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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燈結彩 舞獅獻瑞
祝願根本上師 福壽綿長體康泰

六月十一至十二日真佛宗宗委會發起「長壽三尊
薈供請佛住世大法會」，慶賀根本上師蓮生法王佛
誕，共同攜手真佛宗上師團、法師團暨各級弘法人員
及全球真佛道場，以「尊勝佛母」、「白度母」、「長
壽佛」啟建三場 ZOOM 線上薈供法會。以至誠之心，
一心請佛住世，迴向聖尊蓮生活佛：佛體安康、長壽
自在、常住世間、恆轉法輪、利樂無盡無量眾生界。
來自世界各地真佛弟子亦紛紛飛至西城，為根
本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暖壽，熱情歡慶 78 壽誕。西雅
圖雷藏寺與彩虹雷藏寺皆盛大隆重慶賀，張燈結彩，
彩球飄揚，花錦簇簇，敬備各種供品蛋糕。加拿大
淨印雷藏寺長老蓮雄上師也特地率領同門前來祝賀，
表演麒麟舞獅獻瑞，願風調雨順，祝願根本上師：身
體健康、生日快樂，請佛住世、永轉法輪。
與會大眾敬獻鮮花與供養，並齊唱代表弟子們祝
賀之心的生日歌：「陽光為您燦爛，月光為您浪漫，
星光匯成一條河，祝您生日快樂；鮮花為您開放，
甘露為您飄香，燭光唱起一支歌，祝根本上師生日快
樂！」在弟子們的熱情歡慶中，蓮生法王偕同師母蓮
香上師，一起切蛋糕分享與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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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一舉一動與所說之法句
無一不是加持

六月十一日晚間，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
西雅圖雷藏寺主持「釋迦牟尼佛本尊法」同修。時值
釋迦牟尼佛的佛誕日「農曆五月十六日」正是滿月光
華之日，西雷舉行浴佛儀式，恭誦《浴佛功德經》，
蓮生法王和與會大眾皆恭逢盛會。法王壽誕在即，主
辦單位也預先暖壽，敬備蛋糕祝賀法王生日快樂！

接續，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
一。」闡明「加持的重要」。法王對於經文「諸佛威
神之所建立」，有自身的獨特見解，即大比丘及大
菩薩，皆是由諸佛加持而成就，才會有威力和神通
產生出來。任何佛所說的經典皆有加持力，包括「四
聖諦」、「六度」、「八正道」、「十二因緣」，
其實都有加持力的。佛的一舉一動，祂所說的法句，
全部都是加持。近日西雷現大日虹光於虛空，佛陀顯
現微笑，也是在加持雷藏寺。
法王期勉行者，修行應由外而內，對於自身及住
處周遭環境，應時時保持整潔，心靈才會平和清淨。
所謂「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自身潔淨，
方能修行說法度眾生。

完整開示詳見第 2-4 版

聖尊蓮生佛 當代大法王
集顯密禪宗傳承於一身

六月十二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
雷藏寺主壇「長壽佛護摩大法會」。法王開示，密教
長壽三尊即是長壽佛、尊勝佛母和白度母；長壽五天
女亦主長壽。法王表示長壽一定要身體健康，如此，
長壽才有意義。法會主尊長壽如來亦賜甘露予蓮生法
王，法王祈願能年輕、體健。寺方也為蓮生法王慶祝
生日，並敬備九個大蛋糕，祝願根本上師住世久久
久！
法王講授《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闡
述「傳承」。經文「為護法城受持正法」，意即信
仰佛法，修持佛法，到最後能夠弘揚佛法。其中「受
持」兩字很重要，正法意指佛法，學了佛法，自然要
護持佛法。護持佛法非常堅固，就是護法城。法王特
別指出「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蘊含「傳承」，密
教裡面最重要就是傳承。接續了釋迦牟尼佛的慧命，
也就是傳承。
蓮生法王的真佛傳承，涵有中土四大教派：禪、
淨、密、律。藏密亦有紅黃白花四大教派傳承，更不
乏日本真言宗傳承。顯教之三論宗、法相宗、天台
宗、淨土宗及禪宗（曹洞宗、臨濟宗）也都有傳承。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真真正正是集各宗傳承於一身的
當代大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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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摩本師釋迦牟尼佛及四聖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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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ảm ơn。Xin chào。

等一下還有浴佛，那麼今天你問我答，因為同修
的儀軌比較長，所以今天就沒有你問我答。剛開始拿
起一個笑話，這個笑話在今天講好，笑話還是歸笑話。

大智本行皆悉成就
乃諸佛威神之所建立

小明問老師：「怎麼樣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朋
友？」老師回答：「真正的朋友就是在你低頭，一蹶
不振的時候，給你力量，讓你重新振作起來。」小明：
「那不是威哥嗎？」老師：「滾出去！」
有一對同齡的夫婦一起歡度他們六十歲的生日。
正在熱鬧的時候，突然天使出現，天使說：「我祝福
你們的六十歲，你們許願吧，我一定成全。」六十歲
老婆說：「我好想環遊世界。」天使說：「成全妳。」
噹的一聲，老太太手上是環遊世界飛機票。天使問
六十歲的老公：「你呢？許什麼願？」老公：「真的
一定會成全嗎？」天使：「我從不後悔。」老公高興
萬分的許願：「我希望我現在就能抱著比我小三十歲
的女生。」天使說：「成全你。」噹！老公就變成了
九十歲。還是滿他的願。
這裡有一個笑話。這裡面有幾個人，一個是天主
教的教宗、一個就是普丁，一個是拜登、一個是英國
女皇，一個是達賴喇嘛。問題是這樣：不管你在生活
中處於什麼位置，在一個位置上面，他們是平等的。
不知道大家看過這個笑話沒有？不管你在人生當中，
你的地位多麼崇高，教宗啦、英國女王啦、普丁啊、
拜登啦，達賴喇嘛…他們在那個位置上一定都是平
等。告訴大家，是坐馬桶的時候——平等。

大比丘與眾菩薩 承蒙諸佛加持故
威力神通得顯現 本行修持悉成就

我們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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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第一句，大智本行皆悉成就已經講過了，再
來呢？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第一句就叫你想一想，已
經講過「大智」，什麼是「大智」？「一切智」、「道
總智」、「一切總智」，這就是「大智」。「本行」呢？
菩薩的「本行」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
辱」、「清淨」、「禪定」、「智慧」，就是菩薩的「本
行」。大比丘的「本行」呢？也就是「苦」、「集」、
「滅」、「道」，「四聖諦」、「八正道」，祂們都
已經成就了。

這第二句話，就讓你想一想——「諸佛威神之所
建立」，這句話什麼意思啊？「諸佛威神之所建立」
這一般來講，「所有的佛，威神之所建立」，奇怪了，
這個大比丘、大菩薩，是什麼意思呢？衪跟諸佛威神
有什麼關係？這一句話讓大家來解。我不管誰的解
釋，不管是你看哪一個，像英文翻譯的，或者是你們

《維摩詰所說經》第 7 講

看中文的解釋的本，師尊有本身師尊的本。這一句話
講起來，如果合於師尊的本…哇！這是「大力金剛」
的鍊子，你就垂手可得，這一條就是你的啦！反正佛
具部不是我開的，這放在這裡我都可以賣。（師尊笑）
誰能夠解釋「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盧師尊心有所本，
你講出來的，合於盧師尊的本，這一條就是你的了。
好現在就開始，哪一個人舉手願意講「諸佛威神之所
建立」，什麼意思？
蓮生法王：好！還是大使。

