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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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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供養為最 
 

  這一生，我學佛修行，從自己的身心上切實奉行「身清淨」、「口清淨

」、「意清淨」。  

  然而，自覺自己業障深重，怎麼大小劫數不斷，因此，我特別在近些年

，注重在八識田中的業識種子轉化；我也發大菩提心，學學「觀世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以一切身，在六道中度化群靈。  

  這一生，我受諸弟子供養無數，如果不全心全意的修行，或有一絲的懈

怠，或有不圓滿，那就愧對自己的弟子了。  

  現在話說回來，《維摩結經》中有言，所有供養中，法供養為最。  

  供養的含意非常廣大，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當然更有形而上的。大

家供養佛、法、僧，或以物質、或以讚嘆、或四事供養、或十供養，其中大

家修法，或獨修一壇法，身口意清淨時，就是法供養。  

  原來坐在壇城前，清淨的修一壇法，靈命交歸，就是「法供養」啊！  

  這是真正的身口意供養上師及諸尊了。  

  詩：  

  看小鴨在池塘游水  

  看柳花在風中吹拂迎面  

  你須有法眼  

  什麼是供養為最  

 

  心境要寬大  

  一切佛學要常隨  

  莫讓青春夢幻遠  

  這樣子的供養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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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的度量大如天 
 

  我們發覺到一些事實現象，現代的宗教排他性很強，回教、天主教、基

督教、佛教等等，只要是宗派法脈，均有排他性，均認定自己是正，他人是

邪。  

  在佛教界也一樣，例如台灣佛教的四大山頭，你在這個山頭，就不能講

其他的山頭好，只能講自己的山頭好，四大山頭均護著自己的山頭，互相較

量。  

  這些，其實是人們的通病，也無可厚非，不要說宗教有排他性，就連族

群也一樣有排他性。  

  然而，我也發覺，真正的知見行者，應該有偉大超然的胸襟，我們讚嘆

佛，是因為佛包容三界諸天，恢宏不可限量，我們讚嘆大善知識，真正是大

善知識，一定是度量大如天，量大，福才大；如果行者器量小，那就愈修愈

窄了。大家仔細想想，修行要度量大才對，度量小就糟糕了。  

  度量大，才能互融互攝！  

  度量大，才算是德行通達無礙！  

  度量大，才夠得上般若成就！  

  寫一首短詩：  

  天人之師才算是佛  

  不捨一個眾生  

  因為每一個眾生都優秀  

  大善知識十方三世皆包容  

  豈會為了一般小事而去爭鬥  

 

  你若開悟之後  

  哪管那一個行者會出頭  

  不要營私結小黨  

  度量寬闊才是行者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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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與彩色 
 

  在「葉子湖」隱居閉關以後，我覺得人生只剩下「黑白」，因為我的生

活千篇一律，吃飯、睡覺、修行、寫作，除了這四件事外，其他無事。  

  這樣子的人生很「黑白」，所以寫出來的詩文就帶有濃濃的悲痛，我自

覺，這樣子的傷悲不太對勁，太「黑白」了，人生無趣，一定要從這框框裡

跳出來。  

  人生要如何有「彩色」？要自己去尋找快樂，例如，在「三昧」中去救

度眾生，是一種「意樂」，修法唱誦，也是一種「意樂」，睡覺睡得好，也

是一種「意樂」，一面經行，一面看山看水，也是一種「意樂」，行者要在

生活中自己找「彩色」的快樂。  

  我們當然不能去公眾場所唱歌跳舞、打麻將、賭博等等，那太「彩色」

了，容易迷迷糊糊墮落下去，尤其是聲色場所，是非之地。  

  「黑白」與「彩色」，全在於你自己的心，太黑白不好，太彩色也不好

，大家調整調整。  

  詩：  

  太黑白陰寒冷惻惻  

  太彩色喧鬧又太熱  

  如何調適  

  這真實又虛幻的人生過客  

 

