣地對小明講：﹁老
師不是教你 會答的先答嗎？你怎麼還交白卷？﹂小明
講：﹁我看過了 一題也不會 ﹂老師：﹁那你再考慮
一下啊？﹂小明說：﹁我已經考慮過了 我決定不欺騙
老師 也不欺騙自己 ﹂
再講一個笑話吧！啊 情人節快到了 老婆對老公
講：﹁老公 我剛剛夢到你送我一條鑽石的項鏈 ﹂老
公說：﹁很好！剛好是情人節的禮物 那妳就趕快回去
睡 然後把它戴上 ﹂︵笑︶阿彌陀佛 非常好 終於
我們可以解套︵笑︶

道 果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再來是講︽道果︾﹁出世間道
第一宗趣：見道初地 修道五地 ﹂見道初地就是
歡喜地 就是見道
第二宗趣：因 驗相 果 歸結
第三宗趣：因 驗相 果 歸結
第四宗趣：略釋 廣釋 極廣釋 ﹂這個是標題
這個其實是標題 出世間道的標題分成四種宗趣 它真
的分得很細 在︽道果︾裡面真的分得很細
﹁現教示由前授二道所生之定及出世間道一切定
其略攝為三 即頌云：﹃道所生等 體性自性性相﹄
在下依次結合 種種性相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運定；
此判七法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
﹁今於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為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學三道 依菩提分中則判為二十五分 地則
判為十二地半 ﹂
我先講﹁十二地半﹂ 在︽道果︾裡面講十二地
半 菩薩一共有十個地 菩薩有十地 到了第十一地
第十二地 第十二地半的時候 他們才稱為佛 在︽道
果︾裡面才稱為是佛 佛的境界 也就是說十二地半以
前都屬於菩薩 這十二地半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這一句
﹁地則判為十二地半﹂ 就是在菩薩的當中還沒有成
就 還沒有成佛 只是菩薩 菩薩稱為十二地半 其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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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

道果
出世間道

本頌金剛句偈疏

現教示由前授二道所生之定及出
世間道一切定 其略攝為三 即頌
云：﹁道所生等
體性自性性
相﹂ 在下依次結合 種種性相
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運定；此判七
法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今於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
為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學三道 依
菩提分中則判為二十五分 地則判為
十二地半
其雖圓滿無餘道 然暫判諸
地 略為四 復藉由五法分判 以灌
頂分界 以道分界 以淨土分界 以
壇城分界 以宗趣分界
一 以灌頂分界：
六地為瓶灌之地
四地為密灌之地
二地為慧灌之地
半地為第四灌之地

二 以道分界：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四地為教示自加持
二地為教示壇城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
三 以淨土分界 以外所依分
界：六地於化身淨土得自在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自在
半地於體性身淨土得自在
四 以壇城分界：
六地現前身壇城
四地現前脈字壇城
二地現前菩提心壇城
五 以宗趣分界：
六地現起輪涅無別宗趣
四地現起無雜圓滿宗趣
二地現起狹小空樂宗趣
半地現起廣大空樂宗趣
依據各宗趣 尚有示因 示驗
示果 示歸結等四義
相

開示

妳就觀想 不要想寶瓶氣進入子宮︵笑︶ 妳就想
妳的寶瓶氣進入中脈就好 觀想寶瓶氣進入中脈就好
但是女子本身修寶瓶氣有講到 因為那接近子宮 會產
生血崩的現象跟流血的現象 因為那個氣是激烈氣 氣
吹動的話 可能妳的月事會亂掉 修寶瓶氣 妳的月事
會亂掉而且會血崩 血流不止 都是不好的
所以妳把那個左右脈觀想上面一點 到了心輪 也
不要想說是心臟 妳不要去想心臟；﹁我氣已經進入心
臟 ﹂又不好了 妳就想妳的中脈 這個左右脈由左右
鼻孔進去 在心輪的地方 妳就進入中脈就可以了 這
是回答這位弟子的 氣進入了子宮要如何把氣打回出
來？氣入子宮如何打出來？那不是打胎嗎︵笑︶？不用
啦！反正就在妳的肚子裡面︵笑︶ 阿彌陀佛
發考卷以前 老師講：﹁一 不要作弊 作弊不但
欺騙老師 也欺騙自己 第二 把會答的先答 再回頭
考慮不會的 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 ﹂收考卷的時候老
師發現 小明還是交白卷 老師生氣地對小明講：﹁老
師不是教你 會答的先答嗎？你怎麼還交白卷？﹂小明
講：﹁我看過了 一題也不會 ﹂老師：﹁那你再考慮
一下啊？﹂小明說：﹁我已經考慮過了 我決定不欺騙
老師 也不欺騙自己 ﹂
再講一個笑話吧！啊 情人節快到了 老婆對老公
講：﹁老公 我剛剛夢到你送我一條鑽石的項鏈 ﹂老
公說：﹁很好！剛好是情人節的禮物 那妳就趕快回去
睡 然後把它戴上 ﹂︵笑︶阿彌陀佛 非常好 終於
我們可以解套︵笑︶

道 果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再來是講︽道果︾﹁出世間道
第一宗趣：見道初地 修道五地 ﹂見道初地就是
歡喜地 就是見道
第二宗趣：因 驗相 果 歸結
第三宗趣：因 驗相 果 歸結
第四宗趣：略釋 廣釋 極廣釋 ﹂這個是標題
這個其實是標題 出世間道的標題分成四種宗趣 它真
的分得很細 在︽道果︾裡面真的分得很細
﹁現教示由前授二道所生之定及出世間道一切定
其略攝為三 即頌云：﹃道所生等 體性自性性相﹄
在下依次結合 種種性相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運定；
此判七法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
﹁今於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為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學三道 依菩提分中則判為二十五分 地則
判為十二地半 ﹂
我先講﹁十二地半﹂ 在︽道果︾裡面講十二地
半 菩薩一共有十個地 菩薩有十地 到了第十一地
第十二地 第十二地半的時候 他們才稱為佛 在︽道
果︾裡面才稱為是佛 佛的境界 也就是說十二地半以
前都屬於菩薩 這十二地半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這一句
﹁地則判為十二地半﹂ 就是在菩薩的當中還沒有成
就 還沒有成佛 只是菩薩 菩薩稱為十二地半 其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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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顯教來講起來 是只有十地菩薩 十一地就算成佛
了 在顯教是這樣子；在︽道果︾裡面是講十二地半還
是菩薩 這是﹁地﹂ 就是菩薩十地的﹁地﹂
﹁菩提分﹂則分為二十五分 我們有所謂的菩提
分 三十七道品 稱為﹁三十七道品分﹂ 這個﹁二十
五分﹂就是菩提分 七菩提分 這個﹁二十五菩提
分﹂ 就是菩提本身的細說 然後判定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學 ﹁見 修 行 正跟無學﹂是五道 判定五
道 在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為五道之見 修
行 正 無學 無學就是究竟 另外五道也可以這樣子
講 出世間道一樣有資糧道 其中的五道││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然後修道 到最後究竟道 究竟無學
也是五種 也是叫做五道 它也是用五道﹁見道 修
道 究竟道 資糧道跟加行道﹂ 是稱為五道 這五
種
其略攝為三 是指種種性相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
運定 這是設成三種 在這裡面判為七法蘊 七種法
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其雖圓滿無餘道 然暫判諸地 略為四 復藉由
五法分判 以灌頂分界 以道分界 以淨土分界 以壇
城分界 以宗趣分界 ﹂這裡誰會解釋？我只能夠這樣
子講了 五法分判 略為四 下面都有講到 這好像都
是一個標題而已
﹁一 以灌頂分界：
六地為瓶灌之地
四地為密灌之地
二地為慧灌之地
半地為第四灌之地 ﹂

四義

用灌頂來分界來分別 好像菩薩祂這邊有十二地
半 六地為瓶灌之地 從菩薩 初地菩薩 一直到第六
地 是瓶灌 用瓶灌來分界的 用灌頂來分界 六地為
瓶灌之地 另外呢 四地 一共是十地 為密灌之地
七地以上 我記得有一個人是七地菩薩來轉世的 那七
地以上就是密灌的地了 屬於密灌的地 這樣子就是十
地菩薩 另外還有兩個地 第十一地跟第十二地是屬於
慧灌的地 剩下的半地也是第四灌的地 三灌就到了第
十二地 剩下半地是最圓滿的灌頂 是十二地半 第四
灌的地
﹁二 以道分界：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四地為教示自加持
二地為教示壇城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 ﹂
以道來分界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從初地到六地
是升起次第 另外 七地到第十地 為教示自己加持的
四個地 到了二地是教示壇城輪 什麼叫壇城輪呢？我
們看那個輪 所謂輪 壇城 你知道那個密教裡面有很
多壇城的相 有沒有？壇城的相 一個城池 主尊是什
麼啊 像我們看那個 能夠看得見的 出現壇城 如果
灌頂的時候 好像是說師父教你看壇城 壇城的圖 給
你灌什麼頂 你看那個壇城的唐卡 都出現輪狀 就是
外面是四方形的 裡面是圓形的 叫做天圓地方 天圓
地方就是這個意思 天圓 你的壇城是圓的 地方 外
面是四方形的那種壇城 壇城的圖 那叫做壇城輪
二地的教示是壇城輪 也就是等於是般若光 半地
為教示金剛波浪 半地的教示是金剛波浪 什麼是金剛

二地半來分 用淨土來分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自在 差
不多是常寂光土 法身是差不多在常寂光土
常寂光土是最高的 然後是凡聖同居土 然後再來
一個方便有餘土 它這裡來講起來的話 如果分阿彌陀
佛的四個淨土 我用阿彌陀佛分的 第一個淨土是凡聖
同居土 第二個土應該是方便有餘土 方便有餘土是報
身佛的土 第三個土是實報莊嚴土 第四個土是常寂光
土 用阿彌陀佛的四個淨土來分 是這樣子的 所以也
有用淨土來分的
﹁四 以壇城分界：
六地現前身壇城
四地現前脈字壇城
二地現前菩提心壇城 ﹂
半地現前集攝三時如來精粹壇城 六地是現前的身
壇城 大家懂得身壇城嗎？因為師尊也講過身壇城 身
壇城法 四地現前是脈字壇城 脈字壇城 那個就是法
壇城嘛 脈字壇城就是法壇城 脈就是法 二地現前菩
提心壇城 那可以講用菩提心來代表的 半地現前集攝
三時如來精粹壇城 可以講 三時就是過去 現在 未
來 統統三際一如的壇城 就是用壇城來分的
﹁五 以宗趣分界：
六地現起輪涅無別宗趣
四地現起無雜圓滿宗趣
二地現起狹小空樂宗趣
半地現起廣大空樂宗趣
依據各宗趣 尚有示因 示驗相 示果 示歸結等
﹂
波浪？師尊有看到金剛波浪 我在講︽密宗道次第廣
論︾的時候 宗喀巴有出現給我加持 祂周圍的光 就
是金剛波浪的光 這樣子 一直密密麻麻 這個壇城就
出現了金剛波浪的那一些光 那個叫金剛波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二地是壇城 教示壇城；四
地是自加持 自己加持自己 什麼叫自加持呢？自化本
尊就是自加持 我每天晚上很多佛菩薩來加持 這一尊
加持 那一尊加持 這一尊加持 那一尊加持 一直加
持 一直加持 加持到自化本尊的時候 就是叫做自加
持 這樣就懂了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這一尊來加持
的時候 那一尊來加持 就是升起次第
我拿我晚上修法的狀況給你聽 就是瑤池金母來加
持 阿彌陀佛來加持 地藏王菩薩來加持 觀世音菩薩
來加持 大勢至菩薩來加持 加持完了 這個就是生起
次第；然後自化本尊就是自加持 再來 就是自己變成
一個輪 就坐在般若光裡面 然後金剛波浪 那些海還
有船上升 到虛空 所有的法船全部移動 航向摩訶雙
蓮池 那就是金剛波浪 我用這個來比喻 用自己的修
法來比喻
﹁三 以淨土分界 以外所依分界：六地於化身淨
土得自在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
自在 半地於體性身淨土得自在 ﹂
用淨土來分界 阿彌陀佛有四個界 大家知道的
凡聖同居土 就是六地的時候 菩薩六地裡面 六地就
是凡聖同居土；再來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報身就
是實報莊嚴土 你就到了實報莊嚴 凡聖同居土 到了
實報莊嚴土就是報身淨土得自在 另外 二地就是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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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顯教來講起來 是只有十地菩薩 十一地就算成佛
了 在顯教是這樣子；在︽道果︾裡面是講十二地半還
是菩薩 這是﹁地﹂ 就是菩薩十地的﹁地﹂
﹁菩提分﹂則分為二十五分 我們有所謂的菩提
分 三十七道品 稱為﹁三十七道品分﹂ 這個﹁二十
五分﹂就是菩提分 七菩提分 這個﹁二十五菩提
分﹂ 就是菩提本身的細說 然後判定五道之見 修
究竟無學 ﹁見 修 行 正跟無學﹂是五道 判定五
道 在出世間道中 其總體建立判為五道之見 修
行 正 無學 無學就是究竟 另外五道也可以這樣子
講 出世間道一樣有資糧道 其中的五道││資糧道
加行道 見道 然後修道 到最後究竟道 究竟無學
也是五種 也是叫做五道 它也是用五道﹁見道 修
道 究竟道 資糧道跟加行道﹂ 是稱為五道 這五
種
其略攝為三 是指種種性相定 自性空定 體性雙
運定 這是設成三種 在這裡面判為七法蘊 七種法
蘊 於世間道之教授釋竟
﹁其雖圓滿無餘道 然暫判諸地 略為四 復藉由
五法分判 以灌頂分界 以道分界 以淨土分界 以壇
城分界 以宗趣分界 ﹂這裡誰會解釋？我只能夠這樣
子講了 五法分判 略為四 下面都有講到 這好像都
是一個標題而已
﹁一 以灌頂分界：
六地為瓶灌之地
四地為密灌之地
二地為慧灌之地
半地為第四灌之地 ﹂

四義

用灌頂來分界來分別 好像菩薩祂這邊有十二地
半 六地為瓶灌之地 從菩薩 初地菩薩 一直到第六
地 是瓶灌 用瓶灌來分界的 用灌頂來分界 六地為
瓶灌之地 另外呢 四地 一共是十地 為密灌之地
七地以上 我記得有一個人是七地菩薩來轉世的 那七
地以上就是密灌的地了 屬於密灌的地 這樣子就是十
地菩薩 另外還有兩個地 第十一地跟第十二地是屬於
慧灌的地 剩下的半地也是第四灌的地 三灌就到了第
十二地 剩下半地是最圓滿的灌頂 是十二地半 第四
灌的地
﹁二 以道分界：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四地為教示自加持
二地為教示壇城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 ﹂
以道來分界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從初地到六地
是升起次第 另外 七地到第十地 為教示自己加持的
四個地 到了二地是教示壇城輪 什麼叫壇城輪呢？我
們看那個輪 所謂輪 壇城 你知道那個密教裡面有很
多壇城的相 有沒有？壇城的相 一個城池 主尊是什
麼啊 像我們看那個 能夠看得見的 出現壇城 如果
灌頂的時候 好像是說師父教你看壇城 壇城的圖 給
你灌什麼頂 你看那個壇城的唐卡 都出現輪狀 就是
外面是四方形的 裡面是圓形的 叫做天圓地方 天圓
地方就是這個意思 天圓 你的壇城是圓的 地方 外
面是四方形的那種壇城 壇城的圖 那叫做壇城輪
二地的教示是壇城輪 也就是等於是般若光 半地
為教示金剛波浪 半地的教示是金剛波浪 什麼是金剛

二地半來分 用淨土來分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自在 差
不多是常寂光土 法身是差不多在常寂光土
常寂光土是最高的 然後是凡聖同居土 然後再來
一個方便有餘土 它這裡來講起來的話 如果分阿彌陀
佛的四個淨土 我用阿彌陀佛分的 第一個淨土是凡聖
同居土 第二個土應該是方便有餘土 方便有餘土是報
身佛的土 第三個土是實報莊嚴土 第四個土是常寂光
土 用阿彌陀佛的四個淨土來分 是這樣子的 所以也
有用淨土來分的
﹁四 以壇城分界：
六地現前身壇城
四地現前脈字壇城
二地現前菩提心壇城 ﹂
半地現前集攝三時如來精粹壇城 六地是現前的身
壇城 大家懂得身壇城嗎？因為師尊也講過身壇城 身
壇城法 四地現前是脈字壇城 脈字壇城 那個就是法
壇城嘛 脈字壇城就是法壇城 脈就是法 二地現前菩
提心壇城 那可以講用菩提心來代表的 半地現前集攝
三時如來精粹壇城 可以講 三時就是過去 現在 未
來 統統三際一如的壇城 就是用壇城來分的
﹁五 以宗趣分界：
六地現起輪涅無別宗趣
四地現起無雜圓滿宗趣
二地現起狹小空樂宗趣
半地現起廣大空樂宗趣
依據各宗趣 尚有示因 示驗相 示果 示歸結等
﹂
波浪？師尊有看到金剛波浪 我在講︽密宗道次第廣
論︾的時候 宗喀巴有出現給我加持 祂周圍的光 就
是金剛波浪的光 這樣子 一直密密麻麻 這個壇城就
出現了金剛波浪的那一些光 那個叫金剛波浪
半地為教示金剛波浪；二地是壇城 教示壇城；四
地是自加持 自己加持自己 什麼叫自加持呢？自化本
尊就是自加持 我每天晚上很多佛菩薩來加持 這一尊
加持 那一尊加持 這一尊加持 那一尊加持 一直加
持 一直加持 加持到自化本尊的時候 就是叫做自加
持 這樣就懂了 六地為教示生起次第 這一尊來加持
的時候 那一尊來加持 就是升起次第
我拿我晚上修法的狀況給你聽 就是瑤池金母來加
持 阿彌陀佛來加持 地藏王菩薩來加持 觀世音菩薩
來加持 大勢至菩薩來加持 加持完了 這個就是生起
次第；然後自化本尊就是自加持 再來 就是自己變成
一個輪 就坐在般若光裡面 然後金剛波浪 那些海還
有船上升 到虛空 所有的法船全部移動 航向摩訶雙
蓮池 那就是金剛波浪 我用這個來比喻 用自己的修
法來比喻
﹁三 以淨土分界 以外所依分界：六地於化身淨
土得自在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二地於法身淨土得
自在 半地於體性身淨土得自在 ﹂
用淨土來分界 阿彌陀佛有四個界 大家知道的
凡聖同居土 就是六地的時候 菩薩六地裡面 六地就
是凡聖同居土；再來 四地於報身淨土得自在 報身就
是實報莊嚴土 你就到了實報莊嚴 凡聖同居土 到了
實報莊嚴土就是報身淨土得自在 另外 二地就是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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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趣分界 六地現起輪涅無別宗趣 什麼叫輪涅
無別宗趣？輪迴跟涅槃已經沒有分別了 四地現起無雜
圓滿宗趣 已經把那些所有的業障清除乾淨了 無雜圓
滿宗趣 十地的時候可以講 所有一切業障已經消除
了 二地現起狹小空樂宗趣 到了十二地的時候叫做
﹁狹小空樂﹂ 空樂宗趣 就是進入空性 樂 空 這
個可以講樂就是空 空就是樂 進入這種第十二地 另
外剩下的半地 現起廣大空樂 就是比較大的 廣大的
空樂的宗趣 依宗趣分是這樣子分的
依據各宗趣 尚有示因 示驗相 示果 示歸結等
四義 依照各種宗趣 另外還有因 另外還有驗 還有
果 還有歸結 就是總結 這四種意思在裡面
喔 講到這裡 底下還有 還要講第一宗趣 它分
得好細 不過 這個重要嗎？知道就好了 修到那裡就
知道 沒有修到那裡 跟你們講也沒有用 連樂都不知
道 如何知道那個宗趣？
小孫女跟阿公講：﹁阿公如果你給我一塊錢 我就
告訴你 當你不在家的時候 是誰來陪阿嬤睡覺 ﹂阿
公說：﹁來 我給妳兩塊錢 是誰？﹂小孫女講：﹁是
我 ﹂︵笑︶她也賺到錢 這個是宗趣
女兒跟爸爸講：﹁爸爸 晚上我們去看馬戲團 ﹂
爸爸回答：﹁女兒 我沒有時間 ﹂女兒講：﹁聽小朋
友講 馬戲團裡有一位不穿衣服的阿姨在老虎身上跳
舞 ﹂爸爸就講：﹁那好吧 我們一起去 我很久沒有
看老虎了 ﹂︵笑︶我告訴你 這個也是宗趣 它有它
的意義在裡面的！它就是剛剛我講過的那些東西哎 你
知道嗎？什麼是因？什麼是驗相？什麼是果？什麼是總
結？這些笑話都有的 你們可以聽出來嗎？

