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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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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燭兩頭燒 
 

隱居閉關於「葉子湖」，或有人以為我活得很「自私」，活得很「冷酷」；

什麼原因？彷彿我完全不理會世事，不再關心眾生的疾苦。  

  回想一下從前，我在「問事」時期，每天傾聽別人吐苦水，每天畫符唸

咒修法，白天晚上，為了別人的事奔波操勞，有時出外看「風水」，拖著疲

倦的身體很晚才回家。  

  「弘法」時期，我是世界走透透，每一回弘法回來， 

  我問璧燕法師：「我氣色如何？」  

  璧燕法師說：「一臉疲憊！」  

  同一個問。  

  同一個答。  

  事實上，也是如此，因為我關心弟子眾，每一件事親自去做，更由於

「完美主義」作崇，我是全力以赴，務必救度所有的眾生。  

  在「弘法」及「問事」時期，我沒有休閒的時間，連星期六、星期日也

看信、回信、加持；告訴大家，連「過年」陽曆年、農曆年，我都在辦公室。  

  很坦白的說，只要星期日有空，還要為眾生做「護摩」火供呢！只因為

眾生渴求「幸福」、眾生渴求「平安」、眾生渴求「光明」、眾生渴求「吉

祥」、眾生渴求「如意」、眾生渴求「健康」。  

  眾生的願望滿足了。  

  而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我這身軀本來就為眾生而活，為眾生獻軀。  

  度眾三十多年，沒有空好好的犒賞自己。  

  度眾三十多年，也沒有時間泡個熱水澡。  

  我吃的是千家飯，也孤僧萬里遊，這萬里遊，也是登座說法。  

  我真的是百分之百，掏心掏肺為眾生，天天都在修法救眾生。  

  那時候，有人以為：「盧師尊，是願打願挨！自甘情願。」  

  不錯！是心甘情願！  

  然而，「隱居」時期的到來，我並沒有如他人想像的，為自己想，我仍

然關心弟子眾，並沒有完完全全為自己活。  

  白天修法，唸的是：  

  「凡寫信至密苑的，求佛菩薩務必加持！」  

  「凡求超度者，接引至清淨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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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求願望者，皆得滿願。」  

  ……………。  

  我修法迴向，放棄自我，全部給予他人，我不一定關心自己的親人，也

關心所有「有緣」、「無緣」的他人；縱然現在的「人心難測」，但，我只

管付出，義無反顧，我認為天下人都是好人，天下人都有佛性，我不求回報，

修法全為眾生。  

  夜間睡眠，我夜夜「出神」，在三昧中，救度苦難的人們，我入夢於弟

子的心，純粹是愛與關懷，一一啟示，一一關切，一一救度，仍然不止。  

  當然，我也有傷心，也有失望，但畢竟我也有高興，也有欣慰的時候啊！  

  以前，「問事」及「弘法」，是蠟燭兩頭燒！  

  現在「隱居閉關」，仍然是蠟燭兩頭燒！  

  我對弟子眾好，是用一種犧牲奉獻的心情來做的，所有的苦我來擔當，

所有的快樂全給予他人，我完完全全無娛無樂，我這樣做，是以「眾生皆佛」

為信念，不會完完全全放棄不管。  

  現代人都想活出「自我」。  

  而我的「自我」，卻即是「眾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就算我「涅槃」，我的元神（靈命），仍然在

虛空界，把無止盡的愛，化為加持力，不管生前死後，全部的時光，無量無

盡的光明，將守護弟子眾永永遠遠！  

  這是我的「願」波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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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腐與新潮 
 

隱居於「天喜島」的時候，我天天到「葉子湖」游泳，游泳的時間，約下午

二點半，天天如此，日日如此，如果沒有特別的緣故，從未缺席過。  

  不要以為「葉子湖」很多人游泳，大家從未想到，我都是一個人游泳，

大部份整個「葉子湖」只有我這個傻子；偶然也有一個、二個，總之，游泳

的人不多。  

  後來，我身子不適，「四大分散」、「腦分八瓣」，「葉子湖」的水變

涼，其實不是「葉子湖」的水變涼，而是我身子發燒，我才停止游泳。  

  我喜游泳，有典故：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游泳，記憶中，我住台灣高雄時，就在河溝游泳。  

