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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師蓮生佛 蓮花童子大願力
西雅圖雷藏寺及彩虹雷藏寺請法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西雅圖雷藏寺和彩虹
雷藏寺，代表全球四眾弟子，共同虔敬恭請無上法
王聖尊蓮生活佛，主壇二月十二日西雅圖雷藏寺「觀
世音菩薩新春祈福大法會」暨傳授「瑤池金母馬上
有錢法灌頂」，以及主壇二月十三日彩虹雷藏寺「新
春大幻化網金剛祈福治病護摩大法會暨灌頂」。
是日，兩大雷藏寺向法王敬獻蓮花童子金身、瑤
池金母金身、大幻化網金剛文武百尊曼陀羅、觀世
音菩薩金身、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王寶冠、龍袍、
拂塵、轉經輪、翠綠如意，共計九項代表性供品，以
最恭敬的心，請法王慈悲賜予眾生財富、健康以及珍
貴殊勝的無上法緣，以佛法的力量為眾生帶來新年的
第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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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是幻身中最主要一尊

密教修持每一法 絕對要發菩提心

一月二十九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
國西雅圖雷藏寺同修「準提佛母本尊法」。法王表
示，兩場新春大法會中，所傳之「金母馬上有錢法」，
使真佛弟子修持中獎者無數；而大幻化網金剛威力無
窮，除疾消災感應連連。

一月三十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
雷藏寺主壇「勾財天女護摩大法會」。法王指出，當
日勾財天女將金磚滿鋪地面，賜福與會大眾。此外，
勾財天女不只能行密教四法，更能超度無形眾生；勾
進一切所求，勾除一切不祥，要訣是行法時三轉金鋼
鉤。

接續，法王為弟子解惑：一、玉皇大帝天赦日，
宜觀照自心修懺悔。二、密教儀軌亦分有四個次第，
事部繁瑣行部簡，瑜伽部自化本尊，無上密隨念而
為。修持真佛煙供法，事部行部皆可修。三、幻身介
於虛實間，本尊相應才能修，煙供主尊觀合一，不需
等到成就幻身。

歡迎全球真佛弟子、善信大德踴躍報名二〇二二
年的兩場新春大法會。

法王講授《金剛經》「能淨業障分第十六」：金
剛經與百字明咒皆是空，能以空的法流消弭罪障；或
以拙火融化明點開啟各輪脈，將自身業障盡皆消除，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請法儀式請見第 2 版

完整開示詳見第 2-5 版

當日提問環節，法王解答：一、大幻化網金剛咒
等於總攝文武百尊，文武百尊咒，唸不唸皆可。二、
修持密教的每個法，都絕對要發菩提心，只有發菩提
心才是菩薩，若非如此，尚有我存在。三、修持瑤池
金母替身法，將苦受交付本尊、歸於空，可解除替代
之苦。
法王續講《金剛經》「能淨業障分第十六」，法
王強調：比較是煩惱的根源，有我才會比較。金剛經
能解空義，開悟實踐之，能解脫分別妄想執著，空可
生萬法，容納一切。
完整開示詳見第 6-8 版

蓮生法王特刊照片感謝西雅圖雷藏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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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

將主壇 2022 新春大法會

西雅圖雷藏寺、彩虹雷藏寺請法儀式

司儀 : 真佛宗美國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新春
祈福大法會，及彩虹雷藏寺新春大幻化網金剛護摩大
法會，請法儀式開始 。請法人員及所有真佛弟子長
跪合掌
當生老病死苦在世間無情的運行、當愛別離、怨
憎的苦在心中流轉；當我們陷入求不得、五蔭熾盛的
苦中時。聖尊蓮生活佛傳授《金剛經》，以金剛不壞
之真實法義，摧毀一切虛有幻相，以佛法的力量為眾
生帶來了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以正法的威德光明，衝破壓抑的黑暗無明。讓我
們在世間的諸苦中深切的體悟到，因為從世間的苦
受，而領會了出離苦的「樂受」。

一心祈請無上尊貴的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
佛，悲憫五濁惡世眾生的苦難不斷。眾弟子虔誠恭請
蓮生聖尊，主壇二月十二日西雅圖雷藏寺觀世音菩薩
新春祈福大法會暨傳授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灌頂，以
及主壇二月十三日彩虹雷藏寺新春大幻化網金剛祈福
治病護摩大法會暨灌頂。
瑤池大聖西王母 母儀威德遍十方
金母慈顏常憶念 定慧加持得解脫
賜福法財資糧俱 遍灑甘露於塵寰
觀音慈航大悲心 有情眾生誓願度
至心念念觀世音 千處祈求千處現
煩惱化蓮得清淨 觀自在心無所得
大幻化網金剛尊 金剛密意顯真如
本覺淨智光明顯 萬象化網悟佛性
返本還原回本初 常樂我淨是究竟
根本上師蓮生佛
以西王母大智力
金剛尊者大法力
消除眾生愚昧癡

不捨眾生住世間
觀音菩薩大悲力
蓮花童子大願力
疑惑斷盡速成就

司儀：請西雅圖雷藏寺及彩虹雷藏寺請法代表，
向根本傳承上師法王聖尊蓮生活佛誠心敬獻請法禮
物。

司儀：由西雅圖雷藏寺代表敬獻哈達及供養，以
表最崇高之敬意。

敬獻蓮花童子金身

以此根本傳承法像尊，叩請聖尊傳承大加持，
真佛法脈恆久得永續，弟子誓願生世永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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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 : 由彩虹雷藏寺代表敬獻哈達及供養，以表
最崇高之敬意。

敬獻瑤池金母金身

敬禮瑤池西王母，鳳冕莊嚴母威儀，

先天一炁大金仙 ，護佑十方真佛子。

敬獻大幻化網金剛文武百尊曼陀羅
大幻化網曼陀羅，寂靜忿怒文武尊，
見即解脫煩惱塵，覺悟之眼見佛性。

敬獻觀世音菩薩金身

觀音正法明如來，化身遍滿周沙界，
千處祈求千出現，悲柔之心護眾生。

敬獻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瑤池金母大賜福，馬上有錢大法傳，
正財偏財與法財，財富不絕滾滾來。

敬獻法王寶冠

法王寶冠，光耀顯赫，
聖冕莊嚴，威震天地。

敬獻龍袍

法王龍袍，龍天護身，
澤被萬民，德配天地。

敬獻拂塵

大羅金仙位無極，金母秉拂傳妙法，
拂去眾生煩惱塵，婆心度化諸有情。

敬獻轉經輪

轉此經輪威力故，供養十方佛菩薩，
一切善神來護佑，滅盡種種諸障礙。

敬獻翠綠如意

金母手執玉如意，慈仁賜福予眾生，
祥瑞之兆喜臨門，如意長壽與天齊。

請法人員隊伍全體與師尊大合照。

司儀 : 真佛宗美國西雅圖雷藏寺及彩虹雷藏寺壬
寅年新春祈福、息災、超渡法會請法儀式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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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準提佛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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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사
랑해。Hola，amigo ！ Te quiero mucho ！すごい，
一番，気持いい。啾咪、呀比、bling bling。こんば
んわ。Cảm ơn。Xin chào。春節大家快樂吉祥！

聖尊恭敬準提母 尊為真佛八本尊
普方上師法脈傳 總持寺立社子島

今天我們是修大準提佛母。在藏密一般來講，準
提佛母比較少人弘揚。但是，準提佛母在日本的東
密，所有的、差不多真言宗的弟子都知道。然後在印
度，原來的印度本身有一個教，叫耆那教。耆那的一
個教派，我在印度的時候看見，他們的主尊就是準提
佛母。準提佛母又叫做七俱胝佛母，師尊準提佛母的
傳承就是普方上師所給的傳承。所以他每一次祈請的
時候，都是唸了前面那兩句「稽首皈依蘇悉地，敬禮
佛母大準提」。他在台北社子島建了一個總持寺。為
什麼叫總持寺？準提佛母的手印就是所有手印的總
持，所以才叫總持寺。
這個手印，每一個只要是法師、上師，他在結手
印的時候，第一個手印就是總持印，也就是準提佛母
的根本印。基於這樣子，普方上師在台北社子島，他
有一個總持寺，他的弟子全部第一個字就是圓，圓滿
的圓。師尊那時候的法號就是圓池，池是這個 lake，
不是湖，池，水池的池。圓池，剛好相應了師尊的根
本地，就是摩訶雙蓮池。（眾鼓掌） 準提佛母是師
尊很尊敬的一個佛母，所以祂列在我們真佛宗的八大
本尊當中的其中的一尊，是這個原因，大家要了解一
下。

大幻化網金剛佛塔極稀有
塔內供奉文尊武尊寂忿尊

我們剛剛有請法。大幻化網金剛，大家都知道，
大幻化網金剛的佛塔，我是聽說在整個世界上只有兩
座。還有一座，就是師尊在主持大幻化網金剛法會的
時候，把它建起來；每一次傳法的時候，大幻化網金
剛的壇城建立起來、重新再把它建立起來，裡面的供
奉就是文武百尊。我們講的是文武百尊，應該是一○
四尊。所謂的文尊，就是像後面坐的五方佛一樣都是
屬於文尊。文武百尊，什麼是武尊？就是呈現忿怒相
的都是武尊。還有文武尊…什麼是文武尊？是一半是
文尊、一半是武尊；一半是慈悲相、一半是忿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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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日三省吾身 修行先觀察自心念頭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185 集

