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六日晚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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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開示近
日有三位真佛弟子修持財神法中頭獎。天界有諸多
財神，像是勾財天女、四天王、蓮花童子及諸龍王，
都有賜福的能力。

法王依提問回覆：（一）戰爭是人類的因果。小
自人與人、家庭與家庭、種族與種族，大至國家之間
都會有戰爭。佛陀時代也一樣有戰爭，琉璃王攻打並
滅掉釋迦族。心淨則國土淨，世界能和平即是人間淨
土。宗教講求修行由自身開始，一如孔聖人所教：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宗教並沒有失去救助眾生
的力量。維摩詰大士教導，生活應入世和出世合一，
以中觀精神處之。

講授《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法王教授
「深信堅固猶若金剛」。道心堅固並非易事，有人因
些許不順就退道心，只有二種人是深信堅固：一、大
菩薩有入世差別智、出世真空智，能夠信解、深信，
所以信心堅固。二、雖尚未證得差別智和真空智，但
相信佛陀、菩薩大士或聖賢僧所教授、解釋的佛法，
一心皈依淨信者。此二者皆能深信堅固，猶若金剛。

近日有民眾提問：「有關社會對真佛宗的質疑，
以及宗教團體的圍堵，請教蓮生法王如何看待與自
處？」法王輕鬆淡然的回覆：真佛宗本來就是一時的
現象，罵真佛宗、罵盧勝彥，那只是一個名詞，根本
與己無關，眾生也是空，既然是空對空，根本沒有什
麼事，完全不用應對外界質疑、毀謗或是圍堵。

民眾又問法王，對於「本是同根生，相爭何太
急」有何看法？法王亦以「真空智」回答：「其實哪
裡有什麼相爭呢？沒有，眾生都是平等的」。民眾再
問：「佛教八萬四千法門，真佛宗定在哪個位置？」、
「是如何定位自己？宗教師、哲學家、行腳僧，抑或
其他？」法王見解獨到，指出「法法無法、宗宗無
宗」，「所謂定位，就是沒有定位，我隨緣而走。」
至於面對人生，法王則教導，每一件事情應先問問自
己、自己跟自己對話，自我觀照。

法王字字珠璣，以無上超然智慧化解人間紛擾，
教導弟子處世應對，莫不令座中大眾茅塞頓開，受益
良多，更深刻體悟到，滾滾紅塵中，修行在於修正自
己，一切不相干！

八月七日，無上法王聖尊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雷
藏寺主壇「蓮華生大士護摩大法會」。是日欣逢蓮
華生大士的佛誕，真佛弟子們特別向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法王敬獻具有特殊意義的供養，包括蓮師腳印、
手印、手指印及伊喜措嘉腳印，是祖師留傳下來，非
常難得且具有意義，可以用於加持和留作紀念。

開示中，法王表示自己十分尊敬蓮華生大士。蓮
師曾於古墓中，為法王傳授法的灌頂及來源的灌頂，
此二種灌頂是尊貴秘密的傳承。此外，在人間，法
王也由了鳴和尚授予師承紅教諾那上師的真實傳承。
因此每次法王修法時候，非常容易自化變身成為蓮華
生大士。

法王講授《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為眾
解說：「法寶普照而雨甘露」。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病，
大菩薩也有八萬四千的法，去救助眾生八萬四千種
病。在密教，對於貪色的人，有雙身法；貪財的有財
神法；愛名當官的，有咕嚕咕咧佛母和愛染明王的大
敬愛法；貪權位的，修雄天護法就會得到很大的勢
力。大菩薩如同太陽能普照眾生，不分善惡而施予甘
露，以慈悲喜捨、怨親平等捨，無為而為幫助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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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弟子敬獻蓮生法王
蓮師腳印手印及伊喜措嘉腳印

近日三位真佛弟子
修財神法中頭獎平等無諍  與自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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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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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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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ảm ơn。Xin chào ！

勾財天女四天王  蓮花童子諸龍王 
賜福眾生財富足

今天是修黃財神針巴拉，其實我們也知道黃財神
針巴拉也就是多聞天王，護世四天王其實都是財神。
增長天、廣目天、持國天、多聞天四天王都是財神。
還有很多財神，像龍神也是財神。另外，蓮花童子也
是財神、勾財天女也是財神。另外，還有財神的兒
子——騎龍白財神、多聞天王的兒子——騎龍白財神
也是財神。天上的都是財神，都有賜福的能力，財神
是很多的。

像這一次，本來是有講過，有一個中頭獎，接著
有第二個中頭獎，宗委會接到第三個中頭獎的。我準
備在第二百九十二（冊），第三個中頭獎寄到宗委會
來的。第一個中頭獎，不要讓人家知道他的姓名；第
二個中頭獎的也沒有講出姓名；第三個中頭獎，他有
提到他自己姓什麼、叫什麼。中頭獎！怎麼中的？將
來第二百九十二冊的書，你就會看到第三個中頭獎，
他是怎麼中頭獎的？他是因為天上有一隻鳥飛過去，
結果他在外面，啪！的一聲，鳥糞滴在他的頭上。他
想說：「咦！奇怪！天上怎麼是給我一個鳥糞？」他
就去買彩券，真的中頭獎，這是第三個中頭獎。他也
寫到師尊講過：「在修財神法的時候，看到滿地上都
是鑽石。」他想說既然天上有東西掉下來，那可能就
是鑽石，他真的去買彩券，真的中了。（有上師告訴
師尊他也知道）你怎麼知道？他把信寄給你，你再轉
給我。所以我講的不是吹牛的，牛不是吹的，火車頭
不是用推的。那就請大家都報名護摩法會當主祈。

現在講個笑話。現在是七月，七月就只在民俗裡
面稱為鬼月，當然在西方裡面是沒有。在東方，七月

就是鬼門開。這笑話是這樣子講的：不需要等鬼門開，
現在是農曆七月，不需要等鬼門開，因為在職場裡面
平時就有很多假鬼假怪。有什麼鬼呢？心機鬼，心機
重的心機鬼、有一個特別喜歡功勞的，邀功鬼、還有
一個就是馬屁精，職場平時就很多。

有一個豬頭男生，為什麼叫豬頭男生？就是笨笨
的。第一次約會，用完餐後兩個到山上去看夜景。沒
有多久，女生講：「我覺得有點冷。」這豬頭男講：「那
妳要穿我的外套嗎？」女生講：「不用！這樣我怕你
也會冷。」豬頭男怎麼講？「那怎麼辦？要我送妳回
家嗎？」女生回答：「不用！我們才出來沒多久，時
間也還早。」女生講：「在家裡我覺得冷的時候，我
媽媽就會緊緊抱住我。」豬頭男回答：「那要叫妳媽
媽來嗎？」我年輕的時候，跟女生約會也是這樣子。

最近天氣太熱了，講古代的皇帝的。古代的皇帝
問他的愛妃：「為什麼想進冷宮？」愛妃回答：「天
氣太熱了。」聽說明天的天氣會稍微熱一點。

天氣熱的時候，我最喜歡去銀行。為什麼呢？第
一、到銀行去有冷氣可以吹。第二、去看看我自己的
存款很多，肉體跟心靈一下子就會很涼快。他喜歡去
銀行，一般的小姐都喜歡去百貨公司。

人性野心與因果  造就人間諸紛爭 
佛陀時代亦難免  唯有心淨國土淨

現在進入主題，馬來西亞弟子蓮花達燕，請問師
尊以下問題：

他這個問題，問的比較遠一點。我們一般來講，
回答宗教的問題。他問戰爭是人類的因果或者是詛
咒？好像是問到 Russia 跟烏克蘭的戰爭。這個問題

太大，應該去問軍事專家。但是談到因果跟詛咒…這
跟詛咒有關係嗎？大家的意見怎麼樣？戰爭是因果
嗎？應該是因果吧！因為有原因、有結果，這都是因
果。人類的因果，是的。詛咒？大概也不一定是詛咒
吧！當然戰爭是人類的因果，這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大家怎麼回答？這個要問人性的專家，關於人性
方面的專家。我覺得不用講到戰爭，人跟人就不和了，
有很多人跟人都不合。有時候你看隨便街上就有人在
打架，那也就是人跟人的戰爭，不用講說國跟國的戰
爭，人跟人都還有戰爭的。家庭跟家庭就有，這個家
跟那個家的戰爭，兩邊戰爭。那麼再早一點，還有家
族跟家族的戰爭；一個村莊跟一個村莊的戰爭，對不
對？再擴大一點，最大就是國家跟國家的戰爭；小的
就是人跟人的爭執。這個都是人性啊！也是野心啊！
這是沒有修行嘛！第二點我給你回答。人跟人打架就
是戰爭，這是最小的戰爭；還有最大的戰爭，國跟國
的戰爭。甚至有家庭裡面有戰爭，老公跟老婆的戰爭，
那也是戰爭啊——和，就有婚姻美滿；不和，就是離
婚啊！互相討厭，就是這樣子，這個就是人性。

