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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道種智

離六道輪迴

所謂大智有三種：一切智、道種智和一切種智。
「一切智」是空，「道種智」是有，調和一切智和道
種智即是「一切種智」。契入於天台宗的「空假中三
觀」，一切智是空觀，道種智是假觀，空、有調和，
即是中觀。

菩薩依一切空的智慧，可以破除煩惱。道種智則
是於空之上，立一切法，也就是包含一切的物質世
界。修行一定要建立在法上面，必須要利用世間的道
種智，才能夠進入到一切空的智慧。阿羅漢的真空智
慧和菩薩的差別智慧，二者雙運，就是如來的智慧
「一切種智」。

四聖界各依本行修至悉地。阿羅漢以四諦法苦集
滅道修至成就；而依六度之佈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跟智慧，去修六度萬行的就是菩薩；緣覺因為
了悟十二因緣法而成為緣覺；依三十七道品，修持
圓滿成就佛果。四聖諦、八正道、六度、十二因緣、
三十七道品，即是四聖界本行。十法界皆建立在空之
上，然色空不異，空中妙有，運用道種智修行，離開
六道輪迴。
相關報導詳見本期 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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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般若藏
參與 2022 台北國際書展

因果不昧
歷歷在目不思議

六月四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西
雅圖雷藏寺主持「黃財神本尊法」同修。法王開示，
希望台灣的同門參與真佛般若藏在台北國際書展的
展覽，請大家踴躍投票支持真佛般若藏場地佈置獲得
獎項。尤其般若藏出版文集的封面，非常的多彩精
美，都是蓮生法王本身的畫作。

六月五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雷
藏寺主壇「虎頭金剛護摩大法會」。法王開示，在道
家來講，東華帝君在東方是龍，瑤池金母在西方是
虎。虎頭金剛即是瑤池金母的忿怒相，是千艘法船超
度最主要的本尊之一。虎頭金剛能除一切煞，可呼風
喚雨，令旗一下，所有的神祇全部都要聽命。

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闡
明「大智」，所有的佛菩薩都已經了解一切智、道種
智、一切種智這三種智慧，所以稱為大智。菩薩能夠
證悟一切皆空的智慧，便可除掉煩惱，隨順而不執
著。做為菩薩要守菩薩戒，戒律就是道種智，禪定也
是從道種智進去的。從道種智進到一切智，調勻空有
至完全清淨，即是唯識所講的無垢識。佛教終究剩下
一個中觀，一個唯識。

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闡
述「本行」，十法界雖建立在空之上，但不能單講真
空智會誤解成頑空。因為十法界都是有因果，雖離開
六道輪迴，在四聖界仍有因果，只要一個微細的我就
有因果，因果歷歷如目不可思議，不可撥無因果。四
聖界依其本行，修四聖諦、八正道、六度、十二因緣、
三十七道品，修至全部圓滿，皆悉成就。

接續，法王依弟子提問解惑：（一）修上師相應
法，可觀想根本上師人身特徵。（二）法是建立在空
之上，修法觀想、持咒、或者結手印，那是法不能夠
持空。只有入三昧地的時候才可以無想、不用持咒、
不用結手印，那個時候才能夠進入空性。

完整開示詳見第 2-4 版

當日問答中，法王解說：（一）一般人出神，
會有一條銀線跟著出去再回來，所以出元神不會「丁
丁」，除非是人死了，元神從頂竅出去了。法王已修
成法身，可以身外化身，弟子肉眼可以看見。而修氣
脈明點成就，心氣能夠出頂成就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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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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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聞天王——黃財神，針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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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랑 해！ Hola amigo ！ Te quiero
mucho ！すごい、一番！気持いい！啾咪、呀比！
bling bling ！こんばんは！

聖尊著作參書展 齊心護持佛慧彰

「真佛般若藏」這一次參與台北國際書展，是從
六月二號到六月七號。在台灣地區的同門，歡迎大家
去參與書展。另外還有一個投票，也就是說票選，好
像是哪一個書展表現是最好的。希望在台灣的同門可
以去參與台北「真佛般若藏」的書展。另外，也希望
大家報名，能夠支持「真佛般若藏」，也就是讚揚…
等於是說對於「真佛般若藏」出版，它的場地佈置，
讓它能夠名列前茅。是六月二號到六月七號，希望每
一個同門都能夠踴躍，大家都去參與。而且真的是做
得很好。「真佛般若藏」的每一本書的封面，就是師
尊本身畫的畫，非常的多彩、而且非常的精美。

一個出版社只出版一個作者的書，在全世界上講
起來，好像沒有的。一共寫了，現在在寫兩百九十一
本，少有的一種現象。今天我們網路直播，播不出來，
也是少有的現象、很少有這樣子的。希望等一下…可
以播啦？有聲音但是沒有影像、有影像就沒有聲音，
這一定是影音吃錯藥。（師尊笑）

先講幾個笑話。今天坐捷運，突然間想要放屁。
剛好有音樂的聲音，我就順著音樂的節奏，分批放了
好幾個屁。後來我才突然間想到，我是戴著耳機。

端午節剛剛過去，吃完了包粽，記得要運動，不
然真的會包重。因為粽子本身的卡路里非常的高，一
天只能夠吃一個，一天如果吃兩個，那就會包重。

這裡要講一個看過武俠小說的才知道，看過華人
的武俠小說，這個笑話才會知道。在江湖上有三大無
解之謎。一、楊過那些年怎麼剪指甲？楊過，大家知
道嗎？就是《神雕俠侶》，武俠小說裡面的主角。楊
過跟小龍女，他們在古墓裡面住了很多年，他的問題
是——那些年楊過怎麼剪指甲？第二個，有一個叫小
昭的，那是張無忌的《倚天屠龍記》，小昭的腳被鎖
了那麼多年，是怎麼樣換內褲的？大家想一想，小昭
有被鎖那麼多年嗎？蓮傳，《倚天屠龍記》小昭有被
鎖了很多年嗎？再來這更厲害了：梅超風不是練了九
陰白骨爪嗎？九陰白骨爪的時候，她的指甲很長嘛，
對不對？它的問題是：她是怎麼擦屁股？這是江湖上
的三大無解之謎。

好啦！我們進入主題。馬來西亞蓮花利宏，「請
簡稱小劉」…也就是說蓮花利宏，大家都是叫他小劉。

Q1

頂禮師尊！師尊曾說修法的觀想愈細愈好。
有一弘法人員說修上師相應法要觀想師尊的
酒窩。據弟子所知，觀想任何本尊是要觀想
祂的莊嚴，觀想根本上師可以觀想如佛菩薩
一樣莊嚴，經典中沒有提到酒窩的象徵。雖
然說弟子讀不少書，但不敢自認是絕對的，
所以請教師尊修上師相應法，是否要觀想師
尊人身的特徵？

A1

我有沒有酒窩？有啊？聽人家講說，有酒窩就是
會喝酒。酒窩在哪一邊？這邊還是這邊？因為我一向
左右分不清，我小時候的時候，上小學，老師講「向
右轉」——所有的同學都向右轉，只有我一個人向左
轉。「起步走」——大家都往前走，只有我一個人往

修上師相應法
可觀想根本上師人身特徵

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18 集

這邊走。走了好遠發覺後面沒有聲音，一轉頭一看，
大家都往這邊走了。到現在為止還是左右分不清楚。
師母就教我，「右」就是舉手「有」，這邊就是右
邊。但是碰到英文就搞不清楚，turn right 或者是 go
straight、turn left 就分不清楚。要不要觀想師尊人
身的特徵？這個連我也不知道，因為很少人問我，也
沒有人問過我是不是要觀想我的酒窩。你是第一個，
問一下。（師尊現場請示）祂是這樣子講，祂說：「可
以」，你要觀想酒窩也可以，是可以觀想。

但是我記得，好像北京雍和宮——宗喀巴大師。
當初，雍和宮裡面宗喀巴大師的像，剛剛雕出來的時
候，放在上面，覺得宗喀巴大師非常嚴厲的看著大家。
後來，大家說宗喀巴的像太嚴厲，後來雕刻匠就在祂
的像上面做了兩個酒窩，就是在這邊打一個酒窩，這
邊也打個酒窩。那個像就不會那麼嚴厲，看起來就比
較像宗喀巴在笑。Australia 的蓮賞上師去參觀雍和宮
的時候，他站在宗喀巴的雕像面前照相，照完了相，
他回頭一看宗喀巴：「那不是盧師尊嗎？」因為宗喀
巴也有酒窩。是可以的，可以觀想師尊人身的特徵。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結印持咒與觀想 修法範疇不持空
禪定方能無念想 諸法立於空性上

Q2

以下是弟子對空性的見解，希望師尊指點。
無論任何一種觀想要明白那是空性與無我。
行者是空，本尊是空，這樣才能空相應空。
於是各種觀想變化，與本尊無造作的合一。
然後持咒，這些是有。禪定時如同浮雲，不
用在乎空有的事，身心脫落，自然會做到《金
剛經》的四句偈。

A2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請問大
家有何意見？我跟他講，你如果在修法觀想裡面，不
管你修法觀想、持咒、或者結手印，那是法，那是屬

於密法——觀想、持咒、結手印。入三昧地的時候，
才能夠談空。在觀想、持咒或者結手印的時候，都不
能夠持空。如果持空，你就不要想，觀想就沒有想。
唸咒當然是有聲音的，我們念咒要唸出來，還有經過
你自己本身的心，那個咒才會相應。結手印，你不能
說結手印，這個手印是空；手印就是手印，不能講是
空。

只有入三昧地的時候，你才可以無想——不用再
想，也不用持咒；不用觀想、不用持咒、不用結手印，
那個時候才能夠進入空性。我講的是這樣子，所以他
對於空性的見解，在修法的時候，不能以修法來講。
因為法是建立在空之上。今天晚上也會講到這個，《維
摩詰經》裡面就有講到這個。

財神靈驗賜法財 真佛弟子中獎多

剛剛我們是修針巴拉黃財神的法，我告訴大家一
件事情，有一個弟子他住在東南亞，他中了那個國家
的第一大樂透獎。中了以後，不敢讓人家知道，他只
在壇城面前，對著壇城講。好像你中了獎以後，到了
西雅圖雷藏寺，跪下對著壇城的佛菩薩講，「我中了
第一大樂透獎」，誰都不敢講。他的母親住在美國紐
約，他跟他的母親講，叫他的母親寫一個紙條給我。
他母親有寫一個紙條給我，他對壇城講的時候，我自
己也有這個印象，有一個人對著壇城講，他中了第一
大樂透獎。他告訴住在美國紐約的母親，他的母親寫
一個小紙條給我，說中了第一大樂透獎。所以，我們
的針巴拉黃財神有靈有驗。又多一個中獎的。

