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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

不便公開

沒有真

個

⼀⽚⿊暗

⼜來⼀個

他被﹁壓床﹂

⼀個完了事

﹁壓床﹂才結束

畜牲道

﹂

⼜來⼀

他的精神

想到﹁李⼩⿓﹂的

整個⼈好像油燈的油沒有了

他虛脫了！

但

直到五個⼥⿁滿意了

這樣連連的做

⼀個完了事

任由五位艷⿁擺佈

全⾝動不得

有五位艷麗的⼥⿁找他

陰間道路㆖︵㆓︶

但情節不相

但

所以隱去他的名

他也皈依

不想透露姓名

與前⼀篇⽂章似乎相同

故事的主⼈

同

這
字
他是⼀位健壯的男⼠
沒有結婚
朋友皈依﹁真佛宗﹂
四加⾏沒有做過
就不唸了
他想到﹁猝死﹂⼆個字

盧師尊答：
餓⿁道

有⼀天晚上

他知道他完了

﹁會到地獄道

﹁會到何處？﹂
五個⼥

現在降到了﹁冰點﹂

對了！李⼩⿓也是這樣死的！

唸了⼀百萬遍

他只會上師⼼咒

正的實修

死
激情之後

他⾛在陰間的道路上
艷⿁連番上陣

﹁我不去！﹂他⼤叫
盧師尊說：

﹂

好好修四加⾏

給他飲⽤

他來謝謝我

不便公佈他的姓名

及唸︽⾼王

他說他會好好

他想到很多⼈在床上猝死

︽⾼王經︾

他特別來告訴我

他活了過來了！

還在⾃⼰的床上

他睜開眼

盧師尊推了他⼀下

持上師⼼咒

﹁此處不宜久留

盧師尊說：

就恢復了

他⾃知﹁死了﹂！

令他

﹁我特來救你！﹂
是⽤針刺⼀下

精枯⽽死︶

內褲濕了⼀⼤⽚！
聽說要救他
不然⼀洩千⾥

古嚕

速速回去

盧師尊拿了⼀杯⽢露⽔

︵在古代
停⽌再漏精
他在陰間道路上
徘徊無住
不知何去何從
﹂
現出⼀點光

他突然憶起盧師尊的⼼咒：﹁嗡
悉地吽
他的眼前

坐定⼀個

會不會就是這樣死的

在⼤⼤的光明中

那個⼈就是盧師尊

光明愈變愈⼤

蓮

這就是﹁⾺上瘋﹂！

甚⾄﹁冰點﹂以下

驚醒

⽣

⼈

修四加⾏

但

這是⼀件真實故事

也會繼續持上師⼼咒

他問：

經︾
﹂

﹁這是哪裡？﹂
盧師尊答：
﹁陰間道路上
他問：

第288冊《一籃子奇想》●一天一小品
雜誌

1
2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燃佛心燈

件事

不便公開

沒有真

個

⼀⽚⿊暗

⼜來⼀個

他被﹁壓床﹂

⼀個完了事

﹁壓床﹂才結束

畜牲道

﹂

⼜來⼀

他的精神

想到﹁李⼩⿓﹂的

整個⼈好像油燈的油沒有了

他虛脫了！

但

直到五個⼥⿁滿意了

這樣連連的做

⼀個完了事

任由五位艷⿁擺佈

全⾝動不得

有五位艷麗的⼥⿁找他

陰間道路㆖︵㆓︶

但情節不相

但

所以隱去他的名

他也皈依

不想透露姓名

與前⼀篇⽂章似乎相同

故事的主⼈

同

這
字
他是⼀位健壯的男⼠
沒有結婚
朋友皈依﹁真佛宗﹂
四加⾏沒有做過
就不唸了
他想到﹁猝死﹂⼆個字

盧師尊答：
餓⿁道

有⼀天晚上

他知道他完了

﹁會到地獄道

﹁會到何處？﹂
五個⼥

現在降到了﹁冰點﹂

對了！李⼩⿓也是這樣死的！

唸了⼀百萬遍

他只會上師⼼咒

正的實修

死
激情之後

他⾛在陰間的道路上
艷⿁連番上陣

﹁我不去！﹂他⼤叫
盧師尊說：

﹂

好好修四加⾏

給他飲⽤

他來謝謝我

不便公佈他的姓名

及唸︽⾼王

他說他會好好

他想到很多⼈在床上猝死

︽⾼王經︾

他特別來告訴我

他活了過來了！

還在⾃⼰的床上

他睜開眼

盧師尊推了他⼀下

持上師⼼咒

﹁此處不宜久留

盧師尊說：

就恢復了

他⾃知﹁死了﹂！

令他

﹁我特來救你！﹂
是⽤針刺⼀下

精枯⽽死︶

內褲濕了⼀⼤⽚！
聽說要救他
不然⼀洩千⾥

古嚕

速速回去

盧師尊拿了⼀杯⽢露⽔

︵在古代
停⽌再漏精
他在陰間道路上
徘徊無住
不知何去何從
﹂
現出⼀點光

他突然憶起盧師尊的⼼咒：﹁嗡
悉地吽
他的眼前

坐定⼀個

會不會就是這樣死的

在⼤⼤的光明中

那個⼈就是盧師尊

光明愈變愈⼤

蓮

這就是﹁⾺上瘋﹂！

甚⾄﹁冰點﹂以下

驚醒

⽣

⼈

修四加⾏

但

這是⼀件真實故事

也會繼續持上師⼼咒

他問：

經︾
﹂

﹁這是哪裡？﹂
盧師尊答：
﹁陰間道路上
他問：

第288冊《一籃子奇想》●一天一小品
雜誌

1
2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燃佛心燈

禮無上法王師尊蓮生活佛：

母親皈依三十多年

母親快

請問師尊

但目不識丁

只會

是否跟百字
是否每

頂禮

哪一尊菩薩的名號

再請問師尊持名要灌頂的

若持金剛心菩薩聖號

持師尊心咒和地藏王菩薩聖號

師尊

陰間道路㆖︵㆔︶附錄㆓信

頂
弟子代母親跪地頂禮感恩師尊大加持
多次入院

明咒一樣效果

兩年前心臟病突發
也可以持？
感恩師尊慈悲
荷蘭蓮花鯖榆

我

師尊你

然後又跳起

姑姑又看我爸爸

曾走在陰間道路上

個名都要灌？還是灌一次之後

多次在死

九十歲
很多
她告訴

此地不是你

當她醒來

跟她說

去到不知哪裡

說了三遍

師尊出現

徘徊進入中陰身
快點回去

在中陰路上

亡路上
人
應來的
弟子的
蓮花鯖榆的母親

註：

發現心臟自長新

醫生用儀器從右手進入心

準備通波仔︵ballon︶

我爸爸看我姑姑

不久又停

後來阿嬤慢慢醒起來

突然阿嬤心有跳回來
她心臟停了兩次

她跟師尊說

師尊回答她：你怎麼會在這裡？

她說：剛才她看到師尊
我跟你

師尊當時二○一九年四

寫得更詳細
是證明陰間道路上

是解釋第一封信的
附錄這二封信

多次的顯現在﹁陰間道路

確有其
盧師尊的分身

這第二封信

註：

嬤回來

些
事
上﹂

蓮花Kevin頂禮

我爸爸當時也說是真的很感謝師尊佛菩薩救阿

法身！真的是非常很感恩師尊佛菩薩救度！

師尊法身是遍滿在十方法界！蓮花童子千百億

月是在高雄傳授救天災度母法會

阿嬤發生的事情那天

馬上趕快回去看你孩子們！阿嬤她慢慢醒起來

帶我走

來

爸爸叫姑姑快唸師尊心咒！

piep聲音

帶她回到陽間

後來盧師尊出現

一

這

太不可思議和奇

心臟自動長出新的血管

一直以來都請師尊加持

去年八月再度復發
臟檢查
血管
蹟

另：
蓮花鯖榆的母親

一手印

均有大益

一聖號

才可修持

一咒

地藏王菩薩聖號
一經

原本都要灌頂

密教弟子

又：

上師心咒

不可思議

也是很稀有的事

觀想
灌頂是授權
灌頂也是加持
●第二封信●
頂禮無上法王師尊

昨天早上我看到師尊上個星期六開示在你問我

我爸爸

後來醫生說是

上兩年前我阿嬤她呼氣

其實上兩年我也想寫信給師尊關於我阿嬤的事

答第二位荷蘭蓮花鯖榆發問題是我姑姑寫我阿嬤
情
可以說是有一個故事

有點不順︵原來是她心臟是有問題
心臟病︶問她要不要去醫院她說不用

後來她不行了就送到醫院時她已昏迷

我爸爸一直在唸師
突然間那個心臟機器停了有一個很長的

和姑姑在醫院時坐在阿嬤旁邊
尊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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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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含能作是念，
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
阿那含㈴為不來，
而實無不來，
是故㈴阿那含。

人天往返
諸漏未除
道果雙忘
無諍第一
超凡入聖
從頭勘證
將來轉位迴機
透底盡令撤去！

我

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
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鄔迪亞那︵烏仗那︶的蓮華生大士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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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很舒服︶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我有一個建議 是說將來這個法座換一換 換成一
個比較大的床 師尊上這個法座的時候 給師尊一個枕
頭 還有一條棉被 不然實在是 坐著睡實在是不太好
看 坐著睡不如躺著睡 ︵師尊笑︶怪就怪在這裡？為
什麼我在︿彩虹雷藏寺﹀ 我就不會睡 在這裡 我就
一定會整個腦袋都空掉 為什麼會這樣啊？在︿彩虹雷
藏寺﹀法務也很忙啊 一個是下午 一個是晚上 你們
講的是有道理 但是奇怪啊 那只有我睡 前面上師有
沒有人睡？啊 沒有啊 他們都搖頭啊 你看沒有人
睡 那為什麼我坐在這裡就一定會睡？沒辦法解決的問
題
所以我的建議也是對的 可能是︿彩虹雷藏寺﹀
去那裡的話 他們獻供養稍微刺激了一點 所以我就不
會睡 這裡就覺得 我說法超過這個價值 不如睡覺

會不會是這個樣子？嗯 應該是這樣哦！應該刺激 刺
激我 我就不會坐在這裡 就一直打瞌睡就不停的 從
來沒有停過 連叫我說 師尊迴向的時候 我還在想是
哪一個本尊？我想到底是哪一個本尊？唉 想 想 想
了半天 看我穿紅的 阿彌陀佛已經過了 那一定是蓮
華生大士 想 唉怎麼回事？菸酒 菸酒 要提錢來
要金塊來；要送菸 送酒 要提錢來 就是拿錢過來
金塊來 拿金塊來 ︵師尊笑︶好啦 閒話休述 進入
主題
蓮華生大士很偉大的 你們誰知道？我講過了 一
定有人舉手 蓮華生大士 鄔迪亞那︵烏仗那︶ 地點
在哪裡？知不知道？巴基斯坦？告訴你 就是阿富汗
我有講過對不對？我在餐桌講了 所以你們知道 這不
算 其實阿富汗以前真的是佛教很興盛的一個地方 而
且你如果查阿富汗的歷史 你們會知道 阿富汗以前是
安居樂業的一個地方 最安居樂業 是一個樂園 現在
就不一樣啊 這個是印證了佛所說的一個道理 一個真
理﹁無常﹂ 鄔迪亞那︵烏仗那︶其實是阿富汗 你
看 阿富汗以前有很多很大 跟山一樣大的大佛被炸
掉 蓮華生大士其實就是阿富汗的人
我先講一個 有一條魚問烏龜：﹁為什麼你遇到事
情就躲 縮在殼中？﹂烏龜說：﹁別人的評論重要
嗎？﹂魚回答：﹁可是如果被罵了也不在乎嗎？﹂烏龜
慢慢轉身：﹁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活的比你還久的原
因 ﹂生活中做好我們自己很重要 別人願意怎麼說
就怎麼說 這個需要大家領悟 喜歡你的人 你怎麼做
都是對的；不喜歡你的 你做得越好 他還是不喜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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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沒有停過 連叫我說 師尊迴向的時候 我還在想是
哪一個本尊？我想到底是哪一個本尊？唉 想 想 想
了半天 看我穿紅的 阿彌陀佛已經過了 那一定是蓮
華生大士 想 唉怎麼回事？菸酒 菸酒 要提錢來
要金塊來；要送菸 送酒 要提錢來 就是拿錢過來
金塊來 拿金塊來 ︵師尊笑︶好啦 閒話休述 進入
主題
蓮華生大士很偉大的 你們誰知道？我講過了 一
定有人舉手 蓮華生大士 鄔迪亞那︵烏仗那︶ 地點
在哪裡？知不知道？巴基斯坦？告訴你 就是阿富汗
我有講過對不對？我在餐桌講了 所以你們知道 這不
算 其實阿富汗以前真的是佛教很興盛的一個地方 而
且你如果查阿富汗的歷史 你們會知道 阿富汗以前是
安居樂業的一個地方 最安居樂業 是一個樂園 現在
就不一樣啊 這個是印證了佛所說的一個道理 一個真
理﹁無常﹂ 鄔迪亞那︵烏仗那︶其實是阿富汗 你
看 阿富汗以前有很多很大 跟山一樣大的大佛被炸
掉 蓮華生大士其實就是阿富汗的人
我先講一個 有一條魚問烏龜：﹁為什麼你遇到事
情就躲 縮在殼中？﹂烏龜說：﹁別人的評論重要
嗎？﹂魚回答：﹁可是如果被罵了也不在乎嗎？﹂烏龜
慢慢轉身：﹁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活的比你還久的原
因 ﹂生活中做好我們自己很重要 別人願意怎麼說
就怎麼說 這個需要大家領悟 喜歡你的人 你怎麼做
都是對的；不喜歡你的 你做得越好 他還是不喜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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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要領悟到這個道理
所以 師尊能夠很多事情都無所謂 不要緊 沒關
係 一切都可以 你要講師尊怎麼樣都可以 你們不
講 我自己講 你們如果不講 我自己講也可以 你看
我剛才是講了 在這裡擺一個床 上法座你給我一個枕
頭 一條棉被 我就先睡給你們看 我就是無所謂 這
個就是無所謂的精神 上法座 先睡覺 等睡好了有精
神才能夠說法 不然我說法打瞌睡怎麼可以？應該先打
瞌睡 師尊就是有無所謂的精神 不管你們講什麼 我
都不要緊 隨便大家講
你看以前在網路上 台灣 另外新加坡 還有馬來
西亞 幾個人在聯合 是講師尊 也不算攻擊 就是講
師尊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講很嚴重 已經很嚴重了 嚴
重到不得了！對不起 我沒有手機 我也沒有平板 我
也沒有電腦 他們在網路上講 網路是什麼東西？我都
不知道 等他們印出來給我看 我也不看 不要緊的！
所以印證了一句話 我上個禮拜講的 什麼都會過去
的
講的人 也有已經死掉的 講的也死了吧！我還超
度他呢 我還超度那個講的人 那個人是恨不得你死
哎呀 你把我恨死也算了 怎麼恨不死我 反而你自己
死了？你實在有夠倒霉 真的 我都不死 怎麼你死
了？我被你講死了 我也高興 對不對？我何必那麼辛
苦坐在這裡 每個禮拜 就為了 就拿兩百 我告訴你
呀！多五十也可以 兩百五︵師尊笑︶阿彌陀佛！無所
謂 懂了嗎？大家要學習無所謂 那烏龜是對的
小明上課睡覺做了一個惡夢 突然間站起來 老師
問他：﹁怎麼了？﹂小明老實的講：﹁我做了一個惡

多的 十地菩薩各有稱呼 那表示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的菩薩
對顯教來講 第十一地就等於佛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因為有十一個頭 象徵祂是第十一地 為什麼稱菩
薩？在密教裡面 到十三地才稱為佛；在顯教裡面 第
十一地就成為佛 所以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是十一地
也可以稱為佛 也可以稱為菩薩 我們是因為方便起
見 才把祂菩薩這樣子分成十地 十地菩薩 佛分到第
十六地
我可以反問你 為什麼菩薩沒有零地？對不對 為
什麼沒有負一地 負二地？但是還不到菩薩嘛 那只是
一個分別 一個數字上的一個分別 並沒有嚴格的規
定 你只要認清四聖界就是佛 菩薩 緣覺跟聲聞 這
個就是四個很大的聖賢 這就是四聖 粗分就是這樣
子 佛就是佛
為了方便起見 因為修密教 你知道的 你開一輪
就兩個地 你開五輪就到十地 開五輪就已經十地 然
後開到頂輪就十二地 開到肉髻就十二地半 那是因為
我們要講解佛菩薩開輪 開這個五輪 五輪打開的時
候 特別安上兩地 兩地 這樣子一直上去的 內修方
面是這樣子分別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就
是到十六地的佛 你再問我第十七地 我以前好像有寫
過？寫過好像超過第十六地的佛是怎麼樣子 以前師尊
好像有寫過 我的印象裡面好像有 我的意思是講說
那是因為讓我們世俗的人 知道修到哪一個程度會產生
怎麼樣子的現象 特別把它分列出來 這樣懂嗎？

夢 ﹂老師安慰他：﹁別怕
始 ﹂

你的惡夢

答

現在才開

雜誌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還是不是很了解 我們不了解的
多得很 科學這麼發達 問你一個問題 宇宙有多大？
沒有人能夠回答 科學也沒辦法回答 現在發覺說 飛
到非常遠 非常遠的地方 不能過去了 為什麼？我最
近看到那個講 飛到太陽系邊緣的時候 發覺我們這個
太陽系是有結界的 你根本過不去 因為那裡的溫度
要越過那個溫度 根本不可能 任何一個東西到那裡都
融化掉
到底有多大？除了我們太陽系以外 還有很多的太
陽系 那個光只是沒有到我們這個太陽系而已 所以這
個佛才是厲害 佛最厲害 為什麼厲害？你看︻阿彌陀
經︼裡面釋迦牟尼佛講 從此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十
萬億耶！對不對 十萬億的佛土耶！
蓮緒拿出我以前寫的 現在盧勝彥發現 原來在原
始佛阿達爾瑪佛之上 有第十七地的佛 我認為此佛名
是﹁無名佛﹂ 到了十七地的佛 一概﹁無名 無相
無作 無為 無無 ﹂這十七地的佛 統一一個名稱
﹁無名佛﹂是也 發現這十七地的佛 才可稱真正是開
悟者 正是﹁不是佛 不是心 不是物 ﹂大家請看
︻佛說佛名經︼ 此經中說 很多佛名是相同的 燃燈
佛就有千萬億位 釋迦牟尼佛也有千萬億位 只要有佛
名的 全在十六地之下 十七地的沒有佛名 我稱它叫
做﹁無名佛﹂
原來我答案就在我書裡面 你沒有讀書啊！阿彌陀
佛！︵師尊笑︶真的 十七地太難了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 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頂禮師佛 阿彌陀佛
師佛好！弟子有兩個問題想請示師佛 為何只有
到十六地的佛？沒有十七地 沒有十八地 沒有十九
地 是剛好而已嗎？感恩師佛慈悲開示
回答一：因為我曾經講過 十六地的佛是阿達爾瑪
佛 就是本初佛 就是十六地的佛 好啦 你要這樣
問 換我問你 問什麼？世界上的事情 你沒有到那個
地方 這是我們給祂稱呼的 我們給祂加上去的 ︻金
剛經︼裡面講 十六地的阿達爾瑪佛 祂不會講祂是十
六地 祂不會講﹁我是十六地的佛﹂ 祂不可能講十六
地的佛 祂就是本來的 本初的 最原始的佛 再上去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十六地 五方佛在第十三地
都是十三地的佛 那十四地呢？那十五地呢？十七地
呢？不關我們的事 你就不要問 不關我們的事啊！你
只要成佛就好 管他第幾地？
那是我們學佛的人或者是古代的祖師爺 他們把祂
安上的地 像十地菩薩 為什麼有十地菩薩？這個第一
地是初歡喜地 第七地是遠行地 第八地是不動地 第
十地是法雲地 其中還有很多的 焰慧地 發光地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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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要領悟到這個道理
所以 師尊能夠很多事情都無所謂 不要緊 沒關
係 一切都可以 你要講師尊怎麼樣都可以 你們不
講 我自己講 你們如果不講 我自己講也可以 你看
我剛才是講了 在這裡擺一個床 上法座你給我一個枕
頭 一條棉被 我就先睡給你們看 我就是無所謂 這
個就是無所謂的精神 上法座 先睡覺 等睡好了有精
神才能夠說法 不然我說法打瞌睡怎麼可以？應該先打
瞌睡 師尊就是有無所謂的精神 不管你們講什麼 我
都不要緊 隨便大家講
你看以前在網路上 台灣 另外新加坡 還有馬來
西亞 幾個人在聯合 是講師尊 也不算攻擊 就是講
師尊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講很嚴重 已經很嚴重了 嚴
重到不得了！對不起 我沒有手機 我也沒有平板 我
也沒有電腦 他們在網路上講 網路是什麼東西？我都
不知道 等他們印出來給我看 我也不看 不要緊的！
所以印證了一句話 我上個禮拜講的 什麼都會過去
的
講的人 也有已經死掉的 講的也死了吧！我還超
度他呢 我還超度那個講的人 那個人是恨不得你死
哎呀 你把我恨死也算了 怎麼恨不死我 反而你自己
死了？你實在有夠倒霉 真的 我都不死 怎麼你死
了？我被你講死了 我也高興 對不對？我何必那麼辛
苦坐在這裡 每個禮拜 就為了 就拿兩百 我告訴你
呀！多五十也可以 兩百五︵師尊笑︶阿彌陀佛！無所
謂 懂了嗎？大家要學習無所謂 那烏龜是對的
小明上課睡覺做了一個惡夢 突然間站起來 老師
問他：﹁怎麼了？﹂小明老實的講：﹁我做了一個惡

多的 十地菩薩各有稱呼 那表示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的菩薩
對顯教來講 第十一地就等於佛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因為有十一個頭 象徵祂是第十一地 為什麼稱菩
薩？在密教裡面 到十三地才稱為佛；在顯教裡面 第
十一地就成為佛 所以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是十一地
也可以稱為佛 也可以稱為菩薩 我們是因為方便起
見 才把祂菩薩這樣子分成十地 十地菩薩 佛分到第
十六地
我可以反問你 為什麼菩薩沒有零地？對不對 為
什麼沒有負一地 負二地？但是還不到菩薩嘛 那只是
一個分別 一個數字上的一個分別 並沒有嚴格的規
定 你只要認清四聖界就是佛 菩薩 緣覺跟聲聞 這
個就是四個很大的聖賢 這就是四聖 粗分就是這樣
子 佛就是佛
為了方便起見 因為修密教 你知道的 你開一輪
就兩個地 你開五輪就到十地 開五輪就已經十地 然
後開到頂輪就十二地 開到肉髻就十二地半 那是因為
我們要講解佛菩薩開輪 開這個五輪 五輪打開的時
候 特別安上兩地 兩地 這樣子一直上去的 內修方
面是這樣子分別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就
是到十六地的佛 你再問我第十七地 我以前好像有寫
過？寫過好像超過第十六地的佛是怎麼樣子 以前師尊
好像有寫過 我的印象裡面好像有 我的意思是講說
那是因為讓我們世俗的人 知道修到哪一個程度會產生
怎麼樣子的現象 特別把它分列出來 這樣懂嗎？

夢 ﹂老師安慰他：﹁別怕
始 ﹂

你的惡夢

答

現在才開

雜誌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還是不是很了解 我們不了解的
多得很 科學這麼發達 問你一個問題 宇宙有多大？
沒有人能夠回答 科學也沒辦法回答 現在發覺說 飛
到非常遠 非常遠的地方 不能過去了 為什麼？我最
近看到那個講 飛到太陽系邊緣的時候 發覺我們這個
太陽系是有結界的 你根本過不去 因為那裡的溫度
要越過那個溫度 根本不可能 任何一個東西到那裡都
融化掉
到底有多大？除了我們太陽系以外 還有很多的太
陽系 那個光只是沒有到我們這個太陽系而已 所以這
個佛才是厲害 佛最厲害 為什麼厲害？你看︻阿彌陀
經︼裡面釋迦牟尼佛講 從此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十
萬億耶！對不對 十萬億的佛土耶！
蓮緒拿出我以前寫的 現在盧勝彥發現 原來在原
始佛阿達爾瑪佛之上 有第十七地的佛 我認為此佛名
是﹁無名佛﹂ 到了十七地的佛 一概﹁無名 無相
無作 無為 無無 ﹂這十七地的佛 統一一個名稱
﹁無名佛﹂是也 發現這十七地的佛 才可稱真正是開
悟者 正是﹁不是佛 不是心 不是物 ﹂大家請看
︻佛說佛名經︼ 此經中說 很多佛名是相同的 燃燈
佛就有千萬億位 釋迦牟尼佛也有千萬億位 只要有佛
名的 全在十六地之下 十七地的沒有佛名 我稱它叫
做﹁無名佛﹂
原來我答案就在我書裡面 你沒有讀書啊！阿彌陀
佛！︵師尊笑︶真的 十七地太難了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 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頂禮師佛 阿彌陀佛
師佛好！弟子有兩個問題想請示師佛 為何只有
到十六地的佛？沒有十七地 沒有十八地 沒有十九
地 是剛好而已嗎？感恩師佛慈悲開示
回答一：因為我曾經講過 十六地的佛是阿達爾瑪
佛 就是本初佛 就是十六地的佛 好啦 你要這樣
問 換我問你 問什麼？世界上的事情 你沒有到那個
地方 這是我們給祂稱呼的 我們給祂加上去的 ︻金
剛經︼裡面講 十六地的阿達爾瑪佛 祂不會講祂是十
六地 祂不會講﹁我是十六地的佛﹂ 祂不可能講十六
地的佛 祂就是本來的 本初的 最原始的佛 再上去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十六地 五方佛在第十三地
都是十三地的佛 那十四地呢？那十五地呢？十七地
呢？不關我們的事 你就不要問 不關我們的事啊！你
只要成佛就好 管他第幾地？
那是我們學佛的人或者是古代的祖師爺 他們把祂
安上的地 像十地菩薩 為什麼有十地菩薩？這個第一
地是初歡喜地 第七地是遠行地 第八地是不動地 第
十地是法雲地 其中還有很多的 焰慧地 發光地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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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尊貴的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阿彌
陀佛 弟子是印尼殯儀館和賣棺木的 弟子有
三件事要請問師尊：
第一 如果有一位修行人修得很好 也有舍利子
往生後但沒有火葬 而土葬 請問：他的舍利子是否還
有？
回答二：有！你不能講他沒有舍利子 因為火葬
燒出來是有舍利子 土葬到了六年以後 這個屍體化完
了 剩下骨 裡面也可以拿到舍利子 不會沒有舍利
子 這是第一點 土葬也有舍利子 因為我以前是地理
風水的師父 我知道人在土中要化掉 六年 六年 它
才會把全部的東西化掉 要經過六年 所以六年後 你
去給它開棺 在撿骨當中也會撿到舍利子 土葬也有舍
利子 這是有的

Ｑ

所以對

問題三：第二 人死了 有的骨灰全部丟去
海 有的放在地藏殿 對他們的子孫 哪一個
是比較好？
回答三：你賣棺材的喔 他們丟到海裡面 連棺
材丟嗎？有沒有？骨灰的灰丟到海裡 骨灰全部丟進
海 ﹁人死了 有的骨灰全部丟進海 有的放在地藏
殿 對他們的子孫哪一個比較好？﹂我發覺海葬的時
候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整個人丟到海裡面的 把那
個身體 根本連火化都沒有火化 丟到海裡面 我看過
一部電影 好像水葬的時候 船出去到了海的中央 然
後就好像做一個儀式 如果是軍人 吹小號 吹一個喇
叭 吹一吹 吹完了 然後板子翹起來 整個人就到海

實的例子太多了 不能講 講了會影響到別人
子孫好的就叫做祖德 祖先的功德很重要

Ｑ

問題四：第三個問題他問的 如果亡者的家屬
已經請了風水師父 也找到好的風水的話 如
果先把亡者火葬後 再把骨灰土葬好？還是直接土葬更
好？哪一種方式會對後代的子孫更有利？
回答：我告訴你 祖德最有利 那麼地靈方面來
講 先火化了再葬還是直接就土葬 二者一樣 兩個是
一樣的 把它化了再土葬或者直接就土葬 二者一樣
兩個一樣 最影響子孫的就是祖先的德行 這是最影
響
所以我們告訴印尼的真佛弟子 ﹁諸惡莫作 眾善
奉行﹂對子孫最有影響 其他的 地氣次之 風水地理
次之 那在佛教裡面 釋迦牟尼佛是認為風水 地理
占星 卜卦 全部是外道 相命 山就是風水 山
醫 命 卜 相 這五術 其中大部分都是外道 這是
回答印尼的真佛弟子
爸爸對小明講：﹁打電話給你二叔 叫他過來喝
酒 ﹂小明回答：﹁二叔沒有辦法來 二嬸說他在洗衣
服 ﹂爸爸就講：﹁沒用的東西 丟男人的臉！要是我
啊 ﹂這時候小明的媽媽從廚房走出來：﹁要是你怎麼
樣？﹂小明爸爸回答：﹁要是我 我早就洗好了 ﹂
︵笑︶
先生問太太：﹁妳在門口跟誰聊天啊？聊了三個小
﹂太太答：﹁是隔壁的王太太 ﹂先生：﹁為什麼
時

﹂
這

底了 我看過這樣的一部電影 不一定火葬以後才丟到
海 也有整個人就直接就丟進海的
對他們的子孫哪一個比較好？這個不能夠一概而
論 這是談到祖德的問題 祖德 不管你土葬或者是火
葬 或現在流行的植物葬 或者是海葬 種種的葬法
這個我們不管 有地靈的 土葬有地靈 火葬也有地
靈 水葬也有地靈 海葬也有地靈 統統都有 都有地
氣 你不要以為海底就沒有地氣 海底一樣有地氣 你
上山還是有地氣 在平地也有地氣 很奇怪的
你如果葬在山上 要深葬 因為山的土比較鬆
你如果在平地要淺葬 為什麼要淺葬？不要葬得太深
因為地的土很厚 有地氣的地方在哪裡？土一拿起來
一抓 不是黏土 但是它會黏 就表示有地氣 一把抓
起來是沙 沒有地氣 一把抓起來是石頭 也沒有地
氣 一定是黏土 但是不是真正的黏土 不是真正的非
常黏的黏土 反而地氣沒有辦法過 抓起來那個土是可
以黏的 但不是真正的黏土 那個就有地氣 有地氣
沒有地氣 我們看風水的一下子就知道 土葬有地氣
火葬它也有地氣 有方位 放在靈骨塔的也有地氣 就
是入水還是有地氣 入海還是有地氣 植物葬還是有地
氣 統統都有地氣的 只是分別不同 不一樣
但是最重要 我跟你講 對他們子孫哪一個好？
你自己的德行 影響了後代的子孫 人的道德 品行
行為會影響到後代的子孫 這個是跟大家講的 對子孫
好的 就是當祖父 曾祖父的 他們有功德 就會有餘
蔭到他們的子孫 如果是做壞事的 也影響到下一代
這是跟大家講的 因為現實的例子很多 我不舉例 現

不請人家進來坐？﹂太太回答：﹁她說她沒時間
︵笑︶沒有時間進來坐 但是在門口談了三個小時
是exercise mouth

好啦 今天我們講 現在講﹁一相無相分第九﹂
今天是要講﹁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
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阿
那含名為不來 而實無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
我講這一段就好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
故？阿那含名為不來 而實無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
這個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你得到阿那含果 你不會講
說：﹁我已經得到阿那含果 ﹂ 我上個禮拜舉例的
魚在水中 不會念念不忘水 魚如果在水中 牠每天都
生活在水裡面 牠不會想到水 因為牠已經習慣了 牠
根本離不開水 牠就是水才能夠活；我們人活在這個地
球上 我們不會天天去想到空氣 沒有想說：﹁唉？今
天有沒有空氣？今天有什麼空氣？﹂不會常常去想：
﹁我已經得到空氣 ﹂你已經得到阿那含了 你就是阿
那含 你不會天天想到：﹁我是阿那含 ﹂看你到什麼
境界 你得到那個境界了 你不會想說：﹁我已經到了
什麼境界 ﹂你已經這樣子嘛 不會天天去想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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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問題二：尊貴的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 阿彌
陀佛 弟子是印尼殯儀館和賣棺木的 弟子有
三件事要請問師尊：
第一 如果有一位修行人修得很好 也有舍利子
往生後但沒有火葬 而土葬 請問：他的舍利子是否還
有？
回答二：有！你不能講他沒有舍利子 因為火葬
燒出來是有舍利子 土葬到了六年以後 這個屍體化完
了 剩下骨 裡面也可以拿到舍利子 不會沒有舍利
子 這是第一點 土葬也有舍利子 因為我以前是地理
風水的師父 我知道人在土中要化掉 六年 六年 它
才會把全部的東西化掉 要經過六年 所以六年後 你
去給它開棺 在撿骨當中也會撿到舍利子 土葬也有舍
利子 這是有的

Ｑ

所以對

問題三：第二 人死了 有的骨灰全部丟去
海 有的放在地藏殿 對他們的子孫 哪一個
是比較好？
回答三：你賣棺材的喔 他們丟到海裡面 連棺
材丟嗎？有沒有？骨灰的灰丟到海裡 骨灰全部丟進
海 ﹁人死了 有的骨灰全部丟進海 有的放在地藏
殿 對他們的子孫哪一個比較好？﹂我發覺海葬的時
候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整個人丟到海裡面的 把那
個身體 根本連火化都沒有火化 丟到海裡面 我看過
一部電影 好像水葬的時候 船出去到了海的中央 然
後就好像做一個儀式 如果是軍人 吹小號 吹一個喇
叭 吹一吹 吹完了 然後板子翹起來 整個人就到海

實的例子太多了 不能講 講了會影響到別人
子孫好的就叫做祖德 祖先的功德很重要

Ｑ

問題四：第三個問題他問的 如果亡者的家屬
已經請了風水師父 也找到好的風水的話 如
果先把亡者火葬後 再把骨灰土葬好？還是直接土葬更
好？哪一種方式會對後代的子孫更有利？
回答：我告訴你 祖德最有利 那麼地靈方面來
講 先火化了再葬還是直接就土葬 二者一樣 兩個是
一樣的 把它化了再土葬或者直接就土葬 二者一樣
兩個一樣 最影響子孫的就是祖先的德行 這是最影
響
所以我們告訴印尼的真佛弟子 ﹁諸惡莫作 眾善
奉行﹂對子孫最有影響 其他的 地氣次之 風水地理
次之 那在佛教裡面 釋迦牟尼佛是認為風水 地理
占星 卜卦 全部是外道 相命 山就是風水 山
醫 命 卜 相 這五術 其中大部分都是外道 這是
回答印尼的真佛弟子
爸爸對小明講：﹁打電話給你二叔 叫他過來喝
酒 ﹂小明回答：﹁二叔沒有辦法來 二嬸說他在洗衣
服 ﹂爸爸就講：﹁沒用的東西 丟男人的臉！要是我
啊 ﹂這時候小明的媽媽從廚房走出來：﹁要是你怎麼
樣？﹂小明爸爸回答：﹁要是我 我早就洗好了 ﹂
︵笑︶
先生問太太：﹁妳在門口跟誰聊天啊？聊了三個小
﹂太太答：﹁是隔壁的王太太 ﹂先生：﹁為什麼
時

﹂
這

底了 我看過這樣的一部電影 不一定火葬以後才丟到
海 也有整個人就直接就丟進海的
對他們的子孫哪一個比較好？這個不能夠一概而
論 這是談到祖德的問題 祖德 不管你土葬或者是火
葬 或現在流行的植物葬 或者是海葬 種種的葬法
這個我們不管 有地靈的 土葬有地靈 火葬也有地
靈 水葬也有地靈 海葬也有地靈 統統都有 都有地
氣 你不要以為海底就沒有地氣 海底一樣有地氣 你
上山還是有地氣 在平地也有地氣 很奇怪的
你如果葬在山上 要深葬 因為山的土比較鬆
你如果在平地要淺葬 為什麼要淺葬？不要葬得太深
因為地的土很厚 有地氣的地方在哪裡？土一拿起來
一抓 不是黏土 但是它會黏 就表示有地氣 一把抓
起來是沙 沒有地氣 一把抓起來是石頭 也沒有地
氣 一定是黏土 但是不是真正的黏土 不是真正的非
常黏的黏土 反而地氣沒有辦法過 抓起來那個土是可
以黏的 但不是真正的黏土 那個就有地氣 有地氣
沒有地氣 我們看風水的一下子就知道 土葬有地氣
火葬它也有地氣 有方位 放在靈骨塔的也有地氣 就
是入水還是有地氣 入海還是有地氣 植物葬還是有地
氣 統統都有地氣的 只是分別不同 不一樣
但是最重要 我跟你講 對他們子孫哪一個好？
你自己的德行 影響了後代的子孫 人的道德 品行
行為會影響到後代的子孫 這個是跟大家講的 對子孫
好的 就是當祖父 曾祖父的 他們有功德 就會有餘
蔭到他們的子孫 如果是做壞事的 也影響到下一代
這是跟大家講的 因為現實的例子很多 我不舉例 現

