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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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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關小屋的詩情 
 

  大約四十多年前，我就開始寫詩了，也曾主編過一本小詩刊「川流詩刊

」，在大學時代，出版過一本詩集「淡煙集」，我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的新

詩獎，新詩獎只有我這一位。 

  年輕時，寫詩、寫散文、寫小說，被稱為文藝青年，投稿過的報刊雜誌

，已經無法去數，學佛之後，我的寫作未曾中斷過，所以有人稱我，寫作弘

法第一人。 

  過去，我曾幻想過，當一名詩人。 

  現在呢？當我隱居閉關的時候，真正的離開了群眾，真正的告別了弟子

們，沒有到別處的希望，沒有再感受善或惡的思想，在那個時刻，心意淨化

的時刻。 

  流連的欲望沒有了。 

  不執著於人。 

  也不執著於任何事。 

  這個時候，我彷彿自然而然變成一位詩人了。 

  在閉關小屋之中，寫詩的意念泉湧，泊泊潺潺的詩句，很奇特的出來了

。 

  既然寫詩的意念無法遏止，那就寫吧！我繼「水中月」之後，又寫下「

葉子湖之夢」。 

  葉子湖，是我取的湖名，它就像一片樹葉，它陪伴在閉關小屋之旁，度

過了這一段歲歲月月。 

  雞聲茅舍月華明。 

  客夢沈迷尚未醒。 

  開得眼來自大曉。 

  葉子湖前寫凡塵。 

  

 

蓮生活佛盧勝彥聯絡處  

Sheng-yen Lu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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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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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的時鐘 
 

  已經很久不再看牆上的時鐘了 

  因為它歇息 

  我沒有去修理它 

  因為它雖不走 

  但我走 

 

  日子永遠是不慌不忙 

  我的修行走在「刻度」上 

  我發覺不必有時鐘 

  我就是活在當下的時鐘 

 

  每一小時 

  每一分鐘 

  每一秒 

  自己都穩定的速度往前走 

 

  我不用時時刻刻凝視 

  把牆上的時鐘取下 

  摔爛它 

  一樣的把一切依賴摔爛 

  摔爛摔爛摔爛 

  摔到純純粹粹的自己 

  自己終於認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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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 
 

  你陷溺在痛苦憂傷 

  人生至此已是窮山惡水 

  往昔的快樂不在 

  一切的一切完全剎那間腐壞 

 

  我適時對你說 

  這世界本來就太多的累贅 

  一連串不平的風波洶湧 

  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驚滔駭浪 

  正要你去體會 

 

  我佛仍然受盡委屈 

  揹負了眾生殘酷的業債 

  無情的撞擊 

  一切的一切豈能對衪有害 

 

  無所謂呀 

  無所謂 

  一句話也不用說 

  無所謂就是後韻無窮萃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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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寫的字 
 

  誰能告訴我宇宙的寬度 

  佛說 

  九山八海一日月 

  欲天淨天四空天 

  大千世界無法可測度 

 

  誰又能告訴我心在何處 

  佛說 

  一切眾生本來就有的覺性 

  也是本來面目 

  卻是本來無一物 

 

  我終於明白 

  一切因緣生 

  一切因緣滅 

  一切都是生滅法 

 

  我在閉關小屋的牆上寫了幾個字 

  肩挑日月 

  也須換肩 

  手握古今 

  時至放手 

  但只專注人生的大事 

  真正平等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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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蕃茄 
 

  不是人們注目的焦點 

  很平凡確實很平凡的果實 

  不甜 

  不酸 

  不鹹 

 

  聽說它不是水果 

  又說它不是青菜 

  那是青菜水果青菜水果 

  是真的恰到好處的喜愛 

 

  沒有目眩太凸出 

  沒有讓人想到強烈的佔有 

  人們應該學習 

  中性 

  平常 

  真實的內涵 

 

  我已經吃它久久 

  愈吃愈有味 

  永遠的心平氣和 

  不會出現厭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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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唯一 
 

  突然間念頭有了變化  

  對於這世界這人生完全沒有既定的看法  

  每一個人都是唯一  

  每一件事都是唯一  

  每一地點都是唯一  

  每一件東西都是唯一  

 

  每一朵花每一株草也一樣  

  花花草草表面上相同  

  每一朵花  

  每一株草  

  花謝草枯  

  都是唯一  

 

  我領悟到  

  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天  

  都是唯一  

  因為都是新鮮的開始  

 

  這是無限可能的創作  

  漸漸崛起  

  都是唯一  

  所以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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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葉 
 

  看見水 

  就知道有魚 

  看見煙 

  就知道有火 

  看見落葉 

  就知道適合沉思的季節來臨 

 

  看見的不只是一片落葉 

  而是整個季節的凋零 

  不斷的掉落 

  不斷的飛舞 

  在整座森林 

 

