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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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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故鄉的人 
 

  我承認，我是一位「尋找故鄉」的人，還記得小時候，那首感人的詩嗎

？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當我旅居美國西雅圖二十年，想的是家鄉的一草一木，想念成痴，常常駕車

跑到西城的西海岸，望著茫茫大海，海的彼岸是家鄉，一臉的困惑迷思。  

我在西雅圖時，對師母蓮香上師說：  

「看來，咱們要老死在美國西雅圖了？」  

記得古人說：  

「不要當異鄉的流浪孤魂，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但，能嗎？不可能的成份大些。  

現代人視野開闊了，現代人到世界各地去移民，一移民落地生根了，有些人

，連自己原來的根源都找不到了，哪裡會有「葉落歸根」？  

另外，異鄉人，誰又不是異鄉人，一問起來，全是異鄉人。真正回到故鄉，

故鄉已無舊人，人人都當異鄉人去了，人人都出外打拚，一代又一代的，每

一個人都是流浪異國的浪子，沒有辦法回去了，回去了，也是陌生。  

對自己的故鄉，又是陌生，又是怕，又是一個舊人也無，真的是「近鄉情怯

」，也算是一種悲情吧！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人生是流浪生死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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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也非出生之地。  

也非死亡之地。  

「葉子湖」雖然是隱居之地，但，又熟悉，又陌生，我會老死在「葉子湖」

嗎？  

我明白，每一個人的內心才是我們真正的故鄉，故鄉早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在自己本性裡，在真佛的境界，在「摩訶雙蓮池」，在佛國境土。  

那才是永遠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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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與海 

  

   傳說──  

  在某一個世紀，愛斯基摩人，在冰天雪地中生活，當年輕的愛斯基摩人

，轉為壯年，再轉化成為老人的時候，老人已沒有工作的能力了，年老

體衰。  

  有一天。  

  老人的年輕兒子夫婦，帶著孫子，到老人的家，請出了步履蹣跚的老父

，到了為老人們設施的專門碼頭。  

  他們互相擁抱道別。這是最後一次的告別。  

  老人坐上一條小船，僅供一人坐的小船，船上空無一物，就這樣划入了

大海之中，一去不返。  

  這位老人，淒涼的回首對兒子夫婦及孫子說：  

  「只要政策有改變，請務必來找我。」  

  我聽到如此的故事，聽到老人無奈的最後一句話。  

  心都碎了。  

  有一偈：  

  暮年光景苦無多。  

  電光石火一剎那。  

  黃葉凋零真老矣。  

  秋冬已至奈愁何。  

  聽了愛斯基摩人「老人」的傳說，一人一船入於大海，真是令人怖畏恐

懼，心中無限的哀戚，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我覺得，讓老人孤寂已是錯誤，讓老人自行走入茫茫大海更是錯誤。或

許老人的言論，老人的經驗，是無價之寶啊！家有一老，是家有一寶啊

！  

  又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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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可貪這浮世。  

  有口唯依怙彌陀。  

  珍重臨別宜努力。  

  莫教萬劫再蹉跎。  

  這正是我想建立。  

  真佛老人院。  

  真佛臨終關懷中心。  

  真佛墓園。（塔）  

  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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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驚駭 
 

  娑婆人間，很多的景相，令人一見，是不得不驚駭異常的，對我這樣的

人來說，實在驚恐莫名，連我也害怕。  

  國與國的戰爭，飛彈的震撼，血肉屍骨橫飛的場面，鮮血染紅的大地，

一排排一列列的傷患，碎皮、血污、殘肢……。  

  戰爭實可怖畏。  

  一部卡車，滿載爆裂物，駛入一棟大樓，大樓爆炸，塌了，裡面的人，

死的死，傷的傷，破瓦之中，可憐的人們，淚水怎能流得盡，有多少人驚恐

的扭曲變形。哀爸叫母！  

  恐怖啊！恐怖！  

  這世界有很多悲劇，天天在上演，子誅父，夫誅妻，搶劫財物，姦殺，

情殺，黑道爭地盤……。  

  殘忍的事，一椿又一椿。  

  原本人間就有很多意外的慘劇，再加上人為的惡緣，疾病的施虐，這人

間還能住嗎？  

  我真的很擔心，很多人學佛未成，給惡緣一抓住，跑不了，連脫險都很

困難，還能修嗎？  

  所以，我隱居在「葉子湖」：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戰戰兢兢。  

  活在這娑婆人間，何處不「危機」？所以我特別奉勸修行人：  

  是非之地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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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之地莫居。  

