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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見其身

自 見 其 身
(感恩本尊)

像一顆星，明星

學道 以六根為基礎

遠距離的大日幾光年了

透過你的六根展現天人合一

乍看之下，彷彿眼前的明星

相印宇宙與人生的實相

釋迦佛夜睹明星

首先自見其身；看見自己的分身

始有《華嚴經》的海印三昧

分身自然流露

印相萬物，成了宇宙人生實相

從你的法性和意識交流的過程中

所以海印三昧

無意中法性流出分身了

因此《雜阿含經》卷廿二

為何法性自然流露出分身？

有記載大日光明遍照

因為遇到大日照明而自見其身

那時候流行苦修

沒有遇到大日照明

雖然《華嚴經》的大日光明遍照

就像十大弟子時代要靠苦修

沒有展現出大日功能

苦修，禪定，進入第四禪

一直到大乘佛教才宣揚出來

阿賴耶識失去作用了，即陷入昏沉恍惚狀態

大乘經典重點

然後轉進法性，稍微看到有形相出現

落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是真如本體

也不一定是彩色

真如本體處在「無」的狀態之下

雖然《阿含經》強調 看到自己的「天身」

沿著六根進入「無」的狀態

喂，苦修修到第四禪

所以，以六根為基礎，直入法性

已漸漸失去見聞覺知了，很困難自見其身啊

相映光明遍照而流露「海印三昧」

即使能見「天身」亦是模糊不清 恍恍惚惚

法性就在真如本體中

大日照見比苦修簡單

或者說真如本體即是法性

容易、易成

法性、真如、本體、實相、法身……。

經典記載，釋迦佛菩提樹下 苦修六年無果

都是一樣的意思

夜睹明星，始嘆；奇哉！奇哉！

正是不生不滅的

眾生皆有如來德性？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

無形無相，看不見，就像你的本體

夜睹明星，「睹」；見

本體在哪裏？

明星，大日遠遠遠遠的

咦？真如出現了，從出現的草木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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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萬物來看真如本體

先讚譽，來

一直到廣大的宇宙人生萬象

來來，不用跪、不用跪

自然流露真如所呈現的萬象，即能自見其身

(感恩本尊)

你能自見其身，表示你的真如出來了

(我媽那個喜事已經辦得非常地圓滿)

才能自主生死，自己決定永恆之路

(十幾個同道)

因此，自見其身以後 進一步「對看」

(都有看到本尊分身帶著我媽進入光中)

「對看」意指你的分身和你對看

(感恩本尊，也懇請本尊)

對看是出離形成的現象

(給我爸爸跟媽媽一起放個圓光)

「對看」即自證出離。出離的時候

放光？(安住圓光)，安住圓光

你的視覺在空中與分身對看

(讓他們安住在法界，感恩本尊)

對看連接你的感官知覺

有圓光了，現在放了，(喔，感恩本尊)

分身到哪裏你知道

現在放了，(好，感恩本尊)

分身進入河流、進入虛空……。

已經放了

進入哪裏哪裏，無所不在

圓光不是識變，是法身的象徵

你這裏的見聞覺知 一覽無遺

沒有圓光的往生者現形了 可能是識變

「對看」，「出離」有什麼意義呢？

你識變，想念母親，耶，忽然間出現

莊子說：「出離達生」

大日照見讓你看見母親

出離不ㄧ定往天空、往八大行星

最好你也能看，(是，感恩本尊)

往外太空……。出離重點是達生

當事人能看，(是)

出離的範圍，無窮無盡，沒有侷限

分身的作用剛才你講的

超越時空限制，無所不至了

看到分身帶你的母親進入光中嘛

出離，法性的功能起作用

我的分身，現在你看起來無用而用

無止盡地流露進行永生之道，出離達生

以無用為大用

你若無進入「對看」與「出離」的現象

分身可以帶人進入光中

你好奇考試自己、考試同道

往生真善美的美好世界

耶，現在看到你在家裏

分身認識你

你穿什麼衣服，穿黃的，可是你看的是紅的

大日能照見你媽媽了

這樣出離還沒有達到一個程度

如果你沒有六項、沒有修煉

見黃非黃，所見不一

像你媽媽沒有修煉、沒有體會

必須見黃是黃，見紅是紅……。

分身一樣幫你帶領進入光中

始「出離達生」

分身和大日是一體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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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是光體的化身

(哇，台灣真的是寶島，風景非常漂亮)

看起來是我的形相，事實上不是我

看到妳自己在雲上了

內容不是我，外表是我

(在雲上，是的)

所謂「三位一體」

看過我以後？

三位一體意指分身、法性 還有光明體

(是的，以後，以後)

你的肉身、你的靈魂、你的真如本體

(攝受到光)

亦是三位一體

攝受到光了，(是是是)

三位一體 中國哲學稱為「天人合一」

妳的靈魂攝受到

柏拉圖哲學 分為三個靈魂

法性幫妳變化坐在雲上了

肉身的靈魂、靈性的靈魂

(看到風景很漂亮，還有很多時間)

至高無上的至善靈魂，三位一體

(才九點多，我就跑到那個台北總會來)

柏拉圖的三個靈魂

(當時還沒啥人，去看了看)

影響到後世耶穌教的三位一體

(沒有人我又回到雲上坐著)

聖父、聖靈、聖子 同樣意思

(其實這樣看很快，速度很快)

所以你媽媽的靈魂得到大日光明照見

台北總會是妳的境相，(對)

有圓光，然後要你親眼看到

妳去台北總會是看境相的，(是是是)

照見，大日照見

(就看台灣島，周邊四方都是海)

而有圓光、有法身

(看到大陸，很清楚！)

所以我恭喜你媽媽投入光中得照見

(在雲遊四海，心情很好)

(感恩本尊，代我爸爸媽媽跟本尊頂禮)

(我坐區間車嘛，回來)

好好 好，這樣就好 好好

(一站都還沒到，看了很多)

(感恩本尊)

好了？

(感恩本尊，我是三月份加入台北總會)

(還沒，還要讚譽)

新的？(是，新的)

(有一次我和鄭麗嬌同進)

(禮拜天到那個總會)

(這是我的同事嘛，我們都三月進入)

(去台北的時候都坐火車)

(常和她聊天，我們兩人很會聊天啊)

(坐火車，坐坐坐，很無聊就看外面)

(晚上時，我和她講話，喂，鄭麗嬌啊)

(哇，外面雲層很厚)

(我現在在雲上了。晚上，當時是晚上)

(還有一道，很大的道，我看，咦？)

(雲層上方很亮，坐在雲上和她講話)

(我怎麼坐在那上面？我坐在雲的上方)

(咦？一下子自己又飛去那個萊茵河)

(車子走得很慢，我看那個風景)

(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曾去過萊茵河)
3/40 頁

本尊道第 92 集

自見其身

(我不認識。可是去到的地方就是萊茵河)

妳以後出離，要去哪兒玩都可以

(我說，喂，我現在插播萊茵河哩)

(我來，我來八個月，不曾看過本尊的分身)

出離出去了，(出離)

(我雖然看到自己，隨時能看到自己了)

(我和她講電話，就這樣講著)

隨時看到自己了，(是)

妳還未準備好就出離，(對對對)

(但是不曾看過本尊的分身)

(一邊講電話就跑到那邊去)

(我非常希望看到)

妳是自然流露的吧？(是)

好，現在又在古堡前的那條路

妳要看什麼就看得到？

妳走路的那裡

(有，我現在可以了)，現在可以了，(是)

妳在那裏對看時，分身從空中飛過來

噢～這樣很好，(我當時…)

穿現在的服裝

重播，(重播)，妳去萊茵河，(有)

白頭髮，(有有，看到、看到)

萊茵河的山腰上有城堡 (有，都是古堡的)

我拍妳一下肩膀

一艘客輪在行駛，(有)

妳怎麼在這裡？

妳思想進入古堡裏面，(有)

(您拍我才好，我這裡會痛)

進去看，(舊房子，舊舊的，不過有整修過)

有聽到嗎？妳怎麼在這裡？(有)

整修過，(是是是)

有聽到嗎？(有啊，有有，我還要讚譽)

都很清楚，(是)

我當下的服裝？(是)

臨場感？(有，那兒有人在走路)

回來、回來。好，回來了，進入妳的身體

旁邊有樹木、有花園，(有，有人在走路)

好好好

妳有看到妳自己在那裏嗎？

(好好，我還有…)

(當下有了，您說了才有)

(我最近有想到祖先啊，有想到祖先的時候)

妳剛才只是看到而已，(是)

(我就看，有看到我的爸爸、媽媽)

(我站在那兒，我站在…我看到我在馬路上)

(還有我姊姊也往生了，小弟也往生了)

好，馬路上站著

(不過我不曾看過我阿公、阿嬤)

妳穿現在的衣服，(是)

(若有想到，阿公、阿嬤就全跑出來了)

穿當下的衣服，看到妳這邊來

這種「想」有一種是識變的

妳看得到嗎？(有，會場)

妳的境界可以識變

妳看祂在那裏，祂看妳在這裡

想到什麼出現什麼

(有)

所謂「隨想隨有」

(會場都有看到，看到那邊也有)

這樣並非代表度到

確實？(有)，稱作對看，(是，對看)

(不過我有安裝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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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他們安裝圓光，安裝了)

大日現在變…(變正面的)

(我幫他們加圓光)

而且射出光來，(是)

(我不知道他們圓光去哪裡了？)

呵！好像夕陽的光芒

(阿公、阿嬤)

把妳老家照得很亮，(有有)

(還有我的爸爸、媽媽)

要找尋妳爸爸的遊魂

(以及我大姊，還有我小弟)

(好好)

(都往生了)

先照明出來，(有)，照出來

(我看到都來…)，妳現在的意思要如何？

看到妳爸爸，他沒有走動

(我自己加的圓光可算數？)

他蹲在那裡，蹲在角落

(我幫他們弄圓光，圓光不知道還在嗎？)

那裡不是妳老家，是一個角落

(不然本尊賜給…)

蹲在那裡，(有)，他被吸上來

安圓光是大日照明自性

大日光芒將他吸上來

法性呈現反映出圓光

吸上來之後，他奔向大日中央

大日化成分身與人交流

大日中間有一個漩渦似的孔？(有有)

放光照明始得圓光

妳爸爸出現，好看的面容，容光煥發，(有)

有圓光即有法身

非常好看，還帶笑容，(有)

永恆的法身必先具備圓光

他有圓光

(我在高雄的那一場，我也曾經拜託…)

(有，那顆圓光不大顆，不大)

(您把很大顆的給我)

哪有比大顆的？(好好好)，有圓光，(好)

(我來幫他們作，有效果嗎？)

圓光不必太大顆，(有)

(幫爸爸、媽媽、祖先，這樣作有效嗎？)

有了，(是是)

妳如果還要更加安心、穩定，大日幫妳確認

圓光，圓光發亮，(好)

(好，您幫我作，好好)

這樣妳安心了，(好)，有圓光就安心了

妳現在想要先照明誰？(先照明我爸爸)

圓光是遊魂攝受到光芒而形成的

妳爸爸？先看到大日

若沒圓光的往生者出現就是識變

妳爸爸居住的老家，妳知道嗎？(有)

具備已發六根者能識變，(嗯)

妳的老家先出來，(有)

你們的靈魂攝受到光了

(不過他祖先的牌位)

所以你們頭後方才有圓光

(我把它放在琉璃光那裡，要怎麼辦？)

針對法身而說圓光

這和牌位無關。妳看大日在上方

因此；圓光圓融法身

分解動作，照到妳老家，(有)

靈魂若能攝受到大日照明，就有圓光
5/40 頁

本尊道第 92 集

自見其身

不必再當孤魂野鬼了

(這樣度到了，還是給他賜圓光好了)