  落葉證明空 

  成住壞空的空 

  隨從於風 

  墮落於土 

  無疾而終 

 

  看見落葉 

  可以想像出光禿禿的樹枝 

  看見落葉 

  故知有因緣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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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相契的緣份 
 

  有人說，蓮生活佛盧勝彥知名度很高，而且在全世界揚名，皈依弟子四

、五百萬眾，只要活佛到訪那一國，那一國的機場就擠爆了，少則數千人接

機，多則好幾萬。還有，只要一登座開演密法，就是人山人海的盛況，單單

灌頂，就要長達數小時，真是法筵殊勝。 

  現在，蓮生活佛盧勝彥雖然閉關隱居，但其弟子正在興建的各地雷藏寺

就有數十座，新成立的分堂也增至百處，代師弘法的上師，奔波於世界各地

，皈依的弟子亦然上百、上千、上萬，真佛宗應該法流千古，法緣日隆。 

  然而，我觀察弟子的因緣，內心悲嘆，掩不住自己的寂寞與孤單。 

  為什麼？只因為我看見很多很多的弟子，只是一時的興緻，這一時的興

緻，是因為一時高興，連袂來參加法會，就皈依灌頂了。也有一時的有所求

，來皈依灌頂。更有宿世佛緣，因緣盛會來皈依。各人皈依的因緣，全然不

一，很多是讀了我的書，一時感動，便皈依了。 

  有很多人是受了皈依灌頂的，然而這師徒之緣就是結個緣而已。明明佛

緣在前，一分手，便轉身投入俗世，不知如何進一步持咒、結印、觀修。更

需要漸漸的自己去探討自己的佛識，調整心地，明心見性。 

  我就是因為觀察到，這些有初緣的福份弟子，沒有繼續接近佛法，覺得

無奈和遺憾啊！而且初緣的弟子，實在不是少數，他們是有師徒之緣，但無

修持之實。 

  總之，我是一位有真正佛法的人，能救度天下的蒼生，能自度度他，令

他人也一樣明心見性。 

  我盼望師徒相契的緣份，是一生一世，是生生世世，更重要的是，成就

清淨的佛果。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chapterindex.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chapterindex.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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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身即蟲具 
 

  有人問我：「佛教戒殺生，如果吾人生病，身中有細菌，吃藥打針，消

滅細菌，是否殺生？」  

  這個問題，曾經有人問過大和尚。  

  大和尚支吾以對。  

  而我的回答是：「不可避免的殺生，可以不算殺生。最重要的是，要持

文殊往生咒，或阿彌陀佛往生咒，持咒就無過失，這是佛說的。」  

  佛陀曾說：「色身即蟲具。」  

  在佛陀時代，二千六百年前，這句話印證在今日，非常的科學，人的身

體，正是細菌的大本營，從口水到胃汁到腸，到糞尿到血液，無不有細菌在

其中，菌有好菌有壞菌，好菌多，身體健康，壞菌多，身體敗壞。  

  以我們男人的精子來說，那叫精蟲，一次出來，是算億萬隻精蟲，在顯

微鏡下，蠕蠕而動，游泳奔走，爭先恐後，試問，只這一次，就殺了萬億之

精蟲也。  

  還有人死時，土葬，豈不是活埋蟲具。火葬，等於是燒死蟲具，吃藥消

炎，就是殺死身中諸蟲。  

  科學證明：  

  水中有諸蟲。  

  人身有諸蟲。  

  空氣中有諸蟲。  

  土中有諸蟲。  

  農人種的稻米、青菜、水果中，甚多的諸蟲，農人無可避免要除一切蟲

害，這無可避免的殺生，應該是不算殺生的，就如同我們生病要吃藥一樣，

都是不算犯戒的，只有持密咒，超度諸蟲了。  

  我們生病吃藥消滅細菌，和屠夫不同，和釣客不同，和獵人不同。  

  請細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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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與用意 
 

  我們曉得：  

  「修行必擇一捷徑法門，方能有成。念佛法門，最為捷徑，而持名念佛

，尤為捷徑中之捷徑法門也。最為要妙，宜篤信而力行焉。」  

  這淨土法門，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力，也就是他力，念佛行者是靠佛的本

願力而往生佛國。  

  印光大師云：  

  無禪有淨土。  

  萬修萬人去。  

  若得見彌陀。  

  何愁不開悟。  

  曾有一位淨土行者來問我：  

  「我發覺念佛的發音，單單四個字，也有差異，有的人念『阿』，有的

人念『哦』。第二個字，有的人念『彌』，有的人念『泥』，到底如何發音

才對！」  

  我回答：  

  「這方面，我早已注意到，大陸來的老法師，全念『哦』，在密教的發

音，原是『阿』。依發音來說，應依梵音才是。然而，流傳中國之後，音已

變太多了，形成普遍之用音，現在要校正，已甚困難，只可隨風隨俗，但求

誠心念之即可。」  

  我再特別解釋：  

  「若要糾正發音，當然不只『阿』字，『嗡』成了『唵』，『梭哈』成

了『娑婆賀』。在這方面，師父口授何音，行者誦何音即可。認真說來，念

佛之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只緣現前一句，是往生正因。」  

  先是用音。  

  再是用意。  

  眾生果能如子憶母，志誠念佛，則感應道交，即蒙攝受。 

  我如此認為：「念阿彌陀佛，或念哦泥陀佛，或念阿彌達不打耶。皆一

樣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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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供養 
 