  是非之地遠離。  

  是非之地莫觸。  

  寫一短詩：  

  不能不驚駭人心的殘忍  

  製造出一幕幕生命苦苦的掙扎  

  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行者的心大驚訝  

  祈請佛菩薩大發慈悲  

  不忍眾生苦速速慈航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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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蠢材 
 

  隱居閉關中，我思維：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是天生蠢材，修行不一定是天才。」  

  我舉虛雲老和尚的「具行」弟子為例：  

  具行和尚原是鄉下的拙夫青年。  

  沒有讀書，只會種田。  

  具行和尚外號「聾子」，別人跟他說話，他都聽不見。  

  具行和尚也少說話。  

  具行和尚對虛雲師父說：「我不識字，又蠢材，不知如何修，聽師父講

經，一句也不懂，不過師父說，一心不亂，勤念佛號也可得生西方，師父就

教我念佛吧！」  

  虛雲於是答應，教他「淨土法門」。  

  這個具行和尚操作各種勞役，種菜、施肥、挑糞、擔土、打掃……，一

句佛號到底。工作圓滿勤勞，真正一心不亂。  

  最後，這位具行和尚坐化的時候，是自身出「三昧真火」，全身完好，

但已成灰，面色如生，笑容和藹。  

  連虛雲也以師父身份，對徒弟合掌下跪。虛雲輕敲磬三聲，具行和尚全

身震動，才化為灰。  

  此事轟動全昆明，全雲南。  

  （見《具行禪人修行略傳》。）  

  一個又聾又啞的鄉下拙夫，也能成就，真的是蠢材亦有用也，人不要自

卑，也勿自傲，只要努力，亦若是。聰明才智有時是大障礙，是智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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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行和尚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欣賞虛雲和尚的一偈：  

  活到于今心更寒  

  惟師超逸不相干  

  人當末劫多緣累  

  君至臨終一火完  

  世念難忘蔬菜熟  

  西歸且尚夕陽邊  

  傷心老淚揮無盡  

  一磬留音示妙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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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切結束之後 
 

  我曾說過，有一天，我不會再寫文章了。我也曾說過，有一天，我不會

再上法座講經說法了。我甚至如此說，我隱居閉關修法也結束了，這是，當

一切結束之後。  

  當一切結束之後，人們是永遠找不到我了，我的色身早已不存在這世間

，盧勝彥不見了，蓮生活佛不見了，華光自在佛不見了。可能我寫的書，我

畫的字畫，是剩下的紀念。  

  其實佛陀也是一樣──  

  在二千六百年前，佛陀的色身不見了，佛陀不寫文章，但，祂留下法句

(法句經)，祂講經說法四十九年，如今，靈鷲山的法座尚存，祂不再說法了

，但遺下結集的經典，是剩下的教誨。  

  其實當一切結束之後，人人都差不多。  

  但──  

  佛陀不寫文章，人們還是皈依祂。  

  佛陀不再講經，人們還是頂禮祂。  

  佛陀早不在人間，人們還是受祂的度化。  

  佛陀實在不用寫文章，實在不用講經，祂不用常住世間，已足夠度眾生

了。  

  只因為祂是「大覺尊者」。  

  我們都知道，當一切結束之後，一切「有形」的東西，皆不會存在的，

實在不必去太重視，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實修佛法」、「善業功德」、「弘

揚正法」。  

  他的，全是垃圾及雜碎！  

  寫一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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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巨星也一樣要隕落  

  哀悼的傷悲不會太長久  

  漸漸的漸漸的淡忘  

  每一個人都一樣  

  唯有大覺者  

  祂的經句永遠在人間綻放  

  皈依頂禮度化  

  光芒四射恆遠不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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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忙 
 