聽得下去就加減聽啊，(好，好)

圓光？(是)，有了，(是，有)

聽下去就是妳的，(謝謝)

他還轉過來向我禮敬一下，(有)

(感恩本尊，可以幫…)

妳有看到，感謝的意思啊，(嗯)

(本尊，我有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如此妳不必煩惱了

(我的大姊啊，她的二兒子)

(有，好，感恩本尊)

(今年二月二十一、二十二這中間)

很快速，誰的功能？大日！

(在大陸的重慶大學)

(感恩本尊，感恩)

(在那裡當副教授嘛)

妳安心了？(是)

(開學日沒去，學校就說咦？)

還有嗎？(有)

(第一天沒去？第二天也沒去？)

(我們的這個，我自己可以創造大地山河)

(就跑去他租於外面的大樓那裡)

(還有自己的宮殿)

(去開他的門。死去了啊，往生)

(我那個宮殿)

(我這次就想到我外甥)

(可以讓我們的祖先住嗎？)

(我看他穿一件睡衣，都模糊不清楚)

噢～妳的宮殿給祖先住啊？

(想看我爸爸、媽媽、姊姊都很清楚)

(不能嗎？)

(就是看到我那外甥都看不清楚)

(…我自己一個人而已)

(他單身自己去大陸啊)

個人有個人的世界，(這樣啊？)

(我不曾去大陸)

祖先若有法身，就有自己的法界宮

(在大陸死亡，就是這樣很痛苦啊)

妳的境界流露法界宮，(是)

(瓦斯中毒啊，自己獨居)

(我在總會那邊第二個禮拜就有了)

(我每次都想他)

(他們告訴我，我馬上作就有了，那個…)

(都比較模糊啊，不清楚)

(有那個，那個什麼…)

(人很高，一百八十六公分，很高大那樣)

(萬里長城可以進入家裏)

好，出現在妳面前了，(有)

這樣也稱作放光照見嘛

他出現在妳面前，(有)

(嗯，感恩)

他還告訴妳「妳不必痛苦，我現在很好了」

大日照明，無所不照

他在告訴妳，(有，講國語的)

宇宙與人生萬象，所照即圓成實相，(嗯)

他講國語？(是)

所謂放光

他講現在很好了，叫妳不必痛苦，(嗯)

是大日放光、分身放光

有聽到嗎？(有)

百千萬年後，分身和大日永遠存在
6/40 頁

本尊道第 92 集

自見其身

所以「無始終」

(對對，樹木也亮光)

這顆大日是海印三昧的大日

亮光啊，金光閃閃，紫氣沖天

所謂「無古今」

祥雲紛飛……。(有)

《華嚴經》的那顆大日

妳站在紫金殿的中間頂上

與現在所見的大日一樣

金殿底下，白雲飄飄飛揚

猶如人間的太陽，古代與現代的太陽是一樣

色彩繽紛，(有)

的

妳站在彩雲頂上的金殿平台

無古今，無分別，(都一樣)

(有)

若有分別，是人心的差別了

妳的臉也變成紫檀金色

否則妳現在怎能看得到法界宮呢？(是)

(對，是，我變得很高大)

(我的金殿，房子都是金的)

紫檀金色身

金殿，(是，金殿，是)

(感恩本尊)

還有什麼？

《淨土經》說：佛身金色，(感恩)

(連外面的風景都是我的)

紫檀金色了，(感恩)

(我的金殿就像房子那樣)，好，再演給妳看

……在那裏，看過來這邊

妳看到的重新出現，(有)

在法界宮，金色身看來這裏

與妳看到的一樣

妳有看祂站在那裏嗎？(有有有)

(有，我心情不好，我就進入裏面坐)

妳再看過去

(我心情不好)

(有有，我們兩個對看)

(我就回到我宮殿裏面坐)

「對看」！這樣妳 OK

紫金色，(是，有)

世間少一個人了，好

妳現在是這樣而已，(是)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還沒完，還有)

(很大間)，很大間，(是)

還有是嗎？(是)，好，來

再把它連續一百倍，(有)

(我最近身體很不好，骨頭很痠)

一百間合成一間，這樣妳的大嗎？

(你可以賜給我五色珠嗎？)

(有，可以一百間嘛？)

妳就自己想進去說痊癒就痊癒

幫妳擴建啊

(這樣喔？我沒有五色珠哩)

(好好好，有)

妳現在要五色珠猶如桌上取柑，勢如破竹

妳的宮殿矗立在整個半邊天？

(這樣喔？五色珠，我女兒腿受傷…)

(有有，一整排)

五色珠現在在妳面前旋轉了

整排都紫金色的

(這樣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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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就講沒有

他們兩人在後面

(有啦，在幫我旋轉這裏了)

現在的服裝，分身照見來前面，(有)

(在幫我轉轉轉)，妳轉兩圈就…(有啦)

分身，馬上分身

痊癒了嗎？(有啦)

如同妳馬上可以看到自己，同樣原理

五色珠功能啊，(是是)

妳有看祂們倆的分身

(我這一顆可以用我女兒的腳嗎？)

祂們現在，噢，走過來，(有)

五色珠無分別，無貴賤，無大小

站在這裏了，(有)，圓光，(有)

無所不用……。只問是否有效果，(有有)

兩個分身都有圓光

五色珠跟妳回去，(好好)

(有，祂們在感恩本尊)

記住不會危險，有益無害，(好)

好好好……

萬一不靈、不順，妳現在先問問自己

你們的分身先向我感恩啊

有痊癒嗎？(有)

(好，感恩本尊)

馬上痊癒才算數、才有效，(現在不痛了)

來，來，妳來來

不痛了，(不痛了)

她舉好多次了

這樣就有效了
(否則這痛，很難入睡)

(感恩本尊，看到本尊我真高興)

現在要真的不痛才行喔

(因為我每天都是在敬仰茶的時候)

(是，不痛了)

(都是跟光殿本尊的眉心放光)

要是不能痊癒

(幾乎我每天都在請求這個本尊)

妳找馬玉龍算帳

(因為我看本尊的 DVD 的時候)

好，請坐、請坐，好，五色珠妳的了，妳的

(但是都沒有看到你真正現在這樣子的分

了

身)

(謝謝，再抱歉，我爸爸…)

(穿了什麼衣服)

(不是啊，我先生和我的兒子有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還有是嗎？(是)，喝，妳怎麼？

(我每天都在敬仰茶的時候)

(劉清嵩站起來，你站起來，還有你啊…)

(請本尊跟我的父母能夠得度)

(拜託本尊你賜給他們有圓光，好嗎？)

(因為我的母親，生我一個多月她就過世了)

圓光喔？(是，給他們圓光)

(父親呢)

他們有境界嗎？(他們還沒有，都沒有境界)

(七十幾歲才過世)

且慢，他們兩個…

(那養父母呢，一個六十多歲過世)

把祂們的分身，照見來前面給妳看

(一個八十多歲過世)
8/40 頁

本尊道第 92 集

自見其身

(可是我每天請求本尊放光照明他、度他)

這樣就看到了啊

(能夠到天國去)

(格子西裝的，是吧？)

(可是我不知道、我也看不到)

格子西裝那個是分身啊，(喔)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妳看到了嘛，(嗯)

(請本尊幫我看看我的兩個父母)

我的臉就像現在這樣

(都能夠得到光的度嗎？所以我很想)

一個格子，一個灰色，(嗯，有)

現在問題是妳要看得到

有看到分身了，(是)

看得到大日放光照見

看到我穿格子的分身了，(嗯)

才知道是妳父母啊，(嗯)

好，我的分身消失，現在看妳自己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現在紅色的，還有黑衣服

(要看到我自己分身我也看不到)

妳自己出現

目前妳是看不到

(有，對，有)

不代表永遠看不到

現在的妳，(嗯)，紅色的領子，繡花的

(我是希望說本尊能夠放光照明)

還有黑色裏面，黑底襯花，(嗯，有)

(能夠去得度他嗎？)

妳出現了，沒有錯吧？

(因為我每天都是在禱告)

妳認得吧？(嗯，有)

妳沒有看過任何草、木、瓦、石等等嗎？

(還有請本尊)

如杯子，花啦……都沒有？(沒有、沒有)

(為什麼那天食人家都是吃得那麼好？)

(我一直天天都在禱告)

(可是我都…)，天食嗎？

(我已經都八十多歲了)

(嗯，聞不到，也吃不到)

(所以對這個父母方面…)

現在妳爸爸媽媽比較重要

(以前他們在世，我又沒有盡孝道)

天食等一下，(嗯，好)

(今天碰到本尊的道那麼好)

現在妳有沒有看到大日？

(能夠度他到極樂世界，這是我最想的)

大日出現了！

妳現在能不能看到妳自己？

(是像那個太陽一樣嗎？)

(看我自己？沒有耶，沒有，看到我自己

欸，太陽那樣

的…)

(看倒有)

有沒有看到另外一個我？

(可是我的母親我沒有看到)

正在開始帶動妳了，(另外一個我？)

還沒有母親，先爸爸，(看爸爸)

另外一個我啊，就兩個本尊在這裏

爸爸有沒有出現了？(嗯)

(是有一個穿格子的嗎？)

(兩個爸爸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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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有生父、有生母、養母)

(但是有印象出來，我吃不到，我也沒有…)

(爸爸)

妳看到大日在面前了，即可照見萬物

(是因為我每天都是真的就是祈禱…)

「天食」隨時可得

祈禱成功了啊，(對啊)

好，咖啡出現

(本尊有沒有跟他放什麼？)

(咖啡，杯子裏頭)

(放圓光，安圓光)，安圓光嗎？(嗯)

有咖啡，(白色的杯子嗎？)

好，妳爸爸出現，(嗯)

白色杯子，這妳自己講出來啊

看到大日在後面

白色杯子，黑色的咖啡

大日啊，剛才講像夕陽，(嗯嗯)

(上面有一點那個什麼花，是吧？)

(有一個大太陽)

(拉花)，那拉花，(有有有，我有看到)

然後妳爸爸出現在大日的前面，(嗯，有)

附牛奶的那個

妳爸爸頭後面有圓光

花上面還插一朵小花枝，(有)

一個圓光，金色的，(有了)

然後妳喝喝看，咖啡，(甜甜的)

有了喔，妳安心了喔，(嗯)

(嗯，甜甜苦苦，對對)，這樣妳一次 OK 啊

(我來本尊道已經三年多)

(這樣子)，甜甜苦苦的就是了

(所以我很開心，我很快樂，也很幸福)

來，再做一樣，(所以我今天真的…)

(就是父母的問題，我每天都在掛心)

來，妳還想吃什麼妳不用講

因為妳看不到，就沒有辦法安圓光

妳平常吃的、想吃的，就在妳面前，(嗯)

(我很高興，總是我很幸福，我心想事成)

這妳平常吃的，(平常吃的菜飯，對對對)

(我想要什麼東西，咦！忽然間就有)

好，妳吃下去

(但是我有很不順心的事情，讓我想一想)

和妳平常的味道一樣？(是)

(我只要說，啊，本尊啊，法身啊)

是喔？(嗯)

(我今天不怎麼樣子開心，等一會就好了)

那妳今天 OK，一百分，好

(所以我就是來到這裏)

(好，謝謝，感恩本尊，謝謝)

(每天只是對到我們那個眉心放光講話)
(可是今天能夠本尊面對面講話)

噢，先哪一個？

(我是最高興、最幸福的)

那個…先舉手的，等一下，等一下

(謝謝，感恩再感恩，見到本尊是最高興的)

(我是來自嘉義的陳麗容)

還有一樣妳還沒有做，天食，(天食)

(五月份有第一次到高雄聽本尊開示)

