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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隻眼睛

○⼆⼀年⼗⼀⽉三⽇晚上

正準備回到⾃⼰的房間修法
淡定的

(代 序)

做完

約⼗⼆點時分

略顯怪異

我幫師母蓮⾹上師做房間的﹁結界﹂

二
後
師母雙⽬看著我的臉

⼤駭

你是怪物

文 ／ 蓮 生 活 佛 盧 勝彥

﹁怪物！﹂
我問：
﹁我變成什麼怪物？﹂
她說：
﹂
⼼中⼀震

﹁你的臉上有五隻眼睛
的怪物
我這⼀聽

說：
﹁你⼜變臉了！﹂
因為：
我做了⼀個夢：

五隻眼睛

祂們穿著⼗⼆⾊的天

第三隻眼是慧眼︱︱照⾒真空無相之理的智

嘰嘰喳喳的對我說：

夢⾒⼗⼆位吉祥天⼥

我問：

慧

⾐

前⼀星期

速速隨

﹁變什麼臉？妳看⾒了什麼？﹂︵她最近有陰
陽眼︶
她說：

﹂

學修成就之聖尊

拜⾒佛陀⾊究竟

﹁有緣有份⼤佛⼦
同我等去

第四隻眼是法眼︱︱照⾒⼀切法⾨之眼

個個絕⾊

⼗⼆吉祥天⼥之美

第五隻眼是佛眼︱︱照⾒⼀切種智
我喜

這本書的書名是︽⼀籃⼦奇

驚動了諸

第⼆隻眼亦有

我隨祂們去了﹁⾊究竟天﹂

我已具⾜

掌聲雷動

佛陀給我的頒獎是﹁五隻眼睛﹂
我⼤喜
⽽所有的聖賢紛紛⿎掌
我沒說
蓮⾹上師看出我的臉有﹁五眼﹂

這個夢
但

代序

不可思議的難思議啊！
我以此⽂

蓮⽣活佛

盧勝彥：Sheng-yen Lu

祝：開卷有益！

想︾也是﹁⼀籃⼦奇事﹂

天

歡其他三眼︶

︵第⼀隻眼

我⾃覺⾃⼰只是娑婆世

佛陀正對著無數聖賢說法
佛陀看⾒我⾄
便停⽌說法

低著頭

無數的聖賢回頭看我
界的⼩⼈物
不敢仰視
佛陀說：
我頒獎給你！﹂

裡⾯

獎狀？獎

打開⾧條的紅布

佛陀會頒什麼獎給我

﹁盧師尊上前來
頒獎？
我不敢想
⾦？獎牌？
我到了佛陀跟前
佛陀拿出發光的紅布
閃閃發光

⼆○⼆⼆年⼀⽉

U. S. A.

17102 NE 40th Ct.,
祂幫我⼀⼀安在臉上的頭額
內

佛陀很親切

遠近

REDMOND WA 98052
晝夜均可看⾒

第⼆隻眼是天眼︱︱⾊界天之眼

第⼀隻眼是⾁眼︱︱⾁⾝能⾒之眼

有五隻眼睛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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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問事房間

﹂

向我拼命

他答：

文 ／ 蓮 生 活 佛 盧 勝彥

﹂

﹁我沒有問事單
謝謝救命之恩

他說：
救了我！﹂

你記住

也

好好實際修

不

有點虛幻

眾人認得盧

我似乎認得他

因為弟子實在太多了

他有點激動

他拿了供養給我
我看了看他

我只是來向盧師尊道謝的

﹁你的問事單呢？﹂

陰間道路上︵一︶

在
不必如此

一位﹁六十多歲﹂的﹁蓮花恒道﹂
的叩頭
我說：
﹁不必如此
似乎不認得他

﹁好了！好了！不必如此多禮！﹂
﹁盧師尊在陰間道路上

他仍然繼續的叩頭

但
師尊

他勉強停止了叩頭
怔了一下

盧師尊說：
好好修行

﹁如何回去？﹂
他說：

﹁回去後

這邊不是你來的
勿忘！勿忘！﹂

是這邊

事情是這樣的：
他是今年︵二○二一年︶六月時

行

盧師尊只是拍拍他的肩膀

他暈迷了

盧師

遇到了盧師尊

聽家人說

又跳了

他躺在病床上

後來

在陰間道路上

他一直等了半年
身體完全健康了
尊道謝！

便趕來向自己的師父

他記得盧師尊教他﹁實修﹂

盧師尊拍了他的肩膀

他告訴家人

出院後

一度心跳停止

醫師打了不少點滴及藥

三天三夜

醒來時

﹁阿彌陀佛！有救了！﹂

﹁他打開眼睛了！﹂

﹁他醒了！﹂

只聽到家人叫說：

家人急叫救護車送到大醫院的急診室

卻晃動

自己感覺走在一條陰暗的道路

他睜開眼

他在暈迷中

家人唸﹁上師心咒﹂

暈迷不省人事

將來到光明境界去

我聽了﹁陰間道路上﹂

盧師尊不一定認得眾人

我說：

腦出血中

我問：

之感

風

上
他知道周遭也有不少人
四周很黑很黑

﹂

﹁蓮花恒道﹂

我帶你回去

出現在他跟前

同樣的走在這條路上
著許多人
但
大家都不說話
是盧師尊

突然有一個人
仔細一看
盧師尊說：

﹂

你壽命未到

那我去哪裡？﹂

﹁你不應該來這裡
他說：
﹁不該來
盧師尊說：
﹁這是陰間
他說：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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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燃佛心燈
一籃子奇想｜｜五隻眼睛︵代序︶
一籃子奇想｜｜陰間道路上︵一︶

特別報導

社
長：釋蓮栽上師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創 辦 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指導上師：蓮香金剛上師
總
社：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釋二十︶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
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
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 即非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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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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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
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
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
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
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
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
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
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 即非
佛法

我

第一
Cảm ơn︵越南

很舒服︶啾咪！Yappy!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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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 一番 気持ちい
い︵日語：厲害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語：謝謝︶Xin chao︵越南語：你好︶
首先跟大家談一下蓮印上師的事情 祂已經 我們
在佛教界叫做﹁荼毘﹂ ﹁荼毘﹂就是火化 已經火化
了 在他還活著的時候 有一天他來問事 他跟
Hanifa師姐 每一次都是跟Hanifa師姐兩個人一起來
每一個禮拜的禮拜二 他們都有來問事 那時候已經將
近快農曆八月了 那個時候 我有跟蓮印上師講：﹁從
今天問事開始 以後你持咒 什麼咒你都不要持了 你
只持﹃往生咒﹄ ﹂那時候 蓮印上師講：﹁嗯？為什
麼叫我持﹃往生咒﹄ 什麼咒都不要持 只持﹃往生
咒﹄？﹂他好像也有問Hanifa Hanifa能出聲嗎？她在
小房間裡面 啊！出來了
Hanifa 我叫他持﹃往生咒﹄ 那時候妳在旁邊
也聽到了？︵Hanifa答是︶蓮印上師他講 他好像很奇

怪 為什麼我叫他持﹃往生咒﹄？︵Hanifa說是︶他也
有問妳嘛？︵Hanifa說對 主要是問師尊 ︶對 他問
我說 ﹁為什麼要持﹃往生咒﹄？﹂我說 ﹁你持了就
是 不要問太多 ﹂他說：﹁我還要回哈爾濱去弘
法 ﹂我跟他講：﹁不管你去哪裡弘法 你就是給我持
﹃往生咒﹄ 從現在開始 一直持﹃往生咒﹄ ﹂
那時候 因為蓮印上師的妹妹 她有一個夢境 她
在西雅圖的時候有一個夢境 夢到說她的爸爸 媽媽
還有叔叔 伯伯 她的過往的親人都出現 讓她夢到
就是往生的親人 親戚 統統都來 她問我：﹁什麼
事？﹂我的回答是這樣子：﹁農曆八月會有事 ﹂她問
我什麼事？我說：﹁到時就會知道 ﹂對不對？都講得
很清楚哦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叫他唸﹃往生咒﹄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我要拍他的棺木拍六下？為什
麼不是七下 為什麼不是五下？六下就是天 人 阿修
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
鬼 畜生 就是六下 拍六下的意思 是叫祂趕快離開
這六道 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了 那Hanifa可以回去
回去translate
人家問我﹁為什麼祢拍棺木拍六下？﹂我每一道我
都唸 拍一下唸一聲：﹁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
鬼 畜生 這個不要
﹂︵師尊拍︶同時 我還跟
Hanifa講：﹁祂會有舍利子 ﹂我好像也在餐桌講：
﹁祂會有舍利子﹂ 餐桌的人聽到的舉手？在辦公室那
邊講的？不是在餐桌講的？餐桌也有講
我還特別跟Hanifa要去﹁撿金﹂ 就是撿骨啦 撿
我們台灣話叫﹁撿金﹂ 叫她去﹁撿金﹂時候注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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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
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
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
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
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
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 即非
佛法

我

第一
Cảm ơn︵越南

很舒服︶啾咪！Yappy!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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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 一番 気持ちい
い︵日語：厲害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語：謝謝︶Xin chao︵越南語：你好︶
首先跟大家談一下蓮印上師的事情 祂已經 我們
在佛教界叫做﹁荼毘﹂ ﹁荼毘﹂就是火化 已經火化
了 在他還活著的時候 有一天他來問事 他跟
Hanifa師姐 每一次都是跟Hanifa師姐兩個人一起來
每一個禮拜的禮拜二 他們都有來問事 那時候已經將
近快農曆八月了 那個時候 我有跟蓮印上師講：﹁從
今天問事開始 以後你持咒 什麼咒你都不要持了 你
只持﹃往生咒﹄ ﹂那時候 蓮印上師講：﹁嗯？為什
麼叫我持﹃往生咒﹄ 什麼咒都不要持 只持﹃往生
咒﹄？﹂他好像也有問Hanifa Hanifa能出聲嗎？她在
小房間裡面 啊！出來了
Hanifa 我叫他持﹃往生咒﹄ 那時候妳在旁邊
也聽到了？︵Hanifa答是︶蓮印上師他講 他好像很奇

怪 為什麼我叫他持﹃往生咒﹄？︵Hanifa說是︶他也
有問妳嘛？︵Hanifa說對 主要是問師尊 ︶對 他問
我說 ﹁為什麼要持﹃往生咒﹄？﹂我說 ﹁你持了就
是 不要問太多 ﹂他說：﹁我還要回哈爾濱去弘
法 ﹂我跟他講：﹁不管你去哪裡弘法 你就是給我持
﹃往生咒﹄ 從現在開始 一直持﹃往生咒﹄ ﹂
那時候 因為蓮印上師的妹妹 她有一個夢境 她
在西雅圖的時候有一個夢境 夢到說她的爸爸 媽媽
還有叔叔 伯伯 她的過往的親人都出現 讓她夢到
就是往生的親人 親戚 統統都來 她問我：﹁什麼
事？﹂我的回答是這樣子：﹁農曆八月會有事 ﹂她問
我什麼事？我說：﹁到時就會知道 ﹂對不對？都講得
很清楚哦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叫他唸﹃往生咒﹄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我要拍他的棺木拍六下？為什
麼不是七下 為什麼不是五下？六下就是天 人 阿修
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
鬼 畜生 就是六下 拍六下的意思 是叫祂趕快離開
這六道 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了 那Hanifa可以回去
回去translate
人家問我﹁為什麼祢拍棺木拍六下？﹂我每一道我
都唸 拍一下唸一聲：﹁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
鬼 畜生 這個不要
﹂︵師尊拍︶同時 我還跟
Hanifa講：﹁祂會有舍利子 ﹂我好像也在餐桌講：
﹁祂會有舍利子﹂ 餐桌的人聽到的舉手？在辦公室那
邊講的？不是在餐桌講的？餐桌也有講
我還特別跟Hanifa要去﹁撿金﹂ 就是撿骨啦 撿
我們台灣話叫﹁撿金﹂ 叫她去﹁撿金﹂時候注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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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祂的頭蓋骨會吸著幾個舍利；還有祂的關節 手的
關節的部分注意一下 腳的關節 在關節的地方會有舍
利子 那麼 取出來就有這些舍利子 ︵師尊向大家展
示照片︶這可以照得清楚嗎？這張漂亮 大大小小的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有舍利子那是應該的 你
看以前新加坡﹁樟宜監獄﹂ 新加坡有﹁樟宜監獄﹂跟
︿樟宜機場﹀ 不是可以吃的那種章魚 樟宜的機場
也有樟宜監獄 以前關了好幾個死囚犯 他們聽聞到師
尊 就在那個死囚犯 因為他們已經快死了 已經快要
被吊刑 新加坡是吊刑 然後他們傳進去 就是因為我
們︿真佛密法﹀傳進去 他們決定皈依師尊
而且我教他們唸﹃往生咒﹄跟︻高王經︼ 他們幾
個月就要被吊刑 在這幾個月當中 他們唸﹃往生咒﹄
跟︻高王經︼ 拼命的唸 都知道自己已經沒命了 就
拼命的跪拜 拼命的唸 同時皈依 幾個死囚犯吊刑以
後 火化 全部都有舍利子！所以最後這一關非常重
要！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 在臨終的那一段很短的時
間 你能夠真實懺悔 就有希望！在臨終的那一段時
間 你只要真實的懺悔 就絕對有希望 可以往生到佛
國淨土！
這件事情非常轟動 而且那時候是居士林 新加坡
有一個居士林 這組織很龐大 那位居士林的可以講
林長 特別印證：那些死囚犯 燒掉的全部都是舍利
子 而且我到新加坡弘法時候 他也跟我見面 他說
那些全部都是舍利子
所以佛教講的 是真的是真實的 ﹁放下屠刀 立
地成佛﹂ 講的就是這個 你真實的 在那段時間裡面

八戒？﹂唐僧回答：﹁因為師父是佛門中人 ﹂悟空愣
了一下：﹁這跟佛門中人有什麼關係呢？﹂唐僧講：
﹁佛門中人是不能亂開殺戒的 ﹂殺就是沙僧 戒就是
八戒 為什麼老是開除孫悟空 其實孫悟空是最忠心的
啦 為什麼老是把他開除掉？因為孫悟空他比較調皮
搗蛋
再講第二個笑話 兩個男的在對話 Ａ男問：﹁你
家的經濟大權是誰掌握？﹂Ｂ男回答：﹁當然是我啦！
老婆每個月的零用錢都是我給她的 ﹂Ａ男問：﹁哇！
你這麼厲害 那你每個月給她多少錢花？﹂Ｂ男講：
﹁我所賺的錢全部都是交給她 交給她花 我賺多少
就是交給她花多少 ﹂這是掌握經濟大權 奇怪 這麼
好笑你們為什麼不笑？︵師尊笑︶

答

回答一： 開重播是什麼意思？就是重新再看

師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度尼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上師
阿彌陀佛 祈願師尊佛體安康 常住世間 常轉
法輪 弟子請問師尊兩個問題：
一 如果弟子不能參加網路直播的同修與法會 然
後弟子開重播 弟子收到師尊的加持 力量是否還是一
樣？

Ｑ

QA＆

認真的修法 在臨終的時候 蒙西方三聖來接引 ︻阿
彌陀經︼裡面講得非常清楚啊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
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一心不亂 西方三聖一定現前
來跟你接引 所以我們在︿真佛宗﹀裡面 有舍利子都
應該的！你想想看 ﹁樟宜監獄﹂裡面的那些死囚犯
那一次是非常轟動 在宗教界非常轟動的
所以蓮印上師 我拍了他的棺木六下 又給他最後
的灑淨 然後火化 你看這個舍利子那麼漂亮 這也可
以登在︽真佛報︾ ︽燃燈雜誌︾啊 都可以登的 這
些照片 其實把它鋪起來 它這個裡面很小的 也有很
多小的舍利子 這一整碗都是 這一整碗裡面都是 那
個都是從黏在那骨頭上面 把它拿下來就是 黏在這個
骨頭上面 一顆一顆把它挑下來 就是了 這一碗全部
都是 這也是一種成就啊！
所 以 ︿ True Buddha School﹀ 重 點 就 是 在
True! It's true, not kidding! 如 果 再 燒 不 出 舍 利
子 就把你抓來打屁股 真的 ︵師尊笑︶而且最重要
就是說 你臨終那個月 師尊就是跟他講：﹁唸往生
咒 別的咒你都不用唸 就是﹃往生咒﹄！﹂﹁南摩阿
彌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毘 阿
彌利哆 悉耽婆毘 阿彌利哆 毘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毘迦蘭多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梭哈 ﹂︵師
尊唸﹃往生咒﹄︶一直持 持個不停！唸阿彌陀佛 唸
﹃往生咒﹄ 唸︻高王經︼都有舍利子
先講幾個笑話吧 有一天孫悟空質問唐僧：﹁師
祢開除了我不止一次 為什麼不見祢開除沙悟淨跟

父

尊的加持力 力量是不是一樣？當然一樣！因為你不能
保證說 每一個人那個時間他都有空啊 說不定他在飛
機上 或者他在旅行 或者他有事情 因為時間都不一
樣嘛 我們這裡講出去 每個地方時間都不同 所以你
開重播 一樣有加持力 就是經過一年以後 你重新再
看一遍 一樣有加持力！等師尊歸天了 師尊已經走
了 離開這個人間了 你開重播還是有加持力！

Ｑ

男人會不會被水子靈纏著？一樣
我記得 在台灣墮胎是這樣子

但是有一點要注
女人 女的去墮

問題二：第二 一對沒有結婚的情人 如果女方
懷孕了 然後雙方都決定把孩子打掉 男方與女
方的罪惡是否一樣重？通常聽到女人被水子靈纏著 但
很少聽到男人被水子靈纏著 水子靈是否也能夠纏著他
父親？
如果事情已經發生了 他們如何能夠彌補他們的罪
惡？
如何能幫助這個水子靈 也幫助自己消除業障？感
恩師尊解答弟子的問題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回答二：我認為這個時代 男女應該是平等的 男
女平等的 沒有男的 哪裡來的水子靈？沒有女的 也
不可能有水子靈 男女應該負同樣的責任 但是你問
﹁為什麼老是聽到女人被水子靈纏著 沒有聽到男人被
水子靈纏著？﹂為什麼？因為現在啊 我講個笑話吧
因為現在女權至上 女人的權力已經勝過男人 也不能
這樣子講 ︵師尊笑︶還是男女平等 師尊還是講男女
平等
意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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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祂的頭蓋骨會吸著幾個舍利；還有祂的關節 手的
關節的部分注意一下 腳的關節 在關節的地方會有舍
利子 那麼 取出來就有這些舍利子 ︵師尊向大家展
示照片︶這可以照得清楚嗎？這張漂亮 大大小小的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有舍利子那是應該的 你
看以前新加坡﹁樟宜監獄﹂ 新加坡有﹁樟宜監獄﹂跟
︿樟宜機場﹀ 不是可以吃的那種章魚 樟宜的機場
也有樟宜監獄 以前關了好幾個死囚犯 他們聽聞到師
尊 就在那個死囚犯 因為他們已經快死了 已經快要
被吊刑 新加坡是吊刑 然後他們傳進去 就是因為我
們︿真佛密法﹀傳進去 他們決定皈依師尊
而且我教他們唸﹃往生咒﹄跟︻高王經︼ 他們幾
個月就要被吊刑 在這幾個月當中 他們唸﹃往生咒﹄
跟︻高王經︼ 拼命的唸 都知道自己已經沒命了 就
拼命的跪拜 拼命的唸 同時皈依 幾個死囚犯吊刑以
後 火化 全部都有舍利子！所以最後這一關非常重
要！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 在臨終的那一段很短的時
間 你能夠真實懺悔 就有希望！在臨終的那一段時
間 你只要真實的懺悔 就絕對有希望 可以往生到佛
國淨土！
這件事情非常轟動 而且那時候是居士林 新加坡
有一個居士林 這組織很龐大 那位居士林的可以講
林長 特別印證：那些死囚犯 燒掉的全部都是舍利
子 而且我到新加坡弘法時候 他也跟我見面 他說
那些全部都是舍利子
所以佛教講的 是真的是真實的 ﹁放下屠刀 立
地成佛﹂ 講的就是這個 你真實的 在那段時間裡面

八戒？﹂唐僧回答：﹁因為師父是佛門中人 ﹂悟空愣
了一下：﹁這跟佛門中人有什麼關係呢？﹂唐僧講：
﹁佛門中人是不能亂開殺戒的 ﹂殺就是沙僧 戒就是
八戒 為什麼老是開除孫悟空 其實孫悟空是最忠心的
啦 為什麼老是把他開除掉？因為孫悟空他比較調皮
搗蛋
再講第二個笑話 兩個男的在對話 Ａ男問：﹁你
家的經濟大權是誰掌握？﹂Ｂ男回答：﹁當然是我啦！
老婆每個月的零用錢都是我給她的 ﹂Ａ男問：﹁哇！
你這麼厲害 那你每個月給她多少錢花？﹂Ｂ男講：
﹁我所賺的錢全部都是交給她 交給她花 我賺多少
就是交給她花多少 ﹂這是掌握經濟大權 奇怪 這麼
好笑你們為什麼不笑？︵師尊笑︶

答

回答一： 開重播是什麼意思？就是重新再看

師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度尼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上師
阿彌陀佛 祈願師尊佛體安康 常住世間 常轉
法輪 弟子請問師尊兩個問題：
一 如果弟子不能參加網路直播的同修與法會 然
後弟子開重播 弟子收到師尊的加持 力量是否還是一
樣？

Ｑ

QA＆

認真的修法 在臨終的時候 蒙西方三聖來接引 ︻阿
彌陀經︼裡面講得非常清楚啊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
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一心不亂 西方三聖一定現前
來跟你接引 所以我們在︿真佛宗﹀裡面 有舍利子都
應該的！你想想看 ﹁樟宜監獄﹂裡面的那些死囚犯
那一次是非常轟動 在宗教界非常轟動的
所以蓮印上師 我拍了他的棺木六下 又給他最後
的灑淨 然後火化 你看這個舍利子那麼漂亮 這也可
以登在︽真佛報︾ ︽燃燈雜誌︾啊 都可以登的 這
些照片 其實把它鋪起來 它這個裡面很小的 也有很
多小的舍利子 這一整碗都是 這一整碗裡面都是 那
個都是從黏在那骨頭上面 把它拿下來就是 黏在這個
骨頭上面 一顆一顆把它挑下來 就是了 這一碗全部
都是 這也是一種成就啊！
所 以 ︿ True Buddha School﹀ 重 點 就 是 在
True! It's true, not kidding! 如 果 再 燒 不 出 舍 利
子 就把你抓來打屁股 真的 ︵師尊笑︶而且最重要
就是說 你臨終那個月 師尊就是跟他講：﹁唸往生
咒 別的咒你都不用唸 就是﹃往生咒﹄！﹂﹁南摩阿
彌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毘 阿
彌利哆 悉耽婆毘 阿彌利哆 毘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毘迦蘭多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梭哈 ﹂︵師
尊唸﹃往生咒﹄︶一直持 持個不停！唸阿彌陀佛 唸
﹃往生咒﹄ 唸︻高王經︼都有舍利子
先講幾個笑話吧 有一天孫悟空質問唐僧：﹁師
祢開除了我不止一次 為什麼不見祢開除沙悟淨跟

父

尊的加持力 力量是不是一樣？當然一樣！因為你不能
保證說 每一個人那個時間他都有空啊 說不定他在飛
機上 或者他在旅行 或者他有事情 因為時間都不一
樣嘛 我們這裡講出去 每個地方時間都不同 所以你
開重播 一樣有加持力 就是經過一年以後 你重新再
看一遍 一樣有加持力！等師尊歸天了 師尊已經走
了 離開這個人間了 你開重播還是有加持力！

Ｑ

男人會不會被水子靈纏著？一樣
我記得 在台灣墮胎是這樣子

但是有一點要注
女人 女的去墮

問題二：第二 一對沒有結婚的情人 如果女方
懷孕了 然後雙方都決定把孩子打掉 男方與女
方的罪惡是否一樣重？通常聽到女人被水子靈纏著 但
很少聽到男人被水子靈纏著 水子靈是否也能夠纏著他
父親？
如果事情已經發生了 他們如何能夠彌補他們的罪
惡？
如何能幫助這個水子靈 也幫助自己消除業障？感
恩師尊解答弟子的問題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回答二：我認為這個時代 男女應該是平等的 男
女平等的 沒有男的 哪裡來的水子靈？沒有女的 也
不可能有水子靈 男女應該負同樣的責任 但是你問
﹁為什麼老是聽到女人被水子靈纏著 沒有聽到男人被
水子靈纏著？﹂為什麼？因為現在啊 我講個笑話吧
因為現在女權至上 女人的權力已經勝過男人 也不能
這樣子講 ︵師尊笑︶還是男女平等 師尊還是講男女
平等
意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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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 男的也要簽名 是誰生的？那個男的要簽同意書
否則女的墮胎了以後 醫生有時候會被男方告 男方不
主張墮胎怎麼辦？所以有的時候 水子靈有時候是夫妻
兩個人 妻子要墮胎 先生不墮胎 這怎麼辦？醫生要
聽哪一個的？這當中有一點那個在裡面
但是你問的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男人也有被水子
靈纏著的 只是男人沒有開口講而已 其實也有干擾
不是沒有 是平等的 男女一律平等 ﹁如何彌補他們
的罪惡？﹂你就是供養水子靈 超度水子靈 然後 也
要發願 我們︿真佛宗﹀有很多消除業障的方法 當然
這個也是殺生 非常重要的 這個也叫殺生 當然是要
消除業障 供養他 這個算是你的業障 你用﹁煙供
法﹂去消除這個業障也可以 煙供也是消除業障的方
法 他也是你的冤親債主啊
你看我們今天 每一次在修法的時候 父系親
人 母系親人 後面有恩人師長 前面有冤親債主 其
實水子靈也是排在你的冤親債主裡面 所以你要修法的
時候 也是跟冤親債主 同樣的一起修法 有水子靈
的 觀想你自己本身的水子靈 也是你的冤親債主 然
後做超度 供養水子靈 ︿彩虹山莊﹀ 就是︿彩虹雷
藏寺﹀有很多的水子靈 你也可以報名水子靈供養

Ｑ

問題三：馬來西亞的弟子問 頂禮師佛 師尊
好 想請問師尊：
１ 弟子在做披甲護身觀想四個角落有四個護法
金剛結界了以後 腦海裡面會不由自主的觀想到 師尊
和除瘟疫度母住頂放光 紅色的光 黃色的光 加持行

所裡的人就開始大罵這個大富豪的兒子 說他衣冠楚
楚 吸的是上等的雪茄 穿的是最高貴的阿曼尼
︵Armani︶ 可卻捨不得花錢給母親鑲一副好牙齒
正當他們非常生氣的時候 沒有想到大富豪兒子又
回來了 這個大富豪兒子對醫生講：﹁醫生 麻煩你給
我母親鑲最好的烤瓷牙 費用我全部都出 多少錢都無
所謂 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她實情 因為我母親是非常
節儉的人 我不讓她不高興 ﹂
唸了這半天 你們悟到了什麼？這世間有很多善
也有很多的惡 但不是大善人永遠都是大善人 大惡人
永遠都是大惡人 有時候是錯綜複雜 難以分辨 所以
請不要輕易做判斷 這樣子了解嗎？
很多事情是非常複雜 這世間很複雜 沒有完全是
壞人 也沒有完全是好人 大部分是好的跟壞的摻雜在
一起 大部分都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在評論一個人的
時候 不要用獨斷的眼光去看他 他有好的時候 也有
做錯事情的時候 也有做對事情的時候 所以人往往是
善跟惡摻雜在一起

我們現在講︻金剛經︼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者和身邊的人 這樣是可以的嗎？
２ 弟子是從事服務業的 在工作中 自己的心
也會告訴自己說 要唸﹃上師心咒﹄和﹃除瘟疫度母心
咒﹄ 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都會在心裡默念心咒與客人
結緣 這樣是可以嗎？祈請師佛指點迷津 感恩師佛
回答三：你們認為呢？︵眾答 都可以︶沒有
錯 都可以 第二個問題 都可以 第一個問題呢？都
可以 對的 都是可以 所以沒有什麼疑問 很好耶
他可以觀想師尊住頂跟除瘟疫度母住頂 放光 非常
好 他可以用師尊的心咒跟除瘟疫度母的心咒默念 然
後跟他服務的對象結緣 這個很好 怪不得你的名字那
麼好 你的名字是很優秀 很優秀的 好 今天兩個問
題全部解決了
這裡 有一個笑話 這個不算是笑話 也是一個
警惕
有這樣一個兒子 他是一個大富豪 母親老了
牙齒全掉了 於是他開車帶著母親去鑲牙 一進牙科診
所 醫師開始推銷他的假牙 可是母親卻要了最便宜的
那一種 醫生一看到兒子是大富豪 他母親要最便宜
的 醫生很不甘心 他一邊看著這個富豪的兒子 一邊
耐心地給他們比較好牙跟差的牙的本質是不同的 可是
令醫生非常的失望 這位看來是大富豪的兒子 卻無動
於衷 只顧著自己打電話跟抽雪茄 根本就不理會醫
生
醫生拗不過母親同意她的要求 這個時候母親才
從自己口袋裡面掏出一個布包 一層一層的打開 拿出
了錢交了訂金 一週以後再準備來鑲牙 兩人走後 診

多 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
德多 ﹂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
人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
法者 即非佛法 ﹂
這一段 我把經文念完了 現在講第一句﹁依法出
生分第八﹂ 所有的佛法 這裡面已經提到了 都是從
這一本經典出去的 所有的佛法都是從︻金剛經︼出去
的 釋迦牟尼佛講的 前面這一段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這是釋迦牟尼佛講
的 須菩提回答：﹁甚多 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
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再來這一段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
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
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這是佛陀講的 所以要分出
來 什麼是佛陀講的 什麼是須菩提講的 你們要看清
楚 前面這一段是佛陀講的 中間這一段是須菩提講
的 後面這一段又是佛陀講的
依法出生分 佛法是從︻金剛經︼所出生的 這一
句話就是這樣子 ﹁依法出生分第八﹂ 佛法出生是從
︻金剛經︼開始出生的
這裡面有幾個重點在 第一個是﹁比較﹂ 這個經
文裡面 第一個是﹁比較﹂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 拿這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 拿來布施 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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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 男的也要簽名 是誰生的？那個男的要簽同意書
否則女的墮胎了以後 醫生有時候會被男方告 男方不
主張墮胎怎麼辦？所以有的時候 水子靈有時候是夫妻
兩個人 妻子要墮胎 先生不墮胎 這怎麼辦？醫生要
聽哪一個的？這當中有一點那個在裡面
但是你問的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男人也有被水子
靈纏著的 只是男人沒有開口講而已 其實也有干擾
不是沒有 是平等的 男女一律平等 ﹁如何彌補他們
的罪惡？﹂你就是供養水子靈 超度水子靈 然後 也
要發願 我們︿真佛宗﹀有很多消除業障的方法 當然
這個也是殺生 非常重要的 這個也叫殺生 當然是要
消除業障 供養他 這個算是你的業障 你用﹁煙供
法﹂去消除這個業障也可以 煙供也是消除業障的方
法 他也是你的冤親債主啊
你看我們今天 每一次在修法的時候 父系親
人 母系親人 後面有恩人師長 前面有冤親債主 其
實水子靈也是排在你的冤親債主裡面 所以你要修法的
時候 也是跟冤親債主 同樣的一起修法 有水子靈
的 觀想你自己本身的水子靈 也是你的冤親債主 然
後做超度 供養水子靈 ︿彩虹山莊﹀ 就是︿彩虹雷
藏寺﹀有很多的水子靈 你也可以報名水子靈供養

Ｑ

問題三：馬來西亞的弟子問 頂禮師佛 師尊
好 想請問師尊：
１ 弟子在做披甲護身觀想四個角落有四個護法
金剛結界了以後 腦海裡面會不由自主的觀想到 師尊
和除瘟疫度母住頂放光 紅色的光 黃色的光 加持行

所裡的人就開始大罵這個大富豪的兒子 說他衣冠楚
楚 吸的是上等的雪茄 穿的是最高貴的阿曼尼
︵Armani︶ 可卻捨不得花錢給母親鑲一副好牙齒
正當他們非常生氣的時候 沒有想到大富豪兒子又
回來了 這個大富豪兒子對醫生講：﹁醫生 麻煩你給
我母親鑲最好的烤瓷牙 費用我全部都出 多少錢都無
所謂 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她實情 因為我母親是非常
節儉的人 我不讓她不高興 ﹂
唸了這半天 你們悟到了什麼？這世間有很多善
也有很多的惡 但不是大善人永遠都是大善人 大惡人
永遠都是大惡人 有時候是錯綜複雜 難以分辨 所以
請不要輕易做判斷 這樣子了解嗎？
很多事情是非常複雜 這世間很複雜 沒有完全是
壞人 也沒有完全是好人 大部分是好的跟壞的摻雜在
一起 大部分都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在評論一個人的
時候 不要用獨斷的眼光去看他 他有好的時候 也有
做錯事情的時候 也有做對事情的時候 所以人往往是
善跟惡摻雜在一起

我們現在講︻金剛經︼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者和身邊的人 這樣是可以的嗎？
２ 弟子是從事服務業的 在工作中 自己的心
也會告訴自己說 要唸﹃上師心咒﹄和﹃除瘟疫度母心
咒﹄ 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都會在心裡默念心咒與客人
結緣 這樣是可以嗎？祈請師佛指點迷津 感恩師佛
回答三：你們認為呢？︵眾答 都可以︶沒有
錯 都可以 第二個問題 都可以 第一個問題呢？都
可以 對的 都是可以 所以沒有什麼疑問 很好耶
他可以觀想師尊住頂跟除瘟疫度母住頂 放光 非常
好 他可以用師尊的心咒跟除瘟疫度母的心咒默念 然
後跟他服務的對象結緣 這個很好 怪不得你的名字那
麼好 你的名字是很優秀 很優秀的 好 今天兩個問
題全部解決了
這裡 有一個笑話 這個不算是笑話 也是一個
警惕
有這樣一個兒子 他是一個大富豪 母親老了
牙齒全掉了 於是他開車帶著母親去鑲牙 一進牙科診
所 醫師開始推銷他的假牙 可是母親卻要了最便宜的
那一種 醫生一看到兒子是大富豪 他母親要最便宜
的 醫生很不甘心 他一邊看著這個富豪的兒子 一邊
耐心地給他們比較好牙跟差的牙的本質是不同的 可是
令醫生非常的失望 這位看來是大富豪的兒子 卻無動
於衷 只顧著自己打電話跟抽雪茄 根本就不理會醫
生
醫生拗不過母親同意她的要求 這個時候母親才
從自己口袋裡面掏出一個布包 一層一層的打開 拿出
了錢交了訂金 一週以後再準備來鑲牙 兩人走後 診

多 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
德多 ﹂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
人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
法者 即非佛法 ﹂
這一段 我把經文念完了 現在講第一句﹁依法出
生分第八﹂ 所有的佛法 這裡面已經提到了 都是從
這一本經典出去的 所有的佛法都是從︻金剛經︼出去
的 釋迦牟尼佛講的 前面這一段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這是釋迦牟尼佛講
的 須菩提回答：﹁甚多 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
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再來這一段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
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
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這是佛陀講的 所以要分出
來 什麼是佛陀講的 什麼是須菩提講的 你們要看清
楚 前面這一段是佛陀講的 中間這一段是須菩提講
的 後面這一段又是佛陀講的
依法出生分 佛法是從︻金剛經︼所出生的 這一
句話就是這樣子 ﹁依法出生分第八﹂ 佛法出生是從
︻金剛經︼開始出生的
這裡面有幾個重點在 第一個是﹁比較﹂ 這個經
文裡面 第一個是﹁比較﹂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 拿這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 拿來布施 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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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多不多？須菩提講 很多 為什麼呢？因為﹁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這個是顛倒偈喔！
這個︻金剛經︼裡面有很多句子都是這樣子講 這裡也
提到﹁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如果不講解 你們沒
有辦法知道這些顛倒偈
我問你一句話 以前師尊去見李炳南居士 我跟
李炳南居士兩個人談 李炳南居士在臺灣是很有名的淨
土宗的一個祖師 可以講他是祖師啦 李炳南居士他是
淨土宗 主張淨土的祖師 我到他的家去 那時候他住
在臺中正氣街九號 我跟他見面 跟李炳南見面 我提
到張澄基居士 就是翻譯密勒日巴的那位張澄基居士
他是我的弟子 他是doctor 在美國的博士 我給他皈
依灌頂跟加持
張澄基 他到我家來 他寫了一本小冊子︽什麼
是佛法︾ 我拿給李炳南居士看 張澄基博士寫的︽什
麼是佛法︾ 李炳南回答：﹁我要問張澄基博士 佛法
是什麼？﹂李炳南居士認為寫這個問題就是錯的│﹁什
麼是佛法﹂ 李炳南認為﹁什麼都是佛法 哪有沒有佛
法的？﹂大家聽清楚 什麼都是佛法
現在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地球上有佛法 月球上
有沒有佛法？我問你 月球上有沒有佛法？沒有？你們
講沒有 ︵笑︶你講有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很簡單
因為﹁有﹂人 八萬四千種法 對治八萬四千種病 佛
法如何出生？從︻金剛經︼裡面出生 已經講了 月球
有沒有佛法？你們講沒有︵笑︶
我告訴你 佛法是在對治八萬四千種病的 如果
月球上沒有人 就不需要用到佛法；因為人才有病啊！

