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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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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救難咒（序） 
    我們學習密教（金剛乘）的人，都知道：  

  「摩訶般若婆羅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咒是什麼？  

  咒就是「真言」。  

  我們學佛的人明白，學佛的宗旨其實只有二：  

  一、解脫道。  

  二、菩提道。  

  我告訴大家：這有形相的世界是短暫的，是虛幻的，是有苦難的，然而

一切眾生卻因為「欲望」的支配，及渴望「受觸」的享受，而受色身的支配，

因此，我們要救眾生。  

  讓眾生明白，「苦」、「空」、「無常」，免得眾生被陷入一種無限的

生死輪迴。  

  我們密教，是一種神祕的佛法，以「咒語」為主，加上「手印」及「觀

想」，用救度的方法，使眾生脫離輪迴，而解脫成佛。  

  近期，我在冥冥之中，知道世界發生大天災，死難的人數已達拾幾萬人，

這是世際大災難。  

  我唸一咒，迴向眾生：  

  「他翅吒吒拉。他翅魯樓麗。摩訶魯樓麗。阿拉摩拉。多拉。梭哈。」  

  這是救難咒，眾生有難，我持此咒，去救度之。  

  或有人問：  

  「盧師尊，此咒是大救難咒，但大天災已發生了，死者無數，應持往生

咒才是。」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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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往生咒，我早已傳授，又傳文殊往生咒，又傳大日如來的六道

往生咒，憑阿、呵、薩、沙、媽、哈，這六字，死難者即可往生。」  

  我又說：「這大救難咒一催動，一些死裡逃生的難民，一些受困在災區

的難民，均會獲得大救難咒的守護。它催動世界各國的重視救援，催動公益

團體的救援，使災後的難民，不再產生災後的後遺症。例如：大瘟疫等等。」  

  所以：  

  已逝世的人，以「往生咒」救度。（大救難咒，亦可超度亡者）  

  未逝世的難民，以「大救難咒」守護。（我們也捐款救災）  

  這「大救難咒」是誰傳給我的？  

  我告訴大家，是很祕密很祕密的一尊佛，此佛名：「大自在王佛」。  

  坦白說：  

  我已能三昧「正定」。  

  我在三昧中能行一切「作為」。我又能超度死難的人往生淨土，又能守

護住災後的難民。  

  請不要以為我所說的全是「神話」或是「傳說」，把神話和現實摻染混

合在一起了。  

  我告訴大家：  

  我可以算是自由自在的仙人。在「三昧」中，我能飛行變化，我有三十

二變化相，有八十種神通，我早已是「華光自在佛」。  

  我的成就，佛與佛知，世俗人不知。  

  我本來就是來自「摩訶雙蓮池」的蓮花童子，是阿彌陀佛之一。  

  眾生信也好，不信也好。  

  我就是我。  

  佛就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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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生活佛盧勝彥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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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師的因緣 
 

    有蓮賞上師到中國北京遊歷，蓮賞上師到了「雍和宮」，看到宗喀巴大

師的雕像，大吃一驚，他說：「這不是盧勝彥師尊嗎？」  

  有人問：「那裡像？」  

  蓮賞上師答：「臉型、五官、神情，連酒渦都一樣，這是活生生的師

尊。」  

  我曾說過，我講《密宗道次第廣論》時，宗喀巴現身加持。  

  清清楚楚，明明晰晰，光明燦爛。  

  這裡我略談談，幾位前輩大師與我之間的小因緣，我是「蓮花童子」，

正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化身之一。  

  舍利弗———釋迦牟尼佛講《阿彌陀經》，是對「舍利弗」講的，口口

聲聲舍利弗，道理很簡單，因為舍利弗是西方極樂世界來的。  

  （佛講經，依緣施教）  

  蓮華生大士———誰都知道，蓮華生大士是阿彌陀佛的應化身，其號

「蓮華生」，正是彌陀世界的蓮花化生也。  

  宗喀巴大師———藏人說，大師是文殊師利菩薩的應化身，學佛的人均

明白，阿彌陀佛、文殊菩薩、大威德金剛，是同一系列的三尊。  

  宗喀巴又叫羅桑札巴，原籍安多（宗喀）出生，他很早就學習各種怛特

羅。  

  擅長「金剛手怛特羅」、「如意輪怛特羅」、「呼金剛怛特羅」……，

尤其「時輪怛特羅」。  

  宗喀巴學佛最廣，因明、般若、彌勒、龍樹、世親、戒律、大日、金剛

頂、最上祕密、那洛巴總持經……。尤其他對倫理道德的重視，與阿底

峽尊者一模一樣，宗喀巴在熱振寺（噶當巴）開悟。  

  開悟後———  

  寫三百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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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菩提道次第廣論》，是佛教的觀念總集。《密宗道次第廣論》是

