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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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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聲幸會
皆是最美好的安排
逢滄海
能皈依明師
遇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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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絕壁劃破 萬里山河縮成寸
一念
舟帆如戟 上窮碧落楫冥界
筆下自有波瀾勢
毫端全無釜鑿痕
輾轉契闊 星垂載月
齊禮泱泱坤宇瑤池仙
長空紅塵教忘卻 浮生冷冽
攜笠披簑牧牛童 法座婆心
佛力素描 摩訶雙蓮 為度諸有情
法水洗硯 真言不虛 廣授解脫道
大樂法王 空行之母迢遙
餘墨三分 無量光且獨耀
莫須問
天涯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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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我
我們戲稱他：﹁蒙古⼤夫﹂
並不是真的住在﹁蒙古﹂

⽽

蒙古大夫
有⼀個弟⼦

這位蒙古⼤夫
是在島國的僻遠地⽅當醫⽣
他有﹁醫師執照﹂

才能

所以那裡的⼈

則要到較遠的⼤城市

該地⽅只有他⼀個⼈當醫⽣
有病只能找他
⾄於嚴重的⼤病
得到治療

文 ／ 蓮 生 活佛 盧 勝 彥

﹂

﹁感冒呢？﹂
他答：
﹁ＡＰＣ

﹂

把﹁⼤悲咒⽔﹂再加⽔
放在櫃台的藥櫃

︵⼀種感冒的藥名︶
我們問他：

﹂

﹁發炎呢？﹂
他答：
﹁消炎⽚
我們問：

⼀⼩瓶

⼩病他全包了

製成⼀⼩瓶

﹁痔瘡呢？﹂

⼩

我們問他：

嚴重些的

蒙古⼤夫回到診所
有消痔丸吃

有病⼈來
就給⼀⼩瓶﹁⼤悲咒⽔﹂

﹂

﹁有痔瘡藥膏擦

他答：
開⼑
我們問：

結果病⼈說：
很多病⼈就指明：
﹁放在櫃窗的⽩⾊⼩瓶最有效
﹂

也

以本尊的法⼒

我是民俗療

﹂︵我⾃⼰有病

其他的藥沒有

﹁⽣產呢？﹂

於是

終於平安把孩⼦抱

就憑著⾃⼰所學

﹁就是那⼀⼩瓶的⽩⾊藥⽔最有效
孩⼦都快跑出來
效

他答：
她無法去⼤醫院

⼀個婦⼥臨盆

拉

﹁有⼀回
了
壓

哈哈！
蒙古⼤夫萬歲！

﹂

⽌⾎等等

按
累了⼀⾝⼤汗

我們問：

我︵盧師尊︶常常說：

消毒

了出來
﹁緊張嗎？﹂

⼀定要找醫師

才來找我

召請我的本尊

﹁如果病⼀直治不好
﹂
唸咒
畫符
加持
我是密教上師

︵這個就是靈療︶

幫助⼈

法

是先看醫⽣︶

﹁有病
﹂

他答：
﹁緊張！因為是第⼀次接⽣
蒙古⼤夫還告訴我

會﹁嗶嗶！﹂的叫

帶回盧師尊加持過的﹁⼤悲
經過檢測

他在美國西雅圖
咒⽔﹂
過海關時

怎會叫？

檢查⼈員很稀奇
明明是⽔

他喝給海關看
才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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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們戲稱他：﹁蒙古⼤夫﹂
並不是真的住在﹁蒙古﹂

⽽

蒙古大夫
有⼀個弟⼦

這位蒙古⼤夫
是在島國的僻遠地⽅當醫⽣
他有﹁醫師執照﹂

才能

所以那裡的⼈

則要到較遠的⼤城市

該地⽅只有他⼀個⼈當醫⽣
有病只能找他
⾄於嚴重的⼤病
得到治療

文 ／ 蓮 生 活佛 盧勝 彥

﹂

﹁感冒呢？﹂
他答：
﹁ＡＰＣ

﹂

把﹁⼤悲咒⽔﹂再加⽔
放在櫃台的藥櫃

︵⼀種感冒的藥名︶
我們問他：

﹂

﹁發炎呢？﹂
他答：
﹁消炎⽚
我們問：

⼀⼩瓶

⼩病他全包了

製成⼀⼩瓶

﹁痔瘡呢？﹂

⼩

我們問他：

嚴重些的

蒙古⼤夫回到診所
有消痔丸吃

有病⼈來
就給⼀⼩瓶﹁⼤悲咒⽔﹂

﹂

﹁有痔瘡藥膏擦

他答：
開⼑
我們問：

結果病⼈說：
很多病⼈就指明：
﹁放在櫃窗的⽩⾊⼩瓶最有效
﹂

也

以本尊的法⼒

我是民俗療

﹂︵我⾃⼰有病

其他的藥沒有

﹁⽣產呢？﹂

於是

終於平安把孩⼦抱

就憑著⾃⼰所學

﹁就是那⼀⼩瓶的⽩⾊藥⽔最有效
孩⼦都快跑出來
效

他答：
她無法去⼤醫院

⼀個婦⼥臨盆

拉

﹁有⼀回
了
壓

哈哈！
蒙古⼤夫萬歲！

﹂

⽌⾎等等

按
累了⼀⾝⼤汗

我們問：

我︵盧師尊︶常常說：

消毒

了出來
﹁緊張嗎？﹂

⼀定要找醫師

才來找我

召請我的本尊

﹁如果病⼀直治不好
﹂
唸咒
畫符
加持
我是密教上師

︵這個就是靈療︶

幫助⼈

法

是先看醫⽣︶

﹁有病
﹂

他答：
﹁緊張！因為是第⼀次接⽣
蒙古⼤夫還告訴我

會﹁嗶嗶！﹂的叫

帶回盧師尊加持過的﹁⼤悲
經過檢測

他在美國西雅圖
咒⽔﹂
過海關時

怎會叫？

檢查⼈員很稀奇
明明是⽔

他喝給海關看
才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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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相

無⼈

也算︽金剛經︾的詩

無壽者相

弟⼦聽了我講︽⾦剛經︾
無眾⽣相

我要陪著玩但要能自主才是

我不要被困住才是

我需要的是來去自如才是

我發現我需要的是融入

空即是假

⾊空雙運

中觀學是：

﹁嗡﹂！

最後是﹁菴摩拉﹂

﹁無我﹂不可思議

其中有物

空假雙運就是﹁中﹂

不是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我真的不是我的
身體也不是
我的現在更不是

人的關係也不是

⽉球上
我的未來當然不是

以﹁⽉球﹂來⽐喻：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我的朋友也不是

沒有⼈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不是

我發覺我什麼都不是

通通都不是

家人也不是
我看了哈哈⼀

也算︽⾦剛經︾的詩
我發現我一無是處

給我

詩⽈：
我也不是一無是處

這位弟⼦寫了⼀⾸詩

什麼是葷？什麼是素？

⼜聽我的

相

有

笑
我想了一想

好比我需要空氣

⿈帝問道於﹁廣成⼦﹂

垢識﹂

但也抓不住空氣

孔⼦問道於﹁⽼⼦﹂

我發現也需要他們才是

好比絢麗的泡泡

就是冥冥杳杳

假即是空

短暫的示現

我體會了：
是他聽了我講︽⾦剛經︾的感想

瀟灑的不見
︵這⾸詩

︵空間︶

﹁無⼈﹂不可思議
﹁無眾⽣﹂不可思議

︵時間︶

希望對他⼈有所啟發︶

我⾃⼰的領悟是：

﹁無壽者﹂不可思議

然後才寫出來的
這世間是空

︵⾊性指意識︶

我的佛性與空性雙運
⾮相是實相

現象界是假
空即是色

實相是⾮相

我的⾊性與空性雙運

色即是空

空不異色

所以色是幻
色不異空

就是﹁悟﹂！

這下⼦

再進去是﹁無

我說﹁雙運﹂
達賴喇嘛說﹁自然﹂
唯識到第⼋識是﹁阿賴耶識﹂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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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相

無⼈

也算︽金剛經︾的詩

無壽者相

弟⼦聽了我講︽⾦剛經︾
無眾⽣相

我要陪著玩但要能自主才是

我不要被困住才是

我需要的是來去自如才是

我發現我需要的是融入

空即是假

⾊空雙運

中觀學是：

﹁嗡﹂！

最後是﹁菴摩拉﹂

﹁無我﹂不可思議

其中有物

空假雙運就是﹁中﹂

不是

文 ／ 蓮 生 活 佛 盧勝 彥

我真的不是我的
身體也不是
我的現在更不是

人的關係也不是

⽉球上
我的未來當然不是

以﹁⽉球﹂來⽐喻：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我的朋友也不是

沒有⼈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不是

我發覺我什麼都不是

通通都不是

家人也不是
我看了哈哈⼀

也算︽⾦剛經︾的詩
我發現我一無是處

給我

詩⽈：
我也不是一無是處

這位弟⼦寫了⼀⾸詩

什麼是葷？什麼是素？

⼜聽我的

相

有

笑
我想了一想

好比我需要空氣

⿈帝問道於﹁廣成⼦﹂

垢識﹂

但也抓不住空氣

孔⼦問道於﹁⽼⼦﹂

我發現也需要他們才是

好比絢麗的泡泡

就是冥冥杳杳

假即是空

短暫的示現

我體會了：
是他聽了我講︽⾦剛經︾的感想

瀟灑的不見
︵這⾸詩

︵空間︶

﹁無⼈﹂不可思議
﹁無眾⽣﹂不可思議

︵時間︶

希望對他⼈有所啟發︶

我⾃⼰的領悟是：

﹁無壽者﹂不可思議

然後才寫出來的
這世間是空

︵⾊性指意識︶

我的佛性與空性雙運
⾮相是實相

現象界是假
空即是色

實相是⾮相

我的⾊性與空性雙運

色即是空

空不異色

所以色是幻
色不異空

就是﹁悟﹂！

這下⼦

再進去是﹁無

我說﹁雙運﹂
達賴喇嘛說﹁自然﹂
唯識到第⼋識是﹁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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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一籃子奇想｜｜蒙古大夫

社
長：釋蓮栽上師
法律顧問：周慧芳律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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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雷藏寺

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就叫做寂滅

已經沒有六道輪迴了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釋三十四︶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 是為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 如來說非微塵 是名微塵 如來說
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
﹁須菩提 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
也 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說三十
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恆河沙等身命布
施 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 乃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
說 其福甚多！﹂︵釋三十三︶

所說

月日 彩虹雷藏寺﹁大威德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
﹂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釋三十二︶

特別報導

一籃子奇想｜｜也算︽金剛經︾的詩

Contents

月日 彩虹雷藏寺﹁地藏王菩薩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
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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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會拖延或失去這個聖者教授佛法的機

︻金剛經︼裡的四個偈 ﹁無我相 無人相
眾生相 無壽者相﹂就是佛陀的正教
冒犯聖者
緣

文殊菩薩忿怒金剛身
群魔怖畏化清淨慈悲
降伏罪惡眾生得救度

最高的智慧就是空性

彩虹雷藏寺

金剛經是最高的智慧
性就是佛性
蓮生聖尊根本護法尊
雄猛巍巍大威德金剛
大慈大悲威德力加護

時輪金剛法灌頂 七世可以成佛 修習持此法的
戰爭能夠平息 促進和平 風調雨順 五穀豐收
國泰民安 往生香巴拉佛國
佛教七聖財｜｜信 戒 慚 愧 聞 施 慧 跟
娑婆世界講的財是完全不同
供僧功德不可思議 僧如大地長養慧命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Préface de l’auteur

蓮生活佛開示譯文選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法文譯本︼

蓮花銘康

西雅圖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空

無

月日 彩虹雷藏寺﹁時輪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難 若當來
世後五百歲 其有眾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為第一
希有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所以者何？我相 即是非相；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即
是非相 ﹂︵釋三十七︶

彩虹雷藏寺
地藏王菩薩本願經裡面有︿囑累人天品﹀
釋迦牟尼佛把天 人六道眾生全部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
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釋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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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寂滅

已經沒有六道輪迴了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釋三十四︶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 是為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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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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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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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其福甚多！﹂︵釋三十三︶

所說

月日 彩虹雷藏寺﹁大威德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
﹂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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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須菩提！
於意云何？
如來㈲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
如來無所說。

傳心法要云：

為除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言說皆非

須憑言說

佛說一切法
若無一切心

未悟時
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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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願地藏王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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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睡著 頭低下去知道頭能夠抬起來已經很不錯
了 ︵師尊笑︶那我們今天是修地藏王菩薩的同修 地
藏王菩薩 我記得好像以前有講過﹁安忍如大地﹂ 那
麼﹁藏﹂的意思也就是藏著如來的智慧 ﹁安忍如大
地﹂就是﹁地﹂ ﹁藏﹂可以講一切智 就是所有一切
的智慧 大地是不可思議 很多的東西全部由大地而
生 大地也是最堅固的 目前講起來就是大地最堅固
你看植物 礦物都是完全依賴大地 所有的藥材也是大
地 所有的七珍八寶也都是大地 世界上最貴的東西也
是大地
鑽石 黃金啊 師尊只有兩樣東西不吃 一樣就是
鑽石 一樣就是黃金 這兩樣東西不吃 ︵師尊笑︶大
地 它也生產所有的五穀養育群生 全部都是由大地而
來 地藏菩薩偉大的地方就是在一個﹁地﹂ 藏著一
切 祂發的願也是最偉大 所以叫﹁大願地藏王菩
薩﹂ 誰都可以念得出來││﹁地獄不空 誓不成

佛﹂ 其實祂也不用成佛 地藏王菩薩本來就是佛一樣
的 祂也不用成佛 佛只是一個名詞 ﹁南摩不打耶﹂
只是一個名詞 菩薩就已經是到達四聖界
這裡有一個笑話 是懂得麻將的才會笑得出來
play Mahjong 某人打麻將成癮 結果中風了 死在麻
將桌上 殯葬的時候 友人就寫了一個悼念的詞 怎麼
寫呢？﹁昨日 你的兩個眼睛還像二筒 今天就成了二
索﹂ 二筒二索不一樣 蓋起來就是二索 張開就是二
筒 ﹁不知是東南西北風中︵中風︶ 哪一個把你的命
碰了？你的追悼會開得很隆重 清一色淨是你的牌
友 ﹂打牌的牌友 清一色都是他的牌友 ﹁大家排成
一條龍跟你告別﹂一條龍 大家知道了 清一色一條
龍 ﹁每人給你獻上一台槓上花 你一生都想發財 結
果仍然是白板 今天到了火葬場 你終於胡了 ﹂化成
灰就胡了
這是一個笑話 我姨父 我的阿姨跟姨父都是很喜
歡打牌 他們的遺囑都寫著：﹁如果我死了 請把麻將
牌放在我的棺木裡面 到陰間的時候還可以打 ﹂︵師
尊笑︶師尊會打麻將 那時候我阿姨住在台北六張犁
知道嗎？墳墓區的地方 我去她那邊 結果她教我打麻
將 是她教我的 十六張是台灣麻將 十三張好像是中
國大陸的麻將？香港的麻將是十三張 台灣麻將是十六
張 是我阿姨教我的
回來以後就教我的家人 然後大家一起打 佛菩薩
看不過去 實在花在打麻將時間太多 佛菩薩看不過
去 祂罰我每一次都輸 我那時候 每一次輸呢 好
我就發誓不打 然後把麻將牌燒掉 真的 麻將牌很難
燒耶 啊 跟很多金紙一起燒也燒不掉 ︵師尊笑︶然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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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意云何？
如來㈲所說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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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無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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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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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願地藏王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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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睡著 頭低下去知道頭能夠抬起來已經很不錯
了 ︵師尊笑︶那我們今天是修地藏王菩薩的同修 地
藏王菩薩 我記得好像以前有講過﹁安忍如大地﹂ 那
麼﹁藏﹂的意思也就是藏著如來的智慧 ﹁安忍如大
地﹂就是﹁地﹂ ﹁藏﹂可以講一切智 就是所有一切
的智慧 大地是不可思議 很多的東西全部由大地而
生 大地也是最堅固的 目前講起來就是大地最堅固
你看植物 礦物都是完全依賴大地 所有的藥材也是大
地 所有的七珍八寶也都是大地 世界上最貴的東西也
是大地
鑽石 黃金啊 師尊只有兩樣東西不吃 一樣就是
鑽石 一樣就是黃金 這兩樣東西不吃 ︵師尊笑︶大
地 它也生產所有的五穀養育群生 全部都是由大地而
來 地藏菩薩偉大的地方就是在一個﹁地﹂ 藏著一
切 祂發的願也是最偉大 所以叫﹁大願地藏王菩
薩﹂ 誰都可以念得出來││﹁地獄不空 誓不成

佛﹂ 其實祂也不用成佛 地藏王菩薩本來就是佛一樣
的 祂也不用成佛 佛只是一個名詞 ﹁南摩不打耶﹂
只是一個名詞 菩薩就已經是到達四聖界
這裡有一個笑話 是懂得麻將的才會笑得出來
play Mahjong 某人打麻將成癮 結果中風了 死在麻
將桌上 殯葬的時候 友人就寫了一個悼念的詞 怎麼
寫呢？﹁昨日 你的兩個眼睛還像二筒 今天就成了二
索﹂ 二筒二索不一樣 蓋起來就是二索 張開就是二
筒 ﹁不知是東南西北風中︵中風︶ 哪一個把你的命
碰了？你的追悼會開得很隆重 清一色淨是你的牌
友 ﹂打牌的牌友 清一色都是他的牌友 ﹁大家排成
一條龍跟你告別﹂一條龍 大家知道了 清一色一條
龍 ﹁每人給你獻上一台槓上花 你一生都想發財 結
果仍然是白板 今天到了火葬場 你終於胡了 ﹂化成
灰就胡了
這是一個笑話 我姨父 我的阿姨跟姨父都是很喜
歡打牌 他們的遺囑都寫著：﹁如果我死了 請把麻將
牌放在我的棺木裡面 到陰間的時候還可以打 ﹂︵師
尊笑︶師尊會打麻將 那時候我阿姨住在台北六張犁
知道嗎？墳墓區的地方 我去她那邊 結果她教我打麻
將 是她教我的 十六張是台灣麻將 十三張好像是中
國大陸的麻將？香港的麻將是十三張 台灣麻將是十六
張 是我阿姨教我的
回來以後就教我的家人 然後大家一起打 佛菩薩
看不過去 實在花在打麻將時間太多 佛菩薩看不過
去 祂罰我每一次都輸 我那時候 每一次輸呢 好
我就發誓不打 然後把麻將牌燒掉 真的 麻將牌很難
燒耶 啊 跟很多金紙一起燒也燒不掉 ︵師尊笑︶然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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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後後來怎麼辦呢？因為每一次再去買新的 買一次新的
再打還是輸 又燒 輸 又燒 輸 又燒 輸 又
燒
一共燒了差不多有七 八副麻將 是我燒的
我跟你講的是真實話 到了第七副麻將的時候 才
知道佛菩薩不會讓我贏 我才停掉 真的才停掉 我才
沒打 師母就不一樣 師母的麻將也是在我家裡面學
的 她運氣很好 怎麼打怎麼贏 她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怎麼打就怎麼輸 所以我就把它燒了 就是這樣子
麻將 我是不能夠賭博的 太浪費 很浪費時間
有一次老師上課談到：﹁同學們 外勞對台灣的影
響很大 你們猜哪一個國家的外勞賺走台灣最多的錢？
是泰勞嗎？是越勞嗎？還是菲勞？﹂泰勞就是泰國的勞
工 移工 越南的勞工還是菲律賓的勞工？小明不慌不
忙的回答：﹁麥當勞﹂

延或失去得到很多聖者 甚至所有聖者教授佛法的機
緣？
三 弟子自認為與師尊的緣分不淺 但是弟子此
生 在知道了解師尊以前 卻曾因為無知之極 一瞬間
在心中冒犯過師尊 此事弟子從來沒有告訴過其他人
弟子自認為此事導致弟子 晚了至少大約兩年才得以親
近師尊 在這兩年中 弟子走了一些彎路 若沒有此冒
犯師尊之事 弟子就能提早兩年親近師尊 那麼弟子這
兩年的路一定至少平順一些
弟子向師尊懺悔並衷心願望 所有的真佛弟子所有
的居士及一切眾生 以弟子的過失為誡 勿或身或口或
意冒犯師尊及一切聖者 感謝師尊解惑 祈願師尊度生
愜意 佛體安康 長久住世！
回答一：這個偈誰看過？阿底峽尊者有這個偈嗎？
你們博學多聞的 看過這個偈沒有？﹁當心冒犯聖者
尊 比死更糟無過此﹂誰看過這個偈？我們都沒有人看
過 蓮花某某厲害 好啦 不管啦 他有分一 二 三
來講 他的理解有這三項 阿底峽尊者的這個偈 我沒
有讀過 真的 我沒有讀過這個﹁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
死更糟無過此﹂
蓮傳上師查出來了沒有？沒關係 你就念 ︵蓮傳
上師答：那個偈很長 ︶那個偈很長 反正有這個偈就
對了 你也找到 那表示真的有耶 而且那個偈很長
我們就不用唸 真有 阿底峽尊者寫過﹁當心冒犯聖者
尊 比死更糟無過此﹂
其實這個弟子所寫的這一 二 三 他講的也是正
確的 我們也看過︽事師法五十頌︾ ︽事師法五十
頌︾裡面專門講如何侍奉你的師父 ︽事師法五十頌︾

Ｑ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 ﹁你問我答﹂
問題一：英國的弟子問 尊貴的師尊 佛安！弟
子對阿底峽尊者的偈語﹁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死
更糟無過此﹂ 有如下的疑問 請師尊解惑
一 弟子的理解是若冒犯了某位聖者 現世及後世
就會導致拖延或失去得到這位聖者教授佛法的機緣 弟
子不確認此理解是否正確
二 若冒犯了某位聖者 現世及後世是否會導致拖

到彌勒菩薩身上；在︿彩虹山莊﹀半山的地方 一道光
射到彌勒菩薩的臉上 臉上發光 而且所有的鳥全部一
起叫 真的 我才不願意當鳥叫菩薩 ︵師尊笑︶
其實﹁當心冒犯聖者尊﹂ 看︽事師法五十頌︾就
知道了 它裡面寫得非常多 馬鳴菩薩寫的 英國的蓮
花某某 他寫這三條也是有道理 也有他的道理在
﹁會拖延或失去得到這個聖者的教授佛法的機緣﹂ 當
然這是自然的事情
第二個 ﹁他的現世或後世 導致拖延失去得到很
多聖者 甚至所有聖者教授佛法的機緣﹂ 那也是當
然 這一定會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毀謗了聖者的話 講轉世的話
如果是轉世為人 你就到非洲去吧 很多國家都沒有聽
過佛法 他們連聽佛法都沒有聽過 事實上不只是非
州 我們整個地球上 很多的人類從來沒有聽過佛法
還是很多 他們不知道佛法是什麼 可能在教科書上有
寫說 世界幾個大的宗教 有佛教 有釋迦牟尼佛 可
能聽過 但是不知道 一輩子從來就沒有聽過佛法的人
還是很多啊
有一些比較有福分的 像佛教傳的地方 印度 然
後傳到東南亞 東南亞然後到西藏 到中國 然後到韓
國 到日本 這幾個國家比較能夠聽到佛法 其它的國
家 在過去世或者未來世 或者現在世 也不一定能夠
聽到佛法 很多國家是聽不到佛法的 如果沒有法師去
傳法的話 是根本聽不到的 像非洲 很多國家根本沒
有法師去那裡講佛法 誰聽過？對不對？當然也有很多
國家是有佛法的 因為有很多法師 現在有時候到非洲
去布道 或者是到中美洲和南美洲布道 去講都有
雜誌

是誰寫的？是馬鳴菩薩寫的 為什麼祂叫馬鳴菩薩？有
誰知道馬鳴菩薩為什麼叫馬鳴菩薩？︵弟子答：祂出生
時很多馬在叫 ︶哦 祂出生的時候很多馬在叫？那我
出生的時候 很多雞在叫 ︵眾笑︶
我是在逃難的時候 對不對？我父母就遷到嘉義後
埔牛稠溪 剛好是養雞園 因為避開美軍 美國的軍
機 我是一九四五年 剛好是二次大戰最後一年 結束
的最後一年出生 美國的飛機轟炸嘉義的水上機場 那
時候是日據時代 日據就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 二次大
戰最後一年的時候 我們因為避開那些炸彈 就從嘉義
市到後埔牛稠溪的地方一個養雞園 我是在養雞園裡面
出生的 所以出生的時候 當然很多雞都會叫
我告訴你 你講的錯了 不是出生的時候 你講的
是對的 祂說法的時候 馬都在叫 馬鳴菩薩說法的時
候 馬都聽得懂 馬一直叫 所以後人給祂叫﹁馬鳴菩
薩﹂ 慧君查出來了 妳是看手機的喔？︵慧君上師：
當然 ︶當然？看手機的不算！妳要懂啊 對不對？要
真懂 真的 祂說法的時候連馬都聽得懂 都會歡呼
你們看過師尊在︿彩虹山莊﹀的彌勒菩薩面前 開
光彌勒菩薩的時候 所有的鳥全部下來 而且開光的時
候很安靜哦 天上射下一道光 葉子打開 光射到彌勒
菩薩身上 這個時候所有的鳥全部降下來 一起叫 我
在講﹁不動明王法﹂的時候 所有的烏鴉全部飛下來
一起在叫 那師尊會變成﹁鳥叫菩薩﹂︵眾笑︶ 因為
如果翻成台語很難聽 變成台語很難聽的 什麼鳥叫？
︵師尊笑︶
彌勒菩薩開光時候誰在那裡？也很多人啊 好幾
真的 我記得開光的時候很安靜 突然間一道光射
個

問

QA＆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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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後來怎麼辦呢？因為每一次再去買新的 買一次新的
再打還是輸 又燒 輸 又燒 輸 又燒 輸 又
燒
一共燒了差不多有七 八副麻將 是我燒的
我跟你講的是真實話 到了第七副麻將的時候 才
知道佛菩薩不會讓我贏 我才停掉 真的才停掉 我才
沒打 師母就不一樣 師母的麻將也是在我家裡面學
的 她運氣很好 怎麼打怎麼贏 她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怎麼打就怎麼輸 所以我就把它燒了 就是這樣子
麻將 我是不能夠賭博的 太浪費 很浪費時間
有一次老師上課談到：﹁同學們 外勞對台灣的影
響很大 你們猜哪一個國家的外勞賺走台灣最多的錢？
是泰勞嗎？是越勞嗎？還是菲勞？﹂泰勞就是泰國的勞
工 移工 越南的勞工還是菲律賓的勞工？小明不慌不
忙的回答：﹁麥當勞﹂

延或失去得到很多聖者 甚至所有聖者教授佛法的機
緣？
三 弟子自認為與師尊的緣分不淺 但是弟子此
生 在知道了解師尊以前 卻曾因為無知之極 一瞬間
在心中冒犯過師尊 此事弟子從來沒有告訴過其他人
弟子自認為此事導致弟子 晚了至少大約兩年才得以親
近師尊 在這兩年中 弟子走了一些彎路 若沒有此冒
犯師尊之事 弟子就能提早兩年親近師尊 那麼弟子這
兩年的路一定至少平順一些
弟子向師尊懺悔並衷心願望 所有的真佛弟子所有
的居士及一切眾生 以弟子的過失為誡 勿或身或口或
意冒犯師尊及一切聖者 感謝師尊解惑 祈願師尊度生
愜意 佛體安康 長久住世！
回答一：這個偈誰看過？阿底峽尊者有這個偈嗎？
你們博學多聞的 看過這個偈沒有？﹁當心冒犯聖者
尊 比死更糟無過此﹂誰看過這個偈？我們都沒有人看
過 蓮花某某厲害 好啦 不管啦 他有分一 二 三
來講 他的理解有這三項 阿底峽尊者的這個偈 我沒
有讀過 真的 我沒有讀過這個﹁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
死更糟無過此﹂
蓮傳上師查出來了沒有？沒關係 你就念 ︵蓮傳
上師答：那個偈很長 ︶那個偈很長 反正有這個偈就
對了 你也找到 那表示真的有耶 而且那個偈很長
我們就不用唸 真有 阿底峽尊者寫過﹁當心冒犯聖者
尊 比死更糟無過此﹂
其實這個弟子所寫的這一 二 三 他講的也是正
確的 我們也看過︽事師法五十頌︾ ︽事師法五十
頌︾裡面專門講如何侍奉你的師父 ︽事師法五十頌︾

Ｑ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 ﹁你問我答﹂
問題一：英國的弟子問 尊貴的師尊 佛安！弟
子對阿底峽尊者的偈語﹁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死
更糟無過此﹂ 有如下的疑問 請師尊解惑
一 弟子的理解是若冒犯了某位聖者 現世及後世
就會導致拖延或失去得到這位聖者教授佛法的機緣 弟
子不確認此理解是否正確
二 若冒犯了某位聖者 現世及後世是否會導致拖

到彌勒菩薩身上；在︿彩虹山莊﹀半山的地方 一道光
射到彌勒菩薩的臉上 臉上發光 而且所有的鳥全部一
起叫 真的 我才不願意當鳥叫菩薩 ︵師尊笑︶
其實﹁當心冒犯聖者尊﹂ 看︽事師法五十頌︾就
知道了 它裡面寫得非常多 馬鳴菩薩寫的 英國的蓮
花某某 他寫這三條也是有道理 也有他的道理在
﹁會拖延或失去得到這個聖者的教授佛法的機緣﹂ 當
然這是自然的事情
第二個 ﹁他的現世或後世 導致拖延失去得到很
多聖者 甚至所有聖者教授佛法的機緣﹂ 那也是當
然 這一定會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毀謗了聖者的話 講轉世的話
如果是轉世為人 你就到非洲去吧 很多國家都沒有聽
過佛法 他們連聽佛法都沒有聽過 事實上不只是非
州 我們整個地球上 很多的人類從來沒有聽過佛法
還是很多 他們不知道佛法是什麼 可能在教科書上有
寫說 世界幾個大的宗教 有佛教 有釋迦牟尼佛 可
能聽過 但是不知道 一輩子從來就沒有聽過佛法的人
還是很多啊
有一些比較有福分的 像佛教傳的地方 印度 然
後傳到東南亞 東南亞然後到西藏 到中國 然後到韓
國 到日本 這幾個國家比較能夠聽到佛法 其它的國
家 在過去世或者未來世 或者現在世 也不一定能夠
聽到佛法 很多國家是聽不到佛法的 如果沒有法師去
傳法的話 是根本聽不到的 像非洲 很多國家根本沒
有法師去那裡講佛法 誰聽過？對不對？當然也有很多
國家是有佛法的 因為有很多法師 現在有時候到非洲
去布道 或者是到中美洲和南美洲布道 去講都有
雜誌

是誰寫的？是馬鳴菩薩寫的 為什麼祂叫馬鳴菩薩？有
誰知道馬鳴菩薩為什麼叫馬鳴菩薩？︵弟子答：祂出生
時很多馬在叫 ︶哦 祂出生的時候很多馬在叫？那我
出生的時候 很多雞在叫 ︵眾笑︶
我是在逃難的時候 對不對？我父母就遷到嘉義後
埔牛稠溪 剛好是養雞園 因為避開美軍 美國的軍
機 我是一九四五年 剛好是二次大戰最後一年 結束
的最後一年出生 美國的飛機轟炸嘉義的水上機場 那
時候是日據時代 日據就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 二次大
戰最後一年的時候 我們因為避開那些炸彈 就從嘉義
市到後埔牛稠溪的地方一個養雞園 我是在養雞園裡面
出生的 所以出生的時候 當然很多雞都會叫
我告訴你 你講的錯了 不是出生的時候 你講的
是對的 祂說法的時候 馬都在叫 馬鳴菩薩說法的時
候 馬都聽得懂 馬一直叫 所以後人給祂叫﹁馬鳴菩
薩﹂ 慧君查出來了 妳是看手機的喔？︵慧君上師：
當然 ︶當然？看手機的不算！妳要懂啊 對不對？要
真懂 真的 祂說法的時候連馬都聽得懂 都會歡呼
你們看過師尊在︿彩虹山莊﹀的彌勒菩薩面前 開
光彌勒菩薩的時候 所有的鳥全部下來 而且開光的時
候很安靜哦 天上射下一道光 葉子打開 光射到彌勒
菩薩身上 這個時候所有的鳥全部降下來 一起叫 我
在講﹁不動明王法﹂的時候 所有的烏鴉全部飛下來
一起在叫 那師尊會變成﹁鳥叫菩薩﹂︵眾笑︶ 因為
如果翻成台語很難聽 變成台語很難聽的 什麼鳥叫？
︵師尊笑︶
彌勒菩薩開光時候誰在那裡？也很多人啊 好幾
真的 我記得開光的時候很安靜 突然間一道光射
個

問

QA＆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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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就算美國 也有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佛
法 他聽了佛法 他也不會相信 多得很 所以 沒有
聽到佛法 當然比死更加的糟糕的 有佛法 就是有福
德的人才有可能聽到佛法 馬鳴菩薩的事情 笑得肚子
都是
︵師尊笑︶

Ｑ

問題二：Brunei︵汶萊︶的弟子問的 阿彌陀
佛！師尊 弟子曾經得一夢境 夢見我向根本
上師祢頂禮 可是弟子驚訝的是師尊卻也五體投地向弟
子頂禮 彼此如此來回頂禮好幾次 師尊沒說什麼 之
後就夢醒 弟子請示師尊此夢的含義是什麼？謝謝師
尊
回答二：他夢見他跟師尊頂禮 師尊也跟他頂
禮 他又頂禮師尊 師尊又跟他頂禮 他不知道這到底
是什麼回事？現在問你們 你們怎麼回答？平等性智？
也是有道理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不是要尊重嗎？
要尊重 尊重什麼？尊重正教 沒錯 你跟師尊頂禮
是頂禮師尊的佛性；師尊跟你頂禮 也是頂禮你的佛
性 你頂禮師尊是頂禮師尊的佛性 你如果說頂禮盧勝
彥 那就不對了 ﹁盧勝彥﹂只是一個名 在︻金剛
經︼裡面講 一個名
我講過了 那時候我在臺灣的時候 人家查﹁盧
勝彥﹂ 一共有十六個盧勝彥 那你頂禮盧勝彥 就頂
禮十六個人 那﹁盧勝彥﹂根本不是﹁我﹂ 你頂禮盧
勝彥 是看師尊的眼睛 鼻子 嘴巴這個形象頂禮嗎？
這個殼也是一個外相 ︻金剛經︼裡面講了 這只是一
個殼 簡單地講 師尊的身體就是現在住的房子 你向
這個房子頂禮也不對；你向師尊頂禮的時候 頂禮我的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㈩㆔
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
釋迦牟尼佛問須菩提：﹁如來有說法嗎？﹂須菩提
回答：﹁如來沒有說法 ﹂這一句大家都會唸啊 因為
你唸︻金剛經︼ 超度也用︻金剛經︼ 祈福也用︻金
剛經︼；你平時喜歡︻金剛經︼的人都唸︻金剛經︼
那釋迦牟尼佛問：﹁如來有說法嗎？﹂問須菩提 須菩
提講說：﹁如來沒有說法 ﹂如來無所說
這一句話如何解釋？我簡單講一下再講長一點 所
謂說法 無法可說；因為無法可說 就是說法 我講了
這個就是稍微長一點 所謂說法無法可說 因為無法可
說就是說法 那大使的意思？拿麥克風給他 好
廖東周大使：報告師尊 佛陀所說的法 在九十一
劫以前 第一佛毗婆尸佛 到了第二佛 三十劫 三十
劫以後有三佛 四佛 五佛 到迦葉佛 是在我們這一
世的釋迦牟尼佛的前世 說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也就
是師尊講 到了佛的境界的時候 佛是常在的 法是常
在的 只要任何一個人肯修到像佛的那個境界的話 完
全了然 但是世人不知道 世人都在虛妄裡面活著 所
以佛就是要用這些 各種比喻 各種言語來開佛的智

外相 我的這個臉 這個鼻子 嘴巴 耳朵 脖子 身
上穿的喇嘛裝 都不對！那只是一個外相一個殼 就只
是一個殼而已啊 重要是頂禮佛性 師尊跟你頂禮 也
是頂禮你的佛性 所以就是彼此尊重 ﹁平等性智﹂就
是這樣子
﹁平等性智﹂ 你們讀過︻聖經︼的就知道 耶
穌要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祂跟所有的門徒洗腳 十二門
徒 祂一個一個拿臉盆放水 然後耶穌給十二個門徒洗
腳 你們誰知道這件事情？舉手 看過︻聖經︼ 讀過
︻聖經︼的知道 有幾個人知道 耶穌給十二個門徒一
個一個洗腳 為什麼？這個就是臺灣領導人講的﹁謙
卑 謙卑 再謙卑﹂ 耶穌祂表現了謙卑的精神 我們
知道腳是最髒的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皮鞋好穿 每一個
大部分都有香港腳 對不對？大家都赤腳 耶穌也是赤
腳 大家都赤腳 祂跟每一個弟子洗腳 這是真正的謙
卑 臺語就是khiam-pi
尊重 尊重所有的弟子 所以你頂禮師尊的佛
性 師尊也頂禮你的佛性 平等性智 所以你要了解
﹁平等性智﹂ 這是給這位Brunei的弟子講的 還有剛
剛英國蓮花某某 他講：﹁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死更
糟 ﹂ 真的 你如果遇見聖者 不知是聖者 而且冒
犯了他 你轉世為人 當然會到聽不到佛法的地方；更
糟糕的 比死還糟糕的 你變成蚶仔ham-a 懂得蚶仔
嗎？蚶仔是什麼？Clam蛤蜊 臺灣話就是就是蚶仔 你
變成蛤蜊 永遠你蓋起來 你不打開你的那個 連聽到
都沒聽到 永遠在裡面活著 蚶仔 永遠在殼裡面活
著 你轉世成為蚶仔才是可怕 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慧 讓眾生能夠悟佛的知見
大使所講的 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如果以三輪體空
來講 ︻金剛經︼是講空性 所以無說法者 沒有說法
的人；無聽法者 沒有聽法的人；然後 也沒有法這回
事 就是﹁三輪體空﹂的說法 三輪體空 無說者 無
聽者 更無有法可說 這是三輪體空的境界 也就是說
法等於是沒有說法 因為沒有說法 才強名為說法
可能大家也很難瞭解 釋迦牟尼佛明明有說法 祂
講那些經典不是法嗎？我們講的 ﹁南摩古魯貝 南摩
不達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
南摩古魯貝 就是皈依金剛上師；
南摩不打耶 就是皈依佛；
南摩達摩耶 就是皈依法；
南摩僧伽耶 就是皈依聖賢僧
那你皈依法 你現在講說沒有說法 那釋迦牟尼佛
所講的經典呢？不是法嗎？是法啊！我們現在看︻金剛
經︼ 這個︻金剛經︼也是法啊！為什麼須菩提會回答
﹁如來沒有說法﹂？釋迦牟尼佛問：﹁如來有所說法
嗎？﹂須菩提言：﹁如來沒有說法 ﹂
我推得更遠一點讓你們知道 我喜歡用月球來比
喻 你到了月球去 月球沒有人啊 月球上有誰在說
法？沒有 有誰在聽法？沒有 那什麼是法呢？在月球
上有法嗎？也沒有
所以在月球上 是破一切 時間在月球有用處嗎？
沒有 時間只是在人間才有人用 你說空間嗎？師尊講
空間 好啦 我那裡有一塊地 那一塊地是我的 在地
球上我有買了一塊地 我是那個地的地主；你說你在月
球也有一塊地 你也是地主啊！那塊地對你有用嗎？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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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就算美國 也有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佛
法 他聽了佛法 他也不會相信 多得很 所以 沒有
聽到佛法 當然比死更加的糟糕的 有佛法 就是有福
德的人才有可能聽到佛法 馬鳴菩薩的事情 笑得肚子
都是
︵師尊笑︶

Ｑ

問題二：Brunei︵汶萊︶的弟子問的 阿彌陀
佛！師尊 弟子曾經得一夢境 夢見我向根本
上師祢頂禮 可是弟子驚訝的是師尊卻也五體投地向弟
子頂禮 彼此如此來回頂禮好幾次 師尊沒說什麼 之
後就夢醒 弟子請示師尊此夢的含義是什麼？謝謝師
尊
回答二：他夢見他跟師尊頂禮 師尊也跟他頂
禮 他又頂禮師尊 師尊又跟他頂禮 他不知道這到底
是什麼回事？現在問你們 你們怎麼回答？平等性智？
也是有道理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不是要尊重嗎？
要尊重 尊重什麼？尊重正教 沒錯 你跟師尊頂禮
是頂禮師尊的佛性；師尊跟你頂禮 也是頂禮你的佛
性 你頂禮師尊是頂禮師尊的佛性 你如果說頂禮盧勝
彥 那就不對了 ﹁盧勝彥﹂只是一個名 在︻金剛
經︼裡面講 一個名
我講過了 那時候我在臺灣的時候 人家查﹁盧
勝彥﹂ 一共有十六個盧勝彥 那你頂禮盧勝彥 就頂
禮十六個人 那﹁盧勝彥﹂根本不是﹁我﹂ 你頂禮盧
勝彥 是看師尊的眼睛 鼻子 嘴巴這個形象頂禮嗎？
這個殼也是一個外相 ︻金剛經︼裡面講了 這只是一
個殼 簡單地講 師尊的身體就是現在住的房子 你向
這個房子頂禮也不對；你向師尊頂禮的時候 頂禮我的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如法受持分第㈩㆔
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
釋迦牟尼佛問須菩提：﹁如來有說法嗎？﹂須菩提
回答：﹁如來沒有說法 ﹂這一句大家都會唸啊 因為
你唸︻金剛經︼ 超度也用︻金剛經︼ 祈福也用︻金
剛經︼；你平時喜歡︻金剛經︼的人都唸︻金剛經︼
那釋迦牟尼佛問：﹁如來有說法嗎？﹂問須菩提 須菩
提講說：﹁如來沒有說法 ﹂如來無所說
這一句話如何解釋？我簡單講一下再講長一點 所
謂說法 無法可說；因為無法可說 就是說法 我講了
這個就是稍微長一點 所謂說法無法可說 因為無法可
說就是說法 那大使的意思？拿麥克風給他 好
廖東周大使：報告師尊 佛陀所說的法 在九十一
劫以前 第一佛毗婆尸佛 到了第二佛 三十劫 三十
劫以後有三佛 四佛 五佛 到迦葉佛 是在我們這一
世的釋迦牟尼佛的前世 說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也就
是師尊講 到了佛的境界的時候 佛是常在的 法是常
在的 只要任何一個人肯修到像佛的那個境界的話 完
全了然 但是世人不知道 世人都在虛妄裡面活著 所
以佛就是要用這些 各種比喻 各種言語來開佛的智

外相 我的這個臉 這個鼻子 嘴巴 耳朵 脖子 身
上穿的喇嘛裝 都不對！那只是一個外相一個殼 就只
是一個殼而已啊 重要是頂禮佛性 師尊跟你頂禮 也
是頂禮你的佛性 所以就是彼此尊重 ﹁平等性智﹂就
是這樣子
﹁平等性智﹂ 你們讀過︻聖經︼的就知道 耶
穌要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祂跟所有的門徒洗腳 十二門
徒 祂一個一個拿臉盆放水 然後耶穌給十二個門徒洗
腳 你們誰知道這件事情？舉手 看過︻聖經︼ 讀過
︻聖經︼的知道 有幾個人知道 耶穌給十二個門徒一
個一個洗腳 為什麼？這個就是臺灣領導人講的﹁謙
卑 謙卑 再謙卑﹂ 耶穌祂表現了謙卑的精神 我們
知道腳是最髒的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皮鞋好穿 每一個
大部分都有香港腳 對不對？大家都赤腳 耶穌也是赤
腳 大家都赤腳 祂跟每一個弟子洗腳 這是真正的謙
卑 臺語就是khiam-pi
尊重 尊重所有的弟子 所以你頂禮師尊的佛
性 師尊也頂禮你的佛性 平等性智 所以你要了解
﹁平等性智﹂ 這是給這位Brunei的弟子講的 還有剛
剛英國蓮花某某 他講：﹁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死更
糟 ﹂ 真的 你如果遇見聖者 不知是聖者 而且冒
犯了他 你轉世為人 當然會到聽不到佛法的地方；更
糟糕的 比死還糟糕的 你變成蚶仔ham-a 懂得蚶仔
嗎？蚶仔是什麼？Clam蛤蜊 臺灣話就是就是蚶仔 你
變成蛤蜊 永遠你蓋起來 你不打開你的那個 連聽到
都沒聽到 永遠在裡面活著 蚶仔 永遠在殼裡面活
著 你轉世成為蚶仔才是可怕 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慧 讓眾生能夠悟佛的知見
大使所講的 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如果以三輪體空
來講 ︻金剛經︼是講空性 所以無說法者 沒有說法
的人；無聽法者 沒有聽法的人；然後 也沒有法這回
事 就是﹁三輪體空﹂的說法 三輪體空 無說者 無
聽者 更無有法可說 這是三輪體空的境界 也就是說
法等於是沒有說法 因為沒有說法 才強名為說法
可能大家也很難瞭解 釋迦牟尼佛明明有說法 祂
講那些經典不是法嗎？我們講的 ﹁南摩古魯貝 南摩
不達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
南摩古魯貝 就是皈依金剛上師；
南摩不打耶 就是皈依佛；
南摩達摩耶 就是皈依法；
南摩僧伽耶 就是皈依聖賢僧
那你皈依法 你現在講說沒有說法 那釋迦牟尼佛
所講的經典呢？不是法嗎？是法啊！我們現在看︻金剛
經︼ 這個︻金剛經︼也是法啊！為什麼須菩提會回答
﹁如來沒有說法﹂？釋迦牟尼佛問：﹁如來有所說法
嗎？﹂須菩提言：﹁如來沒有說法 ﹂
我推得更遠一點讓你們知道 我喜歡用月球來比
喻 你到了月球去 月球沒有人啊 月球上有誰在說
法？沒有 有誰在聽法？沒有 那什麼是法呢？在月球
上有法嗎？也沒有
所以在月球上 是破一切 時間在月球有用處嗎？
沒有 時間只是在人間才有人用 你說空間嗎？師尊講
空間 好啦 我那裡有一塊地 那一塊地是我的 在地
球上我有買了一塊地 我是那個地的地主；你說你在月
球也有一塊地 你也是地主啊！那塊地對你有用嗎？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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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啊！有值錢嗎？不值錢啊！月球的空間就是那一片
土地 那個空間有用嗎？沒有 沒有用啊！
所以在月球上是沒有時間的 時間在月球用不到
嘛！空間在月球也用不到啊！我再跟你講一句話 以下
它會說明 我們現在的娑婆世界 在十二萬年以後 碎
為微塵 整個地球也是成 住 壞 空 到了空劫的時
候 地球就沒有了 請問佛法在哪裡？有誰說法？有誰
聽法？有佛法嗎？到了空劫的時候 空劫 也就是說地
球已經整個毀壞 人類也不存在 所有一切都不存在
了 請問 誰說法？誰聽法？佛法在哪裡？推得到了空
劫 成劫 住劫 壞劫
我們隨便講一下就好 不管是哪一劫 現在是屬
於壞劫 非洲有新的細菌出現 叫什麼？大家還不知道
那個細菌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總之是新冠病毒的變種
更厲害的變種 變到最後 沒有一個預防針可以用 到
時候所有人類全部死光了 好啦 我說所有人類全部被
傳染了 全部一起完蛋 地球上也沒有人了 我問你
誰說法？誰聽法？有佛法嗎？講近一點就變成這樣子
喔 我說 出來一個超級細菌 不只是非洲那一種 只
要你聽到這個細菌的名字就中了︵笑︶ 就確診了 你
被確診了 你聽到這個細菌的名字 單單聽到這個名字
的時候 你就確診 而且這個細菌會讓你馬上就完蛋
所有人類都不在了 請問 誰說法？誰聽法？什麼是佛
法？我這樣子講 這樣子比喻喔 你們差不多都可以聽
出來了 差不多了
所以你知道 佛講：﹁一切都是無常 ﹂ 佛講
的三法印是真理喔！什麼叫法印？就是真理 ﹁諸行無
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最後一個是涅槃寂靜 佛
法的意思是教你把自己變成空 無我 以這個空去印證

宇宙的空 空跟空相應了 那個就是涅槃；剛剛大使所
講﹁法爾本然﹂的境界 法爾本然的境界就是涅槃 其
實涅槃就是你自己的空 按照密教講 佛陀的意思是
講 以你自己身上的空性 去印證宇宙的空性 進入一
種涅槃的狀態 法爾本然的狀態 就是已經擺脫輪迴
把輪迴都消滅了 ︻金剛經︼就是輪迴都消滅的一本經
典 因緣也沒有了 沒有因 就沒有緣 什麼是涅槃？
﹁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叫做涅槃
所以佛法很深的！一般人是不會理解佛法 一般
的宗教 不過是一個是天堂 一個地獄 一個是人間
三者；印度教就是講梵 我合一 梵就是天 梵天 跟
我合一 印度教最高的境界 梵天跟我合一；跟中國人
所講的﹁天人合一﹂ 中國人也是講天人合一喔！佛教
不一樣喔 佛教是講﹁空跟空合一﹂ 以自己的空性去
印證空性 合一 進入法爾本然 不再輪迴就叫做涅
槃
那是非常高超的一種境界 釋迦牟尼佛所講 也
沒有什麼境界可言 所以佛在這裡講的﹁如來沒有說
法﹂ 須菩提祂是﹁解空義第一﹂喔！對空性最瞭解
所以能夠講出來：﹁如來沒有說法 ﹂ 就是這個意
思 當然啦 這個今天你們聽到了 真的 不一樣啊！
如何破除輪迴？你有因就有果啊！要破除輪迴
你除非把自己變成﹁無我﹂啊！因為無我的時候 你才
不會造因啊！所有的因都沒有了 沒有了因 就不會有
果啊！就不會有緣啊！什麼因緣 什麼都沒有啦！都沒
有 輪迴也會變 ︻金剛經︼裡面講 給它破除掉啊！
輪迴也沒有啦！不用輪迴了 輪迴也就沒有啦！
所以無我 就是佛講的三法印﹁無我 無常 成
住壞空﹂ 我們身體也成 住 壞 空 任何東西都是