廖大使：頂禮師尊，謝謝師尊，在佛經裡面，要
是菩薩、聲聞、大比丘上來講話，都要講是承佛威力。
今天師尊問弟子們，為什麼這一句話是這樣子？那弟
子呢，來跟師尊做一個報告。所有的諸佛都是一樣的，
所有的諸佛都具備有十力、十八不共法——「四無
畏」、「四無礙」，這個師尊都有「四無礙」說法無
礙所以無礙、辯解無礙，這個就是在說法的地方無礙。
「四無畏」呢？這個能夠心裡沒有懼怕，說正法
像獅子吼一樣，說出一切的正法。所以，師尊具備了
「四無礙智」，「四無畏智」。但是十力，就不是每
一個菩薩有的，十八不共法更是不一樣。佛的「四無
畏」跟菩薩的「四無畏」也不一樣的。佛的「四無畏」
的內容跟菩薩不一樣。

那麼，我們的師尊在這過去的五十一年來用筆
寫、用口說，每個禮拜沒有錯過，不捨一個眾生。在
金剛乘裡面，因為師尊的交代，我們也看了《大毘盧
遮那佛神變經》裡面講的、《大日經》裡面修密教。
《大日經》胎藏部就是發菩提心，師尊告訴我們，師
尊自己也發了菩提心。以慈悲、大悲，一定要不捨一
個眾生——大悲。最後是以方便來度眾生，這是金剛
乘講的，方便就是用種種的方法，說笑話也好，幫你
問事也好，怎麼樣，這些統統是諸佛的能夠做得到的，
不是其他二乘能夠做得到的，不是阿羅漢做得到的，
不是菩薩做得到的。
菩薩的「四無畏」比一個佛的「四無畏」層次還

要低一點。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位佛、是真佛。
我們的師尊真的就是，剛才在《維摩詰經》裡面講到
菩薩「本行」。之後諸佛所具備的過去，我們在我們
的《高王經》裡面的無量諸佛、百億金剛藏佛，都是
一樣具備能量的本質。同樣的能量我們的真佛，我們
的「蓮生活佛」也是一樣的，謝謝師尊！謝謝大家！
（眾鼓掌）
蓮生法王：大使本身來講，他所講的，我們一聽
就知道他是真的看過《維摩詰經》的，而且看過《維
摩詰經》的所有的解釋。大使所講的是，他其實完全
看過，而且他也瞭解，他所講的也是對的。但今天，
盧師尊的有所本，我要講出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還有
人講嗎？

蓮旺上師：師尊好！大家好！我來試一試，我想
我猜測，所謂「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就是諸佛的神通
遊戲，這是我的解釋，謝謝師尊。我講個另類的啊，
四聖六凡十法界都是空性，佛性的神通示現。
蓮生法王：好，還有沒有？

蓮追法師：頂禮師尊，我說我的看法，就是說因
為前面有講這個「大智本行皆悉成就」。那麼大比丘
因為「苦」、「集」、「滅」、「道」而成就阿羅漢。
菩薩因為「六度」而成就菩薩。那麼說出「四聖諦」
的，是佛說出的。說出「六度」的，是佛說出的。所
以阿羅漢，祂成就阿羅漢。菩薩成就為菩薩。祂們這
些都是由諸佛祂建立自己的知見講出「四聖諦」。
所以大比丘成就了阿羅漢，諸佛祂用自己的知見
講出了「六度」，所以建立出菩薩這個。那這個在《金
剛經》也講出一句話，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差別，
那麼差別就是果位上的差別，所以「四聖諦」成就阿
羅漢是一個差別，那「六度」成就菩薩是一個差別，
謝謝師尊！
蓮生法王：謝謝！他講的喔，蓮追所講的這個已
經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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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常清楚，而且她跟著這個經一起唸經。師母當然
她現在在密苑，但是她聽到天上有人在誦經，她一直
跟我講天上有人在誦經。她聽到這個唸經的聲音。

大比丘大菩薩
俱足威力與神通 來自諸佛加持

現場同門：師尊好！大家好！我本來要講的跟蓮
追法師很接近，那麼這個標題是「佛國品」，所以剛
才講的菩薩大比丘，都是因為「諸佛威神之所建立」，
都是因為諸佛的變化所建立的，這是我想講的。
蓮生法王：好，謝謝。那都是很接近，你們所解
釋的都已經很接近了，大使講的也是很對，還有人要
講嗎？
蓮萊上師：頂禮師尊！謝謝師尊給機會，我本身
有靈感，可是站起來後就開始怯場，組織語言變成已
經不懂的組織。我的剛才的想法，很多會不太一樣，
所以不曉得我在組織語言的時候能不能很清楚的表
達。

我的見解是這樣的，因為這個佛陀，這個《維摩
詰經》它本身講的是一個中心點，就是處處都是淨土，
所以它表示應該是説，不管是有情還是無情，他本身
都是有佛性的。就見證到了佛性之後，在祂眼中，所
有的這些有情無情都有顯現出這些佛性的功能，所以
就變成他用的這一句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就是
以這個本身已經見證佛性的這個的人的周圍的一種顯
現出來的一種成就，謝謝師尊！阿彌陀佛！
蓮生法王：也是很好。好啦，我自己講啦…還
有？！

蓮訶上師：師尊好！大家好！弟子的理解，就是
以上這些聖者的所有成就都是由諸佛的加持之力，威
神之力所建立、所加持成就的。謝謝！
蓮生法王：好啦，給你啦！（眾鼓掌）

「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剛剛他提到了兩個
字，就是大使在講之中也有稍微提到的，大比丘及所
有的菩薩，都是諸佛加持成就的。重點在兩個字——
加持。所以，大比丘要成就，一定有諸佛給祂加持，
祂才成就；大菩薩要成就，也是一樣有諸佛的加持，
才能夠成就。重點在「加持」兩個字——加持了以後，
就能變成有祂的威力跟神通，都會產生出來。（眾鼓
掌）

西城祖廟佛陀顯 大日虹光虛空現
佛陀言行與經典 無不蘊含加持力

那這一句，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比喻給大家

聽。這幾天這個西雅圖雷藏寺有新的氣象產生出來，
也就是舊的跟新的。現在已經建立新的一個氣象，人
事更新，這個作為也更新，很多新的現象。前幾天大
家在走出來的時候，不是看到嗎？虛空中有大日光
環，在這個雷藏寺的上空，有一個大日的光環，看見
的舉手，很多人看到大日光環，就在前幾天的。那一
天我從圖書館走出來，有拍照的大日光環，就在雷藏
寺的這個上空，有大日光環出現。（眾鼓掌）

我從圖書館的時候，先禮拜了釋迦牟尼佛，再禮
拜了賓頭盧，禮拜了賓頭盧，再禮拜釋迦牟尼佛。我
跟跟大家講，盧師尊講的不是虛偽，從唐卡裡面，我
們知道我們進去的時候不是看到賓頭盧，看到釋迦牟
尼佛的那個唐卡的相，釋迦牟尼佛從唐卡裡面走了出
來。而且呢，祂面帶笑容。就跟你笑了一下，你要知
道釋迦牟尼佛跟你笑了一下是什麼意思？就是加持。
就是加持，佛的一舉一動，祂所說的法句，全部都是
加持。（眾鼓掌）

