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

︱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２８９冊｜如夢如幻

﹁如夢如幻﹂序
﹁觀察﹂與﹁立斷﹂

505

2022年04月15日

離相寂滅分第㈩㆕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彩虹雷藏寺﹀虎頭金剛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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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陣震 綠蔭覆窗
又是一年夏
眉間藏不住
思念
取相非相 取法非法
師言：破
破而後立 浮生短兮
此朝
遍歷三教 遨遊四海
五百年一會 佛不言壽
吾師兮
莫相辭
去！
我 人 眾生 壽者
有為心兮 娑婆度世
無為心兮 滅度本空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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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
燃燈雜誌編輯部

摩訶雙蓮 為度諸有情
真言不虛 廣授解脫道
空行之母迢遙
無量光且獨耀
天涯歸期！

道一聲幸會
皆是最美好的安排
逢滄海
能皈依明師
遇萍水
結增上善緣
昔日白衣烈烈
勤習萬法羅胸中
今朝僧袍飄飄
赴世不懼不悔衷
殷殷切切 逐人間飛光鴻泥
汲汲孜孜 妙化彌陀菩提心
起筆
淡煙集 拔地湧雲 驅濤擊浪
寫罷
靈機神算 金剛怒目
再敘
至要真諦 化繁為簡
一揮
縱橫儀軌 筏密法必達彼岸
一勾
雷風雨電 揭凌雲攬星斗圖
一撇
萬仞機鋒 千秋歲月入毫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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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水洗硯
大樂法王
餘墨三分
莫須問

雜誌

⼀天

準備畫⼀幅畫

回到﹁真佛密

﹁如夢如幻﹂序

有
我開著﹁瑪斯拉蒂﹂的跑⾞
然後⾛到我的畫室

﹂

上師︶

﹂

但

現

死後

⼀切⼈間習

病的煩惱已

⾁⾝沒有了

我現在是光明天使

佛國境界現

⽼年全⾝⾻節

我雖⾁體死亡

文 ／ 蓮生 活佛 盧 勝 彥

祂答：

﹁不⽌如此
天性純淨

我因跟你學佛

﹂

﹁沒錯！但世間⼈執迷不悟

道理雖知道

祂說：

﹁我不是正在教授這些嗎？﹂

我說：

⼰的⾝⼝意

性盡除

祢⽣前百病叢⽣

﹁請盧師尊告訴⼤家
在我快樂融融
我說：

當然快樂！﹂

苦不堪⾔

﹁這我知道
酸痛

有⼀位﹁無形﹂在等我

我問：

善慧圓滿
祢告訴⼤家吧！﹂

祂說：

斷

祂答：
﹁李幸枝上師

遠離紅塵

我問：﹁有什麼事嗎？﹂︵祂是早期皈依我的

﹂

﹁是誰？﹂

我感應到我的畫室

驀然

苑﹂的⾞庫

前
我問：

隨⼼所欲

﹁祢的善慧圓滿
祂說：
﹁⼀

﹂

天⾐潔淨

我問：

﹂

做不到啊！世⼈都在追求慾望

⼆
⾶⾏⾃在

﹁祢還要我告訴世⼈什麼？﹂

但

三
⼀念即⾄

﹁⼈⽣如夢如幻

祂說：

我問：

我說：

什麼都沒有

四
﹂

﹁還有別的嗎？﹂

﹁好！我就去告訴⼤家！﹂
祝：
開卷有益！
蓮 生活佛

1 7 102 N E 40 th C t.,

盧勝 彥：Sheng-y e n L u

這就是本書寫成的因緣

到頭來

神通任運

重點

五

﹂
祢要我告訴世⼈

祂答：
﹁述說不盡
我說：
﹁祢的境界我都知道
是什麼？﹂
祂說：
﹂

R E DMOND WA 9 8052

⼈間不好

我笑了

U. S. A.

﹁死有多好

﹁那祢要我們⼤家都死嗎？﹂
要清淨⾃

二 ○二二 年三月
眾善奉⾏

祂說：
﹁也不是！要諸惡莫作

雜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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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授⼀法
不是⼝說

這⽅法就
的
⽽不是觀察別⼈

沒有觀察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觀察⾃⼰

所以觀察第⼀

觀察第⼀重要

﹁觀察﹂與﹁立斷﹂

去實修﹁頓悟﹂
不是理論

是：﹁⽴刻斷除﹂

要
我們修⾏
觀察即是反省

念﹂

實修什麼？
︵⼀⽇三省吾⾝︶

⽽是﹁實修﹂
無我相

如瀑布

全是犯戒律的

什麼都不會成⽴
觀察⾃⼰的﹁⼼

這也就是實

不如法念
這就是修⾏

⾮念

⾺上﹁覺

⽽是時時刻刻反省⾃⼰的過

我們的⼼念
如激流

失

無壽者相
我們的⼼念

你想的

你太多的妄想

如何修？

無眾⽣相

不只是三省吾⾝

緩緩

無⼈相

﹂

平靜

如海浪

如暗流
要到達

我們的⼼念

不動
這些

全部要﹁⽴斷﹂

如同﹁如鏡⾯般的潭⽔﹂

就把它﹁⽴斷﹂
﹁呸！﹂

察﹂它

當⼀位⾏者想到不如法的念頭時

答案是﹁觀察﹂
會發現﹁⼼念﹂有正有負

﹁呸！﹂

我們在觀察中
有善有惡

﹁呸！﹂

⽌住歪念
斷除負⾯

當你學會﹁⽴斷﹂

惡念

﹁⽴斷﹂就是﹁⽌﹂

的意義在其中

有是有⾮

⽴斷⿊

這⼀句是密教咒語﹁呸！﹂

⽴斷惡的

踐

⿊念

有⿊有⽩
有如法有不如法
︵錯綜複雜︶
⽴斷不如法的

我們要﹁⽴斷﹂負⾯的
⽴斷⾮的

你詛咒他去死

﹁呸！﹂有斷除

這靠什麼？

靜⽌

我們訓練⾃⼰的⼼念

我們的⼼念

我說：﹁⾸先要學觀察

無波

的
例如：
你不喜歡⼀個⼈

把⼼念修正

很多⼈問我如何修？
⾏為來⾃於⾃⼰的⼼念
﹁⽴斷﹂第⼀

⾏為⾃然正了

但

你想到要偷⼈家的錢

了

正確的

是修正⾃⼰的⾏為嗎？我說修正⾃⼰的⾏為是
你幻想她是你的性伴侶

想到搶錢
你喜歡⼀個⼥⼈
你欺騙⼈
你在⼼中罵⼈

雜誌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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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燃佛心燈
如夢如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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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畏

當知是人

甚為希

真佛般若藏播放影片 預告蓮生活佛第２８７冊 西雅圖雷藏寺
文集﹁小語與小詩﹂ 二○二二年一月十日全球同步發行

不怖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
辱波羅蜜 是名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
王割截身體 我於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
相 壽者相 應生瞋恨 ︵釋四十︶

有人 得聞是經 不驚
有 ﹂︵釋三十九︶

月日 彩虹雷藏寺﹁阿彌陀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華生大士薩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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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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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 即名諸佛 ︵釋三十八︶

特別報導

如夢如幻｜｜﹁觀察﹂與﹁立斷﹂

Contents

月日 彩虹雷藏寺﹁不空 索觀音護摩大法會﹂
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
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生無所
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住色布
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一切
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
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釋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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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公無私的心

能止念

才能止﹁痛﹂︵二︶

菩提園地

心咒

諸多外地同門前來朝聖

蓮生活佛2022年運程訪談報導(三)

聖誕節將至
寺增添喜慶

會中眾等一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
西方三聖不可思議功德加持力

西雅圖雷藏寺

蓮曉上師

西雅圖雷藏寺

宗委會

西雅圖雷藏

釋蓮竫法師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祈求不空羂索觀音｜｜手中的甘露讓大家祈

雙蓮境界經懺聲悠揚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蓮生活佛開示譯文選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Préface de l’auteur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山莊外大雪漫天飛舞

︻法文譯本︼

彩虹雷藏寺

虎年曙光遍照大地 霹靂華光派發物資援助弱勢社 大馬華光功德會
群
霹靂州華光功德會送暖遭受強風侵襲的鬥華新村災 大馬華光功德會
黎

為善必昌 為善不昌 必有餘殃 殃盡必昌 為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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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慈悲的就像老母一樣 但是對於
犯戒的弟子 是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祂又是慈悲又是
威猛

求皆能夠如願

求都圓滿 手上的唸珠賜給大家道心都堅固 手上
的蓮花接引所有的祖先親眷 手上的羂索讓所有祈

觀音

聖尊在點燃護摩火後就飛到虛空之中頂禮不空羂索

祈願仰仗

如同蓮花童子之心

月日 彩虹雷藏寺﹁虎頭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
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 此法無實無虛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 而行布施 如人入闇 則無所
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 而行布施 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於此經受持 讀
誦 則為如來 以佛智慧 悉知是人 悉見是人 皆得成就無量無
邊功德 ︵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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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
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
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
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
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
生即非眾生 ︵釋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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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佛心燈
如夢如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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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畏

當知是人

甚為希

真佛般若藏播放影片 預告蓮生活佛第２８７冊 西雅圖雷藏寺
文集﹁小語與小詩﹂ 二○二二年一月十日全球同步發行

不怖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
辱波羅蜜 是名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
王割截身體 我於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
相 壽者相 應生瞋恨 ︵釋四十︶

有人 得聞是經 不驚
有 ﹂︵釋三十九︶

月日 彩虹雷藏寺﹁阿彌陀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

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蓮華生大士薩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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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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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 即名諸佛 ︵釋三十八︶

特別報導

如夢如幻｜｜﹁觀察﹂與﹁立斷﹂

Contents

月日 彩虹雷藏寺﹁不空 索觀音護摩大法會﹂
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
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生無所
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住色布
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一切
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
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釋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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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公無私的心

能止念

才能止﹁痛﹂︵二︶

菩提園地

心咒

諸多外地同門前來朝聖

蓮生活佛2022年運程訪談報導(三)

聖誕節將至
寺增添喜慶

會中眾等一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
西方三聖不可思議功德加持力

西雅圖雷藏寺

蓮曉上師

西雅圖雷藏寺

宗委會

西雅圖雷藏

釋蓮竫法師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

祈求不空羂索觀音｜｜手中的甘露讓大家祈

雙蓮境界經懺聲悠揚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蓮生活佛開示譯文選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Préface de l’auteur

蓮生活佛著作文集

山莊外大雪漫天飛舞

︻法文譯本︼

彩虹雷藏寺

虎年曙光遍照大地 霹靂華光派發物資援助弱勢社 大馬華光功德會
群
霹靂州華光功德會送暖遭受強風侵襲的鬥華新村災 大馬華光功德會
黎

為善必昌 為善不昌 必有餘殃 殃盡必昌 為惡必
殃 為惡不殃 必有餘昌 昌盡必殃

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慈悲的就像老母一樣 但是對於
犯戒的弟子 是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祂又是慈悲又是
威猛

求皆能夠如願

求都圓滿 手上的唸珠賜給大家道心都堅固 手上
的蓮花接引所有的祖先親眷 手上的羂索讓所有祈

觀音

聖尊在點燃護摩火後就飛到虛空之中頂禮不空羂索

祈願仰仗

如同蓮花童子之心

月日 彩虹雷藏寺﹁虎頭金剛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
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 此法無實無虛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 而行布施 如人入闇 則無所
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 而行布施 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於此經受持 讀
誦 則為如來 以佛智慧 悉知是人 悉見是人 皆得成就無量無
邊功德 ︵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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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
開示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
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
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
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
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
生即非眾生 ︵釋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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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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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蓮華生大
士 敬禮五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 一番 気持ちいい
︵日 語 ：厲 害 第 一 很 舒 服 ︶啾 咪 ！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今天修蓮華生大士的法 我們很期望蓮華生大士以
及所有的護法 能夠護持︿真佛宗﹀的弟子 如果遭遇到
困境的 或者是有災難的 或者是有病業的 種種不吉祥
或者是不如意的 希望蓮華生大士及所有的護法 能夠解
除他們一切的災難 疾病及困厄 而且能夠化為吉祥 化
為如意 健康 還有長壽
蓮華生大士 祂在西藏弘法五十年 最後祂把一切
法教給了伊喜措嘉 祂的佛母 有的是蓮華生大士直接的
傳承 有的是伊喜措嘉本身的傳承 師尊曾經兩次受到蓮
華生大士的最深跟祕密的灌頂 有兩次受到最深跟祕密的
灌頂 一共有兩次 蓮華生大士就等於是盧師尊的上師
是一樣的並沒有分別 那是一個甚深的傳承 甚深非常
深 而且祕密的一種傳承 大家也知道 祂是蓮花化生
祂在達賴郭嘯海的蓮花上面的一個baby 由國王把祂帶回
來 在蓮花上面的一個baby 當然祂就是不折不扣 完完
全全的蓮花童子

息 我看到照片的顏值超高 只是化妝有點濃 很快我就
答應了 一會兒 她私訊問我：﹁你要看性感的素顏
嗎？﹂我壓抑著胸口的心跳 回覆：﹁想！﹂她慢慢地脫
下假髮 摘下假睫毛 把臉上所有的粉塗掉 洗掉 再把
自己眼睛裡面瞳孔 很吸引人的東西拿掉 一張很熟悉的
臉孔出現 竟然是我的老婆！現在的化妝術的確是非常高
明 各位結過婚的男生 自己要注意
有一個太太去Korea美容 過了半年以後她回來 為
了給先生驚喜 沒有通知她的先生 就直接走到自己的
家 然後按了門鈴 她的先生就開門 看了她很久 這個
太太對自己的先生嫣然一笑百媚生 先生就說：﹁趕快進
來 我太太沒有在家 ﹂這是一個笑話

Ｑ

雜誌

現在進入主題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弟子曾在
高雄接受吽音度母的灌頂 吽音度母的形象是右
手與願印 左手持蓮花 蓮花上有弓箭 祈請師尊開示
為什麼以聲音跟咒音行法的吽音度母 祂的法器是弓箭
呢？持弓箭的意義是攝召？還是也可以用來作﹁息 增
懷 誅﹂？感恩師尊
回答一：吽音度母的法相 這有傳過 是在高雄大
義 祂的法相簡介是這樣子的 身黃色 一面二臂 樣貌
如十六歲的少女 五官如絕世之美 右手施願印 左手持
花印 執著蓮花 蓮花上有弓箭 吽音度母的心咒是

答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
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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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離㆒切諸相，即㈴諸佛。

講一個笑話吧！因為剛剛大家都很沈默 有一個人
在7-11等微波的時候 聽到悠然的音樂便開始跟著哼唱
旁邊一個妹子驚訝的講：﹁有人說過你唱歌很好聽嗎？﹂
這人回答：﹁沒有啦 ﹂但他心裡暗暗的歡喜 於是這個
小姐接著講：﹁如果沒有 你就不要唱 ﹂還是不好聽
這裡有一段話是跟現實是有關的 我吹過你吹過的
晚風 我們算不算相擁？我走過你走的道路 這算不算是
相逢？根據疫情防控管理局講：﹁算 而且都算 ﹂所以
現實 我吹過你吹過的晚風 我走過你走過的路 這個都
是很危險的 目前來講都是很危險
剛剛有一個漂亮美女 在我的臉書加了好友的訊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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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

解授
密意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
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
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蓮華生大
士 敬禮五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你 ︶ Hola! Amigo!︵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 一番 気持ちいい
︵日 語 ：厲 害 第 一 很 舒 服 ︶啾 咪 ！Yappy! Bling
bling! こんばんは︵日語：晚上好︶
今天修蓮華生大士的法 我們很期望蓮華生大士以
及所有的護法 能夠護持︿真佛宗﹀的弟子 如果遭遇到
困境的 或者是有災難的 或者是有病業的 種種不吉祥
或者是不如意的 希望蓮華生大士及所有的護法 能夠解
除他們一切的災難 疾病及困厄 而且能夠化為吉祥 化
為如意 健康 還有長壽
蓮華生大士 祂在西藏弘法五十年 最後祂把一切
法教給了伊喜措嘉 祂的佛母 有的是蓮華生大士直接的
傳承 有的是伊喜措嘉本身的傳承 師尊曾經兩次受到蓮
華生大士的最深跟祕密的灌頂 有兩次受到最深跟祕密的
灌頂 一共有兩次 蓮華生大士就等於是盧師尊的上師
是一樣的並沒有分別 那是一個甚深的傳承 甚深非常
深 而且祕密的一種傳承 大家也知道 祂是蓮花化生
祂在達賴郭嘯海的蓮花上面的一個baby 由國王把祂帶回
來 在蓮花上面的一個baby 當然祂就是不折不扣 完完
全全的蓮花童子

息 我看到照片的顏值超高 只是化妝有點濃 很快我就
答應了 一會兒 她私訊問我：﹁你要看性感的素顏
嗎？﹂我壓抑著胸口的心跳 回覆：﹁想！﹂她慢慢地脫
下假髮 摘下假睫毛 把臉上所有的粉塗掉 洗掉 再把
自己眼睛裡面瞳孔 很吸引人的東西拿掉 一張很熟悉的
臉孔出現 竟然是我的老婆！現在的化妝術的確是非常高
明 各位結過婚的男生 自己要注意
有一個太太去Korea美容 過了半年以後她回來 為
了給先生驚喜 沒有通知她的先生 就直接走到自己的
家 然後按了門鈴 她的先生就開門 看了她很久 這個
太太對自己的先生嫣然一笑百媚生 先生就說：﹁趕快進
來 我太太沒有在家 ﹂這是一個笑話

Ｑ

雜誌

現在進入主題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弟子曾在
高雄接受吽音度母的灌頂 吽音度母的形象是右
手與願印 左手持蓮花 蓮花上有弓箭 祈請師尊開示
為什麼以聲音跟咒音行法的吽音度母 祂的法器是弓箭
呢？持弓箭的意義是攝召？還是也可以用來作﹁息 增
懷 誅﹂？感恩師尊
回答一：吽音度母的法相 這有傳過 是在高雄大
義 祂的法相簡介是這樣子的 身黃色 一面二臂 樣貌
如十六歲的少女 五官如絕世之美 右手施願印 左手持
花印 執著蓮花 蓮花上有弓箭 吽音度母的心咒是

答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
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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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離㆒切諸相，即㈴諸佛。

講一個笑話吧！因為剛剛大家都很沈默 有一個人
在7-11等微波的時候 聽到悠然的音樂便開始跟著哼唱
旁邊一個妹子驚訝的講：﹁有人說過你唱歌很好聽嗎？﹂
這人回答：﹁沒有啦 ﹂但他心裡暗暗的歡喜 於是這個
小姐接著講：﹁如果沒有 你就不要唱 ﹂還是不好聽
這裡有一段話是跟現實是有關的 我吹過你吹過的
晚風 我們算不算相擁？我走過你走的道路 這算不算是
相逢？根據疫情防控管理局講：﹁算 而且都算 ﹂所以
現實 我吹過你吹過的晚風 我走過你走過的路 這個都
是很危險的 目前來講都是很危險
剛剛有一個漂亮美女 在我的臉書加了好友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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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達咧 都達咧 都咧 吽 梭哈 ﹂現在回答你
這個﹁吽﹂字 我們知道﹁嗡 阿 吽﹂三個字 也叫做
最高的三字明
﹁嗡﹂很多的解釋 其中有一個解釋｜是屬於整個
宇宙的意識 ﹁阿﹂就代表著由宇宙的意識所出現的本尊
就是﹁阿﹂字；﹁吽﹂就是成就 成就一切的意思 成就
一切 宇宙的意識顯現的本尊成就一切 也可以講﹁吽﹂
字是屬於變化萬千 在這裡 在吽音度母裡面 ﹁吽﹂字
就代表著﹁成就一切﹂ ﹁吽﹂可以是白色的 是息災；
可以是黃色的 是增益；可以是紅色的 就是敬愛；可以
是藍色的 就是降伏
這位弟子所問的 為什麼祂的法器是弓箭？因為
﹁吽﹂字這個音也可以變化成為弓箭 由一個﹁吽﹂變出
來的弓箭 祂射向某一個人 如果這個弓箭是白色的 那
就是息災 如果是黃色的 就是增益 如果是紅色的 就
是敬愛 如果是藍色的 那就是降伏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在這裡解答 可以用來做﹁息 增 懷 誅﹂ 弓箭的意
義 可以用來做﹁息 增 懷 誅﹂ 也就是把﹁吽﹂字
化成弓箭 然後各種顏色的弓箭 有各種的作用 像攝
召 那是紅色的弓箭 這裡也就是作為息災 增益 敬愛
跟降伏

Ｑ

問題二：弟子誠心頂禮師尊 請師尊慈悲解惑
感恩師尊 請教師尊 有句話叫﹁業力相當 方
為夫婦﹂ 此話是否正確？那麼夫婦雙方中其中一方真心
努力修行消業增福 而另一方沒有修行 那麼日積月累夫
婦兩人的福報會不會因越差越大而最終分道揚鑣？
回答二：這個問題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這句
話我沒有聽過 不知道在座所有的同門誰聽過這句話？

子呢 對不對？另外一種生活 她是一種生孩子的業 她
生了三個小孩很照顧家庭 王力宏 按照他太太所寫的
他不顧家 不同啊 怎麼業力相當呢？沒有啊 沒有業力
相當 所以只是他們有婚姻的緣 但是沒有業力相當 兩
個人是不一樣的 不同的業力 王力宏的妻子生了三個小
孩 然後又很顧家 一切都為了這個家庭 為了王力宏
事情到底是如何？是不是媒體上所說的？也是很難
所
以有時候業力不同也會成為夫婦 不一定業力相當

Ｑ

問題三：有人說﹁女方嫁人後命運就隨著夫家﹂
這句話正確嗎？如果女方離婚但也沒有住在娘
家 自己單獨在外帶孩子 那麼女方的命運 還受娘家風
水和夫家風水的影響嗎？
回答三：哇 她又問到風水了 妳到底在問什麼？
我在台灣聽過一句話 女人是菜籽命 就是女人是菜的種
子的命 這個種子你丟到哪裡 你就在那個土壤裡面生
長 女人是菜籽命 這個種子把妳丟到哪裡 妳就是那個
命 意思是說 你進入這個家庭 就有家庭環境產生的一
個磁場 一個命運出來 所以台灣話講說 女人是菜種子
的命 跟這句話有點相當 女方嫁人後命運就隨著夫家
有點相當 這句話當然正確 妳嫁人以後跟著先生 不管
妳結婚 離婚 都是妳的命 就是妳的命運 妳嫁給這一
個人 妳就跟這個人互相有關係 有牽纏 突然之間沒有
了 斷了這個緣 兩個人分開就沒有了 所以應該講起
來 如果女人一直跟著先生的話 那妳先生的命跟妳的命
是相關聯的 是有牽纏的 如果離婚了那就沒有牽纏 所
以妳關於風水的問題 女方單獨離開 兩個人緣分沒有
了 分開了 就不受男方風水的影響 由自己再去創造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有誰聽過？沒有聽過啊 蓮旺上
師是博學多聞 他沒有聽過；大使也搖頭 他也沒聽過；
這邊也沒有人說有聽過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 ﹂這句
話我也沒有聽過 有句話說﹁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 ﹂此
話是否正確？我連聽過都沒有聽過 如何能夠講正確跟沒
有正確 我們這裡這麼多人 上師這麼多 法師也這麼
多 所有同門這麼多 都沒有人聽過
這話從何而來？請你告訴我們 下一次再寫一個到
︿宗委會﹀來 此話出自何處 哪一本經典裡面有 或者
是誰寫的論？佛教有經律論 到底是誰寫的論？講了這句
話﹁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我覺得夫婦這兩個字 我們
常常講﹁夫妻 夫妻﹂我喜歡解釋成為﹁互欺﹂ 互相欺
騙 有一個笑話 我也講了：小明對爸爸講 ﹁爸爸 我
知道你的祕密 ﹂爸爸：﹁我給你五百元 你不要講出
來 ﹂小明覺得好有用 他又跟他媽媽講：﹁媽媽 我知
道妳的祕密 ﹂媽媽說：﹁我給你一千元 你不能講出
來 ﹂哇 那麼好用 郵差來了 他就跟郵差講：﹁郵
差 我知道你的祕密 ﹂郵差流淚了說：﹁你知道我是誰
了嗎？﹂抱著小明大哭 小明莫名其妙
這個實在是很難講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 有
的相差很遠的 現在有位很有名的歌手王力宏 他的太太
寫了五千字的文字 這裡誰讀過？沒有人讀過啊！我是
講 不一定業力相當 王力宏的業力不一樣 對不對？他
的業不同 所以他的聲音很好 他的歌真的唱得很好 我
也喜歡聽他的歌：﹁柴米油鹽醬醋茶 一點一滴都是幸福
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的傻 有你什麼都不差 ﹂王力宏的
歌 一點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但是他的現實的生活另外
是一種業
他能夠唱這麼好的歌一定有很好的業 但是他的妻

這樣應該可以了解
如果你住在這個家庭裡面 這個家庭的陽宅也有風
水 陰宅祖先也有風水 都會影響 因為是磁場的關係
彼此互相影響 當妳離開這個家 妳已經不住在這個陽
宅 就不受這個陽宅的影響 單單就講陽宅就可以了 而
且妳已經離婚了 離開這個男人 不受他的磁場影響 妳
有妳自己的磁場 ﹁自己單獨在外帶孩子 女方的命運還
受娘家的風水的影響或者夫家風水的影響嗎？﹂就沒有
了 屬於自己影響自己

Ｑ

問題四：被業力牽引 稀里糊塗結婚 結婚後也
並不幸福 但因為孩子問題 經濟問題等等現實
因素 現狀是離也離不了 過也過不好 修什麼法可以提
前完美的結束這段姻緣？
回答四：都是問婚姻的問題 結婚後也不幸福 因
為孩子的問題 經濟問題等等 現實的因素 現狀是離也
離不了 過也過不好 修什麼法可以提前完美的結束這段
姻緣？我們有兩個敬愛的本尊 一個是咕嚕咕咧佛母 一
個是愛染明王 修什麼法可以結束這段姻緣？同門有沒有
意見？要修什麼法？︵眾答：大力金剛︶用棍子打他？妳
講的也對 不過我覺得妳也應該修大力金剛 用棍子打
他 把他打跑 打到他聽話 ︵師尊笑︶
妳很聰明耶！妳用大力金剛的繩子 把他跟妳綁在
一起 對不對？他如果也修大力金剛？好吧 那我不用教
妳 那妳就修大力金剛 ︵師尊笑︶這位師姐就教妳修大
力金剛 然後用金剛棍把他打跑 她要提早結束 那就把
他打跑 我想妳寫這三個問題 就是女生的問題 好啦
現在不論妳是男是女 就是祝妳幸福 ﹁柴米油鹽醬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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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達咧 都達咧 都咧 吽 梭哈 ﹂現在回答你
這個﹁吽﹂字 我們知道﹁嗡 阿 吽﹂三個字 也叫做
最高的三字明
﹁嗡﹂很多的解釋 其中有一個解釋｜是屬於整個
宇宙的意識 ﹁阿﹂就代表著由宇宙的意識所出現的本尊
就是﹁阿﹂字；﹁吽﹂就是成就 成就一切的意思 成就
一切 宇宙的意識顯現的本尊成就一切 也可以講﹁吽﹂
字是屬於變化萬千 在這裡 在吽音度母裡面 ﹁吽﹂字
就代表著﹁成就一切﹂ ﹁吽﹂可以是白色的 是息災；
可以是黃色的 是增益；可以是紅色的 就是敬愛；可以
是藍色的 就是降伏
這位弟子所問的 為什麼祂的法器是弓箭？因為
﹁吽﹂字這個音也可以變化成為弓箭 由一個﹁吽﹂變出
來的弓箭 祂射向某一個人 如果這個弓箭是白色的 那
就是息災 如果是黃色的 就是增益 如果是紅色的 就
是敬愛 如果是藍色的 那就是降伏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在這裡解答 可以用來做﹁息 增 懷 誅﹂ 弓箭的意
義 可以用來做﹁息 增 懷 誅﹂ 也就是把﹁吽﹂字
化成弓箭 然後各種顏色的弓箭 有各種的作用 像攝
召 那是紅色的弓箭 這裡也就是作為息災 增益 敬愛
跟降伏

Ｑ

問題二：弟子誠心頂禮師尊 請師尊慈悲解惑
感恩師尊 請教師尊 有句話叫﹁業力相當 方
為夫婦﹂ 此話是否正確？那麼夫婦雙方中其中一方真心
努力修行消業增福 而另一方沒有修行 那麼日積月累夫
婦兩人的福報會不會因越差越大而最終分道揚鑣？
回答二：這個問題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這句
話我沒有聽過 不知道在座所有的同門誰聽過這句話？

子呢 對不對？另外一種生活 她是一種生孩子的業 她
生了三個小孩很照顧家庭 王力宏 按照他太太所寫的
他不顧家 不同啊 怎麼業力相當呢？沒有啊 沒有業力
相當 所以只是他們有婚姻的緣 但是沒有業力相當 兩
個人是不一樣的 不同的業力 王力宏的妻子生了三個小
孩 然後又很顧家 一切都為了這個家庭 為了王力宏
事情到底是如何？是不是媒體上所說的？也是很難
所
以有時候業力不同也會成為夫婦 不一定業力相當

Ｑ

問題三：有人說﹁女方嫁人後命運就隨著夫家﹂
這句話正確嗎？如果女方離婚但也沒有住在娘
家 自己單獨在外帶孩子 那麼女方的命運 還受娘家風
水和夫家風水的影響嗎？
回答三：哇 她又問到風水了 妳到底在問什麼？
我在台灣聽過一句話 女人是菜籽命 就是女人是菜的種
子的命 這個種子你丟到哪裡 你就在那個土壤裡面生
長 女人是菜籽命 這個種子把妳丟到哪裡 妳就是那個
命 意思是說 你進入這個家庭 就有家庭環境產生的一
個磁場 一個命運出來 所以台灣話講說 女人是菜種子
的命 跟這句話有點相當 女方嫁人後命運就隨著夫家
有點相當 這句話當然正確 妳嫁人以後跟著先生 不管
妳結婚 離婚 都是妳的命 就是妳的命運 妳嫁給這一
個人 妳就跟這個人互相有關係 有牽纏 突然之間沒有
了 斷了這個緣 兩個人分開就沒有了 所以應該講起
來 如果女人一直跟著先生的話 那妳先生的命跟妳的命
是相關聯的 是有牽纏的 如果離婚了那就沒有牽纏 所
以妳關於風水的問題 女方單獨離開 兩個人緣分沒有
了 分開了 就不受男方風水的影響 由自己再去創造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有誰聽過？沒有聽過啊 蓮旺上
師是博學多聞 他沒有聽過；大使也搖頭 他也沒聽過；
這邊也沒有人說有聽過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 ﹂這句
話我也沒有聽過 有句話說﹁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 ﹂此
話是否正確？我連聽過都沒有聽過 如何能夠講正確跟沒
有正確 我們這裡這麼多人 上師這麼多 法師也這麼
多 所有同門這麼多 都沒有人聽過
這話從何而來？請你告訴我們 下一次再寫一個到
︿宗委會﹀來 此話出自何處 哪一本經典裡面有 或者
是誰寫的論？佛教有經律論 到底是誰寫的論？講了這句
話﹁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我覺得夫婦這兩個字 我們
常常講﹁夫妻 夫妻﹂我喜歡解釋成為﹁互欺﹂ 互相欺
騙 有一個笑話 我也講了：小明對爸爸講 ﹁爸爸 我
知道你的祕密 ﹂爸爸：﹁我給你五百元 你不要講出
來 ﹂小明覺得好有用 他又跟他媽媽講：﹁媽媽 我知
道妳的祕密 ﹂媽媽說：﹁我給你一千元 你不能講出
來 ﹂哇 那麼好用 郵差來了 他就跟郵差講：﹁郵
差 我知道你的祕密 ﹂郵差流淚了說：﹁你知道我是誰
了嗎？﹂抱著小明大哭 小明莫名其妙
這個實在是很難講 ﹁業力相當 方為夫婦﹂ 有
的相差很遠的 現在有位很有名的歌手王力宏 他的太太
寫了五千字的文字 這裡誰讀過？沒有人讀過啊！我是
講 不一定業力相當 王力宏的業力不一樣 對不對？他
的業不同 所以他的聲音很好 他的歌真的唱得很好 我
也喜歡聽他的歌：﹁柴米油鹽醬醋茶 一點一滴都是幸福
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的傻 有你什麼都不差 ﹂王力宏的
歌 一點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但是他的現實的生活另外
是一種業
他能夠唱這麼好的歌一定有很好的業 但是他的妻

這樣應該可以了解
如果你住在這個家庭裡面 這個家庭的陽宅也有風
水 陰宅祖先也有風水 都會影響 因為是磁場的關係
彼此互相影響 當妳離開這個家 妳已經不住在這個陽
宅 就不受這個陽宅的影響 單單就講陽宅就可以了 而
且妳已經離婚了 離開這個男人 不受他的磁場影響 妳
有妳自己的磁場 ﹁自己單獨在外帶孩子 女方的命運還
受娘家的風水的影響或者夫家風水的影響嗎？﹂就沒有
了 屬於自己影響自己

Ｑ

問題四：被業力牽引 稀里糊塗結婚 結婚後也
並不幸福 但因為孩子問題 經濟問題等等現實
因素 現狀是離也離不了 過也過不好 修什麼法可以提
前完美的結束這段姻緣？
回答四：都是問婚姻的問題 結婚後也不幸福 因
為孩子的問題 經濟問題等等 現實的因素 現狀是離也
離不了 過也過不好 修什麼法可以提前完美的結束這段
姻緣？我們有兩個敬愛的本尊 一個是咕嚕咕咧佛母 一
個是愛染明王 修什麼法可以結束這段姻緣？同門有沒有
意見？要修什麼法？︵眾答：大力金剛︶用棍子打他？妳
講的也對 不過我覺得妳也應該修大力金剛 用棍子打
他 把他打跑 打到他聽話 ︵師尊笑︶
妳很聰明耶！妳用大力金剛的繩子 把他跟妳綁在
一起 對不對？他如果也修大力金剛？好吧 那我不用教
妳 那妳就修大力金剛 ︵師尊笑︶這位師姐就教妳修大
力金剛 然後用金剛棍把他打跑 她要提早結束 那就把
他打跑 我想妳寫這三個問題 就是女生的問題 好啦
現在不論妳是男是女 就是祝妳幸福 ﹁柴米油鹽醬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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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東方教會跟西方教會到最後越走越遠 西方教會就
成為現在的教廷│梵蒂岡 有教宗；東方教會就是東正
教 東正教是在土耳其 它的重點在土耳其跟希臘 羅
馬教廷是西方教會 東方教會是屬於東正教 這個是天
主教的體系 也就是︻聖經︼裡面的︻舊約聖經︼ 祂
是一神 一個神 就是天主 天上的上主 一神教
基督教是因為耶穌降世 祂在拿薩勒 祂出來 受
了施洗約翰的洗禮以後 就天門打開 按照︻新約聖
經︼所寫的：﹁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喜愛的 ﹂施洗的
約翰幫耶穌在河裡面 用河水把祂施洗 天門打開 聖
靈像鴿子一樣地降在耶穌的身上 耶穌身體發光 祂開
始弘揚祂的福音 我們講的是福音 所以我們講的︻新
約全書︼ 就是︿馬太﹀ ︿馬可 ︿路加﹀ ︿約
翰﹀ ︿使徒行傳﹀這樣子下來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 四福音就是︿馬
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這四個福音書跟
︿使徒行傳﹀ 所有的使徒 耶穌將來弘揚的使徒
耶穌在三十三歲的時候 祂到了耶路撒冷聖城 那
時候還是羅馬帝國的時候 那麼羅馬帝國因為耶穌的勢
力很大 就以莫須有的名字把祂釘在十字架上 那個時
候在耶路撒冷那一省的總督叫彼拉多 我這是用臺語發
音 他把祂判處釘十字架 那時候耶穌死的時候才三十
三歲 祂也是一神 就是上帝 然後祂是子 父 子
聖靈三個合一 父就是耶和華 耶穌跟所有的天使合起
來 三個合一 這個一神的信仰
接著呢是穆罕默德 在先知摩西帶領著希伯來人經
過紅海 在曠野流浪那麼多年 到了西奈山 摩西指著
迦南地講：﹁那是上帝賜給你的土地 你們要在那
裡 ﹂那個地方就是現在的巴勒斯坦

有了

現在講︻金剛經︼須菩提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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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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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
離一切諸相 即名諸佛
這是須菩提講的 好啦！我今天講 ﹁信解受持﹂
已經講過了 ﹁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這個第一希有也
就是說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是第一
希有 能夠信解受持是第一希有 釋迦牟尼佛講出來
這個經典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為
什麼是第一希有？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教主是這樣子講
的！釋迦牟尼佛講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這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這個世界上的宗教很多啊！當初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們所相信的是西方的教會 就是現在在羅馬的教廷
羅馬教廷是屬於西方教會；在羅馬帝國有一個東方教

園 天的園地 也是一樣是天國 一個地獄 是一樣
的 但是去那裡以後呢 人不能夠成為上帝 因為上帝
是神 祂是一神 人永遠不能成為上帝 那佛教有不同
的地方 這世界上幾個宗教 你比較起來 像猶太教
東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穆斯林 你給它看了 它們
都是一神教 一個天堂 一個地獄 ︻金剛經︼不一樣
喔！為什麼是第一希有？它不是一個天 也不是一個地
獄 它講的是六道輪迴 這六道就已經差很多了 一個
是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有六道的輪
迴 那麼天也不是一個天啊 有所謂欲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有三界天在 不是一個天啊 那其他的宗教
都是只有一個天 一個上帝 一神而已 一個上帝 一
個阿拉 上帝就是阿拉嘛 就是上主 也就是天主
所以當然是第一希有 因為只有釋迦牟尼佛能夠講
得那麼清楚 那當然是第一希有啦！而且還不只是這
個 祂超越了天 超越過天 你在天的還是要輪迴 按
照佛陀釋迦牟尼佛講 在天的福報享盡了 你還是要輪
迴 這是其他宗教所沒有的 其他的宗教就是到了天就
停止了 到了地獄就永遠地遭受火刑 其實穆斯林的地
獄 基督教的地獄跟天主教的地獄都是火刑 是一樣
的 是一樣的火刑 那不可能 就是一個天 一個地
一個人 就是一神教 只有一個神
佛教不一樣 佛教它摧毀一切 無我相的精神 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壽者就代表時
間 眾生相代表空間 我 大部分人都是以這個﹁我﹂
做中心 其實其他的宗教都是以﹁我﹂做中心；釋迦牟
尼佛講的佛法不一樣 是把﹁我﹂摧毀掉 ︻金剛經︼
講﹁無我相﹂ 就是把這個﹁我﹂摧毀掉 把有這個欲

茶 一點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的傻
你什麼都不差 ﹂祝福大家都幸福！

耶路撒冷變成四個宗教的聖地 一個就是猶太教的
聖地 一個就是天主教的聖地 一個是基督教的聖地
還有穆斯林的聖地 穆斯林的聖地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
麥加 麥地那跟耶路撒冷
那穆罕默德六十三歲他過世 他出生的時候本來是
很有錢的 後來家道中落 他小的時候就幫人家牧羊
後來他憑著自己的努力就跟一個寡婦趕駱駝 去做駱駝
商人的首領 後來這個寡婦四十歲就嫁給二十歲的穆罕
默德 穆罕默德第一任妻子是一個寡婦 穆斯林穆罕默
德到最後 他一共娶了十二個老婆 一共有十二個老
婆 哇 很羨慕︵笑︶ 所以︻古蘭經︼裡面有講一夫
多妻 一夫娶四個老婆 那是可以的 但是他們也主張
一夫一妻啦 不是說沒有主張一夫一妻 ︻古蘭經︼裡
面寫的 我看過︻古蘭經︼ 師尊看過 全部看完 從
頭看到完
因為麥加跟麥地那中間有一個岩洞 穆罕默德到岩
洞裡面看見了加百列的一個天使 天使跟祂講：﹁你是
最後一個先知 ﹂摩西也是先知喔！耶穌也是先知喔！
然後他是最後一個先知 上主的啟示告訴他 後來的弟
子把它編成︻古蘭經︼ 穆罕默德的 它也是一神教
最後的結果 基督教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當耶穌再
來的時候 如果耶穌再來 這個靈魂會跟埋葬的屍體結
合在一起 那麼人會復活 跟著耶穌一起上天 這個在
︽啟示錄︾裡面有記載 其實伊斯蘭 穆斯林也是這樣
子的 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 靈魂會跟埋葬的結合在一
起 你信穆斯林的 一樣一起升天
我以前讀聖經學院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基督教就是
一個天國 一個地獄；穆斯林也是一個天國 它稱為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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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東方教會跟西方教會到最後越走越遠 西方教會就
成為現在的教廷│梵蒂岡 有教宗；東方教會就是東正
教 東正教是在土耳其 它的重點在土耳其跟希臘 羅
馬教廷是西方教會 東方教會是屬於東正教 這個是天
主教的體系 也就是︻聖經︼裡面的︻舊約聖經︼ 祂
是一神 一個神 就是天主 天上的上主 一神教
基督教是因為耶穌降世 祂在拿薩勒 祂出來 受
了施洗約翰的洗禮以後 就天門打開 按照︻新約聖
經︼所寫的：﹁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喜愛的 ﹂施洗的
約翰幫耶穌在河裡面 用河水把祂施洗 天門打開 聖
靈像鴿子一樣地降在耶穌的身上 耶穌身體發光 祂開
始弘揚祂的福音 我們講的是福音 所以我們講的︻新
約全書︼ 就是︿馬太﹀ ︿馬可 ︿路加﹀ ︿約
翰﹀ ︿使徒行傳﹀這樣子下來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 四福音就是︿馬
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這四個福音書跟
︿使徒行傳﹀ 所有的使徒 耶穌將來弘揚的使徒
耶穌在三十三歲的時候 祂到了耶路撒冷聖城 那
時候還是羅馬帝國的時候 那麼羅馬帝國因為耶穌的勢
力很大 就以莫須有的名字把祂釘在十字架上 那個時
候在耶路撒冷那一省的總督叫彼拉多 我這是用臺語發
音 他把祂判處釘十字架 那時候耶穌死的時候才三十
三歲 祂也是一神 就是上帝 然後祂是子 父 子
聖靈三個合一 父就是耶和華 耶穌跟所有的天使合起
來 三個合一 這個一神的信仰
接著呢是穆罕默德 在先知摩西帶領著希伯來人經
過紅海 在曠野流浪那麼多年 到了西奈山 摩西指著
迦南地講：﹁那是上帝賜給你的土地 你們要在那
裡 ﹂那個地方就是現在的巴勒斯坦

有了

現在講︻金剛經︼須菩提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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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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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
離一切諸相 即名諸佛
這是須菩提講的 好啦！我今天講 ﹁信解受持﹂
已經講過了 ﹁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這個第一希有也
就是說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是第一
希有 能夠信解受持是第一希有 釋迦牟尼佛講出來
這個經典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為
什麼是第一希有？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教主是這樣子講
的！釋迦牟尼佛講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這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這個世界上的宗教很多啊！當初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們所相信的是西方的教會 就是現在在羅馬的教廷
羅馬教廷是屬於西方教會；在羅馬帝國有一個東方教

園 天的園地 也是一樣是天國 一個地獄 是一樣
的 但是去那裡以後呢 人不能夠成為上帝 因為上帝
是神 祂是一神 人永遠不能成為上帝 那佛教有不同
的地方 這世界上幾個宗教 你比較起來 像猶太教
東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穆斯林 你給它看了 它們
都是一神教 一個天堂 一個地獄 ︻金剛經︼不一樣
喔！為什麼是第一希有？它不是一個天 也不是一個地
獄 它講的是六道輪迴 這六道就已經差很多了 一個
是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有六道的輪
迴 那麼天也不是一個天啊 有所謂欲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有三界天在 不是一個天啊 那其他的宗教
都是只有一個天 一個上帝 一神而已 一個上帝 一
個阿拉 上帝就是阿拉嘛 就是上主 也就是天主
所以當然是第一希有 因為只有釋迦牟尼佛能夠講
得那麼清楚 那當然是第一希有啦！而且還不只是這
個 祂超越了天 超越過天 你在天的還是要輪迴 按
照佛陀釋迦牟尼佛講 在天的福報享盡了 你還是要輪
迴 這是其他宗教所沒有的 其他的宗教就是到了天就
停止了 到了地獄就永遠地遭受火刑 其實穆斯林的地
獄 基督教的地獄跟天主教的地獄都是火刑 是一樣
的 是一樣的火刑 那不可能 就是一個天 一個地
一個人 就是一神教 只有一個神
佛教不一樣 佛教它摧毀一切 無我相的精神 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壽者就代表時
間 眾生相代表空間 我 大部分人都是以這個﹁我﹂
做中心 其實其他的宗教都是以﹁我﹂做中心；釋迦牟
尼佛講的佛法不一樣 是把﹁我﹂摧毀掉 ︻金剛經︼
講﹁無我相﹂ 就是把這個﹁我﹂摧毀掉 把有這個欲

茶 一點一滴都是幸福在發芽 月兒彎彎愛的傻
你什麼都不差 ﹂祝福大家都幸福！

耶路撒冷變成四個宗教的聖地 一個就是猶太教的
聖地 一個就是天主教的聖地 一個是基督教的聖地
還有穆斯林的聖地 穆斯林的聖地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
麥加 麥地那跟耶路撒冷
那穆罕默德六十三歲他過世 他出生的時候本來是
很有錢的 後來家道中落 他小的時候就幫人家牧羊
後來他憑著自己的努力就跟一個寡婦趕駱駝 去做駱駝
商人的首領 後來這個寡婦四十歲就嫁給二十歲的穆罕
默德 穆罕默德第一任妻子是一個寡婦 穆斯林穆罕默
德到最後 他一共娶了十二個老婆 一共有十二個老
婆 哇 很羨慕︵笑︶ 所以︻古蘭經︼裡面有講一夫
多妻 一夫娶四個老婆 那是可以的 但是他們也主張
一夫一妻啦 不是說沒有主張一夫一妻 ︻古蘭經︼裡
面寫的 我看過︻古蘭經︼ 師尊看過 全部看完 從
頭看到完
因為麥加跟麥地那中間有一個岩洞 穆罕默德到岩
洞裡面看見了加百列的一個天使 天使跟祂講：﹁你是
最後一個先知 ﹂摩西也是先知喔！耶穌也是先知喔！
然後他是最後一個先知 上主的啟示告訴他 後來的弟
子把它編成︻古蘭經︼ 穆罕默德的 它也是一神教
最後的結果 基督教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當耶穌再
來的時候 如果耶穌再來 這個靈魂會跟埋葬的屍體結
合在一起 那麼人會復活 跟著耶穌一起上天 這個在
︽啟示錄︾裡面有記載 其實伊斯蘭 穆斯林也是這樣
子的 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 靈魂會跟埋葬的結合在一
起 你信穆斯林的 一樣一起升天
我以前讀聖經學院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基督教就是
一個天國 一個地獄；穆斯林也是一個天國 它稱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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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剛經︼是不壞的 所以是diamond鑽石 有
的西方人稱為︻鑽石經︼diamond 最貴的 不壞的
︻金剛經︼是不壞的！什麼都沒有 哪裡會壞？就是因
為有 才會壞啊！你如果﹁有我﹂ 這個我會老 會
死 當中所製造出來的業 就變成你輪迴的原因 當你
修到無我的時候 你不壞啊！你就得到永生啊！這個意
思就是這個樣子 按照佛經裡面所講 有欲望就有一定
業力 所以 我學佛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釋迦牟尼
佛所講的跟一神教所講的是不一樣 是不同的
所以﹁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這個希有 當然是第
一希有 因為祂什麼都沒有 祂沒有欲望 那個是沒有
欲望的神仙與天地同壽 跟天地之間同樣的壽 為什麼
靈魂一定要執著這個肉體？要合這個肉體才能夠升天
呢？靈魂就直接升天就可以了嘛！我的懷疑是這樣子
一神教講 為什麼它要在墳墓上弄個十字 是因為耶穌
再來的時候 信耶穌的 他肉體又可以出來跟靈魂結
合 而且到天國 永遠保持青春 我不知道他的﹁青
春﹂是幾歲 總之就是很年輕 然後永遠保持這樣子的
身體 那死的時候 那個肉體都已經腐爛了 哪裡還有
肉體呢？所以靈魂就可以直接升天了嘛！
佛陀講的 這個肉體是沒有用的 我們這個身體是
沒有用的 而且是越來越老越來越老 老到最後就死
了 到時候就化成灰了 化成土就是灰 哪裡還有人
在？為什麼不靈魂直接就升天？還要靈魂跟墳墓裡面的
人結合 然後再上天國呢？這︻古蘭經︼也是這樣子
寫 ︻聖經︼裡面也是這樣子寫
所以我在這裡是跟大家討論世界上種種的宗教 跟
佛所講的 佛所講的把自我去除掉 化成為永遠存在的

