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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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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策（代序） 
近期，我常常禪定出神。 

  到崑崙山瑤池仙苑去作客，瑤池仙苑是無上法界之頂。是虛空中的虛空，

是八風都不到，在寂靜中出現種種變現，此一剎一塵，均是完美的。 

  這瑤池仙苑，宮殿樓閣，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 

  這瑤池仙苑，神仙天人，淨光妙絕，光明滿足，如同淨月輪一般，可以

其形微小，也可以身如大山。 

  這瑤池仙苑，具足種種寶物，摩尼寶珠處處，一寶十寶百千萬種寶。 

  這瑤池仙苑，奇花異草，寶性功德柔軟美麗，勝樂過於人間，芳香遍處。 

  這瑤池仙苑，天一神水，覆池流泉，隨意一飲，開神悅體，蕩除心垢，

清明澄潔。 

  這瑤池仙苑，但聞寂靜聲，無我聲，大慈悲聲，波羅蜜聲，歡喜無量聲。 

  這瑤池仙苑，隨心如意，莊嚴具足。… 

  我每回出神至瑤池仙苑，這裏的主人「瑤池金母」便戴上寶冠，很熱忱

的招待我。瑤池金母的寶冠一放光，可以照見東方萬八千土，皆成金色。 

  瑤池金母的多位侍者，為我準備仙酒玉露，奇妙珍異的仙宴佳饌請我。 

  每一次出神，我均快樂無比。 

  最近一次，我又去了瑤池仙苑。 

  瑤池金母雖然見了我，但沒有戴寶冠，眾侍者各各安立兩旁，垂手而立，

臉上沒有表情，冷冷的。 

  沒有仙酒玉露，沒有仙宴佳饌。 

  只有一壼水，一盞小杯。 

  我愣然。 

  我說： 



 

6 

  「今日與往日不同？」 

  「是不同！」瑤池金母回答。 

  「今日無仙酒玉露，無美味佳饌。」 

  「不錯！」 

  「什麼原因？」我問。 

  瑤池金母不答，只問我： 

  「你現在已寫作至第一百五十二冊書，書名是當下的明燈，第一百五十

三冊，你準備寫什麼？」 

  「這。……」我答不出。 

  坦白說，當我寫到第一百五十二冊時，心中想，我為什麼還要寫書呢！

我已經很累了，有點氣餒了，我什麼也不想做了，我就這樣安靜下來吧！度

我這剩餘的日子吧！ 

  應該靜止了，應該永遠休息了，應該看山看水了平生了，應該不動筆了，

這一世夠了吧！ 

  瑤池金母說： 

  「當今之時代，去聖日遠，正法全式微了。還有許多邪師出現，如恒河

沙，邪知邪見，遍滿天下。」 

  我說： 

  「我應該說的都說了，應該寫的都寫了。」 

  瑤池金母嘆息：「無奈眾生業障深重，慧淺福薄，把你這位聖者當成假

的，把假的當成真的，因此，走上正路者少，誤入歧途者多，得道者少，沈

淪者多，可惜！可惜！」 

 

  「我當如何？」 

  瑤池金母說：「再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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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呢？」 

  「把心扉打開，讓陽光照進來！」 

  眾侍者大叫：「好喲！好喲！」 

  仙酒玉露，美味佳饌，還有瑤池仙桃一粒全呈現了。瑤池金母及眾仙侍

者均開懷歡呼！ 

  所以我就繼續寫吧！ 

  這就是第一百五十三本書：「讓陽光照進來。」 

蓮生活佛盧勝彥聯絡處：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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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頭的轉化 
 

