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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雨
精華

香港區真佛宗寺堂同修會有售；

真佛報香港版 A

大 日 經 內 義

大日經的全名，原本是「大毘
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因陀羅
王」，由於經名實在太長，略去
「因陀羅王」四字。
其內義是：
毘盧遮那──「阿」字是
「理」，一切諸法本不生。
成佛──「婆」字是「智」，
一切諸法本無染。
神變加持──「嚩」字是
「用」，一切諸法離言說。
又：
毘盧遮那──自性身，即本覺
的理身。
成佛──受用身，即修得本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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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身。
神變加持──等流身，即變化
的法身，三界六道隨類之身。
這是大日如來的法身，法爾恆
常，周遍法界，無所不在，無所不
至，超脫三界，無有變易，其不生
而生，無染而染，離言而言，其說
法一樣恆常無間，說出諸佛菩薩甚
深祕密境界相。
這大日經內義，同樣用六塵出
現，所以眾生想見聞大日如來說
法，一樣可以用心體會，日日可聞
如來說法，處處聞如來之說法，大
日如來的說法，法爾恆常。
我告訴大家：

真佛宗
香港澳門地區
各寺、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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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疑，怒火從不生，一再恭敬
禮。」
第三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塌上靜坐，恍
惚之間，自己竟變成了牧羊人了，
他趕著一群羊在山中吃草。
突然來了一隻大老虎，呂祖在
群羊之中，但那隻老虎竟然捨了群
羊不吃，對著呂祖走來，這是老虎
捨羊就人。
呂祖心中想，這是前生的業障
啊！老虎不吃羊，卻要來吃我，一
定我前生欠了老虎的債，因而心中
不驚，也無怨尤及不滿心，反而走
向前，欲給老虎當點心吃。
這是：「冤冤總有報，全是因
果纏，真心去領受，捨身也平
凡。」
第四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
惚之間，自覺自己居住在一深山之
中的村莊，夜深的時候正努力讀
書，以準備考試，突然有一位年輕
的單身女子叩門，這女子年紀約二
十歲，長得光艷照人，豐肌美膚，
秋水如眸，風情萬千，妝飾艷麗。
女子告訴呂祖，由於歸途迷了
路，愈走愈深，希望能借呂祖之
處，度過一宵。
後來，女子露出百般的媚態，
忽而嬌聲輕呼，忽而眉目勾引，忽
而露出白晰的手臂，欲幫呂祖磨
硯，忽而將身子靠住呂祖，傳來了
如蘭的香息，忽而露出如雪般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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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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即是寂滅。
無染──即是蓮華藏。
離言──即是金剛義。
如今，不生而生，無染而染，
離言而言。我們要感謝金剛薩埵，
親聞毘盧遮那成佛之說法，結集十
萬頌，置於南天竺鐡塔。我們也要
感龍樹菩薩入南天竺鐵塔，親從金
剛薩埵傳得十萬頌的法要。
密教在世間，極其珍貴。
聞而不修者，迷耳。
是大笨蛋一個。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56冊文集
「清風小語」)

(文轉1384期香港版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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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寫給雨
211. 一支箭射向蒼天
212. 盧勝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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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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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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夜深人靜時

235. 虛空來的訪客

48. 上師的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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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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可謂調弄百般。
而 呂祖 正 襟 危 坐， 目視經書，
不為所動。
女 子 又 強 迫 呂 祖 同 寢 ，呂祖述
之以禮節，坐到天亮
女子以色誘，無功而去。
這是：「美色最傷身，受誘亦
迷惘，萬般禍因起，情字空斷
腸。」
第五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
惚之間，他從外頭回到自己的家
中，發覺自己積存多年的財物全部
被劫盜蓆捲了去，呂祖一下子變成
一無所有，連吃飯都成了問題。但
呂祖也不生氣。
呂祖把屋後的士地，打算種一
點米，種一點菜，準備躬耕自給自
足，呂祖準備了鋤頭，在自己的房
子後面土地挖開，突然看見土底下
有黃金百條，比自己失去的財物更
多上無數倍。
呂祖想，這一定是房子的前主
人埋下來的，或許是留給後代子孫
的，呂祖一點也不喜，隨即又用土
把黃金百條掩埋，自己卻趕快收拾
行李，趕快下山他去，他認為這是
「是非之地」。
這是：「劫盜均為財，利字人
心壞，聖賢視糞土，早離是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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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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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
惚之間，就自覺回到了長安的老
家，發現自己的妻子小孩全死了。
呂祖也不悲傷，心中保持相當平
靜，只是準備棺木，欲安葬之。
後來恍惚之間，呂祖的妻子小
孩竟然又活了起來，告訴呂祖說，
他們在市集買了很多東西，而且全
給了錢，要呂祖去取貨。呂祖到了
市集，那生意人只願給貨－半，呂
祖也不願同生意人爭執，就帶著那
一半的貨回家。
這是：「生死是無常，何用悲
感傷。他人佔便宜，無爭最安
然。」
第二試
呂洞賓祖師在榻上靜坐，恍惚
之間，見到一名乞丐，那名乞丐到
自己跟前求施捨，呂祖很慷慨的將
身上所有的半數金錢給他。
但，那名乞丐非但不感謝，反
而嫌錢太少。
於是，呂祖又把身上的錢全掏
了出來，完全給乞丐，這時乞丐大
怒，嫌呂祖掏錢的動作太慢，雖將
全部的錢給他，但不夠誠意。
乞丐大罵呂祖：「假道人，騙
人精，假善心，老烏龜，老王八
……。」任意的謾罵呂祖師。
呂洞賓祖師也不生氣，反而面
露微笑，而且拱起雙手，向乞丐者
一再的賠禮及多謝教誨。
這是：「施者反受氣，老受他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的密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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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報香港版
呂祖挺身而出，將藥買

