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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簡介 
 

真佛宗創辦人─蓮生活佛簡介 

  蓮生活佛盧勝彥尊者，依真佛密法次第實修，

而獲得即身成就，由於親證「西方極樂世界摩

訶雙蓮池」的佛國悉地，故而發下宏願，誓願

粉身碎骨度眾生。為當代密教大成就者之一。 

蓮生活佛在 40多年修行歷程中，將艱深的修行密

法，整理融會成順應時代，適合現代人修行的「真

佛密法儀軌」。至目前已出版二百四十多冊佛學巨

著，藉以弘揚佛法，引度有緣。 

目前皈依者有五百萬眾，遍佈世界各地，成立

弘法中心達四百多處，許多西藏活佛及顯教大

法師也都皈依蓮生活佛門下，修持真佛密法。 

真佛宗以弘揚真佛密法，引導眾生依法修行，

由「四加行」、「上師相應」、「本尊法」、

「寶瓶氣」、「拙火」、「通中脈」、「開五

輪」、「五金剛法」、「無上密」、「大圓

滿」，次第實修，達到「明心見性，自主生死」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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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特色與殊勝（序） 
有很多弟子對我說，聖尊是一位大成就者，聖尊的著作百多部，而想一窺一

代宗師蓮生活佛心要的全貌，非常困難，如果要一位初入門者，想了解聖尊

的特色與殊勝處，應該看那一本書。  

  這個問題，我一時間也回答不出來，其實我的百０六本著作，幾乎全部

有特色與殊勝之處，真正要了解『蓮生活佛盧勝彥』就得把百０六本書全看

完。因為我曾經如此說： 

  一、生活即寫作—我的一生，一天一篇文章，持續了數十年，除特別事

故之外很少中斷。所以我的思想全在書中，可以說一氣呵成，前書與後書是

一貫的。  

  二、宿世大機緣—我的宗教生涯，先基督，後道家，最後佛教，其過程

也全在書中，從『靈機神算漫談』開始，我已遊歷了西方極樂世界，明白自

己的宿世根基，因此，這一路的寫作下來，是完全得『如來』印證的，每一

本書，均是佛菩薩的印證，沒有妄語。  

  三、思想的精闢—我承認一個人的思想會從幼稚走向於成熟，我的作品

與作品之間，自然也有這種成份，我的作品並無保留，思想的轉變是難免的，

二十多歲的作品，五十歲的作品，當然有亙異之處，但更加深廣的思維，會

使人覺得更是精闢獨到，從作品中更可看出圓融之處。  

  四、實修的相應—在很多的著作之中，我最提倡的是『實修』二字，佛

法就是要實修，因此，我的作品中，不祗是理論，而把實修的方法全筆之於

書，我設法使人人能如法修行，我對修法的講解，比一般人更深入切要，更

精密，更昇華。  

  五、實證實例多—我的一生，從初機學佛，到印證大成就，絕對不是無

恥的冒濫，這絕對不是不肖之徒可以冒充的，這百○六本作品就是強而有力

的證據，證量由淺入深，我老老實實的修行，實證種種的的境界，實在的例

子也甚多，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有志於實修密教者，宜全部讀完百

○六本著作，便知真假，這是我完整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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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這第一百○七本書，我題書名是『粒粒珍珠』，副題是『擁有證量

的金剛法句』。  

  我想寫的正是：  

  無上智。  

  真如。  

  正等正覺。  

  實證。  

  無上果位。  

  佛性流露。  

  一如。  

  ………… 

  這就是這本『粒粒珍珠』的特色與殊勝之處。我知道這本書的寫作有

『大難』之處，因為眾生的根基不同，因緣有異，『二執邊見』非常的多，

我這『金剛法句』一定是『證量之言』才可以發表，所以這本書的份量，就

不是一般的作品了。  

  既然是『擁有證量的金剛法句』我定下了六個要則，在本書上出現的

『金剛法句』當擁有六大殊勝：  

  第一，光明不離。  

  第二，智慧無上。  

  第三，解脫煩惱。  

  第四，大樂永持。  

  第五，莊嚴光彩。  

  第六，世間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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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自己多年實修實證，深入經藏禪定，把種種的證量，結集成為文

字，總匯的寫出來。這『金剛法句』不是言教，而是自心流露（如來大悲心

的流露），這和盤托出，是大不同之處也。  

  本書有極強烈的加持力，是『妙用』及『重要』的。 

 

