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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法王特刊照片感謝西雅圖雷藏寺提供

大比丘具足三壇大戒
因守戒嚴謹　成就阿羅漢

諸天賀維摩詰經開演
西城雷響震天獻喜慶

身心無漏漏盡通
娑婆世界亦淨土

五月二十一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
美國西雅圖雷藏寺主持「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
首次開講《維摩詰經》。是日傍晚，在彩虹雷藏寺
及西雅圖雷藏寺皆是晴空，卻有震耳雷聲隆隆作響，
罕見少有，正是龍天擁護之祥兆。

法王開示，中國九華山高僧金喬覺，乃地藏王菩
薩所轉化，由《地藏菩薩本願經》了知大菩薩一生的
行儀，都是很微妙的。法王亦感謝地藏菩薩，常助其
做千艘法船超度幽冥。講述東方妙喜世界阿閃佛即是
不動佛，維摩詰大士主要本地乃妙喜世界金粟如來，
其妻子散花天女是深地菩薩。法王指出，維摩詰大士
的智慧如佛，《維摩詰經》所闡述的是一切菩薩之行
儀。

接續，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
一。」闡明「佛國」，法王現在講經說法的地方，上
有諸佛，周圍有諸多大菩薩，外圍有五大金剛、八
大明王，還有天龍八部、諸天，還有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這就是佛國。當時，釋迦牟尼佛在
毘耶離城菴羅樹園，聚集眾多的善知識，其實就是
「佛國」。只要俱清淨的眼，心清淨就是「佛國」，
走到哪裡都是「佛國」。所以我們講「佛國」，並不
是在很遙遠的地方。

何謂佛國？「心清淨，走到哪裡皆是佛國！」蓮
生法王開演《維摩詰所說經》第一講即獨樹一幟，一
語道破真機「娑婆世界即是佛國」，顛覆傳統的佛教
思惟！

維摩詰大士眼中，處處是「佛國」，娑婆世界也
是「佛國」，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全部都
是「佛國」，舉凡財色名食睡全是「佛國」，這是
非常超越的。只要實證身無漏、心無漏，住不動地，
娑婆世界種種的生活全部都是「佛國」。能夠修行到
達心清淨無分別心，得無生法忍果位，行一切事皆沒
有戒律。戒律是用於芸芸眾生、凡夫的身上。佛菩薩
眼中盡是清淨，只有凡夫才有污穢不見佛國。

《維摩詰所說經》的思惟超越時空。維摩詰大士
隨時可與蓮生法王談論佛法，句句機鋒顯真義。大士
問：「祢的真佛世界在哪裡？」法王說：「我的真佛
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真佛世界。」大士
又問：「祢的真佛世界有多大？」「真佛世界不是大，
也不是小，每一個地方都是真佛世界。也可以講，
有真佛世界，也沒有真佛世界，因為沒有真佛世界，
才叫真佛世界。」維摩詰大士盛讚：「這個就是佛國
第一。」

五月二十二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
虹雷藏寺主壇「紅財神護摩大法會」。法王開示，要
得到紅財神的賜福，妙方在於供養。食物是蘿蔔和香
蕉。而最重要的供養是金剛歌、金剛舞、金剛嬉戲、
金剛華幔，觀想供養紅財神這四樣，祂特別的歡喜就
會賜予財富。

當日問答中，法王解說：（一）修行一開始有雜
念，要順其自然，有很多方法可 消除雜念。如做九
節佛風，念力集中在呼吸上面，雜念就會慢慢的消除
掉。觀想持咒入定就是正行。（二）本尊相應以後，
再來修氣脈明點會更加的容易，因本尊會指導行者如
何修內法。（三）密教輪的觀想與道家輪的觀想不
同，可以做為參考跟輔助，而不是主修。（四）有道
家的法做基礎，再來修密教中脈是事半功倍。修內
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體會到了大樂，再到光明，
到空性、佛性，這是修行的階梯。

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闡
述佛陀時代，大比丘都是守戒很嚴謹，才能成就為
大阿羅漢。或是年紀很大，六十歲以上才稱大比丘，
必須要受三壇大戒具足戒，才算大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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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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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願地藏王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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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門，還有網路上的同門。大家晚安、大家
好！ 愛 し て る！ 사 랑 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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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開演維摩經  西城響雷瑞兆顯

今天是第一次要開講《維摩詰經》。今天傍晚的
時候，天上就響雷，雷聲隆隆。山莊那邊彩虹山莊，
彩虹雷藏寺那邊也響雷，西雅圖雷藏寺上空也響雷。
在西雅圖要聽到雷聲好像比較困難，很少、很少有。
今天特別，老天爺放鞭炮。（師尊笑）

九華高僧金喬覺  地藏菩薩來轉化

剛剛我們是同修地藏王菩薩，就是我的本尊——
地藏王菩薩。因為「九華山」的…中國四大名山：安
徽「九華山」——那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浙江「普
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山西「五台山」——
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四川「峨嵋山」——是普賢
菩薩的道場。是在中國，四大菩薩的道場。

安徽「九華山」——地藏王菩薩。開創這個道場
的人姓金，黃金的金，叫金喬覺。姓金呢，Korea，
South Korea、North Korea，都很多姓金的。金喬覺
本身也是 Korea 的人，祂是朝鮮，那時候叫朝鮮，又
叫暹羅。祂到了安徽「九華山」去，「九華山」就變
成地藏王菩薩的道場。那裡的地藏王菩薩本來就有祂
的肉身菩薩，金喬覺的肉身菩薩在那裡。我是常常講：
「金大中、金正恩，可能都是金喬覺的後代子孫也說
不定哦！」（師尊笑）這很難講，非常難講。因為中
國跟 Korea 本身是黏著的，黏在一起的。佛法的傳播，
傳到中土，由中土就到了朝鮮，由朝鮮又到了日本。

那地藏王菩薩，我們知道的，有《地藏菩薩本願
經》這本經典。你們看了經典以後，就了解一個大菩
薩的行儀。大菩薩祂的一生的行儀，都是很微妙的。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晚上要講的《維摩詰經》，也是
在講所有一切菩薩的行儀。最主要，這一切菩薩的行
儀。

那麼，我每天晚上都有召請地藏王菩薩，地藏王
菩薩祂幫了我很多的忙。我召請了瑤池金母、阿彌陀
如來、地藏王菩薩。還有觀世音菩薩、還有大勢至菩
薩，這每天晚上我召請的。做超度的時候，我是以祂
們為主要的佛跟菩薩的。近三年來，每天晚上做超度。

那麼，今逢盛會啊！我們先講一個笑話吧！

有個人去一家公司面試銷售，前面都很順利，直
到最後一刻，老闆給了一張報表，全都是英文的。這
個人英文超爛的，又很渴望得到這份工作，只好隨意
亂念一通。老闆一臉茫然看著他。這時，這個人以為
老闆也不會，就更加自信的亂念。最後老闆講話了：

「做這個行銷銷售，就是需要你這種不要臉的精神！
明天你來上班！」

師尊也是一樣啊，也不知道我自己懂了多少，我
也不曉得怎麼樣。但是講經也是一樣的，亂講一通，
講經說法亂講一通。反正，你們聽得懂的就聽懂，聽
不懂的就聽不懂。聽得懂或不懂，都不關我的事。只
是「我講、你聽」，這就是講經的精神。

這裡再講一個笑話吧！有個學校換了一個新的校
長，這校長很強力的展現新作風及新的觀念。馬上在
校園裡面豎起了一尊雕像，它的左手拿一本書，代表
用功讀書；右手上一隻要飛起的小鳥，代表思想起飛，
不受拘束。校長很得意，這尊寓意深遠的雕像，一定
能對學生們起了潛移默化的效果。於是舉辦了雕像命
名比賽，一陣轟轟烈烈的活動後，學生們票選出來的
得到最高票的名是：「讀書有個鳥用！」

聖尊求學逢落第  轉逆為順出頭地

師尊以前小學讀書都是最後第一名，初中讀書就
留級兩次…初一啊！初一就留級兩次。我本來讀高市
二中，結果因為留級兩次，被學校叫到高市三中去讀
職訓班，叫「職業訓練班」。學簿記、英文打字。我
是學職訓班，高市三中，終於畢業了。

因為所有的職訓班，全部都是留級的。還好，我
天資還有一點靈敏，還有一點靈啊。在所有的留級生
當中，我是稍微比較靈一點的（師尊笑）。所以，我
在班上，就留級班中的第一名，終於建立信心，才能
夠進入高雄高工，考上了高雄高工。

然後又去…因為沒有錢讀書，我在高工的時候，
高雄高工的時候，每一年級都是第一名。因為沒有錢
考大學聯招，最後去讀免費的，還有薪水可以拿的軍
事學校。總算混到一個大學畢業，拿到學士學位，這
是我這個混讀書的經過。但是我最榮耀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讀書讀初中，初一就留級兩次，這是我最榮幸
的事情。所以真的…。

那 你 現 在 呢？ 學 佛， 還 創 辦 了 True Buddha 
School ！大家想想：以前讀的書，真是沒有什麼鳥
用！所以，如果有留級生，你們用師尊做榜樣給他們
鼓勵。在留級生當中，我是第一名！所有的…因為那
兩班，有兩個班次都是職訓班，全部都是初中留級的。
居然，我能夠從留級生當中爭出頭，留級救了我。

老師問小明：「一到十，哪個數字最恐怖？」小明：
「三。」老師：「為什麼？」小明：「因為我媽媽每
次都說：『我數到三，你就死定了！』」

現在進入，你問我答。馬來西亞蓮花嘉珍問的。

她看到我在修「虎頭金剛」法的時候，師尊的臉
變成虎頭。結果她看了重播的時候，可能就是有露出
來是虎頭。但是，虎頭不好看，就把祂變回師尊的臉。
「師尊變化虎頭金剛現身給我看，是否表示我有緣，
應修這尊為護法？」

妳是馬來西亞蓮花嘉珍…（師尊問現場眾人）你
們有馬來西亞來的嗎？馬來西亞的弟子？（有弟子舉
手）認得蓮花嘉珍嗎？不認得。有人認得蓮花嘉珍
嗎？啊？沒有人。看她這名字好像不像個男生嘛！蓮
花嘉珍，嘉是嘉義的嘉，かぎ，日本話嘉義，台灣的
一個 city。「嘉」嘉獎的嘉；「珍」是珍珠奶茶的珍，

《維摩詰經》《維摩詰經》
闡述一切菩薩之行儀闡述一切菩薩之行儀

2022 年 05 月 21 日聖尊蓮生活佛主持西雅圖雷藏寺「地藏王菩薩本尊法」同修暨《維摩詰經》第 01 講

弟子蓮花嘉珍頂禮盧師尊佛足。弟子在
2022 年 2 月 22 日虎頭金剛法會直播裡，師
尊在演化手印時，弟子肉眼看到師尊雙眼放
奇異的光，變化「虎頭金剛」，過後再變回
師尊的臉。過後看回播，卻發現一切正常，
找不到該變身片段，這是盧師尊顯現神蹟。
請問，師尊變化「虎頭金剛」現身給我看，
是否表示我有緣，應該修這尊為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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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第 1 講

應該是女生吧？女生才取這個名字，不像是男生，蓮
花嘉珍——好啦！

那妳就修這個法吧，當母老虎。因為我覺得很少
人講說公老虎，很少人講，大家都講母老虎。妳蓮花
嘉珍是個女生、女弟子…可以！修這尊當母老虎（師
尊笑）。我算一下看看是不是應該修這個法呢？因為
她看到師尊變化成為「虎頭金剛」。（師尊現場請
示）…可以。請示的結果：妳可以修「虎頭金剛」為
妳的護法，也可以當成妳的本尊。這是回答蓮花嘉珍
的。

娑婆世界即佛國  心淨處處是佛土

我們開始講《維摩詰所說經》，又叫做《維摩詰
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我們先講佛國品第一，今天
就講這個標題「佛國品第一」。也就是第一品，先講
「佛國」這兩個字。很多人講這個經典，他沒有解釋