所以佛所說的經典，都有加持力的。「四聖諦」、
「六度」、「八正道」、「十二因緣」，其實都有加
持力的。包括所有的經典，全部都是有加持力的。那
佛跟你微笑一下，就是加持。祂浮出來啊，浮出唐卡
喔，然後笑了一下，這個就是加持力。一走出來，就
看到了大日虹光，顯現在虛空。所有人都在喊，那個
是大日虹光啊，在上面。那大家叫我看大日虹光，我
就抬頭看了一下，大日虹光的四周，站滿了出家人，
全部向西雅圖雷藏寺這個方向，做大禮拜。（眾鼓掌）

祖廟虛空天音繞 加持連綿達數日
寺中諸佛與菩薩 栩栩如生極靈感

這顯示西雅圖雷藏寺的佛菩薩…我常常講西雅圖
雷藏寺的佛菩薩都是活的，祂們都是活的，祂們都有
加持力的。我再講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我只是舉一
個人，瑤池金母坐在這裡，有人知道祂是活的。好！
我們師姐當中有一個叫做這個林妤芯，林妤芯的師姐
在哪裡？有沒有在這裡？大家看一看林妤芯師姐今天
晚上有沒有來。她不在這裡啊！ OK ！好啦！沒有關
係。不管她在這裡也好、不在這裡也好，她跟我講，
瑤池金母是活的，而且她看到。
跟大家講，另外還有一個，師母蓮香上師…她現
在也不在這裡，不過她在密苑。她這幾天常常聽到這
個天上，在天上有人在誦經，然後她跟著這個經，聽

（林師姊起身向法王敬禮）誰來啊？好，是林妤
芯是嗎？妳有沒有講過，瑤池金母是活的？有，妳講
過。為什麼瑤池金母是活的，妳講給我聽？妳是躲到
哪裡去，突然間會消失掉？妳是學摩利支天嗎？妳講
好了。（林師姊敘述）祂的法相是跟壇城一樣可是是
活的，會動的。哦，妳看到瑤池金母的法相，祂會動
的，是嗎？對。好，她就是林妤芯，她講出來。那師
母呢？

蓮續法師：師尊好！我自己本身不是做夢，我有
一次就是做錯事，金母馬上顯出那個忿怒相，我嚇一
跳。另外一次就是說，在清潔壇城的時候，然後有一
些事情我有處理，處理以後，我看到金母跟我笑一笑，
眨一個眼睛，不是做夢，金母是活的！我已經有兩次
的經驗，都是眼睛打開跟你笑一笑。（眾鼓掌）
蓮生法王：那就是瑤池金母跟你拋媚眼，跟你眨
眼睛。

蓮續法師：因為這個，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金母給我一個鼓勵就是說，你做對了！這是不好的事
情，把一些放金母身上的東西把它拿掉，金母跟我眨
眼睛。

蓮生法王：好的，非常好。那麼很多的虛空中，
這個真的是微妙天音，一直在纏繞著這個西雅圖雷藏
寺，有微妙的天音產生出來，有誦經聲音。

師母天天都聽到，她就問我：「這個人聽到天上
的經聲，有唸經的聲音，怎麼回事？」我跟她回答：
「是這樣子，那就表示有天上的天人在唸經，在加持
啊，在做加持。」師母就講，如果像她這個，如果是
一個生病的人、老人，聽到天上有聲音，有唸經的聲
音，是什麼回事？我說：「那就是這個差不多快要被
接走了。」師母就講說：「那我快要被接走了嗎？」
她問我，我當然講說：「不是這樣子的，祂在加持妳。」
好，我是這樣子回答。（師尊笑）

加持兩個字非常的重要。釋迦牟尼佛顯現跟你微
笑，就是一種加持，就是一種加持的力量。所以這個
天上有唸經的聲音，在西雅圖雷藏寺的上空，那就是
在加持西雅圖雷藏寺。就是過去的很多西雅圖雷藏寺
的這些清除掉，必須要清除掉的 garbage，都要清除。

行者修行外而內 己身住處應整潔
心靈平和清淨顯 方能度眾宣佛法

我們看了這個，我覺得我們出家人要有一個內
務，經常要有一個內務檢查。你自己住的地方就是要
乾乾淨淨的、要清清白白的，讓你一個好的修行環境。
而且這些就是說好像你們住的地方，平時都要打掃乾
淨。你棉被要摺得很整齊，你的牙刷牙膏牙杯臉盆，
什麼東西都要收拾得非常好，看起來很清爽，讓你自
己的心裡非常的平靜。
你自己睡覺的地方也是一樣，不能在你的床的周
圍堆滿了垃圾。那個細菌、蟲都會叢生，在你的心中
一樣很多的細菌跟蟲，全部叢生。所以，修行人要注
意自己本身的外觀，衣服要常常洗，不要發出惡臭。
身體也要乾淨，衣服也要乾淨，你的床具也要乾淨，
自己住的地方也要乾淨。你住的地方跟垃圾場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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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是諸佛加持大比丘大菩薩以後，祂們都俱足了
威力跟神通。大比丘跟大菩薩都有了威力跟神通，主
要重點在加持兩個字。佛給你的一切，全部都是加持。
另外，佛本身的…真的俱德的上師，是有這樣子的威
力的。大家常常聽到金剛乘裡面的一個笑話——不是
笑話，是一個故事：

行者修行由外而內
環境潔淨映心淨

那這樣子你怎麼修行呢？已經都發出惡臭了，都有
蟲。你在那裡修行嗎？在那裡靜坐嗎？

我們的環境一定要打掃乾淨，這是公的東西，你
不能把他污染，這一點很重要。所以每一個人，自己
起床的時候，要把自己的周圍環境都打掃乾淨。自己
要乾淨，你自己的周圍環境都是乾淨的，這樣你心靈
才會乾淨啊。所以我們華人有一句話，「一室之不治，
何以天下國家為？」你自己的房間都沒有整理好，你
如何去救度眾生？
你先把自己家裡的環境弄乾淨，才有資格去講人
家的這個生活的品質，提高生活的品質，才可以去救
度眾生啊！自己衣服都沒有洗，發出惡臭，你身體本
身也不乾淨，口中、耳屎、鼻屎、眼屎，身體發出臭
味，還有香港腳 Hong Kong Foot，嘴巴都發出惡臭
了，誰願意聽你說法？嘴巴都發出惡臭了，誰願意聽

你講話？先把自己整理好。

修行人，自己一般來講由外而內，外面都清淨，
你的心才會清淨。你外面很髒，住家環境不好，外面
弄得自己弄得很髒，你如何去治理外面的事情？

所以，要有一個新的氣象。自從我看了幾個法師
的寢室，發覺不對以後，幾乎他們一直忙到三更半夜
還在搬東西，所有的宿舍都在動——不是一時哦！將
來會每個月，全部所有的宿舍會全部巡一遍！出家人
本身要有一個，常住也一樣，要有一個出家的規矩，
不能弄得自己住的地方像垃圾場，都不可以。

