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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開悟

你去實施這個開悟，你就是佛了

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欲解脫輪迴
需實踐佛法 方有真實成就

耶穌、聖德蕾莎 皆平等捨
平等對待每一個眾生

聽聞金剛經信心不逆
其福勝無量劫身布施

如果了解了《金剛經》，去實踐了，你就可以成
佛。

一月八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西
雅圖雷藏寺同修「阿彌陀佛本尊法」。法王開示，做
上師的人要謹言慎行，以免影響他人；並讚嘆真佛般
若藏弘揚真佛宗的動畫做得很好。

一月九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雷
藏寺主壇「蓮花童子護摩大法會」。法王開示，根據
傳說，觀世音菩薩度化眾生，看到眾生的苦，而留下
了兩滴眼淚，一滴眼淚化為綠度母，一滴眼淚化為白
度母。綠度母與眾生非常的有緣。十六世大寶法王白
天修綠度母，晚上修瑪哈嘎拉大黑天護法，按照蓮華
生大師所講的，修度母相應非常地快。

你可以消除你所有的業，所有的業全部都在這裡
消除掉，沒有生之因，因為無我相。你既然無我了，
你還造什麼業呢？沒有業了，所有的業障全部沒有
了，無我、無人。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沒有生之因，沒有死之因。
生死由哪裡來？由業障來，因為你有業障才有生死，
沒有業障不會有生死。沒有惡業，你沒有生之因；沒
有善業，你沒有生之因。
沒有善惡業，你根本沒有生之因，沒有死之果。
沒有善惡，哪裡來的生死？沒有生死，哪裡來的六道
輪迴？全部解開了。
佛陀講的甚深經典就是這個。

———蓮生活佛《講金剛經》

接續，法王依弟子提問解惑。（一）十八大蓮花
童子依願力，而顯化不同顏色，非修出來的，而白黃
紅藍各色代表了息增懷誅之意。（二）修密教破瓦
法，每月只沖頂一次，不會有過患；若沖頂太多次，
命氣很容易出竅。若命氣沖出頂竅得成就，入本尊合
一，往生本尊淨土，並非自殺行為，不會墮入三惡
道。（三）密教只有一位根本上師，而且對所有傳法
上師皆應普同尊敬，不可拋之腦後。教示修行人要以
耶穌、聖德蕾莎為楷模，學習「平等捨」，平等對待
每一個眾生，要愛你的敵人，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
了什麼。
法王講授《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闡
明「不住相布施。」以不住相布施，才能解脫輪迴；
若住相布施，只得人天福報。右手做的善事，不要給
左手知道，就是不住相布施。阿羅漢關掉六賊成就四
聖，人因有六塵習性難改才成人身。法王勉勵大眾漸
次修掉貪瞋痴疑慢，達至一切都是平等，成就聖人不
再輪迴。

感謝台灣李憲樹師兄贊助本版版面，協助根本上師弘揚真佛密法！

完整開示詳見第 2-4 版

當日問答中，法王解說：（一）堅牢地神其名只
里，誦金剛堅牢地神結界護身咒，持咒一遍，打一結
五色線，共誦二十一遍，打二十一個結，可以觀想作
為結界個人和住家。勸請堅牢地神，用三鈷金剛杵結
印，持咒後唸三聲重音「梭哈」，堅牢地神就會降來
臨。

法王續講《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闡
釋「信心不逆」。聽聞金剛經能夠信心不逆，不違反
金剛經裡面的要義，則是人福德不可衡量，勝無量
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能夠了悟無四相，就是開悟；
能夠實踐開悟，便成就佛果。金剛經要義：惚兮恍兮
中有象，如來如去未曾留，浪淘盡千古人物，終歸於
空。法王惕勸大眾，人生苦樂盡忘卻，覺受成空六賊
斷！
完整開示詳見第 5-7 版

版面功德主「護持 999」方案，贊助詳細辦法，請洽：(886)49-2312992 分機 364

蓮生法王特刊照片感謝西雅圖雷藏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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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緣無故也會哭、無緣無故他也會笑。因為 baby 的
時候，他可以看到無形，而且他還可以記得以前的事
情。然後再把這個頂封起來以後就沒有了。長大以
後，他就跟靈界完全已經隔開。

十八大蓮花童子
依願力顯化不同顏色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179 集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鳴和尚、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敬禮吐登達爾
吉上師。我們敬禮壇城三寶、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
薩。師母、丹增嘉措、吐登悉地、各位上師、教授
師、法師、講師、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門，還有網
路上的同門。大家晚安、大家好！愛してる，사랑해。
Hola，amigo ！ Tequieromucho ！すごい，一番，
気持いい。啾咪、呀比、blingbling。こんばんわ。
Cảmơn。Xinchào。

密教上師之言行 時刻謹慎不誤人

先講一個笑話。「媽媽要爸爸幫忙洗碗盤，爸爸
不好意思回絕，於是叫小一的兒子來，和顏悅色的對
他說：「兒子，學習的機會來了，現在讓你練習洗碗，
以後可以幫太太的忙。」兒子講：「不必了，以後我
可以叫我兒子洗。」所以哦，這個就是一個傳承。你
自己做什麼，底下的人會根據你這樣子去做，所以有
的時候，我們做上師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免得影響
到後來的人。
昨天有人問我：「你們家是誰在做主呢？」我回
答：「我是一家之主，當然是由我做主。」這個人
問：「那你太太呢？」「我太太少我一點，她是一家
之王。」都是很聰明的一個笑話。我們剛剛看的真佛
般若藏的動畫，我們也覺得他做的動畫是做得很好。
沒有話講，真佛宗在弘揚上面，可以講目前在弘揚真
佛宗的所有過去的出版社來講起來，師尊書的出版是
經過好多的出版社，他們都是主，只有真佛般若藏是
王。

那現在進入「你問我答」，而不是「我問你答」。

蓮花童子色繽紛 依據願力所顯化

馬來西亞蓮花錦强問的。

Q1

師尊，你好。弟子想知道，為何蓮花童子是
八顏色？這些顏色是修出來的嗎？

A1

現在問大家，是我問你答。哇，天啊，是咕嚕咕

咧佛母耶，還有符——天賜財福符。這個佛牌很好、
這個獎馬上是你的。好，誰能答，舉手？「願力」，
是因為願力所以產生出來的，是嗎？才有那種顏色是
嗎？願力產生那種顏色。我告訴大家，密教的幾個顏
色非常重要。紅色就代表敬愛、藍色就是代表降伏、
黃色就是代表增益、白色就代表息災，就是息增懷
誅。願力所產生出來的顏色，講的是有道理。你根據
哪一本經典所說？願力是根據哪一個經典所說？剛剛
兩個回答。請你站起來？《真佛經》。那你回答呢？
但是她舉手最快，所以還是她拿走了，你等等。馬來
西亞蓮花錦强問的，「弟子想知道為何蓮花童子是八
種顏色？而且顏色是修出來的嗎？」是因為願力所產
生出來的顏色。

修持破瓦若開頂 一月沖頂僅一次
觀想本尊踏頂門 避免折壽之過患

第二個問題，蓮花聲耀問的。

Q2

師尊佛安。弟子曾於網路聽過，行者身體無
犯任何疾病，但修持破瓦法是一種屬於類似
自殺的行為，會墮入三惡道。懇請師佛慈悲
開示，是否真有流傳如此的說法？

A2

修這個破瓦法類似自殺的行為，會墮入三惡道，
是否真有流傳如此的說法？這個我自己本身來回答，
師尊本身是破瓦。什麼叫破瓦呢？就是這個中間開了
一個、開了頂、就是開頂。可以照到我的頂嗎？可以
照得到嗎？破瓦法是密教當中的一個法，就是開頂、
也等於是開頂法。我要頭低下去了，可以看得到嗎？
這個很厲害，現在連這麼小的頂都可以看到。這個開
頂並不是說，剛開始我們剛剛出生的 baby，一般都
是開頂的。所以 baby 的時候，他是開頂的，剛出生
的 baby 是開頂的。後來，他慢慢地長大以後，他慢
慢把這個頂關起來，就整個合起來，合起來的就沒有
開頂。
在還沒有開頂以前，有時候 baby 他可以看到無
形。他可以看到無形、他講出來的話，有時候是很奇
怪。沒有合起來以前，他可以看到無形。有時候，他
無緣無故，他就會笑、他就會笑。是有人跟他捉弄…

至於網路上流傳說破瓦法是一種類似自殺的行
為，因為破瓦法本身來講，在做寶瓶氣的時候，他會
沖頂，也是一種方法。你平時把氣集中在下丹田的地
方、臍輪的地方，然後喊一聲「撼」，這個氣會沖到
頂上，然後再「嘎」，它會下來，就是沖頂，從中脈
沖到頂。那個時候，就是一種破瓦法，因為你氣沖
頂，它就有一種感覺，然後將來會開頂，慢慢開。首
先會有一點黃色的液體出來。然後，也就是這個頂慢
慢就打開。這個法是有規矩的，當你開了頂以後，一
個月只能夠沖頂一次，不要常常沖頂。為什麼叫你這
樣子，不要常常沖頂？因為你常常沖頂，每一天你都
沖頂，都把這個頂打得很開。沖到最後把你的命氣也
沖出來，那就丁丁，就會死掉。

平時我們修寶瓶氣的時候，你如果已經開了頂
的，你觀想本尊住頂，觀想本尊住在頂上，用一隻腳，
本尊是站的，用一隻腳踩著這個頂，讓你的命氣不要
沖出來，就不會有過患。所以這是有方法、有方法的。

人生苦痛多於樂 不若天界之快活
部分上師不戀世 氣入本尊回佛國

但是也有上師這樣子講，人活在這世上，釋迦牟
尼佛常常講：「人活在這世界上本來就是苦的。」雖
然也有快樂，但是苦多於樂、苦是多於快樂。你留在
這世間做什麼？不如乾脆就不要本尊住頂、本尊的腳
也不要踩著。你時時沖頂，你能夠把你的命氣，用下
行氣、上行氣、遍行氣、火伴氣，把你的命氣沖到頂，
就直接出去。直接就到佛國淨土去，人生雖短，精彩
就好。
留一條生命，留在世間做什麼？我們不把生死當
成一回事，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從來不把生死當成
一回事。只要能夠把你的命氣從你的頂竅運出來，你
又有本尊，進入本尊的心中，你就直接成了本尊。你
就修成本尊法，就成了本尊，你到本尊的世界去。

我記得李幸枝上師這樣子跟我講，她在晚年的時
候，百病叢生、全身都痛、走一步路就痛、頭痛、脖
子痛、肩膀痛、腰痛、腳痛、關節痛、全身都在痛。
真的是視茫茫、髮蒼蒼、齒搖搖，哪裡不痛？她這樣
子過了很多年，她過世了以後，她跑到我的畫室來跟
我講「盧師尊，你要告訴人家、告訴眾生，死是多麼
的好。」死了以後，她所有的病全部沒有了，她是快
樂天使。她現在很快樂的天使，神變無窮。穿的是天
衣、永遠不用洗的、一塵不染。吃的，一個念頭、你
就滿足了。你可以到處神足，一個念頭你就可以到那
裡去，到佛國淨土去。所以在天上界，比人間還快活，
沒有生病這回事。所以才叫極樂，完全只有快樂、沒
有痛苦。
人啊，病最苦、老也是苦、生也苦，求不得、求
什麼都求不得、你要中樂透，比被雷打到都還要困
難。求不得嘛。這世間上有三難，我們常常講，世俗
上講、世間上講有三個困難：第一個、登天難，就是
你修行成就很困難。第二個、賺錢難，賺錢很困難。
第三個、人事很難搞，人事難。要跟人家相處不容易，
這世間有三個很困難的事情。

破瓦法並非自殺 實是成就之捷徑
命氣若從頂竅出 此生決不下惡道

「修破瓦法是一種類似自殺的行為」，你如果不
按照師尊所講的方法去修，不是自殺的行為；而是你
沖出去得到成就的行為，跟自殺無關，不會墮入三惡
道。從頂竅出去就不會墮入三惡道。從這裡出去，你
不會墮入三惡道。告訴你，從哪裡出去了會墮入三惡
道、靈魂從哪裡去會墮入三惡道？從你的肛門出去會

