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尊道第 88 集 當如法說

當 如 法 說
(感恩本尊)
都認識的，還會再邀請我 還是講真如本體
真如本體是經典所謂的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即是「菩提心」，發菩提心
佛教徒都知道菩提心 菩提心歸菩提心，發不出來啊
《金剛經》講發菩提心 找到你的真如本體，菩提心就發了
《維摩詰經》講得很清楚 諸仁者，若欲得佛身
欲得法身，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就是要發菩提心啊
如何發菩提心？ 應云何住，云何應住
安住於不生不滅的真如本體 發菩提心了就無煩惱
煩惱即菩提，煩惱與真如本體同一體
《維摩詰經》強調「從煩惱起解脫」 從煩惱發菩提心，形容蓮花出於淤泥
在臭水窪生蓮花 於高空，不會生蓮花
蓮花栽種在高貴的總統府地板，不會生蓮花 活在世間的煩惱形容成淤泥
環境、生活種種的狀況 經過人事地物，你會感覺到很煩惱
所以《維摩詰經》強調 有法身，就斷除一切煩惱
所以，要有法身 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欲得法身，當發菩提心 已經有實相的，發菩提心了
剛才講的，安住於不生不滅
安住無生法忍，不起心動念，就不必經過打坐 不必沈澱
煩惱自然去除 因為法身無煩惱，法身自然幫你去除煩惱
發菩提心之後 法身顯現，自得法身
學佛、學道的人 知道要發菩提心
菩提心另外名詞，真如本體、如來……。 同樣意思，只是說法不同
說法不一樣，但是說法；當如法說 法無所說，當如法說
如法，「不如法」和「如法」 得要根據「真如」講法，如法
若離開真如說法，不如法呵！
所以《維摩詰經》告訴你，釋迦佛的十大弟子 維摩詰抨擊為「不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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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彈斥小乘法 十大弟子，維摩詰一個一個地修理
《維摩詰經》暗示你 依「如法」，不依「不如法」
「依義不依語」 依法義，依真如法
天女對舍利弗說「文字遊戲」 所以「依義不依語」
真如法無時間觀念 無過去、現在、未來
無時空概念，依義不依語 《維摩詰經》幫你提出
《維摩詰經》開始 寶積送寶蓋給釋迦佛的故事
看故事只知道言語 我要講的是法義
寶蓋是彩色七寶製成的彩傘 遮陽、遮雨的寶蓋
五百長者子都獻寶蓋 釋迦佛就把寶蓋合成一個
然後把三千大千世界遍覆於寶蓋中 你聽得下去嗎？
這樣釋迦佛在表達什麼？ 噢，釋迦佛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足指按地 或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都出現
或是忽然間不現 忽然間出現，忽然間不現
你看，佛腳趾按一下，三千世界的珠寶 佛土、淨土都出現……。
故事是文字，是「語」
寶蓋那麼多，怎麼合一？ 這麼小怎麼能覆蓋三千大千世界？
以小納大，能以小納大 而大入小
例如我的身體這麼小，怎能顯巨大身？ 小可以變得很大，其義無大小
須彌山怎麼能納入芥菜籽？ 須彌山那麼大，可以納入小
例如實相圖片 把山河大地、長城移入室內
我以前還沒看過《維摩詰經》 當時我不知道維摩詰境界
我說奇怪，怎麼山河大地、長城……。 我一喊就來？
一喊就進來？以小納大 房子怎麼能納入長城、納入山？
《維摩詰經》告訴你，須彌山納入芥菜籽 實相超越你的五官意識
《金剛經》否定人的認知，知識…… 無我相
實相就是如此 如此不可思議
《維摩詰經》講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表達無大小，以小納大
極樂世界那麼遠，怎麼又在眼前？ 無遠近
2/27 頁

本尊道第 88 集 當如法說

極樂世界很遠？ 經典記載十萬億佛土之遠，形容非常遙遠
有實相的人，就在眼前 無遠近
《維摩詰經》有眾香國 維摩詰化身，等於分身，就去取百香飯
化身經過四十二恆河沙 聽起來都譀譀古古、吐吐血血這樣嘛
聽不下去嘛，
「語」，文字遊戲 所以「依義不依語」
過四十二恆河沙有眾香國 有百香飯
於是化身去了，把飯取回來了 九百萬個菩薩跟著維摩詰化身來
維摩詰室那麼小，九百萬個菩薩要如何納入？ 所以以小納大
從眾香國來 來到維摩詰室
瞬間、忽然間從維摩詰室要回去眾香佛國 也瞬間忽然不現
忽然不現，實相喊消失就消失 其義表達實相 如何知道在表達實相？
釋提桓因，人稱玉皇上帝，讚歎說 噢，不可思議境界的經典
《維摩詰經》決定實相
「神通自在，決定實相」
，究竟的實相 達到究竟，暢達流通
《維摩詰經》其義表達 決定實相、暢達實相、發揮實相
《維摩詰經》有 「眾菩薩所行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
依此實相，稱為「如法」，真如法 真如就是實相，真如實相
如果離開真如 有如莊子所謂的枝指了
十一根指頭；枝指 多出來的那一指沒有用，是湊熱鬧的
湊熱鬧的，枝指
《金剛經》告訴你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是真如本體
《維摩詰經》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豁然開朗，還歸本心」迴向
耶，回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就是真如本心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你是否有顯發 有顯發，偶發性的
有的人，噢，看到什麼、看到什麼 偶發性，不能穩定，不能無生法忍
阿那律，維摩詰就嘲諷他 假天眼，要真天眼
怎麼有真天眼和假天眼？
阿那律回答梵天王 「仁者，吾見此釋迦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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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和釋迦佛同樣境界啊
怎麼釋迦佛是真的？ 而他是假的？
「不以二相」決定真天眼，釋迦佛如此 何謂不以二相？沒有分別
杯子進入實相，還是杯子，摸得到啊 阿那律只是看到
「不以二相」 「色即空，空即色」
這朵花進入實相還是花 無差別，不一不異，「不以二相」觀
比如說《無量壽經》 它在形容那些大菩薩不以二相
例如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彌勒菩薩等等 聽道，菩薩聚集在一起
怎麼會有菩薩、有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一大堆，你會花掉啊
幾萬萬眾？沒麥克風怎麼講？ 怎麼聽得到？
「依義不依語」，當如法說，真如法 表達實相
《無量壽經》一開始就告訴你 大菩薩「達眾生相，通諸法性」
何謂達眾生相？ 可以變化男、變化女、變化無量眾生
噢，真如法可以變化大菩薩 男男女女相、眾生相……。
「於彼相中，實無可得」 實無差別啊，無差別啊 無差別就「不以二相」啊
在實相中的大菩薩、聽法者…… 已經永斷生死，無生滅了
無差別，人天無差別了 「不以二相」觀
和真的都一樣 「不以二相」，就是「真天眼」
所以，達眾生相，大菩薩都可以變眾生 可以變、可以變無量眾生
例如維摩詰可以變一萬兩千個天女 波旬啦，波旬也是他變的
波旬帶一萬兩千個天女 來擾亂持世菩薩
維摩詰就說，來，一萬兩千個都來給我 他用定身法把魔王定住
在天空出聲音說 把一萬兩千個天女給維摩詰就可以離開了
定身法就解除了
可以看出維摩詰的境界是在講實相 所以，達眾生相，通諸法性
何謂通諸法性？比如說我變你昨天吃過什麼 變你人、變什麼什麼
「通諸法性」，你的法性可以變化 法性可以相通
通諸法性，大菩薩、人可變化
「達眾生相」法性可以變佛身、變辟支佛身 變聲聞身，變一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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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都可以變化 通諸法性，達眾生相
《維摩詰經》告訴你 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法身顯發，然後才有淨土 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
淨是心顯發出來，當淨其心 心顯發出來，就是清淨了嘛
清淨了，佛土就清淨，就有法身啊 法身無煩惱啊，無煩惱即清淨
故法身清淨，清淨法身
法身的特性寂滅，畢竟空，靜靜的 清淨法身
安住在不生不滅的真如 就顯發清淨法身
你若有安住，有了無生法忍 就不起心動念
維摩詰教訓舍利弗的打坐 靜靜在森林禪定
喝，坐得彷彿什麼似的，說這樣就是得道了 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
打坐是方式，非得道？ 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
三界，外在的一切現象，都不動心 於煩惱中，也不受影響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 所以《維摩詰經》說：
「諸仁者，欲得法身，斷一切病」 「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從《金剛經》云何應住、應云何住菩提心 要如何安住？
進入《維摩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法」字，「法」就是真如法 當如法說
例如佛告彌勒，彌勒菩薩 我今以無量阿僧祇劫所集的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 末世中當以神力廣宣流布，無令斷絕
在旁邊的一切菩薩護持 同樣用神通力廣宣流布
四天王也護持，為了菩提心顯發、為了實相 為了真如法，當如法說
菩提心，大家知道菩提心
《維摩詰經》告訴你發菩提心 穿袈裟就要教大家顯發菩提心
結果顯發菩提心反而成為邪道 邪道？《維摩詰經》教你八邪入解脫
八邪，相反的，八正道嘛 呵，八正道，正念、正語 正勤、正精進……。
穿袈裟，行「不如法」 也是正的嗎？ 所以，入正位者不能解脫
入正位者自以為正道，自以為大師、增上慢者 為入正位者或初果者須陀洹
「有我相」者 《金剛經》忌諱的我相、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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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觀念「自我以為是什麼什麼…」 這個「我」就梗在那裏了
如來怎麼顯得出來？菩提心怎麼顯得出來？ 我執了啊，「不如法」呵！
我執就會分別，好的、壞的；正的、邪的 自以為正，異己者為邪？
大師強調不分別、不執著 分別、執著的還是大師……。
喊不分別、不執著的 入正位者、增上慢者……。
正是分別、執著的增上慢者
四無量心…喝，六度萬行做得到嗎？ 講到正念、正語…做得到嗎？
《大藏經》的解釋，正念、正語… 正念正定
正念正定的解釋 安住不生不滅 安住於你的不生不滅的如來 即「當如法說」
如此正念正定 佛道若安住於「不如法」 被傳統侷限、束縛了
菩提心如何顯發？ 好，來來……
(感恩本尊) (我就是員林的孟侃)(我讚譽一點，就是這個禮拜天) (在員林早上那個讚譽會
裏面)(會長有贈送每個同道)

