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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以四攝法度眾
佛陀時代，弟子當中有諸多大比丘成就阿羅漢，
祂們嚴守清淨戒律，也是托缽乞士，不舉炊，不分
貧富隨緣所化。修行能堪破煩惱魔、五蘊魔、死魔、
天魔。保住心中光明，與四周無干涉，四大皆空。重
在出離世間，修小乘自度。

相較於阿羅漢之修行，菩薩意指覺有情，自己覺
悟也希望眾生皆能覺悟，以入世精神幫助眾生得到正
覺聖地。大乘菩薩以愛語、利行、布施、同事四攝法，
度眾利他。其中，諸大菩薩以「同事攝眾」善巧言方
便法門，度化有情眾生，為人津津樂道。
《普門品》中，觀世音菩薩以何身得度者，即現
何身而為說法，就是同事攝的表現。文殊菩薩入閻魔
法王身，變化為降閻魔尊大威德金剛，也是以同事攝
召閻魔法王改邪歸正。觀世音菩薩為度化嘎那巴底，
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化身為女嘎那巴底，令去惡從
善，不准吃人，不可做惡，並且護持佛法，在日本成
為大聖歡喜天。此皆是大菩薩以菩提心自利利他之行
儀。
相關報導詳見本期 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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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丘意義有四
托缽破魔破煩惱 亦要守住清凈戒

五月二十八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
國西雅圖雷藏寺主持「準提佛母本尊法」同修。法王
開示，祈求準提佛母幫助眾生，令瘟疫退除世間祥
和。
接續，法王依弟子提問解惑：觀音千百億化身變
化很多，如天人丈夫觀音即大準提佛母，千手千眼
觀音等同於佛，所有的觀音皆屬性相同，只是作用
不同。所謂「自性觀音」是觀想所供養之觀音形象，
由自己心際顯現出來，心裡圓光所觀之觀音與外在觀
音，同屬觀音屬性，是一不是二，自己本尊是觀音，
將來自己也變成觀音。
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闡
明「大比丘」，在古印度天竺時代，大比丘除守清淨
戒律，也是托缽化緣乞士，不舉炊。阿難尊者、須菩
提尊者向富人化緣，而大迦葉尊者則向窮者化緣，各
有所執，因而被維摩詰大士點化。行者應隨緣所化，
托缽不可分別窮富。法王藉此指示，真佛宗出家眾吃
公家食堂者，不可自行舉炊或非時而食。期勉出家人
應學習大比丘出離的精神，不為世俗所擾，能破四
魔，保住心中光明，公修公得、婆修婆得。
完整開示詳見第 2-4 版

兒孫自有兒孫福
不為子孫做牛馬

五月二十九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
虹雷藏寺主壇「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護摩大法會」。
法王開示，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總攝五部：佛部、蓮
華部、羯摩部、金剛部、寶部，息增懷誅皆能圓滿，
其頭上有十一面，最上阿彌陀佛置頂。菩薩常幫助
法王做千艘法船的超度。大悲咒具盛名，取江中一線
水，唸大悲咒做大悲咒水，可布施眾生，水到病除。
周邦道夫人、悟明法師等皆持大悲咒。
當日問答中，法王解說：（一）用心祭拜，祖先
皆會感知，有些往生淨土者並沒有受享供品；鬼與人
一樣是執著世間的，所以供肉食不增加其執著。有些
祖先靈因執著世間，變成子孫守護靈。法王強調修
行人應不執著世間，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為子孫做牛
馬。
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闡
述「菩薩」，梵文菩提薩埵，意指覺有情，菩薩自覺
覺他，大士也是菩薩，皆志在度眾，常行四攝法利益
眾生。所謂布施攝，以布施度化眾生；《觀世音菩
薩普門品》詳述同事攝；蓮生法王應機善用愛語攝；
給予眾生利益，攝召眾生信仰之，利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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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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化身千百億
自心相應於本尊

形象名號各不同
其實是一不是二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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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準提佛母。師母，丹增嘉措、吐登悉地。各位上師、
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門，還
有網路上的同門。大家晚安、大家好！愛してる！사
랑해！ Hola amigo ！ Te quiero mucho ！すごい、
一番！気持いい！啾咪、呀比！ bling bling ！こんば
んわ！

法王祈求大準提

退除瘟疫世間寧

今天我們是同修準提佛母，也跟大家介紹了準提
佛母的行儀。大家在過去，我們八大本尊都有介紹過。
所以今天在這裡也就不再重新再提。再過來好像是端
午節了吧！華人是端午節，在美國是清明節。好像是
星期一吧？那端午節是星期幾？星期五。端午節是一
個很大的節日，在華人來講。

有一個笑話：有一個西方人到了華人的地方，剛
好碰到端午節。朋友請他吃粽子，朋友就問：「粽子
好吃嗎？」他說：「這粽子真的是很好吃，只是沙拉
太硬。」沙拉太硬，他連粽子葉都吃，他說那是沙拉。
國情不同，難免都會有一些這種事情。
清明節也是很大的日子。「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去，牧童遙指杏花村。」
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實我們華人的清明節已經過了
吧，不過他們這邊是星期一才過西人的清明節。不過
這幾天也剛好下雨，其實夏天已經到了，西雅圖還是
滿涼爽的，大家注意一下自己身體的健康。
最近 Covid-19 還是沒有消除掉，還是有很多人
都受困，很多國家、很多人受困，也避免被感染。我
是希望免受這些病毒之苦，病毒的確是很苦，他們得
到了就會咳嗽、喉嚨不舒服。聽他們講，好像喉嚨好
像刀在割一樣、很痛，而且咳個不停。希望能夠趕快
發明吃了一顆藥就可以好。另外，也發明一種可以完
全免疫的，一年只要吃了一顆就一整年都可以免疫，
趕快發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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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家的希望，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期望。每
個人都希望過正常的生活，不要每天看到的就是蒙面
大俠。這種日子不好過啊！有時候很多同門來了，每
個人戴口罩。其實不戴口罩都是認得的，戴口罩就剩
下兩個眼睛，幾乎每一個人都差不多。祈求準提佛母
幫助眾生，以祢的金剛力能夠退除所有的病毒，讓大
家身體都健康。

A1

自性觀音跟平時的觀音有什麼不一樣？觀想——
也就是觀想你自己供奉的觀音形象，去想念。然後可
以先想念自己的心際的地方，化為像月輪一樣的光，
月輪射一道白光升空，變化成為——自性觀音。「自
性觀音身白色，天衣寶飾瓔珞，觀世音菩薩坐蓮台，
莊嚴慈祥，有無量白淨光照射。可觀想大明六字咒圍
繞著菩薩放光明。」

他問的是說，師尊所說的自性觀音，跟平時的觀
世音菩薩有不同嗎？有什麼不同？這個問題，這種觀
想法，在觀世音菩薩本尊法裡面是這樣子觀想的嗎？
我們先講一則笑話吧。小明：「爸爸，明天有時 （眾：是師尊書裡寫的）是我書裡面寫的，我知道啊！
間嗎？學校說要開一個小型的家長會。」爸爸：「你 因為他有提到。是盧勝彥文集第六十三冊《真佛祕中
講清楚一點，什麼叫做小型的家長會？」小明：「也 祕》裡面寫的，是這樣子寫。（蓮彥上師：宗委會的
就是只有你跟我，還有班主任。」小型的家長會。
儀軌也是這樣。）宗委會的儀軌也是這樣子，也是用
病人問護士，病人：「我還能夠活多久的時間？」 自性觀音，這樣子修觀世音菩薩的法。
護士：「這個問題，你要問閻羅王。」病人：「那我
自性觀音和平時的觀世音，我倒是想反問他一個
能不能到上帝那裡去？」護士：「這個我不知道，你 問題：「你平時觀音是什麼樣？你平時的觀音，請問
要問上帝。」病人：「你們不是天使嗎？」我們常常 您的平時觀音，請問馬來西亞羅國華師兄，你平時的
講護士是白衣天使。護士答：「我們這個天使只管接 觀音長得怎麼樣？」因為我不知道平時的觀音長得怎
送。」不管審判，只管接送。我們這個天使只是接送。 麼樣啊！他講說自性觀音跟平時的觀世音有不同嗎？

觀音化身千百億
擇一供奉並觀修

屬性相同作用異
心性相應合為一

我們進入主題，你問我答。馬來西亞羅華國問的。

Q1

馬來西亞弟子華國向師佛頂禮。在蓮生法王
盧勝彥文集六十三冊《真佛祕中祕》。觀世
音菩薩本尊法裡提到：九、觀想：「依自己
供奉的觀音形象想念，想念自己的心際，化
為月輪，月輪射一道白光升空，變化成一
尊——自性觀音」。「自性觀音身白色，天
衣寶飾瓔珞，觀世音菩薩坐蓮台，莊嚴慈祥，
有無量白淨光照射。可觀想大明六字咒，圍
繞著菩薩放光明。」
請問：「自性觀音和平時的觀世音有何不
同？」

他講平時的觀音，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密教裡面是
這樣子，他是以一個本尊來做依怙。好像你在修法的
時候，那一尊是你的本尊，是你自己本身的依靠，依
靠這個本尊才開始來修法。
這裡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依自己供奉的觀音形
象來想念。你如果供觀世音菩薩，你就依你那一尊的
觀音的形象來想。祂的臉、祂的眼睛、祂的眉毛、祂
的鼻子、祂的嘴巴、祂所穿的服飾、莊嚴的服飾，依
照你供養的那一尊，那就是你的平時觀音。否則，觀
音形象非常多的，祂有千百億化身。

我們唸的《高王觀世音經》裡面就有，有這個高
明觀世音。《高王觀世音經》裡面，高王觀世音菩薩，
一直唸到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
明觀世音。這裡就有四個觀世音菩薩，你平時看不到
的。什麼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都
不一樣的。有人去查這個資料。其實在日本 Kyoto 京
都「三十三間」裡面有《高王觀世音菩薩經》，提到
的四個觀世音菩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
觀世音、開明觀世音，這四個觀世音菩薩，在日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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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我們今天講這個《維摩詰所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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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個禮拜天的時候，在彩虹雷藏寺講的大比
丘。大比丘其實祂含義很多的，很多的意思，才能夠
成為一個大比丘。上個禮拜天講大比丘，是講說大比
丘必須要守住淨戒，很清淨的戒律。上禮拜天講的是
所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全部要守住。要守這個淨戒，
當然守戒就已經很困難了。那麼，祂其中還有…大比
丘還有幾個意義在裡面的，不是只有守住淨戒、守住
戒律而已啦。

其二托缽為乞士
不藏私食不舉炊

佛律嚴謹不舉炊
化緣應無分別心

《維摩詰所說經》第 3 講

都「三十三間」裡面有供奉，那也只是一個形象，是
觀世音菩薩千百億化身。每一個人家供奉的觀世音菩
薩都不同的，都不一樣的。

觀世音菩薩很多的，像密教，在藏地有四臂觀音，
他們主要的是四臂觀音，四臂觀音是藏人本身所供奉
的。一般來講，中土就沒有四臂觀音。我們這裡的觀
音形象…對啊！是拿著淨瓶的，還有白衣觀音，對不
對？還有紅觀音，很多種顏色，變化無窮。葉衣觀音、
魚籃觀音、南海觀音，數不清的。我家裡還有一個玉
女觀音，很多、很多形象，不一樣。
所以，所謂的自性觀音，當然以你家的觀音形象。
自性，什麼叫做自性？就是你，從你的心出來的觀世
音菩薩，從你的心際變化出來的觀世音菩薩，跟你所
供奉的觀世音菩薩是一樣的。那麼，雖然有千百億化
身，其實是同一個種性，可以把祂想像成一樣，只是
祂變化的形象不同。