「世界和平」是真的有存在嗎？這是他的第三個
問題。維摩詰講的：「你心裡清淨，這個世界就清淨。」
每一個人的心裡都很清靜，就是「世界和平」。給你
回答，維摩詰講的：「心淨則國土淨，心清淨則國土
清淨。」當每一個人的心都很清淨的時候，國跟國之
間就是「世界和平」的存在。佛教有提到，人間淨土
是因為維摩詰講：「人間淨土。」那時候人間就是淨
土，世界和平就是人間淨土。大家都是相處的非常的
平和，在歷史上當然是很少。但是也有這樣的時候，
像是唐朝的「貞觀之治」，是世界和平的時候。像漢
朝「文景之治」，文帝、景帝，那時候「文景之治」。
那就是世界和平的時候。

告訴你，佛陀的時代也沒有世界和平。你看佛經，
佛陀的時代也有戰爭啊！琉璃王打釋迦族，那是在佛
陀的時代，釋迦族被琉璃王給他滅亡。因為過去琉璃
王是很大的，在海中很大的一條魚，被釋迦族的人把
牠釣上來。然後釋迦族的人把這條大魚給牠吃光了。
這是因果關係，當這條魚變成琉璃王的時候，他就攻
打釋迦族，把釋迦族給他滅族。這就是因果報應，戰
爭也是因果。釋迦牟尼佛時代，沒有世界和平，也是
一樣戰爭。尤其釋迦牟尼佛跟六師外道，都有爭執的。
甚至於祂自己本人跟他的大弟子提婆達多，兩邊也是
有戰爭的。所以那時候沒有世界和平，你為什麼問「世
界和平」呢？

2022 年 08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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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講

世界和平即是人間淨土世界和平即是人間淨土

蹂躪性命和財物、傷害經濟建設與人類和平
的軍事戰爭，似乎與人類脫離不了關係。戰
爭是人類的因果或者是詛咒？

Q1

今天地球又熱又擁擠、人口龐大，、貧富懸
殊，各種資源爭奪不停，師尊相信「世界和
平」真有存在嗎？

Q3

戰爭後留給人類的教訓就是——「沒有吸取
教訓」。是因人性和野心而起的戰爭嗎？

Q2

A1

A3

A2

在佛陀的年代，「世界和平」是什麽樣的面
貌？

Q4

A4

頭獎得主友人代筆投稿真佛報，詳請見本期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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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第 23 講

宗教修身為根本  人人修身天下平 
出世入世宜合一  以此處世實圓滿

我告訴你，社會上不公、不平等的事情很多。很
多不公、很多也是不平等的，感到無力感，沒有錯啊！
我自己也感到無力感。你哪裡能夠改變社會上的很多
不公、不平等？是不是宗教已經失去力量治理世界？
沒有啊！我們宗教先講修身，就像孔夫子講的：「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層次，你先講
修養自己、再來家庭圓融、再來你能夠治理這個國家，
最後才是平天下。宗教是講修養自己，先講修養自己，
還是最重要的，先從自己做起。

宗教不是沒有力量，宗教是由自己個人先開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孔子講的話，是我
們中國的聖人孔子講的話，就是一級、一級的從自己
做起，宗教就是先從自己做起。所以當所有人都修身
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齊家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能夠治
理這個國家的時候，那麼天下就太平了。宗教是講根
本的修身，我這樣子回答你。宗教還是有力量，先從
自己個人開始，一直到治國、平天下。

《維摩詰經》裡面講「也要入世、也要出世。」
維摩詰教我們，不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不可以離開娑
婆世界，但是也不可以太入世，不可以出世，也不可
以入世，這是《維摩詰經》跟我們講的。他說入世跟

出世要合起來一起做，這就是「中觀」跟「中道」。
所以，不是入世、也不是出世，是入世跟出世合一，
要用這種態度繼續活著。維摩詰將來會教我們這樣子
做，處在這個混亂的環境，我們應該入世跟出世一起
合起來的態度繼續活著。這是回答蓮花達燕的問題。

小明跟老婆吵架，是人跟人的戰爭。老婆講：「當
初要不是瞎了眼，怎麼會嫁給你這個王八蛋？」老婆
看小明不說話，女兒倒說話：「媽媽！這麼看來爸爸
當時真的很愛妳，妳瞎了眼他還娶妳！現在妳眼睛好
了就想過河拆橋？」

在麵館吃飯，看到一個男生在幫女生吹麵，因為
天氣太熱，麵也很燙。所以那個男生拿著一個碗在吹
吹吹，把它吹涼一點才給女生吃。這時候女生想，如
果我老公有這麼溫柔就好！她仔細看了那個男的，天
哪！真的是我老公耶。對啊！老公有時候不會為老婆
吹，太熱了他不會給它吹涼一點，但是對小三，他是
特別的體貼。

深信堅固大菩薩  具真空智差別智 
已明真如無所求  眾生難及其信解

好！我們講這個《維摩詰經》。

佛國品第一

…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

我們講到這一句喔！上回是「名稱高遠踰於須
彌」，這一回講到「深信堅固猶若金剛」。這一句話
更好解釋啊！這個有信心啊！這些大菩薩都是很有信
心的，祂們信心都非常堅固的「猶若金剛」，就像「金
剛」一樣不壞。我們講「金剛」兩個字喔！「金剛」
是什麼東西啊？在以前的印度天竺，稱「金剛」是一
個武器——這個叫做「金剛杵」，這就是一個武器，
這個東西就是印度古代的一個武器，它是非常堅固
的，它不會壞。我相信一百年以後這個東西還是在，
也不會壞，這個東西還是在，一百年。

我們人活一百年差不多都壞了，我常常講一個的
比喻嘛！一歲、出場亮相。十歲、學業至上。二十歲、
青春蕩漾。三十歲、職場闖蕩。四十歲、稍微發胖。
五十歲、老當益壯。六十歲、血壓向上。七十歲、偶

爾遺忘。八十歲、走路呢！搖搖晃晃。到了九十歲就
全部都遺忘了。一百歲、就掛在牆上。我常常講這個，
唸一百歲就掛在牆上。我們人大部分都活到一百歲，
也有啦！活到一百多的也有啦！但是差不多就已經掛
了。

「金剛」還壞嗎？不壞，它永遠都是這樣子，就
是印度天竺的古時一種武器，就叫「金剛」。表示他
的信心非常的堅固，就像「金剛」一樣，它不會壞；
一百年也不會壞，兩百年也不會壞。這個東西放著，
欸！你過了一千年去看，咦，它還在啊！它也不會壞，
就是金屬啊！是很堅固的金屬，你放了多久它還是不
會壞的，放多久都不會壞的這個東西，它壽命比人的
壽命還長。所以，它就是比喻他的信心堅固就像「金
剛」一樣。印度很早的時候它的兵器的一種，就叫「金
剛」。

「深信堅固猶如金剛」別人解釋這樣子就差不
多，就完蛋了。師尊解釋不一樣喔！問題是在這裡
啦！「深信堅固」，為什麼你會「深信堅固」？為什
麼你會「深信堅固」呢？大部分我們這個宗教的信徒，
不要講「深信堅固」耶，「深信堅固」蠻困難。

師尊在做迴向的時候常常講，「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堅固」。這個「道心堅固」是
什麼？就是「深信堅固」。你還常常要迴向，要道心
堅固。為什麼會道心堅固？有的人稍微有一點不順，
他道心就沒有了。是啊！我進到廟裡面來拜佛，就希
望這個能夠成，能夠完成我的願望，拜了，也帶了供
品、也包了紅包，也塞了紅包在功德箱，菩薩保佑。 
欸！你回去以後這個事情不成，你就沒有信心了，對
菩薩沒有信心：「菩薩沒有保佑啊！」沒有信心，就
失去信心。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菩薩有保佑：「有
感應欸！好好！」九十九次感應，一次沒有感應，你
就沒有了，就退道心了。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人的道心都是不堅固。但是，
大菩薩祂為什麼道心會那麼堅固？深信堅固，猶若金
剛不壞。為什麼祂會這樣子？這個有兩個解釋：一、
祂本身了解真如，祂已經懂得了真如。大菩薩祂已經
進到真如裡面了，祂知道，祂懂得真如，也就是祂明
白真理啊！我們講一個比較普遍的話，祂明白真理，
祂真理已經明白了，那是真正的大菩薩。

是有真正的智慧，祂得到的智慧，所謂有入世的
智慧、也有出世的智慧。出世的智慧，祂了解到一切
都是空；入世的智慧，祂有「差別智」、有「分別
智」，祂懂得分別的智慧。出世的智慧，祂懂得「真

2022 年 08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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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講

處世以中觀精神   融合入世和出世處世以中觀精神   融合入世和出世

我們對許多社會不公、不平等感到無力感，
是否宗教已經失去力量治理這個世界？

Q5

A5

處在當今紛亂的環境，我們應當以「入世」
或「出世」的態度繼續活著？

Q6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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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智」。祂因為有這些智慧，所以祂「深信堅固」，
也就是道心堅固。那不懂得這些智慧的，那不算，那
是一般的信徒。真正的大菩薩祂了解，空就是無所求。
「差別智」在於如何度化眾生？祂有種種的法寶，用
種種的法寶去度化眾生。祂也是無為而為，祂並沒有
求什麼？因為祂知道一切所求都是空的，到最後都是
空的，包括自己的身體也是空的。

