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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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獨居的世界（序） 
 

  這本書的書名是「獨居小語」。 

  副題是「獨居老人碎碎唸」。 

  是我寫作的第壹百五十一本書。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我走著修持佛法的行者之路，同時也舉辦數不清的

弘法大會，對於「真佛密法」的弘揚，是想用一己之口，將淬煉的心要口訣

，付法給真正實修的弟子。 

  以往我的生活，和宗派的弘揚息息互動，我的寫作及說法，全觸及了我

內心深處所希望表達的禪境和空靈，另外，我悟出的哲思悸動。 

  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我意識如此的寫下去，及一直說法下去，

固然可以表達開悟者的內心世界，也可隱顯佛法真如哲理，然而寫作到老，

說法到老，同時很容易被歸類為，人生只是「一種形式」的危險。 

  因此，我想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脫離目前現實的生活環境，去過著

一個人獨居的日子，沒有親人的印象，沒有弟子的印象，形成只是自己的意

象。 

  我想到「隱居」與「閉關」，完完全全一個人獨居，只是一個人與自己

的心。這種沒有侍者的生活，我可以理解出一種情境及抽象，絕對有它的價

值性。 

  我嘗試在天涯海角的孤島，過著完全陌生的日子，走入森林，天之涯，

海之湄。這意味著，我一生的變化，由焦聚後再擴散，由擴散再焦聚。 

  我要「隱居」及「閉關」，其理由是： 

  一、人的生，是一個人來。人的死，是一個人去。 

  二、找尋生命的極限。 

  三、透過「擴散再焦聚」，再宏觀人生。 

  四、變換跑道的意涵。 

  五、偶然。 

  「獨居的世界」是自自然然的，這個老人已脫離現實了，印象全變化了

，意象也變抽象了，完完全全成了「內心的生活」，根本不可言傳。 

  我寫下的文字，不一定是宗教性，不一定是文學性或哲學性，是來自「

自然」，沒有「誇張和扭曲」。我期盼讀這本書的人，用「心眼」看，不是

用「肉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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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的生涯變了，我的寫作也要變，以往的要割捨，連最喜愛的也

要割捨，想一想，人生到了極限，不割捨的也要割捨。 

  沒有糾纏與掙扎。 

  只有精進。 

  這「獨居的世界」是自發性的光明。 

 

蓮生活佛盧勝彥連絡處：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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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老人的生日 
 

  那一天，依稀記得是自己的生日。  

  在天涯海角的孤島，簡陋窄小的閉關小屋裡，清晨一起床，唸了一遍「

真佛經」，修了一壇法，靜坐禪定，迴向給所有的弟子們！  

  依照往例，我早餐只吃水果，香蕉、木瓜、橘子、蕃茄，然後，擦洗地

板，擦窗擦桌椅，洗衣做家事。做完了家事，我通常須做三項事：一是讀經

，二是寫作，三是練一練金剛拳法。  

  中午時分，我是正午出生，我取了一塊白色的麵包，上面插上一根蠟燭

，這蠟燭原本是停電時準備的，因為這裡常常停水停電，一根蠟燭，一就是

一切。我一個人，祝賀自己的生日，不知不覺淚流滿面。  

  這讓我感觸很深，想一想從前，數千數萬人，在你面前祝賀你生日快樂

！  

  今天，獨自一個人，面對自己午餐的一塊麵包，不禁悲從衷來！  

  我想起母親，今天是母難日，母親已過逝，我哭！想起親人，我哭！想

起弟子們，我哭！  

  我想起父親，父親也一樣獨居啊！父親由一位弟子熱心的照顧著，我心

稍安。  

  父親曾對我說：  

  「一個人要常常換背景，這樣才能體會人生！」  

  我想到父親的話很對。  

  人要嘗試著去過不同背景的生活，這樣你才知道生老病死、富貴貧賤、

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看一看，過一過獨居老人的淒涼日子吧！  

  我想到，這種背景的生涯，應該是還歸本來面目，極可珍貴吧！  

  驀然之間──  

  虛空中有人吟唱一首詩：「西方急急早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窗外日

光彈指過，為人能有幾多時。」  

  虛空中有「諸尊」現身，「瑤池金母」、「阿彌陀佛」、「地藏菩薩」

等。還有許多金剛護法神，諸天神眾、空行等。  

  我媽媽也來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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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生日，只一個人慶祝自己。幸好，還有許許多多的「無形」！  

  這是另一種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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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菜籃買菜 
 