在讀中學的時候 我因為打架被學校開除 同班的
一位女生追到我家 對我說：﹁你走了 我怎麼辦？﹂
我媽媽當時很急 就問我：﹁你們倆到底有什麼關
係？﹂我也很納悶說：﹁沒關係啊！﹂那個女生就講：
﹁你走了 我就變成倒數第一名了 ﹂︵笑︶告訴大
家 這個也是宗趣！這些笑話是有它的意思 有含義在
裡面就叫做宗趣 不然 你說什麼是宗趣？我問你 蓮
旺上師 什麼叫做宗趣？宗趣是一種境界嗎？就是這個
笑話裡面有特別的一種含義 這個特別的這種含義就叫
做宗趣
境界裡面當然也有一種特別的含義啊！不是嗎？凡
聖同居土它的含義 特別的宗趣是什麼？就是用聖人來
影響凡夫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嘛 就是一個宗趣 凡
聖同居土就是這樣子 它的宗趣就是用聖人來影響凡
夫 這就是凡聖同居土的宗趣 這樣子大家都了解什麼
叫宗趣了 對不對？那是一個境界 凡聖同居土就是一
個境界 它的宗趣就是用聖人來影響凡夫 叫做凡聖同
居土
所以有業障的 我們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因為阿彌
陀佛來接引我們 我們身上還有業障 到了那裡去 看
到那些聖人 你學習那些聖人 你的業障就消除掉 就
可以進到方便有餘土 就是報身的土 報身的土還是有
一點東西在裡面；然後由方便有餘土到了實報莊嚴土就
更高了 那時候你就是有莊嚴 放光啊；到了常寂光
土 那就成佛了嘛 你就成為阿彌陀佛了 那都是宗
趣 其中很多的宗趣 所以明天要跟大家講宗趣 要跟
你解釋宗趣 你看 第一宗趣就是講這些東西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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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著作 ◆

第283冊文集

法王作家

蓮生活佛盧勝彥

千艘法
◆

句句法味
◆

苦海中千艘法船搭救了誰？

祂是當代能將佛法與藝術結合的第一人，精進與
毅力不同凡響。

是茫然四顧不見彼岸的我？

更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多元題材、精勤撰寫
的抒發心境體悟，紀錄親身經歷的數百冊文集。
‧1967年第一本創作《淡煙集》問世。
‧1992年5月完成《第一百本文集》。
‧2008年5月出版第二百本文集《開悟一片片》。

還是懞懞懂懂浮沉輪迴的你？

是〈真佛宗〉創辦人，平易親切、慈悲為懷的開
解病難憂苦，獲得千萬弟子的景仰皈依。是一位演說
家，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闡述佛法哲理，具有獨樹
一格的講演藝術。是一位畫家，天賦異稟、微妙觀察
的書畫自然景物，成就自在任運的揮毫創作。

法王說：
﹁苦﹂是經歷
﹁空﹂是真理
﹁無常﹂是真相
﹁無我﹂是總結

蓮生活佛盧勝彥，西元1945年生於二戰下憂患的台
灣，現旅居於煙雨微微的西雅圖，每日修行、寫作
及繪畫，以實證和慈悲勾勒度眾的文字，如月河流
水閃耀智慧的光環。

法味句句 喚醒你我
你我何其有幸 祈蒙救度

作者簡介：

本 書 贈 送 作 者 畫 作 複 製 畫 一 幅- 「專司財寶賜資糧的長壽仙女名冠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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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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禮今天護摩的主
尊瑤池金母大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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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 臺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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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今天我們是做瑤池金母 新的書也出來了 ︽天下
第一靈︾大家也看過了 瑤池金母是真的很偉大 我們
希望瑤池金母能夠把這個瘟疫給它除掉 瑤池金母的能
力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以消除這個瘟疫的 病毒整個在
我們地球上能夠消失掉 讓我們能夠過從前的日子 也
不用每一個人天天在做蒙面大俠 像今年的新年快到
了 舊曆年也快到了 團聚要圍爐吃年夜飯 現在都還
是在猶疑當中啊 佛青 佛奇 珊妮 Andy 盧君 盧
弘他們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回到師尊 師母的家？大家圍
爐吃年夜飯 都是在猶豫
因為他們心中想 師尊每天還有問事 從禮拜一到
禮拜六都有問事 都有接觸很多人 那是不是有染疫？
如果吃個年夜飯 回去全部都中的話 那很麻煩 師母

美國沒有

就算華盛頓州好

也常常跟很多的人談話 講話 辦理公事也接觸很多
人 平時如果佛青在她的辦公室裡面 師母進來要跟她
講話 佛青就站起來 師母進一步 佛青就退一步 所
以連談話都困難 那也不好勉強 只有徵求他們的同
意 你們是不是願意回到爸爸 媽媽的家 大家圍爐？
這是一個問題
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能過正常的生活
以前的那些日子都不見了 法會也不會有人來 自己過
一過新年的大法會 ﹁新春祈福大法會﹂自己做 自己
乾過癮 也沒有了 你說回台灣嗎？我常常講 人在美
國 心在台灣 人如果在台灣 心就在美國 ︿台灣雷
藏寺﹀ 我們也問過了 他們那邊更加的嚴格 每一個
參加法會的都要列名冊 統統要列名冊 而且規定多少
人 安全距離只能夠多少人 越來越嚴 世界各國的
人 只有台灣的護照可以進入台灣 其它國家的護照都
不可以 而且每一個進去的 不管你是哪裡人都要隔離
二十一天 最後一個禮拜是自主管理 隔離都是十四
天 而且還怎麼樣？一人一戶 一個人只能夠住一個房
子 一個house 只能夠住一個人
在全美國 最嚴格的地方就是我們︿西雅圖雷藏
寺﹀ 別的地方還不會管 別的地方 你進來了 就是
自己如何管理自己而已啊 對不對？你從LA進來 有這
個樣子說叫你到防疫飯店住十四天嗎 有嗎？沒有啊
你自己管你自己啊 你中了 自己回家休息啊 對不
對？
台灣管理非常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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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瑤池金母能夠把這個瘟疫給它除掉 瑤池金母的能
力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以消除這個瘟疫的 病毒整個在
我們地球上能夠消失掉 讓我們能夠過從前的日子 也
不用每一個人天天在做蒙面大俠 像今年的新年快到
了 舊曆年也快到了 團聚要圍爐吃年夜飯 現在都還
是在猶疑當中啊 佛青 佛奇 珊妮 Andy 盧君 盧
弘他們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回到師尊 師母的家？大家圍
爐吃年夜飯 都是在猶豫
因為他們心中想 師尊每天還有問事 從禮拜一到
禮拜六都有問事 都有接觸很多人 那是不是有染疫？
如果吃個年夜飯 回去全部都中的話 那很麻煩 師母

美國沒有

就算華盛頓州好

也常常跟很多的人談話 講話 辦理公事也接觸很多
人 平時如果佛青在她的辦公室裡面 師母進來要跟她
講話 佛青就站起來 師母進一步 佛青就退一步 所
以連談話都困難 那也不好勉強 只有徵求他們的同
意 你們是不是願意回到爸爸 媽媽的家 大家圍爐？
這是一個問題
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能過正常的生活
以前的那些日子都不見了 法會也不會有人來 自己過
一過新年的大法會 ﹁新春祈福大法會﹂自己做 自己
乾過癮 也沒有了 你說回台灣嗎？我常常講 人在美
國 心在台灣 人如果在台灣 心就在美國 ︿台灣雷
藏寺﹀ 我們也問過了 他們那邊更加的嚴格 每一個
參加法會的都要列名冊 統統要列名冊 而且規定多少
人 安全距離只能夠多少人 越來越嚴 世界各國的
人 只有台灣的護照可以進入台灣 其它國家的護照都
不可以 而且每一個進去的 不管你是哪裡人都要隔離
二十一天 最後一個禮拜是自主管理 隔離都是十四
天 而且還怎麼樣？一人一戶 一個人只能夠住一個房
子 一個house 只能夠住一個人
在全美國 最嚴格的地方就是我們︿西雅圖雷藏
寺﹀ 別的地方還不會管 別的地方 你進來了 就是
自己如何管理自己而已啊 對不對？你從LA進來 有這
個樣子說叫你到防疫飯店住十四天嗎 有嗎？沒有啊
你自己管你自己啊 你中了 自己回家休息啊 對不
對？
台灣管理非常的嚴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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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也沒有說特別怎麼樣子叫你去住防疫飯店 我還不
知道我們這裡有沒有防疫飯店 西雅圖有沒有？西雅圖
沒有欸 你就個人回家自己管理自己啊 就是︿西雅圖
雷藏寺﹀最嚴 還有︿彩虹山莊│彩虹雷藏寺﹀最嚴
來的人統統要隔離十四天 自己去住飯店 自費
全美國最嚴的地方就是︿西雅圖雷藏寺﹀跟︿彩虹
雷藏寺﹀了 想想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這個是為了
大家著想 唉！這種日子不是很好過 瑤池金母祢要想
想辦法！對不對？早一點給它結束 叫所有的病毒全部
消失 求求祢啦 否則這種日子不好過 真的 他們如
果圍爐 回去的話 他們咳嗽兩聲 都是說我們害的
阿彌陀佛 實在很難過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二月十四日下午三點是
﹁長壽佛護摩法會﹂
Long Life Buddha fire
offering ceremony 二月十四日是什麼？情人節啊
那太好了 那天剛好法會 對不對？法會就法會吧 反
正情人節就是給大家灌頂祝福 祝福大家長壽比烏龜
歡迎大家在情人節那一天能夠大家都長壽 每一個人都
得到長壽的灌頂 而且每一個人身體健康長壽 歡迎大
家報名主祈 情人節最好的禮物就是健康跟長壽
我們學佛的人 重在心靈上的 物質上的東西是
yuck 是dirty 我們不重在物質上的yuck跟 dirty
我們重在心靈上的健康跟長壽 歡迎主祈 那一天一起
來參加 每個人都健康長壽 真正的最好的禮物 所以
今年的情人節 所有的禮物就免了 這就是最好的心靈
上的禮物 長壽健康的灌頂欸 你要不要？
先講一個笑話作引子 年紀越大 他的記憶力就越

差 事實上也是如此 醫生問我：﹁你得了什麼病？﹂
我回答：﹁我得了間歇性失憶症 ﹂醫生問：﹁有什麼
具體的症狀？﹂我回答：﹁一看到漂亮的小姐 我就忘
了自己已經結婚了 ﹂醫生就講：﹁你給我滾！這個
病 我自己都沒有醫好 ﹂事實上 不止大家有這個毛
病 一般性的這種毛病實在是治不好 記憶力也差了
有時候想要回家 結果自己的家認不得 就跑到別人的
家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答
雜誌

問題一：台灣弟子問的 請問師尊 弟子以前修
九節佛風時 會在三 六 九節加以憋氣 如寶
瓶氣 甚至在第九節會憋住氣 再吸氣 不呼出達三
四次 如今平常行住坐臥時只要舌抵上顎 縮肛及呼吸
細慢長 全身毛細孔都會打開如起雞皮疙瘩一般 全身
都會 請問師尊此現象為何？是否修行有誤？弟子合十
叩首
回答一：他的問題 因為師尊本身也沒有這樣子
做 九節佛風沒有憋氣啊 九節佛風不憋氣的 也就是
不持氣 這是九節佛風嘛 就是九節 進來 出去 進
來 出去
只是右鼻孔 左鼻孔 兩鼻孔 左鼻
孔 右鼻孔 兩鼻孔 兩鼻孔 右鼻孔 左鼻孔 就是

Ｑ

QA＆

41
42

問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了 也沒有說特別怎麼樣子叫你去住防疫飯店 我還不
知道我們這裡有沒有防疫飯店 西雅圖有沒有？西雅圖
沒有欸 你就個人回家自己管理自己啊 就是︿西雅圖
雷藏寺﹀最嚴 還有︿彩虹山莊│彩虹雷藏寺﹀最嚴
來的人統統要隔離十四天 自己去住飯店 自費
全美國最嚴的地方就是︿西雅圖雷藏寺﹀跟︿彩虹
雷藏寺﹀了 想想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這個是為了
大家著想 唉！這種日子不是很好過 瑤池金母祢要想
想辦法！對不對？早一點給它結束 叫所有的病毒全部
消失 求求祢啦 否則這種日子不好過 真的 他們如
果圍爐 回去的話 他們咳嗽兩聲 都是說我們害的
阿彌陀佛 實在很難過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二月十四日下午三點是
﹁長壽佛護摩法會﹂
Long Life Buddha fire
offering ceremony 二月十四日是什麼？情人節啊
那太好了 那天剛好法會 對不對？法會就法會吧 反
正情人節就是給大家灌頂祝福 祝福大家長壽比烏龜
歡迎大家在情人節那一天能夠大家都長壽 每一個人都
得到長壽的灌頂 而且每一個人身體健康長壽 歡迎大
家報名主祈 情人節最好的禮物就是健康跟長壽
我們學佛的人 重在心靈上的 物質上的東西是
yuck 是dirty 我們不重在物質上的yuck跟 dirty
我們重在心靈上的健康跟長壽 歡迎主祈 那一天一起
來參加 每個人都健康長壽 真正的最好的禮物 所以
今年的情人節 所有的禮物就免了 這就是最好的心靈
上的禮物 長壽健康的灌頂欸 你要不要？
先講一個笑話作引子 年紀越大 他的記憶力就越

差 事實上也是如此 醫生問我：﹁你得了什麼病？﹂
我回答：﹁我得了間歇性失憶症 ﹂醫生問：﹁有什麼
具體的症狀？﹂我回答：﹁一看到漂亮的小姐 我就忘
了自己已經結婚了 ﹂醫生就講：﹁你給我滾！這個
病 我自己都沒有醫好 ﹂事實上 不止大家有這個毛
病 一般性的這種毛病實在是治不好 記憶力也差了
有時候想要回家 結果自己的家認不得 就跑到別人的
家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答
雜誌

問題一：台灣弟子問的 請問師尊 弟子以前修
九節佛風時 會在三 六 九節加以憋氣 如寶
瓶氣 甚至在第九節會憋住氣 再吸氣 不呼出達三
四次 如今平常行住坐臥時只要舌抵上顎 縮肛及呼吸
細慢長 全身毛細孔都會打開如起雞皮疙瘩一般 全身
都會 請問師尊此現象為何？是否修行有誤？弟子合十
叩首
回答一：他的問題 因為師尊本身也沒有這樣子
做 九節佛風沒有憋氣啊 九節佛風不憋氣的 也就是
不持氣 這是九節佛風嘛 就是九節 進來 出去 進
來 出去
只是右鼻孔 左鼻孔 兩鼻孔 左鼻
孔 右鼻孔 兩鼻孔 兩鼻孔 右鼻孔 左鼻孔 就是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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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做 你自己在三 六 九節憋氣 九節佛風沒有
憋氣的 你在三 六 九節憋氣 在第九節又會憋住
氣 然後再吸氣 不呼出去達三 四次 我沒有教你九
節佛風這樣子做 我本身也沒有這樣子做 我是按照這
個規矩這樣子來 我沒有這種現象 你有 你做這樣
子 然後你有這種現象 是不是修行有誤？我覺得全身
毛細孔打開 這個現象並沒有什麼大的錯誤；起雞皮疙
瘩 我覺得也不是很嚴重
有時候 我一個人在那邊打坐 師母從旁邊的門踮
著腳進來 都不發出聲音 然後突然間從我眼前飄過
去 我在房間裡面 她不出聲 突然間從我眼前這樣飄
過去 我全身都起雞皮疙瘩 會緊張一下 怎麼搞的？
白日見鬼了！白日見鬼這樣子飄過去欸 她不出聲 我
還以為哪裡來的鬼？這樣子飄過去 我全身也會起雞皮
疙瘩 過了就不會 一緊張就起雞皮疙瘩嘛 過了也就
算了 放鬆了沒事 知道是師母
那我認為起雞皮疙瘩我也有過 一緊張毛細孔張
開 也會有這種現象 應該講起來還沒什麼關係 像這
個問題有人會答嗎？你們有人這樣子做嗎？九節佛風
有人這樣子做嗎？沒有 所以我只有能夠回答你：﹁你
問我 我問誰？﹂因為沒有人這樣子做 只有你這樣子
做啊 九節佛風 你就做九節佛風 幹什麼你要憋氣？
這個叫雞婆 問你自己 不回答你啦！因為我們都不知
道 我們沒有人知道啊 對不對？
我問好了 我問瑤池金母 他這樣子做是不是修行
有誤？有沒有大影響？︵聖尊靈示︶瑤池金母回答：
﹁沒有大影響 也不算是修行有誤 ﹂沒有太大的影