這個叫文武尊。像咕嚕咕咧佛母，祂就是文武尊，所
以佛像有三種，一個是忿怒相、一個是慈悲相，一個
是慈悲加忿怒相，有三種。這是密教本身才有這樣子
的像。

金母馬上有錢法 真佛弟子中獎無數
大幻化網金剛威力無窮 除疾消災感應連連

剛剛大幻化網金剛，另外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
是瑤池金母那時候賜福眾生的。我們真佛宗的弟子，
因為我在西雅圖雷藏寺傳了馬上有錢法，有一家人就
修這個法，就是蓮花梭麥，他修了這個法，中了美國
的第一大樂透。大家都知道，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也有一個人修了這個馬上有錢法，他中的是一億六千
萬美金，有這樣的一個弟子，但是他沒有講出他的姓
名來。他跟師尊講他中了，就是這樣。這個是只有我
們真佛宗的弟子才有這種現象。我們真佛宗弟子中獎
的太多了，每一個財神幾乎都有人中。像泰國的 Ying
師姐 Ms. Nuntaya Komarakul na nakorn (Ying)，她
中四字獎連續中兩年、三年，過了幾年以後，她來，
我問說：「妳還中獎嗎？」她就是講說：「還中獎啊！」
夠她維持生活還有剩。

還有很多中獎的啦，不好意思講他…還有我們很
有名的一個歌星，他也中了獎，只是他一直人家講他
中獎，他都不承認。我曾經打電話給他，我說：「你
中了獎嗎？」他的回答是：「謝謝師尊加持。」我說：
「你來雷藏寺。」中了獎就沒來雷藏寺。他說：「好
啦！好啦！」到現在還沒有來。有一個在台灣，是屬
於中威力彩，是我在台灣的時候，每一次說法提到的，
所有人那些來的貴賓，當中的一位，就是中了威力彩。
只要講出名字，大家都知道，他也來過西雅圖好幾次。
他也不願意跟人家講他是誰，只是他來到西雅圖，在
我的問事房，說中獎的供養給了師尊、師母。他的兒
子跟他的女兒…他兒子在旁邊，然後我就要講這個中
獎的事情。他說：「stop，不要講。」我就奇怪為什麼？
只有我跟他跟他兒子在，為什麼叫我不要講？後來我
就問他，為什麼不要講？他告訴我，他兒子不知道，
不能讓他兒子知道，因為他兒子很會花錢，知道他中
獎以後，不得了。所以連他的兒子都不知道，我們也
不敢講，就是這樣子。
中獎很好，我希望大家主祈，瑤池金母馬上有錢，
像蓮花梭麥一樣；大幻化網金剛，記得也要主祈。為
什麼呢？藏密裡面，大幻化網金剛是非常有威力的金
剛神。你看我在主持大幻化網金剛法會的時候感應連
連，最多感應的就是大幻化網金剛。每一個人，他身

上有病的，還有瘤消失掉的，還是癌症消失掉的，都
是大幻化網金剛。還有敗血病的、甚至手指張不開的，
他的肉是黏起來的，當場他手指就張開，他本來幾個
指頭的肉是黏起來的，他張不開手，居然大幻化網金
剛法會的時候，他手指頭張開，起來做見證。非常多。
大幻化網金剛的威力無窮，瑤池金母，當然祂的馬上
有錢法，蓮花梭麥是第一個感應的。我希望再多一點
人有這樣子的感應。
有一個病人要求出院，醫生：「不行，還要繼續
住院觀察」。病人：「我住了七天了，怎麼都從來沒
有看到有人來觀察我？」醫生：「我們都是暗中觀
察。」

我們常常講「一步一腳印」踏實的意思，要堅持、
努力、一步一腳印。如果有一天，有人一步兩腳印，
告訴你，那時候到西雅圖雷藏寺找師尊問事：另外一
個腳印怎麼回事？

玉皇大帝天赦日 宜觀自心修懺悔

我們進入主題，你問我答。台灣的蓮花奕君問的。

Q1

師尊佛安，一年大約會有四天的天赦日，在
這天赦日當中要求玉皇大帝開恩赦罪懺悔的
日子，請示師尊對天赦日看法。

A1

我覺得天赦日，最好的方法就是懺悔法。在那一
天，你最好把你的心胸打開，你可以觀察自己。觀察
自己很重要，這是孔夫子講的：「一日要三省吾身」
很多人只是觀察別人，從來沒有觀察過自己。其實別
人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你根本不用去觀察別人，其
他的人是其他人的事情。我們修行剛開始的時候，第
一個最重要就是觀察自己。「一日三省吾身」這一點
最重要，觀察兩個字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身、身體，
當然要注重自己身體健康，觀察你自己身體健康很重
要。然後，要觀察你自己的心念，你的念頭。

老是天天觀察別人，沒有觀察自己，別人跟你沒
有什麼關係的。先觀察自己，自己的信念非常的重要。
你找出了你自己心念當中的錯誤，在天赦日那一天開
誠布公，跟天帝講 ：「以後我不再犯！」這就是懺悔。
我們眼睛都是向外看，其實學佛是向內看，不是向前

看、向右看、向左看、向後看，都不是。看自己本身
的心念，你的心、觀察你自己的心念，你心念哪裡有
錯了，在天赦日向天帝懺悔。很簡單的，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對天赦日的看法，那一天修懺悔最好。不是說
那一天天帝赦免你一切的罪，不是的。而是你要向天
帝表白：「我犯了什麼錯，從此以後不再犯。」天帝
才會赦免你。你天天都是這個樣子，你從來也不懺悔，
天赦日有什麼用？
在這四天，我覺得…除了三惡道以外，人道是最
苦的一個道。天道是享福的，天道是他們有福，才會
升天，天道是享福的。人道其實樂很少，苦是比較多
的。所以在天赦日，你要懺悔自己，然後重新把自己
的心念調整。其實，你觀察別人是自己受苦。為什麼
觀察別人自己受苦？你們想想這個意義到底在哪裡？
觀察別人沒有什麼用，你有沒有看看你自己，看看自
己，觀察你自己的念頭、觀察你自己的心？所以我們
密教裡面有修懺悔法，我們經常要反省自己。

密教儀軌四次第 事部繁瑣行部簡
自化本尊瑜伽部 隨念而為無上密

第二個，台灣的蓮花亦聖問的。

Q2-1

頂禮根本上師蓮生佛。弟子請示師佛關於煙
供法的問題，懇請師佛慈悲解惑。弟子依照
宗委會頒布的煙供儀軌，做完前行後，進入
正行三段法生。師佛曾開示，若是四臂觀音，
需先觀空、唸觀空咒三遍加持後觀想：
1. 虛空現「泮 བཾ」字旋轉變成蓮花。
2. 蓮上有「阿 」字旋轉變成月輪。
3. 月中有「些 」字旋轉變成四臂觀音。而
煙供法主尊也是四臂觀音。
請示師佛：一、煙供時正行觀想是否需照上
面三步走，還是照儀軌即可？現頒布的儀軌
是先觀空、念觀空咒三遍加持後，月輪升起
接第三步。

A2-1

煙供法在修行的時候，正行觀想，他已經找出來
了，我以前講的。虛空有一個「泮」字，有點像有口，
但是上面短下面長，那個梵字旋轉變成蓮花。然後蓮
花中心有一個「阿」字，「阿」字就變成月輪，月輪
中有「些」字就變成四臂觀音。當然，這個來講，
「泮」、「阿」、「些」在藏密講起來，先有梵字，
再變化出來。先有梵字再變化出來，但是宗委會頒布
的，他只是講先觀空，觀空咒三遍以後加持，然後月
輪就升出來，月輪就出來，月輪中間有一個「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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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字旋轉，裡面就有出現了四臂觀音。

他在懷疑為什麼沒有「泮」字變成蓮花？為什麼
沒有「阿」字成月輪？他的問題是這樣子。我告訴大
家一件事情，這種變化，在事部是要這樣子做。剛剛
開始學佛的人，在修法上，開始一步一步的照規矩來，
這樣子做，那是叫事部，事部的儀軌。第二個，進一
步就變成行部的儀軌，事部、行部，行部儀軌比事部
稍微簡單一點。到了瑜伽部的儀軌…事部、行部、瑜
伽部，什麼叫瑜伽部？瑜伽就是已經相應了、合一了。
那個時候儀軌就比較少了，就更進一步，繁瑣的儀軌
都沒有了，你就可以自化本尊。那個時候，你坐著，
你只要經過本尊出現給你加持幾次以後，你一下子你
自己就已經變成本尊，那個是瑜伽部，到了第三個階
段叫做瑜伽部。第四個階段叫做無上部，所以密教有
四個層次，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部，到了無上
部，你根本就是宇宙的意識在顯化。沒有儀軌了，無
上部就沒有儀軌。
所以儀軌是先從基礎的、很繁瑣的儀軌開始，進
一步到了行部，儀軌稍微少了一點。到了瑜伽部，你
就是本尊了。到了無上部，你自己就是隨念，你的念
頭怎麼樣子就是怎麼樣子，那是無上部。所以是由繁
而簡。