  現在，市集裡面的人，都知道有一個「光頭」，隔個一星期就會來買一

次菜。 

  市集裡面的人，對我很好奇，他們問我姓啥名啥，從哪裡來，而我的回

答，只是微微的笑，他們問我做什麼事業，我說我退休了。 

  市集裡面有一位賣水果的老婦人，長的胖嘟嘟的，圓滾滾，卻口紅擦得

很紅，笑起來，露著血盆大口，她每回看見我，老遠就打招呼：「老爹，你

來了！這回買什麼？」 

  我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叫我： 

  「老爹！」 

  我想一想，並不介意，我的頭光光，他們以為是掉光的。我自己飽受滄

桑，也顯得憔悴蒼老，叫我老爹，我也受了，自己也確實老了，以後寫文章

，書名就叫：「獨居老人的絮語」吧！ 

  老婦人問我：「買什麼？」 

  我答：「買橘子！」 

  老婦人說：「老爹，你有沒有搞錯，現在橘子不是產期，只有柳丁、香

吉士。你買柳丁、香吉士吧！」 

  我說：「不！」 

  她問：「為什麼？」 

  我回答：「橘子可以用手剝，柳丁、香吉士不能用手剝，要用刀切才可

以！」 

  賣水果的老婦人笑了，她說： 

  「老爹！我教你，吃柳丁、香吉士，也不必用刀切，只要把柳丁、香吉

士拿來，用雙手壓住滾動，或放桌上滾動，一樣壓住滾。滾到柳丁、香吉士

的皮和裡面的肉略略分開，就可剝來吃，很好剝的。」 

  她示範給我看。 

  我睜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結果是真的。 

  老天爺，我提菜籃子上市集買菜，竟然也學到這一招，現在我也買柳丁

、香吉士了，原來市集裡面有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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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位獨居老人買菜，學到不少呢！請大家告訴大家！吃柳丁、香吉士

，確實不必用刀切，用手剝就可以。  



 

11 

突發奇想 
 

  有一天。 

  我想到我已經很老很老了，老到臉皮的皺紋成了縱橫的井字，一塊又一

塊的黑斑佈滿，眼皮下垂，目光滯泄，牙齒也掉光了，下巴乾扁扁的，彎腰

駝背！ 

  我拿著空碗，走到真佛宗的一個分堂，想討一碗飯吃。 

  門開了，一位真佛宗弟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我一回，他已經認不出我

是誰了。 

  「老乞丐，你想幹什麼？」 

  我搖一搖空碗，我肚子餓了。 

  「對不起，老乞丐，廚房現在沒有人，大家都在大殿修法。」 

  「你們修蓮花童子相應法嗎？」我興奮的問。 

  那位弟子回答：「蓮花童子相應法，這個法我們早已不修了，我們上師

所傳的法，全是天上佛菩薩親傳給他的，舊的法，早已拋棄不用！舊法太慢

，新法成就快速。」 

  「喔！那蓮花童子金身？」我大驚駭。 

  「據說給收破爛的收走了！」 

  「你們現在修什麼法？」 

  弟子答：「我們修的是乖乖法，也就是要乖乖的聽我們上師的話。我們

上師，已不是以前的上師，他是『大宇宙法流光普世尊貴活佛』，名稱可長

了。」 

  我聽了，心中震驚！ 

  「請問，你們不是有一位傳承上師嗎？」 

  「我們上師說，傳承就是船沉，船沉是不吉祥的，以後我們不須要船沉

上師。只要跟隨他就可以了。」 

  「喔！那位盧勝彥呢？」我問。 

  那位弟子怔了一怔，說：「聽說他去了南太平洋之後，就不知所終，誰

也不知道他去了那裡，也許早已歸向虛空了。」 

  「你們現在真佛宗有多少上師？」我又問。 

  「二千多位。分南派、北派、東派、西派、黑派、白派、紅派、紫派、

鴿派、鷹派……。」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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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夠了，不用再唸了，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老乞丐！」 

  「不，我是盧勝彥。」我說。 

  那位弟子轉身進去，叫了一大群人出來，大家拼命喊：「最近有一位獨

居的老流浪漢，又老又醜又髒，自稱是盧勝彥，一定是冒牌的，大家拿棍子

趕他走，免得污了我們真佛宗的盛名！」 

  我一看大家來勢洶洶。 

  只有落荒而逃。……………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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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沙劫 
 

