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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她說：
「請大家猜一猜我的職業。」她
接著說：「我每天上班，都要脫衣
服，一整天都在扭腰，屁股擺來擺
去，還常常把兩腿張得很開……。」
遊覽車上的人聽了均面紅耳赤，
心中還想：
「夭壽哦！這是什麼職業！」
後來答案是：
「瑜伽老師」。
哈哈哈！
在密教觀修之中，也有姿勢是很
重要的，並不是要大家打拳，但，也
叫「金剛拳」。
其一：
「七支坐法」。
一、舌抵上顎──使命氣入中
脈。
二、曲頸如鉤──使上行氣入中
脈。（下巴壓喉結）
三、脊直肩張──使遍行氣入中
脈。
四、手結印在丹田──使火伴氣
入中脈。
五、雙足跏趺──使下行氣入中

法雨
精華

六、口閉──禁語。
七、不起念──意念不雜，精神
集中。
（這個坐姿，是觀修入定的姿
勢，常常要用到的。）
其二：
「六灶印坐法」。
觀修拙火的坐姿，米勒日巴尊
者，以此坐姿，修證拙火法。
一、行者用坐，兩腿屈膝，左右
腿在外，膝蓋壓臍輪。
二、兩臂互交叉抱住雙腿。
三、身坐直。
（此法易產生拙火）
「壓」是口訣。
其三：
「金剛杵印」。
有立姿與躺姿。
立姿與躺姿相同。
雙手合掌置頭頂上方，如上股
狀。
身體保持端直，如中股狀。
雙腿略彎，雙腳足跟相抵，如下
股狀。
立姿──腳趾著地，承受重量。
此姿勢較辛苦。
躺姿──不辛苦。
（這是自身變化金剛杵，不受煩

真佛宗
香港澳門地區
各寺、堂、會

香港雷藏寺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10號
新寶中心31字樓
電話：(852)2388 8987
傳真：(852)2783 0661

劉海蟾真人，原是一位讀書人，
以明經擢甲第，在仕遼時代，官位至
宰相。雖位高至宰相，然平昔淡泊明
志，喜黃老之說。他就在宰相之位
時，先遇到正陽祖師，講解清淨無為
的大道給宰相聽。
後來，他看朝庭混亂，就托疾解
印，不再當宰相，改名叫玄英，外號
海蟾子，到處去訪賢道，於是遇到呂
純陽，呂祖才特別傳授他「金液還丹
法」，劉海蟾就隱居修道，劉海蟾曾
經隱居在青城山。
這當中，有一傳奇：
陳希夷真人在青城山遇劉海蟾真
人，劉海蟾很欣賞陳希夷，因希夷的
品格高尚，寄懷山水，骨格清奇。
劉海蟾為度陳希夷也展現神通。
「道是什麼？」陳希夷問。
「道仍不可道也。」劉海蟾答。
「既不可道，又何以有道？」陳
希夷再問。

尊貴堂
香港新界大圍積信街68號積
德樓2樓D室
電話：(852)2691 1308
傳真：(852)2609 0303

十方同修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3號星光行19樓1924室
電話：(852)3520 2288
傳真：(852)2735 8823

普照堂
香港新界元朗教育路48號
兆明樓3樓A&B座
電話：(852)2479 3228
傳真：(852)2478 8837

惱及魔障。）
其四：
「忿怒降伏印」。
立姿。
右手高舉，結「降伏期克印」。
左手平胸。
面忿怒。
右腳彎曲。
左腳伸直。
（此印降伏四魔）
其五：
獅子坐──觀光用。
臥象坐──觀光用。
仙人坐──觀光用。
（此三法須口傳及示範姿勢）
其六：
「提明點飛須彌山印」、「薩迦
六式」。
姿勢須口傳示範，屬無漏法。
另外：
金剛亥母二十七式拳法，金剛拳
百〇八式，是氣的導引法。主旨是輔
助氣的運行，對「無漏法」、「拙火
法」、「明點法」由身印來導引之。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240冊文集
「打開寶庫之門」)

