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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仰基督教的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吳新德⾧⽼是教會的負責⼈

耶穌基督的﹁無我﹂

⼩的時候
︵他是⼀位盡職的⾧⽼︶

之下成⾧
在⾼雄新興⾧⽼教會成⾧

我
我住⾼雄

我是在他的領導

我才離開了﹁新興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

替世⼈洗

我還是認定﹁耶穌基督﹂

學校在台中

我讀⼤學時
到今天為⽌

這是：

耶穌說：

我舉幾個例⼦來說明：

耶穌是﹁無我⾏者﹂

我說：

是我的﹁古嚕﹂︵⽼師︶

因此

基督⾧⽼教會﹂

我參與﹁主⽇學﹂上課

主

每星期⽇
後來
我畢業於﹁萬國聖經函授學校﹂

﹂

參與教會的聖歌隊

⼜畢業於﹁時兆聖經函授學校﹂
我是受洗禮的基督徒
查經班⽼師
是⾼中時期

不要讓右⼿知道

⾃居卑下

﹂
最令我感動！
祂被釘⼗字架

這句話

們並不知道

﹁上帝啊！請赦免他們

神⼦耶穌在最後的禱告說：

清﹁原罪﹂

這是佛教的﹁三輪體空﹂

連⾃⼰也忘

﹁無我﹂的精神！

不欲⼈知

無作者

我⼈⾏善

耶穌最偉⼤的壯舉是被釘上⼗字架

無施受之物
耶穌是說

﹂

無受者

﹁左⼿做的善事

這段時間

︵蘇天明牧師給我洗禮︶

⽇學⽼師

了
這才是真正的﹁善﹂
耶穌說：
你內⾐也給他

祂原諒釘祂的⼈

﹁⼈家拿你的外⾐
這是平等

述之不盡

也是⼤圓鏡智

就是﹁無我﹂
﹁無我﹂精神最⼤的發揮

︵⼀切不必為我︶

這種寬恕的精神
這正是﹁菩

這是利他
這是只為他⼈想
薩﹂的精神所在

這是平等性智

耶穌常說：
在佛教來說

耶穌曾經替⾃⼰的弟⼦﹁洗腳﹂
這是⼀

﹁要愛你的敵⼈！﹂
⼀⼀替⾃⼰的弟⼦洗腳

這就是耶穌最偉⼤的地⽅了

愛他⼈⽐愛⾃⼰更重要

祂是神⼦

耶穌是我的﹁古嚕﹂

耶穌還有很多很多偉⼤的地⽅

件很令⼈感動的事

耶穌蹲下來

是弟⼦坐著

不為⾃⼰想

故

⾨徒是凡夫
神⼦給凡夫洗腳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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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曾說：

文／蓮生活佛盧勝彥

談到﹁平等﹂⼆字

日月平等

故四時常明

⽣愉悅之⼼

做了⽽不存於⼼

︽五燈會元︾⽈：

捨無量︱︱如上三種

喜無量︱︱⾒⼈離苦得樂

聖‧陶麗莎的﹁無我﹂

佛
故常覆

平等

佛教徒要做到：
天平等
故常載

﹂

慈︱︱給⼈快樂
地平等

﹁眾善奉⾏

悲︱︱解決他⼈的痛苦
︵讚嘆善⾏︶
故聖凡不二

喜︱︱隨喜隨份的去做
涅槃平等

憎平等捨
故高低無諍

捨︱︱愛
人心平等

如是說：

⼜怨親

憎平等捨即是怨親

作種種

把⼈⼈視為

⽰現種種的教化

特別強調﹁愛

這在經典中

﹂

這是平等法⾝

欽佩的

我會
我永遠服侍眾

我不會在那裡

捨有﹁無我﹂的意義在

完全沒有階級的觀念

這也是﹁究竟無我﹂的⽰現
聖‧陶麗莎

這就是﹁捨無量⼼﹂
聖‧陶麗莎說：
但

我是眾生的僕人

﹁天國是眾人嚮往的
永處在黑暗之處

其中

上帝

的佛事

能⼀時遍於⼗⽅世界

證平等寂滅之真如

第⼋地的菩薩是：

平等捨

我在本⽂中

﹂

這是什

如此去服侍祂

故稱﹁聖‧陶麗

慈無量︱︱能與樂之⼼

故⼈⼈是佛

悲無量︱︱能拔苦之⼼

我說：
﹁無我平等
我舉⼀個例⼦：
被封聖

令我起恭敬⼼

印度的天主教修⼥
祂的⼀⽣⾏誼
祂說：

親平等捨

都看成上帝

都視為上帝

令我肅然起敬

﹁我把每⼀個⼈
﹂

莎﹂

們
這句話

怨

把每⼀個⼈

這正是

聖‧陶麗莎
麼精神？
我認為

﹂
這使我想起了﹁地藏王菩薩﹂

生
親平等

是﹁無我﹂
﹁無我﹂才能做到怨

﹂

﹂

地藏王菩薩說：
﹁地獄不空

不能做得到的

⼀般⼈是：

聖‧陶麗莎說：

誓不成佛

敵⼈

這是最值得

這是﹁無我﹂的精神

只為眾⽣想

永處黑暗

﹁天國不去

這是有﹁我⾒﹂的⼈

把⼈

愛⼈
⼀⽣之⾏誼

這是不為⼰想
我們看到的聖‧陶麗莎
這在佛法來說

已是第⼋地的菩

分的清清楚楚
但

⼈看成上帝來服侍
薩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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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彩虹雷藏寺﹁勾財天女護摩大法會﹂開示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 於然燈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
承事 無空過者 若復有人 於後末世 能受持讀誦此
經 所得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
分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誦此
經 所得功德 我若具說者 或有人聞 心即狂亂 狐疑不
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 果報亦不可思
議 ﹂︵釋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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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剛經

解授
密意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
在在處處，若㈲此經，㆒切世
間、㆝、㆟、阿修羅所應供
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
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
其處。

我

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
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願地藏王菩薩﹂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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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看了︿真佛宗﹀﹁般若藏﹂所做的動畫
有兩個法會 一個法會是在Lynnwood 一個法會是在
︿彩虹雷藏寺﹀ 這兩個法會 一個是瑤池金母 會傳
授﹁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另外就是大幻化網金剛的
灌頂跟﹁馬上有錢法﹂的灌頂 大幻化網的灌頂在︿彩
虹雷藏寺﹀ ︿西雅圖雷藏寺﹀是﹁馬上有錢法﹂ 第
一個是賜給幸福 第二個是賜給健康 這個都是非常重
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人生所追求的 也就是幸福跟健
康 幸福包含非常的大 健康也是最重要 健康就是我
們的財富 跟幸福是同樣重要
人生啊 如果有幸福跟健康的話 夫復何求？沒有
什麼可以求的 這兩個法會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會 希望
能夠參加 要注意到防疫的問題 畢竟現在疫情還沒有
完全過去 我希望我們這個法會 佛光注照 神光護
體 每一個人都身體健康 健健康康的去聽法 也健健
康康的回來 大家都是平安無事最是重要 大家也要注

意一下防疫的問題 像哪裡有這個COVID-19的病毒在那
裡 你就不要走過去 要看清楚它們 ︵師尊笑︶你有
佛眼 有慧眼 有法眼 有天眼 你就可以看到病毒在
哪裡
修行是要修出證量 有了證量 自然不用害怕 而
且你自己本身有結界 不管有什麼 你做了結界 就算
有病毒在那裡 走過去 病毒也要閃開 這病毒是無形
的 它很厲害 但是我們這個密教的結界也是無形的
用無形來對付無形 你用有形來對付無形 那就是盲
目 所以我們用無形的結界 你有一個光體 病毒過來
的話 你那個光體就直接把那個病毒給隔開 它不會侵
犯到你 希望每個人都身體健健康康的 不要染到了病
毒
我們今天是修地藏王 大願地藏王本尊 大願地藏
王是所有菩薩當中願力最大 所以我們稱為大願地藏王
菩薩 很大的願行 祂是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寧可身
處地獄 救度地獄眾生 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這個願
力實在太大 我們也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有這樣子的願
力 一般人是希望將來走了以後能夠到淨土 能夠成就
四聖界 但是有些菩薩是不一樣 祂悲憫眾生 一直在
這人間或者是在三惡道度化眾生 地藏王菩薩的精神是
值得欽佩的
先講第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聽得懂台語的才會
笑 今天上英文課 老師要求每個同學都要取英文名
字 我苦思了半天想到一個很美的名字 當然是女的同
學 取名叫做Monica Monica是很好的名字 英文名
字 想想也沒什麼不妥 自己也覺得很棒 可是沒料到
老師上課的時候 加上的姓氏來稱呼同學的 老師點名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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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要修出證量 有了證量 自然不用害怕 而
且你自己本身有結界 不管有什麼 你做了結界 就算
有病毒在那裡 走過去 病毒也要閃開 這病毒是無形
的 它很厲害 但是我們這個密教的結界也是無形的
用無形來對付無形 你用有形來對付無形 那就是盲
目 所以我們用無形的結界 你有一個光體 病毒過來
的話 你那個光體就直接把那個病毒給隔開 它不會侵
犯到你 希望每個人都身體健健康康的 不要染到了病
毒
我們今天是修地藏王 大願地藏王本尊 大願地藏
王是所有菩薩當中願力最大 所以我們稱為大願地藏王
菩薩 很大的願行 祂是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寧可身
處地獄 救度地獄眾生 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這個願
力實在太大 我們也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有這樣子的願
力 一般人是希望將來走了以後能夠到淨土 能夠成就
四聖界 但是有些菩薩是不一樣 祂悲憫眾生 一直在
這人間或者是在三惡道度化眾生 地藏王菩薩的精神是
值得欽佩的
先講第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聽得懂台語的才會
笑 今天上英文課 老師要求每個同學都要取英文名
字 我苦思了半天想到一個很美的名字 當然是女的同
學 取名叫做Monica Monica是很好的名字 英文名
字 想想也沒什麼不妥 自己也覺得很棒 可是沒料到
老師上課的時候 加上的姓氏來稱呼同學的 老師點名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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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到我時 全班笑到不行 我都忘了我姓曾 所以老師
大喊我的英文名字：﹁莫妮卡曾﹂︵台語：摸妳屁
股︶ 阿彌陀佛
﹁報告連長 我要請假 因為老婆要生孩子 ﹂老
婆要生孩子 連長只好准假：﹁准你三天假 ﹂三天
後 小兵回來 連長問小兵：﹁恭喜你啊 是男的還是
女的？﹂小兵回答：﹁要十個月以後才知道 ﹂這假真
的很好請

答

問題二：師尊佛安！弟子最近收到一個電風扇
但民間忌諱送扇子 扇子代表散 不知道電風扇
算不算扇子？因為送禮之人是弟子的心上人 所以弟子
自從收到電風扇之後 就一直很擔心感情真的會散掉
但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請問師尊 真的會因為送扇子
雨傘 時鐘 鞋子等 這些物品導致感情變不好或是分
開嗎？如果有 請問該怎麼處理電風扇？是還給她 或
是付錢給她用買的 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化解？感謝師
尊
回答二：奇怪 妳的英文名字叫Veronica 怎麼會
知道台灣人的習俗？這是台灣人的習俗吧 外國人有這
種習俗嗎？我看不會有吧？台灣人的習俗是說 送
﹁扇﹂表示﹁散開﹂；送﹁時鐘﹂就送﹁終﹂ 你就會
死掉 送鐘不好；送﹁鞋子﹂也是 送鞋子好像是要走
路 就是要﹁離開﹂的意思 送﹁雨傘﹂也是會﹁散

Ｑ

所有的人都看成上帝 就算有天國 對啊 本來就有天
國 天主教也是屬於天國 他們都到天國 基督教也是
到天國 穆斯林也是天國 同樣
聖德蕾莎講﹁如果有天國 我也不去 我還是要在
黑暗的地方幫助眾生 ﹂就是這種精神 天真 實在是
非常的天真 這個就是天真 所以 智慧＋智慧∥天
真 你的智慧加上如來的智慧就會變成天真 那是很自
然的 你流露出你自己本身的菩提心就是天真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Monica曾﹂的笑話 今天突然
之 間 有 一 個 女 的 問 了 一 個 問 題 她 叫 做 Veronica
Monica是Veronica嗎？是Veronica問的問題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阿彌陀佛 頂禮師尊
佛安身體健康 弟子讀到九十五冊︽盧勝彥的金
句︾﹁第十四章智慧﹂ 師尊寫一個方程式 天真＋知
識∥智慧 聰明＋知識∥力量 智慧＋智慧∥天真 可
否請師尊詳細解說此方程式？感恩師尊
回答一：這個方程式 哇！這個好早了 九十五冊
的時候 我寫九十五冊的書︽盧勝彥的金句︾ 寫了一
個方程式：﹁智慧＋智慧∥天真 天真＋知識∥智慧
聰明＋知識∥力量 ﹂誰會解釋？九十五冊 那是哪一
年寫的？九十五冊︽盧勝彥的金句︾ 現在已經二八八
了吧？我現在在寫二百八十八 九十五冊好早 那個時
候寫的跟現在寫的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 師尊幾
歲？你們會算數學 一九九一 我那時候四十六歲
哇 young man！年輕人不太懂事 怎麼會寫出這種方

Ｑ

QA＆

程式？好 告訴大家 這個方程式如果不解釋 就很難
令人理解 很難去解釋這個 很難理解
尤其是﹁智慧＋智慧∥天真﹂的這一條 因為有了
智慧 加上智慧 這就很奇怪了 兩樣是同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智慧是人的智慧 第二個
智慧是如來的智慧 就是如來的智慧 是不同的 兩個
智慧不一樣 如果以人的智慧來講 愈成熟也不天真
但是因為加上如來的智慧 他就變成天真 所以上次不
是有一個小笑話 什麼叫做成長 什麼叫做成熟 還記
得那個笑話嗎？什麼叫成長？你不知道的變成知道就是
成長 你知道了 跟人家講你不知道 就是成熟
今天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是知道了 但是我的
生活假裝不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天真＋知識∥智
慧﹂ 我跟你講我不知道 ﹁聰明＋知識∥力量﹂ 我
也不知道 ﹁智慧＋智慧∥天真﹂我也不知道 三個不
知道 回答你 因為師尊已經成熟了 讓你自己去摸
索 剛剛答案已經在其中 智慧＋如來的智慧∥天真
如來的智慧是什麼呢？祂裡面就是有五個智慧││﹁法
界體性智 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
智﹂ 有這五個智慧再加上你人的智慧 最重要的 平
等性智 平等性智就是天真
在這裡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平等性智？對於階級不同
的眾生 平等接待；對於愚蠢的人 慈悲他；對於有智
慧的人 接引他；聽到善的 聽到惡的 心無分別 不
見他人之過錯 不要看人家的過錯 這個都是屬於平等
性智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見到三惡道的眾生也視如
佛國 這個就是天真 今天我們修地藏王菩薩本尊 祂
把地獄就看成佛國 上回講過了 就像聖德蕾莎 祂把

掉﹂的意思 妳的男朋友送給妳這個電風扇 就是叫妳
哪邊涼快 哪邊去？不會啦！放心啦 這只是一種習
俗 不要緊的 ︵師尊笑︶
我們學佛的人 百無禁忌 記得 百無禁忌 什麼
禁忌都沒有 妳還有這些禁忌 表示妳還是世俗人 世
俗人就是有這些禁忌的 收起來 叫他多送幾個 每一
個房間都有 妳就不用吹電風扇要跑到那個房間 廚房
也送一個 客廳也送一個 每一個房間送一個 廁所也
送一個 浴室也送一個 都可以的 學佛的人就是百無
禁忌 沒有什麼禁忌 那些禁忌都是一般人訂出來的
我們學佛的人不是人 我們是仙 大羅金仙 是成就
者 怕什麼電風扇？連小小電風扇妳都怕 妳將來成什
麼佛 對不對？所以不用怕
不用怕 什麼都不用怕 送時鐘也好 送雨傘也
好 送鞋子也好 都可以 我曾經講過 跟誰解釋啊？
王資主師兄 拿來一個我以前我寫的東西 那個叫做什
麼？第一個 有強健的體魄 強健的身體跟威力無窮的
精神 有威力無窮的精神跟強健的體魄 可以壓百邪
所有的邪氣都不會入侵 王資主問的﹁壯顏毅色 鎮壓
百邪﹂就是你本身有強健的身體 有堅強的毅力 能夠
壓住百邪 我們修行人就是這樣子 有強健的身體 有
堅強的毅力 邪都不敢侵犯的
那些中邪 中降頭的都是軟膏膏︵台語︶ 快要死
了的 你已經身體很弱了 它當然入侵 它可以打你
因為你身體很弱 你精神不好 它就欺負你啊 你身體
很強壯 毅力非常的威猛 邪哪裡敢侵犯你？連神都怕
你 我告訴你 這是王資主問的 問說這一句是什麼意
思？我就跟他解釋了：有強健的體魄 有無窮盡的毅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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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到我時 全班笑到不行 我都忘了我姓曾 所以老師
大喊我的英文名字：﹁莫妮卡曾﹂︵台語：摸妳屁
股︶ 阿彌陀佛
﹁報告連長 我要請假 因為老婆要生孩子 ﹂老
婆要生孩子 連長只好准假：﹁准你三天假 ﹂三天
後 小兵回來 連長問小兵：﹁恭喜你啊 是男的還是
女的？﹂小兵回答：﹁要十個月以後才知道 ﹂這假真
的很好請

答

問題二：師尊佛安！弟子最近收到一個電風扇
但民間忌諱送扇子 扇子代表散 不知道電風扇
算不算扇子？因為送禮之人是弟子的心上人 所以弟子
自從收到電風扇之後 就一直很擔心感情真的會散掉
但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請問師尊 真的會因為送扇子
雨傘 時鐘 鞋子等 這些物品導致感情變不好或是分
開嗎？如果有 請問該怎麼處理電風扇？是還給她 或
是付錢給她用買的 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化解？感謝師
尊
回答二：奇怪 妳的英文名字叫Veronica 怎麼會
知道台灣人的習俗？這是台灣人的習俗吧 外國人有這
種習俗嗎？我看不會有吧？台灣人的習俗是說 送
﹁扇﹂表示﹁散開﹂；送﹁時鐘﹂就送﹁終﹂ 你就會
死掉 送鐘不好；送﹁鞋子﹂也是 送鞋子好像是要走
路 就是要﹁離開﹂的意思 送﹁雨傘﹂也是會﹁散

Ｑ

所有的人都看成上帝 就算有天國 對啊 本來就有天
國 天主教也是屬於天國 他們都到天國 基督教也是
到天國 穆斯林也是天國 同樣
聖德蕾莎講﹁如果有天國 我也不去 我還是要在
黑暗的地方幫助眾生 ﹂就是這種精神 天真 實在是
非常的天真 這個就是天真 所以 智慧＋智慧∥天
真 你的智慧加上如來的智慧就會變成天真 那是很自
然的 你流露出你自己本身的菩提心就是天真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Monica曾﹂的笑話 今天突然
之 間 有 一 個 女 的 問 了 一 個 問 題 她 叫 做 Veronica
Monica是Veronica嗎？是Veronica問的問題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阿彌陀佛 頂禮師尊
佛安身體健康 弟子讀到九十五冊︽盧勝彥的金
句︾﹁第十四章智慧﹂ 師尊寫一個方程式 天真＋知
識∥智慧 聰明＋知識∥力量 智慧＋智慧∥天真 可
否請師尊詳細解說此方程式？感恩師尊
回答一：這個方程式 哇！這個好早了 九十五冊
的時候 我寫九十五冊的書︽盧勝彥的金句︾ 寫了一
個方程式：﹁智慧＋智慧∥天真 天真＋知識∥智慧
聰明＋知識∥力量 ﹂誰會解釋？九十五冊 那是哪一
年寫的？九十五冊︽盧勝彥的金句︾ 現在已經二八八
了吧？我現在在寫二百八十八 九十五冊好早 那個時
候寫的跟現在寫的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 師尊幾
歲？你們會算數學 一九九一 我那時候四十六歲
哇 young man！年輕人不太懂事 怎麼會寫出這種方

Ｑ

QA＆

程式？好 告訴大家 這個方程式如果不解釋 就很難
令人理解 很難去解釋這個 很難理解
尤其是﹁智慧＋智慧∥天真﹂的這一條 因為有了
智慧 加上智慧 這就很奇怪了 兩樣是同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智慧是人的智慧 第二個
智慧是如來的智慧 就是如來的智慧 是不同的 兩個
智慧不一樣 如果以人的智慧來講 愈成熟也不天真
但是因為加上如來的智慧 他就變成天真 所以上次不
是有一個小笑話 什麼叫做成長 什麼叫做成熟 還記
得那個笑話嗎？什麼叫成長？你不知道的變成知道就是
成長 你知道了 跟人家講你不知道 就是成熟
今天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是知道了 但是我的
生活假裝不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天真＋知識∥智
慧﹂ 我跟你講我不知道 ﹁聰明＋知識∥力量﹂ 我
也不知道 ﹁智慧＋智慧∥天真﹂我也不知道 三個不
知道 回答你 因為師尊已經成熟了 讓你自己去摸
索 剛剛答案已經在其中 智慧＋如來的智慧∥天真
如來的智慧是什麼呢？祂裡面就是有五個智慧││﹁法
界體性智 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
智﹂ 有這五個智慧再加上你人的智慧 最重要的 平
等性智 平等性智就是天真
在這裡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平等性智？對於階級不同
的眾生 平等接待；對於愚蠢的人 慈悲他；對於有智
慧的人 接引他；聽到善的 聽到惡的 心無分別 不
見他人之過錯 不要看人家的過錯 這個都是屬於平等
性智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見到三惡道的眾生也視如
佛國 這個就是天真 今天我們修地藏王菩薩本尊 祂
把地獄就看成佛國 上回講過了 就像聖德蕾莎 祂把

掉﹂的意思 妳的男朋友送給妳這個電風扇 就是叫妳
哪邊涼快 哪邊去？不會啦！放心啦 這只是一種習
俗 不要緊的 ︵師尊笑︶
我們學佛的人 百無禁忌 記得 百無禁忌 什麼
禁忌都沒有 妳還有這些禁忌 表示妳還是世俗人 世
俗人就是有這些禁忌的 收起來 叫他多送幾個 每一
個房間都有 妳就不用吹電風扇要跑到那個房間 廚房
也送一個 客廳也送一個 每一個房間送一個 廁所也
送一個 浴室也送一個 都可以的 學佛的人就是百無
禁忌 沒有什麼禁忌 那些禁忌都是一般人訂出來的
我們學佛的人不是人 我們是仙 大羅金仙 是成就
者 怕什麼電風扇？連小小電風扇妳都怕 妳將來成什
麼佛 對不對？所以不用怕
不用怕 什麼都不用怕 送時鐘也好 送雨傘也
好 送鞋子也好 都可以 我曾經講過 跟誰解釋啊？
王資主師兄 拿來一個我以前我寫的東西 那個叫做什
麼？第一個 有強健的體魄 強健的身體跟威力無窮的
精神 有威力無窮的精神跟強健的體魄 可以壓百邪
所有的邪氣都不會入侵 王資主問的﹁壯顏毅色 鎮壓
百邪﹂就是你本身有強健的身體 有堅強的毅力 能夠
壓住百邪 我們修行人就是這樣子 有強健的身體 有
堅強的毅力 邪都不敢侵犯的
那些中邪 中降頭的都是軟膏膏︵台語︶ 快要死
了的 你已經身體很弱了 它當然入侵 它可以打你
因為你身體很弱 你精神不好 它就欺負你啊 你身體
很強壯 毅力非常的威猛 邪哪裡敢侵犯你？連神都怕
你 我告訴你 這是王資主問的 問說這一句是什麼意
思？我就跟他解釋了：有強健的體魄 有無窮盡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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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都是悲劇 這些才感人啊 真的兩個人很親親愛
愛 大家都吃醋啊 就不感覺到是悲劇 悲劇才是感
人
緣分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一定有聚有散啊 這釋
迦牟尼佛講的啊 有強健的身體也必有衰弱的一天 有
緣來 一定會散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嘛 這世間 人間
沒有這個 可以講 在娑婆人間 都是無所得的 你懂
得︻心經︼的話 你就知道﹁無所得﹂ 你能夠得到什
麼呢？得不到什麼的 ﹁有強必有衰 有聚必有散﹂釋
迦牟尼佛講的 這是自然現象
緣分沒有啦 下一輩子也不一定會相聚 我坦白
跟你講 緣分沒有了 連碰面的機會都沒有了；緣分有
了 你才可能在一起 緣分沒有了 將來連碰面的機會
都沒有 這是自然現象 沒有什麼好哀怨的 你要懂這
個道理啊！所以什麼事情都不用勉強嘛 自然嘛 對不
對？你勉強在一起才痛苦呢！你以為吃甘蔗每一節都是
甜的嗎？
告訴你 有一天你跟你感情最好的男朋友在一起
的時候 兩個人全部脫光了身體 心臟也不會亂跳 我
不是講了這個笑話嗎？真正年紀大的 都是純友誼
純 純到什麼程度？兩個都脫光了身體 心連動一下都
不動 以前年輕的時候 小鹿亂撞；真正等到相處到老
的時候 小鹿早就都撞死 ︵笑︶還小鹿亂撞？沒有小
鹿了啦！
﹁所以也不用太傷心﹂ 你講的對 不用太傷
心 ﹁將來還不一定會相聚﹂ 你想說﹁將來還是會相
聚﹂ No！沒有緣了 還聚什麼？所以你的想法 也不
錯啦！你說將來還是會相聚 這個想法也不錯 下輩子

力 能夠壓住百邪 這就是跟Veronica講 妳怕什麼電
風扇 雨傘 時鐘 鞋子？都不用怕 壓住百邪！連鬼
神 師尊都不怕 為什麼？現在我每天晚上做超度 千
艘法船 所有的鬼來 我都不怕 怕什麼怕？它們是來
超度的
我每次只要走過我家的電冰箱 電冰箱都會
乓！一聲 因為躲在裡面的都怕我 我走回到自己的臥
室的時候 我旁邊有一個竹叢 竹子的盆景 它們住在
盆景的空節裡面 它們 乓 乓 乓 ！竹子都出聲
音 我發聲音跟它們講：﹁你們好 不用怕﹂ 怕什麼
呢 對不對？而且那些神我請過來 請過去的 請祂們
來 請祂們去 請祂們去辦一些事情 所以你只要是有
神威的人 鬼神都怕你 還怕什麼電風扇 雨傘 時
鐘 鞋子 扇子？不怕啦！送愈多愈好 去賣了
問題三：師尊文集二百五十一冊︽剪一襲夢的
衣裳︾中提到：﹁有緣者聚 無緣者散﹂ 師
尊文集二百八十二冊︽遇見達摩祖師︾中也提到﹁得的
會失 失的會得 緣起緣滅﹂ 弟子每次想到有天會與
自己親愛的人分開就不免會悲傷 看完師尊這兩篇後
有一個想法 這輩子遇到的人有一天會分開 分開了來
世換一個殼子還會聚在一起 所以相聚不用太開心 因
為會分開；分開了也不用太傷心 因為將來還是會相
聚 請問師尊弟子的想法正確嗎？感謝師尊
回答三：唉唷 你都是在談感情的事情啊！這個
緣分的事情 坦白講 在人間 真的是很感人 沒有
錯 但是妳知道很感人的 都是悲劇 所有很感人的都
是悲劇 ︽梁山伯與祝英台︾ 悲劇 ︽羅密歐與茱麗

事情 你要特別小心 ﹂
佛青是女兒 她的個性比較外向 喜歡做一些很刺
激的事情 越刺激她越高興 她喜歡在大海裡面游泳
喜歡到深水裡面潛水 喜歡滑翔翼 從山頂上拿著滑翔
翼這樣子飛下來 喜歡去滑雪 到很多雪的地方 她喜
歡滑雪 滑翔翼 上天 下海 入地 她都做 我不敢
做的她也敢做 這是佛青
那佛奇他就比較內向 他喜歡在家裡 也很少出去
交朋友 很少做冒險的事情 他喜歡的就是攝影 他的
儀器是最好的 喜歡攝影 喜歡車子 我也隨他 但是
他喜歡把自己關閉起來 有自己的天地 他覺得這樣子
比較安全 佛青跟佛奇是兩個個性不一樣 一個個性是
外向 一個個性是比較內向 隨他們 如果是我的兒女
有同性戀 我也是隨緣
所以師尊跟妳講 將來妳跟妳的同性的要結婚的
話 請妳來︿西雅圖雷藏寺﹀ 我給妳證婚 我可以
的！師尊可以的 師尊也同情你 妳的性向就是這個樣
子 妳也沒有辦法改 你自己是女生又喜歡女生 那妳
們兩個想要結婚的話 就到師尊面前 師尊也是一樣給
妳祝福 給妳舉行福證 我是不一樣 我是喜歡隨緣的
人
因為在華盛頓州 同性跟同性是可以結婚的 在這
個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tate是可以的 是可以
同性結婚的 我們西雅圖有給人家福證 歡迎來這裡福
證 並不違背天意 因為你的性向就是這個樣了啊 沒
有辦法改啊 那妳也不能違背自己的心意呀！那﹁佛教
裡面是犯戒的嗎？﹂管他什麼犯戒不犯戒︵笑︶
天主教是犯戒 在天主教來講是違反上帝的旨意

Ｑ

Ｑ

還會相聚 這個想法還不錯 同情你
問題四：弟子從小就發現自己喜歡同性 但弟
子的父母並不支持同性戀 認為同性戀是違背
天意 是不對的
弟子擔心他們知道以後會傷心 所以弟子從未與他
們坦承自己的性向 也會覺得自己不孝 請問師尊 弟
子該怎麼做比較合適？同性戀真的是違背天意 是犯戒
的嗎？感恩師尊
回答四：搞了半天啊！妳是女的 但是妳的男朋友
也是女的 天啊！原來她是同性戀的 師尊不是同性
戀 所以真的不曉得同性戀的心情 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師尊不是同性戀 如果師尊是同性戀的話 我就懂
得妳的心 我真的不懂妳的心︵笑︶
﹁從小發現自己喜歡同性 但弟子的父母並不支持
同性戀 認為同性戀是違背天意 是不對的 弟子擔心
他們知道以後會傷心 所以弟子從未跟他們坦誠自己的
性向 也會覺得自己不孝 請問師尊弟子該怎麼做比較
合適？同性戀真的是違背天意 是犯戒的嗎？﹂ 誰會
答這個問題？什麼人？你們這裡有沒有同性戀的？天
啊 搞了半天 這個弟子是同性戀的弟子 好啦 我跟
妳回答吧！因為大家都不是同性戀︵笑︶
師尊是這樣子認為的 我告訴妳 如果是天主教
他絕對不同意的 天主教有曾經提過這個問題 他是不
同意 那師尊始終都是隨緣 隨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妳是師尊的兒女 兒女有同性戀的性向 那師尊隨妳的
緣 師尊都是隨緣 像我自己的女兒 我自己的兒子
我都是隨他們的緣 他們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我從來
沒有阻止 只是有時候提醒他們一下：﹁這個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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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都是悲劇 這些才感人啊 真的兩個人很親親愛
愛 大家都吃醋啊 就不感覺到是悲劇 悲劇才是感
人
緣分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一定有聚有散啊 這釋
迦牟尼佛講的啊 有強健的身體也必有衰弱的一天 有
緣來 一定會散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嘛 這世間 人間
沒有這個 可以講 在娑婆人間 都是無所得的 你懂
得︻心經︼的話 你就知道﹁無所得﹂ 你能夠得到什
麼呢？得不到什麼的 ﹁有強必有衰 有聚必有散﹂釋
迦牟尼佛講的 這是自然現象
緣分沒有啦 下一輩子也不一定會相聚 我坦白
跟你講 緣分沒有了 連碰面的機會都沒有了；緣分有
了 你才可能在一起 緣分沒有了 將來連碰面的機會
都沒有 這是自然現象 沒有什麼好哀怨的 你要懂這
個道理啊！所以什麼事情都不用勉強嘛 自然嘛 對不
對？你勉強在一起才痛苦呢！你以為吃甘蔗每一節都是
甜的嗎？
告訴你 有一天你跟你感情最好的男朋友在一起
的時候 兩個人全部脫光了身體 心臟也不會亂跳 我
不是講了這個笑話嗎？真正年紀大的 都是純友誼
純 純到什麼程度？兩個都脫光了身體 心連動一下都
不動 以前年輕的時候 小鹿亂撞；真正等到相處到老
的時候 小鹿早就都撞死 ︵笑︶還小鹿亂撞？沒有小
鹿了啦！
﹁所以也不用太傷心﹂ 你講的對 不用太傷
心 ﹁將來還不一定會相聚﹂ 你想說﹁將來還是會相
聚﹂ No！沒有緣了 還聚什麼？所以你的想法 也不
錯啦！你說將來還是會相聚 這個想法也不錯 下輩子

力 能夠壓住百邪 這就是跟Veronica講 妳怕什麼電
風扇 雨傘 時鐘 鞋子？都不用怕 壓住百邪！連鬼
神 師尊都不怕 為什麼？現在我每天晚上做超度 千
艘法船 所有的鬼來 我都不怕 怕什麼怕？它們是來
超度的
我每次只要走過我家的電冰箱 電冰箱都會
乓！一聲 因為躲在裡面的都怕我 我走回到自己的臥
室的時候 我旁邊有一個竹叢 竹子的盆景 它們住在
盆景的空節裡面 它們 乓 乓 乓 ！竹子都出聲
音 我發聲音跟它們講：﹁你們好 不用怕﹂ 怕什麼
呢 對不對？而且那些神我請過來 請過去的 請祂們
來 請祂們去 請祂們去辦一些事情 所以你只要是有
神威的人 鬼神都怕你 還怕什麼電風扇 雨傘 時
鐘 鞋子 扇子？不怕啦！送愈多愈好 去賣了
問題三：師尊文集二百五十一冊︽剪一襲夢的
衣裳︾中提到：﹁有緣者聚 無緣者散﹂ 師
尊文集二百八十二冊︽遇見達摩祖師︾中也提到﹁得的
會失 失的會得 緣起緣滅﹂ 弟子每次想到有天會與
自己親愛的人分開就不免會悲傷 看完師尊這兩篇後
有一個想法 這輩子遇到的人有一天會分開 分開了來
世換一個殼子還會聚在一起 所以相聚不用太開心 因
為會分開；分開了也不用太傷心 因為將來還是會相
聚 請問師尊弟子的想法正確嗎？感謝師尊
回答三：唉唷 你都是在談感情的事情啊！這個
緣分的事情 坦白講 在人間 真的是很感人 沒有
錯 但是妳知道很感人的 都是悲劇 所有很感人的都
是悲劇 ︽梁山伯與祝英台︾ 悲劇 ︽羅密歐與茱麗

事情 你要特別小心 ﹂
佛青是女兒 她的個性比較外向 喜歡做一些很刺
激的事情 越刺激她越高興 她喜歡在大海裡面游泳
喜歡到深水裡面潛水 喜歡滑翔翼 從山頂上拿著滑翔
翼這樣子飛下來 喜歡去滑雪 到很多雪的地方 她喜
歡滑雪 滑翔翼 上天 下海 入地 她都做 我不敢
做的她也敢做 這是佛青
那佛奇他就比較內向 他喜歡在家裡 也很少出去
交朋友 很少做冒險的事情 他喜歡的就是攝影 他的
儀器是最好的 喜歡攝影 喜歡車子 我也隨他 但是
他喜歡把自己關閉起來 有自己的天地 他覺得這樣子
比較安全 佛青跟佛奇是兩個個性不一樣 一個個性是
外向 一個個性是比較內向 隨他們 如果是我的兒女
有同性戀 我也是隨緣
所以師尊跟妳講 將來妳跟妳的同性的要結婚的
話 請妳來︿西雅圖雷藏寺﹀ 我給妳證婚 我可以
的！師尊可以的 師尊也同情你 妳的性向就是這個樣
子 妳也沒有辦法改 你自己是女生又喜歡女生 那妳
們兩個想要結婚的話 就到師尊面前 師尊也是一樣給
妳祝福 給妳舉行福證 我是不一樣 我是喜歡隨緣的
人
因為在華盛頓州 同性跟同性是可以結婚的 在這
個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tate是可以的 是可以
同性結婚的 我們西雅圖有給人家福證 歡迎來這裡福
證 並不違背天意 因為你的性向就是這個樣了啊 沒
有辦法改啊 那妳也不能違背自己的心意呀！那﹁佛教
裡面是犯戒的嗎？﹂管他什麼犯戒不犯戒︵笑︶
天主教是犯戒 在天主教來講是違反上帝的旨意

Ｑ

Ｑ

還會相聚 這個想法還不錯 同情你
問題四：弟子從小就發現自己喜歡同性 但弟
子的父母並不支持同性戀 認為同性戀是違背
天意 是不對的
弟子擔心他們知道以後會傷心 所以弟子從未與他
們坦承自己的性向 也會覺得自己不孝 請問師尊 弟
子該怎麼做比較合適？同性戀真的是違背天意 是犯戒
的嗎？感恩師尊
回答四：搞了半天啊！妳是女的 但是妳的男朋友
也是女的 天啊！原來她是同性戀的 師尊不是同性
戀 所以真的不曉得同性戀的心情 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師尊不是同性戀 如果師尊是同性戀的話 我就懂
得妳的心 我真的不懂妳的心︵笑︶
﹁從小發現自己喜歡同性 但弟子的父母並不支持
同性戀 認為同性戀是違背天意 是不對的 弟子擔心
他們知道以後會傷心 所以弟子從未跟他們坦誠自己的
性向 也會覺得自己不孝 請問師尊弟子該怎麼做比較
合適？同性戀真的是違背天意 是犯戒的嗎？﹂ 誰會
答這個問題？什麼人？你們這裡有沒有同性戀的？天
啊 搞了半天 這個弟子是同性戀的弟子 好啦 我跟
妳回答吧！因為大家都不是同性戀︵笑︶
師尊是這樣子認為的 我告訴妳 如果是天主教
他絕對不同意的 天主教有曾經提過這個問題 他是不
同意 那師尊始終都是隨緣 隨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妳是師尊的兒女 兒女有同性戀的性向 那師尊隨妳的
緣 師尊都是隨緣 像我自己的女兒 我自己的兒子
我都是隨他們的緣 他們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我從來
沒有阻止 只是有時候提醒他們一下：﹁這個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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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很開放

隨緣

一切都是緣

在裡面 佛的意在裡面 是代表佛的 ︻金剛經︼是代
表佛的 所以你龍邊放塔 虎邊放經典就是代表法 經
典是代表法的 但是︻金剛經︼也可以放在龍邊 它代
表著塔 那供養呢？當然 散花香 花的香散在它的地
方 還要作禮圍繞
以前我救一個鬼 那個時候我在寫文章 家的周
圍突然間打雷 雷非常響！烏天暗地 我們臺灣話叫烏
天暗地 就是天非常地黑 好像要下雨這樣 閃電打
雷 就在我書房旁邊 閃電打雷打得 這不是說打一次
就沒有了 十次 一百次 這個雷聲響得要命 就在我
的房間 我在寫文章的書房 這奇怪啊？怎麼閃電都一
直在這邊？在我的房間書房的周圍一直打 打個不停
而且天昏地暗？那時候我一看 我腳底下 我的書桌底
下有東西在動
我一看 哇 天啊！是一個很漂亮的女鬼啊！躲
在我書桌底下！哇 她好漂亮喔 好漂亮的女鬼喔！真
的 像仙女一樣的妙曼 鬼能夠變成這樣子 那麼妙曼
的女鬼 真的是少見啊 那個女鬼看到我在看它 它跟
我講說：﹁盧師尊 救我！﹂那時候我就感應到了 原
來這些閃電打雷 是要抓這個女鬼的 就在我的房間周
圍拼命打雷 拼命打雷 雷神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
尊 在我的房子周圍這樣子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閃電
一直放 一直要把這個女鬼打死
當時我起了一個慈悲心 我後面這個書櫥剛好有
︻金剛經︼ 我就把︻金剛經︼拿了 放在那個女鬼的
頭上 哇 過一會兒 我那個書房旁邊有一棵樹 乓！
一聲 就把那個樹砍掉 樹就斷掉 然後天就開始晴
了 烏雲就散去了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知道盧師尊

師尊是很開放

今天再講︻金剛經︼ 佛陀又講話：
﹁須菩提！在在處處 若有此經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所應供養；當知此處 即為是塔 皆
應恭敬 作禮圍繞 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
這一段 很好 大家都知道的 佛陀跟須菩提
講 ﹁在在處處 若有此經﹂ 若有︻金剛經︼在那
裡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所應供養﹂ 世間
的 天上的神 人跟阿修羅 這是三善道 所應供養
都應該供養這一本經 ﹁當知此處 即為是塔﹂ 有
︻金剛經︼的地方就是一個寶塔 ﹁皆應恭敬 作禮圍
繞 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供養 天女散花 把那個花
香啊 散在︻金剛經︼上面或者周圍 繞著︻金剛經︼
像繞塔一樣
我們知道的 佛曾經講過一句話：﹁有塔的地方
就有佛 ﹂所以我們寺廟裡面常常建塔 像我們︿彩虹
山莊﹀ ︿彩虹雷藏寺﹀ 那邊有五輪塔 有五個五輪
塔吧？有五個五輪塔喔 你就是經常去繞塔 因為有塔
的地方就有佛 在古代 我們布壇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
密教在布壇 佛的金身在這裡；右手邊 龍邊的地方我
們是供塔 有塔就供塔 因為塔就代表著佛；那經典放
在虎邊 經典就代表著法 這本︻金剛經︼就代表著
佛 ︻金剛經︼是代表佛的 因為裡面祂有本身的佛意

