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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彩虹雷藏寺﹀黃財神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彩虹雷藏寺﹀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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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六屆選舉委員會」公告
主旨：「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六屆選舉委員會」正式成立。
一、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五屆常務委員會」現任的五年任期將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圓滿卸任，因此核心小組於 2022 年 1 月 18 日會議決議，預定 2022 年
8 月 22 日為「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六屆選舉」選舉日，同時啟動「宗委
會第六屆選舉委員會」成立流程。
二、 依據《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章程》第五章第七條「選舉」所列之相關規
定，宗委會選舉委員會的成立及主要任務如下：
「宗委會選舉委員會」成員是由「宗委會」會長、「監察會」派出兩員、
「宗委會常務委員會」派出兩員、「傳法部長老團」派出兩員等單位代表
共七人組成 ，負責當屆選舉的舉薦提名、自薦提名審核、選務監督、選舉
認證等業務。
三、 第六屆選舉委員會三大單位代表名單如下：
（一）真佛宗最高司法監察機構「監察會」代表：釋蓮花常智長老丶
釋蓮哲長老。
（二）真佛宗最高法統機構「傳法部」代表：釋蓮滿長老丶釋蓮雄長老。
（三）真佛宗最高行政立法機構「宗委會常務委員會」代表：釋蓮飛上師丶
釋蓮伽上師。
四、 「宗委會第六屆選舉委員會」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正式宣告成立，未來本屆一切
選舉細則公布與實施，將依照「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章程」以及選舉委員會決
議辦理。
謹此 公告周知
第六屆宗委會選舉委員會 啟
202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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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 心燈

有

勾你的魂
你⼜如

攝你的

雜念就⽌

你如何破？﹂

⼀定有很多凶神惡

七種﹁破法﹂

⼈問我：

全⾝無⼒

臥倒病床

﹃呸﹄的⼀聲

障礙修持

﹂

你如何應對？﹂

﹁盧師尊！你名氣那麼⼤

﹂

﹁我⽤⼀字咒

我答：

﹁雜念很可怕

問：

﹁我有七種破法

我答：

煞來作障礙

了

﹂

叫你癱瘓

﹁詛咒術的惡法師很厲害

問：

更嚴重

魄
何？﹂
我答：
是

是﹃⼤

我的替⾝是﹃⼤樹﹄
是﹃⼤地﹄

他們攝到的魂魄是假的盧勝

是﹃⾦⾝﹄

﹁我有很多替⾝法
﹃巨岩﹄
是﹃⼤⼭﹄
﹂

很可怕！你會被吸乾了精

文 ／ 蓮 生 活 佛 盧勝 彥

盧師尊如何破？﹂

問：
﹁如果有⼤凶神來作障礙
我答：
我有時輪⾦剛的⾦
﹂

更有

均有⼤⼒
噴⽕反制

殺將過來如何？﹂

令祂們損失

⽤迴遮咒

反⽽迴遮咒

迴遮回

⼤凶神再⼤也不怕

我有⼤威德的雙⾓

﹁⼀般⼤凶神
剛盾法擋之
斬殺

阿修羅也不能害我

﹁我有⼤⽩傘蓋佛母護我

我答：

﹁阿修羅千軍萬⾺

問：

不動明王寶劍出⽕

去

師尊︶⼜如何對付？﹂
我答：
歡

我
除⾮我⾃

無壽者相

你⼜如何對

⼀切願望皆圓

他她都很滿意
我給什麼

施放⽢露
他們要什麼

﹁我有⽢露法
﹂

喜⽽去
滿

死神來時

問：
﹁死神無⼈可敵
我答：

付？﹂
無眾⽣相
我已無我

死神無法奈何我

無⼈相
﹂

﹁無我相
信解受持
⼰想⾛

我寫⼀偈：
化 為千法 萬法

怎麼辦？﹂

﹁⼥⿁很迷惑⼈

問：

真的盧勝彥很安穩

海﹄
彥

氣

我是

我 有七種 破法
⼥⿁極陰

更 有無數 口訣

我答：
﹁哈！這種事我遭遇太多了

我更

陰陽⼀合

都 是絕招 破敵

陰氣盡散

極陽
﹂

我便功⼒⼤增

無礙

善 哉！善 哉！

也 是特別 神奇

靈 驗自可 驗證

火 坑化為 蓮池

修 行毫無 障礙
如何？﹂

你︵盧

問：
﹁如果是陽間⼥⼦迷惑
我答：
﹂
前世因果很可怕

﹁那更不怕！我是無漏尊者
問：
﹁怨親債主來討債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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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 心燈

蘇摩 耶 ‧ 莎 莉

○⼆⼀年⼗⼆⽉

﹂
印堂發⿊

整個臉

她住在雷藏寺附近的⼀家旅店
三天後
她告訴我：
﹁三天沒有睡
我觀察她的臉
無精打采

暗了下

從印尼來到美國西雅圖的⼥弟⼦﹁蘇摩耶‧莎

二
莉﹂

來

⾝上
運氣

糟糕

文 ／ 蓮生 活 佛 盧 勝 彥

她答：
﹁不知道！﹂
我⽤天眼⼀瞧
吃吃的笑

警⾞隨後

拍

﹁伊哦

衝了出去

閃燈呼叫
旅店辦事員

我們的弟⼦在辦公室等

還

有⼀﹁靈⿁﹂依附在她
⽤我的⼿印

﹂的響聲
﹁咚！﹂的⼀聲

住宿⼿續暫時停⽌

伊哦﹂的開進旅店

從她的⾝⼦

我叫﹁蘇摩耶‧莎莉﹂轉過⾝
拍

加持她的背
﹁拍
有⼀道⿊影

跌了出來
很快的

悉地吽﹂

逃遁無踪

我問：
我說：

蓮⽣

有警⾞隨後

﹁怎麼回事？﹂

唸

⼀輛救護⾞
教她臨睡時

﹁好了！今晚可以睡了！﹂

古嚕

我取了⼀個﹁護⾝牌﹂給她
上師⼼咒：
﹁嗡
第⼆天

在房間⾃殺死了

住的正是﹁○棟

什麼都不怕！﹂

○○房﹂

對客⼈死在⾃⼰的旅店房間

﹂

﹂

⼀個客⼈

過了⼀會兒

○○房

﹁有盧師尊在

我說：

還真準呢！

天哪！

蘇摩耶‧莎莉

後來經過我們明察暗訪

並無顧忌︶

︵他們西⽅⼈

﹁○棟

辦事員答：

﹁第幾棟？﹂

弟⼦問：

我們去處理這些事宜

﹁唉！忙死了

她說：

﹂

約⼀個⽉前

從⿊⾊轉為正常

辦事員回到櫃台說：

有⼈在房間

﹁昨晚很好睡了！﹂
她的臉⾊
我說：
﹁妳住的那個房間
﹂

蘇摩耶‧莎莉說：
﹁我⾺上換房間
我說：

去到那

妳佩帶護⾝
﹂
他也在⼀個⽉前

就可相安無事

但最重要的是

加上蓮花童⼦⼼咒

﹁換房間可以

﹂

﹁瑤池⾦母告訴我的

我接著說：

內⾃殺

牌

此事過後
準備住宿

有⼀位弟⼦告訴我
個旅店

在辦理住宿⼿續時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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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

﹁須菩提！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是身
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 是名大
﹂︵釋二十九︶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意云
何？是諸恆河沙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恆河 尚多無數 何況
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
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 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至受
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 勝前福德 ﹂︵釋三
十︶

身

月日 彩虹雷藏寺﹁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是故 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
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 ﹂︵釋二十八︶

特別報導

一籃子奇想｜｜蘇摩耶•莎莉

一籃子奇想｜｜七種﹁破法﹂

2022年3月15日

月日 彩虹雷藏寺﹁黃財神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 當知此
處 一切世間天 人 阿修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 何況
有人 盡能受持 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上第一
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尊重弟
子 ﹂︵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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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雨均霑
如何真自由

﹁真佛般若藏﹂製作的精彩短片介紹聖尊文集第
二八六冊︽靈異事件︾ 讓大家對聖尊最新著作
無比期待！

彩虹雷藏寺

西雅圖雷藏寺

西雅圖雷藏寺

隨求隨應

聖尊於開示中 囑咐大眾於無常中學習放下 於
爭權奪利中學習放下 於愛恨瞋癡中學習放下
﹁放下﹂是人人必修的課程

︻法文譯本︼

釋蓮會法師

宗委會

彩虹雷藏寺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蓮生活佛開示譯文選

Le bouddha, l’Immortel, le démon et les
doctrines hétérodoxes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行者若能如實懺悔 所有煩惱悉消除 猶如劫火壞
世間 燒盡須彌並大海

蓮生活佛二○二二年運程訪談報導︵一 二︶

黃財神護摩下著絲絲的雨 地面閃著金光 正是財
大如雨注 賜福於眾生

大隨求菩薩梵篋印翻轉互拍三下
尊以隨求八印加持信眾一切如意

聖

蓮曉上師

月日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
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 以是名字 汝
當奉持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
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釋三十三︶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 當知此
處 一切世間天 人 阿修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 何況有
人 盡能受持 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上第一希有
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尊重弟子 ﹂︵釋三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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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
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 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至受
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 勝前福德 ﹂︵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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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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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 盡能受持 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上第一
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尊重弟
子 ﹂︵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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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
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 以是名字 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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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密意金剛經

須菩提！

莊嚴淨土分第十
是故
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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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琉璃光如來﹂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日光遍照菩薩 月
光遍照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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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看了﹁真佛般若藏﹂所做出來的 也就是
講二八六本文集︽靈異事件︾ 另外還有︽愛珍小品︾的
贈送 本來靈異的事情 一般來講是看不到 也是比較不
可思議的難思議 只要能夠幫助眾生的 靈異事件也都是
很好的事情 裡面都是事實 都是真實的 個人覺得活在
這個虛幻的世界裡面 也覺得本來活著就是很靈異
也有人問我說：﹁人到底是怎麼會變成人？﹂我回
答是說：﹁人很簡單 是一條長的蟲跟一條圓的蟲 兩個
在一起 他就會變成人 ﹂ 人是什麼變的？是蟲來的
你有沒有想到說人是怎麼來的？是父母 父親是長的蟲
母親是圓的蟲 眼睛也看不到 但是結合起來就變成人
那不是很靈異嗎？不覺得很奇怪嗎？
其實不奇怪 這是真實 但是你看得到嗎？長蟲
圓蟲 因為科學 醫學發達才證明是長的蟲跟圓的蟲 所
以看不見的 不一定都是假的；看得見也不一定就是真

的 裡面那兩句話講的很好 你相信自己是長的蟲跟圓的
蟲嗎？很虛幻 我每天在過日子 事實上也是很虛幻
有一個問答 毛毛蟲游到河邊 毛毛蟲爬爬 爬到
河邊 很想過這個河 問牠什麼時候可以過這個河？答案
是牠變成蝴蝶的時候就可以過這個河 蝴蝶也是蟲變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笑話 以前在中國大陸 好像是說台灣
人去中國大陸 他去經商 就是台商 大概是以前的 去
嫖妓被抓到了 就在護照裡面就蓋兩個字﹁淫蟲﹂ 這個
台商知道 以前中國大陸貪污的也不少 真的 你看習主
席抓了多少貪污的？哇真的是 可以講數萬萬 台商知道
了 送了點錢過去 拜託護照蓋掉 這樣不好 把護照送
進去 請他們改一改 結果出來一看 護照上面蓋著是
﹁不是淫蟲﹂ 加了兩個字 ﹁不是﹂淫蟲 結果不管你
是什麼樣子 還是蟲 這個也是一個笑話
畢卡索是很有名的畫家 有人問：﹁你的畫 為什
麼我看來看去都看不懂？﹂畢卡索回答：﹁你聽過鳥在叫
嗎？﹂大家都聽過 對不對？聽過 好聽嗎？那個人回
答：﹁好聽啊 很好聽 ﹂﹁好聽是好聽 但是鳥講什麼
你懂嗎？﹂所以畢卡索的畫就是鳥在叫 這是一個笑話
好啦 萬聖節剛剛過了 這是萬聖節的一個笑話
媽媽剛從萬聖節的化妝比賽回來 情緒非常低落 走到房
裡面就大哭 爸爸就問小明：﹁怎麼啦？﹂小明回答：
﹁我跟媽媽去參加萬聖節化妝比賽 媽媽得到第一名 ﹂
爸爸：﹁那很好啊 第一名 那為什麼哭呢？﹂小明回
答：﹁因為媽媽還沒有化妝 ﹂沒有化妝就得了第一名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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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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琉璃光如來﹂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日光遍照菩薩 月
光遍照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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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大家好！︵粵語︶
今天我們看了﹁真佛般若藏﹂所做出來的 也就是
講二八六本文集︽靈異事件︾ 另外還有︽愛珍小品︾的
贈送 本來靈異的事情 一般來講是看不到 也是比較不
可思議的難思議 只要能夠幫助眾生的 靈異事件也都是
很好的事情 裡面都是事實 都是真實的 個人覺得活在
這個虛幻的世界裡面 也覺得本來活著就是很靈異
也有人問我說：﹁人到底是怎麼會變成人？﹂我回
答是說：﹁人很簡單 是一條長的蟲跟一條圓的蟲 兩個
在一起 他就會變成人 ﹂ 人是什麼變的？是蟲來的
你有沒有想到說人是怎麼來的？是父母 父親是長的蟲
母親是圓的蟲 眼睛也看不到 但是結合起來就變成人
那不是很靈異嗎？不覺得很奇怪嗎？
其實不奇怪 這是真實 但是你看得到嗎？長蟲
圓蟲 因為科學 醫學發達才證明是長的蟲跟圓的蟲 所
以看不見的 不一定都是假的；看得見也不一定就是真

的 裡面那兩句話講的很好 你相信自己是長的蟲跟圓的
蟲嗎？很虛幻 我每天在過日子 事實上也是很虛幻
有一個問答 毛毛蟲游到河邊 毛毛蟲爬爬 爬到
河邊 很想過這個河 問牠什麼時候可以過這個河？答案
是牠變成蝴蝶的時候就可以過這個河 蝴蝶也是蟲變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笑話 以前在中國大陸 好像是說台灣
人去中國大陸 他去經商 就是台商 大概是以前的 去
嫖妓被抓到了 就在護照裡面就蓋兩個字﹁淫蟲﹂ 這個
台商知道 以前中國大陸貪污的也不少 真的 你看習主
席抓了多少貪污的？哇真的是 可以講數萬萬 台商知道
了 送了點錢過去 拜託護照蓋掉 這樣不好 把護照送
進去 請他們改一改 結果出來一看 護照上面蓋著是
﹁不是淫蟲﹂ 加了兩個字 ﹁不是﹂淫蟲 結果不管你
是什麼樣子 還是蟲 這個也是一個笑話
畢卡索是很有名的畫家 有人問：﹁你的畫 為什
麼我看來看去都看不懂？﹂畢卡索回答：﹁你聽過鳥在叫
嗎？﹂大家都聽過 對不對？聽過 好聽嗎？那個人回
答：﹁好聽啊 很好聽 ﹂﹁好聽是好聽 但是鳥講什麼
你懂嗎？﹂所以畢卡索的畫就是鳥在叫 這是一個笑話
好啦 萬聖節剛剛過了 這是萬聖節的一個笑話
媽媽剛從萬聖節的化妝比賽回來 情緒非常低落 走到房
裡面就大哭 爸爸就問小明：﹁怎麼啦？﹂小明回答：
﹁我跟媽媽去參加萬聖節化妝比賽 媽媽得到第一名 ﹂
爸爸：﹁那很好啊 第一名 那為什麼哭呢？﹂小明回
答：﹁因為媽媽還沒有化妝 ﹂沒有化妝就得了第一名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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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QA＆
答

Ｑ

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影響他 讓他的命氣自然從頂竅溢出
來 是密教往生的一個方法 開了頂 然後讓命氣直接由
四大分散的痛苦當中 不要去動 由他的命氣很安靜的從
頂竅出去 這是往生的一個方法
但是那個時候 密教的那個時候 還沒有人能夠什
麼捐獻器官 那個時候 是還沒有什麼人捐獻器官的 現
在科學發達 醫學也發達 能夠在你將死的時候 將器官
捐獻給別人 那是動了身體 但是你的命氣 因為你有捐
贈器官給需要人們的這一種發心 護法 本尊 上師都會
守護 在過程當中 你的命氣仍然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這是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也就是因為你的布施 可以利益後來的人 這是你
發菩提心 那本尊 護法跟上師都守護你的命氣 讓你的
命氣將來也能夠往生到佛國淨土 不會影響 這是以前我
問過佛菩薩 我得到的答案 所以現在把答案跟你講

言歸正傳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問題一：英國弟子問的 頂禮敬愛的師佛 弟子
想問：﹁如果在多年前曾經向佛菩薩發願戒食某
種肉類 如果想要開遮再食 應該如何做？或有沒有儀軌
呢？﹂
回答一：好像他過去發願說不要吃某一種肉 現在
想吃了 怎麼做？有沒有儀軌？我記得好像沒有儀軌哦？
你們有看過開遮的儀軌嗎？有儀軌嗎？師尊的書上有沒
有？查﹁真佛般若藏﹂ 有沒有說這種儀軌？沒有吧？他
現在想要再吃 應該如何做？以前發願過了 但是現在想
要再吃回來 怎麼做？
我記得我以前是這樣子 我剛剛開始得到瑤池金母
的啟示的時候 我有整整一年是吃素 是不能吃葷 也就
是說 我並沒有發願 但是一年當中 完全是不能夠吃
到 碰到葷 因為碰到一點點就嘔吐 就吐 一年過了以
後 有一次吃的時候 是偶然吃到 沒有吐 我那時候就
很歡喜 以後就可以吃了 我吃素一年 整整一年 我是
沒有發願 但是他自然就吃素一年 等到一年過了 就不
會吐了 不會吐 我就回復原來
這個我想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你就是發願的 你跟
佛菩薩發了願 戒食某一種肉 那麼你現在想 把這個願
給它除去 開遮 應該怎麼做？你當初是怎麼發願的？你
跟佛菩薩講清楚 那現在又要吃回來 你是什麼想吃的？
你也要跟佛菩薩講 為什麼想再吃回來？跟佛菩薩講清楚

問
問題三：弟子一直很懼怕小蟲 如何才能克服這
個障礙？
回答三：這個問題問得好 剛剛已經講了 你也是
小蟲變的 而且是小得不能再小 小的看不見 其實很多
東西都是蟲變的 人本來就是蟲 所以你不用怕 你先怕
的要怕自己 你也是蟲啊 師尊有時候在浴室 看到浴室
的出水口 有小蟲爬出來 而且有小蜈蚣 這麼小就爬出
來 有時候小蟲從出水孔爬出來在我家裡 我就蹲下來用
嘴巴吹牠 等一下我要洗澡 我不要踩到你 我不想踩到
你 這些蟲爬出來 我都不想傷害牠 牠也是一個生命
蜈蚣 小小的 走得好快 洗澡的時候 我會做伏
地挺身 一伏下去 看到蜈蚣 吹牠 吹
看到小蟲

就可以了 是不是？為什麼想吃回來呢？是因為那個味道
好嗎？你就老實講嘛 因為佛菩薩不可欺
當初發願是為什麼發願？現在想要吃 是為什麼想
要吃？你講清楚 或者是你身體缺乏營養 想要再吃回
來 想要再有點power 你想要再吃回來 你就一五一十
地告訴佛菩薩就可以了 因為當初發願也是你發的 現在
要把這個願收回來 你也可以很實在的跟祂講 應該講起
來沒有什麼儀軌啊？還要來一個四加行嗎？︵師尊笑︶這
跟你解除以前發的願沒有什麼關係吧 對不對？
你就很坦白的點個香 跟祂誠實地這樣子講就行
了 我也是認為是這樣子 一五一十的 也不用什麼儀
軌 什麼結手印 觀想 入三昧地 這個也不用 因為主
要目的只是你想重新再吃回來而已 當初怎麼發願的 一
五一十的跟佛菩薩講 現在想吃回來 你心裡是怎麼想
的 你一五一十跟佛菩薩講

Ｑ

問題二：師尊慈鑒！法國的弟子 想問幾個問
題 一 弟子的孩子在過世後 他想捐助器官給
有需要的人們 不知這樣是否會影響他的往生？
回答二：我告訴你 你的小孩子的想法：在過世以
後 他想捐助器官給有需要的人們 這是發菩提心 是善
心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的人自然有護法守護 自有護法
守護 有本尊 有護法 有上師在守護他 這是他發了菩
提心 想要把身體的器官捐給需要的人 不會影響他的往
生
為什麼不會影響？在密教裡面有講到 一個人往生
的時候 最好是不要動他的這個身體 密教裡面有提到
有幾個小時或者是幾天 不要碰他的身體 讓他在﹁地進
入水 水進入火 火進入風 風進入空﹂ 在他身體變化

我有時候把牠抓起來 拿到浴室外面 我也不怕 我也不
怕蜘蛛 我不想打牠 真的 在美國蜘蛛好像很多 我看
到好多蜘蛛 大隻的 小隻的 一大堆爬來爬去 我想
抓不勝抓嘛 抓了你 還有 抓了你還是有 乾脆就放
生 隨便你們爬
要克服這種障礙很簡單 你把小蟲抓過來 放在你
吃飯的碗裡面 眼睛瞪著牠爬來爬去 看久了就沒什麼
看久了就好 對恐懼的事情 我告訴你 有人怕坐飛機
他有一次坐飛機的時候 突然engine︵引擎︶馬達突然間
停了 然後所有的電全部停 變成漆黑一片 飛機往下
掉 掉了差不多幾分鐘以後 電燈又亮了 引擎又開始動
了 他那一段時間裡面 生命簡直是要消失掉 從此他很
怕坐飛機 他來問我 要克服坐飛機的障礙？如何克服？
我告訴他唯一的方法 從今天開始你就坐飛機 現在馬上
到機場坐飛機回Chicago 再從Chicago坐飛機到紐約 再
從紐約坐飛機到邁阿密 再從邁阿密坐到Seattle 再從
Seattle坐到Portland 再從Portland坐到LA 你再坐回
Chicago 天天這樣子坐 坐一個月你就不怕了 後來
以前他從Chicago到Seattle都是開車來的 因為有經過那
一次的經驗 他不敢坐飛機 我叫他說要克服那個障礙
天天坐飛機 唯一的方法 現在教你 你害怕小蟲 也天
天抓一隻小蟲來看 看到你不怕為止！這是第二點
問題四：如何才能讓孩子們增加佛緣並能唸佛？

Ｑ

回答四：一般小孩子 大人在唸佛 小孩子有時候
他也會跟你唸 他看到你在唸 他會跟你唸 看到你拜
他也會跟你拜 但是稍微懂事了一點 他喜歡玩 你在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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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QA＆
答

Ｑ

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影響他 讓他的命氣自然從頂竅溢出
來 是密教往生的一個方法 開了頂 然後讓命氣直接由
四大分散的痛苦當中 不要去動 由他的命氣很安靜的從
頂竅出去 這是往生的一個方法
但是那個時候 密教的那個時候 還沒有人能夠什
麼捐獻器官 那個時候 是還沒有什麼人捐獻器官的 現
在科學發達 醫學也發達 能夠在你將死的時候 將器官
捐獻給別人 那是動了身體 但是你的命氣 因為你有捐
贈器官給需要人們的這一種發心 護法 本尊 上師都會
守護 在過程當中 你的命氣仍然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這是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也就是因為你的布施 可以利益後來的人 這是你
發菩提心 那本尊 護法跟上師都守護你的命氣 讓你的
命氣將來也能夠往生到佛國淨土 不會影響 這是以前我
問過佛菩薩 我得到的答案 所以現在把答案跟你講

言歸正傳 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問題一：英國弟子問的 頂禮敬愛的師佛 弟子
想問：﹁如果在多年前曾經向佛菩薩發願戒食某
種肉類 如果想要開遮再食 應該如何做？或有沒有儀軌
呢？﹂
回答一：好像他過去發願說不要吃某一種肉 現在
想吃了 怎麼做？有沒有儀軌？我記得好像沒有儀軌哦？
你們有看過開遮的儀軌嗎？有儀軌嗎？師尊的書上有沒
有？查﹁真佛般若藏﹂ 有沒有說這種儀軌？沒有吧？他
現在想要再吃 應該如何做？以前發願過了 但是現在想
要再吃回來 怎麼做？
我記得我以前是這樣子 我剛剛開始得到瑤池金母
的啟示的時候 我有整整一年是吃素 是不能吃葷 也就
是說 我並沒有發願 但是一年當中 完全是不能夠吃
到 碰到葷 因為碰到一點點就嘔吐 就吐 一年過了以
後 有一次吃的時候 是偶然吃到 沒有吐 我那時候就
很歡喜 以後就可以吃了 我吃素一年 整整一年 我是
沒有發願 但是他自然就吃素一年 等到一年過了 就不
會吐了 不會吐 我就回復原來
這個我想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你就是發願的 你跟
佛菩薩發了願 戒食某一種肉 那麼你現在想 把這個願
給它除去 開遮 應該怎麼做？你當初是怎麼發願的？你
跟佛菩薩講清楚 那現在又要吃回來 你是什麼想吃的？
你也要跟佛菩薩講 為什麼想再吃回來？跟佛菩薩講清楚

問
問題三：弟子一直很懼怕小蟲 如何才能克服這
個障礙？
回答三：這個問題問得好 剛剛已經講了 你也是
小蟲變的 而且是小得不能再小 小的看不見 其實很多
東西都是蟲變的 人本來就是蟲 所以你不用怕 你先怕
的要怕自己 你也是蟲啊 師尊有時候在浴室 看到浴室
的出水口 有小蟲爬出來 而且有小蜈蚣 這麼小就爬出
來 有時候小蟲從出水孔爬出來在我家裡 我就蹲下來用
嘴巴吹牠 等一下我要洗澡 我不要踩到你 我不想踩到
你 這些蟲爬出來 我都不想傷害牠 牠也是一個生命
蜈蚣 小小的 走得好快 洗澡的時候 我會做伏
地挺身 一伏下去 看到蜈蚣 吹牠 吹
看到小蟲

就可以了 是不是？為什麼想吃回來呢？是因為那個味道
好嗎？你就老實講嘛 因為佛菩薩不可欺
當初發願是為什麼發願？現在想要吃 是為什麼想
要吃？你講清楚 或者是你身體缺乏營養 想要再吃回
來 想要再有點power 你想要再吃回來 你就一五一十
地告訴佛菩薩就可以了 因為當初發願也是你發的 現在
要把這個願收回來 你也可以很實在的跟祂講 應該講起
來沒有什麼儀軌啊？還要來一個四加行嗎？︵師尊笑︶這
跟你解除以前發的願沒有什麼關係吧 對不對？
你就很坦白的點個香 跟祂誠實地這樣子講就行
了 我也是認為是這樣子 一五一十的 也不用什麼儀
軌 什麼結手印 觀想 入三昧地 這個也不用 因為主
要目的只是你想重新再吃回來而已 當初怎麼發願的 一
五一十的跟佛菩薩講 現在想吃回來 你心裡是怎麼想
的 你一五一十跟佛菩薩講

Ｑ

問題二：師尊慈鑒！法國的弟子 想問幾個問
題 一 弟子的孩子在過世後 他想捐助器官給
有需要的人們 不知這樣是否會影響他的往生？
回答二：我告訴你 你的小孩子的想法：在過世以
後 他想捐助器官給有需要的人們 這是發菩提心 是善
心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的人自然有護法守護 自有護法
守護 有本尊 有護法 有上師在守護他 這是他發了菩
提心 想要把身體的器官捐給需要的人 不會影響他的往
生
為什麼不會影響？在密教裡面有講到 一個人往生
的時候 最好是不要動他的這個身體 密教裡面有提到
有幾個小時或者是幾天 不要碰他的身體 讓他在﹁地進
入水 水進入火 火進入風 風進入空﹂ 在他身體變化

我有時候把牠抓起來 拿到浴室外面 我也不怕 我也不
怕蜘蛛 我不想打牠 真的 在美國蜘蛛好像很多 我看
到好多蜘蛛 大隻的 小隻的 一大堆爬來爬去 我想
抓不勝抓嘛 抓了你 還有 抓了你還是有 乾脆就放
生 隨便你們爬
要克服這種障礙很簡單 你把小蟲抓過來 放在你
吃飯的碗裡面 眼睛瞪著牠爬來爬去 看久了就沒什麼
看久了就好 對恐懼的事情 我告訴你 有人怕坐飛機
他有一次坐飛機的時候 突然engine︵引擎︶馬達突然間
停了 然後所有的電全部停 變成漆黑一片 飛機往下
掉 掉了差不多幾分鐘以後 電燈又亮了 引擎又開始動
了 他那一段時間裡面 生命簡直是要消失掉 從此他很
怕坐飛機 他來問我 要克服坐飛機的障礙？如何克服？
我告訴他唯一的方法 從今天開始你就坐飛機 現在馬上
到機場坐飛機回Chicago 再從Chicago坐飛機到紐約 再
從紐約坐飛機到邁阿密 再從邁阿密坐到Seattle 再從
Seattle坐到Portland 再從Portland坐到LA 你再坐回
Chicago 天天這樣子坐 坐一個月你就不怕了 後來
以前他從Chicago到Seattle都是開車來的 因為有經過那
一次的經驗 他不敢坐飛機 我叫他說要克服那個障礙
天天坐飛機 唯一的方法 現在教你 你害怕小蟲 也天
天抓一隻小蟲來看 看到你不怕為止！這是第二點
問題四：如何才能讓孩子們增加佛緣並能唸佛？

Ｑ

回答四：一般小孩子 大人在唸佛 小孩子有時候
他也會跟你唸 他看到你在唸 他會跟你唸 看到你拜
他也會跟你拜 但是稍微懂事了一點 他喜歡玩 你在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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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 他就在玩game 等他稍微懂事了 就不跟你一起這
樣子玩 他就不跟你玩這一套 觀想他坐在你旁邊跟你
一起唸 就可以增加他的佛緣跟唸佛 觀想你家裡的小
孩跟你圍繞著 我們不是常常講嘛 前面是冤親債主
在你的右手邊是父系親人 左手邊是母系親人 後面是
恩人師長 周圍有六道眾生 這樣子修法 共成佛道
最簡便的方法是觀想你的小孩子坐在你的旁邊 跟
你一起修法 跟你一起唸佛 那就可以增加他們的佛
緣；或者是從小就是讀佛教的幼稚園 佛教開辦的幼稚
園 也可以增加 因為緣的關係 去讀了佛教的幼稚
園 讀了佛教的辦的小學 初中 高中 不要去讀修女
辦的 到時候會變成修女︵笑︶ 那就是緣的問題 主
要是緣的問題 所以呢 要增加佛緣 那就觀想孩子們
在你的四周跟你一起唸佛 跟你一起修法 這是一個方
法 好 謝謝你 這個﹁你問我答﹂
午用餐的時候 看著菜單 不知道要點什麼好 突
然看見有道菜名叫做﹁男人40﹂ 價錢也不貴 看﹁男
人40﹂到底是什麼菜 也就點了 服務生就上菜了：
﹁先生 這是男人40 請慢用 ﹂我打開蓋子 睜大了
眼睛一看：﹁靠腰啊︵臺語︶！原來是花心大蘿蔔
湯 ﹂︵笑︶阿彌陀佛
這笑話是英文的跟中文的笑話摻在一起 我們最近
看電視 有沒有看到那個Facebook Facebook不是改名了
嗎 ？ 它 原 來 的 Facebook 中 文 就 叫 ﹁ 非 死 不 可 ﹂
︵笑︶ 它現在改名了 改名叫做META 對不對？那個
英文的發音叫做META 是嗎？就是﹁消滅他﹂︵笑︶
這個創辦人覺得非死不可還不夠力 應該要把它消滅
要滅他META 很好笑

啊？不空成就佛？祂的手印怎麼啦？ 不是 喔
祂舉手 你是講笑話︵笑︶ OkayOkayOkay 我了解你的
意思了 這個是笑話 祂終於舉手了 佛當然是可以
啦 因為佛就是﹁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不會犯錯的
只有一個人 死人 他不會犯錯 都不會動了 他當然
不會造業啊！躺在那裡怎麼造業？不能造業
好啦 我現在講喔 這個是很難 ﹁是故 須菩
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誰無心啊？人都有
心 都有念 都有念頭 我記得以前我去聽一個法師講
經 他說 有人唸佛：﹁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他眼睛一張 前面一個漂亮小姐
走過去 ﹁南摩阿彌陀佛 好漂亮喔！﹂︵笑︶他已經
被色所動啊！這是﹁住色生心﹂；又再唸佛了﹁南摩阿
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 雷藏寺廚
房飄來一股香味：﹁嗯！我最喜歡吃的臭豆腐哎！﹂
︵笑︶這是﹁住味生心﹂ 聞到那個味道 生心啊；再
來﹁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 聽到一個音樂：﹁想你時你在天邊 想你時你
在眼前 想你時你在腦海 想你時你在心田
﹂哇！
好聽啊！﹁住聲生心﹂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所以唸佛的人一樣啊！
這個六塵會影響到你的心 所以佛就講了：﹁是故 須
菩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
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無所住 而生
其心 ﹂很難！你修到能夠﹁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你就是菩薩
所以你問師尊：﹁師尊啊 祢有五百萬弟子 為什

老王跟同事在餐廳聊天 老王講：﹁經濟如果再不
景氣 養家糊口都很難 ﹂同事就問他：﹁你幾個小孩
啊？﹂老王講：﹁我有五個小孩 ﹂同事：﹁五個確實
不好養 ﹂老王回答：﹁孩子的問題是小事 孩子的五
個媽媽才麻煩 ﹂哇 艷福不淺啊！五個媽媽 天吶

好啦！我們現在講︻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
十﹂：﹁是故 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
住 而生其心 ﹂
哎 這一段喔 有一個名句在裡面 很有名的句子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這
一段是有典故的 禪宗六祖慧能聽到鄰居在唸︻金剛
經︼ 唸到這一句﹁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六祖慧能
馬上就有領悟 還是我們姓盧的厲害 六祖慧能祂姓
盧 祂是盧行者 一聽到這一句 祂就有醒悟 ﹁應無
所住 而生其心﹂
這世界上有哪一個人不犯錯？︻地藏經︼裡面講
的 閻浮提眾生所行所念無不是業 大意是這個樣子
啦 起心動念 無不是業 都是業 有哪一個人不犯
錯？不犯錯的舉手 如果不犯錯的 給他這一條
︵笑︶ 哇！這一條好多顏色哦！好漂亮哦！這一條念
珠有夠漂亮 又有哈氣﹁哈﹂︵笑︶ 我相信沒有人敢
舉手 只有一個人敢舉手 告訴你 死人

麼不蓋自己的雷藏寺？人家××︵舊金山的鬼婆︶都有
自己的雷藏寺 祢為什麼不蓋自己的雷藏寺呢？祢只要
一講說祢蓋雷藏寺 就很多的弟子供養全部過來 祢可
以蓋一個很大的雷藏寺 祢的弟子都會出錢 祢自己擁
有自己的雷藏寺 多好啊！﹂對不對？
鬼婆她會蓋她的雷藏寺啊 她不是蓋雷藏寺了 現
在已經不叫雷藏寺了 ﹁她會蓋她的寺啊！祢也可以蓋
自己的寺啊！﹂我不是為了這個寺 生這個寺的心 我
沒有 這樣了解嗎？我不住在這個寺 就是我沒有建我
自己的寺廟的心 我根本沒有 ﹁那祢 現在有傳法
啊！﹂傳法也是一個心 我傳法過了 我就忘了 ﹁祢
說法嘛 祢說法是為了度眾生 有度眾生的心嗎？﹂沒
有！我說我的 你聽你的 聽不聽由你 ﹁祢將來有多
少弟子？﹂不管！永遠是五百 不會增加也不減少
﹁祢將來如果沒有弟子？﹂也是 OK啊！沒問題！No
problem！連一個弟子都沒有 No problem！我不住在這
邊生心 這個就是﹁不住心﹂啊！
如果要住心的話 我今天我會蓋自己的雷藏寺！我
蓋啊！我要蓋得很大！哪一個廟最大？盧勝彥的雷藏寺
最大！盧勝彥自己的 就取一個名字叫﹁盧勝彥雷藏
寺﹂ 盧勝彥的雷藏寺最大？那不是大！我不住這個
不住名 有什麼名呢？常常把自己想﹁自己是一個死
人﹂ 死人有什麼？什麼都沒有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只是做我應該做的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無為而
為﹂ ﹁無為而為﹂就是﹁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我現在是無為而為 我在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都
不住心在那個上面 不為什麼 這個才是菩薩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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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 他就在玩game 等他稍微懂事了 就不跟你一起這
樣子玩 他就不跟你玩這一套 觀想他坐在你旁邊跟你
一起唸 就可以增加他的佛緣跟唸佛 觀想你家裡的小
孩跟你圍繞著 我們不是常常講嘛 前面是冤親債主
在你的右手邊是父系親人 左手邊是母系親人 後面是
恩人師長 周圍有六道眾生 這樣子修法 共成佛道
最簡便的方法是觀想你的小孩子坐在你的旁邊 跟
你一起修法 跟你一起唸佛 那就可以增加他們的佛
緣；或者是從小就是讀佛教的幼稚園 佛教開辦的幼稚
園 也可以增加 因為緣的關係 去讀了佛教的幼稚
園 讀了佛教的辦的小學 初中 高中 不要去讀修女
辦的 到時候會變成修女︵笑︶ 那就是緣的問題 主
要是緣的問題 所以呢 要增加佛緣 那就觀想孩子們
在你的四周跟你一起唸佛 跟你一起修法 這是一個方
法 好 謝謝你 這個﹁你問我答﹂
午用餐的時候 看著菜單 不知道要點什麼好 突
然看見有道菜名叫做﹁男人40﹂ 價錢也不貴 看﹁男
人40﹂到底是什麼菜 也就點了 服務生就上菜了：
﹁先生 這是男人40 請慢用 ﹂我打開蓋子 睜大了
眼睛一看：﹁靠腰啊︵臺語︶！原來是花心大蘿蔔
湯 ﹂︵笑︶阿彌陀佛
這笑話是英文的跟中文的笑話摻在一起 我們最近
看電視 有沒有看到那個Facebook Facebook不是改名了
嗎 ？ 它 原 來 的 Facebook 中 文 就 叫 ﹁ 非 死 不 可 ﹂
︵笑︶ 它現在改名了 改名叫做META 對不對？那個
英文的發音叫做META 是嗎？就是﹁消滅他﹂︵笑︶
這個創辦人覺得非死不可還不夠力 應該要把它消滅
要滅他META 很好笑

啊？不空成就佛？祂的手印怎麼啦？ 不是 喔
祂舉手 你是講笑話︵笑︶ OkayOkayOkay 我了解你的
意思了 這個是笑話 祂終於舉手了 佛當然是可以
啦 因為佛就是﹁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不會犯錯的
只有一個人 死人 他不會犯錯 都不會動了 他當然
不會造業啊！躺在那裡怎麼造業？不能造業
好啦 我現在講喔 這個是很難 ﹁是故 須菩
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誰無心啊？人都有
心 都有念 都有念頭 我記得以前我去聽一個法師講
經 他說 有人唸佛：﹁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南摩阿彌陀佛 ﹂他眼睛一張 前面一個漂亮小姐
走過去 ﹁南摩阿彌陀佛 好漂亮喔！﹂︵笑︶他已經
被色所動啊！這是﹁住色生心﹂；又再唸佛了﹁南摩阿
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 雷藏寺廚
房飄來一股香味：﹁嗯！我最喜歡吃的臭豆腐哎！﹂
︵笑︶這是﹁住味生心﹂ 聞到那個味道 生心啊；再
來﹁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
佛 ﹂ 聽到一個音樂：﹁想你時你在天邊 想你時你
在眼前 想你時你在腦海 想你時你在心田
﹂哇！
好聽啊！﹁住聲生心﹂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所以唸佛的人一樣啊！
這個六塵會影響到你的心 所以佛就講了：﹁是故 須
菩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
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無所住 而生
其心 ﹂很難！你修到能夠﹁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你就是菩薩
所以你問師尊：﹁師尊啊 祢有五百萬弟子 為什

老王跟同事在餐廳聊天 老王講：﹁經濟如果再不
景氣 養家糊口都很難 ﹂同事就問他：﹁你幾個小孩
啊？﹂老王講：﹁我有五個小孩 ﹂同事：﹁五個確實
不好養 ﹂老王回答：﹁孩子的問題是小事 孩子的五
個媽媽才麻煩 ﹂哇 艷福不淺啊！五個媽媽 天吶

好啦！我們現在講︻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
十﹂：﹁是故 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
住 而生其心 ﹂
哎 這一段喔 有一個名句在裡面 很有名的句子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這
一段是有典故的 禪宗六祖慧能聽到鄰居在唸︻金剛
經︼ 唸到這一句﹁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六祖慧能
馬上就有領悟 還是我們姓盧的厲害 六祖慧能祂姓
盧 祂是盧行者 一聽到這一句 祂就有醒悟 ﹁應無
所住 而生其心﹂
這世界上有哪一個人不犯錯？︻地藏經︼裡面講
的 閻浮提眾生所行所念無不是業 大意是這個樣子
啦 起心動念 無不是業 都是業 有哪一個人不犯
錯？不犯錯的舉手 如果不犯錯的 給他這一條
︵笑︶ 哇！這一條好多顏色哦！好漂亮哦！這一條念
珠有夠漂亮 又有哈氣﹁哈﹂︵笑︶ 我相信沒有人敢
舉手 只有一個人敢舉手 告訴你 死人

麼不蓋自己的雷藏寺？人家××︵舊金山的鬼婆︶都有
自己的雷藏寺 祢為什麼不蓋自己的雷藏寺呢？祢只要
一講說祢蓋雷藏寺 就很多的弟子供養全部過來 祢可
以蓋一個很大的雷藏寺 祢的弟子都會出錢 祢自己擁
有自己的雷藏寺 多好啊！﹂對不對？
鬼婆她會蓋她的雷藏寺啊 她不是蓋雷藏寺了 現
在已經不叫雷藏寺了 ﹁她會蓋她的寺啊！祢也可以蓋
自己的寺啊！﹂我不是為了這個寺 生這個寺的心 我
沒有 這樣了解嗎？我不住在這個寺 就是我沒有建我
自己的寺廟的心 我根本沒有 ﹁那祢 現在有傳法
啊！﹂傳法也是一個心 我傳法過了 我就忘了 ﹁祢
說法嘛 祢說法是為了度眾生 有度眾生的心嗎？﹂沒
有！我說我的 你聽你的 聽不聽由你 ﹁祢將來有多
少弟子？﹂不管！永遠是五百 不會增加也不減少
﹁祢將來如果沒有弟子？﹂也是 OK啊！沒問題！No
problem！連一個弟子都沒有 No problem！我不住在這
邊生心 這個就是﹁不住心﹂啊！
如果要住心的話 我今天我會蓋自己的雷藏寺！我
蓋啊！我要蓋得很大！哪一個廟最大？盧勝彥的雷藏寺
最大！盧勝彥自己的 就取一個名字叫﹁盧勝彥雷藏
寺﹂ 盧勝彥的雷藏寺最大？那不是大！我不住這個
不住名 有什麼名呢？常常把自己想﹁自己是一個死
人﹂ 死人有什麼？什麼都沒有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只是做我應該做的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無為而
為﹂ ﹁無為而為﹂就是﹁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我現在是無為而為 我在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都
不住心在那個上面 不為什麼 這個才是菩薩 很多人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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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做善事 你做了一件善事 明天就看電視 看看電
視有沒有報導 報紙上有沒有登出來 做了一件很大的
善事就趕快要看報紙 看電視 看看有沒有登 這是有
所為 而不是無所為 做了就忘了！所以耶穌很厲害
啊 ﹁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讓左手知道﹂ 這個就是﹁應
無所住 而生其心﹂
所以大家記得 你要做一個菩薩 不是為誰而做
不為自己做 不為他人做 也不是為什麼做 你只是
做！也不是為了名 也不是為了色 也不是為了聲 也
不是為了香 為了味 為了觸 為了法 生心 ﹁應無
所住 而生其心﹂ 所以當初的時候 盧行者│六祖慧
能 聽了這一句話 馬上有領悟 這一句話很多人不
懂 也不太清楚為什麼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什麼
意思？就是耶穌講的﹁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讓左手知
道﹂
盧師尊是個無心道人 做什麼 不管寫哪個文章
寫了就丟了 我不能說：﹁我已經寫了二八六本書 二
八七本書也完成了 現在在寫二八八本書 ︵我認為︶
哇！二八八本 我自己已經很高了！哪一個人比得上我
寫二八八本書啊？﹂不能有這種想法！這個想念就是錯
的！做了 就忘了
名氣有多大？沒有用！世間的人追名逐利 所以一
個是名 一個是利 你住心於利 你就會跟人家要錢！
你住心於名 你要搏得盛名！你不住名 也不住利 你
行一切布施 就是菩薩 很簡單的 所以我師父以前跟
我講：﹁千萬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錢！這就是祢的戒
律！﹂就是不住利
不要想﹁自己的名聲有多大﹂ ﹁要讓天下的人知
道你是救世主﹂不可以有這種想法！那個鬼婆在紫蓮月

刊裡面講 耶穌跟她講：﹁妳要去跟天下的眾生講妳是
救世主 ﹂鬼婆是救世主啊？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救
世﹂這兩個字哎！我能夠救自己已經不簡單了 還要救
世？自己都不能救還救世？我呸！︵笑︶密教裡面一個
﹁呸﹂字就把它散了 對不對？很簡單啊！我不住世
的 我不住在名上面哎 管它什麼有名無名 管它什麼
有利無利 我就是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錢！如果我開口
跟你要錢 我就是在地上爬的 我就是烏龜︵笑︶ 很
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講﹁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就是菩
薩 沒有為什麼 但是我行布施 救濟眾生 我就是一
個菩薩；你也不能有菩薩想喔 你有菩薩想 就不是菩
薩了 因為沒有菩薩想 才是菩薩 這︻金剛經︼裡面
的意思 很重要 在這裡面 所以師尊如果有開口跟你
要錢 你就直接指我的鼻子說：﹁犯戒！﹂要錢做什
麼？我又不是曾耀全 我們有一個同門叫曾耀全師兄
真的 真要錢；還有一個也是要錢 有一個是許德全
有一個也是立全 所以我今天解釋﹁應無所住 而生其
心﹂ 不為什麼 但是你去做度化眾生的工作 不為什
麼去度化眾生的工作 這個就是所謂﹁應無所住 而生
其心﹂ 我今天就解釋這一句
這是中文的笑話吧 老公半夜翻了個身來 緊緊地
抱著老婆：﹁老婆 這被子太短 ﹂老婆聽到這一句
話 流下了感動的眼淚 老公接著講：﹁明天買一個比
較長的被子吧 我蓋不住腳 好冷！﹂︵笑︶這個被子
跟那個一輩子是不一樣的
原本想在二○二一年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 老天
爺卻給我一場轟轟烈烈的疫情 唉 人算不如天算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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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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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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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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勻

迴向｜祈求師尊 諸佛菩薩
放光加持陳佳勻業障消
除 眩暈症消除 乾眼
症 子宮內瘜消除 元辰光
彩 健康長壽 平安吉祥

助印者：陳佳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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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密意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須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
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
是名大身

世尊！何以故？
佛說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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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願金
剛│大隨求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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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還有 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Xin chao︵越南語：你好︶︵笑︶
今天我們是做大隨求菩薩 這一尊祂的密號就是與願
金剛 祂有隨求八印 要比八個手印 剛剛師尊在做法會
的時候 就已經有比了這個隨求八印 這隨求八印是跟隨
著大隨求菩薩的 每次要祈求都要比隨求八印 所以 隨
求八印 你們要記得很清楚 如果修這個法的話 大隨求
每一次主祈都是最多的 因為祂是在觀世音菩薩當中 祂
隨著眾生 只要憶念祂的 憶念到大隨求菩薩的都會有感
應 所以你憶念祂的形相 比祂的手印 持祂的咒語都會
有很大的感應
祂的經典當中 曾經提到迦毘羅衛城 釋迦牟尼佛去
出家修行以後 耶輸陀羅 祂的妃子懷孕了 肚子裡面就
是羅睺羅童子 當時的國王本身認為 怎麼佛陀已經去出
家了 結果妃子懷孕了？就把耶輸陀羅丟到火坑裡面 把
她燒死 在肚子裡面的羅睺羅童子 是釋迦牟尼佛的兒
子 他在肚子裡面憶念大隨求菩薩 因為想念大隨求菩

