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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鞋(序)  
``````````````````` 
有一天晚上。  
 
觀世音菩薩在我隱居閉關的地方出現，菩薩給我一雙鞋子穿，我好奇的問：
「這是什麼鞋？」  
 
觀世音菩薩回答：「神行鞋。」  
 
「做什麼用？」  
 
菩薩說：「我們要你蓮生活佛盧勝彥，親身經歷了所謂『中陰境界』。也就
是親證死亡的狀況，然後，寫出一本書，度過生死的大海，令世人明白生
命結束是一種事實。」  
 
我說：「有生必有死，這是自然，還要寫什麼嗎？」  
 
菩薩答：「燃眉之急。」  
 
「為什麼？」  
 
「眾生都以為身體健康就好，殊不知道，中年、老年、病年很快就會到臨，
最重要的是，要讓普天下的人，都能夠有一個命終的認知，知道死亡的狀
況流程。不管世人是不是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回教徒，甚至什
麼教也不信的，你要寫出真實死亡的真相，這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我問：「我寫的人家會信嗎？」  
 
菩薩答：「這不是迷信，每一個人都會死，沒有一個人是例外，死亡是現實
的問題，不是迷信。死亡之後，也非就是止境了，佛教、密教、基督教、
印度教、回教，都同樣認知，死亡之後有境界，是可以證明的，靈魂世界
實有，我們要你寫了出來，要你親身去經歷，寫了出來，就可以救度眾生！」  
 
「真能救度眾生？」我問。  
 
觀世音菩薩說偈：「讀即明白。修即解脫。信即得度。解即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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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我穿上「神行鞋」之後，我就病了。我寫過「葉
子湖的水變冷」、「向三本尊祈禱」，我認為我五十八歲就死了，我可能要死
了，我親身經歷了可怕的病苦，我病得很重。  
 
這不是妄說！ 
這不是妄想！ 
這不是妄信！ 
這是我穿上「神行鞋」的經歷，我所遭遇的，是世人難以想像的，我是「苦
中之苦」，「痛中之痛」，我是一位精神健全，自由自在的隱者，十方世界可
以寄居，但穿上「神行鞋」之後，我真的體會到「病」、「死」的滋味。  
 
我四大分散了── 
「山崩地裂。 
水淹沒頂。 
火山爆發。 
狂風凜冽。」  
我進入「八寒」、「八熱」地獄。  
 
我絕不是恐嚇眾生，我真的跌入死亡的陷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我絕
不言過其實，也不誇大。只要是一個人，有一天都會死，就算是鐵打的金
剛，也會死。  
 
我是受了太多的苦。 我盼望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我要寫下這一本書，很重要的一本書，是「度過生死的大海」的一本
書，這本書「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我要大家： 

身是無常時易過。 
眾苦交煎應當離。 
願與真佛同修行。 
盡此報身生極樂。 

 
蓮生活佛盧勝彥連絡處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98052, U.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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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葉蓮華的開放 
```````````````````````````` 
穿上「神行鞋」之後，我病得很慘！ 實在無法細述，用三個字形容，慘！
慘！慘！ 
 
我告訴大家，什麼叫着「八葉蓮華的開放」，原來我的「腦殼」好好的，突
然開始分裂，一絲一絲的分裂。 
 
在外觀，我一切正常，頭未分開。 
 
但，你們聽了勿大驚駭，也勿怖畏，原來在「無形」上，我的整個頭，已
經開始分裂。 
 
從中央「天竅」處，細細的分成八瓣，只要裂了一分，我就痛一分，裂十
分，我就痛十分。 
 
無形上，我得的是「裂腦症」。 
 
這種「裂腦症」恐非一般人所能明白，我是在經歷了「苦中之苦」、「痛中
之痛」，我的經歷恐怕在此世間，從來就沒有人有過，有什麼比裂腦更苦的？
更痛的？ 
 
以前讀「西遊記」小說。 
 
觀世音菩薩給孫悟空戴上一個金圈。金圈一縮小。孫悟空倒地亂滾，抱住
腦袋叫痛。這是「縮腦症」。 
 
而我今天所得的，竟然是「裂腦症」，我的「腦殼」裂成八瓣，一分一分的
裂，一寸一寸的裂。 
 
老天爺，這真的是山崩地裂啊！真的是火山爆發啊！真的是血水直滲啊！
真的是寒風刺骨啊！ 
 
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我的痛苦，非世間常用的字眼所能形容，也恐
非一般人能明白，原來死亡是這麼痛苦的，「八葉蓮華的開放」好美的名詞，
但，實際上，恐怖的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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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向「三本尊」祈禱： 
「慈悲的瑤池金母、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大願地藏王菩薩，祈請接引
我往生吧！」 
 
我真的不想活了，五十八歲就好了，我願意死，我願意往生摩訶雙蓮池！」 
 
「南摩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請接引我
吧！」 
 
我過去的老觀念，中國人的老觀念，人要活一世紀（百年），算是最長壽。
一甲子（六十歲），算是上壽，現在我才五十八歲，還差二歲，怎可求死？
求往生？ 
 
但是，你知道嗎？當我經歷了「裂腦症」，我不但不想活，還願意求死。 
 
大家不妨想想── 
我求死。 
不願活下去。 
 
這樣子的痛苦，已經忍無可忍，怪不得八苦當中「生、老、病、死」都是
其中一苦。 
 
當「八葉蓮華開放」時，當「四大分解」時，我一點也不猶豫，我決定死，
決定速速往生。 
 
痛苦來臨時，我曾求佛的光明照我。佛的光明照我三度。我清涼約十分鐘。
一次十分鐘，暫時舒適。 
 
但是，這種的苦繼續着，整整有七七日，大約有四十九天，不分白天晚上。 
 
我食無味。 
 
我眠難安。 
 
如同地獄苦刑。 
 
現在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有些醫院的病患，會自己爬到窗口，從大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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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跳，為什麼？因為生病確實太痛苦了！ 
 
