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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法王蓮生活佛講經圓滿
全球真佛弟子至誠感謝佛恩

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圓滿講授《金剛經》，於
2022 年 5 月 1 日圓滿。由世界真佛宗宗委會、西雅
圖雷藏寺、彩虹雷藏寺代表全球四眾弟子感恩頂禮法
王，敬獻哈達及供養以表最崇高之敬意。懇請聖尊長
壽自在住世間，法輪常轉不捨離，利樂一切諸眾生！

自 2021 年 7 月 25 日蓮生法王首次開講大乘經
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今，以佛的智慧，用世間
獨一無二，無人能與之媲美的說法方式，深入淺出
的將佛陀在《金剛經》中最真實的義諦闡釋得淋漓盡
致。令眾生領悟真正的「我」，是「無我」。了悟「無
我」，眾生、時間與空間皆無處可生。語語道破法
界幻相，還實相之本來面目，字字珠璣以「有為法」
闡明「無為」之真諦。
在《金剛經》的最後一講，蓮生法王說法之地，
光耀燦爛的彩虹拔地而起，莊嚴宏偉的橫跨於天地之
間。這是法王講授《金剛經》真實法要最撼動人心的
化現，七彩虹橋穿梭時間與空間，再現佛陀於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說法的風光妙義。
眾弟子虔心感恩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長久以
來的說法教導，一心祈請住世轉法輪，讓眾生都能揭
開蒙塵的心，見性開悟，一同回歸佛性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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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法王講經圓滿現祥瑞
巨大彩虹高懸祖廟上空

四月三十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
西雅圖雷藏寺主持「藥師佛本尊法」同修，法王祈願
藥師佛化解大瘟疫，病毒轉善利眾生，平息人間災
難。
當日法王講授《金剛經》最後一品的完結，同修
前，兩道彩虹橫跨祖廟上空，與晚霞祥雲相映成輝。
《金剛經》最後的偈正是「如夢如幻」，妙義圓滿，
恰巧又逢真佛般若藏宣傳盧勝彥文集新書 289 冊《如
夢如幻》，講到彩虹山莊、又講到彩虹，實在是如夢
如幻的大相應！

開示中，法王指出，藥師佛即是阿閦如來，一體
兩面。接著，法王依弟子提問解惑：（一）華人祭
祖是習俗，晚輩是否供奉隨心意，法王本身敬拜祖
先有立牌位，而報名超度祖先本是佛教徒應要做的。
（二）金身暫時收藏不供奉，可用升空合想觀，送入
虛空，重新供奉時再上香召請。
法王講授《金剛經》「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一偈指出，所有應化的都不是真的，包
括三千大千世界全是假相，佛及佛國世界亦是應化而
出；佛法同理，僅是修行的工具並非真實。有為法如
幻夢，財色名等轉瞬空，世間一切如是觀，心如止水
不動搖。
完整開示詳見第 2-4 版

當代法王
實修實證

蓮生活佛
說法第一

五月一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雷
藏寺主壇「文殊師利菩薩護摩大法會」。法王開示，
文殊師利菩薩於過去成佛為龍種上尊王佛，乃七佛之
師化身無量。祂化身為菩薩成為釋迦牟尼佛的侍者，
是華嚴三尊的法王子，也是八大菩薩上首。黃教的教
主宗喀巴大師是文殊菩薩的化身，香巴拉佛國第一任
的代種王也是文殊菩薩。在大乘裡面，文殊師利菩薩
智慧第一。

當日問答中，法王解說：（一）穢跡金剛形像，
以真佛宗公布為準：紅髮、面孔青黑色、身子是黑色
的。（二）能夠入我我入，本尊進到身體，自己變化
成為本尊，與本尊合一，這就是有相應。很多普羅大
眾沒有相應，想修本尊法怎麼辦呢？四加行每一種加
行修十萬遍，就可修上師相應法。

法王指出《金剛經》全是智慧，象徵空性、佛性、
虛空，是第一義諦的經王，只要將經中的四句偈實
踐，就是相應智慧，就能見到真正的文殊師利菩薩！
又，法王本身集道顯密傳承於一身，用自身的理解和
自身所領悟到的心要口訣來講解金剛經，他人無法企
及。末了，法王勉勵大眾實踐無我，效法十三世紀的
聖方濟及現代聖德蕾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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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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好奇。於是他就問老闆：「你這鸚鵡怎麼這麼
貴啊？」老闆：「這鸚鵡很聰明，什麼都會說。」小
明一聽，這麼聰明？！就一橫心，把牠買下來。晚上
回到家，他特別高興，就擺弄這隻鸚鵡，小明講：「我
會走！」鸚鵡：「我也會走。」小明：「我會跑！」
鸚鵡：「我也會跑啊。」小明：「我會飛！」鸚鵡：「你
吹牛！」這鸚鵡很聰明哦，牠還會講吹牛。

金剛經講授圓滿
如夢如幻大相應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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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今天同修的本
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日光遍照菩薩、月光遍照菩薩，
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十二藥叉神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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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闡述金剛經
新書付梓談幻夢

已臻圓滿現雙虹
一切祥兆應經義

今天我們是修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法，同修。今天
傍晚大家都看到了，兩道彩虹橫在虛空之中。剛才真
佛般若藏在宣傳《如夢如幻》這本書，也是講到彩虹
山莊，又講到一道彩虹。剛剛，剛好…今天也是《金
剛經》最後一品，三十二品要結束。但是《金剛經》
其實它講的，就是如夢如幻，最後的這個偈也是如夢
如幻，剛剛…這都是相應了！（眾鼓掌）
剛剛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心咒比較長一點，我個人
坐在法座上，稍微眼睛一閉，夢甜甜、睡香香，真的
是如夢如幻，連我自己都相應了！（師尊笑）我不知
道今天是怎麼回事，平時我安靜下來、眼睛一閉，還
可以坐得很直。今天彩虹是彎的嘛！彩虹是彎的呀！
沒辦法，身體也跟著彎了一點，相應！相應！（師尊
笑）

真的是睡甜甜、夢香香啊！這是我們世間的人最
想要的，對不對？我們這娑婆世界的人，晚上能夠睡
甜甜、夢香香，是多麼的幸福！但是這幸福的時光實
在是很短暫，雖然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心咒比較長，事
實上也是一剎那之間，就從夢鄉裡面醒過來。我一聽
到司儀講：「請師尊做總迴向。」那時候我絕對會醒
過來，幸好還記得，今天修的是東方琉璃世界藥師琉
璃光如來。你看，這個相應多棒啊！對不對？如夢如
幻！

今天晚上沒有打瞌睡的，都是沒有相應；打瞌睡
的，都是相應了。（師尊笑）又有彩虹、又有彩虹山
莊，今天的《金剛經》又是第三十二品，圓滿的如夢
如幻！你看我坐在法座上就是這樣子，坐法座…難得
坐在這麼寬的椅子上。所以我建議，這麼寬的椅子上，

我常常講，給師尊一條薄的棉被，還有給我一個枕頭，
那你們修法——師尊也修法啊，我不是沒有修法，我
是在夢中修！（師尊笑）

藥師佛即阿閦佛
祈願化解大瘟疫

發願救度諸病苦
病毒轉善利眾生

爸爸生重病，正住院當中。病榻前，圍繞著太太、
兒子、女兒，還有護士。爸爸睜開眼對兒子說：「爸
爸就把仁愛路從 12 巷到 22 巷，統統給你。」「敦化
南路所有的辦公大樓，都給最寵愛的女兒；我最敬愛
的老伴，忠、孝兩個社區就歸妳吧。」護士一聽，嚇
了一跳：「想不到你是這麼有錢又這麼愛護家人的富
豪！」一旁的太太頗不好意思的講：「富豪個屁，那
是送報紙的路線！」原來他爸爸是送報紙的。

華人祭祖為習俗
晚輩供奉隨心意

聖尊敬祖立牌位
超度祖先切莫省

好啦，我們言歸正傳，現在「你問我答」。台灣
蓮花若怡問的。

Q1

頂禮尊貴的根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弟子有
三個問題，想請師佛開示解惑：弟子家中祖
先牌位有雙姓祖先（因為先祖有入贅至本家
之故），而因應時代變遷許多家庭不再供奉
祖先「牌位」，想請示師尊，後代子孫能否
不供奉祖先「牌位」？是否僅需為祖先報名
法會即可？

A1

藥師琉璃光如來，祂是東方，所以一般來講我們
把阿閦如來，五方五佛就是阿閦如來，阿閦如來也在
東方，一向我們把阿閦如來跟藥師琉璃光如來，稱為
「一體兩面」，兩個名字，其實是一體。一般在佛教
徒是這樣子：五方五佛的阿閦如來，就是藥師琉璃光
如來。祂發的願，祂發了很多願，其中有一個願就是
希望能夠治好眾生的疾病，剛好我們現在 COVID-19
好多的變種，希望藥師琉璃光如來能夠消除我們人間
的這一場瘟疫跟病毒的災難，讓它平息。希望藥師琉
璃光如來聽見我們的祈禱，讓病毒消除。