Ｑ

問題三：台灣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請問師
尊 修﹁四加行法﹂的﹁金剛心菩薩法﹂時
如果時間倉促 ﹃百字明咒﹄二十一遍是否可以改唸
﹃百字明咒﹄短咒二十一遍取代？
回答三：我是跟大家這樣子講喔 咒語不管是長
咒 短咒 心咒跟特別殊勝的咒 它的功德是一樣 時
間如果夠 我們就唸長咒 時間如果不夠就唸短咒 甚
至唸心咒 我是這樣子講 我跟大家以前有講過這個
你時間實在是很倉促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唸二十一遍的
長咒 你就唸短咒 不要緊 因為功德是一樣的 甚至
於更短﹁嗡 別炸薩埵吽 ﹂就是這樣子而已 ﹁嗡
別炸薩埵吽 ﹂只有六個字吧 稍微長一點﹁嗡 別炸
薩埵阿吽呸 ﹂ ﹁嗡 別炸薩埵阿吽呸 ﹂又超微長
一點
﹁嗡 別炸薩埵吽 ﹂大概剩下四個﹁節﹂而已
﹁嗡 別炸薩埵吽 ﹂ 這是可以的 因為你時間確實
是很短 如果你有很長的時間 很空閒 何妨你就唸多
一點 唸長一點 這個咒語很好的 密教的行者在﹁金
剛心菩薩法﹂唸的﹃百字明咒﹄ 是屬於密乘當中第一
重要的咒 密教的行者都要唸滿的 所有密教行者都一
定要唸滿的就是﹃百字明咒﹄ 是第一重要的咒

Ｑ

問題四：若偶而遇到修法時間真的不夠 是否
可以直接唸誦﹃金剛薩埵百字明真言﹄三遍
以彌補修法中跳過前行 正行 後行的過失 而成為修
一壇法呢？

響 這個不算是什麼
沒有什麼

Ｑ

但是我們修行還是按照規矩來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弟子曾聽聞摩利
支天的信眾不得吃豬肉 請問師尊 是真的有
這禁忌嗎？
回答二：﹁摩利支天的信眾不得吃豬肉？﹂哦！摩
利支天前面有七隻的金豬拖著祂的車 但是我們不吃金
豬啊 對不對？那黃金的豬欸 開玩笑 那哪裡吃得
起？我們吃不起 如果吃得起才吃啦 一般的豬是不會
拖車的 摩利支天有七隻金豬拖著祂的車 這個問一下
我們︿真佛宗﹀的護法 祂是有誓願的護法 摩利支
天 請問我們不可以吃豬肉嗎？︵聖尊靈示︶摩利支天
回答 我們只有不吃萊豬
真的 在美國 你知道嗎？在美國你到Safeway或
者Fred Meyer 那裡有在賣這個萊豬嗎？有沒有？你們
採買的 到超市的 有沒有那個吃萊豬的？︵弟子：沒
有標示 ︶沒有標示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是不吃萊
豬的 因為知道那個有含瘦肉精的 我們不吃的 有含
瘦肉精的東西 我們也是不吃的 沒有這個禁忌 因為
你知道像多傑帕母︵金剛亥母︶祂特別有一個頭是屬於
豬的頭 應該是沒有這個禁忌 像那個摩利支天的信
眾 摩利支天是我們︿真佛宗﹀本身的具誓護法 具有
誓願的護法 祂的金豬 我們當然不吃金豬 我們只是
不吃萊豬 其他的豬統統都吃 沒有這個禁忌

回答四： 太超過了！太超過了！這個是太超過
了 我告訴你喔 以前我講過 本來我們一壇法包括了
前行 正行跟後行 前行就屬於加行的部分 正行是屬
於結手印 觀想 持咒 入三昧地的部分 後行包含著
大禮拜 出壇 頌讚跟讚偈 很多的讚偈都是在後行
迴向都是在後行做的 你一下子唸三遍的﹃百字明真
言﹄ 你就跳過前行 正行跟後行 這哪裡是修法？這
不算是修法了啦！﹁而成為修一壇法呢？﹂你也懶得太
過分了︵笑︶ 不行的！如果我們是在飛機上 我們就
修正行 可以 因為你那個地點不一樣 不是在壇城面
前 你是在飛機上 你想修一壇法 你漏過前行 因為
前行要做大禮拜 你在走道給人家做大禮拜︵笑︶？對
不對？那不對 那你就是做結手印 觀想 持咒 入三
昧地 禪定 這樣子是可以 只做正行 因為那個是在
飛機上；或者你在坐車 你要修一壇法 你做正行就可
以 那你一下子唸﹃百字明咒﹄三遍 就跳過前行 正
行 後行 這不可以的喔！

Ｑ

問題五：師尊在第一四八冊︽咒的魔力︾﹃佛
頂尊勝咒﹄提及﹃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是
﹁嗡 阿彌裡打 得嘎 乏底 梭哈 ﹂
另外 師尊在傳授﹁尊勝佛母法會﹂上 傳授﹃佛頂尊
勝陀羅尼咒﹄是﹁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
拉 達爹 梭哈 ﹂請問師佛 文集中與法會中的咒
音 是否經過灌頂都可以持誦？
回答五：﹃佛頂尊勝咒﹄的咒語：﹁嗡 阿彌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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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做 你自己在三 六 九節憋氣 九節佛風沒有
憋氣的 你在三 六 九節憋氣 在第九節又會憋住
氣 然後再吸氣 不呼出去達三 四次 我沒有教你九
節佛風這樣子做 我本身也沒有這樣子做 我是按照這
個規矩這樣子來 我沒有這種現象 你有 你做這樣
子 然後你有這種現象 是不是修行有誤？我覺得全身
毛細孔打開 這個現象並沒有什麼大的錯誤；起雞皮疙
瘩 我覺得也不是很嚴重
有時候 我一個人在那邊打坐 師母從旁邊的門踮
著腳進來 都不發出聲音 然後突然間從我眼前飄過
去 我在房間裡面 她不出聲 突然間從我眼前這樣飄
過去 我全身都起雞皮疙瘩 會緊張一下 怎麼搞的？
白日見鬼了！白日見鬼這樣子飄過去欸 她不出聲 我
還以為哪裡來的鬼？這樣子飄過去 我全身也會起雞皮
疙瘩 過了就不會 一緊張就起雞皮疙瘩嘛 過了也就
算了 放鬆了沒事 知道是師母
那我認為起雞皮疙瘩我也有過 一緊張毛細孔張
開 也會有這種現象 應該講起來還沒什麼關係 像這
個問題有人會答嗎？你們有人這樣子做嗎？九節佛風
有人這樣子做嗎？沒有 所以我只有能夠回答你：﹁你
問我 我問誰？﹂因為沒有人這樣子做 只有你這樣子
做啊 九節佛風 你就做九節佛風 幹什麼你要憋氣？
這個叫雞婆 問你自己 不回答你啦！因為我們都不知
道 我們沒有人知道啊 對不對？
我問好了 我問瑤池金母 他這樣子做是不是修行
有誤？有沒有大影響？︵聖尊靈示︶瑤池金母回答：
﹁沒有大影響 也不算是修行有誤 ﹂沒有太大的影

Ｑ

問題三：台灣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請問師
尊 修﹁四加行法﹂的﹁金剛心菩薩法﹂時
如果時間倉促 ﹃百字明咒﹄二十一遍是否可以改唸
﹃百字明咒﹄短咒二十一遍取代？
回答三：我是跟大家這樣子講喔 咒語不管是長
咒 短咒 心咒跟特別殊勝的咒 它的功德是一樣 時
間如果夠 我們就唸長咒 時間如果不夠就唸短咒 甚
至唸心咒 我是這樣子講 我跟大家以前有講過這個
你時間實在是很倉促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唸二十一遍的
長咒 你就唸短咒 不要緊 因為功德是一樣的 甚至
於更短﹁嗡 別炸薩埵吽 ﹂就是這樣子而已 ﹁嗡
別炸薩埵吽 ﹂只有六個字吧 稍微長一點﹁嗡 別炸
薩埵阿吽呸 ﹂ ﹁嗡 別炸薩埵阿吽呸 ﹂又超微長
一點
﹁嗡 別炸薩埵吽 ﹂大概剩下四個﹁節﹂而已
﹁嗡 別炸薩埵吽 ﹂ 這是可以的 因為你時間確實
是很短 如果你有很長的時間 很空閒 何妨你就唸多
一點 唸長一點 這個咒語很好的 密教的行者在﹁金
剛心菩薩法﹂唸的﹃百字明咒﹄ 是屬於密乘當中第一
重要的咒 密教的行者都要唸滿的 所有密教行者都一
定要唸滿的就是﹃百字明咒﹄ 是第一重要的咒

Ｑ

問題四：若偶而遇到修法時間真的不夠 是否
可以直接唸誦﹃金剛薩埵百字明真言﹄三遍
以彌補修法中跳過前行 正行 後行的過失 而成為修
一壇法呢？

響 這個不算是什麼
沒有什麼

Ｑ

但是我們修行還是按照規矩來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弟子曾聽聞摩利
支天的信眾不得吃豬肉 請問師尊 是真的有
這禁忌嗎？
回答二：﹁摩利支天的信眾不得吃豬肉？﹂哦！摩
利支天前面有七隻的金豬拖著祂的車 但是我們不吃金
豬啊 對不對？那黃金的豬欸 開玩笑 那哪裡吃得
起？我們吃不起 如果吃得起才吃啦 一般的豬是不會
拖車的 摩利支天有七隻金豬拖著祂的車 這個問一下
我們︿真佛宗﹀的護法 祂是有誓願的護法 摩利支
天 請問我們不可以吃豬肉嗎？︵聖尊靈示︶摩利支天
回答 我們只有不吃萊豬
真的 在美國 你知道嗎？在美國你到Safeway或
者Fred Meyer 那裡有在賣這個萊豬嗎？有沒有？你們
採買的 到超市的 有沒有那個吃萊豬的？︵弟子：沒
有標示 ︶沒有標示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是不吃萊
豬的 因為知道那個有含瘦肉精的 我們不吃的 有含
瘦肉精的東西 我們也是不吃的 沒有這個禁忌 因為
你知道像多傑帕母︵金剛亥母︶祂特別有一個頭是屬於
豬的頭 應該是沒有這個禁忌 像那個摩利支天的信
眾 摩利支天是我們︿真佛宗﹀本身的具誓護法 具有
誓願的護法 祂的金豬 我們當然不吃金豬 我們只是
不吃萊豬 其他的豬統統都吃 沒有這個禁忌

回答四： 太超過了！太超過了！這個是太超過
了 我告訴你喔 以前我講過 本來我們一壇法包括了
前行 正行跟後行 前行就屬於加行的部分 正行是屬
於結手印 觀想 持咒 入三昧地的部分 後行包含著
大禮拜 出壇 頌讚跟讚偈 很多的讚偈都是在後行
迴向都是在後行做的 你一下子唸三遍的﹃百字明真
言﹄ 你就跳過前行 正行跟後行 這哪裡是修法？這
不算是修法了啦！﹁而成為修一壇法呢？﹂你也懶得太
過分了︵笑︶ 不行的！如果我們是在飛機上 我們就
修正行 可以 因為你那個地點不一樣 不是在壇城面
前 你是在飛機上 你想修一壇法 你漏過前行 因為
前行要做大禮拜 你在走道給人家做大禮拜︵笑︶？對
不對？那不對 那你就是做結手印 觀想 持咒 入三
昧地 禪定 這樣子是可以 只做正行 因為那個是在
飛機上；或者你在坐車 你要修一壇法 你做正行就可
以 那你一下子唸﹃百字明咒﹄三遍 就跳過前行 正
行 後行 這不可以的喔！

Ｑ

問題五：師尊在第一四八冊︽咒的魔力︾﹃佛
頂尊勝咒﹄提及﹃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是
﹁嗡 阿彌裡打 得嘎 乏底 梭哈 ﹂
另外 師尊在傳授﹁尊勝佛母法會﹂上 傳授﹃佛頂尊
勝陀羅尼咒﹄是﹁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
拉 達爹 梭哈 ﹂請問師佛 文集中與法會中的咒
音 是否經過灌頂都可以持誦？
回答五：﹃佛頂尊勝咒﹄的咒語：﹁嗡 阿彌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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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得嘎 乏底 梭哈 ﹂跟﹁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拉 達爹 梭哈 ﹂這兩個咒語 如果是
灌頂過﹃尊勝佛母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只要灌頂過
或者你灌頂過尊勝佛母的法 已經灌頂過 這兩個咒語
都可以唸 是可以的 經過灌頂都可以持誦 沒有錯
老公對老婆講：﹁酒可以讓妳變得更美麗 ﹂老婆
非常驚喜：﹁真的嗎？﹂老婆問：﹁可是我不會喝酒
哎！﹂老公回答：﹁靠夭 誰要妳喝啊？是我喝 ﹂
︵笑︶這個也算是笑話 喝了酒就茫啊 本來不怎麼樣
的 都看得很美麗
我記得關於酒的笑話 兒子問爸爸說：﹁什麼叫做
喝酒醉？﹂爸爸就帶著兒子走出門外 天很黑 他指著
天上的月亮講：﹁你看 月亮在那裡 如果一個月亮看
成三個 四個的時候 你就是醉了 ﹂老爸跟兒子講
你看天上這一個月亮 你如果看成了三個月亮 四個月
亮 那你就差不多都醉了 醉了很茫 兒子對他的老爸
講：﹁可是今天晚上沒有月亮 ﹂︵笑︶他老爸醉了
這裡講 什麼是健身真正的目的？你到健身房去健
身 每天去練身體 練健身 到健身房去健身的目的是
什麼？有三個目的讓你選 第一個是長壽 第二個是健
康 第三個是你裸體的時候非常好看 結果每個人都勾
第三個 ︵笑︶
去健身房的 原來是裸體的時候很好看 而不是真
正為了健康跟長壽 這個就是﹁宗趣﹂ 我們講的﹁宗
趣﹂

中 以廣中略三種瓶灌 擇一而修
什麼叫做﹁廣中略三種瓶灌﹂？一個﹁廣﹂ 我以
前解釋是 如果我們談智慧 密教的智慧 佛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 所謂廣 就像︻大般若經︼就是﹁廣﹂
因為︻大般若經︼裡面 所謂般若就是智慧 最大的智
慧 ︻大般若經︼很厚的 一本非常非常地厚 ︻大般
若經︼非常地厚就是屬於廣說 說法 廣說
﹁中﹂ 就是把它精要取出來 就是﹁中﹂ 所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就是中 它的精華 ︻大般若
經︼的精華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那麼﹁略﹂ 什麼是略？︻心經︼就是略 又從
︻金剛經︼裡面提出它的最重要的幾個字的精華就是
︻心經︼ 這叫﹁廣中略﹂
所以我講那個︽密宗道次第廣論︾ 什麼叫廣論？
全部包括 大大小小什麼都包括在內 就叫廣論；中
論 這個密宗道次第中論 就是把它的精華集中起來就
是中論；然後講略論 就是更加地精要 這廣中略的意
思就是這個這樣子 廣中略三種瓶灌擇一而修 你選擇
一樣去修 這是遠因 你已經灌頂了 你也有修了 你
修的是廣修 還是中修 還是略修 你選擇一個去修
擇一而修
再講到道方面 即生起次第形 就是我們剛剛開
始 我們修行先從生起次地開始 初由上師處得教授
教你們如何修法 後由自修之緣起得初地 你自己修行
得到了初地
﹁二 近因 近因就是比較接近的 外緣起 內緣

道 果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開示

今天跟大家講︽道果︾：
﹁第一宗趣 見道初地：總義 支分義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支分義│因 果 驗相 歸結
修道五地│因 果 驗相 歸結 ﹂
﹁復次 其第一宗趣時有二：見道初地之建立 修
道五地之建立 ﹂
現在講﹁己一 見道初地建立 ﹂
﹁庚一 總義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
﹁因 有遠因 有近因；有驗相 遠因是灌跟道
近因是外緣起 內緣起 驗相是外驗相 內驗相 真如
驗相
再來是果跟歸結 現在講因有二 一個是遠因 一
個是近因 遠因 復有二 一個是灌 一個是道
１ 灌 因位時於上師處得瓶灌；道位時 於自之
四座中 以廣中略三種瓶灌 擇一而修
２ 道：即生起次第形︵瑜伽︶ 初由上師處得教
授 後由自修之緣起得初地 ﹂
這是遠因 第一個很簡單 你就是得到初灌︵瓶
在上師的地方得到瓶灌 道位時 於自之四座

灌︶

起 １ 外緣起：由化身領受四灌 ﹂你自己本身領受
四種灌頂 這是屬於外緣起
﹁２ 內緣起：見身脈之壇城 ﹂ 內緣就是氣
脈 明點 外緣起領受了四種灌頂 就是外緣起；內緣
起就是見身脈之壇城 就是屬於你身體的氣 脈 明
點 是你自己身體裡面的壇城 包括了氣 脈跟明點
這叫做內緣起
﹁二 驗相 有三：外驗相 現起明點：解中脈初
脈結 以菩提心堅固
內驗相 現起氣：一千八百息融入中脈
真如驗相 現起心：出十二百功德等
三 果：證化身自性任運
四 歸結：即為初地 ﹂
我講這一段 什麼是外驗相呢？現起氣 就是外驗
相 這個在密教裡面 跟大家講說現起氣 氣本來是無
形的 我們看這個氣是無形 對不對？氣本來就是無形
的 那你在吸氣當中 你會感覺到氣 你吸氣進來 你
會感覺到氣 你吸多少氣？一尺氣吸進來 你身上有一
尺的氣 這種感覺 或者你由左 右脈氣吸進去 然後
繞一圈出來 你有感覺到這個氣 然後你現起氣的時
候
先講外驗相 現起明點：解中脈和脈結 以菩提心
堅固 像我們中脈本身就有脈結在 你通不過的時候就
是脈結 就是在那邊脈有打結叫做脈結 氣通不過就是
脈結 氣通過了 就叫做解掉脈結 然後菩提心堅固
就是說你對於行菩提 願菩提 先有願菩提再有行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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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得嘎 乏底 梭哈 ﹂跟﹁嗡 普隆 梭哈 嗡
阿彌達 阿俞拉 達爹 梭哈 ﹂這兩個咒語 如果是
灌頂過﹃尊勝佛母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只要灌頂過
或者你灌頂過尊勝佛母的法 已經灌頂過 這兩個咒語
都可以唸 是可以的 經過灌頂都可以持誦 沒有錯
老公對老婆講：﹁酒可以讓妳變得更美麗 ﹂老婆
非常驚喜：﹁真的嗎？﹂老婆問：﹁可是我不會喝酒
哎！﹂老公回答：﹁靠夭 誰要妳喝啊？是我喝 ﹂
︵笑︶這個也算是笑話 喝了酒就茫啊 本來不怎麼樣
的 都看得很美麗
我記得關於酒的笑話 兒子問爸爸說：﹁什麼叫做
喝酒醉？﹂爸爸就帶著兒子走出門外 天很黑 他指著
天上的月亮講：﹁你看 月亮在那裡 如果一個月亮看
成三個 四個的時候 你就是醉了 ﹂老爸跟兒子講
你看天上這一個月亮 你如果看成了三個月亮 四個月
亮 那你就差不多都醉了 醉了很茫 兒子對他的老爸
講：﹁可是今天晚上沒有月亮 ﹂︵笑︶他老爸醉了
這裡講 什麼是健身真正的目的？你到健身房去健
身 每天去練身體 練健身 到健身房去健身的目的是
什麼？有三個目的讓你選 第一個是長壽 第二個是健
康 第三個是你裸體的時候非常好看 結果每個人都勾
第三個 ︵笑︶
去健身房的 原來是裸體的時候很好看 而不是真
正為了健康跟長壽 這個就是﹁宗趣﹂ 我們講的﹁宗
趣﹂