現在我終於知道，「海明威」為什麼自殺！「川端康成」為什麼自殺！「三
毛」為什麼自殺！還有……… 
 
當我走到這樣的地步。 
 
如果我不是「蓮生活佛盧勝彥」。 
 
我大聲的說：「我也會自殺！」 
 
但是，我不可以自殺，自殺就是「殺佛」，我是大修行人，要度眾生，我是
忍辱行者啊！忍天下所不能忍之苦，是心苦，是身苦，是八苦，皆要忍！ 
 
我不能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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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葉蓮華中的佛 
`````````````````` 
一個死亡邊緣的人，一個垂死的人，一個希望死的人，那個人竟然是我，
我根本不想執着自己的生命不放。 
 
 
我曾經如此想── 
真佛宗的創辦人，五百萬眾的弟子。弘法的上師們。 
多少座雷藏寺，多少間分堂，多少弘法中心。 
彩虹山莊。 
真佛密苑。 
南山雅舍。 
蓮香上師、盧佛青、盧佛奇。…… 
 
這些娑婆世間的弘法事業、親人、世間的功利和物質，如今面對死亡，一
切都化為烏有。 
 
一切都是「空」。 
 
雖然我面對極苦的「四大分散」，面對「裂腦症」。有幸的是，我長久的修
行，精神還算鎮定，我的神志一直在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
心無常」、「觀法無我」。我英勇無畏死亡，心智上一直在超越。 
 
我隨時準備死亡和往生，我不屈不撓的念佛持咒，意志全在佛的光明之中。 
 
「裂腦症」的痛苦，虛弱的身體，那即將來臨的死亡，都沒有打倒我。 
 
我明白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常例，我無法對弟子們作最後的臨終教誡，
我是獨自死亡，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感謝我的上師，感謝佛陀，感謝佛
法，感謝聖賢僧。我將捨棄我的肉體，我要自在的圓寂了，我要進入三昧
了，我要進入涅槃了，和歷代所有一切發大願救世的聖哲完全一樣。 
 
我沒有死的不甘不願。沒有遺憾。我的周遭沒有人知道我就快要死了。沒
有人故意干擾我。我能夠在正常、平靜的心態之下而「善逝」。 
 
在「三昧」中，八葉蓮花（腦瓣）一直在分裂着，只有痛苦和虛弱，却沒
有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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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覺悟的聖哲，面對死亡，不應該恐懼，而必須要有堅強的「正知
正見」。我們要認識，空間廣大無邊，法界廣大無邊，自從有了人類，人類
生存的壽命時光，非常有限，而宇宙數百萬億的光年無限。 
 
任何一個人，不管在任何法界，都會死亡，而且絲毫不爽，沒有一個是例
外，這一切是必然的。 
 
不入涅槃，是理想。人人都要死亡，是事實。 
 
佛陀告訴我們： 
「自然是一種生存的循環，生死是一個大輪迴，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
槃寂靜。是宇宙的定律法則，也就是真理了。」 
 
我是一個大覺悟的人，我明白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在那一段日子裏，我食
無味，體力虛弱，我沒有睡眠，精神耗盡。這在一般人來說是陷入極度的
危險，正在體悟整個世界的「無明黑暗」，進入死亡中陰境界。 
 
然而，八葉蓮華在極度的開放之後，在蓮華的正中央，端坐着一尊佛，祂
就是： 
「蓮花童子」。 
「華光自在佛」。 
「盧勝彥蓮生活佛」。 
 
這位佛，就是我多年依持大覺世尊所教導的密教本尊，這就是我真正內在
的「智慧本尊光明」，唯有我這一尊本尊如來，才可以將死亡的「無明黑暗」
一下子全掃盡。 
 
我看見我自己的元神。 
我看見我。 
 
我看見佛性。 
我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尊如來。 
 
更令我驚訝的是，這尊「蓮花童子」的足上，穿着觀世音菩薩的「神行鞋」，
我在八葉蓮華開放的三昧之中，去看了很多的「中陰境界」，這要讓我一一
的寫了出來，告訴大家，我的「八葉蓮華開放」就是密教的「破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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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的榮耀 
```````````````````````````` 
「破瓦法」轉識成智，蓮花童子升入虛空，如同智慧本尊住於虛空一模一
樣。 
 
我終於明白： 
我在北京看見「阿彌陀佛」。（北京飛太原） 
我在韓國看見「藥師琉璃光王佛」與諸尊。 
這一切顯示，原來一模一樣。 
 
當自己的元神出離了肉體的束縛，使肉體的「六根」「六塵」「六識」全消
失了，此時修行的層面便出現了，這是密教祕密教義，我能有真實見，就
是這樣。 
 
當自己的元神（佛性）復活時── 
虛空之中全佈滿了百萬空行母的讚嘆及歡樂之歌。 
十方佛、十方三世菩薩。 
金剛護法。 
諸天等等。 
全部稱讚唱頌歡欣的歌。 
 
我告訴大家，所謂證悟就是這樣子，所謂看見佛性就是這樣子，所謂大成
就者就是這樣子，所謂成佛就是這樣子，這真的無法形容。也就是一切全
「復活」了。 
 
如同枯死的大地，長出新綠的幼苗，如同原野百花全部開放，變成春天。
如同睡覺的人，醒了，重新一切啟動新的一天。太陽升了起來，放射着光
芒，煥發着新的生命。 
 
我這「真佛密法」證明了一真法界，人的肉體一放出智慧本尊，十方佛菩
薩如同剎海顯現，這是一月千江，萬燈一室，光光各顯全燈。 
 
我這「真佛密法」裏面有「毘盧遮那淨土」、有「唯心淨土」、有「恒真淨
土」、有「極樂淨土」、有「寄報淨土」、有「諸方淨土」。……… 
 
真佛密法難思量。 
般若密教正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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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瑜伽諸佛住。 
一支獨秀萬年香。 
 
盧勝彥到底死了否？ 
 
答案當然是「沒有死」，凡是具有正見之眼的人都可以看出來，對於一個解
脫者來說，要死亡，只不過是另一種生。要活着，只是元神出離又回來，
可以由人間層面，轉至淨土層面，再由淨土層面，回到人間層面。這樣不
來不去，就是如來。我確實經歷「裂腦症」。 
 
經歷「四大分解」： 
「四大」是地水火風，我們人是四大因緣造作而成，是地之堅，是水之濕，
是火之煖，是風之動所構成的，此四大種如果不調合，肉身就會敗壞分散
了。 
 
在無形上： 
裂腦是地破裂了。 
血水滲了出來。 
腦火（壓）上昇噴射。 
全身風剌飛散。 
 
幸好我的「四大分散」是無形的，醫師也檢查不出來。這四大是萬法的原
素，一切萬法由四大去合成，我若真死亡，萬法即歸於壞滅。真實的自體，
只是虛弱痛苦，並沒有壞滅，所以我還活着，活着經歷了「裂腦症」及「四
大分散」，這真是不可思議啊！ 
 
我帶着殘餘的生命，以至誠的心，來寫這一部書「度過生死的大海」，這樣
才有意思，因為我最明白，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死亡，我來寫死亡，
寫往生淨土，是最實際的。我會將死亡的過程一一的細述出來，還有我看
見的「中陰境界」，更要人如何去面對死亡，既然世間的每一個人都免不了
一死，你一定要知道徹底去面對，徹底去瞭解，徹底去證悟死亡的真理。 
 
我清清楚楚的告訴大家： 
活人是死人轉世而來。 
死人是活着的因緣盡了，就死了。 
前生和來世，生前和死後。 
六道輪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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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的宿命 
``````````````````````````` 
我獨居閉關在「葉子湖」，漂泊在異鄉，我這位曾經是萬萬人的導師，大持
明金剛上師蓮生活佛盧勝彥，完完全全隱逸於娑婆人間之外了。 
 
由燦爛歸於平淡，但是，我雖然不顯於世，却仍然寫作度眾生，雖然獨居，
但，正見勝行與正修，根本沒有差別。 
 
我獨居。受病苦。無任何享樂。我從來不怨天尤人。因為我熟稔「前世今
生」的宿命。 
 
我向信心堅固的弟子們保證，我確確實實親見我的前世，確確實實親聞我
的前世之名，確確實實親證摩訶雙蓮池淨土。 
 
記得自己的前世，由於發了至大的誓願，要到娑婆世界度眾生，這誓願實
在太大了。 
 
粉身碎骨度眾生。不捨一個眾生。 
 
所以，由「前世今生」的誓願結果，我必然受極大的「身苦」與「心苦」，
我沒有後悔我的隱逸與獨居，我沒有後悔我的受苦受難，我認知這世間眾
生的心，是「無常生滅」的。 
 
由於我的記憶之中，不知道生過多少次，也不知道死過多少次，但，在意
識中，這一些死亡的經過我是明白的。我不是一般人，一般人是完全不知
道前世的，也不知道未來世，甚至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在這世界上，能夠有資格寫這本書的人，恐怕就只有我自己了。 
生就是死的反面。 
死就是生的反面。 
那只是一道門。 
進去就是生。 
 
出來就是死。然而在這當中，怎麼死，非常重要。讀這本書的人，必然會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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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蓮生活佛盧勝彥是： 
「寶」  ｜｜娑婆世界最珍貴的無上寶物。 
「大燈」｜｜普照世間，光明無盡。 
「燃燈」｜｜驅逐了無明與黑暗的三途世界。 
「神聖」｜｜擁有全部法寶的人。 
「真佛」｜｜無上正等正覺的如來。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均曾經如此讚嘆： 
「大燈遍法界。 
燃燈照三途。 
願享此功德。 
護佑真佛興。」 
 
真正的人生，確實如夢幻一場，這宇宙是一種生死的法則，也是活活潑潑
的天地，生死之間的物質、苦樂、科學、機械、藝術…………..等等，只是
一種點綴品。 
 

真正的人生實相，竟然是「修行」，竟然是「悟道」，竟然是死亡後的另一
面，這是世人難以想像的，我在這裡要再一次的提醒眾生： 
 

世俗的一切，畢竟是「空」。 
 

出世間的修行，才是「大事因緣」。 
 

佛陀是因為「大事因緣」才出現於世。 
 

我們要相應「三乘菩提」。 
 

這一切是一絲不假的，我這一世，本身已經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盡可能
把迷惑於世間的人喚醒了過來，要避開名和利，藉以保持心的正修，與相
應的實相。 
 

迷者眾生。（財、色、名、食、睡） 
悟者佛也。（菩提） 
生死是門也。 
 

這個「門」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死亡是有其價值性的，因為更深一層的認
識，更透澈的領會，死亡竟然是開啟淨土的一把鑰匙。 
 
「臨終指要」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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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虛度人生 
``````````````````````` 
我曾經如此寫過： 
 
