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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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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心（序） 
我寫這篇小文給剛皈依，初學「真佛密法」的同修。 

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我這位即身成就者確實到過「摩訶雙蓮池」，看過自

己的前世「大白蓮花童子」。 

  「真佛密法」的修持，確實很有證驗，不只是身體康泰，長壽自在，吉

祥如意，福慧增長。更可以任運遍顯四身、五智，虹光化身，悉證無上菩提。 

  初皈依，你要相信傳承上師，相信佛，相信法，相信聖賢僧。這就是

「道心」。 

  修「真佛密法」當然要花上相當長的時間方能有所成果，切勿一遇挫折

就放棄。「真佛密法」是用來煩惱解脫的，用來自主生死的，用來明心見性

的，所以當然更需要道心堅固。 

  在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永遠遠「道心」堅固的，這個人就是我，

「蓮生活佛盧勝彥」，我是永永遠遠不會退道心的。 

  我這一世，災難很多很多，換一個別人，早就氣餒了，不修了。我的障

礙一件又一件，無止無休，但，我愈來愈堅定我的心志。我若不是如來，誰

是如來，我早就擔了如來的擔子。 

  告訴諸位，我都不退道心，你們怎麼可退道心呢？大家來比一比道心，

誰最堅固？ 

  願與真佛宗的同修們共勉之！ 

 

蓮生活佛盧勝彥連絡處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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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 
我歡迎有志修行的人出家，出家的意義是能夠更專心的修行，更專職的弘法。

原則上，出家也即是身心奉獻給「釋迦牟尼佛」，我們當然要讚嘆這種清淨

的梵行。 

  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有出家的因緣，所以也不勉強一定要出家。修行人

在家也可以修，一切自然就是好的。也就是，你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 

  在「真佛宗」，如果想出家，你要考慮三點：  

  一、個人是否有殘障惡疾？有精神疾病？有德行污點？ 

  二、父母或配偶是否同意？  

  三、是否能忍受淡泊單調孤寂的修行生涯？  

  我想了想，這三點應該是最重要的，想清楚了，才可以出家。 

  如果出了家，覺得性向不合，你是可以「還俗」的，因為這一切根本是

自由的，沒有人可以阻止你「還俗」，你只要蓄了髮，脫下僧服(喇嘛裝)，

就是還俗了。還俗並不丟臉，照樣修你的「真佛密法」吧！因為你只是不想

專職而已！ 

  我說出家是大丈夫事，但，在家居士修大成就者，更是了不起啊！  

  我一生崇尚自由。  

  我一生崇尚民主。  

  在真佛宗的旗幟之下。  

  「勉強」就是一種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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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淨其意 
曾經有位弟子，悄悄的供養一筆錢，對我說： 

  「請師尊教我大神通感應！」  

  我回答：  

  「在我這裡學佛，是學自淨其意，不是學神通。」  

  弟子說：「佛不是有神通嗎？」  

  我答：「佛是有神通。但有神通的不一定是佛。」  

  我告訴他，鬼亦有神通，邪神正神都有神通，魔亦有神通，外道亦有。

神通只是學佛修道的偶然顯發的現象，可以說是附屬品，不可執著，才不會

出錯，走了岔路。  

  如果專修神通，很容易「貪著其境」，妄念產生出來，於是入了迷惑，

最後必將墮入邪魔外道之中。貪著各種神通感應，離佛陀的教化，將愈來愈

遠，成了魑魅魍魎。 

  那佛陀到底教我們什麼？  

  仍然是那一句老話：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我寫作了百五十冊的書，認真的說來，千百萬文字，總歸四個字是：

「自淨其意」。  

  密教的三業轉三密，身密、口密、意密。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就

是「自淨其意」啊！  

  修心，自淨其意，就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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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學神通，就成魔。  

  修學「真佛密法」的行者，要細心分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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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阿闍梨上師 
我在傳授「時輪金剛法」之時，由吐登達爾吉上師，親筆授權：「將時輪法

