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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貫穿我的一生

記得有一回，我回台灣省親，
見了我年近八十的父親，父親對我
說：「我什麼慾望都沒有了，幸
好，還有吃的慾望，這吃的慾望，
支撐我活下去。」
父親又說：「勝彥（卡子），
你是修行人，可以修到五蘊皆空，
一切慾望全沒有了，這活著還有什
麼意思？」
我一聽，驀然一驚。
父親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其
實任何一個人，都在為慾望而生
活，如果慾望全無，活什麼？
我對父親沒有說什麼，只是笑
笑。
我知道有一位富豪的夫人，她
每天都出外逛街，買鑽石、買名
錶、買古董、買珍玩，天天如此，
以添補她生命的空虛。
她的購物生涯，是為了快樂。
然而，她對我說：
「並不快樂！」
我又知道，有這樣的人，嗜好
「集郵」、嗜好「泡茶壺」、嗜好
「火柴盒」、嗜好「名酒」、嗜好
「陶器」、嗜好「水晶」、嗜好
「盆栽」、嗜好「裸體照」、嗜好
「剪報」、嗜好「石頭」……。
更有錢的人，嗜好「音響」、
嗜好「名車」、嗜好「名畫」、嗜
好「古董」、甚至嗜好「房子」、
嗜好「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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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追逐的是快樂。
我並不以為，這樣子「自我陷
溺」於物質之中，是一種罪過。這
些「物慾」，是有必要的，也是正
確的「紓解」，在現代文明社會之
中，也許會發生奇效，使人生更多
彩，生活更豐富。
然而，「陷溺」到無法自拔，
就不好了！「剪報」一屋子，無路
可行，無床可睡。「購物」一屋
子，搬一個家，又繼續買，不管有
用無用。
「石頭」一屋子，成了嗜石
狂，與石為友，不見外人。
嗜好成癖，呈現了「無奈」、
「柔弱」、「孤僻」，有時候反而
是「被迫」的心理問題。我不是一
位心裡分析學家，然而，我知道，
到了「迷戀」的極致，也是一種危
險，需要疏導。
我崇尚「靈性」的修行。
「身空」。
「心空」。
「法空」。
「性空」。
但，我覺得「幻之身軀」（肉
身），也非完全假妄，至少在活的
時候，是「若亡而實在」的，我這
幻身，是虛也是實，是假也是真，
如果沒有虛假之身，又如何證得
「真如」。因此，我是「靈肉合一
派」。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
我順其「自然」。
我 的 修 行 法 門 ， 是 「形而上」
的。
我也有我的嗜好，我自覺寫作
使我快樂，寫作發洩我心中的苦
悶，也使我的人生，有了快意而無
失落。
人生固然短暫，人與人相處也
會風流雲散，人人都會消杳；但，
在我的寫作之中，是永遠的存在
的，我的寫作很實在，雖然歡樂往
事，逝者如斯，但，恍然如昨啊！
我用我的寫作，保存我的一
生，雖然只是一剎那，卻也是永
恆，寫書是我的一種快樂，是我生
命的價值，我樂此而不疲。
每天，我固定寫一些，又有價
值，又有快樂，這好像是一個原
則，不要太拘束，隨性自在些，我
不想被綁住，但，也樂於寫寫塗
塗。
快樂的修行。
快樂的寫作。
靈肉合一。
才是真正的人生快樂。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78冊文集
「登山觀浮雲」)

呂祖的威靈顯赫

呂洞賓祖師在道家，是威靈顯
赫的，這是為什麼？
因為呂祖在世修道的時候，鍾
離權祖師（雲房先生），已得道，
那時是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
魂魄，混合上升的時候。
從虛空之中，降下兩位仙人，
絹衣霞彩，手上捧著金簡寶符，來
到鍾祖師面前，宣言：「上帝召鍾
離權上天，封為九天金闕選仙
使。」
此時雲房告訴呂祖：「往日修
成大道，他日亦當如我。」
呂洞賓祖師說：「山品之志，
有異於先生。」
呂洞賓祖師說：「我不願意自
己修成得道，翔鸞舞鶴，玉節金
幢，仙樂嘹亮，乘雲冉冉的上升天
界。我的誓願是度盡眾生，方願上
升天界。」
呂洞賓祖師的誓願和許多仙人
的誓願確實不同，呂祖是窮萬仞之
功，了卻歸空大道，神滿太虛，法