俱德上師同諸佛 所賜一切悉加持
一念度生往佛國 源於加持難思議

所以，所謂的威力、神通，「諸佛威神之所建

師尊，我們回來了！

有兩個侍者，這邊站一個、這邊站一個，師父坐
在那裡打坐。有兩隻這個臭蟲，我們講臭蟲，跳蚤吧？
就是跳蚤，跳到師父的身上，兩隻跳蚤跳到師父的身
上。這師父看見了，就把跳蚤把它捏死，捏死了一隻
跳蚤，一隻跳蚤就趕快跑。祂把一隻跳蚤捏死，捏死
了以後，師父一個念頭，讓這個死跳蚤轉世到佛國淨
土，祂有那個能力，馬上把跳蚤超度到佛國淨土去。

祂兩個弟子在旁邊，有一個看到了，心裡就動了，
他想說：「我如果是那個跳蚤就好。」另一個講說：
「我才不要死。」一個講說：「我如果是那隻跳蚤就
好。」這時候，師父望著那個弟子講：「那麼，現在
就送你到佛國淨土去，你有這樣子想，就送你到佛國
淨土去。」師父一個念頭，這位弟子就心臟病就發作
了，馬上就到佛國淨土去。（眾鼓掌）
這個力量是什麼？來自於哪裡？來自於加持。今
天這一句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大比丘、大菩薩，
全部所有的佛，是所有的佛給祂們加持，祂們才有威
力跟神通，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這樣。師尊的本就是
因為「加持」這兩個字。

醫生在家裡接到同事的電話。同事：「打麻將啦，
三缺一！」醫生：「好，我馬上來！」妻子在旁問：「情
況嚴重嗎？」醫生答：「相當嚴重，已經有三個醫生
在那裡等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嗡嘛呢唄咪吽。

真佛報總社／綜合報導

西雅圖雷藏寺為師佛慶賀佛誕及浴佛活動

時值浴佛節，又喜逢根本上師蓮生活佛佛誕在
即，6 月 11 日，西雅圖雷藏寺內妝點了許多色彩繽
紛的氣球與裝飾，歡欣的慶賀之情，不言而喻。散佈
於四海的弟子們，也紛紛從五大洲跨過山海，在這一
天回到祖廟，向最思念的根本上師蓮生活佛，送上最
真摯的祝福。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有整整二年，無數弟子
無法前往西城與根本上師齊聚，歡慶佛誕。不過，好
在有根本上師蓮生活佛的加持、諸佛菩薩的護佑與疫
苗的普及，今年大家都能回來了！整座祖廟可說是喜
氣洋洋、人氣旺旺！

當日晚間同修結束後，西雅圖雷藏寺舉行了浴佛
儀式，並恭請最敬愛的師佛帶領大眾浴佛，同時，寺
方也代表大眾，向根本上師獻上香甜可口的精美蛋
糕。眾弟子們左右環繞、簇擁著法王聖尊蓮生活佛，
師徒之情滿溢整座祖廟，溫馨又感人。

蓮生活佛 / 法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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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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今天護摩的主尊阿
彌陀佛化現長壽如來。師母、丹增嘉措、吐登悉地、
各位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堂主以及各
位同門，還有網路上的同門，大家午安、大家好！你
好，大家好！（聖尊以各國語問候大眾）。「早晨！」
（粵語），好像是廣東話「早安」是吧？東南亞是早
安，現在。

蓮花童子淵源長
真佛傳承祖師爺 遍布敦煌石窟中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六月十九日下午三
點，是蓮花童子護摩法會以及慶祝父親節。這個蓮花
童子幾乎只有真佛宗才有，別的宗派大概說他們有蓮
花童子的相或者是…幾乎是沒有的，這也是很特別。
因為是我聽來的，在加持遊歷當中，第一次我聽到的
聲音：「祢就是蓮花童子。」我說從來沒有聽過蓮花
童子，我自己在我的腦海裡面也沒有蓮花童子這四個
字，就跑去問很多的人——很多的佛教的大德或者是
出家的比丘、大比丘，我請問他們什麼是蓮花童子。
後來結果是 Mainland China 的敦煌研究，就是甘肅
蘭州大學，他們有敦煌的研究，裡面居然有蓮花童子
研究，他們出版的書。另外你到敦煌石窟，它也出版
了一本書，其中 314 窟有蓮花童子。
這些書，我記得好像有一本是蓮緻上師給我的。
妳去哪裡拿到那本蓮花童子的書？（蓮緻上師回答）
O.K.，請坐。蓮緻上師參觀敦煌石窟，就在那裡買到
蓮花童子那本書。一看，真的有蓮花童子，而且他們
直接就講那是蓮花童子，所以我才知道說，「哦！敦
煌石窟裡面有蓮花童子。」

很多同門到了去參觀 Mainland China 的敦煌石
窟的時候，都跟那些管理員講，我們要看蓮花童子，
這石窟裡面的人跟他們回答，每一窟都有蓮花童子。
每一窟都有啊！還有唐朝，有沒有？唐朝時候的歌謠
就有蓮花童子。那時候唐朝他們稱為化生童子，又有
一個名稱叫項光童子。蓮花童子、化生童子跟項光童
子，都是蓮花童子。所以有一個偈，那時候唐朝的時
候，他們小孩子在唱的就是：「蓮花童子見金仙，落
花虛空左右旋，微妙天音雲外聽，盡說極樂勝諸天。」
就有這個。有十個偈，我們誰唱過？小廣東唱過這個
蓮花童子的十個偈。終於蓮花童子就出來了，所以以
前不知道什麼叫蓮花童子。
最近有一個人…很奇怪的，在靜坐當中，他說有
「荷葉童子」要找我。荷葉童子，蓮花當然配著荷
葉，有一個荷葉童子要找我，我說：「荷葉童子，我
也從來沒聽過。」我不知道荷葉童子是怎麼回事？結
果呢，加州有一個女士帶著她的女兒，到西雅圖雷藏
寺來問我事情，然後她說：「我有一尊跟祢不同的童
子，我要送給師尊。」我說：「是什麼東西？」她說：
「荷葉童子。」咦？剛剛打坐的時候，有人說荷葉童
子要找我，結果加州的一個母親帶著她的女兒來，然
後拿給我一尊荷葉童子。
我就把祂供在問事房，就是荷葉童子。荷葉童子
是一個童子，上面拿著一個荷葉蓋住祂。祂拿著荷
葉，底下一個童子，一個男的童子跟一個女的童子，
是兩尊在一起，祂們都叫荷葉童子。蓮花童子跟和荷
葉童子，真的有荷葉童子。我就問她：「妳這個荷葉
童子是誰雕的？哪裡來的？」她跟我講，她去泰國旅
遊的時候，人家給她的——泰國人給她的一個荷葉童
子。現在是蓮花跟荷葉合一。
蓮花童子呢？是瑤池金母告訴我的，真佛宗就是
蓮花童子創辦的。那我們的傳承呢？你看，毘盧遮那
佛—大日如來—佛眼佛母—阿彌陀佛—蓮花童子—盧
師尊，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傳承。所以我們傳承也是很
特別，蓮花童子是我們真佛宗傳承的祖師爺。那你們
要不要主祈？我就不用講了。這祖師爺啊！你要這個

長壽佛賜飲甘露
法王樂談長壽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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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就是祖師爺傳承。