妳剛才不是講天食嗎？(對對)

(本尊有幫我分身安圓光)

(天食，人家說什麼咖啡什麼)

(也有幫我做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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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之後，連續有幾個境相出現)

(我是還沒吃過天食)

(第一次是天旋地轉)

妳先來電嘛，再演天食就很容易了

安圓光而已啊？(對)

(是，好)

(安圓光就很好了，第二次是如來明妃)

天食與來電是一系列的，(嗯嗯嗯)

如來明妃是很高的境界

妳再講，(好)，來電以後呢？

妳講用「法身觀」，(好)

(來電以後，我就是再繼續想祂)

好像色情，可是不是色情，(是，對對對)

(就是跟祂…)

(因為我當時是觀想我的偶像)

妳想怎麼樣，祂就怎麼樣了，這樣就對啊

(然後我觀想跟我的偶像，兩個在對看)

(對對對，就跟祂有動作嘛)

妳想就馬上出現？(對對對)

(然後就是有高潮)

(在對看，因為當時我就是有想到)

高潮就高潮，來電就來電啊

(本尊在幫人家做帶動嘛)

喂，總比馬玉龍不高潮、不來電還好啊

(我看 DVD，之前有看過)

馬玉龍說他總是退潮和熄電！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醒來，就睡不著)

(對啊，就是這樣之後)

(然後就有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整個身體就覺得很舒服，覺得很有活力)

(我就直接去想到本尊在帶動如來明妃)

魂飛魄散……。

(就是觀想跟我的偶像)

(對對對)

(兩個人在對看)

這樣妳…偶像不可思議的美好

(因為我那時候有想到本尊有在說)

有更美好的給妳，進一步天人之法樂

(對看會有這種被電到的感覺)

(好，謝謝本尊)

(當下我就真的有被電到)，電到，(對)

因為妳勇敢讚譽，(好，謝謝)

(那整個電流就通過全身)

妳看天空，(有)

(那種感覺很奇妙)，馬上來電了

現在天空看得到，(是，看得到)

(對對，馬上來電)，眼睛來電

天兵天將三百個，都穿武裝的

如果天子、天女出現，妳不用如來明妃

猶如《西遊記》天兵天將，(有)

妳看到祂一個指甲，妳都會發電，(是)

何來天兵天將？

會電到、會來電，表示妳有一種程度了

《法華經》說：心念口演

(嗯嗯)

《觀無量壽經》所云

有的如來明妃很高層

「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

可是不會來電，(喔喔)

天兵天將也是「從心想生」

這樣要從天食吃飽下手，吃飽了就能來電

猶如「極樂世界從心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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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從心想生」？

(我看到我的分身)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現在妳的分身在這裏面，(有有)

天兵天將，豈只三百

現在妳的分身在這裏面，穿妳現在衣服

卅個三百，三千個三百……。

在中央，(是，有)

妳看，無數天兵天將

然後祂凸出來、凸出來，(有)

(有)

然後走出來、走出來，(有有有)

帶隊的大統領，妳看

然後走到妳身邊，進去妳體內了

(有有有，很帥)

妳的分身是在外或在內？

大統領飛下來

無內外！(嗯嗯)

像天空的老鷹降落著地了，(有)

也可以在牆壁上，(有有)

威武端莊，氣勢如虹

牆壁上，不侷限於鏡子。無所不在呵！

站在妳面前了，(有)

也一樣可以在我身上

大統領見到妳

妳的分身和我組合，在我體內，(有)

立刻變成穿西裝的現代人，(有)

有如《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在普賢身中

比妳的電影明星偶像

和我高度平等，(有)

帥氣十足，威風百千萬倍，(有有有)

妳看，我就是妳，妳就是我

今天妳將會大來電？

「天人合一」了，(嗯)

魂飛三千里，魄衝九重天

我們眼睛對眼睛，(有)

(謝謝本尊，謝謝)

鼻子對鼻子，(有)，我的相成不男不女了
我的樣子消失，只有妳

(本尊我還要再讚譽)，來來，(還有)

妳能這樣嗎？(有)，重疊或合ㄧ

(我就第三次有看到我的分身)

只有妳，這樣可以嗎？(有)

(有一次我就是去服裝店)

(謝謝，謝謝本尊，感恩本尊)

(然後就在鏡子裏面，我沒有站到鏡子前面)

妳說沒有吃過天食

(那我突然就是在…)

妳這樣的程度，天人合一境界了

(我站在旁邊就看到鏡子裏面有一個人)

怎麼沒有天食？

(我就走過去看一下看清楚)

天食實在太容易了啊！(是啊)

(哇，我在裏面)

現在妳嘴巴裏面有一顆荔枝了，(有)

在鏡子裏面，(對對，我站在鏡子)

已經替妳先吃了，比妳還快，(有)

(不是我去照喔)

一盤水果：荔枝、火龍果、芒果

(我的分身在裏面)

百香果、奇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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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還有兩個冰淇淋，哈根的，(有)

有這一種天人合一境界

葡萄，它自己飛到妳嘴巴了，(有)

不再哭泣，不再失戀了

妳不想吃，它還是在妳嘴巴，(對)

烏雲密布的心境，瞬間轉換成晴空萬里

葡萄也有了啊，(有有有)

充滿光明和希望！

妳吃什麼都可以有了啊

(對，好，感恩本尊，謝謝)

(好)

噢，讚譽踴躍

火雞，火雞大餐，火雞烤好了
很香，(嗯)，香味有嗎？(有)

來，(感恩本尊，我是孫曼嘉，是從…)

送到妳嘴巴

(我老家在黑龍江)

妳不用動手，(有)

黑龍江喔？(是)

無為而為，本尊道就是如此

(但是我現在是在廈門定居，有廿多年了)

無為而無不為，(好)

(那我接觸到本尊道，是昨天晚上的…)

隨便抓一隻龍蝦，(有)

(大概十點，這樣子)

噢，龍蝦活跳跳的，(有，對)

(因為我昨天我跟我先生)

隨念而有，萬物皆可自盈其手，(有)

(從台北到高雄去辦事情)

何止龍蝦？

(到九點多才辦完)

龍蝦忽然間熟了，殼子沒有了，(對)

(我不知道他今天要帶我來)

天食隨時都可以享用，(謝謝)

(我還跟他講說，太晚了)

妳很幸福喔，(對啊)

(我們就住高雄了，明天再回台北)

(進入大日光就是最幸福、最快樂)

(他說不可以，他說明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妳幸福啊，都是大日所賜的

(要過來見面，他說很難得)

(是，好)

(其實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妳回去就和那大統領進行「天人合一」

(然後呢，在車上的時候呢)

超越歷代皇后所達不到的「天福」，(好)

(他就把電腦打開)

那個大統領，妳的新偶像舉世無雙

(他說我給妳看，妳在看錄像，我在開車)

難於相信的「天人」大統領，(好)

(就是看到第廿六集《天人合一》)

人間偶像和天人大統領

(所以看的時候過程，我什麼都不知道)

相媲之下，天地之差啊，(對對，好)

(然後我就看了)

所以迷戀的人、徬徨的人、淪落的人啊

(真的是非常地感動)

或者為愛情沮喪者

(那種感動就是在我來講)

甚至對人生絕望的輕生者……。

(我的周邊也有一些修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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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我就是也是也想一心向佛)

(因為我大姊比我大廿八歲)

(可是我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那現在就剩下我，我一個哥哥跟我)

(我都一直認為說大道至簡)

(我們都在廈門)

(然後昨天看了那個以後)

(那對我來講呢)

(我就會有一種感動就是說)

(就會感覺心裏面會覺得說)

(真的非常簡單，就是這樣子)

(好像家裏面…迷信地講說風水不好)

(那我今天來呢)

(還是怎麼樣)

(我剛剛聽我先生那個朋友跟我分享)

(那我其實也沒有太在意這些)

(他說他為他的父母)

(只是說我父母親他們是葬在老家)

(往生的父母請圓光)

(我很難回去一趟老家，很不容易)

(那在我生命當中呢)

(所以那個是我非常牽掛的一個事情)

(有一個非常糾結的事情)

(就是對於父母親還在老家)

(我是很小的時候)

(然後呢，還有覺得說家人都這麼地不幸)

(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母親去世)

(其實我是覺得我很幸福)

(我十八歲的時候，我父親去世了)

(雖然我是最小的，我從小就照顧我父母親)

(我們家裏的兄弟姊妹實際很多)

(長大了以後呢)

(我媽媽生我是第十二個)

(我就照顧我的兄弟姊妹們)

(但是呢，我沒有見過的兄弟姊妹有四個)

(他們都是我在照顧)

(就早都過世了，沒有活下來)

(黑龍江我很少回去)

(那還有兩個姊姊是送人了)

(其實我到廈門已經廿六年的時間)

(那我們就有六個兄弟姊妹)

(我才回去過四次老家，父母親都不在了)

(三個哥哥、兩個姊姊)

(也沒有什麼人在那邊，我就很少回去)

(那可是我家裏面就是很不幸)

(現在我的先生是在台灣)

(我大的哥哥卅多歲就是車禍)

(我們今年三月份才結婚的，所以我來來去

(他們去旅遊車禍過世)

去)

(第二個姊姊呢，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得癌症)

(現在在台灣跟廈門兩個地方)

(還有這個糖尿病也過世)

(那我今天見本尊)

(我前面這個最小的哥哥)

(我就心裏面有一個很強烈的想法)

(也是糖尿病綜合症，四十多歲也過世)

(就是我一直想說)

(我最大的姊姊是七十三歲的時候)

(不知道把我父母親要怎麼辦？)

(前年的時候，她是老年痴呆過世)

(我有一個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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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學佛的，我一直跟他講)

魂魄歸向何處？比較重要

(我說我是把我父母親的骨灰遷到廈門

(好)

呢？)

死後魂魄四處飄蕩，飄泊不定

(還是在老家重新買個墓地呢？)

猶如莊子所說：「不知其所歸」

(還是說怎麼辦？到底放在哪裏？)

魂魄飄來飄去，無家可歸

(我的心為此而不安，為了這件事情)

最後總回歸在老家附近，(是)

(剛剛聽到朋友在分享，他說他學道了)

飄來飄去，飄到原位——老家

(他就是為他的父母安圓光)

(是)

(我剛心裏面就有一些一些的)

不知道往哪裏去啊？

(那種安慰跟喜悅)

只知道肚子餓

(包含剛剛您跟其他的人對話的時候)

想回家沒有飯吃？可是家人不理他

(說也是為父母親這樣子)

家人看不到孤魂啊

(我心裏就一直在想)

孤魂怨氣難於平息

(您說去想你的老家住的那個父母親住的房

不分青紅皂白，橫衝直撞……

子)

迫使得造成「鬼壓」現象

(我就在想)

或生病、車禍，諸多意外

(我就會出現那個房子)

孤魂很埋怨啊

(然後說大日，就會在那個房子的上面)

為何被家人冷落？

(非常大的那個日，很大很大)

因為孤魂不知道死了啊，所以很不安寧

(我就在冥想，一直想著說)

有時候是這樣，有時候喔！(是)

(我媽媽就會從日的當中走過來)

這只是一個概念

(就那樣子翩翩地走過來)

不是指妳家，也不是指妳媽媽等家人，(嗯)

(剛剛有這樣子的一個…)，有走過來嗎？

能救孤魂，大日！光明照見！(是)

(有)

測出來讓妳看，妳便一目了然，(是)

(有這樣的想法，我現在的就想說)

妳說看到妳老家嘛

(本尊能夠幫我，讓我的爸爸、我的媽媽)

(對)

(還我的哥哥、姊姊們得到這樣子)

(剛才您跟他對話的時候，有看到)

妳的孝順心

妳黑龍江的老家出現，(是)