修持真佛煙供法 事部行部皆可修

我們宗委會所做的、頒布的煙供儀軌是行部的儀
軌，所以少了前面兩樣，月中有「些」字已經是可以
了。蓮花亦聖問的問題，你可以照事部的儀軌做，也
可以照行部的儀軌做，這兩樣都可以。這樣我跟你解
釋，你應該清楚。所以儀軌本來是很瑣碎、很繁，一
步一步來，像「泮」變成蓮花、「阿」變成月輪、「些」
才變成四臂觀音。宗委會頒布的是屬於行部的儀軌，
煙供儀軌。這個煙供的儀軌是我師父傳給我。按照師
父的儀軌，煙供法，小煙供能夠有大的成就。煙供法
是師父給我的，我師父裡面的儀軌是屬於行部的儀
軌，所以你按照宗委會頒布的儀軌也是對的、也是可
以的。你要用事部的儀軌也可以，虛空現「泮」字再
變蓮花、蓮花上有「阿」字就變月輪、月中有「些」
字就變成四臂觀音坐在蓮花上。直接從月輪顯化四臂
觀音也是可以，連蓮花都出來。到了瑜伽部，根本一
下子、一彈指，你自己就變成四臂觀音了，你在做煙
供，這樣了解嗎？

煙供若採行部儀軌 亦可省略三光加被

Q2-2

第二，本尊現前後，是否需要觀白紅藍三光
加被，再觀行者心中放射藍色「吽」字，鉤
召四臂觀音至頂上，再入心蓮之上，入我後
行者與四臂觀音合一？（現有儀軌沒有三光
加被）

A2-2

現有的儀軌沒有三光加被，直接召勾四臂觀音住
在頂上、再入心輪，自己再變化成為四臂觀音。這個
問題跟剛剛講的一樣：本來我們事部來講，都有三光
加被。四臂觀音出現，祂放白色的光照你的眉心輪、
放紅色的光照你的喉輪、放藍色的光照你的心輪，
「嗡」、「阿」、「吽」，自己清淨了。再用召勾印，
讓四臂觀音到頂上，然後再進到你的心中，你自己就
變成四臂觀音，按照事部的儀軌是要這樣子做。行部
的儀軌就沒有這樣子做，直接把四臂觀音召到你的頂
上，進入裡面，合一，你自己變成四臂觀音，二者都
可以。你要做仔細一點，你也可以。

金母放光加持行超度 聖尊自化彌陀法船現

不過師尊跟你講一句話：我每天晚上，我在做千
艘法船超度的時候，虎頭金剛在我面前，祂在雲端上

密教四部儀軌由繁而簡
至無上密部已無需儀軌

面。然後瑤池金母坐在虎背上，祂有放光、一直放光
照我、一共照我照五次。還有一個第六次，第六次是
哪裡來？就是彩虹雷藏寺護摩寶殿中間的那一尊瑤池
金母，第六次是那一尊來照我。我是讓祂自然發生的，
我不是刻意要召請哪一尊來。每一次都是虎頭金剛照
我的額頭五次。然後，最後一次來的就是彩虹雷藏寺
中間那一尊，天女形的瑤池金母放光照我。是有這種
現象。所以我覺得沒有三光加被也是可以的。瑤池金
母出現以後，再來就是阿彌陀佛出現。到最後我自己
本身就自化本尊，自己就變成阿彌陀佛。可以講說瑤
池金母照我六次以後，我自己就自化成為阿彌陀佛。
然後，另外的阿彌陀佛又從那邊出現，阿彌陀佛
化為很多尊的阿彌陀佛，一起放光加持所有在法船上
的有緣中陰跟無緣中陰。不得了，我那時候是這樣子，
瑤池金母放光照我六次以後。我的手就結成這個手
印，這隻手就化出來與願印。與願印出來以後，法船
就從我的手裡面出來，一艘法船變成十艘法船、十艘
法船變成百艘法船、百艘法船變成千艘法船。我那時
候已經是顯化阿彌陀佛，再來出現阿彌陀佛，然後阿
彌陀佛把所有的法船全部繞著，放無量光。我自己也
放無量光、所有的阿彌陀佛全部放無量光，照所有的
中陰。把它們要到西方極樂世界所有中陰的業障全部
消除。然後法船再移到天外之天，然後再宣布這些千
艘法船是要航向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佛國，每天
晚上是做這樣子的超度。
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半小時，我在昨天晚上一點
二十上法座，到我做完法事，張開眼睛一看是晚上三
點，我三點才上床。一點二十上法座，到了三點才下
座，共做一個半小時。所有的儀軌做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現有儀軌沒有三光加被，不要緊，既然是宗委會
公布的，我不能夠…可以講是行部的法，一樣的。

五妙欲供觀修後 持誦六字大明咒
手轉經輪併行之 以此獻上法供養

Q2-3

三、做上供或下供觀煙化為五妙欲供後，是
否能持誦六字大明咒＋手轉經輪進行法供
養，於上供時供養師佛與三寶，下供時利益
冤親債主與一切有情眾生？

弟子曾請教宗內上師關於第二點的疑惑，上
師建議行者未修成幻身前，下施煙供暫勿觀
想與四臂觀音合一；但弟子記得需修無上密
父續部才能修出幻身，確實也困擾了許久
（目前弟子仍是依儀軌觀想與四臂觀音合
一）。以上問題再懇請師佛慈悲開示，阿彌
陀佛。」

A2-3

（師尊回答本題第一點）當然可以。

幻身介於虛實間 本尊相應才能修
煙供主尊觀合一 不需等到幻身成

第二點，一定要觀想跟四臂觀音合一的。不是「修
出幻身前，下施煙供暫勿觀想和四臂觀音合一」，這
是不對的，這位上師所講的是不對的。我告訴你，你
要修出幻身前…你本尊法都沒有相應。本尊法相應以
後，你才修幻身。幻身很難修的！像師尊修幻身，很
多人都可以感應到師尊，幾乎一半是真實的、一半是
虛幻的。他可以感覺到這樣子，師尊去到那個地方的
時候，不是完全是幻，他有真實感會出來，會有真實
的、會出現的。會讓你有真實的感覺。跟你講，什麼
是真實？幻身出去的時候，我的幻身出去，捏你的鼻
子，你的鼻子會紅起來；敲你的頭，你的頭會痛；捏
你的皮膚，這樣子捏，會瘀青，那是幻身。你要修到
這樣子。

而且幻身不是一個，我告訴你，我在全世界哪一
個國家都有幻身。幻身很多的、會出現的！你在睡覺，
我搖你的床叫你起床，你的床會震動，幻身就有那一
種真實的力量在，不是完全無形的。讓你有真實感：
捏你的鼻子，你的鼻子會紅；敲你的頭，你的頭會痛；
我捏你的手，你的手會瘀青，那個就是幻身。你要修
出幻身很難的！這個上師建議行者「在未修成幻身
前，下施煙供暫勿觀想與四臂觀音合一」，哪裡是這
樣子？！四臂觀音如果是你的本尊的話，你跟祂合一
了以後，你真正相應了，你才能夠修幻身。幻身出來
了，你就可以身外化身，將來你的佛性也就是幻身當
中最主要的一尊。告訴你，在幻身還沒有出來以前，
就可以修合一，絕對是可以的。這樣跟大家講，知道
嗎？
老婆開完家長會，回到家裡，一進門看到老公就
火大，皮包往他身上砸。老公：「怎麼啦？小明的成
績很差嗎？」老婆：「每次都是你去，今天你叫我去，
他的成績，十科加起來沒有我血壓高！」

開車子經過鄉下，不小心壓死一隻鴨子。我趕快
下車查看，旁邊有個小朋友在玩。我就跟小朋友講：
「這是你家的鴨子嗎？」小男孩仔細的看了一下：「不
是，不是我家的鴨子。我家的鴨子沒有那麼扁。」已
經壓死了。

聽說過年的時候，有一種防疫菜單。什麼叫做防
疫菜單？就是廣東點心，不是有一個鴨掌？叫做鳳
爪，雞腳？鳳爪。菜名現在改名了，叫做「禽洗手」。
有一道水果，就是香蕉跟梨子，菜名叫什麼？「維持
社蕉距梨」。還有一道菜：「配合防疫鮭定」就是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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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點那道菜叫做「配合防疫鮭定」？原來是鮭
魚。還有一個蓮藕湯，菜名叫什麼？「落實實蓮制」。
就是到哪個地方都要簽名，就是實聯制，對不對？這
是防疫菜名。
剛剛我講的：「關我屁事」這四個字，可以解決
人生 50% 的問題。問：「那另外 50% ？」就是「關
你屁事」。這個笑話很好，你知道嗎？你不要管我的
事，也不要管你的事，那個就無事。沒有什麼事，真
的是一百分。沒有你、我，就是一百分。

北海道下雪時，一定要約心愛的人出去走走，因
為走著走著，兩個人就一起白了頭。下雪頭髮都白
了。在基隆就不一樣，台灣的基隆只會下雨，兩個人
走著走著，腦子就進水了。在台灣的台中更不一樣，
這裡有濃濃的霧霾，兩個人走著走著，另一伴就不見
了。這個消息一出，很多的男士都想帶老婆去台中走
走。台中霧霾還是很嚴重，因為台中有台灣最大的火
力發電廠，另外聽說還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火力發電
廠，有十四個煙囪在噴煙。
胖子找醫生：「醫生，我想減肥。」醫生：「你
一天只要吃午餐就會變瘦了。」胖子：「我一定會照
做的！」他每一天本來吃四餐，早餐、午餐、晚餐跟
宵夜，半夜醒來再吃一餐，就五餐。回診時：「你確
定一天只有吃午餐嗎？」胖子：「我真的只有吃五
餐。」胖是哪裡來的？因果報應。告訴你，因果不要
犯，真的。沒有因就絕對不會有果。你胖，說是喝水
也會胖、不吃也會胖，都騙人的。他是沒有吃啊，一
天到晚吃點心。