不請人家進來坐？﹂太太回答：﹁她說她沒時間
︵笑︶沒有時間進來坐 但是在門口談了三個小時
是exercise mouth

好啦 今天我們講 現在講﹁一相無相分第九﹂
今天是要講﹁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
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阿
那含名為不來 而實無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
我講這一段就好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
故？阿那含名為不來 而實無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
這個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你得到阿那含果 你不會講
說：﹁我已經得到阿那含果 ﹂ 我上個禮拜舉例的
魚在水中 不會念念不忘水 魚如果在水中 牠每天都
生活在水裡面 牠不會想到水 因為牠已經習慣了 牠
根本離不開水 牠就是水才能夠活；我們人活在這個地
球上 我們不會天天去想到空氣 沒有想說：﹁唉？今
天有沒有空氣？今天有什麼空氣？﹂不會常常去想：
﹁我已經得到空氣 ﹂你已經得到阿那含了 你就是阿
那含 你不會天天想到：﹁我是阿那含 ﹂看你到什麼
境界 你得到那個境界了 你不會想說：﹁我已經到了
什麼境界 ﹂你已經這樣子嘛 不會天天去想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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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含｜｜不來

斯陀含｜｜一來

須陀洹｜｜入流

︵四果︶

︵三果︶

︵二果︶

︵初果︶

阿羅漢分四等：

阿羅漢｜｜離世

所以須菩提講說 像阿那含 祂天天不會想祂是
阿那含 不會的
這裡講到阿那含是怎麼樣 叫﹁不來﹂ 名為不
來而實無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什麼叫﹁不來﹂？我們
記得 第一個 須陀洹 須陀洹叫做入流 入五濁世界
的欲望之流 叫做入流 這是住世阿羅漢 初果阿羅
漢 再來是斯陀含 斯陀含就是一往來 我上回講 祂
要來娑婆世界一次 以後就不來
現在講阿那含 阿那含就是不來 祂已經不來裟
婆世界了 這是三果阿羅漢 我們稱為三果阿羅漢 叫
做阿那含 三果阿羅漢叫做阿那含 三果阿羅漢就等於
是聖賢 那麼祂在哪裡啊？祂為什麼叫不來呢？三果阿
羅漢祂有五個天 祂住在天界 不是在欲界 阿那含是
表示祂已經離開種種欲界的欲望
這個欲望 因為人是有欲望 像剛剛師尊打瞌睡
就是欲望之一 ﹁睡﹂是欲望之一；﹁財﹂ 喜歡錢是
欲望之一；﹁色﹂ 你喜歡美色是欲望之一；﹁名﹂
你好名 像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好名 法師好名
想要當上師；上師好名 想要當處長 ︿宗委會﹀這個
處長；處長好名 想要當長老 對不對？長老好名 想
要當未來的宗主 都有這種想法 這個是好名 一好勝
過一好 這是好名
像所有政治人物 都是好名 他想當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以後想當縣市長 有實權 實在的 當縣市長
以後呢 還要當部長 更高一點的 當部長 部長又上
去又要當院長 五院院長 五院院長上去又要當副總
統 副總統以後要上去 又要當總統 就只是一個好
名

財 色 名 再來吃 你想不想吃好吃的東西？想
啊 這就是你的欲望啊！財 色 名 食 ﹁食﹂吃的
東西 ﹁睡﹂ 睡覺也是你的欲望啊 然後呢 你還想
呢 我要買名牌 用的東西 開的車 住豪宅 食
衣 住 行都是欲望 穿漂亮的衣服 穿名牌的衣服
名牌的包包 拿出去 你看 都放在這裡 還好名！
﹁你問我 ﹂嘴巴就張開 裡面都是金牙︵笑︶ 然後
戒指就拿出來了 ﹁這條路往這邊走 ﹂在你眼睛裡
面 ﹁你看我的戒指 你看 鑽戒
哎！十克拉的哎！﹂他也要炫一
下 對不對！什麼都是好 都是欲
望 開車也是有欲望的 行也是有
欲望的 穿也是欲望 什麼都是欲
望
離開種種的欲望的 告訴你
欲界天也是欲望 從四天王天一直
到最上的忉利天三十三天 二十八
天當中的欲界六天 全部都是欲
望 所以阿那含祂不住在欲界 祂
住在哪裡？叫做五淨居天 哪五
淨？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
現天 色究竟天 這五天叫做五淨
居天 這五個天都是聖賢住的 沒
有欲望了就叫做聖賢 三果阿羅漢
就是聖賢 住在色界天的五個淨居
天 就是無煩天 沒有煩惱；無熱
天 沒有熱惱；再來善見天 善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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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含｜｜不來

斯陀含｜｜一來

須陀洹｜｜入流

︵四果︶

︵三果︶

︵二果︶

︵初果︶

阿羅漢分四等：

阿羅漢｜｜離世

所以須菩提講說 像阿那含 祂天天不會想祂是
阿那含 不會的
這裡講到阿那含是怎麼樣 叫﹁不來﹂ 名為不
來而實無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什麼叫﹁不來﹂？我們
記得 第一個 須陀洹 須陀洹叫做入流 入五濁世界
的欲望之流 叫做入流 這是住世阿羅漢 初果阿羅
漢 再來是斯陀含 斯陀含就是一往來 我上回講 祂
要來娑婆世界一次 以後就不來
現在講阿那含 阿那含就是不來 祂已經不來裟
婆世界了 這是三果阿羅漢 我們稱為三果阿羅漢 叫
做阿那含 三果阿羅漢叫做阿那含 三果阿羅漢就等於
是聖賢 那麼祂在哪裡啊？祂為什麼叫不來呢？三果阿
羅漢祂有五個天 祂住在天界 不是在欲界 阿那含是
表示祂已經離開種種欲界的欲望
這個欲望 因為人是有欲望 像剛剛師尊打瞌睡
就是欲望之一 ﹁睡﹂是欲望之一；﹁財﹂ 喜歡錢是
欲望之一；﹁色﹂ 你喜歡美色是欲望之一；﹁名﹂
你好名 像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好名 法師好名
想要當上師；上師好名 想要當處長 ︿宗委會﹀這個
處長；處長好名 想要當長老 對不對？長老好名 想
要當未來的宗主 都有這種想法 這個是好名 一好勝
過一好 這是好名
像所有政治人物 都是好名 他想當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以後想當縣市長 有實權 實在的 當縣市長
以後呢 還要當部長 更高一點的 當部長 部長又上
去又要當院長 五院院長 五院院長上去又要當副總
統 副總統以後要上去 又要當總統 就只是一個好
名

財 色 名 再來吃 你想不想吃好吃的東西？想
啊 這就是你的欲望啊！財 色 名 食 ﹁食﹂吃的
東西 ﹁睡﹂ 睡覺也是你的欲望啊 然後呢 你還想
呢 我要買名牌 用的東西 開的車 住豪宅 食
衣 住 行都是欲望 穿漂亮的衣服 穿名牌的衣服
名牌的包包 拿出去 你看 都放在這裡 還好名！
﹁你問我 ﹂嘴巴就張開 裡面都是金牙︵笑︶ 然後
戒指就拿出來了 ﹁這條路往這邊走 ﹂在你眼睛裡
面 ﹁你看我的戒指 你看 鑽戒
哎！十克拉的哎！﹂他也要炫一
下 對不對！什麼都是好 都是欲
望 開車也是有欲望的 行也是有
欲望的 穿也是欲望 什麼都是欲
望
離開種種的欲望的 告訴你
欲界天也是欲望 從四天王天一直
到最上的忉利天三十三天 二十八
天當中的欲界六天 全部都是欲
望 所以阿那含祂不住在欲界 祂
住在哪裡？叫做五淨居天 哪五
淨？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
現天 色究竟天 這五天叫做五淨
居天 這五個天都是聖賢住的 沒
有欲望了就叫做聖賢 三果阿羅漢
就是聖賢 住在色界天的五個淨居
天 就是無煩天 沒有煩惱；無熱
天 沒有熱惱；再來善見天 善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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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對不對？﹁我是︿哈
佛﹀畢業的！﹂你看 哈佛出了多少
總統？就是不一樣 ︿哈佛﹀畢業
的 走路還有風呢︵笑︶！
就是好的學校啊 沒辦法 這就 ﹁入流﹂
是一個﹁名﹂牽著你走 什麼都是
哎！讀書也是欲望的 人都是這樣 ﹁一來﹂
子
你知道嗎？有一個全部都是第一 ﹁不來﹂
名的 有一次他得了第二名 他就自
殺了 ﹁我一定要第一名！﹂突然有 ﹁離世﹂
一次 他得了第二名 他就得憂鬱症
了 就自殺 也是可憐啊！被名所
綁
財 色 名 食 睡 還有很多
很多的欲望 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脫離這個
將來你成了聖賢 你完全沒有欲望 你就是聖賢
因為第一個天﹁無煩天﹂ 沒有煩惱的天 色界最高的
五淨居天 色究竟天是最高的 五淨居天當中 最高的
色究竟天 釋迦牟尼佛現在在哪裡？在色究竟天說法
祂還是有來 祂在色究竟天說法
好 我們今天也是很好的！這樣解釋 清楚了嗎？
問一個朋友：﹁你養的那隻會講話的鸚鵡 現在怎
麼啦？﹂朋友回答：﹁唉 別提了 想不到我養了一星
期牠就死了 ﹂我問：﹁是病死的嗎？﹂朋友回答：
﹁不是病死的 牠跟我太太比賽說話 說到力量沒有了
才死 ﹂︵笑︶

天跟色究竟天
不會再來了 不會到欲界來了 因為祂們離開了
欲望 離開種種的欲望的就叫聖賢 為什麼是無煩天？
離開欲望就沒有煩惱了啦！有欲望絕對有煩惱 離開欲
望就沒有煩惱 因為你不想得到什麼了嘛 你還會煩惱
什麼？你根本不想什麼嘛 沒有煩惱 那個叫無煩天
沒有熱惱 因為你也不會被天氣熱 你要吹冷氣 要多
冷 你就還有那個冷氣的欲望 到了無熱天就無熱惱
什麼叫善見天呢？我看到的是 所有最好的景色 最勝
的 善見天 祂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完美 就是善見天
什麼是善現天呢？在善現天的三果阿羅漢 祂能夠出現
在任何一個地方 祂需要去幫助的 祂都會出現
這裡講了 阿那含名為不來 就是不入欲界的濁
流 欲界的所有的濁流祂都不會去了 但是﹁實無不
來﹂ 什麼意思？這裡因為有善現天 祂看到了 祂想
要去幫助人 幫助眾生 祂就會來 ﹁實無不來﹂就是
祂還是會來 會來欲界 來欲界做什麼？度眾生 祂可
以不來的 但是善現天祂表現出祂沒有欲望的 以沒有
欲望地來講解給眾生聽 會出現在五濁惡世 出現在欲
界天 主要是來度化所有有欲望的這些人 天的眾生
所以﹁無不來﹂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中有一個天叫做
善現天 只要是好的 祂都會出現 會來幫助我們 所
以還是有來啊 並不是沒有來啊 只是祂們是沒有欲望
的 來到這裡也是沒有欲望的
我常常進到︿西雅圖雷藏寺﹀的時候 我看到香
爐的上面 那個天公爐的上面 坐著一位三果阿羅漢
你知道嗎？﹁雙蓮境界﹂頂上有兩隻鹿跟法輪 法輪的
上面經常坐著一位三果阿羅漢 祂有來啊 有來我們娑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喔！講話也是
一種欲望 有人如果完全都不講話
的
那個趕快娶︵笑︶
因為
exercise mouth 女生是最厲害的
︵住世︶
師尊講電話 不會超過幾句話 重點
講一講 就不講 不會在電話裡面聊
︵住世一次︶ 天 你 知 道 女 生 講 電 話 是 怎 麼 回 事
嗎？以前就算你拿著手機講電話 講
講講講講：﹁我們休息一下吧！﹂就
︵不還天︶
這樣手就放下來 休息一下 手再拿
起來：﹁好 我們再繼續講 ﹂現在
︵四聖界︶
已經好像有架子了 就放在架子上
講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女生講電
話 噢！天啊！師尊講電話 告訴
你 我不會聊天 重點講一講 沒有
就停 你跟女生講電話 頭殼烏暗眩︵臺語 頭暈︶
啊！我受不了了 已經快死了 我講說：﹁我要去吃
飯 ﹂﹁不可以去吃飯！﹂︵笑︶﹁為什麼？﹂﹁繼續
講！﹂︵笑︶喔 真的！怎麼回事啊？講話也是一種欲
望哎
老劉坐遊覽車去旅遊 覺得有點頭暈 於是跟導遊
要了個袋子 導遊說：﹁如果不夠再跟我拿 別亂
吐 ﹂不久導遊就罵了：﹁不是叫你別亂吐嗎？﹂老劉
講：﹁我看袋子已經快滿了 所以就喝了兩口回去 沒
想到坐在我旁邊的兩個人就吐了 而且吐得比我還
兇 ﹂︵笑︶
好啦！今天就講到這裡吧！阿彌陀佛！

婆世界啊 只是祂是沒有欲望的 祂坐在那裡做什麼？
幫助有善念的人 祂也曾經在﹁雙蓮境界﹂裡面 對著
所有的住在﹁雙蓮境界﹂裡面的中陰說法開示
三果阿羅漢 祂是不來 但實在祂們還是來的
在香爐之上有三果阿羅漢 在︿彩虹雷藏寺﹀的法輪之
上 師尊經常打開窗子就可以看到阿那含 三果阿羅
漢 坐在那裡；有時候上來 會看到香爐上面坐著一個
三果阿羅漢 在︿西雅圖雷藏寺﹀ 所以這個就是實無
不來 祂可以不來 但是祂有時候還是會來的 因為有
善見天 祂知道這個是善的 祂看到了 祂就來 有善
現天 祂會出現 祂看到善的 祂就會出現 這樣了解
這一段哦！
能夠得到三果阿羅漢已經很不錯了 阿那含 那
就是聖賢 就是離欲 離開欲望 欲望有很多品 欲望
真的是很多 剛才講的欲望 真的 財 色 名 食
睡 行 衣 在穿衣 在行 另外還有住 住的 住也
是一個欲望 你想說你現在住的地方 有的人都搬來搬
去 搬來搬去 我就想住得好一點 為什麼常常搬家？
就是要住得好一點 這就是住的欲望 為什麼要開名
車？那就是行的欲望 為什麼要穿好衣服？這是穿的欲
望啊 食 衣 住 行 都是欲望
還有 為什麼要讀名校？你要讀名校出來 也是
一個欲望啊！你進到名校裡面 為什麼你不去讀那個亂
七八糟的學校？為什麼不去？你要讀法律學校 還要讀
最好的法律學校？讀理工學院 還要去︿麻省理工學
院﹀ ︿加州理工學院﹀？你為什麼要去讀︿哈佛﹀？
為什麼其他的大學你不去讀 為什麼一定要去讀︿哈佛
大學﹀？就是一個名啊！﹁我是︿哈佛﹀畢業的！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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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對不對？﹁我是︿哈
佛﹀畢業的！﹂你看 哈佛出了多少
總統？就是不一樣 ︿哈佛﹀畢業
的 走路還有風呢︵笑︶！
就是好的學校啊 沒辦法 這就 ﹁入流﹂
是一個﹁名﹂牽著你走 什麼都是
哎！讀書也是欲望的 人都是這樣 ﹁一來﹂
子
你知道嗎？有一個全部都是第一 ﹁不來﹂
名的 有一次他得了第二名 他就自
殺了 ﹁我一定要第一名！﹂突然有 ﹁離世﹂
一次 他得了第二名 他就得憂鬱症
了 就自殺 也是可憐啊！被名所
綁
財 色 名 食 睡 還有很多
很多的欲望 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脫離這個
將來你成了聖賢 你完全沒有欲望 你就是聖賢
因為第一個天﹁無煩天﹂ 沒有煩惱的天 色界最高的
五淨居天 色究竟天是最高的 五淨居天當中 最高的
色究竟天 釋迦牟尼佛現在在哪裡？在色究竟天說法
祂還是有來 祂在色究竟天說法
好 我們今天也是很好的！這樣解釋 清楚了嗎？
問一個朋友：﹁你養的那隻會講話的鸚鵡 現在怎
麼啦？﹂朋友回答：﹁唉 別提了 想不到我養了一星
期牠就死了 ﹂我問：﹁是病死的嗎？﹂朋友回答：
﹁不是病死的 牠跟我太太比賽說話 說到力量沒有了
才死 ﹂︵笑︶

天跟色究竟天
不會再來了 不會到欲界來了 因為祂們離開了
欲望 離開種種的欲望的就叫聖賢 為什麼是無煩天？
離開欲望就沒有煩惱了啦！有欲望絕對有煩惱 離開欲
望就沒有煩惱 因為你不想得到什麼了嘛 你還會煩惱
什麼？你根本不想什麼嘛 沒有煩惱 那個叫無煩天
沒有熱惱 因為你也不會被天氣熱 你要吹冷氣 要多
冷 你就還有那個冷氣的欲望 到了無熱天就無熱惱
什麼叫善見天呢？我看到的是 所有最好的景色 最勝
的 善見天 祂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完美 就是善見天
什麼是善現天呢？在善現天的三果阿羅漢 祂能夠出現
在任何一個地方 祂需要去幫助的 祂都會出現
這裡講了 阿那含名為不來 就是不入欲界的濁
流 欲界的所有的濁流祂都不會去了 但是﹁實無不
來﹂ 什麼意思？這裡因為有善現天 祂看到了 祂想
要去幫助人 幫助眾生 祂就會來 ﹁實無不來﹂就是
祂還是會來 會來欲界 來欲界做什麼？度眾生 祂可
以不來的 但是善現天祂表現出祂沒有欲望的 以沒有
欲望地來講解給眾生聽 會出現在五濁惡世 出現在欲
界天 主要是來度化所有有欲望的這些人 天的眾生
所以﹁無不來﹂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中有一個天叫做
善現天 只要是好的 祂都會出現 會來幫助我們 所
以還是有來啊 並不是沒有來啊 只是祂們是沒有欲望
的 來到這裡也是沒有欲望的
我常常進到︿西雅圖雷藏寺﹀的時候 我看到香
爐的上面 那個天公爐的上面 坐著一位三果阿羅漢
你知道嗎？﹁雙蓮境界﹂頂上有兩隻鹿跟法輪 法輪的
上面經常坐著一位三果阿羅漢 祂有來啊 有來我們娑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喔！講話也是
一種欲望 有人如果完全都不講話
的
那個趕快娶︵笑︶
因為
exercise mouth 女生是最厲害的
︵住世︶
師尊講電話 不會超過幾句話 重點
講一講 就不講 不會在電話裡面聊
︵住世一次︶ 天 你 知 道 女 生 講 電 話 是 怎 麼 回 事
嗎？以前就算你拿著手機講電話 講
講講講講：﹁我們休息一下吧！﹂就
︵不還天︶
這樣手就放下來 休息一下 手再拿
起來：﹁好 我們再繼續講 ﹂現在
︵四聖界︶
已經好像有架子了 就放在架子上
講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女生講電
話 噢！天啊！師尊講電話 告訴
你 我不會聊天 重點講一講 沒有
就停 你跟女生講電話 頭殼烏暗眩︵臺語 頭暈︶
啊！我受不了了 已經快死了 我講說：﹁我要去吃
飯 ﹂﹁不可以去吃飯！﹂︵笑︶﹁為什麼？﹂﹁繼續
講！﹂︵笑︶喔 真的！怎麼回事啊？講話也是一種欲
望哎
老劉坐遊覽車去旅遊 覺得有點頭暈 於是跟導遊
要了個袋子 導遊說：﹁如果不夠再跟我拿 別亂
吐 ﹂不久導遊就罵了：﹁不是叫你別亂吐嗎？﹂老劉
講：﹁我看袋子已經快滿了 所以就喝了兩口回去 沒
想到坐在我旁邊的兩個人就吐了 而且吐得比我還
兇 ﹂︵笑︶
好啦！今天就講到這裡吧！阿彌陀佛！

婆世界啊 只是祂是沒有欲望的 祂坐在那裡做什麼？
幫助有善念的人 祂也曾經在﹁雙蓮境界﹂裡面 對著
所有的住在﹁雙蓮境界﹂裡面的中陰說法開示
三果阿羅漢 祂是不來 但實在祂們還是來的
在香爐之上有三果阿羅漢 在︿彩虹雷藏寺﹀的法輪之
上 師尊經常打開窗子就可以看到阿那含 三果阿羅
漢 坐在那裡；有時候上來 會看到香爐上面坐著一個
三果阿羅漢 在︿西雅圖雷藏寺﹀ 所以這個就是實無
不來 祂可以不來 但是祂有時候還是會來的 因為有
善見天 祂知道這個是善的 祂看到了 祂就來 有善
現天 祂會出現 祂看到善的 祂就會出現 這樣了解
這一段哦！
能夠得到三果阿羅漢已經很不錯了 阿那含 那
就是聖賢 就是離欲 離開欲望 欲望有很多品 欲望
真的是很多 剛才講的欲望 真的 財 色 名 食
睡 行 衣 在穿衣 在行 另外還有住 住的 住也
是一個欲望 你想說你現在住的地方 有的人都搬來搬
去 搬來搬去 我就想住得好一點 為什麼常常搬家？
就是要住得好一點 這就是住的欲望 為什麼要開名
車？那就是行的欲望 為什麼要穿好衣服？這是穿的欲
望啊 食 衣 住 行 都是欲望
還有 為什麼要讀名校？你要讀名校出來 也是
一個欲望啊！你進到名校裡面 為什麼你不去讀那個亂
七八糟的學校？為什麼不去？你要讀法律學校 還要讀
最好的法律學校？讀理工學院 還要去︿麻省理工學
院﹀ ︿加州理工學院﹀？你為什麼要去讀︿哈佛﹀？
為什麼其他的大學你不去讀 為什麼一定要去讀︿哈佛
大學﹀？就是一個名啊！﹁我是︿哈佛﹀畢業的！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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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
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
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
生 壽者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
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
阿羅漢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
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
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
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
行 而名須菩提 是樂阿蘭那
行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
﹁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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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 是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三
點 是﹁不動明王護摩法會﹂ 不動明王祂本身就是毘
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的化身 毘盧遮那佛︵大日如
來︶的化身是不動明王 這一尊在東密是最被崇敬的一
尊明王 而且祂非常的有power 日本的 あさくさ ︵淺
草︶︿觀音廟﹀ 看到有一張單子 他們寫著：﹁屬雞
的最大的護法就是不動明王 ﹂我本來有藏密大威德明
王是我的護法 後來一看到那一張東密的 屬雞的他的
護法是不動明王 我看了以後 就是日本あさくさ︵淺
草︶ 每一次我都奉請祂 大威德明王跟不動明王是師
尊很重要的護法
我曾經在 あさくさ ︵淺草︶觀音廟旁邊的不動明
王 之前我在那邊唸咒 唸的咒就是﹁南摩三滿多 母
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

拉 藍 撼 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我在那邊一直唸 而且聲音很小 旁邊有幾個觀
光客就說：﹁欸 這尊不動明王會唸咒欸！﹂其實是我
唸的 哇 好多人來拜 曾經有這個事情
祂的手印是劍指印 劍匣 劍在裡面 是這樣子的
︵師尊示範︶ 這個手印非常漂亮 祂的臉 我表演過
好幾次 第一個 下唇咬上唇 下面的嘴唇咬上面的嘴
唇︵師尊示範︶ 我在台灣的家 國際音樂廳的大門打
開 一進去一看 第一眼就看到不動明王 祂就是站在
玄關 家打開門一進去 祂就站在那裡 非常莊嚴 祂
有站立的 還有坐姿的 都是在磐石之上 所以這一尊
非常的偉大的 不動明王也是五佛當中最高的大日如來
的變化身 我每一次問事 我都召請祂的 護法就是不
動明王
今天是我們做觀世音菩薩的護摩 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麼多的觀世音菩薩 今天做觀世音菩薩護摩 真的是
number one的 ︵蓮彥上師：今天是觀世音菩薩的出家
日 ︶今天啊？唉呀 怎麼不早跟我講？今天是觀世音
菩薩出家日 我今天做觀世音菩薩 是今年以來所有護
摩當中最不一樣的一次 所看到的觀世音菩薩 無量數
不清的 我沒有看過那麼多尊的觀世音菩薩從虛空中下
來 沒有看過 今天是開了眼界 真的 我仰頭上看也
是 一直仰頭一直往上看 全部都是觀世音菩薩 整個
的虛空充滿 真的是千百億化身啊
然後在變化手印之中 出現很多不一樣的手印 我
這一次演化手印 跟以前那個老套的演化手印
啥
麼叫老套呢？再來是啥麼 再來是啥麼 再來是啥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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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
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
世尊！何以故？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
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
生 壽者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
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
阿羅漢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
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
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
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
行 而名須菩提 是樂阿蘭那
行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
﹁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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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 是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三
點 是﹁不動明王護摩法會﹂ 不動明王祂本身就是毘
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的化身 毘盧遮那佛︵大日如
來︶的化身是不動明王 這一尊在東密是最被崇敬的一
尊明王 而且祂非常的有power 日本的 あさくさ ︵淺
草︶︿觀音廟﹀ 看到有一張單子 他們寫著：﹁屬雞
的最大的護法就是不動明王 ﹂我本來有藏密大威德明
王是我的護法 後來一看到那一張東密的 屬雞的他的
護法是不動明王 我看了以後 就是日本あさくさ︵淺
草︶ 每一次我都奉請祂 大威德明王跟不動明王是師
尊很重要的護法
我曾經在 あさくさ ︵淺草︶觀音廟旁邊的不動明
王 之前我在那邊唸咒 唸的咒就是﹁南摩三滿多 母
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

拉 藍 撼 南摩三滿多 母陀南 哇日拉 藍
撼 ﹂我在那邊一直唸 而且聲音很小 旁邊有幾個觀
光客就說：﹁欸 這尊不動明王會唸咒欸！﹂其實是我
唸的 哇 好多人來拜 曾經有這個事情
祂的手印是劍指印 劍匣 劍在裡面 是這樣子的
︵師尊示範︶ 這個手印非常漂亮 祂的臉 我表演過
好幾次 第一個 下唇咬上唇 下面的嘴唇咬上面的嘴
唇︵師尊示範︶ 我在台灣的家 國際音樂廳的大門打
開 一進去一看 第一眼就看到不動明王 祂就是站在
玄關 家打開門一進去 祂就站在那裡 非常莊嚴 祂
有站立的 還有坐姿的 都是在磐石之上 所以這一尊
非常的偉大的 不動明王也是五佛當中最高的大日如來
的變化身 我每一次問事 我都召請祂的 護法就是不
動明王
今天是我們做觀世音菩薩的護摩 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麼多的觀世音菩薩 今天做觀世音菩薩護摩 真的是
number one的 ︵蓮彥上師：今天是觀世音菩薩的出家
日 ︶今天啊？唉呀 怎麼不早跟我講？今天是觀世音
菩薩出家日 我今天做觀世音菩薩 是今年以來所有護
摩當中最不一樣的一次 所看到的觀世音菩薩 無量數
不清的 我沒有看過那麼多尊的觀世音菩薩從虛空中下
來 沒有看過 今天是開了眼界 真的 我仰頭上看也
是 一直仰頭一直往上看 全部都是觀世音菩薩 整個
的虛空充滿 真的是千百億化身啊
然後在變化手印之中 出現很多不一樣的手印 我
這一次演化手印 跟以前那個老套的演化手印
啥
麼叫老套呢？再來是啥麼 再來是啥麼 再來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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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就有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笑話 讓我
想起于仙在我們家做事的時候 她出現了一些很多很奇
怪的現象 很多 其實講也講不完 因為每隔一兩天就
會出現一件怪事
我記得有一個笑話 小蚊子講：﹁人類是我們的好
朋友 ﹂大蚊子問小蚊子：﹁怎麼說呢？﹂小蚊子講：
﹁人類看到我們都拍手歡迎 ﹂大蚊子講：﹁那不是歡
迎 而是要打死我們 ﹂小蚊子講：﹁可是 晚上人類
都會開藍色的燈為我們照明啊 ﹂大蚊子講：﹁那是想
要電死我們 ﹂所以有時候也會誤會的 很多事情

麼
今天的演化手印雖然也是再來是啥麼 但是手印
多出很多手印 而且多出來的手印 全部是觀世音菩薩
演給我看 我照著比的
今天也是靈氣充滿 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主祈啊
功德主啊 真是 真是 真的是 我們講的國罵：
﹁他 他 他○○的有福氣！﹂今天 真的我沒辦法形
容啊 只有講那個國罵來形容 真是﹁他○○的有福
氣﹂ 真的有福分 主祈的跟功德主 哇 不得了 這
power太大了！願這一次主祈的所有的願望 因為觀世
音菩薩的加持全部圓滿 願這一次主祈的 所有祈求退
散的也能夠圓滿
今天的護摩 真的 就像剛剛進來一樣那個下雨的
聲勢 我剛剛坐車從大殿一直到護摩寶殿的這一段 那
個雨下得實在是夠大了 我以為是有千萬人在鼓掌 劈
劈啪啪 劈劈啪啪 千萬人在鼓掌 我一下車 哇 千
萬人鼓掌 一看 沒有幾個人 原來是雨聲 下得像千
萬人在鼓掌一樣的 ︵蓮彥上師：師尊從大殿一出來的
時候 雨才這樣子下的 師尊在門口的時候是沒有的
所以是突然之間的 ︶現在也沒有啊 就是坐車從大殿
一直到護摩寶殿的這一段路 雨是最大的 劈劈啪啪
劈劈啪啪下得好大 我以為這麼多鼓掌 這個實在
是
而且觀世音菩薩祂有顯化 你看手印也不同
靈氣也不同 虛空中也不同 真的是很偉大的觀世音菩
薩 很偉大的 每一尊都很莊嚴 我們謝謝觀世音菩
薩！︵眾鼓掌︶
講一個笑話吧 有一位先生娶了一個老婆 這個老
婆做事情 總之就是缺少一點 怎麼講缺少一點？就是
做事情很馬虎 而且很容易分心 他娶的老婆是一個很

馬虎又很容易分心的 有一天她要幫丈夫理髮 老公很
擔心她理髮的時候會分心了 老婆安慰他道：﹁別擔
心 我會很認真地理 ﹂於是老公便拿起了一本雜誌來
看 邊看邊讓老婆理髮 當他要翻開這個雜誌的一頁的
時候 老婆就講：﹁別動 我還沒有看完 ﹂
還是分心了 有沒有人這樣子的？有 是有人這樣
子的 做事情就是永遠只有做一半 永遠都是分心的
以前我請加拿大的于仙來我家裡幫忙 就是在幽靈湖那
邊做一點家務的事情 自己的同門 師母跟她講說：
﹁于仙啊 妳什麼都會做︵她講她什麼都會做︶ 那妳
今天晚上妳就做一碗麵給師尊吃 ﹂宵夜的時候就做一
碗麵給師尊吃 于仙就講：﹁欸 為什麼要做麵呢？我
們出去吃就好了 ﹂OK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再來我發
覺不太對 一下子就廚房﹁砰﹂的一聲 怎麼回事啊？
她洗碗的時候 一個碗破掉 因為我們洗碗都不會破
掉 她就一個碗破掉 我就說：﹁妳就是不小心嘛 ﹂
隔了兩天又一個碗破掉 我問說：﹁奇怪！這個碗那麼
久了從來就沒有破 為什麼妳來了就破了兩個？﹂于仙
跟我們講：﹁這個碗的壽命到了 應該換新 ﹂好好
好！聽妳的 就買些新的
再 來 叫 她 洗 浴 室 這 個 浴 室 有 shower 那 個
shower桿子上有些污垢 妳要擦一擦 說好 就做
做 做 突然間﹁蹦﹂！怎麼回事？我們過去看 那個
吊在上面的灑水的蓮蓬 整個給它拉下來了 叫她今天
要吸一下地毯 她拖 拖
繩子在那邊 插頭插在這
邊 不是有一條繩子嘛 走到哪裡推到哪裡 她推過那
個繩子 把繩子都推斷了 吸地毯 把插頭的繩子都推
斷了 很奇怪欸 她就是這樣子的人欸 加拿大的于

Ｑ

答

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好 弟子上班
時唸﹃上師心咒﹄ 晚上在家中壇城修法時才做
總迴向 可以嗎？每當弟子要修法時 家人就會在旁打
遊戲或上網 也會說一些粗言穢語 與他無法溝通 但
又不想他造口業 也讓弟子進退兩難 祈求師佛指點迷
津 感恩師佛
回答一：他問的問題 這是屬於家庭的問題 佛法
裡面有講這樣一句話 而且我昨天才講過 昨天才講過
這個魚跟烏龜的笑話 也不是笑話 那是一種啟示 烏
龜講：﹁只要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你都不要

雜誌

聽 其它的你都可以不用理會 ﹂
所以你上班的時候唸﹃上師心咒﹄ 這是屬於散
念 你如果在上班的路程當中唸﹃上師心咒﹄ 坐公車
的時候唸﹃上師心咒﹄ 正心誠意地唸 可以
上班一邊工作一邊唸﹃上師心咒﹄的話 屬於散
念；坐公車的時候你唸 坐捷運的時候你唸 正心誠意
地唸都屬於正念 如果加上別的就是叫散念 你如果別
的都可以不顧 只是在唸﹃上師心咒﹄ 都屬於正念
不管你是正念或者是散念 回家的時候 壇城修法做總
迴向 都是可以的 正念 散念都可以
什麼叫正念？攝心念 你的心就放在唸﹃上師心
咒﹄上面的時候 這個叫做攝心念 叫做正念 還有一
點 你如果一邊工作一邊唸 這是散念 因為你要專注
兩個 第一個是你的工作 第二個你嘴巴在唸咒 這個
叫散念 那回去再做總迴向 都是可以的 這是回答你
第一個問題
師尊的本事 我開車的時候也能夠唸 還有最令我
分心的時候 我也能夠唸 而且我唸的 開車當然不能
夠攝心念 因為要注意有沒有路人 紅綠燈 那個叫做
散念 但是在最緊要的 在做任何事當中 師尊都能夠
攝心念 這是我自己修出來的本領 也就是說做任何事
情 我都能夠攝心的 把那個咒非常地唸在心裡 這個
就是正念
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分心念 什麼叫做散念 什麼
叫做正念？攝心念就是正念 師尊已經修到可以攝心
念 可以講 幾乎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到的狀況之下
你也能夠攝心念 這是我練出來的一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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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就有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笑話 讓我
想起于仙在我們家做事的時候 她出現了一些很多很奇
怪的現象 很多 其實講也講不完 因為每隔一兩天就
會出現一件怪事
我記得有一個笑話 小蚊子講：﹁人類是我們的好
朋友 ﹂大蚊子問小蚊子：﹁怎麼說呢？﹂小蚊子講：
﹁人類看到我們都拍手歡迎 ﹂大蚊子講：﹁那不是歡
迎 而是要打死我們 ﹂小蚊子講：﹁可是 晚上人類
都會開藍色的燈為我們照明啊 ﹂大蚊子講：﹁那是想
要電死我們 ﹂所以有時候也會誤會的 很多事情