有些人…因為我本來就好像很信仰，信仰很堅定
的。欸，突然家裡的某一個人出了車禍，「我信的
那麼虔誠，為什麼我的家人也出了車禍？！」從此
以後他不信了，那個不叫做信，那個不叫做深信。真
正的深信，他是「信解」，他能夠解釋所有的道理。
因為他本身闖紅燈，所以他出了車禍；因為他車子開
得太快，所以就出了車禍；不然就自己恍神，突然間
恍神，就出了車禍。不是自己錯，就是他人錯，出了
車禍，這其中也有因果在裡面的。並不是說你家人，
「你看我的人多麽好！一生都在做善事， 我居然得了
cancer ？」他就完全失去信心。

Cancer 也是你前世的因果耶！你知道嗎？你身
上長東西，都是你的冤家對頭在你身體裡面欸！如
果在因果上講起來的話，你有冤家對頭，它就化為
cancer 在你身上滋長，奪取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冤家
對頭，其中也是有因果在裡面的。懂得這個道理的人，
可以看出他的前世因果是怎麼樣的。他會得病，不是
他…「我信得很虔誠，每天唸佛做善事布施，到最後
他還得到 cancer 死掉？因為看了這個情形以後，我
所有統統都不信了！」多得很。

但是不能這樣子講，大菩薩祂知道所有的因緣果
報，祂也知道一切都是空，無所求。祂也有種種的法
寶，祂有祂的智慧，祂懂得「差別智」；祂也有「真
空智」，有「差別智」，那是大菩薩。為什麼祂的道
心會那麼堅固？這個原因就是在「信解」，祂能夠「解
釋」，能夠自己解這個結，就是懂得非常得多，那個
才會「深信」。

未證真如智不足  出世入世未圓滿 
但若深信佛法僧  道心堅固善根者

第二個，另外一個釋，也是「深信」。他還沒有
得到「真空智」，也沒有自己去體會；他也沒有「差
別智」，也不能怎麼樣——但是他相信，皈依這個師
父，這個師父所講的，或者你相信釋迦牟尼佛，釋迦
牟尼佛所講的，那就是真理、真如。你相信釋迦牟尼
佛講的、相信佛陀講的、相信維摩詰講的。你因為有
經典，你相信法、相信佛、相信法、相信聖賢僧。你
皈依了聖賢僧，你自然會產生「深信」，因為聖賢僧
會講出他一番的道理給你聽，你聽了，你信服，你雖
然還沒有證明你自己，但是你相信聖賢僧，你也「深

信」。這兩種信仰，都是「深信堅固猶若金剛」。

那我們在座的，當然也有這些得到智慧的，已經
得到「真空智」，也得到「差別智」的，就是大菩薩，
祂本身就是大菩薩。既然是大菩薩，祂的信心不會退，
就是「金剛」。還沒有得到大菩薩之前，你相信釋迦
牟尼佛所講的、相信維摩詰大士講的、你相信聖賢僧
講的，你也深信沒有懷疑，這個都是「深信堅固猶若
金剛」。

所以，師尊在說法，跟人家不同。這個「信」裡
面哦——一個「信」字裡面，它會產生力量出來，它
是有力量的。以「信」為入，入了佛道，然後你了解
了佛道，你真正去了解了佛道，就是「信解」，就是
大菩薩懂得，信心堅固、道心堅固，就是大菩薩。你
成就了大菩薩的時候，就是這樣子，信心堅固——
「猶如金剛」。還有一個就是剛剛講的，你「信」佛
說的、「信」維摩詰說的、「信」聖賢僧說的，你會
深信。

不然一般來講，一般人道心都不夠，稍微打擊，
他就整個都瓦解、就退了道心，這個也有的。有時候，
師尊在教導人家。一算，這個人真的是情執啊！她對
感情非常的執著，那個男的明明已經不愛她了、離開
她了。情執耶！她就是愛：「我一定要愛這個男的！」
情執會怎麼樣？會得憂鬱症。那個男的已經不愛她
了、離開她了，她還是愛他，每天等待他回來。等啊
等啊等…等他回來，這就是情執耶。

師尊幫她一問：這個男的怎麼樣？師尊實在是很
同情她，師尊算一算，明明知道這個男的要離開她
了，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師尊有時候會給她一點希望：
「妳去燒個金吧！妳跟佛講一下嘛！妳能有什麼夢示
啊。」或者是「那個男的，是暫時離開妳啊！過了不

久他會想到妳的好處啊！」就會安慰她一下子。事實
上，等她明白的時候，那時候糟糕了。師尊以前跟她
講說：「他可能還會回來。」結果永遠不會回來，她
就信心全無，就不會來西雅圖雷藏寺了。師尊不喜歡
講一些很絕的話，就是：「妳去燒個金吧！看一看他
會不會打電話給妳？」、「妳去燒個金，看看會不會
他給妳一封信？」妳會怎麼樣…幫助妳一下這樣子。
其實師尊心中了解是「完了」——這個男的已經離開，
而且他已經有別人了。總是給人家一點安慰，師尊雖
然明白，但是有時候就是…唉，等吧！有很多事情就
是這樣子。

所以，人生的事情真的也是無常，感情方面也無
常、金錢方面也無常、壽命方面也無常。國家跟國家
之間也是無常。你說朋友之間？也是無常。有時候好
朋友，也會變成不好朋友，以後又會變成好朋友、又
會變成壞朋友，變來變去的，不一定的，所以是無常。
無常就是一個真理，釋迦牟尼佛講無常。所以，我們
相信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無我、無常、涅槃寂靜，這
個「一實相」，只有一個實相；你了解一個實相，你
就了解苦、空、無常、無我，都會了解到。那時候你
會相信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維摩詰所講的、聖賢僧所
講的，這個叫做「深信堅固猶若金剛」。

今天早上很忙的時候，一個女的同事突然對我講：
「喂！進到群裡面看一下。」我勉為其難的說：「哦！
好！」然後我就翻起她的裙子看了一下，啪啪，兩個
耳光。男同事講：「媽的！真搞不懂現在女生是在想
什麼？」她是進到群組裡面看一下，不是叫你進到裙
子裡面看一下，不要搞錯了。

嗡嘛呢唄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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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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密祖師蓮華生大士「嗡。啞。吽。別炸。古魯。貝嗎。
悉地。吽。些。」

師母，丹增嘉措、吐登悉地，各位上師、教授師、
法師，講師、助教、堂主及所有的同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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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修蓮華生大士法，剛剛儀式大家也看到
了，他們贈送給師尊這個蓮華生大士的腳印，還有手
印、手指頭的印，還有跟伊喜措嘉的腳印。贈送的單
位說不可以講出來，這個腳印、手印、指頭印，還有
伊喜措嘉的腳印，從哪裡來也不可以講、贈送的單位
也不可以講，那就無法奉告。總之，現在師尊有蓮師
的腳印、蓮師的手印、蓮師的指頭印，還有伊喜措嘉

的腳印，通通不可以講，所以不可以講就是不可以
講，那不可以講就算了。不過這個東西，祂是祖師留
傳下來的，倒是很好的東西，可以留作紀念跟加持
用。

以前，師尊也寫過蓮華生大士，祂帶著我去一個
墓穴、墳墓裡面，給我做兩個灌頂：一個灌頂是法的
灌頂、一個是來源的灌頂，做了兩個灌頂。這兩個灌
頂，我稱為「尊傳」——尊貴的傳承。這個尊貴的傳
承，就屬於比較秘密的傳承，像紅教大圓滿法的傳
承，其實了鳴和尚在四川，紅教的過來中原傳法的諾
那上師，諾那上師跟了鳴和尚是亦師亦友。諾那上師
傳法給了鳴和尚，了鳴和尚也把自己所有的法給諾那
上師，所以亦師亦友，也是師父，也是好朋友。所以
了鳴和尚那裡，師尊得到的是寧瑪派的這個傳承，紅
教的傳承，師尊有這個「尊傳」的紅教的傳承，也有
實際上由諾那上師那裡來的，真實的傳承，就是了鳴
和尚。

我個人很尊敬蓮華生大士，我也很容易的化為蓮
華生大士。每一次我自己在修法的時候，我自己化為
蓮華生大士，自己就變身成為蓮華生大士。今天又得
到蓮華生大士的這個腳印、手印、指頭印，還有佛母
伊喜措嘉的這個腳印，這是非常難得而且有意義。
（眾鼓掌）

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八月十四日下午三點
PM，是不空羂索觀音菩薩護摩法會。以往這一尊，
主祈的人是第一多的，大家一看到不空羂索觀音菩薩
的護摩法會，都會很踴躍的報名主祈，因為祂最主要
是不空。為什麼不空呢？所求不空，你求的絕對有，
而且不會沒有，所以才叫不空羂索觀音菩薩。這尊護
摩主祈的最多，那你們如果修「空」成就了，就不用
主祈；那你們要想要求什麼的，還是要主祈。完全無
所求的，自己認為說我已經無所求了，就不用主祈，
謝謝大家。

