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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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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缸裏的金魚（自序） 
 

  隱居閉關已三年多了，歲月果然如矢，又如流水，一閃就消逝了。居住

在「葉子湖」，不知世事，心中頗覺茫然。  

  我有一個比喻：  

  葉子湖的隱居處如「玻璃缸」。  

  我就是「玻璃缸裏的金魚」。  

  昔日，五百萬弟子，如今一人而已！  

  昔日，眾星拱月，如今淒涼孤獨！  

  昔日，巨宅莊園，如今獨臥草蓆！  

  昔日，乾坤到處，如今只剩一心！一心往生淨土。  

  寫一偈：  

  世事往往今非昔。  

  唯一不變是風韻。  

  娑婆未老身是客。  

  問君還有幾多春？  

  我這金魚在玻璃缸中，自得其樂就是「修行」與「寫作」，大家想一想

：  

  地球也是個玻璃缸，大一點的玻璃缸。  

  再想一想，是有很多人生活在大玻璃缸中，但，你有知己嗎？可能相識

滿天下，但知己無一人啊！這和我(獨居行者)豈不是一模一樣嗎？  

  是的，是的，人人都是玻璃缸裏的金魚。就算人海茫茫，但形單影隻而

已！原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玻璃缸裏的金魚」，在人間，最多只是游來游

去，走來走去。  

  我雖然也是玻璃缸裏的金魚，但，我做對了二件事：  

  一、修行。  

  二、寫作。  

  修行是人生大事(生死大事)，而寫作是奉勸大家也修行。所以二事是一

事，大事因緣。  

  是為序。  

 

蓮生活佛盧勝彥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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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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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人在天涯 
 

  從美國西雅圖帶一個小包袱，流浪出來，流浪到了「葉子湖」，不要以

為我就住在一個地方，其實「葉子湖」代表了三個地方。這三年多，我竟然

流浪了三處： 

  一、「冬星島」。 

  二、「天喜島」。 

  三、「音悅島」。 

  幸好我是一人一物，說搬就搬，不像在美國，還要請搬家公司，如今，

我是老流浪漢一個，要到哪裡就到哪裡，沒辦法，天生喜歡流浪。 

  記得從前在台灣，共搬家六處。二十年在美國，搬家四處。如今一個人

，也移居三處。現在不能說搬家，是提了簡單衣物，說走就走了，這才是流

浪人的本性。 

  我讀佛經── 

  有時候，釋迦牟尼佛會說，記得往昔，我在「定光佛」佛所，又是「釋

迦文佛」佛所，又是「彌勒佛」佛所，好像佛是有一個所在，有一個家。 

  口說無憑，且看《佛說法滅盡經》第一段：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夷那竭國，如來三月當般涅槃。與諸比丘及諸

菩薩，無央數眾來詣佛所，稽首于地。」 

  釋迦牟尼佛最有名的「佛所」有二處： 

  一、給孤獨園。 

  二、竹林精舍。 

  我不是故意拆佛經的台，佛要我們行者修「無我」、「無我所」，卻自

己又有「佛所」。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給孤獨園」今何在？「竹林精舍」今何在？「

佛所」只是象徵性的，不必執著。 

  你知道「身是客」，暫時流浪而已，就「無我」了。 

  你認知「無我」，實踐「無我」，怎會「有我所」呢？這個暫時的我，

生存在暫時的金魚缸中啊！ 

  我這位流浪的蓮生活佛盧勝彥，真的是「無我」、「無佛所」。真的在

虛空之中，一生行事神龍不見其尾，志在天下，度萬萬眾了。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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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天地神明 
 

  記得我初開「天眼」，三山九侯先生降神指導神術，我即時知道竟然人

的四周，有如此多的「無形」。  

  我那時那管什麼佛典、道書、善書，什麼書都看。也不分什麼佛道寺廟

，「天地神明」我都叩頭如儀。  

  記得《了凡四訓》有一記載：  

  宋朝，有一位趙清獻，每天夜晚都焚香向上天禱告。  

  有人問他說：「你都禱告什麼？」  

  他說：「我自小時候以來，就是如此。白天所做的事，晚上必定拜告上

天；不敢告訴上天的事，就不敢做。」  

  當然，趙清獻，看不見天地神明。  

  但，他對得起自己良心，對得起天地神明。  

  趙清獻是一位善人也。  

  我是一個具有「天眼」的人，「天地神明」在我左右，諸神的眼睛看著

我，我當然敬禮叩首。  

  有人見我如此，便笑我：  

  「迷信。」  

  「瘋了。」（去校）  

  「妖言惑眾。」  

  「妖魔鬼怪。」  

  但，我知佛教有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

、「念施」、「念天」。  

  我敬禮天地神明，豈不是「念天」？趙清獻也是「念天」啊！敬禮天地

神明有什麼錯？  

  有人告訴我，天道也是屬於迷的境界，不能脫離生死，升入天道，仍在

六道裡頭轉來轉去，六道輪迴中，天地神明也一樣要轉來轉去。  

  但，我不管。我照樣有自己的理念。  

  我照樣敬禮天地神明，因為佛陀不是說：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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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諸佛教。  

  我照樣敬禮天地神明。甚至，施「鬼神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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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趕快去救人救世 
 

  我絕對不敢自稱是「救世主」，會給人笑掉大牙的，有時候想想，連自

己也救不了，還想救人救世？  

  但，讀佛經。讀道書。讀善書。  

  一句話：「積德累功，慈心於物。」  

  我拜的師父教我救人的法術：  

  尚字符。  

  鬼字符。  

  咒水。  

  我持一咒：「上清上帝，東華大帝君，令吾蓮生，受六甲天書，便使六

甲六丁之神，天遊十二溪女，那延天女五人，統率神兵三員大將，火光大將

、浮海大將、吼風大將，各領神兵百萬，助吾蓮生，法力、神通、變化、與

道合真。急急如瑤池金母大天尊律令。」  

  我只用紙。只用水。  

  救了很多人的病（疑難雜症）。  

  解決了很多人的困難。  

  我年輕時，體力好，救人如拼命，只記得「發心要真要堅，用心要誠要

切」。感動很多天神下降。  

  因此，救了不少人。  

  （聲名大噪）  

  我更努力，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那時候，只有

一片懇懇切切的心。  

  但，我遭逢困境──  

  「邪的」。  

  「魔附身」。  

  「精怪吸氣」。  

  「導人迷信」。  

  至今回想起來，我迷糊了，到底我這樣趕快去救人救世對不對？那時候

，見人之病，如己之病，見人之苦，如己之苦，我的心是善的，只可惜樹大

招風啊！  

  我聽瑤池金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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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去救人救世。」  

  對不對？不用管了。受辱也不怨，與人不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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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須自己拿捏 
 

