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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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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賣後悔藥 
記得很早以前，一位弟子來向師尊我陳述他的往事，他有一位非常深愛的女

友，女友也深愛著他，女友又溫柔又體貼又善解人意，兩人「你儂我儂」一

陣子。  

  後來，因為某種因素，他倆沒有結婚，他現在娶的妻子，很粗暴，像個

「母夜叉」，弟子告訴我，如果時光能倒流，他一定要那位原先的女友，讓

她永遠的愛他。  

  我聽了，默默無語，我最後告訴他：  

  「在師尊這裡，不賣後悔的藥！」  

  想想，這世界上，如果時光能倒流，如果人人都能「後悔」，要後悔的

，不知有多少？  

  孔子也會後悔的。  

  蘇格拉底也會後悔的。  

  耶穌不後悔嗎？  

  嫦娥早就後悔了！  

  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希特勒、列寧、馬克斯、恩格斯等等，都會

後悔。……  

  我仔細想過我這一生———  

  我一輩子當測量官好？或是變換跑道，學佛修行好？  

  我寫作好？還是不寫作好？  

  我是結婚好？還是永遠當和尚好？  

  我是隱居好？還是不隱居好？  

  甚至我想過：  

  我來這娑婆世界好？還是不來娑婆世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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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活著好？還是死了好？  

  我發願生生世世度眾生好？還是不度眾生好？  

  曾經我也想過，不創辦真佛宗，就沒有那些煩人的俗事，創辦了真佛宗

，人際遇合，有好有不好，碰到不好的人，能後悔嗎？  

  被很多人的「陷害」嚇呆了，被很多人的「謠言」中傷而心中難過，對

人心的險惡，深具戒心，這人間世令我覺得可怕，但，走過來了，我能後悔

嗎？  

  雖然，現今的科技已達到什麼都可以複製，但不要忘了，就算複製了一

個年輕的你，複製了一個年輕的我，叫你我重新走回頭路，你要怎麼走，才

不會後悔？  

  我的「感覺」是︰不管走任何一條路，都沒有「完美」的，人的後悔，

永遠是存在的，而且沒有取代「後悔」的藥，我們只有認了，也就是後悔，

但也永不後悔！  

  試問：  

  就算有「後悔的藥」，吃了，還是會後悔的，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算了吧！哈哈！  

  詩：  

  這世間豈有澄明  

  歷史上的人物蓋棺仍難定論  

  善與惡  

  一片混沌  

  人間世又歎又驚  

  遇合怎奈有天定的數  

  就是怎麼神算  

  醉眼如何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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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創辦真佛宗以來  

  後悔就永遠沒有停  

  連環的事  

  一波尚未來一波還未平  

  後悔也即是不後悔  

  也喜也怒也哀也樂  

  任來去  

  相逐牽縈  

  這人間本就多事  

  共數流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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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宜修心量寬 
 