望的我摧毀掉 那當然是在世界上的宗教都是﹁有我﹂
的宗教 只有釋迦牟尼佛講﹁無我﹂的宗教 如果說是
宗教的話 那就是宗教；不是宗教的話 也根本講不是
宗教 ﹁宗教﹂也是一個名詞啊！所以既然無我了 只
有釋迦牟尼佛講得出來 沒有我了 就沒有欲望了
所有世界上的宗教都是有欲望 為什麼有欲望？至
少它想要到天國去啊！到天國去享福啊！︻古蘭經︼裡
面寫的是什麼？到了那裡 穆斯林他是不喝酒的 奇
怪？到了那裡呀 到了穆斯林的天國 到處都是酒 它
是講：﹁你可以用黃金的杯子盛著非常甜美的酒 你可
以喝不完 而且不會醉 ﹂︻古蘭經︼裡面寫到天堂的
樣子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隨時喝到像甘露一樣的酒啊！
穆斯林在修行當中他絕對一口酒他不能沾的 還有
不吃不清淨的食物 不乾淨的食物是不吃的 血是不吃
的 豬是最髒的 因為諾亞方舟的故事 你們知道嗎？
諾亞方舟？因為他們的排泄物沒有人吃 所以上帝特別
製造了豬出來 吃那些骯髒的東西 所以豬是骯髒的
是因為諾亞方舟那些動物跟諾亞先知 所留下的排泄物
不能夠乾淨 所以上帝創造了豬 阿拉創造了豬 來吃
那些排泄物 骯髒的東西 所以豬是骯髒的 不可以
吃 ︻古蘭經︼裡面寫的喔！我講的是︻古蘭經︼裡面
寫的 為什麼他們不吃豬肉 因為豬吃骯髒的東西 所
以豬也是骯髒的 不可以吃豬肉 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 其他的宗教都是有我 有欲望 只有釋迦牟
尼佛講 沒有我 沒有欲望 這就是第一希有！你如果
沒有欲望 你修到完全沒有欲望 就是聖人啊！怎麼不
是聖賢呢？你沒有欲望啊 因為欲望才會變成業力啊！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的法是讓你的 統統都沒有欲望 這
個我沒有了 就沒有欲望 你經常想念你是空的 沒有

清淨的身體 可以這樣子講 也就是說 當你沒有欲望
的時候 你就跟天地共存 那個就是涅槃的境界了 所
以這個是屬於﹁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我只能夠這樣子
講 第一希有是這樣子 是第一的！是非常希有的 因
為祂沒有我 沒有業 沒有生的原因 也沒有死的原
因 祂是永存的 就是Buddha
那麼後面就可以解釋了 ﹁何以故？﹂為什麼呢？
﹁此人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所以者
何？﹂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相即是非相﹂ 因為會壞
掉嘛 就是非相 根本就沒有 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即是非相 接著所有的人相 還有一切的空間 時間也
都不是相 ﹁何以故？﹂為什麼這樣呢？﹁離一切諸
相 即名諸佛 ﹂離開這些相 完全百分之百的清淨就
是佛了 就是Buddha 講到這一點
走路經過一個西瓜田 心生不好的念頭 用很快的
速度偷了西瓜 結果被發現了 這個瓜農一路狂追啊
心想：﹁完了！這下一定死定了！﹂結果瓜農追得滿頭
大汗 最後抓住了 瓜農喊：﹁朋友啊！這個西瓜有農
藥 你要吃的話要多洗幾遍 ﹂你看 這個瓜農心地很
好 他追著他並不是要把他抓去 而是西瓜皮上面有農
藥 你要吃的話要趕快把它洗乾淨 把農藥去除掉
緣分來的時候擋也擋不住 我連續買了一個月的早
餐給我一位非常仰慕的女同事 一個月以後 我就跟早
餐店的老闆娘在一起了 ︵笑︶不是跟他的女同事
這兩個笑話都是有欲望的 第一個是吃的欲望 偷
西瓜就是要回去吃；第二個笑話是屬於色的欲望 都是
有欲望的 所以有欲望才是人間 沒有欲望就是聖賢
嗡嘛呢唄咪吽

這個我 那你就不會產生欲望 既然不產生欲望 你這
一切行為就合乎天地的正人 合乎天地的聖賢
因為欲望產生了業力 沒有欲望的人是不會產生業
力的 根本沒有業力的 也就是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沒有生死 就是永生 這個永生就是涅槃 跟其他的宗
教的永生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希有 這是盧師尊
才能夠講出什麼叫做第一希有
佛教講的五毒│貪 瞋 癡 疑 慢 財 色
名 食 睡 都是欲望 這個都是全部要破除的 財
色 名 食 睡 這個都是要破除的；貪 瞋 癡
疑 慢 全部都是要破除的 能夠破除了 你欲望沒有
了 業力就沒有了 你就進入涅槃 佛教講的涅槃就是
永生 無生之因 無死之因 這是釋迦牟尼佛講出來
的 這個叫做﹁第一希有﹂
所以 我常常比喻嘛 我每一次都比喻月球 月球
沒有人啊！月球既然沒有人 那什麼是善呢？什麼是惡
呢？沒有啊！沒有善惡啊！沒有人哪裡有善惡？那 在
月球上 你還貪什麼呢？如果你一個人在月球上 你貪
什麼？﹁財﹂你也不會貪吧 ﹁色﹂你也不會貪吧
﹁名﹂你也不貪吧 ﹁吃﹂你也不會貪吧 ﹁睡﹂你也
不會貪吧 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釋迦牟尼佛講 什麼
都沒有 才是實相
中國的黃帝 我不是講一般當皇帝的皇帝 是最早
中國人的祖先軒轅氏│黃帝 中國的黃帝問道於廣成
子；中國的聖人孔子問道於老子 老子跟廣成子都同樣
一句話﹁至虛﹂ 你問我﹁道﹂ 我跟你講﹁至虛就是
道﹂ 什麼都沒有就是道 也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既然
什麼都沒有 那是百分之百的清淨 根本沒有欲望 就
是百分之百的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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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剛經︼是不壞的 所以是diamond鑽石 有
的西方人稱為︻鑽石經︼diamond 最貴的 不壞的
︻金剛經︼是不壞的！什麼都沒有 哪裡會壞？就是因
為有 才會壞啊！你如果﹁有我﹂ 這個我會老 會
死 當中所製造出來的業 就變成你輪迴的原因 當你
修到無我的時候 你不壞啊！你就得到永生啊！這個意
思就是這個樣子 按照佛經裡面所講 有欲望就有一定
業力 所以 我學佛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釋迦牟尼
佛所講的跟一神教所講的是不一樣 是不同的
所以﹁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這個希有 當然是第
一希有 因為祂什麼都沒有 祂沒有欲望 那個是沒有
欲望的神仙與天地同壽 跟天地之間同樣的壽 為什麼
靈魂一定要執著這個肉體？要合這個肉體才能夠升天
呢？靈魂就直接升天就可以了嘛！我的懷疑是這樣子
一神教講 為什麼它要在墳墓上弄個十字 是因為耶穌
再來的時候 信耶穌的 他肉體又可以出來跟靈魂結
合 而且到天國 永遠保持青春 我不知道他的﹁青
春﹂是幾歲 總之就是很年輕 然後永遠保持這樣子的
身體 那死的時候 那個肉體都已經腐爛了 哪裡還有
肉體呢？所以靈魂就可以直接升天了嘛！
佛陀講的 這個肉體是沒有用的 我們這個身體是
沒有用的 而且是越來越老越來越老 老到最後就死
了 到時候就化成灰了 化成土就是灰 哪裡還有人
在？為什麼不靈魂直接就升天？還要靈魂跟墳墓裡面的
人結合 然後再上天國呢？這︻古蘭經︼也是這樣子
寫 ︻聖經︼裡面也是這樣子寫
所以我在這裡是跟大家討論世界上種種的宗教 跟
佛所講的 佛所講的把自我去除掉 化成為永遠存在的

望的我摧毀掉 那當然是在世界上的宗教都是﹁有我﹂
的宗教 只有釋迦牟尼佛講﹁無我﹂的宗教 如果說是
宗教的話 那就是宗教；不是宗教的話 也根本講不是
宗教 ﹁宗教﹂也是一個名詞啊！所以既然無我了 只
有釋迦牟尼佛講得出來 沒有我了 就沒有欲望了
所有世界上的宗教都是有欲望 為什麼有欲望？至
少它想要到天國去啊！到天國去享福啊！︻古蘭經︼裡
面寫的是什麼？到了那裡 穆斯林他是不喝酒的 奇
怪？到了那裡呀 到了穆斯林的天國 到處都是酒 它
是講：﹁你可以用黃金的杯子盛著非常甜美的酒 你可
以喝不完 而且不會醉 ﹂︻古蘭經︼裡面寫到天堂的
樣子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隨時喝到像甘露一樣的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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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

解授
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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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大家午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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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佛告須菩提：
啾 咪 ！ Yappy! Bling

ん︵第一︶

這一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
在︿彩虹雷藏寺﹀有不空羂索觀音的護摩法會
﹁不空羂索觀音護摩法會﹂
因為不空羂索觀音也就

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了 哇 好快 那聖誕節都過了 下
個禮拜 跟大家講一下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今天做阿彌陀佛的護摩 這一尊很重要 是師尊本
身的本尊 阿彌陀如來也可以子講是盧師尊本身的本

就是叫做有求必應 所求不空 你求什麼祂都會應你
而且所求都不會落空 可以講 護摩當中 每一次主祈
的或是功德主都是最多的 所以就不用介紹 也不用跟
大家講 大家自然都會求不空羂索觀音 下個禮拜天就

是所求不空 一向這一尊的護摩非常多的主祈 而且向
來都是最多的 因為大家知道不空羂索觀音 跟祂求那

尊在觀世音菩薩當中非常出名

大家都知道這一尊

三點

bling!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

気持ちいい

如是！如是！
若復㈲㆟，得聞是經，不驚、不
怖、不畏，當知是㆟，甚為希㈲。
何以故？
須菩提！如來說第㆒波羅蜜即非
第㆒波羅蜜，是㈴第㆒波羅蜜。

修身混俗好韜光
圓即圓兮方即方
隱顯精微人莫識
更從何處覓行藏

地 以前我也學過淨土宗 我以前學過淨土 淨土有三
經一論 一論就是︽往生論︾ 三經也就是︻阿彌陀
經︼ 另外還有︻大阿彌陀經︼ 另外還有︻觀無量壽
經︼ 是三本經典跟一個論 依照佛說的三本經典跟一
個論而成淨土宗 專門是持名念佛
剛剛聽到咒音 有念佛號 就是持名念佛 聽到的
是﹁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阿彌陀佛
﹂就是持名 持
名念佛 也有念六字佛 也有念四字佛 南摩阿彌陀
佛 這個六字佛 四字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
佛
﹂ 這是四字佛 ︵師尊佛號唱誦︶另外 還有
更長的持名念佛 也就是合掌一口氣唸十聲的阿彌陀
佛 按照規定是要唸十遍 十聲的阿彌陀佛 每天早上
這樣子做 平時也是一樣在念佛 不只是早上做 晚上
做 不只是這樣子 念到最後 在臨終的時候 稱呼阿
彌陀佛的名字 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西
方三聖 會顯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接引你往生到佛國淨
土 淨土宗是佛教當中的易行道 最容易做到的 它其
實也是不容易做到 因為經典裡面有講 你在臨終的時
候必須要一心不亂 你觀想阿彌陀佛 你唸阿彌陀佛聖
號 觀世音菩薩聖號 大勢至菩薩聖號 西方三聖現
前 自然來接引你走
重點在﹁一心不亂﹂ 其實一心不亂就是定 一般
人是很難做到﹁定﹂這個字 在臨終的時候能夠定 這
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口訣 所以不管是易行道還是難行
道 密教就是難行道 密教本身就是很難的難行道 但
是密教依照實修的方法 一樣也可以到佛國淨土 我們
今天學佛 要懂得易行道 難行道 要懂得它的重要口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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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 其實很多口訣都是在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就是最重
要的口訣
記者問一位太太：﹁大家都說結婚久了 生活就沒
有激情了 妳是怎麼看的？﹂太太回答：﹁我不認同
有時候還是很激情的 ﹂記者就問：﹁是什麼時候
呢？﹂這位太太講：﹁吵架的時候 ﹂吵架的時候都是
很激動的 所以還是很激情
有一個女同事已經離婚兩次了 我就問她：﹁妳長
得也是挺漂亮的 怎麼妳總是離婚呢？﹂女同事嘆了一
口氣：﹁因為家庭暴力 ﹂我聽了以後很同情地講：
﹁妳也是夠倒楣的 怎麼老是碰到這種人渣 ﹂只見女
同事有些不好意思地講：﹁是我先動手打人的 ﹂這就
是笑話

答

春捲就是 Gỏi cuốn

我們台灣人講說

弄起來加一點青菜 加一點香料 捲起來就變成潤餅
︵台語︶
潤餅 吃大便︵粵語︶ 為什麼大家都會笑？為什
麼？你知道嗎？你要記得 你腸胃不好的 像蓮緒法
師 腸胃不好的 你找一個人他是腸胃非常好的 每一
次痾出來的全部都是金條 他絕對是金條 你不能吃拉
稀的 那個人拉出來全部都是金條 他一生當中沒有腸
胃的病 他腸胃裡面有很多健康的細菌在 排出來的時
候 因為跟著糞便出來 全部都是黃金的金條 非常漂
亮的 不是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就變成便秘 也不是非
常的軟 比香蕉稍微硬一點 出來以後 你用錢去跟他
買 他腸胃很健康 一整條看起來就是很新鮮 很有營
養的 帶著健康的細菌 你要知道 你用麵皮去把它包
起來 好好地吃幾次 你腸胃經過健康的細菌以後 你
的腸胃就變成健康 你會跟他一樣的 以後全部拉金
條
這是經過醫生這樣子認為 因為你腸胃有好的細
菌 拉出來才會是金條 知道那些好的細菌一定是跟著
那些金條在一起的 那裡面就是有益生菌 你經常吃那
個人的糞便 那個人身體很健康 從來沒有腸胃問題
你吃了以後 你就變成那個人的腸胃 這是一個治療的
方法 我今天告訴你啊 你就會壯的跟山莊的蓮萬一
樣
所以經咒是否有規定某些時間不能唸？No 不是

cuốn就是春捲

把大便的味道拿掉 然後再用麵皮把那東西集合起來
再把它捲起來就變成春捲 越南話叫做 Gỏi cuốn Gỏi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問題一：最尊貴的根本上師 佛安！巴西的弟子
們有以下的問題想請示師佛：
 經咒是否有規定某些時間不能唸？
回答一：有的人唸經 有的人唸咒 某些時間不能
唸？一般人講起來是這樣子的 他的習慣 上廁所的時
候 上廁所 大家認為廁所不淨 上廁所的時候不要
唸 大家都認為是這樣子 廁所很髒嘛 而且正在坐在

Ｑ

QA＆

蓮花上 而且正在出力嗯 的時候 哪裡能夠唸經唸
咒？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有的人認為躺在床上也不能
唸 躺在床上你就好好睡覺 不能唸 那麼我告訴巴西
的弟子們 不管什麼都可以唸 什麼時候你都可以唸
你要唸經也可以 你要唸咒也可以
欸 這廁所裡面怎麼可以唸經唸咒呢？難道我們還
要敲木魚嗎？在廁所裡面怎麼可以唸經唸咒呢？師尊講
這句話對不對啊？我跟你講：﹁對﹂ 因為沒有不乾淨
的地方 也沒有乾淨的地方 其實你肚子裡面的東西就
已經存放在你肚子很久了 你以為你乾淨的時候 你肚
子裡面都是不乾淨的 在我來說 床上 每一次我要睡
覺以前 我一定要修﹁眠光法﹂ 一定要觀想 一定要
持咒 一定要念佛 才能夠躺在床上修﹁眠光法﹂ 床
上可以 廁所也可以 甚至於那個我們稱為大香跟小
香 我們不稱為米田共 也不稱為那是尿 那是大香跟
小香 你那個都可以供養三惡道的
我記得我以前讀過一本書 有一個人到一個國家叫
做直腸國 那腸子是直的 吃的東西經過腸子以後 很
快就排出來了 那個叫直腸國 上等人吃的東西從那裡
出來 就給第二等人吃 二等人吃了東西以後出來 就
給三等人吃 那個國叫直腸國 所以我們不認為那個東
西是髒的東西 米田共不是髒的東西 我們稱為大香
小便我們稱為是小香 那個都是有用的東西 可以供養
三惡道 在密教裡面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日本好像也發
明了飲尿︵粵語︶ 吃大便︵粵語︶ 我已經講過了
飲尿︵粵語︶ 這個喝尿 日本很多人流行喝尿的 日
本喝尿沒有問題 還有 吃大便其實也不是問題 只要

的 任何時間都可以唸 你最好唸一下﹃清淨咒﹄ 先
清淨那個場地 然後可以唸經唸咒 我認為都是可以
的
問題二：︵續上︶供品需講求單數還是雙數嗎？
回答二：這個問題來了 以前有人問我 他要去祭
祖 他要去拜祖先 去墳場拜墓 他想去拜湯圓 圓仔
︵台語︶ 問我：﹁湯圓是要紅色的還是白色的？﹂我
跟他講紅色的 白色的都可以 他就準備了 然後再來
問：﹁這個湯圓是要多大粒？﹂有的是很大 有沒有？
我們吃的湯圓有的是很大 元宵節的時候 元宵是很大
粒的 裡面還有包芝麻 ﹁是要大粒包芝麻的 還是小
粒的圓仔︵台語︶？﹂我也是跟他講都可以 然後他再
問我：﹁每一碗要多少粒？﹂我說隨意 你還算一粒一
粒的？隨意 他問我：﹁要單數還是雙數？﹂圓仔︵台
語︶要單數還是雙數？我跟他講都可以
所以供品需要講究單數 雙數嗎？回答：﹁都可
以 沒有禁忌 ﹂有些人是有禁忌的 有些人是沒有禁
忌的 師尊根本就沒有禁忌 供品需要單數或雙數 沒
有禁忌
問題三：︵續上︶修法的時間需講究嗎？
回答三：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修法的時間沒有什
麼講究的 但是在密教裡面倒是有這樣子的規定 晚上
的時候修護法 白天的時候修本尊 它分成黑夜 白
夜 另外還有十五以前 十五以後 它是有規定的 在
密教裡面 修法的時間有時候是有講究的 好像你做超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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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 其實很多口訣都是在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就是最重
要的口訣
記者問一位太太：﹁大家都說結婚久了 生活就沒
有激情了 妳是怎麼看的？﹂太太回答：﹁我不認同
有時候還是很激情的 ﹂記者就問：﹁是什麼時候
呢？﹂這位太太講：﹁吵架的時候 ﹂吵架的時候都是
很激動的 所以還是很激情
有一個女同事已經離婚兩次了 我就問她：﹁妳長
得也是挺漂亮的 怎麼妳總是離婚呢？﹂女同事嘆了一
口氣：﹁因為家庭暴力 ﹂我聽了以後很同情地講：
﹁妳也是夠倒楣的 怎麼老是碰到這種人渣 ﹂只見女
同事有些不好意思地講：﹁是我先動手打人的 ﹂這就
是笑話

答

春捲就是 Gỏi cuốn

我們台灣人講說

弄起來加一點青菜 加一點香料 捲起來就變成潤餅
︵台語︶
潤餅 吃大便︵粵語︶ 為什麼大家都會笑？為什
麼？你知道嗎？你要記得 你腸胃不好的 像蓮緒法
師 腸胃不好的 你找一個人他是腸胃非常好的 每一
次痾出來的全部都是金條 他絕對是金條 你不能吃拉
稀的 那個人拉出來全部都是金條 他一生當中沒有腸
胃的病 他腸胃裡面有很多健康的細菌在 排出來的時
候 因為跟著糞便出來 全部都是黃金的金條 非常漂
亮的 不是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就變成便秘 也不是非
常的軟 比香蕉稍微硬一點 出來以後 你用錢去跟他
買 他腸胃很健康 一整條看起來就是很新鮮 很有營
養的 帶著健康的細菌 你要知道 你用麵皮去把它包
起來 好好地吃幾次 你腸胃經過健康的細菌以後 你
的腸胃就變成健康 你會跟他一樣的 以後全部拉金
條
這是經過醫生這樣子認為 因為你腸胃有好的細
菌 拉出來才會是金條 知道那些好的細菌一定是跟著
那些金條在一起的 那裡面就是有益生菌 你經常吃那
個人的糞便 那個人身體很健康 從來沒有腸胃問題
你吃了以後 你就變成那個人的腸胃 這是一個治療的
方法 我今天告訴你啊 你就會壯的跟山莊的蓮萬一
樣
所以經咒是否有規定某些時間不能唸？No 不是

cuốn就是春捲

把大便的味道拿掉 然後再用麵皮把那東西集合起來
再把它捲起來就變成春捲 越南話叫做 Gỏi cuốn Gỏi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問題一：最尊貴的根本上師 佛安！巴西的弟子
們有以下的問題想請示師佛：
 經咒是否有規定某些時間不能唸？
回答一：有的人唸經 有的人唸咒 某些時間不能
唸？一般人講起來是這樣子的 他的習慣 上廁所的時
候 上廁所 大家認為廁所不淨 上廁所的時候不要
唸 大家都認為是這樣子 廁所很髒嘛 而且正在坐在

Ｑ

QA＆

蓮花上 而且正在出力嗯 的時候 哪裡能夠唸經唸
咒？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有的人認為躺在床上也不能
唸 躺在床上你就好好睡覺 不能唸 那麼我告訴巴西
的弟子們 不管什麼都可以唸 什麼時候你都可以唸
你要唸經也可以 你要唸咒也可以
欸 這廁所裡面怎麼可以唸經唸咒呢？難道我們還
要敲木魚嗎？在廁所裡面怎麼可以唸經唸咒呢？師尊講
這句話對不對啊？我跟你講：﹁對﹂ 因為沒有不乾淨
的地方 也沒有乾淨的地方 其實你肚子裡面的東西就
已經存放在你肚子很久了 你以為你乾淨的時候 你肚
子裡面都是不乾淨的 在我來說 床上 每一次我要睡
覺以前 我一定要修﹁眠光法﹂ 一定要觀想 一定要
持咒 一定要念佛 才能夠躺在床上修﹁眠光法﹂ 床
上可以 廁所也可以 甚至於那個我們稱為大香跟小
香 我們不稱為米田共 也不稱為那是尿 那是大香跟
小香 你那個都可以供養三惡道的
我記得我以前讀過一本書 有一個人到一個國家叫
做直腸國 那腸子是直的 吃的東西經過腸子以後 很
快就排出來了 那個叫直腸國 上等人吃的東西從那裡
出來 就給第二等人吃 二等人吃了東西以後出來 就
給三等人吃 那個國叫直腸國 所以我們不認為那個東
西是髒的東西 米田共不是髒的東西 我們稱為大香
小便我們稱為是小香 那個都是有用的東西 可以供養
三惡道 在密教裡面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日本好像也發
明了飲尿︵粵語︶ 吃大便︵粵語︶ 我已經講過了
飲尿︵粵語︶ 這個喝尿 日本很多人流行喝尿的 日
本喝尿沒有問題 還有 吃大便其實也不是問題 只要

的 任何時間都可以唸 你最好唸一下﹃清淨咒﹄ 先
清淨那個場地 然後可以唸經唸咒 我認為都是可以
的
問題二：︵續上︶供品需講求單數還是雙數嗎？
回答二：這個問題來了 以前有人問我 他要去祭
祖 他要去拜祖先 去墳場拜墓 他想去拜湯圓 圓仔
︵台語︶ 問我：﹁湯圓是要紅色的還是白色的？﹂我
跟他講紅色的 白色的都可以 他就準備了 然後再來
問：﹁這個湯圓是要多大粒？﹂有的是很大 有沒有？
我們吃的湯圓有的是很大 元宵節的時候 元宵是很大
粒的 裡面還有包芝麻 ﹁是要大粒包芝麻的 還是小
粒的圓仔︵台語︶？﹂我也是跟他講都可以 然後他再
問我：﹁每一碗要多少粒？﹂我說隨意 你還算一粒一
粒的？隨意 他問我：﹁要單數還是雙數？﹂圓仔︵台
語︶要單數還是雙數？我跟他講都可以
所以供品需要講究單數 雙數嗎？回答：﹁都可
以 沒有禁忌 ﹂有些人是有禁忌的 有些人是沒有禁
忌的 師尊根本就沒有禁忌 供品需要單數或雙數 沒
有禁忌
問題三：︵續上︶修法的時間需講究嗎？
回答三：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修法的時間沒有什
麼講究的 但是在密教裡面倒是有這樣子的規定 晚上
的時候修護法 白天的時候修本尊 它分成黑夜 白
夜 另外還有十五以前 十五以後 它是有規定的 在
密教裡面 修法的時間有時候是有講究的 好像你做超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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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時候 那一定是在晚上 白天可以嗎？其實也不
要緊 如果按照我來講 我是百無禁忌 你們要按照
密教的規矩來講 修法的時間有時候是有講究的 因
為十六世大寶法王告訴我 白天他修本尊 修度母
晚上他修護法 他的原則是這樣子 白天你可修祈
福 晚上修超度 差別就是這樣子而已

經︼ 還有穆斯林裡面它的修行的方法 其實也有我
們學習的地方 所以皈依佛教之後 對於其他的宗
教 你也應該要懂得他們的修行方法 多少增加一點
知識也是很好的

Ｑ

問題五：南非的弟子問的 師尊 師母 ︿真
佛宗﹀好！師尊說伊喜措嘉現在在人間而且還
在︿真佛宗﹀ 伊喜措嘉是藏密第一佛母 是大成就
者 何不請她出來轉法輪？
回答：南非的弟子問的 他說：﹁師尊講的 伊
喜措嘉現在在人間 而且還在︿真佛宗﹀ ﹂我問大
家 這一句話我在什麼時候講過︵笑︶？有一次在護
摩的時候曾經講過：﹁伊喜措嘉祂現在在現場 ﹂對
不對？是不是？是這樣講嗎？還有講什麼？就沒有
了 喔 也有講過說 她也知道她是伊喜措嘉 ﹁伊
喜措嘉是藏密第一佛母 是大成就者 何不請她出來
轉法輪？﹂我告訴大家 來轉世的伊喜措嘉目前還在
學習之中 因為就算你是菩薩也有隔世之迷啊！
你是菩薩來轉世的 你也有隔世之迷啊！你轉了
一個世 伊喜措嘉再來 她已經不知道她是伊喜措
嘉 像師尊來講 師尊是蓮花童子 ︻觀無量壽經︼
裡面就有提到﹁阿彌陀佛講化身童子﹂ 化身童子就
是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 蓮花童子也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也是蓮花童
子化出來的啊 但是我出生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是
蓮花童子啊 直到26歲的時候 我在︿玉皇宮﹀裡
面 瑤池金母下降 祂告訴我：﹁祢是蓮花童子 ﹂

問題四：︵續上︶皈依佛教之後 無需理會其
他宗教？
回答四：皈依佛教之後 當然我們認為佛教是最
好的 佛的道理 祂講的說法四十九年最周全 耶穌
基督祂說法只有三年 時間很短 釋迦牟尼佛說法四
十九年 穆罕默德祂四十歲才有天啟 六十三歲就走
了 所以祂說法只有二十三年 最長的還是佛陀釋迦
牟尼佛 但是你皈依佛教之後 無需理會其他宗教？
其實普同恭敬 我們尊敬孔子是因為他教我們很多的
禮跟義 教我們很多的禮節 教我們很多的做人的道
理 像︽論語︾裡面所說的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們尊
敬祂
耶穌基督 我們也是尊敬祂 祂甚至是我的古
魯 在︿登山寶訓﹀ ︿馬太﹀ ︿馬可﹀ ︿路
加﹀、︿使徒行傳﹀ 裡面所講的道理都是非常好
的 另外 天主教其實也有很好的 像︿創世紀﹀還
有︿利未記﹀ 穆斯林對︻舊約聖經︼裡面的前面六
個記 包括了大衛王的詩篇 都是很尊敬的 伊斯蘭
教它本身來講 對︻舊約聖經︼的前面六記都是很尊
敬的 我們一樣同樣地尊敬︻舊約聖經︼ ︻新約聖

是化身童子 就是項光童子 也就是阿彌陀佛 是阿彌
陀佛演化出來的 所以阿彌陀佛是我的本尊；瑤池金母
也是我的本尊 因為我過去世跟瑤池金母在一起；地藏
王菩薩也是我的本尊 因為地藏王菩薩也是蓮花童子
蓮華生大士也是蓮花童子 密教的祖師爺也是蓮花童
子 蓮花化生的
所以有很多 將來他們學好了法 就會出來 因為
有相應最重要啦！我跟大家講 今天跟大家講 你在學
密法 第一步 修生起次第的時候修本尊法 一定要相
應 你相應了以後 一尊相應 就尊尊都相應 每一尊
都會相應 尊尊都相應了 你就懂的法越來越多 越來
越多 萬法都在你一心啊 就成了
所以我們不怕說不會往生 為什麼呢？眼睛一閉
馬上本尊就現在你面前啊 馬上把你接引啊 而且呢
不只是這樣子喔 不只是本尊現前喔 你隨時呼喚哪一
尊 哪一尊就進到你身體裡面啊 你馬上就變成 我就
變成阿彌陀佛了 一剎那而已喔 一彈指 就是這個時
間而已 你就可以變成阿彌陀佛 一彈指間你就變成阿
彌陀佛 這就是自化本尊 自己變化成為本尊 你只要
相應了 都有這種 一請祂就來 進到你身體 你馬上
一彈指 就變成本尊了

︿真佛宗﹀裡面 空行母的淨土轉來很多都在我們︿真
佛宗﹀裡面 也有很多空行母在我們︿真佛宗﹀裡面
她們正在學習 學習了以後 她們也可以出來轉法輪
那還有很多的 他們沒有接觸到佛法 就在人間輪
迴一直到被喚醒 像師尊一樣 我到二十六歲才被喚
醒 祂說：﹁祢就是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是什麼？就

而且帶我去看我的前世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我是蓮花童
子啊
知道了以後還要學法 還要學手印 學法 學腳
印 腳印 晚上的時候 在我的那個軍官的宿舍裡面
我一個人就被叫起來修法 那個手指頭都會啪啪啪啪啪
啪啪這樣子 手印是這樣子學來的啊
另外腳印也是啊 要踩什麼腳步 我覺得我的腳很
累了 我要把腳放下來 哎！祂把你固定呢！像那個空
氣就是把你凝固了 你就站在那裡不動 腳痠了 腳要
放下來也放不下來；冬天很冷我不想學法：﹁今天晚上
太冷了 我要睡覺 ﹂祂啊 把我的身體 腳這樣翹起
來變成倒立啊 然後再把我放下去﹁砰﹂ 這樣子的
哎！不得不起來學法
學法學了三年哎 無形的在教啊 那還是要從頭來
啊！不是說 喔我是化身童子 我是蓮花童子 我一出
生就懂得所有的法 不是的！是我好好地這樣子學學學
密教 去皈依師父學密教 去皈依顯教的師父學顯教
研究經典 慢慢這樣子儲存起來 自己才有相應 跟本
尊相應了以後就更加明白 我隨時哪一尊都可以相應
的 哪一尊都可以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我也可以進到祂
們的身體裡面啊 我可以顯化很多尊的
所以呢 雖然是伊喜措嘉在人間 而且還在︿真佛
宗﹀ 但是伊喜措嘉還在學法當中 等她成就了 就請
她出來轉法輪 這個是給這位南非的弟子 他問的問
題：﹁伊喜措嘉來了 為什麼不請她出來轉法輪？﹂其
實瑤池金母的女兒也很多啊 來我們︿真佛宗﹀的也很
多啊 瑤池金母的女兒 還有很多的空行母都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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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時候 那一定是在晚上 白天可以嗎？其實也不
要緊 如果按照我來講 我是百無禁忌 你們要按照
密教的規矩來講 修法的時間有時候是有講究的 因
為十六世大寶法王告訴我 白天他修本尊 修度母
晚上他修護法 他的原則是這樣子 白天你可修祈
福 晚上修超度 差別就是這樣子而已

經︼ 還有穆斯林裡面它的修行的方法 其實也有我
們學習的地方 所以皈依佛教之後 對於其他的宗
教 你也應該要懂得他們的修行方法 多少增加一點
知識也是很好的

Ｑ

問題五：南非的弟子問的 師尊 師母 ︿真
佛宗﹀好！師尊說伊喜措嘉現在在人間而且還
在︿真佛宗﹀ 伊喜措嘉是藏密第一佛母 是大成就
者 何不請她出來轉法輪？
回答：南非的弟子問的 他說：﹁師尊講的 伊
喜措嘉現在在人間 而且還在︿真佛宗﹀ ﹂我問大
家 這一句話我在什麼時候講過︵笑︶？有一次在護
摩的時候曾經講過：﹁伊喜措嘉祂現在在現場 ﹂對
不對？是不是？是這樣講嗎？還有講什麼？就沒有
了 喔 也有講過說 她也知道她是伊喜措嘉 ﹁伊
喜措嘉是藏密第一佛母 是大成就者 何不請她出來
轉法輪？﹂我告訴大家 來轉世的伊喜措嘉目前還在
學習之中 因為就算你是菩薩也有隔世之迷啊！
你是菩薩來轉世的 你也有隔世之迷啊！你轉了
一個世 伊喜措嘉再來 她已經不知道她是伊喜措
嘉 像師尊來講 師尊是蓮花童子 ︻觀無量壽經︼
裡面就有提到﹁阿彌陀佛講化身童子﹂ 化身童子就
是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 蓮花童子也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也是蓮花童
子化出來的啊 但是我出生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是
蓮花童子啊 直到26歲的時候 我在︿玉皇宮﹀裡
面 瑤池金母下降 祂告訴我：﹁祢是蓮花童子 ﹂

問題四：︵續上︶皈依佛教之後 無需理會其
他宗教？
回答四：皈依佛教之後 當然我們認為佛教是最
好的 佛的道理 祂講的說法四十九年最周全 耶穌
基督祂說法只有三年 時間很短 釋迦牟尼佛說法四
十九年 穆罕默德祂四十歲才有天啟 六十三歲就走
了 所以祂說法只有二十三年 最長的還是佛陀釋迦
牟尼佛 但是你皈依佛教之後 無需理會其他宗教？
其實普同恭敬 我們尊敬孔子是因為他教我們很多的
禮跟義 教我們很多的禮節 教我們很多的做人的道
理 像︽論語︾裡面所說的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們尊
敬祂
耶穌基督 我們也是尊敬祂 祂甚至是我的古
魯 在︿登山寶訓﹀ ︿馬太﹀ ︿馬可﹀ ︿路
加﹀、︿使徒行傳﹀ 裡面所講的道理都是非常好
的 另外 天主教其實也有很好的 像︿創世紀﹀還
有︿利未記﹀ 穆斯林對︻舊約聖經︼裡面的前面六
個記 包括了大衛王的詩篇 都是很尊敬的 伊斯蘭
教它本身來講 對︻舊約聖經︼的前面六記都是很尊
敬的 我們一樣同樣地尊敬︻舊約聖經︼ ︻新約聖

是化身童子 就是項光童子 也就是阿彌陀佛 是阿彌
陀佛演化出來的 所以阿彌陀佛是我的本尊；瑤池金母
也是我的本尊 因為我過去世跟瑤池金母在一起；地藏
王菩薩也是我的本尊 因為地藏王菩薩也是蓮花童子
蓮華生大士也是蓮花童子 密教的祖師爺也是蓮花童
子 蓮花化生的
所以有很多 將來他們學好了法 就會出來 因為
有相應最重要啦！我跟大家講 今天跟大家講 你在學
密法 第一步 修生起次第的時候修本尊法 一定要相
應 你相應了以後 一尊相應 就尊尊都相應 每一尊
都會相應 尊尊都相應了 你就懂的法越來越多 越來
越多 萬法都在你一心啊 就成了
所以我們不怕說不會往生 為什麼呢？眼睛一閉
馬上本尊就現在你面前啊 馬上把你接引啊 而且呢
不只是這樣子喔 不只是本尊現前喔 你隨時呼喚哪一
尊 哪一尊就進到你身體裡面啊 你馬上就變成 我就
變成阿彌陀佛了 一剎那而已喔 一彈指 就是這個時
間而已 你就可以變成阿彌陀佛 一彈指間你就變成阿
彌陀佛 這就是自化本尊 自己變化成為本尊 你只要
相應了 都有這種 一請祂就來 進到你身體 你馬上
一彈指 就變成本尊了

︿真佛宗﹀裡面 空行母的淨土轉來很多都在我們︿真
佛宗﹀裡面 也有很多空行母在我們︿真佛宗﹀裡面
她們正在學習 學習了以後 她們也可以出來轉法輪
那還有很多的 他們沒有接觸到佛法 就在人間輪
迴一直到被喚醒 像師尊一樣 我到二十六歲才被喚
醒 祂說：﹁祢就是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是什麼？就

而且帶我去看我的前世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我是蓮花童
子啊
知道了以後還要學法 還要學手印 學法 學腳
印 腳印 晚上的時候 在我的那個軍官的宿舍裡面
我一個人就被叫起來修法 那個手指頭都會啪啪啪啪啪
啪啪這樣子 手印是這樣子學來的啊
另外腳印也是啊 要踩什麼腳步 我覺得我的腳很
累了 我要把腳放下來 哎！祂把你固定呢！像那個空
氣就是把你凝固了 你就站在那裡不動 腳痠了 腳要
放下來也放不下來；冬天很冷我不想學法：﹁今天晚上
太冷了 我要睡覺 ﹂祂啊 把我的身體 腳這樣翹起
來變成倒立啊 然後再把我放下去﹁砰﹂ 這樣子的
哎！不得不起來學法
學法學了三年哎 無形的在教啊 那還是要從頭來
啊！不是說 喔我是化身童子 我是蓮花童子 我一出
生就懂得所有的法 不是的！是我好好地這樣子學學學
密教 去皈依師父學密教 去皈依顯教的師父學顯教
研究經典 慢慢這樣子儲存起來 自己才有相應 跟本
尊相應了以後就更加明白 我隨時哪一尊都可以相應
的 哪一尊都可以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我也可以進到祂
們的身體裡面啊 我可以顯化很多尊的
所以呢 雖然是伊喜措嘉在人間 而且還在︿真佛
宗﹀ 但是伊喜措嘉還在學法當中 等她成就了 就請
她出來轉法輪 這個是給這位南非的弟子 他問的問
題：﹁伊喜措嘉來了 為什麼不請她出來轉法輪？﹂其
實瑤池金母的女兒也很多啊 來我們︿真佛宗﹀的也很
多啊 瑤池金母的女兒 還有很多的空行母都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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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時候 這個︻金剛經︼是最高點的經王 沒有比它
再高的了 是第一希有啊！講︻金剛經︼的人都應該要
懂 哪裡不驚呢？吃了一驚
我記得禪宗有一段 有一個弟子來問師父：﹁地獄
有嗎？﹂師父跟他講：﹁有 ﹂第二個弟子來問他：
﹁地獄有嗎？﹂師父跟他講：﹁沒有 ﹂旁邊他的侍者
很奇怪：﹁你對剛剛那個人講說地獄有 對第二個人講
說地獄沒有？﹂那他也來問師父：﹁師父啊 你剛剛對
第一個人講說地獄有 對第二個人講說沒有 我搞不懂
到底地獄有沒有 ﹂我是侍者 現在我來問你：﹁地獄
到底有沒有？﹂師父跟他講：﹁你問的就是對 ﹂有
沒有 都對
怎麼回事啊？我告訴你 這個解答很簡單 第一個
人 這個人他本身有業 會到地獄 所以師父跟他講地
獄實有；第二個人 他修行非常地清淨 師父跟他講沒
有地獄 這樣子你聽得懂嗎？因為他不用到地獄去啊
所以根本就沒有地獄 所以你到了經王 第一希有 諸
天都沒有了哎 無色界天沒有 色界天沒有 欲界天沒
有 統統都沒有 因為 你聽到這種經典以後 你已經
超越了三界了 沒有什麼叫做諸天 沒有什麼叫做地
獄
這個只有釋迦牟尼佛能夠講出來 你不吃驚嗎？當
然聽了都很驚 第二個 你聽了不恐怖嗎？為什麼恐
怖？當然恐怖啊 現在你活著幹什麼？什麼都沒有 連
我也都沒有 盧勝彥也沒有 ︿真佛宗﹀也沒有 我寫
的書也沒有 我的一切 兒子 女兒 孫子 孫女全部
沒有 你聽了不恐怖嗎？你的錢也是空啊 你的房子也

以本尊的誓去做超度 所以才有千艘法船的超度
它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你有了本尊以後 很容易啊 你
要進入內法 進入無上密 你在無上密的時候 你做任
何事情 你都是本尊在做 不是你啊！這個很重要 跟
大家講
小明跟一位美女講：﹁美女 我可以抱抱你嗎？﹂
美女講：﹁只要錢到位 一切都好說 ﹂了解嗎？小明
毫不猶豫地吞了小小一塊錢的硬幣 然後緊緊地抱住這
個美女說：﹁錢已經到胃了 ﹂︵笑︶這個差很遠喔
病人問醫生：﹁醫生 我怎麼老生不出孩子啊？﹂
醫生講：﹁從檢查的結果來看 應該是男方有問題 ﹂
病人講：﹁上一家醫院也是這麼講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
搬到北方了 ﹂︵笑︶這個都是誤會 什麼男方有問
題 他就搬到北方
別人都用動物來比喻你有的各種優點 我也給自己
的老婆編了一段：﹁她有麒麟的臂 有大象的腿 有狗
熊的腰 有老虎的背 是紋的眉 是漂的嘴 染的指
甲 ﹂晚上我就唸給老婆聽 於是我就有了金錢豹的皮
跟熊貓的眼 ︵笑︶熊貓的眼睛 兩個都是黑的 金錢
豹的皮 哪裡都是烏青︵臺語︶ 全身瘀青
釋迦牟尼佛跟你講 要看透這些 你說 愛情 有
一條歌叫︽愛你一萬年︾ 愛你一萬年？騙肖欸︵台
語︶ 那是騙人的歌

是空啊 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啊 房子也不是你的啊
車子也不是你的啊 聽了不恐怖嗎？我一無所有啊！不
恐怖嗎？
當然恐怖啊 我的都沒有 有時候打坐 一打坐
哇 進到黑漆桶裡面 有的人打坐 一下子騰空起來
了 哇 飛得好高好高 他嚇死了：﹁哎唷喂呀！等一
下跌下去怎麼辦？﹂會恐怖的 你沒有什麼依靠 上面
沒有靠 下面沒有靠 左邊沒有靠 右邊沒有靠 你整
個人在虛空中 變成 就是一個人你坐在虛空中 你不
嚇死啊？真的很恐怖啊 這個就是恐怖 恐怖 恐怖
︵笑︶ 這是第一恐怖的經典︵臺語︶
不畏 你也不拒絕它 釋迦牟尼佛講的 你也不拒
絕 師尊已經解釋了 ﹁什麼都沒有﹂就是實相 實相
就是非相 非相就是實相 我已經跟你解釋了 有業才
有相 你沒有業 什麼相都沒有 你也不用輪迴 你也
不用涅槃 是永生的佛 永遠生 永遠存在的佛 菩薩
也是 到了菩薩境界也是 佛 菩薩 緣覺 聲聞 四
聖界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時 所以我講
嘛 那些坐在最高位子上的 一時；最多錢的 一時；
最漂亮的 一時 全部都是一時而已啦 其實什麼都沒
有 這個經典裡面
所以我解釋 能夠知道這個經最重要的意義的時
候 你不會驚 不怖 不畏 當知是人 甚為希有 非
常少的 大部分都害怕失去 你看我們中國秦始皇 他
是想當永遠的皇帝 他到處去求仙丹 吃了可以長生不
老 永遠當秦始皇 一時！漢武帝也是求仙丹 到了泰
山頂去求瑤池金母 希望瑤池金母給他 咚！突然間一

好啦 現在我們講︻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佛告須菩提：
﹁如是！如是！若復有人 得聞是經 不驚 不
怖 不畏 當知是人 甚為希有 ﹂
我告訴大家 看到︻金剛經︼的 聽到盧師尊講法
的 不驚 沒有感覺到很驚奇；不怖 不恐怖；不畏
也不畏懼 這六個字﹁不驚 不怖 不畏﹂非常重要！
大部分來講 聽到︻金剛經︼的 聽到我說法的 其實
會大吃一驚 為什麼？為什麼會大吃一驚？大部分來講
都會很吃驚：﹁哎 ︻金剛經︼它講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沒有哪一個宗教是這樣子講的
除了釋迦牟尼佛 ﹂
釋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 印度教裡面它也講三大
神 色界天 最高的色究竟天 遍淨天有Vishnu；色界
天的初天有大梵天 就是創造神Brahma；欲界天最高
天 大自在天就是Shiva 這是印度教三大神 最高的
三大神 遍淨天Vishnu 大梵天王 另外大自在天│欲
界天最高天 這印度教的三大神 祂都是有形相的 而
且都有寵物 Vishnu祂的寵物就是Garuda 大鵬金翅鳥
就是祂的寵物；大梵天祂的寵物就是天鵝 白天鵝；大
自在天祂的寵物就是白牛 Shiva祂的寵物是白牛
都是有形相的 只有釋迦牟尼佛講根本沒有 沒有
我 沒有你 沒有他 這個大家都大吃一驚：﹁那沒
有 那還有天嗎？﹂連天也沒有！﹁還有地獄嗎？﹂連
地獄也沒有！哎？奇怪了？為什麼釋迦牟尼佛這樣子
講？不是明明講有地獄嗎？有地獄 餓鬼 畜生嗎？因
為在佛的眼中 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真正修到境界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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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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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時候 這個︻金剛經︼是最高點的經王 沒有比它
再高的了 是第一希有啊！講︻金剛經︼的人都應該要
懂 哪裡不驚呢？吃了一驚
我記得禪宗有一段 有一個弟子來問師父：﹁地獄
有嗎？﹂師父跟他講：﹁有 ﹂第二個弟子來問他：
﹁地獄有嗎？﹂師父跟他講：﹁沒有 ﹂旁邊他的侍者
很奇怪：﹁你對剛剛那個人講說地獄有 對第二個人講
說地獄沒有？﹂那他也來問師父：﹁師父啊 你剛剛對
第一個人講說地獄有 對第二個人講說沒有 我搞不懂
到底地獄有沒有 ﹂我是侍者 現在我來問你：﹁地獄
到底有沒有？﹂師父跟他講：﹁你問的就是對 ﹂有
沒有 都對
怎麼回事啊？我告訴你 這個解答很簡單 第一個
人 這個人他本身有業 會到地獄 所以師父跟他講地
獄實有；第二個人 他修行非常地清淨 師父跟他講沒
有地獄 這樣子你聽得懂嗎？因為他不用到地獄去啊
所以根本就沒有地獄 所以你到了經王 第一希有 諸
天都沒有了哎 無色界天沒有 色界天沒有 欲界天沒
有 統統都沒有 因為 你聽到這種經典以後 你已經
超越了三界了 沒有什麼叫做諸天 沒有什麼叫做地
獄
這個只有釋迦牟尼佛能夠講出來 你不吃驚嗎？當
然聽了都很驚 第二個 你聽了不恐怖嗎？為什麼恐
怖？當然恐怖啊 現在你活著幹什麼？什麼都沒有 連
我也都沒有 盧勝彥也沒有 ︿真佛宗﹀也沒有 我寫
的書也沒有 我的一切 兒子 女兒 孫子 孫女全部
沒有 你聽了不恐怖嗎？你的錢也是空啊 你的房子也

以本尊的誓去做超度 所以才有千艘法船的超度
它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你有了本尊以後 很容易啊 你
要進入內法 進入無上密 你在無上密的時候 你做任
何事情 你都是本尊在做 不是你啊！這個很重要 跟
大家講
小明跟一位美女講：﹁美女 我可以抱抱你嗎？﹂
美女講：﹁只要錢到位 一切都好說 ﹂了解嗎？小明
毫不猶豫地吞了小小一塊錢的硬幣 然後緊緊地抱住這
個美女說：﹁錢已經到胃了 ﹂︵笑︶這個差很遠喔
病人問醫生：﹁醫生 我怎麼老生不出孩子啊？﹂
醫生講：﹁從檢查的結果來看 應該是男方有問題 ﹂
病人講：﹁上一家醫院也是這麼講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
搬到北方了 ﹂︵笑︶這個都是誤會 什麼男方有問
題 他就搬到北方
別人都用動物來比喻你有的各種優點 我也給自己
的老婆編了一段：﹁她有麒麟的臂 有大象的腿 有狗
熊的腰 有老虎的背 是紋的眉 是漂的嘴 染的指
甲 ﹂晚上我就唸給老婆聽 於是我就有了金錢豹的皮
跟熊貓的眼 ︵笑︶熊貓的眼睛 兩個都是黑的 金錢
豹的皮 哪裡都是烏青︵臺語︶ 全身瘀青
釋迦牟尼佛跟你講 要看透這些 你說 愛情 有
一條歌叫︽愛你一萬年︾ 愛你一萬年？騙肖欸︵台
語︶ 那是騙人的歌

