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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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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虛空出現 
 

  這本書的開始，我不得不談一下密教的源流，根據《楞伽經》： 

  「大慧汝應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

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

喜地，往生安樂國。」 

  於是，印度密教的源流就是: 

  摩訶毘盧遮那如來，於法界宮，以兩部印之傳法，灌頂傳授金剛薩埵，

金剛薩埵得傳法之秘璽，結集兩部大經，各十萬頌，納於「南天竺之鐵塔」

。 

  佛滅後八百年，龍樹菩薩，應佛之懸記而出世，開南天鐵塔，親受大法

於金剛薩埵。 

  以後，就是龍樹傳授龍智，龍智傳授善無畏及金剛智。…. 

  （以上是印度密教的傳承） 

      ❁ 

  又有一說是︰ 

  昔日，彌勒菩薩問佛︰ 

  「三乘教法外更有法否？」 

  佛答︰ 

  「我有摩訶三昧耶秘密內法，依之修行，能令大乘行者速得成佛。」 

  （這是佛陀時代，佛已傳密教之說法。） 

      ❁ 

  密教之源流，到底在何時？佛教在印度，經歷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

大乘佛教，最後才密教興起。 

  密教的起源根據學者的研究，非是一夕而得，而是公元前三○○○年到

一五○○年之間，阿利安人在印度留下的古老文獻《吠陀經》及各種《奧義

書》，這些印度宗教哲學的基礎，裡面有古瑜伽理義、有咒術、有禮儀、有

各種神明，學者認為，從《吠陀經》及《奧義書》，可以尋找到密教的淵源

。 

  這個觀念的出現，使密教與印度教相混合，有很多佛教的教派將密教視

為佛教的異端或者是不純的佛教，認為密教含有︰ 

  咒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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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猥性。 

  迷信性。 

  諸天性。 

  神秘性。 

  這些特性，有人認為是「密教」的障礙，但，在我看來，這正是密教獨

有的特徵，由於有這些特徵，若不加以輕蔑，深入去研究了解，才能獲得含

有真正密教的真髓。 

  這幾種特性，我在後來的文章中，會申論到。 

      ❁ 

  釋迦牟尼佛圓寂之後，其原始佛教，當然也有保守派及改革派的對立，

於是保守派就成了「上座部」，而改革派就成了「大眾部」。 

  上座部──注重修行、獨善。 

  大眾部──注重理論、信仰。 

  然而，也有一部份的行者，不願固定於小乘，也沒有投靠大眾部，而自

由自在的修行瑜伽。 

  這其中就產生了「中觀派」。 

  龍樹菩薩創了「空」的理論。 

  無著菩薩創立了「識」的理論。 

  於是，就有了「瑜伽唯識派」的產生。 

  很多學者都認為︰密教其實就是淵源於「瑜伽唯識派」的行者演化而來

。 

      ❁ 

  接著── 

  蓮華生大士把密教帶入西藏，成了西藏密教。 

  善無畏、金剛智、不空把密教在唐朝開元時代傳入中國，是中國的密教

。 

  而日本弘法大師，銜命入唐求法，學於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闍黎，是日本

密教。 

      ❁ 

  有關於密教的源流，別人的論說已經寫完了，至於我自己的意見呢！ 

  《般若經》說︰「諸佛境界，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思量佛境，心則狂

亂。」 

  我現在請汝等大眾「心勿狂亂」，安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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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大家，密教淵源於我，我就是密教。 

  大家想一想，在久遠劫以前，誰與密教有極深遠之因緣，我這一世又來

弘揚密教，汝們怎可忘掉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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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佛罵祖 
 

  「呵佛罵祖」是禪宗的典故，其傳說如下︰ 

  唐朝，朗州德山院，宣鑑禪師，一日上堂云︰ 

  「我這裡，佛也無，法也無，達摩是個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

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點鬼簿、拭瘡紙，佛是

老胡屎橛。」 

  又︰ 

  僧問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 

  「如何是佛？」 

  文偃禪師︰「乾屎橛。」 

  文偃禪師又說︰ 

  「釋迦出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四顧四方云︰『天上天

下，惟我獨尊。』老僧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 

      ❁ 

  另外有關無著禪師的「前三三，後三三」︰ 

  無著禪師遊五台山，到荒僻之地，文殊菩薩化一寺給他住宿。（文殊化

一老翁） 

  文殊問︰「從什麼地方來？」 

  「南方。」 

  文殊又問︰「南方佛法，如何住持？」 

  無著答︰「末法時代比丘，恪守戒律的少了！」 

  又問︰「有多少比丘？」 

  答︰「或三百，或五百。」 

  無著反問︰「這裡的佛法如何住持呢？」 

  文殊說︰「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有多少人呢？」 

  文殊回答︰「前三三，後三三。」 

  在喝茶時，文殊舉玻璃杯子，問無著︰「南方有這個嗎？」 

  「無。」 

  「那麼平常用什麼喫茶呢？」 



 

9 

  無著無語。 

  文殊令童子相送無著。 

  無著禪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到底是多少？」 

  童子說︰「大德！」 

  無著應了一聲。 

  童子便問︰「是多少？」 

  無著又問︰「此是何處，是何寺？」 

  童子回答︰「金剛窟般若寺。」 

  無著禪師再一回頭，寺和童子都不見了，只是空谷一片。 

  （後來，無著禪師每見文殊菩薩顯現於飯鍋內，見之便打。） 

      ❁ 

  我學密教，為何提這禪宗的三則典故？因為今天的我，確實與從前不同

，我雖學密，但到了「清楚明白」的境界時，對禪宗典故，一看便了了於心

。 

  我的境界︰ 

  可以打佛。 

  可以罵菩薩。 

  但，汝們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到了最高無上的境界之後，發覺「不可說」的境界原來如此，「

心則狂亂」的境界原來如此，「至上意識」原來如此，如此如此，所以可以

打，可以罵。 

  因為，打也是「空」。 

  因為，罵也是「空」。 

  這是「空」對「空」。 

  宣鑑禪師，文偃禪師，無著禪師，「呵佛罵祖」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已

經證悟。 

  「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已經明白顯現。到了此地步的行者，對

於露了相的，是不是應該打！ 

      ❁ 

  我在此，提示密教奧義︰ 

  迷惑於幻覺妄想者，墮入無明的黑暗之中，完全執著幻相無明者，墮入

更大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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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迷惑於「有相世界」者，將進入無明黑暗，因為「有相皆幻」。 

  有相要破除。 

  幻相也要破除。 

  只有到了破可破，才是開悟！ 

      ❁ 

  坦白說，初學佛時，對於「呵佛罵祖」的禪宗大德，我實在無法意會，

佛是圓滿覺悟，菩薩如此崇高，無上正等正覺，如何可以譭謗，如何可以罵

，不怕下金剛地獄嗎？ 

  我對宣鑑禪師、文偃禪師、無著禪師的狂妄，實在是不敢恭維。後來，

我自己「清楚明白」了，原來三位禪師「打罵」的是「名相」︰ 

  「名」──假名。 

  「相」──幻相。 

  禪宗祖師悟入「空性」，便知一切「名相皆幻」了。 

  有的禪師更狂，更說︰ 

  「唸佛一句，漱口三日。」 

  現在我明白，悟入空性者，不執名，不執相也。 

      ❁ 

  談到「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我的悟境如下，前三三，後三三，

還不是在原地嗎？即返回原來之地也。 

  那是直指佛性，直指真如，直指不動。 

  這娑婆世間，唯一不動的，就是「無雲晴空」，也就是虛空，在文殊菩

薩的眼中，豈有什麼數字？ 

  只有「前三三，後三三」。 

  只有「佛性，真如」。 

  後來無著禪師開悟了之後，一見「文殊菩薩」顯現，便舉手就打。 

  因為「有相皆幻」。 

      ❁ 

  有人問我︰ 

  「蓮生活佛盧勝彥，您是開悟者，您呵佛罵祖嗎？」 

  「不罵！」 

  「為什麼？」 

  「釋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禪師就笑罵他老人家露出狐狸尾巴，如今，我

也學人家呵佛罵祖，豈不是也是一種名相。」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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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怎辦？」 

  我啊︰ 

  「懶得理會，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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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心法之「我見」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修行，經四十九天，破無始無明，豁然證悟，從