可以攝受到大日放光照見，(謝謝)

(就是我爸媽他們原來住過的那個房子)

安葬在哪裏，不重要

妳家…妳出生的地方嘛，(是)

墳墓蓋多漂亮，也不重要，(是)

妳老家，妳父母就往生在這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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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妳看到了？(有)

妳剛才也看到大日啊，(有看到)

安圓光，妳父母有圓光了

所以有希望了，(是)

(是，有)

大日！在妳家的屋頂上方

妳看到了啊，(嗯)

天邊遠遠的，大日放光照見

妳安心了嗎？(我安心了)

有看到大日在放光嗎？(有)

(非常漂亮)

像黎明的太陽

(媽媽很漂亮)

大日光芒像夕陽西下那麼溫和，(是)

大日照見出來喜見身

(我看到的大日，剛好在我家的屋頂)

不會哭哭啼啼啊，(不會)

(光芒是溫暖的，非常大非常地大)

而且妳父親看起來很高興，(是，嗯)

光芒是一種作用，照明的作用

就在黑龍江那邊，(是，好，安心了)

不然孤魂，怎麼被照明？(嗯)

(還有我的二姊，我的姊姊)

現在妳看到大日吧，在遠遠的天邊

(我的姊姊也過世了)

照見妳黑龍江老家的天邊，(有)

二姊出現，(是，有)

妳在這裏可以看得到，(可以)

圓光，(有)

大日照見妳家屋頂上了，(嗯)

(還有我的小哥哥)，小哥出現，(出現了)

分解動作啊

有圓光嗎？(有)

妳父母出現，修飾整容一下

(還有我的大哥)，大哥出現，(有)

否則……

也是喜氣洋洋，他出來就其樂融融，(是)

出來是驚慌失措的孤魂，(不會)

很有活力的，非常亢奮，(是)

(我剛剛看到我的母親很漂亮)

樂不可開交

已經完成修飾了

孤魂有時候飄遊到外頭去

剛才大日已經照明了

攝受到大日光芒照見

(嗯)

立即隨其光芒移攝過來

照明的剎那間，已改頭換面了

以老家為據點

大日的廣大範圍啊，(是)

投入光中，形成圓光

在座的親屬家眷往生者，後世也一樣

使孤魂成為實體化法身

應作如是觀，(是)

圓光，(謝謝)

妳媽媽現在…爸爸也變得很好看了

(還有我的大姊)

喜氣洋溢，(是)

妳一講就出現，(我最大的姊姊)

妳父母站在大日前面，(有)

(謝謝，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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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剛才講的

可是你的視覺在那裏，(是)

大日放光照見

比如說你出離到你家屋頂上

排在前面讓妳目睹，(有)

你可以看到屋頂

都有圓光，(有)

沒有人的身體，(對)

很高興，(有)，所以妳放心

只是視覺，(是)

然後全部在大日光中消失了

一出去看到風景區，山河大地都可以看得到

光中「消失」，正是所謂投入光中！

就一個視覺在跑

(有，感恩)

可以跑室內的角落
也可以到虛空，(是)

好，請請請

意識出離，你是這個意思嘛？(是)

(感恩本尊，感恩法身)

(因為我當時其實都沒有任何的認知)

(我在民國八十五年那段期間)

(所以就是都是一下就幻滅)

(有加入宋七力顯相協會)

(後來再坐也都類似靜坐就對了)

(期間，我的印象裏)

(就再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你說濱江街是嗎？(是是是)

(今年的六月十九)

(那時候，我就是有面對)

(我開始又加入協會的會員)

(本尊的眉心放光照片，就是有溝通就對了)

廿幾年後？(是是)，有沒有發生境界？

(後來腳就一直想要跪下去)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是…)

(我那時候對生命是一直沒有辦法理解就對

(因為我每天都會禮敬本尊的相片)

了)

(後來我就在鞠躬的時候)

(不知道生命的意義是在哪裏？)

(忽然看到大光體，一個球體)

(一樣就是跟眉心放光照片就是溝通)

(這樣子)

(後來我就一直問嘛)

(這個很難形容，祂表面有點不規則狀態)

(後來就給我一個答案就是說體驗人生)

(是黑色的，又很亮)

(第三次比較有記憶的)

(這個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我在感恩光體、感恩本體的時候)

球體；大光體，明亮，顏色變化不定

(後來就是有那個意識出離的情況)

大日，大日出現

意識出離？(對對)

你看到的球體

(因為覺得人的精神是在天花板)

你現在能看到嗎？

(我感覺到，咦？人怎麼是坐在沙發？)

(沒有，因為我都是偶發的)

意識出離沒有形相

(六月十九號到現在，已經快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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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很多的境相了)

你從八十五年在濱江街到現在

(目前程度都還是偶發的)

應該生實相，見如來了

境相有沒有彩色？

目標是自見其身

(比如說有一次我看到一面水)

自見其身從《觀無量壽經》引出來的

(這個水是很乾淨的水)

第十四觀吧？

(非常地晶瑩剔透)

佛和觀世音接引你，必先自見其身

(這個水有一個特點，它是立起來的水)

能自見其身了，才能往生極樂世界

(水上面有一些漣漪)

《觀無量壽經》如是意，如是說

(這樣子)

當然你有自己的世界

(後來就想)

你能自見其身就有自己的世界

(咦？這個水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極樂世界是釋迦佛的實相世界

(後來就知道了，就說「六根已達清淨」)

自見其身即生極樂世界，生實相世界

(就這樣給我一個訊息，這樣子)

所以釋迦佛說：「極樂世界自心出」

如果水和你平常看的水那樣自然彩色

(對)

自然的，就其中有一根清淨

看到自己；自見其身就是生命的意義

清淨才能明，(是)，所謂老子的靜則明

(是)

靜，清淨無染，自然明

你剛才說生命意義在哪裡？

如果現在我說海水啊，海浪，沙灘海浪

生命的意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你看得到嗎？(還是沒有)

然後從短暫生命邁向永恆

這個觀念要去除，《金剛經》說：

實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有我相、有人相…不能「生實相，見如來」

人生的意義呢？

觀念「我都是偶發的」

家庭圓滿、學業成就、工作成功……。

「我平常帶動看不清楚」

形而下謂之器，形而上謂之道

停滯在這種狀態不能順暢

形而下謂之器，器就是肉身

道的千變萬化，變化無方，非你思想所擬定

人生屬於器，形而上屬於真如本體

所以《維摩詰經》說不合即菩提

所以，你順勢人生，來實行生命的意義

菩提和你不合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你有五官意識的執著

即生實相，見如來，就是生命意義

所以祂不和你合ㄧ，(是)

所以首先自見其身

你合了就天人合一

(有)

(是)

(後來有看到本尊分身，就是到家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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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看到分身嗎？(是，有)

(後來就是當天晚上看 DVD 六十九集嘛)

有嘛？(有)，有就早一點說

(兩個小時零六分的時候)

講半天，讓我在這裏…(我就心想…)

(有一個同道就是在請本尊)

(不好意思。因為這個…)

(看能不能度她媽媽？)

你有看到分身…(是)，本尊的分身？(對對

(後來本尊就說，如果以後你看到分身)

對)

(還有看到你媽媽同時的話)

(本尊分身就是到家裏跟我交流…)

(這就表示有度到了)

怎麼交流？(就是因為我是…)，且慢且慢

(所以很感謝本尊)

黑頭髮還是白頭髮？(黑頭髮)

那時候是黑頭髮，(對)

黑頭髮那一個喔？(是)

所以才出現黑頭髮，(是)

出現卅年了

如果這個時候認識我的

黑頭髮分身沒有消失哩

會出現白頭髮分身，(對)

三千年後還在，只有我相信

不管黑頭髮、白頭髮，還是我啊

卅年既然能存在，三千年一樣存在

(是，分身是永恆的)

分身是永恆的象徵

分身永恆，肉身都是短暫

三千年啟示永恆

這是真理，(感恩本尊)

所謂數目，三千、一、五、九千

好好，請坐、請坐，(謝謝)

七百等等等，只是數目

你要注意一點，要隨想隨有

道沒有數量的限制；無限

隨想隨有就是有六項了

像九十一集那個小女生說

隨想隨有，想見媽媽

看到我十萬個分身，是無量分身

你媽媽來見你，(感受到)

十萬個？不是以量計算

要親眼看到

道，無量

不是感覺，親眼看到

(後來就是我媽媽有出現嘛)

所謂「靜觀順勢」

(就跟我媽媽介紹說這是本尊)

對於實相的進行是必要的

你媽媽出現是肉身嗎？

《華嚴經》云，隨順法界，即可入法界

(沒有、沒有，就是境相，境相)

圓融法界

境相的啊？(是是是)

剛開始，實相在自然流露時

你向她介紹？(是是是)

不要加觀念進去，「我認為怎麼樣怎麼樣」

和實相講話嗎？(對對對)

等到實相「隨想隨有」時

(因為我那時候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就可以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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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啟發

(我回去的時候)

開展深遠廣大的實相世界

(我家人就是他是九十集最後一個讚譽那

法性在流露

個)

為什麼有的人看得模模糊糊？

(他被我…就是他被我攝受到)

有的人一次就 OK？有的人廿年沒有？

攝受到的，(是，他)，點燃啊，(是)

原因是分析判斷，分別心啊

妳點燃法性

所以靜觀順勢很重要

妳回去再點燃他的法性

你靜靜地看境相，從「境相轉依成諸法實相」

點燃，像蠟燭互相點燃

使得越演越廣大，越深遠

(是，因為他那一天生病，病得很嚴重)

達到《法華經》暢演實相義

(結果他回去)

你剛才一開頭就講

(竟然那一天晚上就有境相，是)

「都是一下子就幻滅」

(然後本尊放光以後)

剛開始流露時

(我就出現一顆非常立體的蘋果)

如果你思想進去，就斷滅

(之後我再看 DVD 的時候)

流露境相過程中，目標看到你自己

(出現那個…)

看到你自己，自見其身，形成你能出離

(本尊在帶動白馬的時候，白色的馬)

能出離、能對看，能天食

(那個馬就好立體，一隻白馬)

能如來明妃……。能出離，能吃天食

實體的，(對)，實體的

即能與天地萬物融合成一體；「天人合一」

(牠那個眼睛好溫柔地看著我)

又名如來明妃，(謝謝)

(然後我又去摸牠的那個毛)

(感…)，不用跪

摸得到嗎？(可以，然後有溫度)

(感恩本尊，感恩天冠光，感恩法身)

這樣實體了喔

妳是新來的？(新的)

(謝謝，感恩)

(我嘉義的羅禾耘)

剛才妳怎麼說；看到自己了

(我在農曆的過年前，第一次面見本尊)

但是那個不是實體？(感恩)

妳有沒有看到妳自己？

(還有帶動青青翠竹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但是那個不是實體)

(我看到那個竹子)

看到的不是實體，(不是，我有看到我自己)

(就本尊講的，比真的還要漂亮)

(我那個要讚譽說)

(我好高興，其實…)

(我去高雄第一次面見本尊的時候)

(我幾天前知道要見本尊)

(本尊有吹氣放光)

(我晚上或是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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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禮敬天冠光、禮敬本尊的時候)

(那個看到是有看到跪著)

(在敬茶的時候，我高興得都掉眼淚)

看到妳的分身了？(對對)

(知道要來見本尊。然後我在人部的)

(是，跪著頂禮那個)

(就是這算是今年非常地困擾)

我說過，光啊就天冠光或大日

(也非常地就是蠻煩惱的)

或漩渦光等宇宙光明體

(就在我很煩惱的時候)

針對靈魂攝受。針對靈魂，靈魂接法性

(那一天晚上一直都睡不著)