麼
今天的演化手印雖然也是再來是啥麼 但是手印
多出很多手印 而且多出來的手印 全部是觀世音菩薩
演給我看 我照著比的
今天也是靈氣充滿 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主祈啊
功德主啊 真是 真是 真的是 我們講的國罵：
﹁他 他 他○○的有福氣！﹂今天 真的我沒辦法形
容啊 只有講那個國罵來形容 真是﹁他○○的有福
氣﹂ 真的有福分 主祈的跟功德主 哇 不得了 這
power太大了！願這一次主祈的所有的願望 因為觀世
音菩薩的加持全部圓滿 願這一次主祈的 所有祈求退
散的也能夠圓滿
今天的護摩 真的 就像剛剛進來一樣那個下雨的
聲勢 我剛剛坐車從大殿一直到護摩寶殿的這一段 那
個雨下得實在是夠大了 我以為是有千萬人在鼓掌 劈
劈啪啪 劈劈啪啪 千萬人在鼓掌 我一下車 哇 千
萬人鼓掌 一看 沒有幾個人 原來是雨聲 下得像千
萬人在鼓掌一樣的 ︵蓮彥上師：師尊從大殿一出來的
時候 雨才這樣子下的 師尊在門口的時候是沒有的
所以是突然之間的 ︶現在也沒有啊 就是坐車從大殿
一直到護摩寶殿的這一段路 雨是最大的 劈劈啪啪
劈劈啪啪下得好大 我以為這麼多鼓掌 這個實在
是
而且觀世音菩薩祂有顯化 你看手印也不同
靈氣也不同 虛空中也不同 真的是很偉大的觀世音菩
薩 很偉大的 每一尊都很莊嚴 我們謝謝觀世音菩
薩！︵眾鼓掌︶
講一個笑話吧 有一位先生娶了一個老婆 這個老
婆做事情 總之就是缺少一點 怎麼講缺少一點？就是
做事情很馬虎 而且很容易分心 他娶的老婆是一個很

馬虎又很容易分心的 有一天她要幫丈夫理髮 老公很
擔心她理髮的時候會分心了 老婆安慰他道：﹁別擔
心 我會很認真地理 ﹂於是老公便拿起了一本雜誌來
看 邊看邊讓老婆理髮 當他要翻開這個雜誌的一頁的
時候 老婆就講：﹁別動 我還沒有看完 ﹂
還是分心了 有沒有人這樣子的？有 是有人這樣
子的 做事情就是永遠只有做一半 永遠都是分心的
以前我請加拿大的于仙來我家裡幫忙 就是在幽靈湖那
邊做一點家務的事情 自己的同門 師母跟她講說：
﹁于仙啊 妳什麼都會做︵她講她什麼都會做︶ 那妳
今天晚上妳就做一碗麵給師尊吃 ﹂宵夜的時候就做一
碗麵給師尊吃 于仙就講：﹁欸 為什麼要做麵呢？我
們出去吃就好了 ﹂OK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再來我發
覺不太對 一下子就廚房﹁砰﹂的一聲 怎麼回事啊？
她洗碗的時候 一個碗破掉 因為我們洗碗都不會破
掉 她就一個碗破掉 我就說：﹁妳就是不小心嘛 ﹂
隔了兩天又一個碗破掉 我問說：﹁奇怪！這個碗那麼
久了從來就沒有破 為什麼妳來了就破了兩個？﹂于仙
跟我們講：﹁這個碗的壽命到了 應該換新 ﹂好好
好！聽妳的 就買些新的
再 來 叫 她 洗 浴 室 這 個 浴 室 有 shower 那 個
shower桿子上有些污垢 妳要擦一擦 說好 就做
做 做 突然間﹁蹦﹂！怎麼回事？我們過去看 那個
吊在上面的灑水的蓮蓬 整個給它拉下來了 叫她今天
要吸一下地毯 她拖 拖
繩子在那邊 插頭插在這
邊 不是有一條繩子嘛 走到哪裡推到哪裡 她推過那
個繩子 把繩子都推斷了 吸地毯 把插頭的繩子都推
斷了 很奇怪欸 她就是這樣子的人欸 加拿大的于

Ｑ

答

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好 弟子上班
時唸﹃上師心咒﹄ 晚上在家中壇城修法時才做
總迴向 可以嗎？每當弟子要修法時 家人就會在旁打
遊戲或上網 也會說一些粗言穢語 與他無法溝通 但
又不想他造口業 也讓弟子進退兩難 祈求師佛指點迷
津 感恩師佛
回答一：他問的問題 這是屬於家庭的問題 佛法
裡面有講這樣一句話 而且我昨天才講過 昨天才講過
這個魚跟烏龜的笑話 也不是笑話 那是一種啟示 烏
龜講：﹁只要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你都不要

雜誌

聽 其它的你都可以不用理會 ﹂
所以你上班的時候唸﹃上師心咒﹄ 這是屬於散
念 你如果在上班的路程當中唸﹃上師心咒﹄ 坐公車
的時候唸﹃上師心咒﹄ 正心誠意地唸 可以
上班一邊工作一邊唸﹃上師心咒﹄的話 屬於散
念；坐公車的時候你唸 坐捷運的時候你唸 正心誠意
地唸都屬於正念 如果加上別的就是叫散念 你如果別
的都可以不顧 只是在唸﹃上師心咒﹄ 都屬於正念
不管你是正念或者是散念 回家的時候 壇城修法做總
迴向 都是可以的 正念 散念都可以
什麼叫正念？攝心念 你的心就放在唸﹃上師心
咒﹄上面的時候 這個叫做攝心念 叫做正念 還有一
點 你如果一邊工作一邊唸 這是散念 因為你要專注
兩個 第一個是你的工作 第二個你嘴巴在唸咒 這個
叫散念 那回去再做總迴向 都是可以的 這是回答你
第一個問題
師尊的本事 我開車的時候也能夠唸 還有最令我
分心的時候 我也能夠唸 而且我唸的 開車當然不能
夠攝心念 因為要注意有沒有路人 紅綠燈 那個叫做
散念 但是在最緊要的 在做任何事當中 師尊都能夠
攝心念 這是我自己修出來的本領 也就是說做任何事
情 我都能夠攝心的 把那個咒非常地唸在心裡 這個
就是正念
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分心念 什麼叫做散念 什麼
叫做正念？攝心念就是正念 師尊已經修到可以攝心
念 可以講 幾乎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到的狀況之下
你也能夠攝心念 這是我練出來的一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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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認真的
你看蜂窩性組織炎 多痛苦 多難受 醫生叫我住
院 我從禮拜一住到禮拜五 禮拜六又去︿台灣雷藏
寺﹀了 住院就只住五天 醫生回來一看：﹁哎？怎麼
跑了？到雷藏寺！﹂打了一個老虎抗生素才好 才有消
退 一消退了 那個醫生就輕鬆了 如果打了老虎抗生
素這個腫還不消的話 那就是要鋸斷腳了 整個要截
肢 腳就沒有了 就截肢了 在︿台灣雷藏寺﹀哭了好
幾趟 痛到哭 哭了好幾趟 腳好了以後 我們舊金山
的鬼婆說她幫我醫好的︵笑︶ 真的是他××的
︵笑︶ 阿彌陀佛
告訴你 上帝關了你一扇門 必定會打開另一扇
窗 對不對？有這一句﹁上帝關了你一扇門 必定會打
開另一扇窗 ﹂但是如果你家的門突然關了 窗戶又突
然打開了 我看你還是趕快搬家吧！因為你家鬧鬼

當然我不能講我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如果在做
什麼事情也能夠攝心念 你們一定會阿嬤喂 就是這
樣子
﹁每當弟子要修法時 家人就會在旁打遊戲上
網 也會說一些粗言穢語 與他無法溝通 但又不想
他造口業 也讓弟子進退兩難 請師佛指點迷津 ﹂
告訴你 學烏龜 昨天講的 你就當成烏龜 把頭縮
進去 你沒有聽到他們在打遊戲 也不要聽到他們的
粗言穢語 或者他們在上網 你縮進去 攝心 修你
的法 其它外面的統統都不要管 把你自己縮到你的
龜殼裡面 我不是講你是烏龜 我是比喻 把你的頭
縮進去 甚至手也縮進去 腳也縮進去 就剩下龜
殼 把所有聲音全部蓋住 你自己在修法 其它外面
的世界一切聲音 你統統都不顧 修到這種程度叫做
正修 沒有東西可以插進來
所以 這個引申為大的就是說 世界上我所有的
同事 所有的同門 所有的親人 所有的不管是對我
有恩的 對我有仇的 對我怎麼樣子的 我一律不
管 在修法的時候 我完全專注在這個攝心的修法之
中 一點雜念都插不進來 這一壇法是第一棒的法
真的 棒棒！第一棒的修法 每次修法的時候 當烏
龜什麼都遺忘 什麼都忘掉 你就是存在修法之中
所有的雜念插不進來 都沒有辦法插進來 所有人家
罵你的話都插不進來 不喜歡你的話都插不進來 什
麼都插不進來 先生在家裡 太太罵你的話也插不進
來 太太呢 先生在外面做的事情也不影響你 總
之 任何都不會影響到你 這就是最好的修法 就是
棒棒！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 ﹄世尊！
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
樂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 是樂
阿蘭那行 ﹂
這是釋迦牟尼佛問 須菩提回答了這麼多的事情
阿羅漢就是四果 四果阿羅漢那就是聲聞乘的聖人 阿
羅漢 就是我們講的四聖界 所謂四聖界││佛 菩
薩 緣覺 聲聞 四聖界就是四個超出天界以上的聖賢
的境界；聲聞就是阿羅漢 四果阿羅漢就是聲聞 什麼
叫做聲聞？為什麼取名叫做聲聞？聽到佛陀的法而得
道 而證道的叫做聲聞 聽到釋迦牟尼佛說法而證道的
聲聞 ﹁聲﹂就是聲音 佛陀的聲音 你聽到了而且你
也證道了 所以叫做聲聞乘
最高是四果阿羅漢 四果阿羅漢我認為是自性清
淨 你自己的佛性已經顯現了 清淨了就是四果阿羅
漢 那已經是不退轉 那個地方叫不退轉 我們昨天講
三果阿羅漢 三果阿羅漢在五淨居天 就是不還天 祂
也不會到欲界去了 但是祂仍然在五淨居天││不還
天 不會回去了 那是三果阿羅漢 也是聖賢；但是自
性完全清淨了 就是四果阿羅漢 叫聲聞 我大略是這
樣子給它分的 這只是大略的 並沒有嚴格規定這樣子
分的 你要修四果阿羅漢 必須依照佛陀講的 初轉法
輪的﹁苦 集 滅 道﹂ 成就大羅漢
那麼什麼叫緣覺？緣覺也是聖人 叫獨覺 依佛說
的十二因緣法 去領悟出它的道理 去實踐十二因緣
法 修十二因緣法的 就叫做緣覺；什麼是菩薩？你依
六度法去修行的 六度︱﹁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要做到這個相當難 因為你能夠這樣子做 而且
能夠持續這樣子下來 一定成就 因為人在修法當中
就是雜念不斷 沒有辦法 入定也雜念不斷 修法也
雜念不斷 外面的影響 外面的根本都不影響你啊
剩下就是攝心地修法 攝心地唸佛 攝心地你做的一
切 這就是最好的 今天跟大家講這個很重要 其實
真的 昨天那個笑話倒是非常有用 做烏龜 縮在你
的殼子裡面 兩隻手也在你殼子裡面 腳也在你殼子
裡面 外面的一切統統都不理會 那個殼啊 就是你
的心 你真的進到你自己的心裡面 師尊能夠做到這
個 你們做到這個 就是修法成功
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 這個週末只有半天班
下班回家 我發覺老婆不在家 桌上留了一張便條
上面寫著：﹁午飯在︽烹調大全︾第215頁 晚飯在
317頁 ﹂她罷工
奇怪 我想到﹁罷工﹂兩個字喔 老夫活了七十
七歲從來沒有罷工過 對不對？說法 你看啊 我是
非常認真的喔！你稍微注意一下子 師尊在︿台灣雷
藏寺﹀的時候曾經患什麼毛病？腿啊 蜂窩性組織
炎 腫起來喔！你知道嗎？蜂窩性組織炎哎！但是我
每個禮拜六還是到︿台灣雷藏寺﹀去說法 灌頂的時
候怎麼辦？想想看 灌頂的時候怎麼辦？你再想想
看 獻哈達的時候怎麼辦？獻哈達 坐在椅子上 一
隻腳跨在上面 這個椅子上 腳腫得跟麵龜︵臺語︶
那麼大 腳腫的 蜂窩性組織炎哎 開玩笑 如果它
不消的話喔 那就是要鋸斷腳的哎！那個給它一直上
來到心這裡就死掉了！整隻腳都腫的 腳跨在椅子
上 這樣子給人家獻哈達哎！加持也是一樣 從來就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
羅漢道﹄不？﹂釋迦牟尼佛問的
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
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生 壽者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
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雜誌

21
22

【燃燈雜誌】
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是非常認真的
你看蜂窩性組織炎 多痛苦 多難受 醫生叫我住
院 我從禮拜一住到禮拜五 禮拜六又去︿台灣雷藏
寺﹀了 住院就只住五天 醫生回來一看：﹁哎？怎麼
跑了？到雷藏寺！﹂打了一個老虎抗生素才好 才有消
退 一消退了 那個醫生就輕鬆了 如果打了老虎抗生
素這個腫還不消的話 那就是要鋸斷腳了 整個要截
肢 腳就沒有了 就截肢了 在︿台灣雷藏寺﹀哭了好
幾趟 痛到哭 哭了好幾趟 腳好了以後 我們舊金山
的鬼婆說她幫我醫好的︵笑︶ 真的是他××的
︵笑︶ 阿彌陀佛
告訴你 上帝關了你一扇門 必定會打開另一扇
窗 對不對？有這一句﹁上帝關了你一扇門 必定會打
開另一扇窗 ﹂但是如果你家的門突然關了 窗戶又突
然打開了 我看你還是趕快搬家吧！因為你家鬧鬼

當然我不能講我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如果在做
什麼事情也能夠攝心念 你們一定會阿嬤喂 就是這
樣子
﹁每當弟子要修法時 家人就會在旁打遊戲上
網 也會說一些粗言穢語 與他無法溝通 但又不想
他造口業 也讓弟子進退兩難 請師佛指點迷津 ﹂
告訴你 學烏龜 昨天講的 你就當成烏龜 把頭縮
進去 你沒有聽到他們在打遊戲 也不要聽到他們的
粗言穢語 或者他們在上網 你縮進去 攝心 修你
的法 其它外面的統統都不要管 把你自己縮到你的
龜殼裡面 我不是講你是烏龜 我是比喻 把你的頭
縮進去 甚至手也縮進去 腳也縮進去 就剩下龜
殼 把所有聲音全部蓋住 你自己在修法 其它外面
的世界一切聲音 你統統都不顧 修到這種程度叫做
正修 沒有東西可以插進來
所以 這個引申為大的就是說 世界上我所有的
同事 所有的同門 所有的親人 所有的不管是對我
有恩的 對我有仇的 對我怎麼樣子的 我一律不
管 在修法的時候 我完全專注在這個攝心的修法之
中 一點雜念都插不進來 這一壇法是第一棒的法
真的 棒棒！第一棒的修法 每次修法的時候 當烏
龜什麼都遺忘 什麼都忘掉 你就是存在修法之中
所有的雜念插不進來 都沒有辦法插進來 所有人家
罵你的話都插不進來 不喜歡你的話都插不進來 什
麼都插不進來 先生在家裡 太太罵你的話也插不進
來 太太呢 先生在外面做的事情也不影響你 總
之 任何都不會影響到你 這就是最好的修法 就是
棒棒！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 ﹄世尊！
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
樂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 是樂
阿蘭那行 ﹂
這是釋迦牟尼佛問 須菩提回答了這麼多的事情
阿羅漢就是四果 四果阿羅漢那就是聲聞乘的聖人 阿
羅漢 就是我們講的四聖界 所謂四聖界││佛 菩
薩 緣覺 聲聞 四聖界就是四個超出天界以上的聖賢
的境界；聲聞就是阿羅漢 四果阿羅漢就是聲聞 什麼
叫做聲聞？為什麼取名叫做聲聞？聽到佛陀的法而得
道 而證道的叫做聲聞 聽到釋迦牟尼佛說法而證道的
聲聞 ﹁聲﹂就是聲音 佛陀的聲音 你聽到了而且你
也證道了 所以叫做聲聞乘
最高是四果阿羅漢 四果阿羅漢我認為是自性清
淨 你自己的佛性已經顯現了 清淨了就是四果阿羅
漢 那已經是不退轉 那個地方叫不退轉 我們昨天講
三果阿羅漢 三果阿羅漢在五淨居天 就是不還天 祂
也不會到欲界去了 但是祂仍然在五淨居天││不還
天 不會回去了 那是三果阿羅漢 也是聖賢；但是自
性完全清淨了 就是四果阿羅漢 叫聲聞 我大略是這
樣子給它分的 這只是大略的 並沒有嚴格規定這樣子
分的 你要修四果阿羅漢 必須依照佛陀講的 初轉法
輪的﹁苦 集 滅 道﹂ 成就大羅漢
那麼什麼叫緣覺？緣覺也是聖人 叫獨覺 依佛說
的十二因緣法 去領悟出它的道理 去實踐十二因緣
法 修十二因緣法的 就叫做緣覺；什麼是菩薩？你依
六度法去修行的 六度︱﹁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要做到這個相當難 因為你能夠這樣子做 而且
能夠持續這樣子下來 一定成就 因為人在修法當中
就是雜念不斷 沒有辦法 入定也雜念不斷 修法也
雜念不斷 外面的影響 外面的根本都不影響你啊
剩下就是攝心地修法 攝心地唸佛 攝心地你做的一
切 這就是最好的 今天跟大家講這個很重要 其實
真的 昨天那個笑話倒是非常有用 做烏龜 縮在你
的殼子裡面 兩隻手也在你殼子裡面 腳也在你殼子
裡面 外面的一切統統都不理會 那個殼啊 就是你
的心 你真的進到你自己的心裡面 師尊能夠做到這
個 你們做到這個 就是修法成功
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 這個週末只有半天班
下班回家 我發覺老婆不在家 桌上留了一張便條
上面寫著：﹁午飯在︽烹調大全︾第215頁 晚飯在
317頁 ﹂她罷工
奇怪 我想到﹁罷工﹂兩個字喔 老夫活了七十
七歲從來沒有罷工過 對不對？說法 你看啊 我是
非常認真的喔！你稍微注意一下子 師尊在︿台灣雷
藏寺﹀的時候曾經患什麼毛病？腿啊 蜂窩性組織
炎 腫起來喔！你知道嗎？蜂窩性組織炎哎！但是我
每個禮拜六還是到︿台灣雷藏寺﹀去說法 灌頂的時
候怎麼辦？想想看 灌頂的時候怎麼辦？你再想想
看 獻哈達的時候怎麼辦？獻哈達 坐在椅子上 一
隻腳跨在上面 這個椅子上 腳腫得跟麵龜︵臺語︶
那麼大 腳腫的 蜂窩性組織炎哎 開玩笑 如果它
不消的話喔 那就是要鋸斷腳的哎！那個給它一直上
來到心這裡就死掉了！整隻腳都腫的 腳跨在椅子
上 這樣子給人家獻哈達哎！加持也是一樣 從來就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
羅漢道﹄不？﹂釋迦牟尼佛問的
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
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生 壽者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
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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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禪定﹂ 依這六度法去修的是菩薩；依八正道去
修的是佛 我大概是這樣子給大家分 稍微標明一點
為什麼是佛 為什麼是菩薩 為什麼是緣覺 為什麼是
聲聞 聲聞就是阿羅漢 自性清淨 由苦 集 滅 道
這樣子去實踐的
佛陀問：﹁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
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生 壽者 ﹂這
一句很重要！你講﹁我已經得到阿羅漢了﹂ 這個就是
著相了嘛！著了名稱唉！著﹁名﹂了 我得阿羅漢道
這個﹁我﹂是指哪一個我呢？所以這個當中就其中有很
大的學問
所以須菩提懂得這個 祂講：﹁如果講：﹃我得阿
羅漢道﹄ 那我不可能就是阿羅漢 ﹂因為你已經著相
了 著了那個名詞的相了 著了名相了 ﹁我已經成佛
了﹂ 那你就著了這個﹁佛﹂的名相了 你只是實踐
沒有﹁佛﹂這個名字 沒有﹁菩薩﹂這個名字 沒有
﹁阿羅漢﹂這個名字 沒有﹁緣覺﹂這個名字 因為你
證道以後 你名相都要放下的 不執著於﹁我就是菩
薩﹂ ﹁我就是阿羅漢﹂ 沒有這一回事
﹁如果我講﹃我得阿羅漢道﹄ 就是著我 人 眾
生 壽者相﹂ 因為既然無我 就不會有人 既然無人
當然就沒有眾生 既然沒有眾生了 什麼是壽者呢？就
是時間 我們講壽者就等於是時間 眾生就等於是空
間 所以這個道理這樣子講了 大家可以明白是什麼意
思 這個道理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能著名相 雖然你已經是阿羅漢 但是你不會

常常想﹁我就是阿羅漢﹂ 我講了 不會；你已經是一
個菩薩 你不會常常想﹁我就是一個菩薩﹂ 這個我
就著了這個﹁我﹂的相 我相 不能著名相的
佛第二轉法輪就講﹁無相﹂ 你著我 人 眾生
壽者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都不能
有這四相 佛講無相法 就是二轉法輪 佛就講無相
然後再來 他不能著這個名相 所以不能常常想﹁我已
經得到阿羅漢﹂ 其實佛的很多弟子都是阿羅漢 我們
常常講五百阿羅漢 五百就是很多的意思 並不是真正
只有五百個阿羅漢 在佛陀時代得阿羅漢道的非常地
多 所以我們稱五百阿羅漢 五百就是很多的意思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什
麼叫無諍三昧？很簡單 既然無我了 還跟人家爭什
麼？無諍三昧 沒有我 你還跟人家爭什麼？有什麼好
爭的？沒有我 沒有你 沒有他 沒有眾生 你跟誰爭
啊？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好了 有人說我到月球去
開一個希爾頓飯店 我等著這些人移民到月球來 我等
娑婆世界的眾生 地球上的人將來飛飛飛 坐太空船一
直飛 飛到月球上：﹁哎！還有︿希爾頓飯店﹀！﹂我
賺眾生的錢 賺地球的錢 我有先知之明 先在那裡開
一個︿希爾頓飯店﹀ 就等你們太空船飛過來：﹁哎！
你們來啦！歡迎 歡迎！總統套房多少錢 一般的套房
多少錢 多少錢 ﹂
你拿那些錢有什麼用啊？因為只有你一家希爾頓飯
店 旁邊什麼都沒有 連小吃攤都沒有 連汽車 公車
什麼都沒有 你拿那些錢做什麼用？問你！你拿錢沒有
用 你拿鑽石給我可以吧？你飛到那裡拿鑽石給他 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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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禪定﹂ 依這六度法去修的是菩薩；依八正道去
修的是佛 我大概是這樣子給大家分 稍微標明一點
為什麼是佛 為什麼是菩薩 為什麼是緣覺 為什麼是
聲聞 聲聞就是阿羅漢 自性清淨 由苦 集 滅 道
這樣子去實踐的
佛陀問：﹁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
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生 壽者 ﹂這
一句很重要！你講﹁我已經得到阿羅漢了﹂ 這個就是
著相了嘛！著了名稱唉！著﹁名﹂了 我得阿羅漢道
這個﹁我﹂是指哪一個我呢？所以這個當中就其中有很
大的學問
所以須菩提懂得這個 祂講：﹁如果講：﹃我得阿
羅漢道﹄ 那我不可能就是阿羅漢 ﹂因為你已經著相
了 著了那個名詞的相了 著了名相了 ﹁我已經成佛
了﹂ 那你就著了這個﹁佛﹂的名相了 你只是實踐
沒有﹁佛﹂這個名字 沒有﹁菩薩﹂這個名字 沒有
﹁阿羅漢﹂這個名字 沒有﹁緣覺﹂這個名字 因為你
證道以後 你名相都要放下的 不執著於﹁我就是菩
薩﹂ ﹁我就是阿羅漢﹂ 沒有這一回事
﹁如果我講﹃我得阿羅漢道﹄ 就是著我 人 眾
生 壽者相﹂ 因為既然無我 就不會有人 既然無人
當然就沒有眾生 既然沒有眾生了 什麼是壽者呢？就
是時間 我們講壽者就等於是時間 眾生就等於是空
間 所以這個道理這樣子講了 大家可以明白是什麼意
思 這個道理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能著名相 雖然你已經是阿羅漢 但是你不會

常常想﹁我就是阿羅漢﹂ 我講了 不會；你已經是一
個菩薩 你不會常常想﹁我就是一個菩薩﹂ 這個我
就著了這個﹁我﹂的相 我相 不能著名相的
佛第二轉法輪就講﹁無相﹂ 你著我 人 眾生
壽者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都不能
有這四相 佛講無相法 就是二轉法輪 佛就講無相
然後再來 他不能著這個名相 所以不能常常想﹁我已
經得到阿羅漢﹂ 其實佛的很多弟子都是阿羅漢 我們
常常講五百阿羅漢 五百就是很多的意思 並不是真正
只有五百個阿羅漢 在佛陀時代得阿羅漢道的非常地
多 所以我們稱五百阿羅漢 五百就是很多的意思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什
麼叫無諍三昧？很簡單 既然無我了 還跟人家爭什
麼？無諍三昧 沒有我 你還跟人家爭什麼？有什麼好
爭的？沒有我 沒有你 沒有他 沒有眾生 你跟誰爭
啊？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好了 有人說我到月球去
開一個希爾頓飯店 我等著這些人移民到月球來 我等
娑婆世界的眾生 地球上的人將來飛飛飛 坐太空船一
直飛 飛到月球上：﹁哎！還有︿希爾頓飯店﹀！﹂我
賺眾生的錢 賺地球的錢 我有先知之明 先在那裡開
一個︿希爾頓飯店﹀ 就等你們太空船飛過來：﹁哎！
你們來啦！歡迎 歡迎！總統套房多少錢 一般的套房
多少錢 多少錢 ﹂
你拿那些錢有什麼用啊？因為只有你一家希爾頓飯
店 旁邊什麼都沒有 連小吃攤都沒有 連汽車 公車
什麼都沒有 你拿那些錢做什麼用？問你！你拿錢沒有
用 你拿鑽石給我可以吧？你飛到那裡拿鑽石給他 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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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做什麼用？能吃嗎？不能吃 鑽石不能吃 黃金可以
吧！黃金很貴的 壓死你！你去那裡開︿希爾頓飯
店﹀ 你開了半天 結果火箭沒有射成 人載到月球
去 都沒有人去 你希爾頓白開了 在那裡 每天看著
嫦娥 看著兔子 看著吳剛在伐桂︵笑︶ 莫名其妙！
我問你 很簡單一句話：﹁你在月球上跟什麼人
爭？﹂就只有你一個人在月球上 你跟誰爭？佛陀講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跟誰
爭？這是無諍三昧啊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你就
了解什麼叫無諍三昧 既然無我 你還跟誰爭？你如果
跟人家爭的話 就表示有我
師尊以前做過很多錯事 我做了很多的錯事 ﹁真
佛論劍﹂ 我批評了這個 批評了那個 批評了這個
批評了那個 錯誤的 那還是有我 以前我很會罵人
曾經有一個報刊 那個報紙是什麼報紙？在臺灣一個很
有名的報紙 最早的時候 現在還有吧？︽中國時
報︾ 就是︽時報周刊︾ ︽時報周刊︾登﹁盧勝彥是
罵人第一﹂ ︽時報周刊︾講罵人第一 因為在︽真佛
報︾裡面有﹁真佛論劍﹂ ﹁真佛論劍﹂就是這樣
︵笑︶ 論劍啊！華山論劍 真佛論劍 哇 殺來殺
去 砍來砍去 哇 砍了好多人！很爽！那個是不符合
無諍三昧的 真的
你修到了無我 你還跟人家爭什麼？無諍三昧啊！
不要跟人家爭 像烏龜一樣 你好好把自己修成 然後
再來度眾生 當一個菩薩 當烏龜 人家怎麼砍你 你
都躲在龜殼裡面 怎麼砍也砍不到 手也砍不到 腳也
砍不到 頭也砍不到 我就是躲在裡面好好地修法 修
成了 出來說法度眾生 這個才叫無諍三昧啊！

﹁佛說我得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 在所有
人當中最為第一 須菩提講 佛講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離開欲望的境界就是阿羅漢啊 ﹁世尊！我不作是念：
﹃我是離欲阿羅漢﹄﹂須菩提講：﹁我沒有這樣子想
我是離欲阿羅漢 ﹂當然不想啦 因為我這樣子想呢
那就不是阿羅漢啦！因為有﹁我﹂了嘛！不著名相
﹁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
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什麼叫做樂阿蘭那行者？什麼
是樂阿蘭那行者？有誰會？會的舉手 廖大使舉手
好 請 ︵笑︶那就是我講過的嘛！對了 沒錯 所以
這個轉來轉去還是當烏龜︵笑︶ 他不能做這種念頭
這種念頭不能出來﹁我得阿羅漢道﹂ 如果我有這個念
頭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 是樂阿蘭那
行 ﹂他實在沒有做什麼 我們也是這樣子想 其實你
在這娑婆世界 你實在也沒有做什麼 所以將來會講
到 盧師尊現在在這裡說法 也等於是沒有說法 不在
做什麼 不過是在幻的世界裡面行幻事
所以佛啊 佛法是很高深的 跟一般的宗教絕對是
不一樣的！因為祂的智慧非常地高超 這種智慧等於是
沒有智慧的智慧 因為是沒有智慧所以才叫做智慧 這
是非常高的 所以佛陀在那個時代裡面能夠講出這樣的
無相的法 這絕對不是一般的人 也不是一般的宗教
絕對不是一般的宗教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
壽者相 只要這四個 你能夠達到這四個 你就成就
﹁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這一句話 他其
實做了什麼 他有做 但是他把這個﹁做﹂完全都不看
成做 等於看成無做 因為是無我所以無做 今天盧師

一音能傳萬法

佛說法教：

懶 我為什麼要做？我要比你懶 ﹂那就是爭懶惰
尊在這裡說法 我講：﹁我根本沒有說法 ﹂這個就是
︵笑︶ 我們宗派最喜歡爭懶惰了 ﹁我為什麼要那麼
無做 只是發菩提心 順著這樣子去做 等於無做 我
辛苦？﹂﹁那個人為什麼那麼閒？﹂﹁我做比丘尼 我
從來沒有把今天的說法或者是怎麼樣子 一直把它想念
為什麼不能那麼閒？我為什麼每天要做這些事情？我也
過來：﹁我說什麼法 說什麼法 說什麼法 我在說什
要學他那麼懶 ﹂那是在爭懶惰
麼法 ﹂沒有這個﹁我在說法﹂
也是爭 我們不是爭精進 是爭懶
所以達摩祖師才會一上座 人家叫他
惰 我們宗派最喜歡爭懶惰 ﹁這
說法 祂就是一上座 拍一下桌子 啪！
個 叫別人去做就好了嘛！為什麼
說法完畢 就下去了 這個就是在講這
我要來做？﹂
個 並沒有做什麼 有人講：﹁須菩提說
做事三字訣
第一個是
法 ﹂這就是毀謗須菩提 將來︻金剛
﹁推﹂ 推給別人：﹁我不做 我
經︼裡面會講到的 我也沒有說法 無法
沒時間啦！你去做！﹂；第二個
可說 這很高的智慧喔！你們要仔細體會
﹁拖﹂ 三天以後要做好 我拖一
喔！︻金剛經︼不是那麼容易講的 能夠
以神聽之｜心聆神會
個禮拜 我拖一個月 我拖一年
講得那麼詳細的
拖兩年 拖三年 做事第二訣
所以祂也不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也不
以心聽之｜心心相印
﹁拖﹂；做事第三訣﹁拉﹂ 實在
是人中最為第一 什麼叫做無諍三昧 無
是拖得不行了 拉別人來做 趕快
諍？你們進到︿彩虹雷藏寺﹀大殿 一進
以耳聽之｜口耳傳授
去拉一個人
去一看 那個要到飯廳的小客廳 那邊寫
﹁推 拖 拉﹂做事三字訣
著﹁無諍﹂兩個字 是師尊寫的
李宗吾︽厚黑學︾裡面寫的 臉皮
沒有﹁我﹂ 哪那裡來的爭？
要厚 心要黑 那個叫做厚黑學
無諍三昧啊！沒有﹁我﹂ 哪裡來的
︵笑︶ 臉皮厚 心要黑 叫做厚
爭？你跟人家爭什麼？所以 聽了師尊的
黑學 李宗吾寫的 你看︽厚黑
話而沒有實踐的 回去在吃醋的 在嫉妒
學︾之後就會覺得很好笑 做事三字訣﹁推 拖
的 或者在做一些傻事的 那是夢中在做傻事 都還沒
拉﹂
有到﹁無諍﹂這兩個字上 都不能夠用
我們學佛的人無諍三昧 精進！一定要精進的
如果你們學佛學到現在還在你爭我奪 爭名 爭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爭懶惰 連懶惰你也要爭 對不對？﹁你可以那麼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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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
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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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做什麼用？能吃嗎？不能吃 鑽石不能吃 黃金可以
吧！黃金很貴的 壓死你！你去那裡開︿希爾頓飯
店﹀ 你開了半天 結果火箭沒有射成 人載到月球
去 都沒有人去 你希爾頓白開了 在那裡 每天看著
嫦娥 看著兔子 看著吳剛在伐桂︵笑︶ 莫名其妙！
我問你 很簡單一句話：﹁你在月球上跟什麼人
爭？﹂就只有你一個人在月球上 你跟誰爭？佛陀講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跟誰
爭？這是無諍三昧啊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你就
了解什麼叫無諍三昧 既然無我 你還跟誰爭？你如果
跟人家爭的話 就表示有我
師尊以前做過很多錯事 我做了很多的錯事 ﹁真
佛論劍﹂ 我批評了這個 批評了那個 批評了這個
批評了那個 錯誤的 那還是有我 以前我很會罵人
曾經有一個報刊 那個報紙是什麼報紙？在臺灣一個很
有名的報紙 最早的時候 現在還有吧？︽中國時
報︾ 就是︽時報周刊︾ ︽時報周刊︾登﹁盧勝彥是
罵人第一﹂ ︽時報周刊︾講罵人第一 因為在︽真佛
報︾裡面有﹁真佛論劍﹂ ﹁真佛論劍﹂就是這樣
︵笑︶ 論劍啊！華山論劍 真佛論劍 哇 殺來殺
去 砍來砍去 哇 砍了好多人！很爽！那個是不符合
無諍三昧的 真的
你修到了無我 你還跟人家爭什麼？無諍三昧啊！
不要跟人家爭 像烏龜一樣 你好好把自己修成 然後
再來度眾生 當一個菩薩 當烏龜 人家怎麼砍你 你
都躲在龜殼裡面 怎麼砍也砍不到 手也砍不到 腳也
砍不到 頭也砍不到 我就是躲在裡面好好地修法 修
成了 出來說法度眾生 這個才叫無諍三昧啊！

﹁佛說我得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 在所有
人當中最為第一 須菩提講 佛講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離開欲望的境界就是阿羅漢啊 ﹁世尊！我不作是念：
﹃我是離欲阿羅漢﹄﹂須菩提講：﹁我沒有這樣子想
我是離欲阿羅漢 ﹂當然不想啦 因為我這樣子想呢
那就不是阿羅漢啦！因為有﹁我﹂了嘛！不著名相
﹁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
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什麼叫做樂阿蘭那行者？什麼
是樂阿蘭那行者？有誰會？會的舉手 廖大使舉手
好 請 ︵笑︶那就是我講過的嘛！對了 沒錯 所以
這個轉來轉去還是當烏龜︵笑︶ 他不能做這種念頭
這種念頭不能出來﹁我得阿羅漢道﹂ 如果我有這個念
頭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 是樂阿蘭那
行 ﹂他實在沒有做什麼 我們也是這樣子想 其實你
在這娑婆世界 你實在也沒有做什麼 所以將來會講
到 盧師尊現在在這裡說法 也等於是沒有說法 不在
做什麼 不過是在幻的世界裡面行幻事
所以佛啊 佛法是很高深的 跟一般的宗教絕對是
不一樣的！因為祂的智慧非常地高超 這種智慧等於是
沒有智慧的智慧 因為是沒有智慧所以才叫做智慧 這
是非常高的 所以佛陀在那個時代裡面能夠講出這樣的
無相的法 這絕對不是一般的人 也不是一般的宗教
絕對不是一般的宗教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
壽者相 只要這四個 你能夠達到這四個 你就成就
﹁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這一句話 他其
實做了什麼 他有做 但是他把這個﹁做﹂完全都不看
成做 等於看成無做 因為是無我所以無做 今天盧師