一九九三年十月 

蓮生活佛盧勝彥 寫于美國華盛頓州雷門市真佛密苑 

盧勝彥上師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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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佛 
 

有人問我： 

  『盧勝彥，你是佛嗎？』  

  我的回答是：  

  『你才是佛。』  

  這是印證『涅槃經』裡的一句話：『以佛性等故，視眾生無有差別。』 

  修持的大德，到了『無我相』的大丈夫境界，已破除了『我執』，可以

如此的說：『我就是佛。』  

  『你就是佛。』  

  什麼是如來的五大智慧？我的回答是：  

  大圓鏡智—本來就是解脫的，無有束縛。  

  平等性智—本來空空如如，找不到什麼是善？什麼又是惡？ 

  妙觀察智—本來萬事萬物全部無有。 

  成所作智—本來不增不減，無為而為。  

  法界體性智—本來就不可說，說了亦不中。  

  這『如來的五大智慧』我（蓮生活佛盧勝彥）已全部擁有。 

  我當如此說： 

  『就是因為全部擁有，才無所得，也就是無所得，才會全部擁有。』 

  有人問我：  

  『什麼是本來面目？』  

  我的回答是：  

  『你娘卡好咧！』（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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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這一句回答，是很妙的，是很圓融的，是直中其旨的，這就是有答

也等於無答。是成佛的無上口訣。是時時都如此，處處都如此，你我都如此，

個個都成佛。  

  盧勝彥根本就不是盧勝彥。  

  蓮生活佛根本就不是蓮生活佛。  

  華光自在佛根本就不是華光自在佛。  

  當一切什麼都不是的時候，也就是—  

  『本來面目。』  

  我這世來世間做什麼？  

  這麼多眾生，活在娑婆世界，為啥？  

  有很多人想不通。  

  有多人連想都不敢去想。  

  我這點倒是知道，我答：  

  『吃飯，睡覺。』  

  其實『吃飯，睡覺』是表相，我真正的工作是：『建立妙有。』什麼是

『建立妙有』？這個回答也是莫名其妙的，我這『妙有』是相對『真空』啊！  

  『建立妙有』也就是：  

  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建立妙有』就是『神通遊戲』！  

  佛到底是什麼？  

  大日經——覺悟名為佛。  



 

10 

  雜阿含經——了知一切諸法之起滅，應修已修，應斷悉斷，以名為佛。

佛在世，如蓮花，生泥中更不著泥；在世不著世，破一切煩惱，究竟離生死

之際，以名為佛。  

  涅槃經——譬如人覺知有賊，賊無能為；菩薩摩訶薩，能覺一切無量煩

惱，既覺了已，令諸煩惱，無能所為，是故名佛。  

  涅槃經——慈即如來，如來即慈。  

  以上是經典上說的。  

  我的金剛法句如下：  

  佛即是『悟空』。  

  佛即是『無修』。  

  佛即是『無生無死』。  

  佛即是『漏盡煩惱』。  

  佛即是『慈悲神通』。  

  再更深一層的說法即是：  

  貪瞋痴是佛，戒定慧也是佛，病是佛，藥是佛。也就是本來無貪瞋痴，

本來無戒定慧，本來無病，本來無藥。 

  能悟此者，即『無上正等正覺』！  

  這種境界叫：  

  『圓活瀟脫』。  

  有人笑呵呵的問我：  

  『有誰能證明你，蓮生活佛盧勝彥已成佛？』  

  我答︰  

  『唯佛知佛。』  

  法華經——佛成就法，第一希有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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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毘盧遮那佛知我，佛眼佛母知我，蓮花菩薩知我，盧勝彥自知。釋迦牟

尼佛知我，阿彌陀佛知我，彌勒菩薩知我，蓮花生大士知我，十方三世一切

佛，一切菩薩摩訶薩知我。 

  『佛』是我自己的寶貝。  

  我自顯佛性。  

  如今，我能明白眾生的心性，一切眾生的心性我看得明明白白。我寫這

一百零七本著作，是給眾生『自知』。  

  給眾生『自知』，就是『度眾生』。其實所謂『度眾生』，是非『度眾

生』，因為不是度眾生，才叫『度眾生』。 

  『我』原來是『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我原來是『佛眼佛母』，

我原來是  

  『蓮花童子』。久遠久遠的佛，現在降格成為凡夫—盧勝彥。我是太害

怕疏遠了眾生，我有很多很多的化現，這一世示現真佛宗的根本上師而已。  

  知水性者，可教人游泳。  

  知文學者，可教人寫作。  

  知美術者，可教人繪畫。  

  知工巧者，可教人技藝。  

  無數無數的善巧方便。  

  我是『佛』，所以可教人成佛。  

  今天很多佛教界的大法師，佛性未顯，也無其德，祗是以『佛法』為招

牌，美其名『正信』，祗是擅居其位以臨眾生，這是篡了釋迦牟尼佛的佛位，

也是自欺欺人。我是佛，是名『真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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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密法 