薩 持祂的咒語 比祂的手印 這火坑化為白蓮池 火坑
就熄滅掉 化成蓮池 變成非常的清涼
所以祂的經典裡面有講到 只要憶念大隨求菩薩
持祂的咒語﹁嗡 別炸 摩訶缽拉底 薩落 梭哈 ﹂
比隨求八印當中主要的一個印││﹁拍一次掌 拍掌 拍
第三掌 然後摩擦三下﹂ 大隨求菩薩祂就會降在身上
︵師尊示範︶ 祂馬上就會降臨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與願金剛的意思是說 你祈求的祂就會給你 叫做﹁與願
金剛﹂ 所以這一尊主祈的人非常的多 這一尊也是廣大
靈感 祂會相應的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點
是﹁黃財神護摩法會﹂ 就是針巴拉 ﹁嗡 針巴拉 查
冷查那耶 梭哈 ﹂也就是北方多聞天王的化身是黃財神
針巴拉 這個不用我講 大家都會主祈 大隨求菩薩祂廣
大靈感 而且祂的密號就是與願金剛 給你的願望實現的
金剛 祂的密號
講個笑話吧！研究指出 每天熬夜有助於避免老人
癡呆症 什麼原因呢？因為活不到老年 還是不要每天熬
夜 有一天 豬小孩問豬爸爸：﹁爸爸 如果你在地上看
見一百塊跟五十塊 你會撿哪一個？﹂豬爸爸就講：﹁這
個還用講嗎？當然是一百塊啦 ﹂這個豬小孩講：﹁爸爸
你真的是豬欸 你不會兩個都撿嗎？﹂豬爸爸就輸了 現
在其實豬也是很聰明的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笑話：﹁老婆問老公說 我跟你
媽媽如果掉到水裡面了 你要先救誰？﹂對不對 常常聽
到這個笑話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為什麼沒有先生問自
己的老婆﹁我跟妳爸爸同時掉進水裡﹂的問題 為什麼
呢？奇怪啊 大家都知道那個老婆常常問老公：﹁我跟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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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密意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須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
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
是名大身

世尊！何以故？
佛說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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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願金
剛│大隨求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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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還有 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Xin chao︵越南語：你好︶︵笑︶
今天我們是做大隨求菩薩 這一尊祂的密號就是與願
金剛 祂有隨求八印 要比八個手印 剛剛師尊在做法會
的時候 就已經有比了這個隨求八印 這隨求八印是跟隨
著大隨求菩薩的 每次要祈求都要比隨求八印 所以 隨
求八印 你們要記得很清楚 如果修這個法的話 大隨求
每一次主祈都是最多的 因為祂是在觀世音菩薩當中 祂
隨著眾生 只要憶念祂的 憶念到大隨求菩薩的都會有感
應 所以你憶念祂的形相 比祂的手印 持祂的咒語都會
有很大的感應
祂的經典當中 曾經提到迦毘羅衛城 釋迦牟尼佛去
出家修行以後 耶輸陀羅 祂的妃子懷孕了 肚子裡面就
是羅睺羅童子 當時的國王本身認為 怎麼佛陀已經去出
家了 結果妃子懷孕了？就把耶輸陀羅丟到火坑裡面 把
她燒死 在肚子裡面的羅睺羅童子 是釋迦牟尼佛的兒
子 他在肚子裡面憶念大隨求菩薩 因為想念大隨求菩

薩 持祂的咒語 比祂的手印 這火坑化為白蓮池 火坑
就熄滅掉 化成蓮池 變成非常的清涼
所以祂的經典裡面有講到 只要憶念大隨求菩薩
持祂的咒語﹁嗡 別炸 摩訶缽拉底 薩落 梭哈 ﹂
比隨求八印當中主要的一個印││﹁拍一次掌 拍掌 拍
第三掌 然後摩擦三下﹂ 大隨求菩薩祂就會降在身上
︵師尊示範︶ 祂馬上就會降臨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與願金剛的意思是說 你祈求的祂就會給你 叫做﹁與願
金剛﹂ 所以這一尊主祈的人非常的多 這一尊也是廣大
靈感 祂會相應的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點
是﹁黃財神護摩法會﹂ 就是針巴拉 ﹁嗡 針巴拉 查
冷查那耶 梭哈 ﹂也就是北方多聞天王的化身是黃財神
針巴拉 這個不用我講 大家都會主祈 大隨求菩薩祂廣
大靈感 而且祂的密號就是與願金剛 給你的願望實現的
金剛 祂的密號
講個笑話吧！研究指出 每天熬夜有助於避免老人
癡呆症 什麼原因呢？因為活不到老年 還是不要每天熬
夜 有一天 豬小孩問豬爸爸：﹁爸爸 如果你在地上看
見一百塊跟五十塊 你會撿哪一個？﹂豬爸爸就講：﹁這
個還用講嗎？當然是一百塊啦 ﹂這個豬小孩講：﹁爸爸
你真的是豬欸 你不會兩個都撿嗎？﹂豬爸爸就輸了 現
在其實豬也是很聰明的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笑話：﹁老婆問老公說 我跟你
媽媽如果掉到水裡面了 你要先救誰？﹂對不對 常常聽
到這個笑話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為什麼沒有先生問自
己的老婆﹁我跟妳爸爸同時掉進水裡﹂的問題 為什麼
呢？奇怪啊 大家都知道那個老婆常常問老公：﹁我跟你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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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媽媽一起掉到水裡 你要先救誰？﹂為什麼沒有老公問老
婆：﹁我跟妳爸爸一起掉到水裡 你到底先救誰？﹂因為
那個老婆會一巴掌打過來：﹁你敢詛咒我老爸掉到水
裡？﹂看來還是女的比較兇

做 當唸奉請時 也是先這樣唸 然後在做四皈依的時
候 也先做這樣的觀想 其他的都和︿真佛宗﹀修法儀軌
一樣了 弟子修法這樣子做 是否可以？謝謝師尊 阿彌
陀佛
回答一：好啦 這個印尼的蓮花某某他沒有講他自
己 因為他講他自己的話一定有很多的箭射過去 師尊認
為他修的是︿真佛密法﹀ 因為他講的﹁弟子修的是︿真
佛密法﹀為主 但是他很尊敬三位根本傳承上師﹂ 每一
次奉請都以師尊為第一位 然後就跟他所寫的這樣子的
大家以為如何？他修的是︿真佛密法﹀ 以師尊為
主 但是他三位師父 他都很尊敬 都視之為佛 有意見
的舉手 沒有意見的不用舉手
我認為 他這樣子做也是可以啦 依我個人來講
他這樣子做可以的 因為每一個人開始的時候啊 都是剛
開始的時候 聞思修 先去聞 去聽法 然後再來每一個
佛弟子都會跑道場 不會說一個人到了一個道場聽了以
後 別地方的道場 他就從此都沒有再去 也是不可能的
事情
所以師尊也是一樣啊 我首先是基督教 後來是道
教 後來才是佛教 我也皈依了好多不屬於佛教 不屬於
道教 也不屬於基督教的 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師父 你
想想看 我以前也皈依過蕭昌明︿天德聖教﹀ ︿天德聖
教﹀我皈依過 依止過 我也禮拜蕭昌明 我們稱為蕭昌
明夫子 也就是﹁二十字真言天德教﹂
︿天帝教﹀李玉階 以前台北有一家︿六福客棧﹀
的飯店 李玉階請我吃飯 他說他要創立一個宗派 請我
寫一個宗派的名字給他 我就寫了 我寫什麼呢？寫﹁天
帝教﹂ 天帝 因為他是天德那裡出來的 所以我想到天
帝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給李玉階寫﹁天帝﹂ 以後李玉階

Ｑ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師尊好 阿彌陀佛 弟
子皈依師尊也是因緣所起 然後也有皈依兩個不
同宗派的兩位師父 但至今弟子修的是︿真佛密法﹀為
主 弟子都很尊敬弟子的三位根本傳承上師 因為每一位
師父教的都合於八正道 也教弟子持戒 也賜了不少的智
慧 讓弟子一步步開悟的更深 也教弟子不同的善法 得
了第二個和第三個師父的教訓 弟子能更深入師尊的法
也能使用所有三位師父賜的智慧來體會到所有三個宗派的
法露 明白了﹁道﹂本來平等而相連
弟子想問的是 因為弟子視三位不同宗派的傳承師
父如佛 弟子不分哪一位師父的成就更高 哪一位師父的
更低 弟子只分弟子皈依的順序 不管弟子行的是哪一種
宗派的法的時候 弟子首先會奉請三位根本上師住頂 並
祈求上師加持 按照這個順序 先奉請師尊 然後第二位
師父 然後第三位師父 然後︿真佛宗﹀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第二個宗派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第三個宗派歷代傳承
祖師 然後繼續修法或作法
弟子修︿真佛密法﹀的時候 修法前 也是這樣

問題二：美國紐約的弟子問的 弟子有一個問
題 是不是大部分的老人家都能看見無形的靈？
這是為什麼？什麼原因？大部分的老人也辛苦一輩子 為
什麼不能得到安穩 安順的生活 而受這些無形靈的干
擾？謝謝跟感恩師尊慈悲
回答二：其實啊 老人家是苦之一 不是講四苦
嗎？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這四大苦哎！所以人本
身 釋迦牟尼佛就曾經這樣子講嘛 常常這樣子跟我們
講：﹁人生是苦 ﹂說法以前經常祂會提到 第一個 人
生是苦 苦多於樂 苦的比較多 樂的比較少 所以佛陀
曾經講 因為苦你才可以修行啊 那些樂的要叫他修行就
很難啊
﹁老人家都能看見無形的靈﹂ 也不一定 有些都

Ｑ

雜誌

是可以的 我個人這樣子認為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子過
來的 但是我也祝福你在修行上有成就 將來可以弘揚
︿真佛密法﹀
師尊的人不會狹小到說﹁你去當慈濟人就不好﹂
不會 不會 你去做慈濟人很好 因為你做的是資糧道的
工作 是很好的 你去︿法鼓山﹀也很好 當法鼓人也很
好 至少你會打鼓啊 打法鼓 敲鐘啊 那裡有一個鐘
很大的一個鐘 ︿法鼓山﹀的鐘 當法鼓人也很好 你去
︿佛光山﹀當佛光人也是很好 因為他佛光是各宗皆揚
所印的︻大藏經︼跟裡面的很多 也有很多的寶貝的東
西 當佛光人也很好 你到︿中台山﹀也很好 它是一個
禪寺 學了禪宗也是很好 法鼓山也是禪宗 東初老人底
下都是好 沒有壞 師尊認為都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個
主 有一個主就可以了

就創立了︿天帝教﹀ 是我給的名字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也有說：﹁我去︿天帝教﹀
了﹂ 他不知道那個是我給的名字 李玉階在︿六福客
棧﹀︵弟子：十二樓鑽石樓吃飲茶 ︶對對對！鑽石樓吃
飲茶 你們也在啊？對啊 是我給李玉階的 所以我們
︿真佛宗﹀的弟子也跑道場 跑到︿天帝教﹀去 然後就
皈依了︿天帝教﹀ 結果他不知道那個︿天帝教﹀是我給
李玉階的名字 還有證人 對不對？在︿六福客棧﹀啊
我們喝飲茶︵廣東點心︶ 他請我們吃飯 因為他在︿天
德教﹀王德溥那裡看到我
一貫道 師尊也曾經參與 師尊還是點傳師呢 我
是點傳師喔 點玄關 手抱合同印 唸﹃五字真言﹄ 一
貫道我也去過 它的道場︿香山母聖宮﹀彭洪錦珠 那個
住持新竹︿香山母聖宮﹀彭洪錦珠 我在美國的時候 她
有打電話給我 一貫道 我也曾經經過一段 我還是很尊
敬 耶穌基督 我稱為古魯 我還是很尊敬
我結緣的上師也很多 但是最終我是以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是紅教 花教薩迦派是薩迦證空上師││德松仁
波切 白教是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黃教是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也結緣了很多師父 那我也是依他們的教法 所
以在我個人來講 這個是可以的 一起尊敬 但是你要知
道以什麼修法 你修的是什麼法？因為我們︿真佛密法﹀
最單純 最直接 最適合現代人修 你只要有主就可以
了 有一個主 有一個主要的就行了 其他的是結緣 一
起都尊敬可以的 我個人是這樣子認為
師尊本身也跑很多道場 我也有道長的證書 道教
的道長證書 ︽通靈祕法書︾裡面 我寫到的都是道法
所以我認為印尼的蓮花某某 你這樣子修法 這樣子做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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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媽媽一起掉到水裡 你要先救誰？﹂為什麼沒有老公問老
婆：﹁我跟妳爸爸一起掉到水裡 你到底先救誰？﹂因為
那個老婆會一巴掌打過來：﹁你敢詛咒我老爸掉到水
裡？﹂看來還是女的比較兇

做 當唸奉請時 也是先這樣唸 然後在做四皈依的時
候 也先做這樣的觀想 其他的都和︿真佛宗﹀修法儀軌
一樣了 弟子修法這樣子做 是否可以？謝謝師尊 阿彌
陀佛
回答一：好啦 這個印尼的蓮花某某他沒有講他自
己 因為他講他自己的話一定有很多的箭射過去 師尊認
為他修的是︿真佛密法﹀ 因為他講的﹁弟子修的是︿真
佛密法﹀為主 但是他很尊敬三位根本傳承上師﹂ 每一
次奉請都以師尊為第一位 然後就跟他所寫的這樣子的
大家以為如何？他修的是︿真佛密法﹀ 以師尊為
主 但是他三位師父 他都很尊敬 都視之為佛 有意見
的舉手 沒有意見的不用舉手
我認為 他這樣子做也是可以啦 依我個人來講
他這樣子做可以的 因為每一個人開始的時候啊 都是剛
開始的時候 聞思修 先去聞 去聽法 然後再來每一個
佛弟子都會跑道場 不會說一個人到了一個道場聽了以
後 別地方的道場 他就從此都沒有再去 也是不可能的
事情
所以師尊也是一樣啊 我首先是基督教 後來是道
教 後來才是佛教 我也皈依了好多不屬於佛教 不屬於
道教 也不屬於基督教的 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師父 你
想想看 我以前也皈依過蕭昌明︿天德聖教﹀ ︿天德聖
教﹀我皈依過 依止過 我也禮拜蕭昌明 我們稱為蕭昌
明夫子 也就是﹁二十字真言天德教﹂
︿天帝教﹀李玉階 以前台北有一家︿六福客棧﹀
的飯店 李玉階請我吃飯 他說他要創立一個宗派 請我
寫一個宗派的名字給他 我就寫了 我寫什麼呢？寫﹁天
帝教﹂ 天帝 因為他是天德那裡出來的 所以我想到天
帝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給李玉階寫﹁天帝﹂ 以後李玉階

Ｑ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師尊好 阿彌陀佛 弟
子皈依師尊也是因緣所起 然後也有皈依兩個不
同宗派的兩位師父 但至今弟子修的是︿真佛密法﹀為
主 弟子都很尊敬弟子的三位根本傳承上師 因為每一位
師父教的都合於八正道 也教弟子持戒 也賜了不少的智
慧 讓弟子一步步開悟的更深 也教弟子不同的善法 得
了第二個和第三個師父的教訓 弟子能更深入師尊的法
也能使用所有三位師父賜的智慧來體會到所有三個宗派的
法露 明白了﹁道﹂本來平等而相連
弟子想問的是 因為弟子視三位不同宗派的傳承師
父如佛 弟子不分哪一位師父的成就更高 哪一位師父的
更低 弟子只分弟子皈依的順序 不管弟子行的是哪一種
宗派的法的時候 弟子首先會奉請三位根本上師住頂 並
祈求上師加持 按照這個順序 先奉請師尊 然後第二位
師父 然後第三位師父 然後︿真佛宗﹀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第二個宗派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第三個宗派歷代傳承
祖師 然後繼續修法或作法
弟子修︿真佛密法﹀的時候 修法前 也是這樣

問題二：美國紐約的弟子問的 弟子有一個問
題 是不是大部分的老人家都能看見無形的靈？
這是為什麼？什麼原因？大部分的老人也辛苦一輩子 為
什麼不能得到安穩 安順的生活 而受這些無形靈的干
擾？謝謝跟感恩師尊慈悲
回答二：其實啊 老人家是苦之一 不是講四苦
嗎？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這四大苦哎！所以人本
身 釋迦牟尼佛就曾經這樣子講嘛 常常這樣子跟我們
講：﹁人生是苦 ﹂說法以前經常祂會提到 第一個 人
生是苦 苦多於樂 苦的比較多 樂的比較少 所以佛陀
曾經講 因為苦你才可以修行啊 那些樂的要叫他修行就
很難啊
﹁老人家都能看見無形的靈﹂ 也不一定 有些都

Ｑ

雜誌

是可以的 我個人這樣子認為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子過
來的 但是我也祝福你在修行上有成就 將來可以弘揚
︿真佛密法﹀
師尊的人不會狹小到說﹁你去當慈濟人就不好﹂
不會 不會 你去做慈濟人很好 因為你做的是資糧道的
工作 是很好的 你去︿法鼓山﹀也很好 當法鼓人也很
好 至少你會打鼓啊 打法鼓 敲鐘啊 那裡有一個鐘
很大的一個鐘 ︿法鼓山﹀的鐘 當法鼓人也很好 你去
︿佛光山﹀當佛光人也是很好 因為他佛光是各宗皆揚
所印的︻大藏經︼跟裡面的很多 也有很多的寶貝的東
西 當佛光人也很好 你到︿中台山﹀也很好 它是一個
禪寺 學了禪宗也是很好 法鼓山也是禪宗 東初老人底
下都是好 沒有壞 師尊認為都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個
主 有一個主就可以了

就創立了︿天帝教﹀ 是我給的名字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也有說：﹁我去︿天帝教﹀
了﹂ 他不知道那個是我給的名字 李玉階在︿六福客
棧﹀︵弟子：十二樓鑽石樓吃飲茶 ︶對對對！鑽石樓吃
飲茶 你們也在啊？對啊 是我給李玉階的 所以我們
︿真佛宗﹀的弟子也跑道場 跑到︿天帝教﹀去 然後就
皈依了︿天帝教﹀ 結果他不知道那個︿天帝教﹀是我給
李玉階的名字 還有證人 對不對？在︿六福客棧﹀啊
我們喝飲茶︵廣東點心︶ 他請我們吃飯 因為他在︿天
德教﹀王德溥那裡看到我
一貫道 師尊也曾經參與 師尊還是點傳師呢 我
是點傳師喔 點玄關 手抱合同印 唸﹃五字真言﹄ 一
貫道我也去過 它的道場︿香山母聖宮﹀彭洪錦珠 那個
住持新竹︿香山母聖宮﹀彭洪錦珠 我在美國的時候 她
有打電話給我 一貫道 我也曾經經過一段 我還是很尊
敬 耶穌基督 我稱為古魯 我還是很尊敬
我結緣的上師也很多 但是最終我是以了鳴和尚
了鳴和尚是紅教 花教薩迦派是薩迦證空上師││德松仁
波切 白教是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黃教是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也結緣了很多師父 那我也是依他們的教法 所
以在我個人來講 這個是可以的 一起尊敬 但是你要知
道以什麼修法 你修的是什麼法？因為我們︿真佛密法﹀
最單純 最直接 最適合現代人修 你只要有主就可以
了 有一個主 有一個主要的就行了 其他的是結緣 一
起都尊敬可以的 我個人是這樣子認為
師尊本身也跑很多道場 我也有道長的證書 道教
的道長證書 ︽通靈祕法書︾裡面 我寫到的都是道法
所以我認為印尼的蓮花某某 你這樣子修法 這樣子做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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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子的 快要走的他可以看見無形 我不是講師母
︵笑︶ 師母看見靈 並不受靈的干擾 她沒有受靈的
干擾 她這一段時期都看見靈的 那天 前幾天吧 她
就看到我 她說：﹁哎！祢怎麼有五個眼睛？﹂說我有
五個眼睛 她說：﹁哎 我看祢有五個眼睛 在祢臉上
有五個眼睛 ﹂我說：﹁妳還少看了 我通身是眼 ﹂
︵笑︶對啊 她要睡覺以前 突然間眼睛這樣張開：
﹁祢怎麼有五個眼睛？﹂如果沒有定力的 給她嚇得腳
都軟︵笑︶ 全身發麻 汗毛直立 然後她會講：
﹁哎 祢又變成怪物 怎麼頭髮那麼長 全部都是白
的 ﹂她常常會講這些看到我的情形 因為我最晚離開
她的房間嘛 我要幫她點眼藥水 然後要幫她做結界
然後給她蓋上棉被 然後最後我才離開
每一次要蓋上棉被以前 她都要看我一眼 看我變
成什麼 然後又會講：﹁祢旁邊啊有誰 有誰 有誰
有誰 有誰
﹂她經常會這樣子講 但是她都不會害
怕 她都沒有害怕 她也有這種現象啊 但是看見這種
現象不一定就是說她要走以前的這種現象 不是喔！她
沒有 我認為她應該比我還要長壽 因為她一直在幫忙
宗務 而且她的腦筋非常地清晰 判斷力很強 這是她
的優點 她的判斷力很強 能力非常地強 腦筋還是非
常地清晰 她懂得很多 那我也一直在幫助她 我認為
她雖然這樣子 但是她的壽命應該是很長 我的壽命應
該是比較短 我是這樣子認為 所以她雖然也是老了
臺灣歲明年我就七十八了了 她是七十四 安太歲的時
候一看到：﹁喔！我七十八了！﹂我還以為我才八歲哎
︵笑︶！我不覺得她老 她還是一樣的 很明理 判斷
力又很強 真的 她幫助︿真佛宗﹀真的幫助很多

所以當子女的要孝順老人 他生了你 他也辛苦了
一輩子 所以﹁孝順﹂一定要！不可以 好像是說對你
的父母 對你的家長 對你的長輩有所藐視 或者是
說：﹁他們怎麼搞的？走路那麼慢？﹂慢是應該的 快
才是奇怪 他們也不能跑啦！你叫他們跑馬拉松嗎？叫
一個七 八十歲的老人跑馬拉松嗎？哪有可能！所以這
是自然的現象 你問我：﹁什麼原因？﹂我說：﹁自
然 ﹂你問我：﹁為什麼？﹂﹁自然 ﹂看見無形的
因為他的身體陽氣已經喪失了 陽氣失掉了 他看到無
形的 這是回答第二個問題
有一個徒弟問師父：﹁師父 為什麼我的功夫總是
沒有長進？﹂師父問他：﹁你見過夕陽的時候 海鷗飛
過天邊晚霞的光嗎？見過嗎？﹂徒弟講：﹁見過 ﹂師
父再問：﹁那你看過瀑布漫無目的地沖刷岩石嗎？﹂
﹁看過！尼加拉瓜瀑布 見過 ﹂﹁你看過平靜的水面
上月亮的倒影嗎？﹂徒弟講：﹁也見過 師父 ﹂師父
回答：﹁這個就是你問題的所在 不好好練功 到處看
什麼？﹂︵笑︶
不能夠走樓梯的一個老奶奶來看醫生 檢查身體
醫生給她檢查完了以後：﹁妳的心臟不是很好 妳回去
的時候暫時不要再走樓梯了 ﹂一個月後 老奶奶來複
檢 醫生檢查完後很驚訝：﹁妳的心臟已經恢復了健
康 跳動非常有力 現在妳回家可以走樓梯了 ﹂老奶
奶呼了一口氣講：﹁我終於每天不用用爬的去爬樓梯
我終於現在可以用走的了 ﹂原來她是用爬的爬樓梯
因為醫生跟她講不可以走樓梯 所以她用爬的 結果爬
出心臟好了︵笑︶ 這個是奇蹟啊！但是你們不能聽我
的話 你用爬的心臟停了 我不負責

但是 老啊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能得到安穩 安
順的生活﹂ 老跟病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 希
望你長壽Long life 還有健康 長壽跟健康很重要 但
是能長壽往往是不能健康的 長壽健康的人很少 年齡
越大 什麼毛病就出來了 所以那個臺灣的醫生李醫師
李佳霖 他常常跟我講﹁七粒老人﹂ 什麼叫七粒老
人？早上起來吃東西就要吃七粒的藥丸 所以叫七粒老
人︵笑︶ 這個是治血糖的降糖藥 這是治血壓的降血
壓藥 這個治肝脂肪的 膽固醇的 膽固醇的 肝脂肪
的 血糖的 血壓的 然後呢 疼痛的或者是哪裡痛
哪裡痛 還要點眼藥水的 因為有乾眼症 什麼毛病都
會出來的！過敏 這個是過敏藥 這是皮膚的 這邊
塗 那邊塗；然後膝蓋痛 頭痛 脖子痛 肩膀痛 背
痛 哪裡都痛
突然間東西硬起來︵笑︶ 慘了 不能硬啊 因為
可能是就是瘤啊 摸到硬的東西就以為是癌啊 瘤啊
突然間長了 女生的就是乳癌 子宮癌 男生的攝護腺
癌 前列腺癌 淋巴腺癌 哪裡腫一塊 我告訴你喔
老人沒有死 都是被自己嚇死︵笑︶ 嚇死了！老哪裡
能夠安順吶？沒有的 像師尊這樣子已經很好啦！師母
不受無形的靈的干擾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受無形靈的干
擾 因為他們害怕這個靈 但是他走來走去都看到
有 有人是這樣子的 看到祖先 看到外靈 看到什
麼 都會有出現 ﹁這是為什麼？﹂不為什麼 自然就
這樣 ﹁什麼原因？﹂自然就這樣
你不要以為老人院 我告訴你坐在那裡呆呆的 老
人癡呆的 他是心臟科過去最有名的心臟科的博士啊！
是心臟科的權威啊！他現在坐在那裡 你去老人院看看
嘛 每一個老人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老是苦

太太對老公講：親愛的 你知道嗎？每一位成功的
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老公回答：知道啦！可
是妳能下來自己走一會兒嗎？我真的背不動了 ︵笑︶

好 我們講︻金剛經︼ 再來講這一段：
﹁須菩提！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
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
說非身 是名大身 ﹂
這一段很有意思 我今天就講這一段 ﹁須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 是名大
身 ﹂重點在一個﹁大﹂字上 什麼是大？我告訴你
在佛教裡面 須彌山 佛教的世界觀 須彌山的上面頂
上是三十三天 中間是四天王天 須彌山底下分為四大
洲 八小洲 中間有香水海 這個是佛教本身的宇宙
觀 宇宙是這樣子的觀 中央是須彌山
須彌山當然是最大的 釋迦牟尼佛就比喻：﹁須彌
山大不大？如果有人像須彌山那麼大 他算大嗎？﹂
大 但是須菩提又講：﹁沒有錯 是很大 但是呢 非
身 ﹂祂這樣子講：﹁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 ﹂佛陀講
非身才稱為大 現在問題就是在這個﹁大﹂字上 須彌
山只是一個比喻 須彌山 有人像須彌山那樣子高大
算大嗎？大！那什麼才是真正的大呢？須菩提已經回答
了：﹁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 ﹂已經回答了 問題就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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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子的 快要走的他可以看見無形 我不是講師母
︵笑︶ 師母看見靈 並不受靈的干擾 她沒有受靈的
干擾 她這一段時期都看見靈的 那天 前幾天吧 她
就看到我 她說：﹁哎！祢怎麼有五個眼睛？﹂說我有
五個眼睛 她說：﹁哎 我看祢有五個眼睛 在祢臉上
有五個眼睛 ﹂我說：﹁妳還少看了 我通身是眼 ﹂
︵笑︶對啊 她要睡覺以前 突然間眼睛這樣張開：
﹁祢怎麼有五個眼睛？﹂如果沒有定力的 給她嚇得腳
都軟︵笑︶ 全身發麻 汗毛直立 然後她會講：
﹁哎 祢又變成怪物 怎麼頭髮那麼長 全部都是白
的 ﹂她常常會講這些看到我的情形 因為我最晚離開
她的房間嘛 我要幫她點眼藥水 然後要幫她做結界
然後給她蓋上棉被 然後最後我才離開
每一次要蓋上棉被以前 她都要看我一眼 看我變
成什麼 然後又會講：﹁祢旁邊啊有誰 有誰 有誰
有誰 有誰
﹂她經常會這樣子講 但是她都不會害
怕 她都沒有害怕 她也有這種現象啊 但是看見這種
現象不一定就是說她要走以前的這種現象 不是喔！她
沒有 我認為她應該比我還要長壽 因為她一直在幫忙
宗務 而且她的腦筋非常地清晰 判斷力很強 這是她
的優點 她的判斷力很強 能力非常地強 腦筋還是非
常地清晰 她懂得很多 那我也一直在幫助她 我認為
她雖然這樣子 但是她的壽命應該是很長 我的壽命應
該是比較短 我是這樣子認為 所以她雖然也是老了
臺灣歲明年我就七十八了了 她是七十四 安太歲的時
候一看到：﹁喔！我七十八了！﹂我還以為我才八歲哎
︵笑︶！我不覺得她老 她還是一樣的 很明理 判斷
力又很強 真的 她幫助︿真佛宗﹀真的幫助很多

所以當子女的要孝順老人 他生了你 他也辛苦了
一輩子 所以﹁孝順﹂一定要！不可以 好像是說對你
的父母 對你的家長 對你的長輩有所藐視 或者是
說：﹁他們怎麼搞的？走路那麼慢？﹂慢是應該的 快
才是奇怪 他們也不能跑啦！你叫他們跑馬拉松嗎？叫
一個七 八十歲的老人跑馬拉松嗎？哪有可能！所以這
是自然的現象 你問我：﹁什麼原因？﹂我說：﹁自
然 ﹂你問我：﹁為什麼？﹂﹁自然 ﹂看見無形的
因為他的身體陽氣已經喪失了 陽氣失掉了 他看到無
形的 這是回答第二個問題
有一個徒弟問師父：﹁師父 為什麼我的功夫總是
沒有長進？﹂師父問他：﹁你見過夕陽的時候 海鷗飛
過天邊晚霞的光嗎？見過嗎？﹂徒弟講：﹁見過 ﹂師
父再問：﹁那你看過瀑布漫無目的地沖刷岩石嗎？﹂
﹁看過！尼加拉瓜瀑布 見過 ﹂﹁你看過平靜的水面
上月亮的倒影嗎？﹂徒弟講：﹁也見過 師父 ﹂師父
回答：﹁這個就是你問題的所在 不好好練功 到處看
什麼？﹂︵笑︶
不能夠走樓梯的一個老奶奶來看醫生 檢查身體
醫生給她檢查完了以後：﹁妳的心臟不是很好 妳回去
的時候暫時不要再走樓梯了 ﹂一個月後 老奶奶來複
檢 醫生檢查完後很驚訝：﹁妳的心臟已經恢復了健
康 跳動非常有力 現在妳回家可以走樓梯了 ﹂老奶
奶呼了一口氣講：﹁我終於每天不用用爬的去爬樓梯
我終於現在可以用走的了 ﹂原來她是用爬的爬樓梯
因為醫生跟她講不可以走樓梯 所以她用爬的 結果爬
出心臟好了︵笑︶ 這個是奇蹟啊！但是你們不能聽我
的話 你用爬的心臟停了 我不負責

但是 老啊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能得到安穩 安
順的生活﹂ 老跟病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 希
望你長壽Long life 還有健康 長壽跟健康很重要 但
是能長壽往往是不能健康的 長壽健康的人很少 年齡
越大 什麼毛病就出來了 所以那個臺灣的醫生李醫師
李佳霖 他常常跟我講﹁七粒老人﹂ 什麼叫七粒老
人？早上起來吃東西就要吃七粒的藥丸 所以叫七粒老
人︵笑︶ 這個是治血糖的降糖藥 這是治血壓的降血
壓藥 這個治肝脂肪的 膽固醇的 膽固醇的 肝脂肪
的 血糖的 血壓的 然後呢 疼痛的或者是哪裡痛
哪裡痛 還要點眼藥水的 因為有乾眼症 什麼毛病都
會出來的！過敏 這個是過敏藥 這是皮膚的 這邊
塗 那邊塗；然後膝蓋痛 頭痛 脖子痛 肩膀痛 背
痛 哪裡都痛
突然間東西硬起來︵笑︶ 慘了 不能硬啊 因為
可能是就是瘤啊 摸到硬的東西就以為是癌啊 瘤啊
突然間長了 女生的就是乳癌 子宮癌 男生的攝護腺
癌 前列腺癌 淋巴腺癌 哪裡腫一塊 我告訴你喔
老人沒有死 都是被自己嚇死︵笑︶ 嚇死了！老哪裡
能夠安順吶？沒有的 像師尊這樣子已經很好啦！師母
不受無形的靈的干擾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受無形靈的干
擾 因為他們害怕這個靈 但是他走來走去都看到
有 有人是這樣子的 看到祖先 看到外靈 看到什
麼 都會有出現 ﹁這是為什麼？﹂不為什麼 自然就
這樣 ﹁什麼原因？﹂自然就這樣
你不要以為老人院 我告訴你坐在那裡呆呆的 老
人癡呆的 他是心臟科過去最有名的心臟科的博士啊！
是心臟科的權威啊！他現在坐在那裡 你去老人院看看
嘛 每一個老人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老是苦

太太對老公講：親愛的 你知道嗎？每一位成功的
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老公回答：知道啦！可
是妳能下來自己走一會兒嗎？我真的背不動了 ︵笑︶

好 我們講︻金剛經︼ 再來講這一段：
﹁須菩提！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
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
說非身 是名大身 ﹂
這一段很有意思 我今天就講這一段 ﹁須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 是名大
身 ﹂重點在一個﹁大﹂字上 什麼是大？我告訴你
在佛教裡面 須彌山 佛教的世界觀 須彌山的上面頂
上是三十三天 中間是四天王天 須彌山底下分為四大
洲 八小洲 中間有香水海 這個是佛教本身的宇宙
觀 宇宙是這樣子的觀 中央是須彌山
須彌山當然是最大的 釋迦牟尼佛就比喻：﹁須彌
山大不大？如果有人像須彌山那麼大 他算大嗎？﹂
大 但是須菩提又講：﹁沒有錯 是很大 但是呢 非
身 ﹂祂這樣子講：﹁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 ﹂佛陀講
非身才稱為大 現在問題就是在這個﹁大﹂字上 須彌
山只是一個比喻 須彌山 有人像須彌山那樣子高大
算大嗎？大！那什麼才是真正的大呢？須菩提已經回答
了：﹁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 ﹂已經回答了 問題就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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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所以你出家證書是我們︿宗委會﹀發出來的出家證
書 對不對？師尊是有真正的出家人的身分證 這是出
家人的身分證哎 誰是老大？現在沒有了 現在大家都
是老大
正在這個爭的時候 正在那邊爭來爭去的時候 釋
迦牟尼佛講：﹁與道合者大 ﹂釋迦牟尼佛
講 很清楚的一句話﹁與道合者大﹂ 你已
經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大 與道合者是什麼
身？是非身 就是非身 不是身體 什麼都
不是 但是你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第一
所以大家都在爭第一 學生也是一樣
考試一定要第一名 每一次都要爭第一 就
是好勝心很強：﹁一定要第一！一定要第
一！﹂有一次他第二 喀嚓！他自己死了
就自殺了 可惜啊！真的 學生讀第一名有
什麼用？盧師尊留級兩次 現在坐在法座
上 創立宗派│︿真佛宗﹀ 那麼多的弟子
來皈依 我告訴你啊 你只要留級了 你就
可以創立宗派喔︵笑︶ 不一定拿個第一就
是好啊！不要爭吶！不用去爭這個
佛陀講了一句話 最終的最重要的一句
話﹁與道合者大﹂ 它是無形的 大而無
外 大到沒有外面 小而無內 也沒有裡
面 也沒有外面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 道是這個樣子
的 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 這個大
是什麼？非身 沒有形相的 無相 沒有形相的才叫
大 有形相的統統都小
你以為住的是豪宅 豪宅多大？16000呎 ︿彩虹山

在這個﹁大﹂上面 須彌山只是一個比喻而已
我們這個宇宙大不大？大 太陽系大不大？大 太
陽系只不過是宇宙當中 一百多個太陽系當中其中的一
個太陽系而已 如果比起整個宇宙來 人的科技再發
達 還不知道宇宙有多大 根本還不知道宇宙有多大
美國大不大？大 中國大不大？大 印度大不大？大
巴西大不大？巴西也很大 巴西也滿大的 現在世界上
最強的？我們不敢講︵笑︶ 因為兩個正在爭 中國跟
美國正在爭誰大 大家都要當老大 我美國當老大當慣
了 我是United States America 我是稱霸整個地球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要聽我的 誰不聽我的？南海 南海
在中國 離中國比較近吧 對不對？離美國比較遠吧
對不對？但是美國也管到南海去 我的航空母艦我就是
要到南海 你在南海建島礁 在做基地 我還是要管
美國什麼都要管 距離美國很遠 南海 真的 離中國
大陸比較近 南海 我們南海還有觀世音菩薩︵笑︶
東海還有東海龍王 對不對︵笑︶ 還有四海龍王呢
中國有四海龍王 東海也是中國的 南海還有觀世音菩
薩 有 也是我們中國的啊︵笑︶ 怎麼南海變成你
的 那我們觀世音菩薩住哪裡啊︵笑︶？這只是一個笑
話 現代笑話 師尊在看這個戲 真的 是金庸寫的
哎 都是在爭武林盟主哎 金庸寫的東西不是沒有哲學
道理 他寫的東西是有哲學道理的 大家都在爭老大
你看 不要說好像是國家跟國家啦 不要講國家跟
國家啦 那些有錢的富豪都在爭誰是世界第一富豪 都
在爭 我們兩個有錢的 我就看你不順眼 你也看我不
順眼 亞馬遜 你知道亞馬遜老闆很有錢 電動車的老
闆也很有錢啊 對不對？亞馬遜他一看 你電動車賺了

莊﹀16000呎吧？︿彩虹山莊﹀加起來比16000呎還要大
16000呎很大了 ︿彩虹山莊﹀是豪宅 人家20000呎的
人家一acre︵英畝︶ 兩acre的房子你看過沒有？你跟
人家比 老二比雞腿︵笑︶ 怎麼比啊？沒得比 那些
都是有形的 你以為豪宅：﹁我住豪宅 我最大 ﹂你
以為你開 Rolls-Royce 你就很大
Rolls-Royce我告訴你喔 Ferrari
有100萬的Ferrari Ferrari有100萬
的 你 Rolls-Royce不 過 是 50萬
Ferrari100萬 兩 部 Rolls-Royce啊 ；
Lamborghini 你要千萬的車 我也可
以做給你 大家來比吧！你啊 你還
算小的啦 Rolls-Royce還是算小的
啦！
所以什麼都不能比 我告訴你
有形的都不是 佛陀講的﹁與道合者
大﹂ 無相最大 有形相的統統都
小 所以這一句話給你點出來 ﹁身
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是身為大
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
以故？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 ﹂非
身 不是有形相的 叫做最大
不是有形相的是什麼？道 是佛
性 你已經修行到無相 而且佛性顯露 顯露你的佛
性 那就是最大 讀︻金剛經︼ 你不知道﹁佛說非
身﹂ 什麼是非身？沒有形相的是最大 就是道 就是
真如 就是佛性
嗡嘛呢唄咪吽

錢算什麼？我也要做電動車跟你拼 亞馬遜現在也要開
始做電動車了 你看 兩個都很有錢 亞馬遜老闆很有
錢 電動車的老闆也是很有錢 兩個就是爭來爭去 都
要當最有錢的
還有呢 宗教界也是啊！你到了︿佛光山﹀你不可
以講︿慈濟﹀好 你講︿慈濟﹀好 大家都會看你 你
說什麼？︵笑︶你跑到︿慈濟﹀去講︿佛光山﹀好 你
是什麼人？來找碴的！其實啊 這世界上大家都是要爭
第一哎！以前臺灣的時候啊是︿中國佛教會﹀當老大
解嚴以後 大家紛紛獨立了 ︿中國佛教會﹀變成空
殼 那時候一解嚴 ︿真佛宗密教總會﹀我們也獨立
啊！︿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我們也獨立起來 ︿佛光
山﹀也獨立 ︿佛光山﹀事先跟︿中國佛教會﹀拚 到
最後解嚴以後 ︿佛光山﹀就獨立 ︿慈濟﹀也獨立
大家都來獨立 都申請一個
以前每一個教都是要掛﹁中國佛教會某某支會某某
寺﹂ 以前都要屬在︿中國佛教會﹀底下 ︿中國佛教
會臺北普濟寺﹀ ︿善導寺﹀ ︿中國佛教會臺北分會
善導寺﹀ 都是這樣子分的 那時候都要歸屬︿中國佛
教會﹀ 出家人的身分全部︿中國佛教會﹀管 師尊有
出家僧人的身分 也是︿中國佛教會﹀悟明長老那時候
他當理事長 他發給我 我還帶在身上 真正的出家人
喔！師尊不是假的
我看看有沒有帶在身上 有帶在身上就秀給你們
看 沒有帶在身上就沒辦法了 哎喲！有呢！︿中國佛
教會﹀會員證 法號蓮生 籍貫臺灣嘉義 姓名盧勝
彥 男 出生34年6月27日 台僧字002083號 ︿中國佛
教會﹀的證書 出家人要有出家的證書 我們現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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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所以你出家證書是我們︿宗委會﹀發出來的出家證
書 對不對？師尊是有真正的出家人的身分證 這是出
家人的身分證哎 誰是老大？現在沒有了 現在大家都
是老大
正在這個爭的時候 正在那邊爭來爭去的時候 釋
迦牟尼佛講：﹁與道合者大 ﹂釋迦牟尼佛
講 很清楚的一句話﹁與道合者大﹂ 你已
經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大 與道合者是什麼
身？是非身 就是非身 不是身體 什麼都
不是 但是你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第一
所以大家都在爭第一 學生也是一樣
考試一定要第一名 每一次都要爭第一 就
是好勝心很強：﹁一定要第一！一定要第
一！﹂有一次他第二 喀嚓！他自己死了
就自殺了 可惜啊！真的 學生讀第一名有
什麼用？盧師尊留級兩次 現在坐在法座
上 創立宗派│︿真佛宗﹀ 那麼多的弟子
來皈依 我告訴你啊 你只要留級了 你就
可以創立宗派喔︵笑︶ 不一定拿個第一就
是好啊！不要爭吶！不用去爭這個
佛陀講了一句話 最終的最重要的一句
話﹁與道合者大﹂ 它是無形的 大而無
外 大到沒有外面 小而無內 也沒有裡
面 也沒有外面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 道是這個樣子
的 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 這個大
是什麼？非身 沒有形相的 無相 沒有形相的才叫
大 有形相的統統都小
你以為住的是豪宅 豪宅多大？16000呎 ︿彩虹山

在這個﹁大﹂上面 須彌山只是一個比喻而已
我們這個宇宙大不大？大 太陽系大不大？大 太
陽系只不過是宇宙當中 一百多個太陽系當中其中的一
個太陽系而已 如果比起整個宇宙來 人的科技再發
達 還不知道宇宙有多大 根本還不知道宇宙有多大
美國大不大？大 中國大不大？大 印度大不大？大
巴西大不大？巴西也很大 巴西也滿大的 現在世界上
最強的？我們不敢講︵笑︶ 因為兩個正在爭 中國跟
美國正在爭誰大 大家都要當老大 我美國當老大當慣
了 我是United States America 我是稱霸整個地球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要聽我的 誰不聽我的？南海 南海
在中國 離中國比較近吧 對不對？離美國比較遠吧
對不對？但是美國也管到南海去 我的航空母艦我就是
要到南海 你在南海建島礁 在做基地 我還是要管
美國什麼都要管 距離美國很遠 南海 真的 離中國
大陸比較近 南海 我們南海還有觀世音菩薩︵笑︶
東海還有東海龍王 對不對︵笑︶ 還有四海龍王呢
中國有四海龍王 東海也是中國的 南海還有觀世音菩
薩 有 也是我們中國的啊︵笑︶ 怎麼南海變成你
的 那我們觀世音菩薩住哪裡啊︵笑︶？這只是一個笑
話 現代笑話 師尊在看這個戲 真的 是金庸寫的
哎 都是在爭武林盟主哎 金庸寫的東西不是沒有哲學
道理 他寫的東西是有哲學道理的 大家都在爭老大
你看 不要說好像是國家跟國家啦 不要講國家跟
國家啦 那些有錢的富豪都在爭誰是世界第一富豪 都
在爭 我們兩個有錢的 我就看你不順眼 你也看我不
順眼 亞馬遜 你知道亞馬遜老闆很有錢 電動車的老
闆也很有錢啊 對不對？亞馬遜他一看 你電動車賺了

莊﹀16000呎吧？︿彩虹山莊﹀加起來比16000呎還要大
16000呎很大了 ︿彩虹山莊﹀是豪宅 人家20000呎的
人家一acre︵英畝︶ 兩acre的房子你看過沒有？你跟
人家比 老二比雞腿︵笑︶ 怎麼比啊？沒得比 那些
都是有形的 你以為豪宅：﹁我住豪宅 我最大 ﹂你
以為你開 Rolls-Royce 你就很大
Rolls-Royce我告訴你喔 Ferrari
有100萬的Ferrari Ferrari有100萬
的 你 Rolls-Royce不 過 是 50萬
Ferrari100萬 兩 部 Rolls-Royce啊 ；
Lamborghini 你要千萬的車 我也可
以做給你 大家來比吧！你啊 你還
算小的啦 Rolls-Royce還是算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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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須彌山王 於意云何？是身為大
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
以故？佛說非身 是名大身 ﹂非
身 不是有形相的 叫做最大
不是有形相的是什麼？道 是佛
性 你已經修行到無相 而且佛性顯露 顯露你的佛
性 那就是最大 讀︻金剛經︼ 你不知道﹁佛說非
身﹂ 什麼是非身？沒有形相的是最大 就是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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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嘛呢唄咪吽

錢算什麼？我也要做電動車跟你拼 亞馬遜現在也要開
始做電動車了 你看 兩個都很有錢 亞馬遜老闆很有
錢 電動車的老闆也是很有錢 兩個就是爭來爭去 都
要當最有錢的
還有呢 宗教界也是啊！你到了︿佛光山﹀你不可
以講︿慈濟﹀好 你講︿慈濟﹀好 大家都會看你 你
說什麼？︵笑︶你跑到︿慈濟﹀去講︿佛光山﹀好 你
是什麼人？來找碴的！其實啊 這世界上大家都是要爭
第一哎！以前臺灣的時候啊是︿中國佛教會﹀當老大
解嚴以後 大家紛紛獨立了 ︿中國佛教會﹀變成空
殼 那時候一解嚴 ︿真佛宗密教總會﹀我們也獨立
啊！︿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我們也獨立起來 ︿佛光
山﹀也獨立 ︿佛光山﹀事先跟︿中國佛教會﹀拚 到
最後解嚴以後 ︿佛光山﹀就獨立 ︿慈濟﹀也獨立
大家都來獨立 都申請一個
以前每一個教都是要掛﹁中國佛教會某某支會某某
寺﹂ 以前都要屬在︿中國佛教會﹀底下 ︿中國佛教
會臺北普濟寺﹀ ︿善導寺﹀ ︿中國佛教會臺北分會
善導寺﹀ 都是這樣子分的 那時候都要歸屬︿中國佛
教會﹀ 出家人的身分全部︿中國佛教會﹀管 師尊有
出家僧人的身分 也是︿中國佛教會﹀悟明長老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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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師尊不是假的
我看看有沒有帶在身上 有帶在身上就秀給你們
看 沒有帶在身上就沒辦法了 哎喲！有呢！︿中國佛
教會﹀會員證 法號蓮生 籍貫臺灣嘉義 姓名盧勝
彥 男 出生34年6月27日 台僧字002083號 ︿中國佛
教會﹀的證書 出家人要有出家的證書 我們現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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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
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意云何？
是諸恆河沙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
諸恆河 尚多無數 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
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 得福多不？

為他人

於此經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

善女人

乃至受持四句偈等

若善男子
中
說 而此福德 勝前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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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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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今天我們看了﹁真佛般若藏﹂所做的動畫 其實也有
一些感觸 朱時宜院士他走了以後 他現在的舍利放在
︿彩虹雷藏寺﹀的﹁雙蓮境界﹂ 放在那裡以後 他的夫
人跟他的女兒 兒子 他們都有來 朱教授托夢給他的女
兒：﹁去到真佛密苑 妳要去謝謝盧師尊﹂ 他女兒就是
在這邊 朱院士托夢給他的女兒 謝謝我 是不敢當 我
不敢當
因為大家 所有的眾生都是平等的 我 你 他都沒
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的是眾生 眾生才有分別 真正到了
聖賢或者菩薩的境界 根本就沒有分別 我今天看了﹁真
佛般若藏﹂製作的動畫 心裡也這樣子的想 其實還有一
點 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得很久 其實人生很短
暫 不過是夢一場 這個夢一過 我是跟大家講 大家在
﹁雙蓮境界﹂ 大家見 所以沒有什麼好爭執的 在這個
娑婆世界沒有什麼好爭執的 管你是誰？

