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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光 照 見
來來 請坐、請坐…(感恩本尊 感恩本尊)

你的意識跟得上法身了

請坐，來 噢，不客氣，來…

耶，你就跟法身合ㄧ 看到你的分身

(非常感恩本尊)
這樣就可以了，自由交談，主題是談道
這麼遠來了，不只讚譽

你的思想可以移到分身，對看
我們臨終的時候，斷氣！

讚譽是表達你自己的體會

斷氣就是生命終了了嘛

能學一點…實相法回去，可以受用終身

分身馬上出來，看到你躺在那邊

實相法就在你的真如法性中

你的一生的五官意識、知覺、知識、經

攝受光，回去，法性會流露，不斷流露

驗就在分身裏面 分身是你的第二個身

對你的生命或生活有重大影響

體 所以你要學習的是法身、是分身

因為這是生命 探討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分身就是大乘經典講的

不是向外求，還是回歸你自己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乘經典

本有的自己、內在的自己，真如本體

《金剛經》
、
《華嚴經》
、
《法華經》……。

哲學講「真我」，肉身是「假我」

大家都聽過「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教也認為肉身是「假我」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每個人都有

會變化的，稱為假我

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才有法身

真我，是永恆不變的。永恆不變就真我

有法身，才有分身、化身、分化身

真我，簡單的字是內在的自己嘛

無量分化身……。

永恆不變 那怎麼會永恆不變呢？

釋迦佛介紹出法身 現代人怎麼沒有實

生死問題嘛 就是超越生死，不再受生死

現？沒有找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侷限 自主生死 所以你要學的就是超越

向外拜，就迷失了本心

生死 超越必先認知內在的自己——真

迷失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如本體 真如本體是我們的生命

所以十大弟子看不到逝多林的如來境界

你跟隨著真如本體、順著真如本體

(感恩本尊)(我今年五十歲，我在當地黨

生命就跟著祂永恆 永恆是指真如本體永恆

校工作)(往前推)(在我五歲的時候)

《阿含經》說：「法性常駐」。

(每天晚上睡覺前，就要唱同一首歌)

法性永恆 肉身怎麼能永恆？ 當皇帝也

(就是《遠飛的大雁》)

不能永恆哪 永恆、永生是指法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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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歲上二年級的時候)

(所以就一直打坐)

(我就會看到學校的那個屋子)

(最後不打坐是怕看到我過世的父親)

(教室裡面屋頂上)(有垂落下來的紅絲

(就斷掉了)(其實是不打坐的時候)

綢)(過去我父親是黨校的校長)

(等到靜靜的時候就能看見他)

(我的父親在西藏工作)

自然能出現，(對)

(我問同學，能不能聽到西藏的牛叫？)

(在那個時候，我就看到王母娘娘)

(他們會用驚奇的目光看著我)

(其實我也沒見過王母娘娘)

(青年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

(有沒有王母娘娘我也不懂)

(我去到廟裡面，心裡格外的歡喜)

妳說瑤池金母那個嗎？

(歡喜!?)(為什麼歡喜我也不懂？)

(但是祂就穿著紫色的裙子，特別高大)

(婚後的生活)(我就時常去廟裡)

(髮型特別美，腦海裏面告給我)

(剛才本尊給大家開示的時候)

(祂說…) 中國的戲劇裏面

(我看到現場) 現場？(就在這個現場)

有看過演戲劇的王母娘娘？(沒有)

(看到本尊是一個金色的大光球)

印象中從來沒有什麼王母娘娘？

(我現在身體會那個有電感)

(沒有那個印象嘛)

(那個特別大一個光球，剎那消失)

圖畫，像敦煌壁畫、什麼畫這些？

(然後又還原到本尊本身)

(也沒有看到過)

又回復到原位了？(嗯，對)

像周朝周穆王和王母娘娘

(就是一個大光球) (就是一個金色的)

這些故事嗎？(我都沒有看過)

如果你是有如來的境界 看我就是光

都有沒有看過，(經常出現)

你如果是壞人，看我就是邪人

(這是最特別的一個境相)

因為我是鏡子，所以她有如來境界了

(就是說祂一出現)

以前我有這樣說，(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誰)

(在這個看光球，大金色的光球之前)

就問題是說，我要問妳的是

(是看到那個金色的龍)，龍

妳怎麼知道祂是王母娘娘？

(有天女穿了紅色的裙子)

(就我忽然腦海裏面告給說，出現影像的

(之後又穿了白色的裙子，在那上面飛)

時候)(祂就會告給我，這是王母娘娘)

幾個？(好多，嗯，然後…)

(然後又出現說玉皇大帝)

都很清楚？(對，我廿多年前的時候)

(接觸本尊道，博士帶動之後)

(我原來打坐，就是因為我想找出答案)

(有一天是好像…我現在記不太清)

(就是我以為在打坐當中能得出答案)

(本尊分身帶我上天的時候，就有一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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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有說西王母抱著我)

放出去，(就是您從這邊，就是那麼粗)

(但是我是一個小孩子，不是現在這個)

(就是那種那個圓桶狀的發出去的光)

(抱著我，然後旁邊好像還說有姊姊)

(對著大家)我講什麼，妳就自然看到

(什麼親人之類的，有男的)

(我這邊能看到)

(都穿的不是現代人的服)

(然後就開始看您那個是那個金色的光

(就是電影裏面的那個，很飄逸的衣服)

球)(沒有您的人形了)

(然後西王母跟我說話)

(之後看到是個大白光球)

(祂說身在紅塵，心在真土)

(大白光球坐在那兒)

(就是我剛才為什麼要說這一段)

(但是還能看到您，就是交替)

(剛才我又看見)(祂說，我把妳送給…)

大白光球是妳指大日嗎？

(送在老父的身邊)

(就是那個銀色的，銀色的)

(就在剛才，就是您開示的時候給大家)

(圓，立體、球體)

(然後您在就這樣臉就是對視)

圓形的，大日，我們講大日，大日

(我們彼此對視的時候)

(大日，對對對)，大日，(對、對…)(就

(之前您這兒一個金色的光球)

是我可能有遺漏的部分)(我記的是這些)

(然後我特別注視著您雙眼的那個時候)

妳所見的就是這樣，(對)(有那個穿紅色

(我就看到從您這邊抽出 眉心抽出好像

裙子的天女)(給本尊揉肩)

就是金條，就是金色的那個條，跟我這

(我就記得這些，可能就是說有遺漏了)

兒連接起來)

就今天的當場的？(對，就是在剛才)

妳當場看的就這樣？(對，然後有…)

(就是在那個來的時候 在車上的時候看到…)

(就是有群龍，許多龍，有仙鶴、有獅子)

(就是說我剛才坐在這兒偷偷地笑)

就在這個現場嗎？(對，有老虎)

(本尊在給大家開示)

(本尊頭上還落著一隻白色小鳥)

(但是我自個兒在暗自就是說偷著樂)

(我也不知道是海鷗還是鴿子？)

(是因為我看見本尊，黑頭髮的本尊分身)

(還有那個銀白色的蝴蝶，還有大象)

(盤腿在外面坐著，空中坐著)
就是很年輕的黑頭髮分身，(對，嗯)

(從那個屋頂垂落下來的就像瀑布)
(然後落下來，我還說、我心想別澆在臉

(這都不是我想出來的，就是自然出現)

上)(然後就說是甘露)

沒有想到的，沒有想到

(本尊在給大家開示說是放光怎麼)

(我沒有想到，我現在也不會說)

(就講到這一塊兒的時候)(我看到本尊

(咦？我沒想祂為什麼出來？)

從這兒)(就是就像那個玻璃窗那個)

(我不會想這些，只是感恩)妳剛才所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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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是本尊黑頭髮，穿著淡色的西服)

(然後就生出一隻金色的那個)

(盤腿就在空中坐著)

(就像機器人的手拉我)

我空中坐著，紅色的天女

(這是剛才看見)(我讚譽一下)

或者什麼妳講的小鳥這個，(出現)

(就是從大同乘車要去機場的時候)

是我的白髮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從家鄉準備坐飛機)

就是肉身嘛？(對對對)，針對肉身，(對)

(去機場的時候)

(剛才是看到我偷著樂的那個時候)

(到機場，坐飛機要…)，到北京嗎？

(是本尊那個黑頭髮的本尊)

(到北京，從北京到深圳，從深圳到香港)

(穿著那個淡藍色的…)

(從香港來台灣，然後在去機場的路上)

(就是那個淺色的西裝)

(坐在出租車上，我看到彩色的天空)

(盤腿在對面的那個空中坐著)

(經常看見彩色的天空)

(然後我在就是說關注的時候)

(但是說經常是看到天冠光、大日)

(祂忽然就坐在這兒)，桌子上

(金色大日)

(坐在這兒，好像是就好像給我開玩笑)

(是彭博士帶動，經常就是看見)

(我就笑呢，在空中坐的時候)

(而且天冠光特別特別地大)

在我們人看是這裡，分身無所不在

(這次在機場，要去機場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個是桌子

(我是在彩色的天空中看到一個七字)

分身不認為是桌子，(對對)

(彩色的七字，這個七字變成綠色的)

時空任何地方分身都可以存在

(紫色的、黃色的，祂就是不停地轉換顏色)

分身也可以坐在花上，都可以

(我沒有想說看個七)(但是我心想著見本尊)

(我笑的時候是因為祂坐在這兒 就是分身坐

(可是祂出現的是七)(七之後出現的是一)

在我這兒，好像…)

(那個…我有一點激動)

黑頭髮的吧？(對對對 然後看到那個，我剛才

(那個就看到那個綠色的)

想起來，忽然…)

(是那個玫瑰粉色的光邊，透明的光球)

(看到一隻就是看到整個)

(之後呢，有銀色的蝴蝶是紅色的光)

(是那個金色的那個)

(那個鑲嵌的那個紅的光邊，變成鴿子)

(一開始是金黃色的球體)

(就展開翅膀飛走了)

(最後就是很高大的一個人物，沒有五官)

就在車上看過去的？(對對對，就在車上)

(整個是那個金色的，頭部是金色的光球)

看到外面的？(對，就在眼前)

(身子就像機器人)

(就是在眼前特別真切、特別亮)

(胳膊、腿都是好像特別高大)

(就是說自然地看到那個蝴蝶)
4/49 頁

本尊道第 91 集

放光照見

(牠沒有那個亮度)

(那時候看到本尊，這個我也沒想)

(這個亮到了不能再亮的程度)

(我想的是外面肯定挺熱)

(牠就在眼前)(飛走了)

(就念頭是這樣的一個念頭)

(那個完了，我就是沒有次序來想起什麼)

(但是我看到本尊分身的時候擁抱我)

(有點兒激動)

(這個時候身體就有麻感)

(飛走了之後，就看到兩個)

就有真的人擁抱嘛？

(就是同時出現兩個銀色的、白色的大日)

(但是看到的就是本尊穿著白色西服)

(然後腦海裏面說，就是無聲之聲說)

(一閃就過去了，但是我知道擁抱我)

(八龍二虎，保駕護航)

(這個時候知道擁抱我的時候)

(然後看到那個彩色的天空)

(我身體是一強烈的那個被電流穿越)

(裏面有彩色的珠子)

(然後我也跟同道說了，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看到一條金色的龍)

(我正在跟他們說的時候，ㄧ個大…)

(龍祂是身上全是毛髮，毛的，就是毛髮)

(就是大鴿子，和平鴿)

(然後從那個口裏吐出祥雲)

(但是牠特別巨大，張開翅膀)

(那個口是個圓的)

這個是黑頭髮還白頭髮？

(平常不是像看電視那個樣子)

(看的是黑頭髮分身)

(是圓的，吐出祥雲，然後就說話)

(不是黑頭髮，是白頭髮，分身是白頭髮)

(說盛世祥龍飛，如來自在舞)

就在香港的這個是白頭髮？(對)

(幸福光明天，如意自在人，極樂在世間)

(穿的是乳白色的)

(極樂世間人，極樂在當下)

分身取代我去迎接妳，(對對對)

(可能我有遺漏的部分)

(我還跟那個博士說了…)

(這是在去機場的路上)

黑頭髮只是剛才在對面

(已經就是去了香港的時候)

然後坐在我這裏，就這個鏡頭

深圳到香港，(對)(已經到了香港的時候)

(對對對，那是黑頭髮，對)

(我看見本尊分身擁抱我)實體，實體感

(因為我看見可能是說坐在天空)

(對，有那個動態了，擁抱)

(我知道說分身，祂因為坐在這兒)

(當時擁抱我的時候)

(跟我開玩笑，我會偷著樂)

(我補充一句，就是剛才說自在如來…)

卅年前…，黑頭髮分身到現在祂還在

(說「如來自在舞」剛才說的時候)

不影響我現在白頭髮，黑頭髮分身

(就我身體是通體被電流穿越)

一直到百年、千年都還在

(就我補充前面說的)

我那時候黑頭髮分身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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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黑頭髮分身一直存在

(她問了我特別詳細、特別用心)

黑頭髮分身可以分化無量

(我說我找到老師了)

黑頭髮分身坐在妳這裏，表示祂沒有消失

(我要去怎麼怎麼，就詳細跟她說)

黑頭髮分身也來參與

(她這兩天每天問我，妳見了妳的老師沒有？)

(就是因為坐在這兒跟我開玩笑)

(我跟她說我見到了)(妳怎麼才見到？太晚

(我就自己偷著樂呢)

了)(昨天還給我那個發微信)

(因為我說這是我自己看見的)

(她說，妳去了，怎麼不去就趕快見呢？)

(那個就是那天去了香港，看見那個鴿子)

(我還沒給她回答)

(張開那個大翅膀護著，護著我們來的)

(她看我那些東西，我一般不敢讓別人看)

(然後就看)(之後我們在香港，要坐飛機

(我怕誤導他們，裏面又是光)

來台灣)(坐在飛機上的時候)

(又是彩色天空、又是大日)

(我這裏面特別講一個小故事)

(不是正常思維下能理解的)

(因為有一個深圳的女孩，從北京要回深圳)

(就在我說來那個，我剛才說的一個小插曲)

(對，這個是來台灣)(來台灣之前，遇到

(來台灣的那個飛機上)(看到那個彩色的天空)

一個小孩)(因為我在飛機上看到這個光、

(玫粉色的，就是玫瑰色的天空) (有那個特別

那個光)(我在做記錄的時候)

亮特別亮) (這是我看的最亮最亮的) (平常那

(那小孩問我，是六年級的一個小女孩)

個天空是藍色的明亮) (這個是玫瑰粉的天

(我忽然想起來這個故事)

空)

(她問我，妳在記什麼？)

(中心是非常非常亮的大日，特別亮)

(我不知道怎麼跟她說。然後她說，我看看)

大日，大日，(嗯嗯)

(她非要看我記錄的這個紙條)

(看到這些以後，我其他的記不住)

(因為我記的是彩色的光、大日、怎麼怎麼)

(那個無聲之聲說了一段話)

(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文字記錄的)

(說得我有點兒激動) (我記了一下，那紙條我

(她看得特別用心，她沒有疑問)

給念一下) 就碰到那個女孩 然後看到白頭髮

(她說：「我理解能力很強」)

的分身 (看到本尊白頭髮分身) (就是說擁

(她跟我說了這麼一句話)

抱)

(她說，妳是不是老師？我說我不是老師)

(擁抱意思就是安慰我就是一路很順利嘛)

(妳是不是想當作家？然後就這樣問)

(之後就身體陣陣發麻，就是被電了)

(她特別關心我，之後她回了深圳)

(然後就消…當時看見消失之後)

(她問我，妳要去哪裏？我說我要去台灣)

(我身體就是麻的，就是看不到相)

(妳去台灣幹什麼？)

(但是身體有強烈的電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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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身先到，(對對對，分身先到)

(本尊分身又出現在我們家沙發上)

(我明白一點兒是什麼)

(我也不敢問彭博士)

(就是告知其實本尊的分身)

(那麼說出來的話，一定是不正常)

(實際是經常我就在家鄉裏面)

人的想法就是說，這裏是沙發

(那個本尊分身也經常…)

這裏是桌子……。無所不在！

和這兩個長得一樣嗎？(一樣一樣)

(所以我剛才笑說，我說祂坐在桌子上)

