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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回報的愛最偉大
佛法廣大無邊，以法界通化而言，宇宙之大之恢
宏，連太陽系都沒有福德，何況渺小的地球實在微
不足道，縱使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相對於宇宙虛空，有何福德可言？！佛陀教導唯有無
所住布施，不求回報才是真實福德。
泰戈爾曾說：「指責別人最容易，認識自己最困
難，不求回報的愛最偉大！」蓮生法王勸導，世上
沒有不可通融之事，眼界不要如綠豆小；學習寬容，
對每個人都好，就算最壞的人，也不應予以批評，令
人痛苦；學習心量廣大無邊，無論受任何委屆絕不告
人。行者要觀照修心，關愛眾生應無所求回報。

地球宛若一粒沙，人渺如蜉蟻何事可爭？而人們
常為了小事而大動干戈、爭得你死我活，實愚不可
及。烏俄之戰，如糞坑兩條蟲在打架。核戰互相殘
殺，屍骸遍野，人自做孽！唯有心量放寬包容一切，
人間從此無爭端，人類能夠平安生活，與地球共存。

相關報導詳見本期 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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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角上爭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三月十二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
西雅圖雷藏寺主持「阿彌陀佛本尊法」同修。法王開
示時指出，現在社會是靠宣傳和文宣的時代，任何單
位都要有文宣，讓佛法能夠傳遍更多人，真佛宗各
寺堂會、弘法人員、所有的弟子皆應做到宣傳佛法。
真佛密法弘揚五大洲，文宣利器不可少！西方極樂世
界有三怙主：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
有四淨土：常寂光土、實報莊嚴土、方便有餘土、凡
聖同居土，凡聖皆可往生，是最好的淨土，度化眾生
最多。
接續，法王依弟子提問解惑：（一）《延命地藏
經》不可以取代《地藏菩薩本願經》，佛教界長老有
些不認為是佛說的。許多佛經不一定是佛說，佛經真
偽應依照三法印去審辨。

法王講授《金剛經》「法界通化分第十九。」闡
明「福德有無」，重點在真正有福德之人不講福德，
以無住去佈施，無住相布施福德才多，不為什麼而
做。所以佛才會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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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廣大無邊，
以法界通化而言，宇宙之大，太陽系都沒有福德，何
況渺小地球？
完整開示詳見第 2-4 版

離色離相
離神通變化

三月十三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
雷藏寺主壇「不空羂索觀音護摩大法會」。法王開
示，學佛的人見面大都是合掌唸阿彌陀佛 ，因為祂
跟眾生最有緣，度化的眾生最多，佛國也是最殊勝
的。不空羂索觀音為什麼稱等引金剛？ 也就是平等
接引，象徵著平等性智，不論是好人是壞人，皆平等
接引，不論是息災增益敬愛或降伏，都能夠圓滿所求
不空。
當日問答中，法王解說：（一）密教修護法的時
間，以晚上比較好。而大力金剛是很多本尊的綜合，
若要供養可以本尊的誕辰來祭拜衪，以瑤池金母誕辰
那一天最好。

法王續講《金剛經》「離色離相分第二十。」闡
釋「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佛本身雖有三十二
相、八十隨形好，但是不可以相來見如來，也不可
以色來見如來。所謂色相其實就是變化神通，轉輪聖
王也有三十二相，身相圓滿未必是佛，提婆達多有
三十相猶未成佛；佛菩薩都有神通，然有大神通者
不一定是佛，魔亦能變化莊嚴色相。唯有離色離相、
離神通變化，把業障清除掉，身口意完全清淨之時，
顯發自己的光明佛性，進入空性，那個才叫見性，才
能見到如來。
完整開示詳見第 5-7 版

蓮生法王特刊照片感謝西雅圖雷藏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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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密法弘揚五大洲 真佛弟子人人有責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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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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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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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密法廣弘揚 文宣利器不可少
行銷法教聖義諦 普傳世間度群生

今天我們看了真佛般若藏和宗委會製作的動畫，
有一個感想，他們現在都做得很不錯。其實，不管是
寫書、說法，其實任何一個單位都是需要有文宣。現
代的社會，如果沒有文宣、沒有媒體的宣傳，是這樣
子講的，「沒有促銷就是報銷」。在現代的整個社會
都是靠宣傳跟文宣。其實你文章寫得再怎麼樣，如果
沒有宣傳也是一樣的，只是只有少數的人能夠知道裡
面所含的經跟意。如果有文宣的話，這個宣傳很重要，
讓更多人看到。
可以講，佛法能夠傳遍，其實也是需要靠文宣的。
所以這不只是說真佛般若藏的工作，也不是宗委會的
工作，真佛宗所有的寺、堂、會，甚至於每一個弘法
人員，甚至於每一個弟子，都是需要的。這不只是真
佛般若藏的事情，也不是宗委會的事情，而是所有真
佛宗的寺、堂、會，及弘法人員，及所有的弟子都要
做到，這樣子才能夠把真正的佛法傳遍給大眾。

極樂世界四淨土 彌陀慈悲來化現
凡聖往生盡接納 度眾最多第一等

彌陀佛。師尊就稱祂是佛王，因為祂所度化的眾生是
最多的。

先講個笑話吧。法官在法庭上審問證人，法官：
「你曾被逮捕過嗎？」證人答：「沒有，法官先生。」
「那麼，你之前有來過法庭嗎？」證人答：「沒有，
這是頭一次。」法官講：「你這張臉很熟，非常的熟
悉。我一定在哪裡見過你，而且不止一次。」證人答：
「啊！我以前是在一家汽車旅館當櫃檯。」法官聽了：
「好啦，你回去，沒話說。」法官也是人。
五歲的兒子第一次來到動物園，走到了黑天鵝
區，高興的跟爸爸講：「爸爸你快來看。」「看什麼
呢？」兒子：「那就是我們常常吃的薑母鴨。」薑母
鴨是黑色的嗎？是不是？

現在講，有一隻壁虎掉到鱷魚池，快要沒命。這
隻壁虎急中生智，一把抱住鱷魚大叫：「媽媽！」鱷
魚愣住了，立刻老淚縱橫：「兒子啊！你怎麼會瘦成
這樣。叫你不要玩股票，折磨成這樣子。」有人玩股
票、玩虛擬的貨幣，本來是鱷魚，小心會變成壁虎。

也有一個笑話我記得，壁虎到底是不是老虎？壁
虎當然不是老虎，但是牠有一個虎字，所以我們稱怕
老婆的，都稱為他是壁虎。他也是老虎，不過家裡的
母老虎是真的母老虎，只是我們是壁虎。

地藏菩薩延命經 未必佛陀親傳授
難以取代本願經 兩經差異勿細究

現在進入主題，馬來西亞蓮花幹明問的。

Q1

弟子請問師佛：地藏四部經包括《延命地藏
經》，除《地藏菩薩本願經》，釋迦牟尼佛
說經的個別緣起，其持誦功德分別是什麼？
（許多弟子因為《本願經》太長，可以《延
命經》取代嗎？）其中《延命經》中掌惡和
掌善童子（有心咒）和《本願經》二童子有
沒有關聯？

A1

這地藏菩薩有本經就是《地藏菩薩本願經》因為
《本願經》太長，可以用《延命經》取代嗎？我告訴
你一件事情，照理說是不可以，不可以用《地藏菩薩
延命經》取代。我記得有一次印順導師，他住我隔壁
的時候，我曾經拿了幾本經典給他看，給印順導師看。
其中我就有一本就是，叫什麼經典？什麼業障差別
經？有沒有這本經？《占察善惡業報經》（編按：盧
勝彥文集第 105 冊《彩虹山莊飄雪》076 如何分辨佛
經的真偽 ）OK，反正你們講出來就對了。
我記得有這本經，我拿給他看，拿給印順導師看。
也把《延命經》拿給印順導師看，印順導師是這樣子
講的，這些經不一定是釋迦牟尼佛講的，他只講：「不
一定是釋迦牟尼佛的。」可能是偽造的、後人偽造的
經典。所以不可以隨便相信這些經典是佛說的。例如
像《高王觀世音經》，那就不是佛說的，它是一本夢
授經，就是一個佛菩薩在夢中給一個人指示。這個人
本身寫出來的經典，這個叫做夢授經，不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