 
「佛法」到底是什麼？ 

其實佛法就是成佛的工具。釋迦牟尼佛說得好﹕「如筏喻者。」假如成佛是

到達彼岸，那麼佛法就是船，一條法船。 

學佛者就是要學習佛法，利用佛法到達「佛國淨土」的彼岸。目前，除了佛

法的工具之外，很難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到達彼岸的。 

我認為，「佛法」的實質是── 

「對治」。 

「對治」什麼？ 

「對治」凡夫的種種。 

而「大手印」的真義，是從凡夫實修密法一直到「成佛」的過程，這個過程，

就稱為「大手印」。 

● 

其實「佛法」就是「對治」。認真說來是「應病與藥」，八萬四千種法，等

於是「八萬四千種藥」。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為何提倡「真佛密法」？ 

我簡易的回答是﹕ 

「我的開悟成佛，是實修真佛密法。」 

真佛密法，就是「對治」。 

唸清淨咒就是「對治」身口意不淨。 

唸召請咒就是「對治」生佛不親。（眾生與佛菩薩不親近） 

做大禮拜就是「對治」自已行者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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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四皈依就是「對治」自己的信心不堅。 

做大供養就是「對治」自己的慳貪。 

做披甲護身就是「對治」自己的妄念。 

做觀空就是「對治」自己的不空。 

做結印就是「對治」自己的放逸。 

做觀想就是「對治」自己的不正念。 

做持咒就是「對治」自己口業。 

做入三摩地就是「對治」自己的散亂。 

所以，我說佛法就是一種「對治」的功夫，這當中的意義非常深遠，就以

「觀想」來說，要先「觀空」，再觀「月輪」，接著觀「種子字」，再觀

「放光」，又是「本尊」，又是「入我我入」，又是「灌頂」，又是「頂

嚴」，又是「收攝」，又是「入三摩地」......。 

這全是「對治」。 

● 

密教重「觀想」，「觀想」不是幻嗎？ 

不錯，觀想是「幻」。 

祇是以「幻」易「幻」。 

以「正念」易「雜念」而已。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如此認為﹕ 

眾生─妄念太多，不正念太多，雜念太多，是眾生也。 

如來─正念，淨念，無念，是如來也。 

（妄念太多，不正念太多，雜念太多，愈念而雜染愈深，妄想愈繁，執著愈

緊，求出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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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淨念，無念，則大悲無上，大智無上，有法界體性、有大圓鏡、有

平等性、有妙觀察，有成所作）。 

  

坦白說，我自從開悟之後，已得如來的四德，這「四德」就是「常樂我淨。」

我是打破「是非」的。 

●  

為什麼打破「是非」？ 

因為眾生就一定是有染的，眾生就一定是我執的，眾生是一定貪、瞋、痴、

疑、慢的，眾生一定是妄為的，眾生也一定是有為的，眾生是一定喜怒哀樂

妒恨愛怨的。因為眾生就是眾生，眾生原本就如此的。 

所以，我不怪眾生為何如此？ 

因為這就是眾生，眾生的一切表現，當然如此才是「正常」。我因視眾生的

所有相皆是「正常」，因而打破一切「是非」。 

祇是我教導眾生「真佛密法」﹕ 

從染得淨。我執化空。貪、瞋、痴變佛、金剛、菩薩。 

有為變無為。喜怒哀樂妒恨愛怨變怨親平等。 

● 

我說﹕「真佛密法就是真善。」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常常想到「什麼是善？」 

我想到﹕ 

給渴者于水。 給飢者于食。 

給貧者于濟。 給病者于藥。 

給寒者于衣。 給無屋者于住。 

（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給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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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方面，不祇是對人類，對六道眾生要平等對待，例如對畜生道也是一

樣﹕ 

給魚于水。放鳥歸林。 

不殺生而放生。不踐踏蟲蟻。護生護命。 

至此，我終於明白﹕「善就是趨向於和諧的。」也可以如此說﹕ 

善是甘草。 

善是美味。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真佛密法就是真善，因為這世間（娑婆世界），是虛幻的世界，無一真實