  在沉思中，始終覺得命運很奇很妙，我從「聲名大噪」而起，最後是「

隱居閉關」，真是想不到吧！  

  我和六祖惠能，剛好相反──  

  六祖從五祖處，得法，也得衣（信物），便開始逃亡的生涯，因眾人不

服，要殺他。  

  六祖惠能傳法的命運未至也，所以便以俗服，隱於獵人隊中，共十六年

之久。  

  十六年不算是太短的時光吧！  

  十六年中，惠能食「肉邊菜」，有時也做做善事，例如：獵人命守網，

六祖乘眾人不在，便放走獐子、兔子等，也算是放生，積一點德。  

  如此，經過十六年，才坐定「曹溪」道場，大弘禪門頓悟之風，其後得

法者眾。  

  六祖之後，門下分五家，道風澤遠。（臨濟、溈仰、雲門、法眼、曹洞

）  

  六祖惠能是先隱後弘。  

  我是先弘後隱。  

  我覺得「悟道」之人，命運須自己拿捏，否則也是滿危險的，六祖惠能

從五祖弘忍處得法得衣。  

  （有人就不服）  

  六祖從此忍辱十六年。  

  我得「天眼」，也「見性」。從一開始便趕快救人救世，「聲名大噪」

之後，要趕緊移民美國西雅圖，在「巴拉」先隱居三年。  

  若不移民，也滿危險的。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後來坐定西雅圖雷藏寺弘法。  

  等大法傳的差不多了，我又隱居閉關去了。我說，這些都是命運使然，

須自己拿捏得住。我始終記住師父的話，「譽之所至，謗亦隨之。」  

  就算是至誠持善，修行證果，如釋迦牟尼佛亦如是。  

  我雖然隱居閉關，仍然可以「神行」，慈心於眾生，積德累功也是有的

http://www.tbsn.org/chinese2/chapt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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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苦些，也算是命運的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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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正直是成佛之本 
 

  有人說：「忠厚正直才是善人。」  

  我說：「忠厚正直才是成佛之本，豈不聞人成即佛成嗎？」  

  我舉司馬光為例：  

  宋朝司馬光，大家都知道他忠厚正直，他住洛陽的時候，洛陽的風俗竟

然改了。  

  人人崇尚名節。  

  人人都有廉恥的心。  

  人人都知道不要做壞事。  

  我再舉一段經文為例，證明忠厚正直是成佛之本，《圓覺經》云：「善

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

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

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

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

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知欲而厭，愛厭業道，捨惡樂善，復現天

人。又知諸愛可厭惡故，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

故，不成聖道。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這段經文，淺顯易明。  

  尤其最後一句：「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  

  我說：  

  「不知廉恥，做壞事，不顧名節，全是貪愛二字。忠厚正直是良知，不

犯貪欲愛渴的事，免除造業，如此才能了生死，脫輪迴啊，才能成就佛道。

」 

  有人問我：  

  「修行是修什麼？」 

  「除貪愛的習氣就是修行。」  

  我們人有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習氣全部修正，就是修行，修成了忠厚

正直就是了。  

  像好賭博、好邪淫、好殺生、好貪財、好貪名、好鬥狠等等，這些斷除

，就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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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勝過苛責 
 

  創辦「真佛宗」後，我一改過去的批判他人，文章詩偈，改為讚揚他人

。  

  我知曉佛法的「妙觀察智」。  

  也想實踐「平等性智」。  

  我運用護摩（火供）的方法來達到「成所作智」。  

  很多弟子問我什麼？或對或錯。  

  我都說：  

  「好！無所謂，不要緊，一切自然就好！」 

  寫一些文章詩偈，讚美「上師」、「法師」、「弟子」、「四眾」，我

不想再訶責別人，只有訶責自己了。  

  當然，也有我讚揚過的人，拿著我寫的詩偈，自我膨脹了一些些，拿出

我讚揚的詩偈──  

  「師尊印證了我。」  

  「師尊說我是菩薩。」  

  「我是菩薩，師尊錯了。」  

  我反而被倒打了一巴掌，因為我讚揚的弟子卻跑了，這怎麼辦呢？是否

有誤？  

  我答：「不要緊，平等心的待人才重要。只要一個人，有一絲絲的優點

，一絲絲的善行，一絲絲的妙用，我們行者都要稱讚，讚美很重要。」  

  「為什麼？」  

  我答：「當今這個時代，要找一位肯修行的人不容易，他只要來一次雷

藏寺、念一句佛、合一個掌、做一點義工、持一小咒、修一回法，都是不容

易。要增長自己及度化他人，若是不盡量讚美他，還訶責的話，現代人誰肯

修行？誰肯行善？大家全跑光光了。讚美可以勉勵他人啊！」  

  這就是我不再批判他人的原因。  

  也就是我在實踐「平等性智」。  

  我祈願：  

  人人行善（身清淨）。  

  人人說善語（口清淨）。  

  人人無妄念煩惱（意清淨）。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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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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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多福反而薄 
 

  我這一輩子，幫人神算，見過許許多多大企業家，大富豪，他們都是很

有錢的人。但，財多福反而薄。  

  記得有一回：  

  我在旅行中，住大飯店。  

  有一人求見，這個人帶著多位隨從，開了約六部黑色賓士車，浩浩蕩蕩

的來找我。  

  這人說：  

  「只問一事，問完就走，絕不打擾活佛。」 

  我勉強答允：「既然只問一事，就讓他進來吧！」  

  這人一入門，取出厚書般的鈔票一疊，用紅紙包著，置我桌上，毫無吝

色。  

  「只問一事！」他說。  

  「什麼事？」我問。  

  「選舉。」他說。  

  我屈指神算，算的結果是：「不！」  

  我告訴來人：「不！」  

  他站了起來，紅包放著，說一聲「謝謝」，轉身就走了。  

  這人後來參加了選舉，選上了，他是政治與商業的名流人物，非常風光

，又有名，又有錢，是人生的最高顛峰，呼風喚雨，喊水可以結凍，等於是

一方霸主。  

  然而，不久他被槍擊死了，下場很淒涼，據說是選舉恩怨。  

  我每見「財多福薄」之人，死於橫災、疾厄、盜賊、水火、國稅、賭博

、破產、後人爭財、短壽、絕嗣等等。這財多，並非是福，反而害了自己，

害了子孫，一生勞碌，盡付東流之水，我屢看屢驗，愈看愈怕。  

  佛說：「財如毒蛇。」  

  事實上，也有這樣的事，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我覺得，若要財福均有，須：  

  濟人之急。  

  救人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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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慷慨解囊。  

  如此之人，才是大有福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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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 
 