成 住 壞 空 在佛的眼中講：﹁一切都是苦 ﹂苦
啊！要趕快離苦得樂 因為眾生都是苦啊！因為諸行無
常都是苦啊！所以你要成就 先學﹁無我﹂ 無我就成
了菩薩啊！你為自己 就有因啊；你放得下 放得下
放不下 就是因為無我 所以你才能夠放得下啊！你有
我 你怎麼放得下呢？很簡單的道理啊！眾生不明白
所以什麼是無我？無我就是菩薩啦！只為眾生 不
為我自己 發菩提心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已經講過
了 非常清楚 所以師尊跟那個弟子頂禮 那不算什
麼！本來就是平等 耶穌給弟子洗腳 那表示平等的
謙卑 祂也是無我啊！無我 你才能夠謙卑；有我這個
﹁我﹂在 就沒有謙卑可言啊！
所以 你要懂得進入涅槃 就無生之因 你沒有生
的因出來 你沒有死之因 也不會死掉 也不會生 法
爾本然 就是涅槃 那時候還需要說什麼法？無法可
說 所有都是無常 一切都是無我 最終的就是涅槃
法爾本然 一切都是寂靜 進入一種寂靜的狀態 也沒
有什麼叫做成就
所以這一句話是最深的喔！要解釋 真的是不簡
單 今天你看嘛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
不？﹂再來 ﹁世尊！如來無所說 ﹂對啊 我剛剛
講 沒有說法的人 也沒有聽法的人 也沒有法 在月
球上是這樣子；有一天 突然間出來一個很大的變種病
毒 大家都確診 全部完了 請問誰說法？誰聽法？有
佛法嗎？
我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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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啊！有值錢嗎？不值錢啊！月球的空間就是那一片
土地 那個空間有用嗎？沒有 沒有用啊！
所以在月球上是沒有時間的 時間在月球用不到
嘛！空間在月球也用不到啊！我再跟你講一句話 以下
它會說明 我們現在的娑婆世界 在十二萬年以後 碎
為微塵 整個地球也是成 住 壞 空 到了空劫的時
候 地球就沒有了 請問佛法在哪裡？有誰說法？有誰
聽法？有佛法嗎？到了空劫的時候 空劫 也就是說地
球已經整個毀壞 人類也不存在 所有一切都不存在
了 請問 誰說法？誰聽法？佛法在哪裡？推得到了空
劫 成劫 住劫 壞劫
我們隨便講一下就好 不管是哪一劫 現在是屬
於壞劫 非洲有新的細菌出現 叫什麼？大家還不知道
那個細菌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總之是新冠病毒的變種
更厲害的變種 變到最後 沒有一個預防針可以用 到
時候所有人類全部死光了 好啦 我說所有人類全部被
傳染了 全部一起完蛋 地球上也沒有人了 我問你
誰說法？誰聽法？有佛法嗎？講近一點就變成這樣子
喔 我說 出來一個超級細菌 不只是非洲那一種 只
要你聽到這個細菌的名字就中了︵笑︶ 就確診了 你
被確診了 你聽到這個細菌的名字 單單聽到這個名字
的時候 你就確診 而且這個細菌會讓你馬上就完蛋
所有人類都不在了 請問 誰說法？誰聽法？什麼是佛
法？我這樣子講 這樣子比喻喔 你們差不多都可以聽
出來了 差不多了
所以你知道 佛講：﹁一切都是無常 ﹂ 佛講
的三法印是真理喔！什麼叫法印？就是真理 ﹁諸行無
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最後一個是涅槃寂靜 佛
法的意思是教你把自己變成空 無我 以這個空去印證

宇宙的空 空跟空相應了 那個就是涅槃；剛剛大使所
講﹁法爾本然﹂的境界 法爾本然的境界就是涅槃 其
實涅槃就是你自己的空 按照密教講 佛陀的意思是
講 以你自己身上的空性 去印證宇宙的空性 進入一
種涅槃的狀態 法爾本然的狀態 就是已經擺脫輪迴
把輪迴都消滅了 ︻金剛經︼就是輪迴都消滅的一本經
典 因緣也沒有了 沒有因 就沒有緣 什麼是涅槃？
﹁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叫做涅槃
所以佛法很深的！一般人是不會理解佛法 一般
的宗教 不過是一個是天堂 一個地獄 一個是人間
三者；印度教就是講梵 我合一 梵就是天 梵天 跟
我合一 印度教最高的境界 梵天跟我合一；跟中國人
所講的﹁天人合一﹂ 中國人也是講天人合一喔！佛教
不一樣喔 佛教是講﹁空跟空合一﹂ 以自己的空性去
印證空性 合一 進入法爾本然 不再輪迴就叫做涅
槃
那是非常高超的一種境界 釋迦牟尼佛所講 也
沒有什麼境界可言 所以佛在這裡講的﹁如來沒有說
法﹂ 須菩提祂是﹁解空義第一﹂喔！對空性最瞭解
所以能夠講出來：﹁如來沒有說法 ﹂ 就是這個意
思 當然啦 這個今天你們聽到了 真的 不一樣啊！
如何破除輪迴？你有因就有果啊！要破除輪迴
你除非把自己變成﹁無我﹂啊！因為無我的時候 你才
不會造因啊！所有的因都沒有了 沒有了因 就不會有
果啊！就不會有緣啊！什麼因緣 什麼都沒有啦！都沒
有 輪迴也會變 ︻金剛經︼裡面講 給它破除掉啊！
輪迴也沒有啦！不用輪迴了 輪迴也就沒有啦！
所以無我 就是佛講的三法印﹁無我 無常 成
住壞空﹂ 我們身體也成 住 壞 空 任何東西都是

成 住 壞 空 在佛的眼中講：﹁一切都是苦 ﹂苦
啊！要趕快離苦得樂 因為眾生都是苦啊！因為諸行無
常都是苦啊！所以你要成就 先學﹁無我﹂ 無我就成
了菩薩啊！你為自己 就有因啊；你放得下 放得下
放不下 就是因為無我 所以你才能夠放得下啊！你有
我 你怎麼放得下呢？很簡單的道理啊！眾生不明白
所以什麼是無我？無我就是菩薩啦！只為眾生 不
為我自己 發菩提心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已經講過
了 非常清楚 所以師尊跟那個弟子頂禮 那不算什
麼！本來就是平等 耶穌給弟子洗腳 那表示平等的
謙卑 祂也是無我啊！無我 你才能夠謙卑；有我這個
﹁我﹂在 就沒有謙卑可言啊！
所以 你要懂得進入涅槃 就無生之因 你沒有生
的因出來 你沒有死之因 也不會死掉 也不會生 法
爾本然 就是涅槃 那時候還需要說什麼法？無法可
說 所有都是無常 一切都是無我 最終的就是涅槃
法爾本然 一切都是寂靜 進入一種寂靜的狀態 也沒
有什麼叫做成就
所以這一句話是最深的喔！要解釋 真的是不簡
單 今天你看嘛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
不？﹂再來 ﹁世尊！如來無所說 ﹂對啊 我剛剛
講 沒有說法的人 也沒有聽法的人 也沒有法 在月
球上是這樣子；有一天 突然間出來一個很大的變種病
毒 大家都確診 全部完了 請問誰說法？誰聽法？有
佛法嗎？
我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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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來㈲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
㆔千大千世界所㈲微塵，
是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
塵，是㈴微塵。
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世
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
可以㆔㈩㆓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
不可以㆔㈩㆓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說㆔㈩㆓相，即
是非相，是㈴㆔㈩㆓相。
須菩提！若㈲善㊚子、善㊛
㆟，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
㆟，於此經㆗，乃㉃受持㆕句偈
等，為他㆟說，其福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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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大威
德金剛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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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五日下午三點 是
地藏王菩薩的護摩法會 這一尊是師尊本身的本尊 地藏
王菩薩也就是金色的蓮花童子 在中國有四大名山｜一個
是峨嵋山 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一個是五台山 是文殊師
利菩薩的道場；一個是普陀山 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一
個就是九華山 也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當初的時候 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 有一個品
叫做︿付囑人天品﹀ 佛陀將人 天所有的眾生全部付囑
給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是八大菩薩之一 觀世音菩
薩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彌勒菩薩 地藏王菩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 這是八大菩薩
釋迦牟尼佛特別把人 天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所以這一尊
是非常偉大的
八大菩薩 釋迦牟尼佛沒有付囑給文殊 也沒有給普
賢 也沒有給觀世音這些大菩薩 卻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這就是祂有特殊的地方 所以師尊以地藏王菩薩作為本

尊 下個禮拜要舉行祂的護摩 我們歡迎大家能夠護持
接著 我記得﹁大威德金剛傳法﹂的時候 是在
︿西雅圖雷藏寺﹀吧 那時候還是搭帳篷 搭起來就在廣
場跟廟裡面做大法會 大威德金剛傳法的時候 結果下很
大很大的雨 今天也是一樣下很大很大的雨 ︿西雅圖雷
藏寺﹀那次下的大雨真的是很驚人 它把整個帳篷全部壓
垮 雨下到把那個帳篷壓垮 那個水 哇 唰下來 你想
想看雨有多大 那次在場的舉手？很多人在場 很大的
雨 今天也有很大的雨
大威德金剛威力無窮 是我們︿彩虹雷藏寺﹀金剛
明王殿的主尊 也是盧師尊主要的護法 那這一尊 我跟
大威德金剛相應的時候是在海底 我就是禪定進入海底
大威德金剛下降到海底 然後整個海波濤洶湧 整個海全
部滾 變成像鍋爐一樣 那個火燒得很旺 海水滾燙 整
個海都快要翻過來了 顯示祂的力量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
偉大 這一尊大威德金剛
在東密 大威德金剛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在藏
密 大威德金剛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不管是文殊師利
還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文殊師利 大威德是同一個系
列的一個主尊 這個法 最重要祂本身最大的一個法叫做
﹁十三尊大威德金剛﹂ 祂的形相是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
六個手臂 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六個手臂的叫做十三尊大
威德金剛 祂的威力是最大的 這是要擇人而傳 傳這十
三尊大威德 大威德的形相很多 有獨雄大威德 也有六
面六臂六足 騎青色的水牛 也有九面的三十四臂 十六
個足的 也有三十二面三十六臂就是十三尊大威德 祂的
形相很多
我曾經修﹁大威德金剛法﹂ 那一次是十二個 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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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來㈲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
㆔千大千世界所㈲微塵，
是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
塵，是㈴微塵。
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世
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
可以㆔㈩㆓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
不可以㆔㈩㆓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說㆔㈩㆓相，即
是非相，是㈴㆔㈩㆓相。
須菩提！若㈲善㊚子、善㊛
㆟，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
㆟，於此經㆗，乃㉃受持㆕句偈
等，為他㆟說，其福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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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大威
德金剛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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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五日下午三點 是
地藏王菩薩的護摩法會 這一尊是師尊本身的本尊 地藏
王菩薩也就是金色的蓮花童子 在中國有四大名山｜一個
是峨嵋山 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一個是五台山 是文殊師
利菩薩的道場；一個是普陀山 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一
個就是九華山 也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當初的時候 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 有一個品
叫做︿付囑人天品﹀ 佛陀將人 天所有的眾生全部付囑
給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是八大菩薩之一 觀世音菩
薩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彌勒菩薩 地藏王菩薩
虛空藏菩薩 金剛手菩薩 除蓋障菩薩 這是八大菩薩
釋迦牟尼佛特別把人 天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所以這一尊
是非常偉大的
八大菩薩 釋迦牟尼佛沒有付囑給文殊 也沒有給普
賢 也沒有給觀世音這些大菩薩 卻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這就是祂有特殊的地方 所以師尊以地藏王菩薩作為本

尊 下個禮拜要舉行祂的護摩 我們歡迎大家能夠護持
接著 我記得﹁大威德金剛傳法﹂的時候 是在
︿西雅圖雷藏寺﹀吧 那時候還是搭帳篷 搭起來就在廣
場跟廟裡面做大法會 大威德金剛傳法的時候 結果下很
大很大的雨 今天也是一樣下很大很大的雨 ︿西雅圖雷
藏寺﹀那次下的大雨真的是很驚人 它把整個帳篷全部壓
垮 雨下到把那個帳篷壓垮 那個水 哇 唰下來 你想
想看雨有多大 那次在場的舉手？很多人在場 很大的
雨 今天也有很大的雨
大威德金剛威力無窮 是我們︿彩虹雷藏寺﹀金剛
明王殿的主尊 也是盧師尊主要的護法 那這一尊 我跟
大威德金剛相應的時候是在海底 我就是禪定進入海底
大威德金剛下降到海底 然後整個海波濤洶湧 整個海全
部滾 變成像鍋爐一樣 那個火燒得很旺 海水滾燙 整
個海都快要翻過來了 顯示祂的力量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
偉大 這一尊大威德金剛
在東密 大威德金剛是阿彌陀佛本身的化身 在藏
密 大威德金剛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不管是文殊師利
還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文殊師利 大威德是同一個系
列的一個主尊 這個法 最重要祂本身最大的一個法叫做
﹁十三尊大威德金剛﹂ 祂的形相是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
六個手臂 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六個手臂的叫做十三尊大
威德金剛 祂的威力是最大的 這是要擇人而傳 傳這十
三尊大威德 大威德的形相很多 有獨雄大威德 也有六
面六臂六足 騎青色的水牛 也有九面的三十四臂 十六
個足的 也有三十二面三十六臂就是十三尊大威德 祂的
形相很多
我曾經修﹁大威德金剛法﹂ 那一次是十二個 是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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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修法的時候 因為有八大龍王來皈依師尊 其中有一
個龍王祂不服 祂是惡龍 很兇惡的龍 這個兇惡的龍祂
顯現出來 我在禪定的時候 祂顯現出來向我噴火 那時
候我就結大威德金剛的手印 然後化身跟大威德金剛合
一 大威德金剛祂頭上有兩個角 非常的尖 像牛一樣的
尖角 龍來的時候祂噴火 大威德金剛的尖角也噴出火
我知道大威德金剛做﹁降伏法﹂的時候 一定要搖
祂的兩個角 你只要跟大威德金剛合一了 你做降伏法
搖動兩個角 角上中間噴出火 以這兩個角 惡龍在空中
飛 這兩個角伸長直接刺上龍的雙眼 那個龍本身眼睛就
瞎掉了 變成瞎龍 不是龍蝦 是瞎龍 然後再拔出來
再用祂的兩個角跟火去燒那條龍 刺向那個龍的腹部 結
果那條惡龍就被降伏了 這是大威德金剛 我以前的一個
經歷 大威德金剛降伏惡龍
記得 搖晃是降伏的口訣 晃動祂的角 你如果看
見大威德金剛 然後你跟大威德金剛合一 你自身變為大
威德的時候 你搖晃祂的角 角上噴火可以降伏四個魔
剛剛有唸的 煩惱魔 病魔 天魔跟死魔 四個魔都可以
降伏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 ﹁大威德金剛法﹂ 祂的
重點在祂的兩隻角 兩隻角噴火可以降伏一切
今天我們是修﹁大威德金剛法﹂ 每一次我的壇
城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瑤池金母本尊 阿彌陀佛本尊
地藏王菩薩本尊 再來第四層就是大威德金剛 是師尊主
要的護法 主要的護法還有不動明王 大力金剛 其實為
什麼這個搖動 晃動是降伏的口訣 為什麼？你看那個很
重要喔 不動明王那個劍 你如果跟不動明王合一的時
候 主要在祂的那個寶劍也是晃動 寶劍上也是出火
只要寶劍上晃動 寶劍上出火 它就會變成 像以
前那個鬼婆的五大鬼率領所有的鬼兵 百千萬的鬼兵 好

像是不是十月三號？我忘掉了 他來偷襲 那些五大鬼率
領所有的鬼兵 到﹁南山雅舍﹂來偷襲我的那一次 真
的 我晚上在睡覺 啊 驚醒欸！嘴巴打開 大力金剛從
我的嘴吐出來 然後我結界的四個不動明王全部出現 去
對付那些五大鬼王跟那些鬼兵 我就觀想不動明王的那個
劍出火 也是一樣劍出火 劍在搖動 這個劍跳出來以後
旋轉 就變成プロペラ，プロペラ就是日本話吧 就是
飛機的螺旋槳 就一直旋轉 然後不動明王的劍也是晃
動 觀想不動明王的劍晃動 然後變成プロペラ 就一直
旋轉一直過去 那鬼頭一個一個掉下來 血流成河 骨骸
如山 那些鬼自從做了那一次以後 連一隻小鬼都不敢
來 就不敢來了
本來我已經覺得 唉 算了由她去吧！鬼婆的事就
由她去吧 本來已經也講說算了 沒想到來偷襲耶 五大
鬼王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小林 黃金泉 林良知 這
五大鬼王居然率領百千萬的鬼兵鬼卒淹過來 先在我的光
網外面講了一句話：﹁盧師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的
主人 ﹂居然講這句話 你想想看 居然有這種事！我告
訴你一件事情哦 我剛剛所講的﹁盧師尊﹂這還是尊稱
它沒有講﹁盧師尊﹂ 是我自己講的 ﹁我要帶你到舊金
山見我的主人 ﹂那些鬼在我的光網外面講 如果沒有這
句話 我盧勝彥不姓盧 給你們倒著踩 我聽得一清二
楚 就是這一句話 把我本來很慈悲的心給它惹火了！帶
我去舊金山見你的主人 什麼玩意？真的 我聽得一清二
楚喔
不動明王旋轉的 プロペラ 把他們的頭全部砍下
來 那些鬼兵鬼卒全部都砍掉 所以講起來這也是因緣
這過去 不過記得 你們如果修降伏法 記得劍要晃動
而且不動明王的劍要出火 修大威德金剛 祂的兩隻角要

Ｑ

晃動 而且要出火 這是降伏法很重要的口訣 今天如果
盧師尊沒有修法 我現在在鬼的肚子裡面 被它們吃了
不要講那麼嚴肅 講個笑話 在婚禮前 新郎小明
問主持人：﹁請問你主持一場婚禮要多少錢？﹂主持人：
﹁我們這裡的規定是這樣 新娘子如果越漂亮 價格就會
越高 ﹂小明不好意思 就給了主持人一千塊 主持人一
愣 回頭看了新娘子一眼 然後他把一千塊退回給小明：
﹁你不用花錢 我就幫你主持這一場婚禮 ﹂真的 小明
娶老婆 娶一個又醜 我不能講胖 因為這裡胖的人不
少
這裡有個笑話 有些事情你現在想不通沒關係 想
不通沒關係啦！想不通 像︻金剛經︼ 你如果想不通也
沒關係 因為再過一陣子 你就想不起來了 想不通沒關
係啦 再過一陣子 你就想不起來了
有比打女人還要可恥的事嗎？打女人本來就是很可
恥的事 我們以前有一句成語：﹁怕某大丈夫 打某豬狗
牛 ﹂︵台語︶怕老婆的是大丈夫 打老婆的是豬狗牛
有比打女人還可恥的事嗎？有嗎？有！因為你打不過她
打了半天 反而被她打
有人去剪頭髮 他跟美容師講：﹁我剪頭髮才一百
塊 為什麼給狗剪一個頭竟然收五百塊？﹂給狗剪髮要五
百塊 美容師講：﹁人家狗敢吃屎 你敢嗎？﹂這人講：
﹁我要是敢呢？﹂美容師講：﹁那以後你剪頭髮也五百
塊 ﹂

雜誌

好啦！我們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 師尊好！祈求師尊慈悲指示 在二○
一九年十一月底 弟子的母親有請了中國香格里拉的一位
密教上師來家裡 那位上師就在弟子家裡的壇城用米加
持 唸經修法 弟子當時就很擔心 因為不是︿真佛宗﹀
的上師 是否傳承會亂掉？後來弟子有拜託一位去西雅圖
的上師 把弟子家裡壇城的照片給師尊 請師尊加持壇城
的傳承及還淨
雖然弟子的母親有皈依︿真佛宗﹀ 但母親沒有修
︿真佛密法﹀ 也不太相信︿真佛宗﹀ 弟子的問題是
以後如果弟子的母親又請了別的宗派的上師或喇嘛來家裡
加持壇城 或來家裡壇城唸經 弟子應該怎麼辦？如果不
讓媽媽隨她的願望 一定會吵架 但如果每次來一位別的
宗派的人 弟子是否又需要請師尊還淨壇城的傳承？弟子
向師尊求懺悔 感恩師尊指示
回答一：別的宗派的上師到你家 因為你母親相信
別的宗派的上師 然後請他到家裡來加持壇城 這應該隨
順父母 子女應該要隨順父母 你沒有什麼錯誤 因為你
母親並不很相信︿真佛宗﹀ 那別的宗派的密教上師來家
裡壇城用米加持 是的 他們很多上師是用米 撒米在壇
城上面 也是做清淨用 撒米也是做清淨用
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是這樣子講 ﹁請了中國香格
里拉的一位密教上師來家裡 ﹂中國香格里拉就是香巴
拉 當然 我們把它講成香格里拉 其實就是香巴拉 有
一條歌是香格里拉的歌嘛 對不對？有沒有？誰會唱？沒
有人會唱歌啊？奇怪 好像那個調調 ﹁那美麗的香格里
拉﹂是嗎？︵現場撥放歌曲︶不對啊 怎麼搞的？好好

問

QA＆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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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修法的時候 因為有八大龍王來皈依師尊 其中有一
個龍王祂不服 祂是惡龍 很兇惡的龍 這個兇惡的龍祂
顯現出來 我在禪定的時候 祂顯現出來向我噴火 那時
候我就結大威德金剛的手印 然後化身跟大威德金剛合
一 大威德金剛祂頭上有兩個角 非常的尖 像牛一樣的
尖角 龍來的時候祂噴火 大威德金剛的尖角也噴出火
我知道大威德金剛做﹁降伏法﹂的時候 一定要搖
祂的兩個角 你只要跟大威德金剛合一了 你做降伏法
搖動兩個角 角上中間噴出火 以這兩個角 惡龍在空中
飛 這兩個角伸長直接刺上龍的雙眼 那個龍本身眼睛就
瞎掉了 變成瞎龍 不是龍蝦 是瞎龍 然後再拔出來
再用祂的兩個角跟火去燒那條龍 刺向那個龍的腹部 結
果那條惡龍就被降伏了 這是大威德金剛 我以前的一個
經歷 大威德金剛降伏惡龍
記得 搖晃是降伏的口訣 晃動祂的角 你如果看
見大威德金剛 然後你跟大威德金剛合一 你自身變為大
威德的時候 你搖晃祂的角 角上噴火可以降伏四個魔
剛剛有唸的 煩惱魔 病魔 天魔跟死魔 四個魔都可以
降伏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 ﹁大威德金剛法﹂ 祂的
重點在祂的兩隻角 兩隻角噴火可以降伏一切
今天我們是修﹁大威德金剛法﹂ 每一次我的壇
城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瑤池金母本尊 阿彌陀佛本尊
地藏王菩薩本尊 再來第四層就是大威德金剛 是師尊主
要的護法 主要的護法還有不動明王 大力金剛 其實為
什麼這個搖動 晃動是降伏的口訣 為什麼？你看那個很
重要喔 不動明王那個劍 你如果跟不動明王合一的時
候 主要在祂的那個寶劍也是晃動 寶劍上也是出火
只要寶劍上晃動 寶劍上出火 它就會變成 像以
前那個鬼婆的五大鬼率領所有的鬼兵 百千萬的鬼兵 好

像是不是十月三號？我忘掉了 他來偷襲 那些五大鬼率
領所有的鬼兵 到﹁南山雅舍﹂來偷襲我的那一次 真
的 我晚上在睡覺 啊 驚醒欸！嘴巴打開 大力金剛從
我的嘴吐出來 然後我結界的四個不動明王全部出現 去
對付那些五大鬼王跟那些鬼兵 我就觀想不動明王的那個
劍出火 也是一樣劍出火 劍在搖動 這個劍跳出來以後
旋轉 就變成プロペラ，プロペラ就是日本話吧 就是
飛機的螺旋槳 就一直旋轉 然後不動明王的劍也是晃
動 觀想不動明王的劍晃動 然後變成プロペラ 就一直
旋轉一直過去 那鬼頭一個一個掉下來 血流成河 骨骸
如山 那些鬼自從做了那一次以後 連一隻小鬼都不敢
來 就不敢來了
本來我已經覺得 唉 算了由她去吧！鬼婆的事就
由她去吧 本來已經也講說算了 沒想到來偷襲耶 五大
鬼王 中村一武 渡邊一郎 小林 黃金泉 林良知 這
五大鬼王居然率領百千萬的鬼兵鬼卒淹過來 先在我的光
網外面講了一句話：﹁盧師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的
主人 ﹂居然講這句話 你想想看 居然有這種事！我告
訴你一件事情哦 我剛剛所講的﹁盧師尊﹂這還是尊稱
它沒有講﹁盧師尊﹂ 是我自己講的 ﹁我要帶你到舊金
山見我的主人 ﹂那些鬼在我的光網外面講 如果沒有這
句話 我盧勝彥不姓盧 給你們倒著踩 我聽得一清二
楚 就是這一句話 把我本來很慈悲的心給它惹火了！帶
我去舊金山見你的主人 什麼玩意？真的 我聽得一清二
楚喔
不動明王旋轉的 プロペラ 把他們的頭全部砍下
來 那些鬼兵鬼卒全部都砍掉 所以講起來這也是因緣
這過去 不過記得 你們如果修降伏法 記得劍要晃動
而且不動明王的劍要出火 修大威德金剛 祂的兩隻角要

Ｑ

晃動 而且要出火 這是降伏法很重要的口訣 今天如果
盧師尊沒有修法 我現在在鬼的肚子裡面 被它們吃了
不要講那麼嚴肅 講個笑話 在婚禮前 新郎小明
問主持人：﹁請問你主持一場婚禮要多少錢？﹂主持人：
﹁我們這裡的規定是這樣 新娘子如果越漂亮 價格就會
越高 ﹂小明不好意思 就給了主持人一千塊 主持人一
愣 回頭看了新娘子一眼 然後他把一千塊退回給小明：
﹁你不用花錢 我就幫你主持這一場婚禮 ﹂真的 小明
娶老婆 娶一個又醜 我不能講胖 因為這裡胖的人不
少
這裡有個笑話 有些事情你現在想不通沒關係 想
不通沒關係啦！想不通 像︻金剛經︼ 你如果想不通也
沒關係 因為再過一陣子 你就想不起來了 想不通沒關
係啦 再過一陣子 你就想不起來了
有比打女人還要可恥的事嗎？打女人本來就是很可
恥的事 我們以前有一句成語：﹁怕某大丈夫 打某豬狗
牛 ﹂︵台語︶怕老婆的是大丈夫 打老婆的是豬狗牛
有比打女人還可恥的事嗎？有嗎？有！因為你打不過她
打了半天 反而被她打
有人去剪頭髮 他跟美容師講：﹁我剪頭髮才一百
塊 為什麼給狗剪一個頭竟然收五百塊？﹂給狗剪髮要五
百塊 美容師講：﹁人家狗敢吃屎 你敢嗎？﹂這人講：
﹁我要是敢呢？﹂美容師講：﹁那以後你剪頭髮也五百
塊 ﹂

雜誌

好啦！我們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印尼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 師尊好！祈求師尊慈悲指示 在二○
一九年十一月底 弟子的母親有請了中國香格里拉的一位
密教上師來家裡 那位上師就在弟子家裡的壇城用米加
持 唸經修法 弟子當時就很擔心 因為不是︿真佛宗﹀
的上師 是否傳承會亂掉？後來弟子有拜託一位去西雅圖
的上師 把弟子家裡壇城的照片給師尊 請師尊加持壇城
的傳承及還淨
雖然弟子的母親有皈依︿真佛宗﹀ 但母親沒有修
︿真佛密法﹀ 也不太相信︿真佛宗﹀ 弟子的問題是
以後如果弟子的母親又請了別的宗派的上師或喇嘛來家裡
加持壇城 或來家裡壇城唸經 弟子應該怎麼辦？如果不
讓媽媽隨她的願望 一定會吵架 但如果每次來一位別的
宗派的人 弟子是否又需要請師尊還淨壇城的傳承？弟子
向師尊求懺悔 感恩師尊指示
回答一：別的宗派的上師到你家 因為你母親相信
別的宗派的上師 然後請他到家裡來加持壇城 這應該隨
順父母 子女應該要隨順父母 你沒有什麼錯誤 因為你
母親並不很相信︿真佛宗﹀ 那別的宗派的密教上師來家
裡壇城用米加持 是的 他們很多上師是用米 撒米在壇
城上面 也是做清淨用 撒米也是做清淨用
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是這樣子講 ﹁請了中國香格
里拉的一位密教上師來家裡 ﹂中國香格里拉就是香巴
拉 當然 我們把它講成香格里拉 其實就是香巴拉 有
一條歌是香格里拉的歌嘛 對不對？有沒有？誰會唱？沒
有人會唱歌啊？奇怪 好像那個調調 ﹁那美麗的香格里
拉﹂是嗎？︵現場撥放歌曲︶不對啊 怎麼搞的？好好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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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想
請示師佛 向外國人弘揚︿真佛密法﹀時 教授
他們念誦咒音會是比較容易的 還有他們也很喜歡學習
靜坐 但是對於教授念經 他們恐怕深感困難 並且接
受度並不高 也不熱衷 那麼儀軌中的︻真佛經︼或
︻高王經︼是否是必要的？或是可以省略念經的部分？
或是需要以翻譯成外文的︻真佛經︼和︻高王經︼來教
授外國人持誦呢？修持儀軌教授外國人 是否以漸進式
的引導比較好呢？先學會持咒 念經放在比較晚 視其
學習情況再引導？感謝無上法王的指導
回答：他講的也是很對 講得很對 其實密教在西
方也有很多的宗派在弘揚 很多的宗派在弘揚藏密
紅 黃 白 花都有 ﹁教授他們唸咒音比較容易﹂是
沒有錯 因為有些咒音由藏文直接翻成英語的發音 都
有翻出來過 ﹁喜歡學習靜坐﹂ 其實靜坐 最早的靜
坐是印度教 你知道﹁冥想﹂這兩個字 冥想 就是靜
坐冥想 印度人 印度教最喜歡的就是冥想 所以釋迦
牟尼佛講﹁禪定﹂ 印度教本身就是禪定 就是冥想
釋迦牟尼佛很重視禪定 因為冥想可以達到成就
禪定是可以達到成就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禪定跟智慧
禪定 冥想是印度教都要做的 現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也

師的意思 格西就是博士的意思 堪布就是住持的意
思 仁波切就是轉世活佛 仁波切就是轉世活佛 堪布
就是住持 喇嘛就是上師 一般來講 剛剛剃度的 有
些人就稱他為喇嘛 其實是不對的 格西就是博士 他
們的博士有分為好幾等的博士 通過了格西考試的
︵在場眾播放歌曲︶可以了 可以了 怎麼可以唱得比
我還大聲？﹁那美麗的香格里拉﹂ 我記得是這樣子

好 不用唱了 不用唱了
因為香巴拉佛國的第一具種王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
二具種王就是蓮花童子白蓮花王 從中國香格里拉來的
密教上師 我問你 中國哪裡有香格里拉？在哪裡？有
人講迪慶 是雲南迪慶嗎？雲南是有一個迪慶 有人認
為那裡就是香格里拉 那是表面上的 所有住在香格里
拉的 按照經典所講 香巴拉佛國裡面住的全部都是神
仙 是一個淨土 是神仙 在地球表面上是找不到香巴
拉的 那是很隱密的地底的國 在地下的一個香巴拉
國 所以這個密教上師自稱是中國香格里拉來的 那就
是迪慶啦
其實那是在一個地方 在西藏
西藏本來就是有
幾個族在那裡 西藏本身不是只有藏人的族 還有很多
地方的族 其中一個族的雪山的洞窟裡面 那個是香巴
拉 我知道的是這樣子 我所知道的 那個地方有十里
的龍藏 ︻龍藏經︼全部都是在香巴拉國裡面 當然我
們不能說 請中國香格里拉的一個密教上師來家裡 那
他就用照片給師尊加持跟還淨 你不能跟自己的母親吵
架 不要跟你自己的母親吵架 不要！她做了就做了
那怎麼辦呢？很簡單 你同樣地 只要她做一次 你就
寄來一次 給師尊加持就可以啦 一樣嘛 加持還淨
這是可以的 就這樣可以了 千萬不要跟母親起衝突
家和萬事興
但是 什麼中國香格里拉來的密教上師？這個我實
在是 在香港有︿香格里拉飯店﹀ 對不對？有一個
︿香格里拉飯店﹀ 我去那裡吃過飯 我怎麼不知道？
那當然從香港的︿香格里拉飯店﹀出來的密教上師 這
個也不能講說他沒有能力 也是有能力
很多的法師 密教上師喇嘛 所謂喇嘛本身就是上

﹁用漸進式的引導比較好 先學會持咒 念經放在
比較晚？﹂是可以的 修持儀軌教授的話 教外國人
修持儀軌也是可以的 經典先慢一點唸 因為他們唸經
典是比較難 不知道意義就會比較難一點 是這樣子
的 其實我看到︻高王經︼也翻成日文 在くうかい空
海的八十八靈場 我看到放著那個白色的紙印的日文的
︻高王經︼ 所以︻高王經︼傳遍很廣 那這個臺灣的
弟子問的這個問題 依照你所想的是正確的 這是可以
的
講一個笑話 一對夫妻要幫剛生的寶寶取名字 老
公講：﹁我希望小孩子以後有品德 那就取一個字 叫
﹃品﹄好了 ﹂老婆講：﹁我希望他永遠健康 後面加
一個﹃康﹄字好了 就叫品康 ﹂老公講：﹁品康 感
覺不錯哎！﹂老婆說：﹁可是老公 你是姓歐啊！﹂就
是歐品康 臺灣話就是歐品康︵挖鼻孔︶︵笑︶ 于仙
的小孩姓陳 當時也是希望他健康 所以給他取一個字
叫做﹁康﹂ 他叫陳康 很好聽 就是Harry？跟于仙的
小孩叫陳康
在候診室裡面坐著一個憂心忡忡的病人 當醫生傳
喚他的時候 他滿面愁容地講：﹁醫生 怎麼辦？我昨
天誤喝下一瓶汽油 ﹂醫生回答他說：﹁喔 沒關係
啦！記得這幾天不要抽菸就好 ﹂︵笑︶
有一個鄉下的阿伯買了一張莒光號的火車票 卻坐
上了自強號的火車 車長就問了：﹁阿伯 你需要補票
喔！﹂阿伯講：﹁我這個票是你剪的 怎麼叫我補
呢？﹂車長講：﹁不是啦！你買的是慢車 但是你卻坐
了快車 所以你要補票 ﹂阿伯回答：﹁那你叫司機開
慢一點就好 ﹂︵笑︶

Ｑ

有禪定跟冥想 冥想發源地應該是印度教 印度發源
佛教也是用禪定 也是冥想 冥想就是觀想 我們密教
所修的所謂的觀想 所以密教又稱為念力宗 用想念的
力量 用想念產生它的力量 這個就是冥想
﹁現在外國人也很喜歡學習靜坐﹂ 沒有錯 我有
一個弟子在Camano Island 那時候在收的弟子 他帶我
去他們那裡 他們幾個外國人就坐在那裡 大家圍坐在
那裡 他們敲一個鐘 我們這裡沒有鐘 那個鐘很響
﹁鏘﹂他敲了一個鐘 他們圍坐在一個圓桌 然後中間
擺一個銅的缽 他拿起敲鐘的那個東西 就敲了一下
﹁咚﹂ 響很久 然後他們就打坐 聽著這個聲音然後
就打坐 我去到那邊 看到他們很多人圍在一起 就聽
那個聲音進入禪定 精神集中在那個聲音上面進入禪
定 他們是在學習 在Camano Island那時候 我有一個
弟子在Camano Island 是外國人 他帶我去他家 他們
家裡都是在學習禪定
關於念經 像我們華人就喜歡念經 唸︻心經︼
︻金剛經︼ 很多的經典 ︽普門品︾ ︻高王經︼
︻真佛經︼都有在唸 因為念經對他們比較困難 因為
我們是用華語發音嘛 廣東人就用廣東話 日本人就用
日語 我去日本四國八十八靈場的時候 空海就是
Kukai 日本話叫くうかい 就是空海 他們用日語寫的
︻高王經︼ 我在八十八靈場看到︻高王經︼ ︻高王
經︼也傳到日本 他們也在唸 但是寫的是日文 我們
也可以翻成英文 像︻真佛經︼ ︻高王經︼可以翻成
英文 然後給外國人唸 我們在美國 我們是外國人
不是給我們唸 是給白人唸 或者是給其他的有色彩的
民族唸 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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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想
請示師佛 向外國人弘揚︿真佛密法﹀時 教授
他們念誦咒音會是比較容易的 還有他們也很喜歡學習
靜坐 但是對於教授念經 他們恐怕深感困難 並且接
受度並不高 也不熱衷 那麼儀軌中的︻真佛經︼或
︻高王經︼是否是必要的？或是可以省略念經的部分？
或是需要以翻譯成外文的︻真佛經︼和︻高王經︼來教
授外國人持誦呢？修持儀軌教授外國人 是否以漸進式
的引導比較好呢？先學會持咒 念經放在比較晚 視其
學習情況再引導？感謝無上法王的指導
回答：他講的也是很對 講得很對 其實密教在西
方也有很多的宗派在弘揚 很多的宗派在弘揚藏密
紅 黃 白 花都有 ﹁教授他們唸咒音比較容易﹂是
沒有錯 因為有些咒音由藏文直接翻成英語的發音 都
有翻出來過 ﹁喜歡學習靜坐﹂ 其實靜坐 最早的靜
坐是印度教 你知道﹁冥想﹂這兩個字 冥想 就是靜
坐冥想 印度人 印度教最喜歡的就是冥想 所以釋迦
牟尼佛講﹁禪定﹂ 印度教本身就是禪定 就是冥想
釋迦牟尼佛很重視禪定 因為冥想可以達到成就
禪定是可以達到成就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禪定跟智慧
禪定 冥想是印度教都要做的 現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也

師的意思 格西就是博士的意思 堪布就是住持的意
思 仁波切就是轉世活佛 仁波切就是轉世活佛 堪布
就是住持 喇嘛就是上師 一般來講 剛剛剃度的 有
些人就稱他為喇嘛 其實是不對的 格西就是博士 他
們的博士有分為好幾等的博士 通過了格西考試的
︵在場眾播放歌曲︶可以了 可以了 怎麼可以唱得比
我還大聲？﹁那美麗的香格里拉﹂ 我記得是這樣子

好 不用唱了 不用唱了
因為香巴拉佛國的第一具種王是文殊師利菩薩 第
二具種王就是蓮花童子白蓮花王 從中國香格里拉來的
密教上師 我問你 中國哪裡有香格里拉？在哪裡？有
人講迪慶 是雲南迪慶嗎？雲南是有一個迪慶 有人認
為那裡就是香格里拉 那是表面上的 所有住在香格里
拉的 按照經典所講 香巴拉佛國裡面住的全部都是神
仙 是一個淨土 是神仙 在地球表面上是找不到香巴
拉的 那是很隱密的地底的國 在地下的一個香巴拉
國 所以這個密教上師自稱是中國香格里拉來的 那就
是迪慶啦
其實那是在一個地方 在西藏
西藏本來就是有
幾個族在那裡 西藏本身不是只有藏人的族 還有很多
地方的族 其中一個族的雪山的洞窟裡面 那個是香巴
拉 我知道的是這樣子 我所知道的 那個地方有十里
的龍藏 ︻龍藏經︼全部都是在香巴拉國裡面 當然我
們不能說 請中國香格里拉的一個密教上師來家裡 那
他就用照片給師尊加持跟還淨 你不能跟自己的母親吵
架 不要跟你自己的母親吵架 不要！她做了就做了
那怎麼辦呢？很簡單 你同樣地 只要她做一次 你就
寄來一次 給師尊加持就可以啦 一樣嘛 加持還淨
這是可以的 就這樣可以了 千萬不要跟母親起衝突
家和萬事興
但是 什麼中國香格里拉來的密教上師？這個我實
在是 在香港有︿香格里拉飯店﹀ 對不對？有一個
︿香格里拉飯店﹀ 我去那裡吃過飯 我怎麼不知道？
那當然從香港的︿香格里拉飯店﹀出來的密教上師 這
個也不能講說他沒有能力 也是有能力
很多的法師 密教上師喇嘛 所謂喇嘛本身就是上

﹁用漸進式的引導比較好 先學會持咒 念經放在
比較晚？﹂是可以的 修持儀軌教授的話 教外國人
修持儀軌也是可以的 經典先慢一點唸 因為他們唸經
典是比較難 不知道意義就會比較難一點 是這樣子
的 其實我看到︻高王經︼也翻成日文 在くうかい空
海的八十八靈場 我看到放著那個白色的紙印的日文的
︻高王經︼ 所以︻高王經︼傳遍很廣 那這個臺灣的
弟子問的這個問題 依照你所想的是正確的 這是可以
的
講一個笑話 一對夫妻要幫剛生的寶寶取名字 老
公講：﹁我希望小孩子以後有品德 那就取一個字 叫
﹃品﹄好了 ﹂老婆講：﹁我希望他永遠健康 後面加
一個﹃康﹄字好了 就叫品康 ﹂老公講：﹁品康 感
覺不錯哎！﹂老婆說：﹁可是老公 你是姓歐啊！﹂就
是歐品康 臺灣話就是歐品康︵挖鼻孔︶︵笑︶ 于仙
的小孩姓陳 當時也是希望他健康 所以給他取一個字
叫做﹁康﹂ 他叫陳康 很好聽 就是Harry？跟于仙的
小孩叫陳康
在候診室裡面坐著一個憂心忡忡的病人 當醫生傳
喚他的時候 他滿面愁容地講：﹁醫生 怎麼辦？我昨
天誤喝下一瓶汽油 ﹂醫生回答他說：﹁喔 沒關係
啦！記得這幾天不要抽菸就好 ﹂︵笑︶
有一個鄉下的阿伯買了一張莒光號的火車票 卻坐
上了自強號的火車 車長就問了：﹁阿伯 你需要補票
喔！﹂阿伯講：﹁我這個票是你剪的 怎麼叫我補
呢？﹂車長講：﹁不是啦！你買的是慢車 但是你卻坐
了快車 所以你要補票 ﹂阿伯回答：﹁那你叫司機開
慢一點就好 ﹂︵笑︶

Ｑ

有禪定跟冥想 冥想發源地應該是印度教 印度發源
佛教也是用禪定 也是冥想 冥想就是觀想 我們密教
所修的所謂的觀想 所以密教又稱為念力宗 用想念的
力量 用想念產生它的力量 這個就是冥想
﹁現在外國人也很喜歡學習靜坐﹂ 沒有錯 我有
一個弟子在Camano Island 那時候在收的弟子 他帶我
去他們那裡 他們幾個外國人就坐在那裡 大家圍坐在
那裡 他們敲一個鐘 我們這裡沒有鐘 那個鐘很響
﹁鏘﹂他敲了一個鐘 他們圍坐在一個圓桌 然後中間
擺一個銅的缽 他拿起敲鐘的那個東西 就敲了一下
﹁咚﹂ 響很久 然後他們就打坐 聽著這個聲音然後
就打坐 我去到那邊 看到他們很多人圍在一起 就聽
那個聲音進入禪定 精神集中在那個聲音上面進入禪
定 他們是在學習 在Camano Island那時候 我有一個
弟子在Camano Island 是外國人 他帶我去他家 他們
家裡都是在學習禪定
關於念經 像我們華人就喜歡念經 唸︻心經︼
︻金剛經︼ 很多的經典 ︽普門品︾ ︻高王經︼
︻真佛經︼都有在唸 因為念經對他們比較困難 因為
我們是用華語發音嘛 廣東人就用廣東話 日本人就用
日語 我去日本四國八十八靈場的時候 空海就是
Kukai 日本話叫くうかい 就是空海 他們用日語寫的
︻高王經︼ 我在八十八靈場看到︻高王經︼ ︻高王
經︼也傳到日本 他們也在唸 但是寫的是日文 我們
也可以翻成英文 像︻真佛經︼ ︻高王經︼可以翻成
英文 然後給外國人唸 我們在美國 我們是外國人
不是給我們唸 是給白人唸 或者是給其他的有色彩的
民族唸 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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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灰塵多不多？﹂須菩提言：
﹁很多的 世尊！﹂﹁須菩提！這些微塵啊 如來說非
微塵 是名微塵 ﹂很簡單 看不見 但是有微塵 是
有PM2.5 但是看不見 所以強名叫做為微塵
像PM2.5也是看不到啊 你哪裡看得到？對不對？那
些小的灰塵 所以在臺灣的時候就掛上一個會把PM2.5排
除掉 我們吸的是新鮮的空氣 其實是不是唬人 我們
也不清楚 好像日本做的 專門說對付PM2.5 掛在胸
前 你看不到嘛 所以這些灰塵就給它取個名字叫做微
塵 其實都有進到家裡來了 家裡你看不到 但是你站
在高山上就看到了 站在高樓上你就看到了 整個灰濛
濛一片 這是中部 包括南投 臺中 彰化都是
然後再來﹁如來說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就是
同樣的一句話﹁世界非世界﹂ 這個世界 你看得見
嗎？也是看不到啊！我們現在眼睛肉眼所看的 就看到
我們這個city叫做North Bend 是不是？North Bend 我
們 看 到 了 Rainbow Villa︿ 彩 虹 雷 藏 寺 ﹀ ； 我 們 到 了
Redmond 就看到我們的Redmond雷藏寺 眼睛所看到的就
是這樣子 世界你看得到嗎？我們看地球：﹁這個地
球 我們看到世界了？﹂No！那不是世界 世界大得
很 還包括月球 月亮我們看得到 No！那不是世界
還有火星 土星 天王星 冥王星 海王星 對不對？
還有很多星辰你見不到的 除了這個太陽系以外 另外
還有別的太陽系 聽說還有一百個太陽呢！那個光沒有
辦法到我們這個太陽系
所以﹁須菩提 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這個解
釋清楚了 我們講﹁世界﹂ 其實我們看不到 強名為
世界 給它一個名詞叫做世界 其實你看不見；非世

我們講一下︻金剛經︼ 昨天講﹁如來有所說法
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我已經
解釋過了喔
佛陀又講：﹁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
有微塵 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這
一句話 我們坦白講 釋迦牟尼佛真的是有很大的神
通！那時候沒有天文臺哎 哪裡知道有太陽系？不只是
太陽系喔 還有另外的好多的太陽系 數不清的太陽
系 釋迦牟尼佛能夠講：﹁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
千世界所有微塵 ﹂這一句話就顯示了釋迦牟尼佛的神
通廣大 祂能夠知道三千大千世界
你們可以查什麼叫小千世界 什麼叫中千世界 什
麼叫大千世界 那是無法描述的整個宇宙哎！三千大千
世界就是無法描述的整個宇宙 祂怎麼知道？釋迦牟尼
佛怎麼知道？現代的科學 我們現代人知道宇宙是無限
大 還不知道邊在哪裡 誰能夠知道？但是佛陀居然能
夠講﹁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你看基督教 天主
教 穆斯林 他們也不過一個天堂 一個人間 一個地
獄 它的世界就是一個天堂 一個人間 一個地獄 只
有釋迦牟尼佛能夠講三千大千世界 無限大的世界 這
個就是佛眼 法眼 天眼 慧眼 不只是肉眼 釋迦牟
尼佛不只是肉眼所看到的世界 祂能夠看到三千大千世
界 無限大的世界！這就是佛陀不簡單的地方啊！其他
的宗教大部分一個天堂 一個人間 一個地獄 談的就

界 你根本看不見 就算你看得見 也是因緣和合 你
們看到﹁盧勝彥﹂ 這個盧勝彥是會壞的 根本也沒
有 因為那是四大組合啊！地 水 火 風 你身體就
是地 你的骨肉就是地 你身體的血液就是水 你的溫
度就是火 你的呼吸就是風 這四大組合啊！這四大一
分散 就沒有啦 你看得見嗎？現在你看得見盧勝彥
你以前在七十七年前 有這個盧勝彥嗎？沒有啊！再過
幾年以後 你們也看不到我啊 也沒有盧勝彥 ﹁盧勝
彥﹂只是暫時的一個名詞 這個就是世界 所以﹁世界
非世界 是名世界﹂就是這樣子解釋的
﹁須菩提 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 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
來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
這裡所講的就是﹁相﹂ ︻金剛經︼就是無相 跟
你講 重點在﹁無相﹂ 就是非相 所有的相都會壞
你看到的東西都會壞 以前有一個椅子我坐得好好的
給我這個屁股甩了幾下 居然就斷掉︵笑︶ 給我震動
幾下 我這樣子一撐起來 一坐下 一撐起來 一坐
下 啪！椅子壞了 椅子也會壞啊！桌子也會壞啊！屋
子也會壞啊！都會壞的 新蓋起來的房子 新屋再過幾
年以後就變成舊屋 再來呢就沒人住 再來就拆掉；車
子 鐵做的 車子也會壞啊 用了幾年就壞了 都會壞
啊！都是非相
哪個東西不壞？都會壞的 你說：﹁不動產 不動
產不會壞吧！﹂No 現在都是動產 因為地震就變成動
產啊 哪有不動產？地殼都會壞 什麼東西不會壞？地
球都會壞 成住壞空嘛！佛陀講的無常嘛！哪個東西不
會壞？

是這個 祂能夠談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微塵 什麼叫微塵？微塵就是PM2.5︵笑︶ 看
不見的 微塵 所有微塵 你看不見那些灰塵啊！我講
了一個笑話嘛 唐三藏取經 帶著孫悟空 到了一個地
方 看見了山朦朧 鳥朦朧 水朦朧 孫悟空講：﹁這
裡距離西方世界應該很近了 如同仙境一般 ﹂問唐三
藏：﹁西方極樂世界到了嗎？﹂唐三藏講：﹁不！這裡
是臺灣的臺中 ﹂︵笑︶臺灣的臺中？為什麼？火力發
電啊 在臺中啊！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在臺中啊 吐出來
的煙 變成 大樓一出門連大樓都朦朧啊！你站在最高
樓看 我有一個家叫做菩薩頂 往下面看 天啊！就是
霧濛濛一片 蓋住所有的房子 如同大海一樣的 那個
霧這樣蓋住 那不是霧啊 那是PM2.5啊！
包括整個南投 你站在雷藏寺看看山下 整個草屯
鎮全部霧茫茫一片 可憐啊！孫悟空講說這是西方極樂
世界 唐三藏就跟悟空講：﹁悟空啊 你喜歡這裡 那
你就留下來吧！我到西方去 這裡是臺灣的臺中 ﹂孫
悟空就講說：﹁No! No! No! 我要跟著師父去西方取
經 我不留在這裡 我要去西方取經 ﹂唐三藏講：
﹁留下來有好處的 很快就到西方極樂世界 很快的
你留下來 你也很快就到西方極樂世界 ﹂︵笑︶早晚
都得到肺腺癌！很快就到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微塵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 PM2.5 是不是
很多？看不到啊！很多啊！那些灰塵你看不到的
PM2.5你看不到的 多不多？須菩提講：﹁甚多 世
尊！﹂﹁須菩提！諸微塵 如來說非微塵 是名微
塵 ﹂同樣一句話 你看不到嘛！微塵是一個名詞啊
我們現在知道PM2.5就是微塵 但是那個時候你沒有顯微
鏡 你看不到灰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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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灰塵多不多？﹂須菩提言：
﹁很多的 世尊！﹂﹁須菩提！這些微塵啊 如來說非
微塵 是名微塵 ﹂很簡單 看不見 但是有微塵 是
有PM2.5 但是看不見 所以強名叫做為微塵
像PM2.5也是看不到啊 你哪裡看得到？對不對？那
些小的灰塵 所以在臺灣的時候就掛上一個會把PM2.5排
除掉 我們吸的是新鮮的空氣 其實是不是唬人 我們
也不清楚 好像日本做的 專門說對付PM2.5 掛在胸
前 你看不到嘛 所以這些灰塵就給它取個名字叫做微
塵 其實都有進到家裡來了 家裡你看不到 但是你站
在高山上就看到了 站在高樓上你就看到了 整個灰濛
濛一片 這是中部 包括南投 臺中 彰化都是
然後再來﹁如來說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就是
同樣的一句話﹁世界非世界﹂ 這個世界 你看得見
嗎？也是看不到啊！我們現在眼睛肉眼所看的 就看到
我們這個city叫做North Bend 是不是？North Bend 我
們 看 到 了 Rainbow Villa︿ 彩 虹 雷 藏 寺 ﹀ ； 我 們 到 了
Redmond 就看到我們的Redmond雷藏寺 眼睛所看到的就
是這樣子 世界你看得到嗎？我們看地球：﹁這個地
球 我們看到世界了？﹂No！那不是世界 世界大得
很 還包括月球 月亮我們看得到 No！那不是世界
還有火星 土星 天王星 冥王星 海王星 對不對？
還有很多星辰你見不到的 除了這個太陽系以外 另外
還有別的太陽系 聽說還有一百個太陽呢！那個光沒有
辦法到我們這個太陽系
所以﹁須菩提 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這個解
釋清楚了 我們講﹁世界﹂ 其實我們看不到 強名為
世界 給它一個名詞叫做世界 其實你看不見；非世