「佛國」這兩個字，沒有講這「佛國」這兩個字。很多，
我看到很多講《維摩詰經》的。大家開始「佛國品第
一」大部分講成法會緣起。

這個法會是怎麼緣起的？開始的時候，法會是怎
樣緣起的？那麼，當然是釋迦牟尼佛在「毘耶離城」，
也叫「毘舍離城」是一樣的地方。那麼，在一個花園
叫做「毘耶離菴羅樹園」。那麼，那時候，釋迦牟尼
佛跟大比丘眾八千人，也就是可以講是八千個出家
眾。還有菩薩有三萬兩千人，跟所有的眾所知識。這
個知識，並不是指說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而是指來
參加與會的所有的人。

「佛國品」，大家都是說原因，就是釋迦牟尼佛
在毘耶離城，在這個菴羅樹園，聚集了很多的眾所知
識，緣起是這樣子。大部分解釋這個經典，註解這個
經典就是這樣子講。「佛國」他就不提了，很少人提
到「佛國」兩個字。但是這個經典，鳩摩羅什，祂第
一個就講「佛國品第一」。

「佛國」是什麼意思？現在我問大家：「佛國」

是什麼意思？是指哪一個「佛國」，或者是所有的「佛
國」？誰會講「佛國」這兩個字的「佛國品」，講講
看？在座的諸位善知識，諸位大德、諸位佛菩薩、諸
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眾，誰會講「佛
國」兩個字？連一個舉手都沒有啊？每一個都呆若木
雞。（師尊笑）哪一個勇敢一點的站起來，佛國是什
麼意思？

（弟子舉手回答）清淨佛土就是「佛國」？還是
沒有解釋啊。（另一弟子舉手回答）好！是由佛帶領
菩薩修行的地方？佛來帶領菩薩修行的地方…等於是
一個地名，那一個就是「佛國」。「佛國」的英文
翻譯是 Buddha country（眾笑），我的英文是很爛
的。有人矯正「佛國」是什麼？ Buddha land。我以
前常常講西方極樂世界 Western very happy Buddha 
country。我是這樣子講，按照這個英文單字排列，
這是我英文很爛的地方。（廖大使舉手）大使。麥克
風？人家要記錄的。

廖大使：謝謝師尊！盧師尊是我們的最大的激勵。
盧師尊每次提到一本新的經，我們趕快回家就拼命的
去看《大藏經》，看得愈多，希望盧師尊下次問的時
候可以答得出來。結果，每一次都答不出來。因為盧
師尊講的：佛陀的法海實在太深浩瀚，所以我們看了
再多都答不出來。

鳩摩羅什翻《維摩詰所說經》第一品，為什麼要
說是「佛國品」？盧師尊問，弟子來試試看：因為這
一品跟佛陀在 Vaiśālī，所以玄奘翻譯成毘舍離他的原
文是 V 開頭，但是很多人會唸 B 的音。毘耶離在這個
地方說法，說法因為有富家子，送了很多寶蓋，佛陀
就開始展現神通，把幾百個寶蓋變成一個寶蓋，變成
整個宇宙可以蓋得住，這是一個神通。

第二個，因為有菩薩提到——佛土。假如是心，
菩薩修行要變成佛的過程中，祂發的願心，假如是很
清淨的話，祂所成佛的國土就會很平坦。舍利弗在私
底下嘀咕了，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到處都是坑坑巴巴的

有山、有谷，不平。那我們的佛陀是不是當年修行菩
薩發的願，心不夠清淨？祂現在當佛的地方才會坑坑
巴巴的？

佛陀知道了祂心裡在想什麼。就跟祂講說：「你
看太陽跟月亮，它們不清淨嗎？清淨。」「世人眼睛
盲目看不到太陽、月亮，那是誰的錯？世人的錯，不
是太陽、月亮的錯。」就告訴舍利弗說：「佛也是一樣，
我的願是很清淨的，我的佛國是很清淨的，我化現給
你看」。」馬上一化現，全部與會都看到一個平平坦
坦的佛國。

看完之後，釋迦牟尼佛，佛陀才把它變成目前，
是因為你心不清淨，你看到的佛國就不清淨。你要是
心清淨，你看到的佛國都是平平坦坦的。心平即土地
平。就像持地菩薩一樣，佛陀的教法理論在這個經裡
面。

鳩摩羅什也要告訴我們第一品，「佛國品」就是
佛陀借這個機會給世人、與會大眾、給有心修行的人。
就說你的心清淨的話，你看到的佛國就是清淨的，就
是平坦的。對不起！盧師尊，廖大使浪費時間了，阿
彌陀佛。

法王：好。我告訴你：大使已經把整個《維摩詰
經》都看過，而且他也看了所有的註解。他已經把《維
摩詰經》全部看過了，而且他提出來的，全部都是《維
摩詰經》所講的。把所有的傘蓋全部變成一個傘蓋，
這是《維摩詰經》裡面有。因為世人的眼睛看不到佛
國，那麼維摩詰就把佛國變現出來。因為他們的眼睛
並不能看見，有障礙。這也是在《維摩詰經》裡面有。
他講的全部都是《維摩詰經》裡面有的。

我現在就講「佛國」兩個字。「佛國」就把平平
坦坦，因為我們娑婆世界，有山、有水。我現在告訴
你：「佛國」兩個字的意義，真正的意義在哪裡？娑
婆世界就是「佛國」。《維摩詰經》裡面講：這是一
般人想不到，娑婆世界就是「佛國」。《阿彌陀經》
裡面不是提到嗎？我們人間是五濁惡世，怎麼會是
「佛國」？維摩詰就這樣子講：「娑婆世界就是『佛
國』。」

因為維摩詰祂問我：「西方極樂世界在西方、東
方有妙喜世界、觀世音菩薩有圓通世界、地藏王菩薩
有翠微世界，都是『佛國』。」維摩詰問我：「祢的
真佛世界在哪裡？」我了解維摩詰的心，我說：「我
的真佛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真佛世界。」
維摩詰又問我：「你的真佛世界有多大？」我跟祂回
答：「真佛世界不是大，也不是小。每一個地方都是
真佛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是真佛世界。也可以講，
有真佛世界，也沒有真佛世界；因為沒有真佛世界，
才叫真佛世界。」維摩詰告訴我：「這個就是佛國第
一。」

我告訴大家：今天，我坐在這裡說法，我後面有
地藏王菩薩，再上去有瑤池金母、再上去有五方如來，
還有釋迦牟尼佛、還有藥師如來、有七佛世尊、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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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金母、有地藏王菩薩，周圍有很多的大菩薩。另外，
在遠的地方，有五大金剛、八大明王。另外還有天龍
八部、乾闥婆、阿修羅、夜叉、摩睺羅迦、迦陵頻迦、
迦樓羅。有天龍八部、有龍、有天。目前，我們現在
講經說法的地方，還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這就是佛國。

今天講的《維摩詰經》是講大使所講的「清淨」，
「佛國」就是清淨。你心裡清淨，「佛國」就清淨，
你心裡清淨就是「佛國」，走到哪裡都是「佛國」。
所以我們講「佛國」，並不是在很遙遠的地方，像
《阿彌陀經》所講：「從此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極
樂世界在那裡」。今天《維摩詰經》所講的「佛國」，
是處處都是「佛國」；娑婆世界也就是「佛國」，不
能講說你是在娑婆世界。所以當時，釋迦牟尼佛在毘
耶離城菴羅樹園聚集這麼多的善知識，其實就是「佛
國」。

我們今天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 Redmond City 
Lei Zang Temple，其實這裡現在目前就是「佛國」。
只要你有清淨的眼，有天眼、法眼、慧眼、佛眼，你
看到的，所有的佛在這裡、菩薩也在這裡、阿羅漢也
在這裡，所有的護法神都在周邊，這目前所在說法的
地方就是「佛國」啊！（眾鼓掌）

心能住於不動地  行一切事皆清淨

好，我跟大家講：這個維摩詰祂是有喝酒的——
飲酒，廣東話。（師尊笑）維摩詰祂是有喝酒的，喝
酒就是「佛國」。但是我告訴你，你不要以為師尊講
這一句話就去喝酒，因為喝酒就是「佛國」？！你們
這個喝得亂七八糟、喝得醉的，全部下地獄！不懂得
喝酒，喝得亂七八糟、胡言亂語，喝得醉醺醺的，喝
醉酒你還開車、闖禍；喝了酒，亂性、亂七八糟的，
全部下地獄！不懂得喝酒。人家維摩詰喝酒，真的是
甘露；那不是酒，是甘露、是佛國的甘露！

所以，被酒喝了——你不是喝酒哦，你是被酒喝
了！將來，喝酒亂七八糟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全部要重罰！亂七八糟，喝什麼酒？！不懂
得酒是甘露。酒是戒之一，你不懂得喝酒就是戒，懂
得喝酒的就是甘露。這個「佛國」是這樣子講的。維
摩詰喝酒。

維摩詰有沒有到…古代叫什麼？有沒有去…現代
叫什麼？「紅燈區」。古代叫什麼？青樓，講青樓好
了。我告訴你：有！這是戒。我告訴你：那裡是「佛
國」！「佛國品」啊，娑婆世界是「佛國」。哪一個
地方不是「佛國」？你們緊張什麼？那裡也是「佛
國」——青樓也是「佛國」。維摩詰是超越的，祂能
夠在那個時候，心而無慾望，沒有慾望！

你能夠心清淨，你到了青樓，是佛國。你以為女
人就是很污穢的？五濁惡世，五濁，女人有五漏，那
是很 dirty 的，你以為這樣子就產生分別心。我告訴
你，真正的「佛國」——你到了青樓去，講妓院比較
難聽，青樓，青色的樓。到青樓去、到紅燈區去…新
加坡有紅燈區。你超越了、你心清淨了，那裡就是「佛
國」；你心被污染了，那就不是「佛國」了。

維摩詰講了：「處處是佛國。」娑婆世界是「佛
國 」， 包 含 了 所 有 的 酒、woman、wine、liquor，
全是「佛國」！這是非常超越的。所以這本經，我先
講「佛國」兩個字，跟別人所講的是不一樣的。處處
是「佛國」！娑婆世界也是「佛國」。娑婆世界包含
什麼？ wine ！包含什麼？ woman。你能夠在那個
時候也是一樣的無生法忍、不動地。任何時候，你都
是無生法忍、不動地。

像有很多的比丘或者比丘尼…比丘還俗，娶老婆
了； 比丘尼還俗去嫁人了，那都是「佛國」。咦，怎
麼是「佛國」呢？祂問祂的心，「是不是你不動？」
維摩詰是有老婆的，祂的老婆是散花天女，散花天女
是深地菩薩。學得會的就是「佛國」，學不會的還是
五濁惡世。師尊本身是修行到身無漏，你還要修到心
無漏——那個叫做漏盡通。你漏盡通…我講過一句
話，漏盡通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非到漏盡通
的時候，你做任何事情都還是要守戒的，這一點很重
要。

戒與不戒，你修了漏盡通，你已經到不動地、知
道無生法忍，有這個果位的，行一切事，沒有戒律。
因為在「佛國」，哪有什麼戒律。你已經在「佛國」了，
身在「佛國」，哪有什麼戒律？沒有戒律的。戒律是
用在於芸芸眾生、凡夫的身上。這是我知道的「佛國
品第一」。像金錢，迷惑凡夫的三個東西：一個是財、
一個色、一個是名。這三個東西是迷惑凡夫的東西。
財色名，你為了名、為了色、為了財去做一些事情，
你就是凡夫；你對於財色名，根本不去想財色名，行
一切事，就是「佛國」。這樣了解「佛國」兩個字嗎？

沒有人講《維摩詰經》這樣子講，只有盧師尊這
樣子講。這個很多老法師講《維摩詰經》，「佛國」
兩個字他們不談，只是講「法會緣起」，「佛國」代
表法會緣起，他沒有把「佛國」兩個字講出來。維摩
詰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在「娑婆世界就是佛國」！