所以《延命經》，按照印順導師講，不一定就是
佛說的。我記得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佛學大家，姓呂，
呂布的呂，呂澂。他就講過一句話，他好像寫了一本

今天我們是修阿彌陀佛本尊法。其實，阿彌陀佛
祂的西方極樂世界，大家都知道，幾乎學佛的人都知
道。因為有《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無
量壽經》的「往生論」這些經典。我們也知道在西方
極樂世界有三位依怙主，就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那裡有四個淨土，合起來是西方極樂世
界。最高的是常寂光土，再來是實報莊嚴土，再來是
方便有餘土，再來是凡聖同居土。淨業、業障消除了，
也可以往生，帶著業也可以往生，在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是可以講，凡聖都可以往生。那是最好的一個世
界，最好的，所以你看我們八大本尊，第一尊就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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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真偽 依三法印審辨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第 65 講

書《楞嚴百偽》。他從《楞嚴經》裡面找出一百個有
疑問的地方，所以稱為《楞嚴百偽》，很有名的經典。
呂澂，他也講出，他說那個翻譯出來的句子太有文學
味道，在古代不會有這樣子文學的味道的這種經典。
所以他認為是有疑問，我們不敢隨便講。師尊雖然可
以問佛菩薩，但是也不敢隨便講。印順導師在讀經方
面也很嚴肅的，他也研究過、學習過印度佛教思想史，
他懂得非常的多、學問非常的淵博。《印度佛教思想
史》是他本身寫的。
所以地藏四部經，其中的《延命地藏經》，《本
願經》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是沒有錯。《延命經》
就不太，我們不太敢講。印順導師是這樣子講的，所
以不可以取代，雖然它比較短，但是不可以取代。至
於掌惡、掌善童子，跟《本願經》的二童子有沒有關
聯？既然經典都不可以取代，我們就不要去講說有沒
有關聯。你如果讀《地藏經》的話，你就讀《地藏菩
薩本願經》那是大家公認的。《延命經》就不敢講。

例如我們讀經，像師尊講的《金剛經》，那是《大
般若經》——廣，經典都有廣、中、略，廣的話就是
《大般若經》，中就是《金剛經》，略就是《心經》。
這是大家公認的。但是《延命經》，很多佛教界的人、
長老，有些不認為那是佛說的。既然這樣子講的話，
當然是不可以取代。至於《延命經》中的兩個童子跟
《本願經》的兩個童子有沒有關聯，那就另外一個問
題。我只能夠這樣子跟你回答。

受持讀誦金剛經 功德遠超大布施
布施功德多或少 端看是否住於相

好，我們今天講這個《金剛經》。法界通化分第
十九。我把這個第十九整段唸一遍，因為不是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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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短短幾句話，這一品就完了。法界通化
分第十九。你看，這一段文字跟《金剛經》的第八品，
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第八品它講的是這樣子，它
說，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也是談到
福德問題。但是第八品當中所講，是以這個來跟受持
讀《金剛經》經相比較，哪個福德多？哪個福德少？
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這個人福德得到
當然是很多，但是仍然輸給受持讀誦《金剛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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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八品的比較。

那麼這一品，第十九品它是以這個樣子來做比
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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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佛陀所講的答案，
如果福德是有實在的、有實際的，如來不說得福德多。
實在有福德，為什麼如來說不得福德多？以福德無
故，福德是沒有的，所有如來說得福德多。一般來講，
讀經的，你們能不能體會到佛陀到底在講什麼？這就
是佛陀回答的問題。須菩提已經講了：得福甚多。但
釋迦牟尼佛跟須菩提講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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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說什麼？什麼意思？能解的，哇這一次有
獎！哇！是針巴拉欸，財神欸！還加上兩個以前的這
個錢。哇，這一條蠻珍貴的，哈一口氣！能夠講出來
的，就給他這一條，就是這一句。好，大使。

大使：頂禮師尊，《金剛經》佛陀是為發大乘的
人講的，發大乘要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最高正
等正覺的人講的。所以宇宙的法是不生不滅，不斷不
常的，是像虛空一樣甚至連灰塵你都看不到的。那你
修行你要無量的度眾，度的眾，一直度、一直度根本
沒有時間來想我在度眾，根本沒有時間來誇張來去計
算，就像這一位皇帝說他蓋了多少廟啊，他有沒有福
德，達摩說你沒有福德。
所以可以計量福德，不算多，你可以去算我這個
福德、那個福德那麼多，我這個真實的福德，我蓋了
廟、我捐了屋子、我捐了什麼，可以計量的，那就不
說你多了。所以福德就是說你做，不講，一直做、一
直做…，是有福德。無量的福德，那個才叫做多，那
個才是真的福德，這個就是《金剛經》的真義，就是
無相的布施，無住的生活，無得的修行。你這樣去做
的時候，這些功德是看不見的，自己也不講的，像虛
空一樣多的，那才叫福德呀，感謝師尊！
講得很正確，這一條是給你的。（眾人鼓掌）

好，釋迦牟尼佛講這一句，你不要按照祂的經文，
剛剛大使已經講了。真正有福德的人，從來不去講福
德，這個就是無住。你無住去布施，我不是為了什麼
去布施，不是為了福德才去布施的。這樣子就是福德
多。你如果是為了什麼而去布施的，那個福德就少了，
甚至於沒有福德。所以整段句子就是——無住，釋迦
牟尼佛在教大家「無住相布施」，無住相布施。那個
第八是用比較，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功德很多，沒有錯，須菩提講的也沒有錯，功德很多。
但是還輸給，用《金剛經》、讀誦《金剛經》、授持《金
剛經》的人，那是兩個比較。這個第八品意思就是兩

個人在比較，就是兩個比較。

這一回講的是「無住相布施」，那個就是福德多。
有住相布施，如來就講，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因為那
個福德有限。所以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不是為了福
德去做的，我們按照自己的修行的本分去做，也不求
什麼回報，那個才叫做福德多；你為了什麼而去做的，
那個就是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根本就沒
有福德。
所以達摩祖師才講說那個像梁武帝，他建了那麼
多的寺廟，他在南朝的時候，建了那麼多的寺廟、養
了那麼多的出家人，結果他問達摩祖師說，我這樣功
德怎麼樣？祂說，一點功德都沒有；達摩祖師講一點
功德都沒有。你是為了功德去做的，那還有什麼功
德？根本就沒有功德。所以我們是不為什麼而做，所
以是「無住相布施」，你不是為了什麼而去布施的，
那個福德多。你為了什麼而去做的，就是沒有功德。
這個非常的簡單，這一段文字非常的簡單。

法界佛法皆無邊 恢宏宇宙見地球
極其微渺不足道 何有功德可議論

祂為什麼標題是法界通化分第十九？什麼是法界
通化？標題為什麼用法界通化？如果按照這一品第
十九品，題目應該是福德有無分第十九。祂為什麼用
法界通化分？標題為什麼叫法界通化？

「法界通化跟福德有無」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
係啦，如果以法界通化來講，哪有什麼福德？整個法
界，我們隨便講一個好了，月球、地球，還有太陽系
九大行星，哪一個球啊有福德？我問你啊，海王星
嗎？冥王星嗎？火星嗎？月球嗎？地球嗎？你地球
啊，有什麼功德？地球不過是在九大行星當中，也算
是一個行星吧。法界通化，我們講太陽系就好了，不
要講到整個法界統統都相通的，都是這樣子。
你知道有多少法界嗎？聽說有一百個太陽欸，我
們這個太陽系只是其中的、當中的一個太陽，一個太
陽系，旁邊還有結界，你過不去欸。這個太陽系以外
另外的世界你根本過不去欸。去到那裡就盡頭了，沒
有了，你進不去啊，因為那個大氣層，比那個圍著地
球的大氣層還要厚，還要沉，沒有一個東西能夠通得
過的。

你整個太陽系都沒有什麼福德，你這個小小的一
粒沙算什麼福德？我講啦，月球上，我們知道月球上
連一個人都沒有啊，大家也從來沒有發現過月球上有
生物。我問你啊，在月球上有什麼福德？你講給我聽，
月球上有什麼福德？反過來講，你地球上有什麼福
德？你看那個蘇聯跟烏克蘭，兩邊戰爭，那不過是糞
坑裡面的兩條蟲在那邊打架。在宇宙看起來根本就沒
有這種事的。所以你眼光大，你如果知道佛法，佛法
真的是廣大無邊的，我們常常講佛法無邊，沒有邊際
的。佛法無邊，就是法界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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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宛若一粒沙 人渺如蟻爭何事
心量放寬容一切 人間從此無爭端