月球上有人嗎？沒有 但是月球上 按照佛經裡面所講
的 觀世音菩薩在月球上 所以月球上也有佛法 這個
就跟你講了﹁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如果所有的人
都是聖賢 就沒有佛法啦！對不對？所謂佛法者 即非
佛法 就沒有佛法了 人都是聖賢 要佛法做什麼？不
用佛法 ﹁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就是這一句 佛
法就從這裡出的！
比較一下 我們講 這個人布施做得很多 滿了三
千大千七寶 他拿來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布施 功
德很大 須菩提講功德很大 為什麼又講了一句﹁世
尊！何以故？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
多﹂？這又是相同的話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謂佛
法 就不是佛法 因為不是佛法 才是佛法；所謂福
德 就是非福德性 所以如來講福德多 所謂福德就不
是福德 因為不是福德 所以福德 就是講這種話
問你一句 誰真正有福德？誰？誰真正有福德？
我？我已經剛剛跟你講了 所謂福德就不是福德 因為
不是福德 所以才是叫福德 我從來不做福德想 三千
大千世界的七寶 哪一個人能夠得到？我問你哪一個人
能夠得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那個人真的是福德 真
的是多啊！但是得到了有什麼用？沒有用的！所以就不
是福德！有什麼用？
我告訴你 四個偈在這裡哦！再來就講了 ﹁若復
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
勝彼 何以故？﹂﹁四句偈﹂是什麼啊？講過啦！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是不存在
的 我們那天看蓮印上師在這裡 他坐在那邊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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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多不多？須菩提講 很多 為什麼呢？因為﹁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這個是顛倒偈喔！
這個︻金剛經︼裡面有很多句子都是這樣子講 這裡也
提到﹁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如果不講解 你們沒
有辦法知道這些顛倒偈
我問你一句話 以前師尊去見李炳南居士 我跟
李炳南居士兩個人談 李炳南居士在臺灣是很有名的淨
土宗的一個祖師 可以講他是祖師啦 李炳南居士他是
淨土宗 主張淨土的祖師 我到他的家去 那時候他住
在臺中正氣街九號 我跟他見面 跟李炳南見面 我提
到張澄基居士 就是翻譯密勒日巴的那位張澄基居士
他是我的弟子 他是doctor 在美國的博士 我給他皈
依灌頂跟加持
張澄基 他到我家來 他寫了一本小冊子︽什麼
是佛法︾ 我拿給李炳南居士看 張澄基博士寫的︽什
麼是佛法︾ 李炳南回答：﹁我要問張澄基博士 佛法
是什麼？﹂李炳南居士認為寫這個問題就是錯的│﹁什
麼是佛法﹂ 李炳南認為﹁什麼都是佛法 哪有沒有佛
法的？﹂大家聽清楚 什麼都是佛法
現在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地球上有佛法 月球上
有沒有佛法？我問你 月球上有沒有佛法？沒有？你們
講沒有 ︵笑︶你講有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很簡單
因為﹁有﹂人 八萬四千種法 對治八萬四千種病 佛
法如何出生？從︻金剛經︼裡面出生 已經講了 月球
有沒有佛法？你們講沒有︵笑︶
我告訴你 佛法是在對治八萬四千種病的 如果
月球上沒有人 就不需要用到佛法；因為人才有病啊！

月球上有人嗎？沒有 但是月球上 按照佛經裡面所講
的 觀世音菩薩在月球上 所以月球上也有佛法 這個
就跟你講了﹁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如果所有的人
都是聖賢 就沒有佛法啦！對不對？所謂佛法者 即非
佛法 就沒有佛法了 人都是聖賢 要佛法做什麼？不
用佛法 ﹁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就是這一句 佛
法就從這裡出的！
比較一下 我們講 這個人布施做得很多 滿了三
千大千七寶 他拿來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布施 功
德很大 須菩提講功德很大 為什麼又講了一句﹁世
尊！何以故？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
多﹂？這又是相同的話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謂佛
法 就不是佛法 因為不是佛法 才是佛法；所謂福
德 就是非福德性 所以如來講福德多 所謂福德就不
是福德 因為不是福德 所以福德 就是講這種話
問你一句 誰真正有福德？誰？誰真正有福德？
我？我已經剛剛跟你講了 所謂福德就不是福德 因為
不是福德 所以才是叫福德 我從來不做福德想 三千
大千世界的七寶 哪一個人能夠得到？我問你哪一個人
能夠得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那個人真的是福德 真
的是多啊！但是得到了有什麼用？沒有用的！所以就不
是福德！有什麼用？
我告訴你 四個偈在這裡哦！再來就講了 ﹁若復
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
勝彼 何以故？﹂﹁四句偈﹂是什麼啊？講過啦！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是不存在
的 我們那天看蓮印上師在這裡 他坐在那邊 請問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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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印上師呢？無我相！就已經講得很清楚啦！你在出生
當中的小孩子 蓮印上師年輕的時候的照片 那個是蓮
印上師嗎？走來走去那一個是蓮印上師嗎？坐在那裡是
蓮印上師嗎？燒了火的是蓮印上師嗎？舍利子是蓮印上
師嗎？那些骨灰是蓮印上師嗎？無我相！就是這個！你
說你得到什麼？舍利子嗎？那是堅固的石頭 舍利子又
叫堅固子 堅固的石頭
沒啦！空空啦！︵臺語︶你能夠解釋無我相 把
無我相統統都講出來 跟人家解釋；無人相 除了蓮印
以外 我們也都是沒有的 我跟丹增嘉措講：﹁一百年
後你在哪裡？你得到什麼？﹂他說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 你讀書做什麼？﹂我跟他解釋了 就讀
書：﹁我讀這些書 就是希望聽懂得師尊講的這些佛
理 講的這些佛法 ﹂請坐
他最年輕啦！一百年後 還有剛剛外面的小孩子
最年輕︵笑︶ 不過一百年後都在哪裡？都不見了！師
尊也不見了 你們也統統都不見了 師尊幾年以後就不
見了 根本就是 什麼都沒有啦！你得到什麼？得到黃
金嗎？我是有一點黃金啦 沒用！不是你的！借你呆
看！我有些錢帶在身上 我這個錢帶在身上 一大包
哎！哎喲 哎 財不露白︵笑︶ 借你呆看！我在美國
西雅圖 就是去那個gas station. I buy the gas in
the gas station because I drive a car, I want
gas. 我要汽油 我就買油啊 I go back Taiwan, I
just want water, I buy the water. 買水 在這邊買
油 再回臺灣買水 其他的呢？沒有一樣是你的 沒有
的！我的車子的壽命都比我長

比較啊 真的氣死人啊︵笑︶！這裡那麼大 二百塊；
那邊也不小 一千塊 我現在真的是窮得可憐︵笑︶
但是也不悲傷 為什麼呢？我們知道的 ﹁無所得﹂
啊 你無所得就無諍 你能夠有無諍這個心啊 心就平
和啦！你不會有什麼病 你心靈上不會有病
為什麼人的心靈有八萬四千種病？為什麼？就是因
為你認為有所得才會有病 你如果無所得就不會有病
為什麼兄弟姐妹爭財產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兄弟在
爭你的財產 妻子躺在別人的胸膛 什麼是你的？想一
想清楚 沒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當你覺得﹁無所得﹂的
時候 福德就是非福德 即是福德；佛法非佛法 就是
佛法 這個相反偈都是在這裡 否則你搞不清楚 為什
麼釋迦牟尼佛會講﹁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莫名其
妙 又講是佛法 又講是不是佛法 什麼福德又是非福
德？
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了 ︻心經︼裡面最重要一句
話﹁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認明了無所得
認清楚了 你心平和 無所紛爭 你能夠得定 你能夠
為他人想 就是菩薩 菩提薩埵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
埵 菩提薩埵就是菩薩 菩薩是這樣子來的 你們要當
一個菩薩 先要以無所得心
︻金剛經︼裡面重點在這裡 依法出生分 為什麼
會有佛法出生呢？因為人本身有八萬四千種病 從八萬
四千種病 生出八萬四千種佛法 若沒有人 就不用佛
法；全部都是聖賢 也不用佛法；佛法即非佛法 這樣
聽得懂嗎？
所以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是

﹂我說：﹁好！好！我送給祢

﹂我就簽名了

我

你不相信？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什麼東
西的 什麼都沒有的 就無我相；無人相 我們都是一
樣；無眾生相 全世界上的眾生都一樣 那你爭個什麼
爭？所以佛教是講﹁無諍﹂兩個字 世界上 這些爭的
人 真的是不懂得這四個偈﹁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這四句偈 你能夠跟人家講 你的福
德就不得了啦！但是福德也是﹁不是福德才是福德﹂
就是這一句話
師尊得到什麼？福德？你剛才講師尊得到福德
沒有 我哪裡有得到什麼福德？我的福德看起來很大
以前吐登達爾吉看到我的時候說：﹁哇！你福報很大
我福報很小 你福報很大 你有︿彩虹山莊﹀ ︿彩虹
山莊﹀送給我好嗎？﹂我說：﹁好啊！﹂就寫了﹁︿彩
虹山莊﹀盧勝彥送給我﹂ ﹁盧師尊祢簽名 說送給
我
說：﹁︿彩虹山莊﹀我送給祢啊！﹂祂說：﹁哎！我拿
這一張去︿彩虹山莊﹀當老闆！﹂祂就是這樣子講啊
我為什麼要送給祂？那是我花很多錢去那邊耕耘
哎！蓋了主要的大房子 蓋了護摩殿 蓋了所有的四間
閉關小屋 蓋了這個廁所 廁所也是我蓋的︵笑︶ 都
是我蓋的哎！我跟師母兩個人 不能講我啦 我跟師母
兩個人把它弄出來的 地也是我買的哎 我居然這樣子
慷慨地送給吐登達爾吉上師 這麼慷慨 而且還簽名
蓋章 還蓋了印送給祂 我知道祂也得不到︵笑︶
不要說祂得不到 我也得不到！你看吧 現在他
們在管啊 我去那裡做法會 每個禮拜給我一千塊錢；
我在這邊做同修 每個禮拜給我二百塊︵笑︶ 這個一

釋迦牟尼佛講的﹁四非四相﹂ 把這四相全部去除 真
的 懂這些 心裡非常地平和 我也不會斤斤計較：
﹁為什麼我在西雅圖雷藏寺只給我二百塊 到山莊他們
給我一千塊 ﹂山莊是一千嗎？一千喔？包一千塊吧
那個 二百是嗎？是 你看嘛 我每天回去算那個錢算
得很清楚︵笑︶ 一個禮拜就得了一千二百塊 現在是
窮的要命啊 窮得連鬼都不抓我︵笑︶
真的很慘 這一段時間 疫情時間實在是很悽慘
外地來的人不多 又沒有大法會 外地來的人很少 最
近開放一點 可能別州的人會來一點點 以前沒有開放
的時候啊 各個國家都鎖國 人都沒有出來 那些弟子
全部都沒有出現 師尊就沒有什麼收入 很悽慘 淒涼
地過日子 很淒涼 靠的是禮拜六的二百塊跟禮拜天的
一千塊 ︵笑︶我還要養Rolls Royce哎！它們不要給
我壞掉 我一修理就幾千塊 Rolls Royce它們一修理
就幾萬塊了 Rolls Royce弄壞了 有一次修理四萬塊
唉！你知道嗎？以前Rolls Royce修理四萬塊唉！我四
萬塊啊 我要在這邊說法說到我翹掉也沒有四萬
︵笑︶ 在︿彩虹山莊﹀一千塊 我還要養房子哎！還
要繳稅哎！
唉 真的 最近我走路都垂頭喪氣︵笑︶ 還好心
裡平和 我知道無所得 得到的多 得到的少 福德
多 福德少 是一樣平等 有這種心就很坦然 你過日
子過得很輕鬆 我們有的 儘量去布施 去做所謂的功
德 其實所謂的功德也就是沒有功德 所以因為沒有功
德才是功德 就是這樣子嘛！都是一樣 你就是做一個
菩薩 菩薩就是從這裡出生的 阿羅漢也是從這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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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印上師呢？無我相！就已經講得很清楚啦！你在出生
當中的小孩子 蓮印上師年輕的時候的照片 那個是蓮
印上師嗎？走來走去那一個是蓮印上師嗎？坐在那裡是
蓮印上師嗎？燒了火的是蓮印上師嗎？舍利子是蓮印上
師嗎？那些骨灰是蓮印上師嗎？無我相！就是這個！你
說你得到什麼？舍利子嗎？那是堅固的石頭 舍利子又
叫堅固子 堅固的石頭
沒啦！空空啦！︵臺語︶你能夠解釋無我相 把
無我相統統都講出來 跟人家解釋；無人相 除了蓮印
以外 我們也都是沒有的 我跟丹增嘉措講：﹁一百年
後你在哪裡？你得到什麼？﹂他說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 你讀書做什麼？﹂我跟他解釋了 就讀
書：﹁我讀這些書 就是希望聽懂得師尊講的這些佛
理 講的這些佛法 ﹂請坐
他最年輕啦！一百年後 還有剛剛外面的小孩子
最年輕︵笑︶ 不過一百年後都在哪裡？都不見了！師
尊也不見了 你們也統統都不見了 師尊幾年以後就不
見了 根本就是 什麼都沒有啦！你得到什麼？得到黃
金嗎？我是有一點黃金啦 沒用！不是你的！借你呆
看！我有些錢帶在身上 我這個錢帶在身上 一大包
哎！哎喲 哎 財不露白︵笑︶ 借你呆看！我在美國
西雅圖 就是去那個gas station. I buy the gas in
the gas station because I drive a car, I want
gas. 我要汽油 我就買油啊 I go back Taiwan, I
just want water, I buy the water. 買水 在這邊買
油 再回臺灣買水 其他的呢？沒有一樣是你的 沒有
的！我的車子的壽命都比我長

比較啊 真的氣死人啊︵笑︶！這裡那麼大 二百塊；
那邊也不小 一千塊 我現在真的是窮得可憐︵笑︶
但是也不悲傷 為什麼呢？我們知道的 ﹁無所得﹂
啊 你無所得就無諍 你能夠有無諍這個心啊 心就平
和啦！你不會有什麼病 你心靈上不會有病
為什麼人的心靈有八萬四千種病？為什麼？就是因
為你認為有所得才會有病 你如果無所得就不會有病
為什麼兄弟姐妹爭財產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兄弟在
爭你的財產 妻子躺在別人的胸膛 什麼是你的？想一
想清楚 沒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當你覺得﹁無所得﹂的
時候 福德就是非福德 即是福德；佛法非佛法 就是
佛法 這個相反偈都是在這裡 否則你搞不清楚 為什
麼釋迦牟尼佛會講﹁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莫名其
妙 又講是佛法 又講是不是佛法 什麼福德又是非福
德？
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了 ︻心經︼裡面最重要一句
話﹁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認明了無所得
認清楚了 你心平和 無所紛爭 你能夠得定 你能夠
為他人想 就是菩薩 菩提薩埵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
埵 菩提薩埵就是菩薩 菩薩是這樣子來的 你們要當
一個菩薩 先要以無所得心
︻金剛經︼裡面重點在這裡 依法出生分 為什麼
會有佛法出生呢？因為人本身有八萬四千種病 從八萬
四千種病 生出八萬四千種佛法 若沒有人 就不用佛
法；全部都是聖賢 也不用佛法；佛法即非佛法 這樣
聽得懂嗎？
所以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是

﹂我說：﹁好！好！我送給祢

﹂我就簽名了

我

你不相信？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什麼東
西的 什麼都沒有的 就無我相；無人相 我們都是一
樣；無眾生相 全世界上的眾生都一樣 那你爭個什麼
爭？所以佛教是講﹁無諍﹂兩個字 世界上 這些爭的
人 真的是不懂得這四個偈﹁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這四句偈 你能夠跟人家講 你的福
德就不得了啦！但是福德也是﹁不是福德才是福德﹂
就是這一句話
師尊得到什麼？福德？你剛才講師尊得到福德
沒有 我哪裡有得到什麼福德？我的福德看起來很大
以前吐登達爾吉看到我的時候說：﹁哇！你福報很大
我福報很小 你福報很大 你有︿彩虹山莊﹀ ︿彩虹
山莊﹀送給我好嗎？﹂我說：﹁好啊！﹂就寫了﹁︿彩
虹山莊﹀盧勝彥送給我﹂ ﹁盧師尊祢簽名 說送給
我
說：﹁︿彩虹山莊﹀我送給祢啊！﹂祂說：﹁哎！我拿
這一張去︿彩虹山莊﹀當老闆！﹂祂就是這樣子講啊
我為什麼要送給祂？那是我花很多錢去那邊耕耘
哎！蓋了主要的大房子 蓋了護摩殿 蓋了所有的四間
閉關小屋 蓋了這個廁所 廁所也是我蓋的︵笑︶ 都
是我蓋的哎！我跟師母兩個人 不能講我啦 我跟師母
兩個人把它弄出來的 地也是我買的哎 我居然這樣子
慷慨地送給吐登達爾吉上師 這麼慷慨 而且還簽名
蓋章 還蓋了印送給祂 我知道祂也得不到︵笑︶
不要說祂得不到 我也得不到！你看吧 現在他
們在管啊 我去那裡做法會 每個禮拜給我一千塊錢；
我在這邊做同修 每個禮拜給我二百塊︵笑︶ 這個一

釋迦牟尼佛講的﹁四非四相﹂ 把這四相全部去除 真
的 懂這些 心裡非常地平和 我也不會斤斤計較：
﹁為什麼我在西雅圖雷藏寺只給我二百塊 到山莊他們
給我一千塊 ﹂山莊是一千嗎？一千喔？包一千塊吧
那個 二百是嗎？是 你看嘛 我每天回去算那個錢算
得很清楚︵笑︶ 一個禮拜就得了一千二百塊 現在是
窮的要命啊 窮得連鬼都不抓我︵笑︶
真的很慘 這一段時間 疫情時間實在是很悽慘
外地來的人不多 又沒有大法會 外地來的人很少 最
近開放一點 可能別州的人會來一點點 以前沒有開放
的時候啊 各個國家都鎖國 人都沒有出來 那些弟子
全部都沒有出現 師尊就沒有什麼收入 很悽慘 淒涼
地過日子 很淒涼 靠的是禮拜六的二百塊跟禮拜天的
一千塊 ︵笑︶我還要養Rolls Royce哎！它們不要給
我壞掉 我一修理就幾千塊 Rolls Royce它們一修理
就幾萬塊了 Rolls Royce弄壞了 有一次修理四萬塊
唉！你知道嗎？以前Rolls Royce修理四萬塊唉！我四
萬塊啊 我要在這邊說法說到我翹掉也沒有四萬
︵笑︶ 在︿彩虹山莊﹀一千塊 我還要養房子哎！還
要繳稅哎！
唉 真的 最近我走路都垂頭喪氣︵笑︶ 還好心
裡平和 我知道無所得 得到的多 得到的少 福德
多 福德少 是一樣平等 有這種心就很坦然 你過日
子過得很輕鬆 我們有的 儘量去布施 去做所謂的功
德 其實所謂的功德也就是沒有功德 所以因為沒有功
德才是功德 就是這樣子嘛！都是一樣 你就是做一個
菩薩 菩薩就是從這裡出生的 阿羅漢也是從這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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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認為如何？如果

生 菩薩也是從這裡出生 緣覺也是從這裡出生 佛也
是從這裡出生 所以︻金剛經︼是根本 摧毀一切的根
本 本來沒有的全部出生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非常好
講喔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
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
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真的 三千大千的七寶
用來布施 當然他的福德是非常多的 ﹁是福德即非福
德性﹂這人家就不知道什麼意思了 剛剛我已經講 因
為福德就不是福德 所以如來講福德多 所謂福德就是
非福德 因為非福德性 所以有福德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 ﹂ 就
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常常講
無眾生相就是屬於空間 無壽者相就是屬於時間 時間
是人定的 本來也是沒有的 空間也是沒有的 空間也
是不存在的 你說多大？這個宇宙有多大？到現在還是
不知道有多大呢！你都不能超出太陽系 你知道宇宙有
多大？以前我們人啊 ﹁天圓地方 律令九章﹂天是圓
的 地是方的 所以走走走走 走到這裡 蹦！就掉下
去︵笑︶ 當然這個是錯誤的 地是方的？當然不是
啊 我們現在知道地不是方的
到底有多大 多小？沒有的 不能讓你量 不可
量 不可知 那個就是不可說的境界 這個宇宙有多
大？不可說的境界 上一回有人問師尊：﹁師尊 祢的

灣 分身在日本 分身在印尼 分身到了馬來西亞 分
身到哪一個地方去 在夢中跟大家說法 那個是屬於不
可說的境界 不可說 祢有多少分身 是不可說的
這孫悟空 以前在︽西遊記︾裡面 孫悟空把所有
的毛拔下來 吹一口氣 呼！全部變成孫悟空！到底有
多少個孫悟空啊？我問你啊 你有多少根頭髮？那個是
不可說的境界啊！你身上的毛細孔有多少？不可說的境
界啊！就在人身上就有不可說的啊！所以分身有多少？
所有的佛菩薩跟我講：﹁那是不可說的 ﹂至於﹁分身
出去 祢知道嗎？祢跟那個人說法 說什麼法 祢知道

咪吽

事情 但是我沒有那個心去給他要
回來 為什麼？我也從來不找他
因為他錢拿走就是拿走了嘛 反正
也不是我的 懂嗎？
有一隻貓熊跟一隻熊講：﹁請
問師傅 怎麼樣子你才能夠傳我失
傳的如來神掌？﹂這位熊講：﹁佛
度有緣人 主要就是看施主你的慧
根夠不夠 ﹂﹁那麼請問師傅 我
要怎麼樣才有慧根呢？﹂﹁剛剛跟
你講的很明白啦！佛度有元人 是
一元 兩元的元 匯根就是匯
票 ﹂匯票很重要的 有錢就好商
量
老公喝醉了 聽說酒後可以吐
真言 於是老婆就問：﹁以後你有
錢了 你會幹嘛？﹂老公講：﹁我
要娶五個老婆 ﹂老婆火大了：
﹁為什麼不學韋小寶 娶七個回
來？﹂老公講：﹁妳不知道啊 那
樣太累了！我需要週休兩日 ﹂
︵笑︶這個就是在娑婆世界的世俗
的笑話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嗡嘛呢唄

嗎？﹂那個是不可說境界 但是有時候師尊知道 對
呀 大家知道嗎？不知道︵笑︶ 因為不可說啊
我告訴你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最近人家送給我蠍子
衣 知道嗎？大家知道蠍子衣嗎？知道 我跳脫衣舞
大家現在看到我的衣服了 這個是我的內衣 現在我穿
的 我的內衣 這個衣服叫做蠍子衣 就是一個蠍子的
形狀 我穿在身上 有弟子夢到 他的兩隻手被兩隻蠍
子咬住 他說：﹁哎？奇怪？這是什麼夢境啊？為什
麼？﹂然後我給他回答 因為我已經穿了蠍子衣在身
上 所以你會夢到蠍子 相應啊！我穿蠍子衣很少人知
道 因為是內衣嘛！內衣穿在裡面的 人家不知道我穿
什麼蠍子衣 結果他夢到這個蠍子 他說他從來沒有想
過蠍子 因為我也很少想蠍子 因為我們這裡看不到
啊！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蠍子 但是我們這裡看不
到 美國你很少看到蠍子 也不會去想到蠍子吧 結果
他做夢 居然夢到蠍子！這是相應的現象
所以分身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喔！我眼睛一閉 我

豁一經之眼目

徹諸佛之本源

了達性空

所以稱揚德勝

流出真如妙道

發生智慧光明

法施無窮

偈宣四句

財施有盡

寶 滿三千

分身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 知不知道？﹂我回去的時候
問佛菩薩：﹁我如何講？﹂祂們跟我講：﹁不可說 ﹂
那個是屬於不可說的境界 這個分身到哪裡 分身回臺

知道我到哪裡去 你不要看我在法座上
打瞌睡 因為我無念 我沒有什麼念
頭 大家在唸的時候 我沒有唸 大家
在持咒的時候我沒有持咒 我因為無
念 心止於一 連一都沒有了 本來是
入定 結果已經睡著 你不要看我睡著
哦！我睡著已經出去了！已經出去做了
很多事情 然後再回來 你看我這樣盹
龜︵臺語 打瞌睡︶ 點點頭啊 你知
道我是靈魂出竅啊 出去啦！到別地方
去了 我知道我去做了什麼事情 我也
知道的 所以這個就是很微妙的事 不
可說的境界
跟大家講﹁不是你的﹂ 以前有一
個人跟師尊講：﹁我手頭上很緊 師尊
祢可以不可以借我錢？﹂我說：﹁可以
呀！﹂我就把我那時候手頭所存的錢全
部給他 全部抱給他 他拿一個布袋
裝 他準備好布袋 把我所有的錢全部
裝進布袋 一背 他回頭看我一下 我
講了一句：﹁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到
今天 我看他背影 他抬著走了 從此
我再沒有見過他 到現在 蓮主 蓮
世 你們認得他嗎？拿著布袋走的那個
人 姓潘 知道嗎？我沒有見過他 他
拿著布袋走了以後 從來就沒有見過
他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我還記得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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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認為如何？如果

生 菩薩也是從這裡出生 緣覺也是從這裡出生 佛也
是從這裡出生 所以︻金剛經︼是根本 摧毀一切的根
本 本來沒有的全部出生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非常好
講喔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
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
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真的 三千大千的七寶
用來布施 當然他的福德是非常多的 ﹁是福德即非福
德性﹂這人家就不知道什麼意思了 剛剛我已經講 因
為福德就不是福德 所以如來講福德多 所謂福德就是
非福德 因為非福德性 所以有福德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 ﹂ 就
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常常講
無眾生相就是屬於空間 無壽者相就是屬於時間 時間
是人定的 本來也是沒有的 空間也是沒有的 空間也
是不存在的 你說多大？這個宇宙有多大？到現在還是
不知道有多大呢！你都不能超出太陽系 你知道宇宙有
多大？以前我們人啊 ﹁天圓地方 律令九章﹂天是圓
的 地是方的 所以走走走走 走到這裡 蹦！就掉下
去︵笑︶ 當然這個是錯誤的 地是方的？當然不是
啊 我們現在知道地不是方的
到底有多大 多小？沒有的 不能讓你量 不可
量 不可知 那個就是不可說的境界 這個宇宙有多
大？不可說的境界 上一回有人問師尊：﹁師尊 祢的

灣 分身在日本 分身在印尼 分身到了馬來西亞 分
身到哪一個地方去 在夢中跟大家說法 那個是屬於不
可說的境界 不可說 祢有多少分身 是不可說的
這孫悟空 以前在︽西遊記︾裡面 孫悟空把所有
的毛拔下來 吹一口氣 呼！全部變成孫悟空！到底有
多少個孫悟空啊？我問你啊 你有多少根頭髮？那個是
不可說的境界啊！你身上的毛細孔有多少？不可說的境
界啊！就在人身上就有不可說的啊！所以分身有多少？
所有的佛菩薩跟我講：﹁那是不可說的 ﹂至於﹁分身
出去 祢知道嗎？祢跟那個人說法 說什麼法 祢知道

咪吽

事情 但是我沒有那個心去給他要
回來 為什麼？我也從來不找他
因為他錢拿走就是拿走了嘛 反正
也不是我的 懂嗎？
有一隻貓熊跟一隻熊講：﹁請
問師傅 怎麼樣子你才能夠傳我失
傳的如來神掌？﹂這位熊講：﹁佛
度有緣人 主要就是看施主你的慧
根夠不夠 ﹂﹁那麼請問師傅 我
要怎麼樣才有慧根呢？﹂﹁剛剛跟
你講的很明白啦！佛度有元人 是
一元 兩元的元 匯根就是匯
票 ﹂匯票很重要的 有錢就好商
量
老公喝醉了 聽說酒後可以吐
真言 於是老婆就問：﹁以後你有
錢了 你會幹嘛？﹂老公講：﹁我
要娶五個老婆 ﹂老婆火大了：
﹁為什麼不學韋小寶 娶七個回
來？﹂老公講：﹁妳不知道啊 那
樣太累了！我需要週休兩日 ﹂
︵笑︶這個就是在娑婆世界的世俗
的笑話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嗡嘛呢唄

嗎？﹂那個是不可說境界 但是有時候師尊知道 對
呀 大家知道嗎？不知道︵笑︶ 因為不可說啊
我告訴你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最近人家送給我蠍子
衣 知道嗎？大家知道蠍子衣嗎？知道 我跳脫衣舞
大家現在看到我的衣服了 這個是我的內衣 現在我穿
的 我的內衣 這個衣服叫做蠍子衣 就是一個蠍子的
形狀 我穿在身上 有弟子夢到 他的兩隻手被兩隻蠍
子咬住 他說：﹁哎？奇怪？這是什麼夢境啊？為什
麼？﹂然後我給他回答 因為我已經穿了蠍子衣在身
上 所以你會夢到蠍子 相應啊！我穿蠍子衣很少人知
道 因為是內衣嘛！內衣穿在裡面的 人家不知道我穿
什麼蠍子衣 結果他夢到這個蠍子 他說他從來沒有想
過蠍子 因為我也很少想蠍子 因為我們這裡看不到
啊！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蠍子 但是我們這裡看不
到 美國你很少看到蠍子 也不會去想到蠍子吧 結果
他做夢 居然夢到蠍子！這是相應的現象
所以分身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喔！我眼睛一閉 我

豁一經之眼目

徹諸佛之本源

了達性空

所以稱揚德勝

流出真如妙道

發生智慧光明

法施無窮

偈宣四句

財施有盡

寶 滿三千

分身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 知不知道？﹂我回去的時候
問佛菩薩：﹁我如何講？﹂祂們跟我講：﹁不可說 ﹂
那個是屬於不可說的境界 這個分身到哪裡 分身回臺

知道我到哪裡去 你不要看我在法座上
打瞌睡 因為我無念 我沒有什麼念
頭 大家在唸的時候 我沒有唸 大家
在持咒的時候我沒有持咒 我因為無
念 心止於一 連一都沒有了 本來是
入定 結果已經睡著 你不要看我睡著
哦！我睡著已經出去了！已經出去做了
很多事情 然後再回來 你看我這樣盹
龜︵臺語 打瞌睡︶ 點點頭啊 你知
道我是靈魂出竅啊 出去啦！到別地方
去了 我知道我去做了什麼事情 我也
知道的 所以這個就是很微妙的事 不
可說的境界
跟大家講﹁不是你的﹂ 以前有一
個人跟師尊講：﹁我手頭上很緊 師尊
祢可以不可以借我錢？﹂我說：﹁可以
呀！﹂我就把我那時候手頭所存的錢全
部給他 全部抱給他 他拿一個布袋
裝 他準備好布袋 把我所有的錢全部
裝進布袋 一背 他回頭看我一下 我
講了一句：﹁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到
今天 我看他背影 他抬著走了 從此
我再沒有見過他 到現在 蓮主 蓮
世 你們認得他嗎？拿著布袋走的那個
人 姓潘 知道嗎？我沒有見過他 他
拿著布袋走了以後 從來就沒有見過
他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我還記得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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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
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 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
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
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
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
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
說 其福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
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 即非
佛法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
摩利支天菩薩及其眷屬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気持ちいい
Cả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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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還有要講一個
ơn︵越南語：謝謝︶Xin chao︵越南語：你好︶

所有的佛菩薩也沒有人講到蓮花童子 根本就沒
居然在﹁敦煌石窟﹂ ︿蘭州大學﹀出版了一本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月十七日下午三
點 這次的護摩是蓮花童子的護摩 這個蓮花童子四個
字 是我第一次被啟開天眼 被帶領到天上界 地下界
的時候 然後去看我自己的過去世 我看到自己的過去
世呢 是沒有形相 全部都是光 白色的燦爛的光 然
後瑤池金母在我耳朵旁邊跟我講：﹁你就是蓮花童
子 ﹂那時候 我搞不清楚蓮花童子是什麼？我也從來
不知道什麼叫蓮花童子？後來才知道是摩訶雙蓮池的主
尊蓮花童子 後來才知道蓮花童子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
身 否則以前從來沒有人講蓮花童子的 從來沒有人提
過
有

︽敦煌石窟︾的研究 裡面居然有蓮花童子 而且還有
蓮花童子的研究 剛開始的時候稱為項光童子 又稱為
化生童子 後來又有蓮花童子的研究 才知道原來有蓮
花童子 就是敦煌石窟裡面有很多的蓮花童子 這尊是
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師尊也就是白色的大蓮花童子本
身的轉世 這個就是根源
你們如果願意跟大白蓮花童子結緣 那你們就主
祈 如果不願意 那也是隨你們的意 因為沒什麼話好
講 對不對？現在疫情期間 大家生計困難 你們說省
一省 省一省做功德主也可以 功德主我不知道是多
少？總之 做功德主也是結緣；主祈也是結緣 做功德
主也是結緣 如果你們覺得實在主祈太多了 要省一
省 那你們一心觀想蓮花童子住頂 根本上師住頂 然
後來看直播 一心虔敬也是可以 不用花錢 你就是看
直播觀想蓮花童子住頂 還是能夠得到加持 尤其我的
戒律 師父教我的戒律 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錢 就是
這樣 這一尊蓮花童子非常莊嚴
今天我們是做摩利支天 就是跟師尊有簽約 簽合
同 祂摩利支天願意守護︿真佛宗﹀的弟子 祂就是在
道家裡面講到的叫做斗母星君 所有的星宿主 祂原來
是毘盧遮那佛的化身 是忉利天主的眷屬 祂掌管所有
天下的星宿 二十八星宿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
所有的煞神 七十二地煞 三十六天星天罡 所有的星
宿主 祂是道家的斗母星君 也就是密教的摩利支天
祂的號叫戰威金剛 祂感應非常迅速 下冰雹感應 祂
可以呼風喚雨 帶來很大的雨 摩利支天叫做戰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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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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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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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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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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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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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 然後去看我自己的過去世 我看到自己的過去
世呢 是沒有形相 全部都是光 白色的燦爛的光 然
後瑤池金母在我耳朵旁邊跟我講：﹁你就是蓮花童
子 ﹂那時候 我搞不清楚蓮花童子是什麼？我也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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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如果不願意 那也是隨你們的意 因為沒什麼話好
講 對不對？現在疫情期間 大家生計困難 你們說省
一省 省一省做功德主也可以 功德主我不知道是多
少？總之 做功德主也是結緣；主祈也是結緣 做功德
主也是結緣 如果你們覺得實在主祈太多了 要省一
省 那你們一心觀想蓮花童子住頂 根本上師住頂 然
後來看直播 一心虔敬也是可以 不用花錢 你就是看
直播觀想蓮花童子住頂 還是能夠得到加持 尤其我的
戒律 師父教我的戒律 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錢 就是
這樣 這一尊蓮花童子非常莊嚴
今天我們是做摩利支天 就是跟師尊有簽約 簽合
同 祂摩利支天願意守護︿真佛宗﹀的弟子 祂就是在
道家裡面講到的叫做斗母星君 所有的星宿主 祂原來
是毘盧遮那佛的化身 是忉利天主的眷屬 祂掌管所有
天下的星宿 二十八星宿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
所有的煞神 七十二地煞 三十六天星天罡 所有的星
宿主 祂是道家的斗母星君 也就是密教的摩利支天
祂的號叫戰威金剛 祂感應非常迅速 下冰雹感應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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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是屬於戰鬥之神 祂可以解除很多災難的
它這裡有寫到 祂有天女形 是持著扇 一手與願
印 天女形 還有密教的形相是這樣子︵聖尊手持畫
相︶ 就可以看到密教形相 祂密教的形相是這樣子
這裡只畫一隻豬 其實有七隻豬在前面拉車 豬也能夠
拉車 我從來沒有聽過 祂也有三個面孔 很多隻手
戰威金剛 日本的忍者就是祭拜摩利支天 因為祂能夠
隱形 能夠取物 能夠守護 很多的功能
禮拜祂或者修祂的法 祂可以解除很多災難 祂
說 王難 政治的災難；第二個 出門坐車 坐船 坐
飛機的災難；還有劫難 小偷強盜的難 祂都可以解
除 刀兵難 戰爭的災難可以解除 祂能夠解除你刀兵
的難 毒藥難 人家用毒藥給你 你唸﹃摩利支天
咒﹄ 不要喝下去 解毒藥的難 冤家 惡人為難的
難 他要害你 害不了你 地 水 火 風的難 天災
地變的難能夠解除 鬼神的難 鬼神作祟 降頭
另外 惡獸的難 遇到老虎 遇到熊 遇到豹 毒
蛇 唸﹃摩利支天咒﹄ 這是惡獸難 可以解除 我聽
說 遇到熊 以前講的是說假死 閉住呼吸躺下來假裝
已經死了 因為熊是不吃死的東西 那你假死 突然間
呼了一口氣 他就完了 閉不住呼吸怎麼辦 對不對？
我看你遇到熊的時候 趕快轉身就跑 但是熊也跑
得很快喔 你爬上樹也沒有用 因為熊也會爬樹 你跳
入水裡也沒有用 牠也會入水 一面跑一面喊：﹁嗡
摩利支依 梭哈﹂ 大聲一點嚇嚇牠 他們講說最好是
吹哨子 因為聲音很響的話 牠怕 這是惡獸難 你
看 所有災難都可以解除 你們看︻摩利支天經︼就知