講一個笑話。兩口子結婚七年，從來沒有吵過
架，記者採訪丈夫：「你們是怎麼做到的？」丈夫答：
「我媳婦是山東人，進門的第一天，我們家的狗對她
吼，她平靜的講，『這是第一次。』過了兩天，媳婦
倒水，從狗旁邊經過，狗又對她怒吼，她平靜的講，
『這是第二次。』過了幾天，媳婦坐在狗旁邊劈材，
狗又對她怒吼，媳婦回頭，就把狗頭給砍斷了。我看
她把狗砍了，就對她吼，『妳神經病啊？！』媳婦很
平靜的看著我說，『這是第一次。』」從此，我們就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師尊笑）

第二個笑話要仔細想一想。深夜街頭，一個喝得
非常爛醉的男子，攔住經過身邊的一位婦女，並指著
自己頭頭頂問：「我頭上有幾個包？」婦女看了看，
很膽怯的回答：「有三個。」男子講：「喔！謝謝妳！」
謝了以後，邊走就邊嘀咕：「再撞五根電線桿就到家
了。」

跟閨密聚餐，菜剛端上來，因為天氣太熱，沒什
麼胃口，我吃了兩口就停了下來。閨密很關心的問：
「妳為什麼…」我笑著打斷她：「妳是想問我為什麼
吃這麼少嗎？」閨密講：「不是，我是想問妳，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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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尊蓮生活佛是娑婆世間漢人密乘的第一法王，
祂是蓮師無二無別的化身。聖尊珍貴的言教，開啟
弟子們的自性，聖尊大圓滿的法教，以空性大樂現
無上光明。

蓮華生大士曾說：「我無來去，惟信我者，我
即現其前而爲說法。每月初十日，我自來視諸弟
子。」

欣逢蓮華生大士的聖誕，藉著今天這個非常殊
勝的日子，真佛弟子們特別向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
生活佛，敬獻非常具有特殊意義的禮物。

敬獻蓮華生大士「腳印」

此腳印象徵蓮師修行一步一腳印，讓世人有跡
可循、步步跟隨。一切法門，敬師、重法、實修者
得之。

敬獻蓮華生大士「手印」

此手印象徵與蓮師「身密」之印契，手結本尊
密印，乃至行住坐臥等一切事業，共證蓮師本誓之
願力。

敬獻蓮華生大士「手指印」
此蓮師手指印，象徵蓮師來指引，世間貪著，

一刀兩斷；八十八使，當體解脫；五毒現前，妙用
自如。直指人心、煩惱解脫。

敬獻依喜措嘉佛母腳印
此依喜措嘉佛母腳印，象徵佛母對蓮華生大士

敬師和永恆追隨的足跡，千年萬年，堅毅的腳印，
亙古至今。

真佛弟子們以虔誠無比的心，願以身口意密一
皈依，感恩聖尊護念諸眾生。

弟子們一心「敬禮蓮師賀壽辰、千秋萬世密法
傳」。

蓮師於古墓中蓮師於古墓中
為蓮生法王授二灌頂為蓮生法王授二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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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互動就是力量 第 235 集

麼吃這麼少，還那麼胖？」

有一個老伯生病了，要開刀。他膽子很小，被推
進手術室以後，他要求醫生跟護士都把口罩摘下來。
醫生說：「這是規定，大家都必須戴口罩。」老伯講：
「別騙我了，你們是怕出了事被我認出來！」

有一個男的對小美講：「小美，為什麼我追妳追
了三年，妳都不答應。別人追妳才兩個月就追到了，
我真搞不懂？」小美：「想知道原因嗎？」男的講：
「想啊！」小美：「但是我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這個男的回答：「好，那等妳吃飽了再來告訴我，
我等妳。」

好啦，我們進入你問我答。馬來西亞蓮花達燕，
就是昨天的蓮花達燕，問師尊以下的問題：

像我們西雅圖雷藏寺，有人對西雅圖雷藏寺講，
「西雅圖雷藏寺我們不敢去」，那麼，就是對西雅
圖雷藏寺有質疑，甚至有很多地方對真佛宗有質疑
的觀感，有的也有破壞、也有毀謗，你以什麼力量
處理？用什麼方法去處理？他問的問題，師尊回答
是這樣子的，真佛宗本來就是一時的現象，「空」，
外面的眾生也是空，既然空對空，根本沒有什麼事，
完全不用處理，我就是用這個態度去處理。

有處理等於沒有處理，沒有處理等於處理（眾
鼓掌），根本不用處理，外面的人對我們很質疑啊，
或者破壞啊，或者毀謗啊，根本跟我無關，對真佛宗
也沒有什麼關係，他罵的是真佛宗又不是罵我，對不
對？他罵的是盧勝彥，也不是罵我，我也不是盧勝
彥，盧勝彥只是一個名詞，真佛宗也只是一個名詞，
他罵真佛宗，罵盧勝彥，都是一個名詞，我怎麼處
理？我就是沒有處理。

也是佛教界的啦，對他們有什麼忠告？對他們，
這些人家在外面的佛教團體圍堵真佛宗，你有什麼忠
告？這個跟第一個問題一樣啊——沒有忠告，沒有。
歡迎毀謗、歡迎破壞，來者不拒，包你滿意。不用回
答，跟第一個是一樣的，沒有忠告，師尊完全用「真
空智」來做這些事情。（師尊笑）

這好像是說，大家都是佛教徒，相煎何太急，這
句話你有什麼體會？問師尊有什麼體會？我也是用

「真空智」回答，非常容易回答：哪裡有什麼相爭呢？
沒有啊！平等、沒有相爭，大家都是一樣的。我從來
沒有感覺到有人對我怎麼樣，沒有，我也從來不理

會這些事情。看了等於沒看，什麼破壞啦、毀謗啦，
通通不理會，就是平等。我的體會就是大家都平等，
都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真正的八萬四千個法門，法門太多
了，盧師尊也記不住，到底有哪八萬四千個法門？我
什麼都忘了。真佛宗定在哪個位置？想都沒有想過。
真佛宗到底定在哪個位置？我想都沒想過，這就是
我的回答。我也不知道真佛宗在哪個位置？所以我
的回答是「法法無法，宗宗無宗」。（眾鼓掌）

你還沒有講出來呢，師尊還是一個藝術家——畫
畫嘛！還是個文學家——寫詩啊、寫書啊、寫散文
啊，對不對？師尊啊，還學一點那個花腿繡腳，打一
打太極啊、舞一舞少林達摩棍。還有很多耶，我自己
也搞不清楚呢。我告訴你，所謂的定位，就是沒有定
位，我隨緣而走，沒有定位。這是告訴蓮花達燕的，
我根本沒有定位。

我告訴你喔，我最想跟自己講話。每一件事情先
問問自己，就是自己跟自己對話。將來…還沒有到

這個娑婆世界的時候，我也是自己跟自己講話，到
了娑婆世界以後，講了那麼多的廢話。有一天我要走
了，剩下我一個人，也沒有人跟著我，我一個人走，
我也是一個人對自己一個人講話。所以我現在想的，
我還是跟自己講話。（眾鼓掌）

好，回答蓮花達燕的問題，已經全部結束。

記者問民眾：「如果你在湖邊，看到總統、院長
跟部長，三個人溺水，而你只有一塊石頭，你會想
砸誰？」民眾：「哪有可能讓我碰到這麼爽的事情？」
記者問：「假如呢？」民眾：「這還不簡單，有誰
想救他們，老子就砸誰！」這應該不是很好笑。

這個笑話好像聽過了，不過滿有意思的。愛因斯
坦坐火車，列車長來查票，他找來找去，找不到車
票。列車長就很客氣地對他講：「Professor，不用
找了，我知道你是誰。」說完，列車長繼續往下查票，
準備到下一節車廂。轉頭看到愛因斯坦還在找票，
甚至於跪到地上去找，列車長很熱心地講：「教授，
你不用找了，我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愛因斯
坦，我相信你一定買票了。」愛因斯坦抬起頭，很不
好意思、很尷尬地對列車長講：「我必須找到這張車
票，因為我忘了要到哪一站才下車，要看車票才知
道。」它最後的答案是，歷史上最聰明的人尚且會
忘東忘西，所以想開點，你忘了什麼事，不用嘆息。

師尊也常常忘掉很多事情，忘了。本來這人間，
忘了就忘了，不要老是提起來，讓你回憶。不用，不
去想，過去了就算了、忘了就忘了。每一次我有一些
事情想不起來，我就想到狗在叫，汪汪汪（忘忘忘）。
我說很好，就是這樣子，忘了。

佛國品第一

…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

好，今天我們講下一句，「法寶普照而雨甘露」。
剛剛那個蓮花達燕問，法寶是什麼？八萬四千法門，
佛法有多少法門？八萬四千法門。那麼這八萬四千法
門是做什麼呢？專門治理、治療八萬四千種病。這句
話，「法寶普照而雨甘露」，八萬四千法門對一些有
病的眾生，就好像是甘露水一樣。你八萬四千種病，
有八萬四千個法去治理，你的病就好了。這一句「法
寶普照而雨甘露」，就是這個意思。這樣，我們就
結束可以散會了。（師尊笑）才四點五十七分耶，