(一張現在大日宗的宗旨)(就是本尊親手寫的大日宗宗旨)

(印製了一張很精美的，分送給每個同道)(那一天早上是洪銘宏主持，他就當場宣讀) (當他
讀到第一句說)(本心喻為大日的時候) (我的胸前就好像有一顆大日)(這樣子無限無限)
，好像？ 是看到還是好像？(看到)看到，你怎麼說好像？(口誤) 「看到」大日，(我看到)(看
到我胸前一顆大日) (像這樣子無限無限地延伸到宇宙間)
(當時那個心情非常地舒暢愉快) (那時候)大日出來了 (大日出來，是)
(我讚譽的時候)

(其他的同道也都有看到各種的境相)剛才你說看到那一張宗旨，(是)

宗

旨，「大日喻為本心」，(是)
於是大日就從你的本心出大日 (是是是)
大日就如同每一個人的心 (是)
大日照明你生命之路，光明 光明的生命大道，展現在你面前
你的菩提心顯發就出大日，(是) 就這樣簡單，(感恩)
「大日自心出」，(感恩) 《大日經》也是這麼說「大日自心出」
大日從你的心出來，去到宇宙 (是)
(第二點讚譽就是，廿幾年前有一天) (看到白衣觀世音菩薩來告訴我一句話)(祂說，我老了)
(你再去找一個年輕一點的)(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廿幾年前)(從此以後)

開始這樣逢廟必拜，逢神必求)(就一直奔波，也去抄寫經書) (也去抄寫《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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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開始，也修跟人家學打坐)很認真、很精進，(對) 受到那個白衣觀音的影響啊？(對對
對)(祂就是告訴我那句話之後) 那個白衣觀音就是你看過圖片，(是)
看過圖片所出現的那一位，(對對對) 是你本體的識變，(是)
沒有想，怎麼說是識變？ 你看過，就變出白衣觀音
(我是覺得我這輩子很幸運) (也很有福報)(遇見本尊，本尊賜光照明我) (能夠讓我生實相、
見如來)(能夠離苦得樂，了脫生死)
你的本體是菩提心 顯發白衣觀音
菩提心無形無相 根據人的觀念而成相，「達眾生相」，(是)
你當時沒有本體觀念，(沒有) 卻轉而抄《心經》，抄經，方便
學習打坐等等是方便，非究竟 逢廟必拜，逢神必求是信仰，非解脫……。
多餘的，剛才講的枝指，(是) 《法華經》講的方便
開三顯一，開權顯實 方便、方便
進入實相，一相法 唯一實相，一相法
現在進入實相，實相的開端 我們沒有認知，沒有從本體去找
反而認為和白衣觀音有緣，就一直拜 就一直拜，(對對對)
若是出現耶穌的，就去信耶穌 出現佛的，就去拜佛，都是人的觀念，(是)
結果到最後還是沒有實相
你若找到本體，安穩住了，無生法忍 安穩住就決定實相
「決定實相」就「無所得而得」 (感恩本尊)
《大智度論．卷十八》「諸法實相中，受決定相」 「不可得故，名無所得」，無差別了
無差別了 和真的都一樣了
則「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空，空即色」
現在你只是看到，還摸不到 白衣觀音不能摸你的頭，摸不到
摸不到，哇，假天眼… 摸得到，真天眼，(是是是)
我是照維摩詰的話在講的 (是，感恩本尊)(我是說用一句英文) (來表達我現在的心境)
(我還沒有遇見本尊之前) (I am nothing.)
我什麼都沒有，(是) 你跟我講這句，我正好懂這句而已
(還有一句) (But I have everything now)
(我現在什麼都有，我非常幸福，感恩本尊) 有幸福了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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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要聽的就是「我好幸福喔」 (是，我真的很幸福)
想要「好幸福」 要經過「我好煩惱」(是是是)
「我好幸福」得要能維持 持續到永遠都「我好幸福喔」(是)
(我一定會的)，要直到臨終一百歲時 心想：哎呀，這一生沒有白來了
而且又看到你的分身和你同在 (一定有)
完成生命的階段，人生就是如此 (是，感恩本尊)
佛教強調分別、執著 產生煩惱
《維摩詰經》 欲得法身，斷一切煩惱、一切病
就是顯發菩提心，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顯發法身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 好。還有呢？
(感恩本尊) (因為本尊都恩賜給我們，法界也都去過了)
不是我恩賜，我沒有賜人家什麼 妳自己自攝，自己攝受到的
(好，攝受。那裏法界宮，也都有去那裏住) (三不五時會去住)
(但是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都換成享受那個人部的)
(我如果想要如來明妃的時候) (以前都是脫光光的)
(現在我就穿衣服) (讓我的帥哥脫，噢，好溫柔)
妳先生今天有來嗎？ (沒有…沒有) 沒關係，來了，來了也不怕他就對了
(不會、不會)(再來就是說，嗯，我說法身啊) 妳光是這樣講，法身出現嗎？
(是啊、是啊，就真的幫我脫衣服) (那個手這樣…)
且慢，我要講達眾生相 帥哥就是眾生相，妳的本體給妳的帥哥
妳本體恩賜的 (感恩、感恩，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要說是我恩賜，我一無所有 和徐孟侃一樣，I am nothing.
(因為我在人部都沒享受過這個) (所以我才現在心想)
(不然我現在穿衣服，讓帥哥脫) (噢，那一種的享受很幸福)
面對面都像真人那樣？ (是，就真的祂的手這樣幫我脫)
(噢，我手過去摸摸看祂) (噢！好溫柔，再來就是說…)
妳沒有講一句「哎唷，好幸福喔」 (有啊，我有說好幸福啊)
有喔，(好溫柔，好幸福)(現在就是說，我去玩三個小時) (我以前如果去您的法界，一彈指
就到)(我說，法身，不然我們這一次)