道 這一尊主祈是很好 跟祂結了緣 解除很多的災
難
今天有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在這裡 她
們這一次來 專門就是為了加州的乾旱而來 她們是來
求雨的 我們謝謝她們四個 加州的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謝謝妳們來 她們求龍王 一共求了幾
天？已經四天了 那還求嗎？還有兩天要求啊 一共六
天 哇！真的是很虔誠 她們一面求 一面唸﹃龍王
咒﹄ 一面禮拜 四個大媽一跪下去 聽說都爬不起
來 年紀最大的八十幾了 年紀最輕的也七十幾了
妳們真的一出現 站在龍王面前 龍王都會嚇跑
︵弟子答：今天上午她們在龍王亭一直繞佛 拜佛 ︶
對啊！很冷的時候 她四個也是很虔誠地求 一定會有
感應的！︵眾鼓掌︶魏思顏她做護摩做了很多；孫愛
珍 觀世音菩薩隨身；陳傳芳是笑話大王 她講給龍
王 龍王都會笑；蔣冠蓉 她本身就很標準的佛弟子
她們是四個高人 到了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求龍王
龍王一定會感應的 因為你看 她們才求四天 我們西
雅圖就感應了 西雅圖下雨 昨天晚上就開始了 她們
講說 會不會下錯地方？應該不會 因為妳們表明了
加州大火 加州乾旱 加州的水庫沒有水 一定會滿足
妳們的 ︵眾鼓掌︶
妳們求了四天以後 聽說今天吧 今天的電視台有
報導 突然間跑了很多的黑雲在哪個地方？在加州的天
空 突然出現很多的黑雲密布 那下了沒有？還沒有
啊 妳們再求的話 祂就一定下的 ︵眾鼓掌︶謝謝你
們喔 謝謝 謝謝！︵四大媽答：一切功德都來自於根

Ｑ

本上師 ︶這是推卸責任 好啦！妳們請坐 真的是謝
謝她們 師尊在法座上講了 她們四個很快就趕過來
一定會下了 你看我們西雅圖被妳們一求 就下了這麼
大的雨 再來的就是加州了 現在下冰雹啊 有聲音
哇 很大欸！︵西雅圖正在下冰雹︶
先講個笑話吧 昨天我在書店看見一本書 書名叫
做︽解決你人生五十％的問題︾ 然後我就買了兩本
兩本就一○○％了 我有算過這個加州的下雨 我有算
過 上回算是七十％ 下七十％也不錯 這回算看看
︵聖尊請示︶ 祂說下了雨以後會繼續下 可以到八十
％ 會繼續下 但是不用急 不要急 不用急說求了馬
上就下 不要急 一定會下 而且是八十％
講第二個笑話 國文老師走到小明跟前 然後拍了
小明的腦袋：﹁上課又睡覺 你站起來講 講我剛剛上
課講的是什麼？﹂小明就站起來說：﹁老師說 上課又
睡覺 ﹂小明很聰明 你看答的也很對啊
小明的妻子問小明：﹁隔壁小華的洗衣店要開張
了 該送什麼好呢？﹂小明講：﹁我早就想好啦 就送
一塊匾額吧 ﹂小明的妻子說：﹁那該題什麼字好
呢？﹂小明講：﹁我也想好了 就寫﹃還我清白﹄ ﹂
很聰明啦 ﹁還我清白﹂

雜誌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好 師尊在︽天
外之天︾的一篇︿光芒萬丈﹀寫到 有一位法師
來別人家裡說法 平常這位法師也有在做白事誦經 不
知何因 跟來了三十七個鬼物也跟著來到別人家裡
想請教師尊 是否幫人做白事誦經的人都會有鬼跟
著回來呢？如幫人做白事誦經時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要
讓鬼眾跟著回來呢？再請教師尊 我們在做施食都會唸
﹁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再到屋外灑出去 供
養給屋外的鬼神眾 但如果在家裡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
吽水供養祖先 但不唸﹁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
眾
﹂ 就不會把外面的鬼都招來家裡了呢？
回答一：這是一個問題 他最主要的還是講 他不
願意把鬼眾招到家裡面來 在外面施食就好 或者白事
誦經 但是他希望他回來的時候 鬼不會跟著他回來
這應該是有方法 一般來講 我們做大白傘蓋佛母的結
界 過去忉利天跟阿修羅王作戰的時候 天界跟阿修羅
天作戰的時候 佛陀教忉利天用大白傘蓋遮住整個忉利
天 你們大家如果懂得用大白傘蓋來做結界 遮住你們
的家 鬼神眾就不能夠進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用大白傘蓋法做結界 把你的家整個結界起來 所有的
鬼神眾不能進到你家
我只是講這一個方法而已 因為還有很多的方法
你可以做結界 在家裡做 你自己身體做結界 也可以
把自己家做結界 你出去外面誦經 就算有鬼跟著你回
家 你可以進到家裡面來 鬼神眾被你的結界擋在門外
不能夠進來 這樣會不會？很簡單 很easy 用大白傘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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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是屬於戰鬥之神 祂可以解除很多災難的
它這裡有寫到 祂有天女形 是持著扇 一手與願
印 天女形 還有密教的形相是這樣子︵聖尊手持畫
相︶ 就可以看到密教形相 祂密教的形相是這樣子
這裡只畫一隻豬 其實有七隻豬在前面拉車 豬也能夠
拉車 我從來沒有聽過 祂也有三個面孔 很多隻手
戰威金剛 日本的忍者就是祭拜摩利支天 因為祂能夠
隱形 能夠取物 能夠守護 很多的功能
禮拜祂或者修祂的法 祂可以解除很多災難 祂
說 王難 政治的災難；第二個 出門坐車 坐船 坐
飛機的災難；還有劫難 小偷強盜的難 祂都可以解
除 刀兵難 戰爭的災難可以解除 祂能夠解除你刀兵
的難 毒藥難 人家用毒藥給你 你唸﹃摩利支天
咒﹄ 不要喝下去 解毒藥的難 冤家 惡人為難的
難 他要害你 害不了你 地 水 火 風的難 天災
地變的難能夠解除 鬼神的難 鬼神作祟 降頭
另外 惡獸的難 遇到老虎 遇到熊 遇到豹 毒
蛇 唸﹃摩利支天咒﹄ 這是惡獸難 可以解除 我聽
說 遇到熊 以前講的是說假死 閉住呼吸躺下來假裝
已經死了 因為熊是不吃死的東西 那你假死 突然間
呼了一口氣 他就完了 閉不住呼吸怎麼辦 對不對？
我看你遇到熊的時候 趕快轉身就跑 但是熊也跑
得很快喔 你爬上樹也沒有用 因為熊也會爬樹 你跳
入水裡也沒有用 牠也會入水 一面跑一面喊：﹁嗡
摩利支依 梭哈﹂ 大聲一點嚇嚇牠 他們講說最好是
吹哨子 因為聲音很響的話 牠怕 這是惡獸難 你
看 所有災難都可以解除 你們看︻摩利支天經︼就知

道 這一尊主祈是很好 跟祂結了緣 解除很多的災
難
今天有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在這裡 她
們這一次來 專門就是為了加州的乾旱而來 她們是來
求雨的 我們謝謝她們四個 加州的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謝謝妳們來 她們求龍王 一共求了幾
天？已經四天了 那還求嗎？還有兩天要求啊 一共六
天 哇！真的是很虔誠 她們一面求 一面唸﹃龍王
咒﹄ 一面禮拜 四個大媽一跪下去 聽說都爬不起
來 年紀最大的八十幾了 年紀最輕的也七十幾了
妳們真的一出現 站在龍王面前 龍王都會嚇跑
︵弟子答：今天上午她們在龍王亭一直繞佛 拜佛 ︶
對啊！很冷的時候 她四個也是很虔誠地求 一定會有
感應的！︵眾鼓掌︶魏思顏她做護摩做了很多；孫愛
珍 觀世音菩薩隨身；陳傳芳是笑話大王 她講給龍
王 龍王都會笑；蔣冠蓉 她本身就很標準的佛弟子
她們是四個高人 到了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求龍王
龍王一定會感應的 因為你看 她們才求四天 我們西
雅圖就感應了 西雅圖下雨 昨天晚上就開始了 她們
講說 會不會下錯地方？應該不會 因為妳們表明了
加州大火 加州乾旱 加州的水庫沒有水 一定會滿足
妳們的 ︵眾鼓掌︶
妳們求了四天以後 聽說今天吧 今天的電視台有
報導 突然間跑了很多的黑雲在哪個地方？在加州的天
空 突然出現很多的黑雲密布 那下了沒有？還沒有
啊 妳們再求的話 祂就一定下的 ︵眾鼓掌︶謝謝你
們喔 謝謝 謝謝！︵四大媽答：一切功德都來自於根

Ｑ

本上師 ︶這是推卸責任 好啦！妳們請坐 真的是謝
謝她們 師尊在法座上講了 她們四個很快就趕過來
一定會下了 你看我們西雅圖被妳們一求 就下了這麼
大的雨 再來的就是加州了 現在下冰雹啊 有聲音
哇 很大欸！︵西雅圖正在下冰雹︶
先講個笑話吧 昨天我在書店看見一本書 書名叫
做︽解決你人生五十％的問題︾ 然後我就買了兩本
兩本就一○○％了 我有算過這個加州的下雨 我有算
過 上回算是七十％ 下七十％也不錯 這回算看看
︵聖尊請示︶ 祂說下了雨以後會繼續下 可以到八十
％ 會繼續下 但是不用急 不要急 不用急說求了馬
上就下 不要急 一定會下 而且是八十％
講第二個笑話 國文老師走到小明跟前 然後拍了
小明的腦袋：﹁上課又睡覺 你站起來講 講我剛剛上
課講的是什麼？﹂小明就站起來說：﹁老師說 上課又
睡覺 ﹂小明很聰明 你看答的也很對啊
小明的妻子問小明：﹁隔壁小華的洗衣店要開張
了 該送什麼好呢？﹂小明講：﹁我早就想好啦 就送
一塊匾額吧 ﹂小明的妻子說：﹁那該題什麼字好
呢？﹂小明講：﹁我也想好了 就寫﹃還我清白﹄ ﹂
很聰明啦 ﹁還我清白﹂

雜誌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好 師尊在︽天
外之天︾的一篇︿光芒萬丈﹀寫到 有一位法師
來別人家裡說法 平常這位法師也有在做白事誦經 不
知何因 跟來了三十七個鬼物也跟著來到別人家裡
想請教師尊 是否幫人做白事誦經的人都會有鬼跟
著回來呢？如幫人做白事誦經時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要
讓鬼眾跟著回來呢？再請教師尊 我們在做施食都會唸
﹁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再到屋外灑出去 供
養給屋外的鬼神眾 但如果在家裡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
吽水供養祖先 但不唸﹁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
眾
﹂ 就不會把外面的鬼都招來家裡了呢？
回答一：這是一個問題 他最主要的還是講 他不
願意把鬼眾招到家裡面來 在外面施食就好 或者白事
誦經 但是他希望他回來的時候 鬼不會跟著他回來
這應該是有方法 一般來講 我們做大白傘蓋佛母的結
界 過去忉利天跟阿修羅王作戰的時候 天界跟阿修羅
天作戰的時候 佛陀教忉利天用大白傘蓋遮住整個忉利
天 你們大家如果懂得用大白傘蓋來做結界 遮住你們
的家 鬼神眾就不能夠進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用大白傘蓋法做結界 把你的家整個結界起來 所有的
鬼神眾不能進到你家
我只是講這一個方法而已 因為還有很多的方法
你可以做結界 在家裡做 你自己身體做結界 也可以
把自己家做結界 你出去外面誦經 就算有鬼跟著你回
家 你可以進到家裡面來 鬼神眾被你的結界擋在門外
不能夠進來 這樣會不會？很簡單 很easy 用大白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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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祂很靈威的 我把祂供上去的時候 我房間裡面
也有瑤池金母虎頭金剛在 我先跟祂講說：﹁瑤池金
母虎頭金剛 我自己晚上的時候睡覺 這邊是臥室
這邊就是浴室 我在浴室洗澡的時候啊 請祢們不要

﹂持祂的咒

蓋佛母的法就可以 這個是大白傘蓋的手印 唸大白
傘蓋的咒 觀想一個傘蓋把你的家全部遮住就行 觀
想就是大白傘蓋把你的家遮住 結手印 唸大白傘蓋
佛母的咒語﹁吽。媽媽 吽呢 梭哈 吽。媽媽。吽
吽。媽媽。吽呢。梭哈

感

呢。梭哈

靈

問題三：︵續上︶二 如果亡者生前熟悉某種
方言 對其他語言一竅不通 比如他熟悉印尼
語 但對華語聽不懂 如果弘法人員用華語為他做﹁中
陰聞教得度法﹂及唸中文的佛經 他聽得懂嗎？或者必
須要用他熟悉的語言為他做臨終助念才有效？
回答三：我告訴你 什麼語言都有效 心念也有
效 你心裡唸 沒有出聲就有效 你知道師尊以前也會
觀碟仙嗎？碟仙我也會弄 碟仙本來要三個人弄的 三
個人一起扶 它才會走動 三個人一起扶 師尊一個人
就可以了 就像圓桌一樣 師尊一拍它就會動 我只要
用加持力 這個拿起來就很重 跟一般拿不一樣 它已
經吸住桌子的面 金剛鈴也是一樣 一拍 就已經吸住
桌子的面 已經把桌子的面吸住了 絕對比一般重 而
且還提不起來 就這麼簡單 靈力就是這個樣子
他已經變成靈 人死了以後已經變成靈 就特別的
什麼語言他都通 我告訴你 什麼語言他都通 單

Ｑ

死啦 衪現在走啦 不要講死那麼大聲 衪往生了 身
體火化了 告訴你 暈眩也沒有啦 癲癇也沒有啦 癌
症也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啦 現在自由得很
真的！祂現在自由得很 有時候到我家來做客 他
就是要引起我注意 敲的聲音特別大 像是說我來了
我說：﹁你去了 ﹂好像有來 又好像有去 就是如來
如去 如來如去都是如來的稱號 其實沒有來也沒有
去 根本沒什麼問題 肉身才有生病 其它根本不病
這是回答妳的問題

們原諒 ﹂
但是我就真的把瑤池金母跟虎頭金剛供在我的房
間 床的旁邊的櫃子上面 每天晚上都跟祂合掌 第
一天供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了 第一天供 祂把我的
床當搖籃 ﹁搖搖搖 搖搖搖 小船搖到外婆橋 外
婆看見了我 就給我一塊糕 搖啊搖 搖啊搖 小船
搖到外婆橋 外婆說好寶寶 外婆給我一塊糕 ﹂真
的 第一天 我供了祂 祂把我的床當搖籃這樣搖搖
搖
我就很容易睡著 我感應到祂把我的床搖過來
搖過去 你看很靈感的
有時候我跟祂講 我合掌跟祂講 我今天想見哪
一個人 我就上床睡覺 欸！我這元神就出去了 去
看那個人 非常靈感 所以不要緊的 我家裡雖然我
做超度 很多的鬼神進到我家裡面來 但是我家裡的
佛菩薩非常的多 守護神非常的多 我就坐在虎頭金

看我 因為脫光衣服 這邊是廁所 ﹂你們是穿衣服
上廁所嗎？當然 然後你上床的時候 你穿衣服上
床 整齊的衣服上床嗎？沒有 穿內衣內褲而已 我
以前很想脫光 學人家脫光衣服 全身脫光上床睡覺
非常好 最健康的一種﹁睡眠方法﹂ 但是我脫光睡
我就是睡不著 沒辦法學不來 還是要穿內衣跟內
褲 我跟他們講：﹁在寢室裡面 無禮的地方就請祢

應到祂把你的房子做了結界 把你自己也做了結界
那些鬼神就不會進來
他還有一個問題：﹁在家裡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
吽水供養祖先？﹂可以不可以？可以 在家裡 你祖
先的靈 你可以用三吽水供養祂 會不會把外面的鬼
都招來家裡？其實也不會 因為你只要做了你房子的
結界 他們就進不來 但師尊不一樣 師尊每天晚上
做超度 鬼神眾都進來 鬼神眾進來 祂是有規矩
的 祂會讓我知道 但是我家裡也有很多的守護的
神 有很多守護神在
我家裡供的 我已經講過了 從師母的房間出
來 第一個就是地藏王菩薩 然後再來吉祥天 再來
本師釋迦牟尼佛 再來是大幻化網金剛 再來是觀世
音菩薩站在客廳 高王觀世音菩薩在客廳的另一邊
再來是阿彌陀佛也在客廳 再來蓮華生大士也在客
廳 再走過來 我的書房有黑忿怒母 再來我自己的
小壇城有瑤池金母 上面還有一尊蓮華生大士 下面
還有一尊不動明王 旁邊還有阿彌陀佛 還有金剛薩
埵 還有大威德金剛 還有所有的地神都在那裡 所
有的地神都擺在下一層
另外 我自己房間裡面又有瑤池金母 虎頭金

剛前面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所以只要會大白傘蓋佛母的
結界 鬼神就不會進到你家裡

Ｑ

問題二：印尼釋蓮妗上師問的 最尊貴的師
佛 阿彌陀佛！弟子虔誠頂禮師佛 弟子有三
個有關臨終者的疑問想請示師佛
一 某某弘法人員曾表示 如果亡者是因重病而逝
世 死後仍會一樣帶病 所以要為亡者拜藥師懺讓他的
病業消除 死後不用繼續再受到病苦的折磨了 這種說
法是否正確？因為死後 靈魂不是已經離開肉身了 哪
有生病的道理？
回答二之一：我告訴妳 人有這個身體才有病 沒
有這個身體就不會有病 所以真正的行者都知道 老子
講的﹁吾之患在我有一個身體﹂ ︵下這麼大 冰雹是
吧？聲音很響 都是冰雹的聲音 ︶所以要為亡者拜藥
師懺 要拜也可以 不拜也可以 其實真的病是因為有
這個身體才有病
你不相信？我們會蛀牙 對不對？牙齒會蛀牙 我
上回才幾天而已 桂青牙醫師帶我去她的診所洗牙跟補
了一點東西 桂青師姐幫我做的 她說我牙齒沒有蛀
牙 我保護得很好 我告訴你啊 人死了 你牙齒不用
保護 而且絕對不會蛀牙 真的 你放多久就多久 你
把牙齒拔下來放起來 你放多久它都不會蛀 就是你活
著才會蛀牙
活著才會有病 像現在蓮印上師 他生前有癲癇
有暈眩 腦部一看照片 天啊 整個全部都是癌細胞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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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祂很靈威的 我把祂供上去的時候 我房間裡面
也有瑤池金母虎頭金剛在 我先跟祂講說：﹁瑤池金
母虎頭金剛 我自己晚上的時候睡覺 這邊是臥室
這邊就是浴室 我在浴室洗澡的時候啊 請祢們不要

﹂持祂的咒

蓋佛母的法就可以 這個是大白傘蓋的手印 唸大白
傘蓋的咒 觀想一個傘蓋把你的家全部遮住就行 觀
想就是大白傘蓋把你的家遮住 結手印 唸大白傘蓋
佛母的咒語﹁吽。媽媽 吽呢 梭哈 吽。媽媽。吽
吽。媽媽。吽呢。梭哈

感

呢。梭哈

靈

問題三：︵續上︶二 如果亡者生前熟悉某種
方言 對其他語言一竅不通 比如他熟悉印尼
語 但對華語聽不懂 如果弘法人員用華語為他做﹁中
陰聞教得度法﹂及唸中文的佛經 他聽得懂嗎？或者必
須要用他熟悉的語言為他做臨終助念才有效？
回答三：我告訴你 什麼語言都有效 心念也有
效 你心裡唸 沒有出聲就有效 你知道師尊以前也會
觀碟仙嗎？碟仙我也會弄 碟仙本來要三個人弄的 三
個人一起扶 它才會走動 三個人一起扶 師尊一個人
就可以了 就像圓桌一樣 師尊一拍它就會動 我只要
用加持力 這個拿起來就很重 跟一般拿不一樣 它已
經吸住桌子的面 金剛鈴也是一樣 一拍 就已經吸住
桌子的面 已經把桌子的面吸住了 絕對比一般重 而
且還提不起來 就這麼簡單 靈力就是這個樣子
他已經變成靈 人死了以後已經變成靈 就特別的
什麼語言他都通 我告訴你 什麼語言他都通 單

Ｑ

死啦 衪現在走啦 不要講死那麼大聲 衪往生了 身
體火化了 告訴你 暈眩也沒有啦 癲癇也沒有啦 癌
症也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啦 現在自由得很
真的！祂現在自由得很 有時候到我家來做客 他
就是要引起我注意 敲的聲音特別大 像是說我來了
我說：﹁你去了 ﹂好像有來 又好像有去 就是如來
如去 如來如去都是如來的稱號 其實沒有來也沒有
去 根本沒什麼問題 肉身才有生病 其它根本不病
這是回答妳的問題

們原諒 ﹂
但是我就真的把瑤池金母跟虎頭金剛供在我的房
間 床的旁邊的櫃子上面 每天晚上都跟祂合掌 第
一天供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了 第一天供 祂把我的
床當搖籃 ﹁搖搖搖 搖搖搖 小船搖到外婆橋 外
婆看見了我 就給我一塊糕 搖啊搖 搖啊搖 小船
搖到外婆橋 外婆說好寶寶 外婆給我一塊糕 ﹂真
的 第一天 我供了祂 祂把我的床當搖籃這樣搖搖
搖
我就很容易睡著 我感應到祂把我的床搖過來
搖過去 你看很靈感的
有時候我跟祂講 我合掌跟祂講 我今天想見哪
一個人 我就上床睡覺 欸！我這元神就出去了 去
看那個人 非常靈感 所以不要緊的 我家裡雖然我
做超度 很多的鬼神進到我家裡面來 但是我家裡的
佛菩薩非常的多 守護神非常的多 我就坐在虎頭金

看我 因為脫光衣服 這邊是廁所 ﹂你們是穿衣服
上廁所嗎？當然 然後你上床的時候 你穿衣服上
床 整齊的衣服上床嗎？沒有 穿內衣內褲而已 我
以前很想脫光 學人家脫光衣服 全身脫光上床睡覺
非常好 最健康的一種﹁睡眠方法﹂ 但是我脫光睡
我就是睡不著 沒辦法學不來 還是要穿內衣跟內
褲 我跟他們講：﹁在寢室裡面 無禮的地方就請祢

應到祂把你的房子做了結界 把你自己也做了結界
那些鬼神就不會進來
他還有一個問題：﹁在家裡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
吽水供養祖先？﹂可以不可以？可以 在家裡 你祖
先的靈 你可以用三吽水供養祂 會不會把外面的鬼
都招來家裡？其實也不會 因為你只要做了你房子的
結界 他們就進不來 但師尊不一樣 師尊每天晚上
做超度 鬼神眾都進來 鬼神眾進來 祂是有規矩
的 祂會讓我知道 但是我家裡也有很多的守護的
神 有很多守護神在
我家裡供的 我已經講過了 從師母的房間出
來 第一個就是地藏王菩薩 然後再來吉祥天 再來
本師釋迦牟尼佛 再來是大幻化網金剛 再來是觀世
音菩薩站在客廳 高王觀世音菩薩在客廳的另一邊
再來是阿彌陀佛也在客廳 再來蓮華生大士也在客
廳 再走過來 我的書房有黑忿怒母 再來我自己的
小壇城有瑤池金母 上面還有一尊蓮華生大士 下面
還有一尊不動明王 旁邊還有阿彌陀佛 還有金剛薩
埵 還有大威德金剛 還有所有的地神都在那裡 所
有的地神都擺在下一層
另外 我自己房間裡面又有瑤池金母 虎頭金

剛前面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所以只要會大白傘蓋佛母的
結界 鬼神就不會進到你家裡

Ｑ

問題二：印尼釋蓮妗上師問的 最尊貴的師
佛 阿彌陀佛！弟子虔誠頂禮師佛 弟子有三
個有關臨終者的疑問想請示師佛
一 某某弘法人員曾表示 如果亡者是因重病而逝
世 死後仍會一樣帶病 所以要為亡者拜藥師懺讓他的
病業消除 死後不用繼續再受到病苦的折磨了 這種說
法是否正確？因為死後 靈魂不是已經離開肉身了 哪
有生病的道理？
回答二之一：我告訴妳 人有這個身體才有病 沒
有這個身體就不會有病 所以真正的行者都知道 老子
講的﹁吾之患在我有一個身體﹂ ︵下這麼大 冰雹是
吧？聲音很響 都是冰雹的聲音 ︶所以要為亡者拜藥
師懺 要拜也可以 不拜也可以 其實真的病是因為有
這個身體才有病
你不相信？我們會蛀牙 對不對？牙齒會蛀牙 我
上回才幾天而已 桂青牙醫師帶我去她的診所洗牙跟補
了一點東西 桂青師姐幫我做的 她說我牙齒沒有蛀
牙 我保護得很好 我告訴你啊 人死了 你牙齒不用
保護 而且絕對不會蛀牙 真的 你放多久就多久 你
把牙齒拔下來放起來 你放多久它都不會蛀 就是你活
著才會蛀牙
活著才會有病 像現在蓮印上師 他生前有癲癇
有暈眩 腦部一看照片 天啊 整個全部都是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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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用心裡唸 我以前問事情問碟仙 我不出聲 問的是
很秘密的事情 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其他旁邊圍觀的人
都不用知道 你就嘴巴唸一唸 祂都知道 答案就出來
了 用想的祂也知道 這個就是靈啊
所以當人死的時候 是最靈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是
最靈的時候 人死的時候是最靈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很
靈 所以他要到哪裡 只要閉眼一想念他就到了 所以
用任何一種語言幫他做﹁中陰聞教得度﹂都可以 這是
回答你的 都有效 用英文也可以啊 你英文好的話用
英文啊 用西班牙語也可以啊 用日文也可以啊 他都
懂的 全部都有效

Ｑ

問題四：︵續上︶三 亡者生前有很多情況
有的根本沒有或很少接觸佛經 如果我們為亡
者唸佛經 他會跟著唸並聽懂我們唸的佛經嗎？一般佛
經通常都是中文而且是文言文 甚至很多人也未必真正
懂得其含意 如果我們為亡者唸此類經典的話 亡者會
聽得懂嗎？或者要改唸易懂的佛經 他才明白我們在唸
什麼？感謝師佛的慈悲指示 感恩 再感恩
回答四：我告訴你 跟第二個問題一樣 唸什麼經
他都懂 用什麼語言唸的他都懂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情 就是人死了他特別的靈 很多事情他都懂

好 我們講︻金剛經︼ 這裡有一個比較 若人滿
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很多 但
是呢 為人講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這個福德又勝過
﹁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這個福德勝過前
面那個福德 這是一個比較 所以︻金剛經︼裡面有很
多的比較 用來做比喻的 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
布施 功德很大 但是為人解釋這四句偈︱︱﹁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解釋這四句偈
它的功德比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的功德更大
所以這裡要講到一點 布施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 財施 剛剛有七寶布施 這個是用金錢去
布施 用金錢去做功德 去布施 這是第一種 可以講
就是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布施
第二種 法施 你跟別人說法 講佛法給他聽 這
是一種布施 這個就是法施 功德勝彼 這種功德勝過
用財施
第三種就是無畏施 什麼是無畏施？等於是平等捨
施 平等捨施是菩薩 平等捨 我昨天講了 以前我的
一個老弟子跟我借錢 我錢借給他 說：﹁一回首已是
百年身﹂ 他回頭看我一眼 拿著一個布袋 裝著我的
私房錢就走了 我全部的私房錢全部給他 他裝著我的
私房錢就全部拿走 我是無畏施 我沒有想他會還錢
我給了他 就給了他 他是跟我借錢 我就借了給他
你知道他錢拿去做什麼用嗎？我不知道 他如果拿去
把這個錢拿去布施 拿去做善事 拿去做好的事情呢？
我從來這樣子想 我很少用錢 那麼有人幫我用錢 錢
本來就是要用的 對不對？錢不用 哪裡是錢 那是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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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用心裡唸 我以前問事情問碟仙 我不出聲 問的是
很秘密的事情 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其他旁邊圍觀的人
都不用知道 你就嘴巴唸一唸 祂都知道 答案就出來
了 用想的祂也知道 這個就是靈啊
所以當人死的時候 是最靈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是
最靈的時候 人死的時候是最靈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很
靈 所以他要到哪裡 只要閉眼一想念他就到了 所以
用任何一種語言幫他做﹁中陰聞教得度﹂都可以 這是
回答你的 都有效 用英文也可以啊 你英文好的話用
英文啊 用西班牙語也可以啊 用日文也可以啊 他都
懂的 全部都有效

Ｑ

問題四：︵續上︶三 亡者生前有很多情況
有的根本沒有或很少接觸佛經 如果我們為亡
者唸佛經 他會跟著唸並聽懂我們唸的佛經嗎？一般佛
經通常都是中文而且是文言文 甚至很多人也未必真正
懂得其含意 如果我們為亡者唸此類經典的話 亡者會
聽得懂嗎？或者要改唸易懂的佛經 他才明白我們在唸
什麼？感謝師佛的慈悲指示 感恩 再感恩
回答四：我告訴你 跟第二個問題一樣 唸什麼經
他都懂 用什麼語言唸的他都懂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情 就是人死了他特別的靈 很多事情他都懂

好 我們講︻金剛經︼ 這裡有一個比較 若人滿
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很多 但
是呢 為人講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這個福德又勝過
﹁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這個福德勝過前
面那個福德 這是一個比較 所以︻金剛經︼裡面有很
多的比較 用來做比喻的 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
布施 功德很大 但是為人解釋這四句偈︱︱﹁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解釋這四句偈
它的功德比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的功德更大
所以這裡要講到一點 布施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 財施 剛剛有七寶布施 這個是用金錢去
布施 用金錢去做功德 去布施 這是第一種 可以講
就是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布施
第二種 法施 你跟別人說法 講佛法給他聽 這
是一種布施 這個就是法施 功德勝彼 這種功德勝過
用財施
第三種就是無畏施 什麼是無畏施？等於是平等捨
施 平等捨施是菩薩 平等捨 我昨天講了 以前我的
一個老弟子跟我借錢 我錢借給他 說：﹁一回首已是
百年身﹂ 他回頭看我一眼 拿著一個布袋 裝著我的
私房錢就走了 我全部的私房錢全部給他 他裝著我的
私房錢就全部拿走 我是無畏施 我沒有想他會還錢
我給了他 就給了他 他是跟我借錢 我就借了給他
你知道他錢拿去做什麼用嗎？我不知道 他如果拿去
把這個錢拿去布施 拿去做善事 拿去做好的事情呢？
我從來這樣子想 我很少用錢 那麼有人幫我用錢 錢
本來就是要用的 對不對？錢不用 哪裡是錢 那是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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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 然後別人去密告管委會 管委會
警告他 他恨對面的鄰居去密告 居
然用垃圾把他的門從外面給他鎖起
來 我看到這個電視 那都是只是為
自己 你也要為鄰居想一想啊 你養
那麼多的貓到處去拉屎 搞的整個社
區都臭臭的 鄰居那裡受得了？
然後人家密告他 他又把人家的
大門給它鎖起來 他從外面把他的那
個門用拉門的東西把它綁起來 害他
出不來 他住在裡面出不來 還打電
話叫警察來開門 然後錄影機又錄到
是他的對面鄰居做的 都是自私自利
啊 一看 哎呀 自私自利 國家也
是啊 你想想看那幾個當總統的 你
看那些當總統的是什麼樣？
我們學佛的人也不要批評別人
我們只覺得說 人生這一場戲那麼
短 你看蓮印都走了 ﹁眼看他人
死 心中熱如火 不是熱他人 看看
輪到我 ﹂再來就是我啦 想一想
你還爭什麼？大家不要爭來爭去 平
等無畏捨
嗡嘛呢唄咪吽

害祂的人 這就是耶穌本身很偉大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們修行要真的當一個菩薩 菩薩
︵菩提薩埵︶是我們的目標 ︻金剛經︼裡面講平等無
畏 它有比較 這裡講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
用布施 功德很大 但是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持乃
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彼 法施更大 更偉
大 然後平等無畏施更加的偉大 這是一個比較
好 我今天跟大家講﹁依法出生分第八﹂ 要跟大
家講清楚一點 其中它有比較在裡面 一個是七寶布
施 一個是法施 我再加上一樣平等無畏施 你如果有
平等無畏施 這個世界就安寧啦 什麼是世界大同？孔
子的理想 世界大同 大同世界 這個就是理想 這整
個娑婆世界都是淨土 每一個人都為他人想 沒有起爭
執的 沒有爭執 個人跟人之間不會起爭執 沒有嫉
妒 沒有吃醋 因為別人家比你好 你就吃醋 你就嫉
妒 只為自己想 那不是佛教的精神 那是有我而不是
無我
真正到無我 為他人想不為自己想 菩薩 不為自
己求為他人求 你看這個世界 電視打開你看看 全部
都是 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 每一個家庭都是自私的
每一個國家都是自私的 佛教的道理 真正世界大同在
佛法裡面 什麼是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無緣大慈 同
體大悲 那是菩薩啊 所以不要為個人 尤其吃醋 嫉
妒啊 這都不好的 真的是
其實大家要常常為他人想 不為自己想 所以我常
受菩薩戒的人來受菩薩戒 我說：﹁菩薩不為自
常講

黃河徹底清！

泥牛哮吼

體露分明

山河大地

情與無情

四生六道

元從一法生

法法皆真

依 法出生

啊 師尊你不用錢 那乾脆你的錢都給我用好了
你拿去做善事 可以的 這個是無畏施 平等施
錢本來就是要用的 你錢不用 那是紙啊 跟衛生紙有
什麼差別呢？你錢如果不用 跟衛生紙有什麼差別？你
想看看 錢本來就是要用的 那我存起來那些私房錢
我從來不用 他拿去用 那是他幫我用 這個沒什麼
平等 要這樣子想 所以我不會要他還錢 我不會去追
著他：﹁你上次給我拿的錢 全部要還給我 ﹂No 我
不會
這等於是平等無畏施 這是菩薩的施捨 常常為別
人想 人家是拿去做善事 世界上哪有你的錢 你不過
是機緣湊巧 你有這些錢 人家幫你用 你還要感謝人
家呢 你還要去感謝人家：﹁謝謝你幫我用錢 ﹂這個
也是我的古魯耶穌的精神 人家拿走你的外衣 你連內
衣都要給他 那你就光溜溜的；人家拿你的西裝褲 你
連內褲都脫給他 這是耶穌的精神 耶穌也是無畏施
祂也是一個菩薩的精神
祂最後一個晚上跟上帝怎麼禱告的？祂明知道要被
抓去釘十字架 祂怎麼禱告的？祂講：﹁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所以請上帝原諒那些把祂釘十字架的那些
人 ﹂請上帝原諒把祂釘上十字架的那些人 他們所做
的 他們不知道 耶穌也是無畏施
所以你如果修行到有這三種布施的話 法施勝過財
施 平等無畏施又勝過法施 要懂得這種比較 因為菩
薩的精神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耶穌也是表現了祂這個無
畏 平等 還原諒那些加害他的人 向上帝祈求原諒加