            「葉子湖」的閉關處，在山之陰，在水之涯，我的心寂滅，但

，卻是寬廣無邊際的，默默的，默默的，我寫我書，吐露著自己的思維

。  

  自覺自己心量愈來愈寬大，自己思想過去的所作所為，有些需要懺悔的

，便在佛菩薩面前，發露懺悔，直至蓮花吐芬芳。  

  回想，現今的世界，人心不古，物慾橫流，由於人人私心狹窄作祟，彼

此爭鬥來，爭鬥去，演變成了國家與國家戰爭，種族與種族戰爭，家庭

與家庭戰爭，人與人戰爭。……  

  今之世人，人際關係，要能真正融洽，真正互助，真正交心，不虛偽，

不媚俗，不趨時，看來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人間何以有那麼多的是是非

非？而無法有明麗的淨土，我深入研討，全在於心量無法寬大。  

  很多人私心重，或嫉妒心重，或見不得別人好，他只想壯大自己，壓倒

別人，這就是「是非」的緣起了。  

  為什麼會有六道輪迴呢？  

  貪就入了地獄。  

  瞋就入了餓鬼。  

  癡就入了畜生。  

  至於人道，是半善半惡。阿修羅就是爭執不休，我慢太重。  

  天道，行十善，自有一份亮麗。  

  其實，任何人給你讚美，或任何人給你毀謗，都是不要緊的。  

  只要你的心量寬廣了，而且無量無邊，就是修行的勝利。我在「葉子湖

」隱居，甚至改名換姓，忘了自我，感恩眾生，我不重要，眾生才重要

，我心無怨，不能怪誰，怪只是怪自己。懺悔吧！  

  我們行者，只有感恩，看到心量寬的，要學習，看到心量窄的，要反省

自己，人間要成為真正的淨土，原來心量寬大，就會成了淨土。心量狹

窄，就永遠鬥爭是非無休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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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子湖」的那個清晨，我爬到山之巔，那?鴉雀無聲，向天望出去，

虛無飄渺的藍，無邊無際，那是人間世界本有的顏色，藍天之下是山河

大地，山河大地有人類及生物界的是非及吞噬。  

  我欲飛向天藍。  

  祈願：人間無是非，生物界無互相殺戮及吞噬。  

  心包太虛了。  

  詩一首：  

  天天天藍無一抹  

  只有幾行新雁飛過  

  飛過不留痕跡  

  無染無垢  

  隱約看見山河大地  

  濃煙四起  

  欠缺平和  

  原來是戰禍  

  誰也不讓誰  

  咫尺天涯  

  從此人天永隔  

  儘是漩渦  

  修行到底為何  

  何須在人間窮攪和  

  但修心量寬  

  自然看破  

  怎生向  

  菩薩心腸不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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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於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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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關閉關均兩難 
       在沒有閉關之前，我認為閉關頗難，為什麼難？一閉關就知道了。

在閉關之後，現在又覺得，想出關也頗難，為什麼難？難在何處？  

  為何閉關？為「高境」。  

  為何出關？為「度生」。  

  就說說出關之難吧！這世界已不平和，到處都是是非，吵鬧喧囂，無一

安靜之處，閉關的隱士，欲出來面對俗事的紛紛擾擾，應對無常的人心，關

懷殘酷的世間，拿捏的恰到好處，就是一門大學問。  

  想出關度眾生，心懷度生之情，但，是不是一出關，就被人一箭，中箭

落馬呢？我曾感恩的眾生，會不會把你困住，或五馬分屍，糾纏至死。  

  俗世俗務，會令你暈頭轉向，會令你進退失據，會令你哭笑無常，會令

你失去「主軸」，而被世俗的觀念同化，更可怕的是背覺和塵。  

  欲出關度眾生，反被眾生度，被眾生海淹沒，法船破了，入水，沉了，

嗚呼哀哉！  

  是的，閉關四年了，閉關難，出關更難，你心愛這娑婆世間的人，卻難

免被世人給出賣，給毀掉，最終的，被斬殺，被拋棄，被踐踏，像耶穌一樣

被釘上十字架，何苦？  

  除非你拚著「只欠一死」的決心，看破「世間的虛情假意」，看破「夢

幻泡影」，你捨了自己的生命，不計較一切名譽，你就出關，拚了這最後的

一口氣，出關入世之難，已遍嚐，你還想出關嗎？一出來，就被踩個死翹翹

了。  

  事實上，閉關也頗難，心懷眾生，又要「出乎其外」，不聞不問，假裝

心如止水，枯木死灰，禁閉自己，成了冷血，把自己分成兩半，一半是俗人

，一半是聖者；一半是入世，一半是出世；一半是有知，一半是無知；一半

洞見，一半不見，自己了自己，不用再了別人，我豈不是成了「自了漢」？  

  出關，入「俗世浮華」。  

  閉關，入「寂靜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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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者相混合，雙方都難捨，各有好處，各有難處，於是進退維谷，誠

惶誠恐，想這些，簡直是在自討苦吃。  

  一切隨緣，隨遇而安了。  

  詩一首：  

  山中關房林木深深  

  寂靜之時最為美好  

  白天晚上均無人到  

  經常有霏霏小雨  

  日出日落有一些些的殘照  

  心懷眾生情誼重  

  意念清淨自覺只自了  

  三昧之中到處飛飄  

  情怯怯  

  懷念大家可知曉  

  閉關也難留  

  出關又怕吵鬧  

  如何是我應走之道  

  風吹關房  

  只將心意向天表  

  亂世末世如何處  

  苦空無常只能當懷抱  

  前進或回首  

  出世與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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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關或出關  