(唯一不同的就是，有的時候這個衣服)

分身在虛空也可以，可是人的觀念

(顏色不一樣) (但是相貌倒是看到的那個)

「人怎麼可以在虛空？」

黑頭髮年輕的，白頭髮分出老的

「人怎麼可以坐桌子？」

(老的，其實…) 在妳家鄉妳還沒有見到我

都是違反經驗法則嘛，(對對)

之前就常常出現了？

所以分身無所不在來解釋

(出現，我記得有一位同道還說)

在妳廚房和在妳桌子，和在虛空一樣，(嗯)

(經常看見本尊分身，還有博士分身)

(當初我看本尊那個照片的時候)

同道？我們同道嗎？(對)，我沒有去過大同

(我說看白髮的特別親切) (就是我有一個分

在沒有見之前，妳見到我了，(對)

別心) (我說怎麼看那個黑髮的跟那個白髮

這正常啊，時常見到這樣

的)

(是我在這兒又想起來，博士帶動我那個)

(好像黑髮的是老年)

(去年的六月十九帶動我)

(白髮的感覺就像自己的爺爺或者是那什麼)

(帶動我的第二天是六月廿)

(我這個也跟彭博士那個說過)

(那個我在北京的時候，在家裏廚房就看到)

(我就站在那個黑髮眉心放光)

(因為我自己沒有認知)

(我說我今天一直關注，一直看著這個照片)

(看到本尊，我說因為博士帶動我那一天)

(我看看是照片有問題？還是我心有問題？)

(我之前就已經看了七、八集視頻)

(一直在那兒站著看看看到了)

(知道本尊的樣子大體是怎麼樣的)

(看到那個眉心放光那個黑髮的本尊)

(然後就出現在廚房裏面，我說怎麼那個)

(變成十七、八的小伙子)(我起了歡喜心)

(這個老師在這個家裏面廚房？)

(再沒有這個分別了)

(我不敢問，因為我的姊姊也認為)

妳進一步可以以我的分身為借鏡

(我有一些非正常)，無所不在

現在妳分出妳的身，分妳的身

不一定在廚房，也可以坐在桌子上

妳現在的身，一樣穿這衣服？(有)

(是因為…對，我也不敢問)

黑頭髮分身現在還存在

(等到從北京回來大同的時候)

坐在妳剛才看到的虛空，(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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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一樣坐在祂旁邊，穿這樣，(有)

(我還說)(您這跟我們不同的是可以倒著走)

黑頭髮分身穿灰色的衣服，(嗯，有)

(能掌握方向，我們順著走都會要摔跤)

妳和祂坐在虛空 (祂拉我的手)

分身現實化，進入妳生活，(嗯嗯)

然後，變妳坐在這裏面對妳 (有)

經過百千年後，我已經不在世間

只有妳坐在這裏，黑頭髮分身還在那邊

喂，分身繼續存在於世間，稱為永生

虛空，(嗯嗯)妳坐在這裏，(我還說我自

妳見到的分身 像現在看我本人那樣清楚嗎？

己有一個… )

(就是去年在深圳的時候)，實體化

現在是不是妳？妳看清楚，坐在桌子上

(出現了三次，就是真切的) 就像現在這樣

像剛才黑頭髮分身坐的這個桌子上？

嗎？(嗯)(祂是在湖邊站著，樹林裏邊站著)

(我有，不好意思，我穿著皮鞋坐在桌上)

實體感有嗎？

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這裡？妳，是妳哩？

(就像真切的人，然後就是在那之前問我)

現在是妳？ (嗯，是是) 就現在服裝

(就本尊分身) (坐在家裏面的飯桌子旁邊問

(對，我說不好意思，穿的奇…)

我)(假如說我真真切切出現在妳面前)

就這樣，(嗯嗯，是的是的)，一樣

(問我說害怕嗎？)

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變成妳，(嗯，有)

(這個話沒過十來天，其實我是那個晚上)

(我記得特別真切)

(吃完飯到樓下去轉，散步)

(因為經常見本尊分身，經常)

(就是三天的傍晚出去散步)

(但是特別記的一次是我到超市買菜)

(有三次看見穿黑色的)

(回了小區的時候，本尊就出現了)

(還有淺色的西服的本尊分身，但是個頭挺

(其實我當時什麼也沒想)

高，然後我說看了是您那個黑髮的那個分身)

(只想著回家趕快做飯)

(我說這是本尊) 那個比較年輕，(對對對)

(走著走著，就看見本尊分身)

(三次，那是跟真人一模一樣)

(就是面向而行)

和真人一模一樣 (是，跟真人一模一樣)

(就是本尊分身跟我就是面面)

妳現在的程度可以看分身坐在那裏喝茶嗎？

(就是面對面地走著)

現在分身，那個椅子看是空的嘛

(本尊是倒著走，我是往前走)

(祂現在出現說，妳看，我又回來了)

(本尊分身，您的分身跟我說)

現在看我，就像我，我移到那邊、坐在那裏，

(妳知道我為什麼這樣走？)

看得到嗎？ (我現在能看到…)

(說因為我有方向)

(看到的是看到分身，看到您的分身)

(用不著像我們這樣順著走，倒著走)

在端杯子喝茶，這樣妳看得到嗎？

祂自己會知道走，(祂跟我這樣說)

(看見了，就這樣端起來，端起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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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這種程度 就直接看分身坐在那裏喝茶

(您現在讓我看就是說)

哩？

(話音之間祂就沒了)

(嗯，端起來喝茶，低頭)

來，進一步，我現在要去端那一杯茶？(嗯)

可是杯子不動啊，另外一個實相杯子起來

(祂端著茶) ，又消失了，(嗯，不在了) ，又

喝茶 (是，看、看) 一樣放下杯子，和它重疊

消失了(剛才是連茶也不端，您一說，剎那祂

杯子回歸本處，這樣妳看得到？(嗯)

就…) (現在祂端茶)

妳這樣的話，也可以看到妳自己喝茶

(好像我還看到茶水裏邊的茶葉在那邊)

現在不要用我的分身

(其實裏面沒有茶)(我看到茶水，裏面有茶)

妳的分身坐在那裏喝茶，(嗯，是)

(看到茶杯裏面) (那個杯裏面有茶？)

這樣妳程度非常好

有茶啊！(我看到有茶)

(剛才還往這兒站) (我都不好意思說)

對啊，本來這裏有茶啊，(嗯)

只要是真實都可以講，(嗯嗯嗯)

妳站起來看，就有茶啊，妳這裏看沒有茶

沒有不好意思，喂，看到是很不可思議的

坐這裏看，看不到，可是有茶

還不好意思？妳講給我聽，我會相信啊

妳看我現在移到那邊，這樣可以吧？(嗯)

不然妳講給誰聽？(那個…)

妳現在的樣子，也移到這邊呢？

順便提升，妳也可以這樣 (對對對)

(祂規規矩矩在那兒坐著，嗯嗯)

分身給妳看的目的就是要讓妳也可以

(其實我對自己根本就過去就是…)

分身啊，(嗯嗯，對對)

(我沒有認知)，妳的境界高於認知

因為妳心向道、不排斥

現在要把它平等，噢，妳就能運用自如啊

直接想看就有，直接，確定吧？

能直接看到我分身，分到那邊

(祂有，祂那個身體還轉到那邊)

這樣就如來境界了，如果有如來境界

(祂喝茶) (看了，就是看了挺真切)

看我就是光!

(祂就坐…) (就是我的另一個我坐在那兒)

(我還不敢說，我說我把本尊…)

(祂還往外邊看)

(人家是人，我看的人不是人)

如果妳現在看我的分身，像現在的服裝

(我就是自然地看見)

現在坐在那邊喝茶，妳看得到嗎？

(就是那天，我們從那個酒店來的時候)

我現在就移到那邊坐，妳可以看得到嗎？

(在大巴車上坐的時候)

(我看到，一剎那之間消失) 剎那間嗎？(對)

(我看見就是那天本尊帶我的時候)

不能停留啊？(都不停留，剎那間)

(說有一個大蓮花，我站在上面)

剛才那個分身可以停留

(其實坐在那個大巴上)

可以在那裏喝茶，(對對對)

(我就看見那個玫瑰色的大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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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本尊分身托著我)

靜觀就一直展現 妳如果思想意見一大堆

(我還說我穿著皮鞋，本尊分身托著我)

如來境界就變化或消失，(對對對)

(我還有自己的念頭在裏面 我說踩得疼呢)

(在家裏面，家可以變成山、野地)

妳可以直接看到椅子上坐著分身

都可以變出來

這樣就可以把現有的環境改變

(也就是說變成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比如說，這個空間，變成另一個皇宮

《楞嚴經》講，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都可以變了 (有，金色的皇宮)

所以，如來的境界

而且馬上，物質的比較快

就是真如出現了、真如來了

(裏邊有一個古代女的) 宮殿，變成宮殿

真如的功能起作用 法性起作用

而且比這個空間寬五十倍

然後有一天一百歲以後

(有，都是那金黃色的)，寬五十倍

妳到了任何一個時空，變另外一個世界

(還穿著古代的衣服)，樹一樣保留在外面

活在那個空間 稱為涅槃世界

花園、樹都有，(嗯)(穿著古代的衣服)

(有的時候就是因為真實出現了)

從這裏去變，這樣就有

(思想進來是因為覺得太奇怪)

(拓寬了，拓出去，寬出去了)

(那個花就是立體的，跟這個真真切切的)

地忽然廣博，空間拓寬，(對對對)

這個我們人沒看到的啊

五十倍、一百倍、千倍……隨妳變

不可思議？實相就是這樣啊

(對對對，就是無限大)

(對對) 沒有辦法用言語解釋的啊

然後看妳自己的分身，好像當皇后一樣

(對對對) 不可說，(是)，不可說

遊頤和園那樣 看到自己在欣賞庭園

(就是不能說，說出來就神經病)

庭園、池塘、樓閣…。就這裏環境變下去的

如來所說法不可說，(對)

如來境界有如逝多林的變化……。

《金剛經》文：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

這樣可以嗎？(有)

妳講給人家聽只有得到「神經病」三個字

(彭博士去年帶我的時候，帶得我上了天)

妳現在可以看到自己坐在那裏喝茶

(在那個我說那不知道叫啥池的？)

已經有法身了，(我原來不懂)(非常感恩本尊)

(反正是個水池特別美)

來來來，妳是當老師嗎？(會計)

(然後進了一個水晶屋子裏邊)

來，不客氣、不客氣，哇，還要頂禮？來…

(哎唷，我說真美)

起來、起來，一次就好，一次就好

(怎麼怎麼的，就看了特別)

不用，不用沒關係

妳的法性起作用啊 (那時候不懂)

(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大家好)

出現如來境界，妳就靜觀

(此次的親臨現場聽本尊開示)
10/49 頁

本尊道第 91 集

放光照見

(非常地高興，感到很幸福，怎麼說呢？)

(知道把自己的本心為光明)

(就是說千言萬語)

(最終走向生命的永恆)

(難以表達對本尊的感恩之心)

(所以說呢，在走過這一段迷茫的路程以後)

(回想自己這十多年來，在求法的路上)

(我接入了本尊道)

(經歷了很多，說起來的)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毫不懷疑)

(也是一言難盡 就是說一直以來)

(我非常相信，也非常珍惜)

(就是以外求的心去學道，很渺茫)

(在我心中呢 本尊就是至高無上的大光體)

(就是把外求的心，磕頭、拜佛、上香)

(我一直是這樣思維的 我母親也是非常相信)

(這個外在的形式，做義工)

(一說起本尊，五體投地 也許這就是緣分吧)

(都放在這上頭，不免沒有方向)

(她的本體知道本尊是真人、是神人)

(就是說曾經也念過很多經，也學過很多經)

(是難以比擬的真人)

(看過很多經，同時呢，也拜過佛)

(從去年七月份，就是農曆的六月十九)

(念過佛，也學過密宗、也念過咒)

(我妹妹認識張小蓉以後，我們開始學習)

(曾經拜過密宗的師父)

(到現在整整一年，在這一年當中)

(主要是念經，上香早晨，晚上做晚課)

(本尊的大光體點燃了我的法性)

(那麼呢，在這個迷茫的路上 越求越迷失)

(通過在這個看視頻的過程中呢)

(當時我的思想是這樣想的)

(就是說也通過我的實踐，我感覺呢)

(就是說求佛把自己的無明一把抓了)

(本尊道直接、簡單、明瞭)

(就這種想法，所以呢，在迷失的路上呢)

(就是說我自己的體會呢)

(就失去了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把自己的本心融入光中)

(我一直就是說一直也在求道、也在尋法)

(五官意識融入光中，與本心合一)

(就是在去年的七月份)

(過著自然、超越分別與執著)

(我妹妹認識了張小蓉)

(我自己認識到本尊道的精神，平凡而偉大)

(完了，在彭博士的帶動下)

(我怎麼受益的？我怎麼法性就點燃了呢？)

(我們走上了學習本尊道的這個路上)

(我又沒見過本尊，因為我非常地相信，毫不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呢)

懷疑，所以說我最終得出一個結論，我以淨信

(我就掃去了我的迷霧，學道有了方向)

而受益) (那麼我受益了以後呢)

(知道學道的最終目的)

(就是說我在日常生活中無思無憂，無思無慮)

(是要找到自己的本體，以自己的本心為主)

(就是說這個無思無慮的感覺)

(那麼不找到自己的本心呢，學法無益)

(就是伴隨在我日常生活中)

(所以呢，向這個方向就開始努力)

(我只是認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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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不很用心做事，但是學了本尊道以

(咱們是一體)(我就不讓我媽想一些)

後，我做一件事情很認真，就是打掃家庭、

(因為日常我母親已經九十二歲)

家裏的衛生，還是做飯，就很認真)

(日常我們照顧得多一些)

(而且呢，把人世間的這些財色名食睡)

(我在她身邊比較多一些)

(我看得很淡，因為什麼呢？本尊開示五

(因為我已經退休了，我退休五年了，退休了)

蘊皆空) (財色名食睡都是一個假相)

(就是說在我這個看視頻的過程中)

(因為它是無自性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得什麼幾項)

(那麼我們的本體才是我們真正要找的東西)

(我沒有想過，就是說完全在無思維的狀態下

(找到本體、找到我們的法身永恆)

而去看視頻，自然而然呢就點燃了我的法性)

(因為通過看視頻，我明白了這個道理)

(就是我就沒煩惱的，每天就是一個空性的狀

(我再不去吃很多好的、穿很多好的)

態)，就有看到(看到我自己的相是在虛空呢)

(我生活很簡單，很簡單化，吃飽就足矣)

看到你自己，喔，(就跟著您在一塊站著呢)

(這是我的思想變化過程)

(虛空相，但是沒有實體)

(再一個呢，就是說我過去這個煩惱是…)

看到和分身一起上去？(對)

(淨空法師的帶子我也聽過)

(就是因為看見您的分身) (我就站在旁邊了)

(淨空法師就是說把這個煩惱伏住)

看到我就能看到自己啊

(但是我學習本尊道以後，煩惱不是伏住了)

(對，祂可以跟我對看)

(就是我自然而然本體給我轉化了)

就是我講的話，能看到我的分身

(有時候在我從前的思想呢)

就能看到你自己，(對對對，就是說…)

(就是說我一生氣，也許就一個禮拜過不來)

妳直接就看到重點，(直接看)

(可是現在呢，幾分鐘唰一下就過去了)

這個就是重點啊，(這是光體帶動)

(把這個煩惱一下子就轉了)

看到自己最重要，就能看到萬物了

(而且每天精力非常充沛)

與萬物合ㄧ (而且我看到我自己)

(我感覺就是說學這個本尊道真好)

(是我年輕卅五歲的樣子 不是我現在的樣子)

(很自在，有這種感覺)(我跟我母親說)

(祂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媽，您一定要…一定要想大日)

看到年輕或看妳現在，都可以，(對對對)

(無論妳任何難受，千萬不要想別的)

祂表達妳喜歡看的，應眾生喜，(對對)

(融入自己的本體)

(就是說我這個本體，在很自然的狀態下，就

(自己的本體跟本尊的光是一體)

受益了) 就無意中看到的吧？

(那麼您就是大日、您就是本體)