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 2022 年 1 月 13 日 / 星期四

2022 年 01 月 08 日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西雅圖雷藏寺「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暨《金剛經》第 48 講

03

墮入三惡道、從你的密輪出去會墮入三惡道、從你的
臍輪出去會墮入三惡道、從眼睛出去的、從耳朵出去
的、從兩個鼻孔出去的、從嘴巴出去的就是旁生。旁
生是什麼？也就是大象，大的是大象、小的是螞蟻。
你心中經常想害人的就變成毒蛇。
很簡單就是跟大家這樣子講，只要你修行破瓦法
成就了，本尊在上面住頂，你直接進入本尊的心，你
死的時候也要這樣子做。本尊坐在你頂上，你運氣，
把你的命氣進入本尊的心，你就成就本尊。不是自殺
的行為、不會墮入三惡道，不懂的人才講。所以師尊
在做中陰遷識的時候，就是唸：「開天門、閉地戶、
塞人道、阻鬼路」。阻止你進入鬼路，開天門就是把
頂竅打開；閉地戶，把三惡道閉掉；塞人道，不要再
轉世為人；阻鬼路，不要讓你當惡鬼跟進入中陰，就
是開了天門。所以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修持破瓦法
是一種類似自殺的行為，會墮入三惡道是錯誤的。」
這樣了解？

黃教祖師宗喀巴 眾多上師授其法
奉仁達瓦為根本 其他上師普敬重

Q3

身為密宗行者，很常聽過許多祖師大德都參
訪、皈依許多大師，例如：宗喀巴，起初皈
依的敦珠仁欽大師，為薩迦派的傳承祖師。
後來宗喀巴大師被送至西藏學法，也皈依許
多不同教派的大師，但最後祂是認結尊仁達
瓦為根本上師。懇請師佛慈悲開示，所謂根
本上師的本意，及倘若像宗喀巴大師最後以
結尊仁達瓦為根本上師，那其餘之前皈依的
上師該怎麼辦？該同視為根本上師，還是將
之拋於腦後，只頂禮、供奉根本上師就好。
感謝師尊慈悲。

A3

我告訴你，宗喀巴，祂這個第一個上師就是敦珠
仁欽大師，給祂灌頂很多的法。後來到了衛藏，就是
西藏的中心—拉薩，那個時候，祂最後認為結尊仁達
瓦為根本上師。我告訴你，結尊仁達瓦也是薩迦派的。
但是，宗喀巴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祂跟文殊師利
菩薩最有緣。祂有不懂的，祂直接就問另外一個師父，
那個師父叫什麼名字？不是問仁達瓦，結尊仁達瓦為
祂的根本上師，祂有問一個喇嘛。宗喀巴每一次有問
題，祂就問一個喇嘛，文殊師利菩薩就降生在那個喇
嘛的身上，由那個喇嘛本身再講解給宗喀巴聽，你懂
我的意思嗎？因為宗喀巴一碰到問題，祂沒有辦法解
答、祂有疑問的時候，祂就問那個喇嘛，因為文殊師
利菩薩會降生在那個喇嘛的身上，而且回答宗喀巴的
問題。這個喇嘛叫什麼名字？（編按：喇嘛鄔瑪巴。）
很有名的。好啦我們不談那個喇嘛。
像宗喀巴大師最後祂以結尊仁達瓦為根本上師，
認祂為根本，其他的，最早的敦珠仁欽大師呢？祂是
很尊敬的，祂雖然一直出去以後，沒有回過故鄉，祂
離開青海以後，祂從來就沒有回過故鄉，一直到祂圓
寂，祂沒有回去過。離開了母親以後也沒有回去過。
大家知道的青海有哪一個寺，青海有一個是屬於宗喀
巴出生的地方。那個寺叫什麼名字？沒有人回答。黃
教六大寺、黃教有六大寺，在西藏的有三大寺、在西
藏外面的青海、甘肅都有寺廟。青海是哪個寺？宗喀
巴出生的地方，居然沒有人知道？

我們知道的，在西藏的三大寺，哲蚌寺（師尊在
哲蚌寺說過法）、甘丹寺、還有一個寺很有名的——
色拉寺。青海是塔爾寺，沒有錯。青海是塔爾寺，就
是宗喀巴出生的地方。那是很有名的，宗喀巴出生的
地方。另外甘肅那個寺，拉卜楞寺，另外還有一個。
六大寺，你們趕快查，奇怪這基本常識你們都不知道。
扎什倫布寺，是屬於後藏的寺廟，是班禪住的寺。拉

密教僅一位根本上師
視傳法上師普同尊敬

薩有三大寺，是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還有日喀
則的扎什倫布寺、甘南的拉卜楞寺，就是甘肅南方的
拉卜楞寺、青海的塔爾寺就是六大寺。沒有錯，扎什
倫布寺是班禪主要的寺。談到日喀則來唱首歌。

提到日喀則，我就想起那個歌叫什麼鄉？《家鄉》
啊！「我的家鄉在日喀則。那裡有條美麗的河。阿瑪
拉說牛羊滿山坡。都是因為菩薩保佑的。藍藍的天上
白雲朵朵。美麗河水泛清波。雄鷹在這裡展翅飛過。
留下那動人的歌。嗡嘛呢唄咪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唄
咪吽。嗡嘛呢唄咪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唄咪吽。」這
就是《家鄉》。

我告訴你，宗喀巴最後以結尊仁達瓦為根本上
師。但是，祂皈依過的所有的上師，祂都學佛法、得
過灌頂，普同尊敬，都是祂的上師，一律都是很尊敬。
祂沒有將祂們拋於腦後，但也不是視為根本上師。宗
喀巴的根本上師只有一位，就是結尊仁達瓦，其他的，
祂視為傳祂的法的上師，普同尊敬。祂心中只有一位，
結尊仁達瓦，永遠是住在祂頂上的。其他的上師也一
樣在祂的頂上，普同尊敬。

修行著重平等捨 普同敬愛諸眾生
若存憎恨不成就 切勿藐視任何人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情，我們當為一個人，要把眾
生所有的人，普同尊敬，你不能憎恨任何人，不能把
任何一個你的朋友拋之腦後。有恩於你的，你更要尊
敬。我們一個修行的人就是這樣子。你不喜歡的人，
你也要愛他。你不要搞錯了，所以這個人講，還是將
其拋之腦後，那簡直是畜生。教過你的師父，你把他
拋之腦後，這是畜生，不是人啊。我把教過我的師父
全部普同尊敬，但是我把四個教派的上師視為根本上
師。怎麼可以拋之腦後？什麼東西？我要罵人了。拋
之腦後，對你傳法的上師拋之腦後，不可以！一律平
等、普同尊敬。你的根本上師在你的頂上，其他的上
師普同尊敬在兩旁，這是很重要的、為人的最重要、
修行人就是這樣子。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修行人對於眾生，統統要普
同尊敬。就是很壞很壞的人你也要尊敬他，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捨」，慈悲喜捨的捨字，你一定要記得。
「平等捨」，懂不懂？平等捨，你如果恨哪一個人，
你不會成就，絕對的，你要跟他糾纏到底。你如果產
生恨念，你恨那一個人，我今天產生恨念、我恨那一
個人，慘了，這因果報應來講起來，你跟他永遠糾纏
不清。沒有可以恨的人，一定要尊敬他，一定要每個

人都要尊敬。你知道聖德蕾莎怎麼稱聖的嗎？印度的
聖德蕾莎，把任何一個人當成上帝，來醫他的病。你
知道耶穌講了什麼話嗎？要愛你的敵人，在被釘十字
架的時候，祂對上帝怎麼禱告，你們清楚嗎？「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所以請上帝要原諒，把祂釘十字
架的人。」他是這樣子禱告的。耶穌也是一個教訓，
聖德蕾莎也是一個教訓。
「你把自己教你的上師拋於腦後，只要頂禮、尊
奉根本上師就好。」我皈依過普方上師，我是很尊敬
祂，雖然我沒有把祂當成根本上師。我的法號，那時
候叫圓池，祂的弟子全部都是圓，第一個字就是圓，
圓滿的圓。池是蓮花池的池。我的法號叫圓池，我皈
依我的上師的時候，普方上師的時候，祂給我的法號
叫圓池。我皈依過很多個上師，我通通都尊敬。
我還告訴你，我尊敬每一個人，不可以藐視每一
個人。你如果藐視每一個人，這個很好的教訓，今天
要講的。你藐視每一個人、藐視了某一個人、你恨了
某一個人，將來你沒有辦法有成就。佛教教你慈悲喜
捨，給人快樂、解除人的痛苦、歡喜地去做、平等對
待每一個眾生，這是捨，非常重要。這是我們修行人
的根本，今天他問了這個問題，沒錯。宗喀巴以結尊
仁達瓦為根本上師，但是對敦珠仁欽大師非常的尊
重，祂皈依過的所有的上師，祂都非常的尊重。要懂
得這個道理，這樣明白了嗎？

如來所得之佛法 虛實互為表與裡
因無四相是為虛 實相即為空四相

好，今天講這個《金剛經》啊。「須菩提！如來
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為什麼祂講無實無虛呢？
因為虛就是實，實就是虛。虛就是實，實就是虛。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
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
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
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
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我今天講的這一段，這一段所講的。釋迦牟尼佛
所得的法，有實有虛。為什麼？虛就是實，實就是虛。
我講了那麼多你們知道的，什麼叫做虛。無人相。無
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虛。實相是
什麼？實相就是虛，實相就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
生相、無壽者相。實就是虛，虛就是實，實實虛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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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很難做得到。為什麼很難做得到？習性都沒有改，
你哪裡能夠做得到。習性還在啊！這貪瞋痴疑慢，你
種種的那個習性，你要慢慢的給他改，改到最後，一
切都是平等。所以像釋迦牟尼佛講的這樣子，這別的
宗教很難找得到，當然別的宗教也有，只是他們沒有
像釋迦牟尼佛講的那麼清楚。別的宗教只到了天，到
了天，但是如果了解了耶穌，你懂了耶穌，耶穌裡面
啊真的是佛法。祂真的是佛法，你看那個慈悲喜捨的
捨字，耶穌祂也是講了那個捨字，那個捨字，不住相
布施，耶穌也講了。右手所做的，不要讓左手知道。
這是不住相布施欸，耶穌也講了，只是很少人去體會。

不住相布施 能解脫輪迴
若住相布施 得人天福報

虛虛實實。（師尊笑）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第 48 講

布施若做布施想 僅升天界享福報
布施若能不住相 升四聖界脫輪迴

為什麼佛陀一直提到，而行布施，常常提到布施
這兩個字。我告訴你，布施就等於行好，就是慈悲喜
捨啦，你如果住相布施，什麼叫住相布施呢？佛陀常
常講這句話，你要離開六道輪迴，就是我們學佛人最
重要的。你要開悟，開悟了以後呢你實際上去修行，
有一天你解脫了輪迴，你不用再來輪迴了，你到了四
聖界，你住相，只要你一住相就不能到四聖界。沒有
錯啊我們今天做布施，慈悲喜捨，我們在做，你不能
有布施想，不能想說你在做善事，你在做慈、做悲、
做喜、做捨，不可以這樣子想，這個叫做不住相布施。
釋迦牟尼佛常常談到的，因為你住相布施啊絕對升在
天上，天上還是不能夠離開輪迴。佛教講的就是解脫
輪迴啊。解脫輪迴你就永遠能夠成就如來了啦。