中 以廣中略三種瓶灌 擇一而修
什麼叫做﹁廣中略三種瓶灌﹂？一個﹁廣﹂ 我以
前解釋是 如果我們談智慧 密教的智慧 佛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 所謂廣 就像︻大般若經︼就是﹁廣﹂
因為︻大般若經︼裡面 所謂般若就是智慧 最大的智
慧 ︻大般若經︼很厚的 一本非常非常地厚 ︻大般
若經︼非常地厚就是屬於廣說 說法 廣說
﹁中﹂ 就是把它精要取出來 就是﹁中﹂ 所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就是中 它的精華 ︻大般若
經︼的精華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那麼﹁略﹂ 什麼是略？︻心經︼就是略 又從
︻金剛經︼裡面提出它的最重要的幾個字的精華就是
︻心經︼ 這叫﹁廣中略﹂
所以我講那個︽密宗道次第廣論︾ 什麼叫廣論？
全部包括 大大小小什麼都包括在內 就叫廣論；中
論 這個密宗道次第中論 就是把它的精華集中起來就
是中論；然後講略論 就是更加地精要 這廣中略的意
思就是這個這樣子 廣中略三種瓶灌擇一而修 你選擇
一樣去修 這是遠因 你已經灌頂了 你也有修了 你
修的是廣修 還是中修 還是略修 你選擇一個去修
擇一而修
再講到道方面 即生起次第形 就是我們剛剛開
始 我們修行先從生起次地開始 初由上師處得教授
教你們如何修法 後由自修之緣起得初地 你自己修行
得到了初地
﹁二 近因 近因就是比較接近的 外緣起 內緣

道 果道 果
本
頌
金剛句偈疏

開示

今天跟大家講︽道果︾：
﹁第一宗趣 見道初地：總義 支分義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支分義│因 果 驗相 歸結
修道五地│因 果 驗相 歸結 ﹂
﹁復次 其第一宗趣時有二：見道初地之建立 修
道五地之建立 ﹂
現在講﹁己一 見道初地建立 ﹂
﹁庚一 總義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
﹁因 有遠因 有近因；有驗相 遠因是灌跟道
近因是外緣起 內緣起 驗相是外驗相 內驗相 真如
驗相
再來是果跟歸結 現在講因有二 一個是遠因 一
個是近因 遠因 復有二 一個是灌 一個是道
１ 灌 因位時於上師處得瓶灌；道位時 於自之
四座中 以廣中略三種瓶灌 擇一而修
２ 道：即生起次第形︵瑜伽︶ 初由上師處得教
授 後由自修之緣起得初地 ﹂
這是遠因 第一個很簡單 你就是得到初灌︵瓶
在上師的地方得到瓶灌 道位時 於自之四座

灌︶

起 １ 外緣起：由化身領受四灌 ﹂你自己本身領受
四種灌頂 這是屬於外緣起
﹁２ 內緣起：見身脈之壇城 ﹂ 內緣就是氣
脈 明點 外緣起領受了四種灌頂 就是外緣起；內緣
起就是見身脈之壇城 就是屬於你身體的氣 脈 明
點 是你自己身體裡面的壇城 包括了氣 脈跟明點
這叫做內緣起
﹁二 驗相 有三：外驗相 現起明點：解中脈初
脈結 以菩提心堅固
內驗相 現起氣：一千八百息融入中脈
真如驗相 現起心：出十二百功德等
三 果：證化身自性任運
四 歸結：即為初地 ﹂
我講這一段 什麼是外驗相呢？現起氣 就是外驗
相 這個在密教裡面 跟大家講說現起氣 氣本來是無
形的 我們看這個氣是無形 對不對？氣本來就是無形
的 那你在吸氣當中 你會感覺到氣 你吸氣進來 你
會感覺到氣 你吸多少氣？一尺氣吸進來 你身上有一
尺的氣 這種感覺 或者你由左 右脈氣吸進去 然後
繞一圈出來 你有感覺到這個氣 然後你現起氣的時
候
先講外驗相 現起明點：解中脈和脈結 以菩提心
堅固 像我們中脈本身就有脈結在 你通不過的時候就
是脈結 就是在那邊脈有打結叫做脈結 氣通不過就是
脈結 氣通過了 就叫做解掉脈結 然後菩提心堅固
就是說你對於行菩提 願菩提 先有願菩提再有行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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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第一宗趣

本頌金剛句偈疏

見道初地建立
總義

第一宗趣：見道初地 修道五地
見道初地：總義 支分義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支分義︱︱因 果 驗相 歸結
修道五地：因 果 驗相 歸結
復次 其第一宗趣時有二：
見道初地之建立 修道五地之建

戊一

立

己一
庚一

因

１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２ 因：遠因︵灌 道︶ 近
因︵外緣起 內緣起︶
３ 驗相：外驗相 內驗相 真如
驗相
４ 果
５ 歸結

辛一

果：證化身自性任運
歸結：即為初地

一 因有二：遠因 近因
一 遠因
復有二：灌 道
１灌：因位時於上師處得瓶灌；道
位時 於自之四座中 以廣中略三種瓶
灌 擇一而修
２道：即生起次第形︵瑜伽︶ 初
由上師處得教授 後由自修之緣起得初
地
二 近因
亦有二：外緣起 內緣起
１外緣起：由化身領受四灌
２內緣起：見身脈之壇城
二 驗相
有三：外驗相 現起明點：解中脈
初脈結 以菩提心堅固
內驗相 現起氣：一千八百息融入
中脈
真如驗相 現起心：出十二百功德
等
三
四

提 這個菩提心你很堅固 可以講說道心啦！你的道心
非常地堅固 你開始對中脈的脈結有通過的現象 就是
外驗相 現起明點 明點呢 在眉心的明點或者是拙火
的明點 你拙火開始產生的時候 就是屬於外驗相 你
知道你拙火開始有暖相了 那就是屬於外驗相
什麼叫內驗相呢？現起氣：一千八百息融入中脈
你每一次呼吸 一息進入中脈 一共有一千八百息融入
中脈 這個叫做內驗相 你會知道的 氣入中脈 你自
己會知道的
什麼叫真如驗相？也就是真如菩提心 真如驗相
現起心 十二百功德等 你的意念現起真如菩提心 你
做了一 二百功德等 比這個更多的功德 做了很多的
功德
果呢？證化身自性任運 得到的結果 是你能夠證
明自己本身的應身 化身就是應身 自性任運 你能夠
守住自己的自性 能夠運轉自己的自性 這個就是果
它的歸結：即為初地 就是菩薩的初地叫歡喜地
菩薩初地是歡喜地
我解釋這樣子你們聽得懂？有所謂的願菩提 行菩
提 還有真如菩提 菩提心非常地堅固 那你自己也能
夠知道脈裡面的氣幾次進到中脈 有幾次進到中脈 要
一千八百息進入中脈
那麼驗相呢 你自己會感覺到有明點 有紅色的這
個明點產生 身體有暖相就是身體有溫暖的現象 這是
現起明點 然後你中脈能夠通 就是解中脈和脈結 解
開中脈的第一個打結 會有這一種覺受出來 最後它證
明到 你自己的身體 你能夠自己任運你的氣跟你的脈

跟你的明點 能夠任運你自己的氣 脈 明點 最後你
得到的是歡喜的初地 這一段的解釋是這樣子的
以前呢 我相信一條歌：﹁三分天註定 七分靠打
拚 ﹂︵台語歌︶﹁愛拚才會贏﹂以前我相信三分天註
定 七分靠打拚 於是我很努力地工作 到了今天還是
沒有成就 後來有算命仙告訴我 還有九十分是靠投
胎 ︵笑︶因為有時候 人真的靠天安排三分 自己努
力七分 還有九十分呢？那九十分靠什麼？靠投胎了
真的也是靠投胎 我告訴你 你的命運真的很差的話
把你分配到非洲去出生 你再怎麼努力你還是那麼瘦
對不對？吃不飽的多的很 沒有水啊 沒有乾淨的水喝
啊 沒有食物啊 有些圖片 非洲有些很窮的國家真的
是沒東西吃的 那就是靠投胎了
你說投胎到哪個地方比較好一點？你投胎 你已經
在人類喔 人類也有很悲慘的啦！其實投胎到人類也不
錯啦 你這個胎生 投胎就是胎生嘛 胎生在動物界也
有很多種 胎生的 你如果投胎到畜牲道你也是完蛋
了 投胎到人類是最好的
但是投胎到好像五大洲 看哪一洲比較好 哪一個
國家 你命裡面跟哪一個國家有緣 你就投胎到那裡
去 所以投胎很重要 你投胎到哪一洲也不一定重要
啊 你投胎到那個很貧窮的國家 貧窮的家庭裡面 你
真的是﹁三分天註定 七分靠打拚﹂ 結果還是一事無
成啊！你投胎到富有的家庭 你老爸是全世界上的富
豪 哇！你命就很好啦 對不對？所以投胎真的很重
要 我只是簡單這樣子比喻 你們想想就知道投胎是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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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第一宗趣

本頌金剛句偈疏

見道初地建立
總義

第一宗趣：見道初地 修道五地
見道初地：總義 支分義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支分義︱︱因 果 驗相 歸結
修道五地：因 果 驗相 歸結
復次 其第一宗趣時有二：
見道初地之建立 修道五地之建

戊一

立

己一
庚一

因

１ 總義：因 驗相 果 歸結
２ 因：遠因︵灌 道︶ 近
因︵外緣起 內緣起︶
３ 驗相：外驗相 內驗相 真如
驗相
４ 果
５ 歸結

辛一

果：證化身自性任運
歸結：即為初地

一 因有二：遠因 近因
一 遠因
復有二：灌 道
１灌：因位時於上師處得瓶灌；道
位時 於自之四座中 以廣中略三種瓶
灌 擇一而修
２道：即生起次第形︵瑜伽︶ 初
由上師處得教授 後由自修之緣起得初
地
二 近因
亦有二：外緣起 內緣起
１外緣起：由化身領受四灌
２內緣起：見身脈之壇城
二 驗相
有三：外驗相 現起明點：解中脈
初脈結 以菩提心堅固
內驗相 現起氣：一千八百息融入
中脈
真如驗相 現起心：出十二百功德
等
三
四

提 這個菩提心你很堅固 可以講說道心啦！你的道心
非常地堅固 你開始對中脈的脈結有通過的現象 就是
外驗相 現起明點 明點呢 在眉心的明點或者是拙火
的明點 你拙火開始產生的時候 就是屬於外驗相 你
知道你拙火開始有暖相了 那就是屬於外驗相
什麼叫內驗相呢？現起氣：一千八百息融入中脈
你每一次呼吸 一息進入中脈 一共有一千八百息融入
中脈 這個叫做內驗相 你會知道的 氣入中脈 你自
己會知道的
什麼叫真如驗相？也就是真如菩提心 真如驗相
現起心 十二百功德等 你的意念現起真如菩提心 你
做了一 二百功德等 比這個更多的功德 做了很多的
功德
果呢？證化身自性任運 得到的結果 是你能夠證
明自己本身的應身 化身就是應身 自性任運 你能夠
守住自己的自性 能夠運轉自己的自性 這個就是果
它的歸結：即為初地 就是菩薩的初地叫歡喜地
菩薩初地是歡喜地
我解釋這樣子你們聽得懂？有所謂的願菩提 行菩
提 還有真如菩提 菩提心非常地堅固 那你自己也能
夠知道脈裡面的氣幾次進到中脈 有幾次進到中脈 要
一千八百息進入中脈
那麼驗相呢 你自己會感覺到有明點 有紅色的這
個明點產生 身體有暖相就是身體有溫暖的現象 這是
現起明點 然後你中脈能夠通 就是解中脈和脈結 解
開中脈的第一個打結 會有這一種覺受出來 最後它證
明到 你自己的身體 你能夠自己任運你的氣跟你的脈

跟你的明點 能夠任運你自己的氣 脈 明點 最後你
得到的是歡喜的初地 這一段的解釋是這樣子的
以前呢 我相信一條歌：﹁三分天註定 七分靠打
拚 ﹂︵台語歌︶﹁愛拚才會贏﹂以前我相信三分天註
定 七分靠打拚 於是我很努力地工作 到了今天還是
沒有成就 後來有算命仙告訴我 還有九十分是靠投
胎 ︵笑︶因為有時候 人真的靠天安排三分 自己努
力七分 還有九十分呢？那九十分靠什麼？靠投胎了
真的也是靠投胎 我告訴你 你的命運真的很差的話
把你分配到非洲去出生 你再怎麼努力你還是那麼瘦
對不對？吃不飽的多的很 沒有水啊 沒有乾淨的水喝
啊 沒有食物啊 有些圖片 非洲有些很窮的國家真的
是沒東西吃的 那就是靠投胎了
你說投胎到哪個地方比較好一點？你投胎 你已經
在人類喔 人類也有很悲慘的啦！其實投胎到人類也不
錯啦 你這個胎生 投胎就是胎生嘛 胎生在動物界也
有很多種 胎生的 你如果投胎到畜牲道你也是完蛋
了 投胎到人類是最好的
但是投胎到好像五大洲 看哪一洲比較好 哪一個
國家 你命裡面跟哪一個國家有緣 你就投胎到那裡
去 所以投胎很重要 你投胎到哪一洲也不一定重要
啊 你投胎到那個很貧窮的國家 貧窮的家庭裡面 你
真的是﹁三分天註定 七分靠打拚﹂ 結果還是一事無
成啊！你投胎到富有的家庭 你老爸是全世界上的富
豪 哇！你命就很好啦 對不對？所以投胎真的很重
要 我只是簡單這樣子比喻 你們想想就知道投胎是什
雜誌

47
48

麼 九十分靠投胎 但是你要投胎在哪裡 也不是你自
己能夠決定的啊 真的 還是因果
今天去菜市場買魚 我指著活蹦亂跳的魚問：﹁老
闆 這個魚多少錢一斤？﹂老闆講：﹁這個是一百八十
塊 ﹂我就問：﹁那右邊有一條魚 是肚子翻起來
的 ﹂老闆講：﹁這也是一百八十塊 ﹂我問：﹁可是
這條魚好像死了 翻肚子了 牠動也不動 ﹂老闆講：
﹁沒死 因為天氣太冷 不想起床而已 ﹂︵笑︶
也有一個笑話 他每天做仰臥起坐 他說：﹁那你
身體一定很健康 做仰臥起坐 非常健康的 ﹂﹁晚上
的時候睡覺的時候就是仰臥 早上醒過來就是起坐 ﹂
︵笑︶每天做仰臥起坐 真的啊 晚上睡覺的時候仰
臥 早上起來的時候起坐 這個跟健康沒有關係 每一
個人都做的
在課堂上 老師問同學：﹁誰認為自己很懶的人
請舉手 ﹂全班有三十個人 有二十九個同學全部舉
手 剩下有一個同學沒有舉手 老師就問：﹁小明 為
什麼你不舉手？﹂小明回答：﹁舉手啊 我都懶得舉
手 ﹂︵笑︶最懶的還是小明哪 我們學佛的人不能夠
懶 真的！師尊就是很精進的一個代表 不管怎麼樣
懶是不會成功的 不可能 你修行絕不會有成就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每天寫書 現在二八三冊已經
完成 現在準備寫二八四冊 二八三冊已經傳給﹁真佛
般若藏﹂周慧芳律師 書名叫做︽千艘法船︾；二八四
冊 今天早上寫書名 就是︽七旬老僧述心懷︾ 師尊
寫書寫了五十年 五十年有啦 可能還超過 現在開始
在寫二八四冊 每天一篇 除非在飛行 旅行或者是怎
麼樣子 有特別的事沒有寫以外 甚至我以前出外弘法
還帶著書出去寫 在年輕的時候 這樣才能夠寫二八四
本書哎！我們︿真佛宗﹀的弟子有哪一個人寫二八四本
書的？﹁真佛般若藏﹂這個出版社只出版一個作者的
書 二八四本 想一想看 我自己是怎麼樣子磨過來
的？天天坐在桌子面前這樣子磨；我修法也是一樣 天
天就是這樣子琢磨 我唸︻高王經︼也是一樣 天天
唸 天天唸
所以修行要有證驗 你就要學我這個；你不學精
進 光吹牛 你到了天上啊 到了地下 到了哪裡啊
那是你吹牛 牛不能夠用吹的 火車頭也不能夠用推
的 一定要有真本事啊 你的真本事從哪裡來？你有沒
有師尊那一種精進的功夫啊？那種精進的功夫 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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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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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最尊敬 瑤 池 金 母 大 天 尊
祂能變化很多身，下面會介紹金母和
金母其中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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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瑤池大聖西王金母大天尊（瑤池金母）
戴鳳冠，左手持仙桃或如意，右手拿拂塵，乘九鳳之輦，面帶
微笑，法相莊嚴，慈眼視眾生。
蓮生活佛最尊敬「瑤池金母大天尊」，稱其是諸仙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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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叫做「緱回」，報身就是瑤池金母，法身是大羅金仙先天
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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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莊嚴。「黑面金母」就統管所有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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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時光空流 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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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去

都是病重

實在沒有回不回

文接四八二期｜｜

回不去
瘋狂想念和追悔
凡人都無法計較和籌謀

也不在了

所蹤
不能緊握住漆黑之中的那麼一點可憐

是荷塘傳來了死亡的氣味

■文／蓮曉上師

最末的情形
星星隕落
的溫暖
莞爾一笑

生活和愛情
總是回憶起以前的美
不久之後
往事堪嗟

舊跡亦已好模

是

因為它並不存

流逝的越快

早已散盡

只是春風一掠

擱置現在的美
糊

豐腴與瘦削的過去

都不是重點！
財寶花園
攥得越緊

沒有由人
讓人察覺不到

但感覺上的人

老年的容

和挫折失敗

好像只是消費了的

中年

都會絕塵而

都見不著時間死亡的冰

是慢慢變老的

或大雪深厚

青年

一切景物風情

少年

會離開那恍若存在的魔幻鏡子

這一生的童年

只有自己身軀的冰冷

唯在生命閉幕之時

秋風蕭瑟

時間能被凍結嗎？

每一天

一瞬間變老的

冷
去

顏

一擦皆空

﹁活著﹂時的所歷所聞所見
生命的信用卡

空覺極圓

｜｜完

再也不見著之

都過去了

曾經成功時多麼狂喜的血壓和亂舞

前的所有經歷！
我不在了

留戀皆屁

覺所覺空

因為全體亦如我是我罷

一切則不在

我們一直丟失著來到面前的經歷

時多麼慘痛的 ﹁凌遲處死﹂

過程

總是一去不復還

現實中的人

時間悄無聲息

煙雲散逝

手裡的細紗與鑽石

香吻痕漬

將自己的當下淹沒
無論現在有多快
就永

就流逝了所有的華
不料因為涉及
已不知

在

任追憶和盼望
從前有多慢

反掌之間

德國大文豪歌德留言：﹁誰不能主宰自己

那些美態綠林

遠是一個奴隸！﹂

茂
正在清風白水間漫步
會說情話的黑色眸子

便一失足成千古恨

執君之手
貪腐或陰謀
那雙曾看著我的

過程只是幻真
擋不住一點

盛放然後枯萎

越怕時光﹁流逝﹂

一切與物與情的互動
失去
無奈地接受

越美麗越珍貴
一點地老去
在無奈之中
然而：
花朵都是沒有接受或者不接受
沒有想法

仍然是

聚集然後解散

有想法者才有苦惱

白雲都是沒有接受或者不接受
沒有想法
宇宙本質無心

祂是幻似有心之中︵後天︶

修行要達到人天相應的意思就是：
宇宙天地

分即合

似乎感覺是

時常遵循著與

合即分

重證與祂的本來合一：

後天不離先天

仍然是無心的

我們就要學祂

先天不離後天

也是幻似有心之中

因此

無心的︵先天︶

也
人們日日做著喜歡或不喜歡的事
感覺很虛；眼前的遭遇
但也並不踏﹁實﹂

過去了的

昨日相同的慣例
實了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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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二○二 一 年  月  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 阿 彌 陀 佛 本 尊法 ﹂