我有天眼的神通，也能善觀氣色，曾經為眾生問事，所問之事，靈異非凡。  

  有一位顏先生曾來我處，我看見他時，嚇了一大跳，因為他的身前身後，

左右全是奇形怪狀的鬼怪，這些鬼個個都露出凶惡的模樣，跟隨著顏某。  

  我也不道破。  

  問完事之後，我送顏某一本「高王觀世音真經」，我對顏某說，每日讀

誦三遍，有益處。  

  顏某問：  

  「什麼益處？」  

  我答：「常樂我淨。」  

  顏某把經書帶了回去，隔了幾天，這位顏某又來到我處，這回顏某身邊

跟隨他的人，已不是那些奇形怪狀的鬼怪，反而是頭上戴著寶冠，身上著天

衣，放著清淨光明的善神，香花幢旛簇擁著，十分的莊嚴，這些善神，都非

常和祥喜悅。  

  我對顏某，真實的告訴他，我的看見。  

  顏某向我合掌下跪：  

  「你知道嗎？我原本是一位學巫術降頭的人，上回我來你處，是因為人

們傳言，你的法術比我高，我來刺探虛實，準備好好跟你較量較量。後來，

你送我一本高王經，我依照你的方法讀了三遍，當夜得一夢，夢中非常清晰，

我看見你原來是阿彌陀佛的化身。醒來之後，嚇出一身冷汗，我原本要作法

對付你，給你中降頭，精神失常。現在念頭一轉，我今天來，是要來皈依你，

學習正法，再也不對人下降頭了。」  

  我聽了這一番話，自己也吃驚不小。  

  於是，我收顏某為弟子。  

  給他皈依做灌頂，教他幾個基本密法，要他認真的每日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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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警惕。  

  我常說：  

  「物以類聚，念頭召感！」  

  有了惡念，會召感一些惡鬼跟隨左右。  

  有了善念，會召感一些善神來守護著。  

  就像顏某一樣，他原來是一位學邪法降頭的人，其作法全是惡鬼惡靈來

幫助。  

  然而，念頭一轉化，他想改邪歸正，這些惡鬼就離開了，馬上善神就來

守護著他。  

  所以，念頭非常的重要啊！  

  在我們密教的修持之中，是很重視念頭的，像觀想月輪的清淨明亮。  

  觀想月輪中間的咒字。  

  嗡()。  

  阿()。  

  吽()。  

  由咒字生出如來的三十二相：  

  足安平、足千輻輪、手指纖長、手足柔軟、手足縵網、足跟圓滿、足趺

高滿、(月耑)如鹿王、手長過膝、馬陰藏、身縱廣、毛孔青色、身毛上靡、

身金光、常光一丈、皮膚細滑、七處平滿、兩腋滿、身如獅子、身端正、肩

圓滿、口四十齒、齒白齊密、牙白淨、頰如獅子、咽中津液得上味、廣長舌、

梵音清遠、眼色紺青如大海、睫如牛王、眉間白毫、頂成肉髻。  

  觀想如來進入你的心中。  

  佛我合一。  

  這樣子的觀想念頭有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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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無惡念。  

  第二，清淨。  

  第三，一味。  

  第四，相應證驗。  

  我強調，密教是一種實修的佛法，修一壇法，要唸咒，要比手印，要觀

想。在這當中，就是實踐念力的清淨圓滿。教導一些修行人進入「善」、

「常樂」、「淨光」。只要老老實實的修法，落實在生活之中，與佛相應，

這才是真正的學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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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者對答 

 
有一智者，來參訪我，與我展開對答。  

  智者說：  

  「釋迦牟尼佛曾經在閻浮樹下思索，水中的魚，互相的咬噬。山野的動

物，互相吞食。還有國與國互相的戰爭，人與人互相鬥爭的問題。請問，這

問題能解決否？」 

  我說：  

  「目前尚不能。」  

  智者再說：  

  「釋迦牟尼佛曾經思惟，一個耕作的農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壯

而老，由老而死。試問，這種耕農之苦，在這浩大的人生時空之中，有何意

義？」  

  我說：  

  「盡本份而已。」  

  智者再說：  

  「釋迦牟尼佛於四門出遊時，看見生、老、病、死之相，於是，慨然有

遁世之志，這遁世之志，是否消極？」 

  我說：  

  「遁世之志，並非不再出世，而是尋求解脫涅槃之道，坐正覺山菩提樹

下思惟，後來觀四諦十二因緣，於是成就正覺佛陀，為人天的導師。以後四

十九年遊歷四方，化導群類，這不是消極，而是積極了！」  

  智者問我：「佛陀成道，對水中的魚，山野的動物，耕作的老農，國與

國，人與人，生、老、病、死，有何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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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世間一切，是有生滅之相，凡是生滅之相者，是可被毀者，