脈，承傳法授吐登其摩，是三昧耶誓約。」這承傳法授的，就是傳承，真正

的阿闍梨上師，一定有傳承。 

  我擁有「米勒日巴法王帽」、「甘丹赤巴法王衣」、「薩迦教主法王

印」、「祖師金剛杵、鈴、瓶」、「祖師親授的法本」等等，這些賜于，就

是真正阿闍梨上師的信物。 

  最引以為傲的，最珍貴的兩件信物，是甘珠活佛手捏的、土製的「金剛

手菩薩」及「金剛亥母」。此二寶物，放置於彩虹山莊，這是甘珠活佛給吐

登達爾吉上師，吐登達爾吉上師給我的。 

  擁有傳承的密法，我「敬師」、「重法」、「實修」，真實的產生了證

量。此時更是悲愍眾生，發大菩提心，願意將教理及事法，弘揚全世界，願

意荷擔了如來事業，將生命及時光奉獻給佛。 

  我對自己的傳承有堅定的信念。  

  我對「真佛密法」有絕對的信心。  

  我相應一切法。十萬空行母現身歡呼祝賀。  

  本尊現身說：  

  「不要擁有自己的寺，不要擁有自己的地盤，不要擁有自己的錢。得到

地上的，必失去天上的。你蓮生活佛，證量具足，大慈大悲，智慧顯發，五

智具全，德行高潔，一切生死可了，可以不迷不惑了。」  

  如果有人問我，如何是真正的阿闍梨上師？  

  我的回答是：  

  「請逐一細讀本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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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 

從前西藏密宗的祖師，給弟子一個灌頂，弟子要供養上師幾隻手幾隻羊。愈

大的法，要供養牛羊愈多。 

  最有趣的是，哦巴喇嘛向瑪爾巴上師求灌一個法，屬於「無上密」法

的。 

  瑪爾巴上師說：「須盡捨執著與障礙，這個灌頂，要將所有財產供養上

師。」 

  哦巴喇嘛沒有猶疑，把家中一切牛羊，全部趕來，供養瑪爾巴上師，然

而，獨留一雙跛腳的羊，他想，跛腳的羊，上師可能不會要吧！ 

  瑪爾巴上師知道了，他對哦巴喇嘛說：「全部財產就是全部，連跛腳的

也要。」於是，哦巴喇嘛連跛腳的羊，也抱來供養上師。 

  根據密教的說法，無上大密法，珍貴異常，要珍重之。為使弟子求法珍

視，不能輕忽，所以才須要珍貴的供養。 

  又說，金銀財寶正是修行人的執著大障礙，要你能施捨也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我這裡，我是「供養隨意！」 

  你們千萬不要誤會我的密法不珍貴，不稀奇，不是寶中之寶，不是無等

等。 

  我有我的理由，我獲得的無上密法，絕對不是用「金錢」、「珠寶」、

「鑽石」、「汽車」、「洋房」能交換的。 

  我要你們的供養是： 

  「每日清淨自己的身口意，認真修持，人人早日成就，人人出來弘法度

眾，自覺覺他，如此的『法供養』就是給我最大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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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之二） 
供養的原來意義，向上供，含有「親近」、「奉事」、「尊敬」的意思。向

下佈施，含有「同情」、「憐惜」、「愛護」的意思。 

  修六度菩薩：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而「佈施」排第

一位。 

  佈施又分為「財施」、「法施」、「無畏施」。 

  我在這裡，要特別指出金剛經的一段經文：『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

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

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

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這就是說：「一切供養中，法供養第一。」 

  財施是濟人生命，法施是度人慧命。財施是一時，浤施才能真正讓眾生

離苦得樂，解脫輪迴，了脫生死，法施才是永遠的。 

  我看見今日的佛教，剛好相反，「財施第一」，「法施沒有」，可憐哀

哉！ 

  今日佛教，蓋大廟、建醫院、建大學、建電視台，財施者眾！而法施者

少少，實堪憐愍矣！ 

  我強調： 

  真佛宗的弟子不用以金錢、珠寶來供養我這位根本傳承上師。 

  弟子認真修持「真佛密法」，就是給我的供養。 

  我擁有無窮盡的寶藏，我是大福金剛。這些寶藏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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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 
    有人以為，密教比較鬆，不談戒律！ 