周沙界，度人無量無邊。呂祖的形
像，佩著寶劍，執著拂塵，頭戴青
巾，穿著草履，可算是隱顯變化不
一，在歷朝之中皆有顯現，浮沉在
濁世之中，只因「誓願度眾生」。
大凡歷代的仙家高真，隱於高
山名洞修道，與人間塵世相隔甚
遠，大部份修的是自己，得道上
天，也是自己得道上天，很少發下
大願度眾生的，但，呂洞賓祖師不
同，由於他的大願力，所以塵世中
人，聞呂祖之名，恭敬呂祖，均因
為呂祖有大願力之故。
呂祖的道，也有入世的法，例
如他要世人，忠於國家，孝順父
母，交朋友有信，用仁愛之心對待
屬下，自己勿貢高我慢，暗室不欺
心，以方便之法來濟人救世，行一
些善事陰功。
如此一來，人人敬愛，鬼神亦
當恭敬。呂祖說：「人之性，若一
念之善，就是陽明，其修久久，其
性輕清，自然走入天庭之中。」

呂 祖 的 入 世 之 道 ， 很 淺白，人
人都懂得，但懂得就要於日常生活
之中拿來應用，能夠施行的人，就
是呂祖，這是呂祖的本心。
呂祖威靈顯赫，歷代封號不
同，有……
妙通真人。
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純陽子。
玉虛師相孚佑帝君。
呂祖的法派即是「純陽派」。
我在道教的身份，是「青城派
第十五世玄鶴道長盧勝彥真人」，
雖然我學顯學密，但對佛道均能融
會貫通，對呂洞賓祖師非常的恭
敬。我讀過呂祖的「運成集」、
「參同契」、「指玄篇」、「玉樞
經」、「金剛偈」、「忠孝誥」、
「琅玕寶卷」、「至寶經」等等。
(文轉1398期香港版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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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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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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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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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自己與自己聊天

59. 真佛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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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蓮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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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月光流域

248.天垂異象

61. 道林妙法音

156. 清風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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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道的不可思議

157. 另一類的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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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真佛秘中秘

158. 孤燈下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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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佛光掠影

159. 那老爹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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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禪的大震撼

160. 葉子湖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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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圓頂的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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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一日一小語

70. 蓮花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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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寫鬼

71. 正法破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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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陰宅地靈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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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先天符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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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純純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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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的威靈顯赫

(文接1398期香港版A版)
我欣賞雲房先生（鍾祖師）贈呂祖的一首
詩：「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
元殿上水晶宮。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得遇
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力圭。內
有龜蛇顛倒縮。三尸神來須打撤。進退天機法
六甲。知此三要萬神歸。可駕火龍離九闕。九
九道至成真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翱翱兮神

雲頂高原的霧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
我們乘巴士上「雲頂」。
我們久仰「雲頂高原」的盛名，那是「意
氣風發」的地方，正是人們穿進穿出的賭國，
又是遊覽的勝地，風景絕黛，綺麗動人，另
外 ，「雲頂高原」的氣候，涼爽適暢，這是人
人都知道的。
我不是賭徒。
也沒有準備一注「空前未有」的大賭注。
我也沒有穩贏不輸的本領。
我經常勸人不要「賭博」。為什麼？因為
一個人再怎麼吃，怎麼喝，怎麼玩，怎麼樂，
其花費的數目均是有限。
唯一的「賭博」是「無限」。
尤其「賭博」的癮頭一沾上，就是「死
路 」一條，很少人能夠回頭，「賭博」是死路
一條，但「賭徒」就是隨時都願意去死，明知
是火坑，他們仍然願意往下跳，彷彿還死的很
舒服似的。
* * *
據說「雲頂高原」的賭場，其入口是「鷹
爪」，是地理風水師的設計，人們經過「鷹
爪 」的屋椽，在一剎那之間，「鷹爪一現」，
你身上的財物，就被「鷹爪」給抓走了。
財物被抓走，當然落在老板的身上，這是
老板的幸運，也是你們的不幸。
另外，傳說不要走「正門」，因為正門的
地板有「養鬼仔」，這些「鬼仔」會吸氣，吸
掉賭徒的財氣，賭徒的財氣一失去，逢賭必
輸。
賭場在二樓，電梯的「扶手」也不要去
摸 ，因為電梯扶手同樣「養鬼仔」，會吸掉賭
徒的「手氣」。
一般來說。