無住相布施 才是福德

我小時候有看到紅螞蟻跟黑螞蟻，兩邊的螞蟻打
架。我小的時候，家裡住在高雄林森橫路那個台灣電
力公司的宿舍（大港埔市），那時候還沒有什麼那個…
但是螞蟻爬來爬去，常常看到。你掉一個糖下去，很
多螞蟻馬上就過來了，在台灣也有這種現象。你掉一
顆糖，好像有螞蟻就過來了，有沒有，螞蟻就會過來
啊。所以我家裡那個中庭，紅螞蟻跟黑螞蟻兩邊打，
打得很激烈耶，真的是血流成河，那個屍體，死掉的
螞蟻遍佈啊！

兩邊螞蟻，哇！這樣子紅的跟黑的互相咬，哇！
我個人就是那時候小孩子很頑皮，兩邊螞蟻在打架，
結束你們的戰爭，我就拿了幾張紙，給它放在那裡，
然後這邊點火，那邊點火，兩邊燒過來，哇，全部都
死光，害我現在都超渡得不完。那時候不懂，看到螞
蟻這樣子走走…，哇！那邊螞蟻走過來，那邊螞蟻走
過去，圍牆旁邊就放了一些紙，然後這邊燃、那邊燃，
就一直燒過來，哇！屍橫遍野。
你看，你們知不知道這種事，知不知道？小時候
用紙燒過螞蟻的舉手？還不少人殺過螞蟻欸！真的，
我那時候小孩子很頑皮，看到螞蟻在圍牆線那邊爬，
就用紙這邊燒那邊燒讓牠走投無路，然後全部都燒成
一堆。（現場眾：還有別的方式。）你用 DDT 噴喔！？
（現場眾：用熱水。）你用熱水灌螞蟻洞啊？哇，這
個更殘忍。
我問大家，跟天地神祗有什麼關係？真的，很小
的生命啊！你從螞蟻的生命，再看看人的生命，其實
人的生命也是很小的生命耶。現在人命也不值什麼錢
了，你看那個戰爭一來，很殘酷！我們都覺得說，哎
喲！真的不需要有這樣子的戰爭。死的都是同類，物
以類悲啊！同樣都是人類，何必相殘，有這種想法。
但是人啊，有時候也是自作孽，搞什麼那個核子彈，
搞什麼那個化學武器，化武啊，搞這個核武，你自取
滅亡，那是自作孽啊！自作孽，不可活啊。
你看就是 Covid 19，就已經把人類整得都差不了
啦。學生不像學生，上班的不像上班的，像我們弘法
的都走不出去，以前到世界各國去弘法，你看鎖國的
鎖國，要出去都難啊。這個 Covid 19 已經被關了兩
年了，關到最後學生就真的講一句話，呆若木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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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被關了兩年。上班的關在自己家裡上班，像
Microsoft 它還沒有完全說到公司去上班嗎？還是沒
有啊，有的人還是在家裡上班，兩年了，沒有跟同事
見面喔，我看精神都快要完蛋了。人跟人不能互相來
往那一種萎縮，心靈的萎縮真的是很殘忍的。所以你
看，這個標題就是法界通化，佛法無邊，廣大無邊的
法界通化。都是這個道理。（眾人鼓掌）

所以你們現在體會了什麼？心量不要那麼小啊！
心量大一點啊，沒有不可通融的事情，沒有不可寬容
的事情。你心量那麼小像螞蟻一樣嗎？一定要打架？
心量放寬啊，不要眼睛像綠豆眼。師尊眼睛本來是很
大的，現在這個眼皮老了以後就下垂，眼皮下垂，就
更像佛菩薩，成了一線。（師尊笑、眾笑）很少佛菩
薩眼睛張得很大的，都是眯眯眼這樣往下看，也不是
綠豆眼，我眼睛是很大的。人眼睛不要像綠豆那麼小，
眼界那麼小，法界無窮盡，法界通化，佛法廣大無邊，
很寬大的。千萬不要學螞蟻，千萬不要學烏龜，烏龜
兩個眼睛是看自己前面。
這個心量，大家要學寬容，佛法是寬容的，是廣
大無邊，心量廣大無邊，都可以包容的。人就是不能
夠寬容，國家跟國家之間才會有戰爭；不能夠寬容，
家庭才會有革命；不能夠寬容，人跟人之間才會有仇
恨，才會有仇怨。

麼都是雲？不應該、不應該。所以要批評的時候啊，
要記住，不能給對方痛苦，不要給人痛苦。

所以我在法座上講，我絕對不告人，因為被告實
在是很痛苦。所以我不告人，就是我在台灣雷藏寺在
法座上講，我不管受如何的委屈，也不可以去告人。
人家耶穌也是這樣子講的喔，我的古魯耶穌也是這樣
子講，要愛你的敵人。所以這個是佛法，耶穌講的是
佛法，愛你的敵人也是佛法，很簡單講——法界通化。

有人問印度詩人泰戈爾三個問題：「什麼最容易？
什麼最困難？什麼最偉大？」泰戈爾回答：「指責別
人最容易，認識自己最困難，不求回報的愛最偉大。」
你看泰戈爾講的這幾句話就是今天師尊講的，法
界通化。批評別人、指責別人是最容易的事。認識自
己，你有沒有認識自己？你腦海裡面的念頭啊？ 你有
沒有認識自己啊？最困難。不求回報的愛最偉大，就
是今天《金剛經》裡面所講的——無所住布施。不為
什麼但是我布施，我不為什麼去布施，無所住的布施。
泰戈爾回答的。我以前是寫新詩的，泰戈爾的新詩，
他有他的詩集，泰戈爾真的是很偉大。
今天就講到這裡，嗡嘛呢唄咪吽。

聖尊憐愛諸有情 不再直指眾生過
行者修心宜觀照 關愛眾生應無求

師尊學習的是這樣子，對每一個人都好。（眾人
鼓掌）包括那個人很壞，我還是要對他好。所以師尊
曾經在法座上，在台灣雷藏寺講過一句話：「盧師尊
絕對不會去告人家。」為什麼我不告人家？那時候蓮
極上師就在旁邊，我下法座他就跟我講：「你錯了！
人家會告你，你不告人家，人家告你。」那算我倒楣
啊，沒關係，讓人家告吧。我告訴你喔，告人家，會
給人家痛苦。你吿那個人，那個人一定會很痛苦，他
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官司，他一定會痛苦。
所以我自己也懺悔啊，我以前寫文章也批評過
人，我批評人的時候人家一定很痛苦。所以我以後
就不跟鬼婆 doremi ，我就不用再每一年跟她這樣
doremi，何必呢？寫了那五本書，對嗎？錯嗎？真的
沒有辦法分。還有我以前寫過《金剛怒目集》批評了
很多人，也批評了林雲，也批評了佛光山的星雲…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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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3 日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彩虹雷藏寺「不空羂索觀音護摩大法會」暨《金剛經》第 66 講開示

也就是祂的本地是地藏王菩薩，然後又是瑤池金母。
另外，祂拿著棍，拿著那個棍是象徵蓮花童子的，蓮
花童子的本地又是阿彌陀佛。所以這一尊大力金剛就

Q1-1

阿彌陀佛，敬愛的師尊：上回師尊回答「如
何讓護法永在？」這道問題的時候，師佛有
提到：每天要供養護法，尤其是護法的生日。
摩利支天菩薩和大力金剛都是與真佛宗有契
約的兩大護法，愚弟子在此請示師尊可否告
知「大力金剛」的誕辰，讓眾弟子等也能夠
在大力金剛的吉祥誕辰獻上真誠的供養。