普明同修會
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
磡商業中心A座8樓814室
電話：(852)2616 9434
傳真：(852)2616 9424

劉海蟾只是笑了一笑，劉海蟾真
人，用一支木棒，把桌子上的硯台的
墨水挑起，撥到外面的一塊石上。墨
水顯現在石頭上，正是老子的「道可
道，非常道」，陳希夷真人一看大
驚，才懇求傳授玄旨，劉海蟾真人才
傳道法給陳希夷真人。
劉海蟾真人，羽化登仙時，也顯
現了大神通。那時陳希夷有三位有名
的弟子，正是張無夢、賈得昇、種
放。
這三位弟子，均在同月同日同
時，看見劉海蟾真人到家裡來，言明
六月十五日是上升的日子，這三位弟
子，不約而同的趕至劉海蟾真人處。
劉海蟾真人就在六月十五日坐化，其
頂竅現出白霧般的氣，而白氣凝結成
一隻白鶴之形，展翅飛翔，真正是化
鶴飛升，劉真人證位「海蟾明悟，宏
道純祐帝君。」
(文轉1378期香港版B版)

蓮豐堂
香港西環皇后大道西428-440
號真善美大廈4樓全層
電話：(852)2528 3032
傳真：(852)2529 9037

澄淨堂
香港九龍黃大仙
馬仔坑道18號
電話：(852)2368 3303
傳真：(852)2368 3303

上天竺同修會
香港荃灣芙蓉山
DD453-1204上天竺
電話：(852)5983 9852

18. 靈機神算漫談

114. 密教的法術

208.大笑三聲

19. 靈與我之間

115. 明空之大智慧

209. 魔眼

20. 靈機神算漫談(續) 116. 黃河水長流
117. 一念飛過星空
21. 靈魂的超覺

道源與南五祖

我們中國的道教，最早的淵源，
都是以老子為祖師，所以就稱為「道
祖」。老子的道，由尹喜真人文始派
最高，而東華帝君的少陽派最大。以
後道教就是一脈或多脈相傳而下，也
就是「少陽派」傳「正陽派」，「正
陽派」傳「純陽派」，呂純陽祖師傳
給王重陽祖師，王重陽祖師傳邱長春
祖師，也就是全真教的北七真。
而呂純陽祖師又傳道於劉海蟾真
人，海蟾真人傳道給張紫陽真人，而
後張紫陽真人開創了南五祖，這道教
南五祖是張紫陽真人、翠玄真人、道
光紫賢真人，陳泥丸真人、白玉蟾真
人。而後人把劉永年真人及彭鶴年真
人也加上去，就變成南七真，就是道
教的南派。
我認為道教的南派，其關鍵人物
是「劉海蟾真人」，而北派的關鍵人
物是「王重陽真人」，這二者的地位
均非常重要。

香港真佛資訊社
香港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
順豐工業中心29樓C室
電話：(852)2146 4989
傳真：(852)2146 4789

脈。

香港真佛資訊社面書

弘揚佛法 濟度眾生 蓮生活佛(盧勝彥)靈學作品集

姿勢的口訣（修身）

我先講一個笑話：
在一輛遊覽車上。
一位身材高䠷的漂亮小姐說笑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高真堂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
麗宮大廈7字樓C座
電話：(852)2887 0641
傳真：(852)2887 0644
澳門如實堂
澳門公局新市東街7號
佳富商業中心四樓及五樓
電話：(853)2897 3233
傳真：(853)2897 3233

210. 寫給雨
211. 一支箭射向蒼天
212. 盧勝彥的

22. 啟靈學

118. 天地間的風采

23. 靈的自白書

119. 和大自然交談

24. 靈的自白書(續)