B

煊赫。蓬萊便是吾家
宅 。群仙會飲天樂喧。
雙童引入升玄客。道心
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親灑泣。逢人兮來莫亂
說。遇友兮來不說訣。莫怪頻頻相勸止。輕慢
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別意如何。今日為君重作
歌。說盡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磨。仔細
分明付與汝。保惜吾言上大羅。」
此詩句中，隱藏了大道，也隱藏了鍾祖師
對呂祖的期許，讀了此詩，想起古仙之情誼，
不勝嚮往之。

在道家中的「三元三清三寶三境」，其說
如下：
第一混元──玉清──天寶──青氣。
第二赤元──上清──靈官──黃氣。
第三玄元──太清──神寶──白氣。
這「三元三清三寶三境」是雲房先生所
教。
「玄鶴道長」的道袍是黃色，因為當年清
真道長演法，教我的道法是「靈寶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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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的人，相信「賭運手氣」。
對這些都是禁忌。
然而，不管這個人賭運好，或是賭運不
好 ，是好人也好，是壞人也好，是有種也好，
是沒種也好，是聖賢也好，是傖俗也好，是英
雄也好，是懦夫也好。
在進入賭場的情況之下，其結果並沒有什
麼不同，如同被人砍了一刀，賢愚勇懦都輸
了。
賭場永遠是贏家，因為賭場永遠不倒啊！
到「雲頂高原」，地勢當然漸高，公路是
七彎八繞的，環山而行，若向下望，公路就像
一條九曲的大河，十分壯觀。
一路上，升降起伏相當大，路面不是很
寬 ，狹窄的地方很多，汽車喘得很厲害。
兩旁，偶爾河流蜿蜒，偶爾懸崖峭壁，偶
爾茫茫蒼蒼。隨著海拔逐漸的上升，綠色漸
濃 ，看見大片的原始森林，真是滿目蒼翠。一
路空氣溫潤，呼吸暢快，果然這裡「秀
色 」變成「可餐」。
再上去。
變成「上山雲裡鑽」。
果然是「雲頂」。
「雲頂高原」的山上有一座寶塔，有
一座廟，我們都進去參拜過了。
但是，一到最頂上的賭場及湖，我們
只看見──「霧」。
那「霧」正「濃」。
濃到走近湖旁都看不見湖。
我們什麼都看不見了──
我以為雲頂高原的湖，應該像一顆明
珠，水藍得深邃透明，空氣清涼，湖畔的
花圃繁花似錦，火紅燦爛。一到夜間，霓
虹燈點綴在其間，柳枝婷婷，遊人如織。
賭場大樓，當然是設計新穎的，包括
飯店、住宿、娛樂、餐館、賭場、運動、
休閒。……
當然豪華得令人側目。

但是，霧正濃，有風也有雨。
亭台水榭俱全的大花園我們全看不見。
青青高原草。
茫茫湖中水。
全看不見了。
我們上「雲頂高原」是慕名而來，不是來
賭錢。我們穿喇嘛裝，帶香袋。我只是來遊覽
勝地，欣賞風景絕黛，吸一吸清新的空氣，如
此而已，可是，可是，只看見霧。
我說：只看見霧也好，霧最樸素，也最典
型，最是清淡，自有一份純樸和莊嚴。用最閒
適的心來欣賞氣氛閒適的霧，在迷離的世界，
了解迷離的心。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04冊文集
「層層山水秀」)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發心助印「
」聚千點熱 發千分光
真佛報是一份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的報紙，香港區每星期出版全彩色24大頁，與全世界各地同步發行。
聖尊蓮生活佛曾說：「印報功德如印經」；目前香港區真佛報每期發行3,000份，讀者及派發處遍佈香港、澳
門、中國、澳洲及歐洲等地，助印佛報功德比印經更具效力，有意印經迴向的善信大德同門，歡迎助印真佛報或
推介給朋友親人。
凡每月銀行自動轉帳贊助真佛報港幣100元或以上者，本社將為贊助人安奉「蓮花童子根本傳承光明燈」，光
明注照贊助人，福慧增長，平安吉祥。
請各位同門善信大德踴躍助印真佛報，請即來電或親到本社荃灣社址索取自動轉賬表格，辦理銀行轉賬手續，助印善款亦可用郵寄支票抬頭請寫
「香港真佛資訊社有限公司」、「True Buddha Infogroup Hong Kong Ltd.」，或直接存入香港真佛資訊社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戶口：004-032-708414-001）（中國銀行戶口：012-377-1-005785-9）
通訊地址： 香港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中心29樓C室
聯絡電話：(852) 2146 4989 傳真：(852) 2146 4789