2022 年 08 月 07 聖尊蓮生活佛主持彩虹雷藏寺「 蓮華生大士護摩大法會」暨《維摩詰經》第 24 講開示

蓮生法王隨緣而住蓮生法王隨緣而住
以平等心真空智處世以平等心真空智處世

社會上對真佛宗存有質疑的觀感，甚至做出
破壞、毀謗，您以什麽力量去處理這件事
情？

Q1

曾有，還有「同是佛門一家」的同修同道，
如一些佛教組織對真佛宗進行「圍堵」，您
有什麼忠告？

Q2

A1

A2

您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句話，
有什麽體會？

Q3

您把自己定位在宗教師嗎？哲學家嗎？行腳
僧嗎？或者其他？

Q5

佛教有八萬四千個法門，真佛宗定在哪個位
置？

Q4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有機會跟一些人對話，
您最想跟誰講話？

Q6

A3

A5

A4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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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第 24 講

還可以再講一下子。

「法寶普照而雨甘露」，這些大菩薩祂都有八萬
四千法可以去救度眾生，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病，就
用八萬四千的法，去救這個八萬四千種病。我們講
起來，像師尊在這個娑婆世界…你看看大菩薩祂有
很多法可以救度眾生。你沒有法，你不能夠去救度
眾生啊！你遇到哪一個人來問事，他有困難，你要
幫他解決啊。像感情上的問題，那句話怎麼講？慧
君啊？問…是問眾生嗎？（眾答：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許），喔！「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
人生死相許」。情啊，什麼個東東？但是眾生就是
眾生啊！你看那些情，困擾了多少人？你看，羅密
歐與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台…。

真的，師尊不一樣哦，為什麼不一樣啊？大家
要記得「忘」——「給我一杯忘情水」，忘了吧。
我常常…師尊在軍中的廁所裡面看到「天涯何處無
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寫的很清楚啊，廁所上
面都寫滿了，每天在看。何必單戀一枝花？看久了，
我就不會單戀一枝花，師尊是多戀很多花——也不
可以這樣子講，這樣子講會被人家罵死了。（師尊
笑）不過，「忘」倒是一個好方法；忘了，隨緣而住，
這就是法啊！是叫你不要執著。天下男生那麼多，
妳為什麼就偏偏愛那個？天下的女生那麼多，你為
什麼就一定執著這個人呢？隨緣而住。

你看，我小的時候，我幼稚園的女朋友姓林，叫
林燕玉，雙木林、燕子的燕，這個玉，是玉石、寶石、
寶玉的玉，我都記得她的名字啊，但是我已經忘掉
她長得怎麼樣，已經忘掉。我還記得那個名字，那
是我幼稚園的女朋友啊——我如果現在還單戀著她，
那我早就死了，對不對？

所以，對於一些比較貪心的人、貪色的人，我們
有雙身法；你貪財的，很多人貪財，我們有財神法；
你貪權位的——「我想要當大官」、「我想要當最
有名的藝人」，有咕嚕咕咧佛母法——大敬愛法，
你修了大敬愛法，咕嚕咕咧佛母的法、你修了愛染
明王的法，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勢力；密教還有「雄
天護法」，你修了「雄天護法」就會得到很大的勢力，
但是有別的派門禁止修「雄天護法」，那我們這尊

大力金剛在這裡，你修了大力金剛，你就可以得到
很大的勢力。

你喜歡吃東西、喜歡吃美食，你就修豬八戒的
法。（師笑，眾笑）你不知道嗎？豬八戒叫「淨壇使
者」！什麼叫「淨壇使者」啊？所有供品全部他吃
掉。你看嘛，那麼多的法，你喜歡吃，你就修淨壇使
者，你就很喜歡吃，什麼東西都吃完。另外，有很多
人喜歡睡覺，你就修陳希夷——姓陳，陳希夷的法，
師尊也有啊，他大睡三千年，他可以一覺醒來已經過
了三千年；陳希夷仙人，一覺三千年。什麼法都有啊，
怎麼會沒有呢？

你有災難來找師尊，師尊幫你修息災法。你如果
沒有錢，事業不行，修增益法。有災難修息災的白
諸尊；你想要賺錢，賺很多錢，你修紅法，紅財神；
你這個感情運很差、沒有人緣，你修敬愛法。我們
有兩個敬愛本尊：咕嚕咕咧佛母法、愛染明王法，
在 True Buddha School 裡面有，修這兩個法，你就
會得到敬愛。你有怨敵——敵人在追殺你，你就修
金剛法、修你自己的護法，這個就是八萬四千法門，
其中還有很多很細的細節。所以，「法寶普照而雨
甘露」。

眾生來到師尊這裡，師尊給他們喝甘露，給人家
快樂、解決人家的苦，非常歡喜的這樣子去做，而且
平等無分別。平等捨啊！慈悲喜捨，這個「捨」最
重要——怨親平等，我們普施大眾，不要有分別心；
怨親平等，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有佛性，都是
平等。所以這個就是「法寶普照而雨甘露」，這句
話主要的意思就是在這裡——怨親平等捨，要記得
這一句話。你不能說「我喜歡的，我就給予、就幫
助他；我不喜歡的，我就不幫助他」不可以這樣子的，
通通都平等，所以師尊待每一個人都是平等、平等、
平等。

我記得以前講過一個笑話：這個人看起來很討
厭，那你就要再仔細的去看他，為什麼？因為越看
就越討厭。（師尊笑）但是現實社會就是這樣子，
這個人看起來很討厭，仔細再注意他一下，真的很討
厭、更討厭了。但是行者不可以這樣子，大菩薩不是
這樣子的。這個人看起來很討厭，我真的也不喜歡

那個人——真的，我看了也是不太喜歡，連他喊「師
尊好」，我都認為是惡意的。（師尊笑）他有時候
對我喊「師尊好」，我也覺得是惡意的，因為我知
道他的背景嘛，對不對？

唉，他喊「師尊好」，我也不想理他…但是不
行啦，我們尊敬他的佛性，還是要對他和顏悅色、
要改正自己。自己跟自己講：「你這一點你要改進，
這個人你不喜歡沒有錯，但是他一樣將來可以成佛，
你要尊敬他，你不可以對他有不公平的地方，你照樣
要照顧他，照樣有法，還是要教他」，這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所以，我常常對自己講話：「你這一點不對，
要改正。你不喜歡他沒有錯，但是你還是要恭敬他，
因為他畢竟也是有佛性。」

我們好像對所有的毛小孩一樣的，對於毛小孩、
對於很多的動物啊——其實我今天中午吃飯，蓮彥
上師看見我桌子上有一隻小蒼蠅在那邊走來走去，
她拿一張衛生紙，「啪！」就把那隻蒼蠅給牠…。
到最後妳把牠丟到哪裡去了？妳把那隻蒼蠅丟到哪
裡去了？（蓮彥上師：在外面，其實沒有死掉。）
妳把牠放生啦？（蓮彥上師：我不是把牠放生，我
蓋住牠的時候，拿牠的時候是包著，然後走出去門
口外面，牠就走了。）牠飛走啦？（蓮彥上師：我
沒有看見牠飛走，就不見了，在紙裡。）牠被妳捏
死了——其實，妳把牠…捏牠，妳不知道嗎？牠是
漂洋過海來找師尊的！那隻蒼蠅飄洋過海來找師尊，
妳竟然把牠捏死？——我講這個也是一個笑話。（師
尊笑）其實我心中在念，我心念著牠，而且我幫牠
超度、我把牠超度。

當然，你在吃飯的時候，一隻小蒼蠅在你面前
飛來飛去，真的也是很討厭啦，但是我們也要尊敬
牠——牠也是一個生命啊！所以當妳啪一下子，那
張紙下去的時候，那一張 paper 給牠壓下去的時候，
我知道，「哎呀，牠完了。」心裡念著牠，然後幫
牠唸了往生咒：「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阿彌利哆。悉耽婆毗。
阿彌利哆。毗迦蘭帝。阿彌利哆。毗迦蘭多。伽彌
膩。伽伽那。枳多迦利。梭哈。」我就念了往生咒，
在心裡上唸。

唸了文殊往生咒：「嗡，阿拉巴雜那底。嗡。
曼殊室利耶。嗡，阿悲拉吽。堪查拉。梭哈。」我
就幫牠唸了，把牠送上天上。人家來妳面前就是有
緣，妳啪一聲，把牠弄死了。不過妳心地也不錯啊，
妳拿到外面去放生，結果牠不見了——牠沒有飛走，
牠掉到地上。我真的有幫牠念，真的幫牠念了，牠能
夠往生。啊，這不是我殺的，是蓮彥殺的。（師尊笑）
不過我幫牠超度了就可以了啊，平等、平等。

我也不能夠怪任何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到師
尊身邊來都是有緣，有緣才會來，沒有緣的，他根
本聽都沒聽過、看都沒看過、想也沒想過，既然來
了就是有緣，平等對治；不會埋怨任何一個人，養
成自己心地非常的寬廣。所以我有時候也寫在書上…
新的書大概也有寫吧？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那個人，
因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覺得是不太好，他做不
對的事情。但是沒辦法，他做這個事情一定有他的
原因，所以你也不能對他怎麼樣。