最後才修寶瓶氣。

誌

接下來師尊精闢的詮釋︽道
果︾
師尊開示：
﹁以不聞鼓聲 摧饜足等
魔﹂ 這是快樂的一種 是屬於內
在的樂 跟外在的樂是不同的 雖
然它這裡講有漏之樂 是因為這個
樂還在有漏的範圍 漏 並不是漏
明點 不要搞錯了 而這個漏 不
屬於漏盡通的漏

師尊答：你既然講他是正派
的 那就是正派的 我們就相信
你 那個就是正派的濟公活佛！你
依然堅定地向著師尊 很好 沒有
失去傳承加持力 為什麼呢？因為
他找不到師尊 他沒有管道可以找
到師尊給他幫忙

弟子問：如果︿真佛宗﹀的弟
子無法透過︿真佛宗﹀問事管道去
尋求解決各種問題 而去一個正派
的濟公活佛給人收驚 跟開了七道
符飲用 而行者內心依然堅定向著
師尊 請問此行者還有傳承加持力
嗎？

師尊答：在修法當中 如果有
過失當然就不順 當然會堵塞 你
認真把過失懺悔 一切就會從不順

弟子問：若發現有過失 氣立
即堵塞不通 更無法閉氣修﹁寶瓶
氣法﹂ 要認真懺悔後才能修 弟
子還發現 煩惱是可以在﹁內護摩
法﹂ ﹁寶瓶氣法﹂的觀修中燃燒
成光 而除去 請師尊開示

修 因為上師本身就是金剛薩埵的
化身 所以可以合修 我問問看可
以不可以？︵師尊現場問事︶我的
上師講 祂也不知道這樣可以不可
以 祂沒有講好 也沒有講不好

■文／西雅圖雷藏寺

依此證得光明

修行貪著快樂會變成﹁饜足之魔﹂
空性﹂來斷除

在說法之前 師尊講了一則笑
話做引子 然後進入師尊與弟子的
互動﹁你問我答﹂

需以﹁見道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
彌陀佛本尊法﹂及講解︽道果︾

二

當磬聲韾起 與會大眾都跪迎
師尊蒞臨 迎請師尊上了法王座
後 師尊帶領大眾修了一壇殊勝的
﹁阿彌陀佛本尊法﹂

這是自然現象

師尊答：把﹁神水法 金剛誦
法 內護摩法 寶瓶氣法 拙火
法﹂等法的觀修 跟﹁上師相應
法﹂融入 師尊沒有這樣修過 只
知﹁上師相應法﹂跟金剛薩埵法合

弟子問：把﹁神水法 金剛誦
法 內護摩法 寶瓶氣法 拙火
法﹂等法的觀修練習 融入在修
﹁上師相應法﹂中 這樣的觀修
有否違背師尊的法本儀軌的修法本
意？

接著師尊依照慣例 一一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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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本尊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再親切
的用各種語言一一的問候大家好！

變成順

再修金剛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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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問：當弟子在做金剛誦練
習時 若能訓練不斷吞氣 閉氣
就能很容易延長閉氣時間 寶瓶氣
的觀修更加容易 請問師尊 金剛
誦是修寶瓶氣的階梯嗎？

次第是先修九節佛風，

師尊答：是的 金剛誦是修寶
瓶氣的階梯 九節佛風 金剛誦
寶瓶氣 這三個氣當中 最激烈的
氣是寶瓶氣 金剛誦的氣屬於中等
的氣 介於激烈跟柔的當中 九節
佛風是輕柔的氣 所以次第是先修
九節佛風 再修金剛誦 最後才修
寶瓶氣

修氣

菩提園地

二○二 一 年  月  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 阿 彌 陀 佛 本 尊法 ﹂

最後才修寶瓶氣。

誌

接下來師尊精闢的詮釋︽道
果︾
師尊開示：
﹁以不聞鼓聲 摧饜足等
魔﹂ 這是快樂的一種 是屬於內
在的樂 跟外在的樂是不同的 雖
然它這裡講有漏之樂 是因為這個
樂還在有漏的範圍 漏 並不是漏
明點 不要搞錯了 而這個漏 不
屬於漏盡通的漏

師尊答：你既然講他是正派
的 那就是正派的 我們就相信
你 那個就是正派的濟公活佛！你
依然堅定地向著師尊 很好 沒有
失去傳承加持力 為什麼呢？因為
他找不到師尊 他沒有管道可以找
到師尊給他幫忙

弟子問：如果︿真佛宗﹀的弟
子無法透過︿真佛宗﹀問事管道去
尋求解決各種問題 而去一個正派
的濟公活佛給人收驚 跟開了七道
符飲用 而行者內心依然堅定向著
師尊 請問此行者還有傳承加持力
嗎？

師尊答：在修法當中 如果有
過失當然就不順 當然會堵塞 你
認真把過失懺悔 一切就會從不順

弟子問：若發現有過失 氣立
即堵塞不通 更無法閉氣修﹁寶瓶
氣法﹂ 要認真懺悔後才能修 弟
子還發現 煩惱是可以在﹁內護摩
法﹂ ﹁寶瓶氣法﹂的觀修中燃燒
成光 而除去 請師尊開示

修 因為上師本身就是金剛薩埵的
化身 所以可以合修 我問問看可
以不可以？︵師尊現場問事︶我的
上師講 祂也不知道這樣可以不可
以 祂沒有講好 也沒有講不好

■文／西雅圖雷藏寺

依此證得光明

修行貪著快樂會變成﹁饜足之魔﹂
空性﹂來斷除

在說法之前 師尊講了一則笑
話做引子 然後進入師尊與弟子的
互動﹁你問我答﹂

需以﹁見道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
彌陀佛本尊法﹂及講解︽道果︾

二

當磬聲韾起 與會大眾都跪迎
師尊蒞臨 迎請師尊上了法王座
後 師尊帶領大眾修了一壇殊勝的
﹁阿彌陀佛本尊法﹂

這是自然現象

師尊答：把﹁神水法 金剛誦
法 內護摩法 寶瓶氣法 拙火
法﹂等法的觀修 跟﹁上師相應
法﹂融入 師尊沒有這樣修過 只
知﹁上師相應法﹂跟金剛薩埵法合

弟子問：把﹁神水法 金剛誦
法 內護摩法 寶瓶氣法 拙火
法﹂等法的觀修練習 融入在修
﹁上師相應法﹂中 這樣的觀修
有否違背師尊的法本儀軌的修法本
意？

接著師尊依照慣例 一一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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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本尊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再親切
的用各種語言一一的問候大家好！

變成順

再修金剛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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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問：當弟子在做金剛誦練
習時 若能訓練不斷吞氣 閉氣
就能很容易延長閉氣時間 寶瓶氣
的觀修更加容易 請問師尊 金剛
誦是修寶瓶氣的階梯嗎？

次第是先修九節佛風，

師尊答：是的 金剛誦是修寶
瓶氣的階梯 九節佛風 金剛誦
寶瓶氣 這三個氣當中 最激烈的
氣是寶瓶氣 金剛誦的氣屬於中等
的氣 介於激烈跟柔的當中 九節
佛風是輕柔的氣 所以次第是先修
九節佛風 再修金剛誦 最後才修
寶瓶氣

修氣

我們一般人都是在有漏的範圍
之內 所有的人 不管是男生 女
生都是有漏的
這裡講的﹁以不聞鼓聲 摧饜
足等魔﹂ 那是快樂升起時 你沒
有饜足 這裡稱為魔 就是在修行
當中 內在喜 勝喜等四種喜等於
四種樂 你貪那個喜 ﹁摧饜足等
魔﹂ ﹁饜﹂字當成﹁貪﹂來講
你貪饜不足 就變成魔 你喜歡那
種內在的快樂 在快樂到極點時
甚至耳朵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外面
在吹螺 鈸 大鼓的聲音都聽不
到 因為那種快樂會讓人入於著迷
到了狂喜的地步 身體陶陶然
﹁心樂飄飄然欲昏厥﹂ 快樂
得將快昏倒的那種狂樂 所以外面
有大鼓 鈸 螺等音聲大奏也不會
醒過來
﹁雖利刃加身亦無損惱﹂ 就
算用刀 用利刃給他切 也沒感覺
到 也沒有產生煩惱 因太過快
樂 所以又叫做﹁大昏沉﹂ 又叫
做﹁饜足之魔﹂ 貪得無厭的魔

﹁摧滅前之念住道以下 至有
漏之樂 作無漏樂想之饜足魔﹂
那時候是有漏之樂 不能講那是無
漏之樂
﹁饜足之魔﹂貪得無厭 這時
候就用﹁四正斷緣起﹂ 用四正斷
斷掉
﹁生無漏樂及同分接近初地之
殊勝禪定﹂ 這時候算是初地很殊
勝的禪定 名﹁摧饜足等魔﹂ 也
就是摧毀貪念不淨的魔
﹁又饜足之魔僅一部分作為
法 無餘饜足之魔是以見道摧
破 ﹂如果太貪喜 勝喜 最勝
喜 俱生喜的時候 以﹁見道﹂來
摧破 什麼叫見道？見道很深 必
須自己去體會 什麼叫做空？﹁見
道﹂ 就是見到空性 已經看到佛
性了 以佛性的空 來摧破最殊勝
的快樂
﹁以此生起三集界內大中小三
煖所集之禪定 加行道四相中煖相
教示終﹂ 這是講﹁大中小煖﹂

大的 中的 小的增長襌定 最重
要的 要知道這個樂也是空 你就
不會貪 明點在身體裡面走動的那
一種快樂 勝過世俗的快樂 雖然
勝過世俗的快樂 其實也是空 你
就不會貪得無厭了
一般人到了樂的境界 禪定會
讓你生陶陶然 心樂飄飄然 因為
明點 氣 拙火 在全身脈道裡流
動摩擦所產生出來的那一種快樂
你不願意捨掉 一直在那境界裡面
徘徊流連 貪得無厭 變成﹁饜足
之魔﹂ 所以你必須明白怎麼去
除？以﹁見道﹂來斷 因為你知道
這種快樂也是空 所以你才能夠進
入光明 才能由此產生光明 所以
第一個步驟 先產生樂 襌定之
樂 再來再產生禪定的光明
最後師尊講了幾則笑話 告訴
大家人生就是笑話 然後慈悲加持
大悲咒水 開光佛像 並為與會大
眾及網路上的同門加持 今晚的同
修圓滿結束 感謝師尊！在寒冷的
冬夜裡 心理惦記著眾生 示予眾
生溫暖！嗡嘛呢唄咪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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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一 年  月  日

■文／西雅圖雷藏寺

弟子問︰師尊在文集二○四冊
︽通天之書︾︿陌生人許由﹀中
記載許由是明白大玄旨的人︵等於

面睡覺 結果這個弟子就永遠睜開
眼睛不睡覺 後來眼睛就瞎掉 但
是他修到天眼第一 這個弟子名字
叫阿那律
所以佛陀曾經講 在聽佛講經
的時候 你瞌睡就會變成﹁蚌
類﹂ 如果偶爾因為時差問題 睡
一下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
那麼嚴重 不要每一次都睡 佛陀
在︻龍王經︼裡面提到 不專心聽
上師說法會墮入龍族 龍樹菩薩就
是龍族啊！中國人也是龍的傳人
那是好的 如果因為不專心聽上師
說法 墮入蛇族 那就不好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究竟道﹂五種道

加行道

聖尊談到﹁出輪迴法﹂
修道

有﹁資糧道
見道

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遍塵剎
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時洒
手內楊柳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舟

今晚同修的是﹁觀世音菩薩本
尊法﹂ 聖尊一開始就談到觀世音
菩薩是最慈悲的 祂救度眾生不遺
餘力 希望所有觀世音菩薩顯化
能千眼觀照 千手扶持 迅速救渡
眾生
接下來是大家很期待的﹁你問
我答﹂ 與聖尊的互動
弟子問︰︻佛說龍王經︼中曾
提及﹁不專心聽上師說法﹂會墮入
龍族 請問是否只限於﹁出家眾
等 親臨法會現場﹂呢？出家眾
等 在家觀看網路﹁直播﹂會算數
嗎？
聖尊答︰從前佛陀在講經的時
候 有一個弟子都在睡覺 佛陀
說 如果再睡 將來會轉世成為
﹁蚌殼類﹂ 就是始終合起來在裡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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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念 ﹁氣﹂就是在修行本身用
氣 氣跟意念合一 當氣進入中脈
的時候 就是﹁以方便氣進入智慧
氣﹂ 用自己的意念在中脈裡面起
起落落時 會產生清淨 淨分從一
到十 開始的淨分是一的淨分 二
的淨分
淨分就是分別清淨到
什麼程度 然後把﹁心氣迴返集合
在無分別之處﹂︱沒有分別之處
﹁心加持﹂是意念加持 ﹁遷
轉於含藏無分別﹂ 這稱為忍
﹁加行道第三忍示竟﹂ 就是在加
行道第三的忍講完了 什麼叫無分
別處？就是很自然的把意念 氣放
在法爾本然 沒有什麼分別之處
接著 聖尊談到﹁出輪迴
法﹂ 有五種道 資糧道 加行
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剛剛開
始的資糧道跟加行道 是說修道以
前必須要準備很多的資糧︱︱福
德 很多的德行跟福分
雖有福德 但在資糧道修得很
好只能夠上天 不能夠出輪迴 加
行道也還是不能夠出輪迴的 只是
剛剛開始起步而已 所以密教有所
謂的四加行 大供養 大禮拜 四
皈依 發菩提心 懺悔 都是在加
行道裡面的

護法 不知自己的緣分 請問弟子
應該做好怎樣的準備來皈依？要準
備供品嗎？
二 一○八粒的唸珠 怎樣才
算合格？大小 顏色 原料有分別
嗎？這麼樣的才是好的？
聖尊答︰如果在新加坡買了我
的書 後面都有教你怎麼皈依的方
法 只要依照那種皈依的方法 就
可以皈依了 現在疫情也不容許你
親來皈依 你就在家裡 就是﹁遙
灌頂﹂ ﹁隔空皈依﹂ 想要皈
依 準備供品也可以的 隨意的
唸珠有很多種 只要一○八顆
的都算合格 大小不拘 你唸起來
好唸就好 密教裡面有提到 用白
色的唸珠是息災 紅色唸珠敬愛
藍色唸珠是降伏 黃色唸珠是修福
分
供品也不同 紅色的供品是敬
愛用的 白色的供品息災用的 藍
色的供品是降伏用的 黑色的供品
也是降伏用的 黃色的供品是增益
用的
緊接著 聖尊繼續闡釋︽道
果︾精闢法要
聖尊開示道 心氣﹁心﹂的就

是開悟的人︶ 為什麼還會在奈何
天？而沒有解脫輪迴？
聖尊答︰︽上古神話演義︾裡
的許由是上古時代的人 堯 舜
禹是上古時代的三個皇帝 堯跟舜
屬於禪讓 讓有賢的人來當皇帝
那時 因知道許由是一個聖賢 堯
或舜要讓位給他當皇帝 許由不喜
歡當皇帝 他一聽到這句︰﹁你出
來當皇帝﹂ 就跑到河邊去把耳朵
洗一洗 因為皇帝兩個字 是很世
俗的 聽到覺得是侮辱了他 下游
也有一個聖賢 他聽到許由到河邊
去洗耳朵 他剛好喝了那個水 就
把肚子裡面的水全部吐出來 他認
為當皇帝是多麼卑鄙無恥的事情
許由如果當了皇帝 他可以幫
助世間的人 有慈悲心去救度眾
生 就是發菩提心 沒有發菩提
心 只當聖賢 只有獨覺或聲聞而
已 他只當聖賢 一個開悟的人
但沒有發菩提心 所以會在奈何
天 也是在天上 只是他一天到晚
無可奈何 我們可以不只是當聖
賢 還可以當救度眾生的菩薩

生

為什麼快要見道了？什麼都不
執著了嘛！聖尊想寫一本書 把自
己的心懷講出來 七旬老僧的述
懷 當你到七十幾歲 做一個很老
的出家人的時候 那時候心的所有
覺受 全部寫成一本書 那個時
候 有什麼理想？什麼都可以 什
麼都不要緊 什麼都無所謂 就幾
乎快要見道了 真的 開悟就是這
樣子來的 還執著什麼 就為什麼
所苦！
執著自己的生命 為自己的生
命所苦；執著女色 為女色所苦
貪什麼 就為貪所苦！還生氣什
麼 就為生氣所苦！
都是苦啊！活著就是苦啊！所
以叫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啊！要懂
得這種道理你才能夠見道啊！什麼
叫做﹁去執﹂？去掉我執 法執
全部通通都去除掉 所有煩惱全部
除盡 那個才算是見道
精彩生動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
加持大眾並加持大悲咒水和為佛像
開光 會後 聖尊慈悲以拂塵為大
家加持賜福 感恩根本上師為眾生
解脫煩惱 讓我們明白所有的執著
都是苦 指引我們離苦得樂的真
道
■