  隱居閉關時，還讀一點經書，經書中提到了「三愛」，三愛看來差不多

，但，仔細想想，略有分別：  

  欲愛──這應該屬於欲望的渴愛了，例如貪享受之類，豪宅、名車、金

、銀、七珍、八寶、古董、古玩、錢財。……（亦指欲界）  

  色愛──這應該屬於美色的渴愛了，例如貪女人的美色，膚白、細嫩、

杏眼、月眉、櫻桃嘴、唇紅、齒白、青春、細腰、均衡、秀髮、蛋臉、多姿

、苗條、嬌媚、亮麗。（亦指色界）  

  有愛──這範圍就廣了些，應該屬於特別嗜好之類了，包含欲愛、色愛

、財、色、名、食、睡。另外，有很多人有特殊的愛，例如同性戀、雙性戀

、戀母、戀父、戀兄弟姐妹、戀老女人、戀老男人、變態的、病態的、又如

林黛玉型的戀花、葬花、戀物、戀地或清淨。（亦指無色界）  

  我深知「愛」的無止盡，「色」、「香」、「味」、「觸」、「聞」、

「意」均是也，這是人的累世習性，當然不只是人，六道中的任何一道，均

因為這個而輪迴不止。  

  佛說：「欲了生死、斷煩惱，這三愛要除。」  

  很簡單。  

  斷這「三愛」。（欲、色、無色）  

  想一想，我年輕時讀《紅樓夢》、中年時讀《紅樓夢》、老年時讀《紅

樓夢》。  

  年輕時──《紅樓夢》三愛具足。  

  中年時──《紅樓夢》裏賈寶玉是遊戲人間型。黛玉是悲觀憂鬱型，寶

釵是樂觀實在型。還有……。  

  老年時──賈寶玉出了家，隨一僧一道走了，在雪地對父親頂一禮，飄

然而去，拋了「三愛」，成了原來的「頑石」，寶玉原是頑石轉化也。「轉

識成智」  

  我說：  

  「一般世俗所認為的富貴榮華享樂，全在三愛之中，眼看五色，耳聽五

音，均在迷中。我們行者，要形居塵俗，守之循之，出於自然。漸漸的心不

由外物所動，先修菩薩入道之資糧，再修諸佛助道之階漸，斷了三愛，到了

清涼之地，才算覓見了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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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直之夢 
 

  在「葉子湖」的一次夜夢中，我有一夢：  

  夢見三人同行。  

  我走在前，隨行的二人走在我的身後，照理說，他二人距離我滿遠的，

說話聲音很輕，我是聽不見的，但，我卻聽得一清二楚，真是奇怪的事。  

  一人說：「我們來騙師尊的錢！」  

  另一人答：「不行！師尊有他心通，他一眼就看穿我們在搞什麼，這是

欺師！」  

  「管它欺師不欺師，這世上之人，已無道德可言，我們假借名譽，說要

去行善，師尊就一定會給。」  

  「若說行善，師尊當然會給，只是不怕因果嗎？」  

  「因果，現代人誰怕因果。」  

  另一個人喃喃的說：「是的，師尊常被人欺負，欺負他的人一樣不怕因

果，我們何必怕。」  

  他們二人向前對我，要去行善，需要錢。  

  我明知他們欺騙我。  

  但，我卻把身上所有的錢，全掏了出來，給他們二人拿走了。我們三人

走到一個碼頭，有一條船在岸旁等候，他們二人對我說：「師尊不用上船，

我二人自去行善，行善完了便回，師尊在此等候我們即是。」  

  我心中想：  

  「明明都是騙我的，他們還會回來嗎？」 

  (我心中哀凄，但，讓他們上船走了，我要等到他們良心自己發現)  

  我在岸旁合掌，謝天謝地！感恩。  

  一神現身，對我說：「人家欺騙了你，又拐走你的財物，為何你還感恩

？」  

  我答：「這一切我均明白，我感恩的是，他們沒有殺我，也沒有用搶的

，只是用騙的，這已經夠仁慈的了。」  

  神說：「你這是愚直。」  

  「直心是道場！」  

  我夢醒，感恩世人所有的人，因為我又活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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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見識尚淺者 
 

  在「神行」中，見到一名修行人，姓錢名中樹，此人一生修「忍辱」，

功夫很深，已達「不動」的地步。  

  我向他合掌敬禮，問他一些道理：  

  「若人欺負你，何不生氣？」 

  答：「生氣對身心均無益，對修行更大阻礙，宜不生氣。」  

  我問：「欺人太甚，豈能不恨？」  

  答：「憎恨是種子，有因果的，六道輪迴之根本。」  

  問：「何不控訴，討回公道？」  

  「這即是怨，憎恨。」  

  「如何平這心？」  

  「對方只是學問見識尚淺者。」他答：「寬容對方吧！」  

  「能忍得住嗎？」我懷疑。  

  他答：  

  「誰能活多久？爭什麼？怨什麼？恨什麼？」  

  他直接了當的告訴我：「在這人世間，每一個人壽命都很有限的，大家

都知道，歲月不饒人，人在世間，如夢幻一般，一場夢很快就過去了。大家

都知道這個義理，連身子都不是你自己的，因此，算了吧！忍一忍，就過去

了。愛眾生都來不及，何忍一個恨字，欺我太甚，也只是一時，忍一忍，就

無事。我們修行人，只有寬容那些見識尚淺者，不要與一般人同一見識。」  

  「啊！這就是忍辱的道理了。」  

  「正是。」  

  我說：  

  「佛的本生是忍辱仙人。」 

  錢中樹答：  

  「我也是忍辱仙人！」 

  被欺負。  

  被譭謗。  

  被騙。  

  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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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忍辱，再忍辱，三忍辱，忍辱、忍辱、忍辱。如此想：行者怎能跟一

般人同一見識。人生一幻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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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禍相依的道理 
 

  記得有一位「長官」，請我幫他神算「官運」，我說，你即將「升官」

矣！  

  他大喜！  

  「升官」那日，他大宴賓客，冠蓋雲集，他也有帖子給我，要請我坐他

之旁。  

  獨我沒去。因為我看出福禍相依之理，我去賀他什麼？  

  只過了二年，出了弊端，他若不升官，不會受牽連，一升官反受牽連，

慘哉！慘哉！  

  他入獄了。後來，不知所終。  

  又有一件：  

  一位富有的商人，獨恨無子，來求我神算是否能得子，我神算的結果是

「有子」。 

  富商說：「若得子，我包大紅包給你。」  

  富商後來果然得子，富商沒有忘記諾言，包來一疊大紅包給我。  

  我將大紅包退回不收，因為我看出福禍相依的道理。  

  富商問我：「何不收下？」  

  我不敢收，也不敢講出理由，只是搖頭。  

  約十六年後。  

  我聽到一個訊息，富商被其子所殺，只為了要一部名車，富商沒答應，

其子就殺了父親。  

  另有一件：  

  我對一位神聖的弟子說：  

  「師尊的老運是玻璃缸裏的金魚，我不是佛海的巨鯨，是小金魚。」  

  「師尊愛說笑！」聖弟子不信：「師尊很尊貴，眾生拱月，哪有可能孤

獨？」  

  我嘆了一口氣，我早已看出福禍相依啊！（方正不容，賢能受忌）  

  我說：「我要走了！」  

  弟子們不信。  

  我告訴弟子，學無我，得阿羅漢。學十二因緣，得辟支佛。破空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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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菩薩。破無明，破法執，除一切習氣，才證佛地。我這回，真的走了，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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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舌地獄之我見 
 