長壽如來賜法王以甘露
法王祝福眾等皆能長壽

今天我們是做長壽佛的護摩。長壽佛其實是阿彌
陀佛的化身，密教長壽三尊就是長壽佛、尊勝佛母跟
白度母，是長壽三尊，另外還有專門主壽的長壽五天
女。長壽天、長壽五天女，是不是那延天啊？那延天
五天女還是長壽五天女？專門主長壽的。長壽也不
錯，但是長壽一定要身體健康，這樣長壽才有意義。
師尊在這裡也祝福大家，每一個人都長壽。

我始終有一個感覺耶，什麼感覺？我實在不敢相
信，我現在已經是七十八歲了，我不敢相信，我現在
已經是台灣歲七十八歲。為什麼不敢相信呢？因為我
活動的能力就像二十歲一樣，我活動的能力就像二十
歲。長壽五天女，上面有長壽五天女的相。我常常唸
一個偈，我用台語唸的：「上清上帝，東華大帝君。
瑤池金母大天尊，令吾蓮生，受六甲天書，便使六甲
六丁之神，天遊十二溪女，那延天女五人，統率神兵
三員大將——火光大將、浮海大將、吼風大將，各
領神兵百萬，助吾蓮生，法力、神通、變化、與道合
真。」我常常唸這個偈。
那裡有那延五天女，我不知道那延五天女是哪五
位天女，會不會是長壽五天？我不知道那延五天女是
不是長壽五天女，是不是同樣的？我不太清楚，這
要再查。我們這個長壽佛，我希望…我剛剛有觀想甘
露，不是觀想，是長壽佛給我飲長壽甘露。我走到那
邊去要做這個護摩，金剛棒開爐結界的時候、頂禮長
壽佛的時候，祂那個長壽瓶裡面居然流甘露出來，我
喝了長壽的甘露。

真的，你看我七十八啦！你們看過我戴過眼鏡
嗎？沒有啊，眼力很好啊，這麼遠我都看得到，尤其
是看那個漂亮的小姐，看得更清楚，很遠我就看出來
她漂亮不漂亮。（師尊笑）我以前講過一個笑話的，
如果盧師尊轉世，轉世了以後變成 baby，小孩子的
時候，你問他：「你說你是盧師尊的轉世，那你喜歡
什麼？」這個小孩子如果講說是漂亮的小姐，那一定
是盧師尊，那個就可以確認，確認他是盧師尊的轉
世。小孩子哪懂什麼漂亮的小姐？這個都是有印記、
有傳承。
長壽也要健康。你長壽了，眼睛都看模糊了，耳
朵都聽不到了，嘴巴也不能夠吞嚥了，呼吸也困難

了，氣喘，走一點路你就「哈、哈…（喘）」，這樣
長壽有什麼意思，對不對？要眼明，耳要聰，眼明、
耳要聰，這個很重要的，而且吃東西吞嚥也不要有困
難，呼吸也非常順暢，身體也很健康。八十歲的老人
還可以娶二十歲的，這個才叫做長壽啊！這個才有意
義，對不對？希望這個長壽如來的甘露給師尊喝了以
後，喝了甘露以後我就變成比二十歲還年輕，十八
歲！

先講個笑話吧。精神科醫生在替一位常幻想自己
是貓的病人看病。醫生：「你以為你自己是貓，大概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精神病患：「當我還是小貓的
時候。」
這個笑話好像講過了。公司裡只有我跟老劉結婚
了，我倆經常在一起交流結婚後的心得。老劉：「我
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特別容易健忘，經常提著菜
刀，還滿屋子找菜刀。有的時候我真的受不了她。」
在找菜刀，拿著菜刀找菜刀。我回答：「你的處境比
我好多了，我老婆經常是提著菜刀，滿屋子找我。」

剛走進住家的小巷子，聽見樓上有人喊我陛下、
陛下。我抬頭應了一聲：「誰啊？」然後就被潑了一
身水。樓上的潑水的大媽講：「早就喊你避下、避一
下，你不聽，活該！」樓上潑水，那個讀做避下。

法官很生氣地對被告講：「我在這個地方當法官，
已經看過你七次了，你都不感覺到羞恥嗎？」被告：
「你不能升官，可不能怪我。」看了那麼多次，還沒
有升官。
好，我們進入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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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
師子吼名聞十方。

大比丘及大菩薩
諸佛加持而成就 守護正法堅如城

「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昨
天講的這一句。「為護法城受持正法。」這又是一句。
一般來講，講這一句很簡單的，這些大比丘、大菩薩，
祂們本身就是接續了如來的慧命。所有諸佛給這些大
比丘、大菩薩，給祂們加持祂們的慧命，祂們變成一
個護法，護持佛法跟接續了佛法的慧命。這一句很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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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是誰創的？就是彌勒菩薩、無著、天親。在
中國叫法相宗。我皈依道安法師，是法相宗的祖師，
所以我們法相宗也有傳承。還有一個，最後我皈依
樂果老法師。在哪裡皈依的？埔里佛光寺。埔里佛
光寺，我皈依樂果老法師，我的法號叫「道彥」，
師母叫「道花」——那時候我稱她豆花（台語）。
樂果老法師祂講《金剛經》。樂果老法師是什麼宗？
祂是曹洞宗。曹洞宗是什麼宗？是禪宗。師尊有曹
洞宗的傳承，也就是禪宗；一花開五葉，曹洞宗的
傳承。給我剃度的是誰？果賢老法師，祂是臨濟宗，
也是禪宗，所以師尊也有禪宗的傳承。

續佛慧命傳正法
信受與傳承加持不可少

單解釋就是這樣子，為護法城受持正法。

「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
我在講《金剛經》時，裡面曾經提到，「受持」這
兩個字很重要。第一個，你接受了佛法，你信仰了
佛法；第二個，你真正地也能夠弘揚佛法。你修持
佛法，到最後你弘揚佛法，這個正法就是佛法，這
裡所講的正法就是佛法，那麼你也是護持佛法的弟
子。我們學了釋迦牟尼佛的佛法，當然要護持佛法，
護持佛法非常堅固，就是護法城。我們信仰佛法，
也修了這個佛法，也傳這個佛法，這一句話的意思，
為護法城受持正法。
這裡面、這句話當中，我看的是不一樣的，別人
解釋就是這樣子解釋而已，因為這個大比丘、大菩
薩都是佛所加持的，祂們接續了佛法的慧命，變成
很堅固地像城堡一樣地信仰佛法跟護持佛法。祂們
也接受了佛法，然後去傳播、去弘揚佛法，而且去
修習佛法，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其中，我看內在的、裡面是一個傳承的問題，
有一個「傳承」兩個字在裡面。我們密教裡面最重
要就是傳承兩個字，我常常寫「真佛傳承」，師尊
給你的東西就是傳承信物，以前我的師父給我的東
西都是傳承信物，我們傳承是從哪裡來？這個很重
要。所以「為護法城受持正法」，就是這幾個字，
我看出傳承兩個字，非常重要的，別人可能沒有提
到傳承兩個字；但是祂們接續了釋迦牟尼佛的慧命，
就是傳承，這句話裡面就是傳承。