是空啊 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啊 房子也不是你的啊
車子也不是你的啊 聽了不恐怖嗎？我一無所有啊！不
恐怖嗎？
當然恐怖啊 我的都沒有 有時候打坐 一打坐
哇 進到黑漆桶裡面 有的人打坐 一下子騰空起來
了 哇 飛得好高好高 他嚇死了：﹁哎唷喂呀！等一
下跌下去怎麼辦？﹂會恐怖的 你沒有什麼依靠 上面
沒有靠 下面沒有靠 左邊沒有靠 右邊沒有靠 你整
個人在虛空中 變成 就是一個人你坐在虛空中 你不
嚇死啊？真的很恐怖啊 這個就是恐怖 恐怖 恐怖
︵笑︶ 這是第一恐怖的經典︵臺語︶
不畏 你也不拒絕它 釋迦牟尼佛講的 你也不拒
絕 師尊已經解釋了 ﹁什麼都沒有﹂就是實相 實相
就是非相 非相就是實相 我已經跟你解釋了 有業才
有相 你沒有業 什麼相都沒有 你也不用輪迴 你也
不用涅槃 是永生的佛 永遠生 永遠存在的佛 菩薩
也是 到了菩薩境界也是 佛 菩薩 緣覺 聲聞 四
聖界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時 所以我講
嘛 那些坐在最高位子上的 一時；最多錢的 一時；
最漂亮的 一時 全部都是一時而已啦 其實什麼都沒
有 這個經典裡面
所以我解釋 能夠知道這個經最重要的意義的時
候 你不會驚 不怖 不畏 當知是人 甚為希有 非
常少的 大部分都害怕失去 你看我們中國秦始皇 他
是想當永遠的皇帝 他到處去求仙丹 吃了可以長生不
老 永遠當秦始皇 一時！漢武帝也是求仙丹 到了泰
山頂去求瑤池金母 希望瑤池金母給他 咚！突然間一

好啦 現在我們講︻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佛告須菩提：
﹁如是！如是！若復有人 得聞是經 不驚 不
怖 不畏 當知是人 甚為希有 ﹂
我告訴大家 看到︻金剛經︼的 聽到盧師尊講法
的 不驚 沒有感覺到很驚奇；不怖 不恐怖；不畏
也不畏懼 這六個字﹁不驚 不怖 不畏﹂非常重要！
大部分來講 聽到︻金剛經︼的 聽到我說法的 其實
會大吃一驚 為什麼？為什麼會大吃一驚？大部分來講
都會很吃驚：﹁哎 ︻金剛經︼它講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沒有哪一個宗教是這樣子講的
除了釋迦牟尼佛 ﹂
釋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 印度教裡面它也講三大
神 色界天 最高的色究竟天 遍淨天有Vishnu；色界
天的初天有大梵天 就是創造神Brahma；欲界天最高
天 大自在天就是Shiva 這是印度教三大神 最高的
三大神 遍淨天Vishnu 大梵天王 另外大自在天│欲
界天最高天 這印度教的三大神 祂都是有形相的 而
且都有寵物 Vishnu祂的寵物就是Garuda 大鵬金翅鳥
就是祂的寵物；大梵天祂的寵物就是天鵝 白天鵝；大
自在天祂的寵物就是白牛 Shiva祂的寵物是白牛
都是有形相的 只有釋迦牟尼佛講根本沒有 沒有
我 沒有你 沒有他 這個大家都大吃一驚：﹁那沒
有 那還有天嗎？﹂連天也沒有！﹁還有地獄嗎？﹂連
地獄也沒有！哎？奇怪了？為什麼釋迦牟尼佛這樣子
講？不是明明講有地獄嗎？有地獄 餓鬼 畜生嗎？因
為在佛的眼中 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真正修到境界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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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仙丹給他 他吃了這一顆仙丹以後就永遠當漢武帝
不死
秦始皇 漢武帝都是豐功偉業的 也都是一時 沒
有所謂永生 沒有的 以前當皇帝就是最高的了 現在
掌有這個權柄最高的 也不過都是一時；有錢也是一樣
啊 都是一時間而已啦；房子 土地都是一時；你的身
體也是一時 你哪裡保有永遠的身體 這世界上從來沒
有這樣子的 我常常講一句話：﹁我活著來就不想活著
回去 ﹂對啊！哪裡有人活著回去的？都是死了 所以
這是一時而已嘛！身體也是一時啊 看透了
釋迦牟尼佛跟你講 要看透這些 你說 愛情 有
一條歌叫﹁愛你一萬年﹂ 愛你一萬年 騙肖欸︵臺
語 笑︶ 那個是騙人的歌 詐騙集團編出來的 ﹁愛
你一萬年﹂ 我告訴你喔 七年 七年之癢 ︵笑︶愛
你一萬年 哪有一萬年？
﹁當知是人 甚為希有 何以故？﹂你看透這個
常常放在心上 慢慢地你會減掉你的欲望 不要緊 無
所謂 沒關係 你就會變成不要緊 無所謂 沒關係
隨順 隨大家吧！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
蜜 是名第一波羅蜜
我這樣子講 ﹁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
蜜 是名第一波羅蜜 ﹂這個很簡單 第一能夠到達彼
岸 就不是第一能夠到達彼岸的 因為不是第一能夠到
達彼岸 所以是第一到達彼岸 這句話應該是可以解
對不對？因為嘛 你到達彼岸就等於沒有到達彼岸 根
本就沒有彼岸 此岸就是彼岸啊！你明白了這個 所以

第一波羅蜜就不是第一波羅蜜 也就是第一波羅蜜 就
是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嗎？
問洗衣店老闆：﹁我的衣服什麼時候能夠洗好？﹂
老闆講：﹁三天後 ﹂我又問了：﹁你們不是講二十四
小時就可以了嗎？﹂老闆就笑了：﹁我們每天只工作八
小時 ﹂
小明當警察 在黑社會裡面做臥底 有一天他給上
級打電話：﹁長官啊 你快點把我調回去吧！我做臥底
已經做到老二了 我怕哪一天老大掛了 我就是黑社會
的老大 ﹂︵笑︶警察臥底的變成黑社會老大
男生宿舍的管理員是一個大媽 有一次小明沒起床
上課 被發現 大媽就跟小明講：﹁你再不起來 我就
寫大字報給你貼在佈告欄 ﹂小明心想：﹁有多大的事
啊？我才不管 ﹂下午才起床去買東西 結果他看到學
校 的 大 字 報 上 面 寫 著 ： ﹁ 405宿 舍 小 明 早 上 硬 不 起
來 ﹂︵笑︶這個是滿嚇人的
現在疫情期間 有一個男的問老闆：﹁疫情期間生
意還好吧？﹂老闆講：﹁哎 不用提了 糟透了 昨天
才賣了一件 今天更糟 ﹂男子就問：﹁一件也沒有賣
嗎？﹂老闆講：﹁今天那個顧客又把昨天買的衣服給退
了 ﹂︵笑︶
公司裡面的老闆講：﹁在公司裡 我是頭 ﹂所有
的職員都講：﹁這個我相信 可是在家裡呢？﹂﹁我當
然也是頭啦！﹂﹁那你的老婆呢？﹂﹁她是脖子 ﹂
﹁為什麼是脖子？﹂﹁因為頭想轉動都得聽脖子 ﹂
︵笑︶
好啦！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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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琉璃光如來能夠消除國家跟國
家之間的病 消除家庭跟家庭之
間的病 消除人跟人之間的病
消除個人身上的病 從最大到最
小 希望世界和平 人間淨土一
切祥和 一切自在 人間沒有災
難
蓮生活佛稱讚﹁真佛般若
藏﹂的動畫製作得非常優美 並
說 今天剛好完成第二八八冊的
書 書名是︽一籃子的奇想︾
一籃子滿滿的奇想 這等於是盧
師尊的想法
接著 蓮生活佛慈悲為同門
釋疑
弟子問：
一 夢中有無形說大聲持
﹃穢跡金剛心咒﹄能把幽靈毀滅
成血海 請問是否真的如此？
二 是否﹃穢跡金剛心咒﹄
同等如﹃獅面空行母心咒﹄的力
量︵一樣銳利︶？
蓮生活佛答：﹃穢跡金剛心咒﹄
力量很大 祂不怕污穢 可以去
除所有的污穢 你能夠持﹃穢跡
金剛心咒﹄ 大聲的持 當然有
那個力量 把幽靈變成血海 是
可以的
﹁﹃穢跡金剛心咒﹄等同於
﹃獅面空行母心咒﹄的力量 一
樣的銳利﹂ 沒有錯

弟子問：請問師佛第二八二冊
︽遇見達摩祖師︾中第一九七
頁 ︿真實皈依的真諦﹀一文
中 密教皈依以氣 脈 明點為
三寶 請問是何義？是何種境
界？
蓮生活佛答：密教有四皈依
﹁南摩古魯貝 南摩不打耶 南
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就是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佛 皈依
法 皈依僧
除了這四種皈依以外 還有
皈依氣 脈 明點 脈就是你身
體的交通 氣就是運輸 明點是
我們身體裡面的寶物 將來明點
會化成光 融入宇宙 這屬於
﹁內法﹂
氣走在脈上 運送明點到五
輪 最後打開五輪 變成五種
光 五佛的宮殿全部都出來 眉
心輪毘盧遮那佛 喉輪阿彌陀
佛 心輪阿 閦 佛 臍輪寶生佛
密輪不空成就佛 這五輪打開
五佛就出現你身體裡面 就顯現
你自己本身的佛性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開示結束後 蓮生活佛慈悲加
持現場及網路上的所有弟子
■

真佛般若藏播放影片 預告蓮生活佛第２８７冊文集﹁小語與小詩﹂
二○二二年一月十日全球同步發行
西雅圖雷藏寺訊／ 二○二二 年一
月一日星期六晚上八點 同修完
﹁藥師佛本尊法﹂之後 蓮生活
佛盧勝彥祈求藥師琉璃光王佛讓
全世界的瘟疫 病毒剎那完全消
失 祈請藥師琉璃光王佛放光接
引有緣與無緣中陰往生琉璃光淨
土 祈請藥師佛消除眾生的疾
病 接著 ﹁真佛般若藏﹂播放
影片 預告蓮生活佛第二八七冊
文集︽小語與小詩︾將在二○二
二年一月十日全球同步發行 新
書的封面是蓮生活佛二○○九年
十二月的畫作﹁人生之路﹂ 也
會附贈二○一二年十月的畫作
﹁飛出生命的框框﹂圖片 回饋
讀者
接著 蓮生活佛開示說：藥
師琉璃光王佛屬於東方 祂的淨
土是琉璃光世界 根據藥師琉璃
光王佛的本願經 祂發了很多的
願 其中有一條是祂希望眾生的
疾病都能夠消除 人的病很多
像貪的病 瞋的病 愚痴的病
吃醋的病 嫉妒的病 心裡很多
黑暗的這種病 比那些有形的病
所帶來的障礙更多
今天是二○二二年一月一
號 先跟大家講：﹁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我們希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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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藥師琉璃光王佛本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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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
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
羅蜜，是㈴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
須菩提！
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
於爾時，無我相、無㆟相、無眾生
相、無壽者相。
何以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我
相、㆟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
瞋恨。

我

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
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
尊﹁摩訶雙蓮池蓮花童子﹂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同門 大家晚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
︵粵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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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Xin chào︵越南語：你好︶ 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今天是My 古魯耶穌基督的聖誕 祂也是我的古
魯 也是我的老師 所以唱個生日歌︵師尊唱印尼生日
歌︶Merry Christmas Happy Birthday 耶穌基督祂
這一生當中 實在是很辛苦 我們知道的 祂出生在伯
利恆 而且出生很卑微 是在馬槽出生的 那時候天上
有一顆星很大 在波斯東方的聖人看到這一顆星 有三
個doctor博士從波斯騎著駱駝 到了伯利恆去看耶穌
去找這顆星
那時候是羅馬大帝國的時候 他去跟羅馬大帝國的
國王講 有一個這一顆星就代表著 將來這個小孩子出
生會當王 羅馬帝國的王 心也很害怕 說你們看完了
回來就要告訴我 三個博士尋著這一顆大星 找到了耶
穌 獻上了禮物給耶穌基督 象徵著祂將來會當王 但

是三個博士雖然見了羅馬的大帝國的王 但是他沒有回
去告訴他耶穌在哪裡 然後三個博士就回到波斯去了
羅馬大帝國的王非常的惶恐 將來這個小孩子起來
會取代他的王位 所以他就把那個地方剛剛出生的小孩
子全部殺掉 有這一段的事情 但是 瑪麗亞跟約瑟
就是木匠爸爸 就帶著耶穌逃到埃及 等羅馬大帝國的
王過世 他們才再回到拿撒勒Nazareth這個地方 所以
從小祂就很多災難
再來 祂在當木匠的兒子一段時間以後 突然之間
失蹤 祂的生命就等於是說沒有訊息 也就是說祂本身
來講 有幾年當中根本沒有記載祂的經過 結果三十歲
的時候就出來了 三十歲就是出來弘法 失蹤的那幾
年 大家都不知道祂到那裡去了？傳說祂到了喜馬拉雅
山 祂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跟紅色的 祂也跟佛教的喇嘛
一樣 祂穿的 你看祂每一次穿的衣服就是披著袍 那
個喇嘛裝 喇嘛披袍而且方向也是一樣的 同樣都是披
那種袍 紅色的就是紅教 白色是指白教
祂在︻新約全書︼裡面所講的法 包括了三輪體
空 我常常講：﹁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讓左手知道 ﹂另
外 耶穌的慈悲 祂的謙卑跟慈悲是世間的人所做不到
的 人家要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 祂跟祂的上帝祈禱：
﹁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所以求上帝要原諒把祂
釘在十字架上的人 釘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
是釘腳跟釘手 釘手跟釘腳 血一直流 一直痛 一直
流流 流到乾 祂還要原諒把祂釘死的 那時候 那一
省的總督叫做彼拉多 是他下命令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
上 因為就是害怕祂的聲勢太大 把祂釘死
耶穌的意思是講 以祂的血來替眾生洗掉眾生的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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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無壽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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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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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恆 而且出生很卑微 是在馬槽出生的 那時候天上
有一顆星很大 在波斯東方的聖人看到這一顆星 有三
個doctor博士從波斯騎著駱駝 到了伯利恆去看耶穌
去找這顆星
那時候是羅馬大帝國的時候 他去跟羅馬大帝國的
國王講 有一個這一顆星就代表著 將來這個小孩子出
生會當王 羅馬帝國的王 心也很害怕 說你們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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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 獻上了禮物給耶穌基督 象徵著祂將來會當王 但

是三個博士雖然見了羅馬的大帝國的王 但是他沒有回
去告訴他耶穌在哪裡 然後三個博士就回到波斯去了
羅馬大帝國的王非常的惶恐 將來這個小孩子起來
會取代他的王位 所以他就把那個地方剛剛出生的小孩
子全部殺掉 有這一段的事情 但是 瑪麗亞跟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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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 有幾年當中根本沒有記載祂的經過 結果三十歲
的時候就出來了 三十歲就是出來弘法 失蹤的那幾
年 大家都不知道祂到那裡去了？傳說祂到了喜馬拉雅
山 祂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跟紅色的 祂也跟佛教的喇嘛
一樣 祂穿的 你看祂每一次穿的衣服就是披著袍 那
個喇嘛裝 喇嘛披袍而且方向也是一樣的 同樣都是披
那種袍 紅色的就是紅教 白色是指白教
祂在︻新約全書︼裡面所講的法 包括了三輪體
空 我常常講：﹁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讓左手知道 ﹂另
外 耶穌的慈悲 祂的謙卑跟慈悲是世間的人所做不到
的 人家要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 祂跟祂的上帝祈禱：
﹁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所以求上帝要原諒把祂
釘在十字架上的人 釘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
是釘腳跟釘手 釘手跟釘腳 血一直流 一直痛 一直
流流 流到乾 祂還要原諒把祂釘死的 那時候 那一
省的總督叫做彼拉多 是他下命令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
上 因為就是害怕祂的聲勢太大 把祂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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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原來的罪業 祂有很多道理 耶穌有很多道理 是
我們佛教徒來講起來 也是很尊敬的 像師尊來講 很
尊敬耶穌基督 所有︽使徒行傳︾裡面的︿登山寶
訓﹀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它們裡面所講的道理 包括保羅所寫的是
書信︿哥林多前書﹀ ︿帖撒羅尼迦﹀這些前後書︿哥
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帖撒羅尼迦﹀很多的
保羅所寫的書信 在︻新約全書︼裡面也可以看到 耶
穌本身祂在救世的精神非常偉大
祂保有這個赤子之心 祂三十三歲就被釘十字架
弘法只有三年 我們這裡有供耶穌的像 在大梵天王底
下 那是耶穌的像 你們可以往後面看 這裡供有耶穌
的像 所以很多基督徒 天主教徒 多猶太教的 他們
來覺得很奇怪 明明是Buddha Temple 為什麼還供有
耶穌？師尊以前是基督教 基督教受洗 耶穌的教訓跟
佛教佛陀的教訓 很多是一樣的 像︻金剛經︼裡面講
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右手做的善事不能
讓左手知道﹂ 你在布施的時候 不要讓自己知道你在
布施 你不能存著布施想而去布施 不為什麼而布施
耶穌是個菩薩 一樣的為眾生想 祂講：﹁人家拿
走你的外衣 你連內衣都要拿給他﹂ 他偷了你的外
衣 你連內衣都要給他 偷了你的外褲 連內褲都要脫
給他 這是什麼精神啊？我常常講一句話 你們錢包丟
了 錢丟了 你不要傷心沮喪 因為你不用的錢 有人
用 你應該高興 你不用的錢有人用 錢本來就是要用
的 你放在錢包裡面給人家偷走了 反正有人用 你不
用傷心 很多事情 耶穌基督的教訓 跟我們世間的人
所想像的是不太一樣 祂完全是為公而不為私 我們曉
得替別人想就是菩薩 耶穌也是替別人想 包括祂死的

時候 也是替別人想 這就是耶穌的精神 也是蓮花童
子的精神
今天是聖誕節 師尊是不會排斥什麼宗教的 我不
會 他們都有他們的道理 像印度教來講 我們裡面
你看黑色的騎著大白牛的是Shiva；跟著鶴的旁邊有天
鵝的是Brahma；再底下騎著Garuda是Vishnu 那邊拿著
琴的是沙拉沙底︵妙音天︶；騎著老虎的是卡莉；中間
擋到的是大吉祥天︵摩訶室利耶︶ 那邊還有Ganesh
還有猴神 那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四大神 所有的都在
那裡 印度教也有印度教的道理 你要懂得 師尊也研
究穆斯林 大家知道的 師尊把整本︻古蘭經︼全部看
完的 猶太教信仰︻舊約聖經︼ 從︿創世紀﹀ ︿出
埃及記﹀ 到︿利末記﹀ ︿申命記﹀ 一共有六個
記 包括大衛王的詩篇 ︻舊約聖經︼裡面 師尊也全
部都有研究
舊約 新約 另外 猶太教 天主教 羅馬帝國的
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就是現在的教
廷 天主教的教廷梵蒂岡 有教宗的 東方正教就變成
東正教 現在目前在土耳其跟希臘是最多的 東正教
希臘 是天主教分出來的 他們分出來 所以 天主
教 東正教 基督教 穆斯林 猶太教是同一個上帝
佛教是從印度教裡面 有印度教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釋
迦牟尼佛再出來弘法 創立新的佛教 這是屬於世界性
的宗教 他們的道理都還是有 其中的道理都是有的
講個笑話吧 大家輕鬆一下 現在的五種流行 餐
廳流行沒有菜單的料理 你吃過沒有？沒有菜單料理
師尊吃過 進去不用點菜 沒有菜單的 我今天做什麼
給你 你說大約多少錢 你就來 幾個人一起做 他做
的很精緻 每樣東西一直做 做給你吃 吃完了看多少

Ｑ

錢 餐廳流行沒有菜單的料理 師尊吃過 在台中叫做
火氣大﹁Forchetta﹂ 在地中海的地方叫做叉子 他
的餐館叫做Forchetta Forchetta是叉子 刀叉的叉
聽過沒有？台中有一家 無菜單料理 很貴的 但是東
西都是非常精緻 做得很好
在教育上流行 沒有課綱的教學 媒體在流行 沒
有內容的新聞 政治在流行 沒有憲法的治理 第五
老百姓只好流行 沒有大腦的生活 這裡面還講了一句
名言：﹁放空才能悟空﹂ 無菜單料理 這邊有在流行
嗎？這邊有嗎？無菜單料理 沒有菜單 但是我在台灣
吃過 那個餐館叫做﹁Forchetta﹂ 日本餐廳也有無
菜單料理 有新鮮的他就弄出來
跟老婆逛街 路過珠寶銀樓店 老婆很撒嬌的對老
公講：﹁老公 你看那個鑽石好美 ﹂我看了鑽石一眼
覺得還好 老婆繼續撒嬌的說：﹁如果能天天看到 那
該多好 ﹂這時候老公講了：﹁妳真的那麼喜歡嗎？﹂
老婆開心地講：﹁對啊！﹂這時老公只好從口袋掏出手
機 對著鑽石拍了照 跟老婆講：﹁拍好了 就放在妳
的口袋天天看 ﹂這個老公很小氣
上班的路上遇到一名乞丐 他雙眼含淚地對我講：
﹁可憐可憐我吧！我都記不得上一次吃飽飯是什麼時候
了？﹂我覺得他挺可憐的 於是就安慰他：﹁加油！總
有一天你會想起來的 ﹂

雜誌

現在我們進行﹁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於﹁你問我答四
十三集﹂問 ﹁大寶廣博樓閣 是誰的地方？我
知道 但我是我不講 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
舞自在答曰：按︻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
經︼經中提到 久遠劫前 釋迦牟尼佛為淨居天子時
傳了﹁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給三位發心仙
人 仙人名為﹁寶髻﹂ ﹁金髻﹂ ﹁金剛髻﹂ 三位
仙人以此陀羅尼修持得成就後 佛名為﹁摩尼寶花幢王
如來﹂ ﹁種種摩尼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經典中 釋迦牟尼佛以威神力打開樓閣門 出現了
三位如來 也就是﹁摩尼寶花幢王如來﹂ ﹁種種摩尼
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這從字面上答案 大寶廣博樓閣是此三尊如來的處
所 不過 經中說道 此﹃陀羅尼咒﹄為﹁一切如來祕
密心 一切如來母﹂共同加持護持；﹁此陀羅尼能滅一
切罪 是諸如來祕密之藏﹂ 所以弟子以為 此樓閣雖
示現為三尊如來處所 實為﹁一切如來﹂之處所 以上
小小體悟請師尊點評！
回答一：這是台灣舞自在他去查出來的 我上回講
到︻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 問這個是誰的
地方？三尊如來的地方 舞自在講 實為一切如來之處
所 你們有什麼意見？如果還有意見 能夠講的出來
的 有獎；講不出來 那就是舞自在對
我告訴你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有
幾點 祂這個合起來成為形狀的 就是﹁摩尼寶花幢王
如來﹂ ﹁種種摩尼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合
起來有形相的有三如來 如果把祂分散了 就是整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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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原來的罪業 祂有很多道理 耶穌有很多道理 是
我們佛教徒來講起來 也是很尊敬的 像師尊來講 很
尊敬耶穌基督 所有︽使徒行傳︾裡面的︿登山寶
訓﹀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使徒行傳︾它們裡面所講的道理 包括保羅所寫的是
書信︿哥林多前書﹀ ︿帖撒羅尼迦﹀這些前後書︿哥
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帖撒羅尼迦﹀很多的
保羅所寫的書信 在︻新約全書︼裡面也可以看到 耶
穌本身祂在救世的精神非常偉大
祂保有這個赤子之心 祂三十三歲就被釘十字架
弘法只有三年 我們這裡有供耶穌的像 在大梵天王底
下 那是耶穌的像 你們可以往後面看 這裡供有耶穌
的像 所以很多基督徒 天主教徒 多猶太教的 他們
來覺得很奇怪 明明是Buddha Temple 為什麼還供有
耶穌？師尊以前是基督教 基督教受洗 耶穌的教訓跟
佛教佛陀的教訓 很多是一樣的 像︻金剛經︼裡面講
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右手做的善事不能
讓左手知道﹂ 你在布施的時候 不要讓自己知道你在
布施 你不能存著布施想而去布施 不為什麼而布施
耶穌是個菩薩 一樣的為眾生想 祂講：﹁人家拿
走你的外衣 你連內衣都要拿給他﹂ 他偷了你的外
衣 你連內衣都要給他 偷了你的外褲 連內褲都要脫
給他 這是什麼精神啊？我常常講一句話 你們錢包丟
了 錢丟了 你不要傷心沮喪 因為你不用的錢 有人
用 你應該高興 你不用的錢有人用 錢本來就是要用
的 你放在錢包裡面給人家偷走了 反正有人用 你不
用傷心 很多事情 耶穌基督的教訓 跟我們世間的人
所想像的是不太一樣 祂完全是為公而不為私 我們曉
得替別人想就是菩薩 耶穌也是替別人想 包括祂死的

時候 也是替別人想 這就是耶穌的精神 也是蓮花童
子的精神
今天是聖誕節 師尊是不會排斥什麼宗教的 我不
會 他們都有他們的道理 像印度教來講 我們裡面
你看黑色的騎著大白牛的是Shiva；跟著鶴的旁邊有天
鵝的是Brahma；再底下騎著Garuda是Vishnu 那邊拿著
琴的是沙拉沙底︵妙音天︶；騎著老虎的是卡莉；中間
擋到的是大吉祥天︵摩訶室利耶︶ 那邊還有Ganesh
還有猴神 那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四大神 所有的都在
那裡 印度教也有印度教的道理 你要懂得 師尊也研
究穆斯林 大家知道的 師尊把整本︻古蘭經︼全部看
完的 猶太教信仰︻舊約聖經︼ 從︿創世紀﹀ ︿出
埃及記﹀ 到︿利末記﹀ ︿申命記﹀ 一共有六個
記 包括大衛王的詩篇 ︻舊約聖經︼裡面 師尊也全
部都有研究
舊約 新約 另外 猶太教 天主教 羅馬帝國的
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就是現在的教
廷 天主教的教廷梵蒂岡 有教宗的 東方正教就變成
東正教 現在目前在土耳其跟希臘是最多的 東正教
希臘 是天主教分出來的 他們分出來 所以 天主
教 東正教 基督教 穆斯林 猶太教是同一個上帝
佛教是從印度教裡面 有印度教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釋
迦牟尼佛再出來弘法 創立新的佛教 這是屬於世界性
的宗教 他們的道理都還是有 其中的道理都是有的
講個笑話吧 大家輕鬆一下 現在的五種流行 餐
廳流行沒有菜單的料理 你吃過沒有？沒有菜單料理
師尊吃過 進去不用點菜 沒有菜單的 我今天做什麼
給你 你說大約多少錢 你就來 幾個人一起做 他做
的很精緻 每樣東西一直做 做給你吃 吃完了看多少

Ｑ

錢 餐廳流行沒有菜單的料理 師尊吃過 在台中叫做
火氣大﹁Forchetta﹂ 在地中海的地方叫做叉子 他
的餐館叫做Forchetta Forchetta是叉子 刀叉的叉
聽過沒有？台中有一家 無菜單料理 很貴的 但是東
西都是非常精緻 做得很好
在教育上流行 沒有課綱的教學 媒體在流行 沒
有內容的新聞 政治在流行 沒有憲法的治理 第五
老百姓只好流行 沒有大腦的生活 這裡面還講了一句
名言：﹁放空才能悟空﹂ 無菜單料理 這邊有在流行
嗎？這邊有嗎？無菜單料理 沒有菜單 但是我在台灣
吃過 那個餐館叫做﹁Forchetta﹂ 日本餐廳也有無
菜單料理 有新鮮的他就弄出來
跟老婆逛街 路過珠寶銀樓店 老婆很撒嬌的對老
公講：﹁老公 你看那個鑽石好美 ﹂我看了鑽石一眼
覺得還好 老婆繼續撒嬌的說：﹁如果能天天看到 那
該多好 ﹂這時候老公講了：﹁妳真的那麼喜歡嗎？﹂
老婆開心地講：﹁對啊！﹂這時老公只好從口袋掏出手
機 對著鑽石拍了照 跟老婆講：﹁拍好了 就放在妳
的口袋天天看 ﹂這個老公很小氣
上班的路上遇到一名乞丐 他雙眼含淚地對我講：
﹁可憐可憐我吧！我都記不得上一次吃飽飯是什麼時候
了？﹂我覺得他挺可憐的 於是就安慰他：﹁加油！總
有一天你會想起來的 ﹂

雜誌

現在我們進行﹁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於﹁你問我答四
十三集﹂問 ﹁大寶廣博樓閣 是誰的地方？我
知道 但我是我不講 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
舞自在答曰：按︻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
經︼經中提到 久遠劫前 釋迦牟尼佛為淨居天子時
傳了﹁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給三位發心仙
人 仙人名為﹁寶髻﹂ ﹁金髻﹂ ﹁金剛髻﹂ 三位
仙人以此陀羅尼修持得成就後 佛名為﹁摩尼寶花幢王
如來﹂ ﹁種種摩尼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經典中 釋迦牟尼佛以威神力打開樓閣門 出現了
三位如來 也就是﹁摩尼寶花幢王如來﹂ ﹁種種摩尼
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這從字面上答案 大寶廣博樓閣是此三尊如來的處
所 不過 經中說道 此﹃陀羅尼咒﹄為﹁一切如來祕
密心 一切如來母﹂共同加持護持；﹁此陀羅尼能滅一
切罪 是諸如來祕密之藏﹂ 所以弟子以為 此樓閣雖
示現為三尊如來處所 實為﹁一切如來﹂之處所 以上
小小體悟請師尊點評！
回答一：這是台灣舞自在他去查出來的 我上回講
到︻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 問這個是誰的
地方？三尊如來的地方 舞自在講 實為一切如來之處
所 你們有什麼意見？如果還有意見 能夠講的出來
的 有獎；講不出來 那就是舞自在對
我告訴你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有
幾點 祂這個合起來成為形狀的 就是﹁摩尼寶花幢王
如來﹂ ﹁種種摩尼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合
起來有形相的有三如來 如果把祂分散了 就是整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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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師尊好 請問師尊 唸︻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之後 再加三遍﹁摩訶般若波羅蜜
多﹂是可以的嗎？
回答二：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後 再加三
遍﹁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可以的嗎？他是問這個問
題 ﹁摩訶﹂就是大 ﹁般若﹂就是智慧 ﹁波羅蜜
多﹂也就是﹁大智慧到達彼岸﹂ 這個︻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之後 也就是那個咒﹁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就是這個咒 這個咒就
是﹁用大智慧到達彼岸﹂ 大智慧到達彼岸就是摩訶般
若波羅蜜多 你加三遍 當然可以 加十遍也可以 唸
一百遍也可以 你唸一千遍 也可以 你唸一整天 也
可以 對不對？你唸個一個月 一年都可以 隨便你
唸 都是正確的嘛！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
梭哈 ﹂跟﹁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一樣的 我們常常
唸：﹁摩訶般若波羅蜜！﹂ 你看電影裡面經常在這樣
子唸 那個飛行仙一面飛一面唸﹁摩訶般若波羅蜜！摩

宙意識的法身 也就是講三尊如來可以瀰六合 這個宇
宙意識可以瀰布 也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一切如來 那
個才叫做大寶廣大 博是無窮盡的意思 廣大無窮盡就
是瀰六合 大寶其實是一切如來的尊稱 就叫大寶 所
以 成形就是三尊如來 廣博就是大寶 大寶就是一切
如來 我的解釋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舞自在所寫的是
正確的

人 釋迦牟尼佛也曾經是忍辱仙人 祂在說法當中 也
不知道是有意無意 對著這個歌利王的四個妃子 歌利
王他有幾個愛妃 這個忍辱仙人在樹底下說法 我是比
喻 在樹底下說法 歌利王的四個愛妃看到有仙人在說
法 她去聽 忍辱仙人講得很高興 講佛法給四個愛妃
聽 這個一講 歌利王看到自己的愛妃跟著一個陌生的
男人在那邊很親密地聽祂的法 心裡產生嫉妒：﹁那幾
個愛妃從來沒有那樣子合掌 對著那個仙人合掌那麼恭
敬！那幾個愛妃從來沒有對我那麼恭敬 居然對那個人
那麼恭敬！﹂心裡就產生了嫉妒了：﹁把那個仙人抓
來！﹂不是宣仁法師︵笑︶ ﹁把仙人抓來！﹂怎麼樣
子？﹁砍祂的手 砍祂的腳 砍祂的手指頭 挖祂的眼
睛 然後一截一截地砍！﹂
﹁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 釋迦牟尼佛以前被
歌利王割截身體 ﹁我於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一截一截被歌利王
割截身體的時候 如果我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
相 應生瞋恨 ﹂你說：﹁不恨嗎？﹂耶穌基督 被釘
十字架的時候 祂有沒有恨？如果祂有恨 就不是耶穌
基督 釘十字架苦不苦啊？那個釘子 很利的釘子 從
這裡釘下去 釘在十字架上 兩隻腳交叉 這樣子釘下
去 血這樣流出來 苦不苦？痛不痛？痛 耶穌基督也
是這樣子被釘死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當忍辱仙人的時候也是一樣 傳
法的時候被歌利王手指頭砍掉 一截一截地砍 身子一
截一截地砍 祂心中有沒有恨啊？兩個可以比較喔 耶
穌基督與釋迦牟尼佛 節節支解啊 一截一截地被砍
你說你這個手被刀片割掉一半的時候 就已經痛得

現在講︻金剛經︼ 講到哪裡了？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 是
名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
當然 忍辱波羅蜜 最高的忍辱 就是非忍辱波
羅蜜 因為無我嘛 還要忍什麼？不用忍 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還忍什麼？就沒有忍
啊！所以忍辱波羅蜜就是非忍辱波羅蜜 也就是忍辱波
羅蜜 這個六波羅蜜其中一種 就是你能夠忍一切的侮
辱到達彼岸 為什麼是非忍辱呢？無我相 無人相 無
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月球
上 忍辱什麼？又沒有人罵你 又沒有人被罵 又沒有
罵這個東西 那你還忍辱什麼？
因為不用忍辱 所以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你自己本身已經完全放空了 你根本就
不用忍辱 人家罵你什麼 馬耳東風 從這個耳朵進
去 從這個耳朵出去 根本不放在我的心上 你還忍什
麼？不用忍！不用忍就是忍辱波羅蜜
所以﹁須菩提！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辱波羅
蜜 是名忍辱波羅蜜 ﹂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就可以
解釋了 你不用忍 因為你不放在心上 你還忍什麼？

訶般若波羅蜜！﹂師尊也常常這樣子唸 有時間就唸
你唸三遍可以 唸多變也可以 隨便你唸 是很好的
這是梵文唸﹁大智慧到達彼岸﹂ 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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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忍不住的 就是有我相 你才忍不住 人家講你一
句話 暴跳如雷 講：﹁我殺了你！﹂︵笑︶受一點屈
辱 哇！不得了啦！喔 真的！要懂︻金剛經︼啊！你
讀了那麼多的︻金剛經︼都不懂 不用忍辱就是忍辱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還忍什麼？
不用忍了 你把自己放空了 沒有我 誰罵你啊？都罵
不到
那些世俗人 那些世俗的眾生 那些人渣 人渣才
會罵人 才會打人 都是人渣；不用罵 不用打 無我
啊 什麼都沒有 ﹁忍辱波羅蜜﹂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我解釋得很清楚 沒有人罵你 你還要忍辱什麼？沒有
被罵的人 你還忍辱什麼？也沒有罵的東西 像剛剛我
講的 ﹁人渣！﹂就是在罵人 這個人是人渣 這個真
的是垃圾啊！garbage！dirty！yuck！你係豬頭皮！
︵粵語︶ 這個都是罵人的 唉 你媽好 媽你好 這
都是罵人的 You mother good︵笑︶
所以忍辱波羅蜜 你要看得懂︻金剛經︼ 無所謂
啦！隨便你啦！不要緊！罵就罵吧！反正也沒事 罵也
罵不死 對不對？不要打 不要動手就好 君子動口不
動手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 我於
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何以
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應生瞋恨
當然 這個當然 如果一般人來講 當然 太苦
了！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很早以前 祂是一個 我們都
稱為仙人 祂們有成就的 我們都稱為仙人 像忍辱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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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師尊好 請問師尊 唸︻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之後 再加三遍﹁摩訶般若波羅蜜
多﹂是可以的嗎？
回答二：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後 再加三
遍﹁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可以的嗎？他是問這個問
題 ﹁摩訶﹂就是大 ﹁般若﹂就是智慧 ﹁波羅蜜
多﹂也就是﹁大智慧到達彼岸﹂ 這個︻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之後 也就是那個咒﹁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就是這個咒 這個咒就
是﹁用大智慧到達彼岸﹂ 大智慧到達彼岸就是摩訶般
若波羅蜜多 你加三遍 當然可以 加十遍也可以 唸
一百遍也可以 你唸一千遍 也可以 你唸一整天 也
可以 對不對？你唸個一個月 一年都可以 隨便你
唸 都是正確的嘛！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
梭哈 ﹂跟﹁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一樣的 我們常常
唸：﹁摩訶般若波羅蜜！﹂ 你看電影裡面經常在這樣
子唸 那個飛行仙一面飛一面唸﹁摩訶般若波羅蜜！摩

宙意識的法身 也就是講三尊如來可以瀰六合 這個宇
宙意識可以瀰布 也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一切如來 那
個才叫做大寶廣大 博是無窮盡的意思 廣大無窮盡就
是瀰六合 大寶其實是一切如來的尊稱 就叫大寶 所
以 成形就是三尊如來 廣博就是大寶 大寶就是一切
如來 我的解釋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舞自在所寫的是
正確的

人 釋迦牟尼佛也曾經是忍辱仙人 祂在說法當中 也
不知道是有意無意 對著這個歌利王的四個妃子 歌利
王他有幾個愛妃 這個忍辱仙人在樹底下說法 我是比
喻 在樹底下說法 歌利王的四個愛妃看到有仙人在說
法 她去聽 忍辱仙人講得很高興 講佛法給四個愛妃
聽 這個一講 歌利王看到自己的愛妃跟著一個陌生的
男人在那邊很親密地聽祂的法 心裡產生嫉妒：﹁那幾
個愛妃從來沒有那樣子合掌 對著那個仙人合掌那麼恭
敬！那幾個愛妃從來沒有對我那麼恭敬 居然對那個人
那麼恭敬！﹂心裡就產生了嫉妒了：﹁把那個仙人抓
來！﹂不是宣仁法師︵笑︶ ﹁把仙人抓來！﹂怎麼樣
子？﹁砍祂的手 砍祂的腳 砍祂的手指頭 挖祂的眼
睛 然後一截一截地砍！﹂
﹁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 釋迦牟尼佛以前被
歌利王割截身體 ﹁我於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
生相 無壽者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一截一截被歌利王
割截身體的時候 如果我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
相 應生瞋恨 ﹂你說：﹁不恨嗎？﹂耶穌基督 被釘
十字架的時候 祂有沒有恨？如果祂有恨 就不是耶穌
基督 釘十字架苦不苦啊？那個釘子 很利的釘子 從
這裡釘下去 釘在十字架上 兩隻腳交叉 這樣子釘下
去 血這樣流出來 苦不苦？痛不痛？痛 耶穌基督也
是這樣子被釘死
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當忍辱仙人的時候也是一樣 傳
法的時候被歌利王手指頭砍掉 一截一截地砍 身子一
截一截地砍 祂心中有沒有恨啊？兩個可以比較喔 耶
穌基督與釋迦牟尼佛 節節支解啊 一截一截地被砍
你說你這個手被刀片割掉一半的時候 就已經痛得

現在講︻金剛經︼ 講到哪裡了？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 是
名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
當然 忍辱波羅蜜 最高的忍辱 就是非忍辱波
羅蜜 因為無我嘛 還要忍什麼？不用忍 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還忍什麼？就沒有忍
啊！所以忍辱波羅蜜就是非忍辱波羅蜜 也就是忍辱波
羅蜜 這個六波羅蜜其中一種 就是你能夠忍一切的侮
辱到達彼岸 為什麼是非忍辱呢？無我相 無人相 無
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月球
上 忍辱什麼？又沒有人罵你 又沒有人被罵 又沒有
罵這個東西 那你還忍辱什麼？
因為不用忍辱 所以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你自己本身已經完全放空了 你根本就
不用忍辱 人家罵你什麼 馬耳東風 從這個耳朵進
去 從這個耳朵出去 根本不放在我的心上 你還忍什
麼？不用忍！不用忍就是忍辱波羅蜜
所以﹁須菩提！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辱波羅
蜜 是名忍辱波羅蜜 ﹂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就可以
解釋了 你不用忍 因為你不放在心上 你還忍什麼？

訶般若波羅蜜！﹂師尊也常常這樣子唸 有時間就唸
你唸三遍可以 唸多變也可以 隨便你唸 是很好的
這是梵文唸﹁大智慧到達彼岸﹂ 就是這個意思

Ｑ

就是忍不住的 就是有我相 你才忍不住 人家講你一
句話 暴跳如雷 講：﹁我殺了你！﹂︵笑︶受一點屈
辱 哇！不得了啦！喔 真的！要懂︻金剛經︼啊！你
讀了那麼多的︻金剛經︼都不懂 不用忍辱就是忍辱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你還忍什麼？
不用忍了 你把自己放空了 沒有我 誰罵你啊？都罵
不到
那些世俗人 那些世俗的眾生 那些人渣 人渣才
會罵人 才會打人 都是人渣；不用罵 不用打 無我
啊 什麼都沒有 ﹁忍辱波羅蜜﹂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我解釋得很清楚 沒有人罵你 你還要忍辱什麼？沒有
被罵的人 你還忍辱什麼？也沒有罵的東西 像剛剛我
講的 ﹁人渣！﹂就是在罵人 這個人是人渣 這個真
的是垃圾啊！garbage！dirty！yuck！你係豬頭皮！
︵粵語︶ 這個都是罵人的 唉 你媽好 媽你好 這
都是罵人的 You mother good︵笑︶
所以忍辱波羅蜜 你要看得懂︻金剛經︼ 無所謂
啦！隨便你啦！不要緊！罵就罵吧！反正也沒事 罵也
罵不死 對不對？不要打 不要動手就好 君子動口不
動手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 我於
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何以
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應生瞋恨
當然 這個當然 如果一般人來講 當然 太苦
了！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很早以前 祂是一個 我們都
稱為仙人 祂們有成就的 我們都稱為仙人 像忍辱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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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痛不痛啊？耳朵割下來痛不痛啊？鼻子割下來痛不
痛啊？心裡有沒有怨恨？有沒有？沒有？你試看看有沒
有 要不要試看看？尾指就好 尾指給你砍掉一截就好
︵笑︶
我們世間的人是受不了的 我也受不了 師尊也
受不了 有一次 我被門板 因為門推出去 推門進
去 然後一隻手手指頭還沒有伸過來 那個門因為有彈
性吧 ﹁砰﹂就過來 這個手指頭就被 ﹁啊！﹂慘叫
一聲 心裡有沒有恨？不好意思罵 心裡三字經
這個門怎麼有彈性這樣子做的 開門進去 手還
沒過來它就﹁砰﹂ 因為你手扳著門框 這樣子回來這
樣斬下去 怎麼不痛？都馬上瘀青了︵臺語︶ 這樣
就已經烏青了 怎麼不痛呢？氣死我了 心裡很埋怨：
﹁誰弄的？××× ﹂心理上就已經埋怨 這是有我
相！你看釋迦牟尼佛跟耶穌一樣 忍辱波羅蜜 被釘十
字架的 被歌利王這樣子割截身體的 這個厲害
應生瞋恨 如果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
相 應生瞋恨 一定會埋怨的 所以世間的人大部分都
是有我相 你要學到釋迦牟尼佛說：﹁無我相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身體被砍 被挖掉眼睛 被
割掉耳朵 手指頭被斬斷 然後身體全部統統斬成肉
醬 這樣不會生瞋恨？老子才不相信！︵笑︶真的不信
哎！但是仙人不一樣啊 祂是成就者 祂是開悟者啊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那是開悟者
那是聖人啊！
所以今天你們學佛記得 小小的一個忍辱都忍不
何況這樣子大的痛苦 你哪裡能夠忍得了啊？你一
一恨 一有瞋恨 你就是業了 就是下三途！轉世

了
瞋

什麼佛教說﹁不殺生﹂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你殺了生
﹁做雞做鳥無了時 讓你趕快去轉世 ﹂以前都要唸這
一句 殺雞 以前我媽媽也殺雞 殺雞的時候她都唸：
﹁做雞做鳥無了時 讓你趕快去轉世﹂︵臺語︶ 為什
麼要唸這一句？翻成國語就是﹁做雞做鳥無了時 讓你
趕快去轉世﹂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們在美國或者是西方國家做餐館的弟子非常
多 記得：殺生的時候唸﹃往生咒﹄ 觀想這條魚復
原 然後飛上虛空 觀想你的本尊把這條魚接到祂的淨
土去 然後唸﹃往生咒﹄：﹁南摩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
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毗 阿彌利哆 悉耽婆
毗 阿彌利哆 毗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毗迦蘭多 伽彌
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梭哈 ﹂ ﹁嗡 阿悲拉吽
堪查拉 梭哈 ﹂唸﹃往生咒﹄ 唸﹃文殊往生咒﹄
以咒的力量把牠們超度
因為華人在西方國家做餐館的非常多 他們每天也
是要殺生殺很多的 所以要唸咒 時時 像我們一樣
吃的時候也一樣做供養 做超度 所以不殺生的 我們
是需要這樣子做 否則牠們生了瞋恨心 將來你就是牠
的敵人
這一段 釋迦牟尼佛：﹁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
體 我於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應生瞋恨 ﹂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
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是故須菩
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這
個明天再講好了

就變成仇人 不得了 就一定要報仇的 所以︻金剛
經︼真的是非常高超 非常偉大的經典 這四個偈︵當
中的︶無我相 你學無我相就好 無我相你學成了 你
已經到達彼岸 你就成就了
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 你們稍微心中想一
想 真的 不容易 忍辱仙人 當人割截你的身體的時
候 節節給他支解的時候 你心中一點埋怨都沒有 我
講了 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祂心中有恨嗎 有瞋恨
嗎？沒有 祂是為了救眾生的共業 所以心不生瞋恨
祂才能夠是耶穌基督 祂是﹁萬王之王﹂ 釋迦牟尼佛
也是一樣 這有相同之處 祂在被釘十字架之前 祂還
跟上帝禱告 原諒那些釘祂上十字架的人 因為他們所
做的 他們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今天聖誕節的時候講
的 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前 祂就原諒釘祂十字架的人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 早就三字經一直罵 罵不
停 那時候 那一省的總督叫做彼拉多 早就把他罵慘
了：﹁居然判我釘十字架！什麼東西？我是耶穌基督
我馬上叫你寝る 就是Game Over︵笑︶ 我不只是教
你叫寝る 你爸爸 媽媽 兄弟姐妹 你的全族的人
全部Game Over 全部出局！﹂他的恨有多深 被釘十
字架那種恨 一般人如果被釘十字架那種恨有多深？一
般人被割掉鼻子 割掉耳朵 手指頭被斬斷 那種恨有
多深？經典也講﹁應該生瞋恨﹂ 為什麼不生瞋恨？因
為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祂被割的時候很痛 那個時候就是講﹁非四
相﹂ 我這個身體不是我的 無我 任你宰割也割不到
我 也沒有人割祂 祂不生瞋恨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任你宰割 所以 為

講到應生瞋恨 我們一般人絕對是生瞋恨的 那麼
有修行的人 在一般來講起來 如果被人家罵或怎麼
樣 不要緊 沒關係 師尊從開始弘法 就開始被人家
罵 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時候還有人要殺我呢 還好菩
薩救我 他是 挖掉師尊的眼睛給多少錢 砍掉師尊寫
文章的手臂多少錢 我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很恐怖
的 所以做一個平凡人比較容易 做一個稍微頭人 很
難的 我剛剛寫文章剛剛出名的時候 就很多人罵 不
得了 這邊罵 那邊罵 罵來罵去 不得了
那時候實在是忍不住 我那時候沒有像釋迦牟尼佛
修養那麼好 對不對？釋迦牟尼佛無我相 無人相 無
眾生相 無壽者相；那個時候還有我相 還寫了一本
︽泥菩薩的火氣︾ 還寫了︽金剛怒目集︾ 泥菩薩哪
有火氣？是你自己的火氣 ︽金剛怒目集︾你自己比喻
為金剛 你就不能夠成就 現在懂了 修養稍微好一
點 我們人的修養 慢慢修 一下子不能夠無我相的
一下子無我相哦 被人家打死︵笑︶ 總之 我們朝這
個無我相努力
妻子問：﹁老公 為什麼每次我唱歌的時候你都要
到陽臺上去？是我唱得不好聽嗎？﹂丈夫講：﹁哪有不
好聽 我只是想讓鄰居知道並不是我在打你 ﹂
醫生問：﹁你得了什麼病？﹂我回答：﹁最近好像
得了間接性的失憶 ﹂醫生問：﹁有什麼具體的病症
嗎？﹂我講：﹁一見到漂亮的美眉 就忘了我已經結婚
了 ﹂醫生講：﹁滾！這種病 我自己都沒有治好 ﹂
好啦！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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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痛不痛啊？耳朵割下來痛不痛啊？鼻子割下來痛不
痛啊？心裡有沒有怨恨？有沒有？沒有？你試看看有沒
有 要不要試看看？尾指就好 尾指給你砍掉一截就好
︵笑︶
我們世間的人是受不了的 我也受不了 師尊也
受不了 有一次 我被門板 因為門推出去 推門進
去 然後一隻手手指頭還沒有伸過來 那個門因為有彈
性吧 ﹁砰﹂就過來 這個手指頭就被 ﹁啊！﹂慘叫
一聲 心裡有沒有恨？不好意思罵 心裡三字經
這個門怎麼有彈性這樣子做的 開門進去 手還
沒過來它就﹁砰﹂ 因為你手扳著門框 這樣子回來這
樣斬下去 怎麼不痛？都馬上瘀青了︵臺語︶ 這樣
就已經烏青了 怎麼不痛呢？氣死我了 心裡很埋怨：
﹁誰弄的？××× ﹂心理上就已經埋怨 這是有我
相！你看釋迦牟尼佛跟耶穌一樣 忍辱波羅蜜 被釘十
字架的 被歌利王這樣子割截身體的 這個厲害
應生瞋恨 如果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
相 應生瞋恨 一定會埋怨的 所以世間的人大部分都
是有我相 你要學到釋迦牟尼佛說：﹁無我相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身體被砍 被挖掉眼睛 被
割掉耳朵 手指頭被斬斷 然後身體全部統統斬成肉
醬 這樣不會生瞋恨？老子才不相信！︵笑︶真的不信
哎！但是仙人不一樣啊 祂是成就者 祂是開悟者啊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那是開悟者
那是聖人啊！
所以今天你們學佛記得 小小的一個忍辱都忍不
何況這樣子大的痛苦 你哪裡能夠忍得了啊？你一
一恨 一有瞋恨 你就是業了 就是下三途！轉世