具有可毀壞義。而佛法在人間，只有人道眾生，能夠適合接受佛法的教導，

能止息世染之情，更加的慈悲引導眾生，走上涅槃之路。」  

  智者說：  

  「我看今日世界，科技愈發達，人心愈迷失，物質愈文明，道德愈墮落，

心靈愈染污，治安愈敗壞。世道人心那麼壞，犯罪那麼多，戰爭永遠不止，

天下永遠不能太平，這佛法有用嗎？」  

  我回答：「這不是佛法無用，而是現代人完全追求科技，對於心靈修養

上漠不關切，很多人認為根本沒有因果報應。作惡的人多，作善的人少，甚

至還有很多人對佛法誤解很深，認為太消極，太灰色，太迷信，如此反其道

而行，自然世界會有災難和苦果。」  

  智者問：「你是說，今天人心敗壞，世界大亂，是不信佛法的結果？」  

  我答：「正是。」  

  我認真的補充一句：  

  「萬法皆空，因果在其中。」  

  智者說：  

  「你不覺得現代的人生很憂鬱，很灰色嗎？」  

  我說：  

  「正因為如此，我才親近承事佛法，認真專一修持，在種種毀謗阻撓之

中，努力度化眾生。」  

  智者仍然憂鬱：  

  「你能度化多少？」  

  我答：  

  「這一世不行，下一世，下一世不行，下下一世，再下下一世！」  

  智者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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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智者走了以後，我回頭想一想智者的問題，在海底世界，大魚吃小

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泥巴。在山野的野獸動物，真是殺戮戰場啊！  

  想一想人間，掀天動地觸目驚心的戰禍！  

  人與人之間，永遠的爭權奪利的窮凶惡極的行為！  

  還有一個大地的老農，在太陽之下，孤單的影子，舉起鋤頭的耕作！  

  我茫茫然，欲哭無淚。  

  這娑婆眾生，能接觸佛法的人太少太少，能有佛法正知正見的人太少太

少，去體會其中的真理，又去踏實的實踐的人更少更少。  

  這就是我悲天憫人，努力寫作的真正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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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七命 
這世間的人，都有執著。 

  而我曾說，從大般若經，到金剛經，到心經，都是在教我們「去執」兩

個字。 

  「去執」簡單的說，就是「放下一切」！ 

  金剛經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又云： 

  「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心經云：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這和我說的三句簡單易懂的話，大家互相印證一下： 

  「一切都會過去的。」 

  「每一個人都會幻滅。」 

  「一切皆空，一切皆無。」 

  我常常勸導眾生：「放下一切吧！去掉執著吧！」 

  有一天。 

  虛空中五彩繽紛，光芒四射，來的正是揹著布袋的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就是慈氏，現住於兜率天內院，為一生補處菩薩，將來當於住

劫中的第十小劫，人壽減至八萬歲時，下生此界，繼釋迦牟尼佛之後，為賢

劫之第五尊佛。在龍華樹下以三會的說法，化度一切天上人間的眾生。 

  彌勒菩薩是住在彌勒淨土，是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名兜率天。此天有內

外二院，其內院是彌勒菩薩所居，所以稱為彌勒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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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菩薩現身的時候，有二菩薩隨身，左是法花林菩薩，右是大妙相菩

薩。 

  菩薩對我說：「送獎品給你！」 

  我愣住了：「什麼獎品？」 

  菩薩把布袋打開，虛空之中金光閃閃，瑞氣千條，我抬頭一看，有放五

色光的寶冠，有無數無量的摩尼寶珠，有瓔珞串成的披肩，有三重天衣重裙，

有玉環手扣，有八葉七彩的蓮花寶座，還有七珍八寶等等。 

  菩薩對我說：「這全是你的！」 

  我茫茫然，不解： 

  「怎是我的？」 

  菩薩說：「你救人七命！」 

  「我自己不知道呀！」我老實的說。 

  菩薩告訴我：「前幾天，一名姜敏的女子，前來你處，你勸導她幾句，

她聽進去了，所以救人七命。」 

  我自己很驚訝！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姜敏的婆婆是很凶狠的老女人，姜敏一嫁過去，就

受虐待。 

  這位媳婦實在受不了，心中產生大怨恨，準備了劇毒的砒霜，在晚餐中

要毒死婆婆、先生、自己、還有自己生的四個小孩，這是全家大悲劇，人倫

大悲劇。 

  後來姜敏聽人說，我問事很靈，便來我處。 

  並未說要毒死全家人，只說受婆婆虐待，問何時能夠解脫？ 

  我回答：「你近日有錯因果的事，因果一錯，則墮落有分，超昇無由矣！

更無法解脫因果！」 

  姜敏聽了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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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你婆婆年歲已大，一切都會過去的，都會幻滅的，你忍一忍，