怛特羅的心要。  

  他建立三大寺：  

  一、甘丹寺。  

  二、哲蚌寺。  

  三、色拉寺。  

  （我曾在哲蚌寺，面對二千名喇嘛開示，是漢僧登法台說法的第一位）  

  不可否認的，宗喀巴的學佛精神第一，是第一流的佛教學者，他的知識、

智慧、作家、改革家是當之無愧的。  

  宗喀巴的成名弟子很多，像達瑪仁欽、賈曹、克主杰、根敦主。  

  其中克主杰有二部著作非常有名，一部正是《續部總論》，另一部是

《時輪注疏》。  

  根敦主在日喀則建造了「札什倫布寺」，在拉薩建造了「哲蚌寺」。這

二寺，是未來「格魯巴」（黃教）的弘法中心。  

  後來的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活佛的轉世制度全根源於此，而後，運用

及流傳。  

  我讀過宗喀巴的許多著作，也讀過克主杰的二部大著，一向我對宗喀巴

的精神，非常的佩服，我曾於「三昧」中，與宗喀巴討論佛法。  

  宗喀巴的第一百世「甘丹赤巴法王」，曾贈我「法王」袍一件。  

  達賴喇嘛和我面對面的討論佛法。  

  後來，我聽說有人出書，攻擊宗喀巴大師，且污蔑宗喀巴什麼佛法也不

懂。  

  我聽了，搖搖頭，不知宗大師，三百多部著作，他讀了多少，宗喀巴不

只懂金剛乘、小乘及大乘他都有深入的研究，怎能一口就全部否定了宗

喀巴大師呢？  

  不過這也難怪。  

  在這世界，「狂傲」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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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正覺 
《普曜經》云：菩薩坐於樹下，已降魔怨，成正真覺，建大法幢，度脫三界，

默坐樹下，示現四禪，為將來學修道徑路。意已清淨，成一禪行；靜然守一，

專心不移，成二禪行；已淨見真，成三禪行；心不依善，亦不附惡，無苦樂

志，正在 其中，寂然無變，成四禪行。是謂無為度世之道，以棄惡本，無

淫怒癡，生死已 除，種根已斷，無餘栽?。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

廓然大悟，得無上 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得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十八之

法，得佛道意，一切知見， 是實微妙，甚難得也。 

昔日，有弟子問我：「須修四禪否？」  

我答：「然。三摩地是也。」  

佛陀要為將來學修之人指示徑路：  

初禪一一有眼耳身意，有喜受，有樂受。 

二禪一一僅有意，有喜捨二受。  

三禪一一亦僅有意，有樂捨二受。  

四禪一一亦僅有意，只剩捨受。  

又有弟子問我：「須修四聖諦否？」  

我答：「然。」  

人生之苦的「苦諦」。  

造成苦之因的「集諦」。  

斷滅人生諸苦的「滅諦」。  

達到斷滅途徑的「道諦」。 

又有弟子問我：「須修八正道否？」  

我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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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諦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又有弟子問我：「須修十二因緣否？」  

我答：「然。佛陀的十二因緣是完整的理論。」  

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又有弟子問我：「明星出時，廓然大悟，何是明星？」  

我答：「明星出現，廓然大悟。有人以為，明星是明星天子之宮殿，明星是 

虛空藏菩薩之應化，世尊於明星出時，豁然大悟。」 

「又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師，修虛空藏求聞持法，向明星祈請，求其相應，明 

星飛入空海大師口中，因而空海大師大悟。」 

而我以為： 

「那是自心明，自燈明，當自心明白，內外明星均現，得佛眼，明白宇宙至 

理，心洞十方，自然大澈大悟，是成正等覺。」 

我又說： 

「明星正是密教的明體，能看見內外明體，由明點成金剛鍊，由金剛鍊成金 

剛幕，由金剛幕，洞見十方，大澈大悟。」 

東方明星一一 

修行人詮釋甚多： 

有東方之大星，有智慧之眼，有明星天子，有虛空藏菩薩，有宇宙意識，有 

卍字星雲，……。  

只有我說： 

「自心燈明。」 

「大明體。」 

「心洞十方，大澈大悟。」  

從古至今，多少人到了印度（天竺），菩提樹下，人人學釋迦牟尼佛坐於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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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樹下，這些修行人，人人想夜睹東方明星。  

但，有多少看見了東方的大明星？  

有多少人大澈大悟？成等正覺？有或沒有？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那是超越過了四禪，解脫了與色界的身心，捅破了 

思維現象的面紗，其佛眼頓開，無限的時間空間，十二因緣明白，四聖諦明

白， 大澈大悟之下，一切明白，自己的身心成了大明體了。（如同一座大

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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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有無被視為邪教 
曾有弟子問我：「原始佛教有無被視為邪教？」  

我被問時，哈哈哈大笑三聲！  

我說：「不只是原始佛教，到了現代文明世界，佛教仍然被其他宗教視為魔 

鬼教。」 

基督徒說： 

「佛教拜偶像，是拜魔鬼。」  

回教徒當然也說： 

「拜偶像的全是魔鬼。」  

試問，自稱「正信佛教」者，在其他教派的眼中是不是邪教？  

答案當然「是」。  

我們回想基督耶穌被釘十字架。基督徒到處被補被殺害。  

只因為早期的基督教，根本就是「邪教」。 

回教也是。  

那最早期的佛教呢？當然也是被視為邪教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幾乎 

任何一個宗教的開始，都是被視為邪教的。  

佛陀苦行六年，自稱是「無益性」，因為苦行六年，身體非常的衰弱，只剩 

下一絲命息，再下去，必死無疑，佛陀知道「苦行非道」。  

然而，當佛陀脫離苦行，佛陀的五比丘，認為佛陀已不行了，紛紛離他而去。 

好笑的是，五比丘認為脫離苦行，就脫離了正道，自然就視佛陀是邪，是外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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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悟道後，先度五比丘，第一個度的人就是「憍陳如」，他是第一個皈依 