她是這樣子講的。這是跟佛菩薩無關，也跟師尊
無關，但是跟你們…我是這樣子：我到現在，有供奉
我們盧家祖先牌位。我家的壇城真佛密苑的壇城的虎
邊，旁邊有供奉一個小牌位，就是我們祖先的牌位。
然後好像這邊也有？（西雅圖雷藏寺）地藏殿有供奉
我們盧家的祖先牌位在那裡。現在的家庭供奉祖先牌
位，多還是少？（眾答：少。）就少了。這…習俗啦，
這屬於習俗上的問題。大家認為怎麼樣？這不用問佛
菩薩啦！這種事情，習俗的事情不用問佛菩薩——這
我們人間的事情嘛。

怎麼好呢？它就變成益生菌！中了，身體就健康
了；不中，你沒有中到這個「我有空」，那你身體就
不健康。（師尊笑）你中了你就健康了，你看這樣多
好，對不對？我們不希望說，藥師琉璃光如來一下子
把病毒全部消滅——消滅了，師尊還要超度，很麻煩。
讓它變種，愈變愈好、愈善良，變到最後就變成益生
菌！中的人身體就健康，不中的人身體就平常。這時
候我們大家都不用戴口罩，而且一中了，身體就變成
很 strong，健康而且長壽。這是師尊的想法，跟人家
不一樣。你看，中了「我有空」，那就成了。（師尊笑）

像我的孫，他們也從來…大概也沒有教他們要記
得自己的曾祖父是誰。他們只知道阿公、阿嬤，但是
中文名字他可能也不記得。像我叫盧勝彥，師母是盧
麗香，我們是同姓結婚。可能我那兩個孫，他們都不
知道吧？他們都只叫阿公、阿嬤而已啊，那可能他們
都不會再供奉了，尤其是在美國，他們出生在美國的。
大家認為怎麼樣？就是隨順了呀。

或者這樣：我曾經講過，這個病毒它是會變種的。
平時的病毒是愈變愈壞，現在的病毒，好像是趨勢，
愈變愈好，像 Omicron 大部分是輕症，重症的跟中
症的就比較少，重症的就比較少。像 Delta 一樣的，
它那個重症的就很多，變成 Omicron 就比較少。以
後，希望 Omicron 變成「O-yo-cron」，我有空！（師
尊笑）本來是「我沒空」，以後就變成「我有空」（諧
音），「我有空」的時候，它就變成非常的好。

藥師琉璃光如來聽到我們講，希望祂真的把這個
變種病毒變得更好！更優秀，更有益於人類。它一中
了，你身上所有的病全部都好了，包括以前那個三
高…管它幾高？什麼三高、四高、五高、六高，一大
堆的高，全部都變得正常，那就是很好了，菩薩保佑。

我先講個笑話吧，這是鸚鵡的笑話。小明發現了
一隻鸚鵡，牠居然賣三萬塊。一隻鸚鵡三萬塊很貴的，

我本人是有供奉在真佛密苑，那裡有供奉我們盧
家的祖先。所以我知道，曾祖父是盧德捷，我祖父是
盧昌，我父親是盧耳順。然後再配上妻子，祖先女性
方面妻子的名字也列在裡面，我是有供奉。那麼你們
認為後代子孫可以不供奉祖先牌位嗎？大家認為怎麼
樣？就幫祖先超度，但是不供奉牌位，也不放在地藏
殿，妳會不會把曾祖父的名字給忘了？後代的，像現
在的孫啊，他們可能不認得祖父叫什麼名字，也不認
得…。

他們現在的家庭很少供奉的，愈來愈年輕的一
代，統統都沒有了，能夠報名祖先超度的也很少了。
然後祭祖的話，一般在美國後代的子孫，就是拿一朵
花去插在墳場而已，沒有什麼拜拜的、拜祖先的，這
個統統都沒有的。所以很多外國人常常笑說：「你們
華人祭祖的時候還煮湯圓、還煮菜、還擺筷子，甚至
請它們喝酒，還拜拜、還祭祖？」他說：「它們會出
來吃嗎？！」一般的洋人就是這樣笑華人的。我們華
人就講回去：「你插一朵花，它們會出來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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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好像祭祖是我們華人的…。像我的祖父盧德
捷，他是從中國福建漳州范陽，在福建漳州范陽這
個 city 的市中心，就有一個盧家宗祠，盧家祖先的寺
廟。後來我們移，就從范陽到金門，從金門到澎湖，
從澎湖到嘉義，我在嘉義出生。我的表哥在澎湖西嶼
小池角，建了一個盧家宗祠——祭祖嘛。我回到澎湖，
到我表哥那裡，我表哥帶我去看，我們有一個盧家宗
祠，在澎湖西嶼小池角，就像我們一個雷藏寺一樣那
麼大！就像這個雷藏寺這樣這麼大，建了一個盧家宗
祠，在澎湖西嶼小池角，我還去那裡加持。

我們還有族譜。所以我那個表哥，倒是對祖先非
常恭敬的，我還沒有建盧家宗祠呢，他已經建起來了。
所以他本來就在澎湖馬公的地方開中國商行，那是我
的…他的爸爸叫做盧喬，我的堂兄就叫盧朝煌。聽說
在澎湖馬公，澎湖地區的二十一家 super market，就
是那個全家，一共有二十一家全家的 super market，
所有裡面的食品，全部都是我們盧家，我們表兄去供
應的。他是澎湖最有錢的富豪。
大家有意見嗎，第一個問題？你想供奉，你就供
奉；你不想供奉，你就不用供奉！這樣對不對？報名
祖先超度，我們佛教徒就是要做的。

Q2

而雙姓祖先是否能入同一牌位即可？依照台
灣禮俗似乎必須雙牌位，但未來孩子長大後
可能也不再供奉祖先，是否有變通之方法？

A2

這個…妳問我，那我問誰啊？請妳去問你的爸爸
媽媽，「雙姓祖先是否能入同一牌位，還是要依照台
灣禮俗，必須有雙牌位？但未來孩子長大後可能也不
再供奉祖先，是否有變通的方法？」應該沒有…變通
不變通，應該由妳自己決定。因為未來的小孩子也不
供奉祖先啊，都沒有了。
所以建宗祠，建這個盧家宗祠，是我們華人才有
的；祭祖，是華人才有的。一般白人有建自己的宗祠
嗎？你有聽過嗎？西方人有自己的祖先，結果把它建
成一個堂起來供奉嗎？不可能，沒有的。所以我看也
是隨意！至於「雙姓祖先是否能入同一牌位？」這個
我不敢決定，妳去問妳的爸爸媽媽，不要問師尊，因
為師尊沒有雙姓的。

家中壇城暫撤除
金身收妥莫失禮

焚香虔誠稟諸尊
重新供奉再召請

Q3

第三個問題，也是習俗當中的一樣。不過在
密教裡面是這樣子，因為妳搬家，而且妳暫
時不想供奉，妳要把祂收起來，正確的觀想
或行法…正確的觀想或行法我都講過了，對
不對？

A3

妳先把香點了，再跟祂們講：「我們要搬家，等
搬好了家再供奉，暫時收藏。」那個時候就請自己的
佛菩薩先升入虛空，然後再把所有佛菩薩整理乾淨，
把祂收藏在一個籃子裡面——如果依照習俗，是要裝
在籃子裡面，就是收藏了嘛。有些規矩是這樣子：要
吊在空中，把這個籃子吊在空中，這也是習俗啦，現
在不用吊在空中了。把所有佛菩薩集中起來，然後把
祂吊在空中，然後再移到新的家去，重新再擺，然後
再召請。這個也有儀軌：就是點香，一一唸祂們的名
字，然後請祂們下來，儀式就是這樣子啦。
「正確的觀想或行法再收藏」，有啦，這個我記
得有講過。重點是在點香，很虔誠地說：「因為要搬

金身若暫不供奉 以升空合想觀
恭送佛菩薩回歸虛空

家，暫時不供奉，請祢們回歸本位。等到供奉了，再
請祢們在家裡這樣子供奉。」這是問答噢。

三千世界皆應化
佛陀因此未說法

眼看是真其實假
佛法造作也非真

好啦，我們講《金剛經》啦，最後的了。應化非
真分第三十二。今天這個《金剛經》第三十二，大家
都看得懂，其實不用講，就已經結束了。出現了兩道
彩虹，剛好真佛般若藏又是宣傳他的「如幻」，如夢
如幻，那個就是第三十二品嘛。應化非真，什麼叫應
化非真？一切所應化出來的都不是真實的，所以《金
剛經》裡面提到，大家想到沒有，釋迦牟尼佛，祂說
法，祂講祂沒有說法，因為釋迦牟尼佛是應化身，不
是真實的，祂是應身佛，在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佛是
應身佛，不是真實的。所以祂當然沒有說法。