我在「台灣高雄」共住了十九年。在「台灣台中」也住了十九年。在「美
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共住了十九年。現在隱居。……… 
 
關於此生，正如釋迦牟尼佛常常警策我們的偈語： 
如夢幻泡影。 
如電光石火。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苦、怨苦、苦受苦、憂苦、病惱苦、生死流
轉苦。 
 
還有，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 
 
就算是大聖佛陀亦有「大九惱」： 
一、梵志女「孫陀利」的大譭謗，連五百羅漢也被謗。 
二、「戰遮」婆羅門女的大譭謗。 
三、「提婆達多」推山壓佛，傷佛陀足。 
四、逆木刺腳。 
五、毘琉璃王興兵滅釋迦族人，佛陀頭痛不止。 
六、受耆達多婆羅門請而食馬麥。 
七、冷風吹動脊骨刺痛。 
八、六年苦行。 
九、入婆羅門聚落，乞食不得，空缽而回。 
…………。 
 
釋迦牟尼佛的人生之苦，我的人生之苦，就如同普賢菩薩的警示偈： 
是日已過。 
命亦隨逝。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大凡熟知哲理的人都會承認，人生「苦多於樂」，因循苟且，虛生浪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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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光，五慾橫流，人們怎可以不思，死亡很快就會降臨？死亡是遲早的
事，太多太多的人，盡做些毫無意義的事，實在太浪費，太無聊，太可惜。 
以我來說，高雄住十九年，讀到高中畢業。台中住十九年，大學畢業後做
事。西雅圖十九年度眾生。我也承認，修行度生弘法的時間太少，我還有
多少年可活？多少年可生存世上？ 
 
尤其吾等凡夫，我還算好的。其他人清醒的意識太少，迷迷糊糊不曾間斷
過，連個佛法都還沒有聽聞，連一法也未修，就已經空手而死了。 
 
佛陀認為，吾等實在太懶惰懶散，實在太放逸了，眾生並沒有珍惜人生時
光，而是「金錢」擺在第一位，追求慾望的滿足，並且認為多年的肉身就
是我，甚至人生就是一切，生活就是一切，這是錯誤的觀念。 
 
根據佛陀的說法之義理，生而為人很不簡單，是難得修行的機會，因為「楞
伽經」說的明白，人可以依自己的努力精進，由「心識轉為根本智」得到
究竟的解脫及究竟的菩提，得到等覺的佛。 
 
所以「心經」才說： 
摩訶般若波羅蜜。 
是「無上咒」。 
是「大明咒」。 
是「大神咒」。 
是「無等等咒」。 
 
也即是說，生為一個人，決定精進修行，到達彼岸，才是人生最有意義的
大事，是大明，是大神，是無上，是無等等。就算你當了國王，當了總統，
當了總理，當了天皇，當了皇帝，這都不是「無等等咒」。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我最喜歡王安石的一首「夢詩」了，寫出多次了： 
知世如夢無所求。 
無所求心普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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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隨時降臨 
 `````````````````````````````` 
為何要教導「真佛宗」弟子，如何面對死亡？ 
 
「法句經」第二十四品第二十一偈： 
「諸施法施勝。 
諸味法味勝。 
諸喜法喜勝。 
除愛勝諸苦。」 
 
大家好好體會這個偈，佛法是無上珍寶啊！這世上有什麼東西比佛法還珍
貴？ 
 
「死亡」是最直接的，最易體會的，是活生生的，是由生至死的實相。我
說「生死無常」，死亡隨時降臨，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全是少年人。 
 
一下子，飛機失事了，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一下子，車子撞車子，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一下子，火災，逃生不及，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一下子，恐怖份子用炸彈，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一下子，船難，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一下子，地震，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一下子，龍捲風，這是活生生的死亡實相。 
 
我告訴大家，被判死刑誅戮、火焚、水溺、獸咬、墮崖、毒藥、凶殺……。 
 
還有，我在大醫院中，看見抬進抬出的人，不一定是老人，年輕人也很多，
甚至嬰孩，他們得了重症，也有癌症的，也有壞血症的，也有腦死的，蟲
噉的。 
 
八萬四千種病，病死真的可怕！更有更可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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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戰爭自我殺戮。 
對於「死亡」的突然降臨，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這時候，一旦進入「死
亡中陰境界」，靈魂怎麼辦？你有控制之力嗎？剎那的死亡，你能免於恐懼
嗎？ 
 
你以為人生能獨立自主永恒的生存下去，存在世間是一種權利。但，你知
道嗎？生命隨時會失去，「死亡」隨時會降臨，人人都有憂悲恐懼之情。 
 
過去，我常常教導弟子，要「知修」，要懂得珍惜時光寶貴，要「一日一修」，
還要一日三時，憶念「三根本」。「三根本」就是根本「上師」、根本「本尊」、
根本「護法」。 
 
密教行者為何要修「護法」？ 
 
要知道護法是護持密教行者的，修護法可以避開很多的麻煩和苦惱，例如： 
一、惡法師咒術。 
二、降頭術。 
三、惡人陷害。 
四、避開橫禍。 
五、鬼神凶煞欺凌。 
六、非人奪精氣。 
七、凶惡之地不入。 
等等。 
 
但是，「生死無常」也是很厲害的，你如果不「一日一修」，不「憶念上師」，
不「本尊住頂」，肉體上一疏忽，情感上一放逸，心理上一疑惑。內在的三
根本無法永恒法住，原本不滅的自性光明滅了，那麼，「死亡無常」仍然剎
那而至，堂堂一個密教行者，就成了「無常惡鬼」的點心了。 
 
我個人感應到，密教的三根本太重要了，上師是一切法的總持，本尊是行
者的自性，護法是人間的守護神，這三者缺一不可，你的修行，如果有了
相應（瑜伽），對死亡所懷的恐懼，如日出霧散一樣，自然會消失的無影無
蹤。 
 
 
 

4
th
電子書 - 【度過生死的大海】  第 16 頁共 44 頁 



 

我常說： 
乘飛機時，要相應「本尊住頂」。（其實在任何場合，本尊住頂很重要。） 
 
一旦，無常一到。 
本尊一拉，自性本尊（自己）和智慧本尊（佛），合一而融合，就直接到淨
土去了。我教導的「本尊住頂」其意義及價值完全在此，這是中陰（靈魂）
直接轉變而成就，是能知與所知的一種正知正見。 
 
「本尊住頂」的相應，第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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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逝與昇天 
```````````````````` 
在「上古神話演義」中，我很欣賞「黃帝」昇天的傳說，其實中國古代戰
勝蚩尤的黃帝，他本來就來自於天上的天主。上古神話中的人物，如：伏
羲、神農、軒轅、燧人、有巢、女媧。甚至堯、舜、禹、帝俊、帝嚳、后
羿、嫦娥等等，不是神，就是半神半人。 
 