(我就盤著腿，去遨遊世間)(也是同樣從山上一直走
8/27 頁

本尊道第 88 集 當如法說

去)

(還經過海面，再繞回來，這樣玩三個小時)(我現在就不喜歡用一彈指就到)

坐著看風景，噢！實在是好壯觀)
都真的出去這樣吧？(是，真的啊) (就是這樣從山上上去，去海面)
(有去海面看小魚，坐在海中) (那些魚都能抓)
(世界全都去遊過，遊三個小時) 全部這樣回來差不多三個小時嗎？(是)
(要三個小時) (因為我這次是慢慢出去的)
出去、進來，無出無入，都是法身變化 「無內外」，(是)，「如來無來無去」
(對啊，我就看到我坐著，腿盤著) 《楞嚴經》講「心不在內，心不在外」
比如說妳現在會分身吧？ (是)
妳看妳的分身在空中，(有有有) 在外還是在內？
既在內也在外 無內外
妳看得很遠很遠很遠 妳講的那座山頂、那片海，又經過很多海
還又一座山頂 另外一個無何有之鄉，(是)
妳現在馬上看到吧？(有有有) 妳的境界可以這樣嘛？(是是是)
(這都是我們的法身真的很英明)
(也是本尊賜的) 沒啦，我並沒有賜，我只能讓你有
妳看到分身 (有啊，有啊、有啊，現在有)
妳自己可以變上去了？(可以，是是) 都可以？(可以啊)
(有時候如果去法界，我就用飛上去的) (有時一彈指就到)，妳現在自己做
妳自己飛上去看看，(是，有啊) 都馬上有嗎？(是啊)
(有時候都穿那種薄紗這樣飛也可以) (每一樣都可以)
就是妳想什麼有什麼，這樣就對了？ (是是)
(我想什麼就有什麼) (所以我很幸福很幸福，感恩本尊)
(人部的已經現在非常好)，非常好 (因為我人部的以前我就已經不太好)
(但是現在非常之好) 人部的也要在乎
法身道學到多厲害 飛天鑽地，還是要回歸人部，(是)
回歸，因為你人還活在世間 而這些是留在百歲要用的
(所以我現在都儘量享受人部的) 不斷地享受，(是)
(噢，現在人部的我都儘量享受) 妳想什麼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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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妳吃的就都有了吧？(有啊有啊) 變什麼就都有了吧？(是啊)
(我常常也吃，吃一吃) (我等一下要去坤福那裏)
(噢！都很飽了，都不必再吃) 妳現在馬上變飯就有飯 (有啊有啊，整碗)
《維摩詰經》我剛才講要取百香飯 得要分身去眾香國取百香飯
再帶九百萬位菩薩下來，(嗯) 要吃那一碗飯，還得這麼麻煩
妳變出來就有哩，(有啊有啊) 就是菩提心有的啊，(是啊是啊)
維摩詰可以馬上變有啊，(很感恩) 妳變那碗飯馬上有？(有啊、有啊)
好，(滷肉，上面有滷肉) 好，我幫妳測試看看
現在消失，現在妳看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了
妳現在再變，都看不到了 我等一下幫妳恢復
妳現在變飯 (有滷肉飯，又變一碗滷肉飯)
再變出來，現在再變一次，沒有了 (又再那個消失了)
妳剛才說分身上去 都消失了，(喔)
妳即使現在再這麼想 想妳想的那位帥哥，就都消失了
都消失了，(是，帥哥也不知哪裏去了) 怎麼想都一片空空，(是)
一片空空啊 (是)
用《維摩詰經》的寶蓋 把妳的真如本體蓋住了，(感恩)
妳看，一個寶蓋，很像雨傘那樣的 (有有，是是)，就朝妳的頭部蓋住
(有啊有啊) 頭部就蓋住了，有看到吧？(在上面)
我幫妳拿起來，妳就有了，恢復了，(感恩) 有吧？(有)
不是我賜妳的，妳自己有的
妳自己有的，(是，本尊賜的) 這是針對本體法性喔
至於定身法是針對靈魂 把靈魂蓋住，奪魂？
定身法定思想、定思慮、定……。 定血液逆流、呼吸
真如本體的功能，(感恩) (我現在都儘量肉體去享受)
(去哪裏去哪裏，我都有去) (我現在很好命、很幸福)
學道就有意義了 (真的，我常常說)
(噢！我現在實在非常幸福) (真的很好命)
(孩子都幫我負責好好的) (都不必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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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聽你們說很幸福 我也很喜歡聽人家說，哎唷，我好煩惱喔
好，請坐 (不會，我現在都沒有煩惱了)
再看一次就有了，(是)，有了 都有了吧？(是，都有)
我要表達的 是無外無內，都從你心裏出來的
無來無去，請坐 (好，感恩感恩，好)
《維摩詰經》 文殊師利去見維摩詰
維摩詰第一句 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如來、你的本體無來無去 「不來而來」和「不見而見」指本體
不見相而見，沒見到本體 但是真如本體一切都看得到啊！如來悉知悉見
不來而來，真如本體沒有來 但是祂來了，跟著你肉體來
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無來無去，無所從來，無所從去
你的法身不會消失，永遠存在 「無去無來」……。
好，來來 (感恩本尊，感恩法身)(我今天要跟本尊讚譽三點) (第一點是我有一天在我們家
裏的時候)(我還沒有要出門的時候)

(那我就在聽本尊開示的 DVD)(然後我就看到前面就出

現漩渦光) (是立體的)(祂就在那邊一直轉，很感動) (感恩本尊)(第二點的讚譽是有一天)
(我跟幾個同道到淡水，三芝，去那邊玩)(去同道家泡茶、聊天、唱歌) (還有論道)
(在車子在經過淡水的時候) (我就看到本尊的巨大分身，在天空上面)(我們四個人、五個人
都…)，沒有想到的？ (沒有想到，就直接看到了)(我們五個人都看到了，一路就跟著…)
五個同時看到我的巨大身？(對)(往上、天空看) (就看到這一尊的巨大分身)(五個人都看到)
(然後一路就到他家去喝茶聊天)你們五個同時看到我的巨大身 (對，我們五個人同時看)
這是我的分身，(對) (就是本尊的分身，感恩本尊)(我們就到他們家喝茶聊天論道)(然後無
意中讓我體悟到)

(人生在學道的過程)(在學道這一路走來，二、三十年)

求)(所以我不知道)

(如何找到真正的本心？)(當我進入到法身宗、大日宗的時候)

我找到了我的本心)(可是，找到)

(我又被「我」，這個「我」)(破我相的時候)

這個「我」給纏縛了)(突然之間，我領悟到這個「我」放下以後)
常地舒暢，很舒暢)

(耶，
(我又被

(我心是整個舒暢的)(非

(然後我就那天晚上就睡著了)(就睡得很開心、很幸福)

起來，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我看到天冠光)
色的)

