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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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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一條明路（序） 
 

  當每一天的清晨，陽光普照著光明，洒落大地的黃金在樹梢時，似乎顯

示了這一天的開始，於是我埋首於寫書的工作。  

  這是我第一百八十一冊的書，書名是「指引一條明路」，副題是「不可

思議的救度」，這本書的內容，會讓讀者讀到「奇蹟」。  

  其實「奇蹟」就是不可思議，讓人想不透，也猜不到，在現實世界中，

極不可能發生的事，然而，卻真實的呈現在讀者的眼前。  

  在這世界上，我說目前的世界上，很難找到像我這一等、這一號的人物

了。因為我本人就是一大堆的神話，一大堆的奇蹟，這絕對不是我「虎卵」

（打妄語），而是我親身經歷的神秘經驗，我一向毫不避諱的把它寫了出來

。  

  以前，我的弟子「張煌明」，每每見到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均會大叫

：  

  「奇蹟，奇蹟啊！」  

  「鄭裕信」會說：  

  「不可思議，想不透！」  

  「張文瑞」會說：  

  「豈有此理！」  

  然而，事實上，經過我「指引一條明路」的人，都會「不可思議」的獲

得了奇蹟般的救度，這些救度都是有憑有據的。  

  我說：「我可以看見鬼神。」  

  我說：「我可以看見諸佛、菩薩、金剛、護法、空行、諸天。」  

  我說：「我可以到佛國淨土，可以到三界天，可以到幽冥世界，到十八

層地獄。」  

  我說：「我明白前世今生，我看見自己的三世因果，看見自己所建立的

摩訶雙蓮池的淨土世界，我是蓮花童子。」  

  我說：「我領有三大律令，第一是佛祖律令，第二是瑤池金母律令，第

三是三山九侯先生律令。」  

  我的手掌發出「淨光」，很多病人只要經過我的手一摸一拍，病就痊癒

了。  

  我的侍者蓮香上師的妹妹「盧輝{凰皇} 」，一遇到身體有什麼疑難雜

http://www.tbsn.org/chinese2/master.php?master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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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便來祈求我畫的三道符，只要三道符一下，盧輝{凰皇}，就說：「好了

！」  

  我的頭頂有三光：  

  佛光。  

  靈光。  

  白光。  

  如果是我長期的讀者，絕大部份對我有某種基本上的認識，特別是救人

救世方面都很熟悉。  

  很多讀者也清楚，我受「瑤池金母」開天眼的真實經歷，知曉廣博的佛

教，也指引著眾生的修行之路。  

  我說：  

  平生看明月。  

  西北有高樓。  

  如今羇於旅。  

  常嘆也悲秋。  

  但，我記得：「記得來時路，全是舊時遊啊！」  

  我能救人救世，也能指引你一條明路，你要記得，人生短暫，時日無多

，人間憂苦，天涯何處可消愁？  

  不如找「我」，我的書。  

  指引一條光明路了。  

   

  蓮生活佛盧勝彥  

  Sheng-yen Lu  

  17102 NE 40th CT.  

  Redmond, WA. 98052 

  U.S.A.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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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龍」往生佛國淨土 

  

   「嘉龍」是我的弟子。  

  有一天，他死了。靈魂出了他的身軀，靈魂輕飄飄的來到了「幽明

異路」。  

  他在十字路口，很茫茫然，不知道應該走哪一條路才好。人到了這

裡，最是徬徨了。  

  他心中有師尊，他憶念「蓮生活佛盧勝彥」，這時，在「幽明異路

」的十字路，旁邊有一小樹林，小樹林透出一點光。  

  他走入樹林，看見一座小茅屋，一盞青油燈，光就是從青油燈，透

出窗外的。  

  「嘉龍」敲門。  

  門開了。  

  裡面正是師尊「蓮生活佛盧勝彥」，他看見了師尊，非常驚奇：  

  「師尊！你怎會在此？」嘉龍問。  

  「專程在此等你，我等你等了很久了，等了半年多。」  

  我把門閉上。我告訴「嘉龍」，你在這裡住幾天，到時，我送你到

摩訶雙蓮池佛國淨土。  

  不多時，聽見門外有人嚷嚷：  

  「嘉龍呢？我們是來接他的，他應該隨我們到冥府，現在人卻不見

了。」幾個冥吏聲勢洶洶，卻是只在門外徘徊。  

  冥吏大聲嚷嚷，在「幽明異路」四條路，來來回回，卻始終沒有敲

小茅屋的門。  

  我告訴「嘉龍」：「你不要害怕，你幫師尊多年，我也當幫你，他

們冥吏是看不到小茅屋的。」  

  我端出佳饌，請「嘉龍」吃飯。  

  有宮保雞丁。  

  有糖醋魚。  

  有炒三鮮。  

  有黃豆煮的飯。  

  有青菜豆腐湯。  

  嘉龍問：「師尊，你怎會煮這些菜？」  

  我說：「嘉龍，你記得嗎？當年，你常常去星期六市場逛，買一些

花卉回來，又買一包包的乾豆子回來，供養師尊師母，這些供養都成熟

了，所以你有這些菜吃，雖然不是魚翅、鮑魚、熊掌之類，但也香噴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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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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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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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擺了兩付碗筷，我說：「我倆吃吧！」  