佛陀的人，後來佛陀才開始組織僧團，這是五名婆羅門僧的皈依才得以組成

的。 

後來，皈依接踵而至。 

事奉火神阿耆尼迦葉兩兄弟的皈依。  

婆羅門僧種性的舍利弗與目犍連皈依。  

五百名苦行者的皈依。 

佛陀成為一個追求救度的新興宗教的教主，佛陀的佛法高於苦行者們擁有的 

法力。 

當然佛陀的弘法，並非百分之百的順利，教團受到所謂「外道六師」的頻頻 

攻擊。 

不只是「六師」的攻擊。另外有《大乘論》的「四外道」、《百論》的「三

仙二天」、《唯識論》的「十三外道」、《瑜伽論》的「十六外論師」、

《涅槃論》有「二十種外道」、《大日經》有「三十種」、《僧祗論》有

「九十六種」。  

這些外道各擁有僧團勢力，當然攻擊佛教是新興的邪教！  

外道六師的理論：  

一、富樓那迦葉一一立一切法，斷滅性空，無君無臣父子忠孝之道。  

二、末伽梨賒梨一一眾生苦樂，非因緣，而是自然。  

三、刪闍夜毘羅胝一一不求道，經生死劫，一切自止。  

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一一身著弊衣，五熱炙身，苦行為道。  

五、迦羅鳩?迦旃延一一諸法有相亦無相，應物起見。  

六、尼犍陀若提子一一苦樂罪均是前世，必償，非修道能斷。 

這六師與佛陀同世，六師自稱是「一切智者」，攻擊佛陀是邪教。  

戰遮少女事件，孫陀利女子事件，全是外道六師設計陷害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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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攻訐永遠不休，所以舍利弗與目犍連等常與外道六師辯論。  

甚至「目犍連」被六師外道打死。  

由此可見，原始佛教的僧團，當然被外道視之為邪，是新興邪教，其倍受攻 

擊自然是意料中的事，外道力量之大，可以想見。  

我說，今天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仍然視佛教為魔鬼教，雖然今天沒有 

殺來殺去，但言論上彼此攻擊仍然是存在的。  

人啊人！怎會沒有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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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誣蔑的如來 
釋迦牟尼佛的一生，曾很多次成為被誣蔑及攻擊的目標。有多位女子聲稱且 

指控，佛陀跟她們有不正常的「性關係」，關於這些控告，曾使佛陀惡名流

佈， 但佛陀的教團始終不倒，據我所知，有三大因素： 

其一，佛陀的法門，旨趣甚高，這些佛法，深烙在弟子們的心中，佛法的高 

超，其深奧的理趣，發出了令人動容的光輝。 

其二，追隨佛陀的僧團中人，很多都是有證有驗的，且是由初禪到四禪，證 

果的大阿羅漢，這些證果的羅漢，當然「道心不退」。 

其三，女子的指控，其背後均是外道團體的指使，而且陷害設計出來的，明 

眼的人，自然可以看出這些蜘絲馬跡，而不會受到蒙騙，這些伎倆，互相矛

盾， 聰明的人，不易受騙。 

其實我本人認為，女子的誣蔑是小事一樁。真正最大的傷害，是「提婆達多」 

的叛變，這才造成了僧團的損失，及佛陀一生最大最深的痛。 

「提婆達多」是斛飯王之子，阿難尊者之兄，佛陀的從弟，是八王子出家之 

一。 

他追隨佛陀最久。 他身具三十相，只差佛陀一點點，誦六萬法藏，學習神

通。  

他得神通有四種說法：一、佛陀教的。二、修羅多比丘教的。三、十力迦葉 

波教的。四、阿難尊者教的。  

不管是誰教的，提婆達多是有「大神通力」。  

但，提婆達多竟然為了名聞利養（權力欲），出面來攻擊佛陀。 

據我所知，佛陀一不在，他就穿如來衣飾，坐如來法座，儼然是同佛陀一般。 

提婆達多為了權位欲望，竟然從僧團誘拐了五百比丘，這五百比丘，倒不是 

真的五百位，經典中的五百，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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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到最後，佛陀僧團造成大分裂，一些人仍然跟隨佛陀，另一些人跟隨提 

婆達多走了，這是犯了破和合僧的重戒。 

如果說女子誣蔑佛陀是無恥下賤。  

而提婆達多的背叛，更要加害佛陀，那更是毒辣及殘忍了。  

一、推大石壓死如來，出佛身血。  

二、教唆阿闍世王放醉象，踏死如來。  

三、以拳頭打死華色比丘尼。  

四、置毒藥於手之指甲內，藉禮佛足，而插入佛的腳中。  

五、挑撥所有的僧人跟隨他，不要跟隨如來。 

（這些都是五逆罪）  

然而，就算提婆達多這麼毒辣，佛陀竟然在《法華經》中說： 釋迦如來往

昔為聞《法華經》，曾奉事提婆達多的前身阿私仙人。  

又說提婆達多，現在住無間地獄，但將來成佛，號「天王如來」。  

又說，提婆達多是深位的菩薩。  

我們從佛陀的說法之中，可以知道佛法是如何的圓融，佛陀又是如何的?容， 

對於誣蔑他的女子，他不說一句話。  

對於背叛他的大弟子，他自己的堂兄弟，佛陀竟然說他會成佛，而且授記

「天王如來」。佛陀對於殺害他的人，一樣的救度，這都是一般人所做不到

的。 

反觀今日的佛教界，口中雖說「慈悲為懷」，事實上，傾軋得很厲害，所用 

的手段不只殘忍毒辣，就如同鬥爭（戰爭）一般，非將對方置於死地一般。

我認 為，現代的提婆達多太多了，佛住世時，如此如此，而現代，也一樣，

如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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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聖餐 
基督教的耶穌，有「最後的晚餐」，耶穌和十二門徒，一起共聚吃晚餐。 