(我一直都是外

(隔一天早上

(天冠光上面第一層是綠色的)(第二層是金黃

(祂就現在我的前面。我當時真的)(突然間一個念頭，我想)

如果再一顆大日多好？)(就現大日出來了。大日出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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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感恩本尊) (真的很感恩本尊，我第一次看到天冠光)(我真的很感動，而且那…) 第一
次看到的，(對對對，感恩本尊)(第三點讚譽是) (在公布大日宗的宗旨的前一天晚上)(我在
跟分身頂禮完以後)

(當我躺下去的時候)(我在心裏面在默念著感恩天冠光)

(感恩法身的

時候)(我念完以後，我的頭頂是被一個) (我不知道的什麼東…，一直拉扯出去)(拉得很…)
(好像要把我裏面抽出來一樣)(頭頂還一直在拉的時候) (我聽到了一個聲音，我好感動)(我
一定要跟本尊讚譽)

(祂說宋七力要走強勢)(感恩天冠光，感恩法身)

祂告訴妳嗎？(對，

我聽到這句話)我都走弱勢，(但是就是這句話) (本尊，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是靜觀順勢) 祂這樣告訴妳嗎？(對，就聽到)
要我走強勢 (感恩本尊)(所以我一定要跟本尊讚譽) 我不是強人，我走弱勢
老子講，強梁者不得其死 走強勢，強，多強都先死
你看，射箭射到了，硬一下就翹辮子
歷史上，成吉思汗，多厲害的多厲害的 亞歷山大、凱撒，多驍勇善戰
戰將多厲害 到最後不是都死嗎？
柔弱能存活，筷子很硬 折了就斷了啊
乾枯的樹枝 啪一下就斷了嘛，多強？
鉛啊，鉛啊，折來轉去，任由你轉，不斷 所以柔弱能生存
妳剛才說「破我相」 執著於要破我相、要怎麼破我相
雖然《金剛經》告訴你 有我相、有人相、有壽者相、有眾生相 不能見如來
妳就要顛倒看，安住在如來角度看妳 如來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
「無壽者相」什麼意思？ 如來無壽命，如來永生、永恆哪
妳人一百歲會翹辮子 就是有壽者相啊
妳要怎麼破？就變成執著了 執著於要怎麼破
所以妳把如來掌握住 就自然沒有四相
法師說的，不要執著、不要分別… 不要執著？
我剛才講的 大家也都在執著自我
「我就是什麼」，「我是大師」 「我是好的、正的，我是什麼」 都自以為是啊
所以我相不必破，我相，只要超越過去 如來掌握住就好
怎麼掌握？ 安住啊，安住，思想安住
用什麼安住？ 思想安住，思想掛住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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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掛？自然想到如來 每天想到如來
好比妳曾戀愛過，每天想到妳先生 每天想到
像那榮光罩把你罩住 咦，奇怪，越不要想，越愛想到如來
這樣就很快，功能就天冠光看得到 就是會分身了啊
(跟本尊讚譽) (我看到我的法身起來以後跟我如來明妃)
(六月廿七號的時候)，妳的法身？ (我先生，我先生起來，就是我先生…)
妳的法身以妳先生 (變成我先生，對對)
這樣講也對 妳先生是妳的法身變的，(對對對)
(就是我變成我先生就對了) (祂就這樣…)
變妳先生如來明妃 (變我的先生，對對)
妳敢講如來明妃 就是超越分別心了，(有)
如來明妃聽得下去，你就超越分別了 何需再在那裏破我執？(感恩本尊)
所以直接從如來入手 喂，如來讓你如來明妃了，你卻在那裏我執
受到小乘佛教的影響 要守戒律、要規規矩矩、要如何如何……。
喝，優婆離的戒律 你看，第一次結集時，釋迦佛入滅
第一個反對的，就是優婆離
釋迦佛一死，哇，整個都變質了 大家爭相著結集，就分出派系出來
部派佛教，大眾部、經量部… 就分二、三十部出來了啊
戒律歸戒律，釋迦佛翹辮子後 各自自我表述了啊，(對)
什麼戒律！所以維摩詰講 不戒不犯，不必戒，但不要去犯就好
不二 既不這樣也不那樣
但是，既這樣也那樣，既是煩惱也是菩提 中道觀
八邪起解脫 八邪，從邪的進入
六十二邪見起解脫
天女對舍利弗說 佛對增上慢的人說要離開淫怒癡
離開三毒──淫、怒、癡
對不是增上慢的人 說淫怒癡即是解脫
增上慢的人，高傲自大 需要離開淫怒癡
若已經達到妳這種境界的 不必講淫怒痴了，可說「如來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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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心動念，已經達到法身那種境界 以中道來說，沒有所謂好壞
只要從如來進入的，就是正的 當如法說
八正道、八邪道 人的觀念分別出來的
行善、慈悲、度眾生…正道？ 《金剛經》講實無眾生可度
《維摩詰經》說「八邪起解脫」
文殊菩薩稱維摩詰為上人 深達實相，難為詶對，辯才無礙
要去問疾也是戰戰兢兢 跟釋迦佛說「彼上人者」，稱維摩詰上人哩
現代上人得要行善、慈悲、度眾生……。 達到八正道
妳現在簡單扼要，沒有行八正道 妳看到分身就是解脫，(感恩本尊)
又看到天冠光，還又如來明妃 如果還又煩惱，就「煩惱即菩提」
(感恩本尊) 好，請坐、請坐，(感恩本尊)好，來，(感恩本尊) (我昨晚睡到三點零一分的
時候)(聽到了鐘聲。本來很遠，越聽越近)

(響了差不多六、七分鐘，一直鏘鏘鏘)(越來越

大聲，鏘到讓我睡不著) (於是起床)(起床，就到樓下) (我們本尊的照片的前面靜坐)
(我就感恩本尊、感謝法身)(咦，看到本尊光下來了，大圓光喔) (還有看到天冠光)(噢，又
看到了我過世的爸爸媽媽)

(跟我講話，包括我的老師)(要我出來讚譽說我引導他入法界)

你引導老師入法界？(是，要我讚譽)已經往生了嗎？(是，好幾年了) 往生了，出現，(是)(平
常我也沒有在想他) 出現，告訴你？(他出來告訴我)(要我替他讚譽)
領受到本尊放光)(當下領受到、攝受到)
身旁)

(自從我新加坡開始

(五顆不同顏色色彩的光珠)(盤旋在圍繞著本尊的

(當下親眼看到本尊金色光身)(讓我太驚喜了。當場我也有讚譽)

(留下非常地驚喜

歡喜心)(抱著歡喜心不退。回來之後) (到現在也能達到無欲而顯)(達到唯心所欲、所成)(如
果沒有叩見本尊)

(攝受到光、天冠光)(這是沒辦法完成小時候對我父親面前)

言，會讓我遺憾終身)(父母親吃素、念經幾十載)
經的)

(包括我的祖父)(他們是七代都是吃素念

(沒有見過真佛)(我說，我這世一定要找到真佛)

爸爸媽媽他說，那你不用吃素了)

(請真佛到我們家來度你們)(我的

(長大以後一定要用心去找)(找到了)

們)(他們那一段時間，年老的時候)

(許下的諾

(請真佛回來度我

(包括我父母都有看到本尊的分身)(那時候在濱江街)