幾點了？十點也差不多了。我今天就解釋這「佛
國」兩個字。所以，維摩詰跟我講：「祢既然講真佛
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真佛世界。」維摩
詰跟我講：「祢可以講《維摩詰經》，唯有祢盧師尊
可以講《維摩詰經》！」其他的人按照這個字去解釋，
或者它的意義去講，主要經典裡面的意義去解釋，依
照它的這個文字去解釋，他不知道「佛國」兩個字是

什麼意思。在維摩詰大士眼中，哪裡不是「佛國」？
喝酒的地方是「佛國」、青樓的地方是「佛國」啊！
就是你從政最高的達官貴人，一直到底下老百姓，達
官貴人到老百姓，全部都是「佛國」啊！種種娑婆世
界種種的生活，你只要住不動地，全部都是「佛國」。

維摩詰經之思想 
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

阿閦如來又叫做不動佛，阿閦如來別號叫做不動
佛；阿閦如來就是東方妙喜世界，維摩詰大士祂主要
的本地就是妙喜世界，金粟如來，祂就是金栗如來。
祂有妻子，就是散花天女，是深地菩薩。你不要看祂
是個天女，維摩詰的老婆是散花天女，你不要以為祂
只是一個普通的天女，只是在天上散花而已，散花天
女在天上散花——祂是深地菩薩！祂的智慧跟維摩
詰，佛的智慧跟維摩詰是一模一樣耶！這個思想，《維
摩詰經》裡面的思想，是超越時間跟空間的。大家都
不懂得什麼叫超越時間跟空間，沒有時間，也沒有空
間！

所以我直接可以跟維摩詰對話。祂是二千六百多
年前，住在毘耶離 city 裡面的一個長者，維摩詰大士。
時間二千六百多年前——哪什麼二千六百多年前？祂
隨時可以跟盧師尊對話，打破這個時間，也打破空間。
祂在妙喜世界，阿閦如來不動佛的世界，祂是金粟如
來。打破空間，祂哪裡都是。你們要聽這個經、聽這
個「佛國」兩個字，跟大家講，就是這樣子，就是「佛
國」！娑婆世界就是「佛國」！今天，我們的娑婆世
界就是「佛國」。到了酒館，那裡也是「佛國」；到
了青樓，那裡也是「佛國」！因為你都不為所動——
不動地，身無漏、心無漏。

小明氣沖沖的對寵物店老闆講：「你把狗賣給我，
昨天小偷進到我家偷了一千塊，這隻狗連吠一聲都沒
有！」老闆立刻回答：「這隻狗以前的主人是千萬富
翁，所以一千元祂根本放不在眼裡。」

老公睡覺講夢話，突然叫著以前的女朋友的名
字。老婆很生氣，把他叫醒問他究竟做了什麼夢，為
何提到以前女友的名字？老公怕老婆生氣，於是就講：
「我在夢裡面看到一面魔鏡，魔鏡問我，誰是世界上
最醜的女人。」

剛剛提到珍珠奶茶，這裡就有一個珍珠奶茶的笑
話。孫子一下課就要吃珍珠奶茶 ，已經連續吃了兩個
多月了。爺爺看不過去，就拿了一張照片給孫子看，
這個孫子以後就再也不吃珍珠奶茶。什麼照片？羊咩
咩在大號的時候的照片，牠拉出來的都是珍珠，黑色
的珍珠。

嗡嘛呢唄咪吽！

修行至漏盡通   行一切事皆清淨修行至漏盡通   行一切事皆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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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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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
那巴底紅財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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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主要是做紅財神的護摩。紅財神，大家
也都知道的，就是象鼻財神。我記得我去印度的時候
有遇到紅財神的生日，那一天 New Delhi（新德里）
放煙火，到處都是煙火，他們慶祝紅財神的生日，放
煙火。紅財神在印度教裡面，應該是屬於第四大的
神，除了創造神 Brahma、保護神 Vishnu 跟破壞神
Shiva 是三大神，紅財神就是 Shiva 的兒子。到了西
藏密宗的時候，就迎請祂作為藏密的資糧主。祂在西
藏就是屬於五大財神之一，祂是藏密的資糧主，是很
主要的財神。

供養金剛歌舞及華縵 
能使紅財神最為歡喜

藏密五財神是黃財神、紅財神、綠財神、白財神
跟黑財神。紅財神祂另外有一隻手是拿著蘿蔔的葉
子，是做什麼？主要是這樣子講，拿蘿蔔的葉子就是
在數每一個人的財富，祂掌管每一個人的財富。每一
個人的財富，就是由祂來掌管的，祂能夠知道每一
個人的財富有多少。要得到紅財神的賜福有一個方
法，就是要供養祂，我們曉得祂喜歡吃蘿蔔，像那個
banana，香蕉祂也喜歡，祂的食物就是蘿蔔跟香蕉。

那最重要的供養什麼？就是金剛歌、金剛舞、金
剛嬉戲、金剛華幔這四個。金剛華幔，比較簡單講，
一般來講，金剛華幔就是你每一次去禮拜紅財神的時
候，你要沐浴淨身；另外，還要裝扮的。女生要裝扮
得很漂亮，男生必須要穿著很整潔，這是祂喜歡的。
什麼叫做金剛華幔呢？華就是花，幔就是裝飾品，所
以你供養紅財神用裝飾品是很好的。我們這裡有一尊
Q 版的紅財神，現在坐在前面。這個可以拿起來嗎？
裝扮成這樣子就是金剛華幔，所以今天師尊在召請紅
財神的時候，我是有觀想，我觀想了金剛歌、金剛舞，
還有金剛嬉戲跟金剛華幔，觀想這四樣供養紅財神。
紅財神顯得特別地歡喜，既然特別歡喜，祂就會賜給
大家財富。

有人問我什麼是金剛歌，什是金剛舞，什麼是金
剛嬉戲，什麼是金剛華幔？我今天已經解釋了金剛華
幔。金剛歌、金剛舞跟金剛嬉戲是不能在這裡講的，

列為一種機密，金剛歌、金剛舞、金剛嬉戲是不能夠
公開講，你私底下問我，我會跟你講，你如果沒有問，
我就不會講。師尊有觀想金剛歌、金剛舞、金剛華幔、
金剛嬉戲。

金剛歌在藏語，多杰嘎、多杰露天、多杰嘎羌
姆…，就是金剛歌跟金剛舞，其中有一個字可能不太
對，金剛嘎就是金剛舞。（註 1）因為金剛歌、金剛
舞、金剛嬉戲是不能講的，那也是供養紅財神最好的
方法。祂的來源呢？嘎那巴底是 Shiva 跟帕爾瓦蒂
（Pārvatī）祂的妻子所生的小孩，就是甘尼許紅財
神。
註 1   金剛歌，藏音為 Dorje Lu；金剛舞，藏音為
Dorje Kar； 金 剛 總 持， 藏 音 則 是 Dorje Chang。
Dorje 為金剛之意，即是英語／梵語中的 Vajra。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一手一船助法王超度眾靈

現在通知大家，下禮拜天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三
點，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護摩法會。哇！這一尊
是不得了的，我在千艘法船的超度裡面，看過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降臨非常多次，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祂也就是第十一地，祂一共有十一個頭。十一個頭就
是十一地的菩薩，十一地的菩薩差不多等是佛了，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祂的威力、祂的 power，是所有觀
世音菩薩當中，其中一尊很有 power 的觀世音菩薩，
也可以講是最有 power 的觀世音菩薩。

千艘法船的超度裡面，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幫助
我最多。就是有一次，我看到祂的一千隻手剛好拿著
一千艘法船。有一次我看到的是這樣，祂的一千隻手
全部拿著剛好是一千個法船，千艘法船的超度有這樣
的事。然後觀世音菩薩把千艘法船放在祂的手上，一
隻手一條法船，就直接這樣子以神足送到西方極樂世
界去。所以下個禮拜的護摩（5 月 29 日）是非常好的。
很難得啦，很難得的一個護摩。

人過了中年以後，每個人終究會發現人生的真
相。在這世界上真正能夠每一天叫醒你起床的，不是
夢想，也不是鬧鐘，也不是你的小孩，也不是你的妻
子，而是你的膀胱。這很有道理的。人過了 70 歲以
後或者 80 歲以後，如果不包尿片的，那就是成功。
到 70 幾歲、80 幾歲，有些是要包尿片的，晚上睡覺
的時候。超級市場有尿片，你從來沒有想過那就算是
成功。師尊也是成功者之一，不過常常叫我起床的，
真的不是鬧鐘。以前師母她叫我起床，現在師母她不
叫我起床。也不是師母，也不是鬧鐘，那就是 XX。

我記得這個笑話，也是食人族的。有一個食人族
的酋長叫他的部下去抓人回來吃。他的部下問：「抓
幾個達官貴人來給你吃？」酋長講說：「不要，太油
膩。」「那這樣子是抓平民老百姓嗎？」酋長說：「不
要，平民老百姓太苦。」味道太苦是雙關語。

兒子：「爸爸，什麼是酒鬼？」爸爸就指著天上：
「你看看天上有幾個月亮？」兒子：「一個月亮。」
爸爸：「你錯了，是兩個月亮。」爸爸告訴兒子：「當
你看到兩個月亮的時候，就是醉了。」兒子講說一個
月亮，他說兩個月亮，兩個月亮的時候就是醉了。

雜念紛飛是正常 
修習九節佛風　可漸次消除

好，現在進入「你問我答」。Australia，澳洲蓮
花韶豐，有一個音樂的「音」、一個「召」，讀作「紹」
吧？蓮花韶豐。Australia 蓮花韶豐問的。

他的這個問題，你們聽得懂嗎？他的問題不是很
清楚…雜念叢生，這是正常；你雜念不叢生，那是反
常。沒有一個人修行沒有雜念的。所以你有雜念，你
不要以為效果不是很好，不要這樣子想。我告訴你：
每一個人都有雜念，而且清除不掉的。你想把它變成
一念都很難，因為一念就是三摩地了，你已經進入三
摩地了，就是一念，所以有雜念是正常的啦。一般所
有的人修行開始，沒有一個沒有雜念的。所以講雜念
像什麼？像瀑布，根本不會停止。你看瀑布這樣一直
下來，從來沒有間斷過。你有看過瀑布水流完了，然
後等一下又流了，有停下來的嗎？沒有，瀑布是不停
的。

人就是有雜念，只要是人，你修行都有雜念，這
個要順其自然。有雜念也沒有關係，把它修完就好。
叫你做九節佛風，就是叫你注意專注在呼吸上。我講
過了，專注在呼吸上，專注了就變成一，那時候再來
做瓶氣、再來入三昧地。先跟你講這個。你到了正行，
雜念叢生坐不住…雜念叢生的時候，你還是要坐得
住，不能坐不住。那是正常的，以後慢慢會少，因為
你做九節佛風，把念力集中在呼吸上面，那就會越來
越正常。是有很多方法的，要消除雜念，已經講過很
多次了。慢慢練習，讓那個雜念能夠慢慢地消除掉。

做觀空的時候，觀空再來觀想本尊、再來持本尊
的咒，都是要唸清淨咒、召請咒、大禮拜、大供養、
四皈依、披甲護身的，都是要的。像我們每次在做護
摩之前也一樣，做觀想大禮拜，然後做供養，做四皈
依、唸四皈依咒，做披甲護身，就是金剛手菩薩。迴
向拿到你修法的最後面再迴向。你如果在修四加行，
剛剛開始修的時候，你修四加行，每一個加行都要迴
向。以後你修完一壇法，最後再修迴向，迴向以後再
做出定。

《維摩詰經》裡面有談到，還在入定、出定的，
跟維摩詰是不一樣的。維摩詰祂沒有入定，也沒有出
定——因為祂隨時都在定，沒有什麼叫做出定的。難
道一下子你就變成本尊，一下子你出定了就變成不是
本尊？沒有這回事。《維摩詰經》裡面提到，你們
修行的人還講入定、出定？阿羅漢入定，張開眼睛出
定，就出來了。有入定、有出定，入定的時候你是阿
羅漢，出定的時候你就變成凡夫？沒有這回事。按照
《維摩詰經》裡面所講的，隨時都在定中，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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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請紅財神賜財福欲請紅財神賜財福
供養禮拜有要訣供養禮拜有要訣