也，是影子的世界，像夢一樣的。是電光石火的世界，指時間快速無常也。

是空中樓閣的世界，指一切皆空也。但唯有實修真佛密法，就可明白宇宙的

真理，唯一實相，所以真佛密法就是真善。」 

身清淨了就是「善」。 

口清淨了就是「善」。 

意清淨了就是「善」。 

這三善合一，就是「真善」。這真善就是「真佛」。  

在這世界上，能夠把這一層道理講得如此明明白白的人，已經是很少了，不

但能夠講得如此明明白白，而且還能融入其中的人，盧勝彥就是其中的一位

啊！ 

● 

真佛密法的實修，得個什麼？ 

我答﹕「自在。」 

自在是什麼？ 

毗盧遮那佛的別稱就是「大自在王」。我這個「自在」，是無等等的覺悟，

是無上的覺悟，是大光明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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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是無法用文字可以完全解釋的。有人用文字解釋成為﹕ 

「一切無所謂，一切飄飄然，一切無憂煩，一切栩栩然，一切恢恢然，一切

自自然，一切騰騰然.....。」 

又有一說是﹕「神通遊戲的任運。」 

此時的我，終於明白﹕「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我就是真理。」 

「我是道路，腳前的燈。」 

「我是地上的鹽。」 

● 

真佛密法最高的境界是「無修」。 

無色，無相，無我，無住，無修。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大道無修，無道才修。 

有一句真言，如此說﹕ 

「大道無修，無修者，非有無修之修，亦非離有修之修，亦非修無修修，無

修修修，修亦得，無修亦得，之謂無修也。」 

這句話若能明白，就知「無修」之理。 

當一切修行對治的方法，把對治的對象全部對治完成，已全部不須對治的狀

況，「無修」就開始了。 

此時「無修也是修」。此時「修也是無修」。 

修亦得，無修亦得，也無所謂得不得！ 

我就是大道，大道也就是我。 

像這樣子的最高境界，我當然能明明白白，但，天下的修行人，又有幾人能

明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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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法華經，有一句﹕「是法住法位。」 

思之，思之，真佛密法也，住真佛密法的法位。 

古來有言﹕ 

蓮華生大士，用「樂」修法。 

密勒日巴祖師，用「苦」修法。 

濟公活佛用「酒肉」修法。 

彌勒菩薩，用「布袋」修法。 

觀世音菩薩，用「懷」修法。 

文殊師利菩薩，用「智」修法。 

而真佛密法是用「真」修法。 

這是「法法各盡其性，物物各安其位」。 

● 

真善美，這三個字，可以分開而定其位，但也可以合起而定其位，定也不定，

不定也定。 

我如此說﹕ 

真則是也，是則善也，善者適也，適則美也。真善美，無他，各盡其性之謂

也。 

我如此說﹕  

山是靜的。水是動的。 

鳥是飛的。魚是游的。 

植物是靜態的。動物是動態的。 

這是各得其適而已，如果各得其適，則是真，是善，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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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真佛密法」是各自契入自己的本源，「本源」就是自己的「本尊」，

自己的有緣來處。這是「各自適也」。並非「逆理自悖」。 

真佛宗有八大本尊，八大本尊的修持法，正是「是法住法位」，各盡其性是

謂善。 

阿彌陀佛用「一心」，觀世音菩薩用「懷」，地藏王菩薩用「度」，準提佛

母用「清淨」，黃財神用「佈施」，蓮華生大士用「樂」，蓮花童子用

「真」，藥師琉璃光王佛用「藥」。八大本尊修持法，是各盡其性啊！  

● 

「真佛密法」其實是「密教之精」，重點在一個「精」字。 

其次第正是，從「四加行」到「上師相應」，從「上師相應」到「本尊」，

從「本尊」到「寶瓶氣」，從「寶瓶氣」到「拙火」，從「拙火」到「開中

脈」，從「開中脈」到「開五輪」，從「五輪」到「五金剛」，從「五金剛」

到「無上密」，從「無上密」到「大圓滿」。 

這正是密教的次第，先「外法」，再「內法」，再「密法」，最後「密密

法」。 

「修持真佛密法」不祇是「精」，其實也是「深」，思維之深也，是用「至

深意識」來修持。 

真佛密法是「精」，也是「深」，我說更是「博」。因為隨著種種的修法儀

軌而來的解說成帙，可說蔚為大觀，單單我的著作已達百○七本之多，這豈

不是「博」。(註：目前已 達 160本) 