今天如果你講說，盧師尊有說法，看起來好像是
真的有說法，其實也是沒有說法；因為我是應化身、
你也是應化身，因為應化身都是假的，根本就沒有說
法。法本來也是假的，像密教的法，是人編出來的。
所有的法，什麼前行、正行、後行，全部是人編出來
的，密法都是人編出來的，那只是一個工具。像我們
修四加行、修本尊、修內法、修無上密，這個是次第，
密法的一個次第。像密法，事部、行部、瑜伽部、無
上部，也是一個次第。這誰做出來的？人編出來的，
那只是修行的一個工具。法也是假的，所以《金剛經》
裡面有提到，這個法，也不是真實的，何況是非法，
更不是真實的。

祂講說應化非真。我告訴你喔，地球也是假的、
太陽系也是假的，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是假的，沒有
真實的東西，這個叫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你以為是
真的，今天顯現的一道彩虹，我們曉得彩虹，顯現兩
道彩虹那當然是假的啦，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啊？沒
錯看起來是真的，其實是假的。我們人也是一樣，看
起來是真的，其實也是假的。整個地球看起來是真的，
其實它有一天，它一合相，地水火風，有一天地球爆
了、裂了，還有地球嗎？沒有了。整個太陽系全部統
統都爆了，還有太陽系嗎？沒有啦。人呢？更沒有啦。
我們讀地理的或者是讀歷史的都知道，中國有
五千年的歷史。我們講中國好啦，五千年的歷史？
六千年前、一萬年前呢？兩萬年前呢？有沒有中國？
當然沒有啊。在恐龍世界，我們講到恐龍好了，恐
龍也是應化，我們知道有恐龍，因為有恐龍的化骨，
我們研究知道有恐龍這種東西。但是恐龍也沒有啦，

現在你哪裡去找恐龍？有啦，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有恐
龍。以前的恐龍師兄，他把那個恐龍裝在自己身上，
恐龍劇場，我們還有恐龍劇場對不對？恐龍跟恐龍
講，我們知道那是假的啊，那是人扮出來的。以前有，
現在沒有。

你知道嗎？我們人類現在有，以後會不會有？有
沒有搞清楚，說不定將來就沒有人類，也是假的。歷
史很多例子：以前有恐龍，現在沒有；以前有人類，
以後會有嗎？沒有。告訴你，那個核子彈一出來，如
果說將來打到真的核戰的時候，打到最後地球都裂開
了——很厲害的，地球裂開了。人哪裡住啊？全部沒
有啦！人類都沒有啦。以後後代的子子孫孫他會講
說，過去有一個地球，地球上有人，人是長什麼樣子，
現在已經沒有了。那不是應化嗎？
好我讀完經文。應化非真分，所應化的都不是真
的。不只是彩虹，不是真的。

受持宣說金剛經
如此福德難思議

不執諸相心不動
無量財施難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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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了，信受奉行。這裡講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
寶，就是講時間。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所謂
阿僧祇，這個字讀「奇」吧？你們怎麼發音？我常常
寫這個字，把它當成只有的只來用，所以我唸只，你
們唸祇（音同奇）。那你們很多人都講祇就是祇對了。
這個是代表時間。為什麼呢？祂意思是講說，無量阿
僧祇就是很長很長的時間，我們稱為「三大阿僧祇」。
只也可以啊？他去查手機回答，他說只也可以；我在
寫文章有時候用這個字，當只來用，只是的只。因為
「三大阿僧祇」就是無窮盡、很長很長的時間，然後
再加一個世界，很長很長的空間，世界就等於空間。
時間跟空間，都非常長的時間拿來做布施。用七寶，
人間最貴的東西是七寶，反正就是鑽石、黃金這些東
西啦、硨磲啦，這些七寶拿來，這些貴重的金屬拿來
布施。當然這個福德是很大的，持用布施。

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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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十個好了，十個讓你問，你問十個日本人，誰知
道盧勝彥？沒有人認得。一百個好啦，沒有人認得。
名，根本是狗屎。你踩到狗屎還會說：「哎，這個是
狗屎！」狗屎都比你有名耶，你算什麼名啊，對不對？
大家以為「我很有名」，這個什麼名？師尊都沒有名
啊，你還要說什麼名？

一切有為法

如露亦如電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第 79 講

但是如果又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
此經，有這些人，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的人就是
善男子善女人啦。他只要持這個經典，乃至四句偈等，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能夠受持讀
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拿《金剛經》，你能夠講《金
剛經》，你能夠持這個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為人解說，也自己受持讀誦，他的福分、
福德勝過無量的空間、無量的時間，拿七寶來布施，
勝過。這個是「法施勝於財施」，法施不是講我們這
些光頭的法師，是法，以法來布施，勝過用財物來布
施，意義就是在這裡。以這個佛法來布施，勝過財物
的布施。
你以《金剛經》的四個偈，甚至於你持誦《金剛
經》，另外，還有你能夠授持《金剛經》，你相信無
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又去實踐它，
你的福德就已經勝過那些無量時間空間的布施了，這
意義就是在這裡。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你不取於相，
就能如如不動。這世界上什麼東西都在動，只有一樣
東西不動，什麼東西不動？虛空不動。你們去買不動
產，不動產就是不動，地震了，怎麼不動？不動產才
是動產，動產才是不動產。動動，不動；不動，動動。
我告訴大家：世界上哪有什麼不動產？一地震了，就
沒了。
移山倒海。法術有時候會移山倒海，山都可以移
掉耶！真的地震的時候，你這個山跑到別的山，本來
那個（富吉）事務所幫我量的我那座山，移到別的地
方去，我自己的山沒有了。有啊，整個山都會移掉的！
哪有什麼不動產？什麼是如如不動？虛空就如如不
動。雲也會跑來跑去，風也會動，火也會動，水也在
流、在動，地也在動，只有虛空不動，所以用空性來
比喻佛性。佛經裡面提到，空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
空性。如如不動，何以故？什麼原因呢？什麼叫如如
不動呢？什麼原因呢？

財色名等轉瞬空
世間一切如是觀

有為之法如幻夢
心如止水不動搖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我文章裡面不是寫，如夢如幻？這裡就
出來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什麼是「有為

法」？有「無為法」，有「有為法」。有為法就是
有作為的，你為財、為名、為色所做的一切，都叫
做有為法。那會變成沒有的，你不要看我們這邊的
富豪 Bill Gates，現在美國的富豪發明電動車的，另
外還有好多很有錢的：Amazon 這個富豪，這個很多
Microsoft 的富豪，這些都很有錢的，那些億億億…
就是億來億去啦。但我知道，那不是他們的，有一天
他們老了，他們知道那絕對不是他們的，你億有什麼
用啊？錢。你身體會有病的，然後你會埋在哪裡？像
我們就會臥在雙蓮境界那個四四方方的，那四四方方
也不是你的，那個罐子，你就躲在那個罐子裡面吧，
晚上出來嚇人。（師尊笑）嚇不了什麼人啦，師尊會
收過來。如果被那個嚇到，找盧師尊。

我兒子的岳父他死了以後，他跟著佛奇跟 Sunny
回到美國。晚上出來嚇人喔。佛奇跟 Sunny 睡在床，
中間突然多一個人出來，佛奇一看，天啊！ Sunny
的爸爸耶！就睡在這個 sunny 跟佛奇的中間。然後又
飛過來、飛過去，在家裡飛來飛去，趕快跑來叫我過
去看看。我看到了：「來，乖乖的，這個瓶子裡面你
住著。」請它住在瓶子裡面，把它蓋起來，從此就不
再出來。當初 Sunny 的爸爸過世，他們從印尼把它
帶一點骨灰過來，居然跟到了佛奇跟 Sunny 的家，
經常出現，嚇得他們兩個趕快來找我。要這樣嚇他們
才會找我，這個不嚇嚇他們…找我去了怎麼辦？很簡
單啊，把所有的門窗封起來，你跑不掉，我唸咒召請
你就出來，一把一抓，就在裡面出不來了。不可以出
來嚇人，叫他們每天跟你合掌就可以。
講到哪裡？一切有為法，我講到那些富豪對不
對？為財的，最後空啊！沒有。為色的，年老氣衰，
色什麼色？我不是講了嗎，該硬的不硬，年紀大，
對不對？所以色也是空，財也是空。名呢？更是空。
什麼名？有什麼名，什麼名好留？我告訴你喔，很簡
單，你到非洲去，隨便找一個國家一個人問：「你知
道孔子是誰嗎？」他們就不知道孔子是誰。孔子很有
名，中國的聖人孔子。你到偏遠的非洲去問。師尊有
沒有名？盧師尊有一點名氣，在幾個國家，不是幾
個國家而已哦，我的弟子是全世界都有，對不對？
但是你到東京鐵塔 Tokyo tower，你在地下一站，一
問 Japanese：「Do you know Sheng-Yan Lu ？」日
本人會跟你講：「私分からない」我不知道這個人。