A1-1

有很多的根源，跟瑤池金母跟大力侍者跟地藏王菩薩
跟蓮花童子跟阿彌陀佛都是有關聯。

等引金剛
平等接引 所求不空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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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不
空羂索觀音等引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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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空羂索觀音平等接引
象徵平等性智 息增懷誅皆圓滿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 3 月 20 日下午 3 點
是阿彌陀佛的護摩法會。祂的手印就是彌陀定印，祂
的咒語是「嗡。阿彌爹哇。些。嗡。阿彌爹哇。些。嗡。
阿彌爹哇。些。」祂跟佛一樣有三十二相，祂本身顯
現的是紅色，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在一般來講，每
一位學佛的人見面都是合掌唸阿彌陀佛，大部分都是
唸阿彌陀佛，為什麼唸阿彌陀佛呢？因為祂跟眾生最
有緣，祂跟眾生的緣是最大的，祂的佛國也是最殊勝
的，祂度化的眾生是最多的。這兩年來，師尊每天晚
上就是做千艘法船的超度，每一天晚上，沒有一天停
止過。那也是以瑤池金母跟阿彌陀佛為主尊，瑤池金
母跟阿彌陀佛是最主要的主尊，所接引的幽冥眾都是
到阿彌陀佛的淨土。所以阿彌陀佛可以講跟眾生是最
有緣的，盧師尊的本地也就是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是修不空羂索觀音，這一尊觀音是觀音
院的七觀音之一。祂的力量非常的大，跟準提佛母
的法力一樣的（準提佛母也是觀音院的七尊觀音之
一），主要是在祂的「不空」兩個字。祂為什麼叫做
等引金剛？也就是平等接引，象徵著平等性智。祂有
四隻手，四個手臂有一個手是持著念珠，唸祂的名就
能夠得到接引；一隻手就是持著蓮花，主要是息災，
蓮花是息災用的；一隻手拿著淨瓶，凡是有業障的，
都用淨瓶的甘露水給它消除；一隻手持著羂索，就是
綁住所有的願望，讓願望都能夠達成。
這一尊在我們 True Buddha School 裡面，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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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主祈，這一尊是最多的，主要是因為不空，也
就是所求不空、平等接引，也是最慈悲的一尊觀音。
平等接引是平等性智，不管你是好人、是壞人，祂都
是平等接引。這個「不空」兩個字的意思啊，它是這
樣子講的：不管是息災、增益、敬愛或者降伏都能夠
讓你圓滿，這個叫做不空。

一年級的學生被要求寫一段名為「感恩節我要感
謝的事」，小明的作文是這樣子寫，他說：「我很慶
幸，我不是火雞。」

這個笑話好像講過。一個朋友說要請客，去買鹹
酥雞。付錢的時候，我看他掏錢的動作非常地慢，我
就講：「不然我來付錢吧？」他答：「那怎麼好意思
呢？」於是我就把手伸進他的口袋。

店員對客人講：「先生，你今天的餐點一共是
350 塊。」客人：「好，幫我分成兩份來算。」店員：
「咦，剛剛有人陪你用餐嗎？」客人答沒有。店員問：
「那為什麼要分開來算呢？」客人答：「這樣我才能
感覺比較不孤單。」店員：「這樣好吧，那我就把你
當成兩個人用餐。」客人講：「謝謝您。」這時候店
員再講：「這樣我要跟你收 700 元，我們這裡是算人
頭的。」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汶萊蓮花翰鴻問的。

大力金剛由四尊合一
誕辰日同於瑤池金母

「請問在哪一個誕辰同一日可以供養大力金剛
呢？請問。」（法王現場請示）祂是這樣子講的，在

Q1-2

（續上）若不知根本護法的誕辰，是否是與
其本地的誕辰同一日？祈請師尊開示。

A1-2

瑤池金母的誕辰那一天最好，因為大力金剛是很多尊
的佛菩薩合一的身，大力金剛嘛哈巴拉。

護法之供養與修持
時間宜擇晚間為佳

我記得大寶法王，祂說白天祂修度母，晚上祂修
護法。晚上祂就修護法，白天修度母，這是大寶法王
跟我講的。另外有一個甘丹赤巴，甘丹赤巴來的時
候，祂說那天晚上是祂的護法的生日，祂要我們帶祂
去買肉跟酒，祂今天晚上祂要修護法，這是甘丹赤
巴。

所以在供養護法的時候，時間選擇也是在晚上；
修護法的時間也是在晚上比較好，在晚上修護法比較
好，時間上。甘丹赤巴，黃教的。不過，黃教的護法
一般是大威德，黃教主要是大威德；薩迦教的主要護
法是喜金剛；白教的主要護法是勝樂金剛，勝樂金剛
是最主要的護法（勝樂，白教）。另外，紅教的主要
護法是大幻化網金剛。我們真佛宗有四個教派的傳
承，你們修哪一個護法，就是…還有真佛宗的特別兩
個護法，一個是摩利支天，一個就是大力金剛。特別
的，這是特約有簽約的護法，祂護持真佛宗的弟子，
因為大力金剛是很多的本尊的綜合，所以我們用本尊
的誕辰來供養祭拜他。
關於同學會的事情。有一群台南一中畢業的同
學，從四十歲時就決定未來十年就要聚會一次。同
學會每十年要聚會一次，這個也不簡單，十年聚會
一次，我們的學校的同學會到現在還有，我畢業的
university，同學會到現在還是有常常有聚會，不要

這個問題問得很細，真的，大力金剛在別的宗派
比較少，在西藏來講，也有人弘揚嘛哈巴拉，有人在
弘揚，但是從來沒有講過這一尊誕辰的日子。他的第
二個問題好像也是這樣子。
他又問第二個問題：「如果不知道誕辰的日子，
以本地的時候來祭拜這個大力金剛？」本地，什麼叫
本地呢？祂的根源，但是祂有好多根源。大力金剛祂
拿拂塵是瑤池金母，那麼祂結忿怒印，就是象徵祂本
身就是大力金剛，祂原來是地藏王菩薩的大力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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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第 66 講

等十年了，等十年好久。四十歲時，他們第一次聚餐
選擇了阿霞飯店，原因是服務生小姐非常好，而且
也穿得非常少。十年後，五十歲還是選擇阿霞飯店，
原因是它菜單的字比較大一點，看得清楚。又過了
十年，就是六十歲，他們還是選阿霞飯店，這回是
阿霞飯店它有養生餐。再過十年，七十歲了，他們
還是選阿霞飯店，這次是因為這家餐館有提供輪椅。
十年又過去了，八十歲，所有的同學無異議地通過
要去阿霞飯店，理由是：因為從來沒有去過。可見
老年失智是非常可怕的，精彩的是，同學來了三桌，
結帳的時候卻要付六桌，因為多出三桌是菲傭坐的。
這個好笑嗎？這是化妝舞會。朋友小明的兒子是
幼稚園班上的唯一男生，有一天放學回家，兒子講：
「爸爸，學校下個禮拜要化妝舞會，老師教我扮演王
子。」小明講：「班上就你一個男生，當然是你演
王子，那麼誰當公主呢？」兒子講：「每個女生都
想當公主，還為了這個事情吵架，所以老師還沒有
決定誰當公主。」小明回答：「兒子啊，為了班上
女生都能夠當公主，你就跟老師說，你不要演王子，
你要演國王。」演國王，王子只有一個公主，國王
卻有一大群的嬪妃。

談到幼稚園，就想起我那幼稚園的女朋友，她叫
林燕玉。林，雙木林，燕子的燕，金玉的玉，我都記
住她的名字。幼稚園的我都記得住，現在的記不住，
這就是失智啊，失智就是這樣子。你知道，年紀越
大的人喔，最近發生的他都記不住，小時候的事情
偏偏都記得住。
有一家豪華的按摩院，一張大大的告示寫著：
「我們這裡有兩種按摩，健康按摩是你出人、他出
力，每個小時三百塊。」這很便宜耶，三百塊，台
幣嗎？在美國都要一百塊美金至少，健康按摩是每
小時三百塊，你出人他出力。「快樂按摩是他出人、
你出力，每次要三千塊。」好像不怎麼好笑。