了
瞋

什麼佛教說﹁不殺生﹂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你殺了生
﹁做雞做鳥無了時 讓你趕快去轉世 ﹂以前都要唸這
一句 殺雞 以前我媽媽也殺雞 殺雞的時候她都唸：
﹁做雞做鳥無了時 讓你趕快去轉世﹂︵臺語︶ 為什
麼要唸這一句？翻成國語就是﹁做雞做鳥無了時 讓你
趕快去轉世﹂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們在美國或者是西方國家做餐館的弟子非常
多 記得：殺生的時候唸﹃往生咒﹄ 觀想這條魚復
原 然後飛上虛空 觀想你的本尊把這條魚接到祂的淨
土去 然後唸﹃往生咒﹄：﹁南摩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
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毗 阿彌利哆 悉耽婆
毗 阿彌利哆 毗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毗迦蘭多 伽彌
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梭哈 ﹂ ﹁嗡 阿悲拉吽
堪查拉 梭哈 ﹂唸﹃往生咒﹄ 唸﹃文殊往生咒﹄
以咒的力量把牠們超度
因為華人在西方國家做餐館的非常多 他們每天也
是要殺生殺很多的 所以要唸咒 時時 像我們一樣
吃的時候也一樣做供養 做超度 所以不殺生的 我們
是需要這樣子做 否則牠們生了瞋恨心 將來你就是牠
的敵人
這一段 釋迦牟尼佛：﹁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
體 我於爾時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壽者相 應生瞋恨 ﹂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
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是故須菩
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這
個明天再講好了

就變成仇人 不得了 就一定要報仇的 所以︻金剛
經︼真的是非常高超 非常偉大的經典 這四個偈︵當
中的︶無我相 你學無我相就好 無我相你學成了 你
已經到達彼岸 你就成就了
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 你們稍微心中想一
想 真的 不容易 忍辱仙人 當人割截你的身體的時
候 節節給他支解的時候 你心中一點埋怨都沒有 我
講了 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祂心中有恨嗎 有瞋恨
嗎？沒有 祂是為了救眾生的共業 所以心不生瞋恨
祂才能夠是耶穌基督 祂是﹁萬王之王﹂ 釋迦牟尼佛
也是一樣 這有相同之處 祂在被釘十字架之前 祂還
跟上帝禱告 原諒那些釘祂上十字架的人 因為他們所
做的 他們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今天聖誕節的時候講
的 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前 祂就原諒釘祂十字架的人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 早就三字經一直罵 罵不
停 那時候 那一省的總督叫做彼拉多 早就把他罵慘
了：﹁居然判我釘十字架！什麼東西？我是耶穌基督
我馬上叫你寝る 就是Game Over︵笑︶ 我不只是教
你叫寝る 你爸爸 媽媽 兄弟姐妹 你的全族的人
全部Game Over 全部出局！﹂他的恨有多深 被釘十
字架那種恨 一般人如果被釘十字架那種恨有多深？一
般人被割掉鼻子 割掉耳朵 手指頭被斬斷 那種恨有
多深？經典也講﹁應該生瞋恨﹂ 為什麼不生瞋恨？因
為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祂被割的時候很痛 那個時候就是講﹁非四
相﹂ 我這個身體不是我的 無我 任你宰割也割不到
我 也沒有人割祂 祂不生瞋恨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任你宰割 所以 為

講到應生瞋恨 我們一般人絕對是生瞋恨的 那麼
有修行的人 在一般來講起來 如果被人家罵或怎麼
樣 不要緊 沒關係 師尊從開始弘法 就開始被人家
罵 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時候還有人要殺我呢 還好菩
薩救我 他是 挖掉師尊的眼睛給多少錢 砍掉師尊寫
文章的手臂多少錢 我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很恐怖
的 所以做一個平凡人比較容易 做一個稍微頭人 很
難的 我剛剛寫文章剛剛出名的時候 就很多人罵 不
得了 這邊罵 那邊罵 罵來罵去 不得了
那時候實在是忍不住 我那時候沒有像釋迦牟尼佛
修養那麼好 對不對？釋迦牟尼佛無我相 無人相 無
眾生相 無壽者相；那個時候還有我相 還寫了一本
︽泥菩薩的火氣︾ 還寫了︽金剛怒目集︾ 泥菩薩哪
有火氣？是你自己的火氣 ︽金剛怒目集︾你自己比喻
為金剛 你就不能夠成就 現在懂了 修養稍微好一
點 我們人的修養 慢慢修 一下子不能夠無我相的
一下子無我相哦 被人家打死︵笑︶ 總之 我們朝這
個無我相努力
妻子問：﹁老公 為什麼每次我唱歌的時候你都要
到陽臺上去？是我唱得不好聽嗎？﹂丈夫講：﹁哪有不
好聽 我只是想讓鄰居知道並不是我在打你 ﹂
醫生問：﹁你得了什麼病？﹂我回答：﹁最近好像
得了間接性的失憶 ﹂醫生問：﹁有什麼具體的病症
嗎？﹂我講：﹁一見到漂亮的美眉 就忘了我已經結婚
了 ﹂醫生講：﹁滾！這種病 我自己都沒有治好 ﹂
好啦！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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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㈤百世，作忍
辱仙㆟，於爾所世，無我相、無㆟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是故，須菩提！
菩薩應離㆒切相，發阿耨多羅㆔藐
㆔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
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
心。
若心㈲住，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㆒切眾生
故，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㆒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
㆒切眾生，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
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惆悵西隅一丈雪
人間看得幾清明

解疾救厄不辭歇
去路躬行萬古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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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空羂
索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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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chao︵越南語：你好︶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今天我們先感謝影音組的同門 還有翻譯的Hanifa師
姐 今天西雅圖下很大的雪 可以講漫天蓋地 一片都是
白色 這個也算是heavy snow 剛剛出去點護摩火的時
候 地上都是結冰的 可以講是冰天雪地 影音組炳祥師
兄 Samantha 還 有 好 幾 個 他 們 都 趕 來 翻 譯 的
Hanifa她也趕到 我聽說Samantha師姐的車子 妳的車子
不是四輪帶動的吧？不是喔 而且那麼小的車子妳也開過
來 阿彌陀佛！我看到好多車子都在高速公路旁邊 都拋
錨了 拋錨的很多 還有翻車的 今天能夠來的 真的是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希望我們
平安來也平安回去
因為今天的這個雪是一整天的 沒有停過 而且積雪
也是滿厚的 一般都是four season的tires和four-wheel
ride的車子才可以開 到了34號的時候 因為上去就是

Snoqualmie Park 那邊的雪更大更厚 所以他們在路邊
上要裝上雪鏈才可以往上再走 從34號開始就要裝雪鏈
了 上面的雪更厚 這是第一次整個西雅圖 可能華盛頓
州這個很大的地區 下了第一場這麼大的雪
我這個人好幾年了都沒有穿過鞋子 我是赤腳大
仙 從來不穿鞋子的 我今天第一次穿鞋子 幾年來第一
次穿鞋子 真的 你看我這個鞋子 我從來都是赤腳穿拖
鞋的人 平生 不能講平生 就是這些年來 我沒有穿過
鞋子 這是第一次 而且我這個懶人我不喜歡綁鞋帶 這
是有鞋帶的 一般人綁鞋帶是從底下往上綁 在這邊 我
是從上面往下綁 綁在底下 因為這個比較鬆 我只要穿
襪子 一腳就就進去了 我是懶人 綁鞋帶的方式 從我
做學生時代一直到現在 從上面綁下來而不是從下面綁上
去 從來不綁鞋帶 就是穿進去︵台語︶就好了 剛剛蓮
緒法師還以為我鞋帶鬆了 要幫我綁鞋帶 我說不用 我
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把這個新鞋拿出來穿 雪下的真
的是有夠厚 而且那個地上都是結冰 剛剛我走出去點護
摩火的時候 踩一步就啪啪啪啪啪 冰踩碎了 所以你們
走路也要小心 走路啊 開車啊 這個雪越積越厚 尤其
是晚上天黑的時候開車 大家慢慢開 不用急 而且看有
車子靠過來 你就要注意了 不是我們去撞人家 是人家
滑過來撞你 這是很麻煩 所以大家開車的時候 慢慢開
要很謹慎 尤其是有斜坡的地方 有斜坡的地方都要注意
了 因為它會滑的 那個輪胎如果不著在實地上 那個輪
胎會空轉 輪胎一空轉 輪胎反而會磨出火 在雪地上開
車 總之一定要慢 要很謹慎 等一下大家回去的時候要
特別小心 希望平安 大家平安吉祥的來 也平安吉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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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法師還以為我鞋帶鬆了 要幫我綁鞋帶 我說不用 我
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把這個新鞋拿出來穿 雪下的真
的是有夠厚 而且那個地上都是結冰 剛剛我走出去點護
摩火的時候 踩一步就啪啪啪啪啪 冰踩碎了 所以你們
走路也要小心 走路啊 開車啊 這個雪越積越厚 尤其
是晚上天黑的時候開車 大家慢慢開 不用急 而且看有
車子靠過來 你就要注意了 不是我們去撞人家 是人家
滑過來撞你 這是很麻煩 所以大家開車的時候 慢慢開
要很謹慎 尤其是有斜坡的地方 有斜坡的地方都要注意
了 因為它會滑的 那個輪胎如果不著在實地上 那個輪
胎會空轉 輪胎一空轉 輪胎反而會磨出火 在雪地上開
車 總之一定要慢 要很謹慎 等一下大家回去的時候要
特別小心 希望平安 大家平安吉祥的來 也平安吉祥的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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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節我想要一隻獨角獸 ﹂聖誕老人講：﹁妳要實際一
點啊 ﹂那小女生講：﹁那好吧 我想要一個男朋友 ﹂
聖誕老人回答她：﹁那妳想要什麼顏色的獨角獸呢？﹂
有一個女生在哭：﹁你知道冬至的時候要吃湯圓
嗎？今天有八百個人告訴我要吃湯圓 沒有一個人告訴我
在哪裡吃？是誰請客？﹂結果是女生在哭 吃湯圓 這個
笑話不好笑
兩個男人講話：﹁你知道暗戀跟喜歡一個人的差別
是什麼嗎？﹂一個男人回答：﹁暗戀是對方不知道；喜歡
是對方知道 ﹂另外一個男人講：﹁錯！暗戀是不用花
錢；喜歡的要花錢 ﹂

回去
今天你們實在有夠勇敢 我早上看到這個雪的時候
就呆住了 我一直叫師母：﹁師母 妳聯絡︿西雅圖雷藏
寺﹀的住持德輝上師 也聯絡︿彩虹雷藏寺﹀的住持蓮彥
上師 你們三個人商量 要不要取消這次的護摩？﹂看那
個雪一直飄個不停 到現在還是一樣 但是一看不空羂索
觀音 這麼多人 是最多人主祈的 真的 年紀這麼大了
還要那麼辛苦 爬山涉水滑雪滑到這裡 大家能夠來 真
的是精神可佩！我們期望 你們有那個勇氣來 不空羂索
觀音都看到
剛剛開始的時候 一閉目整個人就飛到虛空之中
不空羂索觀音在最上的虛空之中 我整個人飛上去 然後
跟祂頂禮 我就祈求祂 祢是等引金剛 平等接引 來的
人 我不能只講說來的人 所有主祈 所有來的 還有功
德主應該
也不能說特別 因為是平等接引 只要有心
的 平等接引 平等賜福 平等感應 還有平等給予
我上去求了不空羂索觀音 祂手上有甘露瓶 祂會
賜給大家甘露 讓大家祈求都圓滿 祂手上有唸珠 賜給
大家道心都堅固 祂手上有蓮花 接引所有的祖先或者是
親眷 全部接引 祂手上有羂索 所求的皆能夠如願 這
是我在虛空中見了不空羂索觀音的時候 我跟祂的祈求
祂也點頭應允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來
下個禮拜天 哇！就是二○二二 二○二二年的一
月二日下午三點是﹁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這是瑤池金母
的本地 瑤池金母本來就在西方 東方東華帝君屬青龍
西方瑤池金母屬白虎 青龍 白虎 朱雀 勾陳 就是四
靈獸 東西南北 瑤池金母在西方 祂的本相就是白虎
這一尊 我現在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每天晚上 我

床頭櫃供的就是虎頭金剛 瑤池金母坐在上面拿著令旗
一隻手拿著甘露瓶 一隻手拿著令旗 每一次我都會講：
﹁一聲令下 所有的有緣中陰 無緣中陰請上法船 ﹂那
個令旗 瑤池金母的令旗它就搖動 所有的有緣中陰跟無
緣中陰全部上法船 上法船的時候 我還聽到祂們在飛行
中 上到法船上的時候 還聽到他們腳步踩到所有法船的
聲音 千艘法船全部坐滿 然後呢 我還請阿彌陀佛現
身 阿彌陀佛用祂的無量光照所有的幽冥眾 讓他們身心
清淨 然後所有的千艘法船飛騰到了虛空天外之天
這個時候 虎頭金剛在虛空的上方也是一聲令下：
﹁齊聲念佛 ﹂祂們就齊聲念佛 所有的中陰都齊聲念
佛 後來都是瑤池金母的令旗在發號施令 一聲令下 千
艘法船開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即刻開航 全
部都是虎頭金剛在做 都是虎頭金剛的顯化 到西方極樂
世界 我非常感謝虎頭金剛 每一次祂都在虛空中加持我
五次 祂的眉心輪放光加持我五次
另外就是這一尊瑤池金母 在護摩法會的這一尊瑤
池金母 最後一次放光是這一尊瑤池金母照我的眉心 第
六次 然後我自己就自化本尊 我就變成阿彌陀佛 所以
虎頭金剛先照我五次 然後護摩寶殿的這一尊瑤池金母再
照我一次 一共六次 我自己就自化為本尊 那個時候我
再做超度 每天晚上都一樣 昨天晚上我做超度做到二點
五十分 我才上床睡覺 所以這一尊虎頭金剛下個禮拜要
做 祂就是千艘法船超度的本尊
昨天是聖誕節 有一個小女生對聖誕老人講：﹁我
的聖誕願望是人瘦一點 錢包胖一點 拜託了 千萬別再
弄錯了 去年你就給我弄反了 今年千萬要記住 人瘦一
點 錢包胖一點 ﹂
這個笑話是這樣 小女生對聖誕老人講：﹁今年的

雜誌

問題二：請問師尊 修﹁護摩大法﹂ 首先要圓
滿二百壇的蓮花童子為主尊 如果水供 是否先
修圓滿二百壇瑤池金母 還是蓮花童子為主尊？
回答二：問大家 修﹁護摩法﹂先要圓滿二百壇的
蓮花童子為主尊嗎？有沒有？過去有沒有這個規定？有？
那就是要有 ﹁如果水供 是先修圓滿二百壇的瑤池金
母？還是蓮花童子為主尊？﹂一般來講 水供都是瑤池金
母為主尊 那你還是修瑤池金母做水供 還是按照規矩

Ｑ

神也省啊 這是簡單的事情啊 一個乾淨的盤子 你可以
常常用啊 三支香也花不了多少錢啊 那個錢你可以常常
用啊 只是上面的米啊 你做完了黃財神的法以後 你可
以把米拿來煮來吃 或者倒回去米桶也可以 慢慢吃也可
以 這個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是要觀想而已還是要做 要
做也是一下︵ha︶子
為什麼講一下︵ha︶子？一下子 因為以前測量學
校的校長他叫尹鍾奇 他的中國大陸的口音就是﹁一下
︵ha︶子﹂ 所以他的外號 我們校長叫﹁一下子﹂ 一
下︵ha︶子是哪一省？︵弟子：江蘇省 ︶江蘇省 大概
他也是江蘇省的人 他講一下子 我們就講一下子
這個事情啊 準備一個潔淨的盤子放一點錢 上面
放米 點三支香 是一下︵ha︶子 一下子 你還是要
省 黃財神來了說：﹁你既然那麼省 那我也省 ﹂對不
對？我省得給你 本來要給你一百萬美金的 就給你一
萬 看損失有多少？所以布壇不要省 不必省的 跟你講
嘛 這很簡單的事情 一個盤子放一點錢 放一點米 插
三支香 這是一下子的事情 又不是布一整天或布一個小
時 所以不用解釋也不用說法 就是一定要照做就對了

答

好啦！我們進入主題﹁你問我答﹂
問題一：頂禮尊貴的根本上師蓮生佛 請問師
尊 修﹁黃財神法﹂時 是要準備一潔淨的盤
子 盤底放金錢 上面覆蓋著滿滿的米 在米上要插三支
點燃的香 請問師尊 是不是每一壇法都是要如此的布
壇 還是觀想而已呢？為了方便與利益眾生 弟子請師尊
說法解釋
回答一：其實這個用一個潔淨的盤子 很簡單 對
不對？放幾個銅錢 放幾個錢也是很簡單 你不會沒有銅
錢吧？放幾個錢也是很簡單 上面蓋著米也是很簡單 家
裡總是有米啊 你到米桶去拿一些米來 上面點三支香
也是很簡單啊 難道你連這麼簡單都要省嗎？你省 黃財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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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節我想要一隻獨角獸 ﹂聖誕老人講：﹁妳要實際一
點啊 ﹂那小女生講：﹁那好吧 我想要一個男朋友 ﹂
聖誕老人回答她：﹁那妳想要什麼顏色的獨角獸呢？﹂
有一個女生在哭：﹁你知道冬至的時候要吃湯圓
嗎？今天有八百個人告訴我要吃湯圓 沒有一個人告訴我
在哪裡吃？是誰請客？﹂結果是女生在哭 吃湯圓 這個
笑話不好笑
兩個男人講話：﹁你知道暗戀跟喜歡一個人的差別
是什麼嗎？﹂一個男人回答：﹁暗戀是對方不知道；喜歡
是對方知道 ﹂另外一個男人講：﹁錯！暗戀是不用花
錢；喜歡的要花錢 ﹂

回去
今天你們實在有夠勇敢 我早上看到這個雪的時候
就呆住了 我一直叫師母：﹁師母 妳聯絡︿西雅圖雷藏
寺﹀的住持德輝上師 也聯絡︿彩虹雷藏寺﹀的住持蓮彥
上師 你們三個人商量 要不要取消這次的護摩？﹂看那
個雪一直飄個不停 到現在還是一樣 但是一看不空羂索
觀音 這麼多人 是最多人主祈的 真的 年紀這麼大了
還要那麼辛苦 爬山涉水滑雪滑到這裡 大家能夠來 真
的是精神可佩！我們期望 你們有那個勇氣來 不空羂索
觀音都看到
剛剛開始的時候 一閉目整個人就飛到虛空之中
不空羂索觀音在最上的虛空之中 我整個人飛上去 然後
跟祂頂禮 我就祈求祂 祢是等引金剛 平等接引 來的
人 我不能只講說來的人 所有主祈 所有來的 還有功
德主應該
也不能說特別 因為是平等接引 只要有心
的 平等接引 平等賜福 平等感應 還有平等給予
我上去求了不空羂索觀音 祂手上有甘露瓶 祂會
賜給大家甘露 讓大家祈求都圓滿 祂手上有唸珠 賜給
大家道心都堅固 祂手上有蓮花 接引所有的祖先或者是
親眷 全部接引 祂手上有羂索 所求的皆能夠如願 這
是我在虛空中見了不空羂索觀音的時候 我跟祂的祈求
祂也點頭應允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來
下個禮拜天 哇！就是二○二二 二○二二年的一
月二日下午三點是﹁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這是瑤池金母
的本地 瑤池金母本來就在西方 東方東華帝君屬青龍
西方瑤池金母屬白虎 青龍 白虎 朱雀 勾陳 就是四
靈獸 東西南北 瑤池金母在西方 祂的本相就是白虎
這一尊 我現在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每天晚上 我

床頭櫃供的就是虎頭金剛 瑤池金母坐在上面拿著令旗
一隻手拿著甘露瓶 一隻手拿著令旗 每一次我都會講：
﹁一聲令下 所有的有緣中陰 無緣中陰請上法船 ﹂那
個令旗 瑤池金母的令旗它就搖動 所有的有緣中陰跟無
緣中陰全部上法船 上法船的時候 我還聽到祂們在飛行
中 上到法船上的時候 還聽到他們腳步踩到所有法船的
聲音 千艘法船全部坐滿 然後呢 我還請阿彌陀佛現
身 阿彌陀佛用祂的無量光照所有的幽冥眾 讓他們身心
清淨 然後所有的千艘法船飛騰到了虛空天外之天
這個時候 虎頭金剛在虛空的上方也是一聲令下：
﹁齊聲念佛 ﹂祂們就齊聲念佛 所有的中陰都齊聲念
佛 後來都是瑤池金母的令旗在發號施令 一聲令下 千
艘法船開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即刻開航 全
部都是虎頭金剛在做 都是虎頭金剛的顯化 到西方極樂
世界 我非常感謝虎頭金剛 每一次祂都在虛空中加持我
五次 祂的眉心輪放光加持我五次
另外就是這一尊瑤池金母 在護摩法會的這一尊瑤
池金母 最後一次放光是這一尊瑤池金母照我的眉心 第
六次 然後我自己就自化本尊 我就變成阿彌陀佛 所以
虎頭金剛先照我五次 然後護摩寶殿的這一尊瑤池金母再
照我一次 一共六次 我自己就自化為本尊 那個時候我
再做超度 每天晚上都一樣 昨天晚上我做超度做到二點
五十分 我才上床睡覺 所以這一尊虎頭金剛下個禮拜要
做 祂就是千艘法船超度的本尊
昨天是聖誕節 有一個小女生對聖誕老人講：﹁我
的聖誕願望是人瘦一點 錢包胖一點 拜託了 千萬別再
弄錯了 去年你就給我弄反了 今年千萬要記住 人瘦一
點 錢包胖一點 ﹂
這個笑話是這樣 小女生對聖誕老人講：﹁今年的

雜誌

問題二：請問師尊 修﹁護摩大法﹂ 首先要圓
滿二百壇的蓮花童子為主尊 如果水供 是否先
修圓滿二百壇瑤池金母 還是蓮花童子為主尊？
回答二：問大家 修﹁護摩法﹂先要圓滿二百壇的
蓮花童子為主尊嗎？有沒有？過去有沒有這個規定？有？
那就是要有 ﹁如果水供 是先修圓滿二百壇的瑤池金
母？還是蓮花童子為主尊？﹂一般來講 水供都是瑤池金
母為主尊 那你還是修瑤池金母做水供 還是按照規矩

Ｑ

神也省啊 這是簡單的事情啊 一個乾淨的盤子 你可以
常常用啊 三支香也花不了多少錢啊 那個錢你可以常常
用啊 只是上面的米啊 你做完了黃財神的法以後 你可
以把米拿來煮來吃 或者倒回去米桶也可以 慢慢吃也可
以 這個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是要觀想而已還是要做 要
做也是一下︵ha︶子
為什麼講一下︵ha︶子？一下子 因為以前測量學
校的校長他叫尹鍾奇 他的中國大陸的口音就是﹁一下
︵ha︶子﹂ 所以他的外號 我們校長叫﹁一下子﹂ 一
下︵ha︶子是哪一省？︵弟子：江蘇省 ︶江蘇省 大概
他也是江蘇省的人 他講一下子 我們就講一下子
這個事情啊 準備一個潔淨的盤子放一點錢 上面
放米 點三支香 是一下︵ha︶子 一下子 你還是要
省 黃財神來了說：﹁你既然那麼省 那我也省 ﹂對不
對？我省得給你 本來要給你一百萬美金的 就給你一
萬 看損失有多少？所以布壇不要省 不必省的 跟你講
嘛 這很簡單的事情 一個盤子放一點錢 放一點米 插
三支香 這是一下子的事情 又不是布一整天或布一個小
時 所以不用解釋也不用說法 就是一定要照做就對了

答

好啦！我們進入主題﹁你問我答﹂
問題一：頂禮尊貴的根本上師蓮生佛 請問師
尊 修﹁黃財神法﹂時 是要準備一潔淨的盤
子 盤底放金錢 上面覆蓋著滿滿的米 在米上要插三支
點燃的香 請問師尊 是不是每一壇法都是要如此的布
壇 還是觀想而已呢？為了方便與利益眾生 弟子請師尊
說法解釋
回答一：其實這個用一個潔淨的盤子 很簡單 對
不對？放幾個銅錢 放幾個錢也是很簡單 你不會沒有銅
錢吧？放幾個錢也是很簡單 上面蓋著米也是很簡單 家
裡總是有米啊 你到米桶去拿一些米來 上面點三支香
也是很簡單啊 難道你連這麼簡單都要省嗎？你省 黃財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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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 你的本尊跟四臂觀音都是一樣 他有時候想說
做別尊的佛菩薩或者護法神為本尊 我看 還是四臂觀
音好了 四臂觀音就可以了
問題四：再來一個問題 弟子已經持誦﹃寂靜尊
百字明咒﹄十萬遍 弟子想把﹃忿怒尊百字明
咒﹄也持十萬遍 但不知道﹃忿怒尊百字明咒﹄男行者
的手印及種子字及種子字的顏色 也不知本尊是以金剛
薩埵還是金剛手菩薩為主？
回答四：忿怒尊的百字明 我告訴你 金剛薩埵是
密教的法王子 也就是五佛的法王子 祂本身所有的赫
魯嘎全部都是用﹁吽﹂字 所有的金剛神都是﹁吽﹂字
為祂的種子字 男行者的手印跟種子字及種子字的顏色
都是﹁吽﹂字 忿怒的金剛薩埵跟寂靜的金剛薩埵 那
種子字的顏色當然是 寂靜尊用白色的種子字 忿怒尊
用藍色的種子字 是一樣的 都是用﹁吽﹂字 種子字
都是用﹁吽﹂字
還是以金剛薩埵為主 因為忿怒的金剛薩埵就是金
剛手菩薩 所以金剛心 金剛薩埵 金剛手菩薩 其實
三個都是合一的 一個是文尊 一個是武尊 一個是文
武尊 我們講文武尊 也有帶笑又忿怒的 這個很難
裝 忿怒就忿怒 笑就是笑 又要笑又要忿怒 這個就
很難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蒙娜麗莎的微笑就是說：
﹁這麼晚才回來！﹂︵笑︶真的是笑裡藏刀啊 ﹁這麼
晚才回來 給你好看 ﹂這個是很好玩的事
一樣的 忿怒的金剛薩埵就是忿怒尊｜金剛手 同
樣的種子字 只是顏色不同 藍色的就代表著降伏 白
色的代表息災 寂靜尊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忿怒尊都是
藍色的 赫魯嘎 所有的赫魯嘎都是用﹁吽﹂字當種子

Ｑ

二百壇瑤池金母為主尊
問題三：請問師尊 一直以來﹁煙供法﹂主要是
四臂觀音為主尊 若是有別的主尊佛誕 例如阿
彌陀佛佛誕 阿彌陀佛為煙供主尊是可以嗎？因為不是
每一個弟子可以修護摩與水供 還是當地法規沒辦法來
特別大供養供別尊的佛 菩薩 護法神 為了利益眾
生 弟子請問師尊 如此是合法嗎？
回答三：我告訴大家 ﹁煙供法﹂的主尊都一律是
四臂觀音 因為以前師父傳給我的﹁煙供法﹂的主尊就
是四臂觀音 那我只能夠教你們﹁煙供法﹂都是以四臂
觀音為主尊 沒有其他的主尊 ﹁阿彌陀佛為煙供主尊
可以嗎？﹂其實觀世音菩薩的師父就是阿彌陀佛 是同
一系列 以四臂觀音為主尊 也等於是阿彌陀佛為主
尊 是一樣 所以阿彌陀佛為主尊的話 就等於所有的
佛都為主尊；觀世音菩薩為主尊的話 觀世音菩薩是所
有菩薩當中 八大菩薩第一個就是觀世音菩薩 因為觀
世音菩薩是西方蓮華部的法王子 華嚴的法王子是文殊
師利菩薩 所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 就等於是所有菩薩
為主尊了 也是等於所有的佛為主尊 不要起分別想
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沒有分別 法本上面寫的是四臂觀音 師父傳
給我是四臂觀音 那我們不要輕易給它換 四臂觀音就
已經很慈悲的 整個藏密 西藏地區大家都唸：﹁嗡
嘛呢 唄咪 吽 ﹂ 很少人唸別的 手轉經唸的都是
﹁嗡 嘛呢 唄咪 吽 嗡 嘛呢 唄咪 吽
﹂沒
有唸別的 ﹁嗡 嘛呢 唄咪 吽 ﹂就代表著阿彌陀
佛 代表一切佛 觀世音菩薩就代表一切的菩薩 所以
不要起分別心 好像這是你的本尊啊 ﹁我的本尊不是
四臂觀音 ﹂說：﹁我要用我的本尊做煙供 ﹂其實是

我們講︻金剛經︼吧！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
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
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
來說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
者 不異語者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

著他們 然後豪氣十足地講：﹁全部抽乾 ﹂︵笑︶有
這樣捐血的嗎？沒有啦 這笑話喔
老師問小明：﹁什麼是壓力？什麼是緊張？什麼是
恐慌？什麼是震撼？這四者有何區別？﹂小明很嚴肅地
回答：﹁壓力是老婆懷孕了 緊張是小三懷孕了 恐慌
是兩個都懷孕了 震撼的是自己已經結紮了 ﹂︵笑︶
這個解釋很有道理
人家怎麼罵你 如如不動 不要緊 你要罵多久隨
你罵 罵到你口乾舌焦 罵到你精神不寧 罵到你精神
煩躁 我如如不動 可以！這個我可以做得到 那你修
養已經到了 就等於無我相了 忍辱仙人

Ｑ

字 只是加上赫魯嘎 唸百字明有赫魯嘎的咒音
這是聖誕老人的笑話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風雨交
加的夜晚 一個老爺爺獨自在路上走著 突然摔倒了
摔掉了自己的小雞雞 為了紀念他 從此人們叫他﹁剩
蛋老人﹂ ︵笑︶剩下蛋的老人
老婆問老公：﹁昨天半夜裡 你為什麼尖叫不
止？﹂老公：﹁我做了一個夢 ﹂老婆：﹁你夢見什麼
東東啊？這麼怕？﹂老公：﹁我就是夢見了妳 ﹂
這是臺灣的笑話 一般來講 國外的不太懂 一個
家長跟著流行風 帶他的兒子去補習班報名學英文 千
挑萬挑 他選上︿何嘉仁美語﹀ 在上課以後 家長就
問兒子才發覺 來教英文的不是何嘉仁 便很生氣地帶
著孩子到補習班去罵：﹁何嘉仁美語為什麼不是何嘉仁
教的？﹂服務台的小姐淡淡地回答：﹁難道︿長頸鹿美
語﹀就要長頸鹿來教嗎？﹂︵笑︶
臺灣有︿長頸鹿美語﹀ 有︿何嘉仁美語﹀ 我不
知道他們為什麼取作︿何嘉仁美語﹀ 還有取作︿長頸
鹿美語﹀ 大概就是店號吧！是不是？我記得我們有一
個在臺灣教過英文的加拿大的同門 他在臺灣教英文
他今天沒來啊？他今天沒來 不然他就知道 他在臺灣
教 他去中國大陸也教過英文 他在臺灣 因為師尊有
一些年在臺灣主持法會的時候 他就在︿台灣雷藏寺﹀
住 然後他再特別為了生計 在臺灣教英文 他也在中
國大陸教過英文 是加拿大的白人 他今天沒來
經過捐血站的時候 有人去捐血 剛好有兩個年輕
人在裝他身體很好 一個說：﹁我要捐200c.c. ﹂另一
個說要比他強 他說：﹁我捐400c.c.﹂然後護士小姐就
看我 我袖子一捲 露出潔白的手臂 用不屑的眼神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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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 你的本尊跟四臂觀音都是一樣 他有時候想說
做別尊的佛菩薩或者護法神為本尊 我看 還是四臂觀
音好了 四臂觀音就可以了
問題四：再來一個問題 弟子已經持誦﹃寂靜尊
百字明咒﹄十萬遍 弟子想把﹃忿怒尊百字明
咒﹄也持十萬遍 但不知道﹃忿怒尊百字明咒﹄男行者
的手印及種子字及種子字的顏色 也不知本尊是以金剛
薩埵還是金剛手菩薩為主？
回答四：忿怒尊的百字明 我告訴你 金剛薩埵是
密教的法王子 也就是五佛的法王子 祂本身所有的赫
魯嘎全部都是用﹁吽﹂字 所有的金剛神都是﹁吽﹂字
為祂的種子字 男行者的手印跟種子字及種子字的顏色
都是﹁吽﹂字 忿怒的金剛薩埵跟寂靜的金剛薩埵 那
種子字的顏色當然是 寂靜尊用白色的種子字 忿怒尊
用藍色的種子字 是一樣的 都是用﹁吽﹂字 種子字
都是用﹁吽﹂字
還是以金剛薩埵為主 因為忿怒的金剛薩埵就是金
剛手菩薩 所以金剛心 金剛薩埵 金剛手菩薩 其實
三個都是合一的 一個是文尊 一個是武尊 一個是文
武尊 我們講文武尊 也有帶笑又忿怒的 這個很難
裝 忿怒就忿怒 笑就是笑 又要笑又要忿怒 這個就
很難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蒙娜麗莎的微笑就是說：
﹁這麼晚才回來！﹂︵笑︶真的是笑裡藏刀啊 ﹁這麼
晚才回來 給你好看 ﹂這個是很好玩的事
一樣的 忿怒的金剛薩埵就是忿怒尊｜金剛手 同
樣的種子字 只是顏色不同 藍色的就代表著降伏 白
色的代表息災 寂靜尊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忿怒尊都是
藍色的 赫魯嘎 所有的赫魯嘎都是用﹁吽﹂字當種子

Ｑ

二百壇瑤池金母為主尊
問題三：請問師尊 一直以來﹁煙供法﹂主要是
四臂觀音為主尊 若是有別的主尊佛誕 例如阿
彌陀佛佛誕 阿彌陀佛為煙供主尊是可以嗎？因為不是
每一個弟子可以修護摩與水供 還是當地法規沒辦法來
特別大供養供別尊的佛 菩薩 護法神 為了利益眾
生 弟子請問師尊 如此是合法嗎？
回答三：我告訴大家 ﹁煙供法﹂的主尊都一律是
四臂觀音 因為以前師父傳給我的﹁煙供法﹂的主尊就
是四臂觀音 那我只能夠教你們﹁煙供法﹂都是以四臂
觀音為主尊 沒有其他的主尊 ﹁阿彌陀佛為煙供主尊
可以嗎？﹂其實觀世音菩薩的師父就是阿彌陀佛 是同
一系列 以四臂觀音為主尊 也等於是阿彌陀佛為主
尊 是一樣 所以阿彌陀佛為主尊的話 就等於所有的
佛都為主尊；觀世音菩薩為主尊的話 觀世音菩薩是所
有菩薩當中 八大菩薩第一個就是觀世音菩薩 因為觀
世音菩薩是西方蓮華部的法王子 華嚴的法王子是文殊
師利菩薩 所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 就等於是所有菩薩
為主尊了 也是等於所有的佛為主尊 不要起分別想
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沒有分別 法本上面寫的是四臂觀音 師父傳
給我是四臂觀音 那我們不要輕易給它換 四臂觀音就
已經很慈悲的 整個藏密 西藏地區大家都唸：﹁嗡
嘛呢 唄咪 吽 ﹂ 很少人唸別的 手轉經唸的都是
﹁嗡 嘛呢 唄咪 吽 嗡 嘛呢 唄咪 吽
﹂沒
有唸別的 ﹁嗡 嘛呢 唄咪 吽 ﹂就代表著阿彌陀
佛 代表一切佛 觀世音菩薩就代表一切的菩薩 所以
不要起分別心 好像這是你的本尊啊 ﹁我的本尊不是
四臂觀音 ﹂說：﹁我要用我的本尊做煙供 ﹂其實是

我們講︻金剛經︼吧！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
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
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
來說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
者 不異語者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

著他們 然後豪氣十足地講：﹁全部抽乾 ﹂︵笑︶有
這樣捐血的嗎？沒有啦 這笑話喔
老師問小明：﹁什麼是壓力？什麼是緊張？什麼是
恐慌？什麼是震撼？這四者有何區別？﹂小明很嚴肅地
回答：﹁壓力是老婆懷孕了 緊張是小三懷孕了 恐慌
是兩個都懷孕了 震撼的是自己已經結紮了 ﹂︵笑︶
這個解釋很有道理
人家怎麼罵你 如如不動 不要緊 你要罵多久隨
你罵 罵到你口乾舌焦 罵到你精神不寧 罵到你精神
煩躁 我如如不動 可以！這個我可以做得到 那你修
養已經到了 就等於無我相了 忍辱仙人

Ｑ

字 只是加上赫魯嘎 唸百字明有赫魯嘎的咒音
這是聖誕老人的笑話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風雨交
加的夜晚 一個老爺爺獨自在路上走著 突然摔倒了
摔掉了自己的小雞雞 為了紀念他 從此人們叫他﹁剩
蛋老人﹂ ︵笑︶剩下蛋的老人
老婆問老公：﹁昨天半夜裡 你為什麼尖叫不
止？﹂老公：﹁我做了一個夢 ﹂老婆：﹁你夢見什麼
東東啊？這麼怕？﹂老公：﹁我就是夢見了妳 ﹂
這是臺灣的笑話 一般來講 國外的不太懂 一個
家長跟著流行風 帶他的兒子去補習班報名學英文 千
挑萬挑 他選上︿何嘉仁美語﹀ 在上課以後 家長就
問兒子才發覺 來教英文的不是何嘉仁 便很生氣地帶
著孩子到補習班去罵：﹁何嘉仁美語為什麼不是何嘉仁
教的？﹂服務台的小姐淡淡地回答：﹁難道︿長頸鹿美
語﹀就要長頸鹿來教嗎？﹂︵笑︶
臺灣有︿長頸鹿美語﹀ 有︿何嘉仁美語﹀ 我不
知道他們為什麼取作︿何嘉仁美語﹀ 還有取作︿長頸
鹿美語﹀ 大概就是店號吧！是不是？我記得我們有一
個在臺灣教過英文的加拿大的同門 他在臺灣教英文
他今天沒來啊？他今天沒來 不然他就知道 他在臺灣
教 他去中國大陸也教過英文 他在臺灣 因為師尊有
一些年在臺灣主持法會的時候 他就在︿台灣雷藏寺﹀
住 然後他再特別為了生計 在臺灣教英文 他也在中
國大陸教過英文 是加拿大的白人 他今天沒來
經過捐血站的時候 有人去捐血 剛好有兩個年輕
人在裝他身體很好 一個說：﹁我要捐200c.c. ﹂另一
個說要比他強 他說：﹁我捐400c.c.﹂然後護士小姐就
看我 我袖子一捲 露出潔白的手臂 用不屑的眼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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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 武松還會打虎 武松其實很怕老虎的 只因他喝
醉酒上高崗 老虎來了 他壯著酒膽跟老虎打 打到手
背都痠掉 老虎才被他降伏 武松打虎
所以 ﹁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
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忍辱仙
人就是要什麼都沒有 當然 也不用忍辱了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就不用忍辱 很簡單
道理我知道 但是要做到像佛陀一樣 真的是很難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我們講說 菩薩應該離
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也就是說 耶穌所講

所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就講
這一段 講忍辱波羅蜜 忍辱仙人 六波羅蜜當中就是
有一個﹁忍辱﹂ 是布施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忍辱波
羅蜜 持戒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智慧波羅蜜 忍辱仙
人是專門修忍辱的 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經是忍辱仙人
忍辱 忍耐 昨天也講祂被歌利王割截身體 節節支
解 節節支解是很痛苦的事情 祂都能夠忍受
其實是很難忍受的 我為這個寫了一篇文章 我
說：﹁佛陀啊！祢講祢的 我叫我的 ﹂為什麼我叫我
的？痛啊！祢說 祢的 我叫我的 你被刀片這樣子
﹁唰﹂ 這樣過去 那個痛啊 就叫 哪能夠忍？骨頭
斷了 哪能夠忍？哀號啊！骨頭裂了 斷了 那個痛真
的是 所以我跟釋迦牟尼佛講：﹁祢講的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都懂 ﹂我也可以解釋無
我相 因為四大分解就沒有啦！哪裡有這個我在呢？
地 水 火 風 一分解 你就是空了嘛！哪裡有我？
真正的死 四大分解了 痛也不在了 苦也不在了 煩
惱也不在了 什麼都不在了 那就是無我相啊！
但是有這個肉體在啊 老子講的：﹁我一生的憂患
就是有這個肉體在啊！﹂我跟老子一樣 師尊現在七十
七 明年臺灣歲七十八歲 我跟老子的想法一樣 無我
相我懂 地 水 火 風分解 沒有了就無我相了 但
是有這個肉體啊 老子講：﹁我一生的憂患就是有這個
肉體 ﹂現在換我了：﹁我一生的憂患就是有這個肉
體 ﹂你看師尊晚上睡覺 突然間下巴非常地癢 下巴
很癢我就用手去抓 我現在指甲已經剪得很乾淨了 沒
有指甲 為什麼？因為我用指甲去抓下巴 很癢就抓抓
抓抓抓抓 哇 抓出一個痕出來 人家都問我：﹁師
尊 祢下巴怎麼紅黑了一大塊？嘴唇這邊 ﹂我說：

﹁哎 很不巧 被漂亮小姐吻到 ﹂︵笑︶他說：﹁那
不是吻吧！是咬到 咬傷 是種草莓啊！小姐在下唇這
邊種草莓 這不會消掉的 被她咬到 ﹂當然是開玩笑
的 這個是半夜很癢抓的
你如果無我相 四大分解 哪裡會癢？不會啊！連
癢都不會 四大分解 你知道無我相 你四大分解了還
必須要忍辱嗎？不用忍了嘛！就是有這個身體才要忍
因為你還有聽覺 人家罵你 你有聽覺 人家打你 你
也有觸覺吧 我在問事情的時候 突然間一個小姐的
手 伸到喇嘛裙裡面往上摸 啊？天啊！這小姐這麼大
膽 居然敢摸老夫的玉腿︵笑︶ 不過我不動聲色 因
為那是特別的感覺啊！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 有這種
感覺 覺得 賺到 對不對？賺到了︵臺語 笑︶
很多事情是要忍辱的 因為有這個身體 有感覺
嘛 你說痛 節節支解的時候 祂無我相 佛陀能夠做
到 我盧勝彥做不到 為什麼？我會哀爸叫母 真的骨
頭斷了 我會哀爸叫母 所以我在文章後面講：﹁佛
陀 祢講祢的 我叫我的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有這
個身體 但是我也能夠懂 人家罵你的時候 不痛 不
癢 我可以把他當成耳邊風 你修養夠的 人家怎麼罵
你 如如不動 不要緊 你要罵多久隨你罵 罵到你口
乾舌焦 罵到你精神不寧 罵到你精神煩躁 我如如不
動 可以 這個我可以做得到 那你修養已經到了 就
等於無我相了 忍辱仙人
忍辱仙人我不當 不願意作忍辱仙人 為什麼？人
家給你割肉 佛陀在好幾世還有一世 老鷹餓了 祂割
肉餵鷹啊！割自己的肉起來餵那個老鷹；捨身為虎啊！
捨自己的身體給老虎吃 這個我辦不到 我看到老虎來
了 我就跑︵笑︶ 看到老虎來了 我們就跑 我不是

㆟間大夢
但餘微光 紛雪㆗擎燈㆟

的一句話﹁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讓左手知道﹂ 不住心
做什麼事情不住心 也就是說你做善事 不要把你在做
善事這個念頭﹁我想要做善事﹂ 這個是不對的 你自
然而然不住心 做了也就把它忘了 做了也就把它忘
了 做了也就把它忘了 這一點就是說法爾本然
所以呢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就
是法爾本然 本來就是這樣子做 不帶有任何一種的
相 不是做給人家看的 不是做給你看的 不是做給人
家看的 做給眾生看的 統統都不對的 也不是做給你
自己的 也不是做給他人看 做給你 做給他或是做給
眾生看 都不是 這個是忍辱仙人能夠要做到這樣子
這時候啊 ﹁菩薩應離一切相﹂ 離一切相可以
講 就是完全不是為我自己 不是為他人 也不是為眾
生 統統都不是 而有了這個菩提心 但是這個菩提心
不是為自己 也不是為他人 也不是為了眾生而發的菩
提心 這個意思是在這裡
老師為了向學生證明抽菸的害處 特意把香菸中提
取的尼古丁放在一個小蟲的身子上面 不一會兒小蟲就
死了 老師接著問小明：﹁你看 這個實驗說明了什
麼？﹂小明回答：﹁抽煙不會長蟲 ﹂︵笑︶
老師問小明：﹁小明 你知道世界上七大洲 八大
洋分別是什麼嗎？﹂小明回答：﹁所謂七大粥 就是八
寶粥 黑米粥 綠豆粥 紅糖粥 桃花羹粥 天山雪蓮
粥 皮蛋瘦肉粥 ﹂老師就忍住了 問：﹁八大洋？﹂
小明答：﹁喜羊羊 美羊羊 懶羊羊 火羊羊 暖羊
羊 慢羊羊 小刀羊 全羊宴 ﹂老師講：﹁滾出
去 ﹂︵笑︶
嗡嘛呢唄咪吽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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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 武松還會打虎 武松其實很怕老虎的 只因他喝
醉酒上高崗 老虎來了 他壯著酒膽跟老虎打 打到手
背都痠掉 老虎才被他降伏 武松打虎
所以 ﹁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
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忍辱仙
人就是要什麼都沒有 當然 也不用忍辱了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就不用忍辱 很簡單
道理我知道 但是要做到像佛陀一樣 真的是很難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我們講說 菩薩應該離
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也就是說 耶穌所講

所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就講
這一段 講忍辱波羅蜜 忍辱仙人 六波羅蜜當中就是
有一個﹁忍辱﹂ 是布施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忍辱波
羅蜜 持戒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智慧波羅蜜 忍辱仙
人是專門修忍辱的 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經是忍辱仙人
忍辱 忍耐 昨天也講祂被歌利王割截身體 節節支
解 節節支解是很痛苦的事情 祂都能夠忍受
其實是很難忍受的 我為這個寫了一篇文章 我
說：﹁佛陀啊！祢講祢的 我叫我的 ﹂為什麼我叫我
的？痛啊！祢說 祢的 我叫我的 你被刀片這樣子
﹁唰﹂ 這樣過去 那個痛啊 就叫 哪能夠忍？骨頭
斷了 哪能夠忍？哀號啊！骨頭裂了 斷了 那個痛真
的是 所以我跟釋迦牟尼佛講：﹁祢講的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都懂 ﹂我也可以解釋無
我相 因為四大分解就沒有啦！哪裡有這個我在呢？
地 水 火 風 一分解 你就是空了嘛！哪裡有我？
真正的死 四大分解了 痛也不在了 苦也不在了 煩
惱也不在了 什麼都不在了 那就是無我相啊！
但是有這個肉體在啊 老子講的：﹁我一生的憂患
就是有這個肉體在啊！﹂我跟老子一樣 師尊現在七十
七 明年臺灣歲七十八歲 我跟老子的想法一樣 無我
相我懂 地 水 火 風分解 沒有了就無我相了 但
是有這個肉體啊 老子講：﹁我一生的憂患就是有這個
肉體 ﹂現在換我了：﹁我一生的憂患就是有這個肉
體 ﹂你看師尊晚上睡覺 突然間下巴非常地癢 下巴
很癢我就用手去抓 我現在指甲已經剪得很乾淨了 沒
有指甲 為什麼？因為我用指甲去抓下巴 很癢就抓抓
抓抓抓抓 哇 抓出一個痕出來 人家都問我：﹁師
尊 祢下巴怎麼紅黑了一大塊？嘴唇這邊 ﹂我說：