一音能傳萬法

佛說法教：

懶 我為什麼要做？我要比你懶 ﹂那就是爭懶惰
尊在這裡說法 我講：﹁我根本沒有說法 ﹂這個就是
︵笑︶ 我們宗派最喜歡爭懶惰了 ﹁我為什麼要那麼
無做 只是發菩提心 順著這樣子去做 等於無做 我
辛苦？﹂﹁那個人為什麼那麼閒？﹂﹁我做比丘尼 我
從來沒有把今天的說法或者是怎麼樣子 一直把它想念
為什麼不能那麼閒？我為什麼每天要做這些事情？我也
過來：﹁我說什麼法 說什麼法 說什麼法 我在說什
要學他那麼懶 ﹂那是在爭懶惰
麼法 ﹂沒有這個﹁我在說法﹂
也是爭 我們不是爭精進 是爭懶
所以達摩祖師才會一上座 人家叫他
惰 我們宗派最喜歡爭懶惰 ﹁這
說法 祂就是一上座 拍一下桌子 啪！
個 叫別人去做就好了嘛！為什麼
說法完畢 就下去了 這個就是在講這
我要來做？﹂
個 並沒有做什麼 有人講：﹁須菩提說
做事三字訣
第一個是
法 ﹂這就是毀謗須菩提 將來︻金剛
﹁推﹂ 推給別人：﹁我不做 我
經︼裡面會講到的 我也沒有說法 無法
沒時間啦！你去做！﹂；第二個
可說 這很高的智慧喔！你們要仔細體會
﹁拖﹂ 三天以後要做好 我拖一
喔！︻金剛經︼不是那麼容易講的 能夠
以神聽之｜心聆神會
個禮拜 我拖一個月 我拖一年
講得那麼詳細的
拖兩年 拖三年 做事第二訣
所以祂也不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也不
以心聽之｜心心相印
﹁拖﹂；做事第三訣﹁拉﹂ 實在
是人中最為第一 什麼叫做無諍三昧 無
是拖得不行了 拉別人來做 趕快
諍？你們進到︿彩虹雷藏寺﹀大殿 一進
以耳聽之｜口耳傳授
去拉一個人
去一看 那個要到飯廳的小客廳 那邊寫
﹁推 拖 拉﹂做事三字訣
著﹁無諍﹂兩個字 是師尊寫的
李宗吾︽厚黑學︾裡面寫的 臉皮
沒有﹁我﹂ 哪那裡來的爭？
要厚 心要黑 那個叫做厚黑學
無諍三昧啊！沒有﹁我﹂ 哪裡來的
︵笑︶ 臉皮厚 心要黑 叫做厚
爭？你跟人家爭什麼？所以 聽了師尊的
黑學 李宗吾寫的 你看︽厚黑
話而沒有實踐的 回去在吃醋的 在嫉妒
學︾之後就會覺得很好笑 做事三字訣﹁推 拖
的 或者在做一些傻事的 那是夢中在做傻事 都還沒
拉﹂
有到﹁無諍﹂這兩個字上 都不能夠用
我們學佛的人無諍三昧 精進！一定要精進的
如果你們學佛學到現在還在你爭我奪 爭名 爭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爭懶惰 連懶惰你也要爭 對不對？﹁你可以那麼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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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
於意云何？
如來昔在燃燈佛所，
於法㈲所得不？
不也，世尊！
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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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

いちば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我 愛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 西 班 牙 語 ： 我 愛 你 ︶ す ご い ︵ 厲
害︶
Bling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我們同修蓮花童子或者﹁蓮花童子護摩﹂都已經很
多次了 蓮花童子大家耳熟能詳 那就略過去不用再
講 我們先談一下 先講一下笑話 有一位朋友要請媽
祖的神像回家 因為坐飛機 那個朋友又是男的 如果
媽祖放在大腿上 怕對媽祖不敬 於是那朋友就幫媽祖
神像買了一個位子 他就把神像放在座位上 而且綁上
安全帶 一切準備就緒 就等著飛機起飛了 可是飛機
卻遲遲沒有起飛 當那個朋友不耐煩的時候 聽到空中
小姐的廣播 她是這樣子講的：﹁林默娘小姐 林默娘
小姐 聽到廣播 請快點登機 ﹂媽祖的俗名就叫林默
娘 祂是福建湄州的人 跟師尊是同一個福建 我講
過 我曾祖父是福建漳州范陽 祂是福建湄州莆田
再講第二個笑話 老師問小明：﹁小明 請問上帝
住在哪裡？﹂小明：﹁上帝住在廁所 ﹂老師很奇怪：

﹁為什麼？﹂小明就講：﹁因為每天早上 我聽見我爸
爸在敲廁所門的時候 常常這樣子講 ﹃上帝呀！你怎
麼還在裡面？﹄﹂
講第三個笑話 有一個探險家到亞馬遜去探險 一
不小心被食人族抓到了 但是探險家突然發現 這位食
人族的酋長不但會講英文 竟然還是劍橋大學畢業的
他那時候馬上鬆了一口氣 心想自己可能可以逃過這一
劫 他就問酋長：﹁想必你們族人教育必定提升了不
少 ﹂酋長回答：﹁是啊！因為我們現在吃人 都已經
開始用刀跟叉了 ﹂

答
雜誌

現在進入主題
問題一：加拿大弟子問的 有關灌頂及重新再
皈依的問題 一心頂禮師佛及師母 弟子請問
師佛：有同門告訴我 如果我犯了很重的罪 如破三昧
耶戒 我可以重新皈依 那重新皈依後 我以前所有的
灌頂就變成零 以前做完的四加行也是要從新開始 這
樣對嗎？恭請師佛為弟子解釋 謝謝 感恩
回答一：也就是說 她重新皈依以後 以前她做的
四加行 要不要重新做？還有以前所有的灌頂都變成
零？

Ｑ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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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
於意云何？
如來昔在燃燈佛所，
於法㈲所得不？
不也，世尊！
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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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

いちば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我 愛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 西 班 牙 語 ： 我 愛 你 ︶ す ご い ︵ 厲
害︶
Bling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我們同修蓮花童子或者﹁蓮花童子護摩﹂都已經很
多次了 蓮花童子大家耳熟能詳 那就略過去不用再
講 我們先談一下 先講一下笑話 有一位朋友要請媽
祖的神像回家 因為坐飛機 那個朋友又是男的 如果
媽祖放在大腿上 怕對媽祖不敬 於是那朋友就幫媽祖
神像買了一個位子 他就把神像放在座位上 而且綁上
安全帶 一切準備就緒 就等著飛機起飛了 可是飛機
卻遲遲沒有起飛 當那個朋友不耐煩的時候 聽到空中
小姐的廣播 她是這樣子講的：﹁林默娘小姐 林默娘
小姐 聽到廣播 請快點登機 ﹂媽祖的俗名就叫林默
娘 祂是福建湄州的人 跟師尊是同一個福建 我講
過 我曾祖父是福建漳州范陽 祂是福建湄州莆田
再講第二個笑話 老師問小明：﹁小明 請問上帝
住在哪裡？﹂小明：﹁上帝住在廁所 ﹂老師很奇怪：

﹁為什麼？﹂小明就講：﹁因為每天早上 我聽見我爸
爸在敲廁所門的時候 常常這樣子講 ﹃上帝呀！你怎
麼還在裡面？﹄﹂
講第三個笑話 有一個探險家到亞馬遜去探險 一
不小心被食人族抓到了 但是探險家突然發現 這位食
人族的酋長不但會講英文 竟然還是劍橋大學畢業的
他那時候馬上鬆了一口氣 心想自己可能可以逃過這一
劫 他就問酋長：﹁想必你們族人教育必定提升了不
少 ﹂酋長回答：﹁是啊！因為我們現在吃人 都已經
開始用刀跟叉了 ﹂

答
雜誌

現在進入主題
問題一：加拿大弟子問的 有關灌頂及重新再
皈依的問題 一心頂禮師佛及師母 弟子請問
師佛：有同門告訴我 如果我犯了很重的罪 如破三昧
耶戒 我可以重新皈依 那重新皈依後 我以前所有的
灌頂就變成零 以前做完的四加行也是要從新開始 這
樣對嗎？恭請師佛為弟子解釋 謝謝 感恩
回答一：也就是說 她重新皈依以後 以前她做的
四加行 要不要重新做？還有以前所有的灌頂都變成
零？

Ｑ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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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沒有回答 我問大家 她講的對不對？對的
舉手？沒有人 不對的舉手？也沒有人 那你們實在是
很聰明 什麼事情都叫你的師父擔 全部都要我回答
這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你們推給我 我就推給瑤池
金母！︵師尊笑︶我問一下瑤池金母 她講的對嗎？還
是不對？對的就講對 不對就講不對 ︵師尊請示︶奇
怪 瑤池金母怎麼這樣子回答？我是有一點疑惑？我問
一問釋迦牟尼佛 請佛陀指示：﹁重新再來 所有的灌
頂就變成零 以前做完的四加行要重新做嗎？﹂唉 怎
麼祂回答得跟瑤池金母不一樣？︵師尊笑︶
好啦 我知道祂們的意思了！重新皈依以後 你要
全部重新做 可以 也就是說 所有的灌頂重新再灌
可以 你重新皈依以後 你認為你的皈依還是有算 你
完成的四加行 也算做過了 也可以 這個意思就是
說 由你們自己每一個弟子做決定 你要重新再灌頂
go ahead 你不想重新再灌頂 你灌頂過了 重新再回
來 不用再灌頂 你做的四加行完成了也不用再做 go
ahead 兩個都可以 由你自己決定 由行者自己決
定
這回答就等於瑤池金母講重新再做 佛陀講不用重
新再做 只是你皈依了 佛陀意思是說 你已經皈依
了 以前做過的就全部再合起來 這是釋迦牟尼佛講
瑤池金母講 必須要重新再灌頂 再做 兩個人意見不
同 但是我給它折衷 釋迦牟尼佛講的也對 瑤池金母
講的也對 完全由你自己的心去裁決
因為這樣子回答 我不會得罪瑤池金母 也不會得

也是師尊免費的廣告 ︵師尊笑︶
﹁明白了無我之後 生活中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
到無我？八風吹來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不用對治！
我告訴你 不用去對治！對治就是有我 有我 有他才
要對治 不用對治 所謂無我 就是把自己當成死了！
你死了 還有我嗎？八風吹來的時候 死人還會起來抗
爭嗎？人家讚揚你的時候 你已經死了 你還會歡喜
嗎？還是樂得跳起來嗎？人家毀謗你的時候 你還心動
嗎？還要想要抗爭嗎？八風吹過來 死人一點影響都沒
有 它不會從墳墓裡面再爬出來 除非明天萬聖節
︵師尊笑︶
沒有了嘛 常常把這個死放在自己的心上 無論遇
到什麼事情 你就想：﹁我已經死了 還理你那麼多幹
什麼？﹂今天最大的遺憾 就是師尊沒有打瞌睡 我從
來不理大家的 為什麼不理大家？我上法座我就是要睡
覺 我在︿西雅圖雷藏寺﹀ 我上法座我就是要睡了
管你什麼看我不看我 我照樣打呼 我還想說我要蓋棉
被 還拜託給我一個枕頭 這個法座弄大一點 我可以
躺下來 我就是把自己當成沒有 這個就是無我啦
我管你看我是什麼？我要睡就睡 只是我今天沒有
睡！為什麼？因為下午睡太多 ︵師尊笑︶睡得太超過
了啦 我本來要醒過來 怎麼搞的 還是那麼喜歡睡？
我就繼續睡吧 已經醒過來三 四次了 結果還是躺下
來 最後勉強爬起來 洗一把臉還沒有醒 連穿褲子那
個腳都穿錯另外一腳 ︵師尊笑︶
這個就是無所謂 我告訴你 先學無所謂 無所
無所謂 無所謂 你無所謂就已經接近了﹁道﹂
謂

罪釋迦牟尼佛
美的安排

Ｑ

︵師尊笑︶兩邊都可以

一切都是最完

問題二：美國的弟子問的 弟子一心頂禮師佛！
弟子想請師佛慈悲開示如何修證無我？真佛弟子
明白了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
到無我？在八風吹來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請師佛慈悲
開示 弟子一心頂禮師佛
回答二：我們講︻金剛經︼裡面就提到││﹁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是四個偈
︻金剛經︼裡面很重要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這﹁無我相﹂ 如何去修證無我？﹁如何在生活中
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他問的問題是很大的
問題 一般來講 很難做到 每一個人大部分都是有我
執 有我 有你 有他 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八風吹來
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我告訴你 我不能跟你講很多
因為今天晚上還是要繼續講︻金剛經︼ 我在第二八七
本書 二八六本快要出版了吧？十一月十五日 二八六
會出版 書名叫︽靈異事件︾ 二八七我剛剛是昨天完
成 昨天寫好了 我裡面有寫了﹁無我相 無人相 無
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都有解釋 應該講起來 無
我 我在這個︻金剛經︼裡面也提到很多了 二八七就
是︽小雨與小詩︾ 那是二八七 昨天完成了 ﹁真佛
般若藏﹂它已經收到了這個稿子 現在已經在打字了
﹁真佛般若藏﹂ 請大家多多支持﹁真佛般若藏﹂ 這

很接近了 無我 就已經接近了﹁道﹂ 就已經近
﹁道﹂了 所以修行人沒有什麼叫做脾氣的 發脾氣？
發脾氣已經有我了啦 你發脾氣就已經有我了啦 人家
講一句話你就發火 那是凡夫俗子 人家講一句話你就
有反應 那叫凡夫俗子
無所謂 所以﹁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
常常想說自己已經死了 但是你還是 不是想死了 就
永遠死了 你就不做事了 開玩笑 你偷懶 不行 學
佛就是要精進 照樣 你要精進的修行 精進的對人很
恭敬 照樣你要布施 要做慈善 照樣這樣子 善的照
樣做 惡的不做 不是無惡不作 ︵師尊笑︶
心中還有火氣的人 注意了 把自己當作死了 什
麼都無所謂 這個才是八風吹不動 講一句毀謗的話你
馬上發火 講一句讚揚的話 你馬上又活起來 這不對
啊 這是凡夫俗子 我們修行人就是修到不動 不動是
什麼啊？死了就不動了 ︵師尊笑︶﹁在八風吹來的時
候應以何心態對治？﹂你已經沒有心了 還要用什麼心
去對治啊？死了就沒心了 不用對治 隨他去 這樣有
了解嗎？︵眾鼓掌︶
這個常常講：﹁哎呀 管它的啦 一切都會過去
一切都會過去的 管它的 隨意啦 隨便啦 怎樣都不
要緊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真佛宗﹀是興呢？
是旺呢？是死呢？是絕呢？跟我無關 ﹂所以人家問
我：﹁祢對︿真佛宗﹀將來有什麼期望啊？﹂那些記
還沒有到

到了再

者：﹁祢將來對︿真佛宗﹀有什麼期望啊？祢的四大志
業將來會怎麼樣啊？﹂將來歸將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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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沒有回答 我問大家 她講的對不對？對的
舉手？沒有人 不對的舉手？也沒有人 那你們實在是
很聰明 什麼事情都叫你的師父擔 全部都要我回答
這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你們推給我 我就推給瑤池
金母！︵師尊笑︶我問一下瑤池金母 她講的對嗎？還
是不對？對的就講對 不對就講不對 ︵師尊請示︶奇
怪 瑤池金母怎麼這樣子回答？我是有一點疑惑？我問
一問釋迦牟尼佛 請佛陀指示：﹁重新再來 所有的灌
頂就變成零 以前做完的四加行要重新做嗎？﹂唉 怎
麼祂回答得跟瑤池金母不一樣？︵師尊笑︶
好啦 我知道祂們的意思了！重新皈依以後 你要
全部重新做 可以 也就是說 所有的灌頂重新再灌
可以 你重新皈依以後 你認為你的皈依還是有算 你
完成的四加行 也算做過了 也可以 這個意思就是
說 由你們自己每一個弟子做決定 你要重新再灌頂
go ahead 你不想重新再灌頂 你灌頂過了 重新再回
來 不用再灌頂 你做的四加行完成了也不用再做 go
ahead 兩個都可以 由你自己決定 由行者自己決
定
這回答就等於瑤池金母講重新再做 佛陀講不用重
新再做 只是你皈依了 佛陀意思是說 你已經皈依
了 以前做過的就全部再合起來 這是釋迦牟尼佛講
瑤池金母講 必須要重新再灌頂 再做 兩個人意見不
同 但是我給它折衷 釋迦牟尼佛講的也對 瑤池金母
講的也對 完全由你自己的心去裁決
因為這樣子回答 我不會得罪瑤池金母 也不會得

也是師尊免費的廣告 ︵師尊笑︶
﹁明白了無我之後 生活中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
到無我？八風吹來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不用對治！
我告訴你 不用去對治！對治就是有我 有我 有他才
要對治 不用對治 所謂無我 就是把自己當成死了！
你死了 還有我嗎？八風吹來的時候 死人還會起來抗
爭嗎？人家讚揚你的時候 你已經死了 你還會歡喜
嗎？還是樂得跳起來嗎？人家毀謗你的時候 你還心動
嗎？還要想要抗爭嗎？八風吹過來 死人一點影響都沒
有 它不會從墳墓裡面再爬出來 除非明天萬聖節
︵師尊笑︶
沒有了嘛 常常把這個死放在自己的心上 無論遇
到什麼事情 你就想：﹁我已經死了 還理你那麼多幹
什麼？﹂今天最大的遺憾 就是師尊沒有打瞌睡 我從
來不理大家的 為什麼不理大家？我上法座我就是要睡
覺 我在︿西雅圖雷藏寺﹀ 我上法座我就是要睡了
管你什麼看我不看我 我照樣打呼 我還想說我要蓋棉
被 還拜託給我一個枕頭 這個法座弄大一點 我可以
躺下來 我就是把自己當成沒有 這個就是無我啦
我管你看我是什麼？我要睡就睡 只是我今天沒有
睡！為什麼？因為下午睡太多 ︵師尊笑︶睡得太超過
了啦 我本來要醒過來 怎麼搞的 還是那麼喜歡睡？
我就繼續睡吧 已經醒過來三 四次了 結果還是躺下
來 最後勉強爬起來 洗一把臉還沒有醒 連穿褲子那
個腳都穿錯另外一腳 ︵師尊笑︶
這個就是無所謂 我告訴你 先學無所謂 無所
無所謂 無所謂 你無所謂就已經接近了﹁道﹂
謂

罪釋迦牟尼佛
美的安排

Ｑ

︵師尊笑︶兩邊都可以

一切都是最完

問題二：美國的弟子問的 弟子一心頂禮師佛！
弟子想請師佛慈悲開示如何修證無我？真佛弟子
明白了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
到無我？在八風吹來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請師佛慈悲
開示 弟子一心頂禮師佛
回答二：我們講︻金剛經︼裡面就提到││﹁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是四個偈
︻金剛經︼裡面很重要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這﹁無我相﹂ 如何去修證無我？﹁如何在生活中
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他問的問題是很大的
問題 一般來講 很難做到 每一個人大部分都是有我
執 有我 有你 有他 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八風吹來
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我告訴你 我不能跟你講很多
因為今天晚上還是要繼續講︻金剛經︼ 我在第二八七
本書 二八六本快要出版了吧？十一月十五日 二八六
會出版 書名叫︽靈異事件︾ 二八七我剛剛是昨天完
成 昨天寫好了 我裡面有寫了﹁無我相 無人相 無
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都有解釋 應該講起來 無
我 我在這個︻金剛經︼裡面也提到很多了 二八七就
是︽小雨與小詩︾ 那是二八七 昨天完成了 ﹁真佛
般若藏﹂它已經收到了這個稿子 現在已經在打字了
﹁真佛般若藏﹂ 請大家多多支持﹁真佛般若藏﹂ 這

很接近了 無我 就已經接近了﹁道﹂ 就已經近
﹁道﹂了 所以修行人沒有什麼叫做脾氣的 發脾氣？
發脾氣已經有我了啦 你發脾氣就已經有我了啦 人家
講一句話你就發火 那是凡夫俗子 人家講一句話你就
有反應 那叫凡夫俗子
無所謂 所以﹁如何從零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
常常想說自己已經死了 但是你還是 不是想死了 就
永遠死了 你就不做事了 開玩笑 你偷懶 不行 學
佛就是要精進 照樣 你要精進的修行 精進的對人很
恭敬 照樣你要布施 要做慈善 照樣這樣子 善的照
樣做 惡的不做 不是無惡不作 ︵師尊笑︶
心中還有火氣的人 注意了 把自己當作死了 什
麼都無所謂 這個才是八風吹不動 講一句毀謗的話你
馬上發火 講一句讚揚的話 你馬上又活起來 這不對
啊 這是凡夫俗子 我們修行人就是修到不動 不動是
什麼啊？死了就不動了 ︵師尊笑︶﹁在八風吹來的時
候應以何心態對治？﹂你已經沒有心了 還要用什麼心
去對治啊？死了就沒心了 不用對治 隨他去 這樣有
了解嗎？︵眾鼓掌︶
這個常常講：﹁哎呀 管它的啦 一切都會過去
一切都會過去的 管它的 隨意啦 隨便啦 怎樣都不
要緊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真佛宗﹀是興呢？
是旺呢？是死呢？是絕呢？跟我無關 ﹂所以人家問
我：﹁祢對︿真佛宗﹀將來有什麼期望啊？﹂那些記
還沒有到

到了再

者：﹁祢將來對︿真佛宗﹀有什麼期望啊？祢的四大志
業將來會怎麼樣啊？﹂將來歸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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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就算到了 怎麼樣就怎麼樣 會不會啊？會不
會？要學這一點 無所謂！
有一個笑話 ﹁我想學一個樂器 哪一種樂器能
突顯一個人 又是古典又是非常清雅的氣質？但是最
好不要太複雜 我一學就會 能夠速成最好 ﹂音樂
老師回答：﹁那你就敲木魚吧！﹂︵笑︶敲木魚最簡
單
好 今天我們講︻金剛經︼了 ﹁莊嚴淨土分第
十﹂ 什麼是淨土？像西方極樂世界就是淨土 我們
常常講西方極樂世界 其實淨土很多 地藏王菩薩那
裡有翠微淨土 觀世音菩薩那裡有圓通淨土 阿彌陀
佛那裡就是西方淨土 藥師琉璃光王佛那裡有琉璃淨
土
什麼是淨土呢？聖人所居 聖賢的人到了那裡去
居住的地方 完全很清淨的地方 沒有苦只有樂 法
身佛在那裡 報身佛也在那裡 應身佛也在那裡
西方極樂世界還有一個﹁凡聖同居土﹂ 那是主
要是帶業往生 你還有業障 先到那裡去跟聖人一起
生活 受聖人的感染 你就變成聖人 那是凡聖同居
土
再來﹁方便有餘土﹂ 再上去就是﹁實報莊嚴
土﹂ 再上去就是﹁常寂光土﹂ 常寂光土就是法身
佛所居 實報莊嚴土是報身佛所居 再來呢 方便有
餘土是應身佛所居 所以法身佛 報身佛 應身佛都
是在淨土 還有聖賢所居的地方就叫淨土
什麼叫莊嚴呢？清淨就是莊嚴

沒有人講啊？又要推給我啊？講得圓滿 拿了就
走 二話不說 這個就是你的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去到
燃燈佛的地方 燃燈佛什麼都沒有交給祂？為什麼？祂
沒有得到什麼 為什麼？我今天就講這一句
好 蓮緒講 那是︻金剛經︼裡面講的 坐下
來！ 好 講 坐下！︵笑︶一定要圓滿 我告訴你
這個事情不講清楚 你們不懂得︻金剛經︼ 不能給
你 你講得是不錯 很好聽 我告訴你 啊？那電話裡
面要回答我的問題︵笑︶？不是喔？︵笑︶
我告訴大家喔！這個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到六祖
以後 要判斷你有沒有開悟 是以︻金剛經︼來斷定你
開悟了 你合了經的意思 就叫開悟；不合於經的意
思 不算開悟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講無所得？所有的聖
賢 不管你到哪裡去 你去追隨的師父 如果有所得的
話 那不算 那都不算的 不管你追隨哪一個師父 你
真的有所得的話 都不是真的得；真的得是什麼？是無
所得 真的得是無所得
釋迦牟尼佛當初開悟的時候講了一句話：﹁世上的
眾生皆有佛性 ﹂既然你已經有了佛性 你哪裡去得佛
性？不可能！你已經有佛性 燃燈佛難道把祂這個燈交
給你？傳燈？或者給你點上心燈？或者給你光明？不
是！你心裡 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所以︽指月錄︾
甚麼叫做︽指月錄︾？我只是用這個指頭指向月亮 什
麼意思？我一指 就是說﹁你已經有了佛性﹂ 佛性在
你身上 不必再來求我 你剛剛講無所求 沒錯 是無
所求 你只要見到了自己 看到自己的佛性：﹁燃燈佛
不能給我什麼 我無所得 ﹂這個意義在這裡喔！

這裡談到第十了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昔在燃燈佛所 於法有所得不？﹂這是釋迦牟尼佛
跟須菩提講的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
法實無所得 ﹂我就講這幾句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
得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當善慧童子的時候 拿著
耶輸陀羅給祂的蓮花去供養燃燈佛 祂在燃燈佛那裡
有得到什麼嗎？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如來在
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也就是說 釋迦牟尼佛
去到燃燈佛那裡學到了什麼東西嗎？實在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學到 須菩提回答的
好啦！﹁無所得﹂這三個字出來了 實無所得
誰能夠圓滿把﹁無所得﹂全部講出來的？為什麼﹁無
所得﹂？你能夠講出來 哈口氣啊 哈！︵師尊拿起
念珠︶你能夠講得圓滿 我這個念珠給你 大家都會
唸︻金剛經︼啊！你們超度的時候也在唸 你在做任
何一個法事都要唸︻金剛經︼啊！就這一句話 你給
我講得圓滿 我就給你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
得 ﹂無所得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去見了燃燈佛 什
麼也沒有得到？為什麼？你能夠回答圓滿 腦筋轉一
轉 馬上回答 這一條就是他的 你能夠回答﹁無所
得﹂ 你就有所得︵笑︶

聽清楚喔！你唸到這一句的話 要記得這一句 很
重要！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在燃燈佛所無所得？因為你自
己本身已經有了 不用來求我 我只是用一個指頭 指
月 你的佛性就在 只要你看見了那個月 就是看到自
己的佛性 你得到什麼？沒有！這個叫做無所得 這個
須菩提才能夠講得出來喔！須菩提：﹁不也 世尊！昔
在燃燈佛所 實無所得 ﹂
對不對？蓮緒啊 剛剛你講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笑︶沒錯！我就是叫你講得更圓滿 就是你的 對不
對？你只是把表面上講出來 但是內在的 本是我所
有 成佛也是我所有 我並不能從燃燈佛賜給我成佛
啊！成佛不是我賜你們的啊！你們將來成佛是自己成佛
啊！哪是我給你的？我給你什麼東西呢？我給你的就是
世俗的東西啊！這就是世俗的東西啊！我給你金剛杵
哎 我在燃燈佛所拿到一個金剛杵！我有所得？那不是
啊！那是世俗的東西啊 真正的東西就是佛性 你本來
就有了 你還有什麼得呢？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讀經 你要清楚 你們大家都會背︻金剛
經︼ 大家天天唸來唸去 背來背去 你不了解它當中
的經意在哪裡啊！今天這一句就是重點﹁實無所得﹂
你看嘛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
得 ﹂這個須菩提知道 但是這一句話如果不解釋 如
果不是我知道 我講給你們聽 你們就永遠不知道這一
句話到底是在講什麼？只知道無所得 ︻心經︼裡面講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無所得 你才會成為
一個菩薩
剛剛那位弟子問的﹁八風吹不動﹂ 其實八風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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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就算到了 怎麼樣就怎麼樣 會不會啊？會不
會？要學這一點 無所謂！
有一個笑話 ﹁我想學一個樂器 哪一種樂器能
突顯一個人 又是古典又是非常清雅的氣質？但是最
好不要太複雜 我一學就會 能夠速成最好 ﹂音樂
老師回答：﹁那你就敲木魚吧！﹂︵笑︶敲木魚最簡
單
好 今天我們講︻金剛經︼了 ﹁莊嚴淨土分第
十﹂ 什麼是淨土？像西方極樂世界就是淨土 我們
常常講西方極樂世界 其實淨土很多 地藏王菩薩那
裡有翠微淨土 觀世音菩薩那裡有圓通淨土 阿彌陀
佛那裡就是西方淨土 藥師琉璃光王佛那裡有琉璃淨
土
什麼是淨土呢？聖人所居 聖賢的人到了那裡去
居住的地方 完全很清淨的地方 沒有苦只有樂 法
身佛在那裡 報身佛也在那裡 應身佛也在那裡
西方極樂世界還有一個﹁凡聖同居土﹂ 那是主
要是帶業往生 你還有業障 先到那裡去跟聖人一起
生活 受聖人的感染 你就變成聖人 那是凡聖同居
土
再來﹁方便有餘土﹂ 再上去就是﹁實報莊嚴
土﹂ 再上去就是﹁常寂光土﹂ 常寂光土就是法身
佛所居 實報莊嚴土是報身佛所居 再來呢 方便有
餘土是應身佛所居 所以法身佛 報身佛 應身佛都
是在淨土 還有聖賢所居的地方就叫淨土
什麼叫莊嚴呢？清淨就是莊嚴

沒有人講啊？又要推給我啊？講得圓滿 拿了就
走 二話不說 這個就是你的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去到
燃燈佛的地方 燃燈佛什麼都沒有交給祂？為什麼？祂
沒有得到什麼 為什麼？我今天就講這一句
好 蓮緒講 那是︻金剛經︼裡面講的 坐下
來！ 好 講 坐下！︵笑︶一定要圓滿 我告訴你
這個事情不講清楚 你們不懂得︻金剛經︼ 不能給
你 你講得是不錯 很好聽 我告訴你 啊？那電話裡
面要回答我的問題︵笑︶？不是喔？︵笑︶
我告訴大家喔！這個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到六祖
以後 要判斷你有沒有開悟 是以︻金剛經︼來斷定你
開悟了 你合了經的意思 就叫開悟；不合於經的意
思 不算開悟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講無所得？所有的聖
賢 不管你到哪裡去 你去追隨的師父 如果有所得的
話 那不算 那都不算的 不管你追隨哪一個師父 你
真的有所得的話 都不是真的得；真的得是什麼？是無
所得 真的得是無所得
釋迦牟尼佛當初開悟的時候講了一句話：﹁世上的
眾生皆有佛性 ﹂既然你已經有了佛性 你哪裡去得佛
性？不可能！你已經有佛性 燃燈佛難道把祂這個燈交
給你？傳燈？或者給你點上心燈？或者給你光明？不
是！你心裡 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所以︽指月錄︾
甚麼叫做︽指月錄︾？我只是用這個指頭指向月亮 什
麼意思？我一指 就是說﹁你已經有了佛性﹂ 佛性在
你身上 不必再來求我 你剛剛講無所求 沒錯 是無
所求 你只要見到了自己 看到自己的佛性：﹁燃燈佛
不能給我什麼 我無所得 ﹂這個意義在這裡喔！

這裡談到第十了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昔在燃燈佛所 於法有所得不？﹂這是釋迦牟尼佛
跟須菩提講的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
法實無所得 ﹂我就講這幾句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
得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當善慧童子的時候 拿著
耶輸陀羅給祂的蓮花去供養燃燈佛 祂在燃燈佛那裡
有得到什麼嗎？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尊！如來在
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也就是說 釋迦牟尼佛
去到燃燈佛那裡學到了什麼東西嗎？實在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學到 須菩提回答的
好啦！﹁無所得﹂這三個字出來了 實無所得
誰能夠圓滿把﹁無所得﹂全部講出來的？為什麼﹁無
所得﹂？你能夠講出來 哈口氣啊 哈！︵師尊拿起
念珠︶你能夠講得圓滿 我這個念珠給你 大家都會
唸︻金剛經︼啊！你們超度的時候也在唸 你在做任
何一個法事都要唸︻金剛經︼啊！就這一句話 你給
我講得圓滿 我就給你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
得 ﹂無所得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去見了燃燈佛 什
麼也沒有得到？為什麼？你能夠回答圓滿 腦筋轉一
轉 馬上回答 這一條就是他的 你能夠回答﹁無所
得﹂ 你就有所得︵笑︶

聽清楚喔！你唸到這一句的話 要記得這一句 很
重要！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在燃燈佛所無所得？因為你自
己本身已經有了 不用來求我 我只是用一個指頭 指
月 你的佛性就在 只要你看見了那個月 就是看到自
己的佛性 你得到什麼？沒有！這個叫做無所得 這個
須菩提才能夠講得出來喔！須菩提：﹁不也 世尊！昔
在燃燈佛所 實無所得 ﹂
對不對？蓮緒啊 剛剛你講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笑︶沒錯！我就是叫你講得更圓滿 就是你的 對不
對？你只是把表面上講出來 但是內在的 本是我所
有 成佛也是我所有 我並不能從燃燈佛賜給我成佛
啊！成佛不是我賜你們的啊！你們將來成佛是自己成佛
啊！哪是我給你的？我給你什麼東西呢？我給你的就是
世俗的東西啊！這就是世俗的東西啊！我給你金剛杵
哎 我在燃燈佛所拿到一個金剛杵！我有所得？那不是
啊！那是世俗的東西啊 真正的東西就是佛性 你本來
就有了 你還有什麼得呢？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讀經 你要清楚 你們大家都會背︻金剛
經︼ 大家天天唸來唸去 背來背去 你不了解它當中
的經意在哪裡啊！今天這一句就是重點﹁實無所得﹂
你看嘛 ﹁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
得 ﹂這個須菩提知道 但是這一句話如果不解釋 如
果不是我知道 我講給你們聽 你們就永遠不知道這一
句話到底是在講什麼？只知道無所得 ︻心經︼裡面講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因為無所得 你才會成為
一個菩薩
剛剛那位弟子問的﹁八風吹不動﹂ 其實八風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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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是一個修行的過程 最重要的﹁無生法忍﹂ 你能
夠修行到﹁無生法忍﹂這個果位 八風根本吹不動
要懂得啊 我們不管讀經也好 學佛也好 要懂得
經意 一般師父對這個只是 就像蓮緒說法 蓮緒剛剛
說了一個法：﹁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
不可得 都是不可得的﹂師父就是只能夠這樣子講 但
是他不知道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去到燃燈佛那裡去學習
祂出來以後 祂就沒有得到什麼
禪宗有一個祖師到了祂的師父那裡去學 回來的時
候 很多人問祂：﹁你從師父那裡得了什麼？﹂祂講：
﹁我終於得到了 ﹂﹁得到什麼？﹂﹁我知道了 ﹂
﹁知道什麼？﹂﹁眼睛是橫的 鼻子是直的 ﹂哎這個
誰也會啊！眼睛是橫的 鼻子是直的 其實祂講說：
﹁我得到眼睛是橫的 鼻子是直的 ﹂這意思就是講說
﹁我根本無所得﹂
所以 其實成佛是自己成佛 不是師父給你的 我
只是指月 我的手指頭去指那個月亮 你看著 那是月
亮 就是這樣
老師跟大家講：﹁大家都準備好萬聖節怎麼裝扮了
嗎？﹂小明回答：﹁老師 妳不用裝扮 因為妳卸妝以
後 都不用裝扮妳就像 ﹂老師叫他：﹁滾出去 ﹂
︵笑︶
有一個媽媽帶著四歲的兒子到超級市場 進入超市
以後 媽媽就抽掉了兒子的褲帶 現場的工作人員就
問：﹁妳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媽媽回答：﹁他的兩
隻手忙著提著褲子 就無法到處亂抓東西 ﹂這個是媽
媽的智慧