  在「神行」中，曾入「地獄道」，其中有一地獄，人最多，竟然是「拔

舌地獄」，真正令我想不到。  

  在我的想像──  

  殺業的罪，最重。  

  淫業的罪，容易犯。  

  然而萬萬想不到，更容易犯的是「口業」，犯「口業」的何止算千，算

萬、萬萬，簡直是不可計數。套一句佛陀說的一句話：「如恆河沙數。」  

  俗語說：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十嘴九屁股。」（嘴都是臭的）  

  「出口成髒。」（章改髒字）  

  在十惡中口業有四，即「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我有一個感覺，現代人的「求知」並沒有錯，但「傳媒」宣揚別人的醜

事，攻訐指摘別人的陰私，有些實在是毫無證據，而且太過份了。  

  「媒體」直述人的醜事，形容陰私暗昧，如果無實據，去攻訐他人，使

人終生受污辱，不能辯白，也是「口業」。  

  據我所知，說人好話的人少，講人壞話的人多，有人做了一百件善事，

無人去讚揚他，只一點小過失，便大家講來講去，講到最後，誇大了，這位

善人就成了極大的惡人了，這簡直是什麼世界，真令人搞不懂。  

  我們行者，很容易發覺到，這世界是「是非顛倒」的世界，口舌是非太

多了，妄語（亂講話）的人太多了，兩舌（搬弄是非）的人太多了，惡口、

綺語太多了，連佛教界也一樣，太可怕了。  

  怎麼辦？  

  行者「禁口戒」。  

  行者口誦「真言」、「念佛」、「念法」、「念僧」。  

  行者讚美佛菩薩的功德。  

  行者說好話、善語、柔軟語。  

  我今天，獨自隱居閉關，不看新聞，唯有端坐沉默，也算是不言之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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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焦烤地獄 
 

  於神行中，見到火焚的地獄道中，有一白人男子，如「巴 BQ」一樣，於

烈火焚燒中，痛澈心脾的慘叫！只一剎那，一層層的皮捲了起 來，焦裂了

。 

  皮開肉綻的白紅之色，一下子，熟爛了，滴出的油，滋滋的叫，火成了

紫色，肉成了黑色，那白人男子，大叫： 

  「痛死我了！苦死我了！不想活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絕對絕對不

敢了！」 

  那男子慘死之後，風一吹，又活了過來，然後又重新「巴 BQ」一次，又

燒，又烤，又焦，死而後生，生而又死，慘叫不休，慘不忍睹， 我見之大

慟。 

  我一時悲心，想念： 

  定業不可轉，三昧加持力。 

  無始諸業障，一切皆消滅。 

  念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 

  「嗡。缽拉摩。鈴陀鄰。梭哈。」 

  雙掌結印，大拇指、食指成圈，餘三指直立，向上。 

  我正想救白人男子。 

  冥吏現身說： 

  「蓮生，不可，不可。」 

  「何以故？」 

  冥吏說：「想當年，你在西雅圖剛建好雷藏寺，有一白人男子，趁月黑

風高，點火欲燒毀雷藏寺，幸護法馳救，西城雷藏寺才屹立至 今，想一想

，雷藏寺若被焚，豈有今日諸雷藏寺，今日五百萬弟子，今日真佛宗。」 

  冥吏說：「此白人男子，正是當年放火燒雷藏寺之男子也，如今在焦烤

地獄受刑，是因果也，你若救之，則無因果可言。」 

  我聽了，亦大吃驚。 

  冥吏說：「殺生業最重，殺眾生修行的心，罪更重，不可放火，放火亦

等同殺生，殺生毀物，多少生靈在其中，思之，思之，險惡害 人的心，實

不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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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了悚然！ 

  不可放火，慎之，思之，學學「心平」（心平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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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功之罪 
 

  我在「神行」地獄道中，覺得崇禎皇帝最可憐，兵臨城下，不自盡也是

受辱而死，自盡也是死，反正怎麼走都是死，因此，枉死城中有崇禎皇帝，

令我悲憫。  

  地獄道中，漢武帝就較不值得同情，他的罪正是「好大喜功」之罪，出

兵打匈奴，掠城攻地，擴充疆域，漢朝兵馬死者數萬萬，匈奴及異族死者更

多。  

  王恢的自盡。  

  衛青出塞。  

  霍去病出塞。  

  漢武帝的歷史，喋血不休。  

  戰禍連天，所耗費的錢糧不可勝數，百姓及邊地各族群，豈有寧日？這

全是怨恨。  

  這是「好大喜功」之罪，漢武帝在地獄道，求出無期矣！  

  我看今日，和古代有何不同，「破人之家，取其財寶」，這算是個人犯

罪業，「破人之國，取其疆土」，這就算是君國之王之罪業了，漢武帝仍然

在地獄道中，那些「破人之國，取其疆土」的當權者，豈可不慎？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已是個人大罪大惡。  

  「破人之國，取其疆土」，天豈能容！  

  我在「血光國」中，看見古今中外，枉死的骨堆如山，枉死的血成海，

悲憤「好大喜功」之罪。  

  我看很多人，經營商業，成巨賈，錢財不可計數，永遠也不滿足，這是

不是犯了「貪」字？  

  （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黑勢力、惡商）均不離「貪」業。  

  就算做善事，也要三輪體空：  

  無施者。  

  無受者。  

  無施受之物。  

  （真心做善事者，也不可好大喜功）  

  我說，佛陀的一句話最貼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看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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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義湛深，行者自己要拿捏了，連「修行」也不可以「好大喜功」，何

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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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護法勿離去 
 