的

都稱﹁諸尊﹂ 樓上我都一個一個稱呼 一路走過去一
直稱呼
然走到牆那邊的時候 乓！乓！乓！乓 頭統統都
伸出來 我說：﹁你們嚇我？﹂他說：﹁不是嚇盧師
尊 是求加持 ﹂那我就是一路走 一路在 他們從牆
那邊牆裡面伸出頭 我一個一個這樣加持 我天天跟鬼
在一起哎 到了竹叢 我的棚景那個竹子那邊乓！乓！
乓！乓！乓 就是這樣子 家裡很多怪聲 有時候有
些 師母她的聽力很好 也應該聽得到 還有那些住我
家裡的人 大部分有聽到一些怪聲音 會響
冰箱 我走過冰箱 冰箱也會響；走過牆 牆都會
響 每一片牆都會響 有時候我走過這個比較暗的地
方 那一個運動間或者怎麼樣 那個門都會移動 一直
移 一直移 一直移 然後把門關起來 關起來 我就
把它推開 我說：﹁你們幹什麼？這麼晚了 你們推門
幹什麼？﹂它說：﹁我們在開會 ﹂他講他們在開會
哎！我把門稍微推開來看 哇！真的 一大群 全部集
中在裡面 數不清的 幾百幾千的 數百數千的
每天跟鬼生活在一起也習慣了 他們也怕我 經過
廁所的時候 那個馬桶蓋都會乓！一聲 最近又來 馬
桶蓋也會乓！那馬桶本來好好的 只要我走過去 我走
到這邊來 我就故意走走走走到廁所門口 我就故意不
走過去 它都沒有聲音；好啦 那我捏著腳過去 裡面
馬桶蓋又乓！一聲 只要我走過去就會乓！我故意不過
去 它就不會 這樣子 有時候就是 跟鬼生活在一起
也是蠻有趣的啦
還有很多的神 佛菩薩都在那裡 進來的都是好
都是善的 也不用怕 那我到了我自己房間門口
救這個女鬼 用︻金剛經︼放在上面 閃電沒有辦法
打 因為︻金剛經︼在頂上 就等於佛住在這個女鬼頭
上 一樣的 就有這種事情 然後我救了這個女鬼
哇 那個女鬼很感謝 真的 很謝謝我 因為我這
個人就是人家求我說：﹁盧師尊 救我！﹂我就是這一
句話 因為講得非常地甜 我心就軟了 就救了她 但
是我有教她要改邪歸正 她也皈依 然後她變成我的侍
者 就是這樣 所以︻金剛經︼是可以救人的 因為它
等於佛住在頂上 那個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就是雷
神 祂都沒有辦法打它的 有這一段故事喔 給大家知
道一下 好像我有寫在書上吧？我寫在書上 用︻金剛
經︼放在她的頭頂上面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真的是在跟鬼相處 我
晚上回去很多鬼 但是這些鬼都是善鬼 跟鬼相處 我
講過啊 我家有一個走道 從師母的房間要走到我房間
要經過有幾片牆 一個走道乓！一聲 牆壁乓！的一
聲 一個頭就伸出來 再乓！一聲 又一個頭伸出來
又乓！一聲 一個頭伸出來 好多頭連著 這樣長長
的 然後我一個頭一個頭摩頂 我說：﹁你們幹什麼！
要嚇我啊？﹂它乓！一聲的時候我也會嚇一跳 因為沒
有人嘛
我一路走回來啊 南摩地藏王菩薩 我先看到就是
地藏王菩薩 然後再來 南摩吉祥天 南摩本師釋迦牟
尼佛 南摩大幻化網金剛 南摩觀世音菩薩 南摩高王
觀世音菩薩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蓮華生大士 南摩黑
忿怒母 南摩瑤池金母大天尊 南摩蓮華生大士 南摩
不動明王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金剛薩埵 南摩大威德
金剛 所有的地神 虎頭金剛及諸尊 我連樓下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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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很開放

隨緣

一切都是緣

在裡面 佛的意在裡面 是代表佛的 ︻金剛經︼是代
表佛的 所以你龍邊放塔 虎邊放經典就是代表法 經
典是代表法的 但是︻金剛經︼也可以放在龍邊 它代
表著塔 那供養呢？當然 散花香 花的香散在它的地
方 還要作禮圍繞
以前我救一個鬼 那個時候我在寫文章 家的周
圍突然間打雷 雷非常響！烏天暗地 我們臺灣話叫烏
天暗地 就是天非常地黑 好像要下雨這樣 閃電打
雷 就在我書房旁邊 閃電打雷打得 這不是說打一次
就沒有了 十次 一百次 這個雷聲響得要命 就在我
的房間 我在寫文章的書房 這奇怪啊？怎麼閃電都一
直在這邊？在我的房間書房的周圍一直打 打個不停
而且天昏地暗？那時候我一看 我腳底下 我的書桌底
下有東西在動
我一看 哇 天啊！是一個很漂亮的女鬼啊！躲
在我書桌底下！哇 她好漂亮喔 好漂亮的女鬼喔！真
的 像仙女一樣的妙曼 鬼能夠變成這樣子 那麼妙曼
的女鬼 真的是少見啊 那個女鬼看到我在看它 它跟
我講說：﹁盧師尊 救我！﹂那時候我就感應到了 原
來這些閃電打雷 是要抓這個女鬼的 就在我的房間周
圍拼命打雷 拼命打雷 雷神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
尊 在我的房子周圍這樣子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閃電
一直放 一直要把這個女鬼打死
當時我起了一個慈悲心 我後面這個書櫥剛好有
︻金剛經︼ 我就把︻金剛經︼拿了 放在那個女鬼的
頭上 哇 過一會兒 我那個書房旁邊有一棵樹 乓！
一聲 就把那個樹砍掉 樹就斷掉 然後天就開始晴
了 烏雲就散去了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知道盧師尊

師尊是很開放

今天再講︻金剛經︼ 佛陀又講話：
﹁須菩提！在在處處 若有此經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所應供養；當知此處 即為是塔 皆
應恭敬 作禮圍繞 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
這一段 很好 大家都知道的 佛陀跟須菩提
講 ﹁在在處處 若有此經﹂ 若有︻金剛經︼在那
裡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所應供養﹂ 世間
的 天上的神 人跟阿修羅 這是三善道 所應供養
都應該供養這一本經 ﹁當知此處 即為是塔﹂ 有
︻金剛經︼的地方就是一個寶塔 ﹁皆應恭敬 作禮圍
繞 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供養 天女散花 把那個花
香啊 散在︻金剛經︼上面或者周圍 繞著︻金剛經︼
像繞塔一樣
我們知道的 佛曾經講過一句話：﹁有塔的地方
就有佛 ﹂所以我們寺廟裡面常常建塔 像我們︿彩虹
山莊﹀ ︿彩虹雷藏寺﹀ 那邊有五輪塔 有五個五輪
塔吧？有五個五輪塔喔 你就是經常去繞塔 因為有塔
的地方就有佛 在古代 我們布壇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
密教在布壇 佛的金身在這裡；右手邊 龍邊的地方我
們是供塔 有塔就供塔 因為塔就代表著佛；那經典放
在虎邊 經典就代表著法 這本︻金剛經︼就代表著
佛 ︻金剛經︼是代表佛的 因為裡面祂有本身的佛意

的

都稱﹁諸尊﹂ 樓上我都一個一個稱呼 一路走過去一
直稱呼
然走到牆那邊的時候 乓！乓！乓！乓 頭統統都
伸出來 我說：﹁你們嚇我？﹂他說：﹁不是嚇盧師
尊 是求加持 ﹂那我就是一路走 一路在 他們從牆
那邊牆裡面伸出頭 我一個一個這樣加持 我天天跟鬼
在一起哎 到了竹叢 我的棚景那個竹子那邊乓！乓！
乓！乓！乓 就是這樣子 家裡很多怪聲 有時候有
些 師母她的聽力很好 也應該聽得到 還有那些住我
家裡的人 大部分有聽到一些怪聲音 會響
冰箱 我走過冰箱 冰箱也會響；走過牆 牆都會
響 每一片牆都會響 有時候我走過這個比較暗的地
方 那一個運動間或者怎麼樣 那個門都會移動 一直
移 一直移 一直移 然後把門關起來 關起來 我就
把它推開 我說：﹁你們幹什麼？這麼晚了 你們推門
幹什麼？﹂它說：﹁我們在開會 ﹂他講他們在開會
哎！我把門稍微推開來看 哇！真的 一大群 全部集
中在裡面 數不清的 幾百幾千的 數百數千的
每天跟鬼生活在一起也習慣了 他們也怕我 經過
廁所的時候 那個馬桶蓋都會乓！一聲 最近又來 馬
桶蓋也會乓！那馬桶本來好好的 只要我走過去 我走
到這邊來 我就故意走走走走到廁所門口 我就故意不
走過去 它都沒有聲音；好啦 那我捏著腳過去 裡面
馬桶蓋又乓！一聲 只要我走過去就會乓！我故意不過
去 它就不會 這樣子 有時候就是 跟鬼生活在一起
也是蠻有趣的啦
還有很多的神 佛菩薩都在那裡 進來的都是好
都是善的 也不用怕 那我到了我自己房間門口
救這個女鬼 用︻金剛經︼放在上面 閃電沒有辦法
打 因為︻金剛經︼在頂上 就等於佛住在這個女鬼頭
上 一樣的 就有這種事情 然後我救了這個女鬼
哇 那個女鬼很感謝 真的 很謝謝我 因為我這
個人就是人家求我說：﹁盧師尊 救我！﹂我就是這一
句話 因為講得非常地甜 我心就軟了 就救了她 但
是我有教她要改邪歸正 她也皈依 然後她變成我的侍
者 就是這樣 所以︻金剛經︼是可以救人的 因為它
等於佛住在頂上 那個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就是雷
神 祂都沒有辦法打它的 有這一段故事喔 給大家知
道一下 好像我有寫在書上吧？我寫在書上 用︻金剛
經︼放在她的頭頂上面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真的是在跟鬼相處 我
晚上回去很多鬼 但是這些鬼都是善鬼 跟鬼相處 我
講過啊 我家有一個走道 從師母的房間要走到我房間
要經過有幾片牆 一個走道乓！一聲 牆壁乓！的一
聲 一個頭就伸出來 再乓！一聲 又一個頭伸出來
又乓！一聲 一個頭伸出來 好多頭連著 這樣長長
的 然後我一個頭一個頭摩頂 我說：﹁你們幹什麼！
要嚇我啊？﹂它乓！一聲的時候我也會嚇一跳 因為沒
有人嘛
我一路走回來啊 南摩地藏王菩薩 我先看到就是
地藏王菩薩 然後再來 南摩吉祥天 南摩本師釋迦牟
尼佛 南摩大幻化網金剛 南摩觀世音菩薩 南摩高王
觀世音菩薩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蓮華生大士 南摩黑
忿怒母 南摩瑤池金母大天尊 南摩蓮華生大士 南摩
不動明王 南摩阿彌陀佛 南摩金剛薩埵 南摩大威德
金剛 所有的地神 虎頭金剛及諸尊 我連樓下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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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會跟瑤池金母大天尊 諸尊 我就跟祂們敬禮 敬
完禮 抬起頭來 又跟牆壁上的瑤池金母敬禮 牆上的
瑤池金母祂會放光照我 每一次牆上的瑤池金母祂在做
放光照我的時候 我都會聽到腳步聲 有時候是皮鞋的
聲音 就在那個走廊這樣 而且是由遠而近 一步一步
走過來 一步一步走過來 你也不要怕！有這種現象
做﹁千艘法船超度﹂的時候啊 稍微慢一點 他們
也會叫我：﹁趕快 趕快！﹂﹁刷牙趕快！﹂我在那邊
弄牙線 坐在沙發上面弄牙線 弄牙齒牙線 他們會從
沙發的後面伸出一個拳頭來推我 把我推推推 我說：
﹁別吵！麥剎︵臺語︶！等我刷好牙我就上法座了嘛
對不對？刷好牙洗好臉我就上法座了 不要吵我！﹂他
就安分一點 就把拳頭伸回去這樣 就這些事情 非常
真實的喔！我告訴你喔！你們如果有天眼 到我家去走
走看看
︻金剛經︼ 偉大的經典 我告訴你 這一本經典
是非常偉大的經典 是經王 是經中之經啊 是經王
你懂這一本經 你能夠去實踐 你就能夠免掉六道輪
迴 一切煩惱不見 沒有什麼好煩惱的 因為你根本什
麼都得不到 你煩惱什麼？誰也沒有得到什麼 你煩惱
什麼？︻金剛經︼裡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你吃醋什
麼？你嫉妒什麼？Bill Gates那麼有錢 你嫉妒他嗎？
他也是 他有錢等於沒有錢啊！我告訴你啊 他也得不
到錢啊！︻金剛經︼裡面已經跟你講好了啦 他也得不
到錢啊！你嫉妒他幹什麼？你吃醋什麼？有緣則聚嘛！
沒有緣就分散嘛！你吃什麼醋？
這些習性都會沒有的 所有的煩惱也會沒有的 有
什麼煩惱？該死就該死啦！活了就活 死了就死嘛 有

什麼好煩惱？沒有什麼好煩惱的啊！你身體病痛 那是
消業障啊！那是在消你的業障啊！業障消了 等你病都
沒有了 你就死了啊 不是很好嗎？消業障啊！應該消
的 有什麼好煩惱呢？沒有什麼好煩惱 你得到癌症
告訴你 癌症都是你前世的仇人在你身上作怪 我們看
得很清楚的 他們做一個丸子 一個丸子丟到你身上
丟到你腦子 你腦子就有；丟到你的脖子 你脖子就長
瘤啦；丟到你哪裡 你那裡就長癌啦 告訴你 是你仇
家做的
但是我們天真的人 我們同情我們的怨敵 我們要
愛我們的敵人 成佛的人是這樣子 平等 平等性智
要愛眾生 愛我們的敵人 你讀了︻金剛經︼ 你要去
實踐 你就懂得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啊 懂比較容易
啊 行起來就困難啊！習性很難改啊！習性難改還是要
改啊！你不改怎麼行？不改你怎麼脫離六道輪迴？很簡
單的 easy︵師尊指向︻金剛經︼︶ 就是你要煩惱要
沒有 習性要沒有
人家讚譽你 你也不是很歡喜 對不對？你也知道
什麼都無所得 那你還煩惱什麼？那你還嫉妒什麼？都
是無所得 那些有錢人 你羨慕他？他辛苦的要死啊！
他才可憐啊！那些可憐人啊！另外還有那些喜歡政治
的 當領袖的 負責人的 他們位置高高在上 可憐
啊！同情他啊！因為他的肩膀要擔當很多人啊！尤其你
看那些公司的大老闆啊 他養了多少人 工廠多麼大
員工多少 數不清的！他要擔啊！擔子很重啊！很可憐
啊！這些人才是可憐人；像我們這個剃光頭的 身在福
中不知福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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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授
密意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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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哈巴
拉﹂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
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사랑해︵韓語：我愛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ん
︵第一︶ 気持ちいい 啾咪！Yappy! Bling bling! こ
んにちは︵日語：你好︶Xin chao︵越南語：你好︶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是一月三十號 哇！一
月沒有啦 再來就是過農曆春節 農曆春節是幾月幾號？
二月一號啊 哇！時間好快 下午三點是﹁勾財天女護摩
法會﹂ 勾財天女其實不用介紹 是阿彌陀佛心中所化
可以講是很大的一位財神 曾經勾財天女也是令人家中獎
的 你們這邊所有的同門 如果不願意中獎 也不願意愛
錢 身家都很清白的 不愛錢的 不想中獎的 就不用主
祈 很簡單
今天我們是做嘛哈巴拉 哇 威靈顯赫 一來 祂就
降臨；二來 只要一比手印 很快地 一比 祂馬上就下
降 不比 祂就住在空中 這一尊是︿真佛宗﹀特聘的大
護法 因為祂有瑤池金母 有阿彌陀佛 有地藏菩薩 有
大力使者 有蓮花童子 是五合一的金剛神﹁大力金
剛﹂ 這拂塵就是瑤池金母 金剛棍就是蓮花童子 頂上

就是阿彌陀佛 祂本來就是地藏王菩薩的六使者 也就是
大力使者 又是地藏王 又是大力使者 又是蓮花童子
又是瑤池金母 又是阿彌陀佛 五合一的︿真佛宗﹀的特
聘金剛神 威力無窮 祂持棍就可以打昏怨敵 持索就可
以把怨敵綑綁 持拂塵就可以消除業障 另一個手臂結期
克印 表示降伏一切
威力無窮的這一尊 以後希望每一個同門都要護
持 因為祂真的是象徵︿真佛宗﹀的特聘的大護法 所以
祂供在這裡啊 怎麼請祂都請不走 本來我是想把這一
尊 我看這一尊這麼莊嚴 就想把祂請回到﹁南山雅舍﹂
大門 開門進去就看到這一尊大護法了 但是那時候的
︿彩虹雷藏寺﹀的住持跟所有的理事 也沒有人講說可
以 所以我不敢請回去 祂就一直鎮在這裡 本來我是想
請回去的 那時候祂是放在廁所旁邊 我說怎麼可以放在
廁所旁邊 我乾脆請回南山雅舍放在大門那裡 但是我有
一個考量 因為如果有訪客到 老外啊 或者是誰到我家
來 然後大門一打開他一看到會昏倒 他以為到了地獄
祂是大力使者 祂本來就是師尊的護法 是地藏王
菩薩交代大力使者跟隨師尊到娑婆世界度眾生的 所以這
一尊應該要主祈的 我手上的大拇指 右手的大拇指有一
個標誌 是大力使者的標誌 是跟這尊一樣的大力使者的
標誌 有嘴巴 有鼻子 有兩個眼睛 都在我的大拇指上
面 這就是我本身具有的大力使者 地藏王菩薩請祂來幫
助︿真佛宗﹀的
講個笑話 這裡有一個很短的作文 題目叫﹁低
調﹂ 做人要低調 我住著四十多億年的地球 曬著五十
多億年的太陽 每天坐著價值幾億的捷運 每個月都跟馬
雲有經濟往來 你見過我炫耀了嗎？就連我用的電腦 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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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茲為我量身打造的 我膨脹了嗎？我驕
傲了嗎？答案是沒有 這就是低調
這也是作文 題目叫做﹁委屈﹂ 小明拿著９０分
的考卷回家 本以為爸爸會表揚我 結果呢？爸爸一看９
０分 就講﹁０﹂是我加上去的 還打了我一頓 直到現
在我還覺得非常地委屈 ﹁０﹂真的不是我加上去的
﹁９﹂才是
跟男朋友聊到減肥 我很幽怨地講：﹁我都吃了一
年的素了 體重還是沒有減 反而增加 ﹂朋友講：﹁那
妳一定是草食性的動物 一般草食性的動物體型都會比較
大 像牛啊 像大象啊 像袋鼠啊 像犀牛啦 ﹂這隻好
像是河馬 河馬是草食性的嗎？所以吃素也是會胖的
老婆照著鏡子 看著臉上的痘痘抱怨地講：﹁為什
麼我的臉老是長痘痘？﹂老公講：﹁因為老天爺嫉妒妳太
漂亮了 ﹂老婆就很開心地看著老公又問：﹁那為什麼你
長得也不帥 為什麼你也長痘痘？﹂老公講：﹁因為老天
爺在懲罰我撒謊 ﹂

答

︻大藏經︼記載大吉祥天女是一切如來母 一切
諸天母 有時候師尊指示 修持觀世音菩薩法的同門 也
是以大吉祥天母為護法 在︻大藏經︼跟師尊書︵開示︶
可知 此天女跟觀音有深的因緣 難道大吉祥天女是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嗎？此天女是否非一般的天女 甚至非一般
的菩薩？

問題四：印尼的弟子問 請師尊指教：

Ｑ

僧人 這都不是皈依的對象 所以 皈依佛 皈依已經成
就的究竟解脫的佛；皈依法 就是皈依佛所說的法；皈依
僧 這個僧就是聖賢僧 聖賢僧 他是守戒律的 第一
他守戒律；第二 他懂得真正的佛法；第三 他是很善良
正直的阿闍黎 這是聖賢僧 起碼要有這些條件
他懂得佛法 他可以教你佛法 他正直 不是彎曲
的 腦袋不是胡思亂想的 一天到晚想財 色 名 腦筋
想個不停 動個不停 聖賢僧 要靜下來 他就可以靜下
來 要動 可以應對事物 說靜 他就可以靜；說動 他
可以應對 一個很標準的聖賢的出家人 皈依僧是這個意
思
總歸一句 你心中有佛 你學的是佛法 你的行為
跟清淨的人差不多 這個就是你的三自皈依 叫做自皈
依 什麼叫自皈依呢？皈依你自己 真正的皈依是皈依自
己喔 第一個 你懂得佛法 你也在實踐佛法；第二個
你本身就已經到了解脫的境界了 你可以自己解脫 也可
以教人家解脫；第三個 你是守戒的聖賢僧 所以真正的
皈依是自皈依 自己皈依自己 這樣懂嗎？

好啦！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新加坡弟子問 師尊您好 弟子蓮花天
發向您敬禮 想請問師尊幾個問題：
 因有時候修法持咒會比較長 如果香或者蠟燭燒
完了 香和蠟燭的供養也已經完成 請問此時需要續香和

Ｑ

QA＆

續蠟燭直到修法完成嗎？因為有時不注意︵比如禪定
中︶ 香或蠟燭都燒完了 這樣會不會不好？
回答一：他問的問題很細 不要多心 你只要供了
香 供了蠟燭 你就修法 至於香燒完了 燭也熄滅了
都跟你無關 因為你已經供了 你已經供了香也供了蠟
燭 也點了香 點了蠟燭 你就把法修完就可以了 供的
東西也不要太計較 不去計較這些 好像是說它是不是香
過了？或者是說要不要再繼續點香？或者要再繼續點一個
新的蠟燭？你願意點 也可以；你不願意點 也可以 這
樣子跟你講
問題二：︵續上︶我的壇城是個有門的櫥子 如果修完
法時 香還沒燒完 我一般會把香拿起來點個火 讓它迅
速燒完 這樣我能把壇城的門關起 請問師尊可以嗎？
回答二：﹁這樣我能把壇城的門關起來 ﹂也就是
說 他修完法 香還沒有燒完 ﹁我一般把香拿起來再點
個火 讓它迅速燒完 這樣我能把壇城的門關起來 請問
師尊可以嗎？﹂當然可以 因為你香沒有燒完 但你是放
在櫥子裡面 你要把櫥子的門關起來 你先把香點了火燒
到完 再把櫥窗的門關起來是可以的
問題三：︵續上︶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請問
﹁僧﹂指的是所有求佛果 還未成道的出家人 還是指已
經成道的出家人？謝謝師尊！
回答三：我可以告訴你 我已經講了 皈依佛 皈
依法跟皈依僧是三皈依 這個皈依僧指的是皈依聖賢僧
而不是吃飯 拉屎 偷懶 懶惰或者是khiau khi︵台
語︶ 彎來彎去的 這個人不正直 彎來彎去的 犯戒的

回答四：大吉祥天 我們曉得 摩訶室利耶在日本
的東密 也就是中密跟西藏密宗的形相不同 大吉祥天如
果在西藏的形相是騎著天馬 馬的後面有一隻眼睛的 而
且祂的相貌跟嘛哈巴拉的相貌差不多 非常兇猛的 祂的
胸間掛著藏文的所有字母 都是以人頭來顯化的 祂全身
掛著五十幾個人頭 非常兇猛 這是西藏密宗的摩訶室利
耶 日本的東密那就不一樣了 祂是天女形 完全是天
女 跟天上的仙女一樣的那種形相 非常美麗的 十二吉
祥天都是非常美麗的 這是屬於東密︵日本密宗︶ 兩邊
不同
大吉祥天母也可以當護法 在西藏密宗是當護法
的 在東密另有它的說法 但是也是護法 ﹁天﹂本來就
是護持 本來也就是護法 但是大吉祥天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嗎？你問我 我問誰？︻大藏經︼有寫說大吉祥天是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嗎？你們看過沒有？它有︿大吉祥天女
品﹀ 有一品好像是在︻妙法蓮華經︼吧？看看那一本經
典 大吉祥天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嗎？誰知道？你們誰知
道有大吉祥天的這個品 ︿大吉祥天女品﹀這一品在哪一
本經典？你們找一下 這個是他問的：大吉祥天是不是觀
世音菩薩的化身？重點在這裡
大吉祥天女心咒：﹁嗡 摩訶室利耶 梭哈 ﹂
﹁摩訶室利﹂是梵文 意思是大吉祥 ︻佛說大吉祥天女
十二名號經︼及︻一百○八名經︼記載 大吉祥天女其中
的名號是：吉祥蓮華 嚴飾 白色 大白 蓮華眼 大光
曜 一切如來母 一切天母 蓮華 大蓮華 持蓮華等
等 非常多與蓮華及白色有關的名號 從這些名號可知此
天女非一般的天人 祂有不可思議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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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茲為我量身打造的 我膨脹了嗎？我驕
傲了嗎？答案是沒有 這就是低調
這也是作文 題目叫做﹁委屈﹂ 小明拿著９０分
的考卷回家 本以為爸爸會表揚我 結果呢？爸爸一看９
０分 就講﹁０﹂是我加上去的 還打了我一頓 直到現
在我還覺得非常地委屈 ﹁０﹂真的不是我加上去的
﹁９﹂才是
跟男朋友聊到減肥 我很幽怨地講：﹁我都吃了一
年的素了 體重還是沒有減 反而增加 ﹂朋友講：﹁那
妳一定是草食性的動物 一般草食性的動物體型都會比較
大 像牛啊 像大象啊 像袋鼠啊 像犀牛啦 ﹂這隻好
像是河馬 河馬是草食性的嗎？所以吃素也是會胖的
老婆照著鏡子 看著臉上的痘痘抱怨地講：﹁為什
麼我的臉老是長痘痘？﹂老公講：﹁因為老天爺嫉妒妳太
漂亮了 ﹂老婆就很開心地看著老公又問：﹁那為什麼你
長得也不帥 為什麼你也長痘痘？﹂老公講：﹁因為老天
爺在懲罰我撒謊 ﹂

答

︻大藏經︼記載大吉祥天女是一切如來母 一切
諸天母 有時候師尊指示 修持觀世音菩薩法的同門 也
是以大吉祥天母為護法 在︻大藏經︼跟師尊書︵開示︶
可知 此天女跟觀音有深的因緣 難道大吉祥天女是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嗎？此天女是否非一般的天女 甚至非一般
的菩薩？

問題四：印尼的弟子問 請師尊指教：

Ｑ

僧人 這都不是皈依的對象 所以 皈依佛 皈依已經成
就的究竟解脫的佛；皈依法 就是皈依佛所說的法；皈依
僧 這個僧就是聖賢僧 聖賢僧 他是守戒律的 第一
他守戒律；第二 他懂得真正的佛法；第三 他是很善良
正直的阿闍黎 這是聖賢僧 起碼要有這些條件
他懂得佛法 他可以教你佛法 他正直 不是彎曲
的 腦袋不是胡思亂想的 一天到晚想財 色 名 腦筋
想個不停 動個不停 聖賢僧 要靜下來 他就可以靜下
來 要動 可以應對事物 說靜 他就可以靜；說動 他
可以應對 一個很標準的聖賢的出家人 皈依僧是這個意
思
總歸一句 你心中有佛 你學的是佛法 你的行為
跟清淨的人差不多 這個就是你的三自皈依 叫做自皈
依 什麼叫自皈依呢？皈依你自己 真正的皈依是皈依自
己喔 第一個 你懂得佛法 你也在實踐佛法；第二個
你本身就已經到了解脫的境界了 你可以自己解脫 也可
以教人家解脫；第三個 你是守戒的聖賢僧 所以真正的
皈依是自皈依 自己皈依自己 這樣懂嗎？

好啦！現在進入﹁你問我答﹂
問題一：新加坡弟子問 師尊您好 弟子蓮花天
發向您敬禮 想請問師尊幾個問題：
 因有時候修法持咒會比較長 如果香或者蠟燭燒
完了 香和蠟燭的供養也已經完成 請問此時需要續香和

Ｑ

QA＆

續蠟燭直到修法完成嗎？因為有時不注意︵比如禪定
中︶ 香或蠟燭都燒完了 這樣會不會不好？
回答一：他問的問題很細 不要多心 你只要供了
香 供了蠟燭 你就修法 至於香燒完了 燭也熄滅了
都跟你無關 因為你已經供了 你已經供了香也供了蠟
燭 也點了香 點了蠟燭 你就把法修完就可以了 供的
東西也不要太計較 不去計較這些 好像是說它是不是香
過了？或者是說要不要再繼續點香？或者要再繼續點一個
新的蠟燭？你願意點 也可以；你不願意點 也可以 這
樣子跟你講
問題二：︵續上︶我的壇城是個有門的櫥子 如果修完
法時 香還沒燒完 我一般會把香拿起來點個火 讓它迅
速燒完 這樣我能把壇城的門關起 請問師尊可以嗎？
回答二：﹁這樣我能把壇城的門關起來 ﹂也就是
說 他修完法 香還沒有燒完 ﹁我一般把香拿起來再點
個火 讓它迅速燒完 這樣我能把壇城的門關起來 請問
師尊可以嗎？﹂當然可以 因為你香沒有燒完 但你是放
在櫥子裡面 你要把櫥子的門關起來 你先把香點了火燒
到完 再把櫥窗的門關起來是可以的
問題三：︵續上︶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請問
﹁僧﹂指的是所有求佛果 還未成道的出家人 還是指已
經成道的出家人？謝謝師尊！
回答三：我可以告訴你 我已經講了 皈依佛 皈
依法跟皈依僧是三皈依 這個皈依僧指的是皈依聖賢僧
而不是吃飯 拉屎 偷懶 懶惰或者是khiau khi︵台
語︶ 彎來彎去的 這個人不正直 彎來彎去的 犯戒的

回答四：大吉祥天 我們曉得 摩訶室利耶在日本
的東密 也就是中密跟西藏密宗的形相不同 大吉祥天如
果在西藏的形相是騎著天馬 馬的後面有一隻眼睛的 而
且祂的相貌跟嘛哈巴拉的相貌差不多 非常兇猛的 祂的
胸間掛著藏文的所有字母 都是以人頭來顯化的 祂全身
掛著五十幾個人頭 非常兇猛 這是西藏密宗的摩訶室利
耶 日本的東密那就不一樣了 祂是天女形 完全是天
女 跟天上的仙女一樣的那種形相 非常美麗的 十二吉
祥天都是非常美麗的 這是屬於東密︵日本密宗︶ 兩邊
不同
大吉祥天母也可以當護法 在西藏密宗是當護法
的 在東密另有它的說法 但是也是護法 ﹁天﹂本來就
是護持 本來也就是護法 但是大吉祥天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嗎？你問我 我問誰？︻大藏經︼有寫說大吉祥天是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嗎？你們看過沒有？它有︿大吉祥天女
品﹀ 有一品好像是在︻妙法蓮華經︼吧？看看那一本經
典 大吉祥天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嗎？誰知道？你們誰知
道有大吉祥天的這個品 ︿大吉祥天女品﹀這一品在哪一
本經典？你們找一下 這個是他問的：大吉祥天是不是觀
世音菩薩的化身？重點在這裡
大吉祥天女心咒：﹁嗡 摩訶室利耶 梭哈 ﹂
﹁摩訶室利﹂是梵文 意思是大吉祥 ︻佛說大吉祥天女
十二名號經︼及︻一百○八名經︼記載 大吉祥天女其中
的名號是：吉祥蓮華 嚴飾 白色 大白 蓮華眼 大光
曜 一切如來母 一切天母 蓮華 大蓮華 持蓮華等
等 非常多與蓮華及白色有關的名號 從這些名號可知此
天女非一般的天人 祂有不可思議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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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藏經︼也記載 ﹁嗡 摩訶室利耶 梭
哈 ﹂是一切蓮華部母心陀羅尼 而蓮華部母就是白衣
觀音 ︵弟子答：它是在︻金光明最勝王經︼ ︶就是
︻金光明經︼裡面有記載大吉祥天女
大吉祥天女是一切蓮華部母的心陀羅尼 而蓮華部
母也就是白衣觀音 那這樣大吉祥天是不是觀世音菩
薩 白衣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看這個經典 總之 有親
戚的關係 你問得不錯 跟觀世音菩薩是有親戚的關
係 只能夠這樣子講了
其實我們在修行當中啊 很多的佛都是有關聯的
都有關係的 佛有五部 像毘盧遮那佛 阿閦佛 阿彌
陀佛 寶生佛 不空成就佛 分成五部 蓮華部是屬於
阿彌陀佛的 觀世音菩薩當然是屬於蓮華部的 大吉祥
天女就是蓮華部的親戚

Ｑ

我很怕那是假的鑽石

﹂︵笑︶因為鑽石假的太

問題五：︵續上︶師尊書記載：﹁吉祥天女更適
合女子去修持 男子略不適合 因為此天女現女
子身 相貌非凡 有潔淨之心 男子修法 容易觸
犯 ﹂那麼對吉祥天女具大恭敬心及淨信的男弟子 若
想要修持供養大吉祥天女 要如何才不會容易觸犯？感
恩師尊 願師佛佛體安康
回答五：他是一個男的弟子 他想要修大吉祥天
女：﹁要如何才不會容易觸犯？有恭敬心及淨信的男弟
子 若想修持供養大吉祥天女 要如何才不會容易觸
犯？﹂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守戒就好了嘛！基本
上的佛教五戒你要守 就不會觸犯 你不殺生 用清淨
食去供養 用清淨的東西去供養大吉祥天 不殺生；不
偷盜 你用偷盜的方法 偷盜的東西去供養就是污穢

不安
多了

好吧！我們講︻金剛經︼ 標題﹁能淨業障分第十
六﹂ 這個︻金剛經︼能夠清淨你本身的業障 這個標
題很好解釋﹁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金剛經︼第十六
就講 能夠清淨你的業障 業障清淨完了 你沒有業
障 你當然就是解脫 解脫了怎麼啦？你就可以到西方
極樂世界常寂光土 身上發光 沒有業障身體自然發
光 就可以到常極光土 最高的實報莊嚴土 報身佛的
淨土 你都可以去 方便有餘土你當然可以去 十方佛
國的淨土你都可以到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金剛經︼是可以清除你本身
的業障的 這標題就是說﹁能淨﹂ 能夠清除你的業
障 你的業障全部消除了 十方佛國皆可以去得 你也
成就了四聖界 四聖界就是佛 菩薩 緣覺 聲聞 四
聖界
就講這個經文吧！剛剛已經講了 經文就是這樣
那已經講完︵笑︶ 講到這裡啊 我倒是有一個感想
︻金剛經︼是講﹁空﹂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就是空 ︻心經︼也是講空的：﹁無眼
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這講的東西
跟︻金剛經︼是一樣的 ︻心經︼也是講空 無所得

不可以的；不邪淫 你不用不好的思想去供養祂 不邪
淫 不用不好的想念的方法去供養祂；然後不妄語 你
不講欺騙的話 不講粗話 講什麼話去觸犯祂；最後
呢 你不喝酒
像現在的COVID-19 師尊是有喝一點小酒 雖然五
戒當中有不飲酒戒 但是師尊喝酒但是並不亂 並沒有
說醉起來的時候就亂 亂了 那就觸犯了祂 不亂 還
是可以的 我就是講說這個喝酒戒 好像你們供養金剛
神都是要用酒去供養 那西藏密宗 當然大吉祥天你也
用酒去供養 因為祂也是屬於金剛神之一啊 西藏的大
吉祥天也是金剛神之一 你用酒去供養 但是你供養完
的酒 你把它丟掉太可惜了 那自己喝一點應該是可以
的 但是千萬不要喝酒開車 不要喝酒開車 不要亂你
的性 也不要亂 就沒有觸犯 你守這五戒就可以供養
大吉祥天 這五戒也是基本上的佛教的五戒
路上遇到一個乞丐 他手裡拿著一張紙寫著：﹁我
是一個聾啞人 請施捨一點給我 ﹂我懷疑他是個騙
子 就說：﹁對不起 我不識字 ﹂然後這個乞丐就開
口講：﹁兄弟 我的錢包被偷了 沒錢買車票回家 借
我一點錢吧！﹂我很驚訝地講：﹁你不是聾啞人嗎？﹂
乞丐也很吃驚地講：﹁你不是不識字嗎？﹂︵笑︶
年輕人因為掉了頭髮 就去找了一位名醫 名醫望
著他的頭髮以後就嘆了一口氣 指著不遠處一個掃地的
出家人 年輕人充滿希望地問：﹁那位出家人就是世外
高僧 他是可以治療脫髮的嗎？﹂這個名醫就講：
﹁不 再過幾個月後 你就會禿成像他那樣子 ﹂
法官審問一個小偷講：﹁你偷人家的鑽石項鍊 都
不會覺得不安嗎？﹂小偷說：﹁會啊！我心裡也覺得很

你得不到什麼東西 在這世界上你得不到什麼東西
我有一個比喻跟大家講 我現在在這裡說法 你們
大家在底下聽法 在︻金剛經︼裡面講 無說者 沒有
說法的人 無聽法的人 沒有聽法的人 沒有法這回
事 這就是空 也就是三輪皆空 叫做三輪皆空 所以
我講那個︿三輪雷藏寺﹀啊 我們在Texas德州 ︿三輪
雷藏寺﹀在德州 我用﹁三輪﹂給他 我說：﹁你就叫
︿三輪雷藏寺﹀ ﹂他首先跟我講：﹁師尊啊 祢怎麼
給我一個三輪的︵臺語︶ 人家車子都是四輪︵臺
語︶ 祢怎麼給我一個三輪的︵臺語︶ ﹂︵笑︶﹁三
輪﹂的意思就是佛經裡面的﹁三輪體空﹂ 要體會這個
空性
師尊現在的心境 人生觀 我告訴大家 我等於是
一個觀眾 進去電影院裡面看一場電影 電影裡面有一
個男主角他叫做盧勝彥 有一個女主角她叫盧麗香 然
後開始演戲 演這人生的戲 開始演戲了 就很多的場
景啦 很多的配角 有很多的配角 男配角 女配角
然後很多的臨時演員 還有很多布景 布景是什麼呢？
布景就是在臺灣 臺灣啊 高雄啊 臺中啊 一直演
演到美國西雅圖啊 演到現在啊 這個盧勝彥變成盧師
尊 盧師尊在那邊說法 底下祂有很多的信眾 創立了
︿真佛宗﹀ 就是看這個電影
我進到電影院 我就是看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的名
字叫做﹁盧勝彥的來歷﹂ 開始演 從祂怎麼樣出生一
直演 演到最後 終於這個電影演完了 然後電影就結
束了 就是﹁The End﹂ 就是結束了 電影結束了 那
我看完以後呢 我就離開電影院了 當然我會被這個電
影所感動 因為裡面有喜 怒 哀 樂 喜 怒 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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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藏經︼也記載 ﹁嗡 摩訶室利耶 梭
哈 ﹂是一切蓮華部母心陀羅尼 而蓮華部母就是白衣
觀音 ︵弟子答：它是在︻金光明最勝王經︼ ︶就是
︻金光明經︼裡面有記載大吉祥天女
大吉祥天女是一切蓮華部母的心陀羅尼 而蓮華部
母也就是白衣觀音 那這樣大吉祥天是不是觀世音菩
薩 白衣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看這個經典 總之 有親
戚的關係 你問得不錯 跟觀世音菩薩是有親戚的關
係 只能夠這樣子講了
其實我們在修行當中啊 很多的佛都是有關聯的
都有關係的 佛有五部 像毘盧遮那佛 阿閦佛 阿彌
陀佛 寶生佛 不空成就佛 分成五部 蓮華部是屬於
阿彌陀佛的 觀世音菩薩當然是屬於蓮華部的 大吉祥
天女就是蓮華部的親戚

Ｑ

我很怕那是假的鑽石

﹂︵笑︶因為鑽石假的太

問題五：︵續上︶師尊書記載：﹁吉祥天女更適
合女子去修持 男子略不適合 因為此天女現女
子身 相貌非凡 有潔淨之心 男子修法 容易觸
犯 ﹂那麼對吉祥天女具大恭敬心及淨信的男弟子 若
想要修持供養大吉祥天女 要如何才不會容易觸犯？感
恩師尊 願師佛佛體安康
回答五：他是一個男的弟子 他想要修大吉祥天
女：﹁要如何才不會容易觸犯？有恭敬心及淨信的男弟
子 若想修持供養大吉祥天女 要如何才不會容易觸
犯？﹂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守戒就好了嘛！基本
上的佛教五戒你要守 就不會觸犯 你不殺生 用清淨
食去供養 用清淨的東西去供養大吉祥天 不殺生；不
偷盜 你用偷盜的方法 偷盜的東西去供養就是污穢

不安
多了

好吧！我們講︻金剛經︼ 標題﹁能淨業障分第十
六﹂ 這個︻金剛經︼能夠清淨你本身的業障 這個標
題很好解釋﹁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金剛經︼第十六
就講 能夠清淨你的業障 業障清淨完了 你沒有業
障 你當然就是解脫 解脫了怎麼啦？你就可以到西方
極樂世界常寂光土 身上發光 沒有業障身體自然發
光 就可以到常極光土 最高的實報莊嚴土 報身佛的
淨土 你都可以去 方便有餘土你當然可以去 十方佛
國的淨土你都可以到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金剛經︼是可以清除你本身
的業障的 這標題就是說﹁能淨﹂ 能夠清除你的業
障 你的業障全部消除了 十方佛國皆可以去得 你也
成就了四聖界 四聖界就是佛 菩薩 緣覺 聲聞 四
聖界
就講這個經文吧！剛剛已經講了 經文就是這樣
那已經講完︵笑︶ 講到這裡啊 我倒是有一個感想
︻金剛經︼是講﹁空﹂的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就是空 ︻心經︼也是講空的：﹁無眼
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這講的東西
跟︻金剛經︼是一樣的 ︻心經︼也是講空 無所得

不可以的；不邪淫 你不用不好的思想去供養祂 不邪
淫 不用不好的想念的方法去供養祂；然後不妄語 你
不講欺騙的話 不講粗話 講什麼話去觸犯祂；最後
呢 你不喝酒
像現在的COVID-19 師尊是有喝一點小酒 雖然五
戒當中有不飲酒戒 但是師尊喝酒但是並不亂 並沒有
說醉起來的時候就亂 亂了 那就觸犯了祂 不亂 還
是可以的 我就是講說這個喝酒戒 好像你們供養金剛
神都是要用酒去供養 那西藏密宗 當然大吉祥天你也
用酒去供養 因為祂也是屬於金剛神之一啊 西藏的大
吉祥天也是金剛神之一 你用酒去供養 但是你供養完
的酒 你把它丟掉太可惜了 那自己喝一點應該是可以
的 但是千萬不要喝酒開車 不要喝酒開車 不要亂你
的性 也不要亂 就沒有觸犯 你守這五戒就可以供養
大吉祥天 這五戒也是基本上的佛教的五戒
路上遇到一個乞丐 他手裡拿著一張紙寫著：﹁我
是一個聾啞人 請施捨一點給我 ﹂我懷疑他是個騙
子 就說：﹁對不起 我不識字 ﹂然後這個乞丐就開
口講：﹁兄弟 我的錢包被偷了 沒錢買車票回家 借
我一點錢吧！﹂我很驚訝地講：﹁你不是聾啞人嗎？﹂
乞丐也很吃驚地講：﹁你不是不識字嗎？﹂︵笑︶
年輕人因為掉了頭髮 就去找了一位名醫 名醫望
著他的頭髮以後就嘆了一口氣 指著不遠處一個掃地的
出家人 年輕人充滿希望地問：﹁那位出家人就是世外
高僧 他是可以治療脫髮的嗎？﹂這個名醫就講：
﹁不 再過幾個月後 你就會禿成像他那樣子 ﹂
法官審問一個小偷講：﹁你偷人家的鑽石項鍊 都
不會覺得不安嗎？﹂小偷說：﹁會啊！我心裡也覺得很