傍晚跟老爸散步經過紅燈區，結果紅燈區前面有
幾個小姐，這個小姐說：「嗨！帥哥，你好久沒來
了。」想不到小姐的記性這麼好，光顧了一次就把
我記住了。這時老爸講說：「以後我們不要來這裡散
步。」然後，老爸塞給他二千塊（塞給小明二千塊），
對他講：「兒子啊，剛才的事千萬別告訴你媽。」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笑話是這樣子。一個妓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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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破產了，他拍賣他店裡面的東西，小明就買了
妓女院的一隻鸚鵡，回到他自己的家，吊在他家裡。
然後這時候老爸出來了，牠說：「欸，這嫖客沒有變，
嫖客沒有變呢！」然後呢，再來是什麼？忘掉了，
喔，對了！對了！應該顛倒講。小明拿了這個鸚鵡
回去掛在家裡的時候啊，先這個媽媽出來了，這鸚
鵡就講：「媽媽桑變了，媽媽桑變了。」（那個叫
做老闆娘吧，就是媽媽桑）然後小明的姐姐出來了，
鸚鵡就講說：「小姐也變了，小姐也變了。」到最
後這個爸爸出來了：「就只有嫖客沒有變。」這好
像跟那個笑話是一樣的，所以我就講講。
我們今天講「離色離相分第二十」，這個也很
短，我把它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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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亦是變化 不可以色得見如來

我把這個整段講完。離色離相分第二十，也就是
說如來、佛，你講佛，不能夠講祂的色也不能夠講祂
的相，你要看到如來，不是看到祂的相，也不是看到
祂的色。這裡的色，其實就是變化。相，我們知道
如來有三十二相，佛本身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但是《金剛經》裡面講，雖然如來是有這樣子的相，
具足所有的相，但是不可以以相來見如來，也不可
以以色來見如來。

那什麼是色？這裡講的色是什麼色？不是我們
講好色的色，而是講祂的變化——如來的變化，像孫
悟空有七十二變。我舉一個例子啊，孫悟空有七十二
變，他跟四川成都都江堰的二郎神……二郎神，是不
是二郎神廟在四川成都？二郎神廟二郎神，那是玉
皇大帝的姪子，叫什麼？楊戩，楊戩二郎神。二郎
神有七十三變，孫悟空有七十二變，我記得好像我

看過的是，二郎神在追他的時候啊，孫悟空就變出
一個廟，變出一座雷藏寺，雷藏寺旁邊有一根旗桿，
因為他尾巴變不了，就是那個旗桿。二郎神一看，
孫悟空跑哪裡去了？看到旗桿，這一定是牠的尾巴，
孫悟空再怎麼變，他的這個尾巴還是會露出來，二
郎神祂認得這是孫悟空變的，所以孫悟空跟二郎神
本身來講，在鬥法法當中，因為孫悟空有七十二變，
二郎神有七十三變，所以孫悟空老是落敗。

這裡的色就是講變化，你不能看到飛行的——在
空中飛的，你就說，喔，那個是誰在空中飛，認為
他就是佛，在空中飛的就是佛，不可以這樣子認為，
空中飛的還有鳥啊，難道鳥是佛嗎？這個就是色。
難道飛機是佛嗎？都不是的。我前幾天才在空中飛，
在空中盤旋，在空中這樣子轉來轉去這樣子盤旋，
我能夠飛行，能夠飛到哪裡，想到哪裡就可以到哪
裡。那你不能認為說：「你能夠在空中飛，你就是
佛啊。」不是的，也不能夠，所以不能說以色身見。
或者「你能夠隱身，你能夠變化，像孫悟空一樣。」
孫悟空能夠變成一座廟，有一根旗桿，你就說：「哇！
孫悟空很厲害，他一定是佛。」這是變化，講的是色，
就是講的是變化。

轉輪聖王亦有三十二相
不可以相得見如來

那麼所謂相，如來當然有很多的相貌。像雙耳垂
肩啊，大家都會的，這樣一起來就垂肩了，雙耳就垂
肩。眼睛，祂們都是瞇瞇眼，佛的眼睛都是瞇瞇眼，
所以瞇瞇眼很像色眼，我們不是講色瞇瞇的嗎，瞇瞇
眼其實不是色眼，金剛就是怒目，金剛就是睜大眼
睛的。你不能夠講說睜大眼睛的就是金剛神，不能
這樣子講。你不能講瞇瞇眼就是色眼，佛的眼睛是
這樣，慈眉善目——很慈祥的眉毛、很和善的眼睛，
佛本身不會那個，祂相貌非常的圓滿，相貌很圓滿、
很莊嚴相，頂有肉髻。

每一尊佛祂的身相非常的圓滿，還有一個手臂過
膝，祂的手臂伸出來超過膝蓋。佛的三十二相，手臂
過膝，誰的手臂能夠過膝的——過膝蓋的？有沒有人
手臂能夠過膝蓋？你坐著當然能夠過膝蓋，站著手臂
過膝蓋的，我們這裡有沒有人手臂過膝蓋的，手很長
能夠伸到膝蓋底下的，有沒有？炳祥啊，所以你看，
佛的三十二相不得了。而且那個舌頭伸出來，祂的
舌頭伸出來可以把整個臉蓋住，所以你看《阿彌陀
經》裡面，佛伸廣長舌相，很長又很廣然後把整個臉
覆住、蓋住，就是在講誠實的話，講非常真實的話，
佛伸廣長舌相，就是舌頭伸出來一大片，然後很長，
而且又可以把自己的臉蓋住。那也是三十二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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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顯發光明佛性 才是真實「見」

通力並非成佛之判別基準
行者不應迷惑於種種變化

佛有三十二相，你不要看到三十二相，看到身相
圓滿的人就說祂是佛。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因為轉輪
聖王也是長得這個樣子，將來《金剛經》也會提到，
轉輪聖王也是三十二相。所以祂這邊講離色離相分，
主要是講，你必須要離開種種的變化，種種變化的
不一定是佛，你要離開相，種種的形相也都不是佛，
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也不是佛。

你知道提婆達多嗎？提婆達多跟釋迦牟尼佛的
相非常接近，佛有三十二相，提婆達多有三十相，跟
釋迦牟尼佛非常接近的，所以提婆達多的相貌非常的
莊嚴。但是在僧團裡面，他就講說釋迦牟尼佛已經老
了，應該他當僧團的領袖，就要把釋迦牟尼佛逼宮。
我們用現代的話就是逼宮——把釋迦牟尼佛逼出去：
「你退休，現在我來當僧團的領袖。」提婆達多就
是這個意思，僧團那麼大，釋迦牟尼佛老而不死，
那麼老了，年紀那麼大了，身體又不好了，那祂也
不走，也不退休，一直佔著那個位置。提婆達多實
在忍不住了，就逼宮，要把祂逼走，把釋迦牟尼佛
逼走，他自己要當僧團的領袖。提婆達多有三十相，
就少了二相而已，所以不能夠用相貌來說那個就是
佛，也不能用變化來說那個是佛。

變化，這個就很厲害了。賓頭盧就很厲害了，賓
頭盧啊，所有的眾生說這些阿羅漢都有神通，眾生呢
他就是爬上樹，在很高的地方吊了一個包袱，然後
就跟阿羅漢講：「你們誰有能力上去，把包袱拿下來，
那個包袱就是那個人的。」其中賓頭盧就顯化神通，
輕輕地一跳，就用飛的，像鳥一樣飛到樹的最高頂
的地方把那個包袱拿下來。就因為賓頭盧顯現了這
個神通，釋迦牟尼佛就喝斥他：「將來你就留在這
娑婆世界，當住世的阿羅漢。」賓頭盧就是這樣子
變成住世的阿羅漢。

我把碗拿起來蓋住，我就壓了一下，我請他們來拿
這個碗。「咦？」他們都講：「這個碗怎麼有吸力？」
就吸在桌面上。平時不是的，平時你拿起來碗放著，
一拿就拿起來，我一按過，加上一點靈力，他們在
那邊拿，碗就是吸了一下，確實那個碗是有一個吸
盤吸力把它吸住。所以你隨便拿一個碟子給我，我
只要把這個碟子加持過，它就變成碟仙，你們來用
這個碟子，它就會跑，就變成碟仙。
所以這個是，這不是魔術，這本來就是靈、本來
就是氣，所以你們不要因為我能夠這樣子，你們就認
為我是佛。這是變化，離色、離相，你不要認為說
哪一個人長得很莊嚴，相貌像佛，你就認為他是佛，
要離相，就叫離相，這個經文的意思是「離色離相
分第二十。」