頂禮師尊佛安。弟子修四加行，前行大概需
三十分鐘，到了正行，雜念叢生，坐不住，
效果不是很好。平時單獨加修正行，觀空，
持咒之前是否需要先唸清淨咒、召請咒、大
禮拜、大供養、四皈依、披甲護身？之後要
迴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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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ation，沒有停止過，做任何事都是精神集中、
精神統一。

講經說法也是精神統一。像剛才的雜念，師尊
咳了幾聲，喉嚨癢癢的…欸，不能喉嚨癢癢的，現
在這個時代喉嚨癢癢的就有問題，還好就癢幾秒鐘。
老人家吞口水都會嗆到，喝白開水更容易嗆到。你
從來不知道，老人家你吃東西、喝白開水，你都要
緩緩的，不能太急，因為它一下滾進去，食道跟氣
管開、合，你都還沒有準備好，你就把它喝下去了。
咕嚕，這個水跑到氣管，你就「啊！」。吞口水一樣，
吞口水會嗆到，年紀大了你就知道了。

以前我記得劉文卿上師，他每次拿麥克風要講話
之前，一定先來個大聲吼幾下，底下的人就喊說：「劉
上師在給我們下馬威！」有沒有？記得不記得？他每
一次要開示說法，開始講話或者唱歌之前，他一定要
「哈！哈！哈！」幾聲，他才能夠唱歌、才能夠講
話。師尊還不用這樣子，已經很好了啦！偶爾嗆到，
你們不要嚇到。上個禮拜吧？師尊就喉嚨咳了幾聲，
聽到 ZOOM 上面就有人發聲音：師尊身體注意喔、
健康喔！真的，當師尊也不容易耶，你想咳幾聲都要
忍。盧師尊不是好當的，你稍微咳一下，人家就講說

「要注意啊！」，到時候就寄來好多的咳嗽藥。對啦，
有人寄給我那個什麼龍角散，日本 Japan 原裝進口。
真的，他寄來給璧燕法師，璧燕法師轉交給我。收
到了你好意寄來的龍角散，謝謝！

所以我覺得雜念不要管，你把一壇法整齊地修好
很重要。你如果時間很少，你就修正行就可以；時
間還多的話，你就一壇法全部修完。例如你坐在飛
機上，你就修正行，不用做四加行了，你就直接進
入正行；你出外人多的地方，你也可以修正行。觀想、
持咒、入定，就是這樣，就是正行。

氣脈明點之修習　相應本尊後更易

他問的，現在有些人開始修本尊法的時候，就已
經開始修內法氣脈明點。以前是這樣子，一節一節
的來，四加行、上師相應、本尊法，然後內法，最

後才是無上密、大圓滿，是這樣子的一個一個次第。
過去是這樣子，現在呢？修本尊的時候就開始修氣
脈明點也有，師尊認為都是可以的，你在修本尊的
時候你就開始修氣脈明點，可以。

或者你要本尊法相應了，你再來修氣脈明點，因
為你修氣脈明點的時候由本尊給你，你自化本尊以後
再來修氣脈明點會更加地容易。本尊相應以後，本
尊會指導你如何修內法氣脈明點，主要是這個原因。
修這個氣脈明點呢，有時候，修得比較激烈的氣就
是寶瓶氣了，激烈的氣就是寶瓶氣，能量容易變化，
能量變化會比較大一點。

「意念不清淨會引起歪念？」當然，意如果不
淨，當然會引起歪念，這一般人都是一樣、每一個人
都是一樣，意念如果不清淨當然會引起，所以我們要
身口意清淨。主要原因，身體就是要結印、口要誦
咒、意念在觀想，三者統一，這樣子意念才會清淨。
不然你如果意念不清淨，當然你的觀想就不清淨，
觀想不清淨就會引起歪念、不好的念頭。

道家功法與密宗內法 
雖有相通　畢竟不同

道家的功法跟密宗內法有相通之處嗎？有，可以
最為參考跟輔助，而不是主修，你主修道家的周天
法，大周天、小周天，那個輪的觀想不一樣。密教
的輪的觀想跟道家的輪的觀想不同，像任脈、督脈，
那是道家的名詞，大周天、小周天是道家的名詞，
通三焦是道家的名詞，這些都屬於道的。九轉玄功
是屬於道家的名詞，丹鼎的修法是屬於道家的名詞。
當然有相通之處，但是密教的輪法跟道家是不一樣
的。

道家有很多的門派，密教也有很多的門派，是不
太同的。年紀太大了，升不起拙火，沒有錯，年紀大
的人因為體衰——身體已經衰敗了，拙火升不起來，
年紀輕的時候，生拙火比較容易。拙火的升降的問
題，在密教裡面已經解釋得很清楚，因為火必須要有
明點，年紀大了，他的明點就少，就是他的原料就
已經很少了。不像相師尊一樣啊，師尊一開示說法，

可以講好幾個小時。那就是因為什麼？因為有唾液，
你口乾舌焦你就不能說法。老了，你還要練習舌頭
呢，這個舌頭很重要啊！你舌頭要會轉，你發音才
標準，舌頭不會轉，你發出來聲音，人家聽不懂。

所以老的時候，有時候講話就不一樣了，講的都
聽不懂，你要聽得很仔細，才聽得到老人家在講什
麼，為什麼？他舌頭不靈活了。為什麼？因為他嘴
巴的唾液沒有了，有時候「哈、哈、哈…」就講不出
來啊。沒有唾液了，不能說法，我這樣子算是很好
的，還是有唾液，每天晚上我都引天庭水（就是菩
提心月液）下降，然後在舌頭裡面轉，還要轉舌頭，
就是在練習啊！練習你的說法、練習你的說話、練習
你的運轉，還是有唾液下來，那表示說師尊的身體，
還是「嘛嘛地」（粵語）。

他講：「年紀大了升不起拙火。」那倒是真的，
因為火都快要滅了，水都快要乾了。你還要修拙火
法？火都快要滅了，快沒火了，明點都快要乾掉了。
年紀大就這樣子，年輕的時候，菩提心月液很多，
拙火也比較…那個原來的生法宮也比較活。所以注
意啊！修行，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全是少年人；
不要以為說老來才學道，原來孤墳埋藏的都是很年
輕的人。

氣通中脈　能得大樂

當然是事半功倍，因為你有道家的法作基礎，再
來修密教中脈，非常好的。告訴你一件事情，你修內
法，修到中脈的氣，能夠在你中脈當中走動，你啊第
一個得到的就是大樂。氣只要能夠在中脈走動，那時
候你的身體引出來的快樂，是二十四小時都在樂中。
一般人的男女之間的樂，霎那就沒有了，因為那是
你的明點通過你這個短的東西，一下子，這一段時
間你快樂而已，再來就沒有了；再來就變成冷冰冰、
冰枝枝（台語），再來就洩氣了，全身無力。

氣在通中脈的時候，跟明點流失的那個狀況是
差不多的，只是整個中脈在走動的時候，走下來又
升上去，走下來又升上去，這是二十四小時的快樂，
不停止的；也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也在通脈，白天
的時候也在通脈，你永遠都是快樂的，沒有悲傷的
時候，那個才叫做極樂。修內法有這樣子的好處。
我們真佛宗有人修到這個境界嗎？有，我們在座這
些人當中就有，就有人二十四小時他都覺得很快樂。
他不用雙運，就是單獨而已，二十四小時他都快樂，
因為氣在中脈走動嘛，那個摩擦就生樂，一摩擦他就
生樂，就覺得很快樂，然後一直很長地上去再下來，
上去再下來，二十四小時都在這樣子運轉。那種快
樂是沒有人可以想像的，只有自己去體會，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有人已經體會到這樣子了，很恭喜他，
他已經體會到了大樂。大樂完了，你還要體會到光
明，光明完了，你再體會到空性，就是佛性，再體
會到佛性。這是修行的階梯。

五點十分了。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
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
皆悉成就。

昨天講「佛國品第一」，其實密教裡面也有。什
麼叫「佛國品」？一個密教行者，每天起床你就要觀
想：「我這裡就是佛國。」那你是什麼？你就是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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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專一雜念除氣息專一雜念除
內法修習按次第內法修習按次第

爲何內法最好要在「四加行」有成就才可以
修？是不是如果業障不輕，身口意沒完全清
淨，在修「氣、脈、明點」過程中身心的能
量變化，容易放大行者的意不淨而引起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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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功法跟密宗內法有相通之處嗎？可不
可以先修道家周天法（大周天、小周天、通
三焦），等「四加行」有了成就才改修「氣、
脈、明點」？要不然到時可能年紀太大了，
升不起拙火。

Q1-3

A1-3

習慣了氣走任督兩脈，到了修內法時改爲中
脈，事半功倍還是無益？感謝師尊為弟子釋
疑。

Q1-4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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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第 2 講

父親是什麼？父親啊就是父佛；母親是什麼？母佛。
妻子是什麼？妻子是妻佛。那你的小孩是什麼？就
是佛子啊！你就是本尊，你看你的妻子，你的爸爸、
媽媽、你的小孩，都是佛，全部都是佛。你的家就化
為宮殿，你的家就是你的本尊的宮殿。那麼你去上班
呢？上班了，老闆都是大菩薩，你的同事都是菩薩，
都是大菩薩。那路人呢？佛國的所有的修行行者。
時時這樣子觀想就是佛國品。

其實佛國品的意思也就是講說，釋迦牟尼佛在
毘耶離城外的菴羅樹園，那裡就是一個佛國，釋迦
牟尼佛是說法的本尊，跟什麼？大比丘眾八千人俱，
菩薩三萬二千。所有的知識、所有的人，都集合在
那個菴羅樹園，這個時候就是佛國，也可以講，這
就是佛國了。

「如是我聞」，大家都知道的，經典都有這四個
字。阿難尊者是過目不忘的，而且祂的腦袋能夠記
憶很多的事情，釋迦牟尼佛講過的經典，祂全部都
記得。那時候在印度有一個傳統，就是師父在上面
講經，底下的人不可以做筆記，做筆記是不禮貌的，
只能夠靠記憶。阿難的記憶很好，所以「如是我聞」
是「我當場在那裡聽到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
阿難尊者當場在那裡聽到。」就是如是我聞。

「一時」，其實那個時候有時間性，在那個時
候，釋迦牟尼佛在毘耶離城外的菴羅樹園——菴羅
女供養的樹園，供養了一大片土地，其中有樹的給
釋迦牟尼佛，所以叫菴羅樹園。

「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就是出家眾大比丘，
什 麼 叫 大 比 丘？ 等 一 下 要 解 釋 一 下。「 菩 薩 三 萬
二千」，菩薩有三萬二千人。有的人問我：「奇怪
了，大比丘眾就有八千人，難道是一個一個算嗎？」
我問大家，現在我們這個護摩寶殿有幾個人？大家
也回答不出來啊。有人問我：「釋迦牟尼佛為什麼
知道有八千人，難道是一個一個點名嗎？」菩薩才
更厲害，菩薩有三萬二千。三萬二千人多少啊？釋
迦牟尼佛說法沒有麥克風啊，三萬二千人怎麼聽法？
八千的大比丘怎麼聽法？八千人，你就沒辦法了啦，
我們這裡還要麥克風，沒有麥克風怎麼說法？現代
都要有麥克風才能夠說法，因為聲音會傳出去啊，
沒有麥克風怎麼說法？大家都問我這個問題。

三萬二千難道用數的嗎？一個一個數嗎？不是
的，佛有神通，祂自然知道；阿羅漢也有神通，祂
都知道。有神通的就知道，撥一撥就知道了（台語），

眼睛一閉，數目就出來了，所以大家也不要有這個疑
惑。我去到靈山，也就是靈鷲山佛陀說法處一看，幾
塊磚在那裡，佛陀的法座在那裡，幾塊磚圍起來的，
差不多我們這護摩寶殿的一半吧！護摩寶殿一半還
比那個還大。佛陀坐在這裡，差不多這樣子，一個
長方形，四四方方的，周圍兩邊都是山崖，一望下
去全部都是斜下去，後面也不長，就是那一塊地方。