  我說：「這是誤解密教，大錯特錯！」 

  只要是佛教徒，不管是顯教、密教，都知道要「持戒」，都要學習三無

漏學，三無漏學即是「戒、定、慧」。 

  「戒」是戒止惡行。 

  「定」是定心一處。 

  「慧」是破妄證真。 

  簡單的說，持戒則清淨心得安，心安則易於入定，得了定則可觀照分明

而生智慧了。 

  佛教戒律很多，從五戒、八戒、十戒、菩薩戒、二百五十條戒等等。這

些戒律，其實顯密一樣，都要守戒。 

  密教尚有尊敬根本上師的事師法五十條戒律，還有密教根本十四大戒。

密教尚有「戒禁取見」、「別解脫戒」、「性戒」等等，據我所知，比大乘

戒、小乘戒更加細分，更加嚴厲。 

  密教犯戒，下金剛地獄，其殘酷的果報是： 

  吞噉火熱鐵丸。 

  飲火熱鐵汁。 

  穿火熱鐵衣。 

  坐火熱之鐵床。 

  這是永無出期的。是很可怖畏的。 

  修持真佛密法，一定要嚴守戒律，釋迦牟尼佛涅槃後，要佛弟子以戒為

師，因為「持戒」是成就的根本。 

  如果有人說，不守戒律也能成佛，那是破「三昧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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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守戒律，如何能令人天起信？不守戒律，違背聖道，隨順凡

情，不能脫生死關，斷輪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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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精神 
古來，為了重視戒律的精嚴，讓佛法能久住人間，特別強調持戒精神。 

  在受戒的時候，師父問戒弟子：「能忍十事否？」 

  戒弟子答：「能」。 

  什麼是十事？這十事是令人驚駭的： 

  一、割肉餵鷹。 

  二、捨身餵虎。 

  三、砍頭謝天。 

  四、折骨出髓。 

  五、挑身千燈。 

  六、挑眼佈施。 

  七、剝皮書經。 

  八、刺心決志。 

  九、燒身供佛。 

  十、刺血灑地。 

  這十件事，就是大乘菩薩戒的「捨身精神」，當然，並不是教大家如此

為之，因為這是「自殘」的行為，於今，我認為不是適宜的。但是，你受戒，

守戒，能忍這十事，不至於隨隨便便就破了戒吧！至少也學一學古德堅忍持

戒的精神吧！ 

  今天，真佛宗受菩薩戒的人很多，受出家戒的亦不少，但真正能持，能

忍的不多，這是令我相當遺憾的一件事，一點點持戒的精神都沒有，真是令

人扼腕痛心！ 

  我實實在在告訴大家： 

  博通戒律，戒律精嚴，就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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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禪入定，明心見性，就稱「禪師」。 

  明顯密法，修法弘法，就稱「法師」。 

  三者合一，就是真正的金剛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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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部林。 
有人問我：「嗡。部林。是什麼咒？」 

  我答：「此咒是文殊儀軌經中的一字心咒，又稱大輪一字咒，其發音是

部林。」 

  又問：「真佛密法修完後，為何均唸此咒？」 

  我答：「根據經中說，如果誦一切真言，修密法，恐怕不成就，即用此

咒結尾誦之，則決定成就。若不成就及無現驗，其咒神，即當頭破七分，是

知此咒，能助一切真言速得成就。」 

  問：「嗡。部林。功德如何？」 

  答：「除了能助一切真言速得成就，若誦此咒，於四方五百驛內，所有

惡鬼神皆飛奔逃遁，諸惡星曜及諸天魔不敢侵近。又此咒如同如意珠，能滿

一切之願，能降伏惡魔，能摧世間一切惡咒，能施一切眾生無畏，能與一切

眾生快樂。」 

  問：「嗡。部林。有如此大的功德？」 

  答：「此嗡。部林。是文殊菩薩之心，是一切諸佛之無上頂。」 

  關於「大輪一字咒」，其實只是「部林」之音，而「嗡」是「皈敬」的

意思，「部林」才是正咒。這個咒，我得自「普方金剛」的傳授，因而安住

在真佛密法的末咒，主要仍然是助一切真言速得成就效應之故，在此，我們

感謝普方金剛上師的傳授。 

  還有，亦有人問我，為何唸三遍「嗡。部林。」之後，又唸了「嗡嘛呢

叭咪吽」。我說，這大明六字真言，人人都知道。要明白大明六字咒，可自

閱「大乘莊嚴寶王經」就明白。最後誦此咒，是具無量三昧法門，速得菩薩

之位。 

我可以如此說，整個藏地，都在唸「嗡嘛呢叭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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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 

