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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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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真實面 
   有一天的下午，我坐在客廳的沙發，突然之間打了一個盹，矇矓之中看

見，客廳的大門門縫閃入一隻黑色的長長的動物，原來是一條小黑蛇，

牠一進屋，就在門口遊來遊去，口中舌頭吞吐。 

  我駭然驚醒。 

  接著，有人按門鈴，進門的是我的一位男弟子，他非常渴望的，在真佛

宗內有一個名份。 

  他對我說： 

  「尊敬的師佛，請您用您的智慧之眼觀察我，我會戮力的光大真佛宗，

我會自度度他，真實的實修，努力度化眾生，來分擔您的重擔。」 

  我說： 

  「您說得很好。然而我曾經在弘法的路途上，非常艱苦的跋涉，我們宗

派有很多上師，但仍然有障礙聖道的，我的上師卻把我絆得一個跌跤，

又一個跌跤。」 

  他說： 

  「師佛，我不會，我可以發誓。」 

  「如何發誓？」 

  「師佛說什麼，我就做什麼，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 

  「不必如此，您在壇城及根本上師面前，發願吧！」 

  他點香發願： 

  「我發下重誓，如果不遵守誓言，下金剛地獄，永不超生。」 

  我聽了動容。 

  他跪在我及壇城面前說： 

  「我將我自己奉獻給真佛宗，護持真佛宗，護持根本上師蓮生活佛，我

將上求佛果，下化眾生，明心見性，自主生死，廣度眾生，全力以赴，

我的真心永遠不變，永遠祈求師佛的加持，直達佛地，如果違背誓言，

下金剛地獄，永不超生。」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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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願有誓昧三昧耶神守護，願無虛發！」 

  「是無虛發。」 

  「一定？」 

  「一定。」他的臉，非常的堅毅。 

  「金剛上師是不退轉灌頂，知道嗎？」 

  「知道。」 

  我給了他五佛嚴頂灌，金剛鈴、金剛杵、金剛瓶、金剛舍利、金剛寶冠

。 

  給他金剛上師灌頂。 

  ‧ 

  後來。 

  我發覺自己的心始終太軟，往往被人的甜言蜜語所迷醉，我相信這個人

自信的外表，把他當成真佛宗的中堅。接著，很可怕的是，他已把師佛

當成敵人，我相信的人，欲將我推下懸崖，他的戮力以赴，是把根本上

師害死，他對於以往的誓言，根本無動於衷！ 

  我靜下心來想想── 

  表象的人間世界實在令人迷惑，這個人明明告訴我，我用自己的耳朵聽

到的誓言。 

  怎麼會變呢？ 

  怎麼會一百八十度的歪曲呢？ 

  告訴我吧！ 

  我該怎麼辦？ 

  要觀察一個人的真實面，並非在他的表象，而是內蘊，口中的甜蜜是不

對的，而是在它的內心。 

  我的眼睛裡的他，只是他的皮及他的口，無非是一團迷霧。 

  而我忘了，他的真實面，是一條小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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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又回頭想一想，在這世界上，何處能夠找尋到「心口合一」的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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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歌 
  蓮生活佛盧勝彥像不像流浪漢？ 

    以目前的境遇來說。 

  是的。是流浪漢。  

  沒有親人，只有一個人生活，沒有固定的居所，由西向東，由北向南，

或走來走去，如來如去。  

  以前穿的是喇嘛裝，現在則是隨緣服飾，沒有一定點的地方吃飯，就像

手中托著空碗的乞丐，隨緣而乞食。  

  有一台腳踏車。  

  很孤單寂寞的生活著，在山林、在曠野、在溪畔，在日落的海濱。  

  雖然貧乏了，什麼都沒有了，但，很充實，因為內心之中，也有一個流

浪漢。  

  內心裡的流浪漢是誰？  

  說起來誰也不信，這位心中的流浪漢，他就是「釋迦牟尼佛」。也就是

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內心裡，有一位「釋迦牟尼佛」的佛陀。  

  他們唱同樣的流浪者之歌。  

  流浪之身幾春秋。  

  舞窮無盡何時休。  

  為度眾生驚天地。  

  走遍須彌四部州。  

  我這流浪漢，無人認識，在陌生的國度，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群之中

。……  

  頭頂著金剛經，誰人相信。  

  腳踏著般若經，無人知聞。  

  眼看著觀音經，也能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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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聽著彌陀經，往生清淨。  

  由於無人識我，所以流浪啊！流浪！  

  佛陀在我心中對我說：  

  「啊！盧勝彥，你多麼像我！」  

  我迷糊了：「哪裡像？」  

  「你現在遊走十方，以及到處乞食，與當年的我毫無二致！」  

  「這。……」我的口澀澀。  

  佛陀又說：  

  「我從天界下降娑婆世界，你也從天界下降娑婆世界，一起在娑婆世界

說法，這也是一樣啊！」  

  「這。……」我說不出話。  

  佛陀再說：  

  「昔日，我有孫陀利女子的女難，又有戰遮少女的女難，這兩大女子的

災難，永遠難忘。哈哈！而今天你也一樣！」  

  我「這個，這個。」的講了半天「這個」。  

  佛陀接著說：  

  「我的弟子提婆達多背叛我，你的弟子一樣背叛你，也差不多。我一片

心，要度化他，他充耳不聞，你要度化他，他也充耳不聞。」  

  我說：  

  「套一句現代語，熱臉孔貼在人家的冷屁股。」  

  佛陀說：  

  「惡名流佈。」  

  我說：  

  「惡名流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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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愈來愈發現，我自己的一些境遇，根本就像「釋迦牟尼佛」的境遇一