一個目的，你做善事，千萬不能說把我做善事這
個念頭在你的心中。你有這個念頭還是好的並不是不
好，但是你只能夠人天福報，你得到了福報你可以到
天上去。釋迦牟尼佛強調這一點，強調非常的多次，
非常多非常多的次數。耶穌也講啊，我常常談過的，
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讓你左手知道，這個是在真正做善
事。你做善事的時候，你心本來就是在做善事，你的
一切行為都是在行善，但是不能有行善想，是沒有相
的。釋迦牟尼佛強調這一點，強調非常的多次，一直
在強調這一點。因為做善事啊，就不是做善事。因為
不是做善事，才是善事啊。所謂功德，就不是功德，
因為不是功德，才是功德啊。這《金剛經》裡面提到
了好多次這樣子的，所謂功德就根本不是功德，就因
為不是功德才是功德啊。
所以我們行善任何的布施，就不是布施，因為不
是布施那個才是真正的布施啊。你如果說今天我做了
善事，明天就在報紙上看到了，在電視上看到了，那
個沒有功德。那個只是升天而已啊，你做了很多人家
稱讚你，你是善人。我告訴你做善事還不能讓人家講
說你是善人啊。人家講，你也不要把善放在心中，你

本來就是善嘛，但是不放心上，不住相布施。這一點
很重要，所以這整個經文啊…你看：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
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
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受持讀誦金剛經 此人必定成佛果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
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能夠講解這一本經
的，能夠接受這個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
者相，能夠永恆的永持的，而且能夠讀誦的這個人，
將來一定可以成佛。你如果這樣子做，將來一定可以
脫離六道輪迴。

「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
量無邊功德。」為什麼如來，因為佛跟佛知道，如來
悉知是人，悉見是人，因為那個人本身就已經不是人，
不是人是什麼？不是人，人家罵你，你真的不是人
欸！那你應該高興，因為你是佛。（師尊笑）這個只
有佛跟佛知道，這種道理只有佛跟佛知道，很難啊，
解脫六道輪迴。我曾經跟人家講，哎呀，這個金剛經
裡面講得好，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你看吧你去把它實踐，不住相布施，將來你就可以成
就，成為像佛、菩薩、真正的菩薩、真正的阿羅漢。
為什麼成為阿羅漢？因為人啊有感覺，其實人啊
的感覺從哪裡來？眼、耳、鼻、舌、身、意來，阿羅
漢關掉六覺，把眼睛閉掉不要看，耳朵不要聽，嘴巴
不要講，舌頭沒有味道，身體不要碰觸，意念念頭也
沒有，就成就阿羅漢，因為我常常用一個例子做比喻，
月球上你就直接完全變成空。為什麼有人身？因為你
看到，你聽到，你嗅到，你有感覺，有味覺，你有觸
覺，你才知道有人身。當你把這個全部沒有的時候，
你就到了月球，我把月球當成什麼？就是如來。那裡
沒有人。為什麼有人身？是因為你有六個感覺所以才
有人身，今天你把六個感覺全部沒有了，就是阿羅漢，
你成就了阿羅漢。
有人跟我講，師尊你講的道理我們都知道，只是

因為耶穌本身也是去了喜馬拉雅山，學了白教的
法、學了紅教的法，祂回來傳（天國的福音），祂到
了裟婆世界講天國那只是基本啊，因為祂是壽命很
短，祂傳法只有三年就被釘十字架了，來不及講啊，
否則啊，耶穌說不定祂就是佛陀欸。（師尊笑）祂真
的就是釋迦牟尼佛一樣的，真的，所以我講的道理喔，
你看那個，你看天主教聖德蕾莎（St. Teresa），祂
把每一個人都當成上帝，這種思想就是慈悲喜捨，四
個字。在入世上面，祂把那個捨字最重要，那個捨，
完全看成平等，每一個人都是上帝，那不是聖人是什
麼？祂當然是聖人。如果是聖人的話就可以出三界，
不用再輪迴，好這一段，這個釋迦牟尼佛講的這一段。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
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
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
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記住哦，
受、持、讀、誦，就是傳法，祂就是如來。佛的智慧，
佛的慧眼，都可以知道這個人是如來，悉知是人，這
個人就是佛。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根本是無量無
邊啊，功德是多出來的。就是這樣子。
聽人家講，冬天洗冷水澡對身體很好，我就嘗試
了一下，果然洗澡前體溫是三十六度半，現在的體溫
是三十九度半，身體溫暖了很多。不一定的，有人可
以有人不可以啊。
甲問乙：「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乙：「當
然知道，你是一個政客。」甲：「猜對了，不過你憑
什麼猜中的呢？」乙：「因為你常常講話不算數。」
政治人物常常講話不算數喔，我們常常聽到政治人物
講話，他是可以變來變去的。

尾牙（就是我們過年年底尾牙）喝酒喝多了，在
飯店門口跟一隻大狗兩個人面對面。 牠瞪著我，我也
瞪牠，互不相讓，就這樣互相瞪了一個多小時，這時
飯店的保全走出來問：「先生你跟一隻石頭的獅子，
在幹什麼？」喝酒醉就有這種行為，記得喝酒不要開
車。

老公對老婆講：「老婆，我床底下的皮鞋呢？」
老婆：「那隻皮鞋已經很舊了，我扔掉了。」老公很
著急：「丟到哪裡去了？還能夠穿啊，能省就要省，
日子才會越來越好，我去撿回來。」老婆：「不用撿了，
鞋子裡面的錢我都拿出來了。」
嗡嘛呢唄咪吽。

勸請堅牢地神
用三鈷金剛杵 三聲梭哈降來臨

我們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鳴和尚，敬禮薩迦證
空上師，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敬禮吐登達爾
吉上師。我們敬禮壇城三寶，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蓮
花童子。

師母、丹增嘉措、吐登悉地，各位上師、教授師、
法師、講師、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門，還有網路上
的同門。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聖尊
以各國語問候大眾）。

綠度母為本尊 相應快易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是 1 月 16 日，下午
3 點是綠度母護摩法會。綠度母，我們曉得是二十一
度母之首，那麼祂的心咒是「嗡。達咧 。都達咧。
都咧 梭哈。」祂的手印就是度母的手印。綠度母本
身是觀世音菩薩（在印度的時候叫多羅菩薩），祂跟
白度母、綠度母都是觀世音菩薩，因為綠度母本身是
來幫助觀世音菩薩度眾生的。祂有三個非常大的願，
這尊綠度母其實……好像以前有一個教團，只要是男
性都修蓮華生大士為本尊，只要是女性都是以綠度母
為本尊，他們沒有其他的本尊，就兩個本尊，男的一
律修蓮華生大士，女的一律修綠度母，沒有其他本尊
了。

我記得我去見十六世大寶法王的時候，我有問
祂：「請問法王，您如何修行？」祂講白天就是修度
母，晚上就是修護法。白天祂就修綠度母，晚上就修
瑪哈嘎拉大黑天護法，十六世大寶法王就是這樣子修
行的。可見，度母，按照蓮華生大師所講的，修度母
相應非常地快。根據傳說，是因為觀世音菩薩度化眾
生，看到眾生的苦，留下了兩滴眼淚，一滴眼淚就化
為綠度母，一滴眼淚就化為白度母。綠度母跟眾生非
常的有緣，至於主祈不主祈，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
是你們的事，是大家的事。介紹完畢。
這個笑話要注意聽才能聽得懂，要注意聽喔。今
天去找男朋友，他的媽媽不讓我們見面，還把我的男
朋友反鎖在房間裡面，我在外面哀求都沒有用，他的
媽媽哭著對我說：「我就只剩下一個寶貝兒子啊！」
我說：「阿姨，你別太擔心，你讓我們在一起，你就
有了兩個兒子。」

剛剛去廟裡抽了一個籤，抽到了凶，於是我把這
個籤丟掉，再抽一次，結果是大吉。果然，命運是掌
握在自己的手裡。
告訴大家：2020 年、2021 年最大的成功就是體
溫保持正常。這是最大的成功。

這是一個問答題。為什麼有些人放屁可以那麼大
聲？答案是：因為他穿了喇叭褲。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180 集

有一個笑話，以前蓮翰常講，也是有關於放屁
的。他說：「很奇怪！以前年輕的時候跟女朋友約會，
一起去看電影、去公園、去划船或者去散步，奇怪！
女生她也沒有放屁，男生也沒有放屁。為什麼結了婚
以後，男生也放屁，女生也放屁，這道理到底在哪
裡？」蓮翰講，這道理是：結婚以前男女情侶出去，
都沒有放過屁（我也是這麼感覺），結婚以後呢？大
家就不用客氣了，因為不用再隱瞞什麼。可見認前婚
後是不一樣的，結婚前跟結婚後是不同。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馬來西亞蓮花佳輝問的。

誦堅牢地神結界護身咒
五色線打滿二十一結可作結界

Q1

師佛佛安！弟子想請示師佛親誦教導：

1.）堅牢地神結界護身咒：「旦至他。爾至
裡。末舍羯致奈致矩致。勃地。勃地麗。
底致卑致矩句致。佉婆。只里沙賀。」
誦 咒 一 遍， 把 五 色 線 打 上 一 結， 共 誦
二十一遍，打二十一結。
2.）請師佛示範教導結「勸請地神印」。
3.）請問師佛，堅牢地神有短咒嗎？請師佛
指導傳授。
感恩師佛慈悲教導弟子。

里。末舍羯致奈致矩致。勃地。勃地麗。底致卑致矩
句致。佉婆。只里梭哈。」我再唸一遍：「旦至他。
爾至里。末舍羯致奈致矩致。勃地。勃地麗。底致卑
致矩句致。佉婆。只里梭哈。」這是堅牢地神的護身
咒，第二遍比較標準。

誦咒一遍，把五色線打一結，共誦二十一遍，打
二十一個結。一條五色線在你身體圍起來，就是身體
的結界；把它觀想圍在房子，就是房子的結界，就是
家裡的結界。這是堅牢地神結界護身咒。那麼勸請地
神印是這樣子的，要三鈷金剛杵，這是五鈷（法王拿
起桌上的金剛杵），按照密教的經典所說，單鈷的你
們看過沒有？單鈷的金剛杵就叫做金剛針，三鈷的叫
做金剛嘴，五鈷的就是金剛牙。這不只五鈷，二、四、
六、八、九，它是九鈷的，就不知道是金剛什麼了？
九鈷是金剛九吧？單鈷的就是金剛針，三鈷的就是金
剛嘴，五鈷的就是金剛齒，牙齒的齒，金剛牙也就是
金剛齒。
因為這裡沒有三鈷的，我是有，我是有單鈷的、
三鈷的、五鈷的、九鈷的都有，這個怎麼拿？一般來
講是這樣子拿（法王示範）。勸請金剛印，三鈷的也
是這樣子拿，然後呢，右手大拇指屈入掌心，在掌心
這樣子。這樣子拿要放在哪裡？放在自己的腰際也可
以，一般來講是腰際。這隻手是這樣子，然後你唸堅
牢地神金剛咒，祂就會降臨。你結祂的勸請地神印，
持勸請地神咒。結這個印、持祂的咒，祂就會降臨。

A1

堅牢地神的金剛咒：「旦至他。只里只里。主魯
主魯。句魯句魯。拘柱拘柱。睹柱睹柱。博訶博訶。
伐舍伐舍。梭哈。」這是堅牢地神的金剛咒。有誰唸
堅牢地神結界的護身咒？有誰唸？你們在座的有人唸
過嗎？唸過的舉手，可以唸一遍。堅牢地神結界護身
咒，有沒有人唸過？誰示範唸這個咒？沒有人唸過這
個咒欸，那我跟馬來西亞蓮花佳輝講，沒有人唸過這
個咒，這麼多人連一個會唸都沒有。

但是堅牢地神金剛咒你們都唸過嘛，對不對？很
多人都唸「旦至他。只里只里。主魯主魯。句魯句魯。
拘柱拘柱。睹柱睹柱。博訶博訶。伐舍伐舍。梭哈。」
這很好唸，但是護身咒不是很好唸，「旦至他。爾至

結印勸請地堅牢地神
須用三鈷金剛杵 唸三聲重音梭哈

他問的：「請問師佛，堅牢地神有短咒嗎？請師
佛指導傳授。」我告訴你堅牢地神的名字。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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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你結這個印的時候，要唸重音的「梭哈」，「梭
哈」要唸三聲：「梭哈。梭哈。梭哈。」唸完祂的
咒以後，唸「梭哈。梭哈。梭哈。」意思就是這樣。
那邊（螢幕）有三鈷金剛杵，要用三鈷金剛杵。它特
別講說要用三鈷金剛杵，那個代表金剛嘴。要唸「梭
哈。梭哈。梭哈。」唸三聲重音，地神就會出來。