對她好些！」 

  我說：「把身上的那包東西丟掉！」 

  姜敏更是大吃一驚，因為姜敏把砒霜帶在身上也。 

  姜敏回家之後，果然聽了我的話，把砒霜丟了，也對婆婆好些，後來的

家庭也稍微好一點，再過了二年，姜敏的婆婆便走完了人生之路。 

  「一切都會過去的。」 

  「每一個人都會幻滅。」 

  「一切皆空，一切皆無。」 

  這三句話是真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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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魔王 
平平靜靜的坐了下來。  

  心靈保持無波專一的狀態。  

  一直深入，再深入，繼續的深入，進入「空無邊處」的虛空之中，靜止

不動。  

  此時，四周的光明融入，產生了「大樂」、「清淨」、「般若」、「真

如」、「瑜伽」、「空性」。……  

  不知禪定了多久，我來到一處道場。  

  這道場有一位導師，自稱道行很高的高明之士，我看這位導師竟然是一

隻牛的動物靈附身。  

  這位導師也教人禪定，許多人來皈依他之後，就有一批動物靈來依附他

們的身上。  

  於是產生的靈動，就是一些動物的動作。  

  有「蛇」，身子會扭來扭去。  

  有「狗」，會跳躍。  

  有「鷹」，雙手張開飛翔。  

  有「猴」，全身抖動。  

  等等。  

  他們或站或坐，每一個人都會「啟靈」，只可惜導師是「牛魔」來附身，

是「牛魔王」。所以這些人來皈依他，全是動物靈附身而已。  

  這位「牛魔王」附身的導師，當然也有些靈力，他也幫人治病。  

  有些人病真的好了，因為「牛魔王」也會趕走一些小鬼靈。  

  「牛魔王」也能預言。  

  小靈小驗，當然也會有，靈鬼也有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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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被他治好病的；或是得到一些小靈驗的，對「牛魔王」信個死脫！  

  「牛魔王」也會施一些小法術，讓皈依的弟子，看一些「光影」，這些

弟子因為動物靈附身，又看到一些光影，就對「牛魔王」深信不已了。  

  其實，這些弟子因為久久被動物靈附身，身子會發臭，會有動物的腥味，

另外，身子也會變形，會變成動物的身形，但是，這些弟子很可憐，他們尚

無知覺，還以為他們的導師是天下第一的明師。  

  這位「牛魔王」導師，一樣自吹自擂，他是佛菩薩的轉世，親自來人間

救度眾生。「牛魔王」講神通，講感應，其弟子貪著各種感應，墜入感應的

境界之中，於是隨著妄念，邪念，成了邪魔外道，淪為魔子、魔孫。  

  「牛魔王」喜歡把佛經的經義曲解，擅改經典，錯解經義，這一點對未

具正知正見的剛剛想信佛的人來說，最容易混淆不清，不易明辨。  

  「牛魔王」如此說，而竟然也有一批人盲目的去信仰他，投入了精神、

金錢，這是非常愚痴的行為啊！  

  我看了，非常嘆息！  

  想以自己的法力，趕走「牛魔王」。  

  但，這在現今之世，這一類的邪魔外道太多了，走了一個，又來一個，

多如晨星，趕也趕不完的。  

  我記得釋迦牟尼佛說：「末法時代，外道，邪師說法如恆河沙數。」  

  「恆河沙數」表示非常多，非常的多，多到如沙一般，有的自說是某某

佛，某某菩薩，有的自說是上師，有的自說是大天神來的。……  

  怎辦？  

  我個人認為，要如此分辨：  

  一、無戒律。  

  二、妄自尊大。  

  三、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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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亂解經典。  

  五、無著作。  

  六、 沒有自淨其意。  

  我認為，在這世界上，有真的就會有假的，這是魚目混珠的時代，假的

也很像真的，真的也被看成假的了，真是誤導眾生啊！  

我心淌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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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童子 
華嚴經說：「每個人出生之後，就有二位天人跟隨著，一位名叫同生，另一