  走出去的要走回來  

  不要太貪色  

  貪歡貪杯要適可而止  

  淨了身口意  

  才能找尋到最好的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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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波羅蜜 
 

  以往，我常常思考「魔道」的問題，因為最初我出來弘法，遭受頗多的

批判，被指為「妖魔鬼怪」、「走火入魔」、「大天魔」、「小天魔」、「

小小魔」或「魔子魔孫」……。  

  對「魔」一字，較敏感吧！  

  我思考的結論有三：  

  一、無法自在。即信心、念力、定力、願力、行力無由自主。  

  二、失去正法。即行邪法、盲目、迷失、心外求諸法。  

  三、漏失清淨。即身、口、意皆不清淨。  

  其實「魔道」倒也不是非常可怖的，只要修身、口、意清淨，也即是正

法，也即是自在，「魔道」是可以校正成為「佛道」的。  

  有一偈說得好：  

  「勤修清淨波羅蜜，恆不忘失菩提心，  

      滅除障垢無有餘，一切妙行皆成就。」 

  我常說，管他佛也好，魔也好，妖也好，鬼也好，怪也好，什麼都不必

理會，只要你勤修「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就直達彼岸了。  

  清淨波羅蜜就是正法。  

  詩：  

  就這樣直心走去  
  管它一霎那的四周狂風  
  任由撲面  
  這身、口、意  
  清淨的波羅蜜  
 
  佛與魔根本沒有什麼道理  
  密教正法難逢  
  不該聽信謠傳就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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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年 
 

  記得我在了鳴和尚處學佛時，有一天，師父問我：「你剛剛學禪坐時，

和誰一處？」  

  我答：「和佛一處。」  

  了鳴和尚問：「現在呢？」  

  「沒有了。」我答。  

  了鳴師父很生氣的說：「你這樣子學佛，要學到驢年才能成佛啊！」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驢年」兩個字，這兩個字表示成佛根本遙遙無期，

「驢年」根本是沒有這個年頭的。真正的行者，要二六時中道心不忘，這才

是精進。  

  也即是夜夜同眠，朝朝共起。  

  恆不忘失「清淨」，念茲在茲。  

  了鳴和尚說：「從此一路下去，百千萬億妙行，不離方寸，不可勝數的

境界，不離清淨，這樣子才真能成就。」  

  按了鳴和尚的說法，今日清淨，明日不清淨，歲月很容易蹉跎，一下子

就老了，這一世就不成了。  

  「驢年」值得警惕！  

  詩：  

  心中縷金翠羽  

  妝成才見是真佛  

  時時向內觀  

  時時與佛相遇  

 

  若不如此愁幾許  

  問老弟子剩下何人  

  舊遊的都已不在  

  他們都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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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愈來愈平凡 
 

  隱居閉關已近「四載」，自覺生活愈來愈簡單，愈來愈是平平凡凡，我

已活了一甲子，回首一看，歲月果然迅速，已是六旬老人了。  

  向來，我注重自己的飲食起居，注重運動節制，但，發覺歲月果然不饒

人，身子雖無太大的毛病，但，小毛病也不斷，有病看醫師，但，也靠自己

控制好自己的飲食及運動，吃得很清淡，運動不過激烈，大部份以「經行」

當運動。要平凡又要健康，大不易也。  

  是瘦了，體力也不如從前，腦力似乎也退化了些，吃飯、睡覺、修法、

寫作、經行，就是這樣子生活著，偶而看看書，其他的，都沒有了。  

  左鄰右舍很少交談，「經行」時見面不過點個首，沒有與外人接觸，沒

有讓弟子們知道我在哪裡，連親眷屬也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寫作，只有我傳真出去！  

  別人(任何人)，無法傳入，我無傳真、無電話、無信件，真是一個最平

凡的六旬老人。  

  詩：  

  愈是平凡心愈定  

  外面風雨我人靜  

  天知道我已斷了四年訊息  

  平凡的老人每日經行在花徑  

 