佛性中看，見一切眾生皆是佛。乃嘆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

智慧德相。」 

  佛陀的這句話，就是「密教奧義」。也就是︰ 

  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二、你就是佛。 

  三、我就是佛。 

  四、在「佛性」上，一切平等義。 

  雖在「佛性」上，一切平等義。但其差別乃是︰「迷者眾生，悟者是佛

。」 

      ❁ 

  我曾在印度「達蘭沙拉」和達賴喇嘛討論「大圓滿心法」的要義。 

  我們曉得大圓滿法的修持有二︰ 

  一、徹切。（立斷）修法。 

  二、脫噶。（頓超）修法。 

  我與達賴喇嘛，談的是修「脫噶」頓超的四段次第︰ 

  我的說法如下︰ 

  一、法性顯現──見明點空光。 

  二、覺受增長──見金剛鏈。 

  三、明體境界──見佛身。 

  四、窮盡法界──見佛土。 

  在這其中，我隱藏了一句話沒有說，我看見的佛的相貌，其數甚多，最

奇特的是，一一佛像，其臉，都是我自己的臉，一一佛都是盧勝彥，一一皆

是自己的變化。 

  後來，我讀《依沙奧義書》第十六偈頌有言︰「噢！至上意識，萬物一

體，列祖列宗，這樣的大光芒，這樣的大光輝，我掀開您的神聖面紗，此至

上意識被稱為『那個』，而『那個』的真面目，就是『我』！」 

      ❁ 

  怎麼所有的佛，都是盧勝彥？ 

  我的印證如下︰因為是「我」修法，十方剎土佛國光明，皆因由「我」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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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顯，也即是由「我」內心而顯。 

  接著是︰ 

  能顯所顯。 

  無二無別。 

  內外一體。 

  心境如一。 

  身化虹光。 

  （小我進入大我） 

  此時，印證了釋迦牟尼佛的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 

  今天本文最主要的意義，是解剖「我」字。 

  最初我學佛，一看佛陀講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就以為「天上

天下，唯釋迦牟尼獨尊」或是「天上天下，唯佛教獨尊」，這一拳就把其他

宗教全打扁了。 

  事實上，基督教的上帝耶和華也如此說︰「除我之外，沒有別的神。」 

  我以為佛陀的「我」和耶和華的「我」，是一樣的。 

  後來，我修持大圓滿心法── 

  「徹切」立斷修「無生阿字」，修「三虛空會合」。 

  又修「脫噶」頓超，由「本覺智光」起修，到「窮盡法界」，最後我終

於看見了「真我」。 

  這個時候，我豁然大悟︰ 

  這個「我」不是指釋迦牟尼佛。 

  這個「我」不是指佛教。 

  絕對不是。 

  而是︰指每一個看到「真我」的行者，看到「空性」的人，看到「真如

」的人，看到「佛」的人，看到「宇宙意識」的人。 

  我已證得，這個「我」字，「我」就是「宇宙意識」。 

  不是釋迦牟尼佛。 

  這「宇宙意識」確實沒有名詞可用，任何名詞都用不上，我想認識它，

只是在寬坦、任運上安住，才能證得。 

  我說︰「一切法都如鏡花水月，均與自性為一體。」 

  這是一個「我」字。十方三世一切佛，同一法身。 

  任運安住於清虛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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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點空光的演化 
 

  我練習看光，在自己的面前，點了一根燭，只注視燭光，只見此火漸漸

放大，大至一片火海，再大至白茫茫一片，便寂然入了定中。能定所定之中

，有一景相非常清晰，也就是︰「點點明星呈現眼前。」 

  以後，我「心氣」不動時，定睛看去，點點明星不動。如果「心氣」動

時，點點明星也動。 

  我知道，這是「明點空光」，於是我定住了「明點空光」，讓它不能移

，不能動。 

  我日日禪定，去看明點空光。 

  我得到一個結論︰「明點，在我們自身之中就有，也就是生命元素，我

們身體有光，也是明點之光。而外在物質世界中，也有所謂的明點，如果用

科學的角度去看，可能就是原子、質子、中子、電子、粒子、核子等等。」 

  我喜歡用一個比喻︰ 

  電視機的螢光幕，當剛打開時，先出現一點一點的螢光，而後螢光縱橫

成了光線，光線集合成了畫面，而畫面再顯影顯相，這是電視機的顯相。 

  我發現宇宙之間的明點，其數無盡，也不一定相同，各有各的特色，有

的明點固定，有的會動，有聚集的明點團，也有分散的，各自獨立，也有大

明點中有小明點，也有排列成一串的，明點的顏色也非常多，多到不可思議

。 

  我終於看見了，這是以前一些通靈人常說的︰ 

  靈子。 

  些子。 

  魄子。 

  光子。 

  我知道，這些只是「名詞」，原來這些只是「明點空光」的另一種稱呼

而已。 

  據說，科學家，要用很精細的科學儀器，才能看見這些微細世界的光體

。但是，我們密教行者，因通過「拙火」的修練，由「天眼」之中，也能觀

察到十法界之器世界，這是「禪定意識」中，一個最偉大的發現了。 

  我告訴大家︰ 

  「我昇起的拙火，把十法界全照明了，我照到奧明天宮，照到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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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到兜率天宮、照到華藏世界、照到琉璃天宮、照到真佛世界…..。」 

  密教的奧義︰ 

  「佛是一個自己顯示的至上本體。而眾生是，一個未顯示的至上本體。

如是我見。」 

  密教的奧義︰ 

  「明點動靜一如，明點既遠又近，在一切之內，又居一切之外。」 

  我如此說︰ 

  「世俗人的眼睛，自以為是明的，原來是瞎的，因為無明的黑暗，障礙

世俗人的眼睛，世俗人的眼睛所看見的，只有無明的大黑暗，永遠不明白真

理的世界。」 

      ❁ 

  寫作寫到這裡，我想到一個問題值得大家來討論── 

  密教修持的次第，為什麼要依序而修，為什麼不直接從「看光」入手，

也就是捨棄「欲界天」的修持，直接就入「色界天」，或是直接入「無色界

天」，捨棄「欲界、色界」。 

  或者「三界」均不要，直接成佛？ 

  為什麼？ 

  這個問題如何回答？ 

  我覺得這是「根器」的問題，眾生根器不同，才需要佛陀說法四十九年

，還未說著一個字。 

  我分析三界天如下︰ 

  欲界天──樂大。 

  色界天──慧大。 

  無色界天──空大。 

  娑婆世界的眾生，為什麼要修行？因為「苦多樂少」，釋迦牟尼佛為什

麼要修行？因為看見了四門四苦──生老病死。所以眾生要修行，最重要是

「離苦得樂」。 

  今日世人，求往生「極樂世界」者多，何以故？因為「極樂」兩字，太

迷人之故。「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這也是「安樂剎」受到佛弟子嚮往的

緣故！ 

  這「樂」字是第一目標，「大喜樂」人之所好也，所以修行之路，仍然

以「樂大」為第一次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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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修行，第一目標是「離苦得樂」，這是沒有錯的。所以我心中突

然有一種想法，今天的「慈濟功德會」何以能風行全世界，如果採用人類心

理學的方式來推究，「離苦得樂」應該是標準答案，我們不是常常說「為善

最樂」嗎？ 

  有沒有人，一開始，就要「求慧」的？ 

  記得印度的「菩提達摩」初至東土。 

  梁武帝問他︰ 

  「你來作什麼？」 

  菩提達摩答︰ 

  「找一位完全不受惑的人！」 

  我認為，完全不受惑的人，就是慧。妙的是，達摩祖師給禪宗二祖的法

號就是「慧可」。 

  梁武帝問︰ 

  「我建寺無數，齋僧無數，弘佛無數，有何功德？」 

  菩提達摩答︰ 

  「毫無功德！」 

  （不過是一點人天的小果報而已） 

  對於這方面，月溪法師說得非常透澈，月溪法師說︰ 

  誤認行善為佛法 

  「一般在家人出家人誤認行善便是佛法。此乃錯誤。行善雖是好事。但

與明心見性成佛無甚關係。種善因者。可得善果。善果乃世間福根。非成佛

之果也。欲成佛者。須修行參禪。參禪所以養育菩提心者也。故《華嚴經》

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為魔業』。可不慎哉。《六祖壇經無相頌》

云︰『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未

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名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

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我個人認為︰ 

  這是月溪法師的口氣，說的重了些，應該是「行善是佛法，佛法非行善

」，也就是「白馬是馬，馬非白馬」，行善是佛法當中的人天乘佛教。 

  行善慈濟，是方便法，不是真諦，在因緣果報中，確實是人天小果而已

，但是世間人差不多也只是這種意念在導引而已，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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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派，亦是如此！ 