像朱時宜院士 他當到院士 博士以上 而且是世
界性的院士 他的學識最高 你不要以為權利很高的 你
不要以為說財富很豐足的 很豐厚的富豪 世界第一富
豪 你不要以為美如天仙的美女 最後都是一樣的 沒有
什麼差別 所以你能夠找到一個方向 努力精進 到了佛
國淨土 阿彌陀佛的淨土 這是最重要的 其它的都是
garbage垃圾 都不重要 沒有一樣是重要的
今天先講 這也不算是笑話吧 也是一個啟示
有一個男的問釋迦牟尼佛：﹁佛陀 我跟女朋友分
手 可是我還是很想念她 我應該怎麼辦？﹂
佛陀回答：﹁放下 ﹂
有一個女的問佛陀：﹁佛陀 我被朋友出賣 氣得
每天都寢食難安 我應該怎麼辦啊？﹂
佛陀回答：﹁放下 ﹂
男的問佛陀：﹁佛陀 世上有千千萬萬人 就有千
千萬萬種煩惱 可是祢給他們解決的方式都完全相同
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佛陀問這個男的：﹁你晚上睡覺的時候會作夢
嗎？﹂男的講：﹁當然會啊！﹂
佛陀問：﹁你每天晚上都做同一個夢嗎？﹂男的回
答：﹁這怎麼可能？每天做的夢都不一樣啊！﹂
佛陀說：﹁你睡了千千萬萬次 做了千千萬萬個
夢 可是要結束每一個夢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醒過
來 所以想擺脫惡夢的糾纏 唯一的方式是醒過來 而人
生種種的不順遂 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 ﹂
這個不是笑話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放下﹂ 所以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爭執 唯一的方法││﹁放下﹂ 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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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意云何？
是諸恆河沙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
諸恆河 尚多無數 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
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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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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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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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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今天我們看了﹁真佛般若藏﹂所做的動畫 其實也有
一些感觸 朱時宜院士他走了以後 他現在的舍利放在
︿彩虹雷藏寺﹀的﹁雙蓮境界﹂ 放在那裡以後 他的夫
人跟他的女兒 兒子 他們都有來 朱教授托夢給他的女
兒：﹁去到真佛密苑 妳要去謝謝盧師尊﹂ 他女兒就是
在這邊 朱院士托夢給他的女兒 謝謝我 是不敢當 我
不敢當
因為大家 所有的眾生都是平等的 我 你 他都沒
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的是眾生 眾生才有分別 真正到了
聖賢或者菩薩的境界 根本就沒有分別 我今天看了﹁真
佛般若藏﹂製作的動畫 心裡也這樣子的想 其實還有一
點 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得很久 其實人生很短
暫 不過是夢一場 這個夢一過 我是跟大家講 大家在
﹁雙蓮境界﹂ 大家見 所以沒有什麼好爭執的 在這個
娑婆世界沒有什麼好爭執的 管你是誰？

像朱時宜院士 他當到院士 博士以上 而且是世
界性的院士 他的學識最高 你不要以為權利很高的 你
不要以為說財富很豐足的 很豐厚的富豪 世界第一富
豪 你不要以為美如天仙的美女 最後都是一樣的 沒有
什麼差別 所以你能夠找到一個方向 努力精進 到了佛
國淨土 阿彌陀佛的淨土 這是最重要的 其它的都是
garbage垃圾 都不重要 沒有一樣是重要的
今天先講 這也不算是笑話吧 也是一個啟示
有一個男的問釋迦牟尼佛：﹁佛陀 我跟女朋友分
手 可是我還是很想念她 我應該怎麼辦？﹂
佛陀回答：﹁放下 ﹂
有一個女的問佛陀：﹁佛陀 我被朋友出賣 氣得
每天都寢食難安 我應該怎麼辦啊？﹂
佛陀回答：﹁放下 ﹂
男的問佛陀：﹁佛陀 世上有千千萬萬人 就有千
千萬萬種煩惱 可是祢給他們解決的方式都完全相同
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佛陀問這個男的：﹁你晚上睡覺的時候會作夢
嗎？﹂男的講：﹁當然會啊！﹂
佛陀問：﹁你每天晚上都做同一個夢嗎？﹂男的回
答：﹁這怎麼可能？每天做的夢都不一樣啊！﹂
佛陀說：﹁你睡了千千萬萬次 做了千千萬萬個
夢 可是要結束每一個夢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醒過
來 所以想擺脫惡夢的糾纏 唯一的方式是醒過來 而人
生種種的不順遂 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 ﹂
這個不是笑話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放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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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 你就是眾生；放得下 才能夠成就菩薩 這不是笑
話 這是一個啟示 跟﹁真佛般若藏﹂的動畫是相等的
都有這種啟示

Ｑ

QA＆
答

Ｑ

問題三：請問師尊 魂飛魄散是屬於滅的一種
嗎？是完全的不存在也不會有任何的意識 也不
會再生或輪迴了嗎？就是完完全全刷掉了 不存在了 會
嗎？
回答三：你看 她產生的煩惱真的很多 不要去
想 不要去想魂飛魄散 等妳有一天 當然 妳既然是皈
依盧師尊 妳就不會魂飛魄散 所以那個不用！佛陀講的
話 放下這一條 放下上面那一條 這兩條全部要放下
問題三：很想知道以上兩個問題有因果存在嗎？
在佛國沒造惡業 因果因緣還是會找上門 然後
又去輪迴了 請問會嗎？請問真的有滅了就了事的嗎？就

Ｑ

犯戒律 那裡也沒有什麼可以讓妳犯戒律的地方 沒有
妳到了那裡自然就不會犯戒律 很自然 在水中的魚 自
然牠就會游泳 在空中飛的鳥 自然牠就會飛 一切都是
自然嘛！妳到了佛國淨土 妳就是自由自在 本來就是自
由自在 妳也不會去犯戒律 妳不會那個鳥跑到水底下
嘛 魚騰在空中嘛 都不會犯嘛
所以妳放心 淨土就是淨土 清淨的佛土 既然是
清淨的佛土 妳清淨的人到了那裡 妳怎麼不會自由自
在？妳就是自由自在了 那裡還有什麼戒律呢？沒有什麼
戒律 沒有的 妳以為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還要上大號跟
小號嗎？還要挖個糞坑 每天讓妳蹲嗎？沒有 妳以為妳
還要洗衣服嗎？那裡的天衣是永遠沒有沾塵 不會有灰塵
沾在妳身上 妳身上自然有光 還有香氣 不會消失掉
的 那個穿的天衣 一點不會沾上灰塵的 不用洗衣機
也不會下雨 讓妳等一下要回到自己的宮殿 還要有烘乾
機讓妳烘 安啦！自由自在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上師蓮
生法王 師尊佛安 每年在寺廟點光明燈 安太
歲 長生祿位等 都是安奉一整年的 如果安奉者遭遇不
測或老死往生 寺廟裡安奉的光明燈 安太歲 長生祿位
一般都會繼續安到年尾 這樣繼續為亡者做生人的祈福點
燈對於亡者會有怎樣的影響？是否會障礙亡者 或者對亡
者同樣有加持的力量 感恩師尊釋疑 祝師尊吉祥
回答一：我們廟裡面有點光明燈 有安太歲 另外也
有安長生祿位 但是呢 安完這一年中安的人死掉了 他
問的就是說 會有影響嗎？會影響到安的人嗎？還是也有
加持的力量？有沒有加持的力量？會不會障礙往者？對亡
者會不會有影響？你有這種想法也是算正確的 但是在師
尊的眼中 我坦白告訴你 我告訴你什麼？根本沒有生死
的問題
你安了就安了 死了就死了 在師尊的眼中 沒有生
跟死 你已經把生跟死分開來 你認為生的人才安光明
燈 還有長生祿位 還有安太歲 死了 當然你不會為死
人安什麼長生祿位 還安太歲 死掉的人還安太歲 還點
光明燈？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我是這樣子想 我是這樣的坦白跟你講：﹁師尊

問

是沒有生死的問題﹂ 安了就安了 他死了也就死了 什
麼問題也沒有 只是這個問題在煩惱你 把這個問題放
下 剛剛講的﹁放下﹂ 什麼加持 會有加持的力量嗎？
還是會有障礙的力量嗎？都不用你管 因為他自己管自
己 不用你管 你不用煩惱他 因為有障礙 是他的業障
去障礙他；有加持 是因為他的善業去加持他 都是自己
本身的業障的作用
所以安了長生祿位就不會死？騙肖欸 ︵台語：騙
人︶ 對不對？點了光明燈就一定光明嗎？這也騙肖欸
安個太歲就不會沖犯太歲嗎？那也是騙肖欸 你認真想一
想看 那是安心法門 安你自己的心 當然也有佛菩薩的
加持 但是佛菩薩要加持你 就跟打棒球一樣 什麼是佛
菩薩的加持？那個揮棒的人打出去 突然間來一陣風把這
個球吹到很遠 變成﹁紅不讓﹂ ︵意指Home Run全壘
打 ︶那一陣風就是加持 懂嗎？揮棒的人就是你自己
你打了一個滾地球 打了一個outside界外球 打了
一個很高的高球 被人家接住了 那就是每個人的命運
都不一樣 所以佛菩薩有沒有加持你？有啊 那一陣風就
是加持 所以還是要點光明燈 還是要安太歲 還是要長
生祿位啊！這個有佛菩薩的加持 就是那一陣風 給你加
持 但是打棒球的還是你呀 還是你自己打 我這樣子解
釋 你應該聽得懂

Ｑ

問題二：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佛國淨土雖為淨
土 但是也是有戒律規則要跟從的 並非完全自
由自在 請問是嗎？請問要如何可以自由自在呢？
回答二：我告訴妳 到了佛國淨土 妳真的是自由自
在 就是自由自在 妳到了佛國淨土 妳本來就是守戒律
的 妳才能夠到佛國淨土 妳到了佛國淨土 當然也不會

好比如金盆洗手？
回答三：跟妳講 淨土就是不退轉 還有什麼輪
迴？多問的 妳武俠小說看多了 莫大金盆洗手 金庸小
說裡面 是不是？金盆洗手 妳這三個問題全部要放下
這不是問題的問題 到了佛國淨土 是不退轉 也不輪迴
了 所謂強調不退轉 因為到了那裡 將來各個成佛 各
個成菩薩 各個成聖賢
我一直以為我爸爸 媽媽不是很喜歡我 直到我十
七歲生日的那一天 他們交給我一串鑰匙 我很驚喜的
問：﹁哇 難道是給我一部車子？﹂爸爸媽媽講：﹁不
是 你留下來看家 我們要出去旅遊 ﹂這是笑話
兒子跟爸爸講：﹁我們來玩海洋公園裡的遊戲 我
來扮演海族 ﹂爸爸問：﹁那我要扮演什麼？﹂兒子說：
﹁你就扮演訓練員 專門餵我吃東西 ﹂

好啦 我們講︻金剛經︼啦！這個我們談﹁無為福
勝分第十一﹂ 前面講﹁無為﹂兩個字 什麼是無為？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 叫做無為而為 如果應無所住就是無
為 無所住就是無為 ﹁福勝分﹂的意思 用福德來做比
較 用福跟德來做一種比較 這是第十一品
釋迦牟尼佛問 釋迦牟尼佛常常用比喻的：﹁須菩
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意云何？是諸
恆河沙寧為多不？﹂這一句話 有人看不懂 大家注意
哦！這句話也不是很簡單可以講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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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 你就是眾生；放得下 才能夠成就菩薩 這不是笑
話 這是一個啟示 跟﹁真佛般若藏﹂的動畫是相等的
都有這種啟示

Ｑ

QA＆
答

Ｑ

問題三：請問師尊 魂飛魄散是屬於滅的一種
嗎？是完全的不存在也不會有任何的意識 也不
會再生或輪迴了嗎？就是完完全全刷掉了 不存在了 會
嗎？
回答三：你看 她產生的煩惱真的很多 不要去
想 不要去想魂飛魄散 等妳有一天 當然 妳既然是皈
依盧師尊 妳就不會魂飛魄散 所以那個不用！佛陀講的
話 放下這一條 放下上面那一條 這兩條全部要放下
問題三：很想知道以上兩個問題有因果存在嗎？
在佛國沒造惡業 因果因緣還是會找上門 然後
又去輪迴了 請問會嗎？請問真的有滅了就了事的嗎？就

Ｑ

犯戒律 那裡也沒有什麼可以讓妳犯戒律的地方 沒有
妳到了那裡自然就不會犯戒律 很自然 在水中的魚 自
然牠就會游泳 在空中飛的鳥 自然牠就會飛 一切都是
自然嘛！妳到了佛國淨土 妳就是自由自在 本來就是自
由自在 妳也不會去犯戒律 妳不會那個鳥跑到水底下
嘛 魚騰在空中嘛 都不會犯嘛
所以妳放心 淨土就是淨土 清淨的佛土 既然是
清淨的佛土 妳清淨的人到了那裡 妳怎麼不會自由自
在？妳就是自由自在了 那裡還有什麼戒律呢？沒有什麼
戒律 沒有的 妳以為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還要上大號跟
小號嗎？還要挖個糞坑 每天讓妳蹲嗎？沒有 妳以為妳
還要洗衣服嗎？那裡的天衣是永遠沒有沾塵 不會有灰塵
沾在妳身上 妳身上自然有光 還有香氣 不會消失掉
的 那個穿的天衣 一點不會沾上灰塵的 不用洗衣機
也不會下雨 讓妳等一下要回到自己的宮殿 還要有烘乾
機讓妳烘 安啦！自由自在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上師蓮
生法王 師尊佛安 每年在寺廟點光明燈 安太
歲 長生祿位等 都是安奉一整年的 如果安奉者遭遇不
測或老死往生 寺廟裡安奉的光明燈 安太歲 長生祿位
一般都會繼續安到年尾 這樣繼續為亡者做生人的祈福點
燈對於亡者會有怎樣的影響？是否會障礙亡者 或者對亡
者同樣有加持的力量 感恩師尊釋疑 祝師尊吉祥
回答一：我們廟裡面有點光明燈 有安太歲 另外也
有安長生祿位 但是呢 安完這一年中安的人死掉了 他
問的就是說 會有影響嗎？會影響到安的人嗎？還是也有
加持的力量？有沒有加持的力量？會不會障礙往者？對亡
者會不會有影響？你有這種想法也是算正確的 但是在師
尊的眼中 我坦白告訴你 我告訴你什麼？根本沒有生死
的問題
你安了就安了 死了就死了 在師尊的眼中 沒有生
跟死 你已經把生跟死分開來 你認為生的人才安光明
燈 還有長生祿位 還有安太歲 死了 當然你不會為死
人安什麼長生祿位 還安太歲 死掉的人還安太歲 還點
光明燈？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我是這樣子想 我是這樣的坦白跟你講：﹁師尊

問

是沒有生死的問題﹂ 安了就安了 他死了也就死了 什
麼問題也沒有 只是這個問題在煩惱你 把這個問題放
下 剛剛講的﹁放下﹂ 什麼加持 會有加持的力量嗎？
還是會有障礙的力量嗎？都不用你管 因為他自己管自
己 不用你管 你不用煩惱他 因為有障礙 是他的業障
去障礙他；有加持 是因為他的善業去加持他 都是自己
本身的業障的作用
所以安了長生祿位就不會死？騙肖欸 ︵台語：騙
人︶ 對不對？點了光明燈就一定光明嗎？這也騙肖欸
安個太歲就不會沖犯太歲嗎？那也是騙肖欸 你認真想一
想看 那是安心法門 安你自己的心 當然也有佛菩薩的
加持 但是佛菩薩要加持你 就跟打棒球一樣 什麼是佛
菩薩的加持？那個揮棒的人打出去 突然間來一陣風把這
個球吹到很遠 變成﹁紅不讓﹂ ︵意指Home Run全壘
打 ︶那一陣風就是加持 懂嗎？揮棒的人就是你自己
你打了一個滾地球 打了一個outside界外球 打了
一個很高的高球 被人家接住了 那就是每個人的命運
都不一樣 所以佛菩薩有沒有加持你？有啊 那一陣風就
是加持 所以還是要點光明燈 還是要安太歲 還是要長
生祿位啊！這個有佛菩薩的加持 就是那一陣風 給你加
持 但是打棒球的還是你呀 還是你自己打 我這樣子解
釋 你應該聽得懂

Ｑ

問題二：馬來西亞的弟子問的 佛國淨土雖為淨
土 但是也是有戒律規則要跟從的 並非完全自
由自在 請問是嗎？請問要如何可以自由自在呢？
回答二：我告訴妳 到了佛國淨土 妳真的是自由自
在 就是自由自在 妳到了佛國淨土 妳本來就是守戒律
的 妳才能夠到佛國淨土 妳到了佛國淨土 當然也不會

好比如金盆洗手？
回答三：跟妳講 淨土就是不退轉 還有什麼輪
迴？多問的 妳武俠小說看多了 莫大金盆洗手 金庸小
說裡面 是不是？金盆洗手 妳這三個問題全部要放下
這不是問題的問題 到了佛國淨土 是不退轉 也不輪迴
了 所謂強調不退轉 因為到了那裡 將來各個成佛 各
個成菩薩 各個成聖賢
我一直以為我爸爸 媽媽不是很喜歡我 直到我十
七歲生日的那一天 他們交給我一串鑰匙 我很驚喜的
問：﹁哇 難道是給我一部車子？﹂爸爸媽媽講：﹁不
是 你留下來看家 我們要出去旅遊 ﹂這是笑話
兒子跟爸爸講：﹁我們來玩海洋公園裡的遊戲 我
來扮演海族 ﹂爸爸問：﹁那我要扮演什麼？﹂兒子說：
﹁你就扮演訓練員 專門餵我吃東西 ﹂

好啦 我們講︻金剛經︼啦！這個我們談﹁無為福
勝分第十一﹂ 前面講﹁無為﹂兩個字 什麼是無為？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 叫做無為而為 如果應無所住就是無
為 無所住就是無為 ﹁福勝分﹂的意思 用福德來做比
較 用福跟德來做一種比較 這是第十一品
釋迦牟尼佛問 釋迦牟尼佛常常用比喻的：﹁須菩
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意云何？是諸
恆河沙寧為多不？﹂這一句話 有人看不懂 大家注意
哦！這句話也不是很簡單可以講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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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
不知道的人一讀 很多讀︻金剛經︼的 ︻金剛
經︼都會背啊！但你知道佛陀這裡面 有兩個意思在裡
面哎！所有的沙變成恆河 恆河裡面又有沙 所以須菩
提回答：﹁恆河已經沒有辦法數啦！何況那些沙呢？﹂
這樣有瞭解嗎？所以讀經的人 在讀這本經的人 一不
小心 就以為佛陀只是講恆河沙 沒有想到佛陀會把沙
變成恆河
所以這個須菩提回答 你看祂聽得很清楚 諸恆
河 恆河本來就只有一條 什麼諸恆河？又不是豬八戒
的豬︵笑︶ 恆河本來就是只有一條嘛 為什麼講諸恆
河呢？也就是所有的沙都變成一條恆河 所以你看須菩
提 祂聽釋迦牟尼佛講的話是很清楚的 師尊在解釋經
典也是很清楚的
諸恆河就是有很多 很多的恆河 已經沒有辦法數
了 何況是恆河沙？這一句一般來講 讀經書的人都會
把它疏忽掉 認為佛陀只是講恆河沙數 恆河沙很多
啊 須彌山很高啊 恆河沙很多啊 釋迦牟尼佛的比喻
都是這樣子的
祂常常做比喻 所以佛經裡面有一部經典叫做︻比
喻經︼ 你們知道︻譬喻經︼？那是我國語發音不標準
啊 ︻譬喻經︼跟︻比喻經︼差不多 差不了多少啦！
︻譬喻經︼ 譬喻就是比喻啦 對不對？所以有人講這
個︻金剛經︼就是︻鑽石經︼︵笑︶ 英文翻譯把︻金
剛經︼稱為︻鑽石經︼ 因為金剛本身是很硬的 是不
壞的 不滅的 用不滅的東西滅掉所有東西的 就是
︻金剛經︼ 所以外國人就把︻金剛經︼翻成︻鑽石
經︼ 鑽石比喻成金剛 鑽石也是很硬 所以我講過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
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恆河 尚多無數
何況其沙！﹂
釋迦牟尼佛再講：﹁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 若有
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
界 以用布施 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
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 勝前福德 ﹂
這是比較福德 釋迦牟尼佛很喜歡用比喻 祂很喜
歡兩個比喻 一個是須彌山 那是巨大 高大；用恆河
沙來比喻非常地多
到過印度的人就知道這個恆河 師尊去到印度 去
了瓦拉那西 瓦拉那西是五千年文化的古城 印度也是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啊 中國 印度 巴比倫 埃及 巴
比倫沒有了 剩下埃及 印度跟中國 是五千年文化以
上的國家 瓦拉那西這個city 是五千年存在 它在恆
河畔 印度人稱為恆河是聖河 就像中國人一樣 中國
人認為長江 黃河都是他們最主要的兩條河流 印度人
認為恆河就是他們國家的聖河 我們曾在恆河上面泛
舟 坐船到恆河中心去看
這裡釋迦牟尼佛很喜歡講恆河沙 用這個來做比
喻 第一句話講 恆河沙是很多 很多的 數不清的
因為恆河貫穿整個印度嘛 那恆河沙當然沒有辦法數
所以是無量的意思 釋迦牟尼佛講 每一次提到恆河沙
就是無量 很多 很多 數不清的 但是祂又加上一句
哦！你看祂這一句 很多人不知道這一句﹁如恆河中所
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什麼是﹁如是沙等恆河﹂？

︻金剛經︼的意思嘛 摧毀一切 ︻金剛經︼就是摧毀
一切的經典 什麼都摧毀掉
這裡面講 再來後面一段：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 得福
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
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
祂告訴須菩提：﹁我今天用很實在的話 實實在在
的告訴祢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
數三千大千世界 ﹂ 用七寶 什麼是七寶？我們這個
經典裡面有寫 什麼是七寶 像黃金也是七寶之一啊
硨磲也是七寶之一啊 瑪瑙也是七寶之一啊 這些都是
人間的寶貴的東西
滿爾所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很
多啊！你如果聽佛經裡面講三千大千世界 也是在表示
非常多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常常用比喻的 所以你想想
看 師尊為什麼只有五百萬弟子？因為五百就表示很多
了；你看釋迦牟尼佛常常講 五百商人渡河 什麼叫五
百商人渡河？難道真的有五百位商人渡河嗎？不是！是
很多 很多的商人渡河 很多 很多的駱駝的隊伍在渡
恆河；然後佛陀講五百羅漢 什麼是五百羅漢啊？難道
只有五百位羅漢嗎？不是！是很多 很多的羅漢 就稱
為五百
所以師尊用祂的語氣來借用 師尊有五百萬弟子
不再增加成為六百萬；也不少 說現在已經少了變成四
百萬 我講五百萬就是很多 很多的弟子 這樣瞭解了
嗎？這是學釋迦牟尼佛用的比喻啊！常常聽到的五百

佛陀是這樣子講 如果每一個沙就等於一條恆河 這一
句很多人很少懂﹁如是沙等恆河﹂ 是一粒沙把它比喻
成一條恆河
﹁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哇 這個就不得了！一
條恆河沙已經無數了 每一粒沙再等於一條恆河的話
那個沙有多少？那就是沒有辦法數了 也就是非常多
非常多的意思了 本來是很多 很多 很多 數不清
的 這個一粒沙又等於一條恆河 那不得了啦 那有多
少恆河沙？那個沙就更多了 釋迦牟尼佛很喜歡比喻
一粒沙等於一條恆河 那還得了！那就是無數的恆河
無數的沙 沒辦法數
須菩提就回答：﹁非常多啊 世尊！這個那麼多的
恆河都沒辦法數了 還去數那些沙？根本沒辦法啊 ﹂
祂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很多人讀到這一句的話 認為佛陀只講恆河沙
No！不是的 佛陀是講一條恆河裡面有很多 非常多的
沙 每一粒沙如果都是一條恆河 那麼它的沙有多少？
須菩提就回答了：﹁非常多啊 世尊啊！恆河那麼多已
經沒辦法數了 ﹂恆河本來只有一條 但是它變成沙的
話就不得了 就無數 ﹁諸恆河尚有無數﹂ 這些恆河
已經沒辦法數了 何況是沙呢？
喔 這一段話大家要知道 因為有些人讀的 以為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只是沙 不知道沙變成恆河 對不
對？︵笑︶對啊！如果你不仔細讀這個經文 你不知道
釋迦牟尼佛在做什麼比喻 更細的 還有更細的 你讀
的話 就一讀 過去了：﹁就是恆河沙很多嘛！﹂須菩
提講：﹁恆河沙是很多啊 ﹂但是你不知道祂問的是什
麼？很多啊 恆河沙很多 不是！須菩提講：﹁很多
世尊！恆河已經這麼多了 何況是沙呢？﹂這兩句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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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
不知道的人一讀 很多讀︻金剛經︼的 ︻金剛
經︼都會背啊！但你知道佛陀這裡面 有兩個意思在裡
面哎！所有的沙變成恆河 恆河裡面又有沙 所以須菩
提回答：﹁恆河已經沒有辦法數啦！何況那些沙呢？﹂
這樣有瞭解嗎？所以讀經的人 在讀這本經的人 一不
小心 就以為佛陀只是講恆河沙 沒有想到佛陀會把沙
變成恆河
所以這個須菩提回答 你看祂聽得很清楚 諸恆
河 恆河本來就只有一條 什麼諸恆河？又不是豬八戒
的豬︵笑︶ 恆河本來就是只有一條嘛 為什麼講諸恆
河呢？也就是所有的沙都變成一條恆河 所以你看須菩
提 祂聽釋迦牟尼佛講的話是很清楚的 師尊在解釋經
典也是很清楚的
諸恆河就是有很多 很多的恆河 已經沒有辦法數
了 何況是恆河沙？這一句一般來講 讀經書的人都會
把它疏忽掉 認為佛陀只是講恆河沙數 恆河沙很多
啊 須彌山很高啊 恆河沙很多啊 釋迦牟尼佛的比喻
都是這樣子的
祂常常做比喻 所以佛經裡面有一部經典叫做︻比
喻經︼ 你們知道︻譬喻經︼？那是我國語發音不標準
啊 ︻譬喻經︼跟︻比喻經︼差不多 差不了多少啦！
︻譬喻經︼ 譬喻就是比喻啦 對不對？所以有人講這
個︻金剛經︼就是︻鑽石經︼︵笑︶ 英文翻譯把︻金
剛經︼稱為︻鑽石經︼ 因為金剛本身是很硬的 是不
壞的 不滅的 用不滅的東西滅掉所有東西的 就是
︻金剛經︼ 所以外國人就把︻金剛經︼翻成︻鑽石
經︼ 鑽石比喻成金剛 鑽石也是很硬 所以我講過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於
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恆河 尚多無數
何況其沙！﹂
釋迦牟尼佛再講：﹁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 若有
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
界 以用布施 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
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 勝前福德 ﹂
這是比較福德 釋迦牟尼佛很喜歡用比喻 祂很喜
歡兩個比喻 一個是須彌山 那是巨大 高大；用恆河
沙來比喻非常地多
到過印度的人就知道這個恆河 師尊去到印度 去
了瓦拉那西 瓦拉那西是五千年文化的古城 印度也是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啊 中國 印度 巴比倫 埃及 巴
比倫沒有了 剩下埃及 印度跟中國 是五千年文化以
上的國家 瓦拉那西這個city 是五千年存在 它在恆
河畔 印度人稱為恆河是聖河 就像中國人一樣 中國
人認為長江 黃河都是他們最主要的兩條河流 印度人
認為恆河就是他們國家的聖河 我們曾在恆河上面泛
舟 坐船到恆河中心去看
這裡釋迦牟尼佛很喜歡講恆河沙 用這個來做比
喻 第一句話講 恆河沙是很多 很多的 數不清的
因為恆河貫穿整個印度嘛 那恆河沙當然沒有辦法數
所以是無量的意思 釋迦牟尼佛講 每一次提到恆河沙
就是無量 很多 很多 數不清的 但是祂又加上一句
哦！你看祂這一句 很多人不知道這一句﹁如恆河中所
有沙數 如是沙等恆河﹂ 什麼是﹁如是沙等恆河﹂？

︻金剛經︼的意思嘛 摧毀一切 ︻金剛經︼就是摧毀
一切的經典 什麼都摧毀掉
這裡面講 再來後面一段：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 得福
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
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
祂告訴須菩提：﹁我今天用很實在的話 實實在在
的告訴祢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
數三千大千世界 ﹂ 用七寶 什麼是七寶？我們這個
經典裡面有寫 什麼是七寶 像黃金也是七寶之一啊
硨磲也是七寶之一啊 瑪瑙也是七寶之一啊 這些都是
人間的寶貴的東西
滿爾所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很
多啊！你如果聽佛經裡面講三千大千世界 也是在表示
非常多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常常用比喻的 所以你想想
看 師尊為什麼只有五百萬弟子？因為五百就表示很多
了；你看釋迦牟尼佛常常講 五百商人渡河 什麼叫五
百商人渡河？難道真的有五百位商人渡河嗎？不是！是
很多 很多的商人渡河 很多 很多的駱駝的隊伍在渡
恆河；然後佛陀講五百羅漢 什麼是五百羅漢啊？難道
只有五百位羅漢嗎？不是！是很多 很多的羅漢 就稱
為五百
所以師尊用祂的語氣來借用 師尊有五百萬弟子
不再增加成為六百萬；也不少 說現在已經少了變成四
百萬 我講五百萬就是很多 很多的弟子 這樣瞭解了
嗎？這是學釋迦牟尼佛用的比喻啊！常常聽到的五百

佛陀是這樣子講 如果每一個沙就等於一條恆河 這一
句很多人很少懂﹁如是沙等恆河﹂ 是一粒沙把它比喻
成一條恆河
﹁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哇 這個就不得了！一
條恆河沙已經無數了 每一粒沙再等於一條恆河的話
那個沙有多少？那就是沒有辦法數了 也就是非常多
非常多的意思了 本來是很多 很多 很多 數不清
的 這個一粒沙又等於一條恆河 那不得了啦 那有多
少恆河沙？那個沙就更多了 釋迦牟尼佛很喜歡比喻
一粒沙等於一條恆河 那還得了！那就是無數的恆河
無數的沙 沒辦法數
須菩提就回答：﹁非常多啊 世尊！這個那麼多的
恆河都沒辦法數了 還去數那些沙？根本沒辦法啊 ﹂
祂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很多人讀到這一句的話 認為佛陀只講恆河沙
No！不是的 佛陀是講一條恆河裡面有很多 非常多的
沙 每一粒沙如果都是一條恆河 那麼它的沙有多少？
須菩提就回答了：﹁非常多啊 世尊啊！恆河那麼多已
經沒辦法數了 ﹂恆河本來只有一條 但是它變成沙的
話就不得了 就無數 ﹁諸恆河尚有無數﹂ 這些恆河
已經沒辦法數了 何況是沙呢？
喔 這一段話大家要知道 因為有些人讀的 以為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只是沙 不知道沙變成恆河 對不
對？︵笑︶對啊！如果你不仔細讀這個經文 你不知道
釋迦牟尼佛在做什麼比喻 更細的 還有更細的 你讀
的話 就一讀 過去了：﹁就是恆河沙很多嘛！﹂須菩
提講：﹁恆河沙是很多啊 ﹂但是你不知道祂問的是什
麼？很多啊 恆河沙很多 不是！須菩提講：﹁很多
世尊！恆河已經這麼多了 何況是沙呢？﹂這兩句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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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商人 五百強盜 都是五百 師尊也用祂的這個五
百萬 為什麼經過那麼久了 很多弟子問：﹁為什麼師
尊只有五百萬弟子？現在增加那麼多了 皈依那麼多
了 為什麼不六百萬呢？﹂不用 五百就是表示很多
很多的了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呢 那麼多的七寶 像恆河沙數的三千大
千世界 拿這個三千大千世界用的七寶用來布施 那個
福分大不大？當然大啊 菩薩六度裡面 就有布施是第
一位 它的福德甚大 福分甚大 須菩提言：﹁甚多
哇 這個真的福分太大了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
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這
是比較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在這一本︻金剛經︼裡
面 你受持四句偈的││﹁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你用這四句偈 為他人說 講解這四
個偈 這個福德就勝過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
世界 拿來布施的福德 就已經勝過了 這一段﹁無為
福勝分第十一﹂
我告訴你 人只要做到無我了 無我相 那就是聖
賢 已經是聖賢 人間的七寶 那麼多的七寶 都輸給
一個無我相 何況這四個偈呢？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 你只要這四個 受持了這四個 你就
是聖賢 你就是菩薩 你還有什麼煩惱呢？無我相 你
還有什麼煩惱呢？你今天有煩惱 這是因為﹁有我
相﹂ 你才煩惱 沒有這個﹁我﹂ 還煩惱什麼？你煩
惱身體的病嗎？沒有這個﹁我﹂ 哪裡有病？什麼是
﹁人 我 是 非﹂？因為是有我 有人啊 才有是非
啊！以前 我記得臺灣有一個部長講了一句話：﹁有人

的地方就有是非 ﹂你已經無我了 無我相了 無人相
了 你哪裡還有什麼人 我 是 非？沒有了 沒有我
已經就是沒有煩惱 那多好啊！所以先學無我 你只要
能夠受持無我 其他的三個相都會出現
所以盧師尊很容易在法座上打瞌睡 這是無我相
我還講呢：﹁拜託 把這個法座變成一張床 給我一個
枕頭 一條棉被 我就睡 ﹂﹁盧師尊？祢要說法啊！
為什麼在這邊睡？﹂﹁這你們在底下唸 我在上面睡﹂
﹁為什麼？為什麼祢可以這樣？不行啊！那沒有莊嚴
相！﹂我已經無我相 還管你什麼莊嚴︵笑︶？對不
對？我管你什麼莊嚴不莊嚴 我就睡了 醒過來我再來
說法 所以不要緊 師尊什麼煩惱也沒有 因為 管他
的！隨便他啦 要做什麼你們家的事情 你們家的事跟
我毫不相干！我常常這樣子想 就漸漸走入無我相
人家說 年紀大的人大部分是很難睡 年紀越大越
難睡 我年紀越大越好睡 我就是睡不夠啊！我很好睡
哎！我早上都起不來︵笑︶ 晚上我哄師母睡覺 睡
啊 睡 她睡著了 我才躡手躡腳的走出去 回到自己
房間；她每天早上都來叫我 她說：﹁今天是禮拜天
祢要去︿彩虹雷藏寺﹀﹂ 我跟師母講：﹁請假！﹂
︵笑︶但是我還是起來啊！到底是要精進 要說法 我
每次講：﹁今天請假 ﹂ 但是又爬起來 人生是這樣
子啦 無所住 非常好；無為 不為什麼 只是做我該
做的事
所以以後會講到這個︻金剛經︼是真的空四相的
真的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後來那
幾章都會講到 師尊在這裡說法 有說法嗎？有說法也
等於沒有說法 因為沒有說法才是說法 法存在嗎？你

到了月球看看有沒有佛法 月球就是無人相 你到了月
球 月球就是無人相 沒有人啊！月球沒有人啊！那裡
有什麼佛法？有什麼我？有眾生嗎？沒有 有人嗎？沒
有 有長壽的人嗎？也沒有 在月球 時間干你什麼
事？時間有什麼用？問你啊 時間在那裡有什麼用？有
用嗎？壽就是時間 眾生相就是空間
在那裡 好啦 師尊講：﹁整個月球的土地都是我
的 你們要不要買？﹂︵笑︶我賣給你們 師尊賺大
錢 我賣給你月球土地 我寫﹁盧勝彥把月球的土地的
幾甲︵臺灣算甲 這邊算acre︶多少acre賣給你﹂ 你
就是地主哎！我告訴你 我這一張 你就可以證明 有
一天你坐了太空船到了月球的時候 你講說：﹁這是盧
師尊賣給我的土地 就是在這裡 ﹂到時候你到那裡
去 你就有憑據 有這個證據說我是月球的主人 沒用
的！那裡啊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賣完月球以後還賣土星 賣火星 賣冥王星 賣
海王星 賣金星 賣火星 地球的土地我不要 我賣外
太空的 我還賣 賣什麼啊？往生佛國證券︵笑︶ 我
要賣我的法船船票！你要坐我的法船到西方極樂世界淨
土 你必須要買我的船票︵笑︶ 我告訴你 到了西方
極樂世界啊 那些紙都沒有用啦！我賣你船票幹什麼？
殺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就是當你老婆喊你的全名
的時候 我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比喻給大家聽 什麼叫做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從娑婆到了西
方極樂世界那個船票 是因為你已經清淨了 那個清淨
就是你的船票！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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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商人 五百強盜 都是五百 師尊也用祂的這個五
百萬 為什麼經過那麼久了 很多弟子問：﹁為什麼師
尊只有五百萬弟子？現在增加那麼多了 皈依那麼多
了 為什麼不六百萬呢？﹂不用 五百就是表示很多
很多的了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呢 那麼多的七寶 像恆河沙數的三千大
千世界 拿這個三千大千世界用的七寶用來布施 那個
福分大不大？當然大啊 菩薩六度裡面 就有布施是第
一位 它的福德甚大 福分甚大 須菩提言：﹁甚多
哇 這個真的福分太大了 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
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這
是比較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在這一本︻金剛經︼裡
面 你受持四句偈的││﹁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你用這四句偈 為他人說 講解這四
個偈 這個福德就勝過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
世界 拿來布施的福德 就已經勝過了 這一段﹁無為
福勝分第十一﹂
我告訴你 人只要做到無我了 無我相 那就是聖
賢 已經是聖賢 人間的七寶 那麼多的七寶 都輸給
一個無我相 何況這四個偈呢？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 你只要這四個 受持了這四個 你就
是聖賢 你就是菩薩 你還有什麼煩惱呢？無我相 你
還有什麼煩惱呢？你今天有煩惱 這是因為﹁有我
相﹂ 你才煩惱 沒有這個﹁我﹂ 還煩惱什麼？你煩
惱身體的病嗎？沒有這個﹁我﹂ 哪裡有病？什麼是
﹁人 我 是 非﹂？因為是有我 有人啊 才有是非
啊！以前 我記得臺灣有一個部長講了一句話：﹁有人

的地方就有是非 ﹂你已經無我了 無我相了 無人相
了 你哪裡還有什麼人 我 是 非？沒有了 沒有我
已經就是沒有煩惱 那多好啊！所以先學無我 你只要
能夠受持無我 其他的三個相都會出現
所以盧師尊很容易在法座上打瞌睡 這是無我相
我還講呢：﹁拜託 把這個法座變成一張床 給我一個
枕頭 一條棉被 我就睡 ﹂﹁盧師尊？祢要說法啊！
為什麼在這邊睡？﹂﹁這你們在底下唸 我在上面睡﹂
﹁為什麼？為什麼祢可以這樣？不行啊！那沒有莊嚴
相！﹂我已經無我相 還管你什麼莊嚴︵笑︶？對不
對？我管你什麼莊嚴不莊嚴 我就睡了 醒過來我再來
說法 所以不要緊 師尊什麼煩惱也沒有 因為 管他
的！隨便他啦 要做什麼你們家的事情 你們家的事跟
我毫不相干！我常常這樣子想 就漸漸走入無我相
人家說 年紀大的人大部分是很難睡 年紀越大越
難睡 我年紀越大越好睡 我就是睡不夠啊！我很好睡
哎！我早上都起不來︵笑︶ 晚上我哄師母睡覺 睡
啊 睡 她睡著了 我才躡手躡腳的走出去 回到自己
房間；她每天早上都來叫我 她說：﹁今天是禮拜天
祢要去︿彩虹雷藏寺﹀﹂ 我跟師母講：﹁請假！﹂
︵笑︶但是我還是起來啊！到底是要精進 要說法 我
每次講：﹁今天請假 ﹂ 但是又爬起來 人生是這樣
子啦 無所住 非常好；無為 不為什麼 只是做我該
做的事
所以以後會講到這個︻金剛經︼是真的空四相的
真的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後來那
幾章都會講到 師尊在這裡說法 有說法嗎？有說法也
等於沒有說法 因為沒有說法才是說法 法存在嗎？你

到了月球看看有沒有佛法 月球就是無人相 你到了月
球 月球就是無人相 沒有人啊！月球沒有人啊！那裡
有什麼佛法？有什麼我？有眾生嗎？沒有 有人嗎？沒
有 有長壽的人嗎？也沒有 在月球 時間干你什麼
事？時間有什麼用？問你啊 時間在那裡有什麼用？有
用嗎？壽就是時間 眾生相就是空間
在那裡 好啦 師尊講：﹁整個月球的土地都是我
的 你們要不要買？﹂︵笑︶我賣給你們 師尊賺大
錢 我賣給你月球土地 我寫﹁盧勝彥把月球的土地的
幾甲︵臺灣算甲 這邊算acre︶多少acre賣給你﹂ 你
就是地主哎！我告訴你 我這一張 你就可以證明 有
一天你坐了太空船到了月球的時候 你講說：﹁這是盧
師尊賣給我的土地 就是在這裡 ﹂到時候你到那裡
去 你就有憑據 有這個證據說我是月球的主人 沒用
的！那裡啊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賣完月球以後還賣土星 賣火星 賣冥王星 賣
海王星 賣金星 賣火星 地球的土地我不要 我賣外
太空的 我還賣 賣什麼啊？往生佛國證券︵笑︶ 我
要賣我的法船船票！你要坐我的法船到西方極樂世界淨
土 你必須要買我的船票︵笑︶ 我告訴你 到了西方
極樂世界啊 那些紙都沒有用啦！我賣你船票幹什麼？
殺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就是當你老婆喊你的全名
的時候 我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比喻給大家聽 什麼叫做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從娑婆到了西
方極樂世界那個船票 是因為你已經清淨了 那個清淨
就是你的船票！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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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密意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人

阿修

復次須菩提！
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
等 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天
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 讀
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
上第一希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
佛 若尊重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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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聞天
王│黃財神針巴拉﹂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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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
三點是﹁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瑤池金母可以講已經講過
很多遍 從古代講到現在 大家都耳熟能詳 都已經聽
了 所以我也是一樣一句話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盧師
尊 沒有盧師尊就沒有︿真佛宗﹀ 沒有︿真佛宗﹀就沒
有你們﹂ 這是根源 至於你要做功德主 做主祈啊 那
就隨大家 介紹完畢
今天做的是多聞天王針巴拉黃財神 我記得佛陀曾經
以四天王講一部經 好像講了一部經是可以防禦一個國家
的 大家不要以為看護世四天王 在我印象裡面是這樣
子 曾經四天王下降然後守護一個國家 這樣子的四大天
王 稱為增長天王 持國天王 多聞天王 廣目天王 這
四天王 其中祂們的威力 四天王等於是守護這個世界
剛剛坐德輝上師的車子到護摩寶殿的時候 這中途看
到雨 雨雖然是一絲絲的雨 但是閃著亮光 下到地面
上 全部變成一塊一塊的黃金 所以我講了一句：﹁財大

如雨注﹂ 針巴拉的吐寶鼠 只要藏密的財神都一定有吐
寶鼠 吐寶鼠嘴巴一張 就一直吐出寶物 吐出錢財 吐
出黃金 非常多的
今天的雨絲 財大如雨注 等一下你們去淋一下
雨 淋一滴 以前講過一滴一千萬 希望大家每一個人都
是非常富有的 同時也要記得 當你富有的時候 也要懂
得布施 這是我們修財神法最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點 因
為你修﹁財神法﹂ 很多人問：﹁佛陀的戒律裡面 頭陀
第一 是手不能夠碰財？﹂手不能夠去碰那些錢財的 但
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筷子夾 這是方便法 手雖然不可
以去碰財 但是現在有筷子 可以用筷子夾 用鏟子去
鏟 ︵師尊笑︶
事實上 因為是有財 才能夠讓台灣的四大名山建
立起來 最有錢的 我們上回看電視 最有錢的就是︿慈
濟功德會﹀ 第二有錢的是︿佛光山﹀ 第三有錢的是
︿中台禪寺﹀跟︿法鼓山﹀ 台灣四大名山 ︿中台
山﹀ ︿法鼓山﹀ ︿慈濟功德會﹀跟︿佛光山﹀ 這是
四大名山 最有錢的慈濟功德會 你說他們手不碰財嗎？
不太可能 這已經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們做布施
也有做公益
現在很多的財團也做公益 像︿鴻海﹀ 這次像在
台灣的疫苗 ︿鴻海﹀它本身也出了錢做公益疫苗 ︿慈
濟﹀也做了公益疫苗 我說我們︿真佛宗﹀ 我們也想做
公益 他們一捐 好像是五百萬的疫苗 我說 那我們也
捐個一千支疫苗吧 我們也捐一點 總之 雖然我以前講
我們是丐幫 但是現在的丐幫不得了 丐幫也等於是富幫
吧？丐幫變成富幫 富邦是銀行 ︿富邦銀行﹀ 所以我
們修黃財神 祂也是有祂的意義在裡面 因為你修了黃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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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須菩提！
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
等 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天
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 讀
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
上第一希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
佛 若尊重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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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聞天
王│黃財神針巴拉﹂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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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
三點是﹁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瑤池金母可以講已經講過
很多遍 從古代講到現在 大家都耳熟能詳 都已經聽
了 所以我也是一樣一句話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盧師
尊 沒有盧師尊就沒有︿真佛宗﹀ 沒有︿真佛宗﹀就沒
有你們﹂ 這是根源 至於你要做功德主 做主祈啊 那
就隨大家 介紹完畢
今天做的是多聞天王針巴拉黃財神 我記得佛陀曾經
以四天王講一部經 好像講了一部經是可以防禦一個國家
的 大家不要以為看護世四天王 在我印象裡面是這樣
子 曾經四天王下降然後守護一個國家 這樣子的四大天
王 稱為增長天王 持國天王 多聞天王 廣目天王 這
四天王 其中祂們的威力 四天王等於是守護這個世界
剛剛坐德輝上師的車子到護摩寶殿的時候 這中途看
到雨 雨雖然是一絲絲的雨 但是閃著亮光 下到地面
上 全部變成一塊一塊的黃金 所以我講了一句：﹁財大

如雨注﹂ 針巴拉的吐寶鼠 只要藏密的財神都一定有吐
寶鼠 吐寶鼠嘴巴一張 就一直吐出寶物 吐出錢財 吐
出黃金 非常多的
今天的雨絲 財大如雨注 等一下你們去淋一下
雨 淋一滴 以前講過一滴一千萬 希望大家每一個人都
是非常富有的 同時也要記得 當你富有的時候 也要懂
得布施 這是我們修財神法最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點 因
為你修﹁財神法﹂ 很多人問：﹁佛陀的戒律裡面 頭陀
第一 是手不能夠碰財？﹂手不能夠去碰那些錢財的 但
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筷子夾 這是方便法 手雖然不可
以去碰財 但是現在有筷子 可以用筷子夾 用鏟子去
鏟 ︵師尊笑︶
事實上 因為是有財 才能夠讓台灣的四大名山建
立起來 最有錢的 我們上回看電視 最有錢的就是︿慈
濟功德會﹀ 第二有錢的是︿佛光山﹀ 第三有錢的是
︿中台禪寺﹀跟︿法鼓山﹀ 台灣四大名山 ︿中台
山﹀ ︿法鼓山﹀ ︿慈濟功德會﹀跟︿佛光山﹀ 這是
四大名山 最有錢的慈濟功德會 你說他們手不碰財嗎？
不太可能 這已經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們做布施
也有做公益
現在很多的財團也做公益 像︿鴻海﹀ 這次像在
台灣的疫苗 ︿鴻海﹀它本身也出了錢做公益疫苗 ︿慈
濟﹀也做了公益疫苗 我說我們︿真佛宗﹀ 我們也想做
公益 他們一捐 好像是五百萬的疫苗 我說 那我們也
捐個一千支疫苗吧 我們也捐一點 總之 雖然我以前講
我們是丐幫 但是現在的丐幫不得了 丐幫也等於是富幫
吧？丐幫變成富幫 富邦是銀行 ︿富邦銀行﹀ 所以我
們修黃財神 祂也是有祂的意義在裡面 因為你修了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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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佛！弟子祈請師尊慈悲開示：
第一 我家的貓最近往生了 牠最後的幾天已經不
能動 不吃不喝 就躺在床上受苦 最後那天我不忍心
就帶牠到獸醫處 幫牠安祥地離去 但後來聽人家說 生
命到終點時還在受苦是因為有業障 我們是不能幫牠結束
生命的 請問師尊 我這是殺生還是幫助了牠？
回答一：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人也有
安樂死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這個問題不是問題 貓在床
上痛苦 你到獸醫處幫牠打一針 讓牠往生 為什麼不是
問題呢？因為牠的業障應該是你幫牠解除掉 有一件事情
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個人的覺受 我們講
了 一飲一啄皆有定數 佛教是講因果 一飲一啄皆有定
數 你今天喝哪一杯水 你今天吃什麼飯 都是有定數
的
我個人感覺到是這樣子 沒錯 你生病了也是有定
數 貓生病了是有定數 沒有錯 牠是在消業障 但是當
牠業障要清除的時候 覺得業障已經到終的時候 主人幫
牠去打一針 剛剛好注定業障這一針 就是牠的業障消除
了的時候 是你幫牠把業障清除掉了 牠本來就應該打這
一針的 這樣你們能聽得懂我的意思嗎？牠的業障已經消
掉了 所以這不是問題 你已經幫了這隻貓 這是好事
所以我個人有一個感覺 ﹁今天會收到多少紅
包？﹂有一天早上 在朦朧之中 瑤池金母告訴我：﹁你
今天會收到
﹂不要講太多了 講太多了會讓你們羨
慕 講少一點 算了 就講個數目吧 那天早上瑤池金母
在我耳朵跟我講：﹁你今天會收到三千三百塊 ﹂我一聽
到三千三百塊的紅包 哇！當時就從床上跳起來 心花怒
放 因為有時候禮拜六沒有 禮拜天也沒有 今天是禮拜