(對對對，無意中就看到了)

(那麼本體、您跟本尊的光一合)

(我沒有執著這個幾項)，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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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中我就看到了)，自然出現

以一身變多身，(嗯)可以變各種年紀的時候，

(我就感覺就是說，本尊道確實是個妙道)

(對) 針對妳來講，妳現在直接看到妳裏面

(而且是道妙，這是我的一點兒體會)

咖啡色、外面黑色，(對對) 祂表達很清楚，(對

(現在就是說我的實相境界呢)

對) (祂還看我呢，現在穿著我這個衣服)

(我以下說幾點我的實相境界)

(跟您那個分身一塊兒站) 站著，(嗯，是)

(現在就是說我在白天或者晚上)

妳分身也出現嘛？(出現了)

(就用我的肉眼能看見淡粉色的白光在閃)

(對對對，分身在那兒站著)

(來回這樣這樣閃，就是光，看見的光)

我心念口演，都是分身在帶動，大日在照見

圓形的嗎？還是整片的？(片的)

要不然去妳家？我沒有去過大同

片面的，(對對對)

而分身，噢～可以去大同、可以去你家

整片的、不規則的，(對對對)

哪裏都可以到，無所不至，我要去日本見和田

(就是說這個光體吧，就這樣白光)

啊，我還沒有出發，何時出發，還在考慮出發

(白光，完了，白光，就這樣就是閃呢)

分身已經讓和田看到分身了

一片片的光明，(對對對)

分身替我就先去了，我一個念頭，分身先到日

(就是晚上家是黑的，但是我看見的是亮的)

本，和田講給副會長聽，那我就不用去了

(白天也是，就用肉眼看)(是這種狀況)

無為而為啊！一切如來境界都是分身所為

(有一次我說，我讓我妹妹的孩子)

一百年後、千年後我不存在了啊，(對)

(我說，你看，你看，你看光多亮)

分身繼續活動，後世的人還是會讚譽分身

(他說：「阿姨，我看不見啊」)

乍看之下，好像是我在帶動 (嗯嗯)

(我看見，我就讓他看，他沒看見)

結果分身在那裏，站在旁邊

妳想看自己隨時看得到嗎？(我看自己)

表示分身在帶動，(祂還看我呢)

比如說現在妳看到妳現在穿黑色的

分身帶動的，(對) 能力、功能是分身的，不

現在在虛空，妳看得到嗎？

是我，我本身是和凡人一樣，(對)

(我看見還是我那個穿紅衣服的)

分身是大日或天冠光的化身

有看到嗎？(嗯，看到)

所以妳的分身，是我的分身與祢互相攝受的

穿什麼？(我穿我那個卅五歲)

照見！所以妳的分身現在看得很清楚，(對)

妳說比較年輕的時候嗎？(對對對)

黑色就是黑色 (黑色的，黑色，穿我這身衣服)

就以前變那個年輕的？ (對)

(跟您的分身在一塊兒站著)(祂看我呢)

穿紅的年輕的，馬上變妳現在穿黑色的這

分身可以知道妳穿紅色那個年紀很年輕

個年紀，可以變得過來(對，現在黑衣服)

我不知道啊 又變紅色那個年紀輕的妳

變現在的，可以變，(嗯嗯嗯，對，看見了)

妳現在又變回來了，(對，變成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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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變回來，(嗯)

妳站在那裏了，(嗯，祂看我)

分身也知道妳小孩子長得怎麼樣

妳現在穿這樣站在那裏了，(嗯，祂看我呢)

中學的時候，中學這個樣子

就像妳本人站在那裏那樣，妳摸祂

(嗯，小的) 可能妳忘記了啊

(對對對，看著寺院都是紅的)

(可小呢，現在)

然後分身回來，直接就飛回來在妳身上

這個就是妳小時候的妳啊，(對)

(回來了)這就是分身的意義和價值

可是妳忘記妳長得怎麼樣了啊

一百歲了，妳的生命繼續活動

有一點印象而已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就是我摸城牆的時候

可是分身知道，把妳變出來，(有)

吧，城牆給我就掀開了，把我的手讓我伸進

馬上又恢復妳現在的樣子，(啊，對)

去，我一拉，祂那又閤住了，就是這個城，就

這就是分身的功能 分身知道妳過去

是城裏那個長城嘛，長城，當我這個手，用心

一切 (對) (再一個就是說)

伸過去的時候，這個長城，就崖的一個縫)

(我用意識與法性連接的時候)

(縫隙讓我摸，摸，就是這個心摸)

(假如說駕汽車、爬高山或觀草原)

有觸感，有觸，(對)

(就是遊大海，或者是與雁同飛呀)

摸到牆壁硬硬的，(就是這個牆)

(就是我自己的那個心)

(就這個牆把它掀起來了，就是過…)

(我自己的心就在那裏邊)

(我穿過去了)(穿過去了，我手拿回來)

比如說我們要摸那一棵樹 手不能摸到

(祂又閤住了) 穿過去，超越，超越物質

咦，妳現在思想妳的手摸到那一棵樹了

這稱為「文殊舒臂」

硬硬的，(嗯嗯) 妳這裏感覺

文殊是實相的啊，手臂也是實相啊

好像妳親自去摸那樣，(對)

實相可以摸宇宙萬物，不只長城

沒有距離。長城，妳直接摸過去長城

實相可以穿過長城、經過山

(能摸著)，長城馬上出現讓妳摸

看到妳的手，耶，摸到大海

妳的手摸到硬硬的牆壁

摸大海了，(現在又下大海裏了)

(手可長呢，一直伸過去了)

無礙，無礙的境界

妳剛才講就是這個意思

我沒有講，她自己說出來講給我聽

無遠近，摸到哪裏都可以 摸到妳家大同

(就是我看見我穿過去了)

(我就在我小區，坐在那個圓桌上)

(就是說有時候想本尊那個分身的樣子)

(就穿我現在的衣服)(在我小區)

(就想您年輕的本尊分身的樣子)

摸妳大同的五台山好了，五台山的文殊書院

(本尊那個分身)(就這個虛空佔滿了都)

妳去過嗎？(我去過五台山)

(就把虛空都就是您的分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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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佔滿整個虛空)，你看過很多分身，(對)

(我自己回家開門進去了，穿著這個衣服)

(就是看見您年輕的分身嘛)

開門，和妳平常一樣耶，(對…)

(就是那個眉心放光)(我看到的就是年輕的)

妳分身表達生活化，分身針對永恆

我的分身可以同時年輕、中年、老年

透過生活化表達生命的意義

也可以同時一個時間

來來，繼續 (就是說我有時候這個唱歌吧)

一念間可以四處分化，遍佈一切處

(我舉個例子) (假如說「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普現一切地方。對我個人來講

(美麗的草原就出現了) (完了，這個我的家)

已經完成了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就房子就出現)

當秦始皇，也是要死啊

(就是這個境相隨著這個文字)

當秦始皇，也是十幾年而已

(就一幕一幕地在展現)(有一種就是說)

分身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

(我的就是說身臨其境的感覺呢)

人世間認為榮華富貴、當大官、發大財

妳在唱歌，隨著聲音、文字，然後出相

才是價值 分身注重生命永恆

就是《法華經》所說：心念口演

為什麼拜耶穌而不拜摩西？

(對對對，是這個意思)

摩西帝王功打敗法老王耶，把奴隸救出來

(而且呢，就是說有一句是)

拯救者，拯救奴隸，是王者啊

(「彩蝶紛飛白鳥唱」)

耶穌不會打仗，而且被釘十字架

(這個蝴蝶飛得好美，完了)

只講究永生 耶穌的屬靈世界是實相

(那個白鳥來回就吱吱吱)

希律王不懂實相啊

實相來表示(對對對，祂是這樣子)

耶穌講永生啊，永生一定要有實相

(而且呢)

「我的國」就是實相的意思

(就是說感覺我就在那兒，就那種)

「天國近了」不是實相嗎？天國近了

(但是心在體會，人在那頭身臨其處)

天國為什麼近？和極樂世界就在你眼前，經

(其境的感覺)，身臨其境，實相生活化

典講的啊 一樣道理啊 長城怎麼在你眼前？

好，來，再來

妳一眼看到長城，(嗯)

(再一個事，就是當我在家裏頭)

妳也一眼看到整個大同的城市

(特別靜的時候，無論是睡覺)

俯視，側視都可以，(對，能看見)

(還是我自己躺在沙發上，或者坐著)

耶，都可以直接看到啊，(對對對)

(就有個無聲之聲在講道)

這是妳的真如的功能啊，法性起作用了

無聲之聲？(對，講道給我聽)

妳只要一個鏡頭出來，一即一切

(講的呢，假如說我坐在那兒一直聽)

直接看到妳家，(嗯)

(祂一直講、一直講，講的就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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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進一步，無聲之聲切出來

碰到不用恐懼，(我不恐懼)

可以切出妳的分身出來在講

向道的人，這是一種現象的表達，天旋地轉

那就對，那更好，無聲之聲切出來

你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會這樣？

變成有形、有相、有聲

是什麼力量能這樣？

聲也是一種相，聲相表達成為實體的聲相

然後天花板自動透明了，看到天空了

就等於人在和你對話

咦，然後看到你自己飛出去

但是分身不用講道，講道是根據妳的生活

碰到任何境界不會有危險(對對，我不怕)

妳的習慣、妳的嗜好在表達

進入虛空以後，看到宇宙萬象，在虛空中

進一步，妳聽到無聲之聲

宇宙時空狀況，都不會受傷害啊

妳馬上變成妳的分身出來

出離分身怎麼會受傷害？

透過分身的聲音講

分身不是物質體，怎麼會受傷害？

最完整，(嗯) 當然分身不必講道

分身無所不在？為什麼虛空都可以在？

分身的道是無語言的 (就是您的聲音)

分身不是物質啊

我的聲音嗎？(嗯) 是我的聲音在講道嗎？

要不然老子怎麼會說「吾患有身」？

(對對對，就是您的聲音)

有這個身體才會懼怕啊

我以為是妳自己的聲音在講道

如果沒有身體了，要怕什麼呢？

(不是、不是，是您的分身講)

分身不是人的身體啊，分身是光體化身

妳聽 DVD 了，意識反應過來的

怎麼會怕隕石？入水不侵，入火不焚啊

DVD 聲音的一種攝受，(對對對)

還有呢？我給妳打斷了

聲相的攝受反應，不是說我的分身在講道

(還有就是，就是您在開示的時候)

我的聲音是從 DVD 融攝在妳的意識

(就是說開示我妹妹的時候)

再反應出來，(芻反，對對對)

(說脊椎骨發紅，我這兒也馬上發紅了)

(再一是，就是以上其實我的也體會)

(說閃光，我這兒也在閃了)

(其實授書的時候，您這樣一推我)

(還有是說放光)

(地在動，地，地)，地會動？(對對對)

(我這兒也嘩嘩嘩地開始放光了)

有的會天搖地動，有時候妳躺在床上

(說下海裏頭看龍宮)(我也看見龍宮了)

忽然間旋轉起來，妳急著要抓床喔，抓床

龍宮，(對…龍宮很多龍)

床一樣在轉，然後會嘔吐，轉得會暈

我在演龍宮，妳也看到海底龍宮，(對…)

有時候客廳、有時候是房間

也看到文殊菩薩從龍宮出來，(對)

天花板開始透明，看到天空，妳就出離

(您現在說，文殊菩薩從龍宮裏頭又出來了)

那是出離前的另一種方式

往釋迦佛的地方去禮敬 (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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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經典《法華經》寫的

編寫出《華嚴經》這樣的敘述

釋迦佛是住在舍衛城給孤獨園

是大乘的佛學家演出來的

《華嚴經》也是在舍衛城

文殊是實體化、生活化的菩薩

給孤獨園逝多林講的

來源是釋迦佛的實相啊

是釋迦佛的實相，演實相

實相光明中、光中 放光以後出現的菩薩

好，現在妳看到龍宮，(就龍宮…)

所以，光中化菩薩、化無量眾

海底龍宮，然後現在文殊菩薩

經典都這樣講

妳想像中的文殊菩薩就這樣

妳去讀經典就瞭解了，還有嗎？繼續

耶，祂往來這裏，(來了)

(還有就是…，您在開示我妹妹的時候)

耶，來了，從虛空來了，(穿著)…

(我就在您開示的過程中呢)

從虛空，住於虛空，經典是住於虛空

(突然一下，我就感覺我的母親來了)

妳看，文殊菩薩住於虛空

(我就感覺我母親就從我們大同過來)

祂經過虛空，然後往佛所

不是感覺，要妳親眼看到妳母親來了(就是在

我們假定這個地方是佛所

旁邊，就是有個意念)

來這裏向大家禮敬好了，

妳現在親眼看到妳的母親來了？(看的是個相)

(來了，還有那個…)

真的人那個樣子來了沒有？

而且增加身旁很多菩薩隨眾

(是相)我現在要照見妳的母親，像真的人那樣

《華嚴經》是記載金剛神隨眾

妳可以看得到妳母親來了、出現

來到佛所禮敬

像文殊菩薩，從空中出現來了

釋迦佛的實相境界啊

(對，現在穿著白衣服)，就像真的人那樣

這樣妳就一目了然了嘛

現在有了喔？(穿了個白衣服)

然後往南去福城了

不是感覺，也不是意念，就是來了！

《華嚴經》說文殊離開佛所，往南去了

妳看見的實體母親，妳也看見母親來了

(有了，後背)，走了，文殊往南去了

妳看，恭喜妳們兩個 都有如來境界了

(後背，走了)，跟著菩薩

所謂實相，就是真實相，要符合真實、實體

旁邊的菩薩都一起走了，(對…)

不是用猜的、好像的、感覺的…

這個就是實相境界嘛

不是抽象的，已經進入實相了

經典寫的就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真實感了、現實化了……。

我要講的是釋迦牟尼佛的實相境界

《維摩詰經》文殊菩薩和維摩詰在辯論

釋迦佛在發揮實相

就是很真實

用實相編撰的故事

(我說您怎麼來的？)，問母親嗎？(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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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您怎麼來的？她說本尊分身帶過來)

(感覺我好像在這兒披著，披在這兒)

還是分身的功能，(嗯)

妳在打坐的時候，看到釋迦佛在…

(她說本尊分身帶過來的)

(我不…我不打坐)

(再一個，我想說一下就是說)

妳看到釋迦佛在菩提樹下打坐

(我的味覺不是特別明顯)

(坐著，對對對)

有出現過天食嗎？(出現過)

妳那個釋迦佛是曾經看過

你們現在吃天食非常簡單，我沒有帶動

圖像看到的啊 圖像看過的釋迦佛啊

妳講講看

(對對對，我沒見過菩提樹)

(就是說我這個吃東西，或是說蘋果)

圖畫曾經看過的？(對對對，是一個像)

(就是空中有一個蘋果)

所以那是識變，(對對對)

(這個蘋果，我一說蘋果，紅就出來了)

識變，不是真正的釋迦佛，(識變，對對)

(再一個就是說菩提樹)

是妳的心能識變 主題不是菩提樹、釋迦佛

(哎呀，我就看了菩提樹)

主題是妳的心能識變，就是如來境界

(菩提樹的樹葉飄)

識變 你想什麼就能變什麼

(完了，果子，紅黃藍綠的果子)

進一步，要靠大日光明、宇宙光明體

(釋迦牟尼佛在那兒打坐)

超越過去世，可以照過來，超越兩千多年

妳看過菩提樹嗎？(沒看過)

照明到兩千多年前的釋迦佛

妳怎麼知道菩提樹？(我不知道)

妳不知道釋迦佛的原樣

(我一說菩提樹，綠葉把它真密，可綠了)

因為釋迦佛那時候 沒有照相機啊

就出現菩提樹啊？(對…那個樹幹一摸)

西元一世紀的犍陀羅藝術

(完了，釋迦牟尼佛在那兒打坐)

畫觀音、畫佛像 每個釋迦佛或觀世音

喔，就這樣

都長得不一樣啊，(對對)

(我沒看過那些)

觀世音也有鬍子的哩 所以妳要看釋迦佛

(釋迦牟尼佛就是原來我看見過)

兩千多年前打坐的釋迦佛

(釋迦牟尼佛的像)(像在那兒打坐)