120. 佛王新境界

213. 寫給大地

25. 神秘的地靈

121. 天竺的白雲

214. 瑜伽士的寶劍

26. 玄秘的力量

122. 密教奧義書

215. 智慧大放送

27. 靈的世界

123. 流星與紅楓

216. 當代法王答客問

28. 泉聲幽記

124. 守護神的秘密

217. 海灘上的腳印

29. 地靈探勝玄理
30. 禪天廬什記

125. 不可思議的靈異 218. 月河的流水
219. 南山怪談
126. 神變的遊歷

31. 東方的飛氈

127. 靈異的真面目

32. 載著靈思的小舟 128. 智慧的羽翼
129. 走入最隱秘
33. 命運的驚奇
34. 輪迴的秘密

的陰陽界

機密檔案

220. 當代法王答疑惑
221. 與開悟共舞
222. 逆風而行
223. 無上殊勝的感應

35. 泥菩薩的火氣

130. 北國的五月

224. 對話的玄機

36. 傳奇與異聞

131. 超度的怪談

225. 神算有夠準

37. 神奇的錦囊

132. 飛越鬼神界

226. 敲開你的心扉

38. 盧勝彥談靈
39. 異靈的真諦

133. 天南地北去無痕 227. 悟境一點通
228. 法王的大轉世
134. 非常好看

40. 通靈秘法書

135. 揭開大輪迴

229. 解脫的玄談

41. 第三眼世界

136. 隱士的神力

230. 又一番雨過

42. 靈仙飛虹法

137. 虛空中的穿梭

231. 法王的大傳說

43. 地靈仙蹤

138. 超現象的飄浮

232. 笑話中的禪機

44. 伏魔平妖傳

139. 諸神的眼睛

233. 七十仙夢

45. 坐禪通明法

140. 神秘的幻象

234. 蓮生活佛盧勝彥

46. 西雅圖的行者

141. 南太平洋的憧憬

47. 黑教黑法

142. 夜深人靜時

235. 虛空來的訪客

48. 上師的證悟

143. 人生的空海

236.盧勝彥手的魔力

49. 靈仙金剛大法

144. 尋找另一片天空 237.少少心懷
145. 當下的清涼心 238.對箸月亮說話

50. 金剛怒目集

的密密密

51. 無上密與大手印 146. 虛空中的孤鳥 239.夢鄉日記
147. 不要把心弄丟了 240. 打開寶庫之門
52. 小小禪味
241. 遇見本尊
148. 咒的魔力
53. 佛與魔之間
54. 密宗羯摩法