  一、從林森橫路，向東走，有一戶政事務所，其間有一河，我就在那裡

游泳。  

  二、高雄火車站後面，有一河，名「寶珠溝」，我就在那裡游泳。  

  三、高雄火車站前，有一「運河」，我就在那裡游泳。  

  四、高雄「愛河」，讀初中時，我曾在「愛河」游泳。  

  五、西子灣海水浴場、市立游泳池。  

  除了海水浴場及游泳池之外，其他大河小溝都有我的游蹤。  

  因此，我主張：「比丘、比丘尼，都可以著泳裝游泳！」  

  我這個人，腦袋並不迂腐，只要是正規的運動，修行人一樣都可以做，

我主張比丘、比丘尼可著運動裝，到現代的「健身房」去運動。  

  這不是怪異，而是正常。  

  反而，我對嚴格的戒律，三衣不離身、日食一餐、過午不食……。  

  我不茍同。  

  三衣不離身，如何游泳？  

  日食一餐，營養不良？  

  過午不食，合於現代生活嗎？不倒丹？坐著睡？  

  我雖然不是迂腐的人物，然而，我也不是新潮的人物；有些真佛宗的出

家眾，不是大部份，只是小部份，我舉例如下：  

  一、除了在寺院及法會場合穿法衣之外，出家人居然戴帽子、穿便服，

天天如此，時時如此。  

  （這我看不慣，是犯戒的，除非有特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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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家人天天泡在電影院，每一場電影他都看，看得如數家珍，看電

影不是不可以，要看宗教性、啟發性的電影，有節有制。  

  三、出家人換上短褲汗衫，晨跑，我覺得是可以的；但，如果時時短褲

汗衫，那就不可以了。  

  四、出家人不可涉足不正當的場所，這一點，連在家眾的佛教徒都不可

以，更何況是出家人。  

  五、出家人買賣股票，到證券交易所，你說怪不怪？嚴格說來，出家人

是不可蓄財的；但，我不是迂腐的人物，個人存一點生活資糧，是被允許的，

但做生意則不許，除非是佛教書局，有關佛法的生意。  

  六、食方面，合乎營養學，過與不及，均不好，吃出毛病，影響修行。

走路抬頭、挺胸，不是彎腰駝背。  

  七、夏天熱，換短袖喇嘛裝，我贊成，總之，整齊、簡潔、莊嚴為要。

宗委會可以請專家設計，這是可以變通的。  

  八、出家人以住寺院為佳，出外，才可以住旅店。除非有特別的理由，

不應常住居士的家，或自己到處設置住處。  

  我說，我不迂腐，但也不是新潮。土風舞、有氧體操，是可以的，但男

女相擁的舞蹈、到舞廳去，是不可以的；晚會表演才藝，是可以的，但，涉

及猥穢是不可的。  

  總之，戒之在「心」，心不動是可以的；令人心浮動，是不可以的，出

家人自我拿捏。 

 

 

 

 

 

 



 

9 

安安靜靜的讀書 
 

曾問一位弟子：「你讀書嗎？」  

  「我很忙！」弟子回答。  

  「忙些什麼？」  

  「除了上班之外，我是個在家待不住的人，老實對師父說，我回家後，

會千方百計尋求再度出門的理由，就算在街上閒逛也好，這樣日子才不會無

聊。」  

  「哦！」  

  我沉思這位弟子的問題。  

  又問另一位弟子：「你讀書嗎？」  

   「我靜不下心來！」弟子回答。  

  「為什麼？」  

   「我喜歡和朋友約會聊天，朋友邀約我均參加，除了天南地北的聊天之

外，郊遊、爬山、舞會、餐會、電影，我均喜歡。我不習慣靜靜的一個人，

那實在太無聊了。」  

  我又問另一位弟子：「你讀書嗎？」  

  「我只讀股票經！」弟子回答。  

  「怎麼只讀股票經？」  

  「人生有三難，登天難、賺錢難、做人難。我覺得最現實的是賺錢，每

日的計劃除了股票還是股票，賺錢最重要了，讀書我沒有時間，也覺得浪

費。」  

  「你不讀師尊的書？」  

  「我當弟子，有買書了，偶而翻翻，再將書轉送他人，也算功德。」  

  「你真老實。」  

  「師尊不責怪我，就很好了！」  

  我沉思著這三位弟子的答話，是的，在現代人來說，能每天抽暇，安安

靜靜的讀書，這種人愈來愈少了。  

  我覺得，現代人「很忙」也未嘗不好，但每個人應該養成一些好的習慣，

例如：  

  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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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和家人、朋友、同事互動的默契。  