經法性功能起作用，變化成妳的形相

(半夜一點多，我就跪在天冠光的面前)

妳可以隨時看到自己嗎？(可以)

(我就是跟祂訴苦)

現在可以了？(是)，噢！

(然後請祂就是讓我有信心)

比如說妳現在穿黃色的服裝，(是)

(跟祂講說我無依無靠)

在妳家客廳，(可以)，馬上看得到？(是)

(請祂幫助我)

而且很清楚，(那個都可以)

(結果我又去躺著)

妳在家裏客廳走來走去，(有有)

(就在我醒的時候，我見到天冠光)

妳摸桌子硬硬的？(有)

第一次見到是這樣？

客廳與這裏連線嘛，同時硬硬的嘛

(對對，我在境相中，祂出來)

這裏硬硬…

(然後白色的天冠光就下來)

就像在那邊摸一樣啊，(有，確定有)

(這裏有白色的光在亮)

桌上有一個花瓶，(有)

(然後我的本體很英明)

妳摸花瓶硬硬的？(有)

(祂馬上就跪著禮敬天冠光)

摸花軟軟的？(有)

妳看到妳的本體跪著？(對對對)

無異無分別，這樣妳進入狀況了，(是)

(是，所以說…)，妳本體就替妳做，(對)

(我還要讚譽，就是有一天中午)

(我就看到的時候，就在境相中說)

(我在看 DVD 的時候，然後就睡著了)

(哎唷，天冠光哩)

(那個分身就出現了，我剛瞇一下而已)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煩惱、很痛苦)

睡著？可是一定要清醒才能看到啊

(那一天剛好又是我的生日)

(有，我馬上清醒)

(我一整天開心得好喜悅)

(我看到分身，我馬上清醒)

(從來沒有那麼就是那麼快樂過)

(我是要讚譽這一點)

(真的是不會形容)

是妳的分身？還我的分身？(你，你的分身)

(不曉得要怎麼去感恩本尊)

妳如果睡不著，看我的 DVD 就可以睡

妳看到妳自己嘛？(嗯)

分身往往會從 DVD 走出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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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可以這樣)

頭部又恢復實體了，(是)

妳這樣就可以了啊，(好)

(我昨天在客廳在看 DVD)

妳說看到分身的鏡頭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的時候)

我重播，(好)，出現了，(是)

(你的分身，已經坐在我家的椅子)

就是這個鏡頭嗎？(是)

黑頭髮還白頭髮？(白的)

那天穿的衣服就這樣嘛？(是)

(我昨天看好多次)，看白頭髮的喔？

這個從妳記憶中搜索找出來

(是，那是白天)

(是)

看很多次了，(是是)

妳看到分身，(有有)，分身把妳扶

(就是不會講，就是很開心)

妳那時候沒有扶起來，(沒有)

像我這樣活生生的？

可是加下去的

(是…)

這個時候增加下去的

妳家客廳重播，妳看到白頭髮分身

扶起來，(有有有，感恩)

重播，重播，(嗯)，實體，很實體，(嗯)

妳讚譽，幫妳輸入進去

現在有沒有像我這樣？(有有)

以後妳有觸、有實體

現在變成我的服裝，現在服裝，(嗯)

推翻妳剛才一開始說，只是相，沒有實體

以後都是實相實體化，(好，感恩)

現在有實體了

(請本尊幫我安圓光，感恩，感恩)

(好，感恩)

妳的分身出現

如果現在，妳的分身在妳客廳

同樣在妳家客廳，(是)

靠在牆壁上，(有)

好，圓光有了，(好，感恩本尊)

祂的左手、右手，妳都看得很清楚嘛？

圓光，妳直接看過去，有嘛？(有有)

像妳真人那樣嘛？(是)

分身的圓光移到妳現在肉身

就是實體嘛，(好)。妳的分身摸牆壁

圓光在頭部背後了，(有有)

這裏也同步進行摸牆壁，(嗯)

妳現在看到頭後面有圓光，(有)

實體，實體變成相

(感恩本尊，感恩)

相片那個相

圓光要珍惜

本來實體的，變成相片

(好，我很珍惜)

妳在一張相片裡站著，(有)

有時候容易得來的

不會動了，靜態的照片

或不勞而獲的，更需要珍惜！

喂，變回來，(嗯)

(我一定珍惜，謝謝，感恩)

由靜態轉變化成動態

(感恩本尊，感恩)
22/40 頁

本尊道第 92 集

自見其身

有圓光嗎？(有)
妳嗎？來，她，她站起來了

(本尊有送我一顆很大的圓光)

(不好意思，我先講一下，感恩本尊)

妳有圓光，妳有分身

(因為太激動了)

我相信妳很幸福啊，(有，真的好幸福)

(裏面的那個我叫我一直起來)

(然後我還要跟本尊讚譽的就是說)

裏面哪一個？

(我們嘉義的聚會都是第二個禮拜六)

(我的法身)

(我有看到本尊分身到我們…)

(感恩本尊，感謝天冠光)

我分身到你們那裏啊？(對)

(感謝我的法身)

分身代替我去

(我來自嘉義)

(還有的是好多記者包圍著你)

(我探討本尊道已經廿幾年了)

(然後好多人喔)

(我有到日本……。)

(我們嘉義好多人喔)

妳到日本找過我？(有有，大阪難波)

(然後我就是看到本尊的黑頭髮)

大阪難波？(對，難波)

(那可能印證到本尊剛剛講的)

(我要跟本尊讚譽的就是說)

(我也認識本尊廿幾年了)

(我探討本尊道廿幾年)

(所以我看到本尊的分身是黑頭髮)

(一路走來受益良多，覺得很幸福)

(來到我們嘉義的分身道館，好多人喔)

(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然後還有民視記者就是採訪著你)

(真的感受到了)

這樣，這樣又糟了

(大家看到我都覺得說)

(然後我就好開心喔)

(我怎麼都變年輕？)

被記者包圍不是好事哩

(我跟他說)

廿幾年前

(只要來本尊道，絕對凍齡，不會再老)

一起床都是記者啊，害我走投無路

(就是越來越年輕的感覺)

(可是那個感覺)

(只要來這邊，我們的心就會很開心)

(就是你已經再重現江湖的感覺)

(每天就會覺得說)

不是重現江湖

(如果人部有一點不開心，再轉很快)

我已經隱居江湖了

(就覺得這樣就受益很多)

(感恩本尊)

妳看到自己的分身？(分身，有)

(然後我就很開心，好多人喔)

噢！有了啊，(有有有)

(然後就看著本尊的分身)

(讓本尊安過圓光)

(坐著一台那種古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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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沒有蓋子的喔，很拉風的跑車)

(在兩年前，我現在敘述的是)

(哇，你是坐在上面，然後很拉風的)

(我接受了本尊道的因和果)

(很多記者這樣子錄影、看著你，這樣子)

(可是在這半年裏，我得到了很多的好的果)

(感恩本尊)

(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來讚譽本尊)

(然後啊，最神奇的就是說，過了兩三天)

(兩年前的時候，我發生了一些事情)

(因為我都會有看 FB 的習慣，FB)

(我的整個身體變壞了，中風、車禍)

(我就有看到你的報導耶，好神奇喔)

(所以這也是今天)

這樣喔？(對)

(我為什麼行動都很慢的原因)

(它說寫你廿幾年的那個報導)

(那個時候在我身體整個狀況)

(你的故事全部)

(很低潮的時候)

(我看到本尊坐著很拉風的跑車)

(我的學長蔡忠良先生，他介紹了我看碟片)

(然後怎麼看到 FB 怎麼 PO 著本尊的…)

(來接近了、接觸本尊道)

(我覺得是實相，實相，因為很真實啊)

(在這個時間裏面，我起初也有一些遲疑)

(實相，看到 FB 是實相)

(就是一些報導的關係)

(網路，我看到本尊的報導是真的是 FB)

(但是蔡學長說，妳先看好碟片再說)

(是真的是在裏…)

(當我看了碟片)

現在可以吧？(對)

(說實在的)

(現在也看得到)

(我每天在工作完畢的晚上的時候，看碟片)

(就看到本尊裏面的故事)

(我是一面看碟片，一面做筆記)

(都寫你的以前的故事，寫好多喔)

(所以看一部碟片要兩小時)

(它就說你很拉風地開著跑車)

(我心很急，我想要搭快車)

(還有那個是政治的)

(所以我就一天看兩部，就四小時)

(我就好開心喔)，妳的聲音給人帶來愉快

(那就佔用了睡眠大概三分之二的時間了)

(謝謝，感恩本尊)，好好，請坐、請坐

(應該會影響到我的工作嘛)
(可是在這個期間裏面，發現我並沒有影響)

好，(我見本尊應該是要跪拜禮)

(而且品質更好，精神更愉快)

不用跪拜，不用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我的腳沒辦法蹲下來，沒辦法跪)

(一條學到永恆、生命不生不滅的這種)

不用跪，坐著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道)

(本尊您接見我，我覺得很榮幸)

(所以我就覺得很歡喜)

(謝謝)

(這是第一個我要感謝本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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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我就繼續努力地在把所有的碟片看完了)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裏面，得到了什麼？)

全部看完了喔？(對)

(我曾經在夢裏面見到本尊兩次)

噢！(到九十一集完畢)

(第一次的時候)，分身，分身

(我會學到一點東西)

(分身，好，本尊的分身，Yeah)

(可是沒有辦法很完整地敘述)

(第一次的時候，本尊的分身來告訴我說)

(我現在之後要繼續看第二輪)

(那妳要謝謝妳的學長)

(必需要再把它重新再 Review 一次)

妳知道睡哪裏？(快半睡…)

(在這個過程裏面，發生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彩色，所以那不是夢)

(我來讚譽，就是我從美國回來)

知道睡在哪裏，就不是夢了

(搭巴士回去家裏的時候，我的行李不見了)

(Yeah，很清楚的)

(那中間我就有碰到…)

(因為本尊的分身有跟我說話)

(跟我的同學，她一起跟我搭車)

(所以我可以在印象裏面很清楚)

(這時候我跟她講說)

(第二次的時候)

(我現在在讀本尊道，看碟片)

(我見到本尊的分身一起喝茶)

(她說，啊？什麼是本尊道？)

(我跟學長講，他說那妳快要見到本尊)

(我說宋七力。她聽了說，啊？)

一起喝茶？(嗯哼，我們喝茶)

(這種的表情在我頭腦裏印象是很深的)

(他說那妳可以見到本尊了)

(後來我們解決我的行李的時候)

(那我們用俗話講，就美夢會成真)

(這個時候，同學就有一點開玩笑地說)

(事實上，我們今天就見到本尊)

(那妳就找宋七力來幫妳找啊)

(所以很感恩)

(她是開玩笑)

(當然也要感恩)

(這時候我就說有道理喔)

(我們的會長的安排)

(那個時候是晚上十一點多)

(之後呢，我很快就我覺得我要再去體驗)

(我就對著天空說，感恩本尊)

(所以我都到高雄道館)

(本尊，請祢幫我找我的行李)

(到那個道場的時候呢)

(請祢幫我找我的行李)

(我發現我們會長的親切)

(本尊，我的行李很重要，我的鑰匙在裏面)

(還有每個同道的這個讚譽)

(我沒有鑰匙我沒有辦法回家)

(很有內容、很有深度)

(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讓我感覺)

(我只會這樣子了)

(嗯！這個學習對我這一生是很大的幫助)

(那我講完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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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為沒有鑰匙，所以我去旅館)

(在想這個人是誰，想要確認的時候)

(去旅館剛辦好 Check in 到房間)

(突然出現是白色的大日光)

(電話就來了，行李找到了)

(大日光消失之後)

(我覺得很靈感，我覺得本尊有感應到我)