大日照明，真實相確確實實照出來

就出現那個像？(打坐)

好，來，繼續

出現妳曾經看過的像

(就是我想請本尊，我是幾項？)

(對對對，就是樹葉飄，飄完了)

(我不太明白我現在是幾項？)

(我說果子，哎呀，果子真多)

(不是咱們一共是六項嗎？)

(黃的、紅的、綠的，現在也能看)

(我現在具備了、顯發了幾項？)

(說移過來，完了)

我還沒有測試到妳的…實際上妳已經六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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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

(一切的獲得，都是在本尊的光體帶動下)

能看到分身就已經無項了 沒有項了

(還有彭博士的帶動下，而有的)

(感恩本尊)

(感恩感恩)，好、好…

能看到分身就已經超越六項了

來，不客氣、不客氣 就站著講，沒關係

六項只是過程

(感恩本尊，感恩天冠光，感恩本體)

在開發過程的一個進階、一個方式

(感恩彭博士)

我們用這個方法，從六項中見真如本體

不客氣、來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妳見到妳的分身了 就是見到妳的真如了嘛

來來來

所以妳不要講幾項

(感恩本尊，我們這次蒙彭博士)

已經如來境界了，超越六項了

(一直四個多月以來關照)

剛才講蘋果，妳有吃過天食嗎？

(我們一行廿二人能夠圓滿成行)

天食啊，就是變實相中的食物

(非常地感恩) (我有幾點讚譽)

(實相中的食物，我吃過包子)，吃過什麼？

(在這個接觸本尊道之前)

(包子，素包子)

(在一次大病中)

有沒有味道？平常吃的那樣？

(我突然出現了一些)

(就是我平常吃的那個味道)

(就是別人可能認為不好的現象)

平常吃的那個味道都有啊？(對對對)

(就是突然有聲音)

這樣還要講幾項？都已經超越了啊

(我就簡單地做一個匯報)

(這個包子吧)，就完全和真的一樣啊

(向本尊) (就是突然有聲音)

(剛才一看，它那個餡兒)

(自稱是「十二媽媽」)

(韭菜、蝦仁…)，都和你平常吃的那樣啊？

(然後指揮我做了一些)

(包的一樣，一樣)，一樣就是了

(異於常人的一些舉動)

(那是彭博士帶的吃包子)

(家人和親朋就認為我精神不正常)

彭博士帶動得相當好

(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

他也廿幾年耶，光坐在那裏沒有一句話

(在這個住院的期間)

聽了廿幾年、學了廿幾年，功夫很好

(可以說在實相演繹了生死過程)

所以妳吃包子完全一樣

(就是把我從裝進棺材)

就是已經超越六項了 就不用談六項了

(然後埋葬在十二個洞穴裏)

(感恩本尊)

(那時我已經病在床上，在醫院了)
(看到這些，十二個)

(深深地感恩本尊)

有色彩嘛？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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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棺材不明顯，聲音明顯)

(就是進入了學佛的路程)

(有山體埋葬，過程都有)

(也是說拜佛、持咒、念佛、誦經)

(一直在十二個洞穴)

(這些經過都有)

我問題是說

(但是一直也沒有…就是說朝外求)

是彩色的？還是黑白影的？

(就是剛才二姊說的，都是一直朝外求)

(當時的彩色不明顯)

朝外求，(嗯)，沒有向內找

(就是這個過程)

(嗯，沒有向內找，那時候沒有觀念)

不是彩色就是了？

(直到去年年底) (就是一五年底)

(嗯嗯，就是不太彩色，就黑白的)

(有幸在文淵同道的引領下)

(那時候人也是黑白的)，黑白啊，靈魂

(接觸到本尊的視頻)

靈魂現象，不是實相，(喔喔)

(第一次接觸本尊視頻)

你剛才講實相演的，(是是是)

(是在一個劉云珍同道)

不是實相，(就是出現這麼現象)

(這次他沒有來的家裏看視頻)

(之後呢，這個聲音)

(看到視頻以後，特別是聽到本尊的開示)

(一直是跟我溝通了有兩到三年)

(講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

誰跟你溝通？(就是這十二媽媽)

(這句話是對我心靈產生了非常大的震動)

(自稱是十二媽媽的)

(當時就一口氣看完了這個視頻)

(就說話說了兩三年吧)

(就在當晚出現了本尊)

(在這個期間，就一直尋找答案)

看到分身了，(嗯嗯，看到)

(為此而到這個有頂大仙的)

那是分身，本尊是這個

(當地的民俗就是有那個頂仙的)

(對，那時候還沒有見到本尊)

(頂大仙的)，大仙，(嗯嗯)

就看到了分身，(嗯，看到分身)

像香港的黃大仙？

(看到分身就是…)

(對對，就那個類似的)

(文淵同道領的我去本尊分身的住處)

(就是讓他看能不能清楚我這個十二媽媽)

(然後我就直接坐在本尊那個床上)

(這個老跟我說話的這個事兒？)

這個是實相了 (嗯)

(後來也這麼跑了很長一段時間)

而你說看到棺材那個不是實相

(也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那個不是很明顯)

(又開始就是到寺院找師父做法事)

(但是聲音是非常地，就是一切那個過程)

(能不能去除？這樣也做了一段時間)

(山體、洞穴這一些都…)

(就由此開始)

黑白影，就是很清楚啊，(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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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但是沒有彩色，(是)

一樣這樣，(對對對，這樣的時候)

靈魂展現的業識緣起，(是)

(本尊的分身就是藍色的光)

剛才講業識緣起，就是

(藍色的光把我這個射，射得這個)

你的靈魂，(當時也不知道)

(一下我的這個身體就坐著就旋起來了)

靈魂上面還有一個法性，(是)

(騰空旋起來，就像陀螺一樣轉)

這個是靈魂緣起的，(是是是)

(當時轉得有點不好意思，就消失了)

靈魂緣起不會有彩色，(是)

(就是說大家都坐著，我在這兒轉著)

如果看到彩色，你儘管放心

(尤其不好意思，就消失了)

(是是是) (白色的床單，就是看到)

(再後這個就是這個期間比較多的)

還有呢？(坐在這個床上，有白色的床單)

(就是出現光)(出現就是粉色的、藍色的)

(在當時的就是…)

(金黃色的，有光球)

(提起來不好意思)

(我當時我還跟彭博士請教說我這是…)

(就躺在那本尊那個床上了)

(還有就是紅色的大日)

(本尊床上以後，就是本尊揮了一下手)

(有一次就是我進到這個紅光裏)

(然後我就飛起來了，飛到空中)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大日不是？)

(就一個光，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

(就是紅光球，我走進去了，就是立體的)

(當時是第一次接觸本尊視頻)

(我問過彭博士這個算不算大日？)

(然後開始接著就看下去)

(彭博士說你正好這次來本尊這裏)

(一直就是八十九集) (都有看)

(以本尊為…答案為主)

(在這個期間呢)

大日通常差不多像夕陽西下那麼大

(彭博士也給我們引導)

出現大日，像太陽

(第二次出現的，就是本尊的開示)

(那個在眼前是非常大)

(就是講堂這個開示)

直接在你面前，直接在你面前

(就和今天這個場景是很相近的)

(就是我這是在眼前看到的)

就一樣看到分身在那裏講，(對)

(突然就是眼前看到的)，在眼前

(我們同道都一行坐，我是在旁邊)

(這個不是腦子想的，就是看到的)，在眼前

(就是像剛才那樣)

(然後我就走進這個紅光)，走進，(是)

(跪拜的時候，突然本尊分身)

(但是祂不是像咱們大日藍色的、白色的光)

(就剛才就像那個看到了)，你先看到了

不一定要藍色 大日變化無方，不一定藍色

(看到了)，之前先看到了？(是)

(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圓光和大日？)

(本尊的分身用手一直說請起請起)

變化無方，(對) 沒有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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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大日？)

(而就是做了這麼長時間)

(當時也就是紅色的光)

(沒有任何的消息告訴我)

反正就是光明體出現，宇宙光明體啊

(到底有用還是沒用)

(對，還有就是…)

朝山慕聖，信仰，(是)

你走進大日是以前？

(對，當時就是這種信仰)，信仰是自我安慰

(在來之前)，之前，(嗯嗯，來之前)

(就是在咱們從大同就是啟身的時候)

(昨天是本尊給我們開示完以後)

(我們從到機場，五點開始起來)

(就是昨天在…)，前天

(不到五點，我就趕快起來以後)

(前天開示完，昨天到台北大日宗協會)

(要到機場坐打的)

(在黃會長、莊副會長)

(打出租車到機場之前)

(還祕書長他們陪我們晚上吃飯的時候)

(我就先在本尊的眉心放光照和天冠光照片)

(又出現了一些境相，我彙報一下)

小張的嗎？(對) (那些小張的時候)

(就是當時正在吃飯的時候)

(我每天有拜茶) (跪在那裏，跪拜的習慣)

(有個許佳蓁同道，在她的帶動下)

(所以說) (我剛才也不想放過跪拜的機會)

(我突然就看到了，我的過世的大哥出現)

(就是跪拜完本尊的時候)

(出現以後，叫我的小名)

(我特別就是祈禱我的父親和母親)

(其實我當時是想)

(我說，如果您本體能跟我這一次到本尊處)

(一直想的是我的過世的父親和母親)

(能夠得到本尊的放光照明)

(因為在之前呢，我對父母親)

(讓您投入光中，得到生命的永恆)

(在寺院超渡、做法事、立牌位)

(也就是往後一個心願)

(這個事做了很多很多)

(所以這個一直心願在，就是昨天呢)

很用心啊，很用心，很孝順

(其實跟那個許佳蓁同道帶動的時候)

(也不算孝順，生前也不很孝順)

(我想的一直是我的父親和母親)

(就是過世以後，做這個比較多一些)

(老實說對大哥忽略了)

(就是到五台山、還有當地的一些寺院)

結果出現的是大哥？(結果是出現…)

(都做過很多次這些事兒)

(父母親沒有出現，大哥出現了)

你說去五台山？(嗯嗯)

後來有沒有出現？(後來也沒有出現)

就文殊書院？(是是是)

留給我帶動，照見

你們那邊大同到五台山，多遠？

來了，還要給你加圓光哩 來來

(坐車、大巴車可能是四個多小時)

(我想這樣說) 你看，祂們都很有智慧

(但是也沒有任何的消息)

起來，請起來，你先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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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這樣可以嗎？)，不要…

(他們是龍字輩的，應該叫師叔的)

起來、起來，比較自然

(叔叔輩的)

(然後這個當時我回去跟我的那個同道)

(我的叔叔叫馬成龍，都是龍字輩的)

(新天宇，新天宇同道)

(所以跟他見了以後，非常親切)

(就是聊起這個事兒的時候)

(我們做了過一個擁抱)，他很親切

(我說我怎麼一直想我的父母)

你應該叫他伯伯，他更高興

(父母親沒有出現)(大哥卻出現了？)

(就是來的時候)

看到你大哥嗎？(看到了)

(他就剛才在等待本尊的時候)

(看到他頭上安圓光了，他高興地走了)

(他又跟我那個耳語了幾句)

(我有一個想、希望這次來見到本尊)

(我能說嗎，師兄？可以喔)(他說那個師兄)

(能夠給我安一個圓光)

(咱倆誰大呢？我說我是六三年)

噢～你先讚譽完

(哎唷，他說我六五年，屬龍的，龍字輩嘛)

前天我在讚譽她，你一直點頭

(他是六五年屬龍)

是不是也有看到？(是)

(所以說他說，我和你說一下)

(她那個讚譽的時候)

(你一定要和本尊要東西的)

(就是在天部的仙女看得不清晰)

要什麼東西？我一無所有，哪有東西？

(我昨天和阿堯聊起這個)

(要圓光、要天冠光)(還要讓我臨走時候)

(我說這個天女部份我不清楚)

(一定要要一個如來明妃的)

(他說)(可能你的思維沒有見過仙女嘛)

(那那…這有點多了，是吧？)

(所以你看仙女是模糊的)

(他說，不多，可以的可以的，可以想)

(你能不能把一個比方說偶像)

(我其實有這三樣就足矣了)

偶像可以清楚

(其他就真的，真的不敢多貪求)

(比方林志玲出來以後)

(就其實有這三樣我就足矣了)

(能夠這個把她變成仙女)

(其他的留給大家用)

林志玲是馬玉龍的女朋友耶，(喔，是嗎？)

你能看到你自己嗎？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

(我看到過自己，看到過)

(馬師兄，搶你的偶像了)

你現在隨時可以看到？

(剛才馬玉龍師兄其實跟我…)

(可以、可以)

(我能說嗎？)

隨時看到你自己現在穿黑西裝嗎？

(我能說嗎？)他會講沒關係啊

(可以、可以)，能看到自己就好辦了

(因為他叫馬玉龍，我父親叫馬士龍)

(我插一個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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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從大同坐飛機準備起飛到北京)

(沒有見到)

(在之前有一點那個勞累)

在腦中和祂對話嗎？(是是，就是這個聲音)

(就是飛機上趁著這個時間，我想休息一會兒)

聲音和聲音對話？(是)

(那個無聲之聲，就和我又說話)

祂怎麼講？

(因為這個聲音我以前是關閉了)

(祂說，你們這一次到台灣拜見本尊)

(是自從接觸本尊道以後呢)

(每個人)(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大收穫)

(又出現了)(第一次出現是，我在拜本尊)

(我說，能不能先透露一點？)

(就是眉心放光照，和敬茶的時候)

(讓我知道是什麼？)

(突然有聲音又出現了)

(到底有什麼收穫？說這個不知道)

(就是「請起，道山請起」，我網名叫道山)

(是一定要有大收穫，就說了這個話)，這樣

(但是，我感覺它聲音)

(從香港到台灣的機場，下飛機以後)

(就不是…是彭博士的聲音)

(就是到酒店，到酒店就出現了)

(我然後就問您是誰？)

(剛剛休息就出現了，相就出現了)

(我以為是十二媽媽又來找我麻煩了)

(我閉著眼，一般都是閉著眼出相)

(後來他說我是博士)

(我閉著眼，出相，都是閉著眼看到的)

(我說博士就好辦，不會找我麻煩)

(現在可以睜著眼，原來都閉著眼)

(然後我說博士，我這剛起來，還有一點亂)

(看到的是這個河流，台灣的河流)

(您不介意的話，咱們坐一下聊天)

(還有草坪)，彩色的？(對)

(但是在說的過程中)

(有一匹黑色的那個)

(後來我就又有意識上的疑惑了)

草坪是綠色的，綠油油的，(對對對)

(我說這是到底是博士的分身？)

(黑色的一匹馬)

(還是十二媽媽在跟我說話？我也搞不清)

(黑色的馬很大)，就是彩色

(所以說在坐那個飛機的時候)

(牠來回就從裏躍…水裏躍出來)

(出現這個聲音)

(跑到岸上)

(我現在開始可以跟祂說話)

(又從岸上又飛回到河裏，來回就瞎竄)

以後就直接用分身，(是)

(就是跳躍著)(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和我說了這麼一句)

(反正就是出了這個相)

(就是醒醒，和你聊聊，聊幾句)

(河裏和岸上來回地，黑色的駿馬)

(說你們這一次)(到台灣拜見本尊)

(就是黑馬跑來跑去地來回瞎折騰)

咦？你說聊幾句，是和彭博士在…

(中間還許多就是…)

(帶動了)還沒有見到彭博士啊？

(比方說有一次中午在準備午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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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是閉著眼看到我的兒子)

(就是說，你替我向本尊拜謝，我替他拜謝)

(小名叫龍龍，他就突然進來以後)

你不用、不用…起來、起來，(沒事)

(就是活生生的…)

我現在還沒有帶動你父親啊，(父母)

(就是活的，出現到我房間了就…)

要先放光照明出來啊

他沒有來吧？(他沒有來)

(父親、母親都過世了)

(出現兒子，活的，就是活兒子)

在大同過世的嘛？(都是在大同)

(活生生出現了以後)(我用詞有點緊張)

所以魂一定在大同附近，不出國

(我叫他名字的時候，他不理我)

(是是是)所以要從大同找出來，(喔喔)

(我說這孩子有點不禮貌)