149. 水中月

242. 怪談一篇篇

55. 大手印指歸

150. 神鬼大驚奇

243. 荒誕奇談

56. 密教大圓滿

151. 獨居小語

244. 心的悸動

57. 道法傳奇錄

152. 當下的明燈

245.古里古怪集

58. 皈依者的感應

153. 讓陽光照進來

246.自己與自己聊天

59. 真佛法語

154. 智慧的光環

247.蓮生符

60. 湖濱別有天

155. 月光流域

248.天垂異象

61. 道林妙法音

156. 清風小語

249.來自佛國的語言

62. 道的不可思議

157. 另一類的漫遊

250.未卜先知

63. 真佛秘中秘

158. 孤燈下的思維

251.剪一襲夢的衣裳

64. 佛光掠影

159. 那老爹的心事

252.三摩地玄機

65. 禪的大震撼

160. 葉子湖之夢

253.夢見盧師尊

66. 圓頂的神思

161. 清涼的一念

254.至尊的開悟

67. 皈依者的心聲

162. 異鄉的漂泊

255.夢中的翅膀

68. 密藏奇中奇
69. 陽宅地靈闡微

163. 度過生死的大海 256.拜訪大師
257.煙雨微微
164. 一日一小語

70. 蓮花放光

165. 小詩篇篇

258.寫鬼

71. 正法破黑法

166. 神行記

259.盧勝彥與鬼

72. 天地一比丘
73. 陰宅地靈玄機

167. 靜聽心中的絮語 260.天上的鑰匙
261.定中之定
168. 孤獨的傾訴

74. 無形之通

169. 忘憂國的神行

262.鬼中之鬼

75. 真佛法中法

170. 回首西城煙雨

263.鬼域

76. 幽靈湖之夜

171. 玻璃缸的金魚

264.虛空無變異

77. 先天符筆

172. 隨風的腳步走

265.鬼的總本山

78. 陽宅玄秘譚

173. 一夢一世界

266.黃金的句子

79. 咒印大效驗

174. 一道彩虹

267.靈光隱隱

80. 佛王之王

175. 天涯一遊僧

268.大陰山

81. 真佛儀軌經

176. 小雨繽紛集

269.神通遊戲

82. 蓮華大光明

177. 見神見鬼記

270.我所知道的佛陀

83. 煙水碧雲間(一)

178. 登山觀浮雲

271.七海一燈

84. 煙水碧雲間(二)

179. 夢裡的落花

272.淨光的撫摸

85. 無上法王印

180. 天邊的孤星

273.禪機對禪機

86. 光影騰輝

181. 指引一條明路

274.小小叮嚀

87. 神秘的五彩繽紛 182. 不可說之說
88. 蓮花池畔的信步 183. 走出紅塵

275.解脫道口訣
276.南山雅舍筆記

89. 真佛夢中夢

184. 給你點上心燈

277.笑笑人生

90. 燕子東南飛

185. 神行悠悠

278.相約在冬季

91. 千萬隻膜拜的手 186. 寂寞的腳印
187. 地獄變現記
92. 禪定的雲箋
93. 西雅圖的冬雨

188. 送你一盞明燈

94. 殊勝莊嚴的雲集 189. 神話與鬼話
190. 無所謂的智慧
95. 盧勝彥的金句
96. 蓮生活佛的心要 191. 諸天的階梯
97. 寫給和尚的情書 192. 天下第一精彩
98. 法海鈎玄

193. 牛稠溪的嗚咽

99. 西城夜雨

194. 夢幻的隨想

100. 第一百本文集

195. 拾古人的牙慧

101. 蝴蝶的風采

196. 清涼的書箋

102. 甘露法味

197. 天機大公開

103. 密教大相應

198. 金剛神的遊戲

104. 層層山水秀

199. 風來波浪起

105. 彩虹山莊飄雪

200. 開悟一片片

106. 真佛的心燈

201. 大樂中的空性

107. 粒粒珍珠

202. 千里之外的看見

108. 彩虹山莊大傳奇 203. 孤影的對話
109. 盧勝彥的哲思 204. 通天之書
110. 活佛的方塊
111. 走過天涯

205. 阿爾卑斯山
的幻想

112. 密教大守護

206. 超級大法力

113. 小舟任浮漂

207. 拈花手的祕密

279.孤燈下的告白
280.天外之天
281.天下第一靈
282.預見達摩祖師

283. 千艘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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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源與南五祖

龍祖師」，火龍祖師也是得道的高真，他是一位
隱居者，很少露世面，故知者不多，他隱居終南
山，故稱為「終南隱仙。」
道教北七真與南七真，再加上支分派別，各
有傳人，正是一教分雙脈，雙脈分五葉，各有風
采，特書一偈：
大道淵源深，
如龍雲中隱；
學道知源流，
才是學法真。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61冊文集
「道林妙法音」)

︻唸清淨咒︼
嗡。修利修利。摩訶修利。修修利。梭哈。
嗡。修哆利。修哆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
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南無三滿哆。母馱南。嗡。度嚕度嚕地尾。梭哈。
︻奉請八大菩薩名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無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無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無妙吉祥菩薩摩訶
薩、南無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
訶薩、南無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
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高王觀世音真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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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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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黎尼帝。摩訶
伽帝。真陵乾帝。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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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誦滿一千遍。重罪皆消滅。高王觀世音真經終。