耶穌說：「你們當中有一位將會出賣我。」 

十二位門徒人人聽了大駭。 

「是我嗎？」人人自己在問自己。  

耶穌說：「我拿橄欖給誰吃，那個人即是。」 

耶穌拿橄欖給「猶大」吃。於是，魔鬼就進入「猶大」的心中。 

「猶大」就站了起來，出門而去，為了賞金，通報了羅馬兵，羅馬兵趕至， 

就把耶穌基督捉了去，於是，耶穌受「彼拉多」的審判。 

耶穌的最後的晚餐是這樣子的。 佛教教主也有「最後的晚餐」，佛陀從

「吠舍離」出發，是最後一次登程上路。 

他在婆波城，應一位很虔誠的弟子，鐵匠「伅陀」的邀請，于其家宅中用了 

最後的一頓聖餐。 

「伅陀」為佛陀煮了一盤菜，這一盤菜，?值得所有後來佛學家的討論：  

一、有一派說，是腐敗的豬肉。 

二、另一派說，是含有細菌的蘑菇。  

這道菜不管是「豬肉」或是「蘑菇」，其實在外觀上是「香甜而又烹調極佳 

的菜肴」，也即是「香甜可口和清淨無垢的菜肴」。  

另外，這道菜，只有佛陀可以享用，所有的侍者，包括阿難都不能吃。  

沒有人怪鐵匠「伅陀」。 

沒有人怪這道「菜」。  

沒有人怪這「最後的晚餐」。 

也沒有人怪這盤「腐敗的豬肉」或含有「細菌的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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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因為佛陀本有大神通力，他能將「申日長者」的毒飯化為無毒，同樣的，他 

也可將腐敗的豬肉或是細菌蘑菇，化為無毒。 

但，佛陀沒有用神通。  

因為佛陀認為什麼都不必了，這最後的聖餐，這一盤可口的菜肴，是得以完 

成其無上圓寂的出世間功德，有一種神聖的特徵，佛陀由這盤菜而進入涅槃。 

（也是最後的聖餐）  

佛陀在吃完這一餐後，繼續走著，趕回俱尸那城，當他到達兩棵娑羅樹的樹 

中央，面朝西，頭朝北，右側躺，其左腳伸直并放在右腳之上。對所有弟子

做最 後一次訓誨。 

後來進入三昧之中。 現代人如此認為，佛陀當時所得的疾病，便是「痢

疾」。  

但，在我們來說，佛陀是藉著「最後的聖餐」一盤可口的菜肴，離開三界的。 

是腐敗的豬肉？ 

是帶菌的蘑菇？  

很多佛學專家對此很感興趣，每一個人都深入研究或考證這盤菜肴。各人有 

各人的想法。 

我倒是如此的認為，佛陀離開人世間，也算一種「善逝」，來得極其突然， 

雖然突然，但，非常的快，快得令人措手不及，只是吃一盤菜肴，這樣子實

在太平凡的了，但是，我覺得平凡、平常，反而有偉大之處，我認為：  

一、教我們無常迅速。 

二、教我們平凡之道。  

三、教我們平常之道。 

這比「坐脫」、「立亡」、「騎天馬」、「騎龍」、「騰雲」、「駕霧」、

「五遁」、「化 光」等等，更平凡的可愛，佛陀的圓寂，有最平常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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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群比丘 
佛陀住世的時候，僧團中當然有「善比丘」、「惡比丘」。由於不如法的比

丘也很多，所以原本沒有戒律的僧團，為了這些比丘，才漸漸的制作戒律，

戒律學 其實是因為這些比丘才制定的。 

佛陀收比丘、比丘尼，可算有?無類，但善惡均收，因此一路走來，倍極艱 

辛，可算是荊棘滿地，寸步難行。 

六群比丘，成群結黨，多作非威儀之事，令釋迦牟尼佛非常的頭痛，這六群 

比丘的名是： 

一、闡陀。二、迦留陀夷。三、三文達多。四、摩醯沙達多。五、馬師。六、 

滿宿。 

有的比丘，多淫慾，暗中行邪淫，雖然在佛陀的僧團之中學佛，但因為宿債 

所追，為人所殺，被埋在糞坑中。 

有的比丘，多瞋怒，也憤怒外道打死了目犍連，便互相殺來殺去，這樣的比 

丘都轉世為龍（蛇）之輩。 

有的比丘，喜名聞利養，私蓄財物，雖然學佛，也行善法，但，只升於天人 

而已。 

六群比丘成群結黨，在六群比丘之外，又有六群比丘尼。  

在《大方便報恩經》中說：「諸釋女欲出家，持禁戒，求衣缽，往詣王國比

丘尼精舍，索出家。時有六群比丘尼，見諸釋女，年幼，美麗，今云何能捨

離而共出家。我等當為說，世間的五欲快樂，待年限過，然後出家，不亦快

乎，彼若還俗，必 以衣缽奉施我等。」 

這六群比丘尼犯的是： 

 一、阻止年輕女子出家。  

二、勸人還俗。  

三、貪名聞利養。  

四、教人五欲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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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六群比丘、六群比丘尼，他她所行的，全是貪、瞋、癡。無非「財、 