我用分析動作，(是)

(在再叫的時候，我就睜開眼了)

現在，你看漩渦光像大日，直接照著大同

(睜開眼，啥也沒有了)

在搜尋他的魂哪，(看見大日了)

(消失了，消失了)(中間其他的)

你爸爸出來了 這個是你爸爸

(我就不一一讚譽了)

(出現在我那個街道)

(主要我是看到我父母)

(街道，站在那兒，開始他走著)

(想讓他們是在本尊的放光照)

你爸爸先出現，(我爸爸先出現)

如果現在，能看到你哥哥嗎？(可以)

出現了，出現了，(是)

馬上喔？(馬上，他還是帶著光，圓光)

現在沒有你哥哥了

(他笑著，他是退著走的，退的)

(沒有，就我爸爸自己)

(他的身子一直是面向著)，走多是要用退著

(剛才在街道上站著，我是非常清楚)

(沒有背向)

來，在大同的街道嘛？(是是是)

天部的走，佛菩薩走……。

在街道走 (有有有，很清楚了)

都是面向著我們退走

他還轉過頭來向你搖手 (他向我笑了)

然後消失在光中，後面大日的光

手舉起來，向你搖，(是)

(圓光一直在)，在等著

(舉起來，剛才舉起來了)

然後光就把他吃掉了

大日光明照耀，(我想跪下來了)

(是是是，是這樣)

不用跪…

(他還向我微笑)

(不是，這個父親來了)(我有一點…)

光在後面操作

你爸爸向著你，(看到了，看到了)

他現在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光體在那裏旋轉

(好像很習慣這裏)

你哥哥就退到光裏面了，(有有有)

你爸爸嘛？(是是是，是我爸爸)

(他還跟我傳達了一個話)

笑容，容光煥發，(是是是)，氣色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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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後面有圓光 (現在有了圓光了)，圓光…

瞬間，耶，從大同瞬間來到這裏了

有圓光，和你哥哥一樣有圓光

和你爸爸一樣啊，來到這裏了

你看，他很高興，(是是是，看清楚了)

(媽媽叫我名字。嗯，叫我小名)

然後退到那個漩渦裏面

(叫我名字)，她很高興，(是)

大日光體的漩渦裏面，去了，(退了，退了)

圓光，一樣有圓光，和你爸爸一樣

帶著高興的樣子啊，(是)

(看到了)，圓光，(看到了、看到了)

有圓光就表示得渡了，(是是是)

你這次來的重要目的 達成了

(感恩，感恩本尊)

請她走，看她消失投入光中了

這個不是識變，是光體直接照明

(有，有有有)，投入光中了

我用分解動作 平常我是直接調來就好

投入光中以後，光消失，他們也消失

孤魂馬上凝聚成形，調過來

(是是是) (她好像還在，還向我打招呼)

要你親眼看到才算數，(對對對)

她依依不捨，再過三秒就消失了，(沒有了)

加圓光就是法身了 就不會再脫落了、輪迴了

往生父母你親眼看到了，(是是是)

有圓光，永遠存在 所以有圓光是大豐收啊！

(替我父母感恩本尊)，喔，來來

(母親，還有一位母親)

這不是我的功能，都是大日光體的功能

父母遊魂沒有在一起，不能說一起來

(都是本尊點燃的)，大日的功能

他們是生在一起，(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大日的功能

亡了以後各奔前程

你才可以得到啊，(是)

在地願作連理枝，在天願作比翼鳥

道是自己確確實實存在

只是理想 來，你母親

確確實實進入永恆，永生之道，(是是)

你母親一樣在大同可以出現，(是)

好，請起來，請起來

大同，(是，有)

(不是，還沒安圓光呢)

這個你母親，(有)，有，看到臉了沒有？

(我也要安圓光，安圓光，給我安圓光)

她轉過來給你看臉，(看到了)

那你請站起來一下

(看到母親，光體離她還有挺長的一段距離)

你能看到父母，就能看到你自己嘛

光體比較遠啊，(是)

現在你自己，(出現了)，現在的西裝，(有)

大日照出來才能明啊，(是)，才能帶動

安現在的肉身比較簡單啊

不然我怎麼找？(是是)都是大日的功能啊

安魂、靈體，比較困難

(母親出來了，清楚了)

祂面對著你，(看到了)圓光，圓光出現了

在大同哩，(大同)，瞬間她在這裏

(圓光馬上就出現)，馬上出現，很快啊

她不用飛，瞬間就在這裏了

(馬上出現了，這個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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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面對你 分身是你的真如本體啊，(對)

實相中的林志玲，現在在草坪上走著走著

分身現出，生實相見如來

(嗯，走著、走著) (穿著白色的衣服)

攝受很快，然後分身背向著你進去和你重疊

再來什麼動作，你自己講出來

重疊了吧？(重疊了)

(祂向我走過來了)

然後你看到後面的圓光

向這裏走過來了，這裏？(嗯嗯，走過來了)

自然看到後面有圓光 (有)

有沒有抱住你？ (祂好像不抱)

眼睛不能看到後面

如來明妃要自己帶動，抱住你沒有？

可是你看到了，(是，看到了)

(還是不抱，拉手了，拉手了)

這樣就好了啊 大豐收

(喔，拉手了，先拉手)

(天冠光，還安個天冠光)

如來明妃，看你要什麼樣的如來明妃？

(馬玉龍師兄說圓光、還有天冠光)

(就林志玲吧)現在在草原上嘛

(天冠光)，天冠光在上面了

草原嘛，大草原，(綠色的草原)

(看到了，很大、很立體的)

旁邊是河流嘛？(是是是，祂彎下腰)

天冠光，(對對對，天冠光)

(捧泉水)，如來明妃要你講給我聽

天冠光、圓光都有了，(都有了)

(祂捧泉水)，要你講，祂在帶動了

(光夠了，光夠了，還有呢)

(祂拍了拍那個臉)，洗臉，(嗯，洗臉)

(還有如來明妃嘛，剛才說)

然後呢？(祂還是玩水啦)，還玩水啊

如來明妃喔？(嗯)

就看祂玩水啊，(祂不理我，祂背朝著我)

好，天冠光現在還在嘛？(在在在)

祂一個人啊，怎麼理你？

你曾經看過河流、大草原嘛

你在看實相，實相觀，(一個人，祂一個人)

(這個看過了，出現了)

實相中一個人，看祂怎麼動作出來？

你看偶像，偶像，像明星、歌星……。

(玩水)，啥？(玩水)

(就看到林志玲，就是馬師兄…)

玩水，後來看哪一個男人出現

(馬師兄介意嗎？借用一下)

就有如來明妃了 祂在等男人出現啊，(是)

你喜歡林志玲？(嗯嗯，他告訴我的)

看是誰啊？是不是你？(我過去了)

現在看到林志玲嘛？(看到了)

你出現了吧？(嗯嗯嗯，出現)

好像林志玲啊，好像，(好像)

(祂站起來了)，然後呢？(然後我拉祂了)

比林志玲漂亮百倍啊，(比林志玲還漂亮)

(嗯，拉祂的手)結果呢？(祂不轉過身來)

你講林志玲，我會被起訴哩 (是是是)

(好像對我是不是不太滿意？)

毀謗哩，好像林志玲，(相似)

你這樣就可以如來明妃了

要不然馬玉龍會辛酸啊，(是是是)

如來明妃，你帶林志玲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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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可以演了嘛？(嗯嗯)

圓成實相

你回去，看祂怎麼演 自然就如來明妃，(嗯)

(那就慢慢適應吧，先到這兒吧，我看)

先看畫面，後離開實相 走進你肉身，(嗯嗯嗯)

如來明妃開始，(是是是)

如來明妃的定義什麼呢？

如來明妃是自己帶動啊，(是是是，是)

如來就是你的真如來了，(是)

(可能下去祂就好意思了)

你的真如變來的偶像，(嗯)

在過程中 你不要怪「祂不理我，祂怎樣」

真如走出來了

你要想好的 完全就配合你的願望

你想怎麼樣，智慧明了，稱為明妃

比如說你和祂喝咖啡

想法成為智慧明了，就照你的意思了

(看到，祂在了，那個露出胳膊了)

實相中的偶像和你的肉身組合合一

杯子啊，(杯子？杯子白色的，喝咖啡)

稱為如來明妃啊

兩個在喝咖啡嘛？(是是是)

(我現在突然草坪上)

(改成紅酒了)

(出現了一個白色的椅子和桌子)

(改成了，變成那個紅酒、紅酒杯子)

(然後兩杯咖啡出現)

改高粱啊，(高粱？)，高粱酒

(我想邀請祂喝咖啡)

(高粱酒，出現、出現、出現)

不用邀請，在實相裏面

你們兩個在喝酒啊

不用客氣、不用禮貌，(是是是)

就在實相裏喝酒開始啊，(是)

因為你心裏要如來明妃

你帶動，你思想帶動一個動作

祂就開始先禮後兵了，(是，祂坐在椅子上)

祂有沒有配合你？這樣就好

那你呢？(我也坐在祂對面了)

(我讓祂起來，別喝了) (起來了)

(兩個人舉起個咖啡杯子，也碰了一下)

你要祂坐下，祂就坐下，這樣就可以

(祂碰一下，碰一下) (各喝各的)

(是，坐下了)

(祂可能是不好意思) (我也有點拘束)

一切……祂聽你的啊 你如果抱著說

你的五官意識這個時候不要進去，(喔喔)

「祂不配合我，祂不怎麼樣、祂不怎麼樣」

帶回家，你自己會演出來

這是你自己的想法，祂就不怎麼樣

因為你已經能見、所見

(是是是)

天下偶像都可以在眼前了

這個時候你的思想很重要

如來明妃比你圓光還容易

「我要怎麼樣、我要怎麼樣」，祂就配合你

你可以看到圓光了啊 如來明妃勢如破竹

萬法唯識呵！

輕而易舉，桌上取柑，(是)

實相法依據意識而展現，(是)

圓光會幫助你完成一切現象啊！

「萬法唯識」和「萬法唯心」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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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是法性展示出來的

(好好學啊，好好學)

識要跟著法性走，展現出廣大的如來境界

(因為以前一直在念佛，感覺說)

如來明妃亦是如來境界

(念阿彌陀佛是人生最後一條的解脫之路)

(我這算幾項？能看到了) 隨時嗎？(隨時)

(莫非還有一條什麼樣的路嗎？)

超越六項了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

(內心還是有疑惑在裏邊)

來來來 (本尊好，感恩本尊) (感恩本體)

(因為有這樣的疑惑心)

不用、不用，不一定要跪我

(我還是在斷斷續續地在看這個視頻)

你們直接讚譽就好

(可是這時候的內心)(非常地雜亂)

(感恩本尊) (我叫文亦武)

(而且是最嚴重的時候)

(來自山西大同)

(就是惡念紛飛，控制不住自己)

(二零一五年九月之前)

(有一天看視頻的時候)

(我是有十年學佛的經歷)

(聽到一位同道的分享)

(曾經抄經、讀經、拜經、念佛、拜佛)

(我受這位同道的啟發)

(這之間也有一些境界)

(我內心因為非常地苦悶)

(比如說在讀經的過程中，曾經看到龍)

(我就說雖然我沒有見過本尊)

(還曾看到有一位老者) (祂來指導我)

(但是如果我有什麼祈願的話)

白髮的？白髮老者？(對)

(本尊一定會感知得到)

(還有聽到無聲之聲)

(我就內心對本尊說道)

(經常在指導我)(讀經的時候)

(我說本尊，請您放光照明)

(祂就在我前面的牆壁上坐著，是這種情況)

(把我內心的黑暗驅除掉)

(但當時在接觸本尊道之前)

(半個小時之後)

(並不瞭解)(以為是一個外在的師父)

(我內心平靜下來)

全部是妳本體變的，(對)

(第二天的早晨四點鐘起床的時候)

(從一五年的九月份開始)

(就聽到無聲之聲和我說)

(我的姑姑向我介紹學習本尊道)

(揚起帆，鳴起笛)(人生光明行啟航)

(但是，在我最初的時候)

(當時，內心因為沉悶了很長時間)

(我並沒有看視頻)

(就不敢相信這個話是對我說的)

(她幾次向我介紹，我說試著看一看吧)

(在一天早晨醒來的時候)

(當時看的是八十六集 看到一半的時候)

(又聽到無聲之聲和我說，做生命的真主人)

(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湧出來)

(這一天的時候)

(當時就聽到無聲之聲和我說)

(我身心感受到了特別地輕鬆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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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生命有了一種活力在裏邊)

(也曾看到過本尊的分身)

(接下來，就開始每天的學習)

(穿著米黃色那個西服)

(每天基本上看一集)

有看到分身了？(嗯)

(有時候一集再反覆在看)

(當時看到以後，淚流滿面)

(可是，這時候看視頻的時候)

(在看《入道者圓光》視頻的時候)

(更多的是用過去的…)

(我就當時有一念非常地清晰)

(呃，學生嘛，就是用分析、判斷)

(感覺到自己本體是生命的主人，就是主人)

(裏邊更多在學這個理論)

(而這個肉身只是一個房子)

(而且還出現…)

(有一念很清晰，然後有一天夜裏)

(因為自己的執著心和分別心比較嚴重)

(突然間醒來，無法入睡)

(比如說高傲心、嫉妒心、瞋恨心等等)

(我就在念「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參雜在裏面)

(迷迷糊糊睡著的時候)

(也是內心非常地糾結在裏)

(突然就聽到無聲之聲在和我說話)

(這時候是一直有無聲之聲在告訴我)

(說話的時候，當時只記得最後一句話)

(就是我出現每一種境況的時候)

(說萬千年終於與妳相遇)

(無聲之聲都在旁邊提醒我、告訴我)

(當時是身心都有反應)

(要感恩、要老實)

(心裏的那種感受)

(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

(就好像是那種談戀愛的那種感受)

(告訴我要表裏如一，告訴我要欣賞)

(這之後的其實有兩個晚上)

(告訴欣賞別人就是成就自己)

(在每天晚上剛入睡)

(最後無聲之聲還告訴我，每天要早晚三拜)

(就其實意識是很清醒的時候)

(我禮敬分身和天冠光的照片)

(有一次是感覺到一隻手)

(在每日早晨供茶的時候)

(一隻手指在觸摸自己)

(有一日，我的內心看到自己的心裏面)

(當時就是有一種快感在裏面)

(出現了一盞燈)(亮亮的、紅紅的)

(接下來是聞到了那個藥草的香味)

(還有一次，在禮敬分身之後)

(和香蕉的清香)(聞到香味的時候)

(看到自己站在對面，面對自己)

(伴隨著頭部在不停地搖動)

已經看到自己，第一次嗎？

(再有一個晚上)

(對，看到自己微笑)

(當時看到本尊的分身平躺在床上)

(微笑地面對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出現)

(我躺在本尊分身的上面)

就出顯，看到自己

(然後那個身體就是隨著本尊的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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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右地這樣地搖擺)

荔枝，替妳剝皮，(嗯，剝開了)

(這些都是就是意識非常清晰，這種情況)

(乳白色的，一顆剝了是)

(就是實體的這種感覺)，實體

想吃什麼，比真的還真 天食可以吃得到了

已經進入實體狀況了 (是，是這樣子)

烤雞，(出現了)，香味先聞到了

已經可以看到分身了

(對，那個皮好像比較脆)

剛才帶動他們，妳看得到嗎？

能看到自己嗎？

(長城是看得比較清楚)

妳只要看到自己啊，可以隨心所欲

(手摸的那種質感都有)，都有？(嗯)

現在就看到自己嘛？穿現在的服裝

(然後平時有個盤子過來，吃麵條)

(看到了，看到)，喔，妳看

(能看到白色的盤子)，一樣，盤子

(曾經就是早晨醒來的時候)

(有一股西紅柿的味道)

(看到過兩次本尊分身)

這就是義大利麵 現在吃什麼可以了啊

看到分身，(有一次是看到本尊的桌子上)

(蘋果)，蘋果出現 自動切好好讓妳吃

(放著兩支大毛筆)

(切成了八個瓣，散開)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

然後自己送到妳嘴巴 (嗯，過來了)

(還有一次，情緒很低落的時候)

酸酸甜甜的，(對，有味，有這個味道)