古代的「黃帝」，他喜歡遊山玩水，常常叫兩個臣子隨身，一個是「風后」，
另一個就是「常伯」，一個揹了書，另一個揹寶劍，瀟瀟洒洒的在人間玩耍。 
 
所以黃帝的遊蹤，到過： 
青邱。 
洞庭。 
峨嵋。 
王屋。 
…………… 
 
黃帝後來他知道回天上的時間到了，便在「荊山」腳下鑄了一個很大的寶
鼎（道家傳說寶鼎是煉丹用的，道家煉丹之術由此傳開），寶鼎鑄成，高一
丈三尺，鼎的容量可容十石穀，鼎的周圍刻有騰雲的龍，又刻有鬼神眾及
奇禽異獸。 
 
寶鼎曾舉行慶功宴。 
 
天上諸神與八方百姓全來祝賀。 
 
 
黃帝知道昇天的時辰已至，天突然開了，有一條神龍，披著金光閃閃的金
甲，從雲中探下牠的身子，把牠的龍鬚一直垂到寶鼎之上。 
 
此時黃帝和他的臣子（下凡的諸天神），一共七十多人，人人縱身入雲，跨
上神龍的背，冉冉的朝天庭昇上去。 
 
在地面上的一些小君侯和老百姓，看見黃帝昇天，也全想跟著黃帝到天庭，
但他們無法縱身入雲，沒有辦法騎龍，只有爭先恐後的去拉龍的鬍鬚，但
龍鬚掛不住那麼多人，也有很多人紛紛墜落下來，連龍鬚也被拉下了幾根，
龍鬚掉地上長草，就叫「龍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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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黃帝昇天的故事。另外，准南王劉安昇天的故事也很神奇：漢朝准南
王劉安喜好神仙術。 
 
就來了「八公」，八位奇怪的老頭，傳授神仙之術，後來劉安真的學成煉丹
之術，吃下自己的丹藥，就和八位老頭及自己在一座山上白日飛昇。 
 
劉安家中還有一些沒有吃完的丹藥，放在庭院之中的缽罐，他院子裏的雞
啊狗的，來啄來舐，居然馬上見效果，雞冉冉上昇，狗也飛騰，全部昇入
雲中，成了仙雞和仙狗。這就是有名的「一人得道，雞犬昇天」的傳說了。 
 
在密教，藏密祖師蓮華生大士，其「善逝」是非常有名的。 
四大天王捧天馬的足下降。 
蓮華生大士坐上天馬。 
騰空而去。 
 
留下一句名言：「敬師、重法、實修者得之。」 
 
佛陀的「善逝」，是如來的十個稱號之一，善即是好也，逝就是去也。釋迦
牟尼佛修正道，入涅槃，向好的地方（常寂光）而去，這就是「善逝」。 
 
今天，我們修「真佛密法」，教導「臨終指要」，這即是「善逝」的信念，
人人都會死亡，誰也不能免，人人應該明白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明白面對
死亡，走到更好的境界。 
 
這是： 
入善門。 
修善道。 
善解脫。 
善死亡。 
善菩提。 
 
一個真正的行者，要臨終時，也有無病無傷到壽終正寢的，也有天神預報
死期的，也有善於離開肉體的，善於轉世成為活佛的。像大行者的「坐脫
立亡」即是，像「身化虹光」即是，像「全身舍利」即是。……… 
 
對於一般人，我們要教示，如何拔魔？如何開示？如何安慰？如何念佛？
如何持咒？如何中陰聞教得度？如何光蘊遷識？這樣才能「善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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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中的六道輪迴 
``````````````````````````````` 
在我的天眼之中，我所看見的生死及輪迴，真的是多重的，不只是多重的，
而且是多生的。「輪迴」這兩個字，用得最恰當，就像一個輪子，轉個沒有
休止。然而世人從來也不知道，在我的眼中，何止是一個輪子，是無限級
數的輪子輪轉個不止才是。 
 
無始無明的輪迴── 
既無絕對的開始。 
亦無絕對的終結。 
 
這裏面有「出現」，也有「消失」。這裏面只有佛教提到解脫生死輪迴，達
到真正的「真空之性」或是「涅槃」的無上境界，這才是超越了輪迴的菩
提道。 
 
我看見的有「物質的我」。 
 
還有婆羅門教的「神我」。 
 
回教的「羅哈」。 
 
基督教的「靈魂」。 
 
密教的「中陰」。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這裏面「身」與「心」的作用，根本就是不斷在
變化的複合體，前後相繼，不斷發生的一連串因緣作用的剎那剎那狀態，
在我來說，不只是「死亡」才輪迴，生前就已經出現了「輪迴」的現象。 
 
我認識一位名人。他是財主。社會地位崇高。 
 
但，在我的天眼之中，我看出他的精神進入一個新的生命，他尚未死亡，
然而，就像受生的肉體上一樣，他早已輪迴成一條大蟒蛇，換句話說，只
要他一死亡，他的「靈魂與物質」的複合體，就是大蟒蛇。他的死亡就是
進入另一種生命形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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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相信嗎？這位名人尚未死亡。但，我已看出他的「六道輪迴」早
已開始了。 
 
我以天眼看眾生相── 
 
有一名女子，早已被老鼠的動物靈附身。 
 
另有一名女子，早已被印地安人的狐狸動物靈附身。 
 
有一名男子，被熊的動物靈附身。 
 
有很多小孩子，被猴子的動物靈附身，所以被醫師診斷，病名是「精神躁
鬱症」（過動兒）。 
 
修行人，被魔附身的也不少，因為只要不是正法正修，一走入邪魔歪道，
魔很容易上身。（愈修愈自大、狂妄、妄想、攀緣、名利） 
 
我見一名，六歲的小女生，每天晚上，必然用自己的頭去撞床，撞得「碰
碰」響。醫師束手。大法師束手。乩童束手。符咒束手。 
 
因為這位小女生，前世殺人於床，前世所造的惡業，那人的靈魂（中陰），
來討血債，這一世，這位小女生須以「頭撞床」的痛苦來償還。（這種現象
稱為鬼上身） 
 
我以天眼看大醫院，院中病患，割喉的、割腎的、換心的、切肝的、破腦
的、抽腸破肝的、截肢的。………（是地獄苦刑） 
 
我以天眼看多位政治家，有主宰生殺之權的大政治人物，在他們的臉上，
現出大阿修羅王的相，他們以爭權殺人為樂，戰事永無寧日。（早已輪迴為
阿修羅） 
 
六道輪迴有形無形，早已寫在人的臉上，只是業障深或輕的差別而己。 
 
六道輪迴，「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全是前世、
今世、來世的因果業報，在我的天眼之中，「自殺靈」也是很可憐的，就算
轉世為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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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巴耳聾。 
智障殘障。 
奇症怪病。 
 
我以天眼觀察一名中老年人的女子，她皈依「蓮生活佛盧勝彥」，她有多世，
並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她這一世努力念佛持咒，修「真佛密法」。 
此人目前，一直在度化自己的鄰居，自己的同學，自己的親朋好友皈依佛
門。 
 
她並未出家，乃以居士的身份協助自己的師尊，來度化眾生。 
 
她守戒至為嚴謹：「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 
 
尤其是說話，不綺語、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從來也不多話。不講無
聊的話。對人對事，無怨無尤。 
 
她很有慈悲心，願意給一切眾生安樂，她覺得眾生太苦了，她願拔一切眾
生的痛苦，有慈悲一切眾生的想法。要知道慈悲心一發，將獲得十二種無
形的利益： 
 
「福常隨身、睡夢平安、有神守護、人人尊敬、不受毒害、不入險地、水
不喪、火不焚、得一切利、無名而名、昇入梵天、往生極樂。」 
 
她也得「無漏法」，這無漏非有形之漏，乃「無煩惱」之謂也。煩惱即貪、
瞋、癡。日夜由六根泄漏不止，她無貪、無瞋、無癡，是真正的行者。 
 
我以天眼見這名女弟子：看見她的眉間有「白毫」的光明，這是三十二相
之一。 
 
我大驚駭。我證驗出她已到聲聞緣覺菩薩十地的「離欲地」，快要成就菩薩
了。 
 
她自己在一次三昧之中，看見我現身，而且看見百多位菩薩。我及百多位
菩薩，全以大天色身的報身顯現，真是太莊嚴了，太殊勝了，太令人感動
了。 
 
我說：這位弟子，一定往生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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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竅頂的光明 
```````````````````````` 
要「往生佛國」。 
 