真佛宗顯密及禪宗傳承皆具
一受皈依灌頂 樣樣不缺

師尊有什麼傳承？我們先談密教的。密教，了
鳴和尚就是寧瑪巴的傳承。了鳴和尚跟諾那上師非
常好，是師友的關係。了鳴和尚祂是寧瑪巴的傳承，
是諾那上師的傳承——西康諾那上師的傳承。師尊從
了鳴和尚那裡所學到的密法，就是寧瑪巴的傳承（紅
教）。
薩迦證空上師，祂給師尊的傳承就是薩迦教的傳
承，就是花教的傳承，薩迦的傳承。薩迦證空上師
就是德松仁波切，西雅圖有一個薩迦廟，募款蓋起

薩迦廟的就是德松仁波切。我們講「德松」、「父さ
ん」，お父さん，日本話是父親；お母さん就是母親。
我記住德松仁波切，我是有花教的傳承，就是薩迦
教的傳承，密教裡面。
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祂是白教的噶瑪巴，噶
瑪噶舉就是白教的傳承，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大
家也都知道，帝洛巴—那洛巴—馬爾巴—密勒日巴—
岡波巴。第一世大寶法王杜松虔巴，到第十六世大
寶法王噶瑪巴，師尊有白教的傳承，噶舉派白教的
傳承。

黃 教 的 傳 承 呢， 這 個 師 父， 很 多 人 去 過 祂 的
廟——祂在香港的廟。去過祂的廟的舉手一下？哇！
好多，很多人都去了。這是吐登達爾吉上師，祂是黃
教的，祂的傳承是甘珠佛爺，蒙古呼圖克圖甘珠佛
爺。甘珠佛爺傳給吐登尼瑪，吐登尼瑪傳給吐登達
利，吐登達利傳給吐登達爾吉——就是師尊的師父，
吐登達爾吉，然後就是吐登其摩，師尊在黃教裡面
就是吐登其摩，這個是格魯派的，黃教的傳承。

西藏密宗四大教派——紅、黃、白、花，師尊
都有傳承。那麼東密有沒有傳承？日本密宗真言宗，
有！師尊也有真言宗的傳承。くうかい，空海大師，
就是空海。空海大師創立了真言宗，師尊有一個師
父普方上師，也有真言宗的傳承。我也皈依了普方
上師，普方上師賜給我的法號就是「圓池」；圓是
圓滿的圓，池是池水的池，我的法號是「圓池」，
所以我也有日本真言宗的傳承者，這是屬於密教的。

關於我顯教的師父，第一個是印順導師。我皈依
的第一個師父是印順導師，印順導師祂是三論宗的
祖師。就是龍樹菩薩《中論》、《十二門論》、提
婆菩薩《百論》，合起來稱為三論宗。祂是三論宗，
很特別，三論宗的祖師印順導師。師尊有三論宗的傳
承，就是龍樹菩薩的傳承。第二個，我皈依的是道
安法師，我是在日月潭玄奘寺皈依祂。玄奘寺，大
家知道玄奘在唐朝到印度那爛陀大學去讀書，到印
度去學習回來了，祂學了什麼？學了唯識。唯識是
什麼？法相宗。你們讀過唯識的書籍的，舉手一下？
有人舉手。唯識論很多經典的，《解深密經》、《楞
伽經》都是屬於唯識的經典，《唯識二十論》。

師尊又是誰呢？曾經轉世為誰呢？天台宗第一
祖是慧文，天台宗第二祖慧思，天台宗第三祖智者
大師；其中的慧思，轉世到日本就是聖德太子。天
台宗是講什麼？天台宗是講「空、假、中」三觀，
是屬於龍樹的「天台三觀」；「天台三觀」是屬於
龍樹菩薩思想。天台宗主要是講：這整個都是空，
這有形的世界是假的，像我們現在是有形的，我們
所看到的都是有形的世界，都是假的，並不是真實
的，只是一個幻，如夢如幻。中，就是把有形的假，
跟真實的空合起來，也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把它結合起來就是中。這
是空、假、中三觀的論法，是龍樹菩薩的。

師尊曾經是慧思，你如果仔細看我的書，你就知
道師尊是慧思。那天剛好我提到聖德太子，日本的
聖德太子，馬上有人提出來，師尊就是慧思，曾經
轉世成為慧思——就是天台宗二祖。所以師尊也有
天台宗的傳承。所以你們身為真佛宗的第二代傳承，
你們看看你們的傳承有多少？我這樣講起來夠清楚
了。西藏密宗，紅黃白花四教的傳承在你們身上、
日本真言宗的傳承在你們身上；三論宗，龍樹三論：
《中論》、《十二門論》、《百論》，這三論宗、
天台宗跟法相宗跟禪宗，都在你們身上。（眾鼓掌）

我在佛教蓮社裡面，李炳南居士，我去聽他講經
說法，我也學了淨土宗，所以淨土宗也是我們真佛宗
的傳承。我也教大家唸佛，「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
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就是淨土宗的。這
句話來自哪裡？來自《龍舒》，不是龍樹菩薩的龍
樹，是《龍舒淨土文》，出版的這本書裡面有這樣的。
「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
佛」，這句話是從《龍舒》來的；「龍」，也是一個龍，
「舒」是舒服的舒，是《龍舒淨土文》裡面的一句話，
我把它拿出來給我們真佛宗應用，這是淨土宗的。
所以「願同念佛者，同生極樂國，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這是淨
土宗的迴向文，淨土宗的迴向文才有這樣子。「願
同念佛者」，「念佛」就是淨土宗。「願同念佛者，
同生極樂國，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見佛了生
死，如佛度一切。」就是淨土宗。所以我們傳承夠多
了啦！你還要去學什麼？統統都有啦！都給你們啦，
全部都有啦。一個皈依灌頂，你們就全部都有啦。
真的，你們想學什麼都行，都是真佛宗的傳承。

釋迦牟尼佛教我們守戒律，那是律宗。我們也守
戒律啊，我們在家人要守五戒：殺盜淫妄酒，這五戒
一定要守。在家的要守殺盜淫妄酒：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兩舌惡口、不飲酒；在家的要守這五個戒。
出家的至少要守十個戒，除了這五個戒以外，出家
的另外還有五個戒，都是很重要的。我將來會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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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是怎麼死的，這也不知道？我告訴你：他是
歷史上第一個過勞死的！你問我為什麼？天啊，你
國小的課本都沒有讀過嗎？他是被「勤快（秦檜）」
害死的！被勤快害死的，太勤快了就過勞死。

《維摩詰經》述五蓋十纏
掉舉懈怠皆失於中道

法王細數真佛傳承 期勉弟子
承續傳承 堅固信受 為護法城

家的另外這…，你記得，出家的至少要守十個戒。
這就是律宗，律宗所講的戒律當然是更多了。

其實我們什麼都有。我們中土的四個教派：禪，
禪宗我們有；淨，淨土我們有；密，我們本來就是
密宗，都有；律宗戒律。禪、淨、密、律，這四個，
中土的四個很大的教派我們都有，所以今天大家承續
著也就是這句話——「為護法城受持正法」，就是傳
承兩個字。我看出是傳承兩個字，今天傳承給你們，
你們必須要為護法城受持正法。

今天就講這一句，這一句就講了…哇！這個真
的是很難講，這裡很多東西的，還要講到很多的菩
薩的名號。這裡面、外面有很多，什麼叫等觀菩薩、
什麼叫不等觀菩薩、什麼叫等不等觀菩薩，光這個
菩薩就有三種。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
菩薩，就三種了。單單一個「等」也有三種，等觀、
不等觀、等不等觀，這個都要解釋的，否則你們看
不懂什麼叫等觀、什麼叫不等觀，或者等不等觀。