你得不到什麼東西 在這世界上你得不到什麼東西
我有一個比喻跟大家講 我現在在這裡說法 你們
大家在底下聽法 在︻金剛經︼裡面講 無說者 沒有
說法的人 無聽法的人 沒有聽法的人 沒有法這回
事 這就是空 也就是三輪皆空 叫做三輪皆空 所以
我講那個︿三輪雷藏寺﹀啊 我們在Texas德州 ︿三輪
雷藏寺﹀在德州 我用﹁三輪﹂給他 我說：﹁你就叫
︿三輪雷藏寺﹀ ﹂他首先跟我講：﹁師尊啊 祢怎麼
給我一個三輪的︵臺語︶ 人家車子都是四輪︵臺
語︶ 祢怎麼給我一個三輪的︵臺語︶ ﹂︵笑︶﹁三
輪﹂的意思就是佛經裡面的﹁三輪體空﹂ 要體會這個
空性
師尊現在的心境 人生觀 我告訴大家 我等於是
一個觀眾 進去電影院裡面看一場電影 電影裡面有一
個男主角他叫做盧勝彥 有一個女主角她叫盧麗香 然
後開始演戲 演這人生的戲 開始演戲了 就很多的場
景啦 很多的配角 有很多的配角 男配角 女配角
然後很多的臨時演員 還有很多布景 布景是什麼呢？
布景就是在臺灣 臺灣啊 高雄啊 臺中啊 一直演
演到美國西雅圖啊 演到現在啊 這個盧勝彥變成盧師
尊 盧師尊在那邊說法 底下祂有很多的信眾 創立了
︿真佛宗﹀ 就是看這個電影
我進到電影院 我就是看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的名
字叫做﹁盧勝彥的來歷﹂ 開始演 從祂怎麼樣出生一
直演 演到最後 終於這個電影演完了 然後電影就結
束了 就是﹁The End﹂ 就是結束了 電影結束了 那
我看完以後呢 我就離開電影院了 當然我會被這個電
影所感動 因為裡面有喜 怒 哀 樂 喜 怒 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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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你自己的業障
這一點跟大家講清楚 貪 瞋 癡 疑 慢 關閉
六賊｜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有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沒有財
色 名 食 睡的貪念 你就解脫出來 因為有這個假
的盧勝彥才會輪迴 真的盧勝彥是不受輪迴的
談到貪 前兩天吧 我跟師母吃完晚上的宵夜 她
就要回房間睡覺 我要去給她點眼藥水 給她蓋棉被
然後再給她做房間的結界 然後她走到她房間的門口的
時候 她有一部小車子四個輪子的 平時她如果腳走路
不方便 她就坐那一部車子 可以在家裡開來開去 四
個輪子很小的 一個人坐 那一種小車子 不方便的人
他坐在上面 他可以車子開到哪一個房間都可以 她可
以從她的房間開到我的房間 她看了那個車子一眼說：
﹁上面坐著一個小姐 ﹂她說：﹁小車子上坐著一個小
姐 ﹂那我就問她：﹁這個小姐漂亮嗎？﹂︵笑︶她就
看我一眼
那我今天就問她：﹁妳那一天看到車子上那個小姐
漂亮嗎？﹂她說：﹁就算是鬼漂亮 這個小姐也是個
鬼 就算這個鬼漂亮 我也會吃醋 ﹂所以她不告訴我
那個漂亮不漂亮 她看見是不是真的？她要走進她自己
的房間 她跟我講：﹁這個車子上有一個小姐 ﹂我第
一句話就問：﹁這小姐漂亮嗎？﹂這就是那個假的盧師
尊的心︵笑︶ 連鬼 那個明明是無形的鬼 還問說這
個鬼漂亮嗎？這個是假的 我也是這樣子問
另外 師尊每一次回房間的時候 跟瑤池金母在合
掌：﹁嗡 金母悉地 吽 嗡 金母悉地 吽 嗡 金
母悉地 吽
﹂瑤池金母祂會升上虛空 眉心祂會放

樂都有 那我跟著情節走 走走走走走 那個盧勝彥跟
盧麗香兩個人演電影 在電影裡面 哇 祂的一生全部
都演出來了 男主角 女主角 還有配角 臨時演員一
大堆 然後就出來了 電影結束了 ねむ就是完畢 死
了 日本話 終わり就是結束 ねむ就是死了 電影已
經結束 我就看完了 我就走出來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
的盧勝彥的電影
︻金剛經︼講 現在我在這裡說法是假的盧勝彥
我的佛性是真的盧勝彥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的盧勝彥在
演電影 有一天會結束的 終 わり 結束 看完了 請
問電影裡面的男 女主角跟臨時演員跟配角跟所有的場
景 跟這位觀眾有何關係？你當時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也會有感動啊 他笑的時候你跟著笑 哭的時候跟著哭
啊 忿怒的時候跟著忿怒啊 悲哀的時候跟著悲哀啊
快樂的時候跟著快樂啊 看完了 哎！原來這是一場電
影啊！兩者沒有關係 這個觀眾 我是觀眾 就看自己
在演電影 這個就是︻金剛經︼的要義
演的電影裡面當然都是假的 假的跟真的差不多
哎！但是我只是一個觀眾 這個觀眾就是佛性 是真的
盧勝彥 現在在娑婆世界上那個盧勝彥是假的盧勝彥
還有假的演員 全部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但是你佛性自主
看完了 我跟那個假的盧勝彥完全無關 我就是佛性
我跟大家講這個 你們了解什麼是佛性 什麼是解脫
這個真的盧勝彥才是解脫的 裡面所有一切所演的全部
都是假的
但是如果這個電影裡面的盧勝彥如果是犯戒的 有
業障的 他照樣在六道裡面輪迴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光 然後會照我的眉心 就在那個時候 我會聽到高跟
鞋的聲音 叩叩叩叩叩
從走廊很遠的地方走近 叩
叩叩叩叩叩叩
走到你的身邊 然後就沒有聲音了
還好是我 如果是你 雞母皮︵臺語 起雞皮疙瘩︶
唰 唰 唰 這樣 喔 真的哎！我絕對不騙你！叩叩
叩叩叩叩叩叩 走到你旁邊喔 就沒有聲音 天天這個
樣 天天都來這一套 不然就是男的皮鞋在走路的聲
音 或者是拖鞋 或者是什麼鞋 他們穿的不一樣的
就走過來 走到我身邊來 還好是我
我那時候有一個感想 有時候他們吵我的時候 我
會跟他講：﹁我到了這裡會跟你們問安 你們不用問候
我 我會跟你講：你們好 大家好 你們好
你們以
後不要出聲音 因為我是不怕無形的 但是突然間發出
聲音會嚇到我啊 ﹂我也會被嚇到啊 真的 突然間發
出那麼大的聲音 這樣子 嚇我做什麼？每一次都要嚇
我 那鞋子的聲音老是要嚇我 我說：﹁我知道你們
在 我就會跟你們問候：﹃你們好 ﹄﹂這幾天我去到
那裡 我先到門口就講：﹁你們好 ﹂都沒有聲音 他
不會嚇到我了 他們出聲音我也會被嚇到啊 真的
真的有這些無形的 絕對不是沒有 如果沒有無形
的 你們今天戴口罩幹什麼？COVID-19的病毒也都是無形
的啊 你們也沒有辦法看到啊 無形的就是這樣子 明
明是有 所以我經歷的就是真的是有陰間 真的是有無
形的鬼 我經歷到的 所以 你不能變成中陰啊！將來
每個人跟這個標題一樣﹁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你們都
可以清淨自己的業障 由︻金剛經︼裡面去實踐︻金剛
經︼ 你們可以清除掉自己的業障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六道輪迴全是假的 你如果不認出來 你永遠在六道裡
面輪迴；你如果認出來 你只是在看一場戲 這場戲是
會結束的 那你就已經解脫了自己 能夠成就了 你是
自主的 你是任運的 你完全解脫 不需要六道輪迴
你如果認為那個假的盧勝彥就是真的盧勝彥 那你還要
六道輪迴 因為他有犯戒的地方 有做錯事情的地方
他必須要受這個業報 繼續再輪迴 我是講︻金剛
經︼ 如何解脫 如何清淨你的業障
所以六祖惠能祂講：﹁不思善 不思惡 ﹂善惡跟
祂沒有關係 現在你已經脫出來了 你讀了︻金剛經︼
以後 你是在看你演這一生所演的戲 但是你也要清淨
你自己 你才能夠脫出六道輪迴 你如果不清淨你自己
本身的業障 是沒有辦法脫出輪迴的 所以有一天當我
這個假的盧勝彥死的時候 我只留下三個字叫做﹁無干
涉﹂ 我跟那個假的盧勝彥沒有關係 我只是在看他演
戲 我只是一個觀眾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如何能清淨自己的業障？標題﹁如何清淨自
己的業障﹂ 你已經看清楚了 你的人生就是一場電
影 我們每個人都在演電影 都是演員 都在演自己的
電影 以自我為中心在演電影 有一天這個電影會結
束 你如果不變成佛性 你就在電影裡面 永遠認為這
個電影就是真的 就是你 你在演電影 你還要再轉
世 六道輪迴裡面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因為你的業障
沒有清除乾淨；當你了解︻金剛經︼以後 知道﹁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不再演這個電
影了 我清淨自己 我跳出來變成觀眾 再看自己 讓
他不要犯過 你演的這個主角不要犯一些業障的事情
你就可以不用再演這一場電影 不用在六道輪迴這一場
電影再繼續演下去 你就已經出來 你就解脫了 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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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你自己的業障
這一點跟大家講清楚 貪 瞋 癡 疑 慢 關閉
六賊｜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有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沒有財
色 名 食 睡的貪念 你就解脫出來 因為有這個假
的盧勝彥才會輪迴 真的盧勝彥是不受輪迴的
談到貪 前兩天吧 我跟師母吃完晚上的宵夜 她
就要回房間睡覺 我要去給她點眼藥水 給她蓋棉被
然後再給她做房間的結界 然後她走到她房間的門口的
時候 她有一部小車子四個輪子的 平時她如果腳走路
不方便 她就坐那一部車子 可以在家裡開來開去 四
個輪子很小的 一個人坐 那一種小車子 不方便的人
他坐在上面 他可以車子開到哪一個房間都可以 她可
以從她的房間開到我的房間 她看了那個車子一眼說：
﹁上面坐著一個小姐 ﹂她說：﹁小車子上坐著一個小
姐 ﹂那我就問她：﹁這個小姐漂亮嗎？﹂︵笑︶她就
看我一眼
那我今天就問她：﹁妳那一天看到車子上那個小姐
漂亮嗎？﹂她說：﹁就算是鬼漂亮 這個小姐也是個
鬼 就算這個鬼漂亮 我也會吃醋 ﹂所以她不告訴我
那個漂亮不漂亮 她看見是不是真的？她要走進她自己
的房間 她跟我講：﹁這個車子上有一個小姐 ﹂我第
一句話就問：﹁這小姐漂亮嗎？﹂這就是那個假的盧師
尊的心︵笑︶ 連鬼 那個明明是無形的鬼 還問說這
個鬼漂亮嗎？這個是假的 我也是這樣子問
另外 師尊每一次回房間的時候 跟瑤池金母在合
掌：﹁嗡 金母悉地 吽 嗡 金母悉地 吽 嗡 金
母悉地 吽
﹂瑤池金母祂會升上虛空 眉心祂會放

樂都有 那我跟著情節走 走走走走走 那個盧勝彥跟
盧麗香兩個人演電影 在電影裡面 哇 祂的一生全部
都演出來了 男主角 女主角 還有配角 臨時演員一
大堆 然後就出來了 電影結束了 ねむ就是完畢 死
了 日本話 終わり就是結束 ねむ就是死了 電影已
經結束 我就看完了 我就走出來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
的盧勝彥的電影
︻金剛經︼講 現在我在這裡說法是假的盧勝彥
我的佛性是真的盧勝彥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的盧勝彥在
演電影 有一天會結束的 終 わり 結束 看完了 請
問電影裡面的男 女主角跟臨時演員跟配角跟所有的場
景 跟這位觀眾有何關係？你當時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也會有感動啊 他笑的時候你跟著笑 哭的時候跟著哭
啊 忿怒的時候跟著忿怒啊 悲哀的時候跟著悲哀啊
快樂的時候跟著快樂啊 看完了 哎！原來這是一場電
影啊！兩者沒有關係 這個觀眾 我是觀眾 就看自己
在演電影 這個就是︻金剛經︼的要義
演的電影裡面當然都是假的 假的跟真的差不多
哎！但是我只是一個觀眾 這個觀眾就是佛性 是真的
盧勝彥 現在在娑婆世界上那個盧勝彥是假的盧勝彥
還有假的演員 全部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但是你佛性自主
看完了 我跟那個假的盧勝彥完全無關 我就是佛性
我跟大家講這個 你們了解什麼是佛性 什麼是解脫
這個真的盧勝彥才是解脫的 裡面所有一切所演的全部
都是假的
但是如果這個電影裡面的盧勝彥如果是犯戒的 有
業障的 他照樣在六道裡面輪迴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光 然後會照我的眉心 就在那個時候 我會聽到高跟
鞋的聲音 叩叩叩叩叩
從走廊很遠的地方走近 叩
叩叩叩叩叩叩
走到你的身邊 然後就沒有聲音了
還好是我 如果是你 雞母皮︵臺語 起雞皮疙瘩︶
唰 唰 唰 這樣 喔 真的哎！我絕對不騙你！叩叩
叩叩叩叩叩叩 走到你旁邊喔 就沒有聲音 天天這個
樣 天天都來這一套 不然就是男的皮鞋在走路的聲
音 或者是拖鞋 或者是什麼鞋 他們穿的不一樣的
就走過來 走到我身邊來 還好是我
我那時候有一個感想 有時候他們吵我的時候 我
會跟他講：﹁我到了這裡會跟你們問安 你們不用問候
我 我會跟你講：你們好 大家好 你們好
你們以
後不要出聲音 因為我是不怕無形的 但是突然間發出
聲音會嚇到我啊 ﹂我也會被嚇到啊 真的 突然間發
出那麼大的聲音 這樣子 嚇我做什麼？每一次都要嚇
我 那鞋子的聲音老是要嚇我 我說：﹁我知道你們
在 我就會跟你們問候：﹃你們好 ﹄﹂這幾天我去到
那裡 我先到門口就講：﹁你們好 ﹂都沒有聲音 他
不會嚇到我了 他們出聲音我也會被嚇到啊 真的
真的有這些無形的 絕對不是沒有 如果沒有無形
的 你們今天戴口罩幹什麼？COVID-19的病毒也都是無形
的啊 你們也沒有辦法看到啊 無形的就是這樣子 明
明是有 所以我經歷的就是真的是有陰間 真的是有無
形的鬼 我經歷到的 所以 你不能變成中陰啊！將來
每個人跟這個標題一樣﹁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你們都
可以清淨自己的業障 由︻金剛經︼裡面去實踐︻金剛
經︼ 你們可以清除掉自己的業障
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六道輪迴全是假的 你如果不認出來 你永遠在六道裡
面輪迴；你如果認出來 你只是在看一場戲 這場戲是
會結束的 那你就已經解脫了自己 能夠成就了 你是
自主的 你是任運的 你完全解脫 不需要六道輪迴
你如果認為那個假的盧勝彥就是真的盧勝彥 那你還要
六道輪迴 因為他有犯戒的地方 有做錯事情的地方
他必須要受這個業報 繼續再輪迴 我是講︻金剛
經︼ 如何解脫 如何清淨你的業障
所以六祖惠能祂講：﹁不思善 不思惡 ﹂善惡跟
祂沒有關係 現在你已經脫出來了 你讀了︻金剛經︼
以後 你是在看你演這一生所演的戲 但是你也要清淨
你自己 你才能夠脫出六道輪迴 你如果不清淨你自己
本身的業障 是沒有辦法脫出輪迴的 所以有一天當我
這個假的盧勝彥死的時候 我只留下三個字叫做﹁無干
涉﹂ 我跟那個假的盧勝彥沒有關係 我只是在看他演
戲 我只是一個觀眾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如何能清淨自己的業障？標題﹁如何清淨自
己的業障﹂ 你已經看清楚了 你的人生就是一場電
影 我們每個人都在演電影 都是演員 都在演自己的
電影 以自我為中心在演電影 有一天這個電影會結
束 你如果不變成佛性 你就在電影裡面 永遠認為這
個電影就是真的 就是你 你在演電影 你還要再轉
世 六道輪迴裡面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因為你的業障
沒有清除乾淨；當你了解︻金剛經︼以後 知道﹁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我不再演這個電
影了 我清淨自己 我跳出來變成觀眾 再看自己 讓
他不要犯過 你演的這個主角不要犯一些業障的事情
你就可以不用再演這一場電影 不用在六道輪迴這一場
電影再繼續演下去 你就已經出來 你就解脫了 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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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
善㊚子、善㊛㆟，受持讀誦此
經，若為㆟輕賤，是㆟先世罪
業，應墮惡道，以今世㆟輕賤
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
多羅㆔藐㆔菩提。

敬

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
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準提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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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安！還有
春節大家快樂 吉祥！
今天我們是修大準提佛母 準提佛母在藏密 一般
對藏密來講 準提佛母比較少人弘揚 但是準提佛母在
日本的東密 所有差不多︿真言宗﹀的弟子都知道 然
後在印度 原來的印度本身有一個教 叫﹁耆那教﹂
耆那的一個教派 我在印度的時候 看見他們的主尊就
是準提佛母 準提佛母又叫做七俱胝佛母 師尊準提佛
母的傳承就是普方上師所給的傳承 所以他每一次祈請
的時候 都是唸了前面那兩句﹁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
佛母大準提﹂ 他在台北社子島建了一個︿總持寺﹀
為什麼叫︿總持寺﹀呢？準提佛母的手印就是所有手印
的總持 所以才叫︿總持寺﹀
這個手印 每一個只要是法師 上師 他在結手印
的時候 第一個手印就是總持印 也就是準提佛母的根
本印 基於這樣子 所以普方上師在台北社子島 他有
一個︿總持寺﹀ 他的弟子全部第一個字就是圓 圓滿

的圓 師尊那時候的法號就是圓池 池是這個lake 不
是湖 池 水池的池 圓池 剛好相應了師尊的根本地
就是摩訶雙蓮池 ︵眾鼓掌︶準提佛母是師尊很尊敬的
一個佛母 所以祂列在我們︿真佛宗﹀的八大本尊當中
的其中的一尊 是這個原因 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們剛剛有請法 大幻化網金剛 大家都知道大幻
化網金剛的佛塔 我是聽說在整個世界上只有兩座 還
有一座 就是師尊在主持大幻化網金剛的時候 把它建
起來；每一次傳法的時候 大幻化網金剛的壇城建立起
來 重新再把它建立起來 裡面的供奉就是文武百尊
我們講的是文武百尊 應該是一○四尊 所謂的文尊
就是像後面坐的五方佛一樣都是屬於文尊 什麼是武
尊？就是呈現忿怒相的都是武尊 還有文武尊 什麼是
文武尊？是一半是文尊 一半是武尊；一半是慈悲相
一半是忿怒相 這個叫文武尊 像咕嚕咕咧佛母 祂就
是文武尊 所以佛相有三種 一個是忿怒相 一個是慈
悲相 一個是慈悲加忿怒相 有三種 這是密教本身才
有這樣子的相
剛剛大幻化網金剛 另外﹁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法﹂ 是瑤池金母那時候賜福眾生的 我們︿真佛宗﹀
的弟子 因為我在︿西雅圖雷藏寺﹀傳了﹁馬上有錢
法﹂ 有一家人就修這個法 就是蓮花梭麥 他修了這
個法 中了美國的第一大樂透 大家都知道 這是所有
的人都知道 也有一個人修了這個﹁馬上有錢法﹂ 他
中的是一億六千萬美金 有這樣的一個弟子 但是他沒
有講出他的姓名來 他跟師尊講他中了 就是這樣 這
個是只有我們︿真佛宗﹀的弟子才有這種現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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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 剛經

解授
密意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
善㊚子、善㊛㆟，受持讀誦此
經，若為㆟輕賤，是㆟先世罪
業，應墮惡道，以今世㆟輕賤
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
多羅㆔藐㆔菩提。

敬

禮了鳴和尚 敬禮薩迦證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
寶法王噶瑪巴 敬禮吐登達爾吉上師 我們敬禮
壇城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準提佛母﹂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以及各位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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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安！還有
春節大家快樂 吉祥！
今天我們是修大準提佛母 準提佛母在藏密 一般
對藏密來講 準提佛母比較少人弘揚 但是準提佛母在
日本的東密 所有差不多︿真言宗﹀的弟子都知道 然
後在印度 原來的印度本身有一個教 叫﹁耆那教﹂
耆那的一個教派 我在印度的時候 看見他們的主尊就
是準提佛母 準提佛母又叫做七俱胝佛母 師尊準提佛
母的傳承就是普方上師所給的傳承 所以他每一次祈請
的時候 都是唸了前面那兩句﹁稽首皈依蘇悉地 敬禮
佛母大準提﹂ 他在台北社子島建了一個︿總持寺﹀
為什麼叫︿總持寺﹀呢？準提佛母的手印就是所有手印
的總持 所以才叫︿總持寺﹀
這個手印 每一個只要是法師 上師 他在結手印
的時候 第一個手印就是總持印 也就是準提佛母的根
本印 基於這樣子 所以普方上師在台北社子島 他有
一個︿總持寺﹀ 他的弟子全部第一個字就是圓 圓滿

的圓 師尊那時候的法號就是圓池 池是這個lake 不
是湖 池 水池的池 圓池 剛好相應了師尊的根本地
就是摩訶雙蓮池 ︵眾鼓掌︶準提佛母是師尊很尊敬的
一個佛母 所以祂列在我們︿真佛宗﹀的八大本尊當中
的其中的一尊 是這個原因 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們剛剛有請法 大幻化網金剛 大家都知道大幻
化網金剛的佛塔 我是聽說在整個世界上只有兩座 還
有一座 就是師尊在主持大幻化網金剛的時候 把它建
起來；每一次傳法的時候 大幻化網金剛的壇城建立起
來 重新再把它建立起來 裡面的供奉就是文武百尊
我們講的是文武百尊 應該是一○四尊 所謂的文尊
就是像後面坐的五方佛一樣都是屬於文尊 什麼是武
尊？就是呈現忿怒相的都是武尊 還有文武尊 什麼是
文武尊？是一半是文尊 一半是武尊；一半是慈悲相
一半是忿怒相 這個叫文武尊 像咕嚕咕咧佛母 祂就
是文武尊 所以佛相有三種 一個是忿怒相 一個是慈
悲相 一個是慈悲加忿怒相 有三種 這是密教本身才
有這樣子的相
剛剛大幻化網金剛 另外﹁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法﹂ 是瑤池金母那時候賜福眾生的 我們︿真佛宗﹀
的弟子 因為我在︿西雅圖雷藏寺﹀傳了﹁馬上有錢
法﹂ 有一家人就修這個法 就是蓮花梭麥 他修了這
個法 中了美國的第一大樂透 大家都知道 這是所有
的人都知道 也有一個人修了這個﹁馬上有錢法﹂ 他
中的是一億六千萬美金 有這樣的一個弟子 但是他沒
有講出他的姓名來 他跟師尊講他中了 就是這樣 這
個是只有我們︿真佛宗﹀的弟子才有這種現象 我們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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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幻化網金剛 還有敗血病的 甚至手指張不開的
他的肉是黏起來的 當場他手指就張開 他本來幾個指
頭的肉是黏起來的 他張不開手 居然﹁大幻化網金剛
法會﹂的時候 他手指頭張開 起來做見證的非常多
大幻化網金剛的威力無窮 瑤池金母 當然祂的﹁馬上
有錢法﹂ 蓮花梭麥是第一個感應的 我希望再多一點
人有這樣子的感應
有一個病人要求出院 醫生：﹁不行 還要繼續住
院觀察﹂ 病人：﹁我都住了七天了 怎麼都從來沒有
看到有人來觀察我？﹂醫生：﹁我們都是暗中觀察 ﹂
我們常常講﹁一步一腳印﹂踏實的意思 要堅持努
力 一步一腳印 如果有一天 有人一步兩腳印 告訴
你 那時候要到︿西雅圖雷藏寺﹀找師尊問事 另外一
個腳印是怎麼回事？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一年大約
會有四天的天赦日 在這天赦日當中要求玉皇大
帝開恩赦罪懺悔的日子 請示師尊對天赦日看法
回答一：我覺得天赦日 最好的方法就是﹁懺悔
法﹂ 而且在那一天 你最好把你的心胸打開 你可以
觀察自己 觀察自己很重要 這是孔夫子講的：﹁一日
要三省吾身﹂ 很多人只是觀察別人 從來沒有觀察過

Ｑ

﹁懺悔法﹂

Ｑ

︿真佛宗﹀弟子中獎的太多了 每一個財神幾乎都有人
中 像泰國的Ying師姐 她中四字獎連續中兩年 三
年 過了幾年以後 她來 我問說：﹁妳還中獎嗎？﹂
她就是講說：﹁還中獎啊！﹂夠她維持生活還有剩
還有很多中獎的啦 不好意思講他 還有我們很有
名的一個歌星 他也中了獎 只是他一直人家講他中
獎 他都不承認 我曾經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中了
獎嗎？﹂他的回答是：﹁謝謝師尊加持 ﹂我說：﹁你
來雷藏寺 ﹂中了獎就沒來雷藏寺 他說：﹁好啦！好
啦！﹂到現在還沒有來 有一個在台灣 是屬於威力
彩 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每一次說法提到的 所有那些
來的貴賓 當中的其中有一位 就是中了威力彩 只要
講出名字 大家都知道 他也來過西雅圖好幾次 他也
不願意跟人家講他是誰 只是他來到︿西雅圖雷藏
寺﹀ 在我的問事房 說中獎的供養給了師尊 師母
他的兒子跟他的女兒 他兒子在旁邊 然後我就要講這
個中獎的事情 他說：﹁stop 不要講 ﹂我就奇怪為
什麼？只有我跟他跟他兒子在 為什麼叫我不要講？後
來我們就問他 為什麼不要講？他告訴我 他兒子不知
道 不能讓他兒子知道 因為他兒子很會花錢 知道他
中獎以後 哇 不得了 所以連他的兒子都不知道 我
們也不敢講 就是這樣子
中獎很好 我希望大家主祈 ﹁瑤池金母馬上有
錢﹂ 像蓮花梭麥一樣；大幻化網金剛 記得也要主
祈 為什麼呢？藏密裡面 大幻化網金剛是非常有威力
的金剛神 你看我在主持大幻化網金剛的時候感應連
連 最多感應的就是大幻化網金剛 事後每一個人 他
身上有病的 還有瘤消失掉的 還是癌症消失掉的 都

問題二：台灣的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上師蓮生
佛 弟子請示師佛關於﹁煙供法﹂的問題 懇請
師佛慈悲解惑 弟子依照︿宗委會﹀頒布的煙供儀軌
做完前行以後 進入正行三段法生 師佛曾開示 若是
四臂觀音 需先觀空 唸﹃觀空咒﹄三遍加持後觀想：
１ 虛空現﹁泮 ﹂字旋轉變成蓮花
２ 蓮上有﹁阿 ﹂字旋轉變成月輪
３ 月中有﹁些 ﹂字旋轉變成四臂觀音 而煙供
法主尊也是四臂觀音
請示師佛：一 煙供時正行觀想是否需照上面三步
走 還是照儀軌即可？現頒布的儀軌是先觀空 念﹃觀
空咒﹄三遍加持後 月輪升起接第三步
回答二：﹁煙供法﹂在修行的時候 正行觀想 他
已經找出來了 我以前講的 虛空有一個﹁泮﹂字 有
點像有口 但是上面短下面長 那個梵字旋轉變成蓮
花 然後蓮花中心有一個﹁阿﹂字 ﹁阿﹂字就變成月
輪 月輪中有﹁些﹂字就變成四臂觀音 當然 這個來
講 ﹁泮﹂ ﹁阿﹂ ﹁些﹂在藏密講起來 先有梵
字 再變化出來 先有梵字再變化出來 但是﹁宗委
會﹂頒布的 他只是講先觀空 ﹃觀空咒﹄三遍以後加
持 然後月輪就升出來 月輪就出來 月輪中間有一個
﹁些﹂字 ﹁些﹂字旋轉 裡面就有出現了四臂觀音
他在懷疑為什麼沒有﹁泮﹂字變成蓮花？為什麼沒
有﹁阿﹂字成月輪？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我告訴大家一
件事情 這種變化 在事部是要這樣子做 剛剛開始學

答

我們經常要反省自己

雜誌

自己 其實別人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根本不用去觀
察別人 其他的人是其他人的事情 我們修行剛開始的
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觀察自己 ﹁一日三省吾身﹂
這一點最重要 觀察兩個字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身體
當然要注重自己身體健康 觀察你自己身體健康很重
要 然後要觀察你自己的心念 你的念頭
老是天天觀察別人 沒有觀察自己 別人跟你沒有
什麼關係的 先觀察自己 自己的心念非常的重要 你
找出了你自己心念當中的錯誤 在天赦日那一天開誠布
公 跟天帝講：﹁以後我不再犯！﹂這就是懺悔 我們
眼睛都是向外看 其實學佛是向內看 不是向前看 向
右看 向左看 向後看 都不是 看自己本身的心念
你的心 觀察你自己的心念 你心念哪裡有錯了 在天
赦日向天帝懺悔
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對天赦日的看法
那一天修懺悔最好 不是說那一天天帝赦免你一切的
罪 不是的 而是你要向天帝表白：﹁我犯了什麼錯
從此以後不再犯 ﹂天帝才會赦免你 你天天都是這個
樣子 你從來也不懺悔 天赦日有什麼用？
在這四天 我覺得 除了三惡道以外 人道是最苦
的一個道 天道是享福的 天道是他們有福才會升天
的 天道是享福的 人道其實樂很少 苦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天赦日 你要懺悔自己 然後重新把自己的心念
調整 其實 你觀察別人是自己受苦 為什麼觀察別人
自己受苦？你們想想這個意義到底是在哪裡？觀察別人
沒有什麼用 你有沒有看看你自己 看看自己 觀察你
自己的念頭 觀察你自己的心 所以我們密教裡面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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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幻化網金剛 還有敗血病的 甚至手指張不開的
他的肉是黏起來的 當場他手指就張開 他本來幾個指
頭的肉是黏起來的 他張不開手 居然﹁大幻化網金剛
法會﹂的時候 他手指頭張開 起來做見證的非常多
大幻化網金剛的威力無窮 瑤池金母 當然祂的﹁馬上
有錢法﹂ 蓮花梭麥是第一個感應的 我希望再多一點
人有這樣子的感應
有一個病人要求出院 醫生：﹁不行 還要繼續住
院觀察﹂ 病人：﹁我都住了七天了 怎麼都從來沒有
看到有人來觀察我？﹂醫生：﹁我們都是暗中觀察 ﹂
我們常常講﹁一步一腳印﹂踏實的意思 要堅持努
力 一步一腳印 如果有一天 有人一步兩腳印 告訴
你 那時候要到︿西雅圖雷藏寺﹀找師尊問事 另外一
個腳印是怎麼回事？

我們進入主題 你問我答
問題一：台灣的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一年大約
會有四天的天赦日 在這天赦日當中要求玉皇大
帝開恩赦罪懺悔的日子 請示師尊對天赦日看法
回答一：我覺得天赦日 最好的方法就是﹁懺悔
法﹂ 而且在那一天 你最好把你的心胸打開 你可以
觀察自己 觀察自己很重要 這是孔夫子講的：﹁一日
要三省吾身﹂ 很多人只是觀察別人 從來沒有觀察過

Ｑ

﹁懺悔法﹂

Ｑ

︿真佛宗﹀弟子中獎的太多了 每一個財神幾乎都有人
中 像泰國的Ying師姐 她中四字獎連續中兩年 三
年 過了幾年以後 她來 我問說：﹁妳還中獎嗎？﹂
她就是講說：﹁還中獎啊！﹂夠她維持生活還有剩
還有很多中獎的啦 不好意思講他 還有我們很有
名的一個歌星 他也中了獎 只是他一直人家講他中
獎 他都不承認 我曾經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中了
獎嗎？﹂他的回答是：﹁謝謝師尊加持 ﹂我說：﹁你
來雷藏寺 ﹂中了獎就沒來雷藏寺 他說：﹁好啦！好
啦！﹂到現在還沒有來 有一個在台灣 是屬於威力
彩 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每一次說法提到的 所有那些
來的貴賓 當中的其中有一位 就是中了威力彩 只要
講出名字 大家都知道 他也來過西雅圖好幾次 他也
不願意跟人家講他是誰 只是他來到︿西雅圖雷藏
寺﹀ 在我的問事房 說中獎的供養給了師尊 師母
他的兒子跟他的女兒 他兒子在旁邊 然後我就要講這
個中獎的事情 他說：﹁stop 不要講 ﹂我就奇怪為
什麼？只有我跟他跟他兒子在 為什麼叫我不要講？後
來我們就問他 為什麼不要講？他告訴我 他兒子不知
道 不能讓他兒子知道 因為他兒子很會花錢 知道他
中獎以後 哇 不得了 所以連他的兒子都不知道 我
們也不敢講 就是這樣子
中獎很好 我希望大家主祈 ﹁瑤池金母馬上有
錢﹂ 像蓮花梭麥一樣；大幻化網金剛 記得也要主
祈 為什麼呢？藏密裡面 大幻化網金剛是非常有威力
的金剛神 你看我在主持大幻化網金剛的時候感應連
連 最多感應的就是大幻化網金剛 事後每一個人 他
身上有病的 還有瘤消失掉的 還是癌症消失掉的 都

問題二：台灣的弟子問的 頂禮根本上師蓮生
佛 弟子請示師佛關於﹁煙供法﹂的問題 懇請
師佛慈悲解惑 弟子依照︿宗委會﹀頒布的煙供儀軌
做完前行以後 進入正行三段法生 師佛曾開示 若是
四臂觀音 需先觀空 唸﹃觀空咒﹄三遍加持後觀想：
１ 虛空現﹁泮 ﹂字旋轉變成蓮花
２ 蓮上有﹁阿 ﹂字旋轉變成月輪
３ 月中有﹁些 ﹂字旋轉變成四臂觀音 而煙供
法主尊也是四臂觀音
請示師佛：一 煙供時正行觀想是否需照上面三步
走 還是照儀軌即可？現頒布的儀軌是先觀空 念﹃觀
空咒﹄三遍加持後 月輪升起接第三步
回答二：﹁煙供法﹂在修行的時候 正行觀想 他
已經找出來了 我以前講的 虛空有一個﹁泮﹂字 有
點像有口 但是上面短下面長 那個梵字旋轉變成蓮
花 然後蓮花中心有一個﹁阿﹂字 ﹁阿﹂字就變成月
輪 月輪中有﹁些﹂字就變成四臂觀音 當然 這個來
講 ﹁泮﹂ ﹁阿﹂ ﹁些﹂在藏密講起來 先有梵
字 再變化出來 先有梵字再變化出來 但是﹁宗委
會﹂頒布的 他只是講先觀空 ﹃觀空咒﹄三遍以後加
持 然後月輪就升出來 月輪就出來 月輪中間有一個
﹁些﹂字 ﹁些﹂字旋轉 裡面就有出現了四臂觀音
他在懷疑為什麼沒有﹁泮﹂字變成蓮花？為什麼沒
有﹁阿﹂字成月輪？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我告訴大家一
件事情 這種變化 在事部是要這樣子做 剛剛開始學

答

我們經常要反省自己

雜誌

自己 其實別人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根本不用去觀
察別人 其他的人是其他人的事情 我們修行剛開始的
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觀察自己 ﹁一日三省吾身﹂
這一點最重要 觀察兩個字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身體
當然要注重自己身體健康 觀察你自己身體健康很重
要 然後要觀察你自己的心念 你的念頭
老是天天觀察別人 沒有觀察自己 別人跟你沒有
什麼關係的 先觀察自己 自己的心念非常的重要 你
找出了你自己心念當中的錯誤 在天赦日那一天開誠布
公 跟天帝講：﹁以後我不再犯！﹂這就是懺悔 我們
眼睛都是向外看 其實學佛是向內看 不是向前看 向
右看 向左看 向後看 都不是 看自己本身的心念
你的心 觀察你自己的心念 你心念哪裡有錯了 在天
赦日向天帝懺悔
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對天赦日的看法
那一天修懺悔最好 不是說那一天天帝赦免你一切的
罪 不是的 而是你要向天帝表白：﹁我犯了什麼錯
從此以後不再犯 ﹂天帝才會赦免你 你天天都是這個
樣子 你從來也不懺悔 天赦日有什麼用？
在這四天 我覺得 除了三惡道以外 人道是最苦
的一個道 天道是享福的 天道是他們有福才會升天
的 天道是享福的 人道其實樂很少 苦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天赦日 你要懺悔自己 然後重新把自己的心念
調整 其實 你觀察別人是自己受苦 為什麼觀察別人
自己受苦？你們想想這個意義到底是在哪裡？觀察別人
沒有什麼用 你有沒有看看你自己 看看自己 觀察你
自己的念頭 觀察你自己的心 所以我們密教裡面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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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續上︶本尊現前後 是否需要觀白光 紅
光 藍光三光加被 再觀行者心中放射藍色﹁吽 ﹂
字 鉤召四臂觀音至頂上 再入心蓮之上 入我後行者
與四臂觀音合一？現有的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回答三：現有的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直接他用召
勾四臂觀音住在頂上 再入心蓮 自己再變化成為四臂
觀音 這個問題跟剛剛講的一樣 本來我們在事部來講
都有三光加被 既然四臂觀音出現 祂放白色的光照你
的眉心 放紅色的光照你的喉 放藍色的光照你的心
就是﹁嗡﹂ ﹁阿﹂ ﹁吽﹂ 那自己清淨了 再用召
勾印 讓四臂觀音到頂上 然後再進到你的心中 你自
己就變成四臂觀音 按照事部的儀軌是要這樣子做；行
部的儀軌就沒有這樣子做 直接把四臂觀音召到你的頂
上 進入你裡面 合一 你自己變成四臂觀音 二者都
可以 你要做仔細一點 你也可以
不過師尊跟你講一句話 我每天晚上 我在做千

軌 這個煙供的儀軌是我師父傳給我 按照師父的儀
軌 ﹁煙供法﹂ 小煙供能夠有大的成就 ﹁煙供法﹂
是師父給我的 我師父裡面的儀軌是屬於行部的儀軌
所以你按照︿宗委會﹀頒布的儀軌也是對的 也是可以
的 你要用事部的儀軌也可以 虛空現﹁泮﹂字再變蓮
花 蓮花上有﹁阿﹂字就變月輪 月中有﹁些﹂字就變
成四臂觀音坐在蓮花上 直接從月輪顯化四臂觀音也是
可以 連蓮花都出來 到了瑜伽部 根本一下子 一彈
指 你自己就變成四臂觀音了 你在做煙供 這樣了解
嗎？

佛的人 在修法上 開始一步一步的照規矩來 是這樣
子做 那是叫事部 事部的儀軌
第二個 進一步就變成行部的儀軌 事部 行
部 行部儀軌比事部稍微簡單一點 到了瑜伽部的儀
軌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什麼叫瑜伽部？瑜伽就是已
經相應了 合一了 那個時候儀軌就比較少了 就更進
一步 繁瑣的儀軌都沒有了 自化本尊 你就可以自化
本尊了 那個時候 你坐著 你只要經過本尊出現給你
加持 加持幾次以後 你一下子你自己就已經變成本
尊 那個是瑜伽部 到了第三個階段叫做瑜伽部
第四個階段叫做無上部 所以密教有四個層次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到了無上部 你根本就
是宇宙的意識在顯化 沒有儀軌了 無上部就沒有儀
軌
所以儀軌是先從基礎的 很繁瑣的儀軌開始 進
一步到了行部 儀軌稍微少了一點 到了瑜伽部 你就
是本尊了 到了無上部 你自己就是隨念 你的念頭怎
麼樣子就是怎麼樣子 那是無上部了 所以是由繁而
簡
︿宗委會﹀所做的 頒布的煙供儀軌是行部的儀
軌 所以少了前面兩樣 月中有﹁些﹂字已經是可以
了 你問的問題 你可以照事部的儀軌做 也可以照行
部的儀軌做 這兩樣都可以 這樣我跟你解釋 你應該
清楚 所以儀軌本來是很瑣碎 很繁的 一步一步來
像﹁泮﹂變成蓮花 ﹁阿﹂變成月輪 ﹁些﹂才變成四
臂觀音
︿宗委會﹀頒布的是屬於行部的儀軌 煙供儀

問題五：化為五妙欲供後 是否能夠持誦﹃六
字大明咒﹄加手轉經輪進行法供養？於上供時
供養師佛與三寶 下供時利益冤親債主及一切有情眾
生？弟子曾請教宗內上師關於第二點的疑惑 上師建議
行者未修成幻身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與四臂觀音合
一；但弟子記得需修無上密父續部才能夠修出幻身 確
實也困擾了許久 目前弟子仍是依儀軌觀想與四臂觀音
合一 以上問題再懇請師佛慈悲開示 阿彌陀佛
回答：第二點 一定要觀想跟四臂觀音合一的 一
定要！一定要觀想跟四臂觀音合一的 不是﹁修出幻身
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和四臂觀音合一﹂ 這是不對
的 這位上師所講的是不對的 我告訴你 你要修出幻
身前 你﹁本尊法﹂都沒有相應 ﹁本尊法﹂相應以

Ｑ

問題四：做上供或下供觀煙化為五妙欲供後
是否能夠持誦﹃六字大明咒﹄加手轉經輪進行
法供養？於上供時供養師佛與三寶 下供時利益冤親債
主及一切有情眾生？
回答：當然可以啊！可以做上供或下供