我們有一個弟子就中了台灣的第一大…那個叫做
威力彩，他中了。他連自己的兒子跟女兒都不知道他
中了。他到了西雅圖，供養了師尊跟師母，他兒子、
女兒在旁邊，我要講說：「你們應該很高興吧！」剛
開口要講，他母親就講：「不可以讓我兒子、女兒知
道。因為他們已經花了我很多錢。讓他們知道中了獎，
什麼都不做了。」他這個兒子，不知道現在知不知道？
總之在場的時候，他的母親來供養師尊、師母的時候，
他兒子在場，女兒好像也在場。然後，他兒子又有來
過雷藏寺一次。我不敢問他知不知道，中了威力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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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就是空的智慧。你拿這個空來印我們人。
我問你：錢當然有用，等你死後，你錢還有用嗎？有
沒有用？沒用啊！錢，死了沒用。好，你現在房子很
大。你死了以後，你這個房子有沒有用啊？死了以後
你房子對你有沒有用？沒用。再來，師尊現在開的是
Rolls-Royce 勞斯萊斯，跟 Maserati 瑪莎拉蒂，這車
子對我現在來講有用。有一天我死了，這兩部車子對
我有沒有什麼用？有用嗎？沒用。好。那如果我死了，
錢也沒有用、車子也沒有用、房子也沒有用，你周邊
的人有用嗎？你的妻子，你的兒子、兒女，你的孫子，
有沒有用？也沒用，統統都跟你沒有關係。
你是師尊耶！盧師尊，你死了，盧師尊還有用
嗎？好啦，我不講那麼遠，不講盧師尊。我講總統，
地位最好的啦，有用嗎？沒用啦，過去美國有多少
個總統，大家想一想看美國有多少總統？像有名的
Jefferson，然後在鈔票上的富蘭克林、林肯，這是
有名的總統。這對現在有用嗎？對他們自己來講有用
嗎？沒有什麼作用的，沒用。華盛頓，地位最高。

大智包含 一切智
道種智 一切種智

《維摩詰所說經》第 5 講

知不知道？總之，中獎最好讓大家都不知道，只有讓
師尊、師母知道。（師尊笑）

另外有一個中獎中了三十億台幣，很少有的，中
三十億台幣的，有四個人中獎，他是其中一個。我在
台灣雷藏寺的時候，他中了獎，他怎麼樣子？用牛皮
紙袋裝在一個箱子裡面，然後那個箱子拿著，我在給
人家做獻哈達，突然猛然看到空中有一個盒子飛過
來。他丟了以後，他人就閃了。差點丟到我，嚇死我
了。剛好出口要罵的時候，打開那個箱子一看，我就
不罵了。裡面全部都是 cash，一個盒子。其實那時候
丟中我的頭，我也不會罵，雖然頭腫起來，但是也可
以彌補。（師尊笑）弟子中了獎要拿給我，他還閃，
不讓我知道。有人看到這一幕，就是蓮明法師的媽媽
有看到。所以我們真佛宗中樂透彩的真的很多。

Brunei 那一位講出來，到新加坡去中了兩億，他
是在新加坡中獎，但是他人住在 Brunei。他公開了，
因為他拿供養給我的時候公開。其實他拿給我不多，
倒是我們有兩個上師追到 Brunei 去，一個是日本的
上師、一個是台灣的上師。一個拿了不曉得幾萬？有
一個拿的比較多一點，九萬美金吧？一個拿了不知道
多少。他供養的比他們兩個（拿到的）都少。到現在
我還念念不忘。（師尊笑）我只是舉這三個例子，其
中還有幾個中獎，包括第一個蓮花梭麥，這個大家都
清楚。還有一個中美國的大樂透——中大樂透有兩
個，一個是蓮花梭麥、一個是中了一億六千萬美金。
我們真佛宗是中獎宗，因為我們有財神在這裡。

一切智談一切空 一切有形盡是空
煩惱執著悉斷滅 隨順一切皆美好

現在再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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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本行皆悉成就」——單單這一句「大智」
兩個字，你就講不完；今天晚上就講「大智」兩個字。
「大智」就是般若，「智」——就是般若。就是我們
唸咒「嗡。啞。吽。別炸。古魯。唄瑪。悉地。吽。些」。
「別炸」兩個字就是般若，也就是「大智」。為什麼
要加上「別炸」兩個字呢？因為所有的佛就是智慧非
常圓滿、所有的菩薩也是智慧圓滿的、所有的阿羅漢
也是智慧圓滿。這裡講的大比丘，就大菩薩，都是智
慧圓滿的。

那麼，智慧有三種，把它分出來是：「一切智」，
第二種是「道種智」，第三是「一切種智」。大家聽
清楚：一個是「一切智」、一個是「道種智」、還有「一
切種智」，分成這三種。另外有很多的稱呼，以後會
談到。一種就有很多的稱呼了，就是學佛的人認為，
這個智關係到什麼？關於「一切智」，我先講「一切
智」。什麼是「一切智」？就是剛剛那位同門所問的，
要我解答的「空」。
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一切皆空」的智慧，學佛
人都懂得一切皆空的智慧。什麼是一切皆空的智慧？
都沒有的。我是常常用這個來比喻：月球。月球有什
麼？那裡沒有人啊！沒有動物啊！沒有眾生啊！就無
我相，沒有我、沒有人、沒有眾生、沒有壽者。你說
月球什麼都沒有，時間跟月球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
關係嘛，時間起不了什麼作用，沒有作用，時間跟人
有關係。那裡沒有人，那時間根本沒有什麼作用。

月球的土地跟我們有關係嗎？也沒有關係嘛，現
在月球的土地大家誰哪一個人知道？月球的土地現在
一坪多少錢？我們知道，在美國這邊 1 acre 多少錢，
2acre 的事情。土地啊、買賣啊！都有在買賣。你月
球，師尊現在在賣月球的土地你們要不要買？ 1acre
多少錢？根本沒有人啊。你現在可以想一想，所有
的月球上的土地都是你的，你會怎麼樣？你是大地主
啊，你是不是大地主？哪有什麼用？空的。沒有人買
你的土地啊，你大地主有什麼用？

所以，研究到最後，空的智慧就產生出來，佛教
裡面一切皆空的智慧就產生出來了。我以前常常講，
人在天堂，錢在銀行，太太在別人的胸膛。而兄弟姐
妹在爭你的財產。這一切東西都沒有用的，空的。唯
一有用的就是你人在天堂啊，你應該高興啊，管他底
下的那些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物質世界一切東西都是無用的，都是沒有用
的、都是沒有作為的。你這樣子想，你能夠一切皆空
的想法，第一個可以除掉你的煩惱，不用再去煩惱一
些。當你證悟了「一切智」以後，你什麼煩惱也沒有，
你什麼都不是。包括你自己的身體，地、水、火、風
解散，有形的全部沒有，剩下的就是無形。一切有形，
一切皆空。這種智慧，你如果常常把它想念這種智慧，
你不會執著一些東西。你就是比較隨順生活，這樣子
隨順，可以啦，什麼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有也可
以，沒有也可以；多也可以，少也可以，一切都是可
以。我常常講一句話「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這
就是空的智慧，一切皆空的智慧，叫做「一切智」。
你懂得把任何一個事情都想成空，一切物質的現
象，像財色名食睡、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空的話，那你
就沒有煩惱、沒有執著。這是破很大的煩惱跟執著方
法。這個等於是一個空觀，空的，你可以把它想，所
有一切東西都是空，包括你自己的身體。因為你的身
體最強壯的，也會變成最衰弱的。最有錢的，也會變
成最沒有錢。你再強、再有錢，到最後也是會變成沒
有的。這是一切皆空的智慧。

一般世俗人是不會想到這邊來，他每天賺錢要
緊。所以有時候，你中了樂透獎，很好；不中樂透獎
也是很好。所以我常常講，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
我們只求沒有苦、沒有病苦。但是其實講實在話，苦
也會沒有的——都有盡頭的。當你身體沒有了…好像
你經常去看牙科、看牙齒，牙齒蛀牙、有牙周病、牙
齒不整齊把它弄好，或者是怎麼樣子，看牙科，常常
檢查、補牙，掉牙齒補牙或者是怎麼樣。我們這裡有
牙醫師，很多的。桂青就是牙醫師，另外還有就是莊
醫師也是牙醫師啊。我們同門還有很多要去學當牙醫
的，到 Philadelphia 去學那邊的牙醫，Jessica 要到
Philadelphia 去讀牙科，要當牙醫師的。
這牙齒，活的時候才會蛀牙。有一天，你人沒有
了，剩下那幾顆牙齒，它都不會蛀牙，它就完好。活
的時候才會蛀牙、才會掉牙齒，死了什麼都不會有。
（現場有手機聲響）死了以後也聽不到這種聲音，手
機這個聲音也不會再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不用
煩，大家都不用煩惱，因為到最後大家都一樣、每個
人都一樣。你有什麼、沒有什麼，都是一樣的，到最
後總歸一句話。所以很多行者，你看他把一個死字經
常貼在他的床頭。每天想到死這個字，他的煩惱就沒
有了。因為一到死什麼都沒有了嘛！一切皆空的智
慧，就是「一切智」。

TRUE BUDDHA NEWS WEEKLY - 2022 年 6 月 9 日 / 星期四

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2022 年 06 月 04 日聖尊蓮生活佛主持西雅圖雷藏寺「黃財神本尊法」同修暨《維摩詰經》第 5 講

04

就是講這三種：一個空，一個是假，一個是中。這三
個智，天台宗的三觀，就是空觀、假觀跟中觀。也就
是講「一切智」、「道種智」，跟這個「一切種智」，
這樣聽得懂嗎？（眾鼓掌）

空性之上萬法立
空有雙運如來智

道種智談一切有 空性之上立萬法
恪守戒律有中修 印證空性明真理

再來就「道種智」。「一切智」是空、「道種智」
是不空。菩薩有「一切智」，有的時候祂用「一切智」
來除掉自己的煩惱；用「一切智」拿掉自己的執著。
什麼是「道種智」？「道種智」就是講不空、就是講
有——在空的上面立一切法。什麼是法？就是環境。
所有物質現象，全部都是法。我們這裡講的不只是講
佛法，就是法就是包含一切的物質世界。你要修行，
就一定要在法上面修行。你講空，既然是空，我還修
行什麼呢？既然什麼都是空，我修什麼行呢？這不可
以。你必須要修法，法是立在空上面的。這種智慧叫
做「道種智」。