  吃罷，嘉龍就去自己的房間睡覺，我回我的房間打坐。  

  如此過了三天，冥府派出來的冥吏，如何找也找不到「嘉龍」的靈

魂，便怏怏的回冥府覆命去了。  

  我說：「你可以到摩訶雙蓮池去了。」  

  「走那條路？」  

  「此四條路均不能走，一條是卵生，一條是胎生，一條是濕生，一

條是化生。」  

  「那路在那裡？」  

  「在你自心裡！」我說。  

  此時，「嘉龍」心中透出光，念了句：「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  

  心光形成一條淨光大道。  

  我說：「直直去，就是了。將來再見！」  

  「嘉龍」冉冉上昇淨光大道。  

  他上昇之後，回頭一看，小樹林不見了，小茅屋也不見了，師尊「

蓮生活佛盧勝彥」也不見，只有「幽明異路」透著那詭異的光芒。  

  據說，「嘉龍」離開塵世的時候，寫了一首「我將離去」的詩詞，

詩句相當感人。同時「嘉龍」火化後，有許多舍利子、舍利花，白色的

，雜色的，圓滾滾的白色舍利。  

  令人讚嘆啊！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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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的天崩地裂 
 

  有一位弟子，法號「蓮花啟達」，家住在半山腰的豪宅，他是一位企業

家，一家公司的負責人，家境富裕，豪宅內有游泳池，有小型電影院，有展

示館，室內裝潢，歐式一流，傢俱全是名牌。（凡賽斯） 

  難能可貴的是，他家中專門有一間供著「壇城」，而他本人每日總會抽

出一點時間，修一壇法，幾乎也是不間斷的。 

  「蓮花啟達」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他本人又信

佛，又修法，對於公益，他總是率先，不落人後，也有「慈善家」的美名。 

  「蓮花啟達」做著： 

  我於一切諸有中。 

  所修福智恆無量。 

  定慧方便及解脫。 

  穫諸無盡功德藏。 

  他也做到了： 

  以諸最勝妙華鬘。 

  伎樂塗香及傘蓋。 

  如是最勝裝嚴具。 

  我以供養諸如來。 

  然而，「蓮花啟達」也明白，他雖然一切「具足」，但在人生中，也難

免有旦夕之福禍。於是，他也常拜懺：「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有一天晚上，於睡夢中，見師尊盧勝彥前來告之：「明天晚上，有大災

難，於汝的家宅，汝須速避，始可免禍。」 

  師尊於夢中，一改嘻哈笑容，很慎重、很嚴肅的告訴「蓮花啟達」。 

  他醒來後，很納悶，明明師尊入夢，聲音也是師尊，不得不慎重思考。 

  是地震，不可能，地震是全面性。 

  是水災，不可能，家宅地勢高。 

  是火災，有可能，但注意燭火即是。 

  是風災，不可能，並無半點風息。 

  是其他意外。．．．．．． 

  「蓮花啟達」百思不得其解，是真實夢示，確實清晰，是亂夢一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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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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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正猶疑不決時。 

  其夫人來告： 

  「昨夜夢師來告，家有一場大災難，宜避之，始可免難。」 

  「蓮花啟達」一聽大駭，夫妻同夢，不可不信。於是，全家大小，收拾

細軟，把珍貴的東西全帶走，一些重的東西不帶，開車離家，住在城市中的

一家大飯店。只過一夜，如果無事，再回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靜

觀其變。 

  到了當天晚上，很久沒有下雨的乾旱之城，卻大雨傾盆而下，還夾著閃

電打雷，雨足足下了四個小時多，這四個小時的雨，可不是綿綿細雨，而是

大雨如注，令很多地方積水。 

  「蓮花啟達」住的半山豪宅區，遭「豪大雨」沖擊，後山一聲天崩地裂

，土石鬆垮，形成大土石流，把該區豪宅六、七棟，全部淹埋。 

  第二天。 

  電視報導，該區土石流嚴重，豪宅全遭淹埋，死亡人數三十六人，警方

封鎖現場，救難人員正積極搶救之中。 

  電視報導，其中有一家人，因全家出外旅遊，所以很幸運，倖免於難。 

  「蓮花啟達」感激師尊蓮生活佛盧勝彥，夢中的警示，拯救了他們全家

人的生命。 

  但，對鄰居遭難，卻不無遺憾及愧咎之心。 

  「蓮花啟達」對師尊的信心更堅定，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又一次

大證驗。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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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生？何有死？ 
 