Ｑ

每天晚上是做這樣子的超度 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半
小時 我在昨天晚上一點二十上法座 到我做完法事
張開眼睛一看是晚上三點 我三點才上床 一點二十分
上法座 到了三點才下座 共做一個半小時 所有的儀
軌做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現有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不要
緊 既然是︿宗委會﹀公布的 我不能夠 可以講是行
部的法 一樣的

艘法船超度的時候 虎頭金剛在我面前 祂在雲端上
面 然後瑤池金母坐在虎背上 祂有放光 一直放光照
我 一共照我照五次 還有一個第六次 第六次是哪裡
來的？就是︿彩虹雷藏寺﹀護摩寶殿中間的那一尊瑤池
金母 第六次是那一尊來照我 我是讓祂自然發生的
我不是刻意要召請哪一尊 哪一尊來 不是 每一次都
是虎頭金剛照我的額頭五次 然後 最後一次來的就
是 ︿彩虹雷藏寺﹀中間那一尊天女形的瑤池金母 放
光照我 是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覺得沒有三光加被也是
可以的
那瑤池金母出現以後 再來就是阿彌陀佛出現 到
最後我自己本身就自化本尊 就是阿彌陀佛 自己就變
成阿彌陀佛 可以講說瑤池金母照我六次以後 我自己
就自化成為阿彌陀佛 然後另外的阿彌陀佛又從那邊出
現 阿彌陀佛化為很多尊的阿彌陀佛 一起放光加持所
有在法船上的有緣中陰跟無緣中陰 不得了的！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 瑤池金母放光照我六次以後
我的手就結成這個手印 那麼這隻手就化出來這樣子
與願印 與願印出來以後呢 法船就從我的手裡面出
來 一艘法船變成十艘法船 十艘法船變成百艘法船
百艘法船變成千艘法船 我那時候已經是顯化阿彌陀
佛 再來出現阿彌陀佛 然後阿彌陀佛把所有的法船全
部繞住 放無量光 我自己也放無量光 所有的阿彌陀
佛全部放無量光 照所有的中陰 把他們要到西方極樂
世界所有中陰的業障全部消除 然後法船再移到天外之
天 然後再宣布這些千艘法船是要航向西方極樂世界阿
彌陀佛的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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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續上︶本尊現前後 是否需要觀白光 紅
光 藍光三光加被 再觀行者心中放射藍色﹁吽 ﹂
字 鉤召四臂觀音至頂上 再入心蓮之上 入我後行者
與四臂觀音合一？現有的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回答三：現有的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直接他用召
勾四臂觀音住在頂上 再入心蓮 自己再變化成為四臂
觀音 這個問題跟剛剛講的一樣 本來我們在事部來講
都有三光加被 既然四臂觀音出現 祂放白色的光照你
的眉心 放紅色的光照你的喉 放藍色的光照你的心
就是﹁嗡﹂ ﹁阿﹂ ﹁吽﹂ 那自己清淨了 再用召
勾印 讓四臂觀音到頂上 然後再進到你的心中 你自
己就變成四臂觀音 按照事部的儀軌是要這樣子做；行
部的儀軌就沒有這樣子做 直接把四臂觀音召到你的頂
上 進入你裡面 合一 你自己變成四臂觀音 二者都
可以 你要做仔細一點 你也可以
不過師尊跟你講一句話 我每天晚上 我在做千

軌 這個煙供的儀軌是我師父傳給我 按照師父的儀
軌 ﹁煙供法﹂ 小煙供能夠有大的成就 ﹁煙供法﹂
是師父給我的 我師父裡面的儀軌是屬於行部的儀軌
所以你按照︿宗委會﹀頒布的儀軌也是對的 也是可以
的 你要用事部的儀軌也可以 虛空現﹁泮﹂字再變蓮
花 蓮花上有﹁阿﹂字就變月輪 月中有﹁些﹂字就變
成四臂觀音坐在蓮花上 直接從月輪顯化四臂觀音也是
可以 連蓮花都出來 到了瑜伽部 根本一下子 一彈
指 你自己就變成四臂觀音了 你在做煙供 這樣了解
嗎？

佛的人 在修法上 開始一步一步的照規矩來 是這樣
子做 那是叫事部 事部的儀軌
第二個 進一步就變成行部的儀軌 事部 行
部 行部儀軌比事部稍微簡單一點 到了瑜伽部的儀
軌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什麼叫瑜伽部？瑜伽就是已
經相應了 合一了 那個時候儀軌就比較少了 就更進
一步 繁瑣的儀軌都沒有了 自化本尊 你就可以自化
本尊了 那個時候 你坐著 你只要經過本尊出現給你
加持 加持幾次以後 你一下子你自己就已經變成本
尊 那個是瑜伽部 到了第三個階段叫做瑜伽部
第四個階段叫做無上部 所以密教有四個層次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到了無上部 你根本就
是宇宙的意識在顯化 沒有儀軌了 無上部就沒有儀
軌
所以儀軌是先從基礎的 很繁瑣的儀軌開始 進
一步到了行部 儀軌稍微少了一點 到了瑜伽部 你就
是本尊了 到了無上部 你自己就是隨念 你的念頭怎
麼樣子就是怎麼樣子 那是無上部了 所以是由繁而
簡
︿宗委會﹀所做的 頒布的煙供儀軌是行部的儀
軌 所以少了前面兩樣 月中有﹁些﹂字已經是可以
了 你問的問題 你可以照事部的儀軌做 也可以照行
部的儀軌做 這兩樣都可以 這樣我跟你解釋 你應該
清楚 所以儀軌本來是很瑣碎 很繁的 一步一步來
像﹁泮﹂變成蓮花 ﹁阿﹂變成月輪 ﹁些﹂才變成四
臂觀音
︿宗委會﹀頒布的是屬於行部的儀軌 煙供儀

問題五：化為五妙欲供後 是否能夠持誦﹃六
字大明咒﹄加手轉經輪進行法供養？於上供時
供養師佛與三寶 下供時利益冤親債主及一切有情眾
生？弟子曾請教宗內上師關於第二點的疑惑 上師建議
行者未修成幻身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與四臂觀音合
一；但弟子記得需修無上密父續部才能夠修出幻身 確
實也困擾了許久 目前弟子仍是依儀軌觀想與四臂觀音
合一 以上問題再懇請師佛慈悲開示 阿彌陀佛
回答：第二點 一定要觀想跟四臂觀音合一的 一
定要！一定要觀想跟四臂觀音合一的 不是﹁修出幻身
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和四臂觀音合一﹂ 這是不對
的 這位上師所講的是不對的 我告訴你 你要修出幻
身前 你﹁本尊法﹂都沒有相應 ﹁本尊法﹂相應以

Ｑ

問題四：做上供或下供觀煙化為五妙欲供後
是否能夠持誦﹃六字大明咒﹄加手轉經輪進行
法供養？於上供時供養師佛與三寶 下供時利益冤親債
主及一切有情眾生？
回答：當然可以啊！可以做上供或下供

Ｑ

每天晚上是做這樣子的超度 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半
小時 我在昨天晚上一點二十上法座 到我做完法事
張開眼睛一看是晚上三點 我三點才上床 一點二十分
上法座 到了三點才下座 共做一個半小時 所有的儀
軌做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現有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不要
緊 既然是︿宗委會﹀公布的 我不能夠 可以講是行
部的法 一樣的

艘法船超度的時候 虎頭金剛在我面前 祂在雲端上
面 然後瑤池金母坐在虎背上 祂有放光 一直放光照
我 一共照我照五次 還有一個第六次 第六次是哪裡
來的？就是︿彩虹雷藏寺﹀護摩寶殿中間的那一尊瑤池
金母 第六次是那一尊來照我 我是讓祂自然發生的
我不是刻意要召請哪一尊 哪一尊來 不是 每一次都
是虎頭金剛照我的額頭五次 然後 最後一次來的就
是 ︿彩虹雷藏寺﹀中間那一尊天女形的瑤池金母 放
光照我 是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覺得沒有三光加被也是
可以的
那瑤池金母出現以後 再來就是阿彌陀佛出現 到
最後我自己本身就自化本尊 就是阿彌陀佛 自己就變
成阿彌陀佛 可以講說瑤池金母照我六次以後 我自己
就自化成為阿彌陀佛 然後另外的阿彌陀佛又從那邊出
現 阿彌陀佛化為很多尊的阿彌陀佛 一起放光加持所
有在法船上的有緣中陰跟無緣中陰 不得了的！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 瑤池金母放光照我六次以後
我的手就結成這個手印 那麼這隻手就化出來這樣子
與願印 與願印出來以後呢 法船就從我的手裡面出
來 一艘法船變成十艘法船 十艘法船變成百艘法船
百艘法船變成千艘法船 我那時候已經是顯化阿彌陀
佛 再來出現阿彌陀佛 然後阿彌陀佛把所有的法船全
部繞住 放無量光 我自己也放無量光 所有的阿彌陀
佛全部放無量光 照所有的中陰 把他們要到西方極樂
世界所有中陰的業障全部消除 然後法船再移到天外之
天 然後再宣布這些千艘法船是要航向西方極樂世界阿
彌陀佛的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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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你才修幻身 幻身很難修的！像師尊修幻身 很多
人都可以感應到師尊 幾乎一半是真實的 一半是虛幻
的 他可以感覺到這樣子 師尊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不是完全是幻 他有真實感會出來的 會有真實的 會
出現 會讓你有真實的感覺 跟你講什麼是﹁真實﹂
幻身出去的時候 我的幻身出去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
子會紅起來；敲你的頭 你的頭會痛；捏你的皮膚 這
樣子捏 會瘀青 那個是幻身 你要修到這樣子
而且幻身不是一個喔！我告訴你喔 我在全世界
哪一個國家都有幻身的 幻身很多的 會出現的 你在
睡覺 我會搖你的床 叫你起床 你的床會震動的 幻
身就有那一種真實的力量在 不是完全無形去的 讓你
有真實感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會紅啊；敲你的頭
你的頭會痛啊；我捏你的手 你的手會瘀青啊！那個就
是幻身 你要修出幻身 很難的！這個上師建議行者：
﹁在未修成幻身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與四臂觀音合
一﹂ 哪裡是這樣子！四臂觀音如果是你的本尊的話
你跟祂合一了以後 你真正相應了 你才能夠修幻身
幻身出來了 你就可以身外化身啦！將來你的佛性也就
是幻身當中最主要的一尊 告訴你 所以在幻身還沒有
出來以前 你就可以修合一 絕對是可以的 這樣跟大
家講 知道嗎？
老婆開完家長會 回到家裡 一進門看到老公就
火大 很生氣地皮包往他身上砸 老公問：﹁怎麼啦？
小明的成績很差嗎？﹂老婆講：﹁每次都是你去 今天
你叫我去 他的成績十科加起來沒有我血壓高！﹂

這個消息一出 很多的男士都想帶老婆去臺中走走
︵笑︶臺中霧霾還是很嚴重 因為臺中有臺灣最大的火
力發電廠 另外聽說還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火力發電廠
有十四個煙囪在噴煙
一個胖子去找醫生：﹁醫生 我想減肥 ﹂醫生：
﹁你一天只要吃午餐就會變瘦了！﹂胖子講：﹁我一定
會照做的 ﹂他每一天本來吃四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跟宵夜 半夜醒來再吃一餐 ︵笑︶就五餐 到回診的
時候：﹁你確定一天只有吃午餐嗎？﹂胖子講：﹁我真
的只有吃五餐 ﹂︵笑︶胖是哪裡來的？因果報應啊！
告訴你 因果不要犯 真的 沒有因就絕對不會有果
你胖 說喝水也會胖 不吃也會胖 都騙人的啦！他是
沒有吃啊 但是一天到晚吃點心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啦！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讀誦此
經 若為人輕賤 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 以今世人
輕賤故 先世罪業即為消滅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
我剛剛講因果關係 這個就是因果關係 如果有善
男子善女人讀誦︻金剛經︼ 還會人家很輕視他 這個
人他先世是有罪業的 應墮到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
先世的罪業 因為這一世的人他輕賤你 那麼你先世的

開車子經過鄉下的時候 不小心壓死一隻鴨子
我趕快下車查看 旁邊有一個小朋友在玩 我就跟小朋
友講：﹁這是你家的鴨子嗎？﹂小男孩仔細地看了一
下：﹁不是 不是我家的鴨子 我家的鴨子沒有那麼
扁 ﹂︵笑︶已經壓死了
聽說過年的時候 還有一種﹁防疫菜單﹂ 什麼
叫做防疫菜單？就是廣東點心 不是有一個是鴨掌？鳳
爪 叫做鳳爪 取的名字真的好聽哎！雞腳啊？雞腳的
菜名﹁鳳爪﹂現在改名了 叫做﹁禽洗手﹂ 然後有一
道水果 就是香蕉跟梨子 菜名叫什麼？香蕉跟梨子出
來又有菜名 叫什麼呢？﹁維持社蕉距梨﹂ 裡面有梨
子還有香蕉 維持社交距離 還有一道菜就是鮭魚
﹁配合防疫鮭定﹂ 就是鮭魚 你要不要點那一道菜叫
做﹁配合防疫鮭定﹂？原來是鮭魚 還有一個蓮藕湯
蓮藕湯菜名叫什麼？﹁落實實蓮制﹂ ︵笑︶就是到哪
個地方都要簽名 就是實聯制嘛 對不對？這是防疫菜
名
剛剛我講的 ﹁關我屁事﹂這四個字 可以解決
人生50%的問題 問：﹁那另外50%呢？﹂就是﹁關你屁
事﹂ ︵笑︶這個笑話很好 你知道嗎？你不要管我的
事 也不要管你的事 那個就無事了 沒有什麼事 真
的是一百分 沒有你 我 就是一百分
在北海道下雪的時候 一定要約心愛的人出去走
走 因為走著走著 兩個人就一起白了頭 下雪頭髮都
白了；在基隆就不一樣 臺灣的基隆只會下雨 兩個人
走著走著 腦子就進水了；在臺灣的臺中更不一樣 這
裡有濃濃的霧霾 兩個人走著走著 另一伴就不見了

罪業就會消除掉 所以這個是﹁能淨業障分﹂ 你唸
︻金剛經︼有好處 它會消除你自己本身的罪業
我們密教有﹃金剛心百字明咒﹄ 我們每一次都要
唸三遍﹃百字明咒﹄ 因為它會消除罪 ︻金剛經︼是
空 任何罪到了空 它就會煙消雲散；﹃百字明咒﹄是
什麼？我講了 空 它也是空 你唸﹃百字明咒﹄ 你
罪障就會消除掉 罪業就會消除掉 那是消業障最好的
咒
所以我講說 你唸完十萬遍的﹃百字明咒﹄ 拿拂
塵：﹁一掃煩惱清 二掃霉運除 三掃業障去 本尊福
分降來臨 嗡 別炸 薩埵 吽 嗡 別炸 薩埵
吽 嗡 別炸 薩埵 吽 ﹂ 是百字明金剛薩埵的短
咒 所以﹃百字明咒﹄你唸完十萬遍 就是消除你自己
的業障 以空的法流 把你淨空 把你的業障給它淨
空 ︻金剛經︼也是同樣的這種力量 你唸︻金剛
經︼ 你在唸的時候 也會受到別人的輕賤 就是輕視
或者侮罵
釋迦牟尼佛講 這個人他的前世是有罪業的 應該
會墮入到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 所以這一世人家會看
輕你 會藐視你 會侮辱你 但是你因為唸了︻金剛
經︼ 你先世的罪業就會消滅掉 這是﹁能淨業障分第
十六﹂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將來罪業如果消滅
掉了 就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先消自己的業障
是非常重要的 要消除自己的業障是非常重要 我自己
也這樣子感覺到 我們密教裡面 其實密教裡面講到
︽道果︾ 我︽道果︾已經講過了 在內修方面 你用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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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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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你才修幻身 幻身很難修的！像師尊修幻身 很多
人都可以感應到師尊 幾乎一半是真實的 一半是虛幻
的 他可以感覺到這樣子 師尊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不是完全是幻 他有真實感會出來的 會有真實的 會
出現 會讓你有真實的感覺 跟你講什麼是﹁真實﹂
幻身出去的時候 我的幻身出去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
子會紅起來；敲你的頭 你的頭會痛；捏你的皮膚 這
樣子捏 會瘀青 那個是幻身 你要修到這樣子
而且幻身不是一個喔！我告訴你喔 我在全世界
哪一個國家都有幻身的 幻身很多的 會出現的 你在
睡覺 我會搖你的床 叫你起床 你的床會震動的 幻
身就有那一種真實的力量在 不是完全無形去的 讓你
有真實感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會紅啊；敲你的頭
你的頭會痛啊；我捏你的手 你的手會瘀青啊！那個就
是幻身 你要修出幻身 很難的！這個上師建議行者：
﹁在未修成幻身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與四臂觀音合
一﹂ 哪裡是這樣子！四臂觀音如果是你的本尊的話
你跟祂合一了以後 你真正相應了 你才能夠修幻身
幻身出來了 你就可以身外化身啦！將來你的佛性也就
是幻身當中最主要的一尊 告訴你 所以在幻身還沒有
出來以前 你就可以修合一 絕對是可以的 這樣跟大
家講 知道嗎？
老婆開完家長會 回到家裡 一進門看到老公就
火大 很生氣地皮包往他身上砸 老公問：﹁怎麼啦？
小明的成績很差嗎？﹂老婆講：﹁每次都是你去 今天
你叫我去 他的成績十科加起來沒有我血壓高！﹂

這個消息一出 很多的男士都想帶老婆去臺中走走
︵笑︶臺中霧霾還是很嚴重 因為臺中有臺灣最大的火
力發電廠 另外聽說還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火力發電廠
有十四個煙囪在噴煙
一個胖子去找醫生：﹁醫生 我想減肥 ﹂醫生：
﹁你一天只要吃午餐就會變瘦了！﹂胖子講：﹁我一定
會照做的 ﹂他每一天本來吃四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跟宵夜 半夜醒來再吃一餐 ︵笑︶就五餐 到回診的
時候：﹁你確定一天只有吃午餐嗎？﹂胖子講：﹁我真
的只有吃五餐 ﹂︵笑︶胖是哪裡來的？因果報應啊！
告訴你 因果不要犯 真的 沒有因就絕對不會有果
你胖 說喝水也會胖 不吃也會胖 都騙人的啦！他是
沒有吃啊 但是一天到晚吃點心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啦！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讀誦此
經 若為人輕賤 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 以今世人
輕賤故 先世罪業即為消滅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
我剛剛講因果關係 這個就是因果關係 如果有善
男子善女人讀誦︻金剛經︼ 還會人家很輕視他 這個
人他先世是有罪業的 應墮到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
先世的罪業 因為這一世的人他輕賤你 那麼你先世的

開車子經過鄉下的時候 不小心壓死一隻鴨子
我趕快下車查看 旁邊有一個小朋友在玩 我就跟小朋
友講：﹁這是你家的鴨子嗎？﹂小男孩仔細地看了一
下：﹁不是 不是我家的鴨子 我家的鴨子沒有那麼
扁 ﹂︵笑︶已經壓死了
聽說過年的時候 還有一種﹁防疫菜單﹂ 什麼
叫做防疫菜單？就是廣東點心 不是有一個是鴨掌？鳳
爪 叫做鳳爪 取的名字真的好聽哎！雞腳啊？雞腳的
菜名﹁鳳爪﹂現在改名了 叫做﹁禽洗手﹂ 然後有一
道水果 就是香蕉跟梨子 菜名叫什麼？香蕉跟梨子出
來又有菜名 叫什麼呢？﹁維持社蕉距梨﹂ 裡面有梨
子還有香蕉 維持社交距離 還有一道菜就是鮭魚
﹁配合防疫鮭定﹂ 就是鮭魚 你要不要點那一道菜叫
做﹁配合防疫鮭定﹂？原來是鮭魚 還有一個蓮藕湯
蓮藕湯菜名叫什麼？﹁落實實蓮制﹂ ︵笑︶就是到哪
個地方都要簽名 就是實聯制嘛 對不對？這是防疫菜
名
剛剛我講的 ﹁關我屁事﹂這四個字 可以解決
人生50%的問題 問：﹁那另外50%呢？﹂就是﹁關你屁
事﹂ ︵笑︶這個笑話很好 你知道嗎？你不要管我的
事 也不要管你的事 那個就無事了 沒有什麼事 真
的是一百分 沒有你 我 就是一百分
在北海道下雪的時候 一定要約心愛的人出去走
走 因為走著走著 兩個人就一起白了頭 下雪頭髮都
白了；在基隆就不一樣 臺灣的基隆只會下雨 兩個人
走著走著 腦子就進水了；在臺灣的臺中更不一樣 這
裡有濃濃的霧霾 兩個人走著走著 另一伴就不見了

罪業就會消除掉 所以這個是﹁能淨業障分﹂ 你唸
︻金剛經︼有好處 它會消除你自己本身的罪業
我們密教有﹃金剛心百字明咒﹄ 我們每一次都要
唸三遍﹃百字明咒﹄ 因為它會消除罪 ︻金剛經︼是
空 任何罪到了空 它就會煙消雲散；﹃百字明咒﹄是
什麼？我講了 空 它也是空 你唸﹃百字明咒﹄ 你
罪障就會消除掉 罪業就會消除掉 那是消業障最好的
咒
所以我講說 你唸完十萬遍的﹃百字明咒﹄ 拿拂
塵：﹁一掃煩惱清 二掃霉運除 三掃業障去 本尊福
分降來臨 嗡 別炸 薩埵 吽 嗡 別炸 薩埵
吽 嗡 別炸 薩埵 吽 ﹂ 是百字明金剛薩埵的短
咒 所以﹃百字明咒﹄你唸完十萬遍 就是消除你自己
的業障 以空的法流 把你淨空 把你的業障給它淨
空 ︻金剛經︼也是同樣的這種力量 你唸︻金剛
經︼ 你在唸的時候 也會受到別人的輕賤 就是輕視
或者侮罵
釋迦牟尼佛講 這個人他的前世是有罪業的 應該
會墮入到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 所以這一世人家會看
輕你 會藐視你 會侮辱你 但是你因為唸了︻金剛
經︼ 你先世的罪業就會消滅掉 這是﹁能淨業障分第
十六﹂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將來罪業如果消滅
掉了 就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先消自己的業障
是非常重要的 要消除自己的業障是非常重要 我自己
也這樣子感覺到 我們密教裡面 其實密教裡面講到
︽道果︾ 我︽道果︾已經講過了 在內修方面 你用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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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明點跟你的拙火合一 然後把五輪打開 它有它的
意義的 它這個眉心輪 喉輪 心輪 臍輪 密輪 你
只要打開一個輪就得到二地的清淨；打開十個輪 就是
十地的清淨 那個時候叫做十地菩薩；打開了頂髻 打
開了頂輪 這個頂輪是當中的 又等於清淨了兩個 就
是第十二地的菩薩 再加上打開的頂髻 就變成第十二
地半的菩薩 ︽道果︾裡面是這樣子寫的 我根據︽道
果︾這樣子講
為什麼到了十二地的菩薩？十三地就是佛啦 主要
的原因就是說 你打開那一個輪就等於清淨了那一部
分 你的身體的業障就清淨了 意思就是這樣子 第十
地是法雲地 從歡喜地一直到法雲地 是十地菩薩 在
顯教 十地菩薩只有十地 第十一地就是佛了 那表示
你說你清淨幾分 就接近菩薩幾分 初地菩薩就是剛開
始的清淨 所以當然啦 消除業障就是清淨 所以先消
除業障 業障消除到完全清淨了 你就是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這個就是道 你就合於道
為什麼鬼會怕師尊？我知道鬼是很怕我 因為我只
要走到有鬼的地方 那鬼都跑 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
就一直走 真的 我如果進到鬼屋啊 那裡面有鬼的
話 它的牆壁都會響 一直跑 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
一直走的 而且真實的發出聲音的 這個是經過個人的
實驗 我走過我家的冰箱 冰箱一定會響；我走過我家
的廁所 我的廁所一定會響；我走過我那個盆栽 那個
盆栽一定會響 到最後我就變成這樣子 它響了我也會
嚇一跳 因為那是晚上哎！你知道嗎？都是一點鐘的時
候啊！晚上十二點 一點的時候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
的時候 它一路響 一路喊 我說：﹁這樣子好啦 你

們不要叫！﹂我跟他講：﹁你們不要叫 我先跟你們問
安 你們好 你們好 ﹂我一律平等啊 我跟佛菩薩也
是 講 Good morning 每 天 早 上 起 來 跟 祂 們 講 Good
morning 我也是一樣 你們不要叫 不要吵
我就：
﹁你們好！﹂我就走過去 他們就不叫 因為家裡千艘
法船的超度哎！家裡躲多少有多少 每一艘船都是坐滿
的耶！多少中陰跑去我家裡面來 經過審核進來的 不
知道有多少 冰箱裡面也有 衣櫃裡面也有 櫥子裡面
也有
我走去刷牙
底下那個水槽統統發出響聲哎！啪
拍拍拍啪 走過牆 那個牆都會這樣啪拍拍拍啪！走到
盆栽 盆栽也啪拍拍拍啪！然後蠻吵的 ﹁我先跟你們
問好 你們不要吵 也不要跑 ﹂就是這樣子 天天晚
上跟他們這樣子講哎！這兩年來都是這樣子 所以師母
也看到他們鬼在開party啊 有些還穿古裝的 看到師
母以後它們躲進衣櫃裡面 衣櫃的門打開 所有的鬼進
去以後關起來 還夾著一個鬼的帽子 他還伸手出來
拿 然後他的腳還伸進去 師母還看到 那個腳是義
肢 是斷的 他是裝了義肢的鬼也進去了 另外還有一
個人看到 加州的魏思顏她也有看到的
跟大家講哦 這個 這個都是因果！這裡面應墮惡
道 惡道就是三惡道 三惡道最不好 地獄 餓鬼 畜
生│三惡道 人道就是半善半惡 但是也是很苦 都是
因為以前做的罪業故 以後呢？你唸了︻金剛經︼就會
消滅掉 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這樣子講 大家
清楚了喔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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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 畫作

下降娑婆

五彩繽紛薩婆界
權力至上眾生奪
財迷顛簸人旅途
生死輪迴幾翻多
金母諸佛不忍睹
救度眾生下凡界
大白蓮花發宏願
不捨眾生不計數
疫情肆虐全球內
師佛大度陰陽界
春風萬像生機旺
叩泣師佛長住世

■填詩詞／蓮花秀琴

活佛 畫作欣賞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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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剛經

解授
密意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於燃燈佛前，得值㈧百㆕千萬億
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
者。
若復㈲㆟，於後末世，能受持讀
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㆒，千萬億分、乃㉃
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子、善㊛㆟，於
後末世，㈲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
德，我若具說者，或㈲㆟聞，心即狂
亂，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
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我

사랑해︵韓語：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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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攝財續母│勾財天女﹂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Xin chao︵越南語：你好︶ Cảm ơn︵越南語：謝
謝︶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bling!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大家新年好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二月六號下午三點是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虎頭金剛就是瑤池金母本身的
忿怒尊 也就是我們今年虎年的吉祥物就是虎頭金剛
虎頭金剛祂一手拿著令旗 一手拿著葫蘆 祂騎著老
虎 這是虎頭金剛的形相 祂可以帶來財富 健康以及
你所需要的 在今年當中 因為今年是虎年嘛 虎頭金
剛剛好是最吉祥的 你們如果在今年當中不想吉祥的就
不用主祈 不勉強 不是勉強你一定要主祈 你不喜歡
吉祥嘛 那你就不要主祈啊 所以師尊講的也是真的
一切事情都不要勉強 一勉強就不好 祂的心咒是
﹁嗡 金母悉地 吽吽呸﹂ 祂的手印就是虎頭 老虎
的頭︵師尊示範︶ 手印就是象徵老虎的頭 就是虎頭
金剛

今天我們是做勾財天女 很清楚的 剛剛我的總迴
向裡面有提到 祂不只是勾財 祂還可以勾敬愛 另外
呢 祂還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勾掉 把好的勾進來 還
可以勾財 今天做這個勾財天女 今天剛好下雨 好久
沒有下雨了 今天剛好下雨 這個水就是財 水就是
財 這是相應 一滴一千萬 勾財還可以勾健康 把所
有的疾病勾掉 把健康勾進來 把敬愛勾進來 把災難
勾掉 另外 超度的時候啊還可以勾 把所有有緣的中
陰跟無緣的中陰勾到西方極樂世界 把福分勾進來 把
自己需要什麼都可以勾進來 不需要什麼就可以勾出
去
這個金剛鉤實在好用 記得祂的要訣 要三轉金剛
鉤 要三轉 金剛鉤要轉三次 剛剛勾的是黃金鋪地
這個黃金是真的金塊 真的黃金金塊堆起來的 用金
磚 黃金打造出來的一塊一塊的金磚疊起來的 非常高
的 哇！遍地都是金磚 我們勾的是真正的黃金而不是
紙鈔 紙鈔還是紙 黃金是全世界上公認的 不管怎麼
樣子 這是金光閃閃 勾這個七珍八寶 七珍八寶都勾
進來 明天就是除夕啊 一般東南亞今天就是除夕了
新年快樂！
兩位男士在對話 甲說：﹁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
期 特別健忘 經常是提著菜刀 還滿屋子找菜刀 有
的時候我真受不了 ﹂她健忘吧 另一男的講：﹁你的
處境比我好多了 我老婆經常著提著菜刀滿屋子找
我 ﹂
鄉下來的爺爺進城去看孫子 孫子帶他去飯店吃
只見牆上寫著﹁WiFi免費﹂ 這個時候服務生走過
飯

雜誌

35
3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燃燈雜誌 整理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勾財天女護摩
彩虹雷藏寺
開示∕
文字∕
圖片∕
法會∕
地點∕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2022 Seattle U.S.A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30 Jan.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金剛經

解授
密意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於燃燈佛前，得值㈧百㆕千萬億
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
者。
若復㈲㆟，於後末世，能受持讀
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㆒，千萬億分、乃㉃
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子、善㊛㆟，於
後末世，㈲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
德，我若具說者，或㈲㆟聞，心即狂
亂，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
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我

사랑해︵韓語：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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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攝財續母│勾財天女﹂
師母 丹增嘉措 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
門 大家午安！大家好！︵華語︶你好！大家好！︵粵
語︶Xin chao︵越南語：你好︶ Cảm ơn︵越南語：謝
謝︶愛してる︵日語：我愛你︶

気持ちいい

啾 咪 ！ Yappy! Bling

你 ︶ Hola! Amigo! ︵ 西 班 牙 語 ： 你 好 ︶ Te quiero
mucho!︵西班牙語：我愛你︶すごい︵厲害︶ いちば
ん︵第一︶
bling! こんにちは︵日語：你好︶大家新年好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二月六號下午三點是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虎頭金剛就是瑤池金母本身的
忿怒尊 也就是我們今年虎年的吉祥物就是虎頭金剛
虎頭金剛祂一手拿著令旗 一手拿著葫蘆 祂騎著老
虎 這是虎頭金剛的形相 祂可以帶來財富 健康以及
你所需要的 在今年當中 因為今年是虎年嘛 虎頭金
剛剛好是最吉祥的 你們如果在今年當中不想吉祥的就
不用主祈 不勉強 不是勉強你一定要主祈 你不喜歡
吉祥嘛 那你就不要主祈啊 所以師尊講的也是真的
一切事情都不要勉強 一勉強就不好 祂的心咒是
﹁嗡 金母悉地 吽吽呸﹂ 祂的手印就是虎頭 老虎
的頭︵師尊示範︶ 手印就是象徵老虎的頭 就是虎頭
金剛

今天我們是做勾財天女 很清楚的 剛剛我的總迴
向裡面有提到 祂不只是勾財 祂還可以勾敬愛 另外
呢 祂還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勾掉 把好的勾進來 還
可以勾財 今天做這個勾財天女 今天剛好下雨 好久
沒有下雨了 今天剛好下雨 這個水就是財 水就是
財 這是相應 一滴一千萬 勾財還可以勾健康 把所
有的疾病勾掉 把健康勾進來 把敬愛勾進來 把災難
勾掉 另外 超度的時候啊還可以勾 把所有有緣的中
陰跟無緣的中陰勾到西方極樂世界 把福分勾進來 把
自己需要什麼都可以勾進來 不需要什麼就可以勾出
去
這個金剛鉤實在好用 記得祂的要訣 要三轉金剛
鉤 要三轉 金剛鉤要轉三次 剛剛勾的是黃金鋪地
這個黃金是真的金塊 真的黃金金塊堆起來的 用金
磚 黃金打造出來的一塊一塊的金磚疊起來的 非常高
的 哇！遍地都是金磚 我們勾的是真正的黃金而不是
紙鈔 紙鈔還是紙 黃金是全世界上公認的 不管怎麼
樣子 這是金光閃閃 勾這個七珍八寶 七珍八寶都勾
進來 明天就是除夕啊 一般東南亞今天就是除夕了
新年快樂！
兩位男士在對話 甲說：﹁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
期 特別健忘 經常是提著菜刀 還滿屋子找菜刀 有
的時候我真受不了 ﹂她健忘吧 另一男的講：﹁你的
處境比我好多了 我老婆經常著提著菜刀滿屋子找
我 ﹂
鄉下來的爺爺進城去看孫子 孫子帶他去飯店吃
只見牆上寫著﹁WiFi免費﹂ 這個時候服務生走過
飯

雜誌

35
3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燃燈雜誌 整理
西雅圖雷藏寺 提供
勾財天女護摩
彩虹雷藏寺
開示∕
文字∕
圖片∕
法會∕
地點∕
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2022 Seattle U.S.A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請佛住世 恆轉法輪
【燃燈雜誌】特別報導

EnlightenmentMagazine SpecialReport

來問：﹁請問要點些什麼？﹂孫子正要說話 爺爺突然
指著牆上講：﹁這個免費就來一盤吧！﹂
妻子到監獄去探望丈夫 問：﹁你在這裡過得怎麼
樣？受苦了吧？﹂丈夫講：﹁也沒有受苦 跟在家裡差
不多 不准出門 不准喝酒 然後伙食也很差 ﹂

答
你要唸

也可以

問題三：︵續上︶弟子曾聽聞弘法人員說 ﹁千
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倍 主要的意思是不鼓勵
大家修功德加倍的法門 弟子認為不應該恐懼某種法
門 善惡在於心 鬼婆以火供行惡法 但這不是火供的
問題
回答三：﹁﹃千轉輪法﹄會把妄念加倍 主要的意
思是不鼓勵大家修功德加倍的法門﹂ 密教跟一般的佛

Ｑ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師尊 密教有
很多觀想變化無量與功德加倍的方法 比如有
﹃禮佛咒﹄ ﹃繞塔咒﹄ ﹃加持念珠咒﹄ ﹁千轉輪
法﹂ 修煙供和火供都有變化無量等 弟子認為都是大
同小異 其中根本要訣是發菩提心 不知對否？
回答二：我講 對！因為每一個法都絕對要發菩提
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發菩提心 我們看那個法本 以前
師父給我那個法本 第一個四皈依 大禮拜 大供養
四無量心 四無量心是什麼？就是發菩提心 四無量心
就是發菩提心 以前師父給的那個 要修法以前先做大
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四無量心或者發菩提心 前面
都寫著這幾個字的 其中發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
個法都要發菩提心 因為只有發菩提心才是菩薩 沒有
發菩提心 那是有﹁我﹂ ︻金剛經︼裡面的 就是有
﹁我﹂ 有發菩提心就是幫助眾生 幫助眾生 沒有
﹁我﹂ 發菩提心是無我的精神 這是對的

Ｑ

文武百尊的心咒 這個回答是很圓滿
加進去唸 你不唸也可以

我們現在進入主題﹁你問我答﹂
問題一：大馬砂勞越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師尊
在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中正紀念
堂﹀廣場主持﹁大幻化網金剛大法會﹂ 首傳﹁大幻化
網文武百尊灌頂﹂暨﹁中陰聞教得度法灌頂﹂
請問師尊 根據︽西藏度亡經︾ 人在中陰會看到
文武百尊 那麼除了﹃大幻化網金剛咒﹄ 弟子們需不
需要唸﹃文武百尊咒語﹄？感謝師尊回答 願師尊長壽
自在 嗡嘛呢唄咪吽
回答一：﹃文武百尊咒語﹄？除了﹃大幻化網金剛
咒﹄以外 ﹃大幻化網金剛咒﹄：﹁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嚕嘎 吽吽呸 ﹂這是﹃大幻化網金
剛咒﹄ 需不需要唸文武百尊的咒語？他問的問題 要
不要？問大家？有文武百尊的﹃總持咒﹄嗎？有文武百
尊的總持的咒語嗎？文武百尊當然是有咒語的 很簡
單 問大家一句？你們聽過文武百尊的咒語嗎？查查
看 手機查查看文武百尊咒語

Ｑ

QA＆

現在你們有手機很方便了 談到什麼馬上就出來
那天我講說我想聽一首歌叫做︽橋邊姑娘︾ 他們馬上
找到就播出來了 因為在︿彩虹雷藏寺﹀聽了一次覺得
滿好聽 ︽橋邊姑娘︾很好聽 那天想到這個歌 他們
馬上就可以從網路裡面抓出來 馬上就唱了
現在是﹃文武百尊咒語﹄要不要唸？可能他有文武
百尊的咒語 有嗎？怎麼唸？網路上有這個咒語啊？你
們實在很厲害耶 我沒有手機的喔 我根本就沒有那
個 ︵弟子呈上手機︶哇！﹃文武百尊心咒﹄ 真的有
文武百尊的心咒 就是﹃總持咒﹄：﹁嗡啊吽 波地支
打 瑪哈蘇卡 加吶 達都啊 嗡 汝魯汝魯 吽就
吽 ﹂這個厲害 真的有﹃文武百尊心咒﹄欸
這可能兩個咒語 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嗡啊
吽 波地支打 瑪哈蘇卡 加吶 達都啊 嗡 汝魯汝
魯 吽就吽 ﹂
我問一下要不要唸？一查就有 手機實在是很方
便 我現在連個手機都沒有 請指示要不要唸文武百尊
的咒語？︵師尊請示︶好 謝謝 可以唸也可以不唸
因為你唸﹃大幻化網金剛咒﹄ 祂本身就是大幻化網金
剛 祂裡面就是藏著文武百尊 祂就是文武百尊 所以
你要唸文武百尊的心咒也是可以 加上這個心咒也是可
以 但是你只唸﹁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
嚕嘎 吽吽呸 ﹂也是可以
你只唸這個﹃大幻化網金剛咒﹄等於總攝文武百
尊 因為大幻化網金剛塔裡面就是文武百尊嘛 等於祂
是總攝 文武百尊的心咒 你也是可以唸 一樣的 你
要兩個一起唸都可以 你只唸﹃大幻化網金剛咒﹄也可
以 以前的師父他只教﹃大幻化網金剛咒﹄ 他沒有教

教稍微有點不同在這裡 它可以加倍 我們曾經講過
你修顯教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夠成佛 時間很長 密教
為什麼很快速地 很快地可以一世成佛 可以在一世之
內把它功德圓滿而成就？就是密教本身有﹁千轉輪
法﹂ 修一遍等於一千遍 修一個法等於一千個法 唸
一個咒就等於唸一千遍 這個就double 一直增加 一
直增加
密教有這樣子的法 顯教一般來講就是沒有 我供
養就是供養這些 沒有把它增加成為一個面 一個點變
成一個面 一個面變成充滿了整個虛空 這樣子的供養
在密教是有 就是有一直在加倍 一直在加倍 所以密
教本身的修行比較快速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弘法人員講：﹁﹃千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
倍 ﹂你心地不好 你沒有發菩提心嘛！這裡講的發菩
提心 把發菩提心加倍 發菩提心很重要的 ﹁千轉輪
法﹂會把妄念加倍 你把妄念變成法 當然會加倍 他
講的善惡在於心 是非常重要的 你學會了密法 把它
拿到行惡法 那就不好了 是不好 所以你的問題是這
樣子 ﹁千轉輪法﹂加倍的法是可以的 只要你存心
你的心是菩提心 就行了

Ｑ

問題四：︵續上︶若做加行的功課 行者應該正
常算 不是算那一遍等於一千遍 無論有沒有功
德加倍 唸一遍還是一遍 如此累計十萬或更多 雖然
功德本身是不可得 在世俗諦應該不斷地行善 因為沒
有行惡而成就的佛菩薩 這是弟子的領悟 不知對否？
回答四：當然對啦！哪裡有行惡的佛菩薩？那當然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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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問：﹁請問要點些什麼？﹂孫子正要說話 爺爺突然
指著牆上講：﹁這個免費就來一盤吧！﹂
妻子到監獄去探望丈夫 問：﹁你在這裡過得怎麼
樣？受苦了吧？﹂丈夫講：﹁也沒有受苦 跟在家裡差
不多 不准出門 不准喝酒 然後伙食也很差 ﹂

答
你要唸

也可以

問題三：︵續上︶弟子曾聽聞弘法人員說 ﹁千
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倍 主要的意思是不鼓勵
大家修功德加倍的法門 弟子認為不應該恐懼某種法
門 善惡在於心 鬼婆以火供行惡法 但這不是火供的
問題
回答三：﹁﹃千轉輪法﹄會把妄念加倍 主要的意
思是不鼓勵大家修功德加倍的法門﹂ 密教跟一般的佛

Ｑ

問題二：馬來西亞弟子問的 頂禮師尊 密教有
很多觀想變化無量與功德加倍的方法 比如有
﹃禮佛咒﹄ ﹃繞塔咒﹄ ﹃加持念珠咒﹄ ﹁千轉輪
法﹂ 修煙供和火供都有變化無量等 弟子認為都是大
同小異 其中根本要訣是發菩提心 不知對否？
回答二：我講 對！因為每一個法都絕對要發菩提
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發菩提心 我們看那個法本 以前
師父給我那個法本 第一個四皈依 大禮拜 大供養
四無量心 四無量心是什麼？就是發菩提心 四無量心
就是發菩提心 以前師父給的那個 要修法以前先做大
禮拜 大供養 四皈依 四無量心或者發菩提心 前面
都寫著這幾個字的 其中發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
個法都要發菩提心 因為只有發菩提心才是菩薩 沒有
發菩提心 那是有﹁我﹂ ︻金剛經︼裡面的 就是有
﹁我﹂ 有發菩提心就是幫助眾生 幫助眾生 沒有
﹁我﹂ 發菩提心是無我的精神 這是對的