菩薩是有「道種智」的，「道種智」是什麼？菩
薩認為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戒律就是「道種
智」，禪定也是從「道種智」進去的。你必須要利用
世間的一切，你才能夠進入到「一切智」。從「道種
智」進到「一切智」，你不能偏向「一切智」，也不
能偏向「道種智」。像我們人世間的智慧，你要得到
很高的地位，你要學習到科技。政治上面、經濟上
面、軍事上面；在所有種種的職場，生意上面、商業
上面——士，讀書。農，務農或者工業的技術。另外，
做生意的商，士農工商，都是要有智慧的。這些智慧
跟我們佛法一樣，我們學佛法也一樣也要有智慧。這
種種的智慧就叫做「道種智」。
菩薩的智慧是認為，你要守什麼戒，你才能夠成
就什麼。守很多的戒律，佛教裡面有很多的戒律。所
以佛有佛法、家有家規、廟也有廟規。我們菩薩，當
一個菩薩要守菩薩戒，要合於菩薩戒的戒律，這個是
「道種智」。你因為有戒律，你才能夠到天道、到天
堂，我們講的天堂，到天堂。佛教講色界天、無色界
天，還有欲界天，這些天堂。你因為守戒、行善，你
才能夠到所有的天。但你要離開六道輪迴——你有離
開六道輪迴的智慧，你才能夠離開六道輪迴，這個是
屬於「道種智」。

一切種智如來智 不偏空有即中觀
雙運空有清淨顯 天台三觀契大智

所以在空上面，固有不空。看如何空跟不空之間
調和呢？就是如來的智慧。你不能偏向於空，偏向於
空什麼都沒有，你也不能偏向於有，偏向於有就太世
俗了，就是把空跟有之間合在一起，就叫做「雙運」，
就是佛的智慧。這叫什麼呢？「一切種智」。所以今
天我講，把空跟不空調和的非常均勻，那個就是如來

的智慧。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講空，一天到晚講空，
你不用修法了。因為修法也是空，那是假的啊！物質
一切現象，物質世界的所有的有，全部都是假的。所
以，天台宗有講了一句話，就是天台三觀：一個是空
觀、一個是假觀、一個是中觀。
空觀，也就是天台宗的空觀，一切皆空，「一切
智」的智慧就是空觀。什麼是假觀呢？「道種智」就
是一切皆有，就是假觀。因為我們曉得，一切有的現
象到最後也是假的。例如我們講我們人，人是不是假
的？人當然是假的。地、水、火、風，因緣到的時候
才成為一個人，我們人分解了什麼就沒有了，就是地、
水、火、風；人都沒有了，什麼東西都是假的。
房子也是一合相、人也是一合相、車子也是一合
相，錢也是假的，只是你這個國家承認這個有用，這
個才有用啊！我們真佛宗做出來的紙金，是我們真佛
宗承認才有用，如果沒有人承認，那是一張紙啊。
你說 cash，富蘭克林它有一百塊的，我們現在通用
的是一百塊的富蘭克林，美金 one hundred。美金
也有 one thousand，聽說也有 ten thousand 的 US
dollar 一張紙而已，那是銀行在用或者政府在用的。
有一萬塊美金一張紙的、有一千塊美金一張紙的，不
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我們通用的是一百塊的，一百塊
一張紙，銀行在用的是一千塊的，一千塊美金一張紙。
這是因為政府承認這個是有用的，才變成有用
的。不然那是什麼？擦屁股都嫌硬，對不對？衛生紙
都比它還軟。因為我們承認那是 one hundred 是我
們可以通用的，做出來，其實是假的東西。錢也是假
的東西啊，金銀珠寶也是假的東西啊，都是礦物。我
們穿的衣服都是植物，植物、礦物，這些而已。像鑽
石，就是因為承認是鑽石，不然那是石頭啊，會發亮
的石頭而已，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天台宗講，所有一切「有」都是假。空、假、
中——中是「中觀」，如來的智慧，不能偏空，也不
能夠偏有。如果你太偏空了，完全都是空的，就進入
頑空。所以，我要把它用假的來調勻，空跟假互相融
合，就變成「中」。佛教是講「中觀」、講「唯識」。
「唯識」到最後也有一個識，叫「無垢識」，「清淨
識」、「無垢識」。「中觀」到最後也就是非常的均勻，
能夠得到成就，就是這個學問。
這個「本智」、這個「大智」有三種：一個「一
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也就是說，第
一個是講是空；第二個是講有，有也是假；第三個是
講中，就是如來的智慧。所以這些菩薩，所有的佛菩
薩都已經了解了這種智慧，所以叫「大智」。「大智」

所以，我們遇到很多事情用空觀，就可以…煩惱
跟我執就會沒有。那「道種智」呢？你必須要修一切
法，讓你能夠進入到如來的智慧。法也是假的嘛！《金
剛經》裡面講了，「法應尚捨，何況非法」——法，
佛法到最後你也要拋掉的，你要拋掉才有成就啊！法
到最後你已經到了一個果位以上了，你不需要這些法
了，這法也要丟掉的。你也不能一直在修法…你成了
佛，還修什麼法？那就「無學道」。在佛，你不用再
學的，因為你在不學當中也在學，學了也等於是無學。
到那一種境界，到最高的境界，到時候法統統都可以
不用了。那個要調和，把「空」跟「有」彼此之間，
調和的非常均勻，就叫做「中觀」。那麼，進入到調
和到最後你完全清淨了，那個叫「無垢識」。「唯識」
裡面的「無垢識」。這佛教到最後剩下一個「中觀」，
一個「唯識」。「唯識」是清淨，完全清淨的「清淨
識」；「無垢識」——無垢的「無垢識」。這就是「本
智」，今天要講的這個「本智」。這個很不容易講，
不過稍微大家去體會一下。

忘卻煩惱即空觀 無事無心夜安眠

講一個笑話。五年前為了包二奶，買下一間新臺
幣八百萬元的房子給二奶住，每個月給二奶五萬塊錢
花用。今年跟二奶分手了，把房子賣了得到了二千萬。
算下來白玩了二奶五年多，最後還倒賺了九百萬，感
謝人民、感謝國家、感謝房地產，原來包二奶也是一
種投資。因為他買了房子，房子漲價嘛。後來老婆知
道了，一個巴掌甩過來：「你怎麼那麼笨啊？幹嘛只
包一個！」
奇怪了，那個二奶不會吵著房子買她的名下嗎？
那個二奶可能是學佛的，她懂得空觀啊！房子沒有用
啊，對不對？老來哪有什麼用？但是你死了就沒用…
老了還是有用，你還住那個房子啊，對不對？所以當
初的時候他買這個房子就買二奶的名下，他就不會賺
到了。他買自己的名下讓給二奶住，分手的時候也不
用花什麼錢，大概就是這樣吧。
電視上專家講：「人只要經常花錢，煩惱就會減
少 80%，而且智商跟情商都會提高。」你只要花錢，
智商跟情商都會提高。這話想一想倒沒有錯，但是錢
從哪裡來？這個專家就沒有講。

你知道什麼叫狗仔嗎？就是那一些記者，拍人家
隱私的那個叫狗仔。如果狗仔不再偷拍明星而轉向偷
拍官員，貪官污吏會不會得到根治？去請問大師。大
師回答：「貪官不會得到根治，但狗仔將會得到根
治。」

有一個女生她有很多煩惱，她養了一隻狗，就問
狗狗：「怎樣才能像你一樣的快樂？」狗本身很快樂
嘛，沒什麼煩惱。狗回答：「汪汪汪。」叫了三聲汪
汪汪，很對啊！煩惱忘了就沒有啦！這是空觀，對不
對？忘了嘛。我每一次上床睡覺就喊三個字：「忘忘
忘。」那就睡著了，為什麼呢？你把白天的那些煩惱，
帶到你晚上的睡眠幹什麼？你為什麼要把你白天的煩
惱，帶到晚上你要睡覺的時候，你還在那邊理也理不
完？你要把它丟掉，一丟掉你就睡著了，你還睡得很
好，連夢都沒有！忘是非常好的…給我一杯忘情水。
（師尊笑）
不要再講笑話了吧？好，再講一個吧，很晚了耶。
小孩子問媽媽：「媽，為什麼我是窮二代，而不是富
二代？」媽媽回答：「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其實你並
不是窮二代。」小孩很高興：「哇！真的嗎？原來我
還有不知道的秘密！」媽媽回答：「從你祖公算起到
你為止，已經差不多窮十八代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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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敬禮傳承祖師：敬禮了鳴和尚、敬禮薩迦
證空上師、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敬禮吐登達
爾吉上師。我們敬禮壇城三寶，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
瑤池金母虎頭金剛。師母，丹增嘉措、吐登悉地，各
位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堂主以及各位
同門，還有網路上的同門。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
大家好！（聖尊以各國語問候大眾）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六月十二日下午三
點是蓮花童子的護摩法會。哦！六月十二日是長壽
佛，但是上面寫著蓮花童子護摩法會？（蓮彥上師致
歉並更正）原來不是我的錯，是妳的錯；不過，是妳
的錯，但是我也是唸錯啊。是長壽佛的護摩法會，
Long Life Buddha fire offering ceremony。 原 來 也
會印錯的。好啦，長壽佛——這個有很多人可以不用
主祈，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都不喜歡長壽。曾經我
畫了一幅畫，寫著長壽，他就非常生氣，就把畫馬上
退回：「我不要長壽！」

瑤池金母虎頭金剛
除煞威猛 呼風喚雨

不要長壽的才會長壽，想要長壽的就不會長壽，
這個壽命由不得你。你在這個娑婆世界，業障清除了
就可以回去了；業障還沒有清除，你想要回去？免
想！業障還沒有清理就想走？沒那麼容易。所以壽命
由不得你，除非你自己本身已經能夠自主生死。所以
我看大家還是主祈吧！
我們今天做虎頭金剛的護摩。虎頭金剛也就是瑤
池金母的化身，祂的法力跟瑤池金母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祂是瑤池金母的變化身。我們在五行來講起來：
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南方屬火、北方屬水、中央屬
土，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五方，包括中央。所以道家
有所謂的木公、金母、水精、火德、中央黃老，就是
金木水火土五行。瑤池金母祂在西方，所以就叫做瑤
池金母，東方的木公上聖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在東
方。瑤池金母在西方，所以西方屬金，但是在道家來
講，東華帝君是龍，瑤池金母是虎，所以祂變化祂的
身形，就是虎頭金剛，這一尊的變化。