  在隱居閉關的「葉子湖」禪定，看見一名年輕的弟子姍姍而來，我心中

驚訝，怎麼你來了？  

  我問：「你來了？」  

  「是的。」他答。  

  「你死了？」（我多此一問）  

  「是的。」他答。  

  「為何不祈求護法勿離去？」  

  「護法早就離去了。」  

  「為什麼離去？」  

  「我沖撞父母，沒有一心愛敬，顏面柔和，說話太暴，這已成習，護法

就離棄了我。」  

  我心中黯然，天啊！他還年輕呢！這位弟子天性聰穎過人，讀書學歷均

佳，看書寫作均很好，但是，我知道，他和父母命格不合，是緣不投合的。  

  有一次，他修法，心中對父母憤憤不平，護法從身子走出來，對他說：

「你老抵觸父母，我無法護持你了，你的受祿也盡了，若要回摩訶雙蓮池，

唯找你師尊去。」  

  護法一說完，就走了。  

  於是他生病了，受盡病苦煎熬，業報受盡。  

  看書寫字也大不如前，旋記旋忘。  

  祿一盡，他就死了。  

  其實我知道，他一向工作很認真，外緣也非常好，話不多，修法亦精進

，我很想變化他對家人的氣質，但，變化不來，這是我的能力不夠，他與家

人的緣，很暗晦。  

  對外人，說話和婉。  

  對家人，傲慢凌人。  

  這真是，這真是，什麼緣，什麼份？莫名其妙。  

  他死後，來找我，還是找對了，我對他說：「你如果對長輩，也如對師

尊一樣誠意恭敬侍候，不會如此早逝，護法不離去，你就不會死。」他聽受

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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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他一朵蓮花。  

  他去了摩訶雙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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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主人誰是客 
 

  有一回，我在香港拜見吐登達吉上師，我向師父行大禮拜，吐登達吉上

師給我加持，後來彼此就座。  

  吐登達吉上師說：  

  「盧勝彥，你把彩虹山莊給我吧！」 

  我說：  

  「好！」 

  吐登達吉上師隨手取一紙，要我寫，我寫：「將彩虹山莊讓與吐登達吉

上師。」  

  吐登達吉上師見我寫了，便拿紙，面對大眾說：  

  「這一張便是聖旨，聖旨到！」  

  吐登達吉上師與我均哈哈大笑。  

  (我在想，誰是主人誰是客) ，師父當然是開開我的玩笑。  

  又有一回，我到中國大陸的皇城(故宮)，我去參觀整座皇宮，突然眼前

靈光一閃，我好端端的坐在那龍椅上，身上披著龍袍，像一個皇帝的樣子。  

  好感動，好感動，一陣子，幾乎是無法舉步了，耳朵「嗡嗡」的直響，

看見旌旗，文武百官，歷史一幕一幕的演過，我驀然大驚，哎啊一聲，淚水

不由自主淌流下來。  

  盧勝彥還是盧勝彥。  

  故宮是誰的？  

  盧勝彥是何？  

  誰是主人誰是客？  

  回到飯店，寫了一偈，記之：  

  天地何處不是家。  

  夢幻從來就未止。  

  翻雲覆雨為何事。  

  清風明月只笑吾。  

  今天，我隱居閉關於「葉子湖」，想起在吐登達吉上師的淨音佛閣，又

想起參訪了歷史上的皇城，看了看西安的大饅頭(古墳)，想了想彩虹山莊庭

園的雅緻，我(盧勝彥)今天應該羨慕什麼？什麼值得我去羨慕？  

  誰是主人誰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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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間見大明星 
 

  在「神行」中，見到有一面之緣的大明星，這位大明星曾是一位最閃耀

的巨星，世界各國公演，享譽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紅得發紫，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但，他早逝，只一剎那，便在娑婆世界消失了，如同慧星一樣，光芒萬

丈，突然消杳，令人錯愕！  

  他看見我，「嗨」了一聲，往日的氣焰全沒有了。  

  「你在冥間？」我問。  

  「是的。」  

  「冥吏對你如何？」  

  「一視同仁。」他答。  

  「你在陽間，萬人敬仰，掌聲如雷，人人對你如痴如醉，冥吏沒有找你

簽名？」我開玩笑。  

  他答：「盧師尊，你笑我啊！」  

  我很正經的問他一個嚴肅的問題：「你為什麼會那麼的早，就離開人間

？」  

  他答：「其實我可以再紅個十年，只因為有一位化妝師，在後台幫我化

妝，我嫌他手腳粗劣，嚴厲而狠狠的罵了他一頓，又用腳踢他，叫他去死！

」  

  「結果呢？」  

  「那位化妝師回去後，愈想愈氣，受不了我的侮辱，竟然上吊自殺了，

真的死了。我原本是大明星，他只不過是小化妝師，死就死了，他是自己自

殺的，怎能怪我，我不放心上。但，在冥間大不相同，我確實叫他去死，而

且打罵侮辱他，我因此過，便早逝了！」  

  「啊！」我聽了很吃驚。  

  「確實是如此。」他說。  

  「你現在如何？」  

  「我當然後悔，我是苛虐下人，所以才早逝。」  

  我與大明星交談之後，始明白他早逝的原因，這種過失容易犯。所以對

待下人、對待奴婢、對待殘障、對待老弱，都要體恤的到，最好不要打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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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和一些，對於愚蠢的人，要有耐心教導，尤其不能用暴力，也不要叫人去

死，在這方面，不謹慎的人，特別多，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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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斷頭鬼 
 

  記得從前觀看電影，歐洲皇室的影片，皇室在處理罪犯及背叛者，相當

殘酷，不忍睹之。  

  他們設立「斷頭台」，將人犯押到，用兩片木頭夾住脖子，人犯跪於台

前，頭被雙木夾住，如「乙」狀，而上空用一索，吊住一砍頭的利刀，如斧

頭式的利器。  

  一聲：「行刑！」  

  利刀從上而下。  

  「克察」一聲，人頭落地。  

  (這是歐洲式的斷頭台)  

  其實中外一致，中國古代皇帝對罪犯及背叛者，也將人犯用木頭夾住脖

子，押到刑場，人犯也如「乙」狀，跪著。  

  執行官一聲：「行刑！」  

  一位壯漢執虎頭刀，一砍，人頭滾落地。(壯漢即劊子手)  

  (這是古代中國式的)  

  還有日本武士式的──  

  先切腹。  

  為避免痛苦太久。  

  由一位立於身後者，砍下其頭。  

  (日本式的是自裁)  

  我在中陰「神行」之中，看見一群斷頭鬼，非常詑異，怎麼已到現代，

還有一群斷頭鬼？大頭鬼是有的，斷頭鬼則較少了，有是有，但比古代少。  

  我問冥吏：「怎麼回事？」  

  冥吏答：「地獄之刑。」  

  「地獄也有斷頭台？」我問。  

  冥吏說：「有一群人，喜歡賭博，問明牌，他們跑去土地公廟或其他神

明的廟問明牌，問中則喜，問不中則遷怒神明不準不靈，由於憤怒生瞋，便

將神明推落，用利器砍了神明的頭，甚至把神像跌個粉碎。這些人罵神毀像

，不順天理，毫無頭腦，死後便受斷頭苦刑，成了無頭之鬼，這都是去順學

逆，自取其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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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了，搖頭嘆息。  