  釋迦牟尼佛曾經如此說：「人間如火宅，應當出離。」 

  我們了解佛陀的本意，是說人生有種種苦，從生苦到死苦，其中有數不

清的苦惱相逼迫，又是「病」、又是「情纏」，又是「老化」，又是「無明

」，內外苦楚，一言難盡，如同眾火交逼，須臾變灰燼，永劫之中，沒有片

刻的清涼。 

  現在，我這位獨居閉關的老人終於體會到了，我住的地方，不只是「火

宅」，也是「沙宅」。  

  每天清晨，我要擦地板，我有一點點潔癖，我喜歡住的地方一塵不染，

但是，早上剛擦過，下午用手再摸一摸，天啊！又是厚厚的一層沙。 

  這裡風沙大，沙隨風滾滾，就算把門窗全關緊，風與沙從門縫，從窗子

縫，鑽了進來，所以不管什麼時候，你要準備拖把，準備抹布，所以不管什

麼時候，你若不擦擦抹抹，你一碰，滿手都是沙。  

  我現在先用掃把掃沙。  

  次用拖把拖過。  

  最後用抹布彎腰擦拭。  

  這就是我（獨居老人）的運動兼念佛了。  

  我想起西方極樂世界的勝景：  

  「風吹散華，遍滿佛土，隨色次第，而不雜亂，柔軟光澤，馨香芳烈，

足履其上，陷下四寸，隨舉足已，還復如故，華用已訖，地輒開裂，以次化

沒，清淨無遺。」  

  看看西方極樂世界。  

  是色美！  

  是香烈！  

  是柔軟！  

  是清淨！  

  再回頭看看自己的「沙宅」，永永遠遠不乾不淨，簡直是氣死我了！  

  不但是沙，又有螞蟻，又有蟑螂，又有黑色無明小蟲，我在桌上寫作，

牠們爬來爬去！  

  我這「塵沙劫」！  

  幾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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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首「詠沙詩」吧！  

  「自然風沙沙無涯。  

   從早到晚掃無暇。  

   但望清淨常相續。  

   繽紛雲裡雨天華。」 

   

  



 

15 

何處不救度 
 

  我到市集去買菜，是唯一的外出，其他時間，大部份重視閉關修持的功

夫。 

  在市集旁，有一家賣咖啡及果汁的，主人是「原住民」。那天，天氣炎

熱，我走了進去，要一杯冰凍的咖啡，沒有咖啡因的，而且要求不加糖。我

喝的咖啡，冰涼的，苦透的，別有風味！ 

  主人的右眼綁著紗布眼罩，他看起來約四十多歲，皮膚棕色，粗粗壯壯

，類似夏威夷或是關島的土著，上身打赤膊，圓滾滾的胸部，肚腹挺起。 

  我指一指他的右眼，問： 

  「怎麼回事？」 

  他回答： 

  「眼病，角膜發炎，看了醫師多次，吃藥抹藥膏，一個月都沒有好。」 

  「應該快好了吧！」 

  「快好了？」他苦笑：「一點都沒有好的跡象，眼球充血，痛苦不堪，

我彷彿遇到鬼了！」 

  我一聽他提到「鬼」字，內心一陣激動，很想幫一幫他，但又不敢造次

，我靜靜的喝完了咖啡，站了起來，付完了錢，轉身就想走，但，身子未動

。 

  我說：「你相信我可以治好你的眼睛嗎？」 

  「你是醫師？」 

  「不，我不是醫師！」 

  「那你是巫師？」(原住民想到我可能是巫師) 

  「我也不是。」我回答。 

  「那你是何？」 

  「你不要管我是誰，你只要給我一杯水，相信我，我可以治好你的眼病

。」我信心十足。 

  他很快倒一杯水給我。我很迅速的「結印」，在水面上寫了「嗡。部林

。」的梵字。看見虛空中的本尊放光照水，水變成甘露。我唸了三遍：「嗡

。部林。」 

  我要他喝下去。 

  他照我的話喝了下去，喝完了，咧著嘴笑……。 



 

16 

  約一個星期之後，我走過他的店門口，他的店門口有很多人，他看見我

，衝了過來，大聲的說： 

  「當天晚上，眼睛的紅全褪了，眼睛不痛，全好了。你真是神！你是神

！」 

  很多人圍向我。 

  我問：「這些人是？」 

  咖啡店主人說：「慕名而來，是求你幫忙的。」 

  我說：「不！」 

  我對他們說，先去看醫師，有緣的話，我能幫忙再幫忙。我走得好快，

如同用跑的。 

  我想到一個問題，今天我來這裡，這裡的人我一個也不識，他們也不認

識我，但，只要我一伸手，他們就會認識我，天底下，何處不能度眾生！ 

  只是，今天我是一個隱居的人，是一個閉關的人，還是讓我安安靜靜做

一個獨居的老人吧！我不想重現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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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老人的身世 
 

  我一星期到市集(市場)買一次菜，市場裡對我這位陌生客的出現，漸漸

有了好奇心。  

  有人問我：「你從那裡來？你是做什麼的？」  

  我從來不回答我從那裡來，至於人們問我是做什麼的，我總是回答：「

我退休了！」  

  有一個賣菜的說：「我看你經常戴一頂帽子，穿著像一個大樓的管理員

，你是大樓的管理員嗎？」  

  有一個人說：「你的模樣，像一個外籍勞工，你一定是築路工人。」  

  也有一位賣水果的說：「你可能是餐館的廚師，你是廚師嗎？」  

  我聽了，只有傻笑的份，我的身世，在那裡，是一個謎題。他她永遠不

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只有那賣咖啡的老板，曾經被我治好眼睛疾病的那一位，他說我是「巫

