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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真佛宗寺堂同修會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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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

人問：
「現代的犯罪手法日新月異，
而地獄的刑罰是否也跟著翻新
呢？」
我答：
有一則笑話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下了地獄，獄吏帶著
這個人去看地獄，在他眼前現出三
個門。
第一個門打開，裡面是油鍋地
獄，把人放入油鍋之中，底下升起
了火。油鍋內的油滾燙，很多人就
像炸「油條」一樣，被炸得吱吱
叫，皮肉都熟焦了，成了一團黑。
那人一看，搖搖頭，不敢進
入。
第二個門打開，裡面是冰天雪
地，暴風雪拼命的吹，受刑罰的
人，又飢又寒，一望無際的暴風
雪，沒有食物，沒有避寒的衣服，
沒有防寒的屋子及壁爐。
在這地獄的人，慢慢的飢餓而
死，再不然，在暴風雪之中，被寒
冷急凍而死，成了一條人形的冰
柱。
那人一看，搖搖頭，不敢入。
第三個門一打開，裡面是一間
溫馨的俱樂部，受刑人喝著香噴噴
的咖啡，而且口中吃著「熱狗」，

刑

人人表情愉悅。
那人一看，是可以接受，也就
進去了。
結果：
咖啡原來是「尿」。
熱狗原來是「糞」。
均奇臭無比。
獄卒要你一定要喝到漲，吃到
過飽，最後撐不住了，終於，腸破
肚裂，尿糞溢出而死。
我說：這雖然是一則笑話，
但，地獄的刑罰顯然是有變化的。
* * *
我曾神行入地獄之中。
見到一塊很大很大的鐵板，但
是，這鐵板是紅得發燙的。
很多受刑人一進入，赤足雙腳
拚命的跳，跳到精疲力盡，而後躺
在熱鐵板之上，成了「鐵板燒」的
牛排一樣。
獄吏告訴我，這是新設的地
獄，是為喜愛跳舞的人而設。
「跳舞有罪嗎？」
獄吏答：
「跳舞無罪，但跳上床就變成
有罪了。」
又：
我在地獄之中。
又見到一批受刑人排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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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一個把舌頭伸出來，舌頭伸至最
長，然後，放上醬、蔥、蒜。
獄卒把舌頭剪了下來。
受刑人痛得死去活來，血水直
淌。
獄卒把舌頭放在鐵板上煎，最
後成無「人舌餅」。
我問：「這是什麼罪？」
獄吏答：
「這是詐騙集團的新刑罰，人
間不是有牛舌餅嗎？而我們陰間有
了人舌餅。凡詐騙他人金銀珠寶財
物者，到了陰間地府，舌頭就被剪
成人舌餅。」
又：
在人間搞「色情」生意的，到
了陰間，人人均擁骷髏而眠。
那些骷髏原先都是豔光照人的
美女，被擁入懷時──
咬住「舌」，咬住「那話
兒」。
一變。
就成了一具骷髏，讓受刑人驚
嚇脫精而死！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220冊文集
「當代法王答疑惑」)

莊子的南華經

法雨
精華

學道時，我很欣賞莊子的「吾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這
文字載於莊子的「在宥篇」中。
莊子的道，是無為之道，如物
本是虛空的，萬事萬物皆有道，這
是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
嘗有其死，所以長生者，不是一個
人能，而是人人皆能，所以學道成
就者，上為仙，下為王，仙是精，
王是粗。
莊子的成就：
宇宙原是幻化，莊子也是幻
化，幻化對幻化，入於窈冥之門，
天地同參，萬物皆是道。這就是合
一也。
莊子姓莊，名周，後世稱為莊
周真人，一說為宋國的蒙邑人，也
就在趙文王、齊宣王、梁惠王時
代，師法桑公子，隱居於抱犢山，
服食大丹而升天。有人說，他在世
時，為官位至「太極韋編郎」。又
有說，他師事涓子，為官「漆園
吏」，著書三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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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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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1380

莊子的另一傳說，係楚王之
後，與孟子之時差不多，太上老君
下降，授莊子無為之大道，莊子著
有「南華經」及「逍遙經」等書。
其道家的法派，就是「南華派」。
莊子有一段韻事，記載於「今
古奇觀」一書中，很有意思，大意
如下：
有一天，莊子從墳墓區經過，
見到一位白衣素服的婦人哭得很淒
慘，哭聲不絕的傳了過來，令莊子
聞之，亦甚感傷，同時那位白衣素
服的婦人，手中持著扇子，又拼命
的搧墳，這動作又令莊子感到詫
異。
莊子問：「墓中何人？」
「是敝先夫。」
「為何哭得如此淒慘？」
「先夫在世，與我恩愛異
常。」白衣素服的婦人答。
「那夫人為何又搧墳？」莊子
感到奇怪。
「先夫臨終時有言，只要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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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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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土乾了，就准許我再改嫁他人，
因而就持著扇子，拼命的搧墳。」
莊子聞言，為之語塞，感嘆夫
妻恩愛，也是明日黃花。在當時，
莊子已是一位有道法的人，便施了
一法，幫助了白衣素服的婦人，墳
墓的士很快的乾枯，那位婦人深深
的向莊子道謝，歡歡喜喜的便下山
去改嫁。
莊子回到家後，便一五一十的
將這件事告訴了自己的美貌妻子。
妻子聞言，便開口罵那婦人
「無恥」。
同時責備莊子，怎可施法去幫
助一個毫無廉恥的女人。
「假如我死了呢！」莊子問。
「那我決不改嫁，我當守節守
寡，從一而終。」
莊子不答，只是嘆了一口氣而
已。
(文轉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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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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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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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南華經

