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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藥才能消除業障？

人問：
「有某宗教，主張生病不可看
醫生，不看病吃藥，要承受病苦才
能消除病業，是這樣嗎？」
我答：
我舉一實例：
有一位張太太，從年輕時便虔
敬信佛，一生「茹素」，雖有結
婚，生了一男一女之後，夫妻從此
分房睡。
張太太堅持：
不再與先生同房，戒了淫念。
因為「精子」是葷的。
一口葷食也不沾。
張太太認為，這才是清淨的梵
行，她修淨土，每日唸：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
等覺經》。
「五時念佛」。
（早起、太陽出、正午、日偏
西、睡前）
張太太有一回進了醫院。
醫師要開刀輸血。
張太太堅持「不可輸血」，她
認為別人的血，是葷的。
若輸血，就破戒了，一生茹素
便破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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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太與醫師及家人，為了此
事，爭執不休。
最後：
家人來請示我。
我說：
「給她麻醉了，再給她輸血。
等她醒了過來，開刀已結束了。」
家人問：
「要不要說有輸血？」
我答：
「說沒有輸血。」
家人問：
「這不是打妄語嗎？」
我答：
「為了救人，打妄語，不算犯
戒！」
諸位可以從我的這個例子中，
看出我是一個「隨順」的人。
張太太堅持「精子」是葷的。
張太太堅持「血液」是葷的。
張太太堅持「肉」是葷的。
我在這裡請問：
「卵子是葷是素？茹素者的血
液及肉是葷是素？吃素啊吃素，你
何時才變成素？」
我認為：
心行正，便是素。

心行邪，便是葷。
（ 我 是 主 張 「 心 素 」 的，至於
外在的葷素，我並不重視。）
至於不看醫師，不吃藥不診
治，這樣病的業障才可以消除？
表面上好像對。
其實不然。
我的隨順精神是，看醫師也是
消業障，吃藥也是消業障，診治更
是消業障。看醫師花錢，吃藥也是
苦，受診治也苦，都是消業障。
看病能好是運。
看病不好是命。
這是隨順，也是消業障。
我們生活在人世間，受種種的
苦楚，我認為去看醫師也是很痛苦
的事，是不得已才去的，這不苦
嗎？看醫師、打針、吃藥、開刀才
是消業障呢！
不看醫師、不吃藥、不打針、
不開刀，這二則的「苦」差不多。
我是認為，躺在醫院病房，最
苦。正是消業障！
你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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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庭經中顯仙姑

我有一位女弟子，姿容長得非
常端正秀麗，鴨蛋形的臉，兩個眼
精，慧光十射，亮麗異常，更難得
的是，她守己幽居，性甘茹素。
她第一次來見我。
我看見她身上發出了紫芝色的
光華，包圍著她的身子。另外，她
走到的地方，自有陣陣的檀香散
出，芬芳異常。我看見她身上的光
華，嗅到檀香味，實在太感驚奇。
我問：「汝母生汝時，有何異
樣？」
「母親說，生產前，曾夢一女
仙，彩雲靄靄，腳踏兩朵大白蓮
花，從空而降，入於母胎。又母親
說，生產我時，整個房子遠望，像
是被一朵紫雲所罩住，很多鄰居都
感到驚奇。」
「是了，是了，果然來歷不
凡。」
我知道我這位弟子的根源之
後，給她取法號叫「蓮姑」交代她
長誦「黃庭經」，這樣子一來，便
合了她的來歷根源，同時我畫了一
道「金丹符」給她飲食。最近她已
明白她的根源，她就是八仙之一的
何仙姑的靈光化生，將來也要出來
度化眾生的。她讀「黃庭經」，一
誦就會。