我告訴你 釋迦牟尼佛講的佛法都是非常有智慧
的 都是最高的佛慧 ︻金剛經︼是很高超的如來的智
慧 不是一般世俗人可以知道的 像︻心經︼大家都會
背 ︻心經︼很短 最短的經典就是︻心經︼了 我講
了 ︻大般若經︼的濃縮就是
︻金剛經︼ ︻金剛經︼的濃
縮就是︻心經︼ 精華都是在
莊 嚴淨土
︻心經︼跟︻金剛經︼ ︻大
般若經︼ 這是如來的智慧
錦 上添花
如果你真的悟了 真的開
徒 勞任算 沙！
悟了 任何一本經典拿來一
看 一目了然；你沒有開悟
燃 燈昔日
每一本經典都是你的障礙 不
授 記無差
要說你會背︻心經︼ 你會背
︻金剛經︼ 你天天唸︻金剛
因 風吹火
經︼ 不如六祖惠能聽了一句
話﹁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祂
末 後拈花
這句話聽到了 馬上祂就有悟
誰 人會得
境
今天師尊講了一句話而已
迦 葉便笑 他！
喔！﹁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
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這
一句話 就是我今天講的要
點 重點 你自己有 絕對不
是向外去求來的 所以你是無所得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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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就是這樣
老師跟大家講：﹁大家都準備好萬聖節怎麼裝扮了
嗎？﹂小明回答：﹁老師 妳不用裝扮 因為妳卸妝以
後 都不用裝扮妳就像 ﹂老師叫他：﹁滾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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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 媽媽就抽掉了兒子的褲帶 現場的工作人員就
問：﹁妳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媽媽回答：﹁他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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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 釋迦牟尼佛講的佛法都是非常有智慧
的 都是最高的佛慧 ︻金剛經︼是很高超的如來的智
慧 不是一般世俗人可以知道的 像︻心經︼大家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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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上添花
如果你真的悟了 真的開
徒 勞任算 沙！
悟了 任何一本經典拿來一
看 一目了然；你沒有開悟
燃 燈昔日
每一本經典都是你的障礙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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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不如六祖惠能聽了一句
話﹁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祂
末 後拈花
這句話聽到了 馬上祂就有悟
誰 人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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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師尊講了一句話而已
迦 葉便笑 他！
喔！﹁不也 世尊！如來在燃
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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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莊嚴淨土分第十
須菩提！
於意云何？
菩薩莊嚴佛㈯不？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莊嚴佛㈯者，
即非莊嚴，
是㈴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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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
聖不動明王﹂及八大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午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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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にち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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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你好︶
現在先通知大家 這個禮拜已經過去了 這個月就過
去了 下個禮拜天是十一月七日 十一月七日下午三點是
﹁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 一向我們每一次做到大隨求菩
薩護摩法會的時候 是最多人 也就是﹁大隨求菩薩護摩
法會﹂的時候 是最多人主祈的一尊 大隨求 為什麼會
最多人主祈呢？因為祂是最大的讓你求願的菩薩 而且是
隨求隨應 你求什麼 祂就感應什麼 所以最多人主祈
的 既然是最多人主祈的 那我就不多介紹
﹁嗡 摩訶鉢拉底 薩落 梭哈 ﹂祂的咒語 祂的
手印就是梵篋印 大家以為是tomato 其實不是tomato
祂的印就是梵篋印 那個字︵篋︶讀做﹁茄﹂嗎？梵篋
印 總之跟﹁番茄﹂差不多啦 祂能夠說祂是隨求隨應的
菩薩 那就是很大 很偉大的菩薩 歡迎參與這尊菩薩的
護摩
今天我們做不動明王的護摩 其實這一尊的來頭是最

大的 祂是中央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的忿怒尊 在東密的
所有的忿怒明王 這一尊是最大的 我記得這一尊初傳法
的時候是在舊金山 那個時候的感應是什麼樣子呢？這一
尊在講法的時候 在樹林當中一個很空曠的一個地方 所
有的烏鴉 虛空中的所有烏鴉全部降在樹林上面 而且在
傳法的時候不停地叫﹁阿 阿
﹂ 烏鴉的叫聲 在傳
這個法時候 所有的烏鴉全部下降 全部一起叫 不但是
在這個樹林中叫 而且整個從樹叢裡面飛下來 飛到地
上 把這個傳法的地方團團圍住 拼命地叫個不停
烏鴉象徵什麼？就是火鴉 烏鴉就是火鴉 火鴉是
什麼？不動明王周邊的火 很多的火 不動明王那一尊祂
周邊全部都是火 廣東話﹁火鴉﹂叫什麼？︵弟子：﹁火
阿﹂ ︶那是在舊金山傳法的時候 而且我的前面放著一
尊不動明王 祂手上拿著劍 那個劍跳三次 那個劍自己
飛出來 沒有人動它 那個劍從祂的手上飛出來 飛出來
掉出去 飛出來第二次又掉出去 把它弄好又把放回去
它又掉出去 弄好又掉出去 連續三次
你們有參加那個﹁不動明王傳法﹂的 舉手 有幾
個人？舉高一點 手舉高一點 一 二 三 這邊好像有
三個 那邊呢？那邊兩個 怎麼那麼多人現在剩下五個？
對啊 那個不動明王的劍自己跳出來 連續跳三次耶 可
見這一尊不動明王有多威猛
不動明王所講的話││
﹁見我身者發菩提心﹂ 你看到祂就馬上發菩提心
﹁聞我名者斷惡修善﹂ 聽到祂的名字就斷掉所有的惡
修善
﹁聞我說者得大智慧﹂ 聽祂說法的就得到大智慧
雜誌

35
3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燃燈雜誌 整理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不動明王護摩
彩虹雷藏寺
開示∕
文字∕
圖片∕
法會∕
地點∕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2021 Seattle U.S.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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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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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意云何？
菩薩莊嚴佛㈯不？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莊嚴佛㈯者，
即非莊嚴，
是㈴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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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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
聖不動明王﹂及八大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午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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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にち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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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你好︶
現在先通知大家 這個禮拜已經過去了 這個月就過
去了 下個禮拜天是十一月七日 十一月七日下午三點是
﹁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 一向我們每一次做到大隨求菩
薩護摩法會的時候 是最多人 也就是﹁大隨求菩薩護摩
法會﹂的時候 是最多人主祈的一尊 大隨求 為什麼會
最多人主祈呢？因為祂是最大的讓你求願的菩薩 而且是
隨求隨應 你求什麼 祂就感應什麼 所以最多人主祈
的 既然是最多人主祈的 那我就不多介紹
﹁嗡 摩訶鉢拉底 薩落 梭哈 ﹂祂的咒語 祂的
手印就是梵篋印 大家以為是tomato 其實不是tomato
祂的印就是梵篋印 那個字︵篋︶讀做﹁茄﹂嗎？梵篋
印 總之跟﹁番茄﹂差不多啦 祂能夠說祂是隨求隨應的
菩薩 那就是很大 很偉大的菩薩 歡迎參與這尊菩薩的
護摩
今天我們做不動明王的護摩 其實這一尊的來頭是最

大的 祂是中央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的忿怒尊 在東密的
所有的忿怒明王 這一尊是最大的 我記得這一尊初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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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出去 飛出來第二次又掉出去 把它弄好又把放回去
它又掉出去 弄好又掉出去 連續三次
你們有參加那個﹁不動明王傳法﹂的 舉手 有幾
個人？舉高一點 手舉高一點 一 二 三 這邊好像有
三個 那邊呢？那邊兩個 怎麼那麼多人現在剩下五個？
對啊 那個不動明王的劍自己跳出來 連續跳三次耶 可
見這一尊不動明王有多威猛
不動明王所講的話││
﹁見我身者發菩提心﹂ 你看到祂就馬上發菩提心
﹁聞我名者斷惡修善﹂ 聽到祂的名字就斷掉所有的惡
修善
﹁聞我說者得大智慧﹂ 聽祂說法的就得到大智慧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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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心者即身成佛﹂ 知道不動明王的心的 即身成
佛
沒有一尊明王敢這樣子講的 只有不動明王 見我
身者發菩提心 你如果在禪定裡面見到不動明王 那真的
發菩提心了 你聽到祂的名字 喊祂是不動明王的時候
一切惡斷掉 修一切善 聞我說者得大智慧 你如果在禪
定裡面見到不動明王 聽祂說法 你就得到大智慧啊 知
我心者即身成佛 你了解不動明王的心 你就可以即身成
佛 這一尊是師尊本身的護法本尊 非常威猛的
祂有幾個手印 大家知道的 ︵師尊示範︶這個手
印 劍篋印 還有四縱五橫印 四縱五橫：﹁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就是﹃九字真言﹄的主
文 ﹁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四縱五
橫印 祂的手印
︵慧君上師：師尊 剛剛法會前現的五彩雲非常明
顯 天垂異象 ︶
在日本有五色不動明王 五色不動明王 是因為在
日本幕府時代有一個和尚他修﹁不動明王法﹂ 為了保護
自己的城 他在城的五個方位 中央 東 南 西 北
各有一尊不動明王 五種顏色的臉 五種顏色的身 五色
不動明王 修這個法能夠保護整個城池 修五色不動明王
法甚至可以保護一個國家 是可以保護的 有護法的作
用 所以在日本的古代有五色不動明王的修持法 將來會
傳
五色不動明王的修持法是五尊的不動明王 所以剛
剛慧君上師講 剛剛在虛空中有出現五彩的雲 那是五色
不動明王 將來會傳這個法的 有照片為證啊 在螢幕

見我身者
發菩提心
聞我名者
斷惡修善
聞我說者
得大智慧
知我心者
即身成佛

上 ︵螢幕投影出照片︶那個不是 那個是傘蓋雲 能照
出來嗎？︵聖尊展示手機中的照片 螢幕上亦同步播放︶
五種彩色的雲 也是在那個底下 但是在手機上的五種彩
色比較清楚
有一個病患問醫生：﹁醫生 你有什麼妙藥可以治
好我的夢遊症？﹂醫生回答：﹁我這裡有一個裝有特殊東
西的盒子 可以治好你的病 你每天上床以後呢 就把盒
子的東西撒到你的床的周圍 ﹂病患就講：﹁盒子裡是什
麼東西？﹂醫生回答：﹁圖釘﹂ 這個也是很妙方 你夢
遊症 這一撒保證你不會夢遊
有一個喝酒醉的人 手裡拿著酒瓶搖搖晃晃地撞到
一個行人身上 行人很不高興地講：﹁你沒有眼睛嗎？怎
麼看不見人 ﹂這個醉漢回答：﹁剛好相反 我把你看成
兩個人 我是想從兩個人當中的中間走過去 ﹂
這裡有一個上天堂的笑話 在天堂的門口 有三個
人在排隊等著進入 聖彼得︵Saint Peter︶問他們：
﹁在進入天堂之前 你們希望聽到參加葬禮的人說些什
麼？﹂
第一個人講：﹁我是一個醫生 我希望有人講：
﹃他是一個偉大的醫生 他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第二
個人講：﹁我是一個老師 我希望人家講：﹃他這個老師
太好了 他教會我們如何做人 ﹄﹂第三個人講：﹁我聽
了前面兩個人的話非常感動 不過我希望有人叫：﹃看！
這個人在動 他又活起來了！﹄﹂是遺願 上天堂
我好像記得有一個上天堂的笑話 有三個人在上帝
面前 上帝就說：﹁你們三個都死啦 現在要上天堂啦
你們老實講你們的一生當中的過錯 ﹂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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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心者即身成佛﹂ 知道不動明王的心的 即身成
佛
沒有一尊明王敢這樣子講的 只有不動明王 見我
身者發菩提心 你如果在禪定裡面見到不動明王 那真的
發菩提心了 你聽到祂的名字 喊祂是不動明王的時候
一切惡斷掉 修一切善 聞我說者得大智慧 你如果在禪
定裡面見到不動明王 聽祂說法 你就得到大智慧啊 知
我心者即身成佛 你了解不動明王的心 你就可以即身成
佛 這一尊是師尊本身的護法本尊 非常威猛的
祂有幾個手印 大家知道的 ︵師尊示範︶這個手
印 劍篋印 還有四縱五橫印 四縱五橫：﹁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就是﹃九字真言﹄的主
文 ﹁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 四縱五
橫印 祂的手印
︵慧君上師：師尊 剛剛法會前現的五彩雲非常明
顯 天垂異象 ︶
在日本有五色不動明王 五色不動明王 是因為在
日本幕府時代有一個和尚他修﹁不動明王法﹂ 為了保護
自己的城 他在城的五個方位 中央 東 南 西 北
各有一尊不動明王 五種顏色的臉 五種顏色的身 五色
不動明王 修這個法能夠保護整個城池 修五色不動明王
法甚至可以保護一個國家 是可以保護的 有護法的作
用 所以在日本的古代有五色不動明王的修持法 將來會
傳
五色不動明王的修持法是五尊的不動明王 所以剛
剛慧君上師講 剛剛在虛空中有出現五彩的雲 那是五色
不動明王 將來會傳這個法的 有照片為證啊 在螢幕

見我身者
發菩提心
聞我名者
斷惡修善
聞我說者
得大智慧
知我心者
即身成佛

上 ︵螢幕投影出照片︶那個不是 那個是傘蓋雲 能照
出來嗎？︵聖尊展示手機中的照片 螢幕上亦同步播放︶
五種彩色的雲 也是在那個底下 但是在手機上的五種彩
色比較清楚
有一個病患問醫生：﹁醫生 你有什麼妙藥可以治
好我的夢遊症？﹂醫生回答：﹁我這裡有一個裝有特殊東
西的盒子 可以治好你的病 你每天上床以後呢 就把盒
子的東西撒到你的床的周圍 ﹂病患就講：﹁盒子裡是什
麼東西？﹂醫生回答：﹁圖釘﹂ 這個也是很妙方 你夢
遊症 這一撒保證你不會夢遊
有一個喝酒醉的人 手裡拿著酒瓶搖搖晃晃地撞到
一個行人身上 行人很不高興地講：﹁你沒有眼睛嗎？怎
麼看不見人 ﹂這個醉漢回答：﹁剛好相反 我把你看成
兩個人 我是想從兩個人當中的中間走過去 ﹂
這裡有一個上天堂的笑話 在天堂的門口 有三個
人在排隊等著進入 聖彼得︵Saint Peter︶問他們：
﹁在進入天堂之前 你們希望聽到參加葬禮的人說些什
麼？﹂
第一個人講：﹁我是一個醫生 我希望有人講：
﹃他是一個偉大的醫生 他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第二
個人講：﹁我是一個老師 我希望人家講：﹃他這個老師
太好了 他教會我們如何做人 ﹄﹂第三個人講：﹁我聽
了前面兩個人的話非常感動 不過我希望有人叫：﹃看！
這個人在動 他又活起來了！﹄﹂是遺願 上天堂
我好像記得有一個上天堂的笑話 有三個人在上帝
面前 上帝就說：﹁你們三個都死啦 現在要上天堂啦
你們老實講你們的一生當中的過錯 ﹂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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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就講了：﹁我一生犯了很多的過錯 我出軌
無數次 沒有辦法數的 ﹂上帝說：﹁你也是很誠實
啦 讓你上天堂 給你一部腳踏車 慢慢踩就上天
堂 ﹂
第二個人講：﹁我這一生沒有什麼過錯 只有一次
出軌 ﹂上帝說：﹁你也是蠻老實的 沒有錯 你有一
次出軌 好吧！給你一部重型機車哈雷機車 你就騎著
摩托車上天堂 ﹂
第三個講：﹁我完全都沒有錯 連一次出軌都沒
有 ﹂上帝說：﹁你真的實在是太老實了 太標準了
給你一部 Mercedes-Benz 你就開著 Mercedes-Benz上天
堂 ﹂
三個人一起出發了 不久騎腳踏車的跟騎摩托車的
都到了一個地方 看到開Benz的那個人坐在一個岩石
上 在那邊哭
他們說：﹁你有Mercedes-Benz開 你還哭什麼啊？
這部車是最好的 你還哭什麼呢？﹂
他說：﹁我不是哭我自己 是我看到我的太太 ﹂
﹁那你太太怎麼了？﹂
﹁她用走路的上天堂 ﹂
好啦 今天日子很重要 不能講太多笑話 現在進
入﹁你問我答﹂

QA＆

問題二：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弟子看到網上有
一則劉伯溫著作的︽燒餅歌︾裡寫的一則是 帝
曰：﹁末後道何人傳？﹂溫曰：﹁有詩為證 不相僧來
不相道 頭戴四兩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
元頭教 ﹂佛教 道教和密教頭戴羊絨帽︵西藏上師的
帽很多都是羊毛絨的︶ 在網上盛傳而總結的東方聖
人 基本特徵是東方聖人是靠理論 這個聖人的出現
不是來管理國家的 而是為了把人們的思想水平提高到
一個更高的層次上 他的出現是世界的福音 師尊所著
作出版的書已經超越了很多了 以上的種種可否請師尊
開示解說？頂禮膜拜師尊的偉大
回答二：好啦！﹁不相僧來不相道﹂這是劉伯溫
︽燒餅歌︾裡面寫的 他是看網路的 ︽燒餅歌︾裡面
有﹁不相僧來不相道﹂ 師尊學的不只是不相道 也不

Ｑ

對？難道這一條魚是有修行或者是神魚 牠可以替代
你 牠懂得﹁替代法﹂？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所以應
該講起來是巧合
你心中仍然過意不去 你並沒有殺他啊！請問這算
是殺生嗎？牠自己自然死掉的 不算是殺生 牠如果自
然死掉的 不算是殺生 如果你是養魚 養了以後拿去
賣 那個算是殺生 賣給人家殺 那是殺生 或者你養
魚自己賣 自己殺 自己賣 那當然是殺生啊
所以 因為不了解你到底是魚塭的魚 還是池塘的
魚 還是你家院子裡面的魚 還是魚缸的魚？有好多
種 下次再問的話 寫清楚一點 就會給你回答得很清
楚 不過 無論你養什麼魚 每天都要唸﹃往生咒﹄

答

Ｑ

問題一：台灣弟子問的 敬愛的師尊佛安 弟子
很喜歡養魚 已養魚數十年 但有時候會遇到養
的魚死掉 雖然弟子會唸﹃往生咒﹄為其超度 但心中
仍然過意不去 請問這算是殺生嗎？另外想再請教 弟
子曾經遇過自己生病時 剛好養的魚死掉 之後弟子的
病就好很多 請問這是一種替代嗎？再請師尊慈悲賜
教 感謝
回答一：他喜歡養魚 已經養魚數十年 會遇到養
的魚死掉 他沒有寫他是做魚塭的？魚塭就是專門養魚
嘛 對不對 很大的很多的魚塭的魚 還是她是養池塘
的魚？魚塭最大 再來就是池塘的魚 再來就是魚缸
小魚缸 喜歡養魚 說不定放在魚缸裡面
你到底是魚塭還是池塘還是魚缸？他喜歡養魚 他
也沒有講清楚 他是養金魚還是養鯉魚？還是養給人家
吃的魚？喜歡養魚 養魚已經數十年 遇到養的魚死
掉 如果是魚塭或池塘 那個死掉的魚有時候是很多
的 如果是養在那個魚缸 你自己的魚缸的 那死的魚
當然比較少
我認為是這樣子 我個人常常這樣子跟人家講 你
會唸﹃往生咒﹄ 你既然養魚 或者是你的寵物只有養
一條龍魚 是龍魚吧？紅龍 那麼你就唸﹃往生咒﹄就
可以 唸﹃往生咒﹄唸多一點 喜歡養魚的話 或者是
不管你喜歡養什麼 你多唸﹃往生咒﹄幫牠超度 觀想
魚到佛國淨土 加上一個觀想就可以了
你自己遇到生病 剛好養的魚死掉 之後弟子的病
就好多了 難道這個魚有修行嗎？牠能夠替代妳嗎？牠
是神魚嗎？這個魚就死掉了 那你的病就好了 這不太
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講是湊巧吧 剛好吧 對不

相僧 是僧道都合的 我以前是道 瑤池金母是道 釋
迦牟尼佛是僧 佛陀是僧 瑤池金母是道 僧道都合
﹁頭戴四兩羊絨帽﹂ 所謂羊絨帽 西藏上師的帽
Tibetan Tantra 我 經 常 這 樣 子 介 紹 ： ﹁ My name is
Sheng-yen Lu, I born in Taiwan, but now in Seattle.
Seattle have two temples, one temple in Redmond,
one temple in North Bend. Seattle Lei Tsang Temple
and Rainbow Lei Tsang Temple, Have the two temples.
I teach the Buddhism. Because I studied Tibetan
tantra, so I teach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頭戴
四兩羊絨帽 師尊學的是西藏密宗 對不對啊？但是我
也禮拜瑤池金母啊！所以老夫啊 學佛 學道 我以前
是花蓮︿石壁部堂﹀的道長
再來呢 ﹁真佛不在寺院內﹂ 真佛 就是︿真佛
宗﹀的﹁真佛﹂喔 真佛不在寺院內 也對啊！︿西雅
圖雷藏寺﹀的住持是德輝上師啊 他是在僧院裡面的
當頭的；︿彩虹雷藏寺﹀的住持現在是蓮彥上師啊 對
不對？她是住在寺院裡面的頭啊 師尊什麼都不是啊！
我是在寺院外面的 ︿台灣雷藏寺﹀最大啦！對不對？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寺就是︿台灣雷藏寺﹀啦 住持呢？
蓮哲上師 他是住在寺院裡面的 我也不住在寺院裡面
的 我是住在哪裡啊？住﹁南山雅舍﹂ My home﹁南山
雅舍﹂︵笑︶ 我並沒有住在寺院裡面啊 真佛不在寺
院內 我沒有住在寺院裡面嘛 而且我們的宗派就剛好
是︿真佛宗﹀
﹁他掌彌勒元頭教﹂ 彌勒菩薩 我們知道三個
過去佛是燃燈佛 現在佛是釋迦牟尼佛 未來佛是
佛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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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就講了：﹁我一生犯了很多的過錯 我出軌
無數次 沒有辦法數的 ﹂上帝說：﹁你也是很誠實
啦 讓你上天堂 給你一部腳踏車 慢慢踩就上天
堂 ﹂
第二個人講：﹁我這一生沒有什麼過錯 只有一次
出軌 ﹂上帝說：﹁你也是蠻老實的 沒有錯 你有一
次出軌 好吧！給你一部重型機車哈雷機車 你就騎著
摩托車上天堂 ﹂
第三個講：﹁我完全都沒有錯 連一次出軌都沒
有 ﹂上帝說：﹁你真的實在是太老實了 太標準了
給你一部 Mercedes-Benz 你就開著 Mercedes-Benz上天
堂 ﹂
三個人一起出發了 不久騎腳踏車的跟騎摩托車的
都到了一個地方 看到開Benz的那個人坐在一個岩石
上 在那邊哭
他們說：﹁你有Mercedes-Benz開 你還哭什麼啊？
這部車是最好的 你還哭什麼呢？﹂
他說：﹁我不是哭我自己 是我看到我的太太 ﹂
﹁那你太太怎麼了？﹂
﹁她用走路的上天堂 ﹂
好啦 今天日子很重要 不能講太多笑話 現在進
入﹁你問我答﹂

QA＆

問題二：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弟子看到網上有
一則劉伯溫著作的︽燒餅歌︾裡寫的一則是 帝
曰：﹁末後道何人傳？﹂溫曰：﹁有詩為證 不相僧來
不相道 頭戴四兩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
元頭教 ﹂佛教 道教和密教頭戴羊絨帽︵西藏上師的
帽很多都是羊毛絨的︶ 在網上盛傳而總結的東方聖
人 基本特徵是東方聖人是靠理論 這個聖人的出現
不是來管理國家的 而是為了把人們的思想水平提高到
一個更高的層次上 他的出現是世界的福音 師尊所著
作出版的書已經超越了很多了 以上的種種可否請師尊
開示解說？頂禮膜拜師尊的偉大
回答二：好啦！﹁不相僧來不相道﹂這是劉伯溫
︽燒餅歌︾裡面寫的 他是看網路的 ︽燒餅歌︾裡面
有﹁不相僧來不相道﹂ 師尊學的不只是不相道 也不

Ｑ

對？難道這一條魚是有修行或者是神魚 牠可以替代
你 牠懂得﹁替代法﹂？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所以應
該講起來是巧合
你心中仍然過意不去 你並沒有殺他啊！請問這算
是殺生嗎？牠自己自然死掉的 不算是殺生 牠如果自
然死掉的 不算是殺生 如果你是養魚 養了以後拿去
賣 那個算是殺生 賣給人家殺 那是殺生 或者你養
魚自己賣 自己殺 自己賣 那當然是殺生啊
所以 因為不了解你到底是魚塭的魚 還是池塘的
魚 還是你家院子裡面的魚 還是魚缸的魚？有好多
種 下次再問的話 寫清楚一點 就會給你回答得很清
楚 不過 無論你養什麼魚 每天都要唸﹃往生咒﹄

答

Ｑ

問題一：台灣弟子問的 敬愛的師尊佛安 弟子
很喜歡養魚 已養魚數十年 但有時候會遇到養
的魚死掉 雖然弟子會唸﹃往生咒﹄為其超度 但心中
仍然過意不去 請問這算是殺生嗎？另外想再請教 弟
子曾經遇過自己生病時 剛好養的魚死掉 之後弟子的
病就好很多 請問這是一種替代嗎？再請師尊慈悲賜
教 感謝
回答一：他喜歡養魚 已經養魚數十年 會遇到養
的魚死掉 他沒有寫他是做魚塭的？魚塭就是專門養魚
嘛 對不對 很大的很多的魚塭的魚 還是她是養池塘
的魚？魚塭最大 再來就是池塘的魚 再來就是魚缸
小魚缸 喜歡養魚 說不定放在魚缸裡面
你到底是魚塭還是池塘還是魚缸？他喜歡養魚 他
也沒有講清楚 他是養金魚還是養鯉魚？還是養給人家
吃的魚？喜歡養魚 養魚已經數十年 遇到養的魚死
掉 如果是魚塭或池塘 那個死掉的魚有時候是很多
的 如果是養在那個魚缸 你自己的魚缸的 那死的魚
當然比較少
我認為是這樣子 我個人常常這樣子跟人家講 你
會唸﹃往生咒﹄ 你既然養魚 或者是你的寵物只有養
一條龍魚 是龍魚吧？紅龍 那麼你就唸﹃往生咒﹄就
可以 唸﹃往生咒﹄唸多一點 喜歡養魚的話 或者是
不管你喜歡養什麼 你多唸﹃往生咒﹄幫牠超度 觀想
魚到佛國淨土 加上一個觀想就可以了
你自己遇到生病 剛好養的魚死掉 之後弟子的病
就好多了 難道這個魚有修行嗎？牠能夠替代妳嗎？牠
是神魚嗎？這個魚就死掉了 那你的病就好了 這不太
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講是湊巧吧 剛好吧 對不

相僧 是僧道都合的 我以前是道 瑤池金母是道 釋
迦牟尼佛是僧 佛陀是僧 瑤池金母是道 僧道都合
﹁頭戴四兩羊絨帽﹂ 所謂羊絨帽 西藏上師的帽
Tibetan Tantra 我 經 常 這 樣 子 介 紹 ： ﹁ My name is
Sheng-yen Lu, I born in Taiwan, but now in Seattle.
Seattle have two temples, one temple in Redmond,
one temple in North Bend. Seattle Lei Tsang Temple
and Rainbow Lei Tsang Temple, Have the two temples.
I teach the Buddhism. Because I studied Tibetan
tantra, so I teach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頭戴
四兩羊絨帽 師尊學的是西藏密宗 對不對啊？但是我
也禮拜瑤池金母啊！所以老夫啊 學佛 學道 我以前
是花蓮︿石壁部堂﹀的道長
再來呢 ﹁真佛不在寺院內﹂ 真佛 就是︿真佛
宗﹀的﹁真佛﹂喔 真佛不在寺院內 也對啊！︿西雅
圖雷藏寺﹀的住持是德輝上師啊 他是在僧院裡面的
當頭的；︿彩虹雷藏寺﹀的住持現在是蓮彥上師啊 對
不對？她是住在寺院裡面的頭啊 師尊什麼都不是啊！
我是在寺院外面的 ︿台灣雷藏寺﹀最大啦！對不對？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寺就是︿台灣雷藏寺﹀啦 住持呢？
蓮哲上師 他是住在寺院裡面的 我也不住在寺院裡面
的 我是住在哪裡啊？住﹁南山雅舍﹂ My home﹁南山
雅舍﹂︵笑︶ 我並沒有住在寺院裡面啊 真佛不在寺
院內 我沒有住在寺院裡面嘛 而且我們的宗派就剛好
是︿真佛宗﹀
﹁他掌彌勒元頭教﹂ 彌勒菩薩 我們知道三個
過去佛是燃燈佛 現在佛是釋迦牟尼佛 未來佛是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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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佛 師尊所學的 龍樹菩薩的中觀 彌勒菩薩的唯
識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 阿賴耶 第八識
阿賴耶 眼識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 阿賴耶
八識 師尊學唯識 就是無著菩薩跟天親菩薩的唯識
︽唯識論︾ 哪一個人看過︽唯識論︾的 舉手？沒有
人看過︽唯識論︾啊？
現在天竺只剩下兩個大乘 一個是中觀 龍樹菩薩
的中觀 一個就是無著菩薩的唯識 無著菩薩是從彌勒
菩薩那裡來的 誰看過︽現觀莊嚴論︾？誰看過的？
︽現觀莊嚴論︾？也沒有人看過啊？那五部大論你都沒
有看？真是氣死我了 算了！不說了︵笑︶
我告訴你喔 網上看到的：﹁不相僧來不相道 頭
戴四兩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元頭教 ﹂
就等於是講我們︿True Buddha School﹀！怎麼搞的 取
名叫︿真佛宗﹀？就跟劉伯溫這首詩一樣 僧 道 佛
跟道師尊都有修學過 戴著喇嘛帽 不是在寺院內 真
的 我從來沒有住過寺院 我都住在自己家裡 總之他
講他的 劉伯溫講劉伯溫的 我講我的
店員問：﹁爆米花要甜的還是鹹的呢？﹂這個人回
答：﹁跟我一樣的 ﹂店員講：﹁抱歉！我們沒有賣那
麼醜的爆米花 ﹂︵笑︶
有一個男的對他的同學講：﹁天氣一變冷 住在對
面的女大學生就變得又懶又髒 ﹂他的同學就問他：
﹁你怎麼會知道呢？﹂﹁我已經兩天沒有看到她洗澡
了 ﹂︵笑︶這個是偷窺狂
我告訴你喔 這個笑話是這樣 只有當蚊子停在你
的蛋蛋上面的時候 你才能夠體會到 暴力不能解決一
切 ︵笑︶你那時候不能用打的 也不能用拍的 只能

嚴 才是莊嚴 並不是菩薩有心去製造那個莊嚴 是本
來它就是莊嚴；佛也不是自己故意把自己捏造成為莊嚴
相 而是祂本來祂就莊嚴 大使講的：﹁本來就已經莊
嚴了 ﹂還要製造莊嚴做什麼？因為不是莊嚴才是莊
嚴 這一句話 師尊已經跟你講清楚 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會背︻金剛經︼ 會唸︻金剛經︼ 所以你
講：﹁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 ﹂
當然是沒有啊 我不是故意去莊嚴佛土 ﹁世尊！何以
故？﹂那麼莊嚴的佛土 不是故意去把它弄莊嚴 它本
來就是莊嚴 是名莊嚴 就是這麼短短的一句話 如果
沒有講解 你們也不明白為什麼
本來菩薩就莊嚴 佛也莊嚴 淨土本來就莊嚴了
不用刻意去把它莊嚴 它本來就是莊嚴 所以非莊嚴
不是刻意把它弄莊嚴 其實它就是莊嚴 這意思就是在
這裡啊！如果今天不解說 不會有人明白這個意思 今
天就講這麼一段已經很不錯了 這樣你們就賺到了︵臺
語︶
講最後一個笑話吧 某一個國小正在舉行運動會
是接力比賽 只見到一個小男生奮力向前飛奔 快要接
棒的時候 老師狂喊：﹁接穩！接穩啦！你們要接
穩！﹂兩名小男生突然間茫然 彼此對視一眼 非常迷
惑 然後抱在一起接吻 ︵笑︶老師的意思是說 要接
得穩一點 接力賽嘛！那個棒子要交給他的時候 要趕
快接穩 不要掉了 接穩！接穩！結果他們兩個抱起來
接吻︵笑︶
這個可以比喻很多人唸︻金剛經︼不懂得它的意
思 就真的抱起來接吻
嗡嘛呢唄咪吽

好啦 我們講︻金剛經︼吧！好 我們再講﹁莊嚴
淨土分第十﹂
這時候釋迦牟尼佛又問了：﹁須菩提！於意云何？
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 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
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
問題又來了﹁菩薩有沒有莊嚴淨土啊？﹂﹁不也
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
這個問題也是很不得了的喔！你會唸 沒有錯啊 菩薩
莊嚴淨土嘛 不是！不是菩薩來莊嚴淨土 ﹁莊嚴佛土
者 即非莊嚴﹂ 為什麼莊嚴佛土的 就不是莊嚴 又
叫做莊嚴？為什麼？
昨天的問題 今天要拿東西 這一條也是不錯的
手鍊 哈一口氣喔！有靈氣的喔！有靈氣的手鍊喔！為
什麼菩薩並沒有莊嚴淨土？為什麼明明是很莊嚴 就不
是莊嚴 因為不是莊嚴 就是莊嚴？能回答的舉手 這
一條就是他的 不執著外相？是不錯 但是呢也不完
全 不是很圓滿 淨土是非常莊嚴的 佛土是非常莊
嚴 好 大使 你不用再講了 大使講的幾乎是九十九
分 大使所講的就是九十九分 這一條念珠給大使
好 謝謝你 你講得不錯
就是要懂嘛！你光讀：﹁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
莊嚴佛土不？不也 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

夠用﹁呼呼﹂︵笑︶

莊嚴 是名莊嚴 ﹂菩薩本來就莊嚴 佛本來就莊嚴
佛本身的相 有三十二相 八十隨形好 大家都知道
的 什麼是三十二相 什麼是八十隨行好 雙耳垂肩
耳朵耳垂很長啊 對不對？雙耳垂肩啊 你看師尊也是
垂肩︵笑︶ 碰到肩膀了 這樣就垂肩了；眉毛像月
眉 眼睛是智慧的眼睛 鼻子像須彌山；嘴不是小小
的 也不是大到闊到這邊；舌頭伸出來可以覆蓋整個
臉 出廣長舌相；手臂很長 過膝蓋 站著 手臂很
長 過膝蓋；腳有輻輪 腳上有輻輪 像那個發射的輪
網一樣 那是三十二相 八十隨形好
有一種莊嚴叫做六莊嚴 那是外在的 掛著耳環
胸前掛著念珠 三串瓔珞 手上有手環 腳上有腳環
那是外在的六莊嚴 七莊嚴 那是莊嚴 有時候出場的
時候就是莊嚴相 那是外在的莊嚴 剛剛講過了外在的
莊嚴 其實菩薩跟佛本身就莊嚴 祂到了佛土的時候
菩薩在佛土裡面 不用莊嚴佛土 它自然就莊嚴 本來
就莊嚴
所 以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就 有 tree 就 有 lake 就 有
beautiful house 就不會有寒冬 也不會有夏天那麼大
太陽 熱 也不會冷 溫度剛剛好；那裡七寶行樹 就
是 tree；有八功德水 就是 lake；有那麼好的亭閣樓
台 就是晶瑩的房子讓你住；滿地都是黃金；樹上都是
衣服 天衣；吃的 你念頭 想吃什麼那個東西就出
來；穿衣 樹上結的就是天上的衣服 可以穿；住的就
是金閣 銀閣；行的就是雲車 雲車隨念隨到 很迅速
的 那個自然它就莊嚴了 不是刻意去製造它的莊嚴出
來 是無心 根本無心去弄它的莊嚴
非常地莊嚴 但是莊嚴又不是莊嚴 因為不是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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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佛 師尊所學的 龍樹菩薩的中觀 彌勒菩薩的唯
識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 阿賴耶 第八識
阿賴耶 眼識 耳 鼻 舌 身 意 意根 阿賴耶
八識 師尊學唯識 就是無著菩薩跟天親菩薩的唯識
︽唯識論︾ 哪一個人看過︽唯識論︾的 舉手？沒有
人看過︽唯識論︾啊？
現在天竺只剩下兩個大乘 一個是中觀 龍樹菩薩
的中觀 一個就是無著菩薩的唯識 無著菩薩是從彌勒
菩薩那裡來的 誰看過︽現觀莊嚴論︾？誰看過的？
︽現觀莊嚴論︾？也沒有人看過啊？那五部大論你都沒
有看？真是氣死我了 算了！不說了︵笑︶
我告訴你喔 網上看到的：﹁不相僧來不相道 頭
戴四兩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元頭教 ﹂
就等於是講我們︿True Buddha School﹀！怎麼搞的 取
名叫︿真佛宗﹀？就跟劉伯溫這首詩一樣 僧 道 佛
跟道師尊都有修學過 戴著喇嘛帽 不是在寺院內 真
的 我從來沒有住過寺院 我都住在自己家裡 總之他
講他的 劉伯溫講劉伯溫的 我講我的
店員問：﹁爆米花要甜的還是鹹的呢？﹂這個人回
答：﹁跟我一樣的 ﹂店員講：﹁抱歉！我們沒有賣那
麼醜的爆米花 ﹂︵笑︶
有一個男的對他的同學講：﹁天氣一變冷 住在對
面的女大學生就變得又懶又髒 ﹂他的同學就問他：
﹁你怎麼會知道呢？﹂﹁我已經兩天沒有看到她洗澡
了 ﹂︵笑︶這個是偷窺狂
我告訴你喔 這個笑話是這樣 只有當蚊子停在你
的蛋蛋上面的時候 你才能夠體會到 暴力不能解決一
切 ︵笑︶你那時候不能用打的 也不能用拍的 只能