祂可以除一切煞——所有的煞，像那些降頭或者
什麼，都可以除，就是虎頭金剛。祂威力無窮，就跟
佛教的五大金剛明王是一樣的。像佛教在密教裡面，
五方佛化為五大金剛、八大菩薩變成八大明王，都是
由這個佛跟菩薩的忿怒相。虎頭金剛也就是瑤池金母
的忿怒相，所以我把祂的稱呼，不直接稱虎頭金剛，
我是稱「瑤池金母虎頭金剛」，我是這樣子稱呼的。
祂幫助我很多，千艘法船的超度是由祂來做主，
由瑤池金母虎頭金剛來做主，然後再出現阿彌陀佛，
這兩尊就是千艘法船的超度主要的本尊。祂除一切
煞，所有的煞都能夠除，也除一切煩惱。祂的令旗一
下，不管什麼天地神祇都要聽令。祂可以呼風喚雨，
虎頭金剛可以呼風喚雨，今天很好，今天雨下得那麼
大，等一下又要出太陽，好像現在又亮起來。剛剛的
時候，雨下得霹靂啪啦的，這個兆應是非常好的，很
吉兆。

讀過《上古神話演義》的，請舉手？我看只有蓮
傳上師一個。《上古神話演義》，好像只有蓮傳上師
一個讀過。師尊也讀過，台灣電力公司高雄管理處的
圖書館有《上古神話演義》，我父親借了《上古神話
演義》回來，剛好他看完，接著就是我看，我也把
《上古神話演義》全部看完。《上古神話演義》裡面
就有寫到，虎頭金剛的來歷就是瑤池金母，這一切所
有的地方的神祇全部都要聽虎頭金剛的。今天主祈
的——你要風，風就來；要雨，雨就來。有人就問我：
「你說這個主祈的有福了，那我們沒有主祈的有沒有
福？」也有。
一男一女對話。男：「小姐，妳真的貌美如花。」
女：「你說我長得好看？」男：「不是，妳別誤會。
我就是單純覺得妳像一種花。」女：「那我像什麼花
呢？」男：「向日葵。」「我哪裡會像向日葵呢？」
男：「臉很大，但是沒有腰。」向日葵真的是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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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沒有腰的。

如果你的生活處於黑暗中，請向上帝祈禱，並請
求祂將你從黑暗中解放出來。祈禱以後，如果你仍然
處於黑暗中，那你可能忘了付電費。被斷電。

聖尊法身處處現

真實可見可覺知

我們進入主題「你問我答」。台灣劉睿昕問的。

Q1

頂禮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師尊佛
安。弟子蓮花睿昕有個疑問，曾有過一個真
實的體驗：一日，祈請藥師佛超度卡在我身
上的阿嬤，突然，藥師佛從虛空顯現，變成
一小顆光明珠，從頂竅順著中脈沿著脊椎前
一些的位置進入身體，其過程非常的真實也
非常有感受。
看著藥師佛這樣來去自如，心中不免羨慕也
不禁聯想，是不是我也可像藥師佛這樣，變
成一顆小光明珠，然後從頂竅衝出去？有了
這個想法，先在文獻中尋找多年，卻毫無所
獲；而後自己也很努力嘗試從頂竅擠出去，
但過程似乎不是弟子想像中的那個樣子，弟
子想問的是：

1. 如果這樣把自己（明點或是元神？）擠出
去，是不是就丁丁了？
2. 如果擠出來不會丁丁，那是不是自己身上
的明點就成了幻身？還是另外幻身要修練合
一？

A1

他有兩個問題，也就是講元神。用你身上的氣把
元神擠出頂竅，這樣子是不是丁丁了？就是死掉的意
思啦。如果擠出去不會丁丁，那是不是自己身上的明
點會成了幻身，還是幻身要另外再修練合一？
好！我現在問一個問題，能夠舉手的舉手：看
到、有覺受到或者看到師尊的另外一個身，不是真實
身，另外一個身，也就是等於法身，看到師尊的法

身的，你舉手？蓮慈。另外…，站起來吧！那個是
誰，舉手？看到師尊的法身的。哪位？因為妳蒙面…
Jennifer。還有沒有？蓮喜、蓮彥，還有…哇，很多
耶，很多人耶。那個出去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可以
覺受得到的，非常真實的，確實是可以給人家看到。
那個不是自己講，不是自己說：「我有很多法身飛出
去。」可是沒有人看到。

你必須要讓人家知道你的法身出去，有時候，這
個法身可以教導你一些東西的，可以對談的、可以對
話的；有的時候可以看得見的、有時候可以感覺得到。
這是真實的，不是只有在西雅圖，因為師尊住在西雅
圖，你在西雅圖就可以知道師尊的法身、可以看到師
尊的法身——不是！你就是在 Russia 或者在挪威，
或者在 Africa，你都可以看得見的。你就是住在北極，
你也可以感應到的。
在世界各國都有弟子能夠感應到師尊的法身。其
實是很多的，國外的還有在國內的也有。Judy 今天
有來嗎？妳有沒有感應到？有啊，有就好。可以看得
見嗎？看見都有，都可以看得到，都是看得到的。
很多看得見的，惠文有沒有？妳感覺得到。所以都有
的。男的呢？有相片為證，師尊在做護摩的時候…
O.K.，蓮慈上師在馬來西亞做護摩的時候，相片照出
來有師尊的像在上面，就是這樣子。所以法身是到處
都去的，印度尼西亞也有、新加坡也有，很多地方都
有，都顯現過，都出現過了。

昨天晚上我講了，將來我死了，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作用了——什麼都沒有了，但法身還在啊！還是
可以感應得到、還有相片拍出來。也有人，像高銘祿，
他現在人在台灣，他就看到師尊的法身有二層樓那麼
高，沒有穿這個高腳的鞋，沒有。是二層樓那麼高，
連香袋都很清楚，他把香袋都看出來。所以不是高銘
祿一個人看到，而且是看了幾分鐘，不是一下子一閃
就過了，不是眼花，他連續看了幾分鐘，看著師尊的
相，可以看得到。將來我圓寂以後，歸零了，還是看
得到。

幻身不同於元神
由氣脈明點合一而成

擠出你的元神，從頂竅出去，你就可以分成很多
身，這個就叫做身外化身。剛剛那個加拿大的同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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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講說，色即是空，你所看到也是空，你所接觸到
的都是空。但是你確實是有啊，那是假，所以才有
空、假、中這三個字出來。因為你把真空智跟差別
智雙運，就是如來的智慧。真空智是阿羅漢的智慧，
差別智是菩薩的智慧。這是講大智。

四聖修行各有本行 緣覺依十二因緣
阿羅漢修持四諦 菩薩施行六度萬行

講到本行，什麼是你的本行啊？很簡單，要修到
阿羅漢，用四諦法去修，就成阿羅漢；四諦法，「苦
集滅道」就是阿羅漢修的，這是聲聞。菩薩呢，菩薩
怎麼修？六度，大家都知道。六度就是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依六度去修的就是菩薩、
就是菩薩的本行。緣覺的本行是什麼？四聖界，緣
覺的本行是什麼？就是十二因緣法。因為了悟十二
因緣法，所以祂成為緣覺，這是超出六道輪迴的。

因果細膩不思議
縱達四聖仍存在

《維摩詰所說經》第 6 講

看得到，他是 Calgary 的同門，他也看得到。「擠出
去，會不會就是丁丁？」如果是擠出去了、身外化
身那麼多出去了，那還什麼身外化身？你擠出去就
丁丁了。師尊沒有丁丁。可見，擠出去是不是丁丁？
不是，還在。因為按照講，如果一般的人出神，會有
一條銀線跟著出去，然後再拉回來。但是師尊的是身
外化身，化了很多的身出去，就像什麼蜜蜂的蜂巢，
蜂巢你給它打一下，所有的蜜蜂從裡面鑽出來，飛
得滿天都是蜜蜂，那你就趕快跑，因為牠追著你叮。

昨天晚上講大智。什麼是大智啊？就是一切智、
道種智跟一切種智，三個智慧加起來就叫大智。其
實也可以這樣子講…另外一個差別：什麼是大智啊？
真空智、差別智，兩個加起來給它綜合，就是大智。
那麼我們十法界，你看看十法界，什麼是十法界？
佛、菩薩、圓覺、聲聞、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
畜生，就是十法界。這十法界就建立在空之上。單
單講真空智，很容易變成頑空。為什麼呢？因為撥
無因果。（編按：否定因果）

交女朋友有什麼好處？最佳答案：加速你的成
長、鍛鍊你的談吐，磨練你的耐性、挑戰你的脾氣，
突破你的底線、衝擊你的心靈，撩動你的慾望，以
及花光你的錢包。這是好處。

所以我們講清淨…清淨，自性清淨，一切自性
清淨。我們講「清淨」兩個字，哪能夠真正清淨啊？
還是有一點污染。只要有一點點的因果，就是歷歷
如目，就在眼前。十法界都是有因果的，像天、人、
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如果離開六道輪迴的，
到四聖界還有因果。所以因果不可思議的！不能講說
「撥無因果、空、因果沒有」啦。你還有一個「我」，
雖然你的想念空了、你行為也都空了，你全部都空
掉，至少還有一個很細小的「我」。你有那個細小
的「我」在，就絕對有因果。

所以，元神出來還不會丁丁，除非你是死了。
死了以後，你的元神從頂竅出來了，那個才是丁丁。
「如果擠出來不會丁丁，那是不是自己身上的明點
就成了幻身，還是幻身要另外再修練合一？」不是
的，幻身歸幻身。幻身，是明點跟拙火跟你自己身
體裡面的氣結合在一起——氣脈明點結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在密教裡面講的是心氣，你心際的氣結合在
一起的。你如果想要自主生死，到了臨終的時候，
把自己的心氣像你講的擠出去，你不想回來了，那
就是真的丁丁。所謂幻身，就是你的氣跟你的拙火，
跟明點結合起來的一個身，氣脈明點合一產生的幻
身。不是你講的明點就成了幻身。幻身需要有氣，
它的元素是氣脈跟明點。

當年我二十歲，她也二十，我向她表白，她拒絕
我了。今年我五十，她也五十，她向我表白，但我
拒絕她。她一點都沒有變，她還是那麼喜歡有錢的；
我也一樣沒有變，我還是喜歡二十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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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講《維摩詰經》。