我們講一下︻金剛經︼ 昨天講﹁如來有所說法
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我已經
解釋過了喔
佛陀又講：﹁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
有微塵 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這
一句話 我們坦白講 釋迦牟尼佛真的是有很大的神
通！那時候沒有天文臺哎 哪裡知道有太陽系？不只是
太陽系喔 還有另外的好多的太陽系 數不清的太陽
系 釋迦牟尼佛能夠講：﹁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
千世界所有微塵 ﹂這一句話就顯示了釋迦牟尼佛的神
通廣大 祂能夠知道三千大千世界
你們可以查什麼叫小千世界 什麼叫中千世界 什
麼叫大千世界 那是無法描述的整個宇宙哎！三千大千
世界就是無法描述的整個宇宙 祂怎麼知道？釋迦牟尼
佛怎麼知道？現代的科學 我們現代人知道宇宙是無限
大 還不知道邊在哪裡 誰能夠知道？但是佛陀居然能
夠講﹁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你看基督教 天主
教 穆斯林 他們也不過一個天堂 一個人間 一個地
獄 它的世界就是一個天堂 一個人間 一個地獄 只
有釋迦牟尼佛能夠講三千大千世界 無限大的世界 這
個就是佛眼 法眼 天眼 慧眼 不只是肉眼 釋迦牟
尼佛不只是肉眼所看到的世界 祂能夠看到三千大千世
界 無限大的世界！這就是佛陀不簡單的地方啊！其他
的宗教大部分一個天堂 一個人間 一個地獄 談的就

界 你根本看不見 就算你看得見 也是因緣和合 你
們看到﹁盧勝彥﹂ 這個盧勝彥是會壞的 根本也沒
有 因為那是四大組合啊！地 水 火 風 你身體就
是地 你的骨肉就是地 你身體的血液就是水 你的溫
度就是火 你的呼吸就是風 這四大組合啊！這四大一
分散 就沒有啦 你看得見嗎？現在你看得見盧勝彥
你以前在七十七年前 有這個盧勝彥嗎？沒有啊！再過
幾年以後 你們也看不到我啊 也沒有盧勝彥 ﹁盧勝
彥﹂只是暫時的一個名詞 這個就是世界 所以﹁世界
非世界 是名世界﹂就是這樣子解釋的
﹁須菩提 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 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
來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
這裡所講的就是﹁相﹂ ︻金剛經︼就是無相 跟
你講 重點在﹁無相﹂ 就是非相 所有的相都會壞
你看到的東西都會壞 以前有一個椅子我坐得好好的
給我這個屁股甩了幾下 居然就斷掉︵笑︶ 給我震動
幾下 我這樣子一撐起來 一坐下 一撐起來 一坐
下 啪！椅子壞了 椅子也會壞啊！桌子也會壞啊！屋
子也會壞啊！都會壞的 新蓋起來的房子 新屋再過幾
年以後就變成舊屋 再來呢就沒人住 再來就拆掉；車
子 鐵做的 車子也會壞啊 用了幾年就壞了 都會壞
啊！都是非相
哪個東西不壞？都會壞的 你說：﹁不動產 不動
產不會壞吧！﹂No 現在都是動產 因為地震就變成動
產啊 哪有不動產？地殼都會壞 什麼東西不會壞？地
球都會壞 成住壞空嘛！佛陀講的無常嘛！哪個東西不
會壞？

是這個 祂能夠談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微塵 什麼叫微塵？微塵就是PM2.5︵笑︶ 看
不見的 微塵 所有微塵 你看不見那些灰塵啊！我講
了一個笑話嘛 唐三藏取經 帶著孫悟空 到了一個地
方 看見了山朦朧 鳥朦朧 水朦朧 孫悟空講：﹁這
裡距離西方世界應該很近了 如同仙境一般 ﹂問唐三
藏：﹁西方極樂世界到了嗎？﹂唐三藏講：﹁不！這裡
是臺灣的臺中 ﹂︵笑︶臺灣的臺中？為什麼？火力發
電啊 在臺中啊！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在臺中啊 吐出來
的煙 變成 大樓一出門連大樓都朦朧啊！你站在最高
樓看 我有一個家叫做菩薩頂 往下面看 天啊！就是
霧濛濛一片 蓋住所有的房子 如同大海一樣的 那個
霧這樣蓋住 那不是霧啊 那是PM2.5啊！
包括整個南投 你站在雷藏寺看看山下 整個草屯
鎮全部霧茫茫一片 可憐啊！孫悟空講說這是西方極樂
世界 唐三藏就跟悟空講：﹁悟空啊 你喜歡這裡 那
你就留下來吧！我到西方去 這裡是臺灣的臺中 ﹂孫
悟空就講說：﹁No! No! No! 我要跟著師父去西方取
經 我不留在這裡 我要去西方取經 ﹂唐三藏講：
﹁留下來有好處的 很快就到西方極樂世界 很快的
你留下來 你也很快就到西方極樂世界 ﹂︵笑︶早晚
都得到肺腺癌！很快就到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微塵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 PM2.5 是不是
很多？看不到啊！很多啊！那些灰塵你看不到的
PM2.5你看不到的 多不多？須菩提講：﹁甚多 世
尊！﹂﹁須菩提！諸微塵 如來說非微塵 是名微
塵 ﹂同樣一句話 你看不到嘛！微塵是一個名詞啊
我們現在知道PM2.5就是微塵 但是那個時候你沒有顯微
鏡 你看不到灰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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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一句話解釋了 ﹁須菩提 於意云何？可以
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 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
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
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是佛本身的相 我講過了雙耳垂
肩 雙耳到肩膀 你看 師尊的耳朵 就垂肩了
︵笑︶；廣長舌相 舌頭伸出來可以蓋住整個臉 廣長
舌相 哇！不得了！廣長舌相 佛怎麼會廣長舌相？舌
頭伸出來 很怕人 很恐怖哎！覆住整個臉 廣長舌
相
佛相是很莊嚴 以三十二相見如來 當然 那是假
相 那是假的相 只是我們尊重 尊重祂代表著釋迦牟
尼佛 ﹁得見如來不？﹂當然那是假的 所以釋迦牟尼
佛就講了：﹁可以看到三十二相 可以看到如來嗎？以
三十二相來看如來嗎？﹂﹁不也 世尊！不可以三十二
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
名三十二相 ﹂非相 ︻金剛經︼講了裡面你們記住兩
個字﹁非相﹂ 這兩個字 因為︻金剛經︼講的就是
﹁無相﹂ 二轉法輪就是無相 最具智慧的二轉法輪就
是無相
釋迦牟尼佛講 所有的相都是非相 我看那一個小
姐非常美麗 非相！你看她現在美麗 當然了 她二十
歲當然美麗啊！等她八十歲你再來看她 這個真的是
sorry對不起 已經是變了 無常！最後呢就糊啦 變成
漿糊 一桶漿糊 一統江湖 就一個缸把妳裝起來放在
那個﹁雙蓮境界﹂了 一個甕把妳裝起來放在﹁雙蓮境
界﹂了 你再怎麼美還是一個甕 你再怎麼醜也是一個
甕 你原來的相呢？三十二相呢？沒了！一個甕
所以 注意啊 佛陀講非相 無相 每一個東西都

會壞的 你再怎麼漂亮 無三小路用 沒用的！所以這
個是很智慧的話 釋迦牟尼佛講的 世間的人只看目
前 沒有想到未來會怎麼樣 目前啊 賺錢 買房地
產 買土地 買房子 生活享受 到最後怎麼樣？糊
啦！終於糊了︵笑︶！所以佛陀祂看得遠 非相 講得
很清楚
﹁佛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這
一句話很簡單就可以跟你解釋 你現在所看到的三十二
相 不會永遠存在的 它會壞的 就是變成非相 為什
麼要 也是三十二相 確實長得有三十二相 但是它其
實是會壞的 是無相
最後面這一句應該大家都可以知道﹁須菩提！若有
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 若復有人 於
此經中 乃至受持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 其福甚多！﹂
以前也講過了 這個布施 就是用那麼多來布施 但是
也比不上這四個偈的功德｜｜﹁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 將來整個地球壞了 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就全部出現 地球如果壞了
沒有人類了 當然也沒有我 也沒有人 也沒有眾生
也沒有長壽的人 所謂壽 就是時間 無眾生就是空
間
這樣了解嗎？
有兩個女明星在鬥嘴 甲講：﹁我在臺上唱歌的時
候 臺下的觀眾丟上來的花 都可以讓我開一間花
店 ﹂哇！她一定唱得很好 另外一個女明星講：﹁那
有什麼了不起？我在臺上唱歌的時候 臺下觀眾丟上來
的磚塊 都可以讓我蓋一棟房子 ﹂︵笑︶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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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寂滅

在他成長過程中會散掉 就沒這個
緣了 除非成長後 本身的緣已經
思想成熟正式皈依 後來再改變
了 這才算是破三昧耶戒 因已經
跟盧師尊誓盟 ﹁我要依止你 直
至成佛﹂ 但中途變卦了 破了當
初自己所發的誓盟 家長應該讓小
孩從小多接觸佛教的佛理 讓他去
讀︿真佛宗﹀的幼稚園 初中 高
中 大學 佛學院 或教他唸基本
的咒語 結手印等等 讓緣分繼續
增加 這就很好了
﹁這算不算一種執著？﹂你
就一直引導他 教導佛法的知
識 ︿真佛宗﹀的知識 至於將
來會怎樣 就隨他去 這就不執
著 你不能硬拗他一定要皈依
︿真佛宗﹀ 走︿真佛宗﹀的
路 這才是一種執著
弟子問：母親快九十歲 有兩次不
可思議和奇蹟 一次是心臟病突
發 在中陰路上看到盧師尊出現
說此地不是你應該來的 快點回
去 說了三遍 媽媽就醒過來了；
一次是在做心導管手術時 醫生發
現心臟自動長新血管出來 不用做
手術了！母親目不識丁 只會持
﹃師尊心咒﹄和﹁地藏王菩薩聖
號﹂ 請問持﹁金剛心菩薩聖號﹂
是否跟﹃百字咒﹄一樣效果 持名

已經沒有六道輪迴了

持眾等讓疾病消除 身體健康 祈
請大準提佛母放大光明讓一切病毒
消散 祈請大準提佛母加持大眾升
起次第 圓滿次第皆能成就 依照
慣例 師佛先講幾則具有佛法意味
的笑話 讓大家笑開懷！接下來
師佛回答弟子所提的問題
弟子問：目前有一個四個月小孩
一出生就幫他皈依師尊 成長過程
中因父親原因 他可能會相信佛
法 修法念佛持咒 如果他長大後
有了自己的看法而去相信皈依其他
宗教 會不會壞了三昧耶戒 或有
其他不好的因果？要怎麼去判斷有
沒有壞三昧耶戒？作為家長應該做
怎樣的努力 讓小孩一直皈依師
尊？這算不算一種執著？
師佛答：以我個人的看法 幫小孩
皈依師尊 不能講皈依師尊 因為
很多宗教 教團 他們的師父都叫
師尊 所以最近寫文章都會加一個
﹁盧﹂字 盧師尊 表示是姓盧的
師尊 師尊是一個名詞 所以︿真
佛宗﹀的師尊多加一個﹁盧﹂字
在一出生就幫他皈依盧師
尊 成長過程中每一個人都不一
樣 也許將來他可能信基督教 或
天主教 或其他教派 應該不算破
戒 因他還沒成長 還沒成熟 父
母幫他皈依 只是結緣 而這個緣

無死之因

著入境美國的規定放寬 很
多從各地紛擁而來的同門
個個帶著既興奮又期待的熱情 來
見久違的師佛 太叫人感動了！
二○二一年月曰星期六
晚上八時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
﹁準提佛母本尊法﹂ 在師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的帶領下 一同修了一
壇殊勝的﹁準提佛母本尊法﹂ 師
佛在迴向時 特別祈請準提佛母放
大光明 接引有緣中陰 無緣中陰
往生清淨佛國 祈請大準提佛母加

■文／西雅圖雷藏寺

要灌頂的 是否每個名都要灌？還
是灌一次之後 每一尊菩薩的名號
也可以持？
師佛答：快九十歲的母親 在進入
中陰身時 盧師尊出現救她 及要
做心導管手術時醫生發現心臟長了
新的血管 這兩項真的是不可思議
的奇蹟！你母親目不識丁 會持
﹃師尊心咒﹄跟地藏王菩薩聖號就
已經很好了！﹁持金剛心菩薩聖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有效
果？﹂︵師佛神算︶祂講九十分一
樣 總是有一點不一樣 一個是持
內在 一個是持外在
﹁持名要灌頂的 是否每一
尊要灌頂？還是灌一次以後 每
一尊名號都可以持？﹂︵師佛神
算︶你要持名的話 每一尊都要
灌頂 不是你持了一尊名號以
後 每一尊名號都可以持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今晚的同修結束後 師尊為
新皈依的弟子做﹁皈依灌頂﹂
並慈悲加持大悲咒水及開光佛
像 並為與會大眾及網路上的同
門善信賜福加持！感恩盧師尊！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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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
希㈲！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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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準提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先講一個笑話吧 咦 今天我們修大準提佛母 怎
麼都沒有講 因為講太多了 所以不用講 在一個學校
的操場 校長就對著同學講︵high school︶：﹁去年
高一的同學抱怨 都是高一的同學在掃廁所 不公平
為了公平起見 今年改為高二掃廁所 明年是高三掃廁
所 ﹂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同修 八大本尊 修來
修去 介紹八大本尊已經介紹了好多次了 不要再重
複 所以就講這個笑話 去年高一的掃廁所 今年高二
的掃廁所 明年高三的掃廁所 還不是都是那些人
孫悟空問警察：﹁請問西天要怎麼走？﹂警察講：
﹁你看到紅燈 衝過去就是了 ﹂所以我講過 戒律就
是紅綠燈 佛教的戒律就是紅綠燈 紅燈你就不能走
綠燈你就可以走；紅燈你就不能做 綠燈你就可以做
所以我講的戒律 人家問我戒律是什麼？戒律就是紅綠
燈啊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綠燈就是可以 紅

燈就是不可以 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就是戒律
聽說晚上睡覺的時候要把手機關掉 千萬不要把手
機放在枕頭旁邊 會有輻射 臉就會變大 嚇死我了
從此以後 我都把手機放在內褲裡面睡覺 這很有點
子 手機會變大 手機放在枕頭旁邊 臉會變大 他放
在內褲 不知道什麼會變大 ︵師尊笑︶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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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新加坡的弟子問的 我們目前有小孩四
個月 一出生時就幫他皈依師尊 成長過程中
因為父親原因 他可能會相信佛法 修法念佛持咒︵包
括可能念發菩提心文﹁弟子從此皈依上師三寶 直至菩
提 永不退轉 所有大小各善 悉以回施眾生 速成佛
道﹂ ︶如果他長大了有了自己的看法後 因為各種原
因相信皈依其他的宗教 會不會壞了三昧耶戒 或者有
沒有其他不好的因果？請問師尊 要怎麼去判斷有沒有
壞三昧耶戒？作為家長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努力 讓小
孩一直皈依師尊呢 同時這算不算是一種執著？
回答一：這個問題裡面 有第一個問題 也有第二
個問題 我是認為這樣子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幫
小孩子皈依了師尊 不能講皈依師尊 因為很多宗教
教團 他們的師父都叫師尊 所以我最近寫文章常常都

答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佛開金口慈悲心
龍宮海藏散天香
因時赴感應群機
除熱惱普潤焦枯

QA＆

04 Dec.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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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
希㈲！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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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準提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先講一個笑話吧 咦 今天我們修大準提佛母 怎
麼都沒有講 因為講太多了 所以不用講 在一個學校
的操場 校長就對著同學講︵high school︶：﹁去年
高一的同學抱怨 都是高一的同學在掃廁所 不公平
為了公平起見 今年改為高二掃廁所 明年是高三掃廁
所 ﹂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同修 八大本尊 修來
修去 介紹八大本尊已經介紹了好多次了 不要再重
複 所以就講這個笑話 去年高一的掃廁所 今年高二
的掃廁所 明年高三的掃廁所 還不是都是那些人
孫悟空問警察：﹁請問西天要怎麼走？﹂警察講：
﹁你看到紅燈 衝過去就是了 ﹂所以我講過 戒律就
是紅綠燈 佛教的戒律就是紅綠燈 紅燈你就不能走
綠燈你就可以走；紅燈你就不能做 綠燈你就可以做
所以我講的戒律 人家問我戒律是什麼？戒律就是紅綠
燈啊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綠燈就是可以 紅

燈就是不可以 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就是戒律
聽說晚上睡覺的時候要把手機關掉 千萬不要把手
機放在枕頭旁邊 會有輻射 臉就會變大 嚇死我了
從此以後 我都把手機放在內褲裡面睡覺 這很有點
子 手機會變大 手機放在枕頭旁邊 臉會變大 他放
在內褲 不知道什麼會變大 ︵師尊笑︶

Ｑ

雜誌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新加坡的弟子問的 我們目前有小孩四
個月 一出生時就幫他皈依師尊 成長過程中
因為父親原因 他可能會相信佛法 修法念佛持咒︵包
括可能念發菩提心文﹁弟子從此皈依上師三寶 直至菩
提 永不退轉 所有大小各善 悉以回施眾生 速成佛
道﹂ ︶如果他長大了有了自己的看法後 因為各種原
因相信皈依其他的宗教 會不會壞了三昧耶戒 或者有
沒有其他不好的因果？請問師尊 要怎麼去判斷有沒有
壞三昧耶戒？作為家長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努力 讓小
孩一直皈依師尊呢 同時這算不算是一種執著？
回答一：這個問題裡面 有第一個問題 也有第二
個問題 我是認為這樣子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幫
小孩子皈依了師尊 不能講皈依師尊 因為很多宗教
教團 他們的師父都叫師尊 所以我最近寫文章常常都

答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佛開金口慈悲心
龍宮海藏散天香
因時赴感應群機
除熱惱普潤焦枯

QA＆

04 Dec.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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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準提佛母本尊法
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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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個﹁盧﹂字 盧師尊 表示說是姓盧的師尊 是一
個名詞 師尊也是一個名詞 有時候我們去跟人家講
說：﹁我們師尊﹂他說：﹁欸 我們有個師尊 你們是
哪一個師尊？﹂人家會反問你 對不對 你到底是哪一
個師尊？因為我們皈依的也都是師尊 所以︿真佛宗﹀
的師尊多加一個﹁盧﹂字
那麼這裡 一出生就幫他皈依盧師尊 成長的過
程 每一個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不同 每一個小孩子
都不一樣 他將來可能信了基督教 也可能信了天主
教 也可能信了猶太教 也可能信了東正教 說不定他
也信了印度教 各個不同 每樣都不一樣 這樣子呢
算不算是破了三昧耶戒？應該是這樣子的 當初小孩子
或者是baby 他還沒有成長 還沒有成熟以前 你幫他
皈依 只是結緣 這個叫做結緣 結這個緣分 有這個
緣就是叫做結緣
但是這個緣等到將來成長的過程當中也會散掉 就
沒有這個緣了 緣就沒有了 這個是不算破三昧耶戒
除非你皈依了 你本身緣已經成熟了 你皈依了 後來
再改變 你自己思想已經成熟了 後來再改變了 這個
可以講是破三昧耶戒 才算是破三昧耶戒 因為你也已
經跟那個誓盟 也就是說你已經跟盧師尊誓盟 ﹁我要
依止你 直至成佛 ﹂但是你中途變卦了 這個才是破
三昧耶戒 也就是破了你自己當初所發心的誓盟 你發
的誓 結盟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未成熟的時候 那
只是結緣 緣沒有了 那不算破三昧耶戒 發了誓盟就
是破三昧耶戒 因為他不知道 是你幫他發的 是幫他
發心的 他本人不知道 所以就是有這個緣 但是也會
散掉的 那不算

想信什麼教 他接近了什麼教 他去信什麼教 都可以
沒有關係
師尊也是經過很多的教過來的 以前我信基督教
在高雄︿新興教會﹀ 我也是洗過 我也洗禮 牧師叫
蘇天明牧師 他跟我洗禮 那時候長老教會是用台語發
音 洗禮的時候 他給你灑水：﹁我用水給你洗禮 讓
你皈依天父 基督跟聖靈的名下 ﹂在基督教是一個大
家庭 等於是很大的家庭 所以我們每次跟基督教徒寫
信 都寫主內平安 主內 就是在基督的名之下 我們
平安
師尊也是基督教過來的 我曾經在石造 石造是基
督教的學校畢業的 還有萬國 也是基督教的學校畢業
的 我同時在主日學裡面當老師 我也是聖歌隊的隊
員 我也會唱聖歌 聖歌隊隊員 而且我是查經班的老
師 所以︽聖經︾一拿起來 首先是什麼？︽舊約聖
經︾的︿創世紀﹀ 最後是什麼？︽新約︾的︿啟示
錄﹀ 中間是什麼？中間是詩篇 打開︽聖經︾的中間
就是詩篇 ︿創世紀﹀ 然後再來就是︿亞伯拉罕﹀
︿伊薩﹀ ︿雅各﹀ 他們猶太的祖先 猶太人的祖先
亞伯拉罕 伊薩 雅各 這樣子一直傳下來的希伯來
人
︽舊約聖經︾大部分都是屬於猶太教 ︽新約︾是
耶穌降生以後 耶穌基督降生以後才變成︽新約︾ 施
洗的約翰 我也知道施洗的約翰 瑪麗亞的表姐就是施
洗的約翰的母親 所以施洗的約翰跟耶穌是親戚 你知
道耶穌第一次受洗的時候 是施洗的約翰給他施洗 了
解︽聖經︾所有的︿馬太﹀ ︿馬可﹀ ︿路加﹀

家長應該做什麼樣的努力 讓小孩一直皈依師尊
呢？這個是這樣子的 有時候讓他去讀︿真佛宗﹀的幼
稚園 讓他去讀︿真佛宗﹀的初中或者高中 或者是大
學 佛學院 這樣比較會讓緣分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讓他成熟了以後 他決定有了這個誓盟 這是作為家長
應該的努力 或者是教導他 念基本的咒語 剛剛開始
的﹃上師心咒﹄或者小的時候教他結手印 或者跟小孩
子講解佛教的佛理 這樣子讓他的緣分能夠繼續 這個
就很好了
他又問了 同時這算不算是一種執著？你就是引導
他 至於他將來怎麼樣子 你不要去勉強他 你只是引
導他 給他這種知識 佛法的知識 ︿真佛宗﹀的知
識 你去教導你自己本身的小孩子 至於他將來會怎麼
樣 怎樣發展？你就隨他去 這就不是執著 你硬拗
硬要把他拗回來 其實也大可不必 不用那麼執著 你
如果不信︿真佛宗﹀ 我就每天都揍你！在美國來講起
來 你小孩子你也不能打 也不能這樣子罵的 什麼也
不可以 這就是一種執著 你硬拗他一定要皈依︿真佛
宗﹀ 一定要走︿真佛宗﹀的路 這就是一種執著
像師尊本人 師尊的晚輩 像兒子 女兒 孫子
孫女 我每一個人發給他們一條唸珠 我就說：﹁你們
就唸 唸阿彌陀佛的心咒 唸瑤池金母的咒 或者你們
喜歡唸哪一尊的咒 你們就唸 ﹂我跟他們講：﹁你們
就唸那個咒 ﹂至於你們有沒有唸 我從來不管 我給
他們每個人一條好的念珠 他們唸不唸 我不會去管
就是這種 這就不是一種執著 將來小孩子說：﹁欸！
我覺得哪一個宗教好 基督教好 他去信基督教 我也
不要緊 No problem, go ahead. 不要緊 像小孩子他

最後的晚餐是在那裡

最後的祈禱也

︿約翰﹀ ︿使徒行傳﹀ 另外還有︿保羅﹀ 保羅是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在基督教裡面 保羅是很重要的人
物 他寫給哥林多 帖撒羅尼迦及以弗所所有的書信
後來變成︽新約︾的章節︿約翰三書﹀ ︿以弗所﹀
︿三摩尼﹀跟︿哥林多﹀
他寫的信札一共有十三卷吧 我記得是十三卷 全
部寫的都是耶穌的 他本來叫掃羅 那時候他是抓基督
教徒的 後來在半路上被耶穌的光照 感化 所以才改
名字叫保羅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 基督教整理變成有系
統一個宗教的一個比較偉大的人 是保羅 他也是使
徒 那時候使徒出來弘法 殉道的也相當多 保羅到最
後也是殉道 另外還有幾個殉道的 很多
基督教並不是不好 耶穌所講的是天國 到了天
所以是好的 也不是不好 祂有兩個很重要的主題 基
督教有兩個 一個是要當一個義人 就一般的那個好像
是說功德 你要當一個義人 最後一個是公義 基督教
也是很好的 並不是不好 很多宗教都是很好 所以信
仰的問題 在個人的緣分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在說話
當中會提到︽聖經︾的問題 會講一些︽聖經︾ 因為
我以前是查經班的老師 耶穌所講的很多道理跟佛教的
道理是一樣的 這並不是不好 所以不用去太執著
你要讓我當牧師也可以 我可以講一些︽聖經︾裡
面很多的道理給你們聽 耶穌主要祂是這樣子 祂弘法
三年就被
進到耶路撒冷
到客西馬尼園
︵Gethsēmani︶

是在那裡 祂到最後被釘十字架 祂是因為為眾生赦
罪 就是原罪啊 然後祂死後復活 四十天以後再升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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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個﹁盧﹂字 盧師尊 表示說是姓盧的師尊 是一
個名詞 師尊也是一個名詞 有時候我們去跟人家講
說：﹁我們師尊﹂他說：﹁欸 我們有個師尊 你們是
哪一個師尊？﹂人家會反問你 對不對 你到底是哪一
個師尊？因為我們皈依的也都是師尊 所以︿真佛宗﹀
的師尊多加一個﹁盧﹂字
那麼這裡 一出生就幫他皈依盧師尊 成長的過
程 每一個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不同 每一個小孩子
都不一樣 他將來可能信了基督教 也可能信了天主
教 也可能信了猶太教 也可能信了東正教 說不定他
也信了印度教 各個不同 每樣都不一樣 這樣子呢
算不算是破了三昧耶戒？應該是這樣子的 當初小孩子
或者是baby 他還沒有成長 還沒有成熟以前 你幫他
皈依 只是結緣 這個叫做結緣 結這個緣分 有這個
緣就是叫做結緣
但是這個緣等到將來成長的過程當中也會散掉 就
沒有這個緣了 緣就沒有了 這個是不算破三昧耶戒
除非你皈依了 你本身緣已經成熟了 你皈依了 後來
再改變 你自己思想已經成熟了 後來再改變了 這個
可以講是破三昧耶戒 才算是破三昧耶戒 因為你也已
經跟那個誓盟 也就是說你已經跟盧師尊誓盟 ﹁我要
依止你 直至成佛 ﹂但是你中途變卦了 這個才是破
三昧耶戒 也就是破了你自己當初所發心的誓盟 你發
的誓 結盟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未成熟的時候 那
只是結緣 緣沒有了 那不算破三昧耶戒 發了誓盟就
是破三昧耶戒 因為他不知道 是你幫他發的 是幫他
發心的 他本人不知道 所以就是有這個緣 但是也會
散掉的 那不算

想信什麼教 他接近了什麼教 他去信什麼教 都可以
沒有關係
師尊也是經過很多的教過來的 以前我信基督教
在高雄︿新興教會﹀ 我也是洗過 我也洗禮 牧師叫
蘇天明牧師 他跟我洗禮 那時候長老教會是用台語發
音 洗禮的時候 他給你灑水：﹁我用水給你洗禮 讓
你皈依天父 基督跟聖靈的名下 ﹂在基督教是一個大
家庭 等於是很大的家庭 所以我們每次跟基督教徒寫
信 都寫主內平安 主內 就是在基督的名之下 我們
平安
師尊也是基督教過來的 我曾經在石造 石造是基
督教的學校畢業的 還有萬國 也是基督教的學校畢業
的 我同時在主日學裡面當老師 我也是聖歌隊的隊
員 我也會唱聖歌 聖歌隊隊員 而且我是查經班的老
師 所以︽聖經︾一拿起來 首先是什麼？︽舊約聖
經︾的︿創世紀﹀ 最後是什麼？︽新約︾的︿啟示
錄﹀ 中間是什麼？中間是詩篇 打開︽聖經︾的中間
就是詩篇 ︿創世紀﹀ 然後再來就是︿亞伯拉罕﹀
︿伊薩﹀ ︿雅各﹀ 他們猶太的祖先 猶太人的祖先
亞伯拉罕 伊薩 雅各 這樣子一直傳下來的希伯來
人
︽舊約聖經︾大部分都是屬於猶太教 ︽新約︾是
耶穌降生以後 耶穌基督降生以後才變成︽新約︾ 施
洗的約翰 我也知道施洗的約翰 瑪麗亞的表姐就是施
洗的約翰的母親 所以施洗的約翰跟耶穌是親戚 你知
道耶穌第一次受洗的時候 是施洗的約翰給他施洗 了
解︽聖經︾所有的︿馬太﹀ ︿馬可﹀ ︿路加﹀

家長應該做什麼樣的努力 讓小孩一直皈依師尊
呢？這個是這樣子的 有時候讓他去讀︿真佛宗﹀的幼
稚園 讓他去讀︿真佛宗﹀的初中或者高中 或者是大
學 佛學院 這樣比較會讓緣分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讓他成熟了以後 他決定有了這個誓盟 這是作為家長
應該的努力 或者是教導他 念基本的咒語 剛剛開始
的﹃上師心咒﹄或者小的時候教他結手印 或者跟小孩
子講解佛教的佛理 這樣子讓他的緣分能夠繼續 這個
就很好了
他又問了 同時這算不算是一種執著？你就是引導
他 至於他將來怎麼樣子 你不要去勉強他 你只是引
導他 給他這種知識 佛法的知識 ︿真佛宗﹀的知
識 你去教導你自己本身的小孩子 至於他將來會怎麼
樣 怎樣發展？你就隨他去 這就不是執著 你硬拗
硬要把他拗回來 其實也大可不必 不用那麼執著 你
如果不信︿真佛宗﹀ 我就每天都揍你！在美國來講起
來 你小孩子你也不能打 也不能這樣子罵的 什麼也
不可以 這就是一種執著 你硬拗他一定要皈依︿真佛
宗﹀ 一定要走︿真佛宗﹀的路 這就是一種執著
像師尊本人 師尊的晚輩 像兒子 女兒 孫子
孫女 我每一個人發給他們一條唸珠 我就說：﹁你們
就唸 唸阿彌陀佛的心咒 唸瑤池金母的咒 或者你們
喜歡唸哪一尊的咒 你們就唸 ﹂我跟他們講：﹁你們
就唸那個咒 ﹂至於你們有沒有唸 我從來不管 我給
他們每個人一條好的念珠 他們唸不唸 我不會去管
就是這種 這就不是一種執著 將來小孩子說：﹁欸！
我覺得哪一個宗教好 基督教好 他去信基督教 我也
不要緊 No problem, go ahead. 不要緊 像小孩子他

最後的晚餐是在那裡

最後的祈禱也

︿約翰﹀ ︿使徒行傳﹀ 另外還有︿保羅﹀ 保羅是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在基督教裡面 保羅是很重要的人
物 他寫給哥林多 帖撒羅尼迦及以弗所所有的書信
後來變成︽新約︾的章節︿約翰三書﹀ ︿以弗所﹀
︿三摩尼﹀跟︿哥林多﹀
他寫的信札一共有十三卷吧 我記得是十三卷 全
部寫的都是耶穌的 他本來叫掃羅 那時候他是抓基督
教徒的 後來在半路上被耶穌的光照 感化 所以才改
名字叫保羅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 基督教整理變成有系
統一個宗教的一個比較偉大的人 是保羅 他也是使
徒 那時候使徒出來弘法 殉道的也相當多 保羅到最
後也是殉道 另外還有幾個殉道的 很多
基督教並不是不好 耶穌所講的是天國 到了天
所以是好的 也不是不好 祂有兩個很重要的主題 基
督教有兩個 一個是要當一個義人 就一般的那個好像
是說功德 你要當一個義人 最後一個是公義 基督教
也是很好的 並不是不好 很多宗教都是很好 所以信
仰的問題 在個人的緣分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在說話
當中會提到︽聖經︾的問題 會講一些︽聖經︾ 因為
我以前是查經班的老師 耶穌所講的很多道理跟佛教的
道理是一樣的 這並不是不好 所以不用去太執著
你要讓我當牧師也可以 我可以講一些︽聖經︾裡
面很多的道理給你們聽 耶穌主要祂是這樣子 祂弘法
三年就被
進到耶路撒冷
到客西馬尼園
︵Gethsēmani︶

是在那裡 祂到最後被釘十字架 祂是因為為眾生赦
罪 就是原罪啊 然後祂死後復活 四十天以後再升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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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這就是基督教耶穌基督降臨 施洗的約翰本來就
有很多弟子 但是到最後 他說：﹁後面來的那一位
才是真正的基督 ﹂就是救世主 後面來的那一位
指的就是耶穌 就是這樣子

Ｑ

問題二：荷蘭弟子問的 頂禮無上法王師尊蓮
生活佛 弟子代母親跪地頂禮感恩師尊大加
持 母親快九十歲 兩年前心臟突發病 多次入院
多次在死亡路上 徘徊進入中陰身 去到不知哪裡
很多人 在中陰路上 師尊出現跟她說 此地不是你
應來的 快點回去 說了三遍 當她醒來 她告訴弟
子的 去年八月再度復發 醫生用儀器從右手進入心
臟檢查 準備通波仔︵ballon angioplasty 球囊血管
成形術︶ 發現心臟自長新血管 一直以來都請師尊
加持 太不可思議和奇蹟
師尊 母親皈依三十多年 但目不識丁 只會持
﹃師尊心咒﹄和﹁地藏王菩薩聖號﹂ 請問師尊 若
持﹁金剛心菩薩聖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效
果？再請問師尊持名要灌頂的 是否每個名都要灌？
還是灌一次之後 那一尊菩薩的名號也可以持？感恩
師尊慈悲
回答二：母親快九十歲 兩年前她在進入中陰身
的時候 不知道去了哪裡 在中陰的路上 師尊出現
跟她講 此地不是你應該來的 快點回去 結果她醒
過來 去年八月再度復發 準備也就是讓血管能夠有
那個傘︵球囊擴張導管︶ 但是發覺心臟又長了新的
血管 他的母親有這兩項的奇蹟
他現在問的主要的問題 持﹃師尊心咒﹄和﹁地

小孩子哭是什麼原因呢？在七十年代是用衣架子打他
他才哭；在八十年代 是用雞毛撢子打他；九十年代是
用皮帶打他；在這個時代是沒收手機 ︵笑︶

我今天講︻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我們知
道 離開所有的相就是﹁寂滅﹂ 三法印最後一個印
就是﹁涅槃寂靜印﹂ 離開了相 就進入寂滅分第十
四 什麼是﹁離相﹂？就是離開了四相│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離開了這四個相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離開了 你就進入寂滅 這裡
所講的﹁寂滅﹂是什麼？有獎問答 這個比較漂亮 這
是什麼？嗯？我也看不出是什麼 這一塊好 這一塊很
漂亮 好像是琥珀 這個念珠 哈！哈一口氣
﹁寂滅﹂是什麼？大使 好 請坐 我告訴大家
喔 他剛剛的解釋 當然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大使所
講的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他講的是佛的境界 那麼寂滅
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也就是寂滅 這絕對是沒有
錯 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但是我所講的﹁寂滅﹂兩個
字 他剛剛也提到涅槃 我已經講過了 什麼叫做寂
滅？並不是一無所有 不是空
佛的境界是什麼？再更深一層 你跟我講：﹁佛的
境界就是寂滅 寂滅就是佛的境界啊 ﹂更深一層講

這是一個笑話
十分鐘以後

吃飽一點才有力氣工作！所以拼
吃飽根本就是超好睡的 ︵笑︶

藏王菩薩聖號﹂ 請問師尊若持﹁金剛心菩薩聖
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效果？你母親只持
﹃師尊心咒﹄跟﹁地藏王菩薩聖號﹂ 那已經很好
啦！她目不識丁 會持﹃師尊心咒﹄跟﹃地藏王菩薩
心咒﹄就已經很好了 這就可以了
然後他再問的問題是 若持﹁金剛心菩薩聖
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的效果？我告訴你
持聖號那叫做﹁持名﹂ 名字的名 持名 ﹃百字明
咒﹄也是﹁持明﹂ 但是 是明白的明 持咒是佛的
心 持佛的心 持名是持祂的號 佛的號 效果是不
是一樣？這個你要問佛菩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嗡 哈哈哈 微三摩耶 梭
哈 ﹂ 你說準提佛母﹁嗡 者禮主禮 準提 梭
哈 ﹂ 南摩大準提菩薩 這是持南摩大準提菩薩是
持大準提菩薩的號 ﹁嗡 者禮主禮 準提 梭
哈 ﹂是持祂的心 是不是效果一樣？請指示 效果
一樣嗎？祂講九十分一樣 總是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
九十分一樣 已經很不錯了啦 一個是持內在 一個
是持外在 但是九十分一樣 祂的回答
﹁再請問師尊 持名要灌頂的 是否每一尊要灌
頂？還是灌一次以後 每一尊名號都可以持？﹂這個
問題真的是 阿彌陀佛！﹁是否每一尊都要灌頂？每
一名都要灌頂？還是灌一次以後 每一尊都可以
持？﹂︵師佛請示中︶ 你要持名的話 每一尊都要
灌頂 不是你持了一尊以後 每一尊都可以持 不是
的
命吃

我以前講過了幾句話 簡單就講了幾句話﹁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已經沒有六道輪迴了 就叫做寂滅 你已
經沒有輪迴了 可以講 祂不用再輪迴了 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祂沒有出生的原因了 也沒有死的原因了
這個就是涅槃 就是佛的境界 寂滅是佛的境界 佛就
是寂滅 但是祂的內涵就是﹁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不再六道輪迴了 這樣就對 百分之百 那麼這條 你
說要不要給大使？要給大使就給大使
所以﹁寂滅﹂不是沒有喔！佛教所講的﹁離相﹂
就完全離開了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這個就
是離相 離了相以後怎樣呢？不再六道輪迴了啊！沒有
生的原因啊 也沒有死的因啊 就是涅槃 不再六道輪
迴了 魏思顏的媽媽 她說她不想輪迴 她的媽媽說不
想再輪迴了 沒錯 每個人都不想再輪迴 但是你到底
有沒有離開 有沒有離相？還有沒有身 口 意的業？
你如果有了身 口 意的業 你就一定要六道輪迴
釋迦牟尼佛祂是出生在印度 告訴你們 祂出生在
印度 祂對印度教是很了解的 印度教最主要的就是
﹁梵我合一﹂ 它利用冥想跟所有的天 天跟我合一
這是印度教最主要 叫﹁梵我合一﹂ 梵是什麼？像大
梵 天 大 梵 天 就 是 梵 大 梵 天 是 什 麼 ？ 是 Brahma
Brahma是 大 梵 天 Shiva是 大 自 在 天 Vishnu是 遍 淨
天 佛的說法是﹁天也是不存在的﹂ 佛教的說法 它
已經離開印度教
印度教本身來講 一個是我們常常講的 創造神是
大梵天 破壞神是Shiva是大自在天 Vishnu是保護
神 祂是遍淨天 你看那邊那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騎著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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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這就是基督教耶穌基督降臨 施洗的約翰本來就
有很多弟子 但是到最後 他說：﹁後面來的那一位
才是真正的基督 ﹂就是救世主 後面來的那一位
指的就是耶穌 就是這樣子

Ｑ

問題二：荷蘭弟子問的 頂禮無上法王師尊蓮
生活佛 弟子代母親跪地頂禮感恩師尊大加
持 母親快九十歲 兩年前心臟突發病 多次入院
多次在死亡路上 徘徊進入中陰身 去到不知哪裡
很多人 在中陰路上 師尊出現跟她說 此地不是你
應來的 快點回去 說了三遍 當她醒來 她告訴弟
子的 去年八月再度復發 醫生用儀器從右手進入心
臟檢查 準備通波仔︵ballon angioplasty 球囊血管
成形術︶ 發現心臟自長新血管 一直以來都請師尊
加持 太不可思議和奇蹟
師尊 母親皈依三十多年 但目不識丁 只會持
﹃師尊心咒﹄和﹁地藏王菩薩聖號﹂ 請問師尊 若
持﹁金剛心菩薩聖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效
果？再請問師尊持名要灌頂的 是否每個名都要灌？
還是灌一次之後 那一尊菩薩的名號也可以持？感恩
師尊慈悲
回答二：母親快九十歲 兩年前她在進入中陰身
的時候 不知道去了哪裡 在中陰的路上 師尊出現
跟她講 此地不是你應該來的 快點回去 結果她醒
過來 去年八月再度復發 準備也就是讓血管能夠有
那個傘︵球囊擴張導管︶ 但是發覺心臟又長了新的
血管 他的母親有這兩項的奇蹟
他現在問的主要的問題 持﹃師尊心咒﹄和﹁地

小孩子哭是什麼原因呢？在七十年代是用衣架子打他
他才哭；在八十年代 是用雞毛撢子打他；九十年代是
用皮帶打他；在這個時代是沒收手機 ︵笑︶

我今天講︻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我們知
道 離開所有的相就是﹁寂滅﹂ 三法印最後一個印
就是﹁涅槃寂靜印﹂ 離開了相 就進入寂滅分第十
四 什麼是﹁離相﹂？就是離開了四相│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離開了這四個相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離開了 你就進入寂滅 這裡
所講的﹁寂滅﹂是什麼？有獎問答 這個比較漂亮 這
是什麼？嗯？我也看不出是什麼 這一塊好 這一塊很
漂亮 好像是琥珀 這個念珠 哈！哈一口氣
﹁寂滅﹂是什麼？大使 好 請坐 我告訴大家
喔 他剛剛的解釋 當然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大使所
講的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他講的是佛的境界 那麼寂滅
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也就是寂滅 這絕對是沒有
錯 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但是我所講的﹁寂滅﹂兩個
字 他剛剛也提到涅槃 我已經講過了 什麼叫做寂
滅？並不是一無所有 不是空
佛的境界是什麼？再更深一層 你跟我講：﹁佛的
境界就是寂滅 寂滅就是佛的境界啊 ﹂更深一層講

這是一個笑話
十分鐘以後

吃飽一點才有力氣工作！所以拼
吃飽根本就是超好睡的 ︵笑︶

藏王菩薩聖號﹂ 請問師尊若持﹁金剛心菩薩聖
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效果？你母親只持
﹃師尊心咒﹄跟﹁地藏王菩薩聖號﹂ 那已經很好
啦！她目不識丁 會持﹃師尊心咒﹄跟﹃地藏王菩薩
心咒﹄就已經很好了 這就可以了
然後他再問的問題是 若持﹁金剛心菩薩聖
號﹂ 是否跟﹃百字明咒﹄一樣的效果？我告訴你
持聖號那叫做﹁持名﹂ 名字的名 持名 ﹃百字明
咒﹄也是﹁持明﹂ 但是 是明白的明 持咒是佛的
心 持佛的心 持名是持祂的號 佛的號 效果是不
是一樣？這個你要問佛菩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嗡 哈哈哈 微三摩耶 梭
哈 ﹂ 你說準提佛母﹁嗡 者禮主禮 準提 梭
哈 ﹂ 南摩大準提菩薩 這是持南摩大準提菩薩是
持大準提菩薩的號 ﹁嗡 者禮主禮 準提 梭
哈 ﹂是持祂的心 是不是效果一樣？請指示 效果
一樣嗎？祂講九十分一樣 總是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
九十分一樣 已經很不錯了啦 一個是持內在 一個
是持外在 但是九十分一樣 祂的回答
﹁再請問師尊 持名要灌頂的 是否每一尊要灌
頂？還是灌一次以後 每一尊名號都可以持？﹂這個
問題真的是 阿彌陀佛！﹁是否每一尊都要灌頂？每
一名都要灌頂？還是灌一次以後 每一尊都可以
持？﹂︵師佛請示中︶ 你要持名的話 每一尊都要
灌頂 不是你持了一尊以後 每一尊都可以持 不是
的
命吃

我以前講過了幾句話 簡單就講了幾句話﹁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已經沒有六道輪迴了 就叫做寂滅 你已
經沒有輪迴了 可以講 祂不用再輪迴了 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祂沒有出生的原因了 也沒有死的原因了
這個就是涅槃 就是佛的境界 寂滅是佛的境界 佛就
是寂滅 但是祂的內涵就是﹁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不再六道輪迴了 這樣就對 百分之百 那麼這條 你
說要不要給大使？要給大使就給大使
所以﹁寂滅﹂不是沒有喔！佛教所講的﹁離相﹂
就完全離開了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這個就
是離相 離了相以後怎樣呢？不再六道輪迴了啊！沒有
生的原因啊 也沒有死的因啊 就是涅槃 不再六道輪
迴了 魏思顏的媽媽 她說她不想輪迴 她的媽媽說不
想再輪迴了 沒錯 每個人都不想再輪迴 但是你到底
有沒有離開 有沒有離相？還有沒有身 口 意的業？
你如果有了身 口 意的業 你就一定要六道輪迴
釋迦牟尼佛祂是出生在印度 告訴你們 祂出生在
印度 祂對印度教是很了解的 印度教最主要的就是
﹁梵我合一﹂ 它利用冥想跟所有的天 天跟我合一
這是印度教最主要 叫﹁梵我合一﹂ 梵是什麼？像大
梵 天 大 梵 天 就 是 梵 大 梵 天 是 什 麼 ？ 是 Brahma
Brahma是 大 梵 天 Shiva是 大 自 在 天 Vishnu是 遍 淨
天 佛的說法是﹁天也是不存在的﹂ 佛教的說法 它
已經離開印度教
印度教本身來講 一個是我們常常講的 創造神是
大梵天 破壞神是Shiva是大自在天 Vishnu是保護
神 祂是遍淨天 你看那邊那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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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uda的是Vishnu 有白鵝的是大梵天 另外那個就是
大自在天Shiva Shiva Brahma Vishnu 最大尊的是
Vishnu 那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佛教是從印度教裡面出
來 因為釋迦牟尼佛祂生在印度
印度教是講﹁梵我合一﹂ 也不是不好 你知道大
梵天的壽命有多長嗎？祂經過了 有人講說是一百劫
一劫就是一億年 一百劫就是一百億年 一百劫就是一
百億年以後 一百億年以後怎麼樣呢？大梵天還是要六
道輪迴 那壽命夠長了吧？一百億年哎！Shiva是在欲
界天的最高天 大自在天 祂壽命當然也很長；
Vishnu更長啊 祂在色究竟天 遍淨天就是色究竟天
就是所謂的色界天的最高天 再上去就是無色界天了
遍淨天就是色究竟天 最高了 非常高的天 壽命更長
的
佛教的涅槃｜寂滅 雖然祂們的天位都很高 像
Brahma Shiva Vishnu祂們都是非常高的天神 但是
畢竟還是要六道輪迴 所以今天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
﹁離相寂滅分﹂ 就已經離開六道輪迴了 想要不輪
迴 難不難？很難啊！最多就升到天上 你行善事
身 口 意清淨 行善 你還是到天界啊！所以要想
﹁離相﹂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還是可能 不可
能的事情還是可能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這裡就講到了：﹁爾時 須菩
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我就講這一段就
可以了 夠了 為什麼須菩提聽到釋迦牟尼佛講這個經
的時候 祂完全能夠了解到它其中的意義跟它的旨趣？
為什麼祂馬上痛哭流涕？為什麼痛哭流涕？兩個理由
講出來 有獎 我今天是賣啊sale today 哇！好漂亮

是 悲的是 眾生不明白 永遠在六道裡面輪迴啊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
我只是講這一段喔 所以﹁涕淚悲泣﹂是兩個原因 第
一個 千古謎團一朝得解 祂歡喜 大喜；第二個 大
悲 就是說 未來的眾生能不能脫離六道輪迴？人最迷
的三個 財 色 名 都在六道輪迴裡面 因為財
色 名 就是貪 瞋 痴啊！好 現在給你們評斷 這
一串要不要給大使？ 你們心地都很好耶︵笑︶好吧！
阿彌陀佛
有一個年輕人走進麵店裡面 點了兩碗麵 一碗自
己吃了 另一碗放在對面 還放了一雙筷子 年輕人邊
吃就邊對著空無一人的對面有說有笑 老闆在旁邊看得
頭皮直發麻 這個時候 年輕人對對面的人講：﹁親愛
的 我出去抽個菸就回來 ﹂老闆就看著那個年輕人走
出去 一直到晚上深夜那個年輕人都沒有回來 這時候
老闆突然間醒悟：﹁哎呀！吃霸王餐吃得還真有創
意！﹂︵笑︶
新來了一個美女的女同事 長得水靈靈的 這個時
候所有的男同事都沸騰了 今天我鼓起勇氣向美女表
白：﹁美女 我喜歡妳 跟我交朋友如何？﹂美女同事
講：﹁追我的人很多 有長相帥的 有錢的 還有很孝
順的 你有什麼呢？﹂男同事答：﹁我有一個島 ﹂美
女同事：﹁真的假的！什麼島啊？﹂我說：﹁窮苦潦
倒 ﹂︵笑︶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嗡嘛呢唄咪吽

喔！哇！裡面還有咒語 還有符哎！哇！愛染明王哎！
愛染明王相 愛染明王的符 兩個理由 你講得出來
為什麼須菩提要哭？經上沒有寫 祂為什麼哭呢？
啊？喔 感動到哭啊？我感動我也會哭啊︵笑︶ 每個
人心動也會哭啊 大使你又要啊？好 你講
好啦！兩個理由 第一個 釋迦牟尼佛把千古以來
的謎團 把它解開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 六道
輪迴的道理 千古謎團把它解開 祂已經解開了 已經
把輪迴給它破除掉了 這種道理當然是讓須菩提非常地
感動 剛剛講的那個感動 祂很感動 所以祂就哭了
這個是叫大喜的哭 一個是大悲的哭 什麼叫大悲的哭
呢？祂是哭啊：﹁眾生不明白這個道理 還在六道輪迴
當中 為名為利 財 色 名 食 睡 這樣子一直造
業 在輪迴當中不停地這樣子 永遠沒有辦法得證那個
道 沒有辦法證到佛的地位 沒有辦法證到不輪迴的地
位 ﹂祂是為眾生而悲
所以這個兩個理由 一個是大喜 祂終於知道了
千古謎團就已經解開了 這是大喜的哭；還有一個大悲
的哭 祂認為眾生不明白或者是做不到 還在六道輪
迴 尤其是財 財是很迷人的 這個財 財很迷人 但
財啊 你想想看 都是礦物啊！黃金 鑽石 七珍八寶
都是礦物！財 錢是什麼？是紙啊！是paper 是紙
啊！你迷那些紙跟迷那些礦物有什麼用？還有色 你迷
那些色有什麼用？那是一時啊！一個時間而已啊！你美
麗的時候當然還有色啊 你不美麗的時候呢？
年輕人跟老年人爭辯：﹁你有像我這樣子年輕漂亮
嗎？﹂老太婆講說：﹁有啊！我也年輕過啊 我像你那
麼漂亮也有啊！但是你老過嗎？﹂︵笑︶你老過嗎？還