師」。  

  有一天，咖啡老板追著我：「老爹！可以再幫我一次忙嗎？只這一次，

不告訴任何人！」  

  「誰？」  

  「我岳母大人！」  

  「她怎麼了？」我問。  

  「她拉肚子，很多年了，身子瘦弱，胃腸沒有一天好過，吃了就拉。我

告訴他，你治好我的眼疾，她希望你也能治好她拉肚子的毛病。」  

  我想一想，說：「好！」  

  那位岳母大人是一位老太婆，我教她站穩馬步，免得我一掌打下去，她

就飛出去！  

  我教她站著，背向我。  

  我祈求我的本尊加持她的腸胃，我的右手掌自動的拍向她的背，「碰碰

」有聲。  

  我看見我的手掌放光，施出能量！  

  我看見光明在老太婆的身上，能量跑到了她的腸胃。 

  「吽！」的一聲，大放光明。  

  自從拍了老太婆的那一天起，奇就奇在這裡，老太婆上廁所就不拉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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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就正常了，永永遠遠腸胃正常了，簡直令咖啡店老板及他的岳母大

人驚訝的不得了。  

  咖啡店老板及岳母大人，看見我都叫：  

  「巫師！」  

  我告訴他倆：  

  「我不是巫師。」  

  「那要叫你什麼？」  

  我說：「你們兩位叫我『馬斯特』好了！但，勿告訴任何人喔！我在這

裡是閉關，不想太轟動！」  

  我當然知道，我這雙掌可以繼續救人，因為我的雙掌會放光，照樣可以

在天涯海角度眾生，可以紅了這一片天。但，回頭一想，還是安安穩穩度晚

年吧！何必操勞至死呢！ 

  



 

19 

曾經有夢──寫給弟子們的詩 
 

一、師徒之間  

 

  想念弟子  

  就如同嘩啦嘩啦的瀑布  

  只因蓮花的開放  

  就綑綁成密密的誓願  

  不管流光如何老去  

  綿綿的思念  

  蓮花弟子  

  永遠的沁香滿注  

 

二、獨居閉關  

 

  雖然我獨居  

  但回憶永不孤獨  

  那一個又一個躍動的臉孔  

  像精靈的星星  

  亮了一個  

  又亮了一個  

  永遠掛在我的心幕  

 

三、精進修持  

 

  時間在推移  

  空間在遞變  

  持續的真佛傳承不變  

  大家繼續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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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師父與徒弟  

  源於對相應的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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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針引線 
 

  有一天，我在隱居的關房，發現我的喇嘛裝的鈕扣掉了，幸好鈕扣還在

，還有我的褲管脫線，一邊長一邊短。鈕扣要用針線縫起，褲管也一樣，尤

其是褲管，要用縫紉機車了比較牢固。 

  這些事我還會做，我小的時候，滿獨立的，我會踩舊式的縫紉機，會穿

線，小時候扣子掉了，自己會用針線剪刀。尤其我讀軍校，軍中生活十四年

，樣樣自己來，現在成了獨居老人，只是複習從前的生活而已。 

  在小小關房，當然沒有縫紉機，我自己去買針線，用針線縫鈕扣、縫褲

管。 

  驀然，我發覺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看不見針孔了，針孔太細了，我仔

細看，針孔一片朦朧，線如何穿，一遍又一遍，只穿在針孔外面。 

  我流了一身汗，全身發熱，就是沒有辦法穿針引線，這時我才警覺到，

我的眼力不行了，細細的線，在我的手上，會搖晃，線也插不準，針孔也太

細，眼花花的。 

  怎辦？ 

  現在如果有人在身旁幫忙，那就太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自己隱

居，自己閉關，任何事都要自己來，不可以再有依賴他人的心。 

  我又去買了放大鏡。 

  萬歲！我終於把線穿過針孔了，我先把線打了結，然後一針又一針的縫

。 

  小的時候，母親曾教我： 

  線打結如何打到最底，最接近布。 

  如何轉幾轉，才會牢固。 

  如何用牙齒咬斷線。 

  我想了都好笑，現在的我，那能用牙齒去咬斷線，我拿起剪刀，就剪斷

線了，用牙齒咬線，會讓線傷了我的牙床呢！ 

  我鈕扣縫得很好！ 

  褲管比較差，因為褲管的工要細些，一針一針的排列要緊密，而且要整

齊，由於眼力，我縫得較粗，自己看了都不滿意，然而勉強還可以啦！ 

  記得曾經如此開示： 

  「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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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是在做好每一件小事，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 

  寫一偈：  

  行住坐臥之中， 

  修行一針一線；  

  直教專心一致，  

  彌陀與我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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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因緣 
 