己想 為他人想 自他互換 發菩提
心 ﹂你常常想：﹁他人如果是你自己的
話 你會怎麼樣？﹂常常有這種想念
﹁自他互換法﹂ 就是﹁發菩提心法﹂當
中的一樣 金洲大師傳給阿底峽尊者的
﹁發菩提心法﹂ 其中的自他互換就是教
你做一個菩薩 所以設身處地為他人想
在這個裡面 ﹁依法出生分第八﹂的
比較裡面 法施比財施更好 再來呢 平
等無畏施比法施更好 你是一個菩薩 學
習菩薩的精神 受了菩薩戒 學習菩薩的
精神 去幫助別人甚至於犧牲自己 沒有
自己 菩薩是沒有自己的 那時候就叫做
成就 因為沒有自己 也沒有成就；因為
沒有成就 所以才叫做成就 就是這樣子
的 這裡面提到的﹁依法出生分第八﹂
我講這個比較給大家聽 這是非常重要
的 釋迦牟尼佛把這個比較放在這裡面
我如果不講 你們也不會知道 單單解釋
這四個偈就勝過財施 然後再加上平等無
畏施 那就更好了 一切圓滿
為什麼國家跟國家會有什麼經濟戰
什麼戰 都是為自己的國家 你為什麼不
為其他的國家想一想呢？我昨天看到電
視 有一個人他養了很多的貓 然後他放
任所有的貓到所有的整個社區把它弄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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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 然後別人去密告管委會 管委會
警告他 他恨對面的鄰居去密告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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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人家密告他 他又把人家的
大門給它鎖起來 他從外面把他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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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來 他住在裡面出不來 還打電
話叫警察來開門 然後錄影機又錄到
是他的對面鄰居做的 都是自私自利
啊 一看 哎呀 自私自利 國家也
是啊 你想想看那幾個當總統的 你
看那些當總統的是什麼樣？
我們學佛的人也不要批評別人
我們只覺得說 人生這一場戲那麼
短 你看蓮印都走了 ﹁眼看他人
死 心中熱如火 不是熱他人 看看
輪到我 ﹂再來就是我啦 想一想
你還爭什麼？大家不要爭來爭去 平
等無畏捨
嗡嘛呢唄咪吽

害祂的人 這就是耶穌本身很偉大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們修行要真的當一個菩薩 菩薩
︵菩提薩埵︶是我們的目標 ︻金剛經︼裡面講平等無
畏 它有比較 這裡講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
用布施 功德很大 但是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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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然後平等無畏施更加的偉大 這是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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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 只為自己想 那不是佛教的精神 那是有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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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 錢本來就是要用的 那我存起來那些私房錢
我從來不用 他拿去用 那是他幫我用 這個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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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都要給他 那你就光溜溜的；人家拿你的西裝褲 你
連內褲都脫給他 這是耶穌的精神 耶穌也是無畏施
祂也是一個菩薩的精神
祂最後一個晚上跟上帝怎麼禱告的？祂明知道要被
抓去釘十字架 祂怎麼禱告的？祂講：﹁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所以請上帝原諒那些把祂釘十字架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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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因為沒有自己 也沒有成就；因為
沒有成就 所以才叫做成就 就是這樣子
的 這裡面提到的﹁依法出生分第八﹂
我講這個比較給大家聽 這是非常重要
的 釋迦牟尼佛把這個比較放在這裡面
我如果不講 你們也不會知道 單單解釋
這四個偈就勝過財施 然後再加上平等無
畏施 那就更好了 一切圓滿
為什麼國家跟國家會有什麼經濟戰
什麼戰 都是為自己的國家 你為什麼不
為其他的國家想一想呢？我昨天看到電
視 有一個人他養了很多的貓 然後他放
任所有的貓到所有的整個社區把它弄得很

雜誌

27
28

16 Oct.

【燃燈雜誌】
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
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
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
斯陀含㈴㆒往來，而實無往
來，是㈴斯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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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多聞天王黃財神 針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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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ảm ơn︵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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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謝謝︶Xin chao︵越南語：你好︶
我們加州四位大媽 回去多久了？第四天 哦！那
上回已經講過了 上禮拜已經講了 她們來這裡是為了
加州的旱災跟森林大火 特別來到︿西雅圖雷藏寺﹀
去龍王那邊 一共求了六天 求龍王求六天 瑤池金母
有指示 就是由我們今天同修的本尊 四天王 也就是
多聞天 持國天 增長天 廣目天 四天王跟著我們龍
王亭的龍王 南下到California ︵眾鼓掌︶
當時我在餐廳的時候 她們問我說：會下雨嗎？我
回答是﹁很快﹂ 而且我本來算的是有七成的雨 後來
經過她們求了龍王以後 因為她們特別又求龍王 應該
要增加 所以又增加了一成 也就是八成 ︵眾鼓掌︶
八成會下雨 在California會下雨的 我是講說 ﹁妳
們回去以後 差不多四天後 很快 這樣子﹂ 四大媽

在這裡求 四大媽是陳傳芳 孫愛珍 蔣冠蓉 魏思
顏 四位女士在這裡每天 她們繞著龍王求 龍王很感
動 而且陳傳芳還特別講笑話給龍王聽 龍王哈哈大
笑 就答應了這件事情
現在從加州他們消息傳來 下個禮拜開始 會連續
下一個禮拜 因為蓮僧看那個氣象圖︵蓮僧上師答：從
明天就開始下了︶明天就開始下啦？那差不多了 雲層
有照出來 非常的厚 非常的紮實；而且連續會開始
下 一直這樣子下個不停的 加州的旱災就可以解除
森林大火也可以解除 四大媽在加州 她們非常的高
興
你看我們這個龍王非常靈感 四天王非常靈感 她
們趕來求雨也是對的 趕過來求雨也是對的 因為等她
們到了十一月多的時候 再來求雨的話 雨已經下過
了 ︵師尊笑︶對不對？所以她們求了雨 馬上相應
到 你看加州的旱災和森林大火 全世界上都知道的
上個禮拜我就講了：﹁很快 馬上就有雨！﹂ 她們四
個人 孫愛珍是相應了觀世音菩薩；魏思顏 她的護摩
做了幾千壇；蔣冠蓉是非常優秀的弟子 你看 四個人
一到；陳傳芳也是很優秀的弟子
所以說緣啊！緣分就是這樣子的 她們四個人合起
來的力量 上回第一次求雨的時候 也是四個人合起
來 就把加州的旱災就給它解除掉 跟森林大火解除
掉 現在是第二次求雨 求了不到一個禮拜 馬上就下
雨 她們四個人真的是 到時候全世界有旱災
︵弟
子遞上手機上的衛星雲圖︶你看這是衛星雲圖 厚厚的
一層 綠色的 然後一直往加州那邊移 所以明天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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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何以故？
斯陀含㈴㆒往來，而實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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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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聞天王黃財神 針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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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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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気持ちいい
Cảm ơn︵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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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到了十一月多的時候 再來求雨的話 雨已經下過
了 ︵師尊笑︶對不對？所以她們求了雨 馬上相應
到 你看加州的旱災和森林大火 全世界上都知道的
上個禮拜我就講了：﹁很快 馬上就有雨！﹂ 她們四
個人 孫愛珍是相應了觀世音菩薩；魏思顏 她的護摩
做了幾千壇；蔣冠蓉是非常優秀的弟子 你看 四個人
一到；陳傳芳也是很優秀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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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力量 上回第一次求雨的時候 也是四個人合起
來 就把加州的旱災就給它解除掉 跟森林大火解除
掉 現在是第二次求雨 求了不到一個禮拜 馬上就下
雨 她們四個人真的是 到時候全世界有旱災
︵弟
子遞上手機上的衛星雲圖︶你看這是衛星雲圖 厚厚的
一層 綠色的 然後一直往加州那邊移 所以明天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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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所以將來她們四個大媽 將來會揚名全世界 哪裡
有乾旱 就可以請她們四個去 ︵眾鼓掌︶
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有出錢請她們嗎？有沒有？
︵弟子答：她們有帶供品來 ︶對啊 她們也是有供養
龍王啊 ︿西雅圖雷藏寺﹀有沒有贊助四大媽求龍王？
有沒有？沒有 還有 ︿彩虹雷藏寺﹀有沒有？有沒有
贊助？也沒有啊？她們是自費的啊？連旅費都是自費
的 只是師尊一句話 她們就飛過來 自己買供品哦
自己供養龍王哦 連續六天 旅館費也是自費喔 以後
的請 要注意禮貌 禮貌要周到 她們四個求雨 真的
是有靈有驗 一個禮拜以後 否則加州不可能有那麼大
的雲層到 而且又連續下一個禮拜
這個感應真的是非常特別 這四大天王也會去幫
忙 四天王跟龍王都一起到 我們這個龍王非常靈感！
而且她還發願 四大媽還發願喔││﹁下了雨 要重新
的油漆龍王亭 ﹂你看有靈有驗吧 對不對！所以我們
要感謝她們 謝謝她們四位 以前我常常講的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我 為 什 麼 要 強 調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因 為 她 們 是 有 power
的 每一次貴賓的時候 我在︿台灣雷藏寺﹀ 我是這
樣子唸的：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因為她們
這四個是有power的 合起來求 龍王就會聽了 她們
年紀最大的八十了 年紀輕的也七十幾了 舟車勞頓
自費 辛苦她們了
先講個笑話吧 李白是我們中國的詩人 李白講：
﹁我是李白 我都不喜歡去別人家的家裡吃飯 也不參
加別人家的家裡請客吃飯 因為每一次開飯的時候 他

Ｑ

那必須要簡單回答
問題一：新加坡弟子問的 尊貴的根本上師蓮生
活佛 弟子想請教根本上師關於﹁供養法﹂的修
行問題 在﹁供養法﹂中有提到 上供諸佛菩薩 中供
護法神眾 下供六道眾生 在法本觀想中 我們一般只
觀想諸佛菩薩護法 沒有關於如何下供六道眾生的觀
想 請問師尊 關於這段﹁下供六道眾生﹂該如何觀想
及供養？感恩師尊教導
回答一：他說供品提到﹁上供諸佛菩薩 中供所有
護法 神眾神明 下供六道眾生﹂ 應該是上供諸佛菩
薩 中供諸天 下供六道眾生 也可以啦 也可以這樣
子講 關於這段下供六道眾生 該如何觀想及供養？有
人會回答嗎？蓮緒講：﹁平等供養 無有分別 ﹂反正
你念過了 反正你觀想供養過了
上供佛菩薩 中供諸天 下供六道眾生 你已經供
養過了 你也念過了 這個東西供養就這樣可以了 蓮
緒認為﹁無有分別﹂ 就是你念過就好了 對不對？好
啦 大家都說對了 因為你如果要細供 要供佛跟菩薩
也分出來 所有諸天也分出來 還有無色界天你也分
然後色界天你也分 欲界天你也分 六道你也全部分
你啊 一個供養你從早上一直供到晚上還沒有供完呢
對不對？所以不用細分 不要細分 平等供養 蓮緒講
的也是對的

Ｑ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敬愛的師尊 師母 佛
安！請教師尊 在︽真佛法中法︾一書中 ︿入
三摩地的程序口訣︱祕密修行﹀這篇文章裡提到的禪定

們都會講﹃你白吃啊 你白吃啊！﹄﹂李白講：﹁你們
才白吃咧！﹂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這個笑話是屬於印度神童 印度神童再出預言 年
尾股災 今年的年尾會有股票的災難 明年又有新的病
毒 是這樣嗎？你們看過沒有？反正這個是笑話 聽聽
就好 如果真的發生了 我已經警告你們 如果沒有發
生這些事情 他可以講：﹁我已經祈禱化解了 ﹂但是
我們這個祈求龍王下雨 這個我是講在先哦 對不對？
她們求了 加州一定會下雨 而且是下大雨 不是久旱
逢甘霖 兩滴 不是喔 真的連續下一個禮拜
人生有四大喜事 那四大？一個 是洞房花燭夜
很歡喜的事吧？但是底下兩個字﹁無能﹂ 金榜題名
時 你看你考大學 名字出來了 底下四個字﹁同名同
姓﹂ 再來 他鄉遇故知 也是很歡喜的事 底下兩個
字﹁債主﹂ 遇到債主 要你還錢 再來 久旱逢甘
霖 兩個字﹁兩滴﹂ 今天久旱逢甘霖 下一個禮拜
這是加州四大媽的功勞
有人問：﹁為什麼大部分佛教徒都在北半球？﹂有
人回答：﹁因為南方沒有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進入正題吧

哇

今天問的人這麼多？

答
雜誌

程序的口訣 應該在正行中持咒和九節佛風之前 還是
之後進行？另 初學剛開始練習禪定者 是不是暫時不
適合做第三到第六步驟的觀想？感恩師尊解惑！
他分好幾個問題問：
﹁第一 先觀自身變本尊 相好光明如本尊一般
與本尊無二 這是消除一切煩惱及收拾雜念的方法 我
們坐著 細想本尊的眼 耳 鼻 口 臉 身 及一切
莊嚴光明的身相 亦就是行者自己 用本尊去收拾雜念
成清淨之一念
︵歸於一︶﹂
那你到底是問什麼 我搞不清楚？
﹁ 第二 再觀自己心際有八葉蓮花 蓮花中有本
尊咒字 咒字放光 一一光中有一本尊 本尊瀰漫整個
世界 這是放光境界 不但自己全身光明 而且心際放
光 達宇宙上下十方 甚至無盡處 變成圓融的大光明
勝景 身子毛孔及世界均現光明 ︵歸於零︶ ﹂
﹁第三 由於放光境界大盛 十方諸佛菩薩 均來
到臨 住虛空中 虛空之中有天樂 諸佛讚歎 天雨曼
陀羅華 天龍八部護法 天降甘露 天虹現光 一切的
瑞相均現於虛空之中 祇要達﹁放光境界﹂ 諸佛菩
薩 護法空行 天龍天女必至 此時的境界 正是﹁天
上地下 唯我獨尊﹂的境界 本尊行者要發大雄心 我
不度眾生 誰來度眾生！本尊行者要發大雄心 我不入
地獄 誰來入地獄！粉身碎骨 本無畏也 ︵我即是
佛︶﹂
﹁第四 本尊行者召請現生父母 生父在右 生母
在左 面前是恨我及作害之障者 再召請十類眾生到下
方 所謂十類眾生即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

好啦

QA＆

31
32

問

【燃燈雜誌】
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始 所以將來她們四個大媽 將來會揚名全世界 哪裡
有乾旱 就可以請她們四個去 ︵眾鼓掌︶
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有出錢請她們嗎？有沒有？
︵弟子答：她們有帶供品來 ︶對啊 她們也是有供養
龍王啊 ︿西雅圖雷藏寺﹀有沒有贊助四大媽求龍王？
有沒有？沒有 還有 ︿彩虹雷藏寺﹀有沒有？有沒有
贊助？也沒有啊？她們是自費的啊？連旅費都是自費
的 只是師尊一句話 她們就飛過來 自己買供品哦
自己供養龍王哦 連續六天 旅館費也是自費喔 以後
的請 要注意禮貌 禮貌要周到 她們四個求雨 真的
是有靈有驗 一個禮拜以後 否則加州不可能有那麼大
的雲層到 而且又連續下一個禮拜
這個感應真的是非常特別 這四大天王也會去幫
忙 四天王跟龍王都一起到 我們這個龍王非常靈感！
而且她還發願 四大媽還發願喔││﹁下了雨 要重新
的油漆龍王亭 ﹂你看有靈有驗吧 對不對！所以我們
要感謝她們 謝謝她們四位 以前我常常講的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我 為 什 麼 要 強 調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因 為 她 們 是 有 power
的 每一次貴賓的時候 我在︿台灣雷藏寺﹀ 我是這
樣子唸的：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 因為她們
這四個是有power的 合起來求 龍王就會聽了 她們
年紀最大的八十了 年紀輕的也七十幾了 舟車勞頓
自費 辛苦她們了
先講個笑話吧 李白是我們中國的詩人 李白講：
﹁我是李白 我都不喜歡去別人家的家裡吃飯 也不參
加別人家的家裡請客吃飯 因為每一次開飯的時候 他

Ｑ

那必須要簡單回答
問題一：新加坡弟子問的 尊貴的根本上師蓮生
活佛 弟子想請教根本上師關於﹁供養法﹂的修
行問題 在﹁供養法﹂中有提到 上供諸佛菩薩 中供
護法神眾 下供六道眾生 在法本觀想中 我們一般只
觀想諸佛菩薩護法 沒有關於如何下供六道眾生的觀
想 請問師尊 關於這段﹁下供六道眾生﹂該如何觀想
及供養？感恩師尊教導
回答一：他說供品提到﹁上供諸佛菩薩 中供所有
護法 神眾神明 下供六道眾生﹂ 應該是上供諸佛菩
薩 中供諸天 下供六道眾生 也可以啦 也可以這樣
子講 關於這段下供六道眾生 該如何觀想及供養？有
人會回答嗎？蓮緒講：﹁平等供養 無有分別 ﹂反正
你念過了 反正你觀想供養過了
上供佛菩薩 中供諸天 下供六道眾生 你已經供
養過了 你也念過了 這個東西供養就這樣可以了 蓮
緒認為﹁無有分別﹂ 就是你念過就好了 對不對？好
啦 大家都說對了 因為你如果要細供 要供佛跟菩薩
也分出來 所有諸天也分出來 還有無色界天你也分
然後色界天你也分 欲界天你也分 六道你也全部分
你啊 一個供養你從早上一直供到晚上還沒有供完呢
對不對？所以不用細分 不要細分 平等供養 蓮緒講
的也是對的

Ｑ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敬愛的師尊 師母 佛
安！請教師尊 在︽真佛法中法︾一書中 ︿入
三摩地的程序口訣︱祕密修行﹀這篇文章裡提到的禪定

們都會講﹃你白吃啊 你白吃啊！﹄﹂李白講：﹁你們
才白吃咧！﹂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這個笑話是屬於印度神童 印度神童再出預言 年
尾股災 今年的年尾會有股票的災難 明年又有新的病
毒 是這樣嗎？你們看過沒有？反正這個是笑話 聽聽
就好 如果真的發生了 我已經警告你們 如果沒有發
生這些事情 他可以講：﹁我已經祈禱化解了 ﹂但是
我們這個祈求龍王下雨 這個我是講在先哦 對不對？
她們求了 加州一定會下雨 而且是下大雨 不是久旱
逢甘霖 兩滴 不是喔 真的連續下一個禮拜
人生有四大喜事 那四大？一個 是洞房花燭夜
很歡喜的事吧？但是底下兩個字﹁無能﹂ 金榜題名
時 你看你考大學 名字出來了 底下四個字﹁同名同
姓﹂ 再來 他鄉遇故知 也是很歡喜的事 底下兩個
字﹁債主﹂ 遇到債主 要你還錢 再來 久旱逢甘
霖 兩個字﹁兩滴﹂ 今天久旱逢甘霖 下一個禮拜
這是加州四大媽的功勞
有人問：﹁為什麼大部分佛教徒都在北半球？﹂有
人回答：﹁因為南方沒有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進入正題吧

哇

今天問的人這麼多？

答
雜誌

程序的口訣 應該在正行中持咒和九節佛風之前 還是
之後進行？另 初學剛開始練習禪定者 是不是暫時不
適合做第三到第六步驟的觀想？感恩師尊解惑！
他分好幾個問題問：
﹁第一 先觀自身變本尊 相好光明如本尊一般
與本尊無二 這是消除一切煩惱及收拾雜念的方法 我
們坐著 細想本尊的眼 耳 鼻 口 臉 身 及一切
莊嚴光明的身相 亦就是行者自己 用本尊去收拾雜念
成清淨之一念
︵歸於一︶﹂
那你到底是問什麼 我搞不清楚？
﹁ 第二 再觀自己心際有八葉蓮花 蓮花中有本
尊咒字 咒字放光 一一光中有一本尊 本尊瀰漫整個
世界 這是放光境界 不但自己全身光明 而且心際放
光 達宇宙上下十方 甚至無盡處 變成圓融的大光明
勝景 身子毛孔及世界均現光明 ︵歸於零︶ ﹂
﹁第三 由於放光境界大盛 十方諸佛菩薩 均來
到臨 住虛空中 虛空之中有天樂 諸佛讚歎 天雨曼
陀羅華 天龍八部護法 天降甘露 天虹現光 一切的
瑞相均現於虛空之中 祇要達﹁放光境界﹂ 諸佛菩
薩 護法空行 天龍天女必至 此時的境界 正是﹁天
上地下 唯我獨尊﹂的境界 本尊行者要發大雄心 我
不度眾生 誰來度眾生！本尊行者要發大雄心 我不入
地獄 誰來入地獄！粉身碎骨 本無畏也 ︵我即是
佛︶﹂
﹁第四 本尊行者召請現生父母 生父在右 生母
在左 面前是恨我及作害之障者 再召請十類眾生到下
方 所謂十類眾生即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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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 還有什麼心際八葉蓮花開 本尊咒字 咒字放
光？你那時候本尊都沒有相應 你哪裡能夠本尊放光？
歸於零就已經很困難了 ﹁歸於零﹂就是無念了啦！天
下有幾個人能夠無念？
我們︻真佛經︼裡面講﹁以無念為正覺佛寶 身清
淨 口清淨 意清淨為法寶﹂ 以無念為正覺佛寶 你
能夠歸於零 就是無念了 今天誰能夠修到無念？修到
無念的舉手？都沒有人舉手 你看 所以你只要做﹁第
一﹂就可以了！這是回答這位弟子的 你能夠歸於一
就本尊相應了 真正達到歸於一 就已經本尊相應 到
淨土就有希望 這是跟你講喔 這個都是很深奧的 剛
剛所唸過的 都是很深奧的
哎！原來只有兩個人問 我還以為問題真的很多
呢 我看它有這個原來不是問題 所謂問題就不是問
題 因為不是問題才是問題︵笑︶
有一個女生去問算命師 算命的跟她講：﹁妳的婚
姻的路很順暢 ﹂女生就問：﹁真的嗎？師父？﹂師父
回答：﹁對啊！因為妳的婚姻路上 連個鬼影子都沒
有 ﹂︵笑︶沒有婚姻就是很順啦
好像有一個笑話 看看 對啦！如果婚姻是愛情的
墳墓 我們經常講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相親就是為了墳
墓看風水 ︵笑︶再來呢 你對他表白 男的對女的表
白 女的對男的表白 就是自己挖墳墓 自掘墳墓 那
麼結婚是什麼呢？是雙雙殉情 移情別戀是什麼呢？是
遷墳 把墳墓遷走 而小三是什麼呢？是盜墳者
︵笑︶這個婚姻實在是不是很好的 真的有長久的婚姻
也是很不簡單的事

牲及濕生 卵生 胎生 化生 如此 本尊居中 十
類眾生團團圍繞下方 本尊放光普照父母及恨我之仇
家 再達於十方眾生 皆受本尊之教化 而各得佛
緣 各證菩提 在未來際 也將因本尊的光明佛種
均得成佛 這是密行度眾生 ︵佛度眾生︶﹂
﹁第五 空中的佛菩薩 化為光點 下方的十類
眾生化為光點 上方光點融入本尊 下方光點融入本
尊 因此而打成一片 時間飛馳無窮際 宿命通 他
心通 空間融入無窮際 神足通 天眼通 天耳通
本尊是宇宙 宇宙即本尊 漏盡通 打破時間及空
間 任何時空均無法阻礙住本尊 六大神通具足 任
運之際 得無上正等正覺也 ︵六通具足︶ ﹂
﹁第六 本尊與宇宙法流合一融合 即自身光明
如虛空 也即是﹁涅槃境界﹂ 法界光明海 十方佛
一體 大空自在 此乃最高無上的境界 即匯歸毘盧
性海那嘎大定或是大空三昧定 或第一勝義空定 這
即是﹁涅槃﹂ ︵如如不動︶﹂
﹁蓮生活佛認為入三摩地的程序口訣 其祕密修
行法 第一是﹃歸於一﹄ 第二是﹃歸於零﹄ 第三
是﹃我即是佛﹄ 第四是﹃佛度眾生﹄ 第五是﹃六
通具足﹄ 第六是﹃如如不動﹄ ︿真佛宗﹀的弟子
依這﹃祕密修行﹄的六大口訣來入三摩地 一定會得
到最大的成就 在禪定三昧中 得第一義諦 ﹂
好 念完 ︵師尊笑︶
回答二：好 唸完︵笑︶ 好啦！你到底是問什
麼？他是講這樣子 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禪定的程序
口訣 他也全部統統都講出來 ﹁應該在正行中持咒
和九節佛風之前？還是之後進行？初學 剛開始練習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了喔 我們講﹁一相無相分
第九﹂ 一相就等於無相 這是第九品 一相就是無
相 這是第九品
佛問須菩提：﹁須菩提啊！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
是念 我得須陀洹果不？﹂這是釋迦牟尼佛問的 須菩
提言 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為入流 而無所入；不入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是
名須陀洹 ﹂
這一段 我跟大家解釋 其實再來幾段都是同樣的
問題 我們知道阿羅漢是最高的 阿羅漢分四等 一個
剛剛講的 ﹁入流﹂是初果阿羅漢│須陀洹；再來 二
果阿羅漢叫做﹁一來﹂；三果阿羅漢就叫﹁不還﹂；四
果阿羅漢叫做﹁離世﹂ 這個是阿羅漢的四個境界 阿
羅漢分四等 也就是修這個苦集滅道 阿羅漢分四等
佛問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 我得須陀
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 ﹂對 沒錯！你不能講：﹁我
現在是佛 ﹂你也不能講：﹁我是菩薩 ﹂你也不能
講：﹁我是阿羅漢 ﹂不能講 因為身在其中 那只是
一個名啊！佛是一個名啊！菩薩是一個名啊！阿羅漢是
一個名啊！這個須陀洹只是一個名啊！現在講﹁我得須
陀洹果﹂不？﹁我已經得到須陀洹果﹂不？如果有一個

禪定者 是不是暫時不適合做第三到第六步驟的觀
想？感謝師尊解惑 ﹂他的疑問
那你們的回答是什麼？我問大家 前行 大家知
道吧前行 一個法它有前行 就是毘盧七支坐 大禮
拜 大供養 四皈依 懺悔 然後 大禮拜 大供
養 四皈依 四無量咒 另外懺悔 大部分都是前行
嘛 然後毘盧七支坐這些都是前行；正行開始就是觀
想 持咒 入三昧地 結手印 就是正行；後行就是
迴向 讚偈 讚偈跟迴向 這就是後行
那麼他講 正行中 當然持咒是正行 九節佛風
也是 你做完 先觀想後持咒 再做九節佛風 再入
禪定 應該是這樣子吧？喔 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現
在回答你 這位弟子 先觀想後持咒 再做九節佛
風 再入三昧地 一般的程序是這樣 正行 這個就
是正行的方法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只要觀想到﹁歸於一﹂就可以
了；你一都不能 那你要練習﹁歸於一﹂就已經很久
了 所以佛曾經講﹁專一瑜伽﹂ 歸於一就是﹁專一
瑜伽﹂ 這個是怎麼樣子呢？本尊就是你 你就是本
尊 觀想到這裡 第一 從第一節開始 能夠完全本
尊歸於一的話 再進入第二節 第二節能夠歸於零的
話 再進入第三節 而不是初學者 你先歸於一
﹁一﹂很多人都做不到 ﹁歸於一﹂就是禪定
了 你能夠把所有的念頭全部變成沒有而歸於一 只
在一個點上面 就是禪定 就是瑜伽 本尊就跟你相
應了 你只要修到本尊相應 到淨土就有希望；本尊
沒有相應 其他的都不用談！你本尊沒有相應 你還
談什麼涅槃？本尊都沒相應 談什麼涅槃？本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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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 還有什麼心際八葉蓮花開 本尊咒字 咒字放
光？你那時候本尊都沒有相應 你哪裡能夠本尊放光？
歸於零就已經很困難了 ﹁歸於零﹂就是無念了啦！天
下有幾個人能夠無念？
我們︻真佛經︼裡面講﹁以無念為正覺佛寶 身清
淨 口清淨 意清淨為法寶﹂ 以無念為正覺佛寶 你
能夠歸於零 就是無念了 今天誰能夠修到無念？修到
無念的舉手？都沒有人舉手 你看 所以你只要做﹁第
一﹂就可以了！這是回答這位弟子的 你能夠歸於一
就本尊相應了 真正達到歸於一 就已經本尊相應 到
淨土就有希望 這是跟你講喔 這個都是很深奧的 剛
剛所唸過的 都是很深奧的
哎！原來只有兩個人問 我還以為問題真的很多
呢 我看它有這個原來不是問題 所謂問題就不是問
題 因為不是問題才是問題︵笑︶
有一個女生去問算命師 算命的跟她講：﹁妳的婚
姻的路很順暢 ﹂女生就問：﹁真的嗎？師父？﹂師父
回答：﹁對啊！因為妳的婚姻路上 連個鬼影子都沒
有 ﹂︵笑︶沒有婚姻就是很順啦
好像有一個笑話 看看 對啦！如果婚姻是愛情的
墳墓 我們經常講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相親就是為了墳
墓看風水 ︵笑︶再來呢 你對他表白 男的對女的表
白 女的對男的表白 就是自己挖墳墓 自掘墳墓 那
麼結婚是什麼呢？是雙雙殉情 移情別戀是什麼呢？是
遷墳 把墳墓遷走 而小三是什麼呢？是盜墳者
︵笑︶這個婚姻實在是不是很好的 真的有長久的婚姻
也是很不簡單的事

牲及濕生 卵生 胎生 化生 如此 本尊居中 十
類眾生團團圍繞下方 本尊放光普照父母及恨我之仇
家 再達於十方眾生 皆受本尊之教化 而各得佛
緣 各證菩提 在未來際 也將因本尊的光明佛種
均得成佛 這是密行度眾生 ︵佛度眾生︶﹂
﹁第五 空中的佛菩薩 化為光點 下方的十類
眾生化為光點 上方光點融入本尊 下方光點融入本
尊 因此而打成一片 時間飛馳無窮際 宿命通 他
心通 空間融入無窮際 神足通 天眼通 天耳通
本尊是宇宙 宇宙即本尊 漏盡通 打破時間及空
間 任何時空均無法阻礙住本尊 六大神通具足 任
運之際 得無上正等正覺也 ︵六通具足︶ ﹂
﹁第六 本尊與宇宙法流合一融合 即自身光明
如虛空 也即是﹁涅槃境界﹂ 法界光明海 十方佛
一體 大空自在 此乃最高無上的境界 即匯歸毘盧
性海那嘎大定或是大空三昧定 或第一勝義空定 這
即是﹁涅槃﹂ ︵如如不動︶﹂
﹁蓮生活佛認為入三摩地的程序口訣 其祕密修
行法 第一是﹃歸於一﹄ 第二是﹃歸於零﹄ 第三
是﹃我即是佛﹄ 第四是﹃佛度眾生﹄ 第五是﹃六
通具足﹄ 第六是﹃如如不動﹄ ︿真佛宗﹀的弟子
依這﹃祕密修行﹄的六大口訣來入三摩地 一定會得
到最大的成就 在禪定三昧中 得第一義諦 ﹂
好 念完 ︵師尊笑︶
回答二：好 唸完︵笑︶ 好啦！你到底是問什
麼？他是講這樣子 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禪定的程序
口訣 他也全部統統都講出來 ﹁應該在正行中持咒
和九節佛風之前？還是之後進行？初學 剛開始練習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了喔 我們講﹁一相無相分
第九﹂ 一相就等於無相 這是第九品 一相就是無
相 這是第九品
佛問須菩提：﹁須菩提啊！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
是念 我得須陀洹果不？﹂這是釋迦牟尼佛問的 須菩
提言 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為入流 而無所入；不入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是
名須陀洹 ﹂
這一段 我跟大家解釋 其實再來幾段都是同樣的
問題 我們知道阿羅漢是最高的 阿羅漢分四等 一個
剛剛講的 ﹁入流﹂是初果阿羅漢│須陀洹；再來 二
果阿羅漢叫做﹁一來﹂；三果阿羅漢就叫﹁不還﹂；四
果阿羅漢叫做﹁離世﹂ 這個是阿羅漢的四個境界 阿
羅漢分四等 也就是修這個苦集滅道 阿羅漢分四等
佛問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 我得須陀
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 ﹂對 沒錯！你不能講：﹁我
現在是佛 ﹂你也不能講：﹁我是菩薩 ﹂你也不能
講：﹁我是阿羅漢 ﹂不能講 因為身在其中 那只是
一個名啊！佛是一個名啊！菩薩是一個名啊！阿羅漢是
一個名啊！這個須陀洹只是一個名啊！現在講﹁我得須
陀洹果﹂不？﹁我已經得到須陀洹果﹂不？如果有一個

禪定者 是不是暫時不適合做第三到第六步驟的觀
想？感謝師尊解惑 ﹂他的疑問
那你們的回答是什麼？我問大家 前行 大家知
道吧前行 一個法它有前行 就是毘盧七支坐 大禮
拜 大供養 四皈依 懺悔 然後 大禮拜 大供
養 四皈依 四無量咒 另外懺悔 大部分都是前行
嘛 然後毘盧七支坐這些都是前行；正行開始就是觀
想 持咒 入三昧地 結手印 就是正行；後行就是
迴向 讚偈 讚偈跟迴向 這就是後行
那麼他講 正行中 當然持咒是正行 九節佛風
也是 你做完 先觀想後持咒 再做九節佛風 再入
禪定 應該是這樣子吧？喔 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現
在回答你 這位弟子 先觀想後持咒 再做九節佛
風 再入三昧地 一般的程序是這樣 正行 這個就
是正行的方法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只要觀想到﹁歸於一﹂就可以
了；你一都不能 那你要練習﹁歸於一﹂就已經很久
了 所以佛曾經講﹁專一瑜伽﹂ 歸於一就是﹁專一
瑜伽﹂ 這個是怎麼樣子呢？本尊就是你 你就是本
尊 觀想到這裡 第一 從第一節開始 能夠完全本
尊歸於一的話 再進入第二節 第二節能夠歸於零的
話 再進入第三節 而不是初學者 你先歸於一
﹁一﹂很多人都做不到 ﹁歸於一﹂就是禪定
了 你能夠把所有的念頭全部變成沒有而歸於一 只
在一個點上面 就是禪定 就是瑜伽 本尊就跟你相
應了 你只要修到本尊相應 到淨土就有希望；本尊
沒有相應 其他的都不用談！你本尊沒有相應 你還
談什麼涅槃？本尊都沒相應 談什麼涅槃？本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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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修這個 他已經是須陀洹了 現在他又講說：﹁我
已經得到須陀洹了 ﹂
這須菩提講：﹁沒有這樣子的 世尊 為什麼呢？
須陀洹 名為入流 而無所入 ﹂問你們 什麼叫做
﹁入流﹂？我告訴大家啦 不要我問了 因為這裡也沒
有禮品︵笑︶ 問了也沒有獎品 你回答對了也沒有獎
品 在山莊還有一點獎品 這裡完全沒有獎品 我請你
喝一杯水吧︵笑︶！我抽屜裡面有喔？藏在裡面？抽屜
裡面有鳥︵笑︶ 不見啦？給人家拿走啦？抽屜裡面
︵笑︶ 所以我跟大家講 答對了有什麼鳥用︵笑︶？
好 我告訴你 什麼叫入流呢 我們進到︿西雅圖
雷藏寺﹀的大飯店 餐廳 前面不是有一尊賓頭盧嗎？
告訴你 賓頭盧就是入流 住世的阿羅漢 住在這裟婆
世界的阿羅漢 就是叫做入流 我們這個﹁流﹂字 把
它看成人欲橫流 你入流 就是進入這個水裡面 這條
水是什麼？五濁惡世 它這個叫做入流 住世阿羅漢叫
做入流 祂進到裟婆世界的五濁惡世 那麼我們賓頭盧
就是屬於入流的阿羅漢 在人欲橫流之中 祂是住世阿
羅漢 叫做入流
這裡很簡單跟大家講 為什麼﹁須陀洹 名為入
流 而無所入﹂？賓頭盧雖然住在五濁惡世 祂沒有真
正進入五濁惡世 祂保持祂的須陀洹的清淨 祂是清淨
啊！祂是清淨的阿羅漢 雖然祂進到了五濁惡世這個人
欲橫流之中 但是祂是屬於清淨的阿羅漢 所以等於是
不入流 雖然是入流了 還是不入流 入流等於不入
流 這樣懂了嗎？
所以一般人他不會瞭解：﹁為什麼入流又不入流？

賊 廣東話 小孩叫什麼？仔？︵笑︶跟劫差不多哎！
這個六賊啊 我就覺得說很像廣東話的這個仔︵笑︶
賊啊 不是仔 仔是廣東話 就是小孩 你看 先修這
個
眼睛被色所迷 耳朵被靡靡之音所惑 舌頭被味道
所迷惑 鼻子喜歡香的 聞到臭的拒絕 香的就喜歡
這是人的欲望啊！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不入色 聲 香 味 觸 法就叫做
須陀洹 這已經是關閉六賊 就是雖然住世 但其實不
受五濁惡世的傳染 不受的
所以我講這個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 所以你讀︻金
剛經︼ 就是要了解︻金剛經︼本身的本意啊！很多人
懂得 都是一天到晚唸︻金剛經︼ 早課唸︻金剛
經︼ 晚課唸︻金剛經︼ 他不知其意 為什麼是入流
而不入？明明是入流 為什麼是不入流呢？
實在的話 入流就是不入流 就是指祂們須陀洹最
重要的 祂就是入流 其實祂是不入流 其中有很多這
種話 ︻金剛經︼裡面提到 什麼意思？所以今天講了
你們就明白 雖然祂處在五濁惡世 其實祂沒有用祂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去接觸到五濁惡世 這個叫
做須陀洹 是一個果位 初果阿羅漢
我還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在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裡面 有兩個須陀洹 初果阿羅漢 在這裡面 你們不
知道的 你知道的話 你可以跟祂合掌禮拜 祂也是應
供的 什麼叫應供？應該供養祂 有兩個須陀洹住在我
們︿西雅圖雷藏寺﹀裡面 這是跟大家講的
我再講一段好啦 還是講這樣就可以了？明天再講