  有一弟子，姓何，生一男嬰，相貌甚可喜，抱來給我取名字，他要我取

一個有意義的名字。  

  我取嬰兒八字，看了嬰兒的相貌，屈指一算，靜默了一回，查了一下嬰

兒的因果，森森羅列。  

  我問弟子：  

  「我取一名，弟子勿怪師尊。」  

  「師尊取名，當然不怪。」  

  「好，那就叫何有。」  

  「何有，好姓名，好姓名。」弟子很欣喜。  

  嬰兒聰明伶俐，一歲多，就會叫「爸爸媽媽」，而且會講話，善解人意

，大家都非常喜歡「何有」，大家叫「有」。  

  嬰兒也答：「有。」聲音宏亮。  

  大人小孩樂不可支。  

  嬰兒到了二歲，竟然感冒，併發肺炎，救治不及，竟死了。  

  他們夫婦來找我：  

  「師尊為何不早說？」 

  我沉默不語。  

  「師尊神算第一，早說，我們可以預防啊！」  

  夫婦在我面前哭得死去活來，傷心欲絕。  

  我亦黯然，無話可說。  

  「有人怪師尊取的名字不好，什麼何有、何有、何有。何有不就是存不

住了嗎？」  

  我在白紙上寫了六個字：  

  「何有生？何有死？」  

  「什麼意思？」  

  我答：「日後即知！」  

  約過了一年多，弟子夫婦又生了一個男嬰，說來也奇怪。  

  此男嬰面相與「何有」，相貌無二，一模一樣，很難分別。  

  最最奇怪的是，死去的「何有」與生下的第二胎男嬰，屁股上的「胎記

」，又是完全同一位置，同樣的大小，他們夫婦一改哀傷的心情，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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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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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有可能再來轉世成為自己的兒子。  

  他們想起師尊寫的六個字：  

  「何有生？何有死？」（沒有生，也沒有死）  

  更是意義非凡。  

  便又抱著嬰兒，要我取名字。  

  我說：「你們怪師尊嗎？」  

  「不怪，不怪，師尊是早早知道的，所以才取名何有。又寫下了何有生

？何有死？真是天下第一神算，先知也。」  

  我笑了：  

  「這次我取名何又生，如何？」 

  「這……。」  

  「放心，這回是『又生』，不會半途夭折，何又生，何又生，想一想，

欲滅便又生也。」  

  夫婦抱著第二胎男嬰，欣喜而去。  

  而我，仍然在白紙上寫下六個字：  

  「何有生？何有死？」  

  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生死早已「一如」，可算觀破生死了。生亦可喜，

死亦可喜，早已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得失，不念成壞。我這等人，安

閒恬靜，虛融澹泊。  

  已達「何有生？何有死？」的境界矣！  

  見人生小孩，我曰：「何有生？」  

  見人死了，我曰：「何有死？」  

  我這是：  

  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  

  莫把是非來辨我，  

  浮世穿鑿不相關。  

  孔夫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我曰：「何有生？何有死？」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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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風浪避開 
 

  記得我幼年的時候，由高雄乘船赴澎湖，澎湖有我的親戚。我阿姨當年

在澎湖，還有「中國商行」的親戚，據我所知，澎湖的親戚還不少哩！ 

  幼年時記憶中，有三艘客輪，行駛於高雄及澎湖之間，它們是「公盛輪

」、「公益輪」、「恆春輪」，三艘輪船；那時候還沒有「澎湖輪」。 

  澎湖人有澎湖人的口音： 

  「馬公」叫「馬庚」。 

  「魚」叫「胡」。 

  等等。 

  我為何與澎湖有因緣，因為祖父「盧昌」，原是澎湖西嶼小歧角人，後

來才搬到嘉義的。 

  另外，家母「盧玉女」，也是澎湖西嶼小歧角人，我高雄的舅舅「黃炳

生」，娶妻也是西嶼小歧角人，這就是緣份。 

  小時候，我曾在西嶼小歧角的海邊，用魚網抓過魚呢！ 

  我乘「公盛輪」赴澎湖。 

  那一天風浪有夠大，船行大海中，比嬰兒搖籃還搖得厲害。 

  船中的木造船艙，「吱吱呀呀」叫，連船桅都快搖斷了。 

  整個船艙的人，全吐了。 

  我聽見人說： 

  「風浪確實太大了！」 

  「船很危險！」 

  「是不是航行到了澎湖溝？」 

  （澎湖講，該地的人都知道，是海上最凶險之處，奇詭莫測的海溝，水

流危急，有很多船都傾覆在澎湖溝。） 

  我告訴大家，「公盛輪」、「公益輪」、「恆春輪」，此三輪，最後也

全在澎湖溝傾覆，該地實在太可怕了。 

  就在「公盛輪」內的人，人心惶恐驚懼的時候，船身搖晃，顛上顛下的

時候。 

  我小小年紀，居然大喝： 

  「請風浪避開！」 

  「請風浪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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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風浪避開！」 