這個哦…這部經，火車在開，開得很慢，慢慢講吧，
反正總有一天會講完。

昨 天 老 婆 對 我 說：「 你 知 道 為 什 麼 會 遇 見 我
嗎？」老公：「不知道。」老婆：「因為我是仙女下凡，
來報你的恩的。」老公看了老婆兩眼，很虛弱地講：
「妳還是回去吧！我覺得妳是來報仇的。」很多女生
都對老公講：「我是來報恩的。」男生沒有這種感覺。
最近家附近多了很多野狗，常常半夜叫不停，造
成了嚴重的失眠。上禮拜去看醫生，拿了安眠藥回
家。醫生：「這個安眠藥你拿回去用吧。」幾天以
後回診，醫生一看：「哎呀！天啊！你的黑眼圈比
上次嚴重，難道安眠藥沒有用嗎？」這個人回答：「我
每晚都去追那群野狗，好不容易抓到一隻，但牠說
什麼都不肯吃。」安眠藥是給他吃的，不是給野狗
吃的。醫生怎麼講呢？「你等我一下，我給你轉診
到精神科。」

我們將來在《維摩詰經》裡面談到這個，你過
於精進也是不可以的。你太精進了，你根本不睡覺，
每天修法，一直修到晚上都不睡。像師尊現在，昨
天晚上我上床的時候一看，是三點十五分，昨天晚
上是三點十五分睡的。然後上床以後，我還要修法。
上床還要修法，修什麼？修眠光法。又修了眠光法，
然後才睡著。早上又很快起床，又要寫文章。我也
是很勤快，真的。我是…一般來講，現代話勤快叫
什麼？現代人…「工作狂」，工作狂就是勤快。但
是你不要小看勤快這兩個字，不要小看，你看 Bill
Gates，他是工作狂，很多很成功的人都是工作狂，
他才會成功。

我們曉得，在這一本經裡面講，一個是掉舉，
掉舉就是太精進了，太緊張、太精進，這就是掉舉；
一種就是懈怠、懶惰。懶惰是不可以的，這裡面有提
到，懶惰是不可以的，屬於五蓋十纏，將來要談到這
兩個字。「悉已清淨永離蓋纏」，「蓋纏」這兩個字，
一個是五蓋，一個是十纏，都不能讓你有成就。五
蓋十纏都不能讓你有成就，所以太過於精進也不好。
但是太懶惰，我們真佛宗的出家人沒有勤快，勤
快是看不到的，懶惰是看得到的，太懶、懈怠就沒有
成就了。真佛宗的出家人，不是你來混的，不能來
混真佛宗。真佛宗出家人很好混，每天時間到了就
拿碗去吃飯，回去就睡覺，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工作，
可以到處去玩，真的變成三飽和尚——吃飽、喝飽、
玩飽。告訴你喔：準備六道輪迴，絕不能成就的！
所以懈怠也不行，在五蓋十纏當中會談到這個。
好，今天我們講到這裡。嗡嘛呢唄咪吽。

感謝蓮竹法師、賴麗珍師姐協助完稿

燭光唱起一支歌 祝您生日快樂！

真佛報總社／綜合報導

彩虹雷藏寺熱鬧歡慶蓮生活佛佛誕

6 月 12 日傍晚，長壽佛護摩法會圓滿後，延續著
前一日的歡欣，彩虹雷藏寺亦準備了賀壽活動，為根
本上師蓮生活佛慶生。一層又一層的人群圍繞在護摩
寶殿外，向裡面望去。原來，護摩寶殿裡也擠滿了弟
子們，歡騰的熱情如護摩火般熱烈的正蔓延著——加
拿大淨印雷藏寺蓮雄上師率領眾人組隊，向無上法王
蓮生活佛獻上精采絕倫的麒麟舞獅表演！
「咚咚鏘！咚咚鏘！」俏皮的麒麟與可愛討喜的
舞獅，在熱鬧喧天的鑼鼓聲中活靈活現的舞動著。整

個表演在舞獅拉下了賀詞時達到高點：「生日快樂，
健康長壽」、「請佛住世，永轉法輪」，兩道精要的
賀詞，寫出了所有弟子們的心聲，在場眾人無不報以
如雷的掌聲與喝采，連連道好！

鬧騰歡快的舞獅表演結束後，彩虹雷藏寺方立即
又向蓮生法王送上了九個精美、細緻又漂亮的大蛋
糕，象徵祈願法王健康長壽，住世久久久！不過，慶
賀活動，還沒結束：接著，彩虹雷藏寺準備了一首專

為法王而寫的生日歌，由寺方代表蓮彥上師及蓮喜上
師引領眾人高唱，再度為法王獻上最真誠的慶賀與情
誼！

最後，由最受眾人愛戴的壽星法王蓮生活佛，偕
同師母蓮香上師，將這九個香甜味美的蛋糕一一切
下。歡慶的同時，法王心中一刻仍不忘憫念眾生，切
蛋糕前，法王吉言賜福大眾：「大家身體健康，修行
成就！」

真佛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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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大威德之光》。

其中有「熱羅上師的道歌」，我發覺其中
就是「修行的次第」。

生成道與圓滿道，緊密結合菩提心，

壽者。

激發樂空大智慧，這就叫做習修道。

究竟道——無修大圓滿。

修煉終究結碩果，入世出世交界處，

我說：

獲得無生圓成位，至此無破也無悟。

其文字通俗。

密教大手印法有四次第：

熱羅上師的「道歌」

便稱佛地無修道，照此修心瑜伽士，

簡潔明白。

專一——含資糧道、加行道。

明了世與出世病，明見自心明空面。

錄之如下：

在座有緣眾弟子，倘若一心想學法，
做個行為合法人，必須記住我的話。
修法根本是二條，一是排除不利因，
二是發揮有利因，具體說來是這樣。
愛恨爭勝圖名利，不利因素應排除。
慈悲虔誠厭世心，有利因素應發揮。
法義若不與心合，口說再好也無益，
坐禪雖然功夫深，不能解脫表面功。
若能克服貪瞋痴，雖然未學無知識。
也是多才善知識，也是修禪高功夫。
開頭觀想死無常，曼札祈禱誦百字，
這是修福修慧法，也稱第一資糧道。
按照毘盧七支座，沉思入世出世因，
這是進入正禪門，也稱悟前加行道。
自然放鬆觀自心，生滅動靜細察尋，
發現法性真面目，叫著見性入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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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戲——含見道。

心境明亮樂融融，所見萬物均神佛，

一味——修道。

倒見錯覺如雲散，自身成就俱圓滿。

無修——究竟道。

利眾事業盡如意。

熱羅上師如此分：

在這首道歌中，提到：

資糧道——誦百字明咒，修福修慧。

資糧道。

加行道——正禪定，正思維。

加行道。

見 道——法性真面目。

見 道。

修 道——生起次等、圓滿次第結合、樂

修 道。

空結合、菩提心。

究竟道。

究竟道——無破無悟無修。

（這正是修行的次第）

這篇文字：

我個人對這「次第」是這樣分的：

看則略有差異。實者同也！

資糧道——佈施行善功德。

加行道——大禮拜、大供養、四皈依、四

祝福天下的行者，皆能因此而得益，受持

見 道——明白清楚空性。

如果能「實踐」。

無量心、百字明。

修 道——實踐無我、無人、無眾生、無

世界各區
「真佛道場卓越計畫線上說明會」
順利圓滿舉行
新聞／宗委會

宗委會委派督察處調查專員上師群舉行「真佛道場卓越計畫線上說明會」，於 2022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8 日間，為全球各地區的道場詳細解說本活動的內容與參加辦法，獲
得超過 200 多個道場與 400 多位負責人的響應。