良︿東大寺﹀的時候 旁邊有一尊賓頭盧 祂坐在寺門
口這邊 我一看祂的眼睛 哎！祂眼睛在動！我說：
﹁哎！賓頭盧來了！我告訴你 趕快去摸！﹂
那時候 那個日良跟月琴 這個羅日良 黃月琴他
們夫婦也有跟著我去 羅日良他胃的毛病很嚴重 所以
人很瘦 很嚴重的 羅日良一聽 他很有靈感 我說：
﹁趕快 你身體哪裡有病 趕快去摸 摸祂的身體 ﹂

什麼意思？﹂因為祂雖然處在五濁惡世裡面 不受五濁
影響 為什麼不受五濁影響？須菩提就回答：﹁不入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是名須陀洹 ﹂祂沒有進去
啊！祂不被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我們賓頭盧坐在
那裡 長眉尊者坐在那裡 眉毛長長的 嘴巴打開 釋
迦牟尼佛在後面 釋迦牟尼佛掛的相在後面 祂嘴巴打
開 因為祂被釋迦牟尼佛罰要住在裟婆世界 祂慘叫一
聲：﹁啊 ﹂這個白眉尊者
祂不入色 跟大家講 今天來了一個美女 進到餐
館來吃飯 祂也不會兩個眼睛瞪她 色眼出來了 口水
就流出來 這個豬哥︵笑︶嘴巴就流口水了；祂不會
啊 祂如如不動！很醜的進來 祂也不會嚇到 祂眼中
根本沒有色 你唱好聽的歌給祂聽 祂也不入 祂已經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賊全部關閉 本來修這個
就是要關閉六賊的 你看那個螢幕上 就有我們的那個
賓頭盧在那裡
賓頭盧的岩洞 祂在靈山修行的時候 祂的岩洞距
離 舍 利 弗 的 岩 洞 非 常 接 近 祂 是 我 朋 友 啊 my
friend 我記得我去京都 ︿東大寺﹀吧？︿東大寺﹀
有沒有？奈良啊？奈良大 仏︵日語：奈良大佛︶ 去奈

他就爬上去 因為那一尊很大 他就爬上去摸祂的胃
從那天開始 羅日良的胃就好了 以前他完全不能吃鳳
梨 一片鳳梨下去 他胃就痛 現在可以吃一顆鳳梨
我跟他講：﹁你看 賓頭盧現在在 趕快去摸！你身體
哪裡有病 趕快去摸 ﹂
我那時候還有香港腳呢 我就去摸祂的腳 摸一
摸 從那天開始我沒有香港腳！哪個當兵的沒有得到香
港腳的？當兵的 我們以前當軍人 那個衣服大家集體
洗 所有的內衣褲全部一起洗 一起上一鍋 一起洗
每個人都傳染來 傳染去 都得到皮膚病 非常多的
因為軍中是團體的生活 很多人 非常多的人 每個人
都有皮膚病 我得了香港腳 還有一個繡球風 什麼叫
繡球風呢？不能講︵笑︶ 我那時候香港腳很難治喔！
奇怪？為什麼取名叫香港腳Hong Kong feet︵笑︶？香
港話？Hong Kong feet我是講英文︵笑︶
我告訴大家 真的香港腳很難治 好幾天它又重
來 好幾天又重來 哎！我的香港腳完全都好 全部都
好了！不再復發 羅日良的胃 他摸了那個以後就真的
好了 這個住世阿羅漢 賓頭盧 有多少住世阿羅漢？
很多 祂是領隊 賓頭盧是領隊 原本祂可以到四聖界
的 只因為祂亂顯神通 被釋迦牟尼佛罰住世 才住在
這個娑婆世界的阿羅漢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入流？就是住世
的 這個是初果 初果就是住世的 而無所入 不入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沒錯啊！色 聲 香 味
觸 法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把這六個門全部
關掉 這六賊全部除淨 我們在修行當中把這稱為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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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修這個 他已經是須陀洹了 現在他又講說：﹁我
已經得到須陀洹了 ﹂
這須菩提講：﹁沒有這樣子的 世尊 為什麼呢？
須陀洹 名為入流 而無所入 ﹂問你們 什麼叫做
﹁入流﹂？我告訴大家啦 不要我問了 因為這裡也沒
有禮品︵笑︶ 問了也沒有獎品 你回答對了也沒有獎
品 在山莊還有一點獎品 這裡完全沒有獎品 我請你
喝一杯水吧︵笑︶！我抽屜裡面有喔？藏在裡面？抽屜
裡面有鳥︵笑︶ 不見啦？給人家拿走啦？抽屜裡面
︵笑︶ 所以我跟大家講 答對了有什麼鳥用︵笑︶？
好 我告訴你 什麼叫入流呢 我們進到︿西雅圖
雷藏寺﹀的大飯店 餐廳 前面不是有一尊賓頭盧嗎？
告訴你 賓頭盧就是入流 住世的阿羅漢 住在這裟婆
世界的阿羅漢 就是叫做入流 我們這個﹁流﹂字 把
它看成人欲橫流 你入流 就是進入這個水裡面 這條
水是什麼？五濁惡世 它這個叫做入流 住世阿羅漢叫
做入流 祂進到裟婆世界的五濁惡世 那麼我們賓頭盧
就是屬於入流的阿羅漢 在人欲橫流之中 祂是住世阿
羅漢 叫做入流
這裡很簡單跟大家講 為什麼﹁須陀洹 名為入
流 而無所入﹂？賓頭盧雖然住在五濁惡世 祂沒有真
正進入五濁惡世 祂保持祂的須陀洹的清淨 祂是清淨
啊！祂是清淨的阿羅漢 雖然祂進到了五濁惡世這個人
欲橫流之中 但是祂是屬於清淨的阿羅漢 所以等於是
不入流 雖然是入流了 還是不入流 入流等於不入
流 這樣懂了嗎？
所以一般人他不會瞭解：﹁為什麼入流又不入流？

賊 廣東話 小孩叫什麼？仔？︵笑︶跟劫差不多哎！
這個六賊啊 我就覺得說很像廣東話的這個仔︵笑︶
賊啊 不是仔 仔是廣東話 就是小孩 你看 先修這
個
眼睛被色所迷 耳朵被靡靡之音所惑 舌頭被味道
所迷惑 鼻子喜歡香的 聞到臭的拒絕 香的就喜歡
這是人的欲望啊！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不入色 聲 香 味 觸 法就叫做
須陀洹 這已經是關閉六賊 就是雖然住世 但其實不
受五濁惡世的傳染 不受的
所以我講這個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 所以你讀︻金
剛經︼ 就是要了解︻金剛經︼本身的本意啊！很多人
懂得 都是一天到晚唸︻金剛經︼ 早課唸︻金剛
經︼ 晚課唸︻金剛經︼ 他不知其意 為什麼是入流
而不入？明明是入流 為什麼是不入流呢？
實在的話 入流就是不入流 就是指祂們須陀洹最
重要的 祂就是入流 其實祂是不入流 其中有很多這
種話 ︻金剛經︼裡面提到 什麼意思？所以今天講了
你們就明白 雖然祂處在五濁惡世 其實祂沒有用祂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去接觸到五濁惡世 這個叫
做須陀洹 是一個果位 初果阿羅漢
我還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在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裡面 有兩個須陀洹 初果阿羅漢 在這裡面 你們不
知道的 你知道的話 你可以跟祂合掌禮拜 祂也是應
供的 什麼叫應供？應該供養祂 有兩個須陀洹住在我
們︿西雅圖雷藏寺﹀裡面 這是跟大家講的
我再講一段好啦 還是講這樣就可以了？明天再講

良︿東大寺﹀的時候 旁邊有一尊賓頭盧 祂坐在寺門
口這邊 我一看祂的眼睛 哎！祂眼睛在動！我說：
﹁哎！賓頭盧來了！我告訴你 趕快去摸！﹂
那時候 那個日良跟月琴 這個羅日良 黃月琴他
們夫婦也有跟著我去 羅日良他胃的毛病很嚴重 所以
人很瘦 很嚴重的 羅日良一聽 他很有靈感 我說：
﹁趕快 你身體哪裡有病 趕快去摸 摸祂的身體 ﹂

什麼意思？﹂因為祂雖然處在五濁惡世裡面 不受五濁
影響 為什麼不受五濁影響？須菩提就回答：﹁不入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是名須陀洹 ﹂祂沒有進去
啊！祂不被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我們賓頭盧坐在
那裡 長眉尊者坐在那裡 眉毛長長的 嘴巴打開 釋
迦牟尼佛在後面 釋迦牟尼佛掛的相在後面 祂嘴巴打
開 因為祂被釋迦牟尼佛罰要住在裟婆世界 祂慘叫一
聲：﹁啊 ﹂這個白眉尊者
祂不入色 跟大家講 今天來了一個美女 進到餐
館來吃飯 祂也不會兩個眼睛瞪她 色眼出來了 口水
就流出來 這個豬哥︵笑︶嘴巴就流口水了；祂不會
啊 祂如如不動！很醜的進來 祂也不會嚇到 祂眼中
根本沒有色 你唱好聽的歌給祂聽 祂也不入 祂已經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賊全部關閉 本來修這個
就是要關閉六賊的 你看那個螢幕上 就有我們的那個
賓頭盧在那裡
賓頭盧的岩洞 祂在靈山修行的時候 祂的岩洞距
離 舍 利 弗 的 岩 洞 非 常 接 近 祂 是 我 朋 友 啊 my
friend 我記得我去京都 ︿東大寺﹀吧？︿東大寺﹀
有沒有？奈良啊？奈良大 仏︵日語：奈良大佛︶ 去奈

他就爬上去 因為那一尊很大 他就爬上去摸祂的胃
從那天開始 羅日良的胃就好了 以前他完全不能吃鳳
梨 一片鳳梨下去 他胃就痛 現在可以吃一顆鳳梨
我跟他講：﹁你看 賓頭盧現在在 趕快去摸！你身體
哪裡有病 趕快去摸 ﹂
我那時候還有香港腳呢 我就去摸祂的腳 摸一
摸 從那天開始我沒有香港腳！哪個當兵的沒有得到香
港腳的？當兵的 我們以前當軍人 那個衣服大家集體
洗 所有的內衣褲全部一起洗 一起上一鍋 一起洗
每個人都傳染來 傳染去 都得到皮膚病 非常多的
因為軍中是團體的生活 很多人 非常多的人 每個人
都有皮膚病 我得了香港腳 還有一個繡球風 什麼叫
繡球風呢？不能講︵笑︶ 我那時候香港腳很難治喔！
奇怪？為什麼取名叫香港腳Hong Kong feet︵笑︶？香
港話？Hong Kong feet我是講英文︵笑︶
我告訴大家 真的香港腳很難治 好幾天它又重
來 好幾天又重來 哎！我的香港腳完全都好 全部都
好了！不再復發 羅日良的胃 他摸了那個以後就真的
好了 這個住世阿羅漢 賓頭盧 有多少住世阿羅漢？
很多 祂是領隊 賓頭盧是領隊 原本祂可以到四聖界
的 只因為祂亂顯神通 被釋迦牟尼佛罰住世 才住在
這個娑婆世界的阿羅漢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入流？就是住世
的 這個是初果 初果就是住世的 而無所入 不入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沒錯啊！色 聲 香 味
觸 法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把這六個門全部
關掉 這六賊全部除淨 我們在修行當中把這稱為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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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所以我跟大家解釋什麼叫做入
流 須陀洹名為入流 明天要講的是
﹁一來﹂ 什麼叫﹁一來﹂？就是修
行還沒有到達二果 你是二果阿羅
漢 名叫做﹁一來﹂ 喔 它這裡寫
著﹁一往來﹂ 這個留著明天講吧
明天我跟大家講得清楚一點
先講﹁入流﹂兩個字 很難 你
去問人家常常唸︻金剛經︼的：﹁請
問 為什麼須陀洹叫做入流？入什麼
流？﹂他們有些人不知道 ﹁既然入
流了 為什麼叫不入流？﹂因為祂關
閉了六賊 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所以沒有色 聲 香 味
觸 法 不入色 聲 香 味 觸
法 就不被這六種色 聲 香 味
觸 法所迷惑 達到這種境界的 就
是須陀洹
這樣有了解嗎︵臺語︶？明天再
跟大家解釋什麼叫﹁一往來﹂ 這個
﹁一往來﹂ 你問那個常常唸︻金剛
經︼的：﹁什麼叫一往來？﹂他也許
還不知道呢 為什麼一往來又不是一
往來？什麼意思？我明天會跟大家講
得很清楚
有一個老先生有嚴重的聽力問
他是一個富豪 他去看醫生 醫

題

蓮生 活佛盧 勝彥第287冊 文集 / 小語與 小詩

詩：
我住高樓常清修
觀雲
觀月
心悠悠
燈紅酒綠情慾流
今宵如此
明宵如此
幾時休
等閒日子 等閒過
知空不空
明空離空
不被鉤
︵入流亦是不入流︶

生給了他一個助聽器 這個助聽
器使他恢復到百分之一百 這位
富豪的老先生在一個月以後去看
醫生 醫生說：﹁你的家人一定
很高興 因為你的聽力完全恢復
了 ﹂老先生說：﹁喔 我聽得
到 但是我沒有告訴我的家人
我只是坐在那裡聽他們談話 我
已經把我的遺囑改了 ﹂︵笑︶
他聽一聽就知道 哪一個有孝
順 哪一個沒有孝順 對不對？
哪一個應該給他遺產 哪一個不
應該給他遺產 所以小心一點
喔
小明跟小華講：﹁我的女朋
友把我甩了 ﹂小華：﹁天涯何
處無芳草 那你就趕快忘了她
吧！﹂小明：﹁我沒有辦法忘了
她 ﹂小華：﹁為什麼呢？﹂小
明：﹁我以前送我女朋友的東
西 都是分期付款買的 每當我
收到帳單的時候我就會想起
她 ﹂︵笑︶阿彌陀佛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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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真佛宗全球網路同修
即將推出

200壇

蓮花童子根本上師
與 金剛心菩薩
相應與

合修法

揮

別了瘟疫籠罩的2021年，我們迎來了曙光乍現的2022年。回顧去年「真佛宗全球
網路同修」推出了200壇「金剛心菩薩法四加行」，獲得了真佛弟子們的熱烈參
與，共同築建了〈真佛密法〉穩固的金剛地基。
如今2022年「真佛宗全球網路同修」推出200壇「蓮花童子根本上師相應與金剛心菩
薩合修法」，讓已經圓滿200壇「金剛心菩薩法四加行」的真佛弟子們修習，並進一步鞏
固自己道心及圓滿生起次第的修行。
歡迎大家相約一起精進同修，請點擊YouTube「真佛宗全球網路同修」平台觀看現場
直播！

同修日期/時間（依台灣日期/時間）
啟動日：2022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
日

期：每週一、四、五

時

間：晚上 9:00

（其他國家：請參考各國時間對照表）

點擊「全球網路同修」YouTube 平台觀看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ERMeALCDV6OFdK5wbC-YQ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教育處 謹啟

17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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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
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
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
斯陀含㈴㆒往來，而實無往
來，是㈴斯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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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主尊 西方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本尊蓮花童子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愛
してる ︵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 ︵韓語：我愛你︶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Te quiero mucho!︵西
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にちは
︵日語：你好︶
首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是
﹁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觀世音菩薩 大家都知道的
這一尊菩薩顯化在娑婆世界 顯化最多 度生無限 千百
億化身 一談到佛教 沒有人不知道觀世音菩薩的 我們
小時候 看到家裡掛了觀音彩 上面中央主尊就是觀世音
菩薩 我們稱為觀音彩仔︵台語︶ 在台灣 家家戶戶不
管你是信什麼教 道教 佛教 民間信仰 家裡有時候都
掛有觀音彩仔 就是觀世音菩薩 沒有人不認識觀世音菩
薩的
佛教 因為祂的娑婆世界的緣最深 度眾最多 也是
一個法王子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就是西
方極樂世界西方三聖 所以你唸阿彌陀佛的時候 有時候
要唸南摩觀世音菩薩 南摩大勢至菩薩 因為阿彌陀佛是
接引佛 旁邊兩位的最偉大的菩薩是法王子 祂所度的眾
生最多

整個西藏密宗 根本整個西藏都是觀世音菩薩的道
場 甚至於很多的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我們常常講的
達賴喇嘛 他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大寶法王也是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 全部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班禪喇嘛
他們講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觀世音菩薩化身無數 甚
至西藏王松贊干布 第一個倡導佛教 然後建︿大昭
寺﹀ ︿小昭寺﹀ 祂是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觀世
音菩薩顯化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啊 ﹁化身千百
億 苦海常作度人舟 ﹂觀世音菩薩這麼偉大 不主
祈
怎麼每一尊都是那麼偉大？不主祈都很可惜啊
我母親在世的時候 常唸的就是︽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 她每天一定要唸 我每天都唸︻高王觀世音經︼
也是觀世音啊 我的臥室 現在目前﹁南山雅舍﹂的臥
室 中央主尊就是八臂觀音 八個手臂的觀音 也是觀世
音菩薩 你看那觀世音菩薩的顯化 高王觀世音菩薩裡面
的觀世音菩薩 還有四個｜｜﹁大明觀世音 觀明觀世
音 高明觀世音 開明觀世音﹂ 全部都是觀世音 其中
的觀世音菩薩就顯化非常的多 也是以觀世音菩薩為主
八大菩薩 第一個也是觀世音菩薩
我母親現在在南海普陀洛迦山 這是我母親在那裡
的地方 我母親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觀世音菩薩祂顯
化在觀音彩仔上面 有一隻太平鳥 前面有一個是善財童
子 一個是良女 另外還有含著念珠的太平鳥 我母親是
觀世音菩薩顯化太平鳥的化身 所以她在世的時候啊 有
人請來了一尊大鵬金翅鳥到我家裡來 我母親就夢到大鵬
金翅鳥要跟太平鳥比賽飛行
兩隻鳥要比賽飛行 大鵬金翅鳥一飛 哇 好快！
祂一下子就繞地球七圈 幾分鐘祂就繞地球七圈 祂一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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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
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
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
斯陀含㈴㆒往來，而實無往
來，是㈴斯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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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主尊 西方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本尊蓮花童子 嗡 古魯 蓮生悉地 吽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語︶愛
してる ︵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 ︵韓語：我愛你︶
Hola! Amigo! ︵西班牙語：你好︶Te quiero mucho!︵西
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にちは
︵日語：你好︶
首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是
﹁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觀世音菩薩 大家都知道的
這一尊菩薩顯化在娑婆世界 顯化最多 度生無限 千百
億化身 一談到佛教 沒有人不知道觀世音菩薩的 我們
小時候 看到家裡掛了觀音彩 上面中央主尊就是觀世音
菩薩 我們稱為觀音彩仔︵台語︶ 在台灣 家家戶戶不
管你是信什麼教 道教 佛教 民間信仰 家裡有時候都
掛有觀音彩仔 就是觀世音菩薩 沒有人不認識觀世音菩
薩的
佛教 因為祂的娑婆世界的緣最深 度眾最多 也是
一個法王子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就是西
方極樂世界西方三聖 所以你唸阿彌陀佛的時候 有時候
要唸南摩觀世音菩薩 南摩大勢至菩薩 因為阿彌陀佛是
接引佛 旁邊兩位的最偉大的菩薩是法王子 祂所度的眾
生最多

整個西藏密宗 根本整個西藏都是觀世音菩薩的道
場 甚至於很多的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我們常常講的
達賴喇嘛 他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大寶法王也是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 全部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班禪喇嘛
他們講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觀世音菩薩化身無數 甚
至西藏王松贊干布 第一個倡導佛教 然後建︿大昭
寺﹀ ︿小昭寺﹀ 祂是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觀世
音菩薩顯化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啊 ﹁化身千百
億 苦海常作度人舟 ﹂觀世音菩薩這麼偉大 不主
祈
怎麼每一尊都是那麼偉大？不主祈都很可惜啊
我母親在世的時候 常唸的就是︽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 她每天一定要唸 我每天都唸︻高王觀世音經︼
也是觀世音啊 我的臥室 現在目前﹁南山雅舍﹂的臥
室 中央主尊就是八臂觀音 八個手臂的觀音 也是觀世
音菩薩 你看那觀世音菩薩的顯化 高王觀世音菩薩裡面
的觀世音菩薩 還有四個｜｜﹁大明觀世音 觀明觀世
音 高明觀世音 開明觀世音﹂ 全部都是觀世音 其中
的觀世音菩薩就顯化非常的多 也是以觀世音菩薩為主
八大菩薩 第一個也是觀世音菩薩
我母親現在在南海普陀洛迦山 這是我母親在那裡
的地方 我母親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觀世音菩薩祂顯
化在觀音彩仔上面 有一隻太平鳥 前面有一個是善財童
子 一個是良女 另外還有含著念珠的太平鳥 我母親是
觀世音菩薩顯化太平鳥的化身 所以她在世的時候啊 有
人請來了一尊大鵬金翅鳥到我家裡來 我母親就夢到大鵬
金翅鳥要跟太平鳥比賽飛行
兩隻鳥要比賽飛行 大鵬金翅鳥一飛 哇 好快！
祂一下子就繞地球七圈 幾分鐘祂就繞地球七圈 祂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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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太平鳥那麼小 一定會飛不過祂的 祂回頭一
看 太平鳥在哪裡？原來他就坐在祂的頭上 結果我母親
還是贏了 她有這個夢境 她告訴我們 她跟大鵬金翅鳥
比賽飛行 她根本不用飛 她就坐在大鵬金翅鳥的頭上
就繞地球七圈 這很偉大 好 大家主祈吧！
今天是做﹁蓮花童子護摩﹂ ﹁蓮花童子護摩﹂也
不用再介紹 大家都知道 唐朝的時候 就有一些童子在
唱童謠：﹁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處處左右旋 微妙天音
雲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 ﹂那時候就有歌謠 一共有十
首歌謠 那時候小孩子都會唱 在唐朝的時候 他們就已
經會唱蓮花童子：﹁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空左右
旋﹂ 我是隨便唸唸 ﹁處處﹂也可以 ﹁虛空﹂也可
以 ﹁空中﹂也可以 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外聽 盡說
極樂勝諸天 ﹂極樂世界勝過三界天︵欲界 色界 無色
界︶ 勝過三界天 唐朝的時候 小孩子唱的歌謠就已經
有了 所以蓮花童子非常偉大
我剛剛看了電視網 看到 ZOOM 有三個常常看到
的 小安徽 大陸的 我講大陸的 其他的沒有講 小安
徽 小上海 小廣東 我都看到了 那師尊是小什麼？師
尊是小福建 我的曾祖父叫盧德捷 捷是捷運的那個捷
盧德捷他本身是福建漳州范陽人 我曾祖父 福建漳州范
陽 盧姓是大姓 在范陽城的中央就有盧氏宗祠 我們盧
家專門出宰相 歷代有二十幾個宰相 從唐朝到明朝就出
了二十幾個宰相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就是盧植 大家都知
道 很有名的盧植 其中有一個有無數的宰相姓盧 二十
幾個宰相
福建漳州范陽 我曾祖父就是福建漳州范陽人 盧
德捷 然後我祖父就從范陽出來移民到金門 再從金門到

澎湖 澎湖再到台灣嘉義 到了台灣嘉義 福建范陽的市
中心就有盧氏的宗祠 我們有一個親戚叫盧喬 他沒有到
台灣 他在澎湖開了一家 澎湖人叫馬公 馬公市是澎湖
最大的一個市 開了一家中國商行 歷史很久 老闆叫做
盧喬 他的後代叫盧朝煌 就是我的堂兄 在澎湖西嶼
從跨海大橋這邊過去就是到了西嶼 古代叫做漁翁島 現
代叫西嶼 盧朝煌︵我的堂兄︶在那裡蓋了一座盧氏宗
祠 你們如果有到澎湖去玩 從台灣很多人到澎湖去玩
你們經過跨海大橋到了西嶼 你可以去參觀我們祖先的盧
氏宗祠
我告訴你 盧氏宗祠比我們的護摩寶殿還要大 也
是有中庭 有後殿 有前殿 蓋得相當大 我去了 而且
我去加持 因為是盧家的祖先 所以我稱為自己是小福
建 應該沒有錯吧！我曾祖父盧德捷就是福建漳州范陽
人 那我祖父盧昌就是在嘉義開油行跟米行 我媽媽那個
時候是在米行裡面的會計 所以近水樓台 我爸爸就娶了
我媽媽 那我媽媽也是澎湖人 我母親也是澎湖西嶼人
那裡有個盧氏宗祠 范陽盧氏宗祠 那我不是小福建是什
麼？跟大家講 我不是稱你小啊 小安徽 小上海 小廣
東 我是小福建 大家本來都是一樣的
我 在 ZOOM上 面 看 到 很 多 蓮 花 童 子 欸 真 的 在
ZOOM裡面有幾個蓮花童子我都叫得出名字 馬來西亞 我
看到兩個蓮花童子 香港 我也看到 印尼也有 很多
的 好幾個蓮花童子在裡面 台灣也有 但現在因為這個
不敢亂認 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也有蓮花童子 好幾個蓮
花童子 認出好多位蓮花童子 都是很有緣的 人生真的
是四海之內皆兄弟 真的 都是親人 都是很親近的人
所以那麼多的蓮花童子在娑婆世界 ︿真佛宗﹀一定會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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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太平鳥那麼小 一定會飛不過祂的 祂回頭一
看 太平鳥在哪裡？原來他就坐在祂的頭上 結果我母親
還是贏了 她有這個夢境 她告訴我們 她跟大鵬金翅鳥
比賽飛行 她根本不用飛 她就坐在大鵬金翅鳥的頭上
就繞地球七圈 這很偉大 好 大家主祈吧！
今天是做﹁蓮花童子護摩﹂ ﹁蓮花童子護摩﹂也
不用再介紹 大家都知道 唐朝的時候 就有一些童子在
唱童謠：﹁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處處左右旋 微妙天音
雲外聽 盡說極樂勝諸天 ﹂那時候就有歌謠 一共有十
首歌謠 那時候小孩子都會唱 在唐朝的時候 他們就已
經會唱蓮花童子：﹁蓮花童子見金仙 落花虛空左右
旋﹂ 我是隨便唸唸 ﹁處處﹂也可以 ﹁虛空﹂也可
以 ﹁空中﹂也可以 左右旋 ﹁微妙天音雲外聽 盡說
極樂勝諸天 ﹂極樂世界勝過三界天︵欲界 色界 無色
界︶ 勝過三界天 唐朝的時候 小孩子唱的歌謠就已經
有了 所以蓮花童子非常偉大
我剛剛看了電視網 看到 ZOOM 有三個常常看到
的 小安徽 大陸的 我講大陸的 其他的沒有講 小安
徽 小上海 小廣東 我都看到了 那師尊是小什麼？師
尊是小福建 我的曾祖父叫盧德捷 捷是捷運的那個捷
盧德捷他本身是福建漳州范陽人 我曾祖父 福建漳州范
陽 盧姓是大姓 在范陽城的中央就有盧氏宗祠 我們盧
家專門出宰相 歷代有二十幾個宰相 從唐朝到明朝就出
了二十幾個宰相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就是盧植 大家都知
道 很有名的盧植 其中有一個有無數的宰相姓盧 二十
幾個宰相
福建漳州范陽 我曾祖父就是福建漳州范陽人 盧
德捷 然後我祖父就從范陽出來移民到金門 再從金門到

澎湖 澎湖再到台灣嘉義 到了台灣嘉義 福建范陽的市
中心就有盧氏的宗祠 我們有一個親戚叫盧喬 他沒有到
台灣 他在澎湖開了一家 澎湖人叫馬公 馬公市是澎湖
最大的一個市 開了一家中國商行 歷史很久 老闆叫做
盧喬 他的後代叫盧朝煌 就是我的堂兄 在澎湖西嶼
從跨海大橋這邊過去就是到了西嶼 古代叫做漁翁島 現
代叫西嶼 盧朝煌︵我的堂兄︶在那裡蓋了一座盧氏宗
祠 你們如果有到澎湖去玩 從台灣很多人到澎湖去玩
你們經過跨海大橋到了西嶼 你可以去參觀我們祖先的盧
氏宗祠
我告訴你 盧氏宗祠比我們的護摩寶殿還要大 也
是有中庭 有後殿 有前殿 蓋得相當大 我去了 而且
我去加持 因為是盧家的祖先 所以我稱為自己是小福
建 應該沒有錯吧！我曾祖父盧德捷就是福建漳州范陽
人 那我祖父盧昌就是在嘉義開油行跟米行 我媽媽那個
時候是在米行裡面的會計 所以近水樓台 我爸爸就娶了
我媽媽 那我媽媽也是澎湖人 我母親也是澎湖西嶼人
那裡有個盧氏宗祠 范陽盧氏宗祠 那我不是小福建是什
麼？跟大家講 我不是稱你小啊 小安徽 小上海 小廣
東 我是小福建 大家本來都是一樣的
我 在 ZOOM上 面 看 到 很 多 蓮 花 童 子 欸 真 的 在
ZOOM裡面有幾個蓮花童子我都叫得出名字 馬來西亞 我
看到兩個蓮花童子 香港 我也看到 印尼也有 很多
的 好幾個蓮花童子在裡面 台灣也有 但現在因為這個
不敢亂認 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也有蓮花童子 好幾個蓮
花童子 認出好多位蓮花童子 都是很有緣的 人生真的
是四海之內皆兄弟 真的 都是親人 都是很親近的人
所以那麼多的蓮花童子在娑婆世界 ︿真佛宗﹀一定會興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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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的
講幾個笑話吧 有一個年輕人 高考的時候 高等
考試替別人代考被抓到 進了監獄的時候 監獄裡面的
人問他：﹁你怎麼進來的？﹂年輕人講：﹁說出來你可
能不相信 我是考進來的 ﹂你說對不對？他真的是考
進來的 他高考代人家考 結果被抓到監獄裡
跟朋友聚餐快遲到了 於是叫了一部計程車 ﹁司
機先生 麻煩你開快一點 ﹂司機開車的速度非常快
連路上行人我都看不清楚 又連連闖紅燈 我擔心的
問：﹁你開太快了會被警察開單 可能會讓你吊銷駕照
的 ﹂司機非常淡定地講：﹁放心 我根本沒有駕
照 ﹂

答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師尊 師母好！弟子近
日因拜讀︽逆風而行︾此書 內有一文：有一
夜 見阿彌陀佛來授我﹁七珍八寶供養法﹂ 阿彌陀佛
說：
蓮花童子降生者 請謹記﹁供養想念法﹂：
以你的想念力 變現虛空密聚之供雲 雲中出現無
盡的黃金鋪地 中央有廣大的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中長
有一棵如意寶樹 枝繁葉茂 花果累累 樹根全是黃
金 樹幹全是白銀 樹枝全是琉璃 樹葉全是水晶 花
瓣全是紅寶 蕊絲全是珍珠 果實全是鑽石 樹枝間掛
滿了瓔珞 琥珀 車磲等等奇珍異寶 枝葉間源源出現
食 衣 住 行等等受用的資具 風吹寶樹 自然散發
顯密法音 寶樹大放光芒 照向十方法界 光中安住諸
佛菩薩金剛護法空行諸天 皆悉放光 寶樹放光 凡見
者 聞者 嗅者 即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
阿彌陀佛授完此法 說：蓮生！嗡 古魯 蓮生悉
地 吽

Ｑ

在跟你講什麼話？那個叫燈語 再來就是電報了 電報
也是答答 答答答 答答 答答答答答答 然後打開電
報 有專門電報的語言 打幾下就是什麼字 一查就知
道它在講什麼
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那個光一亮出來 我就知道
你是誰 看光的姿勢 因為我曾經待過西方極樂世界摩
訶雙蓮池那麼久 我懂得光語 一看光我就知道那個人
在說什麼 那個人認識不認識 我們一看那個光的姿勢
就顯出他的影 所以認得的

得

好啦 我們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加拿大弟子問的 弟子頂禮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師尊好！師母好！祈請師尊開
示 真佛弟子在人間的時候已認識︵比如家人 朋友
等︶ 那麼在將來大家都往生到佛國淨土 在那裡再見
面的話 雙方是否知道彼此在人間的時候已經認識 是
否會記起在人間的事情？謝謝師尊 並衷心祝願師尊
師母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回答一：她問的問題很簡單：﹁在人間彼此都認
都是真佛弟子 真佛同門 到了天上 到了摩訶雙

Ｑ

QA＆

蓮池 還認得認不得？﹂告訴你很簡單 認得 我保證
你認得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呢？很簡單 在天上的時候
啊 都帶有那一種那個味道 那個光 當你在顯現那個
光明的時候 你這光明一閃 馬上就認得你是誰 我是
誰 馬上就認出來了 那個很多的光欸！有什麼比喻可
以做比喻的？姿勢吧 那個姿勢 你在生的時候有一個
姿勢 要我很遠看向雷藏寺 如果有一個人走路是這樣
子的 我就知道那是九如 很遠 我不用看到他的臉
看他走路我就知道那是九如 只要看到一個小小的影子
在那邊動來動去我就知道是誰 就是那個影子 你在天
上界一樣的 他放出來的光就有那個影子在耶 欸 就
是你啊！馬上就可以認得出來 所以保證認得 就是從
很遠很遠我可以看出你是誰 就是你光的那個姿勢 顯
現出來那個光的姿勢就看出來
到了天上 只要到了光音天 那只是放光而已 光
閃幾下 表示他在講什麼話 以光為聲音傳達你的訊
息 它閃幾下 就叫光音天 光音天就是以光為聲音
叫做光音天 它閃幾下就表示什麼 以前你當過兵的
當過海軍的就知道旗語 旗子舉起來 兩支旗子舉起
來 舉這樣是什麼意思？舉下面是什麼意思？舉這樣是
什麼意思？舉這樣 這樣 這樣 這個叫做旗語︵旗的
語言︶ 以旗子代替語言 我們以前早期在海軍的時候
訓練旗語 比這個旗的語言就是這樣子比 我們很遠不
用看到人 我們看了旗語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個叫做
旗語
海軍有時候也是用光來代替語言的 你待過海軍
那個船艦跟船艦經過 兩邊互相打燈 那個燈 恰恰
恰恰 恰 恰恰恰 你看那個燈的訊號 就知道那條船

弟子請問 聽聞此法者皆得文中所述煩惱斷盡 清
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之利益嗎？弟子們可以修
習此﹁供養法﹂嗎？懇請師佛慈悲為弟子解答 非常感
恩師尊
回答：這個文章就等於是皈依樹 你看到︿真佛
宗﹀我們︿True Buddha School﹀的皈依樹 今天這個
﹁蓮花童子護摩﹂ 它不是用蓮花童子一尊而已 而是
整個皈依樹全部顯現出來 現在可以照一下皈依樹嗎？
﹁蓮花童子護摩﹂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皈依樹 現在在
網路上可以顯現皈依樹嗎？這個是皈依樹 阿彌陀佛所
講的﹁供養想念法﹂ 其實他所寫的 裡面文章的內容
就是描寫皈依樹 還沒有出現吧？要等一下？是不是等
到下課啦？︵笑︶剛剛唸的這個﹁供養想念法﹂ 其實
就是皈依樹 如果沒有辦法弄出來 沒關係
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弟子請問 聽聞此法者皆得
文中所述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之
利益嗎？弟子們可以修習此供養法嗎？﹂當然啦！皈依
樹就是教你觀想的 一定可以修習這個方法的 所謂的
皈依樹 你就按照皈依樹的方法 阿彌陀佛所講的供養
想念法 這個就是皈依樹 一個樹︵螢幕顯示皈依
樹︶ 跟你所講的供養想念法 按照這個方法 就可以
﹁所述的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之
利益﹂ 這是沒有錯的
因為你只要能夠觀想皈依樹 全部把它觀想得非常
清晰 坐在皈依樹前 一面看一面想 一面看一面想
你就達到了﹁一﹂ 你的念頭只在皈依樹 就是
﹁一﹂；你能夠融入到皈依樹裡面就是﹁○﹂ 就是禪
定；再融入的話 你就是清淨無比了 煩惱斷盡 當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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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的
講幾個笑話吧 有一個年輕人 高考的時候 高等
考試替別人代考被抓到 進了監獄的時候 監獄裡面的
人問他：﹁你怎麼進來的？﹂年輕人講：﹁說出來你可
能不相信 我是考進來的 ﹂你說對不對？他真的是考
進來的 他高考代人家考 結果被抓到監獄裡
跟朋友聚餐快遲到了 於是叫了一部計程車 ﹁司
機先生 麻煩你開快一點 ﹂司機開車的速度非常快
連路上行人我都看不清楚 又連連闖紅燈 我擔心的
問：﹁你開太快了會被警察開單 可能會讓你吊銷駕照
的 ﹂司機非常淡定地講：﹁放心 我根本沒有駕
照 ﹂