Ｑ

文武百尊的心咒 這個回答是很圓滿
加進去唸 你不唸也可以

我們現在進入主題﹁你問我答﹂
問題一：大馬砂勞越弟子問的 師尊佛安 師尊
在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中正紀念
堂﹀廣場主持﹁大幻化網金剛大法會﹂ 首傳﹁大幻化
網文武百尊灌頂﹂暨﹁中陰聞教得度法灌頂﹂
請問師尊 根據︽西藏度亡經︾ 人在中陰會看到
文武百尊 那麼除了﹃大幻化網金剛咒﹄ 弟子們需不
需要唸﹃文武百尊咒語﹄？感謝師尊回答 願師尊長壽
自在 嗡嘛呢唄咪吽
回答一：﹃文武百尊咒語﹄？除了﹃大幻化網金剛
咒﹄以外 ﹃大幻化網金剛咒﹄：﹁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嚕嘎 吽吽呸 ﹂這是﹃大幻化網金
剛咒﹄ 需不需要唸文武百尊的咒語？他問的問題 要
不要？問大家？有文武百尊的﹃總持咒﹄嗎？有文武百
尊的總持的咒語嗎？文武百尊當然是有咒語的 很簡
單 問大家一句？你們聽過文武百尊的咒語嗎？查查
看 手機查查看文武百尊咒語

Ｑ

QA＆

現在你們有手機很方便了 談到什麼馬上就出來
那天我講說我想聽一首歌叫做︽橋邊姑娘︾ 他們馬上
找到就播出來了 因為在︿彩虹雷藏寺﹀聽了一次覺得
滿好聽 ︽橋邊姑娘︾很好聽 那天想到這個歌 他們
馬上就可以從網路裡面抓出來 馬上就唱了
現在是﹃文武百尊咒語﹄要不要唸？可能他有文武
百尊的咒語 有嗎？怎麼唸？網路上有這個咒語啊？你
們實在很厲害耶 我沒有手機的喔 我根本就沒有那
個 ︵弟子呈上手機︶哇！﹃文武百尊心咒﹄ 真的有
文武百尊的心咒 就是﹃總持咒﹄：﹁嗡啊吽 波地支
打 瑪哈蘇卡 加吶 達都啊 嗡 汝魯汝魯 吽就
吽 ﹂這個厲害 真的有﹃文武百尊心咒﹄欸
這可能兩個咒語 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嗡啊
吽 波地支打 瑪哈蘇卡 加吶 達都啊 嗡 汝魯汝
魯 吽就吽 ﹂
我問一下要不要唸？一查就有 手機實在是很方
便 我現在連個手機都沒有 請指示要不要唸文武百尊
的咒語？︵師尊請示︶好 謝謝 可以唸也可以不唸
因為你唸﹃大幻化網金剛咒﹄ 祂本身就是大幻化網金
剛 祂裡面就是藏著文武百尊 祂就是文武百尊 所以
你要唸文武百尊的心咒也是可以 加上這個心咒也是可
以 但是你只唸﹁嗡 別炸 卓大 嘛哈些 西利 赫
嚕嘎 吽吽呸 ﹂也是可以
你只唸這個﹃大幻化網金剛咒﹄等於總攝文武百
尊 因為大幻化網金剛塔裡面就是文武百尊嘛 等於祂
是總攝 文武百尊的心咒 你也是可以唸 一樣的 你
要兩個一起唸都可以 你只唸﹃大幻化網金剛咒﹄也可
以 以前的師父他只教﹃大幻化網金剛咒﹄ 他沒有教

教稍微有點不同在這裡 它可以加倍 我們曾經講過
你修顯教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夠成佛 時間很長 密教
為什麼很快速地 很快地可以一世成佛 可以在一世之
內把它功德圓滿而成就？就是密教本身有﹁千轉輪
法﹂ 修一遍等於一千遍 修一個法等於一千個法 唸
一個咒就等於唸一千遍 這個就double 一直增加 一
直增加
密教有這樣子的法 顯教一般來講就是沒有 我供
養就是供養這些 沒有把它增加成為一個面 一個點變
成一個面 一個面變成充滿了整個虛空 這樣子的供養
在密教是有 就是有一直在加倍 一直在加倍 所以密
教本身的修行比較快速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弘法人員講：﹁﹃千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
倍 ﹂你心地不好 你沒有發菩提心嘛！這裡講的發菩
提心 把發菩提心加倍 發菩提心很重要的 ﹁千轉輪
法﹂會把妄念加倍 你把妄念變成法 當然會加倍 他
講的善惡在於心 是非常重要的 你學會了密法 把它
拿到行惡法 那就不好了 是不好 所以你的問題是這
樣子 ﹁千轉輪法﹂加倍的法是可以的 只要你存心
你的心是菩提心 就行了

Ｑ

問題四：︵續上︶若做加行的功課 行者應該正
常算 不是算那一遍等於一千遍 無論有沒有功
德加倍 唸一遍還是一遍 如此累計十萬或更多 雖然
功德本身是不可得 在世俗諦應該不斷地行善 因為沒
有行惡而成就的佛菩薩 這是弟子的領悟 不知對否？
回答四：當然對啦！哪裡有行惡的佛菩薩？那當然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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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的 你的領悟是正確的 我們正常在算 在數
有的人唸咒用計數的 念佛也是用計數的 一遍就是
一遍 你不要做功德想 你用﹁千轉輪法﹂是可以
的 但是你不做功德想 一遍還是一遍 不要做功德
想 弟子的認知是對的

Ｑ

問題五：弟子一路以來都有修﹁千轉輪法﹂
也沒有問題 唯有一次 是為了某一個國家大
火災的傷亡者修法 那次修完法 弟子感覺全身很
熱 但體溫正常 常常感覺很痛苦 想要死掉 但很
清楚這些不是我的念頭 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只是一
個星期後 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感覺太苦太累 修了
﹁金母替身法﹂之後就沒事了
請問師尊 弟子下次遇到此事 應該做超度？還
是化為道用入定？若做超度 供品要多少？還是說以
智慧氣 拙火 明點做最好的供品？
回答五：他這個問的也是滿深的 第一個 他為
某一個國家的大火災的傷亡者修法 修完法以後感覺
到全身很熱 很痛苦 還想要死掉 ﹁這不是我的念
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一個星期以後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覺得太苦太累﹂ 於是他修了金母的替身法以後
就沒事了
你感覺到痛苦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要修﹁金母
的替身法﹂ 一次就解決了 不用一個禮拜以後 痛
苦一個禮拜 一天就給它解決掉了 甚至於 你幫人
家修完了法 馬上修﹁金母替身法﹂ 就是把這個災
難給了自己的本尊 或者給了金母 由虛空來擔當

一會兒有個漂亮的姑娘走過 小和尚驚奇地問：
﹁這是什麼動物？﹂禪師怕他動了凡心就嚇唬他：﹁這
個叫做老虎 人如果靠近她一定被咬死跟吃掉 連屍骨
都不存 ﹂晚上回到山上 禪師問：﹁你今天在山下看
到的東西 有沒有在心上想過他？﹂小和尚答：﹁一切
東西我都不想 我只會想念那個吃人的老虎 ﹂︵笑︶
哎 孔夫子講的對啊！食色性也 連小和尚也這個樣
我們不要怕老虎 我告訴你 老虎沒有什麼好可怕的
你以後把老虎當成壁虎︵笑︶ 對不對 你想壁虎是老
虎嗎？當然啊 牠不是牆壁 當然是老虎 ︵笑︶以後
啊 你可以學武松專門打壁虎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 無空過
者 若復有人 於後末世 能受持讀誦此經 所得功
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
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
誦此經 所得功德 我若具說者 或有人聞 心即狂
亂 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 果報亦
不可思議 ﹂

﹁空﹂就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這個是沒事的 沒有
事
你下次碰到這樣的事情 應該做﹁金母替身法﹂
就對了 因為你做了﹁金母替身法﹂ 就把你那個替
代給它解除掉了 以後你遇到這種事情 就做﹁金母
替身法﹂ 也不一定要做超度 因為越超度說不定他
來得更多 越做超度來得更多
﹁化為道用入定？還是﹃金母替身法﹄以後再入
定？若做超度 供品要多少？﹂我告訴你喔 你如果
做超度來得更多的話 供品數不清喔！﹁還是以智慧
氣 拙火 明點做最好的供品？﹂智慧氣 拙火 明
點都可以做供養 但是呢 你能夠解除你的災難的就
是﹁金母的替身法﹂ 你還是做﹁金母替身法﹂ 既
然﹁金母替身法﹂可以幫你替代掉你身體的災難 那
﹁金母替身法﹂當然是最好的啦 你就把它解除掉
瑤池金母是母神 所有成仙的都要到瑤池金母那裡去
報到
老婆講：﹁老公 我想去學游泳 因為游泳可以
瘦身減肥 ﹂老公講：﹁不要那麼傻啊 你看 鯨魚
二十四小時都在游泳 牠有瘦過嗎？﹂︵笑︶
在五臺山有一個禪師 他收留了一個三歲的小孩
做和尚 五臺山很高 師徒倆人在山頂上修行 從不
下山 過了十多年 師徒下山 小和尚看見牛 馬
雞 狗都不認識 禪師就一一指教徒弟：﹁這個叫牛
可以耕田 這個叫馬是可以騎 這個叫做雞跟狗 可
以為人報曉跟看門 ﹂也就是雞可以叫起床 狗可以
看門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講 須菩提 就是佛每一次在說
法的時候 哪一個弟子問祂 祂就唸哪一個弟子的名
字 祂過去在無量阿僧祇劫 於燃燈佛前 燃燈佛就是
定光佛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哇 那數不清
的佛 數不清的佛悉皆供養 全部供養這些佛 承事
無空過者 就是供養這些佛 讓祂們都能夠滿足 沒有
空過 連一個佛都沒有空過
如果有人呢 於後末世 能夠受持︻金剛經︼ 讀
誦︻金剛經︼ 所得的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
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我告訴
你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比較
祂把供養無量的佛跟受持跟讀誦︻金剛經︼拿來做
比較 釋迦牟尼佛把祂供養了無量的佛 將來後世有人
能夠受持︻金剛經︼及讀誦︻金剛經︼ 這兩個的功德
拿來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子比較 百分不及一
就是一百分之一 你供養無量的佛 就是輸給能夠受持
︻金剛經︼跟讀誦︻金剛經︼的人 重點也是在﹁受
持﹂ 我講過﹁受持﹂兩個字 為什麼呢？因為你供養
佛是有功德的 但是可以數的 你受持︻金剛經︼是無
法數的 沒有辦法數的
大家還要注意一點 這裡面有比較出來 釋迦牟尼
佛在過去世曾經供養非常多非常多的佛 沒有一個放過
的 所有的佛祂都供養；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我受持
︻金剛經︼ 我讀誦︻金剛經︼ 這兩個拿來比較 問
題在﹁比較﹂兩個字 我們在這世間 我要告訴大家
這裡面藏著一個意義在裡面 很少人提到我講的這個
我告訴你 不要比較 盧師尊講四個字﹁不要比較﹂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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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的 你的領悟是正確的 我們正常在算 在數
有的人唸咒用計數的 念佛也是用計數的 一遍就是
一遍 你不要做功德想 你用﹁千轉輪法﹂是可以
的 但是你不做功德想 一遍還是一遍 不要做功德
想 弟子的認知是對的

Ｑ

問題五：弟子一路以來都有修﹁千轉輪法﹂
也沒有問題 唯有一次 是為了某一個國家大
火災的傷亡者修法 那次修完法 弟子感覺全身很
熱 但體溫正常 常常感覺很痛苦 想要死掉 但很
清楚這些不是我的念頭 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只是一
個星期後 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感覺太苦太累 修了
﹁金母替身法﹂之後就沒事了
請問師尊 弟子下次遇到此事 應該做超度？還
是化為道用入定？若做超度 供品要多少？還是說以
智慧氣 拙火 明點做最好的供品？
回答五：他這個問的也是滿深的 第一個 他為
某一個國家的大火災的傷亡者修法 修完法以後感覺
到全身很熱 很痛苦 還想要死掉 ﹁這不是我的念
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一個星期以後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覺得太苦太累﹂ 於是他修了金母的替身法以後
就沒事了
你感覺到痛苦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要修﹁金母
的替身法﹂ 一次就解決了 不用一個禮拜以後 痛
苦一個禮拜 一天就給它解決掉了 甚至於 你幫人
家修完了法 馬上修﹁金母替身法﹂ 就是把這個災
難給了自己的本尊 或者給了金母 由虛空來擔當

一會兒有個漂亮的姑娘走過 小和尚驚奇地問：
﹁這是什麼動物？﹂禪師怕他動了凡心就嚇唬他：﹁這
個叫做老虎 人如果靠近她一定被咬死跟吃掉 連屍骨
都不存 ﹂晚上回到山上 禪師問：﹁你今天在山下看
到的東西 有沒有在心上想過他？﹂小和尚答：﹁一切
東西我都不想 我只會想念那個吃人的老虎 ﹂︵笑︶
哎 孔夫子講的對啊！食色性也 連小和尚也這個樣
我們不要怕老虎 我告訴你 老虎沒有什麼好可怕的
你以後把老虎當成壁虎︵笑︶ 對不對 你想壁虎是老
虎嗎？當然啊 牠不是牆壁 當然是老虎 ︵笑︶以後
啊 你可以學武松專門打壁虎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 無空過
者 若復有人 於後末世 能受持讀誦此經 所得功
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
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
誦此經 所得功德 我若具說者 或有人聞 心即狂
亂 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 果報亦
不可思議 ﹂

﹁空﹂就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這個是沒事的 沒有
事
你下次碰到這樣的事情 應該做﹁金母替身法﹂
就對了 因為你做了﹁金母替身法﹂ 就把你那個替
代給它解除掉了 以後你遇到這種事情 就做﹁金母
替身法﹂ 也不一定要做超度 因為越超度說不定他
來得更多 越做超度來得更多
﹁化為道用入定？還是﹃金母替身法﹄以後再入
定？若做超度 供品要多少？﹂我告訴你喔 你如果
做超度來得更多的話 供品數不清喔！﹁還是以智慧
氣 拙火 明點做最好的供品？﹂智慧氣 拙火 明
點都可以做供養 但是呢 你能夠解除你的災難的就
是﹁金母的替身法﹂ 你還是做﹁金母替身法﹂ 既
然﹁金母替身法﹂可以幫你替代掉你身體的災難 那
﹁金母替身法﹂當然是最好的啦 你就把它解除掉
瑤池金母是母神 所有成仙的都要到瑤池金母那裡去
報到
老婆講：﹁老公 我想去學游泳 因為游泳可以
瘦身減肥 ﹂老公講：﹁不要那麼傻啊 你看 鯨魚
二十四小時都在游泳 牠有瘦過嗎？﹂︵笑︶
在五臺山有一個禪師 他收留了一個三歲的小孩
做和尚 五臺山很高 師徒倆人在山頂上修行 從不
下山 過了十多年 師徒下山 小和尚看見牛 馬
雞 狗都不認識 禪師就一一指教徒弟：﹁這個叫牛
可以耕田 這個叫馬是可以騎 這個叫做雞跟狗 可
以為人報曉跟看門 ﹂也就是雞可以叫起床 狗可以
看門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講 須菩提 就是佛每一次在說
法的時候 哪一個弟子問祂 祂就唸哪一個弟子的名
字 祂過去在無量阿僧祇劫 於燃燈佛前 燃燈佛就是
定光佛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哇 那數不清
的佛 數不清的佛悉皆供養 全部供養這些佛 承事
無空過者 就是供養這些佛 讓祂們都能夠滿足 沒有
空過 連一個佛都沒有空過
如果有人呢 於後末世 能夠受持︻金剛經︼ 讀
誦︻金剛經︼ 所得的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
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我告訴
你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比較
祂把供養無量的佛跟受持跟讀誦︻金剛經︼拿來做
比較 釋迦牟尼佛把祂供養了無量的佛 將來後世有人
能夠受持︻金剛經︼及讀誦︻金剛經︼ 這兩個的功德
拿來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子比較 百分不及一
就是一百分之一 你供養無量的佛 就是輸給能夠受持
︻金剛經︼跟讀誦︻金剛經︼的人 重點也是在﹁受
持﹂ 我講過﹁受持﹂兩個字 為什麼呢？因為你供養
佛是有功德的 但是可以數的 你受持︻金剛經︼是無
法數的 沒有辦法數的
大家還要注意一點 這裡面有比較出來 釋迦牟尼
佛在過去世曾經供養非常多非常多的佛 沒有一個放過
的 所有的佛祂都供養；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我受持
︻金剛經︼ 我讀誦︻金剛經︼ 這兩個拿來比較 問
題在﹁比較﹂兩個字 我們在這世間 我要告訴大家
這裡面藏著一個意義在裡面 很少人提到我講的這個
我告訴你 不要比較 盧師尊講四個字﹁不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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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比較 為什麼要比較？因為比較就是煩惱的根
源 比較就是﹁有我﹂啦 有我才會比較啊 你﹁無
我﹂還跟誰去比較？
︻金剛經︼裡面的意思 這裡面提到了 釋迦牟尼
佛 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 供養跟
承事這麼多的佛 沒有空過的 連一個佛都不放過 都
是供養承事；跟一個受持讀誦此經的人所得的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
數譬喻所不能及﹂ 釋迦牟尼佛講到﹁比較﹂兩個字
我不是跟釋迦牟尼佛講 我是跟你們講 不要去比較
哪裡能夠比較啊？比較就是煩惱的根源啊！
你今天出門看到一個美女 回到家看到自己的老
婆 你就開始摔杯子 把你家的骨董都拿出來摔掉 骨
董不能哎 很貴︵笑︶ 找一些便宜的東西摔 為什
麼？別人那麼美 為什麼回家看自己的老婆是這樣子？
你心裡氣炸！不可以比較 煩惱就是比較出來的
你 看 ︿ 西 雅 圖 雷 藏 寺 ﹀ 後 面 就 是 ︿ Microsoft公
司﹀ 很大的公司 越來越大 把所有土地全買了 那
時候我講 我經過那裡的時候 還沒有︿西雅圖雷藏
寺﹀的時候 我就講：﹁這一塊地的所有人是世界第一
富豪 ﹂我經過那一塊地的時候我就講了：﹁這一塊地
有地理的 是世界第一富豪的地 ﹂我們買在山下 它
再往上面走就是︿Microsoft﹀
你跟Bill Gates比 真的是老二比雞腿︵笑︶ 哪
能夠比啊？人家一出手就幾億 幾億 ﹁我做慈善 就
幾億幾億給你 ﹂他覺得非洲很貧窮 就幾億 幾億給
非洲去養雞 他不知道雞全部都是非洲養出來的
︵笑︶ 但是他一出手就是幾億 幾億啊！這個︿盧勝

解釋這一段經文 我也做了比較 告訴大家 ﹁比較﹂
不要！因為︻金剛經︼裡面講無我相 沒有﹁我﹂哪裡
有比較呢？無人相 無我就無人 無人相 誰跟誰比
較？無眾生相 沒有眾生 那你跟誰比較？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 沒得比較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月球根本就無人相 無我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月球 誰跟誰比較？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什麼是佛法？什麼是葷？什麼
是素？統統沒有 全部在﹁空﹂裡面
所以有時候 你如果不比較 一切心
平氣和 你受持 你讀誦︻金剛經︼ 你
了解了經義
從此以後
你認識了
﹁空﹂ 你領悟了﹁空﹂ 那就是開悟
你實踐了這個﹁空﹂ 你就是聖賢 這是
最偉大的 因為煩惱沒有了 功德也沒有
了 執著也沒有了 你執著什麼？執著也
沒有
還有你的那個是什麼Small potato
你的情緒也沒有了 你沒有比較嘛 還有
什麼情緒嗎？情緒也沒有了 沒得比較
就沒有情緒 一比較就會產生情緒喔 我告訴你 人的
情緒
另外 你既然無我了 你還有什麼習性呢？沒有
了 習性就等於零啊 就等於空了 沒有了 這個就可
以解除掉的 而且你在﹁空﹂裡面包容了萬法 ︻金剛
經︼是經王的原因在這裡
我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彥佈施基金會﹀到現在不知道花掉多少錢？總數 大概
幾百萬吧！我也不敢講幾百萬 人家幾億啊！哪能夠比
啊？人家一出手就是億啊 我們出手只是百萬 哪能比
啊？比了 氣死人︵臺語︶ 就氣死了 比不過人家
的
像我們︿真佛宗﹀跟︿慈濟功德會﹀比 ︿慈濟功
德會﹀所有的錢的尾數 它的尾巴的那個數目 我們都
比不起 何況前面的數字？
我們跟︿佛光山﹀比 哪裡能比啊！人家的Temple
so big 我們的so small很小 ︿佛光山﹀建的寺院
在任何一個國家 在南非它也是建了一個寺廟 ︿佛光
山﹀建的寺廟 你看高雄大樹的︿佛光山﹀ 那整個
山 ︿佛光山寺﹀大得不得了 我們不能比 那是沒有
辦法比 一比你就起煩惱
你看︿中台禪寺﹀ 你去︿中台禪寺﹀會看到很多
骨董 一個骨董我們都比不起 你到了︿法鼓山﹀ 那
個巨大的鐘 哇 好大的鐘喔 每年除夕都要敲鐘 所
有的政要全部一起去敲鐘 總統 副總統都要到︿法鼓
山﹀去敲鐘的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鐘︵笑︶ 我們哪裡
有這麼大的鐘？我們只有金剛鈴
它那個鐘很大的 要很多人這樣子拉 咚 這樣子
敲的 不能比的 你跟︿法鼓山﹀比？你跟︿慈濟功德
會﹀比？你跟︿中台山﹀比？你跟︿佛光山﹀比？不可
以比較 我在這裡強調不要比較 比較是煩惱的根源
︻金剛經︼是講空義 鐘是空的 寺廟是空的 錢
是空的 骨董是空的 你只要以空來容納 什麼都進去
了 你承事供養無量諸佛 輸給︻金剛經︼的受持
︻金剛經︼你能夠持受 你就是空 空的範圍包含了宇

何處不如如

若悟三空理

心差轉見殊

業障本來無

宙萬物 ︻金剛經︼ 我告訴你 你懂得了 你的心可
以生萬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裡講到比較 祂承事過去無量
諸佛都輸給一個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的功德 為什麼？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因為︻金剛經︼是空 空可以生萬
法 所有一切來自於空 地 水 火 風全部來自於
空 所以嘛 我們曉得地 水 火 風 空 空是最後
一個 但是空可以容納地 水 火 風
空可以容納一切 剛剛我也做了比較 師
尊為了比喻所以做了比較 釋迦牟尼佛在
這裡也做了比較
這﹁比較﹂兩個字 告訴大家 是煩
惱的根源 你碰到什麼事都不要做比較
你今天開一部車子出去 是很名貴
的 我的車子是Maserati Maserati是跑
車 在 義 大 利 出 的 Maserati 你 碰 到 了
Lamborghini 碰到了Ferrari Ferrari跟
Lamborghini比Maserati還貴嗎？還貴喔
對啊 你覺得 心中不爽 你碰到了日本
車 Honda Infiniti或 者 是 Suzuki或 者
Subaru 你看到了就覺得 還是我的Maserati好
人家跟你講個：﹁Good car!﹂你就很爽 人家不
跟你講 別人開Lamborghini的 從你身邊咻 過去了
︵不開心︶︵笑︶ 這是小的比較 真的 一比較你就
生煩惱 不管你歡喜或
所以我們要懂得﹁不能比
較﹂！
釋迦牟尼佛為了講︻金剛經︼所以做比較 我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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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比較 為什麼要比較？因為比較就是煩惱的根
源 比較就是﹁有我﹂啦 有我才會比較啊 你﹁無
我﹂還跟誰去比較？
︻金剛經︼裡面的意思 這裡面提到了 釋迦牟尼
佛 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 供養跟
承事這麼多的佛 沒有空過的 連一個佛都不放過 都
是供養承事；跟一個受持讀誦此經的人所得的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
數譬喻所不能及﹂ 釋迦牟尼佛講到﹁比較﹂兩個字
我不是跟釋迦牟尼佛講 我是跟你們講 不要去比較
哪裡能夠比較啊？比較就是煩惱的根源啊！
你今天出門看到一個美女 回到家看到自己的老
婆 你就開始摔杯子 把你家的骨董都拿出來摔掉 骨
董不能哎 很貴︵笑︶ 找一些便宜的東西摔 為什
麼？別人那麼美 為什麼回家看自己的老婆是這樣子？
你心裡氣炸！不可以比較 煩惱就是比較出來的
你 看 ︿ 西 雅 圖 雷 藏 寺 ﹀ 後 面 就 是 ︿ Microsoft公
司﹀ 很大的公司 越來越大 把所有土地全買了 那
時候我講 我經過那裡的時候 還沒有︿西雅圖雷藏
寺﹀的時候 我就講：﹁這一塊地的所有人是世界第一
富豪 ﹂我經過那一塊地的時候我就講了：﹁這一塊地
有地理的 是世界第一富豪的地 ﹂我們買在山下 它
再往上面走就是︿Microsoft﹀
你跟Bill Gates比 真的是老二比雞腿︵笑︶ 哪
能夠比啊？人家一出手就幾億 幾億 ﹁我做慈善 就
幾億幾億給你 ﹂他覺得非洲很貧窮 就幾億 幾億給
非洲去養雞 他不知道雞全部都是非洲養出來的
︵笑︶ 但是他一出手就是幾億 幾億啊！這個︿盧勝

解釋這一段經文 我也做了比較 告訴大家 ﹁比較﹂
不要！因為︻金剛經︼裡面講無我相 沒有﹁我﹂哪裡
有比較呢？無人相 無我就無人 無人相 誰跟誰比
較？無眾生相 沒有眾生 那你跟誰比較？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 沒得比較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月球根本就無人相 無我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月球 誰跟誰比較？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什麼是佛法？什麼是葷？什麼
是素？統統沒有 全部在﹁空﹂裡面
所以有時候 你如果不比較 一切心
平氣和 你受持 你讀誦︻金剛經︼ 你
了解了經義
從此以後
你認識了
﹁空﹂ 你領悟了﹁空﹂ 那就是開悟
你實踐了這個﹁空﹂ 你就是聖賢 這是
最偉大的 因為煩惱沒有了 功德也沒有
了 執著也沒有了 你執著什麼？執著也
沒有
還有你的那個是什麼Small potato
你的情緒也沒有了 你沒有比較嘛 還有
什麼情緒嗎？情緒也沒有了 沒得比較
就沒有情緒 一比較就會產生情緒喔 我告訴你 人的
情緒
另外 你既然無我了 你還有什麼習性呢？沒有
了 習性就等於零啊 就等於空了 沒有了 這個就可
以解除掉的 而且你在﹁空﹂裡面包容了萬法 ︻金剛
經︼是經王的原因在這裡
我今天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彥佈施基金會﹀到現在不知道花掉多少錢？總數 大概
幾百萬吧！我也不敢講幾百萬 人家幾億啊！哪能夠比
啊？人家一出手就是億啊 我們出手只是百萬 哪能比
啊？比了 氣死人︵臺語︶ 就氣死了 比不過人家
的
像我們︿真佛宗﹀跟︿慈濟功德會﹀比 ︿慈濟功
德會﹀所有的錢的尾數 它的尾巴的那個數目 我們都
比不起 何況前面的數字？
我們跟︿佛光山﹀比 哪裡能比啊！人家的Temple
so big 我們的so small很小 ︿佛光山﹀建的寺院
在任何一個國家 在南非它也是建了一個寺廟 ︿佛光
山﹀建的寺廟 你看高雄大樹的︿佛光山﹀ 那整個
山 ︿佛光山寺﹀大得不得了 我們不能比 那是沒有
辦法比 一比你就起煩惱
你看︿中台禪寺﹀ 你去︿中台禪寺﹀會看到很多
骨董 一個骨董我們都比不起 你到了︿法鼓山﹀ 那
個巨大的鐘 哇 好大的鐘喔 每年除夕都要敲鐘 所
有的政要全部一起去敲鐘 總統 副總統都要到︿法鼓
山﹀去敲鐘的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鐘︵笑︶ 我們哪裡
有這麼大的鐘？我們只有金剛鈴
它那個鐘很大的 要很多人這樣子拉 咚 這樣子
敲的 不能比的 你跟︿法鼓山﹀比？你跟︿慈濟功德
會﹀比？你跟︿中台山﹀比？你跟︿佛光山﹀比？不可
以比較 我在這裡強調不要比較 比較是煩惱的根源
︻金剛經︼是講空義 鐘是空的 寺廟是空的 錢
是空的 骨董是空的 你只要以空來容納 什麼都進去
了 你承事供養無量諸佛 輸給︻金剛經︼的受持
︻金剛經︼你能夠持受 你就是空 空的範圍包含了宇

何處不如如

若悟三空理

心差轉見殊

業障本來無

宙萬物 ︻金剛經︼ 我告訴你 你懂得了 你的心可
以生萬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裡講到比較 祂承事過去無量
諸佛都輸給一個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的功德 為什麼？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因為︻金剛經︼是空 空可以生萬
法 所有一切來自於空 地 水 火 風全部來自於
空 所以嘛 我們曉得地 水 火 風 空 空是最後
一個 但是空可以容納地 水 火 風
空可以容納一切 剛剛我也做了比較 師
尊為了比喻所以做了比較 釋迦牟尼佛在
這裡也做了比較
這﹁比較﹂兩個字 告訴大家 是煩
惱的根源 你碰到什麼事都不要做比較
你今天開一部車子出去 是很名貴
的 我的車子是Maserati Maserati是跑
車 在 義 大 利 出 的 Maserati 你 碰 到 了
Lamborghini 碰到了Ferrari Ferrari跟
Lamborghini比Maserati還貴嗎？還貴喔
對啊 你覺得 心中不爽 你碰到了日本
車 Honda Infiniti或 者 是 Suzuki或 者
Subaru 你看到了就覺得 還是我的Maserati好
人家跟你講個：﹁Good car!﹂你就很爽 人家不
跟你講 別人開Lamborghini的 從你身邊咻 過去了
︵不開心︶︵笑︶ 這是小的比較 真的 一比較你就
生煩惱 不管你歡喜或
所以我們要懂得﹁不能比
較﹂！
釋迦牟尼佛為了講︻金剛經︼所以做比較 我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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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均霑

見境 取而 不取

自 然醉 而不醉
■文／蓮曉上師

不過是天地間的一群蜉蝣 滄海中的一芥米粒
真是哀歎我等生命的短促 羡慕長江的無窮無盡 願
能與神仙相伴而遨遊 同明月一道永世長存吧
然而 這種願望是不可能驟然實現的 我惟有借托悲
涼的秋風 以這樣的曲調表達無可奈何的傷感！﹂
蘇軾聽了 對大家說：﹁您瞭解流水與明月嗎？江水
滔滔東去 卻未曾消亡；月亮雖然有圓有缺 卻未曾增
減 事物從那變化的方面去看 連一眨眼的時間都不曾保
持過原狀；從不變的方面去看它 則物與我都沒有窮盡
這樣 我們又羡慕什麼呢？
再說那天地之間 萬物各有主宰者 如果不是我應有
的東西 就算是一絲一毫也不能拿取
只有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 耳朵聽到它 便是入
你耳的聲音 眼睛看見它 便是入你眼的色彩 這樣子的
得到是不會被禁止的 享用也就沒有竭盡 這是大自然的
無窮寶藏 是我和你可以共同受用的﹂
眾人高興地笑了 洗淨酒杯 重新斟酒 菜餚果品已
吃光光 杯子盤子一片狼藉 這夜 大家互相枕著 靠
著 睡在船上 不知不覺 東方已經露出潔白的曙光了
從世間物象的時空來看：流水與明月 相對而言是很
長久的事物 這是一般世人的認知
佛所覺悟的認知是：宇宙間唯有空性︵佛性︶是恆

今年是二○二二年 回首九三九年前的一○八二年的
秋天七月十六日 蘇東坡先生與客人們坐上小船 遊覽赤
壁 ﹁視頻﹂顯示︵﹁下載﹂於︽前赤壁賦︾的描述︶：
那時 月出於東山之上 徘徊於鬥牛之間 白露橫
江 水光接天 江面曠遠 他們任憑船兒自由漂流
船兒像凌空地駕風而行 漫無目的；飄飄搖搖 無牽
無掛 像要脫離塵世 羽化成仙 飛到仙境去似的
眾人十分暢心 相互勸酒 朗誦︽月出︾詩 吟唱
﹁窈窕﹂章 蘇東坡甚為快樂 敲著船舷唱道：
﹁桂棹兮蘭槳 擊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 ﹂
這時 座中有一客人乘興和上節拍 吹起洞簫
簫聲嗚咽 像懷戀含怨 低訴抽泣 餘音悠長 彷彿
能使深淵裡潛藏的蛟龍起舞 使孤獨小船上的寡婦悲泣
蘇東坡不禁沉下臉色 理了下衣襟 端正坐姿 問吹
洞簫的客人：﹁為什麼要奏出這樣悲涼的聲音呢？﹂
客人說：﹁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 這不是當年曹孟德
被周郎所困的地方嗎？想當初曹操破荊州 下江陵 戰船
千里 旌旗遮空 臨江飲酒 橫槊賦詩 這麼厲害的一代
梟雄 如今卻在哪裡呢？
另外 我等在江中的小洲上捕魚打柴 以魚蝦為伴
以麋鹿為朋友 現在舉杯飲宴在一葉小舟上 其實只

侶

更多

印︶
當念：觀身不淨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四念處︶
這﹁四念處﹂法門 能令眾生的心通達無迷無執 能
夠清理眾生所有的不良善的念頭與行為 獲得正法利益
超越生老病死的種種憂悲苦惱 達到究竟的離苦得樂
東坡先生 知道可取的 可取之﹁無禁﹂ 這是在這
方面的自主
明明是一片美景 偏偏美中生悲 有必要嗎？但覺無
常 有所感慨 也是好的 可以免於沉迷與放縱
然而 也不必住於：因無常而幻生的悲哀中不能自
拔 如果是這樣 也是太過份了吧
警覺無常是大智慧︵世人渾渾噩噩的居多︶ 可是被
無常所﹁害﹂而不快樂 又不是大智慧了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唐代
佚名︽金縷衣︾︶
覺受是幻受 取用也是幻取 幻取的美好 可以是
﹁無禁﹂ 並且是﹁源源不斷﹂的 可以打消我們感受於
人生的種種悲苦
但是如果只知取用﹁無禁﹂ 杯盤狼藉 盡興而後橫
七豎八地睡去 沒有同時以修證空性為前提 就會百分百
地最終會被無常抓住 扔到痛苦的焚化爐裡去
見境思無常 見境而持覺 見境而取樂 取樂而不
住 才是圓滿
九三九年前東坡先生一撥人的遊觀 助我們今天領悟
乃至了悟吧
存 當下 空︵空性︶即是色：這個色展現為月出水影
佳餚美酒 遊船雅興 想望美人等等 是﹁常﹂所給出的
﹁無常﹂ 是﹁不變﹂所給出的﹁變﹂現象
真如︵﹁常﹂ ﹁不變﹂︶展現其物象後 人們分別
出來的﹁美好﹂或者﹁不美好﹂ ﹁樂﹂或者﹁苦﹂ 都
是個人的主觀覺受 取用什麼 產生什麼覺受 是人可以
自主的 但須覺知 它僅是﹁無常﹂ 會﹁變﹂的幻受
如果沉迷 那麼最終都會被帶入幻滅時的恐慌與痛苦
佛菩薩的覺觀與覺行 見幻不迷戀 幻滅時自然沒有
失落 驚怖與悲哀 這是大自在
東坡先生說﹁如果不是我應有的東西 就算是一絲一
毫也不能拿取 ﹂這是站在﹁分別﹂的立場上 是對的
︵﹁無分別﹂的了義法 則是空而本具：沒有取與被取
沒有被取之物 ︶山你不能拿取 月你不能拿取 別人的
東西你不能拿取 但你有緣聽到的 見到的 觸碰到的
你可以覺受 並且可以﹁取向﹂︵潛意識慣性認定 主觀
選擇︶為﹁快樂美好﹂的覺受
這次遊途之中 東坡先生等人沒料到的是：遇上這般
美景佳遊 竟然有人與眾相反 情思落入莫名的傷感
那是因為回想到過去 回想到那位梟雄曾經歷經過更
為風光與寫意的赤壁事蹟 竟也是個泡 在時光飛逝之
下 早已不知所蹤
見境而思無常 這也是﹁好﹂的
當年 佛陀獨自在優樓頻螺聚落尼連河邊的菩提樹
下 所悟甚為徹底：
諸行無常 諸漏皆苦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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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境 取而 不取

自 然醉 而不醉
■文／蓮曉上師

不過是天地間的一群蜉蝣 滄海中的一芥米粒
真是哀歎我等生命的短促 羡慕長江的無窮無盡 願
能與神仙相伴而遨遊 同明月一道永世長存吧
然而 這種願望是不可能驟然實現的 我惟有借托悲
涼的秋風 以這樣的曲調表達無可奈何的傷感！﹂
蘇軾聽了 對大家說：﹁您瞭解流水與明月嗎？江水
滔滔東去 卻未曾消亡；月亮雖然有圓有缺 卻未曾增
減 事物從那變化的方面去看 連一眨眼的時間都不曾保
持過原狀；從不變的方面去看它 則物與我都沒有窮盡
這樣 我們又羡慕什麼呢？
再說那天地之間 萬物各有主宰者 如果不是我應有
的東西 就算是一絲一毫也不能拿取
只有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 耳朵聽到它 便是入
你耳的聲音 眼睛看見它 便是入你眼的色彩 這樣子的
得到是不會被禁止的 享用也就沒有竭盡 這是大自然的
無窮寶藏 是我和你可以共同受用的﹂
眾人高興地笑了 洗淨酒杯 重新斟酒 菜餚果品已
吃光光 杯子盤子一片狼藉 這夜 大家互相枕著 靠
著 睡在船上 不知不覺 東方已經露出潔白的曙光了
從世間物象的時空來看：流水與明月 相對而言是很
長久的事物 這是一般世人的認知
佛所覺悟的認知是：宇宙間唯有空性︵佛性︶是恆

今年是二○二二年 回首九三九年前的一○八二年的
秋天七月十六日 蘇東坡先生與客人們坐上小船 遊覽赤
壁 ﹁視頻﹂顯示︵﹁下載﹂於︽前赤壁賦︾的描述︶：
那時 月出於東山之上 徘徊於鬥牛之間 白露橫
江 水光接天 江面曠遠 他們任憑船兒自由漂流
船兒像凌空地駕風而行 漫無目的；飄飄搖搖 無牽
無掛 像要脫離塵世 羽化成仙 飛到仙境去似的
眾人十分暢心 相互勸酒 朗誦︽月出︾詩 吟唱
﹁窈窕﹂章 蘇東坡甚為快樂 敲著船舷唱道：
﹁桂棹兮蘭槳 擊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 ﹂
這時 座中有一客人乘興和上節拍 吹起洞簫
簫聲嗚咽 像懷戀含怨 低訴抽泣 餘音悠長 彷彿
能使深淵裡潛藏的蛟龍起舞 使孤獨小船上的寡婦悲泣
蘇東坡不禁沉下臉色 理了下衣襟 端正坐姿 問吹
洞簫的客人：﹁為什麼要奏出這樣悲涼的聲音呢？﹂
客人說：﹁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 這不是當年曹孟德
被周郎所困的地方嗎？想當初曹操破荊州 下江陵 戰船
千里 旌旗遮空 臨江飲酒 橫槊賦詩 這麼厲害的一代
梟雄 如今卻在哪裡呢？
另外 我等在江中的小洲上捕魚打柴 以魚蝦為伴
以麋鹿為朋友 現在舉杯飲宴在一葉小舟上 其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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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印︶
當念：觀身不淨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四念處︶
這﹁四念處﹂法門 能令眾生的心通達無迷無執 能
夠清理眾生所有的不良善的念頭與行為 獲得正法利益
超越生老病死的種種憂悲苦惱 達到究竟的離苦得樂
東坡先生 知道可取的 可取之﹁無禁﹂ 這是在這
方面的自主
明明是一片美景 偏偏美中生悲 有必要嗎？但覺無
常 有所感慨 也是好的 可以免於沉迷與放縱
然而 也不必住於：因無常而幻生的悲哀中不能自
拔 如果是這樣 也是太過份了吧
警覺無常是大智慧︵世人渾渾噩噩的居多︶ 可是被
無常所﹁害﹂而不快樂 又不是大智慧了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唐代
佚名︽金縷衣︾︶
覺受是幻受 取用也是幻取 幻取的美好 可以是
﹁無禁﹂ 並且是﹁源源不斷﹂的 可以打消我們感受於
人生的種種悲苦
但是如果只知取用﹁無禁﹂ 杯盤狼藉 盡興而後橫
七豎八地睡去 沒有同時以修證空性為前提 就會百分百
地最終會被無常抓住 扔到痛苦的焚化爐裡去
見境思無常 見境而持覺 見境而取樂 取樂而不
住 才是圓滿
九三九年前東坡先生一撥人的遊觀 助我們今天領悟
乃至了悟吧
存 當下 空︵空性︶即是色：這個色展現為月出水影
佳餚美酒 遊船雅興 想望美人等等 是﹁常﹂所給出的
﹁無常﹂ 是﹁不變﹂所給出的﹁變﹂現象
真如︵﹁常﹂ ﹁不變﹂︶展現其物象後 人們分別
出來的﹁美好﹂或者﹁不美好﹂ ﹁樂﹂或者﹁苦﹂ 都
是個人的主觀覺受 取用什麼 產生什麼覺受 是人可以
自主的 但須覺知 它僅是﹁無常﹂ 會﹁變﹂的幻受
如果沉迷 那麼最終都會被帶入幻滅時的恐慌與痛苦
佛菩薩的覺觀與覺行 見幻不迷戀 幻滅時自然沒有
失落 驚怖與悲哀 這是大自在
東坡先生說﹁如果不是我應有的東西 就算是一絲一
毫也不能拿取 ﹂這是站在﹁分別﹂的立場上 是對的
︵﹁無分別﹂的了義法 則是空而本具：沒有取與被取
沒有被取之物 ︶山你不能拿取 月你不能拿取 別人的
東西你不能拿取 但你有緣聽到的 見到的 觸碰到的
你可以覺受 並且可以﹁取向﹂︵潛意識慣性認定 主觀
選擇︶為﹁快樂美好﹂的覺受
這次遊途之中 東坡先生等人沒料到的是：遇上這般
美景佳遊 竟然有人與眾相反 情思落入莫名的傷感
那是因為回想到過去 回想到那位梟雄曾經歷經過更
為風光與寫意的赤壁事蹟 竟也是個泡 在時光飛逝之
下 早已不知所蹤
見境而思無常 這也是﹁好﹂的
當年 佛陀獨自在優樓頻螺聚落尼連河邊的菩提樹
下 所悟甚為徹底：
諸行無常 諸漏皆苦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四法