須菩提哭的原因兩樣 第一樣 千古謎題解開 已
經解開了 脫離六道輪迴了 謎題給祢解開了；祂哭的

是老太婆贏 年輕我們大家都有過啊 對不對？陳傳芳
的笑話 年輕人跟老太婆在那邊辯：﹁你看我這麼漂
亮 我多麼青春 你有嗎？﹂老太婆：﹁有啊！我年輕
的時候也像你一樣啊 但是你老過嗎？﹂年輕人就輸
了 很簡單一句話 色 一時 只是你年輕漂亮的時候
可以有 你年老氣衰了 還色什麼色？一把老骨頭 阿
公店茶室 那是花錢啊！對不對？花錢去買啊
大家想想看 財 色 名也是空啊！這三個最迷人
啊 財 色 名 你以為當總統好嗎？那一任總統不是
被推 咚！ 四年後你就咚！下來了 不然你連任好
了 八年後還不是咚！你就下來了 有永遠的總統嗎？
不然就被推翻了 你看那個朝代 每一個皇帝都想當永
遠的皇帝 秦始皇想當永遠的皇帝 漢武帝想當永遠的
皇帝 到海外去找仙丹來吃 看看能不能永遠 哪一個
能夠永遠啊？沒有的！名也沒有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四國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哪一個時代的皇帝留下來？
當皇帝 很好啊！師尊也當過 師尊穿黃袍 你
看 黃袍加身哎！坐在法座上 最高的位置！你看後宮
佳麗三千哎！︵笑︶都是佛菩薩 這不得 我們這些佛
菩薩不得了的 哪一個是永遠？沒有的 只有佛講的｜
寂滅 脫離輪迴才是永遠 Brahma Shiva Vishnu
摩訶室利耶 沙拉沙底 都不是永遠的 印度教所有大
神都在那裡 卡利 沙拉沙底 摩訶室利耶 猴神都在
那裡 印度教的大神 吉祥天也在那裡 吉祥天 妙音
天 卡利 三大神 祂們都還是要輪迴 按佛講的 離
開了梵天 所以這個叫﹁離相寂減分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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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uda的是Vishnu 有白鵝的是大梵天 另外那個就是
大自在天Shiva Shiva Brahma Vishnu 最大尊的是
Vishnu 那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佛教是從印度教裡面出
來 因為釋迦牟尼佛祂生在印度
印度教是講﹁梵我合一﹂ 也不是不好 你知道大
梵天的壽命有多長嗎？祂經過了 有人講說是一百劫
一劫就是一億年 一百劫就是一百億年 一百劫就是一
百億年以後 一百億年以後怎麼樣呢？大梵天還是要六
道輪迴 那壽命夠長了吧？一百億年哎！Shiva是在欲
界天的最高天 大自在天 祂壽命當然也很長；
Vishnu更長啊 祂在色究竟天 遍淨天就是色究竟天
就是所謂的色界天的最高天 再上去就是無色界天了
遍淨天就是色究竟天 最高了 非常高的天 壽命更長
的
佛教的涅槃｜寂滅 雖然祂們的天位都很高 像
Brahma Shiva Vishnu祂們都是非常高的天神 但是
畢竟還是要六道輪迴 所以今天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
﹁離相寂滅分﹂ 就已經離開六道輪迴了 想要不輪
迴 難不難？很難啊！最多就升到天上 你行善事
身 口 意清淨 行善 你還是到天界啊！所以要想
﹁離相﹂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還是可能 不可
能的事情還是可能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這裡就講到了：﹁爾時 須菩
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我就講這一段就
可以了 夠了 為什麼須菩提聽到釋迦牟尼佛講這個經
的時候 祂完全能夠了解到它其中的意義跟它的旨趣？
為什麼祂馬上痛哭流涕？為什麼痛哭流涕？兩個理由
講出來 有獎 我今天是賣啊sale today 哇！好漂亮

是 悲的是 眾生不明白 永遠在六道裡面輪迴啊
﹁爾時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
我只是講這一段喔 所以﹁涕淚悲泣﹂是兩個原因 第
一個 千古謎團一朝得解 祂歡喜 大喜；第二個 大
悲 就是說 未來的眾生能不能脫離六道輪迴？人最迷
的三個 財 色 名 都在六道輪迴裡面 因為財
色 名 就是貪 瞋 痴啊！好 現在給你們評斷 這
一串要不要給大使？ 你們心地都很好耶︵笑︶好吧！
阿彌陀佛
有一個年輕人走進麵店裡面 點了兩碗麵 一碗自
己吃了 另一碗放在對面 還放了一雙筷子 年輕人邊
吃就邊對著空無一人的對面有說有笑 老闆在旁邊看得
頭皮直發麻 這個時候 年輕人對對面的人講：﹁親愛
的 我出去抽個菸就回來 ﹂老闆就看著那個年輕人走
出去 一直到晚上深夜那個年輕人都沒有回來 這時候
老闆突然間醒悟：﹁哎呀！吃霸王餐吃得還真有創
意！﹂︵笑︶
新來了一個美女的女同事 長得水靈靈的 這個時
候所有的男同事都沸騰了 今天我鼓起勇氣向美女表
白：﹁美女 我喜歡妳 跟我交朋友如何？﹂美女同事
講：﹁追我的人很多 有長相帥的 有錢的 還有很孝
順的 你有什麼呢？﹂男同事答：﹁我有一個島 ﹂美
女同事：﹁真的假的！什麼島啊？﹂我說：﹁窮苦潦
倒 ﹂︵笑︶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嗡嘛呢唄咪吽

喔！哇！裡面還有咒語 還有符哎！哇！愛染明王哎！
愛染明王相 愛染明王的符 兩個理由 你講得出來
為什麼須菩提要哭？經上沒有寫 祂為什麼哭呢？
啊？喔 感動到哭啊？我感動我也會哭啊︵笑︶ 每個
人心動也會哭啊 大使你又要啊？好 你講
好啦！兩個理由 第一個 釋迦牟尼佛把千古以來
的謎團 把它解開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 六道
輪迴的道理 千古謎團把它解開 祂已經解開了 已經
把輪迴給它破除掉了 這種道理當然是讓須菩提非常地
感動 剛剛講的那個感動 祂很感動 所以祂就哭了
這個是叫大喜的哭 一個是大悲的哭 什麼叫大悲的哭
呢？祂是哭啊：﹁眾生不明白這個道理 還在六道輪迴
當中 為名為利 財 色 名 食 睡 這樣子一直造
業 在輪迴當中不停地這樣子 永遠沒有辦法得證那個
道 沒有辦法證到佛的地位 沒有辦法證到不輪迴的地
位 ﹂祂是為眾生而悲
所以這個兩個理由 一個是大喜 祂終於知道了
千古謎團就已經解開了 這是大喜的哭；還有一個大悲
的哭 祂認為眾生不明白或者是做不到 還在六道輪
迴 尤其是財 財是很迷人的 這個財 財很迷人 但
財啊 你想想看 都是礦物啊！黃金 鑽石 七珍八寶
都是礦物！財 錢是什麼？是紙啊！是paper 是紙
啊！你迷那些紙跟迷那些礦物有什麼用？還有色 你迷
那些色有什麼用？那是一時啊！一個時間而已啊！你美
麗的時候當然還有色啊 你不美麗的時候呢？
年輕人跟老年人爭辯：﹁你有像我這樣子年輕漂亮
嗎？﹂老太婆講說：﹁有啊！我也年輕過啊 我像你那
麼漂亮也有啊！但是你老過嗎？﹂︵笑︶你老過嗎？還

須菩提哭的原因兩樣 第一樣 千古謎題解開 已
經解開了 脫離六道輪迴了 謎題給祢解開了；祂哭的

是老太婆贏 年輕我們大家都有過啊 對不對？陳傳芳
的笑話 年輕人跟老太婆在那邊辯：﹁你看我這麼漂
亮 我多麼青春 你有嗎？﹂老太婆：﹁有啊！我年輕
的時候也像你一樣啊 但是你老過嗎？﹂年輕人就輸
了 很簡單一句話 色 一時 只是你年輕漂亮的時候
可以有 你年老氣衰了 還色什麼色？一把老骨頭 阿
公店茶室 那是花錢啊！對不對？花錢去買啊
大家想想看 財 色 名也是空啊！這三個最迷人
啊 財 色 名 你以為當總統好嗎？那一任總統不是
被推 咚！ 四年後你就咚！下來了 不然你連任好
了 八年後還不是咚！你就下來了 有永遠的總統嗎？
不然就被推翻了 你看那個朝代 每一個皇帝都想當永
遠的皇帝 秦始皇想當永遠的皇帝 漢武帝想當永遠的
皇帝 到海外去找仙丹來吃 看看能不能永遠 哪一個
能夠永遠啊？沒有的！名也沒有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四國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哪一個時代的皇帝留下來？
當皇帝 很好啊！師尊也當過 師尊穿黃袍 你
看 黃袍加身哎！坐在法座上 最高的位置！你看後宮
佳麗三千哎！︵笑︶都是佛菩薩 這不得 我們這些佛
菩薩不得了的 哪一個是永遠？沒有的 只有佛講的｜
寂滅 脫離輪迴才是永遠 Brahma Shiva Vishnu
摩訶室利耶 沙拉沙底 都不是永遠的 印度教所有大
神都在那裡 卡利 沙拉沙底 摩訶室利耶 猴神都在
那裡 印度教的大神 吉祥天也在那裡 吉祥天 妙音
天 卡利 三大神 祂們都還是要輪迴 按佛講的 離
開了梵天 所以這個叫﹁離相寂減分第十四﹂

雜誌

31
32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05 Dec.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希㈲！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
若復㈲㆟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即生實相。
當知是㆟成就第㆒希㈲功德。

般 若無盡大明燈
不 昧真空法相！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南方翠
微世界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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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點是﹁時
輪金剛護摩法會﹂ 時輪金剛是西藏密宗裡面四教共同尊
崇 ﹁紅 黃 白 花﹂共同尊崇時輪金剛 ﹁時輪法﹂
是香巴拉國本身裡面共同在修行的一個很大的法 也是藏
密裡面最尊崇的﹁時輪金剛法會﹂ ﹁時輪金剛法會﹂也
只有幾個最大的活佛才在做﹁時輪金剛法會﹂ 像達賴
班禪他們做過﹁時輪金剛法會﹂ 我知道卡盧仁波切 貢
唐倉也做過﹁時輪金剛法會﹂ 其他的﹁時輪金剛法
會﹂ 一般來講在中土漢人之中 我還不知道有誰做﹁時
輪金剛法會﹂？所以這尊是甚為稀有 非常稀有的
可以講祂也是藏密的五大金剛法之一 ﹁五大金剛
法﹂可以講時輪金剛 大威德金剛 喜金剛 勝樂金剛
密集金剛 有時候藏密也這樣子算 喜金剛 勝樂金剛
密集金剛 大威德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 也有這樣子講
的 ﹁五大金剛法﹂就是這五大 ﹁時輪金剛法﹂四教共
同尊崇 你碰到﹁時輪金剛法﹂很少有 要跟時輪金剛結
緣 它的意義在哪裡？時間的巨輪 時間是一個輪︵巨

輪︶ 它走過了摧毀了一切 有點像︻金剛經︼裡面所說
的 時間的巨輪能夠摧毀一切 沒有一件東西能夠在時輪
金剛的時輪裡面不被摧毀的 所以時輪金剛 其實﹁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這十個字就代表時輪 祂
的咒語 它的意義是在這裡的 講起來就等於跟︻金剛
經︼是差不多的涵義在裡面 這一尊是釋迦牟尼佛在靈山
的時候 佛陀顯化為時輪金剛到南方吉祥米聚塔 把﹁時
輪金剛法﹂傳給月賢國王 月賢國王帶進香巴拉國 所以
非常重要的一尊
有人問我：﹁為什麼師尊不再叫所有的︿真佛宗﹀
的弟子要主祈這一尊或者主祈每一尊？﹂因為是疫情時
期 各行各業都在萎縮 你們能主祈的就盡量主祈 不能
主祈的做功德主也可以 有能力主祈的就盡量主祈 沒有
能力主祈就做功德主 這是講下個禮拜的護摩時輪金剛
現在來講 密教上師能夠做﹁時輪金剛法﹂的 在藏地全
部都是大活佛 在中土就只有一個盧師尊 不過別人有沒
有做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做時輪金剛的傳法
今天做地藏王菩薩的法 祂持著錫杖震開地獄之
門 以光明珠遍照六道眾生所有的業障消除 以諦聽知天
下大小事 以地藏菩薩的五佛接引所有的眾生去成就然後
到淨土 地藏王菩薩是接續釋迦牟尼佛的傳承 在︻地藏
菩薩本願經︼｜︿囑累人天品﹀ 就是把天人六道眾生全
部付囑給地藏菩薩 祂的密號是悲願金剛 與願金剛 祂
有很多的身 在︻地藏十輪經︼中祂顯現很多的身 包括
從佛身到閻羅王身都是祂的顯現 跟觀世音菩薩一樣千處
祈求千處現 所以地藏王菩薩也是盧師尊的一個本尊 當
初的時候有三尊出現在我眼前 第一尊是瑤池金母 第二
尊是阿彌陀佛 第三尊就是地藏王菩薩 最後就是看到天
帝 就是所謂的帝釋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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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希㈲！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
若復㈲㆟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即生實相。
當知是㆟成就第㆒希㈲功德。

般 若無盡大明燈
不 昧真空法相！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南方翠
微世界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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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點是﹁時
輪金剛護摩法會﹂ 時輪金剛是西藏密宗裡面四教共同尊
崇 ﹁紅 黃 白 花﹂共同尊崇時輪金剛 ﹁時輪法﹂
是香巴拉國本身裡面共同在修行的一個很大的法 也是藏
密裡面最尊崇的﹁時輪金剛法會﹂ ﹁時輪金剛法會﹂也
只有幾個最大的活佛才在做﹁時輪金剛法會﹂ 像達賴
班禪他們做過﹁時輪金剛法會﹂ 我知道卡盧仁波切 貢
唐倉也做過﹁時輪金剛法會﹂ 其他的﹁時輪金剛法
會﹂ 一般來講在中土漢人之中 我還不知道有誰做﹁時
輪金剛法會﹂？所以這尊是甚為稀有 非常稀有的
可以講祂也是藏密的五大金剛法之一 ﹁五大金剛
法﹂可以講時輪金剛 大威德金剛 喜金剛 勝樂金剛
密集金剛 有時候藏密也這樣子算 喜金剛 勝樂金剛
密集金剛 大威德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 也有這樣子講
的 ﹁五大金剛法﹂就是這五大 ﹁時輪金剛法﹂四教共
同尊崇 你碰到﹁時輪金剛法﹂很少有 要跟時輪金剛結
緣 它的意義在哪裡？時間的巨輪 時間是一個輪︵巨

輪︶ 它走過了摧毀了一切 有點像︻金剛經︼裡面所說
的 時間的巨輪能夠摧毀一切 沒有一件東西能夠在時輪
金剛的時輪裡面不被摧毀的 所以時輪金剛 其實﹁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哈 ﹂這十個字就代表時輪 祂
的咒語 它的意義是在這裡的 講起來就等於跟︻金剛
經︼是差不多的涵義在裡面 這一尊是釋迦牟尼佛在靈山
的時候 佛陀顯化為時輪金剛到南方吉祥米聚塔 把﹁時
輪金剛法﹂傳給月賢國王 月賢國王帶進香巴拉國 所以
非常重要的一尊
有人問我：﹁為什麼師尊不再叫所有的︿真佛宗﹀
的弟子要主祈這一尊或者主祈每一尊？﹂因為是疫情時
期 各行各業都在萎縮 你們能主祈的就盡量主祈 不能
主祈的做功德主也可以 有能力主祈的就盡量主祈 沒有
能力主祈就做功德主 這是講下個禮拜的護摩時輪金剛
現在來講 密教上師能夠做﹁時輪金剛法﹂的 在藏地全
部都是大活佛 在中土就只有一個盧師尊 不過別人有沒
有做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做時輪金剛的傳法
今天做地藏王菩薩的法 祂持著錫杖震開地獄之
門 以光明珠遍照六道眾生所有的業障消除 以諦聽知天
下大小事 以地藏菩薩的五佛接引所有的眾生去成就然後
到淨土 地藏王菩薩是接續釋迦牟尼佛的傳承 在︻地藏
菩薩本願經︼｜︿囑累人天品﹀ 就是把天人六道眾生全
部付囑給地藏菩薩 祂的密號是悲願金剛 與願金剛 祂
有很多的身 在︻地藏十輪經︼中祂顯現很多的身 包括
從佛身到閻羅王身都是祂的顯現 跟觀世音菩薩一樣千處
祈求千處現 所以地藏王菩薩也是盧師尊的一個本尊 當
初的時候有三尊出現在我眼前 第一尊是瑤池金母 第二
尊是阿彌陀佛 第三尊就是地藏王菩薩 最後就是看到天
帝 就是所謂的帝釋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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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的誓願一樣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粉身碎骨度
眾生 這個就是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慈 悲 喜 捨﹂是觀世音菩薩的願 也是密教
所有弟子的願 喜 給他人快樂 不一定給自己快樂 自
己不求快樂 給他人快樂 拔除他人的痛苦 除掉他人的
痛苦 自己的痛苦不一定要除 那麼喜呢 就是有恆心地
這樣子無為而為地做 捨呢 是平等 不捨一個眾生 平
等不捨一個眾生 犧牲自己 這是地藏菩薩偉大的地方
講一個笑話 小明駕照一連考三次都沒有通過 第
一次路考撞了路邊的人家的腳踏車 第二次路考撞了路邊
人家的摩托車 第三次路考撞到路邊的人家的汽車 教練
看到小明垂頭喪氣 就安慰小明：﹁你開車的技術確實沒
有進步 不過你的眼光卻進步 因為撞到的東西一次比一
次值錢 ﹂這個也算是安慰
媽媽拿一件新衣服問小明：﹁媽咪穿這好看嗎？﹂
小明講：﹁這一件衣服好看 但是妳的肉太多 腿太粗
腰太胖 穿上了就不好看 ﹂媽媽講：﹁從今天開始全家
都吃素 ﹂阿嬤帶著孫女到中醫診所 中醫師對漂亮的孫
女講：﹁要解開衣服 ﹂阿嬤說：﹁不是啦 醫生 我才
是病人 ﹂醫生講說：﹁是嗎？那麼只要伸出舌頭就可以
了 ﹂

QA＆
答

他想到：﹁利益骨灰塔的眾生又該怎麼撒﹃光明真

加持這個符給她以後 昨天晚上還故意試那個符的
威力 要睡覺前多喝兩碗水 還吃了一碗綠豆湯 綠豆湯
是做什麼的？利尿的 冷的東西欸 多喝兩碗水還吃了一
碗綠豆湯 然後才去睡覺 平時沒有這樣子的 她一看我
加持符 她就是要考驗這個符的力量 等於是要考驗我
結果呢？她一躺下到天亮 連起來都沒起來 恢復正常
她每一天晚上都要醒過來要上廁所的 而且上廁所有時候
還來不及 其實她那一段路很小的 她一起床 旁邊一進
去就是她的浴室廁所 她旁邊就是 我還很遠 我睡的地
方要起來 還要走經過我的那個沙發椅 走一段路轉彎才
進到我自己用的廁所 再走回來差不多都醒了
所以加持的力量很有用的 你有氣的加持在裡面
你唸完﹃光明真言﹄ 然後再加持 撒那個沙在墳頭 這
是幫助幽冥眾生用的 撒那個沙是幫助幽冥眾生 一般來
講 或者是用米 也可以做清淨 用鹽跟米都是作清淨
用 你唸﹃光明真言﹄一樣有光明 你撒沙在墳頭是幫
助 加持就是用氣加持 不然你就請本尊 觀想祂的光明
︵本尊的光明︶跟你咒的光明合一去加持 加持土 加持
米都可以的 這是清淨沙土 鹽 米跟沙 一般在曠野就
用在墳頭幫助幽冥眾生 是可以的
放入湖中 當然就是加持湖裡面的生物 還有湖裡
面的幽冥眾 湖水裡面也一樣有幽冥眾 ﹁把﹃光明真
言﹄寫在黃紙上然後放入湖中 是因為湖水裡 才使用書
寫過的﹃光明真言咒字黃紙﹄ ﹂沒錯！﹁若是在陸地墳
墓則加持沙土撒在墳頭即可﹂ 是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湖水中的咒字黃紙放入湖中是可以的 這個都是有幫助
的

我們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至尊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活佛 師佛文集中提及﹃光明真言﹄可

Ｑ

問

以超度及利益無形眾生
﹃光明真言﹄：﹁嗡 阿摩嘎 懷魯佳拿 嘛哈
母德喇 嘛尼 叭德嘛 及乏拉 缽拉乏爾打牙 吽 ﹂
１ 弟子想請問如何觀修及唸﹃光明真言﹄來加持
清淨的沙土？
２ 師尊在︽咒的魔力︾寫道：書寫﹃光明真言﹄
在黃紙上然後放入湖中 是否因在湖水裡才使用書寫過的
﹁光明真言咒字﹂黃紙？若是在陸地墳墓則加持沙土撒在
墳頭即可？
３ 若是想利益骨灰塔裡的眾生 又該怎麼撒﹃光
明真言﹄的咒沙呢？謝謝 感恩師佛
回答一：他用﹃光明真言﹄來做超度跟利益無形的
眾生 ﹃光明真言﹄有這樣子的功用 ﹁如何觀修及唸
﹃光明真言﹄來加持清淨沙土？﹂你唸﹃光明真言﹄就可
以了 唸﹃光明真言﹄加持清淨沙土 加持方面 你如果
有氣的力量 用你的氣來加持 你如果有本尊就用你的本
尊來加持 那你唸完﹃光明真言﹄以後 請你的本尊來加
持光明就可以了
一般來講 我在加持符是這樣子的 這個符拿
來
有一件事實 我跟大家講 昨天晚上師母拿了三道
符回到﹁南山雅舍﹂ 我一直跟她講：﹁妳一定要吃這個
符 ﹂因為她有時候半夜睡覺會醒過來 醒過來要上廁
所 年紀稍微大一點 當然膀胱就無力 有很多年紀大的
人都穿尿片 跟baby一樣 老了就跟小孩子一樣 就是要
穿尿片 然後我就拿了三道符：﹁妳一定要請這三道
符 ﹂師母就拿了三道符 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加持那個
符 怎麼加持呢？就這樣子 對著那個符 我就加持了
︵師尊示範︶你們有聽到聲音嗎？︵眾答：有 ︶這個力
量很大

言﹄的咒沙呢？﹂你可以撒在塔的外面 撒在塔的外面就
可以了 以這個﹃光明真言﹄清淨的沙撒在塔的外面 裡
面的幽靈都得到受益 撒這個咒沙 你如果想要用咒沙來
撒靈骨塔 你在靈骨塔的外面向著靈骨塔撒沙 也是可以
的 撒米也是可以的 撒鹽也是可以的 這是西藏密宗裡
面跟日本東密裡面他們用的方法 都是可以的
昨天晚上剛好我加持了這個符 共用了三張 現在
才用了第一張 師母有很多靈驗 她有一陣子時間睡眠很
短 大概只有三個小時 只要加持睡眠符給她 她就變成
double睡了六個小時 所以符對她來講很有用 對師母來
講是很有用的

Ｑ

問題二：臺灣的弟子問的 頂禮師佛 師尊好！
祢在文集第五十一冊 有篇︿愛染明王金剛敬愛
法﹀裡面提到：﹁世間的男子 若其心中欲得女子時 可
寫一﹃雌﹄字放在明王的手中；如果女子心中欲得男子
則可寫一﹃雄﹄字交此明王手中 則可以如意 ﹂ 這個
祈求方法甚為簡易 道場也有愛染明王金身 但不知除了
﹁雌 雄﹂兩字之外 要不要寫自己名字？
要放在明王的左手？右手？還是哪隻手？有何注意
事項？可否請師佛慈悲詳細講解此法 以利益年輕未婚的
師兄 師姐 感謝師尊
回答：嗯 他心地很好 這個﹁敬愛法﹂ 欲得女
子 寫一﹁雌﹂字；欲得男子 寫一﹁雄﹂字 要不要寫
名字呢？我們看一下原文 喔 這裡沒有原文 那我自己
想 ﹁愛染明王金剛敬愛法﹂ 我們有兩尊敬愛尊 一個
是愛染明王 一個是咕嚕咕咧佛母 愛染明王在哪地方傳
的？在香港 是蓮嶝上師主持的嘛 上次蓮嶝上師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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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的誓願一樣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粉身碎骨度
眾生 這個就是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慈 悲 喜 捨﹂是觀世音菩薩的願 也是密教
所有弟子的願 喜 給他人快樂 不一定給自己快樂 自
己不求快樂 給他人快樂 拔除他人的痛苦 除掉他人的
痛苦 自己的痛苦不一定要除 那麼喜呢 就是有恆心地
這樣子無為而為地做 捨呢 是平等 不捨一個眾生 平
等不捨一個眾生 犧牲自己 這是地藏菩薩偉大的地方
講一個笑話 小明駕照一連考三次都沒有通過 第
一次路考撞了路邊的人家的腳踏車 第二次路考撞了路邊
人家的摩托車 第三次路考撞到路邊的人家的汽車 教練
看到小明垂頭喪氣 就安慰小明：﹁你開車的技術確實沒
有進步 不過你的眼光卻進步 因為撞到的東西一次比一
次值錢 ﹂這個也算是安慰
媽媽拿一件新衣服問小明：﹁媽咪穿這好看嗎？﹂
小明講：﹁這一件衣服好看 但是妳的肉太多 腿太粗
腰太胖 穿上了就不好看 ﹂媽媽講：﹁從今天開始全家
都吃素 ﹂阿嬤帶著孫女到中醫診所 中醫師對漂亮的孫
女講：﹁要解開衣服 ﹂阿嬤說：﹁不是啦 醫生 我才
是病人 ﹂醫生講說：﹁是嗎？那麼只要伸出舌頭就可以
了 ﹂

QA＆
答

他想到：﹁利益骨灰塔的眾生又該怎麼撒﹃光明真

加持這個符給她以後 昨天晚上還故意試那個符的
威力 要睡覺前多喝兩碗水 還吃了一碗綠豆湯 綠豆湯
是做什麼的？利尿的 冷的東西欸 多喝兩碗水還吃了一
碗綠豆湯 然後才去睡覺 平時沒有這樣子的 她一看我
加持符 她就是要考驗這個符的力量 等於是要考驗我
結果呢？她一躺下到天亮 連起來都沒起來 恢復正常
她每一天晚上都要醒過來要上廁所的 而且上廁所有時候
還來不及 其實她那一段路很小的 她一起床 旁邊一進
去就是她的浴室廁所 她旁邊就是 我還很遠 我睡的地
方要起來 還要走經過我的那個沙發椅 走一段路轉彎才
進到我自己用的廁所 再走回來差不多都醒了
所以加持的力量很有用的 你有氣的加持在裡面
你唸完﹃光明真言﹄ 然後再加持 撒那個沙在墳頭 這
是幫助幽冥眾生用的 撒那個沙是幫助幽冥眾生 一般來
講 或者是用米 也可以做清淨 用鹽跟米都是作清淨
用 你唸﹃光明真言﹄一樣有光明 你撒沙在墳頭是幫
助 加持就是用氣加持 不然你就請本尊 觀想祂的光明
︵本尊的光明︶跟你咒的光明合一去加持 加持土 加持
米都可以的 這是清淨沙土 鹽 米跟沙 一般在曠野就
用在墳頭幫助幽冥眾生 是可以的
放入湖中 當然就是加持湖裡面的生物 還有湖裡
面的幽冥眾 湖水裡面也一樣有幽冥眾 ﹁把﹃光明真
言﹄寫在黃紙上然後放入湖中 是因為湖水裡 才使用書
寫過的﹃光明真言咒字黃紙﹄ ﹂沒錯！﹁若是在陸地墳
墓則加持沙土撒在墳頭即可﹂ 是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湖水中的咒字黃紙放入湖中是可以的 這個都是有幫助
的

我們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至尊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活佛 師佛文集中提及﹃光明真言﹄可

Ｑ

問

以超度及利益無形眾生
﹃光明真言﹄：﹁嗡 阿摩嘎 懷魯佳拿 嘛哈
母德喇 嘛尼 叭德嘛 及乏拉 缽拉乏爾打牙 吽 ﹂
１ 弟子想請問如何觀修及唸﹃光明真言﹄來加持
清淨的沙土？
２ 師尊在︽咒的魔力︾寫道：書寫﹃光明真言﹄
在黃紙上然後放入湖中 是否因在湖水裡才使用書寫過的
﹁光明真言咒字﹂黃紙？若是在陸地墳墓則加持沙土撒在
墳頭即可？
３ 若是想利益骨灰塔裡的眾生 又該怎麼撒﹃光
明真言﹄的咒沙呢？謝謝 感恩師佛
回答一：他用﹃光明真言﹄來做超度跟利益無形的
眾生 ﹃光明真言﹄有這樣子的功用 ﹁如何觀修及唸
﹃光明真言﹄來加持清淨沙土？﹂你唸﹃光明真言﹄就可
以了 唸﹃光明真言﹄加持清淨沙土 加持方面 你如果
有氣的力量 用你的氣來加持 你如果有本尊就用你的本
尊來加持 那你唸完﹃光明真言﹄以後 請你的本尊來加
持光明就可以了
一般來講 我在加持符是這樣子的 這個符拿
來
有一件事實 我跟大家講 昨天晚上師母拿了三道
符回到﹁南山雅舍﹂ 我一直跟她講：﹁妳一定要吃這個
符 ﹂因為她有時候半夜睡覺會醒過來 醒過來要上廁
所 年紀稍微大一點 當然膀胱就無力 有很多年紀大的
人都穿尿片 跟baby一樣 老了就跟小孩子一樣 就是要
穿尿片 然後我就拿了三道符：﹁妳一定要請這三道
符 ﹂師母就拿了三道符 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加持那個
符 怎麼加持呢？就這樣子 對著那個符 我就加持了
︵師尊示範︶你們有聽到聲音嗎？︵眾答：有 ︶這個力
量很大

言﹄的咒沙呢？﹂你可以撒在塔的外面 撒在塔的外面就
可以了 以這個﹃光明真言﹄清淨的沙撒在塔的外面 裡
面的幽靈都得到受益 撒這個咒沙 你如果想要用咒沙來
撒靈骨塔 你在靈骨塔的外面向著靈骨塔撒沙 也是可以
的 撒米也是可以的 撒鹽也是可以的 這是西藏密宗裡
面跟日本東密裡面他們用的方法 都是可以的
昨天晚上剛好我加持了這個符 共用了三張 現在
才用了第一張 師母有很多靈驗 她有一陣子時間睡眠很
短 大概只有三個小時 只要加持睡眠符給她 她就變成
double睡了六個小時 所以符對她來講很有用 對師母來
講是很有用的

Ｑ

問題二：臺灣的弟子問的 頂禮師佛 師尊好！
祢在文集第五十一冊 有篇︿愛染明王金剛敬愛
法﹀裡面提到：﹁世間的男子 若其心中欲得女子時 可
寫一﹃雌﹄字放在明王的手中；如果女子心中欲得男子
則可寫一﹃雄﹄字交此明王手中 則可以如意 ﹂ 這個
祈求方法甚為簡易 道場也有愛染明王金身 但不知除了
﹁雌 雄﹂兩字之外 要不要寫自己名字？
要放在明王的左手？右手？還是哪隻手？有何注意
事項？可否請師佛慈悲詳細講解此法 以利益年輕未婚的
師兄 師姐 感謝師尊
回答：嗯 他心地很好 這個﹁敬愛法﹂ 欲得女
子 寫一﹁雌﹂字；欲得男子 寫一﹁雄﹂字 要不要寫
名字呢？我們看一下原文 喔 這裡沒有原文 那我自己
想 ﹁愛染明王金剛敬愛法﹂ 我們有兩尊敬愛尊 一個
是愛染明王 一個是咕嚕咕咧佛母 愛染明王在哪地方傳
的？在香港 是蓮嶝上師主持的嘛 上次蓮嶝上師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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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我就把孩子他爹說出來 ﹂在場的各部門主管異
口同聲地講：﹁你被錄取了 ﹂︵笑︶不要講出來才
好 講出來就完了

時候 他準備的稿非常地多 然後一直唸 一直唸 他
的牽手蓮妙上師上前跟他講：﹁可以停了！應該要停
了﹂講一次 他說：﹁沒辦法停 因為我稿那麼長 沒
有講完﹂然後他又繼續講 蓮妙上師又第二次跟他講：
﹁應該停了！﹂他說：﹁沒辦法停﹂ 一直講講講 講
到最後剩下幾分鐘給我講︵笑︶ 其他的都他講
我覺得喔 很多事情喔 你祈求愛染明王 你寫了
一個﹁雌﹂字 難道名字你不會跟愛染明王講嗎？難道
你不需要供養嗎？你不能寫一個﹁雌﹂字就放在愛染明
王的手 他問哪一隻手啊？不用男左女右啦！哪一隻手
都可以啊！摺得小一點 放下去 其他的 你供養愛染
明王 然後跟祂祈禱 就可以啦！你就唸女方的名字就
可以了 像男的 欲求女的 那你寫一個﹁雌﹂字 寫
一個女的﹁雌﹂字然後放在手上 然後唸對方的名字
唸你的祈求 然後獻上供養 就是這樣子 哪一隻手都
可以 不要把它太複雜化
︵假如︶你說放在手指 你又想出題目出來：﹁放
在大拇指呢？二拇指呢？三拇指呢？放在哪個指頭的中
央？﹂不用想那麼多！︵可能︶你又會提出問題：﹁哪
一個時間？是早上呢？是中午呢？是晚上呢？是半夜
呢？是沒有人看到呢？﹂問題很多的 ﹁那個字的大小
呢？字的顏色呢？紙張是要用什麼？黃紙？白紙？黑
紙？﹂我給你這樣子一問 沒完沒了︵笑︶
你有誠心 佛有感應 你誠心地跟祂祈求 唸你心
儀的女子的姓名 唸你心儀的男子的姓名 然後摺好
紙 就放在祂手上 然後獻上供養 不要馬馬虎虎的
連供養都沒有 對不對？愛染明王祂也不是天天坐在那
裡啊！你一供養 祂有感應 祂就來了 那你唸愛染明
王的咒：﹁吽 吒只吽 惹 ﹂那時候是︿十方同修

是宗教人 我只是跟他談佛法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怎
麼解？我說：﹁雙運 ﹂色空雙運 達賴喇嘛講：﹁自
然﹂兩個字 自然 雙運 也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
色；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這兩樣 其實雙運就是佛
陀所講的﹁中道﹂ 並沒有離開色也並沒有離開空 是
互融的 兩個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雙運 達賴喇嘛
講﹁自然﹂ 自然就是說 看到色就是色了 看到空就
是空了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其實自然 雙運 我覺得
也差不了多少 相差並不是很多了 兩個人算起來是旗
鼓相當 一個講旗 一個講鼓 其實是旗鼓相當
須菩提講喔 這是甚深經典 非常深的經典 我講
了﹁為什麼是甚深經典﹂ 你如果了解了︻金剛經︼
去實踐了 你就可以成佛！你可以消除你所有的業！所
有的業全部都在這裡消除掉！沒有生之因！因為無我
相 你既然無我了 你還造什麼業呢？沒有業了 所有
的業障全部沒有了 無我 無人 我問你啊 問你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啦：﹁月球上有善惡嗎？請問你在月球上
有善惡嗎？﹂﹁沒有﹂是正確的答案 月球上什麼都沒
有 既然是沒有 哪裡還什麼善 什麼惡？月球沒有生
物啊！沒有人啊！哪裡來的善惡？沒有虎 豹 獅
象 沒有啊！甚至COVID-19也不會傳播到那裡啊！沒有
什麼東西可以傳播啊！連細菌都沒有！
所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啊？沒有啊！既然沒有善
因 善惡 沒有惡緣 沒有善緣 沒有什麼 這個因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甚深經典 你從來沒有想
過的 沒有生之因 沒有死之因 生死由哪裡來？由業
障來 因為有業障才有生死 沒有業障不會有生死 沒

會﹀的常仁上師主持的 我記得很清楚 他用很多的人
排班出來 用吉他﹁吽 吒只吽 惹 ﹂這個吉他
﹁吽 吒只吽 惹 ﹂就是這樣子出現的
要不要寫自己名字？你在愛染明王的面前 愛染明
王認得你 要左手還是右手？都可以 否則你問得太多
了 愛染明王的那個手 我不是剛才講了嘛﹁要放在哪
一個指頭的中間 ﹂ 所以不用這樣子
﹁詳細講解此法 以利益年輕未婚的師兄 師姐
感謝師尊 ﹂不過 很多的敬愛法是有啦 符法也有
用符的方法也有 比較一點的就是﹁美女自來符﹂ 美
女自來哎！﹁美女自來符﹂畫了 你燒成灰 放在美女
經常走過的地方 讓她走過去那一道符化成灰 那個符
灰讓她走過去就好 以前我們聽過 有一個法師啊 他
畫﹁美女自來符﹂ 放在美女要走過的地方 放著 沒
想到是一隻母豬走過︵笑︶ 母豬啊 那個母豬天天晚
上就跑到他的寢室門口：﹁嚄嚄嚄嚄嚄嚄
﹂
︵笑︶ 天天跑去他的房間這樣子叫
老婆問老公 老公在看電視 老婆問：﹁新的病毒
要怎麼唸？﹂老公忙著看電視 不耐煩地講 隨口就回
說：﹁我沒空 ﹂結果老婆很開心：﹁我記住了
Omicron Omicron︵我沒空︶ ﹂︵笑︶
有一個酒鬼到一家洋酒公司去應徵 這個酒鬼很厲
害 他能夠品酒十幾種 他能眼睛閉起來 矇起來 能
準確地說出酒的年份及酒精的度數 現場的面試官無不
非常地震驚 後來經理向女秘書使了一個眼色 女秘書
出了會議室 約五分鐘以後回來 把她的一杯尿遞了上
來 這酒鬼就嚐了一口以後講：﹁這是女生 二十三
歲 懷孕兩個月 ﹂這個時候全場鴉雀無聲 酒鬼以為
自己應徵已經失敗了 很憤怒地講：﹁如果得不到這份

這時候 我講︻金剛經︼了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
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
我稍微談一下喔 這個重點在哪裡 須菩提問佛：
﹁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我講到這裡就好 也就是須
菩提講 很早祂就得到慧眼 須菩提很早就得到慧眼
但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深的經典 ︻金剛經︼的確是非
常甚深的經典 為什麼甚深呢？為什麼講︻金剛經︼非
常地深？
我講一個 我跟達賴喇嘛的對話 我跟達賴喇嘛講
︻金剛經︼ 達賴喇嘛問我：﹁什麼是色即是空 空即
是色？﹂這如何解呢？﹁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不異
空 空不異色﹂這如何解呢？我答的是：﹁雙運 ﹂色
空雙運 達賴喇嘛回答兩個字：﹁自然 ﹂我跟達賴喇
嘛見面半個小時 我們兩個全部在討論經典的問題 不
牽涉到什麼政治啊 什麼那些玩意兒 我們是不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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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我就把孩子他爹說出來 ﹂在場的各部門主管異
口同聲地講：﹁你被錄取了 ﹂︵笑︶不要講出來才
好 講出來就完了

時候 他準備的稿非常地多 然後一直唸 一直唸 他
的牽手蓮妙上師上前跟他講：﹁可以停了！應該要停
了﹂講一次 他說：﹁沒辦法停 因為我稿那麼長 沒
有講完﹂然後他又繼續講 蓮妙上師又第二次跟他講：
﹁應該停了！﹂他說：﹁沒辦法停﹂ 一直講講講 講
到最後剩下幾分鐘給我講︵笑︶ 其他的都他講
我覺得喔 很多事情喔 你祈求愛染明王 你寫了
一個﹁雌﹂字 難道名字你不會跟愛染明王講嗎？難道
你不需要供養嗎？你不能寫一個﹁雌﹂字就放在愛染明
王的手 他問哪一隻手啊？不用男左女右啦！哪一隻手
都可以啊！摺得小一點 放下去 其他的 你供養愛染
明王 然後跟祂祈禱 就可以啦！你就唸女方的名字就
可以了 像男的 欲求女的 那你寫一個﹁雌﹂字 寫
一個女的﹁雌﹂字然後放在手上 然後唸對方的名字
唸你的祈求 然後獻上供養 就是這樣子 哪一隻手都
可以 不要把它太複雜化
︵假如︶你說放在手指 你又想出題目出來：﹁放
在大拇指呢？二拇指呢？三拇指呢？放在哪個指頭的中
央？﹂不用想那麼多！︵可能︶你又會提出問題：﹁哪
一個時間？是早上呢？是中午呢？是晚上呢？是半夜
呢？是沒有人看到呢？﹂問題很多的 ﹁那個字的大小
呢？字的顏色呢？紙張是要用什麼？黃紙？白紙？黑
紙？﹂我給你這樣子一問 沒完沒了︵笑︶
你有誠心 佛有感應 你誠心地跟祂祈求 唸你心
儀的女子的姓名 唸你心儀的男子的姓名 然後摺好
紙 就放在祂手上 然後獻上供養 不要馬馬虎虎的
連供養都沒有 對不對？愛染明王祂也不是天天坐在那
裡啊！你一供養 祂有感應 祂就來了 那你唸愛染明
王的咒：﹁吽 吒只吽 惹 ﹂那時候是︿十方同修

是宗教人 我只是跟他談佛法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怎
麼解？我說：﹁雙運 ﹂色空雙運 達賴喇嘛講：﹁自
然﹂兩個字 自然 雙運 也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
色；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這兩樣 其實雙運就是佛
陀所講的﹁中道﹂ 並沒有離開色也並沒有離開空 是
互融的 兩個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雙運 達賴喇嘛
講﹁自然﹂ 自然就是說 看到色就是色了 看到空就
是空了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其實自然 雙運 我覺得
也差不了多少 相差並不是很多了 兩個人算起來是旗
鼓相當 一個講旗 一個講鼓 其實是旗鼓相當
須菩提講喔 這是甚深經典 非常深的經典 我講
了﹁為什麼是甚深經典﹂ 你如果了解了︻金剛經︼
去實踐了 你就可以成佛！你可以消除你所有的業！所
有的業全部都在這裡消除掉！沒有生之因！因為無我
相 你既然無我了 你還造什麼業呢？沒有業了 所有
的業障全部沒有了 無我 無人 我問你啊 問你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啦：﹁月球上有善惡嗎？請問你在月球上
有善惡嗎？﹂﹁沒有﹂是正確的答案 月球上什麼都沒
有 既然是沒有 哪裡還什麼善 什麼惡？月球沒有生
物啊！沒有人啊！哪裡來的善惡？沒有虎 豹 獅
象 沒有啊！甚至COVID-19也不會傳播到那裡啊！沒有
什麼東西可以傳播啊！連細菌都沒有！
所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啊？沒有啊！既然沒有善
因 善惡 沒有惡緣 沒有善緣 沒有什麼 這個因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甚深經典 你從來沒有想
過的 沒有生之因 沒有死之因 生死由哪裡來？由業
障來 因為有業障才有生死 沒有業障不會有生死 沒

會﹀的常仁上師主持的 我記得很清楚 他用很多的人
排班出來 用吉他﹁吽 吒只吽 惹 ﹂這個吉他
﹁吽 吒只吽 惹 ﹂就是這樣子出現的
要不要寫自己名字？你在愛染明王的面前 愛染明
王認得你 要左手還是右手？都可以 否則你問得太多
了 愛染明王的那個手 我不是剛才講了嘛﹁要放在哪
一個指頭的中間 ﹂ 所以不用這樣子
﹁詳細講解此法 以利益年輕未婚的師兄 師姐
感謝師尊 ﹂不過 很多的敬愛法是有啦 符法也有
用符的方法也有 比較一點的就是﹁美女自來符﹂ 美
女自來哎！﹁美女自來符﹂畫了 你燒成灰 放在美女
經常走過的地方 讓她走過去那一道符化成灰 那個符
灰讓她走過去就好 以前我們聽過 有一個法師啊 他
畫﹁美女自來符﹂ 放在美女要走過的地方 放著 沒
想到是一隻母豬走過︵笑︶ 母豬啊 那個母豬天天晚
上就跑到他的寢室門口：﹁嚄嚄嚄嚄嚄嚄
﹂
︵笑︶ 天天跑去他的房間這樣子叫
老婆問老公 老公在看電視 老婆問：﹁新的病毒
要怎麼唸？﹂老公忙著看電視 不耐煩地講 隨口就回
說：﹁我沒空 ﹂結果老婆很開心：﹁我記住了
Omicron Omicron︵我沒空︶ ﹂︵笑︶
有一個酒鬼到一家洋酒公司去應徵 這個酒鬼很厲
害 他能夠品酒十幾種 他能眼睛閉起來 矇起來 能
準確地說出酒的年份及酒精的度數 現場的面試官無不
非常地震驚 後來經理向女秘書使了一個眼色 女秘書
出了會議室 約五分鐘以後回來 把她的一杯尿遞了上
來 這酒鬼就嚐了一口以後講：﹁這是女生 二十三
歲 懷孕兩個月 ﹂這個時候全場鴉雀無聲 酒鬼以為
自己應徵已經失敗了 很憤怒地講：﹁如果得不到這份

這時候 我講︻金剛經︼了
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
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
我稍微談一下喔 這個重點在哪裡 須菩提問佛：
﹁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我講到這裡就好 也就是須
菩提講 很早祂就得到慧眼 須菩提很早就得到慧眼
但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深的經典 ︻金剛經︼的確是非
常甚深的經典 為什麼甚深呢？為什麼講︻金剛經︼非
常地深？
我講一個 我跟達賴喇嘛的對話 我跟達賴喇嘛講
︻金剛經︼ 達賴喇嘛問我：﹁什麼是色即是空 空即
是色？﹂這如何解呢？﹁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不異
空 空不異色﹂這如何解呢？我答的是：﹁雙運 ﹂色
空雙運 達賴喇嘛回答兩個字：﹁自然 ﹂我跟達賴喇
嘛見面半個小時 我們兩個全部在討論經典的問題 不
牽涉到什麼政治啊 什麼那些玩意兒 我們是不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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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什麼是法眼呢？你懂得佛法 所有一切的法你都清
楚明白 能夠了解 就是法眼；什麼是慧眼呢？慧眼是
一切之智 一切的智慧你都明白 一切的智慧你統統都
明白；什麼是佛眼呢？了解了甚深的 釋迦牟尼佛所講
的 那個就是佛眼了 包含了五智 像法界體性智 成
所作智 大圓鏡智 妙觀察智 平等性智 所有一切的
智慧你都明白 包括了︻金剛經︼裡面的 經王 釋迦
牟尼佛所講的經王 那個就是佛眼 而且你實踐了
你的心啊 能不能像月亮一樣 空了一切 那就是
寂滅了 寂滅了什麼？寂滅了所有的業 生 死 沒有
生 死 所以聖嚴法師他的偈 最後那幾個字﹁生死皆
可拋﹂ 他的偈就是﹁生死皆可拋﹂最後那一句 我就
講那一句 表示他還有生死可以拿出來拋掉 這不對
了！你懂得︻金剛經︼的人就知道﹁無生死可拋﹂ 沒
有生死可拋 你還有生死可拋 可見你就是人嘛！你有
﹁我相﹂才有生死啊！你如果悟到︻金剛經︼的 無生
死可拋 我跟它改的 他的那個偈 是在他死前四年前
他就寫好 準備的那個偈 等到四年後他死掉拿給世人
看的 結果還是有缺點 ﹁生死皆可拋﹂表示你還有
生 死可以拋掉 那表示你還是有﹁我相﹂
如果我寫偈 我只有三個字﹁無干涉﹂ 什麼叫無
干涉？什麼東西都跟我無關 沒有干涉 就是空無一切
啊！月球啊！連人都沒有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無干涉 我跟眾生沒有什麼關係 我跟
﹁我﹂沒有關係 我跟﹁人﹂沒有關係 我跟﹁眾生﹂
沒有關係 我跟﹁長壽 短壽﹂都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
五眼 須菩提得到慧眼 還沒有聽過這個經典 你看
嘛 祂這一次才聽到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
如是之經﹂ 他已經得到慧眼 還不知道有這個經典

有惡業 沒有生之因；沒有善業 你沒有生之因 沒有
善 惡業 你根本沒有生之因 沒有死之果 沒有善
惡哪裡來的生死啊？沒有生死哪裡來的六道輪迴啊？
全部解開了 佛陀講的甚深經典就是﹁這個﹂ 重
點啊 業不可思議啊！根本就沒有業 這個時候才能夠
成就 你有善業 升天啊；你有惡業 下三途啊；你不
善不惡 就變成人啊；你有修行 但是你有嫉妒 有吃
醋 你就是阿修羅 你喜歡鬥爭 你就是阿修羅啊 這
都是有因有果的 因果不可思議 業不可思議啊 這個
業 ﹁甚深經典﹂講的就是﹁業﹂
須菩提得到慧眼 很簡單講一句 人只有一個肉
眼 看到有形 就是肉眼；師母有一個陰眼 她不但有
肉眼 她還有陰眼 她可以看到鬼神 她還有陰眼 有
一天晚上她看到師尊：﹁嗯？祢變了！﹂我說：﹁變成
什麼？﹂她說：﹁祢變成怪物 ﹂她說我變成怪物 我
說：﹁頭上長角嗎？﹂﹁沒有 ﹂她說：﹁祢的臉上有
五個眼睛 ﹂五個眼啊 天吶！我們人只有兩個眼 她
把我看成五個眼 中間一個眼 這邊一個眼 底下一個
眼 五眼 就變成怪物
為什麼是五眼？很簡單啊！肉眼 天眼 法眼 慧
眼 佛眼是五眼啊 我說：﹁妳看得很準 因為釋迦牟
尼佛把我叫上了色究竟天 祂給我頒獎 所有佛菩薩都
看著我 所有的佛跟菩薩 好多菩薩在那裡看著我 釋
迦牟尼佛給我頒獎 我把紅色的布一層一層地打開 裡
面有五個眼睛哎 這五個眼睛竟然飛上我的臉上 變成
五個眼呢！﹁前天才飛上我的臉 妳今天妳就看到我的
臉上有五個眼 ﹂哇！真的！師母看到我臉上有五個眼
呢！她滿厲害的 她看到我五個眼
須菩提祂早就得到慧眼 你看嘛 早就得到了慧

所以這個︻金剛經︼是摧毀一切的經典！我講過了嘛
一位小學生作文：﹁有一天 媽媽告訴我 親嘴就
會懷孕 ︵我小的時候以為牽手就會懷孕 結果這個小
朋友的媽媽告訴他 親嘴就會懷孕 ︶有一次 我在吃
東西 我家的小狗跑過來 不小心親到我的嘴 過了三
個月 我家的這個狗就生下了小狗 那時候我心裡暗暗
發誓：﹁只要我有一口吃的 就不會餓了牠們 ﹂老師
的評語是這樣子：﹁寫得不錯 很有責任感！﹂︵笑︶
巧遇到很久沒有見的老朋友：﹁老同學！好久不
見 近來可好？工作跟家庭都OK吧？﹂他的男同學回
答：﹁沒問題啦！不過就是換了幾個丈母娘而已 ﹂他
的同學很驚訝：﹁你真神啊！很佩服你哎！﹂男同學回
答：﹁沒有啦！是我岳父厲害 ﹂︵笑︶
有一天下課 很英俊的男老師叫住了茵茵 男老師
口氣很溫柔地看著她 老師講：﹁這位同學 妳今天晚
上有事嗎？﹂茵茵講：﹁沒有 ﹂茵茵很害臊 男老師
講：﹁那妳晚上早點睡喔 因為我看到妳每節都在打瞌
睡 ﹂︵笑︶
老師上課的時候叫小明起來回答問題 要練練他的
膽子 小明就弱弱地講：﹁老師 我不會
﹂老師
講：﹁能不能像個男子漢！﹂小明想了一下 終於他鼓
起勇氣 大力地拍桌子 大聲地叫：﹁老子不會！﹂
這個是最新的老公制度 ﹁不對老婆耍酷 不讓老
婆吃醋 吵架要先讓步 老婆揍我的時候我要挺得
住 ﹂老公也有四德︵三從四德︶ ﹁老婆化妝要等
得 老婆花錢要捨得 老婆發脾氣要忍得 老婆生氣要
哄得 ﹂老公也有四得
嗡嘛呢唄咪吽