誠心誦唸金剛經 以空消弭諸罪障

好，我們今天講《金剛經》啦。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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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因果關係，這個就是因果關係。如果有
善男子善女人讀誦《金剛經》，還會人家很輕視他，
這個人他先世是有罪業的。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
故，先世罪業…因為這一世的人輕賤你，那麼你先世

的罪業就會消除掉，所以這個是能淨業障分。你唸
《金剛經》有好處，祂會消除你自己本身的罪業。我
們密教有金剛心百字明，我們每一次都要唸三遍百字
明咒，因為它會消除罪。《金剛經》是空，任何罪到
了空，它就是煙消雲散。百字明咒是什麼？我講了，
空，它也是空。你唸百字明咒，你罪障就會消除掉，
那是消業障最好的咒。

所以我講說，你唸完十萬遍的百字明咒：拂塵一
掃煩惱清、二掃霉運除、三掃業障去，本尊福分降來
臨。嗡。別炸。薩埵。吽。（三稱），是百字明的金
剛薩埵的短咒。所以百字明咒你念完十萬遍，就是消
除你自己的業障，以空的法流，把你淨空，把你的業
障給他淨空。《金剛經》也是同樣的這種力量，你唸
《金剛經》，你在唸的時候，也會受到別人的輕賤，
就是輕視或者侮罵。釋迦牟尼佛講，這個人他的前世
是有罪業的，應該會墮入到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
所以這一世人家會看輕你，會藐視你，會侮辱你，但
是你因為唸了《金剛經》，你先世的罪業就會消滅掉，
這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拙火生起明點融 逐一開啟各輪脈
自身業障盡消除 完全清淨合於道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來罪業如果消滅掉
了，就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先消自己的業障
是非常重要的，要消除自己的業障是非常重要。我自
己也這樣子感覺到。我們密教裡面…其實密教裡面講
到《道果》，我《道果》已經講過了，在內修方面，
你用你的明點跟你的拙火合一，然後把五輪打開，它
有它的意義的。它這個眉心輪、喉輪、心輪、臍輪、
密輪，你只要打開一個輪就得到二地的清淨。打開十
個輪，就是十地的清淨，那個時候叫做十地菩薩。打
開了頂髻…就是打開了頂輪，這個頂輪是當中的…又
等於清淨了兩個，就是第十二地的菩薩。再加上打開
的頂髻，就變成第十二地半的菩薩，《道果》裡面是
這樣子寫的，我根據《道果》這樣子講。

為什麼到了十二地的菩薩？十三地就是佛啦。主
要的原因就是說，你打開那一個輪就等於清淨了那一
部分，你的身體的業障就清淨了，意思就是這樣子。
第十地是法雲地，從歡喜地一直到法雲地，是十地菩
薩。在顯教，十地菩薩只有十地，第十一地就是佛了。
那表示你說你清淨幾分，就接近菩薩幾分。初地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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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世罪業消

就是剛開始的清淨，所以當然啦，消除業障就是清淨；
所以先消除業障，業障消除到完全清淨了，你就是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就是道，你就合於道。

正等正覺蓮生佛 身放淨光鬼敬畏

為什麼鬼會怕師尊？我知道鬼是很怕我，因為我
只要走到有鬼的地方，那鬼都跑，就是「啪啪啪…」，
就一直走，真的我如果進到鬼屋啊，裡面有鬼的話，
它的牆壁都會響，一直跑，「乓乓乓…」 一直走的，
而且真實的發出聲音的。這個是經過個人的實驗，我
走過我家的冰箱，我家冰箱一定會響；走過我家的廁
所，我的廁所一定會響；我走過我那個盆栽，那個盆
栽一定會響。到最後我就變成這樣子啦，它響了我也
會嚇一跳…因為那是晚上耶！你知道嗎，都是一點鐘
的時候啊！晚上十二點、一點的時候。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的時候，它一路響、一路
喊。我說，「這樣子好啦，你們不要叫！」我跟它講：
「你們不要叫，我先跟你們問安。你們好、你們好。」
我一律平等啊。我跟佛菩薩也是講 Good morning，
每天早上起來跟祂們講 Good morning。我也是一
樣，你們不要叫、不要吵， 我就「你們好！」我就
走過去，它們就不叫。因為家裡千艘法船的超度耶！
家裡躲多少有多少，每一艘船都是坐滿的耶！多少中
陰跑去我家裡，經過審核進來的，不知道有多少。冰
箱裡面也有、衣櫃裡面也有、櫥子裡面也有。
我走去刷牙 ，底下那個水槽統統發出響聲耶，
「 乓 乓 乓 …」。 走 過 牆， 那 個 牆 都 會 這 樣「 乓 乓
乓…」。走到盆栽，盆栽也「乓乓乓…」。然後蠻吵
的，「我先跟你們問好，你們不要吵、也不要跑。」
就是這樣子，天天晚上跟他們這樣子講耶！這兩年來
都是這樣子，所以師母也看到它們鬼在開 party 啊，
有些還穿古裝的。看到師母以後它們躲進衣櫃裡面。
衣櫃的門打開，所有的鬼進去以後關起來，還夾著一
個鬼的帽子，它還伸手出來拿。（眾人笑）然後它的
腳還伸進去，師母還看到，那個腳是義肢、是斷的，
它是裝了義肢的鬼也進去了。另外還有一個人看到，
加州的魏思顏她也有看到的。

跟大家講哦，這個都是因果在裡面啊！應墮惡
道…惡道就是三惡道，三惡道最不好，地獄、餓鬼、
畜生。人道，半善半惡，但是也是很苦。都是因為以
前做的業，罪業故。以後呢？你唸了《金剛經》就會
消滅掉，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這樣子講，大
家清楚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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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財天女三轉金鋼鉤
勾進一切所願 勾除一切不祥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186 集

我們先敬禮傳承祖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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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尊勾攝財續母勾財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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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新年好。

虎頭金剛 虎年最吉祥
勾財天女金磚鋪地賜福眾生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 2 月 6 號下午 3 點
是虎頭金剛護摩法會。虎頭金剛就是瑤池金母本身的
忿怒尊，也就是我們今年虎年的吉祥物就是虎頭金
剛。虎頭金剛祂一手拿著令旗，一手拿著葫蘆，祂
騎著老虎，這是虎頭金剛的形相。祂可以帶來財富、
健康以及你所需要的，在今年當中，因為今年是虎
年嘛，虎頭金剛剛好是最吉祥的。

你們如果在今年當中不想吉祥的就不用主祈，
不勉強，不是勉強你一定要主祈，你不喜歡吉祥嘛，
那你就不要主祈啊。所以師尊講的也是真的，一切
事情都不要勉強，一勉強就不好。祂的心咒是：「嗡
金母悉地吽吽呸」，祂的手印就是虎頭——老虎的
頭（法王示範手印），手印就是象徵老虎的頭，就
是虎頭金剛。
今天我們是做勾財天女。很清楚的，剛剛我的總
迴向裡面有提到，祂不只是勾財，祂還可以勾敬愛，
另外呢，祂還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勾掉，把好的勾進
來，還可以勾財。今天做這個勾財天女，今天剛好
下雨，好久沒有下雨了，今天剛好下雨，這個水啊
就是財。水就是財，這是相應，一滴一千萬。勾財
還可以勾健康，把所有的疾病勾掉，把健康勾進來，
把敬愛勾進來，把災難勾掉。另外，超度的時候啊
還可以勾，把所有有緣的中陰跟無緣的中陰勾到西
方極樂世界。把福份勾進來，把自己需要什麼都可
以勾進來，不需要什麼就可以勾出去。
這個金剛鉤實在好用，記得祂的要訣，要三轉金
剛鉤，要三轉，金剛鉤要轉三次。剛剛勾的是黃金鋪
地，這個黃金是真的金塊，真的黃金金塊堆起來的。
用金磚，黃金打造出來的一塊一塊的金磚疊起來的，
非常高的，哇！遍地都是金磚。我們勾的是真正的
黃金而不是紙鈔，紙鈔還是紙，黃金是全世界上公
認的，不管怎麼樣子。這是金光閃閃，勾這個七珍
八寶，七珍八寶都勾進來。

欸！明天就是除夕啊？一般東南亞今天就是除
夕了，新年快樂！

兩位男士在對話，甲說：「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
期，特別健忘，經常是提著菜刀，還滿屋子找菜刀。
有的時候我真受不了。」（她健忘吧！）另一男的講：
「你的處境比我好多了，我老婆經常著提著菜刀滿
屋子找我。」
鄉下來的爺爺進城去看孫子，孫子帶他去飯店吃
飯，只見牆上寫著「WiFi 免費」。這個時候服務生
走過來問：「請問要點些什麼？」孫子正要說話，爺
爺突然指著牆上講：「這個免費就來一盤吧！」Wifi
免費。

妻子到監獄去探望丈夫，問：「你在這裡過得怎
麼樣？受苦了吧？」丈夫講：「也沒有受苦，跟在家
裡差不多，不准出門，不准喝酒，然後伙食也很差。」
一樣啊。
我們現在進入主題「你問我答」。砂勞越蓮花添
牧問的。

大幻化網金剛總攝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咒語 可唸可不唸

Q1

師 尊 佛 安。 師 尊 在 2016 年 2 月 28 日， 台
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主持大幻化網金剛大法
會，首傳「大幻化網文武百尊灌頂」暨「中
陰聞教得度法灌頂」。

請問師尊，根據《西藏度亡經》，人在中陰
會看到文武百尊，那麽除了大幻化網金剛
咒，弟子們需不需要唸「文武百尊咒語」？
感謝師尊回答，願師尊長壽自在。嗡嘛呢唄
咪吽。