  隱居閉關的生涯，唯一的出外，就是買水果買菜，飲食仍然靠自己自理

，民以食為天，我仍舊是吃飯神仙。 

  近期水果吃得特別多，尤其是香蕉，只因為這裡是香蕉的產地，香蕉特

別的便宜。初到時，一買香蕉，不只買幾條而已，也不只一皮（匹），而是

一串。 

  買一串香蕉，一個人吃，是可以吃很久，但也有煩惱，因為一串香蕉，

青的時候一起青，黃的時候一起黃，剛一黃，你就要吃，約三天過後，香蕉

全黃透了，爛透了，皮黑了，此時的香蕉爛爛水水，只可以做香蕉蛋糕。 

  我算了一下，買一串不划算，就算一天吃五條，爛掉壞掉的還是很多，

所以現在只買一皮（匹）。 

  這裡的香蕉種類不少，有： 

  一、平地蕉－－香蕉園種的，是一般的香蕉，圓肥香甜。 

  二、山蕉－－種在山地的，瘦長，較不甜，特別 Q。 

  三、美人蕉－－更加細長，如小瓜，其味不甜，有怪味。 

  四、紅皮蕉－－與一般香蕉略同，唯皮是紅的。 

  五、芭蕉－－粗短、不甜，很 Q，皮黑的很快。 

  我現在比較喜歡吃「山蕉」，原來這裡的「山蕉」，原先是野生的，奇

怪的是，滋味特別捧。我想到這是一個巧合，凡是野生的「放山雞」或「土

雞」，其肉的滋味和人們用飼料飼養的雞，其雞肉味道就是不一樣。 

  「山蕉」和「平地蕉」，那一種味道好，雖然很難分別形容，但，只要

一吃，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山蕉」比「平地蕉」，就如同「土雞」比「飼

料雞」。 

  那一天。 

  賣水果的婦人對我說： 

  「老爹！今天你不用買香蕉了！」 

  「為什麼？」我很好奇。 

  「我送你！」 

  她打開一個大籃子，裏面好多香蕉又黃又透，她說：「全部請你吃，要

拿多少隨你拿去。」 

  我怔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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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 

  要拿，這裏面的香蕉，明明黃透了，再一天就爛了，再賣不掉，可能要

丟掉，她是順水人情，我知道。 

  要不拿，人家請你吃，我不好意思拒絕！ 

  終於，我拿了一皮（匹），連聲的謝謝！ 

  我想，我現在是獨居老人，能省則省，有這種免費的香蕉吃，應該感謝

佛菩薩的慈悲了。 

  寫一偈： 

  五十七歲前。 

  水果吃多少。 

  今日此境地。 

  要之向誰討。 

 

 

 

 

 

 

 

 

 

 

 

 

 



 

25 

專一的閉關 
這一次的隱居閉關，我做到了真正的「獨居」，也就是「食、衣、住、行」

全部自己來。  

還有，一切的外在全部寂滅，我不是「華光自在佛」，也不是「蓮生活佛」，

「真佛宗」的法務離我遠遠的，沒有人認識我，我只是一位「獨居老人」，

去除了一切名相。  

在關房中，心很專一，一切非常寂靜，沒有一點煩惱的干擾，杜絕一切的信

息，一種「無事、無心」的狀態常在。可以說不著一切之相，我自覺，彷彿

我已證入涅槃道場，完全「寂滅」無二，「寂滅」為樂。  

在專一的修持中，我體會到「宇宙至高無上真正平等普遍的正覺」。心如何

定止於不生不滅，心如何不動，心的真如實相，心的無量智光。  

無生之生。  

無滅之滅。  

有一天清晨醒來，聽見窗外的鳥叫非常清亮，注意一看，這鳥有著花冠的頭，

白色的嘴巴，紅色的腳，形態類似鳥鴉，啊！我想起來了，這不是「精衛」

嗎？  

我們小時候，讀過「精衛之鳥，銜木石投東海」的故事。據說，這精衛之鳥

是炎帝的小女兒「女娃」，有一回到東海去遊玩。不幸海上起了風濤，就淹

死在海中。  

「女娃」的魂魄化做一隻鳥，就是「精衛」，由於悲恨年輕的生命給無情的

海濤消滅了，因此常常銜了西山的小石子、小木塊，投到濤濤的東海去，想

把東海填平。  

詩人陶淵明有兩句詩：  

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滄海。  

我記得這個故事，它和「愚公移山」一樣，都是非常令我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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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是堅毅不拔的啟示。  