位名叫同名，這兩位天人能夠常見到被跟隨著的人言行；而被天人跟隨的人，

卻是見不到天人。」  

  這如同司過之神的說法：「人間的竊竊私語，在天聽起來，就跟打雷一

樣的響啊！人若是在暗室中做了虧心的事情，是絕對逃不過神明如雷電般銳

利的眼睛啊！」  

  中國的詩經也講到：「上帝日日夜夜都在鑒察著，世間每一個人身體語

言心理所造作的行為啊！」  

  另外，更細微的，是「舉意司」，這位神明專門記錄人的起心動念的善

惡。  

  這「舉意司」更是厲害。  

  我記得近期，禪定神遊到冥間。  

  冥王和我談放生的事，冥王說：  

  「其實放生也就是財佈施、法佈施、無畏佈施。」  

  「什麼理由？」我問。  

  冥王說：「花錢買生物放生，救贖生命，是財佈施沒錯。然而放生時為

所有生命皈依了佛法僧，幫生物念佛懺悔，那就是法佈施了，又，放生時救

物生命，使其免受惡懼怖畏，還其自由，這種精神，就是無畏施。」  

  我讚嘆：  

  諸餘罪中，  

  殺業最重，  

  諸功德中，  

  放生第一。  

  冥王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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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生，你放生了一條很大很大的鮪魚！」  

  「很大很大的鮪魚？」我根本想不起來了。  

  「有嗎？」我反問。  

  「有。」冥王很肯定。  

  「什麼時間？在何地點？」我自己莫名其妙。  

  冥王告訴我：  

  「在墨西哥的瓦都口。」  

  「啊！」我張大了口，驚訝的不得了。  

  原來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和幾位真佛宗的同門，到墨西哥去旅行，我們去了兩個城市，一個就

是「瓦都口」，另一個是「婆多亞媽塔」。「瓦都口」是很偏僻的小港口。  

  那天，我們到小港口去乘船，在岸邊，有漁人抓到一條很大很大的鮪魚。  

  漁人把魚尾的繩子綁住，懸掛著，尾在上，頭在下，魚仍然是活著，扭

動著。很多人圍觀著這條魚。  

  「啊！魚在流淚！」有人說。  

  真的，魚在流淚，淚水從雙眼淌了出來。  

  我想到買來放生。  

  墨西哥的漁人哈哈大笑，笑我們蠢，笑我們愚，根本就漫天開價，交涉

不成功。  

  於是，我走到一旁，給鮪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金剛上師。  

  我念「往生咒」，不停的念，一直念到我們的船來了，上了船才停止念

「往生咒」。  

  這件事，一過去，我就忘了。  

  然而，冥王竟然提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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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王說：「蓮生，雖然你沒有真正買鮪魚來放生，但你的心已放生了牠，

同時法佈施也有了，無畏佈施亦俱足，所以在冥府也記錄了你放生的事。」  

  「是這樣子嗎？這也算放生？」  

  「正是這樣子！」冥王說。  

  由此得知，這善惡的開端，仍然在於一念，因為這個念頭一動，所存的

慈悲之念，就是善，起了一個壞念頭，所存的危害之心就是惡，然而，其最

初不過是一個念頭而已。 

  真的是一個大警惕！  

  注意小心自己的起心動念，其中若有了絲毫差錯，那麼福禍的果報就會

天差地別了。  

密宗又叫「念力宗」，其宗旨就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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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隊 
一隊人，排成二行，從遠遠的山下，往山上走，在蜿蜒的山道中，就像螞蟻

的隊伍一樣。 

  近了些的時候，有樂聲傳來，是低沉的哀歌，我一聽，就知道那是出殯

的行列。 

  土歸土。 

  氣歸氣。 

  牧師神父都會這麼說。 

  那支儀隊不少人，隊伍拖得很長，人人都穿著黑色的衣服，漸漸的繞過

我的小屋。 

  我想起： 

  殘月鐘聲欲曉天， 

  如何高枕尚安眠， 

  請看竹馬風鳶日， 

  忽到頭童齒豁年。 

  又： 

  休逐世波沈黑業， 

  快稱佛號育青蓮， 

  樂邦歸去須歸去， 

  莫待他人把手牽。 

  我不知道這逝者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只是心中想，眾生作惡的習氣，

實在是難以拔除，盡是在做些不善的惡業，每一個人活在茫茫世間，如同膏

火相煎一般，生命中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一直到了無常一到，也就

是死期到了。 



 