  三、休閒。  

  在美國住這麼多年，看見「老外」的休閒，是找一個風景優雅的海濱，

躺下來晒太陽，或是喝一杯茶或小酒，看一看書。  

  我覺得「看書」，是一個很好的習慣，何妨在「空白」的時候，在燈光

充足之下，安安靜靜的坐著，喝一杯你喜歡的飲料，安靜的進入作者的世界，

或許真的開卷有益。  

  我是每天要讀書的，讀佛經，或專業領域之外的書籍。  

  慢慢，智慧漸廣。  

  也深深的了解「讀書」三昧，尤其在心靈與書打成一片時，就有了深刻

的體悟，這也等於是我寫作的靈泉。  

  古人說：「三日不讀書，言語也無味。」  

  我們可以從書中，得到很多知識的。  

  是的，有很多人想靜下心來，是很困難，但你也可以，只先讀數頁（短

讀），將來可「中讀」或是「長讀」。其實我也不想勸人，拿到一本書，便

一口氣全讀完，可分一星期、一個月、數個月。  

  總之，一步一步的養成習慣，一步一步的去實踐，這是良好的習慣啊！  

  安安靜靜讀書，開卷有益，能靜下心來，就能靜下心修法，你修一壇法，

也須安安靜靜，心不浮躁，不是嗎？  

  詩：  

  讀經自有毫光照。  

  修法靜心才可到。  

  安安靜靜無煩惱。  

  讀書修心萬般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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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 
    

昔日，有一位好友結婚，我沒去參加，有人問我：「盧勝彥，你沒有理由不

去參加的，他是你同寢室、同事、同好，也是形影不離的朋友，你何以不參

加？」  

  我只答兩個字：「宿命！」  

  很多人都不解，我何以不參加？  

  答案三年謎題解曉，好友夫婦為了瑣事，兩人大吵大鬧，好友氣不過，

拿了菜刀，把妻子砍死了，而自己也自殺了，是大慘事！  

  我這「宿命」二字，指的是：「像我這樣知宿命的人，如何敢去祝賀他

們的婚禮，祝賀他們遇到冤家、對頭人嗎？」  

  又有一回：  

  我的長官升官。  

  人人都去參加慶功宴。  

  獨我缺席，我藉故走人。  

  有人問我：「為什麼祝賀者之中，獨獨缺你？」  

  我亦然只答兩個字：「宿命！」  

  不出幾年，發生了大弊案，牽連者眾，我的長官若不升官，無事，如果

升官，自然牽連在內，這一坐牢，一切全沒有了。  

  長官因升官而坐牢，我怎敢去祝賀？  

  又有一回：  

  一位我的信眾，連生五女之後，終於生下一個兒子，這位信眾欣喜若狂。  

  這位信眾家中富裕，彌月之日，大開宴席，三蕃二次請我當頭席貴賓。  

  我沒去，也不敢去。  

  有人問我：「大喜之日，賀客如雲，獨獨缺你？」  

  我答：「宿命！」  

  過了十幾年後，兒子向父母要錢，要買一部豪華的跑車，父母不同意，

認為太奢侈。  

  兒子與父母言語頂撞。  

  最後兒子趁父母熟睡之際，竟然持刀把父母全砍死在床上。  

  然後兒子持刀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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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前，他父親頻頻求子，終於求得兒子了，疼愛有加。  

  一件事不順他，竟遭不測，令人感嘆啊！  

  想想，我如何能去祝賀他「生子」呢？這個兒子是他的對頭人啊！  

  真是「宿命」啊！「宿命」。  

  又有一回：  

  我的一位親近的信眾，買了一間豪宅，那門面、那裝潢，全是第一流的。  

  喬遷之日，賀客如雲，連市長、省長全都到齊。  

  他也請我。  

  我沒參加，一樣不敢參加。  

  人家又問我：「這位信眾很相信你，你何不參加？」  

  我答：「宿命。」  

  約四年後，一場大火，把這棟豪宅全燒了精光，全家十口人，燒死五個，

五個逃了出來。  

  我對人說：「那是火神光顧之屋，我如何敢去祝賀，賀匾上也勿列我之

名。」  

  有人也曾如此，對我說：「你既然知道宿命，為何不鐵口直斷，不顧情

面的阻止？」  

  我答：「鐵口直斷，掃他人之興，他人正在喜樂，肯聽我的嗎？我若說

之，他們不信，奈何！」  

  又有人說：「你既然知道宿命，為何自己有災難，也一樣難逃，尤其你

的災劫如此多！」  

  我苦笑：「我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宿命，但，宿命實在難逃，我現在能隱

居閉關，已是天大的福份了也。」  

  人有宿命，誰敢說沒有？  

  好好修行，唯「修行」能逢凶化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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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哲學 

 