我個人如此認為，當一個人死亡的時候，如果適逢一名金剛上師在旁，這
位上師指點亡者的中陰（靈魂），尋找最佳往生的孔道出去，這是非常重要
的。 
 
我們人類有十一個孔道： 
一、天竅──頭頂髮根，八指處的中央。 
二、雙耳孔。 
三、雙眼孔。 
四、雙鼻孔。 
五、口道。 
六、臍道。 
七、陰道。 
八、肛門。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早已修「破瓦法」成就，那洛六法之一。頭頂中央
的孔道已打開，人人可見，是最好的明證。這個孔道位於大腦正中央，就
是「天竅」，也即是千葉蓮花的中央，在密教裏面，瑜伽脈輪，是眉心輪之
上，精神作用在這裡是最明顯的，也即是清淨意識的主要脈輪。 
 
我們畫家畫佛菩薩，當然全身光明，每個毛細孔都放光明，但，重要的是，
那頂上的光環，為什麼天竅頂的光明那麼重要？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上昇佛國。 
自從天竅。 
 
在密教裏面，頭是「意識覺知」的中心，由頭來調節其他的脈輪，由中脈
逸出的生命中陰，如果是「光明風脈」，它的最後作用就是頂竅逸出，然後
進入本尊的中脈，與自己的智慧本尊合而為一，自己變化成本尊，進入本
尊的淨土。 
 
好的金剛上師，可以教示亡者，指引不斷的祈禱與反覆唸誦聖名，以使臨
終的亡者，得到「善逝」往生「佛國淨土」，這中陰走的正是頂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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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金剛上師，能適逢之，此乃古今緣份具足，也算是大善根的因緣果報。
由一位證悟的金剛上師，來幫助一名凡夫位的人，這也是前世的大緣份才
有了。 
 
金剛上師要明白： 

凡夫有六識心，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異熟、 
無垢等十識。 
第八識是如來藏心。 
第九識是離分段生死。第十識是究竟清淨。 

 
而「識」就是「分別」。金剛上師要教示亡者，當知這個亡者的心識，明白
了別亡者的識性。只有對亡者七識之心行，能作了別，知道不可以執着，
才可以教示亡者脫離當下的苦海，這也是證悟的金剛上師才能明白分別。 
 
金剛上師要識別眾生心的心行。指引眾生「初悟」。轉前七識入第八識，得
一切功能而無餘。然後，金剛上師要封閉「雙耳孔」、「雙眼孔」、「雙鼻孔」、
「口道」、「臍道」、「陰道」、「肛門」。只剩下「天竅」。 
 
這封閉要用「光蘊遷識法」，這是以金剛上師的上師、本尊、護法光明來封
閉十個出孔道。 
 
然後「遷識」。 
以第八識如來藏心，一切種智，從無始以來離見聞覺知的真心，不在三界
之中起貪念、瞋念、痴念，產生厭捨三界的心。 
 
金剛上師能夠運用。 
「光蘊。」 
「遷識。」 
 
這是極為重要的無上大法，能使凡夫位的亡者，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於中
陰之中證悟菩薩所證的一切種智，而得到第八識的神用。 
 
例如： 
家母盧玉女在「美國西雅圖」圓寂。 
適逢我在。 
我就用了「光蘊遷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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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天門。 
閉了地戶。 
阻了人道。 
塞了鬼路。 
 
這是唯有「上師」相應、「本尊」相應、「護法」相應的金剛上師才能運用
「光蘊」。 
 
尤其在「遷識」方面，此乃第八識以上的體性，一般俗法師及凡夫不能了
知。唯有證真如，親證第八識如來藏的大金剛上師方能知道「遷識」。 
 
由於亡者在中陰境界，六識、七識會起作用，產生種種的不好境界。金剛
上師要指引，用： 
 
非心心。 
不念心。 
無住心。 
無心無相。 
破除之。 
 
要亡者悟了離開「六根六塵六處」之見聞覺知，認證大種智的自性。以其
神用，從「天竅」進入「極樂淨土」而往生佛國，迴入自性阿彌陀佛。 
 
當時在現場的諸弟子及家妹等，約有二十人左右，我們一起唸「南無觀世
音菩薩」聖號，聖號不絕。（家母本尊是觀世音菩薩） 
 
現場眾等親見家母吉祥臥的身子，突然頭漸漸抬起，一股真氣（真心），從
頂竅逸出而去。這是家母解脫六道輪迴，離開三界的明證。（燒出舍利子、
舍利牙、舍利花） 
 
家母由遷識而初悟，由初悟而神用，生起大智慧，如今已是大菩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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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摘要 
``````````````` 
 
人生是過客 
~~~~~~~~ 
人在死之後，就如同進入另一個「夢」...... 
 
中陰就是「靈魂」。 
道家就是「元神」。 
中陰又叫「中有」。 
 
即人死之後，尚未六道輪迴之前，有一個由微細物質形成的化生來維持其
活力，此化生就是中陰身。一般依密教之說法，此中陰身在最初的四十九
天之中，每七天一個生死，經過七番生死，等待業緣的安排，然後六道輪
迴，再另一次的投生六道境界去流浪。 
 
據我所知： 
有修行的人，在生前死後，尚未六道輪迴，於中陰時，即能了知其將來往
生之處。（中陰了生） 
 
 
沒有修行的人，在死亡之後，就成了流浪生死的無明幻體（中陰身）。 
一會兒，跑去找親人。 
一會兒，在墳墓地徘徊。 
一會兒，回到自己的原住處。 
一會兒，撫摸自己的心愛之物。 
一會兒，回想往事。 
 
 
中陰身的解脫道 
~~~~~~~~~~~~ 
大家常常看到的，大醫院裏的開腦、切喉、挖心、割肝、換腎、截肢、剪
腸、切胃。…… 
 
老天爺！那不是「地獄苦刑」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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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資糧 
~~~~~~~~ 
如果一個人，平時連佛法均未聽聞、未思、未修，就算大善知識如何勸說
教導，這個人是在「昏迷」之中，等到見到一切影像，就以為又是真實世
界。 
 
此等人的心識，仍然是幻想雜念不休不止，心識根本找不到何去何從，就
算亡者聽到勸導，他如同在世一般，固執己見，死者根本不知另外有其他
境界，於是，隨著自己的業報，六道輪迴而去，亡者仍然在夢幻呢！ 
 