  堪思量  

  二者在心中互相纏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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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人間淨土 
       我在《天涯一遊僧》一書之中，遊歷了許多的國家，主要是尋找隱

居閉關之處。  

  隱居閉關的地點，我當然希望，環境很優雅，有山、有水、有樹，人口

不複雜，不至於太離譜。  

  還有飲食起居要方便，最重要是交通，買菜走路可以到，不用開車。  

  氣候溫和，勿太冷，也不要太燥熱，四季如春當然最好了。  

  還有不遠處，最好有醫院，隱居閉關最怕受寒受熱，又怕突然來個什麼

病，有病就要找醫師，如果沒有醫院，也是麻煩，不能快速就醫，拖延病情

，小病也會成大病。  

  閉關當然要飲食，就算吃得清清淡淡，也須自理，總不能露宿街頭，三

餐無著，修行人已不流行化食乞食，這樣靦腆涎臉要人施捨，吃殘湯剩飲剩

飯已經很少有了。  

  有過幾次拿著小鍋或塑膠袋，到附近小攤子買簡單食物的經驗，可想而

知，這小攤子的香味，就足夠我駐足流連的了。  

  我亦然可以天天漢堡、天天熱狗、天天薯條，東方、西方的食物，我都

可以適應。我不是天天白米飯，又是紅燒、煎炒、蒸燉，吃得精緻；有披薩

吃，有通心麵吃，已謝天謝地了。  

  我穿著很樸素，都是最便宜的衣著，只要不骯髒就行，我學習貧困的生

活，隱居閉關，不用穿給別人看，衣服是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  

  一向我睡在泥土地上，一坪二坪大的空間地上，舖草蓆或墊子。  

  到處經行，全靠兩條腿，這些年來，淡淡的滋味在淡淡的印象裡徘徊。

生活如此，態度尚能從容，修法姿勢清雅，不睥睨周遭，而是自律卑下，也

無意氣風發，意氣風發只是懷念的名詞了。  

  你信不信，四年來清清淡淡的生活，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沒有多餘的花

招，無歌無舞，無娛無樂，然而我將自己的心操控自如，如同止水一般。  



 

15 

  人間淨土，事實上很難尋找，其實真正的淨土仍然在自己的心，全靠心

去攪和，也全靠心去拌勻，全靠心去撐住。  

  尋找人間淨土，當然是找不到的。  

  我悟到：  

  你覺得辛苦那就是辛苦。  

  你覺得不辛苦那就是不辛苦。  

  詩：  

  心在風中輕輕暖暖  

  心在水中潔潔澄澄  

  心乍開乍斂  

  四年來度過不留痕  

  根本沒有鶯燕語滑  

  閒言閒語不住  

  無樓臺  

  只一條修行路  

  不用守戒  

  有戒等於無戒  

  又無黏花繫月的  

  但一人無人際關係  

  何戒須解  

  猶有一絲淨土滋味  

  三昧之中飛去  

  還有什麼叫著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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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怨就無瞋  

  人在天涯很輕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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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祭閉關四年 
       這四年來，我住在關房，沒有人知道我在哪?，我當然也走出關房，