所以，我說﹕ 

真佛密法是「精」。 

真佛密法是「深」。 

真佛密法是「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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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生死」及「明心見性」，是「真佛密法」修煉的最高宗旨，一點也沒

有錯。「自主生死」是佛，「明心見性」也是佛，這是覺悟了「空性」，獲

證了「法身」。 

但是「自主生死」及「明心見性」，或是「空性」及「法身」，術語的味道

太重了些，我用一般性的口語，解釋之﹕ 

其最高宗旨是﹕ 

一、自然，自在。 

二、遊戲。 

三、超越快樂。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跟著我走，我不會欺騙你。我

是很「自在」的人，我是很「遊戲」的人，我是真正「超越快樂」的人，這

是本來清淨大圓滿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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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魔 
有人說我是大天魔，我哈哈大笑。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魔無自性。」 

什麼是魔？ 

凡是害人誤法者，皆是魔。所以有形的「父子兄弟妻妾朋友奴僕師徒」皆可

為魔。無形的天魔山精水怪魑魅魍魎等等，也皆可為魔。 

一般的魔，是指奪人生命，障礙法務，擾亂善事等等。以欲界第六天主為魔

王，其眷屬為魔民。 

所謂四魔是：一、煩惱魔。二、陰魔。三、死魔。四、天魔。（又有八魔十

魔之名數） 

而我的分法如下： 

一、有礙魔--凡見色生貪，見醜生厭，六根所生，皆是魔事。 

二、無礙魔--雖不見之，由心而起，心作好惡之想，想念著魔，是無礙魔。 

三、我執魔--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生起一切的煩惱障礙。 

四、天魔--他化自在天子魔。 

● 

有人說： 

心有愛，則悲魔入。 

心有慢，則天魔入。 

心有貪，則煩惱魔入。 

心存有，則蘊魔入。 

心存殺，則死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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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久久，則知「魔由心生」。而「我執」實為一切魔業之根，「我執」也

是一切輪迴之本。「有礙魔」是我執於一切色塵，「無礙魔」是我執於一切

想念，想神神至，想鬼鬼至。由「我執」之故，故生魔事。 

所以，由「有我」故，故有愛憎煩惱。 

所以，有我，即有魔。 

無我即無魔。 

無我則無畏，無我則無驚，無我則無怪。 

也就是說「無心則無魔。」 

●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對此娑婆世界，有所求或無所求？ 

答曰：無所求。 

因為有所求皆縛，求什麼縛什麼，連佛法亦縛，祇有「無所求」才算是真正

的解脫。 

求名被名縛，求利被利縛，求色被色縛，求官被官縛，求房屋汽車被房屋汽

車縛。...... 

甚至求佛法被佛法縛，八萬四千法門，是八萬四千法縛。 

仍然一句話： 

「有心則有魔，無心則無魔。」 

一切法性空者，無心魔矣！ 

「安住空性，則不起魔事！」． 

● 

在這「四魔」之中，唯有「天魔」和「佛」是對稱的。 

「天魔」是深地的菩薩化身，是有此一說。 

「佛魔一如」，是有此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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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 

「天魔亦有佛性。」 

天魔也有「法身、報身、應身」，天魔是有果位的。 

我如此認為： 

在原則上，凡一切魔事的產生，是離不開「自我」的，由自己的六根產生，

或由自己的想念產生，這全是「我執」之故，魔的來去，全由自心所生。 

一個真正的行者，祇要達到去「我執」的境界，就算是天魔也是無畏的，祇

要安住空性，天魔來了，也是不驚的。 

（這是被魔的最高境界） 

● 

在我證悟的境界之中，說起來是非常嚇人的，是驚世駭俗的，是令一些人齊

齊暈死過去的。 

我說： 

佛就是魔。 

魔就是佛。 

絕對是一，不是二。 

我這一說，則是真正的粉碎虛空，我這一說，則圓舒五光，我這一說，則萬

慮頓息，我這一說，則光光互映，我這一說，則出廣大身，我這一說，則法

界一如，我這一說，則上下十方三世全部大圓滿。 

佛魔同也。 

黑白同也。 

日夜同也。 

善惡同也。 

是非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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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同也。 

葷素同也。 

染淨同也。 

香臭同也。 

................................ 