(當時就看到會場)

鼻根這樣就開了

(然後我的姑姑在前面禮敬本尊)

(鼻子是在從北京到深圳的飛機上)

(然後本尊從台上走下來)

(一直是有檀香味道)

(拍了我的肩膀說…)

妳自己想吃什麼 妳自己想

(妳也站起來說一說吧)

(雞蛋炒米飯) (雞蛋，蛋炒飯)，蛋炒飯

(然後我就站起來說)

(上面有那個青豆，還有火腿腸)

(最後一句話是)

好，出現，(有) (那個味道特別香)

(我跟著本尊一起改變世界)

比妳平常吃的還香，(對對)

改變心靈的世界，(嗯)

妳如果在飛機上，在哪裏不方便

改變心靈的世界，(好)

妳變出炒飯出來吃，馬上可以吃飽

猶如子貢、子路談論

(好，謝謝本尊)

人可以改變世界嗎？

所以妳吃實相的天食

要是人可以改變世界

不必像楊貴妃還要用馬去運送荔枝

就不會有春秋戰國了

不用了 (荔枝馬上就出現一串)

孔子回答 人可以改變內心的世界

大同有沒有荔枝？(有有有)

像妳內心剛才妳所形容的
31/49 頁

本尊道第 91 集

放光照見

徬徨、苦悶、納悶一段長時間

(我平時觀想的時候)

有了圓光以後，可以瞬間突破

(就是大日在自己的胸前，就好像…)

很喜悅、快樂、欣欣向榮的心態

現在在裏面吧？(對)

(廿六號來見本尊的時候，坐在大巴車上)

妳看到大日是這樣，(對)

(從賓館出來，我就一直在落淚)

移到外面…樹那邊，看得到嗎？(有有)

(因為我在一二年拜經的時候)

一樣，無內外

(就曾經聽到過一句無聲之聲)

大日可以再移到妳胸膛、移到妳腦中，(嗯)

(告訴我說今生…)(今生要回家啦！)

移到長城牆壁上，(嗯)，一樣嘛

妳這個無聲之聲，屬於靈魂的層次

所以無內外，如此，無所不在

還沒有到本體的層次、如來的層次

沒有說一定在這裏、一定在那裏

無聲之聲，業識緣起

所謂法無定法，相無定相，就是實相

業識緣的方式，透過無聲之聲告訴你

好，來，請坐，(好，感恩本尊)

聲音從第七意識轉入第六意識

這樣就可以，來來來，來

讓你聽得到 你感覺松果體的左邊

這樣一下就好，一次就好，OK

有一個聲音在講，很清楚

好好…好，來來來，噢，踴躍

每一句話很清楚 甚至於聲音成文字

來，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比如說現在聲音

我沒有規定跪我喔

寫妳的名字在思想上，(有)

來來來，這樣就可以，一下就可以

無聲之聲寫字，寫妳的名字

(感恩，替我母親也下跪，父母親)

來，寫一個喜悅，寫喜悅

父母親得…(我是她哥哥)

寫感恩本尊，一樣很清楚

(我們是兄妹…)，(他是我哥哥)

用妳講的剛才那一支大毛筆

妳大哥啊，(對，他比我大廿三歲)

大毛筆字，寫得很漂亮 (有，看到)

(七十三歲了)(這他的長子、兒子)

然後把妳這個感恩本尊寫到現在八卦

(我這個兒子)(那邊還有的是…)

白色上，(嗯，看到)。無內外

噢…我頭這樣轉來轉去，噢，你

「感恩本尊」用毛筆寫的 (嗯)

來來，你，噢

也可以移到妳裏面，「感恩本尊」，(嗯)

(我是簡單說吧，不影響大家的時間)

無內外，也可以寫在外面啊

你想講什麼都可以講

無聲之聲也可以轉到外面來講啊

(我直接說，過程就不說了)

轉到嘴巴成有聲之音 (感恩，感恩本尊)

(我是當兵的出身) (部隊的)

OK，來，請

軍人就對了？(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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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歲就轉業到地方工作了)

(以前我是不懂得這個)

(這就是說我在之前，不信鬼神)

(所以就沒有停止下來)

(轉業以後呢，因為工作清閑了)

(但是向佛呢，我也很用功)

(部隊沒有那麼緊張)(就練了氣功了)

(這樣地花的財力、費力、精力…)

(練氣功就改變了我沒有鬼神的觀念)

(一言難盡，說不清楚了)

(這樣我就開始了)(因為在練功當中)

(到了六十九歲了，也沒結果)

(出現好多我親身經歷的事情，難以理解)

(我也不怕死了，當然我是當兵的，不怕死)

(我這個人比較執著)(為了弄清這個問題)

(得癌症，我也不怕死。但是怕什麼呢？)

(因為過去式的教育)

(死後去哪裏？這是我最擔心的)

(沒有鬼神的唯物主義者)(但是這個現實呢)

死後去哪裏才是怕

(實際擺在面前了，這就相信了)

(耶～這才最擔心的)

不得不信，(就不得不相信)

(這個明白了，以前我不懂)

(而且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人死就死了，人死了就灰飛煙滅)

(這就開始一邊兒練功，一邊兒學佛了)

(但是不是，現在事實不是這樣)

(讀經書，從理論上找根據了)

(但是也沒結果，很悲哀、很渺茫)

(我這個人比較執著，這樣的話)

(就是抱著，哎呀，最後了，一口氣沒有了)

(就一直就堅持了卅年了)

(管它去哪？對往生的這個問題)

(練氣功呢…，從開始到現在整卅年)

(就是不安心，沒有把握)

(我得了癌症了，十六年了)

(就是非保證班，就是路不知在何方呀？)

癌症，(得了癌症了)

(因為人生苦短)

(原來是那時候練功呢，無病強身)

(古人說過說是人生七十古來稀)

(結果練了半天，得了癌症)

何處是歸程？(我七十三了)

(這我就練功就停了)(但是學佛沒停)

(「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

(而且更加用功，為什麼呢？)

(所以我就有緊迫感 比年輕人有緊迫感)

(這就是我明白了一個人死了)

(我是去年九月一號接受了本尊道，看視頻)

(不是就沒有了，因為我知道了)

(這一看，就不可收了，收不住)

(我講就是具體的事例)

不可收拾

(就死去的人和我能對話)

(嗯，就是…心急啊)

(這我就知道不是說靈魂滅了)

(好像一口氣都要全部看完)

(是從這個，這樣我就相信)

(我一看視頻，從百會馬上就灌下來)

(再加上研究佛教以後，它就六道輪迴)

(我這特別強的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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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本尊您講那些內容)

(以前是看了圖像，這次我是閉著眼睛看)

(我看了好多經書了)

(看見龍，一頭紅龍，嘩嘩這麼轉)

(《過去秘密》等等，看了好多好多)

(照著我的…但是我當時沒出現)

看很多經書啊？(嗯，經書，但是不明白)

(但是我的感覺是衝著我的面部)

(本尊講了以後，一下就接受了)

(吐了三個白光，白光，三次，白丹)

(所以我就越看越想看。我就天天看兩集)

(祂吐完丹以後，馬上就是藍天白雲)

(越看越喜歡，越看越明白)

(當然我都是當時閉著眼睛)

(這樣的話)

(平時我看見那些圖像都是睜著眼睛看的)

(我整天是處在一個光的照耀當中)

(這樣就更信服，信服得不得了)

(而且這能量天天在聚集、匯集)

(這就加緊用功)

(就是這樣)

(不停地就本尊講的 DVD 裏頭的)

(因為我練過氣功，這百會上面都是…)

(第四集到十七集，沒有文字檔)

(和別人不一樣)

(其他的都有文字檔)

(我氣功，從勞宮朝湧泉)

(所以我除了那個平時看視頻之外)

(這三個都能打通了，到這種程度)

(而且要看文字檔)

(所以我就這樣一開始一看)

(認真地做記錄、研究、推理)

(天天有圖像，每天就幾乎每天出一個圖像)

(也有這麼多的要搞明)

(我這個看，就是除了光之外)

(不懂，不搞明白不為止)

(就各種圖像就會出現)

(其中我又一個《大圓鏡智》
，這個看了十遍)

(這樣我的這個)

(它的一句一句地把它記下來)

(因為我兒女他們兩個在深圳)

(有的看個五遍、三遍，最少也得三遍)

(那個大的就在大同市)

(非常用功)

(我姊妹們在大同)

(這個過程當中，其中有一集)

(為了度大家受益，我一看，這可是寶貝)

(本尊，我也忘了，我記不清是哪一集了)

(我就拍了這個電腦上)

(講到這個五色珠能治病)

(翻拍了六張本尊的分身照)

(我晚上我有個習慣，睡覺前要坐一會兒)

(洗了六套，我才給他們發下去)

(那天我看完，準備睡覺時再坐一會兒)

(就在當天，以前的看也看，出現了些境界)

(我說我也想要五色珠，加了這意念)

(發下來，都給他們發了那個)

(但是因為我是閉著眼睛)

(從照相館送到他們手裏以後)

(突然這個無聲之聲就告訴我)

(我中午出現了一個情況)

(你已經有了五色珠，就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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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就嘩嘩嘩就出現)，就看到了

(當然我們的叫老太婆)

(我是閉著眼睛，但是嘩嘩)

(她也能聽懂，她沒文化，那誰在聽？)

(就放煙火那個光)

(這個我就，哎呀，這個還琢磨)

(嘩嘩嘩嘩嘩，就告訴我有五色珠了)

(本尊也講了，我也再琢磨)

就看到五色珠了

(這就給我明白了，終於明白了，誰在聽講？)

(非常…哎呀，這就更興奮了。這一興奮)

(除了肉身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在聽)

(看這個對我來說，哎呀，這不得了)

(那是誰呢？)

(趕進一步加緊用功，結果用功用功)

(前世、本體，就有這麼講)

(出現了相反的效果，沒有了)

(本尊有句話給我影響最深)

(沒圖像了)(圖像從此就…)

(「你沒聽懂，但是你的本體都聽懂了」)

(為什麼我這麼用功，反而沒有？)

(「而且全部記下了」)

(開始就提出一個問題，找答案，找這個原因)

(我一聽，就可能了，全部都……)

(問誰去啊？誰也不知道)

(這樣我就明白了，這就是我找到了)

(有的剛學，沒辦法)

(那麼既然有另外一個聽，我也繼續這麼聽)

(我還是從看視頻上來找答案)

(為什麼就不顯露呢？這什麼原因？)

(別的地方找不見)

(這就是方法、問題了、觀念問題)

(這樣的話，我就看視頻，看了過一遍了)

(博士告訴我，不需要那麼用功)

(但是有的地方並沒有引起注意)

(不需要那麼刻苦)(自然輕鬆地學道)

(這樣再第二次看)

(我不知道這一點，反著來)

(反覆找答案的過程當中，有三個事)

(結果我這用功的結果，這個什麼呢？)

(一個是外國人)

(第六意識、第七意識)

(本尊講道的時候，他外國人在場)

(第六意識是分別，第七意識是執著)

(他聽不懂中國話)

(通過這麼用功，…應該那樣、應該那樣)

(結果他能顯相，這就是個問題)

(最後得出一個，所知障) 所知障

(外國人聽不懂，但是能顯出相來)

(本來學道應該是為本體的流露創造條件)

(那誰在聽啊？)

(我不是創造條件) 障礙住了

(第二個，再個小孩子)

(阻礙了，流不通，看不見)

(就是這個我的外孫，他才五、六歲)

(明白了這個以後)

(沒有五官意識，也沒有受什麼文化)

(我就改變方法，不用這個方法)

(他也能顯相，那誰在聽？)

(我就聽了，反正肉體聽，前世也在聽)

(再一個，本尊講的這個台灣話就是老太婆)

(本體也在聽，我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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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閉著眼睛聽，就這樣)

(就像白圓光這麼出的藍光，特別圓)

(這樣效果很快就改變)

(哎呀，我說這是什麼？往外一看，是圓光)

(圖像也出來了，又恢復了)

(就這麼圓的大日，特別亮)

(而且這次的進步很大)

(往回一看，朝著飛機頭身一看)

(原來我不是也看見光、也看見圖像嗎？)

(馬上變成紅的，就那樣)

(後來不長時間，就看見大日)

(這是從北京到香港的路上)

(一開始我沒有對這個大日究竟是什麼)

(這兩天呢，昨天我在台北市裏面)

(從理論上來講，本尊講了，大日出現)

(台北送的，送的這個照片)

(標誌是你本體顯發得圓滿，講了很多)

(今天早晨，還有本尊簽書時)

(理論上很明白)

(畫的那個，那叫漩渦光吧？)

(但是究竟是個什麼大日？)

(那個是不是？) (今天早上)

(究竟什麼是個大日？沒有搞清楚)

(我就因為有坐的習慣)

(這麼一出來一些顯了相以後)

(起來以後，我先坐一會兒)

(一開始是一片)

(就漩渦光，就那個形狀特別亮)

(那個時候是光，光都有，不太亮)

(一條一條一條)，你今天早上看到？

(後來的白光一片就出來)

(今天早晨就看到，你畫的那個)

(很快時間長的在這白光)

那個就讓你看到漩渦光的意思，(喔，是)

(一大片的白光弄的一個月亮，特別圓)

(嘩嘩嘩，咦？轉走了)

(比那個外邊那個白光還亮)

(這個轉走以後，咦？就出來這個)

(就出現了)

(就這個圖形就出來了)

(現在我是每天早晨、每天早晨都看到)

(這個圖形的上面還有一個天冠光)

(就是這個)(那次我還確定不了)

(我照這個照片是沒有天冠光)

(我說這是不是大日？)(博士說那就是大日)

(但是那個，我早晨看的圖像，天冠光)

(白光就是中間那個白的散發出來)

裏面有分身哩 (當時也有看見)

(那我就心裏面)(祂反正就是個大日)

(就早晨也就看見有個分身，是是)

(過了不長時間以後)

有分身，(都看見過)

(就出現天冠光了)(幾乎最近一個多月)

(還看見…呃，我還漏了一點)

(我幾乎每天能看到天冠光)

(就看見那個漩渦光這個轉轉轉)

每天都看到天冠光？

(一走，馬上就一個很深的隧道)

(後來這個坐飛機來的時候)

(螺旋狀的隧道，白色，就出了這個)

(從北京到深圳這一段，坐飛機往外一看)

隧道是漩渦光演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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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離天上，漩渦光給你保護住，然後上去

(他說媽媽，妳去不了台灣)

沿著那個隧道上空

(但是我一定要去見本尊)，噢，這樣

(這個從目前從我的心理狀態上來說)

(他說媽媽，我不能讓妳連累了我)

(沒有學習本尊道之前，心裏不安)

(當時…當時我在情急之下)

(對某一天究竟死後到哪裏去，不安心)

(我就噗通一聲)

(現在通過學本尊道，我的方向明確)

(跪在了本尊的跟前)

(決心穩定，而且心很安，不害怕)

(在那個跪下去以後)

(儘管我現在經常要算是五項、六項)

(當時朋友的電話就打來告訴我了)

(我一項都沒有，就是現在目前)

(告訴我解決問題的方法)(我才上了飛機)

你看到大日和天冠光，喂，比六項還超越

(所以說我來到這裏)

(噢，這就我的認知上有誤)

(真的是特別地感恩本尊)

(剛才本尊一開始講的時候)

(我是是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份以前)

(我不是一直都閉著在聽嗎？)

(我一直是學佛，學了六年)

(就紅光一片)(但是我白天看就是看大日)

六年，(對，學了六年)

(大日我都是閉著眼睛能看見)

(但是學了六年) (生活中煩惱不斷)

(唯獨看這個什麼項) (我就看不清)

(我就覺得…臨命終，能見佛、等佛接引)

雖然法性平等 但是流露的現象不一樣

(我是感覺到自己是一點希望都沒有)

你的現象是流露看光

(因為我覺得活著都不能自己給自己做得了

各種光，可以照明你啊

主)(死了以後…) 自主生死，(對，死了以後)

照明你的分身 你的，自然看得到

(我覺得真的是更做不了主)

(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我是在二零一五年的十二月份)

噢～噢～這樣就可以…

(就是在文淵的引導下，我學習了本尊道)