  正直的人，正直的心，怎能怪天、怪神，要怪的是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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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昔日富豪 
 

  在「神行」中，被一人叫住。  

  「盧師尊！盧師尊！」  

  我回首望他，原來是認得的，在陽世，他是一位大富豪，有妻、有妾，

後來，妾掌大權，經營不善，倒了。他由於是富豪傲氣，並未皈依我。  

  我問他：  

  「今如何？」 

  答：「落魄！」  

  「妻與妾？」  

  「妻亦亡故，妾已改嫁。」  

  「子女？」  

  「四散。」  

  「陽世還有事業嗎？」  

  「全拱手讓人了。」他落淚：「我後悔未聽師尊之言。」  

  「我對你說了什麼？」我忘了。  

  他說：「凡事應該要守本份，有了妻子，不要妄想小老婆。有了三家工

廠，不要妄想第四家更大的。人事要看清楚，用人唯才。你說我癡心妄想太

重，能守就守，千萬不要鑽謀險路。」  

  「後來呢？」  

  「我娶了妾，妾心想掌大權，卻把事業弄垮了，她用的人全是自己的親

人，企圖心大，卻份外營求，所以全完了。」  

  「你在冥間有何過？」  

  他答：「一、不安義命。二、好色喪身。」  

  我說：「你只一妻一妾，哪算好色，有錢人娶妻妾的很多。」  

  他答：「盧師尊，明的是一妻一妾，但，暗的也有幾位。我原本精神充

足，筋力強壯，但沒有節慾，由於淫慾過度，所以也就虛脫夭亡了。」  

  「這是邪淫過份！」我嘆息。  

  他說：「還是你修行好，你有正心之法，靜時閉目，存想虛空中的天理

，充滿身子之中，一片光明清淨，人的習氣全沒有了，佛光熠熠獨耀，還是

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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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呀！」我說。  

  「我還是皈依你吧！我現在就皈依！」他說。他跪下求灌頂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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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造孽的惡果 
 

  在「神行」中，對地獄道的眾生最是悲憫，人間的醫院已是甚苦，開刀

房，一排刀叉，一片血肉狼藉，但，至少有麻醉劑，病患尚無痛苦的知覺，

但，被推進去，已是一個「慘」字。  

  我在地獄道，也見到如此模樣，獄卒將犯人捉住，開膛剖腹，把犯人的

腸子拖出來，一段又一段的洗，但，這是沒有麻醉劑的，犯人痛的死去活來

，呻吟大叫，我不忍看，犯人早已暈死過去，此種痛楚，可想而知。  

  我悲憫的問冥吏：「何罪？」  

  「心毒貌慈，假藥害人！」  

  「呵！」我嘆息。  

  冥吏說：「世上有一等人，見人藥物賣得好，便以類似的偽品，混充藥

物，假藥當然治不了病，害人致死。也有用不潔淨之食物，冒充正品，凡是

販賣製作偽藥、偽酒、偽食，傷人身心者，甚至害人性命，必得如此惡果。

」  

  「為何洗腸？」  

  「此等人心腸污穢，我等替其洗之。」  

  我問：「在娑婆人間，龍蛇混雜，魚目混珠，連修行也有正法邪法，左

道之術充斥，我們又如何分辨？」  

  冥吏笑了：  

  「經是佛所說，律是戒也，論是菩薩之言，合於經律論自是正法。凡貪

、瞋、痴，皆是邪法，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正人，偏離則是左道。」  

  我說：「禪宗六祖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冥吏說：  

  「直心是道場。」 

  我一邊「神行」，一邊想，這世間娑婆的人，原來就是妄念妄心，妄為

妄作，如果除去了一切的妄念，這即是直心是道場，原來修行在一個「定」

字，靜也能「定」，動也能「定」，三昧就在其中，自性淨土也在其中，大

樂光明在其中。  

  假藥毒品是造孽的。  

  世人要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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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耗消散二童子 
 

  「神行」至一地，看見二位童子在洞府門前玩耍，他倆玩的是踢毽子的

遊戲，我在旁觀，他倆玩得起勁，也不理會有人到來觀看，二位童子忽而踢

高，忽而踢低。  

  一童子說：  

  「你死了，換我。」 

  另一童子踢了一回，說：  

  「這回我死了，換你。」 

  其實二位童子踢毽子的工夫均不錯，技術熟練左踢右踢，上踢下踢，前

踢後踢，旋轉而踢，甚至還有特技，後踢前接，前踢後接。斜踢衝步去接，

踢了又接，接了又踢。  

  我鼓掌讚嘆：  

  「踢得真好！」 

  二位童子停止玩耍，向我一笑，施禮：  

  「我們等你來！」 

  我詫異：「等我來做什麼？」  

  「我們師父要我來告訴你，請你不要憂傷！」  

  「我確實憂傷！」因為心如死灰，意如冰雪。  

  二位童子說：「我們踢毽子就是要告訴你，人生就是今日你死，明日我

死，今日你高，明日我低，今日你富，明日我富，今日你窮，明日我窮，富

貴貧窮禍福生老病死，是天地之間的循環，是天地之間的自然，如同踢毽子

一般。」  

  「我知。」我說。  

  「身子的最後，也破耗消散，何況是身外之物，更會破耗消散。」二童

子說。  

  二童子說：「你見過不死之人嗎？」  

  「沒有。」我答。  

  「你見過永遠的富豪嗎？」  

  「沒有。」我答。  

  「我們師父說，你力行過了，就好了，不要太憂傷！」  

  他們飛起，神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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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們二位是？」  

  他們回答我：「破耗童子，消散童子。」 

  



 

42 

敬禮彩虹山莊同門 
 

  隱居閉關於「葉子湖」已三年多矣！因此，我無法回到「彩虹山莊」去

拜祭祖父、祖母、母親、家弟。  

  對於「輕慢先靈」我不敢。  

  所以我偷偷「神行」回彩虹山莊數回，先拜十方佛菩薩，再拜護法明王

，三拜龍神土地，四拜南北獅神，最後我去祭祖，和所有水子靈話家常，念

佛迴向。  

  「神行」回祖靈紀念之地。我要敬禮「彩虹山莊」同門常住。  

  一、 幫我整理前庭。  

  二、剪上頭的枝枝葉葉。  

  三、整修雜草。  

  四、按時祭祠。  

  我看了，內心感動莫名，雖然我自己可以召請祖靈來受供，祖靈之中，

亦有現世之中，未證菩提的，也有內外障礙之緣。也有像家母的，臨命終時

，識性無迷無惑，由阿彌陀佛接引到西方淨土，在如來之前，依如來慧日之

光，斷惑證真，成了菩薩。  

  但，我依然唸：「嗡。阿。吽」無數。  

  由此真言力。  

  變食真妙味。  

  法施先靈等。  

  身心皆飽足。  

  神咒加持淨法食，普施山莊水子靈。  

  願皆飽足捨執著，速脫幽冥生淨土。  

  皈依三寶發菩提，究竟得成無上道。  

  功德無邊盡未來，一切有情同法食。  

  我要敬禮山莊的上師、法師、居士、常住。你們把山莊管理得那麼好，

那麼莊嚴，火供常施祈福超度，我的先靈亦得佛光普照，這是我之幸也，我

要感恩。  

  我們當子孫的，應當勤來探視及祭拜先靈，每年至少清理雜枝雜葉一回

或二回，以安祖靈，然而，現在我隱居閉關，有勞山莊常住同門代為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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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難安。  