  （三聲） 

  我喊了這三聲之後，風浪忽然就變小了，接著風浪就停止了，船也就平

穩了下來。 

  這時有聲音傳來： 

  「奇蹟啊！奇蹟！」 

  「什麼奇蹟？」 

  「自小到大，行船到現在，從來沒有見過，船的周身一丈，海水完全平

平穩穩，沒有浪，沒有風，而一丈之外，海面上的波浪，仍然快速的洶湧而

不止。」 

  「大家快看！」 

  很多人跑到船艙外，去看奇蹟。 

  一丈內，風平浪靜。 

  一丈外，海浪掀天。 

  「怎麼一回事？」所有的人，全莫名其妙。 

  有人說：「這艘船有神明保佑著。」 

  有人說：「是媽組婆來就這艘船，應該感謝媽祖婆。」 

  有人說：「這艘船莫非載了貴人，諸天護佑著貴人，所以船不該沉。」 

  眾說紛議，沒有結論。 

  我不敢說「公盛輪」當天沒有沉沒，是我喊了三聲的功勞，但確實有神

明保佑，才會出現那種奇蹟。後來我長大成人，始知道，我一出生，就擁有

佛祖的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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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金身三現 
 

  「蓮花大洲」一家人皈依蓮生活佛盧勝彥之後，便在家中設立壇城。全

家大大小小常誦蓮花童子心咒，長咒短咒唸得滾瓜爛熟。  

  他們原先供奉蓮花童子，是想奉請瓷相，但，其家在中美洲，瓷相由亞

洲到中美洲，其路程遙遠，又害怕中途破損。  

  聽說有人鑄造銅像，卻不知向何處去請購？又聽瓷製蓮花童子像，好像

連開基的西雅圖雷藏寺也不一定買得到。  

  也聽說有人到尼泊爾，製作蓮花童子的唐卡，他們認為供奉唐卡最好，

但蓮花童子的唐卡，其數量一定有限。  

  瓷相可能已絕版，最早期的應是瓷相。  

  木雕的，需雕佛具的師傅，在台灣有，但中美洲沒有。  

  銅鑄的，聽說有，但不知何處可購得？  

  其他鑄造的，都有聽人說到，好像處處有，又處處沒有。  

  他們設立壇城，佛像好請，釋迦牟尼佛有印度製的、泰國製的、西藏製

的、日本製的、台灣製的。阿彌佗佛、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均很容易奉請

，藝品店有出售。  

  尤其西方三聖相，容易請購，藝品店就有。  

  他們到藝品店找蓮花童子相。  

  老板說︰「連聽也沒聽過。」  

  老板問︰「蓮花童子有何特徵？」  

  他們也說不出特徵。  

  老板笑了︰「連你們都說不出特徵，我這裡怎麼會有。」  

  這位藝品店的老板，一年約四、五次，跑到中國大陸去收購「玉」、「

石雕」、「銅鑄」、「古煙壺」、「花瓶」、「佛相」、「神像」、「傢俱

」、「飾品」等等。  

  再以三倍的價格售出。  

  有些西方人或移民此地東方人，對東方文物頗為喜歡。  

  西方人甚至把︰  

  中國古墓的大小「獅子」擺在自己的家中或門口。  

  中國的「神主牌」也當成飾物。  

  中國古代中藥鋪放藥一格一格的「藥櫃」，當成了傢俱。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chapterindex.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buddha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buddha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buddha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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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屏風、太師椅、古床、夜尿壺，在在都有。  

  更有喜歡文物雕像的，整個客廳、廚房、房間，全是佛像。  

  佛、菩薩、金剛神、四天王，成了飾品。  

  過了一陣子，「蓮花大洲」的小兒子，在藝品店的門口經過，看見金光

一閃，光影中有師尊蓮生活佛盧勝彥，他回家告訴父母，父母不信。  

  又一次，小兒子經過藝品店門口，又是金光一閃，光影中又是蓮生活佛

盧勝彥，父母仍然不信。  

第三次，光影一閃，又是蓮生活佛盧勝彥。  

  於是全家大大小小又到了藝品店，對著藝品店老板說要買「蓮花童子」

。  

  老板說︰「沒有。」  

  「我兒子有看見。」  

  「看見就自己找。」  

  想不到，就在老板的收銀機旁，方方正正的置放著三尊五寸高的銅製法

相。頭戴五佛冠，相貌莊嚴，坐蓮花，右手金剛杵，左手金剛鈴，握姿「反

扣印」。  

  「反扣印」即蓮花童子。  

  「蓮花大洲」合家大呼小叫，「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老板說︰「我也弄不清這是蓮花童子，以為是地藏王菩薩，就請回來了

。」  

  「蓮花大洲」的壇城，終於一切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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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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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牛吃紙蓮花 
 