(文接1380期香港版A版)
隔了不多久，有一天清晨，莊子突然的
生了一場病，而痰升在喉，把氣息給阻塞
了，延醫救治來不及，便兩眼一翻，雙腿一
蹬，就那麼簡單的一 命 嗚 呼 哀 哉 ！
當然莊子的美貌妻子非常傷心，趕忙的
在家中辦理喪事。正在此時，有一位年輕的
書生帶著一位老佣人，來尋莊子，自稱是莊
子的學生，這位年輕書生一聽莊子已死，就
堅決留下替莊子守孝 ， 以 盡 弟 子 之 禮 。
這位年輕書生，長得極為俏俊，正是風
流少年。在莊子的靈棺之前，莊妻早就怦然
心動，口雖不言，眉目之中早就流落出萬種
風情，而年輕書生，也不時目視莊妻，眉目
傳情，雙方均有意思 。
一個是風流俏書生，一個是年輕美貌的
新寡，這正是乾柴烈 火 。
莊妻透過老佣人，給老佣人很多好處，
希望年輕的書生能夠 娶 她 。
而年輕的書生也 默 許 之 。
正在此時，這年輕的書生，竟然病了，
這個病是非常奇特的痛，是頭痛欲裂，哀聲
慘叫，而莊妻也慇勤 的 照 顧 ， 體 貼 入 微 。
「妳為何待我如此好？」年輕的書生
問。
「莊子的學生，就是我的學生，當師母
的對待弟子好，這也是應該的，是當師母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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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星期二)
農曆六月廿五 乙未月
癸未木尾建日 沖：牛
宜：是日歲破
忌：大事勿用

真佛報香港版

B

自己以「木遁」出了棺木，再化身成老佣人
及俏俊書生回來試試他的妻子。
沒有想到，莊子的妻子比起那位「搧
墳」的婦人更加嚴重，也更加無恥，那「搧
墳」的婦人，反而顯得直言的可貴，貌美而
蛇蠍心腸的女人，應該自省。
莊子的道，與老子的道，都是崇尚無為
的，老莊思想，淵源流長，其中的深意，不
是一般俗世之人可以意會。尤其莊子的思
想，甚為高超，裡面甚為寬闊，我讀南華
經，就如同飛行在千山之上一樣，心等宇
宙，其中之變化自在，不可等量。
為莊子寫一偈：
恩愛原是明日花，
人生如戲何有家；
悟了真理只一笑，
飛行隱遁達無涯。

責任。」莊妻如此同答。
想不到，這年輕書生的頭痛病原來是宿
疾，須服食新喪者的人腦，才能夠止住頭
痛，這種情形已發生過數次。但這次發生在
莊子的家中，地處偏僻，無法可想。
莊妻及年輕書生均想起莊子是新喪，一
位是莊子的妻子，一位是莊子的弟子。但，
為了兩人的未來幸福，為了未來的新婚丈
夫，這位貌美的莊妻，竟然提了一把大斧頭
爬到莊子的靈棺之上，把靈棺用斧頭劈開，
想取出莊子的腦汁，給「新愛」服食，以止
頭痛之症。
棺木一劈開。
莊子嘆了一口氣，從棺木內站了起來，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莊子根本未死。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61冊文集
那老佣人及年輕俏俊書生全不見了。
「道林妙法音」)
莊子吟了一首喝：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者皆不毒，
最毒婦人心。
這段故事，就
是有名的「莊子試
妻 」 及 「 大 劈
棺」。其實莊子是
一位有道法的人，
他死的這段時日，
迴向：佛光注照鄧豪波業障消除，靈體清淨光明，得大解脫，佛光接引，往生佛國淨土。

大白蓮花童子心咒

嗡啞吽。古魯貝。啞哈薩沙嗎哈。蓮生悉地吽。

地藏王菩薩滅定業真言
嗡。缽囉摩。寧陀寧。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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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星期三)
除
農曆六月廿六 乙未月
甲申水箕除日 沖：虎
宜：入宅、祭祀、祈福、嫁娶
忌：安床、出貨、打獵、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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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淇珊腹中胎兒業障消除，發育正常，平安
健康出生，一切如意！