﹁哎 很不巧 被漂亮小姐吻到 ﹂︵笑︶他說：﹁那
不是吻吧！是咬到 咬傷 是種草莓啊！小姐在下唇這
邊種草莓 這不會消掉的 被她咬到 ﹂當然是開玩笑
的 這個是半夜很癢抓的
你如果無我相 四大分解 哪裡會癢？不會啊！連
癢都不會 四大分解 你知道無我相 你四大分解了還
必須要忍辱嗎？不用忍了嘛！就是有這個身體才要忍
因為你還有聽覺 人家罵你 你有聽覺 人家打你 你
也有觸覺吧 我在問事情的時候 突然間一個小姐的
手 伸到喇嘛裙裡面往上摸 啊？天啊！這小姐這麼大
膽 居然敢摸老夫的玉腿︵笑︶ 不過我不動聲色 因
為那是特別的感覺啊！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 有這種
感覺 覺得 賺到 對不對？賺到了︵臺語 笑︶
很多事情是要忍辱的 因為有這個身體 有感覺
嘛 你說痛 節節支解的時候 祂無我相 佛陀能夠做
到 我盧勝彥做不到 為什麼？我會哀爸叫母 真的骨
頭斷了 我會哀爸叫母 所以我在文章後面講：﹁佛
陀 祢講祢的 我叫我的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有這
個身體 但是我也能夠懂 人家罵你的時候 不痛 不
癢 我可以把他當成耳邊風 你修養夠的 人家怎麼罵
你 如如不動 不要緊 你要罵多久隨你罵 罵到你口
乾舌焦 罵到你精神不寧 罵到你精神煩躁 我如如不
動 可以 這個我可以做得到 那你修養已經到了 就
等於無我相了 忍辱仙人
忍辱仙人我不當 不願意作忍辱仙人 為什麼？人
家給你割肉 佛陀在好幾世還有一世 老鷹餓了 祂割
肉餵鷹啊！割自己的肉起來餵那個老鷹；捨身為虎啊！
捨自己的身體給老虎吃 這個我辦不到 我看到老虎來
了 我就跑︵笑︶ 看到老虎來了 我們就跑 我不是

㆟間大夢
但餘微光 紛雪㆗擎燈㆟

的一句話﹁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讓左手知道﹂ 不住心
做什麼事情不住心 也就是說你做善事 不要把你在做
善事這個念頭﹁我想要做善事﹂ 這個是不對的 你自
然而然不住心 做了也就把它忘了 做了也就把它忘
了 做了也就把它忘了 這一點就是說法爾本然
所以呢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就
是法爾本然 本來就是這樣子做 不帶有任何一種的
相 不是做給人家看的 不是做給你看的 不是做給人
家看的 做給眾生看的 統統都不對的 也不是做給你
自己的 也不是做給他人看 做給你 做給他或是做給
眾生看 都不是 這個是忍辱仙人能夠要做到這樣子
這時候啊 ﹁菩薩應離一切相﹂ 離一切相可以
講 就是完全不是為我自己 不是為他人 也不是為眾
生 統統都不是 而有了這個菩提心 但是這個菩提心
不是為自己 也不是為他人 也不是為了眾生而發的菩
提心 這個意思是在這裡
老師為了向學生證明抽菸的害處 特意把香菸中提
取的尼古丁放在一個小蟲的身子上面 不一會兒小蟲就
死了 老師接著問小明：﹁你看 這個實驗說明了什
麼？﹂小明回答：﹁抽煙不會長蟲 ﹂︵笑︶
老師問小明：﹁小明 你知道世界上七大洲 八大
洋分別是什麼嗎？﹂小明回答：﹁所謂七大粥 就是八
寶粥 黑米粥 綠豆粥 紅糖粥 桃花羹粥 天山雪蓮
粥 皮蛋瘦肉粥 ﹂老師就忍住了 問：﹁八大洋？﹂
小明答：﹁喜羊羊 美羊羊 懶羊羊 火羊羊 暖羊
羊 慢羊羊 小刀羊 全羊宴 ﹂老師講：﹁滾出
去 ﹂︵笑︶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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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㆒切
相，發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心，不
應 住 色 生 心 ， 不 應 住
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
所住心。
若心㈲住，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
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㆒切眾生
故，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㆒切諸相即是非相；又
說㆒切眾生即非眾生。

我的﹁一籃子奇想﹂
原來是﹁無想﹂
﹁無想﹂才能；天天都很歡喜
沒有煩惱在心頭
內心自然放光遍照
純純的
淨淨的
｜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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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琉璃光如來﹂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日光遍照菩薩
月光遍照菩薩 十二藥叉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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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Xin chao C?m ?n 愛してる
︵日 語 ：我 愛 你 ︶ 사 랑 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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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 chào︵越南語：你好︶
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今天修的是藥師琉璃光王佛 祂屬於東方的琉璃光
世界 祂有一個淨土也就是琉璃光的淨土 藥師琉璃光
佛的淨土跟西方的極樂淨土是一樣的 根據這藥師琉璃
光菩薩的本願經裡面 祂也是發了很多的願 其中有一
條 就是祂希望眾生的疾病都能夠消除 有一條是關於
這個病 所以祂屬於藥師琉璃光如來 祂有發這樣子的
願 其實這個病 我們所講的 按照經典 據我所知道
的 並不是有形人身上的病 而是屬於講不出來的
什麼是講不出來？人的本身的病很多 重點是在這
樣子 像貪的病 瞋的病 愚痴的病 吃醋的病 嫉妒
的病 心裡很多的黑暗的這一種病 比那些有形的病所
帶來的障礙更多 你看這個世界上 不只是人有病 家
庭本身也有病 人跟人之間都有病 大的國家跟國家都
有病 這個病才厲害 人本身的病表示是個人身上受

的 國家跟國家有病 就整個國家受 甚至於地球有
病 全世界的人受 這個才厲害 這個地球有病了 地
球有病誰造的？人造的 這整個宇宙有病啊 滿天的人
造衛星 在太空裡面製造了很多的垃圾garbage 在人間
也製造了很多的垃圾garbage 都是人造的 再來 國家
有病都不是很好的現象
今天是二○二二年一月一號 先跟大家講﹁新年快
樂 Happy New Year﹂ 在這裡 我們希望藥師琉璃光
如來 能夠消除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病 消除家庭跟家庭
之間的病 消除人跟人之間的病 消除個人身上的病
從最大到最小 最重要 我們生存的地球 希望這個地
球的病 不會那麼快的來臨 這是今天我們藥師琉璃光
如來 當然這也是我個人的小小的心聲 希望世界和
平 人間淨土一切祥和 一切自在 人間沒有災難
剛剛看了﹁真佛般若藏﹂動畫製作得非常好 第二
八七冊在一月會全球同步發行 它這個動畫製作得非常
的優美 ︽小語與小詩︾書名也取得不錯 感觸很多
另外 我自己今天剛好完成第二八八冊的書 書名是
︽一籃子的奇想︾ 一個籃子裡面的奇想 一籃子滿滿
的奇想 這是等於是師尊的想法 這二八八冊剛好今天
完成 我禮拜一才會傳給周慧芳律師 ﹁真佛般若藏﹂
禮拜一才會拿到這裡 然後傳給周慧芳律師 這二八八
冊︽一籃子的奇想︾ 然後接下來就寫二八九冊 書名
不知道 內容還不知道 人生就是這樣
先講個笑話 有一個議員 叫做counsel 家裡的人
跟議員講：﹁先生 有個人有急事找你 他已經在客廳
等你等了四個小時 ﹂議員講：﹁讓他再等一等吧 既
然他已經等了四個小時 這就說明他的事不急 ﹂其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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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

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㆒切
相，發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心，不
應 住 色 生 心 ， 不 應 住
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
所住心。
若心㈲住，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
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㆒切眾生
故，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㆒切諸相即是非相；又
說㆒切眾生即非眾生。

我的﹁一籃子奇想﹂
原來是﹁無想﹂
﹁無想﹂才能；天天都很歡喜
沒有煩惱在心頭
內心自然放光遍照
純純的
淨淨的
｜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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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琉璃光如來﹂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日光遍照菩薩
月光遍照菩薩 十二藥叉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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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Xin chao C?m ?n 愛してる
︵日 語 ：我 愛 你 ︶ 사 랑 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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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 chào︵越南語：你好︶
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今天修的是藥師琉璃光王佛 祂屬於東方的琉璃光
世界 祂有一個淨土也就是琉璃光的淨土 藥師琉璃光
佛的淨土跟西方的極樂淨土是一樣的 根據這藥師琉璃
光菩薩的本願經裡面 祂也是發了很多的願 其中有一
條 就是祂希望眾生的疾病都能夠消除 有一條是關於
這個病 所以祂屬於藥師琉璃光如來 祂有發這樣子的
願 其實這個病 我們所講的 按照經典 據我所知道
的 並不是有形人身上的病 而是屬於講不出來的
什麼是講不出來？人的本身的病很多 重點是在這
樣子 像貪的病 瞋的病 愚痴的病 吃醋的病 嫉妒
的病 心裡很多的黑暗的這一種病 比那些有形的病所
帶來的障礙更多 你看這個世界上 不只是人有病 家
庭本身也有病 人跟人之間都有病 大的國家跟國家都
有病 這個病才厲害 人本身的病表示是個人身上受

的 國家跟國家有病 就整個國家受 甚至於地球有
病 全世界的人受 這個才厲害 這個地球有病了 地
球有病誰造的？人造的 這整個宇宙有病啊 滿天的人
造衛星 在太空裡面製造了很多的垃圾garbage 在人間
也製造了很多的垃圾garbage 都是人造的 再來 國家
有病都不是很好的現象
今天是二○二二年一月一號 先跟大家講﹁新年快
樂 Happy New Year﹂ 在這裡 我們希望藥師琉璃光
如來 能夠消除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病 消除家庭跟家庭
之間的病 消除人跟人之間的病 消除個人身上的病
從最大到最小 最重要 我們生存的地球 希望這個地
球的病 不會那麼快的來臨 這是今天我們藥師琉璃光
如來 當然這也是我個人的小小的心聲 希望世界和
平 人間淨土一切祥和 一切自在 人間沒有災難
剛剛看了﹁真佛般若藏﹂動畫製作得非常好 第二
八七冊在一月會全球同步發行 它這個動畫製作得非常
的優美 ︽小語與小詩︾書名也取得不錯 感觸很多
另外 我自己今天剛好完成第二八八冊的書 書名是
︽一籃子的奇想︾ 一個籃子裡面的奇想 一籃子滿滿
的奇想 這是等於是師尊的想法 這二八八冊剛好今天
完成 我禮拜一才會傳給周慧芳律師 ﹁真佛般若藏﹂
禮拜一才會拿到這裡 然後傳給周慧芳律師 這二八八
冊︽一籃子的奇想︾ 然後接下來就寫二八九冊 書名
不知道 內容還不知道 人生就是這樣
先講個笑話 有一個議員 叫做counsel 家裡的人
跟議員講：﹁先生 有個人有急事找你 他已經在客廳
等你等了四個小時 ﹂議員講：﹁讓他再等一等吧 既
然他已經等了四個小時 這就說明他的事不急 ﹂其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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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急的 只是人家等了四個小時 他還講不急
大家知道東方人有一個習慣 性子好像比較急一
點？東方人的性子比較急 比較勤勞一點 我住在西
方 我在東方也住過 在西方也住過 你在東方 你要
做一件事情 好像都是很easy 在請託 拜託人或怎麼
樣都很easy 都很容易 半夜敲醫生的門 醫生也會開
門 很緊急的事都會做 過年過節 大部分都關門了
店都關門 還開個小門 走過去問說：今天賣不賣？當
然賣！只要有錢賺就好 馬上幫你做
西方就不太一樣 你有沒有感覺到西方是不太一
樣？我記得 我家的鐵門外面的 開鐵門跟關鐵門的那
個control壞掉 這一修要半年 要半年 你申請一個東
西 天啊！很難申請的 申請幾個月 幾個月 很難申
請下來 到最後 終於請來一個counsel 為什麼請到
他 ？ 他 要 競 選 我 們 幫 這 個 counsel競 選 這 個
counsel說 好 你有什麼事情 跟他講什麼事 這個
counsel去了 下個月就下來了 你平常在申請什麼東西
都很慢的 綠卡要等個幾年 等到你老 等到生孩子
綠卡還沒拿到 很多事情在西方 就覺得就是等
waiting everything is waiting
東方人比較勤勞 西方人就比較講起來就是喜歡
vocation 他就是喜歡長假long weekend 他們長假享
受人生 東方人就是勤勞一生 這兩邊差別 西方跟東
方是有不同的地方 你看東方人 我們講台灣好啦 因
為我生長在台灣 台灣的車禍很多 為什麼車禍很多？
大家都很急 開車也急 不守交通規則 這是不對的
在台灣不守交通規則 很急 開車大家都很急 綠燈還
沒有開始就開始衝了 闖紅燈那是經常的事情；黃燈已
經快要沒有了 他還是闖 車禍特別的多 西方有一個

靈毀滅成血海 請問是否真的如此？
 是否﹃穢跡金剛心咒﹄同等如﹃獅面空行母心
咒﹄的力量一樣銳利？感謝師尊的答案 阿彌陀佛
回答一：夢中有無形 他在夢中有人跟他講 無
形 沒有形的跟他講：﹁大聲的持﹃穢跡金剛的心
咒﹄ 能把幽靈毀滅成血海 ﹂請問是否真的如此？是
否﹃穢跡金剛心咒﹄同等於﹃獅面空行母心咒﹄的力量
一樣銳利？我告訴你：﹃穢跡金剛心咒﹄力量很大 祂
不怕污穢 可以去除所有的污穢 當然像那些ghost鬼
呀 當然鬼也有善鬼也有惡鬼 善鬼我們不用驅除 它
不會來干擾 來干擾你的都是惡鬼 都是不好的
你能夠持﹃穢跡金剛心咒﹄ 大聲的持 當然有那
個力量 ﹁嗡 俱嚕 都藍 吽 惹 ﹂ 是有力量
不是沒有 把幽靈變成血海是可以的 很多咒語 很多
金剛咒都有它的力量 你看大幻化網金剛：﹁嗡 別
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魯嘎 吽吽呸 ﹂這個力
量也很大 大幻化網金剛祂的力量很大 而且祂可以治
病 人身上的病 有人聽到這個咒語 單單聽到這個咒
語 全身發熱 他要去醫院檢查他的喉嚨 喉嚨這邊長
一個瘤 只是經過我們的法會會場 聽到這個咒語 他
在車子裡面全身發熱 到了醫院檢查 那個瘤居然不見
了！﹁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魯嘎 吽吽
呸 ﹂就是這個咒語 祂有這個力量
當然 ﹃穢跡金剛心咒﹄是有力量：﹁嗡 俱嚕
都藍 吽 惹 ﹂就有這種力量出來 很多這個咒語都
有力量的 像做結界的﹁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四縱五橫印 ﹁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這個都有力量出去的 念一個字一種

好處 大家慢慢來 車子就等 停在那裡等 waiting
按照交通來講 西方是比較好
所以我在西雅圖 我開車開了將近快四十年 我都
是開車 我回到台灣 我一天都不敢開 一次也不敢
開 因為太急了 另外 腳踏車 人走路 另外還有汽
車 另外還摩托車 那個小蜜蜂 ﹁小蜜蜂 嗡嗡嗡
飛到西 飛到東﹂ 天啊！像蜜蜂一樣的摩托車 在
Seattle什麼時候看到摩托車？很少 never 除非重型
機車 在台灣 ﹁嗡嗡嗡 嗡嗡嗡 大家一齊勤做工
來匆匆 去匆匆 做工趣味濃 天暖花好不做工 將來
哪裡好過冬 嗡嗡嗡 嗡嗡嗡 別學懶惰蟲 ﹂︵師尊
唱︶東方人的生活像蜜蜂 西方人的生活像蝴蝶
Butterfly 你看不一樣 東方人的生活像蜜蜂 大家拼
命賺 拼命跑 拼命做 西方人的生活很悠哉 像蝴蝶
一樣 不同 這是我自己的感觸
小姐去請問大師：﹁請問大師 金錢跟智慧 大師
是選哪個？﹂大師先問她：﹁妳是選哪個？﹂小姐：
﹁我當然選金錢 ﹂大師：﹁我選智慧 ﹂小姐跟大師
講：﹁當然啦 我選金錢 你選智慧 人都會選自己缺
少的 ﹂這一回大師虧大了 被那個小姐虧

答
雜誌

力量 往外面射出去 幽靈在前面 ﹁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就把幽靈切成豆腐塊 只要
你運用得宜都會產生力量 所以﹃穢跡金剛心咒﹄等同
於﹃獅面空行母心咒﹄的力量 一樣的銳利 沒有錯
以前舊金山的鬼婆 千軍萬馬來找我的時候 就是
大力金剛跟不動明王這兩尊出現 不動明王的寶劍飛出
來 就像螺旋槳一直在旋轉 一過去 就像過去清朝的
血滴子一樣 把那個鬼的頭一個一個砍下來 來的千軍
萬馬 不是一個螺旋槳 不動明王的劍一飛出來 一個
螺旋槳變成十個螺旋槳 變成一千個螺旋槳 這樣子旋
轉 飛機的螺旋槳一樣旋轉 所有的鬼都斬成肉醬 從
此以後不敢再來 舊金山那個鬼婆的鬼
我就常常這樣子講一句話：﹁妳那些惡鬼不要找我
那些善良的弟子 要找就找盧師尊！找我來 不要找我
那些善良的弟子 欺人太甚 你欺負那個善良的弟子太
甚了 要找就找我！妳那些惡鬼多厲害？妳就來找我！
對不對？養鬼養太多 ﹂所以不怕！我們︿真佛宗﹀弟
子 你把咒持好 真的有鬼來的話 你用你的咒力加
持 不用怕 那些鬼還在我的光網的外面 我是﹁眠光
法﹂ 在睡覺有光出現把我套住 它在光的外面跟我
講 當然不是講的那麼好聽啦 我是把它講的好聽一
點：﹁盧師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的主人！﹂
敢這樣子對我講話？那些鬼敢這樣子對我講話？你
看 我絕對不騙你 這句話是我親耳聽到的 它不是叫
盧師尊 我是自己講自己好聽一點 叫盧師尊 ﹁盧師
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的主人！﹂我聽得一清二
楚 我沒有耳聾 妳的鬼敢這樣子對我 那麼沒有禮
貌 把妳變成血海 真的 是十月三號發生的事 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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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急的 只是人家等了四個小時 他還講不急
大家知道東方人有一個習慣 性子好像比較急一
點？東方人的性子比較急 比較勤勞一點 我住在西
方 我在東方也住過 在西方也住過 你在東方 你要
做一件事情 好像都是很easy 在請託 拜託人或怎麼
樣都很easy 都很容易 半夜敲醫生的門 醫生也會開
門 很緊急的事都會做 過年過節 大部分都關門了
店都關門 還開個小門 走過去問說：今天賣不賣？當
然賣！只要有錢賺就好 馬上幫你做
西方就不太一樣 你有沒有感覺到西方是不太一
樣？我記得 我家的鐵門外面的 開鐵門跟關鐵門的那
個control壞掉 這一修要半年 要半年 你申請一個東
西 天啊！很難申請的 申請幾個月 幾個月 很難申
請下來 到最後 終於請來一個counsel 為什麼請到
他 ？ 他 要 競 選 我 們 幫 這 個 counsel競 選 這 個
counsel說 好 你有什麼事情 跟他講什麼事 這個
counsel去了 下個月就下來了 你平常在申請什麼東西
都很慢的 綠卡要等個幾年 等到你老 等到生孩子
綠卡還沒拿到 很多事情在西方 就覺得就是等
waiting everything is waiting
東方人比較勤勞 西方人就比較講起來就是喜歡
vocation 他就是喜歡長假long weekend 他們長假享
受人生 東方人就是勤勞一生 這兩邊差別 西方跟東
方是有不同的地方 你看東方人 我們講台灣好啦 因
為我生長在台灣 台灣的車禍很多 為什麼車禍很多？
大家都很急 開車也急 不守交通規則 這是不對的
在台灣不守交通規則 很急 開車大家都很急 綠燈還
沒有開始就開始衝了 闖紅燈那是經常的事情；黃燈已
經快要沒有了 他還是闖 車禍特別的多 西方有一個

靈毀滅成血海 請問是否真的如此？
 是否﹃穢跡金剛心咒﹄同等如﹃獅面空行母心
咒﹄的力量一樣銳利？感謝師尊的答案 阿彌陀佛
回答一：夢中有無形 他在夢中有人跟他講 無
形 沒有形的跟他講：﹁大聲的持﹃穢跡金剛的心
咒﹄ 能把幽靈毀滅成血海 ﹂請問是否真的如此？是
否﹃穢跡金剛心咒﹄同等於﹃獅面空行母心咒﹄的力量
一樣銳利？我告訴你：﹃穢跡金剛心咒﹄力量很大 祂
不怕污穢 可以去除所有的污穢 當然像那些ghost鬼
呀 當然鬼也有善鬼也有惡鬼 善鬼我們不用驅除 它
不會來干擾 來干擾你的都是惡鬼 都是不好的
你能夠持﹃穢跡金剛心咒﹄ 大聲的持 當然有那
個力量 ﹁嗡 俱嚕 都藍 吽 惹 ﹂ 是有力量
不是沒有 把幽靈變成血海是可以的 很多咒語 很多
金剛咒都有它的力量 你看大幻化網金剛：﹁嗡 別
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魯嘎 吽吽呸 ﹂這個力
量也很大 大幻化網金剛祂的力量很大 而且祂可以治
病 人身上的病 有人聽到這個咒語 單單聽到這個咒
語 全身發熱 他要去醫院檢查他的喉嚨 喉嚨這邊長
一個瘤 只是經過我們的法會會場 聽到這個咒語 他
在車子裡面全身發熱 到了醫院檢查 那個瘤居然不見
了！﹁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魯嘎 吽吽
呸 ﹂就是這個咒語 祂有這個力量
當然 ﹃穢跡金剛心咒﹄是有力量：﹁嗡 俱嚕
都藍 吽 惹 ﹂就有這種力量出來 很多這個咒語都
有力量的 像做結界的﹁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四縱五橫印 ﹁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這個都有力量出去的 念一個字一種

好處 大家慢慢來 車子就等 停在那裡等 waiting
按照交通來講 西方是比較好
所以我在西雅圖 我開車開了將近快四十年 我都
是開車 我回到台灣 我一天都不敢開 一次也不敢
開 因為太急了 另外 腳踏車 人走路 另外還有汽
車 另外還摩托車 那個小蜜蜂 ﹁小蜜蜂 嗡嗡嗡
飛到西 飛到東﹂ 天啊！像蜜蜂一樣的摩托車 在
Seattle什麼時候看到摩托車？很少 never 除非重型
機車 在台灣 ﹁嗡嗡嗡 嗡嗡嗡 大家一齊勤做工
來匆匆 去匆匆 做工趣味濃 天暖花好不做工 將來
哪裡好過冬 嗡嗡嗡 嗡嗡嗡 別學懶惰蟲 ﹂︵師尊
唱︶東方人的生活像蜜蜂 西方人的生活像蝴蝶
Butterfly 你看不一樣 東方人的生活像蜜蜂 大家拼
命賺 拼命跑 拼命做 西方人的生活很悠哉 像蝴蝶
一樣 不同 這是我自己的感觸
小姐去請問大師：﹁請問大師 金錢跟智慧 大師
是選哪個？﹂大師先問她：﹁妳是選哪個？﹂小姐：
﹁我當然選金錢 ﹂大師：﹁我選智慧 ﹂小姐跟大師
講：﹁當然啦 我選金錢 你選智慧 人都會選自己缺
少的 ﹂這一回大師虧大了 被那個小姐虧

答
雜誌

力量 往外面射出去 幽靈在前面 ﹁臨 兵 鬥
者 皆 陣 列 在 前﹂就把幽靈切成豆腐塊 只要
你運用得宜都會產生力量 所以﹃穢跡金剛心咒﹄等同
於﹃獅面空行母心咒﹄的力量 一樣的銳利 沒有錯
以前舊金山的鬼婆 千軍萬馬來找我的時候 就是
大力金剛跟不動明王這兩尊出現 不動明王的寶劍飛出
來 就像螺旋槳一直在旋轉 一過去 就像過去清朝的
血滴子一樣 把那個鬼的頭一個一個砍下來 來的千軍
萬馬 不是一個螺旋槳 不動明王的劍一飛出來 一個
螺旋槳變成十個螺旋槳 變成一千個螺旋槳 這樣子旋
轉 飛機的螺旋槳一樣旋轉 所有的鬼都斬成肉醬 從
此以後不敢再來 舊金山那個鬼婆的鬼
我就常常這樣子講一句話：﹁妳那些惡鬼不要找我
那些善良的弟子 要找就找盧師尊！找我來 不要找我
那些善良的弟子 欺人太甚 你欺負那個善良的弟子太
甚了 要找就找我！妳那些惡鬼多厲害？妳就來找我！
對不對？養鬼養太多 ﹂所以不怕！我們︿真佛宗﹀弟
子 你把咒持好 真的有鬼來的話 你用你的咒力加
持 不用怕 那些鬼還在我的光網的外面 我是﹁眠光
法﹂ 在睡覺有光出現把我套住 它在光的外面跟我
講 當然不是講的那麼好聽啦 我是把它講的好聽一
點：﹁盧師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的主人！﹂
敢這樣子對我講話？那些鬼敢這樣子對我講話？你
看 我絕對不騙你 這句話是我親耳聽到的 它不是叫
盧師尊 我是自己講自己好聽一點 叫盧師尊 ﹁盧師
尊 我要帶你去舊金山見我的主人！﹂我聽得一清二
楚 我沒有耳聾 妳的鬼敢這樣子對我 那麼沒有禮
貌 把妳變成血海 真的 是十月三號發生的事 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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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十月三號發生的 我講啦 不要找我善良的弟子
有種的話找我 老夫不怕鬼！老夫怕的是人 人面蛇
心 不是怕鬼 一講到這些鬼就血氣翻騰 這也是一種
病 修行人不應該發火 要溫和要慈祥 心裡永遠保持
著平靜 不要讓小鹿亂撞 心靈保持著寧靜 好好的
講 不要生氣 免得死掉我的腦細胞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
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Ｑ

問題二：台灣的弟子問的 祈請珍貴的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活佛解答弟子的問題 非常感恩 請問
師佛第二八二冊︽遇見達摩祖師︾中第一九七頁 真實
﹁皈依﹂的真諦中 請問密教皈依以氣 脈 明點為三
寶 請問是何義？是何種境界？感恩師佛
回答二：其實皈依 我們有提到﹁南摩古魯貝 南
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就是四皈依
密教有四皈依：﹁南摩古魯貝﹂就是皈依金剛上師 然
後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
僧 皈依金剛上師 這是四皈依
﹁那麼以氣 脈 明點為三寶﹂ 除了四種皈依以
外 還有皈依氣 脈 明點 因為氣跟脈跟明點 氣是
什麼？脈是什麼？明點是什麼？脈就是你身體的交通
氣就是運輸 明點就是工具 明點是什麼？明點是我們
身體裡面的寶物 將來明點會化成光 明就是光 明點
會化成光 明點化成光會怎麼樣？它是融入宇宙 密教
是借用人身體裡面的氣 脈跟明點 這個屬於內法 內
法的境界
﹁內法﹂有所謂的﹁外法﹂ 外行的法也屬於﹁內
法﹂ ﹁內法﹂就是氣 脈 明點 屬於你身體裡面
的 密教也是向裡面去求 讓你的氣走在脈上面 運送

一切相 就是無形啊 祂還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 就是佛性啊 祂有佛性 祂沒有住色生心 沒有
因 為什麼色生心 無色 不審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
心 沒有什麼聲香味觸法 沒有的
祂無所住 什麼叫無所住 無所不在就是無所住
啊 祂沒有的 沒有住哪裡 你以為住極樂世界啊？住
琉璃光世界 住哪一個淨土 沒有！我看到我蓮花童子
的時候 只有光芒一片啊 沒有形象 不住什麼的 佛
講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如果講說有住也是沒有
住啦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我告訴你
當了一個菩薩就沒有為什麼而做 像今天來講 講﹁度
眾生﹂ 我在﹁度眾生﹂ 這個﹁度眾生﹂也是名詞
啦 也沒有這個﹁我﹂啦 這個﹁我﹂是假的啦！你們
在座的全部都是﹁假我﹂ 包括我這個我也是﹁假
我﹂ 哪有什麼度眾生？假的我 在度假的你啦 很簡
單 就是這樣子講
我現在在說法 就是在布施啊 為什麼布施呢？
﹁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應該這樣子
做 的 我 講 How come? Retired, how come in the
temple, talk Buddha dharma? How come? 就是為了不
住相布施嘛 也不是布施 布施不應該住什麼布施的
啦 說法也不是為什麼說法 就是這樣子啦 有清楚
嗎？
如來說：﹁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 又說：﹁一切
眾生 即非眾生﹂ 我已經講 在月球上哪裡有什麼
相？一個人都沒有 什麼是佛法 沒有人哪有佛法？在
月球上 什麼是善？哪裡有善？什麼是惡？哪裡有惡？

你的明點到你的五輪 最後你打開你的五輪 解開你的
五輪 變成五種光 就所有的五佛的宮殿全部都出來
這是毘盧遮那佛 這是阿彌陀佛 這是阿閦佛 這是寶
生佛 密輪是不空成就佛 眉心輪毘盧遮那佛 喉輪阿
彌陀佛 心輪阿閦佛 臍輪寶生佛 密輪不空成就佛
這五輪打開 五佛就出現你身體裡面 你自己本身就顯
現你自己本身的佛性 將來這個明點就變成佛性的光
融入到毘盧遮那海 這是密教的修行
密教以氣 脈 明點為三寶 道理在這裡 這是講
解給妳聽的 是何種境界？修成了就是佛的境界 修成
了是佛的境界 請問是何義？我剛剛講 氣是交通工
具 脈就是身體裡面的道路 明點是你的佛性 光明
它的意義在這裡 所以我這裡面有寫到 淨化明點就是
法身 報身是氣的運轉 應身就是脈 就是道路 法身
是淨化明點 報身是氣的運轉 應身就是脈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
生
我告訴大家喔 這裡面的大意我稍微講一下 盧師
尊把自己這一生走到現在 明年就七十八歲了 Next
year, I‘m seventy-eight year old. 差不多到這個年
齡已經 retired 早就在家休閒了 還坐在法座上？
Seventy-seven, seventy-eight, retired, so old.
Every day go to mountain, take a walk. In the
lake, you fish 當然要唸﹃往生咒﹄啦 you fish,
go mountain. Every day, just happy. See the
mountains, see the water, see the trees. Seattle
air is clean. So good, so nice, so happy. How
come in the temple, teach Buddha dharma, how come?
為什麼？講一句好聽一點就是度眾生啊！就是還有這個
心啊 去度眾生 ︵眾鼓掌︶
很簡單啊 講實在話 我分成兩個 一個是無形
的 祂永遠存在的 祂是不審的 什麼是不審的 不動
的 那是我的法身 我原本的法身是不動的 不審 祂
一切自自如如的 任運自在的 非常快樂的 簡單四個
字 在︻高王經︼裡面有﹁常﹂ 永遠存在的；
﹁樂﹂ 永遠快樂的 那個是真實的我 祂是寂滅的
﹁常樂我淨﹂ 那是真實的我 那個就是﹁真我﹂啦！
就是法身 就是佛性啦 那個才是真的 ﹁常﹂ 永遠
存在的；﹁樂﹂ 任運自在的；﹁我﹂ 那是真實的
我 祂是寂靜的 ﹁常樂我淨﹂是真實的
一個 就是現在坐在法座上說法的盧勝彥 說法的
盧師尊 這個﹁我﹂是假的 是﹁假我﹂ 真的我 就
是︻金剛經︼裡面所講的：﹁菩薩應離一切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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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十月三號發生的 我講啦 不要找我善良的弟子
有種的話找我 老夫不怕鬼！老夫怕的是人 人面蛇
心 不是怕鬼 一講到這些鬼就血氣翻騰 這也是一種
病 修行人不應該發火 要溫和要慈祥 心裡永遠保持
著平靜 不要讓小鹿亂撞 心靈保持著寧靜 好好的
講 不要生氣 免得死掉我的腦細胞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
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Ｑ

問題二：台灣的弟子問的 祈請珍貴的根本傳承
上師蓮生活佛解答弟子的問題 非常感恩 請問
師佛第二八二冊︽遇見達摩祖師︾中第一九七頁 真實
﹁皈依﹂的真諦中 請問密教皈依以氣 脈 明點為三
寶 請問是何義？是何種境界？感恩師佛
回答二：其實皈依 我們有提到﹁南摩古魯貝 南
摩不打耶 南摩達摩耶 南摩僧伽耶 ﹂就是四皈依
密教有四皈依：﹁南摩古魯貝﹂就是皈依金剛上師 然
後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
僧 皈依金剛上師 這是四皈依
﹁那麼以氣 脈 明點為三寶﹂ 除了四種皈依以
外 還有皈依氣 脈 明點 因為氣跟脈跟明點 氣是
什麼？脈是什麼？明點是什麼？脈就是你身體的交通
氣就是運輸 明點就是工具 明點是什麼？明點是我們
身體裡面的寶物 將來明點會化成光 明就是光 明點
會化成光 明點化成光會怎麼樣？它是融入宇宙 密教
是借用人身體裡面的氣 脈跟明點 這個屬於內法 內
法的境界
﹁內法﹂有所謂的﹁外法﹂ 外行的法也屬於﹁內
法﹂ ﹁內法﹂就是氣 脈 明點 屬於你身體裡面
的 密教也是向裡面去求 讓你的氣走在脈上面 運送

一切相 就是無形啊 祂還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 就是佛性啊 祂有佛性 祂沒有住色生心 沒有
因 為什麼色生心 無色 不審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
心 沒有什麼聲香味觸法 沒有的
祂無所住 什麼叫無所住 無所不在就是無所住
啊 祂沒有的 沒有住哪裡 你以為住極樂世界啊？住
琉璃光世界 住哪一個淨土 沒有！我看到我蓮花童子
的時候 只有光芒一片啊 沒有形象 不住什麼的 佛
講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如果講說有住也是沒有
住啦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我告訴你
當了一個菩薩就沒有為什麼而做 像今天來講 講﹁度
眾生﹂ 我在﹁度眾生﹂ 這個﹁度眾生﹂也是名詞
啦 也沒有這個﹁我﹂啦 這個﹁我﹂是假的啦！你們
在座的全部都是﹁假我﹂ 包括我這個我也是﹁假
我﹂ 哪有什麼度眾生？假的我 在度假的你啦 很簡
單 就是這樣子講
我現在在說法 就是在布施啊 為什麼布施呢？
﹁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應如是布施﹂ 應該這樣子
做 的 我 講 How come? Retired, how come in the
temple, talk Buddha dharma? How come? 就是為了不
住相布施嘛 也不是布施 布施不應該住什麼布施的
啦 說法也不是為什麼說法 就是這樣子啦 有清楚
嗎？
如來說：﹁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 又說：﹁一切
眾生 即非眾生﹂ 我已經講 在月球上哪裡有什麼
相？一個人都沒有 什麼是佛法 沒有人哪有佛法？在
月球上 什麼是善？哪裡有善？什麼是惡？哪裡有惡？

你的明點到你的五輪 最後你打開你的五輪 解開你的
五輪 變成五種光 就所有的五佛的宮殿全部都出來
這是毘盧遮那佛 這是阿彌陀佛 這是阿閦佛 這是寶
生佛 密輪是不空成就佛 眉心輪毘盧遮那佛 喉輪阿
彌陀佛 心輪阿閦佛 臍輪寶生佛 密輪不空成就佛
這五輪打開 五佛就出現你身體裡面 你自己本身就顯
現你自己本身的佛性 將來這個明點就變成佛性的光
融入到毘盧遮那海 這是密教的修行
密教以氣 脈 明點為三寶 道理在這裡 這是講
解給妳聽的 是何種境界？修成了就是佛的境界 修成
了是佛的境界 請問是何義？我剛剛講 氣是交通工
具 脈就是身體裡面的道路 明點是你的佛性 光明
它的意義在這裡 所以我這裡面有寫到 淨化明點就是
法身 報身是氣的運轉 應身就是脈 就是道路 法身
是淨化明點 報身是氣的運轉 應身就是脈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
生
我告訴大家喔 這裡面的大意我稍微講一下 盧師
尊把自己這一生走到現在 明年就七十八歲了 Next
year, I‘m seventy-eight year old. 差不多到這個年
齡已經 retired 早就在家休閒了 還坐在法座上？
Seventy-seven, seventy-eight, retired, so old.
Every day go to mountain, take a walk. In the
lake, you fish 當然要唸﹃往生咒﹄啦 you fish,
go mountain. Every day, just happy. See the
mountains, see the water, see the trees. Seattle
air is clean. So good, so nice, so happy. How
come in the temple, teach Buddha dharma, how come?
為什麼？講一句好聽一點就是度眾生啊！就是還有這個
心啊 去度眾生 ︵眾鼓掌︶
很簡單啊 講實在話 我分成兩個 一個是無形
的 祂永遠存在的 祂是不審的 什麼是不審的 不動
的 那是我的法身 我原本的法身是不動的 不審 祂
一切自自如如的 任運自在的 非常快樂的 簡單四個
字 在︻高王經︼裡面有﹁常﹂ 永遠存在的；
﹁樂﹂ 永遠快樂的 那個是真實的我 祂是寂滅的
﹁常樂我淨﹂ 那是真實的我 那個就是﹁真我﹂啦！
就是法身 就是佛性啦 那個才是真的 ﹁常﹂ 永遠
存在的；﹁樂﹂ 任運自在的；﹁我﹂ 那是真實的
我 祂是寂靜的 ﹁常樂我淨﹂是真實的
一個 就是現在坐在法座上說法的盧勝彥 說法的
盧師尊 這個﹁我﹂是假的 是﹁假我﹂ 真的我 就
是︻金剛經︼裡面所講的：﹁菩薩應離一切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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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葷的素的 哪裡有什麼葷的素的？在月球上根本沒
有葷素啦 哪裡有什麼？什麼都沒有啊 實相就是這
個 這個才是實相 真實的相 開悟的人都知道啦 開
悟也是假的啦 我跟你講 根本沒有開悟 沒有開悟這
兩個字 這只是名詞 盧勝彥是名詞啦 釋迦牟尼佛講
的實相
你看嘛 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眾生都是假人
啊 為什麼是假的？Game over 這一場遊戲已經結束
了 你不相信啊？你遊戲已經結束了 我幼稚園的時代
旁邊有個女孩子天天給我抹粉 我幼稚園就有女朋友了
Kindergarten, I have the girlfriend. 真的 我女朋
友就坐我旁邊 她每天就拿那個粉給我弄
結果蠻喜
歡她的 因為她的身上蠻香的 她叫林燕玉 我就跟她
做男女朋友 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 我那時候是幼稚
園 真的去她家耶！去她家玩 她媽媽看到我說：
﹁欸 妳男朋友來了 ﹂︵眾笑︶一場夢啊 告訴你
你幼稚園是不是一場夢？Kindergarten 你還有幼稚園
嗎？沒有啦 林燕玉呢？我也不知道她哪裡去 那不是
一場夢嗎？你說我回去找林燕玉 哪裡找得到啊？一場
夢 幼稚園就是一場夢啊
我小學的同學黃金雄 他是我最好的同學 我每一
次逃學逃家 全部都是住在他家裡 他家是開高雄最大
的 ︿永泰行﹀跟︿永茂行﹀ 他爸爸以前是做汽車零
件的 那時候做汽車零件的很少 很少人有汽車 他就
做汽車零件 賺很多錢 家裡很富有 黃金雄 他一直
到我大學的時候 他還跟我很好 我讀大學的時候 他
還 跟 我 非 常 好 我 回 台 灣 的 時 候 他 已 經 走 了 Game
over 他過世了 心臟病發作過世 我小學最好的同
學 那就是一個夢 夢就過去了

現在所看到的 碰到的境界 這是一時的境界 這麼短
的時間裡面的境界 以後就沒有啦 所以 ﹁如來說一
切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跟你
講是真的 ︻金剛經︼裡面講的
爸爸問：﹁你愛爸爸還是愛媽媽？﹂
小明：﹁都愛 ﹂爸爸：﹁如果我去美
國 媽媽去巴黎 你去哪裡？﹂小明：
﹁巴黎 ﹂爸爸：﹁為什麼？﹂小明：
﹁因為巴黎漂亮 ﹂爸爸：﹁那如果我去
巴黎 媽媽去美國呢？﹂小明：﹁當然是
美國啦 ﹂爸爸：﹁為什麼這一次你跟媽
媽走呢？﹂小明：﹁因為巴黎剛剛去過
了 ﹂
告訴你 去巴黎 去美國全是夢 去
哪裡都是一場夢 有一天你不去了 那不
是夢是什麼？巴黎我有去過啊 英國我也
去過啊 歐洲我走了很多國家 以後不去
了 還不是夢嗎？夢幻一場
老王打牌輸了一百塊 被老婆當眾數
落 我看老王很可憐 就安慰他說：﹁你
還算好的 上禮拜我在菜市場 遠遠看見
一個男人 被他老婆罵得狗血淋頭 那才
叫做丟人 ﹂老王聽完眼淚就掉下來說：
﹁那個也是我 ﹂不要怕 總有一天 你
老婆不會罵你了 總有一天 這個遊戲已經完的時候
game over就沒有了 好啦 今天到這裡game over
嗡嘛呢唄咪吽！

我高中最好的同學莊正和 是﹁高雄登山協會﹂的
總幹事 他死在哪裡？死在阿里山 ﹁一二三 到台
灣 台灣有個阿里山﹂ 阿里山很有名啊 Mainland
China︵中國大陸︶的人都知道台灣有一個阿里山 我們
那時候唱﹁一二三 到台灣 台灣有個阿里山﹂ 那時
候我們唱的 我們小時常常唸的啦 你看嘛 登山協會
的總幹事 在爬山的時候因迷路 死在阿里山 我的好
朋友 最好的朋友莊正和 以前他是︽雄工青年︾的一
個編輯 副主編 我也是副主編 但是我兼主編 因為
我親自去編輯︽雄工青年︾ 高雄高工的︽雄工青
年︾ 我們兩個名字排在一起 盧勝彥 莊正和 主編
是雪鴻︵李世開︶
夢啊！一場過去了 這個也Game over 你看啊都
是夢啊 疫情不是夢嗎？這個疫情是夢一場 一件一件
的夢都過去了 將來呢？自己也沒有了 我將來還有一
個真身 ﹁常樂我淨﹂ 對 所以人生是分成兩個
︻金剛經︼裡釋迦牟尼佛講的﹁實相﹂就是這個樣子
像現在很多的老人家都有病 對不對？那個李幸枝 我
們以前那個李上師 李幸枝上師啊 祂走的時候 祂後
來回來跟我講：﹁哎呀 我都不知道 死多麼好啊！我
活著的時候啊 走路都很困難 這裡痛那裡痛 膝蓋
痛 全身痛！走路彎腰駝背 身體不舒服 哇 頭痛
喉嚨痛 全身骨頭 全身骨節全部痛 走路很幸苦 ﹂
死了以後 哇 祂跑來跟我講：﹁現在好輕鬆啊！﹂
Butterfly蝴蝶啊 悠哉悠哉 飛來飛去 哪裡會
痛？死了就什麼痛都沒有 夢一場 先生 孩子 女
兒 夢幻一場 祂跟我講：﹁告訴大家 死有多好！﹂
祂往生佛國 還飛來跟我講 你看 死有多好！活的時
候啊 老年的那一段 痛苦病痛的那個時間 多慘！但

任汝分支節

而無一念心

古今常寂滅

離相即非說

是也是夢幻一場 ﹁實相﹂就是這樣 ︻金剛經︼就是
出世的 了義的經典 它告訴你 ﹁實相﹂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很快樂 有錢有勢 這個財也有 這
個色也有；你也年輕很漂亮 還有這個地位也有 你地
位也有 你的色也有 你的財也有 那只
是一個夢啊！一場夢 沒有永遠的 都是
一時 我跟你講 這個都是一時的夢 就
是這樣子
所以呢 跟你講﹁一切眾生 即非眾
生﹂ 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哦 你們都是
哦 我是假我 你們是假的人 ﹁一切眾
生 即非眾生 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
對呀 我也年輕瀟灑過啊 對不對？我把
以前年輕瀟灑的照片 放在我的皮夾子裡
面 拿出來啊 我告訴你 我比那些歌
手 歌星還有那些影星 韓團啊 年輕的
少年 我都比他們還瀟灑呢！
對呀 我年輕的時候很瀟灑的 我頭
髮這樣甩一下 很多女孩子就是尖叫 而
且暈倒啊 我女朋友不少啊 我告訴你
只是師母不知道而已 ︵師尊笑︶真的
很瀟灑的 你看我那張年輕的照片 我不
是拿給你們看過嗎？我帶在身上 現在皮
夾子裡面也有 拿出來亮相 比起那些韓
國現在的韓團 那些年輕人 對不對？可以比的啦
如來講說﹁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 當然都會過去
沒有了 所以祂講﹁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
應生無所住心﹂ 聲香味觸法 全部都是一時 你
嘛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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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葷的素的 哪裡有什麼葷的素的？在月球上根本沒
有葷素啦 哪裡有什麼？什麼都沒有啊 實相就是這
個 這個才是實相 真實的相 開悟的人都知道啦 開
悟也是假的啦 我跟你講 根本沒有開悟 沒有開悟這
兩個字 這只是名詞 盧勝彥是名詞啦 釋迦牟尼佛講
的實相
你看嘛 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眾生都是假人
啊 為什麼是假的？Game over 這一場遊戲已經結束
了 你不相信啊？你遊戲已經結束了 我幼稚園的時代
旁邊有個女孩子天天給我抹粉 我幼稚園就有女朋友了
Kindergarten, I have the girlfriend. 真的 我女朋
友就坐我旁邊 她每天就拿那個粉給我弄
結果蠻喜
歡她的 因為她的身上蠻香的 她叫林燕玉 我就跟她
做男女朋友 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 我那時候是幼稚
園 真的去她家耶！去她家玩 她媽媽看到我說：
﹁欸 妳男朋友來了 ﹂︵眾笑︶一場夢啊 告訴你
你幼稚園是不是一場夢？Kindergarten 你還有幼稚園
嗎？沒有啦 林燕玉呢？我也不知道她哪裡去 那不是
一場夢嗎？你說我回去找林燕玉 哪裡找得到啊？一場
夢 幼稚園就是一場夢啊
我小學的同學黃金雄 他是我最好的同學 我每一
次逃學逃家 全部都是住在他家裡 他家是開高雄最大
的 ︿永泰行﹀跟︿永茂行﹀ 他爸爸以前是做汽車零
件的 那時候做汽車零件的很少 很少人有汽車 他就
做汽車零件 賺很多錢 家裡很富有 黃金雄 他一直
到我大學的時候 他還跟我很好 我讀大學的時候 他
還 跟 我 非 常 好 我 回 台 灣 的 時 候 他 已 經 走 了 Game
over 他過世了 心臟病發作過世 我小學最好的同
學 那就是一個夢 夢就過去了

現在所看到的 碰到的境界 這是一時的境界 這麼短
的時間裡面的境界 以後就沒有啦 所以 ﹁如來說一
切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 即非眾生﹂ 跟你
講是真的 ︻金剛經︼裡面講的
爸爸問：﹁你愛爸爸還是愛媽媽？﹂
小明：﹁都愛 ﹂爸爸：﹁如果我去美
國 媽媽去巴黎 你去哪裡？﹂小明：
﹁巴黎 ﹂爸爸：﹁為什麼？﹂小明：
﹁因為巴黎漂亮 ﹂爸爸：﹁那如果我去
巴黎 媽媽去美國呢？﹂小明：﹁當然是
美國啦 ﹂爸爸：﹁為什麼這一次你跟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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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他死在哪裡？死在阿里山 ﹁一二三 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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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一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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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相即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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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密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
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此法無
實無虛。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
布施，如㆟入闇，則無所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目㈰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善㊚子、善㊛㆟，能於此經
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
慧，悉知是㆟，悉見是㆟，皆得成就
無量無邊功德。

豁開慧眼明如日
返照微塵世界空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
﹁瑤池金母虎頭金剛﹂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
你好 大家好 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

法師
同門

いちばん ︵第一︶
Xin

啾咪！

Xin chao

気持ちいい

랑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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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 に ち は
chao︵越南語：你好︶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個星期天一月九號下午三點是
﹁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這一尊不用介紹 ﹁蓮花童子
護摩法會﹂ 很簡單就是這樣子講啊 沒有蓮花童子就
沒有︿真佛宗﹀ 一切都沒有 這一尊呢 很多人也把
蓮花童子當成本尊在修持的 其它的我想不用再介紹
了 不過有一件事情是要講一下 蓮花童子祂轉世非常
的多 其中有一個國度 其實在整個西藏來講 除了大
雪山以外 另外黨項山也是在西藏 那邊有一組人離開
了黨項山到了祁連山 在祁連山的河西走廊建立了一個
國度 就是西夏王朝 西夏王朝一共有十個皇帝 在古
代又叫大白高國
我解釋大白高國 就是大白蓮花童子建立的高王觀
世音菩薩的國度 所以叫大白高國 ﹁高王﹂就是大白
蓮花童子建立的高王觀世音的國度 這國度不是很大
但西夏王朝所留下來的很多的東西也是一種文化 整個