  梁武帝時代，佛教盛行，「佛心天子」及四百八十寺的僧眾，也只是如

此而已，要找一位不受惑的人，幾希？ 

  所以從「慧」下手，少之又少！ 

  所以從「空」下手，更少！ 

  依照如此的推論，我重複提到我們的老話題，密教的修行，仍然要依次

第修── 

  先是「大喜樂」──欲界天。 

  再是「大禪定」──色界天。 

  後是「大空」──無色界天。 

  最高是「覺悟成佛」。 

      ❁ 

  我知道我看見的「明點空光」，都是幻象，是自己的「體光」與「宇宙

光」交融而成的。 

  這裏面有修持的四種相︰ 

  一、見──即知見、正見、見光而知光。 

  二、修──持續而修光，其修如無波之海。 

  三、行──明淨如虛空，利益眾生。 

  四、果──俱生智。 

  看見「明點空光」之後，再繼續修持，就會跟著現出如波狀馬尾串珠的

金剛鏈。 

  我知道「明點空光」是光點，而集合光點就是「金剛鏈」。 

  我依照師父的教授口訣，使光點先固定，再由口中放氣，如繩子狀，將

光點一串串的串起，其實我這時候的「氣」已很強，吹氣如繩，將界外的明

點空光，一一串起。我的氣還是有顏色的，是五彩的光繩，漸漸串成如馬尾

串珠之相，川流不息而顯現，我終於看見金剛鏈了。 

  師父說︰ 

  明點現空光。 

  氣風現為繩。 

  串起就是金剛鏈。 

      ❁ 

  在「看光」中，看見「金剛鏈」是可喜的，金剛鏈被稱為「現見法性顯

現」。我個人曾與達賴喇嘛談到「金剛鏈」的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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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師父的教授之中，有一秘密口訣，最初的金剛鏈仍然是不穩固的，閃

動非常快，川流不息。 

  師父說，要用金剛鉤鉤住，想一金剛鉤，鉤住移動的金剛鏈，可使金剛

鏈安定，如此覺受增長。 

  一般金剛鏈，依速度分，祖師們說── 

  一、快如流星下墬。 

  二、漸緩如飛鳥之速度。 

  三、再緩和如羊、鹿之奔馳。 

  四、最後如蜜蜂採蜜，嗡嗡的旋轉。 

  金剛鏈也不只是馬尾串珠形狀，我看見的有「天女散花形」、有「海潮

波浪形」、「三角形」、「寶塔形式」、「半月鉤形」、「蓮花形」、「金

剛杵形」等等。 

  最後，我才知道，法性的金剛鏈光明，原是自心的變化，由心去變化而

顯現。 

  這是根本淨光由水通光，連接了界淨光的緣故，還是和自己的心有關連

。 

      ❁ 

  金剛鏈就是明點空光的串起，而集合了金剛鏈，就成了「金剛鏡」，這

「金剛鏡」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名詞，歷代祖師從來就沒有人這麼說。 

  我說，金剛鏈聚合成了金剛鏡，這是我的經驗，我看見明明覺受漸長之

後，金剛鏈的集團就是金剛鏡，一片白光，如月輪，光芒芒。我奇怪，祖師

爺們為什麼沒有提到這個境界，這是一個大明點，也就是大明體。 

  密教五智當中，有大圓鏡智光，這大圓鏡智光和我所看見的金剛鏡是否

有關連，我想，這必須花功夫去研究，我確實看見金剛鏡了。 

  我一坐定，便可看見。隨時隨地可以看見，這金剛鏡也會飛，飛到我頭

上，成了頭光，飛到我背上，成了背光，我成了光輝騰騰的阿彌陀佛。 

      ❁ 

  修練到這個境界的時候，我自己清楚明白，我應該距離「真如」不遠，

但是有時候也覺得很遠，這是什麼滋味，原來這種「大圓鏡」（金剛鏡）的

境界，已經是不可言詮了。 

  這個境界，令我想起，我初獲天眼，二十七年前，我就看見一面大圓鏡

，這大圓鏡我飛進去。 

  就有聲音對我說︰「你就是蓮花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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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眼看見「蓮花童子」，看見「西方極樂世界」，看見諸尊。 

  就是這不可磨滅的景相，令我實修二十七年。 

  今天我又看見了「大圓鏡」（金剛鏡）。 

  今天的大圓鏡，不必依靠佛菩薩的加持賜與，而是我自己修出來的，隨

時隨地可以顯現的境界。 

  這個境界，太不可思議了！ 

  我發覺這個大圓鏡，可能就是「大明體」，密教稱「母光」，這母光不

只在外，也時時進入我的身中，與自身的子光會合，這是我的證驗，我覺得

母光和子光相會合，不就是「果境光」嗎？ 

  一般行者，強調在進入涅槃時，將「子光」運出肉身，與在外的「母光

」會合，就是「中陰成佛」，難道我這個境界，就已是「中陰成佛」了，但

是淨光境界明明還在四禪天啊！ 

  我思索這段經歷︰我已能固定「金剛鏡」，在鏡中所顯現的，有時候是

不成形的臉孔，有時候是扭曲的身形，互相纏繞，也有許多奇怪的形象，在

光體中忽現忽隱。然而，「金剛鏡」中也會出現美好的景相，有發著亮光的

天人，有極柔和的光采，有喜樂祥和的剎土，這「金剛鏡大明體」全部包含

。 

  我逐漸明白過來，這個境界是一個更高更深的知覺境界，這是生命光源

的神秘世界，我在禪定中，如果心愈定，心愈淨，甚至是無念狀態，在我的

眼前恆常住著一個發光的光環，這光環在頭上就是頭光，它也可變幻多個光

環，如果在背上就是背光，在腳下，就成了發亮的蓮花。我的經驗確是奇特

，我以為我已是一個能發光的菩薩了。 

  我曾經在法會上，自覺自己是發光菩薩，運用我自己修成的功力，用一

口真氣吹「大明體」，讓「大明體」裏，飛出許許多多的小明體，在參加法

會的信眾之中飛來飛去，竟然有人如此說，這是蓮生活佛盧勝彥發出來的「

般若光」，這「般若光」還真能令很多信眾領悟「法味重重」。 

  我體會到大明體的喜悅，那種充滿超然喜悅的知覺狀態，乃是一種主觀

的內在現象。 

  大明體金剛鏡，仍然是無狀無形，精妙之極，不可察覺，無法描繪及說

明，它只是一個知覺圈。 

  由明點空光。 

  演變金剛鏈。 

  再演變成廣闊繽紛的光池，我只能如此一再的形容。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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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的修行，是運作在透過這一層認知，去明白「真如」。 

      ❁ 

  我看見半身佛，及現出佛的全身。 

  最後看見雙身佛，佈滿整個虛空之中。 

  演變到最上層的境界，我所觀察到的，一切均是五方五如來的佛國剎土

，我看到五方佛的心光，融入我的自心之中，這是「大光明灌頂」，十方諸

佛的眉心毫光集中照耀我的頂髻，我的頂髻盤旋放光，我的全身毛細孔，一

一毛孔成了佛國的剎土，每一剎土均有一位「毘盧遮那」。 

  寂靜諸尊在大明體內。 

  忿怒諸尊在大明體內。 

  此時的我，八識清淨，五智虹光發出，極微細的障礙均無，這是十地菩

薩的境界嗎？ 

      ❁ 

  密教奧義，把淨光境界分為四︰ 

  明點空光──法性顯現。 

  金剛鏈──覺受增長。 

  佛菩薩──明體進詣。 

  佛國剎土──窮盡法界。 

  一般在窮盡法界之中，此時，十方佛國剎土的光明，全部出現，行者一

一收攝自心，外光與內光二者合一，無二無別，內外一體，此刻，身化虹光

，即身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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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次第與佛國剎土 
 

  修持到了「淨光境界」，在窮盡法界之後，好像就可身化虹光，即身成

佛了，然而，在此，我自己產生了一個疑問，甚至很多行者也產生了疑問，

我們曉得「十法界」的次第是︰「佛、菩薩、緣覺、聲聞、諸天、人、阿修

羅、地獄、餓鬼、畜生。」 

  而諸天的次第是︰ 

  欲界天──六天。 

  色界天──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共十八天。 

  無色界天──四天。 

  共二十八天。 

  我們曉得「佛、菩薩、緣覺、聲聞」的境界，都比二十八天高，然而，

為何在「淨光境界」的色界天，就可以身化虹光，即身成佛，難道不必經過

「無色界天」嗎？ 

  想當年，釋迦牟尼佛苦行修禪定，他曾經修行到了「無色界天」的最高

處「非想非非想處天」，自己覺得還未到地頭，仍然未究竟，於是，才下雪

山，在菩提樹下冥想，最後才成就佛陀，釋迦牟尼佛是經歷了「無色界天」

的修行。 

  由此推論，「佛國剎土」應該在二十八天之上，開悟的佛，應該高高在

上才是，而佛國剎土，究竟在何處？佛國剎土要定位在何處？這是本短文所

要討論的。 

      ❁ 

  我個人學佛二十七年，當然知道成佛的十號「如來、應供、正偏知、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天、天人師、佛世尊。」我也明白菩