QA＆

神 你沒有財 你不可能有這個四大名山的
你想一想看 現在的度眾生跟以前度眾生是不一樣
的 佛陀時代的度眾生 你看祂在巖洞 靈鷲山的巖洞
有的住在墳墓 住在樹底下 住巖洞 樹下 塚間 現在
的修行人不同了 以前的修行人是沿門托缽去跟人家要
飯 像一個乞丐 現在的修行團體 一個一個富比阿里
山 富比玉山 富比富士山 都是山 現在時代不同 所
以不能拿佛陀的時代來跟現在的時代來比 真的 所以我
希望大家有了財帛以後 要懂得六度當中的布施
這個笑話跟財神是有關的 為什麼拜月下老人的都
是女生居多？拜月下老人的都是女生比較多 為什麼？因
為男生的姻緣必須要拜財神 這個有道理
昨天參加網友舉辦的萬人放鴿子比賽 最後結果只
有我一個人去 因為被放鴿子
這是很聰明的 有兩個律師走進一家小餐館 叫了
一杯飲料 然後從公事包裡面拿出三明治 這個餐館的服
務員就講：﹁對不起 你們不能在這裡吃自己帶來的食
物 ﹂這兩個律師對望一眼 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 然後
互相交換了手上的三明治 還是律師比較聰明

Ｑ

問題二：第二個 我已幫貓咪皈依了師尊 牠往
生後 我助念﹃蓮花童子心咒﹄迴向給牠 請師
尊接引牠往生摩訶雙蓮池 還幫牠報名法會 請問師尊

答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 題 一 ： 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oston弟子問的 弟子一心頂禮根本傳承上師蓮

Ｑ

雜誌

經︼也是定數 但是我看了︻金剛經︼以後也領悟了 我
自己也領悟了很多 我覺得我以前批評人家都是多事 是
我多事 不應該的 批評人家也是我多事 像我批評鬼
婆 那是我多事
為什麼呢？因為會跟著她的就一定跟著她 我何必
多說呢？會跟著師尊的就會跟著師尊 他們命中有成就
的 他們就會來跟著我；命中走入鬼道的 他們也有定數
啊 就自然就會跟她 就走入鬼道 那我寫那五本書 那
不是多事嗎？是我多事啊！會跟她的自然會跟她 因為他
跟鬼有緣 我何必從鬼那邊拼命把這個鬼拉到我這邊來
何必呢？
所以你這個問題 我就突然間講了這麼多 你是幫
助了牠 因為這個是定數 最後這隻貓要挨一支針 然後
牠往生 這是定數 你幫了牠 我講這樣子 不知道你們
聽得懂 聽不懂？
我發覺 只有大成就者跟大惡 大善能夠改變命
運 命運不是不可以改 因為這是屬於宿命論 我剛剛講
的是屬於宿命論 宿命論 釋迦牟尼佛是反對的 祂是反
對宿命論 祂說大善 大惡是可以改變命運 大修行是可
以改變命運 除了這個以外 你都在宿命裡面 全部都是
你自己的命在那邊運轉 逃不出去的 逃不出你自己的命
運就變成宿命 所以大修行人改變命運 大善改變命運
大惡改變命運 除此之外 你都在宿命裡面 要了解這一
點 這是回答第一個問題

二 我怎麼可能收到那個三千三百塊的紅包？
瑤池金母既然這麼講了 我就試試吧 看看啦！結
果一整天當中 有人就給我了 給我的 明明是第一個
給我的是一百 第二個給我的是二百 剛好三百 我就有
三百了 哪裡來的三千呢？奇怪 到底是哪裡來的三千？
結果有一個人從台灣打一通電話給西雅圖的同門：﹁你送
三千塊去給師尊 ﹂那這個人就去銀行領了三千塊
等我開車要走的時候 晚上已經很晚了 我很失
望 因為只有三百而已 瑤池金母跟我講說三千三 怎麼
只有三百而已？我在開車的時候啊 邊開車邊那個人來敲
窗子 叩叩叩
我一看大概沒有什麼好事吧？聽他講
車窗搖下來 他丟進一個紅包 他說：﹁這是台灣的某某
人叫我給祢的 ﹂我就說：﹁跟他講謝謝啊 謝謝！我知
道了 ﹂開車回去 打開來剛好是三千 所以我那時候有
一個感覺 有很深很深的一種感覺：﹁你今天能夠進帳多
少都是一定的 都是有一個定數在 ﹂因為有這個經驗
我就感覺到這是定數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就講說 師尊這個錢放在哪
裡 沒關係可以 ﹁師尊 這個給祢的紅包放哪裡？﹂沒
關係 這個錢暫時欠著 沒關係 我都是沒關係 都是可
以 沒有關係 因為都有定數 你命中能夠賺多少錢 全
部都是定數 你能夠住什麼房子也都是定數 你開什麼車
也都是定數 不要去給人家強求 甚至你生什麼病也是定
數 你會得什麼病也是定數 全部都是定數
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滿後悔的 不過也不後悔
有人講：﹁後悔 這二個字在我的字典裡面找不到 ﹂不
能後悔 因為本來就是定數啊 像我現在讀︻金剛經︼
看︻金剛經︼ 講︻金剛經︼ 這是定數啊 講︻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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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佛！弟子祈請師尊慈悲開示：
第一 我家的貓最近往生了 牠最後的幾天已經不
能動 不吃不喝 就躺在床上受苦 最後那天我不忍心
就帶牠到獸醫處 幫牠安祥地離去 但後來聽人家說 生
命到終點時還在受苦是因為有業障 我們是不能幫牠結束
生命的 請問師尊 我這是殺生還是幫助了牠？
回答一：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人也有
安樂死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這個問題不是問題 貓在床
上痛苦 你到獸醫處幫牠打一針 讓牠往生 為什麼不是
問題呢？因為牠的業障應該是你幫牠解除掉 有一件事情
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個人的覺受 我們講
了 一飲一啄皆有定數 佛教是講因果 一飲一啄皆有定
數 你今天喝哪一杯水 你今天吃什麼飯 都是有定數
的
我個人感覺到是這樣子 沒錯 你生病了也是有定
數 貓生病了是有定數 沒有錯 牠是在消業障 但是當
牠業障要清除的時候 覺得業障已經到終的時候 主人幫
牠去打一針 剛剛好注定業障這一針 就是牠的業障消除
了的時候 是你幫牠把業障清除掉了 牠本來就應該打這
一針的 這樣你們能聽得懂我的意思嗎？牠的業障已經消
掉了 所以這不是問題 你已經幫了這隻貓 這是好事
所以我個人有一個感覺 ﹁今天會收到多少紅
包？﹂有一天早上 在朦朧之中 瑤池金母告訴我：﹁你
今天會收到
﹂不要講太多了 講太多了會讓你們羨
慕 講少一點 算了 就講個數目吧 那天早上瑤池金母
在我耳朵跟我講：﹁你今天會收到三千三百塊 ﹂我一聽
到三千三百塊的紅包 哇！當時就從床上跳起來 心花怒
放 因為有時候禮拜六沒有 禮拜天也沒有 今天是禮拜

QA＆

神 你沒有財 你不可能有這個四大名山的
你想一想看 現在的度眾生跟以前度眾生是不一樣
的 佛陀時代的度眾生 你看祂在巖洞 靈鷲山的巖洞
有的住在墳墓 住在樹底下 住巖洞 樹下 塚間 現在
的修行人不同了 以前的修行人是沿門托缽去跟人家要
飯 像一個乞丐 現在的修行團體 一個一個富比阿里
山 富比玉山 富比富士山 都是山 現在時代不同 所
以不能拿佛陀的時代來跟現在的時代來比 真的 所以我
希望大家有了財帛以後 要懂得六度當中的布施
這個笑話跟財神是有關的 為什麼拜月下老人的都
是女生居多？拜月下老人的都是女生比較多 為什麼？因
為男生的姻緣必須要拜財神 這個有道理
昨天參加網友舉辦的萬人放鴿子比賽 最後結果只
有我一個人去 因為被放鴿子
這是很聰明的 有兩個律師走進一家小餐館 叫了
一杯飲料 然後從公事包裡面拿出三明治 這個餐館的服
務員就講：﹁對不起 你們不能在這裡吃自己帶來的食
物 ﹂這兩個律師對望一眼 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 然後
互相交換了手上的三明治 還是律師比較聰明

Ｑ

問題二：第二個 我已幫貓咪皈依了師尊 牠往
生後 我助念﹃蓮花童子心咒﹄迴向給牠 請師
尊接引牠往生摩訶雙蓮池 還幫牠報名法會 請問師尊

答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 題 一 ： 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oston弟子問的 弟子一心頂禮根本傳承上師蓮

Ｑ

雜誌

經︼也是定數 但是我看了︻金剛經︼以後也領悟了 我
自己也領悟了很多 我覺得我以前批評人家都是多事 是
我多事 不應該的 批評人家也是我多事 像我批評鬼
婆 那是我多事
為什麼呢？因為會跟著她的就一定跟著她 我何必
多說呢？會跟著師尊的就會跟著師尊 他們命中有成就
的 他們就會來跟著我；命中走入鬼道的 他們也有定數
啊 就自然就會跟她 就走入鬼道 那我寫那五本書 那
不是多事嗎？是我多事啊！會跟她的自然會跟她 因為他
跟鬼有緣 我何必從鬼那邊拼命把這個鬼拉到我這邊來
何必呢？
所以你這個問題 我就突然間講了這麼多 你是幫
助了牠 因為這個是定數 最後這隻貓要挨一支針 然後
牠往生 這是定數 你幫了牠 我講這樣子 不知道你們
聽得懂 聽不懂？
我發覺 只有大成就者跟大惡 大善能夠改變命
運 命運不是不可以改 因為這是屬於宿命論 我剛剛講
的是屬於宿命論 宿命論 釋迦牟尼佛是反對的 祂是反
對宿命論 祂說大善 大惡是可以改變命運 大修行是可
以改變命運 除了這個以外 你都在宿命裡面 全部都是
你自己的命在那邊運轉 逃不出去的 逃不出你自己的命
運就變成宿命 所以大修行人改變命運 大善改變命運
大惡改變命運 除此之外 你都在宿命裡面 要了解這一
點 這是回答第一個問題

二 我怎麼可能收到那個三千三百塊的紅包？
瑤池金母既然這麼講了 我就試試吧 看看啦！結
果一整天當中 有人就給我了 給我的 明明是第一個
給我的是一百 第二個給我的是二百 剛好三百 我就有
三百了 哪裡來的三千呢？奇怪 到底是哪裡來的三千？
結果有一個人從台灣打一通電話給西雅圖的同門：﹁你送
三千塊去給師尊 ﹂那這個人就去銀行領了三千塊
等我開車要走的時候 晚上已經很晚了 我很失
望 因為只有三百而已 瑤池金母跟我講說三千三 怎麼
只有三百而已？我在開車的時候啊 邊開車邊那個人來敲
窗子 叩叩叩
我一看大概沒有什麼好事吧？聽他講
車窗搖下來 他丟進一個紅包 他說：﹁這是台灣的某某
人叫我給祢的 ﹂我就說：﹁跟他講謝謝啊 謝謝！我知
道了 ﹂開車回去 打開來剛好是三千 所以我那時候有
一個感覺 有很深很深的一種感覺：﹁你今天能夠進帳多
少都是一定的 都是有一個定數在 ﹂因為有這個經驗
我就感覺到這是定數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就講說 師尊這個錢放在哪
裡 沒關係可以 ﹁師尊 這個給祢的紅包放哪裡？﹂沒
關係 這個錢暫時欠著 沒關係 我都是沒關係 都是可
以 沒有關係 因為都有定數 你命中能夠賺多少錢 全
部都是定數 你能夠住什麼房子也都是定數 你開什麼車
也都是定數 不要去給人家強求 甚至你生什麼病也是定
數 你會得什麼病也是定數 全部都是定數
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滿後悔的 不過也不後悔
有人講：﹁後悔 這二個字在我的字典裡面找不到 ﹂不
能後悔 因為本來就是定數啊 像我現在讀︻金剛經︼
看︻金剛經︼ 講︻金剛經︼ 這是定數啊 講︻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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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把貓咪火化後的骨灰埋在家裡的花園嗎？因為有
些人說 把寵物的骨灰埋在家的範圍會影響風水 招來
陰氣 而且寵物會不願意離開人間 請問師尊 弟子該
如何做？
回答二：你喜歡的貓咪埋在你家裡的花園 可以
那是你的權利 是你自己的家嘛 不是埋在別人的家
︵笑︶ 可以 在法律上也可以吧？自己的貓埋在自己
家花園裡面 可以 也不會招來陰氣 我告訴你喔 我
有一次做超度 我是每天晚上一定要做千艘法船的超
度 但是我絕對沒有超度動物 我超度動物在什麼時
候？在另外一個時間 我的手按我的左邊的肩膀 然後
我唸咒 我左邊的肩膀打開 像那個盒子一樣啪啪啪啪
啪啪啪 打開 從裡面很多的貓走出來 白貓 黃貓
黑貓 花貓 什麼貓都出來
不管你白貓 黑貓 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那是鄧
小平講的 這個打開 然後一直出來 我一直唸咒 一
直幫牠們超生 你把牠皈依了 你的貓就在當中 其中
的一隻 牠就往生佛國淨土 牠在我身上 所有的貓全
部出來 而且非常多的貓往生佛國淨土 然後最後我再
唸咒 我再按這裡再唸咒 一聲令下 我這個肩膀再關
起來 啪啪啪啪啪啪 關起來 貓就不出來了
不只是貓 狗 羊 牛 所有十二生肖 包括不是
十二生肖 包括Geoduck象拔蚌 蛤蠣︵臺語︶ 包括蝸
牛 我告訴你喔 你只要講出來的動物 我全部都超度
過了 所有的動物 雞 鴨 鵝 天鵝 不管你是天鵝
還是地鵝︵笑︶ 全部都超度過了 我每天晚上做 也
是一樣每天晚上做 我的超度的方法 超度所有動物的
方法 就是這樣子做的 我跟所有的動物都結緣 人家

﹁﹃準提佛母咒﹄ 要唸多少遍？請指示 ︵師佛
請示︶﹂七千遍 唸七千遍就可以了
﹁這個法的時效是暫時還是永久？︵師佛請示︶﹂
因人而異 每個人不一樣 這已經回答你了
有人就是因為想要看東西 師尊有幫他做 把人死
掉流出來的淚水 那個人已經死了 但是他的眼睛當中
有一點淚水 把它取下來 把那個淚水取一點 點在活
人的眼中 會暫時看到 這個 靈異現象 自己會動
︵笑︶ 然後呢他到了菜市場 以前的菜市場吊著豬
啊 豬頭啊 怎麼樣子 他就看到那些豬全部都是人變
的 嚇死他了！他要看到 結果把他嚇死了 他從此以
後怎麼敢吃豬肉？因為那豬是人變的啊 他看到豬頭變
成人頭啊 真的 所以還是不要看到的好 因為讓你看
到了 你不敢吃豬肉 不敢吃牛肉 不敢吃魚 什麼都
不敢吃 那你啊 吃草
兩個男的在玩game 一個男的問：﹁我心裡一直有
個疑問 電腦被發明出來以前 我阿公 阿嬤他們是如
何解悶的？﹂另外在玩那個叫什麼？你們叫電板是嗎？
喔 玩平板 我連平板我都不知道 對不起 他說：
﹁我不知道哎 ﹂這個人講：﹁我問了爸爸跟十幾個阿
伯 叔叔跟姑姑們 他們也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平
板 手機 電腦都還沒有出來
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也不會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看
那些東西 像手機啊 平板啊跟這個電腦啊 我有一個
平板 是佛奇他送給我一個平板 我一直放在我書桌
上 但是我不會用 一直放在那裡 已經放了好多年了
連打開都沒打開 放了很多年了 就是沒有打開；我也
沒有手機 我到現在沒有手機 我回臺灣我真的是很困

想不出來的動物我都做了 包括蝦子 每天吃的蝦子
每天吃的小魚 魚乾︵臺語︶ 包括蝸牛︵臺語︶剛剛
已經講了 就是蝸牛 包括烏龜 王八 我都超度了
啊！
只要我看過的動物我就超度 所以你的貓也是在這
裡面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秘密 從來沒有講過的 我手
按我左邊的肩膀 我左邊的肩膀那裡有一個東西 然後
它會打開 啪啪啪啪啪啪啪 打開 所有動物從裡面出
來 包括我最害怕的Snake Snake我是很怕 因為我不
喜歡牠動的姿勢 但是牠也是出來了 哇 一大群 一
大票 而且還捲起來的 還有大蟒 小蛇統統有 龜殼
花︵臺語︶ 百步蛇 青竹絲 全部都出來 都是從這
裡出來的 你給牠報名皈依了師尊 牠一定往生的 因
為貓也是我超度之一 埋在家裡不會影響風水 因為它
範圍太小了 是你家的當然可以埋

Ｑ

問題三：臺灣的弟子問的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一五四冊︽智慧的光環︾：﹁是有其他密法
可見一切鬼神 取牛黃 唸誦﹃準提佛母咒﹄ 唸到行
者看見牛黃化為﹃煙﹄或化為﹃火﹄時 即取牛黃 塗
眼睛並服下牛黃 馬上看見鬼神眾 ﹂
請問師尊 天然牛黃很貴 可以不可以用人工牛
黃？第二 ﹃準提佛母咒﹄大概要念多少遍？第三 日
後此法時效是暫時還是永遠？弟子愚蠢 未見過鬼神
想用這方法證驗 道心堅固
回答：﹁人工牛黃可以嗎？︵師佛請示︶﹂不可
以！還是用天然牛黃 牛黃很貴嗎？很貴啊？很少啊？
嗯 所以一定要用天然牛黃

難啊 因為要手機的號碼要聯絡我 我又沒有手機 怎
麼辦啊？我回去 人家講說：﹁祢 手機號碼要給我
們 ﹂可能要住防疫旅館 或者回家要七天的時候 要
有手機要控制你 要打電話問你 你沒有手機啊 但是
我沒有手機啊！那我一定回去的時候就在機場買手機
我真的沒有手機啊 你們看我什麼時候拿手機在
看？我也沒有電腦啊 師母還有幾個電腦 還摔壞了一
個電腦 現在又換一個新的電腦 她有電腦 她也有手
機 她也有平板 我是什麼都沒有的啊！我怎麼過日
子？我是跟佛菩薩過日子啊！我無聊的時候就找佛菩薩
聊天啊！我不會無聊啊！我每天時間不夠用啊！
師母跟我講 今天早上拿一個叩叩叩的東西 圓圓
的 她說：﹁師尊 祢平時可以用這個按摩 祢哪裡酸
痛 可以用這個圓圓的東西 ﹂黑色的 你看過沒有？
圓圓的頭那個是按摩器嘛？那時候我在洗碗 師母拿一
個圓圓的東西：﹁這個給祢 祢有空可以按摩 ﹂我
說：﹁我沒有時間可以按摩 ﹂
她說：﹁祢何必那麼忙？祢也要找出按摩的時間來
按摩 ﹂
我說：﹁哪有時間按摩啊！﹂每天行程都排好的
幾點寫書 幾點做超度 幾點修法 幾點做什麼事情
我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幾點跟佛菩薩講話 碰到哪一尊
我就跟祂講話 碰到黑忿怒母 我要合掌跟祂問好 每
天早上要跟幾個佛菩薩唸 Good morning 那麼多佛菩
薩 每天都要問候 還要跟祂講 看到伊喜措嘉 我就
說：﹁伊喜措嘉 祢好 ﹂對不對？忙得很呢！我的朋
友多的很吶！哪有時間拿那個東西在那邊兜兜兜兜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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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把貓咪火化後的骨灰埋在家裡的花園嗎？因為有
些人說 把寵物的骨灰埋在家的範圍會影響風水 招來
陰氣 而且寵物會不願意離開人間 請問師尊 弟子該
如何做？
回答二：你喜歡的貓咪埋在你家裡的花園 可以
那是你的權利 是你自己的家嘛 不是埋在別人的家
︵笑︶ 可以 在法律上也可以吧？自己的貓埋在自己
家花園裡面 可以 也不會招來陰氣 我告訴你喔 我
有一次做超度 我是每天晚上一定要做千艘法船的超
度 但是我絕對沒有超度動物 我超度動物在什麼時
候？在另外一個時間 我的手按我的左邊的肩膀 然後
我唸咒 我左邊的肩膀打開 像那個盒子一樣啪啪啪啪
啪啪啪 打開 從裡面很多的貓走出來 白貓 黃貓
黑貓 花貓 什麼貓都出來
不管你白貓 黑貓 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那是鄧
小平講的 這個打開 然後一直出來 我一直唸咒 一
直幫牠們超生 你把牠皈依了 你的貓就在當中 其中
的一隻 牠就往生佛國淨土 牠在我身上 所有的貓全
部出來 而且非常多的貓往生佛國淨土 然後最後我再
唸咒 我再按這裡再唸咒 一聲令下 我這個肩膀再關
起來 啪啪啪啪啪啪 關起來 貓就不出來了
不只是貓 狗 羊 牛 所有十二生肖 包括不是
十二生肖 包括Geoduck象拔蚌 蛤蠣︵臺語︶ 包括蝸
牛 我告訴你喔 你只要講出來的動物 我全部都超度
過了 所有的動物 雞 鴨 鵝 天鵝 不管你是天鵝
還是地鵝︵笑︶ 全部都超度過了 我每天晚上做 也
是一樣每天晚上做 我的超度的方法 超度所有動物的
方法 就是這樣子做的 我跟所有的動物都結緣 人家

﹁﹃準提佛母咒﹄ 要唸多少遍？請指示 ︵師佛
請示︶﹂七千遍 唸七千遍就可以了
﹁這個法的時效是暫時還是永久？︵師佛請示︶﹂
因人而異 每個人不一樣 這已經回答你了
有人就是因為想要看東西 師尊有幫他做 把人死
掉流出來的淚水 那個人已經死了 但是他的眼睛當中
有一點淚水 把它取下來 把那個淚水取一點 點在活
人的眼中 會暫時看到 這個 靈異現象 自己會動
︵笑︶ 然後呢他到了菜市場 以前的菜市場吊著豬
啊 豬頭啊 怎麼樣子 他就看到那些豬全部都是人變
的 嚇死他了！他要看到 結果把他嚇死了 他從此以
後怎麼敢吃豬肉？因為那豬是人變的啊 他看到豬頭變
成人頭啊 真的 所以還是不要看到的好 因為讓你看
到了 你不敢吃豬肉 不敢吃牛肉 不敢吃魚 什麼都
不敢吃 那你啊 吃草
兩個男的在玩game 一個男的問：﹁我心裡一直有
個疑問 電腦被發明出來以前 我阿公 阿嬤他們是如
何解悶的？﹂另外在玩那個叫什麼？你們叫電板是嗎？
喔 玩平板 我連平板我都不知道 對不起 他說：
﹁我不知道哎 ﹂這個人講：﹁我問了爸爸跟十幾個阿
伯 叔叔跟姑姑們 他們也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平
板 手機 電腦都還沒有出來
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也不會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看
那些東西 像手機啊 平板啊跟這個電腦啊 我有一個
平板 是佛奇他送給我一個平板 我一直放在我書桌
上 但是我不會用 一直放在那裡 已經放了好多年了
連打開都沒打開 放了很多年了 就是沒有打開；我也
沒有手機 我到現在沒有手機 我回臺灣我真的是很困

想不出來的動物我都做了 包括蝦子 每天吃的蝦子
每天吃的小魚 魚乾︵臺語︶ 包括蝸牛︵臺語︶剛剛
已經講了 就是蝸牛 包括烏龜 王八 我都超度了
啊！
只要我看過的動物我就超度 所以你的貓也是在這
裡面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秘密 從來沒有講過的 我手
按我左邊的肩膀 我左邊的肩膀那裡有一個東西 然後
它會打開 啪啪啪啪啪啪啪 打開 所有動物從裡面出
來 包括我最害怕的Snake Snake我是很怕 因為我不
喜歡牠動的姿勢 但是牠也是出來了 哇 一大群 一
大票 而且還捲起來的 還有大蟒 小蛇統統有 龜殼
花︵臺語︶ 百步蛇 青竹絲 全部都出來 都是從這
裡出來的 你給牠報名皈依了師尊 牠一定往生的 因
為貓也是我超度之一 埋在家裡不會影響風水 因為它
範圍太小了 是你家的當然可以埋

Ｑ

問題三：臺灣的弟子問的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一五四冊︽智慧的光環︾：﹁是有其他密法
可見一切鬼神 取牛黃 唸誦﹃準提佛母咒﹄ 唸到行
者看見牛黃化為﹃煙﹄或化為﹃火﹄時 即取牛黃 塗
眼睛並服下牛黃 馬上看見鬼神眾 ﹂
請問師尊 天然牛黃很貴 可以不可以用人工牛
黃？第二 ﹃準提佛母咒﹄大概要念多少遍？第三 日
後此法時效是暫時還是永遠？弟子愚蠢 未見過鬼神
想用這方法證驗 道心堅固
回答：﹁人工牛黃可以嗎？︵師佛請示︶﹂不可
以！還是用天然牛黃 牛黃很貴嗎？很貴啊？很少啊？
嗯 所以一定要用天然牛黃

難啊 因為要手機的號碼要聯絡我 我又沒有手機 怎
麼辦啊？我回去 人家講說：﹁祢 手機號碼要給我
們 ﹂可能要住防疫旅館 或者回家要七天的時候 要
有手機要控制你 要打電話問你 你沒有手機啊 但是
我沒有手機啊！那我一定回去的時候就在機場買手機
我真的沒有手機啊 你們看我什麼時候拿手機在
看？我也沒有電腦啊 師母還有幾個電腦 還摔壞了一
個電腦 現在又換一個新的電腦 她有電腦 她也有手
機 她也有平板 我是什麼都沒有的啊！我怎麼過日
子？我是跟佛菩薩過日子啊！我無聊的時候就找佛菩薩
聊天啊！我不會無聊啊！我每天時間不夠用啊！
師母跟我講 今天早上拿一個叩叩叩的東西 圓圓
的 她說：﹁師尊 祢平時可以用這個按摩 祢哪裡酸
痛 可以用這個圓圓的東西 ﹂黑色的 你看過沒有？
圓圓的頭那個是按摩器嘛？那時候我在洗碗 師母拿一
個圓圓的東西：﹁這個給祢 祢有空可以按摩 ﹂我
說：﹁我沒有時間可以按摩 ﹂
她說：﹁祢何必那麼忙？祢也要找出按摩的時間來
按摩 ﹂
我說：﹁哪有時間按摩啊！﹂每天行程都排好的
幾點寫書 幾點做超度 幾點修法 幾點做什麼事情
我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幾點跟佛菩薩講話 碰到哪一尊
我就跟祂講話 碰到黑忿怒母 我要合掌跟祂問好 每
天早上要跟幾個佛菩薩唸 Good morning 那麼多佛菩
薩 每天都要問候 還要跟祂講 看到伊喜措嘉 我就
說：﹁伊喜措嘉 祢好 ﹂對不對？忙得很呢！我的朋
友多的很吶！哪有時間拿那個東西在那邊兜兜兜兜兜？

雜誌

35
36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沒有的！所以手機根本沒得玩 平板也沒得玩
沒得玩 怎麼笑話也講這麼多？︵笑︶
唉 我講︻金剛經︼吧！

什麼都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 當知
此處 一切世間天 人 阿修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
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 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尊重弟子 ﹂
這一段 非常好講 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你知道
嗎？我尊重所有的佛菩薩雕像 不管你是雕像 畫相
不管你是什麼像 是木做的 土做的 瓷器的 金屬
的 我全部合掌 問候祂們 家裡佛菩薩實在是太多
了 ﹁真佛密苑﹂裡面佛菩薩太多了 我就取中間那一
尊來作代表 我碰到蓮師多傑卓勒：﹁敬禮多傑卓勒諸
尊 敬禮高王觀世音菩薩諸尊 敬禮瑤池金母諸尊 敬
禮所有的祖師爺 敬禮所有的童子 敬禮阿彌陀佛 ﹂
我一進去 統稱啊 沒辦法 一進去馬上就這樣子做
早上起來 我床頭就有虎頭金剛 就有瑤池金母
我床頭就放了虎頭金剛跟瑤池金母 我就跟瑤池金母講
Good morning 跟虎頭金剛講Good morning 轉一個身
伊喜措嘉在那裡 就跟伊喜措嘉講說Good morning 然後
跟瑤池金母講Good morning 然後上面有蓮華生大士 下

結果一看一個鬼躲在我書桌底下 我一看這個鬼滿
漂亮的 是美女哎 我說：﹁這樣好了 ﹂她說：﹁盧
師尊救救我！﹂我就從書冊後面拿一本︻金剛經︼ 放
在她的頭頂上 閃電 雷聲就在我家
四週拼命打 拼命打 打了差不多
三 四十下都有 後來就走了
祂把我家的樹打下來一棵 就回
去覆命 說已經打了 我救了這個
鬼 因為我看她太漂亮了 從來沒有
看過那麼漂亮的鬼 世界上有三種漂
亮的 一個是很靚的 很豔的 很麗
的 很麗就是美麗 美麗漂亮 很豔
的 還有一種就是很妖的 這鬼是很
妖的 像妖精的一個鬼 我給她收
了 當成我的侍者 因為實在是太漂
亮了 但是她跟在我旁邊很好 她不
能去做壞事 她以前做壞事做了很
多 所以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追
她 雷公 電母追她 要把她砍劈
就把她劈死 後來我救了她 救了她
以後就把她收在身邊當成侍者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我今天
講尊重 我對佛菩薩 對所有鬼神都
是尊重 但是對鬼神尊重 對鬼也尊
重嗎？沒錯 我對鬼也尊重 只要你
不是惡鬼 惡鬼當然我還是尊重你 以前 那些鬼也不
是我殺的 是不動明王跟大力金剛殺的 不是我殺的
其實我對鬼也是滿尊重的 那些鬼在我的光網外面 我

面有不動明王 右邊有阿彌陀佛 底下有金剛薩埵 在
這邊有大威德金剛 下面有所有的土地公 地神 全部
統統都招呼 一路走一路招呼啊！祂們有時候也跟我講
話 一講話 我要立正聽祂們講啊 然後有時候統稱敬
禮諸尊 合掌 然後觀想自己的手掌變化成為千千萬萬
跟祂們禮拜 做頂禮 然後祂們就跟我感應 跟我說
話 忙得很哎 It’s busy
我告訴你喔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就是尊重 你
不要看 大力金剛 是香港︿十方同修會﹀常仁上師那
裡 這一尊我很喜歡 我說要搬到我家去 我要請祂
蓮印在的時候趕快把祂搬上來 本來放在廁所那邊 我
說：﹁你放在廁所那邊 我就給祂搬回家 怎麼叫祂可
以在廁所那邊？﹂他一聽我說 不讓我搬回家 他就搬
到這裡來︵笑︶ 害我每次看著祂這樣 我上來一定跟
祂敬禮 你們看 哪一次我上這個法座沒有跟祂敬禮
過？我直接就上法座嗎？沒有這回事！我一定跟祂敬
禮 這一尊我很喜歡啊 太喜歡了 可是喔 我是﹁尊
重正教分第十二﹂ 師尊是尊重 我畫像也尊重 木雕
也尊重 金屬也尊重 全部尊重 那就是佛啊！
經典我也尊重 所有的法器我都尊重 何況是︻金
剛經︼ 我尊重︻金剛經︼ 我曾經用︻金剛經︼救
鬼 那個九天應元普化天尊在追一個鬼 一直打雷 我
說：﹁外面雷聲這麼響？怎麼回事？﹂我在那邊寫文
章 一個鬼躲在我桌子底下 我就問她：﹁你為什
麼 ？﹂她說：﹁盧師尊 對不起 借我躲一下 ﹂我
說：﹁不行啊！那個雷都打在我家四週哎 到時候我這
個房子被打破了怎麼辦？﹂因為閃電啊 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是我認識的 祂一看是盧師尊的家 還在周圍
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嗡嘛呢唄咪吽

睡覺的時候有一個光網套住的 鬼在外面講：﹁盧師
尊 我要帶祢去舊金山 見我的主人 ﹂居然這樣子喊
哎 跟我這樣講：﹁盧師尊 我現在要來帶祢去舊金
山 見我的主人 ﹂
我說也夠了吧︵臺語︶ 敢這樣
喊我 真是 不久啊 不動明王的寶
劍好像電風扇一樣旋轉 把所來的這
些百千鬼全部統統砍頭 那不是我要
做的 我根本還是躺在床上沒有起
來 真的 大力金剛也是 大力金剛
從我嘴巴出來 真的是那天晚上 他
在光網外面跟我喊：﹁盧師尊 我要
帶祢去舊金山見我的主人 ﹂這樣子
講的 我聽得一清二楚啊！
所以我講實在話 我對鬼還是很
尊重的 對神更尊重 對神也是很尊
重 對所有的正教更加的尊重 真
的 每一次我交朋友我都會問一下：
﹁瑤池金母 我可以交這個朋友
嗎？﹂問一下 祂認為說可以 我才
敢 我都有問過 我不是不尊重 我
都先問過 不然那是我的不好的緣
我如果不問過 那絕對是我不好的
緣 我都先問了 這個就是﹁尊重正
教分第十二﹂ 我們今天只是講它的
題目

雜誌

37
38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沒有的！所以手機根本沒得玩 平板也沒得玩
沒得玩 怎麼笑話也講這麼多？︵笑︶
唉 我講︻金剛經︼吧！

什麼都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 當知
此處 一切世間天 人 阿修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
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 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 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尊重弟子 ﹂
這一段 非常好講 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你知道
嗎？我尊重所有的佛菩薩雕像 不管你是雕像 畫相
不管你是什麼像 是木做的 土做的 瓷器的 金屬
的 我全部合掌 問候祂們 家裡佛菩薩實在是太多
了 ﹁真佛密苑﹂裡面佛菩薩太多了 我就取中間那一
尊來作代表 我碰到蓮師多傑卓勒：﹁敬禮多傑卓勒諸
尊 敬禮高王觀世音菩薩諸尊 敬禮瑤池金母諸尊 敬
禮所有的祖師爺 敬禮所有的童子 敬禮阿彌陀佛 ﹂
我一進去 統稱啊 沒辦法 一進去馬上就這樣子做
早上起來 我床頭就有虎頭金剛 就有瑤池金母
我床頭就放了虎頭金剛跟瑤池金母 我就跟瑤池金母講
Good morning 跟虎頭金剛講Good morning 轉一個身
伊喜措嘉在那裡 就跟伊喜措嘉講說Good morning 然後
跟瑤池金母講Good morning 然後上面有蓮華生大士 下

結果一看一個鬼躲在我書桌底下 我一看這個鬼滿
漂亮的 是美女哎 我說：﹁這樣好了 ﹂她說：﹁盧
師尊救救我！﹂我就從書冊後面拿一本︻金剛經︼ 放
在她的頭頂上 閃電 雷聲就在我家
四週拼命打 拼命打 打了差不多
三 四十下都有 後來就走了
祂把我家的樹打下來一棵 就回
去覆命 說已經打了 我救了這個
鬼 因為我看她太漂亮了 從來沒有
看過那麼漂亮的鬼 世界上有三種漂
亮的 一個是很靚的 很豔的 很麗
的 很麗就是美麗 美麗漂亮 很豔
的 還有一種就是很妖的 這鬼是很
妖的 像妖精的一個鬼 我給她收
了 當成我的侍者 因為實在是太漂
亮了 但是她跟在我旁邊很好 她不
能去做壞事 她以前做壞事做了很
多 所以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追
她 雷公 電母追她 要把她砍劈
就把她劈死 後來我救了她 救了她
以後就把她收在身邊當成侍者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我今天
講尊重 我對佛菩薩 對所有鬼神都
是尊重 但是對鬼神尊重 對鬼也尊
重嗎？沒錯 我對鬼也尊重 只要你
不是惡鬼 惡鬼當然我還是尊重你 以前 那些鬼也不
是我殺的 是不動明王跟大力金剛殺的 不是我殺的
其實我對鬼也是滿尊重的 那些鬼在我的光網外面 我

面有不動明王 右邊有阿彌陀佛 底下有金剛薩埵 在
這邊有大威德金剛 下面有所有的土地公 地神 全部
統統都招呼 一路走一路招呼啊！祂們有時候也跟我講
話 一講話 我要立正聽祂們講啊 然後有時候統稱敬
禮諸尊 合掌 然後觀想自己的手掌變化成為千千萬萬
跟祂們禮拜 做頂禮 然後祂們就跟我感應 跟我說
話 忙得很哎 It’s busy
我告訴你喔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就是尊重 你
不要看 大力金剛 是香港︿十方同修會﹀常仁上師那
裡 這一尊我很喜歡 我說要搬到我家去 我要請祂
蓮印在的時候趕快把祂搬上來 本來放在廁所那邊 我
說：﹁你放在廁所那邊 我就給祂搬回家 怎麼叫祂可
以在廁所那邊？﹂他一聽我說 不讓我搬回家 他就搬
到這裡來︵笑︶ 害我每次看著祂這樣 我上來一定跟
祂敬禮 你們看 哪一次我上這個法座沒有跟祂敬禮
過？我直接就上法座嗎？沒有這回事！我一定跟祂敬
禮 這一尊我很喜歡啊 太喜歡了 可是喔 我是﹁尊
重正教分第十二﹂ 師尊是尊重 我畫像也尊重 木雕
也尊重 金屬也尊重 全部尊重 那就是佛啊！
經典我也尊重 所有的法器我都尊重 何況是︻金
剛經︼ 我尊重︻金剛經︼ 我曾經用︻金剛經︼救
鬼 那個九天應元普化天尊在追一個鬼 一直打雷 我
說：﹁外面雷聲這麼響？怎麼回事？﹂我在那邊寫文
章 一個鬼躲在我桌子底下 我就問她：﹁你為什
麼 ？﹂她說：﹁盧師尊 對不起 借我躲一下 ﹂我
說：﹁不行啊！那個雷都打在我家四週哎 到時候我這
個房子被打破了怎麼辦？﹂因為閃電啊 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是我認識的 祂一看是盧師尊的家 還在周圍
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嗡嘛呢唄咪吽

睡覺的時候有一個光網套住的 鬼在外面講：﹁盧師
尊 我要帶祢去舊金山 見我的主人 ﹂居然這樣子喊
哎 跟我這樣講：﹁盧師尊 我現在要來帶祢去舊金
山 見我的主人 ﹂
我說也夠了吧︵臺語︶ 敢這樣
喊我 真是 不久啊 不動明王的寶
劍好像電風扇一樣旋轉 把所來的這
些百千鬼全部統統砍頭 那不是我要
做的 我根本還是躺在床上沒有起
來 真的 大力金剛也是 大力金剛
從我嘴巴出來 真的是那天晚上 他
在光網外面跟我喊：﹁盧師尊 我要
帶祢去舊金山見我的主人 ﹂這樣子
講的 我聽得一清二楚啊！
所以我講實在話 我對鬼還是很
尊重的 對神更尊重 對神也是很尊
重 對所有的正教更加的尊重 真
的 每一次我交朋友我都會問一下：
﹁瑤池金母 我可以交這個朋友
嗎？﹂問一下 祂認為說可以 我才
敢 我都有問過 我不是不尊重 我
都先問過 不然那是我的不好的緣
我如果不問過 那絕對是我不好的
緣 我都先問了 這個就是﹁尊重正
教分第十二﹂ 我們今天只是講它的
題目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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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密意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人

阿修

乃至四句偈
天

復次須菩提！
隨說是經
等 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
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讀誦
須菩提！
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
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
佛 若尊重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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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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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大
家晚安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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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晚上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幾乎所有
的佛教徒都知道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家都知道西
方三聖││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同時我
們也知道觀世音菩薩的顯化 千百億萬尊的觀世音菩薩
祂有很多很多的化身 其實祂也是過去佛 就是正法名如
來 現前是觀世音菩薩 大家也知道讀過︻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祂不只是顯化 觀世音菩薩去救度眾生 祂任何一
道 任何一種身分 祂都可以變化無窮 你是什麼身 祂
就變化什麼身 然後來度化 在︻普門品︼裡面有祂變化
非常多的身來度化 這種度化我們稱為 就是共事 是
﹁四攝法﹂當中的一種 是共事︵同事︶ 所以觀世音菩
薩是最慈悲 我們稱祂為大慈大悲 而且是無緣大慈 同
體大悲 是最慈悲的菩薩 當眾生在呼喚祂的時候 祂就
會顯化出來 像綠度母跟白度母也都是祂的顯化 整個西
藏地區幾乎都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我講過的

我們講幾個笑話吧 朋友阿吉去年他去算命 算命
先生告訴他 今年他會被一個突然出現的女人傷得很深
於是阿吉今年都不近女色 直到昨天 他被一個從小巷子
突然衝出來的騎著摩托車的大媽撞到 所以他進了醫院
這個也是很準 突然出現的女人傷得很深 他還以為是感
情的事情 這個算命的也是算準
男朋友到我家來吃飯 聊到很晚才走 爸爸就講：
﹁這小子臉皮太厚 為什麼在我們家裡待那麼晚才走？﹂
然後爸爸就對女兒講：﹁你媽媽剛剛對妳說什麼？﹂女兒
回答：﹁媽媽說 怎麼跟妳爸爸當年一樣 死賴著不
走 ﹂

答
雜誌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 師尊您好 弟子今年
十四歲 弟子曾在一次夢中看到師尊 地藏王菩
薩 蓮華生大士和大力金剛顯現 蓮華生大士在夢中給了
弟子幾句教誨 還望師尊證實是否正確？
蓮華生大士說：﹁蓮生尊者 成就具德金剛上師；
地藏菩薩 慈悲大願之本尊；蓮華生大士 成就加持之本
尊；大力金剛 ︿真佛宗﹀之護法大金剛 一切法平等
無有分別 如小河匯合成大江 大江匯合成大海 皆能成
就 ﹂說完 弟子感到十分地安心平靜 不知是否正確？
望師尊解惑

Ｑ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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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四句偈
天

復次須菩提！
隨說是經
等 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
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讀誦
須菩提！
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
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
佛 若尊重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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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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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門 網路上的同門 大
家晚安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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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晚上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幾乎所有
的佛教徒都知道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家都知道西
方三聖││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同時我
們也知道觀世音菩薩的顯化 千百億萬尊的觀世音菩薩
祂有很多很多的化身 其實祂也是過去佛 就是正法名如
來 現前是觀世音菩薩 大家也知道讀過︻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祂不只是顯化 觀世音菩薩去救度眾生 祂任何一
道 任何一種身分 祂都可以變化無窮 你是什麼身 祂
就變化什麼身 然後來度化 在︻普門品︼裡面有祂變化
非常多的身來度化 這種度化我們稱為 就是共事 是
﹁四攝法﹂當中的一種 是共事︵同事︶ 所以觀世音菩
薩是最慈悲 我們稱祂為大慈大悲 而且是無緣大慈 同
體大悲 是最慈悲的菩薩 當眾生在呼喚祂的時候 祂就
會顯化出來 像綠度母跟白度母也都是祂的顯化 整個西
藏地區幾乎都是四臂觀音的道場 我講過的

我們講幾個笑話吧 朋友阿吉去年他去算命 算命
先生告訴他 今年他會被一個突然出現的女人傷得很深
於是阿吉今年都不近女色 直到昨天 他被一個從小巷子
突然衝出來的騎著摩托車的大媽撞到 所以他進了醫院
這個也是很準 突然出現的女人傷得很深 他還以為是感
情的事情 這個算命的也是算準
男朋友到我家來吃飯 聊到很晚才走 爸爸就講：
﹁這小子臉皮太厚 為什麼在我們家裡待那麼晚才走？﹂
然後爸爸就對女兒講：﹁你媽媽剛剛對妳說什麼？﹂女兒
回答：﹁媽媽說 怎麼跟妳爸爸當年一樣 死賴著不
走 ﹂

答
雜誌

我們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 師尊您好 弟子今年
十四歲 弟子曾在一次夢中看到師尊 地藏王菩
薩 蓮華生大士和大力金剛顯現 蓮華生大士在夢中給了
弟子幾句教誨 還望師尊證實是否正確？
蓮華生大士說：﹁蓮生尊者 成就具德金剛上師；
地藏菩薩 慈悲大願之本尊；蓮華生大士 成就加持之本
尊；大力金剛 ︿真佛宗﹀之護法大金剛 一切法平等
無有分別 如小河匯合成大江 大江匯合成大海 皆能成
就 ﹂說完 弟子感到十分地安心平靜 不知是否正確？
望師尊解惑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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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蓮華生大士跟他講的話：﹁蓮生尊者 成
就具德金剛上師﹂這一句我沒有意見 ﹁地藏菩薩 慈悲
大願之本尊﹂我們曉得我們常常念﹁南摩大願地藏菩
薩﹂ 其實大慈大悲 所有的菩薩都是大慈大悲 只要是
菩薩一定是大慈大悲 ﹁地藏菩薩 慈悲大願之本尊﹂發
的願望最大就是地藏菩薩 祂的這個﹁地獄不空 誓不成
佛﹂這個願最大 所以我們稱為大願地藏王菩薩
菩薩本來就慈悲 菩薩為什麼有分別？是因為清淨
的分別 所以菩薩有十地 十地菩薩 第一地菩薩 就是
歡喜地菩薩 第十地菩薩是法雲地菩薩 另外還有不動地
菩薩 第八地是不動地 不用講第幾地 反正祂都有名
稱 各個都有名稱 是因為他從初地到十地 清淨的過程
分為十地 但是所謂的菩薩就是︻金剛經︼裡面講的無我
相 但是祂為眾生付出 沒有因為什麼 為眾生不為什
麼 不是因為自己而是為眾生 所以這個就是慈悲 ﹁地
藏菩薩 慈悲大願之本尊﹂我非常的贊同 非常的贊同
﹁蓮華生大士 成就加持之本尊﹂沒有錯 我講
過 蓮華生大士 什麼是大士？兩個字 大士就是菩薩
我們有時候稱呼觀世音菩薩叫做觀音大士 蓮華生大士就
是從蓮花化生的菩薩 所以祂金剛號就是海生金剛 祂是
在達賴郭嘯海蓮花上化生的 所以稱為﹁海生金剛﹂ 祂
的成就非常的大 因為祂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也是加持的
本身 當然是加持的本尊 師尊每天晚上要念祂 祈求祂
的加持 ﹁嗡 阿 吽 別炸 古魯 貝嗎悉地 吽
些 ﹂︵三遍︶
蓮華生大士本身是成就者 又是加持的本尊 祂也
是蓮花童子 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從蓮花出生的當然是蓮
花童子 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有講 祂是釋迦牟尼
佛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的化身 身口意 身是阿彌陀