色、名、食、睡」五欲，不如法的比丘、比丘尼很多，所以佛陀才制定戒律，

令 修行人知道什麼是如法的，什麼是不如法的。 

更有暴惡比丘，在釋迦牟尼佛圓寂之後，大聲的呼喚： 

「那老頭子終於死了，我們從此自由了，不再受老頭子牽制了。」  

想一想，這樣的比丘，對釋迦牟尼佛可算是「誣蔑」至極，世尊在世，猶有 

六群比丘、六群比丘尼，不守戒律，世尊涅槃，猶有惡性比丘，高呼：「萬

歲， 自由了！」 

可見佛陀度眾生的困難。  

佛教當時可算是「新興宗教」，婆羅門教、印度教才算是老宗教，有諸多外 

道團團圍繞，佛陀的僧團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所以縱觀佛陀的一生，憂患特別的多，安樂特別的少。  

有外來的攻擊。 

有內在的隱憂。  

釋迦牟尼佛，可算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只有涅槃，才算解脫。  

幸好，我等明眼者，釋迦如來之出世間，或佛之涅槃，實是非生也非滅。 

釋迦如來，只是來世間，示現一下，說法四十九年，完全為眾生。  

其實釋迦如來，其壽量，無量無盡，非生現生，非滅現滅。  

我個人想起釋迦牟尼佛的一生，再聯想起我的一生，想哭?已哭不出來，因 

為淚水已流乾了。  

只有笑。 

哈哈哈，大笑三聲！真是滄海一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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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淨土 
曾經有人如此問我：「學佛修行，達彼岸，究竟要回歸何處？」  

我答：「淨土。」 

來人說：「不對、不對。」 

「為何不對？」 

「因為我見到慈濟人為慈濟人做佛事，均曰，要慈濟人再回來當慈濟人。這 

表示他們並不回歸淨土，而是再來人間，再做慈濟的工作。」 

「這。……..」我很驚訝。  

來人說：「盧師尊，你自己也一樣發願，要生生世世度眾生，這豈不是要生 

生世世來人間嗎？我們知道人間並非淨土，人間淨土目前只是一個烏托邦的

理 想，畢竟並非淨土。」 

「我。……..」我很尷尬。  

在這個問題上，我分析如下： 

據我所知，小乘行者重「出離心」，修行證果之後，便不再回人間了，成就 

了大阿羅漢之後，在四聖界便不返娑婆。  

就算在色界第四禪，證「不還果」之聖者，其居住地是「五淨居天」又稱

「五不還天」，這五天即是：  

一、無煩天一一無一切煩雜。  

二、無熱天一一無一切熱惱。  

三、善現天一一出現勝法。  

四、善見天一一能見勝法。  

五、色究竟天一一最勝去處。 

為什麼是「五不還天」，因為一進入，不用再返回娑婆人間了，人間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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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陰穢，人間險惡，五淨居天，可算是天界的淨土。  

另外，彌勒菩薩兜率天亦有淨土。  

文殊菩薩亦有金剛淨土。 

觀世音菩薩有圓通淨土。  

地藏王菩薩有翠微淨土。 

……….。  

淨土有佛地、菩薩地、緣覺地、聲聞地，甚至有諸天、有其他地淨土。  

佛部中各有淨土，其中以「阿隬陀佛」的西方淨土，最為殊勝。  

我個人如此認為，學佛修行，在大前題下，還是以「淨土」為依歸，學佛修 

行，達?岸，以回歸「淨土」為第一理想。  

所以我常念： 

往生淨土。  

超生出苦。  

南摩阿彌陀佛！ 

（真佛宗有摩訶雙蓮池的淨土）  

至於，發願再來當慈濟人，再來生生世世度眾生，那是大乘思想對大菩薩崇 

拜現象的發展，也就是「如佛度一切」，如「菩薩度一切」，修行有了證果，

有了 定慧，足堪為「天人師」，便可以在三界之中，來來回回。 

發大願的大乘菩薩，不只在三界中來來回回，甚至到地獄、到餓鬼、到畜生、 

到傍生、到非人，去為生靈說法。 

如今，發大願的大乘菩薩，在不淨的世界，說法亦非常多。  

我個人認為，學佛修行，以回歸「淨土」為第一要義，我們從淨土來，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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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淨土去。如果要度眾生為職志，等定慧之力夠了，再來人間或其他穢土，

繼續 度眾生，如此才好． 

再來人是神祕的，是清淨的，是自在的，是自如的，不管出世間的淨土，或 

入世間的穢土，他都是清淨自在的。 

如果不是有特殊能力的再來人，必然會被「人心險惡」所淹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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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藏 
有弟子曾問我：「佛教有經藏、律藏、論藏。而有咒藏嗎？」  