  「蓮花華洋」一家人，全是真佛宗弟子。 

  有一夜，「蓮花華洋」得一奇夢： 

  「夢中出現一隻非常巨大的紅色的牛，此牛肚子好像很餓，拼命吃著周

圍的紙蓮花，夢中，紙蓮花不是一般的紙去摺疊的，而是用鈔票去摺疊的。

」 

  這奇夢有三奇： 

  第一，紅色的牛。一般的牛，有水牛（黑牛），有黃牛，有犛牛。紅色

的牛很少。 

  第二，紅牛不吃草。牛是吃草料的，吃的竟是蓮花，是奇也。 

  第三，蓮花竟然是鈔票摺疊的。 

  「蓮花華洋」得此夢，非常驚奇，第二天晚上，又是同一夢境。他心中

暗自疑惑，此夢莫非是一個大啟示，便來請示蓮生活佛盧勝彥。 

  我解夢： 

  「你近期若有人來借錢，勿借，尤其是姓洪的，或姓牛的。」 

  於是，「蓮花華洋」特別謹慎。 

  有一天，一位洪姓友人，來造訪，此人姓洪名特。 

  後來查這「特」字，原來古文中，言「特」是牡牛、牡馬之意。「秦文

公伐梓樹，樹化為牛，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又《列異經》：「特，

公牛也。」 

  這洪姓友人，表明來借錢。 

  「蓮花華洋」想起師尊的話，便很客氣的說，要同妻子商量。 

  然而，妻子卻說： 

  「洪特是多年好友，在外經商有成，有多家工廠，有無數房地產，開名

車，住豪宅，股票上市。他要興建最大型的超級市場，當然需要金錢資助。

他的利息很高，我們的錢借給他，應該萬無一失的。」 

  「蓮花華洋」聽了，也覺心動，只借他半年，本金就加了一倍。一年就

翻了幾番。 

  他們夫婦準備將所有的錢，借給洪特。 

  當晚又得師尊夢示： 

  「姓洪的，姓牛的，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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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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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華洋」問妻： 

  「將如何？」 

  妻答： 

  「夢，幻也，勿信為真。」 

  於是，「蓮花華洋」夫婦，便將多年積蓄，全部借給洪特去興建特大的

超級市場。 

  過了不久，「蓮花華洋」去洪特的家，家門深鎖；去工廠，工廠無人；

去建超市的預定地；預定地沒有動工，一部大型挖土機，傾倒一旁。 

  新聞報導： 

  「洪特惡性倒閉，早已逃之夭夭，其工廠等一切，全向銀行及私人借貸

。股票成了水餃股，下市，當壁紙貼。」 

  被借錢的債權人，只有向他家丟雞蛋洩恨。 

  「蓮花華洋」夫婦，傷心欲絕，但，也一樣是後悔莫及了。 

  經過了這麼一次的大教訓，「蓮花華洋」對金錢的運用非常小心，他也

相信，夢中的啟示，也相信師尊的教誨。 

  在「入世」上，人心難測，人心隔肚皮，交朋友勿交損友，要交益友。 

  在「出世」上，人生短暫，富貴如浮雲，時光一晃就過去了，精進學佛

法，日久功深，了生死，斷煩惱，必得大成就。 

  我指引「蓮花華洋」進入「心中心」的修持法，後來果然得大成就，他

已證得三果「阿那含」，再假時日，必得四果「阿羅漢」。 

  得四果阿羅漢，是無價的，失去的錢財算什麼！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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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桿 
 

  根據報載： 

  有一個人，在下著小雨的午後，於綠茵遍地的高爾夫球場，曠野的小丘

之上，這個人，揮舞著球桿，打小白球入洞，正聚精會神。 

  當他把高爾夫球桿一舉對著天際，尚未揮下，正準備扭身的時候。 

  一聲霹靂，電光一閃。 

  雷聲隆隆。 

  這位在曠野球場的人，球桿一舉向空，就以這個姿勢，被雷擊中，全身

烏黑，如燒焦狀，一聲斃命。 

  此人姓名 XXX。 

  我讀了這段新聞，再看到他的姓名，我內心一陣強烈的震撼。 

  這個人，我識得。 

  這個人曾到我處，找過我，印象特別的深。 

  他問：「盧先生，我今天來實無別事，只想求證一件事。」 

  「何事？」 

  「你的書中曾寫，你的副連長，魏青萍手握一把銅錢，問你有幾枚？而

你算出有十四枚，因而副連長便皈依你了。」 

  「是的。」我說。 

  「今天，我來找你，希望你這位未卜先知的高人，請你算一算我上衣口

袋中，共有幾張鈔票？算準了，我也皈依你；算不準，請你以後不要再胡說

八道，裝神弄鬼。」 

  我聽了默不作聲。 

  他咄咄逼人：「怎麼了，你敢不敢，我今天來，就是來拆你的台，我這

個人，一生不信鬼神，最討厭像你這一等人。」 

  我說：「這位先生，當年算魏副連長，是不得已的，因為他是我的上司

。由副連長的證明，我在軍中方便些，同時，也可因此度多人皈依我佛，這

實在萬不得已的。」 

  「你今天測算我上衣口袋的錢，如果準，我必皈依，同樣，我也會引介

多人來皈依，絕不食言，如何？」 

  我苦笑。 

  我說：「諸佛、菩薩、金剛、護法、空行、諸天，曾經語我，今後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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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人來，問身上多少錢，但，回絕了便是，因為天天為人算身上有多少錢