答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師尊 師母好！弟子近
日因拜讀︽逆風而行︾此書 內有一文：有一
夜 見阿彌陀佛來授我﹁七珍八寶供養法﹂ 阿彌陀佛
說：
蓮花童子降生者 請謹記﹁供養想念法﹂：
以你的想念力 變現虛空密聚之供雲 雲中出現無
盡的黃金鋪地 中央有廣大的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中長
有一棵如意寶樹 枝繁葉茂 花果累累 樹根全是黃
金 樹幹全是白銀 樹枝全是琉璃 樹葉全是水晶 花
瓣全是紅寶 蕊絲全是珍珠 果實全是鑽石 樹枝間掛
滿了瓔珞 琥珀 車磲等等奇珍異寶 枝葉間源源出現
食 衣 住 行等等受用的資具 風吹寶樹 自然散發
顯密法音 寶樹大放光芒 照向十方法界 光中安住諸
佛菩薩金剛護法空行諸天 皆悉放光 寶樹放光 凡見
者 聞者 嗅者 即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
阿彌陀佛授完此法 說：蓮生！嗡 古魯 蓮生悉
地 吽

Ｑ

在跟你講什麼話？那個叫燈語 再來就是電報了 電報
也是答答 答答答 答答 答答答答答答 然後打開電
報 有專門電報的語言 打幾下就是什麼字 一查就知
道它在講什麼
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那個光一亮出來 我就知道
你是誰 看光的姿勢 因為我曾經待過西方極樂世界摩
訶雙蓮池那麼久 我懂得光語 一看光我就知道那個人
在說什麼 那個人認識不認識 我們一看那個光的姿勢
就顯出他的影 所以認得的

得

好啦 我們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加拿大弟子問的 弟子頂禮根本傳承上
師聖尊蓮生活佛！師尊好！師母好！祈請師尊開
示 真佛弟子在人間的時候已認識︵比如家人 朋友
等︶ 那麼在將來大家都往生到佛國淨土 在那裡再見
面的話 雙方是否知道彼此在人間的時候已經認識 是
否會記起在人間的事情？謝謝師尊 並衷心祝願師尊
師母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回答一：她問的問題很簡單：﹁在人間彼此都認
都是真佛弟子 真佛同門 到了天上 到了摩訶雙

Ｑ

QA＆

蓮池 還認得認不得？﹂告訴你很簡單 認得 我保證
你認得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呢？很簡單 在天上的時候
啊 都帶有那一種那個味道 那個光 當你在顯現那個
光明的時候 你這光明一閃 馬上就認得你是誰 我是
誰 馬上就認出來了 那個很多的光欸！有什麼比喻可
以做比喻的？姿勢吧 那個姿勢 你在生的時候有一個
姿勢 要我很遠看向雷藏寺 如果有一個人走路是這樣
子的 我就知道那是九如 很遠 我不用看到他的臉
看他走路我就知道那是九如 只要看到一個小小的影子
在那邊動來動去我就知道是誰 就是那個影子 你在天
上界一樣的 他放出來的光就有那個影子在耶 欸 就
是你啊！馬上就可以認得出來 所以保證認得 就是從
很遠很遠我可以看出你是誰 就是你光的那個姿勢 顯
現出來那個光的姿勢就看出來
到了天上 只要到了光音天 那只是放光而已 光
閃幾下 表示他在講什麼話 以光為聲音傳達你的訊
息 它閃幾下 就叫光音天 光音天就是以光為聲音
叫做光音天 它閃幾下就表示什麼 以前你當過兵的
當過海軍的就知道旗語 旗子舉起來 兩支旗子舉起
來 舉這樣是什麼意思？舉下面是什麼意思？舉這樣是
什麼意思？舉這樣 這樣 這樣 這個叫做旗語︵旗的
語言︶ 以旗子代替語言 我們以前早期在海軍的時候
訓練旗語 比這個旗的語言就是這樣子比 我們很遠不
用看到人 我們看了旗語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個叫做
旗語
海軍有時候也是用光來代替語言的 你待過海軍
那個船艦跟船艦經過 兩邊互相打燈 那個燈 恰恰
恰恰 恰 恰恰恰 你看那個燈的訊號 就知道那條船

弟子請問 聽聞此法者皆得文中所述煩惱斷盡 清
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之利益嗎？弟子們可以修
習此﹁供養法﹂嗎？懇請師佛慈悲為弟子解答 非常感
恩師尊
回答：這個文章就等於是皈依樹 你看到︿真佛
宗﹀我們︿True Buddha School﹀的皈依樹 今天這個
﹁蓮花童子護摩﹂ 它不是用蓮花童子一尊而已 而是
整個皈依樹全部顯現出來 現在可以照一下皈依樹嗎？
﹁蓮花童子護摩﹂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皈依樹 現在在
網路上可以顯現皈依樹嗎？這個是皈依樹 阿彌陀佛所
講的﹁供養想念法﹂ 其實他所寫的 裡面文章的內容
就是描寫皈依樹 還沒有出現吧？要等一下？是不是等
到下課啦？︵笑︶剛剛唸的這個﹁供養想念法﹂ 其實
就是皈依樹 如果沒有辦法弄出來 沒關係
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弟子請問 聽聞此法者皆得
文中所述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之
利益嗎？弟子們可以修習此供養法嗎？﹂當然啦！皈依
樹就是教你觀想的 一定可以修習這個方法的 所謂的
皈依樹 你就按照皈依樹的方法 阿彌陀佛所講的供養
想念法 這個就是皈依樹 一個樹︵螢幕顯示皈依
樹︶ 跟你所講的供養想念法 按照這個方法 就可以
﹁所述的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之
利益﹂ 這是沒有錯的
因為你只要能夠觀想皈依樹 全部把它觀想得非常
清晰 坐在皈依樹前 一面看一面想 一面看一面想
你就達到了﹁一﹂ 你的念頭只在皈依樹 就是
﹁一﹂；你能夠融入到皈依樹裡面就是﹁○﹂ 就是禪
定；再融入的話 你就是清淨無比了 煩惱斷盡 當你
雜誌

43
44

問

【燃燈雜誌】
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到五百五十了 我現在已經度到六百了 沒有 我就是
五百 我沒有再期望再多 也沒有 沒有什麼 再少也
無所謂 全部都跑掉 剩下我一個人 我都不要緊 全
部統統走了 統統掰掰：﹁我們去信別的了 ﹂隨你go
ahead 都可以 沒有關係 能度就度 不能度就不度
沒有期望 你就不會有失望 活得很快樂 這個就是放
下嘛！

在想念皈依樹的時候 你的煩惱當然是斷盡 因為你沒
有別的想念了 你只想念皈依樹嘛 就達到了﹁一﹂
了 就煩惱斷盡了 煩惱斷盡再來就是清淨無比啊 既
然清淨無比 就有很多的福分產生出來啊 你就能夠所
欲皆成啊 你依止皈依樹 這樣子修下去的話 皈依樹
裡面有很多的佛菩薩 當然是各個成佛
所以這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的 有了皈依樹 你
坐在皈依樹面前 做這樣子的觀想 像阿彌陀佛所教導
的：﹁變現虛空密聚的供雲 雲中出現無盡的黃金鋪
地 中央有廣大的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中有一棵如意寶
樹 枝繁葉茂 花果累累 樹根全是黃金 樹幹全是白
銀 樹枝全是琉璃 樹葉全是水晶 花瓣全是紅寶 蕊
絲全是珍珠 果實全是鑽石 樹枝間掛滿了瓔珞 琥
珀 車磲等等奇珍異寶 枝葉間源源流出食 衣 住
行等等受用的資具 風吹寶樹 自然散發顯密法音 寶
樹大放光芒 照向十方法界 光中安住諸佛菩薩金剛護
法空行諸天 皆悉放光 ﹂
你按照這樣子的觀想 你精神集中就是﹁一﹂ 融
入就是﹁○﹂ 能夠融入就是﹁○﹂ 再來 當然清淨
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 這是回答這位臺灣的弟子
的 所以皈依樹是很重要的 你拿皈依樹來觀想 就是
等於七珍八寶的﹁供養法﹂ ﹁供養想念法﹂
講一個笑話 修女晚上回家 搭神父的車子回家
途中 好色的神父竟然把手放在修女的大腿上 修女很
害臊地問神父：﹁記得︽聖經︾上第一二九條說的是什
麼嗎？﹂神父一聽臉就紅了 把手拿開 回到家急忙拿
出︽聖經︾翻開來看 聖經第一二九條寫著：﹁再深入
一點 你會得到莫大的快樂 ﹂神父看了以後就講：
﹁上帝啊！讀書不認真 害死人 ﹂︵笑︶

氣 中間也空氣 這裡也空氣 躲在棉被也空氣 坐在
廁所也空氣 坐在哪裡 哪個地方都是空氣 在儲藏室
也空氣 在工作間也空氣 在哪裡 ﹂ 根本不用去想
空氣！空氣就自然在你周圍 不用想
這個意思就是佛陀跟須菩提講的：﹁得到斯陀含的
人 還天天在想斯陀含嗎？﹂不用想 你本來就斯陀
含 你本來就是在斯陀含裡面 你天天想斯陀含幹什
麼？就不用想 這個意思啦 魚在水裡面 天天去想：
﹁哎 我游到這裡是水 游到那裡也是水 這裡也是
水 ﹂不用想 你本來就在水裡面了嘛！你本來就是一
條魚啊！我們本來就是一個人啊 我們活在空氣裡面
啊 你想空氣幹什麼？我們常常講：﹁這個人看我如空
氣 ﹂就是不把你看成人 你來了 根本不理你 ﹁這
個人把我當空氣﹂ 你心裡就很火 ﹁連點頭微笑什麼
都沒有 還瞄我一眼 ﹂︵笑︶心裡很火 把我當空氣
就很火 沒有他的存在
其實空氣隨時都在 所以呢 ﹁不也！﹂同樣的
﹁不也 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 而實無往
來 是名斯陀含 ﹂我說﹁一來﹂ 好啦 為什麼﹁一
來﹂又沒有﹁往來﹂呢？﹁名一往來 而實無往來 是
名斯陀含 ﹂這個﹁一來﹂的意思啊 二果阿羅漢 祂
必須要回到人間一次 完了以後再回到天上甚至於四聖
道 二果阿羅漢 祂一定要再回到人間一次 這個因緣
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祂到人間還是沒有往來 等於沒有往來一
樣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想到昨天的 ﹁入世其實是沒
有入世 所以才叫入世﹂ 昨天的是須陀洹 須陀洹是
入流 而實無入流 因為祂保持清淨 沒錯 祂要到人

其實這是笑話啦 我讀︽聖經︾那麼久了 我也不
知道一二九條是什麼︵笑︶ 對啊 第一章 我知道第
一章是創世記啊 打開來 ︽聖經舊約全書︾第一章就
是創世紀 ︽聖經︾一本 中間打開 中間就是詩篇
打開最後一章就是啟示錄 ︽新約全書︾前面打開 就
是那個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 這是︽新
約全書︾ ︽聖經︾中間一打開我就知道是詩篇 打開
前面一頁就知道是創世紀 打開最後的就是啟示錄
︽新約全書︾前面打開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
徒行傳 我以前是︽聖經︾的查經班的老師 我還不知
道一二九條是什麼︵笑︶ 所以笑話就是笑話
有人問出家人：﹁你總是在修行 最終得到了什
麼？﹂出家人回答：﹁什麼都沒有得到 ﹂這個人再
問：﹁那你還修行做什麼呢？﹂出家人就微笑地講：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失去的東西 我慢慢地失去了埋
怨 失去了依賴 失去了糾結 失去了狹隘 失去了挑
剔 失去了指責 失去了悲觀 失去了盼望 也失去了
膚淺 短視 失去了一切無知 干擾跟障礙 修行的真
諦不是為了增加 而是減法 提升目的不是為了得到
而是為了放下 放下自己內心的妄想 而不執著自己的
期望 ﹂
我講過一句話：﹁沒有期望 就不會失望 ﹂這是
我常常講的一句話 你沒有期望就不會失望 我現在
你說：﹁盧師尊期望什麼？﹂沒有！沒有期望 ﹁祢不
是期望︿真佛宗﹀將來再壯大嗎？﹂沒有！我沒有這種
想法 ﹁祢不是希望多度些眾生嗎？﹂沒有！我沒有這
種想法 我從來講了 師尊度眾五百萬眾 我從來不會
再增加了 五百萬就五百萬 也不會講說我現在已經度

我們講︻金剛經︼：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斯
陀含名一往來 而實無往來 是名斯陀含 ﹂
就講這一段 剛剛我提到的 來解釋說﹁須菩提！
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到了二果阿羅漢 二果阿羅漢叫斯陀含 祂是不是常常
想到﹁我得到了二果阿羅漢？﹂其實不會 不會去想
我舉一個例子 魚在游泳的時候 在水裡面 牠會不會
想﹁我現在是在水裡面﹂ 牠不用想 牠本來就在水裡
面嘛！牠根本不用再想水了 你得到斯陀含 你不用常
常想﹁我得到斯陀含﹂ 因為我本來就在斯陀含裡面
你還天天想斯陀含幹什麼？我做這個比喻 像我們人在
空氣裡面 你有沒有天天想空氣啊？天天說：﹁哎 我
天天在想空氣 空氣 空氣 空氣 空氣
這裡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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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百五十了 我現在已經度到六百了 沒有 我就是
五百 我沒有再期望再多 也沒有 沒有什麼 再少也
無所謂 全部都跑掉 剩下我一個人 我都不要緊 全
部統統走了 統統掰掰：﹁我們去信別的了 ﹂隨你go
ahead 都可以 沒有關係 能度就度 不能度就不度
沒有期望 你就不會有失望 活得很快樂 這個就是放
下嘛！

在想念皈依樹的時候 你的煩惱當然是斷盡 因為你沒
有別的想念了 你只想念皈依樹嘛 就達到了﹁一﹂
了 就煩惱斷盡了 煩惱斷盡再來就是清淨無比啊 既
然清淨無比 就有很多的福分產生出來啊 你就能夠所
欲皆成啊 你依止皈依樹 這樣子修下去的話 皈依樹
裡面有很多的佛菩薩 當然是各個成佛
所以這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的 有了皈依樹 你
坐在皈依樹面前 做這樣子的觀想 像阿彌陀佛所教導
的：﹁變現虛空密聚的供雲 雲中出現無盡的黃金鋪
地 中央有廣大的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中有一棵如意寶
樹 枝繁葉茂 花果累累 樹根全是黃金 樹幹全是白
銀 樹枝全是琉璃 樹葉全是水晶 花瓣全是紅寶 蕊
絲全是珍珠 果實全是鑽石 樹枝間掛滿了瓔珞 琥
珀 車磲等等奇珍異寶 枝葉間源源流出食 衣 住
行等等受用的資具 風吹寶樹 自然散發顯密法音 寶
樹大放光芒 照向十方法界 光中安住諸佛菩薩金剛護
法空行諸天 皆悉放光 ﹂
你按照這樣子的觀想 你精神集中就是﹁一﹂ 融
入就是﹁○﹂ 能夠融入就是﹁○﹂ 再來 當然清淨
無比 所欲皆成 各個成佛 這是回答這位臺灣的弟子
的 所以皈依樹是很重要的 你拿皈依樹來觀想 就是
等於七珍八寶的﹁供養法﹂ ﹁供養想念法﹂
講一個笑話 修女晚上回家 搭神父的車子回家
途中 好色的神父竟然把手放在修女的大腿上 修女很
害臊地問神父：﹁記得︽聖經︾上第一二九條說的是什
麼嗎？﹂神父一聽臉就紅了 把手拿開 回到家急忙拿
出︽聖經︾翻開來看 聖經第一二九條寫著：﹁再深入
一點 你會得到莫大的快樂 ﹂神父看了以後就講：
﹁上帝啊！讀書不認真 害死人 ﹂︵笑︶

氣 中間也空氣 這裡也空氣 躲在棉被也空氣 坐在
廁所也空氣 坐在哪裡 哪個地方都是空氣 在儲藏室
也空氣 在工作間也空氣 在哪裡 ﹂ 根本不用去想
空氣！空氣就自然在你周圍 不用想
這個意思就是佛陀跟須菩提講的：﹁得到斯陀含的
人 還天天在想斯陀含嗎？﹂不用想 你本來就斯陀
含 你本來就是在斯陀含裡面 你天天想斯陀含幹什
麼？就不用想 這個意思啦 魚在水裡面 天天去想：
﹁哎 我游到這裡是水 游到那裡也是水 這裡也是
水 ﹂不用想 你本來就在水裡面了嘛！你本來就是一
條魚啊！我們本來就是一個人啊 我們活在空氣裡面
啊 你想空氣幹什麼？我們常常講：﹁這個人看我如空
氣 ﹂就是不把你看成人 你來了 根本不理你 ﹁這
個人把我當空氣﹂ 你心裡就很火 ﹁連點頭微笑什麼
都沒有 還瞄我一眼 ﹂︵笑︶心裡很火 把我當空氣
就很火 沒有他的存在
其實空氣隨時都在 所以呢 ﹁不也！﹂同樣的
﹁不也 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 而實無往
來 是名斯陀含 ﹂我說﹁一來﹂ 好啦 為什麼﹁一
來﹂又沒有﹁往來﹂呢？﹁名一往來 而實無往來 是
名斯陀含 ﹂這個﹁一來﹂的意思啊 二果阿羅漢 祂
必須要回到人間一次 完了以後再回到天上甚至於四聖
道 二果阿羅漢 祂一定要再回到人間一次 這個因緣
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祂到人間還是沒有往來 等於沒有往來一
樣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想到昨天的 ﹁入世其實是沒
有入世 所以才叫入世﹂ 昨天的是須陀洹 須陀洹是
入流 而實無入流 因為祂保持清淨 沒錯 祂要到人

其實這是笑話啦 我讀︽聖經︾那麼久了 我也不
知道一二九條是什麼︵笑︶ 對啊 第一章 我知道第
一章是創世記啊 打開來 ︽聖經舊約全書︾第一章就
是創世紀 ︽聖經︾一本 中間打開 中間就是詩篇
打開最後一章就是啟示錄 ︽新約全書︾前面打開 就
是那個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 這是︽新
約全書︾ ︽聖經︾中間一打開我就知道是詩篇 打開
前面一頁就知道是創世紀 打開最後的就是啟示錄
︽新約全書︾前面打開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
徒行傳 我以前是︽聖經︾的查經班的老師 我還不知
道一二九條是什麼︵笑︶ 所以笑話就是笑話
有人問出家人：﹁你總是在修行 最終得到了什
麼？﹂出家人回答：﹁什麼都沒有得到 ﹂這個人再
問：﹁那你還修行做什麼呢？﹂出家人就微笑地講：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失去的東西 我慢慢地失去了埋
怨 失去了依賴 失去了糾結 失去了狹隘 失去了挑
剔 失去了指責 失去了悲觀 失去了盼望 也失去了
膚淺 短視 失去了一切無知 干擾跟障礙 修行的真
諦不是為了增加 而是減法 提升目的不是為了得到
而是為了放下 放下自己內心的妄想 而不執著自己的
期望 ﹂
我講過一句話：﹁沒有期望 就不會失望 ﹂這是
我常常講的一句話 你沒有期望就不會失望 我現在
你說：﹁盧師尊期望什麼？﹂沒有！沒有期望 ﹁祢不
是期望︿真佛宗﹀將來再壯大嗎？﹂沒有！我沒有這種
想法 ﹁祢不是希望多度些眾生嗎？﹂沒有！我沒有這
種想法 我從來講了 師尊度眾五百萬眾 我從來不會
再增加了 五百萬就五百萬 也不會講說我現在已經度

我們講︻金剛經︼：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斯
陀含名一往來 而實無往來 是名斯陀含 ﹂
就講這一段 剛剛我提到的 來解釋說﹁須菩提！
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到了二果阿羅漢 二果阿羅漢叫斯陀含 祂是不是常常
想到﹁我得到了二果阿羅漢？﹂其實不會 不會去想
我舉一個例子 魚在游泳的時候 在水裡面 牠會不會
想﹁我現在是在水裡面﹂ 牠不用想 牠本來就在水裡
面嘛！牠根本不用再想水了 你得到斯陀含 你不用常
常想﹁我得到斯陀含﹂ 因為我本來就在斯陀含裡面
你還天天想斯陀含幹什麼？我做這個比喻 像我們人在
空氣裡面 你有沒有天天想空氣啊？天天說：﹁哎 我
天天在想空氣 空氣 空氣 空氣 空氣
這裡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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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
所以一句話 我用這個比喻 就是我比喻斯陀含
二果阿羅漢有這種現象 不是每一個斯陀含都是這種現
象 但是聰明的斯陀含會用這種現象 轉世到大家都跟
祂有緣 愛護祂的家庭裡面 出生 軟骨 所有兄弟姐
妹跟父母都愛護她 一直到她死 這是﹁一往來 實無
往來﹂的例子 這樣了解了嗎？
今天如果我沒有這個經驗 講不出來 為什麼一個
往來娑婆世界實沒有往來 是什麼意思？他已經在娑婆
世界出生了 但其實他根本沒有來娑婆世界 是什麼意
思？他有沒有來娑婆世界？有 一往來 實無往來是什
麼意思？他根本沒有業 善業他也不做 惡業他也沒有
做 什麼都沒有做 等於沒有往來嘛
剛好是師尊開天眼 看到這個小孩子的眼睛 深入
到裡面 知道這個是斯陀含 斯陀含當然是梵語啦 所
以我用這個來比喻 也就是說 一往來的二果阿羅漢
經常以這個姿態出現 我看見了 以這個阿羅漢的姿
態 就是這個軟骨 全身不能動 她沒有造業 就只能
夠眼睛動而已 嘴巴吃東西 其他什麼都沒有 殺
盜 淫 妄 酒│五戒他都不犯 沒有惡業也沒有善
業 ﹁一個﹂到人間來一次再回去 因為是緣的關係
所以祂回到聖賢界
我能夠解釋這一段 如果沒有師尊的這個經歷 沒
辦法解釋什麼是﹁一往來而實無往來﹂
一定要轉世為人 但轉世為人就很難回去 因為轉
世為人就進到大染缸了 那你就變成kimchi了 既然變成
kimchi 好像是說這個習氣的味道就出來了 殺 盜

間來 祂要保持清淨的戒體再回到天上 其實祂等於沒
有來人間 因為人間是什麼？是五濁惡世 是大染缸
一進來你 一受污染 你就變成kimchi︵泡菜︶
你看kimchi就是這樣子製造的 一個缸把所有菜全
部下去 加上了醬料 一大堆的醬料 泡了一年 兩年
以後 不用泡那麼久啦︵笑︶ 反正你泡了以後出來
全部都是一個味道 就是醬菜︵臺語︶ 就是kimchi啊
都是一個味道 因為你入了五濁惡世 這人間就是一個
大染缸 你一進來 你染上了所有人的一切的習氣污
點 你全部都學會了 你回不去了 那怎麼辦哪？
我告訴你啊 我看過斯陀含 我以前在讀測量學校
的時候 我有一個不是女朋友的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就是不是女朋友但是是朋友 她是測量學校的僱員 測
量學校辦公室office裡面請了幾個女生的僱員 我在學校
就認識她 她年紀比我大一點 我就叫她姐姐這樣子
很多事情很好辦事 她是學校office的 我有了天眼以
後 有一次我到她家去 她的媽媽抱了一個 就是她的
姊妹當中有一個 生得這麼小 她講說是她的姊姊 我
說：﹁怎麼那麼小？姐姐怎麼那麼小？媽媽還抱著 ﹂
﹁因為她軟骨 她一出生就是軟骨 ﹂
一出生她就軟骨哎 軟骨什麼都不能動 眼睛就只
能夠張開看著媽媽 兩個眼睛還是很漂亮 其他的 不
能講話 不會講話 全身骨頭全部都是軟的 一出生她
就軟骨 小小的 然後養到二十幾歲了還是軟骨 只有
兩個眼睛 我一看到那個小孩子啊 因為那時候我有天
眼 我眼睛看她的眼睛 一進到她的眼睛裡面 看到她
的本誓 喔！她居然是一個聖賢哎！是二果阿羅漢 是
斯陀含
我說：﹁你們對妳這個姊姊有沒有很恭敬？﹂她

淫 兩舌 惡口 酒 什麼都來了；除非啊 你來到這
裡 很快知道修行 馬上關閉六賊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全部關閉
我舉這個例子好不好？因為有這個例子我才能講
沒有這個例子 我要解釋真的是很難 因為人都有習氣
的 吃醋也是習氣 嫉妒也是習氣 然後自私也是習
氣 剛剛已經講了 剛剛唸了一段 這個全部都是習氣
﹁膚淺 短視 干擾 無知 心胸狹隘 挑剔 指責
悲觀 盼望 埋怨 依賴﹂ 這個全部是習氣哎！所以
我們今天修行 ﹁沒有煩惱﹂是修什麼？把自己的一切
的期望全部沒有 不期望什麼 你就不會失望 我不期
望什麼 無得無失 我也不想得到什麼 要懂得 大家
好好修行！
初果阿羅漢 二果阿羅漢 還有三果阿羅漢 四果
阿羅漢 阿羅漢有四果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講阿那
含
很久以前有一個國王想找到一句話 它能讓高興的
人聽了難過 難過的人聽了高興 但他找了很長時間都
沒有找到 直到有一天夜裡 他夢見智者對他講了一句
話 正是自己想找的 這句史上最神奇的話就是：﹁這
一切都會過去的 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沒有一件東西
是可以永恆不變的 當你失敗痛苦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
己 這一切都會過去的；當你成功 得意忘形的時候
你也要知道 這一切都會過去的 ﹂﹁這一切都會過去
的﹂是我講的話
嗡嘛呢唄咪吽

說：﹁很奇怪 她出生就是軟骨 但是我們每一個 包
括父親 母親 包括兄弟姊妹 都對這個軟骨的姐姐非
常地愛護 深怕她受一點傷 還每天餵她 ﹂她能夠
活 全身就是軟弱無力 就是軟骨︵臺語︶ 骨頭都是
軟的 皮膚非常地白淨 兩個眼睛 很有智慧的眼睛
但是她不會講話 也聽不懂 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兩個
眼睛產生智慧的光 我從眼睛看進去 我跟他們講：
﹁這個小孩子是斯陀含 ﹂他們不懂什麼叫斯陀含
這個小孩子是斯陀含 就是一來 來一次世間 祂
為了保持祂的戒體 找一個跟祂有緣 會供養祂的施
主 出生在人世間 手都不能動 腳也不能動 耳朵也
不能聽 嘴巴也不能講 餵她只有一個味道 就餵她
她能夠吃 保持她這個身體 有一天她死了 祂就是一
個來回 祂就是斯陀含 祂在世間上有沒有造業？沒
有 所以祂回去祂還是斯陀含 二果阿羅漢 祂已經完
成了來娑婆世界一次的命運
為什麼家人會那麼喜歡這個小孩子？她明明軟骨
啊！如果生了一個沒用的小孩 打都打死了 如果是生
在我們家的話 早就被打死了︵笑︶ 為什麼他們不會
打她 而且每一個人都很愛護她 每一天都輪流抱她？
她就是睡覺 張開眼 她一生就是睡覺 張開眼 兄弟
姊妹都供養這個小孩子 父親 母親都很愛這個小孩
子 這就是找到好的施主 生在他的家 然後她都不造
業 因為她一個惡口都沒辦法 殺 根本不可能 祂不
能動；盜 她手也不能拿人家的東西；淫 她也不犯
淫；兩舌惡口 她都不會講話；喝酒 她又沒有喝酒
她只能夠喝牛奶 其他什麼都不會 她根本沒有造業
因為沒有造業在娑婆世界 她過世了以後 死了以後
父母安靜地給她埋葬 祂又回到原來的聖賢 祂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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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
所以一句話 我用這個比喻 就是我比喻斯陀含
二果阿羅漢有這種現象 不是每一個斯陀含都是這種現
象 但是聰明的斯陀含會用這種現象 轉世到大家都跟
祂有緣 愛護祂的家庭裡面 出生 軟骨 所有兄弟姐
妹跟父母都愛護她 一直到她死 這是﹁一往來 實無
往來﹂的例子 這樣了解了嗎？
今天如果我沒有這個經驗 講不出來 為什麼一個
往來娑婆世界實沒有往來 是什麼意思？他已經在娑婆
世界出生了 但其實他根本沒有來娑婆世界 是什麼意
思？他有沒有來娑婆世界？有 一往來 實無往來是什
麼意思？他根本沒有業 善業他也不做 惡業他也沒有
做 什麼都沒有做 等於沒有往來嘛
剛好是師尊開天眼 看到這個小孩子的眼睛 深入
到裡面 知道這個是斯陀含 斯陀含當然是梵語啦 所
以我用這個來比喻 也就是說 一往來的二果阿羅漢
經常以這個姿態出現 我看見了 以這個阿羅漢的姿
態 就是這個軟骨 全身不能動 她沒有造業 就只能
夠眼睛動而已 嘴巴吃東西 其他什麼都沒有 殺
盜 淫 妄 酒│五戒他都不犯 沒有惡業也沒有善
業 ﹁一個﹂到人間來一次再回去 因為是緣的關係
所以祂回到聖賢界
我能夠解釋這一段 如果沒有師尊的這個經歷 沒
辦法解釋什麼是﹁一往來而實無往來﹂
一定要轉世為人 但轉世為人就很難回去 因為轉
世為人就進到大染缸了 那你就變成kimchi了 既然變成
kimchi 好像是說這個習氣的味道就出來了 殺 盜

間來 祂要保持清淨的戒體再回到天上 其實祂等於沒
有來人間 因為人間是什麼？是五濁惡世 是大染缸
一進來你 一受污染 你就變成kimchi︵泡菜︶
你看kimchi就是這樣子製造的 一個缸把所有菜全
部下去 加上了醬料 一大堆的醬料 泡了一年 兩年
以後 不用泡那麼久啦︵笑︶ 反正你泡了以後出來
全部都是一個味道 就是醬菜︵臺語︶ 就是kimchi啊
都是一個味道 因為你入了五濁惡世 這人間就是一個
大染缸 你一進來 你染上了所有人的一切的習氣污
點 你全部都學會了 你回不去了 那怎麼辦哪？
我告訴你啊 我看過斯陀含 我以前在讀測量學校
的時候 我有一個不是女朋友的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就是不是女朋友但是是朋友 她是測量學校的僱員 測
量學校辦公室office裡面請了幾個女生的僱員 我在學校
就認識她 她年紀比我大一點 我就叫她姐姐這樣子
很多事情很好辦事 她是學校office的 我有了天眼以
後 有一次我到她家去 她的媽媽抱了一個 就是她的
姊妹當中有一個 生得這麼小 她講說是她的姊姊 我
說：﹁怎麼那麼小？姐姐怎麼那麼小？媽媽還抱著 ﹂
﹁因為她軟骨 她一出生就是軟骨 ﹂
一出生她就軟骨哎 軟骨什麼都不能動 眼睛就只
能夠張開看著媽媽 兩個眼睛還是很漂亮 其他的 不
能講話 不會講話 全身骨頭全部都是軟的 一出生她
就軟骨 小小的 然後養到二十幾歲了還是軟骨 只有
兩個眼睛 我一看到那個小孩子啊 因為那時候我有天
眼 我眼睛看她的眼睛 一進到她的眼睛裡面 看到她
的本誓 喔！她居然是一個聖賢哎！是二果阿羅漢 是
斯陀含
我說：﹁你們對妳這個姊姊有沒有很恭敬？﹂她

淫 兩舌 惡口 酒 什麼都來了；除非啊 你來到這
裡 很快知道修行 馬上關閉六賊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全部關閉
我舉這個例子好不好？因為有這個例子我才能講
沒有這個例子 我要解釋真的是很難 因為人都有習氣
的 吃醋也是習氣 嫉妒也是習氣 然後自私也是習
氣 剛剛已經講了 剛剛唸了一段 這個全部都是習氣
﹁膚淺 短視 干擾 無知 心胸狹隘 挑剔 指責
悲觀 盼望 埋怨 依賴﹂ 這個全部是習氣哎！所以
我們今天修行 ﹁沒有煩惱﹂是修什麼？把自己的一切
的期望全部沒有 不期望什麼 你就不會失望 我不期
望什麼 無得無失 我也不想得到什麼 要懂得 大家
好好修行！
初果阿羅漢 二果阿羅漢 還有三果阿羅漢 四果
阿羅漢 阿羅漢有四果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講阿那
含
很久以前有一個國王想找到一句話 它能讓高興的
人聽了難過 難過的人聽了高興 但他找了很長時間都
沒有找到 直到有一天夜裡 他夢見智者對他講了一句
話 正是自己想找的 這句史上最神奇的話就是：﹁這
一切都會過去的 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沒有一件東西
是可以永恆不變的 當你失敗痛苦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
己 這一切都會過去的；當你成功 得意忘形的時候
你也要知道 這一切都會過去的 ﹂﹁這一切都會過去
的﹂是我講的話
嗡嘛呢唄咪吽

說：﹁很奇怪 她出生就是軟骨 但是我們每一個 包
括父親 母親 包括兄弟姊妹 都對這個軟骨的姐姐非
常地愛護 深怕她受一點傷 還每天餵她 ﹂她能夠
活 全身就是軟弱無力 就是軟骨︵臺語︶ 骨頭都是
軟的 皮膚非常地白淨 兩個眼睛 很有智慧的眼睛
但是她不會講話 也聽不懂 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兩個
眼睛產生智慧的光 我從眼睛看進去 我跟他們講：
﹁這個小孩子是斯陀含 ﹂他們不懂什麼叫斯陀含
這個小孩子是斯陀含 就是一來 來一次世間 祂
為了保持祂的戒體 找一個跟祂有緣 會供養祂的施
主 出生在人世間 手都不能動 腳也不能動 耳朵也
不能聽 嘴巴也不能講 餵她只有一個味道 就餵她
她能夠吃 保持她這個身體 有一天她死了 祂就是一
個來回 祂就是斯陀含 祂在世間上有沒有造業？沒
有 所以祂回去祂還是斯陀含 二果阿羅漢 祂已經完
成了來娑婆世界一次的命運
為什麼家人會那麼喜歡這個小孩子？她明明軟骨
啊！如果生了一個沒用的小孩 打都打死了 如果是生
在我們家的話 早就被打死了︵笑︶ 為什麼他們不會
打她 而且每一個人都很愛護她 每一天都輪流抱她？
她就是睡覺 張開眼 她一生就是睡覺 張開眼 兄弟
姊妹都供養這個小孩子 父親 母親都很愛這個小孩
子 這就是找到好的施主 生在他的家 然後她都不造
業 因為她一個惡口都沒辦法 殺 根本不可能 祂不
能動；盜 她手也不能拿人家的東西；淫 她也不犯
淫；兩舌惡口 她都不會講話；喝酒 她又沒有喝酒
她只能夠喝牛奶 其他什麼都不會 她根本沒有造業
因為沒有造業在娑婆世界 她過世了以後 死了以後
父母安靜地給她埋葬 祂又回到原來的聖賢 祂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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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鬥的因