樣，現在，連神情也像了，心境也像了，環境也吻合了。  

  我與佛陀，當然不是初次見面，那是多世、累世，很早很早以前就彼此

很熟就認識的。只是這一次，佛陀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流浪過了，而我還在當

一名流浪漢。  

  我是熱愛佛陀的，我知道我應該愛他，除了他，我還能夠愛誰呢！因為

除了我，也沒有人這麼像他了。  

  我憐憫佛陀。  

  佛陀憐憫我。  

  「你現在去哪裡？」佛陀在心中問我。  

  「去喝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吧！」我答。  

  「我陪你去。唉！人生苦海啊！」佛陀嘆息。  

  我問佛陀：「眾生為何難度？」  

  佛陀答：「眾生當然難度，我們先談一談『無緣』這兩個字，佛不能度

無緣者。」  

  「無緣者是如何？」  

  「你與他講修行，他說修行太苦。你與他講人都會死，他說死還早呢！

你與他講因果，他說因果又看不見。你與他講輪迴，他說死後都不知道了。

你與他講道理，他說全無好處。你與他講天堂地獄，他問在哪裡？你與他講

往生西方，他說去幹什麼？」  

  只因為這些無緣者：  

  嘆富貴。  

  假名利。  

  迷人太甚！  

  塵世上。  

  芸芸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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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困紅塵！  

  我說：「無緣者，一概拒絕。」  

  佛陀說：「正是。」  

  我說：「至於有緣者呢？」  

  佛陀說：「有緣者也是難度！」  

  「何以故？」我問。  

  佛陀答：「雖然他們有緣者來接受佛法，畢竟是要佛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例如：要佛法給他們出入平安。要佛法給他們身體健康。要佛法給他們發

財吉祥。要佛法給他們得到高官。要佛法給他們求子得子，求女得女。要佛

法給他們學業進步，考試及格。要佛法給他們美好的姻緣。要佛法給他們家

庭圓滿。要佛法給他們人事合和。要佛法給他們官司打勝。要佛法給他們長

壽。要佛法給他們不生意外等等。如果一點點不合意，就退道心了。」  

  佛陀接著說：「眾生的心是不滿足的，他們得一，又望二，又望三，又

望四，一直求個不停不止，貪欲就愈來愈大，像一個無底洞一樣。」  

  「很可怕！」我說。  

  「真的很可怕，眾生無明業障重，求佛法求個不止，反而離佛法愈來愈

遠。」佛陀說。  

  佛陀又說：「佛法是了生脫死，是煩惱斷盡，是大事因緣。有緣者如果

不尋正法，墮入旁門，也是難了生死。這裡有三千六百旁門，七十二種左道

。」  

  也就是：  

  真正佛陀在當人。  

  何須用巧向外尋。  

  內中有個舍利子。  

  不分晝夜放光明。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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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毛獅子徹天飛。  

  蛤蟆樹上披毛衣。  

  死的拖著活的走。  

  蚊蟲若悟佛光迴。  

  「這真是有緣者，也是難度。」我說。  

  「是的，無緣者難，有緣者也難，這是眾生難度！」佛陀說。  

  我苦笑，喝了一口咖啡。  

  佛陀苦笑，也喝了一口咖啡。  

  我恍然大悟的說：  

  「原來眾生都迷失了自己，眾生來到這世界上，表面上全為自己而活，

而其實他們只為環境，不為內在的自己。為環境外在而歡笑，為環境外在而

淚淌，忽而站在高高的峰顛，忽而墮入黑暗的幽谷，人們全在外相生活，沒

有向內尋求，而佛法就是尋找內在的自己。」  

  佛陀笑道：  

  「不錯！」  

  「佛法就是知道自己，自心明白，明心見性。」  

  佛陀說：「不錯！可惜，知人不易，知己更難，滾滾紅塵，迷霧漫漫。

我釋迦牟尼佛與你蓮生活佛，全為了這個，在娑婆世界，流浪啊！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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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風塵 
  有人很坦白的對我直言：「盧勝彥，你的說法有很濃的風塵味！」  

  「風塵味？」我不明白。  

  他解釋：「比較草莽性，比較粗獷，比較直爽，比較……。」  

  「這就是風塵味嗎？」  

  「風塵味就是與俗世混同的味道。」他又進一步的說明。 

  他告訴我，其他的法師不同：  

  證嚴上人就說：「佛陀教人行善。」  

  星雲大師就說：「禪宗公案。」  

  聖嚴法師就說：「佛典金句。」  

  惟覺老和尚就閉著眼，像一位教國文的老師，一句一句的流水背誦。  

  而盧勝彥呢？  

  盧勝彥講：「和城隍爺是換帖兄弟，和玉皇大天尊如同老友，也與釋迦

牟尼佛喝咖啡，自己又是阿彌陀佛。」  

  另外：  

  盧勝彥常常講，自己小學賣「李仔糖」、「枝仔冰」。初中留級二次，

高中當黑手工人。年輕時自己的七位女朋友，又是跳舞的往事等等。  

  這就是「風塵味」。  

  我為這風塵味思索──  

  其實我的風塵味就是「真實」，我承認自己不是天生的聖人，也不是天

生的偉人。像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就有砍櫻桃樹的故事，像國父孫中山

，就有直諫強盜的故事，像蔣介石就有溪畔看魚逆水游泳的故事，像。……  

  我的幼年、少年、青年，都很俗，包括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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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確實了解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性情，自己的好惡，自己的美醜

行為，自己的膽識及禍難，自己的優點及缺點，最重要的是，自己修行的境

界，自己的開悟，明白自己的心。  

  我的說法是「真實」。  

  我的說法不是「表象」。  

  我覺得證嚴上人、星雲大師、聖嚴法師、惟覺老和尚，……他們都很聰

明，而我被評論：  

  「風塵味。」  

  「俗氣。」  

  「笨活寶。」  

  我確實有這樣的感覺，我與諸位大法師性格迥異，學佛既相同，又不同

。怪不得被視為「異類」，永遠也不會被認同，而我也無煩惱也無憂，我就

是這個樣，這個樣就是盧勝彥。  

  我記得了鳴和尚對我說：  

  不要怕，「真實」就好。  

  受到讚揚的，不一定是聖賢君子！  

  受到多人毀謗的，不一定是卑鄙小人！  

  天天講施捨的，不一定自己真施捨，不一定是善人！  

  把寺廟建得高大的，未必就偉大！  

  度眾成千上萬的，未必是開悟者！  

  說法說得戒律森嚴的，未必自己守戒嚴謹！  

  法師所說的，未必自己做得到啊！  

  了鳴師父告訴我：  

  「真實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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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佛法真的很好，可以融洽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包括吃、喝、拉