我答：「是有。」 

據我所知，小乘之「犢子部」在三藏之外，又加明咒藏，就是「咒藏」。 

又小乘之法藏部，亦立五藏，除三藏之外，又加明咒藏及菩薩藏。  

密教也立五藏，前三藏同，再加般若波羅蜜多，及陀羅尼門（咒藏）。  

有關於咒的經典，我舉出如下：  

咒三首經一一 一、大輪金剛咒。二、日光菩薩咒。三、摩利支天咒。  

咒五首經一一 一、千轉咒。二、六字咒。三、俱胝佛咒。四、一切如來隨

心咒。五、觀自在菩薩隨心咒。  

咒時氣病經一一治流行病之經。  

咒小兒經一一小兒病之咒。 

咒齒經一一牙齒之病經咒。 

………等等。  

我們曉得，佛教是先有「小乘」，再「大乘」，再「金剛乘」，小乘有盛有

衰，大乘一樣有盛有衰，而最後的金剛乘一樣有盛有衰，最後佛教在印度滅

亡，流傳 到海外東南。 

很多人都說，佛教所以滅亡，是「金剛乘」害的，我則認為不是。  

因為依佛陀的說法： 

人有「生老病死」。  

物有「生住異滅」。  

佛教有「正法、像法、末法」。 

天有「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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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自然」的現象，任何一切現象，全在「生滅」的因緣之中，所以 

佛教在印度滅絕，不能怪在「金剛乘」的頭上。  

也有人說，正法時期少了五百年，怪在佛陀接引女子入佛門，這話也差了， 

女子固然禍患無窮，但狗子有佛性，女子當也有佛性，女子自然也該度化，

女子 入佛門，天經地義，不能怪在女子頭上。 

「金剛乘」的興起，是有種種跡象的，我舉出一些事實： 

一、大乘經典之後，人們發現很短的「經文咒」。  

二、咒被稱總持。 

三、在大眾部中，早已公開聲明，佛陀以一個音，闡述了全部的教法。  

四、咒容易記，有靈有驗，易念誦。  

五、咒有實用，能遮除蛇、魔、罪、病、災難。息災、增益、降伏、敬愛。 

六、咒是修行的工具之一。  

七、咒的修行與印度古老的修行，是互相吻合的，註定了「金剛乘」的大大 

興旺。 

八、印度的「嗡」字信仰，與金剛乘的「嗡、阿、吽」可以互動。  

很多人以為，「金剛乘」又回到印度教的舊時代，以咒術取代佛教，所以佛 

教才會滅亡。又咒術參雜，佛、菩薩部、金剛部、護法部、諸天部，佛教與

諸天參雜，佛教才會滅亡。  

然而，我看得很清楚，佛陀的教法，其實也源之於印度諸天，佛陀與「大梵 

天」、「帝釋天」、甚至「龍天」，早已過往甚密。  

佛教並不是亡於印度教的影響，也非亡於「金剛乘」的教法，實際上是亡於 

印度被回教的入侵，所有佛像全被回教斷頭、斷臂、斷腳、斷鼻…….。佛

教在 印度的滅?，事實上影響最大的是一一回教的入侵。 



 

27 

咒藏是金剛乘的基礎。  

佛陀也以楞嚴咒救阿難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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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宗與真佛宗 
曾有弟子問我：「師尊立宗派，稱真佛宗，何不直接就叫真言宗，密教本來 

就是真言宗？」  

我答：「咒即是真言，密教到了日本，就直接叫真言宗了。」 

我又說：「然而，真言畢竟是密教的三分之一而已，真言只是第一個階段的 

修行。接著還有『手印』、『印相』，表徵身清淨的手姿身相，更重要的是

結合了 意念觀修的禪定修習法。」 

所以，我說： 

「真正的密教，除了真言、手印、觀想之外，還有內修的氣、脈、明點。這 

些不是真言二字所能全部概括的，所以，我把自己建立的法幢，就稱為真佛

宗了。」 

我是如此認為的：  

咒的確是很重要的，如楞嚴咒心：「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遍覺。十 

方如來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因此禪家重視此咒，在楞嚴會上，唱

念稱 讚此楞嚴咒。 

但，在印度教早有「咒術」之名，有「咒師」，被認為是一種巫術。  

有咒咀術，咒咀神即是屍鬼，是一種殺人的念誦法。也就是咒殺，用起屍鬼 

殺人。（起屍鬼在印度稱為毘陀羅。）  

在《觀無量壽經》有曰： 

沙門惡人。  

幻惑咒術。  

令此君王。  

中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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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古舊派，早就有術法，即是咒術，被稱為巫術，在西藏原有的薩滿教， 