而「精衛填海」，想起來更是悲壯。  

我當然知道，我這一世的修持度生之路，非常的艱辛，挫折障礙如麻，苦難

重重，痛苦萬般。  

我倒是唯一的慶幸，我永不退心，我真的是「愚公移山」、「精衛填海」。  

有些弟子早已怕難退了道心。  

我這位當師尊的，永不退心。就算剩下我一個人，我也不會退道心，因為我

就是「愚公」，我就是「精衛」。  

我現在是隱居閉關的「獨居老人」，但我仍然：  

專一的修持。  

專一的寫作。  

沒有一日偷懶，沒有一日停止。  

我要對大家說：  

「這世間是苦的、是空的、是無常的。三界不好居住，三途更加的苦，地獄、

餓鬼、畜生更不可去。只有佛菩薩才是智慧的源頭，是真正的皈依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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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怨無悔 
在隱居閉關的陋室，我這位獨居的老人，自言自語自問自答的談一下自己的

小小心聲。  

「你對人有怨恨嗎？」  

答：「無。」  

「你對這回在娑婆世間度眾生會後悔嗎？」  

答：「無悔。」  

「有這麼多人，這麼多事，傷害你，你有所謂嗎？」  

答：「無所謂。」  

「為什麼你能做到這樣的心境？」  

答：「因為我的願力大如虛空啊！我心虛空，廣度天下，視眾生如佛，無所

障礙。」  

這即是：  

動地驚天為生死。  

搥門打戶勸修行。  

問我何以無怨尤。  

只怕眾生入火坑。  

我自覺我是一個心量寬廣的大人，處處要為他人想，而不是一個心胸狹窄的

小人。要救度眾生，本來就應該捨掉「生命」及「時光」的，修行人要修這

個「無我」，就是處處為眾生，要知道，眾生是不可思議的。  

我讀佛經，知道佛陀的弟子「目犍蓮」有這樣的一件事：  

有一回，「目犍蓮」運用大神通力，到了極遙遠的一個佛國。  

這裡有一位「廣大佛」正在說法，佛的身量有三十丈，而聽法的聖賢身量一

樣是三十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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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犍蓮」在這佛國之中出現，如同一隻小螞蟻。  

當時，眾聖賢看見小螞蟻的「目犍蓮」出現在佛國，內心非常的好奇。便問

「廣大佛」，這隻小螞蟻是誰？  

「廣大佛」對眾聖賢說：「這位小螞蟻般的小人，正是娑婆世間，釋迦牟尼

佛神通第一的弟子目犍蓮啊！他今天以他的神通力，來到我們的國度。」  

我當時，讀經讀至此，有一個感悟：在「廣大佛」的佛眼之中，看「目犍蓮」

尊者是一隻小螞蟻，而娑婆人間豈不是一只螞蟻窩嗎！  

這螞蟻窩有什麼好爭的？  

這螞蟻窩有什麼好鬥的？  

由這小小故事裡，我體會虛空的偉大，其實願力如果無量無邊，「目犍蓮」

尊者不是一只小螞蟻，「廣大佛」也不是大佛，真正的「大」是與「道」合

者大啊！  

有怨嗎？  

當然無怨。  

有悔嗎？  

當然無悔。  

因為，因為，這娑婆人間，真的很像一只螞蟻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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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草 
曾經有一位台灣的中醫師，赴美國西雅圖參加雷藏寺的法會，法會結束後，

就到了「彩虹山莊」遊歷，他爬遍了整座「彩虹山」的前山後山。  

而後，中醫師對我說：「師尊！你這彩虹山莊，整座山都是寶。」  

「什麼寶？」  

「這座山全部都是藥草，寶貴的不得了。尤其有很多牛根草，這藥草，在台

灣，一斤是上萬元，是非常珍貴的絕症良藥。」  

「真的？」  

「當然真的，我可以採一些，回去救人嗎？」  

「能夠救人，那真是太好了，你就採吧！」  

中醫師聽了，欣喜異常，採了一大把，走了！  

今天，我隱居閉關的小屋四周，也有很多草，後山的草更長。我仔細辨認，

竟然發現了很稀有的「牛根草」，這「牛根草」滿山遍野，如同「彩虹山莊」

一樣。  

我想，我如果對中醫藥草有研究，我就可以用藥草來救眾生的絕症惡疾了。  

我記得中國的草藥之神是「神農大帝」，這位神農大帝有二則很有名的傳說：  

其一，神農大帝有一神鞭，名叫「赭鞭」，此鞭一打藥草，藥草現出紅色，

便知是熱草，現出綠色，便知是寒草，現出黑色，便知是毒草，現出白色，

便知無毒。神農大帝依這些藥草的特性，來給人們治病。  

其二，神農大帝為了救人心切，親自去嚐食了各種各樣的藥草，也就是有名

的「神農嚐百草」。他曾經在一天之中，中毒七十次。最後他嚐到一種最劇

毒的「斷腸草」，終於全身發黑，腸子斷爛，為了救度眾生而犧牲了寶貴的

生命。後人雕刻「神農大帝」的神像，是手上拿藥草，而金身是全黑的。  

我個人對「神農大帝」的第二則傳說，非常的敬仰。神農大帝就是炎帝，原

是天上南方的大神，火神祝融是他的玄孫。一個天上的大神，為了救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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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厄，竟然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正是「行仁道」大慈悲的偉大精神表現，