  我常常對法師們說，受人供養，要非常的珍惜，最好我們的苦力修行，

要能夠對得起供養我們的施主，這只是最起碼的。我們更要發心，替施主消

災解除業報，也因為施主供養我們，積了功德而普獲吉祥。 

  以前，有法師出家，其出家因緣，竟然是： 

  「失業了！」「失戀了！」 

  又：「躲債。」 

  也有： 

  「不做事，有飯可吃，遊山玩水，不亦樂乎！」 

  這樣子的出家因緣，值得商榷，但，出了家就應該明白因果業報之理，

知道「受人供養」並非白白享福，我們在「天廚」貼上一偈，要時時警惕： 

  施主一粒米。 

  大如須彌山。 

  如果不修行。 

  披毛戴角還。 

  （這個偈，在我書中，提示很多次了） 

  我們不只是在舉止動念之中，除自己的業，滅自己的罪。更要念念不停

的為廣大眾生迴向，令眾生得增上緣。 

  經云：「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又「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

須陀洹。」接著「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阿羅漢。」這就是指供養人所得

的福報，施主能夠供養到一位真正的聖賢僧，其福報是非常大的。供養了一

位阿羅漢，福報已經無窮了，更何況是供養一位菩薩，供養佛，那真是天大

的福份。 

  眾生供養出家人，是應該。 

  出家法師修行迴向，是應該。 

  眾生供養得福報。 

  出家法師須苦力修行，做一個真正的福田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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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原則上，「定業不可轉」，這是佛陀說的。  

但是，「地藏經」中記載：  

有一婆羅門女，宿福深厚，眾所欽敬，行住坐臥，諸天衛護。  

然而，其母信邪，常輕三寶，是時聖女，廣設方便，勸誘其母，令生正見，

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終，魂神墮在「無間地獄」。  

婆羅門女，遂賣家宅，廣求香華及諸供具，於先佛塔寺大興供養「覺華定自

在王如來」。垂泣良久，瞻戀如來。忽聞空中聲曰泣者聖女，勿至悲哀，我

今示汝母之去處。婆羅門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寬我憂慮，我

自失母以來，晝夜憶戀，無處可問。……  

後來，「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汝供養畢但早返舍，端坐思維，吾

之名號，即當知母，所生去處。婆羅門女，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

經一日一夜，忽見自身到一海邊。……  

無毒鬼王問聖女曰，菩薩之母，姓氏何等。聖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

父號尸羅善現，母號悅帝利。  

無毒合掌啟菩薩曰，願聖者卻返本處，無至憂憶悲戀，悅帝利罪女生天以來，

經今三日。云承孝順之女，為母設供修福，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寺，

非唯菩薩之母，得脫地獄，應是無間罪人，此日悉得受樂。  

這段經文，是我簡略錄之，但是，可以證明，只要我們後人，大發慈悲孝心，

為自己的先人哀懇三寶，多行善事，多助印佛經善書，恭塑佛菩薩形像，廣

設供養塔寺，自然可以感應道交，度先人出苦輪。  

在「替代」方面，有要點：  

一、真實懺悔，自身清淨。  

二、廣大孝心，憶念如來。  

三、人有誠心，佛有感應。  

這是如來化眾的機緣，各有妙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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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世界 
有心理學家說：  

「人的內心世界，有殘酷的一面。」  

心理學家說：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災禍發生在其他的國家，或其他的地區時。我們觀

看電視，當死亡人數持續的增加時，你仔細的體會內心深處，你是認為毫無

死傷好呢？還是認為死傷人數愈多愈好？」  

心理學家認為：  

「確實人們有幸災樂禍的心理，新聞愈轟動，死亡人數驚人，有些人會愈興

奮，這正是人們的私慾，很殘酷很殘酷的一面。」  

「死亡愈多愈好！」  

「颱風進來才好！」  

「地震大一點！」  

「最好來一個大戰亂！」  

心理學家說，當然不一定每一個人的心理都一樣，但，是有人有這種心理，

這是殺戮世界，唯恐天下不亂。他們內心殘酷的是，名人或有錢人死了最好

。愈有名，愈有錢，愈是興奮莫名。  

心理研究發覺：  

一般人的心理，也一樣有殘酷的一面，他對自己怨恨的人，通常心中會詛咒

：  

「坐飛機，趕緊墜機吧！開車，趕緊出車禍吧！如果通通沒有，趕快生個癌

症吧！最好睡一睡，讓他死吧！」  

這一類的心理，是不解佛理者的心理，是沉淪於黑暗面的，是屬於阿修羅、

地獄、餓鬼、畜生的。人生的苦痛其實皆出於私慾，他們看見別人痛苦，他

們就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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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世界於是形成。  