他講「師尊好」，雖然覺得大家喊的都是…但
是他喊的「師尊好」，這個——首先也有一點排斥。
後來，問自己的心：「那你心還是不夠寬大，你心
還要更大，你還要容忍他、還要去愛護他、還要去
照顧他、還是要去憐憫他。」所以這個就是「法寶普
照而雨甘露」。什麼叫普照呢？太陽啊，並不是因為
那個人不好，它就不照他，一樣它照他；好人它也照、
壞人它也照，歹徒它也照、善人它也照，這個叫「普
照」。所以我們要養成這樣子的普照，大菩薩普照
眾生而雨甘露，施予也是普照、甘露也是普及。

好，嗡嘛呢唄咪吽。

2022 年 08 月 07 聖尊蓮生活佛主持彩虹雷藏寺「 蓮華生大士護摩大法會」暨《維摩詰經》第 24 講開示

大菩薩不分好惡大菩薩不分好惡
怨親平等救度怨親平等救度

感謝蓮竹法師、蓮花麗瑩師姐、蓮花美芳師姐協助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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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網路大學《菩提道次第修行簡釋》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2

授課／蓮傳上師     文字編輯整理／真佛報總社

我坐在法座之上。

遠遠看見一個鬼人，向我走來，我看清楚
了他，我也心中一震： 
「祢是鄭？」

他點點頭說： 
「我是堯中。」

我問： 
「祢是在網路上批判我的人，祢真的是鄭
堯中？」

他說： 
「真的假不了。」

我問： 
「祢為何要批判我？」

他說： 
「我也不知道。我寫的開悟文章，你不重
視！」

我問： 
「聽說祢把我的照片，燒印在馬桶下，日
日對它大便小便？」

他說： 
「是的。」

我問： 
「這是為什麼？」

他說： 
「洩恨而已！」

我問： 
「祢死後，去了哪裡？」

他說： 
「去了懺悔所。」

我問： 
「陰間也有懺悔所？」

他說： 
「是的。人間有的，陰間都有，這一點也
不奇怪。我懺悔結業，便來你這裡了。」

我問： 
「祢的業報已盡？」

他說： 
「是的。五濁惡世末法時，甚深的教法很
難聽到，合格的上師也很少，而具信的弟
子更為稀有。我犯的是，一回兒信，一回
兒疑。」

我問： 
「現在呢？」

他說： 
「現在信了！」

我問： 

「為什麼現在信了？」

他說： 
「我看見你的勤奮與精進。」

我問： 
「為什麼祢知道我精進？」

他說： 
「因為疫情期間，你超度不間斷。你是怙
主，你是菩薩，你是接引如來，你是主真
言界祕密主。」

我問： 
「所以你來了？」

他說： 
「是的。在此時代，少有成就師，未見有
人顯此大神通，今後很難再出現，因此懺
悔及深深感恩。」

我說： 
「謝謝祢了！鄭堯中。」

他說： 
「這一回，我說真心話。」

我說： 
「請上法船！」

鄭堯中，去了佛國淨土。

度
化
譭
謗
我
的
人

未來我們的法務處裡面就會慢慢編訂，在修法
之前都〈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甚至於師尊——
根本上師在書裡面寫的，如果你每次修法都可以念
一次〈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功德深如海，法力
高如須彌山。這個都是嘴巴講的啦，但是實際上是
這樣…我不要講這個文字遊戲，什麼都不要，但是
你明白：沒有根本上師，我們沒有佛果，我們成就
不了真正的佛的果位，這個是非常常要提醒自己的。

所以這個地方，「祈請」為什麼這麼的重要？
宗喀巴祖師教我們《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時候，就
從阿底峽傳下來：《菩提道燈論》、《菩提道次第
廣論》…，都教我們：「不要忘本」。對不對？（不
要）忘記自己的根本。

頭頂著根本上師，這是我們這一輩子、這一世
都要記得，頭頂著根本上師。沒有說「我比根本上
師更偉大」的——這連帶著我再講一點點連帶的故
事，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我們也知道、也跟大家提過，壇城在布置的時
候，我們很多人想，瑤池金母、蓮花童子…「哦！
一切是來自根本傳承上師，那我就把蓮花童子擺最
大最高」，瑤池金母、五佛等等就擺下來。後來師
尊去看到同門布置壇城的時候，就明白的指出一點：
瑤池金母是祂的媽媽。是不是？叫「母娘」。瑤池
金母是我們的根本上師的母親，祂是非常尊崇瑤池
金母的。所以祂就特別指示說，要把瑤池金母金身
的供奉，高過於蓮花童子。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也聽過，也很多人可能沒有
聽過。這個是我們依照根本上師的心，要明白祂的
心，按照這種規矩去供奉。所以我們供奉壇城的時
候，只要你供奉瑤池金母，祂的次位上面，我們就
把瑤池金母高過蓮花童子——這樣子明白我說的
嗎？不是說我們是蓮花童子是我們的根本傳承上師，
就擺在最上面，你想想看，如果你要跟蓮花童子相
應的話，你怎麼可能把瑤池金母的位子擺在你的下

手？那你懂我的意思嗎？

蓮花童子——根本上師尊崇祂三個本尊：瑤池
金母、阿彌陀佛、地藏菩薩，祂非常尊崇這三個本
尊，尤其瑤池金母，如祂的母親一般。所以為什麼
跟大家分享，壇城的布置上來講，瑤池金母一定是
高過於蓮花童子。以後我們在供奉的時候，也明白
這一點，這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現在講這「祈請」，所以要知道，師尊是
非常尊崇自己的母親。我們也跟著師尊的心，也是
一樣明白，沒有瑤池金母，就沒有真佛宗；沒有瑤
池金母幫師尊啟發祂的天眼，我們也沒有真佛宗、
也沒有現在存在的這一個環境、沒有真佛世界，是
不是？所以一切也是來自於瑤池金母的慈悲心。

那麼，這個「祈請」講完了，我們接下來就是
講到《菩提道次第廣論》裡面，「正行分二：一、
總共修法，二、此處修法」，這一段，就是講到修行。

剛剛蓮滿上師講的（註 1），他從佛裡上面跟大
家講為什麼要修行。那我們在真佛宗裡面，根本上
師教我們的，修行，落實來講、把它明顯話來講，
就是講修法的儀軌。所以祂要我們每天修一壇法。
如果說是在家眾，師尊講，至少一天修一壇法；如
果是出家眾，一天要修四壇法（四座法）——日出、
日中、落日，還有入夜…等等，這四座法。

有些時候我們法務很忙，變成簡化，就是時時
在修行，就是師尊教我們的，無時無刻都是在修行：
吃飯是供養，穿衣是披甲護身，在行路、走路就是
在念經持咒、轉法輪，每天做大禮拜，要觀想頂禮…
等等，之類的。每天做的食瑜珈、沐浴瑜珈——就
是你連洗澡都是在清淨自身。這些就是在日常生活
中，無時無刻，其實都是在學什麼？心的安止。

精彩內容，下期待續
 編註
1. 請見本系列前文章節：修行的意義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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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廢黜的活佛：
六世悲歌（九）

【真佛感應】
一切功德　來自於根本傳承上師

【真佛感應】
馬來西亞弟子中馬幣 5 萬頭獎

整理／蓮花仁和 

文／蓮花詠詩

文／蓮花玉玲 

編輯部溫馨提醒：西藏活佛系統中，有四大活佛轉世，「達賴」為其中之一。目前的達賴喇嘛已是第十四世的轉世活佛。本文所述，為筆者所蒐整之第六世達賴喇
嘛的生平記事，其中多有傳奇色彩。第六世達賴喇嘛在歷史上是一位較為特殊的存在，還請各位讀者溫暖、正面的看待，並希望大家能從中獲得省思。

文接續 1432 期第 9 版
1705 年 5 月，拉藏汗帶兵攻入拉薩，抓住桑結

嘉措，押往龍德慶的朗孜村。25 年來，從來都是昂
首闊步目中無人，一直都是玩弄權謀縱橫擺闔，如今
狼狽地成為階下囚，被綁在支持帳篷的柱子上。一個
身穿白長袍，裝飾華貴的女子走進來：「第巴老爺，

宮珠得勒。」女子以流利的藏語說話。

正當第巴還在疑惑女子是誰時，女子又說：「不
用猜了，你不認識我。」 第巴望著女子的眼神與輪
廓，忽然覺得很像一個人：「哦！你應該是塔堅乃的
妹妹吧！是我把你指定給和碩特部為妃，你們兄妹長
得真像……」

「你讓我哥哥有機會成為達賴的侍從，又讓我有
機會成為拉藏汗的女人，這是莫大的福份，原本我們
應該感謝您……可是，你又為什麼要割去我哥哥的
頭？為什麼？我夢想著有一天我們兄妹還會再見面，
當我年老色衰，拉藏汗不再眷戀我，慈悲的達賴會讓
我哥哥離開，我們會回到家鄉，說不定達賴也會和我
們回去，如今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都是你！都是
你！……