(耶，出現的是跟我當時的穿著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很感恩，感恩您)

(一模一樣的，那就我確認了)

(好，我的讚譽就到這裏)

(那應該就是看到我自己的法身了)

(謝謝您)

(心中非常地喜悅)
(我看著我的相片)

來來，繼續，不必……，噢，你

(把我的相片變成本尊)

噢，來來來…不用、不用

(本尊在前面)

來來，(感恩本尊，也謝謝我的本體)

(把本尊的相片變成我)

(好不容易今天能帶著學妹一起來到這裏)

(所以很高興)

(我幸運，也有一個交代了)

(雖然我沒有說很好的境界)

(因為她很精進、很勤)

(但是我幾乎一個月)

(她這一次特地又要從洛杉磯來台灣)

(都可以看到形上境相)

(我就問她，妳最近有沒有什麼境界？)

(好久沒有面見本尊了)

(她說，有看到本尊的分身)

(所以聽到本尊要來，我感動得流下眼淚)

(我說 OK，沒問題，這樣一定會見到)

(見到本尊，實在是非常地法喜)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今天能如了她的願)

(我現在要讚譽的，做如來明妃的內容)

(那麼我今天有幾點要來讚譽的)

(如來明妃，噢，很逼真)

(最近經常在形上境相)

(正在享受大樂)

(我看過很多次的大日光)

(可是呢，室內家人…)

(有時候是單獨一個)

(我可能也是屬於意識出離)

(有時候是重疊，兩個的)

(看到家的房間裏面，親人都在)

(還有漩渦光)

(爸爸、媽媽、表妹、堂哥)

(祂的中心點呈現的是晶瑩剔透的光珠)

(都在屋子裏面，但是我正在做的)

(醒的時候起床，突然出現)

(是另外一個房間裏面，噢～享受大樂)

(看到我自己的巨大身)

如來明妃的對象是你認識的人吧？

(有一次我在閉目養神的時候)

(是，這個也是美女)

(我看到一個身材跟我很像，穿白襯衫)

認識的吧？(還是沒有辦法遮蔽這故事)

(沒有打領帶，我心裏正在疑惑的時候)

你看過的人啊，你認識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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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不簡單)

(我都不覺得會倒下去就對了)

(我本來想隱瞞)

(我還是站在上面站得穩穩的)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挺過)

(後來呈現的境相是台灣海峽…)

(本尊的這個金光佛眼)

(全部大陸的三山五嶽緊靠著台灣海峽)

(我本來是不想講)

(那是有一次的境相所看到的)

(但是既然本尊講到了，已經把我點破…)

(所以我趁著現在也順便提出來讚譽)

你剛才強調，鏗鏘有力，如來明妃

(另外，我寫了一些心得)

結果雷大雨小

(這幾年來，看了本尊道之後)

(另外一個呢，這個沒有實際在享受大樂)

(我對本體一些禮讚、領會、心得)

(我穿著內衣褲)

(我用七首流行的歌曲)

(我的旁邊躺的是一位裸女)

(來讚譽一下)

(我正在愛撫祂，愛撫祂)

(我找到自己，你就是我的生命)

(結果祂的腿上被蚊子咬了)

(今生只為你，一生只愛你一個)

(叮了一個，我還親自去摸它)

(再愛你一萬年)

(咦！果然是真的腫腫的)

(親密愛人，我要甲你攬牢牢)

(被蚊子叮了有一個腫腫的)

(這是我對本體的這一段的領會)

你摸祂有沒有實體的感覺？

(提出我個人的心得)

(實體的感覺，都跟真人一樣)

(另外嘛)

(另外有一次)，就這樣而已啊？

(在這個末法時代)

(這樣已經很不得了了)

(最殊勝、最超越、最簡單)

(已經很法喜了，真的是大樂)

(最方便的本尊道的給我的這個心得)

(另外有一次，看到三昧真火)

(我用四句七言絕句)

(火蠻大的，就像我們那個中油)

(來讚譽一下)

(那個招牌，那個火那麼大，排成一列)

(至高無上放光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那個火是紅色的)

(我今見聞得攝受，願證永生真實義)

(看得很清楚)

(謝謝，謝謝)

三昧真火是涼的，(涼的，是)

你有看過分身了

(本尊開示過，謝謝本尊)

人生有好壞，活得好、活得差

(另外有一次啊，那個地面凹凹凸凸的)

在於個人的造化，也是在個人的個性

(凸起又凹陷，凸起又凹陷，我站在上面)

至於生命的永恆性和連續性

(我的法身站在上面)

百歲以後你就不用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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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分身」，所謂「自見其身」

真如無形無相，隨著你緣起天地萬物

正是生命展現永恆的意義

你所認識的人生現象

分身可以流露無窮無盡的境界

所謂所有的實相稱為法身

在你人生的際遇過程中

所以鬱鬱黃花、青青翠竹都是般若和法身

隨著你的生活而緣起

大家懂的詞句啊

然後看萬物的時候，隨想隨有

青青翠竹，怎麼是法身呢？

想要看什麼，就出現在你面前

鬱鬱黃花，怎麼是般若呢？

這樣就進入狀況了

透過緣起而展現萬物

就會不斷地展現宇宙人生的萬象

因此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你的分身會替你展現

孔德之容？孔就是大

你就順勢而行，就能生實相見如來

大德產生功用的萬物容貌，就是道的容貌

如來，從境相看出如來

惟道是從，萬物是遵著道走的

如來在哪裏？實相啊！

萬物跟著你的真如本體流露出來的意思啊

所有實相稱為法身──如來法身！

所以你看到的形上境界

《大乘大義章》

就演變成實相

鳩摩羅什和淨土宗的總祖師慧遠

(謝謝，謝謝本尊，謝謝)

辯論的結果，《大乘大義章》有結論

來來，(感恩本尊)

所有的實相稱為法身

(本尊，我是新進會員，才一個多月)

所以我說杯子就是法身

(那我是看網路)

杯子就是你的真如本體

(然後我看網路本尊的時候)

杯子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我頭就開始發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變化

(後來就出現「宋七力」，然後我就看見…)

咦？有的人會愣住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

怎麼杯子是本體？

(對，都還不認…)

杯子怎麼是法身？

出現宋七力是聲音？還是境相？

著相於杯子而生疑惑？

(應該算境相)

從小杯子到宇宙

(就出現三個字是「宋七力」)

就是你的真如本體所流露的萬象

(自己忽然間顯出來) ，沒有在看影片的時

稱為「宇宙人生的實相」

候

從萬物表達出你的本體、你的真如

祂自己顯「宋七力」，(對對)

真如流露出來了

(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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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熟悉)

能夠讓你看到是大日的功能，(喔)

(頭腦開始產生發熱的現象)

是分身的功能，(好，謝謝本尊)

(然後我就去找，找到台中的協會)

(然後前天看到分身之後)

(我去的時候，陳同道帶領我加入會員)

(就看到我過世的爸爸)

(加入會員之後，差不多半個小時)

分身馬上順便放光照明妳過世的爸爸

(就後面有一個灼熱感)

(這樣子喔？)

(就看到一個圓光)

(喔，因為是突然看到)

(他們都很高興說)

(我也不知道那個意思是什麼)

(咦！我一加入就看到圓光)

當然什麼都不知道，(就突然間看到我自己)

(因為我沒有認知)

(因為…，因為是突然看到)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高興什麼)

(我看到的是我自己，來到大日宗之後)

(我也不知道看到圓光的意思是什麼)

(我才知道，噢！那是本體)

妳就自然看到吧？(對對對)

(還有就是說，我加入協會第二個禮拜)

(還有同道問我說，在後面妳怎麼看到？)

(旁邊都會有分身陪著我三個禮拜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看到是分身穿西裝打領帶的樣

(因為在這一方面)

子)

(我沒有認知)

(看不到頭髮是過去跟現在)

(所以現在我知道說)

(看不到黑跟白的頭髮)

(我跟他們講我看到圓光)

(看不到，就是看到西裝跟打領帶)

(他們在高興的那一種喜悅感是什麼)

知道是我的分身這樣？(知道是分身，對)

(因為剛開始沒有認知)

(祂一直跟著我廿四小時)

(那跟本尊報告就是說)

廿四小時跟著妳？(對啊)

(我前天，然後看到本尊之後，又看到我)

妳不會怕啊？(不會啊)

咦？前天看到我？(前天就看到)

(因為我知道是分身)

分身啊，(分身)，分身啊，(對對對)

噢！(很幸運)

妳今天第一次看到我嗎？

(因為有同道教我說跟分身交往)

(對，今天第一次看到你)

(跟法身交往，我就不知道怎麼去交往)

妳第一次嘛，(第一次，所以現在很緊張)

如果現在妳看到妳自己嗎？

分身先出現啊，(分身)

(可以看到衣服)

妳看到的是分身啊，(對對)

看到現在的衣服，(有)

因為妳今天才看到我，(對對對)

沒有頭啊？(沒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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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妳的頭出現，(有)，有了喔？(有)

(我媽媽已經往生了)，往生了，(是)

現在的妳啊，(是，就是境相)

妳要妳媽媽圓光？

相片一樣啊，(對對對)，相片

分解動作，(喔)

還不會講話、不會動

往生了通常都是孤魂野鬼

沒有活動的啊，(是)，稱為相，(相)

半秒之內整裝出現

會活動的出現，(在跳舞)

往生者很難看，蓬頭垢髮，飢餓相

跳舞了，會動了，那就實體啊

恐慌、驚悸、不安……。

(會跳舞就是實體？喔喔)

有的餓肚子叫苦連天

在跳舞？(有有有)

聽得慘不忍睹

有吧？(有有有)，稱為實體，(嗯嗯)

大日瞬間照見讓看的人能看得美好

跳什麼舞啊？(亂跳)

表示孤魂野鬼得大日光照

(在那邊很高興)

否則猙獰惡相現形，家屬嚇壞了

(在那邊轉)，轉轉轉，(在那邊轉)

沒辦法帶動了，不能攝受照見

變成穿新娘服裝。白色的，禮服啊？(有)

放光照明往生者，依靠大日和分身，(喔)

穿新娘禮服，(有，好高興喔)

我分身出去，然後大日…

在那裏轉圓圈，(對，在那邊轉，好高興喔)

大日在遠遠天邊，妳看得到嗎？(可以)

這是妳，(有)，很高興吧？(對)

妳媽媽曾經住過的老家，(可以)

會轉是實體了喔，(這個是要實體？)

妳家的後前方、再來正前方有大日

把祂消失以後，妳自己再變一次，(喔)

好像太陽那樣大，(有)

消失了？(沒有了)

大日在那裏旋轉著，(有)

來，這次妳自己帶動

然後看到我的分身，(有，黑頭髮)

出現！(有，在那邊跳舞)

變白頭髮，(有)，因為我現在在作的

妳帶動停止，照妳的意思啊，妳試試看

白頭髮吧？(有)，現在的服裝，(有)

停止了沒有？(有，在那邊站好)

分身從大日的中央

立正站好，(是)

空中把妳媽媽找出來了

看著妳，(是)

這個就是妳媽媽，(有，她過世的衣服)

以後能看到自己的話，就隨想隨有了

有了，(是)

(喔，隨想隨有)

這是妳媽媽，長得很好看

剛才不是說妳有圓光嗎？(對啊)

容光煥發，(是)，然後圓光，(有)

後面有圓光啊，(有)

確定，圓光

(能不能麻煩本尊幫媽媽安圓光？)

(看到圓光照媽媽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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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目標是看到媽媽有圓光

(因為心裏跟我講說宋七力，然後…)

(對)

心裏給妳講宋七力？(就是十月二號那天)

表示得照見

思想成聲音說出宋七力？(對)

(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放光照明)