、撒。  

  我真的和釋迦牟尼佛相親相愛，我們沒有距離和分別，不單單是朋友，

我要解釋這種關係，也是最難解的難題。  

  人間就是佛的世界，在我眼中，最美好，最溫馨。佛法給人間帶來美，

帶來善，帶來真正的快樂，只有真正明白佛法的人，真正開悟的人，才知道

煩惱及災禍，也是快樂的。  

  佛法不是我一個人的，除了我，我再傳給她和他，及很多人，有時候懂

得佛法的人，是什麼也不說，不用說。不用說，才會明白。  

  我為何在人間說法？  

  難道你不知道嗎？那是戀戀風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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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糊塗 
  在我一生之中，至親的人，最早離開人間的，是我的弟弟盧昭蓉，那時

他年輕，與情人戀愛火熱。  

  只因三言兩語不合。  

  便糊塗的自盡了。  

  一個剛剛起步的生命，永遠的沉睡著，他不會說話，也不會笑，更不會

跳，也不再鬧，從此不會思考。  

  大家說他「愚鈍」。  

  大家說他「糊塗」。  

  至親的人，第二位離開人間的，是我的母親盧玉女，她是因為二度中風

。  

  很迅速的離開人間。  

  她在離開人間的前幾年，為販賣「水晶」而奔波，在世界各國飛來飛去

。  

  我們勸請她：  

  「不要那麼忙！」  

  她沒聽。  

  「供養妳一切。」  

  她也照樣忙。  

  最後她走了，不用在世界奔波賣「水晶」了，什麼都不用了，什麼都跟

她「毫無瓜葛」了。  

  我們都說，她太糊塗了，何必去賣「水晶」！  

  這兩件親人過世的事，令我的內心大大的震撼，我常常想到弟弟的死，

母親的死。弟弟追逐「情愛」，母親追逐「水晶」，而我回頭想想：  

  「你自己追逐什麼？」  

  我發覺我自己也迷迷糊糊了，我這一生，同樣的愛過，恨過，做過善事

，也做過惡事，歡笑過，也痛苦過，成功過，也失敗過，得到過，也失去過

，有時聰明，有時愚鈍，有時清醒，有時也糊塗。  

  不過認真想一想。  

  畢竟糊塗的時候多。  

  我跟我的弟弟及我的母親，其實沒有兩樣，相差並沒有多少。  

  曾經有人說：  

  大家都明白。  

  賭城拉斯維加斯，會吃光你的錢，再放你走。  

  但是，仍然要去賭。  

  為什麼？  

  因為人們明知，仍然要賭，這就是「糊塗」。  

  當我想到這段話時，我也曾經如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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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知道眾生難度。  

  但仍然不分白天晚上的說法度眾生。  

  明明知道會被害。  

  仍然去度化他。  

  這不是糊裡糊塗嗎？為什麼不清醒些？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不放棄

？  

  說起來很可笑，每當一次受害，是會清醒一些，但過後，又糊塗了，如

此，一次又一次的糊塗下去。原則上說來，我是一個明眼人，又有神通，也

有感應，佛菩薩也會指示我，然而，明知不可能，也要做。  

  這不是糊塗嗎？  

  我真的鈍！真的笨！  

  有時候，好恨我自己，明明知道這個人不能度化，仍然去接近他，直到

自己被害。  

  後來，我回頭想想──  

  「如果沒有糊塗，我怎會有四百萬弟子？」  

  「如果沒有糊塗，人生如何會有豐富的內涵！」  

  「如果沒有糊塗，我如何會思考，寫下這麼多的書！」  

  「如果沒有糊塗，如何能成就大事因緣！」  

  「如果沒有糊塗，我會只有一個人開悟，孤寂的走完這一趟人生之路。

」  

  我發覺，糊塗也很重要。  

  因為一糊塗。  

  什麼都「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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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菩薩如是說 
  我的弟弟盧昭蓉死後，經過我修密法之後，由於業障較重，被我接引到

「彩虹山莊」，他統管「彩虹山莊」的幽冥界，他在幽冥界非常快樂逍遙。  

  他曾告訴我：  

  「快來這裡！」  

  「幽冥界有什麼好？」  

  「我有二名委內瑞拉的雙胞胎女朋友，真是太好了！」他仍然吊兒郎當

，很「酷」的模樣。  

  「不行，我仍然要說法度眾生。」  

  我弟弟笑了：  

  「度眾生？簡直鬼扯！」  

  「你才是鬼！」我罵他。  

  我弟弟：  

  「在這裡當鬼，確實有好處，鬼不會害鬼，但是，在人間，人會害人，

你的弟子要出來害你了，哈哈！」  

  我聽了，啞口無言。  

  幽冥界，鬼不會害鬼。  

  在人間，何有一日安寧？  

  認真說來，這一生的生命之舟始終飄搖不定，在時空之下禍害連連，我

修行無一日中斷，但災劫也無一日停止。 

  生命之舟繼續向彼岸的「去處去」。  

  但，「魔障」緊緊地在後面追趕著，正應了一句話：「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  

  修行苦。  

  度眾生更苦。  



19 

  在我的身後，又傳來了我弟弟的呼喚聲：  

  「老哥，等一等我，別忘了我，真的要來喔！我一直在追隨著你哪！」  

● 

  母親往生時，我用了「中陰救度密法」。  

  開天門。  

  閉地戶。  

  塞人道。  

  阻鬼路。  

  所以我媽媽的靈魂，由頂竅出去，這是在場念佛的同門都看見的，她臨

終時，獅子臥，頭抬起，靈魂脫離肉身，一點白光，融入宇宙的大光明海。  

  我接引我媽媽，成佛去了。我媽媽得到阿彌陀佛的點化，剎那，剎那，

開悟了。  

  媽媽由於慧根深重，馬上成就菩薩果位。  

  我每回去日本旅行，媽媽菩薩始終同行相隨。  

  她告訴我：  

  「日本我不會丟失，我懂日語。」  

  我問她「佛理」。  

  她答：  

  「這世間所有的人，窮其一生精力，費了很多心思都在尋找金錢，有很

多的金錢，有非凡的成就，但，其實仍然沒有找到。請注意我講的這一句話

，找不到的及找到的，仍然沒有找到。」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媽媽菩薩回答：  

  「佛理是這樣的，只有不找的，才能得到佛理。」  

  「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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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心。」  