  據我所知，現今的世人，人人都很忙的，上至總統先生，下至一般老百

姓，人人都像螞蟻一般，東奔西走，匆匆促促。  

  問：「你們在世間忙些什麼？」  

  答：「忙賺錢啊！要吃飯啊！忙事業啊！忙家庭啊！忙子女啊！忙教育

啊！連總統也要忙選票，不是嗎？」  

  又說：「怎能不忙？什麼都要繳稅，房子房稅，地有地稅，車有車稅，

水費、電費、瓦斯費……等等。壓力太大了，人生猶如走馬燈，忙到盡頭，

倒下，才算忙完了。」  

  問：「可有清閒？」  

  答：「少啦！忙完自己，又忙子女，又忙孫子，人人如此！」  

  「忙得有意義嗎？」  

  「不知意義何在？人生就是如此，連晚上應酬也忙。現代人，要學的東

西太多，連學習也忙。」  

  如果細數「忙事」，應該無法可數才是。  

  我說：所謂的忙，都是「白忙」。  

  倒是「解脫生死」的忙，大家就忽略了。  

  其實真正要忙的，就這一件「大事因緣」，其他的事，是小事。要趕快

的覺悟啊！我們行者，要在忙中學習清淨、清涼、自在，更要幫忙碌的苦眾

生啊！  

  寫一首詩：  

  這世界實在不可思議  

  新奇的物體和知識永遠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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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裝進腦袋裡的已經大爆滿了  

  忙  

  變成了巨獸般的超然  

  但何不回首那森冷環抱的死亡  

  悄悄的靠近了人們的身旁  

  要毫不遲疑當下  

  祈求救度  

  在中陰的境界才不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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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嘮叨 
 

  請勿嫌棄老人的嘮叨：  

  「得到人身，聽聞佛法已經非常幸運，不管是在家居士或出家法師能實

修佛法的，更是大幸運。大家的聚合是很難得到的因緣，很稀有和無上的珍

貴。大家最宜時時警惕自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力求精進，自淨其意，

西方佛國淨土就現在目前，不要錯失機緣，一錯失，幾時才再有啊！」  

  清理廁所也是修行。  

  買菜運水也是修行。  

  擦地家事也是修行。  

  燒茶煮飯也是修行。  

  只要心中有佛，口念意想，身口意清淨，不要去論苦不苦，難不難，大

善小善，都去做就是了。  

  修行不全是坐在佛堂，也不全是坐在壇城，才叫修。隨時隨地廣結人緣

，度人化人，濟貧助困，就是修福修慧。就算自己不能度人，也千萬不能起

惡念害人。在家居士不能做的行業，就不要做，儘量改行做正當的事業。  

  老人嘮叨，但，說的是真心話，夠懇切了！  

  寫一首詩：  

  只這幾年  

  像空氣一樣的飄離四散  

  常見西山落日的太陽  

  大家可知道  

  我已白髮皤皤  

  你們要明白我嘮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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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警惕著無常的迅速  

  還有淨化  

  你我  

  如果一定要尋找我  

  只要你認真的念佛持咒不懈怠  

  我就在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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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在此 
 

  記得小時候，隨母親養豬，豬舍貼有小黃條紙，上書「姜太公在此」。  

  後來，我聽人說，貼「姜太公在此」可預防豬瘟，「瘟神」只要看見「

姜太公在此」，就自然迴避了。  

  因為姜子牙（太公），是封神的主帥，有「姜太公在此」，諸瘟神乖乖

的就跑了。  

  又有一說：  

  姜子牙封神，大公無私。  

  封到最後，眾神皆有了神位，只遺忘了一人未封神，那就是姜子牙本人

未封位，封忘了自己。  

  最後無法可想，只有封自己屈就「豬舍」。於是，姜子牙就成了「豬舍

公」。  

  我們清理豬舍，拜「豬舍公」，就是祭祀姜子牙也。一拜姜子牙，豬瘟

就不會產生。  

  我個人覺得，行者若守住如來淨戒，鬼神都會尊敬你的，你只要是一個

真正的善人，天人也會同欽，鬼怪不敢擾亂作祟，那行者你是多麼清雅高貴

，是天上人間的第一等人。  

  魔見你，自去了。  

  閰王見你，也恭敬。  

  眾神見你，皆立正肅然。  

  我寫一首詩：  

  眾善神都在我的身畔  

  眾天女都圍繞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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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著歌  

  讓快樂的心靈舒暢  

  當我孤獨的傾訴感傷  

  他們都安慰我  

  只要看一看  

  那西方天際的故鄉  

  盧勝彥只要神行漫遊  

  繼續的救度眾生  

  這個世間就不致於太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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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成器 
 