我認為：  

學佛要拋卻一切私慾。  

檢視自己的身心，是否真正的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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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地獄 
我在「葉子湖」閉關時， 

有一個晚上， 

夜游地獄見諸景相。 

我見一獄甚大， 

裡面關的全是比丘、比丘尼， 

心甚奇之。 

這些比丘、比丘尼全是圓頂的， 

穿僧尼之衣， 

他、她全下地獄，實在令人驚異。   

這些比丘、比丘尼 

有認得我的， 

也有隻聞名而從未謀過面的， 

然而他們都知道有「盧勝彥」這號人物。 

我現身在地獄之中，他們議論紛紛。 

「盧勝彥，盧勝彥，盧勝彥真的來了！」    

「他早就該來了，他是邪魔外道，是附佛外道，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盧勝彥罪大惡極，未証言証，未得言得，應該下無間地獄才是。」    

這些光頭比丘、比丘尼，紛紛擾擾，說個不停。   

驀然， 

一個大和尚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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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家不要吵了，如今，盧勝彥是以威神之力來地獄說法度眾生的，你們

懂得什麼！   

眾人一聽， 

噤聲， 

愕然！ 

我到地獄一游，見地獄中有一大獄， 

所關的竟然全是比丘、比丘尼時， 

內心產生極大的悲憫。    

原來， 

這些人， 

雖然身著僧服， 

卻比凡夫更凡夫。 

他們著僧服幹的是見不得人的勾當， 

有的甚至五戒全犯， 

有的根本不明佛法大意， 

有的忙於世俗之事，身著出世間之法衣，專行世間法的事務， 

有的曲解佛法，傳授邪法， 

有的根本是邪教歪道， 

雖然表相是三寶僧人，其實是獅子蟲吃獅子肉， 

可憐哀哉！    

他們在地獄中， 

議論我：盧勝彥何以能在地獄中說法？    

答: 他是實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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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明心見性嗎？    

答: 他早已找到了不生不滅的真實心。   

問：何以見得？ 

答: 他秘密莊嚴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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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時分 
詩： 

我常說 

人生有開始就有結束 

也就是 

從彼岸到此岸 

從此岸到彼岸。 

不用懷疑 

你就是戲劇裡的主角 

上戲與下戲 

一幕又一幕。 

就算是很幸福一樣要下戲 

就算是很歹命一樣要下戲 

就算是很快樂一樣要下戲 

就算是很悲情一樣要下戲 

就算是真正糟糕透頂 

糟糕糟糕非常的大糟糕太糟糕 

讓我想想 

也一樣要下戲 

落幕了 

大家都一樣 

一樣有一個小小的方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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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資 
以前有弟子來信，附一點費用供養師尊， 

我會在回信的時候， 

寫上: 「淨資」收，功德無量！    

也曾經有弟子，看了「淨資」二字，表示不太懂， 

問我：淨資是什麼意思？    

我今天如此回答：淨資是清淨財。    

佛陀說：和尚即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養色身。 

又說：出家行者，以清淨財，維持生命。    

什麼是清淨財？ 

施主 

不是偷拐搶騙來的錢財， 

不是靠殺生、偷盜、邪淫、欺騙、賣酒、不正當事業所賺來的錢， 

這種錢財，就是清淨財。    

為什麼不是清淨的錢財， 

不可供養和尚行者?  

這是既信佛當明因果， 

不清淨的錢財， 

一定有業障在， 

供養了行者， 

行者用之， 

自然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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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行者受供養， 

一定是淨資，非淨資則不受。    

另外：    

有人專偷寺廟的油香錢。    

有人在建寺時偷工減料。    

有人以為寺廟常住的修行人很單純，拐騙修行人的資糧，盜為己用。   

據我所知， 

這樣子的人，罪業是非常重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 

油香櫃裡的淨財， 

如果有一百個施主，你已經欠了百人的債。 

今世或來世，本金加利息，如何還得清？    

依這例子， 

如果你偷了師尊的淨資， 

師尊有五百萬的弟子，你已負了五百萬人的債， 

你生生世世還債也永遠還不完的了。    

同樣的， 

修行人若不修行， 

用了淨資，披毛戴角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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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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