(他們看到分身之後，都哈哈大笑)(我在問他) (你在笑什麼？)(他說，你就是介紹說我們客
廳裏頭) (那個穿西裝的，有光那個，是現代佛)(他說，為什麼沒有穿那個袈裟？) (我說，
現代佛沒有，那清朝時候才有)(他說，就是你跟我說那個現代佛)(客廳那一個照片那個現代
佛) (從牆壁裏頭跑出來)(伸出手，要拉著我的手) (說要到天上去飛、去玩)(我才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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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去)(我說，以後你要再看到祂) (你就跟祂去，就很好)(從此以後，他就每天很歡喜
很歡喜) (所以，我也親眼看到我的父母得度了)(我說這個一貫道講經師，講了卅幾年) (就
是我從十五歲拜他為師)(他是我的一生開蒙的老師，叫作福傳師)
他)(他會教四書五經、地理)
年)

(我們山腳路一帶都認識

(他從那個時候四十七年開始講道)(講到八十幾年，講了卅幾

(但是他，每次我跟他見面的時候)(我每年都會拜見他一次)

(他就每一次，告訴我一

個故事，開導我)(老師八十幾歲病危的時候)(我也臨場當下我就從內心請出大圓光) (很妙，
我的老師看到了，大日)(宇宙大圓光他看到了)
恩請出來的天冠光)

(我就再懇請天冠光從我內心深處)(一直感

(他真的很微妙他也看到了)(他說，一個好像那當官的帽子在天上)

(放出一些光芒)(一道一道白白地下來，把我蓋住) (哇，我就說，老師，你已經得度了)(你
今生就不用再煩惱了)

(有一天你就可以到天上去了)(事過三天)

的晚上)(我在我家看到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要往生那一天

(就戴著一個天冠)(還有一個圓光，坐在雲端上)

(跟我

再見 Bye Bye)(真的很感恩) (假如沒有這一些給我親眼目睹的話)(對我的父母，對於我的老
師無法交待) (我會遺憾終身)(真的我很謝謝、感恩本尊) (重新地唸一次，感恩再感恩)(沒
有在本尊面前感恩，讓我非常耿耿於懷) (所以出來讚譽，感恩)
所謂度，就是自度 是那個人的本體攝受到光
攝受到大日光，攝受到天冠光 那個人就得度
得攝受 就可以出現往生的樣子出來
自度，自己的本體顯發 度並非度肉體
肉體已經死了，四大皆空，沒五官意識了 什麼都沒有了
四大分解了，知覺都沒有了
真如本體知道，如來悉知、悉見 就來跟你講，有可能啊
例如有一位慈恩法師 已經來找我兩次，同樣是平常的聲音
喔！我同樣非常震撼 所以度是自己攝取
我用六祖的一句話說「自性自度」 你自己攝受到大日光，攝受到天冠光
天冠光、大日光永久存在的 我的分身永久存在
你人的本體被照明、被點燃 就一個一個都度到
發菩提心，要靠修的話，非常困難
靠修，破我相、破人相 不要分別執著，要修到何時？越修越執著
所以你拜那個老師，他能夠往生之後來找你 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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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看到大圓光 喂，死後靈魂還存在
你若有攝受到光，靈智產生，就很清醒 比人的智慧還高
若是沒有攝受到光的話，茫茫渺渺 死亡後，肚子餓一直在找吃的
當好兄弟，遊魂、阿飄，孤魂野鬼嘛 所以佛教教你拜無量光、拜阿彌陀佛
你嗎？ (感恩本尊，感恩天冠光，讚譽一下)
(上次本尊來開示有放光) (我有攝受到)
(內在的法性就顯現一個韓國的女生) (韓國的女生從我的法性顯現出來)
(我就看祂跟我合一) (入我我入的現象就出來，一直合一，一直…)
我在講的時候，你在這裏聽到 祂就馬上出現？(是是是)
(放光，七彩光) (然後我的法性就表達跟我合一的現象)
(我去散步的時候，祂眼睛跟我的眼睛) (身體就跟著我的身體，就合一了)
合一是你們兩個身體就變成一個？ (是是是，就合一)
你看自己時，是祂還是你？ (可以看得到祂的眼睛，也看得到祂的身體)
(都可以看得到) 我現在問你的是
你看自己等於韓國影星哩？ (是是，就可以看得到)
(祂會在我煩惱的時候) (祂就自動出來，把我煩惱就解脫掉)
(有時候示現大日) (如果我有煩惱的話，大日也是把它解脫掉)
(我只要黑暗的意識出來) (就有那種功能…)
你若煩惱，就來嗎？(是) (放光那種現象，是自己轉動)
就不煩惱？(是，對對對) (那種煩惱黑暗意識就解脫掉)(感恩，非常感恩) (還是非常感恩)
之後祂離開，你就又再看到自己了吧？ (是，都可以看到自己)，好
(還有第二次讚譽就是) (本尊接受專訪，《超時空 X 檔案》嘛)
(《超時空 X 檔案》) (我很喜歡本尊那個推書，放光那個動作)
(會看到七彩光)，推書是放光，也是念力 「念力」(念力，好)
你剛才你說合一，《維摩詰經》也有記載 因為舍利弗看不起女人嘛
女人有道？ 過去印度人都看輕女人嘛，(是)
大男人主義嘛，(是) 妳天女怎麼有道？
天女就把舍利弗變成女的 舍利弗看自己就變成天女啊
天女就把他變成女的 天女又把舍利弗變成男的，稱為「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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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再看到原來的自己 還攝
表達中道非男非女 中道非有非無
表達佛法，表達中道 不是在表達男男女女啊，(是)
剛才講「達眾生相」 因為天女已經得無生法忍，通諸法性
維摩詰介紹出天女已經得無生法忍了 所以能把舍利弗變化
可以天女散花、可以在維摩詰室住十二年 可以如何如何
你無意中合一 如同天女和舍利弗
忽然間看到自己消失，看到自己女身 你若讚譽給我聽，我相信，(感恩)
你若讚譽給別人聽，那個壞了 (感恩、感恩)
(前幾天晚上在看 DVD 的時候) (看到同修讚譽說，她那個婆婆被本尊度到)
(我有看到我的阿公的兄弟跟我嬸婆) (共四個人，看得很清楚，非常感恩)
「度到」，是你本體顯發的意思 本尊並沒有去度到你
若有度到，是看到分身 分身放光嘛，自然度到
不講度，自然自己自度 自然看到，(感恩)
人的言語，稱為「度到了」(是，感恩) 自己相應到
分身可以救你人不輪迴，就這麼簡單 就看你能否聽得下去，(會，感恩、感恩)
來來 好，來 不用跪…，不用跪啊
好，來。坐著講就好，(感恩本尊) (我很榮幸回國見本尊已經第三次)
(有一天我在台北大日宗) (阿堯在跟我們帶動的時候)
(我見到本尊的分身，從門那邊走進來) (跟我說，好好。然後就坐在那個講台)
妳看到？(是，就這樣子走進來…) 和真人都一樣嗎？(就這樣走進來)
實體，(是實體，然後跟我說好好) (從這裡走進來，然後就坐在…)
有聽到聲音說好好？(嗯) 就朝著妳看就對了，說好好
(突然間就是這樣走進來) (阿堯在那裏跟我們…)
妳就看到祂坐在那邊，和你們在一起？ (對，就坐在那邊，等到結束的時候)
(本尊才又…)，又走出去嗎？(對) 能坐到那裏，一段時間了哩，(對)
妳從一直坐在那裏妳都看得到？ (對)
(還有兩個禮拜之後) (我回去嘉義道館)
(我就看到張同道他家裏有兩隻金龍) (在那個池塘那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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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金龍喔？(對)，活生生的？ (對，在那裏跳來、跳來)，什麼色的？
(金色的)，兩條都金色的嗎？(是) 張明進嘛？(對)
因為我以前去他家 差不多八、九年前了吧
我說放兩條龍 當禮物，幫你放兩條龍
(後來又感覺天冠光在上面放光嘛) 有看到嗎？
(天冠光我沒有看到) (就感覺都很熱)，感覺的不算
(不算嗎？)，不算 (可是大家都有說很熱，他們有看到)
那和熱、身體關係沒關係 要親眼看到天冠光就天冠光，(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但是妳看這樣很好喔 看到分身和看到龍
有親眼這樣看到 (對)
妳，巴西住了卅幾年 妳不知道有放龍啊
讓那不知道的人看到 證明了確實放龍
平時隨意講講 大家以為我在開玩笑啊
如果有重視 那龍會產生功能出來
(然後我想) (本尊是不是能夠幫我顯實相？)
(實相)，什麼實相？(我的實相跟天眼) (希望我見法身實體)
妳一直看下去，心安住了就自然 自然會有啊
龍，龍出現，(在他們家) 妳現在看去他家了
有兩條龍 同樣是金色的，(有)
妳自然看到，妳不要分析 「咦，要怎麼看？從哪裏看？」
「從哪裏跑出來的？怎麼有那個眼睛？」 妳直接就看過去，兩條龍在那裏
那天去，坐在那裏 同樣有看到妳，在那裏在看那兩條龍，(有)
有看到妳嗎？(有) 看到妳的分身，妳的分身
今天是穿這個服裝 妳此時看的是穿這個服裝，(嗯)
不是那天的那件 過去、現在組合起來
妳現在穿這件衣服是現在式 直接就現在在那裏
自然流露，就變成實體的
龍飛來飛去，妳站在那裏看 妳也看到妳的分身在那裏，妳現在的妳
妳現在看到的那兩條龍 飛到空中去，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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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兩條龍在雲中，在那裏盤旋 (有)
兩個視覺 那裏也看得到，這裏也看得到哩
實相視覺是連線的 你們有看到龍的，舉手一下
兩條龍在虛空，噢，在雲上盤旋
妳現在看到妳的分身站在龍上 龍的上面
站著，站著不會摔下來 妳的分身站在龍上，虛空，此時在虛空
即使再遠再遠，移到很遠很遠了 還是都看得到哩，無遠無近
否則九百萬菩薩 維摩詰要如何入維摩室內？
妳從張明進的家演出去外面 同樣和維摩詰演進來室內的意思一樣
無遠近、無大小 無過去、無現在
妳現在怎麼跑到那裏？ 那是過去二、三禮拜前哩
實相無過去、無現在 超越時空，沒差別
(還有本尊有說要送我五顆明珠) 送妳什麼？(五色珠，五色珠)
我在哪裏說的？ (有一天早上我起來…我要醒來的時候)
那是我分身說的，不是我啊 咦，我哪有說要送妳什麼？
我沒有單獨和妳講過話啊 (對對，本尊的法身)
(對不起，因為我不太會講) 那是分身，(分身，是)
妳當場看到我的分身說要送妳五色珠 會講話就是實體了
可以和分身對話，那就實體的了 何謂實體？會講話、會動…
會講話，就會呼吸……。非常真實 分身若答應妳，妳就看到五色珠
妳有一點緊張，無人相、無我相 旁邊假設都沒有人
妳現在有一點緊張就是旁邊的人 妳此時旁人不要管，無我相、無人相…
「人相」的觀念存在 不清楚，就不能見如來，(感恩本尊)
「連前面的本尊也不存在」 這樣五色珠就很清楚
五色珠，就有看到 (就是見到本尊法身旁邊有五色珠，感恩本尊)
來來，還有呢？(感恩本尊，我要向本尊…) 妳羅春美嘛？(是)
面熟、面熟，(我要讚譽) 這張就是她照的
(感恩天冠光)
(我今天要向本尊讚譽我好幸福，好幸福) 哎唷，(好喜悅)，哇，(好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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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幸福是我昨天) (就今天看到今天本尊穿了這套西裝)
昨天嗎？(是)，真的和現在都一樣嗎？
那好喜悅就是)
示)