走出關房，只有三件事：  

  一、 買菜。  

  二、 吃個飯。  

  三、 經行。  

  除了這三件事外，我從不出關房一步，對了，還有一件事，非出關房不

可，那就是身子不適，看醫生，這四年來，小毛病不斷，可能年歲大了些吧

！  

  我遙祭這四年的閉關，這四年的「四」字，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也許

我繼續隱居閉關下去，五年、六年、十年……或永遠不出來了，所以四年，

不算什麼。  

  在這一生當中，四年不算長，四年也不算短，最初隱居，無定日期，但

，不可思議的，一閉關，已經匆匆的四個年頭了，這四年中，感慨特別多，

我開始反省自己的生命，要繼續活下去，還是不繼續活下去。  

  是的，創辦了「真佛宗」，弘揚「真佛密法」，有很愉快的弘法之旅，

看遍全世界的風光，皈依弟子眾多，然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及時刻，那段日

子實在深刻，也腳踏實地的過去了，好像這才是苦樂參半的人生。  

  回想逝去的歲月，現在彷彿是風平浪靜，除了寫作、修法、經行之外，

這四年閉關，日子似乎比較虛無及飄渺，不曉得日子是怎麼過的，比較糢糊

，比較夢幻，比較想像，比較孤單，比較寂靜。  

  這四年來，沒有弟子侍奉，沒有弟子圍繞在四周，沒有上高高的法座說

法，這四年來，我很卑微，很渺小，自己洒掃小屋，自己倒垃圾，我和蚊子

螞蟻一起過活，蚊子螞蟻與蛇，是最實在的見證。  

  很坦白的過了這四年，不掩飾它，這也算是一種安慰吧！  

  有一天，或許沒有這一天，我突然想出來面眾，諷刺的是，想見的人，

也許不再出現，我只能在另一個世界看見他，這使我傷心再加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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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對他們說，實在對不起，我不是不疼惜你，也不是故意冷落你，不

是拋棄你，不是不珍惜你，不是完全不理你，而是我已隱居，我已閉關，我

實在別無選擇，我只有遙祭。  

  祭品是我的心。  

  祭品是我的身。  

  祭品是我的修行成就。  

  我合掌，無話可說，只是淚水潸潸而下。  

  寫一首詩吧！  

  過去的歲月真實的實在令人留戀  

  然而隱居這四年  

  彷彿又距離的這麼遙遠  

  就算見一見  

  日子如何連接成一線  

  也許待個時候  

  便歸來  

  也許  

  相見不如不見  

  逝去的弟子我永遠懷念  

  金爐剩殘灰  

  只喃喃的念往生咒  

  心香一片  

  我這四年似痴人  

  就怕被人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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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恩情容易  

  傷心的人不敢出現  

  心似寒灰  

  但仍是熱  

  我到底剩下什麼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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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三昧」也行 
       在「葉子湖」隱居閉關，一有空閒，便修「四禪八定」，我戲稱「

半死三昧」，或座、或臥、或半躺、或立、或行，有時很專注，有時就不經

心的。  

  我個人發覺，漫不經心的，無任何造作，也能進入「三昧」之中，這和

想不想、進不進、堅不堅、定不定，毫無關係，一切自然而然就來了。  

  坦白說，現在的我，和以前略不同，以前每天固定修習「三昧」，近來

不了，我甚至不固定，也不執著，不想不入也不定。以前若無三昧禪定，就

覺得十分掃興，拚命想進入四禪，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天」，這樣反而虛耗

腦筋，太執著，反而影響睡眠。  

  但不如不去想、不去入、不去定，漸漸的漫不經心，卻也初禪、二禪、

三禪、四禪，竟然到了「非想非非想處天」，到了那裡，是自然而成，無固

定形式，這「漫不經心」也是一種福。  

  很多人執著「色」，也很多人執著「空」，明知「色不異空」、「空不

異色」、「色空不二」；然而有人「色」多，有人「空」多，我現在也不執

著「色」，也不執著「空」，這絲毫不干我的事，我們行者，往往中了文字

的毒，一天到晚，不是研究「色」，就是研究「空」，卻不知身處其中，自

然運轉就好了，不用去做夢，夢自然來。  

  講得具體些，有「三昧」也行，無「三昧」也行，肉體與心靈，不用分

別它，有無不用分別它，現實與幻境也不去分別，一個活生生的新境界，便

自自然然的烘托了出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妙。  

  我由於明白此理，則證明了六大無礙，六大即「地水火風空識」，無礙

之後，如光與光，互相自然融通，這是六大的自性，法爾自然之理，此乃法

性。  

  佛陀之身為六大所成，凡夫之身亦六大所成，六大的自性，無礙而平等

，故佛之六大和凡夫之六大融通而無間隔，這便是密教的「入我我入」。  

  有一偈：  

  能生隨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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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法之法相。  

  諸佛與聲聞。  

  救世因緣覺。  

  勤勇菩薩眾。  

  及人尊亦然。  

  眾生品世界。  

  次第而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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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泉源 
       隱居閉關於「葉子湖」已達四年了，照理說，除茅蓬修行之外，又