要看它 它不見 這是修行的過程
﹁第三眼有時候會自然開啟 半睡半醒之間突然間
睜開 頭一次發生的時候 我感到害怕 我不確定我是否
準備好看他 但有時好奇想看他 又沒有 ﹂我告訴你
不用害怕 你害怕什麼？反正你躺著又不會掉到地底下
也不會掉下床 你就是在床上 你怕什麼？看到什麼都不
用怕 自然而然的 不用害怕也不會怎麼樣
﹁如果有一天第三眼睛完全睜開了 第一件事應該
做什麼？接下來需要做什麼？﹂我怎麼知道？那是你的
事 不是我的事 你問我 我就帶你去看鳥 關我什麼鳥
事？對不對 那是你的事 你第一件事情應該做什麼？接
下來需要做什麼？打開讓你看見什麼？到時候你自然明
白 你自然什麼都看見 你也可能心開意解 有時候會有
本尊來加持你 那是好的現象 好的
修行就是這樣子 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每個人不
一樣 師尊是過來人 所以可以跟你講 你真正有意要
看 反而看不到 有時候它自然就來了 等你能夠完全清
楚明白了 就表示你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清淨了自己的
心
我以前學測量 ﹁月掩星觀測﹂是觀察天上的星
星 格林威治時間 哪一個星要通過你的天空 在天文的
瞭望鏡裡面 底下有水銀 有幾條線在那裡 那一顆星出
現 是一等星 二等星 三等星 是四等星 以它的光度
來分別幾等星 然後它會通過 從你的天文台的瞭望鏡裡
面通過 幾等星通過 然後查看格林威治的時間 那個格
林威治的時間 在這個時間裡面 通過的星叫什麼名字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有一顆星通過了 但是格林威
治的時間查不出來 那是什麼星？它沒有登記 那麼那一

佛 口是觀世音菩薩 意是釋迦牟尼佛 所以祂是蓮華生
大士 是成就加持之本尊 大力金剛﹁嘛哈巴拉﹂是︿真
佛宗﹀中的護法 大金剛 這個也是沒有錯的
﹁一切法平等 無有分別 如小河匯合成大江 大
江匯合成大海 皆能成就 ﹂這句話也是很正確的 一切
法平等 你以後看了︻金剛經︼ 你就知道法法平等 宗
宗平等 無法無宗 一切平等 這句話非常正確 你覺得
十分的安心平靜 當然是正確 很好 你才十四歲 蓮華
生大士能夠這樣子跟你講 真的是萬歲

Ｑ

問題二：馬來西亞的弟子問 已有多年的時間
我的第三眼有時候會自然開啟 且每次總在我半
睡半醒之間逐漸睜開 頭一次發生時 我感到害怕 我不
確定我是否準備好看它 但有時好奇想看時 卻很快消失
了 請問師尊 如若有一天我的第三隻眼睛完全睜開時
第一件事應做什麼？接下來又需做什麼？這到底是什麼意
思？謝謝師尊！
回答二：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 有時候看
到光 有時候看不見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我已
經過 他的這個現象我也經過 我拼命想看的時候 它不
見 這是我的過程 我不想看的時候 它突然出現 好像
你在打坐 你今天特別想要看光 眼睛閉著 一片黑嘛
嘛 歐巴馬 台灣話﹁歐麻麻﹂ 都是烏黑一片 什麼也
沒有 觀想它光明出現 它也不出現
有時候不想看 根本就不想看 眼睛閉著 隨意而
坐 眼前一直閃著燈 一直閃 一點 一點的星光一直
閃 然後再來變成一條直線畫 一條 一條 一條 一條
自然它就出現 中間一個圈 光明顯現出來 裡面有本尊
出現 就是這樣子 並不是有意要看它 它出現；你有意

顆星就可以命名是﹁盧勝彥星﹂ 你自己把它記錄下來
哪一個時間通過 有一顆星是在格林威治時間裡面 應該
通過的星 而沒有名字的 都有名字 很神奇的事情 也
是很神奇 這個科學天文能夠知道哪一顆星要通過 在哪
一個時間要通過 為什麼會那麼清楚？就是水銀鋪在那
裡 瞭望鏡底下就是水銀 能夠反射哪一顆星星通過 我
們在觀察當中看到了一個星星通過那四條線 一查時間
叫什麼星的名字 幾等星都有記載
所以當你的心像水銀一樣的平 你能夠反映出你要
看見的 也不用做什麼 我們觀察 然後有時候佛菩薩會
給你加持 有時候會給你鼓勵 有時候會給你靈感
媽媽對小明跟小珠講：﹁今天開始誰最聽媽媽的
話 媽媽就給他十塊錢 ﹂兩個小孩當中的小明就講：
﹁不公平 ﹂媽媽問：﹁為什麼不公平？﹂小明講：﹁拿
獎金的一定是爸爸 因為他最聽妳的話 ﹂一般小孩子不
一定聽媽媽的話
小明到醫院做身體檢查 醫生：﹁先生 非常遺
憾 你沒有生殖的能力 ﹂小明聽了以後 就不停的拍
桌 撞牆 而且怒飆髒話 醫生：﹁先生 你沒有生殖的
能力並不是我的錯 你撞我的牆 拍我的桌做什麼？﹂小
明回答：﹁不是 我是在氣我自己這幾年來 浪費這麼多
的保險套 ﹂

好啦 我們現在講︻金剛經︼ 進入主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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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蓮華生大士跟他講的話：﹁蓮生尊者 成
就具德金剛上師﹂這一句我沒有意見 ﹁地藏菩薩 慈悲
大願之本尊﹂我們曉得我們常常念﹁南摩大願地藏菩
薩﹂ 其實大慈大悲 所有的菩薩都是大慈大悲 只要是
菩薩一定是大慈大悲 ﹁地藏菩薩 慈悲大願之本尊﹂發
的願望最大就是地藏菩薩 祂的這個﹁地獄不空 誓不成
佛﹂這個願最大 所以我們稱為大願地藏王菩薩
菩薩本來就慈悲 菩薩為什麼有分別？是因為清淨
的分別 所以菩薩有十地 十地菩薩 第一地菩薩 就是
歡喜地菩薩 第十地菩薩是法雲地菩薩 另外還有不動地
菩薩 第八地是不動地 不用講第幾地 反正祂都有名
稱 各個都有名稱 是因為他從初地到十地 清淨的過程
分為十地 但是所謂的菩薩就是︻金剛經︼裡面講的無我
相 但是祂為眾生付出 沒有因為什麼 為眾生不為什
麼 不是因為自己而是為眾生 所以這個就是慈悲 ﹁地
藏菩薩 慈悲大願之本尊﹂我非常的贊同 非常的贊同
﹁蓮華生大士 成就加持之本尊﹂沒有錯 我講
過 蓮華生大士 什麼是大士？兩個字 大士就是菩薩
我們有時候稱呼觀世音菩薩叫做觀音大士 蓮華生大士就
是從蓮花化生的菩薩 所以祂金剛號就是海生金剛 祂是
在達賴郭嘯海蓮花上化生的 所以稱為﹁海生金剛﹂ 祂
的成就非常的大 因為祂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也是加持的
本身 當然是加持的本尊 師尊每天晚上要念祂 祈求祂
的加持 ﹁嗡 阿 吽 別炸 古魯 貝嗎悉地 吽
些 ﹂︵三遍︶
蓮華生大士本身是成就者 又是加持的本尊 祂也
是蓮花童子 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從蓮花出生的當然是蓮
花童子 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所以有講 祂是釋迦牟尼
佛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佛的化身 身口意 身是阿彌陀

要看它 它不見 這是修行的過程
﹁第三眼有時候會自然開啟 半睡半醒之間突然間
睜開 頭一次發生的時候 我感到害怕 我不確定我是否
準備好看他 但有時好奇想看他 又沒有 ﹂我告訴你
不用害怕 你害怕什麼？反正你躺著又不會掉到地底下
也不會掉下床 你就是在床上 你怕什麼？看到什麼都不
用怕 自然而然的 不用害怕也不會怎麼樣
﹁如果有一天第三眼睛完全睜開了 第一件事應該
做什麼？接下來需要做什麼？﹂我怎麼知道？那是你的
事 不是我的事 你問我 我就帶你去看鳥 關我什麼鳥
事？對不對 那是你的事 你第一件事情應該做什麼？接
下來需要做什麼？打開讓你看見什麼？到時候你自然明
白 你自然什麼都看見 你也可能心開意解 有時候會有
本尊來加持你 那是好的現象 好的
修行就是這樣子 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每個人不
一樣 師尊是過來人 所以可以跟你講 你真正有意要
看 反而看不到 有時候它自然就來了 等你能夠完全清
楚明白了 就表示你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清淨了自己的
心
我以前學測量 ﹁月掩星觀測﹂是觀察天上的星
星 格林威治時間 哪一個星要通過你的天空 在天文的
瞭望鏡裡面 底下有水銀 有幾條線在那裡 那一顆星出
現 是一等星 二等星 三等星 是四等星 以它的光度
來分別幾等星 然後它會通過 從你的天文台的瞭望鏡裡
面通過 幾等星通過 然後查看格林威治的時間 那個格
林威治的時間 在這個時間裡面 通過的星叫什麼名字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有一顆星通過了 但是格林威
治的時間查不出來 那是什麼星？它沒有登記 那麼那一

佛 口是觀世音菩薩 意是釋迦牟尼佛 所以祂是蓮華生
大士 是成就加持之本尊 大力金剛﹁嘛哈巴拉﹂是︿真
佛宗﹀中的護法 大金剛 這個也是沒有錯的
﹁一切法平等 無有分別 如小河匯合成大江 大
江匯合成大海 皆能成就 ﹂這句話也是很正確的 一切
法平等 你以後看了︻金剛經︼ 你就知道法法平等 宗
宗平等 無法無宗 一切平等 這句話非常正確 你覺得
十分的安心平靜 當然是正確 很好 你才十四歲 蓮華
生大士能夠這樣子跟你講 真的是萬歲

Ｑ

問題二：馬來西亞的弟子問 已有多年的時間
我的第三眼有時候會自然開啟 且每次總在我半
睡半醒之間逐漸睜開 頭一次發生時 我感到害怕 我不
確定我是否準備好看它 但有時好奇想看時 卻很快消失
了 請問師尊 如若有一天我的第三隻眼睛完全睜開時
第一件事應做什麼？接下來又需做什麼？這到底是什麼意
思？謝謝師尊！
回答二：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 有時候看
到光 有時候看不見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我已
經過 他的這個現象我也經過 我拼命想看的時候 它不
見 這是我的過程 我不想看的時候 它突然出現 好像
你在打坐 你今天特別想要看光 眼睛閉著 一片黑嘛
嘛 歐巴馬 台灣話﹁歐麻麻﹂ 都是烏黑一片 什麼也
沒有 觀想它光明出現 它也不出現
有時候不想看 根本就不想看 眼睛閉著 隨意而
坐 眼前一直閃著燈 一直閃 一點 一點的星光一直
閃 然後再來變成一條直線畫 一條 一條 一條 一條
自然它就出現 中間一個圈 光明顯現出來 裡面有本尊
出現 就是這樣子 並不是有意要看它 它出現；你有意

顆星就可以命名是﹁盧勝彥星﹂ 你自己把它記錄下來
哪一個時間通過 有一顆星是在格林威治時間裡面 應該
通過的星 而沒有名字的 都有名字 很神奇的事情 也
是很神奇 這個科學天文能夠知道哪一顆星要通過 在哪
一個時間要通過 為什麼會那麼清楚？就是水銀鋪在那
裡 瞭望鏡底下就是水銀 能夠反射哪一顆星星通過 我
們在觀察當中看到了一個星星通過那四條線 一查時間
叫什麼星的名字 幾等星都有記載
所以當你的心像水銀一樣的平 你能夠反映出你要
看見的 也不用做什麼 我們觀察 然後有時候佛菩薩會
給你加持 有時候會給你鼓勵 有時候會給你靈感
媽媽對小明跟小珠講：﹁今天開始誰最聽媽媽的
話 媽媽就給他十塊錢 ﹂兩個小孩當中的小明就講：
﹁不公平 ﹂媽媽問：﹁為什麼不公平？﹂小明講：﹁拿
獎金的一定是爸爸 因為他最聽妳的話 ﹂一般小孩子不
一定聽媽媽的話
小明到醫院做身體檢查 醫生：﹁先生 非常遺
憾 你沒有生殖的能力 ﹂小明聽了以後 就不停的拍
桌 撞牆 而且怒飆髒話 醫生：﹁先生 你沒有生殖的
能力並不是我的錯 你撞我的牆 拍我的桌做什麼？﹂小
明回答：﹁不是 我是在氣我自己這幾年來 浪費這麼多
的保險套 ﹂

好啦 我們現在講︻金剛經︼ 進入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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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是塔 你說是在天竺嗎？在天竺你造了一個塔出
來 天竺有很多佛塔 每一個佛塔裡面都有佛的舍利
那是佛的意 所以我們尊重佛的身 佛的口 佛的意
經典 法 就是佛的口 身 就是佛像跟各個本尊
意 是佛的塔
佛經裡面有提到 只要是塔就等於佛在裡面 那是
佛的意 舍利子就是佛的意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
不只是敬重而已 還能夠受持讀誦 你在誦這個經的時
候 在讀這個經的時候 在持﹁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的時候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
第一希有之法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是第一希有之法 所以︻金剛經︼被稱為第一希有
之經 就是在這裡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只要有︻金剛經︼的地方就是
有佛 經典所在的地方 就是有佛 也就是尊重正教的
弟子 很多人讀︻金剛經︼ 讀到最後一句 師尊從最
後一句講起 若尊重弟子是什麼意思？沒有人答得出
來 為什麼弟子要尊重啊？不是！你本人就是尊重弟
子 尊重佛的身 佛的口 佛的意的弟子；尊重︻金剛
經︼的弟子；尊重﹁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的弟子 這一段 這樣大家明明白白 ︵眾鼓
掌︶
像我們學佛的人看到佛塔 也要合掌 不管大塔
小塔 師尊去過Korea八公山那個地方有佛塔 因為很多
人在堆小佛塔在旁邊 用石頭撿一些石頭 大的石頭在
底下 再來中的石頭 最上面是小的石頭 做一個小佛
塔 去那裡堆 滿地上很多地方都是小塔 都是石頭疊
起來的 一個塔 一個塔
為什麼要疊這個塔？因為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 當知
此處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
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
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
尊重弟子 ﹂
尊重正教 什麼是正教？師尊告訴你︻金剛經︼裡
面講的四個偈││﹁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就是佛陀的正教 你一定要尊重﹁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裡講的 復次：﹁須
菩提！
很多人問師尊 什麼是若尊重弟子？弟子還
要尊重嗎？其實這一句很多人問師尊 什麼是若尊重弟
子？好啦 師尊要問大家 尊重弟子是什麼意思？你講
什麼？︵廣東話︶什麼是尊重弟子？有人舉手嗎？這邊
有很多念珠 什麼是若尊重弟子？很多人讀︻金剛
經︼ 讀到這裡若尊重弟子 什麼意思？沒有人舉手
好啦 我講 很簡單 若尊重弟子 也就是尊重正教的
弟子 不過是加幾個字而已啊
若尊重正教的弟子 就是尊重弟子 並不是說﹁我
要去尊重我的弟子﹂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他本來就
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的 很
easy so easy 不過你們拿不到 讀︻金剛經︼ 你們
大家都讀的啊 超度也讀 喜事也讀 喪事也讀 平時
都在讀 這幾個字 若尊重弟子就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也就是尊重弟子 你就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你已經是尊
重弟子 這樣明白嗎？後面這一句 ︵眾鼓掌︶
很多人問 你讀︻金剛經︼ 大家都讀過 對不
對？大家都讀過 一品 一品的這樣子讀 最後這幾個

他們敬重佛塔 寶塔裡面就有舍利 若有塔的地方就等
於有佛 塔的周圍 很多人疊出來的小塔 去到那裡
我們都合掌 看到佛的相 合掌頂禮；看到經典所在之
處 合掌頂禮；看到有塔 合掌頂禮 因為佛相就是佛
的身 經典就是佛的口 看到的塔就是佛的意念 對於
佛的身口意 我們都要很尊重
所以我們看這一段 師尊這樣子講了 大家都很清
楚 都很明白 要尊重正教 這個我們都是屬於尊重的
弟子 尊重佛的身口意 密教常常講身口意 我們用清
淨修行的身 口 意 來尊重佛的身 口 意 如果你
能夠這樣子的尊重 就是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其實
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裡有一個笑話 ﹁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惑解不
開 你能夠幫我嗎？﹂朋友問：﹁你怎麼了？﹂他的問
題是﹁龍蝦算是蝦嗎？﹂朋友答：﹁難道他是龍嗎？﹂
不算是蝦 難道牠是龍嗎？這有意思啊 這個跟︻金剛
經︼裡面很像 ﹁若尊重弟子﹂ 你就是尊重的弟子
嘛 這麼簡單回答 你看沒有人能夠拿到這個手珠 就
是在這裡啊
這個是普通話的笑話 連續不斷的下雨 每一天都
下雨 司機接了董事長去公司 董事長一進公司馬上跟
秘書講：﹁開除濕機 ﹂下班的時候 董事長等不到司
機 打電話問秘書：﹁司機呢？﹂秘書講說：﹁你早上
不是要開除司機嗎？﹂董事長講：﹁夭壽啊！林北是叫
你開除濕機 要把濕氣拿掉的那個機器啦！﹂開除濕
機 這是誤解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字居然會不明白 你就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這裡講到
要尊重什麼？重要的 佛陀所教的法就是正教 ︻金剛
經︼裡面講的是什麼？﹁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必須要尊重
這裡﹁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皆
應供養﹂ 我們曉得天 是欲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
天 這三天的天人 甚至阿修羅是六道之一 都要供
養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都要供
養 如同佛的塔廟 佛你要供養 塔也要供養 廟也要
供養 像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眾生進來 他拿供品
進來就是供養
在密教裡面告訴大家 我們供養什麼？佛的身體
佛的口 佛的意念 身口意 如來的身口意 你都要供
養 什麼是佛的身？祂有象徵的 在我們頭上坐的有七
尊佛 你看見了就要合掌││﹁稽首皈依蘇悉地﹂︵台
灣話︶ 合掌 像師尊一樣的 每一次進到︿西雅圖雷
藏寺﹀的餐館 我一定合掌 賓頭盧 南摩本師釋迦牟
尼佛 一定合掌 因為那個就是賓頭盧 賓頭盧坐在上
面 後面的唐卡是釋迦牟尼佛 就一定合掌 吃完飯出
來 看到了也一定要合掌 這就是敬重佛的身 因為祂
象徵著佛的身 上面有七佛 底下有所有的本尊跟護
法 全部要敬重 都要合掌恭敬 這個就是供養 合掌
也是供養 那是佛的身相
另外要供養 什麼是佛的口？經典 佛所說的法
你一定要尊重 經典 尤其是︻金剛經︼ 這裡講 如
佛塔廟 裡面有佛的身 還有佛的經典 口 你要敬重
佛的口 口就是法 法是什麼？就是經典 佛陀所講的
經典 什麼是塔？佛的舍利 也就是意 佛的意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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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是塔 你說是在天竺嗎？在天竺你造了一個塔出
來 天竺有很多佛塔 每一個佛塔裡面都有佛的舍利
那是佛的意 所以我們尊重佛的身 佛的口 佛的意
經典 法 就是佛的口 身 就是佛像跟各個本尊
意 是佛的塔
佛經裡面有提到 只要是塔就等於佛在裡面 那是
佛的意 舍利子就是佛的意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
不只是敬重而已 還能夠受持讀誦 你在誦這個經的時
候 在讀這個經的時候 在持﹁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的時候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
第一希有之法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是第一希有之法 所以︻金剛經︼被稱為第一希有
之經 就是在這裡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只要有︻金剛經︼的地方就是
有佛 經典所在的地方 就是有佛 也就是尊重正教的
弟子 很多人讀︻金剛經︼ 讀到最後一句 師尊從最
後一句講起 若尊重弟子是什麼意思？沒有人答得出
來 為什麼弟子要尊重啊？不是！你本人就是尊重弟
子 尊重佛的身 佛的口 佛的意的弟子；尊重︻金剛
經︼的弟子；尊重﹁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的弟子 這一段 這樣大家明明白白 ︵眾鼓
掌︶
像我們學佛的人看到佛塔 也要合掌 不管大塔
小塔 師尊去過Korea八公山那個地方有佛塔 因為很多
人在堆小佛塔在旁邊 用石頭撿一些石頭 大的石頭在
底下 再來中的石頭 最上面是小的石頭 做一個小佛
塔 去那裡堆 滿地上很多地方都是小塔 都是石頭疊
起來的 一個塔 一個塔
為什麼要疊這個塔？因為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 當知
此處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皆應供養 如佛塔
廟 何況有人 盡能受持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
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 若
尊重弟子 ﹂
尊重正教 什麼是正教？師尊告訴你︻金剛經︼裡
面講的四個偈││﹁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就是佛陀的正教 你一定要尊重﹁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裡講的 復次：﹁須
菩提！
很多人問師尊 什麼是若尊重弟子？弟子還
要尊重嗎？其實這一句很多人問師尊 什麼是若尊重弟
子？好啦 師尊要問大家 尊重弟子是什麼意思？你講
什麼？︵廣東話︶什麼是尊重弟子？有人舉手嗎？這邊
有很多念珠 什麼是若尊重弟子？很多人讀︻金剛
經︼ 讀到這裡若尊重弟子 什麼意思？沒有人舉手
好啦 我講 很簡單 若尊重弟子 也就是尊重正教的
弟子 不過是加幾個字而已啊
若尊重正教的弟子 就是尊重弟子 並不是說﹁我
要去尊重我的弟子﹂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他本來就
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的 很
easy so easy 不過你們拿不到 讀︻金剛經︼ 你們
大家都讀的啊 超度也讀 喜事也讀 喪事也讀 平時
都在讀 這幾個字 若尊重弟子就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也就是尊重弟子 你就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你已經是尊
重弟子 這樣明白嗎？後面這一句 ︵眾鼓掌︶
很多人問 你讀︻金剛經︼ 大家都讀過 對不
對？大家都讀過 一品 一品的這樣子讀 最後這幾個

他們敬重佛塔 寶塔裡面就有舍利 若有塔的地方就等
於有佛 塔的周圍 很多人疊出來的小塔 去到那裡
我們都合掌 看到佛的相 合掌頂禮；看到經典所在之
處 合掌頂禮；看到有塔 合掌頂禮 因為佛相就是佛
的身 經典就是佛的口 看到的塔就是佛的意念 對於
佛的身口意 我們都要很尊重
所以我們看這一段 師尊這樣子講了 大家都很清
楚 都很明白 要尊重正教 這個我們都是屬於尊重的
弟子 尊重佛的身口意 密教常常講身口意 我們用清
淨修行的身 口 意 來尊重佛的身 口 意 如果你
能夠這樣子的尊重 就是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其實
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這裡有一個笑話 ﹁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惑解不
開 你能夠幫我嗎？﹂朋友問：﹁你怎麼了？﹂他的問
題是﹁龍蝦算是蝦嗎？﹂朋友答：﹁難道他是龍嗎？﹂
不算是蝦 難道牠是龍嗎？這有意思啊 這個跟︻金剛
經︼裡面很像 ﹁若尊重弟子﹂ 你就是尊重的弟子
嘛 這麼簡單回答 你看沒有人能夠拿到這個手珠 就
是在這裡啊
這個是普通話的笑話 連續不斷的下雨 每一天都
下雨 司機接了董事長去公司 董事長一進公司馬上跟
秘書講：﹁開除濕機 ﹂下班的時候 董事長等不到司
機 打電話問秘書：﹁司機呢？﹂秘書講說：﹁你早上
不是要開除司機嗎？﹂董事長講：﹁夭壽啊！林北是叫
你開除濕機 要把濕氣拿掉的那個機器啦！﹂開除濕
機 這是誤解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字居然會不明白 你就是尊重正教的弟子 這裡講到
要尊重什麼？重要的 佛陀所教的法就是正教 ︻金剛
經︼裡面講的是什麼？﹁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必須要尊重
這裡﹁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皆
應供養﹂ 我們曉得天 是欲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
天 這三天的天人 甚至阿修羅是六道之一 都要供
養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都要供
養 如同佛的塔廟 佛你要供養 塔也要供養 廟也要
供養 像我們︿西雅圖雷藏寺﹀ 眾生進來 他拿供品
進來就是供養
在密教裡面告訴大家 我們供養什麼？佛的身體
佛的口 佛的意念 身口意 如來的身口意 你都要供
養 什麼是佛的身？祂有象徵的 在我們頭上坐的有七
尊佛 你看見了就要合掌││﹁稽首皈依蘇悉地﹂︵台
灣話︶ 合掌 像師尊一樣的 每一次進到︿西雅圖雷
藏寺﹀的餐館 我一定合掌 賓頭盧 南摩本師釋迦牟
尼佛 一定合掌 因為那個就是賓頭盧 賓頭盧坐在上
面 後面的唐卡是釋迦牟尼佛 就一定合掌 吃完飯出
來 看到了也一定要合掌 這就是敬重佛的身 因為祂
象徵著佛的身 上面有七佛 底下有所有的本尊跟護
法 全部要敬重 都要合掌恭敬 這個就是供養 合掌
也是供養 那是佛的身相
另外要供養 什麼是佛的口？經典 佛所說的法
你一定要尊重 經典 尤其是︻金剛經︼ 這裡講 如
佛塔廟 裡面有佛的身 還有佛的經典 口 你要敬重
佛的口 口就是法 法是什麼？就是經典 佛陀所講的
經典 什麼是塔？佛的舍利 也就是意 佛的意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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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密意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當何名此經？
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
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
以是名字 汝當奉持
所以者何？
須菩提！
佛說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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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
母大天尊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
點 是﹁大威德金剛護摩法會﹂ 祂的心咒﹁嗡 耶媽打
嘎 吽呸 嗡 絀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這大
威德金剛 祂的手印 兩手交縛豎中指抵觸 這個手印
︵師尊示範︶大威德金剛在藏密是非常有名 有一本書叫
做︽大威德之光︾ 以前我介紹過 是熱羅上師祂主修大
威德金剛 祂一生非常的傳奇 祂是從西藏的地方徒步一
直到了尼泊爾 那時候去禮拜師父 到最後求得﹁大威德
金剛法﹂ 後來祂所做的一切 全部在︽大威德之光︾這
一本書裡面 成就非常大的
我記得 以前我剛剛請到大威德金剛的時候 供在我
自己的房間 祈求大威德金剛來的時候 哇！整個海洋全
部震動 整個大海全部震動 大威德出現的時候 整個大
海全部震動 威力無窮 在金剛法當中 大威德金剛祂的
威力是很大的 因為有兩個傳說 第一個 在日本東密
大威德金剛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是阿彌陀佛的教令

輪 在藏密 祂是文殊師利菩薩進入閻魔法王的身變化出
來的大威德金剛
文殊菩薩 大家知道的 祂威力無窮 在香巴拉
國 大家知道的香巴拉國 第一任的具種王就是文殊師利
菩薩 可以講香巴拉國的國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二具
種王就是白蓮花王 香巴拉國的第二具種王是白蓮花王
所以文殊師利菩薩 阿彌陀佛 白蓮花王
大威德金剛祂是師尊的護法 所以可以降伏一切
大威德金剛可以降伏一切 所有的四魔 所謂的天魔 死
魔 煩惱魔 病魔都可以降伏 這一尊的威力非常 所以
叫做怖畏金剛 怖畏 ﹁怖﹂是恐怖的怖 ﹁畏﹂是畏懼
的畏 怖畏金剛 你們看過︽大威德之光︾的舉手 怎麼
只有一個人舉手？沒關係 大威德金剛一定有很多的同門
護持的 我現在不再講要大家主祈 不要再講了 大家做
功德主也可以
另外 加拿大蓮花玉嬋她有來 加拿大Calgary的蓮
花玉嬋 她常常為她的爸爸 媽媽做主祈 她的爸爸跟媽
媽在遷化以後 她的爸爸跟她的媽媽都有很漂亮的舍利
子 尤其她的母親 六年前她就中風了 也不識字 看不
懂經文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蓮花玉嬋給她每一次在這邊
的護摩報名 給她的媽媽做主祈 她的爸爸做主祈 結果
憑著她的孝心就感動了天 他們往生以後留下的都是舍利
子 父親 母親都是 很漂亮的
蓮花玉嬋她把舍利子的照片都給我看 舍利子的照
片非常漂亮 非常的晶瑩 亮麗 父親 母親都有舍利
子 非常好的 所以我也不用講主祈有什麼好處啦 做功
德主有什麼好處啦 她每一場都主祈 每一場都做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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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當何名此經？
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
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
以是名字 汝當奉持
所以者何？
須菩提！
佛說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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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
母大天尊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
點 是﹁大威德金剛護摩法會﹂ 祂的心咒﹁嗡 耶媽打
嘎 吽呸 嗡 絀利 卡拉魯帕 吽 堪 梭哈 ﹂這大
威德金剛 祂的手印 兩手交縛豎中指抵觸 這個手印
︵師尊示範︶大威德金剛在藏密是非常有名 有一本書叫
做︽大威德之光︾ 以前我介紹過 是熱羅上師祂主修大
威德金剛 祂一生非常的傳奇 祂是從西藏的地方徒步一
直到了尼泊爾 那時候去禮拜師父 到最後求得﹁大威德
金剛法﹂ 後來祂所做的一切 全部在︽大威德之光︾這
一本書裡面 成就非常大的
我記得 以前我剛剛請到大威德金剛的時候 供在我
自己的房間 祈求大威德金剛來的時候 哇！整個海洋全
部震動 整個大海全部震動 大威德出現的時候 整個大
海全部震動 威力無窮 在金剛法當中 大威德金剛祂的
威力是很大的 因為有兩個傳說 第一個 在日本東密
大威德金剛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是阿彌陀佛的教令

輪 在藏密 祂是文殊師利菩薩進入閻魔法王的身變化出
來的大威德金剛
文殊菩薩 大家知道的 祂威力無窮 在香巴拉
國 大家知道的香巴拉國 第一任的具種王就是文殊師利
菩薩 可以講香巴拉國的國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二具
種王就是白蓮花王 香巴拉國的第二具種王是白蓮花王
所以文殊師利菩薩 阿彌陀佛 白蓮花王
大威德金剛祂是師尊的護法 所以可以降伏一切
大威德金剛可以降伏一切 所有的四魔 所謂的天魔 死
魔 煩惱魔 病魔都可以降伏 這一尊的威力非常 所以
叫做怖畏金剛 怖畏 ﹁怖﹂是恐怖的怖 ﹁畏﹂是畏懼
的畏 怖畏金剛 你們看過︽大威德之光︾的舉手 怎麼
只有一個人舉手？沒關係 大威德金剛一定有很多的同門
護持的 我現在不再講要大家主祈 不要再講了 大家做
功德主也可以
另外 加拿大蓮花玉嬋她有來 加拿大Calgary的蓮
花玉嬋 她常常為她的爸爸 媽媽做主祈 她的爸爸跟媽
媽在遷化以後 她的爸爸跟她的媽媽都有很漂亮的舍利
子 尤其她的母親 六年前她就中風了 也不識字 看不
懂經文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蓮花玉嬋給她每一次在這邊
的護摩報名 給她的媽媽做主祈 她的爸爸做主祈 結果
憑著她的孝心就感動了天 他們往生以後留下的都是舍利
子 父親 母親都是 很漂亮的
蓮花玉嬋她把舍利子的照片都給我看 舍利子的照
片非常漂亮 非常的晶瑩 亮麗 父親 母親都有舍利
子 非常好的 所以我也不用講主祈有什麼好處啦 做功
德主有什麼好處啦 她每一場都主祈 每一場都做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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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為什麼叫我回家等？﹂高僧講：﹁你紋身 刺青
什麼都可以紋 就是不能紋唐僧 ﹂他問說：﹁為什
麼？﹂﹁因為唐僧他在︽西遊記︾裡面有九九八十一個災
難 你現在才三個災難而已啊 回去好好等 ﹂這也是一
個笑話
在學校教室裡 小明把頭靠在椅子上 他不聽課
老師很關心地問：﹁你又生病了？﹂小明頭也不抬 他
講：﹁是的 頭痛 ﹂老師講說：﹁你可以去請校醫給你
證明 醫生給你證明書 你就可以回家休息 ﹂小明講：
﹁就是因為醫生不開證明 所以頭痛 ﹂小明很聰明

我們進入主題
問題一：Mainland China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師
尊開示說過 瑤池金母是大羅金仙 位同如佛
師尊又在文集中寫過 曾經見到金母顯現成佛的樣子給師
尊看 弟子閱讀到這篇文章 心中深感金母所化現的佛
即是偉大的阿彌陀佛 西方阿彌陀佛與西方金母乃同體
只是在佛 道兩教化現成為不同的形象度化眾生 所以請
問師尊 金母化現的佛是否就是阿彌陀佛 兩個本尊是否
屬於同體而不同化現？感恩師尊
回答一：它是這樣子 他認為金母所化現的佛是偉
大的阿彌陀佛 兩個都是在西方 一個是在西方極樂世
界 一個是在西方的崑崙山罡風之上瑤池仙境 兩個本尊
是不是屬於同體而不同的化現？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Ｑ

主 往生以後 她的爸爸 媽媽都有舍利子 非常漂亮
我們今天是做瑤池金母的護摩 大家也都知道瑤池
金母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盧師尊 沒有盧師尊就沒有
︿真佛宗﹀ 沒有︿真佛宗﹀就沒有你們坐在這裡 那是
根源啊 瑤池金母是根源啊 我不能這樣子講 不能講
說：﹁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坐在這裡？﹂都是瑤池金母的
緣分嘛 對不對 所以瑤池金母很偉大的 我記得我在台
灣的時候 我的第一尊瑤池金母 是台南鹽水一家醫院的
老闆娘她雕給我一尊瑤池金母 我供奉很久 在台灣的時
候供奉很久 祂也是第一尊 我們︿真佛宗﹀第一尊移民
到美國來的瑤池金母
那我還沒來美國以前 蓮火上師 蓮世 蓮主他們
先在美國 我就請蓮火 蓮世 蓮主三位上師把我那一尊
瑤池金母先請到美國來 先供在他的家裡 後來我來了以
後 這個瑤池金母就是在﹁真佛密苑﹂的那一尊 ﹁真佛
密苑﹂的瑤池金母 是第一尊移民到美國來的瑤池金母
祂是由蓮火 蓮世 蓮主三位上師帶到美國來的 現在在
﹁真佛密苑﹂那一尊是第一個移民 沒有簽證 祂就可以
過來 坐頭等艙過來的 我不敢講說美國有瑤池金母 是
我那一尊是第一個來的 我不敢講 說不定民間還有人把
瑤池金母請到美國來 但是在︿真佛宗﹀祂是第一尊 現
在全美國各州的所有的雷藏寺 所有的分堂都有瑤池金
母 所以這一尊是我的第一個相應的本尊 最偉大的！
我們講個笑話吧 有一個人去紋身 就是刺青 因
為他很尊敬唐三藏 所以他在身上紋了一個唐三藏︵唐
僧︶ 結果紋好了以後 第一天他的錢就丟掉了 第二天
他就撞車子 第三天被他的單位開除了 於是他到山上找
一個高僧算命 高僧算完以後就講了一句話：﹁你回家等
吧！﹂這個人問：﹁你為什麼不跟我講一些破解我災難的

佛教 道教 儒教 儒是孔子 孔子是人 聖人 但是也
有把祂歸類成為一個教 叫儒教 其實有的人講說孔子
本身就孔子的教化 所以叫儒教 而不是一個宗教 但是
也有人到最後把它變成宗教 所以就變成孔廟 台灣的第
一個祭孔大典 像台中市有孔廟 很大的孔廟 高雄也有
孔廟 台北應該也有吧 對啊！也有孔廟 就變成廟 孔
子就是大成至聖先師 大成至聖先師就變成一個神 孔子
被稱為神
所以這個怎麼講呢？你說阿彌陀佛就是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就是阿彌陀佛 那我的本尊就變成一尊 變成瑤
池金母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瑤池金母 就剩下兩
尊 剩下地藏菩薩 就少了一尊 好了 我問一下吧！瑤
池金母跟阿彌陀佛︵師尊請示︶ 祂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不可說 ﹂這樣回答你了 不可說 很難講的 真的
你說道教也分了好多派 你知道道教有多少派別
嗎？它主要的派別有三 第一個 張道陵創的 就是天師
道；第二個 就是張角創的太平道；第三個 閭山派道院
創的 道教有三個派 最早的道教是三個派 張道陵張天
師 這是天師派；第二個是張角 是太平道 他有三個兄
弟；第三個就是閭山道院的閭山派 後來道教變成多少
派？六十二派 道教有六十二派 現在分成南派 北派
南派就是張道陵創的道教天師派 另外就是全真教
在北京 北派就是全真教 現在在中國︿白雲
觀﹀ 北京︿白雲觀﹀是全真教 全真七子 你看金庸寫
的小說就知道了 金庸寫的全真教就是王重陽跟丘長春
︵丘處機︶ 就是全真教 其實道教大大小小流派一共有
六十幾派 這些化現不同 佛教也分成很多派 大家也知
道的好多宗啊 十三宗
雜誌

我到今天還沒有想過 真的 不過有一點我是可以
確認 現在我在做的千艘法船的超度 就憑著瑤池金母跟
阿彌陀佛的力量 瑤池金母 阿彌陀佛 然後觀世音菩
薩 大勢至菩薩 還有地藏王菩薩 靠的就是這幾尊的力
量來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第一個出現的是瑤池金母 祂加
持我 然後我變化本尊 就變成阿彌陀佛
如果阿彌陀佛跟瑤池金母是同體 然後顯不同的顯
化 這會引起佛教跟道教兩方面的爭論 真的 因為在台
灣有些人是這樣子 佛教就是佛教 那瑤池金母列成什
麼？那是一個民間信仰 跟媽祖︵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是列為民間信仰 瑤池金母下降在花蓮 瑤池金母的︿慈
惠堂﹀遍布全台 幾千個分堂 王母也是瑤池金母 但是
下降以後因為人的關係 王母就變成︿勝安宮﹀
但是在發揚光大方面 是瑤池金母的發揚光大比較
大 王母娘娘的發揚就稍微小一點 好像幾百個分堂 王
母的分堂 幾百個分堂 瑤池金母的分堂 幾千個分堂
在台灣是這個樣子 瑤池金母下降的地方 這邊就是︿慈
惠堂﹀ 那邊就是︿勝安宮﹀ 但是在歸類方面 一般的
學者把王母娘娘 瑤池金母歸類為民間信仰 是屬於道教
的民間信仰
阿彌陀佛是屬於佛教 純佛教 純道教 但是台灣
人很喜歡把佛 道都一起尊敬 在觀音巖供奉觀音的 裡
面也有很多的道教的神祇 你說在︿龍山寺﹀主尊是供奉
觀世音菩薩 裡面也有天上聖母還有關公 很多的 也就
是很多宮廟裡面也有佛像 但是第一個啟示我的是瑤池金
母 然後在啟示當中 瑤池金母出來以後 再來就是阿彌
陀佛 再來就是地藏王菩薩 我只能夠這樣子講
這很簡單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世間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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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為什麼叫我回家等？﹂高僧講：﹁你紋身 刺青
什麼都可以紋 就是不能紋唐僧 ﹂他問說：﹁為什
麼？﹂﹁因為唐僧他在︽西遊記︾裡面有九九八十一個災
難 你現在才三個災難而已啊 回去好好等 ﹂這也是一
個笑話
在學校教室裡 小明把頭靠在椅子上 他不聽課
老師很關心地問：﹁你又生病了？﹂小明頭也不抬 他
講：﹁是的 頭痛 ﹂老師講說：﹁你可以去請校醫給你
證明 醫生給你證明書 你就可以回家休息 ﹂小明講：
﹁就是因為醫生不開證明 所以頭痛 ﹂小明很聰明

我們進入主題
問題一：Mainland China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師
尊開示說過 瑤池金母是大羅金仙 位同如佛
師尊又在文集中寫過 曾經見到金母顯現成佛的樣子給師
尊看 弟子閱讀到這篇文章 心中深感金母所化現的佛
即是偉大的阿彌陀佛 西方阿彌陀佛與西方金母乃同體
只是在佛 道兩教化現成為不同的形象度化眾生 所以請
問師尊 金母化現的佛是否就是阿彌陀佛 兩個本尊是否
屬於同體而不同化現？感恩師尊
回答一：它是這樣子 他認為金母所化現的佛是偉
大的阿彌陀佛 兩個都是在西方 一個是在西方極樂世
界 一個是在西方的崑崙山罡風之上瑤池仙境 兩個本尊
是不是屬於同體而不同的化現？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Ｑ

主 往生以後 她的爸爸 媽媽都有舍利子 非常漂亮
我們今天是做瑤池金母的護摩 大家也都知道瑤池
金母 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盧師尊 沒有盧師尊就沒有
︿真佛宗﹀ 沒有︿真佛宗﹀就沒有你們坐在這裡 那是
根源啊 瑤池金母是根源啊 我不能這樣子講 不能講
說：﹁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坐在這裡？﹂都是瑤池金母的
緣分嘛 對不對 所以瑤池金母很偉大的 我記得我在台
灣的時候 我的第一尊瑤池金母 是台南鹽水一家醫院的
老闆娘她雕給我一尊瑤池金母 我供奉很久 在台灣的時
候供奉很久 祂也是第一尊 我們︿真佛宗﹀第一尊移民
到美國來的瑤池金母
那我還沒來美國以前 蓮火上師 蓮世 蓮主他們
先在美國 我就請蓮火 蓮世 蓮主三位上師把我那一尊
瑤池金母先請到美國來 先供在他的家裡 後來我來了以
後 這個瑤池金母就是在﹁真佛密苑﹂的那一尊 ﹁真佛
密苑﹂的瑤池金母 是第一尊移民到美國來的瑤池金母
祂是由蓮火 蓮世 蓮主三位上師帶到美國來的 現在在
﹁真佛密苑﹂那一尊是第一個移民 沒有簽證 祂就可以
過來 坐頭等艙過來的 我不敢講說美國有瑤池金母 是
我那一尊是第一個來的 我不敢講 說不定民間還有人把
瑤池金母請到美國來 但是在︿真佛宗﹀祂是第一尊 現
在全美國各州的所有的雷藏寺 所有的分堂都有瑤池金
母 所以這一尊是我的第一個相應的本尊 最偉大的！
我們講個笑話吧 有一個人去紋身 就是刺青 因
為他很尊敬唐三藏 所以他在身上紋了一個唐三藏︵唐
僧︶ 結果紋好了以後 第一天他的錢就丟掉了 第二天
他就撞車子 第三天被他的單位開除了 於是他到山上找
一個高僧算命 高僧算完以後就講了一句話：﹁你回家等
吧！﹂這個人問：﹁你為什麼不跟我講一些破解我災難的

佛教 道教 儒教 儒是孔子 孔子是人 聖人 但是也
有把祂歸類成為一個教 叫儒教 其實有的人講說孔子
本身就孔子的教化 所以叫儒教 而不是一個宗教 但是
也有人到最後把它變成宗教 所以就變成孔廟 台灣的第
一個祭孔大典 像台中市有孔廟 很大的孔廟 高雄也有
孔廟 台北應該也有吧 對啊！也有孔廟 就變成廟 孔
子就是大成至聖先師 大成至聖先師就變成一個神 孔子
被稱為神
所以這個怎麼講呢？你說阿彌陀佛就是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就是阿彌陀佛 那我的本尊就變成一尊 變成瑤
池金母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瑤池金母 就剩下兩
尊 剩下地藏菩薩 就少了一尊 好了 我問一下吧！瑤
池金母跟阿彌陀佛︵師尊請示︶ 祂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不可說 ﹂這樣回答你了 不可說 很難講的 真的
你說道教也分了好多派 你知道道教有多少派別
嗎？它主要的派別有三 第一個 張道陵創的 就是天師
道；第二個 就是張角創的太平道；第三個 閭山派道院
創的 道教有三個派 最早的道教是三個派 張道陵張天
師 這是天師派；第二個是張角 是太平道 他有三個兄
弟；第三個就是閭山道院的閭山派 後來道教變成多少
派？六十二派 道教有六十二派 現在分成南派 北派
南派就是張道陵創的道教天師派 另外就是全真教
在北京 北派就是全真教 現在在中國︿白雲
觀﹀ 北京︿白雲觀﹀是全真教 全真七子 你看金庸寫
的小說就知道了 金庸寫的全真教就是王重陽跟丘長春
︵丘處機︶ 就是全真教 其實道教大大小小流派一共有
六十幾派 這些化現不同 佛教也分成很多派 大家也知
道的好多宗啊 十三宗
雜誌

我到今天還沒有想過 真的 不過有一點我是可以
確認 現在我在做的千艘法船的超度 就憑著瑤池金母跟
阿彌陀佛的力量 瑤池金母 阿彌陀佛 然後觀世音菩
薩 大勢至菩薩 還有地藏王菩薩 靠的就是這幾尊的力
量來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第一個出現的是瑤池金母 祂加
持我 然後我變化本尊 就變成阿彌陀佛
如果阿彌陀佛跟瑤池金母是同體 然後顯不同的顯
化 這會引起佛教跟道教兩方面的爭論 真的 因為在台
灣有些人是這樣子 佛教就是佛教 那瑤池金母列成什
麼？那是一個民間信仰 跟媽祖︵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是列為民間信仰 瑤池金母下降在花蓮 瑤池金母的︿慈
惠堂﹀遍布全台 幾千個分堂 王母也是瑤池金母 但是
下降以後因為人的關係 王母就變成︿勝安宮﹀
但是在發揚光大方面 是瑤池金母的發揚光大比較
大 王母娘娘的發揚就稍微小一點 好像幾百個分堂 王
母的分堂 幾百個分堂 瑤池金母的分堂 幾千個分堂
在台灣是這個樣子 瑤池金母下降的地方 這邊就是︿慈
惠堂﹀ 那邊就是︿勝安宮﹀ 但是在歸類方面 一般的
學者把王母娘娘 瑤池金母歸類為民間信仰 是屬於道教
的民間信仰
阿彌陀佛是屬於佛教 純佛教 純道教 但是台灣
人很喜歡把佛 道都一起尊敬 在觀音巖供奉觀音的 裡
面也有很多的道教的神祇 你說在︿龍山寺﹀主尊是供奉
觀世音菩薩 裡面也有天上聖母還有關公 很多的 也就
是很多宮廟裡面也有佛像 但是第一個啟示我的是瑤池金
母 然後在啟示當中 瑤池金母出來以後 再來就是阿彌
陀佛 再來就是地藏王菩薩 我只能夠這樣子講
這很簡單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世間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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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China弟子 給你回答是﹁不可說﹂ 不
是我回答的 我不敢隨便講 是請示 祂跟我講不可
說 不可說 那就不能講了

Ｑ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尊貴的師尊 書上略提
到準提鏡 但是修持方式 口訣 請師尊賜予詳
解 １ 準提鏡法修持方式 儀軌應如何修持？
２ 口訣心要
３ 準提鏡用法跟殊勝之處 感恩師尊慈悲
回答二：準提鏡 ﹁準提佛母法﹂ 我這樣子講
重點稍微講一下 當你修﹁準提佛母法﹂時 你可以看
著這個鏡修法 修到整個鏡子放光照你 甚至是準提佛
母出現在鏡子裡 如果你是修第三眼 你就觀想準提佛
母放光照你兩眉的上端眉心輪 修久了 你就會有第三
眼 準提佛母有這種能力 祂是非常偉大的
這跟你講了 準提鏡不是準提佛母像對著你 而是
鏡子對著你 後面有準提佛母 鏡子有兩面 相對的面
是圓形的鏡子 後面有準提佛母的像 祂有一種修法叫
做準提鏡的修法 就是一個準提鏡子 這邊是準提佛
母 這裡面是一個鏡子 有兩條龍是祂的侍者 這是一
個標準的準提鏡的修行 看著鏡子 眼睛注視著鏡子一
直持咒 持到鏡子裡面放光出來 而且準提佛母顯現在
鏡子當中 這才算成就 也是一個重點 這重點就是這
樣子 其他還有很多的 不能跟你完全講清楚 我們修
準提鏡 結準提佛母的印 唸﹁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哈 ﹂觀想準提佛母 對著準提鏡修 你的兩個眼睛
看著準提鏡 看到放光
昨天晚上我有回答一個同門的問題 昨天晚上回答
一個同門的問題 他有第三眼嘛 他問他的第三眼要怎