根據密教的教示，「金剛上師」總攝佛、法、僧三寶。又等同金剛薩埵傳法，

所以「金剛上師」是非常尊貴的，學密行者見到「金剛上師」要行五體投地

的大禮拜。 

  這樣子一來，有人以為「金剛上師」也是在搞個人崇拜，會使上師高人

一等，容易產生「我慢」。我慢就是「跼傲自矜，侮慢他人。」 

  在我看來，這應該不會才對，反而是克服傲慢的習氣，我如此認為： 

  密教行者頂禮上師，是克服密教行者的傲慢。 

  上師頂禮「傳承上師」，是克服上師的傲慢。 

  傳承上師頂禮祖師，是克服傳承上師的傲慢。 

  這個順序正是行者頂禮上師，上師頂禮我，我又頂禮吐登達爾吉祖師。 

  我雖是蓮生活佛盧勝彥，是蓮花童子化身，是阿彌陀佛化身。管你是什

麼佛化身，看見祖師爺，照樣下跪頂禮。一個再偉大的行者，看見自己的皈

依師父，一定要下跪頂禮，修行人先要降伏自己的「我慢」。 

  釋迦牟尼佛說： 

「我慢心」不除，就算修禪定成就，必淪為阿修羅或是魔王。 

  真佛行者，要記住： 

  克服我慢，是佛。 

  貢高我慢，是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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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 
有一個人，剛剛皈依密教沒多久， 

他就戴上密教的‘法王帽’，穿上了‘法王衣’， 

照了一張相，寄來我處。 

要我封他為“ X X 法王”。 

我問：為什麼這樣做？ 

他答：因為失業已久，想以法王當職業。 

我問：什麼是密教四部法，是那四部？ 

他答不出。 

再問：密教四部法：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部。 

      每一部成就，都要印證的，你得了印證嗎？ 

他一臉茫茫然，居然問，什麼是‘印證’？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 

修密教的法，一定要按部就班的來： 

一、尋找一位真正具有傳承的金剛上師。受皈依，得灌頂。 

二、一心淨信上師的傳法，學其心要口訣。 

三、實修。 

四、修持相應境界，請金剛上師印證指導，印証是真，再上層樓。 

    依次第修行，依次第印證。 

本短文所提的這個人，當然是胡作非為的， 

是妄想當‘上師‘，自欺欺人想當‘法王’。 

不老實修行，光想名聞利養，看起來是多麼的幼稚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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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的每一個法， 

實修到出現境界時，一定要上師‘印證’。 

因為認假為真，認幻為實， 

不信根本上師的開示， 

很容易入了魔境而不自知。 

法王帽、法王衣，不是自己去買來戴！ 

而是根本上師‘印證’了你，給你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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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最大的菩提心 
我最初證悟， 

便發了‘不捨一個眾生’的願， 

又想‘粉身碎骨度眾生’， 

這菩提心一發， 

天上地下大大震動。 

我知道，佛陀當初度眾生， 

是不度女人出家，又不得帶妻挾子。 

佛陀設下戒律，不殺生，不邪淫，不飲酒。 

佛陀正告弟子： 

‘人生好色者，不能成佛，爾之妻子，不必有也。 

人生嗜殺者，不能成佛，爾於有情之肉，不必食也。 

人生之迷亂其性者，不能成佛，爾於清酒美釀，不必染指而飲也。’ 

如此說來，佛教戒律是嚴苛的，對於雲雲眾生，能者度之，不能者去之。 

然而，我卻發下了‘不捨一個眾生’的願，這個願望，就要 

不看其染淨了， 

不問在家出家， 

不問有無妻子， 

不問男子女人， 

不問殺生與否， 

不問有無茹素等等。 

因為今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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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流之輩， 

帶妻挾子，飲肉食肉， 

根本是常事。 

這種習性是很難立刻改正的。 

如果你不去度他們， 

他們何日可以修佛法？ 

何日才能得以出生死？ 

更何況這樣子的人， 

在俗世佔最大的多數。 

因此，我說： 

任你有妻子，但勿涉邪淫。 

任你可食肉，但要持往生咒，修超度法。 

任你可飲酒，但少嘗勿醉，不亂心性。 

我說： 

容許弟子 

去求官位功名， 

去求福祿富貴， 

去求圓滿家庭眷屬， 

去求金銀財寶汽車房子， 

去求健康長壽， 

去求人間幸福美滿。。。。。 

這是為了‘不捨一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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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眾生心懷而設， 