國度都是唸︻高王觀世音真經︼ 有十個皇帝 這十個
皇帝當中就有蓮花童子的轉世 蒙古大帝國的開創者是
鐵木真成吉思汗 統一整個蒙古一直到歐洲的蒙古大帝
國 是很大的一個帝國
大白高國只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地方 在河西走廊祁
連山下一個很小的國度 但是成吉思汗領軍攻打大白高
國 一共九次都沒有成功 那時候蒙古大帝國打每一個
國家都是勢如破竹 只有一次 馬上就勝利了 打這個
大白高國打九次都沒有成功 成吉思汗憂鬱就死了 最
後才是忽必烈把大白高國滅掉 有這樣子的歷史存在
大白高國 就是大白蓮花童子建立的高王觀世音菩薩的
國度 這是過去的一段歷史
今天做虎頭金剛護摩 為什麼瑤池金母顯現老虎的
形？在道家裡有講到道家五老 佛教裡面一樣有 東方
阿閦佛 西方阿彌陀佛 中央毘盧遮那佛 南方寶生
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這就是五方佛
道家也有五方 佔有五方的大羅金仙 東方是東華
帝君 你們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裡面就有東華帝
君 東華帝君根本是大羅金仙 祂是心中無欲的 沒有
欲望的 與天地共存的一個大羅金仙 當然︽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是編出來的 根本就沒有戀愛那一回事 他
們很會編的 有人講話講得上天入地 你就送給他一個
籃子 為什麼送給他一個籃子？繼續編啊！送給他一個
籃子給他繼續編 編出來的
東方就是東華帝君 西方就是瑤池金母 中央就是
黃老 北方是水精 南方就是火德 這是道家的五老
金 木 水 火 土這樣子分的 西方瑤池金母 東方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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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跟祂合掌

然後我就跟祂講：﹁祢想吃什麼

個都是豬 ﹂真的是豬隊友
老師問小明：﹁你為什麼要在我的課堂上睡覺？﹂
小明站起來大聲講：﹁你為什麼要在我睡覺的時候上
課？﹂沒有道理的
阿發在人事課上班 上星期調到樓下的總務處 今
天他的朋友打電話來找他 打到人事課 問：﹁請問阿
發在嗎？﹂裡面的職員回答：﹁他已經不在人事了 ﹂
對方這個好朋友講啊：﹁啊 怎麼會呢？他什麼時候走
的？﹂這職員回答：﹁上個星期 ﹂這好朋友就哭了：
﹁我都不知道 也沒有送他一程 ﹂職員回答：﹁沒關
係啦！你要去找他 到下面去找他就有了 ﹂這個很好
笑

Ｑ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好 佛安吉
祥 師母好 吉祥 阿彌陀佛！弟子是在報名處
當義工 幫忙處理寫超度和祈福護摩片等 由於時間上
的不方便和報名處人手不足的關係 弟子就發心把報名
處還沒處理好的東西帶回家完成 但就有同門告知我
最好不要拿回家處理 如拿回家處理 他人的祖先 冤
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和亡者就會跟隨我們 而且也
會影響家人的運程和卡陰 因這個原因 同門都不敢在
家裡寫
為了得到標準的答案 弟子只好在此請問師尊：

供
東西 冰箱裡面都有 ﹂就是跟祂們這樣子講 但是平
時每一餐 我吃什麼東西我都有供養
這個笑話 不知道會不會笑？跟閨蜜一起出國旅
遊 航空公司班機上備有餐點 是豬排跟牛排供旅客享
用 空中小姐為了省時間 只問：﹁請問你是豬還是
牛？﹂旅客也很合作地回答 輪到我們時 空中小姐
問：﹁請問四位豬還是牛？﹂閨蜜一起回答：﹁我們四

雜誌

以；有的人把它帶回家做 不可以 ﹂有的人可以 有
的人不可以 蓮伽上師講的 她說心裡如果沒有罣礙就
可以 師尊的講法是這樣子 會卡陰的體質就不可以
不會卡陰的體質就可以 因人而異 其實蓮伽上師所講
的也有她的道理 他心中無罣礙 他也不會卡陰 當然
是可以啊 你心裡有罣礙 那你乾脆在佛堂做好就算
有的人體質不一樣 真的是像我來講 我夜間在墳
場走 我看風水啊 二十四小時欸 看風水的要進金
棺木要放進去的時間選在半夜 我那時候在台中大肚山
公墓 滿山遍野都是墳墓 那我就和幾個跟我學的弟
子 跟我一起上山去進金 那個時辰到了 再把這個金
放到土裡面 再把他埋起來 有時候是在半夜做的 選
的時間是在半夜 半夜那個時辰對這個亡者跟陽世的人
都好 我在半夜做 半夜我在墳場爬來爬去
那時候彰化有一位美女 我去大肚山 我說今天晚
上我們半夜進金 她說她也要去 那位美女說也要去
好啦 我帶著幾個弟子 張煌明 廖玉存啊 有時候是
蓮世 蓮主啊 他們半夜都跟我到山上 我們是不怕
的 就是半夜到了墳場到處都是嘰嘰叫的地方 我們在
那邊辦事情 在做事
彰化有一個美女跟著我們去 我忘掉她的名字 長
得不錯 她一到了墳場 一看真的是墳場 她以為我們
去玩 結果她走在野草的很小的小徑上的時候 一聽到
那邊有聲音就嘰嘰叫 就抱住一個同門 張煌明他個子
長得很高很大而且很壯 她就躲在他的胸前 我們看了
就是這樣子︵搖頭︶的 張煌明趁機把她抱得緊一點
張煌明現在也不在了 祂也不在人世了

答

﹁那位同門所說是否真實？﹂因弟子內心裡也覺得奇怪
和疑惑
請問師尊 發菩提心幫忙處理佛堂的東西 是不是
要在佛堂處理才是最好的地點？
如拿回家處理是不適合的 對嗎？十分感謝及感恩
師尊慈悲的解答 阿彌陀佛！
回答一：她就是在那個報名處寫護摩片的 因為人
手不足 她就把沒有處理好的東西拿回家去寫 寫報名
表或者是護摩片 寫超度 這樣好不好？她意思就是這
樣子講 先問諸位 大家有什麼意見？她把報名超度的
拿回到自己家裡去處理 還有護摩片 她是義工吧？她
是義工 在報名處當義工 你們有意見嗎？沒有意見？
有人有意見 妳站起來講 ︵弟子：如果是做好事 她
不應該擔心吧 ︶好 請坐 還有沒有？︵弟子：在廟
做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那個靈不乾淨 會造成干擾 但
是師尊講得對 我不懂 ︶
坦白講 她問這個問題 實在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她是那個廟裡面的義工 寫報名表的時候 超度的報名
表因為處理沒有完 她就帶回家去填寫報名表 也寫了
護摩片 那這樣會把所有的靈全部帶回家嗎？還是應該
在廟給它完成 但是廟又人手不足 她沒有辦法完成
也是很辛苦 就把這些東西帶回家去填寫 有人就告訴
她 這樣子會卡陰 會影響家裡的運氣或怎麼樣子 我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請問可以帶回家嗎？︵師尊請示︶可以 祂就講說
yes；不能帶回家 祂就講說no 現在有答案了 有答
案等於沒有答案 祂說：﹁有的人把它帶回家做 可

屬青龍 西方屬白虎 所以青龍 白虎 朱雀 勾陳
這是四靈獸 西方屬金所以稱為金母 王母又稱為金
母 因為西方屬金 東方屬木 木公上聖東華帝君 這
邊是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祂因為屬西方 西方又屬於白
虎 所以祂的本地有虎頭金剛 來歷是這樣子
所以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慈悲的 但是對於犯戒的
弟子 又是非常的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祂又慈悲但是又
威猛 所以瑤池金母祂有兩個 一個是威猛的就像老
虎 一個是慈悲的就像老母 同樣一個老字 一個是老
母 一個是老虎 所以我們做虎頭金剛
師尊現在床頭所供奉的就是虎頭金剛 我每天跟祂
講 非常靈應的 非常感應的 講什麼 應什麼 我跟
祂講說晚上我要見什麼人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見到那個
人 未來的事情啊 祂也會給我啟示 甚至於明天要寫
什麼文章 晚上祂就告訴我：﹁你明天早上起來 你要
寫什麼文章 ﹂祂都把文章讓我看 然後我根據祂的啟
示去寫 非常靈驗 我只是供在床頭 也沒有擺水果
沒有擺香 只是每天早上跟祂講Good morning 晚上講
Good night 我要睡覺了 做超度的時候請你做主 請
你加持 是這樣子 我連水都沒有供 連菓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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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跟祂合掌

然後我就跟祂講：﹁祢想吃什麼

個都是豬 ﹂真的是豬隊友
老師問小明：﹁你為什麼要在我的課堂上睡覺？﹂
小明站起來大聲講：﹁你為什麼要在我睡覺的時候上
課？﹂沒有道理的
阿發在人事課上班 上星期調到樓下的總務處 今
天他的朋友打電話來找他 打到人事課 問：﹁請問阿
發在嗎？﹂裡面的職員回答：﹁他已經不在人事了 ﹂
對方這個好朋友講啊：﹁啊 怎麼會呢？他什麼時候走
的？﹂這職員回答：﹁上個星期 ﹂這好朋友就哭了：
﹁我都不知道 也沒有送他一程 ﹂職員回答：﹁沒關
係啦！你要去找他 到下面去找他就有了 ﹂這個很好
笑

Ｑ

問題一：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好 佛安吉
祥 師母好 吉祥 阿彌陀佛！弟子是在報名處
當義工 幫忙處理寫超度和祈福護摩片等 由於時間上
的不方便和報名處人手不足的關係 弟子就發心把報名
處還沒處理好的東西帶回家完成 但就有同門告知我
最好不要拿回家處理 如拿回家處理 他人的祖先 冤
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和亡者就會跟隨我們 而且也
會影響家人的運程和卡陰 因這個原因 同門都不敢在
家裡寫
為了得到標準的答案 弟子只好在此請問師尊：

供
東西 冰箱裡面都有 ﹂就是跟祂們這樣子講 但是平
時每一餐 我吃什麼東西我都有供養
這個笑話 不知道會不會笑？跟閨蜜一起出國旅
遊 航空公司班機上備有餐點 是豬排跟牛排供旅客享
用 空中小姐為了省時間 只問：﹁請問你是豬還是
牛？﹂旅客也很合作地回答 輪到我們時 空中小姐
問：﹁請問四位豬還是牛？﹂閨蜜一起回答：﹁我們四

雜誌

以；有的人把它帶回家做 不可以 ﹂有的人可以 有
的人不可以 蓮伽上師講的 她說心裡如果沒有罣礙就
可以 師尊的講法是這樣子 會卡陰的體質就不可以
不會卡陰的體質就可以 因人而異 其實蓮伽上師所講
的也有她的道理 他心中無罣礙 他也不會卡陰 當然
是可以啊 你心裡有罣礙 那你乾脆在佛堂做好就算
有的人體質不一樣 真的是像我來講 我夜間在墳
場走 我看風水啊 二十四小時欸 看風水的要進金
棺木要放進去的時間選在半夜 我那時候在台中大肚山
公墓 滿山遍野都是墳墓 那我就和幾個跟我學的弟
子 跟我一起上山去進金 那個時辰到了 再把這個金
放到土裡面 再把他埋起來 有時候是在半夜做的 選
的時間是在半夜 半夜那個時辰對這個亡者跟陽世的人
都好 我在半夜做 半夜我在墳場爬來爬去
那時候彰化有一位美女 我去大肚山 我說今天晚
上我們半夜進金 她說她也要去 那位美女說也要去
好啦 我帶著幾個弟子 張煌明 廖玉存啊 有時候是
蓮世 蓮主啊 他們半夜都跟我到山上 我們是不怕
的 就是半夜到了墳場到處都是嘰嘰叫的地方 我們在
那邊辦事情 在做事
彰化有一個美女跟著我們去 我忘掉她的名字 長
得不錯 她一到了墳場 一看真的是墳場 她以為我們
去玩 結果她走在野草的很小的小徑上的時候 一聽到
那邊有聲音就嘰嘰叫 就抱住一個同門 張煌明他個子
長得很高很大而且很壯 她就躲在他的胸前 我們看了
就是這樣子︵搖頭︶的 張煌明趁機把她抱得緊一點
張煌明現在也不在了 祂也不在人世了

答

﹁那位同門所說是否真實？﹂因弟子內心裡也覺得奇怪
和疑惑
請問師尊 發菩提心幫忙處理佛堂的東西 是不是
要在佛堂處理才是最好的地點？
如拿回家處理是不適合的 對嗎？十分感謝及感恩
師尊慈悲的解答 阿彌陀佛！
回答一：她就是在那個報名處寫護摩片的 因為人
手不足 她就把沒有處理好的東西拿回家去寫 寫報名
表或者是護摩片 寫超度 這樣好不好？她意思就是這
樣子講 先問諸位 大家有什麼意見？她把報名超度的
拿回到自己家裡去處理 還有護摩片 她是義工吧？她
是義工 在報名處當義工 你們有意見嗎？沒有意見？
有人有意見 妳站起來講 ︵弟子：如果是做好事 她
不應該擔心吧 ︶好 請坐 還有沒有？︵弟子：在廟
做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那個靈不乾淨 會造成干擾 但
是師尊講得對 我不懂 ︶
坦白講 她問這個問題 實在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她是那個廟裡面的義工 寫報名表的時候 超度的報名
表因為處理沒有完 她就帶回家去填寫報名表 也寫了
護摩片 那這樣會把所有的靈全部帶回家嗎？還是應該
在廟給它完成 但是廟又人手不足 她沒有辦法完成
也是很辛苦 就把這些東西帶回家去填寫 有人就告訴
她 這樣子會卡陰 會影響家裡的運氣或怎麼樣子 我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請問可以帶回家嗎？︵師尊請示︶可以 祂就講說
yes；不能帶回家 祂就講說no 現在有答案了 有答
案等於沒有答案 祂說：﹁有的人把它帶回家做 可

屬青龍 西方屬白虎 所以青龍 白虎 朱雀 勾陳
這是四靈獸 西方屬金所以稱為金母 王母又稱為金
母 因為西方屬金 東方屬木 木公上聖東華帝君 這
邊是瑤池金母 瑤池金母祂因為屬西方 西方又屬於白
虎 所以祂的本地有虎頭金剛 來歷是這樣子
所以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慈悲的 但是對於犯戒的
弟子 又是非常的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祂又慈悲但是又
威猛 所以瑤池金母祂有兩個 一個是威猛的就像老
虎 一個是慈悲的就像老母 同樣一個老字 一個是老
母 一個是老虎 所以我們做虎頭金剛
師尊現在床頭所供奉的就是虎頭金剛 我每天跟祂
講 非常靈應的 非常感應的 講什麼 應什麼 我跟
祂講說晚上我要見什麼人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見到那個
人 未來的事情啊 祂也會給我啟示 甚至於明天要寫
什麼文章 晚上祂就告訴我：﹁你明天早上起來 你要
寫什麼文章 ﹂祂都把文章讓我看 然後我根據祂的啟
示去寫 非常靈驗 我只是供在床頭 也沒有擺水果
沒有擺香 只是每天早上跟祂講Good morning 晚上講
Good night 我要睡覺了 做超度的時候請你做主 請
你加持 是這樣子 我連水都沒有供 連菓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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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跟你們講嘛 竹子的節都是空的 一個空的竹子節裡
面可以躲十幾個 有的根本路邊露宿 就住在牆壁裡
面 牆壁裡面他也可以躲進去 因為牆壁裡面沒有縫
啊 那個水泥他也一樣躲進去 躲在牆壁裡面
晚上我從走廊走回去的時候 祂們一個個頭都伸
出來 為什麼？師尊加持 一直摩頂到回到我的房
間 櫃子裡面也有 師母親自看到的 有一個看到師
母來 他們躲進櫃子裡面 他還戴著帽子 結果櫃子
把祂的頭夾住了 帽子掉了出來 還伸一隻手出來把
帽子抓住 再躲到櫃子裡面 所以有先來了 有後到
的 有剛好搭上渡輪的 還好家裡都很多的金甲神在
審查這些陰靈的身份 或者來呀怎麼樣子 千艘法船
很忙的 很忙碌 也同樣有早到的 早到的先住飯
店 就是這樣子 我只能夠這樣子講 至於卡陰不卡
陰 那真是個人的問題

我是不會卡陰的 但是我有一次風水給人家做錯
了 那時候不小心 那個地方叫大井頭的墳場 我怎
麼給人家做錯了？第一個 他棺木沒有講說他的頭在
哪裡 尾在哪裡？照理說 墳在這裡 墓頭標在這
裡 他棺材這樣子放下去的時候 他的頭要在這裡
腳抵著墓碑 墓碑在這裡 腳要抵著墓碑 頭是在離
墓碑比較遠的地方放棺木 但是他釘的時候沒有告訴
我哪邊是頭 哪邊是尾 下去的時候是錯的 就是頭
頂著墓碑 腳伸向外邊 晚上那個陰靈就來找我 告
訴我：﹁你給我放錯位置 ﹂我馬上就去改正 所以
你放錯位置 你如果陰靈來找你 你都不知道 那你
就會卡陰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會卡陰的就會卡陰 不會卡
陰的就不會卡陰 我們有一個弟子 他一直在給人家
看風水 到最後他卡陰了 而且卡的不只是一個 陽
宅你隨便看還比較無所謂 陰宅你看錯了 祂會來找
你的 這一找就不得了 全家都亂七八糟的 全部都
亂了
︵蓮彥上師請師尊看手機訊息︶師母回答：﹁可
以帶回家寫護摩片 沒問題 因為還沒有執行法會
還沒有加持 還沒有丟進燒 沒問題 ﹂師母的回答
是這樣子
剛剛我講 不會卡陰的 你盡管帶回去沒有問
題 因為我發覺一件事情：我在我們家裡 因為我現
在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有的來的早 有的來的晚 今
天還沒有輪到你 但是你已經那麼早就來了 那怎麼
辦啊？就住在我家的旅館 住旅館住哪裡啊？我不是

以化成光 就是神 我只能夠簡單這樣子講
﹁請問師尊 我們該如何把固體變成液體？﹂用拙
火把固體融化 然後化為光 因為拙火本身就是光 氣
體被你這個火燒到成為氣體的時候 它會轉化為神 到
各個脈全部都通的時候 身體自然光明 就可以從你的
身體裡面出來 這個液體也等於是油的一種 就是明
點 那麼火加上油就更加的光明 這個就是光 ﹁如何
知道液體已經成就？﹂因為你這裡眉心輪會有感覺 有
水滴下來 每次拙火去碰到就有水滴下來 那你把這個
水留住 不要讓它漏出來 就是無漏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個階段？是固體還是液
體？﹂這個很簡單的 你感覺到有水從你的眉心輪往下
滴 你自己有覺受 感覺到水往下滴的時候 那就是液
體 你感覺到臍輪這個地方發熱 而且這個火上升的時
候 你就知道是有火 這兩個交融在一起就會變成光
光就會化為神 我只能夠這樣子跟你講 一個是熱的
一個是清涼的 液體是清涼的 拙火是熱的 這是密教
裡面的
老泉養了多年的鴿子死了 老泉悲痛不已 他不想
土葬 他想給牠火葬 把骨灰撒回大海 讓牠回到大自
然母親的懷抱 怎料到那玩意兒越烤越香 後來他就買
了兩瓶啤酒
告訴大家 很多事情走著走著就忘了初心 當初的
時候 出家是想要做什麼 出家久了就忘掉初心了 有
的人修行 剛開始的時候初發心很好 走著走著 他就
忘了初發心
一個人到了中年的時候 等於是一部︽西遊記︾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文集第二六
六冊︽黃金的句子︾第一二五頁提到密教的修
行 先把固體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把氣體
變為神 把神化為光 這才叫做成就 我說：﹁這是
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
 請問師尊 我們該如何把固體變液體 最後化
為光？
 如何知道液體已經成就 然後可以變成氣體之
後 最後到光？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個階段？是固體還是液

Ｑ

回答二：阿彌陀佛！這個把我問倒了 好 密教的
修行 先把固體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把氣體
變為神 再把神化為光 我告訴你 冰就是固體 遇到
熱就變成液體 像我們今天 漫天的粉妝玉琢 今天外
面的雪是粉妝 固體就是冰 今天外面的風又很大 雪
飄下來 剛剛我出去外面點護摩火 旁邊的風一吹啊
整個雪飄到你身上像那個鹽一樣 黏在你的臉上 頭
上 腳上 到處都是 喔 真的很冷 告訴你 固體就
是冰 變成液體就是水 變成氣體 就是把水融化就變
成氣體 然後氣體再變為神 神再化為光 這個才叫成
就 這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沒錯！
你這裡有菩提心月液 在眉心輪有菩提心月液 是
固體 因為它是冰 一整塊在這裡 你要用什麼把它變
成熱 讓它滴下來？就是用拙火 你身體的溫度升高
拙火上升一直到這裡 觸著菩提心月液 菩提心月液就
滴下來 就變成水 水跟火 在你的五輪當中給它互相
融合 然後一直在燃燒 就變成氣體 這個氣體就變成
命氣 命氣裡面再給它融 融掉了 就變成氣體以後
在脈裡面跑全身各地
然後水跟火交融的時候它會產生光 就是化為光
火在燃燒的時候也是光 當火把水煮開的時候 那個水
也化為氣 水就化為氣 那麼氣體也會化為光 所以密
教裡面氣 脈 明點的道理就是這樣 你如果把這個變
成液體的時候流掉了 流出你的體外叫做洩 液體保住
了就叫做無漏 既然有了液體 你就用火給它燒 它就
化成氣 氣就通所有的脈 用火燒了水變成氣以後 它
還可以變成光 變成一種光明出來 它是一種燃料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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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跟你們講嘛 竹子的節都是空的 一個空的竹子節裡
面可以躲十幾個 有的根本路邊露宿 就住在牆壁裡
面 牆壁裡面他也可以躲進去 因為牆壁裡面沒有縫
啊 那個水泥他也一樣躲進去 躲在牆壁裡面
晚上我從走廊走回去的時候 祂們一個個頭都伸
出來 為什麼？師尊加持 一直摩頂到回到我的房
間 櫃子裡面也有 師母親自看到的 有一個看到師
母來 他們躲進櫃子裡面 他還戴著帽子 結果櫃子
把祂的頭夾住了 帽子掉了出來 還伸一隻手出來把
帽子抓住 再躲到櫃子裡面 所以有先來了 有後到
的 有剛好搭上渡輪的 還好家裡都很多的金甲神在
審查這些陰靈的身份 或者來呀怎麼樣子 千艘法船
很忙的 很忙碌 也同樣有早到的 早到的先住飯
店 就是這樣子 我只能夠這樣子講 至於卡陰不卡
陰 那真是個人的問題

我是不會卡陰的 但是我有一次風水給人家做錯
了 那時候不小心 那個地方叫大井頭的墳場 我怎
麼給人家做錯了？第一個 他棺木沒有講說他的頭在
哪裡 尾在哪裡？照理說 墳在這裡 墓頭標在這
裡 他棺材這樣子放下去的時候 他的頭要在這裡
腳抵著墓碑 墓碑在這裡 腳要抵著墓碑 頭是在離
墓碑比較遠的地方放棺木 但是他釘的時候沒有告訴
我哪邊是頭 哪邊是尾 下去的時候是錯的 就是頭
頂著墓碑 腳伸向外邊 晚上那個陰靈就來找我 告
訴我：﹁你給我放錯位置 ﹂我馬上就去改正 所以
你放錯位置 你如果陰靈來找你 你都不知道 那你
就會卡陰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會卡陰的就會卡陰 不會卡
陰的就不會卡陰 我們有一個弟子 他一直在給人家
看風水 到最後他卡陰了 而且卡的不只是一個 陽
宅你隨便看還比較無所謂 陰宅你看錯了 祂會來找
你的 這一找就不得了 全家都亂七八糟的 全部都
亂了
︵蓮彥上師請師尊看手機訊息︶師母回答：﹁可
以帶回家寫護摩片 沒問題 因為還沒有執行法會
還沒有加持 還沒有丟進燒 沒問題 ﹂師母的回答
是這樣子
剛剛我講 不會卡陰的 你盡管帶回去沒有問
題 因為我發覺一件事情：我在我們家裡 因為我現
在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有的來的早 有的來的晚 今
天還沒有輪到你 但是你已經那麼早就來了 那怎麼
辦啊？就住在我家的旅館 住旅館住哪裡啊？我不是

以化成光 就是神 我只能夠簡單這樣子講
﹁請問師尊 我們該如何把固體變成液體？﹂用拙
火把固體融化 然後化為光 因為拙火本身就是光 氣
體被你這個火燒到成為氣體的時候 它會轉化為神 到
各個脈全部都通的時候 身體自然光明 就可以從你的
身體裡面出來 這個液體也等於是油的一種 就是明
點 那麼火加上油就更加的光明 這個就是光 ﹁如何
知道液體已經成就？﹂因為你這裡眉心輪會有感覺 有
水滴下來 每次拙火去碰到就有水滴下來 那你把這個
水留住 不要讓它漏出來 就是無漏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個階段？是固體還是液
體？﹂這個很簡單的 你感覺到有水從你的眉心輪往下
滴 你自己有覺受 感覺到水往下滴的時候 那就是液
體 你感覺到臍輪這個地方發熱 而且這個火上升的時
候 你就知道是有火 這兩個交融在一起就會變成光
光就會化為神 我只能夠這樣子跟你講 一個是熱的
一個是清涼的 液體是清涼的 拙火是熱的 這是密教
裡面的
老泉養了多年的鴿子死了 老泉悲痛不已 他不想
土葬 他想給牠火葬 把骨灰撒回大海 讓牠回到大自
然母親的懷抱 怎料到那玩意兒越烤越香 後來他就買
了兩瓶啤酒
告訴大家 很多事情走著走著就忘了初心 當初的
時候 出家是想要做什麼 出家久了就忘掉初心了 有
的人修行 剛開始的時候初發心很好 走著走著 他就
忘了初發心
一個人到了中年的時候 等於是一部︽西遊記︾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師尊文集第二六
六冊︽黃金的句子︾第一二五頁提到密教的修
行 先把固體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把氣體
變為神 把神化為光 這才叫做成就 我說：﹁這是
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
 請問師尊 我們該如何把固體變液體 最後化
為光？
 如何知道液體已經成就 然後可以變成氣體之
後 最後到光？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個階段？是固體還是液

Ｑ

回答二：阿彌陀佛！這個把我問倒了 好 密教的
修行 先把固體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把氣體
變為神 再把神化為光 我告訴你 冰就是固體 遇到
熱就變成液體 像我們今天 漫天的粉妝玉琢 今天外
面的雪是粉妝 固體就是冰 今天外面的風又很大 雪
飄下來 剛剛我出去外面點護摩火 旁邊的風一吹啊
整個雪飄到你身上像那個鹽一樣 黏在你的臉上 頭
上 腳上 到處都是 喔 真的很冷 告訴你 固體就
是冰 變成液體就是水 變成氣體 就是把水融化就變
成氣體 然後氣體再變為神 神再化為光 這個才叫成
就 這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沒錯！
你這裡有菩提心月液 在眉心輪有菩提心月液 是
固體 因為它是冰 一整塊在這裡 你要用什麼把它變
成熱 讓它滴下來？就是用拙火 你身體的溫度升高
拙火上升一直到這裡 觸著菩提心月液 菩提心月液就
滴下來 就變成水 水跟火 在你的五輪當中給它互相
融合 然後一直在燃燒 就變成氣體 這個氣體就變成
命氣 命氣裡面再給它融 融掉了 就變成氣體以後
在脈裡面跑全身各地
然後水跟火交融的時候它會產生光 就是化為光
火在燃燒的時候也是光 當火把水煮開的時候 那個水
也化為氣 水就化為氣 那麼氣體也會化為光 所以密
教裡面氣 脈 明點的道理就是這樣 你如果把這個變
成液體的時候流掉了 流出你的體外叫做洩 液體保住
了就叫做無漏 既然有了液體 你就用火給它燒 它就
化成氣 氣就通所有的脈 用火燒了水變成氣以後 它
還可以變成光 變成一種光明出來 它是一種燃料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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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坐在那裡呆呆的 大家都認得啊 那不是很真實嗎？
怎麼講都沒有呢？沒有說法的 也沒有聽法的 也沒有
法這回事 如何分別啊？
釋迦牟尼佛講的 實相就是非相 祂是真語者 祂
講的是真實話 難道我們講的是假話嗎？丹增嘉措坐那
裡啊 對不對？這piano上師啊 剩下兩個我們不談
不過這兩個確實是實實在在的人啊 這不是很真實嗎？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個叫見景生情 是你目前的覺
受 你有感覺到 你眼睛看到了 你甚至於聽到他們
你有看到那個形相 那都是按照佛所說的 那只是一

人到中年 就像唐僧一樣的嘮嘮叨叨 唐三藏嘮嘮叨
叨 還有悟空的壓力 因為他頭上有緊箍咒 人到中年
就有壓力 有豬八戒的身材 豬八戒的身材當然是沒有
腰的 肚子大起來 有沙和尚的髮型 因為他中間是地
中海 人到中年 關鍵還是離西天越來越近 人到中年
離西天越來越近 師尊已過了中年了 我現在是青年
老師講：﹁各位同學 覺得自己很愚蠢的 請站起
來 ﹂同學們互相看了看 都不敢站起來 只有小明一
個人勇敢地站起來 老師講：﹁這位同學 你覺得自己
很愚蠢嗎？﹂小明回答：﹁不是的 老師 我只是不想
讓你一個人站著 ﹂還是小明很聰明

好啦 今天繼續講︻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
者 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 此法無實無虛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 而行布施 如人入闇
則無所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 而行布施 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於此
經受持 讀誦 即為如來 以佛智慧 悉知是人 悉見
是人 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空空無大千﹂ 你開悟了 你才知道是空的 連大千世
界都不存在 我們一個日月 一個太陽一個月亮叫做一
小千世界 三千個小千世界就是一個中千世界 三千個
中千世界就是一個大千世界 三千個大千世界才叫三千
大千世界 你說世界有多大？佛教裡面它講的三千大千
世界 我們一個太陽一個月亮叫做一個小千世界 三千
個小千世界才是一個中千世界 三千個中千世界 才是
一個大千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的三千倍就是三千大千世
界 覺後空空無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全部不存在 這是
永嘉大師寫的 ﹁夢中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
千﹂ 想一想是真實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 如來是真
語者 實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沒有第二種講
法 什麼都沒有 你們認為釋迦牟尼佛講得怎麼樣啊？
是不是真實的？
我以前去法國看到巴黎鐵塔 我真實看見巴黎鐵塔
是這樣子 現在我沒有在法國 我看不到巴黎鐵塔 但
是我記憶中有 我有巴黎鐵塔的記憶 但是是真實的
嗎？記憶裡面 我有巴黎鐵塔的這個形象在我的腦海裡
面 我有去過泰晤士河 我也看到泰晤士河 我知道泰
晤士河是什麼形象 我去過荷蘭 知道荷蘭的房子是建
得什麼樣子？去過阿爾卑斯山 我知道阿爾卑斯山的形
象是什麼樣 我知道瑞士 我去過瑞士 看到瑞士的湖
的形象 去過德國 去過慕尼黑 我也看過BMW的車
廠 在我的印象裡面都有
如果你沒有去 你只是看圖片 你也有那個印象在
裡面啊 我們看影片也有那個印象在裡面 但是現在恍
如隔世 如果你沒有再去 是不是恍如隔世？這一輩子

我把它唸完 但是我只講這一句：﹁須菩提！如來
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
今天就講這一句 這本經是講實相 實相就是非相 沒
有一切相 佛自己講 祂是真語者 祂講的是真話 實
語者講的是實在的話 如語者 ﹁這個真相就像我講的
一樣﹂ 不誑語者 ﹁祂並沒有騙人﹂ 不異語者
﹁不講兩種話 只有一種﹂ 唯一實相 實相就是非
相 根本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一句 簡單解釋就是這樣
子 你深入的話 你就知道了
告訴你 我現在坐在這裡說法 確實有一個盧勝彥
坐在法座上 ︿彩虹雷藏寺﹀也是真實的 你都看到
了 今天漫天都是雪 漫天下著風雪 你都看到了 護
摩寶殿你都看到了 這個不是真實的嗎？你看你的左右
坐的是誰 左邊 右邊坐的人是誰？你都看到了 怎麼
不真實呢？為什麼講什麼都沒有呢？
我們今天看的 接觸的都是真實的啊 師尊在這說
法 你們坐在底下 對不對？你看那個印尼來的蓮元
你看巴西來的蓮伽 你看某某地方來的蓮煾 你看那四

時 一時間 今天大家坐在這裡 看看左右的人 下個
禮拜再來看就不一樣了 下個禮拜再來就不同了 ﹁你
什麼時候走？﹂︵師尊問上師︶﹁星期三走啊 ﹂你
看 星期三就沒有了 下個禮拜就沒有他了 不一樣
啊 下個禮拜你就不見了 蓮元什麼時候走？十二號
那下個禮拜還在 你還在坐這裡嗎？對啊！會變的不是
真實 真實的是不會變的 唯有空才不變的 任何東西
都會變的 都會變異的
像一對情人海誓山盟 叫做海水會乾 石頭會爛
我的感情永遠都不變 我對你海誓山盟 海水會乾 石
頭會爛 我真情都不變 那個叫做﹁唬爛﹂︵台語︶
沒有這回事 愛情都會變的 什麼︽愛你一萬年︾ 唱
那條歌的人是誰？劉德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變？那個
根本吹牛 任何事情 按照佛所說的 任何事情都是在
變異之中 沒有一秒鐘 一分鐘 一小時 什麼時候它
都會變的 任何時候都是無常 按佛所說的 都是無
常 都是全部都會變的 感情都會變的 夫妻也是一樣
會變的 所謂夫妻啊 就是互相欺騙 叫互欺 互相欺
騙 今天我騙你 明天你騙我 大家騙來騙去 真的
什麼是實相？唯一不變的就是佛性 就是空 一無
所有 有一個人證道 他寫了一個︽證道歌︾ 永嘉大
師寫的︽證道歌︾ ﹁夢中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
千 ﹂你在夢裡面明明有六趣 夢就是指人生 有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這種六趣 我們現在也
是有六趣 六道輪迴
昨天晚上忘了講 你有業就一定有六道輪迴 除非
你業已經消去了 業已經空了 你才能夠成道 ﹁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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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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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坐在那裡呆呆的 大家都認得啊 那不是很真實嗎？
怎麼講都沒有呢？沒有說法的 也沒有聽法的 也沒有
法這回事 如何分別啊？
釋迦牟尼佛講的 實相就是非相 祂是真語者 祂
講的是真實話 難道我們講的是假話嗎？丹增嘉措坐那
裡啊 對不對？這piano上師啊 剩下兩個我們不談
不過這兩個確實是實實在在的人啊 這不是很真實嗎？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個叫見景生情 是你目前的覺
受 你有感覺到 你眼睛看到了 你甚至於聽到他們
你有看到那個形相 那都是按照佛所說的 那只是一

人到中年 就像唐僧一樣的嘮嘮叨叨 唐三藏嘮嘮叨
叨 還有悟空的壓力 因為他頭上有緊箍咒 人到中年
就有壓力 有豬八戒的身材 豬八戒的身材當然是沒有
腰的 肚子大起來 有沙和尚的髮型 因為他中間是地
中海 人到中年 關鍵還是離西天越來越近 人到中年
離西天越來越近 師尊已過了中年了 我現在是青年
老師講：﹁各位同學 覺得自己很愚蠢的 請站起
來 ﹂同學們互相看了看 都不敢站起來 只有小明一
個人勇敢地站起來 老師講：﹁這位同學 你覺得自己
很愚蠢嗎？﹂小明回答：﹁不是的 老師 我只是不想
讓你一個人站著 ﹂還是小明很聰明

好啦 今天繼續講︻金剛經︼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
者 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 此法無實無虛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 而行布施 如人入闇
則無所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 而行布施 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於此
經受持 讀誦 即為如來 以佛智慧 悉知是人 悉見
是人 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空空無大千﹂ 你開悟了 你才知道是空的 連大千世
界都不存在 我們一個日月 一個太陽一個月亮叫做一
小千世界 三千個小千世界就是一個中千世界 三千個
中千世界就是一個大千世界 三千個大千世界才叫三千
大千世界 你說世界有多大？佛教裡面它講的三千大千
世界 我們一個太陽一個月亮叫做一個小千世界 三千
個小千世界才是一個中千世界 三千個中千世界 才是
一個大千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的三千倍就是三千大千世
界 覺後空空無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全部不存在 這是
永嘉大師寫的 ﹁夢中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
千﹂ 想一想是真實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 如來是真
語者 實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沒有第二種講
法 什麼都沒有 你們認為釋迦牟尼佛講得怎麼樣啊？
是不是真實的？
我以前去法國看到巴黎鐵塔 我真實看見巴黎鐵塔
是這樣子 現在我沒有在法國 我看不到巴黎鐵塔 但
是我記憶中有 我有巴黎鐵塔的記憶 但是是真實的
嗎？記憶裡面 我有巴黎鐵塔的這個形象在我的腦海裡
面 我有去過泰晤士河 我也看到泰晤士河 我知道泰
晤士河是什麼形象 我去過荷蘭 知道荷蘭的房子是建
得什麼樣子？去過阿爾卑斯山 我知道阿爾卑斯山的形
象是什麼樣 我知道瑞士 我去過瑞士 看到瑞士的湖
的形象 去過德國 去過慕尼黑 我也看過BMW的車
廠 在我的印象裡面都有
如果你沒有去 你只是看圖片 你也有那個印象在
裡面啊 我們看影片也有那個印象在裡面 但是現在恍
如隔世 如果你沒有再去 是不是恍如隔世？這一輩子

我把它唸完 但是我只講這一句：﹁須菩提！如來
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
今天就講這一句 這本經是講實相 實相就是非相 沒
有一切相 佛自己講 祂是真語者 祂講的是真話 實
語者講的是實在的話 如語者 ﹁這個真相就像我講的
一樣﹂ 不誑語者 ﹁祂並沒有騙人﹂ 不異語者
﹁不講兩種話 只有一種﹂ 唯一實相 實相就是非
相 根本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一句 簡單解釋就是這樣
子 你深入的話 你就知道了
告訴你 我現在坐在這裡說法 確實有一個盧勝彥
坐在法座上 ︿彩虹雷藏寺﹀也是真實的 你都看到
了 今天漫天都是雪 漫天下著風雪 你都看到了 護
摩寶殿你都看到了 這個不是真實的嗎？你看你的左右
坐的是誰 左邊 右邊坐的人是誰？你都看到了 怎麼
不真實呢？為什麼講什麼都沒有呢？
我們今天看的 接觸的都是真實的啊 師尊在這說
法 你們坐在底下 對不對？你看那個印尼來的蓮元
你看巴西來的蓮伽 你看某某地方來的蓮煾 你看那四

時 一時間 今天大家坐在這裡 看看左右的人 下個
禮拜再來看就不一樣了 下個禮拜再來就不同了 ﹁你
什麼時候走？﹂︵師尊問上師︶﹁星期三走啊 ﹂你
看 星期三就沒有了 下個禮拜就沒有他了 不一樣
啊 下個禮拜你就不見了 蓮元什麼時候走？十二號
那下個禮拜還在 你還在坐這裡嗎？對啊！會變的不是
真實 真實的是不會變的 唯有空才不變的 任何東西
都會變的 都會變異的
像一對情人海誓山盟 叫做海水會乾 石頭會爛
我的感情永遠都不變 我對你海誓山盟 海水會乾 石
頭會爛 我真情都不變 那個叫做﹁唬爛﹂︵台語︶
沒有這回事 愛情都會變的 什麼︽愛你一萬年︾ 唱
那條歌的人是誰？劉德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變？那個
根本吹牛 任何事情 按照佛所說的 任何事情都是在
變異之中 沒有一秒鐘 一分鐘 一小時 什麼時候它
都會變的 任何時候都是無常 按佛所說的 都是無
常 都是全部都會變的 感情都會變的 夫妻也是一樣
會變的 所謂夫妻啊 就是互相欺騙 叫互欺 互相欺
騙 今天我騙你 明天你騙我 大家騙來騙去 真的
什麼是實相？唯一不變的就是佛性 就是空 一無
所有 有一個人證道 他寫了一個︽證道歌︾ 永嘉大
師寫的︽證道歌︾ ﹁夢中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
千 ﹂你在夢裡面明明有六趣 夢就是指人生 有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這種六趣 我們現在也
是有六趣 六道輪迴
昨天晚上忘了講 你有業就一定有六道輪迴 除非
你業已經消去了 業已經空了 你才能夠成道 ﹁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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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 也說不定不能去 像西班牙那裡的同修會一直要
我去 那裡也要看時間 在你腦海裡面 那個西班牙的
同修會 只看到照片 大家因為是觸景生情 才能讓你
覺得是有 你沒有看到就會變成沒有 你沒有聽到就會
變成沒有
比如 以前馬來西亞有猴子在網路上批評師尊 新
加坡有堯中在網路上批評師尊 在台灣也有幾個人他們
也在批評師尊 但是我這個人沒有手機 又沒有電腦
又沒有平板 我始終看不到那些批評 始終沒有看到
也有人印出來給我看 師母有印了好多出來要給我看
我說這個我不看 我不太想看就把它丟掉了 人家批
評 然後同門跟我講：﹁師尊啊！很嚴重啊 很嚴
重 ﹂
我沒有感覺到什麼嚴重 因為我不知道啊 我沒有
看啊 他在寫什麼東西啊？寫什麼東東我都不知道 我
不放在我心上 也沒有放在我腦海 所以根本什麼都沒
有 一點壓力都沒有 一點一絲的這一點點的壓力都沒
有 沒有感覺啊 因為你是見景思情 你看到了你才會
有壓力 你沒有看到不會有壓力
同門看到了跟我講很嚴重 我每天過得很好啊 一
點感覺都沒有 你罵 你批評 通通沒有感覺啊 因為
你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啊 你根本就沒有壓力 如果你
看到也聽到了 當然就會有壓力嘛 所以你把它關掉
什麼壓力都沒有了 空空如也 我這樣解釋 不知道對
不對？
喔 五點三十一分 我看到了 我心裡很緊張 這
就是看到時間 心裡才會緊張啊 不然我繼續講下去
講到六點 這個叫見景思情 因為你看到了 如果沒有

看到 一點壓力都沒有 所以老子講了一句話：﹁為學
日益 為道日損 ﹂什麼意思啊？你做學問 每天你要
吸收一些知識 你就會變成很有學問的人；為道日損
你要修道 你要把所有東西全部丟掉 每天丟掉一些你
放在心裡的垃圾 全部拿出來丟掉 垃圾清空了 你就
變成清淨了
你煩惱清空了 障礙清空了 你的一切的習性把它
丟掉 一樣一樣地丟掉 貪 瞋 癡 疑 慢 一樣一
樣把它丟光 全部丟光了你就得道了 為道日損 為道
就是把那些你身體裡面所有不好的業全部清光 清光你
就可以得道 為學日益 就是每一天你要吸收新的知識
進來 你學問就變得很大 但是﹁為道日損﹂ 就是學
道就一定要把這個垃圾全部丟光
老子講的話就像釋迦牟尼佛一樣的 把你的業全部
一樣一樣地給它消除掉 你就空空如也 你就可以證
道 那個才是真正的道
釋迦牟尼佛講的裡面沒有東西 你身體裡面完全沒
有東西了 沒有業了 六道輪迴沒有了 根本就沒有六
道輪迴 有六道輪迴是因為你有業 才有六道輪迴 有
善業就生在天道 人道 阿修羅道 惡業就生在地獄
餓鬼 畜生道
人啊 都是在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生死 生死這
樣子在輪迴 六道輪迴是這樣子在輪迴 你要離開六道
輪迴 我今天講真實語 把你的業全部空了 把你的業
障全部空掉 你才能夠得道 才能夠成佛 才能夠成為
菩薩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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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公無私的心

接續進行你問我答
師尊於﹁你問我答四十三
集﹂中說：﹁大寶廣博樓閣是誰
的地方？我知道 但是我不講
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
提問的弟子為此有小小體
悟 懇請師尊點評
弟子來信：︻大寶廣博樓閣
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中寫到 久
遠劫前 釋迦牟尼佛為淨居天子
時 傳了﹁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
密陀羅尼﹂給三位發心仙人﹁寶
髻﹂ ﹁金髻﹂ ﹁金剛髻﹂
三位仙人以此陀羅尼修持成
就後 佛名號為﹁摩尼寶花幢王
如來﹂ ﹁種種摩尼如來﹂
﹁金剛超湧王如來﹂ 從字面上
答案 大寶廣博樓閣是此三尊如
來的處所
不過 經中說道此陀羅尼咒
為﹁一切如來秘密心 一切如來
母﹂共同加持護持；﹁此陀羅尼
能滅一切罪 是諸如來秘密之
藏﹂
所以弟子以為 此樓閣雖示
現為三尊如來處所 實為﹁一切
如來﹂之處所
聖尊答覆：︻大寶廣博樓閣善住
秘密陀羅尼經︼有要點 祂合起
來成為有形相的 就是摩尼寶花

如同蓮花童子之心

西雅圖雷藏寺訊／天寒地凍中
︿西雅圖雷藏寺﹀燈火通明 殿
內﹃蓮花童子心咒﹄響徹靜謐的
夜 弟子們歡喜踴躍的迎接無上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到來
為大眾主持﹁蓮花童子本尊法﹂
同修
今日適逢耶穌基督的聖誕
耶穌是聖尊的古魯 老師 聖尊
於同修後為慶祝耶穌聖誕唱生日
快樂歌 並提及耶穌誕生於伯利
恆的一處馬槽內 當時天空中出
現一顆很大的星 三位博士因此
前來尋找耶穌 一直等到羅馬大
帝國的王逝世後 耶穌一家人才
再回到拿撒勒 這當中所發生的
一連串事情
耶穌為公無私的心
如同蓮花童子之心
聖尊開示道耶穌的教訓跟佛
陀的教訓很多是一樣的 像︻金
剛經︼裡面講的﹁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 就是﹁右手做的善事不
能讓左手知道﹂ 也就是不能存
著布施想而布施 不為什麼而布
施
替別人想就是菩薩 耶穌也
是替別人想 甚至在祂臨終時也
在替別人想 這就是耶穌的精
神 也是蓮花童子的精神

幢王如來 種種摩尼如來 金剛
超湧王如來 如若把祂分散了
就是整個宇宙意識的法身 也就
是三尊如來可以瀰六合 宇宙意
識可以瀰布
大寶其實是一切如來的尊
稱 博就是無窮盡的意思 大無
窮盡就是瀰六合 這位弟子所寫
的是正確的
弟子提問：唸完︻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後 再加三遍﹁摩訶般若
波羅蜜多﹂是可以的嗎？
聖尊回答：當然可以 加三遍或
多遍皆可
﹁嗡 揭諦揭諦 波羅揭
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梭哈 ﹂
跟﹁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一樣
的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意
為﹁大智慧到達彼岸﹂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在精闢的法語開示結束後
聖尊慈悲加持現場及網路上的弟
子
要蓋摩天大樓 必須有堅固
的地基；要入汪洋大海 必先具
有航海地圖與羅盤 感恩聖尊以
淺顯的道理與文句 一一揭開
︻金剛經︼的根本勝義與修行要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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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蓮花童子本尊法

法語均霑

暫且無事

■文／蓮曉上師

一切又歸如常

也是會有的

｜｜完

感恩黑暗吧 讓我們得以體驗光明！
感恩痛苦吧 讓我們得以體驗到沒有痛苦時的舒適
與快樂！
妙有不是不好 那就是僅供：
用於無執的體驗 而不是迷執在角色情景裡的
幻敵幻痛不是壞事
壞事 是你已然愛上並入迷於某只棋子之中：
不再是下棋的那個人︵自主的觀察者 旁觀者︶
而誤認為自己是個﹁帥﹂ 好多人正想謀害朕；
誤認為自己是個﹁馬﹂ 好多人正想騎自己；
誤認為自己是個﹁卒﹂ 一直是貧下中農 因癩蛤
蟆永遠吃不到天鵝肉而懊惱
迷入於自己棋子的角色 自然會出現被對方 被痛
苦吃掉的絕望
在大幻化網中的﹁現實﹂元世界 還是：
當知其幻 知幻離幻
在任何元世界中 菩薩依然萬古不變地：
苦過你的苦 所以要更慈；
樂過你的樂 所以要更捨

空性︵佛性︶不是頑空
但祂包含虛幻的頑空 頑有
滅了黑暗 星星 月亮也一併消失

十法界任何生命與事物 都出自於一個宇宙大意
識
所以平等無別 同尊而一體
只是無極幻化太極之後 便人以性分 物以貌別
地：
以反向的角度 角色 情形等而進行演化
互為傷害 互為利好 互為補充 互為取代的遊戲
幻歷罷
所以不必討厭什麼 對抗什麼
越討厭越對抗 越會加強對方﹁進攻的興致﹂
自然界力量﹁勢均力敵﹂的平衡原理是：
此消彼長 誰也勝不了誰 ︵自然 痛苦也不會一
直﹁獲勝﹂ ︶
本質空性 沒有誰是誰非
對比的雙方 是﹁沒有彼 則無此﹂的關係：
沒有惡 連善也不存在
割除了缺點 優點也不存在
無敵最寂寞了
無煩惱 歡喜也是寂寞的