12月7日(星期二)
農曆十一月初四 庚子月 除
己丑火觜除日 沖：羊
宜：入宅、祭祀、祈福、嫁娶
忌：冠帶

12月8日(星期三)
滿
農曆十一月初五 庚子月
庚寅木參滿日 沖：猴
宜：嫁娶、收養、動土、開巿
忌：祭祀、搬家、返鄉、出貨

12月9日(星期四)
農曆十一月初六 庚子月
遧卯木井平日 沖：雞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利

平

12月10日(星期五)
定
農曆十一月初七 庚子月
壬辰水鬼定日 沖：狗
宜：入宅、祭祀、祈福、冠帶
忌：掘井、打獵、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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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論 卷三 (九)
月稱論師造

【文接1398真佛報香港版C版】
頌曰：
《若世於汝無妨害。當待世間而破此。
汝可先與世間諍。後有力者我當依。》
我等為遣世間之世俗故，設大劬勞而
住。汝可破此世間世俗，倘汝不被世間妨
害，我亦當助汝。然世間決定妨害於汝，故
唯當旁觀也。汝可先與世間相諍，若汝獲
勝，我願依汝。然汝必為世間所敗，故我唯
當依止具有強力之世間也。
他曰：若汝怖畏世間妨難，雖無正理亦
許世俗，則亦應畏聖教妨難而許唯識。如經
云：「如是三界皆唯有心」。答曰：佛所說
經如琉璃寶地。汝不知彼體性差別，迷為實
事識水。今欲取彼實事識水，汝之智慧如未
燒瓶，試為汲浸必當碎成百片，徒為知彼體
性者之所恥笑。此經密意，非如汝慧之所解
也。
若爾經義云何？頌曰：
《現前菩薩巳現證。通達三有唯是識。
是破常我作者故。彼知作者唯是心。》
如前經云：「隨順行相觀察緣起。如是
但生純大苦蘊純大苦樹，其中都無作者受

者。彼復作是念：由執作者方有作業，既無
作者，於勝義中業亦無得。彼復作是念：如
是三界皆唯有心，如來分別演說十二有支，
一切皆依一心而立」。乃至廣說。如是破除
常我作者，於世俗中見唯內心，乃是作者。
以是通達三界唯識。菩提謂一切種智，薩埵
謂思惟。由彼有此思惟，故名菩薩。或彼有
決定趣向菩提之心，故名菩薩。或決定成菩
提之有情，名為菩薩。是略去其中間句也，
通達謂證悟義，現證謂親證法界。現前是第
六地名。此等是釋文義。
如是已說經義，更以餘經顯示斯義。頌
曰：
《故為增長智者慧。遍智曾於楞伽經。
以摧外道高山峰。此語金剛解彼意。》
此謂此處所說頌。如楞伽經偈云：「餘
說數取趣，相續蘊緣塵，自性自在作，我說
唯是心」。為解此義。頌曰：
《各如彼彼諸論中。外道說數取趣等。
佛見彼等非作者。說作世者唯是心。》
言外道者，依多分說。以此法眾，亦有
假立補特伽羅等者，或說彼等亦非法眾，如
諸外道不能無倒了解佛經義故。如論云：