  記得《龍舒淨土文》中，好像有一則打鐵匠成佛往生的記載：  

  是一位打鐵匠，修「念佛法門」，他一輩子打鐵，冷鐵放火爐中，成了

鐵水，取出後，就打成器具，打鐵要趁熱，冷了再燒，熱了再打，這是古代

的鑄造業。  

  這位「打鐵匠」每打一錘，就念一句「阿彌陀佛」，要知道任何一件鐵

器，都是千錘百鍊的，沒有二三下就能打成一項器具的，所以古代的打鐵師

父，都是健壯的勇夫。  

  打鐵要千打萬打，不間斷的猛打，就這樣子，這位一錘一佛號的打鐵師

父，念佛與打鐵成了一心，這一心就是堅固的心，打鐵竟然入了「念佛三昧

」。  

  這叫：「功夫熟了。」  

  記得往生一偈是： 

  「叮叮噹噹。  

  打鐵成鋼。  

  一心不亂。  

  往生西方。」  

  這位「打鐵匠」成佛往生的事例，令我非常感動，很平凡，很坦坦然然

，但，有哲理在其中。  

  古人有言，皇天不負苦心人，我這個人，聰明才智不夠，但，這?心毅

力倒是有的，要入三昧，一定要?長心，不可懈怠啊！  

  我寫一詩：  

  在遙遠的天涯海角  

  孤獨的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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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佛號  

  永遠永遠也不會停  

  只要功夫純熟了  

  我就知道不會孤單的獨行  

  在前方有打鐵匠  

  有一群人會隨我並行  

  我們一定會見到西方的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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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弘一大師的崇敬 
 

  讀弘一大師傳，深受感動流淚。  

  在俗世時，他寫的一首「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聽了不流淚者，很少了。  

  名垂大江南北的音樂家李叔同，他曾致力於文學、藝術、音樂、戲劇、

圖畫、金石等等。  

  是一位才子。  

  李叔同決定出家後，傳記中最令人感動的，是有一段：  

  「叔同在自己的寮房裡，正在讀《華嚴疏鈔》，忽聽有個婦人來要見他

，他已知道是誠子來了，這給他吃了一驚，但瞬間便平復了那種突然而來的

起伏情緒，而後有個僧人來對他說：『弘一師兄！上海…您的夫人…』話未

完，叔同起身向他深深一躬：『阿彌陀佛，慚愧！』『她要見您最後一面！

』叔同搖搖頭。『難道不成嗎？』叔同垂目示意，嘴角邊浮出一絲淒涼的抑

鬱：『師兄！我出家不久，恐業力牽絆，斷失佛種，因此禮佛發願，不見一

切眷屬，此時一切眾生均無不是同體之親，再存個夫妻父子之情，豈不是留

一條地獄之根！』『哦！』這位僧人睜大了眼：『這倒是確實的見地！』『

拜請師兄，請她回去，弘一恕難接待，未來際，她自會體念此中因緣。』僧

人走了！叔同心底一陣酸楚，悲從中來，便直起身走到明間佛像前，焚上一

柱香，翻開《地藏菩薩本願經》為懺除自己宿業，為消除誠子的積欠，虔誠

地持誦一卷。『願一切有情，共生安養，同圓種智，佛陀的光輝，照耀這苦

難的世間……。』祈禱畢，大師掩卷，默然良久。」  

  讀這一段文字，我深受感動，為了生死大事，為了與佛發願，連妻子的

最後一面也不見，怎不令人肅然。  

  是的。  

  人生如「送別」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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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生離。  

  就是死別。  

  紅塵何曾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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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福報 
 

  想起從前──  

  有人欣慕我：「盧勝彥，好大的福報！」  

  我聽了，只是笑笑。  

  說起福報，也非沒有，有弟子贈我世界名車，很多弟子供養我，有了「

彩虹山莊」的豪宅。這只是外表上的，自己並不常住。  

  我的生活並非奢華，但外觀滿有福份的。我自己的金剛號就是「大福金

剛」。事實上，我個人生活簡樸，吃在雷藏寺，穿喇嘛裝，睡是地板（我喜

歡睡在地上），自己開車，幾乎沒有娛樂的生活著。  

  每日說法、修法、寫作，起居規律。（這是從前在美國西雅圖雷藏寺的

生涯）  

  現在，自己獨自隱居在「葉子湖」，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的福報又如何

？哈哈哈，大笑一場而已。  

  我自己覺得，我現在才是大有福報，我清淨的度日子，真正的身口意清

淨，戒行莊嚴，每日功課不懈怠，調伏了很多的冥間眾生，這是多麼不可思

議的福報。  

 