誌

43
44

菩提園地

西雅圖雷藏寺
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

地藏菩薩大願力
地獄眾生未盡空
誓願救度不成佛
與願金剛大悲力
無分別心普救度
教化六道諸眾生

■文／西雅圖雷藏寺

的智慧 就變成天真 所以有一個
小笑話 什麼叫做成長？你不知道
的變成知道就是成長
你知道了跟人家講你不知
道 就是成熟 什麼叫做成熟？我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是知道
了 但是我的生活假裝不知道 所
以我告訴你 ﹁天真＋知識 智
慧﹂ 我跟你講我不知道；﹁聰
明＋知識 力量﹂ 我也不知
道；﹁智慧＋智慧 天真﹂我也不
知道 三個不知道 回答你 因為
師尊已經成熟了 讓你自己去摸
索 剛剛答案已在其中 如來的智
慧｜法界體性智 大圓鏡智 平等
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智 重要
是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就是天真
什麼叫做平等性智？對於階級
不同的眾生 平等接待 對於愚蠢
的人 慈悲他；對於有智慧的
人 接引他；聽到善的 聽到惡

今

康 我們人生所追求的 也就是幸
福跟健康 這兩個法會都是非常重
要的法會 希望大家來參加 也要
注意到防疫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身
體健康 健健康康的去聽法 也健
健康康的回來
接下來是﹁你問我答﹂聖尊與
弟子的互動環節
弟子問：弟子讀到九十五
冊︽盧勝彥的金句︾﹁第十四章智
慧﹂ 師尊寫一個方程式
天真＋知識 智慧
聰明＋知識 力量
智慧＋智慧 天真 可否請師
尊詳細解說此方程式？
聖尊答：這個方程式如果不解
釋 就很難令人理解 尤其是﹁智
慧＋智慧 天真﹂的這一條 第一
個智慧是人的智慧 第二個智慧是
如來的智慧 以人的智慧來講 愈
成熟也不天真 但是因為加上如來

誌

晚︿西雅圖雷藏寺﹀的同修
主尊是地藏王菩薩 在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的佛光加持下 同
修圓滿吉祥 聖尊首先談到﹁真佛
般若藏﹂所特別製作的精彩短
片 聖尊將於二月十二日主壇︿西
雅圖雷藏寺﹀在︿林霧會議中
心﹀隆重舉辦的﹁觀世音菩薩新春
祈福大法會暨真佛般若藏蓮生活
佛﹃曙光﹄書畫展﹂ 聖尊也將於
二月十三日在︿彩虹雷藏寺﹀舉
行﹁大幻化網金剛護摩大法會﹂
新春期間這兩個法會 第一個
是賜給幸福 第二個是賜給健


弟子問：弟子最近收到一個電
風扇 但民間忌諱送扇子︵扇子代
表散︶ 不知道電風扇算不算扇
子？因為送禮之人是弟子的心上
人 所以弟子自從收到電風扇之
後 就一直很擔心感情真的會
散 但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請問師
尊 真的會因為送扇子 雨傘 時
鐘 鞋子等 這些物品導致感情變
不好或是分開嗎？如果有 請問該
怎麼處理電風扇？是還給她 或是
付錢給她用買的 還是有什麼方法
可以化解？

 

的 心無分別；不見他人之過
錯 這都是屬於平等性智 還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 見到三惡道的眾生
也視如佛國 這個就是天真 今天
我們修地藏王菩薩本尊 祂把地獄
就看成佛國 像聖德蕾莎 祂把所
有的人都看成上帝 她講：﹁如果
有天國 我也不去 我還是要在黑
暗的地方幫助眾生 ﹂就是這種精
神 實在是非常的﹁天真﹂ 所以
我跟你講 智慧＋智慧 天真 很
自然的流露出你自己的菩提心就是
天真



聖尊答：台灣人的習俗是說
送﹁扇﹂表示﹁散開﹂；送﹁時
鐘﹂就送﹁終﹂
就是會死
掉；送﹁鞋子﹂也是 送鞋子好像
是要走路 就是要﹁離開﹂的意
思 送﹁雨傘﹂也是會﹁散掉﹂的
意思 這只是一種習俗 不要緊
的 我們學佛的人 百無禁忌！那
些禁忌都是一般人訂出來的
有威力無窮的精神跟強健的體
魄 可以壓百邪 所有邪氣都不會
入侵 那些中邪 中降頭的身體已
經很弱了 他便會入侵 打你 欺
負你 我每天晚上做超度 千艘法
船 所有的鬼來 我都不怕 他們
是來接受超度的
弟子問：︵(問題一︶師尊文
集二百五十一冊︽剪一襲夢的衣
裳︾中提到：﹁有緣者聚 無緣者
散﹂ 師尊文集二百八十二冊︽遇
見達摩祖師︾中也提到﹁得的會
失 失的會得 緣起緣滅﹂ 弟子
每次想到有天會與自己親愛的人分
開就不免會悲傷
看完師尊這兩篇後有一個想
法：這輩子遇到的人有一天會分
開 分開了來世換一個殼子還會聚
在一起 所以相聚不用太開心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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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分開；分開了也不用太傷
心 因為將來還是會相聚 請問師
尊弟子的想法正確嗎？
聖尊答：緣分一定有聚有
散 釋迦牟尼佛講 有強健的身體
也必有衰弱的一天 有緣來 未來
也一定會散 本來就是這個樣
子 在娑婆人間都是無所得的 緣
分沒有了 連碰面的機會都沒
有；緣分有了 才可能在一起 這
是自然現象 沒有什麼好哀怨
的 要懂這個道理
弟子問：︵問題二︶弟子從小
就發現自己喜歡同性 但弟子的父
母並不支持同性戀 認為同性戀是
違背天意 是不對的 弟子擔心他
們知道以後會傷心 所以弟子從未
與他們坦承自己的性向 也會覺得
自己不孝 請問師尊 弟子該怎麼
做比較合適？同性戀真的是違背天
意 是犯戒的嗎？
聖尊答：原來妳是女的 妳的
男朋友也是女的 師尊不是同性
戀 如果師尊是同性戀的話 我就
懂得妳的心 我真的不懂妳的心
如果是天主教 絕對不會同意
的 師尊始終都是隨緣 隨緣的意
思是說 如果師尊的兒女有同性戀

的性向 那師尊都是隨緣 我自己
的女兒 兒子 我都是隨他們的
緣 他們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我
從來沒有阻止 只是有時候提醒他
們一下
所以師尊講 妳將來跟妳的同
性的要結婚的話 請妳來︿西雅圖
雷藏寺﹀ 我給妳證婚 師尊可以
的 師尊也同情妳 妳的性向就是
這個樣子 妳也沒有辦法改 妳自
己是女生 又喜歡女生 那妳們兩
個想要結婚的話 就到師尊面
前 師尊也是一樣給妳們祝福 給
妳們舉行福證 並不違背天意 因
為妳的性向就是這樣了 沒有辦法
改 管他什麼犯戒不犯戒 在天主
教來講是違反上帝的旨意 師尊是
很開放的 我個人很開放的 隨
緣 一切都是緣
聖尊接著再續釋︻金剛經︼要
義｜｜﹁須菩提！在在處處 若有
此經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所應供養 當知此處 即為是
塔 皆應恭敬 作禮圍繞 以諸華
香而散其處 ﹂
佛陀跟須菩提講 若有︻金剛
經︼在那裡 世間的 天上的
神 人跟阿修羅 這三善道都應該

供養這一本經 有︻金剛經︼的地
方就是一個寶塔 把花香散在︻金
剛經︼上面或周圍 繞著︻金剛
經︼像繞塔一樣
︻金剛經︼是偉大的經典 是
經中之經 是經王！懂這一本
經 能夠去實踐 就能夠免掉六道
輪迴 一切煩惱不見 因為根本什
麼都得不到 你煩惱什麼？誰也沒
有得到什麼 你煩惱什麼？吃醋什
麼？嫉妒什麼？這些習性都會沒有
的 所有的煩惱也會沒有的 活著
就活 死了就死嘛 有什麼好煩
惱？身體病痛 那是消業障啊！
我們天真的人 同情我們的怨
敵 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 成佛的
人是這樣子的 平等性智 要愛眾
生 愛我們的敵人 讀了︻金剛
經︼ 要去實踐 懂比較容易 行
起來就困難啊 習性很難改 但還
是要改 不改怎麼脫離六道輪迴？
聖尊精闢寶貴的法語開示結束
後 慈悲為大眾加持大悲咒水和為
佛像開光 師尊今晚又是一次讓人
拍案叫絕的精彩開示 讓眾生知道
要明白﹁無所得﹂而且去實踐 就
能解脫煩惱 離開六道輪迴 成就
聖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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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彩虹雷藏寺

二

○二二年月日︿彩虹雷
藏寺﹀雪停了 陣陣微風把
雲霧吹散 燦爛的陽光照耀山莊
晴朗的天氣伴隨著好心情 大家期
待著參加由聖尊蓮生活佛主持的
﹁大力金剛護摩法會﹂
中午時分 聖尊與師母蓮香上
師抵達山莊用餐 對料理食材有獨
到之處的廚房組大展身手 會研究
食譜 再利用現成的食材加以變
化 誠心的烹飪豐盛的午餐招待聖
尊 師母 僧眾及義工 只要是來
到雷藏寺用餐的同門 大家都會忍
不住豎起大拇指說﹁讚﹂ 每道菜
不僅色香味具足 營養更是均衡
下午三點 ﹁大力金剛護摩法
會﹂隆重開始 法會咒音﹁嗡 嘛
哈巴拉耶 梭哈 嗡 嘛哈巴拉
耶 吽吽呸 ﹂響徹雲霄 雷霆萬
鈞 使與會大眾能量滿滿 在聖尊
的佛力召請下 護摩主尊大力金剛
威靈顯赫的降臨壇場 一面四臂
左腿伸 右腿曲 黃金色的髮上
豎 以蛇束髮 口中露出獠牙身圍
虎皮裙 頂飾為阿彌陀如來 以金
剛棍 拂塵 索 期克印降伏瘟
疫 病毒 疾病 惡緣皆退散

圓滿殊勝的護摩儀式結束後
聖尊談到大力金剛是阿彌陀佛 瑤
池金母 地藏王菩薩 大力侍者
蓮花童子結合起來的金剛神 所以
威力無窮 持拂塵可以消除業障
持金剛棍可以打昏怨敵 持索就可
以把怨敵綑綁 結期克印表示降伏
一切 希望每個同門都要護持︿真
佛宗﹀特聘的大護法
接下來是大家所期盼的﹁你問
我答｜互動就是力量﹂！
弟子問：因為有時候修法持咒
會比較長 如果香或者蠟燭燒完
了 香和蠟燭的供養也已經完成
請問此時需要續香和續蠟燭直到修
法完成嗎？因為有時不注意︵比如
禪定中︶ 香或蠟燭都燒完了 這
樣 會不會不好？
聖尊答：只要供了香 供了蠟
燭 你就修法 至於香燒完了 燭
也熄滅了 都跟你無關 你就把法
修完就可以了
弟子問：我的壇城是個有門的
櫥子 如果修完法時 香還沒燒
完 我一般會把香拿起來點個火
讓它迅速燒完 這樣我才能把壇城
的門關起 請問師尊可以嗎？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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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佛國都可以去 也成就了四聖
界
︻金剛經︼是講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就是
空
︻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
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也是講空
我有一個比喻跟大家講 我現
在在這裡說法 你們在底下聽法
在︻金剛經︼裡面講 沒有說法的
人 沒有聽法的人 沒有法這回
事 這就是空 也就是三輪體空
我告訴大家 師尊現在的心
境 我 等於是一個觀眾 進去電
影院裡面看一場電影 電影的名字
叫做﹁盧勝彥的來歷﹂ 從出生一
直演到最後 終於這個電影演完
了 我離開電影院 當然我會被這
個電影所感動 因為裡面喜怒哀樂
都有 我跟著情節走 在電影裡面
有男主角盧勝彥 女主角盧麗香
還有配角 臨時演員 許多布景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的盧勝彥的電
影
︻金剛經︼講的 現在我在這
裡說法是假的盧勝彥 我的佛性是

佛 寶生佛 不空成就佛 分成五
部 蓮華部是屬於阿彌陀佛 觀世
音菩薩是屬於蓮華部 大吉祥天女
就是蓮華部的親戚
弟子問：師尊書記載：﹁吉祥
天女更適合女子去修持 男子略不
適合 因為此天女現女子身 相貌
非凡 有潔淨之心 男子修法 容
易觸犯 ﹂那麼對吉祥天女具大恭
敬心及淨信的男弟子 若想要修持
供養大吉祥天女 要如何才不會容
易觸犯？
聖尊答：你守佛教五戒 就不
會觸犯
接著 聖尊繼續講釋︻金剛
經︼重要法義 原文：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聖尊解釋：能淨業障分第十
六 這標題就是說﹁能淨﹂ ︻金
剛經︼能夠清除業障 業障全部消
除了 你就解脫了 身體會發光

緣 難道大吉祥天女是觀世音菩薩
的化身嗎？此天女是否非一般的天
女 甚至非一般的菩薩？
聖尊答：其實我們在修行當
很多的佛都是有關聯 佛有五
毘盧遮那佛 阿閦佛 阿彌陀

聖尊答：當然可以
弟子問：皈依佛 皈依法 皈
依僧 請問﹁僧﹂指的是所有求佛
果 還未成道的出家人 還是指已
經成道的出家人？
聖尊答：皈依佛 皈依已經成
就的究竟解脫的佛；皈依法 就是
皈依佛所說的法；皈依僧 這個僧
是聖賢僧 什麼是聖賢僧？
第一 守戒律；第二 懂得真
正的佛法；第三 是很善良正直的
阿闍黎 聖賢僧說靜 就可以靜；
說動 可以應對
真正的皈依是皈依自己︵自皈
依︶ 第一個 你懂得佛法 你也
在實踐佛法；第二個 你本身已經
到了解脫的境界 你可以自己解
脫 也可以教人家解脫；第三個
你是守戒的聖賢僧 所以真正的皈
依是自皈依｜｜自己皈依自己
弟子問：︻大藏經︼記載大吉
祥天女是一切如來母 一切諸天
母 有時候師尊指示 修持﹁觀世
音菩薩法﹂的同門 也是以大吉祥
天母為護法
在︻大藏經︼跟師尊書︵開
示︶可知 此天女跟觀音有深的因

了︻金剛經︼以後 你是在看你演
這一生所演的戲 但是你也要清淨
自己 你才能夠脫出六道輪迴 你
如果不清淨自己本身的業障 是沒
有辦法脫出輪迴的 所以有一天當
我這個假的盧勝彥死的時候 我只
留下三個字叫做﹁無干涉﹂ 我跟
那個假的盧勝彥沒有關係 我只是
在看他演戲 我只是一個觀眾
這一點跟大家講清楚 關閉六
賊｜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
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有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沒有
財 色 名 食 睡的貪念 你就
解脫出來 因為有這個假的盧勝彥
才會輪迴 真的盧勝彥是不受輪
迴
將來每個人跟這個標題一樣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由︻金剛
經︼裡面去實踐︻金剛經︼ 你們
可以清除掉自己的業障
聖尊精闢獨到講解︻金剛經︼
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慈悲為與會大
眾加持灌頂大力金剛 殊勝的灌頂
結束後 聖尊在護摩寶殿外過火
並與同門依依不捨道別 期待一月
三十日﹁勾財天女的護摩法會﹂再
見
■

中
部

真的盧勝彥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的
盧勝彥演電影 有一天會結束
現在在娑婆世界上的盧勝彥是
假的盧勝彥 還有假的演員 全部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但是佛性自主 我跟那個假的
盧勝彥完全無關 我就是佛性 你
們要了解什麼是佛性 什麼是解
脫 這個真的盧勝彥才是解脫 裡
面所演的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這個電影裡面的盧勝彥如
果犯戒 有業障 他照樣六道輪
迴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六道輪迴
全是假的 你如果不認出來 你永
遠在六道裡面輪迴；你如果認出
來 你只是在看一場戲 這場戲會
結束 那你就已經解脫了自己 能
夠成就 你是自主任運 不需要六
道輪迴 你如果認為那個假的盧勝
彥就是真的盧勝彥 那你還要六道
輪迴 因為他有犯戒的地方 有做
錯事情的地方 他必須要受這個業
報 繼續在輪迴
︻金剛經︼講如何解脫 如何
清淨你的業障 所以六祖惠能講不
思善不思惡 善惡跟他沒有關係
現在你已經﹁解脫﹂出來了 你讀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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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佛國都可以去 也成就了四聖
界
︻金剛經︼是講無我相 無人
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就是
空
︻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
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也是講空
我有一個比喻跟大家講 我現
在在這裡說法 你們在底下聽法
在︻金剛經︼裡面講 沒有說法的
人 沒有聽法的人 沒有法這回
事 這就是空 也就是三輪體空
我告訴大家 師尊現在的心
境 我 等於是一個觀眾 進去電
影院裡面看一場電影 電影的名字
叫做﹁盧勝彥的來歷﹂ 從出生一
直演到最後 終於這個電影演完
了 我離開電影院 當然我會被這
個電影所感動 因為裡面喜怒哀樂
都有 我跟著情節走 在電影裡面
有男主角盧勝彥 女主角盧麗香
還有配角 臨時演員 許多布景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的盧勝彥的電
影
︻金剛經︼講的 現在我在這
裡說法是假的盧勝彥 我的佛性是

佛 寶生佛 不空成就佛 分成五
部 蓮華部是屬於阿彌陀佛 觀世
音菩薩是屬於蓮華部 大吉祥天女
就是蓮華部的親戚
弟子問：師尊書記載：﹁吉祥
天女更適合女子去修持 男子略不
適合 因為此天女現女子身 相貌
非凡 有潔淨之心 男子修法 容
易觸犯 ﹂那麼對吉祥天女具大恭
敬心及淨信的男弟子 若想要修持
供養大吉祥天女 要如何才不會容
易觸犯？
聖尊答：你守佛教五戒 就不
會觸犯
接著 聖尊繼續講釋︻金剛
經︼重要法義 原文：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聖尊解釋：能淨業障分第十
六 這標題就是說﹁能淨﹂ ︻金
剛經︼能夠清除業障 業障全部消
除了 你就解脫了 身體會發光

緣 難道大吉祥天女是觀世音菩薩
的化身嗎？此天女是否非一般的天
女 甚至非一般的菩薩？
聖尊答：其實我們在修行當
很多的佛都是有關聯 佛有五
毘盧遮那佛 阿閦佛 阿彌陀

聖尊答：當然可以
弟子問：皈依佛 皈依法 皈
依僧 請問﹁僧﹂指的是所有求佛
果 還未成道的出家人 還是指已
經成道的出家人？
聖尊答：皈依佛 皈依已經成
就的究竟解脫的佛；皈依法 就是
皈依佛所說的法；皈依僧 這個僧
是聖賢僧 什麼是聖賢僧？
第一 守戒律；第二 懂得真
正的佛法；第三 是很善良正直的
阿闍黎 聖賢僧說靜 就可以靜；
說動 可以應對
真正的皈依是皈依自己︵自皈
依︶ 第一個 你懂得佛法 你也
在實踐佛法；第二個 你本身已經
到了解脫的境界 你可以自己解
脫 也可以教人家解脫；第三個
你是守戒的聖賢僧 所以真正的皈
依是自皈依｜｜自己皈依自己
弟子問：︻大藏經︼記載大吉
祥天女是一切如來母 一切諸天
母 有時候師尊指示 修持﹁觀世
音菩薩法﹂的同門 也是以大吉祥
天母為護法
在︻大藏經︼跟師尊書︵開
示︶可知 此天女跟觀音有深的因

了︻金剛經︼以後 你是在看你演
這一生所演的戲 但是你也要清淨
自己 你才能夠脫出六道輪迴 你
如果不清淨自己本身的業障 是沒
有辦法脫出輪迴的 所以有一天當
我這個假的盧勝彥死的時候 我只
留下三個字叫做﹁無干涉﹂ 我跟
那個假的盧勝彥沒有關係 我只是
在看他演戲 我只是一個觀眾
這一點跟大家講清楚 關閉六
賊｜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
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沒有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沒有
財 色 名 食 睡的貪念 你就
解脫出來 因為有這個假的盧勝彥
才會輪迴 真的盧勝彥是不受輪
迴
將來每個人跟這個標題一樣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由︻金剛
經︼裡面去實踐︻金剛經︼ 你們
可以清除掉自己的業障
聖尊精闢獨到講解︻金剛經︼
的開示結束後 聖尊慈悲為與會大
眾加持灌頂大力金剛 殊勝的灌頂
結束後 聖尊在護摩寶殿外過火
並與同門依依不捨道別 期待一月
三十日﹁勾財天女的護摩法會﹂再
見
■

中
部

真的盧勝彥 真的盧勝彥在看假的
盧勝彥演電影 有一天會結束
現在在娑婆世界上的盧勝彥是
假的盧勝彥 還有假的演員 全部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無我
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
相 但是佛性自主 我跟那個假的
盧勝彥完全無關 我就是佛性 你
們要了解什麼是佛性 什麼是解
脫 這個真的盧勝彥才是解脫 裡
面所演的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這個電影裡面的盧勝彥如
果犯戒 有業障 他照樣六道輪
迴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六道輪迴
全是假的 你如果不認出來 你永
遠在六道裡面輪迴；你如果認出
來 你只是在看一場戲 這場戲會
結束 那你就已經解脫了自己 能
夠成就 你是自主任運 不需要六
道輪迴 你如果認為那個假的盧勝
彥就是真的盧勝彥 那你還要六道
輪迴 因為他有犯戒的地方 有做
錯事情的地方 他必須要受這個業
報 繼續在輪迴
︻金剛經︼講如何解脫 如何
清淨你的業障 所以六祖惠能講不
思善不思惡 善惡跟他沒有關係
現在你已經﹁解脫﹂出來了 你讀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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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西雅圖雷藏寺

想這兩年的疫情 真的希望能夠以
﹁西王母大智力 觀音菩薩大悲
力 金剛尊者大法力 蓮花童子大
願力﹂ 消除眾生的業障和痛苦
我們又多麼的幸運 有根本傳承上
師 不捨眾生住世間 親自主壇法
會 請法儀式結束後 聖尊開示：
在日本東密 幾乎所有的︿真言
宗﹀弟子都知道準提佛母 印度
︿耆那教﹀的主尊是準提佛母 準
提佛母又叫做七俱胝佛母 是我們
︿真佛宗﹀八大本尊之一
聖尊繼續說道：大幻化網金剛
的佛塔 整個世界上只有兩座 還
有一座 就是師尊在主持﹁大幻化
網金剛法會﹂時 建立起來的 每
一次傳法 大幻化網金剛壇城裡面
均供奉文武百尊 大幻化網金剛是

﹁泮﹂字變成蓮花 ﹁阿﹂字變成
月輪 是事部的儀軌 ︿宗委會﹀
頒布的 直接月輪﹁些﹂字變四臂
觀音 是行部的儀軌 這兩種都可
以
剛剛開始學佛的人 在修法
上 一步一步照規矩來 叫事部
進一步就變成行部 行部的儀軌比
事部稍微簡單一點 到了瑜伽部
已經和本尊相應 合一了 儀軌就
會更少 第四個階段叫做無上部
你根本就是宇宙的意識在顯化 沒
有儀軌 就是隨念 你的念頭怎麼
樣子就是怎麼樣子
同門再問：本尊現前後 是否

非常有威力的金剛神 師尊主持的
法會上 有許多疾病痊癒的見證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是
瑤池金母賜福眾生 蓮花梭麥修了
這個法 中了美國的第一大樂透
我們︿真佛宗﹀弟子中獎的太多
了 蓮花梭麥是第一個修這法感應
的 希望再多一點人有感應
接著進入你問我答
同門問：一年大約會有四天的
天赦日 是要求玉皇大帝開恩赦罪
懺悔的日子 請示師尊對天赦日看
法
聖尊答：我覺得在天赦日 修
﹁懺悔法﹂最好 孔夫子講﹁一日
要三省吾身﹂ 觀察兩個字非常重
要 很多人只觀察別人 從來沒有
觀察過自己 其實別人跟你一點關

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

入正行三段法生 即先觀空 唸
﹃觀空咒﹄三遍後 觀月輪 月輪
中間有一個﹁些﹂字 ﹁些﹂字旋
轉 出現四臂觀音
師佛曾開示 若是四臂觀音
需先觀空 唸﹃觀空咒﹄三遍加持
後觀想：虛空現﹁泮﹂字旋轉變成
蓮花
蓮上有﹁阿﹂字旋轉變成
月輪 月中有﹁些 ﹂字旋轉變成
四臂觀音 而﹁煙供法﹂主尊也是
四臂觀音 請問煙供時正行觀想
是否需照師佛所說三步驟 還是照
︿宗委會﹀儀軌即可？
聖尊答：密教有四個層次 事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文／西雅圖雷藏寺

歷虎年的到來 給︿西雅圖
雷藏寺﹀增添了新春的喜
氣 每週六的同修 永遠是同門心
中的期待 望著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緩步走入大殿 大家心中總會湧
起無限喜悅和溫暖 今日特別的
是 同修過後 開啟了二月十二日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新
春祈福大法會暨傳授瑤池金母馬上
有錢法 灌頂瑤池金母本尊法 瑤
池金母八大法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法﹂和二月十三日︿彩虹雷藏寺﹀
﹁新春大幻化網金剛祈福治病護摩
大法會暨灌頂﹂的請法儀式
當主持人唸道：﹁一心祈請無
上尊貴的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 悲憫五濁惡世眾生的苦難不
斷﹂ 諸多同門不禁濕了眼眶 回

部

農

係都沒有 我們修行剛開始時候
第一個就是觀察自己 注重自己身
體健康 觀察自己的心念 念頭
不是說那一天 天帝赦免你一
切的罪 而是你找出自己心念當中
的錯誤 在天赦日那天開誠布公
向天帝表白：﹁我犯了什麼錯 從
此以後不再犯 ﹂這就是懺悔 天
帝才會赦免你 如果每一天都一個
樣子 從來不懺悔 天赦日有什麼
用？我們眼睛都是向外看 其實學
佛是向內看 密教裡面有﹁懺悔
法﹂ 我們要經常反省自己
同門問：︿宗委會﹀頒布的
﹁煙供法﹂儀軌 做完前行後 進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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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西雅圖雷藏寺

想這兩年的疫情 真的希望能夠以
﹁西王母大智力 觀音菩薩大悲
力 金剛尊者大法力 蓮花童子大
願力﹂ 消除眾生的業障和痛苦
我們又多麼的幸運 有根本傳承上
師 不捨眾生住世間 親自主壇法
會 請法儀式結束後 聖尊開示：
在日本東密 幾乎所有的︿真言
宗﹀弟子都知道準提佛母 印度
︿耆那教﹀的主尊是準提佛母 準
提佛母又叫做七俱胝佛母 是我們
︿真佛宗﹀八大本尊之一
聖尊繼續說道：大幻化網金剛
的佛塔 整個世界上只有兩座 還
有一座 就是師尊在主持﹁大幻化
網金剛法會﹂時 建立起來的 每
一次傳法 大幻化網金剛壇城裡面
均供奉文武百尊 大幻化網金剛是

﹁泮﹂字變成蓮花 ﹁阿﹂字變成
月輪 是事部的儀軌 ︿宗委會﹀
頒布的 直接月輪﹁些﹂字變四臂
觀音 是行部的儀軌 這兩種都可
以
剛剛開始學佛的人 在修法
上 一步一步照規矩來 叫事部
進一步就變成行部 行部的儀軌比
事部稍微簡單一點 到了瑜伽部
已經和本尊相應 合一了 儀軌就
會更少 第四個階段叫做無上部
你根本就是宇宙的意識在顯化 沒
有儀軌 就是隨念 你的念頭怎麼
樣子就是怎麼樣子
同門再問：本尊現前後 是否

非常有威力的金剛神 師尊主持的
法會上 有許多疾病痊癒的見證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是
瑤池金母賜福眾生 蓮花梭麥修了
這個法 中了美國的第一大樂透
我們︿真佛宗﹀弟子中獎的太多
了 蓮花梭麥是第一個修這法感應
的 希望再多一點人有感應
接著進入你問我答
同門問：一年大約會有四天的
天赦日 是要求玉皇大帝開恩赦罪
懺悔的日子 請示師尊對天赦日看
法
聖尊答：我覺得在天赦日 修
﹁懺悔法﹂最好 孔夫子講﹁一日
要三省吾身﹂ 觀察兩個字非常重
要 很多人只觀察別人 從來沒有
觀察過自己 其實別人跟你一點關

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

入正行三段法生 即先觀空 唸
﹃觀空咒﹄三遍後 觀月輪 月輪
中間有一個﹁些﹂字 ﹁些﹂字旋
轉 出現四臂觀音
師佛曾開示 若是四臂觀音
需先觀空 唸﹃觀空咒﹄三遍加持
後觀想：虛空現﹁泮﹂字旋轉變成
蓮花
蓮上有﹁阿﹂字旋轉變成
月輪 月中有﹁些 ﹂字旋轉變成
四臂觀音 而﹁煙供法﹂主尊也是
四臂觀音 請問煙供時正行觀想
是否需照師佛所說三步驟 還是照
︿宗委會﹀儀軌即可？
聖尊答：密教有四個層次 事
行部 瑜伽部 無上部

■文／西雅圖雷藏寺

歷虎年的到來 給︿西雅圖
雷藏寺﹀增添了新春的喜
氣 每週六的同修 永遠是同門心
中的期待 望著聖尊蓮生活佛盧勝
彥緩步走入大殿 大家心中總會湧
起無限喜悅和溫暖 今日特別的
是 同修過後 開啟了二月十二日
︿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新
春祈福大法會暨傳授瑤池金母馬上
有錢法 灌頂瑤池金母本尊法 瑤
池金母八大法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法﹂和二月十三日︿彩虹雷藏寺﹀
﹁新春大幻化網金剛祈福治病護摩
大法會暨灌頂﹂的請法儀式
當主持人唸道：﹁一心祈請無
上尊貴的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 悲憫五濁惡世眾生的苦難不
斷﹂ 諸多同門不禁濕了眼眶 回

部

農

係都沒有 我們修行剛開始時候
第一個就是觀察自己 注重自己身
體健康 觀察自己的心念 念頭
不是說那一天 天帝赦免你一
切的罪 而是你找出自己心念當中
的錯誤 在天赦日那天開誠布公
向天帝表白：﹁我犯了什麼錯 從
此以後不再犯 ﹂這就是懺悔 天
帝才會赦免你 如果每一天都一個
樣子 從來不懺悔 天赦日有什麼
用？我們眼睛都是向外看 其實學
佛是向內看 密教裡面有﹁懺悔
法﹂ 我們要經常反省自己
同門問：︿宗委會﹀頒布的
﹁煙供法﹂儀軌 做完前行後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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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觀想白 紅 藍三光加被 再
觀想行者心中﹁吽﹂字放射藍光
鉤召四臂觀音至頂上 再入心蓮之
上 入我後 行者與四臂觀音合
一？︵現有儀軌沒有三光加被︶
聖尊答：這個問題跟剛剛講的
一樣 事部有三光加被 即四臂觀
音出現 放白光照你的眉心輪 紅
光照喉輪 藍光照心輪 ﹁嗡阿
吽﹂ 自己清淨了 再用召勾印
讓四臂觀音到頂上 再進到心中
你自己就變成四臂觀音 行部的儀
軌沒有三光加被 是直接把四臂觀
音召到你的頂上 進入裡面 合
一 你自己變成四臂觀音 二者都
可以
同門再問：做上供或下供 觀
煙化為五妙欲供後 是否能持誦
﹃六字大明咒﹄ 以及手轉經輪進
行法供養？於上供時供養師佛與三
寶 下供時利益冤親債主與一切有
情眾生
曾有人建議行者未修成幻身
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與四臂觀音
合一 但弟子記得需修無上密父續
部才能修出幻身 懇請師佛開示
聖尊答：持誦﹃六字大明
以及手轉經輪進行法供養

咒﹄

是當然可以的
第二點 行者是一定要觀想跟
四臂觀音合一的 ﹁修出幻身前
下施煙供暫勿觀想和四臂觀音合
一﹂ 這是不對的 本尊法相應以
後 行者才可以修幻身
像師尊修幻身 很多人都可以
感應到師尊 不完全是幻 是會讓
你有真實的感覺 我的幻身出去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會紅起來；
敲你的頭 你的頭會痛；捏你的
手 你的手會瘀青；你在睡覺 我
搖你的床叫你起床 你的床會震
動 幻身就有那一種真實的力量
在 不是完全無形的 修出幻身
後 你就可以身外化身 在幻身還
沒有修出來以前 是可以修合一
的
接著聖尊繼續講︻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 善
女人 受持 讀誦此經 若為人輕
賤 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 以
今世人輕賤故 先世罪業 即為消
滅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聖尊開示：這就是因果關係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讀誦︻金剛
經︼ 仍然受到別人輕賤 輕視或

者侮罵 那這個人他先世一定是有
罪業的 本應該墮入惡道
但因為這一世有人輕賤你 你
先世的罪業就會消除掉 所以這是
能淨業障分 你唸︻金剛經︼有好
處 會消除你自己本身的罪業
︻金剛經︼是空 任何罪到了空
它就是煙消雲散
我們密教有﹃金剛心百字
明﹄ 也是空 唸﹃百字明咒﹄
你罪障就會消除掉 所以我說 你
唸完十萬遍的﹃百字明咒﹄ 拂塵
一掃煩惱輕 二掃霉運除 三掃業
障去 本尊福分降來臨 以空的法
流 把你的業障淨空
︻金剛經︼也是同樣的這種力
量 罪業如果消滅掉了 行者就清
凈了 就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先消除自己的業障是非常重要
的
聖尊以通俗的語言 巧妙的舉
例 加深大家對佛法的理解 聖尊
的開示是絲絲法雨滋潤著我們的心
田 在聖尊為新皈依者灌頂和加持
大眾後 同修圓滿結束 大家都滿
懷期待著明天繼續聆聽聖尊對︻金
剛經︼的講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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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勾攝財續母
金剛勾顯大威力
勾召增益與敬愛
勾除病業與災障
1

勾財天女紅色身
總持財神來賜福
虎年吉祥又如意
人人財富滾滾來

啊 嗡 汝魯汝魯 吽就吽 ﹂這
可能兩個咒語 前面一個 後面一
個：﹁嗡啊吽 波地支打 瑪哈蘇
卡 加吶 達都啊 嗡 汝魯汝
魯 吽就吽 ﹂
請指示要不要唸文武百尊的咒
語？︵法王現場神算請示︶ 可以
唸也可以不唸 因為﹃大幻化網金
剛咒﹄ 祂本身就是大幻化網金
剛 祂裡面就是藏著文武百尊 所
以要唸文武百尊的心咒也是可以
只唸﹁嗡 別炸 卓大 嘛哈啥
西利 赫嚕嘎 吽吽呸 ﹂也是可
以 只唸﹃大幻化網金剛咒﹄等於
總攝文武百尊 因為大幻化網金剛
塔裡面就是文武百尊 等於祂是總
攝 文武百尊的心咒 也是可以
唸 要兩個一起唸都可以 只唸
﹃大幻化網金剛咒﹄也可以
弟子問：︵問題一︶密教有很
多觀想變化無量與功德加倍的方
法 比如有﹃禮佛咒﹄ ﹃繞塔
咒﹄ ﹃加持唸珠咒﹄ ﹁千轉輪
法﹂ 修煙供和火供都有變化無量
等 弟子認為都是大同小異 其中
根本要訣是發菩提心 不知對否？
聖尊答：對！因為每一個法都
絕對要發菩提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
發菩提心 以前師父給我的法本

逢除夕前一天 ︿彩虹雷藏
寺﹀內內外外喜氣洋洋的
充滿了春節的快樂氣息 為迎接即
將到來的新的一年 ︿彩虹雷藏
寺﹀特別舉辦﹁勾財天女護摩大法
會﹂ 讓大家能祈求未來的一年能
財福具足 吉祥如意！
法會於下午三點正開始 聖尊
身著一襲紅色的龍袍來到護摩寶殿
主壇辛丑年最後一壇護摩法會 眾
弟子虔誠恭迎聖尊蓮生活佛蒞臨壇
場主壇﹁勾財天女護摩法會﹂ 當
聖尊點燃護摩烈焰 召請護摩主尊
及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加持所有的
報名眾等 人人都能所求滿願
護摩儀式結束後 聖尊告訴大
家下個禮拜天二月六號下午三點是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虎頭金剛
就是瑤池金母本身的忿怒尊 也是
今年虎年的吉祥物﹁虎頭金剛﹂
虎頭金剛祂一手拿著令旗 一手拿
著葫蘆 祂騎著老虎 這是虎頭金
剛的形相 祂可以帶來財富 健康
以及所需要的 因為今年是虎年
虎頭金剛剛好是最吉祥的
聖尊接著談到今天做勾財天
女 祂不只是勾財 還可以勾敬
愛 還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勾掉
把好的勾進來 今天做勾財天女剛

顯教一般來講就是沒有 供養就是
供養這些 沒有把它一個點變成一
個面 一個面變成充滿了整個虛
空 這樣子的供養在密教是有 就
是有一直在加倍 所以密教本身的
修行比較快速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弘法人員講：﹁﹃千轉輪
法﹄也會把妄念加倍 ﹂自己心地
不好 沒有發菩提心 這裡講的發
菩提心 把發菩提心加倍 發菩提
心很重要的 ﹁千轉輪法﹂會把妄
念加倍：把妄念變成法 當然會加
倍 惡在於心 是非常重要的 學
會了密法把它拿到行惡法 那就不
好了 ﹁千轉輪法﹂加倍的法是可
以的 只要你的心是菩提心就行
︵問題三︶：若做加行的功
課 行者應該正常算 不是算那一
遍等於一千遍 無論有沒有功德加
倍 唸一遍還是一遍 如此累計十
萬或更多 雖然功德本身是不可
得 在世俗諦應該不斷地行善 因
為沒有行惡而成就的佛菩薩 這是
弟子的領悟 不知對否？
聖尊答：當然對啦！哪裡有行
惡的佛菩薩？我們正常在算 在
數 有的人唸咒用計數的 念佛也
是用計數的 一遍就是一遍 你不
要做功德想 你用﹁千轉輪法﹂是

好下雨 好久沒有下雨了 這個水
就是財 這是相應 一滴一千萬
勾財還可以勾健康 把所有的疾病
勾掉 把健康勾進來 把敬愛勾進
來 把災難勾掉 另外 超度的時
候還可以勾 把所有有緣的中陰跟
無緣的中陰勾到西方極樂世界 把
福分勾進來 把自己需要什麼都可
以勾進來 不需要什麼就勾出去
這個金剛鉤實在好用 記得祂
的要訣要三轉金剛鉤 金剛鉤要轉
三次 剛剛勾的是黃金鋪地 用金
磚 黃金打造出來的一塊一塊的金
磚疊起來的 遍地都是金磚 七珍
八寶都勾進來
接下來是弟子與根本上師的互
動環節
弟子問：師尊在二○一六年二
月二十八日 台北︿中正紀念堂﹀
廣場主持﹁大幻化網金剛大法
會﹂ 首傳﹁大幻化網文武百尊灌
頂﹂暨﹁中陰聞教得度法灌頂﹂
請問師尊 根據︻西藏度亡經︼
人在中陰會看到文武百尊 那麼除
了﹃大幻化網金剛咒﹄ 弟子們需
不需要唸﹃文武百尊咒語﹄？
聖尊答：真的有文武百尊的心
咒 就是﹃總持咒﹄：﹁嗡啊吽
波地支打 瑪哈蘇卡 加吶 達都

正

第一個︵儀軌前行︶：四皈依 大
禮拜 大供養 四無量心 四無量
心就是發菩提心 四無量心就是發
菩提心 以前師父給的儀軌 要修
法以前先做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
依 四無量心︵或者發菩提心︶
其中發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
個法都要發菩提心 因為只有發菩
提心才是菩薩 沒有發菩提心 那
是有﹁我﹂｜｜︻金剛經︼裡面
的 就是有﹁我﹂ 有發菩提心就
是幫助眾生 沒有﹁我﹂ 發菩提
心是無我的精神
︵問題二︶：弟子曾聽聞弘法
人員說﹁千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
倍 主要意思是不鼓勵大家修功德
加倍的法門 弟子認為不應該恐懼
某種法門 善惡在於心 鬼婆以火
供行惡法 但這不是火供的問題
聖尊答：密教跟一般的佛教稍
微有點不同在這裡 它可以加倍
我們曾經講過 修顯教要三大阿僧
祇劫才能夠成佛 時間很長 密教
為什麼很快速地 很快地可以一世
成佛 可以在一世之內把它功德圓
滿而成就？就是密教本身有﹁千轉
輪法﹂：修一遍等於一千遍 修一
個法等於一千個法 唸一個咒就等
於唸一千遍 密教有這樣子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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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勾攝財續母
金剛勾顯大威力
勾召增益與敬愛
勾除病業與災障
1

勾財天女紅色身
總持財神來賜福
虎年吉祥又如意
人人財富滾滾來

啊 嗡 汝魯汝魯 吽就吽 ﹂這
可能兩個咒語 前面一個 後面一
個：﹁嗡啊吽 波地支打 瑪哈蘇
卡 加吶 達都啊 嗡 汝魯汝
魯 吽就吽 ﹂
請指示要不要唸文武百尊的咒
語？︵法王現場神算請示︶ 可以
唸也可以不唸 因為﹃大幻化網金
剛咒﹄ 祂本身就是大幻化網金
剛 祂裡面就是藏著文武百尊 所
以要唸文武百尊的心咒也是可以
只唸﹁嗡 別炸 卓大 嘛哈啥
西利 赫嚕嘎 吽吽呸 ﹂也是可
以 只唸﹃大幻化網金剛咒﹄等於
總攝文武百尊 因為大幻化網金剛
塔裡面就是文武百尊 等於祂是總
攝 文武百尊的心咒 也是可以
唸 要兩個一起唸都可以 只唸
﹃大幻化網金剛咒﹄也可以
弟子問：︵問題一︶密教有很
多觀想變化無量與功德加倍的方
法 比如有﹃禮佛咒﹄ ﹃繞塔
咒﹄ ﹃加持唸珠咒﹄ ﹁千轉輪
法﹂ 修煙供和火供都有變化無量
等 弟子認為都是大同小異 其中
根本要訣是發菩提心 不知對否？
聖尊答：對！因為每一個法都
絕對要發菩提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
發菩提心 以前師父給我的法本