  先謝謝你們了，我向你們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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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受侮辱 
 

  早期，有報紙刊出一篇侮辱我師父的文章，罵得不堪入目，好像師父是

走錯了修行之路，又是毫無智慧，以盲引盲，無德無能，不配披佛教的法衣

，沒有資格做一個出家人。  

  文章又說，師父會下地獄，求出無期，師父不懂佛法，無悟無證，下了

地獄之後，若轉世，也是畜生，歷千萬億劫也不得人身，將來恐怕已無悟道

之可能了。  

  文章最後說，除非師父去向他懺悔，他才會將正法傳給他。  

  否則：  

  「業仇至矣！伊其殆乎！」  

  「隱僻怪誕！豈正法乎！」  

  我等看了這篇文章，實在嚇得汗流浹背，這種人身攻擊，師父如何忍得

住？我覺得應該為文，為師父發表一些辯駁的言論，因為師父不是這樣的。  

  我寫信給師父，請他准我為文，幫師父辯白。  

  師父回信很簡單：  

  「不用辯白。  

  法無定法。法應尚捨。何況非法。  

  又附一偈：  

  一切諸煩惱，皆由不忍生，臨機如對鏡，妙處在光明，  

  佛語求無諍，聖賢貴不爭，人生快活路，世上少人行。」 

  收了信。  

  知了師父的「無諍三昧」。  

  在我早期，喜與人辯論，寫文章辛辣些，個性強悍，自視頗高。  

  現在不了！肚量寬大。  

  哈哈一笑置之。  

  誰可以長命百歲呢？爭個什麼爭？  

  只要自己確實「自淨其意」，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管他什麼法？

也不用去浪費筆墨在這上面。  

  他寫他的。  

  我修我的。（三昧）  

  「無念」為正覺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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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巴來皈依 
 

  一天清晨，開了門想出去「經行」，念佛憶佛持咒，當一開門，嚇了我

一大跳，有一群人（中陰身）跪在門口。  

  我問：「你們來我這裡做什麼？」  

  他們約二十多人，伏地不起，也不說話，其中一位用手指指自己的口，

啞啞直叫。  

  「啊！你們全是啞巴？」  

  他們點點頭。  

  那一位用手畫一四四方方，又吞下肚子，我馬上意會：「你們要開口符

。」  

  他們大喜，頭拼命點。  

  這下子我茫茫然了，不錯，清真道長（了鳴和尚）是傳過我「開喉符」

，但，我已多年未問事，也未用，符是會畫，但，咒早已忘了。我但知「開

咽喉真言」：  

  「嗡。步步底哩。伽多哩。呾哆鍐多耶。」  

  我告訴他們：「試一試吧！」  

  我回房子裡畫符，每一道符均持咒，再召請加持，一下子給二十多啞巴

吃了符。  

  想不到奇蹟出現，他們都會說話了。  

  他們仍然伏地不起。  

  「這回又為什麼？」我問。  

  那位帶頭的人說：「我們承你救護，願意皈依你。我們原都是強悍好爭

之人，怒罵叫嚎是家常便飯，後得啞巴之冥報。承冥吏指點，來求開喉符，

又承冥吏指點可皈依學佛，今已知錯，願皈依誦佛經典，念佛持咒，希望你

賜灌頂加持。」  

  我這一聽，當然說好。又一個一個為他們皈依灌頂，我又簡簡單單的說

了一下法：  

  持身謹慎。  

  說話謙和。  

  憶佛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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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人與人相爭，或有理或無理，總是計較得失，講到最後，何其

沒有肚量。你們跟我學，要學忍辱，忍辱才是福德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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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事 
 

早期，我跟隨師父左右。  

  看見一老者想來追隨師父剃度出家，師父搖頭拒絕，這是少有的事，因

為師父一向慈悲，老者相貌堂堂，也很慈祥，但，師父說不收就不收。  

  我問疑：「師父，這是為何？」  

  師父說：「你何不啟眼看看。」  

  我開啟天眼，看到老者身後，上百個怨魂隨著，欲向老者索命，張牙舞

爪，狀極可怖。  

  我見之大駭。  

  師父私下告訴我，老者是一位海軍將領，甚是剛嚴，在一次戰役中，捉

住一艘敵人的軍艦，將艦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兵，在嚴刑拷問後，全部處死

，拋入海中。  

  師父告訴我：「此人雖想剃度，但，來不及了，一定發瘋！」  

  老者不走，他在山上買一小地。  

  蓋了茅舍。  

  種瓜。  

  有一年老者生病了，老者仍然很堅強的生活著，他有一天，突然跑來我

們這裡，對師父說：「種出來的瓜，每一棵瓜，均是一個人頭，不是瓜，是

人頭，人頭瓜。」  

  老者重病了。  

  瘋了。  

  師父嘆了一口氣：「時至矣！」  

  老者發瘋不久，死了！  

  我在「葉子湖」隱居閉關時，想起這件事，隨手就提筆記了下來，我要

奉勸世人：  

  一、做人勿太剛嚴。  

  二、做人勿嗜殺。  

  三、不要有死刑。  

  四、要以教化為先。  

  五、得饒人處且饒人，勿害人也。  

  六、情、理、法這三個字，要拿捏得準，不容易，但，還是情在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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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禪書心得 

 

  近期讀禪書，有一則如下：  

  宋朝有一位禪師，年輕未出家前，曾經與友人飲酒，酒後與友人爭奪財

物，便由吵架演成打鬥，一失手，竟然把友人打死了，當場斃命死亡。  

  禪師畏罪，便簡單收拾，逃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後來他進入寺院，拜師學佛，懺悔而出家勤苦修持，終於禪師明了自心