尚殷疇印經功德迴向：李德欣業障消除，身體健康，
身心安泰，平安吉祥。

7月20日(星期二)
開
農曆六月十一 乙未月
己巳木觜開日 沖：豬
宜：祭祀、求職應聘
忌：祈福、冠帶、嫁娶、搬家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啞。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薩。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花童子。白衣聖
尊。紅冠聖冕金剛上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
一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
蓮花法座之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
童子。默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格外金光燦
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色。出和雅天
音。空中金色光。有淨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
馥。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空之中天花飄
散。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量諸天皆感受之。
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赴
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釋。梵王。八部四眾。
廣說法要。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花童子現
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
光。紅蓮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光。藍
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
子現出童真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而
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有聖尊。摩訶雙蓮
池。以何因緣。現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說。一切
人天咸知皈向。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眾說。
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
共知之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說。諸
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

7月21日(星期三)
閉
農曆六月十二 乙未月
庚午土參閉日 沖：鼠
宜：釀酒、破土、安葬、補垣塞穴
忌：祈福、冠帶、嫁娶、安床

︻高王觀世音真經︼

(文接1378期香港版A版)
劉海蟾真人最後所施展的神通，正是「身外
化身」，能在同一時間，出現了三個分身，同時
通告三個人。
而張紫陽真人，是在宋神宗時代，在八十二
歲的時候，才遇到青城山人的劉海蟾祖，劉海蟾
祖師傳授「金丹藥物火候之祕」，因此張紫陽真
人，才得至人傳授，才有證悟，張紫陽真人的著
作最有名的是「悟真篇」。
我的道教仙師是青城道長，所以對劉海蟾真

人曾隱跡於青
城，知之甚詳。
據清真道長告訴
我，大道的淵源，開始於老子，其間所傳也不止
南宗北宗，像傑出的支派，例如文始派也傳麻衣
派，由於李和真人，冬夏均穿麻衣，因而就叫麻
衣派，人稱「黃山隱者」。
而麻衣派李和真人又傳道給陳希夷真人，陳
希夷就是陳搏，先遇劉海蟾真人，再遇麻衣子。
陳搏祖師有「睡功」、「韋馱功」、「六合八
法」、「三盤十二勢」的道功傳世，陳希夷是
「華山隱士」。其後代傳人甚多。
另外，陳希夷的這一派，其中有一位是「火

B

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界。妙喜世界。妙
圓世界。華藏世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真
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
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
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
寶。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每年五月十八
日。沐浴齋戒。著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誦「真實佛法息災
賜福經」隨心所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虔
誠祈禱。咸得如意。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士
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
壽命延長。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
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
冥。若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怨親退散。現
存獲福。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神為害。惡夢
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
疾厄纏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經。印施本
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
禁獄繫。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凶殃殄
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
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意圓
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
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無數遍）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龍八部四眾。恭敬作
禮。信受奉行。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吳秀琴印經功德迴向給先生劉寧化解之
間的恩怨情仇，夫妻和睦。

7月22日(星期四)
農曆六月十三 乙未月
辛未土井建日 沖：牛
宜：是日歲破
忌：大事勿用

建

7月23日(星期五)
除
農曆六月十四 乙未月
壬申金鬼除日 沖：虎
宜：祭祀、沐浴、清掃房屋
忌：冠帶、收養、搬家、安床

真佛報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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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論 卷二

(九)
月稱論師造

【文接1377期真 佛 報 香 港 版 C 版 】
若已斷染污無明，已見諸行如影像等，
聲聞、獨覺、菩薩之前，唯是假法全無諦
實，以無實執故。故此唯誑愚夫，於餘聖者
則如幻事是緣起性見唯世俗。此於無相行聖
者不現，於有相行聖者乃現，以彼猶有所知
障相無明現行故。諸佛世尊心心所法畢竟不
行於一切法，現等覺故，以是世尊說世俗諦
及唯世俗。
其中異生所見勝義，即有相行聖者所見
唯世俗法，其自性空即聖者之勝義。諸佛之
勝義乃真自性，由此無欺誑故是勝義諦，此
唯諸佛各別內證。世俗諦法有欺誑故非勝義
諦。
如是已說世俗諦，今當說勝義諦。然勝
義諦非言說境故，非分別境故，不能直接顯
示，當以聞者自能領 解 之 譬 喻 明 彼 體 性 。
頌曰：
《如眩翳力所遍計 見毛髮等顛倒性
淨眼所見彼體性 乃 是 實 體 此 亦 爾 》
如眩翳人由眩翳力，見自手所持器皿中