弟子問︰一 還沒皈依的眾
不知自己的本尊 不知自己的

四加行 大曼達是修資糧 修
福份；做大禮拜 是用自己最低下
的位置 來禮敬最上層的諸佛 也
有皈依的意思；皈依 依怙你的上
師 佛法僧 以及發菩提心 懺
悔 這還都是屬於輪迴法 沒有辦
法阻止輪迴的痛苦及猛烈的感受
﹁出苦﹂ 也就是出輪迴法的
開始 為無漏之初地 真正的無
漏 是六神通裡的﹁漏盡通﹂ 把
你的﹁漏﹂全部盡了 變成無漏
了 那個才是成就
再來 就是開始進入﹁見
道﹂ 也就是說把資糧道跟加行道
修圓滿了 開始要離開輪迴 這個
叫﹁出苦﹂ 開始要離開輪迴了
﹁生初地見道完全﹂ 就是開始進
入見道 見道就是開始產生悟境
那個時候才算﹁見道完全﹂ 師尊
就是因為見道 所以不會去執著人
世間的東西 可以看得很淡
因為房子也不是你的 你的身
體也會壞啊 想想 什麼東西不會
壞？你最執著的是什麼東西？財
色 你以為能夠撐多久？名的欲望
聖尊也沒有 有一天 食的欲望也
會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就快
要見道了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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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念 ﹁氣﹂就是在修行本身用
氣 氣跟意念合一 當氣進入中脈
的時候 就是﹁以方便氣進入智慧
氣﹂ 用自己的意念在中脈裡面起
起落落時 會產生清淨 淨分從一
到十 開始的淨分是一的淨分 二
的淨分
淨分就是分別清淨到
什麼程度 然後把﹁心氣迴返集合
在無分別之處﹂︱沒有分別之處
﹁心加持﹂是意念加持 ﹁遷
轉於含藏無分別﹂ 這稱為忍
﹁加行道第三忍示竟﹂ 就是在加
行道第三的忍講完了 什麼叫無分
別處？就是很自然的把意念 氣放
在法爾本然 沒有什麼分別之處
接著 聖尊談到﹁出輪迴
法﹂ 有五種道 資糧道 加行
道 見道 修道 究竟道 剛剛開
始的資糧道跟加行道 是說修道以
前必須要準備很多的資糧︱︱福
德 很多的德行跟福分
雖有福德 但在資糧道修得很
好只能夠上天 不能夠出輪迴 加
行道也還是不能夠出輪迴的 只是
剛剛開始起步而已 所以密教有所
謂的四加行 大供養 大禮拜 四
皈依 發菩提心 懺悔 都是在加
行道裡面的

護法 不知自己的緣分 請問弟子
應該做好怎樣的準備來皈依？要準
備供品嗎？
二 一○八粒的唸珠 怎樣才
算合格？大小 顏色 原料有分別
嗎？這麼樣的才是好的？
聖尊答︰如果在新加坡買了我
的書 後面都有教你怎麼皈依的方
法 只要依照那種皈依的方法 就
可以皈依了 現在疫情也不容許你
親來皈依 你就在家裡 就是﹁遙
灌頂﹂ ﹁隔空皈依﹂ 想要皈
依 準備供品也可以的 隨意的
唸珠有很多種 只要一○八顆
的都算合格 大小不拘 你唸起來
好唸就好 密教裡面有提到 用白
色的唸珠是息災 紅色唸珠敬愛
藍色唸珠是降伏 黃色唸珠是修福
分
供品也不同 紅色的供品是敬
愛用的 白色的供品息災用的 藍
色的供品是降伏用的 黑色的供品
也是降伏用的 黃色的供品是增益
用的
緊接著 聖尊繼續闡釋︽道
果︾精闢法要
聖尊開示道 心氣﹁心﹂的就

是開悟的人︶ 為什麼還會在奈何
天？而沒有解脫輪迴？
聖尊答︰︽上古神話演義︾裡
的許由是上古時代的人 堯 舜
禹是上古時代的三個皇帝 堯跟舜
屬於禪讓 讓有賢的人來當皇帝
那時 因知道許由是一個聖賢 堯
或舜要讓位給他當皇帝 許由不喜
歡當皇帝 他一聽到這句︰﹁你出
來當皇帝﹂ 就跑到河邊去把耳朵
洗一洗 因為皇帝兩個字 是很世
俗的 聽到覺得是侮辱了他 下游
也有一個聖賢 他聽到許由到河邊
去洗耳朵 他剛好喝了那個水 就
把肚子裡面的水全部吐出來 他認
為當皇帝是多麼卑鄙無恥的事情
許由如果當了皇帝 他可以幫
助世間的人 有慈悲心去救度眾
生 就是發菩提心 沒有發菩提
心 只當聖賢 只有獨覺或聲聞而
已 他只當聖賢 一個開悟的人
但沒有發菩提心 所以會在奈何
天 也是在天上 只是他一天到晚
無可奈何 我們可以不只是當聖
賢 還可以當救度眾生的菩薩

生

為什麼快要見道了？什麼都不
執著了嘛！聖尊想寫一本書 把自
己的心懷講出來 七旬老僧的述
懷 當你到七十幾歲 做一個很老
的出家人的時候 那時候心的所有
覺受 全部寫成一本書 那個時
候 有什麼理想？什麼都可以 什
麼都不要緊 什麼都無所謂 就幾
乎快要見道了 真的 開悟就是這
樣子來的 還執著什麼 就為什麼
所苦！
執著自己的生命 為自己的生
命所苦；執著女色 為女色所苦
貪什麼 就為貪所苦！還生氣什
麼 就為生氣所苦！
都是苦啊！活著就是苦啊！所
以叫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啊！要懂
得這種道理你才能夠見道啊！什麼
叫做﹁去執﹂？去掉我執 法執
全部通通都去除掉 所有煩惱全部
除盡 那個才算是見道
精彩生動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
加持大眾並加持大悲咒水和為佛像
開光 會後 聖尊慈悲以拂塵為大
家加持賜福 感恩根本上師為眾生
解脫煩惱 讓我們明白所有的執著
都是苦 指引我們離苦得樂的真
道
■

弟子問︰一 還沒皈依的眾
不知自己的本尊 不知自己的

四加行 大曼達是修資糧 修
福份；做大禮拜 是用自己最低下
的位置 來禮敬最上層的諸佛 也
有皈依的意思；皈依 依怙你的上
師 佛法僧 以及發菩提心 懺
悔 這還都是屬於輪迴法 沒有辦
法阻止輪迴的痛苦及猛烈的感受
﹁出苦﹂ 也就是出輪迴法的
開始 為無漏之初地 真正的無
漏 是六神通裡的﹁漏盡通﹂ 把
你的﹁漏﹂全部盡了 變成無漏
了 那個才是成就
再來 就是開始進入﹁見
道﹂ 也就是說把資糧道跟加行道
修圓滿了 開始要離開輪迴 這個
叫﹁出苦﹂ 開始要離開輪迴了
﹁生初地見道完全﹂ 就是開始進
入見道 見道就是開始產生悟境
那個時候才算﹁見道完全﹂ 師尊
就是因為見道 所以不會去執著人
世間的東西 可以看得很淡
因為房子也不是你的 你的身
體也會壞啊 想想 什麼東西不會
壞？你最執著的是什麼東西？財
色 你以為能夠撐多久？名的欲望
聖尊也沒有 有一天 食的欲望也
會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就快
要見道了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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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文∕彩虹雷藏寺

年  月 日 ． 彩 虹 雷 藏 寺 「 黃 財 神 護 摩 法 會 」

聖尊答：這表示你修行有進
步 可以看到自己身體裡面很多的
幻身

弟子問：一 修法結束看到身
體裡面出現很多幻身不知何意？

聖尊答：因為不知道就沒有不
如法 但若知道以後 有那些已受
過師尊的法灌頂 就不能再接受
︿真佛宗﹀阿闍黎上師的灌頂 這
就是如法 若已被師尊灌頂過的法
還去給︿真佛宗﹀阿闍黎上師灌
頂 就是不如法

弟子問：早期參加過師尊少數
的法會也接受灌頂了 之後又參加
弘法上師法會也被灌頂了 幾年前
才從往生的父親口中得知師尊灌過
的法不能再給其他上師灌 可惜生
米已煮熟了 不如法已成事實 也
忘了是哪一些法的灌頂 弟子之前
一無所知 請師尊為弟子解答

護佑真佛弟子眾等，正財法財與偏財，
財富資糧永不竭。

弟子問：二 如何使用﹃不動
明王九字真言﹄雙手切字訣？

聖尊答：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一隻手當空
畫四縱五橫印 這就是﹁切字
訣﹂ 雙手的切字訣就是用雙手當
空畫四縱五橫印
弟子問：在二○○八年台灣的
﹁時輪金剛法會﹂上 師佛授以
﹁時輪金剛盾灌頂﹂時 弟子心想
為何﹁時輪金剛盾法﹂沒有讚偈？
只在一念轉動間 人卻墮入寂
寂的境況 又似是看到 又似是聽
到：
﹁時輪恆轉 生滅歸空
金剛橛立 盾守四宮 ﹂的
四句偈語
此事相隔多年 情景
仍恍如昨日 一直未敢言說 唯恐
被人取笑
今已值耳順之年再無牽掛顧
慮 只想藉此師徒問答的活動 恭
敬叩問師佛 四句偈是當年一時的
道交感應？還是弟子的幻視幻聽？
又 若是真實的話 可否以此作為
修法時的讚偈呢？懇請師佛解答
釋弟子多年疑惑 感恩師佛！
佛王問與答 法語顯正行
慈雲甘露灑 淡蕩滌俗塵

因

嚴峻的疫情令許多人不僅生
命受到疾病的威脅 嚴重的
失業率導致全球經濟低迷 法王聖
尊悲憫眾生的苦難 於︿彩虹雷藏
寺﹀主持﹁黃財神護摩法會﹂ 祈
願藉著黃財神的威神力護 讓所有
具緣的眾生都能增長財福資糧 也
祈願全球經濟早日恢復生機 人人
得以安居樂業
二○二一年月日下午三時
正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準時蒞臨壇
場 ﹁黃財神護摩法會﹂如儀進
行 法王聖尊演化手印召請護摩主
尊｜黃財神臨壇加持 熊熊的護摩
烈焰燒滅眾生諸多的業障 以護摩
的甚深功德力為眾生祈福消災
︿真佛宗﹀眾弟子一心祈願護摩主
尊﹁多聞天王黃財神﹂以增益的黃
光遍照 護佑聖尊身輕體健力充
沛 任運自在常喜樂 壽元無量住
世間 正財法財與偏財 財富資糧
永不竭 敬愛善緣常圍繞 佛法賜
福予眾生 真佛心法永流傳
這次的你問我答環節 聖尊繼
續為弟子們解答了三題學佛疑惑

寒潭渡雁影 明月印冰心
只此不污染 色空不著痕
聖尊答：﹁時輪恆轉 生滅歸
空 金剛橛立 盾守四宮 ﹂這四
句偈是從你心裡發出來的 修法前
先唸祈請文 修法完了就要唸本尊
的讚偈 然後再迴向 這個很重
要
聖尊繼續精闢的闡釋︽道果︾
法義精要
法王聖尊以﹁無生法忍﹂來詮
釋今天︽道果︾的經義 無生法忍
是最高的果位 謂從來沒有出生過
的人 一切的忍辱也是空的 别人
施予你的也是空的 但人卻容易受
環境影響 導致氣急敗壞 行者只
有﹁無生法忍﹂ 才能進入空性禪
定 也就無懼任何人事物而不會備
受影響
在聖尊精湛獨到的法語開示完
畢後 聖尊慈悲為現場參加的弟子
們 慈悲賜授﹁黃財神法灌頂﹂
眾等歡喜信受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大加持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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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神大威神力，

▲師尊示範「不動明王切字訣」

菩提園地

■文∕彩虹雷藏寺

年  月 日 ． 彩 虹 雷 藏 寺 「 黃 財 神 護 摩 法 會 」

聖尊答：這表示你修行有進
步 可以看到自己身體裡面很多的
幻身

弟子問：一 修法結束看到身
體裡面出現很多幻身不知何意？

聖尊答：因為不知道就沒有不
如法 但若知道以後 有那些已受
過師尊的法灌頂 就不能再接受
︿真佛宗﹀阿闍黎上師的灌頂 這
就是如法 若已被師尊灌頂過的法
還去給︿真佛宗﹀阿闍黎上師灌
頂 就是不如法

弟子問：早期參加過師尊少數
的法會也接受灌頂了 之後又參加
弘法上師法會也被灌頂了 幾年前
才從往生的父親口中得知師尊灌過
的法不能再給其他上師灌 可惜生
米已煮熟了 不如法已成事實 也
忘了是哪一些法的灌頂 弟子之前
一無所知 請師尊為弟子解答

護佑真佛弟子眾等，正財法財與偏財，
財富資糧永不竭。

弟子問：二 如何使用﹃不動
明王九字真言﹄雙手切字訣？

聖尊答：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一隻手當空
畫四縱五橫印 這就是﹁切字
訣﹂ 雙手的切字訣就是用雙手當
空畫四縱五橫印
弟子問：在二○○八年台灣的
﹁時輪金剛法會﹂上 師佛授以
﹁時輪金剛盾灌頂﹂時 弟子心想
為何﹁時輪金剛盾法﹂沒有讚偈？
只在一念轉動間 人卻墮入寂
寂的境況 又似是看到 又似是聽
到：
﹁時輪恆轉 生滅歸空
金剛橛立 盾守四宮 ﹂的
四句偈語
此事相隔多年 情景
仍恍如昨日 一直未敢言說 唯恐
被人取笑
今已值耳順之年再無牽掛顧
慮 只想藉此師徒問答的活動 恭
敬叩問師佛 四句偈是當年一時的
道交感應？還是弟子的幻視幻聽？
又 若是真實的話 可否以此作為
修法時的讚偈呢？懇請師佛解答
釋弟子多年疑惑 感恩師佛！
佛王問與答 法語顯正行
慈雲甘露灑 淡蕩滌俗塵

因

嚴峻的疫情令許多人不僅生
命受到疾病的威脅 嚴重的
失業率導致全球經濟低迷 法王聖
尊悲憫眾生的苦難 於︿彩虹雷藏
寺﹀主持﹁黃財神護摩法會﹂ 祈
願藉著黃財神的威神力護 讓所有
具緣的眾生都能增長財福資糧 也
祈願全球經濟早日恢復生機 人人
得以安居樂業
二○二一年月日下午三時
正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準時蒞臨壇
場 ﹁黃財神護摩法會﹂如儀進
行 法王聖尊演化手印召請護摩主
尊｜黃財神臨壇加持 熊熊的護摩
烈焰燒滅眾生諸多的業障 以護摩
的甚深功德力為眾生祈福消災
︿真佛宗﹀眾弟子一心祈願護摩主
尊﹁多聞天王黃財神﹂以增益的黃
光遍照 護佑聖尊身輕體健力充
沛 任運自在常喜樂 壽元無量住
世間 正財法財與偏財 財富資糧
永不竭 敬愛善緣常圍繞 佛法賜
福予眾生 真佛心法永流傳
這次的你問我答環節 聖尊繼
續為弟子們解答了三題學佛疑惑

寒潭渡雁影 明月印冰心
只此不污染 色空不著痕
聖尊答：﹁時輪恆轉 生滅歸
空 金剛橛立 盾守四宮 ﹂這四
句偈是從你心裡發出來的 修法前
先唸祈請文 修法完了就要唸本尊
的讚偈 然後再迴向 這個很重
要
聖尊繼續精闢的闡釋︽道果︾
法義精要
法王聖尊以﹁無生法忍﹂來詮
釋今天︽道果︾的經義 無生法忍
是最高的果位 謂從來沒有出生過
的人 一切的忍辱也是空的 别人
施予你的也是空的 但人卻容易受
環境影響 導致氣急敗壞 行者只
有﹁無生法忍﹂ 才能進入空性禪
定 也就無懼任何人事物而不會備
受影響
在聖尊精湛獨到的法語開示完
畢後 聖尊慈悲為現場參加的弟子
們 慈悲賜授﹁黃財神法灌頂﹂
眾等歡喜信受 感恩根本傳承上師
大加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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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密號是：﹁最勝金剛﹂
意金剛﹂ ﹁清凈金剛﹂

﹁如

是﹁你問我答﹂單元

聖尊也預告下星期護摩主尊為
﹁瑤池金母﹂ 金母手印跟所有母
系的手印是一樣的 而金母的心咒
就是名咒：﹁嗡 金母 悉地
吽 ﹂聖尊新書︽天下第一靈︾寫
的就是瑤池金母 沒有瑤池金母
就沒有盧勝彥 也就沒有︿真佛
宗﹀ 更沒有所有的弘法人員和弟
子 所以 ︿真佛宗﹀的根源就是
源自瑤池金母
接著

弟子問：家中有樹須砍 應如
何處理以避免犯沖？是否於除日稟
報樹神砍樹 接著灑鹽米除煞之
後 當日就可把此樹砍除？還有其
它細節需注意嗎？
聖尊答：答案就在問題中 砍
樹最好是在﹁除﹂日 然後稟告樹
神 因為樹也是生命 磁場的 礦
石也是有力量的 日本有科學家
用電線把樹幹跟儀器鏈接在一起
這時候砍樹的時候 儀器會有反

今

天聖尊身著一襲白色的龍
袍 佛相清淨莊嚴的來到
︿彩虹雷藏寺﹀的護摩寶殿 主壇
﹁準提佛母護摩法會﹂ 聖尊一如
既往的 親切的與zoom上的弟子們
打招呼後 登上法座 為世界及所
有︿真佛宗﹀弟子祈福及作寶貴的
法語開示
莊嚴肅穆的護摩火供結束後
聖尊首先提到 準提佛母就是普方
上師的本尊 普方上師在臺北社子
島建了一個︿總持寺﹀ 準提佛母
的手印就是﹁總持印﹂ 而︿真佛
宗﹀的﹁披甲護身法﹂：﹁嗡波汝
藍者利﹂ 也是普方上師所教授
都是有傳承的
準提佛母在金剛界與胎藏界都
有自己的凈土 是﹁準提院﹂裡的
主尊 由於準提佛母的本源來自於
大日如來的最勝法界宮 所以跟蓮
花童子同根同源 在中國密宗 天
臺山密宗 日本東密 準提佛母都
非常有名 也稱為﹁七俱胝佛
母﹂ 又叫﹁天人丈夫觀音﹂ 是
七百億諸佛菩薩之母 清凈無比

弟子問：舊的開示錄影帶
要如何處理？

應 所以樹也是生命 然後撒鹽米
除煞 接著就可以砍樹了 如此就
算周全

CD

弟子問：靈山到底有沒有那一

聖尊答：時代變了 如今的科
技 一個小小晶片 就可以儲存很
多的電影 不管是唱片 錄音帶
雖然裡面有師尊的開示 但是屬於
﹁無心﹂的 有心的東西 必須要
保留；沒有心的東西 可以廢除
不要緊 沒有問題

會？
聖尊答：用最高境界來回答
沒有盧勝彥 沒有︿真佛宗﹀ 沒
有雷藏寺 甚至沒有所謂二八○多
冊的書 什麼都沒有 釋迦牟尼佛
在菩提樹下 夜睹東方明星 豁然
開悟 終於成就 當時佛陀第一個
想法 是進入涅槃 既不說法 也
不轉法輪 離開娑婆世界 成佛去
了 多寶佛也是豁然開悟 就進入
涅槃了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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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的根源就是源自瑤池金母 。」
■文∕彩虹雷藏寺

年 月 日 ． 彩 虹 雷 藏 寺 「 準 提 佛 母 護 摩 法 會 」

菩提園地

所以密號是：﹁最勝金剛﹂
意金剛﹂ ﹁清凈金剛﹂

﹁如

是﹁你問我答﹂單元

聖尊也預告下星期護摩主尊為
﹁瑤池金母﹂ 金母手印跟所有母
系的手印是一樣的 而金母的心咒
就是名咒：﹁嗡 金母 悉地
吽 ﹂聖尊新書︽天下第一靈︾寫
的就是瑤池金母 沒有瑤池金母
就沒有盧勝彥 也就沒有︿真佛
宗﹀ 更沒有所有的弘法人員和弟
子 所以 ︿真佛宗﹀的根源就是
源自瑤池金母
接著