在「登山觀浮雲」之後，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很多，尤其「眾生皆吽字」、

「眾生皆佛」的觀念，使我認真的思考之後，產生了「算了」哲學。  

  有一位先生，向我借了一大筆錢，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借了錢之後，從

此不再提借錢的事，就好像這件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不提，我也不提。  

  經過了這麼多年，一切平平靜靜的，偶而我想起，我心中想：「他沒有

錢，就算了吧！」  

  「他有錢，但，他忘了，就算了吧！」  

  我為他想，就算了。  

  關於錢的事，我一生從不欠人，也未向人借錢，但，他人向我借錢，多

如牛毛，有些我忘了，有些沒有忘，但，沒有還，也就算了。  

  （佈施的，我一直都在做，何況是借的，也算做是佈施吧！）  

  我被人「辱罵」，這一生也實在不少，名譽掃地不說，有些也實在不甚

尷尬。  

  但，想一想。  

  「人家是瞧得起你，才會辱罵你！」  

  「人家是不會了解你，才會辱罵你！」  

  「人家是求不得苦，才會辱罵你！」  

  在從前年輕，我會辯解；但，現在不了，「登山觀浮雲」之後，唉！算

了！算了！是我的人際太差，我做的不夠好，人家怨我是應該的，我是應該

被人家辱罵的。  

  我只是一個人，平平凡凡，做錯事太多，不能滿人家的願。  

  我沉默，好好讓人家「辱罵」吧！  

  我曾經遭遇流氓勒索，如果要談「公道」的話，流氓當然「無理」。  

  我說：「你們不講道理！」  

  流氓說：「講道理還算流氓嗎？」  

  我說：「你們不講義氣？」  

  流氓說：「講義氣就不算是流氓了。」  

  我只能低聲下氣的求求他們通融，盡我之能力，滿足他們的需求。  

  我認為──  

  「當流氓也有苦衷！誰又是天生的流氓？」  

  「當流氓也實在不容易，他們在混日子，日子也不容易混吧！」  

  「流氓也有生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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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算了吧！算了！算了！  

  當新聞記者把我「亂寫一通」的時候，那我更「無話可說」了。  

  他們「譁眾取寵」。  

  他們「歪曲事實」。  

  他們「無中生有」。  

  他們「畫蛇添足」。  

  他們「節外生枝」。  

  他們「虛偽造作」。  

  我哈哈大笑，這本來就是「記者」的伎倆，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同起

鬨。想想看，要真實了解一個人有多難，如何能寫出「事實」，這世界上如

果有「公道」，也不會有「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了。  

  我沉默，默默的承受；也不一定要承受，不理會就是了，算了！算了！

這樣我快樂些。  

  年齡「癡」長，我的人也變「癡」了，總覺得人會老，人會死，一切歸

於幻滅，為什麼？辯什麼？覺得無聊而多餘。  

  不答，不辯了。  

  算了！算了！  

  世人若說我是懦夫、無膽、柔弱、低能……，我仍然是一句話：「算

了！算了！」 

 

 

 

 

 

 

 

 

 



 

15 

寫作貫穿我的一生 
 

記得有一回，我回台灣省親，見了我年近八十的父親，父親對我說：「我什

麼慾望都沒有了，幸好，還有吃的慾望，這吃的慾望，支撐我活下去。」  

  父親又說：「勝彥（卡子），你是修行人，可以修到五蘊皆空，一切慾

望全沒有了，這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我一聽，驀然一驚。  

  父親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其實任何一個人，都在為慾望而生活，如果

慾望全無，活什麼？  

  我對父親沒有說什麼，只是笑笑。  

  我知道有一位富豪的夫人，她每天都出外逛街，買鑽石、買名錶、買古

董、買珍玩，天天如此，以添補她生命的空虛。  

  她的購物生涯，是為了快樂。  

  然而，她對我說：「並不快樂！」  

  我又知道，有這樣的人，嗜好「集郵」、嗜好「泡茶壺」、嗜好「火柴

盒」、嗜好「名酒」、嗜好「陶器」、嗜好「水晶」、嗜好「盆栽」、嗜好

「裸體照」、嗜好「剪報」、嗜好「石頭」……。  

  更有錢的人，嗜好「音響」、嗜好「名車」、嗜好「名畫」、嗜好「古

董」、甚至嗜好「房子」、嗜好「名牌」。  

  他們追逐的是快樂。  

  我並不以為，這樣子「自我陷溺」於物質之中，是一種罪過。這些「物

慾」，是有必要的，也是正確的「紓解」，在現代文明社會之中，也許會發

生奇效，使人生更多彩，生活更豐富。  

  然而，「陷溺」到無法自拔，就不好了！  

  「剪報」一屋子，無路可行，無床可睡。  

  「購物」一屋子，搬一個家，又繼續買，不管有用無用。  

  「石頭」一屋子，成了嗜石狂，與石為友，不見外人。  

  嗜好成癖，呈現了「無奈」、「柔弱」、「孤僻」，有時候反而是「被

迫」的心理問題。  

  我不是一位心裡分析學家，然而，我知道，到了「迷戀」的極致，也是

一種危險，需要疏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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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崇尚「靈性」的修行。  