薩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燄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

動地、善慧地、法雲地。」但是，成佛及菩薩，其果位內含諸家說詞紛紜不

一，也沒有絕對的標準，要認真的分析，相當的困難，要花腦筋。 

  在密教，把菩薩十地，又增加到十六地，說原始佛「阿達爾瑪佛」是第

十六地，而大日如來「毘盧遮那」是第十三地，也同樣諸家說詞不一。 

  其中以二個果位為最高︰ 

  一、等覺位──菩薩十地以上，斷無明，入等覺位，名之為佛。密教金

剛薩埵，也在此位。 

  二、究竟位──比等覺位更高，就是妙覺位，這是朗然大覺，妙智窮源

，名為妙覺，如釋迦牟尼佛即是，這是最高的成佛果位。 

  然而，我們要討論的，不是佛菩薩果位等地的問題，而是「佛國剎土」

到底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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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學佛的人，知道諸天的次第之中，六欲天中的四天王天及忉利天，

是居住在須彌山之半山及山頂，所以此天就叫「地居天」。 

  另外，四天則是「空居天」。諸天之居，有五類︰ 

  一、上界天──色界及無色界之天。 

  二、虛空天──欲界六天，夜摩天以上之四天。 

  三、地居天──欲界六天，四天王天，忉利天住須彌山。 

  四、遊虛空天──日月星宿之天。 

  五、地下天──天龍八部、阿修羅、閻羅王等眾。 

  由此可知，除了「地下天」及「地居天」之外，諸天次第之居住地，大

部份全在虛空之中。 

  諸天在虛空之中居住，實在很難想像祂們「天人」如何住？如此行、住

、坐、臥的，其居住環境及建築，也非凡夫之人所能測度了，連諸天之居住

都難測度，佛國剎土更如何去測度？ 

      ❁ 

  「佛國剎土」到底在何處？ 

  最有名的西方「極樂世界」，佛陀說︰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 

  就是這麼簡單。 

  《大無量壽經》說︰ 

  「阿彌陀佛是世自在佛時的一個國王，出家之後，法名為法藏比丘，他

見過二百一十億的佛土，在各個佛土的見識當中，攝取了精華，再經過五劫

思維，發四十八個大願，建設極樂國土。阿彌陀佛成佛已有十劫，以光明無

量及壽命無量救度眾生。」 

  學佛的人，都知道極樂世界是二百一十億佛國的精華，的確是好的不能

再好了。 

  但，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到底在那裡？ 

  行者是否會未到站，就下了車，走錯佛國？ 

  十萬億佛土，如何去認？ 

  我們曉得，釋迦牟尼佛只算是閻浮提一洲的教主，而盧舍那佛則是三千

大千世界的教主。我們現在看看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 

  在《長阿含經》中說︰ 

  「由日月、須彌山、四天下、四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樂

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世天等十界集合成為一世界，一世界的一千倍叫小

千世界，小千世界的一千倍叫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一千倍叫大千世界，此

小、中、大，三千世界的三千倍，即稱三千大千世界。」 

  大家可以想想看，盧舍那佛的淨土佛國，其廣大的程度，實在是無窮無

盡，不敢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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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藥師如來的佛國，在東方，其淨土的名稱就是「琉璃光佛國」，

當然是微妙而莊嚴的。 

  還有密教的密嚴淨土︰ 

  「是大日如來之淨土，以三密莊嚴而名之，《密嚴經》曰︰今此世界名

曰密嚴，是中菩薩，悉於欲、色、無色、無想、有情之處，以三摩地力生智

慧火，焚燒色貪及無明，轉所依止得意成身，神足力通以為嚴飾。」 

  華藏世界︰ 

  「華藏世界上下二十重，周圍十一周而成，中心是毗盧遮那佛之所居。

」 

  「上極寶焰，下徹風輪。此華嚴所明一世界，豎高則約二十重，周圍則

略十一數，復由此數隨方各十，則總之為百十一，如天帝珠網，分布而住。 

」 

  還有很多很多的佛國剎土，有名的是「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

、無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界、妙喜世界、妙圓世界、真如

世界、圓通世界、真佛世界。．．．．．．．．」 

  這些世界在哪裡？ 

  有人說︰「極樂世界在須彌山的西方，琉璃世界在須彌山的東方。」 

  那麼我問︰ 

  「須彌山在哪裡？」 

      ❁ 

  我個人研究佛典，發覺「佛國剎土」的居處很茫茫然，甚至於諸天的居

處一樣的渺茫，根本是居無定所。 

  深入研究的結果，我獲得的答案是︰「佛國剎土」根本無法可述，甚至

諸天亦然，非文字言語可以道出。 

  最主要的原因，是「虛空」二字。 

  佛陀強調的「佛性」往往用「虛空」來象徵，例如密教的大手印頌偈︰ 

  譬如虛空無所依，大手印亦無依境， 
  住于任運境界中，定從束縛證解脫。 

  （此言，虛空無邊無際，無所可依） 

  又︰ 

  虛空言說強安立，虛空究竟離言詮。 
  覺心雖亦強言釋，究竟成就實離言。 
  要知心惟本同空，無餘攝盡一切法。 

  （此言，虛空只是強安立，實不可說也） 

  密教大手印的口偈強調︰ 

  身離諸作要閑住，語離塵聲空谷音， 
  意離思量比對法，如竹中空持此身。 
  心合超絕言思絕，安住任運無取捨，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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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著心契大手印，恆修決證正菩提。 

  （這是但得身心安閑寬坦，安靜如谷，心等虛空，無取無捨，寂滅靈明

，定住于常住真心，則剎那光明普照，全體畢現，立證菩提。這是光明大手

印的口訣） 

  又，如何去證明「佛國剎土」及「諸天次第」呢？ 

  頌偈曰︰ 

  譬如以眼觀察虛空無所見， 
  如是以自心觀本淨妙明心， 
  一切邪妄分別消除證覺地。 

  這也就是「佛國剎土」「諸天次第」全在於常住真心的自性境界，講了

半天，仍然是︰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 

  討論到此，本來應該結束，反正是不可說、無可依，但是大家忘了，有

一個「佛國淨土」被遺漏了，這淨土就是有名的「彌勒淨土」。 

  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兜率天」，有內外二院，其內院常為補處菩薩的

生處，今彌勒菩薩住於此，故謂之彌勒之淨土，彌勒之淨土可閱《彌勒上生

經》。 

  原來欲界第四天「兜率天」有佛國剎土在，這時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欲

界天有佛國剎土，色界天可能也有，無色界天也可能有，這都是可能的，並

非不可能。 

  如此一來，極可能的是，佛國剎土和三界諸天，互相重疊。這個問題值

得大家研究研究了。 

  欲界天──有宮殿、有觸、意、飲食、有淫欲、天趣有情。 

  色界天──有宮殿，以禪悅為食，無性別，無婚嫁。 

  無色界天──無宮殿，五根、五識、五境皆無，受用禪悅微細。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比對︰ 

  極樂世界──有七寶的宮殿，有金沙鋪地，有八功德水，有迦綾頻迦鳥

，有行樹，有食衣住行動念之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之樂，無有眾苦，但受

諸樂。極樂世界已無性別，已無婚嫁。 

  如此一比較，「極樂世界」佛國淨土應該在那一天，呼之欲出！ 

  然而「極樂世界」有四淨土，互有高下︰ 

  一、凡聖同居土──人天凡夫及聲聞緣覺等聖者同居之土，此土有淨穢

二種，如娑婆世界是同居之穢土，另西方極樂是同居的淨土。 

  二、方便有餘土──聲聞、緣覺是斷煩惱，出離生死之人。 

  三、實報莊嚴土──是菩薩之居處，行真實之法，感得勝報，色心不相

妨礙。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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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常寂光土──常有法身，本在常住之體，解脫一切，諸相永寂，照