眼 從來沒有聽過如此之經 祂從來沒有聽過︻金剛
經︼這種經典 祂沒有聽過 從來沒有聽過 釋迦牟尼
佛講︻金剛經︼的時候 很多的弟子都在當場都有聽
到 講︻金剛經︼ 能夠信解而能夠知道 這個重點就
是在﹁什麼業都沒有做﹂ 無我相 既然無我了 哪裡
你還做什麼善業？惡業？你做善業 也是﹁無我﹂去
做 不欲求善果 這叫﹁無為﹂ 這個就是無為 我們
做善業 像師尊講經說法 也是無為 我講了 我並沒
有要求你們說：﹁你們都要依照我講的經典這樣子去
做 我有所期望 ﹂我常講一句話：﹁沒有期望就不會
有失望 ﹂我根本就不想得到中樂透獎 我不會失望
因為你沒有期望啊！﹁無為而為﹂就是這樣子 我不想
得到什麼 但是我去做了 這個就是﹁無為法﹂
無我相就懂得無為法 沒有善之因 沒有惡之因
所以六祖慧能講 很簡單的一句話：﹁不思善 不思
惡 就在這個時候 ﹂不思善 不思惡 你沒有去想
善：﹁我做的是善事 ﹂不思惡 連惡的他也不去想；
善的 他也不去想 就是講﹁業﹂啊！六祖慧能講不思
善 不思惡 聽得懂的就懂啊 你沒有造業 月球上造
什麼業啊？月球上也沒有善也沒有惡啊 造什麼業？那
裡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我舉這個例子最清楚
了 在月球上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業是什
麼？月球上有什麼業？沒有啊 你能不能學到這樣子？
無善 無惡 沒有善 你如果沒有這個 就是﹁甚深經
典﹂ 就是須菩提得到的所有的很多的智慧
什麼是肉眼啊？須菩提得到慧眼 肉眼 就是看到
有形象的 就是肉眼；什麼是天眼啊？看得遠 能夠看
到諸天 看到欲界天 看到色界天 看到無色界天 這
個就是天眼 看到神 看到天 看到天人 這個就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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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什麼是法眼呢？你懂得佛法 所有一切的法你都清
楚明白 能夠了解 就是法眼；什麼是慧眼呢？慧眼是
一切之智 一切的智慧你都明白 一切的智慧你統統都
明白；什麼是佛眼呢？了解了甚深的 釋迦牟尼佛所講
的 那個就是佛眼了 包含了五智 像法界體性智 成
所作智 大圓鏡智 妙觀察智 平等性智 所有一切的
智慧你都明白 包括了︻金剛經︼裡面的 經王 釋迦
牟尼佛所講的經王 那個就是佛眼 而且你實踐了
你的心啊 能不能像月亮一樣 空了一切 那就是
寂滅了 寂滅了什麼？寂滅了所有的業 生 死 沒有
生 死 所以聖嚴法師他的偈 最後那幾個字﹁生死皆
可拋﹂ 他的偈就是﹁生死皆可拋﹂最後那一句 我就
講那一句 表示他還有生死可以拿出來拋掉 這不對
了！你懂得︻金剛經︼的人就知道﹁無生死可拋﹂ 沒
有生死可拋 你還有生死可拋 可見你就是人嘛！你有
﹁我相﹂才有生死啊！你如果悟到︻金剛經︼的 無生
死可拋 我跟它改的 他的那個偈 是在他死前四年前
他就寫好 準備的那個偈 等到四年後他死掉拿給世人
看的 結果還是有缺點 ﹁生死皆可拋﹂表示你還有
生 死可以拋掉 那表示你還是有﹁我相﹂
如果我寫偈 我只有三個字﹁無干涉﹂ 什麼叫無
干涉？什麼東西都跟我無關 沒有干涉 就是空無一切
啊！月球啊！連人都沒有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無干涉 我跟眾生沒有什麼關係 我跟
﹁我﹂沒有關係 我跟﹁人﹂沒有關係 我跟﹁眾生﹂
沒有關係 我跟﹁長壽 短壽﹂都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
五眼 須菩提得到慧眼 還沒有聽過這個經典 你看
嘛 祂這一次才聽到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
如是之經﹂ 他已經得到慧眼 還不知道有這個經典

有惡業 沒有生之因；沒有善業 你沒有生之因 沒有
善 惡業 你根本沒有生之因 沒有死之果 沒有善
惡哪裡來的生死啊？沒有生死哪裡來的六道輪迴啊？
全部解開了 佛陀講的甚深經典就是﹁這個﹂ 重
點啊 業不可思議啊！根本就沒有業 這個時候才能夠
成就 你有善業 升天啊；你有惡業 下三途啊；你不
善不惡 就變成人啊；你有修行 但是你有嫉妒 有吃
醋 你就是阿修羅 你喜歡鬥爭 你就是阿修羅啊 這
都是有因有果的 因果不可思議 業不可思議啊 這個
業 ﹁甚深經典﹂講的就是﹁業﹂
須菩提得到慧眼 很簡單講一句 人只有一個肉
眼 看到有形 就是肉眼；師母有一個陰眼 她不但有
肉眼 她還有陰眼 她可以看到鬼神 她還有陰眼 有
一天晚上她看到師尊：﹁嗯？祢變了！﹂我說：﹁變成
什麼？﹂她說：﹁祢變成怪物 ﹂她說我變成怪物 我
說：﹁頭上長角嗎？﹂﹁沒有 ﹂她說：﹁祢的臉上有
五個眼睛 ﹂五個眼啊 天吶！我們人只有兩個眼 她
把我看成五個眼 中間一個眼 這邊一個眼 底下一個
眼 五眼 就變成怪物
為什麼是五眼？很簡單啊！肉眼 天眼 法眼 慧
眼 佛眼是五眼啊 我說：﹁妳看得很準 因為釋迦牟
尼佛把我叫上了色究竟天 祂給我頒獎 所有佛菩薩都
看著我 所有的佛跟菩薩 好多菩薩在那裡看著我 釋
迦牟尼佛給我頒獎 我把紅色的布一層一層地打開 裡
面有五個眼睛哎 這五個眼睛竟然飛上我的臉上 變成
五個眼呢！﹁前天才飛上我的臉 妳今天妳就看到我的
臉上有五個眼 ﹂哇！真的！師母看到我臉上有五個眼
呢！她滿厲害的 她看到我五個眼
須菩提祂早就得到慧眼 你看嘛 早就得到了慧

所以這個︻金剛經︼是摧毀一切的經典！我講過了嘛
一位小學生作文：﹁有一天 媽媽告訴我 親嘴就
會懷孕 ︵我小的時候以為牽手就會懷孕 結果這個小
朋友的媽媽告訴他 親嘴就會懷孕 ︶有一次 我在吃
東西 我家的小狗跑過來 不小心親到我的嘴 過了三
個月 我家的這個狗就生下了小狗 那時候我心裡暗暗
發誓：﹁只要我有一口吃的 就不會餓了牠們 ﹂老師
的評語是這樣子：﹁寫得不錯 很有責任感！﹂︵笑︶
巧遇到很久沒有見的老朋友：﹁老同學！好久不
見 近來可好？工作跟家庭都OK吧？﹂他的男同學回
答：﹁沒問題啦！不過就是換了幾個丈母娘而已 ﹂他
的同學很驚訝：﹁你真神啊！很佩服你哎！﹂男同學回
答：﹁沒有啦！是我岳父厲害 ﹂︵笑︶
有一天下課 很英俊的男老師叫住了茵茵 男老師
口氣很溫柔地看著她 老師講：﹁這位同學 妳今天晚
上有事嗎？﹂茵茵講：﹁沒有 ﹂茵茵很害臊 男老師
講：﹁那妳晚上早點睡喔 因為我看到妳每節都在打瞌
睡 ﹂︵笑︶
老師上課的時候叫小明起來回答問題 要練練他的
膽子 小明就弱弱地講：﹁老師 我不會
﹂老師
講：﹁能不能像個男子漢！﹂小明想了一下 終於他鼓
起勇氣 大力地拍桌子 大聲地叫：﹁老子不會！﹂
這個是最新的老公制度 ﹁不對老婆耍酷 不讓老
婆吃醋 吵架要先讓步 老婆揍我的時候我要挺得
住 ﹂老公也有四德︵三從四德︶ ﹁老婆化妝要等
得 老婆花錢要捨得 老婆發脾氣要忍得 老婆生氣要
哄得 ﹂老公也有四得
嗡嘛呢唄咪吽

眼 從來沒有聽過如此之經 祂從來沒有聽過︻金剛
經︼這種經典 祂沒有聽過 從來沒有聽過 釋迦牟尼
佛講︻金剛經︼的時候 很多的弟子都在當場都有聽
到 講︻金剛經︼ 能夠信解而能夠知道 這個重點就
是在﹁什麼業都沒有做﹂ 無我相 既然無我了 哪裡
你還做什麼善業？惡業？你做善業 也是﹁無我﹂去
做 不欲求善果 這叫﹁無為﹂ 這個就是無為 我們
做善業 像師尊講經說法 也是無為 我講了 我並沒
有要求你們說：﹁你們都要依照我講的經典這樣子去
做 我有所期望 ﹂我常講一句話：﹁沒有期望就不會
有失望 ﹂我根本就不想得到中樂透獎 我不會失望
因為你沒有期望啊！﹁無為而為﹂就是這樣子 我不想
得到什麼 但是我去做了 這個就是﹁無為法﹂
無我相就懂得無為法 沒有善之因 沒有惡之因
所以六祖慧能講 很簡單的一句話：﹁不思善 不思
惡 就在這個時候 ﹂不思善 不思惡 你沒有去想
善：﹁我做的是善事 ﹂不思惡 連惡的他也不去想；
善的 他也不去想 就是講﹁業﹂啊！六祖慧能講不思
善 不思惡 聽得懂的就懂啊 你沒有造業 月球上造
什麼業啊？月球上也沒有善也沒有惡啊 造什麼業？那
裡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我舉這個例子最清楚
了 在月球上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業是什
麼？月球上有什麼業？沒有啊 你能不能學到這樣子？
無善 無惡 沒有善 你如果沒有這個 就是﹁甚深經
典﹂ 就是須菩提得到的所有的很多的智慧
什麼是肉眼啊？須菩提得到慧眼 肉眼 就是看到
有形象的 就是肉眼；什麼是天眼啊？看得遠 能夠看
到諸天 看到欲界天 看到色界天 看到無色界天 這
個就是天眼 看到神 看到天 看到天人 這個就是天

雜誌

39
40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11 Dec.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希㈲！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
若復㈲㆟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即生實相。
當知是㆟成就第㆒希㈲功
德。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多聞天
王黃財神針巴拉﹂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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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越南的弟
子來 所以多問兩句 Cảm ơn Xin chao 講幾句越南
話 越南話是從鼻音發出來的 所以以前常智在講越南話
﹁Cảm ﹂
針巴拉 我們知道以前講過 所謂的財 佛教有所
謂的七正財 跟我們世間所講的財是不一樣是不同的 你
們查一下七正財 誰能夠講出佛教的七正財？好 給他麥
克風 ︵蓮滿上師答：信 相信的﹁信﹂ 戒 持戒的
﹁戒﹂ 慚 慚愧的﹁慚﹂ 愧 慚愧的﹁愧﹂ 施 布
施的﹁施﹂ 捨離的﹁捨﹂ 慧 智慧的﹁慧﹂ ︶
好 佛法所謂的財 不一定指money 佛法的｜七正
財 跟我們娑婆世界所講的財是不一樣 完全是不同 那
是七正財 在俗世的財 我以前講過的 在大地 堅牢地
神 堅牢地神是大地最有錢的 大地裡面所謂的七寶全部
出於大地 現在很多的有錢人大部分都有不動產 不動產
很多 有土地 有房子 有豪宅 其實都是在大地 跟大
地有關 所有貴重的金屬 很貴很貴屬於金屬類的 像黃
金 所有的寶石 所有的鑽石全部來自大地 七寶全部來

自大地 堅牢地神當然是最有錢的
我們曉得 在海裡面最有錢的就是龍王 龍宮寶
殿 你到了龍宮 以前有誰去過龍宮？釋迦牟尼佛祂有去
過龍宮 龍樹菩薩祂有去過龍宮 師尊也去過龍宮 龍宮
的龍王他是最有錢的 我們常常講 在天上最有錢的就是
四天王 四天王最有錢 像多聞天王 增長天王 廣目天
王 持國天王 這四王天鎮守須彌山的東 南 西 北
方 每一個宮殿都是七寶所成 在座各位 知道祂們的宮
殿是用什麼東西蓋的嗎？有誰知道？有的講說有琉璃蓋
的 有的用水晶蓋的 有的黃金蓋的 黃金 琉璃 水晶
這些都很貴的
還有一個白金也是很貴的 那個地方叫什麼？奧地
利是嗎 我是講說水晶？奧地利沒有錯？你就講奧地利就
好了 你就講那個地名出來 單單那個牆壁多少錢？我們
下去看那個水晶牆 所有的水晶在那個牆壁上面 水晶牆
價值多少啊？你們查一下手機可以找得出來？總之都是很
貴的 四天王本身的宮殿就是那個造的 當然還有比四天
王更富有的 那個宮殿在欲界天裡面 還有所謂的三十三
天 中央忉利天 當然還有很多數不清的珍寶都是很貴
的 那是屬於欲界天本身的財
我們學佛 我覺得財這個的事情 你說學佛的人
如果沒有錢 像我們講說 以前在上座部規定很嚴 佛教
分成上座部及大眾部 佛在離開以後 所有的聲聞或者大
弟子 祂們屬於上座部 再來屬於大眾部 佛教有部派的
分別 上座部它可以講 完全按照釋迦牟尼佛那時候的戒
律在走 戒律比較嚴 大眾部就是戒律比較寬鬆 比較方
便眾生 所以大眾部所度的眾生很多 上座部要守上座部
的戒律 他們是不可以碰財 不可以碰 也就是你手不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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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
深解義趣，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希㈲！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世尊！
若復㈲㆟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即生實相。
當知是㆟成就第㆒希㈲功
德。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多聞天
王黃財神針巴拉﹂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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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越南的弟
子來 所以多問兩句 Cảm ơn Xin chao 講幾句越南
話 越南話是從鼻音發出來的 所以以前常智在講越南話
﹁Cảm ﹂
針巴拉 我們知道以前講過 所謂的財 佛教有所
謂的七正財 跟我們世間所講的財是不一樣是不同的 你
們查一下七正財 誰能夠講出佛教的七正財？好 給他麥
克風 ︵蓮滿上師答：信 相信的﹁信﹂ 戒 持戒的
﹁戒﹂ 慚 慚愧的﹁慚﹂ 愧 慚愧的﹁愧﹂ 施 布
施的﹁施﹂ 捨離的﹁捨﹂ 慧 智慧的﹁慧﹂ ︶
好 佛法所謂的財 不一定指money 佛法的｜七正
財 跟我們娑婆世界所講的財是不一樣 完全是不同 那
是七正財 在俗世的財 我以前講過的 在大地 堅牢地
神 堅牢地神是大地最有錢的 大地裡面所謂的七寶全部
出於大地 現在很多的有錢人大部分都有不動產 不動產
很多 有土地 有房子 有豪宅 其實都是在大地 跟大
地有關 所有貴重的金屬 很貴很貴屬於金屬類的 像黃
金 所有的寶石 所有的鑽石全部來自大地 七寶全部來

自大地 堅牢地神當然是最有錢的
我們曉得 在海裡面最有錢的就是龍王 龍宮寶
殿 你到了龍宮 以前有誰去過龍宮？釋迦牟尼佛祂有去
過龍宮 龍樹菩薩祂有去過龍宮 師尊也去過龍宮 龍宮
的龍王他是最有錢的 我們常常講 在天上最有錢的就是
四天王 四天王最有錢 像多聞天王 增長天王 廣目天
王 持國天王 這四王天鎮守須彌山的東 南 西 北
方 每一個宮殿都是七寶所成 在座各位 知道祂們的宮
殿是用什麼東西蓋的嗎？有誰知道？有的講說有琉璃蓋
的 有的用水晶蓋的 有的黃金蓋的 黃金 琉璃 水晶
這些都很貴的
還有一個白金也是很貴的 那個地方叫什麼？奧地
利是嗎 我是講說水晶？奧地利沒有錯？你就講奧地利就
好了 你就講那個地名出來 單單那個牆壁多少錢？我們
下去看那個水晶牆 所有的水晶在那個牆壁上面 水晶牆
價值多少啊？你們查一下手機可以找得出來？總之都是很
貴的 四天王本身的宮殿就是那個造的 當然還有比四天
王更富有的 那個宮殿在欲界天裡面 還有所謂的三十三
天 中央忉利天 當然還有很多數不清的珍寶都是很貴
的 那是屬於欲界天本身的財
我們學佛 我覺得財這個的事情 你說學佛的人
如果沒有錢 像我們講說 以前在上座部規定很嚴 佛教
分成上座部及大眾部 佛在離開以後 所有的聲聞或者大
弟子 祂們屬於上座部 再來屬於大眾部 佛教有部派的
分別 上座部它可以講 完全按照釋迦牟尼佛那時候的戒
律在走 戒律比較嚴 大眾部就是戒律比較寬鬆 比較方
便眾生 所以大眾部所度的眾生很多 上座部要守上座部
的戒律 他們是不可以碰財 不可以碰 也就是你手不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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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也有些弟子中了獎 在︿台灣雷藏寺﹀也有很
多的弟子中了獎 在西雅圖也有弟子中了獎 在台灣很多
人中獎 還有也有中樂透獎 第一樂透獎 ︿真佛宗﹀的
弟子中了樂透獎 還有︿台灣雷藏寺﹀有好幾個中了獎
以前都講過了 他們中了獎 我叫他們也不要講出來 中
了獎也是很危險的 有錢也不能太露 財不能露白 我說
以前我們在︿台灣雷藏寺﹀ 我常常講那些來的所謂的貴
賓名單 貴賓當中也有中了獎的 大家都認識
後來他也到了西雅圖 我到現在也不敢講出來他是
誰 結果他跟他的女兒跟兒子都來到西雅圖 那我要講出
來說：﹁好 我知道你中了獎 ﹂他說叫我不要講 ﹁你
不能講 因為我兒子 女兒都不知道我們中獎 ﹂他連兒
子女兒都不讓他知道 如果給兒子 女兒知道 他的兒子
手頭已經很寬 一直在花他的錢 他不讓他知道 因為知
道的話 他一定要的更多 所以 但是應該誰中獎 才會
把錢拿出來 蓋像佛光山教團跟慈濟功德會教團這麼大
呢？不敢想 不敢想 四天王保佑我們
老師問小明：﹁如何解釋水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
走？﹂小明回答：﹁比如說 你家漏水了 樓下的鄰居就
會上來 ﹂也有道理 小明很聰明的 這裡不一定有人比
他聰明 老公對老婆講：﹁親愛的 感恩有妳一路陪我走
過來 吃苦的日子 辛苦妳了 ﹂老婆答：﹁現在吃苦沒
關係 等你以後有錢了 你如果敢拋棄我 你就死定
了 ﹂老公答：﹁親愛的 妳放心吧 這輩子我不會有錢
的 ﹂有錢也有好 也有不好

QA＆

問題二：台灣的弟子問的 ︽虹光大成就︾裡面
有教到﹁密教七日成佛法﹂ 請問：人快往生的
時候 是觀想此法呢？或是想靈魂直衝上頂竅 子光會母
光成佛呢？或是第一時間二 三秒 觀想子光會母光 沒
有成功的話 就是以後四十九天內 每天都是觀想阿字勾
住吽字的觀想 對嗎？︵註：阿
吽
︶
回答二：所謂﹁七日成佛法﹂是這樣子的 你在臨
終的時候 你的意念把自己想成吽字 把自己的身體 你
的肉身或者你的心識觀想成為一個吽字 宇宙意識 你就
觀想成為的阿字 阿 本身有一個勾 是勾起來的 這個
勾跟這個吽字 吽字是一點一個圈 剛好勾住那個圈圈
那是屬於﹁七日成佛法﹂ 觀想整個宇宙意識 你把它觀
想阿字 把你自己觀想吽字 當你要走的時候 你觀想阿
字勾住這個吽字 一勾！你就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可以有

Ｑ

牠在大自然中 能夠適應的地方是放生 這個是對的 或
者你捐給照顧流浪狗的地方 捐錢給他們 也是一種放
生 我認為那也是一種放生
延長壽命 超度至淨土的意義都是有的 但是最主
要是你因為慈悲 所以你才放生 這是長養你自己的慈悲
心 這放生的要義在這裡 有時候 放生也不要隨便亂
放 現在我聽說有人放毒蛇 他收集很多的毒蛇 然後跑
到叢林裡面去放 很多的登山客 早上去爬山的都被毒蛇
咬 雖然是慈悲 有時候也要有智慧 有些是可以放生
的 現在也有動物保護協會 潛水夫在潛水的時候碰到鯊
魚 鯊魚要吃他 你跟牠講：﹁我是動物保護協會的不要
吃我 我是保護你們的 ﹂逅！早就進去了 管你什麼動
物保護協會？牠不懂的 所以放生要有智慧

答

~

雜誌

}› +

夠去碰錢 戒律很嚴 但是他們有時候 如果我們是用筷
子的 就用筷子去夾 那是屬於上座部 戒律很嚴
但是現在學佛大部分來講 大眾部比較多 上座部
已經很少；上座部比較少 大眾部比較多 大眾部對於戒
律方面比較寬鬆 度的眾生也就比較多 佛教是有這樣子
的 以前嚴的時候非常的嚴 在上座部非常的嚴格 在大
眾部就比較寬鬆 現在的佛教 你看 愈大的教團它的錢
愈多 我們︿真佛宗﹀的教團 當然可以講是已經脫離丐
幫 但事實上 真講實在話 以台灣為例子 當然最有錢
的就是最大的佛教教團｜︿慈濟功德會﹀ 再來是佛光山
的教團 他們本身的錢是不得了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佛光山﹀所蓋的宮殿 大樹鄉︿佛光山﹀蓋出來
真的是非常的輝煌 非常的美麗 非常的莊嚴 ︿慈濟功
德會﹀教團非常的大 非常的廣 所以他們雖然蓋的是灰
色的 但是我到了花蓮 到了︿慈濟功德會﹀ 看到他們
殿堂的時候也嚇了一跳 甚至在潭子 有看到︿慈濟功德
會﹀在潭子的醫院 他蓋出來的醫院 哇！就像城堡一
樣 很大 很大 一進到大廳 我在潭子進去大廳一看
天啊！比我們現在︿真佛宗﹀的祖廟︿西雅圖雷藏寺﹀
Seattle Lei Zang Temple 大了我看有百倍！
我們這個廳這麼小 加起來不過四千呎 人家的一
個大廳 我看到 哇！往前一望 他們那個壁畫真的是非
常的亮麗 那是怎麼做的？我一看全部都是錢貼在上面
有錢才能夠做啊！你沒有錢能夠蓋︿佛光山﹀嗎？不可
能 沒有錢能夠蓋那麼大的像堡壘一樣的 灰色的一大片
的？所以我們祖廟那幾棟房子 真的是人家的草寮 真的
是草寮 沒錢不行的 所以我們趕快修黃財神針巴拉 趕
快祈求祂 叫祂把所有的黃金 美鈔US dollar gold
diamond統統賜給我們

Ｑ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師尊 請問放
生儀軌有沒有一定要在動物聽到的範圍做唸誦？
放生有延長壽命 超度至淨土的意義 不一定需要把動物
放到大自然 弟子觀察城市範圍放生 動物一般是死多活
少或沒有適當的居住環境 弟子有一想法 做放生可以配
合當地照顧流浪動物的組織 錢可以捐給該組織讓他們發
揮 行者為動物做放生儀軌的唸誦 弟子認為這樣在各方
面比較有效率 請問師尊 這樣做符合放生嗎？
回答一：你在做唸誦的時候動物要聽到 他的意思
是關於放生儀軌 你唸給動物聽 動物聽得懂嗎？所以放
生儀軌不是唸給動物聽的 是唸給自己的心聽的 這儀軌
唸經 你在這裡唸經 唸︻阿彌陀經︼是唸給阿彌陀佛聽
的嗎？不是啊 不是唸給佛聽的 是唸給自己聽的 你要
照佛經的去實踐你自己的修行 是唸給自己聽的 所以放
生動物的時候 把動物或水族 放魚放鳥 不是唸給鳥聽
的 也不是空中飛的 水裡游的 地上爬的 不是唸給牠
們聽的 是唸給你心裡聽的 讓你產生慈悲心 讓你自己
長養慈悲 要自己做到的 而不是讓動物聽的
關於他想出來的 他說他的觀察：﹁錢可以捐給該
組織 讓他們發揮 行者為動物做放生儀軌的唸誦 弟子
認為這樣在各方面比較有效率 請問師尊 這樣符合放生
嗎？﹂我個人認為可以！好像流浪狗的收養中心 你去捐
款 給他們好好的去照顧那些動物 那也是一種放生 我
認為在現代來講是可以的 你要放水族 也就是說海裡
的 像海龜放到海水裡面 淡水的龜就放到淡水 鹹水的
龜要放在鹹水 海裡的要放在海裡 湖裡的要放在湖裡
河流的放在河流 不可以混亂 否則放生就變成放死 讓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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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也有些弟子中了獎 在︿台灣雷藏寺﹀也有很
多的弟子中了獎 在西雅圖也有弟子中了獎 在台灣很多
人中獎 還有也有中樂透獎 第一樂透獎 ︿真佛宗﹀的
弟子中了樂透獎 還有︿台灣雷藏寺﹀有好幾個中了獎
以前都講過了 他們中了獎 我叫他們也不要講出來 中
了獎也是很危險的 有錢也不能太露 財不能露白 我說
以前我們在︿台灣雷藏寺﹀ 我常常講那些來的所謂的貴
賓名單 貴賓當中也有中了獎的 大家都認識
後來他也到了西雅圖 我到現在也不敢講出來他是
誰 結果他跟他的女兒跟兒子都來到西雅圖 那我要講出
來說：﹁好 我知道你中了獎 ﹂他說叫我不要講 ﹁你
不能講 因為我兒子 女兒都不知道我們中獎 ﹂他連兒
子女兒都不讓他知道 如果給兒子 女兒知道 他的兒子
手頭已經很寬 一直在花他的錢 他不讓他知道 因為知
道的話 他一定要的更多 所以 但是應該誰中獎 才會
把錢拿出來 蓋像佛光山教團跟慈濟功德會教團這麼大
呢？不敢想 不敢想 四天王保佑我們
老師問小明：﹁如何解釋水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
走？﹂小明回答：﹁比如說 你家漏水了 樓下的鄰居就
會上來 ﹂也有道理 小明很聰明的 這裡不一定有人比
他聰明 老公對老婆講：﹁親愛的 感恩有妳一路陪我走
過來 吃苦的日子 辛苦妳了 ﹂老婆答：﹁現在吃苦沒
關係 等你以後有錢了 你如果敢拋棄我 你就死定
了 ﹂老公答：﹁親愛的 妳放心吧 這輩子我不會有錢
的 ﹂有錢也有好 也有不好

QA＆

問題二：台灣的弟子問的 ︽虹光大成就︾裡面
有教到﹁密教七日成佛法﹂ 請問：人快往生的
時候 是觀想此法呢？或是想靈魂直衝上頂竅 子光會母
光成佛呢？或是第一時間二 三秒 觀想子光會母光 沒
有成功的話 就是以後四十九天內 每天都是觀想阿字勾
住吽字的觀想 對嗎？︵註：阿
吽
︶
回答二：所謂﹁七日成佛法﹂是這樣子的 你在臨
終的時候 你的意念把自己想成吽字 把自己的身體 你
的肉身或者你的心識觀想成為一個吽字 宇宙意識 你就
觀想成為的阿字 阿 本身有一個勾 是勾起來的 這個
勾跟這個吽字 吽字是一點一個圈 剛好勾住那個圈圈
那是屬於﹁七日成佛法﹂ 觀想整個宇宙意識 你把它觀
想阿字 把你自己觀想吽字 當你要走的時候 你觀想阿
字勾住這個吽字 一勾！你就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可以有

Ｑ

牠在大自然中 能夠適應的地方是放生 這個是對的 或
者你捐給照顧流浪狗的地方 捐錢給他們 也是一種放
生 我認為那也是一種放生
延長壽命 超度至淨土的意義都是有的 但是最主
要是你因為慈悲 所以你才放生 這是長養你自己的慈悲
心 這放生的要義在這裡 有時候 放生也不要隨便亂
放 現在我聽說有人放毒蛇 他收集很多的毒蛇 然後跑
到叢林裡面去放 很多的登山客 早上去爬山的都被毒蛇
咬 雖然是慈悲 有時候也要有智慧 有些是可以放生
的 現在也有動物保護協會 潛水夫在潛水的時候碰到鯊
魚 鯊魚要吃他 你跟牠講：﹁我是動物保護協會的不要
吃我 我是保護你們的 ﹂逅！早就進去了 管你什麼動
物保護協會？牠不懂的 所以放生要有智慧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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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去碰錢 戒律很嚴 但是他們有時候 如果我們是用筷
子的 就用筷子去夾 那是屬於上座部 戒律很嚴
但是現在學佛大部分來講 大眾部比較多 上座部
已經很少；上座部比較少 大眾部比較多 大眾部對於戒
律方面比較寬鬆 度的眾生也就比較多 佛教是有這樣子
的 以前嚴的時候非常的嚴 在上座部非常的嚴格 在大
眾部就比較寬鬆 現在的佛教 你看 愈大的教團它的錢
愈多 我們︿真佛宗﹀的教團 當然可以講是已經脫離丐
幫 但事實上 真講實在話 以台灣為例子 當然最有錢
的就是最大的佛教教團｜︿慈濟功德會﹀ 再來是佛光山
的教團 他們本身的錢是不得了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佛光山﹀所蓋的宮殿 大樹鄉︿佛光山﹀蓋出來
真的是非常的輝煌 非常的美麗 非常的莊嚴 ︿慈濟功
德會﹀教團非常的大 非常的廣 所以他們雖然蓋的是灰
色的 但是我到了花蓮 到了︿慈濟功德會﹀ 看到他們
殿堂的時候也嚇了一跳 甚至在潭子 有看到︿慈濟功德
會﹀在潭子的醫院 他蓋出來的醫院 哇！就像城堡一
樣 很大 很大 一進到大廳 我在潭子進去大廳一看
天啊！比我們現在︿真佛宗﹀的祖廟︿西雅圖雷藏寺﹀
Seattle Lei Zang Temple 大了我看有百倍！
我們這個廳這麼小 加起來不過四千呎 人家的一
個大廳 我看到 哇！往前一望 他們那個壁畫真的是非
常的亮麗 那是怎麼做的？我一看全部都是錢貼在上面
有錢才能夠做啊！你沒有錢能夠蓋︿佛光山﹀嗎？不可
能 沒有錢能夠蓋那麼大的像堡壘一樣的 灰色的一大片
的？所以我們祖廟那幾棟房子 真的是人家的草寮 真的
是草寮 沒錢不行的 所以我們趕快修黃財神針巴拉 趕
快祈求祂 叫祂把所有的黃金 美鈔US dollar gold
diamond統統賜給我們

Ｑ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師尊 請問放
生儀軌有沒有一定要在動物聽到的範圍做唸誦？
放生有延長壽命 超度至淨土的意義 不一定需要把動物
放到大自然 弟子觀察城市範圍放生 動物一般是死多活
少或沒有適當的居住環境 弟子有一想法 做放生可以配
合當地照顧流浪動物的組織 錢可以捐給該組織讓他們發
揮 行者為動物做放生儀軌的唸誦 弟子認為這樣在各方
面比較有效率 請問師尊 這樣做符合放生嗎？
回答一：你在做唸誦的時候動物要聽到 他的意思
是關於放生儀軌 你唸給動物聽 動物聽得懂嗎？所以放
生儀軌不是唸給動物聽的 是唸給自己的心聽的 這儀軌
唸經 你在這裡唸經 唸︻阿彌陀經︼是唸給阿彌陀佛聽
的嗎？不是啊 不是唸給佛聽的 是唸給自己聽的 你要
照佛經的去實踐你自己的修行 是唸給自己聽的 所以放
生動物的時候 把動物或水族 放魚放鳥 不是唸給鳥聽
的 也不是空中飛的 水裡游的 地上爬的 不是唸給牠
們聽的 是唸給你心裡聽的 讓你產生慈悲心 讓你自己
長養慈悲 要自己做到的 而不是讓動物聽的
關於他想出來的 他說他的觀察：﹁錢可以捐給該
組織 讓他們發揮 行者為動物做放生儀軌的唸誦 弟子
認為這樣在各方面比較有效率 請問師尊 這樣符合放生
嗎？﹂我個人認為可以！好像流浪狗的收養中心 你去捐
款 給他們好好的去照顧那些動物 那也是一種放生 我
認為在現代來講是可以的 你要放水族 也就是說海裡
的 像海龜放到海水裡面 淡水的龜就放到淡水 鹹水的
龜要放在鹹水 海裡的要放在海裡 湖裡的要放在湖裡
河流的放在河流 不可以混亂 否則放生就變成放死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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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唯一的好處就是 有人可以聽你講八卦 不用
擔心他會說出去 老公跟老婆之間 老婆講八卦給老公
聽 老公的好處是說他不會把八卦再講出去 為什麼
呢？因為他根本沒在聽 這個是笑話 大部分都是一些
人之常情

成就 當然要憑著平時的練習 師尊平時的練習也是這
樣子
她問到﹁﹃密教七日成佛法﹄ 請問人快往生的時
候 是觀想此法呢？或是想靈魂直衝上頂竅 子光會母
光成佛呢？﹂這兩者都可以 你自己那個時候 能夠把
你的地 水 火 風的氣集中在你的心輪 在你的心
所以十六世大寶法王在走的時候 祂講了一句話：﹁人
要離開娑婆世界的時候 心中最重要是有他的光明 你
要保持住自己心中的光明 ﹂這是十六世大寶法王講
的 祂是在Chicago美國芝加哥離開這個世間 在芝加哥
離開的
祂也是躺著 然後觀想心中的光明 這個光明可以
自己到頂竅 頂竅本身是打開的 平時有練﹁開頂
法﹂ 密教都有練開頂 ﹁破瓦法﹂叫﹁開頂法﹂ 有
開了頂 直接用你身上的地 水 火 風的氣 跟你身
上集中的氣 把這個光提到頂上 直接從頂竅出去 你
自己的光進入宇宙的光 就像一滴水進入大海一樣 這
個叫﹁子光會母光﹂
你們頂竅有開頂的舉手？已經開頂的 請舉手？有
修﹁破瓦法﹂的？你開了頂？可以看得到嗎？可以用眼
睛看得到嗎？看到啦？你自己怎麼看到的？用鏡子照？
哦 好 沒關係 請坐 這個頂竅一定要開的 我們出
生的時候 頂竅是開的 小孩子baby剛剛出來的時候
他頂竅是開的 然後再慢慢再合起來 再補起來
你在修法的時候 經常沖頂 頂竅又會開的 是密
教的法 中脈直接通到頂竅 師尊的頂竅是開的 你們
可以看得到 以前看過嘛 對不對？以前給大家看過
看過了現在就不用看 開了頂 你記得心中的光明 然
後把氣運到你的心 然後往上推 從中脈推到頂竅 從

是不是信心清淨啊！我當然信 我相信我的本尊瑤
池金母 阿彌陀佛 地藏王菩薩 我也很純啊 我什麼
事情都告訴祂 沒有隱瞞 我們能不能這樣就生實相？
不可能的 這裡的信心 不是講信仰的那個信心耶
﹁清淨﹂這兩個字很重要 那個才是實踐 信心是要用
實踐 實踐了你的信心才叫清淨 不是表面上的信仰
真的 所以大家以為信心清淨 我就生實相 不
是！信心清淨 這必須要你去實踐 實踐什麼？﹁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那個才是真正的
純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才是叫
做純
這個時候才叫做什麼？﹁窮豎三際 橫遍十方﹂
佛教的用語 窮豎三際 過去 現在 未來成為一貫
橫遍十方 上方 下方 八方 無止境的寬廣 這個才
叫做信心清淨 窮豎三際代表什麼？時間 代表時間都
是清淨的 代表你過去世你是清淨的 現在世也是清淨
的 未來世也是清淨的 然後再來 橫遍十方 上方也
是清淨的 下方也是清淨的 八方全部空間 橫遍十方
就是空間全部清淨的
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月球什麼人都沒有 一片大
地 沒有生物 到底有沒有生物？目前科學講起來 我
是認為 如果把它看成完全統統沒有生物 月球上一個
人都沒有 時間對月球來講有什麼益處 有什麼壞處？
沒有 不影響 對不對？時間沒有什麼影響 空間也沒
有什麼影響 我講 在月球是大地主 哪一塊地是我
的 沒有用的 因為空間沒有什麼價值感 月球的土地
有價值嗎？也許將來可能有 人只要上了月球 在月球
上蓋一個︿希爾頓大飯店﹀ 你在那邊等吧 等著太空

頂竅出去就一定成就
我們記得 師尊在做中陰遷識的時候是說：﹁開天
門 閉地竅 塞人路 阻鬼道﹂ 這四句話 一個是開
天門 把你的頂竅打開 ﹁中陰遷識法﹂ 把你的頂竅
打開 然後閉地竅 不要到地獄 餓鬼 畜生去 地
獄 餓鬼 畜生從哪裡出去？從你的密輪出去 就是地
獄 餓鬼 畜生 從你的底下肛門出去 也是地獄 餓
鬼 畜生 從肚臍出去 我們小孩子出生 baby的營養
輸進管 baby的時候 臍輪這邊的肚臍輸送營養 母親
的營養是直接到小孩baby 那個地方也是一個門 就把
那個門也塞住 再來塞口的門 塞鼻子呼吸的門 塞兩
個眼的門 塞兩個耳朵的門 全部要塞住 只剩下一個
頂竅讓它開 這叫﹁開天門 閉地竅 塞人道 阻鬼
道﹂ 塞人道是不要再到人道來輪迴 阻鬼路不要變成
中陰；然後還有三途 地獄 餓鬼 畜生 阿修羅都不
能去 只能夠從頂竅出去 這個是一個方法
﹁子光會母光成佛﹂就是這個方法 你把自己的子
光觀成吽字 把宇宙的光觀成阿字 這也是﹁子光會母
光﹂ 是唯一往生佛國淨土的方法 唯一到佛的境界
四聖界 或者是天道的方法 所以你看﹁七日成佛法﹂
跟﹁子光會母光﹂是一樣的 是相同的 只是它觀想的
方法不一樣 觀想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婆說：﹁親愛的 你覺得我身材怎麼樣？﹂老公
說：﹁還可以啦 ﹂老婆說：﹁可是 我的好朋友說我
沒有腰 ﹂老公說：﹁她瞎了眼嗎？這麼粗的腰 她居
然沒看見？﹂所以沒有腰跟粗的腰是一樣的
我有個朋友 腳非常臭 有一次他的腳被毒蛇給咬
傷了 搶救了六個小時 毒蛇才脫離生命危險 真的
以毒攻毒啊

今天我們講︻金剛經︼ 我今天講有一個重點在這
裡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
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
須菩提講：﹁如果有人聽到這部經典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人 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大部分我
們講經的人 對這一句沒有什麼話好講 為什麼呢？如
果有人聽到這個經 他產生了信心 而且這個信心是非
常清淨的 他就生出實相 他就真正的懂得什麼叫做實
相 實在的相 要知道 這個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大
部分的人都是這樣：很簡單嘛 幾句話就等於是白話一
樣 也就不用解釋了
但是你要注意喔！﹁信心清淨 則生實相﹂ 注意
這四個字﹁信心清淨﹂ 很多人都認為有信佛 我很虔
誠 那個就是信心清淨 我是全信 完全信仰佛教 或
者可以講 我是純信 什麼叫純信呢？一點懷疑都沒
有 那是很純 像我們Gold︵黃金︶有999 我們就稱為
純金 不是鍍金 鍍金只是表面 真的是純金999 只是
差一點點 就是非常純 純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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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唯一的好處就是 有人可以聽你講八卦 不用
擔心他會說出去 老公跟老婆之間 老婆講八卦給老公
聽 老公的好處是說他不會把八卦再講出去 為什麼
呢？因為他根本沒在聽 這個是笑話 大部分都是一些
人之常情

成就 當然要憑著平時的練習 師尊平時的練習也是這
樣子
她問到﹁﹃密教七日成佛法﹄ 請問人快往生的時
候 是觀想此法呢？或是想靈魂直衝上頂竅 子光會母
光成佛呢？﹂這兩者都可以 你自己那個時候 能夠把
你的地 水 火 風的氣集中在你的心輪 在你的心
所以十六世大寶法王在走的時候 祂講了一句話：﹁人
要離開娑婆世界的時候 心中最重要是有他的光明 你
要保持住自己心中的光明 ﹂這是十六世大寶法王講
的 祂是在Chicago美國芝加哥離開這個世間 在芝加哥
離開的
祂也是躺著 然後觀想心中的光明 這個光明可以
自己到頂竅 頂竅本身是打開的 平時有練﹁開頂
法﹂ 密教都有練開頂 ﹁破瓦法﹂叫﹁開頂法﹂ 有
開了頂 直接用你身上的地 水 火 風的氣 跟你身
上集中的氣 把這個光提到頂上 直接從頂竅出去 你
自己的光進入宇宙的光 就像一滴水進入大海一樣 這
個叫﹁子光會母光﹂
你們頂竅有開頂的舉手？已經開頂的 請舉手？有
修﹁破瓦法﹂的？你開了頂？可以看得到嗎？可以用眼
睛看得到嗎？看到啦？你自己怎麼看到的？用鏡子照？
哦 好 沒關係 請坐 這個頂竅一定要開的 我們出
生的時候 頂竅是開的 小孩子baby剛剛出來的時候
他頂竅是開的 然後再慢慢再合起來 再補起來
你在修法的時候 經常沖頂 頂竅又會開的 是密
教的法 中脈直接通到頂竅 師尊的頂竅是開的 你們
可以看得到 以前看過嘛 對不對？以前給大家看過
看過了現在就不用看 開了頂 你記得心中的光明 然
後把氣運到你的心 然後往上推 從中脈推到頂竅 從

是不是信心清淨啊！我當然信 我相信我的本尊瑤
池金母 阿彌陀佛 地藏王菩薩 我也很純啊 我什麼
事情都告訴祂 沒有隱瞞 我們能不能這樣就生實相？
不可能的 這裡的信心 不是講信仰的那個信心耶
﹁清淨﹂這兩個字很重要 那個才是實踐 信心是要用
實踐 實踐了你的信心才叫清淨 不是表面上的信仰
真的 所以大家以為信心清淨 我就生實相 不
是！信心清淨 這必須要你去實踐 實踐什麼？﹁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那個才是真正的
純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才是叫
做純
這個時候才叫做什麼？﹁窮豎三際 橫遍十方﹂
佛教的用語 窮豎三際 過去 現在 未來成為一貫
橫遍十方 上方 下方 八方 無止境的寬廣 這個才
叫做信心清淨 窮豎三際代表什麼？時間 代表時間都
是清淨的 代表你過去世你是清淨的 現在世也是清淨
的 未來世也是清淨的 然後再來 橫遍十方 上方也
是清淨的 下方也是清淨的 八方全部空間 橫遍十方
就是空間全部清淨的
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月球什麼人都沒有 一片大
地 沒有生物 到底有沒有生物？目前科學講起來 我
是認為 如果把它看成完全統統沒有生物 月球上一個
人都沒有 時間對月球來講有什麼益處 有什麼壞處？
沒有 不影響 對不對？時間沒有什麼影響 空間也沒
有什麼影響 我講 在月球是大地主 哪一塊地是我
的 沒有用的 因為空間沒有什麼價值感 月球的土地
有價值嗎？也許將來可能有 人只要上了月球 在月球
上蓋一個︿希爾頓大飯店﹀ 你在那邊等吧 等著太空

頂竅出去就一定成就
我們記得 師尊在做中陰遷識的時候是說：﹁開天
門 閉地竅 塞人路 阻鬼道﹂ 這四句話 一個是開
天門 把你的頂竅打開 ﹁中陰遷識法﹂ 把你的頂竅
打開 然後閉地竅 不要到地獄 餓鬼 畜生去 地
獄 餓鬼 畜生從哪裡出去？從你的密輪出去 就是地
獄 餓鬼 畜生 從你的底下肛門出去 也是地獄 餓
鬼 畜生 從肚臍出去 我們小孩子出生 baby的營養
輸進管 baby的時候 臍輪這邊的肚臍輸送營養 母親
的營養是直接到小孩baby 那個地方也是一個門 就把
那個門也塞住 再來塞口的門 塞鼻子呼吸的門 塞兩
個眼的門 塞兩個耳朵的門 全部要塞住 只剩下一個
頂竅讓它開 這叫﹁開天門 閉地竅 塞人道 阻鬼
道﹂ 塞人道是不要再到人道來輪迴 阻鬼路不要變成
中陰；然後還有三途 地獄 餓鬼 畜生 阿修羅都不
能去 只能夠從頂竅出去 這個是一個方法
﹁子光會母光成佛﹂就是這個方法 你把自己的子
光觀成吽字 把宇宙的光觀成阿字 這也是﹁子光會母
光﹂ 是唯一往生佛國淨土的方法 唯一到佛的境界
四聖界 或者是天道的方法 所以你看﹁七日成佛法﹂
跟﹁子光會母光﹂是一樣的 是相同的 只是它觀想的
方法不一樣 觀想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婆說：﹁親愛的 你覺得我身材怎麼樣？﹂老公
說：﹁還可以啦 ﹂老婆說：﹁可是 我的好朋友說我
沒有腰 ﹂老公說：﹁她瞎了眼嗎？這麼粗的腰 她居
然沒看見？﹂所以沒有腰跟粗的腰是一樣的
我有個朋友 腳非常臭 有一次他的腳被毒蛇給咬
傷了 搶救了六個小時 毒蛇才脫離生命危險 真的
以毒攻毒啊

今天我們講︻金剛經︼ 我今天講有一個重點在這
裡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
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
須菩提講：﹁如果有人聽到這部經典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人 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大部分我
們講經的人 對這一句沒有什麼話好講 為什麼呢？如
果有人聽到這個經 他產生了信心 而且這個信心是非
常清淨的 他就生出實相 他就真正的懂得什麼叫做實
相 實在的相 要知道 這個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大
部分的人都是這樣：很簡單嘛 幾句話就等於是白話一
樣 也就不用解釋了
但是你要注意喔！﹁信心清淨 則生實相﹂ 注意
這四個字﹁信心清淨﹂ 很多人都認為有信佛 我很虔
誠 那個就是信心清淨 我是全信 完全信仰佛教 或
者可以講 我是純信 什麼叫純信呢？一點懷疑都沒
有 那是很純 像我們Gold︵黃金︶有999 我們就稱為
純金 不是鍍金 鍍金只是表面 真的是純金999 只是
差一點點 就是非常純 純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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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去住︿希爾頓大飯店﹀ 賺US Dollar 你在那裡拿到
US Dollar 不等於是紙嗎？那個紙在月球上能有用嗎？
在地球上才有用啊 就算到了月球 你去住︿希爾頓大
飯店﹀ 他要的是黃金 你要黃金有什麼用？在月球上
有用嗎？也沒用 這個才叫做信心清淨啊
大家稍微用腦筋想一想 你心如虛空 你的心就像
空間一樣廣大 你的心中像月球一樣 沒有什麼叫做
善 什麼叫做惡 對你來講沒有 也沒有這個我 也沒
有眾生 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空間 這個純度叫做第一
名 這個才叫做信心清淨 這個時候才生起實相 很多
人講︻金剛經︼絕對不會講到這一點 我告訴你 沒有
人會講到這一點 ︵眾鼓掌︶
孔子為什麼要去問道於老子？孔子是聖人 為什麼
要去問老子呢？問老子跟祂講道 給孔子講｜道 祂講
的是什麼道？老子講道給孔子聽 孔子是中國的聖人
已經很偉大了 但是祂講道給孔子聽 祂講的是什麼？
﹁至虛﹂兩個字 ﹁至﹂就是到達 ﹁虛﹂完全淨空
﹁至虛﹂是什麼？﹁至虛﹂才是道 這個很深了
吧？老子跟孔子講 ﹁至虛﹂才是道 你來問我什麼是
道？我跟你講﹁至虛﹂才是道 ﹁至虛﹂才是實 實相
的實 ︻金剛經︼裡面講﹁信心清淨 則生實相﹂ 講
的就是這個 沒有人講︻金剛經︼會講出這個 大部分
講 ﹁信心清淨了 你實相就出來了﹂ 哪那麼簡單？
如果那麼簡單 孔子不用去問老子 ﹁至虛﹂才生實
相 ﹁至虛﹂才是實啊 所以以後再接下去 實相就是
非相 這句話懂了嗎？實相就是至虛 就是沒有相 實
相就是沒有相 所以如來說名實相 才叫做實相 這一
句話你才能夠懂 否則你聽不懂
為什麼實相是非相 非相才是實相？老子已經講

了 ﹁至虛﹂就是實 一切都是沒有的才是實相 所以
今天我跟大家講了﹁信心清淨﹂ 這四個字不是很容易
解釋的 今天就只有盧師尊能夠講出來 ︵眾鼓掌︶大
家都知道孔子問道於老子 都知道孔子去請教老子這個
道 老子到底跟祂講了什麼？﹁至虛﹂ 就是︻金剛
經︼裡面講的﹁非相才是實相﹂ 也就是實相就是非
相 才能夠接下去講﹁世尊！是實相者 即是非相 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 ﹂這樣有聽懂嗎？︵眾答：有︶
講︻金剛經︼ 要講出它最重要的那一個點出來
你講不出來 那還說什麼︻金剛經︼？那是不壞的經典
啊 至虛怎麼會壞呢？非相怎麼會壞呢？那是不壞的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怎麼會壞呢？要達到這種境地才
是佛啊！差一點都不行 今天只有盧師尊懂得這個道
理
你去看人家講︻金剛經︼ 很多人講︻金剛經︼
我不騙你 很多法師都講︻金剛經︼ 他沒有想到信心
清淨 我這樣一講 你馬上知道 實相就是非相 非相
也就是實相 你馬上可以一下子就了解 我不這樣子解
釋 沒有人可以知道 表面上給它聊過去就走了 講的
那個不是︻金剛經︼ 那是有壞經 會壞掉的經 所以
盧師尊講的︻金剛經︼是不壞的經 它不會壞的
又回歸現實 讓老婆開心的方法很多 kiss她會開
心 hug她也會開心 陪她玩耍也會開心 打掃衛生間也
會開心 陪她回娘家 陪她逛街 買名牌包包衣服 她
都會開心 幫她洗衣服 早一點回家 甜言蜜語 時刻
保持聯絡 給她驚喜 給她按摩 一直聽她講話 這是
給老婆開心的很多種方法 給先生開心的 只有一種方
法 不要去管他 不要去管老公 他就開心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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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一年月
日下午三時
︿彩虹雷藏寺﹀恭請
法王蓮生活佛主持
﹁地藏王菩薩護摩法
會﹂及講授︻金剛
經︼ 來自各地的四
眾弟子踴躍護持法
會 聆聽法音 信解
受持 歡喜信受
在殊勝圓滿的護
摩結束後 聖尊首先
談到地藏王菩薩持著
錫杖震開地獄之門
以光明珠遍照六道眾生所有的業
障消除 以諦聽知天下大小事
以祂的五佛︵地藏菩薩的五佛︶
接引所有的眾生到淨土 地藏王
菩薩是接續釋迦牟尼佛的傳承
因為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
有︿囑累人天品﹀ 就是把天
人六道眾生全部付囑給地藏菩
薩 祂的密號是悲願金剛 與願
金剛
在︻地藏十輪經︼中祂顯現
很多的身 包括從佛身到閻羅王身
都是祂的顯現 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千處祈求千處現 所以地藏王菩薩
也是盧師尊的一個本尊 當初的時
候有三尊出現在我眼前 第一尊是
瑤池金母 第二尊是阿彌陀佛 第