哇，來，一次就可以…

(學習了本尊道，當時就是在…)

來，(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十二月份的時候，剛看了視頻)

(我叫孫紅霞)

(也就是兩、三天的時間)

(我在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有一天的凌晨，我就看到視頻裏邊)

(因為當時我的機票出了問題)

(文淵就是在視頻裏邊發了一張圖片)

(所以我就當時是上不了飛機)

(圖片上面是…發了一張西瓜的圖片)

(這個時候我的孩子，七歲的兒子)

(好像西瓜的半邊被勺子挖去)

(他特別地著急)

(裏邊放的是橘子罐頭)

(他就在機場跟我搶機票、搶他的戶口本)

(當時我就是西瓜跟橘子罐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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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我就吃到了西瓜跟橘子罐頭)

(本尊就變成了一片白光)

(而且各是各的味道)

(而且那個手勢就是一片光在滑動)

(就是在手機裏邊發的圖片)

(那個手勢)(當時我也是特別地…)，愣住

妳看到那個東西

(因為我沒見過這樣)(又過了一個月吧)

妳就吃到那個味道了？(對……。)

(我在早晨醒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那個水果？(看到水果)

(突然我就感覺到我的身體)

(而且也吃得到)，吃得到？(對)

(就越來越長、越來越長)

(在今年的過年) (就是二零一六年春節)

(直接就穿過了那個窗戶就出去了)

(過年的期間，因為我有時間)

(出去以後我一看，天外邊還黑著)

(我就看視頻，這個時候我就看到了本尊)

(我有點害怕，我就又回來了)

分身，(對對對)

出離了

(本尊分身就是就站在另一個…)

(還有一次就是意識出離)

那個是分身，我是本尊

(又過了不多長時間，幾天的時間)

(欸，本尊分身就是站在前面)(看著我，當時)

(又有一次早晨，也是這樣的情況)

看著妳，是人的樣子？

(我就又是身體長長，又出去了)

(對對對，就是穿著灰色的西裝)

(這次出去以後，我也沒有害怕)

就是活生生的這樣？(對)，像人那樣？

(祂就自己就飛了起來)

(就是白頭髮的本尊)，白頭髮

(我肉身躺在床上…)

(站在了前面，當時我愣住了)

有沒有看到妳出去？

(就是本尊看我，我看本尊)

(我自己出去，我沒有看，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該幹什麼？)

沒有看到自己，「意識出離」，(對)

(然後本尊就消失了)

如果看到自己，「分身出離」

不知所措，(嗯)

(我沒有看到)，沒有看到，意識出離，(對)

(因為我就覺得怎麼人就來了？)

(然後我就出去，出去以後)

不可思議啊，(對對對)

(就這個身體，我感覺到自己飛起來了)

(又過了幾天，我在看視頻的時候)

出去以後，景象都看得到嘛？

(突然在電腦屏幕上)

(能看到景象)

(就出現了綠色的天冠光)

出去的外面的景象都看得到吧？

(天冠光就是上下飛舞)

(對對對)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肉身看的？)

(緊接著我就看，一看視頻裏邊的本尊)

祂出去，反正妳看得到吧？

(正在開示的時候)

(嗯，反正我看到了)
38/49 頁

本尊道第 91 集

放光照見

妳就看得到在外面就對了？(對對對)

(鏡子裏邊慢慢就浮現出我自己的臉)

就意識，意識也可以看得到啊

(而且是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清晰)

就等於人出去了啊，什麼都看得到

(這個臉就是跟平常照鏡子很不一樣)

初步的出離啊

(平常照鏡子是那種清清晰)

外面景象妳都看得到？(對)

(這種是亮晶晶的)

就是躺在床上的妳

比平常更清晰啊，(對對對)，更亮了

也看得到妳出去了吧？

(更亮更亮) 她的分身開始出現，(對)

(對，我就出去以後)

(還有本尊帶動的時候)

(當時是二、三月份的時候吧)

(基本上我是都能跟得住)

(二、三月份我就看到了田，綠油油的田地)

都能看得到？ (對，我是都能)

(還有那個莊稼)，對對，出離

都能跟得上吧？(對能跟得上)

(莊稼都長得很高，完了)

(我就是在對看的時候)

(就飛過那一片莊稼地，然後又飛過了山)

(假設自己是在虛空中)

(又飛到了城市的上空)

(但是從虛空中再看我的時候)

視覺都看得很清楚啊，視覺，(對對對)

(我就是「對看」是看不到的)

(還有一次) (就是看視頻的時候)

我給妳帶動對看，等一下

(我就從躺著的自己的身體裏面)

先問妳，她的分身有看到嗎？(能看到)

(又坐起來一個人，祂就走下去)

馬上看到？(對)

(祂就走到了那個洗手間，捧起水洗臉)

消失，(嗯)，看到妳現在服裝，(能看到我)

這個時候妳有看到妳說走出去嗎？

馬上看到吧？(對)

(我看到了)，看到了 是「分身出離」

妳現在的服裝？(但是好像是臉不太清楚)

(我看到祂，看到祂走出去了)

她很清楚？(對，她很清楚)

(走到洗手間，祂捧起水洗臉)

別人清楚，自己不清楚，(對)

(而且我都能感覺到那個水是涼的)

好，演她的姊姊出現，(很清楚)

祂在那裏洗，妳這裏有感覺？(對對對)

演他黑西裝的出現，(很清楚)

意識連線，猶如主機和分機連線 (對)

妳家的客廳，出現？(出現了)

意識出離、分身出離，妳體會到了 (對)

妳坐在客廳裏面 (有)

(還有一次就是，早晨我在床上躺著)

現在妳家客廳看過去就是很清楚？

(沒有一點睡的意思)

(是很清楚，我在那裏坐著)

(眼前就出現了一面鏡子)

長城的山海關上，對妳啊

(就是咱們照鏡子的鏡子)

穿這樣服裝，(有) 就很清楚啊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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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站在天安門毛澤東照片底下

祂從那邊也可以看到自己，(能)

很清楚，(有)

無遠近，無內外，(喔～)

從這裏看很清楚哩？ (對)

妳可以對看了 對看目的是什麼？

好，天安門毛澤東主席

人，人類斷氣了，躺在床上了嘛，(嗯)

下面那個妳，穿現在服裝，(嗯嗯)

耶，妳的分身自動會出現

再到虛空上，這樣清楚嗎？

斷氣一秒鐘或一分鐘、或五分鐘前

(虛空上也很清楚)

斷氣之前，看到分身出來了，(嗯嗯)

站在妳後面，清楚嗎？

分身也看到妳在床上了。對看，(嗯嗯)

在那邊，(站在我後面也清楚)

斷氣了，只有分身看到妳

這個花的外面呢？

肉身就不能看到分身了

(站在花這兒，現在清楚了)

妳所有一生的感受、經驗、知識

靠花清楚嗎？ (對，靠花挺清楚)

都在分身裏面了

來，然後飛到空中去 (清楚，空中清楚)

這個第二個妳，分身，(喔～)

妳的視覺在那裏，看妳站在這裏

第二個妳，分身出離到任何時空

(我能看到祂看我)

而且存在於任何時空，不會再輪迴

妳能看到祂？(對)，現在我要祂也看到妳啊

學道的目的啊，就已達成了，(啊～)

對看啊，祂有視覺的喔

所以，對看的目的在臨終用得到

妳的視覺？(對對對，我能看到)

(嗯嗯)

現在祂也看到妳啊 祂從空中也看到妳啊

超越生死的意思，(對對對)

(我自己看到自己)

不再受生死所束縛了啊

(我就在虛空中站著看到我)

妳剛才讚譽，不能自主生死的苦惱

對啊，就是對看嘛

對看就可以自主生死，(對)

妳看到祂，祂也看到妳啊

(我還想讚譽，就是在廿六號的那天)

(這樣能看到) (我能看到祂)

(就是來這兒的時候)(當天晚上)

(我在那兒也能看到我)

(我就翻開了《法身顯相集》)

祂也能看到妳嘛，(對)，稱為對看啊

(顯相集的…圖三，在第三頁)

我要做的是這一點啊，(喔～)

(翻開第一張圖片，我就看到光)

妳剛才不是在講不能對看？

(看到裏邊就是一閃一閃的紅光)

(我以為等祂看我) 現在可以對看了

(就在第二天的廿七號的早晨)

(這樣，這樣行)，這樣就可以，(這樣行)

(我就看到了漩渦光，又看到了大日、漩渦光)

「對看」包括祂現在在妳家客廳，(在在在)

(還看到了一片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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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白光迅速地就是散開)

親)(讓我的父親得度)(給我的父親安圓光，感

(就是嘩一下就沒有了)

恩本尊)

(從裏面就迸出了一個人)

好，一樣看到遠方 天邊遠方大日在那裏轉

(就早晨，我就去和那個文淵說)

(白色的大日是有)

(她當時就是看到了我的…)

然後看到…大同，妳家鄉？ (對的、對)

(說我的頭後邊有圓光)

一樣大同，妳家附近的景物都出來了

後面有圓光了？

(有有有) 俯視大同全景 (有有)

(對，這不是我看到的，而是文淵看到的)

有看到妳父親嗎？(有看到我父親)

妳可以自己看到啊

看到了？(嗯)

妳現在後面就有圓光啊，(我能看到)

很高興的樣子，在那裏清閒地走著

就現在後面有圓光了啊

大日幫妳照見 大日的功能剎那間完成

因為妳可以對看了

(我是在哪兒走著)

(昨天去台北的分身道館)

大日照過來這邊，讓妳看到父親了

(阿堯給我帶動的時候)

照到虛空 照到妳後面，(照到我後面，有)

(就是金磚放在我的手上)

看到了嗎？妳父親？(有有有)

重量，實相有重量，(對，有重量)

變來這裏 剛才妳站的位子

重量也是觸的境界

回向虛空 來到虛空外面，妳父親

(阿堯在當時帶動的龍)

返回妳家，大同，大同 (是)

(就說白龍變成金龍)

(我在家的那個院子裏，我很清楚)

(金龍放在一個玻璃杯裏) (我都能看得到)

妳就院子裡決定妳的父親的重生

阿堯從小學生就無學而學

無遠近啊，(嗯嗯嗯)

跟著他父母這樣，才能夠帶動妳

不一定在這裏、不一定在那裏

彭士齊博士也是從小時候，哎唷，無學而學

在這裏也是那裏，那裏也是這裏

金剛心哪，到現在都沒脫落

已經無分別了，只要能見妳父親

所以你們運氣很好，碰到看起來很年輕

在妳家院子裏面，(有，有有有，在院子裏)

都是廿幾年的老經驗

面向著妳，面向著我們這邊 (面向著我)

(感恩博士，也感恩阿堯)

(我的父親就在院子裏看著我)

(就是我也還想跟本尊)

妳也可以看到大日在那邊，(看到)

(我的父親因為在四十六歲的那一年就過世

然後看到妳父親，(嗯) 後面也有圓光

了)(剛才聽到那個道山給他的父母親安圓光)

(我父親的背後現在有圓光)

(我是特別感動)(我就是也想本尊給我的父

這樣照見重生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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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本尊，感恩本尊)，這樣就是啦…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噢～你們兩個比賽是嗎？

(反正就是從去年她接觸了本尊道之後)

你舉得那麼認真，哇 噢，妳真的很熱心

(不是？我們倆就又開始聯繫上了)

小弟，你也要讚譽喔？

(我是這麼碰到她的二哥了，在街上)

好，來來來，不用跪、不用跪

(我就感覺好像是她的哥哥)

一次就好，一次就可以 一次就可以

(咦，我就追上去問)

來來，(緊張)

(我說你是不是那個姓文？)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我是學本尊道)

(我說你是不是誰誰誰的哥哥？)

(我是讓您的特別謙卑、特別博大)

(她小名叫三三，他說是啊)

(特別博愛，深深地感動著我的心)

(哎呀，我特別高興、特別高興)

(所以您的這個道，大道至簡至深)

(我說你趕緊把她的地址給我)

(我就感覺到這麼簡單的道)

(把她的那個電話微信我們都加上)

(有這麼高的境界)

(這就開始聯繫上了)(就開始從去年年底)

(我真的是千百萬劫難遭遇)

(接觸這個本尊道)

(我現在這個心，好像就是終於落到這兒了)

(我接觸本尊道不是就開始肯定)

(以前我修密宗的，修了十多年)

(也是不太明確啊)

(我是身體反正也有受益) (挺好)

(總感覺哪有這麼好？我就在懷疑)

(各方面都挺好，它都是人部的)

(她每天催我，妳看了嗎？我說看了)

(就是對人、對事，看得也挺開)

(其實我也沒咋看)

(孝順父母、各方面做得挺好)

(要不我就說忙，沒有時間)

(但是就是老感覺這個心落不到這兒)

(最後還是看吧，我說你看人家這麼真誠對我)

(好像沒有真正回家的那個感覺)

(我再不能不看了)

(就一直尋尋覓覓的)

(我就是被她的真誠打動了)

(但是她是我的髮小)

(真的我是太感謝她了)

(我七、八歲那會兒跟她一直玩)

(完了，我看了十多集，那天，不是？)

(到了七、八歲以後，就是我們…)

(我根本就沒想到我能看見)

(我現在是五十二歲，她是五十一)

(我就那個中午就是午休的時候)

(之間是一次聯繫也沒有)

(哎呀，我就先這麼側睡)

(並且我在就是做夢就夢見她)

(就看到是一個屏幕，就看到那個)

(就總感覺到她好像是不知道是在西藏？)

(你看，就這個樣子的小黃雞還小黃鴨)

(還是在北京呢？) (就一直就想她)

(排了十多個)(就開始往我這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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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我那時候就特別開心)

(吃完之後特別飽，還打嗝)

(我特別清醒，那會兒)

妳就是馬上變土豆，就可以吃到？

(綠油油的草地，就開始看)

(嗯，對，就變在跟前)

(看得特別開心開心)

這麼容易，(完了，完了後，烙油餅)

(我就開始感恩本體，因為我也看了十多集)

烙油餅？(嗯，我就端著跟前)

(不是？也不害怕，我特別享受)

也馬上出現？(出現了，特別香、特別甜)

(開始我就看，哎呀)

(特別入的那種感覺，我就能吃完)

(藍天白雲特別清晰、特別透亮)

(吃完之後，一個下午)

(哎呀，心特別敞亮，就開始看到大日了)

(真的就是嘴裏的津腺特別豐富、特別好)

(這個大日是白色的，泛著金色)

(一直嚥口水、一直嚥口水)

(那個邊是橘黃色的、橘紅色的)

(完後，就是從那天，開始五天不吃飯)

(哎呀，我感恩，太高興了)

(五天不吃飯，我直接就喝點兒水)

(我趕緊我就…哎呀)

(可是我一到飯點的時候，也不餓)

(一高興，就好像啥也沒了)

五天不吃東西，是戒齋嗎？

(就開始這個下地)

為什麼要不吃飯？

(就是給本體、本尊，開始敬茶)

(我就是用辟穀嘛，別吃飯了，我就吃天食)

(這是一次。完後呢)

妳是把它試試看就對了？(對啊)

(就是我不是搬新房子嗎？)

(我就五天沒吃飯)

(搬新房子挺累也挺忙的)

(完了，我那時候不是搬房子嗎？也挺忙)

(好像是我家也不能做飯)

(我開車、咋的、出去，也一點不累)

(我們那兒有個習俗)

妳想什麼就變起來吃？(嗯嗯，我就吃)

(就是搬新房子必須看日子)

(我該喝我就喝) (該吃水果我就吃水果)

(我就在那兒不是忙，也不能做飯)

就馬上出現，(嗯，有了，都有了)

(完了，我就看視頻)

(什麼都有，嗯)

(視頻您本尊就帶動說是咱們吃飯)

(我就是一直感恩本體、一直感恩本體)

(耶，我就說反正我也不能做飯)

(我就說，哎呀，咋這麼好呢？)

(我就乾脆我就吃唄吃唄)

(完了，搬進新房子之後)

(我就是想我最好的那個)

(我就安下心來，就開始看)

(平時我最愛吃的就是土豆、凍茄子)

(看了差不多四、五十集的時候)

(因為我吃素嘛)

四、五十集？(是)

(我就一直吃，我吃了這麼兩大盤子)