所以，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生前準備修行往生的資糧很重要，千萬要
注意，不可疏忽。 
 
 
密教即身成佛 
~~~~~~~~~~ 
「真我」真實不虛和如常不變，本體清淨而無妄染，本來面目，不變不異，
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如來藏，實相，圓成實性。 
 
「子光」即是真我，化為虹光。 
 
「母光」亦是真我，大毘盧遮那光明海。 
 
互相會合。這就是密教的「即身成佛」。 
 
 
臨終者的陰眼 
~~~~~~~~~~ 
臨終者看見死去的人來迎接，甚至看見死去的人替亡者開「派對」，臨終
者以看見死去的人是最常聽聞的，他們全部是幻覺嗎？或者不是幻覺？ 
 
當然看見死去的人來迎接，這當然不是很好境界，我認為這是六道輪迴中
的冥界，黑暗境界，不能夠得解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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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者產生「陰眼」現象，且不論是不是幻覺，但確實真實性非常高，臨
終者處於二元性的世界中，將死而未死，一切看見又那麼真，這時候來教
示臨終者「解脫道」，應該是最佳時機。 
 
 
密教明光 
~~~~~~~ 
至於大善知識的教示，就如同： 
天主教中所見的「追思」彌撒。 
回教基督教的「禱告」。 
印度教的「普利多希陀羅」。 
佛門顯教的「法事課誦」（超度）。 
密教的「中陰聞教得度」。 
 
我如此認為，完全沒有信仰的人，是最糟糕的一群，是完全沒有依怙的，
他忽視了感應力。這樣的亡者，不但會受到自己業力影響，同時受到其他
親屬（死者）業力的影響，這一類的死亡者，要往生佛國淨土，很困難。 
 
 
密教遷識法 
~~~~~~~~ 
然而，我實在是「有情者」，絕對不是「無情無義」的人，我懷念昔日的
弟子們，想念昔日的弟子們，關懷昔日的弟子們，就算我離開娑婆世界，
往生了，我仍然會想念弟子們，口中不說，但心中有情。 
 
我雖閉關，但淚水流了再流，幾乎都流乾了，實在太多的想念和關懷。 
 
我坦白告訴大家： 
 
真佛宗的弟子死了，很多亡者都到了「葉子湖」。多虧「空行母」的幫忙。
虛空中的空行勇父，空行勇母，帶著死者的神識到了我閉關的「葉子湖」。
有上師、法師、助教、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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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蓮台的師尊 
~~~~~~~~~~ 
妻子叫：「你走了，留下我們怎辦！」 
 
兒子喊：「爸爸！爸爸！」 
 
女兒哭：「不能死，不能走，親愛的爸爸，不能死，不能走。」 
 
妻子又叫：「你忍心一走，債務呢？」 
這位「蓮花行者」本來已上蓮台，就要離苦得樂，一聽悲啼號叫，一聽債
務未了，心神一震，產生不良影響，他從蓮台爬了下來，他從蓮台一下來，
便自尋思，我是債務未了，我到底是死了還是沒有？他自己也無法確定。...... 
 
 
鬼嚇鬼 
~~~~~ 
中陰身境界，最重要是憶念「三寶三根本」。 
 
要一心不亂。要不驚不怖。 
 
在中陰（靈魂）的境界之中，千萬不可怯懦，不論有任何可怖可畏的巨大
凶惡之鬼出現在亡者的面前，你均不要害怕，你要認定： 

一、那是來故意嚇你的。 
二、那是神識的反映。 
三、鬼只是幻影。 
四、是你自己的喜怒。（業力） 
五、是試驗你的定力。 
六、凶鬼的千雷齊鳴，你亦不理會。 
七、對鬼不畏不懼，不駭怕，不吃驚。 
八、你要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已經死了，任何鬼都無法傷害你了，這 

 些只是幻相。 
九、不只是鬼嚇鬼，甚至你平生最害怕的東西，都會因神識反映而出 
    現，記住，這些全是神識反映。 
十、此時全靠亡者禪觀的「定力」和「智慧」來分辨了。 

 
 

4
th
電子書 - 【度過生死的大海】  第 29 頁共 44 頁 



 

密教了別色蘊 
~~~~~~~~~~ 
六道輪迴的光色，均是「險道」，不要進入： 
一、天道的光是暗淡的白光。 
二、人道的光是暗淡的黃光。 
三、阿修羅道的光是暗淡的綠光。 
四、地獄道的光是暗淡的煙霧光。 
五、餓鬼道的光是暗淡的紅光。 
六、畜生道的光是暗淡的藍光。 
記住，「暗淡」的有「毒性」，勿受誘惑而趨迎進入..... 
 
 
十大冥王現身 
~~~~~~~~~ 
這些大力女神，手中持的是撓鉤、套索、鐵鏈、尖槍等等凶器。 
 
一般人看見忿怒部的飲血尊（大鬼王）等，都會心生恐懼，驚恐過度而昏
厥過去，這樣子就絕對完蛋了，亡者會成了恐懼下的犧牲品。 
 
為何會出現這些喜樂部諸尊及忿怒部諸尊，其實這也是每一個人的意識形
象，不管是顯教、密教經典，說明每一個人都有「喜怒哀樂」的意識，一
個人一旦死後，這些喜怒也會顯現出來之故。 
 
 
中陰身宜處之地 
~~~~~~~~~~~ 
有的中陰身，心由於不能自主，就像流浪漢，到處遊走飄零，狀極可憐哀
哉！  
 
中陰身喃喃自語：「這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我在那裡？」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沒有白天，沒有晚上，一天到晚，天是灰灰的，這究竟是何處啊？！」  

4
th
電子書 - 【度過生死的大海】  第 30 頁共 44 頁 



 

 
當中陰身看見醫院裡面躺著的「死屍」自己，才驚覺：「我是死了啊！」 
 
 
諸司辯論業果 
~~~~~~~~~~ 
一個中陰身，到了冥間的審判，我覺得實在有夠差勁的了。一般的話，這
已不像是一個修行人。 
司善之神出現，用白石子計算善行。 
司惡之神出現，用黑石子計算惡行。 
善惡較量。 
就是「審判」。 
還有冥間有一「業鏡」，你亡者一生經歷全在「業鏡」之中，了了分明，
謊言也沒有用的。 
 
 
超度法會的法師 
~~~~~~~~~~~ 
最重要的一點是，最好由證悟的上師，對召請來的中陰身，以及與會的鬼
神、大眾，開示解脫的正理。 
「觀身不淨。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苦」、「空」、「無常」、「無我」，使聞法的中陰身及鬼神大眾，斷
三縛結。 
 
 
自制貪愛色相 
~~~~~~~~~~ 
（現代社會，很多人貪看Ａ片，這是貪色的習性，一般凡夫均如此，但，
修行人不可有，要自制，佛陀教示我們，貪慾是輪迴的根本也。） 
 
如果你在中陰身，心想什麼，什麼就出現，一有此念，你就處在危險的邊
緣了，因為你看見了男女交合，而你無法自制，你就會因為「貪愛色相」
而入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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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尊貴的蓮花行者，你這時候，要想一想，你看過盧師尊寫的： 
   「當下的清涼心」。 
   「當下的明燈」。 
   「那老爹的心事」。 
   請細思...... 
 