每一次釋迦牟尼佛說法都在那裡，那能夠坐幾個
人？數目有限啊。我想說他們這些大比丘跟大菩薩一
定都是掛在樹上，那時候就有這種想法：「這能夠
坐幾個人啊？」每次都是二千五百人俱，《彌陀經》
是多少？《阿彌陀經》。一千二百多人？千二百五十
人俱。我想說，講《阿彌陀經》，在靈鷲山的說法
台一看，差不多坐二百人可以了，一千人是絕對坐
不下的，一定是趴著的、擠在一起的、疊羅漢的，
不太可能，也不知道怎麼算的？

這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必須要跟你講什麼是
「大比丘」。所謂比丘，都是男的，比丘尼才是女的。
有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優婆
塞是男的修行人，優婆夷是女的修行人；在家居士
優婆塞、優婆夷。還有出家眾比丘、比丘尼。大比丘，
一般來講，大比丘是六十歲以上的叫大比丘，或者是
守戒非常嚴謹的才叫大比丘，阿羅漢守戒非常嚴謹，
叫做大比丘。

現在是五點二十二分，還能繼續講嗎？

佛陀注重戒律 
行住坐臥皆有嚴格規定

釋迦牟尼佛跟維摩詰不一樣的地方，釋迦牟尼佛
很注重守戒，什麼可以碰、什麼不可以碰，什麼可
以吃、什麼不可以吃，什麼可以住、什麼不可以住，
都很有規定的。什麼衣服可以穿、什麼衣服不可以
穿，都規定的。釋迦牟尼佛是很守戒律的，這些大
比丘都是守戒律的，阿羅漢規矩很多，戒律非常嚴。
酒不可以碰。有一部經典講，你一個修行人拿酒給另
外一個人喝的話，你五百世沒有手，沒有手啊！你拿
酒給那個人喝，你五百世沒有手，戒律就是這個樣
子。酒是不能碰的，連碰都不能碰，連喝都不能喝。

不要講女人啦，釋迦牟尼佛的規矩是這樣子，最
好你不要去看女人，連眼睛都不能看的，眼睛都要
看地。看到女人走過來了，眼睛就要看地，不可以

看她。真正你跟那個比丘尼見面了，怎麼辦？眼睛
要看地，講話不可以超過四句，就這樣子。規矩就
是這麼嚴，四句都不可以，不要講說什麼碰。距離，
它也有講，就像那個女人是那個 COVID-19 的細菌、
病毒，你根本看到她來了，趕快退避三舍，避而遠
之，就趕快躲了，規矩就是這樣子。吃東西沒有自
炊的——自己煮東西自己吃的。還有吃零食？沒有
這回事，沒有零食的；翹著腳一邊看電視，一邊丟…，
比丘、比丘尼這樣子的，不行！沒有這回事。過了
午，日食一餐，只有吃一餐飯，而且吃的飯是托缽
的。不舉炊戒，你沒有廚房的，那裡來的冰箱？冰
箱也不可以用，廚房也不可以用。我聽說你們比丘、
比丘尼，自己家裡還有兩個冰箱、三個冰箱的，一個
冰箱自己用，別人都不可以用。將來都要內務檢查，
規矩很嚴的。

行住坐臥，你床鋪是什麼東西啊？整理好，棉被
疊好，東西收好，你住的地方，連一個灰塵都不可
以有，規矩很多的。住的地方，以前住啊，住樹下、
住塚間——墳墓跟墳墓的中間、住岩洞——山裡面的
岩洞。住樹下、住塚間，墳墓跟墳墓的中間就是你的
床。你還有床啊？現在還有床，沒有的，修行就是
要吃苦。日食一餐，你那個食物拿過來，你要觀想，
那個很好吃的食物觀想成為糞便，你吃的是大便、
喝的是尿。所以常仁上師教得不錯啊。法師吃大便，
法師喝尿（粵語），他教佛青、佛奇廣東話的時候，
先教「法師吃大便，法師喝尿」（粵語）真的，那
時候的大比丘就是吃大便跟喝尿（粵語），先把食
物觀想成為糞便跟尿——最髒的東西，然後吃下去，
不能夠有美食這兩個字。沒有這樣子做，犯戒。

臥的，跟你講喔，睡覺在岩洞裡面。找一個岩洞
裡面，你好好在那裡修行，或者大樹底下，墳墓跟
墳墓的中間。現在的修行人比較享福，以前釋迦牟
尼佛時代，這些大比丘都是守戒很嚴格的，才能成
就大阿羅漢。衣，穿衣服清一色。不能夠佩金戴玉，
不能夠手碰錢，你沒有儲蓄的！現在還有銀行讓你去
存錢；手都不能碰錢，這才叫做大比丘啊！講實在
話，這個才叫做大比丘。你們現在的比丘是小小小…
比丘，什麼大比丘？！那時候的大比丘是這樣子的，
衣，清一色而且是髒的顏色，沒有花花綠綠的。吃
的，跟大家講，過午不食，日食一餐化緣來的。衣，
清一色就是髒的衣服。住，就是在岩洞、樹下、塚間。
行，赤腳。現在不是了，不一樣了。食衣住行就是
這樣子的，所以這個才是大比丘，真正在修苦行。
講這大比丘三個字，你們就知道了，這些大比丘跟
著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樣子修行，沒有佩金戴玉的。

像師尊這個戴玉，這個是玉，還有寶石，不過
這也是隨順大眾，因為我這樣子弄出來的話，弄出
來，弟子會高興，送的弟子會看到師尊戴他的東西，
他會很高興，這是隨順眾生。現在不一樣了，師尊
穿的衣服很亮麗，不同。以前的這些大比丘，我現
在跟大家講，都是這樣子的。師尊雖然戴這個、穿
這個，看起來都很亮，但是事實上我的生活很節儉，
到今天為止，這三年來，我只花一種錢，加汽油的
錢——車子加油的錢。我還沒有買過什麼東西，我用
的東西全部都是弟子送的，沒有一樣不是弟子送的，
包括我的喇嘛裝，包括我的內衣、內褲，包括我的
這個香袋。身上所佩的、所穿的全部都是弟子送的，
我自己沒有買過，內衣、內褲也是弟子送的。內褲
也是弟子送的，內衣也是弟子送的，我沒有買過。

我花過一毛錢沒有？這三年來沒有，除了 drive 
a car，go to gas station buy gas，沒有花，一毛錢
都沒有花。現在跟大家解釋「大比丘眾」，大比丘
是怎麼回事：因為他守戒律所以才稱大比丘，或者
年紀很大的，六十歲以上才稱大比丘；受具足戒的
大比丘，必須要受三壇大戒、具足戒，才算大比丘，
今天跟大家解釋大比丘眾，讓大家有印象。

嗡嘛呢唄咪吽。

2022 年 05 月 22 日聖尊蓮生活佛主持彩虹雷藏寺「紅財神護摩大法會」暨《維摩詰經》第 2 講開示

密教亦有佛國品觀想密教亦有佛國品觀想

感謝蓮竹法師、賴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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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 
禪宗有「漸修」法門，與「頓悟」法門。

神秀的偈：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惠能的偈：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這兩首偈，前一首是弘忍大師首座「神秀
大師」所作。後一首是六祖惠能大師所
作。

弘忍將衣法密付惠能大師。（南宗）

因為弘忍認為惠能「心地透徹」。

但，神秀被武后（武則天），封為帝師，
中宗尤加禮重，有「兩京法主」之稱。（北
宗）

神秀是：「拂塵看淨，方便通經。」

有弟子問盧師尊，惠能大師、神秀大師，
何者為重？

我也試寫一偈：

菩提是菩提。 
明鏡是明鏡。 
塵埃是塵埃。 
三者不相干。 
（我的意思是無干涉）

我常常舉例子： 
在「月球」上， 
沒有人。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也無菩提、無明鏡、無塵埃、什麼都沒有，
甚至善惡、葷素、是非、黑白。…………

也是三個字： 
「無干涉！」（連這三個字也無）

這是「無我」這二字，使然。

我這一生的： 

煩惱、執著、分別、習氣，全部被「無我」
融化光了。

既然是「無我」，還有什麼煩惱？ 
既然是「無我」，還有什麼執著？ 
既然是「無我」，還有什麼分別？ 
既然是「無我」，還有什麼習氣？

所以我說： 
「無礙！」

我對「偏空」的人，說「有」。 
我對「偏有」的人，說「空」。 
我對「超然」的人，說「無干涉」。

很多弟子對我說： 
「道理我們都懂，只是做不到，怎辦？」

我說： 
「漸修。」

也有弟子對我說： 
「突然之間，變成醒悟，超然了！」

我說： 
「頓悟。」

我最後說： 
「這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

然後，再講精進。精進的心、精進的「根」跟
「力」。有精進就沒有懈怠，那你就會很用力、很有
信心力的一直修下去，心不會退。

再來，「念根」跟「念力」。有「念根」跟「念
力」就沒有瞋，貪瞋癡的瞋；你心念裡面不會一直
在鬥，你不會因為聽到一些不對的東西，就馬上產
生一個惡念。因為真真正正你的念力守得住的時候，
任何事情都不會影響你。不會因為人家三言兩語，就
把你全部…變成人家可以止，你就沒有辦法止自己，
所以這個念力很重要。

定呢？有「定力」就沒有「恨」。為什麼這樣講

呢？因為我們有定力就不會受外面的環境影響你。因
為你有定力了，你不會認為一切東西是存在的，因為
你有定的力量，你不會產生外境，引導你去不好的境
界。所以定力也是很重要。

所以第五個，慧。有慧力，就絕對沒有怨。剛才
講恨——怨跟恨也是離不開的。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你的恨就不會產生了。因為你會了解到，我們每個念
在修行當中，一切所修…現在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
叫「有為法」。什麼叫「有為法」？一切的「有為法」
都是「有生滅」的，「無為法」是「沒有生滅」的。「有
生滅」的意思就是說，它會消失掉的，這個不是有

「實相」的東西。我們修行，就要修到諸法實相。實
實在在，真的！你說是「空」，「空」裡面還是「有」，
但「有」當中，就是真實的，那一種才是真正的實有。
但是我們平常看到所有的東西，有生滅的東西，都是
叫「有為法」。所以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見聞覺知」。

談到「見聞覺知」，大家又開始煩惱了：什麼叫
見聞覺知？怎麼講這麼多的名詞啊？因為我們要先
了解，見聞覺知。我們所見的，就是從耳朵聽到的東
西、眼睛見的東西、鼻子嗅的東西、嘴巴曾吃到的味
道、心裡面的意念。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東西，都是
叫見聞覺知。我們人一直都是在見聞覺知裡面打滾，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你沒有辦法跳出輪迴。

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怎麼辦？就是要修行啊。
用修行來遮止這種從見聞覺知所產生的種種反應，來
止自己的心、來觀察自己種種的起心動念。所以你說
這種定力跟智慧是不是很重要？非常重要！

現在又講回來：我們究竟要怎麼修啊？怎麼才能
夠把這些改變呢？我們要記得：我們在修當中，常常
打妄想。什麼叫妄想？就是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跟你修行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所有的因緣生起的東
西都是屬於有為法。所有有為法的事情，不要去想
它——不要去希望得到什麼東西。

最大的妄想：希望在修行當中得到神通。希望
在修行當中，能夠看到佛菩薩；也希望在修行當中，
能夠完全一看，經文全部了解了——這個都是妄想！
你沒有實修過，不會產生的。等如我們常常講，你沒
有完全見過的佛菩薩、沒有見過的佛像，你能夠觀出
來嗎？我在你面前講，觀世音菩薩祂怎麼樣怎麼樣，
非常莊嚴，祂拿著法器、…。我講完了，你也聽完了，
那你可不可以觀出來呢？