8月5日(星期四)
滿
農曆六月廿七 乙未月
乙酉水斗滿日 沖：兔
宜：祭祀、沐浴、清掃、房屋
忌：祈福、冠帶、嫁娶、安床

8月6日(星期五)
農曆六月廿八 乙未月
丙戌土牛平日 沖：龍
宜：是日四絕
忌：大事勿用

平

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名為觀世音。
具足妙相尊。偈答無盡意。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弘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
我為汝略說。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
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或遇惡羅剎。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
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
蚖蛇及蝮蝎。氣毒煙火然。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
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
種種諸惡趣。地獄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漸悉令滅。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
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
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焰。
諍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慈眼視眾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
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
當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說是普門品時，眾中八萬四千
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迴向：

釋蓮蹻、招順好、李松殷、許嘉殷、李禧、

楊瑳倩、楊瑳展、馬美儀、鄧豪波、陳幹佳、

蓮花伸行、蓮花子漢、蓮花小鳳

等報恩懺主闔家身體健康，業障消除，道心

堅固，佛光注照，平安吉祥；所報名之眾靈得

佛 光接引，業障消除，靈體清淨光明，超昇佛國

淨土。

流年通勝

7月31日星期六
至
8月6日星期五

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
言：﹁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
號，乃至一時禮拜供養，是二人福正
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無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是
無量無邊福德之利。﹂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
婆世界？云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
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
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
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
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
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
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
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毘沙門身
得度者，即現毘沙門身而為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
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
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
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
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
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
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 羅伽、
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
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
﹁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
遊諸國土，度脫眾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
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
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
薩。﹂即解頸眾寶珠瓔珞，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
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時，觀世音菩
薩不肯受之。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仁者！愍我
等故，受此瓔珞。﹂
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
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 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觀世音
菩薩愍諸四眾及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
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無盡
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
爾時，無盡意菩薩
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世尊！觀世音菩薩以
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
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
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
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
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
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
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
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
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
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
剎，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
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
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
壞，即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
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
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
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
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
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若有眾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
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
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意！觀世音
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眾生常應心
念。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
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
本，眾人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若有眾
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是故眾生皆應受持
觀世音菩薩名號。﹂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字，復
盡形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善
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8月2日(星期一)
定
農曆六月廿四 乙未月
壬午木心閉日 沖：鼠
宜：釀酒、破土、安葬、買車交車
忌：祈福、冠帶、嫁娶、收養

8月1日(星期日)
開
農曆六月廿三 乙未月
辛巳金房開日 沖：豬
宜：祭祀、求職應聘
忌：祈福、冠帶、嫁娶、收養

7月31日(星期六)
收
農曆六月廿二 乙未月
庚辰金氐收日 沖：狗
宜：祭祀、收養、納財、除蟲
忌：祈福、冠帶、嫁娶、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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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佛
密 語

轉化

來，你要睡前，你先把自己的床觀想成為一朵淨月蓮花，好像一朵蓮花的
床，中間有月輪，月輪非常的清淨，裡面有咒字，然後，你再睡，這個就不
算墮落。
最主要的，行者已印證了空性，就不算是墮落；行者未印證空性，可以
用觀想轉化成為莊嚴，成為供養，成為蓮花座，不算墮落。
行者假如已經印證了空性，知道塗香、香粉、華鬘、戴花都是空性；知
道舞蹈，甚至於唱歌、聽歌都是空性；知道高大寬廣之床都是空性。你完全
能夠真實地相應空性，就不算是墮落。
所以，空性是很重要的。行者能夠印證空性，就等於開悟。你假如開悟
了，自然就自動轉化；假如不能開悟，仍然需仗觀想，才能夠不算墮落。假
如，你不懂得觀想，也沒有印證空性，而你做了，就算是放逸，也就是墮
落。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修行，完全是在轉化的功夫，你能夠懂得轉化，就一切能夠超
勝；不能夠懂得轉化，只好守住戒律。
嗡。嘛呢唄咪。吽。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
蓮生活佛開示於真佛密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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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鑾業障消除，福慧增長，
佛緣增長，疾疫不臨，前程光明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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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王觀世音真經︼

今天講「修行就
是一種轉化的功
夫」。例如，在八關
齋戒裡面談到守八關
齋戒的人，不可以用
香，香就是塗香水、
香粉；不可以化粧；
頭髮，不可以燙；不
能有華鬘；頭上也不
可以插花；不可以去
聽聲樂，就是音樂方
面的這種聲樂；又有
一條，不能睡寬廣高大的床。一般修行人很少懂得轉化，所以，犯了戒，就
算是墮落罪。
假如，你是一個真正的行者的話，為了莊嚴起見，你戴花、結華鬘、身
上塗香。假如，你懂得莊嚴觀想，就不算是墮落。你假如是去舞蹈、去唱
歌、去聽歌，你不懂得供養，就算墮落；但是，你假如懂得供養，把舞蹈、
把歌聲轉化成為供養，就不算是墮落；睡高大寬廣之床，在密教行者講起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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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