，實是無聊之事，你做有意義的，不再做沒有意義的。」 

  「那你是認定我是無聊之人？」 

  「不敢！」 

  「那你算或不算？」 

  「不算！」 

  他說：「你今日不算，那就是瞧不起我這個人，我也算是社會上知名之

人士，我的影響力也不小，我會找媒體，消除你這樣的敗類。」 

  他惱羞成怒。 

  我說：「這樣吧！我指引你一條明路，你有夙孽，唯有不再打高爾夫球

，可以避開此劫數，這是我奉勸你的金玉良言。」 

  「我不打高爾夫球運動，又做什麼運動？」 

  我說：「游泳、網球、籃球、排球、足球、慢跑．．．，這些都可以，

就是不能打高爾夫球。」 

  「笑話！」 

  「我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 

  他說：「世人皆說，你神算第一，我第一個不相信。你不能令我心服口

服，反而勸我不要打高爾夫球，真是天大的笑話啊！」 

  我搖頭嘆息。 

  他揚長而去。 

  直到二年後，我看到這一段新聞，是令我吃驚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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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算往生之日 
 

  有一位「蓮花均藩」寄來一信： 

 「據悉，師嬤在西雅圖往生佛國之時，在『歐莫烈克醫院』，醫師告知，

師嬤要在一個星期後，始可往生。而師尊神算，卻是預告明日十時，將是佛

來迎接，往生之時。」 

  「在場諸弟子，聞醫師說一星期，而師尊說明日（一天），均不知誰說

的準。結果大家依師尊的話，守在病榻，不斷的念佛，到了第二天的十時，

師嬤準時在那時刻往生了。諸弟子咸認，師尊的神算，竟比醫師還準，真的

不可思議。」 

  「老朽，蓮花均藩，年紀已很大，身子甚弱，自知住世時日不多，每日

但修往生法，及念佛不輟，敢問師尊活佛，老朽往生之日期，當在何時，以

便有所準備，不知師尊活佛可否示之？」 

  我收到此信，很難為： 

  一、我一向不神算弟子的往生之日。 

  二、蓮花均藩對自己的往生，抱持開朗心理，但，其家人也無所謂嗎？ 

  三、早期，曾神算一位老媽子的往生之期，卻被其子女，登門斥責，罵

得狗血淋頭。 

  四、往生，有人無所謂，有人有所謂，還是不神算的好。 

  五、預知往生之日，但，佛菩薩再給延壽的例子也甚多，不一定準的。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的回信很簡短，只寫了幾個字： 

  「給加持自己知道！」 

  「蓮花均藩」在收到我的回信的前一天晚上，卻夢見師尊盧勝彥現身，

師尊栩栩如生，手上拿著一串念珠。 

  師尊數著念珠，給「蓮花均藩」看，共百○八粒珠子。 

  又問「蓮花均藩」明白嗎？ 

  蓮花均藩醒來，對念珠一百○八粒，不了解其中的意義何在？ 

  一百○八粒，是活一百○八歲？ 

  不可能！太長壽了。 

  念珠本來就一百○八粒，是要「蓮花均藩」念佛不止，順其自然？ 

  總之，「蓮花均藩」不甚了了。 

  就在隔年的一月八日，「蓮花均藩」倒了下來，他猛然想到一○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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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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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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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月八日嗎？於是召集大大小小，一一交代後事。 

  而且就在念佛聲中，於一月八日傍晚，吉時往生了。 

  「蓮花均藩」火化後得： 

  舍利子三十七顆，純白的。 

  舍利子三十七顆，雜色的。 

  舍利子三十七顆，多色的。 

  但是搜集好，回家後，再數一遍，卻少了三顆雜色的舍利子，怎麼找也

找不到，這下子，又成了一百○八顆了。大家都不知怎麼回事？ 

  真是奇哉！ 

  我寫一詞： 

  往生全藉靈台， 

  浩氣自然開， 

  自覺神光虛空來。 

 

  神算往生之日， 

  只是一種奇巧， 

  就算是驀地風雷， 

  奇哉！ 

  妙道何可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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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去! 
 

  早期，我在台灣幫人看風水，曾替一位「大戶人家」點地堪輿，葬其祖

父，這位大戶人家在台灣也算是叱吒風雲的大人物。  

  「大戶人家」請了百位僧人唸經，這追悼會，恐怕是數一數二的大場面

，當時冠蓋雲集，上至總統，下至地方頭人，人人來拈香。  

  我只是一名風水師，但是他們也邀請我去。  

  我當時未出家，然而曾學習「課儀」，因而，知道僧人們唱念什麼。  

  僧人唸：《金剛經》。  

  唱：  

  南柯一夢屬黃梁。堪嘆人生不久長。  

  有生有死皆有命。無貧無富亦無常。  

  魂飛魄散歸何處。性朗心空望故鄉。  

  漸對虛空伸召請。領沾經咒往西方。  

  又唸：「西方發願文」。  

  又唸：「亡靈懺悔偈」。  

  在僧人唱唸之中，大官小官一一上前拈香鞠躬，而孝子賢孫一一叩頭答

謝。  

  我當時是一名窮酸小人物，當然躲在眾人之後，我是最後一名拈香者。  

  我原想不上前，因為這種「偉大」的場面，我很害怕，因而畏畏縮縮。  

  但，主人瞧見我，示意我拈香。  

  我最後一位走上前去，不敢看左右的人潮，我拈香放入爐中，口中竟說

：「去！去！去！」  

  這「去！」字，原是鼓勵我自己，走向前「去」拈香，不要畏首畏尾，

左右的大人物也是人，有何可怕的，我是替主人家看風水的風水師，和這些

大人物毫不相干。  

  僧眾諷誦《金剛經》七日，禮懺滿時，主人夜間夢祖父來告訴他說：「

祖父因在陽間造業，無意中犯了殺生業，另有其他業障甚多，因而，魂魄受

怨親債主的逼迫，不堪其苦。幸好你邀請一位貴人到來拈香，這位貴人排在

最後一位，他拈香時，口中唸：去！去！去！才這一唸，眾怨親債主驚恐，

奔逃而散，如今，我才能昇上天界，你們要替我感謝這位貴人。」  

  這位「大戶人家」的主人，夢得祖父交代，不敢怠慢，便要找出這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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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一位拈香的人。  