也有天人丈夫觀音——就是我們今天的大準提佛
母。天人丈夫觀音，其實大準提佛母也叫天人丈夫觀
音，是嗎？你們查一下看看。對不對啊？沒有人敢答。
也就是十八手，以前我們小時候就講是十八隻手觀
音、十八手觀音——準提佛母，對不對？對啊！大準
提佛母也是觀音系列的，祂就是天人丈夫觀音。
觀音的變化很多的，大隨求觀音，很多觀音的形
象，數不清的。（蓮緒法師呈上觀音應化圖）阿彌陀
佛！你把所有觀音都拿出來…。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
化身，有楊柳觀音、龍頭觀音、持經觀音、圓光觀音、
遊戲觀音、白衣觀音、臥蓮觀音、瀧見觀音、施藥觀
音、魚籃觀音、德王觀音、水月觀音、一葉觀音、青
頸觀音、威德觀音、延命觀音、眾寶觀音、岩戶觀音、
能靜觀音、阿耨觀音、阿摩提觀音、葉衣觀音、琉璃
觀音、多羅觀音、蛤蜊觀音、六時觀音、普悲觀音、
馬郎觀音、合掌觀音、一如觀音、不二觀音、持蓮觀
音、灑水觀音。「嗡。嘛呢唄咪。吽。」好多觀音啊，
數不清的！你看，三十二應相，還沒有天人丈夫觀音。

所以，自性觀音也就是你信仰的那一尊觀世音菩
薩。本身讓你自己，由你的心裡面所顯化出來的觀音
形象，作為你觀音的屬性的修行方法，這是觀世音菩
薩的本尊法。我是聽說鰲龍觀音最厲害。我聽說鰲龍
觀音，因為要降伏那個鰲龍，聽說是非常兇猛的一個，
只有觀世音菩薩能夠降伏牠，所以祂站在鰲龍上面。
另外，還有三十二應相還沒有提到千手千眼觀音，千
手千眼觀音等同佛。還有十一面觀音、還有九面觀音。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說，你的心相應著你外在的
供養的本尊；你只要觀想你供養的觀世音菩薩，從你
心裡顯化出來，將來都是同屬觀音的屬性。你自己的
本尊是觀音，將來你也自己變成觀音。
這意思是這樣子的，是一而不是二。你心裡，圓
光裡面所出現的觀音，跟外在的觀音是一而不是二，
同一屬性。那麼多的觀音都是同一屬性，只是祂們的
作用不同。祂的作用不同而已。這是回答馬來西亞羅
華國的。

《維摩詰所說經》前先講一則笑話吧。在一個夏
天的晚上，有兩隻螢火蟲自由自在地在天空裡面盤
旋。突然一隻螢火蟲問：「你的螢光呢？」另隻螢火
蟲不好意思的講：「剛剛放了一個屁，把我的螢火吹
滅了。」

甲醫生對乙講：「我行醫那麼多年了，經過我所
治療的病人，最後都很滿意而去。」乙問：「你是哪
一科的？」甲：「我是屬於臨終關懷科。」當然都滿
意而去，臨終關懷科。

小明：「爸爸，你小時候有撒謊嗎？有說過謊話
嗎？」爸爸：「有啊。」小明：「那你跟誰撒謊？」爸爸：
「當然是你爺爺、奶奶啦。」小明又講：「那為什麼
撒謊？」爸爸：「像我逃課啊、打架鬧事啊、作業也
沒有做完啊，我都撒謊。」小明就回答：「那恭喜爸爸，
你終於後繼有人。」小明也是這樣子撒謊。

大比丘義具四項

其一嚴守清淨戒

隨緣所化不分別
非時不食不飲酒

以前佛陀制定的戒律是這樣子，到現在來講已經
差很多了。在古印度時代，天竺的時候，釋迦牟尼佛
時代，那時候每個人是托缽去化緣的，所有大比丘也
有托缽去化緣的意思。在這個時代就沒有了。這個時
代，你如果是出了家你也拿一個缽，像我們住在美國，
你到美國的每一個家庭去托缽，人家不知道你什麼意
思啊。私は分からん（日文：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I don’t know，你來我家做什麼？他不知道你托缽
來要做什麼？就不一樣嘛。
在泰國保留著佛陀的制度，還保留最多的國家就
是泰國。泰國的出家人還說在托缽，還是在托缽。你
說現在哪一個國家有托缽的，除了泰國以外？當然就
很多都沒有了。托缽啊？你拿著這個（師尊示範），
我 們 在 United State America Seattle Raymond
city，你說我到 Raymond City 去托缽，就拿這個去
到人家門口啊，一槍把你斃！（師尊笑）「你跑到我
私人的家園來做什麼，還拿著這個東西？！」這個槍
擊案就發生了，還是不要啊，不要冒險。

不過大比丘就是這樣子。那時候祂們也有一個戒
律，就是「不舉炊戒」。炊，沒有自己煮東西的，出
去化緣的。當然，化緣你可以去比較有錢的地方去化，
那食物會供養你好吃一點。也有說專門找那個貧窮的
化…這個有兩個差別啊。一個是阿難尊者跟須菩提，
兩個人專門找有錢的人化，所以阿難尊者就吃得…我
看這裡哪個最胖啊？蓮洋上師最胖，蓮洋胖了，蓮洋
上師這樣子。阿難就吃得很胖，為什麼？因為祂跟富
貴人家去化緣，大比丘就有乞士的味道。大迦葉尊者，
專門跟窮人去化緣。他們就分別了。
大迦葉長得像誰呢？還是蓮緒吧，大迦葉瘦瘦乾
乾的，皮包骨啊！阿難呢？肥得像…，喔，一個吃好
一個吃壞嘛。因為窮人家沒什麼東西施捨布施嘛。這
就是「乞士」啊！大比丘都是托著缽去乞啊。阿難尊
者專門跟最有錢的去化緣；大迦葉專門找最貧窮的去
化緣。

祂們都遇到誰啊？遇到維摩詰大士。祂們都遇到
這個維摩詰。維摩詰就跟大迦葉講：「你錯了。」也
跟阿難講：「你錯了。」為什麼？你們都有分別心。
一個行者，隨緣而化，人家給你什麼你就吃什麼。你
不能專門去找窮人說你要賜福給窮人。大迦葉就是
說，祂的意思是講說「我跟窮人托缽，是賜我出家的
福分，全部要布施給那些窮人，讓他們將來能夠富有。
他們布施我，將來能夠因布施的因緣，將來也能夠富
有。」阿難的意思是講說，「我跟富人乞討，他們沒
有負擔。他們有錢，我跟窮人去布施，窮人就會更
窮。」
在維摩詰講，這兩個都有分別心，都是不對。要
隨緣所化，你的因緣今天走到哪裡，就是你的因緣。
你不能刻意去找窮人，也不可以刻意去找富人，這個
叫隨緣所化，這是乞士，在《維摩詰經》裡面有提到
這個。這就是大比丘當中的意義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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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管，你去了我也不管，你來了？請坐！請坐！你
去了，不送！不送！就是這樣子。這才是大比丘啊！
大比丘就有這種意義在裡面的，破除所有的煩惱，你
要活得自在。

這大比丘，守戒律，清淨的戒律，破除煩惱。你
只有這樣子呢，你才能夠成為阿羅漢。你如果不這樣
子，你還是凡夫俗子，不如還俗，統統還俗，你們全
部統統去還俗，也不干我的事。你們要出家，來就來；
要還俗，就還俗，跟我無關。沒有一件事情跟我有關
的，我只管我自己的光明佛性。你要學習這個，這個
才是大比丘。（眾鼓掌）

大比丘 以印證空性
破除一切煩惱及魔障

我們今天不同啊，我們不管是西雷、彩雷，都有
私人的食物。我聽說啊，有人的房間裡面，有一個冰
箱是屬於他自己用的，別人不能用。還有兩個冰箱
的，他一人有兩個冰箱。有一個人有三個冰箱的。哇，
真的是有錢欸！還自己舉炊，自己煮自己吃、還有私
下的食物？！現在有公共食堂，你就要到公共食堂去
吃。我們出家人就是人民公社。我們有餐廳，你就是
要到餐廳去吃，這個是規矩啊！你在自己裡面吃，自
己買自己煮自己吃的，都是犯戒的。這個是不可以的，
以後戒律要規定嚴一點。有食堂，你就是在餐館裡面
吃，大家規規矩矩都到餐館裡面吃。
也不可以喝酒。這喝酒也是不可以的；喝的爛醉
的，都是犯罪的，一點酒都不可以的！以前佛陀制定
的戒律太嚴，有人拿酒給你，五百世沒有手，是佛的
教示。現在不一樣了，你如果晚上的時候要睡覺，說
喝一點藥酒，喝一下補一下身體，然後再睡眠，可以。
師尊的規定是可以。你喝酒——我告訴你，不按時吃、
不按時喝酒，都是不可以的。
你也要按時間吃飯。幾點吃飯你就是幾點，千萬
不要…，另外自己一面看電視一面吃東西的，都是不
可以的。一面做事情一面吃零食也不可以的，非時而
食；你不是時候吃，就是不行。規定很嚴格的，我們
講的這個「乞士」是祂的一個條件，大比丘都是這樣
子的。這個是屬於戒律之一啊！

其三摧破眾煩惱
保持自心光明顯

妻財子祿無干涉
深入禪定證空性

我們再談到大比丘，是屬於破煩惱的，大比丘有
破煩惱的意義在裡面。出了家，就說四大皆空。出
了家，你所有的煩惱…我們在剃度的時候唸的：剃
掉你所有一切的煩惱，從此以後你必須要完全沒有煩
惱——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大比丘是破煩惱，以什麼來破煩惱？任何煩惱都
可以破。煩惱也是魔的一種哦！你知道魔有四種，我
們嚴格講起來魔有很多種，但是我們把它分成四種。
一個是死魔；一個就說煩惱魔，煩惱也是魔；再來一
個天魔，天子魔，天魔；再來是五蘊魔。五蘊，可以
講就是你的慾望，色受想行識。你一切的作為都是煩
惱。你要破除這四個魔。
其中的一個煩惱魔，你一定要破除。因為你有煩
惱就不能禪定。你如果有煩惱，就代表你沒有智慧。
世俗人都有煩惱，出家人不許有煩惱。你如果還煩惱
什麼，那你沒有資格作為大比丘。照理說「上師」都
應該是沒有煩惱，出了家也不應該有煩惱。你煩惱你
的子女嗎？你出家以前你有結婚，你煩惱你的子女

嗎？你如果還煩惱你的子女、煩惱你的親人，還煩惱
你的親人、煩惱你的子女，全部都是煩惱，沒有破。

大比丘只有唯一的，你要證悟空性——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唯一的就是要證悟空性，否則叫什麼出
家嘛，你不如還俗去算了，大比丘都是出家的。如果
有煩惱，你煩惱什麼？煩惱錢嗎？錢跟你無關的。煩
惱名嗎？名跟你無關的。煩惱你的姿色嗎？你還去紋
眉嗎？去紋腮紅嗎？