明諸相之光慧，是佛居處。 

  此四淨土，亦可比對三界天。 

  另外︰ 

  須陀含果──由三解脫門（空、無相、無願）修，須再多次往返人間及

六欲天中。 

  斯陀含果──斷欲界思惑之上中六品重貪、瞋、痴。但薄貪、瞋、痴未

斷，故仍往來人天。 

  阿那含果──斷欲界九品思惑，不在欲界。此果位有的在色界、有的在

無色界，最後現涅槃。（不還） 

  阿羅漢果──無生、應供、殺賊，斷三界八十一品思惑已。不再輪迴三

界。 

  此四果位的前三種果位，可以說還在三界天，而阿羅漢的果位，才算是

不再輪迴三界。 

      ❁ 

  據我個人所知，另外有一個非常少人知道的淨土，這個「佛國淨土」就

是地藏菩薩的淨土，此淨土竟然在十法界的最下層，也就是地獄（那落迦）

的地方。 

  地獄是極苦極苦的地方，有近邊地獄，有孤獨地獄，有八寒地獄，有八

熱地獄，有無間（阿鼻）地獄。 

  地獄之苦報無盡，我們最好不要去。 

  然而，地獄之中仍然有淨土在，此地獄淨土的名稱，很難有人知曉，這

個淨土就是地藏菩薩的「翠微淨土」。 

  翠──青翠無染。 

  微──微妙香潔。 

  有人曾經問我︰ 

  「蓮生活佛盧勝彥，您如何知道地藏菩薩的淨土，就叫翠微淨土？」 

  我哈哈大笑︰ 

  「地藏菩薩是我的三本尊之一，我的三本尊就是瑤池金母（仙王），阿

彌陀佛（佛王），地藏菩薩（地王），祂是我的三本尊，我當然知道，同時

我曾到過翠微淨土，故知之甚詳。」 

  一般人聽到我這一說，有的可以理解，有的根本無法相信，不過我告訴

你，信不信由你。 

  我坦白說，地藏菩薩，我喜歡，地藏菩薩翠微淨土，我喜歡。我說地藏

菩薩很偉大── 

  地藏菩薩的誓願偉大︰「願我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卻後百

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

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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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將人天諸眾生的度化，完全付囑地藏菩薩︰「地藏、地藏、記吾今

日在忉利天中，於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部之中，再以

人天諸眾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囑於汝。」 

  地藏菩薩不只救地獄，也救人，更救天上的天神，請看︰ 

  「佛告觀世音菩薩，未來現在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盡，有五衰相現

，或有墮於惡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當現相時，或見地藏菩薩形像

，或聞地藏菩薩名，一瞻一禮，是諸天人轉增天福，受大快樂，永不墮三惡

道，何況見聞菩薩，以諸香華，衣服飲食，寶貝瓔珞，布施供養，所獲功德

福利，無量無邊。」 

  再看看地藏菩薩的偉大能力吧！ 

  華嚴宗以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為上首菩薩。 

  淨土宗以觀音菩薩、勢至菩薩為上首菩薩。 

  唯識宗以彌勒菩薩為上首菩薩。 

  密教以金剛薩陲為上首菩薩。 

  然而，在《大乘大集地藏菩薩十輪經》中說︰ 

  「善男子，假使有人於其彌勒及妙吉祥並觀自在普賢之類，而為上首殑

伽沙等諸大菩薩摩訶薩所，於百劫中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求

諸所願。不如有人於一食頃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地藏菩薩求諸

所願，速得滿足，所以者何！地藏菩薩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令諸有情所願滿

足，如如意寶，亦如伏藏，如是大士，為欲成熟諸有情故，久修堅固大願，

大悲勇猛精進，過諸菩薩。」 

  看了這一段經文，連我都瞠目結舌，「文殊師利妙吉祥」，誰都知道是

古佛化身，曾經是釋迦牟尼佛之師，但，地藏菩薩更是超勝，這是怎麼回事

？ 

  不只是文殊菩薩，連觀音、普賢、彌勒 全比了下去了，經文中還如此

說︰ 

  「此善男子，成就如是功德妙定威神之力，勇猛精進。於一食頃能於無

量無數佛土，一一之中以一食頃皆能度脫無量無數殑伽沙等所化有情，令離

眾苦，皆得安樂，隨其所應，安置生天涅槃之道。」 

      ❁ 

  寫了這麼多，無非是證明，地藏菩薩的殊勝，翠微淨土的殊勝。寫了這

麼多，無非是說明，「翠微淨土」在地獄道，「彌勒淨土」在兜率天，「極

樂淨土」在色界天。 

  另外，欲界天之頂，大自在天也有二，一是毘舍闍摩醯首羅，一是淨居

摩醯首羅。而大日如來的淨土，金剛法界宮，就是在淨居摩醯首羅，不壞光

明心殿之中。 

  由這麼多的例子推究起來，「佛國剎土」與「諸天次第」確實有重疊之

處。欲界天有佛國剎土，色界天也有佛國剎土，無色界天當然有佛國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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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此認為，佛國剎土的條件，絕對不是那一天混濁，就不能夠設立，

佛國剎土固然清淨無染，但，我透露了一個這樣的線索︰「一淨一切淨，種

種變化，佛無障礙。」地獄之中，亦有地藏淨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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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縱橫談 
 

  密教的發源地是印度，是佛教末期在印度的大乘思想，故稱為秘密大乘

。自古以來，宗教信仰就是印度的傳統中極重要的一環，在印度本土發展的

宗教是婆羅門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錫克教。另外，外來的宗教，如

回教、基督教、拜火教、天主教，均大量在印度發展。印度是世界宗教的大

熔爐，這句話，實在是最真確不過的了。 

  多年來，這麼多的宗教間互有衝擊、回應，我個人研究發覺，不管是任

何不同的教派，均受到印度特殊文化信仰的薰陶，反映出印度古老的哲學思

想及細膩的生活態度。釋迦牟尼佛生於印度，弘法於印度，涅盤於印度。佛

教思想之中仍然有著《奧義書》中提到的，「大我」與「宇宙諸天」的存在

，在這方面，佛陀並未予否認。 

  我個人認為︰ 

  密教的儀軌，與印度文化的祭儀，二者之間具有莫大的互相影響，雅利

安人與達羅毗荼人對於金剛神的舞蹈，及崇拜空行母、天母及許多動物神，

這些慶典儀式，在目前的西藏金剛舞中互相類似，我們大家都曉得，西藏文

化受印度沖擊較深，受中原文化影響反而少。 

  密教在印度盛行的時代，原則上不是一元的，而是具有包容性及多元性

，我個人相信，密教的特性，在古印度《梨俱吠陀經》，《奧義書》、《薄

伽梵歌》中，均可以找到其中的影子，其灌頂的儀式、獻祭儀式、朝拜儀式

、火供（護摩）儀式等等，仍然有婆羅門教繁文縟節的縮影。 

  有人以為密教參雜了諸天信仰及印度教、祅教的火的祭禮，是為外道信

仰。 

  然而，我卻如此認為，密教的信仰也是自由式的，個人可以走個人的方

式，也有直接瑜伽冥想，唾棄形式崇拜的，也有中觀思想。原則上說來，密

教的層面十分廣闊，十分重視形上學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民間的祭

儀，儘管形式各有不同，但這是單一主義與多元主義並行的結果，更呈現密

教的富麗多彩及胸懷的十分寬廣，這和佛教的其他宗派互為迴異，這正是密

教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密教的多元主張，固然容易失去精確而明顯的目標，例如「財神法」及

「雙身法」存在於密教中，但密教能夠持續發展，能夠深入民間，而不脫離

群眾，正是因為這種世俗諦的方便法，兼容並蓄的偉大精神。 

http://www.tbsn.org/chinese2/ceremon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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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雙身法」來說，雖是世俗方便，然而深入研究，才知其中竟然有高