我證悟的境界，非同小可，這絕對不是一般世俗凡夫所能想像到的境界，也

非能意會到的境界，不是蕞爾小我，所能堪忍的。我看娑婆世界的眾生，生

存在「對立」之中，是謂惑矣！ 

「真理」是絕對的。 

大家知道： 

如來的毛孔與眾生同體，如來的鼻息與眾生同一鼻孔。 

但是，大家知道嗎？ 

如來的毛孔與魔同一毛孔，如來的鼻息就是魔的鼻息。 

佛就是魔。 

魔就是佛。 

佛當然具佛性，魔也當然本具佛性，再說，眾生也本具佛性，何自擾擾不息 

哉！ 

● 

大家讀了本篇，會覺得我寫的「前後矛盾」。因為魔是害人誤法的，是奪人

生命的，是擾亂善事的，怎可能是「佛」呢？那我們對治「魔」，破除

「魔」，豈不是等於對治「佛」，破除「佛」？ 

這個問，問的好！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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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是從「佛」那裡出來的，「魔」是「佛」的化身，祂是來考驗眾生的

修行，祂製造另一個相反的，對立的世界。眾生要修行成佛，就要通過「魔」

的這一關，要破了「魔」，才可以成佛，要對治「魔」，才可以成佛。 

所以說： 

「魔」是考驗官。 

無「魔」不成佛。 

但是當你開悟了，你成佛了，你明白了宇宙的真理，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時候，你會感嘆！ 

煩惱就是菩提。 

貪、瞋、痴均是佛。 

五蘊就是五佛。 

一切法性空，不復以為有魔也，魔根本不見了，「空性」一出，不見魔影矣！ 

這樣子的境界，才叫做「大自在」，才叫做「大圓滿」，才叫做「自如」，

才是真正的「涅槃」。 

● 

最高無上的境界是： 

「佛非佛。」 

「魔非魔。」 

「法非法。」 

「人非人。」 

這是我（蓮生活佛盧勝彥），了達諸法皆空，因而獲得解脫的觀照自在境界。

我自知，於一切法圓通無礙了，徹照一切法了無障礙了，一切神通遊戲作用

均自在了。 

我現在是「隨緣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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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般若心經」已說明的非常詳盡： 

四大，地水火風，是「苦空」。五蘊，色、受、想、行、識是「無我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句話如此說：「世間萬法，皆由因緣和合而生，既是「因緣所生法」，未

生之前本無此物，既滅之後亦無此物，在生後滅前存在其間，不過是因緣和

合之下的假相。」 

我這個境界是，心上不著一吻，無怨親，無貪瞋，無勝負，無人我，無妄想 

分別，一切俱捨，妙湛圓寂，萬境皆空。這個時候，心空則五蘊自空，六根

六塵空，十八界空，十二因緣空。 

此時證得的是：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就是佛性。 

般若心經說： 

無苦、集、滅、道。 

無八正道。 

無十二因緣。 

這是「破」。 

到此境界，不但「破我執」，也「破法執」，更「破空執」，到達了「無智，

亦無得」的境界。 

這都是我的自性顯露，何嘗有什麼智？什麼得呢？但知「常寂」二個字。 

此二字，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要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今天，到此境界者，已無法言說，已無法用文字

解釋，所以祇有用： 

「大神咒。」 

「大明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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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咒。」 

「無等等咒。」 

● 

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曰：「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就是「法非法」。 

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曰：「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

薩。」 

這就是「人非人」。 

於是，我再證知： 

「魔非魔。」 

「佛非佛。」 

一個修行的人，能解脫生死煩惱，再破除眾生的愚痴無明，而且達到萬法皆

通而無一法，已經是無法能與之相比了，此時的「魔」，已是「非魔」，佛

亦是「非佛」。 

無法名之，才稱為「佛」。表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意思。 

由於文字無法解說，所以才寫成： 

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的所有如來，依般若為因，修行證果。證得證無所

證，得無所得，無得而得，無證而證的菩提智果。這種境界，唯佛與佛知。 

在我的境界之中，實非外人所能理解的世界，「魔」祇是名相，祇要「無

我」，祂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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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念 
真佛經云： 