至於他問的：「堅牢地神有短咒嗎？」我告訴
你喔，堅牢地神，我還不知道祂的短咒，祂的名字
叫做「只里」，「只里」就是祂的名字。祂的護身
咒有「爾至里」，爾至里是祂的名字，我只能夠講
說祂的名字就叫爾至里。跟我們唸勾財天女一樣啊，
「哈日啊。哈日啊。哈日啊」就是勾財天女的名字。
那麼龍王的名字呢？其實那一天我去請龍王，不是
在西雅圖雷藏寺嗎？我說去龍王亭，然後我就去那
裡，我是叫祂下雨，我是唸祂的名字說：「下雨！」
結果真的下雨了，加州真的下了很大的雨，南加州、
北加州都下雨，而且那個 CNN 還報導。CNN 報導什
麼呢？它說根本不會下雨的，怎麼這幾天會下雨？
這個很奇怪，就是突然間有一個氣旋出現就下雨。
電視 CNN 報導加州下雨，所以四大媽的功勞很大，
她們來求龍王共兩次，加州的旱象就解除了。
他問堅牢地神有短咒嗎？我只告訴你名字，祂的
名字是爾至里或者只里，只里就是祂的名字。堅牢
地神有老婆嗎？就是地母菩薩，就是地母。地母在
佛經裡面是有的，地母在佛經裡面有。

講個笑話吧。跟朋友去夜市買滷味，他說他要
請客，要付錢的時候，我看他掏錢掏得很慢，我說：
「要不然讓我來吧！」我的朋友回答：「那怎麼好意
思呢？」我說沒問題的，於是我把手伸進他的口袋。
這是笑話。

我們有些人年紀大了，像師尊年紀也大了，坦白
講我們要珍惜我們活在人間的時光。大家要珍惜時
光，因為你看看底下這個笑話…也不是笑話，那是
事實。兩個老人在公園裡面對話。一個老人講：「我
84 歲了，我的身體充滿了疼痛跟痛疼。」（疼痛跟
痛疼是一樣的，他顛倒講。）另外一個老人家講：「我
85 歲了，感覺就像剛出生的 baby 一樣。」84 歲的
老人問 85 歲的老人：「真的嗎？你真的像 baby 一
樣嗎？」85 歲老人講：「對啊！沒有牙齒，沒有頭髮，
還有我剛剛還尿濕了褲子。」baby 也是這樣子的，
這也不要笑，真的，老了能夠不尿褲子就是成功。

保持瑜珈及運動習慣
有助身體青春健康

你到 85 歲以上了，不尿褲子就是成功。師尊做
了幾項運動，我現在每天晚上做瑜珈，每天晚上要
睡覺以前我做瑜珈，按照基本的功課做瑜珈。做了，
欸，是很好！明年啊，我們講，如果是講陽曆的話
或者台灣歲，過了春節就是 78 歲了，台灣歲 78 歲，
我做瑜珈，覺得很好，真的！師尊雖然頭髮沒了，但
是這個頭髮應該還在長，每天早上要理這個頭髮至少
要 20 分鐘。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它就會長，一直長，
這一摸就很粗，早上要理 20 分鐘，可見頭髮還在長。
而且我看我的那個三轉的輪子一看，欸！裡面的頭
髮還是黑的，不是很細的頭髮黑的，也有幾根白的，
大部分都是黑的比較多，還不錯，看情況還很好。
而且怎麼樣呢？我不會像那個老人一樣啊，晚上
睡覺的時候會尿床，或者是要到廁所之前他已經禁不
住了，為什麼？因為我發覺練瑜珈有效，我練那個
瑜珈會讓自己的膀胱非常有力量，很有 power，膀
胱變成有力。我可以告訴你們練成膀胱有力的瑜珈，
不過一定要收費。師尊算是 77 歲吧，我沒有戴眼鏡，
開車也不用戴眼鏡，晚上也不用戴眼鏡。已經教大家
了，我這個方法我練了至少四十年，根本沒用眼鏡。
以前還感覺到有一點老花，看東西變成兩個，練了
以後什麼都沒有。

惚兮恍兮中有象 如來如去未曾留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第 49 講

我跟 Hanifa 去台中的一家眼科醫院檢查眼睛，
沒事嘛，因為那個健保卡沒用也是可惜，拿健保卡
去，也不用付錢。去檢查眼睛，他一檢查，醫生跟我
講：「你沒有青光眼，也沒有白內障，你眼睛好好的，
跟年輕人一樣的眼睛。」（眾鼓掌）哇！你看，眼
睛是可以練的，眼睛有眼睛的運動，我已經講過了
嘛，對不對？跟大家已經講了，耳朵有耳朵的運動，
眼睛有眼睛的運動，鼻子有鼻子的運動，牙齒有牙
齒的運動。
我最冤枉的就是牙齒。小時候我們都不懂得保護
牙齒，在台灣的那個年代沒有人保護牙齒的，只是
牙痛才找醫生，刷牙就按照人家留下來的方法，每
天早上起來刷個牙，吃東西後也不刷牙，就是這樣子
在過，結果有了蛀牙。後來要到美國來，人家說美國
的牙科很貴，先在台灣先弄好牙齒再過來，結果他幫
我弄了牙齒，糟糕了！台灣的牙科他給我做了三個
套子，套在我的真正的牙齒上面，我牙齒沒有蛀牙，
他幫我消毒然後套了三個，沒想到他套得不是很乾
淨，裡面有細菌，把我的三個套在裡面的牙齒全部
腐掉了！這是很冤枉的一件事情，如果早知道到美
國來做牙齒，就不會損失掉三顆牙齒。
我牙齒也運動，每天也運動，現在牙齒好的，但
是已經損失掉三顆牙齒了，真的很冤枉，那三個牙
齒是很好的牙齒，很好的。有時候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啊少了三顆牙齒。我又不能去找那個牙科醫
師，以前我三十八歲的時候去做的牙齒，然後才到美
國來。我去到那裡，有一次我經過他的牙科，一看
原來牙科沒有了，牙醫師也退休了。想找他聊聊天，
問一問你媽好（you mother good），但是人家也退
休了、也老了，那個牙科醫師也老了，唉！
好 了， 我 們 講《 金 剛 經 》 吧！ 持 經 功 德 分 第
十五。怪不得有很多人在唸《金剛經》，原來持這

個經典也是有功德的。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
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
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
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

對《金剛經》信心不逆
其人福德不可衡量

佛陀就是這個樣子，釋迦牟尼佛祂很喜歡用比
較，一比較就拿恆河沙來做比喻。印度就只有一條聖
河，這條聖河就是恆河，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恆河
女神就是沙拉沙底，很有名。這一個也是來比喻的。
它說，你只要聽到這個經典，你對這個經典有信心，
不違反這個經典…「不逆」，重點在「不逆」兩個字。
聞此經典：你聽到《金剛經》這個經典，你聽到了，
信心不逆。哇！這個「不逆」兩個字太重要了，不
違反《金剛經》的經典的意義，也就是你實施了《金
剛經》裡面的意義，重點在這裡。其福勝彼：當然
是非常大的功德，功德無量。
祂這樣子講喔。初日分，什麼叫初日分？一天太
陽剛剛初升起來的時候就叫初日分。中日分，太陽在
正中的時候叫中日分。後日分，太陽要下山的時候叫
後日分。那麼它這裡，祂這樣子講：「復以恆河沙等
身布施」。恆河沙，他的布施像恆河沙一樣的布施，
而且經過的時間多久？「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
哇！那真的是百千萬億劫，時間太久了。你就是這樣
子一直做、一直做，做這樣子的功德，一直做、做
不停的。意思是講說，一整天你都是在做布施，而
且布施的數目就像恆河沙這麼多，每天都這樣子做，
而且做的時間多久？百千萬億劫。一劫就不得了了，
你們查看看一劫是多少時間？你們查你們的手機，我

浪淘盡千古人物 終歸於空

是沒有手機的。一個劫是多少時間？看看查得出來、
查不出來？經典上經常用到的「劫」，而且…講大
聲一點？（弟子：一小劫大概是一 千六百多萬年。）
一千六百多萬年，一個小劫是嗎？你看中國的歷史
有幾劫？它五千年，一個小劫是一千六百多萬年。

它這裡寫的無量百千萬億劫耶！你做那麼久的
布施功德，而且一整天地做，早上、中午、晚上，不
停地做那麼多的布施的功德，都輸給聽到這個經典。
「信心不逆，其福勝彼」：這個福德勝過那一些的功
德。單單你讀誦這個經典，了解了經義，實施了無我
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你按照這樣子
去做，就勝過這些功德。「不逆」：不違反《金剛經》
裡面的。「不逆」這兩個字很重要，不是說我每天誦
一遍，功德就勝過布施的百千萬億劫，布施了百千
萬億劫都輸給我，唸《金剛經》就有這樣子的功德。
不是！祂是講：聞此經典，你聽到了，你相信了，
你不逆——不違反《金剛經》裡面的要義。

能破四相 方能開悟成佛

《金剛經》的要義就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
相、無壽者相，這個叫做四相，這四相就是《金剛經》
本身最重要的要義，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這個福德就不得了了，勝過你布施百千萬
億劫的所有，就超過了。事實上，我也覺得是超過
了，我自己也知道一定是超過了，因為沒有人能夠勝
過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沒有人！
你如果能夠這樣子做，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你能夠抓住它的要義，能夠實踐在你自己
的身上，你本身就是佛，這是最高的了。其實無我
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開悟，你去
實施這個開悟，你就是佛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就是佛性。
老子講的，老子講什麼？祂講…我把祂講成白
話：「什麼都沒有，其實什麼都沒有，但其中有物，
彷彿其中有物。」老子是這樣子講：什麼都沒有，
恍惚其中有物——其中有東西。（編按：《道德經》
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我現在也是講：什麼都沒有，但其中就有佛性。什
麼都沒有，其中就有佛性，那佛性就是佛了。「不逆」
這兩個字最重要，是重點，你沒有違反《金剛經》
裡面所有的要義，沒有違反，你能夠實踐，你自己
本身就是如來。那我們現在是什麼？我們坐在這裡
聽法的、說法的，其實是沒有，也沒有佛法。聽法
的沒有聽到佛法、說法的也沒有講到佛法，也沒有
佛法這個東西，但是，其中有物。

《金剛經》要義 三際皆空不可得

我這樣子講：什麼叫做如來？好像有來。什麼叫
如去？其實我們常常講如來、如來，如來就是佛了。
我們講如來，阿彌陀如來、阿彌陀佛其實是一樣的，
佛就是如來。如來是什麼意思啊？好像有來。什麼
叫如去？你查一下經典就知道了。什麼叫如去？好像
有去。如去也就是如來，我告訴大家喔，大家都只
知道如來，不知道如去，如去也是如來。好像有來，
好像有去，今天呢，好像盧師尊有在彩虹山莊做護
摩、給大家講佛法。只能夠講好像有，就是如來，等
一下我們這個法會時間到了，法會結束了，大家都
回去了，好像有去，就是如去。好像有來，好像有去，
這個就是佛，如來、如去都是佛，你如果懂得這個
道理就知道，我們目前在做的就是「如」（好像），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那個時代，好像有在靈山說法。
釋迦牟尼佛好像有在靈山說法，師尊好像有在靈
山聽法，只能夠這樣子講，因為那已經過去了。將
來會跟大家談到，釋迦牟尼佛講，其實什麼都沒有，
因為靈山法會已經過去了。現在盧師尊在彩虹山莊的
護摩寶殿說法，現在也會變成過去。我上個禮拜講，
蓮伽上師坐在這裡，現在蓮伽上師已經不在了，不
是說她已經完蛋，她已經回去文明古國了。這種會
不會再重新再演出來一遍？沒有啦，過去了。她好
像有來，又好像有去，那現在沒有了，所以現在也
會變成過去，因為明天就過去啦，不會再有。看吧！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也會變成過去，未來的
還沒有到，這當中有什麼？什麼都沒有。