屋前屋後經行，念佛持咒，已少與人接觸，斬斷俗務已久，又不想聞世事，

不理世事，然而文章結集成書，產量如此之高，靈感從何而來？  

  我說，從高中起寫文章，至今已四十多年，寫作的泉源無他，是心中流

露的「真情」而已。  

  這一生，除了在軍中，被國軍單位要我參加聯勤文藝獎，及國軍文藝獎

之外，我什麼文藝獎也未曾參加過，但，只參加聯勤文藝獎及國軍文藝獎，

先後囊括：  

  聯勤「金駝獎」、「銀駝獎」、「銅駝獎」。  

  國軍文藝「金像獎」。  

  從軍中退役，我什麼獎也沒有參加過，我寫我書，名利非常的淡薄，我

寫書的目的，不是為錢，也不是為暢銷。認真說來，是弘揚佛法，及流露我

的真性情而已；其他，沒有了。  

  我的寫作，也不是文匠，也無特殊技巧，很自然，每天從心中尋覓靈感

，靈感自來也，所以，也不是什麼特別的訣竅；不是天縱英明、卓越偉大、

思想獨到。  

  年輕時，在台中，我自然而然是中國文藝協會會員，也是台中作家協會

會員。這是我在「民聲日報」、「台灣日報」撰寫專欄的緣故。  

  後來，我移民美國，台灣的線路全斷了，就只在自創的「真佛報」、「

華雨報」、「燃燈雜誌」寫點東西。  

  我想我不是一個太好的作家，我只是寫出我的「真性情」而已，只是我

有一點點小毅力，每天絕不間斷的練習，每天寫一篇，自己也沒有什麼思想

體系，根本就沒有自我的一套。  

  我自覺，我像一棵樹———  

  根是紮得很深。  



 

23 

  樹幹也頗粗壯。  

  而葉子就自然飄零了。  

  能夠繼續寫個不止，全是「真情」的緣故，隱居閉關也有真情，任何國

家，任何土地，任何人，任何環境，全是深深刻刻的。  

  閉關四年來，我內心愈來愈柔軟，在種種時空之下，種種遭遇之下，我

沒有太特殊，我覺得人生之路，人人都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困境，

因而，我憐憫之。  

  我但願：  

  寫作，可以寫出生命的價值，如此而已！  

  詩一首：  

  並非奇葩也非奇絕  

  不是特別為了什麼而寫  

  一切均是淡淡的自然  

  沒有俗媚  

  細讀起來平凡的可以  

  沒有參加什麼獎也不覺可憐  

  獎也是明日黃花  

  沒有意愜  

  四年的閉關  

  心境似開微合  

  探討人生  

  下筆之時更如飛  

  自喻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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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自縱橫  

  葉自飄零  

  就這樣又榮又枯的來回  

  靈感的泉源來自何處  

  知我者誰  

  到最究竟  

  才知根本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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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詩數首 
天河勝景處  

天河沿岸栽玉樹  

金閣銀殿七寶呈現  

歡喜無限  

天上仙侶共相住  

剪水雙眸流注  

半醉歌舞  

天衣飄香  

嬉戲成雲霧  

人間如塵土  

清淨樂無盡  

飲風即飽  

此等快樂無數數  

欲界天人  

歡樂之情宛轉如人間  

一樣愛雨憐雲  

桃李花果不謝  

時節不現寒與暑  

雲車奔騰  

園林之樂樂無比  

金釧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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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華無垂暮  

食衣住行皆豐盛  

譬如泉湧  

無時不注  

色界天人  

清淨光明散發處處  

仙姿縹緲難畫  

無瓊樓玉宇  

光光冉冉圈圈  

豈是想像之世  

廣寒宮不住  

蓬萊三島也不是  

食衣住行也無須  

乘風  

禪光遍虛路  

無色界天人  

不見滿手掛珠露  

不見天衣天冠  

不見瑤草玉樹  

不見宮闕  

不見光明  

飛上最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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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無邊  

識也無邊  

想也無邊  

行也無邊  

非想非非想處  

對景不起愁無數  

宛如蝶衣  

無須再負  

此覺至聖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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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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