弟子問：家中有樹須砍 應如
何處理以避免犯沖？是否於除日稟
報樹神砍樹 接著灑鹽米除煞之
後 當日就可把此樹砍除？還有其
它細節需注意嗎？
聖尊答：答案就在問題中 砍
樹最好是在﹁除﹂日 然後稟告樹
神 因為樹也是生命 磁場的 礦
石也是有力量的 日本有科學家
用電線把樹幹跟儀器鏈接在一起
這時候砍樹的時候 儀器會有反

今

天聖尊身著一襲白色的龍
袍 佛相清淨莊嚴的來到
︿彩虹雷藏寺﹀的護摩寶殿 主壇
﹁準提佛母護摩法會﹂ 聖尊一如
既往的 親切的與zoom上的弟子們
打招呼後 登上法座 為世界及所
有︿真佛宗﹀弟子祈福及作寶貴的
法語開示
莊嚴肅穆的護摩火供結束後
聖尊首先提到 準提佛母就是普方
上師的本尊 普方上師在臺北社子
島建了一個︿總持寺﹀ 準提佛母
的手印就是﹁總持印﹂ 而︿真佛
宗﹀的﹁披甲護身法﹂：﹁嗡波汝
藍者利﹂ 也是普方上師所教授
都是有傳承的
準提佛母在金剛界與胎藏界都
有自己的凈土 是﹁準提院﹂裡的
主尊 由於準提佛母的本源來自於
大日如來的最勝法界宮 所以跟蓮
花童子同根同源 在中國密宗 天
臺山密宗 日本東密 準提佛母都
非常有名 也稱為﹁七俱胝佛
母﹂ 又叫﹁天人丈夫觀音﹂ 是
七百億諸佛菩薩之母 清凈無比

弟子問：舊的開示錄影帶
要如何處理？

應 所以樹也是生命 然後撒鹽米
除煞 接著就可以砍樹了 如此就
算周全

CD

弟子問：靈山到底有沒有那一

聖尊答：時代變了 如今的科
技 一個小小晶片 就可以儲存很
多的電影 不管是唱片 錄音帶
雖然裡面有師尊的開示 但是屬於
﹁無心﹂的 有心的東西 必須要
保留；沒有心的東西 可以廢除
不要緊 沒有問題

會？
聖尊答：用最高境界來回答
沒有盧勝彥 沒有︿真佛宗﹀ 沒
有雷藏寺 甚至沒有所謂二八○多
冊的書 什麼都沒有 釋迦牟尼佛
在菩提樹下 夜睹東方明星 豁然
開悟 終於成就 當時佛陀第一個
想法 是進入涅槃 既不說法 也
不轉法輪 離開娑婆世界 成佛去
了 多寶佛也是豁然開悟 就進入
涅槃了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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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靈 》 記述
下
聖尊新書 《
法會供品

「 真佛宗的根源就是源自瑤池金母 。」
■文∕彩虹雷藏寺

年 月 日 ． 彩 虹 雷 藏 寺 「 準 提 佛 母 護 摩 法 會 」

結果大梵天與帝釋天勸請佛陀
住世傳法 於是佛才留在娑婆世界
三轉法輪 其實在佛陀還沒有說法
之前 佛陀就已經在心中轉了︻華
嚴經︼的法輪 這是佛為所有菩薩
所轉的經典
弟子問：聖尊書中寫道﹁男女
居士正理 豈容顛倒陰陽﹂ 接受
男同性戀醫師的醫療 也把他的醫
療介紹給身邊的親人好友 這樣的
舉動 是否會釀成惡果 禍及自
己 家人或子孫？

則把現存的現象世界當成真實 真
正說起來 其實全部都是做夢 靈
山一會也是夢一場 山莊一會也是
做夢 過去十年在臺灣說法 也是
夢幻一場 所以靈山是否有哪一
會？聖尊的回答是﹁恍如一夢﹂

聖尊繼續講授︽道果︾：
聖尊開示道 資糧道與加行
道 都屬於﹁輪迴法﹂ 因為都屬
於人天福報 ﹁過失覺受有八 無
過有三﹂ 既在修法的過程中 有

聖尊答：如果經過這位男同性
戀醫師治療會好的話 沒問題！同
性戀也有很多是醫生 寫那篇文章
的時代 聖尊也不懂得有同性戀
所以沒有顧慮到這點；現在臺灣同
性戀也合法了 既然醫療好了 那
就是好事 除非幹了壞事 才有因
果

所以在開悟的境界 沒有佛
教 沒有釋迦牟尼佛 沒有南傳
北傳 藏傳 如果不是大梵天與帝
釋天勸請的話 根本沒有佛教 同
理 沒有瑤池金母 就沒有盧勝
彥 哪有︿真佛宗﹀ 哪有二八○
多冊的著作和說法
︻大般若經︼ ︻金剛經︼跟
︻心經︼裡面所講的 都是開悟境
界 這些都屬於最高智慧的經典
佛陀在靈鷲山說法 就是﹁靈
山一會﹂；盧師尊現在說法 也是
靈山一會 這些法本來都不存在
的 所以在最高境界 佛陀沒有說
法 如果說佛陀說法 就是謗佛
將來大家也要了解 盧勝彥沒有說
法 若說盧勝彥說法 既毀謗盧勝
彥 在最高境界 根本是不動的
這個開悟見道的境界 沒有開悟

些屬於過失 有些屬於無過
受 屬於有過失的

有覺

﹁心氣平等﹂ 就是禪定
﹁菩提心﹂ 就是意 氣 咒字
意 都要進入中脈 就是出苦 就
是離開世間 人世間的生 老
病 死 都是苦 聖尊開示 好在
祂遵從祖師爺的教示 每天都做轉
眼球 鳴耳鼓 叩齒的運動 眼
耳 牙都非常的健康 否則老了視
茫茫 聽不清 牙齒掉光了 都是
老苦 總之 意念 氣與咒字都要
進入中脈 這是出苦的開端
聖尊也預告 在︽千艘法船︾
寫完之後 祂要寫另一本︽七旬老
僧述心懷︾ 讓大家知道老人的
苦
護摩法會結束後 聖尊以拂塵
為大眾加持﹁準提佛母法灌頂﹂
與會大眾歡喜信受 聖尊臨行前在
外面與大家一一揮別 弟子們踏上
歸途 期待下星期再見佛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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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感應事蹟｜

致拇指頭操勞過度變成彈弓手 左
拇指無法行動自如 非常辛苦 尤
其是入夜睡著時 經常會無端端痛
醒 因為拇指彎曲了 一時之間無
法自己回彈 因此需要起身慢慢的
按摩慢慢的將它推回 這才可以再
次入睡 這情況維持了大概二至三
個月 問了醫師都說需要動個小手
術才可恢復正常 心想現在是非常
時期 病毒到處都是 還要去醫院
嗎？怕怕
就在三月十四日時師佛即將主
持﹁大幻化網金剛法會﹂ 師佛慈
悲指示雲端上與線上的弟子都可以
受到加持 弟子照常每個星期的報
名參與 五分鐘師佛賜與加持的同
時 弟子除了吩咐家人按握身上的
不適之處祈求 弟子也僅握著拇指
觀想祈求拇指︵彈弓手︶康復 之
後感覺好像好多了 又不想太過急

彈弓手的康復
敬致吾最敬愛的師佛
弟子蓮花玉玲來自馬來西亞
借此感恩師佛的大加持 二○二○
年初全球冠狀病毒大肆擴散 馬來
西亞也無不倖免 三月十八日開始
全國封鎖 弟子因涉及之行業︵保
險︶也波及 因為很多原本需要會
面談及的都轉移至線上 線上會
議 線上交易 就連我們尊貴的師
佛主持之法會 同修也是在線上
了 弟子也因為非常感恩因此宅家
可以每個星期六與日跨越時空與佛
同修 聆聽師佛的法語開示 更幸
運的是可以每個星期一早上都可參
與雲端上師佛相會問好與受加持
弟子感恩有此機緣 甚感幸福滿
滿
皆因一整年的居家辦公 弟子
與電子產品日日夜夜糾纏一起 導

■文／蓮花玉玲

於一時 觀察了幾天 真的是完全
康復了 再也不需要半夜被痛醒
了 再也不必小心翼翼的怕拇指什
麼時候彎曲需要慢慢按摩了 弟子
欣喜若狂的告知佛堂WhatsApp持咒
群裡的同門 師佛的法力是無人能
及的 只要您對根本上師的信任是
100%的 就算是跨越時空的加持弟
子 也能圓滿弟子的祈求 師佛的
慈悲是弟子們的幸福 法會至今已
一個多月了 弟子並沒有復發
感恩的心 請佛住世久久久
愛師尊 ♥
真誠的心祈願尊貴的瑤池金母
與諸佛菩薩加持
師佛佛體安康 開心自在
法輪長轉 長住世間久久久

弟子蓮花玉玲 跪拜頂禮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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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春意
迎來祖廟的櫻花盛開
■文／西雅圖雷藏寺

青翠的樹葉

天是西雅圖最美的季節
讓

茂

密的枝枒

春
而四月的春意也迎來了祖

人感覺到大地萬物充滿了欣欣向榮
的生機

西雅圖的氣溫開始回

廟的櫻花盛開
近來
師尊走在前往大

於午餐過後

暖
清爽宜人的好天
好不愜
上台階後

師尊駐足欣賞廟前

搭配著暖暖的陽光

雄寶殿的大道上
氣
意！一邊走來
一棵歷史悠久的櫻花樹
大

欣賞著這春光

又看到兩旁各自爭豔的杜鵑花
家一路上言笑晏晏
明媚的景色
師尊步出︿宗委

遇見三位來自紐約

即將晚餐時
會﹀辦公室
他們許久不見的

化成一聲聲高興的尖

正在等候的同門
相逢喜悅
師母也親切的回應弟子
與三位遠道而來的

師尊

呼
們長久的想念
弟子話家常

師尊

雖是晚

天色仍然非常光亮

由於現在的白日漸長

餐時分

只見盛開的櫻花樹一字排開

與師母帶著大家到祖廟虎邊的圍牆
外

非常壯觀美麗！風
舞動著一大片有如天衣重

棵棵百花怒放
兒吹拂

師尊童子般的
看著師尊在花前

裙般粉紅色的花海
笑容在花下留影

無論是對

抬頭認真賞花的
這天地間的聖者

悠然自在的身影
神態

師母了

許多同門都

形成了這一刻最

世間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個眾生都認
真看待的慈悲心
唯美的畫面
由於疫情的關係

已經許久沒有見到師尊

祖廟有感於大家

相信每一位真佛弟子想念師父的心
都是一樣的深刻

讓大

也配合政府的防疫
將會逐漸的調整規定

對師尊的想念
法令

請大家密切注意︿西雅圖

家有更多機會來西雅圖親近師尊與
佛同在

■

雷藏寺﹀有關防疫規定的相關通
告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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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許久不見的

化成一聲聲高興的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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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也親切的回應弟子
與三位遠道而來的

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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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長久的想念
弟子話家常

師尊

雖是晚

天色仍然非常光亮

由於現在的白日漸長

餐時分

只見盛開的櫻花樹一字排開

與師母帶著大家到祖廟虎邊的圍牆
外

非常壯觀美麗！風
舞動著一大片有如天衣重

棵棵百花怒放
兒吹拂

師尊童子般的
看著師尊在花前

裙般粉紅色的花海
笑容在花下留影

無論是對

抬頭認真賞花的
這天地間的聖者

悠然自在的身影
神態

師母了

許多同門都

形成了這一刻最

世間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個眾生都認
真看待的慈悲心
唯美的畫面
由於疫情的關係

已經許久沒有見到師尊

祖廟有感於大家

相信每一位真佛弟子想念師父的心
都是一樣的深刻

讓大

也配合政府的防疫
將會逐漸的調整規定

對師尊的想念
法令

請大家密切注意︿西雅圖

家有更多機會來西雅圖親近師尊與
佛同在

■

雷藏寺﹀有關防疫規定的相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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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科學

t

x
z

r=ct sinθ r=ct=(λ/T)t
y=r cosθ

x

當 t'=t=0 時 ， 兩 個 座 標 的 原 點 重
合，參考座標系x軸的方向和慣性座標
系x'軸的方向皆是火車運動的方向。這
伽利略轉換表示慣性座標系的時間和參
考座標系的時間完全相同，時間是絕對
的，又時間可以和空間分開討論，表示
時間和空間是獨立的。

y
1. 笛卡爾座標系：
座標系的建立，無論在數學發展史
或科學發展史，起了關鍵的主導作
用，座標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座標系
把抽象的概念，很具體且精準地呈現出
來，能幫助數學和科學的快速發展。中
國最早的一部九章算術，記載了中國古
代的算術、代數、幾何的發展和成
就，遠遠地超過西方國家，但中國卻毫
無跡象顯示，有任何發展微積分的可能
性。個人認為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笛卡兒
建立的三維空間的直角座標系，為描述
物體在空間的位置（蜘蛛吊在半空中的
位置）。中國數學卻沒有建立任何座標
系。代數和幾何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
域，抽象的代數函數，在直角座標系可
以用直線或曲線很具體地表示。而解方
程式，即在直角座標系所繪製的圖線在
x軸的交點。代數和幾何聯合發展成解
析幾何。討論解析幾何曲線每一點的切
綫之斜率，謂之微分，討論某一段曲線
垂直往下至x軸的面積謂之積分，西方
數學因為微積分的建立，使整個數學澎
湃發展。
笛卡爾座標系

2. 古典物理和伽利略座標系和伽
利略轉換：
古典物理的座標系在科學上，伽利
略為描述物體的運動狀態，因為物體在
空 間 運 動 ， 一 定 可 以 分 解 成 x-軸 ， y軸，z-軸方向的獨立運動，建構了伽利
略 座 標 系 ， 分 別 用 x-t，y-t，z-t座 標
系描述物體沿x-軸，y-軸，z-軸方向的
運動。
伽利略
座標系

誌

因為伽利略座標系的建立，奠基在
牛頓三個運動定律的古典物理才能迅速發
展。若古典物理的定律是在靜止不動的月
台成立，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相對於月台是
等速運動的火車，古典物理的定律是否也
成立。在月台上建立的座標系稱之為參考
座標系，在等速運動火車上建立的座標系
稱之為慣性座系，伽利略在這兩坐標系之
間建立了一個伽利略轉換：
x'=x-ut
y'=y
z'=z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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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容易應用伽利略轉換證明慣
性座標系兩事件的時間間隔是和參考座
標系相同兩事件的時間間隔是相同的,
兩點間的距離間隔是和參考座標系相同
兩點間的距離間隔是相同的, 而且伽利
略轉換也證明在參考座標系的牛頓三大
運動定律在慣性座標系成立。
3. 電磁學的洛倫茲轉換：
馬克斯威將古典電磁學定律綜合整
理，寫成四個微分方程的形式。他依據
這四個方程式，導出了電磁波的波動方
程式。得知電磁波的波速正好等於光
速，從以大家才認識到光是一種電磁
波。將參考坐標系中的馬克斯威四方程
經伽利略轉換，所得到在慣性座標系中
的馬克斯威四方程和參考座標系中的馬
克斯威四方程並不相同，由參考座標系
中的馬克斯威四方程所導出的波動方程
亦和參考座標系中的波動方程不相
同，其中在慣性坐標系中的波速應是
c+u 或c-u。
上述說明，電磁學定律因坐標系的
不同而異，而牛頓三大運動定律經伽利
略轉換，在慣性坐標系和在參考坐標系
中結果相同。在當時的確造成了極大的
因擾，為了自圓其說，許多人認為，所
有機械波都需介質來傳播，光既然是一

種波，也應需要一種介質來傳播，這種
介質叫以太。構造在以太上的坐標系絕
對絕對參考坐標系，因此馬克斯威四方
程只能在絕對參考坐標系中成立，馬克
斯威四方程及光速在慣性坐標系當然會
處在絕對參考坐標系。雖然上述解釋並
不很合理，但也被一般人勉強接受，好
景不常，在1887年，葛克耳遜和莫利用
光的干涉實驗證實光速在絕對參考坐標
系和慣性坐標系並無不同。這個實驗的
結果在當時震撼到極大，且大家開始懷
疑以太是否存在？絕對參考坐標系是否
有必要？
雖然實驗結果是如此，但洛倫茲並
不放棄以太存在，他堅信建構在以太的
絕對參考坐標系是有必要的。他是奠基
在絕對參考坐標系中，來解決馬克斯威
四方程在參考坐標系和慣性座標系間的
轉換問題。為了使在絕對參考坐標系的
馬克斯威四方程經轉換後獲得在慣性坐
標系的馬克斯威四方程和在絕對參考坐
標系的相同，洛倫茲硬湊了一個轉
換（稱為洛倫茲轉換）他用這轉換來取
代伽利略轉換。這轉換是
x-ut
x'= ⸺⸺
²/c²
1-u
√
y'=y
z'=z
(t- ux
c )
u
√ 1- c²²

t'=

²
⸺⸺

洛倫茲認為固定在慣性坐標系的物
體之長度對絕對參考坐標系會產生實質
上的縮短，發生在慣性坐標系同一點的
事件發生時間間隔對絕對參考坐標系會
產生實質上的伸長，所以馬克斯威四方
程經洛倫茲轉換由絕對參考坐標系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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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 cosθ

x

當 t'=t=0 時 ， 兩 個 座 標 的 原 點 重
合，參考座標系x軸的方向和慣性座標
系x'軸的方向皆是火車運動的方向。這
伽利略轉換表示慣性座標系的時間和參
考座標系的時間完全相同，時間是絕對
的，又時間可以和空間分開討論，表示
時間和空間是獨立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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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爾座標系

2. 古典物理和伽利略座標系和伽
利略轉換：
古典物理的座標系在科學上，伽利
略為描述物體的運動狀態，因為物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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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伽利略
座標系

誌

因為伽利略座標系的建立，奠基在
牛頓三個運動定律的古典物理才能迅速發
展。若古典物理的定律是在靜止不動的月
台成立，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相對於月台是
等速運動的火車，古典物理的定律是否也
成立。在月台上建立的座標系稱之為參考
座標系，在等速運動火車上建立的座標系
稱之為慣性座系，伽利略在這兩坐標系之
間建立了一個伽利略轉換：
x'=x-ut
y'=y
z'=z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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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波，也應需要一種介質來傳播，這種
介質叫以太。構造在以太上的坐標系絕
對絕對參考坐標系，因此馬克斯威四方
程只能在絕對參考坐標系中成立，馬克
斯威四方程及光速在慣性坐標系當然會
處在絕對參考坐標系。雖然上述解釋並
不很合理，但也被一般人勉強接受，好
景不常，在1887年，葛克耳遜和莫利用
光的干涉實驗證實光速在絕對參考坐標
系和慣性坐標系並無不同。這個實驗的
結果在當時震撼到極大，且大家開始懷
疑以太是否存在？絕對參考坐標系是否
有必要？
雖然實驗結果是如此，但洛倫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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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倫茲認為固定在慣性坐標系的物
體之長度對絕對參考坐標系會產生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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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經洛倫茲轉換由絕對參考坐標系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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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到慣性坐標系的結果並無不同。
4. 狹義相對論的洛倫茲轉換
為解決馬克斯威四方程在參考坐標
系和慣性坐標系之間轉換的問題，愛因
斯坦採取和洛倫茲完全不同的出發
點。愛因斯坦拒絕以太的存在，所以他
拋棄重建在以太上的絕對參考坐標
系。愛因斯坦展開狹義相對論是基於兩
個基本原理：
（1）相對性原理：在所有慣性坐
標系觀察到的物理現象皆相同，即皆得
到和參考座標系相同的物理定律。
（2）光速不變原理：在所有慣性
坐標系所測得的光速是一定值，和參考
座標系所測得相同。
愛因斯坦依此兩個原理導出了洛倫
茲轉換。古典物理將時空看成完全獨立
的兩個觀念，因此可以將時空分開討
論。但基於以上兩個原理，自然地就可
以導出完全新的時空觀念。對月台有輛
等速行駛的火車，在一節車廂的正中
央，同時射出一對光子，一光子射向前
方，另一光了射向後方，對火車上觀測
者，觀測到兩光子同時擊中前壁和後
壁；但對月台上觀測者，觀測到一光子
先擊中後壁，另一光子後才擊中前
壁，這說明時空的不可分離性，即時空
是相依的而不是獨立的。