深的勝義諦，這是無遠弗屆的密教教義，由世俗方便而達最高的境界，祖師

們之中，不乏以此法得大成就者。 

  密教的藝術，華麗精細，四壁綴飾盡是彩漆的佛畫，其中的風格、情愫

、主題、氣氛之千變萬化，佛教諸宗派是望塵莫及的，密教寺廟的富麗，佛

相的造型，各方面均表現斐然。 

  密教的祖師生活，是饒富趣味的，例如帝洛巴、那洛巴、米勒日巴或蓮

華生大士，他們可以說是雲遊四方為志，或特立獨行的隱士，他們在各山區

閉關隱居修行，行跡遍佈各處，例如米勒日巴，他高唱聖偈等等。 

  這種放開胸懷的生活方式，也存在著生命的真諦！ 

  密教源遠流長，龍樹菩薩在南天竺開鐵塔，面見金剛薩陲，只是一個契

合的機緣。密教咒字及咒音所使用的，正是雅利安人的梵文，是精密而嚴謹

的，每一個咒字及咒音，貼切地表達了宇宙意識宏偉思想及豐富的意義。 

  佛陀最早用巴利文弘法，對於梵文的咒字及咒音，最先是排斥，最後也

只得默許，因為梵文足以表達來自於天上的及心中的喜悅，其讚偈如同喜瑪

拉雅山與森林河谷的豐饒，對宇宙諸天及空行女神，密教盡納其中，而這些

神，其實都是大自然力量的化身，在這方面，佛陀也是默許的。 

  我個人深入密教後，發覺密教雖是多元主義，但其實是從多元走向單一

，密教崇敬諸天，但漸漸的到五方佛，毘盧遮那或阿達爾馬佛被視為單一原

始佛的代表，而且法身佛是一致的，是一切諸佛的法身。 

  密教特徵是人與天拉近了距離，這種果乘的修行，人與佛是相親合一的

關係，很明顯的是，這也是宇宙的真理，佛陀也是這樣子開悟的，這是完人

的典型觀念。（瑜伽思想） 

  佛陀的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密教的「恒變律」、「因果律」是前二者。而密教的「中觀」、「唯識

」正是涅槃寂靜的方法。 

  藏密黃教的開創者宗喀巴祖師，在《密宗道次第廣論》中，述及密教有

三大成就︰ 

  一、持明成就。 （持咒成就） 

  二、護摩成就。 （火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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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摩地成就。 （禪定成就） 

  其中的護摩成就，源自於吠陀時期印度人的宗教儀式，印度人遇有獻祭

儀式，即擇地架台，將聖火點燃，主持人唱讚偈，並唸誦諸神的名與咒語，

而且加上祈求的話語，一切供養之物，便投入火中焚化。 

  密教認為，藉著「火天」，可將供養之物，轉呈佛菩薩及三界的天神，

這是寓含著象徵意義。 

  這種火供（護摩）儀軌，後來變成十分重要，因為宗教上的「供養」，

是很重要的一環，從點火到焚化完成，有一定的次第，唸咒，手印，觀想，

規矩程序，一一被界定，甚至主持人穿著衣服的顏色，供品的種類，火供台

的方向，火供台的形狀，火供的法器，火供的日期時間等等，這類儀式內容

就愈變愈繁複了。 

  然而，我個人主張，護摩儀軌固然重要，但，最重要是在「心供」，有

時只要用「心」，宇宙意識的諸尊，自然降臨，所以我主張，儀軌與心並重

，二者均不可疏忽。 

  密教的「護摩」，為其他佛教各宗派所無，這是密教的殊勝特色之一。 

  關於《奧義書》，那是印度古哲學的經典之作，大約在西元前八百年到

四百年之間，該經典是師生對談錄。從《奧義書》上，可以看出「阿闍梨」

教授師的重要。在密教中，「阿闍梨」金剛上師是很崇高的地位，對於上師

的百分之百的順從，被列為首要。 

  《奧義書》的內涵︰ 

  「真實」就是人類存在的本源。人應該在有生之年，追求「真實」。這

是佛教的「實相般若」。 

  「人」與「實相」結合之後，就成了所謂的「絕對」。 

  在密教來說，由「凡夫」經過修行，成就了「聖賢」，就是開悟的佛，

開悟的佛是「絕對」的，這就是「大手印瑜伽」。 

  關於《薄伽梵歌》，《薄伽梵歌》是史詩《摩訶婆羅多》的一部份，其

實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薄伽梵歌》根源於《奧義書》。有一句話說︰ 

  「如果說《奧義書》是身強體壯的母牛，那麼《薄伽梵歌》無疑是母牛

分泌出來香甜滋養的乳汁。」 

  此二書關係密切。 

  《薄伽梵歌》的內涵︰ 

  「真誠」。 

  「樂觀」。 

http://www.tbsn.org/chinese2/incantatio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ceremonyindex.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ceremonyindex.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ceremonyindex.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master.php?masterno=1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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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容」。 

  這是自我實現的途徑，我們很容易從這當中體會出「信心」的重要，「

精進」的重要，「大悲」的重要。克里斯那神對阿爾朱那說︰「不管你選擇

那一條道路，最後終將回到我身邊，只要你滿懷誠敬與愛心，那怕你只能獻

給我一朵小花，一粒果子，一片葉子或三兩清水，我都會以無限喜悅的心情

接受你真誠的餽贈。」 

  這句話，令我感動，這是供養佈施的真諦。 

  我覺得，印度的《濕婆往世書》、《毗須奴往世書》、《薄伽梵往世書

》，都非常重要，這些「往世書」是印度哲學重要的一環，釋迦牟尼佛的《

本生經》也是「往世書」。 

  藏密的「活佛轉世」制度，固然是佛教輪迴觀念的衍生，但是「活佛轉

世」豈不是「往世書」一類的影響。印度諸神有很多的化身，毗須奴的第七

世是羅摩，第八世是黑天，第九世化身釋迦牟尼佛。藏密活佛，如達賴喇嘛

就是四臂觀音的化身，班禪喇嘛傳說是阿彌陀佛或時輪金剛的化身，這是如

出一轍的。 

  吠陀哲學的內涵強調︰ 

  「解脫」──佛教講「涅槃」。 

  「再生」──佛教講「輪迴」。 

  「羯摩」──佛教講「法」及「業」。 

  「瑜伽」──佛教講「密教相應」。 

  吠陀哲學，有四大目標，除了追求「生命的實相」之外，它認為人也要

追求「樂」及「利」及「法」，其中的「法」是善法。 

  我個人認為，佛教及密教的思想，其淵源仍然有印度哲學的影子，我們

不能一概否認掉，尤其佛陀一生，生死涅槃，全在印度，如何能不受印度哲

學影響。 

  密教教法，有「實相」、「樂」、「利」、「法」，其來有自！ 

  依照本短文，假如以為佛教是傳承自印度哲學，那絕對是一種錯誤，因

為當年佛陀弘法之初，是被認為是叛離宗教傳統的異教。 

  佛陀否認四部《吠陀經》的絕對權威性。 

  佛陀不承認婆羅門階級，主張四姓平等，不應該有階級特權。 

  佛陀對印度教的一些教儀也有微詞。 

  佛陀避開對宇宙絕對真象的探討，而重視人世間苦難的緣起，及解脫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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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思想的核心，應該是創造出來的「四諦」︰ 

  一、世俗世界一切本性都是苦（苦諦）。 

  二、業與惑是造成苦的原因（集諦）。 

  三、人應斷滅諸苦的原因（滅諦）。 

  四、通過（八正道），而脫離生死輪迴之苦（道諦）。 

  佛陀最高境界的涅槃境界，是指一種身心完全解脫的超然狀態，是無上

的寂滅之樂。 

  佛陀在世的時候，說法四十九年，可以說不辭辛勞地走遍各地，致力於

弘揚「慈悲」、「寬容」、「平等」、「自主」等等的真理，佛陀的「三法

印」主張，有生就有滅（無常），寂滅為樂（無我），涅槃（無上境界）。

三藏經典之作成了佛教的主流思想。 

  佛教弘法之初，學者都在意於佛教與印度教的差異，尤其自稱正信的佛

教徒，對於印度教教理儀軌，一律排斥，認為是外道理念，到了後來，大乘

佛教提出絕對真如的概念，這和《奧義書》的說法，完全一致了。 

  據我的認知，如果說，佛教完全是獨創的，這是一種偏見。又，如果說

是淵源於印度哲學印度教，顯然也有失公允，過於牽強，佛教與印度教確實

互有衝突，但，這種衝突，在佛教徒放棄巴利文之後，改用梵文，說明這種

衝突已漸漸改善，印度教徒對佛教的教主一樣是無限的崇敬。 

  在密教說來，密教由印度傳入西藏、中國、日本。其理念是佛陀的理念

，蓮華生大士與宗喀巴使藏密發揚光彩，弘法大師空海使東密真言宗在日本

屹立。 

  但由於密教致力於「咒」，其中含有印度的宗教儀式過多，也就難免受

到外界的批判。 

  然而，密教在藝術層面，在雕刻繪畫，在密法層次，在實修覺受，確實

是千古不朽的。 

  我自己覺得，密教被批判也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我們不妨想一

想，當今的學教理的佛學家，一輩子在「唯識」、「中觀」、「空有」、「

性相」中研究來研究去。 

  於是整個佛教被批判︰ 

  「小乘」、「始乘」、「終乘」、「頓乘」、「圓乘」。 

  「藏教」、「通教」、「別教」、「圓教」。 

  「空系」、「有系」。 

  「真常唯心」、「法界圓覺」、「緣起性空」。 

http://www.tbsn.org/chinese2/ceremon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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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識見」、「中觀見」。 