得鬥的

果
■文／蓮曉上師

就算是同一信仰體系之內 也常見有互毆現象 到底
誰聽誰的？都固執得很呢
佛法講﹁忍辱﹂ ﹁轉化﹂
﹁放下﹂
人間的某些法門 講的是﹁針鋒相對﹂ 講﹁決
鬥﹂
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詩人普希金 熱血衝
動 解決問題就是喜歡﹁你死我活﹂的方式
另外 他心理上也有熱衷於以決鬥來證明自己是﹁出
了名﹂的情況
因為 在沙俄時期 決鬥是俄羅斯上流社會男人之間
解決爭端的﹁最高禮節﹂ 只有身分相當的沙俄貴族 才
有資格舉行決鬥
普希金一生所經歷的決鬥 大約有30次
普希金的﹁第一次﹂ 是在17歲時 在一次舞會上 為
爭奪少女羅沙科娃 不惜向自己的親叔叔漢尼拔發起決鬥
後來 在家族的干預下 最終不了了之
1819年 普希金寫了一首詩嘲諷自己的朋友基西爾貝
被激怒的對方當即脫下手套 扔向他 發起決鬥
基西爾貝率先開槍 但並沒有擊中 而輪到普希金開
槍時 他卻扔掉手槍 想擁抱對方
但是 對方仍然憤怒地拒絕了
這裡可見 憤怒是可以多麼令人不智 瞬間即能抵達
平時十分難達的﹁不怕死﹂的地頭
︵可惜 不是因﹁無我﹂而不怕死 而是因憤怒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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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的群眾看山看水 自然會有萬千種不同的角度
彼此可以互相提醒 補充 勉勵
本宇宙的狀態 靜即是動也 常人的身體會﹁靜極
︵睡夠吃足等︶生動﹂
動者︵時︶ 可以游泳 爬山 去打藍球 足球 吹
拉彈唱 舞蹈繪畫等等 實在不必遇上矛與盾時 就互相
攻擊 乃至打鬥 甚至發動戰爭什麼的 嘴巴上也是
學佛的行者 無論怎樣的動 都應當盡力降伏 轉化
貪瞋癡為清淨 自然就無有水火不相容的衝突 甚至慘烈
若有 要及時自我修理 這才能在覺悟的路上 步步
為營 正確推進
世上各人 都有各自認定的﹁美好想法﹂ 時常以
﹁美好想法﹂為名 強加於人
善意的嚴格管理 也須善巧 合理 恰當
如果是屬於過分 太過分了的 就會變成不同程度的
傷害
什麼是過分 太過？具體去看時 無一不需要正見與
智慧
沒有正見與智慧 對於什麼是過分 太過 也會把握
不準 為愚所害
如果能自知以上能力不夠時 就須有善根 善緣 或
放下身段 請示師父 善知識 專家等等
世上不少見 甲與乙因為執著於不同的﹁美好想
竟然可以互相撕殺

誌

獲得率先開槍權的丹特斯擊中了普希金的腹部 倒地
的普希金開槍擊中了對方的臂膀
見證人丹紮斯馬上將普希金拉回聖彼德堡的家中
他已失血過多 當時的醫療技術並不發達 醫生們決
定保守治療 不實施手術 僅用冰塊止血和綁帶包紮 這
讓普希金疼痛難忍
28日淩晨 普希金腹部腫脹 脈搏微弱 他讓人將妻
子和五個孩子叫到床前告別
其後 他的精神一度﹁好轉﹂︵可能屬於﹁迴光返
照﹂現象︶ 但終因傷情再度惡化 在吐出一句﹁生命結
束了﹂後 停止了呼吸 年僅38歲
﹁一言不合就決鬥﹂ 上得山多終於遇虎 喪命的機
率自然大增罷
種下攻擊性的因 得被攻擊性的果
真正靜心的人 觀古今中外無數案例 無一不能洞察
出這個潛在的客觀規律
當能入於更深定境時 這一規律必能更體察入微：
確實極為精準平衡 毫髮不差
普希金自己曾寫道：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憂鬱的日子
裡須要鎮靜 相信吧 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一切都
是瞬息 一切都將會過去 而那過去了的 就會成為親切
的回憶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然而 ﹁鎮靜﹂在哪兒呢？﹁都將會過去﹂ 這確實
是的；但﹁親切的回憶﹂又在哪兒呢？
？！

法﹂

於癡空的境界 ︶
貪瞋癡 都是可以令人不顧後果的
其時 基西爾貝向普希金怒吼：開槍吧 懦夫
幸好 最終普希金還是說服了對方 兩人重歸於好
1822年 在一次舞會上 因為對於放不同的樂曲 普
希金與中校軍官斯塔諾夫發生爭執 相持不下
於是便相約決鬥 軍官首先開槍 但沒有射中
而普希金則讓子彈從軍官身旁飛過 決鬥也就此結束
1827年 普希金租住在一個貴族家裡 因為瑣事與女
主人發生爭執 憤怒難當的他向女主人的丈夫發起了決鬥
挑戰
最後 彼此都沒有射中
普希金最後的一次決鬥 決鬥對象是法國的沒落貴族
子弟丹特斯
這位軍官搭上他貌美如花的妻子娜塔莉雅 毫無顧忌
地和娜塔莉雅約會 弄得整個俄國上流社會人盡皆知
娜塔莉雅是曾有包括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內諸多貴族追
求者的
她與普希金在婚後的生活 後來並不幸福 她對於文
學毫無興趣 只喜追求奢華的生活和享受 讓普希金很快
債臺高築
1837年1月27日下午4時 普希金在一家甜品店 喝完
人生最後一杯咖啡後 在決鬥見證人丹紮斯的陪同下 乘
坐雪橇 來到決鬥場地小黑河畔
其時 天空烏雲密布 寒風凜凜 似乎也相應著雙方
積怨頗深的內心情景

？！

法語均霑

鬥的因

得鬥的

果
■文／蓮曉上師

就算是同一信仰體系之內 也常見有互毆現象 到底
誰聽誰的？都固執得很呢
佛法講﹁忍辱﹂ ﹁轉化﹂
﹁放下﹂
人間的某些法門 講的是﹁針鋒相對﹂ 講﹁決
鬥﹂
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詩人普希金 熱血衝
動 解決問題就是喜歡﹁你死我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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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一生所經歷的決鬥 大約有30次
普希金的﹁第一次﹂ 是在17歲時 在一次舞會上 為
爭奪少女羅沙科娃 不惜向自己的親叔叔漢尼拔發起決鬥
後來 在家族的干預下 最終不了了之
1819年 普希金寫了一首詩嘲諷自己的朋友基西爾貝
被激怒的對方當即脫下手套 扔向他 發起決鬥
基西爾貝率先開槍 但並沒有擊中 而輪到普希金開
槍時 他卻扔掉手槍 想擁抱對方
但是 對方仍然憤怒地拒絕了
這裡可見 憤怒是可以多麼令人不智 瞬間即能抵達
平時十分難達的﹁不怕死﹂的地頭
︵可惜 不是因﹁無我﹂而不怕死 而是因憤怒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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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聖尊提及加州乾旱 如加州四
大媽齊到︿西雷﹀龍王亭向龍王祈
雨 便會下雨 進而闡釋與本尊相
應的重要性 以及集合眾人的心念
會產生力量 聖尊說世事各有因
緣 救度也是有因緣的
接著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問：如果行者膝蓋有問
題 盤腿就會膝蓋疼痛 更不可能
雙盤毘盧七支坐 那他還有其他方
式練習入三摩地 進而修成﹁上師
相應法﹂嗎？
聖尊答：雙盤不行的 可以單
盤 就是拿一隻腿壓在另一隻腿上
面；再不行 可以如意坐 就是盡
量把腳跟接近密輪 越接近越好；
再不行 就隨便坐 坐在椅子上也
可以 不必勉強 最主要是坐得舒
服 坐得挺胸 坐時後面稍微高一
點 脊椎骨就會挺直 坐姿端正
其實只要心念能夠專一 就能夠上
師相應 或相應任何一個法 重要
的是在心跟念

化為虹光進入佛光明海裡，子光會母光。
■文∕西雅圖雷藏寺

弟子問：
 睡前做﹁睡眠大光明藏
法﹂ 半夜起來上洗手間 是否還
要重複再做一次？
 如果一個平時有實修的
︿真佛宗﹀弟子 往生之後火化
骨灰撒海 是否會影響後代？

應用毘盧七支坐 會比較容易
相應 因為 脊椎骨是挺直的 然
後你能夠靜下心來 把你的念頭止
於一 就是專一瑜伽 念頭止於一
的時候 要相應就很容易 如果單
單毘盧七支坐 念頭減少 但是如
果不能止於一 也一樣不能相應
毘盧七支坐只是外面的 重點還是
在裡面 在心 念頭 眼耳鼻舌身
意 並不能說﹁不會毘盧七支坐的
就不會相應﹂

什麼是正法？
聖尊答：做﹁睡眠大光明藏
法﹂ 有好多種方法 第一種 嗡
嗡 白光出去；阿
紅光出
去 紅光跟白光接在一起；吽
吽
藍光出去；然後三個光在空

夜

幕初上 秋風漸冷 但此刻
的︿西雅圖雷藏寺﹀燈火輝
煌 熱情洋溢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在眾同門期待的目光中 來到壇
城前 帶領大家做大禮拜 同修在
溫暖祥和的氛圍中開始
同修後 聖尊開示：觀世音菩
薩是很偉大靈感的 有千百億化
身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十一面
觀世音菩薩 白度母 綠度母 準
提佛母 馬頭明王 大隨求菩薩
不空羂索觀音 都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
西藏王松贊干布 是第一位提
倡佛法的贊普 便是十一面觀世音
菩薩的化身 整個西藏幾乎都是四
臂觀音的道場 觀世音菩薩在娑婆
世界 救度眾生的數量是第一 以
觀世音菩薩做本尊的行者非常多
只要跟其中的一尊觀世音菩薩相
應 就會跟所有的觀世音菩薩相
應

中 泮 像煙火一樣的變成一個
網 下來 把你的床整個圍住
﹁嗡
阿
吽
﹂ 把這
個網堅固 睡在這個光明裡面 第
二種 因為跟睡眠最有關的是喉
嚨 ﹁ 阿 阿 ﹂ 阿一聲而已 紅
光出去；泮 變成一個紅色的光明
網下降 把全身都蓋住 睡在紅色
的光明裡面；﹁ 嗡
阿
吽
﹂ 把它堅固 這兩個是最
簡單的方法 在藏密裡面 還有比
較複雜的法 做好了﹁睡眠大光明
藏法﹂後 如果半夜起來上洗手
間 不必再做一次 因為網還在
回去還是睡在那個網裡面

誌

聖尊回答第二問：有實修的
︿真佛宗﹀弟子 一定可以往生佛
國 往生佛國後 不必再管子子孫
孫的事情 他們各有各的緣和業
只能由他們自己去承擔 你是管不
了的 兒孫自有兒孫福 不要為兒
孫作馬牛
親人難度 俗語講﹁夫妻本是
同林鳥 大限到時各分飛﹂ 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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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 行者 身體 化為 光，以 自己 的光 明
直接 到達 佛國 淨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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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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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毘盧七支坐 念頭減少 但是如
果不能止於一 也一樣不能相應
毘盧七支坐只是外面的 重點還是
在裡面 在心 念頭 眼耳鼻舌身
意 並不能說﹁不會毘盧七支坐的
就不會相應﹂

什麼是正法？
聖尊答：做﹁睡眠大光明藏
法﹂ 有好多種方法 第一種 嗡
嗡 白光出去；阿
紅光出
去 紅光跟白光接在一起；吽
吽
藍光出去；然後三個光在空

夜

幕初上 秋風漸冷 但此刻
的︿西雅圖雷藏寺﹀燈火輝
煌 熱情洋溢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在眾同門期待的目光中 來到壇
城前 帶領大家做大禮拜 同修在
溫暖祥和的氛圍中開始
同修後 聖尊開示：觀世音菩
薩是很偉大靈感的 有千百億化
身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十一面
觀世音菩薩 白度母 綠度母 準
提佛母 馬頭明王 大隨求菩薩
不空羂索觀音 都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
西藏王松贊干布 是第一位提
倡佛法的贊普 便是十一面觀世音
菩薩的化身 整個西藏幾乎都是四
臂觀音的道場 觀世音菩薩在娑婆
世界 救度眾生的數量是第一 以
觀世音菩薩做本尊的行者非常多
只要跟其中的一尊觀世音菩薩相
應 就會跟所有的觀世音菩薩相
應

中 泮 像煙火一樣的變成一個
網 下來 把你的床整個圍住
﹁嗡
阿
吽
﹂ 把這
個網堅固 睡在這個光明裡面 第
二種 因為跟睡眠最有關的是喉
嚨 ﹁ 阿 阿 ﹂ 阿一聲而已 紅
光出去；泮 變成一個紅色的光明
網下降 把全身都蓋住 睡在紅色
的光明裡面；﹁ 嗡
阿
吽
﹂ 把它堅固 這兩個是最
簡單的方法 在藏密裡面 還有比
較複雜的法 做好了﹁睡眠大光明
藏法﹂後 如果半夜起來上洗手
間 不必再做一次 因為網還在
回去還是睡在那個網裡面

誌

聖尊回答第二問：有實修的
︿真佛宗﹀弟子 一定可以往生佛
國 往生佛國後 不必再管子子孫
孫的事情 他們各有各的緣和業
只能由他們自己去承擔 你是管不
了的 兒孫自有兒孫福 不要為兒
孫作馬牛
親人難度 俗語講﹁夫妻本是
同林鳥 大限到時各分飛﹂ 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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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 行者 身體 化為 光，以 自己 的光 明
直接 到達 佛國 淨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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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聖尊

業障各人擔 公修公得 婆修婆
得 你自己懂得佛法 你先度自
己 再來度親人 佛陀說過 你是
你 後代是後代 毫不相關 緣分
在的時候 你當然關心他們；緣盡
緣散的時候 就沒有了
把骨灰撒於大海最好 跟後代
子孫毫無干涉 反而土葬的 按照
風水來講 會有影響 靈骨塔也會
有一點影響 海葬是比較無干涉
的
答覆了弟子們的問題後
講授︻金剛經︼

﹁如筏喻者 法尚應捨 何況
﹂是一個重點！修行如同坐
你被度到輪船上面 船開到

﹁正信希有分第六﹂中的﹁不
應取法 不應取非法﹂ 重點在
﹁取﹂字 你取 就是有相 ﹁不
應取非法﹂ 雖然非法是無相 但
是你有這個取字 就是有相 ︻金
剛經︼是講無相的 法不可取

非法
渡輪

彼岸 你上了岸 如果還抓住船不
放 就是取 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子
講的 你修行抓住了一點 修成
了 這一點就要丟掉 你已經到了
岸 你要這個法做什麼？比如這一
世修行 到了淨土 使你能夠到達
淨土的這個法就可以丟掉了
﹁何況是非法﹂ 這裡講的非
法就是風水 面相 星相 紫微斗
數 八字算命 麻衣相術 五術
卜卦等 這些只能在娑婆世界用
只是﹁方便法﹂ 不是助人往生佛
國淨土的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 能
往生的法 都要放棄 何況是這些
非法？
修行人最少要修到﹁走的時
候 西方三聖現前﹂ 才能夠到佛
國淨土 這才是正法 我們密教
還要自己身體化光 以自己的光明
直接到達佛國淨土 化為虹光 進
入佛海裡面 子光會母光 這才是
正法

修行如能跟黃財神相應 可以
到﹁針巴拉﹂那裡去 到四天王
天 這是一個方便法 到了天界
還是要修行 醫術高明者 救治很
多眾生 是往生天國的一個基礎
佛國還不能去 因為你沒有修佛的
緣 不是正法 有福分的人 幫助
很多窮困的人 可以到天上 但不
能夠到佛國淨土 這是佛教跟其他
教派不同的地方
能夠通到佛國的才是正法 其
他的都是邪法 神通也是邪的 當
你成就了 你自然產生力量 但那
只是一個附帶品 並不是叫你追求
那個東西！你執迷於神通就完了
是上不了佛國淨土的
聖尊以一則笑話啟示大家 學
佛的人 知識要夠 才能夠分辨；
知識不夠 容易被蒙蔽！最後 聖
尊加持大家 同修圓滿結束！眾同
門深深領悟聖尊對﹁法 非法﹂
以及﹁取﹂的解說 帶著殊勝微妙
的聽法喜悅 踏上了回家的路！■

53

2021年10月09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

■文∕西雅圖雷藏寺

二

○二一年十月九日星期六晚
上八點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帶領眾弟子一起修﹁準提佛母本
尊法﹂ 迴向時 師尊祈求準提佛
母接引有緣無緣中陰 加持眾等身
體健康 萬事如意 逢兇化吉 道
心堅固 病業消除 也祈求準提佛
母使瘟疫退散 逆緣不生 善緣來
濟
師佛說 釋蓮印上師已經火化
了 之前他來問事的時候 還說要
回哈爾濱去弘法 我跟他講：﹁不
管你去哪裡弘法 就是持﹃往生
咒﹄ 從現在開始一直持﹃往生
咒﹄ ﹂還有人問我那天︵註：荼
毘儀式︶為什麼我要拍他的棺木六
下？這是叫他﹁趕快離開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這六
道﹂ 我還告訴Hanifa要去撿骨
他的頭蓋骨會吸著幾個舍利 還有
他的關節處 手 腳的關節 後來
取出來這些大大小小的舍利子 我
們︿真佛宗﹀的弟子 有舍利子是
應該的 以前新加坡︿樟宜監
獄﹀ 有好幾個死囚犯 聽聞到師
尊 他們決定皈依師尊 我教他們
唸﹃往生咒﹄跟︻高王經︼ 他們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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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佛答：這個時代男女應該是
平等的！男女應該負同樣的責任
男人也有被水子靈纏著的 只是男
人沒有開口講而已 其實也有干
擾 不是沒有 是平等的 男女一
律平等 ﹁如何彌補他們的罪
惡？﹂就是供養水子靈 超度水子
靈 然後發願 我們︿真佛宗﹀有
很多消除業障的方法 你可用﹁煙
供法﹂去消除這個業障 這個也叫
殺生 有水子靈的 觀想他 也是
你的冤親債主 然後做超度 供
養 ︿彩虹雷藏寺﹀有很多水子
靈 你也可以報名水子靈供養
弟子問：
 弟子在做披甲護身觀想四
個角落有四個護法金剛結界了以
後 腦海裡面會不由自主的觀想
到 師尊和除瘟疫度母住頂放光
︵紅黃光︶ 加持行者和身邊的
人 這樣是可以的嗎？
 弟子是從事服務業的 在
工作中 自己的心也會告訴自己
說 要唸﹃上師心咒﹄和﹃除瘟疫
度母心咒﹄ 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都會在心裡默念心咒與客人結緣
這樣是可以嗎？

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以無所得
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認明了無
所得 認清楚了 你心平和 無所
紛爭 你能夠得定 你能夠為他人
想 這就是菩薩 菩提薩埵 菩提
薩埵就是菩薩 菩薩是這樣子來
的 你們要當一個菩薩 先要以無
所得心 ︻金剛經︼重點在這裡
人有八萬四千種病 從八萬四
千種病 生出八萬四千種佛法 若
沒有人 就不用佛法；全部都是聖
賢 也不用佛法 佛法即非佛法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空
間︶ 無壽者相︵時間︶ 這是釋
迦牟尼佛講的非四相 這四相全部
去除 真的懂這些 心裡非常的平
和 也不會斤斤計較 因為無所
得 所以得到的多 得到的少 福
德多 福德少 是一樣平等 有這
種心就很坦然 我們儘量去布施去
做所謂的功德 而其實所謂的功
德 也就是沒有功德 因為沒有功
德 才是功德 你就是做一個菩
薩 菩薩就是從這裡出生的 阿羅
漢 緣覺 佛都是從這裡出生
開示結束後 師佛慈悲加持現
場及網上的所有弟子
■

接著 師佛繼續為弟子講解
︻金剛經︼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 於意云何？若人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是人
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須菩提
言：﹁甚多 世尊 何以故？是福
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
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
持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
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 一切諸
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 所謂佛
法者 即非佛法
師佛解釋：﹁依法出生分第
八﹂ 所有的佛法 都是從︻金剛
經︼出去的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 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
施 這個人的福德多不多？須菩提
講 很多 為什麼呢？因為﹁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
多 ﹂這裡也提到了 ﹁所謂佛法
者 即非佛法﹂ 翻譯密勒日巴傳
記的張澄基居士 是我的弟子 曾

都可以

再幾個月就要被吊刑 他們在這幾
個月拼命唸﹃往生咒﹄ ︻高王
經︼ 吊刑以後 火化全部都有舍
利子！所以最後這一關非常重要
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 在臨終的那
一段時間 你只要真實的懺悔 就
絕對有希望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接著 師佛慈悲為同門釋疑
弟子問：如果弟子不能參加網
路直播的同修與法會 然後弟子開
重播 弟子收到師尊的加持 力量
是否還是一樣？
師佛答：當然一樣！即使經過
一年以後 你重新再看一遍 一樣
有加持力！等師尊歸天了 離開這
個人間了 你開重播還是有加持
力！
弟子問：一對沒有結婚的情
人 如果女方懷孕了 然後雙方都
決定把孩子打掉 男方與女方的罪
惡是否一樣重？通常聽到女人被水
子靈纏著 但很少聽到男人被水子
靈纏著 水子靈是否也能夠纏著他
父親？如果事情已經發生了 他們
如何能夠彌補他們的罪惡？如何能
幫助這個水子靈 也幫助自己消除
業障？

跟丹增嘉措講 ﹁一百年後你在哪
裡？你得到什麼？﹂他說 什麼都
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 你讀書
做什麼？﹂我跟他解釋了：﹁我讀
這些書 就是希望聽懂得師尊講的
這些佛理 講的這些佛法 ﹂一百
年後我們都在哪裡？都不見了！師
尊也不見了 你們也通通都不見
了 根本就是什麼都沒有啦！你得
到什麼？什麼都沒有得到
無我相 無人相 我們都是一
樣；無眾生相 全世界上的眾生都
是一樣 那你爭個什麼爭？所以佛
教是講﹁無諍﹂兩個字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
四句偈你能夠跟人家講 你的福德
就不得了啊 但是 福德也不是福
德 才是福德 就是這一句話
為什麼人的心靈有八萬四千種
病？因為你認為有所得 才會有
病 如果無所得就不會有病 想清
楚 沒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當你覺
得無所得的時候 福德就是非福
德 即是福德；佛法非佛法 就是
佛法
這個﹁相反偈﹂都是在這裡
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了 ︻心經︼

師佛答：兩個問題

到我家來 他寫了一本小冊子︽什
麼是佛法︾ 我拿給李炳南居士
看 李炳南說：﹁我要問張澄基博
士 佛法是什麼？﹂李炳南居士認
為寫這個問題是錯的 他認為什麼
都是佛法 哪有沒有佛法的？大家
聽清楚了 什麼都是佛法 月球上
有沒有佛法？很簡單 因為有人
所以有八萬四千種法 對治八萬四
千種病 如果月球上沒有人 就不
需用到佛法 因為人才有病啊！
﹁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聖賢 要佛法做
什麼？不用佛法 所謂佛法者 即
非佛法 就是這一句 佛法就從這
裡出的 這個人布施做得很多 他
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做布施
須菩提講功德很大 為什麼又講了
一句﹁世尊 何以故？是福德 即
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所謂福德 就是非福德性 所以如
來講福德多；所謂福德就不是福
德 因為不是福德 所以福德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
彼 何以故？﹂四句偈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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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佛答：這個時代男女應該是
平等的！男女應該負同樣的責任
男人也有被水子靈纏著的 只是男
人沒有開口講而已 其實也有干
擾 不是沒有 是平等的 男女一
律平等 ﹁如何彌補他們的罪
惡？﹂就是供養水子靈 超度水子
靈 然後發願 我們︿真佛宗﹀有
很多消除業障的方法 你可用﹁煙
供法﹂去消除這個業障 這個也叫
殺生 有水子靈的 觀想他 也是
你的冤親債主 然後做超度 供
養 ︿彩虹雷藏寺﹀有很多水子
靈 你也可以報名水子靈供養
弟子問：
 弟子在做披甲護身觀想四
個角落有四個護法金剛結界了以
後 腦海裡面會不由自主的觀想
到 師尊和除瘟疫度母住頂放光
︵紅黃光︶ 加持行者和身邊的
人 這樣是可以的嗎？
 弟子是從事服務業的 在
工作中 自己的心也會告訴自己
說 要唸﹃上師心咒﹄和﹃除瘟疫
度母心咒﹄ 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都會在心裡默念心咒與客人結緣
這樣是可以嗎？

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以無所得
故 菩提薩埵 ﹂因為你認明了無
所得 認清楚了 你心平和 無所
紛爭 你能夠得定 你能夠為他人
想 這就是菩薩 菩提薩埵 菩提
薩埵就是菩薩 菩薩是這樣子來
的 你們要當一個菩薩 先要以無
所得心 ︻金剛經︼重點在這裡
人有八萬四千種病 從八萬四
千種病 生出八萬四千種佛法 若
沒有人 就不用佛法；全部都是聖
賢 也不用佛法 佛法即非佛法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空
間︶ 無壽者相︵時間︶ 這是釋
迦牟尼佛講的非四相 這四相全部
去除 真的懂這些 心裡非常的平
和 也不會斤斤計較 因為無所
得 所以得到的多 得到的少 福
德多 福德少 是一樣平等 有這
種心就很坦然 我們儘量去布施去
做所謂的功德 而其實所謂的功
德 也就是沒有功德 因為沒有功
德 才是功德 你就是做一個菩
薩 菩薩就是從這裡出生的 阿羅
漢 緣覺 佛都是從這裡出生
開示結束後 師佛慈悲加持現
場及網上的所有弟子
■

接著 師佛繼續為弟子講解
︻金剛經︼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 於意云何？若人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是人
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須菩提
言：﹁甚多 世尊 何以故？是福
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
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
持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
勝彼 何以故？須菩提 一切諸
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 所謂佛
法者 即非佛法
師佛解釋：﹁依法出生分第
八﹂ 所有的佛法 都是從︻金剛
經︼出去的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 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
施 這個人的福德多不多？須菩提
講 很多 為什麼呢？因為﹁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
多 ﹂這裡也提到了 ﹁所謂佛法
者 即非佛法﹂ 翻譯密勒日巴傳
記的張澄基居士 是我的弟子 曾

都可以

再幾個月就要被吊刑 他們在這幾
個月拼命唸﹃往生咒﹄ ︻高王
經︼ 吊刑以後 火化全部都有舍
利子！所以最後這一關非常重要
不管你過去做了什麼 在臨終的那
一段時間 你只要真實的懺悔 就
絕對有希望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接著 師佛慈悲為同門釋疑
弟子問：如果弟子不能參加網
路直播的同修與法會 然後弟子開
重播 弟子收到師尊的加持 力量
是否還是一樣？
師佛答：當然一樣！即使經過
一年以後 你重新再看一遍 一樣
有加持力！等師尊歸天了 離開這
個人間了 你開重播還是有加持
力！
弟子問：一對沒有結婚的情
人 如果女方懷孕了 然後雙方都
決定把孩子打掉 男方與女方的罪
惡是否一樣重？通常聽到女人被水
子靈纏著 但很少聽到男人被水子
靈纏著 水子靈是否也能夠纏著他
父親？如果事情已經發生了 他們
如何能夠彌補他們的罪惡？如何能
幫助這個水子靈 也幫助自己消除
業障？

跟丹增嘉措講 ﹁一百年後你在哪
裡？你得到什麼？﹂他說 什麼都
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 你讀書
做什麼？﹂我跟他解釋了：﹁我讀
這些書 就是希望聽懂得師尊講的
這些佛理 講的這些佛法 ﹂一百
年後我們都在哪裡？都不見了！師
尊也不見了 你們也通通都不見
了 根本就是什麼都沒有啦！你得
到什麼？什麼都沒有得到
無我相 無人相 我們都是一
樣；無眾生相 全世界上的眾生都
是一樣 那你爭個什麼爭？所以佛
教是講﹁無諍﹂兩個字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
四句偈你能夠跟人家講 你的福德
就不得了啊 但是 福德也不是福
德 才是福德 就是這一句話
為什麼人的心靈有八萬四千種
病？因為你認為有所得 才會有
病 如果無所得就不會有病 想清
楚 沒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當你覺
得無所得的時候 福德就是非福
德 即是福德；佛法非佛法 就是
佛法
這個﹁相反偈﹂都是在這裡
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了 ︻心經︼

師佛答：兩個問題

到我家來 他寫了一本小冊子︽什
麼是佛法︾ 我拿給李炳南居士
看 李炳南說：﹁我要問張澄基博
士 佛法是什麼？﹂李炳南居士認
為寫這個問題是錯的 他認為什麼
都是佛法 哪有沒有佛法的？大家
聽清楚了 什麼都是佛法 月球上
有沒有佛法？很簡單 因為有人
所以有八萬四千種法 對治八萬四
千種病 如果月球上沒有人 就不
需用到佛法 因為人才有病啊！
﹁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聖賢 要佛法做
什麼？不用佛法 所謂佛法者 即
非佛法 就是這一句 佛法就從這
裡出的 這個人布施做得很多 他
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做布施
須菩提講功德很大 為什麼又講了
一句﹁世尊 何以故？是福德 即
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所謂福德 就是非福德性 所以如
來講福德多；所謂福德就不是福
德 因為不是福德 所以福德多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
彼 何以故？﹂四句偈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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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聖尊講授︻金剛經︼
帶 領弟 子們 一層 一層 地

祢要帶

師

■文／西雅圖雷藏寺

弟子一心頂禮感恩根本傳承上
■

境界 叫做無說 所以達摩祖師上
法座 拍一下就下來 就已經說法
完畢了 那是最高的境界 根本就
沒有地球 國家 眾生
﹁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聖賢：佛 菩薩 緣覺 阿
羅漢 其中菩薩修的就是﹁無為
法﹂ 何謂無為法？﹁無為法﹂指
的是行者發菩薩的菩提心 無所
取 無所求的去做 而菩薩亦分為
初地菩薩 七地菩薩 十地菩
薩
等等 ﹁差別﹂在於你是屬
於哪一地？
在精闢的法語開示結束後 聖
尊加持大悲咒水 開光佛像 並為
與會同門加持賜福
每每聆聽完聖尊為弟子們釋
疑 及精闢講授︻金剛經︼的開示
後 再再刷新了不同於字面上對於
︻金剛經︼的見解 同時不禁讚歎
師佛的佛慧廣大深如海 帶領弟子
們一層一層地曉悟最深處的如來智
慧 其中法味雋永 期待每週末的
到來

時 觀想著師尊住頂 而當行者犯
口業時 即使請師尊住頂 師尊都
不會住頂 業分為有記和無記 什
麼叫﹁有記﹂？有記載的 修行人
若懂得法 先把自身結界起來 鬼
神看不見 便是﹁無記﹂ 不會有
記載
又有提問請教聖尊：有一位善
信想為她的水子靈報名 但這位善
信在出生時家人沒有存放報生紙
後來為了領身分證 使用了某亡者
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如此會影響
她的報名嗎？會承接該亡者的命運
嗎？

其中 法 味雋 永

一句﹁師尊

我走 ﹂
﹁會的 ﹂師佛隨即召請四大
天王護著釋印上師往生佛國淨土
接續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時時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根
本上師頂在頭上 但若無意間犯口
業或行為上出差錯時 根本上師在
頭上也能知曉並被弟子拉著一起犯
錯嗎？
聖尊說道：師尊確實有分身
只一剎那的時間便可以去到世界各
個角落
聖尊接續說道：當行者行善

所祈求接引

領 悟最 深處 的如 來智 慧

月進入秋收最繁忙的時節
被賦予了期待的秋天 ︿西
雅圖雷藏寺﹀燈火通明 氛圍中懷
滿著希望 迎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的到來 為全球四眾弟
子主持﹁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
修 並進行寶貴的法語開示
祈請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
接引釋蓮印上師往生清淨佛國
釋蓮印上師生前一心護師護
教 淨信根本上師的教導 日日實
修不曾間斷
釋蓮印上師的靈體來到師佛住

聖尊為此釋疑：不管這個名字
是從哪裡來的 都不要緊
各人有各人的命運 並不會承
接已逝者的命運 現在這名字掛在
了誰的身上就屬於誰的 誰的水子
靈就是誰的水子靈 原先去世的亡
者不會影響她
︻金剛經︼講授｜｜
聖尊開示︻金剛經︼：﹁無得
無說分第七﹂
引述上回於法座上問到丹增嘉
措仁波切的問題：一百年後你得到
什麼？﹁沒有得到 ﹂那你現在為
何還要讀書？
應是這樣子回答：因為我要讀
一些書 充實我的知識 懂得師尊
在講的話 然後去領悟無得 無
說
﹁非法非非法﹂：什麼是非
法？算命 看相 卜卦 紫微斗
數 地理風水等等 什麼是非非
法？好像有法 又好像沒有法
為什麼叫如來這兩個字呢？好
像有來 什麼叫如去？好像有去
到底有沒有說法呢？真正到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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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弟子一心頂禮感恩根本傳承上
■

境界 叫做無說 所以達摩祖師上
法座 拍一下就下來 就已經說法
完畢了 那是最高的境界 根本就
沒有地球 國家 眾生
﹁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聖賢：佛 菩薩 緣覺 阿
羅漢 其中菩薩修的就是﹁無為
法﹂ 何謂無為法？﹁無為法﹂指
的是行者發菩薩的菩提心 無所
取 無所求的去做 而菩薩亦分為
初地菩薩 七地菩薩 十地菩
薩
等等 ﹁差別﹂在於你是屬
於哪一地？
在精闢的法語開示結束後 聖
尊加持大悲咒水 開光佛像 並為
與會同門加持賜福
每每聆聽完聖尊為弟子們釋
疑 及精闢講授︻金剛經︼的開示
後 再再刷新了不同於字面上對於
︻金剛經︼的見解 同時不禁讚歎
師佛的佛慧廣大深如海 帶領弟子
們一層一層地曉悟最深處的如來智
慧 其中法味雋永 期待每週末的
到來

時 觀想著師尊住頂 而當行者犯
口業時 即使請師尊住頂 師尊都
不會住頂 業分為有記和無記 什
麼叫﹁有記﹂？有記載的 修行人
若懂得法 先把自身結界起來 鬼
神看不見 便是﹁無記﹂ 不會有
記載
又有提問請教聖尊：有一位善
信想為她的水子靈報名 但這位善
信在出生時家人沒有存放報生紙
後來為了領身分證 使用了某亡者
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如此會影響
她的報名嗎？會承接該亡者的命運
嗎？

其中 法 味雋 永

一句﹁師尊

我走 ﹂
﹁會的 ﹂師佛隨即召請四大
天王護著釋印上師往生佛國淨土
接續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時時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根
本上師頂在頭上 但若無意間犯口
業或行為上出差錯時 根本上師在
頭上也能知曉並被弟子拉著一起犯
錯嗎？
聖尊說道：師尊確實有分身
只一剎那的時間便可以去到世界各
個角落
聖尊接續說道：當行者行善

所祈求接引

領 悟最 深處 的如 來智 慧

月進入秋收最繁忙的時節
被賦予了期待的秋天 ︿西
雅圖雷藏寺﹀燈火通明 氛圍中懷
滿著希望 迎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的到來 為全球四眾弟
子主持﹁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
修 並進行寶貴的法語開示
祈請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
接引釋蓮印上師往生清淨佛國
釋蓮印上師生前一心護師護
教 淨信根本上師的教導 日日實
修不曾間斷
釋蓮印上師的靈體來到師佛住

聖尊為此釋疑：不管這個名字
是從哪裡來的 都不要緊
各人有各人的命運 並不會承
接已逝者的命運 現在這名字掛在
了誰的身上就屬於誰的 誰的水子
靈就是誰的水子靈 原先去世的亡
者不會影響她
︻金剛經︼講授｜｜
聖尊開示︻金剛經︼：﹁無得
無說分第七﹂
引述上回於法座上問到丹增嘉
措仁波切的問題：一百年後你得到
什麼？﹁沒有得到 ﹂那你現在為
何還要讀書？
應是這樣子回答：因為我要讀
一些書 充實我的知識 懂得師尊
在講的話 然後去領悟無得 無
說
﹁非法非非法﹂：什麼是非
法？算命 看相 卜卦 紫微斗
數 地理風水等等 什麼是非非
法？好像有法 又好像沒有法
為什麼叫如來這兩個字呢？好
像有來 什麼叫如去？好像有去
到底有沒有說法呢？真正到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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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0日 彩虹雷藏寺「摩利支天菩薩護摩法會」

■文∕彩虹雷藏寺

下午三時 當﹃蓮花童子心
咒﹄響起 與會大眾都跪迎聖尊蒞
臨護摩殿主壇護摩火供 精心準備
的護摩供品 一次次的呈入護摩爐
中 而主尊的心咒﹁嗡 摩利支
依 梭哈 ﹂象徵著摩利支天菩薩
的誓願 眾弟子在這氣勢雄偉而慈
悲的咒音中 進入護摩火的光明海
中 提升自性的清靜

二

○二一年十月十日星期日下
午三時 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舉行﹁摩利支天菩薩護摩法
會﹂ 恭請法王聖尊蓮生活佛主
壇 仁波切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護壇 是日早上 聖尊一抵達本
寺 就先到﹁雙蓮境界靈骨塔﹂為
釋蓮印上師骨灰進塔儀式加持 在
︿彩虹雷藏寺﹀的細心安排下 入
塔過程順利圓滿吉祥 釋蓮印上師
往生後火化 燒出許多殊勝的舍利
子 這是根本上師不捨一個眾生的
悲願加持與修習︿真佛密法﹀的真
實驗證
摩利支天菩薩與聖尊有簽約
誓願守護︿真佛宗﹀弟子 感應迅
速 能解除各種災難 法會迴向
時 聖尊一心祈請摩利支天菩薩及
眷屬放大光明接引有緣中陰及無緣
中陰往生清淨佛國；護佑︿真佛
宗﹀弟子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逢
凶化吉 道心堅固；護佑眾等不受
一切的劫難 能夠避開劫難 擊退
所有的怨敵 擊退瘟疫 擊退病
毒
擊退業障 擊退煩惱 擊退
執著；祈請摩利支天菩薩親率日