(然後我就拿著手機，網路裏面打下去)

妳還想要什麼？(我不知道哩)

(就看到「宇宙光明體」)

這樣就好了嗎？(好，感恩本尊)

(那我看了，我很高興)
(我自己覺得說我已經找到)

(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然後開始看 DVD)

(今天是第一次來)

(從十點多知道了以後開始看)

第一次見到我吧，(對)

(看到兩點多的時候)

(我住高雄，我先自我介紹)

(我就看到本尊的分身，黑頭髮)

(我認識本尊道)

(眉心放光就照著我的身)

(只有四十幾天)

(然後就身上有漩渦光)

(十月二號那天早上，自己覺得心情很不好)

(在我的身體裏面發出來)

(就坐在沙發上，就在那邊想說)

(那時候我一直哭)

(那工作上那個版子也畫不出來)

(也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哭)

(靈感也沒有了)

(然後看到…一下子的時候，看到白頭髮)

(因為我們在製圖畫衣服嘛)

一下子馬上變白頭髮？(對)

畫圖的喔？(服裝，對)

(然後就看到一個很美的美女)

(然後自己心情很不好)

(拿了一杯茶，祂叫我喝下去)

(很低落的時候，自己在那邊想說)

美女是古裝的？還是現代的？

(自己覺得活得很沒有意思)

(古裝，祂是天女，因為長得很美)

(後來自己在想，兩年了)

天女出現都有國樂，天樂，(對)

(看到的那個光是什麼東西？)

天女一出現，通常環境都改變

(因為眼前會出現實體的白光)

解脫環境現狀

(然後心裏頭就有個聲音跟我說「宋七力」)

彷彿轉移進入另一個時空，(對)

(我說，咦？宋七力？對，然後…)

(然後祂給我一杯茶，祂叫我喝下去)

以前還不曾聽過這個團體？

(那我就聽祂的話，把它喝下去)

(都沒有，但是我有聽過宋七力)

那個古裝的美女

(兩年前看到光)

和我的分身一起來的啊，(喔，對)

(但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那茶我喝下去之後)
31/40 頁

本尊道第 92 集

自見其身

(我看到那杯茶的液體變成了金色)

不是只兩年前啊，我小時候就看到了啊

(然後這樣滑來我身體裏面)

(好，感恩本尊，謝謝)

(之後就看到右手邊有天女在跳舞)
(有音樂，穿薄紗)

來，(宋鴻章)，噢

(之後就開始看到韋陀菩薩，然後再往上走)

(感恩本尊賜我新的生命)

(因為我心裏有個聲音，祂跟我說)

(兩年前因為過馬路感覺得氣喘)

(我帶妳去，帶我去一個地方)

(結果到醫院裏去檢查，心臟發生了問題)

(然後就看到自己變成一個美女)

(在桃園榮民醫院看了以後)

(就走了一個長廊，往長廊那邊走)

(馬上就後送到榮民總醫院台北來)

(尾端有一個椅子，我就坐在那上面)

(給我心血管檢查，不能裝支架)

(之後呢，怎麼自己坐在蓮花座上？)

(因為三根主血管全部鈣化掉了)

(大菩薩身，然後坐在祂的身體裏面)

(在一般來講)

(就看到地球在左下角，就像棒球那麼小)

(大概活不到一個禮拜)

(就人在虛空。重點是那個光)

(內科看了這個情形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了兩年，實體的白光)

(就把我送到外科)

白光，(對)

(那外科醫生經過他們討論以後)

圓形的嗎？(對)

(因為發現我的年紀太大了)

如果妳現在看白光看得到嗎？

(八十四歲那個時候，他說實在是不敢開)

(現在在這邊，有)

(我就找那榮民總醫院的總監)

像夕陽西下是橘紅色

(我就告訴他)

祂是白色的，(對)

(我說你告訴醫生儘管給我開刀)

妳看的就這個嘛？(對)，這個白光嘛？(對)

(我說我是信光，我是信宋七力的)

然後祂跟妳說，叫我的名字

(他笑了，他說先給你全身檢查一下子)

是不是這個聲音？(對)

(然後再做決定，結果總算本尊的恩賜)

妳那一次經驗就是這個聲音，(對)

(我的全身檢查都過關，就讓我…)

大日發出的聲音，叫我的名字，(對)

(當天晚上就給我送手術室)

妳現在可以馬上看到大日，(對)

(麻醉師什麼時候打的麻醉我不知道)

妳要珍惜千古難逢的境界，(謝謝)

(但是他有問我，你從哪裏來？)

看到大日，是千年萬年難以遭遇的大日

(我正要講的時候，就看到了分身的臉)

若遇到大日照明，妳就進入永恆了……。

(一看到，我想回答我從哪裏來)

大日從無量億年前就存在了

(結果我就睡著了，就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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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醒過來的時候)

也看到天食嘛？(是是)

(已經在加護病房)

你廿幾年的成績

(在加護病房一醒的時候)

(另外讚譽是)

(就看到天花板上全都是光)

(曾經陳鴻仁在看到巨大身以後通達)

(噢，東也有光，西也有光)

(他給我們讚譽：讚譽說他紫光殿)

(我看到，我說不像電燈，也不像手術室)

(藍光殿、紅光殿，他都有去)

(所以這種手術，三根血管全部換掉)

(然後要到光明大殿的時候)

(換過以後，生命能夠再繼續活下去)

(他說除非要分身帶他去)

(我這完全是光的恩賜)

(所以分身有帶他去，在大金地上面)

(所以今天特別感恩本尊來讚譽，謝謝本尊)

(有很大很大的一個這個天冠光)

(在這個恢復的過程中)

(當時他的形容是從濱江街協會到火車站)

(因為榮民總醫院的伙食，我實在是吃不下

(那麼大的一個天冠光)

去)

(然後他跪在那裏禮敬的時候)

(沒有一樣東西合我的胃口)

(從天冠光的深道裏面出來一顆大日)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吃)

(最後變成分身)

(醫生逼我，他說你一定要吃)

(應該算是本尊了)

(所以我只有叫小孩子在外面買了東西來

(最後出來是本尊，穿著黑衣服)

吃)

(接受他的禮敬)

(他端來的東西特別好吃)

(接受完了以後)

(啊！一進門我就感覺得很香)

(又退回去)

(我發現，我說這就是天食)

(上個月我就感覺到很奇怪，發現看到一幕)

(我當時那個菜跟平常沒有什麼區別)

(就是我太太她在馬路上…)

(可是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把她擺在馬路上，她也回不到來家)

(啊！吃到嘴裏面，感覺得很舒服)

(她找不到路的，一定要有人帶著)

(味道也特別好)

(可是很奇怪，又看到她跪在那個大金地)

(啊！就是那一餐天食吃了以後)

(一層一層的大金地)

(啊！我身體恢復得很快)

(但是那個天冠光不是金色的，是藍色的)

(所以這也是光給我的特別的恩賜)

(好大好大的那個天冠光下面)

(感恩，感恩本尊)

(她就站在光明底下向本尊在禮敬)

你說你看到分身的臉嘛？

(所以呢，特別提出來向本尊感恩一下)

(對，看到分身的臉)，看到光嘛？(嗯)

(感恩，感恩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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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妳來來，她舉好多次了

(咦？肯定是本尊，我說感謝)

(感謝本尊)

(我急忙又一直念一直念)

(感謝天冠光，感謝大日光)

(一直就這樣念出聲來嘛)

(因為我是第一次見本尊)，第一次喔？

(結果念著念著)

(對，我非常緊張，不好意思)

(然後突然就覺到大海一樣)

(我是七月份才加入本尊道的)

(反正上面很多魚在游)

(但是加入沒有多久)

(但是又不像是魚)

(八月六號我就回大陸去了)

(又像是那個海草一條一條的)

(我是大陸重慶人)

(就在那裏一直漂一直漂)

妳大陸人？(對對對)

(漂得很厚很厚)

(好，但是我回去以後，我也看了…)

(就漂到我的那個身體這裏來了)

(回去看了很多碟子)

(我就把兩個手伸過去抓它，但是抓不到)

(我看…我在這邊參加道會)

(當時我就在想，哎呀)

(他們在上面分享的時候)

(要是我能抓到就好了)

(就看到我自己在我的面前)

(好，隔了一陣)

(這是第一次感覺，我就問同道)

(後來突然那個不是海水了)

(他們說妳這很好啊，他說)

(就是什麼啊？就是天空出現了)

(我回到大陸大概回去一兩天的時間吧)

(哇，好多好多的星星，非常非常地亮)

(晚上沒有事的時候，我就在床上平躺著)

(就是沒有看到大日很大的那種光)

(把眼睛閉上，閉上我就在想)

(就是看到星星星星，滿天都是星星)

(感謝本尊，感謝天冠光，感謝我本體法身)

(看到以後，哎唷，我覺得好高興)

(我就這樣一直念一直念)

(我心裏就非常高興，也一直這樣念)

(念著念著的時候，突然就看到那個)

(感謝本尊、感謝本體法身嘛)

(哎呀，好像房頂上全是怎麼有光)

(反正就念這些)

(燈光啊？我說奇怪了)

(一直持續了很久很久，我一直看著啊)

(我就看我窗外，是不是有燈光射進來？)

(我就是睜著眼睛看著嘛)

(照到我這個家裏房子的屋頂上)

(反正我每天只要晚上)

(結果一看，外面黑黑的)

(我在床上的時候，只要我一念這個)

(什麼都沒有)

(我就能看到屋頂上就是不是房頂了)

(好，我就看到那個房頂上很多燈光)

(就是天空，就很多星星)

(咦？我就奇怪)

(我也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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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究竟是什麼東西)

候)

流露天空、流露海草

(分身就有入我)

妳就照著這樣看

(後來每天境界很多)

妳自己想看什麼

「分身就有入我」什麼意思？

就有看到什麼嗎？

(就變成本尊的那個穿西裝)

(比如說剛才坐在這裏，你在上面)

(打領帶就上我的身)

(他們在分享的時候，我也看到我自己)

妳看妳自己穿西裝這樣？

有看到妳自己

(就我變成本尊這樣)

妳的真如本體流露給妳看，(嗯)

妳看到自己變本尊這樣？(是)

現在自己可以進入摸得到了，(好)

(我自己身體就男生的身體)

我先給妳講這樣，(好)

是這樣，(是)

請坐、請坐

(後來有一次就看到大日)

(好，謝謝)

(大日的光芒照耀很強)

先舉手的

(就照著我)

(感恩本尊，我是鄭麗嬌)

(然後照過以後)

(我是今年三月才加入的)

(又變成在很寧靜的夜空)

(我很喜歡看 DVD)

(像我現在站著)

(每天都看五集)

(地上又在動)

(看到後來去仁愛醫院看乾眼症)

(然後這個禮拜天)

(我還是繼續看)

(那祕書長說今天本尊會來)

(看到九十集的時候)

(我的本體就非常非常高興)

(我大概看第三遍)

(因為我平常也可以跟我的本體心意溝通)

(那時候只有上架，還沒有壓片出來)

(我就跟本體講說)

(我就看三次)

(本體啊，那個本尊要來)

(我就在沙發上看)

(那祢要弄一個精彩的鏡頭)

(然後那個圓光就貼在我的腦後面了)

(給我起來讚譽啊)

自己跑出來的，(自己跑出來的)

(結果我回家的時候，我是真的很清醒)

(我第一次讚譽的時候，大地就震動)

(我沒有想睡覺，本體就流露出來)

(地板都是震動的，然後天天都進步很快)

(第一個就是那個天冠光就照下來)

(我很高興、很感恩)

(是淺褐色的天冠光，天冠光是靜靜的)

(後來我很羨慕那個同道讚譽的境界的時

(過來就是那個漩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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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渦光一開始是彩虹的那種七彩)