(對，所以我今天來看到的時候)(我就更高興，對。

(我昨天跟姊姊、還有林碧惠小姐)(一起坐高鐵。我們要到這邊來聽本尊開

(我們在火車上坐的時候)(我們跟林小姐在分享，她帶動我)

沒妳電話啊？)(我們好久都沒有聯絡了，她就跟我要電話)
我要讚譽這個就是說)
中間是她)

(所以她請我幫她輸入電話)(那

(因為她手機拿給我，我要幫她照嘛)(她有五個分身喏，上下左右，

(中間的她也是分身)(那我看到，我問她，這五個)

五個都把祂照起來啊)(我說好煩惱的事情就是說)
也很高興)

(林小姐說，咦，我怎麼

(我要照哪一個？)(她說，

(我幫她照三次都照不起來)(我很讚歎、

(很喜悅的就是這樣)(要跟本尊讚歎這個)

(很煩惱的就是我沒有拍到)(昨天我

是拍三次喔) (用她的手機，我按下去，沒有)
(我又再拍一下)

(結果還是沒有耶)(結果她就說，那不要按這裏，按旁邊)

還是沒有，(對)妳什麼幸福？

(這個幸福好像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形容)(我的生活上都是非

常地幸福)(很幸福)，在實相中，(對)

活在實相中就是都幸福幸福看不出來

辦法用形容，怎麼去形容祂)實相，實相，(對對對)
恩本尊)(我叫賴維宗，報告兩點)
身道館)(在員林分身道館)

(還是沒有)，

(這個好像沒

心的感覺啊，(好，感恩)好好好，(感

(一個是隨喜，第二個是飽足感)(我去年七月初來員林分

(蔡同道、劉同道、謝同道)(他們的隨喜無時無刻)

什麼)(他們就開心喜悅都掛在臉上)

(不管誰說

(就是因為四無量心的慈悲喜捨的喜根)(就是他們的喜，

發揮在員林分身道館) (才知道普賢菩薩他們都行隨喜心)(像謝同道、劉同道、蔡同道) (他
們都可以暢演)(然後我再說，本來求法修行二、三十年)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部經寫清楚的)

你也有二、三十年了？(對)(但是

(居然這一次在《維摩詰經》裏)講不二法門哪，(不二法

門)(今天也都活生生地，在這個道場裏)

(講法界實相)(法界實相緣起性自如如)

相的緣起的體性就是如來)(不著法相，一切諸法皆是隨緣真如)
性)(即相見性，不落生死輪迴)

法靜坐)

(不離法界實相，即現法

(實相即是法性)(以前不曉得實相即是法性)

發)(尤其《金剛經》裏面講的，諸相皆幻)

(法界實

(即是本體顯

(那個時候一直誤以為實相是幻)(所以年輕時修

(只要有相進來，全部砍)(譬如說眼開，整個天界、森林、法界出現)

(你馬上就

砍，馬上就砍)(把祂擋下來，不要出現)(結果最近才在《維摩詰經》看到) (居然有法相)(就
是以實相)

(跟本尊道是完全一樣的)(就是我們諸位會來到這裏)

(都是以實相)(喊杯子喊

杯子，杯子出來) (這個是基本精神，這個居然也列在…)(《維摩詰經》的法相實相進來) (隨
喜的部分就講到這裏)(後來能夠隨喜是上一次)

(本尊帶動王志忠同道的時候)(本尊說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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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滿漢全席？)(從那個時刻起，就開始打開) (很清楚、彩色、細緻、看透的眼睛)你就
看到了，(對，打開來，就像魚鱗片)

(魚鱗片下面的魚肉)(魚肉下面的絲，絲下面的骨頭)

(骨頭下面的骨髓)忽然間看到，(是是，從那一次起) (我在隨喜裏面也全面展開)(我也希望
這一次能夠讓離開的同道們)
喜)(它是本體的一個本性)
腦、五官意識)