 
我與佛菩薩是一家 
~~~~~~~~~~~~~~~~ 
大家知道「瑜伽」是什麼嗎？「瑜伽」就是「相應」，就是「結合」...... 
 
修行「瑜伽」，我與佛菩薩是一家。 
 
修行「瑜伽」，你與佛菩薩是一家。 
大家都是一家人也！ 
 
 
念佛與持咒 
~~~~~~~~~~ 
宗喀巴如是說： 
   「念佛乃佛之名號。」 
   「持咒乃佛之心語。」 
 
持咒有了瑜伽相應，即滅障增慧，轉凡成聖，威德神力，不可思議，才曰
「祕密」。 
 
 
蓮花行者對中陰身的正智 
~~~~~~~~~~~~~~~~~~~~~~ 
中陰身的正智是： 
        不驚、不怖、不懼、不亂。 
        如今，色體已無，是智身。以智性能示現十方三世無量佛菩薩法 
        身、報身、無量莊嚴淨土，是真如自在的神用。 
 
有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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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一義諦，因生滅染義才示現差別。 
        

 度生死苦海，只要心不妄有，性自本無。 
        

 究竟離妄執的中陰身，當知正智，是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 
        非無，畢竟不可說相。其旨趣是離見聞覺知，歸於真如，則見證 
       「真佛」。 
 
 
境相的差異 
~~~~~~~~~~ 
「你作夢嗎？」 
 
「作夢。」 
「夢境都一樣嗎？」 
 
「不一。」 
 
我說： 

「如是，如是，中陰境相，比眾生夢相感受更多更離奇，可以說無所 
 不有。」 

 
那人再問：「這是什麼道理？」 
 
我答： 

「人心如中陰身，剎那剎那變化，種子種的是什麼，就長什麼！這是 
 這個道理。蓮華生大士的信徒，是有喜樂部及忿怒部諸尊的現身。至 
 於基督徒、回教徒、印度教徒、道教徒的中陰身，自然產生不同的差 
 異。」 

 
那人問：「如果是唯物論者，會見什麼相？」 
 
我答：「空洞。」 
 
「什麼是空洞？」...... 
 
 

4
th
電子書 - 【度過生死的大海】  第 33 頁共 44 頁 



 

度過生死的大海 
~~~~~~~~~~~~~~ 
中陰身境界，確實是一要點，不可忽視。 
  睡眠。 
  出神。 
  脫離血肉之軀。 
  本有的清淨出現。 
  中陰身的境相出現。（業障牽纏的幻相） 
  六道輪迴的投生轉世境相出現。 

轉世。（中陰身結束） 
 

這些經歷，如同在夢幻之中是一樣的，一般人除非是已有證悟，能自主的，
大半的中陰身是迷迷糊糊，妄想執著的，有些中陰身，儘管已經死了，但
他仍然不知道，等到明白自己已經死掉了，便生起了強大的願望，一心希
望又有一付身軀，於是投生到六道的任何一道去了。 
 
一般人而言。想保持清明。很難很難。因為： 
  種豆得豆。 
  種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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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皈依蓮生活佛 
`````````````````````````````` 
一、寫信遙灌頂皈依： 
欲皈依的弟子，祗要在農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時，面向東方（太陽昇
起之方向）。 
 
唸四皈依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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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稱三拜） 
 
而後將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年齡，及附上隨意供佛費，寄到蓮生活佛聯絡
處，交由真佛宗宗委會辦事處代為辦理皈依事宜。宗委會收到皈依信後，
將會寄給皈依證書及根本上師法相。 
 
二、在各地代師弘法的真佛宗金剛上師代師灌頂並辦理 
皈依手續，及代發皈依證書。 
 
三、接受根本上師親自灌頂皈依，並發給皈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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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買到著作 
`````````````````````` 
1. 聯結上大燈網站 http://www.e-daden.com，查詢新書消息，下載信用卡訂

購單。 
 
或是可在大燈網路書局訂購 http://www.e-daden.com/products(金流及物
流部份與博客來合作)。 
 
＊台灣地區可於全台 7-11 便利商店付款取書。世界各國以 TNT 到府快
遞(信用卡訂書) 
 

2. 台灣地區劃撥購買-帳號:19475615      
戶名:大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新書每本 220 元，包含台灣運費，10 本以上 95 折。 
偕汝談心﹣雷藏密語蓮生活佛開示集每本 NT$350。 
詳情請於週一至週五 8:30AM - 5:30PM     
電洽:（03）3526847 
E-mail:webmaster@e-daden.com 
傳真:（03）3521165 
＊種子書店購買:請查詢照顧您附近的種子書店。 
 

3. 美國地區請向尊勝雷藏寺洽詢  
True Buddha School Vijaya Temple 
3440 Foothill Blvd., Oakland, CA 94601 U.S.A.   
TEL:（510）532-9888    FAX:（510）536-7363   
＊美國地區讀者俱樂部擴大招募中，歡迎讀者來電或上大燈網站洽詢。 
 

4. 加拿大地區請向淨音雷藏寺洽詢  
  True Buddha School-Chin Yin Buddhist Society  
  12688-148Avenue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5X6C8 
  TEL:（780）423-0447     FAX:（780）426-3230 
  加拿大地區讀者俱樂部第二期招募會員 
 
5. 歐洲地區請向真渡雷藏寺洽詢  

True Buddha School Ltd. 
  265 Willesden Lane,London NW2 5JG England 
  TEL:（020）8451-9118   FAX:（020）8451-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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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東南亞地區請向馬來西亞真佛宗密教總會洽詢 
  No.8,(Tingkat 4),Jalan Tengku Ampuan Zabedah D9/D, 
  Seksyen 9,40100 Shah Alam,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603）58809398   FAX:（603）58809983 
 
7. 香港澳門地區請向香港雷藏寺洽詢 
  香港九龍新浦崗五芳街 10 號新寶中心 31 字樓 
  31/F.,New Treasure Centre, No 10, Ng Fong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852）2388-8987   FAX:（852）2783-0661 
 
8. 新加坡真佛出版社（簡體字版）  

TRUE BUDDHA PUBLICATIONS 
  621 ALJUNIED ROAD, LIPO BUILDING, #03-01 SINGAPORE 389834 
  TEL:(65)67433002 FAX:(65)67434588 
  E-mai:trbudpub@singnet.com.sg      
  website:http://web.singnet.com.sg/~trbud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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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間蓮生活佛盧勝彥文物流通處---寶佳利書坊專訪  
   ````````````````````````````````````````````````````````````````````````````````````````````````````````````````````````````````````````` 

 
時間：2003/7/6 下午三時二十分        
方式：電話訪談  
店名 :寶佳利書坊     
Address:台灣台北縣三重市興德路 119 號 1 樓  
Phone: 886-2-77168189      
Fax: 886-2-77168184  
Website: http://www.ptle.com.tw/   
Email: ptle@ptle.com.tw  
 
 

       
 
1. 問 : 燕窩、現磨咖啡、龜苓膏、以及文具禮品各佔營業的比重如何？  
 
答：各項產品都是兼著賣而已，這些產品幸好都有師尊佛菩薩，護法保佑
， 往往都會出奇不意地接獲一筆訂單，讓他店裡的開銷打平。  
 
 

2. 問：哪一項最有後續力？  
 
答：燕窩還不錯！七月五日才剛接到燕窩一千打的訂單，今天剛好碰到你
問這個問題。另外咖啡賣的也不錯，一天可以賣掉一、二十杯沒問題， 
就因店裡可以喝咖啡，又可以看書，隔壁餐飲店的客人都被這種氣氛吸引
過來用餐，店裡雖沒供應餐點，但是隔壁餐飲店客人會將餐點端 過來店
裡享用，順便喝咖啡，還有書可看。還有一位小姐，最近每天中午都會來
店裡喝咖啡，順便看師尊的書，有在尋問皈依師尊的相關事宜，這事讓我
覺得很高興。  
 
 