嚴 才是莊嚴 並不是菩薩有心去製造那個莊嚴 是本
來它就是莊嚴；佛也不是自己故意把自己捏造成為莊嚴
相 而是祂本來祂就莊嚴 大使講的：﹁本來就已經莊
嚴了 ﹂還要製造莊嚴做什麼？因為不是莊嚴才是莊
嚴 這一句話 師尊已經跟你講清楚 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會背︻金剛經︼ 會唸︻金剛經︼ 所以你
講：﹁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 ﹂
當然是沒有啊 我不是故意去莊嚴佛土 ﹁世尊！何以
故？﹂那麼莊嚴的佛土 不是故意去把它弄莊嚴 它本
來就是莊嚴 是名莊嚴 就是這麼短短的一句話 如果
沒有講解 你們也不明白為什麼
本來菩薩就莊嚴 佛也莊嚴 淨土本來就莊嚴了
不用刻意去把它莊嚴 它本來就是莊嚴 所以非莊嚴
不是刻意把它弄莊嚴 其實它就是莊嚴 這意思就是在
這裡啊！如果今天不解說 不會有人明白這個意思 今
天就講這麼一段已經很不錯了 這樣你們就賺到了︵臺
語︶
講最後一個笑話吧 某一個國小正在舉行運動會
是接力比賽 只見到一個小男生奮力向前飛奔 快要接
棒的時候 老師狂喊：﹁接穩！接穩啦！你們要接
穩！﹂兩名小男生突然間茫然 彼此對視一眼 非常迷
惑 然後抱在一起接吻 ︵笑︶老師的意思是說 要接
得穩一點 接力賽嘛！那個棒子要交給他的時候 要趕
快接穩 不要掉了 接穩！接穩！結果他們兩個抱起來
接吻︵笑︶
這個可以比喻很多人唸︻金剛經︼不懂得它的意
思 就真的抱起來接吻
嗡嘛呢唄咪吽

好啦 我們講︻金剛經︼吧！好 我們再講﹁莊嚴
淨土分第十﹂
這時候釋迦牟尼佛又問了：﹁須菩提！於意云何？
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 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
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
問題又來了﹁菩薩有沒有莊嚴淨土啊？﹂﹁不也
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
這個問題也是很不得了的喔！你會唸 沒有錯啊 菩薩
莊嚴淨土嘛 不是！不是菩薩來莊嚴淨土 ﹁莊嚴佛土
者 即非莊嚴﹂ 為什麼莊嚴佛土的 就不是莊嚴 又
叫做莊嚴？為什麼？
昨天的問題 今天要拿東西 這一條也是不錯的
手鍊 哈一口氣喔！有靈氣的喔！有靈氣的手鍊喔！為
什麼菩薩並沒有莊嚴淨土？為什麼明明是很莊嚴 就不
是莊嚴 因為不是莊嚴 就是莊嚴？能回答的舉手 這
一條就是他的 不執著外相？是不錯 但是呢也不完
全 不是很圓滿 淨土是非常莊嚴的 佛土是非常莊
嚴 好 大使 你不用再講了 大使講的幾乎是九十九
分 大使所講的就是九十九分 這一條念珠給大使
好 謝謝你 你講得不錯
就是要懂嘛！你光讀：﹁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
莊嚴佛土不？不也 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

夠用﹁呼呼﹂︵笑︶

莊嚴 是名莊嚴 ﹂菩薩本來就莊嚴 佛本來就莊嚴
佛本身的相 有三十二相 八十隨形好 大家都知道
的 什麼是三十二相 什麼是八十隨行好 雙耳垂肩
耳朵耳垂很長啊 對不對？雙耳垂肩啊 你看師尊也是
垂肩︵笑︶ 碰到肩膀了 這樣就垂肩了；眉毛像月
眉 眼睛是智慧的眼睛 鼻子像須彌山；嘴不是小小
的 也不是大到闊到這邊；舌頭伸出來可以覆蓋整個
臉 出廣長舌相；手臂很長 過膝蓋 站著 手臂很
長 過膝蓋；腳有輻輪 腳上有輻輪 像那個發射的輪
網一樣 那是三十二相 八十隨形好
有一種莊嚴叫做六莊嚴 那是外在的 掛著耳環
胸前掛著念珠 三串瓔珞 手上有手環 腳上有腳環
那是外在的六莊嚴 七莊嚴 那是莊嚴 有時候出場的
時候就是莊嚴相 那是外在的莊嚴 剛剛講過了外在的
莊嚴 其實菩薩跟佛本身就莊嚴 祂到了佛土的時候
菩薩在佛土裡面 不用莊嚴佛土 它自然就莊嚴 本來
就莊嚴
所 以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就 有 tree 就 有 lake 就 有
beautiful house 就不會有寒冬 也不會有夏天那麼大
太陽 熱 也不會冷 溫度剛剛好；那裡七寶行樹 就
是 tree；有八功德水 就是 lake；有那麼好的亭閣樓
台 就是晶瑩的房子讓你住；滿地都是黃金；樹上都是
衣服 天衣；吃的 你念頭 想吃什麼那個東西就出
來；穿衣 樹上結的就是天上的衣服 可以穿；住的就
是金閣 銀閣；行的就是雲車 雲車隨念隨到 很迅速
的 那個自然它就莊嚴了 不是刻意去製造它的莊嚴出
來 是無心 根本無心去弄它的莊嚴
非常地莊嚴 但是莊嚴又不是莊嚴 因為不是莊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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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慈悲

隨緣與善巧
所以要學天

還要與天重新合一

只是未達宇宙真諦 真諦是連生死也不真存 何來
傷害？！
某師姐彼看了筆者以上留言 寫道：
既得佛法利益者的人講話不痛不癢 難為了那些學
法無門的可憐人
筆者此覆：
佛法若有﹁既得利益﹂ 已非佛法了 若有這種念
頭 也就不具能夠正確救度眾生的條件
三十六萬億佛哪個不慈？都在天上﹁閑坐﹂著無救
度的心嗎？
凡人不知宇宙之運行法則 連佛也不能修改之 故
佛有﹁三不能﹂
彼說：
笑話 佛固然有三不能 但當佛陀當年說魔王破壞
眾生學法的時候 佛陀大哭 佛陀的慈悲心我們看到
此答：
都哭了 你無看見而已
然後法滅時 哭了也就
如此 宇宙億萬年一直成住壞空 無人無佛可以阻止
彼說：
禪修 有修到大慈悲的人 如觀世音菩薩見眾生疾
苦流淚 淚水化為白綠二度母 禪修 亦有修到枯木禪
的境界 對他們來說 人間疾苦無動於衷：反正生死一

︱︱人本來就是天分出來的

世間現象無一例外：別看現在是這樣 也許不久又
成為那樣
此﹁無常﹂ 會成為彼 時間之下 彼繼續﹁無
常﹂ 又會成為此
在無常之下 彼此轉動 而貌似有是非得失 吉凶
禍福 而實無是非得失 吉凶禍福
彼此的分別 只是後天的執念 同理 所謂悲喜
中 也無悲喜
宇宙本﹁心﹂ 並沒有什麼東西有分別
所以對於無常的常態 祂一直是那麼的﹁平常
心﹂ 即是無心
天︵宇宙法性︶既如此 人本來就是天分出來的
所以就要︵緊隨根本上師︶學天 還要與天重新合一
觀而自在 才是人天合一者 永恆之常樂我淨者
有人說：
如果事事如意 那就不叫生活 生活貌似是一邊失
去 一邊擁有
終有一天 你會面對曾經讓你痛苦的傷口
人生是一場非常不容易的修行 我們總是將自己困
在執念和過去的傷害中
其實 人生除了生死 其餘的 都只是擦傷罷了
以上 是人的智慧的領悟

愛

■文／蓮曉上師

如 自己生死無所謂 眾生疾苦無法學佛修道無所謂
反正一切皆空
此答：
說得好 菩薩從不失悲智善巧 永遠救度之心 才
是菩薩
但不管境界如何 菩薩也尊重各種眾生 尊重各種
神 尊重各種不度眾生 只管修自己解脫的人
師嬤菩薩說得好：普同尊重
彼說：
以後的高新技術 可以沒有地域限制︵地廣度︶
在推特區塊鏈上 去中心化的網
此答：
各人都有各自認定的﹁美好想法﹂ 人有人的 鬼
有鬼的 神有神的
多姿多彩 無奇不有
然而 ﹁天不得時 日月無光；地不得時 草木不
長；水不得時 風浪不平；人不得時 利運不通 ﹂
︵北宋宰相呂蒙正︽命運賦︾︶
時空之間現象走勢的運行 均有其自然力所在 這
大約像是此消彼長 此起彼伏的曲線體 螺旋式運行
逆乎自然 還是順其自然？提倡努力 卻並非硬要
逆勢而為
另外 鏈在天上 人在地上
有界無界？
網路的鏈在空中雖然無界 但人在地上 仍須隨緣
於時事的規則與順逆運行
缺一︵條件︶就是缺一 可與不可？

？！

戲

都是悲智及放得下的過程

誌

交流談論 是可以互相提醒與補充 不須爭論 或
定義為爭論
蓮生師佛開示：釋迦牟尼佛說 佛法是無爭的
談論中 別人說得對的部分 要肯定 切勿稍有不
認同等 就情緒化 一味反駁
使用禮貌文明的詞句 化繁為簡
已說明過的 盡量不再重複
能明白者 自然明白；對於不明白者 再多說了也
不明白 防止持續糾纏
互相感謝 說完即止念 不自作困擾 不離悲智善
過程輕安放得下 圓滿在一切時中

附言：交流談論

最後 引用一則留言：
學習佛法後 現在只有感恩 感恩一切有緣
聽師尊的教導：
不生憤怒因 不結怨恨果
慈悲最溫順 廣大永柔和 祝福吉祥！

基本上 成事是要天時 地利 人和的﹁合作﹂
正如能夠實現買房：剛好有需求 剛好有足夠的
錢 剛好有看中的房 剛好證件齊全 符合土地法 買
賣法 稅法等
佛法不離世間法 行者要學習：身在戲中 心若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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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

隨緣與善巧
所以要學天

還要與天重新合一

只是未達宇宙真諦 真諦是連生死也不真存 何來
傷害？！
某師姐彼看了筆者以上留言 寫道：
既得佛法利益者的人講話不痛不癢 難為了那些學
法無門的可憐人
筆者此覆：
佛法若有﹁既得利益﹂ 已非佛法了 若有這種念
頭 也就不具能夠正確救度眾生的條件
三十六萬億佛哪個不慈？都在天上﹁閑坐﹂著無救
度的心嗎？
凡人不知宇宙之運行法則 連佛也不能修改之 故
佛有﹁三不能﹂
彼說：
笑話 佛固然有三不能 但當佛陀當年說魔王破壞
眾生學法的時候 佛陀大哭 佛陀的慈悲心我們看到
此答：
都哭了 你無看見而已
然後法滅時 哭了也就
如此 宇宙億萬年一直成住壞空 無人無佛可以阻止
彼說：
禪修 有修到大慈悲的人 如觀世音菩薩見眾生疾
苦流淚 淚水化為白綠二度母 禪修 亦有修到枯木禪
的境界 對他們來說 人間疾苦無動於衷：反正生死一

︱︱人本來就是天分出來的

世間現象無一例外：別看現在是這樣 也許不久又
成為那樣
此﹁無常﹂ 會成為彼 時間之下 彼繼續﹁無
常﹂ 又會成為此
在無常之下 彼此轉動 而貌似有是非得失 吉凶
禍福 而實無是非得失 吉凶禍福
彼此的分別 只是後天的執念 同理 所謂悲喜
中 也無悲喜
宇宙本﹁心﹂ 並沒有什麼東西有分別
所以對於無常的常態 祂一直是那麼的﹁平常
心﹂ 即是無心
天︵宇宙法性︶既如此 人本來就是天分出來的
所以就要︵緊隨根本上師︶學天 還要與天重新合一
觀而自在 才是人天合一者 永恆之常樂我淨者
有人說：
如果事事如意 那就不叫生活 生活貌似是一邊失
去 一邊擁有
終有一天 你會面對曾經讓你痛苦的傷口
人生是一場非常不容易的修行 我們總是將自己困
在執念和過去的傷害中
其實 人生除了生死 其餘的 都只是擦傷罷了
以上 是人的智慧的領悟

愛

■文／蓮曉上師

如 自己生死無所謂 眾生疾苦無法學佛修道無所謂
反正一切皆空
此答：
說得好 菩薩從不失悲智善巧 永遠救度之心 才
是菩薩
但不管境界如何 菩薩也尊重各種眾生 尊重各種
神 尊重各種不度眾生 只管修自己解脫的人
師嬤菩薩說得好：普同尊重
彼說：
以後的高新技術 可以沒有地域限制︵地廣度︶
在推特區塊鏈上 去中心化的網
此答：
各人都有各自認定的﹁美好想法﹂ 人有人的 鬼
有鬼的 神有神的
多姿多彩 無奇不有
然而 ﹁天不得時 日月無光；地不得時 草木不
長；水不得時 風浪不平；人不得時 利運不通 ﹂
︵北宋宰相呂蒙正︽命運賦︾︶
時空之間現象走勢的運行 均有其自然力所在 這
大約像是此消彼長 此起彼伏的曲線體 螺旋式運行
逆乎自然 還是順其自然？提倡努力 卻並非硬要
逆勢而為
另外 鏈在天上 人在地上
有界無界？
網路的鏈在空中雖然無界 但人在地上 仍須隨緣
於時事的規則與順逆運行
缺一︵條件︶就是缺一 可與不可？

？！

戲

都是悲智及放得下的過程

誌

交流談論 是可以互相提醒與補充 不須爭論 或
定義為爭論
蓮生師佛開示：釋迦牟尼佛說 佛法是無爭的
談論中 別人說得對的部分 要肯定 切勿稍有不
認同等 就情緒化 一味反駁
使用禮貌文明的詞句 化繁為簡
已說明過的 盡量不再重複
能明白者 自然明白；對於不明白者 再多說了也
不明白 防止持續糾纏
互相感謝 說完即止念 不自作困擾 不離悲智善
過程輕安放得下 圓滿在一切時中

附言：交流談論

最後 引用一則留言：
學習佛法後 現在只有感恩 感恩一切有緣
聽師尊的教導：
不生憤怒因 不結怨恨果
慈悲最溫順 廣大永柔和 祝福吉祥！

基本上 成事是要天時 地利 人和的﹁合作﹂
正如能夠實現買房：剛好有需求 剛好有足夠的
錢 剛好有看中的房 剛好證件齊全 符合土地法 買
賣法 稅法等
佛法不離世間法 行者要學習：身在戲中 心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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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的方法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只要觀
想到﹁歸於一﹂就可以了 如果一
都不能 那你要練習﹁歸於一﹂
歸於一就是﹁專一瑜伽﹂ 本尊就
是你 你就是本尊 能夠觀成本尊

二

及
眾

﹁須陀洹 名為入流 而無所
入 ﹂住在裟婆世界的阿羅漢 就
叫做入流 賓頭盧尊者就是屬於入
流的阿羅漢 雖然住在五濁惡世
但祂沒有真正進入五濁惡世 祂保
持祂的須陀洹的清淨 這等於是不
入流 雖然是入流了 但還是不入
流
為什麼入流又不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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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不被﹁色 聲
香 味 觸 法﹂影響 已經關閉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
賊 雖然處在五濁惡世 但沒有用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去接
觸五濁惡世 這叫須陀洹 是一個
果位 是初果阿羅漢
我還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在我
們︿西雅圖雷藏寺﹀裡面 有兩位
須陀洹︱︱初果阿羅漢
精彩圓滿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
為遠來的信眾賜授﹁皈依灌頂﹂
並加持大悲咒水 開光佛像 最後
為大眾拂塵加持 感謝聖尊將︻金
剛經︼的真實義無私的傳授給大
家 讓弟子們深深的感受到根本上
師的修行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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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答：上供佛菩薩 中供諸
天 下供六道眾生 你已經供養過
了 你也唸過了 供養就這樣可以
了 這是平等供養 不用再細分
弟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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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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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尊答：先觀想後持咒 再做
九節佛風 再入三昧地 這是正行

○二一年月日晚上八
時 ︿西雅圖雷藏寺﹀恭請
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黃財神
本尊法﹂同修及講授︻金剛經︼
希望藉著黃財神的大福之力 賜福
︿真佛宗﹀所有弟子 現場有中英
文網路youtube直播 長老 仁波
切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及近百名同門善信護持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
尊首先談到真實的感應事跡 上星
期加州四大媽為了加州的旱災跟森
林大火 特別來到︿西雅圖雷藏
寺﹀向龍王祈求 一共求了六天
瑤池金母有指示 就是由我們今天
同修的本尊黃財神︵多聞天王的化
身︶ 持國天王 增長天王 廣目
天王 護世四天王跟著龍王亭的龍
王 南下California 衛星雲圖中
厚厚的雲層一直往加州那邊移 天
氣預報明天開始下雨 加州會連續
下一個禮拜的雨！祖廟的龍王非常
靈感！四天王非常靈感！緣分就是
這樣 她們四人合起來是有力量！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弟子問：在﹁供養法﹂中有提
上供諸佛菩薩 中供護法神
下供六道眾生 在法本觀想

歸於一的話 再進入第二節 第二
節能夠歸於零 再進入第三節 歸
於一 一就是禪定了 只在一個點
上面 就是禪定 瑜伽 本尊就跟
你相應了 歸於零就是﹁無念﹂
把所有的念頭全部變成沒有 天下
有幾個人能夠﹁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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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歸於零 就是﹁無
念﹂了 你能夠歸於一 就本尊相
應了 到淨土就有希望
接著 聖尊繼續精闢的闡釋
︻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聖尊解釋：一相就等於無相
這是經文第九品 阿羅漢分四種
第一個就是﹁入流﹂ 是初果阿羅
漢﹁須陀洹﹂；二果阿羅漢叫做
﹁一來﹂；三果阿羅漢就是叫﹁不
還﹂；四果阿羅漢叫做﹁離世﹂
阿羅漢分四等 是修﹁苦 集
滅 道﹂
須陀洹只是一個名 現在講
﹁我得須陀洹果不？﹂我已經得到
須陀洹果了嗎？如果有一個人 他
已經是須陀洹了 現在他又講說
﹁我已經得到須陀洹果了﹂ 須菩
提講沒有這樣子的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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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只要觀
想到﹁歸於一﹂就可以了 如果一
都不能 那你要練習﹁歸於一﹂
歸於一就是﹁專一瑜伽﹂ 本尊就
是你 你就是本尊 能夠觀成本尊

二

及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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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入流 賓頭盧尊者就是屬於入
流的阿羅漢 雖然住在五濁惡世
但祂沒有真正進入五濁惡世 祂保
持祂的須陀洹的清淨 這等於是不
入流 雖然是入流了 但還是不入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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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
賊 雖然處在五濁惡世 但沒有用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去接
觸五濁惡世 這叫須陀洹 是一個
果位 是初果阿羅漢
我還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在我
們︿西雅圖雷藏寺﹀裡面 有兩位
須陀洹︱︱初果阿羅漢
精彩圓滿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
為遠來的信眾賜授﹁皈依灌頂﹂
並加持大悲咒水 開光佛像 最後
為大眾拂塵加持 感謝聖尊將︻金
剛經︼的真實義無私的傳授給大
家 讓弟子們深深的感受到根本上
師的修行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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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答：上供佛菩薩 中供諸
天 下供六道眾生 你已經供養過
了 你也唸過了 供養就這樣可以
了 這是平等供養 不用再細分
弟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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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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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尊答：先觀想後持咒 再做
九節佛風 再入三昧地 這是正行

○二一年月日晚上八
時 ︿西雅圖雷藏寺﹀恭請
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黃財神
本尊法﹂同修及講授︻金剛經︼
希望藉著黃財神的大福之力 賜福
︿真佛宗﹀所有弟子 現場有中英
文網路youtube直播 長老 仁波
切 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及近百名同門善信護持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
尊首先談到真實的感應事跡 上星
期加州四大媽為了加州的旱災跟森
林大火 特別來到︿西雅圖雷藏
寺﹀向龍王祈求 一共求了六天
瑤池金母有指示 就是由我們今天
同修的本尊黃財神︵多聞天王的化
身︶ 持國天王 增長天王 廣目
天王 護世四天王跟著龍王亭的龍
王 南下California 衛星雲圖中
厚厚的雲層一直往加州那邊移 天
氣預報明天開始下雨 加州會連續
下一個禮拜的雨！祖廟的龍王非常
靈感！四天王非常靈感！緣分就是
這樣 她們四人合起來是有力量！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弟子問：在﹁供養法﹂中有提
上供諸佛菩薩 中供護法神
下供六道眾生 在法本觀想

歸於一的話 再進入第二節 第二
節能夠歸於零 再進入第三節 歸
於一 一就是禪定了 只在一個點
上面 就是禪定 瑜伽 本尊就跟
你相應了 歸於零就是﹁無念﹂
把所有的念頭全部變成沒有 天下
有幾個人能夠﹁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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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歸於零 就是﹁無
念﹂了 你能夠歸於一 就本尊相
應了 到淨土就有希望
接著 聖尊繼續精闢的闡釋
︻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聖尊解釋：一相就等於無相
這是經文第九品 阿羅漢分四種
第一個就是﹁入流﹂ 是初果阿羅
漢﹁須陀洹﹂；二果阿羅漢叫做
﹁一來﹂；三果阿羅漢就是叫﹁不
還﹂；四果阿羅漢叫做﹁離世﹂
阿羅漢分四等 是修﹁苦 集
滅 道﹂
須陀洹只是一個名 現在講
﹁我得須陀洹果不？﹂我已經得到
須陀洹果了嗎？如果有一個人 他
已經是須陀洹了 現在他又講說
﹁我已經得到須陀洹果了﹂ 須菩
提講沒有這樣子的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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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必 須要 回到 人間 一次 ，
完 了以 後再 回到 天上 ，
甚 至於 四聖 道。
故 名一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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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師尊！
師尊答：當然啦 一定可以修
習這個方法 阿彌陀佛所講的﹁供
養想念法﹂ 這個就是皈依樹 按
照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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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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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 就是禪定 再融入的
話 你就是清淨無比 煩惱斷盡
聖尊詮釋︻金剛經︼奧義
一相無相分第九
﹁一來﹂的意思啊 二果阿羅
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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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要再回到人間一
次 這因緣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
到人間還是沒有往來 跟人等於沒
有往來一樣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
想到昨天的 昨天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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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

秋

風蕭瑟霜露重 滿園楓紅隨
處飄 青峰山嵐層繚繞 千
里重逢舊雨到 裡外一片樂逍遙！
二○二一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恭請蓮生活佛主壇﹁蓮花童
子護摩法會﹂ 今日師尊穿著一身
繡著千鶴圖莊嚴的白龍袍與師母歡
喜到達雷藏寺 護摩法會在雄壯的
樂聲中啟動 旺盛的護摩火光飛舞
著 悉心準備的佳餚及精緻供品依
次下爐 動人的蓮花童子咒音 句
句進入佛弟子心中 伴隨著佛光注
照 無論是現場或網路 撫慰著弟
子們思念的心靈 更是加持著疫情
能早日退散 歡樂喜悅的時光能早
日從返
﹁你問我答單元﹂
一 加拿大弟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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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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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答：認得 在天上的時候
每位都帶有那一種味道 那個
當你在顯現那個光明的時候

啊
光

是五濁惡世 是大染缸 你一進來
你染上所有人一切習氣污點 你全
部都學會了 回不去了
我以前在讀測量學校的時候
認識一個女性朋友 她是測量學校
辦公室的僱員 她年紀比我大一
點 我稱呼她姐姐 我有了天眼以
後 有一次到她家去 她媽媽抱了
一個小孩 她說是她的姐姐 因為
她姐姐一出生就是軟骨 什麼都不
能動 也不能講話 就只能夠張開
眼睛看著媽媽 兩個眼睛還是很漂
亮 養到二十幾歲了還是軟骨 小
小的 因為那時候我有天眼了 我
眼睛看她的眼睛 一看進到她的眼
睛 看到她的本誓 喔！她居然是
一個聖賢 是二果阿羅漢 是斯陀
含 這個小孩子是斯陀含 就是一
來 來一次世間 他為了保持他的
戒體 找一個跟他有緣 會供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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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他只有一個味
道 就餵他 他能夠吃 就保持他
的這個身體 有一天他死了 他就
是一個來回 他就是斯陀含 他在
世間上有沒有造業？所以他回去他
還是斯陀含 二果阿羅漢 他已經
完成了來娑婆世界一次的命運

你這光明一閃 馬上就認得你是
誰 我是誰 馬上就認出來了
二 台灣弟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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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功德水中長有一顆如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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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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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弟子詢問聽聞此法者皆得文中
所述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

就是找到好的施主 生在他的
家 然後他都不造業 因為他一個
惡口都沒辦法；殺 根本不可能
他不能動；盜 他也手也不能拿人
家的東西；淫 他也不犯淫；兩舌
惡口 他都不會講話；喝酒 他又
沒有喝酒 他只能夠喝牛奶 其他
什麼都不會 他根本沒有造業 因
為沒有造業在娑婆世界 他過世了
以後 死了以後父母安靜地給他埋
葬 他又回到原來的聖賢 他完成
一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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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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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的經意 由聖尊深入淺出
及幽默 輕鬆簡潔 扼要的點化
總讓人回味無窮 法會後 師尊為
大眾﹁賜福灌頂﹂ 並再次與
ZOOM上的弟子們道別 歡樂的一天
在這裡畫上句點 大家更期待下週
與師尊 師母的相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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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要 回到 人間 一次 ，
完 了以 後再 回到 天上 ，
甚 至於 四聖 道。
故 名一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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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師尊！
師尊答：當然啦 一定可以修
習這個方法 阿彌陀佛所講的﹁供
養想念法﹂ 這個就是皈依樹 按
照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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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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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 就是禪定 再融入的
話 你就是清淨無比 煩惱斷盡
聖尊詮釋︻金剛經︼奧義
一相無相分第九
﹁一來﹂的意思啊 二果阿羅
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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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要再回到人間一
次 這因緣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
到人間還是沒有往來 跟人等於沒
有往來一樣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
想到昨天的 昨天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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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

秋

風蕭瑟霜露重 滿園楓紅隨
處飄 青峰山嵐層繚繞 千
里重逢舊雨到 裡外一片樂逍遙！
二○二一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恭請蓮生活佛主壇﹁蓮花童
子護摩法會﹂ 今日師尊穿著一身
繡著千鶴圖莊嚴的白龍袍與師母歡
喜到達雷藏寺 護摩法會在雄壯的
樂聲中啟動 旺盛的護摩火光飛舞
著 悉心準備的佳餚及精緻供品依
次下爐 動人的蓮花童子咒音 句
句進入佛弟子心中 伴隨著佛光注
照 無論是現場或網路 撫慰著弟
子們思念的心靈 更是加持著疫情
能早日退散 歡樂喜悅的時光能早
日從返
﹁你問我答單元﹂
一 加拿大弟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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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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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答：認得 在天上的時候
每位都帶有那一種味道 那個
當你在顯現那個光明的時候

啊
光

是五濁惡世 是大染缸 你一進來
你染上所有人一切習氣污點 你全
部都學會了 回不去了
我以前在讀測量學校的時候
認識一個女性朋友 她是測量學校
辦公室的僱員 她年紀比我大一
點 我稱呼她姐姐 我有了天眼以
後 有一次到她家去 她媽媽抱了
一個小孩 她說是她的姐姐 因為
她姐姐一出生就是軟骨 什麼都不
能動 也不能講話 就只能夠張開
眼睛看著媽媽 兩個眼睛還是很漂
亮 養到二十幾歲了還是軟骨 小
小的 因為那時候我有天眼了 我
眼睛看她的眼睛 一看進到她的眼
睛 看到她的本誓 喔！她居然是
一個聖賢 是二果阿羅漢 是斯陀
含 這個小孩子是斯陀含 就是一
來 來一次世間 他為了保持他的
戒體 找一個跟他有緣 會供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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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他只有一個味
道 就餵他 他能夠吃 就保持他
的這個身體 有一天他死了 他就
是一個來回 他就是斯陀含 他在
世間上有沒有造業？所以他回去他
還是斯陀含 二果阿羅漢 他已經
完成了來娑婆世界一次的命運

你這光明一閃 馬上就認得你是
誰 我是誰 馬上就認出來了
二 台灣弟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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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功德水中長有一顆如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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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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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 蓮生悉地 吽
弟子詢問聽聞此法者皆得文中
所述煩惱斷盡 清淨無比 所欲皆

就是找到好的施主 生在他的
家 然後他都不造業 因為他一個
惡口都沒辦法；殺 根本不可能
他不能動；盜 他也手也不能拿人
家的東西；淫 他也不犯淫；兩舌
惡口 他都不會講話；喝酒 他又
沒有喝酒 他只能夠喝牛奶 其他
什麼都不會 他根本沒有造業 因
為沒有造業在娑婆世界 他過世了
以後 死了以後父母安靜地給他埋
葬 他又回到原來的聖賢 他完成
一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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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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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的經意 由聖尊深入淺出
及幽默 輕鬆簡潔 扼要的點化
總讓人回味無窮 法會後 師尊為
大眾﹁賜福灌頂﹂ 並再次與
ZOOM上的弟子們道別 歡樂的一天
在這裡畫上句點 大家更期待下週
與師尊 師母的相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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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華生大士本尊法﹂

近期西雅圖雷藏寺對疫情的管制較放寬了
氣氛開始熱絡起來！

的 你做得越好 還是不喜歡你
要領悟這道理
接下來師佛詳細解答弟子們的
問題
弟子問：為何只有到十六地的
佛？沒有十七 十八 十九地 是
剛好而已嗎？
師佛答：十六地佛是阿達爾瑪
佛 就是本初佛 如︻金剛經︼所
講 十六地的阿達爾瑪佛 不會講
祂是十六地 師尊以前在書上寫
過 在原始佛﹁阿達爾瑪佛﹂之
上 有第十七地的佛 統稱﹁無名
佛﹂ 一概無名 無相 無作 無
為 無無 正是﹁不是佛 不是
心 不是物 ﹂︻佛說佛名經︼
中 很多佛名是相同的 燃燈佛就
有千萬億位 釋迦牟尼佛也有千萬

億位 只要有佛名的 全在十六地
之下
弟子問：自己是開殯儀館和賣
棺木的 如果一位修行人修得很
好 往生後沒有火葬 而是土葬
請問他還有舍利子嗎？
師佛答：有！你不能講他沒有
舍利子 火葬燒出來有舍利子 土
葬到了六年後 屍體化完了剩下
骨 裡面也可以拿到舍利子
弟子問：人死後 有的骨灰全
部丟去海 有的放在地藏殿 對他
們子孫哪一個比較好？
師佛答：這不能一概而論 這
談到祖德的問題 不管土葬 火
葬 植物葬 海葬等等的葬法 都
有地靈的 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德
行 人的道德 品行 行為 會影

■文／西雅圖雷藏寺

師佛答：地靈方面來講 先火
化再土葬 或直接土葬 二者一
樣 最影響子孫的就是祖先的德
行 所以﹁諸惡莫作 眾善奉
行﹂ 對子孫最有影響 其他的
風水地理次之 在佛教裡 釋迦牟
尼佛認為風水 地理丶占星 卜卦
都是外道
接下來師佛精闢的詮釋︻金剛
經︼：﹁阿那含名為不來 而實無
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這是同樣
的道理 你得到阿那含果 你不會
說﹁我已經得到阿那含果﹂ 像上
禮拜舉的例子 魚在水中 不會念
念不忘水 因為牠已經習慣了 牠
在水中才能活 我們人活在這地球
上 不會天天想空氣 因我們已經
得到空氣 已經得到阿那含了 你
就是阿那含 就不會天天想到﹁我
是阿那含﹂ ﹁名為不來 而實無
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什麼叫不
來？阿那含已經離開種種欲界的欲
望 不來裟婆世界 這是三果阿羅
漢
欲界六天全部都是欲望 所以
阿那含不住在欲界 住﹁五淨居
天﹂ 就是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
天 善現天 色究竟天 是聖賢住

的 沒有欲望的叫做聖賢 三果阿
羅漢就是聖賢 不會再來欲界了
為什麼是﹁無煩天﹂？離開欲
望就沒有煩惱了 你不想得到什
麼 你還會煩惱什麼？你根本不想
什麼 沒有煩惱 ﹁無熱天﹂ 沒
有熱惱 ﹁善見天﹂ 看到的是所
有最好的景色 全部都是完美的
﹁善現天﹂ 祂能夠出現在任何一
個地方 需要祂去幫助的就會出
現 ﹁阿那含名為不來﹂ 就是不
入欲界濁流；﹁實無不來﹂ 就是
祂還會來欲界度眾生 三果阿羅漢
是不來 但實在祂們還是來了 在
︿西雅圖雷藏寺﹀的天公爐上
︿彩虹雷藏寺﹀的法輪上 都出現
三果阿羅漢 這就是﹁實無不
來﹂ 祂可以不來 但有時還會
來 因為有善現天 祂看到善的
祂就會出現 我們學佛的人 一定
要脫離欲望 將來就成了聖賢
今晚的同修開示 在師佛講了
幾則引申佛法的笑話後畫下完美的
句點 最後師佛慈悲為新皈依的弟
子做﹁皈依灌頂﹂ 並加持大悲咒
水 開光佛像 為與會大眾及網路
上的同門善信賜福加持！嗡嘛呢唄
咪吽
■

所以來了多位遠道朝聖的同門

二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
是︿西雅圖雷藏寺﹀同修的
日子 近期︿西雅圖雷藏寺﹀對疫
情的管制較放寬了 所以來了多位
遠道朝聖的同門 氣氛開始熱絡起
來！
八時整 磬聲響起 在肅穆莊
嚴的蓮花童子咒音中 迎請聖尊蓮
生活佛盧勝彥陞法座主持殊勝的
﹁蓮華生大士本尊法﹂同修暨講解
︻金剛經︼ 在同修迴向時 師佛
敬禮蓮華生大士 祈請祂加持有緣
無緣中陰都往生清淨佛國 息災賜
福大眾 消除瘟疫 在說法之前
師佛照例先說笑話 此次提到一則
魚與烏龜的故事 師佛提示 在生
活中做好自己很重要 喜歡你的
人 你怎麼做都是對的 不喜歡你

響到後代子孫 所以祖父 曾祖父
有功德 就會有餘蔭影響到他們子
孫 如果做壞事 也會影響到下一
代 祖先的功德很重要
弟子問：如果亡者家屬已請了
風水師父 也找到好的風水 是先
火化再把骨灰土葬好 還是直接土
葬更好？那一種方式對後代子孫更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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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雅圖雷藏寺對疫情的管制較放寬了
氣氛開始熱絡起來！

的 你做得越好 還是不喜歡你
要領悟這道理
接下來師佛詳細解答弟子們的
問題
弟子問：為何只有到十六地的
佛？沒有十七 十八 十九地 是
剛好而已嗎？
師佛答：十六地佛是阿達爾瑪
佛 就是本初佛 如︻金剛經︼所
講 十六地的阿達爾瑪佛 不會講
祂是十六地 師尊以前在書上寫
過 在原始佛﹁阿達爾瑪佛﹂之
上 有第十七地的佛 統稱﹁無名
佛﹂ 一概無名 無相 無作 無
為 無無 正是﹁不是佛 不是
心 不是物 ﹂︻佛說佛名經︼
中 很多佛名是相同的 燃燈佛就
有千萬億位 釋迦牟尼佛也有千萬