觀不出來。因為你沒有常常去觀，也沒有常常去
見。這個就是我們很大的困難。我們只有靠自己的
耳朵去見，見不到的。耳朵只可以聽。所以見跟聞，
也是離不開的。

精彩內容，下期待續

真佛宗網路大學《菩提道次第修行簡釋》

授課／蓮滿上師
文字編輯整理／真佛報總社

「修行的意義」2

我
對
「
漸
悟
」
與
「
頓
悟
」
的
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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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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6 月，於西雅圖《彩虹雷藏寺》主持護摩法會暨講授「維摩詰經」通告

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05 月 29 日（日）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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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05 日（日）3:00PM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賜授「虎頭金剛法」灌頂

06 月 12 日（日）3:00PM
長壽佛護摩法會 賜授「長壽佛法」灌頂

06 月 19 日（日）3:00PM
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賜授蓮花童子法」灌頂

06 月 26 日（日）3:00PM
大白傘蓋佛母護摩法會 賜授「大白傘蓋佛母法」灌頂

中觀電視弘法   聖尊蓮生活佛圓滿講授《金剛經》開播
【報導／台北中觀堂】

中觀電視弘法歷經 22 年，在電視頻道上圓滿的製播
蓮生活佛講授的八大經藏，包含《蓮生活佛講授地
藏經》、《圓覺經》、《虹光大成就》、《密宗道
次第廣論》、《六祖壇經》、《喜金剛講義》、《大
圓滿九次第》及《道果》，以饒富深意的弘法節目，
為有緣的社會大眾，打開了心靈之窗。

中觀電視弘法將邁入第 23 年，將開啟嶄新的一頁，
最新製播「蓮生活佛講授金剛經」弘法節目這也將是
「中觀電視弘法志業」23 年來製播的第九部 蓮生活
佛所講授的傳法經藏，將於 2022 年 6 月 4 日起，每
週六 11:00，正式在「東風 37 台頻道」播出，讓我
們共同護持，願這殊勝的法音，轉動在娑婆世界眾生
的心中。

自 2021 年 7 月 25 日蓮生活佛首次開講大乘經典《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至 2022 年 5 月 1 日圓滿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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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年來中觀電視弘法，八大經藏弘法在製作上的
製播，不論在場地選擇布置，弘法開釋影片內容剪
輯，引言人、心得分享人的遴選均以嚴謹態度，恭敬
的心來創作，製作人蓮悅上師更在每一集影片剪輯親
自參與剪輯，將師尊弘法的精髓剪輯出來，累積總數
達 1977 集，透過用心製播的影片，將 蓮生活佛此生
最珍貴的法教廣傳於世，讓更多有緣的眾生看見 蓮
生活佛，能與蓮生活佛結下一份殊勝的法緣。播下一
顆成佛的種子，終有一天，種子發芽茁壯，枝繁葉
茂，所有眾生都會在清淨光明的淨土，再度相會。

2022 年 6 月 16 日（農曆五月十八日），就是蓮生
活佛七秩晉八的佛誕日，中觀電視弘法將在這一殊勝
吉祥的日子的前夕，為根本上師獻上一份真心且用心

的珍貴祝壽賀禮，將於 6 月 4 日，在東風衛視 37 台
首播的「蓮生活佛講授金剛經」弘法節目。為呼應
這一殊勝的弘法製播因緣，蓮悅上師自 5 月 8 日（釋
迦牟尼佛誕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特別恭誦「21 部
金剛經」，為 2022 年度贊助護持的電視弘法功德主
們，獻上最誠摯的感恩與迴向。

此次特別邀請林佩君師姐擔任引言人，蓮悅上師負責
心得分享，林佩君師姐與蓮悅上師曾在《密宗道次第
廣論》合作無間，默契十足，圓滿的完成共 397 集，
這次的再度合作，相信更是精彩可期。

中觀電視弘法在這 22 年中，感謝所有贊助功德主的
護持，在邁入第 23 年裡更需要您的贊助護持，祈望
有您的贊助護持讓中觀電視弘法能製播更多 蓮生活
佛講授的傳法經藏，最後頂禮感恩蓮生活佛講授尊貴
的金剛經，於東風衛視首播，法緣弘開，一切吉祥圓
滿，讓更多有緣眾生，得以聆聽《金剛經》中的無上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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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靈機神算漫談

19. 靈與我之間

20. 靈機神算漫談(續)

21. 靈魂的超覺

22. 啟靈學

23. 靈的自白書

24. 靈的自白書(續)

25. 神秘的地靈

26. 玄秘的力量

27. 靈的世界

28. 泉聲幽記

29. 地靈探勝玄理

30. 禪天廬什記

31. 東方的飛氈

32. 載著靈思的小舟

33. 命運的驚奇

34. 輪迴的秘密

35. 泥菩薩的火氣

36. 傳奇與異聞

37. 神奇的錦囊

38. 盧勝彥談靈

39. 異靈的真諦

40. 通靈秘法書

41. 第三眼世界

42. 靈仙飛虹法

43. 地靈仙蹤

44. 伏魔平妖傳

45. 坐禪通明法

46. 西雅圖的行者

47. 黑教黑法

48. 上師的證悟

49. 靈仙金剛大法

50. 金剛怒目集

51. 無上密與大手印

52. 小小禪味

53. 佛與魔之間

54. 密宗羯摩法

55. 大手印指歸

56. 密教大圓滿

57. 道法傳奇錄

58. 皈依者的感應

59. 真佛法語

60. 湖濱別有天

61. 道林妙法音

62. 道的不可思議

63. 真佛秘中秘

64. 佛光掠影

65. 禪的大震撼

66. 圓頂的神思

67. 皈依者的心聲

68. 密藏奇中奇

69. 陽宅地靈闡微

70. 蓮花放光

71. 正法破黑法

72. 天地一比丘

73. 陰宅地靈玄機

74. 無形之通

75. 真佛法中法

76. 幽靈湖之夜

77. 先天符筆

78. 陽宅玄秘譚

79. 咒印大效驗

80. 佛王之王

81. 真佛儀軌經

82. 蓮華大光明

83. 煙水碧雲間(一)

84. 煙水碧雲間(二)

85. 無上法王印

86. 光影騰輝

87. 神秘的五彩繽紛

88. 蓮花池畔的信步

89. 真佛夢中夢

90. 燕子東南飛

91. 千萬隻膜拜的手

92. 禪定的雲箋

93. 西雅圖的冬雨

94. 殊勝莊嚴的雲集

95. 盧勝彥的金句

96. 蓮生活佛的心要

97. 寫給和尚的情書

98. 法海鈎玄

99. 西城夜雨

100. 第一百本文集

101. 蝴蝶的風采

102. 甘露法味

103. 密教大相應

104. 層層山水秀

105. 彩虹山莊飄雪

106. 真佛的心燈

107. 粒粒珍珠

108. 彩虹山莊大傳奇

109. 盧勝彥的哲思

110. 活佛的方塊

111. 走過天涯

112. 密教大守護

113. 小舟任浮漂

114. 密教的法術

115. 明空之大智慧

116. 黃河水長流

117. 一念飛過星空

118. 天地間的風采

119. 和大自然交談

120. 佛王新境界

121. 天竺的白雲

122. 密教奧義書

123. 流星與紅楓

124. 守護神的秘密

125. 不可思議的靈異

126. 神變的遊歷

127. 靈異的真面目

128. 智慧的羽翼

129. 走入最隱秘

       的陰陽界

130. 北國的五月

131. 超度的怪談

132. 飛越鬼神界

133. 天南地北去無痕

134. 非常好看

135. 揭開大輪迴

136. 隱士的神力

137. 虛空中的穿梭

138. 超現象的飄浮

139. 諸神的眼睛

140. 神秘的幻象

141. 南太平洋的憧憬

142. 夜深人靜時

143. 人生的空海

144. 尋找另一片天空

145. 當下的清涼心

146. 虛空中的孤鳥

147. 不要把心弄丟了

148. 咒的魔力

149. 水中月

150. 神鬼大驚奇

151. 獨居小語

152. 當下的明燈

153. 讓陽光照進來

154. 智慧的光環

155. 月光流域

156. 清風小語

157. 另一類的漫遊

158. 孤燈下的思維

159. 那老爹的心事

160. 葉子湖之夢

161. 清涼的一念

162. 異鄉的漂泊

163. 度過生死的大海

164. 一日一小語

165. 小詩篇篇

166. 神行記

167. 靜聽心中的絮語

168. 孤獨的傾訴

169. 忘憂國的神行

170. 回首西城煙雨

171. 玻璃缸的金魚

172. 隨風的腳步走

173. 一夢一世界

174. 一道彩虹

175. 天涯一遊僧

176. 小雨繽紛集

177. 見神見鬼記

178. 登山觀浮雲

179. 夢裡的落花

180. 天邊的孤星

181. 指引一條明路

182. 不可說之說

183. 走出紅塵

184. 給你點上心燈

185. 神行悠悠

186. 寂寞的腳印

187. 地獄變現記

188. 送你一盞明燈

189. 神話與鬼話

190. 無所謂的智慧

191. 諸天的階梯

192. 天下第一精彩

193. 牛稠溪的嗚咽

194. 夢幻的隨想

195. 拾古人的牙慧

196. 清涼的書箋

197. 天機大公開

198. 金剛神的遊戲

199. 風來波浪起

200. 開悟一片片

201. 大樂中的空性

202. 千里之外的看見

203. 孤影的對話

204. 通天之書

205. 阿爾卑斯山

       的幻想

206. 超級大法力

207. 拈花手的祕密

208.大笑三聲

209. 魔眼 

210. 寫給雨

211. 一支箭射向蒼天

212. 盧勝彥的

       機密檔案

213. 寫給大地

214. 瑜伽士的寶劍

215. 智慧大放送

216. 當代法王答客問

217. 海灘上的腳印

218. 月河的流水

219. 南山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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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對話的玄機

225. 神算有夠準

226. 敲開你的心扉

227. 悟境一點通

228. 法王的大轉世

229. 解脫的玄談

230. 又一番雨過

231. 法王的大傳說

232. 笑話中的禪機

233. 七十仙夢

234. 蓮生活佛盧勝彥          

       的密密密

235. 虛空來的訪客

236.盧勝彥手的魔力

237.少少心懷

238.對箸月亮說話

239.夢鄉日記

240. 打開寶庫之門

241. 遇見本尊

242. 怪談一篇篇

243. 荒誕奇談

244. 心的悸動

245.古里古怪集

246.自己與自己聊天

247.蓮生符

248.天垂異象

249.來自佛國的語言

250.未卜先知

251.剪一襲夢的衣裳

252.三摩地玄機

253.夢見盧師尊

254.至尊的開悟

255.夢中的翅膀

256.拜訪大師

257.煙雨微微

258.寫鬼

259.盧勝彥與鬼

260.天上的鑰匙

261.定中之定

262.鬼中之鬼

263.鬼域

264.虛空無變異

265.鬼的總本山

266.黃金的句子

267.靈光隱隱

268.大陰山

269.神通遊戲

270.我 所 知 道 的 佛 陀

271.七海一燈

272.淨光的撫摸

273.禪機對禪機

274.小小叮嚀

275.解脫道口訣

276.南山雅舍筆記

277.笑笑人生

278.相約在冬季

279.孤燈下的告白

280.天外之天

281.天下第一靈

282.預見達摩祖師

283. 千艘法船

284.老僧七旬述心懷

285.純純之思

286.靈異事件

287.小語與小詩

288 .一籃子奇想288 .一籃子奇想

弘揚佛法  濟度眾生 蓮生活佛(盧勝彥)靈學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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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籃子奇想》現已上市，香港區