流年通勝

2021年辛丑年
7月17日星期六
至
7月23日星期五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啞。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薩。
唸聖誥三遍：

有毛髮等相，為除彼故遂將彼器數數傾覆，
此時諸無翳人行至其前，用目審視彼毛髮
處，毛髮等相都無可得，更不分別彼毛髮為
有事無事，是髮非髮，及青色等差別。若有
翳人述自心意告無翳者曰：見有毛髮。爾時
若為除彼分別，告有翳人曰：此中無髮。然
此說者無損減過，毛髮之真實義是無翳人所
見實非有也。如是患無明翳者，不見真實義
而見蘊界處等自性，此是諸法世俗性，即是
蘊等。諸佛世尊永離無明習氣者所見自性，
如無翳人不見毛髮，此即諸法真勝義諦。
設作是念：如是行相之自性豈非無可
見，諸佛如何見彼性耶？曰：實爾！然即無
可見名之曰見。入二諦經云：「天子！若勝
義中真勝義諦是身語意所行境性者，則彼不
入勝義諦數，成世俗諦性。天子！於勝義中
真勝義諦，超出一切言說，無有差別，不生
不滅，離於能說所說，能知所知。天子！真
勝義諦，超過具一切勝相一切智境，非如所
言真勝義諦，一切諸法皆是虛妄欺誑之法。
天子！真勝義諦不能顯示。何以故？以一切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花童子。白衣聖
尊。紅冠聖冕金剛上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
一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
蓮花法座之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
童子。默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格外金光燦
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色。出和雅天
音。空中金色光。有淨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
馥。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空之中天花飄
散。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量諸天皆感受之。
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赴
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釋。梵王。八部四眾。
廣說法要。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花童子現
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
光。紅蓮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光。藍
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
子現出童真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而
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有聖尊。摩訶雙蓮
池。以何因緣。現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說。一切
人天咸知皈向。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眾說。
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
共知之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說。諸
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

7月17日(星期六)
危
農曆六月初八 乙未月
丙寅火胃危日 沖：猴
宜：安床、釀酒、開巿、交易
忌：祭祀、祈福、拜神求子

C

法尊法師譯

能說所說，為誰說等法，於勝義中皆是無
生。諸無生法不能宣說無生之法」。是故緣
真實義之智，全無有性、無性，自性、他
性，實、非實，常、斷，常、無常，苦、
樂，淨、不淨，我、無我，空、不空，能
相、所相，一性、異性，生、滅等差別，以
彼自性不可得故。如是思擇真實義時，唯諸
聖者方是正量，異生則非。
若舉世間妨難者，觀真實義時亦許世間
知見是正量者，頌曰：
《若許世間是正量 世見真實聖何為
所修聖道復何用 愚人為量亦非理》
既許世間是正量，此量現見真實義，故
應許已斷無明。故許愚人為正量不應道理。
若人有緣何法之無知，此人於彼法即非正
量，如不識寶者觀寶珠等。若眼識等已現見
真實義，則為求證聖道故勤修淨戒聞思修等
應空無果。此亦不爾。
(待續. . . . )

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界。妙喜世界。妙
圓世界。華藏世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真
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
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
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
寶。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每年五月十八
日。沐浴齋戒。著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誦「真實佛法息災
賜福經」隨心所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虔
誠祈禱。咸得如意。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士
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
壽命延長。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
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
冥。若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怨親退散。現
存獲福。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神為害。惡夢
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
疾厄纏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經。印施本
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
禁獄繫。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凶殃殄
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
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意圓
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
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無數遍）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龍八部四眾。恭敬作
禮。信受奉行。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印經功德迴向：
江蘭芳早日找到好伴侶，好歸屬。一切如意
幸福美滿！