A1

文武百尊咒語？除了大幻化網金剛咒以外，大
幻化網金剛咒：「嗡。別炸。卓大。嘛哈啥。西利。
赫嚕嘎。吽吽呸。」這是大幻化網金剛咒。需不需要
唸文武百尊的咒語？他問的問題。要不要？問大家：
有文武百尊的總持咒嗎？有文武百尊的總持的咒語
嗎？文武百尊當然是有咒語的。（突然雜音響起）
這是什麼聲音啊？這個大概就是總持咒吧。很簡單，
問大家一句：你們聽過文武百尊的咒語嗎？查查看，

手機查查看文武百尊咒語。

現在你們有手機很方便了，談到什麼馬上就出
來。那天我講說我想聽一首歌叫做《橋邊姑娘》，他
們馬上找到就播出來了，因為在彩虹雷藏寺聽了一次
覺得滿好聽，《橋邊姑娘》很好聽，那天想到這個歌，
他們馬上就可以從網路裡面抓出來，馬上就唱了。

現在是文武百尊咒語要不要唸？可能砂勞越的
蓮花添牧他有文武百尊的咒語，有嗎？怎麼唸？網
路上有這個咒語啊？你們實在很厲害耶！我沒有手
機的喔，我根本就沒有那個…（弟子呈上手機）哇！
文武百尊心咒，真的有文武百尊的心咒，就是總持
咒：「嗡啊吽。波地支打。瑪哈蘇卡。加吶。達都啊。
嗡。汝魯汝魯。吽就吽。」這個厲害，真的有文武
百尊心咒欸。這可能兩個咒語，前面一個，後面一個：
「嗡啊吽。波地支打。瑪哈蘇卡。加吶。達都啊。 嗡。
汝魯汝魯。吽就吽。」
我問一下要不要唸…一查就有？手機實在是很
方便，我現在連個手機都沒有。請指示要不要唸文
武百尊的咒語？（法王現場靈動請示）好，謝謝。
可以唸也可以不唸，因為你唸大幻化網金剛咒，祂
本身就是大幻化網金剛，祂裡面就是藏著文武百尊，
祂就是文武百尊，所以你要唸文武百尊的心咒也是可
以。加上這個心咒也是可以，但是你只唸「嗡。別炸。
卓大。嘛哈啥。西利。赫嚕嘎。吽吽呸。」也是可以。
你只唸這個大幻化網金剛咒等於總攝文武百尊，
因為大幻化網金剛塔裡面就是文武百尊嘛，等於祂
是總攝。文武百尊的心咒，你也是可以唸，一樣的，
你要兩個一起唸都可以，你只唸大幻化網金剛咒也
可以。以前的師父他只教大幻化網金剛咒，他沒有
教文武百尊的心咒。這個回答是很圓滿，你要唸，
也可以加進去唸，你不唸也可以。

無論修任何一個法 皆要發菩提心

馬來西亞小劉問的。

Q2

頂禮師尊。密教有很多觀想變化無量與功德
加倍的方法，比如有禮佛咒、繞塔咒、加持
念珠咒、千轉輪法、修煙供和火供都有變化
無量等。弟子認為都是大同小異，其中根本
要訣是發菩提心。不知對否？

A2

我講，對！因為每一個法都絕對要發菩提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發菩提心。我們看那個法本，以前
師父給我那個法本，第一個（儀軌前行）：四皈依、
大禮拜、大供養、四無量心。四無量心是什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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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感覺到痛苦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就要修金母的
替身法，一次就解決了，不用一個禮拜以後——痛苦
一個禮拜，一天就給它解決掉了！甚至於你幫人家
修完了法，馬上修金母替身法，就是把這個災難給
了自己的本尊或者給了金母，由虛空來擔當，「空」
就把它化解掉了。所以這個是沒事的，沒有事。

你下次碰到這樣的事情，應該做金母替身法就對
了，因為你做了金母替身法，就把你那個替代給它解
除掉了。以後你遇到這種事情，就是做金母替身法。
也不一定要做超度，有時候越超度說不定他來得更
多，越做超度來得更多。「化為道用入定，還是金
母替身法以後再入定？若做超度，供品要多少？」
我告訴你喔，你如果做超度來得更多的話，供品數
不清喔。

千轉輪法加速修行
關鍵在發菩提心

是發菩提心，四無量心就是發菩提心。以前師父給
的那個，要修法以前先做大禮拜、大供養、四皈依、
四無量心（或者發菩提心），前面都寫著這幾個字
的。其中發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個法都要發菩
提心，因為只有發菩提心才是菩薩，沒有發菩提心，
那是有「我」——《金剛經》裡面的，就是有「我」。
有發菩提心就是幫助眾生，幫助眾生，沒有「我」，
發菩提心是無我的精神。這是對的，馬來西亞小劉。

Q3

（續上）弟子曾聽聞弘法人員說，千轉輪法
也會把妄念加倍，主要的意思是不鼓勵大家
修功德加倍的法門。弟子認為不應該恐懼某
種法門，善惡在於心，鬼婆以火供行惡法，
但這不是火供的問題。

A3

「千轉輪法會把妄念加倍，主要的意思是不鼓勵
大家修功德加倍的法門」。密教跟一般的佛教稍微
有點不同在這裡，它可以加倍。我們曾經講過，你
修顯教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夠成佛，時間很長。密
教為什麼很快速地、很快地可以一世成佛，可以在一
世之內把它功德圓滿而成就？就是密教本身有千轉
輪法：修一遍等於一千遍、修一個法等於一千個法，
唸一個咒就等於唸一千遍，這個就 double，一直增
加、一直增加…。密教有這樣子的法，顯教一般來
講就是沒有，我供養就是供養這些，沒有把它增加
成為一個面……。一個點變成一個面，一個面變成
充滿了整個虛空，這樣子的供養在密教是有，就是
有一直在加倍、一直在加倍，所以密教本身的修行
比較快速，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弘法人員講：「千轉輪法也會把妄念加倍。」
你心地不好，你沒有發菩提心嘛！這裡講的發菩提
心，把發菩提心加倍，發菩提心很重要的。千轉輪
法會把妄念加倍：你把妄念變成法，當然會加倍。
他講的善惡在於心，是非常重要的，你學會了密法，
把它拿到行惡法，那就不好了，是不好。所以你的
問題是這樣子，千轉輪法加倍的法是可以的，只要
你存心——你的心是菩提心，就行了。

無論持咒或千轉輪法

Q4

「還是以智慧氣拙火明點做最好的供品？」智慧
氣拙火明點都可以做供養，但是呢，你還是做，你
能夠解除你的災難的就是金母的替身法，你還是做
金母替身法。既然金母替身法可以幫你替代掉你身
體的災難，金母替身法當然是最好的啦，你就把它
解除掉。瑤池金母是母神，所有成仙的都要到瑤池
金母那裡去報到。
老婆講：「老公，我想去學游泳，因為游泳可以
瘦身減肥。」老公講：「不要那麼傻啊，你看，鯨
魚 24 小時都在游泳，牠有瘦過嗎？」

皆不應做功德想

（續上）若做加行的功課，行者應該正常算，
不是算那一遍等於一千遍，無論有沒有功德
加倍，唸一遍還是一遍，如此累計十萬或更
多。雖然功德本身是不可得，在世俗諦應該
不斷地行善，因為沒有行惡而成就的佛菩
薩。這是弟子的領悟，不知對否？

A4

當然對啦！哪裡有行惡的佛菩薩？那當然是對
的，你的領悟是正確的。我們正常在算、在數，有
的人唸咒用計數的，念佛也是用計數的，一遍就是
一遍，你不要做功德想。你用千轉輪法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做功德想，一遍還是一遍，不要做功德想。
這個小劉的認知是對的。

瑤池金母替身法

以空化解替代之苦

Q5

弟子一路以來都有修千轉輪法，也沒有問
題，唯有一次，是為了某國大火災的傷亡者
修法。那次修完法，弟子感覺全身很熱，但
體溫正常，常常感覺很痛苦想死，但很清楚
這些不是我的念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只是
一個星期後，這個感覺還在，弟子感覺太苦
太累，修了金母替身法之後就沒事了。請問
師尊，弟子下次遇到此事，應該做超度，還
是化為道用入定？若做超度，供品要多少？
還是說以智慧氣拙火明點做最好的供品？

A5

他這個問的也是滿深的。第一個，他為某一個國
家的大火災的傷亡者修法，修完法以後就感覺到全
身很熱、很痛苦，想要死掉，但很清楚「這些不是
我的念頭也不影響我的生活。一個星期以後這個感
覺還在，弟子覺得太苦太累」，於是他修了金母的
替身法以後就沒事了。

在五台山有一個禪師，他收留了一個三歲的小孩
做和尚，五台山很高，師徒倆人在山頂上修行，從
不下山。過了十多年，師徒下山，小和尚看見牛、馬、
雞、狗都不認識，禪師就一一指教徒弟：「這個叫
牛可以耕田，這個叫馬是可以騎，這個叫做雞跟狗，
可以為人報曉跟看門。」也就是雞可以叫起床，狗
可以看門。