蓮姑弟子，在自家壇，供觀
音、天上聖母及何仙姑三位女神。
日誦黃庭經，也學我的密宗法及道
法，長得愈來愈美麗，膚白顏紅，
她自己誓願不嫁茹素，只是修道。
據我所知，「蓮姑」弟子與何
仙姑的來歷，竟然非常彷彿。
唐朝何仙姑的母親，鍾氏，她
夢見到瀟湘河的旁邊去遊玩，看見
水面上有一位女仙，腳踏大白蓮
花，在水面上浮水而至。如此便有
了身孕。
何仙姑從小就茹素，連乳也不
食，只吃蓮粉。
年長時，就喜歡出入佛寺道
觀，天性拜佛拜道，後來她在南岳
觀偶然得到黃庭經，這黃庭經奇的
是，寫了四行字：「何人有緣，何
人有福，若得此經，瑤池快樂。」
何仙姑一看這四句，有二個「何
字」，非常歡喜，從此便長誦「黃
庭經」。
何仙姑長得甚為美麗，家人要
她嫁，她則狂顛發狂，不得已，只
有任由她修道，不再迫她。
傳說東華帝君曾命令青衣童
子，傳授「紫丸丹道」給何仙姑，
又傳授「黃庭經」的「漱咽靈液
法」，由於此二法，何仙姑駐顏有

術，永遠年輕。六十幾歲時，仍然
是二十歲的道姑。
後來呂祖遇到何仙姑，知何仙
姑是瀟湘女神的轉世，是上乘的根
基也，才度何仙姑入終南山，鍾離
權教她神丹之法。呂祖帶著何仙
姑，親見東華帝君，又見瑤池金
母，瑤池金母傳授更深的道法，後
來得證位，是「東海青霞洞真大元
君」，何仙姑的道號是「一陽」。
青衣童子傳授何仙姑的「紫丸
丹道」有一偈：
v
鳳凰雲母似天花。
練作芙蕖白雪芽。
笑煞狂遊勾漏令。
更從何處覓丹砂。
何仙姑的來歷是瀟湘女神，最
後修成正果，是「東海青霞洞真大
元君」。如今，何仙姑又分靈光下
降，又轉化「蓮姑」也，蓮姑何以
自知是何仙姑之轉化，因為她長誦
「黃庭經」，在經卷之中，突然現
出一道裝女子，腳踏大白蓮花，這
道裝女子笑對蓮姑說：
「千萬不可戀塵囂，若迷俗凡
道路遙；這回蓮姑可教授，得道踏
蓮入雲霄。」說完，又說：「吾是
何仙姑也。」
(文轉1401期香港版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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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經中顯仙姑

(文接1401期香港版A版)
這一次何仙姑轉世為「蓮姑」，要蓮生教授
她大法，蓮生也傾其所有教授之，我叫她滔晦神

蓮花林娜的瘤
我在「密教大相應」之中，曾經提到很多生
了病的弟子，經過我（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加持
之後：
「癌」不見了。
「瘤」不見了。
「結石」不見了。
「陰囊積水」不見了。
「皮膚病」不見了。
「瞎子」看見。
「聾子」聽見。
…………。
這些都是真人實事，我（盧勝彥），被人毀
謗攻擊二十年，但，信眾卻愈來愈多，無他，信
眾有真實的感應，自然對盧勝彥產生極大的信心
及依止。（皈依弟子已達百五十萬眾）。
再大的毀謗也引不起作用。
因為事實就是事實。
有些大法師拚命毀謗攻擊，但，當自己或親
人得了絕症，群醫束手的時候，他們自然想起我
「老盧」。
到時候還不是乖乖的來求我。有些大法師臉拉
不下來，但病已嚴重，死到臨頭，也顧不了面子。
我（盧勝彥）這個時候就發揮了「佛力」。
在這個時候，你們不找我，還有誰可以找？
* * *
我在詩巫，報紙如此刊登：
靈符神效非等閒。
妙齡少女腫瘤消。
心頭大石卸落地。
破啼轉笑樂陶陶。
真佛宗詩巫妙理堂蓮花良意的女兒蓮花林娜，
今年十八歲，兩年前因右邊頸部靠近喉嚨的地方
發炎，引致長出一個小雞蛋般大的瘤。經過醫生
詳細切片檢查後，於九一年八月正式開刀切除。
說也奇怪，切除後不久，原本的患處又長出腫瘤
來，大小跟以前一模一樣。
於九二年十月，蓮花林娜決定寫信到美國西
雅圖真佛密苑，請求聖尊醫治。不久即收到回信，
信中附有兩道符。蓮花林娜就依照求符的方法服
用兩道符，誠心祈求聖尊、佛菩薩的加持及治療
腫瘤症。
服符後一星期，用手摸頸部，腫瘤竟不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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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到了年紀大了，再出來度世，這也是「何人
有緣，何人有福，若得教令，瑤池快樂。」
在不久的將來，有一位「蓮姑」女弟子出來
度眾生，她就是何仙姑的靈光轉化。我這一說，
決無虛言，神仙說話，無一不為有驗也。這也是
「靈仙真佛宗」的大光彩。

