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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安太歲、點光明燈
一，三月法務活動
1月8日(日)
1月18日(三)
1月20日(五)
1月21日(六)
1月22日(日)

10AM   清潔壇城
11AM   太歲交接日
8PM    不動明王護摩
8PM    蓮花童子護摩
8PM    黃財神護摩法會
11PM   佛前大供、上頭香、
           舞獅、發吉祥符
3月3日 (六) 8PM    蓮花童子護摩
3月9日 (五) 8PM    白瑪哈嘎拉護摩
3月10日(六) 8PM    觀世音菩薩護摩
3月11日(日) 2PM    大悲寶懺

2012年歲次壬辰，正沖生肖屬「龍」、
「狗」者，偏沖屬「牛」、「羊」者，宜
安太歲。可趨吉避凶，化解災厄，運程亨
通。本寺服務安太歲，點光明燈，白事誦
經，安奉祖先牌位，骨灰塔。

除夕、新年特別活動
1月20日(星期五)
1月21日(星期六)  
1月22日(星期日)  
		

8PM 不動明王護摩
8 PM 大白蓮花童子護摩
8 PM 黃財神護摩法會
11 PM 佛前大供，上頭香，
       舞獅，發吉祥符

年度清潔壇城
1月8日(星期日)  10 AM 歡迎同門義工參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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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佛、師母9月21日~23日
蒞臨密儀弘法錄像DVD，
已由沈慧姿師姐精心製作
完成，歡迎索取(該DVD
在12月18日歲末聯歡會上
播放，獲得同門齊聲讚
賞，感謝沈師姐數月的辛
勞發心製作，一級棒！)

s

恭祝新年快樂 福体康泰
龍騰九霄 新運開
甘霖普施 財福來

蓮生活佛 盧勝彥

密儀雷藏寺董監事會恭賀

甚可怖畏的因果

有一則笑話是：
有一位善士講道：「今生殺牛，來生一定變牛；今
生殺豬，來生一定變豬。推而言之，打一鳥，死一蟲，
來生一定變鳥、變蟲 ……
。」
聽者說：「那麼最好我們殺人？」
善士：「這是什麼話？」
聽者：「因為來生仍可變人！」
（盧師尊以為，這一則笑話，大家都當成笑譚來
看，其實，這也是很粗淺的因果。殺人，來世一定當
人嗎？這是不一定的。但，確實也有可能轉世為人，
只是這個人變成最粗劣的人，或殘障、或唐氏兒、或
低能兒、或軟骨、或聾、或啞、或被拋棄、或天生殘
疾 ……
，在人間受盡了苦頭，也有可能被殺。）
轉(下頁 )

壬辰年新農民曆已經運
達本寺，歡迎免費索
取。(請大家珍惜，一本
"福慧"農民曆成本加運
費高達三塊美金)

本寺骨灰塔位，價格便
宜，地點適中，董事會為
低收入者或無能力購買者
提供二十個特別塔位(每
個塔位五佰美金)，歡迎
洽詢。

接(上頁 )
盧師尊說：
「因果不可思議，是甚深而難測的，因明學是很深很深的學
問。」
佛陀在世時。
阿難尊者說：
「我終於明白因果了！」
佛陀笑了：
「因果深不可測，你明白的只是表皮，早得很呢！」
（阿難尊者自己以為明白因果，其實還是幼稚園的小學生。）
有人問盧師尊：
「盧師尊明白因果嗎？」
我答：「不昧因果。」
人問：「有些人不相信因果。」
我答：「無知因果，也在因果之中。」
人問：「有人撥無因果。」
我答：「撥無因果也在因果之中。」
（盧師尊提示：不管你知因果，不知因果，或自認沒有因果，
其實全活在因果之中。我說，你認為這器世界實有，則實生實受；
你認為器世界是無生，則幻生幻受，如此而已，不知聖弟子能體會
否？）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
僧人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
志澄禪師答：「不漏絲髮。」
僧人問：「用者如何？」
志澄禪師答：「不知。」
（盧師尊提示：因果也是劍，因果不漏絲髮，世間在因果中，
但，世間人卻「不知」因果使然，此理甚明。）
僧人問：「用鋤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無？」
志澄禪師答：「是誰下的手？」（第一義）
僧人問：「無罪業嗎？」
志澄禪師答：「因果歷歷。」
（我說：仍然是幻生幻受。）

《真佛妙寶》

大悲咒水除穢食

每半個月，喝大悲咒水一次，所食
穢食，皆得清淨，亦可破降頭。

大悲咒水結界法

行者持咒水，由内而外，用彈指
形式，遍灑每一個房間，一直到房子
門口，然後在房子的四週遍洒。在遍
洒四週时，一彈指，便觀想大悲咒水
落處，轟然一聲，矗立一支支白色光
明的「大金剛杵」。

大悲咒鏡子清淨法

臨終者，真心求懺悔，來清淨身心
之法，亦可用於治因果病。
取新鏡一面，唸二十一遍大悲咒。
用靈指加持清淨。擇農曆初七日，若
亡者無法逢初七，可選一日、七日、
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皆可。
但初七最好。将鏡子照向懺悔者，身
子、頭、心各三遍。念「大悲觀世音
菩薩摩訶薩。千手護持。千眼照見。
令懺悔者内外障緣寂滅。自他行願圓
成。」

大悲陀羅尼夫妻合和法

先找鴛鴦尾毛，或者夫妻用過的手
帕各一條，洗淨後，四個角互打四個
死結，供奉在觀世音菩薩像前，持大
悲咒一千零八十遍。佩帶在身上，即
可。

保(健篇
)