(能夠看到這一次錄影)(因為他們都有到員林分身道館隨

(當你隨喜的時候，就立即站在本體上)(那一些負向性思想、頭

(再不警覺你強行對自己隨喜的話)(祂會把這一些頭腦、五官意識)

(就拉

向本體，拉向第一線，站在那裏)(那個是後來一直能隨喜的時候) (才一直從負面的頭腦)(轉
向我們說的本體)

(就去看著的)(所以會有隨喜，喜根菩薩、喜王菩薩)

十二位菩薩裏面)(它是一個重要的法門)
初中的時候)

(在佛陀帶領的五

(就像普賢菩薩一樣)(第二項就是飽足感，年輕、

(吃自助餐幾乎都沒有飽足感)(吃陽春麵就有飽足感，那個時候一直質疑)

(再吃再多的食物並不會飽)(那個飽足感) (不曉得是從哪裏來？)(它有一個迷惑，它是從能
量來？)

(還是從什麼來、什麼來？)(結果沒有想到在大日宗裏)

候)(看到同道們他們會飽、會打嗝)
時候是什麼感覺)

(本尊在帶飽足感的時

(這個部份於是我就還是一樣回去練)(就是練習我飽的

(我飽的時候，我把肚皮撐開)(是不是撐著肚皮的時候)

感？)(我飽的時候，是不是從心輪裏面有八條脈)

(會有飽足

(其中一條脈接到胃輪？)(胃輪裏面有食

物，也看到自己的胃) (可是這個飽足感還是不明確)(肚子半飽的時候，會覺得好像修成功)
(可是真正飢餓的時候，並不會飽)(那我在想，也是祈請本尊)(這麼多的同道來，也暢演一次
法)

(大家都能吃飽，大家都有一個飽足感)(我第一次見本尊)

著冰淇淋桶，換了三根湯匙)

(我有跟本尊讚譽過)(我拿

(沒有辦法把冰淇淋吃下去)(因為挖不起來、挖不到)

是在我靜坐的時候，進入法界實相)(捧著冰淇淋，拿著調羹，吃不到半樣東西)
很深很深的恐懼)(後來，再經過差不多半年)
去的是透明的白水)

(那個

(那是一個

(我成功地把柳橙汁按在嘴裏)(喝的時候，進

(沒有味道、也沒有東西)(那個時候是第二次恐懼)

飽足)(可能是很難很難的一個法門、一個法) 這飽是自然會飽的啊
(是這樣？)，你要先從你六根講起 但你從現象講起啊
現象你知道吧？(是)，「咦，那不會飽」 要從六根，源頭是六根
舌根和鼻根開，吃得到，自然會飽 好，這個我等一下再說，(是)
你剛才在說，人來了、離開？ 《維摩詰經》你看得很熟
它有講到新發意菩薩 新發意，以及修很久的菩薩
修很久的菩薩沒有得無生法忍 同樣會起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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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意菩薩就是你說的新來的 突然聽到，哎喲，什麼實相
不曾聽過啊，會害怕實相、法身……。 所以法身道，是看新發意人的根基
欲行大道，莫示小徑
他想走小路，你告知他走大道 當然就退啊
所以《維摩詰經》 「無以大海，內於牛跡」
牛的足跡很淺啊 大海的水怎麼裝得下？
實相廣大 猶如大海的水
能夠來到這裏的，都是真正在學道的 已走過很多地方了
你看，他在法鼓山三十年 從農禪寺就開始了，他現在知道到這裏來
來到這裏的包括你 我都認為、當成是真正在學道的
實相的飽足感沒什麼，飽足感你絕對有 吃到會打嗝，(是)
從六根，不從現象 不會飽是你六根沒開
吸柳橙汁無味，舌根沒有開 從你的本體著手
本體在哪裏？有講過啊，本體在六根中 《楞嚴經》講的，本體在六根中
所以維摩詰對羅睺羅講道 真正的出家就是要淨五根、得五力、立五根
「力」和「明」要出來，指六根啊 它是講五根
《無量壽經》也講到五項 五項就無生法忍
你的慈悲心有考慮別人，讓大家會飽 你先考慮自己啊，(是)
先考慮自己，「我自己要能飽」 你若自己飽，大家就飽了
如同《維摩詰經》講的 授記你彌勒，釋迦佛給你授記
這樣也能給一切眾生授記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維摩詰對彌勒菩薩說，為什麼給你授記？ 你有如來，眾生就有如來
你可以得授記 眾生也可以得授記
你會飽，他會飽，妳也會飽，眾生都會飽 (感恩本尊)
怎麼不會飽？六根沒有開啊
實相是大道，大道 佛教的核心就是實相
實相得對某種程度的人來講
因此《維摩詰經》區分了新發意菩薩 和已經有研究深入佛法的人
差別在於還未得無生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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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宗教界繞了好多圈 好幾個宗教團體去過
若真正在學道的是找本體哩 不是哪個師父多厲害？
你說拜那位師父 那位師父若死了，要拜誰？
還是要拜你的本體啊 不要說拜啊，就是以你的本體為尊啊
大日宗的宗旨以自己的本體作本尊 「本尊」的意思是如此
你學道的目的是要永恆 找永恆之路
實相的飽足感是生命的範圍之內 並非凡間的飽足
人吃得飽，不必去買菜，不是這個意思 實相的吃飽是一種境界
實相的吃飽，回味無窮
維摩詰那一碗百香飯 可以整個毘耶離城香一個禮拜
《維摩詰所說經》 對阿難說的，一般稱《維摩詰經》
我剛才講，要瞭解其「義」、法義 「依義不依語」，否則矛盾了
《金剛經》說不能用卅二相或諸相具足
見如來 你說的「來魔斬魔，來相斬相」那個意思
《無量壽經》說，沒有卅二相 不能到我阿彌陀佛國來。這樣有矛盾嗎？
《維摩詰經》出來 正在發揚大乘
掌握菩提心為主 把小乘時代的大迦葉、十大弟子拉來修理
小乘轉成大乘 表達釋迦佛的思想 小乘時代它表達不出來
所以大迦葉說歎未曾有 須菩提也歎未曾有
小乘的根基聽大乘 聽不進去啊
真正學道的人 找本體！找本體！ 你們來的也是為本體啊