所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不過是一時的顯
現，這個時間裡面顯現出來的，以後就沒有啦。我知
道我的父親叫盧耳順、我的祖父叫盧昌、我的曾祖父
叫盧德捷。好啦，盧德捷以上呢？你記得嗎？不記得，
我父親沒有跟我講，我只知道盧德捷，再過去就不認
得。以後你的孫子也是這樣子，有一天他會把你，孫
孫孫…會把你這些祖先全部忘掉。名什麼名？沒有名
的。像各國總統，我問大家，非洲的總統你們認識幾
個？我問你，象牙海岸的總統是誰？你們記得嗎？哪
一個人知道？獅子國的總統是誰？你們知道嗎？知道
的舉手，馬上有獎！獅子國的總統是誰，非洲獅子國
的總統是誰？講出來馬上有獎，這個全部給他。這裡
面的，有獎，全部給他，獅子國的總統是誰？你們不
要看手機喔。沒有人知道嘛！什麼名？那是總統耶，
總統是那個國家最有名的欸，對不對？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烏克蘭的總統是誰，新聞天天
在報。當初不是要打這一場戰的時候，我問你烏克蘭
總統是誰，你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總統耶！我們
這邊的人都不會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除了他自己的
國家，或者其他附近的知道的國家。獅子山是一個國
家的名字。所以你想想看，名有什麼用？如夢幻泡影，
真的是夢幻、泡影，一下就沒有。如露亦如電，時間，
露就是早上的露珠，太陽一曬它就沒有了；電，就是
閃電啊，一閃就沒有了。夢，醒過來就沒有了，那個
水泡啊，破了就沒有了。
應該這樣，對整個人間世界宇宙，應作如是觀。
要這樣子去想念，那個時候你這樣子想念，你心才會
止下來，如如不動。什麼是如如不動？你如果這樣子
的想念，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你這樣子想念，
就能如如不動。這是《金剛經》教你的。最後，佛講
了這個經以後…幾點了？九點半了。十點半了嗎？我
今天剛換時間所以變成九點半，天啊，我自己個人的
錶換時間，不是，我轉錯了，少算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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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長老須菩提，大家都
知道。比丘跟比丘尼大家都知道，出家男的叫比丘，
出家女的叫比丘尼。優婆塞，就是男的沒有出家的，
優婆夷就是女的沒有出家的，就是「四眾」，在佛教
裡面稱為「四眾」。一切世間，世間一切的人，還有
天上的天人，就是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的天人，
跟阿修羅。阿修羅是另外一個道，天道跟阿修羅道。
阿修羅道是屬於鬼神類，祂們比較喜歡嫉妒，跟比較
吃醋，這些人都會到阿修羅道。只是阿修羅道有一點
神通，但是祂們因為還有吃醋的習性，還有嫉妒的習
性，還有好鬥的習性在，所以才到達阿修羅道。聽到
佛所講的，都很歡喜，信受奉行。再來就《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眾人鼓掌）
怎麼十點半了？時間也過得好快，講完了。講完
了應該怎麼辦呢？講完了沒事了，唱一個歌吧！其實
我是不會唱歌啦，我們這裡有歌王，是炳祥師兄。炳
祥師兄，你唱一首歌給我們聽好了？我們還有歌后，
Gloria 是歌后，有沒有在這裡？我唱就好啊？好，唱
一個歌結束。其實我唱的這個調，跟我們那個調是不
太一樣的。跟我們那個馬來西亞阿水做的，是我的歌
詞，是我寫的詞，他唱的調，但我始終學不好，就唱
兩句。
佛性是海，人間是波浪，我們在中間流浪，最終
還是回到海上。佛性是海，人間是波浪，我們在中間
流浪，最終還是回到海上。（眾人鼓掌）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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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當中一有困難就跟文殊師利菩薩祈禱，請求文殊師
利菩薩賜給祂智慧，在藏地除了達賴班禪大活佛以
外，還有一位大活佛，就是甘丹赤巴，甘丹赤巴祂是
這樣子的，在所有的黃教的僧侶當中，年齡最長的、
年紀最大的學問最好的，公認的，所有的黃教選祂作
為甘丹赤巴，祂就代表象徵著宗喀巴，是一個象徵的
意義，祂本人，甘丹赤巴就是象徵宗喀巴。所以一般
來講，祂們出來的時候，有傘蓋的達賴班禪甘丹赤
巴，黃教的，達賴跟班禪就等於是宗教跟政教合一的
領袖，甘丹赤巴就象徵黃教的教主，因為祂象徵宗喀
巴。

文殊菩薩為七佛之師
過去已成佛 號龍種上尊王佛

佛教教主釋迦佛

夏曆月圓日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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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殊師利，嗡阿拉巴雜那底，文殊師利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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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聖尊以各國語問候
大眾）。
現在先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是五月八日，下午
三點 PM 是釋迦牟尼佛的護摩法會，釋迦牟尼佛根本
不用介紹，大家都知道祂娑婆世界的教主，是在娑婆
世界成佛的，而且佛教的教主就是釋迦牟尼佛，而且
所以的佛教徒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這一尊主祈，
那是當然，不主祈、不做功德主，那我就不知道怎麼
講。（有弟子表示，當天碰巧是佛陀聖誕）

五月八日是釋迦牟尼佛的聖誕？農曆是四月八
號，這是一般世俗人，還有佛教都是在這一天，祂的
生日、祂的佛誕。其實按照真正祂的生日、真正祂的
生辰是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祂出生在什麼時候，
只是講夏曆的月圓日。喔，我也不管，這也不能講說
是我講的，夏曆的月圓日，五月八號是農曆幾月幾
號，是四月初八，月亮圓嗎？沒有圓啊，夏曆的月圓
日，月亮最圓的時候幾號？是農曆的十五或者十六，
或者農曆十四也有可能，十四、十五、十六月亮圓，
八號月亮哪裡有圓？那根本跟舊的典籍…夏曆就是夏
天，月亮圓滿的日子，祂出生的日子，是月亮圓滿的
日子。
四月八日又不是月亮圓的日子，農曆四月八日是
夏天嗎？對啊，那根本…不過做了就做了，這是大家
共同推那一天。其實在印尼衛塞節，他們做佛陀的誕
辰不是在那一天的，他們另外有衛賽節是不是？也不
是在農曆四月八號，各國做的都不一樣。你們知道泰
國嗎？泰國是做幾月幾號？泰國是佛教的國家、越南
也是佛教的國家，我們這邊也有越南的…喔，你剛剛
講說我講的？我講的不算啦，不能說我講的，他講夏
曆是夏天月圓日月亮圓滿的日子，真的這個是，它這
邊有寫到。各國家風情文化不同，有衛賽節是西曆五
月的月圓日，浴佛節是農曆的四月八日，每一個國家
不一樣，重點是：下個禮拜是釋迦牟尼佛的護摩。
泰國是幾月幾號？因為泰國保留的是上座部的佛
法：佛教部派分上座部跟大眾部，上座部屬於比較偏

向小乘，大眾部就偏向大乘。上座部比較注重戒律跟
禪定，大眾部比較注重禪定跟智慧，這是後來有分。
另外，所有的大眾部當中又分為好幾派，其中又分好
幾部，其中有一個雞胤部可以結婚的，其中大部分出
家了就不能夠結婚，出家了沒有結婚的，只有一個部
派雞胤部是可以結婚的，佛教的部派有分。（弟子：
泰國佛誕節是泰曆六月十五日。）要問釋迦牟尼佛，
不管幾號，要問祂對不對？

我們今天做文殊師利菩薩的護摩，這一尊是華嚴
三尊，釋迦牟尼佛在中間，文殊師利菩薩在右邊，普
賢菩薩在左邊，是華嚴三尊。華嚴的文殊師利菩薩是
法王子，所以我們稱為文殊師利法王子，祂是很尊貴
的很大的菩薩，八大菩薩；可以講祂本身也是上首，
在藏密裡面，黃教的教主宗喀巴，就是文殊師利菩薩
的化身；香巴拉佛國，藏密香巴拉這個國度，是屬於
聖賢的國度，第一任的代種王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第
二任的代種王才是白蓮花王，白蓮花王是文殊師利菩
薩的兒子。