下。
道長勸呂祖：「此藥汝已
買，回去可速購棺木準備後

(文接1384期香港版A版)
第六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惚之間，來到
一條街坊，呂祖邊走邊看，突然看到有人賣一個
「古銅硯」，這古銅硯雕刻打的非常精細，呂祖
看了心中非常歡喜，就想買回家使用。
而那人賣的非常便宜。
呂祖買回古銅硯，就用墨磨之，想不到這一
磨，銅粉一去，竟然是金子精打而成的硯台，這
下子發財了。
但呂祖不為所勳，隨即要還其人。
家人勸阻呂祖，買賣之事，各自歡喜，一給
一付，均已定下，這是不能後侮的。買銅硯變金
硯，這是天賜橫財，應該收下。
但呂祖不聽勸阻，隨即持金硯去尋訪主人，
主人賣完了硯，不知去向，呂祖天天在該地等，
等了數月，不退初心。最後主人出現，呂祖才把
金硯退回，了卻呂祖的一樁心專。
這是：「凡物皆有主，不可私欲得，心地透
光明，正念可稱神。」
第七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惚之間，走到
一個城市裡，看見一位瘋狂的道長，正在賣藥。
道長云：「此藥服的人，馬上就會死。但，
很快便會轉世，轉世是很有道的人，也即是早成
道也。」
圍觀的人，皆大駭，無人敢買。
道長又說：「此藥今日始賣之，過了今日，
明天不賣了。」

事。」
於是，呂祖先準備棺木，再交代後專，隨即
將藥物服下。
道長大笑。
這是：「學道不怕死，才有道可成，就算死
當前，道心也如如。」
第八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惚之間，呂祖
來到一條大河邊，此時大河之水滔滔不絕，呂祖
坐上一條渡船，渡船划行到河的中心，河的中心
有很大的浪濤，洶湧的把渡船搖來搖去。
此時，坐在渡船的人，人人恐懼驚叫。
只有呂祖，端身正坐船的中心，毫無驚嚇之
色，呂祖自知，生死有命也，生的就該生，死的
就該死，生死置之度外，不必懼也。
這是：「生死皆有定，道心如石錠，天地縱
然搖，不若自心靜。」
第九試
呂洞賓祖師坐在榻上靜坐，恍惚之間，忽覺
自己獨自一人於室中，見奇形怪狀的鬼物很多很
多，這些鬼物全是怒目瞪著呂祖，有的欲打呂
祖，有的要殺呂祖，但呂祖端坐之，一點也不恐
懼。
又看見約數十夜叉，這些夜叉人人痛哭，血
肉淋漓，指著呂祖道：「你宿世殺了我們，納命
來。」
呂祖對夜叉言：「殺人償命，這是天理，我
並不護自己。」
呂祖隨即索刀，欲自盡之。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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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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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星期二)
平
農曆七月廿四 丙申月
辛亥金尾平日 沖：蛇
宜：祭祀、沐浴、修飾、垣牆
忌：祈福、冠帶、嫁娶、搬家

9月1日(星期三)
定
農曆七月廿五 丙申月
壬子木箕定日 沖：馬
宜：入宅、祭祀、祈福、冠帶
忌：掘井、打獵、取漁

B

忽聞空中叱聲，鬼神都不見了。
這是：「有殺定有還，欠債還錢了，天理必
昭昭，修道修自然。」
第十試
鍾離權問呂洞賓：「我將傳授汝，黃白祕
術，此黃白祕術可以濟世，可以利物，可以行
善，便三千功行全部能早日圓滿。」
呂洞賓問：「這點石成金之事，是永遠不變
的嗎？」
鍾離權回曰：「點石成金的黃白祕術，三千
年之後，黃金又要變回石頭。」
呂洞賓答：「這樣子一來，害了三千年後的
人，不願為也。」
鍾離權笑曰：「就因汝存此心，故三千功
行，便全圓滿了。」
這是：「黃金人人羨，唯獨祖不願，只因心
術正，便是神仙見。」
這種離權十試呂洞賓，其實也是呂洞賓自心
的顯現，大凡魔光十現也正是自己的意識顯現，
表面上外魔來考驗自己，其實是自己考自己也。
這十試雖然是人間之事，也是平常之事。世俗凡
夫卻是很難做得到的，世俗凡夫能做到這些，也
就近道了。
我玄鶴道長如此說，人世間的事，要看穿
它，要看透它，須知人世是幻啊！知人世是幻，
則無煩惱。道心堅固者，一定得道，這道是真，
其他均是假的啊！速速醒悟，速速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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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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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曉傑業障消除，病痛消除，早日康復，
一切順利，吉祥如意！