上至四聖下至鬼道 皆有通力
三業清淨離諸相 真如顯現見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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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變化，沒有錯，是有具足色身，佛當然有
神通，但是有神通的不一定是佛，這樣子跟大家講
就知道了。不一定是佛，這裡面可以解釋。「如來
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如來不是用變化的，
但是如來也能夠變化。「是名具足色身」，如來也能
夠變化，但是會變化的不一定就是佛，這個意思就是
這樣子講。我跟大家解釋的這個意思，跟別人講的
可能不太一樣，佛有神通，但有神通的不一定是佛。
鬼有小力，神有大力，大力的就叫神，小力的
就叫鬼，鬼也有力量啊，鬼怎麼沒有力量呢？有啊，
它也會變化，我見過的鬼很多，還有，師母見的鬼也
很多，它們都會變化。它們也會變最好看的給你看，

變醜的也可以給你看，變那個披頭散髮、七孔流血，
它可以變給你看，嚇得你趕快跑，等一下一回頭，
哇，千嬌百媚的一個小姐，它又變成千嬌百媚的一
個小姐給你看。一下子它是千嬌百媚的小姐，一下
子披頭散髮、七孔流血、舌頭伸得很長。

不能因為他能夠變化，就認為他就是佛，這是離
色。不能因為他的相貌很莊嚴，他就是佛；魔也可變
化得非常莊嚴，他們也能夠具足，像提婆達多也能
夠具足三十相，你看不出來。所以這裡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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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是具足三十二相沒有錯，但是具足三十二相
的不一定就是如來，所以不能以相見、不能以色見。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佛講的。那如來要怎麼見？既然
祂會變化，你也不一定要相信，那祂出現三十二相，
你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如來。要怎麼見？我們密教裡面
講的，就是把你的佛性顯現了，你自己已經顯現你
自己的佛性了，這個時候你看到的就是佛了。佛性，
我們講明心見性，你看見了真正的佛性，那個才是
真正真實見，如果見不到你真實的佛性，所有的色、
相都不是的，只有你自己顯發了你自己的光明佛性，
那個才叫見。

要看到佛性，要把你的業障清除掉，把你的身口
意業清除掉，就是在密教修法當中，清除你自己的
身口意業，變成身清淨、口清淨、意念清淨，到完
全清淨的時候，你認識了空性，你進入空性，這個
時候才能夠叫做見性。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註一：詳見盧勝彥文集第 237 冊 049，傳授「賓
頭盧」尊者之法。

所以很多佛菩薩都有神通的。其實像這個金剛鈴
在這裡，拿起來很輕鬆，這個拿很輕鬆，按住這個金
剛鈴，加上一點力量，再拿就不一樣了，它已經吸住
桌子了。可以移來移去，但事實上它已經吸住桌子
了，真的吸得很緊，你用大力當然可以拿起來，但
是輕輕地拿，拿不起來。就只這樣子啊，這是魔術，
真的，我只是輕輕一按，用上一點力量而已，它裡面
有一個吸力就把它吸住了。以後個人表演的時候…。
我曾經在一個餐桌上表演過這個事情，好像是在
台中的那一家僑園吧？台中的僑園飯店。大家在吃
飯的時候，我就把碗拿起來，那時候菜還沒有上來，

感謝蓮竹法師、賴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真佛報1413期-繁體-A3-12頁.indd 7

2022/3/16 下午10:04

真佛論劍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 2022 年 3 月 17 日 / 星期四

加拿大，卡克里的「蓮花玉嬋」寫了一封

弟子蓮花玉嬋拜上

敬愛的師尊、師母，您們好！

我說：

信給我，信如下：

由一封信說起

非常感恩師尊的大力加持和慈悲。

我父親「蓮花叔標」於去年五月一日往生。
我母親「蓮花順蘭」於今年十月一日往生。
由於盧師尊加持接引：

他她們在火化之後，都能燒出舍利子。
（舍利子，圓滾滾，漂亮，晶透）

尤其我母親蓮花順蘭，她是文盲，不識字。
又不會說話。

平時只是報名參加盧師尊的法會，彩虹雷
藏寺的護摩法會做主祈和功德主。
默默參加。

（默默心中憶念）

以她這種情況，也能燒出舍利子，實在令
我們感到意外及驚喜。

實在不可思議！

在此我代我父母親獻上供養，感謝師尊及
佛菩薩的大力加持。
謝謝盧師尊。

實在令人讚嘆！
有弟子問：

「舍利子是什麼意義？」
我答：

舍利子是依戒定慧之薰修所成。
有三種色：

白色——骨舍利。

《金光明經》曰：

舍利子即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重。
舍利子又分：

全身舍利，如多寶如來。

再來呢？他死的時候，他還能夠持咒，還能夠唸
佛，唸阿彌陀佛聖號。

這就不簡單了！一個人臨終的時候，還能一心不
亂唸佛、持咒是很重要的。

這在《阿彌陀經》裡面有一到七日唸佛一心不

真佛報1413期-繁體-A3-12頁.indd 8

八分，七分在南瞻部洲，一分在龍宮」
《傳燈錄》曰：

「佛舍利，八斛四斗。」

近期「蓮印」上師也燒出很多「舍利子」，

我們學佛的人，其中很多的不知，其中的一樣不
知就是不能預先知道死期，任何人都一樣的。但是能
夠預先知道死期的，一定是他的修為已經很高深的，
可見真佛密法的殊勝。

我們今天來談一談密教的七日往生法，我們曉得
顯教七日往生法，那就是《阿彌陀經》裡面所提到
的，在一至七日當中，你如果能夠一心不亂的唸佛的
話，在你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跟諸聖眾會現在其前
接引往生。

「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有一石六斗，分成

實在很多很多。（死囚犯因念《高王經》

這個預先知道死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一
般來講，只有高僧大德才能夠預先知道死期。這個毛
師兄能夠預先知道死期，就是不簡單的。

密教的七日往生法 (一)

又說：

真佛宗的弟子，火化後，均燒出舍利子，

第一個，他預先知道死期，在他臨終之前，有一
個聲音告訴他，一月四日就要往生。他往生的時間，
剛好是一月四日，就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四日。

015

塔以藏之）

這也是事實。

亂，那麼阿彌陀佛跟諸聖眾會現在其前接引往生，這
個一般講起來是很重要的一個往生的方法。那麼要在
講密教七日往生法的時候，我們先談到一個實際的例
子，我們在芝加哥的芝城雷藏寺，有位毛合琯師兄，
他的往生更加的奇特，他有好幾種瑞相顯示他已經往
生。

蓮生活佛開示集《新虹光大成就一》

五色珠子，光瑩堅固，名舍利子，因此造

她說「信心重要」，「真佛密法殊勝」，

紅色——肉舍利。

真佛密法殊勝。

（釋迦牟尼佛涅槃時，弟子們焚其身，有

這封信，很平實。

黑色——髮舍利。

足見信心重要。

碎身舍利，如釋迦牟尼如來。

二Ｏ二一年十一月二Ｏ日

也燒出舍利子）

他臨終的時候能夠一直跟著唸佛，他還面露笑
容，面露微笑，人死的時候大部份是恐懼、驚慌、花
容失色，整個臉變青變白，很難看的。但是這個毛合
琯師兄，臉色慈祥，還微笑著，含笑而死，這個都是
往生的象徵。
不但知道死期，死的時候還唸佛，還面露微笑。
還有呢？他坐化，他這個坐化也是很特殊的，他可以
站立起來的，臨終的時候，他的身子還特別坐立起來
的，居然是坐化。這個都很難得的，因為人在死的時
候，全身一點力量都沒有，如何坐著走呢？他能夠坐
著走，這也是非常神奇的。

08

密教曰：

佛像——象徵佛的身。
經典——象徵佛的口。

舍利塔——象徵佛的意。

依《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說明：佛像、
經典、舍利塔，即有佛在，應當尊重。
據我所知：