  過去的也是活  

  現在的也是活  

  你問我過的如何  

  平凡的不可說正是當前的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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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須有定慧 
 

  深深覺得，住在娑婆人間，一定要有善巧方便才能度眾生，不但如此，

一定要有定力及慧力，為什麼呢？因為娑婆人間是「欲望」的世界，如果沒

有定力及慧力，一點點失誤，就很容易惹得身敗名裂，欲度眾生，反被眾生

拖著走。  

  人間重欲，行者若無定慧，就被欲望反噬，成了散亂，無智無慧無法應

付，無定力充滿了迷惑，善巧方便成了隨便，度人反被人度，嗚呼哀哉！  

  善巧方便是佛法。  

  定力是佛法。  

  慧力是佛法。  

  這三者是要互相應用，行者要入世，又要超然於物外，和光同塵，在娑

婆世界不漏失一沙一渧的功德，不捨一個眾生，又不會被眾生拖累，這全靠

拿捏得準的功夫。 

  所以佛的說法，有正說、倒說、偏說、方便說等等，這要全仗「定力」

、「慧力」、「善巧方便」，佛入世間，佛出世間，出入自如，依此三力也

。 

  詩：  

  不言不語時也是說法  

  一默一聲雷  

  佛度眾生  

  也只是拈一支花  

 

  拿捏得準在世間  

  才會不怕滑  

  可惜陷泥淖中  

  污泥斑斑  

  始知度生如雪泥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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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演菩提行 
 

  記得我住美國西雅圖二十年時，開車上高速公路，路旁往往立了一個人

，執著一張寫著大字的紙牌。  

  此人髮長無修整，鬍鬚亂長，身著破衣爛褲，一臉無奈的風霜的流浪漢

。  

  紙牌上書：  

  「我無家，無食物，願意工作來換取食物，請仁人君子憐憫……。」 

  有人喊：「是乞丐！」  

  我說：「是佛菩薩，他在喚醒眾生的慈悲心腸，是佛菩薩，恆演菩提行

。」  

  我說，我們不要看不起最卑下的乞丐，他們都在行佛道啊！一切眾生皆

是佛，眾生皆有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有眾生皆以他們獨特

的方法，恆演菩提行，不是嗎？  

  六祖惠能告訴眾生：「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尋

兔角。」  

  我說：「人人都在恆演菩提行！」  

  詩：  

  烏雲是來襯托月華  

  照朱扉  

  也照暗壁  

  眾生與佛並不差  

 

  大江南北重山繞  

  心知各有所立  

  也知各有所破  

  明眼人知  

  全是菩薩唱演在地角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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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業最容易犯 
 

  密教修行最重「清淨身口意三業」，以在外的形式，口持咒、意念觀想

、身(手)結印，這就是密教修法的最佳儀軌形式了。  

  在造業方面，有人以為三業中最厲害而且犯業結果最重的應該屬於「意

業」，話雖不錯，但，我覺得口業也最容易犯，為什麼？因為人們口快、口

雜，在一知半解之下，動輒得咎，隨口而出的語言，很容易「造口業」。  

  我可以如此說，我們一天到晚在不斷的「造口業」，人們最喜歡的是，

談論人們的是是非非，茶餘飯後的閒聊天，手機聊天，電話聊天，聊的全是

聽來的謠言，讚揚的話少，譭謗的話多，口實在惡毒也，造謠、說謊、譭謗

、兩舌、惡口、綺語。  

  古來一句名言：「人言可畏！」(造口業而不自知)  

  所以密教為何又名「真言宗」，是以咒音(如來的真實語音)取代了「造

口業」，使口業變成「口密」，如此，從口清淨開始修行起，故名「真言宗

」。  

  有一偈：  

  「一切如來語清淨，一言具眾音聲海。  

      隨諸眾生意樂音，一一流佛辯才海。」  

  詩：  

  眾生口業如天雨  

  綿綿不斷造成大業海  

  禍從口出少省察  

  唯有持咒  

  密教確確實實的修法  

  口能遮止  

  意也能轉  

  一一融入光明海 

 