玄鶴道長盧勝彥真人，祕密傳授「蓮姑」
道法，世上少人知也。但，一等蓮姑出來救世，
世人就知道了，這也是我的一大祕密。

時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時，令她欣喜若狂。
九三年一月一日，蓮花林娜面見聖尊時作
「真實見證」，更祈求聖尊的加持，願腫瘤永不
復發。
* * *
另外，還有一位：
莊妙春，今年五十八歲，法號蓮花妙春，家
在印尼萬隆。
今年十二月初感身體不適，於十二月十七日
在印尼萬隆醫院檢查，證實腸癌，必需開刀切
除，否則有生命危險。
印尼萬隆萬聖堂堂主蓮花彩蓮知道她的姐夫
患上癌症後，非常憂傷和震驚，即時召集姐妹等
數家人集合在萬聖堂向聖尊、諸佛菩薩跪拜稟告，
祈求聖尊慈悲給萬聖堂一個奇蹟，治好她姐夫的
癌症。
十八日，蓮花彩蓮帶同蓮花妙春及家人緊急
搭機飛抵新加坡，祈求活佛親自加持後，隨即住
進新加坡伊利沙伯醫院接受開刀前的詳細檢查。
十九日，新加坡真佛宗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在下午二時舉行時，該在醫院的莊妙春出人意料
地竟出現在灌頂行列中，排隊接受活佛的灌頂。
接著，蓮花彩蓮帶來了大好消息，原來在十
九日早上十一時卅分，醫院出來的檢查報告中出
現了奇蹟，醫生再也找不到任何癌細胞的影子。
莊妙春在法會中挺身而出，作最真實的見證，
希望大家趕緊皈依真佛宗蓮生活佛，修持真佛密
法，不要再度錯失蓮生活佛的大救度。
癌症，沒有了。
腫瘤，消失了。
大法師們好像又呆住了，長長的嘆一口氣：
「盧勝彥真有一套，我們內心佩服你，但，我們
一點都不喜歡你。因為，你的名氣一蓋過了我們，
我們的信徒全跑到你那裡去了。你盧勝彥是聰明
人，一個聰明人，自然會明白為何法師們全部討
厭你，法師們討厭你的原因，就是你的名氣實在
太大了。」
附錄：「馬來西亞日報的報導」──
馬來西亞日報一月三日報導──州助理工業
發展部長沈慶輝在法會上主持開幕禮時表示：「對
於本州（沙勞越）真佛宗信徒來說，能夠在詩巫
妙理堂舉辦的阿彌陀佛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中一
睹真佛宗創辦人盧勝彥金剛上師的風采，親受上
師之加持與開示，是極其難得及可貴的機緣。