即是「黑教」，如米勒日巴早期學的黑教黑法，就有「降雹術」、「殺人術」

等等。  

此類真言咒術，在婆羅門或耆那教教士，早已流傳甚久。如果統而言之，梗 

概性的說其是佛法，那我是不敢茍同的。  

所以我說，「真言宗，並無法概括密教的全部，真言只是其中之一。」 

我個人受「金剛薩埵」與「蓮華生大士」等，攝受至虛空界，傳授我「手印、 

印相」，這是真佛傳授的手印及印相。 

我個人修禪定觀想法，承「有形」、「無形」之祖師，指導觀修，這是真實

的， 這些都是真佛授於我的觀修法。 

我又逢奇緣，開了天眼，目睹了「真佛世界」，見自己的前世是「大白蓮花 

童子」在「摩訶雙蓮池」中，光明燦爛。 

我自心流露《真佛經》。我亦知道，依真佛密法修行，彼岸可達、真佛可入、 

開悟佛性、自主生死、煩惱能斷、即身成佛。這就是我用「真佛宗」的原因，

而 不用「真言宗」。 

原則上，真佛密法，是有修有驗的，其證驗是非常神奇的，也是有一定的次 

第。 

在欲界，證明大樂。  

在色界，證明淨光。  

在無色界，證明空性。  

在四聖界，證明涅槃真如。 

我個人在「真言、手印、觀想」走了一趟。在「氣、脈、明點」走了一趟。 

我證明身無漏。 

我證明心無漏。  

即身成就一尊「華光自在佛」，這是真實不虛的大成就。「學盡密教，三昧

為業，善自清淨，證得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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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創宗派是「真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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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奧義書」中去體悟 
我發覺印度教的本身與佛教脫離不了關係，佛教有很多的概念與印度教是一 

致的，我如此說，很可能會受到比較「執著」的佛教徒批評。  

然而，我們知道，玄奘大師到了天竺，那爛陀寺，不但向他的師父「論師戒 

賢」學習《瑜伽師地論》。同時也學習聲明（語法）、因明（邏輯）、醫方

明（醫學）、工巧明（術學）。…  

在那爛陀寺，共有百多門學科。 

佛教有一個概念和印度教的概念是一致的，這就是在人的肉體上。 

「奧義書」很明顯的一個思想一一 

「個人是一個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間，在所有次第上存在著相互關係的觀

念。」  

而佛教的因緣法思想一一 

「似乎如同紡織一樣，有它的組織結構，從縱橫交錯的紗中，在時間上，在 

空間上，在整個因果上，宇宙觀上，小宇宙和大宇宙互相的依賴著。」 

或者我們可以如此說： 

「佛與眾生不可分。」 

「人與天不可分。」 

「穢土與淨土不可分。」  

佛教說：「人的身體是四大去假合，而宇宙的形成也是四大去假合。人是地、 

水、火、風，宇宙也是地、水、火、風。」  

要明白宇宙的至理，從人體去深入體悟，就可以明白了。所謂「出污泥而不 

染」，「淨土」竟然是從「穢土」出生的。  

佛出世間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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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七佛到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都是從人身而得成就的，佛是 

從世間而得開悟成佛的。如此一來，我們不得不研究我們人身的這個小小宇

宙。  

在「奧義書」中，認為「原人」、「生靈」、「神我」是自動分裂，散布在

世界上產生多種形狀的生靈。  

在《原人論》上，認為「光音」天人，來到了人間，於是產生了多種形狀的 

生靈。 

其中的第一意識「我」，是整個過程的施行者和見證人。  

創造大神一一大梵天。  

破壞大神一一大自在天。（希瓦）（濕婆）  

保護大神一一偏淨天。（毗濕奴） 

祂們一直是存在於宇宙之間，一切生靈之最深奧的根源。同時又是代表著大 

宇宙中的精進力與人類的互動作用。 

「奧義書」的教義是希望人的小宇宙，藉由肉身的修行回歸到本來源頭的無 

量宇宙意識之中。 

而佛教的主旨：  

斷煩惱。  

了生死。 

經由「三昧」的修行，回歸到如來的「淨土」。 

（此二者不謀而合）  

在釋迦牟尼佛的佛教教義中，我們不難看出，佛陀與大梵天的互動，佛陀與 

忉利天主（帝釋天）的互動，甚至佛陀與大自在天的互動，還有佛陀到龍宮

的說法，與「天龍八部」的互動。  

在這方面，我們從密教金剛乘中，看得最清楚，金剛乘的建立方式，特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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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了修行「肉身」，由「肉身」去印證「佛性」，其實不含糊不清，也不混

亂，金 剛乘的系統很清晰： 

欲界一一大樂。（欲界定）  

色界一一淨光。（光明定）  

無色界一一空性。（無念定）  

四聖界一一涅槃。（妙覺定）  

我在「奧義書」、「金剛乘」，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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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受誣謗 
在公元九世紀，金剛乘便取代了原始佛教、小乘、大乘，而完全進入了「密 

教期」，算起來是印度密教的大興盛，鐵翼騰空了。  

在印度的那爛陀寺、奧丹塔普里寺、蘇摩普里寺、超戒寺等，主要研究佛教 

的大學寺院，都研究密教的「真言、密咒、續部」，密教被實實在在的確立

了起來。 

然而，印度的密教，同樣承受了不少的誣謗，例如：  

佛教是因為密教大興才毀滅的。 

密教是印度的巫術。  

密教滲入了諸天乘。  

密教是印度教性力派的化身。  

密教是薩滿教。  

密教是古老巫術的復活。 

密教混亂不堪、邪惡、猙獰、罪惡。  

等等等等。 

這些傳聞滿天飛舞著，批評密教的人，或是保守派的僧侶，便說密教是邪教， 

或者說密教是魔教了。這些傳聞甚囂塵上。 

我學習密教的時候，曾想到佛陀的三句名言： 

 一、「佛法是什麼？」 

二、「佛法不可說！」  

三、「法不定法。」 

我明明白白的知道，「什麼」都是佛法，淫、怒、痴也是。人性與佛性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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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二，佛與魔一如非二如。法不定法，橫說、豎說、正說、倒說，全是佛法。 