億位 只要有佛名的 全在十六地
之下
弟子問：自己是開殯儀館和賣
棺木的 如果一位修行人修得很
好 往生後沒有火葬 而是土葬
請問他還有舍利子嗎？
師佛答：有！你不能講他沒有
舍利子 火葬燒出來有舍利子 土
葬到了六年後 屍體化完了剩下
骨 裡面也可以拿到舍利子
弟子問：人死後 有的骨灰全
部丟去海 有的放在地藏殿 對他
們子孫哪一個比較好？
師佛答：這不能一概而論 這
談到祖德的問題 不管土葬 火
葬 植物葬 海葬等等的葬法 都
有地靈的 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德
行 人的道德 品行 行為 會影

■文／西雅圖雷藏寺

師佛答：地靈方面來講 先火
化再土葬 或直接土葬 二者一
樣 最影響子孫的就是祖先的德
行 所以﹁諸惡莫作 眾善奉
行﹂ 對子孫最有影響 其他的
風水地理次之 在佛教裡 釋迦牟
尼佛認為風水 地理丶占星 卜卦
都是外道
接下來師佛精闢的詮釋︻金剛
經︼：﹁阿那含名為不來 而實無
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這是同樣
的道理 你得到阿那含果 你不會
說﹁我已經得到阿那含果﹂ 像上
禮拜舉的例子 魚在水中 不會念
念不忘水 因為牠已經習慣了 牠
在水中才能活 我們人活在這地球
上 不會天天想空氣 因我們已經
得到空氣 已經得到阿那含了 你
就是阿那含 就不會天天想到﹁我
是阿那含﹂ ﹁名為不來 而實無
不來 是故名阿那含 ﹂什麼叫不
來？阿那含已經離開種種欲界的欲
望 不來裟婆世界 這是三果阿羅
漢
欲界六天全部都是欲望 所以
阿那含不住在欲界 住﹁五淨居
天﹂ 就是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
天 善現天 色究竟天 是聖賢住

的 沒有欲望的叫做聖賢 三果阿
羅漢就是聖賢 不會再來欲界了
為什麼是﹁無煩天﹂？離開欲
望就沒有煩惱了 你不想得到什
麼 你還會煩惱什麼？你根本不想
什麼 沒有煩惱 ﹁無熱天﹂ 沒
有熱惱 ﹁善見天﹂ 看到的是所
有最好的景色 全部都是完美的
﹁善現天﹂ 祂能夠出現在任何一
個地方 需要祂去幫助的就會出
現 ﹁阿那含名為不來﹂ 就是不
入欲界濁流；﹁實無不來﹂ 就是
祂還會來欲界度眾生 三果阿羅漢
是不來 但實在祂們還是來了 在
︿西雅圖雷藏寺﹀的天公爐上
︿彩虹雷藏寺﹀的法輪上 都出現
三果阿羅漢 這就是﹁實無不
來﹂ 祂可以不來 但有時還會
來 因為有善現天 祂看到善的
祂就會出現 我們學佛的人 一定
要脫離欲望 將來就成了聖賢
今晚的同修開示 在師佛講了
幾則引申佛法的笑話後畫下完美的
句點 最後師佛慈悲為新皈依的弟
子做﹁皈依灌頂﹂ 並加持大悲咒
水 開光佛像 為與會大眾及網路
上的同門善信賜福加持！嗡嘛呢唄
咪吽
■

所以來了多位遠道朝聖的同門

二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
是︿西雅圖雷藏寺﹀同修的
日子 近期︿西雅圖雷藏寺﹀對疫
情的管制較放寬了 所以來了多位
遠道朝聖的同門 氣氛開始熱絡起
來！
八時整 磬聲響起 在肅穆莊
嚴的蓮花童子咒音中 迎請聖尊蓮
生活佛盧勝彥陞法座主持殊勝的
﹁蓮華生大士本尊法﹂同修暨講解
︻金剛經︼ 在同修迴向時 師佛
敬禮蓮華生大士 祈請祂加持有緣
無緣中陰都往生清淨佛國 息災賜
福大眾 消除瘟疫 在說法之前
師佛照例先說笑話 此次提到一則
魚與烏龜的故事 師佛提示 在生
活中做好自己很重要 喜歡你的
人 你怎麼做都是對的 不喜歡你

響到後代子孫 所以祖父 曾祖父
有功德 就會有餘蔭影響到他們子
孫 如果做壞事 也會影響到下一
代 祖先的功德很重要
弟子問：如果亡者家屬已請了
風水師父 也找到好的風水 是先
火化再把骨灰土葬好 還是直接土
葬更好？那一種方式對後代子孫更
有利？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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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你都不
要聽 其他的你都可以不用理
會 ﹂所以要學烏龜 把頭縮進
去 沒有聽到他們在打遊戲 也不
要聽到他們的粗言穢語等 縮進
去 攝心 修法 其他外面的統統
都不要管 把自己縮到自己的龜殼
裡面 把頭縮進去 甚至手也縮進
去 腳也縮進去 就剩下龜殼
把所有聲音全部蓋住 自己修
法 其他外面世界的一切聲音 都
不理會 修到這種程度叫做正修
沒有東西可以插進來 當然要做到
這點 也是相當難 如果能夠這樣
子做 而且能夠持續下來 一定成
就 因為人在修法當中就是雜念不
斷 沒有辦法入定 要修到讓環境
無法影響你 剩下就是攝心地修
法 攝心地唸佛 攝心地做一切的
事情 這就是最好的！今天這番開
示非常重要 龜殼可以說就是我們
的心 如果真的進到自己的心裡
面 就是修法的一種成功 聖尊蓮
生法王也是恆持的度眾 至今七十
七歲從未罷工過 盡管在︿台灣雷
藏寺﹀弘法期間曾經患蜂窩性組織
炎 都沒有影響聖尊主壇法會及為
大眾加持 灌頂
接下來 聖尊 為大眾繼續講

■文／彩虹雷藏寺

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接下來互動就是力量環節 聖
尊為弟子們答疑解惑
今天只有一個問題來自馬來西
亞的弟子 他說上班時唸﹃上師心
咒﹄ 晚上在家中壇城修法時才做
總迴向 可以嗎？每當弟子要修法
時 家人就會在旁打遊戲或上網
也會說一些粗言穢語 與他無法溝
通 但又不想他造口業 也讓弟子
進退兩難 祈求師佛指點迷津 感
恩師佛
聖尊慈悲解答 關於第一個迴
向的問題 上班的時候唸﹃上師心
咒﹄ 是屬於散念 如果在上班的
路程當中唸﹃上師心咒﹄ 坐公車
的時候唸﹃上師心咒﹄ 正心誠意
地唸 可以 上班一邊工作一邊唸
﹃上師心咒﹄屬於散念；坐公車的
時候唸 坐捷運的時候唸 正心誠
意地唸都屬於正念 不過不管是正
念或者是散念 回家的時候在壇城
修法做總迴向 都是可以的 什麼
叫正念？攝心念 心就放在唸﹃上
師心咒﹄上面的時候 叫做攝心
念 叫做正念 聖尊在做任何事當
中都能夠攝心念 這是聖尊修出來
的本領
關於第二個家人干擾的問題
佛法裡有這樣一句話：﹁只要你做

二

○二一年月日 下午三
時 在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舉行了殊勝的﹁觀世音菩薩護
摩法會﹂ 這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日
子 連電訊公司的網路都出了問
題 使得工作人員用手機流量支撐
著ZOOM會議室的直播 ZOOM線上的
弟子越來越多 當日是觀世音菩薩
出家日的正日 能在正日舉行法會
是非常難得的 法會靈氣充滿
聖尊講解今天護摩法會的殊
勝 今天的護摩是今年以來所有護
摩中最不一樣的一次 聖尊看到無
量的觀世音菩薩 無法數清 無數
的觀世音菩薩從虛空中下降 是前
所未有的 真是大開眼界 全部都
是觀世音菩薩 充滿整個虛空 可
以說是千百億化身 並且也出現很
多不一樣的手印 由觀世音菩薩親
自演化給聖尊 聖尊說 今天的法
會靈氣充滿 所以今日的主祈及功
德主真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氣！無法
形容的福報！祈願觀世音菩薩能夠
加持此次的所有主祈者的願望都能
夠圓滿達成 觀世音菩薩很偉大
聖尊前往護摩殿時大雨滂沱 聲音
大得好像有萬人在鼓掌 而剛好就
相應了千萬億尊的觀世音菩薩的顯
化

解︻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佛陀問：﹁須菩提！於意云
何？阿羅漢能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
道不？﹂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
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 我得阿羅
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生 壽
者 ﹂
這一句很重要 如果講﹁我已
經得到阿羅漢了 ﹂這個就是著
相 著了名稱︱︱著﹁名﹂了 這
個﹁我﹂是指哪一個我呢？所以這
裡有很大的學問 因為須菩提懂得
這點 他講：﹁如果講我得阿羅漢
道 那我不可能就是阿羅漢 ﹂因
為已經著相了 著了名相了 當說
﹁我已經成佛了 ﹂就已經著了這
個﹁佛﹂的名相 行者此時只是實
踐 沒有﹁佛﹂這個名字 沒有
﹁菩薩﹂這個名字 沒有﹁阿羅
漢﹂這個名字 沒有﹁緣覺﹂這個
名字 因為證道以後 名相都要放
下 不執著於任何名相 因為既然
無我 就沒有人 既然無人當然就
沒有眾生 什麼是壽者呢？就是時
間 壽者就等於時間 眾生就等於
空間 不能著名相 雖然已經是阿
羅漢 但是不會常常想：﹁我就是
阿羅漢 ﹂一個菩薩 也不會常常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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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你都不
要聽 其他的你都可以不用理
會 ﹂所以要學烏龜 把頭縮進
去 沒有聽到他們在打遊戲 也不
要聽到他們的粗言穢語等 縮進
去 攝心 修法 其他外面的統統
都不要管 把自己縮到自己的龜殼
裡面 把頭縮進去 甚至手也縮進
去 腳也縮進去 就剩下龜殼
把所有聲音全部蓋住 自己修
法 其他外面世界的一切聲音 都
不理會 修到這種程度叫做正修
沒有東西可以插進來 當然要做到
這點 也是相當難 如果能夠這樣
子做 而且能夠持續下來 一定成
就 因為人在修法當中就是雜念不
斷 沒有辦法入定 要修到讓環境
無法影響你 剩下就是攝心地修
法 攝心地唸佛 攝心地做一切的
事情 這就是最好的！今天這番開
示非常重要 龜殼可以說就是我們
的心 如果真的進到自己的心裡
面 就是修法的一種成功 聖尊蓮
生法王也是恆持的度眾 至今七十
七歲從未罷工過 盡管在︿台灣雷
藏寺﹀弘法期間曾經患蜂窩性組織
炎 都沒有影響聖尊主壇法會及為
大眾加持 灌頂
接下來 聖尊 為大眾繼續講

■文／彩虹雷藏寺

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接下來互動就是力量環節 聖
尊為弟子們答疑解惑
今天只有一個問題來自馬來西
亞的弟子 他說上班時唸﹃上師心
咒﹄ 晚上在家中壇城修法時才做
總迴向 可以嗎？每當弟子要修法
時 家人就會在旁打遊戲或上網
也會說一些粗言穢語 與他無法溝
通 但又不想他造口業 也讓弟子
進退兩難 祈求師佛指點迷津 感
恩師佛
聖尊慈悲解答 關於第一個迴
向的問題 上班的時候唸﹃上師心
咒﹄ 是屬於散念 如果在上班的
路程當中唸﹃上師心咒﹄ 坐公車
的時候唸﹃上師心咒﹄ 正心誠意
地唸 可以 上班一邊工作一邊唸
﹃上師心咒﹄屬於散念；坐公車的
時候唸 坐捷運的時候唸 正心誠
意地唸都屬於正念 不過不管是正
念或者是散念 回家的時候在壇城
修法做總迴向 都是可以的 什麼
叫正念？攝心念 心就放在唸﹃上
師心咒﹄上面的時候 叫做攝心
念 叫做正念 聖尊在做任何事當
中都能夠攝心念 這是聖尊修出來
的本領
關於第二個家人干擾的問題
佛法裡有這樣一句話：﹁只要你做

二

○二一年月日 下午三
時 在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舉行了殊勝的﹁觀世音菩薩護
摩法會﹂ 這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日
子 連電訊公司的網路都出了問
題 使得工作人員用手機流量支撐
著ZOOM會議室的直播 ZOOM線上的
弟子越來越多 當日是觀世音菩薩
出家日的正日 能在正日舉行法會
是非常難得的 法會靈氣充滿
聖尊講解今天護摩法會的殊
勝 今天的護摩是今年以來所有護
摩中最不一樣的一次 聖尊看到無
量的觀世音菩薩 無法數清 無數
的觀世音菩薩從虛空中下降 是前
所未有的 真是大開眼界 全部都
是觀世音菩薩 充滿整個虛空 可
以說是千百億化身 並且也出現很
多不一樣的手印 由觀世音菩薩親
自演化給聖尊 聖尊說 今天的法
會靈氣充滿 所以今日的主祈及功
德主真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氣！無法
形容的福報！祈願觀世音菩薩能夠
加持此次的所有主祈者的願望都能
夠圓滿達成 觀世音菩薩很偉大
聖尊前往護摩殿時大雨滂沱 聲音
大得好像有萬人在鼓掌 而剛好就
相應了千萬億尊的觀世音菩薩的顯
化

解︻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佛陀問：﹁須菩提！於意云
何？阿羅漢能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
道不？﹂須菩提回答：﹁不也 世
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 我得阿羅
漢道 即為著我 人 眾生 壽
者 ﹂
這一句很重要 如果講﹁我已
經得到阿羅漢了 ﹂這個就是著
相 著了名稱︱︱著﹁名﹂了 這
個﹁我﹂是指哪一個我呢？所以這
裡有很大的學問 因為須菩提懂得
這點 他講：﹁如果講我得阿羅漢
道 那我不可能就是阿羅漢 ﹂因
為已經著相了 著了名相了 當說
﹁我已經成佛了 ﹂就已經著了這
個﹁佛﹂的名相 行者此時只是實
踐 沒有﹁佛﹂這個名字 沒有
﹁菩薩﹂這個名字 沒有﹁阿羅
漢﹂這個名字 沒有﹁緣覺﹂這個
名字 因為證道以後 名相都要放
下 不執著於任何名相 因為既然
無我 就沒有人 既然無人當然就
沒有眾生 什麼是壽者呢？就是時
間 壽者就等於時間 眾生就等於
空間 不能著名相 雖然已經是阿
羅漢 但是不會常常想：﹁我就是
阿羅漢 ﹂一個菩薩 也不會常常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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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就是菩薩 ﹂這個﹁我﹂
就著了我相 佛陀第二轉法輪就講
無相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都不能有這四相
佛陀的很多弟子都是阿羅漢 五百
阿羅漢就是很多的意思 並不是只
有五百個阿羅漢 在佛陀時代得阿
羅漢道的非常的多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無諍三昧是什
麼？既然無我 還跟人家爭什麼？
無諍三昧 沒有我 就沒有什麼好
爭的 沒有我 沒有你 沒有他
沒有眾生 跟誰爭？所以很簡單一
句話：﹁在月球上跟什麼人爭？﹂
就只有你一個人在月球上 跟誰
爭？佛陀講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跟誰爭？這
是無諍三昧 如果還與他人爭的
話 就表示有﹁我﹂
聖尊反省 以前曾經寫﹁真佛
論劍﹂ 批評了這個 那個的錯
誤 那還是有﹁我﹂ 是不符合無
諍三昧的 修到了無我 還有什麼
可爭的？無諍三昧要像烏龜一樣
好好修自己 然後再來度眾生 當
一個菩薩 當烏龜 不管外界怎麼
砍 都躲在龜殼裡面 就躲在裡面
好好修法 修成了再出來說法度眾

生 離開欲望的境界就是阿羅漢
離開所有的欲望就是阿羅漢啊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
離欲阿羅漢 ﹄﹂須菩提講：﹁我
沒有這樣子想 我是離欲阿羅
漢 ﹂當然不想 因為我這樣子
想 那就不是阿羅漢 因為有
﹁我﹂了 不可著名相
﹁我若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
道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
行者 ﹂什麼叫做樂阿蘭那行？就
是很清淨的意思 他不能做這種念
頭：﹁我得阿羅漢道﹂ 如果
﹁我﹂有這個念頭 世尊則不說須
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
菩提 是樂阿蘭那行 ﹂未來會講
到 聖尊在此說法 也等於是沒有
說法 不在做什麼 不過是在幻的
世界裡面行幻事 所以佛 佛法是
很高深的 跟一般的宗教絕對是不
一樣的 因為它的智慧非常的高
超 這種智慧等於是沒有智慧的智
慧 因為沒有智慧 所以才叫智
慧 這是非常高的 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只要能
夠達到這四個境界 就成就了
﹁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
﹂不管做了什麼 都把﹁做﹂
提

完全看成無做 因為是無我所以是
無做 今天聖尊在說法 講其實根
本沒有說法 即是無做 只是發菩
提心 順著這樣的因緣去做 等於
無做 將來︻金剛經︼裡面會講
到：﹁佛也沒有說法 無法可
說﹂ 這是高的智慧要仔細體會
所以聽了師尊的話而沒有實踐
的 回去還在吃醋的 在嫉妒的
或者在做一些傻事的 都是夢中在
做傻事 都還沒有達到無諍這兩個
字上
如果學佛學到現在還在你爭我
奪 爭名 爭位 也就是聽了聖尊
的開示 但並沒有真正的實踐 還
在吃醋 嫉妒 做傻事 這樣不
行 學佛的人要精進 要懂得無諍
三昧
法會結束後 聖尊為現場的弟
子們做了﹁觀世音菩薩灌頂﹂
ZOOM線上的弟子們也沉浸在這光明
的甘露水中 遲遲不願離去 揮揮
手 開心笑 相聚的時間總是如此
短暫 但美好的空間卻是無限大
被根本上師與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和
愛填的滿滿的 感恩又一次參與盛
會 珍惜每一次參與 讓我們相約
下週 同一時間 同一地點 不見
不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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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雷藏寺舉辦
清明節「大悲寶懺法會」通告

大好消息！
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下午兩點，
隆重舉辦清明節懷親祭祖「大悲寶懺」法會。
觀世音菩薩大慈悲心，千處祈求千處應。
「大悲寶懺」是藉由虔心的禮懺功德，祈求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慈悲
加被，令往生者消除業障、果位增上、離苦得樂。令陽世之人得清淨罪
業、消除災厄、廣發菩提心。
歡迎大家踴躍為自己、家人、有緣大眾、已逝親人、水子靈等等報
名，祈求蓮品高昇、往生佛國淨土。

〈彩虹雷藏寺〉「雙蓮境界」靈骨塔
也在2022年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下午兩點，奇數月份舉辦白事
誦經，為安奉已逝的親人、靈眾、水子靈、生基等等報名做功德超度。
偶數月份舉辦紅事誦經，為安奉在雙蓮境界的「生基」及報名眾等祈
求增福延壽。
〈彩虹雷藏寺〉網站線上報名非常方便，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每個月的
白事誦經或紅事誦經，以及清明節、中元節…等節日的祭祀超度和祈福息
災拜懺法會。
無論您身在何處，〈彩虹雷藏寺〉網站將隨時為您提供貼心的祭祀服
務，讓您對已逝親人的懷念追思零距離，讓您感懷思親的心意能夠隨時隨
地的付諸於行動。

菩提園地

有算 你以前完成的四加行也算是
有做 也可以 這個意思就是說
由自己做決定 兩個都可以 瑤池
金母講重新再做 佛陀講不用重新
再做 兩個人意見不同 但是我給
它折衷 釋迦牟尼佛講的也對 瑤
池金母講的也對 完全由你自己的
心去裁決
弟子問：弟子想請師佛慈悲開
示如何修證無我？真佛弟子明白了
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如何從零
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在八風吹來
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
聖尊答：︻金剛經︼提到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四個偈 很重要的 一般來講
很難做到 每一個人大部分都是有

二○二一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的笑話做為開場 接著就是大家很
期待的﹁你問我答﹂︱︱ 互動就
是力量！
弟子問：有同門告訴我 如果
我犯了很重的罪 如破三昧耶戒
我可以重新皈依 重新皈依後 我
以前所有的灌頂就變成零 以前做
完的四加行也要重新開始 對嗎？
聖尊答：這問題真的很難回
答 問一下瑤池金母 奇怪 瑤池
金母怎麼這樣子回答？我是有一點
疑惑 我問一問釋迦牟尼佛 怎麼
祂回答的跟瑤池金母不一樣？我知
道祂們的意思了！重新皈依以後
你要全部重新做 可以 也就是
說 所有的灌頂重新灌 或是 重
新皈依以後 你認為你的皈依還是

過程 最重要的是你能夠修行到
﹁無生法忍﹂這個果位 八風根本
吹不動
釋迦牟尼佛講的佛法都是非常
有智慧的 都是最高的佛慧！︻金
剛經︼是很高超的如來智慧 不是
一般世俗人可以知道的 ︻大般若
經︼的濃縮就是︻金剛經︼ ︻金
剛經︼的濃縮就是︻心經︼ 精華
都是在︻心經︼跟︻金剛經︼
︻大般若經︼是如來的智慧 如果
真的開悟了 任何一本經典拿來看
都一目了然 如沒有開悟 每一本
經典都是障礙 六祖惠能聽了一句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馬上就有
悟境 你自己有 絕對不是向外去
求來的 所以是無所得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精彩奧妙
的︻金剛經︼說法開示後 慈悲為
弟子善信們做﹁皈依灌頂﹂ 並加
持大悲咒水及開光佛像 還為與會
大眾以拂塵摩頂加持 步出寺門
迎著皎皎月色 心中流轉著滿滿法
味 聖尊殊勝佛慧的︻金剛經︼講
譯 將︻金剛經︼的真諦講解得絲
絲入扣 深入淺出的讓弟子們能明
白 受益 無限感恩頂禮大恩根本
傳承上師
■

■文／西雅圖雷藏寺

雅圖的秋景繽紛燦爛 遍地
楓紅 滿樹金黃 入夜後的
氣溫驟降 雖然秋深夜寒 但怎麼
也阻卻不了祖廟大雄寶殿燈火通明
的溫馨 由於近來防疫的規範已經
逐漸開放 弟子們想念師父許久的
心 終於可以如願以償的得見佛
顏 所以今晚既熱鬧又溫暖 有遠
自印尼 紐約 舊金山及加州的同
門前來一同護持聖尊所主壇的同修
會 今晚的同修本尊是蓮花童子
在圓滿肅穆的同修儀式結束後 司
儀請第一次來或很久未來參加同修
的同門做自我介紹 許多師兄姐紛
紛開心地站起來介紹自己 大家都
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一開始 聖尊先以幾則有寓意

土﹂ 主要是帶業往生 你還有業
障 先到那裡去跟聖人一起生活
受聖人的感染 就變成聖人 ﹁常
寂光土﹂是法身佛所居 ﹁實報莊
嚴土﹂是報身佛所居 ﹁方便有餘
土﹂是應身佛所居 法身佛 報身
佛 應身佛都是在淨土 什麼叫莊
嚴呢？清淨就是莊嚴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當善慧童
子的時候 拿著耶輸陀羅給的蓮花
去供養燃燈佛 祂在燃燈佛那裡有
得到什麼嗎？須菩提回答：﹁不
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
實無所得 ﹂也就是說 釋迦牟尼
佛去到燃燈佛那裡學到了什麼東
西？實在是什麼東西也沒有學到
六祖以後 要判斷有沒有開
悟 是以︻金剛經︼來斷定的 合
了經的意思 就叫開悟；不合於經
的意思 不算開悟 為什麼釋迦牟
尼佛講無所得？真的得是什麼？是
無所得 釋迦牟尼佛當初開悟的時
候講了一句話 ﹁世上的眾生皆有
佛性﹂ 佛性在你身上 不必再來
求 只是用一個指頭指月 你看見
了那個月 就是看到自己的佛性
你得到什麼？沒有 這個叫做無所
得 ﹁八風吹不動﹂是一個修行的

西

我執 有我 有你 有他 ﹁明白
了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如何從
零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在八風吹
來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不用對
治！對治就是有我 有我 有他才
要對治 所謂無我 就是把自己當
成死了！你死了 還有我嗎？八風
吹來的時候 死人還會起來抗爭
嗎？人家讚揚你的時候 你已經死
了 你還會歡喜嗎？人家譭謗你的
時候 你還心動嗎？還想抗爭嗎？
常常把這個死放在自己的心上 無
論遇到什麼事情 就想我已經死
了 管你那麼多做什麼？無我 就
已經接近了道 所以修行人沒有什
麼叫做脾氣的 發脾氣就已經有我
了 人家講一句話你就發火 那是
凡夫俗子 要常常想自己已經死
了 但不是想死了不做事 偷懶？
不行！學佛就是要精進！照樣要精
進的修行 精進的對人很恭敬 照
樣要布施 做慈善 我們修行人就
是要修到不動 死了就不動了 已
經沒有心了 還要用什麼心去對
治？不用對治
聖尊接著講釋︻金剛經︼的經
文要義｜﹁莊嚴淨土分第十﹂
西方極樂世界還有﹁凡聖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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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有算 你以前完成的四加行也算是
有做 也可以 這個意思就是說
由自己做決定 兩個都可以 瑤池
金母講重新再做 佛陀講不用重新
再做 兩個人意見不同 但是我給
它折衷 釋迦牟尼佛講的也對 瑤
池金母講的也對 完全由你自己的
心去裁決
弟子問：弟子想請師佛慈悲開
示如何修證無我？真佛弟子明白了
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如何從零
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在八風吹來
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
聖尊答：︻金剛經︼提到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四個偈 很重要的 一般來講
很難做到 每一個人大部分都是有

二○二一年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的笑話做為開場 接著就是大家很
期待的﹁你問我答﹂︱︱ 互動就
是力量！
弟子問：有同門告訴我 如果
我犯了很重的罪 如破三昧耶戒
我可以重新皈依 重新皈依後 我
以前所有的灌頂就變成零 以前做
完的四加行也要重新開始 對嗎？
聖尊答：這問題真的很難回
答 問一下瑤池金母 奇怪 瑤池
金母怎麼這樣子回答？我是有一點
疑惑 我問一問釋迦牟尼佛 怎麼
祂回答的跟瑤池金母不一樣？我知
道祂們的意思了！重新皈依以後
你要全部重新做 可以 也就是
說 所有的灌頂重新灌 或是 重
新皈依以後 你認為你的皈依還是

過程 最重要的是你能夠修行到
﹁無生法忍﹂這個果位 八風根本
吹不動
釋迦牟尼佛講的佛法都是非常
有智慧的 都是最高的佛慧！︻金
剛經︼是很高超的如來智慧 不是
一般世俗人可以知道的 ︻大般若
經︼的濃縮就是︻金剛經︼ ︻金
剛經︼的濃縮就是︻心經︼ 精華
都是在︻心經︼跟︻金剛經︼
︻大般若經︼是如來的智慧 如果
真的開悟了 任何一本經典拿來看
都一目了然 如沒有開悟 每一本
經典都是障礙 六祖惠能聽了一句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馬上就有
悟境 你自己有 絕對不是向外去
求來的 所以是無所得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精彩奧妙
的︻金剛經︼說法開示後 慈悲為
弟子善信們做﹁皈依灌頂﹂ 並加
持大悲咒水及開光佛像 還為與會
大眾以拂塵摩頂加持 步出寺門
迎著皎皎月色 心中流轉著滿滿法
味 聖尊殊勝佛慧的︻金剛經︼講
譯 將︻金剛經︼的真諦講解得絲
絲入扣 深入淺出的讓弟子們能明
白 受益 無限感恩頂禮大恩根本
傳承上師
■

■文／西雅圖雷藏寺

雅圖的秋景繽紛燦爛 遍地
楓紅 滿樹金黃 入夜後的
氣溫驟降 雖然秋深夜寒 但怎麼
也阻卻不了祖廟大雄寶殿燈火通明
的溫馨 由於近來防疫的規範已經
逐漸開放 弟子們想念師父許久的
心 終於可以如願以償的得見佛
顏 所以今晚既熱鬧又溫暖 有遠
自印尼 紐約 舊金山及加州的同
門前來一同護持聖尊所主壇的同修
會 今晚的同修本尊是蓮花童子
在圓滿肅穆的同修儀式結束後 司
儀請第一次來或很久未來參加同修
的同門做自我介紹 許多師兄姐紛
紛開心地站起來介紹自己 大家都
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一開始 聖尊先以幾則有寓意

土﹂ 主要是帶業往生 你還有業
障 先到那裡去跟聖人一起生活
受聖人的感染 就變成聖人 ﹁常
寂光土﹂是法身佛所居 ﹁實報莊
嚴土﹂是報身佛所居 ﹁方便有餘
土﹂是應身佛所居 法身佛 報身
佛 應身佛都是在淨土 什麼叫莊
嚴呢？清淨就是莊嚴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當善慧童
子的時候 拿著耶輸陀羅給的蓮花
去供養燃燈佛 祂在燃燈佛那裡有
得到什麼嗎？須菩提回答：﹁不
也 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
實無所得 ﹂也就是說 釋迦牟尼
佛去到燃燈佛那裡學到了什麼東
西？實在是什麼東西也沒有學到
六祖以後 要判斷有沒有開
悟 是以︻金剛經︼來斷定的 合
了經的意思 就叫開悟；不合於經
的意思 不算開悟 為什麼釋迦牟
尼佛講無所得？真的得是什麼？是
無所得 釋迦牟尼佛當初開悟的時
候講了一句話 ﹁世上的眾生皆有
佛性﹂ 佛性在你身上 不必再來
求 只是用一個指頭指月 你看見
了那個月 就是看到自己的佛性
你得到什麼？沒有 這個叫做無所
得 ﹁八風吹不動﹂是一個修行的

西

我執 有我 有你 有他 ﹁明白
了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如何從
零一步一腳印修到無我？在八風吹
來之時應以何心態對治？﹂不用對
治！對治就是有我 有我 有他才
要對治 所謂無我 就是把自己當
成死了！你死了 還有我嗎？八風
吹來的時候 死人還會起來抗爭
嗎？人家讚揚你的時候 你已經死
了 你還會歡喜嗎？人家譭謗你的
時候 你還心動嗎？還想抗爭嗎？
常常把這個死放在自己的心上 無
論遇到什麼事情 就想我已經死
了 管你那麼多做什麼？無我 就
已經接近了道 所以修行人沒有什
麼叫做脾氣的 發脾氣就已經有我
了 人家講一句話你就發火 那是
凡夫俗子 要常常想自己已經死
了 但不是想死了不做事 偷懶？
不行！學佛就是要精進！照樣要精
進的修行 精進的對人很恭敬 照
樣要布施 做慈善 我們修行人就
是要修到不動 死了就不動了 已
經沒有心了 還要用什麼心去對
治？不用對治
聖尊接著講釋︻金剛經︼的經
文要義｜﹁莊嚴淨土分第十﹂
西方極樂世界還有﹁凡聖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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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
彩虹雷藏寺「不動明王護摩大法會」

不 用莊 嚴佛 土，

自 然就 莊嚴 ，本 來就 莊 嚴。
■文∕彩虹雷藏寺

一點 就會給你回答得很清楚 不
過 無論你養什麼魚 每天都要唸
﹃往生咒﹄
馬來西亞的弟子問：弟子看到
網上有一則劉伯溫著作的︽燒餅
歌︾ 裡面寫的一則是：﹁帝曰：
末後道何人傳？溫曰：有詩為證
不相僧來不相道 頭戴四兩羊絨
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元
頭教 ﹂佛教 道教和密教頭戴羊
絨帽︵西藏上師的帽很多是羊毛絨
的︶ 在網上盛傳而總結的東方聖
人 基本特徵是東方聖人是靠理
論 這個聖人的出現 不是來管理
國家的 而是為了把人們的思想水
平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上 他的
出現是世界的福音 師尊所著作出
版的書已經超越很多了 以上的種
種可否請師尊開示解說？
聖尊答：不相僧來不相道 這
是劉伯溫︽燒餅歌︾裡面寫的 他
是看網路的︽燒餅歌︾ 不相僧來
不相道 師尊學的不只是不相道
也不相僧 是僧道都合的 我以前
是道︱︱瑤池金母是道 釋迦牟尼
佛是僧 佛陀是僧 瑤池金母是
道 僧道都合 頭戴四兩羊絨帽
師尊學的是西藏密宗 但是我也禮

○二一年月日 ︿彩虹
雷藏寺﹀恭請法王蓮生活佛
主持﹁不動明王護摩法會﹂及講授
︻金剛經︼ 希望藉著中央大聖不
動明王及八大童子的力量 讓瘟
疫 新冠病毒退散 今天適逢萬聖
節 法會前 ﹁世界天音雅樂合唱
團﹂演唱﹁你就是佛﹂及﹁忘了我
是誰﹂兩首歌曲 團員深情演唱
將聖尊寫的詩詞以生動活潑的方式
呈現 團員唱出了﹁你就是佛 不
需要懷疑 當下認定無淨無垢
快樂無憂不用求﹂的意境 聲聲入
耳 歡喜充滿
下午三時 與會大眾準備迎接
聖尊蒞臨護摩殿時 天空出現五彩
雲 明亮的邊緣柔和色彩 漸漸移
動 在場的很多弟子都看到了這個
瑞相 紛紛拍照分享不動明王慈悲
為眾生示現的光芒 照耀整個雷藏
寺 聖尊亦表示虛空中出現五彩的
雲 是五色不動明王放光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
尊談到不動明王的四個誓願：
一 ﹁見我身者發菩提心﹂：
你看到祂就馬上發菩提心
二 ﹁聞我名者斷惡修善﹂：
聽到祂的名字就斷掉所有的惡 修

為什麼？
因為菩薩本來就莊嚴 佛本來
就莊嚴 佛本身的相 有三十二
相 八十隨形好 大家都知道 菩
薩跟佛本身就莊嚴 祂到了佛土的
時候 菩薩在佛土裡面 不用莊嚴
佛土 它自然就莊嚴 本來就莊
嚴 不是刻意去製造它的莊嚴出
來 它本來就是莊嚴 所以非莊
嚴︱︱不是刻意把它弄莊嚴 其實
它就是莊嚴 這意思就是在這裡
如果今天不解說 不會有人明白這
個意思的 今天就講這麼一段
感謝聖尊將︻金剛經︼的真實
義無私的傳授給大家 讓弟子們深
深的感受到根本上師無上的智慧
在精彩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一一為
佛子們拂塵灌頂 法會圓滿吉祥
晚餐期間 聖尊 師母與弟子
談到今天法會出現的種種瑞相 我
們都要感恩根本上師功德力與攝召
力的傳承加持 月日是﹁大隨
求菩薩護摩法會﹂ 祂是讓你求願
的菩薩 隨求隨應 是一尊很偉大
的菩薩 歡迎各界善信踴躍護持報
名
■

善
三 ﹁聞我說者得大智慧﹂：
聽祂說法的就得到大智慧
四 ﹁知我心者即身成佛﹂：
知道不動明王的心 即身成佛
在日本幕府時代有一個和尚修
﹁不動明王法﹂ 為了保護自己的
城 他在城的五個方位︱︱中央
東 南 西 北 各有一尊不動明
王 五種顏色的臉 五種顏色的
身 所以在日本有五色不動明王
修﹁五色不動明王法﹂可以保護一
個國家 有護法的作用 將來會傳
這個法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台灣弟子問：弟子很喜歡養
魚 已養魚數十年 但有時候會遇
到養的魚死掉 雖然弟子會唸﹃往
生咒﹄為其超度 但心中仍然過意
不去 請問這算是殺生嗎？另外
想再請教 弟子曾經遇過自己生病
時 剛好養的魚死掉 之後弟子的
病就好多了 請問這是一種替代
嗎？
聖尊答：因為不了解你到底是
魚塭的魚 還是池塘的魚 還是你
家院子裡面的魚 還是魚缸的魚？
有好多種 下次再問的話 寫清楚