「一方面，參與法會的人士通過祈願，可獲
消災解病痛及增福慧的法益。另一方面，通過師
尊的教示，增強信心及勤力修持的結果，可將慈
悲圓融廣被開去，惠益人群社會和國家。」
由真佛宗詩巫妙理堂舉辦之「阿彌陀佛息災
祈福超度大法會」，於一月二日晚上六時卅分在
公教中學體育館舉行，恭請真佛宗創辦人蓮生活
佛盧勝彥親自主持，轟動整個詩巫地區人民，得
到圓滿成功。
據主辦單位妙理堂主席毛起貴表示：「詩巫
地區人口只有十多萬，但參加法會人數超過五千
多人，皈依人數多達六百多名，是婆羅洲史上從
未有過的殊勝大法會，甚至天主教、基督教亦未
曾有此大型宗教活動，簡直是不可思議。」
「為了弘揚真佛密法及配合未來的發展，聖
尊蓮生活佛已點出穴地，將來興建詩巫雷藏寺。」
蓮生活佛於十二月卅日下午四時卅分飛抵詩
巫，受到千多名善信、記者及醒獅的熱烈歡迎，
晚上參加敬師宴。
十二月卅一日早上為當地重病者治病解難，
下午在金地大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晚上在龍峰
黃氏公會為一千二百多名弟子說法開示。
即使是在九三年元旦（一月一日）早上，亦
未作絲毫休息，仍為眾生治病問事。晚上七時在
詩巫民眾大會堂舉行迎師晚宴，出席的貴賓有詩
巫巿議會主席江先漢、華園主席兼中華商會會長
拿督陳仁華、妙理堂法律顧問許鍾祥及詩巫各佛
教團體代表。
當晚大會節目安排非常精彩，共廿二項。
包括個人獨唱、大合唱及各種民族舞蹈，而
十歲的小師姐許鳳倩的表演，得到大家一致的讚
賞。
一月二日早上十一時，活佛親自接見東馬（沙
勞越區）、汶萊、印尼（婆羅州區）的堂主及代
表，聆聽各堂的發展報告及未來方向。
晚上六時卅分，聖尊蓮生活佛親自主持「阿
彌陀佛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一月三日早上，為詩巫雷藏寺尋龍點穴，中
午謝師宴，晚上在妙理堂說法開示，並為壇城加
持開光。
於一月四日飛往亞庇和斗湖，繼續馬來西亞
最後兩個地區的弘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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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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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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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星期二)
農曆十一月廿五 庚子月 開
庚戌金室開日 沖：龍
宜：祭祀、祈福、動土、買房
忌：嫁娶、收養、搬家、開巿

12月29日(星期三)
閉
農曆十一月廿六 庚子月
辛亥金壁閉日 沖：蛇
宜：沐浴、築堤
忌：祈福、嫁娶、收養、安床

12月30日(星期四)
農曆十一月廿七 庚子月
壬子木奎建日 沖：馬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利

建

12月31日(星期五)
除
農曆十一月廿八 庚子月
癸丑木婁除日 沖：羊
宜：入宅、祭祀、祈福、嫁娶
忌：冠帶、取漁、坐船

集成
佛經

人中論 卷三 (十二)
。

﹁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
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
﹁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
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
劫。
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
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
菩薩眾，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佛國
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生者，
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
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
量無邊阿僧祇說。
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
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
俱會一處。﹂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緣，得生彼國。﹂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
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
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
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
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
佛極樂國土。﹂
﹁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
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
國土。﹂
﹁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
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
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
佛、妙音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
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
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
經。﹄﹂
﹁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
佛、名聞光佛、大焰肩佛、須彌燈佛、
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
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
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
經。﹄﹂
﹁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量壽
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
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恆河沙
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
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
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肩佛、
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
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
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
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
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幢佛、持
法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
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
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
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肩佛、
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
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
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
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何故名為
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
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
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
及諸佛所說。﹂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
願、當發 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
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
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
人，若有信者，應當發
願，生彼國
土。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
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
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
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
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
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
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
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
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
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
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
喜信受，作禮而去。
佛說阿彌陀經終。

願以此印佛說阿彌陀佛功德迴向：
釋蓮蹻、招順好、李松殷、許嘉殷、楊瑳倩、
楊瑳展、李禧、馬美儀、鄧豪波、曾潤好、
蕭海娟、林桂月、申少麗、吳瑜瑲、許瑞珍、
蓮花小鳳、陳美娟
等報恩懺主闔家身體健康，業障消除，佛光注
照，道心堅固，修持圓滿，平安吉祥。 報恩懺
主所報名之幽冥靈眾得佛光接引，業障消除，
靈體清淨光明，超昇佛國淨土；