能止念 才能止﹁痛﹂二
｜｜文接五○四期

還是這一句 觀而自在 便是觀自在菩薩
不是誰是觀自在菩薩 而是人人都是觀自在菩薩！
毋容置疑！
光是說 光是喜歡聽﹁心靈雞湯﹂︵大道理︶ 是
難以做到止息念頭的哀苦的
唯有強化修行 猶如金剛在日日煉就當中
最終 才能產生越來越好的﹁隨來隨止﹂的大能
力 道理與證量合而為一
能止念 才能止痛
證佛性 才能我淨常樂︵大圓滿︶
精神的痛 都是由於念頭：
受現象的對比及其變化無常所左右 而不由自主
情不自禁地想出來的
都是無根的雲 很虛幻的迷象
當中的愛恨得失 讓很多人著迷
人們沉迷在掀高沖低的覺受刺激當中 而遠離了當
初的空性
但不用擔心
某時某月某年 雖然看不見太陽
可事實上 它一直都在
雲朵一開 又再見臉兒了

佛性﹁支援﹂了它們的幻在幻演 幻感幻受
但卻從來不住︵住之不住︶入其中
好像根與杆葉的關係 根從來不會誤認自己只是杆

這等於所謂美 如果從此沒有了不美的對比 也是
件可怕的事
因為有萬象對比互動合一的共存 才能擦新出：
每天如幻的﹁存在感﹂！
下棋都是互相﹁進攻﹂的
凡向前進的 必須遇到阻撓 爭纏 吞噬
全讓路於你 你下棋還有什麼意思？！
所以 世上沒有什麼非討厭不可的事
不識其幻 才是痛苦的根源
不必對抗痛苦 它是個幻來幻去的品種 快樂也
是
我們務必學習﹁一心不受其亂﹂的如來 以﹁如來
如去﹂而不動的幻心以應對之
不必消滅什麼
因為它們都不是真實的存在
唯一真實的存在 是能夠展現它們幻存的所謂佛
性

葉
當妄念想要全滅了對方 那你就什麼也不是
所以有位藏密堪布說：煩惱是必須的
這就是﹁不離﹂ 但同時﹁不住﹂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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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暫且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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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又歸如常

也是會有的

｜｜完

感恩黑暗吧 讓我們得以體驗光明！
感恩痛苦吧 讓我們得以體驗到沒有痛苦時的舒適
與快樂！
妙有不是不好 那就是僅供：
用於無執的體驗 而不是迷執在角色情景裡的
幻敵幻痛不是壞事
壞事 是你已然愛上並入迷於某只棋子之中：
不再是下棋的那個人︵自主的觀察者 旁觀者︶
而誤認為自己是個﹁帥﹂ 好多人正想謀害朕；
誤認為自己是個﹁馬﹂ 好多人正想騎自己；
誤認為自己是個﹁卒﹂ 一直是貧下中農 因癩蛤
蟆永遠吃不到天鵝肉而懊惱
迷入於自己棋子的角色 自然會出現被對方 被痛
苦吃掉的絕望
在大幻化網中的﹁現實﹂元世界 還是：
當知其幻 知幻離幻
在任何元世界中 菩薩依然萬古不變地：
苦過你的苦 所以要更慈；
樂過你的樂 所以要更捨

空性︵佛性︶不是頑空
但祂包含虛幻的頑空 頑有
滅了黑暗 星星 月亮也一併消失

十法界任何生命與事物 都出自於一個宇宙大意
識
所以平等無別 同尊而一體
只是無極幻化太極之後 便人以性分 物以貌別
地：
以反向的角度 角色 情形等而進行演化
互為傷害 互為利好 互為補充 互為取代的遊戲
幻歷罷
所以不必討厭什麼 對抗什麼
越討厭越對抗 越會加強對方﹁進攻的興致﹂
自然界力量﹁勢均力敵﹂的平衡原理是：
此消彼長 誰也勝不了誰 ︵自然 痛苦也不會一
直﹁獲勝﹂ ︶
本質空性 沒有誰是誰非
對比的雙方 是﹁沒有彼 則無此﹂的關係：
沒有惡 連善也不存在
割除了缺點 優點也不存在
無敵最寂寞了
無煩惱 歡喜也是寂寞的

能止念 才能止﹁痛﹂二
｜｜文接五○四期

還是這一句 觀而自在 便是觀自在菩薩
不是誰是觀自在菩薩 而是人人都是觀自在菩薩！
毋容置疑！
光是說 光是喜歡聽﹁心靈雞湯﹂︵大道理︶ 是
難以做到止息念頭的哀苦的
唯有強化修行 猶如金剛在日日煉就當中
最終 才能產生越來越好的﹁隨來隨止﹂的大能
力 道理與證量合而為一
能止念 才能止痛
證佛性 才能我淨常樂︵大圓滿︶
精神的痛 都是由於念頭：
受現象的對比及其變化無常所左右 而不由自主
情不自禁地想出來的
都是無根的雲 很虛幻的迷象
當中的愛恨得失 讓很多人著迷
人們沉迷在掀高沖低的覺受刺激當中 而遠離了當
初的空性
但不用擔心
某時某月某年 雖然看不見太陽
可事實上 它一直都在
雲朵一開 又再見臉兒了

佛性﹁支援﹂了它們的幻在幻演 幻感幻受
但卻從來不住︵住之不住︶入其中
好像根與杆葉的關係 根從來不會誤認自己只是杆

這等於所謂美 如果從此沒有了不美的對比 也是
件可怕的事
因為有萬象對比互動合一的共存 才能擦新出：
每天如幻的﹁存在感﹂！
下棋都是互相﹁進攻﹂的
凡向前進的 必須遇到阻撓 爭纏 吞噬
全讓路於你 你下棋還有什麼意思？！
所以 世上沒有什麼非討厭不可的事
不識其幻 才是痛苦的根源
不必對抗痛苦 它是個幻來幻去的品種 快樂也
是
我們務必學習﹁一心不受其亂﹂的如來 以﹁如來
如去﹂而不動的幻心以應對之
不必消滅什麼
因為它們都不是真實的存在
唯一真實的存在 是能夠展現它們幻存的所謂佛
性

葉
當妄念想要全滅了對方 那你就什麼也不是
所以有位藏密堪布說：煩惱是必須的
這就是﹁不離﹂ 但同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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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１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及
︿華光功德會﹀二○二一年善舉

主持人：盧師尊 對於公益長期不斷在台灣
及國際救助關懷照顧弱勢團體上不惜餘力的
耕耘 請問︿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及︿華光
功德會﹀ 在二○二一年是做些什麼善舉？

蓮生活佛二○二二年
運程訪談報導

裡 面 50萬 份 給 貧 戶 跟 街 友 貧 戶 跟 街
友 那麼在全球各地呢 也捐了20萬的美
金 給很多的這個資源 也就是像：﹁醫
療用品﹂︱像點滴的架 我們支援這個點
滴的架子 還有口罩 還有這個電腦 另
外還有一些消毒的用品
都是屬於醫療
用的

那麼︿華光功德會﹀ 還有一
個﹁清寒獎學金﹂ 是給華光小天使用
﹁華光小天使﹂ 我們曉得那些學生 有些
清寒的學校的同學 我們都是給﹁清寒獎學
金﹂ 我們稱為﹁華光小天使﹂
︿華光功德會﹀每年都在做 而且有時
候不定期的捐助衣服啦 食品啦 還有給學
校 給所有的救濟貧困 白米啊
都很
多
那麼︿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是 ︿華光
功德會﹀及︿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都是
我創立的 專門做公益事業的 ︿Sheng-

行善布施
與
寧靜心靈

聖尊蓮生活佛答：關於︿華光功德會﹀在
二○二一年的時候在台灣 馬來西亞 印
尼 香港 美加及歐洲的地方都有﹁捐白
米﹂的這個運動
那麼總計捐了226噸的白米 這是二○二
一年捐出的白米的運動 那麼這個活動呢
是每一年都有的 ︿真佛宗﹀的︿華光功德
會﹀ 一直做這個捐白米的運動 二○二一
年就捐了226噸的白米
在全球疫情的時間裡面 很多的關懷活
動 我們也是捐了這個50萬份的資糧袋
什麼叫資糧袋？裡面包含了很多的食品在

也就是說

３

聖尊蓮生活佛答： 喔這個我在講︻金剛
經︼的時候提到 心要靜下來 要能夠寧
靜 你要懂得佛理︱佛教的道理 心靈要
有一個寄託 不要沒有方向 心靈的寄託

主持人：在過去兩年來新冠疫情肆虐下
造成經濟萎縮 民生困頓 貧富不均加劇
社會問題產生 在如此動盪的時代 除了
求財富 健康的方法之外 在心靈上 蓮
生活佛是否也可以教導大家 如何得到寧
靜平和的妙方呢？

心靈寧靜平和的妙方？

本來我們這個

這個設站
就是打這
只要

我們就會在︿西

本來要設在這裡的

︿西雅圖雷藏寺﹀要設一個站
個疫苗的站
︿西雅圖雷藏寺﹀申請

局勢困難依然救助的動力

六

Ｑ

度 什麼是度呢？也就是布施 要布施
那布施就是我們本來出家人 在家人 應
該都要做的 學佛就是要布施 這是第一
度﹁布施波羅蜜﹂ 行善嘛 也是佛陀所
講的：﹁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也是一
個立命之法 改變命運的方法 所以︿華
光功德會﹀跟︿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全
部都是在做行善布施的工作 就是做﹁布
施波羅蜜﹂
我們六度就是：﹁布施 持戒 精進
忍辱 禪定 智慧﹂ 就是六波羅蜜 第
一個波羅就是﹁布施波羅蜜﹂ 是我們應
該要做的 我們做一個菩薩 本身就是要
這樣子捨己為人 為他人想不為自己想就
是菩薩

２

雅圖雷藏寺﹀設一個站 方便我們自己這
些光頭 也方便所有附近鄰居 都可以來
這邊打疫苗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申請
我們就一定來這裡設一個站 他也是到處
設站 真正出錢跟出力的
在二○二一年 沒想到兩個公益團體所
做的布施 有這麼廣泛！近這些年我們一
共
這 個 ︿ Sheng-Yen Lu Foundatio
n﹀ 共 捐 出 801萬 8042塊 美 金 800多 萬
耶 換成台幣有多少？你自己算一算 就
是這幾年 捐出800多萬耶 嚇死人 我一
輩子也賺不了800多萬 但是我們捐出去
啦 都是︿真佛宗﹀的同門 有布施心
腸 好心腸的同門捐出來 我們要謝謝他
們 還有︿華光功德會﹀一樣的 我們要
謝謝他們

Ｑ

主持人：是什麼動力讓蓮生活佛在經濟困
難的局勢下 還願意帶領全球的真佛弟子
救助這麼多的弱勢團體？

做一個菩薩就是要六度

聖尊蓮生活佛答： 我們學佛的人就懂得
六度的方法

我們也去幫忙
我們

︿Sheng-Yen Lu

Yen Lu Foundation﹀它所做的公益 大部
分是在華盛頓州 當然有特別的災難的地
方 我們也是去幫忙 像海地 我們也去
幫忙；像尼泊爾 我們也去幫忙；像印
度
Foundation﹀在他們有災難的時候
都過去幫忙

因為︿Sheng-Yen Lu

在今年呢 去年二○二一年
共 捐 出 4,021,205元 的 美
金 我們這裡講的是美
金

在這個網路

Foundation﹀ 美 國 西 雅
■文／宗委會
圖 所以我們在二○二一
年共捐出4,021,205 塊美
金 連五塊都算得那麼精
準
可見我們不是很馬虎
的 馬虎地捐出多少錢 全部都有
帳 冊
你 們 可 以 看 這 個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上的資料 你就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
有救濟金 另外同樣的贈送﹁醫療用
品﹂：口罩 防護衣 尤其是防護衣 給
這個醫生 護士 還有那些去幫助COVID19病患的人 他們都要穿防護衣的 穿完
大部分都要丟掉 所以防護衣非常的多
我們捐出非常的多
另外防護的藥品 甚至於疫苗 甚至於

在佛教裡面是這樣子講的 你信佛或信其
他的宗教都一樣 都是有心靈的寄託 有
了心靈的寄託 你的心才能寧靜
尤其佛教本身所講的 一個空的哲學
什麼是空的哲學？也就是﹁無求的哲
學﹂ 沒有求什麼！因為我們在世的人
大部分都在求 求什麼我今天求財啊 求
名啊 求利啊 求婚姻啊 求事業啊 大
家都在求
因為求就會產生煩惱 不能讓心靈不能
夠安寧 你如果知道佛理的話 懂得﹁空
的哲學﹂︱因為所求都不會得 為什麼不
會得呢？因為人生本來就沒有 人生的時
候 本來就是空；人死的時候 也是空；
所求的皆空 既然所求皆空 這是佛理
啊 所求皆空 你心求得求不得 你心裡
都很寧靜 你就會平安 你就會心靈心如
止水 不會妄求
尤其是貪啊 太貪心的人很多；太生氣
的人也很多；脾氣不好的很多；暴力的很
多；愚痴的也很多 所以這個貪瞋癡我們
都要避免 如何避免呢？你要想：﹁人來
的時候是空；人走的時候也是空；中間的
得 也是無所得 常常這樣子想 你心靈
就能夠寧靜﹂

主持人： 謝謝蓮生活佛分享這麼多的金
句 滋潤了我們的心靈 相信大家都有滿
滿的收穫及感觸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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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１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及
︿華光功德會﹀二○二一年善舉

主持人：盧師尊 對於公益長期不斷在台灣
及國際救助關懷照顧弱勢團體上不惜餘力的
耕耘 請問︿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及︿華光
功德會﹀ 在二○二一年是做些什麼善舉？

蓮生活佛二○二二年
運程訪談報導

裡 面 50萬 份 給 貧 戶 跟 街 友 貧 戶 跟 街
友 那麼在全球各地呢 也捐了20萬的美
金 給很多的這個資源 也就是像：﹁醫
療用品﹂︱像點滴的架 我們支援這個點
滴的架子 還有口罩 還有這個電腦 另
外還有一些消毒的用品
都是屬於醫療
用的

那麼︿華光功德會﹀ 還有一
個﹁清寒獎學金﹂ 是給華光小天使用
﹁華光小天使﹂ 我們曉得那些學生 有些
清寒的學校的同學 我們都是給﹁清寒獎學
金﹂ 我們稱為﹁華光小天使﹂
︿華光功德會﹀每年都在做 而且有時
候不定期的捐助衣服啦 食品啦 還有給學
校 給所有的救濟貧困 白米啊
都很
多
那麼︿盧勝彥佈施基金會﹀是 ︿華光
功德會﹀及︿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都是
我創立的 專門做公益事業的 ︿Sheng-

行善布施
與
寧靜心靈

聖尊蓮生活佛答：關於︿華光功德會﹀在
二○二一年的時候在台灣 馬來西亞 印
尼 香港 美加及歐洲的地方都有﹁捐白
米﹂的這個運動
那麼總計捐了226噸的白米 這是二○二
一年捐出的白米的運動 那麼這個活動呢
是每一年都有的 ︿真佛宗﹀的︿華光功德
會﹀ 一直做這個捐白米的運動 二○二一
年就捐了226噸的白米
在全球疫情的時間裡面 很多的關懷活
動 我們也是捐了這個50萬份的資糧袋
什麼叫資糧袋？裡面包含了很多的食品在

也就是說

３

聖尊蓮生活佛答： 喔這個我在講︻金剛
經︼的時候提到 心要靜下來 要能夠寧
靜 你要懂得佛理︱佛教的道理 心靈要
有一個寄託 不要沒有方向 心靈的寄託

主持人：在過去兩年來新冠疫情肆虐下
造成經濟萎縮 民生困頓 貧富不均加劇
社會問題產生 在如此動盪的時代 除了
求財富 健康的方法之外 在心靈上 蓮
生活佛是否也可以教導大家 如何得到寧
靜平和的妙方呢？

心靈寧靜平和的妙方？

本來我們這個

這個設站
就是打這
只要

我們就會在︿西

本來要設在這裡的

︿西雅圖雷藏寺﹀要設一個站
個疫苗的站
︿西雅圖雷藏寺﹀申請

局勢困難依然救助的動力

六

Ｑ

度 什麼是度呢？也就是布施 要布施
那布施就是我們本來出家人 在家人 應
該都要做的 學佛就是要布施 這是第一
度﹁布施波羅蜜﹂ 行善嘛 也是佛陀所
講的：﹁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也是一
個立命之法 改變命運的方法 所以︿華
光功德會﹀跟︿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全
部都是在做行善布施的工作 就是做﹁布
施波羅蜜﹂
我們六度就是：﹁布施 持戒 精進
忍辱 禪定 智慧﹂ 就是六波羅蜜 第
一個波羅就是﹁布施波羅蜜﹂ 是我們應
該要做的 我們做一個菩薩 本身就是要
這樣子捨己為人 為他人想不為自己想就
是菩薩

２

雅圖雷藏寺﹀設一個站 方便我們自己這
些光頭 也方便所有附近鄰居 都可以來
這邊打疫苗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申請
我們就一定來這裡設一個站 他也是到處
設站 真正出錢跟出力的
在二○二一年 沒想到兩個公益團體所
做的布施 有這麼廣泛！近這些年我們一
共
這 個 ︿ Sheng-Yen Lu Foundatio
n﹀ 共 捐 出 801萬 8042塊 美 金 800多 萬
耶 換成台幣有多少？你自己算一算 就
是這幾年 捐出800多萬耶 嚇死人 我一
輩子也賺不了800多萬 但是我們捐出去
啦 都是︿真佛宗﹀的同門 有布施心
腸 好心腸的同門捐出來 我們要謝謝他
們 還有︿華光功德會﹀一樣的 我們要
謝謝他們

Ｑ

主持人：是什麼動力讓蓮生活佛在經濟困
難的局勢下 還願意帶領全球的真佛弟子
救助這麼多的弱勢團體？

做一個菩薩就是要六度

聖尊蓮生活佛答： 我們學佛的人就懂得
六度的方法

我們也去幫忙
我們

︿Sheng-Yen Lu

Yen Lu Foundation﹀它所做的公益 大部
分是在華盛頓州 當然有特別的災難的地
方 我們也是去幫忙 像海地 我們也去
幫忙；像尼泊爾 我們也去幫忙；像印
度
Foundation﹀在他們有災難的時候
都過去幫忙

因為︿Sheng-Yen Lu

在今年呢 去年二○二一年
共 捐 出 4,021,205元 的 美
金 我們這裡講的是美
金

在這個網路

Foundation﹀ 美 國 西 雅
■文／宗委會
圖 所以我們在二○二一
年共捐出4,021,205 塊美
金 連五塊都算得那麼精
準
可見我們不是很馬虎
的 馬虎地捐出多少錢 全部都有
帳 冊
你 們 可 以 看 這 個
︿盧勝彥佈施基金會﹀
上的資料 你就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
有救濟金 另外同樣的贈送﹁醫療用
品﹂：口罩 防護衣 尤其是防護衣 給
這個醫生 護士 還有那些去幫助COVID19病患的人 他們都要穿防護衣的 穿完
大部分都要丟掉 所以防護衣非常的多
我們捐出非常的多
另外防護的藥品 甚至於疫苗 甚至於

在佛教裡面是這樣子講的 你信佛或信其
他的宗教都一樣 都是有心靈的寄託 有
了心靈的寄託 你的心才能寧靜
尤其佛教本身所講的 一個空的哲學
什麼是空的哲學？也就是﹁無求的哲
學﹂ 沒有求什麼！因為我們在世的人
大部分都在求 求什麼我今天求財啊 求
名啊 求利啊 求婚姻啊 求事業啊 大
家都在求
因為求就會產生煩惱 不能讓心靈不能
夠安寧 你如果知道佛理的話 懂得﹁空
的哲學﹂︱因為所求都不會得 為什麼不
會得呢？因為人生本來就沒有 人生的時
候 本來就是空；人死的時候 也是空；
所求的皆空 既然所求皆空 這是佛理
啊 所求皆空 你心求得求不得 你心裡
都很寧靜 你就會平安 你就會心靈心如
止水 不會妄求
尤其是貪啊 太貪心的人很多；太生氣
的人也很多；脾氣不好的很多；暴力的很
多；愚痴的也很多 所以這個貪瞋癡我們
都要避免 如何避免呢？你要想：﹁人來
的時候是空；人走的時候也是空；中間的
得 也是無所得 常常這樣子想 你心靈
就能夠寧靜﹂

主持人： 謝謝蓮生活佛分享這麼多的金
句 滋潤了我們的心靈 相信大家都有滿
滿的收穫及感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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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將至

西雅圖雷藏寺訊／聖誕節將至 諸
多外地同門前來朝聖 為︿西雅圖
雷藏寺﹀增添了佳節的喜慶 隨著
莊嚴的蓮花童子心咒聲響起 眾同
門不約而同地安靜下來 聖尊蓮生
活佛盧勝彥緩步走入大殿 合掌與
眾同門打招呼 帶領大家做大禮
拜 同修隨即開始
同修後 聖尊祈求蓮華生大士
以及所有護法護持︿真佛宗﹀弟
子 聖尊說 蓮華生大士在西藏弘
法五十年 最後把一切法教給了祂

12
18

面 因為磁場的關係 彼此會互
相影響 當妳離開這個家 妳已
經不住在這個陽宅 就不受這個
陽宅的影響 妳如果離婚了 離
開這個男人 就不受他的磁場影
響 妳有妳自己的磁場 由自己
再去創造 自己影響自己
弟子再問：被業力牽引 稀裡糊
塗結婚 結婚後也並不幸福 但
因為孩子問題 經濟問題等等現
實因素 現狀是離也離不了 過
也過不好 修什麼法可以提前完
美的結束這段姻緣？
聖尊答：我們有兩位敬愛的本尊
一位是咕嚕咕咧佛母 一位是愛染
明王 修什麼法可以結束這段姻
緣？同門有沒有意見要修什麼法？
︵有人答大力金剛 師尊笑︶這位
師姐教妳修大力金剛 然後用金剛
棍把他打跑 好啦 祝妳幸福！祝
福大家都幸福！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聖尊開示無上珍貴的佛慧 深
入淺出的殷殷教導 眾同門豁然領
悟第一稀有的深刻含意 不禁為自
己能跟隨聖尊的腳步學佛修行而慶
幸！聖尊為新皈依者灌頂及為大眾
加持後 同修吉祥圓滿結束 大家
帶著對﹁無我﹂ ﹁無相﹂更深刻
的理解 滿載法喜而歸
■

西雅圖雷藏寺增添喜慶

是敬愛；藍色 就是降伏 所以
可以用來做息 增 懷 誅
同門問：有句話叫﹁業力相當 方
為夫婦﹂ 此話是否正確？夫婦雙
方 如果其中一方真心努力修行消
業增福 而另一方沒有修行 那麼
日積月累 夫婦兩人會不會福報越
差越大 最終分道揚鑣？
聖尊舉例說明 有的夫婦的業力相
差很遠 成為夫妻是因為兩個人有
婚姻的緣 有時候業力不同也會成
為夫婦 不一定業力相當
弟子再問：有人說﹁女方嫁人後
命運就隨著夫家﹂ 此話正確
嗎？如果女方離婚 但也沒有住
在娘家 自己單獨在外帶孩子
那麼女方的命運 還受娘家風水
和夫家風水的影響嗎？
聖尊答：臺灣有句話 ﹁女人是菜
籽命﹂ 種子被放到哪裡 就在那
個土壤裡生長 意思是說你進入這
個家庭 就由家庭環境產生一個磁
場 一個命運出來 所以女方嫁人
後命運就隨著夫家 這句話正確
結婚 離婚 均是命運 如果妳一
直跟著先生的話 那妳先生的命跟
妳的命是相關聯 有牽纏的；如果
離婚了 緣斷了 那就沒有牽纏
家庭的陽宅有風水 陰宅祖
先也有風水 妳在這個家庭裡

諸多外地同門前來朝聖
的佛母︱依喜措嘉 西藏密法 有
的是蓮華生大士直接的傳承 有的
是依喜措嘉本身的傳承 聖尊說自
己曾經兩次受到蓮華生大士最深跟
祕密的灌頂 蓮華生大士是盧師尊
的上師 這是甚深而且祕密的一種
傳承 蓮華生大士是在達喇郭嘯海
蓮花上面化生的一個嬰孩 國王把
祂帶回來 是不折不扣 完完全全
的蓮花童子
接著進行你問我答
同門問：吽音度母的形象是右手
與願印 左手持蓮花 蓮花上有
弓箭 為什麼以聲音跟咒字行法
的吽音度母 其法器是弓箭？持
弓箭的意義是攝召 還是也可以
用來作息 增 懷 誅？
聖尊答：吽音度母的心咒是﹁嗡
達咧 都達咧 都咧 吽 梭
哈 ﹂ ﹁嗡阿吽﹂是最高的三字
明 ﹁嗡﹂是宇宙的意識 ﹁阿﹂
代表由宇宙意識所出現的本尊
﹁吽﹂是成就 ﹁宇宙意識顯現的
本尊成就一切﹂ ﹁吽﹂也表示變
化萬千 在吽音度母裡面 ﹁吽﹂
字就代表著成就一切 吽音度母的
法器為弓箭 是因為﹁吽﹂字這個
音也可以變化成為弓箭 祂射向某
一個人 弓箭如果是白色的 就是
息災；黃色 就是增益；紅色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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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觀世音菩薩本尊法

會中眾等一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心咒，
祈願仰仗西方三聖不可思議功德加持力。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訊／佛經云：﹁念佛
一聲 罪滅河沙；禮佛一拜 福
增無量 ﹂在生活中 許多人為
家庭 事業 愛情等等而忙碌
忽略了人人本自具足的佛性 今
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同門 放下萬
緣 一心念佛 共同
護持聖尊蓮生活佛在
十二月十九日主持的
﹁阿彌陀佛護摩法
會﹂ ︿彩虹雷藏
寺﹀歡喜迎接全世界
的弘法人員和同門回
到溫馨的真佛大家庭
來
法會之中 眾等
一心持念阿彌陀佛聖
號 心咒 願仰仗西
方三聖阿彌陀佛 觀
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
薩不可思議功德加持
大眾 聖尊在總迴向
時 祈求阿彌陀如來
接引有緣中陰 無緣
中陰往生西方淨土
廣度眾生
祈請西方三聖放
光加持讓三十七助道
品弘揚於世 讓法身
常寂光土 報身實報
莊嚴土 應身方便有
餘土 凡聖同居土皆
得弘揚於世 祈請普
照三千大千世界 無

量光 無量壽 大吉祥 大如
意 願所有一切眾生 都能唸南
摩阿彌陀佛聖號 南摩觀世音菩
薩聖號 南摩大勢至菩薩聖號
在殊勝圓滿的護摩結束後
聖尊首先談到今天我們做阿彌陀
佛的護摩 這一尊很重要 是盧
師尊本身的本尊 師尊以前學過
淨土 淨土有三經一論 一論就
是︽往生論︾ 三經就是︻阿彌
陀經︼ ︻大阿彌陀經︼︵即
︻無量壽經︼︶ 及︻觀無量壽
經︼ 它專門是持名念佛
淨土宗是佛教當中的易行
道 最容易做到 其實也是不容
易做到 因為經典裡面講 在臨
終時一心不亂 一心念佛得佛接
引
我們今天學佛 要懂得易行
道 難行道︵密教︶ 要懂得重
要口訣 其實很多口訣都是在一
心不亂 一心不亂就是﹁定﹂
接著進行你問我答：
弟子問：一 經咒是否有規定某
些時間不能唸？
二 供品需講究單雙數嗎？
三 修法的時間需講究嗎？
皈依佛教之後 無需理會其
他宗教？
聖尊答：一 任何時間都可以
唸 可以加唸﹃清淨咒﹄ 先清
淨場地 然後再唸經咒
二 都可以 沒有禁忌
三 我是百無禁忌 按照密

教的規矩 修法的時間有時候是
有講究 因為十六世大寶法王告
訴我
白天祂修本尊︵修度
母︶ 晚上祂修護法 祂的原則
是這樣子 所以白天你可修祈
福 晚上修超度
四 普同恭敬
弟子問：師尊說伊喜措嘉現在在
人間而且還在︿真佛宗﹀ 伊喜
措嘉是藏密第一佛母 是大成就
者 何不請她出來轉法輪？
聖尊答：我告訴大家 來轉世的
伊喜措嘉目前還在學習之中 因
為就算你是菩薩 也有隔世之
迷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弟子們感謝聖尊的慈悲教
導！在精彩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
一一為佛子們拂塵灌頂 法會圓
滿吉祥 由於各國防疫規定逐漸
放寬 來自各國的弟子越來越
多 在護摩法會結束後 大家把
握機會在大殿表演唱歌 跳舞及
打拳供養聖尊 最後眾弟子目不
轉睛地看著聖尊表演金剛棍 眾
弟子喜悅不已！
晚餐有來自英國的弟子供
齋 聽聞聖尊 師母的隨緣寶貴
的開示 獲益良多 大家就在充
實而歡樂中度過真佛饗宴 十二
月二十六日不空 羂 索觀音的護摩
法會 歡迎各界善信踴躍護持報
名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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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的

索觀音

祈求不空

索觀音

音菩薩是八大菩薩的第一尊 就
等於是所有的菩薩為主尊 重點
是不要起分別 法本的儀軌是四
臂觀音 師父傳的也是四臂觀
音 那就不要輕易換 不要起分
別心
接下來 聖尊解答弟子的問
題 他已經持誦﹃寂靜尊百字明
咒﹄十萬遍 而他也想持﹃忿怒
尊百字明咒﹄十萬遍 但不知道
﹃忿怒尊百字明咒﹄ 男行者的
手印及其種子字及種子字顏色
也不知本尊是以金剛薩埵還是金
剛手菩薩為主？
聖尊解答 金剛薩埵是密教的法
王子 也是五佛的法王子 所有
的赫魯嘎全部都是用﹁吽﹂字
所有的金剛神都是﹁吽﹂字為祂
的種子字
男行者的種子字是﹁吽﹂
字 寂靜尊可以用白色的種子
字 忿怒尊用藍色的種子字 藍
色代表著降伏 白色的代表息
災 以金剛薩埵為主 金剛心
金剛薩埵 金剛手菩薩 其實三
者是合一的 一個是文尊 一個
是武尊 一個是文武尊
接下來 聖尊繼續為大眾講
解︻金剛經︼
原文：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
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
壽者相

索讓所有祈求皆能夠如願

手上的蓮花接引所有的祖先親眷

手上的唸珠賜給大家道心都堅固

手中的甘露讓大家祈求都圓滿

頂禮不空

聖尊在點燃護摩火後就飛到虛空之中

彩虹雷藏寺

12.26
省 不必省 很簡單的事情 一
個盤子放一點錢 放一點米 插
三支香 這是一下子的事情 並
不是要布置很久 所以一定要照
做
二 修護摩大法 首先要圓
滿二百壇的蓮花童子為主尊 如
果水供 是否先修圓滿二百壇瑤
池金母 還是以蓮花童子為主
尊？
聖尊慈悲解答 修﹁護摩法﹂先
要圓滿二百壇的蓮花童子為主
尊 水供都是以瑤池金母為主
尊 按照規矩二百壇瑤池金母為
主尊
三 一直以來﹁煙供法﹂主
要是四臂觀音為主尊 若是有別
的主尊佛誕 例如阿彌陀佛佛
誕 阿彌陀佛為煙供主尊是可以
嗎？因為不是每一個弟子可以修
護摩與水供 還是當地法規沒辦
法特別大供養供別尊的佛菩薩護
法神 為了利益眾生 弟子請問
師尊 如此是合法嗎？
聖尊解答：﹁煙供法﹂的主尊一
律是四臂觀音 因為以前師父的
﹁煙供法﹂的主尊就是四臂觀
音 沒有其他的主尊 ﹁阿彌陀
佛為煙供主尊可以嗎？﹂其實觀
世音菩薩的師父就是阿彌陀佛
是同一系列 以四臂觀音為主
尊 也等於是阿彌陀佛為主尊
是一樣的 所以阿彌陀佛為主尊
就等於所有的佛都為主尊 觀世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
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生無所
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
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
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一切
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
生 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
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
語者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
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六波羅蜜是布施波羅
蜜 精進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
持戒波羅密 禪定波羅蜜跟智慧
波羅蜜
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經是忍辱
仙人 專門修忍辱 祂被歌利王
割截身體 節節支解 都能夠忍
受︱︱其實是很難忍受 為此聖
尊還寫了一篇文章 叫：﹁佛
陀 祢 講 祢 的 我叫我的 ﹂為
什麼我叫我的？因為很痛 所以
祢說祢的 我叫我的
釋迦牟尼佛講：﹁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聖尊都懂 也可以解釋無
我相 因為四大分解就沒有了
就沒有這個我存在 地 水
火 風一分解也就空了 真正的

彩虹雷藏寺訊／二○二一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西雅圖
︿彩虹雷藏寺﹀迎來了二○二一
年的最後一場護摩法會 法會主
尊是不空 羂 索觀世音菩薩 鵝毛
般的大雪紛紛揚揚 ︿彩虹雷藏
寺﹀豎立在唯美的雪景中格外有
意境 盡管今日風雪交加 聖尊
為了滿足大家的願望 還是一如
既往的來到了︿彩虹雷藏寺﹀
弟子們不忘師恩 也不願意錯過
這樣殊勝的法會 冒著紛紛大雪
來護持聖尊的護摩 護摩寶殿擠
滿了弟子 共沾法喜
三點時分 聖尊的車子出現在
大眾的視野中 弟子們的心情也開
始隨著聖尊的到來興奮起來 法會
殊勝圓滿 熊熊的烈火在冰天雪地
中升起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頓時
寒冷的空氣充滿了不空羂索觀世音
菩薩溫暖的加持力
法會過後聖尊首先感謝影音組
及翻譯組的工作人員 因為漫天蓋
地的大雪讓︿彩虹雷藏寺﹀顯得更
加路途漫漫遙遠 路上看到很多車
子拋錨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來
去 這可能是西雅圖地區今年最大
的一場雪 連永遠習慣穿拖鞋的聖
尊今天也穿上了鞋子
聖尊還誇獎今天能夠來參加
法會的同門都很有勇氣 精神可
佩 同時希望有著等引金剛稱號
的不空 羂 索觀世音菩薩可以平等
接引 並且平等賜福 平等感

死 四大分解了 痛也不在了
苦也不在了 煩惱也不在了 什
麼都不在了 那就是無我相 但
是有這個肉體在 就是老子曾經
講的：﹁我一生的憂患 就是有
這個肉體在 ﹂知道無我相 四
大分解了還必須要忍辱嗎？就不
用忍了 就是有這個身體才要
忍 因為還有聽覺 還有觸覺
很多事情要忍辱 是因為有身
體 有感覺
﹁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
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
忍辱仙人就是要什麼都沒有 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就不用忍辱了 很簡單
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是要做到像
佛陀一樣 是很難的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法會結束後 聖尊與ZOOM線
上的弟子們打招呼告別 熱情的
歡呼聲不斷 大家依依不捨的揮
著手 最後聖尊也為現場勇敢護
持的弟子們做了不空 羂 索觀世音
菩薩的灌頂 希望眾人所求都不
空 一切如願以償
盡管外邊的氣候還是冰天雪
地 護摩殿裡面洋溢著喜悅和幸
福 溫暖著每一個弟子的心 希望
下週的氣候好轉 也希望所有有緣
的人都能夠參與法會 願這美好的
緣分永續 我們不見不散
■

應 還有平等給予有心的弟子們
滿願 聖尊在點燃護摩火後就飛
到虛空之中頂禮菩薩 祈求菩薩
用手中的甘露讓大家祈求都圓
滿 用手上的唸珠 賜給大家道
心都堅固 用手上的蓮花 接引
所有的祖先 親眷 用手上的 羂
索 讓所有祈求皆能夠如願
接下來 聖尊通知大家 下
個星期是二○二二年的第一場護
摩 也是最有象徵性的虎頭金剛
的護摩法會 因為虎頭金剛是來
年的吉祥物 虎頭金剛也是聖尊
每晚做千艘法船的超度時非常重
要的一尊 因為虎頭金剛每一次
都在虛空中加持聖尊五次 護摩
寶殿的瑤池金母 最後一次放光
照聖尊的眉心 加持第六次之
後 聖尊就自化本尊 變成阿彌
陀佛 之後再做超度 夜夜如
此
接下來是你問我答的互動環
節 弟子提出了三個問題如下：
一 修﹁黃財神法﹂時要準
備一潔淨的盤子 盤底放金錢
上面覆蓋著滿滿的米 在米上要
插三支點燃的香
請問師尊：是不是每一壇法
都是要如此的布壇 還是觀想而
已呢？為了方便與利益眾生 弟
子請師尊說法解釋
聖尊慈悲解答 其實這個方法已
經很簡便了 如果再省 可能黃
財神也會省 所以這個布壇不要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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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的

索觀音

祈求不空

索觀音

音菩薩是八大菩薩的第一尊 就
等於是所有的菩薩為主尊 重點
是不要起分別 法本的儀軌是四
臂觀音 師父傳的也是四臂觀
音 那就不要輕易換 不要起分
別心
接下來 聖尊解答弟子的問
題 他已經持誦﹃寂靜尊百字明
咒﹄十萬遍 而他也想持﹃忿怒
尊百字明咒﹄十萬遍 但不知道
﹃忿怒尊百字明咒﹄ 男行者的
手印及其種子字及種子字顏色
也不知本尊是以金剛薩埵還是金
剛手菩薩為主？
聖尊解答 金剛薩埵是密教的法
王子 也是五佛的法王子 所有
的赫魯嘎全部都是用﹁吽﹂字
所有的金剛神都是﹁吽﹂字為祂
的種子字
男行者的種子字是﹁吽﹂
字 寂靜尊可以用白色的種子
字 忿怒尊用藍色的種子字 藍
色代表著降伏 白色的代表息
災 以金剛薩埵為主 金剛心
金剛薩埵 金剛手菩薩 其實三
者是合一的 一個是文尊 一個
是武尊 一個是文武尊
接下來 聖尊繼續為大眾講
解︻金剛經︼
原文：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
百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
壽者相

索讓所有祈求皆能夠如願

手上的蓮花接引所有的祖先親眷

手上的唸珠賜給大家道心都堅固

手中的甘露讓大家祈求都圓滿

頂禮不空

聖尊在點燃護摩火後就飛到虛空之中

彩虹雷藏寺

12.26
省 不必省 很簡單的事情 一
個盤子放一點錢 放一點米 插
三支香 這是一下子的事情 並
不是要布置很久 所以一定要照
做
二 修護摩大法 首先要圓
滿二百壇的蓮花童子為主尊 如
果水供 是否先修圓滿二百壇瑤
池金母 還是以蓮花童子為主
尊？
聖尊慈悲解答 修﹁護摩法﹂先
要圓滿二百壇的蓮花童子為主
尊 水供都是以瑤池金母為主
尊 按照規矩二百壇瑤池金母為
主尊
三 一直以來﹁煙供法﹂主
要是四臂觀音為主尊 若是有別
的主尊佛誕 例如阿彌陀佛佛
誕 阿彌陀佛為煙供主尊是可以
嗎？因為不是每一個弟子可以修
護摩與水供 還是當地法規沒辦
法特別大供養供別尊的佛菩薩護
法神 為了利益眾生 弟子請問
師尊 如此是合法嗎？
聖尊解答：﹁煙供法﹂的主尊一
律是四臂觀音 因為以前師父的
﹁煙供法﹂的主尊就是四臂觀
音 沒有其他的主尊 ﹁阿彌陀
佛為煙供主尊可以嗎？﹂其實觀
世音菩薩的師父就是阿彌陀佛
是同一系列 以四臂觀音為主
尊 也等於是阿彌陀佛為主尊
是一樣的 所以阿彌陀佛為主尊
就等於所有的佛都為主尊 觀世

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
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
香 味 觸 法生心 應生無所
住心 若心有住 即為非住 是
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
生故 應如是布施 如來說一切
諸相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
生 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
語者 如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
語者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
世 作忍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六波羅蜜是布施波羅
蜜 精進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
持戒波羅密 禪定波羅蜜跟智慧
波羅蜜
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經是忍辱
仙人 專門修忍辱 祂被歌利王
割截身體 節節支解 都能夠忍
受︱︱其實是很難忍受 為此聖
尊還寫了一篇文章 叫：﹁佛
陀 祢 講 祢 的 我叫我的 ﹂為
什麼我叫我的？因為很痛 所以
祢說祢的 我叫我的
釋迦牟尼佛講：﹁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聖尊都懂 也可以解釋無
我相 因為四大分解就沒有了
就沒有這個我存在 地 水
火 風一分解也就空了 真正的

彩虹雷藏寺訊／二○二一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西雅圖
︿彩虹雷藏寺﹀迎來了二○二一
年的最後一場護摩法會 法會主
尊是不空 羂 索觀世音菩薩 鵝毛
般的大雪紛紛揚揚 ︿彩虹雷藏
寺﹀豎立在唯美的雪景中格外有
意境 盡管今日風雪交加 聖尊
為了滿足大家的願望 還是一如
既往的來到了︿彩虹雷藏寺﹀
弟子們不忘師恩 也不願意錯過
這樣殊勝的法會 冒著紛紛大雪
來護持聖尊的護摩 護摩寶殿擠
滿了弟子 共沾法喜
三點時分 聖尊的車子出現在
大眾的視野中 弟子們的心情也開
始隨著聖尊的到來興奮起來 法會
殊勝圓滿 熊熊的烈火在冰天雪地
中升起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頓時
寒冷的空氣充滿了不空羂索觀世音
菩薩溫暖的加持力
法會過後聖尊首先感謝影音組
及翻譯組的工作人員 因為漫天蓋
地的大雪讓︿彩虹雷藏寺﹀顯得更
加路途漫漫遙遠 路上看到很多車
子拋錨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來
去 這可能是西雅圖地區今年最大
的一場雪 連永遠習慣穿拖鞋的聖
尊今天也穿上了鞋子
聖尊還誇獎今天能夠來參加
法會的同門都很有勇氣 精神可
佩 同時希望有著等引金剛稱號
的不空 羂 索觀世音菩薩可以平等
接引 並且平等賜福 平等感

死 四大分解了 痛也不在了
苦也不在了 煩惱也不在了 什
麼都不在了 那就是無我相 但
是有這個肉體在 就是老子曾經
講的：﹁我一生的憂患 就是有
這個肉體在 ﹂知道無我相 四
大分解了還必須要忍辱嗎？就不
用忍了 就是有這個身體才要
忍 因為還有聽覺 還有觸覺
很多事情要忍辱 是因為有身
體 有感覺
﹁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
辱仙人 於爾所世 無我相 無
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
忍辱仙人就是要什麼都沒有 無
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
者相 就不用忍辱了 很簡單
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是要做到像
佛陀一樣 是很難的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法會結束後 聖尊與ZOOM線
上的弟子們打招呼告別 熱情的
歡呼聲不斷 大家依依不捨的揮
著手 最後聖尊也為現場勇敢護
持的弟子們做了不空 羂 索觀世音
菩薩的灌頂 希望眾人所求都不
空 一切如願以償
盡管外邊的氣候還是冰天雪
地 護摩殿裡面洋溢著喜悅和幸
福 溫暖著每一個弟子的心 希望
下週的氣候好轉 也希望所有有緣
的人都能夠參與法會 願這美好的
緣分永續 我們不見不散
■

應 還有平等給予有心的弟子們
滿願 聖尊在點燃護摩火後就飛
到虛空之中頂禮菩薩 祈求菩薩
用手中的甘露讓大家祈求都圓
滿 用手上的唸珠 賜給大家道
心都堅固 用手上的蓮花 接引
所有的祖先 親眷 用手上的 羂
索 讓所有祈求皆能夠如願
接下來 聖尊通知大家 下
個星期是二○二二年的第一場護
摩 也是最有象徵性的虎頭金剛
的護摩法會 因為虎頭金剛是來
年的吉祥物 虎頭金剛也是聖尊
每晚做千艘法船的超度時非常重
要的一尊 因為虎頭金剛每一次
都在虛空中加持聖尊五次 護摩
寶殿的瑤池金母 最後一次放光
照聖尊的眉心 加持第六次之
後 聖尊就自化本尊 變成阿彌
陀佛 之後再做超度 夜夜如
此
接下來是你問我答的互動環
節 弟子提出了三個問題如下：
一 修﹁黃財神法﹂時要準
備一潔淨的盤子 盤底放金錢
上面覆蓋著滿滿的米 在米上要
插三支點燃的香
請問師尊：是不是每一壇法
都是要如此的布壇 還是觀想而
已呢？為了方便與利益眾生 弟
子請師尊說法解釋
聖尊慈悲解答 其實這個方法已
經很簡便了 如果再省 可能黃
財神也會省 所以這個布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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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犯戒的弟子

不會卡陰 當然是可以啊 心裡
有罣礙 在佛堂做好就算
弟子問：師尊文集第二六六冊
︽黃金的句子︾第一二五頁提到
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體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把氣體變
為神 把神化為光 這才叫做成
就 我說：﹁這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
一 請問師尊 我們該如何
把固體變液體 最後化為光？
二 如何知道液體已經成
就 然後可以變成氣體之後 最
後到光？
三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
個階段？是固體還是液體？
聖尊答：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體
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
把氣體變為神 再把神化為光
我告訴你 冰就是固體 遇
到熱就變成液體 像今天漫天的
粉妝玉琢 外面的雪是粉妝 固
體就是冰 外面的風又很大 雪
飄下來 剛剛出去外面點護摩
火 旁邊的風一吹 整個雪飄到
身上像那個鹽一樣黏在臉上 頭
上 腳上 到處都是 真的很
冷 固體就是冰 變成液體就是
水 變成氣體 就是把水融化就
變成氣體 然後氣體再變為神
神再化為光 這個才叫成就 這
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沒
錯！
在眉心輪有菩提心月液 是

祂又是慈悲又是威猛

是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就像老母一樣

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慈悲的

彩虹雷藏寺

01.02
弟子問：弟子是在報名處當義
工 幫忙處理寫超度和祈福護摩
片等 由於時間上的不方便和報
名處人手不足的關係 弟子就發
心把報名處還沒處理好的東西帶
回家完成 但就有同門告知我
最好不要拿回家處理 如拿回家
處理 他人的祖先 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和亡者就會跟隨
我們 而且也會影響家人的運程
和卡陰 因這個原因 同門都不
敢在家裡寫
為了得到標準的答案 弟子
只好在此請問師尊：﹁那位同門
所說是否真實？﹂因弟子內心裡
也覺得奇怪和疑惑 請問師尊
發菩提心幫忙處理佛堂的東西
是不是要在佛堂處理才是最好的
地點？如拿回家處理是不適合
的 對嗎？
聖尊答：︵法王左手靈動請示︶
請問可以帶回家嗎？可以 祢 就
講說 yes； 不能帶回家 祢 就講說
no 現在有答案了 有答案等於
沒有答案 祂說：有的人把它帶
回家做 可以；有的人把它帶回
家做 不可以
釋蓮伽上師講的 她說心裡
如果沒有罣礙就可以 師尊的講
法是這樣子 會卡陰的體質就不
可以 不會卡陰的體質就可以
因人而異 其實釋蓮伽上師講的
也有她的道理 心中無罣礙 也

瑤池金母來敕令
呼風喚雨杏黃旗
虎頭金剛現神威
狂風虎嘯雪漫飛
蓮生聖尊大加持
護摩火焰燃光明
新的一年新氣象
如意吉祥和安康
彩虹雷藏寺訊／今天是全新二
○二二年︿彩虹雷藏寺﹀的第一
場護摩法會 恭請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佛親臨主壇﹁虎頭金
剛護摩大法會﹂ ︿彩虹雷藏
寺﹀當日是白雪紛飛的銀白色世
界 山風颳起滿山的飛雪 還發
出如虎嘯般的呼呼風聲 相應了
今日護摩主尊虎頭金剛的威嚴神
威
下午三時正 聖尊蓮生活佛
在漫天蓋地的風雪中佛駕護摩寶
殿壇場 聖尊身著寶藍色龍袍
在天地一片純白中 一抹威風凜
凜的藍色 更顯得聖尊的莊嚴威
勢 聖尊到護摩寶殿外的護摩爐
壇場作結界 並且頂禮護摩主尊
虎頭金剛的大型唐卡 唐卡隨風
而動的鮮活了起來 宛如與聖尊
相呼應一般 聖尊在寒風吹凜中
燃起熊熊護摩烈焰 聖尊更慈悲
演化手印 召請護摩主尊與諸佛
菩薩降臨加持與會大眾及所有法
會報名者 都能所求如意圓滿！

固體 因為它是冰 一整塊在這
裡 要用什麼把它變成熱 讓它
滴下來？就是用拙火 身體的溫
度讓它升高 拙火上升一直到這
裡 觸著菩提心月液 菩提心月
液就滴下來 就變成水 水跟
火 在五輪當中給它互相融合
然後一直在燃燒 就變成氣體
這個氣體就變成命氣 命氣裡面
再給它融 融掉了 就變成氣體
以後 在脈裡面跑全身各地
然後水跟火交融的時候它會
產生光 就是化為光 火在燃燒
的時候也是光 當火把水煮開的
時候 那個水也化為氣 水就化
為氣 那麼氣體也會化為光 所
以密教裡面氣 脈 明點的道理
就是這樣
如果把這個變成液體的時候
流掉了 流出你的體外叫做洩
液體保住了 就叫做無漏 既然
有了液體 就用火給它燒 它就
化成氣 氣就通所有的脈 用火
燒了水變成氣以後 它還可以變
成光 變成一種光明出來 它是
一種燃料 可以化成光 就是
神
用拙火把固體融化 然後化
為光 因為拙火本身就是光 氣
體被這個火燒到成為氣體的時
候 它會轉化為神 到各個脈全
部都通的時候 身體自然光明
就可以從身體裡面出來 這個液
體也等於是油的一種 就是明