和本體要如何交往

學道就是在和本體交往 剛才一開始就講那句話 欲得法身，斷一切病，一切煩惱就對了
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菩提心即現菩提法
《維摩詰經》目犍連在說法 維摩詰對目犍連說：
「說法者不當如仁者所說」 「夫說法者，當如法說」
應當依據「真如本體」而說呵！
法同法性，法隨於如 和《金剛經》如來同等意思
法無壽命、法無人相、法無我相、法寂滅 法無名……。
法等於如來，《金剛經》的如來 法如同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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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解釋：法性，如來，實相 真如，本體……用「法」來說
所以，依義不依語 依法義
例如文殊在介紹維摩詰 深達實相，善說法要
法的要義，說法，說法 不是繞文字，繞不出所以然啊
講「法」就是法性 法性真如，真如如來啊
已經達到實相境界，已經接到如來了 達到本來具足的階段了，就無所得
《金剛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實無所得
實無所得已經達到如來的境界了
所以，《金剛經》、《維摩詰經》 教你安住如來啊
你若安住如來 你人生就不同，人生觀絕對不同
你剛才講的我相、人相
你有「有我相」 「那些人應該把他們叫回來」 你硬要倒大海的水下去牛跡？
而你有那個根基 根基也要經過你卅年熬出來啊
道不求人，道是自己發心 道是自己要顯發法身
例如，前林會長和他太太 他們可以出離來找我耶
出離來找我耶 (一次兩個)
不過，境界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自己不知道啊，這樣才厲害，實無所得啊
實無所得 這句「實無所得」境界很高 無法示現給別人看
「自知不隨他」 不可思議啊，所以曲高和寡啊
(今天講到法相菩薩) (就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法界實相的菩薩…) 你執著於文字了，(對)，依義不依語
那些菩薩要說的 是在表達「不二法門」
，主題在此
不二法門「色即空，空即色」 不二，煩惱即菩提
如何不二？ 不二是實相
結果都不要說就對了 都不要說
要表達實相就剛才羅春美說的 言語表達不出來，
「自知不隨他」
，實相
法無言語，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
比如說，你變成實相的皇帝 實相的皇宮出現哩
大力士扛著鹿 烤好的，任由你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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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子、叉子自然來 不必你切，切好好地放進你嘴裏
都是自然的。我在講皇宮、扛著鹿 這裏很多人看到哩
有看到的麻煩舉手一下 你看，這樣啊
我在講皇宮，你有看到嗎？(可以) 鹿，鹿，大力士扛著鹿來
你當皇帝，穿皇帝衣服 你有看到嗎？(可以)
實相皇宮都看得清楚 你當實相皇帝
享受吃喝飲食育樂 和真的都一樣
所有實相的享受，不二 不二就是這個意思
維摩詰講的不二
那個皇帝是你去變的啊 那裏有感覺，你這裏就有
那裏有飽，你這裏就有飽 不二
也可以直接播給你飽
不二法門，我用這樣講，比較簡單 比較聽得懂，(有，聽得懂)
實相，以你扮演自己當皇帝 噢，大力士把山珍海味擺在你桌上
喝酒，好像茶壺，倒下去 噢，喝得非常高興
旁邊的宮女，幫皇帝搧扇子 芭蕉扇
(我看的是阿拉伯女人)，照你的喜好 阿拉伯人穿著阿拉伯裝，(有)
實相標準的是 我在講，你馬上出現
就已經不分別、不執著了 我在講，你跟著我聲音走，你就進入狀況了
就是攝受到天冠光啊 你當皇帝在那裏吃 你這裏不知道飽了沒有？(有)
是啊，現在你就飽了 不二，不一不異，不二法門啊
中道正觀，中觀正見，中道就是不二的意思 中道實相，(是，不二法門)
實相就是如此 (啊，他把五十二個菩薩都否定掉喔？)
(這樣世間人怎麼看得懂？) 世間人如果看懂了五十二個菩薩
就如同《維摩詰所說經》 「即時豁然，還歸本心」
它要表達實相不用言語，自知不隨他 表達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那個皇帝是實相 要學的是學實相
有實相之後，永遠存在 即可達眾生相，通諸法性，然後實無所得
實無所得就是斷生死了，就不生不滅了 就自然化育出法身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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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去再把《維摩詰經》再看一次) (看的和你講的都不一樣)
我用如法講的啊，(當然，是) 你用文字講的啊，(是，不同)
我是依當如法說，而你用文字看的 當然不同啊，你就演實相，(感恩本尊)尊)
還有什麼意見嗎？(沒有) 好，請坐、請坐
來來，(感恩本尊，感恩法身) (我是陳文琮的女兒)(嗯，然後我想要讚譽三件事) (第一件
就是，我高中有一個好朋友)(然後就是她弟弟有心臟病)
前年的時候，暑假)

(然後他們家去那個美國玩)(然後就是搭很久的飛機)

弟就是心臟不好)(然後就送急診，然後她就是很難過)
給她，她就一直哭)

樣)(然後我就心想，這樣她還是會很難過)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美國)(就打電話
(然後我心

(就算急救好了，也會變植物人，這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辦？)(我就跟本尊說，就

(就是希望他就是會好起來，就是會開心)(然後後來她弟弟就往生了)

後就是在美國)(然後我朋友就很難過)
說)

(然後所以她弟

(然後我那時候就心想)(我就心想不知道要怎麼安慰她？)

裏面就想感恩本尊)(然後我就心想，因為她那時候說)

是不管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智力也有問題)(然後

(然

(就是每天都在哭，這樣)(然後我就心裏面就跟分身

(就是希望她可以快點好起來)(然後結果有一天)

(她就變得很開心)(然後我就說)

(妳最近是不是就是有比較好了？)(然後她就說，昨天阿姨說看到弟弟) (然後弟弟說有一個
光的老師)(然後就是會教他唱歌)
的問題)

(然後他就是會很開心)(然後他以前就是有就是智力上面

(所以就是沒辦法好好地讀書，這樣)(然後他就說，那個光的老師都會教他唱歌)

(然後教他讀英文)(所以他就很開心) (然後就是希望他姊姊可以放心，這樣)(然後我朋友就
很開心)(然後我回家就跟媽媽講這件事)
上禮拜)

(然後她就說要感恩本尊)(然後第二件事就是，上

(就是有一天我就睡覺)(然後早上三點多的時候就醒來)

不知道要幹嘛？)(就想繼續睡)

(然後我心想，現在醒來

(可是就是心裏面就覺得很煩)(然後我就在床上滾來滾

去)(然後結果突然心裏就有一個聲音) (就說「要靜下來」
，這樣)(然後我就突然看到我的法
身) (躺在我旁邊，就像照鏡子)(然後祂就抱著我，然後我就覺得很安心) (然後就繼續睡，
這樣子)(然後隔天起床就很開心這樣，感恩本尊) 喝，妳起碼有三十個「然後」
我都一直聽然後而已 然後呢？然後沒有了？
(然後第三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在台北讀書，然後很少回家)(所以就是每次要回台北的時候)
(就會心情很不好，這樣)(然後我就會在心裏面就想，就跟分身說) (希望可以幫我照顧爸爸
媽媽，這樣)(然後就是…)，
妳的爸爸媽媽 叫分身照顧喔？分身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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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在家的時候)

(就是請分身幫我照顧爸爸媽媽)(然後就是就有時候就是會覺得)

(爸爸媽媽很辛苦)(就是會心情不好)
心，所以就是很感恩)

(然後可是他們每次講到本尊的時候)(就是都會很開

(就是覺得到這裏認識很多很好的同道)(然後爸爸媽媽不在身邊的時

候) (在台北的時候)(也有很多很好的阿姨都會很照顧我) (感恩本尊)
妳現在可以直接看到分身了？(可以) 也可以直接看到妳的法身了？(可以)
我現在講也可以啊？(可以) 妳的法身出現，可以啊？(嗯)
噢，因為妳打電話給妳美國的朋友 所以她自己也看到光的老師？(對)
就是「無盡」
，燈點燈 燈點燃她了，但是她不知道，(嗯)
遠距離在美國 咦，她也自己攝受到，(嗯)
看到光的老師，是妳打電話給她的啊 然後她就看到她弟弟往生，(嗯)
剛才意思是這樣嘛？(嗯) 然後沒有然後了。噢，(感恩本尊)
好，妳現在能直接看到分身 就能吃飽了，(嗯)
比如說，剛才我在演皇宮 妳看到嗎？(有)
剛才是演他當皇帝 現在演妳當武則天當皇后
妳有沒有穿皇后的衣服？ (嗯，有)
大力士抬了烤肉 一條豬、一條鹿、一條…妳看到嗎？(有)
妳在那裏一邊吃 吃肉有沒有？(有，很香)
很香喔？(嗯，感恩本尊) 妳就儘量享受，可以享受
實相中的飲食男女娛樂 「當如法說」
還可以奏音樂，現場的，音樂 實際去演的音樂，樂器都存在
有沒有奏音樂？音樂，(有) 能吃飽就能聽到音樂
放什麼音樂都不一定 有時候會播妳喜歡的音樂
當然，不會播《梨花淚》
好，(感恩本尊)，好了喔，好了喔 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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