一會兒有個漂亮的姑娘走過，小和尚驚奇地問：
「這是什麼動物？」禪師怕他動了凡心就嚇唬他：「這
個叫做老虎，人如果靠近他一定被咬死跟吃掉，連屍
骨都不存。」晚上回到山上，禪師問：「你今天在
山下看到的東西，有沒有在心上想過他。」小和尚答：
「一切東西我都不想，我只想念那個吃人的老虎。」
孔夫子講的對啊！食色性也，連小和尚也這個樣。
我們不要怕老虎，我告訴你，老虎沒有什麼好可
怕的，你以後把老虎當成壁虎，對不對！你想壁虎
是老虎嗎？當然啊，牠不是牆壁，當然是老虎。以
後啊，你可以學武松專門打壁虎。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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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養諸佛之功德可數
受持《金剛經》無法數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講的。須菩提：就是佛每一次
在說法的時候，哪一個弟子問祂，祂就唸哪一個弟
子的名字。祂過去在無量阿僧祇劫，於燃燈佛前（燃
燈佛就是定光佛），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哇，那數不清的佛！數不清的佛悉皆供養，全部供
養這些佛。承事，無空過者：供養這些佛，讓祂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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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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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01 月 30 日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彩虹雷藏寺「勾財天女護摩大法會」暨《金剛經》第 55 講開示

承事供養無量諸佛 不及受持金剛經之功德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第 55 講

都能夠滿足，沒有空過，連一個佛都沒有空過。

如果有人呢，於後末世，能夠受持《金剛經》、
讀誦《金剛經》，所得的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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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比較。祂把供養無量的佛
跟受持讀誦《金剛經》拿來做比較。釋迦牟尼佛把祂
供養了無量的佛，將來後世有人能夠受持《金剛經》
及讀誦《金剛經》，這兩個的功德拿來做比較。釋迦
牟尼佛是這樣子比較：百分不及一，就是一百分之
一都不到。你供養無量的佛，就是輸給能夠受持《金
剛經》跟讀誦《金剛經》的人。
重點也是在受持，我講過了「受持」兩個字。為
什麼呢？因為你供養佛是有功德的，但是可以數的，
你受持《金剛經》是無法數的，沒有辦法數的。大家
還要注意一點，這裡面有比較出來，釋迦牟尼佛在過
去世曾經供養非常多非常多的佛，沒有一個放過的，
所有的佛祂都供養。

比較是煩惱的根源

有我才會比較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我受持《金剛經》、我讀誦
《金剛經》，這兩個拿來比較，問題在「比較」兩
個字。我們在這世間，我要告訴大家，這裡面藏著
一個意義在裡面，很少人提到我講的這個。我告訴
你，不要比較。盧師尊講四個字：不要比較，千萬
不要比較。為什麼要比較？因為比較就是煩惱的根
源，比較就是有「我」，有我才會比較啊，你「無我」
還跟誰去比較啊？
《金剛經》裡面的意思，這裡面提到：釋迦牟尼
佛，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供養
跟承事這麼多的佛，沒有空過的，連一個佛都不放
過，都是供養承事。跟一個受持讀誦此經的人所得的
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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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講到「比較」
兩個字。我這裡，我不是跟釋迦牟尼佛講，我是跟
你們講，不要去比較。哪裡能夠比較？比較就是煩
惱的根源啊。

你今天出門看到一個美女，回到家看到自己的老
婆，你就開始摔杯子，把你家的骨董都拿出來摔掉…
骨董不能耶，很貴，找一些便宜的東西摔。為什麼？
別人那麼美，為什麼回家看自己的老婆是這樣？你心
裡氣炸。不可以比較，煩惱就是比較出來的。你看，
我們西雅圖雷藏寺後面就是 Microsoft 公司，很大的

公司，越來越大，把所有土地全買了。那時候我講，
我經過那裡的時候、還沒有西雅圖雷藏寺的時候，我
就講：這一塊地的所有人是世界第一富豪。我經過
那一塊地的時候，我就講了，「這一塊地有地理的，
是世界第一富豪的地。」我們買在山下，它再往上
面走就是 Microsoft。你跟 Bill Gates 比，真的是老
二比雞腿，哪能夠比啊？

人家一出手就幾億幾億做慈善，就幾億幾億給
你。他覺得非洲很貧窮，幾億幾億給非洲去養雞，他
不知道雞全部都是非洲養出來的，但是他一出手就
是幾億幾億啊！盧勝彥佈施基金會到現在不知道花
掉多少錢？總數大概幾百萬吧！我也不敢講幾百萬，
人家幾億啊，哪能夠比啊？人家一出手就是億，我
們出手只是百萬，哪能比呀？比了，氣死人（台語），
就氣死了，比不過人家的。像我們真佛宗跟慈濟功
德會比，慈濟功德會所有的錢的尾數，它的尾巴的
那個數目，我們都比不起，何況前面的數字？
我們跟佛光山比，哪裡能比啊！人家的 temple
so big，我們的 so small（很小）。佛光山建的寺院，
在任何一個國家，在南非它也是建了一個寺廟，佛光
山建的寺廟。你看高雄大樹那整個山，佛光山寺大得
不得了，我們不能比，沒有辦法比，一比你就起煩
惱。你看中台禪寺，你去中台禪寺會看到很多骨董，
一個骨董我們都比不起。
你到法鼓山，那個巨大的鐘、好大的鐘，每年除
夕都要敲鐘，所有的政要全部去一起去敲鐘，總統、
副總統都要到法鼓山去敲鐘的。我們沒有那麼大的
鐘，哪裡有這麼大的鐘？我們只有金剛鈴。它那個
鐘很大的，要很多人這樣子拉，咚——這樣子敲的。
不能比的，你跟法鼓山比，你跟慈濟功德會比，你
跟中台山比，你跟佛光山比，不可以比較。

《金剛經》闡明空義
空生萬法 容納一切 包含宇宙萬物

我在這裡強調不要比較，比較是煩惱的根源。
《金剛經》是講空義，鐘是空的，寺廟是空的，錢
是空的，骨董是空的，你只要以空來容納，什麼都
進去了。你承事供養無量諸佛輸給《金剛經》的受
持。《金剛經》你能夠持受，你就是空，空的範圍
包含了宇宙萬物。《金剛經》，我告訴你，你懂得了，
你的心可以生萬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裡講到比較，祂承事過去

無量諸佛都輸給一個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的功德。
為什麼？你要懂得這個道理，因為《金剛經》是空，
空可以生萬法，所有一切來自於空，地水火風全部來
自於空。所以嘛，我們曉得地水火風空，空是最後
一個，但是空可以容納地水火風，空可以容納一切。
剛剛我也做了比較，師尊為了比喻所以做了比較，
釋迦牟尼佛在這裡也做了比較。

「比較」兩個字，告訴大家，是煩惱的根源，
你碰到什麼事都不要做比較。今天開部車子出去，
我 這 車 子 是 很 名 貴 的， 我 的 車 子 是 Maserati，
Maserati 是 跑 車， 在 義 大 利 出 的 Maserati。 你 碰
到 了 Lamborghini、 碰 到 了 Ferrari，Ferrari 跟
Lamborghini 比 Maserati 還 貴 嗎？ 還 貴 喔！ 對
啦，你覺得心中不爽。你碰到日本車 Honda 或者
Infiniti、Suzuki 或者 Subaru，你看到了覺得，還是
我的 Maserati 好。人家跟你講個「Good car!」你就
很爽，人家不跟你講，人家開那個 Lamborghini 的，
咻——從你身邊過去了…（法王示範「不爽」表情）。
這是小的比較，一比較你就生煩惱，不管你歡喜或
不歡喜，所以我們要懂得不能比較。

領悟空義即是開悟
能解脫分別妄想執著

釋迦牟尼佛為了講《金剛經》所以做比較，我為
了解釋這一段經文，我也做了比較。告訴大家，不
要比較，因為《金剛經》裡面講無我相，沒有「我」
哪裡有比較呢？無人相，無我就無人，誰跟誰比較？
無眾生相，沒有眾生，那你跟誰比較？無壽者相，
沒有時間，沒得比較。我常常舉一個例子，月球根
本就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月球，
誰跟誰比較？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佛法？
什麼是葷？什麼是素？統統沒有，全部在空裡面。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不比較，一切心平氣和，你
受持、你讀誦《金剛經》，你了解了經義，從此以後，
你認識了空，你領悟了空，那就是開悟。你實踐了
這個空，你就是聖賢，這是最偉大的，因為煩惱沒
有了，功德也沒有了。煩惱沒有了，功德也沒有了，
執著也沒有了，你執著什麼？執著也沒有。還有你
的情緒…那個是什麼 small potato ？你的情緒也沒
有了。
你沒有比較，還有什麼情緒？情緒也沒有了。沒
得比較，就沒有情緒，一比較就產生情緒，我告訴
你，人的情緒。另外，你既然無我了，你還有什麼習
性？沒有了，習性就等於零，就等於空了，沒有了，
這個就可以解除掉的，而且你在空裡面包容了萬法。
《金剛經》是經王的原因在這裡。我今天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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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 2022 年 2 月 3 日 / 星期四

有一弟子，拿一位禪師的詞，給我看，上

只剩下蟲來蛀。

臥倒在地，

象王行，

他看了看。

我常說：

面寫：

指點

無語。

獅子住，

指點門前老松樹。

且道他指點箇甚麼？
好一堆柴樹。（「樹」這個字，是我加上
去的）

我讀了之後，問：

「你給這首禪師的詞，為什麼？」
他答：

我也隨手寫了一首詞給他看，上面寫：
阿里山住，

匆匆忙忙找神木。

小火車冒煙嘟嘟嘟，
終於看到臥倒樹。

且道它指點箇甚麼？
老了！

真佛感應 尋師奇聞
記述：蓮花巧貞

今夜（2022 年 1 月 20 日）在西雅圖雷藏寺圖書
館供齋，跟師佛分享了一段父親（釋蓮花全根法師）
與十六世大寶法王的陳年往事，以及父親尋找紅喇嘛
之旅的因由。事發於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當時的
社會人文環境語言與今日相差甚遠，我就簡短直接引
用當時的環境言語表達來記述這件事。