  我最大的福報是：  

  「離欲無欲。」  

  「身心解脫。」  

  「死心念佛。」  

  原來最大的福報是斷惑證真，往生佛國淨土，這才是真正的福報啊！  

  寫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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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報並非是很有錢  

  奢侈的生活很迷人  

  或是房子很巨大氣派  

  望出去有很多很多的田園  

  只是我懂得生死的因緣  

  懂得轉瞬即逝的人間  

  知道繼續過著人生的度化  

  最大的福報是靈魂的出口歸宿  

  認知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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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恆久遠 
 

  「朝聞道，夕死可也！」  

  這句話是聖人說的，試問，此話是「入世」？還是「出世」？  

  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秦始皇吞六國，當了始皇帝，他想

的不是一代皇帝，而是代代皇帝，甚至「萬代皇帝」，派人尋訪仙人仙丹，

可惜秦始皇才當了幾年的皇帝。  

  佛法有「入世法」，入於世間以解除眾生痛苦的方法，入世法講求度化

眾生，去三毒（貪、瞋、癡），持五戒，弘十善，行六度波羅蜜。其實「入

世法」也正是「出世法」的基礎。  

  「出世法」即出離世間的方法，也即是修戒、定、慧，斷惑證真，或往

生佛國淨土。  

  一個生死即「入世」。  

  不生不滅是「出世」。  

  佛說：「人間如火宅，出離為要。」  

  為什麼世間如火宅，生老病死，苦空無常，苦多於樂，豈不是火宅嗎？  

  而且光陰迅速，扣去「老幼」，扣去「睡眠」，真正的黃金歲月無幾！  

  以前，師父告訴我：「出世恆久遠！」  

  信哉！  

  我在「葉子湖」隱居寫一詩：  

  白天向雲空眺望  

  暗夜星星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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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的時分又過去了  

  總是想一想有什麼不一樣  

  滿懷的期盼  

  失落在光線的消散  

  長日將盡時  

  廣大無知覺的昏昏暗暗  

  你說我等待什麼  

  空行母嘹亮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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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力行 
 

  以前年輕時，家住台中市合作新村的力行路，當時從來沒有想過「力行

」兩字的含義。  

  現今，年紀一甲子，天天修法、經行、寫作，才知道「當下力行」的意

義何在？在「葉子湖」閉關隱居，就是要「當下力行」。  

  我修法只須「往生法」了。  

  念佛持咒即是「阿彌陀佛」。  

  也許我的累世之中，業障深重，因而有了「裂腦症」。因此想到「五停

心觀」中有言：「多業障的眾生以念佛來對治。」  

  又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馬鳴、龍樹、智者、

永明、楚石、蓮池，古往今來的大善知識，均指歸命「淨土」。  

  我密教修本尊，即「彌陀大法」。  

  顯教修念佛，亦「阿彌陀佛」。  

  以前我傳「真佛密法」為眾生貢獻己力，從不厭倦。現在，我「蓮花童

子」即西方大雙蓮池的真佛，如果回歸，當然也是西方淨土，我「當下力行

」。  

  可以如此說：  

  「死心念佛。」  

  「懇切到了極點。」  

  「力求往生。」  

  我決不蹉跎此生，在靜中修「往生法」，在經行的動中，甚至寫作中，

也念佛，我為自己念，也為「中陰」(靈魂)念，更為聖弟子念，我要成就自

己，也要成就別人。  

  寫下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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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航程總會結束  

  我們不會停留在半途  

  我們已走過重重的關卡  

  我們將在清淨的彼岸留住  

  當下力行  

  信心是如此的堅定  

  願華開見佛了無生  

  我們盡職於這一生的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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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裡 
 