認為真空了，什麼都沒有啦，那還有什麼因果？
在月球上，你說還有什麼因果？沒有因果啦——不
對！仍然有因果！什麼是因果？你只要一個微細的
我就有因果。雖然你這個「我」，人要達到「無我」
很困難，你已經修到無我，已經修到差不多了，但
是你還有一個微細的「我」在啊！既然有一個微細
的「我」，就一定有因果。

因果歷歷如目，不能「撥無因果」，只能講說「不
昧因果」。因果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有時候「真空智」
會讓人家覺得沒有因果，這是很大的一個錯誤。大智
已經講過了，就是「真空智」跟」差別智」兩個。「真
空智」是我們昨天晚上講的，其實什麼都是假的，
並沒有真實的東西。所以《心經》裡面才會這樣子講：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心
經》裡面這樣子講、《金剛經》也是這樣子講的。
什麼是實在的東西？實在的東西就是空，空也就
是實在的東西。色不異空，有就是空，空也就是有
啊，但是那個「有」是假的，它會變成空啊，所以

佛是什麼？三十七道品。你依照三十七道品修到
最後，你就成佛了。佛的本行是什麼？講的是三十七
道品。你要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正覺，
得到正覺，要依照這個法（本行）去修。四聖諦、八
正道、六度、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這個就是本行。
《維摩詰所說經》的「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你已經
有三種智慧了，又把本行全部修圓滿，「皆悉成就」
這一句話就成了。
這裡所講的，像我們講的菩薩有三萬二千，三
萬二千的菩薩，祂修的本行是什麼？就是六度，六
度就是祂的本行。你不這樣子修，你單單修布施，
你可以到天界。這裡所講的布施，並不是單純財施、
法施、無畏施，並不是完全是這個，所謂的「布施」
兩個字代表所有的善行，所有的善行都是布施。你
做了什麼善行，這些都是屬於功德布施；有了功德，
你就到了天界、到了天上，到了天上就是上了天堂。
天界又分為…還沒有脫離欲的，就是欲界天；還沒有
脫離色的，就是色界天；完全脫離的，就是無色界天。

因果微細不可思議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這裡指的「色」，並不是男女之間的色。色界
天不是男女之間的色，而是有形的東西都叫「色」。
我這樣講聽得懂嗎？所以講布施，其實就是行一切
善事，你如果不行一切善事，你還是有業障的話，
那天上上不去了，那就是在人道。出生在人道也算是
三善道，善多惡少，你就轉世到人道。你如果做了
惡比善還多，或者是你經常喜歡跟人家鬥爭，這個
鬥爭，就是阿修羅道。你如果很愚痴、腦筋不清楚，
無明太重、很愚痴，佛法不能夠接受，做了很多很愚
昧的事情，那就變成畜生道。你如果貪很重，貪啊、
瞋啊很重，就會到地獄道跟惡鬼道。

按照分配的，你做什麼…像胡適之講了一句話，
胡適講的什麼話？「要怎麼做，你就要先怎麼栽。」
簡單啊，我就是講，你要怎麼做，你要先怎麼栽，
胡適講的話，這就是因果。所以我們常常講因果是
怎麼樣？種豆得豆。再來呢？種瓜得瓜。你種豆會
長出瓜才奇怪了，種瓜也不會長出豆啊。反正你種
什麼就得什麼，這個就是因果，很簡單的因果。因
果雖然是簡單，但是因果不可思議，因為我們人所
做的…真的，很多很微細的事情，非常微細的事情，
在我們腦海裡面想得很多，很細、很細膩，所以它
的因果真的是不可思議，沒有辦法用常理去推測的。

我最近看電視，有一個節目是這樣子：人死後，
也就是人死了，心臟已經停了，現在發覺到原來腦還
在活動，原來腦筋還在…。電視上有講，現在有專
門在研究腦的，他說，原來我們常常講說，我們人死
後，它會出現很多的幻境出來，就是你生前所做的一
切事情，全部像放電影一樣，一霎那之間全部放給你
看；你出了什麼事情、什麼事情，一霎那都顯現出來。
古代的傳說是這樣，好像說我們死了，我們跑到一個
叫孽鏡台吧，去看你的前世，你前世是你做了什麼。

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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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再來，要忍辱，因為免得壞了事情。你不忍辱，
就是智商零蛋。這是菩薩的本行，要忍辱。要精進，
你既然走入修行的路，你就一定要精進，因為時間
不多，很快就老了。你如果不精進，這一生就白費
了。白費了怎麼辦呢？下一世再來，你一直在輪迴，
你走不出輪迴，下一世再來。

雙運真空智與差別智
成就如來智慧

所以你有什麼因果，全部給你一覽無遺地全部照出
來。

這個不是沒有根據的。現在科學發現，心臟停
了以後，原來你腦海裡面還放射出一些你過去所做
的所有一切事情，全部都讓你看，用你的心眼去看，
看出你的過去做了些什麼。是真的有這種事情，現在
科學進步到，能夠從你的腦波的放射裡面，把你這
一生所做的事情全部編織出來，讓你在臨死之前——
心臟已經停了、腦還沒有停，還在放射東西讓你看，
是真實的。

《維摩詰經》所說的本行，阿羅漢是因為四諦
法去修行的，苦寂滅道。緣覺是十二因緣法去修的。
菩薩是六度，就是依照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跟智慧這六個去修的——這每一樣六度萬行，每一
樣都有萬行啊！你看持戒，你能夠嚴守持戒，你就
清淨；你能夠布施，無為地布施，行一切善事。再來，
你能夠忍辱，不會亂發脾氣，你還在發脾氣的，好像
很生氣亂發脾氣的，突然之間亂發脾氣、亂講話的，
那時候你的智商等於零，沒有辦法分別了。
亂發脾氣的、暴怒的，這個就是不懂得忍辱，沒
有修忍辱了。你能夠修忍辱，修到你保持著鎮定不
會亂發脾氣，那個智商還存在。當你發脾氣的時候，
智商就等於零了。那時候所發出來的脾氣——是什麼
都可以做，但什麼都是錯。所以不可以亂發脾氣的。
修行人他本身修得心非常的清淨，沒有什麼煩惱、
也不用亂發脾氣，你一發脾氣，大家都看得出來：「那
個人在發脾氣。」大家看得出來。看得出來那怎麼
辦？那你就丟臉了，袂見笑（台語）、不要臉了。
亂發脾氣，發什麼脾氣呢？又不是小孩子，都
是大人了，對不對！大家就笑你亂發脾氣，小孩子
講的「袂見笑 」、不要臉。不能亂發脾氣的，阿彌
陀佛，忍辱。夫妻打架或者發生什麼兇殺案，都是
這一股氣不對了，智商那時候是零，什麼都可以做，
做出來又後悔了、又反悔了。不可以亂發脾氣，忍
辱，一直忍到根本都沒有忍。因為你有真空智嘛，
你還忍什麼？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的，化解
你心中所有的煩惱，名位也是空的，金錢也是空的，
這個色也是空的，色空空，財、色、名全部都是空。
哪一個人啊？那個達願，我看到達願了，達願在
這裡嗎？達願在那邊。我問達願，我講：「奇怪了，
妳的女兒怎麼那麼漂亮？」她生了一個女兒，我經常
看她女兒求加持的那個，她女兒很漂亮，那照片非常
的美、非常漂亮。我看她的媽媽，天啊！達願妳站

起來給大家看一下。蓮傳上師跟達願是很好的朋友，
我說：「妳女兒怎麼那麼漂亮？」達願很直接跟我講：
「我四十年前，我也是很有自信的。我四十年前，
我是很有自信的。」可見她四十年前真的是很美的。
她很有自信，她一走出來，所有人男生都對她吹口
哨，而不是警察。

色是保不住的啊！色是空啊，真的。你說，九十
幾歲的老阿嬤，還像二十幾歲的姑娘嗎？不可能啊，
對不對？不可能啊。男的，像師尊年輕的時候…除
了身高以外，身高不談，除了身高以外我也很那個。
對啊，我身上帶著一張照片可以證明。留不住啊！
你知道嗎？那個是留不住的東西。色留不住的！到
時候都是假的，所有全身是皺紋，皮膚、顏色…，
全部都改啊。眼睛也變了，以前眼睛大大的，現在
眼皮都下垂；耳朵以前很小的，連耳朵都下垂了。
都會變啦，全部都變了嘛。
所以車子也會壞、房子也壞，人也會壞。房地產
也會壞，房地產怎麼會壞呢？地震啊，你的土地都震
到別人的地方去，也有這種事情。連房地產，這不
動產耶！「這我的土地，怎麼來一個九二一大地震，
我的土地跑到你的地方去了？」是啊，九九尖山，在
南投那，九九峰，南投那九九尖山就有人家的土地…
他自己的土地跑到別人家的土地去了。那怎麼辦啊？
要重新再測量，重新鑑定你的土地到底在哪裡？你
的土地不見了，全部變成別人的土地了。
所以那是真空智，用真空智來把自己的忍辱給它
滅了，常常這樣子想：「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不用生
氣。」一時的現象而已啊，都會沒有的。你要名幹什
麼？名也是會沒有的。你要利幹什麼？利也會沒有
的。所以這些大富豪，像 Bill Gates、像現在的馬斯
克，還有很多有錢的大富豪，我們台灣人講一句話：
「富不過三代」，以後就沒有了。以前我們那時候的
台灣富豪就是王永慶，王永慶最有錢。王永慶現在也
被人家擠下來了，對不對？雖然後代還是有些餘蔭，
但是畢竟來講，他現在也不能成為第一大富豪，就沒
有了。所以有錢也不是永遠都會有錢，都會沒有的。
像我祖父盧昌，他以前開油行、開米廠，賺很多錢，
他娶了六個老婆，我媽媽講，外面還有。到了我父親
就沒有啦，我父親就沒有了。到了我呢？那更沒有。
還是會變的，都會變來變去，有錢也會變成沒有。

若不精進修行

虛擲時光墮輪迴

所以大家想到這裡，就可以講到布施。你盡量去
財施、法施、無畏施，然後你要持戒，因為持戒才能

沒有不精進能夠成就的啦！你不精進卻能夠成
就，我的頭砍下來給你做椅子坐——以前我妹妹老
是這樣講。（師尊笑）她講的是真實話：「不然我
的頭砍下來給你當椅子坐！」我妹妹——第四個妹
妹常常講這句話，她講說她的頭要砍下來給我們做
椅子。我今天也講這一句話：「不精進，能夠成就，
那就騙肖欸（台語）！」騙人的，一定要精進才有成
就。你今天偷懶，偷過一天，沒關係喔，你這一偷變
成習性——就偷了一個月、就偷了一年。你去玩吧！
你把時間全部玩光，下一輩子你要到哪裡去？你自
己想一想看。是有輪迴的喔！是有因果！還不精進？
我已經勸告你喔。