來 然後再來看見金剛鏈 再來看見金剛幕 再來看見
本尊 要訣是﹁準提佛母從準提鏡裡面出來了 然後祂
放光加持你的眉心 你的第三眼就打開了﹂ 這時候你
會產生幻身 就直接以幻身跟你的準提佛母兩邊融合
合一 跟祂合一 跟準提佛母合一 那個就是本尊相
應 你相應了準提佛母以後 你就可以再相應很多尊
只要一尊相應 每一尊都相應 到時候你就成就了 由
於準提佛母給你的加持 第三眼當中看到的本尊給你加
持 到時候你跟本尊合一 你融入本尊 就可以到佛國
淨土 我就講到這裡
修準提鏡的方法 也就是準提鏡拿起來以後鏡子對
著你 準提佛母祂在背面 那你就結準提的手印然後唸
咒 兩個眼睛半閉半張看著準提鏡 看到有光 然後把
光定住 讓光慢慢展現成為金剛鏈 金剛幕 然後準提
佛母出現 然後你跟準提佛母合一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
事情
所以昨天晚上問的那一位第三眼的也是一樣 你看
到光以後 把光定住 那個光會放大 或者直接成為金
剛幕 本尊從裡面出來 你就可以跟他合一 按照程序
是般若光 金剛鏈 金剛幕 本尊 然後合一 宗喀巴
也是這樣子的 宗喀巴當初看到本尊的時候 本尊只有
一半 一半的身體出來 他又是禮拜 又是跪又是求
到最後才顯現全身 宗喀巴也是這樣子的 這是回答修
準提鏡的方法
當你修﹁準提佛母法﹂時 你可以看著這個鏡修
法 修到整個鏡子放光照你 甚至是準提佛母出現在鏡
子裡 如果你是修第三眼 就觀想準提佛母放光照你的
兩眉的上端眉心輪 修久了 你就會有第三眼 準提佛

麼樣 其實我回去以後 菩薩跟我講：﹁你沒有講解清
楚 你明天要再講解清楚 ﹂還要跟那個同門回答昨天
晚上問的 他說他有第三眼 他看到了 不知道要怎麼
辦 以後要怎麼辦？我就簡單給他講解一下 我就講
說：﹁那是你的事情啊 不是我的事情 ﹂我這樣回
答
回去菩薩跟我講 瑤池金母跟我講：﹁祢這樣回答
不可以啊 不可以 那是你的弟子啊 祢必須要指導他
的 怎麼講說﹃那是你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你
看見是你看見 不是我看見 ﹄不可以這樣子講 祢要
把自己的經驗講出來 ﹂
所以我今天 剛好他問到準提鏡的事情 準提鏡也
是開第三眼 你結準提佛母的印 看著準提鏡 然後唸
準提佛母的心咒﹁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哈 ﹂眼睛
一直看著鏡 那個鏡看到有光發出來 現在也是講解給
昨天晚上那一個聽 當你看到第三眼 看到有光出現
剛開始的時候是明點光 這時候你要專一地看著明點
光 後來不只是一個明點光 後來會出現很多密密麻麻
的明點光
因為你有時候可以看到 有時候不可以看到 這個
時候是什麼時候？是因為你的心念沒有定 它才會消失
掉 當你看到光的時候 就注意那個光 專注於那明點
光 再來出現了光 再出現的光很多 就把它串成一
串 串成一串的光就叫做金剛鏈 然後金剛鏈又會化生
非常多的明點光出來 非常多的金剛鏈出來 就是金剛
幕 進入第三個階段 明點光 金剛鏈 金剛幕 再來
本尊就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佛菩薩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準提鏡的方法也是一樣 你首先看到一點光透出

母有這種能力 祂是非常偉大的 有人家裡有準提鏡
嗎？有啊 有準提鏡 修準提佛母的
這也是個笑話 這個笑話跟我以前那個笑話差不
多 有位仁兄站在高樓上面要往下跳 被路人發現了
警察就趕過來：﹁你不要跳啊 有事情好好商量 ﹂那
位仁兄講說：﹁我老婆跟我的朋友跑了 所以我要跳
樓 ﹂警察就問：﹁那你老婆什麼時候跟你朋友跑
了？﹂他說三年前 警察講：﹁三年前你就應該跳樓
了 怎麼到現在才跳樓？﹂他說：﹁不是啊 因為我的
朋友說 他要把老婆送回來 ﹂阿彌陀佛！老婆有時候
是很可怕
老師問小明：﹁請你用一句成語形容害怕的樣
子 ﹂小明問：﹁要形容胖的還是瘦的？﹂老師問：
﹁有什麼不同呢？﹂﹁當然有啦！﹂小明講：﹁胖的叫
做心驚肉跳 瘦的叫毛骨悚然﹂ 你看 小明很聰明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就是
教你實修的方法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法 什麼叫做
如法？我們常常講如法 其實如法就是合法 合法去受
持 受持就是接受跟修持 第十三品 這個時候 爾
時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
持？﹂
須菩提問釋迦牟尼佛：﹁這個經叫什麼經名呢？我
應該如何奉持呢？﹂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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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China弟子 給你回答是﹁不可說﹂ 不
是我回答的 我不敢隨便講 是請示 祂跟我講不可
說 不可說 那就不能講了

Ｑ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尊貴的師尊 書上略提
到準提鏡 但是修持方式 口訣 請師尊賜予詳
解 １ 準提鏡法修持方式 儀軌應如何修持？
２ 口訣心要
３ 準提鏡用法跟殊勝之處 感恩師尊慈悲
回答二：準提鏡 ﹁準提佛母法﹂ 我這樣子講
重點稍微講一下 當你修﹁準提佛母法﹂時 你可以看
著這個鏡修法 修到整個鏡子放光照你 甚至是準提佛
母出現在鏡子裡 如果你是修第三眼 你就觀想準提佛
母放光照你兩眉的上端眉心輪 修久了 你就會有第三
眼 準提佛母有這種能力 祂是非常偉大的
這跟你講了 準提鏡不是準提佛母像對著你 而是
鏡子對著你 後面有準提佛母 鏡子有兩面 相對的面
是圓形的鏡子 後面有準提佛母的像 祂有一種修法叫
做準提鏡的修法 就是一個準提鏡子 這邊是準提佛
母 這裡面是一個鏡子 有兩條龍是祂的侍者 這是一
個標準的準提鏡的修行 看著鏡子 眼睛注視著鏡子一
直持咒 持到鏡子裡面放光出來 而且準提佛母顯現在
鏡子當中 這才算成就 也是一個重點 這重點就是這
樣子 其他還有很多的 不能跟你完全講清楚 我們修
準提鏡 結準提佛母的印 唸﹁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哈 ﹂觀想準提佛母 對著準提鏡修 你的兩個眼睛
看著準提鏡 看到放光
昨天晚上我有回答一個同門的問題 昨天晚上回答
一個同門的問題 他有第三眼嘛 他問他的第三眼要怎

來 然後再來看見金剛鏈 再來看見金剛幕 再來看見
本尊 要訣是﹁準提佛母從準提鏡裡面出來了 然後祂
放光加持你的眉心 你的第三眼就打開了﹂ 這時候你
會產生幻身 就直接以幻身跟你的準提佛母兩邊融合
合一 跟祂合一 跟準提佛母合一 那個就是本尊相
應 你相應了準提佛母以後 你就可以再相應很多尊
只要一尊相應 每一尊都相應 到時候你就成就了 由
於準提佛母給你的加持 第三眼當中看到的本尊給你加
持 到時候你跟本尊合一 你融入本尊 就可以到佛國
淨土 我就講到這裡
修準提鏡的方法 也就是準提鏡拿起來以後鏡子對
著你 準提佛母祂在背面 那你就結準提的手印然後唸
咒 兩個眼睛半閉半張看著準提鏡 看到有光 然後把
光定住 讓光慢慢展現成為金剛鏈 金剛幕 然後準提
佛母出現 然後你跟準提佛母合一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
事情
所以昨天晚上問的那一位第三眼的也是一樣 你看
到光以後 把光定住 那個光會放大 或者直接成為金
剛幕 本尊從裡面出來 你就可以跟他合一 按照程序
是般若光 金剛鏈 金剛幕 本尊 然後合一 宗喀巴
也是這樣子的 宗喀巴當初看到本尊的時候 本尊只有
一半 一半的身體出來 他又是禮拜 又是跪又是求
到最後才顯現全身 宗喀巴也是這樣子的 這是回答修
準提鏡的方法
當你修﹁準提佛母法﹂時 你可以看著這個鏡修
法 修到整個鏡子放光照你 甚至是準提佛母出現在鏡
子裡 如果你是修第三眼 就觀想準提佛母放光照你的
兩眉的上端眉心輪 修久了 你就會有第三眼 準提佛

麼樣 其實我回去以後 菩薩跟我講：﹁你沒有講解清
楚 你明天要再講解清楚 ﹂還要跟那個同門回答昨天
晚上問的 他說他有第三眼 他看到了 不知道要怎麼
辦 以後要怎麼辦？我就簡單給他講解一下 我就講
說：﹁那是你的事情啊 不是我的事情 ﹂我這樣回
答
回去菩薩跟我講 瑤池金母跟我講：﹁祢這樣回答
不可以啊 不可以 那是你的弟子啊 祢必須要指導他
的 怎麼講說﹃那是你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你
看見是你看見 不是我看見 ﹄不可以這樣子講 祢要
把自己的經驗講出來 ﹂
所以我今天 剛好他問到準提鏡的事情 準提鏡也
是開第三眼 你結準提佛母的印 看著準提鏡 然後唸
準提佛母的心咒﹁嗡 者利主利 準提 梭哈 ﹂眼睛
一直看著鏡 那個鏡看到有光發出來 現在也是講解給
昨天晚上那一個聽 當你看到第三眼 看到有光出現
剛開始的時候是明點光 這時候你要專一地看著明點
光 後來不只是一個明點光 後來會出現很多密密麻麻
的明點光
因為你有時候可以看到 有時候不可以看到 這個
時候是什麼時候？是因為你的心念沒有定 它才會消失
掉 當你看到光的時候 就注意那個光 專注於那明點
光 再來出現了光 再出現的光很多 就把它串成一
串 串成一串的光就叫做金剛鏈 然後金剛鏈又會化生
非常多的明點光出來 非常多的金剛鏈出來 就是金剛
幕 進入第三個階段 明點光 金剛鏈 金剛幕 再來
本尊就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佛菩薩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準提鏡的方法也是一樣 你首先看到一點光透出

母有這種能力 祂是非常偉大的 有人家裡有準提鏡
嗎？有啊 有準提鏡 修準提佛母的
這也是個笑話 這個笑話跟我以前那個笑話差不
多 有位仁兄站在高樓上面要往下跳 被路人發現了
警察就趕過來：﹁你不要跳啊 有事情好好商量 ﹂那
位仁兄講說：﹁我老婆跟我的朋友跑了 所以我要跳
樓 ﹂警察就問：﹁那你老婆什麼時候跟你朋友跑
了？﹂他說三年前 警察講：﹁三年前你就應該跳樓
了 怎麼到現在才跳樓？﹂他說：﹁不是啊 因為我的
朋友說 他要把老婆送回來 ﹂阿彌陀佛！老婆有時候
是很可怕
老師問小明：﹁請你用一句成語形容害怕的樣
子 ﹂小明問：﹁要形容胖的還是瘦的？﹂老師問：
﹁有什麼不同呢？﹂﹁當然有啦！﹂小明講：﹁胖的叫
做心驚肉跳 瘦的叫毛骨悚然﹂ 你看 小明很聰明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就是
教你實修的方法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法 什麼叫做
如法？我們常常講如法 其實如法就是合法 合法去受
持 受持就是接受跟修持 第十三品 這個時候 爾
時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
持？﹂
須菩提問釋迦牟尼佛：﹁這個經叫什麼經名呢？我
應該如何奉持呢？﹂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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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你要放下一切 要放下一切 就要懂得金
剛般若波羅蜜 因為你知道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放下一
切 那個時候我放下一切 當然我是無所謂了 我對於
好像是說佛青 佛奇 我也是沒有牽纏 對於孫子孫女
我也沒有牽纏 我跟師母 我也講沒有牽纏 我先走
了 就完全沒有牽纏 留我一個人在世間 我就麻煩
了 在理上 我是需要他們幫忙 但是在智上 我根本
全部放下的人 如果師母先走 我不懂得報稅 那我一
定被美國政府抓去了 你逃稅 你漏報稅 一定完蛋
了 所以很多事情 真的
但是你如果懂得如來的智慧 你就可以全部放下
空慧嘛 那是一個空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子的 總有一
天都要報廢的 都要破除掉 什麼都破除掉了 活在人
間很麻煩的 太麻煩了 要報稅 活在哪一個國家都要
報稅 每一個國家都要做一些事情 要去銀行 我從來
沒有去過銀行 要公證 我從來沒有什麼公證 我也什
麼也不會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啊
所以我現在怎麼講呢？我是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
法 什麼都跟我沒有牽纏 但是也是最悲慘 那天我終
於看到我的孫女 她的媽媽生日 我孫女到了﹁南山雅
舍﹂ 隔了那麼久沒有看到她 看到她 嚇了一跳！
啊？我孫女長這麼漂亮啊 天啊！盧君耶 那個眼睛就
是眼睛 鼻子就是鼻子 嘴巴就是嘴巴 耳朵就是耳
朵 她的下巴就是下巴 發出讚歎啊！真的 真的漂亮
耶！像仙女一樣 我畫的仙女都比不上她漂亮耶 盧君
變得好漂亮 嚇死我了 差一點心臟麻痺啊
我很少跟我孫女照相的 她們也很少帶回家 隔了
那麼久沒有見面 第一次見到她們 兩個人合照 我

波羅蜜 以是名字 汝當奉持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
說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講這一段
這是︻金剛經︼裡面常有的話 常常有的 是經名為
︻金剛般若波羅蜜︼ 這個經典就叫做︻金剛般若波羅
蜜︼
金剛 我講過了 是不壞 它不會壞的 它是非常
堅固的 它可以破除一切 般若 我們常常講般若 其
實般若就是智慧 在西藏就講﹁別炸﹂ ﹁別炸﹂就是
般若 華語就是般若 在藏語就是﹁別炸﹂ ﹁別炸﹂
是什麼意思啊？就是如來的智慧 叫做佛慧 如來的智
慧就等於像金剛一樣的 ﹁波羅蜜﹂什麼意思？一般翻
成﹁從此岸到彼岸﹂ 這個經典的名字就是︻金剛般若
波羅蜜︼ 以這個名字你當奉持 這就是經典的名字
︻金剛般若波羅蜜︼ 你要奉持這一本經典
然後佛再講了：﹁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
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什麼意思
啊？祂說 所謂般若波羅蜜就不是般若波羅蜜 所以就
是般若波羅蜜 大家常常都被︻金剛經︼裡面這些句子
搞迷糊了 我常常很喜歡用這個講 我常常喜歡用月球
來比喻：月球有沒有佛法？土星有沒有佛法？火星有沒
有佛法？我們講月球就好了 不要講到那麼遠 月球比
較近 因為它是地球的衛星
月球比較近 月球沒有人？沒有看到有人 在天文
的儀器裡面所看的月球就亮亮的沒有人 一邊是亮的
一邊是暗的 沒有人 看不到有人 佛法在那裡沒有
用 那裡沒有佛法 很簡單講 我用這個比喻做什麼
呢？很簡單啊 月餅裡面有沒有月亮？沒有 因為沒有
月亮才叫月餅 太陽餅裡面有沒有太陽？沒有 因為沒

說：﹁趕快過來照 哇！那麼漂亮 趕快過來照 ﹂你
問師母就知道 盧君變了 變得很漂亮 比我畫的仙女
還漂亮 我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 跟她照了一張相 第
一次感覺到孫女的漂亮
有沒有牽纏？沒有 我跟她沒有關係 我跟我孫子
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那個孫子啊 盧弘 他是天底下
我看全美國最老實人就是他 他真的很老實欸 一個老
實樣子 唉呦喂呀 老實得要死啊 換一句話就是笨得
要死 他是一個很老實 很實在的人 因為他是佛山長
老轉世的 跟我一樣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老實 但是他
真的是很老實 佛山長老轉世盧弘 盧君是七地菩薩
遠行地菩薩 到第八地就不得了了 第八地就不動地
了 但是那是他們 跟我無關 將來他們有他們的業
兒子 女兒 孫子 孫女 都沒有牽纏 不放在我
心上 因為第一次看到孫女 怎麼變那麼漂亮 師母在
旁邊擔心了：﹁會不會被人家拐了？﹂我說：﹁那也是
她的事情啊 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心中像一個
明鏡 師尊的心中像一個明鏡 金剛般若波羅蜜即非金
剛般若波羅蜜 也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
我今天嘮叨講了這些 師尊的心 大家知道像一面
鏡子 什麼也不會 把一切的煩惱 人世間的煩惱全部
師母在擔；我只懂得寫作 修法這兩件事 其他心中如
明鏡 沒有牽纏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 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清淨 沒有一切；清
淨 沒有一絲毫牽纏 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 因為沒有
一絲牽纏 就是空 即非金剛般若波羅蜜 也就是金剛
般若波羅蜜
嗡嘛呢唄咪吽

有太陽所以叫太陽餅 老婆餅裡面有沒有老婆？沒有
因為沒有老婆才叫老婆餅
意思是差不多的 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佛的智慧會
把一切摧毀了 到達了那個空的境界 到了空慧的境
界 因為是空 就不是金剛般若波羅蜜嘛 因為沒有
所以才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嘛 這樣子聽得懂嗎？是
﹁空有﹂這個名詞 但是是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就
是空慧 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佛性 這沒辦法講的
剛剛指示出來﹁不可說﹂ 真的是不可說的 所以
你真正擁有這樣子的智慧的時候 你可以放下一切 真
的 像師尊講起來 像師母 當然夫妻是非常親的 非
常親密的 夫妻是非常親密 師母幫助︿真佛宗﹀很多
很多 我是很感謝她 真的 講實在話 是很感謝她
但是呢 當然啦 如果是說我先走 我希望我先走 我
不希望師母先走 我先走有好處 我走了 我什麼都可
以放下 師母的歸師母 我歸我 公修公得 婆修婆
得 她有她的功德 我有我的
如果她先走了 我比較麻煩 為什麼麻煩？我對世
間的事等於是白癡 我不懂得去銀行領錢 我不懂得開
支票 我不懂得報稅 我活在人間是一個白癡 樹有枯
枝 人有白癡 師尊是白癡 你相信不相信？你應該要
相信 因為我連手機都不會用 我沒有去過一次銀行領
過一次錢 我沒有報過一次稅 這些都是師母的事 她
先走了 我很悲哀啊 對啊 我什麼都不會 我是活在
世間的白癡 我只會佛法 什麼都不會 我怎麼活啊？
我會哭得半死啊 妳怎麼可以拋下我 自己先走了？對
不對 我先走才是啊！因為我是笨蛋 妳很聰明 妳在
人世間混來混去 妳都沒有問題的 我不能混啊 沒有
報稅 馬上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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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你要放下一切 要放下一切 就要懂得金
剛般若波羅蜜 因為你知道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放下一
切 那個時候我放下一切 當然我是無所謂了 我對於
好像是說佛青 佛奇 我也是沒有牽纏 對於孫子孫女
我也沒有牽纏 我跟師母 我也講沒有牽纏 我先走
了 就完全沒有牽纏 留我一個人在世間 我就麻煩
了 在理上 我是需要他們幫忙 但是在智上 我根本
全部放下的人 如果師母先走 我不懂得報稅 那我一
定被美國政府抓去了 你逃稅 你漏報稅 一定完蛋
了 所以很多事情 真的
但是你如果懂得如來的智慧 你就可以全部放下
空慧嘛 那是一個空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子的 總有一
天都要報廢的 都要破除掉 什麼都破除掉了 活在人
間很麻煩的 太麻煩了 要報稅 活在哪一個國家都要
報稅 每一個國家都要做一些事情 要去銀行 我從來
沒有去過銀行 要公證 我從來沒有什麼公證 我也什
麼也不會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啊
所以我現在怎麼講呢？我是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
法 什麼都跟我沒有牽纏 但是也是最悲慘 那天我終
於看到我的孫女 她的媽媽生日 我孫女到了﹁南山雅
舍﹂ 隔了那麼久沒有看到她 看到她 嚇了一跳！
啊？我孫女長這麼漂亮啊 天啊！盧君耶 那個眼睛就
是眼睛 鼻子就是鼻子 嘴巴就是嘴巴 耳朵就是耳
朵 她的下巴就是下巴 發出讚歎啊！真的 真的漂亮
耶！像仙女一樣 我畫的仙女都比不上她漂亮耶 盧君
變得好漂亮 嚇死我了 差一點心臟麻痺啊
我很少跟我孫女照相的 她們也很少帶回家 隔了
那麼久沒有見面 第一次見到她們 兩個人合照 我

波羅蜜 以是名字 汝當奉持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
說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講這一段
這是︻金剛經︼裡面常有的話 常常有的 是經名為
︻金剛般若波羅蜜︼ 這個經典就叫做︻金剛般若波羅
蜜︼
金剛 我講過了 是不壞 它不會壞的 它是非常
堅固的 它可以破除一切 般若 我們常常講般若 其
實般若就是智慧 在西藏就講﹁別炸﹂ ﹁別炸﹂就是
般若 華語就是般若 在藏語就是﹁別炸﹂ ﹁別炸﹂
是什麼意思啊？就是如來的智慧 叫做佛慧 如來的智
慧就等於像金剛一樣的 ﹁波羅蜜﹂什麼意思？一般翻
成﹁從此岸到彼岸﹂ 這個經典的名字就是︻金剛般若
波羅蜜︼ 以這個名字你當奉持 這就是經典的名字
︻金剛般若波羅蜜︼ 你要奉持這一本經典
然後佛再講了：﹁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
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 ﹂什麼意思
啊？祂說 所謂般若波羅蜜就不是般若波羅蜜 所以就
是般若波羅蜜 大家常常都被︻金剛經︼裡面這些句子
搞迷糊了 我常常很喜歡用這個講 我常常喜歡用月球
來比喻：月球有沒有佛法？土星有沒有佛法？火星有沒
有佛法？我們講月球就好了 不要講到那麼遠 月球比
較近 因為它是地球的衛星
月球比較近 月球沒有人？沒有看到有人 在天文
的儀器裡面所看的月球就亮亮的沒有人 一邊是亮的
一邊是暗的 沒有人 看不到有人 佛法在那裡沒有
用 那裡沒有佛法 很簡單講 我用這個比喻做什麼
呢？很簡單啊 月餅裡面有沒有月亮？沒有 因為沒有
月亮才叫月餅 太陽餅裡面有沒有太陽？沒有 因為沒

說：﹁趕快過來照 哇！那麼漂亮 趕快過來照 ﹂你
問師母就知道 盧君變了 變得很漂亮 比我畫的仙女
還漂亮 我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 跟她照了一張相 第
一次感覺到孫女的漂亮
有沒有牽纏？沒有 我跟她沒有關係 我跟我孫子
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那個孫子啊 盧弘 他是天底下
我看全美國最老實人就是他 他真的很老實欸 一個老
實樣子 唉呦喂呀 老實得要死啊 換一句話就是笨得
要死 他是一個很老實 很實在的人 因為他是佛山長
老轉世的 跟我一樣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老實 但是他
真的是很老實 佛山長老轉世盧弘 盧君是七地菩薩
遠行地菩薩 到第八地就不得了了 第八地就不動地
了 但是那是他們 跟我無關 將來他們有他們的業
兒子 女兒 孫子 孫女 都沒有牽纏 不放在我
心上 因為第一次看到孫女 怎麼變那麼漂亮 師母在
旁邊擔心了：﹁會不會被人家拐了？﹂我說：﹁那也是
她的事情啊 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心中像一個
明鏡 師尊的心中像一個明鏡 金剛般若波羅蜜即非金
剛般若波羅蜜 也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
我今天嘮叨講了這些 師尊的心 大家知道像一面
鏡子 什麼也不會 把一切的煩惱 人世間的煩惱全部
師母在擔；我只懂得寫作 修法這兩件事 其他心中如
明鏡 沒有牽纏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 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清淨 沒有一切；清
淨 沒有一絲毫牽纏 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 因為沒有
一絲牽纏 就是空 即非金剛般若波羅蜜 也就是金剛
般若波羅蜜
嗡嘛呢唄咪吽

有太陽所以叫太陽餅 老婆餅裡面有沒有老婆？沒有
因為沒有老婆才叫老婆餅
意思是差不多的 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佛的智慧會
把一切摧毀了 到達了那個空的境界 到了空慧的境
界 因為是空 就不是金剛般若波羅蜜嘛 因為沒有
所以才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嘛 這樣子聽得懂嗎？是
﹁空有﹂這個名詞 但是是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就
是空慧 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佛性 這沒辦法講的
剛剛指示出來﹁不可說﹂ 真的是不可說的 所以
你真正擁有這樣子的智慧的時候 你可以放下一切 真
的 像師尊講起來 像師母 當然夫妻是非常親的 非
常親密的 夫妻是非常親密 師母幫助︿真佛宗﹀很多
很多 我是很感謝她 真的 講實在話 是很感謝她
但是呢 當然啦 如果是說我先走 我希望我先走 我
不希望師母先走 我先走有好處 我走了 我什麼都可
以放下 師母的歸師母 我歸我 公修公得 婆修婆
得 她有她的功德 我有我的
如果她先走了 我比較麻煩 為什麼麻煩？我對世
間的事等於是白癡 我不懂得去銀行領錢 我不懂得開
支票 我不懂得報稅 我活在人間是一個白癡 樹有枯
枝 人有白癡 師尊是白癡 你相信不相信？你應該要
相信 因為我連手機都不會用 我沒有去過一次銀行領
過一次錢 我沒有報過一次稅 這些都是師母的事 她
先走了 我很悲哀啊 對啊 我什麼都不會 我是活在
世間的白癡 我只會佛法 什麼都不會 我怎麼活啊？
我會哭得半死啊 妳怎麼可以拋下我 自己先走了？對
不對 我先走才是啊！因為我是笨蛋 妳很聰明 妳在
人世間混來混去 妳都沒有問題的 我不能混啊 沒有
報稅 馬上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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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如何真自由

某某先生的網群會說：革
某某同仁的網群會說：
鬥
耶穌的網群會說：這邊臉被打了 另一邊也讓他
打 因為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真理的真相與法則
所以要百分百的理解 ︶老子的網群會說：道祖在二千多
年的春秋末期 已有留言了 無為
師佛的網群會說：
無所謂︵無念為正覺佛寶︶ 說法有這般那般 狀似百鳥
爭鳴 百花齊放 好還是不好？
如此如是 各有說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所站的角
度與層次不同 各持己見 才是問題的所在
誰也說服不了誰︵不同的維度思想 或緣到時才能
﹁說服﹂︶
某地 歷經過最嚴酷的時期後 有調查發現 幾大宗
教的信眾 竟然沒有一宗的信眾有所減少 基督教 還有
所增加 ︵信仰的力量 也蠻厲害的 ︶
千手千眼菩薩領教過：解決了千萬個問題 又有千萬
個問題出現 然後淚流披臉：眾生真的度不完
所謂問題的層出無盡 幻似永遠解決不了 因為那是
個幻 須有正負對比 才能顯現出現象的無盡
佛言 ﹁沒有說過法﹂ ﹁無眾生可度﹂
空性的螢幕上 就是宇與宙 即所謂時間與空間
佛與眾生都是投影 情節是正在投影的演義
什麼是真的存在？現象界中 連﹁真的存在﹂也只是

■文／蓮曉上師

師姐彼言：蘇格蘭裔美國人派屈克 亨利在1775年
3月23日舉行的第二次維吉尼亞公約︵英語：Second
Virginia Convention︶會議 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士
滿聖約翰教堂裡發表的演講 其中最後一句結語 影響西
方國家深遠：
﹁不自由 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我們修道人也希望能修到人生最有價值的自由 精神
與身體的自由 即生死自在︵精神自由︶與生死自由︵身
體自由︶
筆者此言：惠能六祖說：本自具足 即沒有什麼欠缺
的 只是證不證悟︵佛性︶的問題
問題的本身 就是來自於因為沒有問題 才產生的問
題：無明的﹁分化﹂
即本質上 一直並沒有問題 那是所謂問題的根部
證了佛性 就知道﹁自由﹂一直都在 那不是物質與
人事環境所能局限的
所以在一個小小山洞閉關 貌似沒有自由 實在是重
證最無上︵沒有更上︶的自由過程中
當一件刺激的事的發生 就能考到人 到底真實在學
什麼 修什麼
關於﹁自由﹂：

誌

因為沒什麼能﹁滅﹂的 也沒有什麼能﹁生﹂的
大師不是只選﹁好人﹂才能當徒兒
紅塵境是個大染缸 哪個不﹁色彩斑斑﹂的 ？哪裡不
有如﹁畢卡索畫中的無奇不有﹂的
所以蓮生師佛云：不擇 平等 恆而不審 千人同聽
一句話 有時也會有千種解讀
故同出一師門 難免徒眾們會各自妄分為︵以下姑且
開個玩笑以喻之︶：
正悟派 老實修行派 和平鴿派 戰鬥鷹派 衝動
派 不關我事派 注重善事派 詐財派 騙色派 因慈悲
煩惱派 法執甚重派 幽默派 嚴肅派 自以為是派 搶
佔地盤派 貢高我慢派
水太清則無魚 蓮花無不出自於污泥
師佛的正見是：﹁我想取自由主義之長 取社會主義
之長 合而為一 不可偏向哪一邊 ﹂︵︽純純之思︾｜
︿審視思想﹀︶
這即是：自由與管理 互補及善巧 入世出世平等
而皆超越
姑且﹁套用﹂一下佛門的悟理而釋之：﹁自由即非自
由 才是自由﹂
連幻宗沒了 幻弟子全跑了 也無所謂 那自由算個
什麼？
一切皆幻 一切皆可捨 至此﹁死﹂︵如此﹁毋寧
死﹂︶地：
執無可執 迷無可迷 那才是真自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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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幻念 妄念
師佛開示：遊戲
連生死也是不真實存在的 緊張個啥呢
不要被浪一掀 馬上就移為這個︵觀點想法︶；被風
一吹 忽然又挪為那個
皈依的佛弟子 如果對於世上的各種觀點 今天點
讚 ﹁無所住﹂太好了；明天又去點讚 要﹁有所謂﹂才
行；後天又另外點讚 ﹁不服氣﹂才對 ﹁不自由 毋寧
死！﹂等等
種種的觀點 如果不是空性 菩提心的禪與善巧 那
就是游離者 會失去正見傳承
由此 也可覺見：為什麼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 會有
千差萬別 甚至千奇百怪
且看 唐高僧的三大愛徒：分別代表貪︵豬八戒︶
瞋︵孫悟空︶ 癡︵沙僧︶
唐大師明明知道他們的缺點 也是不離不捨︵大慈大
悲︶
衪不會說：豬徒兒 你這般頑劣 影響了俺宗門的正
派健康形象 就留你在盤絲洞與七名蜘蛛姑娘︵精︶糾纏
不清 最後被吃掉算了 以免世人誤解我們是邪
悟空 沙僧 你倆也
一拂衣袖 獨自騎白馬上西天
唐大師是個真明眼人 衪不是來滅絕﹁貪瞋癡﹂的
而是教化﹁貪瞋癡﹂轉化為﹁戒定慧﹂的
請注意 佛典從沒有說﹁消滅﹂什麼的 只有﹁降
﹁轉化﹂與﹁超越﹂
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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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自由

某某先生的網群會說：革
某某同仁的網群會說：
鬥
耶穌的網群會說：這邊臉被打了 另一邊也讓他
打 因為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真理的真相與法則
所以要百分百的理解 ︶老子的網群會說：道祖在二千多
年的春秋末期 已有留言了 無為
師佛的網群會說：
無所謂︵無念為正覺佛寶︶ 說法有這般那般 狀似百鳥
爭鳴 百花齊放 好還是不好？
如此如是 各有說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所站的角
度與層次不同 各持己見 才是問題的所在
誰也說服不了誰︵不同的維度思想 或緣到時才能
﹁說服﹂︶
某地 歷經過最嚴酷的時期後 有調查發現 幾大宗
教的信眾 竟然沒有一宗的信眾有所減少 基督教 還有
所增加 ︵信仰的力量 也蠻厲害的 ︶
千手千眼菩薩領教過：解決了千萬個問題 又有千萬
個問題出現 然後淚流披臉：眾生真的度不完
所謂問題的層出無盡 幻似永遠解決不了 因為那是
個幻 須有正負對比 才能顯現出現象的無盡
佛言 ﹁沒有說過法﹂ ﹁無眾生可度﹂
空性的螢幕上 就是宇與宙 即所謂時間與空間
佛與眾生都是投影 情節是正在投影的演義
什麼是真的存在？現象界中 連﹁真的存在﹂也只是

■文／蓮曉上師

師姐彼言：蘇格蘭裔美國人派屈克 亨利在1775年
3月23日舉行的第二次維吉尼亞公約︵英語：Second
Virginia Convention︶會議 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士
滿聖約翰教堂裡發表的演講 其中最後一句結語 影響西
方國家深遠：
﹁不自由 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我們修道人也希望能修到人生最有價值的自由 精神
與身體的自由 即生死自在︵精神自由︶與生死自由︵身
體自由︶
筆者此言：惠能六祖說：本自具足 即沒有什麼欠缺
的 只是證不證悟︵佛性︶的問題
問題的本身 就是來自於因為沒有問題 才產生的問
題：無明的﹁分化﹂
即本質上 一直並沒有問題 那是所謂問題的根部
證了佛性 就知道﹁自由﹂一直都在 那不是物質與
人事環境所能局限的
所以在一個小小山洞閉關 貌似沒有自由 實在是重
證最無上︵沒有更上︶的自由過程中
當一件刺激的事的發生 就能考到人 到底真實在學
什麼 修什麼
關於﹁自由﹂：

誌

因為沒什麼能﹁滅﹂的 也沒有什麼能﹁生﹂的
大師不是只選﹁好人﹂才能當徒兒
紅塵境是個大染缸 哪個不﹁色彩斑斑﹂的 ？哪裡不
有如﹁畢卡索畫中的無奇不有﹂的
所以蓮生師佛云：不擇 平等 恆而不審 千人同聽
一句話 有時也會有千種解讀
故同出一師門 難免徒眾們會各自妄分為︵以下姑且
開個玩笑以喻之︶：
正悟派 老實修行派 和平鴿派 戰鬥鷹派 衝動
派 不關我事派 注重善事派 詐財派 騙色派 因慈悲
煩惱派 法執甚重派 幽默派 嚴肅派 自以為是派 搶
佔地盤派 貢高我慢派
水太清則無魚 蓮花無不出自於污泥
師佛的正見是：﹁我想取自由主義之長 取社會主義
之長 合而為一 不可偏向哪一邊 ﹂︵︽純純之思︾｜
︿審視思想﹀︶
這即是：自由與管理 互補及善巧 入世出世平等
而皆超越
姑且﹁套用﹂一下佛門的悟理而釋之：﹁自由即非自
由 才是自由﹂
連幻宗沒了 幻弟子全跑了 也無所謂 那自由算個
什麼？
一切皆幻 一切皆可捨 至此﹁死﹂︵如此﹁毋寧
死﹂︶地：
執無可執 迷無可迷 那才是真自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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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幻念 妄念
師佛開示：遊戲
連生死也是不真實存在的 緊張個啥呢
不要被浪一掀 馬上就移為這個︵觀點想法︶；被風
一吹 忽然又挪為那個
皈依的佛弟子 如果對於世上的各種觀點 今天點
讚 ﹁無所住﹂太好了；明天又去點讚 要﹁有所謂﹂才
行；後天又另外點讚 ﹁不服氣﹂才對 ﹁不自由 毋寧
死！﹂等等
種種的觀點 如果不是空性 菩提心的禪與善巧 那
就是游離者 會失去正見傳承
由此 也可覺見：為什麼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 會有
千差萬別 甚至千奇百怪
且看 唐高僧的三大愛徒：分別代表貪︵豬八戒︶
瞋︵孫悟空︶ 癡︵沙僧︶
唐大師明明知道他們的缺點 也是不離不捨︵大慈大
悲︶
衪不會說：豬徒兒 你這般頑劣 影響了俺宗門的正
派健康形象 就留你在盤絲洞與七名蜘蛛姑娘︵精︶糾纏
不清 最後被吃掉算了 以免世人誤解我們是邪
悟空 沙僧 你倆也
一拂衣袖 獨自騎白馬上西天
唐大師是個真明眼人 衪不是來滅絕﹁貪瞋癡﹂的
而是教化﹁貪瞋癡﹂轉化為﹁戒定慧﹂的
請注意 佛典從沒有說﹁消滅﹂什麼的 只有﹁降
﹁轉化﹂與﹁超越﹂
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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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對聖尊最新著作無比期待！

發達 能夠在人將死時 把器官捐
給別人 那是動了身體 但因為你
有﹁捐贈器官給需要者﹂的這種發
心 你的布施利益到別人 護法
本尊 上師都會守護你的命氣 你
的命氣仍然可以往生佛國淨土！這
是以前我問佛菩薩所得到的答案
弟子再問：一直很懼怕小蟲
如何才能克服這個障礙？
聖尊答：剛剛已經講了 你也
是小蟲變的 而且是小得不能再
小 小得看不見 人本來就是蟲
所以你不用怕 要克服這種障礙
就抓一隻小蟲來天天看 瞪著牠爬
來爬去 看久了就沒什麼 看到你
不怕為止 對恐懼的事情 唯一的
方法 就是直接面對
弟子再問：如何才能讓孩子們
增加佛緣並能唸佛？
聖尊答：觀想你的小孩子也坐
在旁邊跟你一起修法 一起唸佛
就可以增加他的佛緣 或者是從小
就去讀佛教開辦的幼稚園 小學
初中 高中 因為緣的關係 也可
以增加佛緣
接著聖尊繼續講︻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2021.11.06 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藥師佛本尊法」

雅圖的秋雨已連綿多日 但
絲毫不影響大家前來參加同
修的熱情 今天的雷藏寺更是迎來
了多位美國紐約的同門 伴隨著
﹃蓮花童子心咒﹄ 聖尊蓮生活佛
盧勝彥安詳徐步走到壇城前 帶領
大家一起做大禮拜 同修隨之開
始 同修過後 ﹁真佛般若藏﹂製
作的精彩短片 讓大家對聖尊最新
著作第二八六冊︽靈異事件︾無比
期待！十一月十五日發行時還將附
贈孫愛珍師姐所著的︽愛珍小
品︾ 其中有她對密法的親身見
證
聖尊講到 靈異的事情一般是
看不到的 也是不可思議的難思
議 靈異事件如果能夠幫助到眾
生 也是很好的事情 書中所寫都
是真實的 聖尊接著說 ﹁人﹂是
由眼睛看不到的﹁長蟲﹂和﹁圓
蟲﹂結合變化而來 可見 活在這
個虛幻的世界裡 ﹁活著﹂本身就
是很靈異的 看不見的不一定都是
假的 看得見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接著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問：如果在多年前曾經向
佛菩薩發願戒食某種肉類 日後想

不要讓左手知道﹂ 這就是﹁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 大家記
得 你要做一個菩薩 你不是為誰
而做 不為自己做 不為他人做
也不是為了什麼而做 你只是做
不是為了名 也不是為了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 盧師尊是個無心道人 不管做
什麼 做了就忘了；不管寫哪個文
章 寫了就丟了 住心於利 你就
會跟人家要錢 我師父以前跟我
講：﹁千萬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
錢 這就是你的戒律 ﹂就是不住
利 住心於名 你就會想要搏得盛
名 你不住名 也不住利 行一切
布施 就是菩薩 你不能有菩薩
想 你有菩薩想就不是菩薩 因為
沒有菩薩想才是菩薩 這是︻金剛
經︼裡面的意思 很重要！
聖尊精彩的開示 讓大家對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和體悟 聖尊為新皈依者灌
頂及為大眾加持後 同修吉祥圓滿
結束 大家依依不捨的與聖尊道晚
安 期待著明天繼續聆聽聖尊的珍
貴教示！
■

要開許再食 應該如何做？有沒有
儀軌呢？
聖尊答：當初願是你發的 現
在要把這個願收回來 你可以很實
在的跟佛菩薩講清楚 你當初是怎
麼發的願？為什麼想再吃回來？是
因為味道好？或是你身體缺乏營
養 想要增加體力？沒有特定的儀
軌 你很坦白的點個香 心裡是怎
麼想的 一五一十跟佛菩薩講就可
以了 佛菩薩不可欺
弟子問：孩子想在過世後 捐
獻器官給需要的人們 不知這樣是
否會影響他的往生？
聖尊答：這種想法是發菩提
心 是善心 發菩提心的人 自然
有上師 本尊 護法守護他 不會
影響他的往生 密教裡確實有講
到 一個人往生的時候 有幾個小
時或者是幾天 在﹁地進入水 水
進入火 火進入風 風進入空﹂
身體四大分散的痛苦變化過程中
最好不要動他的身體 不要去影響
他 開了頂 讓他的命氣很安靜
自然的從頂竅逸出來 這是密教往
生的一個方法 密教初期 還沒有
人能夠捐獻器官 現在科學 醫學

西

聖尊說：﹁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是很有名的句子 禪宗六祖慧
能聽到有人在唸︻金剛經︼到這一
句 馬上就有領悟
這世界上有哪一個人不犯錯？
︻地藏經︼裡講 南閻浮提眾生起
心動念 無不是業 不會犯錯的只
有一種人：死人！誰無心啊？人都
有心 都有念頭 唸佛時 眼睛一
張 看到小姐走過 ﹁好漂亮
喔！﹂是被色所動 這是﹁住色生
心﹂ 又再唸佛 廚房飄來一股香
味 ﹁嗯 我最喜歡吃的臭豆
腐！﹂這是﹁住味生心﹂ 接著唸
佛 聽到音樂 ﹁哇 好聽！﹂這
是﹁住聲生心﹂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這六塵會影響你的
心 所以佛就講了：﹁是故 須菩
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 ﹂很難！你修到能夠﹁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 你就是菩薩！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無為而
為 無為而為就是﹁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
耶穌很厲害 ﹁右手做的善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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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般若藏」製作的精彩短片

菩提 園地

■文∕西雅圖雷藏寺

介紹聖尊文集第286冊

靈異事件

讓大家對聖尊最新著作無比期待！

發達 能夠在人將死時 把器官捐
給別人 那是動了身體 但因為你
有﹁捐贈器官給需要者﹂的這種發
心 你的布施利益到別人 護法
本尊 上師都會守護你的命氣 你
的命氣仍然可以往生佛國淨土！這
是以前我問佛菩薩所得到的答案
弟子再問：一直很懼怕小蟲
如何才能克服這個障礙？
聖尊答：剛剛已經講了 你也
是小蟲變的 而且是小得不能再
小 小得看不見 人本來就是蟲
所以你不用怕 要克服這種障礙
就抓一隻小蟲來天天看 瞪著牠爬
來爬去 看久了就沒什麼 看到你
不怕為止 對恐懼的事情 唯一的
方法 就是直接面對
弟子再問：如何才能讓孩子們
增加佛緣並能唸佛？
聖尊答：觀想你的小孩子也坐
在旁邊跟你一起修法 一起唸佛
就可以增加他的佛緣 或者是從小
就去讀佛教開辦的幼稚園 小學
初中 高中 因為緣的關係 也可
以增加佛緣
接著聖尊繼續講︻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2021.11.06 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藥師佛本尊法」

雅圖的秋雨已連綿多日 但
絲毫不影響大家前來參加同
修的熱情 今天的雷藏寺更是迎來
了多位美國紐約的同門 伴隨著
﹃蓮花童子心咒﹄ 聖尊蓮生活佛
盧勝彥安詳徐步走到壇城前 帶領
大家一起做大禮拜 同修隨之開
始 同修過後 ﹁真佛般若藏﹂製
作的精彩短片 讓大家對聖尊最新
著作第二八六冊︽靈異事件︾無比
期待！十一月十五日發行時還將附
贈孫愛珍師姐所著的︽愛珍小
品︾ 其中有她對密法的親身見
證
聖尊講到 靈異的事情一般是
看不到的 也是不可思議的難思
議 靈異事件如果能夠幫助到眾
生 也是很好的事情 書中所寫都
是真實的 聖尊接著說 ﹁人﹂是
由眼睛看不到的﹁長蟲﹂和﹁圓
蟲﹂結合變化而來 可見 活在這
個虛幻的世界裡 ﹁活著﹂本身就
是很靈異的 看不見的不一定都是
假的 看得見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接著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問：如果在多年前曾經向
佛菩薩發願戒食某種肉類 日後想

不要讓左手知道﹂ 這就是﹁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 大家記
得 你要做一個菩薩 你不是為誰
而做 不為自己做 不為他人做
也不是為了什麼而做 你只是做
不是為了名 也不是為了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 盧師尊是個無心道人 不管做
什麼 做了就忘了；不管寫哪個文
章 寫了就丟了 住心於利 你就
會跟人家要錢 我師父以前跟我
講：﹁千萬不可以開口跟人家要
錢 這就是你的戒律 ﹂就是不住
利 住心於名 你就會想要搏得盛
名 你不住名 也不住利 行一切
布施 就是菩薩 你不能有菩薩
想 你有菩薩想就不是菩薩 因為
沒有菩薩想才是菩薩 這是︻金剛
經︼裡面的意思 很重要！
聖尊精彩的開示 讓大家對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和體悟 聖尊為新皈依者灌
頂及為大眾加持後 同修吉祥圓滿
結束 大家依依不捨的與聖尊道晚
安 期待著明天繼續聆聽聖尊的珍
貴教示！
■

要開許再食 應該如何做？有沒有
儀軌呢？
聖尊答：當初願是你發的 現
在要把這個願收回來 你可以很實
在的跟佛菩薩講清楚 你當初是怎
麼發的願？為什麼想再吃回來？是
因為味道好？或是你身體缺乏營
養 想要增加體力？沒有特定的儀
軌 你很坦白的點個香 心裡是怎
麼想的 一五一十跟佛菩薩講就可
以了 佛菩薩不可欺
弟子問：孩子想在過世後 捐
獻器官給需要的人們 不知這樣是
否會影響他的往生？
聖尊答：這種想法是發菩提
心 是善心 發菩提心的人 自然
有上師 本尊 護法守護他 不會
影響他的往生 密教裡確實有講
到 一個人往生的時候 有幾個小
時或者是幾天 在﹁地進入水 水
進入火 火進入風 風進入空﹂
身體四大分散的痛苦變化過程中
最好不要動他的身體 不要去影響
他 開了頂 讓他的命氣很安靜
自然的從頂竅逸出來 這是密教往
生的一個方法 密教初期 還沒有
人能夠捐獻器官 現在科學 醫學

西

聖尊說：﹁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是很有名的句子 禪宗六祖慧
能聽到有人在唸︻金剛經︼到這一
句 馬上就有領悟
這世界上有哪一個人不犯錯？
︻地藏經︼裡講 南閻浮提眾生起
心動念 無不是業 不會犯錯的只
有一種人：死人！誰無心啊？人都
有心 都有念頭 唸佛時 眼睛一
張 看到小姐走過 ﹁好漂亮
喔！﹂是被色所動 這是﹁住色生
心﹂ 又再唸佛 廚房飄來一股香
味 ﹁嗯 我最喜歡吃的臭豆
腐！﹂這是﹁住味生心﹂ 接著唸
佛 聽到音樂 ﹁哇 好聽！﹂這
是﹁住聲生心﹂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這六塵會影響你的
心 所以佛就講了：﹁是故 須菩
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 ﹂很難！你修到能夠﹁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 你就是菩薩！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無為而
為 無為而為就是﹁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
耶穌很厲害 ﹁右手做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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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 園地

大隨 求
梵 篋印 翻轉互 拍三 下

隨求 隨應

聖 尊 以 隨求 八 印加 持信 眾一 切如意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
尊談到佛教經典有提到釋迦牟尼佛
出家修行後 耶輸陀羅懷孕 當時
的國王認為這不合乎常理 就將耶
輸陀羅丟到火坑裡 想把她燒死
在肚子裡面的羅睺羅童子 他在肚
子裡面憶念大隨求菩薩 因為想念
大隨求菩薩 持祂的咒語 比祂的
手印 火坑就化為白蓮池 變成非
常的清涼 所以經典裡面有講到
只要憶念大隨求菩薩 持祂的咒
語 比隨求八印當中主要的一個
印：﹁拍一次掌 拍掌 拍第三
掌 然後摩擦三下﹂ 大隨求菩薩
馬上就會降臨 這一尊是廣大靈感
的菩薩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弟子皈依師尊也是因緣所起