莊嚴肅穆的護摩儀式結束
後 聖尊於開示中首先談到今天
的﹁虎頭金剛護摩﹂ 在道家裡
面有講到道家五老 佛教裡面一
樣有五方佛：東方阿 閦 佛 西方
阿彌陀佛 中央毘盧遮那佛 南
方寶生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道家也有五方的大羅金仙
東方就是東華帝君 西方就是瑤
池金母 中央就是黃老 北方是
水精 南方就是火德 這是道家
的五老
金 木 水 火 土這樣子
分：西方瑤池金母 東方屬青
龍 西方屬白虎 青龍 白虎
朱雀 勾陳 這是四靈獸 西方
屬金所以稱為金母 王母又稱為
金母 因為西方屬金 東方屬
木 木公上聖東華帝君
瑤池金母祂因為屬西方 西
方又屬於白虎 所以祂的本地有
虎頭金剛 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
慈悲的 但是對於犯戒的弟子
又是非常的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祂又慈悲但是又威猛 所以瑤池
金母祂有兩個 一個是威猛的就
像老虎 一個是慈悲的就像老
母 同樣一個﹁老﹂字 一個是
老母 一個是老虎 盧師尊現在
床頭所供奉的就是虎頭金剛 每
天跟祂講 非常靈應的 非常感
應的 講什麼 應什麼
接下來是大家所期盼的﹁你
問我答｜互動就是力量﹂！

點 那麼火加上油就更加的光
明 這個就是光
﹁如何知道液體已經成
就？﹂因為眉心輪會有感覺 有
水滴下來 每次拙火去碰到就有
水滴下來 把這個水留住 不要
讓它漏出來 就是無漏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個
階段？是固體還是液體？﹂這個
很簡單的 感覺到有水從眉心輪
往下滴 自己有覺受 感覺到水
往下滴的時候 那就是液體
感覺到臍輪這個地方發熱
而且這個火上升的時候 就知道
是有火 這兩個交融在一起就會
變成光 光就會化為神 一個是
熱的 一個是清涼的 液體是清
涼的 拙火呢是熱的 這是密教
裡面的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開示結束後 聖尊慈悲為與
會大眾加持灌頂虎頭金剛 無限
感恩聖尊真語 實語 如語的
︻金剛經︼佛法開示 聖尊所教
授的佛法宛如黑暗中的一點光
明 讓眾生能朝著光明的方向前
進 最後終能到達最勝光明的彼
岸
二○二二年的第一場﹁虎頭
金剛護摩法會﹂圓滿吉祥結束
了！︿彩虹雷藏寺﹀謹此祝賀大
家元旦吉祥如意 新的一年朝氣
蓬勃 運程亨通 修行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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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犯戒的弟子

不會卡陰 當然是可以啊 心裡
有罣礙 在佛堂做好就算
弟子問：師尊文集第二六六冊
︽黃金的句子︾第一二五頁提到
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體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把氣體變
為神 把神化為光 這才叫做成
就 我說：﹁這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
一 請問師尊 我們該如何
把固體變液體 最後化為光？
二 如何知道液體已經成
就 然後可以變成氣體之後 最
後到光？
三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
個階段？是固體還是液體？
聖尊答：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體
變液體 再把液體變氣體 然後
把氣體變為神 再把神化為光
我告訴你 冰就是固體 遇
到熱就變成液體 像今天漫天的
粉妝玉琢 外面的雪是粉妝 固
體就是冰 外面的風又很大 雪
飄下來 剛剛出去外面點護摩
火 旁邊的風一吹 整個雪飄到
身上像那個鹽一樣黏在臉上 頭
上 腳上 到處都是 真的很
冷 固體就是冰 變成液體就是
水 變成氣體 就是把水融化就
變成氣體 然後氣體再變為神
神再化為光 這個才叫成就 這
是修行的口訣 至要！至要！沒
錯！
在眉心輪有菩提心月液 是

祂又是慈悲又是威猛

是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就像老母一樣

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慈悲的

彩虹雷藏寺

01.02
弟子問：弟子是在報名處當義
工 幫忙處理寫超度和祈福護摩
片等 由於時間上的不方便和報
名處人手不足的關係 弟子就發
心把報名處還沒處理好的東西帶
回家完成 但就有同門告知我
最好不要拿回家處理 如拿回家
處理 他人的祖先 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和亡者就會跟隨
我們 而且也會影響家人的運程
和卡陰 因這個原因 同門都不
敢在家裡寫
為了得到標準的答案 弟子
只好在此請問師尊：﹁那位同門
所說是否真實？﹂因弟子內心裡
也覺得奇怪和疑惑 請問師尊
發菩提心幫忙處理佛堂的東西
是不是要在佛堂處理才是最好的
地點？如拿回家處理是不適合
的 對嗎？
聖尊答：︵法王左手靈動請示︶
請問可以帶回家嗎？可以 祢 就
講說 yes； 不能帶回家 祢 就講說
no 現在有答案了 有答案等於
沒有答案 祂說：有的人把它帶
回家做 可以；有的人把它帶回
家做 不可以
釋蓮伽上師講的 她說心裡
如果沒有罣礙就可以 師尊的講
法是這樣子 會卡陰的體質就不
可以 不會卡陰的體質就可以
因人而異 其實釋蓮伽上師講的
也有她的道理 心中無罣礙 也

瑤池金母來敕令
呼風喚雨杏黃旗
虎頭金剛現神威
狂風虎嘯雪漫飛
蓮生聖尊大加持
護摩火焰燃光明
新的一年新氣象
如意吉祥和安康
彩虹雷藏寺訊／今天是全新二
○二二年︿彩虹雷藏寺﹀的第一
場護摩法會 恭請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佛親臨主壇﹁虎頭金
剛護摩大法會﹂ ︿彩虹雷藏
寺﹀當日是白雪紛飛的銀白色世
界 山風颳起滿山的飛雪 還發
出如虎嘯般的呼呼風聲 相應了
今日護摩主尊虎頭金剛的威嚴神
威
下午三時正 聖尊蓮生活佛
在漫天蓋地的風雪中佛駕護摩寶
殿壇場 聖尊身著寶藍色龍袍
在天地一片純白中 一抹威風凜
凜的藍色 更顯得聖尊的莊嚴威
勢 聖尊到護摩寶殿外的護摩爐
壇場作結界 並且頂禮護摩主尊
虎頭金剛的大型唐卡 唐卡隨風
而動的鮮活了起來 宛如與聖尊
相呼應一般 聖尊在寒風吹凜中
燃起熊熊護摩烈焰 聖尊更慈悲
演化手印 召請護摩主尊與諸佛
菩薩降臨加持與會大眾及所有法
會報名者 都能所求如意圓滿！

固體 因為它是冰 一整塊在這
裡 要用什麼把它變成熱 讓它
滴下來？就是用拙火 身體的溫
度讓它升高 拙火上升一直到這
裡 觸著菩提心月液 菩提心月
液就滴下來 就變成水 水跟
火 在五輪當中給它互相融合
然後一直在燃燒 就變成氣體
這個氣體就變成命氣 命氣裡面
再給它融 融掉了 就變成氣體
以後 在脈裡面跑全身各地
然後水跟火交融的時候它會
產生光 就是化為光 火在燃燒
的時候也是光 當火把水煮開的
時候 那個水也化為氣 水就化
為氣 那麼氣體也會化為光 所
以密教裡面氣 脈 明點的道理
就是這樣
如果把這個變成液體的時候
流掉了 流出你的體外叫做洩
液體保住了 就叫做無漏 既然
有了液體 就用火給它燒 它就
化成氣 氣就通所有的脈 用火
燒了水變成氣以後 它還可以變
成光 變成一種光明出來 它是
一種燃料 可以化成光 就是
神
用拙火把固體融化 然後化
為光 因為拙火本身就是光 氣
體被這個火燒到成為氣體的時
候 它會轉化為神 到各個脈全
部都通的時候 身體自然光明
就可以從身體裡面出來 這個液
體也等於是油的一種 就是明

莊嚴肅穆的護摩儀式結束
後 聖尊於開示中首先談到今天
的﹁虎頭金剛護摩﹂ 在道家裡
面有講到道家五老 佛教裡面一
樣有五方佛：東方阿 閦 佛 西方
阿彌陀佛 中央毘盧遮那佛 南
方寶生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道家也有五方的大羅金仙
東方就是東華帝君 西方就是瑤
池金母 中央就是黃老 北方是
水精 南方就是火德 這是道家
的五老
金 木 水 火 土這樣子
分：西方瑤池金母 東方屬青
龍 西方屬白虎 青龍 白虎
朱雀 勾陳 這是四靈獸 西方
屬金所以稱為金母 王母又稱為
金母 因為西方屬金 東方屬
木 木公上聖東華帝君
瑤池金母祂因為屬西方 西
方又屬於白虎 所以祂的本地有
虎頭金剛 瑤池金母本身是非常
慈悲的 但是對於犯戒的弟子
又是非常的像猛虎一樣的懲罰
祂又慈悲但是又威猛 所以瑤池
金母祂有兩個 一個是威猛的就
像老虎 一個是慈悲的就像老
母 同樣一個﹁老﹂字 一個是
老母 一個是老虎 盧師尊現在
床頭所供奉的就是虎頭金剛 每
天跟祂講 非常靈應的 非常感
應的 講什麼 應什麼
接下來是大家所期盼的﹁你
問我答｜互動就是力量﹂！

點 那麼火加上油就更加的光
明 這個就是光
﹁如何知道液體已經成
就？﹂因為眉心輪會有感覺 有
水滴下來 每次拙火去碰到就有
水滴下來 把這個水留住 不要
讓它漏出來 就是無漏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個
階段？是固體還是液體？﹂這個
很簡單的 感覺到有水從眉心輪
往下滴 自己有覺受 感覺到水
往下滴的時候 那就是液體
感覺到臍輪這個地方發熱
而且這個火上升的時候 就知道
是有火 這兩個交融在一起就會
變成光 光就會化為神 一個是
熱的 一個是清涼的 液體是清
涼的 拙火呢是熱的 這是密教
裡面的
︵詳細開示內容請閱特別報導︶
開示結束後 聖尊慈悲為與
會大眾加持灌頂虎頭金剛 無限
感恩聖尊真語 實語 如語的
︻金剛經︼佛法開示 聖尊所教
授的佛法宛如黑暗中的一點光
明 讓眾生能朝著光明的方向前
進 最後終能到達最勝光明的彼
岸
二○二二年的第一場﹁虎頭
金剛護摩法會﹂圓滿吉祥結束
了！︿彩虹雷藏寺﹀謹此祝賀大
家元旦吉祥如意 新的一年朝氣
蓬勃 運程亨通 修行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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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祂 是菩薩神明找祂 快叫祂到這
裡﹂
在彼此對話中 那位青衣
婦人所說的無一不準 還問﹁早上
指點你的夢 你知道嗎？﹂啊！連
還沒告訴任何人 做夢及夢中的事
她竟也知道
於是開啟了往後
師尊蓮生活佛修道 學佛 創立
︿真佛宗﹀的緣起
上師說 因為林千代師姑與他
很熟 有次他與幾個人專程帶千代
師姑去西雅圖拜見師尊蓮生活佛
時 他趁機要求師姑是否可以透露
當時流行的大家樂號碼給他 如果
中了就可以年年帶師姑到西雅圖朝
聖兼旅遊 千代師姑不置可否 只
淡淡的告訴他 曾經她也很埋怨母
娘 自己年紀都大了 還要四處奔
波為人服務 也募不了多少錢 想
把廟整建得更完善好難 母娘為什

為善必昌
為善不昌

為惡不殃

為惡必殃

二

必有餘殃

昌 盡必 殃

殃 盡必昌

母親︶因為買了許多供品 於是把
師尊蓮生活佛叫來幫忙 帶供品到
台中市進化路的︿玉皇宮﹀拜拜
當時師尊是虔誠的基督徒 不點
香 更不拜神佛的 平時只是把廟
當名勝一樣的參觀 按理說不會
去 會跟著師嬤去 是因為很少做
夢的師尊蓮生活佛 那天早上剛好
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有一個道
長敲了他的頭一下 於是莫名其妙
的去了 ︵詳見蓮生活佛盧勝彥文
集第十九冊︽靈與我之間︾︶
當天台灣赫赫有名的靈媒青衣
婦人﹁林千代師姑﹂正在那裡讓人
問事 忽然大聲問：有人叫盧勝彥
嗎？師嬤與門外的師尊蓮生活佛都
聽到了 於是問﹁請問妳找盧勝彥
有事嗎？﹂千代師姑答﹁不是我找

■文／釋蓮竫法師

必有餘昌

○二二年一月八日 ︿慈尊
堂﹀邀請釋蓮歐上師主壇
﹁瑤池金母息災 祈福 增益 敬
愛 超度護摩法會﹂ 會後 上師
開示前 依序感謝到場的所有同門
及善信大德 並讚歎主人王師兄人
緣真好 能夠吸引這麼多的同門及
善信來參加此次法會 上師開示談
到師尊常說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蓮
生活佛 沒有︿真佛宗﹀ 也沒有
︿真佛宗﹀的所有一切 所以 瑤
池金母是︿真佛宗﹀的母親
今日瑤池金母法會 讓上師憶
起師尊蓮生活佛曾談過 久遠前剛
好玉皇大帝︵俗稱天公︶誕辰︵農
曆正月初九︶ 民間習俗會到天公
廟禮拜祈福 希望天公能保佑新的
一年闔家平安吉祥 師嬤︵師尊的

麼不大顯神通 攝召大財主或賜幾
個明牌 不就解決一切問題了
然而母娘並沒有生氣 只顯現
一個場景給她看 景中顯現一個大
廟堂 兩旁有光明燈 一開始都很
亮 慢慢地一邊﹁辛勤累積錢財來
點燈的﹂仍是很亮 另一邊﹁投機
所得來點燈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
暗了下來 母娘告訴千代師姑 同
樣點燈為善 這就是辛勤累積錢財
布施與投機所得布施的不同結果
聽完千代師姑的話 上師再也不敢
做非分之想 上師勉勵大家 善惡
皆有報 只管往好的方向去就對
了 不要因為一時求不得而退卻
應該更努力才對 因為有時 我們
的求不得 反而是佛菩薩的慈悲顯
現 是要幫我們除災解難的 就如
城隍廟的對聯：
為善必昌 為善不昌 必有餘殃
殃盡必昌
為惡必殃 為惡不殃 必有餘昌
昌盡必殃
豐盛的菜餚是Dj大哥的師姐專
程去自由路的餐廳幫忙載來大里
令人十分感動 吃來格外美味 大
夥兒與上師 法師共進晚餐 其樂
融融 飽足之餘 還有璀璨的煙火
欣賞 這天令人感動難忘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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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是菩薩神明找祂 快叫祂到這
裡﹂
在彼此對話中 那位青衣
婦人所說的無一不準 還問﹁早上
指點你的夢 你知道嗎？﹂啊！連
還沒告訴任何人 做夢及夢中的事
她竟也知道
於是開啟了往後
師尊蓮生活佛修道 學佛 創立
︿真佛宗﹀的緣起
上師說 因為林千代師姑與他
很熟 有次他與幾個人專程帶千代
師姑去西雅圖拜見師尊蓮生活佛
時 他趁機要求師姑是否可以透露
當時流行的大家樂號碼給他 如果
中了就可以年年帶師姑到西雅圖朝
聖兼旅遊 千代師姑不置可否 只
淡淡的告訴他 曾經她也很埋怨母
娘 自己年紀都大了 還要四處奔
波為人服務 也募不了多少錢 想
把廟整建得更完善好難 母娘為什

為善必昌
為善不昌

為惡不殃

為惡必殃

二

必有餘殃

昌 盡必 殃

殃盡 必昌

母親︶因為買了許多供品 於是把
師尊蓮生活佛叫來幫忙 帶供品到
台中市進化路的︿玉皇宮﹀拜拜
當時師尊是虔誠的基督徒 不點
香 更不拜神佛的 平時只是把廟
當名勝一樣的參觀 按理說不會
去 會跟著師嬤去 是因為很少做
夢的師尊蓮生活佛 那天早上剛好
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有一個道
長敲了他的頭一下 於是莫名其妙
的去了 ︵詳見蓮生活佛盧勝彥文
集第十九冊︽靈與我之間︾︶
當天台灣赫赫有名的靈媒青衣
婦人﹁林千代師姑﹂正在那裡讓人
問事 忽然大聲問：有人叫盧勝彥
嗎？師嬤與門外的師尊蓮生活佛都
聽到了 於是問﹁請問妳找盧勝彥
有事嗎？﹂千代師姑答﹁不是我找

■文／釋蓮竫法師

必有餘昌

○二二年一月八日 ︿慈尊
堂﹀邀請釋蓮歐上師主壇
﹁瑤池金母息災 祈福 增益 敬
愛 超度護摩法會﹂ 會後 上師
開示前 依序感謝到場的所有同門
及善信大德 並讚歎主人王師兄人
緣真好 能夠吸引這麼多的同門及
善信來參加此次法會 上師開示談
到師尊常說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蓮
生活佛 沒有︿真佛宗﹀ 也沒有
︿真佛宗﹀的所有一切 所以 瑤
池金母是︿真佛宗﹀的母親
今日瑤池金母法會 讓上師憶
起師尊蓮生活佛曾談過 久遠前剛
好玉皇大帝︵俗稱天公︶誕辰︵農
曆正月初九︶ 民間習俗會到天公
廟禮拜祈福 希望天公能保佑新的
一年闔家平安吉祥 師嬤︵師尊的

麼不大顯神通 攝召大財主或賜幾
個明牌 不就解決一切問題了
然而母娘並沒有生氣 只顯現
一個場景給她看 景中顯現一個大
廟堂 兩旁有光明燈 一開始都很
亮 慢慢地一邊﹁辛勤累積錢財來
點燈的﹂仍是很亮 另一邊﹁投機
所得來點燈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
暗了下來 母娘告訴千代師姑 同
樣點燈為善 這就是辛勤累積錢財
布施與投機所得布施的不同結果
聽完千代師姑的話 上師再也不敢
做非分之想 上師勉勵大家 善惡
皆有報 只管往好的方向去就對
了 不要因為一時求不得而退卻
應該更努力才對 因為有時 我們
的求不得 反而是佛菩薩的慈悲顯
現 是要幫我們除災解難的 就如
城隍廟的對聯：
為善必昌 為善不昌 必有餘殃
殃盡必昌
為惡必殃 為惡不殃 必有餘昌
昌盡必殃
豐盛的菜餚是Dj大哥的師姐專
程去自由路的餐廳幫忙載來大里
令人十分感動 吃來格外美味 大
夥兒與上師 法師共進晚餐 其樂
融融 飽足之餘 還有璀璨的煙火
欣賞 這天令人感動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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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曙光遍照大地

莊秀蓮師姐（左2）移交善款給
平和養老院，由釋蓮潮法師代收。
■文∕大馬華光功德會
■文∕大馬華光功德會

二

︿

交3000令吉善款 分別是2000令吉
作為行政開銷 1000令吉則作為
﹁2022年新春膳食費﹂ 由該院常
住法師｜釋蓮潮法師代表接納
同時 為了表達寄予很好的新
年祝福寓意 ︿華光﹀理事與義工

○二二年一月三十日為農曆
十二月廿八日 霹靂州怡保
鬥華新村等多區在傍晚刮起強風
導致多個地區遭受侵襲 屋頂被吹
掀 甚至有樹木倒在屋頂上 其中
鬥華新村 鬥華美華花園及鬥華達
邁花園計有400間住家遭受風災影
響 其中以鬥華新村的災情最為嚴
重 所幸無人傷亡 而災民暫時被
安置在鬥華大會堂的救災中心
災後的第二天 怡保市政廳出
動約100名清理工友清理現場被強

莊秀蓮師姐（左前排2）移交支票給當地籌委會劉景偉
代表接受善款。陪同出席：當地華光義工、華光青年團
團員，以及當地民眾代表。

大馬華光功德會霹靂州分
會﹀於二○二二年一月十一
日 在怡保獅尾新村 巴占龍馬花
園 怡保雙層彩虹組屋 望裡萬及
崑崙喇叭等多個地區派發生活援助
品 給有需要的貧戶家庭及弱勢社

風捲起掉落地面的鋅板 屋架 瓦
片等災後殘骸 鬥華新村有數條路
巷的住家 在受到強風吹襲後面對
不同程度的損壞 其中位於第9路
的住家 有15間住家屋頂被掀起
其餘地區有局部屋頂鋅板被吹走
根據當局顯示 當晚毫無預警刮起
強風 導致現場情況一片狼藉 屋
頂鋅板及屋頂橫梁倒塌在路巷 更
有些鋅板懸掛在電線上 搖搖欲
墜 也有鋅板壓毀多輛轎車 此
外 國能電線也被鋅板壓倒 情況
岌岌可危 因此 ︿大馬華光功德
會霹靂州分會﹀在當晚得知消息
後 立即安排救災事宜 並於二月
六日在鬥華新村災場 由會長莊秀
蓮師姐親自移交3000令吉善款給當
地︿甘榜鬥華休閒俱樂部﹀代表
兼︿甘榜鬥華河婆同鄉聯誼會﹀會
長劉景偉接收款項 該俱樂部將統
計大眾捐款後的二月十三日在怡保
鬥華大會堂派發給災民 ︿霹靂州
華光功德會﹀一心祈願遭受風災影
響的災民能夠度過難關
新春前夕捐善款助平和養老院
減輕負擔
另外 鑒於國內新冠疫情有惡
化跡象 為了避免與︿真佛宗平和

私下掏出腰包獻出善款 並以傳統
年俗方式｜﹁壓歲錢﹂送給︿平和
養老院﹀長者 希望他們得到大家
的祝福後 可以開開心心平安度過
這一年 出席移交儀式者包括李惠
玲師姐及劉貴祥師兄
■

群 ︿霹靂州華光功德會﹀義工在
接獲他們的請求來電 希望能夠在
這段新年期間贊助他們一些生活必
需品 協助他們度過難關 其中住
在怡保獅尾新村的受惠孩子｜葉芷
雯 因二○二一年多次實施行管令
故而導致孩子的母親︵單親媽媽︶
無法上班賺錢養活她 ︿華光功德
會﹀義工得知消息後 並安排給予
所需援助
除此之外 ︿華光功德會﹀義
工於二○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前往金
寶新街場移交三箱牛奶粉給︿新街
場老人院Pusat Jagaan Sutera﹀
此牛奶粉除了能夠幫助老年人
補鋅 補鈣元素 還有助於緩解骨
質疏鬆 也可以借此改善一些老年
人食欲不振情況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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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華光
派發 物 資
援助弱勢社群

養老院﹀長者有肢體接觸及安全著
想 ︿大馬華光功德會霹靂州分
會﹀議決取消﹁二○二二年新春團
拜暨慈善布施活動﹂ 改為移交善
款捐助養老院以減輕運作開銷
會長莊秀蓮師姐於春節前夕移

華光義工將奶粉送至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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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秀蓮師姐（左2）移交善款給
平和養老院，由釋蓮潮法師代收。
■文∕大馬華光功德會
■文∕大馬華光功德會

二

︿

交3000令吉善款 分別是2000令吉
作為行政開銷 1000令吉則作為
﹁2022年新春膳食費﹂ 由該院常
住法師｜釋蓮潮法師代表接納
同時 為了表達寄予很好的新
年祝福寓意 ︿華光﹀理事與義工

○二二年一月三十日為農曆
十二月廿八日 霹靂州怡保
鬥華新村等多區在傍晚刮起強風
導致多個地區遭受侵襲 屋頂被吹
掀 甚至有樹木倒在屋頂上 其中
鬥華新村 鬥華美華花園及鬥華達
邁花園計有400間住家遭受風災影
響 其中以鬥華新村的災情最為嚴
重 所幸無人傷亡 而災民暫時被
安置在鬥華大會堂的救災中心
災後的第二天 怡保市政廳出
動約100名清理工友清理現場被強

莊秀蓮師姐（左前排2）移交支票給當地籌委會劉景偉
代表接受善款。陪同出席：當地華光義工、華光青年團
團員，以及當地民眾代表。

大馬華光功德會霹靂州分
會﹀於二○二二年一月十一
日 在怡保獅尾新村 巴占龍馬花
園 怡保雙層彩虹組屋 望裡萬及
崑崙喇叭等多個地區派發生活援助
品 給有需要的貧戶家庭及弱勢社

風捲起掉落地面的鋅板 屋架 瓦
片等災後殘骸 鬥華新村有數條路
巷的住家 在受到強風吹襲後面對
不同程度的損壞 其中位於第9路
的住家 有15間住家屋頂被掀起
其餘地區有局部屋頂鋅板被吹走
根據當局顯示 當晚毫無預警刮起
強風 導致現場情況一片狼藉 屋
頂鋅板及屋頂橫梁倒塌在路巷 更
有些鋅板懸掛在電線上 搖搖欲
墜 也有鋅板壓毀多輛轎車 此
外 國能電線也被鋅板壓倒 情況
岌岌可危 因此 ︿大馬華光功德
會霹靂州分會﹀在當晚得知消息
後 立即安排救災事宜 並於二月
六日在鬥華新村災場 由會長莊秀
蓮師姐親自移交3000令吉善款給當
地︿甘榜鬥華休閒俱樂部﹀代表
兼︿甘榜鬥華河婆同鄉聯誼會﹀會
長劉景偉接收款項 該俱樂部將統
計大眾捐款後的二月十三日在怡保
鬥華大會堂派發給災民 ︿霹靂州
華光功德會﹀一心祈願遭受風災影
響的災民能夠度過難關
新春前夕捐善款助平和養老院
減輕負擔
另外 鑒於國內新冠疫情有惡
化跡象 為了避免與︿真佛宗平和

私下掏出腰包獻出善款 並以傳統
年俗方式｜﹁壓歲錢﹂送給︿平和
養老院﹀長者 希望他們得到大家
的祝福後 可以開開心心平安度過
這一年 出席移交儀式者包括李惠
玲師姐及劉貴祥師兄
■

群 ︿霹靂州華光功德會﹀義工在
接獲他們的請求來電 希望能夠在
這段新年期間贊助他們一些生活必
需品 協助他們度過難關 其中住
在怡保獅尾新村的受惠孩子｜葉芷
雯 因二○二一年多次實施行管令
故而導致孩子的母親︵單親媽媽︶
無法上班賺錢養活她 ︿華光功德
會﹀義工得知消息後 並安排給予
所需援助
除此之外 ︿華光功德會﹀義
工於二○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前往金
寶新街場移交三箱牛奶粉給︿新街
場老人院Pusat Jagaan Sutera﹀
此牛奶粉除了能夠幫助老年人
補鋅 補鈣元素 還有助於緩解骨
質疏鬆 也可以借此改善一些老年
人食欲不振情況
■

誌

71
72

霹靂州華光功德會送暖
╣ 遭 受 強 風 侵襲的鬥華新 村 災 黎 ╠

霹靂華光
派發 物 資
援助弱勢社群

養老院﹀長者有肢體接觸及安全著
想 ︿大馬華光功德會霹靂州分
會﹀議決取消﹁二○二二年新春團
拜暨慈善布施活動﹂ 改為移交善
款捐助養老院以減輕運作開銷
會長莊秀蓮師姐於春節前夕移

華光義工將奶粉送至安老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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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près une vieille pensée connue,
une vieille pensée des Chinois, si l’homme
vit pendant un siècle, cent ans, on peut le
considérer comme ayant de la longévité ;
un cycle de soixante ans peut être assimilé
à une vieillesse avancée. Je n’avais alors
que cinquante-huit ans, il me manquait
deux ans, comment aurais-je pu chercher
la mort et demander à renaître à la Terre
pure ?
Cependant, le savez-vous, quand j’ai
éprouvé la fraction crânienne, non seulement je n’avais aucune envie de vivre,
mais j’avais même la volonté de chercher
la mort.
Il n’y a pas de mal à réfléchir à ceci :
– je cherchais la mort ;
– je ne voulais pas continuer à vivre.
Une telle souffrance me poussait à
bout de patience. Il n’y a pas lieu de s’étonner des quatre souffrances : la naissance, la vieillesse, la maladie et la mort,
qui sont parmi les Huit Souffrances 1 .
Quand la fleur de lotus à huit pétales s’est
épanouie, au moment où les Quatre
Grands se sont dispersés, j’ai décidé, sans
la moindre hésitation, de mourir, d’aller
vite renaître à la Terre pure.
Lorsque les douleurs se sont manifestées, j’ai prié le Bouddha de me
bénir avec ses lumières.
Il a répandu par trois fois de la lumière sur moi.
La fraîcheur que je me suis procurée
ainsi a duré dix minutes ; chaque fois dix
minutes, et j’ai obtenu une aise temporaire.
0F

Cependant, la douleur provenant de
la fraction crânienne a persisté le jour
comme la nuit pendant quarante-neuf
jours :
– je manquais d’appétit ;
– je devenais insomniaque ;
– il me semblait subir les supplices
de l’enfer.
Maintenant, j’ai enfin compris pourquoi des malades, au grand hôpital, s’étaient traînés jusqu’à une fenêtre de leur
chambre et s’étaient défenestrés. Pourquoi ? Parce que la maladie est effectivement trop douloureuse !
Maintenant, j’ai enfin compris pourquoi Hemingway s’est suicidé, pourquoi
Yasunari Kawabata s’est donné la mort,
pourquoi San-mao s’est tuée volontairement, et tant d’autres…
Alors que je me trouvais dans une
telle situation, si je n’avais pas été le bouddha vivant Lian-sheng, Sheng-yen Lu,
j’aurais crié :
« Moi aussi, je veux me suicider ! »
Mais, je ne pouvais pas me tuer. Le
suicide est l’assassinat du bouddha. J’étais
un grand pratiquant de la perfection, j’avais
la tâche de secourir les êtres vivants. Ah !
j’étais bien un pratiquant de l’endurance !
Je devais endurer les souffrances que le
monde ne pouvait supporter : ce sont la
souffrance du cœur, la souffrance du corps
et les Huit Souffrances, je devais les endurer toutes.
Je ne pouvais me suicider !

Hormis la naissance, la vieillesse, la maladie et la mort, le chagrin et les lamentations, la douleur, l’affliction et le
désespoir sont souffrance, être uni avec ce que l’on n’aime pas est souffrance, être séparé(e) de ce que l’on aime ou de
ce qui plaît est souffrance, ne pas obtenir ce que l’on désire est souffrance, les Cinq Agrégats de l’attachement sont
souffr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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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panouissement d’une fleur de lotus à huit pétales

Après avoir porté les chaussures à
voyager en esprit, j’étais tombé gravement
malade !
Il m’est impossible de le décrire en
détail. Je le dépeins alors en trois mots :
cruel ! terrible ! brutal !
J’explique à tout le monde ce qu’est
l’épanouissement d’une fleur de lotus en
huit pétales. En fait, mon crâne en bon état
a brusquement commencé à se diviser ; il
s’est fractionné petit à petit.
En apparence, j’étais dans mon état
normal, ma tête n’était pas ouverte.
Cependant, veuillez ne pas vous
effrayer et ne rien craindre, dans l’invisibilité, mon crâne a commencé à se
fendre.
À partir du centre de l’orifice céleste,
ma tête s’est divisée soigneusement en huit
parties. Quand un élément se séparait,
l’intensité de ma douleur augmentait alors
d’un cran ; si dix parties étaient apparues,
ma douleur se serait amplifiée de dix crans.
Dans ce fait invisible, ce que j’ai
ressenti était « la fraction de la tête ».
Il se peut que cette division du
crâne ne soit pas compréhensible pour le
commun des mortels. J’ai bien éprouvé les
peines les plus grandes, les douleurs les
plus fortes, et il est probable qu’en ce bas
monde, aucune personne n’ait rencontré
une telle expérience. Y a-t-il une maladie
qui soit plus douloureuse, plus pénible que
la fraction de la tête ?
J’ai lu autrefois le roman Récit du
voyage vers l’Occident. Dans ce livre, le
bodhisattva Avalokitésvara fait porter au
singe pèlerin Sun Wu-kung une couronne
d’or. Dès que la couronne d’or se rétrécit,
Sun Wu-kung s’allonge et se roule par 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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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tous sens, il crie de douleur en se tenant
la tête.
Voilà le rétrécissement crânien.
Mais ce que j’ai subi aujourd’hui
était la fraction crânienne. Mon crâne
s’est divisé en huit parties, chacune
d’elles s’est séparée, l’une après l’autre,
successivement.
Mon Dieu ! Ah ! c’était vraiment
l’éboulement de la montagne, la déchirure
de la terre. Ah ! c’était vraiment l’explosion du volcan. Ah ! c’était vraiment le
suintement du sang. Ah ! c’était vraiment
le vent piquant qui pénètre jusqu’aux os.
J’allais mourir, j’étais vraiment sur
le point de mourir. La douleur éprouvée ne
pourrait être décrite par le vocabulaire
humain, il est à craindre que le commun
des mortels ne le comprenne pas. Effectivement, la mort est tellement douloureuse. Que l’épanouissement d’une fleur
de lotus en huit pétales est un terme
charmant ! Mais, en réalité, il est terrifiant.
J’ai vraiment prié mes trois déités
d’élection : « La miséricordieuse et compatissante Mère d’or de l’Étang de jade, le
bouddha Amitâbha du Monde de la joie
suprême de l’Ouest, le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au grand vœu, je vous prie de me
recevoir et de me conduire pour aller
renaître à la Terre pure ! Je n’ai vraiment
plus envie de vivre, il me suffit de vivre
jusqu’à cinquante-huit ans, j’ai la volonté
de mourir ! Je voudrais aller renaître au
maha Étang au Double Lotus ! Namo les
trois cent soixante mille milliards cent dixneuf mille cinq cents bouddhas du même
nom que le bouddha Amitâbha, je vous
prie de me recevoir et m’y conduire ! »

If, in his mind, a bodhisattva still has a self [the notion of I], or the view that “I am a person,”
or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That is the meaning. This is a very cru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Vajra Sutra, that there is no
phenomena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Let me share with everyone. Time. What time is it now? It is 4:56 [pm]. Who determined the
concept of time? It is defined by human beings. What is time?! Is there tim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ime—time as we know it is defined by human beings. Think about it. If there were no
“time…”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year 2021, and that number originated from the years since the birth
of Jesus, referred to as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t has been over 2000 years since Jesus was
born. However, more than 2600 years ago, Sakyamuni Buddha was already born, earlier than
Jesus. Laozi of China was born earlier than Sakyamuni Buddha. There were even earlier ones,
all of which were determined by time.
Who defined time? Human beings. No view of lifespan means there is no time dimension. Time
does not exist. If time does not exist anymore, how can there be any coexistence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arising and ceasing o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 space dimension also does not exist. No view of sentient beings means the phenomena of
sentient beings does not exist. Since there are no sentient beings, how can there be any
coexistence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re are none.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do not exist. All
arising and ceasing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oo do not exist. [The concept]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everything cea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re all gone!
What does the buddhadharma states, as asked by Shi Lian Shui here—Doesn't the
buddhadharma stress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ll arising and
ceasing are impermanent,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ll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emptiness?

As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you do your best and cultivate spiritually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daily
activities. You don't cultivate for yourself, but you do it for other sentient beings. If you cultivate
the six perfections—generosity, endurance, precepts, wisdom, meditation and diligence—then
you are a bodhisattva.
雜誌

You are not practicing for yourself, but you are practicing for sentient beings. You are a real
bodhisattva if you don't keep them in mind and just practice. If you cultivate the six perfections
yet still hold the view of sentient beings, then you are not a bodhisattva.
That's why we say that “The Threefold Wheels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There is no giver of the six
perfections, no recipient of the six perfections and also, no six perfections. Only then are you a

That's why Sakyamuni Buddha states that if anyone says that the Buddha has taught dharma, he
defames the Buddha. Do you understand? This is very deep.
…If a bodhisattva holds a view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All the buddhadharma has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Grandmaster is asking the audience] Is the exposition too profound? The person discoursing
the dharma does not exist, the audience listening to the dharma discourse does not exist, and
the dharma discourse itself does not exist.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built many temples and he thought he generated great merits.
But in the eyes of Bodhidharma, it was worthless. The emperor asked Bodhidharma, “I built so
many temples and take care of so many monks. How's my merit?” Bodhidharma replied, no
merit whatsoever. Bodhidharma spoke the truth. Upon hearing the answer, the emperor became
outraged. He did not listen to Bodhidharma anymore. Bodhidharma left and the emperor sent
troops to hunt him down.
Later, Ven. Zhigong (who was an eminent monk) told the emperor that Bodhidharma's words
were the truth, Bodhidharma was right. Emperor Wu wanted to ask Bodhidharma to come back,
but it is not possible as he had gone to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Wei [Liang is in the South].
Emperor Wu has not reached that level. At most he was a mere Buddhist.
He was a lustful one too. Didn't I mention this yesterday? When the wind blew and lifted the skirt
of an imperial maid, he had her for the night. She then gave birth to a child. Even though he is a
child of the emperor, everybody in the palace looked down on him due to his mother's low status.
Even since he was young, he was bullied by his siblings; but eventually he commanded the armed
force.
Emperor Wu asked Zhigong to foretell his future. Zhigong did not dare to say and simply pointed
to his own throat and neck [in Chinese, throat is hou and neck is jing]. As a result, a general from
the northern Wei named Houjing defected and requested to serve the southern kingdom of Liang,
whose capital was in Jiankang (now Nanjing). Houjing besieged and surrounded the capital where
the palace and the emperor was. Had the emperor's youngest son—the son of the imperial maid,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led a counterattack, h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save the
emperor. But he did not. So the emperor died of hunger in his own palace.
In fact, Emperor Wu of Liang was a good emperor, he did not want this to happen. He changed
after he became an emperor. That is history, talking about the past. All eminent figures come and
go like the waves.
[Grandmaster shared some jokes and ended the dharma discourse.]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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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The view of self and the view of others are at a lower level. A bodhisattva with a view of self?!
A bodhisattva always thinks of others and never thinks for themselves. How can a bodhisattva
have a view of self? Amitabha! [Oh my Buddha!] If you still have a self, then you definitely are
not a bodhisattva.

Today I am discoursing dharma. The person discoursing the dharma does not exist, you as the
listener of the dharma also do not exist, and there is no dharma discourse. This is the Ultimate
Truth.

微宣奧旨

The start of affinity does not exist, even the sentient beings do not exist anymore; how can there
be any start of affinity? Consequently, all of the above are the wrong views. All buddhadharma
too is the wrong view. Is there a buddha? No [there are no] buddhas, no sentient beings.

bodhisattva. What I expounded here is very profound and deep.

If, in his mind, a bodhisattva still has a self [the notion of I], or the view that “I am a person,”
or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That is the meaning. This is a very cru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Vajra Sutra, that there is no
phenomena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Let me share with everyone. Time. What time is it now? It is 4:56 [pm]. Who determined the
concept of time? It is defined by human beings. What is time?! Is there tim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ime—time as we know it is defined by human beings. Think about it. If there were no
“time…”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year 2021, and that number originated from the years since the birth
of Jesus, referred to as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t has been over 2000 years since Jesus was
born. However, more than 2600 years ago, Sakyamuni Buddha was already born, earlier than
Jesus. Laozi of China was born earlier than Sakyamuni Buddha. There were even earlier ones,
all of which were determined by time.
Who defined time? Human beings. No view of lifespan means there is no time dimension. Time
does not exist. If time does not exist anymore, how can there be any coexistence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arising and ceasing o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 space dimension also does not exist. No view of sentient beings means the phenomena of
sentient beings does not exist. Since there are no sentient beings, how can there be any
coexistence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re are none.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do not exist. All
arising and ceasing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oo do not exist. [The concept]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everything cea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re all gone!
What does the buddhadharma states, as asked by Shi Lian Shui here—Doesn't the
buddhadharma stress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ll arising and
ceasing are impermanent,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ll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emptiness?

As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you do your best and cultivate spiritually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daily
activities. You don't cultivate for yourself, but you do it for other sentient beings. If you cultivate
the six perfections—generosity, endurance, precepts, wisdom, meditation and diligence—then
you are a bodhisattva.
雜誌

You are not practicing for yourself, but you are practicing for sentient beings. You are a real
bodhisattva if you don't keep them in mind and just practice. If you cultivate the six perfections
yet still hold the view of sentient beings, then you are not a bodhisattva.
That's why we say that “The Threefold Wheels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There is no giver of the six
perfections, no recipient of the six perfections and also, no six perfections. Only then are you a

That's why Sakyamuni Buddha states that if anyone says that the Buddha has taught dharma, he
defames the Buddha. Do you understand? This is very deep.
…If a bodhisattva holds a view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All the buddhadharma has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Grandmaster is asking the audience] Is the exposition too profound? The person discoursing
the dharma does not exist, the audience listening to the dharma discourse does not exist, and
the dharma discourse itself does not exist.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built many temples and he thought he generated great merits.
But in the eyes of Bodhidharma, it was worthless. The emperor asked Bodhidharma, “I built so
many temples and take care of so many monks. How's my merit?” Bodhidharma replied, no
merit whatsoever. Bodhidharma spoke the truth. Upon hearing the answer, the emperor became
outraged. He did not listen to Bodhidharma anymore. Bodhidharma left and the emperor sent
troops to hunt him down.
Later, Ven. Zhigong (who was an eminent monk) told the emperor that Bodhidharma's words
were the truth, Bodhidharma was right. Emperor Wu wanted to ask Bodhidharma to come back,
but it is not possible as he had gone to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Wei [Liang is in the South].
Emperor Wu has not reached that level. At most he was a mere Buddhist.
He was a lustful one too. Didn't I mention this yesterday? When the wind blew and lifted the skirt
of an imperial maid, he had her for the night. She then gave birth to a child. Even though he is a
child of the emperor, everybody in the palace looked down on him due to his mother's low status.
Even since he was young, he was bullied by his siblings; but eventually he commanded the armed
force.
Emperor Wu asked Zhigong to foretell his future. Zhigong did not dare to say and simply pointed
to his own throat and neck [in Chinese, throat is hou and neck is jing]. As a result, a general from
the northern Wei named Houjing defected and requested to serve the southern kingdom of Liang,
whose capital was in Jiankang (now Nanjing). Houjing besieged and surrounded the capital where
the palace and the emperor was. Had the emperor's youngest son—the son of the imperial maid,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led a counterattack, h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save the
emperor. But he did not. So the emperor died of hunger in his own palace.
In fact, Emperor Wu of Liang was a good emperor, he did not want this to happen. He changed
after he became an emperor. That is history, talking about the past. All eminent figures come and
go like the waves.
[Grandmaster shared some jokes and ended the dharma discourse.]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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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The view of self and the view of others are at a lower level. A bodhisattva with a view of self?!
A bodhisattva always thinks of others and never thinks for themselves. How can a bodhisattva
have a view of self? Amitabha! [Oh my Buddha!] If you still have a self, then you definitely are
not a bodhisattva.

Today I am discoursing dharma. The person discoursing the dharma does not exist, you as the
listener of the dharma also do not exist, and there is no dharma discourse. This is the Ultimate
Truth.

微宣奧旨

The start of affinity does not exist, even the sentient beings do not exist anymore; how can there
be any start of affinity? Consequently, all of the above are the wrong views. All buddhadharma
too is the wrong view. Is there a buddha? No [there are no] buddhas, no sentient beings.

bodhisattva. What I expounded here is very profound and deep.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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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he first arhat who abandon desires.” Sakyamuni Buddha praised him because of this.

Discourse 11 2021-08-29

Therefore, if you [referring to Lotus Who]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Vajra Sutra, you will
understand who you really are. [Grandmaster laugh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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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liberated and delivered….

hree—The Right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Great Vehicle

The Buddha told Subhuti, “All bodhisattvas should master their minds in the following way:
“All sentient beings, whether they are born from eggs or wombs, through moisture or
transformation, whether they have forms or not, whether they are with or without thoughts,
or not completely with thoughts nor without thought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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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n't the formation and extinction of universes also arise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cease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If there is still a “universe” in your eyes, if you still have
[the views of] arising and ceasing,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n that's not the ultimate truth.
That's why the so-called endurance is not endurance, and only because it is not endurance,
that it is called endurance. There really is no “endurance,” only then is it the real endurance.
雜誌

In the sangha community, many respected Subhuti, but many undermined him as well. Many
people criticized him. Sakyamuni Buddha acknowledged Subhuti to be the first arhat to abandon
desires. Subhuti was very humble and responded to the Buddha by bringing up Sariputra and
Moggallana,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be the first arhats to abandon desires. Subhuti humbly added,
“I am not the first arhat to abandon desires, because should I have thought this way, I woul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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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really is no sentient beings that are liberated or delivered. Why is this so, Subhuti?
Because if a bodhisattva holds a view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That is the answer. [long pause] Who is Shi Lian Shui [Lotus Who]? Lei Fengpei? How would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I am asking you, who are you? You must answer this question.
Bodhidharma has answered this question.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asked Bodhidharma,
“Who is this person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How did Bodhidharma answer this question? Can
you answer it? It is very simple; you must have read about this well-known koan. Do you know?
There is a gift here [Grandmaster picked up a prayer necklace from his dharma table and showed
it to the audience, laughing], it is a beautiful one.
Shi Lian Shui [Lotus Who], you will get this if you answer correctly! [No answer from him because
he is not in the audience. An audience replied,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s not good enough,
it does not completely answer it; only halfway there. [The audience was quiet, so Grandmaster
puts the necklace away with laughter.] I am putting this away, not available anymore!
It is written here that if a bodhisattva holds a view of self, others, sentient beings and
lifespan, then he is not a bodhisattva. Let me ask everyone now. We all know about the view
of self, not having a view of self. The view of self and the view of others are related to
individuals. The view of sentient beings refers to many beings [the phenomena of all beings
and things]. The view of lifespan refers to the length of tim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sentient beings refer to space, and lifespan refers to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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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顯真機

I am telling Lotus Who [the monk who asked the question], listen to my discourse on the Vajra
Sutra. It was spoken very clearly by Sakyamuni Buddha. I have said that the Vajra Sutra destroys
everything, including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 and all the buddhadharma.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 and conditions. Arising and ceasing are impermanent,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ll
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empty. It is correct that Buddhism talks about the above; however,
even this we want to destroy!

Avalokitesvara made a vow to deliver all sentient beings. He eventually discovered that the number
of sentient beings he delivered does not increase nor decrease. No increase nor decrease. Sentient
beings are still sentient beings. Not even one sentient being has been delivered! Avalokitesvara was
in total despair and decided not to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anymore. His head then split into ten
pieces [as he broke his own vows]. Amitabha Buddha, his Guru, immediately came to the rescue,
forming ten heads from the ten split-pieces, plus one head on top for Amitabha himself, adding up
to a total of 11 heads known as Thousand-eyed-thousand-armed Avalokitesvara. Amitabha came to
Avalokitesvara and said, “You are so dumb, silly!” Amitabha rearranged him and he became
Thousand-eyed-thousand-armed Avalokitesvara.

微宣奧旨

Let me tell you, those who can attend the root guru's ceremony but choose not to, is like pride
and prejudice. If you are really sick, have an emergency or you've got so many things to do, at
least you have good reasons. But if you can attend but choose not to, that would be analogous
to pride and prejudice. You violate the precept of undermining. The worst retribution is to be
reborn as a seashell in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Grandmaster mimics a clam with his left hand].
Seashells never open their shells, and their shells open only when they are cooked and ready to
be eaten [laughter]. The living seashells open their shells with small gaps, stay and move in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Grandmaster moves his hand fast with small gap mimicking seashells].

This is the most crucial statement. When you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there really is no sentient
beings for you to deliver.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Vajra Sutra (Diamond Sutra)
Detailed Exposition by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Grandmaster Sheng-ye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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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nditions is empty. It is correct that Buddhism talks about the above; however,
even this we want to dest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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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st you have good reasons. But if you can attend but choose not to, that would be analog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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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莊外大雪漫天飛舞 ，

雙蓮境界經懺聲悠揚 。
■文∕彩虹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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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一月三日︵星期
一︶ 山莊大雪漫天飛舞
雪花形態萬千 晶瑩透亮 使山莊
大地一片銀白 一片潔淨 真是美
不勝收！
今天下午二點整 眾上師 法
師在︿彩虹雷藏寺﹀﹁雙蓮境界﹂
舉行每月的﹁白事誦經儀式﹂ 聖
尊蓮生活佛在白事誦經的前一天

有親自加持一月份白事誦經的所有
的報名者 願﹁雙蓮境界﹂塔位安
奉之眾靈 ︿彩虹雷藏寺﹀安奉之
水子靈及報名之靈眾 祈求佛光注
照幽冥眾生 業障消除 速速遠離
苦難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在誦經
即將結束的那一刻 霎時大日光芒
遍照﹁雙蓮境界﹂ 象徵著佛光普
照 白事圓滿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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