紋腮紅，我們有上師去紋腮紅，每一次都紅紅的，
臉都紅紅的，她在巴西紋腮紅。紋了腮紅人家說，「上
師啊，妳的臉為什麼老是紅紅的？」她說，「我修來
的。」明明妳去巴西碧之藝給妳紋腮紅，紋的都紅紅
的，像猴子屁股一樣，紅紅的。到了馬來西亞，蓮誰
法師問她，「上師啊，妳的臉為什麼老是紅紅的？」
她說：「我修來的啊！」妳是在巴西碧之藝紋腮紅紋
來的？妳騙誰啊！臉紅紅的上師是誰？有人知道嗎？
xx 啦！鬼婆嘛，她去巴西 Brazil 碧之藝紋腮紅，跟紋
腮紅的那個 Brazil 碧之藝的弟子講：「不可以給我講
出去！」…但是他就講出去。（師尊笑）我們都知道
嘛，她說她修來的——她跟小明一樣啊，撒謊！就是
妄語戒，不可以有這種行為。
所以，大比丘是沒有煩惱的。財色名食睡，統統
不干他的事。色受想行識全部破除，煩惱全部沒有。
他沒有煩惱，還煩惱自己的父親、煩惱自己的母親、
煩惱自己的親人、煩惱自己的子女。師尊都不煩惱自
己的孫子，我們只是幫助他，至於你將來的命運如
何？你自己去走，跟我無關。

像盧宏、盧君啊，我們只是想幫助他——幫你、
指導你，因為以過來人的身分去幫你，去指導你；至
於你將來走出來的路，那是你自己的路，跟你爺爺無
關。自己的子女——佛青跟佛奇，將來你們如何？你
們上天入地，都跟我無關。我只是幫助你，跟我無關。
至親的人，跟我無關。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夫妻
本是同林鳥，大限到來各紛飛」，你飛你的、我飛我
的，毫不相干。你自己保住你的心中光明，就可以了；
其他跟你周邊的，統統跟你沒有關係。這是大比丘才
是這樣子的，沒有煩惱。
錢財，反正這世間也帶不走的啦。金銀財寶在世
間、不動產在世間，都跟你無關，沒有這個煩惱。還
有名，你將來真佛宗會怎樣？你煩惱這個嗎？真佛宗
跟你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的，跟我也沒有關係的，
我創立真佛宗是我創立的沒錯。未來如何？我是不管
的。把大家引到真佛宗來，大家好好學習，你不學我
也不管，你不來我也不管。你有沒有來？住在這附近
都沒有來聽法，我也不管，I don’t care ！你有來我

其四破魔斷欲念 祛煩惱魔五蘊魔
不懼生死除死魔 以空性印蕩天魔

至於破魔，其中還有一個意義：大比丘必須要破
魔。破魔…有四種。所謂煩惱魔，剛剛已經講過了。
一個死魔，死魔跟你有關嗎？沒關，也無關。為什麼？
怕什麼死呢？你還畏懼死嗎？每一個人都要死，沒有
一個人不會死的。死魔，隨它來隨它去。

另外，就是五蘊魔，剛剛已經講過了，色、受、
想、行、識，那是五蘊魔。你的慾望、你的作為行為，
你只要保有自己的光明自性，其他這些慾望統統都沒
有。再來就是天魔，要破掉天魔很難，祂來干擾你、
來奪你的慧命。很難，但是如何破？以空來破，一切
皆空。雖然你是天魔，但是你也是空性，並沒有真實
的自我，沒有的。所以你以空來應所有的魔，魔就不
見，魔也是空。
密勒日巴有一次回到自己的修行的岩洞裡面，有
魔在裡面。密勒日巴在外面用了很多的方法，這個魔
都沒有走。到最後祂想起，瑪爾巴大師跟祂講，魔也
是空。所以祂就進到自己的岩洞，魔就不見了。
所以大比丘有四個意義。一個、祂是托缽。二、
祂是破掉煩惱。第三個、祂破掉這個魔。第四個、祂
守住清淨的戒律。這個是大比丘。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子寫：這幾天遇到一個開店的
女老闆，問近來生意怎麼樣。女老闆講：「現在守店
比守寡還要難。守寡還有些男士來搭訕，守店現在連
個鬼影子都沒有。」這是疫情的關係，這是屬於疫情
的笑話。

這也有個疫情的笑話。這個人講：「我確診過，
因為我是楊過。」一個「陽」字在裡面。有一個人講：
「我是確診過又確診。」為什麼呢？他是誰啊？他是
王重陽真人。重陽是兩個陽，確診又確診，他是王重
陽。有一個人講：「我確認過九次。」他是張無忌，
因為他練的是九陽神功。是不是啊？有一個女的講：
「我快篩九次全部都是陰的，我練的是九陰真經。」
梅超風。
這兩個我就不認得了。「我快篩陰性結果，我是
殷離。」那是誰啊？看武俠小說的才知道。蓮傳很多
武俠小說她都看過，蓮傳看武俠小說第一名。「我確
診達到檢測能量的最上限，我是陽頂天。」陽頂天是
誰？教主啊？陽頂天明教教主。這個笑話還是可以，
虧他想得出來真是厲害，真的是武俠小說看好多。
這也是一個確診的笑話。確診是早晚的事，所以
我現在出門都選擇中午出門。因為早晚才會得到，早
晚會得到，中午就不會得到。

有一個里長問小朋友：「小朋友這麼晚了，你一
個人在外面幹什麼？」小孩子講：「爸爸媽媽在吵
架。」里長又問：「真是不像話，你爸爸是誰啊？」
小孩子講：「我真的不知道，因為他們現在在吵的就
是這個。」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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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水，是怎麼樣子的江中一線水？我在以前早期的
書上有寫過。她實在找不到江中一線水，什麼是江中
一線水？實在找不到，因為菩薩給她指示，妳要去拿
江中一線水，妳就可以拿那個水來唸大悲咒水布施給
眾生，所有的藥到病除，這水到病除。

觀音菩薩千手千眼
總攝五部 圓滿四法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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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今天護摩的本尊，
南摩三滿多母陀南瓦日拉達摩些，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嗡。悉殿多。曼多羅。跋陀耶。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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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是六月五號，這一年
已經過了一半。六月五號下午三點…哇！這一尊虎頭
金剛。今年是什麼年？虎年，虎頭金剛。哇！虎頭金
剛不得了！祂是瑤池金母的化身，也是我三年來做護
摩、做千艘法船的超度，最主要的一個本尊。祂幫我
做千艘法船的超度，非常非常威猛，手上拿著令旗，
祂顯化也最多。非常的顯化、非常的光明、非常的威
猛，因為虎頭金剛就是虎啊！老虎，百獸之王，無堅
不毀，也就是說，再怎麼樣子堅硬的東西，祂都可以
毀掉。所以有虎頭金剛在，所有的魑魅魍魎根本就不
存在、所有的降頭全部都可以解除；有這個令旗在，
沒有一件事情不會成功的。虎頭金剛是非常好的一個
金剛神，瑤池金母的化身。

千手千眼觀音
有大悲咒傳世

總攝五部
極為靈感

我們做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護摩，可以講是
十一面觀音，祂有十一個面孔。其實祂總攝五部，是
哪五部？誰會回答是哪五部？佛部、蓮華部、金剛
部、寶部、羯摩部，就是這五部，總攝五部。祂有千
手千眼，一千隻手、一千個眼睛，祂總攝五部，因為
祂有十一個面，在祂的頭上有十一個頭，最上面是阿
彌陀佛，底下一共有十一面。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我每天晚上做千艘法船超
度的時候，祂出現的很多，有一次是很特別的現象。
好像我也跟大家講過了，就是我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晚上二點到三點之間在修法的時候，突然之間很睏，
眼睛閉起來就完全靜止，修法就中斷。等到我眼睛張
開了，我看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祂一千隻手抓著
一千艘的法船，每一隻手抓一艘法船，在那邊等著我
醒過來。然後，我就很謝謝祂，謝謝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請祢把這個千艘法船送到西方極樂世界。」
祂就把一千隻手上的一千艘法船，一起送到西方極樂
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我在千艘法船的超度裡面，看到的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是最多的一尊，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讓我
看見最多的一尊。除了那一次以外，我經常看到祂，
因為我眼睛稍微往這邊瞄一下看到很多隻手，然後慢
慢祂移到中間來，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經常看
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非常靈感，你們主祈這一
尊，包含了五部，當然啦，像息災、增益、降伏、敬
愛，都可以得到圓滿。千手千眼，有時候祂的手並不
是空的，而是帶著法器、握著法器，祂都可以讓所有
的信眾能夠圓滿，所以觀世音菩薩當中，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祂的大悲咒非常有名。我記得我在年輕的時候，
恆述法師，台灣的大部分都知道恆述法師，她就是費
貞綾——費玉清跟張菲的姐姐吧？她去到我以前在台
灣的住家，去問我事情。她說她跟佛很有緣，那我問
她：「妳跟佛很有緣，妳如何修法？」她就講她唸大
悲咒。就是恆述法師，她唸大悲咒，就是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我記得她那一天來，是全國大飯店的董事
長夫人跟費貞綾，兩個人一起到我家裡請教問題。那
時候我還沒有出家，就是跟她們解決一些問題。然後
全國大飯店，他也請我去看他的全國大飯店的風水，
很早的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唸大悲咒的，就是《菩提樹月刊》
創辦人朱斐的夫人。我去拜訪朱斐的時候，朱斐的夫
人在旁邊唸大悲咒，唸的也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的大悲咒。另外，悟明法師——中國佛教會的會長悟
明法師，他也是以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為本尊，他唸
的也是大悲咒。所以這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大悲
咒是具有最大的盛名。
另外還有一位以大悲水非常著名的那一位…周邦
道夫人。誰講的？大使講的，沒錯。周邦道夫人她唸
的大悲咒咒水最有名，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指示她：
「妳要去找江中一線水，妳找到江中一線水，妳用那
個水來唸大悲咒，妳施的大悲咒水，給眾生喝的大悲
咒水，都非常靈驗。」這是周邦道的夫人。所謂江中

她找不到江中一線水，到最後怎麼找到的？有一
次她們坐船，剛好是兩隻船交叉而過。船跟船的中
間，會有那個波浪做出來，變成中間有一條線——船
跟船的中間有一個波浪出來。突然間，周邦道想起江
中一線水、他的夫人也想起了江中一線水，就是我們
在江上看到的，兩隻船經過的時候激起的水花，激起
來那個水就是江中一線水。她就取了那個水，結果她
的大悲咒水是第一有名。她唸大悲咒，她把大悲咒布
施出去，很多人都是水到病除。這是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靈感的地方。大悲咒是很好的咒語，祂總攝五
部，甚至於息增懷誅，今天主祈的都有福份。
談到了水，這裡有幾個問題，一個問一個答。什
麼水不能喝？答案是香水。一個問題，你知道誰煮的
麵最難吃嗎？這真的是很困難的回答，蜘蛛人煮的麵
最難吃。因為蜘蛛人英文就是 Spider-Man，就是失
敗的麵，當然是最難吃。

阿嬤失眠，到醫院去看診。醫生：「妳回去以後
從一數到一千，妳就會睡著了。」隔天，阿嬤黑著眼
眶來見醫生。醫生問怎麼了，阿嬤：「昨天我數到
五百八十，實在是撐不下去，只好又喝了一杯咖啡提
神。」忘掉自己的目的，就像我們上回講的笑話一樣
啊。病人：「護士啊，醫生有沒有叫妳拿安眠藥來？」
護士：「沒有欸？」「再不拿來，我就睡著了！」同
樣，人有時候忘了根本，都會忘了，本來你要這樣子
做的，你就把它忘了。
好，我們進入這個「你問我答」，印尼蓮花振福
問的。

Q1

1. 農曆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日，以及祖先的
忌日，在祖先神位祭祖時向祖先求保佑、求
財、求事業順利等等，是否等於拜鬼及增加
祖先對世間的執著？
2. 祭拜完，子孫就一起吃供養過的食物，有
時候子孫會供肉食。我們知道這會增加祖先
的罪業，不是嗎？《地藏經》曰：「爾所殺
害乃至拜祭，無纖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結
罪緣，轉增深重；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據
本業自受惡趣，何忍眷屬更為增業。」
3. 如果師佛曾指示祖先已往生淨土，但是家
人還繼續拜祖先，是否祖先會下降接受供養
還是其它鬼魂來受供？感謝師尊。