謝謝主持說明會的釋蓮飛上師、釋蓮歐上師、釋蓮祖上師、釋蓮祈上師、釋蓮花慧君
上師、蓮花少東上師，以及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馬來西亞密教總會、印尼密教總協會等
調查員支援協助，讓各區說明會順利圓滿舉行。
宗委會將於近期正式推出「真佛道場卓越計畫」，敬請各道場堂主、負責人密切注意
更新訊息。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22 年 6 月 10 日

者，有大成就。
必得大成就！

【宗委會通告】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賜封
釋蓮麒上師

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 2022 年 6 月 7 日，在美國西雅圖〈真佛密
苑〉親自為本宗法師釋蓮麒法師賜予「阿闍黎灌頂」，成為真佛宗
上師。

茲因美國西雅圖的釋蓮麒法師出家後，在〈真佛密苑〉和〈宗
委會〉的工作崗位上認真踏實，盡職盡責，精進修學，推動法務，
表現優異，傳承真佛法教，引領有緣者皈依真佛。
今機緣成熟蒙聖尊蓮生活佛賜授阿闍梨灌頂成為本宗上師，聖
尊勉勵新封上師，要能明心見性、自主生死，荷擔如來家業，弘法
利生，配合〈宗委會〉運作，弘揚真佛，廣度眾生。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謹啟
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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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壽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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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壽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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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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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連等／草屯報導

台灣雷藏寺壬寅年 佛誕慶賀暨浴佛活動 圓滿吉祥

二Ｏ二二年六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九點三十
分，台灣雷藏寺在密壇預先舉行浴佛儀軌，慶祝釋迦
牟尼佛農曆五月十六日佛誕。恭請蓮風上師主壇，蓮
哲長老、蓮栽長老、蓮東上師、蓮常上師及眾法師護
壇，並有眾多同門前來參加浴佛典禮。
延續前一日全世界真佛宗道場薈供活動，壇城內
佈滿各種豐盛供品，巧思精心佈置的美侖美奐，令人
賞心悅目莊嚴無比。眾等於真佛密法前行儀軌後開始
浴佛，並虔心唱誦浴佛讚偈——「我今灌浴諸如來，
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同證如來淨法
身。」悠揚的讚頌歌聲中，上師、法師、同門依次恭
敬沐浴佛身。

浴佛時，行者觀想與釋迦牟尼佛合一，沐浴釋迦
牟尼佛金身時，同時也是沐浴自己。觀想沐浴水清淨
行者自身之身口意，淨除貪瞋痴垢毒。同時也觀想家
人、親友、纏身靈、冤親債主、有緣眾生，圍繞身旁，
與佛合一，一同浴佛。這是密教的觀想、合一、清淨
及平等觀，法味重重，值得深思。
正好在師尊蓮生活佛盧勝彥第 270 文集「我所知
道的佛陀」中，有一篇「佛陀的生日」，摘錄文中重
點，與大家分享：

佛陀的生日，至今的傳說是：「夏曆月圓日」。
目前，佛教傳播的東南亞一帶、西藏、中國、韓國、

日本、台灣及印度的錫蘭（斯里蘭卡）。均不一致。

佛陀的生日是哪一天？這是一個大謎題，於是我
親自面見佛陀，請示生日是哪一天？
佛陀說：「你是夏曆月圓日出生。」
我答：「十八日，月已經不圓了！」

佛陀哈哈大笑：「生日重要？還是佛法重要？」
我答：「佛法重要。」

佛陀自說：「你既然問了，我不說假話，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我站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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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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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誦滿一千遍。重罪皆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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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代為報名本寺的下一壇護摩法會。感謝諒解。

【高王觀世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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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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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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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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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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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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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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拜：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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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迴向偈：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龍八
部四眾。恭敬作禮。信受奉行。真實佛
法息災賜福經終。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無數遍）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蓮花
童子。即於其中。而說咒曰：

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養。即
得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者。施者。
能一切吉祥如意圓滿。消除諸毒害。能
滅生死苦。

若有疾厄纏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
等。受持本經。印施本經。即得災厄消
除。病源立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
囚禁獄繫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
得解除。凶殃殄滅。化為吉祥。

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
幽冥。若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
昇天。怨親退散。現存獲福。若有男子
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神為害。惡夢
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經邪鬼退藏。
即得安樂。

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士修
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是
之人祿位最尊。壽命延長。求子得子。
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的大
福寶經。

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
每年五月十八日。沐浴齋戒。著新淨衣
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辰日。
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誦「真
實佛法息災賜福經」隨心所求。自有感
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虔誠祈禱。
咸得如意。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行
以無念為正覺佛寶。身清淨。口清淨。
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寶。

聖尊大慈悲。 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 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 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 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 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 當為大護持。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一拜十方佛。二拜諸菩薩。 三拜護法金
剛。四平等一稽首。
淨口業真言：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嗡。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梭
哈。
淨身業真言：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尊開
演 真 佛 世 界。 知 是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之 吉
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生化身示
現。
各 各 歡 喜 得 未 曾 有。 稽 首 稱 讚 而 說 偈
言。

大 白 蓮 花 童 子 即 說。 諸 佛 菩 薩 救 度 眾
生。有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
無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
世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華藏世界。
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真佛
世界。

爾 時。 大 白 蓮 花 童 子 告 帝 釋 及 諸 大 眾
說。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
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共知之真實佛法
及息災賜福之理。

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細說。帝釋
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說。
一切人天咸知皈向。

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而
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有
聖尊。摩訶雙蓮池。以何因緣。現此大
光華。

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花
童 子 現 出 法 界 光。 綠 蓮 花 童 子 現 出 萬
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光。紅蓮花
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
光。 藍 蓮 花 童 子 現 出 果 德 光。 黃 蓮 花
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子現出童真
光。

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量諸
天皆感受之。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至
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赴摩訶雙
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釋。梵王。
八部四眾。廣說法要。

空中金色光。有淨妙天音來自虛空。諸
世界香氣芬馥。空中金閣。全生光華。
遍敷金蓮。虛空之中天花飄散。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在摩訶
雙蓮池。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上。周圍
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微妙
香潔。白蓮花童子。默運神通。將一個
摩訶雙蓮池。變化得格外金光燦爛。所
有香花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
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
鳥。均化金色。出和雅天音。

嗡。修哆唎。修哆唎。修摩唎。修摩唎。
梭哈。
淨意業真言：
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安土地真言：
南摩三滿哆。母馱喃。嗡。度嚕度嚕地
尾。梭哈。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啞。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
薩。（三稱）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
花童子。白衣聖尊。紅冠聖冕金剛上師。
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一世靈
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香讚：
爐香乍熱 法界蒙熏 真佛海會悉遙聞 隨
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
摩訶薩 南摩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
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