聖尊亦提到她們是為了加州的乾旱
而來 她們是來跟龍王求雨的 她
們一面求 一面唸﹃龍王咒﹄ 一
面禮拜 龍王一定會有感應

在陰雨寒冷 下冰雹的天氣
廚房組在釋蓮萬上師的帶領下 為
聖尊 師母蓮香上師 弘法人員
同門準備了熱騰騰的美味菜餚 讓
每一位前來護持根本上師的弟子都
能夠吃到溫暖的飯菜 午餐席間
聖尊與大家聊世界時勢及各地奇聞
異 事 加 州 四 大 媽 ︵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提供的笑話
逗的大家眉開眼笑 四大媽除了帶
給大家輕鬆歡笑外 也誠摯的表達
了對聖尊 師母無限的感恩之情

天 月天 星天 二十八天星宿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護持︿真
佛宗﹀眾等
殊勝的護摩法會後 聖尊為大
眾介紹下週護摩主尊﹁蓮花童
子﹂ 聖尊就是大白蓮花童子的轉
世 這個是根源 歡迎大家踴躍護
持 報名參加法會與蓮花童子結
緣
接下來是聖尊與弟子的互動
﹁你問我答﹂
弟子問：師尊在︽天外之天︾
的一篇︿光芒萬丈﹀寫到 有一位
法師來別人家裡說法 平常這位法
師也有在做白事誦經 不知何因
跟來了三十七個鬼物也跟著來到別
人家裡
請教師尊 是否幫人做白事誦
經的人都會有鬼跟著回來呢？如幫
人做白事誦經時 有什麼方法可以
不要讓鬼眾跟著回來呢？再請教師
尊 我們在做施食都會唸﹁大鵬金
翅鳥 曠野鬼神眾
﹂再到屋外
灑出去 施給屋外的鬼神眾 但如
果在家裡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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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2021年10月10日 彩虹雷藏寺「摩利支天菩薩護摩法會」

■文∕彩虹雷藏寺

下午三時 當﹃蓮花童子心
咒﹄響起 與會大眾都跪迎聖尊蒞
臨護摩殿主壇護摩火供 精心準備
的護摩供品 一次次的呈入護摩爐
中 而主尊的心咒﹁嗡 摩利支
依 梭哈 ﹂象徵著摩利支天菩薩
的誓願 眾弟子在這氣勢雄偉而慈
悲的咒音中 進入護摩火的光明海
中 提升自性的清靜

二

○二一年十月十日星期日下
午三時 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舉行﹁摩利支天菩薩護摩法
會﹂ 恭請法王聖尊蓮生活佛主
壇 仁波切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護壇 是日早上 聖尊一抵達本
寺 就先到﹁雙蓮境界靈骨塔﹂為
釋蓮印上師骨灰進塔儀式加持 在
︿彩虹雷藏寺﹀的細心安排下 入
塔過程順利圓滿吉祥 釋蓮印上師
往生後火化 燒出許多殊勝的舍利
子 這是根本上師不捨一個眾生的
悲願加持與修習︿真佛密法﹀的真
實驗證
摩利支天菩薩與聖尊有簽約
誓願守護︿真佛宗﹀弟子 感應迅
速 能解除各種災難 法會迴向
時 聖尊一心祈請摩利支天菩薩及
眷屬放大光明接引有緣中陰及無緣
中陰往生清淨佛國；護佑︿真佛
宗﹀弟子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逢
凶化吉 道心堅固；護佑眾等不受
一切的劫難 能夠避開劫難 擊退
所有的怨敵 擊退瘟疫 擊退病
毒
擊退業障 擊退煩惱 擊退
執著；祈請摩利支天菩薩親率日

聖尊亦提到她們是為了加州的乾旱
而來 她們是來跟龍王求雨的 她
們一面求 一面唸﹃龍王咒﹄ 一
面禮拜 龍王一定會有感應

在陰雨寒冷 下冰雹的天氣
廚房組在釋蓮萬上師的帶領下 為
聖尊 師母蓮香上師 弘法人員
同門準備了熱騰騰的美味菜餚 讓
每一位前來護持根本上師的弟子都
能夠吃到溫暖的飯菜 午餐席間
聖尊與大家聊世界時勢及各地奇聞
異 事 加 州 四 大 媽 ︵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s︶提供的笑話
逗的大家眉開眼笑 四大媽除了帶
給大家輕鬆歡笑外 也誠摯的表達
了對聖尊 師母無限的感恩之情

天 月天 星天 二十八天星宿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護持︿真
佛宗﹀眾等
殊勝的護摩法會後 聖尊為大
眾介紹下週護摩主尊﹁蓮花童
子﹂ 聖尊就是大白蓮花童子的轉
世 這個是根源 歡迎大家踴躍護
持 報名參加法會與蓮花童子結
緣
接下來是聖尊與弟子的互動
﹁你問我答﹂
弟子問：師尊在︽天外之天︾
的一篇︿光芒萬丈﹀寫到 有一位
法師來別人家裡說法 平常這位法
師也有在做白事誦經 不知何因
跟來了三十七個鬼物也跟著來到別
人家裡
請教師尊 是否幫人做白事誦
經的人都會有鬼跟著回來呢？如幫
人做白事誦經時 有什麼方法可以
不要讓鬼眾跟著回來呢？再請教師
尊 我們在做施食都會唸﹁大鵬金
翅鳥 曠野鬼神眾
﹂再到屋外
灑出去 施給屋外的鬼神眾 但如
果在家裡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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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祖先 但不唸﹁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 就不會把外面
的鬼都招來家裡了呢？
聖尊答：如果懂得用大白傘蓋
來做結界 遮住你們的家 鬼神眾

什麼語言唸的他都懂 這是很奇怪
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死了 他特別
的靈 很多事情他都懂
聖尊緊接著講授︻金剛經︼精
妙奧義
原文：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是人
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何
以故？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
如來說福德多 ﹂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
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
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聖尊解釋：這裡有一個比較
︻金剛經︼裡面有很多的比較 用
來做比喻的 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
寶 用來布施 功德很大 但是為
人解釋這四句偈︱︱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解釋這

就不能夠進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方法 他還有一個問題：﹁在家裡
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吽水供養祖
先？﹂在家裡 可以用三吽水供養
祖先的靈 ﹁會不會把外面的鬼都
招來家裡？﹂其實也不會 因為只
要做了房子的結界 他們就進不
來
弟子問：某某弘法人員曾表
示 如果亡者是因重病而逝世 死
後仍會一樣帶病 所以要為亡者拜
藥師懺讓他的病業消除 死後不用
繼續再受到病苦的折磨了 這種說
法是否正確？因為死後 靈魂不是
已經離開肉身了 哪有生病的道
理？
聖尊答：人有這個身體才有
病 沒有這個身體就不會有病 所
以真正的行者都知道 老子講的
﹁吾之患在我有一個身體﹂ 所以
要為亡者拜藥師懺 要拜也可以
不拜也可以
弟子問：如果亡者生前熟悉某

四句偈 它的功德比用三千大千世
界的七寶來布施的功德更大
布施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財
施 七寶布施 這個是用金錢去布
施 第二種法施 你跟別人說法
講佛法給他聽 這是一種布施 這
種功德勝過用財施 第三種就是無
畏施 什麼是無畏施？等於是平等
捨施 平等捨施是菩薩
平等捨 我昨天講了 以前我
的一個老弟子跟我借錢 我錢借給
他 說：﹁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他回頭看我一眼 拿著一個布袋
裝著我的私房錢就走了 我全部的
私房錢全部給他 他裝著我的私房
錢就全部拿走 我是無畏施 我沒
有想他會還錢 我給了他 就給了
他
我今天跟大家講﹁依法出生分
第八﹂ 要跟大家講清楚一點 其
中它有比較在裡面 一個是七寶布
施 一個是法施 我再加上一樣平
等無畏施 法施比財施更好 再來
呢 平等無畏施比法施更好 你是
一個菩薩 學習菩薩的精神 你受
了菩薩戒 學習菩薩的精神 幫助

種方言 對其他語言一竅不通 比
如他熟悉印尼語 但對華語聽不
懂 如果弘法人員用華語為他做中
﹁陰聞教得度法﹂及唸中文的佛
經 他聽得懂嗎？或者必須要用他
熟悉的語言為他做臨終助念才有
效？
聖尊答：人死的時候是最靈的
時候 那一段時間很靈 所以他要
到哪裡 只要閉眼一想念 他就到
了 所以用任何一種語言幫他做中
陰聞教得度都可以 都有效

用

弟子問：亡者生前有很多情
況 有的根本沒有或很少接觸佛
經 如果我們為亡者唸佛經 他會
跟著唸並聽懂我們唸的佛經嗎？一
般佛經通常都是中文而且是文言
文 甚至很多人也未必真正懂得其
含意 如果我們為亡者唸此類經典
的話 亡者會聽得懂嗎？或者要改
唸易懂的佛經 他才明白我們在唸
什麼？
聖尊答：唸什麼經他都懂

別人甚至於犧牲自己 沒有自己
菩薩是沒有自己的 那時候就叫做
成就 因為沒有自己 也沒有成
就；因為沒有成就 所以才叫做成
就 就是這樣子的 這裡面提到的
﹁依法出生分第八﹂ 我講這個比
較給大家聽 這是非常重要的 釋
迦牟尼佛把這個比較放在這裡面
我如果不講 你們也不會知道
聖尊精闢獨到講解︻金剛經︼
的開示結束後 慈悲為與會大眾加
持灌頂摩利支天菩薩
殊勝的灌頂結束後 上師 法
師和義工同門幫忙收拾供品 整理
護摩場地及焚燒金紙 大家分工合
作 無所求默默發心的精神令人讚
歎
在大殿 ︿彩虹雷藏寺﹀安排
許多精彩的節目供養聖尊 每位表
演者都使出了渾身解數 帶著一點
小緊張 又努力的發揮所長 台下
觀眾讚美之聲此起彼落 相當歡
喜 又是一個歡樂滿滿的一天
大家共同感恩聖尊與師母蓮香
上師蒞臨︿彩虹雷藏寺﹀ 讓大家
同沐佛光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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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祖先 但不唸﹁大鵬金翅鳥
曠野鬼神眾
﹂ 就不會把外面
的鬼都招來家裡了呢？
聖尊答：如果懂得用大白傘蓋
來做結界 遮住你們的家 鬼神眾

什麼語言唸的他都懂 這是很奇怪
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死了 他特別
的靈 很多事情他都懂
聖尊緊接著講授︻金剛經︼精
妙奧義
原文：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 是人
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何
以故？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
如來說福德多 ﹂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受持
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勝
彼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
從此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聖尊解釋：這裡有一個比較
︻金剛經︼裡面有很多的比較 用
來做比喻的 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
寶 用來布施 功德很大 但是為
人解釋這四句偈︱︱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解釋這

就不能夠進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方法 他還有一個問題：﹁在家裡
的話 可否用加持三吽水供養祖
先？﹂在家裡 可以用三吽水供養
祖先的靈 ﹁會不會把外面的鬼都
招來家裡？﹂其實也不會 因為只
要做了房子的結界 他們就進不
來
弟子問：某某弘法人員曾表
示 如果亡者是因重病而逝世 死
後仍會一樣帶病 所以要為亡者拜
藥師懺讓他的病業消除 死後不用
繼續再受到病苦的折磨了 這種說
法是否正確？因為死後 靈魂不是
已經離開肉身了 哪有生病的道
理？
聖尊答：人有這個身體才有
病 沒有這個身體就不會有病 所
以真正的行者都知道 老子講的
﹁吾之患在我有一個身體﹂ 所以
要為亡者拜藥師懺 要拜也可以
不拜也可以
弟子問：如果亡者生前熟悉某

四句偈 它的功德比用三千大千世
界的七寶來布施的功德更大
布施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財
施 七寶布施 這個是用金錢去布
施 第二種法施 你跟別人說法
講佛法給他聽 這是一種布施 這
種功德勝過用財施 第三種就是無
畏施 什麼是無畏施？等於是平等
捨施 平等捨施是菩薩
平等捨 我昨天講了 以前我
的一個老弟子跟我借錢 我錢借給
他 說：﹁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他回頭看我一眼 拿著一個布袋
裝著我的私房錢就走了 我全部的
私房錢全部給他 他裝著我的私房
錢就全部拿走 我是無畏施 我沒
有想他會還錢 我給了他 就給了
他
我今天跟大家講﹁依法出生分
第八﹂ 要跟大家講清楚一點 其
中它有比較在裡面 一個是七寶布
施 一個是法施 我再加上一樣平
等無畏施 法施比財施更好 再來
呢 平等無畏施比法施更好 你是
一個菩薩 學習菩薩的精神 你受
了菩薩戒 學習菩薩的精神 幫助

種方言 對其他語言一竅不通 比
如他熟悉印尼語 但對華語聽不
懂 如果弘法人員用華語為他做中
﹁陰聞教得度法﹂及唸中文的佛
經 他聽得懂嗎？或者必須要用他
熟悉的語言為他做臨終助念才有
效？
聖尊答：人死的時候是最靈的
時候 那一段時間很靈 所以他要
到哪裡 只要閉眼一想念 他就到
了 所以用任何一種語言幫他做中
陰聞教得度都可以 都有效

用

弟子問：亡者生前有很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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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如果我們為亡者唸佛經 他會
跟著唸並聽懂我們唸的佛經嗎？一
般佛經通常都是中文而且是文言
文 甚至很多人也未必真正懂得其
含意 如果我們為亡者唸此類經典
的話 亡者會聽得懂嗎？或者要改
唸易懂的佛經 他才明白我們在唸
什麼？
聖尊答：唸什麼經他都懂

別人甚至於犧牲自己 沒有自己
菩薩是沒有自己的 那時候就叫做
成就 因為沒有自己 也沒有成
就；因為沒有成就 所以才叫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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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精闢獨到講解︻金剛經︼
的開示結束後 慈悲為與會大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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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的灌頂結束後 上師 法
師和義工同門幫忙收拾供品 整理
護摩場地及焚燒金紙 大家分工合
作 無所求默默發心的精神令人讚
歎
在大殿 ︿彩虹雷藏寺﹀安排
許多精彩的節目供養聖尊 每位表
演者都使出了渾身解數 帶著一點
小緊張 又努力的發揮所長 台下
觀眾讚美之聲此起彼落 相當歡
喜 又是一個歡樂滿滿的一天
大家共同感恩聖尊與師母蓮香
上師蒞臨︿彩虹雷藏寺﹀ 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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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灣雷藏寺
香華雷藏寺
中觀堂

馬來西亞
般若雷藏寺
法輪雷藏寺

印尼
印尼雷藏寺
大覺堂

新加坡
圓學堂

澳洲
善明同修會

歐洲
瑞典
修德雷藏寺

真佛宗
為世界祈福活動

淨音雷藏寺

全球道場 小時接力持誦﹁虎頭金剛﹂心咒

加拿大

特邀上師團共同舉辦﹁虎頭金剛護摩﹂

巴西
真諦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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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à quoi l’on a pensé pendant le jour, on
y songe la nuit. Les sujets d’examen indiqués
dans son rêve étaient-ils authentiques ? Elle
n’osait y croire.
Cependant, Lian-hua Yi-lian préférait
y croire plutôt que ne pas y croire, elle récitait
alors par cœur les dix questions, sa récitation
se faisait d’un trait.
Elle dit à une de ses amies intimes que
ces dix sujets d’examen pourraient être posées.
Son amie intimes ne le croyait pas, elle
dit :
— Ces questions sont trops peu demandées !
Je jour de l’examen, les sujets d’examen
furent distribués, Lian-hua Yi-lian jeta un
coup d’œil et demeura stupéfaite, voilà que
c’étaient exactement les dix questions identiques au rêve.
Elle réussit son examen et fut classée
à la première place.
Elle fut recrutée !
Un moine, au courant de cet événement,
me demanda :
— Le révérend maître qui se trouvait
dans son rêve, est-ce vraiment vous ?
Je répondis :

— Bien que l’apparence ait changé, la
Voie existe constamment.
Le moine demanda :
— Comment savez-vous les sujets
d’examen ?
Je répondis :
— Quelqu’un a fixé ces sujets de compositions, il les connaît naturellement
Le moine questionna :
— Vous n’êtes pas celui qui a donné
ces sujets, comment les connaissez-vous ?
Je répondis :
— Je n’ai vu que mon cœur, ainsi les
sujets d’examen sont apparus spontanément.
Aujourd’hui, ceux qui se font mille doutes
et dix mille soucis sont ceux qui ne voient
pas leur cœur.
— Est-ce bien difficile à imaginer ?
Je répondis :
— On ne le rencontre pas en tous
lieux, on ne se perd pas dans les mystères.
J’ai ainsi donné la réponse, mais le
moine ne le comprenait toujours pas.
Mes saints disciples, qui l’a compris ?
Si vous le comprenez, levez la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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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hua Ya-dien a dit ainsi

Un disciple malaisienne s’appelle Lianhua Ya-dien, elle vint de Kuala Lumpur jusqu’à
Seattle. Dans la soirée du 31 mai, elle me dit
que la prise de refuge auprès du révérend maître
Lu était exceptionnelle.
Je lui demandai comment elle était exceptionnelle.
Elle répondit :
— Après la prise de refuge, j’ai récité le
mantra du gourou-racine : « Om Gou-lou Lianshen Si-di Rom », et j’ai eu beaucoup de correspondances yogiques.
Elle dit :
— La première, c’est qu’un commerçant
avait déjà confié un projet de planification à
une entreprise, mais après ma prière adressée
au révérend maître Lu, le commerçant s’est
tourné vers nous pour que nous puissions
effectuer ce projet. C’était extraordinaire.
— La deuxième, c’est qu’un enfant irait
passer un examen, j’ai alors prié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voilà que l’enfant l’a réussi, son
bulletin de notes a décroché la première
place. C’était quasiment impossible. C’est
grâce à sa première place qu’il a obtenu une
bourse d’étude.
— La troisième, c’est que mon mari
souffrait de la dermatose depuis très longtemps.
Il a reçu dans le temple Xiang Hua une gr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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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énédiction du révérend maître Lu, il en a
guéri il y a un mois. C’était vraiment une
chance rare. Il est alors retourné à Seattle
pour supplier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de lui
donner une grande bénédiction.
— En outre… Je ne peux tout raconter.
Et :
La disciple Lian-hua Yi-lian allait se
présenter à un examen bien difficile, elle était
consciente qu’elle ne pourrait absolument
pas le réussir, mais dans son esprit, elle voulait
seulement pour le moment y tenter sa chance.
Lian-hua Yi-lian n’avait pas suffisamment
préparé son examen, les autres personnes y
avaient consacré deux ans, elle n’avait donné
qu’un mois.
Elle pria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La nuit même, le révérend maître Lu se
montra dans son rêve, il ouvrit un livre et
lui dit en poitant le doigt sur un sujet :
— Ce sujet d’examen sera donné.
Il tourna plusieurs pages et lui dit :
— Ce sujet-ci sera aussi donné.
Il dit ainsi à Lian-hua Yi-lian qu’il y
aurait dix questions posées.
Ce rêve de Lian-hua Yi-lian était extrêmement clair, elle se souvenait de toutes les
questions après son réveil.

samadhi of emptiness, we praised you by showering you with flowers.”
Subhuti then explained the principle of entering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to the celestial
beings. As Grandmaster mentioned, these principles are, no self, no phenomena and no
afflictions. By these principles, one enters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Hence, the heavenly
beings praised Subhuti by showering him with flowers. This is the first phenomena experienced
by Subhuti when he entered the meditation of emptiness. It's recorded in the sutras that when
Subhuti enter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Lord Indra and the celestial goddesses showered
him with flowers.
The second phenomenon appeared when Subhuti got sick one day. You might ask, if Subhuti
had attain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why could he still get sick? After all, he had attain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He no longer had a “self.” Nonetheless, he still had a physical body
which had to follow the Buddha around. When he was hungry, Subhuti still had to beg for
alms. He still had to eat. Since we humans eat grain, how can we remain free from sickness?
Nobody can; no exceptions.
Everybody her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if you've never been sick or had a cold. Everyone has
had a cold one time or another. If you don't feel any ailments in your body, please raise your
hand. [Someone raised their hand.] You have no ailments whatsoever? [“No.”] Backache or
any other pain in your body? [“No.”] Are you nearsighted? [“No”] Your eyesight is good, and
you are not nearsighted? [“I got Lasik, so it's fixed now.”] You have had Lasik treatment? If you
had Lasik, that means you were once nearsighted. [laughter] Grandmaster has never had
Lasik treatment. I've never worn glasses. I perform eye exercise every morning as soon as I
get up. I have taught this practice before.

雜誌

I also perform a practice called ear drumming. Cover both ears with your palms and tap the
back of your head with your fingers like you're drumming. I tap 70 times.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Ten sets of seven. Sometimes I do it as: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Amitofo,”
then, “two,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Amitofo.” Altogether, 70 times. My hearing is still excellent,
and my eyesight is also excellent. My tooth couldn't be helped. [a joke] Human life starts at 70.
What starts at 70? One start losing teeth at the age of 70. Joint pain, lower back pain, all pain
starts at 70. [laughter] That's the way it is. Other things are still okay.
When Subhuti was ill, Lord Indra descended again. Subhuti asked Indra, “I'm sick. Why did

Do you remember that Grandmaster once had cellulitis? The Venerable Elder Xuyun was
passing by in the sky and saw that I was sick. His hand extended through the clouds from up
above,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roof of my house. I was lying on my bed, and he touched my
head and blessed me. Do you remember Venerable Elder Xuyun? I have a statue of his that
was offered to me by Master Changren from the Dzogchen Center Ltd. in Hong Kong.¹² This
statue is now at the True Buddha Tantric Quarter [in Redmond, WA]. I have an affinity with
Venerable Elder Xuyun. Because of this affinity, he saw that I was sick as he was passing by,
then gave me a blessing on my head and comforted me.
Do you remember? When I was in retreat, I suffered from head splitting syndrome. It felt like
my skull was splitting open. I had vertigo and I wa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I visited Korea to
pay homage and circumambulate temples and pagodas. There was a huge outdoor statue of
Medicine Buddha. I paid homage and made prostrations to the statue. On the way back home,
I had a vision of Medicine Buddha [Bhaisajyaguru], Medicine King Bodhisattva [Bhaisajyaraja],
Supreme Medicine Bodhisattva [Bhaisajyasamudgata], Sunlight Radiance Bodhisattva
[Suryaprabha], Moonlight Radiance Bodhisattva [Chandraprabha] and the Twelve Great
Medicine Generals. They all appeared before me. I knew then that I would recover from my
illness. They were consoling me.
It was like how Indra descended to comfort Subhuti when he was sick. Indra and the celestial
beings descended and sang for Subhuti. Why did Subhuti deserve to receive praise, a showering
of flowers and singing from heavenly beings? Because he could truly enter the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of emptiness.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is the main topic of the Vajra Sutra. The Vajra Sutra is a discussion on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Destroying everything means emptiness. [One arrives at emptiness
through the annihilation and extinction of everything.]
In Zen, the Vajra Sutra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one has gained enlightenment. Are you
enlightened? Or not? The Vajra Sutra is the yard stick to decide.
That's all for today. Om mani padme hum.

¹² Headquarter of the Lotus Light Charity Society in Hong Kong, also referred as the True Buddha
School Ten Directional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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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ap your teeth together 36 times. As time went on, I still lost a tooth. A dentist disciple,
Dr. Kuei-Ching Hung, glued it back on. So, I can't say my teeth didn't have any problems. I did
have some issues with my teeth and an infection in my gums as well. An infected tooth is also
considered an illness.

What did they sing? They sang praise that Subhuti's virtues and conduct are higher than the sky
and his effort is as incessant as the flowing water. That his virtues are as high as a mountain. That
his merit cultivation is as lasting as the flowing water. The celestial beings sang for him! Music is
healing and therapeutic. Subhuti immediately recovered from his illness.

微宣奧旨

Every morning upon waking up, stand by the window, close your eyes and rotate your eyeballs
clockwise fourteen times. They must be big rotations. Then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into the
distance as far as you can. I look at the furthest double trees. I've trained my eyes this way for
so many years. As a result, I don't need to wear glasses. I can see very clearly, every letter, even
the smallest print. One must put in the effort consistently to get results. This is also a kind [of
perseverance].

you come?” He replied, “We have come to sing to you.” Lord Indra immediately started
singing to Subhuti, and all celestial beings were in the sky singing to comfort him. After
listening to them, Subhuti's heart blossomed. All the flowers in his heart blossomed. [This is
a title of a Chinese song. Grandmaster sings and chuckles.] As soon as the flowers in his heart
blossomed, Subhuti got better righ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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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Discourse 8 2021-08-21
Two—Subhuti's Request
At that time, the venerable elder Subhuti was present at the assembly. He rose from his seat,
bared his right shoulder, knelt on his right knee, and with palms joined, respectfully bowed
and addressed the Buddha saying, “World-honored One, the Tathagata's sublime mindfulness
and entrustment to the bodhisattvas is indeed extraordinary.
“World-honored One, when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and strive for perfect enlightenment, how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s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The Buddha said, “Excellent, Subhuti. As you said, the Tathagata is mindful of the bodhisattvas
and entrusts the bodhisattvas. Now listen carefully while I tell you how the mind of good men and
women should abide when they strive for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and how they should master their minds.”
“Wonderful indeed is your teaching, World-honored One. I will pay heed to what you say.”

雜誌

After attaining this state, one can progress to Unborn Endurance.⁷ This is a step up. Subhuti
attained the state of unborn endurance. In this state, accusations are not accusations; slander
is not slander; insults are not insults. Since these are never born, what insult and slander even
exist? This state is called “unborn.” When one reaches this state, one attains the fruition of
unborn end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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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is point, you might still not understand, but as I continue my exposition, you will begin to
understand. This is what the Vajra Sutra is about! It is one of the essences of the Vajra Sutra,
one of its meanings.
Slandering never really exists, so there is nothing to endure. The so-called defamation never
existed either, so there's nothing to endure there. Nothing really ever exists! Since nothing
exists, what is there to endure?
It's because there is no “endurance” that it is called “endurance.”⁸
Subhuti cultivated to such a state, which in buddhism is called the samadhi of non-contention.⁹
No contention means there are neither conflicts nor disputes. Subhuti reached this level of
attainment. Ultimately, he achiev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¹º From “unborn,” one can attain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This is the entering into a meditative state through emptiness.¹¹
Subhuti enter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and within this meditation of emptiness, two
phenomena appeared.
First, he was living in a cave at Vulture Peak where he meditated and cultivated. In his samadhi
of emptiness, countless celestial goddesses appeared, showering him with flowers. As these
celestial flowers descended, they covered half his body. He was sitting in a shower of swirling
flowers that formed an orb around him, covering him up.
He awakened, looked up and exclaimed, “So many swirling flowers coming down everywhere!
Who are you? Why are you showering me with flowers from the sky?” Sakra-devanam Indra
replied, “I'm the Lord of the Trayastrimsa Heaven, and I'm leading all celestial beings to see you.
In your samadhi of emptiness, your entire body radiates ligh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smos.
We saw this inconceivable light, so we came down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We discovered it
was coming from you, Subhuti, in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To give praises we showered you
with flowers.”
Subhuti asked, “Why did you shower me with flowers?” Lord Indra answered, “Because you
entered into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What is the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of emptiness?
No afflictions, no self-grasping and no attachment to phenomena. Because you are in the
⁷ anutpattika-dharma-ksanti
⁸ The Vajra Sutra contains many of this kind of statements. It is a very difficult concept to understand.
We translate as is. Grandmaster's exposition will provide further explanations.
⁹ arana-samadhi
¹º sunyata-samadhi
¹¹ Sun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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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huti was like this: when the Buddha taught him the paramita of endurance, he endured
and kept on enduring until finally, endurance became natural. Slander, accusations, whatever
it was, he just let it come and go naturally. He didn't feel anything at all. When one reaches
this point, it's no longer “endurance” because one does not feel that one is enduring anything.
It has become so natural that there is no more “enduring.”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No defamation. No accusations. Nothing exists. Can you master it? The Buddha told Subhuti
that to realize unborn endurance he must reach this state.

微宣奧旨

In the beginning we have to endure, and this is unbearable. It's not easy to remain unaffected
when someone insults you. Typically, what was it called in Taiwanese? Like a pile of ashes—with
a puff of breeze, the ashes will flutter everywhere. At first one is calm; then someone makes a
thoughtless comment or casual remark, and one is suddenly like a pile of ashes flying all over
the place! What was it [the saying] in Taiwanese? Any Taiwanese here? There's a saying which
describes a quick-tempered person. [Nobody said anything.] Jeez, it has got to be me, this old
chief who thought of it. You Taiwanese didn't even say anything. This type of person is described
as “ashes scattering in the wind.” With the slightest breeze, one scatters all over the place.

波
般㈮
羅
若剛
蜜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Discourse 8 2021-08-21
Two—Subhuti's Request
At that time, the venerable elder Subhuti was present at the assembly. He rose from his seat,
bared his right shoulder, knelt on his right knee, and with palms joined, respectfully bowed
and addressed the Buddha saying, “World-honored One, the Tathagata's sublime mindfulness
and entrustment to the bodhisattvas is indeed extraordinary.
“World-honored One, when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and strive for perfect enlightenment, how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s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The Buddha said, “Excellent, Subhuti. As you said, the Tathagata is mindful of the bodhisattvas
and entrusts the bodhisattvas. Now listen carefully while I tell you how the mind of good men and
women should abide when they strive for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and how they should master their minds.”
“Wonderful indeed is your teaching, World-honored One. I will pay heed to what you say.”

雜誌

After attaining this state, one can progress to Unborn Endurance.⁷ This is a step up. Subhuti
attained the state of unborn endurance. In this state, accusations are not accusations; slander
is not slander; insults are not insults. Since these are never born, what insult and slander even
exist? This state is called “unborn.” When one reaches this state, one attains the fruition of
unborn endurance.

78

At this point, you might still not understand, but as I continue my exposition, you will begin to
understand. This is what the Vajra Sutra is about! It is one of the essences of the Vajra Sutra,
one of its meanings.
Slandering never really exists, so there is nothing to endure. The so-called defamation never
existed either, so there's nothing to endure there. Nothing really ever exists! Since nothing
exists, what is there to endure?
It's because there is no “endurance” that it is called “endurance.”⁸
Subhuti cultivated to such a state, which in buddhism is called the samadhi of non-contention.⁹
No contention means there are neither conflicts nor disputes. Subhuti reached this level of
attainment. Ultimately, he achiev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¹º From “unborn,” one can attain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This is the entering into a meditative state through emptiness.¹¹
Subhuti entered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and within this meditation of emptiness, two
phenomena appeared.
First, he was living in a cave at Vulture Peak where he meditated and cultivated. In his samadhi
of emptiness, countless celestial goddesses appeared, showering him with flowers. As these
celestial flowers descended, they covered half his body. He was sitting in a shower of swirling
flowers that formed an orb around him, covering him up.
He awakened, looked up and exclaimed, “So many swirling flowers coming down everywhere!
Who are you? Why are you showering me with flowers from the sky?” Sakra-devanam Indra
replied, “I'm the Lord of the Trayastrimsa Heaven, and I'm leading all celestial beings to see you.
In your samadhi of emptiness, your entire body radiates ligh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smos.
We saw this inconceivable light, so we came down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We discovered it
was coming from you, Subhuti, in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To give praises we showered you
with flowers.”
Subhuti asked, “Why did you shower me with flowers?” Lord Indra answered, “Because you
entered into the samadhi of emptiness. What is the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of emptiness?
No afflictions, no self-grasping and no attachment to phenomena. Because you are in the
⁷ anutpattika-dharma-ksanti
⁸ The Vajra Sutra contains many of this kind of statements. It is a very difficult concept to understand.
We translate as is. Grandmaster's exposition will provide further explanations.
⁹ arana-samadhi
¹º sunyata-samadhi
¹¹ Sun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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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Subhuti was like this: when the Buddha taught him the paramita of endurance, he endured
and kept on enduring until finally, endurance became natural. Slander, accusations, whatever
it was, he just let it come and go naturally. He didn't feel anything at all. When one reaches
this point, it's no longer “endurance” because one does not feel that one is enduring anything.
It has become so natural that there is no more “enduring.”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No defamation. No accusations. Nothing exists. Can you master it? The Buddha told Subhuti
that to realize unborn endurance he must reach this state.

微宣奧旨

In the beginning we have to endure, and this is unbearable. It's not easy to remain unaffected
when someone insults you. Typically, what was it called in Taiwanese? Like a pile of ashes—with
a puff of breeze, the ashes will flutter everywhere. At first one is calm; then someone makes a
thoughtless comment or casual remark, and one is suddenly like a pile of ashes flying all over
the place! What was it [the saying] in Taiwanese? Any Taiwanese here? There's a saying which
describes a quick-tempered person. [Nobody said anything.] Jeez, it has got to be me, this old
chief who thought of it. You Taiwanese didn't even say anything. This type of person is described
as “ashes scattering in the wind.” With the slightest breeze, one scatters all over the place.

波
般㈮
羅
若剛
蜜

兩手空空輪迴在人間
無形無聲業障盡揮舞
物是物非諸事理不通
財米油鹽為伍過日子
渾渾噩噩人生已過半
夜來人靜望月思往事
懷疑人生不應如此過
心中默禱遠眺盼曙光
一搖一晃驚訝時已過
一八終於等來報佳音
然而只聽樓聲未見人
二零疫情更是先報到
凡人雜事纏身福報淺
未知網絡大學啟動中
左盼右盼前方乃是空
二零窗外大雪報喜訊
網絡課程巨輪啟航中
心湖漣漪水花伴舞姿
教育事業本來無易事
姍姍來遲事出必有因
學習過程處處有驚喜
人生初嘗佛學報告書
從淺到深穩打地基處

■文／蓮花小溪

繁文理論舉例道重點
故事生動讓人記憶深
讚歎網絡大學團隊們
精心製作教學題材佳
自知愚痴一問三不知
網絡教學讓我腦頓開
幻見頑石點頭見微光
年前年後學佛墨水真
聞佛聽法當知無明根
思前想後如何斷五毒
修行每天終始是唯一
實修理事圓融見真如
何為真如自知功夫淺
人生無常當前體驗深
諸行無常願將掛嘴邊
諸法無我還在琢磨中
涅槃寂靜有望於空心
感恩師佛教悔加持力
教育事業更是師佛願
師佛原是一切因緣起
慶幸今生有緣為弟子
欲報佛恩唯有力成就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奉請八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
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
吉祥菩薩摩訶薩。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
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
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
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
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
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
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
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
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
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
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
佛。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
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
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明觀世
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
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
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
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
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
慧者。殷勤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
心不絕。火焰不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
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
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
消滅。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高王觀世音真經終。

迴向者：李氏歷代祖先
迴向｜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李氏歷代祖先業障
消除 靈體清淨光明 往生佛國淨土
助印者：李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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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請
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燃燈功德主迴向單
●由師佛主壇護摩法會祈福迴向。

方案：1
白度母金身 / 孔雀明王 / 摩利支天菩薩
白度母金身
高15cm
寬10cm 深6cm

孔雀明王金身
高 12.3cm
寬 8cm

燈傳法流
方案：2
騎龍白財神 / 財寶天王

摩利支天菩薩
高 15cm
寬 15cm 深 9cm

地藏王菩薩木龕
方案：3
高 9cm
寬 7cm
紅財神
馬頭金剛杵
準提鏡
地藏王菩薩木龕

準提鏡
9.5cm X 15cm

騎龍白財神
高 12cm
寬 12cm 深

9cm

紅財神
13.5X8cm

財寶天王
高 12cm
寬 11cm

馬頭明王杵
高 20 c m
寬 3. 5 c m

贊助燃燈 一年24期

凡一次贊助：
僅限同一位功德主2種方案10％off∕3種方案15％off

http://www.lighten.org.tw
■
■
■
■
■

雜誌

電話：886-49-2312992 分機 362、368
傳真：886-49-2350140
E-mail：tbs.lighten@gmail.com
台灣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戶名：燃燈雜誌社
（國外以「外幣金額」贊助 ）

■ 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雷藏寺）
■ Remark：For Enlightenment Magazine
■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S.W.I.F.T No：FCBKTWTP
■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
（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2,
Tsao-Tun,Nantou, Taiwan 54263, R.O.C.

信用卡授權書及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電子檔請以 E-mail寄回。

雜誌

5
0
1

501

2022年02月15日

No.501 FEB 15,2022
贊助結緣 歡迎索閱

︱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２８８冊｜一籃子奇想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五隻眼睛(代序)
陰間道路上︵一︶
︱特別報導︱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依法出生分第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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