蓮生法王述黃教傳承
一脈相傳 殊妙不思議

現在目前的黃教，我簡單講一個小小的歷史：目
前的黃教，達賴喇嘛是屬於當初時候，宗喀巴最小的
弟子，根敦主的轉世；祂皈依了宗喀巴五年，宗喀巴
就過世了，是根敦主，後來轉世成為達賴喇嘛。那麼，
宗喀巴本身很大的弟子就是克主傑，祂本身轉世成為
班禪。後來達賴喇嘛在前藏，克主傑轉世的班禪在後
藏；前藏比後藏富有，所以聲望就變成達賴喇嘛比較
大一點，班禪在後藏，管理後藏。我們講莊園好了，
我比喻——前藏有一百個莊園，後藏只有十個莊園，
十跟一的差別。
大家曉得轉世也是很難講的。另外，到了永樂皇
帝那裡受封的，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祂轉世到蒙
古，就是哲布尊丹巴，後來就變成章嘉活佛跟甘珠活
佛。師尊有一個傳承：吐登達爾吉，就是甘珠活佛傳
法給吐登尼瑪，吐登尼瑪傳法給吐登達力，吐登達力
傳法給吐登達爾吉，吐登達爾吉傳法給師尊，這個甘
珠活佛的傳承。當初的時候，吐登達爾吉傳法給我的
時候，祂把甘珠活佛的法相給我——吐登尼瑪的法
相，吐登達力的法相，及祂自己的法相我都有，這樣
子，這就是我們也有黃教的傳承。因為釋迦也失轉世
到蒙古，有這個傳承在。
宗喀巴本身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所以祂一

所以我們稱祂為甘丹赤巴法王，第一百世的甘丹
赤巴法王到過我們西雅圖雷藏寺，到過我們彩虹雷藏
寺彩虹山莊，祂來找我，剛好是一百世的甘丹赤巴，
祂在我們的大殿，彩虹山莊的大殿，祂把白色的唐卡
攤開來，給它捲成一圈往上一扔，這個白色的唐卡…
白色的哈達就掛在文殊師利菩薩的劍上面，那麼多尊
的佛菩薩，很多尊的佛菩薩，祂這樣一扔，文殊師利
菩薩的劍伸長，就把它勾過來，哈達就掛在文殊師利
菩薩的劍上面。祂又是象徵著宗喀巴，宗喀巴又是文
殊師利菩薩的化身，所以這個第一百世的甘丹赤巴，
祂真的是跟我們非常有緣。
第一百世的甘丹赤巴來到這裡的時候，在西雅圖
雷藏寺，我們跟甘丹赤巴一起做法會，一起做一場法
會，在場的請舉手？當時在場，不少人有少人在西雅
圖雷藏寺，在彩虹山莊，他丟哈達的時候，在場的舉
手，有看到喔，現在目前文殊師利菩薩上面還有一個
哈達嗎，一直都在喔，那個哈達就是甘丹赤巴扔出去
的，掛在文殊師利菩薩的劍上面，一直到現在。

文殊菩薩七佛師
大乘中智慧第一

過去世中已成佛
化身無盡遍佛國

這一尊文殊師利菩薩祂的過去是七佛之師啊，七
尊佛的師父！祂的過去名稱是龍種上尊王佛，文殊師
利菩薩過去成佛是龍種上尊王佛，祂化為菩薩的身幫
助釋迦牟尼佛，成為釋迦牟尼佛的侍者。其實祂本身
是七佛之師，祂過去成佛就是龍種上尊王佛，是很大
的一個菩薩；象徵著智慧，今天我們講《金剛經》都
是智慧，大家知道文殊師利菩薩並不是一般的菩薩，
祂有祂的秘密在的。我記得有一個，我曾經講過吧？
那時候結夏安居，下雨天，所有佛的弟子都結夏安
居。
那時候…我們現在的名詞叫「監院」，那時候的
監院叫大伽葉尊者，大伽葉是一個很嚴格的比丘，祂
遵守佛陀的戒律非常地嚴謹，沒有人勝過祂的。那時
候文殊師利菩薩在結夏安居，有很多慕名的國王的妃
子，還有很多國家的國王的妃子來拜訪文殊師利菩
薩，聽祂說幾句話也好、聽祂講幾個智慧言也很好，
進進出出文殊師利菩薩的宿舍。大伽葉看到了：「這
不行！」大伽葉是很偉大的、很嚴格的大阿羅漢。
「這不行，怎麼很多的漂亮女生進到文殊師利菩薩房
間，這樣的成群結隊的一直到深夜都不睡？！」很嚴
格的，祂要把文殊師利菩薩趕出僧團：「祢沒有資格
當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要趕出去。

祂來報告釋迦牟尼佛，文殊師利菩薩結夏安居的
時候不安份，很多的女生出出進進祂的房間。那時候
佛陀說，祢要趕哪一個？大伽葉說，就在宿舍，文殊
師利菩薩。釋迦牟尼佛手一揮：「祢往上看，所有的
天上界跟很多佛國的地方，你看一看，每一個佛國、
每一個佛，身邊都有文殊師利菩薩。」祂叫大伽葉看。
大伽葉張眼一看：「天啊，宇宙之間很多的佛國，每
一個佛的旁邊都有文殊師利菩薩！」祂說，「祢要趕
哪一個？」問大伽葉要趕哪一個。文殊師利菩薩能夠
化身無數，在大乘裡面，文殊師利菩薩智慧第一，小
乘裡面，是舍利佛智慧第一；小乘是舍利佛智慧第一，
大乘是文殊師利菩薩智慧第一。沒有人比的上祂的，
祂有千千萬萬的文殊師利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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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問大伽葉，祢是要趕走哪一個？那時候大伽葉
才知道，原來文殊師利菩薩真的是非常偉大的菩薩，
有這個典故存在的。今天我講這個，主要是大家都
不認識文殊師利菩薩，講給大家聽。因為主祈者真
的 是 small potato chip，so small， 不 認 識 —— 你
們的眼睛只看到文殊師利菩薩拿著寶劍，師尊的眼
睛是千千萬萬億的文殊師利菩薩！祂是智慧第一的。
難道所有的弟子都不知道智慧的重要嗎？小乘佛教
是重視三個守戒、禪定、智慧，文殊師利菩薩是代表
智慧的，祂在小乘、大乘裡面，都是一個很偉大的菩
薩，千百億化身、無數無量的；祂是龍種上尊王佛
化身為文殊師利菩薩，智慧第一。你要祈求有智慧，
都是要靠文殊師利菩薩。

法王朝禮五台山

文殊化身同禮拜

師尊去過山西五台山，一起去的有幾個。一起
去五台山的，在座的還有嗎？沒有啦？師尊從菩薩
頂一直禮拜下來，碰到每一個寺，師尊都禮拜、都
做大禮拜，一直拜下來，從菩薩頂一直拜下來，不
知道做了多少個大禮拜，從菩薩頂一直拜到山腳下。
來了一個穿黃衣服的比丘，我拜，他跟著在我旁邊
拜，一路跟我從上面拜到底下。拜到最後，我們想
說，我們這個 group 又沒有這個出家的比丘，他相
貌也不錯，一路跟著我拜，我一趴下去他就趴下去，
我一起身他就跟著我起身——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
一路跟著我一起拜？

從那個菩薩頂一路拜下來，我們想說這個比丘
大概需要一點東西，我們拿錢給他，拿一疊錢，是
一百塊人民幣吧，一疊就給他：你大概需要錢吧？
不然你跟我師父拜這樣子，大概需要一點錢？他說：
我不是要錢。不要錢？那你跟著我幹什麼？他講了一
句話：「我住在這個山裡面，五台山，我住在山裡面，
住那麼久」——他沒有講說住幾百幾千年，「我就
住在這山裡面住很久，我終於等到你，終於等到你
一個，我等的就是你！」然後他離開的時候，手指
著天，然後再指自己的心，從此以後，我們再怎麼
找也見不到這個人、找不到這個人。在整個五台山，
怎麼樣繞、怎麼樣走，都看不到這個人。後來我們
才知道，他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
所以看到文殊，也識不得文殊。今天《金剛經》
講結束了，你看到文殊師利菩薩嗎？整部《金剛經》
全部都是智慧，沒有比這個智慧再更高的智慧了。
所以你們能夠把這個智慧實踐出來，你們就是非常
有道、你們就見到真正的文殊師利菩薩，你只要把
《金剛經》裡的四個偈把它實踐出來，就能見到真正
的文殊師利菩薩。我們今天講《金剛經》剛好結束，
剛好是文殊師利菩薩的智慧，《金剛經》的智慧——
它就是象徵智慧、它就是空性、它就是佛性、它就
是虛空。這非常偉大的！