真是教人感動難忘。  

今天，我看眾生，經過長久的輪迴生死苦海，人人受大苦惱，而不能出離三

途六道，確實為眾生悲哀！  

我看見眾生的「貪」、「瞋」、「痴」、「疑」、「慢」、「邪」，我想盡

了辦法去救度！  

「佛法」是良藥啊！  

「真佛密法」是良藥啊！  

寫一偈吧！  

真佛密法大渡船。  

渡人全不擇愚賢。  

已知人間風波險。  

如同神農叫人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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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陰山王 
在隱居閉關的小屋之中，當然是沒有訪客的，我過著孤單獨居的簡單日子。 

至於在「無形」方面，「神鬼」與我，在我心靈靜寂的時刻，慢慢的也有了

距離，這種距離儼然和獨居有關，因為我沒有召請他們，他們自然就少來了。 

有一段時日，我又發覺，在小屋中彷彿又有「熙熙淒淒鏘鏘」的氣息，好像

又有一大群「無形」，在小屋內動來動去，我對「無形」有很高的鑑賞力，

因為我只要呼吸一下空氣，就知道了 

同時我可以明白，這群「無形」，不是溫馴的，他們的氣，比較複雜，甚至

也有臭不可當的。 

我皺了皺眉頭，不動聲色，我首先以為可能是一批那些無辜被殺戮死掉的冤

魂來求我訴冤。 

後來，我又以為他們的氣息太雜，會不會是深山窮谷中的鬼怪，看到我這小

屋有光，來當不速之客的。 

我不得不開天眼，這一看，相當駭然：看到一位三歲的大頭鬼，紅眼睛，長

耳朵，黑中透紅的身子，粗短的腿，跳來跳去。 

這算好模樣的，又有一位，形狀像老虎，遍身長毛，人的臉，老虎的足，豬

的嘴，好像兇頑無比。更有一位，根本是鱷魚，四隻腳，長尾巴，背上和尾

巴都披有堅厚的鱗甲，這隻鱷魚喜歡把笨大的身驅，仰叉叉的躺臥在我小屋

的中央。 

還有，身體的半邊是人，半邊是魚，這是什麼鬼怪之物，我平生從未見過的，

這「怪魚人」還會發出「咻咻」的奇怪聲息。 

另外，…… 

我看了這些「無形」，很茫然，他們從那裡來？來我這裡做什麼？我真的是

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我仍然不理會他們，他們來了一批，走了一批，把我

小屋當成「客棧」。 

這些「無形」，怎麼樣的模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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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修我的密法，照樣吃飯，照樣睡覺。 

我只是想，這些「無形」不知來自何處？真是少見！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夢中，被叫醒，有二個黑衣人立於床旁，二人抱拳對我

說：「師尊，我家主人有請！」 

「你家主人是誰？」 

「大陰山王。」 

「不是很熟。」我說。 

「去了就熟！」二黑衣人說。 

二黑衣人，請我坐上一頭怪獸，外形像馬，有翅膀，六隻眼睛，二隻在前，

二隻在後，一隻在上，一隻在下，也就是看前看後看上看下。 

於是，我到了一座大山，這山就是大陰山，這山也是奇怪，山可以打開，裡

面有很大的洞穴，洞穴裡面就是另外的一個天地，這天地種種色色，不一而

足。 

但是，依我的經驗，這大陰山絕對不是天上境界，而是很複雜的地獄境界或

是阿修羅境界，我到了這裡，內心倒不驚慌，因為這些年來，經歷太多了，

歷練不少，更凶惡的，教人一見就怕的，在在都有，所以我到了大陰山，也

不恐懼。 

大陰山王所住的地方，並不簡陋，反而是一座莊嚴華美的宮殿，好像是下方

的帝都一樣，是由五色斑爛美麗的石子所造成的，圓溜溜光堂堂的。 

這大陰山王，是人的身，人的臉，卻有八手八足，十條長尾巴，真是怪哉！

不過他的身上發出閃閃的光輝，是有王者之象！ 

大陰山王一見我至，馬上趨前，「叭」的一聲，向我下跪頂禮，我很驚訝，

伸手扶他。 

「大王不用多禮！」我說。 

「師尊！你不認得我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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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認真的看他的臉，依稀有一點熟，但無法確認，腦子裡慢慢浮現那一張