真佛宗寺堂同修會有售；

小時候，母親常常講一個故事

給我聽，因此，我常常想起這個故

事。

母親盧黃玉女，本姓黃，嫁給

父親盧耳順，所以冠上夫姓。

未嫁前，原住澎湖小池角，小

池角就在西嶼，以前跨海大橋未

建，必須從馬公乘船才能到西嶼。

母親說：

當地風沙很大，農產品大約是

『花生』及『蕃薯』，要種田，先

要植擋風的樹欉。

有一回。

在樹欉的枝枒，有鳥築巢，裡

面有三隻幼鳥嗷嗷待哺。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鳥巢，先

有三個鳥蛋，生出三隻小小的可愛

幼鳥。

而母鳥會出去覓食，咬著白色

的小蟲蟲，由母鳥的嘴，度到幼鳥

的口中。

這是一個非常溫馨的景像，幼

鳥的口，張得大大的，鳥舌吞吐，

發出了輕微「呀！呀！」的聲音，

牠們由母鳥的口中，接住了小蟲

蟲。

小池角村子裡，有一位調皮的

少女，路過樹欉的時候，發現了鳥

巢。

她很頑皮。

就取來三支鐵釘，當小幼鳥口

張開的時候，「呀！呀！」出聲的

時候，把三支鐵釘，放入小幼鳥的

口中。

天啊！

當然三隻小幼鳥死了！

而母鳥的哀悽可知？

很快的，這位少女長大出嫁

了，她生了三個小孩。

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這三個小孩都是「啞巴」，口

中只能發出「啞！啞！」的聲音。

更像的是：

三個小孩的頭口，常常朝上，

露出「嗷嗷待哺」的狀態。

就如同那三隻幼鳥的形態。

我母親說：

「這就是因果報應！誰敢說，

沒有因果報應呢？」

我聽了！悚然！

我寫這本書，是我的第二百四

十二冊的文集，這本書的書名是

「怪談一篇篇」副題是「見聞覺

知」。

見──是我看來的。

聞──是我聽來的。

覺──是我感覺到的。

知──是我知道的。

所謂「怪談」：

是靈異的。

是神鬼的。

是因果的。

是怪異的。

雖然如此，但我想把這本書寫

的嚴謹些，主旨是正人心，衡情論

理之確當，言簡意賅，但望，所言

不謬。

大凡靈異事件：

信者自信。

不信者不信。

信不信由你。

文/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242冊文集

「怪談一篇篇」)

我在很多本「靈書」上，常

常提到「觀空」二字，由觀空，

才能夠融入。這是禪定的人，漸

漸進入混沌的境界之中，身中的

神氣合一，合一而無知覺的境

界，以這境界進入虛無的境界。

事實上，融入即是「觀空」

產生的結果，是不知不覺中自然

產生的。觀空與融入的境界是騰

雲駕霧飄飄然，一種說不出的舒

適感。

我 的 上 師 教 導 我 時 ， 如 此

說，觀空又稱為「大放鬆」，而

「大放鬆」就是「大攤屍」，躺

著，如跌下死亡的狀態，面部仰

向天，雙手攤開，雙掌向天，腳

伸略曲，腳八字開，剛開始訓

練，由「大攤屍」著手。

為什麼要訓練「大攤屍」，

因為坐禪的人，意念常集中天心

或某部位，部位因氣的集中，也

會有脹痛的感覺，這是不好的，

所以修大手印法的人，為了鬆散

氣機，使情緒平穩下來，也要

「大攤屍」。

「放鬆」大攤屍，上師指導

用意念放鬆，如同工人下班一

樣，一下子跑了一個精光，其

「放鬆」要分三路進行。

第一路：頭部兩側——脖部

兩側——兩肩——兩上臂——兩

肘關節——兩前臂——兩腕關

節——兩手掌——兩手指。

第二路：頭頂──面部──

脖子──胸部──腹部──兩大

腿──兩膝──兩小腿──兩踝

關節──兩腳趾。

第三路：頭部——後頸——

背 部 — — 腰 部 — — 兩 大 腿 後

部 — — 兩 腿 窩 — — 兩 小 腿 後

部——腳跟——腳。

當然，這三路的「趕工人」

下班，是用意念來清除那一部份

的氣，使之跑了出去，從手指腳

趾全跑了個光，工人全下班了，

一切全靜止了下來，工廠呈現靜

止的狀態，一下子，便觀空了，

全身騰雲駕霧，有說不出的舒適

感，學會「大攤屍」的人，自然

融入，也會出神出遊。

這 「 大 攤 屍 」 法 ， 最 好 用

臥，次用坐，也可用立的，意念

使思想通過了各部位，把凝聚的

氣 解 散 了 ， 全 身 就 逐 漸 進 入

「空」中，呼吸變成隨意，息息

微弱，在不知不覺之中，全身的

物質知覺消失不見了，自心光明

呈現了出來，靈性入於「空」

中，就是「出元神」。

「大攤屍」法，進入出神的

狀態，會覺得有意無意之間，天

亮了，彷彿一大片光明從空中而

降了下來，有的密宗上師出神

時，自覺自己從一座大殿中走了

出，繞著宮殿三匝，如此才飛了

出去。

密 宗 上 師 「 大 攤 屍 」 法 修

成，有靈眼的人可以看見此人的

頭上有「火燄」，如同大火在燃

燒一樣，甚至有諸天藏於大火之

中，在大火之中嬉戲。每一位密

宗上師出神時，皆同感宇宙原來

是光的世界，佛的光是五色虹

光，其餘諸神的光，就如同天撒

雨花－樣。

每一位得證的密宗上師，均

可認出誰能「出神」，誰不能

「出神」，因為當「大攤屍」法

出神時，宇宙的上空會垂著一條

銀色的光榮帶子，帶子的旁邊天

空日月並現，如曼荼羅一般，又

有護法神來來去去不絕，這是真

正的上師出神，而一些自命為上

師的假上師，就不會有如此現

象。

(文轉1423期香港版B版)

法雨
精 華

法雨
精 華



B 真 佛 報 香 港 版

定 執 破平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2022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四  THURSDAY

請各位同門善信大德踴躍助印真佛報，請即來電或親到本社荃灣社址索取自動轉賬表格，辦理銀行轉賬手續，助印善款亦可用郵寄支票抬頭請寫

「香港真佛資訊社有限公司」、「True Buddha Infogroup Hong Kong Ltd.」，或直接存入香港真佛資訊社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戶口：004-032-708414-001）（中國銀行戶口：012-377-1-005785-9）

通訊地址： 香港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中心29樓C室     聯絡電話：(852) 2146 4989  傳真：(852) 2146 4789

「香港真佛資訊社有限公司」、「True Buddha Infogroup Hong Kong Ltd.」
 （匯豐銀行戶口：004-032-708414-001）（中國銀行戶口：012-377-1-005785-9）

真佛報是一份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的報紙，香港區每星期出版全彩色24大頁，與全世界各地同步發行。

聖尊蓮生活佛曾說：「印報功德如印經」；目前香港區真佛報每期發行3,000份，讀者及派發處遍佈香港、澳

門、中國、澳洲及歐洲等地，助印佛報功德比印經更具效力，有意印經迴向的善信大德同門，歡迎助印真佛報或

推介給朋友親人。

凡每月銀行自動轉帳贊助真佛報港幣100元或以上者，本社將為贊助人安奉「蓮花童子根本傳承光明燈」，光

明注照贊助人，福慧增長，平安吉祥。

發心助印「                     」發心助印「                     」聚千點熱  發千分光聚千點熱  發千分光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佛光加持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文接1423期香港版A版)

例如，紅冠聖冕金剛上師出神時，其大護法

馬上蒞臨現身，就在空中現出幡幢寶蓋，如傘蓋

一般，有時不止一處，有四處、五處之多，而這

五處傘蓋均放光照住上師的身體，以保護之，且

上師的上空，會有五色虹光，虹光之中有許多天

人歡喜舞蹈。

這樣的出神，才是一種大榮光，大光明藏，

出神之遊，又可以說奇異極多，根本不及備述。

我曾在美國的一座高山上，看見此山的山

神，這山神的形狀甚是怪異，有九個頭，每頭有

三隻眼，其形是扁頭蛇形，如「飯匙蛇」一般，

九個頭又九個尾，但中間體相連，此山神坐於山

頂的大樹底下，而山神現出紅色的光，安住光

中，見我出神經過，向我求法。

我教授山神，「普爾巴」法，因山神之形，

類似憤怒之神也。我教授「普爾巴」法時，甚至

天雨寶珠，大地光明，五色虹彩，炳燿霽空，這

是「普爾巴」法的寶貴了。

「普爾巴」法，印度文是「格納雅」，也說

是金剛薩埵的忿怒金剛。今天能信受我語的，有

福了，美國山神信受我語，修成了「普爾巴」忿

怒金剛神，真是法緣殊勝啊！

「大手印」的「大攤屍」，能練至「出神」

狀態時，是運用較高深的呼吸法，這種呼吸頻率

是最大速度的減慢，甚至呼吸次數也減至最低，

一分鐘當中只呼吸了一次或二次，一般人稱這種

呼吸是「內呼吸」，又稱「胎息」。

胎息是「鼻息微微，若有若無。」的狀態。

還有一種更高功力的呼吸，就是接近於「停

止呼吸」的狀態，這是毛細孔的呼吸，相同於閉

氣呼吸。這其中的道理，人體的一切活動停止，

其能量的消耗量下降至細微，所須之空氣亦少，

利用潛在的「儲能」，就可以足足有餘了。

我認識的一位印度大瑜伽師，就曾經如此的

表演，他任人封入一口棺材之中，把棺木埋入新

挖的土中，於是他在棺木中「閉息」七日，七日

後再挖出來，結果氣息微弱的瑜伽師又活了起來。

每一次，他到恆河中去沐浴，便先把自己埋

入河邊的沙堆之中，只伸出一支手，手上提著一

串佛珠，他的手尚數著佛珠呢！他這睡入沙堆中，

手數佛珠的「閉息法」，曾引得一些一瑜伽師的

驚嘆！

「大手印」的「大攤屍」，其「出神」的狀

態呼吸，原是「胎息法」及「閉氣法」，因為唯

有這樣的呼吸，才能使元神輕輕的溜了出來，也

唯有如此的呼吸法，才能使元神遠遠，不受到自

己肉體活動的驚擾，出「元神」的人覺得全身

「舒適」，有一種輕快的感覺。

一般初習「大攤屍」者，用意念來驅使自己

的「氣」勿聚，放輕鬆所有的精神系統，剛開始

時，只要求全身「放鬆」就可以了，千萬勿著意

去學閉氣法，因為功力不夠去學閉氣法，會憋氣

憋得出毛病。

尤其千萬勿學埋入土中七日，這在一般瑜伽

師均不敢輕易嘗試的，不但不宜，一埋入就成了

活埋，永遠的閉了氣。

「大手印」的「大攤屍」本是放鬆「氣機」

的功用，但無形中對一些慢性的疾病，也有治療

的功效，由於安定心神，所以神經官能的病可

治，由於調和氣血，所以可治療高血壓，在協調

臟腑方面，又可治心臟病、治腸胃病。而「大攤

屍」，正是解除精神緊張，使注意力完全消失成

「空無」的狀態，如此「出神」，及融合入宇宙

的「空無」之中。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55冊文集「大手印指歸」)

我在一九九二年的十二月，到一九九三年的

元月之間，巡迴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弘

法。我把兩國之間的所見所聞，寫成一本書，這

本書題名為「層層山水秀」。

這本書寫給：

真佛宗的弟子們。

追求真理的人們。

真正的佛弟子。

道上的朋友。

這是我寫作人生當中的第「壹佰零四」本

書，這一本書跟弘法旅行的層面有密切的關係。

在這短短的「星馬」弘法之中，其境遇不是

很平凡的，更不是傳統的旅行而已，在這匆促的

時光之中，竟然像是「一場戰爭」，甚至是「一

場革命」，一個很大的衝擊，最後的結論應該是

「一場夢幻」。

讀這本書的人，必須「明辨是非」，用自己

的智慧判斷，用自己的思維想一想，且莫先「主

觀」的下定論。

這本書的寫作，偏重於「真實性」，讀者當

然有權利論斷，有自己的評判標準，但是，不管

你的論斷如何，評判如何，

這本書自然有它絕對性的力

量。

或許讀這本書的人會有

一些些的迷惘，或許會對傳統的佛教團體的作風

也產生一絲絲的迷惑，也許有一些人也可能不同

意我的看法。但，這些都不能阻止我寫出這本

書。

在這本書中，並不吹噓自己的智慧，但是，

我也毫不謙虛，我有什麼，就說什麼吧！

我承認，我的寫作是理性的，但也是感性

的，寫作當中，也憑著心靈中的一陣感動。

如浪濤、如溪河、如湖，都是自然而然流動

的。就如同清晨的陽光，自然明澈剔透，又如同

花圃裡的花，突然的開放了。所以當我走遍「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西馬及東馬），可以如