A1

「農曆每個月的初一跟十五及祖先的忌日，在祖
先神位祭祖的時候，向祖先求保佑、求財、求事業順
利等等，是否等於拜鬼及增加祖先對世間的執著？」
這個問題，我問一下看看，他問的「是不是等於拜鬼
及增加祖先對世間執著？」（法王請示佛菩薩）

祂的回答是這樣子的，祂說：「有些會，有些不
會。」這個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等於是沒有答案。
很多的祖先的靈，是變成後代子孫的守護靈。據我所
知道的，有些祖先過世了以後，它對於它的子女跟它
的孫子非常地執著，經常守護在子女的身邊跟孫子的
身邊。有些不是的，有些好像他有修行，往生到佛國
去了，它知道「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為兒孫作馬牛」，
所以它不會來，你雖然祭祖恭敬他，那是你的一片的
心，它沒有來受享。
它在佛國淨土，何必回來再吃人間的那些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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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見鬼，這個倒是鬼的笑話。房屋仲介：「大哥
你好，你昨天簽給我的那間房子，我建議你七月再
拿出來賣，會比較有機會成交。」屋主：「為什麼？」
房屋仲介：「因為你開的這個價錢，鬼才會買。」七
月拿出來賣，鬼才會買，太貴了啦。每個想買房子
的都想買便宜的，賣房子想賣最貴的，同樣的心理。
今天是講《維摩詰經》。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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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祖慎終追遠
以心意為要

《維摩詰所說經》第 4 講

豬腳麵線？不用嘛，對不對？因為在天上界它有甘
露，在佛國淨土它有更好的東西，它不必回到人間來
吃那些粗食——很粗的食物，不用。所以分成兩類：
如果是常常跟隨著兒孫的守護靈，它會來受供；有些
不來受供，因為它已經到了天上或者到了更高的佛國
淨土，或者它已經成就了，就不會來受供，只是你祭
拜它的心，它有領受到。這就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等於是拜鬼及增加祖先對世間的執著嗎？」
其實，你的祖先你就把他看成鬼嗎？不過我們常常
認為說，人死就變成鬼，好像人的意念就是這樣的，
好像我們死了就變成鬼，鬼是很嚇人的，有這種觀
念存在。其實不一定，惡鬼才會嚇人、厲鬼才會嚇人；
鬼也有善鬼，跟人間一樣，有好人、有壞人。在娑婆
世界有好的、有壞的，有心地很好的人，也有心地很
不好的人，鬼也是一樣。那等於是兩面，一個是這
一面，一個是那一面，人跟鬼之間，在我來看沒有
什麼差別。所以也不要說等於是拜鬼，你就供養吧，
是你的祖先，你就供養，那就對了。
「增加祖先對世間的執著？」你是執著的鬼，
早就執著了啦！它不會因為吃了你的東西就更執著，
不會的。不執著的就不執著，執著就是執著。像我們
講《金剛經》裡面講的，大比丘，那根本就不執著了。
大比丘是不執著的，祂是離世的，也就是脫離世間
的心非常的強，不願意跟娑婆世界的眾生混在一起，
祂主要是求超出娑婆的。大比丘是這樣子，所以祂
不執著。所以，增加祖先對世間的執著，那也不見
得。你跟祖先求保佑，當然，你是它的子孫，它一
定會保佑你。求財，你有財運，它也一樣會幫助你；
求事業順利也一樣會幫你。
但 是 你 知 道 嗎？ 你 如 果 移 民 到 United States
America，你的後代子孫會祭祖，那才叫做見鬼啊！
他們忘掉祖先是誰的啦！你移民到美國來，誰還祭
祖啊？只有我們這一代，第一代還在供個祖先牌位，
還在拜，下一代呢？他家裡有沒有壇城、有沒有祖
先牌位？根本就沒有啊！你到他家去，他如果是說
信佛很虔誠，還供個壇城，祖先牌位他們早就忘了。
他曾祖父叫什麼？祖父…好啦，我們講說阿公，他當

然記得；阿公、阿媽記得啦，至於祖父，他們也稍
微有一點印象，曾祖父，沒有啦，差不多只有兩代，
記住兩代而已。

像師尊的祖先牌位裡面寫的有曾祖父盧德捷、祖
父盧昌、父親盧耳順，那就是三代。盧德捷以上呢？
我父親也沒有告訴我，我父親連他的曾祖父是誰，
都沒有告訴我，是我自己去查出來的。我只知道我
祖父是盧昌，再來，我父親是盧耳順，那盧德捷呢？
盧德捷是我自己最後到族譜裡面去查出來的。是我
的表兄從澎湖那裡寄一本盧家祖先的族譜給我們，
我從那裡去查出來的，才知道自己祖父盧昌的父親
就叫盧德捷，我們是第四代。
我們移民到美國來，佛青的家跟佛奇的家都沒有
祖先牌位了，都沒有了。他們知道他們的父親是盧勝
彥，他們也沒有祭祖，初一十五、祖先的忌日，像我
父親的忌日，他們也都忘掉了。都沒有啦，統統沒有
啦。佛青的家還供了一個阿彌陀佛的相，有的時候唸
唸佛。佛青還有唸唸佛，佛奇呢？ I don’t care ！
你看孫子呢，他會 care 嗎？會 care 這種事情嗎？不
可能啦。就算了吧！免想啦！盧弘、盧君將來會祭祖
嗎？見鬼啊，看到鬼了！這個問題不是問題，真的，
在西方沒有人在祭祖的，像明天是西方人的清明節，
他們去墳場，去一下，插個花就結束了。
他的第三個問題：「如果師佛曾指示祖先已往生
淨土，但是家人還繼續拜祖先，是否祖先會下降接
受供養還是其它鬼魂來受供養？」你用你的心就好，
你用了心，祖先會知道，他會保佑你，他雖然在淨
土，你在思念他，他也會知道。你在拜祭他，你在
思念他，他都知道。所以也不管其他有沒有什麼鬼
魂來受供，也不用理他，這就是給他的回答。
移民到西方來，你說還有祭祖嗎？看到鬼！沒有
啦，沒有這一套了啦！我們這一輩的還有，下一輩
的佛青、佛奇就已經沒有了，他沒有祖先牌位，不
會再有了，到了盧弘、盧君那更不會有。將來他們
娶的是誰，或者是嫁的是誰？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早就忘了祖宗八代，什麼都沒有啦。

我講了大比丘。大比丘，剛剛講了大比丘差不多
是這樣子，但是你有沒有感覺到，大比丘這些阿羅
漢，他們比較無情——沒有感情，為什麼？他們只
求出離，自己能夠出離這個娑婆五濁惡世，不想留
在娑婆世界。出離，我修清淨，守戒，然後破除煩惱，
人間所有的一切的煩惱全部破除、一切的魔障掃掉，
我就是要出離娑婆世界，成就阿羅漢。這個是出離
心非常的重，也就是我出世間，不願意留在這娑婆
世界；出了世間，這裡不留。那是大比丘。釋迦牟
尼佛時代，成就阿羅漢的非常多，其實後來的佛陀
的弟子，很多阿羅漢也是在度眾生，也是有的，並
不是說完全。不過，要修阿羅漢，出離心…就是出
世的心比較重。
所以你想說，子子孫孫他們自己的業自己去處
理，他們每一個人去處理人間的事，跟我一點關係都
沒有。一點煩惱都沒有，我就出離，自己跑到深山樹
林裡面去隱居，尋求出離，就是這樣子。這是大比
丘，出世的成份比較多。再來是菩薩，大比丘眾八千
人俱，有八千個，這裡菩薩有三萬二千跟眾所知識。
這個「菩薩」兩個字，我一定要講的。

菩薩？他們講說菩薩有什麼好講的？菩薩就是
菩薩啊！菩薩跟大比丘就不太一樣，「菩薩」兩個字
本身是梵文，稱為菩薩，我們直接翻譯過來就是菩
薩，其實是「菩提薩埵」四個字，菩提薩埵就是菩薩，
簡稱菩薩。菩提薩埵的意思就是三個字，叫「 覺有
情」。覺有情就是說，你自己修行到自己覺悟了，想
要眾生都覺悟，祂就志在眾生。祂的志願：「我想要
去讓所有有情的眾生都得到覺悟」，這個就是菩薩。

菩薩自覺覺他
童子、大士亦是覺有情

菩薩兩個字，菩提薩埵的意思就是覺有情，讓眾
生能夠覺悟到跟自己的覺悟是一樣的，然後，讓眾
生都能夠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去幫助眾生也
能夠得到正覺——真正的覺悟，這個才是菩薩。我
們曉得，大比丘是出離心很重的，他修阿羅漢；想
要度眾生的、要去度化有情眾生的，那個就是菩薩。
祂不但自己覺悟，還要眾生覺悟，就是自覺覺他，
這個就是菩薩。這兩個字一定要解釋的，否則大家
都不知道。

但是菩薩是入世的比較多，進入娑婆世界，在這
娑婆世界度化眾生，這個才叫做菩薩。如果說盧師
尊開悟了，我不說法，不上法座，也不救其他的人，
我做我自己的，那個就是大比丘。今天坐在這裡說法
的是蓮花童子，童子兩個字就是大士，維摩詰也是
大士，所以祂也是覺有情。所以我們講說，維摩詰
大士，祂也是來娑婆世界度化所有眾生的一個大菩
薩，在娑婆世界是大菩薩，在佛國淨土，祂又是金
栗如來，就是一個佛，祂來娑婆世界是來度眾生的，
是來幫有情的眾生覺悟的。
這一部經就等於維摩詰所講的經典一樣。這邊來
的菩薩一共有三萬二千。「眾所知識」的意思，可以
這樣子講，所有的善知識都集中在這裡啦，所有的善
知識都來到這裡。以後還會再提到有什麼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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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跟大威德金剛的形相差不了多少，那個就是同事
攝，就是以同事的身份來度化同事，讓他護持佛法，
方法是一樣的，這個叫同事攝。

愛語迎客送關懷

菩薩度眾以四攝
自覺覺他至正覺

佛在毘耶離城外的菴羅樹園，聽釋迦牟尼佛來演這
個法，還會提到很多很多人，那其中菩薩也來了三
萬二千個菩薩。

菩薩度眾四攝法
愛語 利行 布施 同事

誰知道菩薩度眾生有四個方法？愛語、利行、布
施、同事，這是四攝法。你看觀世音菩薩，大家不是
講，觀世音菩薩祂是一個大菩薩？讀過《觀世音菩
薩普門品》的舉手？哇，很多人讀過。好啦，我問你：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面有一句話，有某一個人
或某一個神，要度化他的時候，觀世音菩薩就顯現
哪一個身去度化他，有沒有？誰會唸這一段，有沒
有人背起來？有背起來的，表示你對觀世音菩薩，
表示你自己本人對《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很重視。
這是我媽媽唸的經典哦，祂每天唸《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祂變化什麼身、什麼身…去度同樣的那個人；
那一段現在馬上能夠背的。有帝王身，觀世音菩薩現
帝王身去度他；有宰官身，觀世音菩薩就現宰官身
去度他，有沒有？你們這一段背，能夠唸得完整的，
哪一個人，舉手？咦，有人。拿麥克風給他。
（在場一位居士背誦重點）講得很好，可以啦，
你上來把這個領走吧。你本來是會背的，但是你太
緊張。這念珠給你，謝謝、謝謝！這一段經文有一
個要義在裡面，就是同事。觀世音菩薩要度某一個
人的時候…我們講人好了，度某一個人，祂就顯現
跟這個人一樣的，然後去度化他，這就是同事攝。