24 

  眼睛明亮能多久？ 

  耳朵聰敏能多久？ 

  牙齒銳利能多久？ 

  頭髮烏亮能多久？ 

  人的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間。人的生命，就在心臟靜止不動的一剎那！ 

  眼看他人死。 

  心中熱如火。 

  不是熱他人。 

  看看輪到我。 

  我在小屋的窗子，看著這儀隊慢慢的前行，一剎那間，生出悲愍的心。 

  我右手結「指示印」，指向天，天門打開了。 

  左手結「放光印」。接引的光，由天門下垂。 

  我先誦：「嗡。阿。吽。」 

  「嗡。阿摩噶。懷魯佳拿。嘛哈。母德喇。嘛尼。叭德嘛。及乏拉。缽

喇乏爾打牙。吽。」 

  此光明真言是，若諸眾生，具造十惡五逆四重諸罪，身壞命終，墮落惡

道，以是真言，加持沙土百零八遍，散亡者屍，或散墓上，亡者即得往生極

樂國土。 

  而我，用金色「阿」字，放光照亡者。 

  當天晚上。 

  一位女幽靈進入我的小屋之中，向我合掌下跪，原來她是因生產血崩而

死的，年歲不是很大。 

  「妳怎麼來？」我問。 

  「見小屋大放光明。知聖者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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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知我救度妳？」 

  「見一人在虛空中，乘蓮花而住，放光接引，因而知之。」 

  那女幽靈說：「我生產後，神識就迷糊了，知道有二黑衣人牽我，漸漸

的下墮，那裡面好黑暗，無窮無盡的深洞，我不禁要大聲疾呼，痛哭流涕。

此時，看見小屋放大光明，看見聖者乘蓮花站立空中，天門打開，我被聖者

接引進入天際，而那二位黑衣人，早已不知蹤影了。」 

  「那妳去吧！」 

  「多謝聖者救度！真是多謝！」 

  女幽靈如同箭一般的快速逝去！ 

  我很高興。 

  終於又救度了一個人也。 

  我感嘆啊！要知道「人身易失，定業難逃」，趁著自己一息尚存，仍然

可以皈依真佛宗，修真佛密法，念佛持咒，修法作觀，如果仍然是因循苟且

的過日子，則百年光陰，一下子就過去了，歲月不待人，歲月不饒人啊！ 

像那位女幽靈，出殯竟從我小屋旁而過，這種救度的機緣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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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的海洋 
誰都想去看海洋。  

  尤其是落日海洋，在人世間，永遠是最美麗。  

  一個紅紅的大火球，與大海一線，漸漸的沉入海水之中，染紅了天之一

邊，海之一面。  

  好多餘暉，渲染無際。  

  但，只一剎那！  

  全部冥暗一片！  

  我坐在「落日的海洋」之濱，望著這幕景相，在恍恍惚惚之中，在心微

萌動，由落日與海的那一點，進入了幽冥的世界，我在幽冥的世界，遇到一

位大富豪。  

  我走著走著。  

  前面一個老頭也走著走著，這老頭是獨自一人，偶一回首，很面善。  

  「啊！你是！」我叫了。  

  「是的，我是。」  

  我很驚訝：  

  「你怎麼會到這裡呀？」  

  「這。……」老頭很羞赧。  

  我會這麼問，是有原因的，因為這老頭富豪，在娑婆人間是數一數二的

富豪，不是一般的，他經營的企業財團大的不得了，可喜他家中富有，又喜

歡布施，因為他的心地好，最愛救濟別人了。  

  很多功德會，慈善會，他都是榜上第一名的人物，他出錢出力，獲得了

全國好人好事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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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是一個大善人，他捐獻土地，做公益事業，造橋舖路，救濟災民，

印經造像，富豪平時又信佛法，有僧道來勸募建寺廟，他全捨得布施。  

  這位富豪善士，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獲無

量勝果。這樣子的人，所生之處，一定是天人勝景，常得見聞佛法的。  

  然而，他竟然在冥間，墮落在三惡道，我當然非常的驚訝了。  

  富豪對我說：  

  「我的福報壽命到今天已經削盡了。」  

  「怎麼可能？」我不相信。  

  我問富豪：  

  「你豈有何過？」  

  他答：「富豪最容易患的過錯。」  

  「多淫？」我猜。  

  富豪說：「不錯。」  

  富豪告訴我：  

  一個人名成利就之後，有了很多的財富。他會成了眾人的焦點，而且很

多女人會仰慕之，會傾心之，會主動親近之，這就造成了富豪的三妻四妾。  

  接納了女秘書。  

  又納了民間淑女。  

  女兒的同學。  

  ……。  

  我真的說不出話來了。  

  我記得有一故事，是這樣子的：  

  有一位明朝進士張寧，晚年無子，且多病災，張寧禱於家廟曰，寧有何

罪孽？無子又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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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一妾云：不耽誤我輩，即陰騭矣！  