《金剛經》的要義在這裡：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也會變成過去，未來的還沒有到，這裡面有什
麼？沒有啊，所以《心經》才會講不可得。你知道中
國以前最大的帝國是蒙古大帝國，最大了！橫跨整
個亞洲到歐洲，蒙古大帝國。你看那個亞述大帝國、
馬其頓大帝國、羅馬大帝國，那時候，你看多麼輝
煌，整個歐洲一直跨到亞洲來，那個帝國是很大的，
馬其頓、亞述、羅馬大帝國都是很大的帝國。好像
有這個帝國，是沒有錯，有！但是已經過去了，已
經如去，帝國也都不存在了。像蒙古大帝國那麼大，
也是沒有啦！波斯以前也曾經是波斯大帝國，也有
一陣子是大帝國。
你看秦始皇、漢武帝都想當永遠的皇帝，追求長
生不老，還到海外去求仙丹。漢武帝也吃了不少仙
藥、仙丹，漢武帝叫人家練仙丹給他吃，結果仙不
仙的搞不清楚，漢武帝也沒有啦！秦始皇他說：「我
是始皇帝，統一六國，我叫始皇帝！」就是永遠的皇

帝。秦始皇他也是，派徐福去海外去求仙丹（漢武帝
也吃了不少仙丹），三千童男、三千童女一起上船，
叫徐福開船去海外仙山求這個仙丹，一去不回啊！秦
始皇也當不了始皇帝——永遠的皇帝，漢武帝也想
當永遠的皇帝，也想長生不老啊！吃了不少的仙丹，
聽說漢武帝還被仙丹害死了，吃了仙丹結果死了。
所以你看，歷史上這樣子一個朝代、一個朝代下來，
我唸了中國五千年文化——唐虞夏商周，秦漢四國
（編按：魏蜀吳燕），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到了現在，多少朝代啊、多少戰爭啊、多少的爭霸
戰啊？結果都是空，什麼都沒有，如來、如去。

人生苦樂盡忘卻 覺受成空六賊斷

你懂得《金剛經》的要義，師尊剛才所講的是
《金剛經》的要義，所以禪宗才有人提出來：當下！
我告訴你，當下也沒用。當下爽就好，抓住當下，每
一天你抓著一點當下，每天抓住一點當下的快樂，就
是你的人生。當下很痛苦的時候，也是當下。人生，
快樂的短暫，苦的多。快樂的當然有啦，苦的也多。
這一天、一天的快樂把它集起來，就是你的人生啊；
一天、一天的苦把它集起來，就是你的人生啊。每
一天、每一天這樣子把它接起來，為什麼會接起來？
因為放在你的腦海裡面哪。

有一天你失憶了…你記住喔：你失憶了、你的
記憶庫沒有了，空空的。那時候師母來問我：「我
是誰？」「你啊，是我女兒。」「你啊，是我孫子、
孫女。」記憶庫沒有啦、抽掉了，你還有人生嗎？
沒有啦。我告訴你，很多女兒回去看她的媽媽：「妳
還認得我是誰嗎？」她還反問她：「妳是誰？」相處
那麼多年，記憶庫拿光了。我告訴你，有一天你的記
憶庫拿光了，人生在哪裡？你的人生在那裡？沒有，
你沒有那個覺受了嘛，我們現在有覺受，是因為有
眼耳鼻舌身意。你有記憶庫，放在記憶庫裡面，有
一天記憶庫沒有了，你的人生就 zero——什麼都沒
有。你多有錢、你是心臟科的權威、你是腦的權威，
你記憶庫沒有啦，你就是 zero——人生都沒了。《金
剛經》裡面講的要義，告訴你。

老婆問老公：「老公，我生病了，我恐怕得買一
個包包。」老公說：「生病買包包是為啥？」老婆講：
「你難道沒有聽說包治百病嗎？」這個老公就走到
外面拿了一塊磚進來。老婆問：「你這是幹啥？」
老公講：「這個叫做磚治各種疑難雜症。」
嗡嘛呢唄咪吽。

感謝蓮竹法師、蓮花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真佛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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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二○二一年吧！

又是大水災。

的腳旁，

水庫全見底了！

為何不能恰恰好？

與媽媽的長裙，

台灣乾旱。

老天爺！

求雨的聯想

愈來愈嚴重，嚴重到限水了，一周限水
二天，人們都望向天。

老天爺！下點雨吧！湖底都龜裂了！

台灣的寺、堂、宮、廟，全在「求雨」。
台灣雷藏寺的「蓮哲上師」傳給我信息，
他們也要「求雨」。
我說：「好吧！」

選定了時間之後，正準備「求雨」。
我卻要台灣雷藏寺，停止「求雨」。
嘩！為什麼？
我說：

「沒有為什麼？你們不必求雨了！我看
見了『淹大水』。」
只一個月後。

果然，全台灣『淹大水』。
淹到水庫吃的飽飽的。
還溢出來！

●

唉！又是大旱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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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有艷紅的色彩。

小時候，

我看著滿天的雨。

我媽媽喜歡唱一首兒歌：

想想！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雨下來了！

有媽媽真好！

我的媽媽帶著雨傘來接我。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嘩啦啦！

詩：〈想念媽媽〉

我喜歡下雨。

是天的碧羅衣

坦白說：

雨，

千根線，

聖誕夜 西雷與佛同樂 Potluck Dinner & Gifts Exchanging

拂過大地

萬根線，

拂過花草樹木

落在水裡就不見。

拂過小溪

我喜歡一支小雨傘

看著她微笑著，撐著小雨傘，在茫茫的

媽媽撐的傘

對著我說：

是兩人

雨霧中，走到校門口。
「卡子！我們回家！」
我靠著母親。

華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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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傘，

（卡子是我的乳名，日語「勝」的意思）

雨流到很多戶的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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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看著雨花，一朵一朵的開在我們

2021 年 12 月 24 日是聖誕夜，西雅圖雷藏寺早
早就在寺內寺外點綴亮麗耀眼五彩繽紛的聖誕燈裝
飾，瀰漫著聖誕節的歡喜氣氛！西雅圖雷藏寺餐廳舉
辦了 Potluck Dinner，大家把最拿手的菜餚供獻出
來，擺滿了整桌，與大眾共享。

是我唯一的華蓋

接下來的重頭戲是交換禮物，大家轉移陣地到大
殿，大殿內的聖誕樹下已擺滿了聖誕禮物，經由工作
人員把包裝精美的禮物編號，以便大家領取。每一個
人都希望能抽到（1）號是師佛贈送的禮物，或（2）

相依

看到雨

我就會想念伊

《西雅圖雷藏寺訊》

號是師母捐贈的禮物。

大雄寶殿迴盪著歡樂的聖誕音樂，大眾熱情迎接
師佛師母的蒞臨，在恭請師佛上法座之後，師佛先頒
獎給疫情期間負責網路直播等工作的義工們，他們盡
心盡力協助推動西雅圖雷藏寺的菩提事業，在此疫情
期間，不辭辛勞，排除萬難，讓所有網路上觀看的同
門每次都能準時看到師佛的風釆，與師佛一起同修，
聆聽師佛的開示！

接下來就是師兄師姐表演，他們個個熱情洋溢的
載歌載舞，兩位主持上師蓮彥上師、蓮喜上師也一起
加入帶動歡樂節奏，大家都好快樂開懷！最後主持上
師恭請師佛為大眾高歌一曲「家鄉」，婉轉悠揚，現
場掌聲如雷，太好聽了！
最後就是大家所期待的抽獎遊戲，抽到第一號及
第二號的幸運者，更是喜不自勝！每一個參與者拿到
禮物，都笑逐顏開、心花怒放！今年的聖誕夜能與師
佛、師母一起同樂，真是莫大的歡喜與溫馨！

好像為什麼你生在欲界天？因為你貪嘛！貪什
麼？貪快樂，你就生在欲界天。欲界天就是過於貪
樂，所以生在欲界。那麼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你
太貪樂後，貪圖快樂的這種享受，你就會產生貪念，
這個是貪。這個是缺失，所以生在欲界的缺失，完
全是因為貪而引起。
那麼在色界產生淨光，淨光就是「明」，那產生
淨光要用火來產生，用拙火來產生。假如你執著很強
烈的淨光，你必須要生出火，那麼你就會產生瞋念，
貪瞋痴的瞋，就會產生出來。所以不能太執著淨光，
不能太執著樂受。

蓮生活佛開示集《新虹光大成就一》

思無邪

(二)

談到「思無邪」就想到一個很真實的事情，不過
不要講是誰，我知道有一個老和尚他得了病，進了醫
院，年紀很大的，那時候他腦筋已經不是很清楚了，
那他有一個動作很奇怪的。

就是說，護士小姐進到房間裡面來，這個老和
尚，他看到護士小姐進來以後，他就很快把自己褲
子脫下來，而且還會毛手毛腳。
和尚耶！修行多年的老和尚，他還是會伸出怪
手，那很多他的弟子就討論這件事情，這個師父已
經開悟了，師父他已經開悟了，他已經一切都無所
謂了，完全很坦然了。
這算什麼開悟呢？這男的護士進來，他就不會脫
褲子，他也不會伸怪手，偏偏就只有女的護士進來，
他才伸怪手，很快他就脫褲子。應該講起來，假如是
開悟的話，是男的進來他也脫褲子，那一律平等嘛，
「平等性智」啊，這個按照我所說的，就是思有邪，
不是思無邪。

為什麼他以前不會這樣子呢？因為他以前是壓
抑，就是把這種念頭壓住。在佛典裡面講的，壓抑
是不行的，壓抑如同大石頭壓住草一樣，草雖然被
你壓住了，有一天大石頭一移開，草又長起來，它
會長得更茂盛。
老和尚修行，當然是希望把自己的慾望壓住，就
像石頭壓草，有一天他的意念不清楚了，石頭一移
開，這些草通通站起來。有人講，慾望是不能用壓
的，所以大禹治水用疏導法。

我們佛教本身或佛學裡面，講的是轉化，把它轉
移掉，把各種欲望想辦法轉移掉，用方法去修。所以
密教的無上密部就是在修你的欲望，把你的欲望給它
轉化，甚至於以欲來止欲，用欲望來止掉你的欲望，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修法。那麼只有功力夠的人才能
夠修，以欲來止欲就是無上密部。所以密教修行有
用欲望來止欲的，但事實上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的。
一般人我們以佛學來講起來，用轉移的、用轉化
的，這些很重要，你在修行過程當中都是會碰到的。

那麼再進一步到了無色界。無色界就是空，有很
多人執著空，我要無念，要進入空性，其實無念跟
空性，你假如太執著了，就變成痴，貪瞋痴的「痴」，
就會變成「空空」。所以，你知道嗎？這個欲界就是
貪樂，色界就是執著瞋（淨光），無色界就是執著空，
會得到痴，愚痴的痴。
這個都是執著。那麼如何在修行當中能夠思無
邪，意念完全清淨呢？必須要發菩提心，然後要對
治這些現象。你要知道，不管你怎樣子大樂都是幻，
不管你產生多少的淨光也是幻，你進入空性也是一
種幻。
所以無論如何，對執著一定要去掉，對這個樂、
名、空，還是要去掉這些執著，你才能夠入四聖界
的。進入四聖界就是思無邪，意念完全清淨，沒有
執著，但是這個時候，心中只存著一個菩提心而已。

這些是很重要的道理，因為你在修行過程當中，
你會產生快樂覺受，那就是貪啦！你需要有淨光，
生起拙火，就是瞋啦！你想要無念進入空性，就是
痴啦！貪、瞋、痴就在這裡出來。