盧師尊今年七十七歲，曾睡醒時，床周遺
下甚多白舍利子。

行走時，亦有弟子撿到舍利子。
說法法座，亦有舍利子留下。
奇哉！奇哉！

（編者註：供奉舍利子，事先需懂得分辨
舍利子的真偽。）

還有一個象徵，你知道十六世大寶法王坐化的
時候，空中現出彩虹，那個彩虹非常漂亮，直立的，
往虛空中升，今天我們這個毛合琯師兄，他在火葬場
火化的時候，空中現直立的彩虹，虛空中一點雲彩
都沒有，居然現出彩虹，很漂亮、很大的七彩彩虹，
就在火化的時候，很多人都一起看到了。
更特殊的是，火化以後，在他的頭部取下很多的
舍利子，白色的堅固子（舍利子），這個也是高僧大
德才有的。以前我們在台灣的時候，要看舍利子，就
跑到日月潭玄奘寺，去看唐三藏玄奘法師的舍利子，
小小的，去看一點點的舍利子。

現在我們真佛宗的弟子，芝城雷藏寺的毛合琯師
兄，他身上一樣取下無數的舍利子，不知道有多少，
數也數不清。他們去檢的時候只檢一部份，那一部份
黏住頭蓋骨的地方，取下來就不知道有多少舍利子。
這個就是一種成道的象徵，舍利子本身就是成道的象
徵物，這些都是往生的瑞相。
還有呢？就在頭七的時候，在誦經當中，他在虛
空中顯化出來，讓他的親人看見，讓他自己的夫人看
見，他跟蓮花童子兩個在一起，而且是非常親近的在
一起，這個就是往生的瑞相。往生顯化給親人看到，
他跟蓮花童子在一起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吉祥，非常
的安樂往生佛國。
大家想一想，能夠預知死期，死的時候又能夠唸
佛，面帶笑容，又是坐化，另外天空出現彩虹，又有
舍利子，又顯化給親人看到，這些都是往生的瑞相。

真佛宗的真佛密法確實有大的效驗，是能夠往生
成佛的，這個都是不可以否認的，那麼也是實際上有
證驗的。我們幾位要把毛合琯往生記，編成一本小冊
子，讓世人認清真佛密法的可貴，今天就講到這裡。
嗡嘛呢唄咪吽

1997/01/21 真佛密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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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眾弟子請佛住世 1
整理／真佛天空新聞台

Kelly Branna ：當弟子想要寫下對師尊的話，原來每一
個字都顯得非常沉重，因為對師尊的心無法用言語或字
眼來表達。但弟子對師尊的心絕對能做到永不退轉、道

心堅固。弟子虔誠祈求，請佛住世，佛體安康、長壽自在、

慶祝蓮生法王出家 36 周年

台灣雷藏寺朝山繞佛圓滿
共同祈願請佛住世久久久久

2022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2：30，真佛宗
台灣雷藏寺慶祝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出家 36 周
年紀念，在大雄寶殿舉行朝山（繞佛）儀軌。此次
朝山（繞佛）恭請蓮東上師主壇，12 位法師護壇，
並有 40 多位同門虔誠參加繞佛。

儀軌如法進行，在持誦蓮花童子心咒 108 遍
後，開始朝山繞佛。恭請蓮東上師帶領，依序是比
丘、比丘尼，然後男眾、女眾，排成長長一列，擔
任維那和木魚的法師領唱「嗡。古魯。蓮生。悉地
吽。」另有兩位法師一前一後擊藏鼓，眾人在「吽」
字合十頂禮。真佛弟子虔誠持咒繞佛，共繞雷藏寺
大殿迴廊七圈圓滿，再回到大雄寶殿進行後行儀
軌。
聖尊蓮生活佛在 1986 年農曆 2 月 10 日圓頂出
家，從祖廟西雅圖雷藏寺開始，真佛宗法幢在世界
各地紛紛樹立，蓮生法王救度苦難的事蹟遍滿全世
界，弟子遍佈全球。

前來繞佛的同門中，有從彰化來的祖孫三代九

常住世間。
蓮等法師／草屯報導

人，他們是黃師兄一家，包括祖父祖母、兒子媳婦
和女兒，還有四個孫兒孫女，從一歲、四歲、六歲
到十歲，繞佛三圈後小朋友走不動，坐到旁邊的椅
子休息吃果果，還笑著幫大家打氣：「加油！」這
麼歡樂的經歷，一顆佛種就此種下。

真青會也來了幾位生力軍，還有常年護持雷藏
寺的義工當然不會缺席，難得看到大忙人舞自在師
兄，他是師尊的鐵粉，當然要來朝山禮佛。
回到大殿，眾等虔誠跪下，齊聲唱誦《請佛
住世祈願文》。今天剛剛在西雅圖雷藏寺 2022 年
3 月 5 日同修會上，聽到師尊說：「瑤池金母說他
79 歲可以回來了。」弟子們都誠惶誠恐，宗委會和
西雅圖雷藏寺、彩虹雷藏寺立刻代表全體同門，虔
誠叩請師尊常住世間、大轉法輪、請佛住世。有佛
住世，是眾生天大的福份，大家一定要請佛住世。
繞佛儀式圓滿，雷藏寺特別準備兩個大蛋糕，
唱師尊出家快樂歌後，參加繞佛同門全體高喊：「請
佛住世久久久久！」

Hon Fung ：偉大的根本上師，您的心無時無刻都念著、
加持著、守護著真佛宗弟子及眾生。我想告訴師尊，我
們真的真的很愛您，我們的心也非常的念您，我們希望
永遠也在您左右。祈請攝受我等的祈願：祈願師尊常住
世間、請佛住世！

黃昱甄：師佛詩佛！您的言教，您的身教，您的書：導
引眾弟子回到摩訶雙蓮池！每週法座同修，您的佛顏、
您純真的笑容、您的開示，是我這一生當中最期待！最
珍惜最珍貴的時光！請您留下來！請佛住世！請佛住
世！師尊我愛您！

Tina Chung：偉大的聖尊，是您為我們愚弟子點上心燈，
賜予我們黑暗中的光明。現在，換我們每位弟子為師尊
點燈，祈願聖尊佛體安康，長壽自在，長住世間，請佛
住世久久久。

Sky Lotous ：願您 79 歲回來，直接回來台灣吧！我們
大家都想念您。師尊，願您健康長壽，常住世間

Hsu Ling Yun：願師尊佛體安康！請您留下來！留下來！
留下來！我們需要您，很重要，要說 3 遍！

李金淑：菩提道上多岐路，師尊是 500 萬弟子心中的依

怙！敬請 師佛：佇足且留步！傾聽眾生心靈深處，悲泣
娓娓低訴；人生如火宅倍嚐痛苦！慈悲的佛父，再三叩
請您：佇足且留步，春風化雨長住世！引領罪苦眾生去

向解脫的光明之路！恭持長壽佛心咒 5200 遍迴向師尊：
佛體康泰！壽與天齊！喜樂開懷！任運自在！弘法利生
圓滿無障礙！長住世間久久久！恆轉光明大法輪！

Lo Win：請佛住世，求師尊不要那麼快離開我們，我們
需要您哦！

遷堂啟事

真佛宗台中寶悅同修會

寶悅同修會長期以來皆維持承租的方式在運作，
但因自去年房東通知不再續約，萌生要買新的道場念
頭，並積極找搬遷地點，看了好幾個點都不太符合需
求。其中目前這棟位於台中自由路上的新址雖然很
滿意，可惜當時仍有四年多的租約，顯然緩不濟急。
可神奇的是，新址的房客卻臨時決定退租，而非常巧
合的，新址六月退租，舊址剛好也在六月租約到期。
得到消息後，住持蓮余上師及陳懿萱堂主立刻決定簽
約購買。陳堂主表示，這次能夠順利買到滿意的弘法
道場，完全由師尊、金母、佛菩薩的加持，否則不會
這麼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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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寶悅同修會

說起真佛宗寶悅同修會瑤池金母的法力可以說
是「有目共睹」，寶悅同修主尊為瑤池金母，祂手持
的拂塵會自動越來越長，很多人都覺得很神奇，這項
奇蹟有照片為證。
聖尊蓮生活佛開示，「拂塵是清淨的作用」，拂
塵越長，代表著金母越來越靈感，度眾能力越來越
大，陳堂主也說，自從金母拂塵變長後，確實度眾生
越來越多。聖尊也曾在開示預言寶悅同修會未來會買
自己的堂，如今購堂因緣俱足，聖尊的預言成真了！
住持蓮余上師表示，未來寶悅同修會將依照師尊

的指示，繼續以入世法對外接引眾生。新址可使用
空間比舊址大很多，為五樓高透天建築，建坪為 144
坪。目前規劃，一樓為民眾參拜禮佛，二樓為同修密
壇、護摩區，三樓為辦公室，五樓為點燈區