，見了佛性，大澈大悟，成為一名大禪師，開始弘法度眾，徒眾有百千萬。  

  禪師七十歲的時候，忽然有一天早晨，他沐浴之後就陞座，那天他沒有

說法，卻告訴大眾說：「你們不要動，不要說話，靜看老僧了卻四十年前的

一椿公案。」  

  禪師坐著不動。  

  大眾聽法的，卻茫茫然，安靜的坐著。  

  坐了一陣子，有一位士兵突然來到禪寺，扳起弓箭，就想射殺老禪師。  

  老禪師向士兵合掌，說：「老僧在此等候您呢！」  

  士兵很驚奇：「我與你和尚素不相識，但，一見你和尚，就想一箭把你

射死，這是何故？」  

  老禪師說：「欠債還錢，公平交易，有因果在，你就下手吧！」  

  老禪師對弟子又說：「我死之後，你們不得責怪他，甚至請他吃飯，送

他回家。如果責怪，便是逆師違天，不是我的弟子！」  

  弟子茫然。  

  士兵也疑惑，士兵請老禪師說個明白。  

  老禪師說明，昔日年輕時的事，一一說了，老禪師又說：「你因隔世投

胎，你才會忘記，我尚在世，所以記得。」  

  這位士兵，聽了，略有所悟，說：「怨怨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

。」士兵一悟，立即站立往生。禪師下座，為士兵落髮，取法名，放入龕中

。  

  老禪師自己也跏趺而坐，向大家告別，坐化。  

  我看了此文，心頗感動，我奉勸人：  

  解冤勿怨。  

  化掉一切惡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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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牌的亮光 
 

  在「神行」中──  

  看見兩位冥吏，押住一人，往幽冥的地獄而去，那人痛苦的哀嚎，可惜

業障深重，墜入地獄道中。  

  然而，我卻看見，有一點小亮光，從那人的身上發出來，最初是一點點

，後來愈來愈亮，成了一團光圈。  

  光圈中有：「嗡。古魯。蓮生。悉地吽。」（梵字）  

  那人身上，掛有真佛宗蓮花童子的護牌，我追趕了過去，叫住兩位冥吏

：  

  「暫且止步，這位是真佛弟子。」  

  冥吏問那人： 

  「你認得蓮生活佛盧勝彥？」  

  那人答：  

  「不識！」 

  冥吏對我說：「這人根本不是真佛弟子，連你都不識，怎會是你的弟子

？」  

  這回，換我臉紅尷尬，不知如何是好！我說：「但，他身上掛的，明明

是真佛宗的護身牌啊！」  

  那人說：「那是我臨命終時，我的一位好友幫我掛上的，這就是一塊牌

牌而已！」  

  我告訴冥吏：「就因為這護牌，已是善緣奧妙，我不能不救他，他可免

了地獄道，投生他處。」  

  「這。……」冥吏猶疑。  

  這人也算聰明，馬上向我跪下，祈求皈依，「南摩古魯貝、南摩佛、南

摩法、南摩僧。」  

  一句「南摩」，光明大盛。我即刻給皈依灌頂，依此善緣便得轉生他處

去了。（不在地獄受苦）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緣份，一位真佛宗弟子，臨終給友人掛上一塊護身

牌，這也算是善緣因果來相聚會，這是巧合嗎？不，世上便無巧合的事啊！

一定此人有善因緣，又有護牌，又有我「神行」，又他懂得皈依，這不是巧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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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我的護身牌感應靈驗，而皈依受灌頂更是大善因緣，此生此世，千萬勿

錯過。 

 

  



 

51 

瞋之害 
 

  在神行中－－ 

  看見昔日認識的一位慈祥長輩，也在地獄中受苦受難，我心中又急又苦

又駭怕。 

  這位長輩，一向我很敬仰，據我所知，此人是眾善奉行的人，一生不敢

行惡，也算是積功累德，知道有善事，一定隨喜，建寺、印經、塑佛像、濟

貧、助困，自己出錢出力，做了不少有益於人群的事，算是一位善人。 

  這樣的長輩，怎會墮地獄？尤其他有一件事值得令人樂道，他曾負責一

件大工程，而建築包商，夜裡送上大紅包賄賂，他不但拒絕，而且馬上開車

奉還，一絲不茍。 

  此人有正氣，怎會墮地獄？ 

  後來，我問他： 

  「怎會？」 

  他答：「一時。」 

  「一時什麼？」 

  「一時忍不住生氣。」 

  據我所知，長輩是因為公司同仁的陷害，使長輩丟棄了職位，他越想越

不甘心，起了一個無明火，忍不住了，放了一把火，燒了公司同仁的宿舍，

因此，燒死、燒傷了不少人。…… 

  我知道此事，心中黯然。 

  《入中論》曰：「瞬間生起的瞋恨心，足以毀盡百世累積之善業。」 

  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也說：「無論你曾做多少善行，如供養諸佛或

佈施眾生，這些千劫累世所積善業，都能因片刻瞋怒而毀。」 

  火燒功德林是也。 

  我發覺在這世界上，原本不可能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時衝動而發生。 

  一時生氣，失手打死了人。 

  一時生氣，大發雷霆，竟放火洩恨。 

  一時生氣，惡向膽邊生，幹了。 

  此害不小。 

  要安忍，安忍，安忍，安忍，唯安忍才「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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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上的對聯 
 

  據父母說，我在嘉義後湖「牛稠溪」雞舍出生，因為那是第二次大戰，

我們逃難的緣故。  

  物質很缺乏，我吃「米麩」長大，嬰兒身子不好，很難養，因此，禮拜

嘉義城隍尊神為義父，祈求城隍菩薩庇佑，因此，我從嬰兒時代就和城隍爺

結了緣，我是義子。  

  我開天眼後，和台中城隍結了深緣，因為問事，凡有「陰煞」之事，皆

請台中城隍菩薩幫忙，此緣結得甚深，如兄如弟，如師如友，有感皆通，有

求必應，非常靈異。  

  後來，我北上，路過新竹，便特別禮拜新竹都城隍。  

  在台北，禮拜霞海城隍。  

  南下台南，台南有三位城隍：  

  台南府城隍。  

  台南縣城隍。  

  台南小城隍。  

  到城隍廟，廟的大柱往往有一對聯：  

  「為善必昌，若為善不昌，乃自身或祖上前有餘殃，殃盡必昌。」  

  「為惡必殃，若為惡不殃，乃自身或祖上前有餘昌，昌盡必殃。」  

  這對聯，其意清楚明白，不用再解釋了。  

  我在未獲天眼，不知三世因果，很迷惘：  

  為何才出生的小孩，就夭折了？  

  為何乖女孩會得癌症？  

  為何行善修行之人，洗澡一滑，就猝死？  

  為何我的好友，也沒做什麼壞事，心臟病、山難、車禍、中風，全死了

？  

  我不明白。  

  為何騙人錢財的反而不死？  

  為何不仁不義的人反而無事？  

  為何害盡天下蒼生的反而長壽？  

  為何欺師滅祖、盜名盜利的反而昌盛？  

  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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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著城隍廟的對聯，我是明白了，也是明眼人，我深信三世因果，但

，我仍然要問：這世上人人現實，有幾個人真正想得通，老天，請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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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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