■文／彩虹雷藏寺

塔的影子就會進入到拱橋 所以要
改變塔的位置 才能改善城鎮中不
正當的男女關係 因此風水的影響
絕對不能小覷 找出適合方位和需
要的空間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下午三時 天空依舊下著雨
整個山莊籠罩在濛濛細雨中 十分
寒冷 但是當聖尊點燃護摩火時
焰火光彩奪目 帶給所有人暖意
燒化了憂鬱煩惱 心中流露喜悅
﹁嗡 摩訶鉢拉底 薩落 梭
哈 ﹂樂聲瀰漫四周 聖尊比著隨
求八印 八印結完後 雙手摩擦三
下 再翻轉互拍三次 虔誠祈求與
願金剛｜大隨求菩薩給予眾生的祈
求皆能夠滿願 以隨求八印加持眾
生 災難熄滅 增長利益 敬愛圓
滿 一切如意

麼大 那算大嗎？﹂須菩提講：
﹁沒有錯是很大 但是呢 佛陀講
非身才稱為大﹂ 現在問題就是在
這個﹁大﹂字上 須彌山只是一個
比喻 釋迦牟尼佛講：﹁與道合者
大 ﹂您已經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
大 與道合者是什麼身？是非身
非身是沒有形相的 無相 沒有形
相的才叫大 有形相的統統都小
沒有形相的是什麼？是道 是佛
性 你已經修行到無相 而且已經
佛性顯露 那就是最大
弟子們感謝聖尊的慈悲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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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坐飛機來到西城朝聖的弟
子把握良機 在護摩法會結束後
便到大殿歡喜雀躍的表演唱歌 跳
舞及打鼓供養聖尊 最後眾弟子專
注一致 目不轉睛地看著聖尊表演
金剛棍 眾弟子喜悅不已！
晚餐有紐約︿金剛雷藏寺﹀供
齋 聽聞聖尊 師母的隨緣寶貴的
開示 彌足珍貴 獲益良多 大家
在充實歡樂中度過真佛饗宴 十一
月十四日是﹁黃財神護摩法會﹂歡
迎善信踴躍護持報名
■

二○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彩虹雷藏寺﹁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二一年月日 ︿彩虹
雷藏寺﹀恭請法王蓮生活佛
主持﹁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及講
授︻金剛經︼ 聖尊開示曾經提到
佛法是講﹁無所求﹂ 但菩薩慈
悲 仍然讓眾生能夠祈求 這就是
菩薩本身最大的悲願 所以稱為
﹁大隨求﹂菩薩
今天一早 雷藏寺的上師 法
師和義工就開始處理和回覆來自世
界各地傳來的法會報名表 每張報
名表皆代表眾生的心願 希望藉著
大隨求菩薩願力 令眾生滿願
午餐期間 聖尊與弟子談到曾
經有一個城鎮 城中的男女都會犯
桃花 而且是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有一位風水師父指出是因為塔和拱
橋建設位置不對 每當太陽升起

時候 也先做這樣的觀想 其他的
都和︿真佛宗﹀修法儀軌一樣了
弟子修法這樣子做 是否可以？
聖尊答：依我個人來講 這樣
子做可以 一起尊敬 但是你要知
道你修的是什麼法？因為︿真佛密
法﹀最單純 最直接 最適合現代
人修 你只要有一個主要的就行
了 其他的是結緣
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大部分的
老人都能看見無影的靈？這是為什
麼？什麼原因？大部分的老人也辛
苦一輩子 為什麼不能得到安穩安
順的生活 而受這些無形靈干擾
聖尊答：有些人是真的受無形
靈的干擾 會看到祖先 看到外
靈 這是為什麼？因為他的身體陽
氣已經喪失了 就會看到無形
為什麼不能得到安穩安順的生活？
老跟病是在一起的 長壽跟健康很
重要 但是長壽健康的人很少 年
齡越大 什麼毛病就出來了
接下來 聖尊為大眾繼續講解
︻金剛經︼
聖尊解釋：宇宙是這樣子的
觀 中央是須彌山 須彌山當然是
最大的 釋迦牟尼佛就比喻：﹁須
彌山大不大？如果有人像須彌山那

二

然後也有皈依兩個不同宗派的兩位
師父 但至今弟子修的是︿真佛密
法﹀為主 弟子都很尊敬弟子三位
根本傳承上師 因為每一位師父教
的都合於八正道 也教弟子持戒
也賜了不少的智慧 讓弟子一步步
開悟的更深 也教弟子不同的善
法 得了第二個和第三個師父的教
訓 弟子能更深入師尊的法 也能
使用所有三位師父賜的智慧來體會
到所有三個宗派的法露 明白了：
﹁道﹂本來平等而相連
弟子想問的是 因為弟子視三
位不同宗派的傳承師父如佛 弟子
不分哪一位師父的成就更高 哪一
位師父的更低 弟子只分弟子皈依
的順序 不管弟子行的是哪一種宗
派的法的時候 弟子首先會奉請三
位根本上師住頂 並祈求上師加持
︵按照這個順序：先奉請師尊 然
後第二位師父 然後第三位師父
然後︿真佛宗﹀歷代傳承祖師 然
後第二個宗派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
第三個宗派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
繼續修法或作法
弟子修︿真佛密法﹀的時候
修法前 也是這樣做 當唸奉請時
也是先這樣唸 然後在做四皈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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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隨 求
梵 篋印 翻轉互 拍三 下

隨求 隨應

聖 尊 以 隨求 八 印加 持信 眾一 切如 意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
尊談到佛教經典有提到釋迦牟尼佛
出家修行後 耶輸陀羅懷孕 當時
的國王認為這不合乎常理 就將耶
輸陀羅丟到火坑裡 想把她燒死
在肚子裡面的羅睺羅童子 他在肚
子裡面憶念大隨求菩薩 因為想念
大隨求菩薩 持祂的咒語 比祂的
手印 火坑就化為白蓮池 變成非
常的清涼 所以經典裡面有講到
只要憶念大隨求菩薩 持祂的咒
語 比隨求八印當中主要的一個
印：﹁拍一次掌 拍掌 拍第三
掌 然後摩擦三下﹂ 大隨求菩薩
馬上就會降臨 這一尊是廣大靈感
的菩薩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弟子皈依師尊也是因緣所起

■文／彩虹雷藏寺

塔的影子就會進入到拱橋 所以要
改變塔的位置 才能改善城鎮中不
正當的男女關係 因此風水的影響
絕對不能小覷 找出適合方位和需
要的空間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下午三時 天空依舊下著雨
整個山莊籠罩在濛濛細雨中 十分
寒冷 但是當聖尊點燃護摩火時
焰火光彩奪目 帶給所有人暖意
燒化了憂鬱煩惱 心中流露喜悅
﹁嗡 摩訶鉢拉底 薩落 梭
哈 ﹂樂聲瀰漫四周 聖尊比著隨
求八印 八印結完後 雙手摩擦三
下 再翻轉互拍三次 虔誠祈求與
願金剛｜大隨求菩薩給予眾生的祈
求皆能夠滿願 以隨求八印加持眾
生 災難熄滅 增長利益 敬愛圓
滿 一切如意

麼大 那算大嗎？﹂須菩提講：
﹁沒有錯是很大 但是呢 佛陀講
非身才稱為大﹂ 現在問題就是在
這個﹁大﹂字上 須彌山只是一個
比喻 釋迦牟尼佛講：﹁與道合者
大 ﹂您已經跟道合一了 你就是
大 與道合者是什麼身？是非身
非身是沒有形相的 無相 沒有形
相的才叫大 有形相的統統都小
沒有形相的是什麼？是道 是佛
性 你已經修行到無相 而且已經
佛性顯露 那就是最大
弟子們感謝聖尊的慈悲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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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坐飛機來到西城朝聖的弟
子把握良機 在護摩法會結束後
便到大殿歡喜雀躍的表演唱歌 跳
舞及打鼓供養聖尊 最後眾弟子專
注一致 目不轉睛地看著聖尊表演
金剛棍 眾弟子喜悅不已！
晚餐有紐約︿金剛雷藏寺﹀供
齋 聽聞聖尊 師母的隨緣寶貴的
開示 彌足珍貴 獲益良多 大家
在充實歡樂中度過真佛饗宴 十一
月十四日是﹁黃財神護摩法會﹂歡
迎善信踴躍護持報名
■

二○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彩虹雷藏寺﹁大隨求菩薩護摩大法會﹂
○二一年月日 ︿彩虹
雷藏寺﹀恭請法王蓮生活佛
主持﹁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及講
授︻金剛經︼ 聖尊開示曾經提到
佛法是講﹁無所求﹂ 但菩薩慈
悲 仍然讓眾生能夠祈求 這就是
菩薩本身最大的悲願 所以稱為
﹁大隨求﹂菩薩
今天一早 雷藏寺的上師 法
師和義工就開始處理和回覆來自世
界各地傳來的法會報名表 每張報
名表皆代表眾生的心願 希望藉著
大隨求菩薩願力 令眾生滿願
午餐期間 聖尊與弟子談到曾
經有一個城鎮 城中的男女都會犯
桃花 而且是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有一位風水師父指出是因為塔和拱
橋建設位置不對 每當太陽升起

時候 也先做這樣的觀想 其他的
都和︿真佛宗﹀修法儀軌一樣了
弟子修法這樣子做 是否可以？
聖尊答：依我個人來講 這樣
子做可以 一起尊敬 但是你要知
道你修的是什麼法？因為︿真佛密
法﹀最單純 最直接 最適合現代
人修 你只要有一個主要的就行
了 其他的是結緣
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大部分的
老人都能看見無影的靈？這是為什
麼？什麼原因？大部分的老人也辛
苦一輩子 為什麼不能得到安穩安
順的生活 而受這些無形靈干擾
聖尊答：有些人是真的受無形
靈的干擾 會看到祖先 看到外
靈 這是為什麼？因為他的身體陽
氣已經喪失了 就會看到無形
為什麼不能得到安穩安順的生活？
老跟病是在一起的 長壽跟健康很
重要 但是長壽健康的人很少 年
齡越大 什麼毛病就出來了
接下來 聖尊為大眾繼續講解
︻金剛經︼
聖尊解釋：宇宙是這樣子的
觀 中央是須彌山 須彌山當然是
最大的 釋迦牟尼佛就比喻：﹁須
彌山大不大？如果有人像須彌山那

二

然後也有皈依兩個不同宗派的兩位
師父 但至今弟子修的是︿真佛密
法﹀為主 弟子都很尊敬弟子三位
根本傳承上師 因為每一位師父教
的都合於八正道 也教弟子持戒
也賜了不少的智慧 讓弟子一步步
開悟的更深 也教弟子不同的善
法 得了第二個和第三個師父的教
訓 弟子能更深入師尊的法 也能
使用所有三位師父賜的智慧來體會
到所有三個宗派的法露 明白了：
﹁道﹂本來平等而相連
弟子想問的是 因為弟子視三
位不同宗派的傳承師父如佛 弟子
不分哪一位師父的成就更高 哪一
位師父的更低 弟子只分弟子皈依
的順序 不管弟子行的是哪一種宗
派的法的時候 弟子首先會奉請三
位根本上師住頂 並祈求上師加持
︵按照這個順序：先奉請師尊 然
後第二位師父 然後第三位師父
然後︿真佛宗﹀歷代傳承祖師 然
後第二個宗派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
第三個宗派歷代傳承祖師︶ 然後
繼續修法或作法
弟子修︿真佛密法﹀的時候
修法前 也是這樣做 當唸奉請時
也是先這樣唸 然後在做四皈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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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 園地

2021.11.13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

於無常中學習放下 、

於爭權奪利中學習放下 、
於愛恨瞋癡中學習放下 。
「放 下」 是人 人必 修的課 程。

是每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 揮棒人
就是自己 所以 還是要點光明
燈 安太歲 安生祿位 在聖尊眼
中 其實沒有生和死
弟子提問： 佛國淨土雖為
淨土 但也有戒律要跟從並非完全
自由自在對嗎？要如何才能自由自
在？ 請問師尊 魂飛魄散是屬
於滅的一種嗎？是完全不存在也不
會有任何的意識 也不會再生或輪
迴了對嗎？ 很想知道以上兩個
問題有因果存在嗎？在佛國沒造惡
業 因果 因緣還是會找上門嗎？
聖尊回答 到了佛國淨土 你
真的是自由自在 你本來就是守戒
律的 才能夠到佛國淨土 你到了
佛國淨土 當然也不會犯戒律 那
裡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你犯戒律的地
方 你自然不會犯戒律 如水中的
魚 自然就會游泳；空中飛的鳥
自然就會飛 清淨的人到了清淨的
佛土 哪裡還需要什麼戒律呢？
關於第二個問題不要去想 既
然是皈依盧師尊就不會魂飛魄散
而到了佛國淨土是不退轉 也不輪
迴 因為在那裡 將來個個皆能成
佛 成菩薩 成聖賢
接續講授︻金剛經︼：

時

序已入冬 平日的喧囂煩惱
在此刻煙消雲散 弟子們溫
馨共聚於︿西雅圖雷藏寺﹀ 迎接
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到
來 為全球四眾弟子主持﹁阿彌陀
佛本尊法﹂同修 同修後 聖尊述
說觀看﹁真佛般若藏﹂為第二八六
冊新書︽靈異事件：真實的見證︾
發行所製作影片的感觸 提到朱時
宜院士火化後的舍利是安放在︿彩
虹雷藏寺﹀﹁雙蓮境界﹂ 他托夢
交代女兒要到﹁真佛密苑﹂向盧師
尊致謝 聖尊說 所有眾生都是平
等的 真正到聖賢或菩薩的境界
根本沒有分別 有分別的是眾生
其實人生很短暫 不過是夢一
場 所以在娑婆世界中沒有什麼好
爭執的 像朱時宜院士是世界性的
院士 且學識最高 其他或是很豐
厚的富豪 或是美如天仙的美女
最後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唯有找到一個方向努力精進 往生
到佛國淨土 才是最重要的
千萬人有千萬種煩惱 該用何
心態去面對？
師尊唸一篇弟子提供的文稿：
有男子問佛陀：﹁我跟女友分手但

聖尊講授︻金剛經︼｜無為福
勝分第十一
什麼是﹁無為﹂？﹁無所住﹂
就是無為
﹁福勝分﹂是以福 德來做比
較 就是第十一品要講述的內容
聖尊闡釋佛陀喜歡以兩種方式
來做比喻 其一為須彌山 形容巨
大 高大；其二為恆河沙 形容非
常的多
印度人稱恆河為聖河 它貫穿
整個印度 想當然恆河的沙是沒辦
法數盡 所以是﹁無量﹂的意思
但注意此句﹁如恆河中所有沙
數 如是沙等恆河﹂ 一條恆河裡
有無盡的沙 若每一粒沙都是一條
恆河 那它的沙有多少？須菩提
答：﹁甚多 世尊！但諸恆河 尚
多無數 何況其沙！﹂
這段巧妙的應答 在於所有的
沙變成恆河 恆河裡面又有沙
有人以為佛陀只是在講﹁恆河
沙﹂ 沒有想到祂會將﹁沙﹂變成
﹁恆河﹂
所謂七寶就是人間最寶貴的東
西 例如黃金 硨磲 瑪瑙
﹁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在表示非常
多 聖尊說：我們常聽到五百商

還是很想念她 該怎麼辦？﹂佛陀
答：﹁放下 ﹂有女子問佛陀：
﹁我被朋友出賣 氣得每天寢食難
安 該怎麼辦？﹂佛陀答：﹁放
下 ﹂雖然兩者不同問題 但佛陀
的回答依舊 為什麼？這就好比做
夢 你睡了千萬次 做了千萬個
夢 但每回結束夢境的方式都是
﹁醒過來﹂ 而面對人生種種的不
順遂 唯一方法就是﹁放下﹂
聖尊以此教示大眾 放不下
你就是眾生；放得下 才能夠成就
菩薩
接續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提問：在寺廟安奉整年的
太歲 光明燈 長生祿位等 若安
奉者遭遇不測或老死往生 這樣持
續為亡者做生人的祈福點燈 對於
亡者會有怎樣的影響？是否會障礙
亡者或者對祂仍有加持的力量？
聖尊為此釋疑 ﹁安太歲 點
光明燈 安長生祿位﹂是安心法
門 安住自己的心 當然也有佛菩
薩的加持 這像打棒球 佛菩薩的
加持力如同一陣風 會將球吹到很
遠 形成全壘打 打滾地球 界外
球 很高的球 或被人家接住 那

人 五百羅漢 難道真只有﹁五
百﹂嗎？師尊為什麼只有五百萬弟
子？因這是在學佛陀用的比喻
所以 以七寶布施如恆河沙數
三千大千世界 所得福德 福分甚
大 因為在菩薩六度當中 布施就
居於首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在︻金
剛經︼中 受持或為他人講解此四
句偈﹁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所得福德勝過以
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布施的福德
聖尊教示大眾 人只要做到
﹁無我﹂就已經是聖賢了 世間七
寶都輸給一個﹁無我相﹂ 何況此
四句偈？凡是有﹁我﹂才有是非
精闢的法語開示結束後 聖尊
慈悲加持大眾
聖尊於今日的開示中 屢屢叮
嚀囑咐大眾於無常中學習放下 於
爭權奪利中學習放下 於愛恨瞋癡
中學習放下 ﹁放下﹂是人人必修
的課程 應當了悟人生如夢幻泡
影 了知修行的方向努力精進 唯
有﹁清淨﹂才能獲得航向佛國淨土
的船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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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菩提 園地

2021.11.13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

於無常中學習放下 、

於爭權奪利中學習放下 、
於愛恨瞋癡中學習放下 。
「放 下」 是人 人必 修的課 程。

是每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 揮棒人
就是自己 所以 還是要點光明
燈 安太歲 安生祿位 在聖尊眼
中 其實沒有生和死
弟子提問： 佛國淨土雖為
淨土 但也有戒律要跟從並非完全
自由自在對嗎？要如何才能自由自
在？ 請問師尊 魂飛魄散是屬
於滅的一種嗎？是完全不存在也不
會有任何的意識 也不會再生或輪
迴了對嗎？ 很想知道以上兩個
問題有因果存在嗎？在佛國沒造惡
業 因果 因緣還是會找上門嗎？
聖尊回答 到了佛國淨土 你
真的是自由自在 你本來就是守戒
律的 才能夠到佛國淨土 你到了
佛國淨土 當然也不會犯戒律 那
裡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你犯戒律的地
方 你自然不會犯戒律 如水中的
魚 自然就會游泳；空中飛的鳥
自然就會飛 清淨的人到了清淨的
佛土 哪裡還需要什麼戒律呢？
關於第二個問題不要去想 既
然是皈依盧師尊就不會魂飛魄散
而到了佛國淨土是不退轉 也不輪
迴 因為在那裡 將來個個皆能成
佛 成菩薩 成聖賢
接續講授︻金剛經︼：

時

序已入冬 平日的喧囂煩惱
在此刻煙消雲散 弟子們溫
馨共聚於︿西雅圖雷藏寺﹀ 迎接
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到
來 為全球四眾弟子主持﹁阿彌陀
佛本尊法﹂同修 同修後 聖尊述
說觀看﹁真佛般若藏﹂為第二八六
冊新書︽靈異事件：真實的見證︾
發行所製作影片的感觸 提到朱時
宜院士火化後的舍利是安放在︿彩
虹雷藏寺﹀﹁雙蓮境界﹂ 他托夢
交代女兒要到﹁真佛密苑﹂向盧師
尊致謝 聖尊說 所有眾生都是平
等的 真正到聖賢或菩薩的境界
根本沒有分別 有分別的是眾生
其實人生很短暫 不過是夢一
場 所以在娑婆世界中沒有什麼好
爭執的 像朱時宜院士是世界性的
院士 且學識最高 其他或是很豐
厚的富豪 或是美如天仙的美女
最後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唯有找到一個方向努力精進 往生
到佛國淨土 才是最重要的
千萬人有千萬種煩惱 該用何
心態去面對？
師尊唸一篇弟子提供的文稿：
有男子問佛陀：﹁我跟女友分手但

聖尊講授︻金剛經︼｜無為福
勝分第十一
什麼是﹁無為﹂？﹁無所住﹂
就是無為
﹁福勝分﹂是以福 德來做比
較 就是第十一品要講述的內容
聖尊闡釋佛陀喜歡以兩種方式
來做比喻 其一為須彌山 形容巨
大 高大；其二為恆河沙 形容非
常的多
印度人稱恆河為聖河 它貫穿
整個印度 想當然恆河的沙是沒辦
法數盡 所以是﹁無量﹂的意思
但注意此句﹁如恆河中所有沙
數 如是沙等恆河﹂ 一條恆河裡
有無盡的沙 若每一粒沙都是一條
恆河 那它的沙有多少？須菩提
答：﹁甚多 世尊！但諸恆河 尚
多無數 何況其沙！﹂
這段巧妙的應答 在於所有的
沙變成恆河 恆河裡面又有沙
有人以為佛陀只是在講﹁恆河
沙﹂ 沒有想到祂會將﹁沙﹂變成
﹁恆河﹂
所謂七寶就是人間最寶貴的東
西 例如黃金 硨磲 瑪瑙
﹁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在表示非常
多 聖尊說：我們常聽到五百商

還是很想念她 該怎麼辦？﹂佛陀
答：﹁放下 ﹂有女子問佛陀：
﹁我被朋友出賣 氣得每天寢食難
安 該怎麼辦？﹂佛陀答：﹁放
下 ﹂雖然兩者不同問題 但佛陀
的回答依舊 為什麼？這就好比做
夢 你睡了千萬次 做了千萬個
夢 但每回結束夢境的方式都是
﹁醒過來﹂ 而面對人生種種的不
順遂 唯一方法就是﹁放下﹂
聖尊以此教示大眾 放不下
你就是眾生；放得下 才能夠成就
菩薩
接續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提問：在寺廟安奉整年的
太歲 光明燈 長生祿位等 若安
奉者遭遇不測或老死往生 這樣持
續為亡者做生人的祈福點燈 對於
亡者會有怎樣的影響？是否會障礙
亡者或者對祂仍有加持的力量？
聖尊為此釋疑 ﹁安太歲 點
光明燈 安長生祿位﹂是安心法
門 安住自己的心 當然也有佛菩
薩的加持 這像打棒球 佛菩薩的
加持力如同一陣風 會將球吹到很
遠 形成全壘打 打滾地球 界外
球 很高的球 或被人家接住 那

人 五百羅漢 難道真只有﹁五
百﹂嗎？師尊為什麼只有五百萬弟
子？因這是在學佛陀用的比喻
所以 以七寶布施如恆河沙數
三千大千世界 所得福德 福分甚
大 因為在菩薩六度當中 布施就
居於首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在︻金
剛經︼中 受持或為他人講解此四
句偈﹁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所得福德勝過以
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布施的福德
聖尊教示大眾 人只要做到
﹁無我﹂就已經是聖賢了 世間七
寶都輸給一個﹁無我相﹂ 何況此
四句偈？凡是有﹁我﹂才有是非
精闢的法語開示結束後 聖尊
慈悲加持大眾
聖尊於今日的開示中 屢屢叮
嚀囑咐大眾於無常中學習放下 於
爭權奪利中學習放下 於愛恨瞋癡
中學習放下 ﹁放下﹂是人人必修
的課程 應當了悟人生如夢幻泡
影 了知修行的方向努力精進 唯
有﹁清淨﹂才能獲得航向佛國淨土
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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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正是

黃財神護摩時下著絲絲的雨
地面閃著金光

財 大 如 雨注
賜 福 於 眾生

天王針巴拉黃財神 大家不要以為
看說四天王 護世四天王 在我印
象裡面是這樣子 曾經四天王下降
然後守護一個國家 今日坐德輝上
師的車子到護摩寶殿的時候 這中
途看到雨 雨雖然是一絲絲的雨
但是閃著亮光 下到地面上 全部
變成一塊一塊的黃金 所以我講了
一句：﹁財大如雨注﹂ 針巴拉的
吐寶鼠 藏密的財神都一定有吐寶
鼠 吐寶鼠嘴巴一張 就一直吐出
寶物 吐錢財 吐黃金 非常多
今天的雨絲 財大如雨注 等
一下你們去淋一下雨 淋一滴 以

■文／彩虹雷藏寺

○二一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恭請蓮生活佛主壇
﹁黃財神護摩法會﹂ 今日天空烏
雲密布 小雨綿綿不斷 滿園的霧
氣 猶如人間仙境般朦朧 其次因
邊境的開放 故加拿大及各地同門
踴躍抵達 雷藏寺處處一片熱鬧
下午三點 資糧主的黃財神護
摩 咒音響徹青霄 在師尊出神入
化的手印變化中 法流遍布 靈氣
充盈 眾人沉浸在佛光中 化解了
疫情帶來的種種憂鬱及煩惱 法喜
滿滿 在肅穆莊嚴的法會後
師尊說 今天我們做的是多聞

師尊解義：這一段非常好講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就是尊重
我尊重所有的佛菩薩雕像 不管你
是雕像 畫相 不管你是什麼像
是木做的 土做的 瓷器的 金屬
的 我全部合掌問候祂們 壇城上
這尊大力金剛 這一尊我很喜歡
我上來一定跟祂敬禮 你們看 哪
一次我上法座沒有跟祂敬禮過？我
直接就上法座嗎？沒有這回事 我
一定跟祂敬禮 那個就是佛啊！
經典我也尊重 所有的法器我
都尊重 何況是︻金剛經︼ 我尊
重︻金剛經︼ 我曾經用︻金剛
經︼救鬼 那個九天應元普化天尊
在追一個鬼 一直打雷 我說：
﹁外面雷聲這麼響？怎麼回事？﹂
那個雷都打在我家四週 到時候我
這個房子被打破了怎麼辦？﹂因為
閃電啊 九天應元普化天尊是我認
識的 祂一看是盧師尊的家 還在
周圍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結果我看一個鬼躲在我書桌底
下 她說：﹁盧師尊救救我！﹂我
從書冊後面拿一本︻金剛經︼放在
她的頭頂上 閃電雷聲就在我家四
週拼命打 拼命打 打了差不多
三 四十下都有 後來就走了 祂

二

是在消業障 但是當牠業障要清除
的時候 主人幫牠去打一針 剛剛
好注定這一針就是牠的業障消除了
的時候 是你幫牠把業障清除掉
了 這是好事
ｂ 你喜歡的貓咪埋在你家裡
的花園 不是埋在別人的家 可
以 那是你的權利
二 台灣弟子問：蓮生活佛盧
勝彥文集第一五四冊︽智慧的光
環︾：﹁是有其他密法 可見一切
鬼神 取牛黃 唸誦﹃準提佛母
咒﹄ 唸到行者看見牛黃化為
﹃煙﹄或化為﹃火﹄時 即取牛
黃 塗眼睛並服下牛黃 馬上看見
鬼神眾 ﹂
請問師尊  天然牛黃很
貴 可否用人工牛黃？ ﹃準提
佛母咒﹄大概要念多少遍？ 日
後此法時效是暫時還是永久？弟子
駑鈍 未見過鬼神 想用這方法驗
證 堅固道心
師尊答： 不可以 還是用
天然牛黃  ﹃準提佛母咒﹄
要唸七千遍就可以了  這個法
的時效因人而異 每個人不一樣
聖尊詮釋︻金剛經︼奧義：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前講過一滴一千萬 希望大家每一
個人都是非常富有的 同時也要記
得 當你富有的時候 也要懂得布
施 這是我們修財神法最重要的
你問我答單元
一 美國弟子問：一 我家的
貓最近往生了 牠最後的幾天已經
不能動 不吃不喝 就躺在床上受
苦 最後那天我不忍心 就帶她到
獸醫處 幫牠安祥的離去 但後來
聽人家說 生命到終點時還在受苦
是因為有業障 我們是不能幫牠結
束生命的 請問師尊 我這是殺生
還是幫助了牠？
二 我已幫貓咪皈依了師尊
牠往生後 我助念﹃蓮花童子心
咒﹄迴向給牠 請師尊接引牠往生
摩訶雙蓮池 還幫牠報名法會 請
問師尊 我可以把貓咪火化後的骨
灰埋在家裡的花園嗎？因為有些人
說 把寵物的骨灰埋在家的範圍會
影響風水 招來陰氣 而且 寵物
會不願離開人間 請問師尊 弟子
該如何做？
聖尊答：佛教是講因果 一飲
一啄皆有定數
ａ 我個人感覺到是這樣子：
貓生病了 是有定數 沒有錯 牠

咔

不動明王的寶劍好像是電

把我家的樹打下來一棵 就回去覆
命說已經打了
我今天講尊重 我對佛菩薩
對所有鬼神都是尊重 但是對鬼神
尊重 對鬼也尊重嗎？沒錯 我對
鬼也尊重 只要你不是惡鬼 惡鬼
當然我還是尊重你 舊金山那些惡
鬼在我的光網外面 我睡覺的時候
有一個光網套住的 鬼在外面講：
﹁盧師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
的主人 ﹂居然這樣子喊 跟我這
樣講我 真是！不久啊 就咔
咔

風扇一樣旋轉 把這些來的百千鬼
全部統統砍頭 這些鬼都不是我殺
的 是不動明王跟大力金剛殺的
不是我殺的 所以講實在話 我對
鬼還是很尊重的 對神更尊重 對
神也是很尊重 對所有的正教更加
的尊重
︻金剛經︼在師尊無上智慧
精采絕倫 風趣幽默的開示後 再
為大眾灌頂加持 眾弟子們法喜充
滿 並踴躍接受黃金般的絲絲細
雨 感謝黃財神今日的賜福 大家
歡喜滿載而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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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黃財神護摩時下著絲絲的雨
地面閃著金光

財 大 如 雨注
賜 福 於 眾生

天王針巴拉黃財神 大家不要以為
看說四天王 護世四天王 在我印
象裡面是這樣子 曾經四天王下降
然後守護一個國家 今日坐德輝上
師的車子到護摩寶殿的時候 這中
途看到雨 雨雖然是一絲絲的雨
但是閃著亮光 下到地面上 全部
變成一塊一塊的黃金 所以我講了
一句：﹁財大如雨注﹂ 針巴拉的
吐寶鼠 藏密的財神都一定有吐寶
鼠 吐寶鼠嘴巴一張 就一直吐出
寶物 吐錢財 吐黃金 非常多
今天的雨絲 財大如雨注 等
一下你們去淋一下雨 淋一滴 以

■文／彩虹雷藏寺

○二一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恭請蓮生活佛主壇
﹁黃財神護摩法會﹂ 今日天空烏
雲密布 小雨綿綿不斷 滿園的霧
氣 猶如人間仙境般朦朧 其次因
邊境的開放 故加拿大及各地同門
踴躍抵達 雷藏寺處處一片熱鬧
下午三點 資糧主的黃財神護
摩 咒音響徹青霄 在師尊出神入
化的手印變化中 法流遍布 靈氣
充盈 眾人沉浸在佛光中 化解了
疫情帶來的種種憂鬱及煩惱 法喜
滿滿 在肅穆莊嚴的法會後
師尊說 今天我們做的是多聞

師尊解義：這一段非常好講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就是尊重
我尊重所有的佛菩薩雕像 不管你
是雕像 畫相 不管你是什麼像
是木做的 土做的 瓷器的 金屬
的 我全部合掌問候祂們 壇城上
這尊大力金剛 這一尊我很喜歡
我上來一定跟祂敬禮 你們看 哪
一次我上法座沒有跟祂敬禮過？我
直接就上法座嗎？沒有這回事 我
一定跟祂敬禮 那個就是佛啊！
經典我也尊重 所有的法器我
都尊重 何況是︻金剛經︼ 我尊
重︻金剛經︼ 我曾經用︻金剛
經︼救鬼 那個九天應元普化天尊
在追一個鬼 一直打雷 我說：
﹁外面雷聲這麼響？怎麼回事？﹂
那個雷都打在我家四週 到時候我
這個房子被打破了怎麼辦？﹂因為
閃電啊 九天應元普化天尊是我認
識的 祂一看是盧師尊的家 還在
周圍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結果我看一個鬼躲在我書桌底
下 她說：﹁盧師尊救救我！﹂我
從書冊後面拿一本︻金剛經︼放在
她的頭頂上 閃電雷聲就在我家四
週拼命打 拼命打 打了差不多
三 四十下都有 後來就走了 祂

二

是在消業障 但是當牠業障要清除
的時候 主人幫牠去打一針 剛剛
好注定這一針就是牠的業障消除了
的時候 是你幫牠把業障清除掉
了 這是好事
ｂ 你喜歡的貓咪埋在你家裡
的花園 不是埋在別人的家 可
以 那是你的權利
二 台灣弟子問：蓮生活佛盧
勝彥文集第一五四冊︽智慧的光
環︾：﹁是有其他密法 可見一切
鬼神 取牛黃 唸誦﹃準提佛母
咒﹄ 唸到行者看見牛黃化為
﹃煙﹄或化為﹃火﹄時 即取牛
黃 塗眼睛並服下牛黃 馬上看見
鬼神眾 ﹂
請問師尊  天然牛黃很
貴 可否用人工牛黃？ ﹃準提
佛母咒﹄大概要念多少遍？ 日
後此法時效是暫時還是永久？弟子
駑鈍 未見過鬼神 想用這方法驗
證 堅固道心
師尊答： 不可以 還是用
天然牛黃  ﹃準提佛母咒﹄
要唸七千遍就可以了  這個法
的時效因人而異 每個人不一樣
聖尊詮釋︻金剛經︼奧義：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前講過一滴一千萬 希望大家每一
個人都是非常富有的 同時也要記
得 當你富有的時候 也要懂得布
施 這是我們修財神法最重要的
你問我答單元
一 美國弟子問：一 我家的
貓最近往生了 牠最後的幾天已經
不能動 不吃不喝 就躺在床上受
苦 最後那天我不忍心 就帶她到
獸醫處 幫牠安祥的離去 但後來
聽人家說 生命到終點時還在受苦
是因為有業障 我們是不能幫牠結
束生命的 請問師尊 我這是殺生
還是幫助了牠？
二 我已幫貓咪皈依了師尊
牠往生後 我助念﹃蓮花童子心
咒﹄迴向給牠 請師尊接引牠往生
摩訶雙蓮池 還幫牠報名法會 請
問師尊 我可以把貓咪火化後的骨
灰埋在家裡的花園嗎？因為有些人
說 把寵物的骨灰埋在家的範圍會
影響風水 招來陰氣 而且 寵物
會不願離開人間 請問師尊 弟子
該如何做？
聖尊答：佛教是講因果 一飲
一啄皆有定數
ａ 我個人感覺到是這樣子：
貓生病了 是有定數 沒有錯 牠

咔

不動明王的寶劍好像是電

把我家的樹打下來一棵 就回去覆
命說已經打了
我今天講尊重 我對佛菩薩
對所有鬼神都是尊重 但是對鬼神
尊重 對鬼也尊重嗎？沒錯 我對
鬼也尊重 只要你不是惡鬼 惡鬼
當然我還是尊重你 舊金山那些惡
鬼在我的光網外面 我睡覺的時候
有一個光網套住的 鬼在外面講：
﹁盧師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
的主人 ﹂居然這樣子喊 跟我這
樣講我 真是！不久啊 就咔
咔

風扇一樣旋轉 把這些來的百千鬼
全部統統砍頭 這些鬼都不是我殺
的 是不動明王跟大力金剛殺的
不是我殺的 所以講實在話 我對
鬼還是很尊重的 對神更尊重 對
神也是很尊重 對所有的正教更加
的尊重
︻金剛經︼在師尊無上智慧
精采絕倫 風趣幽默的開示後 再
為大眾灌頂加持 眾弟子們法喜充
滿 並踴躍接受黃金般的絲絲細
雨 感謝黃財神今日的賜福 大家
歡喜滿載而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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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

年運程訪談報導︵１︶

Ｑ１：虎年世界運程
主持人：在二○二二年壬寅年春節的開始 請蓮生活
佛為大家祈福及拜年
聖尊蓮生活佛：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在新春的開
始 給大家一個祝福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一切
吉祥 大吉大利

Ｑ２：金句對聯函義

應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今年蓮生活佛為大家賜的金
句對聯是：﹁虎年虎虎生威風 風生水起財運來 ﹂可以
請蓮生活佛 幫我們解釋其中的涵義嗎？
聖尊蓮生活佛：好的！這個虎年一般來講在生肖裡
是萬獸之王 那麼在這裡 為什麼要有﹁虎年虎虎 ﹂三
個虎 你看現在這裡也有三個虎 一個虎是在後面背景的
虎 第二個虎 是臥在台桌底下的虎 第三個虎 那當然
是主持人高莉琪︵音譯︶ 所以有三個虎

中 是射出第一道曙光的年 所以虎年是不同凡響的
該是屬於吉祥的
主持人：太好了 我相信大家聽到會鬆一口氣

Ｑ４：展望二○二二國際經濟情勢及各國經濟評
主持人：這二年全球疫情影響之下 國際經濟環境都
受到很大的影響改變 請問蓮生活佛您個人對國際各地整
體經濟發展的預估是如何？
聖尊蓮生活佛：我記得在covid-19來的時候 二○二
○年 二○二一年這兩年 我本來都不是很看好的 但
是在虎年開始的時候 世界經濟將有一個變化 這
個變化也是很難講 在整個世界經濟也是很難講
有的國家是突飛猛進；有的國家還是萎靡不振；
還有一些國家是持平 在我們一般的卦裡面是
﹁吉﹂ ﹁平﹂ ﹁凶﹂都有的 所以不能夠一
概而論說國際局勢經濟會怎麼樣子 其實有的國
家是﹁吉﹂ 有的國家是﹁平﹂ 有的國家是
﹁凶﹂
主持人：如果要看各個國家 蓮生活佛能不能譬如
說給台灣經濟打個分數呢？
聖尊蓮生活佛：台灣經濟 60分
主持人：那美國經濟能不能打個分數？
聖尊蓮生活佛：美國經濟稍微好一點點 如果真正要
打的話70分
主持人：那中國大陸？
聖尊蓮生活佛：這是棋逢敵手 將遇良材也是70分
主持人：能不能給歐洲打個分數？
聖尊蓮生活佛：歐洲呢 我打的分數啊 是65分

■文∕宗委會

虎年是萬獸之王 三隻老虎不是兩隻老虎 三隻老虎
當然是威風凜凜 我們曉得﹁龍隨雲 虎隨風﹂ 所以虎
會大吼一聲 就會生出風來 大吼一聲就威風凜凜 威風
凜凜不但是風生 還有水也會起 風生水起 我們講風水
風水 風水自然財運就會到 這是我寫對聯主要的意思

Ｑ３：虎年一字偈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每年蓮生活佛都會為新的一
年賜一個代表字 如二○二○年的﹁一﹂ 二○二一年的
﹁延﹂ 都確切的顯示全世界的運程 收看蓮生活佛賜每個
新年的運程代表字 已經成為所有觀眾最期待的話題 請問
活佛是否也可以為今年二○二二年的運程賜代表字呢？
聖尊蓮生活佛：我今年的代表字是﹁曙﹂ 不是老鼠
的鼠 而是﹁曙光﹂的﹁曙﹂ ﹁曙光﹂的﹁曙﹂也就是
說今年開始 第一道光出現 這一道光它將照遍整個世
界 所以這個虎年可以開始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暗沉的年

主持人：俄羅斯呢？
聖尊蓮生活佛：俄羅斯 Russia 它是戰鬥民族 我
們講的戰鬥民族 它呢有起有落 這個不能夠妄斷 因為
起伏不定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Ｑ５：二○二二年適合的投資
主持人：在過去兩年您曾經分別在不同的年份 提醒
我們觀眾朋友 可以投資貴金屬 房地產 民生產業等等
項目 不知道二○二二年適合投資哪些項目呢？
聖尊蓮生活佛：在二○二○ 二○二一的
時候我都講到﹁民生日用品﹂ 民生日用品
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其實到了二○二二
年的時候 ﹁民生日用品﹂更加的需要 你
投資在﹁民生日用品﹂上面就沒有錯 另
外 那時候﹁科技﹂又不一樣了 科技又不
同了 所以﹁科技﹂是可以投資的 另外還
有一點﹁環保﹂方面 大家都會很重視環保
﹁環保﹂方面也是可以投資的 像﹁房地產﹂ 但
是房地產是每一個國家不同 ﹁貴金屬﹂當然是可以保
值
主持人：是在年頭 年中 年尾 哪個時段進場比較
好呢？
聖尊蓮生活佛：喔 妳是講玩股票？我們和尚是不玩
股票的 當和尚都叫貧僧 平時我們對股票是完全不注意
的 但是呢我剛剛講的 你要投資什麼 其實那個就是股
票 像投資﹁科技股﹂方面 還有﹁民生﹂ 另外還有
﹁醫藥﹂ 有時候大家講二○二○ 二○二一﹁航空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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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虎年世界運程
主持人：在二○二二年壬寅年春節的開始 請蓮生活
佛為大家祈福及拜年
聖尊蓮生活佛：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在新春的開
始 給大家一個祝福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一切
吉祥 大吉大利

Ｑ２：金句對聯函義

應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今年蓮生活佛為大家賜的金
句對聯是：﹁虎年虎虎生威風 風生水起財運來 ﹂可以
請蓮生活佛 幫我們解釋其中的涵義嗎？
聖尊蓮生活佛：好的！這個虎年一般來講在生肖裡
是萬獸之王 那麼在這裡 為什麼要有﹁虎年虎虎 ﹂三
個虎 你看現在這裡也有三個虎 一個虎是在後面背景的
虎 第二個虎 是臥在台桌底下的虎 第三個虎 那當然
是主持人高莉琪︵音譯︶ 所以有三個虎

中 是射出第一道曙光的年 所以虎年是不同凡響的
該是屬於吉祥的
主持人：太好了 我相信大家聽到會鬆一口氣

Ｑ４：展望二○二二國際經濟情勢及各國經濟評
主持人：這二年全球疫情影響之下 國際經濟環境都
受到很大的影響改變 請問蓮生活佛您個人對國際各地整
體經濟發展的預估是如何？
聖尊蓮生活佛：我記得在covid-19來的時候 二○二
○年 二○二一年這兩年 我本來都不是很看好的 但
是在虎年開始的時候 世界經濟將有一個變化 這
個變化也是很難講 在整個世界經濟也是很難講
有的國家是突飛猛進；有的國家還是萎靡不振；
還有一些國家是持平 在我們一般的卦裡面是
﹁吉﹂ ﹁平﹂ ﹁凶﹂都有的 所以不能夠一
概而論說國際局勢經濟會怎麼樣子 其實有的國
家是﹁吉﹂ 有的國家是﹁平﹂ 有的國家是
﹁凶﹂
主持人：如果要看各個國家 蓮生活佛能不能譬如
說給台灣經濟打個分數呢？
聖尊蓮生活佛：台灣經濟 60分
主持人：那美國經濟能不能打個分數？
聖尊蓮生活佛：美國經濟稍微好一點點 如果真正要
打的話70分
主持人：那中國大陸？
聖尊蓮生活佛：這是棋逢敵手 將遇良材也是70分
主持人：能不能給歐洲打個分數？
聖尊蓮生活佛：歐洲呢 我打的分數啊 是65分

■文∕宗委會

虎年是萬獸之王 三隻老虎不是兩隻老虎 三隻老虎
當然是威風凜凜 我們曉得﹁龍隨雲 虎隨風﹂ 所以虎
會大吼一聲 就會生出風來 大吼一聲就威風凜凜 威風
凜凜不但是風生 還有水也會起 風生水起 我們講風水
風水 風水自然財運就會到 這是我寫對聯主要的意思

Ｑ３：虎年一字偈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每年蓮生活佛都會為新的一
年賜一個代表字 如二○二○年的﹁一﹂ 二○二一年的
﹁延﹂ 都確切的顯示全世界的運程 收看蓮生活佛賜每個
新年的運程代表字 已經成為所有觀眾最期待的話題 請問
活佛是否也可以為今年二○二二年的運程賜代表字呢？
聖尊蓮生活佛：我今年的代表字是﹁曙﹂ 不是老鼠
的鼠 而是﹁曙光﹂的﹁曙﹂ ﹁曙光﹂的﹁曙﹂也就是
說今年開始 第一道光出現 這一道光它將照遍整個世
界 所以這個虎年可以開始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暗沉的年

主持人：俄羅斯呢？
聖尊蓮生活佛：俄羅斯 Russia 它是戰鬥民族 我
們講的戰鬥民族 它呢有起有落 這個不能夠妄斷 因為
起伏不定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Ｑ５：二○二二年適合的投資
主持人：在過去兩年您曾經分別在不同的年份 提醒
我們觀眾朋友 可以投資貴金屬 房地產 民生產業等等
項目 不知道二○二二年適合投資哪些項目呢？
聖尊蓮生活佛：在二○二○ 二○二一的
時候我都講到﹁民生日用品﹂ 民生日用品
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其實到了二○二二
年的時候 ﹁民生日用品﹂更加的需要 你
投資在﹁民生日用品﹂上面就沒有錯 另
外 那時候﹁科技﹂又不一樣了 科技又不
同了 所以﹁科技﹂是可以投資的 另外還
有一點﹁環保﹂方面 大家都會很重視環保
﹁環保﹂方面也是可以投資的 像﹁房地產﹂ 但
是房地產是每一個國家不同 ﹁貴金屬﹂當然是可以保
值
主持人：是在年頭 年中 年尾 哪個時段進場比較
好呢？
聖尊蓮生活佛：喔 妳是講玩股票？我們和尚是不玩
股票的 當和尚都叫貧僧 平時我們對股票是完全不注意
的 但是呢我剛剛講的 你要投資什麼 其實那個就是股
票 像投資﹁科技股﹂方面 還有﹁民生﹂ 另外還有
﹁醫藥﹂ 有時候大家講二○二○ 二○二一﹁航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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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的 很多人為了﹁航空股﹂破財 但是破財又沒有
消災 明年開始就是二○二二年的時候 ﹁航空股﹂是可
以的
主持人：還有什麼項目應該避免呢？
聖尊蓮生活佛：哪一個項目要避免？你是講說那個股
票跌得很厲害的？︵可以這麼說︶我盧勝彥只是看上不看
下 所以到底哪一個股票會跌？我就不敢講 我只是講好
的 像﹁科技股﹂啊 像這個﹁航空股﹂啊 ﹁環保﹂方
面的 還有﹁醫藥﹂方面的 都是可以投資的
主持人：蓮生活佛很樂觀 謝謝

明 為什麼講這個﹁曙﹂字呢？在虎年的時候像covid19 我講兩個 第一個 在虎年的時候 我講的是﹁說不
定﹂ 也不能講說不定 也不能講﹁也許﹂ 那麼就講
﹁就是﹂ 什麼是﹁就是﹂呢？在虎年的時候 會有新的
藥會出來 這個藥可以抵制covid-19所有的變種病毒 這
就是所謂﹁曙﹂第一道光明的意思
另外還有第二點 我們知道像那個變種病毒 很厲害
它變來變去 越變越兇 但是瑤池金母指示 變來變去它
不只是變得越兇 在虎年的時候 covid-19的這種病毒
會變得非常的善良可親 越變就越好 管它怎麼變 都逃
不出如來的手掌 你孫悟空72變 也逃不過如來的手掌
這個時候就抓住了病毒 使它變成非常的溫順跟善良 你
就算得了covid-19的病毒在你身上 你反而把你身上的病
痛給他消除掉 變成好的 也就是說這個病毒將來會變來
變去 變成益生菌 不得身體照常 得了更加的強壯 說
不定你得了病毒 你的癌症就消掉了 就沒有了 這兩個
益處在虎年都會發生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Ｑ１：虎年如何迎財神
主持人：我們繼續請教蓮生活佛盧勝彥 與我們分享
更多新的一年如何迎財神 趨吉避凶的妙招
聖尊蓮生活佛：好的 今年可以講是大利東西 不利
北方 納音屬金 財神是在西方 財神在西方 迎西方的
財神 我們都有一個方法 方法就是﹁迎財神到我家﹂
財神到我家的方法 我們曉得每一個房子當中都有一個財
庫位 都有一個財庫位 財庫位是在哪裡呢？我們學風水
的人都知道 房子的哪個地方是財庫位 簡單地說 ﹁藏
風聚氣﹂的地方 能夠藏風聚氣的地方 就是財庫位 那
麼水呢 如果東方向西方流 東方向西方流 北方向南方
流 水勢 如果是在台灣 水都是北方向南方流 東方向
西方流；如果住在東部 那就剛好顛倒 水流的方向
我們根據水流的方向呢 氣會跟著水流的方向走 那
你選擇你的屋子是什麼樣的方向 ﹁順著流水且能夠擋水
的方向 藏風聚氣的地方﹂ 就是你家的財庫位 我是簡
單這樣子介紹 陽宅我們是這樣子看的 順著水流擋住水
流的地方 藏風聚氣的 就是你家的財庫位
選好財庫位以後 要放上聚寶瓶︵盆︶ 聚寶瓶呢
我們普通是鋪滿了元寶跟寶石 寶石的顏色可以選擇白
色 為什麼是白色呢？西方屬白色 西方屬白色 為什麼
是紅色呢？因為西方住著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身色是紅
色 可以放白寶石 紅寶石；為什麼又可以用金色呢？因
為金色是屬於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
所以這三種顏色你都可以放 放在聚寶瓶︵盆︶上
聚寶盆上面還要插一個財神的 今年財神的最重要的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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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６：二○二二虎年是否疫情有機會降溫？