  「什麼是無心？」  

  媽媽菩薩說：「當一個人，在這世間，什麼都不用尋找，對此世間全無

執著之點，也就是不用心於一切俗務，拋棄財、色、名、食、睡之欲望。雖

身在世間，而心出世間，身相應世俗，而心早已不執著，這佛理自顯了，佛

理在其中。」  

  我聽了，很驚訝。  

  我媽媽竟然明白「般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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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梵天王如是說 
  有一次，我到香港弘法。  

  法會現場人山人海，我給信眾提問題。  

  信眾問：  

  「請問蓮生活佛有神通否？」  

  「有。」我不假思索。  

  「既然有神通，何不用『廣東話』說法呢？為什麼要請人翻譯？」  

  我一聽，愕住。  

  「這。……」  

  啞口，羞慚。  

  又有一回。  

  我在「彩虹山莊」講「佛學總說」。  

  我亦然給信眾提問題。  

  信眾問：  

  「你既然有神通，為何不能用『英文』說法呢？」  

  我笑了笑：  

  「我是很愚蠢，英文程度不高，但是，我可以講一點點，例如食、衣、

住、行的會話。」  

  於是我講英文。  

  聽的人認為，我講的英文，還蠻標準的。  

  在這裡，我要告訴信眾的是，「神通」一事，並非像世人所想像的「全

能」或「萬能」。  

  重要的六通是「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

「漏盡」。這是六大神通。  



22 

  一般的通力，有大，有小，鬼的通力最小，神的通力大些，羅漢、菩薩

、金仙、佛的通力更大。  

  但，佛就算通力很大，也有「三不能」啊！  

  另外，有很多神仙，每一種神通都是不一樣的，有的會飛行，有的不會

。  

  有的會五遁，有的不會。有的會變化，有的不會。也就是說神通的範圍

甚廣，分類也很多，並不是每一位神仙都會「點石成金」啊！  

  舉一個現代例子來說，會「特異功能」的人，可能只會一種「特異功能

」，其他類的「特異功能」就不一定會。  

  有一天，我看見天上界的「大梵天」騎著白鵝下降，光明極了，清淨極

了，大梵天是十分美滿的天界之主。  

  大梵天問我：  

  「蓮生你有什麼疑惑嗎？」  

  我告訴大梵天，信眾提出的「疑問」問他。  

  大梵天反問：  

  「蓮生你會炒菜否？」  

  「不會。」  

  「蓮生你會修車否？」  

  「不會。」  

  「蓮生你懂衣料品牌否？」  

  「不懂。」  

  「蓮生你懂建築房子否？」  

  「不懂。」  

  「蓮生你會演戲否？」  

  「從來沒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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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生你會作木工嗎？」  

  「不曾作過。」  

  「蓮生，你對化學、物理、氣象、科學、核子……等等，你懂嗎？」  

  「皮皮啊，一點點。」我說。  

  大梵天說：「蓮生，由於你是一位修行人，專心鑽研的是佛學，是明白

內心的方法。你能夠自主自己的生死，能夠明心見性，能出入十方法界，自

自如如。你的智慧無上，可以斷盡所有的煩惱。由於你知曉般若，能得大樂

，獲得永遠的清淨光明，又知佛性、空性。像蓮生這樣的人，在人間已經很

少很少了。」  

  我問：  

  「但，我不懂其他的。」  

  大梵天說：「專注天上的，就疏忽了腳下的。大智慧的聖人，在生活瑣

事上往往是愚蠢的。」  

  大梵天又補一句：「你的神通，是大事因緣的通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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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空 
  有一家人來求助我，原因是他的兒子程樹仁因為跟隨一名禪宗老師學佛

，學到最後，走了樣，跟往日完全不同了，變成了兩個人，他們告訴我，程

樹仁以前做事很積極，現在是什麼都不做，懶懶散散的。  

  我去了他們的家，去看程樹仁。  

  還好，程樹仁一聽是我盧勝彥要來見他，他還點點頭，一般來說，他是

誰也不見的。  

  程樹仁說：「開悟了。」  

  「開悟什麼？」我問。  

  「一切皆空。」程答。  

  「你現在已開悟，那做何事？」  

  「既然一切皆空，又何必做事？」程答。  

  「你不想賺錢？」  

  「錢？哈哈！錢又帶不走，賺錢做什麼？」  

  「你不想將來結婚生子？」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到來各分飛。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為兒孫做馬

牛。這話你可聽說？」  

  「你不想拿博士？」  

  程樹仁答：  

  「人間虛名。」  

  我看程樹仁衣衫不整，神情萎頓，不時有氣無力地打著呵欠。  

  我問：「你身體如何？」  

  程答：「軀殼四大假合，本是一無所有，我又何必為軀殼費心思呢！」  

  「你衣服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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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虛飾，我重視真實，不重視虛假。」  

  談話到此，我知道再問下去，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樣的，也就不用再問了

。  

  修行到這種境界，有一個名詞，就是：「頑空」。  

  在從前，很多西方人學習東方的禪學，在一知半懂之下，走入歧途，就

是變成「嬉皮」、「龐克」。他們學到了衣衫襤褸，怪模怪樣，孤獨流浪，

像動物一樣吃喝拉撒。嗑藥，吸大麻，反正人生是一場大夢幻，不做事，懶

懶散散……。  

  程樹仁的家人問我怎麼辦？  

  我答應跟程樹仁再談一談。  

  我問：「你吃飯嗎？」  

  程答：「飢來吃飯。」  

  「吃誰的飯？」  

  程樹仁怔了一怔，答：「當然家人的飯！」  

  「他們欠你？」  

  程無言以對。  

  我再追問：  

  「家人要養你少，養你到老，養你到死，你無所事事，對嗎？」  

  程不答。  

  「你這樣的生活和死又有何不同？」  

  程樹仁低頭。  

  我告訴他：  

  「學禪的人，不是學到如『枯木死灰』就是開悟，禪是活活潑潑的生趣

。禪學者明白人有生死，物有盛衰，無得無失，這都沒有錯。但是，禪學者

是順應自然之道，投入的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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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生活？」程樹仁問。  