  

http://www.tbsn.org/chinese2/ceremon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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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受譭謗 
 

  有一句話形容「口業」：「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這就

是說，人人都在「造口業」，口之禍業，實在其大無比。  

  我這一生，自從出道弘揚佛法，就開始遭受譭謗批評，不只被用口批判

，連文字集成書的都有，最早的二本書，正是：  

  一、妖言惑眾。  

  二、妖魔鬼怪。  

  還有報紙連載：宗教界的魔鬼。  

  到了今天，活了一甲子，批評譭謗仍然有，並沒有完全止息。在以前，

我真的很怕譭謗，無中生有的流言到處傳，尤其聲名大噪的時候，我被謠言

講得寢食難安，生活在恐懼之中，頗受干擾。  

  後來，也許修養(定力)夠了，也許麻木了，哈哈！現在已經心止如水，

平靜無波了。不要以為有人當面讚揚你，其實，轉一個身已在罵你了。高興

時恭維，不高興時便譭謗，看多了，無事也無心了。  

  不要去理會譭謗，一切畢竟空，不要怕，因為本來如此嘛！  

  詩：  

  人的口本來就如此  
  還好現在已不受干擾  
  我人在譭謗聲中漸漸的長大  
  記得只有露迷衰草  
 
  口業啊口業  
  正倍添人間的悽悄  
  你只要綿綿密密的持咒念佛  
  橫天排浪影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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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要學五明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確實略有不同，小乘佛教自度自修，戒律嚴格，只

專究「內明」就夠了。  

  而大乘是菩薩乘，要自度又要度他，要學五明，「因明」、「聲明」、

「內明」、「醫方明」、「工巧明」，為什麼「五明」都要會，是為了度眾

生的緣故。  

  一、因明－－明白考定正邪，詮真偽之理法。  

  二、聲明－－明白語言文字。  

  三、內明－－明白自家佛法的宗旨。  

  四、醫方明－－明白所有醫術。  

  五、工巧明－－明白一切工藝、技術、算曆等等。  

  其實在此，我還想加上一項，就是「藝明」。  

  藝明──明白詩書琴棋、歌舞畫戲等等。  

  這些，在小乘，可能犯了戒律；但，在大乘，因為度眾生故，菩薩要進

入眾生中，為了度生方便，也不得不學習，藉這些，是為度眾生也：歌、舞

、戲也是工具。  

  阿羅漢和菩薩是有不同，菩薩的善巧方便，世人如何也不明白的。菩薩

法，廣大無邊。  

  詩：  

  隨順眾生全為了方便  

  任何工具皆可以善巧應用  

  連慾望也用  

  一心只為眾生得救度  

 

  拿捏得好不算犯戒  

  菩薩的相思只為你好好修行   

  風韻嫻雅  

  怎麼知道沉吟向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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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阿吽」是大神咒 
 

  我以前教過密教的「七日成佛法」，此法與顯教「七日成佛法」略有不

同，但，重點均是「一心不亂」。  

  密教七日成佛法，特點在「阿吽」二字咒，「阿」梵字觀成本尊，「吽

」梵字觀成自己，「阿」字勾住「吽」字，一拉，即往生本尊的淨土。  

  「 」字。  

  「 」字。  

  「 」字。成就。  

  至於「嗡阿吽」三個字，此三個字是一切咒的根本，可以如此說，一切

咒音由此三字咒而出生的。「嗡」即宇宙意識，「阿」即本尊，「吽」即成

就一切，這樣說明，也僅僅是大意而已。  

  此三字，在人身上，「嗡」在頭部，「阿」在喉部，「吽」在心臍部，

此三字常唸，咒音隨著氣運轉，可以震盪中脈，震盪五輪七輪，因常唸此咒

，氣脈充滿，內外交融，定在光明中的空性。  

  此「三字咒」唸至空明，無任何罣礙，自在自如，具大威力。  

  詩：  

  地水火風空即是宇宙  

  僅僅是水  

  也可變化成雪  

 