四攝法當中，同樣的，一個布施攝，大家都差不
多清楚，就是布施眾生，去度化眾生。好像我們以前
在台灣的時候，那時候二次大戰剛剛結束，台灣人
很窮，基督教傳到台灣來的時候，是用麵粉來布施。
大家去上教堂，到一陣子以後，你信主了，就給你
一包麵粉，你拿著那包麵粉就可以回家，家裡就多
了麵粉。那時候大家家裡窮，上教堂有麵粉可以拿，
我們叫做麵粉教，那是布施度。
對啊，你今天講說，你們來彩虹山莊聽法，每
個人發給一百塊美金，這個就是布施度。我告訴你，
人山人海喔！這個叫布施度。以前要在台灣信基督
教，你去到那裡，信久了，你皈依了——就是受洗
了，他給你訂立戶口，每一戶發給多少麵粉，那就是
布施度。你今天山莊發一個命令，不用一百，五十
塊就好，就吸引很多人來。哇，大家都來，大人、
小孩連狗都牽來，來一個就五十塊，都來聽你的法，
對不對？這布施度嘛，大家都很清楚。利行度，就
是你有利益給眾生，眾生信仰你，就是利行度。

感謝蓮竹法師、賴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菩薩善巧同事攝
觀音度化象頭神 文殊降伏閻魔王

剛剛師兄所唸的那一段就是同事度。觀世音菩
薩，真的度化眾生無所不用其極，什麼方法都有。
大家知道的，以前嘎那巴底紅財神，祂不是一個善
神，祂原來是個惡神，每一個人碰到祂都被吃掉。嘎
那巴底是吃人的神，是很惡的神，吃了很多人，沒
有辦法去收服祂，因為祂法力很強，是希瓦的兒子。
觀世音菩薩為了度化祂，沒辦法，用同事度。什麼
是同事度？觀世音菩薩變成一個母的嘎那巴底，母
的象鼻財神。公的嘎那巴底是希瓦的兒子，一看到
哪裡來的母的嘎那巴底？而且那麼漂亮，又白又嫩，
對不對？那麼漂亮，哇！口水都流出來，祂本來是
象，就變成豬哥。鼻子捲一捲，就追啊！追那個母
的嘎那巴底。母的嘎那巴底是誰變的？是觀世音菩
薩變的，追追追…，始終讓祂追不到，追得很煩，
因為觀世音菩薩神通很高的，追不到。

追不到要放棄了，用神足通追她，祂也追不到
她，祂也會神足，兩個人追來追去，始終就是距離那
麼一點，到最後嘎那巴底要放棄了，要放棄的時候，
母的嘎那巴底反而轉頭過來了接近祂，祂又開始追，
她又跟祂保持一段距離。母的嘎那巴底講話了：「以
後不准再吃人，我就跟你好。」嘎那巴底講：「好
好好，我聽妳的，我不再吃人了，我吃妳就好了，
我以後不再吃人了。」她還有一條規定，母的嘎那
巴底跟公的嘎那巴底講：「從今以後你護持佛法。」
祂迷她迷得要命啦，當然說：「妳講什麼？還有嗎？
趕快講一講，我全部答應妳！」她說：「夠了，以
後不可以作惡、不可以吃人，那我就嫁給你，而且
你要護持佛法。」公的嘎那巴底就說好，所以祂們
就結為夫妻，嘎那巴底就成為善神，這是觀世音菩
薩度眾生的方法。後來嘎那巴底紅財神在日本就成
為大聖歡喜天，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觀世音菩薩度眾生用四攝法；同事，我變化
完全跟你一模一樣。像以前的閻魔法王，祂也是大
惡之神，祂殺很多眾生的，死傷遍野都是閻魔法王
做的。文殊師利菩薩一看不行，閻魔法王這樣子做，
祂實在是殺太多的眾生了，祂要去降伏閻魔法王。
文殊師利菩薩就進入閻魔法王的身，變化出來成為
一個大威德金剛，大威德金剛祂變成降閻魔尊，所
謂讓閻魔法王降伏的一位尊者就是降閻魔尊。然後，
文殊師利菩薩進入閻魔法王的身，變化成為大威德
金剛，就是以大威德金剛的身，去降伏所有的閻魔
法王，閻魔法王就歸順大威德金剛，以後祂就變好。
其實閻魔法王跟大威德金剛都是牛身，牛頭閻魔法

真誠有禮以度眾

利行攝是利益眾生的行為，去攝召眾生來皈依。
布施攝就是用金錢、用物質去給予眾生，請他來信
佛，這是布施攝。愛語攝就是對人家很有禮貌，講話
很客氣。不像我們這邊的法師，人家要進到西雅圖雷
藏寺，我們六點關門是嗎？西雅圖雷藏寺六點關門，
五點五十分去。他就這樣子：「對不起，我們十分
鐘就關門了。」「我很遠來的，讓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我是很遠來的，我是從 Oklahoma 來的，我知道這
裡有一個廟，第一次來，讓我進去啦，你們六點關
門，還有十分鐘啊。」「十分鐘。No no no，go go
go。」告訴你，人家參觀到七點，你也要開到七點！
這是愛語攝：「歡迎你來，我跟你介紹，我還
推薦你，我們禮拜六晚上…Every Saturday night,
eight o'clock have ceremony, and Master Lu talks
Buddhism.」好好講嘛，對不對？愛語攝就是要這
樣子啊：「歡迎你，請你來。歡迎你，我們這裡還
有經書免費贈送。你要什麼東西？我們佛具部有在
賣嘛，你要什麼佛具，給你介紹？你喜歡哪一尊佛
菩 薩？ 每 個 禮 拜 六 都 可 以 來。Sunday afternoon,
three o'clock, we have fire offering in the North
Bend. 彩虹 Lei-Zhang Temple have fire offering.」
一樣的：「Master Lu talks Buddhism. Welcome.」
就很簡單的講話，就是請他們來。這都是很簡單的事
情啊！到了，門一扣，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不再來。

那是愛語攝，愛語攝是對每一個人都很客氣，法
師要對任何一個人都很客氣。你看，以前人家打電話
進來：「我是從 Australia（澳大利亞）來的，我們
坐巴士來到了距離雷藏寺最近的那個站，就是那個湖
邊的路， Sammamish 那個湖邊的路（註 1），你
們可以不可以有一部車子來載？因為我們行李很多，
我們一個家庭從 Australia 來，行李很多。我們要走
路到你們那裡」，一個斜坡上去才到廟嘛，對不對？
「要走路上去，要提著那麼多的行李，你們有沒有
車子可以載我們？」「沒有！我們是法師，我們是
很珍貴的，我們法師不載居士的，你們是在家人，
我們不會去載你的。」哇，大包小包提著，這樣很
辛苦到了廟。晚上要住哪裡？你應該好好地跟人家
安排住的地方嘛！

星期六同修，外面很冷，門關起來，他們在門外
面，一直看裡面，沒有人給他們打開門。師尊坐在
上面看到有人在那邊，一家庭的人在門口探來探去，
我趕快下來給他們開門，讓他們上來，而且在法座
上講。我把人家行李拿來的時候，Australia 那一家
人——為行李打電話到廟裡面來的那一家人，我對
那一家人說，真的很對不起他們。法師要度眾生，
開你的車去度他們到西雅圖雷藏寺，就是度眾生啊！
那個才是對的，那叫愛語攝，那個才是度眾生。然
後安排他們住的地方、吃的地方，有住有吃。結果
那一家人本來是馬上要回去的，到最後留了一個月，
幫我們廚房煮了一個月的菜，他本身也是廚師。因
為盧師尊在法座上講了他們，他們覺得盧師尊是有
愛心的，所以他們願意留在西雅圖雷藏寺，否則他
們轉頭就回去了。要懂得要招呼每一個人，這個就
是愛語攝。
所以，菩薩是以布施度眾生，以利行度眾生，以
愛語度眾生，以同事度眾生，這個才是菩薩。菩薩是
入世的，祂自己覺悟以後，也要把所有的眾生全部度
化到正覺的聖位。很重要的，大家要記住四個方法：
菩薩度眾生，利用布施、利行、愛語、同事去度化
眾生。
嗡嘛呢唄咪吽。

註 1：E Lake Sammamish Pkwy

真佛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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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

「盧師尊！你的漸修，怎麼修？」
我答：

「先修資糧道，再修加行道，接著是見道，
見道之後再修道，最後是究竟道。」

教導「漸修」

問：

「密教的次第？」

答：

也就是清淨二分。

昧瑜伽，最後才是無修瑜伽。」

雲地）

「先修專一瑜伽，再修離戲瑜伽，三修一

「加行、本尊、內法、大圓滿。」
註：

加行方面，有大禮拜法、大供養法、四皈
依法、四無量心法。………

本尊方面，有觀想、手印、持咒、入三摩地。
內法方面，修氣、修脈、修明點。

（無漏、拙火、明點、開三脈七輪）
大圓滿方面是：

密教認為十三地才是佛。（這有待商討）

「這也是密教的實修？」
答：

行，有外法與內法，依次第一樣一樣的修，
慢慢的一階一階的上，最終達成目的。密
教都是實修，而不是空談理論。」
問：

「盧師尊！講『道果』是漸修。」

空。

我答：

（子光、母光互融。自性宇宙無二）
問：

「道果在打開三脈七輪方法之中，講解甚

「盧師尊！認為漸修當如何？」

「密輪、臍輪、心輪、喉輪、眉心輪、頂輪、

進階二分。（即菩薩二地）

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主要以人性為對治，人類
一向是有欲望有迷糊，看不清真相，因此須要佛陀
一再耳提面命，千萬不可執著世間，反覆墮入輪迴；
而維摩詰菩薩則是以佛性為出發點，什麼都是無礙，
任何時候都能任運遊戲。
小 乘 和 大 乘 的 共 通 點 是 什 麼 呢？ 答 案 是「 無
生」，小乘行者認為煩惱實有，因此要採取各種方法
對治，讓自己煩惱不生，最終證無生法忍；而大乘菩
薩則是看清煩惱無自性、虛幻，諸法的本質就是涅
槃，不迷就是菩提，認取佛性，任何時候都能自在、
清淨。
西藏人有句話說：「獅子跳躍的地方，兔子不
能跟著跳。」這世上真獅子很少，假獅子倒是不少；
踏實的真兔子也有，但穿上獅子皮，想要裝獅子的兔
子到處都是。我覺得我們「真佛宗」同門腳踏實地的
當個兔子，求生淨土比較安全，獅子就讓給別人做，
萬一畫虎不成反類狗，那可划不來。
真佛心語專欄

獅子跳躍的地方
文 / 蓮花仁和

5 月 21 日起師尊已經開始開示《維摩詰經》，
有別於《金剛經》，《維摩詰經》算是一部比較活
潑的經典，可以說《金剛經》直指道體，內容抽象；
而《維摩詰經》則是道用，一如師尊所說：「只要能
夠清淨，什麼都能做」。

佛陀一生的開示從一開始到圓寂前，殷勤的告誡
弟子們要守戒、要離欲、要觀苦、不要積財；而維摩
詰菩薩則認為酒、女人、錢財、名利，都是身外之物，
與自性無關，開悟之人應該要能駕馭這些東西，運用
這些東西，去行利他事業。