誌

在此我們可對洛倫茲所導的洛倫茲
轉換和愛因斯坦所導的洛倫茲轉換做一
比較，雖然他們都是為了解決馬克斯威
四方程，在不同坐標系轉換的問題，而
且數學形式也完全相同，但物理意義上
卻有完全不同的內涵。洛倫茲一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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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的存在，認為解釋在以太上的絕對
參考坐標系是有必要的，由洛倫茲轉換
可以得到：慣性坐標系的物體其長度對
絕對參考坐標系而言會「實質地」縮
短，慣性坐標系上發生的事件，其時間
間隔對絕對參考坐標系而言也會「實質
地」伸長。因為這個原因，在絕對參考
坐標系成立的馬克斯威四方程，經洛倫
茲轉換後在慣性坐標系仍成立，光速在
慣性坐標系也就不變。
愛因斯坦則從完全相反的立場出
發，他否定以太的存在，所以他完全拋
棄建構在以太上的絕對參考坐標系。愛
因斯坦基於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
理，導出了洛倫茲轉換。由此轉換亦可
導出，靜止在慣性坐標系上的物體，被
參考坐標系測量，其長度會縮短；發生
在慣性坐標系上同一點的兩信號，由參
考坐標系測量，兩信號的時間間隔會伸
長。但愛因斯坦所說的參考坐標系並非
指絕對參考坐標系，由相對性原理告訴
我們，參考坐標系和慣性坐標系是等價
的，也就是他們之間是可以互換的。因
為這原因，在參考坐標系建立的馬克斯
威四方程經洛倫茲轉換後在慣性坐標系
仍成立，光速在慣性坐標系也不變。愛
因斯坦的理論認為物體長度的縮短和事
件時間的伸長是「測量」的結果而不
是「實質」的結果，這和洛倫茲的理論
完全不同，雖然愛因斯坦和洛倫茲都得
到相同的轉換公式，數學形式亦完全相
同，但兩人卻在學術上得到完全完全不
同的禮遇，因最重要的是物理意義，而
不是教學的形式。這也正說明了物理思
維方式和數學思維方式主要的不同
點。閔考斯基使用了時間ct 軸同時垂

直三個空間軸，並加了一個約束，將時
空的獨立性轉變成相依性，建構了閔考
斯基四維時空坐標系，用這坐標系來說
明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
閔考斯基
座標系

x^2+y^2+z^2-(ct)^2=事件間隔
=x' ^2+y' ^2+z' ^2-(ct)^2

5. 數學上的極座標系
儘管愛因斯坦已經從兩光子同時性
的思想實驗，證實時間和空間是相依
的 ， 但 在 閔 考 斯 基 的 4-d s-t座 標
系，仍先將時、空視為獨立，附加一個
約 束 以 使 時 間 和 空 間 相 依 。 在 2006
年 「 物 理 的 困 境 」 的 作 者 Lee Smolin
指出我們科學界的兩個錯誤的假設一是
量子論的基礎，另一是對時間的本質的
認知。此書作者提及時間軸和空間軸是
完全不相同性質，但在古典物理伽利略
座標系將時間軸視為空間軸，分別垂直
於x軸，y軸和z軸來描述物體運動分解
成沿著x軸，y軸和z軸方向的運動是不
合理的。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認為時空
不是絕對的，也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依
的，在閔考斯基4-D S-T座標系也是將
時間軸視為空間軸四維時空先將時間軸
和空間三個軸視為獨立，再用約束使時
空相依，這世是不合理的。這位作者一
直在找尋合理的時空座標系。我們認為
利用數學上的極坐標系建構的三維時空
座標系應該是他所追尋的座標系。在物
理學中，笛卡兒用（x，t）來描述粒子
在 一 維 的 運 動 ： 用 x軸 作 為 位 置 坐 標

軸，將y軸作為時間坐標軸。 我們可以
在極坐標系中描述它的運動嗎？在數學
中，我們可以通過在直角坐標系中使
用 （ x，y）或 在 極 坐 標 系 中 使
用（r，θ）在平面上定點的座標，其
中 x等 於 r(cosθ )， y等 於 r(sinθ ) ;
r被 稱 為 半 徑 座 標 ， θ 被 稱 為 極 角 座
標 ， 即 半 徑 和 極 軸 (x軸 )之 間 的 角
度。提出的3-D S-T的坐標系類似於極
坐標系，以解決此問題。 在極坐標系
中，平面上定點的座標是由 r半徑座標
和θ極角座標所組成。 由於半徑和極
軸的單位必須是長度，因此可以將用時
間乘以傳輸訊息之介質的速度，表示定
點至極點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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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慣性坐標系的結果並無不同。
4. 狹義相對論的洛倫茲轉換
為解決馬克斯威四方程在參考坐標
系和慣性坐標系之間轉換的問題，愛因
斯坦採取和洛倫茲完全不同的出發
點。愛因斯坦拒絕以太的存在，所以他
拋棄重建在以太上的絕對參考坐標
系。愛因斯坦展開狹義相對論是基於兩
個基本原理：
（1）相對性原理：在所有慣性坐
標系觀察到的物理現象皆相同，即皆得
到和參考座標系相同的物理定律。
（2）光速不變原理：在所有慣性
坐標系所測得的光速是一定值，和參考
座標系所測得相同。
愛因斯坦依此兩個原理導出了洛倫
茲轉換。古典物理將時空看成完全獨立
的兩個觀念，因此可以將時空分開討
論。但基於以上兩個原理，自然地就可
以導出完全新的時空觀念。對月台有輛
等速行駛的火車，在一節車廂的正中
央，同時射出一對光子，一光子射向前
方，另一光了射向後方，對火車上觀測
者，觀測到兩光子同時擊中前壁和後
壁；但對月台上觀測者，觀測到一光子
先擊中後壁，另一光子後才擊中前
壁，這說明時空的不可分離性，即時空
是相依的而不是獨立的。

誌

在此我們可對洛倫茲所導的洛倫茲
轉換和愛因斯坦所導的洛倫茲轉換做一
比較，雖然他們都是為了解決馬克斯威
四方程，在不同坐標系轉換的問題，而
且數學形式也完全相同，但物理意義上
卻有完全不同的內涵。洛倫茲一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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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參考坐標系而言會「實質地」縮
短，慣性坐標系上發生的事件，其時間
間隔對絕對參考坐標系而言也會「實質
地」伸長。因為這個原因，在絕對參考
坐標系成立的馬克斯威四方程，經洛倫
茲轉換後在慣性坐標系仍成立，光速在
慣性坐標系也就不變。
愛因斯坦則從完全相反的立場出
發，他否定以太的存在，所以他完全拋
棄建構在以太上的絕對參考坐標系。愛
因斯坦基於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
理，導出了洛倫茲轉換。由此轉換亦可
導出，靜止在慣性坐標系上的物體，被
參考坐標系測量，其長度會縮短；發生
在慣性坐標系上同一點的兩信號，由參
考坐標系測量，兩信號的時間間隔會伸
長。但愛因斯坦所說的參考坐標系並非
指絕對參考坐標系，由相對性原理告訴
我們，參考坐標系和慣性坐標系是等價
的，也就是他們之間是可以互換的。因
為這原因，在參考坐標系建立的馬克斯
威四方程經洛倫茲轉換後在慣性坐標系
仍成立，光速在慣性坐標系也不變。愛
因斯坦的理論認為物體長度的縮短和事
件時間的伸長是「測量」的結果而不
是「實質」的結果，這和洛倫茲的理論
完全不同，雖然愛因斯坦和洛倫茲都得
到相同的轉換公式，數學形式亦完全相
同，但兩人卻在學術上得到完全完全不
同的禮遇，因最重要的是物理意義，而
不是教學的形式。這也正說明了物理思
維方式和數學思維方式主要的不同
點。閔考斯基使用了時間ct 軸同時垂

直三個空間軸，並加了一個約束，將時
空的獨立性轉變成相依性，建構了閔考
斯基四維時空坐標系，用這坐標系來說
明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
閔考斯基
座標系

x^2+y^2+z^2-(ct)^2=事件間隔
=x' ^2+y' ^2+z' ^2-(ct)^2

5. 數學上的極座標系
儘管愛因斯坦已經從兩光子同時性
的思想實驗，證實時間和空間是相依
的 ， 但 在 閔 考 斯 基 的 4-d s-t座 標
系，仍先將時、空視為獨立，附加一個
約 束 以 使 時 間 和 空 間 相 依 。 在 2006
年 「 物 理 的 困 境 」 的 作 者 Lee Smolin
指出我們科學界的兩個錯誤的假設一是
量子論的基礎，另一是對時間的本質的
認知。此書作者提及時間軸和空間軸是
完全不相同性質，但在古典物理伽利略
座標系將時間軸視為空間軸，分別垂直
於x軸，y軸和z軸來描述物體運動分解
成沿著x軸，y軸和z軸方向的運動是不
合理的。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認為時空
不是絕對的，也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依
的，在閔考斯基4-D S-T座標系也是將
時間軸視為空間軸四維時空先將時間軸
和空間三個軸視為獨立，再用約束使時
空相依，這世是不合理的。這位作者一
直在找尋合理的時空座標系。我們認為
利用數學上的極坐標系建構的三維時空
座標系應該是他所追尋的座標系。在物
理學中，笛卡兒用（x，t）來描述粒子
在 一 維 的 運 動 ： 用 x軸 作 為 位 置 坐 標

軸，將y軸作為時間坐標軸。 我們可以
在極坐標系中描述它的運動嗎？在數學
中，我們可以通過在直角坐標系中使
用 （ x，y）或 在 極 坐 標 系 中 使
用（r，θ）在平面上定點的座標，其
中 x等 於 r(cosθ )， y等 於 r(sinθ ) ;
r被 稱 為 半 徑 座 標 ， θ 被 稱 為 極 角 座
標 ， 即 半 徑 和 極 軸 (x軸 )之 間 的 角
度。提出的3-D S-T的坐標系類似於極
坐標系，以解決此問題。 在極坐標系
中，平面上定點的座標是由 r半徑座標
和θ極角座標所組成。 由於半徑和極
軸的單位必須是長度，因此可以將用時
間乘以傳輸訊息之介質的速度，表示定
點至極點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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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m Of Sarira (2)

Road Side Stalls
■Book 111 - Roving Over The World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T

he sum total of all these power sources
is the largest in the whole universe.

After making a wise choice, the dead

As long as they chant my heart mantra, I am
able to save them, liberate them and bring
them away from transmigration.

convicts took refuge in True Buddha School.
This is a proof that Living Buddha Lian

I am able to be in many places at the same

Sheng has majestic virtue and empowerment

time - that is the ability of an enlightened

power. And True Buddha Tantra is a

person.

righteous form of Buddhism.
To me, the fact that the dead convicts have
What the dead convicts cultivated in the

Sarira in their remains is a trivial issue, and

prison were none other than four basic

one should not be too alarmed. Many

rituals, Root-Deity yoga , Guru yoga,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the greatness of

Vajrayana practice, and the utmost profound

power from the dharma realm, so they don`t

Esoteric Dharma.

believe dead convicts can have Sarira.

The real reason:

True Buddha School is branded as

■Book 111 - Roving Over The World ■Written by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T

here is a street in Singapore. In the day
time, you can see cars traveling along it.
Once it is dark, both ends of the road were
blocked, tables and chairs were set up, and many
people took their dinner there and then. This is
something new to me.
I like disciples who treat me like an old friend
whom they have not met for a long while, and
not as a guest of honour. In fact, I like to eat at
road side stalls. Eating in a posh hotel may be
stylish, but the food may not be so delicious.
Moreover it is expensive and time consuming.
To me, it is a pity to spend such a nice night
taking a meal.

unorthodox, but all the dead convicts

Eating at road side stalls is a different feeling
altogether. You will experience unprecedented
sweetness and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in
Singapore, this feeling is inconceivable. Very
soon, I was able to mix with the locals - chatting
and laughing with restraint.

\`Because they have taken refuge in a Vajra

cultivated Tantrayana which stresses

I was thinking:

guru who really has empowerment power.\`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nothing else. I am
not spreading fallacies to deceive people, as

Speeding cars,

To tell the truth, there is a great source of

it is a fact that Sarira was found in the dead

And now a sea of people,

power in the universe, that is omnipresent

convicts.

A major road just now,

and omnipotent. And I (Living Buddha Lian
Sheng, Master Lu Sheng Yen) have

The ignorance of human beings makes me

assimilated myself into this force. I have

very sad indeed!

And a feast,
Very meaningful.

gained enlightenment and unified with
Buddha. I am a Buddha now, and Buddha is
me.
The power from dharma realm which is
omnipresent enables me to move freely into
誌

the present and energize and empower all
my disciples in the prison.

-End-

To the locals, this may be a common sight, and
nothing unusual. They remembered that \`We
must let nature takes its own course.\` The
world is mercurial. If you observe more,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mpermanence.
A clear and boundless sky is always a prelude to
a thunder storm. A cultivator must remain
unchanged to deal with all the changes. This is
known as \`Ren Yun\` i.e. Using a mind that is
free from greed to cope with all the changes.

This is in a state where all is quiet, oblivious of
self and surroundings. Our minds wonder
because of cause.
At the road-side stalls:
\`Grandmaster, do you want a pot of fishhead
curry?\`
\`Grandmaster, can we have Yakitori?\`
\`Grandmaster, this is fried rabbit with spring
onions, have you taken rabbit before?\`
\`Grandmaster, I hope the Sesame oil chicken
is not too hot!\`
\`Grandmaster, do you like to try Chop Suey?\`
\`Grandmaster, do you like ice-kachang, it is the
best for a hot day!\`
As a result of the warmth of my disciples, the
food piled up mountain high in front of me.
With an empty stomach, and so many delicious
food before me, I really did not know where to
begin. I felt carefree and joyous just sampling a
little from each dish.
As one of my disciples sells fished curry for a
living, I have tried this dish quite a number of
times now. The curry is thick, fresh and hot.
Frankly, I don`t like to meet high-class people
like politicians, high position officials and rich
businessmen. They observe hypocritical
protocol and etiquett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class. As their speeches are insincere, the air is
very awkward.
I like country bumpkins as they are more
natural.
I like the curry fishhead cooked by my disciple
and enjoy dining at the road-side stalls.

-En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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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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dis :
— Si on ne le comprend pas,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trente an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Pourquoi faut-il attendre trente ans ?
Je répondis :
— Une fleur tombée, le lotus se forme.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Maître Lu, qu’est-ce que vous ferez à
l’avenir ?
Je répondis :
— Cultiver le chrysanthème dans une
pépinière. (En repo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Quoi d’autre ?
Je répondis :
— Un tigre féroce patrouille dans la
montagne. (En mouvement.)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S’il en est ainsi, on peut encore considérer cela comme la grande merveille. Un
repos et un mouvement sont tous à sa guise.
Je ne sais pas quel est le sens.
Je répondis :

— Monter sur la montagne au neuvième
jour de la neuvième lune.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Est-ce que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récite encore le nom du bouddha ?
Je répondis :
— Je le récite sans m’attacher aux pensée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Qu’est-ce que réciter sans s’attacher
aux pensées ?
Je répondis :
— Agir sans intervenir !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Pourquoi réciter sans s’attacher aux
pensées et agir sans intervenir ?
Je répondis :
— Subir les conséquences de ses acte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L’apparition chimérique et la sensation illusoire ne sont-elles pas encore mieux ?
Je répondis :
— Aujourd’hui, les questions et les réponses sont bonnes. Que c’est merveilleux !
Alors, je me réveillai jusque-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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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ivée du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ans mon rêve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habitait à
Singapour. De son vivant, il voyagea en esprit
à Seattle où j’habitais. Après l’échange de
quelques propos, il fut frappé par la conversation, il s’agenouilla et voulut prendre refuge auprès de moi, maître Lu.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était pratiquant du dhyâna.
Plus tard, il entra dans le nirvâna, et après la
jhâpita (la crémation), son cœur ne fut pas incinéré.
Une nuit, en 2012, je rêvai du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qui arrivait.
Dans le rêve, j’eus 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après mon réveil, le souvenir restait très net, je le transcris
ci-dessous. :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me demanda :
— Après notre séparation, Maître, êtesvous de bon augure ?
Je répondis :
— Sens dessus dessou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Pourquoi sens dessus dessous ?
Je répondis :
— C’est seulement pour correspondre
au monde ici-ba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it :
— En ce bas monde, les gens n’arrivent
pas à se délivrer des Cinq Agrégats1 qui sont

enveloppés dans le corps charnel. Ils sont réjouis lorsqu’ils sont dans une situation favorable ; ils deviennent tristes lorsqu’ils se trouvent dans une situation défavorable. Ils ne
peuvent s’en libérer.
Je dis :
— Heureusement, il n’y a pas de relations avec. (Je n’ai pas de relations avec ce bas
monde.)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emanda :
— Maître, êtes-vous encore en ce bas
monde ?
Je répondis :
— Le monde terrestre présente vraiment des risques, ceux qui y ont pénétré sont
tous morts. Heureusement, j’ai obtenu l’Éveil
depuis longtemps, je m’amuse dans les cieux
qui sont illusoires.
Le maître officiant Da-xiong dit :
— Vous avez écrit la « Relecture du Wudeng-hui-yuan2 », Je l’ai tout lu. J’ai pointé mon
doigt tout juste sur la Lune, je suis clairvoyant et perspicace. Que c’est excellent !
Que c’est excelle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u-deng-hui-yuan se compose de cinq livres de
l’école du dhyana : Ching Te Ch’uan Têng Lu, T’ien
ShengKuang Têng Lu, Chien Chung Ching Kuo Hsü Têng
Lu, Lien Têng Hui Yao, et Chia T’ai P’u Têng Lu.

Les Cinq Agrégats sont : ce que l’on a de la matière,
ce que l’on a de la perception, ce que l’on a de la conscience, ce que l’on a de l’action et ce que l’on a de la
connaiss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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