真佛宗寶悅同修會將於 2022 年 3 月 20 日（日）
遷堂至新地址並舉行開光安座儀式，敬邀同門屆時前
來共襄盛舉，讓更多人知道寶悅同修瑤池金母的大
靈感，期許寶悅同修會在新的道場度化更多的眾生，
有如珍「寶」一般，讓更多眾生得到喜「悅」。
寶悅同修會新地址：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 304 號
電話：04-22150658
傳真：04-22150118

2022/3/16 下午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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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財務諮詢、交流會、便民的線上服務專線…等，
均得到廣大認同度與回饋，了解建設宗派乃集廣大資
糧與人才，故對於贊助宗委會建設基金獲贈新春接財
神吉祥物方案，得到各地區道場及同門廣大迴響與支
持，積沙可以成塔、涓涓之水可以成江成河，感謝大
家為宗委會的各項建設基金盡一份心力。

督察處處長

2022 年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第五屆第九次會員暨常務委員大會報導（二之一）

2022 年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第五屆第九次會
員暨常務委員大會進入第二天議程，上師團經過第一
天的交流以及與根本上師聖尊、師母線上相聚，並蒙
受根本上師加持，的確溫暖了諸位上師的心，第二天
的會議進行得非常熱絡，對於宗務發展提出寶貴建議
與討論。宗派的各項建設計畫推動，都希望全體上師
的參與，此次會中也投票表決對於宗派的長遠建設藍
圖最有助益的方案。

第二天的議程內容，如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章
程修訂、即將來臨的核心小組改選選務工作報告、傳
法部長老團工作進展、成立「真佛宗功德總會」、「宗
務發展促進會」等多項重大修正案或革新，以下為各

處報告摘要重點。

財務處處長

釋蓮太上師

文／宗委會

首先是財務處處長釋蓮太上師報告，財務是每一
個組織的重要頂樑柱之一，宗委會財務處延請了具有
財務專業能力的執行秘書協助，每一次都非常詳盡的
製作財務報表，定期報告宗委會的財務收入與支出狀
況。蒙 聖尊賜福與全球弟子，教導全球弟子接財神
的口訣，並指示宗委會製作新春接財神吉祥物。故近
二年來宗委會推動「贊助宗委會建設基金獲贈新春吉
祥物」，由於本屆核心小組上任後，每一處皆聘請執
行秘書協助，使得各處業務順利推展，推動各項宗務
建設，如教育、督察、僧眾關懷、法務諮詢、道場諮

釋蓮僧長老報告

督察處先報告近半年接獲投訴並成立的糾正案，
並加以說明案例所犯的過失原由，以此作為借鏡供大
眾參考。然所幸多數的糾正案經過督察處函文通知之
後，皆能自動改過。情節重大者，會同時發佈在真佛
宗全球資訊網 TBSN 週知，敬請大家留意勿受騙上
當。蓮僧長老再度聲明，宗委會已經一再勸誡本宗
弘法人員或同門，要遵守每個國家的法令規定，重申
2016 年 7 月 15 日宗委會通告「禁止本宗非中國籍
弘法人員進入中國大陸弘法」，此通告中明確表達：
『宗委會未曾批准在中國內地設立任何道場。任何人
士假借蓮生活佛或真佛宗名義，在中國內地做消災解
厄的法事、活動，甚至以此號召他人，這都是宗委會
所不允許的。 有關上述的所有違反情事，皆屬其個
人行為，概與本宗派無關，違者當自行承擔一切後果
及當地法律刑責，並依宗委會監察條文處置。』蓮僧
長老語重心長的告誡大家，切勿存有僥倖心理，一定
要尊重各國法令。釋蓮雄長老建議，使用各類通訊軟
體也務必要謹慎，避談宗教話題，多宣揚宗派的慈善
活動，有利於提升宗派形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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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 大馬華光功德會 持續奉獻愛心
金海同修會 疫情中送暖

大馬華光功德會金海同修會抵達柔佛州新山市
淡杯區為受新冠病毒影響的家庭及低收入戶派發 99
份華光愛心物資袋。
此次的派發地點位於淡杯，是斯里姆妮哇拉的
印度廟，由拿督藍利、金芭士村長沙比里及廟主席
卡拉白亞與華光功德會一同進行派發活動。

金海同修會
眾神出巡獻愛心

在馬來西亞柔佛新山，每年眾神出巡日為正月
二十、二十一 及二十二，這三天也是柔佛新山近百
多年曆史的五幫神靈出巡的大日子。過了這個慶典，
柔佛新山居民才算正式過完農曆年。
大馬華光功德會金海同修會選擇在這麼有意義
的節日裏準備了 220 份的午餐與晚餐、六箱礦泉水
及七箱的蘆柑派送給附近的街友們，希望大家一起
歡度佳節。

新加坡華光功德會
感恩之心 關愛弱勢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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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光功德會／報導

大馬華光功德會東海岸分會
捐贈患癌少年及達士華文小學

大馬華光功德會東海岸分會為慈善公益盡綿薄之力，
透過內部籌款，各捐贈馬幣 1000 令吉予患血癌少年陳俊宇
及受水災影響的關丹達士華文小學。
大馬華光功德會署理會長拿督許漢新指出，東海岸分
會獲悉患血癌少年陳俊宇急需醫藥費，同時達士華文小學
受水災影響，設施遭浸壞，因此立即透過內部籌款援助。
他表示，這是東海岸分會的一點心意，並衷心祝福陳俊宇
盡快康復。同時代表東海岸分會移交馬幣 1000 令吉捐款予
陳俊宇之母李月珍。陪同出席者有東海岸分會財政拿汀蔣
坤莉、義工組組長劉艷芬及義工林傑樺。
此外，拿督許漢新指出，於日前，聯同大馬華光功德
會總文胤來會長等人，一同捐贈馬幣 1000 令吉予達士華
小，協助添購設備及器材。

代表達士華小接收款項的有該校家協主席楊國民、校
長莊惠玲等人。

大馬華光感謝所有捐款贊助我們行善的菩薩們，因為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們的菩提路會永不停歇。

冰果塗鴉集
祂總是說：一切都會 OK 的。

燃香願

法華堂 蓮花嘉得師兄敬書
弟子燃香願 萬里祝平安
祈師身康健 逍遙每一天
虎山似舊年 熱鬧不復見
春風拂寶殿 菩薩座上閒

新加坡華光功德會／報導

華光功德會（新加坡）
2022 年 2 月派發香米乾糧活動

華光功德會（新加坡）在每個月的月底都會將香米，乾糧和日常生活用品贈
予低收入家庭的年長者。2 月份的派發活動在 2022 年 2 月 27 日星期天早上舉行。
當天，我們總共分了 358 份的愛心禮包，包括；香米，咖啡粉，水果，麵包，雞
蛋，罐頭，餅乾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分別送到 5 個不同地區的每一戶低收入家庭
的年長者。感恩義工們不辭辛勞的將所有 358 份的愛心禮包事先準備好，然後再
活動當天一包包的把它們一一派送給有需要幫助的年長者。
華光功德會（新加坡）也借此機會真誠感謝每一位熱心支持和贊助我們的
您，有了大家每一個月的贊助款項，我們才能繼續於每一個月幫助這些年長者。
感恩大家。
如果您也想支持我們的菩提志業，我們歡迎您通過 email 與華光功德會（新
加坡）聯繫：Admin@llcs-sg.org；我們期待與您一起共同攜手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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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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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2022 年 3-4 月，於西雅圖《彩虹雷藏寺》
主持護摩法會暨講授「金剛經」通告

03 月 27 日（日）3:00PM
瑤池金母護摩法會

賜授「瑤池金母法、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法」灌頂

清明節地藏王菩薩護摩法會

賜授「地藏王菩薩法」灌頂

準提佛母護摩法會

賜授「準提佛母法」灌頂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賜授「咕嚕咕咧佛母不共大法」灌頂

尊勝佛母護摩法會

賜授「尊勝佛母不共大法」灌頂

04 月 03 日（日）3:00PM
04 月 10 日（日）3:00PM
04 月 17 日（日）3:00PM
04 月 24 日（日）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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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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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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