三尊就是地藏王菩薩 最後就是看
到天帝 就是所謂的帝釋天 聖尊
的誓願一樣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粉身碎骨度眾生 這個就是地藏王
菩薩的精神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弟子問：聖尊文集中提及﹃光明
真言﹄可以超度及利益無形眾
生：﹁嗡 阿摩嘎 懷魯佳拿
嘛哈 母德喇 嘛尼 叭德嘛
及乏拉 鉢喇乏爾打牙 吽 ﹂
一 弟子想請問如何觀修及
唸﹃光明真言﹄來加持清淨沙
土？
二 在︽咒的魔力︾寫道：
書寫﹃光明真言﹄在黃紙上然後
放入湖中 是否因在湖水裡才使
用書寫過的﹃光明真言﹄咒字黃
紙？若是在陸地墳墓則加持沙土
撒在墳頭即可？
三 若時想利益骨灰塔裡的
眾生 又該怎麼撒﹃光明真言﹄
的咒沙呢？
聖尊答：一 你只要唸完﹃光明
真言﹄ 然後再加持 你如果有
氣的力量 用你的氣來加持 你
如果有本尊就用本尊來加持
二 是因為在湖水裡 才使
用書寫過的﹃光明真言﹄咒字黃
紙 若是在陸地墳墓則加持沙土
撒在墳頭即可

三 以這個﹃光明真言﹄清
淨的沙撒在塔的外面 裡面的幽
靈都得到受益 您在靈骨塔的外
面向著靈骨塔撒沙 也是可以
弟子問：聖尊在文集第五十一
冊 有篇︿愛染王金剛敬愛
法﹀ 裡面提到：世間的男子
若其心中欲得女子時 可寫一
﹁雌﹂字 放在明王的手中；如
果女子心中欲得男子 則可寫一
﹁雄﹂字 交此明王手中 則可
以如意
這個祈求方法甚為簡易 道
場也有愛染明王金身 但不知除
了雌雄二字之外 要不要寫自己
名字？要放在明王的左手右手還
是哪隻手？有何注意事項？
聖尊答：你有誠心 佛有感應
你誠心地跟愛染明王祈求 唸你
心儀女子的姓名或唸你心儀男子
的姓名 然後摺好紙就放在愛染
明王的手上 然後獻上供養 供
養不能馬虎 要不要寫自己名
字？你在愛染明王的面前 愛染
明王認得你 要左手還是右手？
都可以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精彩圓滿的開示結束後 聖
尊為大眾拂塵灌頂加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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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王本願經裡面
有〈囑累人天品〉 ，

釋迦牟尼佛把天 、 人六道眾生
全部付囑給地藏王菩薩 。
■文∕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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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
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
世後㈤百歲，其㈲眾生，得聞是
經，信解受持，是㆟即為第㆒希
㈲。
何以故？
此㆟無我相、無㆟相、無眾
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相、眾生
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世尊金手拈
迦葉笑顏悟

信 解 受 持
即第一希有！

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
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時輪金剛佛﹂ 敬禮
﹁時輪金剛的別時輪 敬禮時輪金剛的眷屬﹂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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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ảm ơn

︵越南語：謝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こんにちは ︵日語：你好︶
謝︶Xin chao ︵越語：你好︶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
點 是﹁阿彌陀佛護摩法會﹂ 師尊的本尊是瑤池金
母 我們稱祂為仙王 大羅金仙的仙王 阿彌陀佛是佛
王 就是所有佛當中跟娑婆世界最有緣的一尊就是阿彌
陀佛 祂是佛王 然後還有一尊就是地藏王菩薩 我們
稱為地王 這三尊是師尊最尊崇的
下個禮拜是阿彌陀佛的護摩法會 阿彌陀佛的淨土
是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如來的極樂淨土 其實這個淨
土分成四層 最上是常寂光土 再下來是實報莊嚴土
再下來是方便有餘土 再下來就是凡聖同居土 其實在
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也有法身佛 也有報身佛 也有應
身佛 這四土當中都是不退轉的 你到了西方極樂世
界 你就不會再退轉了 不退轉也就是說 將來你能夠
成就 在那邊修行就能夠個個成佛 這就是不退轉

在那裡 有七寶行樹 有八功德水 有亭臺樓閣
有三怙主﹁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有
三個依怙主 只要到了那裡 還有很多的鳥出和雅音
有三十七助道品 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只有樂而沒有苦 所以才叫極樂 所以你不跟阿彌陀佛
結緣 你如何到西方極樂世界？那裡是永遠不退轉的
可以帶業往生 什麼叫帶業往生呢？你還有業障 但是
你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佛國淨土 也可以消業往
生 你沒有業障 你業障已經消了 你也可以到西方極
樂世界佛國淨土 你沒有業你就到常寂光土 實報莊嚴
土 你還有業就到方便有餘土 凡聖同居土
所以不管你沒有業 有業 都可以到西方極樂世
界 這就是佛陀所講的唯一的方便道 唯一最容易修持
的方便道 到淨土再說 所以那裡有凡聖同居土 就是
有聖人居住在那裡 但是也有凡夫居住在那裡 凡夫也
可以到 聖賢也在那裡 這一感染之下你就變成聖人
這是唯一最好的一個淨土 所以佛法有所謂的神聖的修
道的修行 有聖人的修行 凡夫要成佛 我們知道很困
難 但是唯一能夠帶業往生的就是阿彌陀佛的淨土 因
為祂有凡聖同居土 聖凡在一起 所以能夠帶業往生
而且不退轉 每天有三十七助道品 很快地你可以在那
裡修行 就能夠個個成佛 這一尊如果不主祈 我不用
再講 知道就好
我們今天做這個﹁時輪金剛法﹂ 大家剛剛有看到
下雪 你看下雪 你在台灣要看到下雪 你要到合歡山
爬到最頂的地方啊 爬到玉山還要去等 到武嶺去等
在西雅圖冬天的時候都會下幾場雪 有的時候很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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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
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
世後㈤百歲，其㈲眾生，得聞是
經，信解受持，是㆟即為第㆒希
㈲。
何以故？
此㆟無我相、無㆟相、無眾
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相、眾生
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世尊金手拈
迦葉笑顏悟

信 解 受 持
即第一希有！

我

們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
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時輪金剛佛﹂ 敬禮
﹁時輪金剛的別時輪 敬禮時輪金剛的眷屬﹂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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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ảm ơn

︵越南語：謝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気持ちいい
こんにちは ︵日語：你好︶
謝︶Xin chao ︵越語：你好︶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
點 是﹁阿彌陀佛護摩法會﹂ 師尊的本尊是瑤池金
母 我們稱祂為仙王 大羅金仙的仙王 阿彌陀佛是佛
王 就是所有佛當中跟娑婆世界最有緣的一尊就是阿彌
陀佛 祂是佛王 然後還有一尊就是地藏王菩薩 我們
稱為地王 這三尊是師尊最尊崇的
下個禮拜是阿彌陀佛的護摩法會 阿彌陀佛的淨土
是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如來的極樂淨土 其實這個淨
土分成四層 最上是常寂光土 再下來是實報莊嚴土
再下來是方便有餘土 再下來就是凡聖同居土 其實在
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也有法身佛 也有報身佛 也有應
身佛 這四土當中都是不退轉的 你到了西方極樂世
界 你就不會再退轉了 不退轉也就是說 將來你能夠
成就 在那邊修行就能夠個個成佛 這就是不退轉

在那裡 有七寶行樹 有八功德水 有亭臺樓閣
有三怙主﹁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有
三個依怙主 只要到了那裡 還有很多的鳥出和雅音
有三十七助道品 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只有樂而沒有苦 所以才叫極樂 所以你不跟阿彌陀佛
結緣 你如何到西方極樂世界？那裡是永遠不退轉的
可以帶業往生 什麼叫帶業往生呢？你還有業障 但是
你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佛國淨土 也可以消業往
生 你沒有業障 你業障已經消了 你也可以到西方極
樂世界佛國淨土 你沒有業你就到常寂光土 實報莊嚴
土 你還有業就到方便有餘土 凡聖同居土
所以不管你沒有業 有業 都可以到西方極樂世
界 這就是佛陀所講的唯一的方便道 唯一最容易修持
的方便道 到淨土再說 所以那裡有凡聖同居土 就是
有聖人居住在那裡 但是也有凡夫居住在那裡 凡夫也
可以到 聖賢也在那裡 這一感染之下你就變成聖人
這是唯一最好的一個淨土 所以佛法有所謂的神聖的修
道的修行 有聖人的修行 凡夫要成佛 我們知道很困
難 但是唯一能夠帶業往生的就是阿彌陀佛的淨土 因
為祂有凡聖同居土 聖凡在一起 所以能夠帶業往生
而且不退轉 每天有三十七助道品 很快地你可以在那
裡修行 就能夠個個成佛 這一尊如果不主祈 我不用
再講 知道就好
我們今天做這個﹁時輪金剛法﹂ 大家剛剛有看到
下雪 你看下雪 你在台灣要看到下雪 你要到合歡山
爬到最頂的地方啊 爬到玉山還要去等 到武嶺去等
在西雅圖冬天的時候都會下幾場雪 有的時候很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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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世七世以後成佛 第二 得到﹁時輪金剛法﹂的灌
頂 再持咒修法可以避一切的災難 很多的災難你可以
避掉 只要持咒修法 第三 ﹁時輪金剛法﹂跟持咒
將來累世不會入三惡道 你只要灌頂了﹁時輪金剛
法﹂ 持時輪金剛的咒﹁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
哈 ﹂你就不會入三惡道 這個夠好了 這個實在是夠
好的 ﹁時輪金剛法﹂的灌頂 七世可以成佛 修習持
此法的 刀兵的災難 戰爭一切能夠平息 促進和平
風調雨順 五穀豐收 國泰民安 往生本尊的淨土香巴
拉王國 這個就是時輪金剛的好處 所以﹁時輪金剛
法﹂在藏密裡面四教共同尊崇
當初的時候 甘珠爾瓦 甘珠爾瓦就是甘珠活佛
傳法給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傳法給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
傳法給吐登達爾吉 吐登達爾吉把這個法傳給我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你要把﹁時輪金剛法﹂弘揚在四大洲
所以我做﹁時輪金剛法﹂的時候 就在台灣也做了
﹁時輪金剛法﹂ 香港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馬來西
亞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印尼有沒有？印尼也做了
﹁時輪金剛法﹂ 新加坡有沒有？新加坡也做了﹁時輪
金 剛 法 ﹂ 英 國 也 做 了 ﹁ 時 輪 金 剛 法 ﹂ Australia
Sydney我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跑到很多的國家去做
﹁時輪金剛法﹂ 因為吐登達爾吉上師交代﹁你要把
﹃時輪金剛法﹄弘揚在四大洲 讓四大洲的人都得到時
輪金剛的灌頂 ﹂
就是這個原因 我跑到很多的地方去做﹁時輪金剛
法﹂ ︵弟子答：還有巴拿馬 ︶巴拿馬也做了﹁時輪
金剛法﹂ 哇！那五大洲了 那是中美洲也做了﹁時輪
金剛法﹂ 北美洲當然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所以我

答
雜誌

好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問題一：新加坡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師尊曾經
說過唸滿﹃上師心咒﹄八百萬遍就能往生摩訶雙
蓮池 請問師尊 弟子需要唸多少遍的︻真佛經︼才能
往生摩訶雙蓮池呢？謝謝師尊
回答一：我是講唸八百萬遍的﹃上師心咒﹄就能夠
往生摩訶雙蓮池 他問我：﹁唸多少遍的︻真佛經︼也
能夠往生摩訶雙蓮池？﹂經還有咒 平時我們都要唸
的 唸經 唸咒 都要唸的 ︻真佛經︼裡面也有﹃上
師心咒﹄吧？有吧 有﹃上師心咒﹄ 好 因為你想的
問題 師尊沒有想過 所以我問一下：﹁請問唸多少遍
的︻真佛經︼能夠往生摩訶雙蓮池呢？請指示 ﹂︵師
尊請示︶好 祂已經回答了 祂說二百萬遍的︻真佛
經︼就能夠往生摩訶雙蓮池 ﹃上師心咒﹄要八百萬
遍
我告訴大家 有一個師姐 好像住在Australia 是
嗎？住在荷蘭 她的媽媽只唸﹃上師心咒﹄ 因為她不
識字 但是她會唸﹁上師心咒﹂ 她只會唸﹁上師心
咒﹂跟︻高王經︼ 她的心跳停止的時候 她的靈魂就
出竅 走在這個中陰道上 陰間的道路上 因為她只唸
﹃上師心咒﹄ 因為她停止心跳的時候 周圍的人都在
唸﹃上師心咒﹄ 所以師尊顯現在陰間的道路上跟她

Ｑ

QA＆

的時候小一點 但是 我在﹁南山雅舍﹂早上起床吃早
餐的時候 窗外就飄著雪 我媽媽第一次來西雅圖的時
候 第一次看到下雪 她用跳的 她說：﹁下雪啦！﹂
一直用跳的 像麻雀一樣一直在那邊跳躍 她這輩子第
一次看到下雪 要看到下雪的 請你們到西雅圖來 台
灣的同門啊 還有東南亞的啦 印尼的啦 新加坡啦
馬來西亞啦 中南半島的國家 要看下雪就到西雅圖來
看下雪
另外呢 從這裡 從︿彩虹山莊﹀再往東方走 差
不多幾分鐘啊？二十分鐘 就是Snoqualmie Park 那裡
有heavy snow 你可以ski 可以玩雪 那裡 再過二十
分鐘 你就可以去玩雪 不過那裡骨科的醫生很多 骨
科的醫院很多 小心！真的非常地滑 那雪地真的非常
地滑 一定不要摔跤 那裡的骨科生意非常好 滑雪也
一樣 很好玩但是也是滿危險的 下雪只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很好看 是啊
做時輪金剛都會有徵兆的 時輪金剛是很大的一
尊 是釋迦牟尼佛變化的 釋迦牟尼佛在靈山說法的時
候 分身到了南印度吉祥米聚塔 化身為時輪金剛向香
巴拉的國王月賢國王講授了﹁時輪金剛法﹂ 這個法益
處非常的多 非常殊勝 時輪金剛的益處是非常多 剛
剛我有講時輪金剛分為三輪 一個是﹁內時輪﹂ 一個
﹁外時輪﹂ 一個是﹁別時輪﹂ 我為什麼剛剛敬禮
﹁別時輪﹂？因為﹁內時輪﹂就是自己本身的時輪
﹁外時輪﹂就是環境的時輪 兩個合一成就了就叫﹁別
時輪﹂ 所以我敬禮﹁別時輪﹂ 原因在這裡
祂有很大的利益 得到﹁時輪金剛法﹂的灌頂的
如果能夠好好修持及守戒 可以在七世中成佛 也就是

依教奉行 吐登達爾吉上師把那個﹁時輪金剛法﹂的法
本給我 也給我灌頂 然後再教了口訣 叫我弘揚五大
洲 到世界各地去把﹁時輪金剛法﹂全部都弘揚 這是
時輪金剛弘揚在五大洲的因緣 我們這個﹁時輪金剛
法﹂是有傳承的｜｜甘珠爾瓦 吐登尼瑪 吐登達力
吐登達爾吉 吐登其摩 吐登其摩就是盧師尊 等一下
有﹁時輪金剛法﹂的灌頂 那你們好好珍惜這個法
這個世界上的事情總有不一樣的 同樣是非常肥
的 同樣的好吃懶做 只因為穿的外套不一樣 命運卻
截然不同 一個是被捅 一個是被寵 所以說 出來
混 衣服很重要 該買的還是要買 千萬別省
你知道這兩個動物是什麼嗎？豬 肥肥的好吃懶
做 牠被捅；熊貓 同樣好吃懶做 也一樣肥肥的 牠
就被寵 只因為穿的衣服不一樣 你看熊貓跟豬 走路
的姿勢都很一樣
有一天 唐三藏把豬八戒叫來 豬八戒問：﹁師
父 你叫我來有什麼事？﹂唐三藏：﹁你走幾步路給我
看 ﹂豬八戒就走來走去 唐三藏：﹁這樣好了 我看
過了 你可以回去了 ﹂豬八戒：﹁師父 那你叫我
來 只叫我走路 到底什麼意思？﹂唐三藏：﹁我雖然
沒有吃過豬肉 但是也有看過豬走路 ﹂這是笑話
這是什麼笑話？這一隻應該是屬於貓 貓講話：
﹁算命的說我命很好 將來必定前程似錦 ﹂什麼
﹁緊﹂呢？第一個 手頭很緊；第二個 衣服很緊；第
三個 眉頭很緊；第四個 時間很緊 我就不知道貓為
什麼時間會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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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世七世以後成佛 第二 得到﹁時輪金剛法﹂的灌
頂 再持咒修法可以避一切的災難 很多的災難你可以
避掉 只要持咒修法 第三 ﹁時輪金剛法﹂跟持咒
將來累世不會入三惡道 你只要灌頂了﹁時輪金剛
法﹂ 持時輪金剛的咒﹁嗡 哈 卡瑪拉 哇拉呀 梭
哈 ﹂你就不會入三惡道 這個夠好了 這個實在是夠
好的 ﹁時輪金剛法﹂的灌頂 七世可以成佛 修習持
此法的 刀兵的災難 戰爭一切能夠平息 促進和平
風調雨順 五穀豐收 國泰民安 往生本尊的淨土香巴
拉王國 這個就是時輪金剛的好處 所以﹁時輪金剛
法﹂在藏密裡面四教共同尊崇
當初的時候 甘珠爾瓦 甘珠爾瓦就是甘珠活佛
傳法給吐登尼瑪 吐登尼瑪傳法給吐登達力 吐登達力
傳法給吐登達爾吉 吐登達爾吉把這個法傳給我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你要把﹁時輪金剛法﹂弘揚在四大洲
所以我做﹁時輪金剛法﹂的時候 就在台灣也做了
﹁時輪金剛法﹂ 香港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馬來西
亞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印尼有沒有？印尼也做了
﹁時輪金剛法﹂ 新加坡有沒有？新加坡也做了﹁時輪
金 剛 法 ﹂ 英 國 也 做 了 ﹁ 時 輪 金 剛 法 ﹂ Australia
Sydney我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跑到很多的國家去做
﹁時輪金剛法﹂ 因為吐登達爾吉上師交代﹁你要把
﹃時輪金剛法﹄弘揚在四大洲 讓四大洲的人都得到時
輪金剛的灌頂 ﹂
就是這個原因 我跑到很多的地方去做﹁時輪金剛
法﹂ ︵弟子答：還有巴拿馬 ︶巴拿馬也做了﹁時輪
金剛法﹂ 哇！那五大洲了 那是中美洲也做了﹁時輪
金剛法﹂ 北美洲當然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所以我

答
雜誌

好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問題一：新加坡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師尊曾經
說過唸滿﹃上師心咒﹄八百萬遍就能往生摩訶雙
蓮池 請問師尊 弟子需要唸多少遍的︻真佛經︼才能
往生摩訶雙蓮池呢？謝謝師尊
回答一：我是講唸八百萬遍的﹃上師心咒﹄就能夠
往生摩訶雙蓮池 他問我：﹁唸多少遍的︻真佛經︼也
能夠往生摩訶雙蓮池？﹂經還有咒 平時我們都要唸
的 唸經 唸咒 都要唸的 ︻真佛經︼裡面也有﹃上
師心咒﹄吧？有吧 有﹃上師心咒﹄ 好 因為你想的
問題 師尊沒有想過 所以我問一下：﹁請問唸多少遍
的︻真佛經︼能夠往生摩訶雙蓮池呢？請指示 ﹂︵師
尊請示︶好 祂已經回答了 祂說二百萬遍的︻真佛
經︼就能夠往生摩訶雙蓮池 ﹃上師心咒﹄要八百萬
遍
我告訴大家 有一個師姐 好像住在Australia 是
嗎？住在荷蘭 她的媽媽只唸﹃上師心咒﹄ 因為她不
識字 但是她會唸﹁上師心咒﹂ 她只會唸﹁上師心
咒﹂跟︻高王經︼ 她的心跳停止的時候 她的靈魂就
出竅 走在這個中陰道上 陰間的道路上 因為她只唸
﹃上師心咒﹄ 因為她停止心跳的時候 周圍的人都在
唸﹃上師心咒﹄ 所以師尊顯現在陰間的道路上跟她

Ｑ

QA＆

的時候小一點 但是 我在﹁南山雅舍﹂早上起床吃早
餐的時候 窗外就飄著雪 我媽媽第一次來西雅圖的時
候 第一次看到下雪 她用跳的 她說：﹁下雪啦！﹂
一直用跳的 像麻雀一樣一直在那邊跳躍 她這輩子第
一次看到下雪 要看到下雪的 請你們到西雅圖來 台
灣的同門啊 還有東南亞的啦 印尼的啦 新加坡啦
馬來西亞啦 中南半島的國家 要看下雪就到西雅圖來
看下雪
另外呢 從這裡 從︿彩虹山莊﹀再往東方走 差
不多幾分鐘啊？二十分鐘 就是Snoqualmie Park 那裡
有heavy snow 你可以ski 可以玩雪 那裡 再過二十
分鐘 你就可以去玩雪 不過那裡骨科的醫生很多 骨
科的醫院很多 小心！真的非常地滑 那雪地真的非常
地滑 一定不要摔跤 那裡的骨科生意非常好 滑雪也
一樣 很好玩但是也是滿危險的 下雪只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很好看 是啊
做時輪金剛都會有徵兆的 時輪金剛是很大的一
尊 是釋迦牟尼佛變化的 釋迦牟尼佛在靈山說法的時
候 分身到了南印度吉祥米聚塔 化身為時輪金剛向香
巴拉的國王月賢國王講授了﹁時輪金剛法﹂ 這個法益
處非常的多 非常殊勝 時輪金剛的益處是非常多 剛
剛我有講時輪金剛分為三輪 一個是﹁內時輪﹂ 一個
﹁外時輪﹂ 一個是﹁別時輪﹂ 我為什麼剛剛敬禮
﹁別時輪﹂？因為﹁內時輪﹂就是自己本身的時輪
﹁外時輪﹂就是環境的時輪 兩個合一成就了就叫﹁別
時輪﹂ 所以我敬禮﹁別時輪﹂ 原因在這裡
祂有很大的利益 得到﹁時輪金剛法﹂的灌頂的
如果能夠好好修持及守戒 可以在七世中成佛 也就是

依教奉行 吐登達爾吉上師把那個﹁時輪金剛法﹂的法
本給我 也給我灌頂 然後再教了口訣 叫我弘揚五大
洲 到世界各地去把﹁時輪金剛法﹂全部都弘揚 這是
時輪金剛弘揚在五大洲的因緣 我們這個﹁時輪金剛
法﹂是有傳承的｜｜甘珠爾瓦 吐登尼瑪 吐登達力
吐登達爾吉 吐登其摩 吐登其摩就是盧師尊 等一下
有﹁時輪金剛法﹂的灌頂 那你們好好珍惜這個法
這個世界上的事情總有不一樣的 同樣是非常肥
的 同樣的好吃懶做 只因為穿的外套不一樣 命運卻
截然不同 一個是被捅 一個是被寵 所以說 出來
混 衣服很重要 該買的還是要買 千萬別省
你知道這兩個動物是什麼嗎？豬 肥肥的好吃懶
做 牠被捅；熊貓 同樣好吃懶做 也一樣肥肥的 牠
就被寵 只因為穿的衣服不一樣 你看熊貓跟豬 走路
的姿勢都很一樣
有一天 唐三藏把豬八戒叫來 豬八戒問：﹁師
父 你叫我來有什麼事？﹂唐三藏：﹁你走幾步路給我
看 ﹂豬八戒就走來走去 唐三藏：﹁這樣好了 我看
過了 你可以回去了 ﹂豬八戒：﹁師父 那你叫我
來 只叫我走路 到底什麼意思？﹂唐三藏：﹁我雖然
沒有吃過豬肉 但是也有看過豬走路 ﹂這是笑話
這是什麼笑話？這一隻應該是屬於貓 貓講話：
﹁算命的說我命很好 將來必定前程似錦 ﹂什麼
﹁緊﹂呢？第一個 手頭很緊；第二個 衣服很緊；第
三個 眉頭很緊；第四個 時間很緊 我就不知道貓為
什麼時間會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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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拇指這麼小的 那個門縫這麼小 牠都可以啾 鑽
進來 有大有小的
Mosquito如何處理？我告訴你 我的方法是這樣
子 蚊子有時候牠叮你 在台灣的時候 西雅圖真的好
得不得了 我們真的不用蚊帳 也沒有蚊子吵你 回台
灣你一定要吸那些蚊香 滅飛電蚊香 每天晚上都要插
頭插上 那個蚊香出來 蚊子才不會來干擾你 能夠好
好睡覺 不然一定要掛蚊帳 滅飛電蚊香 我不是做廣
告 我是用滅飛電蚊香 晚上要吸那個 我住台中 白
天出來又是霧霾 ︿台中火力發電廠﹀ 那個空氣不得
了 霧霾瀰漫啊 在︿台灣雷藏寺﹀上空往下看 哪一
個房子不被霧霾淹埋啊！那個從窗子就可以進去了 白
天就是霧霾PM2.5 晚上就是蚊子 都要聞那個蚊香
你叫我怎麼過日子？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蚊子有時候叮到很高興的時候 牠得意忘形 我手
在寫書 牠蚊子就在這裡 就給你飛來這裡然後停下
來 不殺生 不好殺牠 ︵師尊口吹一吹︶ 欸 牠尾
巴翹起來也不走 那根針扎就給你扎下去 牠不怕你
你說怎麼辦？不殺生行嗎？尤其台中的大坑地方 台中
有個地方叫大坑 那個不是蚊子 那是小金剛 我去東
山溫泉洗過一次澡 頭一伸起來 嗡 就來叮你的頭
天啊 趕快潛下去 潛到水底下 等一下頭一伸出來又
來了 我就告訴管理員 管理員他把手臂伸出來給我
看 哇！天啊 密密麻麻的紅豆冰 很恐怖的 蚊子
大坑的那個 他們講說不是蚊子 是一種蟲
Mosquito真的是很恐怖的 就在我面前叮 沒有辦
法 我只好唸﹁嗡嘛呢唄咪吽﹂ 然後就給牠啪！我
吹 不走啊 自己要讓我送你上西天 啪！﹁南摩阿彌

講：﹁妳回去 妳回去看妳的小孩子 這裡妳不應該
來 ﹂把她擋回去了 她到最後心跳停止 結果心跳又
跳了 回來的時候 她的媽媽親自講 她到了陰間去
看到師尊在那裡 師尊教她說：﹁這裡妳不應該來 妳
回去 ﹂她就真的回來了 我的新書上面會寫上這一篇
文章 另外還有很多篇同樣的 你只要唸﹃上師心
咒﹄ 你要到陰間去就給你擋住 你再回來 你可以到
更好的地方 這益處有多大 自己想一想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頂禮師尊 弟子有以下
的問題希望師尊慈悲開示
第一 殺生為五戒第一重戒 但是我們身旁常常有許多
惱人的害蟲 如蚊子 蟑螂 老鼠 請問師尊 身為真
佛弟子 遇到這些害蟲應該如何處理？
回答二：蚊子 蟑螂 老鼠 如何處理？蚊子叮你
的時候 你啪！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尤其在台灣 台灣
就已經有蚊子了 我每一次回到台灣 要進家門的時
候 要先在門口作法 什麼叫門口作法呢？衣服拿起來
在門上面弄一弄 門一打開人就趕快咻！進去 然後就
把門關上 因為給牠進來一隻 你今天晚上就不要想睡
覺了 牠嗡嗡
牠不叫的時候就叮了 無論你躲在哪
一間房間 牠都可以找到你 進來一隻 兩隻就不得
了 電燈一打開就是開始抓蚊子
蚊子真的很討厭 mosquito is so yucky 蟑螂
還有老鼠也是很討厭的 家具都給牠咬壞 在美國的蟑
螂很小隻 我看到美國的蟑螂 有沒有？很小隻 老
鼠 美國也有 台灣也有 到處都有 我有看過很大隻
的老鼠 這麼大 真的這麼大 也有看過好小的 差不

子 蟑螂 老鼠 只要你殺過的 你都要作超度 你不
能像蓮緒法師這樣講：﹁反正我殺的 請他到師尊那裡
去 ﹂這是推卸責任 你自己也要作超度 所以身為真
佛弟子遇到這些害蟲 只要你殺過的 應該你要用﹁超
度法﹂超度這個蚊子 蟑螂跟老鼠 這是第一個問題
問題三：︵續上︶從︿台灣雷藏寺﹀或是︿大燈文
化﹀請購 已經經師尊開光加持的佛像唐卡 布置在家
成為壇城時 是否還要寄壇城的照片請師尊開光加持？
回答三：應該已經開光加持的 就不用再寄照片來
開光加持 這是第二個問題
問題四：︵續上︶ 若每天持誦﹃百字明咒﹄ 並
無計數 只是想在有生之年盡力多誦 這樣持滿超過十
萬時 是否也可以掃除過去的業障？感恩師尊
回答四：當然可以 師尊在持咒 唸經或者念佛方
面 我從來沒有計數 但是我只是盡我的心力唸 每天
盡我的心力唸 每天都唸 像︻高王經︼每天都唸 沒
有一天停止過 咒語當然每天都唸 念佛也每天都念
︻真佛經︼也唸 什麼經都唸 唸了很多的經典 唸了
很多的咒語 也每天修法
像超度動物的時候 我有特別的超度方法 好像我
有講過吧 有講過喔 你能夠講出來的 我差不多大部
分都超度過 我有這種把握 你能夠講出來的 我都超
度過 最大的如同鯨魚 我都超度過；殺人鯨 鯊魚
我都超度過；最大的象 我都超度過；最小的螞蟻 蚊
子 我都超度過；紅螞蟻 黑螞蟻 蜘蛛 我都超度
過；空中飛的老鷹 我都超度過；到最小的翠鳥 我都
超度過；包括了海裡面的貝殼 geoduck︵象拔蚌︶

Ｑ

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毘 阿彌
利哆 悉耽婆毘 阿彌利哆 毘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毘
迦蘭多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梭哈！﹂﹁嗡
阿悲拉吽 堪渣拉 梭哈 ﹂唸啊 唸咒啊 然後觀想
蚊子升上西天 就是這樣沒辦法了 所以師尊的方法沒
有錯 不殺生 蚊子我也不想殺牠 蟑螂我也不想殺
牠 老鼠我也不想殺牠 但是牠實在破壞太厲害了
在美國的老鼠 你知道 以前美國的熱氣管是用塑
膠做的 冬天冷 老鼠都在你的地下室 地下室埋有熱
氣管 暖氣是因為暖氣經過熱氣管然後再送熱氣到房子
裡面來 那時候用塑膠做的 牠躲在熱氣管旁邊咬你的
塑膠管 整個熱氣全部都流掉 地下室裡面全部都是
你說怎麼辦呢？
另外 還有︿西雅圖雷藏寺﹀的﹁圖書館﹂底下一
共有抓了多少老鼠？數不清 叫pest control的人來抓
老鼠 有大的有小的 大老鼠 小老鼠很多的 你們有
沒有唸咒？︵弟子答：請師尊加持 ︶請我加持？我告
訴你啊 我每天晚上我一定先為所有的動物作超度 我
為殺過的動物作超度 我一定做的 幾乎我只要看到哪
一個動物 我就做了 ︵弟子答：我們抓到老鼠就放
生 ︶你抓到老鼠 放生啊？還有蟑螂 你放生嗎？
所以這個我看是這樣子 這個問題 我告訴大家
我有超度的方法 我用我超度的方法 只要我以前殺過
的 我一律都作超度 只要我見到的所有的水裡游的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我全部作超度 只要我見過的
我不知道的我沒有作超度 只要我見過的 我全部作超
度 這一生 我全部作超度 所以我們也作超度 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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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拇指這麼小的 那個門縫這麼小 牠都可以啾 鑽
進來 有大有小的
Mosquito如何處理？我告訴你 我的方法是這樣
子 蚊子有時候牠叮你 在台灣的時候 西雅圖真的好
得不得了 我們真的不用蚊帳 也沒有蚊子吵你 回台
灣你一定要吸那些蚊香 滅飛電蚊香 每天晚上都要插
頭插上 那個蚊香出來 蚊子才不會來干擾你 能夠好
好睡覺 不然一定要掛蚊帳 滅飛電蚊香 我不是做廣
告 我是用滅飛電蚊香 晚上要吸那個 我住台中 白
天出來又是霧霾 ︿台中火力發電廠﹀ 那個空氣不得
了 霧霾瀰漫啊 在︿台灣雷藏寺﹀上空往下看 哪一
個房子不被霧霾淹埋啊！那個從窗子就可以進去了 白
天就是霧霾PM2.5 晚上就是蚊子 都要聞那個蚊香
你叫我怎麼過日子？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蚊子有時候叮到很高興的時候 牠得意忘形 我手
在寫書 牠蚊子就在這裡 就給你飛來這裡然後停下
來 不殺生 不好殺牠 ︵師尊口吹一吹︶ 欸 牠尾
巴翹起來也不走 那根針扎就給你扎下去 牠不怕你
你說怎麼辦？不殺生行嗎？尤其台中的大坑地方 台中
有個地方叫大坑 那個不是蚊子 那是小金剛 我去東
山溫泉洗過一次澡 頭一伸起來 嗡 就來叮你的頭
天啊 趕快潛下去 潛到水底下 等一下頭一伸出來又
來了 我就告訴管理員 管理員他把手臂伸出來給我
看 哇！天啊 密密麻麻的紅豆冰 很恐怖的 蚊子
大坑的那個 他們講說不是蚊子 是一種蟲
Mosquito真的是很恐怖的 就在我面前叮 沒有辦
法 我只好唸﹁嗡嘛呢唄咪吽﹂ 然後就給牠啪！我
吹 不走啊 自己要讓我送你上西天 啪！﹁南摩阿彌

講：﹁妳回去 妳回去看妳的小孩子 這裡妳不應該
來 ﹂把她擋回去了 她到最後心跳停止 結果心跳又
跳了 回來的時候 她的媽媽親自講 她到了陰間去
看到師尊在那裡 師尊教她說：﹁這裡妳不應該來 妳
回去 ﹂她就真的回來了 我的新書上面會寫上這一篇
文章 另外還有很多篇同樣的 你只要唸﹃上師心
咒﹄ 你要到陰間去就給你擋住 你再回來 你可以到
更好的地方 這益處有多大 自己想一想
問題二：台灣弟子問的 頂禮師尊 弟子有以下
的問題希望師尊慈悲開示
第一 殺生為五戒第一重戒 但是我們身旁常常有許多
惱人的害蟲 如蚊子 蟑螂 老鼠 請問師尊 身為真
佛弟子 遇到這些害蟲應該如何處理？
回答二：蚊子 蟑螂 老鼠 如何處理？蚊子叮你
的時候 你啪！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尤其在台灣 台灣
就已經有蚊子了 我每一次回到台灣 要進家門的時
候 要先在門口作法 什麼叫門口作法呢？衣服拿起來
在門上面弄一弄 門一打開人就趕快咻！進去 然後就
把門關上 因為給牠進來一隻 你今天晚上就不要想睡
覺了 牠嗡嗡
牠不叫的時候就叮了 無論你躲在哪
一間房間 牠都可以找到你 進來一隻 兩隻就不得
了 電燈一打開就是開始抓蚊子
蚊子真的很討厭 mosquito is so yucky 蟑螂
還有老鼠也是很討厭的 家具都給牠咬壞 在美國的蟑
螂很小隻 我看到美國的蟑螂 有沒有？很小隻 老
鼠 美國也有 台灣也有 到處都有 我有看過很大隻
的老鼠 這麼大 真的這麼大 也有看過好小的 差不

子 蟑螂 老鼠 只要你殺過的 你都要作超度 你不
能像蓮緒法師這樣講：﹁反正我殺的 請他到師尊那裡
去 ﹂這是推卸責任 你自己也要作超度 所以身為真
佛弟子遇到這些害蟲 只要你殺過的 應該你要用﹁超
度法﹂超度這個蚊子 蟑螂跟老鼠 這是第一個問題
問題三：︵續上︶從︿台灣雷藏寺﹀或是︿大燈文
化﹀請購 已經經師尊開光加持的佛像唐卡 布置在家
成為壇城時 是否還要寄壇城的照片請師尊開光加持？
回答三：應該已經開光加持的 就不用再寄照片來
開光加持 這是第二個問題
問題四：︵續上︶ 若每天持誦﹃百字明咒﹄ 並
無計數 只是想在有生之年盡力多誦 這樣持滿超過十
萬時 是否也可以掃除過去的業障？感恩師尊
回答四：當然可以 師尊在持咒 唸經或者念佛方
面 我從來沒有計數 但是我只是盡我的心力唸 每天
盡我的心力唸 每天都唸 像︻高王經︼每天都唸 沒
有一天停止過 咒語當然每天都唸 念佛也每天都念
︻真佛經︼也唸 什麼經都唸 唸了很多的經典 唸了
很多的咒語 也每天修法
像超度動物的時候 我有特別的超度方法 好像我
有講過吧 有講過喔 你能夠講出來的 我差不多大部
分都超度過 我有這種把握 你能夠講出來的 我都超
度過 最大的如同鯨魚 我都超度過；殺人鯨 鯊魚
我都超度過；最大的象 我都超度過；最小的螞蟻 蚊
子 我都超度過；紅螞蟻 黑螞蟻 蜘蛛 我都超度
過；空中飛的老鷹 我都超度過；到最小的翠鳥 我都
超度過；包括了海裡面的貝殼 geoduck︵象拔蚌︶

Ｑ

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毘 阿彌
利哆 悉耽婆毘 阿彌利哆 毘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毘
迦蘭多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梭哈！﹂﹁嗡
阿悲拉吽 堪渣拉 梭哈 ﹂唸啊 唸咒啊 然後觀想
蚊子升上西天 就是這樣沒辦法了 所以師尊的方法沒
有錯 不殺生 蚊子我也不想殺牠 蟑螂我也不想殺
牠 老鼠我也不想殺牠 但是牠實在破壞太厲害了
在美國的老鼠 你知道 以前美國的熱氣管是用塑
膠做的 冬天冷 老鼠都在你的地下室 地下室埋有熱
氣管 暖氣是因為暖氣經過熱氣管然後再送熱氣到房子
裡面來 那時候用塑膠做的 牠躲在熱氣管旁邊咬你的
塑膠管 整個熱氣全部都流掉 地下室裡面全部都是
你說怎麼辦呢？
另外 還有︿西雅圖雷藏寺﹀的﹁圖書館﹂底下一
共有抓了多少老鼠？數不清 叫pest control的人來抓
老鼠 有大的有小的 大老鼠 小老鼠很多的 你們有
沒有唸咒？︵弟子答：請師尊加持 ︶請我加持？我告
訴你啊 我每天晚上我一定先為所有的動物作超度 我
為殺過的動物作超度 我一定做的 幾乎我只要看到哪
一個動物 我就做了 ︵弟子答：我們抓到老鼠就放
生 ︶你抓到老鼠 放生啊？還有蟑螂 你放生嗎？
所以這個我看是這樣子 這個問題 我告訴大家
我有超度的方法 我用我超度的方法 只要我以前殺過
的 我一律都作超度 只要我見到的所有的水裡游的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我全部作超度 只要我見過的
我不知道的我沒有作超度 只要我見過的 我全部作超
度 這一生 我全部作超度 所以我們也作超度 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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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仔 另外還有 mussel︵淡菜︶ 全部都超度過
沒有一樣沒有超度過的 包括蝦子也有很多種啊
龍蝦也是蝦子 那個臭蟲︱︱台灣有一種臭蟲也是蝦
子 有點像龍蝦的 我也超度過 從最大的 包括 我
告訴你 COVID-19 的病毒我都超度過 看不見的細
菌 我都超度過 只要你講得出來的 我都超度過 我
有這種把握 ︵眾鼓掌︶所以 天上飛的 水裡游的
地上爬的 我全部都超度 我們這個樣子能夠超度的
我盡量跟所有的眾生 這個都是眾生 蟲 蝴蝶 蜻蜓
我全部都超度過 這些所有的微生物全部超度 連細菌
我都超度
爸爸騎著腳踏車 後面載著小明抱住他 小明講：
﹁爸 別人都開名車 住豪宅 怎麼我們 ？﹂爸爸回
頭講：﹁不要跟別人比較 做人盡力就好 開開心心最
重要 ﹂於是小明點了頭 然後從書包拿出一張考試卷
給爸爸看：﹁爸 我已經盡力了 ﹂小明很聰明的
我記得 我教過﹁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告訴
你 在西雅圖中第一次大樂透的人就是蓮花梭麥 他告
訴我 因為師尊第一次傳﹁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他
一直在修﹁馬上有錢法﹂ 到了有一天晚上 他看見
︿西雅圖雷藏寺﹀壇城的諸尊全部放光 蓮花童子站在
他的面前放光照他 他只花了五塊錢去買樂透 他中了
第一樂透獎 蓮花梭麥中了第一樂透獎 這個叫做
﹁馬上有錢﹂就是馬的上面放著鈔票 就是馬上有錢
我們也有做這種一隻馬出來 那上面有錢 就是馬上有
錢 你如果擺上名車 去玩具店買了一部車給它放在馬
上 Lamborghini Ferrari RollsRoyce 你給它放上
去 馬上有車 再來呢 你買一個芭比娃娃給它放在馬

是假名 我講過了這是無我相 你認識﹁我﹂是無我
要你能夠解得出來 信以後要能夠解
再來是接受無我相 無人相 因為你沒有我是這個
樣子 所有的眾生也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無人相了嘛
無眾生相 很簡單 什麼是眾生？就是空間 哪一個東
西是你的？告訴你 我活著來 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去
好啦 問你 你走的時候你帶走什麼東西？無眾生相
啊 你說現在我有房地產 房子是你的嗎？沒有 土地
是你的嗎？沒有 我看到那些富豪啊 哇！美國好多富
豪 發明電動車的 他也是大富豪 他最近把所有的房
子全部賣掉 他的豪宅全部賣掉 去住在組合屋 我告
訴你 連組合屋都不是他的 我看到權力很大的 像拜
登 像Mainland China的主席 像台灣的我們吃的 不
是我的菜 對啊！他們能做多久啊？都是有年限的 都
不會久的
房子 土地都不是你的 那就是無眾生相 你能夠
活多久 就是壽者相 時間 我問過丹增：﹁How old
are you？﹂Nineteen 十九歲 請坐 過一百年後你在
哪裡？說不定你能夠活一百一十九歲 不過那也是很難
能可貴 對不對？很難的 到那時候就沒有了 你不在
了 我們都不在了 所以在座的 除了baby以外 差不
多都不在了 一百一十九歲以後都不在了 那個就是時
間 就是無壽者相 你能夠體會這四樣﹁沒有你 沒有
別人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你能夠解 這就是
﹁信﹂跟﹁解﹂
受 你知道了這個以後你能夠接受 事實上就是你
非接受不可 我就講 我活著來就不打算活著走 你要

好啦 我們現在講︻金剛經︼ 我們昨天講：﹁世
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
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世尊！是實相者 即是非相 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 ﹂我們已經講到這裡 而且師尊講得
非常地清楚 應該了解 實相就是非相 因為非相所以
是實相 這個大家都了解了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難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 其有眾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即是非
相 ﹂
我們不要講那麼長 只講這個：﹁世尊！我今得聞
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難 ﹂這個是須菩提講的
衪能夠信 能夠開解 也能夠受持 對須菩提來講並不
是困難的一件事情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 過了五百年以
後 其有眾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為第一希
有 這一般講起來 我們講這一段 ﹁第一希有﹂ 講

上面 馬上有情人 這是隨意做的 另外還有重要一
點 那個猩猩 你知道monkey 大一點的monkey就叫猩
猩 小一點的monkey就是猴子 你拿大一點的猩猩給它
坐在馬上面 就馬上加薪 這是聯想

到這個﹁第一希有﹂ ﹁信解受持﹂這一句話 我已經
講了信心清淨 信 就是我相信︻金剛經︼ 我相信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解 你能夠知
道 現在我這個相是無我 你能夠解釋你自己 我是無
我 這個就是解
因為我們身體是四大假合 也沒有固定的形相 我
講過了 師尊年輕的時候很瀟灑的 我女朋友很多 真
的 我住在台中合作新村的時候 我女朋友坐在我家不
走 我爸爸 媽媽都要睡了 我也要睡了 她不走 一
直坐在我家客廳 我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不好意思講出
來 我不知道她還活著？應該講出來沒有關係了吧？我
叫她江霞 她就坐在我家客廳不走 我那時候長得很瀟
灑 她不走就是不走 我一定要送她回家 然後我自己
再回家 她才要走
這是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相迷死人啊！我自己看
不錯！真的長得不錯欸 我那時候沒有感覺 就是這樣
子 現在呢？你看現在的相就不一樣了 以前的 現在
的 還有我剛出生的時候 沒有穿褲子 沒有穿衣服的
也拍了一張 那根本都是四大假合的東西啊 都會變
的 每一個時間都會變的
剛出生的baby 小學時代 初中時候 高中時候
大學時候 出社會的時候 成家的時候 然後再來進入
壯年 再來最後是老年 現在七十七︵seventy-seve
n︶ 就是這個樣 都不一樣的 任何時候的相都不一
樣 這個就是代表無我 有一天你會變成灰燼 然後送
到這個﹁雙蓮境界﹂ 我在哪裡？根本就是在無常變化
之中 你真正的我是誰啊？沒有啦 盧勝彥這三個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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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仔 另外還有 mussel︵淡菜︶ 全部都超度過
沒有一樣沒有超度過的 包括蝦子也有很多種啊
龍蝦也是蝦子 那個臭蟲︱︱台灣有一種臭蟲也是蝦
子 有點像龍蝦的 我也超度過 從最大的 包括 我
告訴你 COVID-19 的病毒我都超度過 看不見的細
菌 我都超度過 只要你講得出來的 我都超度過 我
有這種把握 ︵眾鼓掌︶所以 天上飛的 水裡游的
地上爬的 我全部都超度 我們這個樣子能夠超度的
我盡量跟所有的眾生 這個都是眾生 蟲 蝴蝶 蜻蜓
我全部都超度過 這些所有的微生物全部超度 連細菌
我都超度
爸爸騎著腳踏車 後面載著小明抱住他 小明講：
﹁爸 別人都開名車 住豪宅 怎麼我們 ？﹂爸爸回
頭講：﹁不要跟別人比較 做人盡力就好 開開心心最
重要 ﹂於是小明點了頭 然後從書包拿出一張考試卷
給爸爸看：﹁爸 我已經盡力了 ﹂小明很聰明的
我記得 我教過﹁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告訴
你 在西雅圖中第一次大樂透的人就是蓮花梭麥 他告
訴我 因為師尊第一次傳﹁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他
一直在修﹁馬上有錢法﹂ 到了有一天晚上 他看見
︿西雅圖雷藏寺﹀壇城的諸尊全部放光 蓮花童子站在
他的面前放光照他 他只花了五塊錢去買樂透 他中了
第一樂透獎 蓮花梭麥中了第一樂透獎 這個叫做
﹁馬上有錢﹂就是馬的上面放著鈔票 就是馬上有錢
我們也有做這種一隻馬出來 那上面有錢 就是馬上有
錢 你如果擺上名車 去玩具店買了一部車給它放在馬
上 Lamborghini Ferrari RollsRoyce 你給它放上
去 馬上有車 再來呢 你買一個芭比娃娃給它放在馬

是假名 我講過了這是無我相 你認識﹁我﹂是無我
要你能夠解得出來 信以後要能夠解
再來是接受無我相 無人相 因為你沒有我是這個
樣子 所有的眾生也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無人相了嘛
無眾生相 很簡單 什麼是眾生？就是空間 哪一個東
西是你的？告訴你 我活著來 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去
好啦 問你 你走的時候你帶走什麼東西？無眾生相
啊 你說現在我有房地產 房子是你的嗎？沒有 土地
是你的嗎？沒有 我看到那些富豪啊 哇！美國好多富
豪 發明電動車的 他也是大富豪 他最近把所有的房
子全部賣掉 他的豪宅全部賣掉 去住在組合屋 我告
訴你 連組合屋都不是他的 我看到權力很大的 像拜
登 像Mainland China的主席 像台灣的我們吃的 不
是我的菜 對啊！他們能做多久啊？都是有年限的 都
不會久的
房子 土地都不是你的 那就是無眾生相 你能夠
活多久 就是壽者相 時間 我問過丹增：﹁How old
are you？﹂Nineteen 十九歲 請坐 過一百年後你在
哪裡？說不定你能夠活一百一十九歲 不過那也是很難
能可貴 對不對？很難的 到那時候就沒有了 你不在
了 我們都不在了 所以在座的 除了baby以外 差不
多都不在了 一百一十九歲以後都不在了 那個就是時
間 就是無壽者相 你能夠體會這四樣﹁沒有你 沒有
別人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你能夠解 這就是
﹁信﹂跟﹁解﹂
受 你知道了這個以後你能夠接受 事實上就是你
非接受不可 我就講 我活著來就不打算活著走 你要

好啦 我們現在講︻金剛經︼ 我們昨天講：﹁世
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知是
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世尊！是實相者 即是非相 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 ﹂我們已經講到這裡 而且師尊講得
非常地清楚 應該了解 實相就是非相 因為非相所以
是實相 這個大家都了解了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難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 其有眾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即是非
相 ﹂
我們不要講那麼長 只講這個：﹁世尊！我今得聞
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難 ﹂這個是須菩提講的
衪能夠信 能夠開解 也能夠受持 對須菩提來講並不
是困難的一件事情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 過了五百年以
後 其有眾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為第一希
有 這一般講起來 我們講這一段 ﹁第一希有﹂ 講

上面 馬上有情人 這是隨意做的 另外還有重要一
點 那個猩猩 你知道monkey 大一點的monkey就叫猩
猩 小一點的monkey就是猴子 你拿大一點的猩猩給它
坐在馬上面 就馬上加薪 這是聯想

到這個﹁第一希有﹂ ﹁信解受持﹂這一句話 我已經
講了信心清淨 信 就是我相信︻金剛經︼ 我相信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解 你能夠知
道 現在我這個相是無我 你能夠解釋你自己 我是無
我 這個就是解
因為我們身體是四大假合 也沒有固定的形相 我
講過了 師尊年輕的時候很瀟灑的 我女朋友很多 真
的 我住在台中合作新村的時候 我女朋友坐在我家不
走 我爸爸 媽媽都要睡了 我也要睡了 她不走 一
直坐在我家客廳 我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不好意思講出
來 我不知道她還活著？應該講出來沒有關係了吧？我
叫她江霞 她就坐在我家客廳不走 我那時候長得很瀟
灑 她不走就是不走 我一定要送她回家 然後我自己
再回家 她才要走
這是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相迷死人啊！我自己看
不錯！真的長得不錯欸 我那時候沒有感覺 就是這樣
子 現在呢？你看現在的相就不一樣了 以前的 現在
的 還有我剛出生的時候 沒有穿褲子 沒有穿衣服的
也拍了一張 那根本都是四大假合的東西啊 都會變
的 每一個時間都會變的
剛出生的baby 小學時代 初中時候 高中時候
大學時候 出社會的時候 成家的時候 然後再來進入
壯年 再來最後是老年 現在七十七︵seventy-seve
n︶ 就是這個樣 都不一樣的 任何時候的相都不一
樣 這個就是代表無我 有一天你會變成灰燼 然後送
到這個﹁雙蓮境界﹂ 我在哪裡？根本就是在無常變化
之中 你真正的我是誰啊？沒有啦 盧勝彥這三個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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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腦海裡面 做過就算了 做了就算了 從來不放在我
的心中 很簡單地講 無所住而生其心 無所住 我不
住在什麼 我做這件事情 我不為什麼而做 就是﹁無
為法﹂ 你能行﹁無為法﹂ 惡的當然是不能做 惡的
不能想也不能做 善的也不要去想 但是要做 你做過
了就好了 不為什麼而做 就是不思善 不思惡
所以我今天講﹁摧毀一切清淨﹂ 就是把你做過的
善事當成沒有 摧毀掉 你做過了很多的善事 但是你
統統把它摧毀掉 就是摧毀一切清淨 我不是講錯了
大家在底下想說﹁怎麼把一切清淨都摧毀了？﹂沒有
錯 因為只要你能夠做到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就是完完全全地得到了如來的空性 這個
是什麼 這就是﹁持﹂ 但是這個﹁持﹂很不容易 接
受了這個事實 這個持非常不容易 信解受持 ﹁持﹂
不容易 能夠持 你沒有煩惱 得也可以 不得也可
以 今天這樣也可以 明天那樣也可以 每天都是好
我寫了幾個字﹁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一切都
是最美好的安排 你今天中風了送進醫院 也是美好的
安排 今天身上長瘤cancer也是最美好的安排 讓你享
受人生的苦 讓你更加體會這個身體不是你的 我並沒
有要我長瘤 長癌啊 我並沒有要它來 它自己就來
了 身體是你的嗎？身體如果是你的 就受你自己自主
啊 你不能自主你的身體啊
這個癌症說來就來 一檢查有了 要開刀了 你嘆
氣 還要化療多痛苦！但是你必須要這樣子想 身體只
是讓你暫時居住 是你的一個房子 不要以為漂亮 突
然間得了cancer 化療了 你一下子就老了五十年 一