二

拜瑤池金母 所以老夫學佛 學
道 再來 真佛不在寺院內 我沒
有住在寺院裡面 而且我們的宗派
就剛好是︿真佛宗﹀ 他掌彌勒元
頭教 彌勒菩薩 我們知道三個
佛：過去佛是燃燈佛 現在佛是釋
迦牟尼佛 未來佛是彌勒佛 師尊
所學的：龍樹菩薩的中觀 彌勒菩
薩的唯識 師尊學唯識就是無著菩
薩跟天親菩薩的唯識 網路上看到
的：﹁不相僧來不相道 頭戴四兩
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
勒元頭教 ﹂這等於是講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接下來 聖尊為大眾繼續講解
︻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
聖尊解釋：這時候釋迦牟尼佛
又問了：﹁須菩提！於意云何？菩
薩莊嚴佛土不？﹂﹁不也 世尊！
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問題又來了 菩薩有
沒有莊嚴淨土啊？﹁不也 世尊！
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這個問題也是很不得
了的喔 菩薩莊嚴淨土嗎？不是菩
薩來莊嚴淨土 ﹁莊嚴佛土者 即
非莊嚴 是名莊嚴 ﹂為什麼莊嚴
佛土的 不是莊嚴 又叫做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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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月日
彩虹雷藏寺「不動明王護摩大法會」

不 用莊 嚴佛 土，

自 然就 莊嚴 ，本 來就 莊 嚴。
■文∕彩虹雷藏寺

一點 就會給你回答得很清楚 不
過 無論你養什麼魚 每天都要唸
﹃往生咒﹄
馬來西亞的弟子問：弟子看到
網上有一則劉伯溫著作的︽燒餅
歌︾ 裡面寫的一則是：﹁帝曰：
末後道何人傳？溫曰：有詩為證
不相僧來不相道 頭戴四兩羊絨
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勒元
頭教 ﹂佛教 道教和密教頭戴羊
絨帽︵西藏上師的帽很多是羊毛絨
的︶ 在網上盛傳而總結的東方聖
人 基本特徵是東方聖人是靠理
論 這個聖人的出現 不是來管理
國家的 而是為了把人們的思想水
平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上 他的
出現是世界的福音 師尊所著作出
版的書已經超越很多了 以上的種
種可否請師尊開示解說？
聖尊答：不相僧來不相道 這
是劉伯溫︽燒餅歌︾裡面寫的 他
是看網路的︽燒餅歌︾ 不相僧來
不相道 師尊學的不只是不相道
也不相僧 是僧道都合的 我以前
是道︱︱瑤池金母是道 釋迦牟尼
佛是僧 佛陀是僧 瑤池金母是
道 僧道都合 頭戴四兩羊絨帽
師尊學的是西藏密宗 但是我也禮

○二一年月日 ︿彩虹
雷藏寺﹀恭請法王蓮生活佛
主持﹁不動明王護摩法會﹂及講授
︻金剛經︼ 希望藉著中央大聖不
動明王及八大童子的力量 讓瘟
疫 新冠病毒退散 今天適逢萬聖
節 法會前 ﹁世界天音雅樂合唱
團﹂演唱﹁你就是佛﹂及﹁忘了我
是誰﹂兩首歌曲 團員深情演唱
將聖尊寫的詩詞以生動活潑的方式
呈現 團員唱出了﹁你就是佛 不
需要懷疑 當下認定無淨無垢
快樂無憂不用求﹂的意境 聲聲入
耳 歡喜充滿
下午三時 與會大眾準備迎接
聖尊蒞臨護摩殿時 天空出現五彩
雲 明亮的邊緣柔和色彩 漸漸移
動 在場的很多弟子都看到了這個
瑞相 紛紛拍照分享不動明王慈悲
為眾生示現的光芒 照耀整個雷藏
寺 聖尊亦表示虛空中出現五彩的
雲 是五色不動明王放光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
尊談到不動明王的四個誓願：
一 ﹁見我身者發菩提心﹂：
你看到祂就馬上發菩提心
二 ﹁聞我名者斷惡修善﹂：
聽到祂的名字就斷掉所有的惡 修

為什麼？
因為菩薩本來就莊嚴 佛本來
就莊嚴 佛本身的相 有三十二
相 八十隨形好 大家都知道 菩
薩跟佛本身就莊嚴 祂到了佛土的
時候 菩薩在佛土裡面 不用莊嚴
佛土 它自然就莊嚴 本來就莊
嚴 不是刻意去製造它的莊嚴出
來 它本來就是莊嚴 所以非莊
嚴︱︱不是刻意把它弄莊嚴 其實
它就是莊嚴 這意思就是在這裡
如果今天不解說 不會有人明白這
個意思的 今天就講這麼一段
感謝聖尊將︻金剛經︼的真實
義無私的傳授給大家 讓弟子們深
深的感受到根本上師無上的智慧
在精彩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一一為
佛子們拂塵灌頂 法會圓滿吉祥
晚餐期間 聖尊 師母與弟子
談到今天法會出現的種種瑞相 我
們都要感恩根本上師功德力與攝召
力的傳承加持 月日是﹁大隨
求菩薩護摩法會﹂ 祂是讓你求願
的菩薩 隨求隨應 是一尊很偉大
的菩薩 歡迎各界善信踴躍護持報
名
■

善
三 ﹁聞我說者得大智慧﹂：
聽祂說法的就得到大智慧
四 ﹁知我心者即身成佛﹂：
知道不動明王的心 即身成佛
在日本幕府時代有一個和尚修
﹁不動明王法﹂ 為了保護自己的
城 他在城的五個方位︱︱中央
東 南 西 北 各有一尊不動明
王 五種顏色的臉 五種顏色的
身 所以在日本有五色不動明王
修﹁五色不動明王法﹂可以保護一
個國家 有護法的作用 將來會傳
這個法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台灣弟子問：弟子很喜歡養
魚 已養魚數十年 但有時候會遇
到養的魚死掉 雖然弟子會唸﹃往
生咒﹄為其超度 但心中仍然過意
不去 請問這算是殺生嗎？另外
想再請教 弟子曾經遇過自己生病
時 剛好養的魚死掉 之後弟子的
病就好多了 請問這是一種替代
嗎？
聖尊答：因為不了解你到底是
魚塭的魚 還是池塘的魚 還是你
家院子裡面的魚 還是魚缸的魚？
有好多種 下次再問的話 寫清楚

二

拜瑤池金母 所以老夫學佛 學
道 再來 真佛不在寺院內 我沒
有住在寺院裡面 而且我們的宗派
就剛好是︿真佛宗﹀ 他掌彌勒元
頭教 彌勒菩薩 我們知道三個
佛：過去佛是燃燈佛 現在佛是釋
迦牟尼佛 未來佛是彌勒佛 師尊
所學的：龍樹菩薩的中觀 彌勒菩
薩的唯識 師尊學唯識就是無著菩
薩跟天親菩薩的唯識 網路上看到
的：﹁不相僧來不相道 頭戴四兩
羊絨帽 真佛不在寺院內 他掌彌
勒元頭教 ﹂這等於是講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接下來 聖尊為大眾繼續講解
︻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
聖尊解釋：這時候釋迦牟尼佛
又問了：﹁須菩提！於意云何？菩
薩莊嚴佛土不？﹂﹁不也 世尊！
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問題又來了 菩薩有
沒有莊嚴淨土啊？﹁不也 世尊！
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這個問題也是很不得
了的喔 菩薩莊嚴淨土嗎？不是菩
薩來莊嚴淨土 ﹁莊嚴佛土者 即
非莊嚴 是名莊嚴 ﹂為什麼莊嚴
佛土的 不是莊嚴 又叫做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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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一句

滅罪沙河

恭敬

妄念紛飛

唸 高王 經修 專一
避免有口無心

禪定

︿

■文／蓮花銘康

大義學會﹀於月日在
︿大義雷藏寺﹀舉辦﹁高王
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大法
會﹂ 邀請︿金極雷藏寺﹀的釋蓮
郲上師主壇 各級弘法人員 釋蓮
歌法師 釋蓮鍾法師 釋蓮竩法
師 釋蓮朾法師 蓮鐽講師 蓮花
于菲講師 蓮花原鋒助教護壇 法
會圓滿順利
法會前 在林立仁講師 廖麗
瑩師姐的指導協助之下 由年輕新
血林原鋒助教規劃分工分組 成立
義工群組 整合義工力量 開展各
項後勤工作 檢整各項物資 如：
布置會場所需的音響系統 文具
工具 桌椅 桌巾 布幔 指示

牌 告示牌等；布置壇城所需的佛
像 護摩爐 法座 唐卡 供品
︵酒 香水 插花 米 油 粽
子 肉包 饅頭 礦泉水 五行
等︶ 傘蓋 龍船 法船 蓮花
等
另外 ︿大義學會﹀／雷藏寺
唱誦組成立後 邀請釋蓮鍾法師每
個月來︿大義雷藏寺﹀指導梵唄集
訓 經過近年餘的上課 終於上場
檢驗成果 大家都非常的認真學
習 終於有美好的成果呈現 但仍
有努力改進的空間
法會前一天 許多熱心義工很
早就到了 在林立仁講師 廖麗瑩
師姐 林原鋒助教領導指揮之下
井然有序且快樂地展開會場布置及
壇城設立相關工作 主壇城 延生
位 往生位設立 吊立唐卡 旗
幡 供品擺置 令牌 香案插立
麥克風播音系統測試備妥等
由於先前準備工作周延 各項
工作很快就緒 十一點半左右由釋
蓮歌 釋蓮朾法師帶領大家安位
引磬 柳音協作 莊嚴肅穆 行禮
如儀 圓滿順利 下午一點半 由
釋蓮歌法師帶領大家做法會前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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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一句

滅罪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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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 高王 經修 專一
避免有口無心

禪定

︿

■文／蓮花銘康

大義學會﹀於月日在
︿大義雷藏寺﹀舉辦﹁高王
觀世音菩薩息災祈福超度護摩大法
會﹂ 邀請︿金極雷藏寺﹀的釋蓮
郲上師主壇 各級弘法人員 釋蓮
歌法師 釋蓮鍾法師 釋蓮竩法
師 釋蓮朾法師 蓮鐽講師 蓮花
于菲講師 蓮花原鋒助教護壇 法
會圓滿順利
法會前 在林立仁講師 廖麗
瑩師姐的指導協助之下 由年輕新
血林原鋒助教規劃分工分組 成立
義工群組 整合義工力量 開展各
項後勤工作 檢整各項物資 如：
布置會場所需的音響系統 文具
工具 桌椅 桌巾 布幔 指示

牌 告示牌等；布置壇城所需的佛
像 護摩爐 法座 唐卡 供品
︵酒 香水 插花 米 油 粽
子 肉包 饅頭 礦泉水 五行
等︶ 傘蓋 龍船 法船 蓮花
等
另外 ︿大義學會﹀／雷藏寺
唱誦組成立後 邀請釋蓮鍾法師每
個月來︿大義雷藏寺﹀指導梵唄集
訓 經過近年餘的上課 終於上場
檢驗成果 大家都非常的認真學
習 終於有美好的成果呈現 但仍
有努力改進的空間
法會前一天 許多熱心義工很
早就到了 在林立仁講師 廖麗瑩
師姐 林原鋒助教領導指揮之下
井然有序且快樂地展開會場布置及
壇城設立相關工作 主壇城 延生
位 往生位設立 吊立唐卡 旗
幡 供品擺置 令牌 香案插立
麥克風播音系統測試備妥等
由於先前準備工作周延 各項
工作很快就緒 十一點半左右由釋
蓮歌 釋蓮朾法師帶領大家安位
引磬 柳音協作 莊嚴肅穆 行禮
如儀 圓滿順利 下午一點半 由
釋蓮歌法師帶領大家做法會前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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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第三壇的念誦﹃高王觀世音心
咒﹄及︻高王觀世音真經︼ 咒音
殊勝響徹雲霄 三點整 由釋蓮鍾
法師指導梵唄組加緊練習 最後衝
刺 同時迎師組也配合一同彩排走
練 反覆練習 這些也是為了未來
雷藏寺正式啟用後做的準備
法會當天陽光普照 稍感炎
熱 十點三十分︿金極雷藏寺﹀遊
覽車到達 加上︿廣品堂﹀ ︿六
度堂﹀的同門 約四十餘人踴躍參

加法會 上師隨即巡視會場 加持
延生位 往生位 十二點︿大義學
會﹀高雄市區同門的遊覽車到達法
會現場 來自台北 台中 雲林
台南 高雄 屏東的師兄姐總計兩
百餘人 會場塞爆 與會者出乎意
料的多 大家的熱情參與令人感
動 許多很久未見的同門都來了
自從新冠疫情以來 出現這樣的場
面 實屬難得
法會報名者非常踴躍 打齋者
很多 主辦單位很用心的準備甘
露 香水 小龍袍等護摩供品提供
同 門 請 供 ； 贊 助 建 寺 基 金 500元
者 即贈送二○二二虎年虎頭金剛
杏黃旗 琉璃吊飾 旺旺旺紅包袋
等 既有建寺功德又能得到精美贈
品 非常超值；同時更推廣師尊文
集 現場提供許多師尊文集讓有緣
者請購 也有結緣書及DVD自行索
取
法會結束 林講師致詞 本次
法會有一特別目的 就是為所有建
寺功德主迴向祈福 同時也報告建
寺工程的最新進度 目前申請使用
執照中 其中無障礙設施項目已通
過檢查 另外還有消防及結構工程

兩項等待查驗 一旦使用執照下
來 隨即開始油漆 彩繪 裝潢
大理石地板等裝修工程 預計明年
落成前 辦理一場薈供法會及供
僧 期望大眾能對僧寶尊重珍惜
祈請真佛僧寶能踴躍參加 建寺到
了後段 所需的經費更是吃緊 期
盼大家發心慷慨解囊 大力贊助
法會後 釋蓮郲上師精彩法語
開示 特別提到：持念︻高王經︼
要一字一句非常清楚入於心 勿太
在意遍數 唸到﹁佛﹂字要加重
音 唸到六方六佛名號時 觀想地
球變成蓮花 行者坐於中間 東西
南北上下都是佛 放出太陽光加持
行者自身 如此入於空明 可得輕
安 法喜
經中一句﹁各令安穩休息﹂
安穩休息即是入三摩地 安穩是心
經所言的無有罣礙 遠離顛倒夢
想 無有恐怖 休息就是放下 唸
︻高王經︼可修專一 恭敬 禪
定 避免有口無心 妄念紛飛 這
便是佛家所說﹁念佛一句 滅罪沙
河 ﹂
最後法會在釋蓮郲上師的賜福
灌頂後圓滿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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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第三壇的念誦﹃高王觀世音心
咒﹄及︻高王觀世音真經︼ 咒音
殊勝響徹雲霄 三點整 由釋蓮鍾
法師指導梵唄組加緊練習 最後衝
刺 同時迎師組也配合一同彩排走
練 反覆練習 這些也是為了未來
雷藏寺正式啟用後做的準備
法會當天陽光普照 稍感炎
熱 十點三十分︿金極雷藏寺﹀遊
覽車到達 加上︿廣品堂﹀ ︿六
度堂﹀的同門 約四十餘人踴躍參

加法會 上師隨即巡視會場 加持
延生位 往生位 十二點︿大義學
會﹀高雄市區同門的遊覽車到達法
會現場 來自台北 台中 雲林
台南 高雄 屏東的師兄姐總計兩
百餘人 會場塞爆 與會者出乎意
料的多 大家的熱情參與令人感
動 許多很久未見的同門都來了
自從新冠疫情以來 出現這樣的場
面 實屬難得
法會報名者非常踴躍 打齋者
很多 主辦單位很用心的準備甘
露 香水 小龍袍等護摩供品提供
同 門 請 供 ； 贊 助 建 寺 基 金 500元
者 即贈送二○二二虎年虎頭金剛
杏黃旗 琉璃吊飾 旺旺旺紅包袋
等 既有建寺功德又能得到精美贈
品 非常超值；同時更推廣師尊文
集 現場提供許多師尊文集讓有緣
者請購 也有結緣書及DVD自行索
取
法會結束 林講師致詞 本次
法會有一特別目的 就是為所有建
寺功德主迴向祈福 同時也報告建
寺工程的最新進度 目前申請使用
執照中 其中無障礙設施項目已通
過檢查 另外還有消防及結構工程

兩項等待查驗 一旦使用執照下
來 隨即開始油漆 彩繪 裝潢
大理石地板等裝修工程 預計明年
落成前 辦理一場薈供法會及供
僧 期望大眾能對僧寶尊重珍惜
祈請真佛僧寶能踴躍參加 建寺到
了後段 所需的經費更是吃緊 期
盼大家發心慷慨解囊 大力贊助
法會後 釋蓮郲上師精彩法語
開示 特別提到：持念︻高王經︼
要一字一句非常清楚入於心 勿太
在意遍數 唸到﹁佛﹂字要加重
音 唸到六方六佛名號時 觀想地
球變成蓮花 行者坐於中間 東西
南北上下都是佛 放出太陽光加持
行者自身 如此入於空明 可得輕
安 法喜
經中一句﹁各令安穩休息﹂
安穩休息即是入三摩地 安穩是心
經所言的無有罣礙 遠離顛倒夢
想 無有恐怖 休息就是放下 唸
︻高王經︼可修專一 恭敬 禪
定 避免有口無心 妄念紛飛 這
便是佛家所說﹁念佛一句 滅罪沙
河 ﹂
最後法會在釋蓮郲上師的賜福
灌頂後圓滿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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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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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
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
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
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童子。默
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
格外金光燦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
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鵡。
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
色。出和雅天音。空中金色光。有淨
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馥。
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
空之中天花飄散。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
量諸天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
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
赴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
釋。梵王。八部四眾。廣說法要。
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
蓮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
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
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
地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阿。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
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
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上
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一
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
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
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
嚴光。藍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
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
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
座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
稀有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
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
尊為眾宣說。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
大眾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
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
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
童子即說。諸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
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憂
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
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
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
真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
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
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
尊為眾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
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
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
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
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
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
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
居士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
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
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
量。是增益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
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冥。若
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
怨親退散。現存獲福。
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
神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
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疾厄纏
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
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
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
凶殃殄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
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加威。戰無不
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
意圓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
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
龍八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迴向者：陳勝雄

迴向｜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
加持陳勝雄 業障消除 元
辰光彩 生意興旺 健康長
壽 平安吉祥

助印者：陳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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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

禮佛

開開心心的領紅包

聖尊 到 大 雄 寶 殿 上 香

眾弟子喜氣洋 洋

在

然 後 給 弟 子 發紅包
■文／西雅圖雷藏寺

供﹂ 參加的上師 法師 同門
信眾非常多 把整個大雄寶殿都擠
滿了 維那帶領大眾唱誦佛菩薩聖
號 經文 密咒 讚偈 誠心供養
佛菩薩及施食 梵聲嘹亮 莊嚴
祈求佛光注照 大家都福慧增長
吉祥如意 然後大家持香虔誠祝
禱 一一上香
我們真正是三生有幸 能遇到
並且皈依到這樣一位真正開悟的
有偉大成就的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 祂以言教 身教把釋迦牟尼佛
高深莫測的佛法智慧傳授給我們
聖尊的言教深入淺出 常常以譬
喻 笑話的形式提高大家的興趣與
領悟的能力 聖尊更以身體力行體
現出慈悲喜捨的無盡行 以不捨一
個眾生的大願度化眾生
明日便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幸福圓
■
新年
滿！

得 到 聖 尊 的 加持與 賜福

中國新年的習俗裡 除夕是
一家團圓歡慶的日子 月
日除夕夜 聖尊蓮生活佛 師母
蓮香金剛上師前來︿西雅圖雷藏
寺﹀的餐廳 和弟子們一起圍爐吃
火鍋 今晚來用餐的人很多 桌子
不夠了 就在廚房也加兩桌 每桌
都坐滿了人 大家開
開心心的在除夕夜吃
團圓飯 餐廳瀰漫著
一片溫馨
晚飯後 聖尊隨
即到大雄寶殿上香
禮佛 然後給大家發
紅包 很多同門都穿
上節慶的服裝 喜氣
洋洋 大家開開心心
的領紅包 得到聖尊
的加持與賜福
晚上十時半 雷
藏寺舉行﹁佛前大

誌

64

聖尊發紅包給眾同門。
▲

二零二二年
１月３１日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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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
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
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
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童子。默
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
格外金光燦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
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鵡。
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
色。出和雅天音。空中金色光。有淨
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馥。
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
空之中天花飄散。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
量諸天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
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
赴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
釋。梵王。八部四眾。廣說法要。
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
蓮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
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
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
地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阿。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
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
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上
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一
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
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
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
嚴光。藍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
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
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
座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
稀有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
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
尊為眾宣說。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
大眾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
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
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
童子即說。諸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
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憂
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
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
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
真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
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
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
尊為眾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
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
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
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
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
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
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
居士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
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
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
量。是增益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
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冥。若
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
怨親退散。現存獲福。
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
神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
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疾厄纏
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
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
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
凶殃殄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
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加威。戰無不
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
意圓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
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
龍八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迴向者：陳淑惠
迴向｜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
加持陳淑惠業障消除 貴人相
助 元辰光彩 陳淑惠右邊頭部
後面 肋骨 頭部眩暈及左邊肩
膀 因為跌倒至今未好 希望師
尊加持讓我早日康復

助印者：陳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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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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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
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
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
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童子。默
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
格外金光燦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
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鵡。
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
色。出和雅天音。空中金色光。有淨
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馥。
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
空之中天花飄散。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
量諸天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
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
赴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
釋。梵王。八部四眾。廣說法要。
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
蓮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
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
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
地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阿。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
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
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上
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一
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
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
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
嚴光。藍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
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
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
座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
稀有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
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
尊為眾宣說。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
大眾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
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
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
童子即說。諸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
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憂
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
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
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
真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
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
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
尊為眾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
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
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
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
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
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
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
居士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
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
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
量。是增益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
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冥。若
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
怨親退散。現存獲福。
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
神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
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疾厄纏
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
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
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
凶殃殄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
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加威。戰無不
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
意圓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
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
龍八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迴向者：林咨銳
迴向｜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
光加持林咨銳業障消除 元辰
光彩 胃痛能夠早日痊癒 林
咨銳的工作順利轉到中山北路
台新銀行 貴人相助 能夠得
到主管的賞識

助印者：林咨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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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
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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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
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
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
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童子。默
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
格外金光燦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
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鵡。
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
色。出和雅天音。空中金色光。有淨
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馥。
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
空之中天花飄散。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
量諸天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
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
赴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
釋。梵王。八部四眾。廣說法要。
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
蓮花童子現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淨口業真言：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
梭哈。
淨身業真言：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
唎。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嚩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
地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阿。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
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
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上
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一
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
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
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
嚴光。藍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
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
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
座而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
稀有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
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
尊為眾宣說。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
大眾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
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
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
童子即說。諸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
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憂
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
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
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
真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
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界。知是過去
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
尊為眾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
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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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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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
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
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
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
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
虔誠祈禱。咸得如意。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
居士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
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
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
量。是增益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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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
怨親退散。現存獲福。
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
神為害。惡夢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
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疾厄纏
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
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
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禁獄繫。
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
凶殃殄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
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加威。戰無不
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
意圓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
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
龍八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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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oine demanda :
— Lorsque la montre de marque
s’arrête, quelle sera la situation ?
Je répondis :
— La résonance du son s’éteint.
Le moine interrogea :
— Si la montre de marque marche
de nouveau, quelle sera la situation ?
Je répondis :
— Pareillement, la résonance du son
s’éteint !
Le moine s’enquiert :
— Marcher et arrêter, comment sontils pareils ?
Je répondis :
— Pourquoi ne sont-ils pas pareils ?
Le moine questionna :
— Une montre où est apposée la
signature et une montre sans signature,
sont-elles différentes ?
Je répondis :
— Il n’y a pas de différence entre
elles.
Le moine interrogea :
— Alors, pourquoi portez-vous une
montre où est apposée la signature ?

Je répondis :
— Une fleur de lotus blanc s’ouvre
vers la moitié du ciel.
Le moine demanda :
— Quel en est le sens ?
Je répondis :
— La nature.
Le moine questionna :
— Pourquoi ne jetez-vous pas la
montre où est apposée la signature dans
le ciel ?
Je répondis :
— En quoi le ciel va-t-il la transformer ? Vous en ramasserez un morceau
et me le montrerez.
Le moine dit :
— Je n’ai plus question à poser.
Je dis :
— Tous les bouddhas se manifestent des pieds à la tête !
(Le sens de ce chapitre est assez profond. Mes saints disciples ont-ils saisi
quelque chose ? Avez-vous comp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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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signature sur la montre

Quelqu’un était fort surpris de remarquer que sur le cadran de la montre
du révérend maître Lu sont gravés deux
mot chinois « Sheng-yen ».
Je dis qu’il ne faut pas s’en étonner,
c’est une âcârya de la succursale Lianfeng qui a acheté la montre, elle a ensuite
demandé au technicien d’une bijouterie
d’incruster les deux mots « Sheng-yen »
dans petit cadre rond et doré et de coller
celui-ci sur le cadran, ainsi la montre a
été fabriquée.
Cette montre est alors devenu la
montre de marque Sheng-yen.
Elle est vraiment une montre portant un prénom, elle est une montre renommée et unique dans le monde entier.
Un moine était informé de cet événement, il interrogea :
— Révérend maître Lu, vous portez
au poignet une montre signée de votre
prénom, quel en est le sens ?
Je répondis :
— L’homme véritable avec un nom
authentique, il est inchangeable en tout
temps.
Le moine deman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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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Être homme véritabla et avoir un
nom authentique, quelle attitude faut-il
encore prendre ?
Je répondis :
— Il ne faut pas chercher la fascination.
Le moine demanda :
— Quelle fascination faut-il éviter ?
Je répondis :
— Il ne faut pas s’appuyer sur l’aide
d’autrui pour franchir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 mais sur soi-même pour y arriver.
Le moine demanda :
— Comment arriver à l’autre rive
par la force de soi-même ?
Je répondis :
— Ne pas venir !
(Mon propos « ne pas venir » est
fort brillant, il s’agit du visage originel,
c’est l’état originel de l’être, c’est la clarté
primitive de l’origine. « Ne pas venir »,
c’est l’absence de naissance ; « ne pas
venir », c’est l’Illumination expérimentée. Ici, je voudrais demander à mes
saints disciples, êtes-vous déjà venus ?
Comment répondez-vous à cette question ?)

had been cultivating for years on the right path beforehand, then by chance she encountered
ghosts and was entranced by them. She took ghost tablets from the ghost temple and brought
them back to her residence in Guosing. After Master Lian Dong's father finished renovation at
her new place, she moved the tablets to the new place. There were two bhikkunis taking care
of the ghost tablets in Guo Hsing and they died! Everyone knows they've died. Dead, right?
Selamat? The Indonesian word “selamat” sounds like “is it dead?” [in Chinese]. Selamat as in
selamat pagi. Selamat, selamat. [laughter]
Master Lian Dong's father was the one who transported the ghost tablets. He then also got
attached by the ghosts. He shaved his head to mimic a samurai—all shaven on the side with a
stick [little tuff] of hair on the top. He also burned all the statues from his own altar at home.
You know, I needed to spend so much effort and energy to cure him! He had lost his mind!
[Grandmaster shook his head with pity.] The ghost tablets are now enshrined in the Guanyin
Village, Taoyuan County, Taiwan; it is located inside a protector hall, a room inside one of the
two buildings built by the ghost witch. The ghost tablet is now placed there.
She's gotten off the right track and got on the wicked path; she's on the ghost path. I called
her back [to the right path], but she did not want to. Since she does not want to return to the
right path, then what can we do? [Nothing.] So I just let it be, let the cows graze the grass.
You could've corrected yourself and come back, it would've been fine. Right?
That is called the mindfulness, protection and support of the Master Adjustor, who calls upon
those on the wrong path and correct those who are off the track. This is what the proper
mindfulness and entrustments refer to.
Is there anyone who is not clear on this excerpt? [Grandmaster is asking the audienc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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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The Buddha told Subhuti, “All bodhisattvas should master their minds in the following way:
“All sentient beings, whether they are born from eggs or wombs, through moisture or
transformation, whether they have forms or not, whether they are with or without thoughts, or
not completely with thoughts nor without thoughts, I will liberate and deliver them to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And yet, of the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being liberated and delivered,
there really is no sentient beings that are liberated and delivered. Why is this, Subhuti?
“Because if a bodhisattva holds a view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discourse the Vajra Sutra. Subhuti asked Sakyamuni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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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e real meaning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perfect enlightenment. Don't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what it should be!

Last time, I asked what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Master Lianzhu replied,
“zheng deng zheng jue” which means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¹³ He got a prayer bracelet
for answering correctly. [chuckle]

雜誌

[Grandmaster continued with a joke then finished the discourse of the day.]
Om mani padme hum.

¹³ Perfect enlightenment (samyaksambodhi=正等正覺) includes the right equality (samyak=正等) and
the right realization (sambodhi=正覺). Anuttara means the highest or unexcelled.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the highest perfect enlightenment.

-To be continue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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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elaborat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n various ways. In one example, in Chinese,
samyaksambodhi contains the character “three,” so some people associat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with the three dantians, i.e.,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dantian. Some say
it is the three kayas, i.e., dharmakaya, sambhogakaya and nirmanakaya. Three bodhicitta. Some
explained samyaksambodhi as Vairocana Buddha, Locana Buddha and Sakyamuni Buddha.

微宣奧旨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refer to upasaka and upasika, not just kind people with good
hearts. Do not mistake it. You may think that “good men” refers to men with good hearts,
and “good women” to kind women. No,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refer to upasaka and
upasika—the ones purposedly trained in the authentic buddhadharma; the ones on the path
to attain the highest enlightenment in the future.

Discourse 10 2021-08-28
wo—Subhuti's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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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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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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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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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told Subhuti, “All bodhisattvas should master their minds in the following way:
“All sentient beings, whether they are born from eggs or wombs, through moisture or
transformation, whether they have forms or not, whether they are with or without thoughts, or
not completely with thoughts nor without thoughts, I will liberate and deliver them to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And yet, of the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being liberated and delivered,
there really is no sentient beings that are liberated and delivered. Why is this, Subhuti?
“Because if a bodhisattva holds a view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discourse the Vajra Sutra. Subhuti asked Sakyamuni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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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e real meaning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perfect enlightenment. Don't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what it should be!

Last time, I asked what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Master Lianzhu replied,
“zheng deng zheng jue” which means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¹³ He got a prayer bracelet
for answering correctly. [chuckle]

雜誌

[Grandmaster continued with a joke then finished the discourse of the day.]
Om mani padme hum.

¹³ Perfect enlightenment (samyaksambodhi=正等正覺) includes the right equality (samyak=正等) and
the right realization (sambodhi=正覺). Anuttara means the highest or unexcelled. Anut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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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elaborat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n various ways. In one example, in Chinese,
samyaksambodhi contains the character “three,” so some people associat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with the three dantians, i.e.,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dantian. Some say
it is the three kayas, i.e., dharmakaya, sambhogakaya and nirmanakaya. Three bodhicitta. Some
explained samyaksambodhi as Vairocana Buddha, Locana Buddha and Sakyamuni Buddha.

微宣奧旨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refer to upasaka and upasika, not just kind people with good
hearts. Do not mistake it. You may think that “good men” refers to men with good hearts,
and “good women” to kind women. No,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refer to upasaka and
upasika—the ones purposedly trained in the authentic buddhadharma; the ones on the path
to attain the highest enlighten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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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ubhuti's Request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Discourse 9 202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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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 would like to expound on [the Vajra Sutra] Chapter Two—Subhuti's Request.

“World-honored One, the Tath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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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question was asked by Subhuti. It means that it is rare indeed that Sakyamuni Buddha
was alive in the world. The buddhas always support and help all the bodhisattvas.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the unequalled, perfect and highest enlightenment and realization.
In this sutra there are many references to th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which refers to
the mind that strives for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We should generate such mind.
“How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Subhuti
asked. The key here is: where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s?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Grandmaster repeated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n Taiwanese the way his
mother said it.] Th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means the mind that strives for perfect
enlightenment.
What are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Those who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are referred as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If one has not given rise to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yet one attempts for the highest enlightenment, then
they are not called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is extremely broad.
There is also the term upasaka and upasika. Upasaka refers to mal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and upasika to femal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So any upasaka and upasika who believes in
buddhism is referred as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How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Subhuti
asked. The Buddha replied, “Excellent Subhuti! As you said, the Tathagata is mindful of the
bodhisattvas and entrusted to the bodhisattvas. Now listen carefully while I tell you how the
mind of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should a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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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huti answered, “Wonderful indeed is your teaching, World-honored One. I will pay heed to
what you say.” I am willing and very pleased to hear Sakyamuni Buddha answering my questions.

雜誌

“Sakyamuni Buddha, all the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who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
refers to the many devotees who give rise to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Regarding supporting and entrusting all the bodhisattvas, Sakyamuni Buddha himself was the
Master Adjustor [purusa-damya-sarathi], calling back the ones who got off the track and the
ones who were off on deviant paths. What needs to be done for those who did not want to
get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Let them be! Just like letting the cows graze the grass.

Let me ask everyone. What is th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The answer is in four

Say, the ghost witch; she wants to worship ghosts. Frankly speaking, I felt sorry for her; she

78

77

密顯真機

Baring the right shoulder and kneeling on the right knee was a tradition in ancient India; it
connotes the proper path, the right path and not the deviant or the wrong path.

[Chinese] words, and you will receive a gift if you are right. [One master in the audience replied,
“Zheng deng zheng jue,” meaning the perfect and highest enlightenment and realization.
Grandmaster looked for a gift and gave a prayer bracelet to the master while saying,] And these
prayer beads are for you.

微宣奧旨

At that time, the venerable elder Subhuti was present in the assembly. He arose from his seat,
bared his right shoulder, knelt on right knee, and with his palms joined respectfully bowed
and addressed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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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Discourse 9 202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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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 would like to expound on [the Vajra Sutra] Chapter Two—Subhuti's Request.

“World-honored One, the Tath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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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question was asked by Subhuti. It means that it is rare indeed that Sakyamuni Buddha
was alive in the world. The buddhas always support and help all the bodhisattvas.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the unequalled, perfect and highest enlightenment and realization.
In this sutra there are many references to th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which refers to
the mind that strives for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We should generate such mind.
“How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Subhuti
asked. The key here is: where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s?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Grandmaster repeated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n Taiwanese the way his
mother said it.] Th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means the mind that strives for perfect
enlightenment.
What are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Those who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are referred as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If one has not given rise to
the mind of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yet one attempts for the highest enlightenment, then
they are not called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is extremely broad.
There is also the term upasaka and upasika. Upasaka refers to mal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and upasika to femal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So any upasaka and upasika who believes in
buddhism is referred as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How should they dwell in their mind? And how should they master their minds?” Subhuti
asked. The Buddha replied, “Excellent Subhuti! As you said, the Tathagata is mindful of the
bodhisattvas and entrusted to the bodhisattvas. Now listen carefully while I tell you how the
mind of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should a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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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huti answered, “Wonderful indeed is your teaching, World-honored One. I will pay heed to
what you say.” I am willing and very pleased to hear Sakyamuni Buddha answering my questions.

雜誌

“Sakyamuni Buddha, all the good men and good women who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
refers to the many devotees who give rise to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Regarding supporting and entrusting all the bodhisattvas, Sakyamuni Buddha himself was the
Master Adjustor [purusa-damya-sarathi], calling back the ones who got off the track and the
ones who were off on deviant paths. What needs to be done for those who did not want to
get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Let them be! Just like letting the cows graze the grass.

Let me ask everyone. What is the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The answer is in four

Say, the ghost witch; she wants to worship ghosts. Frankly speaking, I felt sorry for her; she

78

77

密顯真機

Baring the right shoulder and kneeling on the right knee was a tradition in ancient India; it
connotes the proper path, the right path and not the deviant or the wrong path.

[Chinese] words, and you will receive a gift if you are right. [One master in the audience replied,
“Zheng deng zheng jue,” meaning the perfect and highest enlightenment and realization.
Grandmaster looked for a gift and gave a prayer bracelet to the master while saying,] And these
prayer beads are for you.

微宣奧旨

At that time, the venerable elder Subhuti was present in the assembly. He arose from his seat,
bared his right shoulder, knelt on right knee, and with his palms joined respectfully bowed
and addressed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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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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波︵歿︶
迴向｜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彭瑞波業障消除
靈體清淨光明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佛國淨土

助印者：彭瑞波︵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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