臉。 

「你是蓮……。」 

「我是蓮扼。」 

「呵！蓮扼上師。」我認出來了，他雖已往生，但轉世時的身跡，仍然具有

一半的形象，那味道還在，我真的很震撼！ 

「師尊，我墮入大陰山，成了大陰山王。」 

「這……。」我張大了口。 

大陰山王對我說：「師尊！這大陰山王國，在地獄之西，阿修羅之下方，此

山千萬里之大，內腹中空，不是舟車足力所能到的地方，只有神遊能至。此

國人民，全是怪形異狀，半含畜牲之形。」 

我問：「近日我見半魚人、鱷魚、虎人、大頭鬼。……」 

「那全是師尊弟子。」 

「怎麼會是。……」我怔住了。 

大陰山王對我說：「師尊！你不用吃驚，這大陰山國裡面的人民，幾乎全部

是密教弟子轉劫至此，以修行密教的因緣，墮落到大陰山國來的，這裡面，

不只是真佛宗的弟子，也有藏密、東密、台密、中密的弟子。」 

「怎會如此？」 

「全部修密，只是修偏差了！」大陰山王說。 

大陰山王又說：「修大鵬金翅鳥的成了鳥形，修龍王寶瓶的成了蛇形，修大

威德金剛的，成了牛形，修搖錢樹法的，成了樹形，修五路財神、黃財神的

成了鼠形，修水的成了魚，修山的成了虎狼，修馬頭明王的成了馬……。」 

「怎會如此？」我不敢相信。 

大陰山王說：「以我為例，師尊你是知道的，我皈依你，修持克己的功夫均

不錯，自認盡心盡力弘法，也是仁人愛物。但是貪功心切，向其他地方去學

了十種法，於是欺心暗侮，傲慢偏見，認為我的十種法第一，功力早已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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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漸漸地謗師謗法，此時心毒偽慈，全為了自己的名利，後來更是遠離

師尊，不知早已茫茫失依。」 

大陰山王說：「我原來已成就八臂大黑天，如今拖著十條尾巴，就是那十種

法的禍害因果，墮落大陰山，正是嗔怨損心之過也！」 

我聽了黯然。 

大陰山王說：「至於其他密教弟子，密教行者也是人，人皆有劣根性，有私

心恩怨，修法害人的，有枉法亂行的，有失卻傳承的，有叛師叛道的，有爭

奪寺廟，爭奪弟子的，有破和合僧的，有不和反目的，有貪財騙色的，有自

稱上師的，種種罪行，不一而足。只因他們持咒修密，以此因緣，便全墮落

在大陰山中。」 

我聽了心中很難過。 

大陰山王替我引見一人。 

她是人的臉，耳朵上穿著金環，白白的牙齒，身軀像蜈蚣，從腰枝上伸出多

足多手。 

大陰山王說：「師尊！她就是修本尊千手觀音的蓮淫。」 

哇！我心中狂喊，蓮淫變蜈蚣了！ 

大陰山王說：「蜈蚣多手足，相應千手千眼，而蓮淫有迷惑人的本領，在世

講了很多是非，誑語第一。她害真佛宗，害師尊，真佛宗弟子被她迷惑去的

不知道有多少！」 

蓮淫看見我，慚愧的叫了聲：「師尊！」 

我一時之間，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可憐這些密教行者，修了法，但未修心，

入佛門大半天，轉來轉去，還是在這一片白茫茫的迷糊境界打轉。 

蓮淫說：「對不起師尊！」 

「你當初怎會如此，你們都是誓願修行的！」 

蓮淫說：「天魔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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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淫又說：「天魔很厲害，只要一個不察，天魔一入心，就顛倒了。就會昏

昏糊糊，失掉道心，跟隨著毀謗師尊，消滅真佛宗，眾人如痴如醉，盲目的

跟著走，做了妖魔鬼怪的犧牲品！只要一入魔，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把師尊

害死，叫真佛宗四散崩潰。」 

我聽了實在大驚駭！「怎會如此？我對不住弟子嗎？」 

「是沒有對不住，師尊大慈悲，錯愛弟子們！只是天魔入心，想啃師尊的骨，

咬師尊的肉，天魔的妒恨無盡！」 

我心中想，失去正念真的很恐怖，令我不能不在心理暗中憂慮。 

大陰山王知道我心中的憂慮，對我說：「不怕！我們已商議好了，大陰山的

眾行者，已全部清醒。要重新求皈依灌頂，請師尊上法座，講說真佛密法。」 

大陰山王對眾密教行者，問：「願意嗎？」 

「願意。」果然山鳴谷應。「對不對？」「對。」 

果然比打雷還響。 

於是，我在鼓、鐘、磬、鈴、管、笛、簫……等等樂器，在旗、幢、幡、蓋

簇擁之下，上了法座。我說法開示，大轉法輪。 

雖然我隱居閉關，獨居在天涯海角。 

而事實上： 

枝頭羽族結臺殿。 

山裡群毛疊疊聚。 

莫謂隱居有上下。 

大陰虛谷放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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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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