卓瑪越說越激動，從腰間抽出一把藏刀，毫不猶
豫地刺向桑結嘉措的心臟，慘叫聲劃破夜空，卓瑪哭
紅了眼，等拉藏汗趕到時已來不及。

桑結嘉措死了，倉央嘉措是否自由了？拉藏汗再
度利用假達賴這個議題做文章，他召集三大寺堪布開
會，企圖廢掉倉央嘉措。堪布們反對拉藏汗的說法，
認為倉央嘉措只是退失菩提心，非假達賴。拉藏汗不
肯罷休，二度上奏康熙。

此時西藏已經完全被拉藏汗控制，康熙皇帝也順
勢封拉藏汗為「翊法恭順汗」，賜金印一顆；認同假
達賴的說法，並要求拉藏汗押解回京。拉藏汗的如意
算盤是要換一個達賴繼續掌控西藏政局，如今康熙的
命令讓他失望，由於對倉央嘉措的彈劾，拉藏汗和黃
教劍拔弩張，局勢的發展對自己很不利，拉藏汗意識
到倉央嘉措如一顆燙手山芋，要緊快押送京師。

1706 年 5 月 17 日，倉央嘉措在蒙古兵的押解

下離開布達拉宮。拉薩的百姓們聽到他們心中的佛爺
將被押解上京，莫不震驚，從大街小巷蜂擁而來，哭
著挽留，要求拉藏汗，活佛永遠是活佛，只是愛玩，
請不要帶他走。拉藏汗害怕出意外，要求部隊加速離
開。

當押解隊伍來到哲蚌寺時，意外還是發生了。哲
蚌寺是歷代達賴駐錫的母寺，五世達賴還沒遷入布達
拉宮時，就在哲蚌寺噶丹頗章大殿辦公，後來的人稱
達賴政府為葛丹頗章政權就是由此開始。可以說，這
是黃教根基。

當哲蚌寺的喇嘛們聽說他們的教主被帶走的消
息，個個置死生於度外，奮勇衝入蒙古士兵的隊伍中
搶走倉央嘉措。拉藏汗陷入窘境，丟失人犯如何向皇
帝交待？於是命令士兵搶回倉央嘉措，哲蚌寺的喇嘛
們死也不交出，他們用生命捍衛信仰，他們的血染紅
了根培烏孜山。

後來倉央嘉措自己走出哲蚌寺，不論喇嘛們如何
的哀痛挽留，頭也不回的走入蒙古軍隊中。拉藏汗一
行走到青海湖時，康熙來信，信中說：「你把倉央嘉
措送入京，讓我怎麼供養他呢？」這回連皇帝都不想
接這個燙手山芋。

拉藏汗面臨極大的困擾，這是自己一手導演的鬧
劇，殺！達賴是藏人與蒙古人的信仰，會生起極大風
波，皇帝也饒不了他，那又該怎麼收場？後來他暗示
士兵放掉倉央嘉措，任他自由。

倉央嘉措最後選擇走入青海湖，了結一生。1999
年，17 世大寶法王烏金赤列多杰從此經過，心靈感
應，走入湖中隨手撈起一支三面馬頭明王杵，傳說這
支是歷代達賴隨身攜帶的法器。

全文圓滿

我是香港的蓮花詠詩。今年師尊主持大幻化網金剛，自己個人的感應是這樣
的：當時觀想自己在美國參加法會，而直播時看見師尊在 zoom 上面走過的時候，
那個蓮花童子的心咒法流，就灌頂全身，然後自己莫名其妙地哭起來，很激動的
感覺，是很自然的。

然後師尊祈求大幻化網金剛加持幾分鐘的時候，有一股很重的感覺，衝到我
的右腳整條腿發麻，好像有一雙手在按摩我整條腿，我腳的大拇指是外翻的，然
後我腳的大拇指竟然自己「喀」了一聲， 整個過程是 2 分鐘，腳大拇指外翻不痛
了，也減少外翻的問題，非常的神奇，想想，當時根本就沒有人在按我的腿，但
我就感受到有一雙手按下去也是暖暖的，非常真實！！

至於我本身腳大拇指外翻的問題是這樣的：小時候因為家人不給我買鞋子，
腳就越來越大形成問題。後來有一次，我規勸姨媽去放生，一些無形的東西，令
我一腳踢在石頭上造成腳大拇指外翻，後來我找了跌打（醫師）、整骨的也治不
好，只是短暫的舒緩我的痛處。

然而，自從那次師尊直播加持後，再也沒有隱隱作痛，也沒有復痛的情況。

另外，我所鼓勵參加師尊主持法會直播的同門，他們全有感應，他們能感受
到法流從頭頂進到身體裡面。

弟子們非常感恩根本傳承上師，能皈依佛王之王是弟子一生最幸運的事情！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一切功德來自於根本傳承上師！

7 月 11 日護摩法會上，師尊看到「勾財天女」的金剛勾轉三下，竟然是滿
山滿的鑽石！師佛說過：「看見好多鑽石，弟子會中獎。」果然，就有弟子中了
馬幣 5 萬頭獎！馬來西亞弟子蓮花玉玲，今日提筆代頭獎得主王師兄，見證師佛
加持力感應事件。

某日，筆者正在聆聽師佛主持準提佛母同修後的開示，突然接了通電話——
原來王師兄中獎了，並要我幫他供養馬幣 5 千元給師佛。感恩師佛給予加持，使
他中 5 萬馬幣頭獎！

得獎因緣是這樣的：師佛每個星期日的護摩法會，疫情期間，弟子從沒間斷，
以小小供養金，在每個星期日都報名法會，偶爾也會自己做個主祈或廣邀同門一
起做。

王師兄皈依 30 多年，是非常精進的老弟子，也是很有菩提心的師兄，因為
知道筆者每個星期日都會報名法會，就希望可以幫他一起報名。所以弟子（筆者）
就每個星期日都負責這份差事。弟子相信有師佛加持，未來即可實現，每個星期
日都可主祈。感恩師佛。

而這位王師兄今年 7 月 29 日走在街上，突然頭上感覺有什麼東西黏黏的，
一摸…啊！不得了，是鳥糞啊！於是心血來潮就去買「萬字」（4 個號碼），結
果當天就開正頭獎，王師兄他真的中頭獎了。

猶記得近期護摩法會上，師佛說過，看見好多鑽石，有弟子會中獎。結果王
師兄福報到了，他領到獎了，真替他開心！真佛密法的殊勝，師佛的加持力真的
不虛假！

更感恩每個星期弟子們都可以接受加持，每個星期能夠與佛在雲端相會問
好。弟子感受，這也是另一種的「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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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光功德會
今日社會，科學發達、物質昌明；然而，社會精

神資源卻日趨枯竭，醫藥缺乏，生活貧苦、教育文化
落後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在真佛宗創辦人蓮生活佛盧
勝彥的偉大宏願下，世界華光功德會於 1993 年 7 月
30 日創立。自成立以來，在大力推動各項慈濟活動
的同時，組織機構迅遽發展，迄今已擴展至八十八個
分會，分佈全世界。期以聯抬真佛宗全球五百萬弟子
和各界人士，同行善事、造福社會，淨化人心。

佈施波羅蜜
佈施者有福，慈心者消業

佈施，簡而言之，是為了幫助一切眾生，將自己
所擁有的財物或法給予眾生。菩薩道的修行，從實踐

「佈施」開始，「佈施」之實踐除了可以去除「慳貪」
習性外，還能長養慈悲心，並且累積修道所需的福德
資糧。

馬來西亞金海華光功德會
《金海華光功德會》位於馬來西亞柔佛州，成立

於 2017 年，秉承世界華光功德會的四大志業：醫藥、
社會救濟、教育、文化與臨終關懷，不分種族、宗教、
區域全面性的展開濟世度眾之責任。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種族文化及宗教並存的國度，
《金海華光》自成立以來，秉持著根本上師蓮生活佛
的教導與精神，以無私付出的愛與關懷，打破了種族
間的差異、吹散宗教間的薄紗，攜手當地政府、警
局、醫院、民間慈善團體，以及「新紅月會」、「獅
子會」…等國際組織，全力給予當地及周邊地區需要
幫助的人們物質上、經濟上、醫療上以及精神上的支
持。

成立初期，在缺乏資源與物資的情況下，《金海
華光》毅然開始為社區提供物資救濟。僅靠每次同修
會舉辦法會後的物品、供品，再仰仗同門發心添購蔬
菜、鷄蛋，集合眾人的愛，派發給臨近的孤兒院、老
人院。後期得到馬密總的物資轉贈、來自真佛弟子們
的發心每月捐贈善款，物資救濟行動更加能推廣到：
兒童殘障中心、貧困的原住民區及柔佛巴魯市的食物
銀行…等單位。