助印佛經 迴向功德
真佛報香港版歡迎同門善信在香港版助印佛經，迴向功德。

助印有三種版面可讓選擇:
1.)凡刊登經書2000至2500字約1/2版(如真佛經、阿彌陀佛
經等)，每期為港幣$1400.00；
2.)經咒約700至1000字約1/4版(如高王觀世音真經原整
版），每期為港幣$700.00；
3.)經咒約400至600字約1/8版(如大悲咒、佛說療痔病經)，
每期為港幣$400.00；
4.)經咒少於250字約1/16版(最多只限印兩款短咒)，每期為
港幣$200.00。

「凡說人蘊者，世間數論師，休留（鳥旁，
即貓頭鷹。）徒無衣，問彼離有無。故知唯
佛教，宣說甘露法，離有無甚深，是正法殊
勝」。
當知執著蘊等者是外道。言各如者，謂
各各宗。此即表示，諸外道類，亦計蘊等為
作者，以此生死無始，故邪分別，何者不曾
有？何者不當有？即現在世白淨斷等，亦有
少許人計實蘊而為作者。諸佛世尊，由見彼
補特伽羅等，皆非作者，故說唯心是世間之
作者，此是經義。
如是已說，由破餘作者，文義已盡，故
彼唯字不破所知。更以異門明不破外境。頌
曰：
《如覺真理說名佛。如是唯心最主要。
經說世間唯是心。故此破色非經義。》
如於真理覺悟者，略去前句，說名曰
佛。如是應知唯心最為主要。遮遣餘法亦是
主要，故說三界唯心。故此僅是遣除色等為
主，非說唯有心都無色等，遮其為有也。應
許唯如吾釋乃是經義。
(待續....)

純正沉香 供佛養生

沉香功效廣為人知，可淨化除穢、靜心安神、參禪修煉、供佛祭祀、養生祛病
等多種效用。
《純正沉香》由香港真佛資訊社監製，首批以筒裝線香製造，一筒60支，每
支長約20cm(8吋)，可燃30分鐘，現特價每筒港幣$240發售。
特惠期內，凡購3筒線香或以上，即送木製卧 香爐一盒，送完即止。
《純正沉香》真材實料，以得根本上師蓮生師佛簽名加持，歡迎查詢來電訂
購，真佛資訊社電話2146 4989。

地址：香 港 荃 灣 柴 灣 角 街 8 4 - 9 2 號 順 豐 工 業 中 心 2 9 樓 C 室
電話：(852) 2146 4989 傳真：(852) 2146 4789 電郵：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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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殷疇印經功德迴向：陳禎文業障消除，福慧增長，佛
緣增長，疾疫不臨，前程光明吉祥。

流年通勝

2021年辛丑年
12月4日星期六
至
12月10日星期五

12月4日(星期六)
農曆十一月初一 己亥月
丙戌土胃閉日 沖：龍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利

閉

12月5日(星期日)
農曆十一月初二 己亥月
丁亥土昴建日 沖：蛇
宜：祭祀
忌：沐浴

建

︻高王觀世音真經︼

詳請可向香港真佛資訊社查詢，電話2146 4989。

法尊法師譯

12月6日(星期一)
除
農曆十一月初三 己亥月
戊子火畢除日 沖：馬
宜：沐浴、清掃房屋
忌：祈福、冠帶、嫁娶、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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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陀尊者、伽藍尊者

【韋陀尊者心咒】
「嗡。韋陀天多。摩訶天多。梭哈。」
【伽藍尊者心咒】
「嗡。伽藍。悉地。吽。」
【韋陀尊者、伽藍尊者法相簡介】
韋陀尊天菩薩。韋陀尊者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將之首，現天大將
軍身，面目俊朗，氣宇軒昂，身著鎧甲，肩披授帶，足登神行靴，
手持金剛降魔寶杵。（有單手按杵拄地，一手插腰；或雙手合十，
以腕橫捧杵等）。
伽藍聖眾菩薩；「伽藍」是寺院道場的通稱，伽藍神為守護寺廟
的諸天善神。《七佛八菩薩大陀羅尼神咒經》載之十八伽藍神為美
音、梵音、天鼓、歎妙、歎美、廣妙、雷音、師子、妙歎、梵響、
人音、佛奴、頌德、廣目、妙眼、徹聽、徹視、遍視。