  張寧悚然醒悟。  

  察不願留下來的妾及婢女，全部遣散嫁人。  

  張寧次年就得一子，身體也健康了許多。  

  這「多淫」真的是可畏矣！當念自心的良知，虛空中的鬼神，森森然然

都在鑒察我也。  

  原本天人之福樂可登臨的，如今成了地獄之苦輪，一失足而將入。勿造

隱昧之業，勿為敗德之行，勿以歌舞為賤人，勿以僕婢為卑下，勿以淫奔為

自來，勿以妻妾為家飯，勿忘長幼之名份。  

  我在冥間，看見這位聞名的大富豪，當警惕啊！樂不可極，慾不可縱，

樂極生悲  

只這一事，就入冥間，可惜哉！ 

 

 

 

 

 

 

 

 

 

 

 



 

29 

長養菩提心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明朝有一位沈萬三，有一天他看見有人拿著幾百隻的青蛙，而且準備把

青蛙砍下頭，炒青蛙肉吃。  

  沈萬三不忍心見到青蛙被砍頭死去，於是就用一筆錢把這些青蛙全買了

下來，放在自家的池塘裡面，那些青蛙得了活命，就悠游自在的生活著。  

  有一次沈萬三經過池塘旁邊，看見一大堆的青蛙，圍著圓圈，站在一個

瓦盆上面，「呱呱」的大叫。  

  沈萬三覺得瓦盆很奇特，就把瓦盆帶了回家，做盥洗的用具。  

  有一回，洗手的時候，戴在手上的戒子，掉落在瓦盆裡，沈萬三沒有發

覺，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時候他才發覺，就去瓦盆裡找戒子，這時候，沈萬三

突然發現整個瓦盆裡面全是戒子，沈萬三非常好奇，就用金子銀子放在瓦盆

裡試一試看，結果整個瓦盆裡都是金子銀子！  

  原來這個瓦盆就是傳說中的「聚寶盆」！  

  因此，明朝沈萬三的財富，富可敵國，沒人能夠比得上啊！  

  這個故事的真假，我們不去談論，但是故事的本意是好的，放生有功德，

冥冥之中會得善報。  

沈萬三放生。  

沈萬三後來成鉅富，這是真實的。  

有一回，我主持一項海上的放生法會。  

  負責人請我給放生的水族皈依我佛。  

  我上前一看，有一些魚已奄奄一息，快沒氣了。更有一些魚是淡水的，

卻買來海裡放生。另有一些龜鱉，可能不適合在海中生存。……  

  我適時給大家開示，我說，放生不是表面的模樣，而是要做到確實放生，

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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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海的魚，不在深海放生。  

  深海的魚，不在淺海放生。  

  淡水的魚，不在海中放生。  

  海水的魚，火在河湖放生。  

  平原的鳥，不在荒野放生。  

  淡河的龜，不在海中放生。  

  我要放生的佛弟子，要明白放生之物的習慣習性，要放回牠們適于生存

的區域！  

  千千萬萬不要：  

  「放生等於放死。」  

  另外，有人在河頭放生，那些不肖的漁人，已風聞有人買物放生，馬上

群聚，在附近河尾捕捉。所以，放生的人，務必守密，勿讓漁人知道在何處

放生。  

  我如此認為，所有的善事中，「戒殺放生」的功德最大，因為放生是救

命的行為，功德第一，非其他小善所能比擬！反過來說，所有罪業之中，殺

生的罪過最重，因為一殺生，所結的怨仇最深，果報最慘最烈。  

  做「放生」的工作，不要等到大家舉辦放生法會才去做，也不一定要等

候因緣才可做。  

  不限定時間地點，不限定錢多錢少，不限定人多人少，只要發心，隨時

都可以行之！  

  我奉勸佛弟子勿傷牠命，因為殺生的時候，或是用利刀剖開牠們的肚子，

或是用尖刀刺穿了牠們的內臟，或是剝了牠們的皮，或是刮牠們的鱗，或是

割斷了牠們的喉嚨，或是劈開牠們的外殼，或是用滾湯活活的煎煮鱉鱔，或

是用鹽酒生醃了螃蟹和蝦子。……  

  當然，這樣會傷了自己的慈命！  

  自己的菩提心怎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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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在天竺弘揚佛教。  