流年通勝

1月2日星期六
至
1月8日星期五

佛說阿彌陀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
俱，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長老舍
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
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周利槃陀
伽、難陀、阿難 陀、羅侯羅、憍梵波
提、賓頭盧頗羅墮、迦留陀夷、摩訶劫
賓那、薄拘羅、阿那樓馱，如是等諸大
弟子。并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
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
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及釋提桓
因等，無量諸天大眾俱。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
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
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
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
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
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
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
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
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
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
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
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
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
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
莊嚴。﹂
﹁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
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
華。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
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
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
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
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
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
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
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
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
法、念僧。﹂
﹁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
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
道。﹂
﹁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
名，何況有實。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
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
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
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
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
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
號阿彌陀？﹂

1月4日(星期一)
建
農曆十一月廿一 戊子月
壬子木畢建日 沖：馬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利

1月3日(星期日)
農曆十一月二十 戊子月 閉
辛亥金昴閉日 沖：蛇
宜：修、動土、安門、冠笄
忌：嫁娶、安床、造廟、開光

1月2日(星期六)
開
農曆十一月十九 戊子月
庚戌金胃開日 沖：龍
宜： 安床、開光、拆卸、修造
忌： 嫁娶、遠行、入宅、開刀

2021年辛丑年

藏，是欲令諸墮實我見意樂有情，由先成
就三解脫門意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彼
經又云：「大慧！空性不生、不二、無自
性相」。皆悉遍入一切佛經。是故如是行
相契經，唯識師計為了義者，已由此教顯
彼一切皆非了義。次以正理明非了義。
(待續....)
無德、周遍、不壞」。世尊告曰：「大
慧 ！我所宣說如來藏者，不同外道所說神
我。大慧！如來應正覺等，是於空性、實
際、涅槃、不生、無相、無願等句義說名
如來藏。為除愚夫無我恐怖，由如來藏
門 ，顯示無分別處，無相境界。大慧！現
在未來諸菩薩摩訶薩，不應執我。大慧！
譬如陶師，於一泥
聚，由彼自手藝，
杖、水、繩、功用
等故，造種種器。
大慧！如是如來，
於法無我離一切
相 ，由異種種智慧
巧便，遂以種種字
句異門，說如來藏
或說無我。大慧！
是故我所說如來
藏 ，不同外道所說
神我。大慧！如來
為欲引攝，貪著神
我諸外道故，說如
來藏」。故說如來
【文接1401真佛報香港版C版】
頌曰：
《佛說此是不了義。此非了義理不
成 。》
非但此經是不了義，餘經亦然。頌
曰：
《如是行相諸餘經。此教亦顯不了
義 。》
如是行相經為何等？謂如解深密經，
說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三自性中，遍
計執無性，依他起有性。如是又云：「阿
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
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此等如
云 ：「如對諸病者，醫生給眾藥，如是對
有情，佛亦說唯心」。此教顯彼是不了
義 。如是，世尊於契經中說：「如來藏，
自性光明，本來清淨，具足三十二相，一
切有情身中皆有」。世尊復說：「如無價
寶垢衣纏裹，此被蘊界處衣之所纏裹，為
貪瞋痴之所障蔽，為分別垢之所染污，然
是常住堅固不變」。「世尊！如來所說此
如來藏，與諸外道所說神我有何不同？世
尊！諸外道類，亦說神我，常住、非作、