要把貪瞋痴完全消除掉，就一定要知道這些是
幻，一定要思無邪，一定要生菩提心，用這個來對
治，這個時候才能夠真正得到成就。
嗡嘛呢唄咪吽

1997/01/17 真佛密苑

台灣真佛宗華光功德會 台南寒冬送暖活動
推行佛教善法 義剪 奉茶 摸彩表演 贈送民生物資
2021 年 12 月 25 日由真佛宗根本上師蓮生活佛
盧勝彥引領之下，創辦多年的華光功德會下轄的南
區分會，當天假台南市關廟區山西宮廣場，舉辦「寒
冬送暖」關懷弱勢家庭活動，內容有義剪、民俗療
法、奉茶、摸彩活動和善書結緣，贈送愛心禮券及
民生物資給弱勢邊緣戶家庭。

本次活動由台南市政府、台南市關廟區及龍崎區
公所指導，真佛宗華光功德會南區分會承辦，協辦單
位為山西宮、台南市理燙美容職業公會、真佛宗─大
雄堂、法華學會、大義學會、參明學會、慈航雷藏寺、
寶輪堂、明珠堂、西華宮、高恩寺、華光功德會中
區分會等，功德無量。真佛大家庭展現團結和諧、
合作無間，均友情參加打氣鼓勵，備感融洽。
本次活動的籌畫，由吳理事長及南區羅會長會
同多位熱心且無怨無悔的義工師兄師姐，居間聯繫
協調，並多次一同拜訪台南市政府、社會處、關廟
和龍崎區公所及相關社團負責人，並參考過去經驗，
協調敲定時間、活動內容、進行程序、主持節奏等，
才使得本次活動進行得順利圓滿成功。
今天老天真是賞臉，一早天氣寒冷，應景應節
氣，最是送暖好兆頭。受關懷好朋友總共 102 位陸
續準時熱情與會，華光義工全心關照問暖，送上溫
熱茶水菓品，誠摯互動，讓好朋友們備感親切，主

南區華光功德會報導

持人請求大家貢獻美麗歌聲，炒熱氣氛。義工引導
好朋友接受民俗醫療、剪頭髮，並發送抽獎紅單，
期使中大獎。

今年適逢市議員初選民調，蒞臨活動會場的各界
貴賓非常多，新豐區市議員參選人陳皇宇、黃偉哲
市政顧問盧子宏一大早就來會場，熱情跟大家握手
致意，陳參選人也是吉安醫療社團法人、天壇養護
中心負責人，他表示吉安每年舉辦四至六次慈善關
懷活動，願意與華光合作。天壇亦屬宗教性質，也
歡迎與真佛宗交流。山西宮主委、王定宇立委助理、
市議員郭鴻儀、鄭佳欣、杜素吟、許又仁均積極蒞
臨、懇切致詞表示，社會團體的慈善工作，是一股
正向能量，大有益處，應大力推動，感謝默默付出，
出錢出力，尤其寒冬當前，送暖活動意義重大，也
祝福大家聖誕快樂。特別要提的是，郭議員以實際
行動捐獻二千元，給好朋友增加中獎機會。

當日受贈家庭的好朋友們蒞臨會場時，華光義工
群熱情地招呼且親自奉茶呈上餅乾，並帶領著他們入
席而坐，然後發放民生物資（內容包含有禮券、白人
牙膏精美禮盒、毛巾、沐浴精、罐頭、麵條、糖、鹽、
白米、香皂、沙拉油、環保袋、高王經、華光文宣、
師尊文集、農民曆等），領完物資等待抽獎，大家摩
拳擦掌、默求祈禱，希望中大獎，獎品內容豐富，有：

現金三千、二千、一千各一包，烤麵包機、果汁機、
藍芽音箱、美食鍋、笛音壺、保溫杯組、玻璃杯組、
咖啡機、暖被、毛毯等，感謝提供獎品的各單位及
各位師兄姐，謝謝大家的發心，菩薩保佑您們，人
數太多，請原諒在此不便一一述說。

摸彩是最精采的一部分，穿插活動之間陸續進
行，吸引並留住人氣，主持師姐劉妍秀等台風穩健、
四平八穩，開始先介紹貴賓、祈求傳承加持、山西宮
關聖帝君護佑，介紹華光功德會的源起和宗旨，並
說明華光南區分會與山西宮係因八年前的一個颱風
結緣，當時邱會長帶領義工與山西宮合力救災救難，
後因 0206 大地震轉與武龍宮進行地緣救災，延宕至
今再度合作。
另外，林玉盞師姐分享 88 大水災華光在那瑪夏
與嘉邑行善團合蓋三座橋的事蹟，及郭明德師兄摔
跤腳骨折斷復原的神蹟。另有師姐分享女兒重病得
師尊救度，及師尊傳授普巴金剛法除風水煞、師兄
分享師尊指引明路解除親人苦厄業障的感應故事。

在抽獎之間，穿插分享親身經歷的真實感應故
事，是本次活動最具教化意義的梗，具有推廣真佛
宗、推行佛教善法、引介度苦度厄明路、引導起信
等等功能，同時使活動不冷場，間接撒布佛種子。

世界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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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蓮花童子網站又一力作 「豆豆往生淨土記」動畫影片出版了 !!

由大白蓮花童子網站製作的兒童動畫影音系列，
近期推出改編自蓮生活佛第 202 冊文集「千里之外
的看見」之「豆豆往生淨土記」的動畫影片。片中用
親切又淺顯易懂的畫面與音樂呈現，讓觀看動畫的
小朋友，能在潛移默化之中，認知殊勝的真佛密法，
以及如何超度家中的寵物。
現代人對於家中寵物可說是等同家人，沒有分
別。尢其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今天，寵物更是我
們寄託情感與舒壓的對象。但是寵物也有離開我們
的一天。如何教導小朋友在傷痛之餘，協助自己的
寵物順利走完它們人生的最後一程，至關重要。
動畫片中的主人翁李師姐，在面臨等同家人的寵
物狗「豆豆」即將往生時，也把真佛密法超渡亡者
的方法運用在自己的狗兒子身上。

而蓮生活佛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
慈悲心，答應為其修法超度，接引至西方極樂世界。

影片最後「豆豆」在火化後，得到無數的舍利
子和舍利花，印證其往生西方佛國淨土。由此可知，
真佛密法的偉大殊勝，不僅能利益「人道」，也能
利益其他「畜生道」、「惡鬼道」、「地獄道」、「阿
修羅道」、「天道」等眾生。

本片雖然簡短，但是呈現的內容卻非常紮實豐
富。感謝動畫師賴姻錦師姐的細心製作。她在影品
的最後，總結教導小朋友在自己的親人或寵物往生
時的注意重點事項：
1. 即將往生之前，祈求蓮生活佛接引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
2. 蓋陀羅尼被，且八小時內不移動大體
3. 寫信懇請蓮生活佛給予超渡

4. 在最初往生的黃金 8 小時，念佛號不斷迴向
5. 蓮生活佛收到通知後，修法為亡靈超度

6. 最終火化後得舍利子、舍利花印證往生佛國

大白蓮花童子網站是致力於兒童閱讀影音出版
品，以弘揚真佛密法為宗旨的門戶網站。而「豆豆往
生淨土記」的動畫影片是大白蓮花童子網站繼前作大
受歡迎「喜從天降」之後又一力作。本網站出版之動
畫影音，特別適合做為兒童認識真佛宗的輔助教材。
近期都以影音方式呈現，流傳甚廣。我們期待未來
有越來越多元的優良影音作品面世。

大白蓮花童子網站

http://padmakumara.org

豆豆往生淨土記 ( 中文版 )

https://youtu.be/orSzHXZFN40

English Vision:

https://youtu.be/BAkVxc0gKbs

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l6DROhAVqKwTgO625_5jM5PJiwQMFg/view?usp=sharing

金虎進家富滿堂！

2022 迎財神「虎頭金剛吉祥物」
最新進度報你知！
真佛報總社 / 報導

新一年的開始，人人都充滿期待，不免俗的，
十個人中有九個都會許下「新年發大財」的願望。
說到發財，這陣子最夯的話題，莫過於宗委會

彩虹雷藏寺舉行 2022 首場白事誦經
《彩虹雷藏寺訊》

2022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山莊大雪漫天飛舞，
雪花形態萬千，晶瑩透亮，使山莊大地一片銀白，
一片潔淨，真是美不勝收！
今天下午二點整，眾上師、法師在彩虹雷藏寺雙蓮境
界舉行每月的白事誦經儀式，聖尊蓮生活佛在白事
誦經的前一天有親自加持一月白事誦經的所有的報

名者，願雙蓮境界塔位安奉之眾靈、彩虹雷藏寺安
奉之水子靈及報名之靈眾，祈求佛光注照幽冥眾生，
業障消除，速速遠離苦難，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在誦
經即將結束的那一刻，霎時大日光芒遍照雙蓮境界，
象徵著佛光普照，白事圓滿吉祥。

《真佛寶懺》
「至上頂禮觀」的更正

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法王指示：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第 68 冊《密藏奇中奇》與《真
佛寶懺》，「至上頂禮觀」其中一段文字須更正，「天
中中」修正改為「天中天」。

維衛式棄畢逋巴。留孫金寂及飲光。
釋迦牟尼天中天。勇猛七佛我頂禮。（頂禮七佛世尊）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

本月 8 日（星期六）於宗委會台灣辦事處辦公室，
開始組裝「虎頭金剛吉祥物」，準備出貨！

依根本上師的教示所推出的「2022 壬寅年迎財神：
虎頭金剛招財鎮煞吉祥物」（以下簡稱「虎頭金剛
吉祥物」）。大家熱情的請購風潮，讓海內外受理
報名的各單位，早早就結束請購登記；同時，宗委
會馬不停蹄地開始處理「虎頭金剛吉祥物」的出貨
事宜。

為使台灣區信眾能早日領取，多位弘法人
員——蓮東上師、蓮舅上師、蓮竹法師、蓮珷法師、
蓮明法師、蓮江法師、蓮巾法師及二位義工師姐紛
紛投入搬運、組裝、確認及檢貨的行列，真青會的
小艾師姐亦特別南下來到台宗辦幫忙，希望能盡早
將大家心心念念的「虎頭金剛吉祥物」送到人們手
中。

據悉，本次活動由馬密總細妹講師團隊負責總
統籌，而裝藏用的護摩灰，亦由馬密總團隊一個一
個手工分裝，方便同門使用。「虎頭金剛吉祥物」
全球總請購量共計逾五千件，全世界主要的組裝點
有三處，分別是：馬來西亞馬密總處、台灣台宗辦
處及印尼；以這三處為主軸，同步組裝「虎頭金剛
吉祥物」，再向全世界發送。

截至截稿為止，工作人員仍日以繼夜地趕工，
努力不懈地態度令記者感佩不已。亦請大家稍加等
候，相信「虎頭金剛吉祥物」合會陸續送達每位請
購者的家中，也預祝大家：2022 壬寅年，金虎進家
富滿堂，福虎生風行大運！

台灣區的部分，在眾人引頸期盼之下，終於在

真佛宗網路大學 第四章葷與素心得
文 / 真佛宗網路大學學員  釋蓮追

末學聲明，這隻【加菲貓】是我以幻化的虛擬
實境手法，所塑造出來的一隻【擬人化的公貓】，
牠並不像是漫畫中的那個角色，我們亦是主僕亦是
朋友，牠在我的文章思路中幫我很多忙，牠第一次
公開亮相，是出現在我的第六章作業 【蓮追的加菲
貓】，牠的名字，就叫做【嘉飛】–【蓮花嘉飛】。
話說有一天，因為一鍋【魚罐頭】所引發出來
的對話……

宗法字 聲明第 0010 號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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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追與加菲貓的對話（二）

以下就是本篇的內容：

【宗委會法務通告】

真佛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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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聰明可愛的嘉飛跑來問我：「主人，
我吃的魚罐頭是不是葷的？而我，有時候可不可以
吃鮮魚？」（牠臉上帶著詭譎的微笑…）我答：「魚
罐頭是葷的，但這只是食物上的葷，並非真正葷素
的涵義。偶而我也可以買鮮魚給你吃，但不是活魚，
因為你也皈依了師尊蓮生活佛，當然也要遵守吃三
淨肉。並且，飲食前要先做超渡再做供養，這之前
我已經教過你了。」
嘉飛問：「那何謂三淨肉？」我答：「不見殺、