「無念為正覺佛寶。」 

何以故？ 

傳心法要曰： 

「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華果。即心便是靈智，亦云靈台。

又曰，且如瞥一念起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頓悟入道要門論上，曰：。 

「問此頓悟門，以何為宗，以何為旨，以何為體，以何為用。答，無念為宗，

妄心不起為旨，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問，即言無言無念為宗，未審無念

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云何為邪念，云何名正念。答，

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為邪念，不念善

惡，名為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即名正

念。問，云何正念。答，正念者，唯念菩提。問，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

可得。問，即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實不可得，

亦無前後得者，為不可得故，即無有念，只個無念，是名真念。」 

這兩段經文，言簡義深，但，無念為正覺佛寶，明矣！ 

真佛宗即無念宗。 

真佛宗即真念宗。 

我強調： 

「無念為宗，妄心不起為旨，以清淨為體，以智慧為用。」 

● 

有人質問： 

「無念不就等於石頭？」 

「石頭是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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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念是大頑空？」 

我的回答是：． 

人類是有靈性的。 

石頭是沒有靈性的。 

二者不可以混而談之。 

人類的無念，不等於石頭的無念。 

我再仔細的說明如下： 

當一個修行者進入「無念」的狀況之下，宇宙的意識法流便灌頂全身，自身

化為「真理」，化為「佛」，化為「大光」，化為「圓滿清淨」......。 

這些都是「不可說」的超然境界。 

試問： 

「石頭能嗎？」 

我又如此解釋： 

石頭如果有靈性，如果石頭也進入無念，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這石頭是

佛。 

至於無念是大頑空？ 

我的回答是： 

無念即正念也，無念者是無邪念，非無正念，唯念菩提。這怎麼是大頑空呢！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在進入「無念」的實際狀況時，全身「氣流」、「光

流」、「明點流」全部匯歸「天心」。變成即身就是菩提華果，即心就是靈

台。 

在這個原則之下，「禪宗」與「密教」，原來在此會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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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三法印之一的「無我印」。凡愚妄於色身假合上固執常一之我，作

種種的妄業，佛為破其妄計，說「無我之理」，此是三法印之一的「無我

印」，此印是不可違越的，是證明真理與外道的。 

我認為： 

「無我」是指身。 

「無念」是指心。 

有了「無念」，才有「無我」。 

● 

再說「無住」，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無所生，隨緣而起。 

如來是「無去無來」。 

無去無來是「無住」。 

最是清淨，瀰佈大虛空。 

我認為： 

「無念」是心。 

「無住」是體。 

我所領悟的法，「無念」而已。 

● 

佛法到極深之處，根本是無法，可以說是一本「無字天書」，要參透它，也

是一箇「無」字了得。 

成佛之道，唯一而無二無三。 

法華經如是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禪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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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學附木

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這一個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

門關。」 

我告訴大家： 

禪宗「無」字。 

密教觀「空」。 

到此相通。 

●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所得的覺悟，正是無上正等正覺，正是佛覺悟一切法

的無上智。 

是離偏邪的。 

是證悟真理的。梵語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上正等正覺，是不可說，是不可思議的，如同圓覺經云的：「無上妙覺遍

諸十方，出生如來。」 

要遍諸十方，須最清淨。 

要最清淨。 

唯一「無念」。 

● 

「無念」與「無心」通。 

最先是繫心一處，成一心不亂，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入三昧定中。 

又云： 

「一念妄心僅動，即具世間諸苦，如人在荊棘林，不動則刺不傷，妄心不起，

�處寂滅之樂，一念妄心纏動，即被諸有刺傷，故經云，有心皆苦，無心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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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真佛密法」： 

第一個祕訣：把雜念收歸為一。（一心） 

第二個祕訣：把一念化為無念。（無心） 

第三個祕訣：把無念等如虛空。（空性） 

● 

「無念」又與「無作無為」通。 

這「無作無為」不是真正的「無作為」。 

是：無因緣的作為也。是心無造作之念也。這個道理已進入非常湛深了。 

中國的「無為思想」。 

「無為而為」，正是無因緣之作為也。 

我常常說： 

我們努力去完成弘法的大業，但一切成果不計。 

所以我說： 

真佛宗如何如何，與我不相干。 

我度眾生多寡，與我不相干。 

我的將來如何，與我不相干。 

我是「無為而為」，成果如何，不去計較。 

● 

金剛經云：「無所得。」 

你祇要到「無念」的境界，就可明白金剛經裡的「無所得」。 

在「無念」裡-- 

「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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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 