此說，當我走過，一陣子的感動之後，文章已經

完成了。

層層山水秀。

我看到矗立的高樓大廈，擁擠的人潮。

看到依然安靜的菩提樹。

看到原始的森林，看到高低起伏的山巒，那

一條條的脈絡，使我感嘆大自然的自在偉大。

有人問我：

你為何到「星馬」弘法？

我答：

那裡的弟子告訢我，來呀！來看看我們！於

是，我就來了。我到「星馬」，非常的單純。

其實，真的非常單純，在「星馬」，我們有

很多很多的弟子，那裡的弟子都想看到他們的師

尊，就像渴望見到他們的親人一樣，想要完全徹

底的接受佛菩薩的慈悲。

在「星馬」的弟子，他們有信心，不管在多

惡劣的環境之下，受著傳統教派的壓迫，很多的

不平等待遇，但是，我見他們一樣的神彩飛揚。

他們不為昨日不安，也不為明天憂慮。他們說：

「只要師尊來了，那就好，一切都完美了。」

弘法是什麼？

弘法當然是「生活」。

弘法也是一種「修行」。

弘法是特別的「體驗」。

弘法是佛法的「實踐」。

最重要的是：

「有純然而深藏的禪悟！」

我本人虔誠的希望，這本書綿綿不絕的力

量，能夠照亮人類的心靈，使人們的心靈，單

純、明朗。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04冊文集

「層層山水秀」)

層層山水秀 (序 )層層山水秀 (序 )

6月3日(星期五)
農曆五月初五     乙巳月
丁亥土亢破日     沖：蛇
宜：破屋、壞垣
忌：諸事不宜

6月2日(星期四)
農曆五月初四     乙巳月
丙戍土角執日     沖：蛇
宜：嫁娶、訂婚、祈福、開光
忌：立券、納財、出行

6月1日(星期三)
農曆五月初三     乙巳月
乙酉水軫定日     沖：龍
宜：嫁娶、訂婚、開光、出行
忌：打獵、栽種

5月31日(星期二)
農曆五月初二     乙巳月
甲申水翼平日     沖：虎
宜：是日歲破
忌：大事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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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星期六  早上10時至晚上11時
7月24日 星期日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7月25日 星期一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7月26日 星期二  早上9時至下午5時

日期：2022年7月20- 26日（星期三至星期二）
時間：7月20日 星期三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7月21日 星期四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7月22日 星期五  早上10時至晚上11時

。

    

迴向：佛光注照Van�dyck�Paula，離苦得樂，業障消除。

嗡。鉢拉摩。寧陀寧。梭哈。
地藏王菩薩滅定業真言

嗡啞吽。古魯貝。啞哈薩沙嗎哈。
蓮生悉地吽。
大白蓮花童子心咒大白蓮花童子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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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殷疇迴向先父李德欣業障消除，往生佛國淨土。

集
成
集
成
集
成
集
成
佛
經
佛
經
佛
經
佛
經 人中論 卷五 (八) 人中論 卷五 (八) 人中論 卷五 (八) 人中論 卷五 (八) 

月 稱 論 師 造 　 法 尊 法 師 譯月 稱 論 師 造 　 法 尊 法 師 譯

【文接1422真佛報香港版C版】
頌曰：
《二分無自性　是名內外空》
經云：「內外諸法，無內外法自性，名內外

空。」頌曰：
《諸法無自性　智者說名空　復說此空性　

由空自性空》
《空性之空性　即說名空空　為除執法者　

執空故宣說》
經云：「云何空空？空謂一切法空。此空復

由空空，是名空空」。有執空性為實法者，為破
彼等執空法故，說此空空。如云：「為破諸分
別，故說甘露空，若復執著空，佛說極可呵」。
頌曰：
《由能遍一切　情器世間故　無量喻無邊　

故方名為大》
離十方外，別無有情世間，及器世間，由方

能遍一切眾生，故名為大。由遍十方而修慈無量
等。十方即是無量之喻，由無邊際，故亦名大。
頌曰：
《由是十方處　只十方性空　是名為大空　

為除大執說》
經云：「云何大空？謂東方由東方空」。有

執十方無量，於十方上起實大執，為除彼執，說
此大空。如勝論派執方為實。頌曰：
《由是勝所為　涅槃名勝義　彼由彼性空　

是名勝義空》
《為除執法者　執涅槃實有　故知勝義者　

宣說勝義空》
經云：「云何勝義空？勝義謂涅槃。當如此

中涅槃由涅槃空」。有執涅槃為實法者，為除彼
執，故說此空」。義謂所為句，或所知句。頌
曰：

《三界從緣生　故說名有為　彼由彼性空　
說名有為空》
經云：「云何有為空？有為謂三界，當知此

中欲界由欲界空」。頌曰：
《若無生住滅　是法名無為　彼由彼性空　

說名無為空
言由彼者謂由無為。經云：「云何無為空，

無為謂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當知此中無為
由無為空」。頌曰：
《若法無究竟　說名為畢竟　彼由彼性空　

是為畢竟空》
經云：「云何畢竟空？究竟謂常究竟斷究

竟，若法究竟不可得，是名畢竟，當知此中畢竟
由畢竟空」。頌曰：
《由無初後際　故說此生死　名無初後際　

三有無去來》
《如夢自性離　故大論說彼　名為無初際　

及無後際空》
經云：「云何無際空？若法初後不可得，則

無中間。若法初後中間俱不可得，即無去來。當
知此中初後中間，由初後中間空，非常非壞」。
初謂初際，後謂後際。頌曰：
《散謂有可放　及有可棄捨　無散謂無放　

都無可棄捨》
《即彼無散法　由無散性空　由本性爾故　

說名無散空》
經云：「云何無散空？散謂可放可棄可捨。

當知此中無散由無散空」。散謂有可捨，無散謂
全無可捨。頌曰：
《有為等法性　都非諸聲聞　獨覺與菩薩　

如來之所作》
《故有為等性　說名為本性　彼由彼性空　

是為本性空》

經云：「云何本性空？謂諸法本性，無作、
無為，非聲聞作」。頌曰：
《十八界六觸　彼所生六受　若有色無色　

有為無為法》
《如是一切法　由彼性離空》
此是一切法空。經云：「云何一切法空？一

切法謂有為無為，十八界謂內六處，外六處，六
識身。六觸，謂眼和合觸，至意和合觸。由觸為
緣所生六受，此中一切法由一切法空」。頌曰：
《變礙等無性　是為自相空》
何為色等自相，為廣說故。頌曰：
《色相謂變礙　受是領納性　想謂能取像　

行即能造作》
《各別了知境　是為識自相　蘊自性謂苦　

界性如毒蛇》
由攝持義同說界以毒蛇為相。頌曰：
《佛說十二處　是眾苦生門》
以是出生眾苦之門故。頌曰：
《所有緣起法　以和合為相》
和合為緣起相。以緣起，是由和合之所顯

故。頌曰：
《施度謂能捨　戒相無熱惱　忍相謂不恚　

精進性無罪》
精進，以攝持善法為相故。頌曰：
《靜慮相能攝》
能攝一切善法故。頌曰：
《般若相無著》
趣向涅槃故，不著一切故。頌曰：
《六波羅蜜多　經說相如是　四靜慮無量　

及餘無色定》

 (待續....)

5月30日(星期一)
農曆五月初一     乙巳月
癸未木張滿日     沖：牛
宜：會親友、理髮
忌：嫁娶、伐木、安葬

5月29日(星期日)
農曆四月廿九     乙巳月
壬午木星除日     沖：鼠
宜：嫁娶、訂婚、安床、開光
忌：安床、安灶

5月28日(星期六)
農曆四月廿八     乙巳月
辛巳金柳建日     沖：豬
宜：解除、掃舍
忌：諸事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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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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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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業障。增資糧。冥陽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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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提供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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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有三種版面可讓選擇:

詳請可向香港真佛資訊社查詢，電話2146 4989。

真佛報香港版歡迎同門善信在香港版助印佛經，迴向功德。

助印佛經 迴向功德助印佛經 迴向功德

1.)凡刊登經書2000至2500字約1/2版(如真佛經、阿彌陀佛

經等)，每期為港幣$1400.00；

2.)經咒約700至1000字約1/4版(如高王觀世音真經原整

版），每期為港幣$700.00；

3.)經咒約400至600字約1/8版(如大悲咒、佛說療痔病經)，           

每期為港幣$400.00；

4.)經咒少於250字約1/16版(最多只限印兩款短咒)，每期為

港幣$200.00。

純正沉香  供佛養生純正沉香  供佛養生
沉香功效廣為人知，可淨化除穢、靜心安神、參禪修煉、供佛祭祀、養生祛病

等多種效用。

《純正沉香》由香港真佛資訊社監製，首批以筒裝線香製造，一筒60支，每

支長約20cm(8吋)，可燃30分鐘，現特價每筒港幣$240發售。

特惠期內，凡購3筒線香或以上，即送木製卧 香爐一盒，送完即止。

《純正沉香》真材實料，以得根本上師蓮生師佛簽名加持，歡迎查詢來電訂

購，真佛資訊社電話2146 4989。

地址：香 港 荃 灣 柴 灣 角 街 8 4 - 9 2 號 順 豐 工 業 中 心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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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 n f o @ t b i . o r g . h k

【文接1422真佛報香港版D版】當蓮生活佛 盧勝彥得證後，初轉法

輪，知道【高王經】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這是大士為了方便度眾

生，示現的一本經典，能具足一切法相，普度一切眾生有情，顯密圓

通，得大智慧，成就金剛不壞身。

唸【高王經】者，再加持「嗡嘛呢唄咪吽」大明咒六字真言百零八

遍，更能修「四臂觀音法」觀想，便有三十六天神日夜守護，一切鬼

神，無不恭敬聽命，真是無量無邊功德。

我（蓮生活佛 盧勝彥）在玉皇宮請到的第一本經典：「高王觀世音

真經」。

我（蓮生活佛 盧勝彥）熟背的第一本經典：「高王觀世音真經」。

我（蓮生活佛 盧勝彥）得到靈的相應的第一本經典：「高王觀世音

真經」。

我（蓮生活佛 盧勝彥）普傳的第一本經典：「高王觀世音真經」。

所以我（蓮生活佛 盧勝彥）說：「真佛宗，尊崇高王觀世音真

經」。

我相信經文中的幾句話，「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因而我持

誦久久，果然得到大相應。

【高王觀世音真經】最純淨的法益。

【高王觀世音真經】最崇高的淨土。

【高王觀世音真經】最高的法幢。

《真佛宗》的弟子，尊崇【高王觀世音真經】，凡真佛弟子，要人

人持誦滿千遍，要人人持誦一生一世，要變成自己化身合一的淨土，要

心坎蘊藏了永恒珍寶。

據史料記載，「西夏王朝」整個國家的人民都在唸【高王經】，那

時候西夏王朝皇帝的印璽寫的是「大白高國」。「西夏王朝（大白高

國）的景宗、仁宗跟末帝，都是蓮生活佛 盧勝彥的化身。

有一位丁福堡先生，他是佛學的大師（《佛學大辭典》的編撰

者），他認為「高王觀世音菩薩」是最高的、至高的、無上的，像王一

樣的，沒有比王還要高的，所以，這本經典叫作【高王觀世音經】，這

是丁福保註解的。

其實，「大白高國」就是「大白蓮花童子」所創造出來的「高王觀

世音菩薩之國」。

我（蓮生活佛 盧勝彥）勸請大家唸【高王觀世音真經】，不只是唸

一千遍，越多越好。

因為是跟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結了最大的緣分，將

來大家都會有成就。除了唸「七佛滅罪真言」以外，也要奉請

八大菩薩，奉請八大菩薩也是很重要，所以也要加上去。

 (待續….)

資料擇自真佛資訊網TBS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