這裡也有個智慧，這是人間的智慧，是笑話還是
不是笑話，你們看看？它這樣子講：佔領一個山頭，
就叫做土匪；佔了一大片的山頭，就叫做軍閥；佔
上了萬個山頭，就叫皇帝。這是人間的。我告訴大
家——不瞞你說，師尊也當過皇帝，在周朝。我不是
周文王、也不是周武王、也不是周公，你們作夢夢
見的周公不是我。但是還是不講，我當過皇帝。我
們常常講，中國，我們講唐人，因為唐朝有貞觀之治；
我們常常講漢人，因為漢朝有文景之治。那是很偉
大的皇帝。唐太宗，另外還有漢朝，漢武帝、漢文帝、
漢景帝，都是皇帝，師尊也做過皇帝。在中國古代，
事實上就是這樣，一代一代這樣下去，這就是人生。
幾個人勾結就叫做結夥，幾十個人勾結就叫幫
派，幾百個人勾結就叫邪教。剛好我們五百（師尊
笑）。幾千個人勾結就叫做組織，幾萬個人勾結就
叫黨派。這裡有一個智慧，騙一個人叫做騙子，騙
一萬個人叫議員 city councilor，騙十萬個人就叫委
員，騙百萬個人就叫總統。這叫「數量變，時間變，

若人實踐四句偈
即能真實見文殊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09 集

位置變，身份變，說法就變，道理也就變，本質相
似說法大不同」。這不是笑話吧，人間的智慧。

真佛弟子觀修穢跡金剛
應以真佛宗之法相為準

現在回答問題，你問我答。台灣，蓮花昱豐，他
公開姓名，叫宋昱豐。

Q1

最尊貴的導師，盧師尊，佛安！師尊一直以
來傳法所描述的穢跡金剛造像，皆為赤髮面
青黑色（漢傳），宗委會發佈的修法儀軌也
是以此訂定，而近年來有的道場法會及壇城
供奉的穢跡金剛為三色造像（青黑、紅色、
白色）。
弟子查無師尊對於三色造像的開示，有人說
是藏密傳承造像，但為求傳承，請師尊開示
是否兩種造像觀修皆可，還是依照所傳的為
主呢？懇請最尊貴的根本上師解惑及慈悲開
示。祈請師尊，佛體安康，長住世間，永轉
法輪，不入涅槃。

A1

他問的是說，穢跡金剛有三色造像，青黑、紅
色、白色，他查沒有師尊對於三色造像的開示。我
們所講的穢跡金剛造像，頭髮是紅色，面孔是青黑
色，身子是黑色的，是漢傳的穢跡金剛像。有藏傳
的穢跡金剛像，所修的是青黑、紅色、白色。他問我，
我問大家：你們知道穢跡金剛像嗎？他有沒有附穢
跡金剛的法相來？沒有啊？蓮花昱豐…誰身上有穢
跡金剛相的？頭髮是紅的、臉是青的，身子是藍色，
青黑色。（弟子上呈法相）紅色的髮，面孔是青、
身體是黑這一尊是穢跡金剛法相，這是不是我們的？
網路上的。沒有白的啊，紅色當然是頭髮，沒有白色
的。這是真佛宗的？真佛宗的跟網路上一樣啊。好，
知道了——跟你回答：就是說，以我們的為準。
我告訴你，有人講是藏密傳承造像，很多種像都
是不一樣的。你知道大黑天嗎？大家知道大黑天對不
對？大黑天本身有二臂、有四臂、有八臂、有十六
臂，也有千手千眼的造像，那個雕刻師想到什麼，

他就刻什麼。你供奉什麼，你就按照你供奉你那一
尊去修法就好，別再想那麼多。師尊的造像也很多
啊！也有露胸部的…露胸部的我覺得 muscle 太小，
我還嫌它呢！露我的胸部？！你沒有看過我的胸部，
還給我雕成這樣，胸部那麼小？！我是有胸肌的！
對不對？你把我的胸部做的很平坦…我的胸部是兩
座小山，你給我做成飛機場？！那沒辦法，雕刻的
怎麼雕刻就怎麼雕刻啊，不管你是金屬造的、木造
的，還是土造的，隨人家造嘛！他高興上什麼顏色，
就上什麼顏色。
總之，金剛護法就是藍色黑色。像昨天藥師佛，
藍色的琉璃色，我就穿藍色；今天文殊師利菩薩祂
是黃色的身，我就穿黃色——跟著相走嘛！其實文
殊師利菩薩有沒有紅色的？有啊！有黃文殊，也有
紅紋殊，觀世音菩薩也有白觀音、紅觀音，都有啊！
各種顏色的都有，都有各種的修法。我們真佛宗就
是紅色的頭髮、青黑色的臉，藍色的身子也可以，
藍色的身子、藍色的臉都可以，就是這樣子觀想。
這樣子跟你講了，這是回答蓮花昱豐的。
馬來西亞蓮花宗孟問的。

Q2-1

弟子在夢中會自身變化本尊，但本尊在夢中
是虛擬，真空的，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A2-1

夢中的意思。你在夢中夢見自己自化本尊，但
本尊在夢中是虛擬、真空的，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夢中的意思嘛！你夢裡面出來的嘛，夢裡面所顯現
的本尊嘛，對不對？我意念也可以顯現本尊，本尊
降在我的身上的時候，像文殊師利菩薩降在我身上，
我的臉就會變，只要有進來，它就會變。那是什麼
身？入我我入啊！這是入我我入嘛，你能夠在夢中變
化本尊非常好，但本尊在夢中是虛擬、真空的。沒
有錯，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虛擬的、真空的，
這是你夢中的意思。這樣回答你可能會不太滿意，
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譬如我們昨天看彩虹…彩虹是什麼？我們眼睛
看到了彩虹，彩虹是什麼變的？學科學就知道，那
是水氣跟光合作用變的。水本來就會變。我告訴你，

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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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05 月 01 日聖尊蓮生活佛盧勝彥主持彩虹雷藏寺「文殊師利菩薩」護摩法會開示暨《金剛經》結後語
水會變成冰，又會變成氣，氣又會變成雲，雲又會變
成雨，雨又會變成水，這是水的變化。水的變化我們
知道，讀化學都知道這是水的變化。彩虹是光合作
用，是虛擬的也是真空的，跟你的夢一樣。《金剛經》
講的就是這樣子講，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是虛
擬的、全部都是真空的，所有的人全部都是虛擬的、
都是真空的。這是《金剛經》的智慧。大千世界都是
虛擬的都是真空的，你不是真空的，你是鬼嗎？咦，
鬼也不行啊，鬼也是虛擬的、鬼也是真空的，就是
這個意思。馬來西亞蓮花宗孟問的

Q2-2

請問行者如何知道自己已經證得本尊身？

A2-2

你證得證不得本尊身，你不知道嗎？你能不能
入我我入，本尊進到你身體，你自己變化成為本尊，
這個你就是跟本尊合一，這就是有相應，就是證得
本尊身，你會不會入我我入，師尊入我我入給你看，
文殊師利菩薩，嗡曼殊師利（師尊請文殊菩薩降臨合
一）。你們剛剛有看到他進來嗎，然後又離開了，進
來又離開，這是文殊師利菩薩，這就是證得本尊身，
能夠自化本尊，結他的手印，念他的咒語，觀想他，
這是基本上的一個方法，然後他進來，無形的進到
你的身體裡面，然後變化成為文殊師利菩薩，你也
持著寶劍，這就是你已經證得本尊身，你不能夠覺
得他已經進到你的身體裡面了，你自己變化成為他，
那還沒有證得本尊身，

行者修持四加行法滿十萬遍
可修持上師相應法及本尊法

Q2-3

請問修四加行、上師相應法的行者，如何知
道自己已經有資格修本尊法了？

A2-3

四加行也有相應的。上師相應法，你能夠自化為
上師，根本上師進到你身體裡面了，這就是有資格修
本尊法，一般來講是這樣子。但是為了很多普羅大
眾，他沒有辦法相應，他想修本尊法怎麼辦呢？四加
行每一種加行修十萬遍，或者你就可修上師相應法；
上師相應法修十萬遍就可以修本尊法，就是這樣子。
現在本尊法跟內法也可以一起修，本尊法還沒有相
應，但是已經開始修內法，也是可以的。一般來講
就是說，四加行要修到什麼時候才可以修上師相應
法或者本尊法？你四加行每一種加行修十萬遍，就
可以修上師相應法修本尊法，是這樣子的。
因為相應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真的，相應也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能夠隨請隨到：「請問文殊師
利菩薩…」，這就是屈指神算。（師尊現場請文殊
菩薩降臨）我跟你們講，這個手張開合起來，不是
我手故意弄的，而是氣在我的手掌上面，文殊師利
菩薩來的時候，祂就會調那個手，這是氣運在這上
面，文殊師利菩薩來的時候可以問祂事情，祂自己
手就會彈。就是能夠這樣子，才有辦法跟人家問事，
宗喀巴也是一樣——宗喀巴當初的時候，是請教一
位跟文殊師利相通的一位喇嘛，祂叫什麼名字？（丹
增嘉措：喇嘛鄔瑪巴。）對，你看過祂的傳記？喔，
看了傳記一部份，宗喀巴的傳記，看了一部份。我是
全部看完，但是我名字忘掉了，祂就是請這個喇嘛，
可以跟文殊師利菩薩相通，剛開始祂就是請教祂。
後來這個喇嘛回到康地，那時候有一個省叫西
康省，這個喇嘛回到西康以後，祂就失去可以問的，