「無心」。 

「無作」。 

「無為」。 

這怎麼會「有所得」呢？所以一切是「無所得」，這「無所得」才是真得啊！ 

心中無所執著「得」與「不得」，「得」與「不得」無所分別。所以說：

「有所得心者， 

取相之心也。無所得心者，無分別智也。」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無念」自然「無相」，合了

「諸法皆空」。 

「無念」則離一切相。 

● 

四十二章經曰： 

「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人。」 

有人如此說：「蓮生活佛寫了百多本著作，原來祇教人「無念」二字，如果

明白「無念」之理，實修「無念」，達於「無念」，這百多本著作等於垃圾，

一把火給燒了。」 

有弟子認為： 

「豈有此理，大逆不道，聖尊的著作怎麼可以燒！」 

我哈哈大笑： 

「不但百多本著作可以燒成灰燼，甚至可以把灰燼倒入廁所坑中。若悟無念

理，達於無念，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塑相，亦可請下供桌，用大斧頭，把頭、

手、腳全部支解，拋到垃圾場。」 

這「無念」之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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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作性德之人。」 

「離修證情念之無為真人。」 

我再重覆一遍： 

「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人。」 

● 

「無念」者通「六無畏」： 

一、善無畏--三密合一之無畏。 

二、身無畏--無身子之束縛無畏。 

三、無我無畏--無我相的無畏。 

四、法無畏--法的無性無相之無畏。 

五、法無我無畏--自心明白的無畏。 

六、平等無畏--諸法本不生，平等法界之無畏。 

● 

這「無念」，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大到不可計量，因此是「無量」。 

密教的「四無量心」-- 

慈無量--給別人快樂。 

悲無量--拔別人之苦。 

喜無量││喜樂永遠的去作。 

捨無量--怨親平等的施捨。 

這「四無量心」原有「慈悲喜捨」的無量義。而「無念」者，有無量無數之

義理，可以說就是「實相」。 

● 

「無念」可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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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覺。 

無量光--光明轉增無盡。 

無量壽--時光無拘無束。 

無量界--空間無拘無束。 

無量慧--等於無量覺。 

「無念就是無等等。」 

什麼是無等等？維摩經曰：「佛道超絕，無與等者，唯佛佛自等，故言無等

等。」 

法華曰：「無等等者，九法界心不能等理，佛法界心能等此理，故無等而等

也。」 

又：「獨絕無倫，各無等等。」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無念就是無等等」，是不二門，是無為法身。 

● 

「無念」超越「無想天」，超越「無煩天」，超越「非想非非想處天」，超

越「無盡法界」。 

我的「祕中祕」無秘密。 

我的「奇中奇」無稀奇。 

我的「法中法」無大法。 

我的「王中王」無上王。 

祇有二個字的口訣： 

「無念」。 

● 

這「無念」絕不是「四空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

處」、「非想非非想處」。 



 

35 

所修的定也非「四空定」。 

「無念」是我真佛宗的真宗。 

「無念無住無修無證」是真宗也。 

我賞實在在的告訴大家，千言萬語集為二個字，這兩個字就是「無念」。

「無念是正覺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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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皈依蓮生活佛 
寫信皈依— 

  由於欲皈依者，遍布全世界各角落，親來皈依不容易。因此欲皈依的

弟子，只要在農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時，面對太陽昇起的方向合掌，

恭念四皈依咒：「南 摩古魯貝。南摩不達耶。南摩達摩耶。南摩僧伽耶。

蓮生活佛指引。皈依真佛。」三遍。念三遍拜三拜。（一次即可）。 

 在自己家中做完儀式的弟子，祗需寫信，列 上自己真實「姓名」、

「地址」、「年齡」，隨意附上少許供佛費，信中註明是「求皈依灌頂」，

然後寄到美國的「真佛密宛」。 

 

蓮生活佛盧勝彥「真佛密宛」的地址︰  

Grand Master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Tel:  425-885-7573 

Fax:  425-883-2173 

 

在蓮生活佛這裡，每逢初一或十 五，便在「真佛密宛」舉行「隔空遙灌」

的儀式，給無法親到的弟子遙灌頂。然後會給大家寄上「皈依證書」及上

師法相，同時指示從何法修起。這即是取得「蓮生 活佛」的傳承。  

 

親來皈依— 

  先聯絡好時間，由世界各地到美國西雅圖雷門市的「真佛密宛」，或

依蓮生活佛弘法所在的地方，由蓮生活佛親自灌頂皈依 

  至真佛宗各分堂所在地請求協助皈依。（真佛宗的各地分堂分布於全世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