逢除夕前一天 ︿彩虹雷藏
寺﹀內內外外喜氣洋洋的
充滿了春節的快樂氣息 為迎接即
將到來的新的一年 ︿彩虹雷藏
寺﹀特別舉辦﹁勾財天女護摩大法
會﹂ 讓大家能祈求未來的一年能
財福具足 吉祥如意！
法會於下午三點正開始 聖尊
身著一襲紅色的龍袍來到護摩寶殿
主壇辛丑年最後一壇護摩法會 眾
弟子虔誠恭迎聖尊蓮生活佛蒞臨壇
場主壇﹁勾財天女護摩法會﹂ 當
聖尊點燃護摩烈焰 召請護摩主尊
及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加持所有的
報名眾等 人人都能所求滿願
護摩儀式結束後 聖尊告訴大
家下個禮拜天二月六號下午三點是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虎頭金剛
就是瑤池金母本身的忿怒尊 也是
今年虎年的吉祥物﹁虎頭金剛﹂
虎頭金剛祂一手拿著令旗 一手拿
著葫蘆 祂騎著老虎 這是虎頭金
剛的形相 祂可以帶來財富 健康
以及所需要的 因為今年是虎年
虎頭金剛剛好是最吉祥的
聖尊接著談到今天做勾財天
女 祂不只是勾財 還可以勾敬
愛 還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勾掉
把好的勾進來 今天做勾財天女剛

顯教一般來講就是沒有 供養就是
供養這些 沒有把它一個點變成一
個面 一個面變成充滿了整個虛
空 這樣子的供養在密教是有 就
是有一直在加倍 所以密教本身的
修行比較快速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弘法人員講：﹁﹃千轉輪
法﹄也會把妄念加倍 ﹂自己心地
不好 沒有發菩提心 這裡講的發
菩提心 把發菩提心加倍 發菩提
心很重要的 ﹁千轉輪法﹂會把妄
念加倍：把妄念變成法 當然會加
倍 惡在於心 是非常重要的 學
會了密法把它拿到行惡法 那就不
好了 ﹁千轉輪法﹂加倍的法是可
以的 只要你的心是菩提心就行
︵問題三︶：若做加行的功
課 行者應該正常算 不是算那一
遍等於一千遍 無論有沒有功德加
倍 唸一遍還是一遍 如此累計十
萬或更多 雖然功德本身是不可
得 在世俗諦應該不斷地行善 因
為沒有行惡而成就的佛菩薩 這是
弟子的領悟 不知對否？
聖尊答：當然對啦！哪裡有行
惡的佛菩薩？我們正常在算 在
數 有的人唸咒用計數的 念佛也
是用計數的 一遍就是一遍 你不
要做功德想 你用﹁千轉輪法﹂是

好下雨 好久沒有下雨了 這個水
就是財 這是相應 一滴一千萬
勾財還可以勾健康 把所有的疾病
勾掉 把健康勾進來 把敬愛勾進
來 把災難勾掉 另外 超度的時
候還可以勾 把所有有緣的中陰跟
無緣的中陰勾到西方極樂世界 把
福分勾進來 把自己需要什麼都可
以勾進來 不需要什麼就勾出去
這個金剛鉤實在好用 記得祂
的要訣要三轉金剛鉤 金剛鉤要轉
三次 剛剛勾的是黃金鋪地 用金
磚 黃金打造出來的一塊一塊的金
磚疊起來的 遍地都是金磚 七珍
八寶都勾進來
接下來是弟子與根本上師的互
動環節
弟子問：師尊在二○一六年二
月二十八日 台北︿中正紀念堂﹀
廣場主持﹁大幻化網金剛大法
會﹂ 首傳﹁大幻化網文武百尊灌
頂﹂暨﹁中陰聞教得度法灌頂﹂
請問師尊 根據︻西藏度亡經︼
人在中陰會看到文武百尊 那麼除
了﹃大幻化網金剛咒﹄ 弟子們需
不需要唸﹃文武百尊咒語﹄？
聖尊答：真的有文武百尊的心
咒 就是﹃總持咒﹄：﹁嗡啊吽
波地支打 瑪哈蘇卡 加吶 達都

正

第一個︵儀軌前行︶：四皈依 大
禮拜 大供養 四無量心 四無量
心就是發菩提心 四無量心就是發
菩提心 以前師父給的儀軌 要修
法以前先做大禮拜 大供養 四皈
依 四無量心︵或者發菩提心︶
其中發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
個法都要發菩提心 因為只有發菩
提心才是菩薩 沒有發菩提心 那
是有﹁我﹂｜｜︻金剛經︼裡面
的 就是有﹁我﹂ 有發菩提心就
是幫助眾生 沒有﹁我﹂ 發菩提
心是無我的精神
︵問題二︶：弟子曾聽聞弘法
人員說﹁千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
倍 主要意思是不鼓勵大家修功德
加倍的法門 弟子認為不應該恐懼
某種法門 善惡在於心 鬼婆以火
供行惡法 但這不是火供的問題
聖尊答：密教跟一般的佛教稍
微有點不同在這裡 它可以加倍
我們曾經講過 修顯教要三大阿僧
祇劫才能夠成佛 時間很長 密教
為什麼很快速地 很快地可以一世
成佛 可以在一世之內把它功德圓
滿而成就？就是密教本身有﹁千轉
輪法﹂：修一遍等於一千遍 修一
個法等於一千個法 唸一個咒就等
於唸一千遍 密教有這樣子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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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牟尼佛在過去世曾經供養非常多
非常多的佛 沒有一個放過的 所
有的佛祂都供養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我受持
︻金剛經︼ 我讀誦︻金剛經︼
這兩個拿來比較 問題在﹁比較﹂
兩個字 我們在這世間 要告訴大
家 這裡面藏著一個意義在裡面
很少人提到 我告訴你 不要比
較 盧師尊講四個字：不要比較
千萬不要比較 為什麼要比較？因
為比較就是煩惱的根源 比較就是
有﹁我﹂ 有我才會比較 你﹁無
我﹂還跟誰去比較啊？
︻金剛經︼裡面的意思 這裡
面提到：﹁釋迦牟尼佛 八百四千
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
事﹂ 供養跟承事這麼多的佛 沒
有空過的 連一個佛都不放過 都
是供養承事 跟一個受持讀誦此經
的人所得的功德 ﹁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
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釋迦牟尼佛
講到﹁比較﹂兩個字 我這裡 不
是跟釋迦牟尼佛講 我是跟你們
講 不要去比較 哪裡能夠比較？
比較就是煩惱的根源啊
我在這裡強調不要比較 比較
是煩惱的根源 ︻金剛經︼是講空

可以的 但是你不做功德想 一遍
還是一遍 不要做功德想 這個認
知是對的
︵問題四︶：弟子一路以來都
有修﹁千轉輪法﹂ 也沒有問題
唯有一次 是為了某國大火災的傷
亡者修法 那次修完法 弟子感覺
全身很熱 但體溫正常 常常感覺
很痛苦想死 但很清楚這些不是我
的念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只是一
個星期後 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感
覺太苦太累 修了﹁金母替身法﹂
之後就沒事了 請問師尊 弟子下
次遇到此事 應該做超度 還是化
為道用入定？若做超度 供品要多
少？還是說以智慧氣 拙火 明點
做最好的供品？
聖尊答：第一個 他為某一個
國家的大火災的傷亡者修法 修完
法以後就感覺到全身很熱 很痛
苦 想要死掉 但很清楚﹁這些不
是我的念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
一個星期以後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
覺得太苦太累 於是他修了金母的
﹁替身法﹂以後就沒事了
你感覺到痛苦的時候 這個時
候就要修金母的﹁替身法﹂ 一次
就解決了 不用一個禮拜以後 一
天就給它解決掉了！甚至於你幫人

義 鐘是空的 寺廟是空的 錢是
空的 骨董是空的 你只要以空來
容納 什麼都進去了 承事供養無
量諸佛輸給︻金剛經︼的受持
︻金剛經︼你能夠持受 你就是
空 空的範圍包含了宇宙萬物
︻金剛經︼ 懂得了 你的心可以
生萬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裡講
到比較 祂承事過去無量諸佛都輸
給一個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的功
德 為什麼？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因為︻金剛經︼是空 空可以生萬
法 所有一切來自於空 ﹁地水火
風﹂全部來自空 所以我們曉得
﹁地水火風空﹂ 空是最後一個
但是空可以容納﹁地水火風﹂ 空
可以容納一切 剛剛我也做了比
較 師尊為了比喻所以做比較 釋
迦牟尼佛在這裡也做了比較 ﹁比
較﹂兩個字 告訴大家 是煩惱的
根源 碰到什麼事都不要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為了講︻金剛經︼
所以做比較 我為了解釋這一段經
文 我也做了比較 告訴大家 不
要比較 因為︻金剛經︼裡面講無
我相 沒有﹁我﹂哪裡有比較呢？
無人相 無我就無人 誰跟誰比
較？無眾生相 沒有眾生 那你跟
誰比較？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 沒

家修完了法 馬上修﹁金母替身
法﹂ 就是把這個災難給了自己的
本尊或者給了金母 由虛空來擔
當 ﹁空﹂就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
這個是沒事的 下次碰到這樣的事
情 應該做﹁金母替身法﹂就對
了 就把那個替代給它解除掉了
不一定要做超度 有時候越超
度說不定來得更多 如果做超度來
得更多的話 供品數不清喔 智慧
氣 拙火 明點都可以做供養 但
是呢 能夠解除你的災難的就是金
母的﹁替身法﹂ 還是做﹁金母替
身法﹂ 瑤池金母是母神 所有成
仙的都要到瑤池金母那裡去報到
聖尊接著講釋︻金剛經︼精要
法義｜｜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 於然燈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萬
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 無
空過者 若復有人 於後末世 能
受持 讀誦此經 所得功德 於我
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
萬億分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後末世 有受持 讀誦此經 所
得功德 我若具說者 或有人聞
心即狂亂 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

得比較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月球
根本就無人相 無我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月球 誰跟誰比
較？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
佛法？什麼是葷？什麼是素？統統
沒有 全部在空裡面
所以有時候 如果不比較 一
切心平氣和 受持 讀誦︻金剛
經︼ 了解了經義 從此以後 認
識了空 領悟了空 那就是開悟
實踐了這個空 你就是聖賢 這是
最偉大的 因為煩惱沒有了 功德
也沒有了 執著也沒有了 你執著
什麼？執著也沒有 還有你的情緒
也沒有了 沒有比較 還有什麼情
緒？情緒也沒有了 沒得比較 就
沒有情緒 一比較就產生情緒 另
外 既然無我了 還有什麼習性？
沒有了習性就等於零 就等於空
了 沒有了 這個就可以解除掉
的 而且在空裡面包容了萬法
︻金剛經︼是經王的原因在這裡
聖尊精妙的開示結束後 為與
會大眾加持灌頂勾財天女 眾弟子
在春節前夕 能得到無上法王的加
持賜福 祈求未來新的一年都能如
意圓滿 ︿彩虹雷藏寺﹀也謹此祝
福大家 虎年人人春風如意財富
足 清淨光明修行有成就
■

議 果報亦不可思議
聖尊講解道 這個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 須菩提：佛每一次在說法
的時候 哪一個弟子問祂 祂就唸
哪一個弟子的名字 祂過去在無量
阿僧祇劫 於燃燈佛前︵燃燈佛就
是定光佛︶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
由他諸佛 數不清的佛悉皆供養
全部供養這些佛 承事 無空過
者：供養這些佛 讓祂們都能夠滿
足 沒有空過 連一個佛都沒有空
過 如果有人於後末世 能夠受持
︻金剛經︼ 讀誦︻金剛經︼ 所
得的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數
譬喻所不能及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比較 祂把供養無量的佛跟
受持讀誦︻金剛經︼拿來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把祂供養了無量的佛
將來後世有人能夠受持︻金剛經︼
及讀誦︻金剛經︼ 兩個的功德拿
來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子比
較：就是一百分之一都不到 供養
無量的佛 就是輸給能夠受持︻金
剛經︼跟讀誦︻金剛經︼的人
重點也是在受持 因為供養佛
是有功德的 但是可以數的 受持
︻金剛經︼是無法數的 大家還要
注意一點 這裡面有比較出來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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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牟尼佛在過去世曾經供養非常多
非常多的佛 沒有一個放過的 所
有的佛祂都供養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我受持
︻金剛經︼ 我讀誦︻金剛經︼
這兩個拿來比較 問題在﹁比較﹂
兩個字 我們在這世間 要告訴大
家 這裡面藏著一個意義在裡面
很少人提到 我告訴你 不要比
較 盧師尊講四個字：不要比較
千萬不要比較 為什麼要比較？因
為比較就是煩惱的根源 比較就是
有﹁我﹂ 有我才會比較 你﹁無
我﹂還跟誰去比較啊？
︻金剛經︼裡面的意思 這裡
面提到：﹁釋迦牟尼佛 八百四千
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
事﹂ 供養跟承事這麼多的佛 沒
有空過的 連一個佛都不放過 都
是供養承事 跟一個受持讀誦此經
的人所得的功德 ﹁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
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釋迦牟尼佛
講到﹁比較﹂兩個字 我這裡 不
是跟釋迦牟尼佛講 我是跟你們
講 不要去比較 哪裡能夠比較？
比較就是煩惱的根源啊
我在這裡強調不要比較 比較
是煩惱的根源 ︻金剛經︼是講空

可以的 但是你不做功德想 一遍
還是一遍 不要做功德想 這個認
知是對的
︵問題四︶：弟子一路以來都
有修﹁千轉輪法﹂ 也沒有問題
唯有一次 是為了某國大火災的傷
亡者修法 那次修完法 弟子感覺
全身很熱 但體溫正常 常常感覺
很痛苦想死 但很清楚這些不是我
的念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只是一
個星期後 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感
覺太苦太累 修了﹁金母替身法﹂
之後就沒事了 請問師尊 弟子下
次遇到此事 應該做超度 還是化
為道用入定？若做超度 供品要多
少？還是說以智慧氣 拙火 明點
做最好的供品？
聖尊答：第一個 他為某一個
國家的大火災的傷亡者修法 修完
法以後就感覺到全身很熱 很痛
苦 想要死掉 但很清楚﹁這些不
是我的念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 ﹂
一個星期以後這個感覺還在 弟子
覺得太苦太累 於是他修了金母的
﹁替身法﹂以後就沒事了
你感覺到痛苦的時候 這個時
候就要修金母的﹁替身法﹂ 一次
就解決了 不用一個禮拜以後 一
天就給它解決掉了！甚至於你幫人

義 鐘是空的 寺廟是空的 錢是
空的 骨董是空的 你只要以空來
容納 什麼都進去了 承事供養無
量諸佛輸給︻金剛經︼的受持
︻金剛經︼你能夠持受 你就是
空 空的範圍包含了宇宙萬物
︻金剛經︼ 懂得了 你的心可以
生萬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裡講
到比較 祂承事過去無量諸佛都輸
給一個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的功
德 為什麼？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因為︻金剛經︼是空 空可以生萬
法 所有一切來自於空 ﹁地水火
風﹂全部來自空 所以我們曉得
﹁地水火風空﹂ 空是最後一個
但是空可以容納﹁地水火風﹂ 空
可以容納一切 剛剛我也做了比
較 師尊為了比喻所以做比較 釋
迦牟尼佛在這裡也做了比較 ﹁比
較﹂兩個字 告訴大家 是煩惱的
根源 碰到什麼事都不要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為了講︻金剛經︼
所以做比較 我為了解釋這一段經
文 我也做了比較 告訴大家 不
要比較 因為︻金剛經︼裡面講無
我相 沒有﹁我﹂哪裡有比較呢？
無人相 無我就無人 誰跟誰比
較？無眾生相 沒有眾生 那你跟
誰比較？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 沒

家修完了法 馬上修﹁金母替身
法﹂ 就是把這個災難給了自己的
本尊或者給了金母 由虛空來擔
當 ﹁空﹂就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
這個是沒事的 下次碰到這樣的事
情 應該做﹁金母替身法﹂就對
了 就把那個替代給它解除掉了
不一定要做超度 有時候越超
度說不定來得更多 如果做超度來
得更多的話 供品數不清喔 智慧
氣 拙火 明點都可以做供養 但
是呢 能夠解除你的災難的就是金
母的﹁替身法﹂ 還是做﹁金母替
身法﹂ 瑤池金母是母神 所有成
仙的都要到瑤池金母那裡去報到
聖尊接著講釋︻金剛經︼精要
法義｜｜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 於然燈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萬
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 無
空過者 若復有人 於後末世 能
受持 讀誦此經 所得功德 於我
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
萬億分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
於後末世 有受持 讀誦此經 所
得功德 我若具說者 或有人聞
心即狂亂 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

得比較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月球
根本就無人相 無我相 無眾生
相 無壽者相 月球 誰跟誰比
較？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
佛法？什麼是葷？什麼是素？統統
沒有 全部在空裡面
所以有時候 如果不比較 一
切心平氣和 受持 讀誦︻金剛
經︼ 了解了經義 從此以後 認
識了空 領悟了空 那就是開悟
實踐了這個空 你就是聖賢 這是
最偉大的 因為煩惱沒有了 功德
也沒有了 執著也沒有了 你執著
什麼？執著也沒有 還有你的情緒
也沒有了 沒有比較 還有什麼情
緒？情緒也沒有了 沒得比較 就
沒有情緒 一比較就產生情緒 另
外 既然無我了 還有什麼習性？
沒有了習性就等於零 就等於空
了 沒有了 這個就可以解除掉
的 而且在空裡面包容了萬法
︻金剛經︼是經王的原因在這裡
聖尊精妙的開示結束後 為與
會大眾加持灌頂勾財天女 眾弟子
在春節前夕 能得到無上法王的加
持賜福 祈求未來新的一年都能如
意圓滿 ︿彩虹雷藏寺﹀也謹此祝
福大家 虎年人人春風如意財富
足 清淨光明修行有成就
■

議 果報亦不可思議
聖尊講解道 這個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 須菩提：佛每一次在說法
的時候 哪一個弟子問祂 祂就唸
哪一個弟子的名字 祂過去在無量
阿僧祇劫 於燃燈佛前︵燃燈佛就
是定光佛︶ 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
由他諸佛 數不清的佛悉皆供養
全部供養這些佛 承事 無空過
者：供養這些佛 讓祂們都能夠滿
足 沒有空過 連一個佛都沒有空
過 如果有人於後末世 能夠受持
︻金剛經︼ 讀誦︻金剛經︼ 所
得的功德 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數
譬喻所不能及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比較 祂把供養無量的佛跟
受持讀誦︻金剛經︼拿來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把祂供養了無量的佛
將來後世有人能夠受持︻金剛經︼
及讀誦︻金剛經︼ 兩個的功德拿
來做比較 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子比
較：就是一百分之一都不到 供養
無量的佛 就是輸給能夠受持︻金
剛經︼跟讀誦︻金剛經︼的人
重點也是在受持 因為供養佛
是有功德的 但是可以數的 受持
︻金剛經︼是無法數的 大家還要
注意一點 這裡面有比較出來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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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國的淨土 這也是為人子孫為祖
先盡到最好的孝道
下午一點三十分在鐘鼓齊鳴聲
中 迎來了主壇釋蓮東上師 護壇
有釋蓮哲長老 釋蓮栽長老 釋蓮
歐上師 釋蓮風上師 釋蓮藉上
師 釋蓮余上師 釋蓮澤上師 釋
蓮育上師 及眾法師 貴賓 眾同
門三百餘人前來護持 參加殊勝清
明節超度大法會
當司儀莊嚴蕭穆引領前行 誦
經組清晰明亮的帶領瑜伽焰口儀
軌 上師也一心奉請傳承上師 地
藏王菩薩及瑜伽焰口裡的諸佛菩薩
靈光降臨 大眾及網路上同門 也
一心跟隨儀軌融入經咒聲中 此時
大殿 地藏殿及︿台灣雷藏寺﹀裡
外 上下充滿了陣陣梵音 讓現場
參加眾等能得到經咒力及師尊 佛
菩薩靈光加持 讓眾等身上的病痛
去除 增加福分 身體健康 道心
堅固 逢凶化吉 更希望幽冥眾等
能得到佛光接引往生西方佛國淨
土
法會後 上師感謝大眾在百忙
之中來參加法會 更感謝眾法師
義工師兄姐的發心盡心盡力幫忙法
會會場布置工作 讓法會更能莊嚴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

超度

是我們陽世子孫對於祖先

本身的一種恭敬，一種孝思 ，
希望他們能夠轉增聖因。

殊勝圓滿 他們這種表現充分發揮
菩薩的精神 同時上師也祈請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法會主尊：地
藏王菩薩慈悲大加持台灣疫情能退
散 大家能平安健康
在防疫期間 現場人人戴著口

台灣雷藏寺

清

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
斷魂 又到了這一年的清明
節了 ︿台灣雷藏寺﹀為了慎終追
遠在二○二二年月日啟建壬寅
年清明節超度│﹁地藏王菩薩瑜伽
焰口大法會﹂ 在此日子裡為了對
先祖懷念 感恩 無論再怎麼忙
碌 都會齊聚一堂 偕老攜幼一起
到先人的墓地或塔位 也是全家相
聚共同追思緬懷先人的特殊節日
原本晴天大好天氣 卻在大法
會的前二天就開始下起大雨 老天
也感受到人們心裡想念先祖 留下
雨淚追思 懷念的故人一樣 四月
二日一早老天還是一直下著雨 但
︿真佛宗﹀弟子不畏雨天路滑 都
遠從北 中 南紛紛來到︿台灣雷
藏寺﹀ 有的到地藏殿祭拜祖先
或到流通處報名參加大法會 雖然
是雨下著不停 但祭祖的心是熱忱
的 不但佛菩薩的供桌擺滿了供
品 甚至在地藏殿的廣場上設置的
延生位 往生位前都放滿了法船
金紙 蓮花 及一盒盒的供品禮
盒 幽冥眾不但能飽食一頓 又能
參加法會得到師尊 佛菩薩靈光加
持 讓幽冥眾等能業障消除 靈體
清淨光明 得以果位高昇 往生到

罩 上師也希望大家能守防疫規矩
來做措施：量體溫 酒精消毒 因
為這是要你我的安全 要保護自己
也要保護別人 這都是按照政府規
矩來做 尤其我們是一個大道場
來到這裡也希望大家能得法喜充
滿 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大家能平
平安安 是最重要的
上師也告知大眾 這一次法會
已呈報給師尊 上師也有夢到師尊
加持 像今天的下雨 在瑜伽焰口
灑甘露 是給大家甘露清淨 賜福
給這幽冥眾等得到法喜甘露 這是
冥陽兩利 這個是師佛的加持力
就像要做法務時一定要呈報 請師
尊加持 得到傳承加持力 然後在
做這些法事自然會得到佛菩薩的護
佑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傳承加持
力 一切功德來自根本傳承上師
上師也談到﹁超度﹂ 有人疑
問：﹁已經超度那麼多次 還要再
超度嗎？﹂師尊有講過：﹁超度要
不斷的超度 ﹂就是﹁轉增聖
因﹂ 就是讓他本身福分更加的增
長 增加 就是提升他的福分 蓮
品高升 像師尊講的 有些弟子
講 不是已經超度過了嗎？或者是
說 他知道父母已經往生更好的境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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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國的淨土 這也是為人子孫為祖
先盡到最好的孝道
下午一點三十分在鐘鼓齊鳴聲
中 迎來了主壇釋蓮東上師 護壇
有釋蓮哲長老 釋蓮栽長老 釋蓮
歐上師 釋蓮風上師 釋蓮藉上
師 釋蓮余上師 釋蓮澤上師 釋
蓮育上師 及眾法師 貴賓 眾同
門三百餘人前來護持 參加殊勝清
明節超度大法會
當司儀莊嚴蕭穆引領前行 誦
經組清晰明亮的帶領瑜伽焰口儀
軌 上師也一心奉請傳承上師 地
藏王菩薩及瑜伽焰口裡的諸佛菩薩
靈光降臨 大眾及網路上同門 也
一心跟隨儀軌融入經咒聲中 此時
大殿 地藏殿及︿台灣雷藏寺﹀裡
外 上下充滿了陣陣梵音 讓現場
參加眾等能得到經咒力及師尊 佛
菩薩靈光加持 讓眾等身上的病痛
去除 增加福分 身體健康 道心
堅固 逢凶化吉 更希望幽冥眾等
能得到佛光接引往生西方佛國淨
土
法會後 上師感謝大眾在百忙
之中來參加法會 更感謝眾法師
義工師兄姐的發心盡心盡力幫忙法
會會場布置工作 讓法會更能莊嚴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

超度

是我們陽世子孫對於祖先

本身的一種恭敬，一種孝思 ，
希望他們能夠轉增聖因。

殊勝圓滿 他們這種表現充分發揮
菩薩的精神 同時上師也祈請根本
傳承上師蓮生活佛 法會主尊：地
藏王菩薩慈悲大加持台灣疫情能退
散 大家能平安健康
在防疫期間 現場人人戴著口

台灣雷藏寺

清

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
斷魂 又到了這一年的清明
節了 ︿台灣雷藏寺﹀為了慎終追
遠在二○二二年月日啟建壬寅
年清明節超度│﹁地藏王菩薩瑜伽
焰口大法會﹂ 在此日子裡為了對
先祖懷念 感恩 無論再怎麼忙
碌 都會齊聚一堂 偕老攜幼一起
到先人的墓地或塔位 也是全家相
聚共同追思緬懷先人的特殊節日
原本晴天大好天氣 卻在大法
會的前二天就開始下起大雨 老天
也感受到人們心裡想念先祖 留下
雨淚追思 懷念的故人一樣 四月
二日一早老天還是一直下著雨 但
︿真佛宗﹀弟子不畏雨天路滑 都
遠從北 中 南紛紛來到︿台灣雷
藏寺﹀ 有的到地藏殿祭拜祖先
或到流通處報名參加大法會 雖然
是雨下著不停 但祭祖的心是熱忱
的 不但佛菩薩的供桌擺滿了供
品 甚至在地藏殿的廣場上設置的
延生位 往生位前都放滿了法船
金紙 蓮花 及一盒盒的供品禮
盒 幽冥眾不但能飽食一頓 又能
參加法會得到師尊 佛菩薩靈光加
持 讓幽冥眾等能業障消除 靈體
清淨光明 得以果位高昇 往生到

罩 上師也希望大家能守防疫規矩
來做措施：量體溫 酒精消毒 因
為這是要你我的安全 要保護自己
也要保護別人 這都是按照政府規
矩來做 尤其我們是一個大道場
來到這裡也希望大家能得法喜充
滿 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大家能平
平安安 是最重要的
上師也告知大眾 這一次法會
已呈報給師尊 上師也有夢到師尊
加持 像今天的下雨 在瑜伽焰口
灑甘露 是給大家甘露清淨 賜福
給這幽冥眾等得到法喜甘露 這是
冥陽兩利 這個是師佛的加持力
就像要做法務時一定要呈報 請師
尊加持 得到傳承加持力 然後在
做這些法事自然會得到佛菩薩的護
佑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傳承加持
力 一切功德來自根本傳承上師
上師也談到﹁超度﹂ 有人疑
問：﹁已經超度那麼多次 還要再
超度嗎？﹂師尊有講過：﹁超度要
不斷的超度 ﹂就是﹁轉增聖
因﹂ 就是讓他本身福分更加的增
長 增加 就是提升他的福分 蓮
品高升 像師尊講的 有些弟子
講 不是已經超度過了嗎？或者是
說 他知道父母已經往生更好的境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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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升天了 是不是就不用超度
了？其實不管有沒有升天 還是升
到好的境界 就像︻地藏經︼裡面
有提到 假如父母已經升天 我們
也要讓他往生更高的境界 阿彌陀
佛也有不同的淨土 要到最後的究
竟 本身要不斷不斷的讓他提升果
位 像蓮花一樣含包慢慢的開開
開 越來越高再成佛；相同也一樣
先人 再菩薩 再成佛；更要轉化
不斷的境界提升 這就是功德
這做子孫的讓自己的祖先 讓
他不斷的增長 增長之後他會回來
幫助你 他也會賜福給你 他已經
得到更好的 他也會回饋自己的子
孫 這都是有因緣的關係 就像師
尊是大成就者 祂也賜福給我們弟
子 祂是大福金剛 也不斷賜福給
所有的弟子；就像你們不斷報名祖
先參加法會 其實你們都有功德
力 所以 不是只有參加一次 要
不斷的不斷的去做 這個功德力自
然會提升 蓮品高昇 所以﹁超
度﹂是我們陽世的子孫 對於祖先
本身的一種恭敬 一種孝思 所以
這清明節是慎終追遠 這不僅有孝
道在裡面的含義 也有憶念 還可
以增加他們的果位提升

不高興老師的談話內容 小華舉
手：老師那你看的到大腦嗎？老
師：不能 小華：那就代表你沒有
大腦 老師臉紅：小華你給我滾出
去
上師說：不是看不到就沒有
你看 微細病毒 很多東西我們都
是看不到的 其實大家生活在這空
間 只是這東西有好也有壞 有的
是對人類有幫助的 就是好的 若
壞的我們可以轉化 像今天我們做
這些超度 就是一直在轉化；靈有
善跟惡靈 只要不斷一直在度化就
能轉化 就如人世間是酬業的地
方 你不斷在轉化 淨化；你看
︿台灣雷藏寺﹀以前經書結緣區
現在設了一個金剛薩埵淨化殿 這
就是更好的變化
不管怎麼樣 我們平時在修
行 就是個人的淨化 團體的修行
也是不斷淨化自己 來轉化自己
不斷讓自己轉增聖因的幫助；像我
們參加法會 大家力量 共同念力
轉化 都是在淨化 淨化自己 像
大願地藏王菩薩的願力 師尊的願
力很多不斷再轉化息災 把自己心
的問題不斷去轉化 像古人有講：
﹁克念作聖 妄念作狂﹂因為人都

在妄念跟執著當中 我們如何去把
你的妄念慢慢轉化；你的起心動
念 就是你的問題；修行不是嘴巴
在做 一定要落實去做 最重要是
在落實當中 像剛剛有講到 現在
天災人禍不斷 但是師尊批今年有
﹁曙光﹂是真的有轉好 只是難免
像現在俄烏戰爭 這都是人為 因
為心裡都有一個貪念 為了達到一
統 這是不對 希望大家能為世界
來祈福 希望亡者安寧 生者心
安 也希望師尊 佛菩薩加持 不
斷的把這業障消除 也希望大家平
安健康
上師接著談到 地藏王菩薩祂
也是金蓮花童子 是金色蓮花的蓮
花化身 師佛大白蓮花童子願力實

接著上師告訴我們一則驚喜
師尊在七十九歲會回台灣 現場一
片歡呼熱烈鼓掌 這是大家期盼很
久的師佛回來的訊息 上師也告知
在今年有上師 法師 堂主會去西
雅圖祝禱 然後會恭請師尊回台
灣 這是台灣弟子非常期盼的 另
上師談到現在疫情都隨時在改變
師尊也講過 將來疫情的病毒也許
慢慢會變化成一種益菌 因為病毒
也是一種生命 它也有好跟壞 就
是有益菌跟不好菌 但是希望它能
變成幫助人體 上師也希望疫情慢
慢能退散 讓大家可以恢復日常生
活；也希望師尊 佛菩薩 還有大
家共同期求 像師尊講的多唸﹃虎
頭金剛心咒﹄ ﹃救天災度母心
咒﹄ 目前人間就是天災人禍 希
望大家也可以加唸﹃大救難咒﹄
像不好的戰爭 還有天災人禍希望
能改變 改善 希望大家能夠平安
健康是最重要的
接著上師又講了一則笑話跟大
家分享：老師：你能夠看到神嗎？
全班同學：不能 老師問：那你摸
得到神嗎？同學們：不能 老師：
那就代表世界上沒有神！
小華家裡面開神壇的 當然很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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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升天了 是不是就不用超度
了？其實不管有沒有升天 還是升
到好的境界 就像︻地藏經︼裡面
有提到 假如父母已經升天 我們
也要讓他往生更高的境界 阿彌陀
佛也有不同的淨土 要到最後的究
竟 本身要不斷不斷的讓他提升果
位 像蓮花一樣含包慢慢的開開
開 越來越高再成佛；相同也一樣
先人 再菩薩 再成佛；更要轉化
不斷的境界提升 這就是功德
這做子孫的讓自己的祖先 讓
他不斷的增長 增長之後他會回來
幫助你 他也會賜福給你 他已經
得到更好的 他也會回饋自己的子
孫 這都是有因緣的關係 就像師
尊是大成就者 祂也賜福給我們弟
子 祂是大福金剛 也不斷賜福給
所有的弟子；就像你們不斷報名祖
先參加法會 其實你們都有功德
力 所以 不是只有參加一次 要
不斷的不斷的去做 這個功德力自
然會提升 蓮品高昇 所以﹁超
度﹂是我們陽世的子孫 對於祖先
本身的一種恭敬 一種孝思 所以
這清明節是慎終追遠 這不僅有孝
道在裡面的含義 也有憶念 還可
以增加他們的果位提升

不高興老師的談話內容 小華舉
手：老師那你看的到大腦嗎？老
師：不能 小華：那就代表你沒有
大腦 老師臉紅：小華你給我滾出
去
上師說：不是看不到就沒有
你看 微細病毒 很多東西我們都
是看不到的 其實大家生活在這空
間 只是這東西有好也有壞 有的
是對人類有幫助的 就是好的 若
壞的我們可以轉化 像今天我們做
這些超度 就是一直在轉化；靈有
善跟惡靈 只要不斷一直在度化就
能轉化 就如人世間是酬業的地
方 你不斷在轉化 淨化；你看
︿台灣雷藏寺﹀以前經書結緣區
現在設了一個金剛薩埵淨化殿 這
就是更好的變化
不管怎麼樣 我們平時在修
行 就是個人的淨化 團體的修行
也是不斷淨化自己 來轉化自己
不斷讓自己轉增聖因的幫助；像我
們參加法會 大家力量 共同念力
轉化 都是在淨化 淨化自己 像
大願地藏王菩薩的願力 師尊的願
力很多不斷再轉化息災 把自己心
的問題不斷去轉化 像古人有講：
﹁克念作聖 妄念作狂﹂因為人都

在妄念跟執著當中 我們如何去把
你的妄念慢慢轉化；你的起心動
念 就是你的問題；修行不是嘴巴
在做 一定要落實去做 最重要是
在落實當中 像剛剛有講到 現在
天災人禍不斷 但是師尊批今年有
﹁曙光﹂是真的有轉好 只是難免
像現在俄烏戰爭 這都是人為 因
為心裡都有一個貪念 為了達到一
統 這是不對 希望大家能為世界
來祈福 希望亡者安寧 生者心
安 也希望師尊 佛菩薩加持 不
斷的把這業障消除 也希望大家平
安健康
上師接著談到 地藏王菩薩祂
也是金蓮花童子 是金色蓮花的蓮
花化身 師佛大白蓮花童子願力實

接著上師告訴我們一則驚喜
師尊在七十九歲會回台灣 現場一
片歡呼熱烈鼓掌 這是大家期盼很
久的師佛回來的訊息 上師也告知
在今年有上師 法師 堂主會去西
雅圖祝禱 然後會恭請師尊回台
灣 這是台灣弟子非常期盼的 另
上師談到現在疫情都隨時在改變
師尊也講過 將來疫情的病毒也許
慢慢會變化成一種益菌 因為病毒
也是一種生命 它也有好跟壞 就
是有益菌跟不好菌 但是希望它能
變成幫助人體 上師也希望疫情慢
慢能退散 讓大家可以恢復日常生
活；也希望師尊 佛菩薩 還有大
家共同期求 像師尊講的多唸﹃虎
頭金剛心咒﹄ ﹃救天災度母心
咒﹄ 目前人間就是天災人禍 希
望大家也可以加唸﹃大救難咒﹄
像不好的戰爭 還有天災人禍希望
能改變 改善 希望大家能夠平安
健康是最重要的
接著上師又講了一則笑話跟大
家分享：老師：你能夠看到神嗎？
全班同學：不能 老師問：那你摸
得到神嗎？同學們：不能 老師：
那就代表世界上沒有神！
小華家裡面開神壇的 當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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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願地藏王菩
薩的﹁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眾生
度盡
方證菩
提﹂ 就像我們
現在做的不斷要
自度
也要度
他 自覺覺他
就是圓滿菩提
就像我們利用這
些工具不斷淨化
自己 不斷的在做這些 就像我們
宗派不斷改變 不管我們在︿宗委
會﹀還是︿密教總會﹀ 我們開始
在動起來 在建設宗派的基礎建
設 希望能永續傳承 更希望年輕
人要不斷的提升 現在︿宗委會﹀
也在做助教 講師的甄選 希望有
一些優秀的人才出來 大家一起努
力
還有所有同門也一起發心在護
持宗派 默默在做很多的功德 其
實很感謝大家的護持 更希望年青
人我們也歡迎你們的加入 現在有
︿真青會﹀也希望年輕人的加入
道場也可以成立青年團 現在︿密
總﹀也有︿台灣真青會﹀剛剛成
立 我們這一部分也希望能帶領

幫助道場弘法人員和大家能學習到
寶貴的︿真佛密法﹀ 因為︿真佛
密法﹀是一把開往真佛淨土的鑰
匙；你看宗派往生有很多的瑞相
有一些同門燒出來那些舍利子 舍
利花 這代表本身已經進入佛國境
界 只要我們按照一步一腳印去
做 然後自然會得到成果 我們講
佛果 上師更告知大眾︿真佛密
法﹀是一個成佛的工具 師尊已經
把它濃縮精簡 取到精要 希望大
家要珍惜 更要敬師 重法 實
修 及具備了正知正見 行在正
道 共同肩負起傳承真佛法脈 建
設宗派未來的義務
最後上師以祖師一首偈跟大眾
分享：未開悟前我以為在度眾 開
悟以後發現眾生在度我 其實每一
次行善我以為在幫助別人 直到最
後發現別人在幫助我 ︵摘自：
︽密勒日巴尊者傳︾︶ 這首偈勉
勵大家在修行上能借假修真 早日
度化自己 證得佛果
開示後 上師以師尊親自加持
米 賜予大眾﹁地藏王菩薩賜福灌
頂﹂ 大眾歡喜接受 並期待師佛
早日返台與弟子們能歡聚一堂 同
沾法益 共沐佛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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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認為從中獲得利益的分配 覺
得﹁很公平﹂時 則解讀該事件為
﹁對﹂；若這個體認為從中獲得利
益的分配 覺得﹁很不公平﹂時
則解讀該事件為﹁錯﹂
六道輪迴的﹁因﹂來自於
﹁愛 恨 情 仇﹂ 而﹁愛
恨 情 仇﹂是源於個體對該事件
﹁善 惡 對 錯﹂的執著
執著於﹁善﹂而易生﹁愛﹂
執著於﹁惡﹂而易生﹁恨﹂ 執著
於﹁對﹂而易生﹁情﹂ 執著於
﹁錯﹂而易生﹁仇﹂
在利益共同體系統內的每一個
體 針對系統內不同時間 發生相
同的事件 當解讀該事件是否為
﹁善 惡 對 錯﹂時 可能因時
間和地點的不同 而會不同 所以
解讀是變易的 是無常的；對相同
的事件 對不同的個體 他們的解
讀沒有一定和統一的共識 所以解
讀是虛幻的；因此事件的解讀是
﹁事件的屬性﹂ 而非﹁事件的本
性﹂
個體的任何屬性 皆是針對發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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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性」

本
佛的
為

，因

橋樑

性」
恆常

、
不變

」是

本性

統」

是佛法「 空 」和「 有 」的 橋 樑
佛
稱「

「
「 生 命 共同體 人 類生態 系 統 」
的
「佛

佛

的。

教兩個理論支柱 一是﹁緣
起性空﹂講空 另一是﹁發
菩提心﹂講有 分開來討論﹁空﹂
和﹁有﹂大家都有一番大道理 但
若問及如何從﹁緣起性空﹂生起
﹁發菩提心﹂的念頭 或如何從
﹁發菩提心﹂轉入﹁緣起性空﹂的
理念；這可能是不容易回答的問
題 但卻是學佛行者不容忽視的問
題
筆者今嘗試著以﹁生命共同體
人類生態系統﹂作為﹁空﹂和
﹁有﹂之間連接的橋樑 提供各位
參考 其理由申述如下：
傳統的家庭教育 傳統的學校
教育 傳統的社會教育 傳統的思
維方式 全部奠基在﹁利益共同體
系統﹂上 站在利益共同體系統
我們是你 我 他獨立的生命個體
所組成的
任何﹁個體﹂在﹁利益共同體
系統﹂內 ﹁針對某一事件﹂的發
生 當這個體從中獲得﹁較多的利
益﹂時 則解讀該事件為﹁善﹂；
當這個體從中獲得﹁較少的利益﹂
時 則解讀該事件為﹁惡﹂；當這
意，
教。
。自淨其
，是諸佛
升三善道
自淨其意
可
，
迴，
，
行
輪
行
奉
不
，眾善
轉，永
。眾善奉
諸惡莫作
，不再退
入三惡道
定名
界
墮
被
聖
免
，
四
避
偈
至
，可
。這四句
著，會升
綱
執
諸惡莫作
大
不
的
又
個佛教
兩項，但
項就是整
指實踐前
間。前三
人
來
而
除非乘願
述如下：
通偈」。
為「諸佛

可以是﹁虛空的屬性﹂ 也可以是
﹁虛空的本性﹂
﹁佛的本性﹂簡稱﹁佛性﹂
因為﹁佛的本性﹂是不變 恆常
的；﹁虛空的本性﹂簡稱﹁空
性﹂ ﹁空性﹂也是不變 恆常
的 所以﹁佛性﹂一定也是﹁空
性﹂
﹁人的本性﹂簡稱﹁人性﹂
如果沒有事件的發生 ﹁人性﹂本
來應該是不變的 恆常的 但往往
人們因為都是從事件中看到﹁人的
屬性﹂ 誤認﹁人的屬性﹂為﹁人
的本性﹂；因為﹁人性﹂本該是不
變 恆常的 而﹁虛空的本性﹂簡
稱﹁空性﹂ ﹁空性﹂也是不變
的 恆常的 所以﹁人性﹂一定也
是﹁空性﹂
由上面的討論 我們了解個體
本性一定是﹁空性﹂ 但我們無論
試著用多大的想像力 似乎很難想
像 發菩提心的﹁有性﹂是如何從
緣起性空的﹁空性﹂中成長出來
反之亦然 我們很難想像緣起性空
的﹁空性﹂是如何從﹁發菩提心的
﹁有性﹂中成長出來
筆者的猜測：利益共同體系統