  人只要靜心一坐  

  調整調整自己的氣脈  

  也可以融入宇宙  

 

  地水火風  

  密教的四大氣機  

  最後匯歸於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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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人亦平常 
 

  現代人視藏傳佛教「轉世活佛」制度，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原來的活佛

老了、死了，他的弟子依遺囑，或聖湖顯影，或降神、占星、曆算等等，去

尋找老活佛輪迴轉世的「靈童」，這位「仁波切」(活佛)，經過檢驗，認定

老活佛轉世為小活佛，這種「入胎、輪迴、轉世」，在密教有二大密法(非

活佛不傳)：  

  一、離舍法。(出胎)  

  二、奪舍法。(入胎)  

  這應該是「自主式」的轉世，不畏苦難，濟度眾生，是偉大的神通，不

可思議的，這是「再來人」：活佛再轉世，代代活佛。  

  然而，我亦認為，人人都是「再來人」，幾乎每一位眾生都是輪迴轉世

而來的「再來人」：只是「轉世活佛」是乘願再來，一般人是「業力因緣」

而轉世再來。  

  我們都是「再來人」，所以要懂得自己承當，從自己身、口、意，努力

去淨化，把累世的積習及業，全轉化了，所有的人，都是活佛，誰又不是活

佛呢？  

  詩：  

  再來人啊再來人  

  古人今人其實是一個人  

  一幕幕的戲  

  重演  

 

  重尋舊路度眾人  

  又別離又相逢  

  有念不會別離長  

  如果不修習真佛密法  

  怎認家鄉 

  



18 

名聞利養轉功德 
 

  在「葉子湖」隱居閉關，我是維持著起碼的生活條件，吃的非常清淡，

養活修行的色身，衣著樸實，睡在小斗室中，行是靠著雙足，無育無樂。  

  「財、色、名、食、睡」的五欲，幾乎全空了，此時才知道，名聞利養

全是夢幻一場。  

  唯有心光炯耀，晝夜長明。  

  此時，在我眼中，對於人間國土最高的寶座：「總統」或「總理」，我

覺得無啥！對於大企業公司的「董事長」或「總裁」，我覺得泛泛；對於「

教主」、「法王」、「活佛」，也覺得空名，根本不屑一顧了。  

  以前，「華光自在佛」、「蓮花童子」、「蓮生活佛」，現在呢？根本

一文錢也不值，哈哈一笑！過眼雲煙。  

  對財利，應該佈施的趕快佈施，財利再多，對我這個人，心也不動分毫

，猶如糞土一般。  

  名聞很虛假。  

  利養轉功德。  

  甚至也不為「功德」所迷惑！  

  詩：  

  經過了一番經歷修煉  

  才看見了一絲絲光明晴空  

  走過清淨的池子  

  才看見自由自在的游魚  

 