法王講授金剛經
口訣盡在說法中

法語開示 金剛經 結後語

祂就自己修文殊法，修到跟文殊師利菩薩相應，然後
祂直接請教文殊師利菩薩。宗喀巴是這樣子，剛開始
的時候是跟那個喇嘛學，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宗喀巴
沒有辦法跟文殊師利菩薩交通，後來那個喇嘛走了，
祂沒有依靠，每一次有問題，祂沒有人問了，祂只
好修文殊師利菩薩，修到跟文殊師利菩薩相應就可
以。這就是你問我答：修四加行，上師相應法的行者，
如何知道自己已經有資格修本尊法了？你每一種加
行修十萬遍，就可以修上師相應法跟本尊法了，不然
你有相應的…現在你知道有資格了，你就可以修了，
這是回答蓮花宗孟。

最高智慧金剛經
一一口訣盡道出

法王講授已圓滿
全於說法開示中

今天在這裡，《金剛經》講完了。剛剛我也講了，
《金剛經》是智慧的經典——可以講最高的智慧了，
因為它直接用佛性來講。當初的時候，在禪宗，到了
五祖弘忍，就是以《金剛經》來 check 你有沒有開
悟。所以五祖弘忍把六祖叫到房間來的時候，就是
跟祂講《金剛經》裡面的最重要的要點，得了這個，
你就是六祖。五祖傳六祖，是以《金剛經》講解《金
剛經》，跟六祖秘密的傳；今天師尊把《金剛經》
最重要的口訣…你注意聽，聽師尊講的，最重要的
口訣都講出來。
一般人講《金剛經》有時候不這樣子講。所以
蓮慈上師妳講的跟師尊講的有一樣嗎？（蓮慈上師：
當初師尊是讓我看果賢老法師的講義。）不是果賢，
是樂果老法師，在台灣在埔里有個寺叫做佛光寺，我
是在那裡聽他講《金剛經》。但是他講的，他有他
的講義，我把講義交給蓮慈上師去講。可是他講的…
樂果老法師講的跟我講的是不一樣。我是憑我的智
慧講的、憑我的理解去講的。好，謝謝，妳坐。我
們不能講說自己的師父，我是在顯教皈依三個師父：
一個就是印順導師。第二個是道安法師。第三個就
是樂果法師。我顯教皈依三個師父。但是我們不能
講說，師父沒有把《金剛經》的要旨全部講出來。
他也是…樂果老法師是禪宗「一花開五葉」，他
是曹洞宗的傳承；給我剃度的果賢老法師是臨濟宗。
一花開五葉，臨濟宗的傳承。所以禪宗到最後，到

六祖以後就分成五個宗派：一個就是法眼宗、一個
是曹洞宗，一個是溈仰…我把它記顛倒了，溈仰宗；
一個是臨濟宗、一個是雲門宗。一花開五葉。所以
樂果老法師是曹洞宗的傳承，禪宗的。果賢老法師
是臨濟宗，它的名字是臨濟義玄。所以師尊什麼傳
承都有——也有淨土宗的傳承、有三論宗的傳承、
有天台宗的傳承、有法相宗的傳承；有律宗的傳承、
有淨土宗的傳承、有密宗的傳承，你要學什麼？你
跟我學就有了！而且師尊本身用自己的理解跟自己
的所知道的、所領悟到的來講解《金剛經》，是他
人所不及。

但是我們不能講「樂果老法師沒有，他講不出
來，他只是講一個一般性的」，我們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認定我們的師父，把這個重要的口訣只傳
給幾個人，他平時不公開講這一種的。所以你們領
悟到了，你們也不要講出去。（師尊笑）我講出去了。
對啊！五祖弘忍就是把這個最清楚地交給六祖惠能，
就是這樣子。講出去就講出去了，但是我們不能講
說「自己的師父只懂的表面」——No，不可以這樣
子講。我雖然聽過樂果法師講《金剛經》，但是樂
果老法師所講的《金剛經》，他只是給一般人講的。
他的幾個秘密弟子叫過來，晚上講給他聽的，那個
才是真正重要的口訣，他不普傳的。
我告訴大家，有兩個很偉大的人物，我是心中非
常景仰。祂不是佛教徒：一個是十三世紀的聖方濟…
不是現在的方濟各，方濟各是現在的教宗。祂是天主
教的，十三世紀的聖方濟，也是封聖。祂祈禱文的
最後一句：「只有犧牲自己，才能夠得到永生」另外，
我敬佩第二個人也是天主教的：聖 Teresa。（聖德
雷莎）我常講，祂講了一句話：「有了天堂我不會去。
我不會去天堂。」那祢去哪裡？「我要跟最痛苦的人
相處在一起。」這是聖 Teresa 講的話：「有天堂我
不去，我要跟最痛苦的相處在一起，我要去幫助最
痛苦的人。」這是聖 Teresa 講的話。告訴大家，這
兩個人就是無我！「無我」就是犧牲自己，成就眾生；
「無我」就不會自己享樂，跟所有痛苦的人在一起；
「無我」就是給予眾生，沒有自己。
嗡嘛呢唄咪吽。

感謝蓮竹法師、賴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真佛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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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訴大家，我的人生就是「無常」。

「中正理工學院」）

我父母結婚才七個月。

後來：

第一，出生無常：
我就出生。

我這「無常」的一生

父親說：「這孩子不是我生的。」
母親說：「他是早產兒。」

於是，先送給外祖母養，外祖母過世後，轉
給我阿姨養，阿姨結婚，我才回到父母家。
我到底是誰生的？

第六，信仰無常：

我是少校測量工程官。

一、基督教。
二、道教。
三、佛教。

出家當了和尚。

這是「信仰無常」。（雖然如此，但我融合

創辦「真佛宗」。

三教，基督教亦有佛法，道教亦有佛法，殊

這變化太大了，這是「職業無常」。

途同歸。）

第四，家庭無常：

第七，死劫無常：

我三十歲結婚。妻子盧麗香。

Ａ、我高中時，暑假打工在「南部火力發電

有女兒盧佛青。

我自嘲：「聖靈懷胎！」

廠」。

有兒子盧佛奇。

（耶穌也是聖靈懷胎）

我四十三歲由果賢法師剃度出家。

這就是「出生無常」。

操作「旋床」。在鐵板上打洞，一不小心，
鐵板旋轉，割破外衣、內衣，只差分分，我

由有家到出家。

就腹破，腸子內臟流出，如同切腹。（死劫）

變化太大了。

第二，讀書無常：

我讀高市二中，留級二次。（初中）
我讀高雄高工，第一名。（高中）

初中留級二次，高中第一名，這正是天地之
差。

這不是「無常」是什麼？

這是「家庭無常」。
第五，國家無常：

後來移民美國。

變成華裔美國人。

第三，職業無常：

我大學畢業於「測量學校」。（後來與「海
軍工程學院」、「兵工學校」，三校合併成

Ｂ、我高中時，暑假在「南部火力發電廠」

打工，去請購油。油甚重，載煤的火車擋道。

我出生在台灣，是正港台灣人。我在台灣生
活了三十八年。

我在美國已四十年了。
這是「住」的無常。
「國家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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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貪近路，從長長的火車底下鑽過。但，火
車無預警的開動。我急速收腿，差分分，我
被火車輾死。（死劫）

Ｃ、我與皈依弟子，去「墾丁玩」，風浪大，
我卻下水，游到海中，游不回來。最後，靠
一條「纜繩」拉回岸上。（死劫）
這是三次死劫而未死，真是無常。
「不二」、「唯一」的佛要度眾生，是要隨順眾
生，但是祂的心，祂的本性，原來的佛性是不壞的；
眾生有時不可以做隨順的事，佛是可以的，所以我
講了一句話，「你不二嗎」？你不二，就可以隨順，
「二」的話，有時是不可以隨順的，講清楚一點，
佛弟子要守戒律的，因為他是「二」，他假如「二」
時，就隨順下去，那就是墮落。墮落以後會怎樣呢？
就變成三、四、五、六、七下去，不能只有「二」，
就完蛋了，永遠不能回到「唯一」。