  好像有一條歌，歌名就是：「幸福在哪裡？」  

  在「葉子湖」隱居閉關，我終於很清楚的知道，幸福不是「金錢」買得

到的，也非名貴「珠寶」可以換取的。  

  幸福也不是事業做得很大，也不是度很多的眾生，不是建很多的雷藏寺

，這只是枝枝葉葉。  

  有人說：「身體健康就是幸福！」  

  我說：「世上豈有永遠身體健康的人呢？」  

  有人說：「財、子、壽、祿全有了，這就是幸福。」  

  我哈哈大笑：「凡間之寶如何同無上之寶相比呢？金榜題名時、洞房花

燭夜、他鄉遇故知等等，也全是枝枝葉葉。」  

  人問：「真正的幸福是什麼？」  

  「明白生死之根啊！」我答。  

  我心情愉悅的漫步在大地上「經行」，我自在的「念佛持咒」，面對娑

婆人間，在我之前，有條綿綿無盡的大道，引領著我，走向真正的幸福，我

用「誠敬」的心走著走著。……  

  寫一首「幸福」的詩：  

  不要再去尋找幸福了  

  因為你自己就是幸福  

  你要滿足  

  心就是佛  

  有了它就夠了  

  不要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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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躊躇  

  什麼都不需要的  

  只要心能安適  

  不管到哪裡都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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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弘一大師的禮讚 
 

  對弘一大師，值得一提的是：  

  弘一大師閉關於「慶福寺」時，他一心鑽研佛道，對外不聞不問，由於

大師的名氣大，有官員林鶤翔，官員張宗祥想與大師相會交往，這些官員，

對弘一大師全是慕名而來的。  

  弘一大師的師父寂山老人深恐得罪了地方上的首長，便親自到關房與弘

一商議接見之事。  

  忽見弘一大師面目緋紅，如燃夕暉，剎那間又見弘一合掌急念：「阿彌

陀佛」聖號，兩眼迸淚，顫慄的說：「師父！弟子棄俗出家，為了生死大事

，妻子已棄之不顧，更何況世俗的應酬！請告訴他們弟子抱病，不能見客！

」  

  寂山老人終於感動，離開關房。  

  弘一大師每有家人來信，他總在信封上批上：「本人他去，原信退回」

八個字，從來不拆信，不看信，不回信，不作其他想，一顆心完全看破，破

斧沉舟，念佛持戒，只為了生脫死。 

  我讀書至此，思之久久──  

  對弘一大師只有禮讚：  

  「一代師表，平隱篤行。」  

  「名利皆無，看破放下。」  

  「不攀外緣，一心空靈。」  

  我寫一首詩禮讚：  

  淚為世間流也為自己流  

  看是有情但又隨即超越  

  一種稀有的芬芳在空氣中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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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俗世何有求  

  把自己拋棄在一片沙洲  

  一步一腳印  

  只為擷取佛海的貝殼  

  一心不亂  

  從來也無憂  

  像這樣子的全神貫注  

  如何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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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 
 

  在「葉子湖」經行，想想這一生，從我小時候出生一直到今天，我過的

日子快樂嗎？我的日子痛苦嗎？自己的心有沒有平靜過？什麼時候才算真正

安樂？ 

  就算有快樂，能保持多久？ 

  倒是痛苦多於快樂了。 

  不只是自己如此，人之一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人都有一番痛苦

的經歷，表面風光的人物，人人也有不為人知的痛苦，我這一生，「問事」

久久，閱人百千萬，人人有煩惱，個個痛苦異常。 

  如今，終於知道「出離」的方法了。 

  「解脫道」就是出離輪迴的方法。「菩提道」就是出離輪迴的方法。這

個機緣，是無量劫中難得遭逢的。這一生，有幸遇到佛法，不要把機緣當面

錯過。 

  再錯過，又是輪迴。 

  輪迴又是苦。 

  要輪迴到幾時？ 

  想一想人之一生，想一想自己，想一想每一個人，我不禁為眾生捏了一

把冷汗！ 

  「心佛眾生」是一非二。 

  人人為何不到西方極樂世界，把自己化為一尊阿彌陀佛。 

  為何?顛倒妄想執?，老是六道輪迴，多冤枉！多痛苦！ 

  且聽我的詩： 

  就這樣經歷了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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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迴就是重操舊業 

  一次又一次的無休無止 

  這算是什麼人生的幸福 

  甜蜜只是夢中的短暫的駐足 

  倒是傷痛的過往 

  在寂靜的禪定中翻覆 

  受盡折磿 

  苦苦苦 

  應該學一學「真佛密法」的解脫 

  去皈依一個大善知識真正的「古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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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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