(連著看，看到四、五十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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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中午也是午休) (我就好像是…)

(哎呀，藍天白雲，我特別高興)

(本來我是躺在床上的，我也是醒的)

(非常漂亮)

(我就說，咦？今天本體帶我去哪呀？)

(就是說不清楚那個境界，不是？)

(我就這麼想了一下)

(我現在好像是用語言真的沒辦法說)

(我就身在其中了，不知道到了哪了？)

沒辦法形容，(沒辦法說)

(去哪，祂這個地，好像就是這個平了)

(就是我就開始玩啊，玩)

(我本來這麼站著)(祂就這麼成了九十度了)

(祂這個龍，祂好像那個鰓)

(九十度，給我一下睡床上了)

(好像特別大、特別細、特別多)

(我就躺床上了)

(我就在這縫隙裏頭來回穿、來回玩)

(躺著開始就開始轉，就這麼轉了一圈)

(最後，不是？)

(就這個方向轉了一圈)

(這個山上還有白雪，我就用手抓一把白雪)

(我整個人就都投入進去了)，整個人在轉

(我說我抓它一把，手涼涼的)

(整個人我都轉，但是我不害怕)

(咦？我抓的時候，好像快要掉下來)

(我正是看那個轉之前)

(但是快要掉下來，我也不怕)

(我已經看到就是有一個同道)

(我又開始往上走、往上走。完了就是)

(他就分享這個)，天旋地轉，(天旋地轉)

(哎呀，好像是從天邊流下好多水)

(說不害怕，那個不害怕)

(特別清、特別透亮，我趕緊捧起來就喝)

(但是我，啊，我就知道了，我特別享受)

(哎呀，喝得特別舒服、特別舒服)

(祂這麼轉了一圈，不是？)

(哎呀，我說咋這麼好呢？)

(又開始這麼轉，轉得特別快)

(我就一直感恩、一直感恩)

(哎呀，我特別高興)

(反正一直在飛、一直在飛)

(我就又開始感恩本體)

(就是就這麼多境界)

(完了，又開始感恩，感恩感恩，不是？)

上天國了，上極樂世界

(哎呀，奇蹟來了，本尊，把我帶出天去了)

(嗯！真的是上去了) (嗯！就上去了)

(把我上了天了)

(我就感覺怎麼可能呢？)

就從天花板嘛？(衝出天花板)

(但是祂真的就是這樣)

(沒有天花板，直接就是藍天白雲了)

就發生在妳身上啊，(嗯！)

不用天花板了 (沒有了，沒有了)

(並且呢，我修了十多年的密宗) (沒有這個)

(完了，就開始就是您說看到啥了？)

(挺好的，啊！太美了)，自己的世界

(純潔晶瑩剔透的那個)

(嗯！自己的世界)，光明的世界

(就像水晶一樣的山) (全是那樣的山)

(而且祂那個水喝的，就是真正喝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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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很清涼，(嗯，清涼，晶瑩)

(就是坐飛機的時候)

(特別晶瑩剔透，水不知道是從哪來的？)

(出現了各種五彩繽紛的光球)

(從天部，好像連成一片了)

(裏面有本尊擺著各種各樣的姿勢)

什麼都有，(沒辦法形容。還有一個就是…)

分身，(分身)。分身擺各種各樣的姿勢嘛

(就是第一次看到大日之後，不是？)

(分身擺各種各樣的姿勢，光球就很多很多)

(我母親和父親都過世了)

(那些光球就合了起來)

(就看完大日的第二天，我就看到我媽媽了)

(變成一朵金黃色的大蓮) (就是蓮花)

(我說媽媽，妳去我家吧，這次肯定特別好)

(然後那個蓮花就是慢慢慢慢地展開)

(我媽說行。我就把我媽帶我家了)

(裏面有蓮蓬)(就是本尊就顯出了…)

(我就把我媽媽帶回家)

(分身就是顯出了巨大的身體)

(是不是接受這個光照了？)

就變成巨大身體，(嗯)

大日照明妳了，大日幫妳了 (喔～是)

(然後接著祂慢慢地消失)

(哎呀，我特別感恩，特別感恩)

(裏面的就是蓮蓬裏)

好，來 妳平常可以看到自己嗎？(看到了)

(就湧出了很多很多的本尊)

妳呢？妳呢？我是講妳，妳看到沒有？

很多很多的分身，(分身)

看到妳，穿這件衣服？(嗯，就是這套)

(有年輕的、年老的，甚至還有金髮的)

(還看到你)

(然後就是就有個聲音)

現在馬上看到妳自己嘛？ (看到了，看到了)

(就無聲之聲就說，十萬個本尊顯相)

第一次看到嗎？ (不是)

十萬個，(然後我就看得眼前一下子)

(以前…我跟你講，本尊，我在家看到的)

(全是本尊的分身)

現在做標準 (我直接就是這個服裝)

(十萬)，妳看到十萬個喔？(嗯)

就這樣的服裝，(嗯，跟我笑)

看了十萬個很清楚嗎？(很清楚)，噢！

完全一樣，和妳一樣 (一樣的，跟我笑)

(然後這些就慢慢慢慢消失)

祂走過去和妳握手 (嗯，握了握了，可以)

(變回原來的景象)

握手？(有有有，有了)

這個是在飛機上看的嗎？(看見的)

看到自己最重要，(嗯)

飛機上？(嗯)

(感恩本尊)，來，噢～噢～

(然後第二個，就是前一天晚上)

有樣學樣哩，噢～來，一次就好

(躺在床上，半睡半醒的時候)

噢～來來 來…

(突然感覺到，底下就空著的)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就發現自己就在雲上，藍天白雲)

(我要讚譽的就是，在來台灣的路上)

(然後就往下看的時候，底下有很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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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看得清清楚楚，景特別美)

(接著就開始朝我笑、做鬼臉)

(然後就是半夜一、兩點)

(有的就是朝我擺手)

(十二點左右)

(這時候手裏出現了一個相機)

(發現自己在宇宙中就漂浮著)

(然後就趕快拿起相機，拍了很多很多張)

(看到面前就有一個巨大的地球)

(差不多大約有幾十張、幾百張)

(然後有一個類似就是衛星的物體)

(最後那個相機就不由自主、自動打印了出來)

(就在繞著地球慢悠悠地轉)

(然後我自己拿著感覺很好)

(接著我就是不由自主地就往下降)

(接著那些景象都消失又變)

(就降到了印度，看見女子跳舞、男子唱歌)

(雲上又出現了很多本尊的分身)

(然後就是特別歡樂。接著我又升了起來)

(然後還有一個巨大身)

(又不由自主地就降下來)

(我又拿起相機接著照，照了很多張以後)

(降在了非洲，就發現有各種各樣的動物)

(又自動打印出來，又放在那裏)

(接著就一陣風就把我往前吹) (吹以後)

(祂就慢慢地又消失)

(我就是到了非洲人住的地方)

(接著我就不由自主地轉了一圈)

(我就發現那些人)

(發現那片，正面對著那片雲上就有自己)

(在幹類似像在祭奠人一樣)

(然後自己就站在雲上打坐)

(接著我又飛起來，一些景象就消失了)

(接著又出現了很多自己，有的打坐)

(然後我就是又回到床上)

(唱歌、跳舞、吃飯、喝水都有，各種各樣)

這個時候是清醒哩？ (這個時候是清醒的)

(還有的就是擺姿勢 Pose) (就是擺姿勢)

不是做夢哩，(不是)

(接著我又拿起相機又拍)

看的都是彩色，很漂亮吧？(嗯)

(拍完以後，那些景象又慢慢地消失)

彩色啊，(嗯)

(這當時就很厚一疊了)

還有呢？(然後也就是昨天往分身…)

(然後我就往兜裏頭揣)

(茶樓那邊走的時候)

(揣好以後一會走，我拿出來)

(感覺自己就慢慢又變高、又變大)

(我看看，看了很好…)

(就發現底下的東西)

(就很奇怪的就是幾分鐘就看完了)

(一切東西都變得渺小)

(然後我就放在兜裏面)

(發現雲就在胸口這塊)

(一會兒就把手揣進兜裏頭的時候)

(太陽就是跟頭一般高，顯得很熱)

(就發現那些東西、相片就沒了)

(雲上就出現了各個種族的女子、男子)

(就全部慢慢地消失了)

(就在上面又跳又唱)

(最後就是在來這個分身道館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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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的時候)

加圓光就對了，(嗯)

(然後我的三姑姥文淵，給我帶動)

現在妳自己穿這個服裝出現，(有)

(就是說我頭上有一個蓮花，銀色的蓮花)

白龍，妳所見的白龍 (有)

(接著我站在蓮花上，手裏托著光球)

吐珠，妳說吐珠，吃珠，(有)

(我又站在光球中，我又接著站在大海上)

一樣涼涼的很好吃，(嗯，有)

(潛入海中，看見了白龍)

我現在的服裝，現在白頭髮，出現，(有)

(白龍用玉盤，吐了一盤珠子)

馬上出現？(有) 完全一樣吧？(是)

(我吃了幾顆，感覺清涼無比)

沒有差別 妳看大日在遠遠的天邊

(就是這麼給我帶動，肉體就能感覺到)

在那裏轉嗎？(有)

(就是可以吃得到，感覺很清涼)

轉轉，大日直接照見太爺爺在妳面前，(有)

(就是有一種就是無比的好感)

太爺爺有圓光，(有)，這樣就可以

(接著就聞到了一股就是特別濃濃的香氣)

(然後有一次跟家人出去玩)

(就是很好聞)

(在車上的時候，當時就是冬天嘛)

(然後就是，本尊，我就是這次來)

(把那圍巾蓋在頭上就怕吹著)

(就帶了一個願望，希望您能幫我實現)

(然後就把那圍巾安在眼睛上)

什麼願望？(就是在前幾年的時候)

(接著這個時候，就是看見了大日)

(就是太爺爺過世了)

(我就莫名其妙地，祂就在前面跳來跳去)

(我就是希望您能就是給他放點光)

(接著我發現祂有手有腳，有一點像卡通人)

(照照明)

(手就是圓圓的，腳也是圓圓的)

過世了把他照明過來給妳看？照見！

(然後就是一直在那兒跳)

(嗯，就是放點光)

(我說請問祢在幹嘛？)

(放點圓光)，就剛才那樣

(祂那個身上就顯出金字就是跳舞)

調過來給妳看嗎？(嗯，安圓光)

(然後我說，祢還會跳舞呀！然後祂嗯)

蔡爺爺啊？(太爺爺)

(接著就背面，祂就轉過來)

(他爺爺的父親)，(我的爺爺)，爺爺？

(背面金字就說，我跳給妳看，妳別眨眼)

(對的，我的爺爺，她的太爺爺)

(祂就是在上面顯著金字)

(祖爺爺，她就稱祖爺爺)，妳認識吧？

(金色的大字，祂寫字，我看)

她認識嗎？(認識)

(我就是跟祂對了好長時間話以後)

妳的程度可以，妳能看十萬個分身了

(我說，祢不會說話嗎？)

(就是請您能不能幫他？)，可以，可以…

(然後祂突然就有嘴巴了)

(請您幫他放點、安點圓光)

(我就看到祂的嘴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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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一下就是那個字就全部消失了)

(很多顏色) (接著，那些珠子)

(祂說呢，我不想說)

(就慢慢地消失了)

(我說，祢不想說，祢跟我說幹嘛？)

(在來台灣見本尊的路上)

(祂就說呢，現在想動嘴了，剛才不想)

(我在飛機上睡著了)(在飛機上、裏面)

出聲音了嘛？(出了)

(先是看到天冠光)

(一會兒祂跳累了，我還在看)

(然後看到藍色的大日，又看到我的本體)

(我說，祢怎麼不跳了？)

看到你，看到你自己啊，(嗯)

祂和妳遊戲啊

看到你的分身，你的

(我覺得大日就比較莊嚴)

(嗯，接著我醒來，接著我醒來以後)

(我越看，心裏頭就越歡喜)

你是睡覺看的啊？(嗯)

(又看了祂一陣子)

睡覺看是做夢了，(嗯)

(祂就慢慢慢慢地消失了)

(接著我醒來以後)，醒來以後

(然後就是剛才坐在這裏)

(我看見對面又是一個我)

(聽大家分享的時候，就有天冠光)

(我很奇怪，我感到很奇怪)

(就各種顏色的天冠光)

(就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從四面八方就升了起來)

醒來看到什麼很奇怪？(起來看到)

如果天冠光現在出現呢？ (有)

(又長得跟我一模一樣的一個自己)

(感恩本尊，讚譽完畢)

你現在可以看到你自己嗎？(能)

很好很好，好了喔？

馬上可以喔？(可以)

小弟弟，你要讚譽啊？ 好

看到你自己喔？(嗯)，噢

噢，這樣就可以 來，來

能看到我嗎？(能)，也可以？

(感恩本尊，我今天要讚譽的就是)

噢，境界都比我還好

(前幾次看到的東西)

你看到分身摸你的頭嗎？

看到什麼？

分身伸出手，現在的我摸你的頭嗎？

(有一次，在我爸爸開車的路上，沒有蝴蝶)

這個分身？(能)

(我的本體就把自己變成了蝴蝶)

好，分身牽著你的手，飛到空中去，(能)

(接著本體又變成了一顆珠子)

能看到？(都能看到)

(那一顆珠子很亮)

都能？(能)，都能嗎？(能)，沒有說謊吧？

(然後又變成好幾顆)

(沒有)，OK、OK，很好、很好

(有一條橫線穿著，很明亮)

會緊張啊？(嗯)，冰淇淋出現

(珠子有紅色的，也有白色的)

送你冰淇淋，天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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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有沒有涼涼的？(有)，那不用說了啊

就我帶動她，妳都能看到就對了？(嗯嗯)

看到分身後，天食都有了啊

那這樣就進入了，(嗯嗯)

你境界很好，(嗯)

在那裏沒看到，來這裏看到了？(嗯嗯)

(感恩本尊)

(尤其是昨天在那個餐廳的時候)

(我是年前通過文淵接觸本尊道的)

(莊小姐讓我試那個定，就那個內定)

(在之前也是十二年吧)

(定那個杯子，讓往起拿，拿不動)

(十二年一直就是接觸這個信佛)

定身法，(嗯)

學佛經這些嗎？(對，學佛，到寺院)

有提升上去了 (對對對，提升上去)

(佛經我也讀，做法會)

如果妳的分身，妳能看得到嗎？現在？

(因為在這學的期間呢)

(也能，嗯，在椅子…)

(因為我的母親一直就是臥床十三年了)

現在披著妳這件衣服

(剛才本尊也說)

就這樣出現，(嗯，行) 在空中，(嗯，行)

(看見我的身體好像沒什麼苦)

都馬上有最好，(嗯)

(但是就是看到我的親人一直受著身體的苦)

再加一步，速度，快、快兩秒，在空中出現

(所以在學佛的這個期間)

(不太清楚，模稜)

(一直就是給她做超度)

不太清楚，可以出現嗎？ (嗯)

(而且那時我也是不太喜歡讀佛經)

好，大同的家，(嗯，沙發上)

(但是一直在尋找就是超脫這個…)

清楚了吧？(清楚) 她出在妳家裏

超度的方向，(嗯，就是發著心要這一世)

(嗯，她清楚)

(一定要就是走出輪迴，不想再輪迴)

她出在妳家裏 (嗯，清楚)

(在接觸本尊道以後)

我出現在那裏，(您很清楚)

(一直就是把那個視頻都是看完了)

我很清楚吧？(嗯)

(看了八十九集都看過)

好，先看我的分身出現，在妳家裏

八十九集都看完了？(嗯，都看完)

(嗯，在沙發的面前站著)

(但是也沒有太多的這個)

來，給妳一個力量，妳站起來一下

也沒有境界？(嗯，沒有境界)

來，自然啊，輕鬆

(就是來到台灣以後呢)

有了，這個力量帶回去，(嗯)

(頭一次本尊帶動文淵的時候呢)

OK、OK，(感恩本尊)，好！

(她講的時候，我都是意念都能跟得上)

(感恩本尊)(平安，感恩本尊)

妳也能看到？有彩色嗎？(嗯，都是)
(都能看的是帶什麼都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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