法尊法師譯
月稱論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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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學習《大心印》 八 十 二
《惠能啓曰：「向甚處去？」
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惠能三更領得衣缽，云：「能本是南中
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
聖尊蓮生活佛開示：上回提到五祖對惠能
講：「你必須要遠走高飛。」「為什麼要離開
呢？」「因為你是初來的，既然後來的得開
悟，一定會有人嫉妒，有人會害你，所以必須
要遠走高飛。」惠能就問：「要到什麼地方去
呢？」向什麼地方去。五祖回答：「逢懷則
止。遇會則藏。」所謂「懷」，也是一個地
方，叫做「懷集」；「會」也是一個地名，叫
做「四會」，到了四會就要隱居。五祖為什麼
能夠這樣子講呢？因為他們禪師都是大開悟的
人，大開悟的人有一種神通的力量，能夠講出
你遇到什麼，就要停止，遇到什麼就要隱居。
惠能跟五祖講：「我從嶺南來的，到了這
裡剛八個月，下山的路通通都不曉得；不知道
山路，我如何走？」五祖弘忍講：「不用擔

真 佛

談《六祖壇經》

心，我會送你下山。」五祖弘忍就帶著六祖惠
能，兩個人半夜走山路下山，一直送到江西省
的九江。五祖叫惠能上船，拿起船槳開始划
船，這叫「搖櫓」、「搖槳」的意思。惠能就
講：「師父坐，我來搖槳。」五祖就講：「應
該是我來度你，所以我搖槳。」惠能就回答：
「人在迷惑的時候，應該是師父來度才對。今
天惠能已經開悟了，開悟了以後就是要自己
度。」所以這個「度」字，名雖然是一樣的，
但用法不同。也就是講，我們剛學佛的時候需
要師父度，這個就是「人度」；當你懂得佛法
知道怎麼修行的時候，就要自己度自己，叫
「自度」，同樣一個「度」字，用詞不同，現
在的惠能只能夠自己的佛性自己度。

讀後感言：
五祖傳法予六祖，
傳奇又揭幕，
對答有機鋒，
法味濃濃。

「寶瓶氣」是修法的基礎

密 語

以整個內法來講，還是以
「寶瓶氣」為基礎。當你修「本尊法」相應
後，就可開始學習瓶氣，因為只要把瓶氣練得
很熟了，就會有一種真實的感覺。什麼是真實
的感覺？就是身體充滿了氣的感覺和沒有氣的
這種感覺，很快就會顯現出來，這是一種真實
的覺支；不像唸佛的唸了十萬遍、百萬遍、千
萬遍甚至億萬遍的感覺，和沒唸佛時的感覺有
時是一樣的。因有的唸佛唸了千千萬萬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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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五祖指引明路，
半夜一同下山，
江西九江渡口，
五祖上船搖櫓。
惠能恭請師父坐下，
自己接過搖櫓，
並說下智慧之言，
「迷時師度，
悟時自度。」
眾生皆在迷惑中，
需要明師來引度，
走上學佛修行路，
便要自度顯真如。
蓮花殷疇

還感覺唸了也等於沒有唸一
樣。但「氣法」不同，身體裏
有氣和沒有氣是可以馬上分出來的，感覺是很
充實或很空虛馬上可以自己知道。
我們一般來講做瓶氣，最好是把氣吸進來以
後，就一直住在臍輪以下。為什麼要住臍輪
呢？因將來要「提」比較方便。如住在心輪或
頂輪，一「提」就沒有了。假如住在臍輪以
下，就能往上提，所以在瓶氣裡面，剛開始
時，要把「氣」完全住在臍輪以下。
所謂的提法，就是把氣進入中脈裡面，然後才
去提。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如怎樣使氣流動，

怎樣住氣，怎樣把氣消散掉，如何提氣，如何
降氣，這當中有很多口訣和方法。所以我們懂
得「降」、「提」、「持」、「散」，且能應
用自如時，就可變成神通自在。這也就是「內
法」裡的「氣法」的開始。
不過，每一位弟子在開始修「氣」法時，一定
要先修寶瓶氣。什麼叫「寶瓶氣」，就是不呼
不吸，所以說寶瓶氣的原理就是「不呼不
吸」。
嗡。嘛呢唄咪。吽。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
蓮生活佛開示於真佛密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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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蔡楨佛緣增長，善緣增長，身體
健康，長壽自在，身心安康，
平安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