原本攻擊密教的「弘一大師」，在讀了「大日經疏」之後，明白了密教的甚 

深理趣，從那時候開始，弘一大師幡然醒悟，密教原來有它的意旨，不可以

隨便毀謗。 

不要以為密教的壇城，陳列了傳統的佛陀、菩薩、金剛、護法、諸天、神祗、 

或是魔王等，就說密教雜而不清。 

或批評「拜火教」。  

或批評「神通教」。  

或批評「魔  教」。 

或批評「巫 教」。  

其實密教的儀軌，並不缺乏邏輯，密教的邏輯很周全，顯示了「人」與「宇 

宙」之間的多種關係的密切，及如何「同化」的修行。  

密教的人格化並非不好，它直接探討了人性的五蘊，從五蘊中建立了次第， 

使人確立自己的角色，然後一步又一步向著神聖化的境界中走去。  

由「貪」中修佛。 

由「瞋」中修金剛。  

由「痴」中修菩薩。 

這反而是一種巧妙的協調。主要也是在「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 

密教重視「人身」的價值，「人身」難得，真實的運用「人身」修行。  

在欲界天，修欲樂定。 

在色界天，修光明定。  

在無色界天，修無念定。 

這是有靈驗性而且有效性的佛法，在宇宙三界體系中，並不如外傳的混亂不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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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欲樂定，可以證明「空性」及「無漏」。這才是真正的大樂，?對和世俗

的 凡夫不同，世俗凡夫大驚小怪，不知其中旨趣，大為可嘆！ 

由欲樂定產生淨光，由淨光到無念，再由無念証明第一根本智。  

密教的修行，達到第一根本智，就是「般若」，這完全是智慧的無上。  

密教是智慧的修行，我明白其中的旨趣，也實修證明，密教確實不可輕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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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生大士與蓮生活佛 
我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與異聞，這些真實性是不可懷疑的，至少連我自己也震 

驚異常，因為在現實世界中，幾乎都不可能發生的。  

其中一件，我被蓮華生大士攝受，到了一座古墓中傳授我密法。  

密教有四聖地： 

一、迦摩基耶。  

二、室利哈達。  

三、普爾納基里。 

四、烏萇國。（烏仗那）  

蓮華生大士不只傳我密法，蓮師還教授我經文： 

一、《金光明經》一一有「空」的理論，但此經中，讚揚密咒，辨才天女及

大天 女神，全在其中，是大乘經典，也是密教經典。 

二、《大日經》一一《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有正經文、供養法、

祕密部， 胎藏界依經而立。 

三、《金剛頂經》一一《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有金

剛界、降 三世、邊調伏、一切義成就。 

（因此我蓮生活佛，佩二部大印，即胎藏界、金剛界二部大印）  

四、《文殊師利根本儀軌》一一此經重在儀軌，與天互動，度母亦在其中。

內容神咒、儀軌、技巧、灌頂、壇場等。  

五、祕密集會一一《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內容是覺悟的

菩提心、一切皆空的理論、成就悉地、降伏摧毀、密咒成就。  

六、《無比勇士經》。  

七、《大悲空智經》一一呼金剛神及無我女神的修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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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剛婆羅儀軌、度母根本儀軌、慈悲律儀、大黑天神、時輪金剛、五次 

第論。 

九、成就法鬘一一傳承。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承蓮華生大士在古墓中傳授密教的種種經典，我竟然成 

了古墓派的傳人，有點像金庸寫的武俠小說彷彿，古墓派的武功奇高，而我

學的 不是武功，而是密教修行，了生脫死，即身成佛的大法，而不是「降

龍十八掌」。  

最早的密教，龍樹菩薩在南天竺開鐵塔，面見金剛薩陲，得金、胎兩部大印， 

龍樹菩薩由金剛薩陲傳授。  

我的密教，是在「三昧」中，由蓮華生大士攝受，面見古墓中的蓮華生大士， 

得金、胎兩部的大印，在此傳承中，算是虛空的祖傳，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如

來真實傳承。 

人間傳承，有了鳴和尚（紅派）、吐登達吉上師（黃派）、十六世大寶法王

（白 派）、薩迦證空上師（花派）及普方上師（總持派）。 

有人說：「蓮華生大士到底去了那裏？他的無死虹光身何時現在眾生目前， 

法界體性，無始無終，偉大的蓮師，應允我們在遍一切處與他相會。」 

哈！  

我在「三昧」中，被蓮師攝受相會。不只相會，而且還傳了古墓派的密法呢！ 

（大圓滿十八部）  

蓮師告訴我：「一生受謗。」 

指的是蓮華生大士一生受諸多毀謗。他也指指我：「你的一生要受大毀謗。」 

我哈哈大笑。 

蓮華生大士告訴我：「你的毀謗無止無休！」 

「我知，我知。」  

我這一生，除了自己創辦的報紙及?物之外，媒體全是「負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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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如山。 

謗如海。  

但我無畏！ 

嗡阿吽。班雜。古魯。貝瑪。悉地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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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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