9月2日(星期四)
執
農曆七月廿六 丙申月
癸丑木斗執日 沖：羊
宜：祭祀、祈福、動土、納財
忌：冠帶、嫁娶、搬家、打獵

9月3日(星期五)
農曆七月廿七 丙申月
甲寅水牛破日 沖：猴
宜：是日月破
忌：大事勿用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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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論 卷二

(十一)
月稱論師造

【文接1381期真佛報香港版C版】
有許依他起有自性，依他起之空性，以無
能取所取為相，如無常性等不可說為一性異
性，若如彼意，則當說唯以空性令諸法空，非
自性空。四百論云：「願我得涅槃，非不空觀
空，以佛說邪見，不能得涅槃」。中論亦云：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
佛所不化」。
問：以無勝義生故，雖破自他生，然色受
等法，是現比二量所得，應許彼等之自性是從
他生。若不許爾，如何說有二諦，應唯一諦，
故定有他生。答：此實如是，於勝義中非有二
諦。經云：「諸苾芻，勝諦唯一，謂涅槃不欺
誑法。一切諸行皆是虛妄欺誑之法」。以世俗
諦，是悟入勝義諦之方便故，不應觀察自生他
生，應如世間規律而許。頌曰：
《設若觀察此諸法。離真實性不可得。是
故不應妄觀察。世間所有名言諦。》
謂若觀察此色受等法，為從自生？為從他
生？離勝義不生不滅之性外，別無其餘生等可
得，故當不觀自他生等。唯如世人所見，由此
有故彼法生等，是令世人悟入之門，故當受
許。如聖天云：「如於蔑戾車，餘言不能化，
如是世未知，不能教世間」。中論亦云：「若

流年通勝

2021年辛丑年
8月28日星期六
至
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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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法尊法師譯

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
涅槃」。
若妄觀察世間名言皆當失壞。如經云：
「喻如依木絃，及合手動作，便從瑟琵等，而
發妙音聲。若有聰智者，觀聲何來去，遍觀諸

方隅，來去不可得。如是從因緣，出生一切
行，正見修行者，見行空不動，蘊處及諸界，
內空外亦空，有性空無住，法相虛空性」。如
是廣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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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8日(星期六)
建
農曆七月廿一 丙申月
戊申土氐建日 沖：虎
宜：入宅、祭祀、祈福、嫁娶
忌：余事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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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9日(星期一)
除
農曆七月廿二 丙申月
己酉土房除日 沖：兔
宜：沐浴、理髮、破土、安葬
忌：嫁娶、收養、搬家、鼓鑄

8月30日(星期日)
農曆七月廿三 丙申月 滿
庚戌金心滿日 沖：龍
宜：栽種、牧養、納畜
忌：祭祀、嫁娶、收養、開巿

真佛報香港版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2021 年 8 月 26 日 / 星期四 THURSDAY

齊來學習《大心印》 六十九

談《六祖壇經》

了，那個時候才叫做開悟。他寫那個偈的時
候不叫開悟，因為他寫「菩提本無樹。明鏡
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寫這
個偈的時候，就有人說這是開悟的偈。不
對！是五祖在他的房間裡面跟惠能講《金剛
經》，一直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
時候惠能才開悟的。也有人寫這一句給我，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就不用了，
剛好是七個字，他說：「這個就是開悟」。
裡面還有意義在的，並不是這七個字就是開
悟。

讀後感言：
《六祖壇經》，
直傳佛法心印，

五祖賞識惠能，
相約三更詳叙。
方丈室裡袈裟掩，
惠能參見五祖，
五祖講解《金剛經》，
惠能當下了悟。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只因這一句，
精髓的章句，
奠定惠能成為六祖。
蓮花殷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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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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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蓮生活佛開示：五祖在自己的方丈
室裡，把窗子通通用袈裟蓋住，他會見什麼
人，不讓人家從外面看到。惠能在三更的時
候，就進到方丈的房間裡面，這個時候，五
祖就為惠能講《金剛經》。《六祖壇經》裡
面是惠能講的，他說五祖為他講《金剛
經》。現在講《金剛經》的人很多，以前我
的一個師父，樂果老和尚，也是吐登達爾吉
上師的師父，是我師父的師父，但是也是我
的師父，他專門講《金剛經》。
我們真佛宗溫哥華蓮慈上師，她好像也
把《金剛經》講完了。師尊沒有講《金剛
經》。惠能說五祖為他講《金剛經》，然後
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就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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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經功德迴向：
丁達明業障消除，病痛消除，
一切順利，吉祥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