再來禪定。這個禪定，《維摩詰經》講得很清楚。
祂勸舍利弗，每天在岩洞裡面坐著不動、在樹林裡
面坐著不動，錯誤！什麼叫禪定？做任何事情都專
一，就是禪定，那個才是真正的禪定。不要搞錯啦，
以為我每天坐在椅子上，不見任何人，關起來，我是
在禪定。錯了！《維摩詰經》講，維摩詰跟舍利弗講：
「你這樣算是利益眾生嗎？你是在枯坐耶！你還有
入定、還有出定。告訴你，真正的禪定是什麼？不管
你在做任何事情都在禪定，那個才是真實的禪定。你
怎麼活，都是在禪定，沒有一時一秒離開禪定的。」
舍利弗很慚愧。維摩詰講的，做任何事情都是禪定，
不是你自己把門戶關起來坐在椅子上，腳蓮花坐這
樣子。當然，開始學習是這樣子學，到最後，你要
任何事情都在禪定。

行者依本行而修持

圓滿本行方可成就

還有，你必須要懂得智慧。剛剛講的，用智慧
來化解一切，真空智化解一切。我們看現在的戰爭，
Russia 跟烏克蘭的戰爭，根本就是 game，根本就
是在遊戲。我們不覺得那是什麼，師尊也不覺得那是
什麼…那不過是地球上的紅螞蟻跟黑螞蟻，兩邊不服
氣，在那邊咬來咬去。就是這樣子而已啊！有什麼好
大驚小怪的？紅螞蟻跟黑螞蟻咬來咬去，這個就是戰
爭。死了很多人，將來都有因果的。所以一個菩薩、
一個佛、一個緣覺、一個聲聞阿羅漢，祂都有本行，
所以這邊的大比丘跟大菩薩，祂們大智本行皆悉成
就，祂們懂得這個道理。我今天就講這個道理給你
們聽了。

你們這裡受了菩薩戒的舉手？所有出家人都已
經受了菩薩戒，還很多人受了菩薩戒。受菩薩戒的，
你就要依六度的方法去修行。其中，如果我講的你缺
乏了，你自己注意一下。不管你現在是怎麼樣子的身
分——不管你是上師或者是法師，或教授師啊，或
一般的，通通要依照本行去修行，這樣子才會成就。
把它圓滿，這個是皆悉成就，大智本行皆悉成就。
閨蜜：「找男人不要找對妳有多好的，而是要
看這個男人會為妳改變什麼。比如我正在追的男人，
已經為我換了三個電話號碼。」

這個笑話好像我講過了。天空突然下了大雨，又
出太陽，現在又變成陰的。精神病院裡的病人看到
下雨，都拿著臉盆、毛巾、肥皂，高興地衝下去洗
澡。只有一個病人沒去，在陽台上看著。精神科的
院長心想：「終於有救了！」院長就問：「你為什
麼不下去跟他們一起洗澡呢？」病人：「這些神經
病，水都還沒有熱，洗幹什麼？我等水熱了再洗。」
這個是更嚴重了。
好，今天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感謝蓮竹法師、賴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真佛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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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領悟了，「苦」、「空」、「無常」、

壞、空」，最後是「沒有的」。

對於「人界」產生了「如夢如幻」的覺受，

最終當然是歸空。

「無我」。

如果你能從「如夢如幻」中醒來。

教導「頓悟」

這就是「頓悟」。
「頓」是一時。
「悟」是醒來。
●

你明明白白了，你清清楚楚了。
有幾句話，很重要。
無所住。
無所得。
無何有。
無所謂。
無恐怖。
無顛倒。

尤其是「無所住」及「無所得」。

我們雖然住在「人界」，但，「人界」是

一個「化城」，「化城」就是顯化出來的。
並無真實性。

這個「化城」在億萬年中，演化了「成、住、

而每一個人，在「人界」之中，住了百年，
化城是空空如也。
人也是空空如也。

這就是「無所住」。「人界是空」，「人
是空」，心念當然是「空」。
這即是「夢中顯化」。
《金剛經》說：
「如露如電」。

尤其，我們人的心念：
「變化無常。」

當然「無所住」。
●

我們再談談「無所得」。

我說：「我們活著來這人間，就沒有打算
活著回去。」

「財」帶不走。
「色」帶不走。
「名」帶不走。

等等等等。你一丁點也帶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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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嘻！嘻！嘻！

一切平等平等。（連平等也沒有）
「無所得」是必然的。

《金剛經》中，重要四句偈：
無我相——身空。
無人相——心空。

無眾生相——法空。
無壽者相——性空。
（這是真諦）

真諦就是真理。
●

由於你領悟了這些真理。

你就醒來，醒來就是開悟。
本來清淨。
無生無死。
無得無失。
如如不動。
心生萬法。

這樣明白嗎？如果明白了，你轉告他人，
讓他人也明白（菩提心），然後去實現自

己，就是修行。這就是「常、樂、我、淨」。

漩渦

——觀「鳴門漩渦」有感 文／冰果

是誰攪亂了一池春水
掀起一個個圈圈

有情者言：大圈圈是你
小圈圈是我

圓圈圈是團圓
破圈圈是別離
人生的漩渦
吞噬了青春
吞噬了歲月
吞噬了夢想
吞噬了天真

把本來面目遺忘
且思

圈圈內是海

圈圈外也是海
這毗盧性海
無外無內
百轉千迴
原無所失
亦無所得

干卿底事？

注：日本鳴門大橋底下的海由於位於
太平洋和瀨戶內海的交匯之處，因潮
水迅速向中心匯流而在淺灘形成「鳴
門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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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壽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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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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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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頭金剛護摩法會

賜授「虎頭金剛法」灌頂

長壽佛護摩法會

賜授「長壽佛法」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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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日（日）3:00PM

06 月 12 日（日）3:00PM

06 月 19 日（日）3:00PM

06 月 26 日（日）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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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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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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tbs-rainbow.org

聯絡方式 14310 476th AVE SE North Bend, WA 98045-7931 U.S.A. TEL 425-888-3677 FAX 425-888-9008

大禮拜：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弟子蔡世亮印「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功德迴向：蓮花世亮生意興隆，財運亨
通，財源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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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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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生活佛盧勝彥最新第289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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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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親疏、不
同的恩、不同的怨……。
但，吾師說：
「眾生皆吽字。」
也就是眾生全是「佛」的演
化，我認為，恩與怨應該是平等
的，有人對我有恩，有人對我有
怨，這只是一時的現象，像雲翻
著。
有人給你快樂。
有人給你痛苦。
有人愛得要死。
有人恨得要死。
這些，也不一定是永恆的，這
種「愛、恨、樂、苦」的情況能維
持多久？會不會厭倦？你能接受這
些變化，才算是「達士」。
不能接受這些變化，你即是
「俗士」。
釋迦牟尼佛在西元前五一三年
十二月八日黎明前，悉達多太子於
菩提樹下舉頭看見天上明星，覺悟
嘆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具
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念執著，
不能證得。」
以此，「如實如見」之大道，
悉達多太子，便成為萬世至尊「佛
陀」。
這是明白了：「眾生皆吽

字。」
由這句話，我們行者可以看眾
生同一本性，看眾生是佛，原來都
是「吽」字，根本無差別的，所以
我在隱居觀雲之中。
哈哈大笑。
讚譏是平等的。
善惡是平等的。
譽毀是平等的。
吉凶是平等的。
愛恨是平等的。
立破是平等的。
這世界上，有極善極善的人，
有極惡極惡的人，然而，在我心
中，平等平等，因為眾生皆「吽」
字，同一個佛性種子。
吐登達爾吉上師寫的偈，說明
了一切，所以一個覺悟人，深入其
意諦，自然超越了一切，超越了
「八風」，而不受之。
大覺悟的人，超越忍辱，超越
一切苦，超越一切樂，超越至於無
上，只因一時，一切眾生皆「吽」
字，全是一演化啊！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78冊文集
「登山觀浮雲」)

法雨
精華
（一）
我發覺，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受
「無常」愚弄的──
正當高興的時候，卻到來一個
最壞最壞的消息。
在最安祥的時刻，天崩地裂的
大禍降臨。
在最寧靜的時光中，突然有凶
兆。
狂喜化為哀傷……。
由於明白這「世事無常」的道
理，有些人便患了令人驚訝的「恐
懼症」，每一個患此症的人，都在
擔心受怕，他的感覺是「毫無安全
感」，他自然流露隨時受災難的表
情，他一直無法壓抑那致命的「無
常」。
我們去游泳，他害怕淹死。
我們旅行住飯店，他害怕被火
燒死。
我們乘飛機，他害怕跌死。
出門開車，他害怕被撞死。
在這個世界裡，死亡隨時向你
招手，你一個人來這世界，一個人
存在，走的時候也一個人，這樣子
的孤單，太寂寞了，這一種隨時的
感覺，是基於「無常迅速」的經驗
與體會。
（二）
釋迦牟尼佛告訴弟子：過去諸
佛只說了半個偈。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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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登山觀浮雲」之中，看浮
雲層層，翻翻滾滾，我的心如一葉
扁舟，逐雲而去，想起有一詞：
扁舟東去，
極目滄波渺。
千古送殘紅，
到如今，
東流未了。
錦囊佳句，
韻壓池塘草。
聲遏去年雲，
惱離懷，
餘音繚繞。
這首詞，寫盡了我目前的景
況，我是扁舟東去，至今，仍然隱
居中，寫一寫文章，在「葉子湖」
畔，歲月如浮雲，只是傷別離，至
今一樣繚繞。
在「登山觀浮雲」，想起了我
的密教上師吐登達爾吉寫給我的一
偈，目前仍然掛在「彩虹山莊」，
這偈中有一句：
「觀眾生皆吽字」。
這句話含有深意，合於「人生
而平等」，也合於「眾生皆有佛
性」，更合於「眾生是佛」。眾生
啊！眾生，表面上好像個個不一，
你我他外型及內在一一不同，不同
的種族、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心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在《涅盤經》中說：
一切諸世間，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要之必有盡。
夫盛者必衰，合會者別離，
壯年久不停，盛色病所侵；
眾苦輪無際，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諸有無有樂。
這是「無常」的偈子，我曾經
為這些偈子，想了很久很久，這時
真理啊！
曾經──
我最喜愛的人，離我而去。
（合會者別離）
我在最強健的時候，一場大
病。（盛色病所侵）
我開最好的車，一場大車禍。
（諸有無有樂）
我最尊敬的人，背後插我一
刀。（三界皆無常）
這是所謂「憂悲惱苦」。
這便是「無常」的真諦。
（三）
漸漸的，漸漸的思維出「無
常」是流轉無休息的，「無常」是
跟隨著因緣果報的。
「無常是自己對自己的本性負
責。」這是我（盧勝彥）想了很
久，想出來的一句金句。
「無常」雖是變幻的。但，其