  每年要「結夏安居」幾個月。  

  主要是夏天雨季，很多的蟲子會走出地面，出家人在外行走，會多傷物

命。  

  佛陀慈悲物命及於小蟲。  

  我們要「戒殺放生。」  

  有文殊菩薩往生咒，非常好，請常唸：  

「嗡。阿悲拉吽。堪查拉。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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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佛 
在「地藏菩薩本願經」中記載： 

  地藏菩薩曾經是「婆羅門女」，此女宿福深厚，眾所欽敬，行住坐臥，

諸天衛護。 

  但是，婆羅門女的母親信邪，常輕三寶，所以魂神墮在「無間地獄」之

中，受極大苦。 

  婆羅門女為了救母，供養「覺華定自在王如來」，最後，婆羅門女入地

獄救母，令母親脫地獄生天。 

  又： 

  地藏菩薩曾經是「光目女」，同樣的是，光目女的母親死後墮在惡趣之

中，受極大的苦難。因為光目女的母親，殺生甚多之故，喜食魚鱉之子。 

  有一位羅漢教光目女供養「清淨蓮華目如來」，於是光目女為了救母，

盡心供養，並且發廣度眾生之願，願眾生成佛，自己方成正覺。 

  光目女的母親，先出生於婢女之家，十三歲卒，又生梵志，壽百歲。再

生無憂國土，最後成佛。 

  當時的羅漢就是「無盡意菩薩」。 

  光目女的母親就是「解脫菩薩」。 

  光目女就是「地藏菩薩」的前身。 

  我讚揚地藏菩薩： 

  南無大慈大孝本尊地藏菩薩摩訶薩。 

  慈因積善，誓救眾生，手中金錫，振開地獄之門，掌上明珠，光攝大千

世界，智慧音裡，吉祥雲中，為閻浮提苦眾，作大證明功德主。 

  我本人恭敬地藏菩薩，嚮往地藏菩薩的孝心偉大，以地藏菩薩的大願為

大願，以地藏菩薩為自己修法的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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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小時候聽了楊黼的故事，楊黼辭別家中老母，獨自到四川，去

拜訪無際大師求佛。 

  半路，逢一位老僧，老僧問：「何處去？」 

  他答：「四川無際大師求佛！」 

  「佛不在那裡！」老僧說。 

  「那麼佛在哪裡？」 

  老僧回答：「你只要回家，就會看到一位肩上披著黃色衣服，倒穿著木

屐的人，那人就是佛啊！」 

  於是，他聽了之後，便馬上的趕回家去。當他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夜

深人靜，門已關了。 

  他敲門。 

  這時他的老母一聽是兒子回來了，就喜出望外，急急忙忙的拿了一件衣

衫披在身肩上，剛好是黃色的。又，大概是想念兒子太過興奮，跑出去開門

的時候，連木屐都穿反了。 

  楊黼一見。 

  當下醒悟。 

  從此以後就留在家中竭力的孝敬母親。 

  有一個神奇的傳說，他為「孝經」做了好幾萬字的註解。 

  他為「孝經」寫註解的時候，硯台的水快用乾了，忽然之間，硯台裡面

的水，卻又盈滿，快用乾了，又自動滿了。 

  我小時候，聽了這個故事，非常的感動。 

  時至今日，我看到很多年輕人，拋棄老父老母，忘記了父母恩，使父母

心冷淡，使父母煩惱，使父母驚怖，使父母愁悶，使父母難言，使父母痛苦。 

  這樣子的現代年輕人，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重，如何去敬重他人，這是

喪失了基本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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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有人欲出家學佛。 

  父母不明白學佛道理，因此，痛哭失聲，尋死尋活。 

  我內心實在不忍，於是我說：「要出家的人，須先徵求父母及眷屬的同

意書。先跪拜父母，讓父母明白學佛孝親的道理，讓父母放心。」 

  出了家的人，固然是出了世俗的家，但，仍然要視父母如佛，孝養雙親。 

  最好的是，你自己出家，也度父母出家，這就更大圓滿了，佛化家庭是

也。 

  我認為，沒有不孝的人，能夠成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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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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