【高王觀世音經】

不聞殺、不為我殺。」

嘉飛問：「那麼再請問主人，什麼是真正的葷
與素？」（牠突然正襟危坐，全神貫注……）我答：
「真正的葷與素不在於表相，而在於心靈。
我先列舉什麼是葷？例如：貪瞋嫉妒、憍慢自
傲、不識善惡、不信罪福、不孝五逆、破辱三寶、
不修齋戒、破犯尸羅、自讚毀他、貪得無厭、迷聲
逐色、貪香愛觸、信邪倒見、耽淫嗜酒、放逸無度
等等，只要是貪瞋痴，這些都是葷。

什麼是素呢？例如：慈悲喜捨、忍辱柔和、正
信三寶、勤修福慧、六波羅蜜、飽食甘露、勤求法味、
修真養氣、返本還元、有過能改、善巧方便、不動
聲色、清心斷慾等等，只要是清淨身口意，這些都
是素。
另外，敬師、重法、實修、戒定慧、五戒、十
善等，都是素；違反者，都是葷。但，若據真如實
相而言，根本就沒有我、你、空間、時間，哪裡還
有葷素呢？」

淨口業真言：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梭哈。
淨身業真言：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唎。梭哈。

嘉飛聽完之後若有所悟，法喜充滿的走了出去。
可是走沒幾步，牠又退了回來……然後支支吾吾的
說：「主…主人，剛剛提到 ~ 三淨肉，但我…我…
我…，到底…到底…，呃…呃…呃，可……可……
可不……可以……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捉 ~
老 ~ 鼠 ~ 來 ~ 吃 ？？？ 因為那是我的 ~ 天職！！！」
天哪！我一聽都蒙了！！！（額頭三條槓） 牠
說得有道理啊！牠是一隻貓啊！
但我有我的堅持，我就說：「這樣子，我們約
法三章，你可以捉，但別傷害牠，你就把牠叼到很
遠的地方去放生，這樣子好嗎？」
嘉飛同意的點點頭，然後雄糾糾、氣昂昂地走
到佛寺門口，靜靜的坐著，仰望萬里無雲的晴空，
進入深深沉思中……
最後偈曰：

眾生強分葷素綁圈圈，三淨之肉方便食下嚥。
超渡供養觀想宜周全，真如無相無別鏡智圓。

淨意業真言：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地尾。梭哈。

【奉請請八大菩薩名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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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觀世音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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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皂王神通焰花王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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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黎尼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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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觀世音經終。

弟子邱玉英助印『高王觀世音真經』功德迴向：祈請佛光注照加持真佛弟子蓮花玉英，身體健康、業障消除、
福慧增長、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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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特刊 - 香港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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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特刊 - 印尼密教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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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特刊 - 印尼密教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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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特刊 - 大義雷藏寺 & 本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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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授「綠度母法」灌頂
01 月 30 日（日）3:00PM

勾財天女護摩法會

賜授「勾財天女金剛法」灌頂

大力金剛護摩法會
01 月 23 日（日）3:00PM

劃撥帳號：19629531
劃撥戶名：台北市真佛莊嚴學會
匯款銀行：聯邦銀行 (803)- 土城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真佛莊嚴學會
銀行帳號：089-10-0000579
莊嚴雷藏寺：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4 號 2F（捷
運 - 善導寺 2 號出口）
聯絡電話：：02-23951733 02-23924636
傳真：02-23210326
請大家盡早將報名表寄至彩
虹雷藏寺列名新春法會，以
免向隅。

彩虹雷藏寺董事會 謹啟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新春
護摩大法會，為往生者祈求
離苦得樂，蓮品增上，為陽
居者祈求息災增益、敬愛圓
滿。在聖尊蓮生活佛的佛威
加持力下，能令冥陽兩利，

利益世間一切有情眾生，新
的一年能事事順心、吉祥如
意。
機會難得，請大家切勿錯過
無上的大加持。

主壇：釋蓮安上師
時間：111 年 01 月 26 日（星期三） 晚上 7 點
彩虹雷藏寺官方網站：http://tbs-rainbow.org/ 進入彩虹雷藏寺網站後，點擊選單列表中的「法會日程與報名」項目，就能進入報名

綠度母護摩法會

莊嚴雷藏寺 2022（壬寅）年，提供善信大德「安
奉太歲星君」暨摩利支天法會，歡迎大家提早
報名，踴躍參加！
生肖屬虎、猴、蛇、豬的善信大德，依民俗可
以報名「安太歲」，祈求消災解厄。
所有生肖可點燈供佛，祈求前途光明、運程亨
通、財源廣進、平安吉祥。

大好消息！！美國西雅圖每年傳統一年一度新春大法會，
將於 2022 年 2 月 13 日下午三點鐘，於彩虹雷藏寺隆重舉行。

特恭請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親臨主壇大幻化網金剛護摩
大法會暨大幻化網金剛不共
大法灌頂。無量慈悲的聖尊
蓮生活佛，在護摩儀式結束
後，將祈請大幻化網金剛降
臨壇場，為有緣的眾生加持
息災治病五分鐘。殊勝因緣，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莊嚴雷藏寺 安送太歲 暨 摩利支天法會
賜授「大力金剛法」灌頂

01 月 16 日（日）3:00PM

頁面。如果沒有報名表格的檔案，彩虹雷藏寺的網站上有連結可下載，有需要的人可以多多利用，前往下載。彩虹雷藏寺網站有提供線上
刷卡功能，進入網站後，點擊「支付供養」的圖片就能夠進入刷卡頁面。3. 完成刷卡後，請注意有沒有收到系統寄出的確認信，有收到才
表示捐款成功。彩虹雷藏寺新採用以「登入會員」的法會報名方式，是為更快捷、更有效率服務大眾的各項報名。若您對於新的報名系統
有使用上的不便，我們仍然歡迎您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的方式報名護摩法會。感謝您的護持！彩虹雷藏寺法會報名方式：（1）上網報名登入
會員（2）傳真（3）電郵 e-mail（4）其它

因護摩大法會種種事務繁忙，傳真及 Email 報名截止時間定為法會當日中午十二點，逾時收到的報名表將自動代為報名本寺的下一壇護摩法會。
感謝諒解。聯絡方式 14310 476th AVE SE North Bend, WA 98045-7931 U.S.A. TEL 425-888-3677 FAX 425-888-9008 info@tbs-rainbow.org

彩虹雷藏寺 2022 壬寅年新春祈福、息災、超渡大幻化網金剛護摩大法會暨灌頂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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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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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2022 年 01 月，於西雅圖《彩虹雷藏寺》
主持護摩法會暨講授「金剛經」通告

大禮拜：

開經偈：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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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一拜十方佛。二拜諸菩薩。 三拜護法金
剛。四平等一稽首。
淨口業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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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梭
哈。
淨身業真言：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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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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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 子 喻 舜 華 助 印「 真 實 佛 法 息 災 賜 福
經」功德迴向：祈願喻舜華病業消除、
病魔退散、速速康復、身體健康、逢凶
化吉、增福延壽。祈願喻舜華之冤親債
主纏身靈水子靈解冤釋結、出苦超生、
往生淨土。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迴向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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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無數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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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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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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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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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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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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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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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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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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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唎。
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地
尾。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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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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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聞 隨
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
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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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互動欄
- 歡迎讀者每期以郵寄或電子版方
式免費索取《真佛報》，請親身到
臨或來電真佛資訊社登記；
-蓮生活佛盧勝彥最新第286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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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異事件》現已上市，香港區真
佛宗寺堂同修會有售；

真佛報香港版 A

1404

2022年 1 月 13 日
January 13, 2022

創辦人：蓮生活佛盧勝彥 丨 1991 年 10 月創刊
每週四出刊 丨 免費贈閱
編輯出版及發行： 香 港 真 佛 資 訊 社 有 限 公 司
TRUE BUDDHA INFOGROUP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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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2 ) 2 1 4 6 4 9 8 9 傳真：( 8 5 2 ) 2 1 4 6 4 7 8 9
真佛報贊助專戶：香港真佛資訊社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戶口：0 1 2 - 3 7 7 - 1 - 0 0 5 7 8 5 - 9
匯豐銀行戶口：0 0 4 - 0 3 2 - 7 0 8 4 1 4 - 0 0 1
真佛報香港區網址：h t t p : / / w w w . t b i . o r g . h k
電子郵件信箱：i n f o @ t b i . o r g . h k

你家的觀音菩薩到我家

我是年輕時，在台中玉皇宮，
蒙瑤池金母開了天眼的，當時玉皇
宮的住持是釋慧靈。釋慧靈是出家
法師，卻住持道宮，不能說不是個
異數，他曾告訴我，他雖是出家法
師，但，尊崇玉皇大帝（帝釋
天）。
那時，我的住家，離玉皇宮很
近，就在合作新村力行路，我得天
眼後的有一天，在自己住家，合掌
召請，我沒有意識要召請何佛、何
菩薩、何金剛、何護法、何諸天，
誰來下降就是誰。
想不到，來的竟是觀世音菩
薩，是穿白衣的觀世音，素衣淡
妝，胸前掛瓔珞，相貌慈祥莊嚴，
面如滿月一般，周身放光。
此觀音我認得，紺髮卷髻，高
顴降準，白天衣重裙，我高興的
說：
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
普明照世間。
為什麼我說認得呢？因為就在
我家正對面，住著一對老夫婦，我
們稱「萬吉先生」、「萬吉嫂」，
他夫婦供奉一尊坐姿的白衣大士瓷
相，我得天眼後，曾到他們家，也
在其廳堂唸了《觀音經》。
而我今天，召請的竟然是「萬
吉嫂」家中供奉的白衣大士，觀音
到我家來了，如何認得？坦白說，
相貌、穿著、手勢、神氣，完全一
模一樣。
曾有人問我：「難道每一家的
觀音大士都不一樣嗎？」
我答：「是不一樣！」
「你如何知？」
我答：「我就是知道，但要我
解釋，實在話就長了。」
「這怎麼說？」
我回答：「學佛的人知道，一
就是多，多也就是一，觀世音菩
薩，千百億化身。所以，分身塵
剎，隨類逐形，尋聲救苦，度脫眾
生，是不可思議的。」
* * *
隔天。
「萬吉嫂」到寒舍走動。
我告訴她：「你家的觀音菩薩
到我家。」
「真的？」她有點疑惑。
「真的。」我說。
她有點酸溜溜的說：「是我家
的觀世音菩薩，怎可以到你家
來？」
「是來了！」
「菩薩應該坐在家中，不應到
你家來！」她有忿忿的神色，以為
菩薩由她供養，就得好好坐在家
裡，到處亂跑，是有失職守似的。
我說：「菩薩大慈大悲，有教
無類，愍念我等，才來我家啊！」
她答：「不！白衣大士是我

的，大士不該到你家！」
「萬吉嫂」是有點生氣了。
就在「萬吉嫂」生氣的時候，
一剎那之間，觀音大士竟然上了她
的身。
此時「萬吉嫂」頭髮披散，渾
身顫抖，伸出自己左右手，就猛打
自己的耳光。
自己大喊：
「說錯話！該打！」
「說錯話！該打！」
「說錯話！該打！」
這打耳光事件，真不是假的，
打得鼻青臉腫，面頰腫得像「發
粿」一般。
我看此景況，趕緊至誠懇切的
說：「菩薩息怒！菩薩息怒！菩薩
慈悲她！慈悲她！」
於是，「萬吉嫂」才放下雙
手，雙手下垂，人也癱軟了下來，
一屁股就坐在地下，嘆息不已。
隔了一下子，「萬吉嫂」慚愧
滿面，狼狽的回到對面的家中去
了。
對於「萬吉嫂」被觀音大士打
耳光的事，在場的人士除我之外，
還有我的家人均看得真確，這是千
真萬確的事實，決非妄言。
有人以為，菩薩不是很慈悲
嗎？如何會附身打人，豈不是大士
菩薩亦動瞋念？
這於這個問題，我想，菩薩大
士是以慈悲為出發點，來教育眾生
的心量。
心量大，福報大。
心量小，福報小。
在藏密來說，觀音大士化身
「馬頭觀音」，噉盡天下不祥之妖
魔鬼怪，又化身為「大黑天」，降
魔伏妖，這是菩薩的慈悲，以瞋怒
的金剛明王相，來驅除惡魔，這也
是拯救天下萬民。
為了此事，我突發奇想，「萬
吉嫂」的白衣觀世音菩薩如此神
威，我何不去請一尊一模一樣的瓷
相來吾家供奉，主意一定，我馬上
付之行動，心動不如即刻行動。
我問：「此白衣觀音大士何處
可購得？」
萬吉嫂說：「此瓷相不易請
到。」
「為什麼？」
「當初我供奉此瓷相，佛具店
的老板即說，只此一尊，再也沒有
了；而且，此瓷相所造不多，而且
已絕了板模，要請購頗不容易。」
我這一聽，傻了眼，的確「萬
吉嫂」家中的白衣大士，我真的在
市面上很少看到，但，我不死心，
我到「巧真軒」佛具店去問，到教
師會館前的佛具店去問，果然是杳
無蹤跡，沒有就是沒有。
那時候，我跑遍了全台中市的
大大小小佛具店，做地毯式的搜
尋，白衣大士瓷相，是很多，但，