實是依著你自己的「宿命」而來。
人們尊敬你是「無常」。
人們摧毀你也是「無常」。
你很「清醒」是「無常」。
你很「迷失」更是「無常」。
一般的人，無法脫離「無常」
的束縛，沒有辦法改變一下子絢
爛，一下子黯淡的命運。
其實不要去反對「無常」，因
為就算是反對也沒有太大的用處。
我想，我們唯一要注意的是，
在「諸行無常」之中，我們是否守
護住一顆真誠純潔的心，這「真
心」將是僅存的本性，真正有其價
值的，就守護這「佛心」，其他的
由它去「諸行無常」。
（四）
我寫一首「無常詩」──
無常帶來恐懼
太多垂危的聯想
想一想自己的宿命
果然變化漂泊
不用去預言
我出生就註定不祥
無須思索
何年將會死去
我到底在尋找什麼真理
呵 不用找啦
真理就是「諸行無常」
(文轉1425期香港版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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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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密密密

51. 無上密與大手印 146. 虛空中的孤鳥 239.夢鄉日記
147. 不要把心弄丟了 240. 打開寶庫之門
52. 小小禪味
241. 遇見本尊
148. 咒的魔力
53. 佛與魔之間
54. 密宗羯摩法

149. 水中月

242. 怪談一篇篇

55. 大手印指歸

150. 神鬼大驚奇

243. 荒誕奇談

56. 密教大圓滿

151. 獨居小語

244. 心的悸動

57. 道法傳奇錄

152. 當下的明燈

245.古里古怪集

58. 皈依者的感應

153. 讓陽光照進來

246.自己與自己聊天

59. 真佛法語

154. 智慧的光環

247.蓮生符

60. 湖濱別有天

155. 月光流域

248.天垂異象

61. 道林妙法音

156. 清風小語

249.來自佛國的語言

62. 道的不可思議

157. 另一類的漫遊

250.未卜先知

63. 真佛秘中秘

158. 孤燈下的思維

251.剪一襲夢的衣裳

64. 佛光掠影

159. 那老爹的心事

252.三摩地玄機

65. 禪的大震撼

160. 葉子湖之夢

253.夢見盧師尊

66. 圓頂的神思

161. 清涼的一念

254.至尊的開悟

67. 皈依者的心聲

162. 異鄉的漂泊

255.夢中的翅膀

68. 密藏奇中奇
69. 陽宅地靈闡微

163. 度過生死的大海 256.拜訪大師
257.煙雨微微
164. 一日一小語

70. 蓮花放光

165. 小詩篇篇

258.寫鬼

71. 正法破黑法

166. 神行記

259.盧勝彥與鬼

72. 天地一比丘
73. 陰宅地靈玄機

167. 靜聽心中的絮語 260.天上的鑰匙
261.定中之定
168. 孤獨的傾訴

74. 無形之通

169. 忘憂國的神行

262.鬼中之鬼

75. 真佛法中法

170. 回首西城煙雨

263.鬼域

76. 幽靈湖之夜

171. 玻璃缸的金魚

264.虛空無變異

77. 先天符筆

172. 隨風的腳步走

265.鬼的總本山

78. 陽宅玄秘譚

173. 一夢一世界

266.黃金的句子

79. 咒印大效驗

174. 一道彩虹

267.靈光隱隱

80. 佛王之王

175. 天涯一遊僧

268.大陰山

81. 真佛儀軌經

176. 小雨繽紛集

269.神通遊戲

82. 蓮華大光明

177. 見神見鬼記

270.我所知道的佛陀

83. 煙水碧雲間(一)

178. 登山觀浮雲

271.七海一燈

84. 煙水碧雲間(二)

179. 夢裡的落花

272.淨光的撫摸

85. 無上法王印

180. 天邊的孤星

273.禪機對禪機

86. 光影騰輝

181. 指引一條明路

274.小小叮嚀

87. 神秘的五彩繽紛 182. 不可說之說
88. 蓮花池畔的信步 183. 走出紅塵

275.解脫道口訣
276.南山雅舍筆記

89. 真佛夢中夢

184. 給你點上心燈

277.笑笑人生

90. 燕子東南飛

185. 神行悠悠

278.相約在冬季

91. 千萬隻膜拜的手 186. 寂寞的腳印
187. 地獄變現記
92. 禪定的雲箋
93. 西雅圖的冬雨

188. 送你一盞明燈

279.孤燈下的告白
280.天外之天
281.天下第一靈

94. 殊勝莊嚴的雲集 189. 神話與鬼話
190. 無所謂的智慧
95. 盧勝彥的金句

282.預見達摩祖師

96. 蓮生活佛的心要 191. 諸天的階梯
97. 寫給和尚的情書 192. 天下第一精彩

284.老僧七旬述心懷

283. 千艘法船
285.純純之思

98. 法海鈎玄

193. 牛稠溪的嗚咽

286.靈異事件

99. 西城夜雨

194. 夢幻的隨想

287.小語與小詩

100. 第一百本文集

195. 拾古人的牙慧

288.一籃子奇想

101. 蝴蝶的風采

196. 清涼的書箋

102. 甘露法味

197. 天機大公開

289.如夢如幻

103. 密教大相應

198. 金剛神的遊戲

104. 層層山水秀

199. 風來波浪起

105. 彩虹山莊飄雪

200. 開悟一片片

106. 真佛的心燈

201. 大樂中的空性

107. 粒粒珍珠

202. 千里之外的看見

108. 彩虹山莊大傳奇 203. 孤影的對話
109. 盧勝彥的哲思 204. 通天之書
110. 活佛的方塊
111. 走過天涯

205. 阿爾卑斯山
的幻想

112. 密教大守護

206. 超級大法力

113. 小舟任浮漂

207. 拈花手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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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五、十六

法雨
精華
(文接1425期香港版A版)
（五）
在我（蓮生活佛）的這一世，有多次「死亡
無常」的到來，生死只懸於一線之間，這些都是
證明無常迅速：
第一次，我的腳踏車去撞吉普車的前輪，人
被彈出。
第二次，我在機械工廠操作「旋床」，一旋
刀轉來，外內衣粉碎，差一點切腹而死。
第三次，我為省路，從火車下鑽過，火車開
動，我差一點被輾死。
最近一次，一場大車禍，我車子粉碎，人卻
毫無點傷，在這場大車禍之中，我破了「三關」
啦！
我們先看「蓮花淑儀」寫給我的一封信：
師尊慈鑒：
弟子二人今午往修車廠去查看師尊的勞斯萊
斯的損壞情況，一看之下，都悚然一驚，借用師
尊上週的開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來開個玩笑，那車子就是：「看車不像車」。
意外當天下午，師尊仍然一貫的談笑自若的
表現，使大家都以為這不過是小意外，結果從汽
車的損毀程度來看，這次意外其實是很嚴重，若
非師尊的汽車構造十分結實，相信這次意外，必
有「死」傷，又從被撞的部位來推斷，師尊的性
命，只懸於一線之間，若當時稍有偏差，我們便
從此也看不見師尊了。
幸而，師尊有護法神、空行母的保護，在這
麼嚴重的意外中，並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傷，今午
在修車廠為那車子拍照，拍出來的照片上，車子
也有一層藍色的守護光包圍著，真是不可思議。
其實，師尊最近連續好幾個星期的開示，已
分別點出「生死一如」、「諸行無常」、「粉碎
虛空」等等，而弟子仍未領悟到心中的禪機，及
至看見師尊的車子，才驀然醒覺師尊已明明白白
的解說了「破三關」，汽車意外只不過是破關的
憑藉而已矣，弟子應該為師尊早已「破三關」而
高興才對。
大概在兩年前，師尊曾在同修會中開示：
「今天我在為人家超度，我死去後，誰替我超度
呢？」師尊說時十分感慨。師尊慈悲眾生，不捨
一人，無奈眾生的無明，致令在六道輪迴中打滾，
期望真佛宗所有弟子都以「弘揚佛法，普度眾生」
為己任。
弟子合家頂禮 師尊
恭祝
佛安
弟子 蓮花淑儀 合十

附錄：蓮花淑儀的二首偈：
緣何生死隔一線。
恆有護法護聖尊。
慈悲替代眾生業。
甘願身歷此一劫。
「生死一如」早覺悟。
「諸行無常」作開示。
「粉碎虛空」道禪機。
名車既毀「三關破」。
（六）
我破的三關，如下：
第一關──大死一回，生死一如。（生死關）
第二關──證見本來，一絲不褂。（名利關）
第三關──粉碎虛空，洞明法相。（尊貴關）
我破了這三關，更加證明：
實修佛法。
應用佛法。
真了生死。
在「大車禍」之中，名車粉碎，識得人如車，
車如人，徹底澄清，四大本空，一絲不褂。我身
非我身，色空無礙，得大自在。無明執著，全部
粉碎虛空。
虛雲老和尚，一只茶杯落地粉碎而開悟。
* * *
我（蓮生活佛）名車粉碎而破三關。「名車
粉碎」是破三關的禪機，是一個憑藉。（真實的
憑藉）。
平生的功夫在實修，完完全全身體力行，臨
生死關，才能透得過，才能洞明法相。
茲將「蓮花淑儀」的信及偈，照相製版如下：