《七真史傳》中有一位劉長生，有一回夢中來到
瑤池天宮看到許多仙女，動了凡心，被瑤池金母呵
斥，金母要他好好練空色相。劉長生夢醒之後，反省
自己丹道雖然修的好，但就是色相空不了，於是找師
兄譚長真提供意見。
譚長真告訴他一個故事，閭山派教主許真君，有
回對著他數百位弟子說，誰能看空色相，就把至道
傳給他，你們是否都能看空色相？眾人都說「能」。
許真君說口說無憑，於是叫弟子們人人準備一段二至
四尺的木炭，晚上睡覺時放在床邊，次日早上拿來師
父檢查。弟子們不知師父用意，於是人人都備妥木炭
放床邊。
深夜大家都睡著之後，忽然發現身旁有個美女，
赤裸著身體，於是經不起誘惑，個個與那女子翻雲覆
雨起來。
第二天一早師父命人催促大家拿木炭來受檢。
大家一覺醒來發現美女不見了，木炭上沾了一點糊，

「把雙身轉化修行而已！」
問：

具無漏、四喜四空智慧。」

我說：

每開一輪。

我答：

「觀想、手印、持咒均備。男行者有堪能，

「是！」

髻輪。」

「密教雙身是何義？」

答：

註：我們從拙火明點的交融，一一開解了

光明。

人問：

「雙身如何？」

明。」

大樂。

到了第五輪全打開，即是菩薩十地。（法
顯宗認為十地以上是佛。

問：

「其實密教有外在的修行，也有內在的修

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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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作用如何？」
答：

「氣、脈皆通，三脈七輪打開，產生光明。」
註：此法是極祕密之法，只有具證量的上
師才夠格，若妄為，入金剛地獄。
萬人中不得其一。

這才了解原來是師父道法變化，大家都上當了。沒有
人敢去交木炭，只有一位很有自信的上前呈上木炭，
木炭很乾淨。

許真君問他為何能通過考驗？這位弟子說，他年
輕時經常穿梭煙花柳巷，浪蕩不羈，什麼美女沒見
過！由於經常與女子歡樂，搞到神氣衰竭，害怕一命
嗚呼，於是跑來山上學道，因懼怕色相而能空色相。
後來許真君就傳他至道。
劉長生聽了譚長真一翻說法之後，心中打定主
意，決定要到粉紅堆裡練空色相。

於是來到蘇杭，先點了一些石頭變成金子銀子，
把自己打扮成有錢的少爺，找了一家最有名的青樓，
一進門便給老鴇遞上金子，說自己是珠寶商，要一個
最漂亮的女子來陪。老鴇見劉長生出手大方，於是命
最漂亮，琴棋書畫樣樣都行，叫似玉的姑娘來侍候。
劉長生在青樓裡每日和似玉姑娘一同作息，一起
睡，一起玩，他按照師父的口訣，練空色欲，沒有對
似玉姑娘有任何越軌行為，成就之後回去山東，著有
《真修集》。

傳記裡敘述劉長生曾經表演用拙火把一壺水燒
開沖茶，也曾表演用拙火烙餅，請姑娘們吃，但他是
否向姑娘們說了什麼法，如何度她們則無細述，這
是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道理很簡單，姑娘們也是平
常人，也想離開煙花地，愛上劉長生的可能性很大，
那這當中的故事呢？
至少劉長生完成了自度，證明他的清淨無為，可
以說是從兔子蛻變成獅子的好漢。

如果是維摩詰菩薩，祂面對這些煙花女，祂是證
道的大菩薩，祂唯一的思維就是要說什麼法？及如何
度她們，而不是只聚焦在自度。

這就是能力有大小，具大能力者，是人中的獅
子，獅子做獅子的事；小能力者，兔子也，腳踏實地
的修行，有煩惱好好對治，總有一天也會變成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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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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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觀世音經】

南摩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法。
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
淨。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
淨口業真言：嗡。修唎修唎。摩訶 是大神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
修唎。修修唎。梭哈。
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
淨身業真言：嗡。修哆唎。修哆唎。 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
修摩唎。修摩唎。梭哈。
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
淨意業真言：嗡。縛日囉怛。訶賀 王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
斛。
藏獅子遊戲佛。寶勝佛。神通佛。藥師
安 土 地 真 言 ： 南 摩 三 滿 哆。 母 馱 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
喃。嗡。度嚕度嚕地尾。梭哈。
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
千 五 百 佛。 萬 五 千 佛。 五 百 花 勝 佛。
【奉請請八大菩薩名號】
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摩彌勒 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
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焰花王佛。北方
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南摩金剛手菩薩 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
摩 訶 薩。 南 摩 妙 吉 祥 菩 薩 摩 訶 薩。 南 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
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 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
中央一切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
摩訶薩。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地上。及在虛空中。慈憂於一切眾生。
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
【開經偈】
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南摩大
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
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
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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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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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05 日（日）3:00PM

蓮花童子護摩法會

賜授「蓮花童子法」灌頂

大白傘蓋佛母護摩法會

賜授「大白傘蓋佛母法」灌頂

06 月 19 日（日）3:00PM
0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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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
王如來化勝菩薩。念念誦此經。七佛世
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
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毘黎尼帝。
摩訶伽帝。真陵乾帝。梭哈。」（七遍）

賜授「長壽佛法」灌頂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
眾生。稱名悉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
為解說。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
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能傷。
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
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高王觀世音。
能救諸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
諸佛語不虛。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
重罪皆消滅。厚福堅信者。專攻受持經。

長壽佛護摩法會

06 月 12 日（日）3:00PM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誦滿一千遍。重罪皆消滅。

賜授「虎頭金剛法」灌頂

弟 子 邱 玉 英 助 印『 高 王 觀 世 音 真
經』功德迴向：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
佛，身體健康，請佛住世，大轉法輪。
祈請佛光注照加持真佛弟子蓮花玉英，
身體健康、業障消除、福慧增長、闔家
平安。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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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印尼衛塞節 Vesak 佛教徒恢復往年慶典盛況
印尼密教總協會結合道場 舉行法會紀念佛陀 蓮花秋錦 / 印尼雅加達報導

經過兩年多的疫情肆虐，印尼全國的疫情大致已
受控制，因此沉寂兩年的衛塞節慶祝活動也開始復
甦。印尼全國佛教徒總協會「瓦盧比」今年 2022 年
開始在婆羅浮屠佛塔舉辦慶祝衛塞節的各項活動，只
是在參加人數上稍為有些限制。本宗的弘法人員及許
多同門也都參加了取聖火，取聖水，遊行，共修等活
動。

近兩年來的疫情使弘法活動多改為線上同修法
會，較積極的道場也都裝設了網路設備。因此今年
的衛塞節印尼密教總協會特別邀請印尼的七位上師，
在七個道場同步舉辦釋迦牟尼佛護摩法會，一起慶祝
衛塞節。每個道場均可就近向有舉辦護摩法會的道場
報名參加。希望藉此活動激發各道場的活力，開始積
極進行各項法務活動。

印尼雷藏寺是籌辦及帶領儀軌進行的主辦單位。
2022 年 5 月 22 日下午兩點，釋迦牟尼佛護摩法會
暨浴佛儀式正式開始。上香，大禮拜後，先唱卡梭卡

旦會歌，在大螢幕上除了歌詞，還同時播放許多舊時
活動的照片，讓人緬懷好多的老朋友共聚一堂的歡樂
時光。接著是印尼密教總協會主席劉月琴師姐的致
詞，完畢後，法會儀軌流程開始。由釋蓮飛上師代
表宣讀疏文，參加的七個道場為印尼雷藏寺、聖輪
雷藏寺、三寶壟雷藏寺、楠榜雷藏寺、真德雷藏寺、
圓月堂、大覺堂。法會如儀進行，大螢幕上有各道場
的畫面，我們好像同時參加了七場法會。
由於疫情的緩和，許多同門都開始來佛堂同修
了。今次的法會是疫情以來，到印尼雷藏寺參加法會
的同門，人數最多的。法會完後還有浴佛儀式，由於
只準備了一個浴佛盆，因此信眾大排長龍，又因為很
久沒有浴佛，每個人都特別虔誠，時間也都用得更
多，隊伍自然行進得更慢了，幸好有許多青年班的同
門幫忙，法會終於順利結束。
在大螢幕上，我們也看到有幾個道場的大殿中坐
滿許多同門共修參加法會。衛塞節在印尼是佛教的最

大節日，也是公眾假日，非常受到重視。除了佛教徒
之間會互相祝賀「衛塞節快樂」外，在鄉村其他教
派的教徒也會向佛教徒們祝賀「衛塞節快樂」。因此
真佛宗印尼的鄉村道場都是很盛大的舉辦慶祝活動，
其中最突顯的就是中爪哇拉睦村的定智同修會，他們
在衛塞節前一星期就開始每日同修釋迦牟尼佛本尊
法及持釋迦牟尼佛心咒。村裡的居民每次見面都會互
相祝賀「衛塞節快樂」，氣氛就像中國人過新年時一
樣。
5 月 27 日印尼華光敬德學校中學生，也假座印
尼雷藏寺大殿舉辦衛塞節浴佛儀式。學子們皆遵循防
疫規定帶上口罩，井然有序地參加莊嚴的浴佛活動。
另外值得一題的是，衛塞期間，蓮飛上師受邀到
某國立佛教大學講課，共有 150 名大學生聽課，蓮
飛上師選的講題是：真佛宗簡史。上師利用很好的機
緣宣揚真佛宗，很令人讚嘆！

資訊互動欄
- 歡迎讀者每期以郵寄或電子版方
式免費索取《真佛報》，請親身到
臨或來電真佛資訊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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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靈機神算漫談

114. 密教的法術

208.大笑三聲

19. 靈與我之間

115. 明空之大智慧

209. 魔眼

20. 靈機神算漫談(續) 116. 黃河水長流
117. 一念飛過星空
21. 靈魂的超覺

天眼──是天人(神)的眼，可看
遠方，可看附近。白天晚上均可見，
有山巖石壁土牆阻礙，也可穿透過
去。
慧眼──是阿羅漢的眼，能見佛
法義理的深淺，前世及後世的善惡因
果如在目前，更能看破一切假相、幻
相，識得真相。
法眼──正是菩薩之眼，能照見
一切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法，能見三
世諸佛，種種方便皆能見之知之，量
根而施化。
佛眼──正是如來之眼，佛眼是
具足五眼的，能無事不知，無事不
見，一切法中，圓明普照，無始劫

前，無始劫後，一切因緣果報，如同
目睹，毫髮不失。
又，據我知之：
無形謂之「空」。
有形謂之「色」。
在「空色」之中，有精神(識)在
其中，有「陰眼」者亦得以識之。這
些五陰十八界的精神之識，各以「陰
眼」互相見思。
我這樣寫來，大家應可知道，虛
雲老和尚在當時證得何眼，蓮生活佛
盧勝彥證得何眼了。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56冊文集
「清風小語」)

法雨
精華
子。
閻羅天子問︰
「蓮生，何至此？」
我茫茫然回答︰
「不知。」
閻羅天子笑了︰
* * *
「一般人到九幽世界，若非業力
使然，就是神通力使然，如今你說不
知，豈不是笑話嗎？」
閻羅天子叫旁邊的侍者查稽簿
子，查了半天，查不出我為何到冥
間。
責令送歸。
此時，旁立一鬼王，說︰
「蓮生至此，非業力而來，也非
神通力而來，莫非是有因緣而來矣！
不如我就帶他四處走走，再回去不
遲。」
於是，我參觀冥獄，鬼王一一指
點──
地獄又叫「那落迦」，其十八地
獄是「近邊地獄」、「孤獨地獄」、
「八寒地獄」、「八熱地獄」。
其地獄是日月不照處，八寒地獄
是皮肉之苦，依皮肉潰爛而得名，依
寒冷呼號而得名，依皮肉破裂而得
名。
而八熱地獄，有「等活地獄」、
「黑繩地獄」、「眾合地獄」、「號
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炎熱
地獄」、「極熱地獄」、「無間阿鼻
地獄」。
八寒地獄之偈︰
斷無見者於後世。
當住寒風黑暗中。
由此能銷諸骨節。
誰欲自利而趣彼。
八熱地獄之偈︰
「若於佛法僧，及諸貧乏者，剽
竊彼財物，墮大號地獄，為火所燒
炙，受最極熱惱，出大猛惡聲，受如
是苦報。」
（這只是其中之一，共有八偈）
至於「近邊地獄」──