接受這個事實 你接受了 持 受持 就是你已經接受
了 接受以後你按照這個去修持 什麼修持？你的心還
不平靜嗎？你還嫉妒嗎？你嫉妒誰啊？嫉妒那些有錢人
嗎？Bill Gates到了一個地方 人家無緣無故拿起蛋糕
往他的臉上 啪！就打了一臉都是蛋糕 為什麼？因為
對方講了一句話：﹁我討厭有錢人﹂ 那個就是吃醋跟
嫉妒 你要知道有錢人跟我們是一樣的 你也要知道那
些在高位上面的跟我們是一樣的 他沒有好到哪裡去
有錢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跟我們是一樣的 你心裡非常
的平靜 心裡如止水 你能夠禪定 你有這個智慧 你
能夠禪定 這個叫做信解受持
有錢人有美色 你很吃醋 喔 那個人長得實在是
有夠美！師尊畫了大吉祥天 還有長壽五天女 十二吉
祥天 然後沙拉沙底 瑤池金母的三千侍女 瑤池金母
的所有的女兒都畫了 每一個都是美如天仙 那是天上
的 我們不管 我們在娑婆世界的 色 大家記住一句
﹁年老珠黃﹂ 都在變動 都是無常 都在無常變動之
中 財 你也能夠把它看成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 色
你也一樣把它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 名 你也把它
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 ﹁貪 瞋 癡 疑 慢﹂
所有的不好的 你都已經觀破了 這個就是﹁受﹂
你心靈非常的平靜 沒有煩惱 有什麼好煩惱的？
快樂也不過都是一時 痛苦也是一時 當然人生是苦沒
有錯 生老病死苦 苦的事情太多了 樂的實在是很
少 人生是這樣子 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 一定
講一句話 剛開始講﹁人生是苦﹂ 釋迦牟尼佛也是因
為遊歷四門的苦 以後祂才很快地出家 二十五歲祂就
出家了 十九歲祂就結婚了 二十五歲祂出家了 釋迦

化療下去 啊 真的 那是痛苦啊！
我常常為這個世間的人悲傷流淚 昨天晚上也哭了
一場 為世間的人 為化療的人 為得癌症的 那癌細
胞已經出去了 昨天晚上也哭了 為眾生哭 人生很
苦 所以你要知道 這世上的一切真的是無常 所以大
家要﹁信 解 受 持﹂這四個字 不要為很小的事情
在那邊互相這樣子講來講去 咬來咬去 真沒意思沒什
麼意思
你心中也不要有煩惱 也不要煩惱 苦 逆來順
受；痛 逆來順受；無論到了什麼環境你都逆來順受
你能夠接受 因為你知道﹁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你如果了解到這個 你不會去羨慕有
錢人 也不會去羨慕很高地位的人 也不會去羨慕長得
漂亮的人 長得英俊瀟灑的人 都不會去羨慕 你心裡
很平靜 一入定馬上就進入禪定 一睡覺馬上就睡著
了 什麼苦的事情到你頭上化為烏有 一切都是最美好
的安排
老太太臨終前把兒女叫到床前 拿出一張二十萬的
欠條說：﹁這是二十萬美金的欠條 是我從你們舅舅那
裡借來的 我走了 你們得還 ﹂兒子聽到以後就急
了：﹁我沒錢 我不還 ﹂女兒哭著講：﹁媽 妳放
心 這錢我還 我賺的不是很多 我慢慢還吧 ﹂辦完
喪事以後 女兒拿著欠條去舅舅家商量還債的事 舅舅
講：﹁這欠條是假的 這是妳媽媽賺的錢放在我這裡
她交代我 誰拿著欠條來還債 錢就歸誰 ﹂
想一想這一句：﹁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嗡嘛呢唄咪吽

牟尼佛因為遊歷四門 生老病死祂都看遍了 所以祂就
出家了 這個就是﹁受﹂
持呢？你按照你的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
壽者相 心靈平靜禪定 依照密教的方法開了五輪就到
十地菩薩 開了頂髻就十二地半 開了頂竅 頂輪 眉
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你就十二地 到生出
頂髻就十二地半 第十三地就是佛 ︽道果︾裡面講到
的 這個就是﹁持﹂ 一樣一樣地清淨
剛剛我唸了一句話很特殊：﹁摧毀一切的清淨 ﹂
我在迴向唸摧毀一切的清淨 ﹁師尊 你這一句話是不
是唸錯了？摧毀一切的清淨？﹂No 我沒有唸錯 我連
﹁清淨﹂這個名詞我都給它摧毀 因為根本就沒有清淨
這回事 怎麼回事啊？不是叫我們修清淨嗎 為什麼連
清淨都摧毀了？清淨只是一個名詞 你能夠持住﹁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裡面沒有清淨
裡面是空 什麼都沒有 那是最高的境界啊
六祖慧能講：﹁不思善不思惡 就在那個時候 ﹂
我那時候很懷疑 六祖講這句話﹁不思善不思惡﹂ 我
說：﹁難道你叫我們不要做善事嗎？﹂不思善 這句話
錯了 我那時候認為六祖講錯了 不思惡 可以 你不
要想做壞事 不思惡 可以 但是一定要思善 怎麼不
思善呢？連善也不思 為什麼？
今天我讀︻金剛經︼ 我就知道 懂得 因為在月
球上 我問你：﹁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月球上什麼
是善什麼是惡？沒有善 沒有惡 有人的地方才有善
惡 我們做善事 像︿華光功德會﹀ ︿盧勝彥佈施基
金會﹀是在行善 但是我沒有善的想念 這個叫做不思
善 我去做善事 去布施 但是我從來不把布施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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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腦海裡面 做過就算了 做了就算了 從來不放在我
的心中 很簡單地講 無所住而生其心 無所住 我不
住在什麼 我做這件事情 我不為什麼而做 就是﹁無
為法﹂ 你能行﹁無為法﹂ 惡的當然是不能做 惡的
不能想也不能做 善的也不要去想 但是要做 你做過
了就好了 不為什麼而做 就是不思善 不思惡
所以我今天講﹁摧毀一切清淨﹂ 就是把你做過的
善事當成沒有 摧毀掉 你做過了很多的善事 但是你
統統把它摧毀掉 就是摧毀一切清淨 我不是講錯了
大家在底下想說﹁怎麼把一切清淨都摧毀了？﹂沒有
錯 因為只要你能夠做到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就是完完全全地得到了如來的空性 這個
是什麼 這就是﹁持﹂ 但是這個﹁持﹂很不容易 接
受了這個事實 這個持非常不容易 信解受持 ﹁持﹂
不容易 能夠持 你沒有煩惱 得也可以 不得也可
以 今天這樣也可以 明天那樣也可以 每天都是好
我寫了幾個字﹁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一切都
是最美好的安排 你今天中風了送進醫院 也是美好的
安排 今天身上長瘤cancer也是最美好的安排 讓你享
受人生的苦 讓你更加體會這個身體不是你的 我並沒
有要我長瘤 長癌啊 我並沒有要它來 它自己就來
了 身體是你的嗎？身體如果是你的 就受你自己自主
啊 你不能自主你的身體啊
這個癌症說來就來 一檢查有了 要開刀了 你嘆
氣 還要化療多痛苦！但是你必須要這樣子想 身體只
是讓你暫時居住 是你的一個房子 不要以為漂亮 突
然間得了cancer 化療了 你一下子就老了五十年 一

接受這個事實 你接受了 持 受持 就是你已經接受
了 接受以後你按照這個去修持 什麼修持？你的心還
不平靜嗎？你還嫉妒嗎？你嫉妒誰啊？嫉妒那些有錢人
嗎？Bill Gates到了一個地方 人家無緣無故拿起蛋糕
往他的臉上 啪！就打了一臉都是蛋糕 為什麼？因為
對方講了一句話：﹁我討厭有錢人﹂ 那個就是吃醋跟
嫉妒 你要知道有錢人跟我們是一樣的 你也要知道那
些在高位上面的跟我們是一樣的 他沒有好到哪裡去
有錢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跟我們是一樣的 你心裡非常
的平靜 心裡如止水 你能夠禪定 你有這個智慧 你
能夠禪定 這個叫做信解受持
有錢人有美色 你很吃醋 喔 那個人長得實在是
有夠美！師尊畫了大吉祥天 還有長壽五天女 十二吉
祥天 然後沙拉沙底 瑤池金母的三千侍女 瑤池金母
的所有的女兒都畫了 每一個都是美如天仙 那是天上
的 我們不管 我們在娑婆世界的 色 大家記住一句
﹁年老珠黃﹂ 都在變動 都是無常 都在無常變動之
中 財 你也能夠把它看成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 色
你也一樣把它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 名 你也把它
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 ﹁貪 瞋 癡 疑 慢﹂
所有的不好的 你都已經觀破了 這個就是﹁受﹂
你心靈非常的平靜 沒有煩惱 有什麼好煩惱的？
快樂也不過都是一時 痛苦也是一時 當然人生是苦沒
有錯 生老病死苦 苦的事情太多了 樂的實在是很
少 人生是這樣子 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 一定
講一句話 剛開始講﹁人生是苦﹂ 釋迦牟尼佛也是因
為遊歷四門的苦 以後祂才很快地出家 二十五歲祂就
出家了 十九歲祂就結婚了 二十五歲祂出家了 釋迦

化療下去 啊 真的 那是痛苦啊！
我常常為這個世間的人悲傷流淚 昨天晚上也哭了
一場 為世間的人 為化療的人 為得癌症的 那癌細
胞已經出去了 昨天晚上也哭了 為眾生哭 人生很
苦 所以你要知道 這世上的一切真的是無常 所以大
家要﹁信 解 受 持﹂這四個字 不要為很小的事情
在那邊互相這樣子講來講去 咬來咬去 真沒意思沒什
麼意思
你心中也不要有煩惱 也不要煩惱 苦 逆來順
受；痛 逆來順受；無論到了什麼環境你都逆來順受
你能夠接受 因為你知道﹁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你如果了解到這個 你不會去羨慕有
錢人 也不會去羨慕很高地位的人 也不會去羨慕長得
漂亮的人 長得英俊瀟灑的人 都不會去羨慕 你心裡
很平靜 一入定馬上就進入禪定 一睡覺馬上就睡著
了 什麼苦的事情到你頭上化為烏有 一切都是最美好
的安排
老太太臨終前把兒女叫到床前 拿出一張二十萬的
欠條說：﹁這是二十萬美金的欠條 是我從你們舅舅那
裡借來的 我走了 你們得還 ﹂兒子聽到以後就急
了：﹁我沒錢 我不還 ﹂女兒哭著講：﹁媽 妳放
心 這錢我還 我賺的不是很多 我慢慢還吧 ﹂辦完
喪事以後 女兒拿著欠條去舅舅家商量還債的事 舅舅
講：﹁這欠條是假的 這是妳媽媽賺的錢放在我這裡
她交代我 誰拿著欠條來還債 錢就歸誰 ﹂
想一想這一句：﹁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嗡嘛呢唄咪吽

牟尼佛因為遊歷四門 生老病死祂都看遍了 所以祂就
出家了 這個就是﹁受﹂
持呢？你按照你的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
壽者相 心靈平靜禪定 依照密教的方法開了五輪就到
十地菩薩 開了頂髻就十二地半 開了頂竅 頂輪 眉
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你就十二地 到生出
頂髻就十二地半 第十三地就是佛 ︽道果︾裡面講到
的 這個就是﹁持﹂ 一樣一樣地清淨
剛剛我唸了一句話很特殊：﹁摧毀一切的清淨 ﹂
我在迴向唸摧毀一切的清淨 ﹁師尊 你這一句話是不
是唸錯了？摧毀一切的清淨？﹂No 我沒有唸錯 我連
﹁清淨﹂這個名詞我都給它摧毀 因為根本就沒有清淨
這回事 怎麼回事啊？不是叫我們修清淨嗎 為什麼連
清淨都摧毀了？清淨只是一個名詞 你能夠持住﹁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裡面沒有清淨
裡面是空 什麼都沒有 那是最高的境界啊
六祖慧能講：﹁不思善不思惡 就在那個時候 ﹂
我那時候很懷疑 六祖講這句話﹁不思善不思惡﹂ 我
說：﹁難道你叫我們不要做善事嗎？﹂不思善 這句話
錯了 我那時候認為六祖講錯了 不思惡 可以 你不
要想做壞事 不思惡 可以 但是一定要思善 怎麼不
思善呢？連善也不思 為什麼？
今天我讀︻金剛經︼ 我就知道 懂得 因為在月
球上 我問你：﹁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月球上什麼
是善什麼是惡？沒有善 沒有惡 有人的地方才有善
惡 我們做善事 像︿華光功德會﹀ ︿盧勝彥佈施基
金會﹀是在行善 但是我沒有善的想念 這個叫做不思
善 我去做善事 去布施 但是我從來不把布施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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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僅是明白道理

作用往往不大

甚至等同

沒有不空的

■文／蓮曉上師

｜｜待續

世俗上的好多苦 其實都是不斷釋放著的焰火花
珠
一點一點 或猛烈 或微弱
一剎一剎的閃 一剎一剎的不再見
甚至永遠不再見
不必懼怕痛苦 那都是幻象紛呈的好看 或者不好
看 等等
什麼紛紛出現了 也必然百分百地會紛紛消失
我是我們是無我 這是相等的
無我就是包含無所畏懼 所以要學習無所畏懼
合於道的 是沒有什麼困難和悲傷可以摧毀的
反之 如果不合於道 那一定會﹁有﹂被幻象摧毀
時的：
恐怖與劇痛了
我們還是來做個旁觀者吧
雖然很難極難
但既然已經活到這半苦半樂的地球上了 那就應份
地無一例外地 尤像小草一樣的生命力：
既來之則安之
依著真理的照亮去前行
去面對這些天然自然的 所謂生滅得失對錯悲喜的
起伏過程！

悲傷﹁自動﹂會向空轉去
連歷史上那些屠城的刀下慘痛 也早已僅剩下塵
埃
這就是宇宙密碼的運作法則 沒有例外的
世上任何事 無一不在這法則之內
歡樂會﹁成住壞空﹂ 悲苦也一樣
凡人新習慣了的一物一情 當被﹁無常﹂︵變化︶
時 就不習慣了
這種不習慣 會產生持續痛苦
種種回憶 讓人流淚
此情此景 此時此刻 似乎沒有記憶多好
其實 有止念︵直至證空性︶的能力 才是最好
人間好多淚如雨下 如三月裡的淅瀝瀝 嘩啦啦
直至某天 重新習慣那個失去：
才能成為淡忘 或者麻木
要不然 直至肉身被迫廢棄 完全離開這一世的場
景時 那就必然終了 回頭再喝一碗孟婆湯 也就更加
不了了之了
這就是蓮生師父常說的﹁空﹂：
﹁任何事物 在時間的轉輪之下 都會被碾滅 ﹂
很習慣了的愛和情感︵日久積聚︶ 失去時 當然

能止念 才能止﹁痛﹂一
深深師姐說：
牠叫﹁魔方貓﹂ 十二歲 已經病了好久 看獸醫
好多次
今早已經尿失禁 又不會動
祈消業往生 不再輪迴﹁合十﹂﹁太陽﹂
延至晚上八點多 等淺淺︵師姐女兒︶趕回來 見
了最後一面後 那貓兒才止了氣
貓兒﹁走了﹂後 淺淺好傷心

不歷練

筆者留言︵答的有些﹁跑題﹂﹁微笑﹂︶：
也憐愛牠 而有些傷感
一直如此 聽見別人的悲 也如自己的悲
但這時 止念的能力很重要
大有進步的止念能力 在這種時候 尤其是關及自
己的時候 才能顯示出它的大助力
這也是在萬難之中 透過正見修行 而歷練出來
的
無用

時間之下

遇到這類的事 經驗加智慧能讓人洞悉：
任何揪心事 必會隨時間而逝去 時間長短而已

會幻生出一種很痛苦
但不用擔心那個痛苦
再次思維以下的道理：
當愛上她它時︵或人或物︶ 其﹁正向﹂的發展
就是漲樂的過程：
這是因的開始 即﹁成﹂與﹁住﹂︵持續一段時
間︶
被分離時 其﹁反向﹂的發展 就是撕痛的過程：
果的顯現 即﹁壞﹂與﹁空﹂︵這是回到原來的狀
態而已︶
若有所住 就稱為造業的過程
因為對現象產生執住心 而導致﹁有記﹂︵非﹁
無記﹂︶ 便開始代入﹁因果公式﹂ 而隨之運行發
展
結果不論好壞 最後都是再次回到﹁本來無一
物﹂ 惹了塵埃也無所得吧
所有的毀滅 都來源於創建
所有最後的悲哀 都來自於當初的好喜歡
這也不能怪誰啊
因為萬有之中 連最堅硬的金屬石頭 都有疲老
衰朽 滅亡之時
人也不過是這自然當中的一份子吧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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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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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剎一剎的閃 一剎一剎的不再見
甚至永遠不再見
不必懼怕痛苦 那都是幻象紛呈的好看 或者不好
看 等等
什麼紛紛出現了 也必然百分百地會紛紛消失
我是我們是無我 這是相等的
無我就是包含無所畏懼 所以要學習無所畏懼
合於道的 是沒有什麼困難和悲傷可以摧毀的
反之 如果不合於道 那一定會﹁有﹂被幻象摧毀
時的：
恐怖與劇痛了
我們還是來做個旁觀者吧
雖然很難極難
但既然已經活到這半苦半樂的地球上了 那就應份
地無一例外地 尤像小草一樣的生命力：
既來之則安之
依著真理的照亮去前行
去面對這些天然自然的 所謂生滅得失對錯悲喜的
起伏過程！

悲傷﹁自動﹂會向空轉去
連歷史上那些屠城的刀下慘痛 也早已僅剩下塵
埃
這就是宇宙密碼的運作法則 沒有例外的
世上任何事 無一不在這法則之內
歡樂會﹁成住壞空﹂ 悲苦也一樣
凡人新習慣了的一物一情 當被﹁無常﹂︵變化︶
時 就不習慣了
這種不習慣 會產生持續痛苦
種種回憶 讓人流淚
此情此景 此時此刻 似乎沒有記憶多好
其實 有止念︵直至證空性︶的能力 才是最好
人間好多淚如雨下 如三月裡的淅瀝瀝 嘩啦啦
直至某天 重新習慣那個失去：
才能成為淡忘 或者麻木
要不然 直至肉身被迫廢棄 完全離開這一世的場
景時 那就必然終了 回頭再喝一碗孟婆湯 也就更加
不了了之了
這就是蓮生師父常說的﹁空﹂：
﹁任何事物 在時間的轉輪之下 都會被碾滅 ﹂
很習慣了的愛和情感︵日久積聚︶ 失去時 當然

能止念 才能止﹁痛﹂一
深深師姐說：
牠叫﹁魔方貓﹂ 十二歲 已經病了好久 看獸醫
好多次
今早已經尿失禁 又不會動
祈消業往生 不再輪迴﹁合十﹂﹁太陽﹂
延至晚上八點多 等淺淺︵師姐女兒︶趕回來 見
了最後一面後 那貓兒才止了氣
貓兒﹁走了﹂後 淺淺好傷心

不歷練

筆者留言︵答的有些﹁跑題﹂﹁微笑﹂︶：
也憐愛牠 而有些傷感
一直如此 聽見別人的悲 也如自己的悲
但這時 止念的能力很重要
大有進步的止念能力 在這種時候 尤其是關及自
己的時候 才能顯示出它的大助力
這也是在萬難之中 透過正見修行 而歷練出來
的
無用

時間之下

遇到這類的事 經驗加智慧能讓人洞悉：
任何揪心事 必會隨時間而逝去 時間長短而已

會幻生出一種很痛苦
但不用擔心那個痛苦
再次思維以下的道理：
當愛上她它時︵或人或物︶ 其﹁正向﹂的發展
就是漲樂的過程：
這是因的開始 即﹁成﹂與﹁住﹂︵持續一段時
間︶
被分離時 其﹁反向﹂的發展 就是撕痛的過程：
果的顯現 即﹁壞﹂與﹁空﹂︵這是回到原來的狀
態而已︶
若有所住 就稱為造業的過程
因為對現象產生執住心 而導致﹁有記﹂︵非﹁
無記﹂︶ 便開始代入﹁因果公式﹂ 而隨之運行發
展
結果不論好壞 最後都是再次回到﹁本來無一
物﹂ 惹了塵埃也無所得吧
所有的毀滅 都來源於創建
所有最後的悲哀 都來自於當初的好喜歡
這也不能怪誰啊
因為萬有之中 連最堅硬的金屬石頭 都有疲老
衰朽 滅亡之時
人也不過是這自然當中的一份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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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不空 誓不成佛﹂這個願最大
所以我們稱祂為大願地藏王菩薩
菩薩本來就慈悲 為眾生付出 不
是為自己 ﹁地藏菩薩 慈悲大願
之本尊﹂ 我非常贊同 ﹁蓮華生
大士 成就加持之本尊﹂ 沒有
錯 蓮華生大士是阿彌陀佛的化
身 師尊每天晚上要唸祂 祈求祂
的加持 祂是成就 加持之本尊
﹁大力金剛 ︿真佛宗﹀之護法大
金剛﹂ 這個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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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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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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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佛答：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會
看到 有時候看到光 有時候看不

無壽者相﹂就是佛陀的正教

師佛說：幾乎所有的佛教徒都知道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
薩有很多很多的化身 其實祂也是
過去佛正法明如來 現前是觀世音
菩薩 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
薩普門品︼中 祂變化無窮去救度
眾生 你是什麼身 祂就變化什麼
身來度化你 這種度化我們稱為同
事 是﹁四攝法﹂當中的一種
接著師佛慈悲為同門釋疑
弟子問：弟子今年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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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佛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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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的願望最大就是地藏菩薩 ﹁地

︻金剛經︼裡的四個偈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二

2021

○二一年月日星期六晚
上八點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帶領眾弟子一起修﹁觀世音菩
薩本尊法﹂ 同修完後 師佛祈
求觀世音菩薩接引有緣無緣中陰
與釋蓮喜上師的弟弟往生清淨佛
國 祈請觀世音菩薩放光加被眾
等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逢兇化
吉 道心堅固 祈請加持資糧具
足 智慧圓滿 在修行的路上沒
有障礙 在修行的路上能夠精進
實修直至成佛 南摩大慈大悲觀
世音菩薩 能夠讓所有弟子稱呼
祢的名 持誦祢的咒 觀想祢的
形貌 身口意清淨 成就一切

20
西雅 圖雷藏寺 ∕ 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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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雅圖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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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 但有時好奇想看它 又沒
有 ﹂我告訴你 不用害怕 自然
而然的 不用害怕也不會怎麼樣
﹁如果有一天第三眼完全睜
開 第一件事應該做什麼？接下
來需要做什麼？﹂也不用做什
麼 我們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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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星期日 師佛開示時補充：當
你第三眼看到有光出現 剛開始
的時候是明點光 你要注意看明
點光 後來會出現很多密密麻麻
的明點光 你有時候看到 有時
候沒有看到 是因為你的心念沒
有定 專注於那個明點光 再來
出現的光很多 串成一串的光
就是金剛鏈 然後很多的金剛鏈
出來 就是金剛幕 再來 本尊
就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開示結束後 師佛慈悲加持
現場及網路上的所有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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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冒犯聖者
禁湧現的喜悅 與長久的思念
化成一聲聲高興的呼喊﹁師尊
師母 我們好高興見到您們﹂！
在殊勝圓滿的修法結束後
聖尊首先談到地藏菩薩的﹁地﹂
就是﹁安忍如大地﹂ ﹁藏﹂的
意思是﹁藏著如來的佛慧﹂ 祂
發的願也是最偉大 誰都唸得出
來﹁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所
以叫﹁大願地藏王菩薩﹂
接著進行您問我答：
弟子問：弟子對阿底峽尊者的偈語
﹁當心冒犯聖者尊 比死更糟無過
此﹂ 有如下的疑問 請師尊解
惑 ︵一︶弟子的理解是：若冒犯
了某位聖者 現世及後世就會導致
拖延或失去得到這位聖者教授佛法
的機緣 弟子不確認此理解是否正
確 ︵二︶若冒犯了某位聖者 現
世及後世是否會導致拖延或失去得
到很多聖者 甚至所有聖者教授佛
法的機緣？︵三︶弟子自認為與師
尊的緣分不淺 但是弟子此生 在
知道了解師尊以前 卻曾因為﹁無
知之極﹂ 一瞬間在心中﹁冒犯﹂

過師尊︵此事弟子從來沒有告訴過
其他人︶ 弟子自認為此事導致弟
子 晚了至少大約兩年才得以親近
師尊
在這兩年中 弟子走了一些
彎路 若沒有此﹁冒犯﹂師尊之
事 弟子就能提早兩年親近師
尊 那麼弟子這兩年的路一定至
少平順一些 弟子向師尊懺悔並
衷心願望：所有的真佛弟子 所
有的居士及一切眾生 以弟子的
過失為誡 勿或身或口或意冒犯
師尊及一切聖者
聖尊答：其實﹁當心冒犯聖者
尊﹂ 看︽事師法五十頌︾就知道
了 他寫這三條也是有道理 ﹁會
拖延或失去得到這個聖者的教授佛
法的機緣﹂ 當然這是自然的事
情 第二個 ﹁他的現世或後世
導致拖延失去得到很多聖者 甚至
所有聖者教授佛法的機緣﹂ 那也
是當然 一定會的 如果你遇見聖
者 不知是聖者而冒犯了他 你轉
世為人 當然會到聽不到佛法的地
方 更糟糕的是會轉世成為蛤蜊

會拖延或失去這個聖者教授佛法的機緣

○二 一 年  月  日 晚 上 八
時 ︿西雅圖雷藏寺﹀恭
請法王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地
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及講授
︻金剛經︼ 來自各國的四眾弟
子踴躍參加同修 聆聽法音 歡
喜信受奉持 由於各國開始適度
放寬疫情管制措施 讓許多同門
能夠回到祖廟 大家見到許久不
見的聖尊 師母 相逢時情不自

■文／西雅圖雷藏寺

永遠在殼裡面活著 你聽不到外面
的聲音 有福德的人才有可能聽到
佛法
弟子問：弟子曾經得一夢境 夢見
我向根本上師您頂禮 可是弟子驚
訝的是師尊卻也五體投地向弟子頂
禮 彼此如此來回頂禮好幾次 師
尊沒說什麼 之後就夢醒了 弟子
請示師尊此夢的含義是什麼？
聖尊答：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不是要講尊重嗎？要尊重什麼？尊
重正教 你跟師尊頂禮 是頂禮師
尊的佛性；師尊跟你頂禮 也是頂
禮你的佛性 你向師尊頂禮的時
候 我的這個臉 鼻子 嘴巴 耳
朵 脖子 身上穿的喇嘛裝 都只
是一個外相 一個殼 重要是頂禮
佛性 師尊跟你頂禮 也是頂禮你
的佛性 所以就是彼此尊重 ﹁平
等性智﹂就是這樣子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精彩圓滿的開示結束後 聖
尊為遠來的信眾賜授﹁皈依灌
頂﹂ 並加持大悲咒水 開光佛
像 最後為大眾做拂塵加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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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是最高的智慧

■文／彩虹雷藏寺

︵天上聖母︶等同 瑤池金母下
降在花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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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勝安宮﹀ 在發揚
光大方面 瑤池金母的發揚比較
大 王母娘娘的發揚稍微小一
點 這是在台灣的情況
瑤池金母在歸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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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純佛教 第一個給予聖尊啟
示的是瑤池金母 之後就是阿彌
陀佛 再來就是地藏王菩薩
聖尊開示說 僅僅道教就有
很多派別 主要的派別有三：
第一：張道陵創 既是天師
道；第二：張角創的太平道；第
三：閭山派的︿閭山道院﹀
道教最早的道教是三個派
後來變成六十二派 現在呢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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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派就是全真教 現在在中
國白雲觀︵北京白雲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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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當場以靈動請示了佛菩
答案是﹁不可說﹂ 這個回
薩

最高的智慧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佛性

在互動就是力量環節 聖尊
解答弟子們的疑惑 第一個問題
來自中國大陸的弟子：
他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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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尊慈悲解答 盡管到今天還沒
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有一點是
可以確認 就是現在在做的千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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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幾尊的力量做千艘法船的超
度 第一個出現的是瑤池金母
祂加持聖尊 然後變化本尊 就
是阿彌陀佛
如果阿彌陀佛與瑤池金母是
同體 不同的顯化 會引起佛教
跟道教兩方面的爭論 因為在台
灣有些人覺得佛教就是佛教 瑤
池金母是屬於民間信仰 跟媽祖

○二一年月日下午三
點 在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舉行了殊勝的﹁瑤池金母護
摩法會﹂ 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
下午 聖尊身著金黃色亮麗的龍
袍出現在大眾的視野 在﹁瑤池
金母護摩法會﹂前 聖尊為︿彩
虹雷藏寺﹀壇城的金身做了一個
開光儀式 強而有力的加持法流
讓煥然一新的壇城佛光普照 非
常莊嚴 接著 倍受期待的﹁瑤
池金母護摩法會﹂開始了 聖尊
點燃了護摩火 彷彿同時也點燃
了眾生心中的心燈 驅散了無
明
法會後 法王首先通知大
家 下個週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下
午三點是﹁大威德金剛護摩法
會﹂ 並且示範了大威德金剛的
手印及咒語 大威德金剛在藏密
非常有名 有一本書叫做︽大威
德之光︾ 是熱羅上師修持的主
尊 熱羅上師的一生非常傳奇
最後求得﹁大威德金剛法﹂ 祂
所做的一切都記載在︽大威德之
光︾這本書裡 成就非常大 在
﹁金剛法﹂當中 大威德金剛的
威力是很大的 有兩個傳說：第
一 在日本東密大威德金剛是阿
彌陀佛的化身；第二 在藏密是
文殊師利菩薩進入閻魔法王的身
變化出來的 文殊菩薩 也是威

多密密麻麻的明點光 而這個光
是心念定的時候才會顯現 不定
的時候 它會消失掉 當看到光
的時候 就專注於那個明點光
之後會出現很多的光 就把它串
成一串 就叫做金剛鏈 然後金
剛鏈又會化生非常多的金剛鏈出
來 就是金剛幕 進入第三個階
段 明點光 金剛鏈 金剛幕
最後本尊就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佛菩薩就顯現出來
準提鏡的要訣是準提佛母從
準提鏡裡面出來後放光加持行者
的眉心 這樣第三眼就打開了
這時候會產生幻身 就直接以幻
身跟準提佛母融合 合一 就是
本尊相應 由於準提佛母的加
持 可以與本尊合一 融入本
尊 就可以到佛國淨土 準提佛
母有這種能力 是非常偉大的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聖尊法語開示的智慧之音與
空明的覺受一直徘徊在護摩殿
中 大家以雷鳴般的掌聲感恩聖
尊的解脫之教 ZOOM線上的弟子
們也激動地吶喊感恩聖尊 願每
一位真佛弟子都能夠領悟到聖尊
法語開示的甚深含義 也相約下
週同一時間 不管世界各地任何
的角落 都是同一地點 在空性
的法海中 我們永遠在一起 ■

力無窮 在香巴拉國的第一任具
種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可以說
香巴拉國的國王就是文殊師利菩
薩 大威德金剛是聖尊蓮生法王
的護法 可以降伏一切 包括所
有的四魔：天魔 死魔 煩惱
魔 病魔 都可以降伏 也稱為
怖畏金剛
聖尊告訴大家 有一位加拿
大的弟子 蓮花玉嬋常常為她的
爸爸 媽媽做主祈 她的爸爸跟
媽媽在遷化以後 都有很漂亮的
舍利子 尤其她的母親 六年前
就中風了 也不識字 看不懂經
文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蓮花玉
嬋給她的媽媽做主祈 結果憑著
她的孝心感動了天 他們往生以
後留下的都是舍利子 非常的漂
亮 非常的晶瑩
接著法王介紹今天的護摩主
尊瑤池金母 ﹁大家都知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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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大家坐在這
裡 瑤池金母是根源！所以瑤池
金母很偉大 ﹂聖尊談到在台灣
的時候 第一尊瑤池金母是台南
鹽水一家醫院的老闆娘贈送的
在台灣的時候供奉很久 也是
︿真佛宗﹀第一尊移民到美國的
瑤池金母 這尊瑤池金母就是在
﹁真佛密苑﹂的那一尊

二

答﹁不可說﹂是充滿了奧義的
第二個問題來自台灣的弟
子 他在書上看到聖尊略提到準
提鏡 但是修持方式 口訣 請
師尊賜予詳解：一 ﹁準提鏡
法﹂修持方式 儀軌應如何修
持？二 口訣心要 三 準提鏡
用法跟殊勝之處
聖尊慈悲講解此法的重點：當修
﹁準提佛母法﹂時 可以看著鏡
子修法 修到整個鏡子放光 甚
至是準提佛母出現在鏡子裡 如
果是修第三眼 就觀想準提佛母
放光照眉心輪 久而久之就會有
第三眼 準提佛母是非常偉大
的
準提鏡有兩面 一面是準提
佛母 一面是圓形的鏡子 修此
法時要記得是鏡子對著行者 而
不是準提佛母像對著行者 眼睛
注視著鏡子一直持咒 持到鏡子
裡面放出光 準提佛母顯現在鏡
子當中 才算成就 這是一個重
點 準提鏡是可以開第三眼的
要結準提佛母的印 看著準提
鏡 然後唸準提佛母的心咒 眼
睛一直看著鏡 看到有光發出
來 當行者通過第三眼看到有光
出現 剛開始的時候是明點光
這時候要專一地看著明點光 後
來不只是一個明點光 會出現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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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是最高的智慧

■文／彩虹雷藏寺

︵天上聖母︶等同 瑤池金母下
降在花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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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勝安宮﹀ 在發揚
光大方面 瑤池金母的發揚比較
大 王母娘娘的發揚稍微小一
點 這是在台灣的情況
瑤池金母在歸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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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純佛教 第一個給予聖尊啟
示的是瑤池金母 之後就是阿彌
陀佛 再來就是地藏王菩薩
聖尊開示說 僅僅道教就有
很多派別 主要的派別有三：
第一：張道陵創 既是天師
道；第二：張角創的太平道；第
三：閭山派的︿閭山道院﹀
道教最早的道教是三個派
後來變成六十二派 現在呢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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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派就是全真教 現在在中
國白雲觀︵北京白雲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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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當場以靈動請示了佛菩
答案是﹁不可說﹂ 這個回
薩

最高的智慧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佛性

在互動就是力量環節 聖尊
解答弟子們的疑惑 第一個問題
來自中國大陸的弟子：
他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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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尊慈悲解答 盡管到今天還沒
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有一點是
可以確認 就是現在在做的千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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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幾尊的力量做千艘法船的超
度 第一個出現的是瑤池金母
祂加持聖尊 然後變化本尊 就
是阿彌陀佛
如果阿彌陀佛與瑤池金母是
同體 不同的顯化 會引起佛教
跟道教兩方面的爭論 因為在台
灣有些人覺得佛教就是佛教 瑤
池金母是屬於民間信仰 跟媽祖

○二一年月日下午三
點 在西雅圖︿彩虹雷藏
寺﹀舉行了殊勝的﹁瑤池金母護
摩法會﹂ 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
下午 聖尊身著金黃色亮麗的龍
袍出現在大眾的視野 在﹁瑤池
金母護摩法會﹂前 聖尊為︿彩
虹雷藏寺﹀壇城的金身做了一個
開光儀式 強而有力的加持法流
讓煥然一新的壇城佛光普照 非
常莊嚴 接著 倍受期待的﹁瑤
池金母護摩法會﹂開始了 聖尊
點燃了護摩火 彷彿同時也點燃
了眾生心中的心燈 驅散了無
明
法會後 法王首先通知大
家 下個週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下
午三點是﹁大威德金剛護摩法
會﹂ 並且示範了大威德金剛的
手印及咒語 大威德金剛在藏密
非常有名 有一本書叫做︽大威
德之光︾ 是熱羅上師修持的主
尊 熱羅上師的一生非常傳奇
最後求得﹁大威德金剛法﹂ 祂
所做的一切都記載在︽大威德之
光︾這本書裡 成就非常大 在
﹁金剛法﹂當中 大威德金剛的
威力是很大的 有兩個傳說：第
一 在日本東密大威德金剛是阿
彌陀佛的化身；第二 在藏密是
文殊師利菩薩進入閻魔法王的身
變化出來的 文殊菩薩 也是威

多密密麻麻的明點光 而這個光
是心念定的時候才會顯現 不定
的時候 它會消失掉 當看到光
的時候 就專注於那個明點光
之後會出現很多的光 就把它串
成一串 就叫做金剛鏈 然後金
剛鏈又會化生非常多的金剛鏈出
來 就是金剛幕 進入第三個階
段 明點光 金剛鏈 金剛幕
最後本尊就從金剛幕顯現出來
佛菩薩就顯現出來
準提鏡的要訣是準提佛母從
準提鏡裡面出來後放光加持行者
的眉心 這樣第三眼就打開了
這時候會產生幻身 就直接以幻
身跟準提佛母融合 合一 就是
本尊相應 由於準提佛母的加
持 可以與本尊合一 融入本
尊 就可以到佛國淨土 準提佛
母有這種能力 是非常偉大的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聖尊法語開示的智慧之音與
空明的覺受一直徘徊在護摩殿
中 大家以雷鳴般的掌聲感恩聖
尊的解脫之教 ZOOM線上的弟子
們也激動地吶喊感恩聖尊 願每
一位真佛弟子都能夠領悟到聖尊
法語開示的甚深含義 也相約下
週同一時間 不管世界各地任何
的角落 都是同一地點 在空性
的法海中 我們永遠在一起 ■

力無窮 在香巴拉國的第一任具
種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可以說
香巴拉國的國王就是文殊師利菩
薩 大威德金剛是聖尊蓮生法王
的護法 可以降伏一切 包括所
有的四魔：天魔 死魔 煩惱
魔 病魔 都可以降伏 也稱為
怖畏金剛
聖尊告訴大家 有一位加拿
大的弟子 蓮花玉嬋常常為她的
爸爸 媽媽做主祈 她的爸爸跟
媽媽在遷化以後 都有很漂亮的
舍利子 尤其她的母親 六年前
就中風了 也不識字 看不懂經
文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蓮花玉
嬋給她的媽媽做主祈 結果憑著
她的孝心感動了天 他們往生以
後留下的都是舍利子 非常的漂
亮 非常的晶瑩
接著法王介紹今天的護摩主
尊瑤池金母 ﹁大家都知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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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大家坐在這
裡 瑤池金母是根源！所以瑤池
金母很偉大 ﹂聖尊談到在台灣
的時候 第一尊瑤池金母是台南
鹽水一家醫院的老闆娘贈送的
在台灣的時候供奉很久 也是
︿真佛宗﹀第一尊移民到美國的
瑤池金母 這尊瑤池金母就是在
﹁真佛密苑﹂的那一尊

二

答﹁不可說﹂是充滿了奧義的
第二個問題來自台灣的弟
子 他在書上看到聖尊略提到準
提鏡 但是修持方式 口訣 請
師尊賜予詳解：一 ﹁準提鏡
法﹂修持方式 儀軌應如何修
持？二 口訣心要 三 準提鏡
用法跟殊勝之處
聖尊慈悲講解此法的重點：當修
﹁準提佛母法﹂時 可以看著鏡
子修法 修到整個鏡子放光 甚
至是準提佛母出現在鏡子裡 如
果是修第三眼 就觀想準提佛母
放光照眉心輪 久而久之就會有
第三眼 準提佛母是非常偉大
的
準提鏡有兩面 一面是準提
佛母 一面是圓形的鏡子 修此
法時要記得是鏡子對著行者 而
不是準提佛母像對著行者 眼睛
注視著鏡子一直持咒 持到鏡子
裡面放出光 準提佛母顯現在鏡
子當中 才算成就 這是一個重
點 準提鏡是可以開第三眼的
要結準提佛母的印 看著準提
鏡 然後唸準提佛母的心咒 眼
睛一直看著鏡 看到有光發出
來 當行者通過第三眼看到有光
出現 剛開始的時候是明點光
這時候要專一地看著明點光 後
來不只是一個明點光 會出現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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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聖尊根本護法尊，
文殊菩薩忿怒金剛身，
雄猛巍巍大威德金剛，
群魔怖畏化清淨慈悲，
大慈大悲威德力加護，
降伏罪惡眾生得救度。

在弟子家裡的壇城用米加持 唸
經 修法 弟子當時就很擔心：因
為不是︿真佛宗﹀的上師 是否傳
承會亂掉？後來弟子有拜託一位去
西雅圖的上師 把弟子家裡壇城的
照片給師尊 請師尊加持壇城的傳
承及還淨 雖然弟子的母親有皈依
︿真佛宗﹀ 但母親沒有修︿真佛
密法﹀ 也不太相信︿真佛宗﹀
弟子的問題是：以後如果弟子的母
親又請別的宗派的上師或喇嘛來家
裡加持壇城 或來家裡壇城唸經
弟子應該怎麼辦？如果不讓媽媽隨
她的願望 一定會吵架 但如果每
次來一位別的宗派的人 弟子是否
又需要請師尊還淨壇城的傳承？
聖尊答：別的宗派的上師到你家
因為你母親相信別的宗派的上師
然後請他到家裡來加持壇城 這應
該隨順父母 做子女的應該要隨順
父母 你沒有什麼錯誤 因為你母
親並不很相信︿真佛宗﹀ 別的宗
派的密教上師來家裡壇城用米加
持 是的 他們很多上師是用米
撒米在壇城上面也是做清淨用 撒
米也是做清淨用
中國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 香
巴拉佛國的第一帶種王是文殊師利
菩薩 第二帶種王就是蓮花童子白
蓮花王 從中國香格里拉來的密教
上師 我問你 中國哪裡有香格里

綿

綿無盡的冬雨 樹梢的
禿枝與滿地的落葉 四
季的變遷 時光的消逝 讓我
們更明白珍惜﹁當下﹂的可
貴 正因如此 我們更是珍惜
每一次能聆聽根本上師傳法開
示的時光
今日聖尊親臨︿彩虹雷藏
寺﹀主壇﹁大威德金剛護摩法
會﹂ 法會開始前 從天空落
下大大的雨點 聖尊一身莊嚴
的藏藍色龍袍來到護摩寶殿
聖尊親切的與現場及ZOOM線上
的同門問候 法會正式開始
隨著剛猛有力的大威德金剛咒
音響起 聖尊燃起護摩烈焰
並演化息災 祈福 敬愛 增
益大手印 弟子眾等皆沉浸在
佛光中 由根本上師的大威神
力加持參加者及所有報名眾等
都能一切吉祥如意
護摩儀式結束後 聖尊回
憶起第一次在︿西雅圖雷藏
寺﹀前的廣場搭帳篷傳﹁大威
德金剛法﹂法會的時候 也是
一樣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跟今
天的護摩一樣也是下了很大的
雨 大威德金剛威力無窮 是
︿彩虹雷藏寺﹀金剛明王殿的
主尊 也是聖尊的主要護法
聖尊跟大威德金剛相應的時候
是在海底 就是禪定進入海

拉？有人是雲南迪慶 有人認為那
裡就是香格里拉 那是表面上的
所有住在香格里拉的 按照經典所
講 香巴拉佛國裡面住的全部都是
神仙 是一個淨土 在地球表面上
是找不到香巴拉的 那是很隱密的
地底國 在地下的一個香巴拉國
所以這個密教上師自稱是中國香格
里拉來的 那就是迪慶啦
在西藏 本來就是有幾個族在
那裡 西藏本身不是只有藏人的
族 還有很多地方的族 其中一個
族在雪山的洞窟裡面 那個地方有
十里的龍藏 ︻龍藏經︼全部都是
在香巴拉國裡面 當然我們不能
說 請中國香格里拉的一個密教上
師來家裡 那他就用照片給師尊加
持跟還淨 你不能跟自己的母親
吵 她做了就做了 很簡單 你同
樣地 只要她做一次 你就寄來一
次給師尊加持 就可以一樣的加持
還淨 就這樣可以了 千萬不要跟
母親起衝突 家和萬事興
弟子問：向外國人弘揚︿真佛密
法﹀時 教授他們唸誦咒音會是比
較容易的 還有他們也很喜歡學習
靜坐 但是對於教授唸經 他們恐
怕深感困難 並且接受度並不高
也不熱衷 那麼 儀軌中的︻真佛
經︼或︻高王經︼是否是必要的
或是可以省略唸經的部分 或是需

要以翻譯成外文的︻真佛經︼和
︻高王經︼來教授外國人持誦呢？
以修持儀軌教授外國人 是否以漸
進式的引導比較好呢？先學會持
咒 唸經放在比較晚 視其學習情
況再引導？
聖尊答：他講的也是很對！其實密
教在西方也有很多的宗派在弘揚
很多的宗派在弘揚藏密 紅 黃
白 花都有 ﹁教授他們唸咒音比
較容易﹂是沒有錯 因為有些咒音
由藏文直接翻成英文 英語的發
音 都有翻過 ﹁喜歡學習靜
坐﹂ 其實靜坐 最早的靜坐是印
度教 ﹁冥想﹂ 就是靜坐冥想
印度教最喜歡的就是冥想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禪定 印度
教本身就是禪定 冥想 釋迦牟尼
佛很重視禪定 因為冥想 禪定可
以達到成就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禪
定跟智慧 禪定冥想是印度教都要
做的 現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也有禪
定跟冥想 冥想的發源地應該是印
度教 佛教也是用禪定 冥想 冥
想就是觀想 密教所修的所謂的觀
想 所以密教又稱為念力宗 用想
念的力量 用想念產生它的力量
這個就是冥想
關於唸經 因為唸經他們比較
困難 因為我們是用華語發音 廣
東人就用廣東話 日本人就用日

底 大威德金剛下降到海底 然後
整個海波濤洶湧 整個海全部滾
變成像鍋爐一樣 那個火燒得很
旺 海水滾燙 整個海都快要翻過
來了 顯示祂的力量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偉大
大威德金剛本身最大的一個法
叫做﹁十三尊大威德金剛﹂：祂的
形相是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六個手
臂 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六個手臂
的叫做十三尊大威德金剛 祂的威
力是最大的 這是要擇人而傳 傳
這十三尊大威德 大威德形相很
多：有獨雄大威德 也有六面六臂
六足 騎青色的水牛 也有九面的
三十四臂 十六個足的 也有三十
二面三十六臂 祂的形相很多
聖尊曾經修﹁大威德金剛
法﹂ 在修法的時候 因為有八
大龍王來皈依師尊 其中有一個
龍王祂不服 祂是很兇惡的龍
兇惡的龍祂顯現出來 我在禪定
的時候祂顯現出來向我噴火 那
時候我就結大威德金剛的手印
然後化身跟大威德金剛合一 大
威德金剛祂頭上有兩個角非常的
尖｜｜像牛一樣的尖角 龍來的
時候祂噴火 大威德金剛的尖角
也噴出火 大威德金剛做﹁降伏
法﹂的時候 一定要搖祂的兩個
角 你只要跟大威德金剛合一
了 你做﹁降伏法﹂ 搖動兩個

語 聖尊去日本四國八十八靈場的
時候 他們用日語寫的︻高王
經︼ 也傳到日本 他們也在唸
但是寫的是日文 我們也可以翻成
英文 像︻真佛經︼ ︻高王經︼
可以翻成英文 然後給外國人唸
﹁用漸進式的引導比較好 先學會
持咒 唸經放在比較晚 ﹂是可以
的 修持儀軌教授的話 教外國人
修持儀軌也是可以的 經典先慢一
點唸 因為他們唸經典是比較難
不知道意義就會比較難一點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聖尊精妙的開示結束後 每個
人都有如醍醐灌頂般的得到濃濃的
法味洗禮 聖尊講釋︻金剛經︼的
獨到之處 真的是這世間絕無僅
有 真佛弟子何其有幸 今生能遇
此明師 會後 聖尊並慈悲為大眾
加持灌頂大威德金剛
灌頂結束後 聖尊與大家親
切的道別 由於防疫規範放寬
美加地區的弟子越來越多人前來
護持聖尊的護摩法會 看到許多
熟悉的面孔 一直跟聖尊訴說著
好久不見的想念 ︿彩虹雷藏
寺﹀無限歡迎大家能前來西雅圖
參加聖尊主壇的護摩法會及同修
會 希望大家都能快快樂樂的來
西雅圖朝聖 平平安安 法喜充
滿的回家
■

角 角上中間噴出火 以這兩個
角 惡龍在空中飛 這兩個角伸
長直接刺上龍的雙眼 那個龍本
身眼睛就瞎掉了 變成瞎龍 不
是龍蝦 是瞎龍 然後再拔出
來 再用祂的兩個角跟火去燒那
條龍 刺向那個龍的腹部 結果
那條惡龍就被降伏了 記得 搖
晃是降伏的口訣：晃動祂的角
如果看見大威德金剛 然後跟大
威德金剛合一 自身變為大威德
的時候 搖晃祂的角 角上噴火
可以降伏四個魔 剛剛有唸的煩
惱魔 病魔 天魔跟死魔 四個
魔都可以降伏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法 重點在祂的兩隻角 兩
只角噴火可以降伏一切
師尊主要的護法還有不動明
王 大力金剛 為什麼搖動 晃動
是降伏的口訣？很重要！不動明王
那個劍 如果跟不動明王合一的時
候 主要在祂的那個寶劍也是晃
動 寶劍上也是出火 如果修﹁降
伏法﹂ 記得劍要晃動 而且不動
明王的劍要出火；修大威德金剛
祂的兩只角要晃動而且要出火 這
是﹁降伏法﹂很重要的口訣
接下來是大家很期待聖尊與
弟子﹁你問我答﹂的互動環節
弟子問：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底
弟子的母親有請了中國香格里拉的
一位密教上師來家裡 那位上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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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聖尊根本護法尊，
文殊菩薩忿怒金剛身，
雄猛巍巍大威德金剛，
群魔怖畏化清淨慈悲，
大慈大悲威德力加護，
降伏罪惡眾生得救度。

在弟子家裡的壇城用米加持 唸
經 修法 弟子當時就很擔心：因
為不是︿真佛宗﹀的上師 是否傳
承會亂掉？後來弟子有拜託一位去
西雅圖的上師 把弟子家裡壇城的
照片給師尊 請師尊加持壇城的傳
承及還淨 雖然弟子的母親有皈依
︿真佛宗﹀ 但母親沒有修︿真佛
密法﹀ 也不太相信︿真佛宗﹀
弟子的問題是：以後如果弟子的母
親又請別的宗派的上師或喇嘛來家
裡加持壇城 或來家裡壇城唸經
弟子應該怎麼辦？如果不讓媽媽隨
她的願望 一定會吵架 但如果每
次來一位別的宗派的人 弟子是否
又需要請師尊還淨壇城的傳承？
聖尊答：別的宗派的上師到你家
因為你母親相信別的宗派的上師
然後請他到家裡來加持壇城 這應
該隨順父母 做子女的應該要隨順
父母 你沒有什麼錯誤 因為你母
親並不很相信︿真佛宗﹀ 別的宗
派的密教上師來家裡壇城用米加
持 是的 他們很多上師是用米
撒米在壇城上面也是做清淨用 撒
米也是做清淨用
中國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 香
巴拉佛國的第一帶種王是文殊師利
菩薩 第二帶種王就是蓮花童子白
蓮花王 從中國香格里拉來的密教
上師 我問你 中國哪裡有香格里