  「食、衣、住、行，都是禪。」我說：「究其根源，我們的食、衣、住

、行，都要感恩，以感恩的心來受，以感恩的心回報，這是我們該做的事。

」  

  「你不覺得做了是白費嗎？」  

  我反問：「不做難道不是白費時光嗎？」  

  他啞口。  

  我說：「投入，順應自然。得不得不放於心，這才是禪。」  

  程樹仁沉思。  

  最後，我聽說程樹仁得救了，他拿到了博士，服務社會，他臉上有了陽

光，有了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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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與無用 
  有一位年輕人，體格很棒，他醉心於「卡拉提」，是韓國的跆拳道，得

到高段。  

  他的父母只想要他好好唸書，得到好成績。  

  但他不喜歡讀書。  

  他父母罵他「無用」。  

  老師也罵他「無用」。  

  有一回，他和父母從夜街歸家，卻遇到五名歹徒，攔路搶劫，這時這位

年輕人，施展跆拳道的功夫，以一對五，竟然把五名歹徒打得落花流水，狼

狽而逃。  

  從此──  

  父母不再罵他無用。  

  老師也不再罵他無用。  

  後來，他成了跆拳道的總教練，每月收入，比讀書讀得很好的同學還多

。  

  ‧  

  好像記得有這樣的故事：  

  一位大學教授過河，他和船夫談天。  

  教授問：  

  「你懂數學嗎？」  

  「不懂。」  

  又問：「你懂天文嗎？」  

  「不懂。」  

  再問：「你懂電腦程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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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大學教授笑他：「你彷彿什麼都不會！」  

  這時船到河心。  

  船夫問教授：「你會游泳嗎？」  

  教授答：「不會。」  

  船夫說，這船壞了，將沉了。  

  結果──  

  教授死了。  

  船夫游泳上岸。  

  ‧  

  再說：  

  有二個人在沙漠旅行，他們在沙漠迷失方向，一個人揹負著黃金，另一

個人揹負一袋水。  

  他們實在太渴了。  

  揹負著黃金的，這時要求，將黃金換取一袋水。  

  揹負著一袋水的不肯。  

  結果──  

  揹負著黃金的死了。  

  一袋水的活了。  

  ‧  

  我在美國西雅圖的時候，有一位朋友，是外科醫師，姓歐，他對我說：  

  「盧勝彥，我等你！」  

  「等我做什麼？」  

  「等你有一天，你到來，我幫你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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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我有好氣沒好氣的。  

  想想，也是的，歐醫師是外科醫師，我人是血肉之軀，難保不會生病，

住院開刀，他說的話，並非是沒有道理的。  

  我也對歐醫師說：  

  「歐醫師，我也等你！」  

  「你等我做啥？」  

  「等你有一天，你到來，我幫你超度！」  

  歐醫師的臉都綠了。  

  ‧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天下的事物，全是互相關聯著的，並沒有一樣個

體是分開的。  

  想一想一棵樹，從根到樹幹，從樹幹到枝，從枝到樹葉，從葉到花，從

花到果。  

  什麼都重要。  

  什麼都有用。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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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大士的話 
  維摩詰大士曾經如此說：  

  「羅漢分兩邊。  

  菩薩走中間。  

  佛是一個樣。」  

  此話一出，眾人不解。  

  釋迦牟尼佛微笑點頭。  

  維摩詰大士，原是「金粟如來」的化身，來人間度化眾生的。這句話的

原意是：  

  羅漢──把這世界，分為天上界及地下界，天上界充滿大樂、光明、空

性的解脫。而地下界則充滿了陷阱，充斥了黑暗邪惡，很污穢及不安寧。因

此，羅漢修行，是清淨苦修，尋求解脫，離開地下界，達於無生。  

  菩薩──已經能夠自覺，也用自己的覺悟去度化他人，能夠自己得度到

達天上界的彼岸，也能夠度化地下界的人，到達覺悟的彼岸。因此菩薩能自

覺覺他，自度度他，菩薩在天上界及地下界的中間遊走，因此，菩薩是走中

間。  

  佛──佛陀是一個覺者，他覺悟到整個時間、空間的奧祕，所以佛陀有

三句般若的話。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演變成現代語是：  

  一切都會過去的。  

  每一個人最終都會四大分散而入滅。  

  一切都會歸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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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來，在佛陀的心中，天上界及地下界是空空如也，根本是一個樣

，皆是一時之幻，十法界是一法界，一法界是十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如一粟

，一剎那就是永恆，亦即是窮豎三際，橫遍十方。  

  ‧  

  有人告訴我一個「鐵籠哲學」。  

  鐵籠哲學是如此說的：  

  這人世間是一個「鐵籠」。  

  這國家就是一個「鐵籠」。  

  一個家庭就是一個「鐵籠」。  

  每一個人的肉體就是一個小「鐵籠」。  

  接著：  

  夫妻就是把兩個人關起來的「鐵籠」。  

  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親情就是把親人關起來的「鐵籠」。  

  工作事業是另一個「鐵籠」。  

  學校也是「鐵籠」。  

  人際關係也是「鐵籠」。  

  這樣說來：  

  愛情是鐵籠。  

  地位是鐵籠。  

  金錢是鐵籠。  

  住宅是一個四四方方的鐵籠。  

  這個「鐵籠」哲學的，出了家成了和尚，他厭倦人世間的喧囂，厭惡一

切污濁醜惡的東西，厭倦處處鐵籠的關起，他到寺院去，後來他發覺寺院也

是鐵籠，於是獨自走入深山中，他最後說，深山也是鐵籠，肉體也是鐵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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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訴我：「無法衝出人世間的鐵籠，無法衝出肉體的束縛，一切一切

的鐵籠圍住，我只有一日又一日的哭泣。」  

  我說：「想一想維摩詰大士的話吧！」  

  人生是「鐵籠」，沒錯。只是想著，砸碎這鐵籠，拼足力氣，向鐵籠砸

去，也無法砸開鐵籠，就算砸開，還有另外一個，一個之外又有好幾個。  

  我要他想一想佛陀的話──  

  一切都會歸向空。  

  由自心打開，根本沒有鐵籠，一切都是幻。  

  好好的活。  

  當下找到生存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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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與滿足 
  那一天，瑤池金母大天尊下降，法界虛空有微塵數的光明天女侍者，還