全是炮刑火湯。
碎骨耕舌。
屎尿糞便。
刀山劍樹。
血池奇獸。
我看得驚心動魄，慘不忍睹。
* * *
我來到一處，見一僧人臥鐵床，
是頭朝下，屁股朝上，屁股膿血崩
潰，許多白蟲翻上鑽下，號痛欲絕。
我問鬼王︰「僧人何罪？」
鬼王答︰「是為僧，廣募善款，
修寺塑金身，結果沒有做。悉供淫欲
及藏起私用，所以罰之受此罪。」
「僧人誰？」
答︰「廣學也。」
我問︰「如何救？」
「須有鬼王令者，是其貴人。欲
脫是厄，也須自懺。」
「鬼王令者何人？」
「就是你。」
我擁有「鬼王令」？對了，當年
我至幽冥世界，地藏王菩薩賜我一隨
身侍者，這隨身侍者，就是「笑面鬼
王」，如今，「笑面鬼王」藏於我右
手大拇指之中，於是我右手大拇指的
指紋，是一位微笑而開大口的人形，
有鼻、有眼、有口，唯妙唯肖。
我問︰「是笑面鬼王。」
鬼王答︰「正是。」
鬼王說︰「凡事皆有因緣，今日
遊地府，你蓮生也是一個緣起。」
僧人聽聞此語，轉頭看了看我，
默然無語。
* * *
我住寺天天出外測量。
白天，我思維此事，我是不是要
將此事告知二僧，轉達鬼王的旨意，
要廣學和尚自懺。
想了想，又覺得不妙，我是不是
太多管閒事了，此事傳出去，茲事體
大，出家和尚，縱情淫欲，募款私
用。於是，我決定按兵不動，不管此
事。
(文轉1424期香港版B版)

210. 寫給雨
211. 一支箭射向蒼天
212. 盧勝彥的

22. 啟靈學

118. 天地間的風采

23. 靈的自白書

119. 和大自然交談

24. 靈的自白書(續)

120. 佛王新境界

213. 寫給大地

25. 神秘的地靈

121. 天竺的白雲

214. 瑜伽士的寶劍

26. 玄秘的力量

122. 密教奧義書

215. 智慧大放送

27. 靈的世界

123. 流星與紅楓

216. 當代法王答客問

28. 泉聲幽記

124. 守護神的秘密

217. 海灘上的腳印

29. 地靈探勝玄理
30. 禪天廬什記

125. 不可思議的靈異 218. 月河的流水
219. 南山怪談
126. 神變的遊歷

31. 東方的飛氈

127. 靈異的真面目

32. 載著靈思的小舟 128. 智慧的羽翼
129. 走入最隱秘
33. 命運的驚奇
34. 輪迴的秘密

的陰陽界

機密檔案

220. 當代法王答疑惑
221. 與開悟共舞
222. 逆風而行
223. 無上殊勝的感應

35. 泥菩薩的火氣

130. 北國的五月

224. 對話的玄機

36. 傳奇與異聞

131. 超度的怪談

225. 神算有夠準

37. 神奇的錦囊

132. 飛越鬼神界

226. 敲開你的心扉

38. 盧勝彥談靈
39. 異靈的真諦

133. 天南地北去無痕 227. 悟境一點通
228. 法王的大轉世
134. 非常好看

40. 通靈秘法書

135. 揭開大輪迴

229. 解脫的玄談

41. 第三眼世界

136. 隱士的神力

230. 又一番雨過

42. 靈仙飛虹法

137. 虛空中的穿梭

231. 法王的大傳說

43. 地靈仙蹤

138. 超現象的飄浮

232. 笑話中的禪機

44. 伏魔平妖傳

139. 諸神的眼睛

233. 七十仙夢

45. 坐禪通明法

140. 神秘的幻象

234. 蓮生活佛盧勝彥

46. 西雅圖的行者

141. 南太平洋的憧憬

47. 黑教黑法

142. 夜深人靜時

235. 虛空來的訪客

48. 上師的證悟

143. 人生的空海

236.盧勝彥手的魔力

49. 靈仙金剛大法

144. 尋找另一片天空 237.少少心懷
145. 當下的清涼心 238.對箸月亮說話

50. 金剛怒目集

很多人都知道，盧勝彥在二十六
歲得奇緣，通陰陽鬼神，後來學道學
佛。二十四歲大學畢業，在測量界服
務十年，在這當中，很多靈異的事，
在盧勝彥的身上發生。
今年，我已是五十餘歲，想想，
其實還有很多靈異的故事沒有寫出
來。
為什麼當時不寫，因為如果當時
寫，會牽扯很多人事，對自己有影
響。
現在，人事已非，可以寫了。
這篇也很奇。
這篇是「鬼王令」。
* * *
我們出外測量，有公文在身，到
一地，便找當地村里鄰長幫忙，就住
廟，或是公家祠堂，有時候也住佛
寺，隨村里鄰長安排，我們拿的是國
防部的公文。
有一次，我們是住寺。這寺的外
型很大，但，院宇零落，如同廢寺一
般。
一位方丈生病，有兩位寺僧。
我們入住，僧人慨然允許，兩位
年輕僧人款待我們，算是非常殷勤
的。
當然，我們自己也把左廂房，內
外打掃，行軍床，一一排列，又自己
裝修門窗，終於看起來，可以住人。
我到大殿，先禮佛。
僧喜︰
「盧測量官是佛弟子。」
「是的。」我雙手合十。
其他測量人員嘻嘻哈哈的在旁邊
笑。
我問︰
「住持上下？」
「上廣下學。」
「何病？」
「不知名，屢醫不癒，已三年臥
床，時常哀號。」年輕的寺僧說。
* * *
當夜，我入睡，有一佛光在前引
我，我到了幽冥世界，我看見閻羅天

香港真佛資訊社面書

弘揚佛法 濟度眾生 蓮生活佛(盧勝彥)靈學作品集

法雨
精華
虛雲老和尚的傳記中記載：有一
回和尚夜間在靜室禪定，卻不料眼光
穿牆透壁，看到花園裡有一位比丘，
右看無人，左看無人，卻在樹叢下小
便，請問師尊，虛雲老和尚得的是什
麼眼？
還有師尊在台中玉皇宮，蒙瑤池
金母開天眼，看見瑤池金母、阿彌陀
佛、地藏王菩薩，這得的又是什麼
眼？
我回答：
眼分五等，述之如下：
肉眼──正是凡夫的肉眼，光亮
才看見，黑暗就看不見。只能看前不
能看後，一遇阻礙，就不能見。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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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1424期香港版A版)
臥病三年的廣學和尚，他不能下床，我們
見不著，右廂房我們也不好隨意去，左廂房另
外有門，可自由出入。就算在平時，兩位年輕
僧人也忙，我們很難碰面。
白天，我們測量。
夜晚臨睡，我會到大雄寶殿禮佛，唸一篇
「高王觀世音真經」，持咒念佛，有的時候，
坐一回兒禪。
兩僧知我習慣。
我也得到他們的允許。
一夜，功課完畢，正欲下座，我看到自己
的右手大拇指有白光如豆，漸生形象，是「笑
面鬼王」也，這小白光，飛出大拇指，飛到彌
勒菩薩的大肚上，又轉至彌勒菩薩的背部，我
走過去看，彌勒菩薩是木雕，約一人高，其肚
甚大，再看其背，背有一扉，四四方方。
我想，一般習俗，佛菩薩神像開光，有裝
臟，是把經、咒、五色線、五殼子、七珍八寶
入於佛像之身中，然後封閉其扉，是為裝臟。
所以彌勒菩薩有一扉門，我不疑有他。
* * *
又過一日，兩僧人突然找我，問︰
「誰是蓮生？」
「我法號也。」
「我師父找你！」僧人說。
「從未謀面，如何找我？」
「師父既然知你法號，說不定是舊識。」
我不置可否，隨兩僧人轉過中庭，到一花
園，才到右廂房，右廂房顯然比左廂房好很
多，入門，便聞其哀號叫痛的聲音。
入方丈室，見床臥一老僧，正是面朝下而
趴著，屁股生瘡，肉已爛，膿血橫流，有白
蟲其內，上下翻滾，滿室全是消毒水味。
我大駭。
正是地獄情景。
世人以為地獄渺渺茫茫，做惡的人便說，
何有地獄。但是怎麼知道，我們人間的病痛，
人間的昭昭之禍，早已是幽冥世界的罪罰。
所以，我常常說，醫院即是「近邊地獄」
也！
再環顧其室，四壁是名貴的櫃子，內放
古董珍物，瑩徹可鑑，有赤玉盤，有玻璃琖，
珍錯雜陳，空白牆上有名畫，桌椅亦稀世珍
品，滑潔無纖翳。
我正驚嘆。

廣學和尚轉頭對兩僧人說︰
「汝等出去，我單獨對他說。」
兩僧人退出。
廣學說︰
「我們見過。」
「何處？」我故作不知。
「似夢非夢，有人帶你至，言你是我貴人，
言你是蓮生。」
* * *
「方丈何知我在此住？」
「實不知，但冥冥中亦有人在耳告訴我，
貴人在此，貴人在此，速求貴人。我於是問兩
僧人，兩僧人才告訴我，有些測量人員借住的
事。」
廣學說︰
「蓮生！你速救我。」
於是，我一五一十把佛光引導，見冥王，
鬼王導歷九幽，在幽冥世界所見，全部告之。
「廣學」面紅耳赤，心甚明了，覺大餒。
「如今，如何做？」廣學求我。
「方丈可將私藏的金錢取出，全部重修寺
院，再造佛菩薩金身，自行懺悔，矢志精修。
而我這方面，我有一法，請天神下降，將你的
毛病治癒。」
後來我才知道，廣學是將金錢，藏於彌勒
菩薩的大肚子裡。
* * *
我擇一除日。作法。
請了二十八宿的︰「婁、胃、昴、畢、觜、
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
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室、壁、奎。」
這廿八宿一降正是︰
瑞靄散繽紛，
祥光護法身；
九霄華漢裡，
現出眾聖真。
其中，「昴星君」更是威武︰
戴一頂紅豔豔金冠，穿一領黑淄淄阜服，
踏一雙綠陣陣頭履，繫一條黃拂拂呂公絛。面
如瓜鐵，目若朗星，準頭高大，唇口尖銳。道
心一片隱轟雷，伏虎降龍真武士。
「昴星君」一現本相，把所有一切蟲吃了
一乾二淨。
「廿八宿」正是由「鬼王令」召請而來。
說來甚奇，廣學和尚，從那一日起，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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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號，濃血忽止，一日又一日，皮肉復生，一
個月後，完全復原。
廣學和尚也實踐他的懺悔，建寺雕佛，矢
志精修，由破戒僧轉化為戒僧。
* * *
我的感想如下︰
地獄之事，在佛典上說有，但也有人說無，
是有是無，全在自心幻化耳。
我的見解是︰世人犯病，在病床輾轉，與
地獄何有不同。佛教言「病業」，全是業力糾
纏而已，如果能洞燭，地獄就在其中。
僧人者，是人，人皆有錯，走修行之路，
清淨無為才是。如果邪蕩不檢，容易招致天譴。
所以，僧人宜重戒律，戒律是根本也。
若是天譴，藥何能為？
要先懺悔，改過自新。冥罰自去，藥才有
作用。
我這一生，僧人來問事，僧人來求除疾，
是甚多！本文「廣學和尚」用的是假名。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25冊文集
「不可思議的靈異」)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發心助印「
」聚千點熱 發千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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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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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星期二)
農曆五月初九 丙午月 收
辛卯木尾收日 沖：雞
宜：祭祀、修飾垣牆
忌：嫁娶、遠行、上樑、開井