  同時此人說：「去！去！去！」  

  他們查了拈香名冊：最後一名是風水師盧勝彥。  

  他們不信盧勝彥是貴人，他不過是平平凡凡的一個初出道的人。  

  （只是稍有名氣） 

  然而，再查盧勝彥之後，可有其他人來拈香，答案是「沒有」。  

  主人找機會問我：  

  「你拈香時，說了什麼？」 

  我答：「我什麼也沒說。」  

  「真的？」  

  我不敢隱瞞，只好老實說：  

  「我腦海只想去拈香，鼓勵自己去！去！去！」 

  主人說：「那就是了，我祖父說要感謝你。」  

  「感謝什麼？」  

  「感謝你超度我祖父，上昇天界。」  

  「你莫胡說，去！去！去！怎是超度？你須感謝所有僧眾。」  

  主人最後才告訴緣故，我自己聽了也頗覺詫異。  

  至今想來，莫非我口中唸：去！去！去！的時候，一不小心，頂上露出

三光，「佛祖的律令」發了出來，眾鬼物驚嚇跑了！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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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的變化 
 

  我這一生，說也奇怪，全在「兩極化」中，而絕對不是單一的。例如：  

  我的小學成績不佳，倒數前幾名，初中留級二次，眾所周知，我是愚笨

極了的一個蠢蛋，成績常常抱鴨蛋。  

  但，我高中時代，卻是全班：「第一名」。  

  怎麼回事？  

  （我現在擁有佛陀的般若智慧） 

  我小的時候，是基督教徒（受洗），視拜偶像為魔鬼，佛教是魔鬼教。  

  然而，我最後成了佛教的信徒，成了金剛上師，活佛（仁波切），天天

向偶像百拜。  

  又是兩極化。  

  我這一輩子，受外界的批評甚多，批判得體無完膚，無一是處，成了一

個十惡不赦的壞人。  

  然而，相信我的人，把我當佛般的供奉，當成聖賢般，神聖般，被尊崇

的，是佛爺，受頂禮。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內心極度的善良。  

  外界！  

  內在！  

  兩極化。  

  我的身體，隱居的前一段時日，腦分八瓣，四大分散，簡直是接近死亡

的邊緣，也幾乎快要油燈枯絕了。  

  然而，卻又漸漸的好了，健康的不得了，身體檢查一切正常，這是很奇

怪的現象，六十多歲竟如同二十歲。  

  確實兩極化。  

  我看起來，是喜歡熱鬧的，說法開示談笑風生，做事滿積極的，對人生

抱持樂觀的態度，哈哈大笑。  

  但，我常落淚，我可以一次閉關三年，也可以一次隱居多年，又是落寞

，又是孤寂，我甚至可以隱居至於老死。  

  弟子們供養我極珍貴的東西，我所擁有的，也算是「大福」了。  

  然而，很少人知道，我個人的生活很節省，很樸素，沒有亂花費，甚至

我的生活根本就像乞丐一般。  

http://www.tbsn.org/chinese2/master.php?master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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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不可思議！  

  在表面上來看，我不過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一切外在如一般無異，走

在人群中一點也不出色，要說了了，也不了了。  

  然而，我的佛法，使人難以理解，一切演化，常常出人意料之外。  

  我可以「神行」，達十方法界，可以面見「釋迦牟尼佛」，我的證悟，

唯有佛與佛知。  

  明心。  

  見性。  

  完完全全的大澈大悟。  

  我明白這人間世，實無永恆的人，也無永恆的事，我們只是寄居。  

  我也明白，真正的永恆是佛性，因為我見證了佛性，我就是佛，佛就是

我。  

  只有我才是永恆。  

  現在，有很多人都說我很有名，很多人都認識我。  

  但是，我隱居，隱姓埋名，以「無名」自居。  

  《莊子》這部書，主旨是「自由」二字。  

  「盧勝彥」這個人，只有一個字，是「佛」一字。  

  我說：「通常一個人，只有一種造型，不是善，就是惡；不是是，就是

非；不是上等人，就是下賤人；不是才子，就是愚人。」  

  但，我全包了。  

  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自己！哈！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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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蟲蟲的世界 
 