  「漸悟」、「頓悟」。 

  「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 

  ．．．．．．．。 

  我認為，佛教的理念論師，都是批判大家，然而批判來批判去，佛教就

成了四不像，成了什麼也不是了。 

  倒不如修習密教︰ 

  於體離諸戲論為定見。 

  守護於心勿散為修要。 

  一切修中此為最勝修。 

  願常具足見修行三要。 

  密教修習之法，只要不忘當下「明空」之一念，「大樂淨光」在其中，

心不散亂，即可得到大覺大悟的菩提。密教其實別無其他的修法，於行住坐

臥，日常的生活之中，完全不離「常樂我淨」，不離「明空」，就是最殊勝

的，這就是密教的大手印。 

  密教大手印是開顯法爾心性的法門，所攝一切法，一切理的本來心性。 

  密教世俗諦，有其真理。 

  密教勝義諦，是根本理趣。 

  二者合一，是中道妙諦。 

  這是︰ 

  一切諸法為心所變現。 

  心本無心心之體性空。 

  空而無滅無所不顯現。 

  願善觀察於體得定見。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sign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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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之論辯 
 

  現在世界上流傳的佛法，在世界各國之間，其「儀式」、「衣飾」、「

語言」、「宗旨」、「法義」等等，均已有相當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當然是

自然形成的，因為這是時地的演變。 

  但是，佛法是由「釋迦牟尼佛」首先傳播在娑婆世界，也是根源於印度

傳來，這是絕對正確的。 

  研究印度佛教的學者，一向把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分成四期，也就是︰ 

  一、原始佛教。 

  二、部派佛教。 

  三、大乘佛教。 

  四、秘密佛教。 

  再把四期略略分析︰ 

  原始佛教以「聲聞為本」，而部派佛教「含攝了聲聞法與理論」，到了

大乘佛教，就是以「菩薩為本」的一切皆空與萬法唯心的說法，最後的祕密

佛教，就是密教。 

  有學者如此認定，佛教在印度，從開始弘揚，到佛教滅亡，如同人的一

生一樣，也就是「出生」、「童年」、「青年」、「壯年」、「老年」，結

果就老死了，這發展又衰落，如人的一生。 

  佛教興起於中印度之東，以後擴充到南印度、北印度，甚至東西印度，

最後傳至國外地區，有南傳及北傳。 

  西元四世紀之後，印度教及回教大盛，因此佛法日衰，終於覆滅。 

  一般說來，佛教在印度的覆滅，很多學者認定︰ 

  一、印度教及回教大盛。（入侵破壞） 

  二、佛教自身的腐化。 

      ❁ 

  關於「佛教自身的腐化」方面，有很多學者便怪罪在「祕密佛教」的頭

上，也就是說，佛教的衰退是密教的關係，說的更明白些，是密教斷了佛法

的慧命。 

  然而，在深求印度的史實上，我發覺到一件事實，佛教的義理高過於其

他的宗教，例如「大乘佛教」的三系︰「性空唯名系」、「虛妄唯識系」、

「真常唯心系」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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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如此認為，佛教在印度衰退的主因，是印度教及回教，粗淺的義

理，逐退了佛教的圓義。 

  這是四個字︰ 

  「曲高和寡」。 

  在印度佛教的史實上，「祕密大乘的密教」也不是一般性的佛學，而是

有佛法的宗本，明白時空的流變，抉擇而洗鍊之，總之，密教應該是更適合

時代的，更有益於人類身心的，有其奧義的，而非腐化的，更有創新的。 

  佛教在印度覆滅的主因，我認為，印度教及回教入侵破壞是正確的，絕

對不是密教的法，才退居旁流！ 

      ❁ 

  在批評密教方面是︰ 

  「咒術」本是佛法所禁止的。 

  然而，在事實上，並非如此── 

  例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

咒。」 

  「大乘佛法」中有無盡之咒。 

  「陀羅尼」還是「五藏之一」。 

  「咒」有種種勝義，是述之不盡的。 

  在「真言咒」中，含藏了諸佛菩薩不可思議的「加持」力，這是諸佛菩

薩大悲心的流露，正是攝持眾生的力量，是感應道交的方法，有不可思議的

力量。 

  宗喀巴祖師說︰ 

  「持咒是持心，唸佛是唸身。」 

  如果持咒被禁止。 

  唸佛更要禁止了。 

  弘法大師「空海」說︰ 

  「五大皆有響，十界具言語，六塵悉文字，法身是實相。」 

      ❁ 

  佛教學者批評密教︰ 

  佛陀與人間的弟子，勝過三界的天神，這是佛法的根本立場。由這個立

場演變成，佛弟子不用恭敬天神，不頂禮祈禱讚嘆，凡是天神的法相，一律

請出佛寺。 

  學者批評密教，密教廣納諸天神，三界諸天全在密教曼荼羅之中，對空



 

36 

行勇父、空行母特別的禮敬，對大梵天、帝釋天、四大天王的鬼神眾敬信與

禮拜。 

  密教有很多金剛護法神，五大金剛、八大金剛、十大金剛，有無數的執

金剛神，有無數的大力鬼王、夜叉菩薩、羅剎．．．．。學者認為，密教廣

納諸天，敬信諸天，禮拜諸天，這是密教摻雜了印度教的色彩，在這方面，

被學者大力的批判。 

  在這方面，我解釋如下︰ 

  在原則上說來，佛陀及人間的弟子，由於佛法的超勝，確實勝過了三界

諸天的果位。 

  在佛典上，我們可以看見諸天對佛陀的恭敬、讚嘆、皈依、信受、護法

的精神。 

  沒有錯，佛陀的弟子，不應該去皈依諸天神眾，反而是諸天神眾要來護

持佛弟子，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但是，我要反問一句，當諸天神眾來護持我們的時候，我們可以對祂們

不理不睬嗎？ 

  祂們來護持佛弟子，我們恭敬、讚嘆、供養，錯了嗎？我個人認為，這

是一個原則問題── 

  原則上，佛弟子因學佛，其果位超勝天界諸神。 

  諸天要來自動皈依護持。 

  然而，我們要感謝諸天的護持，讚嘆祂們，敬禮祂們，供養祂們，表達

我們深深的謝意。（念天法門） 

  密教曼荼羅中，佛菩薩主尊的曼荼羅，一定在壇城的正中央，其外圍才

是諸天護法及金剛神將，這是表徵「主從」的關係，我所見的曼荼羅，沒有

護法居中央，佛菩薩在外圍的。密教金剛界、胎藏界曼荼羅，正是如此表徵

「主從」關係的。 

  誰是主？ 

  誰是從？ 

  要皈依誰，要恭敬誰，大家清楚明白。 

  如此分別清楚，怎會被批評「神佛不二」、「天佛一如」、「神佛不分

」，怎會混淆不清呢？在密教裏，分︰ 

  一、佛部。 

  二、菩薩部。（蓮華部） 

  三、金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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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諸天部。 

  五、二乘部。（羅漢、聲聞） 

  我個人如此認定，反過來說，密教對「佛」對「天」的界說，更清晰，

更詳盡，更不含糊。 

      ❁ 

  學者批評密教︰ 

  佛法的第一義是八正道，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依正確的知見而修行

，才能達成眾苦的解脫。 

  所以在五根「信、精進、念、定、慧」中，由定慧相應而引發無漏慧，

佛法是理性德行修心的宗教，沒有所謂密教的「修風」（氣）、「修脈」、

「修明點」的，修「氣、脈、明點」的，是外道，是神仙，而不是佛法的正

見。 

  我回答如下︰ 

  釋迦牟尼佛早期教導弟子要守住四清淨，就是「身、語、意、命」，其

實這就是八正道的「正語」、「正業」、「正命」。 

  密教一開始，就要弟子「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這正是

佛陀的教法，毫無偏離。 

  接下來的「氣、脈、點」的修法，是在修「正定」，也是八正道。 

  氣──「正語」。（語） 

  脈──「正命」。（身） 

  點──「正念」。（意） 

  密教修「氣」就是修「心」，這是「心平氣和」，以調「氣」來調「心

」，「氣、脈、點」可以說是方法（法門），也是一種方便，其真正的目標

是「正定」，「氣、脈、點」通「正定」的法門。 

  龍樹菩薩說︰「愚者以為乖錯，而智者得般若波羅蜜故，入三種法門無

所礙。」 

  學者說︰「氣、脈、點是外道。」 

  我說︰ 

  「正是八正道。」 

      ❁ 

  佛教學者攻擊密教最厲害的，當然是「欲樂定」（雙身法），指秘密雙

身大法，男根插入女性密處，實現大樂，是欲界天，例如忉利天、四天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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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神天女交合而不出精，由此欲樂的身相，去學習禪定，如何是清淨的佛