有無數的金仙、天仙、仙人圍繞。  

  虛空中現出無量的慶雲，天花及天音，又有傘蓋及寶蓋，天人均著光明

天衣。  

  還有種種的香息，如塗香、燒香、末香、微妙香。  

  瑤池金母大天尊的鳳輦前行，前面有十二盞金燈引導。一一金燈如須彌

山。  

  這種廣大的海會莊嚴勝景，實在無法描寫述說。……  

  而我。  

  我亦上升虛空界，向瑤池金母大天尊敬禮。  

  瑤池金母慈悲含笑問我：  

  「蓮生，你度生事業如何？」  

  我答：  

  「為欲利樂一切眾生，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

盡，而我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這是你的誓願。」  

  「正是。」  

  瑤池金母問：  

  「你還追求什麼嗎？」  

  我答：  

  「人家有大學！」  

  「你要幾座？」  

  「愈多愈好。」我欣喜的答。  

  「還有？」金母又問。  

  「人家有醫院！」我又說。  

  「你要幾間？」  

  「愈多愈好。」我又欣喜。  

  「還有呢？」  

  「人家有電視台！」  

  「你想要幾座電視台？」  

  「愈多愈好。」我大喜。  

  瑤池金母大天尊笑了：  

  「你的追求無有止盡，你永遠無有滿足。眾生欲望亦如是，永遠無有滿

足。」  

  「至少也該有老人安養中心及真佛墓園吧！」我向金母祈求。  

  瑤池金母答：  

  「一切但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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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池金母說：  

  「成立大學、醫院、電視台，都有因緣。不是人家做，你就跟著做。你

的因緣，是恆順眾生，隨順而轉，修如來法，身口意清淨。若令眾生得成就

，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我只是授法？」  

  「正是。」  

  瑤池金母正色問：  

  「現今，世界雷藏寺有幾座？」  

  「三十多座。」  

  「是你所有？」  

  我答：「只是修佛法，非我所有。」  

  瑤池金母說：「正是如此，雷藏寺非你所有，大學、醫院、電視台等等

，亦非你所有，只是因緣俱足而已。你勿追求，你當滿足，你勿入俗。」  

  「何謂入俗？」  

  「塵世之中，鬧轟轟的，無數無數的修行人，也很少有不貪財，不斂金

銀財寶的，閉上眼想的是如何募款，如何籌到更多的供養。不要說俗人們利

心太甚，現代的修行人也是見利生心，這財字，可算是迷魂大陣，一進入，

貪妄定生。我看你只說法，其他不染，這佛法，才是受用不盡。」  

  「要建大學嗎？」  

  「你不用。」  

  「要建醫院嗎？」  

  「你不用。」  

  「要建電視台嗎？」  

  「你不用。」  

  「我到底要建什麼？」  

  「不是有作有為。」金母回答：「而是無作無為的無上智慧般若大法船

。」  

  「法船？」  

  「到達彼岸。」金母說。  

  我一聽瑤池金母大天尊如此一說，便知道一切。  

  我此無為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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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路行者 
  一名男子到我處，此男子自殺過，現在又想自殺，他的家人帶他到我這

裡來，尋求開解。 

  自殺者說：  

  「這一生全是挫折，活得沒有意義！」  

  「如何挫折？」我問。  

  「讀書求學，聯考失敗。」  

  我說：「我留級兩次，讀書最後一名。」  

  自殺者睜大眼珠。  

  「還有什麼挫折？」我再問  

  「我戀愛也失敗了。」  

  我笑笑說：  

  「往往愛的人，傷害得最重。被遺棄了，不只如此，用利刃挖出心，割

成碎片，傷害得體無完膚，痛哭流涕！」 

  自殺者問：「你也經歷過？」  

  「是的。」我承認。  

  「我做事，全失敗了，沒有一樣成功的。」 

  自殺者說：「一無所有，人們瞧不起我。」  

  我帶這位自殺者到我的房間，取出罵我盧勝彥的文章給他看。 

  自殺者嚇呆了。  

  因為整個房間全是「報紙」、「雜誌」、「影帶」，堆積如山，聲勢嚇

人。  

  我告訴自殺者：「你知道嗎？我二十六歲，一出道，就被罵，三十多年

來，有多少批評謾罵及毀謗，從未停止過，我是一位被宗教界人人喊打的人

，我惡名流佈，風評不佳，應該自殺者是我，而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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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者說：  

  「但，我的好友離棄我，冤枉我，又傷害我。」  

  「哈哈！你知道嗎？我付與最相信的弟子，他就是在背後插我一刀的人

。我被出賣太多次了。」  

  我告訴自殺者：  

  「這一生，我的災難永遠不斷，被人嫉妒，被人吃醋，被人冤枉，我有

最大的疾厄，面臨死亡的逼迫，有種種的追殺，數不清的謠言毀謗。……我

痛苦已極。」  

  自殺者問：  

  「你為何不自殺？」  

  我答：  

  「因為懷抱希望。」  

  我再說：「懷抱希望的人，才能有勃勃的生機，才不會憂鬱，對任何事

，能夠看得開，放得下，自自在在，隨遇而安。尤其我走入修行，明白人生

的真相，知道六道輪迴的真實景相，自殺便是永遠的失敗，不只如此，自殺

的靈魂，在輪迴之中更是悲慘已極，自殺的暗影總是無法除盡的，是愚蠢至

極的，何不活著，活著才有希望啊！」 

  我又說：  

  「你何不比較一下，自殺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而活著，還有一絲絲的

機會。」  

  自殺者問：  

  「如果連一絲絲的希望也泯滅了呢？我就是連這一絲絲的希望全沒有了

。」  

  我說：「仍然要活著。」  

  「為什麼？」  

  「跟著我修行，不修現世，修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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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是什麼？」  

  「修行也是希望。」  

  「我明白了。」自殺者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我「讀書」失敗過，我「愛情」失敗過，我「

事業」失敗過，我被冤枉過，我被追殺過，我被人離棄過。被弟子陷害過，

被師父追打過，被弟子背叛過，被親人逼迫過，被報章、雜誌、電視……。 

  被政治……。被流氓……。 

  我百死一生，死裡逃生。我逃亡……。  

  至今還沒有自殺！  

  只因修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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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朵」的背面 
  有很多人去欣賞，義大利導演，拉脫維亞國家歌劇院，超大型陣容演出