就是沒有「萬吉嫂」家中的那一
尊。
雖然如此，我亦不停止找尋的
工作，甚至到台北，我也找；到鶯
歌，我也找；到三義，我也找；南
部高雄，我也找，然而，找不到。
實在氣餒了。
有一天，我到台中縣與南投縣
交界的地方，幫人看風水（堪輿）
路過一個小鎮，經過一家小的不能
再小的佛具店，驀然看見一「白衣
人；一閃身，進了佛具店。
我大叫：「停車！停車！」
車子嘎然而止。
車內人問：「盧老師叫我們停
車，是為了什麼？
「我們去看看這家佛具店。」
「盧老師，你有無搞錯，台中
巿佛具店多的是，也大得多，這鄉
野小店有何看頭？」
（他們當時都叫我盧老師）
我不管他們怎麼說，我仍然走
進這家佛具店，也不算是真的佛具
店，是兼賣紙金的，玻璃櫃中有幾
尊雕刻粗糙的神相，無非是「關
公」、「玄天上帝」、「太子
爺」、「媽祖婆」一類。
也有觀音，但不是「萬吉嫂」
家中的那一尊，我頗失望，正想走
出店外。
我忍不住問了一句：「你這裡
有一尊，比了這種手勢的白衣大士
嗎？」
我形容那瓷相。
店主人說：「是有一尊，但，
放儲藏室已多年，我去找來看看，
是不是你要的那一尊。」
店主人自去尋找，不多久，他
取出一尊瓷相，我一眼就看出，真
的就是「萬吉嫂」家的白衣大士瓷
相，店主人用清水淨了瓷相，又用
布擦了擦，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問：「多少錢？」
店主人獅子大開口：「二千
元。」
（等於那時的瓷相價格的五
倍，二千元已很貴了。）
我皺眉頭：「這麼貴？」
「這是絕版品，買不到的。」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乘機敲竹槓。
我當時也不假思索，就請下了
白衣大士，一路上抱著，深怕碰傷
了「衪」，一般瓷器的佛菩薩，其
指頭容易折斷。
我曾在綜合大樓「義士書
局」，買了一尊黃色的觀音瓷相，
其手托淨瓶，但淨瓶斷了，義士書
局老板才賣我十五元。
二千元確實貴，但我非買不
可，在當時，等於是我一本書的稿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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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佛法 濟度眾生 蓮生活佛(盧勝彥)靈學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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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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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孤燈下的告白
280.天外之天
281.天下第一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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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預見達摩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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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老僧七旬述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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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轉1404期香港版B版)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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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千艘法船
285.純純之思

286.靈異事件

你家的觀音菩薩到我家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
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
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
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
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
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 伏其心。﹂﹁唯
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
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
、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
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 提！若菩薩有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
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 施，
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須菩提！
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 菩提！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
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
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 不
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 告須菩
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
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
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
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
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
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
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
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
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 不應取非法。以是義
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 喻者；法尚應捨，何
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 有
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
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 無為
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
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
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
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
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
不 ？ ﹂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
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
於意云 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
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
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
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
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 羅
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
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
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
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
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
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
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
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
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
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
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
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
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
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
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
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
奉持。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
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
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
提！ 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
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
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
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
說， 其福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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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星期五)
收
農曆十二月十九 辛丑月
甲戌火牛收日 沖：龍
宜：開光、祭祀、祈福、求嗣
忌：安床、入宅、開巿、造廟

1月20日(星期四)
成
農曆十二月十八 辛丑月
癸酉金斗成日 沖：兔
宜：打獵、祭拜祖先、除害蟲
忌：嫁娶、安床、動土、買房

1月19日(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十七 辛丑月 危
壬申金箕危日 沖：虎
宜：嫁娶、訂婚、開光、出行
忌：安床、修造、入宅、安灶

破

1月18日(星期二)
農曆十二月十六 辛丑月
辛未土尾破日 沖：牛
宜：是日歲破
忌：大事勿用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77冊文集「見神見鬼記」)

(文接1404期香港版A版)
請回家後，依「了鳴和尚」所教授的方
法，開了光，點了眼，召請白衣大士，供
養。
我靜坐入三昧，卻驀然發覺，此白衣觀
音大士，絕非「萬吉嫂」家中的白衣觀音大
士。
其神威手勢並不相同，我頗感「異」
外。
明明「萬吉嫂」家中的白衣大士瓷相，
和我家的白衣大士瓷完全一模一樣，同一個
模子鑄造出來的，一絲一毫均無差異。
但，「萬吉嫂」家中的白衣大士，並未
移駕到我家，反而我奉請的白衣大士是從其
他虛空界而來的白衣大士，外型一樣，無形
的神氣不一樣。
這是我深深的體會，也是我這位開天眼
者，一個很大的發現。
原來觀音菩薩，神變極多，千手千眼觀
音，專度地獄道；聖觀音，專度餓鬼道；馬
頭觀音，專度畜生道；十一面觀音，專度修
羅道；准提觀音，專度人道；如意輪觀音，
專度天道。

又化身大悲觀音、大慈觀音、師子無畏
觀音、大光普照觀音、天人丈夫觀音、大梵
深遠觀音。
要知道：
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遍塵剎 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時洒 手內楊枝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舟
《普門品》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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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睺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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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讀此文，有三想：
一、觀音大士，變化萬千，怎麼想，祂
就怎麼變，簡直是不可想像的變化，六變、
十八變、三十二變，何止，千百億化身，簡
直難思議。
二、據我所知，你供奉白衣大士，白衣
大士依你的心而來，我非「萬吉嫂」的心，
「萬吉嫂」的心非我的心，二心不同，就算
白衣大士形相一樣，召請來的白衣大士，不
一樣就是不一樣。
三、戶戶觀世音，戶戶的觀世音是同一
個名號；確實的是，其神威尊尊不同，這是
為什麼？這是人心不同，感召而來的觀世
音，也就尊尊不同，這是我至深的體悟啊！

法雨
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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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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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 有！世
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
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 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
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 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
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
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
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
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
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
蜜，是名第一波羅蜜。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 如我昔為
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
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
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
相、無壽者相。是 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應 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 心有住，
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 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
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 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
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
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
無所 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
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
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 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
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 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
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
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
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
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 德，如是
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 菩提！若樂小法者，著
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 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
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
則為是塔，皆應 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 輕賤，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
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
誦此經，所 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
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 持、讀誦此經，
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
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 子、善女人，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
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
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

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 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
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
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
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 菩提！實無有
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
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
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
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
﹃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
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
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
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 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 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
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
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
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
菩提！ 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 沙數，
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
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 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
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是人以是
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 得福甚多。﹂﹁須菩提！
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離色離相
分第二十﹁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
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 身，是名具足色
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 不？﹂﹁不也，世尊！如來
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 相具足，即非諸相具足，是名諸相具
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 以故？若人
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
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 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
菩提！眾生，眾生者， 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
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乃至無有少法可得，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
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 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
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 持、讀誦，為他人說，於
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 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

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
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
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 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
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
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
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
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 人，知一切
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 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
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
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 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
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 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
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
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
者，即是一合相；如 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
合相者， 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於
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 解如來所說義。何以
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
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 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
歡 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終

迴向：
釋蓮蹻、招順好、曾天福、鄧豪波、許嘉殷、楊瑳倩、楊瑳展、
李松殷、李禧、蓮花小鳳、蓮花珈汶、蓮花子漢、許意鳳
等報恩懺主闔家身體健康，業障消除，佛光注照，道心堅固，
佛慧大開，修持圓滿，平安吉祥。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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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解脫，超昇佛國淨土；

1月17日(星期一)
執
農曆十二月十五 辛丑月
庚午土心執日 沖：鼠
宜：安床、開光、祭祀、出行
忌：嫁娶、開巿、交易、安床

1月16日(星期日)
農曆十二月十四 辛丑月 定
己巳木房定日 沖：豬
宜：嫁娶、訂婚、安床、開光
忌：開巿、遠行

平

流年通勝

1月15日星期六
至
1月21日星期五

1月15日(星期六)
農曆十二月十三 辛丑月
戊辰木氐平日 沖：狗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利

2022年辛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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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學習《大心印》 八 十 五
聖尊蓮生活佛開示：這幾天一位弟子傳真
了一封信給我，他說他悟到了。他的悟是什
麼？原來他悟的還是無我。他說因為無我，就
不會有痛跟不痛，就不會有忍跟無忍；因為無
我，就沒有善、惡、病、業，也沒有什麼罪。
沒有我，哪裡來的罪，哪裡來的功德；因
為無我，佛陀四十九年何曾說過一個字；因為
既然無我了，佛陀四十九年哪裡有說法？也沒
有說過一個字；因為無我，師尊寫作兩百多本
文集，何曾寫過一個字，三十多年何曾說過一
個字？因為無我，就沒有外六塵、內六根、中
六識。
因為無我，連色、空也沒有；因為無我，
何有時空前後方位？時是時間，無我沒有空
間，沒有時間，沒有前面，沒有後面，沒有方
位；因為無我，就沒有生、死。無我哪裡有
生，哪裡有死；因為無我，又會有什麼看見、
聽見、念頭呢？因為無我，何有增加？哪有什
麼減？
無我就自然無所住，無我也沒有什麼境界
可談，無我就沒有佛可成，也沒有法可求；既
然無我，就沒有心，沒有悟，也沒有念頭；因
為無我，連放下也沒有。無我還要放下什麼？
因為無我，就沒有什麼叫清淨跟不清淨，連本

D

談《六祖壇經》

自清淨也沒有。因為無我，一切並不成緣說，
都不用講，也沒有紙，也沒有字。
弟子講了，他不管無我，因為連無我也沒
有。他說他能夠領悟至此，是自當繼續努力，
實踐並苦參。我覺得這一句跟前面的矛盾，既
然無我，那你為什麼還要繼續努力，實踐並苦
參？
讀後感言：
同門一封射箭信，
列出「無我」之話提，
「無常、無我、涅槃寂靜」，
是為如來三法印。

可見領悟非究竟。
聖尊講解《大心印》，
是在二○○八年，
時隔一十三年後，
聖尊講解《金剛經》。
至尊開悟天下奇，
詮釋如來真實義，
「無我」二字非尋常，
精彩內容在下期。

蓮花殷疇
這位同門的理解，
因為「無我」之思想，
一切「我」之所依附，
統統歸於無所有。
又言自當續努
力，
實踐苦參此
「無我」，
在此前後有矛
盾

往生淨土神咒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毗。阿彌利哆。悉 耽 婆 毗 。
阿彌利哆。毗迦蘭帝。阿彌利哆。
毗迦蘭多。伽彌膩。伽伽那。枳多迦利。
梭哈。
迴向：佛光注照蔡楨業障消除，靈體清淨光明，離苦得樂，
得大解脫，佛光接引往生西方極樂西界摩訶雙蓮池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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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