B

有的人，還沒有去嘗試，還沒有去經驗，還
沒有去生活，就被「無常」定了罪。
然而，「無常」重不重要，「無常」當然是
重要的，但，「無常」也是不重要的。想知道
「無常」的真相，事實上非常的困難，因為只有
「宿命通」的仙人，才能用「宿命神通」去證實，
而「無常」同樣的證實了「宿命」。如果試著用
科學或邏輯去找出各種因緣，各種方式、論點和
資料，我們只能說是：「偶發事件」。
而「偶發事件」就是「無常」。
我對「無常」的態度，事實上也是一個沒有
任何態度的生活。這是任何人的態度。
基本的原則之一──不去恐懼。
基本的原則之二──祈求守護。（修法）
基本的原則之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樂觀的想念）
「諸行無常是真理，也是宿命的奧祕。」
（八）
《罪業報應經》，如是說：
水常流不滿。
火盛久不燃。
日出須臾沒。
月滿又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這首偈的解釋如下：流動的水，變化無常，
是不會滿江河的。熾烈的火，一燒過一定會熄滅
的。太陽一出，只是一剎那而已，日薄西山落了。
天上的月亮，有時圓、有時缺；再尊貴的王公貴
人富豪，也同樣會嚐到無常的苦果。
（九）
為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八時的大車禍，
寫一首現代詩。
詩名：「無常的祭品」
才一轉頭
瞳孔很近的地方
雷聲作響
我在一連串的懵懂中醒來
嘩！車子變短
一切尚清醒
從車子的小空間鑽出
我臉紅心跳
慶幸
沒有死於非命

（七）
我說：「無常是自己對自己的本性負責。」
有時候「無常」會是很危險的，會使我們樂
極生悲，「無常」的到來，非常的狡猾。

四下成了一堆堆的寧靜
誰也沒有心思
就算警車鳴鳴的叫
機械成了無常的祭品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95冊文集「盧勝彥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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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星期二)
定
農曆五月十六 丙午月
戊戌木室定日 沖：龍
宜：嫁娶、訂婚、安床、開光
忌：買房、栽種、手術

6月15日(星期三)
農曆五月十七 丙午月 執
己亥木壁執日 沖：蛇
宜：安床、開光、祭祀、拆卸
忌：嫁娶、遠行、交易

6月16日(星期四)
農曆五月十八 丙午月
庚子土奎破日 沖：馬
宜：是日月破
忌：大事勿用

破

6月17日(星期五)
危
農曆五月十九 丙午月
辛丑土婁危日 沖：羊
宜：嫁娶、訂婚、祈福、開井
忌：栽種、安門、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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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佛經

。

C

人中論 卷五 (十)
月稱論師造

【文接1423真佛報香港版C版】
第七菩提心遠行地
已說發第六心，今說第七發心。頌曰：
《此遠行地於滅定 剎那剎那能起入 亦善
熾然方便度》
入滅定者，謂入實際。說真如名滅，此中息
滅一切戲論故。此第七遠行地菩薩，於第六地所
得滅定，剎那剎那能入能起。經云：「佛子！菩
薩從第六地來能入滅定，今住此地能念念入，亦
念念起，而不作證」。又此地中方便波羅蜜多亦
最清淨。當知唯由般若行相差別，名為方便、
願、力、智度，善擇法時即是慧度，非餘相故。
第八菩提心不動地
已說發第七心，今說第八發心。頌曰：
《數求勝前善根故 大士當得不退轉 入於
第八不動地》
彼數數得勝前善根者。經云：「譬如乘船欲
入大海，未至於海多用功力，排牽而去。若至大
海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日所行，視
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能及。佛子！菩薩摩訶薩
亦復如是。積集廣大菩提資糧，乘大乘船，到菩
薩行海，於一念頃以無功用智，入一切智智境
界。本有功用行，經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所
不能及」。
頌曰：
《此地大願極清淨 諸佛勸導起滅定》
又此菩薩初發心時，所發百萬阿僧祇等十種
大願，於此地中皆得清淨，故此地中願波羅蜜多
最為增上。此不動地菩薩立為童真地，第九地時
得法王子。第十地時，得佛灌頂，如轉輪王。不
動地菩薩，入滅定時，諸佛世尊勸令起定。經
云：「佛子！此住不動地菩薩，由本願力故住此
法門流。諸佛世尊與彼起如來智，作如是言：善
哉善哉！善男子！此勝義忍隨順佛法。然善男
子！我等所有十力，四無畏等不共佛法汝今未
得，汝應為欲成就此法，勤加精進，勿復放棄如
此忍門。又善男子！汝雖得是寂滅解脫，然諸凡
夫未能證得，種種煩惱常現在前，種種尋伺常相
侵害，汝當愍念如是眾生。又善男子！汝當憶念
本所誓願」。廣說乃至「若諸佛世尊，不與此菩

薩起一切智智門者，彼時即入究竟涅槃」。由其
如是起滅定故。頌曰：
《淨慧諸過不共故 八地滅垢及根本 已盡
煩惱三界師 不能得佛無邊德》
無分別智如旭日東昇，所有三界行一切能感
生死之煩惱，如同黑暗，及其根本皆悉消滅。此
地菩薩由斷彼煩惱故，為三界尊長。然於爾時猶
未獲得諸佛世尊之功德，為得彼功德故，復更精
進。經說：「彼時即入究竟涅槃」。故知此地已
離三界欲，若未離欲定不能得究竟涅槃故。若此
地菩薩已離三界欲，則生死永滅，如何圓滿一切
佛法耶！頌曰：
《滅生而得十自在 能於三有普現身》
此地雖已滅除生死，然由證得十種自在，由
此之力受意生身，能現種種身，故此菩薩圓滿一
切資糧都不相違。十種自在，如經云：「得壽自
在，於不可說不可說劫加持壽量故。得心自在，
已於無量無數等持智觀入故。得財自在，以能示

法尊法師譯

現一切世界無量莊嚴具，莊飾加持故。得業自
在，應時能現業果加持故。得生自在，於一切世
界示現受生故。得願自在，於隨所欲佛剎時分，
示現成佛故。得勝解自在，已能示現一切世界佛
充滿故。得神通自在，諸佛剎中皆能示現神通遊
戲故。得智自在，已能示現佛力、無畏、不共佛
法、相好、正等覺故。得法自在，已能示現無邊
無中法門明故」。
第九菩提心善慧地
已說發第八心，今說第九發心。頌曰：
《第九圓淨一切力 亦得淨德無礙解》
第九地菩薩，力波羅蜜多，最極清淨，亦得
四無礙解清淨功德。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詞
無礙解、辯無礙解。此中以法無礙解，了知一切
諸法自相。以義無礙解，了知一切諸法差別。以
詞無礙解，善能無雜演說諸法。以辯無礙解，能
知諸法次第相續無間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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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星期六
至
6月17日星期五

6月11日(星期六)
除
農曆五月十三 丙午月
乙未金女除日 沖：牛
宜：嫁娶、訂婚、安床、開光
忌：栽種、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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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星期日)
滿
農曆五月十四 丙午月
丙申火虛滿日 沖：虎
宜：嫁娶、訂婚、開光、出行
忌：安床、安灶

6月13日(星期一)
農曆五月十五 丙午月 平
丁酉火危平日 沖：兔
宜：祭祀、修飾垣牆
忌：嫁娶、遠行、安葬、安灶

真佛報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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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佛
密 語

D

化度無緣

佛有三不能，不能即滅定業，不能化度無緣，不能盡眾生
界。也就是說佛本身,祂也不是全能的。祂也有三不能，其中，
談到度眾生，沒有緣份的，也沒有辦法度。今天我們談什麼叫
做沒有緣。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經常跟比丘談到所謂「沒有
緣」，還包含了破戒。也就是釋迦牟尼佛僧團裡面有戒律，但
是有人破了戒，而且是不能改的重戒，也就是算「沒有緣」。
釋迦牟尼佛跟所有比丘說這個法的時候，有四個比喻：
第一比喻是「石頭」。石頭，假如破了，它就沒有辦法復
合再變成原來的石頭。我們現在就是講「破鏡不能重圓」。這
個就是屬於「破法器」，這法器，好像盛水的杯子一樣，它一
破了，再多的智慧法水給它，法流給它、法乳給它，它都會流
掉，等於沒有辦法裝，那就是破法器。這個是沒有緣，釋迦牟
尼佛說這個不必度。
第二個比喻是講「樹根爛了」。樹的上面怎麼砍，中間怎
麼砍，它還是會長，因為它還有樹根。樹根假如爛了，它整棵
樹統統都枯掉，就等於死了。這個也不必度，也是沒有緣。
第三個比喻「人死了」。這個人死了，當然不必度了。你
怎樣度他？這個人的心完全死了，也就是他根本沒有辦法再接
受釋迦牟尼佛的教化。死人，不必度了。
第四個比喻「針孔斷了」，你再怎麼穿線，都沒有辦法穿
了，不能再做縫衣的工作了。等於無法接受釋迦牟尼佛的教
化。
當時釋迦牟尼佛，拿這四樣東西來比喻沒有緣，無法去度
化他。釋迦牟尼佛對於無緣的，祂都不度。但是呢，我們真佛
宗派還是要想辦法超勝，也就是還是要想辦法超過這個界限。
第一點，石頭的法器壞了，我們用強力膠黏，照樣可以裝
法乳、裝智慧，所以，在我們宗派裡面應該是沒有破法器，破
了，可以黏，也就是說，只要有心黏，都可以回到我們這個宗
派。
第二點，樹根爛了。釋迦牟尼佛當初也沒有想到，現在有
「接枝法」。現在科學發達，樹根爛了，我們把它的枝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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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別棵樹幹上，照樣有根，照樣能長出新枝，這就是接枝
法。我們真佛宗派也不能捨掉樹根爛的人，我們還幫他把枝鋸
下來去做接枝法。
第三點，人死了，還要度嗎？還要度！我們真佛宗派的上
師都可以到陰間去度化眾生，我為了說這個法，剛才就是到陰
間去，坐在那裡放光，讓所有的幽靈看見放光，他們心中產生
信心，就可以度。人死了，照樣到陰間去度化。我們在陰間，
還給陰間的人皈依，還作幽冥戒，還去說法。人死了，我們也
能度。
第四點，針孔壞了，線沒有辦法穿了，沒有關係，我們去
買幾根針就好了。我們換一根針，還不是一樣可以縫嗎？對不
對？
也就是說，我們不管怎麼樣，都要想辦法去度眾生。釋迦
牟尼佛講的四種不可度、四種無緣、四種毁戒、四種破重戒，
祂說這是沒有辦法度的，我們還是能夠！
破法器，可以用強力膠黏；樹根爛了，我們用接枝法；人
死了，我們到陰間去度；針孔壞了，我們去買針，照樣做，我
們真佛宗派就是這樣子。
阿彌陀佛！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蓮生活佛開示於真佛密苑

四大天王心咒

嗡。白比底卡。梭哈。
迴向：香港三生酒廠、南海三生酒業公司補酒生意興隆，
貨如輪轉，山泉水生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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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