綿

綿無盡的冬雨 樹梢的
禿枝與滿地的落葉 四
季的變遷 時光的消逝 讓我
們更明白珍惜﹁當下﹂的可
貴 正因如此 我們更是珍惜
每一次能聆聽根本上師傳法開
示的時光
今日聖尊親臨︿彩虹雷藏
寺﹀主壇﹁大威德金剛護摩法
會﹂ 法會開始前 從天空落
下大大的雨點 聖尊一身莊嚴
的藏藍色龍袍來到護摩寶殿
聖尊親切的與現場及ZOOM線上
的同門問候 法會正式開始
隨著剛猛有力的大威德金剛咒
音響起 聖尊燃起護摩烈焰
並演化息災 祈福 敬愛 增
益大手印 弟子眾等皆沉浸在
佛光中 由根本上師的大威神
力加持參加者及所有報名眾等
都能一切吉祥如意
護摩儀式結束後 聖尊回
憶起第一次在︿西雅圖雷藏
寺﹀前的廣場搭帳篷傳﹁大威
德金剛法﹂法會的時候 也是
一樣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跟今
天的護摩一樣也是下了很大的
雨 大威德金剛威力無窮 是
︿彩虹雷藏寺﹀金剛明王殿的
主尊 也是聖尊的主要護法
聖尊跟大威德金剛相應的時候
是在海底 就是禪定進入海

拉？有人是雲南迪慶 有人認為那
裡就是香格里拉 那是表面上的
所有住在香格里拉的 按照經典所
講 香巴拉佛國裡面住的全部都是
神仙 是一個淨土 在地球表面上
是找不到香巴拉的 那是很隱密的
地底國 在地下的一個香巴拉國
所以這個密教上師自稱是中國香格
里拉來的 那就是迪慶啦
在西藏 本來就是有幾個族在
那裡 西藏本身不是只有藏人的
族 還有很多地方的族 其中一個
族在雪山的洞窟裡面 那個地方有
十里的龍藏 ︻龍藏經︼全部都是
在香巴拉國裡面 當然我們不能
說 請中國香格里拉的一個密教上
師來家裡 那他就用照片給師尊加
持跟還淨 你不能跟自己的母親
吵 她做了就做了 很簡單 你同
樣地 只要她做一次 你就寄來一
次給師尊加持 就可以一樣的加持
還淨 就這樣可以了 千萬不要跟
母親起衝突 家和萬事興
弟子問：向外國人弘揚︿真佛密
法﹀時 教授他們唸誦咒音會是比
較容易的 還有他們也很喜歡學習
靜坐 但是對於教授唸經 他們恐
怕深感困難 並且接受度並不高
也不熱衷 那麼 儀軌中的︻真佛
經︼或︻高王經︼是否是必要的
或是可以省略唸經的部分 或是需

要以翻譯成外文的︻真佛經︼和
︻高王經︼來教授外國人持誦呢？
以修持儀軌教授外國人 是否以漸
進式的引導比較好呢？先學會持
咒 唸經放在比較晚 視其學習情
況再引導？
聖尊答：他講的也是很對！其實密
教在西方也有很多的宗派在弘揚
很多的宗派在弘揚藏密 紅 黃
白 花都有 ﹁教授他們唸咒音比
較容易﹂是沒有錯 因為有些咒音
由藏文直接翻成英文 英語的發
音 都有翻過 ﹁喜歡學習靜
坐﹂ 其實靜坐 最早的靜坐是印
度教 ﹁冥想﹂ 就是靜坐冥想
印度教最喜歡的就是冥想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禪定 印度
教本身就是禪定 冥想 釋迦牟尼
佛很重視禪定 因為冥想 禪定可
以達到成就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禪
定跟智慧 禪定冥想是印度教都要
做的 現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也有禪
定跟冥想 冥想的發源地應該是印
度教 佛教也是用禪定 冥想 冥
想就是觀想 密教所修的所謂的觀
想 所以密教又稱為念力宗 用想
念的力量 用想念產生它的力量
這個就是冥想
關於唸經 因為唸經他們比較
困難 因為我們是用華語發音 廣
東人就用廣東話 日本人就用日

底 大威德金剛下降到海底 然後
整個海波濤洶湧 整個海全部滾
變成像鍋爐一樣 那個火燒得很
旺 海水滾燙 整個海都快要翻過
來了 顯示祂的力量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偉大
大威德金剛本身最大的一個法
叫做﹁十三尊大威德金剛﹂：祂的
形相是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六個手
臂 三十二個面孔 三十六個手臂
的叫做十三尊大威德金剛 祂的威
力是最大的 這是要擇人而傳 傳
這十三尊大威德 大威德形相很
多：有獨雄大威德 也有六面六臂
六足 騎青色的水牛 也有九面的
三十四臂 十六個足的 也有三十
二面三十六臂 祂的形相很多
聖尊曾經修﹁大威德金剛
法﹂ 在修法的時候 因為有八
大龍王來皈依師尊 其中有一個
龍王祂不服 祂是很兇惡的龍
兇惡的龍祂顯現出來 我在禪定
的時候祂顯現出來向我噴火 那
時候我就結大威德金剛的手印
然後化身跟大威德金剛合一 大
威德金剛祂頭上有兩個角非常的
尖｜｜像牛一樣的尖角 龍來的
時候祂噴火 大威德金剛的尖角
也噴出火 大威德金剛做﹁降伏
法﹂的時候 一定要搖祂的兩個
角 你只要跟大威德金剛合一
了 你做﹁降伏法﹂ 搖動兩個

語 聖尊去日本四國八十八靈場的
時候 他們用日語寫的︻高王
經︼ 也傳到日本 他們也在唸
但是寫的是日文 我們也可以翻成
英文 像︻真佛經︼ ︻高王經︼
可以翻成英文 然後給外國人唸
﹁用漸進式的引導比較好 先學會
持咒 唸經放在比較晚 ﹂是可以
的 修持儀軌教授的話 教外國人
修持儀軌也是可以的 經典先慢一
點唸 因為他們唸經典是比較難
不知道意義就會比較難一點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聖尊精妙的開示結束後 每個
人都有如醍醐灌頂般的得到濃濃的
法味洗禮 聖尊講釋︻金剛經︼的
獨到之處 真的是這世間絕無僅
有 真佛弟子何其有幸 今生能遇
此明師 會後 聖尊並慈悲為大眾
加持灌頂大威德金剛
灌頂結束後 聖尊與大家親
切的道別 由於防疫規範放寬
美加地區的弟子越來越多人前來
護持聖尊的護摩法會 看到許多
熟悉的面孔 一直跟聖尊訴說著
好久不見的想念 ︿彩虹雷藏
寺﹀無限歡迎大家能前來西雅圖
參加聖尊主壇的護摩法會及同修
會 希望大家都能快快樂樂的來
西雅圖朝聖 平平安安 法喜充
滿的回家
■

角 角上中間噴出火 以這兩個
角 惡龍在空中飛 這兩個角伸
長直接刺上龍的雙眼 那個龍本
身眼睛就瞎掉了 變成瞎龍 不
是龍蝦 是瞎龍 然後再拔出
來 再用祂的兩個角跟火去燒那
條龍 刺向那個龍的腹部 結果
那條惡龍就被降伏了 記得 搖
晃是降伏的口訣：晃動祂的角
如果看見大威德金剛 然後跟大
威德金剛合一 自身變為大威德
的時候 搖晃祂的角 角上噴火
可以降伏四個魔 剛剛有唸的煩
惱魔 病魔 天魔跟死魔 四個
魔都可以降伏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法 重點在祂的兩隻角 兩
只角噴火可以降伏一切
師尊主要的護法還有不動明
王 大力金剛 為什麼搖動 晃動
是降伏的口訣？很重要！不動明王
那個劍 如果跟不動明王合一的時
候 主要在祂的那個寶劍也是晃
動 寶劍上也是出火 如果修﹁降
伏法﹂ 記得劍要晃動 而且不動
明王的劍要出火；修大威德金剛
祂的兩只角要晃動而且要出火 這
是﹁降伏法﹂很重要的口訣
接下來是大家很期待聖尊與
弟子﹁你問我答﹂的互動環節
弟子問：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底
弟子的母親有請了中國香格里拉的
一位密教上師來家裡 那位上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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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金剛法灌頂

所以我做﹁時輪金剛法﹂的時候
就在台灣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
坡 英國 Australia Sydney 巴
拿馬我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所以我依教奉行 到世界各地
去把﹁時輪金剛法﹂全部都弘揚
這是時輪金剛弘揚在五大洲的因
緣 我們這個﹁時輪金剛法﹂是有
傳承的：甘珠爾瓦 吐登尼瑪 吐
登達力 吐登達爾吉 吐登其摩
吐登其摩就是盧師尊 等一下的
﹁時輪金剛法灌頂﹂ 大家要好好
珍惜這個法
你問我答單元｜｜
新加坡弟子問：師尊佛安 師尊曾
經說過念滿﹃上師心咒﹄八百萬遍
就能往生摩訶雙蓮池 請問師尊弟
子需要念多少遍的︻真佛經︼才能
往生摩訶雙蓮池呢？謝謝師尊
聖尊答：神算請示母娘 可唸二百
萬遍︻真佛經︼即可以
台灣弟子問：頂禮師尊弟子有以下
問題希望師尊慈開示：一 殺生為
五戒第一重戒 但是我們身旁常常
有許多惱人害蟲 如蚊子 蟑螂
老鼠 請問師尊 身為真佛弟子
遇到這些害蟲應如何處理？
二 從︿台灣雷藏寺﹀或︿大
燈文化﹀請購經師尊開光加持的佛
像唐卡 布置在家成為壇城時 是
否還要寄壇城照片請師尊開光加
持？
三 若每天持誦﹃百字明咒﹄

風調雨順
往生香巴拉佛國

五穀豐收
■文／彩虹雷藏寺

國泰民安

修習持此法的

會有徵兆的 時輪金剛是釋迦牟尼
佛變化的 是很大的一尊 釋迦牟
尼佛在靈山說法時候 分身到了南
印度吉祥米聚塔 化身為時輪金剛
向香巴拉的國王月賢國王講授了
﹁時輪金剛法﹂
這個法 益處非常的多 非常
殊勝 時輪金剛分為三輪：一個是
內時輪 一個外時輪 一個是別時
輪 我為什麼剛剛敬禮別時輪？因
為內時輪就是自己本身的時輪 外
時輪就是環境的時輪 兩個合一成
就了 就叫別時輪 所以我敬禮別
時輪 原因在這裡 祂有很大的利
益 得到﹁時輪金剛法﹂灌頂的
若能好好修持及守戒 可以在七世
中轉世後成佛 再來 得到﹁時輪
金剛法﹂灌頂 再持咒 修法可以
避一切的災難 只要持咒修法 你
只要灌頂﹁時輪金剛法﹂ 持時輪
金剛的咒﹁嗡 哈 卡瑪拉 哇拉
呀 梭哈 ﹂將來不會入三惡道
﹁時輪金剛法﹂的灌頂 七世
可以成佛 修習持此法的 刀兵的
災難︵戰爭︶一切能夠平息 促進
和平 風調雨順 五穀豐收 國泰
民安 往生本尊的淨土香巴拉王
國 這個都是時輪金剛的好處 所
以﹁時輪金剛法﹂在藏密裡面四教
共同尊崇
當初吐登達爾吉把這個法傳給
我的時候講了一句話：﹁你要把
﹃時輪金剛法﹄弘揚在五大洲 ﹂

淡 不會去貪了；色 你也一樣把
它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名
你都把它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
了 貪 瞋 痴 疑 慢 所有的
不好的 你都已經觀破了 這個就
是﹁受﹂
你心靈非常的平靜 沒有煩
惱 有什麼好煩惱的？快樂也不過
都是一時 痛苦也是一時 當然人
生苦的事情太多了 有生 老
病 死 苦 樂的實在是很少 所
以釋迦牟尼佛因為遊歷四門 生
老 病 死祂都看遍了 所以祂就
出家了 這個就是﹁受﹂
持呢？你按照你的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心靈
平靜禪定 依照密教的方法開了五
輪就到十地菩薩 開了頂髻就十二
地半 開了頂竅 頂輪 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你就十
二地 到生出頂髻就十二地半 第
十三地就是佛 ︽道果︾裡面講到
的 這個就是﹁持﹂ 一樣一樣地
清靜
法會後 蓮生活佛帶領大眾頂
禮壇城 再次與 ZOOM 線上弟子揮
手道別 賜予﹁時輪金剛法灌
頂﹂ 殊勝的一天眾人心中能量
滿滿 輕盈舒暢的在這裡畫上句
點 更期待下週唯一能帶業往生
的﹁阿彌陀佛法會﹂
■

七世可以成佛

摩火之際 熊熊旺盛的烈火 伴隨
著威猛剛強的主尊咒音時 又轉為
大雨稀哩哩 在一天中同時出太
陽 下雪 又是大雨 如此殊勝的
景象 眾人無不嘖嘖稱奇 更是象
徵時輪金剛降臨的大威神力 我們
今天做﹁時輪金剛法﹂ 大家剛剛
有看到下雪了？我們做時輪金剛都

是你的？告訴你 我活著來 就沒
有打算活著回去 再問：你走的時
候能帶走什麼東西？無眾生相啊！
你說：﹁現在我有房地產 ﹂房子
是你的嗎？沒有 土地是你的嗎？
沒有 房子 土地都不是你的 那
就是無眾生相 你能夠活多久 就
是壽者相︵時間︶
師尊問丹增：﹁How old are
you？﹂Nineteen 19歲 請坐
﹁過100年後你在哪裡？﹂ 那時
候就沒有了 你不在了 我們都
不在了 在座的 除了baby以
外 差不多都不在了 119歲以後
都不在了 那個就是時間 就是
無壽者相
你能夠體會這四樣 沒有你
沒有別人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你能夠解 這就是信跟解
受：你知道了這個以後你能夠
接受 事實上就是你非接受不可
你接受了 持︵受持︶ 就是你已
經接受了 接受以後你按照這個去
修持 你的心還不平靜嗎？你還嫉
妒嗎？你嫉妒誰啊？你心裡非常的
平靜 心裡如止水 你能夠禪定
你有這個智慧 你能夠禪定 這個
叫做信解受持
我們在娑婆世界的 色 大家
記住一句：﹁年老珠黃﹂ 都在變
動 都是無常 都在無常變動之
中 財 你也能夠把它看成很平

促進和平

○二一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恭請蓮生活佛主壇
﹁時輪金剛護摩法會﹂ 連日的陰
雨綿綿 卻在今天前往雷藏寺沿路
陽光明媚 遠眺群山已經披上了層
層皓雪 猶如戴上白紗帽般令人讚
歎 今日的護摩法會啟動之前 天
空竟然緩緩飄下雪 在師尊點起護

我相信︻金剛經︼ 我相信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解：你能夠知道現在﹁我﹂這
個相 是無我 你能夠解︱解釋你
自己 我是無我 這個就是解 因
為我們身體是四大假合 也沒有固
定的形相
我講過了 師尊年輕的時候很
瀟灑的！那個相迷死人啊！我自己
看 真的長得不錯欸！但每一個時
間都會變的：剛出生的baby 小學
時代 初中時候 高中時候 大學
時候 出社會的時候 成家的時
候 然後再來進入壯年 再來最後
是老年 到現在七十七歲這個樣
你看現在的相就不一樣了
以前的 現在的 還有我剛出
生的時候沒有穿褲子 沒有穿衣服
的 那根本都是四大假合的東西
啊！任何時候的相都不一樣 這個
就是代表無我 有一天你會變成灰
燼 然後送到這個﹁雙蓮境界﹂
我在哪裡？根本就是在無常變化之
中 你真正的我是誰啊？沒有啦！
盧勝彥這三個字也是假名 這是無
我相 你認識﹁我﹂是無我 要能
夠解得出來 信以後要能夠解
再來是接受無我相 無人相
因為你沒有﹁我是這個樣子 所有
的眾生也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無
人相了嘛 無眾生相 很簡單 什
麼是眾生？就是空間 哪一個東西

戰爭能夠平息

並無計數 只是想在有生之年盡力
多誦 這樣持滿超過十萬 是否也
可以掃除過去一切業障？
師尊答：一 只要我以前見過或殺
過的 我一律都作超度 只要我見
到的所有的水裡游的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我全部作超度 所以我
們身為真佛弟子遇到這些蚊子 蟑
螂 老鼠害蟲 只要你殺過的 應
該要用超度法超度牠們
二 應該已經開光加持的 就
不用再寄照片來開光加持
三 當然可以 師尊每天在持
咒 唸經或者念佛方面 我從來沒
有計數 但我只是盡我的心力唸
像︻高王經︼ ︻真佛經︼每天都
唸 沒有一天停止過 也唸了很多
的咒語 也每天修法
聖尊開講︻金剛經︼奧義
離相寂減分第十四
﹁世尊！是實相者 即是非
相 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世尊！我
今得聞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
難 若當來世 後五百歲 其有眾
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
為第一希有 ﹂
師尊解義：實相就是非相 因
為非相所以是實相 須菩提衪能夠
信 能夠開解 也能夠受持 對須
菩提來講並不是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已經講了信心清淨
那﹁信解受持﹂ 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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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金剛法灌頂

所以我做﹁時輪金剛法﹂的時候
就在台灣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
坡 英國 Australia Sydney 巴
拿馬我也做了﹁時輪金剛法﹂
所以我依教奉行 到世界各地
去把﹁時輪金剛法﹂全部都弘揚
這是時輪金剛弘揚在五大洲的因
緣 我們這個﹁時輪金剛法﹂是有
傳承的：甘珠爾瓦 吐登尼瑪 吐
登達力 吐登達爾吉 吐登其摩
吐登其摩就是盧師尊 等一下的
﹁時輪金剛法灌頂﹂ 大家要好好
珍惜這個法
你問我答單元｜｜
新加坡弟子問：師尊佛安 師尊曾
經說過念滿﹃上師心咒﹄八百萬遍
就能往生摩訶雙蓮池 請問師尊弟
子需要念多少遍的︻真佛經︼才能
往生摩訶雙蓮池呢？謝謝師尊
聖尊答：神算請示母娘 可唸二百
萬遍︻真佛經︼即可以
台灣弟子問：頂禮師尊弟子有以下
問題希望師尊慈開示：一 殺生為
五戒第一重戒 但是我們身旁常常
有許多惱人害蟲 如蚊子 蟑螂
老鼠 請問師尊 身為真佛弟子
遇到這些害蟲應如何處理？
二 從︿台灣雷藏寺﹀或︿大
燈文化﹀請購經師尊開光加持的佛
像唐卡 布置在家成為壇城時 是
否還要寄壇城照片請師尊開光加
持？
三 若每天持誦﹃百字明咒﹄

風調雨順
往生香巴拉佛國

五穀豐收
■文／彩虹雷藏寺

國泰民安

修習持此法的

會有徵兆的 時輪金剛是釋迦牟尼
佛變化的 是很大的一尊 釋迦牟
尼佛在靈山說法時候 分身到了南
印度吉祥米聚塔 化身為時輪金剛
向香巴拉的國王月賢國王講授了
﹁時輪金剛法﹂
這個法 益處非常的多 非常
殊勝 時輪金剛分為三輪：一個是
內時輪 一個外時輪 一個是別時
輪 我為什麼剛剛敬禮別時輪？因
為內時輪就是自己本身的時輪 外
時輪就是環境的時輪 兩個合一成
就了 就叫別時輪 所以我敬禮別
時輪 原因在這裡 祂有很大的利
益 得到﹁時輪金剛法﹂灌頂的
若能好好修持及守戒 可以在七世
中轉世後成佛 再來 得到﹁時輪
金剛法﹂灌頂 再持咒 修法可以
避一切的災難 只要持咒修法 你
只要灌頂﹁時輪金剛法﹂ 持時輪
金剛的咒﹁嗡 哈 卡瑪拉 哇拉
呀 梭哈 ﹂將來不會入三惡道
﹁時輪金剛法﹂的灌頂 七世
可以成佛 修習持此法的 刀兵的
災難︵戰爭︶一切能夠平息 促進
和平 風調雨順 五穀豐收 國泰
民安 往生本尊的淨土香巴拉王
國 這個都是時輪金剛的好處 所
以﹁時輪金剛法﹂在藏密裡面四教
共同尊崇
當初吐登達爾吉把這個法傳給
我的時候講了一句話：﹁你要把
﹃時輪金剛法﹄弘揚在五大洲 ﹂

淡 不會去貪了；色 你也一樣把
它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了；名
你都把它看得很平淡 不會去貪
了 貪 瞋 痴 疑 慢 所有的
不好的 你都已經觀破了 這個就
是﹁受﹂
你心靈非常的平靜 沒有煩
惱 有什麼好煩惱的？快樂也不過
都是一時 痛苦也是一時 當然人
生苦的事情太多了 有生 老
病 死 苦 樂的實在是很少 所
以釋迦牟尼佛因為遊歷四門 生
老 病 死祂都看遍了 所以祂就
出家了 這個就是﹁受﹂
持呢？你按照你的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心靈
平靜禪定 依照密教的方法開了五
輪就到十地菩薩 開了頂髻就十二
地半 開了頂竅 頂輪 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你就十
二地 到生出頂髻就十二地半 第
十三地就是佛 ︽道果︾裡面講到
的 這個就是﹁持﹂ 一樣一樣地
清靜
法會後 蓮生活佛帶領大眾頂
禮壇城 再次與 ZOOM 線上弟子揮
手道別 賜予﹁時輪金剛法灌
頂﹂ 殊勝的一天眾人心中能量
滿滿 輕盈舒暢的在這裡畫上句
點 更期待下週唯一能帶業往生
的﹁阿彌陀佛法會﹂
■

七世可以成佛

摩火之際 熊熊旺盛的烈火 伴隨
著威猛剛強的主尊咒音時 又轉為
大雨稀哩哩 在一天中同時出太
陽 下雪 又是大雨 如此殊勝的
景象 眾人無不嘖嘖稱奇 更是象
徵時輪金剛降臨的大威神力 我們
今天做﹁時輪金剛法﹂ 大家剛剛
有看到下雪了？我們做時輪金剛都

是你的？告訴你 我活著來 就沒
有打算活著回去 再問：你走的時
候能帶走什麼東西？無眾生相啊！
你說：﹁現在我有房地產 ﹂房子
是你的嗎？沒有 土地是你的嗎？
沒有 房子 土地都不是你的 那
就是無眾生相 你能夠活多久 就
是壽者相︵時間︶
師尊問丹增：﹁How old are
you？﹂Nineteen 19歲 請坐
﹁過100年後你在哪裡？﹂ 那時
候就沒有了 你不在了 我們都
不在了 在座的 除了baby以
外 差不多都不在了 119歲以後
都不在了 那個就是時間 就是
無壽者相
你能夠體會這四樣 沒有你
沒有別人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你能夠解 這就是信跟解
受：你知道了這個以後你能夠
接受 事實上就是你非接受不可
你接受了 持︵受持︶ 就是你已
經接受了 接受以後你按照這個去
修持 你的心還不平靜嗎？你還嫉
妒嗎？你嫉妒誰啊？你心裡非常的
平靜 心裡如止水 你能夠禪定
你有這個智慧 你能夠禪定 這個
叫做信解受持
我們在娑婆世界的 色 大家
記住一句：﹁年老珠黃﹂ 都在變
動 都是無常 都在無常變動之
中 財 你也能夠把它看成很平

促進和平

○二一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恭請蓮生活佛主壇
﹁時輪金剛護摩法會﹂ 連日的陰
雨綿綿 卻在今天前往雷藏寺沿路
陽光明媚 遠眺群山已經披上了層
層皓雪 猶如戴上白紗帽般令人讚
歎 今日的護摩法會啟動之前 天
空竟然緩緩飄下雪 在師尊點起護

我相信︻金剛經︼ 我相信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解：你能夠知道現在﹁我﹂這
個相 是無我 你能夠解︱解釋你
自己 我是無我 這個就是解 因
為我們身體是四大假合 也沒有固
定的形相
我講過了 師尊年輕的時候很
瀟灑的！那個相迷死人啊！我自己
看 真的長得不錯欸！但每一個時
間都會變的：剛出生的baby 小學
時代 初中時候 高中時候 大學
時候 出社會的時候 成家的時
候 然後再來進入壯年 再來最後
是老年 到現在七十七歲這個樣
你看現在的相就不一樣了
以前的 現在的 還有我剛出
生的時候沒有穿褲子 沒有穿衣服
的 那根本都是四大假合的東西
啊！任何時候的相都不一樣 這個
就是代表無我 有一天你會變成灰
燼 然後送到這個﹁雙蓮境界﹂
我在哪裡？根本就是在無常變化之
中 你真正的我是誰啊？沒有啦！
盧勝彥這三個字也是假名 這是無
我相 你認識﹁我﹂是無我 要能
夠解得出來 信以後要能夠解
再來是接受無我相 無人相
因為你沒有﹁我是這個樣子 所有
的眾生也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無
人相了嘛 無眾生相 很簡單 什
麼是眾生？就是空間 哪一個東西

戰爭能夠平息

並無計數 只是想在有生之年盡力
多誦 這樣持滿超過十萬 是否也
可以掃除過去一切業障？
師尊答：一 只要我以前見過或殺
過的 我一律都作超度 只要我見
到的所有的水裡游的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我全部作超度 所以我
們身為真佛弟子遇到這些蚊子 蟑
螂 老鼠害蟲 只要你殺過的 應
該要用超度法超度牠們
二 應該已經開光加持的 就
不用再寄照片來開光加持
三 當然可以 師尊每天在持
咒 唸經或者念佛方面 我從來沒
有計數 但我只是盡我的心力唸
像︻高王經︼ ︻真佛經︼每天都
唸 沒有一天停止過 也唸了很多
的咒語 也每天修法
聖尊開講︻金剛經︼奧義
離相寂減分第十四
﹁世尊！是實相者 即是非
相 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世尊！我
今得聞如是經典 信解受持不足為
難 若當來世 後五百歲 其有眾
生 得聞是經 信解受持 是人即
為第一希有 ﹂
師尊解義：實相就是非相 因
為非相所以是實相 須菩提衪能夠
信 能夠開解 也能夠受持 對須
菩提來講並不是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已經講了信心清淨
那﹁信解受持﹂ 信 就是：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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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給動物聽 動物聽得懂嗎？所
以﹁放生儀軌﹂不是唸給動物聽
的 是唸給自己的心聽的 依照
佛經 去實踐自己的修行 讓自
己產生慈悲心 長養慈悲 聖尊
認為捐錢給流浪動物收養中心
讓他們好好的去照顧那些動物
那也是一種放生
弟子問：︽虹光大成就︾裡面有
教到：﹁密教七日成佛法﹂ 請
問：人快往生的時候是觀想此法
呢？或是想靈魂直衝上頂穴 子
光會母光成佛呢？或是第一時間
二至三秒觀想子光會母光 沒有
成功的話 就是以後四十九天
內 每天都是觀想﹁阿﹂字勾住
﹁吽﹂字的觀想 對嗎？
聖尊答：﹁七日成佛法﹂是在臨
終的時候 你把自己想成﹁吽﹂
字 宇宙意識就觀想成為﹁阿﹂
字 ﹁阿字本身有一個勾 剛好
勾住﹁吽﹂字那個圈圈 一勾
就可以往生佛國淨土 可以有成
就 當然要憑著平時的練習
﹁﹃密教七日成佛法﹄ 請問人
快往生的時候 是觀想此法呢？
或是想靈魂直衝上頂竅 子光會

■文／西雅圖雷藏寺

母光成佛呢？﹂這兩者都可以
十六世大寶法王講：﹁人要離開
娑婆世界的時候 心中最重要是
有光明 你要保持自己心中的光
明 ﹂觀想心中的光明 這個光
明可以到頂竅 頂竅本身是打
開 密教都有練開頂 ﹁破瓦
法﹂叫﹁開頂法﹂ 你開了頂
直接用身上的氣 把光提到頂
上 直接從頂竅出去 自己的光
進入宇宙的光 就像一滴水進入
大海一樣 這個叫﹁子光會母
光﹂ 心中的光明 然後把氣運
到自己的心 往上推 從中脈推
到頂竅 從頂竅出去 就一定成
就 ﹁七日成佛法﹂跟﹁子光會
母光﹂ 是相同的 只是它觀想
的方法不一樣而已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根本上師詳釋︻金剛經︼
讓所有的真佛弟子能明瞭︻金剛
經︼的堂奧 聖尊對︻金剛經︼
的生動詮釋 讓弟子有一種柳暗
花明 撥雲見日豁然明朗的深切
領悟 但願在聖尊大慈大悲的傳
授加持之下 人人都能明心開
悟 回歸真如本性的大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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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七聖財││信 戒 慚 愧 聞 施 慧

財 不一定是指金錢 如七聖財
︵信 戒 慚 愧 聞 施
慧︶跟娑婆世界講的財是完全不
同 在大地最有錢的是堅牢地
神 海裡面最有錢的就是龍王
在天上最有錢的就是四天王 四
王天鎮守須彌山的東 西 南
北方 每一個宮殿都是七寶所
成 當然還有比四天王更富有
的 還有所謂的三十三天 中央
忉利天 有很多數不清的珍寶
聖尊與弟子們﹁互動就是力
量﹂｜｜你問我答
弟子問：請問放生儀軌有沒有一
定要在動物聽到的範圍做唸誦？
放生有延長壽命 超度至淨土的
意義 不一定需要把動物放到大
自然 弟子觀察城市範圍放生
動物一般是死多活少或沒有適當
的居住環境 弟子有一想法 做
放生可以配合當地照顧流浪動物
的組織 錢可以捐給該組織讓他
們發揮 行者為動物做﹁放生儀
軌﹂的唸誦 弟子認為這樣在各
方面比較有效率 請問師尊 這
樣符合放生嗎？
聖尊答：關於﹁放生儀軌﹂ 你

跟娑婆世界講的財是完全不同

雅圖的冬天日漸嚴寒 凜冽
的寒風也抵擋不了來自東南
亞的台灣 印尼 新加坡 越南等
同門的熱情 和英國 澳洲 加拿
大 以及美國境內的同門 都齊聚
一堂到西雅圖祖廟來朝聖 拜見想
念許久的聖尊與師母
華燈初上 祖廟大雄寶殿燈
火通明 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親
臨主壇﹁黃財神本尊法﹂同修
在圓滿肅穆的同修結束後 聖尊
首先談到今晚的同修主尊黃財神
針巴拉 也談到佛法中所謂的

11
西雅 圖雷藏寺 ∕ 同修：黃財神本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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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一月十六日
大義學會﹁供佛齋僧薈供大法會﹂

供
供僧功德不可思議，
僧如大地長養慧命。
僧

■文∕蓮花銘康

本

次﹁供佛齋僧薈供大法會﹂
於去年即著手規劃 如此特
別又大型的活動 在台灣很少有人
舉辦 林立仁講師 廖麗瑩師姐及
︿大義學會﹀的智囊團隊用心良
苦 商議久久 其緣起目的是請佛
住世 真佛僧眾弘法利生 薈供共
植福田 為︿大義雷藏寺﹀建寺募
款 祈求佛菩薩加持啟建順利 弘
揚︿真佛密法﹀廣度眾生
二○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天氣溫
暖 前兩天還非常寒冷呢 今天的
風和日麗陽光普照 也算是天現瑞
象吧 其實前一天一月十五日義工
們布置會場時 天氣就很棒了 本
次法會第一次在︿大義雷藏寺﹀舉
辦 場地規劃布置與以往經驗不
同 範圍涵蓋臨時殿前廣場 辦公
室及新寺廟一樓空間 其中辦公室
原本堆積了許多東西 義工很有效
率地整理 調整 擦拭 清潔 完
工後心情也舒暢起來 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 一樓空間的大理石地板及
油漆工程 法會前十天還毫無著
落 陳麒元師兄銜命 必須使命必
達 果然陳師兄戮力以赴之下 在
法會前兩天圓滿完工 順利達成任
務 另外陳師兄的師姐也很發心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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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內含白米 冬粉 醬油 沙
拉油 香皂組 罐頭 麵條及禮卷
八百元 同時也有義剪的服務 本
次受惠的邊緣戶對象包括有大崗山
的嘉興 華崗 大莊及潭底四個
里 上午來領取物資 皆大歡喜
滿懷感恩
法會當天陽光暖照 天氣超
好 下午一點薈供開始 迎師組引
領上師 法師進入會場 由釋蓮東
上師主壇 依照儀軌行禮如儀 薈
供發心 願同法界一切眾生消除業
障 令福慧圓滿 同證菩提 敬祈
垂賜加持 接著供佛齋僧 根本上
師之供養已先行上供 參加此次法
會共有九位上師分別是釋蓮東上
師 釋蓮歐上師 釋蓮傑上師 釋
蓮籍上師 釋蓮郲上師 釋蓮型上
師 釋蓮舅上師 釋蓮勤上師 釋
蓮育上師 法師有二十三位分別釋
蓮謀法師法師 釋蓮值法師 釋蓮
依法師 釋蓮歌法師 釋蓮霆法
師 釋蓮茗法師 釋蓮巍法師 釋
蓮碊法師 釋蓮等法師 釋蓮津法
師 釋蓮雲法師 釋蓮瓦法師 釋
蓮行法師 釋蓮磐法師 釋蓮珷法
師 釋蓮符法師 釋蓮鍾法師 釋
蓮巾法師 釋蓮竹法師 釋蓮鄢法

釋蓮竩法師

釋蓮朾法師

釋

供養法會供品 義工及同門兩天的
粽子 綠豆木耳蓮子湯 紅豆湯
臨時殿廣場的布置特別煞費苦
心 別具用心 相穎師姐的插花技
藝中外馳名 現場插好擺上供桌
各種珍貴供品金幣 珍珠 項鍊
金飾 珠寶 甘露 茗茶等 在淳
涵師姐巧思下 擺設的莊嚴殊勝
另設有琳琅滿目的個人供品區 先
做薈供儀軌的布置 結束後迅速調
整為齋僧活動的場景 獻供彩排練
習花費很多時間 反覆練習直到純
熟 另外 梵唄組在釋蓮鍾法師孜
孜不倦的嚴厲及耐心指導下 苦心
練習 果然初試啼聲 很受好評
為使活動順利圓滿 會前一月
十日至十二日︿大義學會﹀有三壇
的修法迴向 分別是﹁上師相應
法 真佛寶懺 蓮花童子護摩﹂
由於新冠疫情Omicron來襲肆孽
北部已進入三級警戒 南部許多節
目均已取消 大家擔心本次法會是
否會受波及 驚險萬分 所幸根本
上師大加持 活動順利完成 感恩
佛菩薩空行護法保佑 阿彌陀佛
本次法會也搭配了﹁年終送暖
社區關懷及敦親睦鄰活動﹂ ︿華
光﹀義工前一天將五十份物資分裝

師

修茂法師 上師 法師依序由義工
舉牌恭敬引領入法座 然後上師依
序向師尊法相獻哈達 接著大會代
表向上師敬獻哈達暨供養 然後大
會代表向法師獻供養 感恩根本上
師佛法僧接受供養並賜福給真佛弟
子
活動結束 林立仁講師簡潔有
力的致詞 感恩再感恩 並虔誠祈
求師佛能主持︿大義雷藏寺﹀的落
成大典 最後釋蓮東上師法語開
示 本次法會非常殊勝 異象連
連 夢見師佛返台主持法會加持眾
弟子 高速公路上看見四隻老鷹飛
翔盤旋 象徵︿大義雷藏寺﹀度眾
法務將飛龍在天 振翅翱翔 尤其
天氣很好 陽光和煦 溫暖舒適
顯見諸天感受到誠意 大家法喜充
滿 法脈延續靠僧眾 供僧功德不
可思議 僧如大地 能長養慧命
並以佛陀所說故事 鼓勵大眾出錢
出力 勇於贊助建寺 現世及未來
世必有福報 最後釋蓮東上師也給
大眾撒米﹁賜福灌頂﹂ 最後的謝
師尾牙晚宴 葷食 素食 西點美
食豐富可口 賓主盡歡 令人回味
無窮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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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
« Le plus grand événement de la vie »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andrine Fang
■ Copyright © Sheng-yen Lu ©2022, Éditions Darong

foliacé devenait froide » et que « je priais mes
trois déités d’élection », car je pensais que je
mourrais à cinquante-huit ans ; probablement, j’allais mourir. J’éprouvai les souffrances terrifiantes de la maladie, j’étais gravement malade.
Ce n’est pas un propos extravagant ! Ce
n’est pas une pensée délirante !
Ce n’est pas une croyance sans fondement !
C’est l’expérience que j’ai éprouvée
après avoir porté les chaussures à voyager en
esprit. Ce que j’ai subi est difficile à imaginer
pour le genre humain. J’ai enduré les peines
les plus grandes, les douleurs les plus fortes.
Je suis un ermite libre et indépendant présentant une bonne mentalité, je suis capable
de séjourner dans le Monde des dix directions. Pourtant, dès que les chaussures à
voyager en esprit ont été mises, j’ai vraiment
goûté la maladie et la mort.
Mes Quatre Grands 1 se sont dispersés :
0F

La montagne s’éboula, la terre se
fendit ;
La submersion fit mourir la vie ;
Le volcan explosa ;
La bise aigre fut glaciale.

Je suis entré dans les Huit Enfers froids et
les Huit Enfers chauds.
Je n’ai absolument aucune intention
d’effrayer les êtres vivants ; je suis réellement
tombé dans le piège de la mort où je voulais
vivre mais ne le pouvais pas, et où je voulais
mourir mais ne le pouvais pas non plus. Je
n’exagère pas mes propos, je ne m’en vante
pas non plus. Il suffit d’être humain, et on
1

peut tous mourir ; même si l’on a un
corps robuste comme en fer forgé ou en
acier moulé, on peut tout de même
mourir.
Puisque j’ai éprouvé tant de souffrances, j’espère que les êtres vivants « se
délivreront de la souffrance et obtiendront le bonheur ». Donc, je désire composer un livre, un livre très important, qui
s’intitule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 qui « permette de supprimer toutes les souffrances ». C’est la
vérité, sans la moindre hypocrisie.
Je souhaite que tout le monde pense
à cette stance :
Le corps est inconstant et le
temps s’écoule rapidement,
Il faut se délivrer de toutes les
souffrances qui tourmentent simultanément,
En souhaitant s’exercer à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avec le
Vrai Bouddha,
Et consacrer complètement le
corps de rétribution à la renaissance dans la Terre de la joie
suprême.

Les coordonnées de l’auteur :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Maître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 S. A.

Les quatre grands éléments qui composent toutes choses : la terre, l’eau, le feu, 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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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
Le plus grand événement de la vie

Préface de l’auteur
Les chaussures à voyager en esprit
Une nuit, le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apparut dans ma chambrette de retraite solitaire. Il me donna une paire de
chaussures et par curiosité, je demandai :
— Quel genre de chaussures est-ce ?
Le bodhisattva répondit :
— Ce sont des chaussures à voyager en
esprit.
— Pour quoi faire ?
Il expliqua :
— Nous voudrions que vous,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éprouviez en personne l’état intermédiaire,
c’est-à-dire que vous fassiez vous-même
l’expérience des situations de la mort. Ensuite, vous écrirez un livre intitulé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
pour que le genre humain comprenne que
la fin de la vie est une réalité.
Je dis :
— Il y a la naissance, il y a certainement la mort, c’est la nature. Pourquoi cela
nécessite-t-il d’être consigné par écrit ?
Le bodhisattva répondit :
— C’est une situation pressante tels des
sourcils menaçant de s’enflammer.
— Pourquoi ?
— Les êtres vivants pensent qu’il suffit
d’avoir une bonne santé, ils ne savent pas que
l’homme arrive fort vite à la période entre
deux âges, puis à la vieillesse, et tombe facilement malade. 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c’est de laisser tout le monde avoir une
connaissance de la fin de la vie et comprendre
le processus des phénomènes de la mort. Aux
personnes, qu’elles soient bouddhistes, chrétiennes, catholiques, musulmanes, ou mê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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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ées, vous montrerez par écrit le véritable
état de la mort, et cet aspect est en fin de
compte le plus important.
Je demandai :
— Est-ce que les gens croiront à ce que
je vais écrire ? Le bodhisattva répondit :
— Ce n’est pas de la superstition, tout le
monde peut mourir, personne n’est exempté. La mort est une question réaliste,
elle ne présente pas de traits communs
avec la superstition. Après la mort, ce n’est
pas du tout la fin. Le bouddhisme, le tantrisme, le christianisme, le brahmanisme et
l’islam ont tous la même certitude qu’il
existe des états sphériques après la mort, et
qui sont prouvables. Le monde des esprits
existe réellement, nous voudrions que vous
le montriez par écrit, nous souhaitons que
vous alliez le vérifier personnellement et le
fassiez connaître, ce qui pourra secourir les
êtres animés.
— Cela pourra-t-il vraiment porter secours au monde ? demandai-je.
— Le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prononça une stance :
La perception est venue après la
lecture,
La délivrance est acquise après la
pratique,
L’affranchissement est rendu après
y avoir ajouté foi,
L’illumination est atteinte après
l’obtention de la compréhension.

Je dis en toute sincérité à tout le monde
qu’aussitôt enfilées les chaussures à voyager
en esprit, je suis tombé malade. Déjà, je
mentionnai par écrit que « l’eau du 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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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your next lives, you will be born in poor family for 7 lifetimes. You might think you are doing
fine in this lifetime, but you would know for yourself in future lifetimes!

The Buddha told Subhuti, “All bodhisattvas should master their minds in the following way:

[During a dharma discourse, Grandmaster also answers questions from disciples in the Q&A
sessi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s included here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the Vajra Sutr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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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ate and deliver them to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And yet, of the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being delivered, there really
is no sentient beings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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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akyamuni Buddha's era, there exists a precept called undermining. As a Buddhist disciple,
if you do not attend your root guru's ceremony, then you violate this precept; especially if
you can attend but don't. If you are unable to attend for good reasons, then it is okay. If you
can come but you do not, then you have breached the undermining precept. You undermine
the ceremony by not coming.
Especially with the Manohara ceremony today, your violation is even more severe. In the future
seven lifetimes you will be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As a Buddhist disciple, if you never attend the
ceremonies conducted by your root guru, and you live within a 50-mile radius, you undermine
the ceremony and you undermine Manohara; you'll then be reborn as a clam for 100 lifetimes,
you will always be inside a shell for 100 lifetimes. You will live in there alone until your next
reincarnation. Look around you and see who's not here. [laughter] It is not a threat. I am not
kidding. This undermining precept does exist. Read the sutras!

[Grandmaster reads Lotus Who's question.]
Homage to Grandmaster. Amitabha. In the article “Pride and Prejudice” in your book no. 214,
The Precious Sword of a Yogi, you wrote that the View of Nihilism, Existentialism and Ascetism
are all deviant paths. Even upholding the universe as a temporary coexistence is also a kind of
wrong view.
But doesn't Buddhism emphasize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at all arising
and ceasing are impermanent;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ll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emptiness? Isn't noself and empty-nature the correct view of buddhadharma? Doesn't the formation and extinction of
the universe also arise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cease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that
they are just a temporary and illusory formation? Why do you say that they are the wrong view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Once you finish listening to my exposition of the Vajra Sutra, you would
understand. You asked why I wrote that the view of nihilism, existentialism and ascetism are all
deviant paths. They are indeed the wrong views! You asked why the temporary coexistence of the
universe is also a kind of wrong view. It really is the wrong view. You asked, doesn't Buddhism stress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at all arising and ceasing are impermanent;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ll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emptiness? Isn't no-self and empty-nature the
correct view of buddhadharma?

雜誌

Talking about Subhuti, when Sakyamuni Buddha turned the second dharma wheel, expounding
the subject of non-phenomena, Subhuti always attended the dharma discourses. Except for two
instances, one time when he was so ill that he was unable to walk, and a second time when there
was a funeral in his family. He attended all the Buddha's dharma teaching about non-phenomena
and only missed twice. He was the most exemplary and diligent spiritual cultivator. The Venerable
Subhuti.

All the above are just terms. As mentioned in the Vajra Sutra, the correct view is that there are no
time and no space.²³ Strictly speaking, the coexistence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also the wrong
view, the deviant view. It's pride and prejudice. There is a book called “Pride and Prejudice,” correct?
Who authored it? I know it is not authored by a Chinese. [It is authored by Jane Austen.]

It is such a pity if you [who live within a 50-mile radius and can attend but] choose not to attend
Manohara Vasudhara's homa ceremony presided by Grandmaster today. It's such a pity because

²³ In other words, nothing can exist when there is no time and no space. Therefore, even the universe does
not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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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When one undermines ceremonies performed by one's root guru constantly, one violates the
precept of undermining. Then one will be reborn as a seashell for 100 lifetimes, living alone,
not hearing nor seeing the outside world, amidst the sea, till one's next reincarnations. This
was how Sakyamuni Buddha expounded on the precepts. [Grandmaster emphasizes this point
in stern voice.]

Everybody's name is meaningless, your own physical body is meaningless, your face is also
meaningless. Those just exist temporarily. I am asking you, Lotus Who, who is Lotus Who?
And you must be able to answer it! If you can't answer it, I will pull down your lama skirt and
beat you 500 times from behind. You have read the Vajra Sutra and you should understand
who you really are.

微宣奧旨

How did the precepts come about? Precepts were created because there were six bhikkus
who often made transgressions, therefore, Sakyamuni Buddha established the precepts. It
was created by the Buddha and not by Grandmaster. This is a serious matter, not something
casually said. If I were to set it randomly, then it might not matter so much. But all precepts
were created by Sakyamuni Buddha, including this precept of undermining.

A question from Lei Fengpei in Malaysia, also known as Rev. Shi Lian Shui [literally meaning,
“Lotus Who”]. Your Dharma name is very good, it lets you ponder who you really are. [laughter.
Grandmaster asked him with a pun, “Who are you?” during an earlier Q&A session.] Now, he
wrote his name as Lei Fengpei. But Lei Fengpei is just a name, that is not the real you. You need
to seek the real you, and only when you have found the real you would the name Lotus Who
then be meaningful. When I asked, who is Lotus Who? You answered Lei Fengpei. But Lei Fengpei
is just a name, your name, it's meaning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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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nly missed twice. He was the most exemplary and diligent spiritual cultivator. The Venerable
Subhuti.

All the above are just terms. As mentioned in the Vajra Sutra, the correct view is that there are no
time and no space.²³ Strictly speaking, the coexistence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also the wrong
view, the deviant view. It's pride and prejudice. There is a book called “Pride and Prejudice,” correct?
Who authored it? I know it is not authored by a Chinese. [It is authored by Jane Austen.]

It is such a pity if you [who live within a 50-mile radius and can attend but] choose not to attend
Manohara Vasudhara's homa ceremony presided by Grandmaster today. It's such a pity because

²³ In other words, nothing can exist when there is no time and no space. Therefore, even the universe does
not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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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one undermines ceremonies performed by one's root guru constantly, one violates the
precept of undermining. Then one will be reborn as a seashell for 100 lifetimes, living alone,
not hearing nor seeing the outside world, amidst the sea, till one's next reincarnations. This
was how Sakyamuni Buddha expounded on the precepts. [Grandmaster emphasizes this point
in stern voice.]

Everybody's name is meaningless, your own physical body is meaningless, your face is also
meaningless. Those just exist temporarily. I am asking you, Lotus Who, who is Lotus Who?
And you must be able to answer it! If you can't answer it, I will pull down your lama skirt and
beat you 500 times from behind. You have read the Vajra Sutra and you should understand
who you really are.

微宣奧旨

How did the precepts come about? Precepts were created because there were six bhikkus
who often made transgressions, therefore, Sakyamuni Buddha established the precepts. It
was created by the Buddha and not by Grandmaster. This is a serious matter, not something
casually said. If I were to set it randomly, then it might not matter so much. But all precepts
were created by Sakyamuni Buddha, including this precept of undermining.

A question from Lei Fengpei in Malaysia, also known as Rev. Shi Lian Shui [literally meaning,
“Lotus Who”]. Your Dharma name is very good, it lets you ponder who you really are. [laughter.
Grandmaster asked him with a pun, “Who are you?” during an earlier Q&A session.] Now, he
wrote his name as Lei Fengpei. But Lei Fengpei is just a name, that is not the real you. You need
to seek the real you, and only when you have found the real you would the name Lotus Who
then be meaningful. When I asked, who is Lotus Who? You answered Lei Fengpei. But Lei Fengpei
is just a name, your name, it's meaning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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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般㈮
羅
若剛
蜜

Discourse 10 202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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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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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initiated the tradition of being vegetarian and marking incense scars on the top of a
monk's head? None other than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It's all because of Emperor
Wu that vegetarianism and incense scarring exist in Chinese Buddhism.
Now onto “born through transformation.” What is meant by born through transformations? They
are transformed from the air. The Covid-19 virus comes from the air. It transforms; it is capable of
mutations. If you isolate yourself at home, you mutate to become fat and swollen [which is a
homophone of mutation]. [Laughter] When different factors combined, transformations take
place. That's born through transformation.

It is about equality—the equality of liberation and deliverance. What is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I have talked about this. Who will raise their hand to answer what is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I
have talked about it! You don't remember what it is? In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there are no
causes and conditions to be born or to die, that is one will never be born again, therefore one will
never die. This is called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Your memory is even worse than this old man
sitting here, who has bad memory. [sigh]
…whether they have forms…
雜誌

What does “form” mean? Here, form does not refer to lust. [Grandmaster jokes in Cantonese
about loving sex or tasting good, as they sound similar.] Tangible means with form. Intangible
means without form. What doesn't have form? Something like viruses or germs. Can you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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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ith thought and those without thought. What sort of things are without thoughts?
Even plants have thoughts. Rocks have no thoughts, or have they? Strictly speaking, they do
have thoughts. Look at gems and jewels. They have a magnetic field. If you cut them in half,
their magnetic field will decrease. They won't shine anymore, or half will shine and the other
half won't. This can be proven scientifically. It's hard to find anything that is without thought.
…without thoughts and no-thoughts…
It is not with thoughts, and it is also not without thoughts. It's in between. Or sometimes with
thoughts, sometimes without.
Sakyamuni Buddha liberates and delivers them to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I just explained the
meaning of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as no causes and conditions to be born or to die. Liberation
means extinction, [extinction or ending of suffering] which is one of the Four Noble Truth.
…liberate and deliver...
Talking about the last phrase in this excerpt, “liberate” is like the extinction in the Four Noble
Truth, and “deliver” is the guiding of sentient beings onto the path.
…I will liberate and deliver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The number of sentient beings liberated and delivered were innumerable, infinite and boundless.
There was a person, a bodhisattva who wanted to do just the same. Who was that? He vowed in
front of numerous buddhas, “I want to deliver all sentient beings. If I don't deliver them, if I don't
carry out this vow, may my head split open.”
It was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who made this vow before all the buddhas! It is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buddhas present was equal to one billion kotis. One koti equals to one hundred
million. In front of these innumerable buddhas,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vowed to deliver all
sentient beings. He further vowed that if he should fail and abandon this vow, his head would
split into ten pieces.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made this vow. He is extremely compassionate,
and he delivers the most sentient beings.
That's all for today. Om mani padme hum.

77

密顯真機

…whether they have forms or not, with or without thoughts, or without thoughts and nothoughts, I will liberate and deliver them to nirvana without remainder.

…with or without thoughts…

微宣奧旨

Moreover, there are births from wombs. We humans are born from a womb, as are many
animals. Some are born from eggs, such as most birds. Animals are either born from wombs,
eggs, or through moisture. Why does the sutra mention the four forms of birth? This has to
do with “equality.”

viruses and germs with the naked eye? They are intangible. However, we now know coronavirus
does have a form. It's round and it wears a crown. You can see it under a microscope. At one
time, the coronavirus was considered intangible. A ghost also has no form. The bardo spirits are
also form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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