2017 年至 2019 年共舉辦了四十場慈善活動，

除了捐助當地的老人院、孤兒院、殘障中心等，也收
集二手物資如：物品、衣褲、鞋子、糧食等，為原住
民提供援助。教育方面，《金海華光》十分重視與本
區學校的聯繫，積極贊助學校的一些活動，包括兒童
節、教師節，以及為特殊兒童教育提供教育經費。不
僅如此，更走入社會，攜手獅子會以及當地醫院，聯
合舉辦捐血活動。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全國禁足令導致社
會人心恐慌，全國經濟停滯不前，很多家庭入不敷
出，只能向社會尋求幫助。《金海華光》第一時間發
揮社會救濟精神，積極發動物質籌集活動，配合世界
華光功德會勇敢爲愛站出來，協助與幫助受疫情影響
的弱勢團體及急需救濟的家庭。

疫情期間，《金海華光》給予超過二百戶新冠患
者家庭食物包，內含乾糧、白米、新冠病毒檢測棒、
維他命 C、口罩、面罩、防護衣、消毒液及蓮花清瘟
膠囊。除了給予物資支援，工作人員也不時慰問患
者，為他們加油打氣，給予心靈上的支持。除了佈施
乾糧的活動，在醫療資源方面，《金海華光》也提供
了三十一台的輪椅給需要的家庭與政府醫院。不僅如
此，還捐贈了點滴架、床墊、氧氣筒架、氧氣筒控制
儀、櫥櫃、電腦等等必要物資，使病者能受到更好的
照護，也為醫者分攤了肩頭沉重的負擔。

在弱勢族群照護方面，《金海華光》每周平均派
發二百份的愛心午餐、晚餐以及菓餅、衣物，給新山
市的街友寒士與貧困家庭，至今累計派發超過二萬份
的餐盒與一萬份的礦泉水。同時，深入南馬地區幾十
個原住民村落派發食物乾糧與防疫用品等物資。不僅
如此，也主動關懷當地兩間需要幫助的伊斯蘭教教
堂，提供華光物資給所在村落的居民。

為維護基本人權，使人們能夠安居，《金海華光》
亦幫助兩個因欠繳房租，差點被屋主趕出家門的家庭
償還部分租金，使其能保有住處，不致流離失所。不
過，疫情衝擊下，需要幫助的族群，還有因為疫情而
造成收入銳減的人們。《金海華光》在此期間也向新
山地區兩家計程車公會的會員們，提供物資援助，幫
助他們能夠度過這段難熬的時期。

除了照顧弱勢族群與病者，《金海華光》亦支援
教育層面，從小學到大學盡皆涵蓋。孩子是國家未來
的棟樑，教育是絕不可少的基礎，因此《金海華光》
捐助十幾間華文小學兒童優良刊物及星洲日報，期望
能提高兒童閱讀習慣、強化文化的基礎。另外，更給

予運行特殊教育的學校經費捐助。關懷的腳步至此仍
未停止，《金海華光》同時向因無力繳交宿舍費用而
遭扣留文憑的大專院生伸出援手，協助繳清費用，使
其能夠獲得應有的學歷證明；也每月固定資助數位貧
困學童，使他們能夠完成高中學業。

關懷國內同胞之餘，《金海華光》也投入國際捐
助救援，在印尼火山爆發時，將超過六千元馬幣的愛
心捐款交給印尼華光功德會，為當地災情盡一份心
力。

2020 年至 2021 年，《金海華光》總計舉辦超過
兩百五十場的佈施與慈善救濟活動，所捐助的物資，
總價超過一百六十萬馬幣。所籌集的善款不僅來自宗
內弟子捐助，其中大約百分之十是來自宗外的善信大
德。截至目前為止，《金海華光》共有八十多位義工，
其中的十幾位義工雖非本宗弟子，亦受善行感召，一
同加入佈施行善的行列。

佈施功德  捨一得萬報
《地藏經》中，佛陀明言：若遇最下貧窮者，或

聾殘喑啞，諸根不俱者，若能下心含笑，以真切的慈
悲心，來施行佈施，或使他人佈施，亦或是勸他人共
同來佈施，如此所獲得的功德，等如佈施百恆河沙諸
佛。若遇老病之人或生產婦女，若能施以醫藥、飲食、
臥具，使其能夠安穩安樂，如此，所獲得的福報最不
可思議：一百劫中常能生為淨居天主、二百劫中能生
為欲界六天的天主，最終能夠成佛，永不墮於惡道。

華光功德會遍布全球，金海同修會雖僅是它的一
個分支，但數年來致力推動佈施善舉，使「真佛」在
民眾心中生根萌芽，也使社會各界被蓮生活佛的教導
與精神感動。若您也願意佈施行善、點亮他人，歡迎
您一同支持、捐助華光功德會，讓我們攜手，共創更
祥和安樂的美好生活。

深入華光──馬來西亞金海華光功德會
善 無 疆 界  愛 無 你 我

馬來西亞華光
功德會

溫哥華華光
功德會

墨爾本華光
功德會

印尼華光
功德會

台灣華光
功德會

華光功德會
新加坡

特稿

想知道金海華光功德會的最新動態？請 Facebook 搜尋：金海同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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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巴西華光功德會

7 月 31 日下午 2 點，陽光明媚、清風和煦，十
幾輛滿載著各種物質的車子陸續從真諦雷藏寺出發，
在住持蓮訶上師、蓮伽上師、理事長拓銓師兄及巴西
華光功德會會長宮師姐的帶領下，一同前往 Suzano 
市郊的養老院 Recanto dos Idosos Luz Divina 探訪
及慰問孤苦的老人們。

真諦雷藏寺的慈善救濟工作，在宮師姐的發心帶
領下做了近 30 年，凡事親力親為、事無巨細，現正
式成立巴西華光功德會，宮師姐眾望所歸，榮任第一
屆會長，此次養老院慰問救濟，是巴西華光功德會首
次舉辦的慈善活動，宮會長與兩位上師、理事長及同
門對此行都非常重視。

雷藏寺距養老院車程約一小時，路況良好，暖陽
映在臉上，非常愜意自在，到達地點後，我們將車上
滿載的食物籃、乾糧、餅乾、牛奶、日常清潔用品等
物資一一搬到養老院，長者們已經在四周坐好，慈祥
的看著我們，時不時與我們聊上兩句。儘管是第一次

見面，卻倍感親切，上師、同門與老人們一一問好，
友好的交談，毫無保留地釋放著自己的愛心；大家望
著眼前的老人，有的行動自如，有的坐在輪椅上，有
的健談，有的則默不作聲，心中都是沉甸甸的。

養老院負責人 Maira 熱情地接待我們，她在這裡
工作 12 年了，非常有愛心。交談中，我們瞭解到，
這家養老院已建立 25 年，在正式開辦前，就已經開
始收留照顧老來無依的孤苦老人，大部分是遭到原
生家庭的拋棄或贍養不周，現有人數 43 人，年齡在
60 ～ 84 歲之間，最久居留者已經有 50 多年，都是
通過辦理市政府相關手續之後來到這裡生活。

12 位工作人員均由市政府安排而來，其中包括
幾位醫護人員，而老人們的生活所需，全部靠巴西公
益愛心機構或個人的無償供給，真諦雷藏寺就是其中
之一，長期穩定的發心佈施捐助，使得老人們衣食無
憂，生活穩定。

我們隨著 Maira 一起參觀了養老院各處，發現長

者們的居所乾淨衛生、空氣清新，工作人員每 2 個
小時做一次清潔整理，環境很好；社會上富有愛心的
保健師、營養師、各種專業醫生等也會定期為長者診
治。

這裡的長者們每天早上 6 點起床散步，晚上 7 點
上床休息，每天 3 餐外，還有下午茶點，更有各種課
程、遊戲、老片電影等豐富節目輪替進行，可見護理
人員盡心盡力地在關愛長者，每天早上都會為老人們
做各種常規檢查等。後來還瞭解到，這裡除護理老人
外還照顧著 40 位孤兒，在場眾人無不讚揚院方的愛
心。

臨別前，兩位上師帶領眾同門面對長者共同持誦
師尊心咒，虔誠祈請師尊及諸佛菩薩大放光明加持這
裡的長者和孩童能夠得到悉心照顧，身體健康、衣食
無憂、心情愉悅。希望未來這裡正如養老院的名字
Luz Divina，「神聖的光明光耀十方」，能夠得到更
多的團體和個人的關愛和資助。

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孤苦無依的老人和孩子，身世遭遇令人唏噓，
所幸他們能在此安享晚年，得以悉心的照料，也足讓
人感動和欣慰。在此呼籲更多富有愛心的組織或個人
加入到慈善公益上，為孤寡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兒，
以及因病失去工作能力的弱勢群體送上愛心，只要人
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溫暖的陽
光不僅可以注照他們的身上，更能射入他們的心房，
溫暖人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巴西真青會的小師兄、小師
姐，在此行中表現相當出色，在會長翠芳師姐的帶領
下，無論是上、下車搬運物資，還是養老院全程攝影，
陽光帥氣，青春活力的身影無處不在，儼然是一幅幅
靚麗的風景。他們人手一部手機，記錄美好瞬間，將
翠芳師姐平日裡教授的攝影課程全部實踐，美美的照
片和視頻就此誕生，精美的視頻作品將不日而出，敬
請期待。

【神聖光明，大愛無疆】
巴西華光功德會 探訪捐助 Suzano 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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