編輯文選：常隨佛學

節錄自蓮生活佛開示集 《蓮生活佛講圓覺經》

不二隨順

「不二隨順」，「不二」即「一」，真理也。娑
婆世界一般人的觀念是二或三，甚至更多。我們講
「有天就有地」，就是二。男女，陽陰；善惡，美醜。
好壞，葷素；天堂、地獄就是二，很多很「二」的現
象。「神、鬼、佛、魔」皆二，《圓覺經》講「一」，
「不二」是「一」，「一」就是真理。
「嗡」 宇宙意識，零也。

「啞」 一也，佛也，真理也。

「吽」 二以上皆叫「吽」，也是「成就」的意思。

「不二」，是平等無差別，同樣在一個境界，在
光明三昧大定中，同樣是佛；此時就是「不二」，不
二是真理。誰是「不二」？「我」就是「不二」，耶
穌也講祂自己是「不二」——耶穌講「我就是真理」，
「是道路的光，是腳前的燈。」開悟的人講自己是「真
理」，真理是「一」、唯一。佛教講「不二門」，「唯
一的真理」叫「不二門」，佛陀講「不二」，是講「了
義」、最終、唯一的一個意義。
世界上的眾生很少人知道真理，所以有時有歡

喜、悲傷、快樂、憂愁、富有、貧窮，皆存在「二」，
心中有時光明、有時又黑暗，很少人領會且進入「不
二」的境界，除了開悟的佛及真正聖賢，其他都不能
領會。什麼叫不二？是唯一的真理，是絕對的，才是
真理，否則落入二邊，就有差別，一有差別，則絕不
是真理。所以，佛陀聖教講「不二門」，「不二」、
「唯一」、「絕對」；其他種種空理的別稱皆講「不
二」。
「隨順」更不簡單，今天盧勝彥坐在這裡講《圓
覺經》，即是「隨順」。我可以不必坐在這裡，也可
以不必說法，可以什麼都不做，為何要坐在這裡對著
日光燈，錄影機前說法，這就是「隨順」。

「隨順」二字包含非常廣，唯有「不二」的聖者，
才可做到隨順。
「隨順」與「不二」是相對的，一個無上智慧的

人才懂、才能應用。佛陀要講這二字，講了很多方法
去解釋，很難講清楚，唯有能領會佛陀聖教的聖者，
才知道「隨順」這二字。

但是，佛可以，因為佛性本身不動，雖在唱歌、
跳舞、遊戲、妝扮得很美，事實上祂的佛性本身是不
變不動的。但是，假如佛性在不被污染的狀態之下，
無論祂怎樣隨順眾生走，都是永遠清淨的。
記住這一句話：「佛性的清淨永遠不受污染」，
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去污染祂。假如你認為佛性是可以
被污染，那麼祂就不是「唯一」。所以只落在二層

次中才受污染，佛性的絕對是永遠清淨，任何一種
遊戲、歌舞、華鬘都不會污染祂。在密教裡面既然
都是清淨，何事不是清淨？這就是「唯一」的道理，
祂永遠隨順著眾生，但佛性永遠清淨。
你看看「不二隨順」這四個字，就可講出一篇
大道理，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講《圓覺經》的，世上
的行者、法師、高僧大德，講《圓覺經》要講「不
二隨順」，要真正講出其真理出來。眾生為何不能
隨順呢？因為眾生是受污染的，不是「唯一」的佛；
是有佛性，但佛性未顯，就落在二乘之中，所以他
要守戒。佛弟子為何要守戒？因為他佛性未顯現出，
真正佛性顯現出來時，跟眾生一樣生活時是「隨順眾
生」，但是祂的佛性永遠是清淨，所以在這世界可以
歌、可以舞、可以遊戲、可以華鬘的人不多。
但是，我教大家，你們一樣可以歌、可以舞、可
以華鬘、可以遊戲，但是不要越過戒律。所謂：「不
二隨順」，其最深意義就在今天開示之中。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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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拜：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弟子蓮花順林助印「真實佛法息災賜福
經」功德迴向：蓮花順林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祈怨業化解、往生淨土、蓮品
昇揚，又祈蓮花順林病難消除、魔難消
除、福慧增長，一切圓滿。
地 址 ： 14 Taman Sri Larut Jln. Kpg.
Dew 34700 Simpang Taipng Perak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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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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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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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七秩晉八師壽誕
法華堂／蓮花嘉得
五月十八師恩臨
法堂慇勤麵桃新
香煙繚繞心虔敬
壽與天齊永長春
疫情阻隔難親近
法華同修待吉日
師佛開光清凈門
萬福恆生勝千金

2022
真佛宗華光民俗文化嘉年華

活動取消 通告

疫情不減善心

加拿大淨印雷藏寺 派送飯盒活動重新啟動

全球在新冠狀肺炎病毒肆虐之下，各地政府都
為了防疫，分別訂立了不同程度的封閉禁聚令。加
拿大多倫多的市民活動，也受到了活動限制，很多
人在這段期間，足不出戶，心情非常煩悶。淨印雷
藏寺的慈善派飯活動，也受到疫情和冬季暴風雪寒
冷的影響，而停頓了一段短暫的時間。
好在時至四月，寒冬風雪已過，疫情亦稍有趨

緩，萬物亦逐漸萌生新芽，可見不久的將來，又將
是春暖花開、風光明媚的的季節。

四月十七日，淨印雷藏寺重新啟動派送飯盒便
當的活動。許多長者們得悉活動重新開始，都非常
興奮雀躍，一眨眼的時間就有超過 160 人打電話來
登記領取飯盒。此次派飯，商借了一位開餐館同門
的中央廚房準備飯菜，在同門義工同心協力之下，
很迅速地煮了近 200 個飯盒便當，除派發已登記的
長者之外，也惠及一些附近的街友。

氣象局天氣報告派飯當天將會下雪及天氣寒
冷，唯在師佛蓮生聖尊及佛菩薩加持之下，天氣突
然改變好轉，天朗氣清，雖帶有一些寒風輕吹撲臉，
更令大家精神抖擻，增添溫暖與熱情！
四月二十四日，淨印雷藏寺再度重回社區，繼
續發放便當飯盒關懷長者、敦睦鄉里，行有餘力暖
心惠及大眾。

因為長期派送飯盒，工作人員及義工們的經驗

非常感謝各位熱情報名參與，嘉年華會因台灣疫
情升溫，經所有相關單位研議，今年決定停止辦
理。特此通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愈發豐厚，流程也愈來愈暢順，也因為派飯的因緣，
匯聚了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同聚一堂，大家都趁著
等候派飯的時間來閒話家常，天南地北地互相問
候，情景非常溫暖窩心！前來領取飯盒的人們，更
對淨印雷藏寺所提供的飯菜讚不絕口，頻頻詢問，
是否是聘請了大廚來煮飯，無疑是對飯盒美味的最
佳肯定！
令人感動的是，對於飯盒內的菜餚，有眾多長
者都異口同聲地，給予正面感謝的回應：「太好了！
離鄉背井幾十年，在海外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家鄉
風味和非常美味的飯菜，實在非常感動和感觸！」
想必長者們除了是吃了一道美味的餸菜之外，還是
一段過往久違了的溫馨回憶和念想，懷念故鄉之濃
情，溢於言表！

連續兩周的飯盒預約或派送，數量都過百餘個；
四月二十六日，亦有美國同門託親友捐贈白米、糧
油，以贊助每周派飯的慈善活動。淨印雷藏寺感恩
自派送飯盒以來，諸多同門的鼓勵支持及捐款贊
助，大家的鼓勵和護持，就是我們精進前行的動
力！再三感恩，功德無量！
期望我們能精益求精，做得更好，以慰長者寂
寥的心靈；也表徵眾弟子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蓮生聖
尊的救度之恩！祝大家健康吉祥，福慧俱足、修持
成就！

冰果塗鴉板

風來時

愜意
有風的時候 讓心情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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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2022 年 5 月，於西雅圖《彩虹雷藏寺》主持護摩法會暨講授「金剛經」通告

05 月 01 日（日）3:00PM
文殊師利菩薩護摩法會

賜授「文殊師利菩薩法」灌頂

釋迦牟尼佛護摩法會

賜授「釋迦牟尼佛法」灌頂

大吉祥天女護摩法

賜授「大吉祥天女法」灌頂

紅財神護摩法會

賜授「紅財神法」灌頂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護摩法會

賜授「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法」灌頂

05 月 08 日（日）3:00PM
05 月 15 日（日）3:00PM
05 月 22 日（日）3:00PM
0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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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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