 
3.問：經過三個月的經營，在銷售重點(經營重心)您會如何調整？未來三
個月的經營展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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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為我店的地點並不好，相對要吸引人潮來看書比較不利，而且喜歡
看宗教心靈方面書籍人的比例就又更少了。反而是外勞來光顧 DVD 相關
產品的比率比較高，尤其是在發薪的日子。我對開店完全是有長期做下去
的準備，並不計較得失，尤其在看過師尊的文章：「書代表我的心後」，
更增強了要把店裡經 營得更好的決心。 
 

 
4. 問：師尊文集遇缺書時，補齊需多久時間？  
 
答：只要有缺書馬上會與大燈文化定書，而且是直接買斷。所以書籍冊數
是最齊全的。六月份在台北舉行的大白蓮花童子法會，就有一遊覽車的台
中同們到店裡消費，當他們看到店裡師尊文集如此齊全，大家均欣喜若狂
，如入寶山一般。  
 

 
※歡迎住附近的同們多多前往捧場與鼓勵，讓經營的人有動力繼續做下去  
 
 
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推廣文宣組 :Amigo 採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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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書店-「台灣地區」 
※※※※※※※※※※※※※※※※※※※※※※※※※※※※※※ 
 
 
 

書店名號     地區      聯絡號碼 
※※※※※※※※※※※※※      ※※※※※※※      ※※※※※※※※※※※※※※ 

墊腳石（重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 號   （02）23708836 
書鄉林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9 號   （02）23143922 
集文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7 號   （02）23317334 
新天龍書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05 號 1 樓 （02）23812033 
育林出版社    台北市士林區大西路 18 號   （02）28820921 
士林圖書供應社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1 樓  （02）28819587 
偉新書局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217 號 2 樓 （02）29147083 
墊腳石（土城）  台北縣土城市中央路 2 段 204 號 （02）22611490 
天才書局（文化）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 218 號 1 樓（02）82581755 
大有為（板橋）  台北縣板橋市館前東路 47 號 B1 （02）29571958 
墊腳石(淡水)   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72 號   （02）26200121 
永源（桃園 1 店）  桃園市中正路 56 號 B1    （03）3375082 
德念圖書    桃園市中山路 105 號    （03）3342955 
良友書局    桃園市中山路 166 號    （03）3330376 
丸升文化    桃園市中華路 33 號 B1    （03）3352735 
永康圖書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 155 號 1 樓 （03）4226242 
達學圖書文具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路 204 號   （03）4226078 
盤石書局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一段 966 號 1 樓（03）3623018 
巧巧屋書局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 263 號   （03）3111359 
古今集成文化公司  新竹市中正路 16 號     （03）5218272 
墊腳石（新竹）  新竹市中正路 38 號     （03）5236984 
博覽家（新竹)    新竹市復興路 73 號     （03）5226789 
展書堂（苗栗）  苗栗市中正路 904 號    （037）324071 
展書堂（後龍）  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 112 號   （037）720645 
展書堂（竹南)    苗栗縣竹南鎮民權街 49-2 號  （037）476299 
展書堂（苑裡）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 185 號   （037）853368 
三協堂     台中市學士路 69 號     （04）22025070 
第一書局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 144 號 （04）23148101 
寶山文化事業(股)  台中市學府路 67 號 1 樓   （04）22857101 
瑞成書局    台中市東區雙十路一段 4-33 號 1 樓 （04）22120708 
金應宗教文物行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 149-8 號   （04）24268168 
東興書局    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 3-1 號   （04）26312515 
諾貝爾（豐原）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 34 號   （04）2528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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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彰化店）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407 號   （04）7253701 
淳久堂（員林）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街 20 號   （048）381033 
墊腳石（員林）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49 號  （048）338485 
諾貝爾（員林）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60 號  （048）344935 
新人類（鹿港）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 117 號 1 樓 （04） 7760828 
今日書局（南投）  市崇文里復興路 143 號 1 樓   （049）2235578 
三省堂書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680 號   （049）2333313 
墊腳石（埔里）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369 號 1 樓 （049）2997355 
南益圖書(墊腳石)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 152 號   （049) 356908 
欣暐(宏文)文化事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 92 號   （049）2992745 
田納西書店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 6 號   （05）5327966 
建中書局（大同）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 20 號   （05）5323036 
新世紀書局    雲林縣斗六市慶生路 91 號   （05）5326207 
大漢書局    嘉義市仁和里文化路 214 號   （05）2231270 
學聯書局    嘉義市民族路 507 號    （05）2224500 
墊腳石（嘉義）  嘉義市中山路 583,585,587 號  （05）2273928 
大人物書店    嘉義市體育路 29 號     （05）2282648 
鴻圖書局有限公司  嘉義市中山路 370 號    （05）2232080 
良昌書局（嘉義）  嘉義市仁愛路 520 號    （05）2169901 
南台圖書公司   台南市北門路一段 62 號   （06）2236080 
南一書局    台南市北門路一段 76 號   （06）2221215 
宏昌書局    台南市北門路一段 136 號   （06）2282611 
妙嬉實業有限公司  台南縣麻豆鎮博愛路 22 號   （06）5715436 
建工書局    高雄市建工路 472 號     (07) 3837708 
開卷田(文化)    高雄市廣州一街 150 號     (07) 7256060 
開卷田(楠梓店 N 館) 高雄市楠梓新路 252 號     (07) 3552206 
開卷田(和平店 P 館) 高雄市和平二路 254 號     (07) 7255440 
開卷田(五福)   高雄市中山二路 548 號 
開卷田(十全)   高雄市十全一路 195 號     (07) 3162351 
永漢書局(高雄)   高雄市中山二路 547 號     (07) 2811192 
開卷田(大豐)    高雄市大豐二路 298 號     (07) 3831677 
紀伊國屋(高雄)   高雄市五福三路 59 號 10F    (07) 2725120 
開卷田(右昌)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 800 號     (07) 3627980 
開卷田(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 292 號    (07) 8010772 
開卷田(非凡)   高雄市明哲路 29 號      (07) 3436060 
高雄學苑書展場  高雄巿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 2410097 
雄大書局(南榮)   高雄縣鳳山市南榮路 161 號    (07) 77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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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大書城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路 138 號 B1   (07) 7432143 
遠東大書城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路 191 號     (07) 7464991 
開卷田(鳳山 Q 館)  高雄縣鳳山市五甲一路 211 號   (07) 3627980 
育才文化廣場   高雄縣岡山鎮溪東路 52 號 1 樓    (07) 6240195 
開卷田(岡山)   高雄縣岡山鎮柳橋西路 32 號   (07) 6262913 
建利書局    屏東市公園東路 9 號    （08) 7227987 
博克書局    屏東市公園東路 7-6 號    （08) 7230540 
屏東舊書局    屏東市大同里民族路 115 號    (08) 7336992 
瓊林圖書事業   花蓮市光復街 52-1 號     (038) 321609 
統一(台東)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420 號    (089) 34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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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 
 
中國人的驕傲 
 
盧勝彥活佛 1945 年出生於台灣, 目前旅居美國西雅圖；以寫作、繪畫及教
授密法為主；國際地位崇高, 受到前美國總統柯林頓與華盛頓州州長駱家
輝及前任州長 Mike Lowry 等名流的尊崇。 
 
 
活佛之師 
 
他畢生精研佛法, 日日實修, 得到大成就。全球皈依弟子逾四百萬眾, 有眾
多知名的西藏活佛皈依門下, 如: 前西藏國會議長金美仁波切, 吐登嘉措仁
波切, 占巴仁波切…等等。 
 
 
微笑人生 寫作渡化有緣人 
 
他有極罕見的圓滿慈悲相, 且為人幽默風趣、平易近人, 他文筆洗練,日日寫
作不輟, 書中展現出他真實的經歷與修行的體悟；且創作高達一百六十四
冊；其文章內容不但安撫了人們的傷痛, 更能提昇性靈進而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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