年運程訪談報導︵２︶

真佛的法炬 炯洞燭先機

主持人：對於此次疫情大家都很好奇 什麼時候才能
恢復正常的生活？我們知道瑤池金母是掌管瘟神的 而虎
頭金剛也是瑤池金母化身之一 不知道在虎年 疫情是不
是有機會降溫呢？
聖尊蓮生活佛：我講了一個﹁曙﹂字 就是第一道光

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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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 就是這個﹁虎頭金剛到此鎮﹂這幾個字 三角
旗 用黃色的 用金色的 金黃色的 代表瑤池金母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今年是虎年 既然是虎年吻
合了瑤池金母 吻合了財神的顏色；吻合了財神的顏色
也吻合了瑤池金母 所以 今年的吉祥物黃金色的三角
旗 上面寫著：﹁虎頭金剛到此鎮﹂ 那這個旗子插在這
個聚寶瓶︵盆︶上面 另外 有的也放瑤池金母的虎頭金
剛 因為虎虎生威 我們曉得東方屬龍；西方屬虎 西方
屬虎 虎年剛好虎是吉祥物 所以用﹁虎頭金剛到此
鎮﹂ 跟﹁瑤池金母的虎頭金剛﹂ 瑤池金母本身也在西
方 祂的屬性也是虎 所以用這個虎頭金剛是吉祥物 跟
這個三角旗也是吉祥物

Ｑ２：迎財神的妙訣
主持人：請問蓮生活佛 要如何迎財神呢？
聖尊蓮生活佛：你可以選擇好的日子 初五跟初九是
迎財神的日子 初五大年初五 跟大年初九都是迎財神的
日子 這個日期選擇 有的時候你如果初五 跟初九沒有
辦法迎財神 因為你人在國外 或者出去旅行 沒有辦法
的話 你就選擇初二跟十六 一般我們拜土地公的時候
就是初二跟十六
初二 十六 那個時候財神也在家 你從財神的地方
引到你家 所以我認為初五 初九是最好 實在沒有辦法
在初五跟初九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初二跟十六迎財神到你
家 在那一天的時間上是這樣子的：上午的八點 上午的
八點 一般來講是八點開始 八點到十一點吧 八點 九
點 十一點你都可以做 你把這個聚寶盆從你家 這個端

主持人：二○二一年牛年的吉祥草 該如何處理？
聖尊蓮生活佛：喔 吉祥草的處理是很簡單 為什麼
呢？你可以稟告財神說我要迎新的財神 要送走舊的財
神 你稟告了以後 就把它用 我們一般環保的話 是不
能用金紙去把它燒化 你就可以把它丟到長流水 那個吉
祥物是那個 因為牛吃草 牛年的時候啊 是牛吃草 財
神的吉祥物是草 你把它放到長流水去就可以了 不然的
話 你家裡有金爐就跟金紙一起把它燒化掉 就是送財神
回到財位 然後再迎新的財神到你家
主持人：迎進了虎頭金剛到財庫位安奉之後 將來如
何供養祂呢？
聖尊蓮生活佛：你如果不供養 就是說你財神在那
裡 已經財神到你家了 你如果想供養的話 你如果是皈
依︿真佛宗﹀那最好 我們是︿True Buddha School﹀
︿ 真 佛 宗 ﹀ ︿ True Buddha School﹀ 就 是 ︿ 真 佛
宗﹀ 那你在這個財神面前 每天跟它念個三句就可以
了：﹁嗡 金母 悉地 吽 嗡 金母 悉地 吽 嗡
金母 悉地 吽 ﹂就行啦 你不是︿真佛宗﹀的弟子
你不能隨便亂唸咒 你每天早上跟祂合掌 敬禮 財神到
我家三聲 就可以了 就會大旺利市
主持人：今年的吉祥物包括一尊佛像 明年如果換不
同的吉祥物時 還可以繼續供養嗎？
聖尊蓮生活佛：是的 因為這個令旗啊 有這個虎頭
金剛在此鎮 這個就可以移到壇城 這個虎頭金剛也可以
移到壇城 這個就不用燒化 也不用放長流水 你就可以
移到壇城 你家裡有拜佛的話 就移到壇城 沒有的話
你家裡都沒有壇城 你可以留起來當紀念品 這個虎頭金
剛啊 這個令旗啊 都可以當紀念品 當裝飾都可以的

在手上出來 到了門口 轉向西方 走八步 轉向西方走
八步 喊三聲：﹁財神到我家！財神到我家！財神到我
家！﹂然後你再轉身進到你家 放在財庫位就可以了
還有一點 有人剛好他的家是面向東 家門口是面向
東的 那如何朝西走八步呢？那個時候你聰明一點的話
你就把這個聚寶盆拿到你家門口 轉身向你自己的房子裡
面踏八步 踏八步 然後也一樣講：﹁財神到我家 財神
到我家 財神到我家 ﹂然後走進你家裡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問我 那怎麼辦呢？我一出門就碰到牆 出
門走不到八步 隔不到八步 你不會走小一點 或是原地
踏步 原地踏步 如果是西方 你剛好是你的家門口面對
西方 你在原地 走出來也一樣原地踏步 或者走小步
走碎步都可以 總之是八步就可以了 然後轉回來放在財
庫位 有日期 有時間 教你的這個八 因為﹁八﹂為什
麼也就是﹁發﹂ 也是最圓滿的一個數字 這樣子財神就
能夠到你家 你今年你家就會旺旺旺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如果這四個天都不在家 我
能請朋友或家人幫我迎財神到我家嗎？有同樣的效果嗎？
聖尊蓮生活佛：我告訴你 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話 是
迎財神到他家
主持人：那就不是好朋友了
聖尊蓮生活佛：一定是要主人做嘛 對不對！財神到
我家 怎麼到你家呢？你請朋友就到朋友家啦 你請親戚
的話就到親戚家啦 一定要住在這個家裡面的主人嘛 對
不對？主人來做是最好的啦 不然 住在這個家裡的人做
也可以 那就是你家啦！
主持人：知道了 謝謝

主持人：虎頭金剛除了可以接財神與鎮宅之外 可以
幫助我們在貴人運 感情運 健康運 甚至考試運的助緣
增長嗎？
聖尊蓮生活佛：哇 這個是總包︵台語︶ 全部包了
嘛！為什麼虎頭金剛有這麼大的好處？在虎年的吉祥物就
是虎 虎頭金剛又是象徵瑤池金母 健康運呢 祂這個到
此鎮 就可以擋煞 那個煞沒有辦法進到你家來 因為那
是老虎在這裡啊 虎在看守你的家門
我們養狗也是看守這個家門 不讓小偷進來啊 或是
怎麼樣子啦 也是看守家門了 這個狗好像是義犬 守護
主人的 老虎更不得了啦 哪個人敢撥鬍鬚︵台語︶ 所
以那個煞是不敢進來的 看到虎爺在這裡 誰敢進來？那
些Ghost鬼啊 一進來看到老虎在那裡 虎神在那裡 他也
不敢進來 他會被咬死啊 這是老虎欸 不是壁虎啊 壁
虎當然也不是貓啊 這個小虎是貓 也不是貓 貓是很可
以欺負的 壁虎當然是沒有威風的啦 老虎是最威風的
啦 所以說一切煞都擋掉了；健康當然沒問題；考運當然
沒有問題了 老虎出去咬都是第一名的
主持人：虎年有什麼幸運顏色嗎？
聖尊蓮生活佛：虎年的幸運顏色：瑤池金母就是金
色 西方就是白色 阿彌陀佛就是紅色 這三個顏色都是
幸運顏色
主持人：所以穿這三個顏色 可以增加事業運和貴人
運嗎？
聖尊蓮生活佛：穿白色 你災難就可以息掉；穿紅色
你就犯桃花 桃花運很旺 你要求婚姻就穿紅色；穿金
色 財源滾滾來 都是好事啊
主持人：染頭髮也有同樣的效果嗎？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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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 就是這個﹁虎頭金剛到此鎮﹂這幾個字 三角
旗 用黃色的 用金色的 金黃色的 代表瑤池金母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今年是虎年 既然是虎年吻
合了瑤池金母 吻合了財神的顏色；吻合了財神的顏色
也吻合了瑤池金母 所以 今年的吉祥物黃金色的三角
旗 上面寫著：﹁虎頭金剛到此鎮﹂ 那這個旗子插在這
個聚寶瓶︵盆︶上面 另外 有的也放瑤池金母的虎頭金
剛 因為虎虎生威 我們曉得東方屬龍；西方屬虎 西方
屬虎 虎年剛好虎是吉祥物 所以用﹁虎頭金剛到此
鎮﹂ 跟﹁瑤池金母的虎頭金剛﹂ 瑤池金母本身也在西
方 祂的屬性也是虎 所以用這個虎頭金剛是吉祥物 跟
這個三角旗也是吉祥物

Ｑ２：迎財神的妙訣
主持人：請問蓮生活佛 要如何迎財神呢？
聖尊蓮生活佛：你可以選擇好的日子 初五跟初九是
迎財神的日子 初五大年初五 跟大年初九都是迎財神的
日子 這個日期選擇 有的時候你如果初五 跟初九沒有
辦法迎財神 因為你人在國外 或者出去旅行 沒有辦法
的話 你就選擇初二跟十六 一般我們拜土地公的時候
就是初二跟十六
初二 十六 那個時候財神也在家 你從財神的地方
引到你家 所以我認為初五 初九是最好 實在沒有辦法
在初五跟初九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初二跟十六迎財神到你
家 在那一天的時間上是這樣子的：上午的八點 上午的
八點 一般來講是八點開始 八點到十一點吧 八點 九
點 十一點你都可以做 你把這個聚寶盆從你家 這個端

主持人：二○二一年牛年的吉祥草 該如何處理？
聖尊蓮生活佛：喔 吉祥草的處理是很簡單 為什麼
呢？你可以稟告財神說我要迎新的財神 要送走舊的財
神 你稟告了以後 就把它用 我們一般環保的話 是不
能用金紙去把它燒化 你就可以把它丟到長流水 那個吉
祥物是那個 因為牛吃草 牛年的時候啊 是牛吃草 財
神的吉祥物是草 你把它放到長流水去就可以了 不然的
話 你家裡有金爐就跟金紙一起把它燒化掉 就是送財神
回到財位 然後再迎新的財神到你家
主持人：迎進了虎頭金剛到財庫位安奉之後 將來如
何供養祂呢？
聖尊蓮生活佛：你如果不供養 就是說你財神在那
裡 已經財神到你家了 你如果想供養的話 你如果是皈
依︿真佛宗﹀那最好 我們是︿True Buddha School﹀
︿ 真 佛 宗 ﹀ ︿ True Buddha School﹀ 就 是 ︿ 真 佛
宗﹀ 那你在這個財神面前 每天跟它念個三句就可以
了：﹁嗡 金母 悉地 吽 嗡 金母 悉地 吽 嗡
金母 悉地 吽 ﹂就行啦 你不是︿真佛宗﹀的弟子
你不能隨便亂唸咒 你每天早上跟祂合掌 敬禮 財神到
我家三聲 就可以了 就會大旺利市
主持人：今年的吉祥物包括一尊佛像 明年如果換不
同的吉祥物時 還可以繼續供養嗎？
聖尊蓮生活佛：是的 因為這個令旗啊 有這個虎頭
金剛在此鎮 這個就可以移到壇城 這個虎頭金剛也可以
移到壇城 這個就不用燒化 也不用放長流水 你就可以
移到壇城 你家裡有拜佛的話 就移到壇城 沒有的話
你家裡都沒有壇城 你可以留起來當紀念品 這個虎頭金
剛啊 這個令旗啊 都可以當紀念品 當裝飾都可以的

在手上出來 到了門口 轉向西方 走八步 轉向西方走
八步 喊三聲：﹁財神到我家！財神到我家！財神到我
家！﹂然後你再轉身進到你家 放在財庫位就可以了
還有一點 有人剛好他的家是面向東 家門口是面向
東的 那如何朝西走八步呢？那個時候你聰明一點的話
你就把這個聚寶盆拿到你家門口 轉身向你自己的房子裡
面踏八步 踏八步 然後也一樣講：﹁財神到我家 財神
到我家 財神到我家 ﹂然後走進你家裡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問我 那怎麼辦呢？我一出門就碰到牆 出
門走不到八步 隔不到八步 你不會走小一點 或是原地
踏步 原地踏步 如果是西方 你剛好是你的家門口面對
西方 你在原地 走出來也一樣原地踏步 或者走小步
走碎步都可以 總之是八步就可以了 然後轉回來放在財
庫位 有日期 有時間 教你的這個八 因為﹁八﹂為什
麼也就是﹁發﹂ 也是最圓滿的一個數字 這樣子財神就
能夠到你家 你今年你家就會旺旺旺
主持人：謝謝蓮生活佛 如果這四個天都不在家 我
能請朋友或家人幫我迎財神到我家嗎？有同樣的效果嗎？
聖尊蓮生活佛：我告訴你 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話 是
迎財神到他家
主持人：那就不是好朋友了
聖尊蓮生活佛：一定是要主人做嘛 對不對！財神到
我家 怎麼到你家呢？你請朋友就到朋友家啦 你請親戚
的話就到親戚家啦 一定要住在這個家裡面的主人嘛 對
不對？主人來做是最好的啦 不然 住在這個家裡的人做
也可以 那就是你家啦！
主持人：知道了 謝謝

主持人：虎頭金剛除了可以接財神與鎮宅之外 可以
幫助我們在貴人運 感情運 健康運 甚至考試運的助緣
增長嗎？
聖尊蓮生活佛：哇 這個是總包︵台語︶ 全部包了
嘛！為什麼虎頭金剛有這麼大的好處？在虎年的吉祥物就
是虎 虎頭金剛又是象徵瑤池金母 健康運呢 祂這個到
此鎮 就可以擋煞 那個煞沒有辦法進到你家來 因為那
是老虎在這裡啊 虎在看守你的家門
我們養狗也是看守這個家門 不讓小偷進來啊 或是
怎麼樣子啦 也是看守家門了 這個狗好像是義犬 守護
主人的 老虎更不得了啦 哪個人敢撥鬍鬚︵台語︶ 所
以那個煞是不敢進來的 看到虎爺在這裡 誰敢進來？那
些Ghost鬼啊 一進來看到老虎在那裡 虎神在那裡 他也
不敢進來 他會被咬死啊 這是老虎欸 不是壁虎啊 壁
虎當然也不是貓啊 這個小虎是貓 也不是貓 貓是很可
以欺負的 壁虎當然是沒有威風的啦 老虎是最威風的
啦 所以說一切煞都擋掉了；健康當然沒問題；考運當然
沒有問題了 老虎出去咬都是第一名的
主持人：虎年有什麼幸運顏色嗎？
聖尊蓮生活佛：虎年的幸運顏色：瑤池金母就是金
色 西方就是白色 阿彌陀佛就是紅色 這三個顏色都是
幸運顏色
主持人：所以穿這三個顏色 可以增加事業運和貴人
運嗎？
聖尊蓮生活佛：穿白色 你災難就可以息掉；穿紅色
你就犯桃花 桃花運很旺 你要求婚姻就穿紅色；穿金
色 財源滾滾來 都是好事啊
主持人：染頭髮也有同樣的效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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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活佛：你說什麼？
主持人：頭髮染髮色 有同樣的效果嗎？
聖尊蓮生活佛：喔 染髮 你是講女生 像我這樣的
頭髮怎麼去染？女生染髮 現在也是流行這個顏色 流行
顏色 你假如要息災 變成老太婆也可以 當然是同樣的
效果；穿衣服顏色 裡面的衣服 外面的衣服；還有染頭
髮 都是有 都是有作用的
主持人：那我考慮 今年是虎年 我們知道屬虎的需
要安太歲 那除了屬虎的人 還有什麼生肖的人也需要安
太歲嗎？
聖尊蓮生活佛：我們看的是正沖 一般來講正沖有兩
樣 寅 寅對著申 ﹁寅申﹂就是沖 寅申 寅就是老
虎 申就是猴子 那個是正沖 另外﹁巳跟亥﹂ ﹁巳﹂
就是屬蛇 跟﹁亥﹂就是屬豬 屬蛇跟屬豬是屬於偏沖
都要安太歲 屬蛇屬豬是偏沖 那麼屬老虎屬猴子是正
沖 那這四個屬性的 生肖︵台語︶統統都要安太歲 平
常我們安太歲來講 就是說 不管你是哪一個生肖 統統
要安太歲
統統安太歲最好 因為你不要去記那些寅申沖︵台
語︶啦 還有那個巳亥沖︵台語︶啦 你就不用去記那些
東西 反正每一年到了 你統統都安太歲 對不對？那就
對了 你就不用怕怎麼沖太歲啦 這個正沖啊偏沖啊 就
不用
主持人：請問蓮生活佛 虎年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的禁忌 例如說：什麼生肖的人 應該避免靠近水火之類
的禁忌
聖尊蓮生活佛：喔 是這樣 一般來講 水呢 按照
我們以前學這個 我以前也學過種種的相法 種種的相

術 我們曉得；中央屬土 中央屬土 五行嘛 我們講五
行 就是北方水 南方火 東方木 西方金 中央土 這
個就是五行 你不要近水的：北方 屬北方的你不要近
水 北方是屬於什麼呢？你知道嗎？你不知道
問大家 問觀眾知道嗎？水屬什麼？哪一個生肖的屬
於北方的？屬老鼠的 子嘛 北方當然是子嘛 對不對
那你就不要近水 南方是午嘛 屬火嘛 對不對 那你屬
馬的 就不要近火 這個道理 這個是子午沖 這個子
午 子午水火本身的沖
主持人：平常我們要如何為自己和家人消災祈福呢？
聖尊蓮生活佛：消災祈福 你怎麼問我這個問題呢
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 要消災祈福 我們雷藏寺有光明
燈 你去點光明燈 或者是說那個光明燈點了以後 代表
這個光明注照 光明注照 我們每一個雷藏寺都有光明
燈 你可以去這個廟裡面點光明燈 表示光明注照 那就
是 點光明燈也是可以的
另外還教大家：﹁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諸惡莫
作 眾善奉行﹂ 這是佛教裡面基本法 很多宗教的基本
法 就是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像基督教就教你做一個義
人 義 做一個義人就已經包含一切
佛教講：﹁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你在行善的時
候 就有善神來守護 就是祈福的方法 也是息災方法
要息滅災難 你行布施 行善 自然就有福分 災難就可
以消除 這也是︽了凡四訓︾ 袁了凡四訓的立命之法
主持人：謝謝師尊 謝謝蓮生活佛告訴我們這麼多珍
貴的新年接財神以及趨吉避凶的知識 相信大家都會非常
的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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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雷藏寺 2022.1.31～ 2.3

行者若能如實懺悔，
所有煩惱悉消除，

猶如劫 火 壞 世 間 ，燒盡須彌 並 大 海 。
■文∕釋蓮會法師

主壇—釋蓮風上師

又

到了農曆二○二一年最後一
天的辭舊迎新的來臨 在這
一天︿台灣雷藏寺﹀啟建二○二二
年﹁壬寅年新春祈福大法會｜禮懺
真佛寶懺暨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
期望新的一年能迎向新的希望和光
明的來臨
二○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是除
夕大團圓的日子 但為了掃除自身
業障 災難 病難 並祈求能在新
的一年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疫情
能退散 所以有來自各地善信同門

及網路上同門也一起參與禮拜﹁真
佛寶懺大法會﹂ 下午一點三十分
由釋蓮風上師主壇 護壇｜釋蓮哲
長老 釋蓮栽長老 釋蓮歐上師
釋蓮東上師 釋蓮僅上師 釋蓮舅
上師 釋蓮澤上師及法師一同帶領
眾同門禮懺 當司儀帶領真佛寶懺
儀軌進行 有前行香讚迎請師尊
諸佛菩薩靈光降臨 眾同門也一心
融入跟著法師唱誦組的帶領一起禮
拜真佛寶懺諸佛菩薩 懺悔自身所
犯諸惡業 讓身心得諸佛菩薩靈光
的洗滌 心靈得到清淨光明
二月一日︵大年初一︶ 又適
逢彌勒菩薩的聖誕 一早十點多台
灣南投縣草屯鎮長簡景賢先生及立
委馬文君辦公室主任秘書陳啟先生
特前來︿台灣雷藏寺﹀參香禮佛
並祈求今年風調雨順 人民安居樂
業 大家能過個平安吉祥的好年
禮拜後 簡鎮長與陳主任熱情向在
場善信大德 一一的拜年 送上最
溫暖的問候 此外 ︿台灣雷藏
寺﹀住持釋蓮哲長老 亦代表︿台
灣雷藏寺﹀ 向簡鎮長及陳主任致
贈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最新出版的
著作 祈以為二位嘉賓能增添出世
與入世皆得圓滿的吉祥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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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蓮哲長老向簡鎮長及陳主任致贈聖尊文集。

此日是農曆大年初一 是中國
華人最重要的節日 在此節日中
人們都會到廟寺參香禮佛 祈求新
的一年能平安吉祥 財源廣進
︿台灣雷藏寺﹀一早已擠滿了
人潮 有的在流通處報名 有的在
密壇上香禮拜 有的在大殿的延生

許多話題 但不管怎摩樣 老話一
句 請大家要做好防疫措施 上師
也談到今年迎財的四個吉祥日 二
月五日 二月九日 三月四日 三
月十八日 早上八點到九點 手捧
虎頭金剛吉祥物 走出大門口面朝
西方走八步 唸﹁請神財到我家﹂
三聲 再將虎頭金剛或杏黃旗安在
家裡的財庫位 就可以招財鎮煞
鎮宅保平安
師尊預測今年二○二二年的代
表字是﹁曙光﹂ 是希望曙光一顯

現黎明前的黑暗就退散 我們希望
讓這道曙光能照破一切暗黑力量消
除 讓瘟疫新冠病毒在世界的舞
台 已經二年多時間 希望這道曙
光能讓瘟疫新冠病毒將其驅逐出
境 從此遠離世界舞台 讓世界恢
復一片祥和 經濟復甦 我們也願
這道曙光能溫暖世界上每一個人的
心靈 讓每一個人身上充滿光明
帶來希望 人們的身心也充滿正能
量 上師更談到今天我們學佛修行
的第一門功課 必先修﹁懺悔
法﹂ 為什麼要懺悔？在︻大乘本
生心地觀經︼裡面說 若能如實懺
悔所有煩惱悉消除 猶如劫火壞世
間 燒盡須彌並大海 懺悔能燒煩
惱薪 懺悔能往生天堂路 懺悔能
出三界獄 懺悔能開菩提花 那麼
我們知道懺悔的重要性之後 就必
須要修﹁懺悔法﹂
這幾天我們禮懺了真佛寶懺而
真佛寶懺是依止︿真佛宗﹀根本上
師蓮生活佛的傳承加持力 依止佛
圓滿無上之般若力 我們誠心發露
懺悔 冀借佛力加被 清淨無始以
來的無明黑業 使自身光明顯現
而真佛寶懺既是依︿真佛宗﹀傳承
根本上師蓮生活佛的心光發露 心

位 往生位上香稟報放置供品或供
佛花果 或在︿宗委會﹀台灣辦事
處的攤位 領取預訂的虎頭金剛吉
祥物 現場充滿了歡喜熱鬧的新年
味 每個人臉上也充滿了喜氣 並
歡喜一同禮拜真佛寶懺 在這一天
來禮懺消業障又得到佛菩薩的加
持 真是新的一年好預兆 好的開
始 好的新希望
信眾從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二
日連續三天禮拜真佛寶懺 身心都
充滿佛光加持 在二月三日︵星期
四︶的這一天 雖然天空下著雨
但一顆虔誠的心依然熱忱不變前來
參加︿台灣雷藏寺﹀壬寅年新春祈
福的法會的圓滿壇﹁蓮花童子護摩
大法會﹂ 下午一點三十分法會開
始 主壇釋蓮風上師 護壇｜釋蓮
哲長老 釋蓮栽長老 釋蓮東上
師 釋蓮歐上師 釋蓮舅上師 釋
蓮澤上師及眾法師護壇 並有貴賓
前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富先生 ︿財
團法人賴樹旺基金會﹀執行長李滿
春先生 ︿日光同修會﹀代表劉善
師姐 及各分堂同修會代表 感謝
草屯鎮長簡景賢先生致贈花藍 並
有近二百同門前來護持大法會
原本早上還下著雨 但在法會
要開始的時候天空暫時無雨下著

領神會的︻真佛經︼清淨三業的懺
法 在真佛寶懺中的﹁至上頂禮
觀﹂ 師尊文集第六十八冊︽密藏
奇中奇︾ 其中有一段寫著﹁至上
頂禮觀﹂ 應該是宇宙之間 最周
全的恭敬思念 把整個宇宙至上意
識的全貌列名致敬
﹁至上頂禮觀﹂的觀想非常重
要 是空花雲海的觀想 眾星合一
旋轉成大法流 灌頂行者的身上就
如同落花 ﹁至上頂禮觀﹂的觀
想 成就金剛薩埵之身 法旨在
身 得五大秘密眼 可通一法至於
萬法
今天我們禮佛拜懺可以消業
障 可以產生大佛緣 可以因恭敬
禮拜而止貪瞋癡 是最高的虔敬之
法 又是符合身體運動的瑜伽 再
由佛菩薩諸尊放光加持 消除累世
的業障 最後達到身口意的清淨
最後 主壇上師用師尊親自加
持的灌頂米 賜予大眾﹁蓮花童子
賜福灌頂﹂ 大眾也歡喜接受賜
福 及手接師尊親自加持的﹁新春
福財﹂希望在新的一年迎來曙光
迎來財神 旺宅旺家發大財 平安
健康福慧來
■

好像諸佛菩薩也前來護持 祥光普
照；但當司儀依照儀軌一一進行
在持誦﹃蓮花童子心咒﹄時 突然
天降甘霖 普施大地 萬物得以洗
滌 也如現場大眾能得到佛光加
持 像雨一樣洗清一切業障 當熊
熊的護摩火燃起 上師加持供品
演化手印 現場大眾也觀想融入在
護摩火三昧光明之中
出定後 上師迴向：祈願聖尊
蓮生活佛 佛體安康 長壽自在
常住世間 長住台灣 大轉法輪
大吹法螺 廣度眾生 再祈請根本
上師蓮生活佛 南摩大白蓮花童
子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大天尊 南
摩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 大勢至
菩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 南摩斗母
星君｜摩利支天菩薩放光加持 斗
燈功德主 報名者 參加者身體健
康 閤家平安 消災解厄 業障消
除 光明熾盛 前程光彩 增福增
慧 資糧具足 事業順利 小人遠
離 惡運退散 一切吉祥 及諸眾
靈接引往生佛國淨土
法會後 上師先向大家拜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恭禧發財 虎
年行大運 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上
師談到在春節前這段期間瘟疫新冠
病毒又暴發起來 讓社會產生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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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是農曆大年初一 是中國
華人最重要的節日 在此節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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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能平安吉祥 財源廣進
︿台灣雷藏寺﹀一早已擠滿了
人潮 有的在流通處報名 有的在
密壇上香禮拜 有的在大殿的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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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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urquoi le Bouddha enseignait
la compréhension du sens absolu ?
— Je répondis :
— On doit malgré tout se dissimuler.
(Veuillez méditer attentivement pourquoi « on doit malgré tout se dissimuler ».
Ici, les points subtils de la méditation sont
importants !)
Le moine demanda :
— Qu’est-ce que l’hétérodoxe ?
Je répondis :
— Chercher le dharma à l’extérieur
de son cœur.
Le moine demanda :
— Qu’est-ce qu’il y a en dehors du
cœur ?
Je répondis :
— La tuerie !
(Mes saints disciples, retenez bien le
mot « tuerie ». Après la tuerie, qu’est-ce
qu’il y a en dehors du cœur ? Mes saints
disciples, avez-vous compris ?)
Le moine questionna :
— Les Immortels, qu’est-ce qu’ils signifient ?
Je répondis :
— Se fatiguer en brûlant vainement
le ciel.
Le bonze demanda :

— Pourquoi le Bouddha ne réprimandait-il les Immortels ?
Je répondis :
— Prendre le feu pour brûler le ciel,
cela n’est pas un péché !
Le moine interrogea :
— Le démon, qu’est-ce qu’il signifie ?
Je répondis :
— Battre le tambour de la montagne
du Sud, chanter une chanson des régions
du Nord, faire un potin du diable.
Le moine demanda :
— Pourquoi le Bouddha réprimandaitil pas le démon ?
Je répondis :
— Il avait créé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il était répréhensible.
Le moine questionna :
— Qu’est-ce donc la compréhension
du sens absolu du dharma bouddhique ?
Je répondis :
— Sans parler de comprendre son
cœur, ni de voir sa nature dans la clarté
du cœur, mais dire l’indistinction et le vague.
(L’indistinction et le vague sont du
propos de Lao Tzu, il ne s’agit pas de
l’état où l’on a la tête cassée, mais c’est la
clarté primitive, lumineuse et vivante de
l’ori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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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bouddha, l’Immortel, le démon
et les doctrines hétérodoxes

Au moment où le bouddha Sâkyamuni
séjournait au monde, il enseigna beaucoup
de sûtra, il y a essentiellement l’enseignement
sur la compréhension du sens non absolu
et la compréhension du sens absolu, (de
la vérité).
Les écritures qui ne révèlent pas l’enseignement complet sont utiles pour
convertir les débutants ; les écritures qui
donnent la compréhension du sens absolu
sont utiles pour convertir ceux qui cherchent
à voir sa nature dans la clarté du cœur.
Le Bouddha parla déjà sérieusement
à ses disciples :
— Les pratyeka-buddha 1et les arhat 2
sont encore des hétérodoxes, parce qu’ils
cherchent le dharma en dehors de leur
cœur.
Le Bouddha dit :
— En Inde, il existe encore beaucoup
d’enseignements sur la Voie de l’immortel.
Par exemple, les Immortels de la caste
cléricale Brahman, etc., ils font partie de
la Voie de l’immortel.
Le Bouddha dit encore :
— Si le pratiquant de la perfection
s’attache à la corporéité (formes extérieures),
à la sensation, à la perception (notion), à
la volition et à la conscience (connaissance),
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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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se cultive en devenant un démon de cinq
agrégats. Chaque agrégat engendre dix
démons, cinq agrégats génèrent alors cinquante démons ; tous appartiennent à la
Voie du démon.
Le Bouddha n’avait pas trop réprimandé ceux qui, dans la Voie de l’immortel, étaient devenus des Immortels par leurs
pratiques, comme les Immortels spectres,
les Immortels humains, les Immortels terrestres, les Immortels célestes, les Immortels dorés du ciel Talo, les Dix Immortels de cette voie. Ils sont tous talentueux, mais ils ne sont pas parfaitement
clairvoyants et ne comprennent pas tout.
S’ils ont réalisé l’Illumination, s’ils ont vu
leur nature dans la clarté du cœur, tous
ces Immortels obtienent donc l’éveil
parfait, ils sont bien sûr des bouddhas.
Ce que le Bouddha réprimandait, c’est :
― les doctrines hétérodoxes ;
― le démon.
Un moine me demanda !
— Pourquoi le Bouddha enseignaitil la compréhension du sens non absolu ?
Je répondis :
— L’homme n’avait pas l’affinité
prédestinée avec le Bouddha.
Le moine questionna :

Qui réalise l’Éveil sur les vicissitudes de l’existence, et qui réalise l’Éveil par lui-même et pour lui-même.
Ce sont les saints hommes éclairés qui sont entrés dans le nirvâna et qui ont fini le cycle de leurs exis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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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added titles,] a title for this excerpt: Chapter
T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means that this is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ultimate great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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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or without thoughts, or not completely
with thoughts nor without thought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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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assage relates to the right equality and the right realization. The Buddha said, “whether
they are born from eggs or from wombs, born through moisture or through transformation.”
Let's first talk about the phrase “born from eggs.”
Today, we ate tomato fried eggs. When I was a soldier and in military school, tomato fried
eggs was a popular dish. We often eat it here at the temple too. Being a monk is like being a
soldier, I eat tomato fried eggs every day. [laughter] Egg-born means born from eggs. I've
been here for a long time but still haven't eaten turtle eggs.²⁰ [laughter] Turtles are born
from eggs, that is, they hatch from eggs. [laughter] That's why there is the term turtle eggs
[or wang ba dan, which the Chinese use to curse “a son of a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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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viruses are born through moisture. Many germs are too. “A mouthful of clean water has
84,000 germs in it. If you don't chant a mantra for them, it is as if you're killing sentient beings.”
Plants are also living beings. When you uproot them, when you pull the carrots, they cry out,
argh! Do you think vegetables don't cry? They grow; they have cells too. Do you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you are a vegetarian you don't kill anything? That's wrong. Do you know who cam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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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Emperor Wu of Liang was a Son of Heaven with a buddhist heart, he caused chaos
in his harem. He married the most stunning woman of his dynasty. After he established his
capital at Jiankang upon his victories, he took all his opponents' concubines for himself. His
then first wife regretted that he ever became an emperor because afterwards, she never saw
him again. The emperor was extremely lustful. He's a womanizer. How many children did he
have? You say, how many? With the most gorgeous woman they had two daughters, who
engaged in incestuous relations with their uncles. It's a horrible karmic retribution. It was all
very messy. The emperor was dreadful.
We often use the Emperor Liang's Repentance as our repentance ceremony. Actually, it is not
his, the ritual just has his name attached to it. He asked the sangha to compile a repentance
ritual to bardo deliver one of his beloved concubines. But he was licentious. The palace had
many maidens in attendance. A breeze once lifted the skirt of one of the palace maidens and
he saw her legs. Emperor Wu had his way with her that very night.
Any time Emperor Wu met with adversity, he went to the temple he built next to the palace,
the Tongtai Temple, and became a monk. Afterwards, his ministers brought him back to the
palace, and he became emperor again. The next time he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he would
become a monk again, and his ministers would bring him back to the palace to resume being
emperor. The third time he became a monk, they would bring him back to the palace again.
But one cannot escape retribution. Emperor Wu ended up starving to death in his own palace.

密顯真機

What is born through moisture? Many aquatic beings are born through moisture. Beings
born in water are referred to as “born through moisture.” There are many of them. Do you
know why a true vegetarian can't get vaccinated? Because after they get vaccinated, they will
kill the Covid-19 virus. A virus is also a living being. If one is supposed to die, then one will
die. Either the virus dies or the vegetarian dies [if he gets infected]. Isn't that right? ²¹ So, for
a vegetarian, being vaccinated means killing.

Are Thai monks vegetarian? [Thai monks and nuns are not vegetarian.] They still maintain
buddhist tradition closest to the ancient times. Other buddhist sects have altered, especially
Chinese Buddhism, which adopted vegetarianism. The vegetarian tradition was originated by
Emperor Wu of Liang, who also initiated the tradition of using burnt incense to etch dots on
a monk's forehead. In Thailand, do monks have these dots? [No] Prior to Emperor Wu, there
had never been such a tradition. Why would marks made by burnt incense be required on
one's forehead? Because of a lack of a mind of equality.

微宣奧旨

[A joke] Five people went to a restaurant to eat turtle soup. They asked the waiter to divide
the soup into five bowls. The waiter tried for so long to divide it, but finally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divide it.” “Why?” “Because there are six turtle eggs and there are only
five of you. How can I divide it up?” In other words, the waiter said there are six SOBs,
meaning five SOBs referring to the five customers and one referring to himself. [laughter]

with the rule requiring monastics to be vegetarian? It was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Let's see, where was I? [Grandmaster chuckles] I am not criticizing Emperor Wu. He was a
Son of Heaven with the heart of a buddhist. He built countless buddhist temples.
…born from wombs, born through moisture…

²⁰ “Wang Ba Dan” means turtle's eggs, and nowadays it is a common curse word for a son-of-a-bitch.
²¹ Translator's note: what Grandmaster meant is that rather than focusing to becoming a vegetarian to
“avoid killing,” we can “avoid killing” by performing deliverance before consuming anything as it
delivers even microorganisms to a higher state.

-To be continued75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added titles,] a title for this excerpt: Chapter
T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means that this is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ultimate great vehicle.
T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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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s was a popular dish. We often eat it here at the temple too. Being a monk is like being a
soldier, I eat tomato fried eggs every day. [laughter] Egg-born means born from eggs. I've
been here for a long time but still haven't eaten turtle eggs.²⁰ [laughter] Turtles are born
from eggs, that is, they hatch from eggs. [laughter] That's why there is the term turtle eggs
[or wang ba dan, which the Chinese use to curse “a son of a bitch”].

雜誌

These viruses are born through moisture. Many germs are too. “A mouthful of clean water has
84,000 germs in it. If you don't chant a mantra for them, it is as if you're killing sentient beings.”
Plants are also living beings. When you uproot them, when you pull the carrots, they cry out,
argh! Do you think vegetables don't cry? They grow; they have cells too. Do you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you are a vegetarian you don't kill anything? That's wrong. Do you know who cam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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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Emperor Wu of Liang was a Son of Heaven with a buddhist heart, he caused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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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monk again, and his ministers would bring him back to the palace to resume being
emperor. The third time he became a monk, they would bring him back to the palace again.
But one cannot escape retribution. Emperor Wu ended up starving to death in his own palace.

密顯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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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 Covid-19 virus. A virus is also a living being. If one is supposed to die, then one will
die. Either the virus dies or the vegetarian dies [if he gets infected]. Isn't that right? ²¹ So, for
a vegetarian, being vaccinated means k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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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tradition closest to the ancient times. Other buddhist sects have altered, especially
Chinese Buddhism, which adopted vegetarianism. The vegetarian tradition was originated by
Emperor Wu of Liang, who also initiated the tradition of using burnt incense to etch dots on
a monk's forehead. In Thailand, do monks have these dots? [No] Prior to Emperor Wu, there
had never been such a tradition. Why would marks made by burnt incense be required on
one's forehead? Because of a lack of a mind of equality.

微宣奧旨

[A joke] Five people went to a restaurant to eat turtle soup. They asked the waiter to divide
the soup into five bowls. The waiter tried for so long to divide it, but finally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divide it.” “Why?” “Because there are six turtle eggs and there are only
five of you. How can I divide it up?” In other words, the waiter said there are six SOBs,
meaning five SOBs referring to the five customers and one referring to himself. [laughter]

with the rule requiring monastics to be vegetarian? It was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Let's see, where was I? [Grandmaster chuckles] I am not criticizing Emperor Wu. He was a
Son of Heaven with the heart of a buddhist. He built countless buddhist temples.
…born from wombs, born through moisture…

²⁰ “Wang Ba Dan” means turtle's eggs, and nowadays it is a common curse word for a son-of-a-bitch.
²¹ Translator's note: what Grandmaster meant is that rather than focusing to becoming a vegetarian to
“avoid killing,” we can “avoid killing” by performing deliverance before consuming anything as it
delivers even microorganisms to a higher state.

-To be continued75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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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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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as the Buddha's teaching? The third turning took place in Lotus City. The Buddha
spoke on the Enlightening Reality.¹⁵
What is the right equality? Non-phenomena¹⁶ is the right equality. The Vajra Sutra reveals that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therefore, all is equal. This is the right equality.
What is the right realization? [If you realize] the Enlightening Reality,¹⁷ then that is the right
realization. This is extremely profound, wouldn't you agree?
The Vajra Sutra is exceedingly profound. It talks about two wisdoms; the wisdom of the
nature of equality which is the right equality and the perfect mirror-like wisdom¹⁸ which is
the enlightening reality. These two wisdom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concepts in Buddhism.
Sakyamuni Buddha performed three turnings of the dharma wheel and taught the right equality
and right realization, which is the highest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The first turning concerned
the Four Noble Truth: the truth of suffering, the truth of the cause of sufferings, the truth of the
ending of suffering and the truth of the path to end the suffering. They are all the Ultimate Truth
[satya].¹⁹ Equality is the ultimate truth. Perfect and enlightening reality is the ultimate truth. Nonphenomena is also the ultimate truth.
The Vajra Sutra discusses the right equality and the right realization;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Contemplate it. As I continue with my exposition, you will come
to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Now, we discourse Chapter T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What
is the Great Vehicle [Mahayana]? Tantrayana also belongs to the Great Vehicle. Remember
Mahayana includes many different sects and Tantrayana is one of them.

Where was the second turning of the dharma wheel? What did the Buddha talk about?
[Someone answered, “Deer Park.”] That was the first turning, at Deer Park, and the teaching
was about the Four Noble Truth. I've just said it! Where was the second turning? You've been
studying buddhism for years to know that Sakyamuni Buddha turned the dharma wheel three
times. Now I'd like to ask you, where was the second turning? [Someone answered,
“Venuvana!”] It was at the Bamboo Grove Monastery, Rajagriha. What did he teach? [Someone
answered, “prajna.”] The Buddha taught about prajna. What else? What does it mean? The
essence of prajna is Non-phenomena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¹⁴

¹⁴ In Chinese 無相 “Wu Xiang.” “Wu” literally means “no, without” and “Xiang” means “phenomena,
forms, or appearances.”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¹⁵ 了義 Enlightening Reality refers to all the concepts that lead to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the dharma
that leaves behind the mundane world.
¹⁶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so everything is equal, thus it is the right equality.
¹⁷ The “Ultimate” refers to everything that is the Truth. It is also called the Ultimate Truth真理, the
Ultimate Reality聖諦, and the Absolute Truth.
¹⁸ Translator's Note: Like a reflection on the mirror, it is transient, illusory, and it is intrinsically
empty.https://buddhism.redzambala.com/buddhism/buddha-aspects/akshobhya-buddha-with-mirrorlike-wisdom.html
¹⁹ 諦 Satya is the Truth, or Ultimate Truth. 勝義諦paramārtha-satya is also the Ultimate Truth.

Now let me ask you, in which city did the third turning of the dharma wheel tak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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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雜誌

After Sakyamuni Buddha gain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he turned the dharma wheel three
times, as we all know. The first turning of the dharma wheel was at Deer Park. This was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small vehicle, which was teaching the Four Noble Truth of suffering,
cause of suffering, end of suffering and the path to end the suffering.

微宣奧旨

Now let me ask you, what is samyak or right equality? What is sambodhi or right realization?
There are deep meanings to them. What is the “right equality”? What is the “right
realization”? Master Lianzhu already said that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is the right
equality and right realization, which is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It's easy to say the words
“perfect enlightenment.” But what is the deeper, mor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se words?
One must understand what these words mean.

波
般金
羅
若剛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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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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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as the Buddha's teaching? The third turning took place in Lotus City. The Buddha
spoke on the Enlightening Reality.¹⁵
What is the right equality? Non-phenomena¹⁶ is the right equality. The Vajra Sutra reveals that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therefore, all is equal. This is the right equality.
What is the right realization? [If you realize] the Enlightening Reality,¹⁷ then that is the right
realization. This is extremely profound, wouldn't you agree?
The Vajra Sutra is exceedingly profound. It talks about two wisdoms; the wisdom of the
nature of equality which is the right equality and the perfect mirror-like wisdom¹⁸ which is
the enlightening reality. These two wisdom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concepts in Buddhism.
Sakyamuni Buddha performed three turnings of the dharma wheel and taught the right equality
and right realization, which is the highest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The first turning concerned
the Four Noble Truth: the truth of suffering, the truth of the cause of sufferings, the truth of the
ending of suffering and the truth of the path to end the suffering. They are all the Ultimate Truth
[satya].¹⁹ Equality is the ultimate truth. Perfect and enlightening reality is the ultimate truth. Nonphenomena is also the ultimate truth.
The Vajra Sutra discusses the right equality and the right realization;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is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Contemplate it. As I continue with my exposition, you will come
to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Now, we discourse Chapter T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What
is the Great Vehicle [Mahayana]? Tantrayana also belongs to the Great Vehicle. Remember
Mahayana includes many different sects and Tantrayana is one of them.

Where was the second turning of the dharma wheel? What did the Buddha talk about?
[Someone answered, “Deer Park.”] That was the first turning, at Deer Park, and the teaching
was about the Four Noble Truth. I've just said it! Where was the second turning? You've been
studying buddhism for years to know that Sakyamuni Buddha turned the dharma wheel three
times. Now I'd like to ask you, where was the second turning? [Someone answered,
“Venuvana!”] It was at the Bamboo Grove Monastery, Rajagriha. What did he teach? [Someone
answered, “prajna.”] The Buddha taught about prajna. What else? What does it mean? The
essence of prajna is Non-phenomena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¹⁴

¹⁴ In Chinese 無相 “Wu Xiang.” “Wu” literally means “no, without” and “Xiang” means “phenomena,
forms, or appearances.”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¹⁵ 了義 Enlightening Reality refers to all the concepts that lead to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the dharma
that leaves behind the mundane world.
¹⁶ Ultimately all phenomena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so everything is equal, thus it is the right equality.
¹⁷ The “Ultimate” refers to everything that is the Truth. It is also called the Ultimate Truth真理, the
Ultimate Reality聖諦, and the Absolute Truth.
¹⁸ Translator's Note: Like a reflection on the mirror, it is transient, illusory, and it is intrinsically
empty.https://buddhism.redzambala.com/buddhism/buddha-aspects/akshobhya-buddha-with-mirrorlike-wisdom.html
¹⁹ 諦 Satya is the Truth, or Ultimate Truth. 勝義諦paramārtha-satya is also the Ultimate Truth.

Now let me ask you, in which city did the third turning of the dharma wheel tak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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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雜誌

After Sakyamuni Buddha gain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he turned the dharma wheel three
times, as we all know. The first turning of the dharma wheel was at Deer Park. This was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small vehicle, which was teaching the Four Noble Truth of suffering,
cause of suffering, end of suffering and the path to end the suffering.

微宣奧旨

Now let me ask you, what is samyak or right equality? What is sambodhi or right realization?
There are deep meanings to them. What is the “right equality”? What is the “right
realization”? Master Lianzhu already said that anuttara samyaksambodhi mind is the right
equality and right realization, which is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It's easy to say the words
“perfect enlightenment.” But what is the deeper, mor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se words?
One must understand what these words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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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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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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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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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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

雜誌

召募

功德主

燃佛法炬 燈傳法流

恭請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燃燈功德主迴向單，由師佛 主壇護摩法會 祈福迴向。

2022 繼 續 支 持 ！
— 燃燈網站http://www.lighten.org.tw —

燃燈雜誌功德主尊榮好禮
●凡一次贊助：僅限同一位功德主2種方案10％off∕3種方案15％off

方案：1
摩利支天

方案：2
騎龍白財神

方案：3
馬頭金剛杵

尺寸：高 15cm
寬 15cm
深 9cm

尺寸：高 12cm
寬 12cm
深 9cm

尺寸：高 20cm
寬 3.5cm

贊助燃燈
一年24期

■
■
■
■
■

電話：886- 49 - 2312992 分機 362、368
傳真：886- 49 - 2350140
E-mail： t b s . l i g h t e n @ g m a i l . c o m
台灣劃撥帳號：２２６５１２５２
戶名：燃燈雜誌社
（國外以「外幣金額」贊助 ）

■ In favor of：Lei Tsang Temple（雷藏寺）
■ Remark：For Enlightenment Magazine
■ Account No：４４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６
S.W.I.F.T No：FCBKTWTP
■ Bank：First Commercial Bank, Tsao Tun
Branch（第一銀行草屯分行）
■Bank address：256 Taiping Road, Sec.2,
Tsao- Tun,Nantou, Taiwan 54263, R.O.C.

信用卡授權書及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電子檔請以E-mail寄回。

雜誌

︱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２８８冊｜一籃子奇想

七種﹁破法﹂
蘇摩耶•莎莉
2022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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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彩虹雷藏寺﹀瑤池金母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彩虹雷藏寺﹀黃財神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彩虹雷藏寺﹀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特別報導︱

二○二 二年 三月 十五 日

Donations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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