我度眾生寬之又寬， 

不拒絕一個眾生。 

但願眾生體會，修法持咒，日日增上，早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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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 
有人批評真佛宗，最喜歡說： 

  「只汝是真佛，我們全是假佛嗎？」 

  我聽了覺得很好笑，我的見解是這樣的： 

  「我因為到了佛真身所居住的法性土，證明佛的法報身。知曉真佛悉地，

所以才確立自己的宗派，叫真佛宗。」 

  我又強調： 

  「釋迦出世，隨眾生根器利鈍，應病與藥，以攝化有緣，佛滅度後，諸

弟子各依分宗，以結集三藏，其實法法互通，通則皆妙，宗宗都是真佛。」 

  我的意思是說，我是真佛，大家也都是真佛，只要是佛法，都是「真

佛」，我不批評別人是假佛。 

  喜歡般若部諸經的習「禪宗」。 

  喜歡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者習「淨土宗」。 

  喜歡大日經、金剛頂經的習「密宗」。 

  喜歡梵網經的習「律宗」。 

  喜歡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者習「三論宗」。 

  喜歡法華三經者習「天台宗」。 

  喜歡華嚴經者習「賢首宗」。 

  喜歡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瑜珈師地論者習「法相宗」。 

  由於我的夙緣和密宗較深，所以我密法之學習，去蕪存菁，建立渡生死

海，登涅槃岸之第一寶筏。 

  我確實證明法報身。 

  印證了真佛世界的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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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佛宗」依這個因緣度化有緣眾生！ 

  我這「真佛宗」是圓融諸宗的，只要是佛法，全部是「真佛」，並不互

相水火，我是真，大家亦是真。 

  好學深思者，仔細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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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供養 
根據密教的說法，無上大密法，珍貴異常，要珍重之。 

為使弟子求法珍視，不能輕忽，所以才須要珍貴的供養。 

然而，在我這裡，我是「供養隨意」！ 

你們千萬不要誤會我的密法不珍貴，不稀奇，不是寶中之寶，不是無等等。 

我有我的理由，我獲得的無上密法， 

絕對不是用「金錢」、「珠寶」、「鑽石」、「汽車」、「洋房」能交換的。 

我要你們供養的是： 

每日清淨自己的身口意，認真修持，人人早日成就，人人出來弘法度眾， 

自覺覺他，如此的「法供養」就是給我最大的供養。 

我強調： 

《真佛宗》的弟子不用以金錢、珠寶來供養我這位根本傳承上師。 

弟子認真修持〈真佛密法〉，就是給我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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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身法與結界法 
密教行者修習密教諸法「護身法」與「結界法」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壇城結

界及自己做護身法，很容易給天魔當點心吃ㄌ。  

行者每回修法，在真佛宗有「披甲護身法」即手結金剛印唸金剛手菩薩真言，

將印契印頭、喉、心、又肩、左肩、五處即披甲護身。  

行者平時取童男童女所撮之線（或清淨過火之線）唸頌金剛咒一遍、打一ㄍ

結、如是滿 21結。自己項上繫著，或手臂上繫可避ㄧ切惡鬼邪魔，這也是

護身法。  

凡是一切護身之線或護身牌等，均有護身之做用，最好每半ㄍ月要唸誦真言

21遍，再祈請金剛護法加持線牌，如此作法皆得效驗。  

行者做壇城結界法，可用淨水或香水一盞，供於壇城，唸誦金剛護法真言，

108 遍或 1080 遍，觀金剛護法放光加持淨水或香水，取香水灑於壇城八方上

下結界，在灑的範圍內，一切惡鬼及邪魔不敢進入。  

此結界法可適用於壇城，或用於房子結界，甚至於土地結界都可以，唯每半

ㄍ月需做法一次才得效驗。  

此結界法也有人施用病患身上，將香水灑於人身，唸誦金剛護法真言，病人

大叫一聲，惡魔附身，鬼魅干擾病等，即自解脫。 

若擇除日行法，更有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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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輪的祕密 
密教看「光」，先看「明點」，再看「金剛鍊」，三看「金剛幕」，四看