法？ 

  學者攻訐密教的無上密部（三灌），男女雙身修法，類似印度教大自在

天（喜瓦）的男根，插在天后（巴瓦娣）的密輪，在印度教，對男女性器的

崇拜，也搬到佛陀的教法之中。 

  學者批判密教，三灌無上密部的雙身法，崇拜女空行母，和女瑜伽行者

，「摩愛途拏」（淫欲交歡），這是肉體的興奮法，密教行者用強烈的藥物

來刺激及修行氣之堪能，達到男女交合最高的興奮，這是愛欲混合起來的儀

軌，這類修祕密行的瑜伽行者，早已和根本佛教的行止相違背。 

  我的聲明如下︰ 

  今日的密教，並不完全實修「雙身法」，至少已分成兩派，有一派主張

修「單身大樂」，另有一派主張修「雙身大樂」。 

  單身──指修幻身。（觀想） 

  雙身──指修實體明妃。 

  在單身方面，宗喀巴祖師是單身成就，近代方面，諾那上師是單身成就

。 

  在雙身方面，蓮華生祖師是雙身成就，近代方面，陳健民上師是雙身成

就。 

  這兩派，各有各的理由，我們先撇開不談。 

  有人問我的主張？ 

  我說︰「出家人修單身成就，在家居士，可以同自己的妻子修雙身成就

。」 

  事實上，「欲樂定」（雙身法）確實條件苛刻，並不是人人可修的法，

在密教的戒律之中，已限制非常嚴苛，一不小心，就是下金剛地獄的。 

  行者的條件，是密教二灌已成就，定力堪能具足，百無一失，明白空勝

解力。 

  這是「空力」、「樂力」、「氣力」的統合。（空色一如的雙運） 

  同時要真正明白的金剛上師親自教導技術及儀軌，實在是不簡單的不簡

單。所以，蓮華生大士說︰「毒蛇的口中取珠。」就是指這種「具貪行」。 

  「雙身法」有何益？我在前文中，已指明，運氣沖脈開，五輪開，淨光

顯，常樂我淨，俱生喜轉俱生智，虹光成就。 

  現在，我來說說「雙身法」的奧義── 

  在人世間之中，最大的貪欲，無非是「財色」二個字，尤其是色，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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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人自迷也。從古至今的行者，莫不是「禁欲」者，當然是「禁財」、

「禁色」，免得受「財色」污染而不淨！ 

  而密教雙身法的奧義是說，運用「極貪」的行為，在「貪」道中修，在

「大樂」的「具貪」行為之中，由「貪」產生「定」的大功夫，是真實大力

的大禪定。 

  在最大貪欲中，不漏失。（不失精） 

  在最大貪欲中，得空勝解力。（空力） 

  在最大貪欲中，得俱生智。（慧力） 

  由最大的貪欲，得最大的清淨，也就是污泥中出生蓮花，這是最殊勝的

。 

  試想一想，在最大的貪欲中，也有大禪定力，豈不是第一清淨。 

  《法華經》說︰「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 

  《圓覺經》說︰「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 

  龍樹菩薩說︰「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我在這裡，想告訴大家的是︰ 

  「離欲行」──是佛法。 

  「波羅密多行」──是佛法。 

  「具貪行」──是佛法。 

  我個人領悟到，龍樹菩薩的「一切法正，一切法邪」這句話的要義，原

來是「心」的作用也。 

  心正，法亦正。 

  心邪，法亦邪。 

  我亦如此明白告示︰ 

  「欲樂定」重在「氣功」及「定力」（空性），實不易修習，多生過患

，極難極險，修者容易反生貪欲，助長貪欲，易墮金剛地獄也。 

      ❁ 

  學者攻訐密教的咒術，是巫術，其儀軌是婆羅門（印度教）的儀式，例

如密教的火供（護摩），在祅教也有，猶太教也有，印度教也有，根本是外

道的儀式。 

  學者又說，五大護祕經，也是巫術咒語︰ 

  一、密護出離罪孽及其他凶惡的《大隨求陀羅尼》。 

  二、抵禦惡鬼的《守護大千國土經》。 

  三、抵禦蛇鬼的《佛母大孔雀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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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抵禦惡星、野獸、毒蟲的《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 

  五、袪除疾病《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學者指稱，全是巫術。 

  另外，「護摩」的功用，其目的是祈禳── 

  息災治病。 

  增加利益。 

  獲得敬愛。 

  戰勝敵人。 

  又，守護人，不受惡星惡鬼的侵犯，壽命的延長，身體的健康，甚至超

度亡者往生，獲得種種寶物，取得王位，求到最美麗的伴侶．．．．．。 

  全仗火供（護摩）的祈禱。 

  學者認為，這不是佛法，全是外道行為。 

  我的論辯如下︰ 

  今天的稱名念佛的淨土宗，受到大乘佛教界的尊重，「老實念佛」就可

以往生淨土。念佛法門，固然可淺可深，但信願堅固，一心不亂，就可以有

成就，今日，淨土念佛盛行，我認為是「易行」二字的影響。 

  我們再回頭看看密教︰ 

  密教依止「持咒」，持咒方式和念佛方式相同，持咒是「持心」，念佛

是「念身」。 

  為什麼「持咒」就是巫術，「念佛」就不是巫術？ 

  我認為︰ 

  「念佛」「持咒」都是成佛的特別方便。 

  造成巫術的誤會，原是佛教學者觀念上對「咒」的偏見，佛教學者一見

「咒」字，就以為是詛咒的巫術了。 

  對於「護摩」火供，我的見解如下︰ 

  《大日經》云︰「護摩是如來之慧火，能燒棄因緣所生災橫。」 

  《大日經》云︰「以煩惱為薪，智慧為火，以是因緣，成涅槃飯。」 

  「護摩」有內外之分︰ 

  內護摩──以自身為壇，入火光三昧，除貪瞋癡煩惱。（出世法） 

  外護摩──立護摩壇，燒供品，如儀軌行法，息、增、懷、誅。（入世

法） 

  密教把「火」看成四種代表︰ 

  一、般若──明燈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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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清淨──消除一切罪業及煩惱。 

  三、除障──一切障礙得已除盡。 

  四、供養──最好最清淨最完全的獻供。（聖化） 

  我很簡單的解釋了「護摩」的奧義之後，我再論辯如下︰ 

  密教行者入「火光三昧」，煩惱解脫，明心見性，自己的心光發露，佛

性顯現，這是外道？ 

  密教行者，以護摩壇，擺上精細的供品，用上周全的儀軌來供養佛菩薩

，儀式莊嚴，結印、持咒、觀想，人人見之，發殷重心，這是外道？ 

  一般寺廟，放上供品，唱唱念念，佛前大供，最後迴向，這就不是外道

？ 

  立護摩壇，行火供養，就是外道。 

  擺上供品，唱唱念念，就不是外道。 

  這真是豈有此理！ 

  有些學者以為，護摩（火供），在《聖經》中有記載，是猶太教用過的

，祅教是拜火教，印度婆羅門有火供，有事火外道，這「火」是外道的象徵

，假如學者如此認為，反正外道用過的，佛教就不可以用，佛教是正教，外

道用的全要剷除。好了，那我問你，你家裏用不用火煮飯，假如你用火煮飯

，算不算「外道飯」？ 

  我個人認為，護摩（火供）的儀軌，由於莊嚴殊勝，易增長其內薰力也

，供養是事業，內薰力是心力，由心力產生的力量非常大，我等雖供養一片

香，或一朵花，或一點點清水及乳品，但由於心的變化，增長內薰力，更使

出離神速也，我自己本人有如此的覺受，這是非同小可的。 

  又很多學者說，密教間以神通助化，神通者不足恃也，佛陀一樣喝斥神

通。我答，神通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非咒力幻術

，全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是自然而然的證量，佛陀並不喝斥。 

  真正佛法，令一切眾生，增長法身慧命，薰習正法種子，真正的密教，

不該捨棄，若是偽法，是令一切眾生斷絕法身慧命的，我們辯論佛法，應如

是觀。 

  我們密教諸法，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演化而來，有歷史，

有教理，有無數大成就者，這就是可印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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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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