被拒絕灌頂

大概 80 年代初左右，十六世大寶法王到新加坡
弘法。父親拉著一家大小去會場，聽著不懂的語言，
看著不懂的活動，為的是活動最後的灌頂和借經文看
一看。長長的隊伍排隊灌頂，輪到我們一家時，法王
停止灌頂，跟旁邊的年輕喇嘛說活，年輕喇嘛就跟父
親嘰裡咕嚕幾句，真的聽不懂，我們就呆站著。接著
年輕喇嘛找來一位英語翻譯，這時我們一家已從隊伍
中被拉出來站到一邊去。我們還是聽不懂英語翻譯，
便呆若木雞的。這時他們又找來一位華語兼福建話的
翻譯員，跟父親說「你們的師父是華人，現在還在修
行，還沒有出來，你們以後一定要去找他。記得，你

他答：

詩一首：〈指點〉

我問：

我就指月

你要我指點

「空。」

忽然風吹倒時，

玉山行，

排。」

「指點什麼？」

寒山拾得笑呵呵，

仍可利益小蟲蟲。
「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

我問：

赤腳崑崙眉卓豎。

「請盧師尊指點！」

我只一剎那，寫了不是詞的詞，遞給他看，

烏雲遮住無音信

「還有什麼？」
他答：

「還有用。」

你要懂得空

「對了！其實這世界，日月星辰，山河大

人遠天涯近

我說：

地，無不是在指點我們。」

指點空

我說：

空自解

覺他。就算走到了人生的終點站，仍然要

就是大手印

「指點我們要學習菩薩，不但自覺，還要
利益眾生。」

有還無

老松樹倒了，

松樹

仍可燒飯煮茶。

藕斷絲猶嫩

成了一堆柴，
神木倒了，

們一定要去找他。」 說畢，就請我們離開灌頂隊伍。
父親不明白這句話，看著場內的人陸續接受灌頂，我
們一家卻被拒絕在外，內心非常受傷，之後便停止了
尋找紅喇嘛之旅。

過了數年，父親看了師尊一些文集，倍感熟悉親
切，便帶領全家皈依師尊（大哥蓮居早已皈依師尊，
師尊文集也是大哥拿給父親看的）。90 年代末，皈
依了師尊有十多年吧，一天父親用晚餐時大叫一聲
「哎呀，我誤會大寶法王了，原來他很重視師尊這一
脈……」

尋找紅喇嘛之旅

這裡我想介紹一下為何父親會開始尋找紅喇嘛之
旅的因由。

70-80 年代，早期父親是 2-3 手建築承包商。有
一年他標下一段水渠工程，在哪一段，哪一區我不知
道，但那時的建築工人大多數都是泰國人。

在 70 年代，父親兼督工，有一日需要做抽水隔
板的工作，由於太過疲倦便在水溝邊隨便擺上兩塊木
板，睡上一覺再說，很快的就進入了夢鄉。他夢見一
條眼鏡蛇遊走到頭部，準備發動攻勢。突然空中出現
3 個金色的人，互相討論一番，然後放出一個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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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嗎？）

字體，金色字體放出金光照射那條毒蛇，那蛇瞬間斃
命，夢境至此父親便驚醒了。醒後父親催促泰國工人
趕快抽水趕工，不一會，有條眼鏡蛇露出水面，就在
父親剛才睡覺的頭部範圍，蛇身呈 90 度預備襲擊之
姿，泰國工人紛紛逃跑。眾人觀望一陣，發現蒼蠅漸
漸聚集，驚覺毒蛇已死，可是蛇死後身體不是軟趴趴
的嗎，怎會僵硬在 90 度的預備攻擊之姿呢？

父親看到這裡，發現原來剛才做的不是夢，並認
為那個金色字體是「救命恩人」，一定要把金色字體
和淵源找到，便憑著記憶描出金字圖案，四處問人，
尋找答案。當時的新加坡並沒有普及「密教」這個名
詞，只有用「紅喇嘛」的稱呼來形容藏傳佛教和僧侶。
父親所問之處，包掛顯教人士都建議父親去請教「紅
喇嘛」，恰巧那時開始有尼泊爾和西藏活佛到新加坡
弘法。父親開始了尋找紅喇嘛之旅，帶著一家大小逐
個法會參觀灌頂，希望借到經本，便叫我們這些小孩
從經本中找出那個金色救命字體。輾轉反復尋找不得
要領，最後來到大寶法王的法會，卻因為誤會而停止
了尋找紅喇嘛之旅。
因緣際會，我們最後皈依了聖尊蓮生活佛。其實
我們早就忘記了十六世大寶法王的提醒，但是我們真
的皈依了一位很尊貴的華人活佛，而十六世大寶法王
也變成我們很珍寶的師公。

世界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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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義雷藏寺
感恩根本傳承暨蓮花童子 薈供供佛齋僧大法會

2022 年元月 16 日 ( 週日 )，大義雷藏寺 / 大義
學會於雷藏寺建地 - 高雄市岡山區嘉華路 45-19 號，
啟建「感恩根本傳承暨蓮花童子薈供供僧大法會」。
此法會的緣起為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與諸佛菩薩護法諸
尊光明浩瀚的加持，暨敬重佛法僧三寶之出家僧眾，
為大義雷藏寺落成開光前之感恩活動。

此次大法會，敬邀真佛宗宗委會法務處處長暨中
國真佛宗密教總會理事長蓮東上師主壇，前任密總理
事長 / 台灣雷藏寺監院蓮歐上師、前任密總理事長 /
香華雷藏寺蓮傑上師、本師堂蓮籍上師、前台灣雷藏
寺監院蓮勤上師、善喜同修會蓮型上師、金極雷藏寺
蓮郲上師、宗委會公關處處長蓮舅上師、華光中區蓮
育上師；暨眾法師護壇 : 比丘 - 蓮依法師、蓮值法師、
蓮謀法師、蓮茗法師、蓮歌法師、蓮霆法師、蓮碊法
師、蓮巍法師；比丘尼 - 蓮等法師、蓮行法師、蓮鍾
法師、蓮鄢法師、蓮符法師、蓮磬法師、蓮雲法師、
蓮津法師、蓮巾法師、蓮竹法師、蓮竩法師、蓮珷法
師、蓮瓦法師、蓮朾法師、顯教修茂法師；講師：大
義雷藏寺 / 大義學會蓮鐽講師、蓮花特譽講師、善德
同修會林長立講師；大義雷藏寺林原鋒助教、善德同
修會蕭米珍助教，分堂代表：廣品堂蘇志敏堂主、慈
航雷藏寺劉文彬師兄、參明堂江梅正師兄、善德同修
會吳智皓理事長、大義學會廖麗瑩理事長；華光功德
會理事長吳冠德師兄伉儷、華光功德會秘書長田岳易
師兄伉儷、華光功德會顧問李鎮雄師兄伉儷、華光功
德會南區分會會長羅文量師兄；成大電機系教授 / 現
密總秘書長王醴教授、葉淑雯教授、施翰君中醫師、
前空軍航技學院副校長張銘康師兄、李明村校長、張

文 / 大義學會文字工作小組

麗蘭校長、曾耀文校長、大義雷藏寺捐地功德主孫忠
水師兄、以及台灣北中南區共二百多人參加此盛會，
在這新冠肺炎疫情稍減但陰影未完全脫離的新曆年
初，大家仍珍惜法緣踴躍參與。

大法會之數個月前，大義雷藏寺 / 大義學會總策
劃林立仁講師與大義學會廖麗瑩理事長即慎重著手籌
畫儀軌的制訂，和迎請住世阿羅漢賓頭盧長眉尊者的
彩繪金身。首次辦理薈供法會，遵照 師尊於真佛儀
軌經中之儀軌所制定，當中薈供供品和供養外護等諸
多細節，事先多次向蓮東上師和蓮傳長老請示；各壇
城的供品、擲薈供供品、獻供、施殘食供養、個人供
品等等，大義雷藏寺與學會義工們盡皆齊心安排，力
求薈供行儀與上供下施如法，令佛菩薩護法諸尊及眾
生歡喜。
法會前一週，林講師並策畫於 1 月 10 日週一晚
上大眾共修上師相應法、1 月 11 日週二晚上齊修真
佛寶懺、1 月 12 日週三晚上同修蓮花童子護摩，三
壇共修、拜懺與護摩，迴向元月 16 日的「薈供供佛
齋僧」法會之籌辦及進行諸事光明吉祥。弘法人員和
義工團隊們在法會前事先分組開會準備布置，法會前
一日並為大法會進行延生與往生位安位儀式，迎請住
世阿羅漢賓頭盧尊者的金身來到雷藏寺臨時殿壇城入
座法會，整個「供佛齋僧」法會是以大法會的動員規
模和規格來辦理。
1 月 16 日法會當天，有免費專車在早上 10 點由
大義學會及本師堂發車，經中正交流道、楠梓地院到
達大義雷藏寺。10:30-11:30 一如大義雷藏寺往常的

冬季法會，結合華光功德會進行大義雷藏寺周邊鄰里
的社區寒冬送暖，發放民生物資、禮券和義剪，關懷
社區邊緣戶。法會之前大日普照雷藏寺上空，臨時殿
天馬旗飄盪，13:00-14:40 蓮花童子薈供法會開始，
由大義雷藏寺的梵唄團隊亮眼登場，帶領大眾梵唱；
爐香繚繞，行禮如儀，與會全體觀想大供養與施食，
祈請四聖六道納受外薈供、內薈供、密薈供，納受真
大樂薈供，並由事業金剛比丘施殘食供養外護。