  「身空」。  

  「心空」。  

  「法空」。  

  「性空」。  

  但，我覺得「幻之身軀」（肉身），也非完全假妄，至少在活的時候，

是「若亡而實在」的，我這幻身，是虛也是實，是假也是真，如果沒有虛假

之身，又如何證得「真如」。  

  因此，我是「靈肉合一派」。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我順其「自然」。  

  我的修行法門，是「形而上」的。  

  我也有我的嗜好，我自覺寫作使我快樂，寫作發洩我心中的苦悶，也使

我的人生，有了快意而無失落。  

  人生固然短暫，人與人相處也會風流雲散，人人都會消杳；但，在我的

寫作之中，是永遠的存在的，我的寫作很實在，雖然歡樂往事，逝者如斯，

但，恍然如昨啊！  

  我用我的寫作，保存我的一生，雖然只是一剎那，卻也是永恆，寫書是

我的一種快樂，是我生命的價值，我樂此而不疲。  

  每天，我固定寫一些，又有價值，又有快樂，這好像是一個原則，不要

太拘束，隨性自在些，我不想被綁住，但，也樂於寫寫塗塗。  

  快樂的修行。  

  快樂的寫作。  

  靈肉合一。  

  才是真正的人生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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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屎捏尿 
 

母親在世的時候，常對我們說：  

  「你們是我捏屎捏尿長大的。」  

  又說：「手抱孩兒時，才知父母時。」（意思是說，當自己有小孩，手

抱嬰孩，才知道當父母的辛苦）  

  當時的我，聽了母親的話，沒有什麼感覺。在那段成長的日子裡，有時

候還心中想：  

  「氣氣母親。」  

  我調皮搗蛋。  

  後來，我與蓮香上師結婚，生了佛青、佛奇。  

  由於我長期在外測量工作，帶孩子的事，全落在蓮香上師的身上，這時

我外頭測量工作忙，再加上「堪輿」及「問事」甚煩，家事全由蓮香上師負

責。  

  佛青很黏蓮香上師。（連洗澡也要坐在浴室）  

  佛奇腸胃常年不適。  

  蓮香上師帶著一大一小，尋遍了全市的小兒科醫師，最後，才在周貽壽

博士的照顧之下，治好佛奇的腸胃敏感症。  

  佛奇差一點死，是一位胡醫師打強心劑救的。  

  蓮香上師給佛青、佛奇「捏屎捏尿」，我印象仍然不深。  

  因為我在外。  

  只知道，蓮香上師自有了佛青、佛奇，一下子便瘦了下來。  

  而且幾乎老了十年。  

  這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  

  又後來：  

  我看見一對年輕父母，出遠門幾天，將一歲半的嬰兒託婆婆看。  

  這位婆婆真的「捏屎捏尿」。  

  每一小時要換一塊尿布，嬰兒一天要大號三、四回，小號無數。  

  明明剛尿完，又尿了。  

  明明剛拉完，又拉。  

  拼命洗、拼命換，又要洗嬰兒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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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餵飯，餵牛乳、果汁、開水。  

  嬰兒要吃還好，不吃，還要用哄的。  

  又要陪嬰兒玩。  

  一回哭，一回笑，一回哇哇叫。  

  尿在地氈，要吸地氈。  

  屎在地氈，要包起，再吸；時時注意屎的顏色，乾的、濕的、稀的、水

的。（調整食物）  

  這位婆婆夜間睡眠不佳，又要照顧嬰兒，嬰兒夜間「想父母」、「哭暗

黑」、「不習慣」……。  

  任何哄騙全用盡，嬰兒就是不睡，到清晨五點，才睡了。  

  但婆婆一夜無睡，五點須起來工作了。  

  如此這般，連續幾天，「捏屎捏尿」的日子，要等到年輕夫婦回來才算

結束。  

  幾天下來，瘦了一大圈，差一點崩潰。  

  我寫的，是我的真實見，這時，我才大駭，原來嬰兒長大是這樣長大的。  

  比較好養育的，還好些，有些很難養育的，真是苦了天下父母，尤其是

母親；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母愛」的偉大，是真的偉大。  

  我的母親帶六個孩子長大。  

  蓮香上師帶二個孩子長大。  

  她們真是偉大，還有天下的母親都很偉大，「捏屎捏尿」真的不簡單。  

  怪不得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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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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