的──「杜蘭朵」。  

  這個演出，有交響樂團、有獨唱家、合唱團、芭蕾舞團一六零名專業人

員。  

  「杜蘭朵」的歌劇，金璧輝煌。  

  我寫「杜蘭朵」歌劇，並非評論戲服、佈景、演技、歌曲，而是「杜蘭

朵」這個故事內容。  

  內容提要是這樣的：  

  故事的開始，是中國皇帝的一道聖旨：  

  「杜蘭朵公主要招駙馬，唯有王室血統才可參加，公主出三個謎題，通

過的可娶公主，將來繼承王位。不通過的代價便是死亡。」  

  於是，不少王子死於石榴裙下。  

  王公貴族前仆後繼，也都慘死。  

  這些都是為了杜蘭朵公主的雪白如玉的胴體太迷人了。  

  當可憐的波斯王子因為沒有猜中謎題，即將被斬頭的時候，全國民眾騷

動不安。這時有一位異邦的王子和自己失散多年的父親帖木爾巧遇。王子發

現貴為君王的父親形單影隻，老殘眼瞎，只剩一位宮女柳兒忠心耿耿地服侍

。  

  異邦王子後來得知，柳兒忠心，原來是當年王子曾對她一笑，自此心繫

王子，一往情深的犧牲。異邦王子看見美艷而冷酷的杜蘭朵公主，下達處死

波斯王子的命令，就這麼一瞥，王子便為杜蘭朵的美貌心醉神迷，宣佈自己

要選駙馬。  

  父親帖木爾及柳兒，勸阻無效。  

  皇帝暗示異邦王子放棄也無效。  

  結果出人意料之外，異邦王子竟然很有智慧地說出了三個謎題。  



39 

  但是，驕傲的公主下不了台，又不肯服輸，於是異邦王子也出了一個謎

題，請公主說出王子的真實姓名，如果在黎明之前說出，王子情願被處死。  

  杜蘭朵下令全國的人，查王子的身份。  

  王子的父親帖木爾與柳兒落入公主手中，為了保護帖木爾及王子，柳兒

受嚴刑拷打，堅不吐實。問她為什麼如此堅強，柳兒答「愛」。柳兒最後為

「愛」而死。  

  異邦王子在黎明前告訴杜蘭朵，他的真實身份是韃靼王子卡拉富，杜蘭

朵公主狂喜說：  

  「勝負已分。」  

  第二天，杜蘭朵公主在眾人面前宣告，她已知道異邦王子的姓名，他的

名字是：  

  「愛情。」  

  於是，全國歡聲雷動。  

  ‧  

  這個歌劇，主要的三位演員：  

  杜蘭朵──雪白如玉，冷似劍光。  

  卡拉富──亡國王子，勇奪美人。  

  柳兒──溫柔可人，犧牲奉獻。  

  我如此認為，世界上最難以說清楚的，就是「愛情」。杜蘭朵的「愛情

」及異邦王子的「愛情」，好像是如痴如醉的，其實也是風刀霜劍，這種愛

情，有時卻會三言兩語把夢魂擊碎。  

  這種「愛情」如何有深淺？  

  這種「愛情」與「傷害」何異？  

  我倒是欣賞那位宮女柳兒，只因為王子的一笑，她便永遠都是王子的人

了，不曾得到「愛」，更談不到會失去「愛」，何況，很多時候，得便是失

，失便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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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兒的愛，又忠貞，又迷糊。  

  杜蘭朵的愛，是瞎子。  

  王子的愛，是聾子。  

  這歌劇，我看出，「愛」有時候，容得下世界上所有人的傷害。但有時

候，「愛」會用無情的匕首刺向對方。  

  愛情沒有「理智」，全是「傻瓜」。  

  修行的行者，要參悟「愛」：  

  不貪那，富與貴，世俗浮景。  

  不戀那，恩與愛，紅塵美情。  

  將美色，與富貴，一刀斬盡。  

學一個，大丈夫，跳出凡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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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寶瓶的祈願 

  學習密教的人都知道：  

  在天上最富的是「四大天王」。  

  在地上最富的是「山神」。  

  在海中最富的是「龍王」。  

  密教「龍王寶瓶法」，是將象徵龍王的寶瓶，裝入行者的供養，在修完

了密法之後，拋入大海之中，使龍王心生歡喜，於是，龍王滿足了行者的願

望。  

  修行「龍王寶瓶法」，從選擇寶瓶、裝添供養、修法、拋瓶入海，都有

觀想、持咒、手印。最重要的是，一心虔敬龍王，希望不可思議的龍王，賜

于行者的願望達成。  

  我曾在「拋瓶入海」的儀式中，問一位年輕弟子：  

  「你如此修龍王寶瓶，是為了求得什麼？」  

  他的臉紅紅的，答不出來。  

  我說：  

  「你說說看，不要緊的。」  

  弟子答：  

  「心想事成吧！」  

  「你心想什麼？」  

  弟子不好意思的說：  

  「總要先得財富吧！」  

  這位弟子告訴我，一個人有了財富，當然就會有豪華的住宅，有漂亮的

名車，有珍貴的飾品，還有一些名，男女朋友會隨著而來，生活會比較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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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又說：  

  「我們已經學了佛，知道要布施別人。」  

  這位年輕人見我默默無語，便反問我：  

  「師尊拋龍王寶瓶，祈願什麼？」  

  我一時怔住了，同樣答不出。  

  「師尊說說！」  

  我答：  

  「我…我…我沒有祈願，我沒有……。」  

  這位年輕弟子幫我回答：  

  「師尊一定是祈求眾弟子身體健康，眾弟子道心堅固，真佛密法弘揚五

大洲，佛法救度天下蒼生，人人得以早日成就，個個成佛。」  

  我聽了，高興極了，這位弟子很聰明。  

  想一想「龍王寶瓶法」的祈願，我今天對世俗的世界，還祈願什麼嗎？  

  富貴。  

  名位。  

  健康。  

  家庭。  

  子女。  

  我當然不會祈求這些，這些的「有」或「沒有」，對我來說，都不是很

重要。  

  因為人們的欲望，來自於「無明」，形成了強烈的貪求渴愛，而有了執

取不捨，一般人，不懂得「有道」的自然之理，一味的強取豪奪，久而久之

促使我們在追求的過程中，做出了身、口、意的善惡業來。  

  身、口、意的善惡「業力」是形成六道輪迴的主要原因，須知有業力就

要承受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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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業受善報。  