稱

」簡

本性

的
「佛

因為

」，

性
「佛

」是

本性

然的同體大悲 ﹁向上﹂和利益共
同體系統 每一個體發菩提心的慈
悲喜捨四無量心相連結 站在生命
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 每一器官自
然而然的無緣大慈 ﹁向下﹂和利
益共同體系統 每一個體的緣起性
空之空性相連結
結論：綜合上述的討論 似乎
可以肯定只要將我們的從站在﹁利
益共同體系統﹂的心態轉移到站在
﹁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的心
態 佛法的﹁空﹂和﹁有﹂就能夠
被這座橋樑連接起來了

的
「佛

產生﹁出離心﹂ 看空看淡世間
事 但行者要進入四聖界除了必須
實踐﹁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而
且還要不執著於實踐這兩項 行者
若有出離心 很容易實踐諸惡莫
作 但卻很難升起眾善奉行的念
頭 更談不上實踐眾善奉行了
發菩提心：
慈是給予眾生快樂
悲是拔除眾生痛苦
喜是很高興做慈悲之事
捨是平等施捨自己所有去做慈
悲之事
奠基在什麼基礎上 行者會生
起菩提心？上面我們已經討論﹁出
離心﹂是很無法生起菩提心的
即然個體的﹁屬性﹂是﹁虛幻
的﹂ 無法生起菩提心 那麼我們
接下來探討個體的﹁本性﹂ 察看
本性是否會生起菩提心
﹁虛空﹂是非常特別的個體
因為﹁虛空﹂是﹁空﹂ 無從變
易 所以沒有屬性；又 因為
﹁空﹂的本性就是不變的 恆常
的 所以 ﹁虛空的本性﹂可以被
簡稱為﹁空性﹂
因此對於虛空而言 ﹁空性﹂

指你 我 他都是空性 沒有差
別 也就是說你 我 他的重要性
相同 沒有差別
在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
每一個器官除了保持自己功能的正
常外 關懷幫助功能異常的器官其
功能恢復正常 所有器官分工合作
使整體生命昇華 這是﹁同體大
悲﹂的基礎 這和在利益共同體系
統 每一獨立個體的﹁發菩提心﹂
是沒有差別
從上面的討論 站在生命共同
體人類生態系統 每一器官自然而

的。

恆常

、
不變

生的事件去解讀 個體的屬性是和
事件的屬性是一致的 所以﹁個體
的屬性﹂也是變易的 也是無常
的 也是虛幻的
一般人常誤認﹁個體的屬性是
本性﹂ 所以誤認屬性是不變的
是恆常的 因此執著於屬性；每一
個體依自己無法放下的﹁業｜是對
自己參與的事件的執著及對事件所
做解讀的執著﹂ 個體依﹁業﹂在
六道輪迴 永不止息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 可避免墮入三惡
道 眾善奉行 可升三善道 自淨
其意 指實踐前兩項 但又不執
著 會升至四聖界 不再退轉 永
不輪迴 除非乘願而來人間 前三
項就是整個佛教的大綱 這四句
偈 被定名為﹁諸佛通偈﹂
因行者了解﹁個體的屬性﹂是
變易的 是無常的 是虛幻的 就
不會執著於個體在事件中善 惡
對 錯的屬性 也就不會產生愛
恨 情 仇的念頭 可以幫助行者

的﹁緣起性空﹂是可以和生命共同
體人類生態系統的﹁無緣大慈﹂連
結起來 而且利益共同體系統的
﹁發菩提心﹂是可以和生命共同體
人類生態系統的﹁同體大悲﹂連結
起來 理由如下：
在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
你 我 他是心 肝 肺相依的器
官 每一個器官功能不同 但重要
性相同 沒有差別 這是﹁無緣大
慈﹂的基礎 這和在利益共同體系
統 你 我 他是獨立的個體
﹁緣起性空﹂的你 我 他 因為

一條路 一直到能夠跟﹁宇宙意
識﹂合一 顯現大光明 我認為這
是在這一生當中最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可以稍微想一想 人生當中的
價值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生死是什麼？想一想 你就能夠知
道了 走上修行這一條路 的確是
人生最大的事業
■

誌

是  公尺 整個宇宙對這光體而
言是一個點 即光體能窮豎三際
橫遍十方 宇宙意識是一個點 以
上這段筆者的解讀是依據﹁顯教與
密教的差別﹂︽語語昇華︾｜蓮生
活佛的開示
今截錄這篇開示的最後一段：
我們每一個修行的人 能夠走上這

「

附註：

即任何地方和原點的距離

密教所論述的﹁宇宙意識﹂指
的正是生命共同體宇宙生態系統
而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是生命
共同體宇宙生態系統的很小的一部
份 當靈覺完全清淨成光體時 依
狹義相對論這光體可以乘坐在光速
的載體 飛行到宇宙任何地方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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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虛空的屬性﹂ 也可以是
﹁虛空的本性﹂
﹁佛的本性﹂簡稱﹁佛性﹂
因為﹁佛的本性﹂是不變 恆常
的；﹁虛空的本性﹂簡稱﹁空
性﹂ ﹁空性﹂也是不變 恆常
的 所以﹁佛性﹂一定也是﹁空
性﹂
﹁人的本性﹂簡稱﹁人性﹂
如果沒有事件的發生 ﹁人性﹂本
來應該是不變的 恆常的 但往往
人們因為都是從事件中看到﹁人的
屬性﹂ 誤認﹁人的屬性﹂為﹁人
的本性﹂；因為﹁人性﹂本該是不
變 恆常的 而﹁虛空的本性﹂簡
稱﹁空性﹂ ﹁空性﹂也是不變
的 恆常的 所以﹁人性﹂一定也
是﹁空性﹂
由上面的討論 我們了解個體
本性一定是﹁空性﹂ 但我們無論
試著用多大的想像力 似乎很難想
像 發菩提心的﹁有性﹂是如何從
緣起性空的﹁空性﹂中成長出來
反之亦然 我們很難想像緣起性空
的﹁空性﹂是如何從﹁發菩提心的
﹁有性﹂中成長出來
筆者的猜測：利益共同體系統

稱

」簡

本性

的
「佛

因為

」，

性
「佛

」是

本性

然的同體大悲 ﹁向上﹂和利益共
同體系統 每一個體發菩提心的慈
悲喜捨四無量心相連結 站在生命
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 每一器官自
然而然的無緣大慈 ﹁向下﹂和利
益共同體系統 每一個體的緣起性
空之空性相連結
結論：綜合上述的討論 似乎
可以肯定只要將我們的從站在﹁利
益共同體系統﹂的心態轉移到站在
﹁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的心
態 佛法的﹁空﹂和﹁有﹂就能夠
被這座橋樑連接起來了

的
「佛

產生﹁出離心﹂ 看空看淡世間
事 但行者要進入四聖界除了必須
實踐﹁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而
且還要不執著於實踐這兩項 行者
若有出離心 很容易實踐諸惡莫
作 但卻很難升起眾善奉行的念
頭 更談不上實踐眾善奉行了
發菩提心：
慈是給予眾生快樂
悲是拔除眾生痛苦
喜是很高興做慈悲之事
捨是平等施捨自己所有去做慈
悲之事
奠基在什麼基礎上 行者會生
起菩提心？上面我們已經討論﹁出
離心﹂是很無法生起菩提心的
即然個體的﹁屬性﹂是﹁虛幻
的﹂ 無法生起菩提心 那麼我們
接下來探討個體的﹁本性﹂ 察看
本性是否會生起菩提心
﹁虛空﹂是非常特別的個體
因為﹁虛空﹂是﹁空﹂ 無從變
易 所以沒有屬性；又 因為
﹁空﹂的本性就是不變的 恆常
的 所以 ﹁虛空的本性﹂可以被
簡稱為﹁空性﹂
因此對於虛空而言 ﹁空性﹂

指你 我 他都是空性 沒有差
別 也就是說你 我 他的重要性
相同 沒有差別
在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
每一個器官除了保持自己功能的正
常外 關懷幫助功能異常的器官其
功能恢復正常 所有器官分工合作
使整體生命昇華 這是﹁同體大
悲﹂的基礎 這和在利益共同體系
統 每一獨立個體的﹁發菩提心﹂
是沒有差別
從上面的討論 站在生命共同
體人類生態系統 每一器官自然而

的。

恆常

、
不變

生的事件去解讀 個體的屬性是和
事件的屬性是一致的 所以﹁個體
的屬性﹂也是變易的 也是無常
的 也是虛幻的
一般人常誤認﹁個體的屬性是
本性﹂ 所以誤認屬性是不變的
是恆常的 因此執著於屬性；每一
個體依自己無法放下的﹁業｜是對
自己參與的事件的執著及對事件所
做解讀的執著﹂ 個體依﹁業﹂在
六道輪迴 永不止息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 可避免墮入三惡
道 眾善奉行 可升三善道 自淨
其意 指實踐前兩項 但又不執
著 會升至四聖界 不再退轉 永
不輪迴 除非乘願而來人間 前三
項就是整個佛教的大綱 這四句
偈 被定名為﹁諸佛通偈﹂
因行者了解﹁個體的屬性﹂是
變易的 是無常的 是虛幻的 就
不會執著於個體在事件中善 惡
對 錯的屬性 也就不會產生愛
恨 情 仇的念頭 可以幫助行者

的﹁緣起性空﹂是可以和生命共同
體人類生態系統的﹁無緣大慈﹂連
結起來 而且利益共同體系統的
﹁發菩提心﹂是可以和生命共同體
人類生態系統的﹁同體大悲﹂連結
起來 理由如下：
在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
你 我 他是心 肝 肺相依的器
官 每一個器官功能不同 但重要
性相同 沒有差別 這是﹁無緣大
慈﹂的基礎 這和在利益共同體系
統 你 我 他是獨立的個體
﹁緣起性空﹂的你 我 他 因為

一條路 一直到能夠跟﹁宇宙意
識﹂合一 顯現大光明 我認為這
是在這一生當中最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可以稍微想一想 人生當中的
價值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生死是什麼？想一想 你就能夠知
道了 走上修行這一條路 的確是
人生最大的事業
■

誌

是  公尺 整個宇宙對這光體而
言是一個點 即光體能窮豎三際
橫遍十方 宇宙意識是一個點 以
上這段筆者的解讀是依據﹁顯教與
密教的差別﹂︽語語昇華︾｜蓮生
活佛的開示
今截錄這篇開示的最後一段：
我們每一個修行的人 能夠走上這

「

附註：

即任何地方和原點的距離

密教所論述的﹁宇宙意識﹂指
的正是生命共同體宇宙生態系統
而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系統是生命
共同體宇宙生態系統的很小的一部
份 當靈覺完全清淨成光體時 依
狹義相對論這光體可以乘坐在光速
的載體 飛行到宇宙任何地方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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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大福金剛賜福不可思議

台灣弟子陳建文 在柬埔寨鴻圖大展 開創新局
■文∕釋蓮澤上師

燈 種種善行造福居民 接引有緣
眾生皈依蓮生活佛
師尊的慈悲加持及默運神通
讓他們能夠廣結善緣 漸次深入柬
埔寨高層政要也來皈依︿真佛
宗﹀ 二○一九年五月包括內閣總
理大臣兼外交部副部長兼外交部學
院院長Yi Seang等一行人 在釋蓮
澤上師及其家人引領之下 前來
︿台灣雷藏寺﹀禮佛參訪
二○二○年疫情嚴峻 陳建文

師兄請示根本上師未來經商走向
得到師尊的指示與加持 很快地於
二○二一年在中國深圳 成為︿鴻
海富士康科技集團﹀總經理黃盟普
特助 並於十一月再次飛至西雅
圖 祈請師尊賜褔做生基 二○二
二年三月陳建文師兄與柬埔寨首富
華裔李永法集團合夥 以師尊賜名
的︿新大岩集團﹀ 開發經濟特區
二千三公頃土地 配合一帶一路在
柬埔寨蓬勃發展 企業集團涵蓋觸

聖

尊蓮生活佛救度眾生無數
從早期在台灣神算 為眾生
解除各種難題 醫生束手無策的患
者也能得到改善 更遍及求婚姻
子嗣 工作 名位 經商等等 經
歷五十年來奇蹟不斷 ︿真佛密
法﹀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皈依
者 修持者 求加持者 問事者感
應連連 台灣︿明光堂﹀陳聰明師
兄是︿真佛宗﹀的老弟子 闔家皈
依師尊已超過三十年 陳師兄育有
二男二女 第二代也都是真佛弟
子 其中的兩位兒子 一位是釋蓮
澤上師 一位是陳建文師兄
在根本上師的指示下 二○一
五年當時仍是法師的釋蓮澤上師與
胞弟陳建文師兄 身上只帶著五百
美元生活費前往柬埔寨發展 剛開
始人生地不熟 然佛菩薩冥冥之中
的安排 落腳旅館的老闆恰巧也是
︿真佛宗﹀的弟子 由於老闆的幫
忙 上師與胞弟終於跨出弘法的第
一步 上師每日實修加上根本上師
與佛菩薩的加持 其胞弟經商左右
逢源 在財力無虞之下 逐步擴展
法務 先後蓋了兩座雷藏寺 定期
舉辦法會並且在當地賑濟布施 與
學校合作辦學 為村民鋪路設路

角之廣 包括工 農 海產 旅
遊 科技 通訊媒體 幾乎無所不
包 令人嘆為觀止！︿新大岩企業
集團﹀蒸蒸日上 在柬埔寨鴻圖大
展開創新局！陳聰明師兄闔家見證
﹁大福金剛的賜福 真實不可思
議！﹂他們非常感恩地表示 短短
幾年在柬埔寨弘法與經商 能夠如
此迅速發展 順利圓滿 這一切全
部仰仗根本上師與佛菩薩不可思議
的加持力！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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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園地

大福金剛賜福不可思議

台灣弟子陳建文 在柬埔寨鴻圖大展 開創新局
■文∕釋蓮澤上師

燈 種種善行造福居民 接引有緣
眾生皈依蓮生活佛
師尊的慈悲加持及默運神通
讓他們能夠廣結善緣 漸次深入柬
埔寨高層政要也來皈依︿真佛
宗﹀ 二○一九年五月包括內閣總
理大臣兼外交部副部長兼外交部學
院院長Yi Seang等一行人 在釋蓮
澤上師及其家人引領之下 前來
︿台灣雷藏寺﹀禮佛參訪
二○二○年疫情嚴峻 陳建文

師兄請示根本上師未來經商走向
得到師尊的指示與加持 很快地於
二○二一年在中國深圳 成為︿鴻
海富士康科技集團﹀總經理黃盟普
特助 並於十一月再次飛至西雅
圖 祈請師尊賜褔做生基 二○二
二年三月陳建文師兄與柬埔寨首富
華裔李永法集團合夥 以師尊賜名
的︿新大岩集團﹀ 開發經濟特區
二千三公頃土地 配合一帶一路在
柬埔寨蓬勃發展 企業集團涵蓋觸

聖

尊蓮生活佛救度眾生無數
從早期在台灣神算 為眾生
解除各種難題 醫生束手無策的患
者也能得到改善 更遍及求婚姻
子嗣 工作 名位 經商等等 經
歷五十年來奇蹟不斷 ︿真佛密
法﹀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皈依
者 修持者 求加持者 問事者感
應連連 台灣︿明光堂﹀陳聰明師
兄是︿真佛宗﹀的老弟子 闔家皈
依師尊已超過三十年 陳師兄育有
二男二女 第二代也都是真佛弟
子 其中的兩位兒子 一位是釋蓮
澤上師 一位是陳建文師兄
在根本上師的指示下 二○一
五年當時仍是法師的釋蓮澤上師與
胞弟陳建文師兄 身上只帶著五百
美元生活費前往柬埔寨發展 剛開
始人生地不熟 然佛菩薩冥冥之中
的安排 落腳旅館的老闆恰巧也是
︿真佛宗﹀的弟子 由於老闆的幫
忙 上師與胞弟終於跨出弘法的第
一步 上師每日實修加上根本上師
與佛菩薩的加持 其胞弟經商左右
逢源 在財力無虞之下 逐步擴展
法務 先後蓋了兩座雷藏寺 定期
舉辦法會並且在當地賑濟布施 與
學校合作辦學 為村民鋪路設路

角之廣 包括工 農 海產 旅
遊 科技 通訊媒體 幾乎無所不
包 令人嘆為觀止！︿新大岩企業
集團﹀蒸蒸日上 在柬埔寨鴻圖大
展開創新局！陳聰明師兄闔家見證
﹁大福金剛的賜福 真實不可思
議！﹂他們非常感恩地表示 短短
幾年在柬埔寨弘法與經商 能夠如
此迅速發展 順利圓滿 這一切全
部仰仗根本上師與佛菩薩不可思議
的加持力！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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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感應

菩提園地

在

此事先聲明一下 末學看了
﹁薛定諤的貓﹂這篇理論之
後 有所領悟 故而突發奇想 有
一點點基本淺見 故而寫下此篇：
︽蓮追的加菲貓︾ ︵備註：這隻
﹁加菲貓﹂是我以幻化的虛擬實境
手法 所塑造出來的一隻﹁擬人化
的公貓﹂ 牠的名字 就叫做﹁嘉
飛﹂｜﹁蓮花嘉飛﹂ ︶

第 六 章現 代物理 學｜

請注意

輻射粒子有  ％衰

變 及  ％不衰變的機率 若衰
變 則會釋放出輻射 輻射探測器
一偵測到輻射 馬上就會啟動鐵
錘 鐵錘敲破毒氣瓶 加菲貓即中
毒身亡
若輻射粒子不衰變 則沒事
當我的意識 不想觀察加菲貓
我不會打開箱子 此時 加菲
時

蓮 追的加菲貓

貓的生死與我無關 此時的加菲貓
是屬於：生死疊加︵既生又死︶的
狀態 又 當我的意識想要觀察加
菲貓時 只要我去打開箱子 正在
打開的那一剎那 我的意識會直接
造成輻射粒子的疊加變異 輻射粒
子就會變成：確定去衰變 或確定
不衰變的狀態
所以 其實我的意念直接決定

■文／釋蓮追法師

以下就是本篇的內容：
話說我今天做了一個夢 夢見
我突然心血來潮 做了一個物理實
驗：我找了一個封閉的箱子 在裡
面 我放一點點﹁輻射粒子﹂ 放
一個﹁輻射探測器﹂ 一根﹁鐵
錘﹂ 一個﹁毒氣瓶﹂ 最後再放
入那隻最最最可愛的 我飼養的
﹁加菲貓﹂

了加菲貓的生死 此時 我在箱子
裡所看到的加菲貓 一定會確定是
活貓 或是死貓 而不是既生又死
︵生死疊加︶的貓
結論：只要我動了意念 而且
去行動 去打開盒子 我就直接決
定了我那隻可愛加菲貓的生死
同理 我的意念想要與宇宙意
識真如合一 而且去行動修行 我
就決定了必定會成佛的狀態 否
則 如果我的意念不想真如 我就
是處於既有佛性 又是隨波逐流輪
迴眾生的疊加狀態
唉！可憐的加菲貓 牠跑來跟
我抗議 牠說牠被我搞得半死不
活 又死又活 狼狽不堪
那麼請問 牠現在到底是死是
活？又請問 我現在到底是在夢境
中？還是在現實中？或是 我認為
的現實 其實是在夢境中？
最後偈曰：
薛定諤之貓處處生疑
蓮追之貓又故弄玄機
心念妄動萬法皆生起
憶念真如與佛常相繫
這就是我今天的心得分享主
題 我稱之為：﹁蓮追的加菲
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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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戀
思念像紫色夢幻絢麗
思念像個旋轉的木馬
思念像個繽紛的彩虹
思念像似璀璨的寶石
相思如同紅豆生南國般
相思如同一杯酸甜美酒
相思如同五味雜陳烏醋
今晚月色迷濛
前些日子月色很圓滿
昨夜又夢見妳
妳是否也想念我
啊！心愛的人永遠祝福妳幸福快樂
妳的回眸使時空畫出甜蜜的回憶

謝師尊的加持
想改變命運

感

女兒也改名叫徐譽芝

■文／王昱懿

我

弟子蓮花愛霞原本
才改名為王昱懿

︿興雅國

目前已經結婚了

女婿是電腦工程師

在當美術老師教︿能仁家商﹀
中﹀

都萬人空

但您給心靈

在︿法舟堂﹀當堂

他是非常用功之

感謝尊貴的師尊開啟靈光護祐眾生

每天勤修懺悔法

我的先生姓名為徐玄鉦
人
主

師尊跟師母所到之處

人的命運或許早已注定
的昇華

蓮

師母能常回臺灣
師母的大愛

感謝師尊
謝謝師尊

巷滿心喜樂
弘法

阿訶薩沙媽哈
祝師尊永住世間大轉法輪

古魯貝

我寫了一首小詩寄給︿燃燈雜誌﹀

吽

嗡阿吽
生悉地

誌

70

禮拜供養、造寺、造塔、造佛像、印經書善書、行善濟世︵施力︶

高王觀世音真經
奉請八大菩薩：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南摩虛空藏菩薩摩
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
摩訶薩。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摩諸尊菩
薩摩訶薩。
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
樂我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
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
等等咒。南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燈王
佛。法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
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
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
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燄花
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
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眾
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
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
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
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
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唸唸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
帝。真陵乾帝。梭哈。﹂︵咒唸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
者。殷勤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
絕。火焰不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
虛。諸佛不妄說。高王觀世音。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
活。諸佛語不虛。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厚福堅信
者。專攻受持經。
高王觀世音真經終。

迴向者：王文質︵蓮蜀︶
迴向｜祈請師尊 諸佛菩薩放光加持王文質︵蓮蜀︶ 頭痛 身體酸
痛能夠化解消除 失眠障礙消除 元辰光彩 身體健康 業障消
除 所有怨親債主能夠化解 冤解釋結 往生淨土 一切圓滿

助印者：王文質︵蓮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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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觀世音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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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弟子迴向｜
﹁瘟疫退散 光明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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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dharma tantrique du Vrai Bouddha est difficile à imaginer.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à la prajñâ (la sagesse) est le centre d’illumination parfaite et universelle.
La correspondance dans le yoga occasionne le séjour de tous les bouddhas.
Une branche de l’arbre particulièrement développée reste parfumée
pendant dix mille ans.

Sheng-yen Lu était-il mort ou pas ?
La réponse est évidemment non.
Tous ceux qui possèdent l’œil de compréhension correcte peuvent distinguer que,
pour la personne qui se délivre du cycle des
existences, la mort n’est qu’une autre façon
de vivre et que la naissance est simplement
le retour de l’esprit originel déjà parti. Celuici est capable de transiter de l’état sphérique de l’homme à un état sphérique de la
Terre pure, et de retourner de ce dernier état
dans l’état précédent. Celui qui fait librement les allers-retours, c’est le Tathâgata
(Ainsi Venu).
J’ai vraiment éprouvé par expérience
vécue la fraction crânienne.
J’ai expérimenté la dispersion des
Quatre Grands : la terre, l’eau, le feu, le vent.
L’être humain se compose de ces
quatre éléments, il est formé par la solidité
de la terre, l’humidité de l’eau, la chaleur
du feu et le mouvement du vent. Si ces
éléments ne s’harmonisent pas, le corps
charnel peut s’altérer et se disperser.
Dans l’invisibilité :
– la fraction du cerveau correspond à
la déchirure de la terre ;
– le sang suinte ;
– le feu cérébral (la tension) s’élève et
jaillit ;
– dans tout le corps, le vent pique, se
déchaîne et se disperse.

Heureusement, la dispersion de mes
Quatre Grands était invisible, les médecins
ne pouvaient en faire le diagnostic. Les Quatre
Grands sont les éléments initiaux de toutes
les choses, tout ce qui existe est formé par
eux. Si j’avais vraiment été mort, tous les
éléments seraient rentrés alors dans l’altération
et l’extinction. Mon corps matériel ne sentait que l’affaiblissement et la douleur, sans
subir pourtant ni altération ni extinction.
C’est pourquoi j’étais encore en vie tout en
éprouvant la fraction crânienne et la dispersion
des Quatre Grands. Ah ! c’était vraiment
inimaginable !
C’est avec ma vie restante et mon
cœur bien sincère que j’écrirais ce livre Le
Franchissement de l’océan de vie et de
mort, et il allait avoir un sens, car j’étais
conscient que le plus grand événement de
la vie était la mort. Ce serait la chose la plus
concrète, que je montre par écrit la mort et
la renaissance à la Terre pure, et que je
décrive en détail le processus de la mort,
ainsi que les états intermédiaires où se
trouvent les âmes. J’apprendrais aux gens
comment faire face à la mort. Étant donné
que personne ne peut s’en exempter en ce
bas monde, on est donc dans la nécessité de
savoir comment la regarder profondément
en face, d’aller la connaître au fond et de
témoigner la vérité de la mort.
Je dis clairement et nettement à tout le
monde :
L’être vivant transmigre de l’être
mort,
Quand sa production conditionnée
est finie, l’être vivant cesse donc de
vivre ;
Dans la vie précédente et la vie prochaine, avant la naissance et après la
mort,
La transmigration par les Six Voies
se trouve là-de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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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gloire de Padmakumara
La méthode P’owa permet de transformer la conscience en sagesse. Padmakumara s’est élevé dans l’espace, comme
la déité d’élection de la sagesse qui s’installait dans le ciel, en tout point semblables
l’un à l’autre. J’en ai enfin compris la raison :
– j’ai vu le bouddha Amitâbha à
Pékin, (dans un trajet aérien de Pékin à
Taiyuan) ;
– j’ai vu en Corée le bouddha Bhaishajyaguru à la lumière de lazurite et toutes
les divinités ;
– toutes ces manifestations étaient en
réalité parfaitement identiques.
Quand mon esprit originel a quitté
l’entrave qui était mon corps charnel, les
Six Racines 1, les Six Impuretés 2 et les Six
Consciences 3, qui sont renfermées dans mon
enveloppe corporelle, avaient complètement
disparu. À cet instant, la stratification de la
pratique de la perfection se faisait voir, et
c’est le dogme ésotérique du bouddhisme
tantrique. Voilà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pouvais avoir la vision véridique.
0F

Lorsque mon esprit originel (la nature de bouddha) a ressuscité, L’espace s’emplissait de célébrations et de
chants joyeux donnés par un million de dâkinî 4 ;
Les bouddhas des dix directions, les
bodhisattvas des trois phases de
l’existence et des dix directions,
Les défenseurs de diamant du dharma, Tous les cieux, etc.,
Tous en faisaient l’éloge et chantaient des chansons réjouies.
3F

Je dis à tout le monde que la soi-disant
illumination expérimentée est justement comme

2
3
4

Comme si les jeunes plants poussaient sur un grand terrain desséché ;
Comme si toutes les fleurs s’épanouissaient dans une rase campagne
et que le printemps était de retour ;
Comme si un dormeur, réveillé,
commençait une nouvelle journée.
Le soleil s’est levé et, en répandant
ses rayonsn a fait resplendir une
nouvelle vie.

1F

2F

1

cela ; la soi-disant nature de bouddha est
justement comme cela ; le soi-disant grand
homme éveillé est justement comme cela ;
la soi-disant réalisation de l’état de bouddha
est justement comme cela. C’est vraiment
impossible à décrire.
Autrement dit, tout est ressuscité :

Le dharma tantrique du Vrai Bouddha
que j’ai établi témoigne du monde du dharma
authentique. Dès que la déité d’élection de
la sagesse sortira de l’enveloppe corporelle
de l’homme, les bouddhas et les bodhisattvas
des dix directions se manifesteront, aussi
nombreux que les terres et les mers. On
peut dire que c’est une lune qui se réfléchit
sur mille fleuves, ainsi que pour dix mille
lampes qui brillent dans une salle, toutes les
lumières rendent chaque lampe pleinement
perceptible.

Dans le dharma tantrique du Vrai
Bouddha que j’ai établi, il y a la Terre pure de
Vairocana, la Terre pure du rien qu’esprit, la
Terre pure de la véracité constante, la Terre
pure de la joie suprême, la Terre pure de la
rétribution consignée, la Terre pure de
toutes les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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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be sincere and natural.

have now is only gratitude.

“A bodhisattva should not dwell in anything.”

As I said before, my father never acknowledged me as his son, ever since I was born to the day he
died. Should I be grateful? Of course, I should still be grateful to him. Why? Why do I want to be
grateful to him even when he treated me like that? Because he raised me. He was the breadwinner
of the family. My mother did not earn a lot of money, she earned some money as a tailor and by
raising chicken and pigs. My father took care of the whole family. Even though he mistreated me, I
grew up eating his food, so I can only be grateful. I still owe to his generosity. He did not
acknowledge me, but I still acknowledge him, and I am grateful to him. It does not matter how bad
a person is, you must still be grateful to him.

Don't be pretentious, it must come from the heart.
“When performing acts of giving, he should not dwell on the form of giving, nor should he dwell
on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or anything at all.”
This is a very high level of giving, the highest kind. Non-dwelling acts of giving happens naturally
and arises spontaneously from the heart.
“Why? Because when a bodhisattva does not dwell on anything, his merit becomes immeasurable.”
If you often think about your generosity, what good deeds you have done, then the merit is very
limited. When you give, forget about it afterwards, then its merit naturally becomes immeasurable.
Only this way are the blessings and virtues immeasurable. This excerpt primarily discusses this.
“Subhuti.” Every time“Subhuti” EverytimeEvery time the Buddha speaks, he would start with
his name.
“What does this mean? Can space in the east be measured?”
Can the space in the east be imagined? How far is the east? It's immeasurable.
“Subhuti, can space in the west, north, south, above, below in all dimensions be measured?”
Of course not, the space in the north, east, south, and west cannot be measured nor imagined.
“So Subhuti, when a bodhisattva performs acts of giving without dwelling on form, his merit
and virtue is likewise immeasurable.”

“Subhuti, the bodhisattvas should abide this way.”

No need to keep them in mind! But as a recipient, you should always be grateful, and you should
repay their generosities. That's why Grandmaster once said, what is left in my life now is only
gratitude and gratefulness, to every single being. [audience clapping] When someone gives you a
penny, you want to be grateful and repay their generosities. Yeah, I have been thinking, all that I
雜誌

²⁵ Initially, we want to use our hearts in what we do. But in the case of “non-dwelling,” we don't!
From mundane mindlessness at the lowest end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we train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wholeheartedness), then we progress to singlemindedness, then at a higher level, we reach “mindlessness”
again, the latter of which is the realm of no-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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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 would put rags inside my pants. When the teacher spank-paddled me, it would be met with
a thud. He noticed, then took those rags out of my pants. [laughter] Today I am grateful for their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pushing me to work harder. From staying in the same cla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 became the best in senior high school. [The audience is applauding.] I even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Kaohsiung Jiaxin Cement Company for being first in class every year, and all
my tuition and supplies were paid for with scholarship for lower income families. I still remember
the company, whether it is still here or not. I am very grateful that they gave me a scholarship so
that I could study for free.
Now,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be grateful, and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perform acts of giving,
especially to give without dwelling. I give and forget about it. When I give blessings, I forget about
it. Whatever I do, I just forget about it. I let “you” remember them. As a recipient, you should
remember. This kind of merit would then be immeasurable.
This is about the excerpt in Chapter Four—Non-dwelling in Marvelous Conduct. The three wheels
are intrinsically empty. Jesus has mentioned it as well in the Holy Bible; all the good deeds done
by the right hand, should not be let known to the left hand. Now does everyone understand what
I have said? [The audience is applauding.]
In the acts of giving, don't keep in mind that you are doing good deeds. Just let it happen naturally.
Then it can be called marvelous conduct, the true non-dwelling, the acts of giving without dwelling
on phenomena. And the receiver of the good deeds should remember, be grateful, and learn to
have the same spirit of generosity. All the same, you should perform the acts of giving without
dwelling on forms. This is most important.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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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called non-dwelling on acts of giving. You should know this. It seems simple,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Really! Do not judge a person by his appearance. We must always be non-dwelling
in our giving to anyone who comes to the Seattle Temple or Rainbow Temple. No need to show off
your good deeds or keep track of them. Only if you don't, your merit becomes immeasurable. On
the other hand, don't try so hard, because if you are unnatural, that means you are still dwelling
on your mind.

In any case, I am grateful to my teachers. I was often beaten when I was young. Then I got
smarter. I would stand next to the s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 The
teacher noticed him and was reluctant to beat the son of the PTA president, so he said that he's
done enough beating for the day and spared us. That's how I missed some beatings. [laughter]

微宣奧旨

If a bodhisattva is non-dwelling in his acts of giving—what is non-dwelling in giving? For example,
if you give something to someone, and you are concerned about its price and you remember how
much you have spent on it, then the merit you generate is only worth as much as the value of
your gift. But if you don't keep in mind that you are performing acts of giving, and you simply give,
you perform acts of giving without dwelling on form. You give something today then you forget
about it, and you don't keep in mind what you have given to others. If you have given it, then you
have given it! If you give without dwelling on it, then your blessings and merits are immeasurable.

During my youth, I was beaten by my teacher because my grades were very poor, and I had to
stay in the same class twice. This is my honor. [jokingly] Did any of you repeat the same class
twice? [Grandmaster is asking the audience, and a few people raised their hands.] How come you
are as stupid as I am and stay in the same class twice! Really? That was freshmen year in junior
high school. Then they sent me to Kaohsiung City's Third High School because I couldn't continue
at the Kaohsiung City Second High School for staying in the same class for two years in a row. So I
was sent to a vocational school where everybody had been behind in their class. In this class, I
got the best grades, which inspired me to start studying. Kaohsiung City's Third High School is
now called Shijia Junior High School. I don't know if it is still there, it was located beside the Love
River. Whoever had to repeat the cla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was sent to the vocat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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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ney, just take it with you. If you really want it and don't have enough money with you,
just take it first and pay later.” This is good, you are performing an act of giving.

C

You know, His Holiness Jigdal Dagchen Sakya Rinpoche is the dharma king of the Sakya sect in the
Sakya Monastery here in Seattle. There are only two dharma kings of the Sakya sect, His Holiness
Sakya Trizin in India and His Holiness Dagchen Rinpoche in Seattle. H.H. Dagchen Rinpoche and
Grandmaster performed a fire offering ceremony together at the Ling Shen Ching Tze Temple. We
have a photo of it.

“Subhuti, bodhisattvas should perform acts of giving in this way, without dwelling on form. Why?
Because when a bodhisattva does not dwell on anything, his merit becomes immeasurable.

One year during a dragon festival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 Seattle], we had a stall setup.
H.H. Dagchen Rinpoche visited our stall and saw a hand-held prayer wheel, played with it, and
inquired about the price. The monk who was overseeing the stall snatched it back and yelled,
“Not for Sale!” [Grandmaster is mimicking how the monk grabbing the item back rudely.] Hey,
he was one of the two dharma kings of the Sakya sect. His Holiness Dagchen Rinpoche and
His Holiness Sakya Trizin are their only two dharma kings!

hapter Four—Non-dwelling in Marvelous Conduct

“Subhuti, a bodhisattva should not dwell on anything. When performing acts of giving, he
should not dwell on the form of giving, nor should he dwell on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or
anything at all.

“Subhuti, what does this mean? Can space in the east be measured?”
“No, World-honored One.”
“Subhuti, can space in the west, north, south, above, below in all dimensions be measured?”
“No, World-honored One.”
“So Subhuti, when a bodhisattva performs acts of giving without dwelling on form, his merits
and virtues are likewise immeasurable. Subhuti, the bodhisattvas should abide this way.”

You must know how to be generous! You cannot offend anybody. When visitors come, you must
greet them and guide them onto the path. We do not want to miss any opportunity. When
someone has the affinity to come by, we should cherish it, even if 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Visitors
are hard to come by, if you offend them, we will not have any visitors anymore. Nobody will come.

Someone asked, without money, how can I give? Surely you can. Just give a smile. Can't you
even do that? A smile? [Grandmaster is mimicking a surly face and audience is laughing.]
Don't be so unfriendly, as if I owe you money. [Grandmaster now mimicks a grumpy face and
audience is laughing even more] That's not good deeds!

You need to guide sentient beings onto the path, and not block them! This is very important.
Even if it is only one being, we still must deliver him! No matter what, be hospitable, say nice
things, greet with a smile, speak politely, offer [water], a cup of tea, etc., so they have good
impression of the temple. Doing this enhances the radiance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visits your house, you are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mimicking a grouchy person and joking in Taiwanese] What have they done?
C'mon, give people a smile and say, “Welcome.” Smile nicely, “Please have a seat.”

This is generosity. You should make a habit out of it. These are also acts of giving: gentle words,
kind words, a smiling face, a warm welcome and so on. Whenever there is a visitor, you want to
be welcoming. Even the ladies in department stores can do it, how come you can't? Never say,
“Why did you co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Grandmaster is mimicking the voice of a rude
person.] By all means, never be like this! Instead, help and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It is your duty.]

雜誌

Don't be like our temple receptionists or gate keepers, who are either rude or faking their smiles
when visitors come [jokingly mimicking a fake smile]. Welcome the guest naturally. “Welcome
everyone. May I help you? Are you here to pray? Are you here to draw a divination lot? Are you
here to buy something from our temple gift shop?” Show the guest around and be hospitable.
Now, this is an offering [acts of giving]!
Don't be like this when someone visits [Grandmaster is closing his eyes and gesturing with
his hand to ask people to leave him alone.]. You can't be like that! In the gift shop, a visitor
asked, “May I ask how much this is?” “Don't ask how much. If you want to buy, just buy it!”
No, you can't be like this! Is this an act of giving? Instead, kindly say, “If you like it an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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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our —— Non-dwelling on Marvelous Conduct
“Subhuti, a bodhisattva should not dwell on anything.”
[It means] not keeping anything in mind; not using our hearts.²⁵ How should we use our hearts
instead? We should naturally put our hearts into touching the hearts of sentient beings, so they
know to take refuge in a true buddha. Just be natural in your guidance. This is an act of giving,
an act of giving dharma. What the sutra means is not to make it up. [Grandmaster is mimicking
a forced-smile look.] People will know when you are vain. I am not asking you to be super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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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erforming real good deeds, one does not think about it; one does not think that one is
doing good deeds. And one can do good deeds at any time.

Jennifer's husband was born in India, and he has many Indian friends. Through him, we have
many Indian people visiting our temple to pray. But due to our reverends' lack of hospitality,
they don't come anymore. Amitabha! [sighing] We must change. That's not an act of giving.

微宣奧旨

Anyways, I was talking about the Trichakra Lei Tsang Temple, and not about rickshaws. [laughter]
The point is on the Threefold Wheel of Intrinsic Emptiness. In the acts of giving, there is no giver, no
receiver and no gifts in the giving. The act of giving is done without dwelling on any phenomena.
This is called Non-dwelling in Marvelous Conduct, and it is also referred as the Threefold Wheel of
Intrinsic Emptiness. This realm is very high.

You are not even willing to give a dharma king a hand-held prayer wheel?! You should have taken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good affinity with him. A dharma king is extremely rare! Pilgrims come to
see him from faraway places. When they come, they make prostrations all the way to the temple
gates, bow and kneel in front of him to ask for his blessings. Yet, our monk said, “Not for Sale! No!
Go away!” [Grandmaster is showing a hand gesture mimicking pushing people away.] Our monk is
quite mighty. [cynically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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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電話：

手機號碼：

※贊助用途：□隨喜贊助 □2022年功德主方案□1 □2 □3 □助印經書：
※贊助金額及方式：□不分期：
□分
※簽名日期：西元

幣

元整

期，每月捐款：
年

月

□其他：

幣

元整（自

年

月起）

日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
一經使用，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付款予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
收件人資料

※□需要寄雜誌，收件人：

電話：

手機號碼：

地址：□同上

※□不需要寄雜誌

※收據抬頭：

地址：

※寶貴賜言：
(本欄請勿填寫)

分 期 期 數

燃燈雜誌
Enlightenment
Magazine
姓

名

2022 年功德主迴向報名表
年齡

地

以下善信一心頂禮，虔具供養，根本傳承上師蓮生聖尊諸佛菩薩，
冀以佛光加持，延丈真佛密法，祈願迴向皆吉祥圓滿。

祈願迴向

址

字跡請端正 清晰易辨 以免影響您的祈願迴向！

聯絡人：

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填妥後請寄至：54099南投縣南投市中興郵局第69號信箱

燃燈雜誌社

P.O.BOX 69 Jhongsing, Nantou, 54099, Taiwan R.O.C.

或傳真至：886-49-2350140
電子信箱： tbs.lighten@gmail.com

功德主
請繼續支持！

燃佛法炬

召募

2022

恭 請
聖尊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燃燈功德主迴向單
●由師佛主壇護摩法會祈福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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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明王金身
高 12.3cm
寬 8cm

燈傳法流
方案：2
騎龍白財神 / 財寶天王

摩利支天菩薩
高 15cm
寬 15cm 深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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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提鏡
9.5cm X 15cm

騎龍白財神
高 12cm
寬 12cm 深

9cm

紅財神
13.5X8cm

財寶天王
高 12cm
寬 11cm

馬頭明王杵
高 20 c m
寬 3. 5 c m

贊助燃燈 一年24期

凡一次贊助：
僅限同一位功德主2種方案10％off∕3種方案15％off

http://www.lighten.org.tw
■
■
■
■
■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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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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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授權書及迴向報名表可於燃燈官網下載，電子檔請以 E-mail寄回。

雜誌

︱燃佛心燈︱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 ●第２８９冊｜如夢如幻

耶穌基督的﹁無我﹂
聖•陶麗莎的﹁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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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15日

能淨業障分第㈩㈥

蓮生活佛
畫作欣賞

真佛宗燃燈雜誌社

︿彩虹雷藏寺﹀勾財天女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㈩㈥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㈩㈥

︿彩虹雷藏寺﹀大力金剛護摩法會‧開示︻金剛經︼

持經功德分第㈩㈤

︿西雅圖雷藏寺﹀同修地藏王菩薩本尊法‧開示︻金剛經︼

︱特別報導︱

二○二 二年 五 月 十五 日

Donations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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