7月18日(星期日)
成
農曆六月初九 乙未月
丁卯火昂成日 沖：雞
宜：入宅、嫁娶、收養、搬家
忌：余事勿取

7月19日(星期一)
收
農曆六月初十 乙未月
戊辰木畢收日 沖：狗
宜：祭祀、納財、除蟲
忌：祈福、冠帶、嫁娶、收養

真佛報香港版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2021 年 7 月 15 日 / 星期四 THURSDAY

D

第十七屆「香港書展2021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推廣」
日期：2021年7月14- 20日（星期三至星期二）
時間：7月14日 星期三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7月15日 星期四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7月16日 星期五 早上10時至晚上11時

7月17日
7月18日
7月19日
7月20日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早上10時至晚上11時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早上9時至下午5時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攤位位置： Hall 3 3G-F28
新書推介：《千艘法船》、《遇見達摩祖師》、《天下第一靈》、《天外之天》、《孤燈下的告白》、《相約在冬季》；
參展書籍：最新蓮生活佛盧勝彥著作，蓮生活佛新版文集全套、蓮生活佛開示集、蓮生活佛畫集、密乘戒律等著作；
結緣書籍：舊版蓮生活佛盧勝彥著作、《真佛報》、《燃燈雜誌》、另有二千多本助印結緣書，包括有《蓮生活佛盧勝彥著作口袋書》、
《玉歷寶鈔》、《開啟聖境的原力(真佛經/高王經)》、《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手抄門》………，全部結緣贈閱！
歡迎同門善信捐款助印經書，贊助書展經費，請踴躍支持師佛文宣度眾，功德無量！

傳真：(852) 2146 4789 http://www.tbi.org.hk

︻唸清淨咒︼
嗡。修利修利。摩訶修利。修修利。梭哈。
嗡。修哆利。修哆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
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南無三滿哆。母馱南。嗡。度嚕度嚕地尾。梭哈。
︻奉請八大菩薩名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無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無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無妙吉祥菩薩摩訶
薩、南無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
訶薩、南無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
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高王觀世音真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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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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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黎尼帝。摩訶
伽帝。真陵乾帝。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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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誦滿一千遍。重罪皆消滅。高王觀世音真經終。

迴向：佛光注照楊瑳倩靈體清淨光明，業障消除，
解脫痛苦，佛光接引，往生清淨佛國淨土。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啞。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薩。
唸聖誥三遍：

︻高王觀世音真經︼

歡迎同門善信大德攜眷參觀，到場人仕將有精美禮品結緣！
查詢地址：香港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中心29樓C室 電話：(852) 2146 4989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花童子。白衣聖
尊。紅冠聖冕金剛上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
一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
蓮花法座之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
童子。默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格外金光燦
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色。出和雅天
音。空中金色光。有淨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
馥。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空之中天花飄
散。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量諸天皆感受之。
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赴
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釋。梵王。八部四眾。
廣說法要。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花童子現
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
光。紅蓮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光。藍
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
子現出童真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而
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有聖尊。摩訶雙蓮
池。以何因緣。現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說。一切
人天咸知皈向。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眾說。
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
共知之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說。諸
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

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界。妙喜世界。妙
圓世界。華藏世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真
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
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
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
寶。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每年五月十八
日。沐浴齋戒。著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誦「真實佛法息災
賜福經」隨心所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虔
誠祈禱。咸得如意。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士
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
壽命延長。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
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
冥。若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怨親退散。現
存獲福。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神為害。惡夢
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
疾厄纏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經。印施本
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
禁獄繫。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凶殃殄
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
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意圓
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
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無數遍）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龍八部四眾。恭敬作
禮。信受奉行。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印經功德迴向：
王蘭雄、朱軍容祈求佛菩薩保佑
買彩票中大獎！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