6月8日(星期三)
農曆五月初十 丙午月 開
壬辰水箕開日 沖：狗
宜：嫁娶、訂婚、安床、開光
忌：交易、開巿

6月9日(星期四)
閉
農曆五月十一 丙午月
癸巳水斗閉日 沖：豬
宜：嫁娶、訂婚、做樑、開光
忌：安床、開光、遠行、祈福

6月10日(星期五)
建
農曆五月十二 丙午月
甲午金牛建日 沖：鼠
宜：祭祀、安葬
忌：嫁娶、安床、動土、開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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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佛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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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論 卷五 (九)
月稱論師造

【文接1423真佛報香港版C版】
《正覺說彼等 自相為無瞋》
世尊說彼無瞋為相，由離瞋恚乃能得故。頌
曰：
《三十七覺分 自相能出離》
出離謂解脫。以此是出離生死之因，能得出
離，故名能出離，即以能得解脫為相。靜慮等義
如前已說。頌曰：
《空由無所得 遠離為自相》
由諸法無所得，不為分別垢所染污。故空解
脫門以遠離為自相。頌曰：
《無相為寂滅 第三相謂苦 無癡八解脫
相謂能解脫》
無相解脫門，由相不可得故，寂滅為相。第
三謂無願解脫門，此以苦與無癡為相。由正觀察
諸行為苦，及以正慧觀諸行性，不希願故，故第
三解脫門以苦與無癡為相。八解脫者，謂有色觀
諸色，是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
解脫。淨解脫第四靜慮性，是第三解脫。四無色
解脫，如前已說。想受滅，是第八解脫。此諸解
脫，能從等至障中得解脫故，以能解脫為相。頌
曰：
《經說善決擇 是十力本性》
下文所說十力，當知以善決擇為相。由善決
擇無障礙相，故名為力。頌曰：
《大師四無畏 本性為堅定》
四無所畏者，謂佛自稱。我是正等覺者。設
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依法
立難，佛於是法非正等覺。我於彼難正見無因。
如經廣說。或佛自稱，我已永盡諸漏。廣說乃
至，依法立難。佛於是漏猶未永盡，或佛宣說，
諸障礙法染必為障，廣說如前。或佛宣說正出離
道，諸聖修習決定出離，決定通達，正盡眾苦，
作苦邊際，乃至廣說。此諸無畏，以極堅定為
相，誰亦不能有所動故。頌曰：
《四無礙解相 謂辯等無竭》
四無礙解至下當說，彼等以無竭為相。頌
曰：
《與眾生利益 是名為大慈 救護諸苦惱

則是大悲心》
《喜相謂極喜 捨相名無雜》
大慈，以與作利益為相。大悲，以救護諸眾
生苦惱為相。大喜，以極歡喜為相。大捨，以離
貪瞋無雜為相。頌曰：
《許佛不共法 共有十八種 由彼不可奪
不奪為自相》
佛十八種不共法。如經云：「善現！始從如
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終至無依入般涅槃。於
中如來，常無誤失，無卒暴音，無忘失念，無不
定心，無種種想，無不擇捨，志欲無退，精進無
退，憶念無退，等持無退，般若無退，解脫無
退。一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一切語業智
為前導，隨智而轉。一切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
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著無礙，若智若見於未
來世無著無礙，若智若見於現在世無著無礙」。
此十八種佛不共法，以不可奪為相，由常無誤失
等，他人不能得其便故。此等廣釋，如陀羅尼自
在王請問經，應當了知。頌曰：
《一切種智智 現見為自相 餘智唯少分
不許名現見》
《若有為自相 及無為自相 彼由彼性空
是為自相空》
已說自相空。頌曰：
《現在此不住 去來皆非有 彼中都無得
說名不可得》
《即彼不可得 由彼自性離 非常亦非壞
是不可得空》
過去未來，已滅未生故，現在不住故，三世
皆非有。經云：「不可得謂此中求三世不可得，
當知此中不可得由不可得空」。頌曰：
《諸法從緣生 無有和合性 和合由彼空
是為無性空》
和合性謂從和合所生，由從因緣生故，和合
性非有。自性謂無性，彼之空
性，即無性自性空。如是已廣說十六空，當
說四空。頌曰：
《應知有性言 是總說五蘊 彼由彼性空
說名有性空》

法尊法師譯

有性謂五蘊。此有性由有性空。頌曰：
《總言無性者 是說無為法 彼由無性空
名為無性空》
無性謂無為法，虛空涅槃等。此無性由無性
空，是為無性空。頌曰：
《自性無有性 說名自性空 此性非所作
故說名自性》
自性謂本性，非聲聞之所作故。自性由自性
空，是為自性空。頌曰：
《若諸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一切法空性
說名為他性》
《實際與真如 是為他性空》
他性謂最勝性，其最勝性謂常有性，或言他
性，謂殊勝智所通達性。彼由彼性空，或言他性
為彼岸所有，出世間故名為他性，即是實際，由
不變故即真如義。空性為相之空性，名他性空。
頌曰：
《般若波羅蜜 廣作如是說》
今當說信解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不共功德，結
述般若品。頌曰：
《如是慧光放光明 遍達三有本無生 如觀
掌中菴摩勒 由名言諦入滅定》
言如是者，顯前所說觀察道理。由前觀察，
發生慧光，放大光明，灼破障蔽真實之黑暗。彼
復由世俗諦力，入滅盡定。滅定自性，亦非棄捨
救護眾生之意樂。頌曰：
《雖常具足滅定心 然恆悲念苦眾生》
此菩薩加行屬生死攝，增上意樂屬涅槃攝。
故於無依眾生，恆時增長大悲。頌曰：
《此上復能以慧力 勝過聲聞及獨覺》
第六地菩薩以上，第七地等，能以慧力，勝
過佛之聲聞弟子及諸獨覺。頌曰：
《世俗真實廣白翼 鵝王引導眾生鵝 復承
善力風雲勢 飛度諸佛德海岸》
此菩薩之世俗功德，亦增上熾盛，能引導深
植善根之眾生群鵝，其飛度於諸佛功德大海之彼
岸者，厥為二諦，即此菩薩之白廣雙翼也。
(待續....)

第十八屆「香港書展2022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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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 星期六
7月24日 星期日
7月25日 星期一
7月26日 星期二

早上10時至晚上11時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早上9時至下午5時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攤位位置： Hall 3 3G-F24
新書推介：《一籃子奇想》、《小語與小詩》、《靈異事件》、《純純之思》、《老僧七旬述心懷》；
參展書籍：最新蓮生活佛盧勝彥著作，蓮生活佛新版文集全套、蓮生活佛開示集、蓮生活佛畫集、密乘戒律等著作；
結緣書籍：舊版蓮生活佛盧勝彥著作、《真佛報》、《燃燈雜誌》、另有結緣書二千多本，全部結緣贈閱！
歡迎同門善信到場參觀，捐請踴躍支持師佛文宣度眾，功德無量！

查詢地址：香港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中心29樓C室 電話：(852) 2146 4989

流年通勝

2022年 壬寅年
6月4日星期六
至
6月10日星期五

6月4日(星期六)
農曆五月初六 乙巳月 危
戊子火氐危日 沖：馬
宜：嫁娶、訂婚、安床、開光
忌：問卜、買宅

傳真：(852) 2146 4789 http://www.tbi.org.hk

6月5日(星期日)
成
農曆五月初七 乙巳月
己丑火房成日 沖：羊
宜：安床、開光、祭祀、祈福
忌：嫁娶、入宅

6月6日(星期一)
收
農曆五月初八 丙午月
庚寅木心收日 沖：猴
宜：安床、開光、安灶、開巿
忌：嫁娶、祭祀、入宅、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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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扭到腰，有一個姿勢，就微微感覺
到酸痛，一般的治療方法有二：
一、吃止痛藥。
二、貼藥膏。
我先找醫師，用藥。
結果，功效不大。
有時會好些，有時又會恢復「酸痛」。
這個困擾已半個月了。
我不是一個清閒的人，從醒過來，到晚上睡
覺，這當中要完成的工作很多。
怎辦？
我這個「痛酸」，要如何治？
有一日，修法──
我向高王觀世音祈禱，讓我有一個健康的身
體，我什麼事都可以做。
請幫助我「腰痛」痊癒。
當晚。
在夢中，高王觀世音菩薩入夢，教我「清淨
法」，祂一面教，我一面做。
一、觀高王觀世音在面前虛空。
二、觀想菩薩放光照眉心輪。（白光）
三、我要「結印」。
四、我要唸：「南無高王觀世音經」。
五、頭部清淨了。
六、依次而下，喉部清淨了，心輪清淨了，臍
輪清淨了，密輪清淨了，腳淨了，全身清淨了。

七、要點：要觀想高王觀世音。
八、要點：要唸「南無高王觀世音經」。
（這是唸經名，特別重要）
九、結印。
十、清淨後，全身變白色透明人。
我在夢中照做。
結果：
「腰痛」消失。
其中讓我感到最奇特的是：
「要唸南無高王觀世音經」。是唸「經名」，
最是不同。
讓我想起：
日本的日蓮上人要弟子們唸：
「南無妙法蓮華經」。
***
問：「盧師尊！身體也會病痛嗎？」
答：「人身危危，人心危危，無常矣！」
問：「盧師尊！您認為人命如何定位？」
答：「風中之燭。」
問：「高王觀音授您法，是什麼？」
答：「半夜烏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問：「經名可治病？」
答「內有億億萬洪名。」
問：「佛病、祖病，您的觀感如何？」
答：「直心是道場，其他不是。」
問：「盧師尊！您的成就是什

嗡啞吽。古魯貝。啞哈薩沙嗎哈。
蓮生悉地吽。

地藏王菩薩滅定業真言
嗡。鉢拉摩。寧陀寧。梭哈。
迴向：佛光注照Van dyck Paula，離苦得樂，業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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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146 4989
傳真：(852) 2146 4789 電郵：info@tbi.org.hk

助印佛經 迴向功德
真佛報香港版歡迎同門善信在香港版助印佛經，迴向功德。

助印有三種版面可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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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向香港真佛資訊社查詢，電話2146 4989。

麼？」
答：「死人不坐禪！」（參）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264冊文集「虛空無變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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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八寶資糧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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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八寶資糧袋每包港幣$108元
1. 真佛咒輪屋宅1間；
2. 真佛宗皈依証書7張；
3. 瑤池金母金7張；
4. 時輪金7張；
5. 六寶圖金條7條；
6. 金母時輪蓮花7朵；
7. 真佛華光冥錢共28張；
8. 真佛八寶資糧袋1個；

請提供以下資料
此資糧袋誠由
□ 陽世報恩人 ：____________ 或 □ 解冤人： _________ ；
陽居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付
□ 祖先 : ______________；
□ _____ 門堂上歷代祖先；
□ 亡者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之冤親債主纏身靈；
□ __________之水子靈；
□ __________之家宅福德正神；
□ 其它 : ______________；
安靈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社將會為報名者填寫資糧袋，在修法誦經迴向後，代為焚化。
報名請電郵info@tbi.org.hk 或 致電2146 4989
WhatsApp : +852 5161 1628 WeChat ID : tbi51611628 登記。

往生淨土神咒

大白蓮花童子心咒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