感冒五大禁忌
摘(自中時雜誌
)

您自以為很清楚該如何應付感冒？其實可能延誤了復元時間而
不自知。多數人一年大概會感冒兩、三次，總以為早知曉該如何應
付。請不要這麼有把握。其實我們被灌輸的觀念多半是錯的，反而
會將病毒傳染給周遭的人，並延長症狀期，讓自己更容易感染下一
波的感冒。這一季當您開始喉嚨痛、流鼻水時，請注意下列五項禁忌：
一、咳嗽或打噴嚏時不要以手遮口
遮掩或許比較禮貌，但會讓病毒留在手上，並轉移到所碰觸的每
樣東西上。澳洲阿德雷德大學病毒學榮譽教授克里斯．布瑞爾說，
當有人咳嗽或打噴嚏時，飛沫裏所含的病毒透過空氣傳播固然有可
能被其他人吸入，但飛沫大多很快掉落地上乾掉。然而，不穩定的
感冒病毒若留在濕潤的黏液裏，也就是打噴嚏時噴到你手上的東
西，那病毒存活時間就長得多。醫院的研究顯示，相較於短時間探
病但東摸西碰的人，一整天坐在病人床邊反而較不易感染病毒。鼻
病毒（ rhinoviruses
）是最常見的感冒病毒之一，在皮膚上，或電話、電
腦鍵盤等物品上可存活三小時之久。因此真正危險的是您的雙手。
正確做法：
打
‧噴嚏或咳嗽時用自己的手臂或面紙遮住，之後將面紙丟棄。
若
‧以手遮口，應立即洗手。也要經常提醒家人洗手。
揉
‧眼時用指節。指節不像指尖那麼容易碰觸到別人的病菌。
尚未洗手前最好不要碰臉。
二、身上不必裹太多衣服
冬天總免不了得感冒或流感，但原因倒不一定是受寒。英國索爾斯
伯利市有人做過一項研究，將志願者分成兩組，一組充分保暖，另一
組坐在戶外，雙腳浸在冰水裏；給每個人都吸入一些鼻病毒，結果發
現兩組感染率差不多。我們在冬天比較容易感冒，原因是經常待在室
內，與已受感染的人共享空氣。孩子若在太陽下跑來跑去，比較不會
互相碰觸、交流病毒，反而是濕冷的天氣窩在教室裏較易感冒。另有
證據顯示，在通風不良的室內吸入黴菌，可能使呼吸道的問題惡化。
正確做法：
窗
‧戶開一點縫隙，新鮮流通的空氣可趕走病菌。
眼
‧口鼻的黏膜是抵抗病毒的第一道防線。暖氣別開太強，以
免黏膜變得太乾。
去
‧除黴菌。有些人容易因黴菌而感染呼吸道疾病。

三、別急著求醫開抗生素
這是我們最常犯的錯誤之一，一有感冒症狀就請醫師開抗生
素。過度使用抗生素不僅讓細菌產生抗藥性，而且本來就治不好
感冒。抗生素是對付細菌性感染，並非病毒。此外，抗生素也會
殺死好菌，影響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事實上，根據美國《家庭
醫學期刊》去年公佈的一項研究結果，醫師說幾句安慰的話比藥
物更能讓患者加速恢復健康。即使感冒一週後鼻涕還是黃稠狀，
也未必需要吃藥，那只是身體在排出死亡的細胞。
正確做法：
出
‧現症狀時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休息，必要時服用鼻塞藥、退
燒止痛藥或阿斯匹靈。
如
‧果一週後你懷疑胸部、鼻竇或中耳感染，去看醫師。
如
‧果最後一定要吃抗生素，可考慮補充益生菌，增加腸道內
的好菌，提升抵抗力，以防再次感染。
四、「傷風宜挨餓，發燒該多吃」是錯的
老一輩傳統觀念或許在以前的年代有其道理，但現今觀念是：
毋需挨餓。生病時反而應該對自己好一點，補充睡眠與正常飲
食。營養充足才能維持身體的正常運作，增強免疫力。通常發燒
或咳嗽、打噴嚏會流失很多水分，此時更重要的是注意液體的攝
取。如果挨餓，可能水分也連帶攝取不足。
正確做法：
飲
‧食正常，大量補充液體（喝水最好）。
多
‧準備當季新鮮蔬果。大自然總會在我們最需要時提供特定
的營養素。
多
‧攝 取 富 含抗 氧化 物（ 如 胡
β-蘿 蔔 、 維 生 素 與
C ）
E的 抗 感
冒食物，這些營養素都存在蔬果裏。
五、別逞強
許多藥物可幫助我們舒緩症狀，但感冒真的該吃藥嗎？保健
品專賣店百麗康美（ Blackmores
）教育主任潘．史東說，一般而
言，治感冒與流感的成藥只能壓制症狀而已，無法根治。有人可
能自認可以照常工作，但這會讓免疫系統過度勞累。您需要的是
多休息，而「服用這類藥物可能會有反效果。」史東表示。此
外，多項研究顯示，壓力與睡眠不足會降低免疫力。照常上班上
學不僅會傳染給別人，也恢復得較慢。
正確做法：
盡
‧可能在感冒的頭三天待在家裏，這段時間感染力最強。
放
‧鬆、休息，但可維持平日的運動習慣，增強免疫力。
好
‧好照顧自己，別抽菸或喝酒，務必注意營養與睡眠。此時
增加任何壓力都會讓免疫系統更脆弱。

12月18日歲末聯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