  步履正好穩住  

  梅花最是耐冷  

  管不了世上的愁雲變色  

  現在只往虛空看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19 

到底「堵」了多少眾生 
 

  我們真佛宗的寺、堂、會很多，佈滿全世界各國，連我這個創辦人，你

們問我，目前有多少寺？多少分堂？多少同修會？我也瞠目結舌，講不出一

個準確的數目了。  

  然而，寺、堂、會，除了同修之外，佛菩薩諸尊誕辰，或舉行法會之外

，平時是否大門深鎖，毫無一個人留守，這一點值得商榷，是不是全天候開

放，或特別指定開放時間，在門上掛牌，免得初來者，錯失交臂。  

  據我所知，有些寺、堂、會，見了陌生訪客，並未主動上前招呼問好，

解釋諸尊，指導參拜次序方法，你來你的，你去你的，冷漠相向，因此錯失

了很多有心向道的眾生，我覺得錯失的數目應該相當可觀。  

  真佛行者不是度己，也要度他，人人都發了菩提心及「四弘誓願」，甚

至眾生度盡，方成佛道。怎麼人家上門，你也不理不睬呢？發心哪裡去了？

只要上門，就是有緣，此時不度，要等什麼時候？有更好的時機嗎？  

  度眾生，功德才圓滿，要無一漏失之處，奉勸諸大菩薩，不要再「堵」

眾生了。  

  詩：  

  寺堂會大門永遠開  

  有緣無緣全部請進來  

  真佛密法真開闊  

  為度眾生拼命說  

 

  無箇分別  

  不成也是結善緣  

  莫堵眾生  

  如此功德才能圓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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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事做起 
 

  要養成大勇、大雄、大威、大猛的氣魄，可不是一蹴而得的，我往常說

，要從一切小事做起，才能做大事，小事聚起來，就是大事。  

  我在「葉子湖」隱居閉關，也不是天天時時入「三昧」，早上起床，要

整理床舖，要把被單折得四四方方，整地灑掃，按時把垃圾拿出去倒，燒開

水，洗盤子、洗碗，東西壞了，要修不能偷懶。  

  這些是日常生活的瑣事，日常生活井然有序，該吃藥就要吃藥，發霉的

東西要倒掉，很多不良的習慣也要改，每日的功課一定要做，我是由小至大

，由淺而深，修法鍥而不捨，漸漸就有魄力了。  

  我不敢說自己有魄力，只是有點傻勁和毅力，想把累世的積習全部一掃

而盡，我智慧平平，只是漸修，不是頓悟，逆緣太多，若非有些毅力，恐怕

早就一命嗚呼，修法未成，魂歸離恨天了。  

  大家一起來學習吧！  

  詩：  

  飛雨絲絲人間事  

  順緣逆緣都已相解相觸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金盆洗手都已盡  

  只居無人處  

 

  我聽簷聲仍然不斷  

  寄語聖弟子修行從小事  

  漸養氣魄度生為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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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 
 

  有一回，在「葉子湖」，我專注唸《高王經》，唸完後，突然想起某一

位弟子正在生重病，我即時將唸經的功德，全部「迴向」給他，這時竟看見

一道光明，從我心際部位射出，射向虛空之中，虛空中有位「空行母」接住

光明，將光明帶去給那位重病的弟子。  

  這時，我知道這個「迴向」是有功力的。  

  諸弟子，有事求願，將信件寄「真佛密苑」，佛菩薩空行諸天就知道了

，我只是在「葉子湖」唸一唸《高王經》，迴一迴向，竟然光明遍照，奇哉

！奇哉！  

  所以，在「因果」來說，人只要起心動念，一言一行，善業或惡業，都

有同等的回報。  

  我們行者修忍辱，因為若不忍辱，無明火就起，這無明火一起，先遭殃

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自己，「迴向」的道理在其中， 迴向自己也。  

  我行一切事，迴向「極樂世界」，這個迴向好極了，功力集中在「極樂

世界」，未來際一定蓮花化生。  

  詩：  

  我長門深閉不願與人比  

  我絢爛退盡一切名利歛避  

  只念佛持咒一心一意  

  迴向救度眾生出苦地  

 

  金剛鈴漫搖  

  金剛杵一支在右手  

  鈴聲乍起  

  杵指向雲浪的空際  

  願所祈求皆圓滿  

  迴向深藏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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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價值在「功德無量」 
 