15:00-17:00 進行供僧儀式，由傘蓋和法號揭牌
一一迎請上師、法師入席，法會中上師們向 師尊金
身敬獻哈達，法會眾等持誦真佛經、根本上師心咒、
高王經、瑤池金母定慧解脫真經、長壽佛心咒，首要
迴向台灣地區同門思念的無上珍貴根本傳承上師：佛
體安康、長壽自在、永轉法輪、廣度眾生，請佛住世。
蓮東上師於開示時舉例佛典中的故事 - 贊助建寺的功
德不可思議，會生生世世對個人的慧命產生正面的影
響力。法會後進行蓮花童子賜福灌頂，蓮東上師以 師
尊加持過的白米，賜福與會大眾。傍晚 17:30-19:00
謝師尾牙晚宴，大夥開心享用熱騰騰的 BUFFET 美
食。
「感恩根本傳承暨蓮花童子薈供供僧大法會」之
盈餘首先供養根本傳承上師，另外並捐贈中國真佛宗
密教總會的供僧基金新台幣 32 萬元，期盼供僧乃為
長久的重視與規劃。感恩 師尊、佛菩薩、護法空行
的大力加持，是如此的光明祥和；感謝諸位發心功德
主和法會所有同修聖眾，希望整場法會瑕不掩瑜，
大家能感受到南台灣大義雷藏寺 / 大義學會的熱情招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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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雷藏寺 迎新除舊大掃除活動
祝福大眾虎年 虎虎生威 財福豐沛 吉祥如意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 2021 年就一晃而過！為了
迎接新的一年到來，西雅圖雷藏寺選在 1 月 13 日的
除日，進行除舊布新大掃除活動。

是日，全體總動員，個個裝備齊全，由監院蓮靈
法師帶領焚香稟告壇城上的諸佛菩薩護法金剛龍天諸
尊，請暫住虛空，然後一聲令下，各司其職、身段敏
捷的法師與同門們，提著吸塵器與清潔工具，細心撣
淨佛像金身上的灰塵，七尊大佛與諸佛菩薩護法金剛

龍天諸尊更顯得金光閃閃！有的清理地藏殿，有的清
理太歲殿、延生殿、印度神殿、龍王亭、大門外的大
香爐、兩尊獅王菩薩、兩條大龍柱，大家盡心盡力的
清除塵垢，最後看著煥然一新的諸尊聖容與寺廟景
象，內心歡欣不已！

1 月 26 日是送迎太歲的日子，大家都準備了豐
盛的供品，感恩 2021 年辛丑太歲湯信星君的護祐．
由長老蓮滿上師帶領與會大眾上香、獻供、修法，恭

11

【西雅圖雷藏寺寺訊】
送湯信星君歸位，並迎請 2022 年壬寅太歲賀諤星君
上任，祈求鎮寺光明、闔家健康、幸福圓滿。參與的
有蓮旺上師、蓮花璧珍上師、蓮樣上師、蓮妗上師、
眾法師、講師，及眾同門。

西雅圖雷藏寺誠心的祝福師尊師母新的一年佛體
安康、長壽自在，也祝福大家虎年虎虎生威、財福豐
沛、吉祥如意！

大義雷藏寺捐贈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
供僧善款 拋磚引玉 期更大迴響
真佛報總社／特別報導

台灣高雄大義雷藏寺今年 1 月 16 日完成供佛齋
僧薈供法會後，於 1 月 27 日前往台灣雷藏寺，將法
會的結餘，全數捐贈給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供僧基
金。
大義學會理事長廖麗瑩師姐表示，大義學會多
年來持續不斷的進行供僧的捐贈，今年適逢大義雷
藏寺即將落成，特將供僧法會的結餘，新台幣 32 萬
元全數捐贈給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並由密總理事
長蓮東上師代表受贈，希望拋磚引玉有更多善信發

心護持供僧活動。相信在密總的統籌下，將廣大善
信的奉獻捐款，做更廣大的供養，一方面使出家眾
能受到實質上幫助，一方面也使參與供僧的廣大善
信同門，廣植福田。
捐贈儀式在台灣雷藏寺一樓壇城前舉行，由大
義學會廖麗瑩師姐、林立仁講師代表捐贈，並由密
教總會理事長蓮東上師代表受贈，密教總會秘書長
王醴教授、台灣雷藏寺住持蓮哲上師、監院蓮歐上
師共同與會。

台灣華光功德會與大義雷藏寺聯合舉辦寒冬送暖活動敦親睦鄰 嘉惠邊緣戶
華光功德會南區分會於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舉
辦年終送暖社區關懷及敦親睦鄰活動，華光義工在鄭
碧惠師姊帶領之下，前一天連同鄭夙倫師姐、惟潔師
姐、曾展華師兄等多位義工，將五十份物資分裝完
成，排列整齊，內容物含白米、冬粉、醬油、沙拉油、
香皂組、罐頭、麵條及禮卷 800 元，同時將華光宣傳
旗標、廣告紅布條豎立起來。
本次活動同時配合大義學會舉辦的「感恩根本上
師暨蓮花童子供佛齋僧薈供」活動，顯得意義特別非
凡不同、熱鬧異常，當天一大早許多義工同門就已蒞
臨，摩拳擦掌、擺陣佈勢、投入工作，邱淑雲、邱淑

文 / 大義學會文字工作小組

津師姐帶領的理容團隊，也準時到達，提供義剪的服
務。

本次受惠的邊緣戶對象，包括有大崗山的嘉興、
華崗、大莊及潭底四個里，這些好朋友們上午準時踴
躍的提早來排隊領取物資，皆大歡喜，滿懷感恩，可
惜他們有點靦腆不好意思，多次邀請參加義剪頭髮理
容，多數搖頭拒絕，這部份我們可以在發放通知單時
事先提醒，並由義工熱情引導，以求改善進步，並拉
近距離。

物資發放活動於上午圓滿準時結束，下午在同一
地點設攤募款，並有虎年吉祥物與大眾結緣，得到很

多數同們善信大德良好迴響，收穫滿滿，誠心感謝太
多義工熱心伸出援手幫忙，在此未能一一唱名，敬請
見諒。活動當天陽光暖照，天氣超好，似乎代表了邊
緣戶好朋友們的愉悅心情，期望他們也得到佛菩薩的
佛光注照，升起歡喜菩提心。
華光功德會理事長吳冠德、秘書長田岳易、顧問
李鎮雄、南區會長羅文量，均到達現場鼓勵打氣，協
助幫忙，令人士氣大振，真佛宗法會能將資糧道、加
行道、修道巧妙結合發揮，推展師佛度眾志業，真屬
可貴，令人讚嘆，假以時日，持之以恆，必能喚起人
心，使社會祥和。

賜授「瑤池金母虎頭金剛不共大法」灌頂
02 月 06 日（日）3:00PM

瑤池金母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壬寅年 (2022) 大幻化網金剛

新春祈福、息災、超度大法會

金剛薩埵護摩法會

賜授「金剛薩埵淨化賜福儀軌」灌頂

高王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賜授「高王觀世音菩薩不共大法」灌頂
02 月 20 日（日）3:00PM

02 月 27 日（日）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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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1.「主祈功德主」方案，請詳見西雅圖雷藏寺網站（首頁）、臉書，及真佛資訊網路（www.
tbsn.org）。2. 法會主祈、各類報名表格及贊助方式 ：https://www.tbsseattle.org/content/
view/14/30/lang,zh/3. 當天（2 月 12 日）進入法會會場的同門善信，都必須攜帶「已全劑接種疫
苗的證件」，或「法會前 72 小時內（也就是 2 月 9 日下午 3 點以後）的新冠病毒陰性檢測報告」（不
分本州、外州、國外），供工作人員檢閱。4. 西雅圖雷藏寺由於法會期間人手不足以因應，因此 2
月 12、13 日兩天將不提供三餐，不便之處請大家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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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眾踴躍親臨參加、報名參加，費用隨意。同霑法益，共沐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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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親自到西雅圖雷藏寺報名，或來信報名、email 到網管信箱 webmaster@tbsseattle.org 報名均可。
● 關於來信報名：請寫明姓名、地址，費用隨意，寄至美國西雅圖雷藏寺。
支票抬頭：Ling Shen Ching Tze Temple
● 關於 email 報名到網管信箱 webmaster@tbsseattle.org：
Email 中請附上報名表、報名法會的善款收據。（註：西雅圖雷藏寺網站 https://www.
tbsseattle.org/ 的首頁 homepage 左側有一個「捐贈」，按一下此「捐贈」，有 PayPal、
Debit 卡、Credit 卡三種方式，並請註明是報名 2/12 法會。）聯絡地址：1701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Tel: (425)882-0916 Fax：(425)883-7360
西雅圖雷藏寺網站 https://www.tbsseattle.org/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
tbsseattle.org/

報名方式：
賜授「大幻化網金剛不共大法」灌頂
02 月 13 日（日）3:00PM

動代為報名本寺的下一壇護摩法會。感謝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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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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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弟子徐偉傑、林瑞蕙、徐中信、徐堅、
徐巧靈助印「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功
德迴向：一心志誠，請佛住世。祈請師
尊加持闔家平安健康，福慧增長，光明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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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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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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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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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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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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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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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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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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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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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