「佛國淨土」，此時的密教行者，「天眼」已具。  

要「五眼六通」，打開心輪，心間放光是為第一首要。  

這裡，我傳授「打開心輪法」，此法極其珍貴：  

先修「氣脈明點」，使「燃滴作用」於心輪，即明點下降在心輪，拙火上昇

至心輪，水火交融於心輪也。這樣可以打開心輪。  

密教行者觀想自身完全如清淨琉璃透明，一塵也不染，於內空心中有一朵紅

色無根的八葉蓮花，蓮花上現出月輪，月輪中間是吽字。月輪的周邊，順時

鐘方向排列，次第正是「嗡。古魯。蓮生悉地。吽。」周佈月輪之緣，於是

想一字一字之咒字旋轉，周而復始，字字光明燦爛，字字不必觀大，月輪也

不必觀大，愈小愈好。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一邊靜坐，一邊內觀，此為「心中八字輪觀

法」，可打開心輪。  

每回修觀完畢，即想蓮花月輪收攝入于中間的吽字，吽字收攝於光明一點，

這光明一點直衝上頂，剎那之間散於虛空之中，無盡無量，於是，我即虛空，

虛空即我，一切均無所得，如來如來，如是如是。  

我告訴大家，這是什麼境界，這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到達彼岸的境界。  

八萬四千之妙相。  

得非本性之彌陀。  

十萬億剎之遐方。  

的是唯心之淨土。  

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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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葷吃素 
有人問達賴喇嘛：  

「密教吃葷吃素？」  

達賴喇嘛回答：「我本人是茹素的，而喇嘛們並沒有吃素。」  

又問：「不吃素就是殺生，豈不是犯了五戒？」  

達賴喇嘛回答的含糊些，好像是不吃素並不是殺生，殺生和吃素並不太有關

係。達賴喇嘛尷尬的笑了笑，說：「喇嘛們不殺生，但也不吃素。」  

我本人在哲蚌寺，和堪布長老一起吃飯，飯桌上全部是葷食。  

據我所知，吃素是中國佛教在梁武帝蕭衍的旨意下，才命令僧侶吃素的，這

是中國佛教的特產，是為培養慈悲心及避免結惡緣。  

吃素當然有好處，但絕非成佛的主要因素，如果吃素可以成佛，牛馬羊全部

成佛了。  

很多初發心學佛的人，剛開始不習慣素食，要先食三淨肉(不見殺、不聞殺、

不為我殺)，這是茹素之前的方便。  

在我這裡，「真佛行者」要吃素否？  

我答：「隨意。」  

但吃葷的行者，要「吹氣」清淨，要持「文殊往生咒」超度，用密法超度肉

類，化為清淨食。再令所食眾生的靈命得益處，如此就可以吃。因為你已慈

悲了牠，又超度了牠，也沒有結惡緣。  

在吃葷吃素方面，顯密不同，但請記住佛陀的一偈：  

一口清淨水。  

八萬四千蟲。  

如果不持咒。  

如同殺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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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些微之理，不可不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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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城 
密教開演，先立「壇城」，也即是立壇持咒修法。一本「密宗道次第廣論」，

也是從建立曼荼羅（壇城），開始論起。 

  有人對我說： 

  「壇城是假，是外相！」 

  我回答： 

  「為供養故，為修法故，為念誦故，為莊嚴故，為方向故。所以才建立

曼荼羅。密教灌頂，要入壇灌頂也。」 

  我說： 

  「築方圓之壇，安置諸尊於此，以供祭之，是壇城本體。這壇場就是聖

眾集會處，亦是念誦壇城，萬德交歸之所。」 

  大日經曰：「十方世界微塵數大悲萬行波羅密門猶如華藏。三乘六道無

量應身，猶如根莖條葉，輝光相間，以是眾德輪圓周備故，名曼荼羅。」 

  我真實的告訴來人： 

  佛住虛空是「祕密」。 

  壇城是「方便」。 

  行者是「方便修法」，由佛的法流進入壇城之中，再由壇城之中灌頂行

者。所以說，虛空、壇城、行者，稱為「三重法界門」。這是密教的真實義。 

  我們就是藉三種祕密方便，來灌頂眾生佛性之乳也。 

  你說壇場是假！是外相！ 

  我說不是假，是方便。我今天以如來真實功德集於一處，乃至十方世界

微塵諸尊，光明法流會聚，灌頂一切眾生，令其成就大日心王。 

  思之，思之！ 

  妙覺醍醐，醇淨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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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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