(最後就是那個海水變成全部是光)

(最後就變成真的是漩渦光)

(整個海水都是光，真的是很殊勝)

(這樣一圈一圈的)

妳是想看就有嗎？

(可是祂的中間的那個光芒是很大的光芒)

(我平常像看 DVD，想看都可以帶得動)

(整個光芒就這樣照出來)

現在看到海水嗎？(可以)

漩渦光的中央啊，(對，就像那個)

現在海水變真的海那樣，(對，可以)

好像山洞，(是，就那個漩渦光)

這些人沒有影響

(而且祂光會轉向，會這樣向四方轉向)

妳現在站在海水中央，(可以)

(後來本尊的眉心放光照片)

妳說濺出來像火箭就在妳面前演，(嗯)

(就現在漩渦光的正中間)

妳現在半身在海水裏面，(嗯，有)

(過來變得我自己也站在那個正中間)

(可是我演一個多小時)

(那個就是天冠光和漩渦光我都看過了)

(那個聲音好像在演啞巴劇)

(然後過來就有現出一個大海)

(聽不到海水拍擊的聲音)

(很大的海，真的是很大，真的海這樣子)

聽不到海水聲音？(嗯)

(然後它一開始是在漲潮)

妳現在在海水中央哩？(嗯)

(那個海水很強得就在漲潮就對了)

妳壓在海水裏面了，在裏面不用帶氧氣

(然後過來就是滿潮，滿滿的)

在海底了，(嗯，對)

(整個水就這樣海浪就相互撞擊)

在海底了，妳看，很多魚在游，(嗯)

(突然間就變成海水就向中間快速集中)

什麼魚都有，(是)

(我以為說奇怪，怎麼會跑出一個火箭？)

然後再上來，(嗯)

(就衝到天上去了)

站在海水上，(嗯，可以)

(後來我再看清楚，不是火箭，是水箭)

妳的分身啊，看到妳分身了，(對對對)

(整個海水向中間集中，就沖到空中)

然後在水上走，(嗯)

(附近的海水就很深啊，都沖到空中去)

我的分身出現，我現在的服裝

(然後就像空中的水舞那樣這樣子)

(我要慢一點點)

(它不是這樣打下來)

不能慢，隨時出現，(好)

(還是這樣就全部沖到海裏面去)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那又四散開去，四散又分散)

我的分身走在妳旁邊一起走，(有)

(那個海水又平了以後，祂又沖一次)

「我們飛起來」妳聽到嗎？(沒有耶)

(總共沖一個多小時，我那天都沒睡覺)

(都聽不到，我就現在…)

清醒中，(是)

來，兩個在行走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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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告訴妳，喂，給妳拍一下

(相印到本尊光)

妳有感覺嗎？(有)

(瞬間小女虛空法界的涅槃)

有感覺就可以聽得到

(變成移到小女四周，與世間重疊)

所以開妳耳根

(涅槃變成在人間、在小女周圍)

來，我們飛上空中

(感恩本尊)

噢，就飛上空中了，(嗯嗯)

(小女頭上的天冠光和漩渦光)

有聽到「我們飛到空中」嗎？(嗯)

(變成以小女的頭為中心點)

站著，(嗯)

(小女的頭像一顆球)

然後妳站在空中

(與天同大的漩渦光)

看到你這裡，(可以)

(繞著小女的頭向右慢慢旋轉)

妳再看到在空中，也有嘛？(嗯)

(感恩本尊)

可以對看了，(嗯，好，謝謝本尊)

(隔幾天，融合在世間的涅槃)

(想請本尊幫我一件事)

(變成廣大無邊的宇宙時空)

(這是我先生，我想請本尊給他圓光)

(星空與地球就在小女四周)

現在給他圓光啊？(嗯)

(宇宙時空是由心生出來的，感恩本尊)

好，先把他的分身照見出來啦，(嗯)

(攝受本尊開示演的入我我入)

來，分解動作，大日出現

(小女將自己法身投入巨大分身中重疊)

妳看到沒有？(看到)。大日逼近妳，(嗯)

(小女在巨大分身裏面)

然後他分身出來了，(嗯)

(變成一個十塊錢大小的圓光)

妳看到嗎？(有)

(融在巨大分身中)

然後祂面向著妳，(有)

(一開始，小女的形相較明顯)

加圓光，(有有)

(分身的形相較不明顯。之後)

有，那就 OK

(分身的形相和小女的形相各佔一半一半)

(好，好，感恩本尊)，(感恩本尊)

(最後，分身的形相，取代了小女的形相)

大日照見你的分身，照見

(小女完全融入了巨大分身裏面)

你看得到，以你看到的為準，(好)

(之後小女以分身的形相佈滿虛空)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感恩本尊)
(五月底有一天與先生看完電影回來)

(感恩本尊，小女以心讚譽)

(路過 Seven 超商，進去吃東西)

(前個月，小女與先生在散步)

(剛進去有一位男士跟著進來)

(小女投入自己虛空法界的涅槃時)

(就站在我們座位旁邊喃喃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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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自言自語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有有，有出現)

(又說今天來了很多新朋友)

妳的分身穿現在服裝出離，從漩渦光走進去

(小女看一下四周，沒有其他的人)

妳的分身走在漩渦光裏面

(只有我們三個人)

妳看到妳的分身上去了，上去虛空

(這個人看起來精神有些異常)

(有，還沒消失)

(當時小女心生憐憫，想到漩渦光)

妳看到妳自己站在虛空上

(巨大漩渦光立即出現在頭頂上旋轉著)

漩渦光把妳頂住，(有)，「對看」

(他一直注視著大漩渦光好幾分鐘)

對看，妳看到自己在那邊嘛？(嗯)

(直到漩渦光消失，之後就趴在桌上睡)

妳的意識分到那邊，分成兩個

(小女與先生吃完東西準備回家)

分身也可以看到妳

(走出門口，他突然跟著衝到門口)

妳今天來就要學對看

(注視著空中的巨大漩渦光好久)

沒有就沒有，(有，祂在看過來)

(之後再走進超商)

直接妳的視覺跑到那邊啊，(有)

(小女看到他進入超商後)

妳不動本處

(就拿著報紙在看，臉色已經很正常了)

另一個視覺，意識出離在妳的分身

(感恩本尊，小女以真心感恩本尊)

(我看到祂的眼睛在看過來)

妳剛才說隨時可以看到漩渦光

進一步要對看啊，能看到漩渦光就很好了啊

(漩渦光可以)

好，請坐

現在漩渦光呢？(可以)

來來來，(感恩天冠光)

確定了？(嗯，想就有)

(感恩本尊，感恩本體)

妳想的漩渦光

(我來大日宗第四個禮拜)

現在是平面的嘛，(對)

第一次見我嗎？(是，第一次見本尊)

漩渦光開始拉，變立體的

(因為我本身看《法身顯相集》)

中央有一個洞，非常廣大雄壯，(有)

(我心都靜下來)

往天空延伸，(有)，確定喔？

(然後就是來到小港的分身道館)

沒有就講沒有，(有)

(第一次是會長的兒子說)

出離狀況，出去到時空

(聞到螃蟹或是封肉，我都聞得到)

漩渦光向天空延伸擴大

(那是第一個禮拜)

彷彿無際無涯的大山洞

(第二個禮拜是看到天冠光)

(有)

(我在那裏跪著)

然後妳的分身先出現在妳面前

(跪著向天冠光懺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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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世人道做的不好，然後天冠光…)

看到觀音大士嗎？

向天冠光怎麼樣？

(是)

(我是在向天冠光懺悔)

(手拿柳枝，是夢中讓我看得很清楚)

不不，我們這裏沒有懺悔，(我知道)

(拿柳枝，腳踩蓮花)

不必懺悔，《維摩詰經》亦如是說

(然後看了之後的隔天就入地府)

(我看天冠光之後)

(是怎麼了？)

(是看到本尊的分身一直出來)

(我走到奈何橋，我也不知道)

(本尊的分身從天冠光裏面)

頭痛了十年這樣嗎？(是，頭痛…)

你看到嗎？(是)

最後痊癒了嗎？

你看到了，向祂跪了？(是)

(痊癒了)

跪天冠光了？(是)

(今天要來見本尊，非常高興)

這個分身是天冠光變化出來的

(精神很好就對了)

分身是大日、天冠光的化身，(是)

(三個，分享到這裏)

(來看到天冠光在分身…)

(感恩天冠光，感恩本尊)，來，還有誰？

(天冠光都在分身)

來，來

(看到本尊的分身變年輕的、變老的這樣)

(感恩本尊，有幾件事情要請教本尊)

變兩種，(是)

(我看到一個，我們那個會的有寫)

(然後是看到…)

(分身眼明…那什麼？)

(本尊，我看 DVD，看到廿八集了)

(那個字是綠色的嘛，出現一個禪字)

(看到第十一…)

(我要請教本尊)

(不，第十二…)

(禪，有一個禪字)

(本尊說萬里長城)

(我又看到一個…因為我是做土木的嘛)

(也看到萬里長城拉進來，看到山)

(我那個好像很得意的一道牆)

(然後看到本尊的分身)

(我做得很漂亮，很高興)

也看到長城？(是)

(結果有一個同道就用水龍頭把它噴掉了)

我在 DVD 說

(這要請教本尊什麼意思？)

你就馬上看得到了？(是是)

(然後過了不久的時候，我在一個海邊)

(恭請本尊開示，我十八歲看到觀音大士)

(海水很滿，有些雜物一直在海上漂)

(看了之後，隔天就入地府)

(我看到一個嬰兒)

(我的頭就痛，痛了十年)

(從那空中掉到海邊下來)

(我一直追蹤，追蹤這個真道)

(結果有一個那中年人，那游泳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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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他潛到水裏，把他救起來了)

怎能接近真如本體呢？

(然後又游到那個江中去)

所以我的看法是你的本體有顯發

(一會兒又游回來了，那個嬰兒又得救了)

(是是是)

(然後過了幾次那個)

你的本體顯發，顯禪解釋禪的話

(十月底那個淑青用 Line 傳給我說)

解釋到最後變成禪、禪定

(有一個演講會叫我，要不要參加？)

要打坐、要安靜了，甚至於要行善了

(我也沒有考慮地說我一定要參加)

要閉關、蓋廟了，要……等

(也沒有想到那天的凌晨的時候)

這樣如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

(就見到本尊，看到本尊)

定、靜、安、慮、得

(但是我是看到本尊)，分身啊，分身啊

可能陳清涼會胡思亂想吧！

(本尊的分身，對)

真如本體叫你禪定？(是)

(但是我心裏想)

反而又副作用了，(是)

(為什麼我心裏一直想永世這個名詞？)

叫你禪定，竟然去打坐，(是)

(這個我都不太清楚哩)，永世？

不就著於文字相了？

(就是永，永遠的永，世界的世，永世的意

還會再出現更多，(是是)

思)

一直不斷顯現百項或十項以後

你要從哪裏著手呢？

忽然間般若智自然產生，自然瞭解，(是)

從你的本體顯發著手。(是)

你越問、越解釋，就越疑惑

你如果著於每個鏡頭都要去追根究柢

(是)

變成「文字相」

般若智？隨實相而顯般若智

所謂「著於相」

(是，感恩本尊)，好好好

就這個意思

(感恩，感恩本尊)

你本體啊，顯發能這樣、能那樣

(感恩本尊)

如果顯三百種，頭腦就花掉了啊

好好

大道顯實相或天眼的時候

(感恩本尊)

不是用知識論或學術研究的，(是)
因為道的內容
是超越經驗和知識，(是)
你說怎麼解釋？怎麼解釋？
那知識論了啊，變成知識論啊
知識論成文化、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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