  我們學佛的人，喜歡合掌，開口閉口一句「功德無量」，仔細想一想這

句話，實在含義甚深。  

  這句話，簡潔明瞭，也即是：「善行永遠無止無盡」，我個人覺得人生

的真正價值，亦是「功德無量」也。  

  所謂修行，就是修正我們的行為，修正我們的心性，內外全要修，從內

心到外表，大大小小，鉅細靡遺，前世累積的種子業習，盡其所有，無止無

盡的除去、修去。  

  我們說，佛法無盡，佛法無邊，所以，我們的修行根本沒有止盡的時候

，也就是永遠不停止的做功德，功德無量無邊，這就是人生的價值了。善行

沒有盡頭，修行沒有盡頭。  

  曾有某人對我說：「我的功德最大！」  

  又說：「誰的功德比我大？」  

  某人趾高氣揚。  

  我聽了哈哈一笑，須知道，這個某人，只做了幾點善事之後，就以為功

德大如天了，不得了了，其實和「功德無量」比起來，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啊

！還早得很呢！  

  詩：  

  自己的功德纖小如一滴水  

  可以細點算算  

  實在尋常也平凡  

  所以我們要更精進於功德無量  

 

  短暫的一生  

  池塘裡的一隻小青蛙  

  怎知道功德無量是什麼呢  

  佛法翰海  

  生命價值實在令人浩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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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造孽緣 
 

  我們真佛宗的弟子，奉行佛陀的旨意：「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

意，是諸佛教。」學佛時就要度眾生，成了佛更要度眾生，生生世世度眾生

，自始自終沒有第二個念頭，這是「正念」。  

  所謂，念念為眾生想，不為自己想，全是利益他人，不是利益自己，這

樣才是佛菩薩的行願。  

  但是我看世人──  

  小氣巴拉的人太多。  

  心量狹小的人太多。  

  製造人間苦難的人太多。  

  偷、拐、搶、騙、殺、盜、淫太多。  

  恐怖戰爭太多。  

  爭來爭去、鬥來鬥去、砍來砍去、害來害去，實在太多了。  

  這些製造禍患、製造恐怖、製造戰爭、製造不安、是製造自私自利的人

，應該醒醒了。眾生需要的是平安喜樂，為何要害人跳火坑？圖利自己，害

了別人，是在造大孽緣，省省吧！  

  詩：  

  歷史一幕幕實在太殘酷  

  空餘舊跡仍然尚未醒悟  

  猶倒倚  

  斷崖樹  

 

  依然是古老的舊事  

  人害人有何益處  

  這種造孽如何清淨出世 

  

http://www.tbsn.org/chinese2/abouttb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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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誰 
 

  讀經典，佛陀出世時，步步生蓮，指天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

是佛的殊勝因緣，能入胎不迷，住胎不迷，出胎也不迷，真是有夠厲害的了

。  

  我們都知道，菩薩再來，猶有隔世之迷，入胎就迷糊了，住胎也迷糊了

，出胎更迷糊了。  

  我個人也一樣，二十六歲之前，我不知我是誰？來到人間所為何事？又

為了誰來此娑婆人間？真是迷迷糊糊的一個寶貝蛋、迷糊蛋。  

  二十六歲蒙「瑤池金母」開天眼，遊歷太虛幻境，始知自己是誰，來此

娑婆是修持無等等法，是為了救度群苦眾生的，大事才明白。  

  二十六歲之前，真是昏沉，連一點靈靈明明還保持不了，真的有夠慚愧

的了。二十六歲之前，我是真的在睡大覺，不是金仙喚醒，我還不懂事呢！  

  洞山禪師的一首偈很厲害：「淨洗濃妝為阿誰，子規聲裡勸人歸，百花

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  

  洞山禪師的一首偈很厲害：  

  淨洗濃妝為阿誰，  

  子規聲裏勸人歸，  

  百花落盡啼無盡，  

  更向亂峰深處啼。  

  看看！為了誰？  

  詩：  

  天河勝景再來人間入迷途  

  幸有金仙喚醒才上路  

  為了誰  

  從此跌跌撞撞學自主  

 

  如今習得自如  

  茅蓬獨居向窗外看  

  為了誰  

  只願眾生不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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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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