  惡業受惡報。  

  人們會有「貪欲」，最主要是認定有「我」及「我的」存在，為了滿足

「我的」要求，便造出身、口、意的善惡業力。因此，導致人們跳不出生死

輪迴，不能開悟，也求出無期。  

  我個人覺得，「龍王寶瓶法」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正是「先以欲勾之，

再令入佛智。」  

  一、「滿願」。  

  二、「布施」善業。  

  三、「無求」。  

  四、「成佛」。  

  我認為，這正是修習「龍王寶瓶法」的依循次序，當澈悟「無常」、「

苦」、「空」、「無我」的本質，正念永遠堅定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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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盡頭 
  我曾說過：  

  「有一天，我會非常孤獨，只有一個人，離開了子女，離開了親朋好友

，離開了所有弟子，走入樹林之中，走入深山之中，這是真正的千山獨行，

不必相送。」  

  李白說：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  

  最近，我常常想起──  

  我的母親盧玉女，她走了。  

  我的弟弟盧昭蓉，他很早走了。  

  我的同學洪積強、陳震華，他倆走了。  

  我的好友郭泗桐、黃金雄、莊正和……。他們全走了。  

  我的弟子張煌明等等，都走了。  

  ……。  

  ‧  

  我有一個消除煩惱的方法。  

  每有煩惱發生，我會一個人，單獨的在黑夜裡，淒風苦雨之下，在黑幽

幽的墳場，獨自漫步墳墓之中。  

  我念：  

  「南摩阿彌陀佛。」  

  一直繞著墳場念。  

  在那一剎那，想想，自古以來，有生必有死。過去的人，全死光光了，

現在的人，一步又一步走向死亡，未來的人，一出生，就註定了必死的命運

。  

  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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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沒有死過。  

  我是必死無疑。  

  一切世間的現象，是目前活著才現出，如果死了，也就無牽無掛了。正

是，緣聚則幻有，緣散則幻無。  

  一切煩惱，無非鏡花水月，無非夢幻泡影，無非電光石火，無非過眼雲

煙。  

  問問躺在墳墓中的人：  

  什麼是煩惱？  

  答案是：  

  「煩惱是遷流而剎那不住的。」  

  所以煩惱是「空」、「空」、「空」。  

  如此急急轉念，一切身外事，悉皆放下，置之度外，不生繫戀之心，而

一心一意修行，只念西方極樂世界，只念自己的本尊阿彌陀如來。  

  「嗡。阿彌利達。多傑。哈拉。吽。」  

  ‧  

  我雖然沒有走到人生的盡頭，雖然還沒有死！  

  但，事實上──  

  我早已離開了名利物欲。  

  已離開了得失窮通。  

  離開了悲歡離合。  

  離開了憎會愛別。  

  離開了煩惱憂慮。  

  現在的我，是虛空中的孤鳥，一個人行，一個人住，一個人坐，一個人

臥。  

  誰是蓮生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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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又是盧勝彥？  

  蓮生活佛盧勝彥漸漸和我這個活著的人，愈來愈有距離，愈來愈陌生，

他是誰？我是誰？每一個人都會走向孤獨，每一個人都會必然生滅，每一個

人都是短暫過客。  

  千劫升沉事可嗟。  

  須彌散骨亂如麻。  

  於今自覺如已死。  

  合掌晨昏只佛家。  

  我現在只想，於一彈指之間，往生西方彌陀清淨佛國，從此超凡入聖，

神通自在，壽命無量，出離三界，了脫生死，是大覺大悟的人。  

  在那裡，大樂光明。 

 

 

 

 

 

 

 

 

 

 

 

 

 



47 

誰是誰? 
 我學佛時，常想：「我是誰？」  

  盧勝彥──那只是姓名、代號。如同 A、B、C、D。  

  蓮生活佛──那只是稱謂。E、F、G、H。  

  我注意我的臉，那是遷流不住的「五官」。  

  我注意我的身體，那是一層「皮」。  

  聽師父常講四大組合：  

  地──軟硬特性。  

  水──組合特性。  

  火──冷熱特性。  

  風──流動特性。  

  於是明白，我人的骨肉就是地，血液就是水，溫度就是火，呼吸就是風。  

  我想，那我究竟是誰？  

  我學習禪觀，想我是誰？這組合的四大物質，在地、水、火、風之中，

其中風質最好觀想，而且比較明顯，於是從觀察呼吸下手。  

  我們很容易明白，「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間，一息不來，生命就結束了。」  

  生命一結束，盧勝彥就沒有了，蓮生活佛也沒有了，四大組合也分散消

失了。身體會腐化消失。  

  那我是誰？  

  誰是誰？  

  師父說，禪觀的目標不只在四大組合，還有更細微的精神存在。但是，

這些並不容易觀察到，因為觀察精神或念頭比觀察物質更細微。  

  於是：  

  精神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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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頭是我？  

  我又從念頭開始禪觀：  

  一、身念：  

  專心繫念，其中包括，觀察呼與吸的過程，了了分明一切現象呈現及消

失。  

  二、受念：  

  專心繫念，注意觀察各種感受的生起與消失。認清：  

  「快樂。」  

  「不快樂。」  

  「不快樂亦非不快樂。」  

  三、心念：  

  注意各種心意的生起與消失，了了分明其心意的實相。  

  四、法念：  

  了了分明諸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與消失。專心繫念，認清諸法的實相

而不執取於它們。  

  我發覺：  

  身體虛幻。  

  感受虛幻。  

  念頭虛幻。  

  心法虛幻。  

  身、受、心、法，都沒有存在實質。  

  我是誰？  

  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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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四念住經」中告訴我們：「比丘們，對於凡夫只有一條路可以

導致清淨、克服憂傷哀傷、袪除苦楚悲痛、得到正當行為的準則、體證涅槃。

這條路就是四念住。」  

  佛陀說：  

  「精進明察，身體、感受、念頭、法住，念念分明，淫欲、悲痛必會消

失。」  

  當我觀察這些時，我明白：  

  身體是無我的。  

  環境是無常的。  

  存在的感受是苦的。  

  這一切是空的。  

  我的智慧漸漸的成熟了，我再也不去執著有形的「我」，也不去執著精

神的「我」。這就是證悟涅槃，大樂、光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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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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