漢傳伽藍尊者是關聖帝君的形象，面若重棗，美髯長鬚，神
態威武，身著鎧甲，肩披授帶，手持關刀（青龍偃月刀）騎赤兔
馬（或立姿不騎馬）；或不持關刀坐閱春秋經。
【蓮生法王盧勝彥寶貴的開示】
一般在我們台灣的寺廟正面，有兩尊很大的護法，一位是韋
陀護法菩薩，一位是伽藍護法菩薩。只要是在中國大陸的寺廟
裡，一進到第一層的天門，大殿的門一進去，首先看到的一定是
四天王，就是多聞天、持國天、增長天、廣目天四天王；而在四
天王的正對面，就是彌勒菩薩，就是未來佛。然後，轉到後，就
會看到韋陀護法尊天菩薩，祂的正對面，絕對會是大雄寶殿，裡
面就是釋迦牟尼佛、藥師如來、阿彌陀佛這樣的擺設。
「未來賢劫千佛」中，第一個千佛首尊的佛就是「華光
佛」。第二個千佛，最首尊成佛的，就叫作「樓至佛」，大家都
不知道「樓至佛」是誰，祂就是「韋陀尊天菩薩」。韋陀尊天菩
薩祂將來是「樓至佛」，是成佛的，任何事情無所不辦。可以加
持守護每一個人，身體健康；任何事情，心想事成；接引幽冥眾
等，往生清淨佛國；放光加持我們增加福分和增加智慧，敬愛圓
滿；同時，韋陀尊天菩薩的降魔杵，能夠驅逐所有我們一切的怨
敵，在旁邊一切的冤親債主，全部退散。
韋陀尊天菩薩最有名的。釋迦牟尼佛在火化的時候，結出很多舍
利，當時有一種鬼物，叫作「非人」，祂們來搶舍利，搶了就跑。
護法韋陀天在那時候出現，祂「神足第一」，立刻用飛行的方法，
將這些急腳鬼全部抓起來，討回所有的舍利。這就是韋陀護法尊天
菩薩。佛陀圓寂火化的現場在「拘尸那」，也就是韋陀護法尊天菩
薩追回佛陀舍利的地方。
資料擇自真佛資訊網TBSN
(待續….)

真佛八寶資糧袋
消業障。增資糧。冥陽兩利

莊 嚴 壇 城 不 思 議
小水晶雷藏寺
(尺寸：8.5cm闊x 6cm深 x 5cm高)

蓮生師佛提字「雷聲響震十法界、藏我如來顯真如」，
以示雷藏寺威德非凡。香港真佛資訊社獨家開發水晶雷藏
寺，能莊嚴壇城，水晶雷藏寺有如佛國淨土，行者於淨土中
修持，成就不可思議。
歡迎同門善信親臨結緣供奉，凡「真佛之友」會員享有
特價優惠。

大水晶雷藏寺
(尺寸：15cm闊x 11cm深 x 6cm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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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852) 2146 4789
電郵：info@tbi.org.hk

真佛資訊社本淨同修會為每包報名資糧袋修法誦經迴向，
祈求根本傳承上師蓮生師佛、諸佛菩薩護法金剛加持，冥陽兩
利，所求如願。
真佛八寶資糧袋每包港幣$108元
1. 真佛咒輪屋宅1間；
2. 真佛宗皈依証書7張；
3. 瑤池金母金7張；
4. 時輪金7張；
5. 六寶圖金條7條；
6. 金母時輪蓮花7朵；
7. 真佛華光冥錢共28張；
8. 真佛八寶資糧袋1個；

請提供以下資料
此資糧袋誠由
□ 陽世報恩人 ：____________ 或 □ 解冤人： _________ ；
陽居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付
□ 祖先 : ______________；
□ _____ 門堂上歷代祖先；
□ 亡者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之冤親債主纏身靈；
□ __________之水子靈；
□ __________之家宅福德正神；
□ 其它 : ______________；
安靈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社將會為報名者填寫資糧袋，在修法誦經迴向後，代為焚化。
報名請電郵info@tbi.org.hk 或 致電2146 4989
WhatsApp : +852 5161 1628 WeChat ID : tbi51611628 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