  我很欣賞佛陀講的一句話。 

  有人問佛：「人是什麼？」 

  佛答：「蟲窟！」 

  （這蟲，指的是細菌） 

  我很驚訝在兩千六百年前，科學醫學都不發達，但釋迦牟尼佛早已洞悉

，這整個世界全是小蟲蟲的世界。 

  人啊人！根本是父親的「精蟲」，母親的「卵蟲」，互相結合變成的。 

  那一年。有一群數不清的混世小蟲蟲，來到這個娑婆世界，引起了世人

的極大震驚，這小蟲蟲被取名為「煞死」(SARS)。 

  這名字取得妙：「沖煞而死！」 

  世界衛生組織，對「口蹄疫」、「禽流感」、「登革熱」、「狂牛症」

、「小兒麻痺」．．．，已應付得疲於奔命，對「愛滋」也束手無策之時，

又來了「煞死」這小蟲蟲，令世人聞煞色變。 

  死了不知多少人？ 

  連年輕力壯的醫師也死了！ 

  只要被煞到的醫院，全部封鎖。 

  這小蟲蟲，連「疫苗」都沒有，突然而來，世界各國的專家全傻了眼。 

  只能用「防堵法」。 

  世界各國的機場嚴加戒備，小蟲蟲的「帶原者」成了「恐怖份子」。 

  被宣佈成疫區的國度，人人恐懼，很多醫學專家，大家首先都抱著希望

有藥可治，到最後的結果竟是一個答案： 

  「失望！」 

  混世小蟲蟲，令自認為「科學文明」、「醫學進步」的人類，成了縮頭

「烏龜」，連專門醫病的醫生，也逃之夭夭。 

  或囚禁。 

  或逃。 

  或死。 

  正當世人全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之時，我憐憫世人，勸我的弟子，人人唸

金母咒： 

  「嗡。金母。悉地。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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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深入「三昧」中，這「三昧」原是大覺金仙才會的，也是佛法中的

微妙法，是不生不滅的源頭，也是前三三，也是後三三。 

  在空寂隨我變化，佛性如如任我行之，極其清淨的莊嚴體，我到了瑤池

仙境。 

  仙境真幽。 

  祥光透出。 

  芝蘭香勝。 

  玲瓏煙霞。 

  金母早已知我的來意，特別叫董雙成仙姑給我一只白色的小布袋。這小

布袋很小，只能裝上一個硬幣大小。 

  金母說：「去吧！去裝小蟲蟲！」 

  「這麼小？」 

  「迎風則大，可裝須彌山，崑崙山。」 

  於是，我帶著白色小只袋，離開瑤池仙境。 

  自從那天起，「煞死」的小蟲蟲就突然全部不見了。連我自己也莫知其

所以然？ 

  從來就沒有人知道「小蟲蟲」是從何而至的？也從來就沒有人知道「小

蟲蟲」是如何消杳？總之，突然而來，突然而去，這世界彷彿就沒有人知道

「小蟲蟲」怎會突然消失。 

  「煞死」會再來嗎？ 

  「煞死」怎消失了？ 

  你問我。 

  我問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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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話連篇 
 

  我住美國華盛頓州「南山雅舍」的時期，鄰居養有一條狗，狗名叫「通

靈。 

  這「通靈」狗很有靈性，見陌生人會叫，熟人不叫。叫牠坐會坐，叫牠

立會立，叫牠咬東西會咬，牠懂英文及國語呢！ 

  怪的是： 

  蓮香上師走過，牠不會叫，牠知是鄰居。 

  我走過，牠一定叫，甚至雙目閃著藍光，狂吠我的身後。 

  狗主人，屢次叫「通靈狗」勿吠我，並且介紹我也是鄰居。 

  但，狗不聽，照吠不止。 

  氣得狗主人，只好把狗關入自宅中。 

  這「通靈狗」只有吠我，而不吠其他人，狗主人也覺得莫名其妙，無可

奈何！ 

  然而，我知道。 

  我的身後，帶著一批隨我學佛法的「鬼」，「通靈狗」見鬼驚恐，怎能

不狂吠不止。 

  這正是： 

  卿為我狂了。 

  再說： 

  我出外旅行，夜宿旅店之中，這旅店原是住著一隊鬼兵。 

  據說有些時候，會鬧旅店，有人聽見半夜時分的鬼兵出操。 

  「立正。」 

  「稍息。」 

  「向右轉。」 

  「向左轉。」 

  「砍劈！殺！殺！殺！」 

  旅人看看 窗外，中庭的霧色朦朧中，有一列鬼兵在操演，見到的人，

相當的驚嚇，就不敢住了，第二天便搬出，此旅店以「鬼操兵」聞名於當地

。 

  我住下的當晚。 

  聽見一個鬼將，對鬼兵說：「今天大家休假一天，不再出操。」 

http://www.tbsn.org/chinese2/master.php?master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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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今晚旅店中，來了各路英雄好漢，人數比我們眾多，我們寡不敵眾，

所以大家休息了。」 

  「他們會佔我們的地盤嗎？」 

  「不會，他們由一位蓮生活佛盧勝彥帶領，只是住一晚，明日就走，我

們稍安勿躁，對於活佛，我們要敬重些。」 

  那一夜很靜。 

  我住得非常安穩，但，假如我一離開，我不知道鬼兵還會不會再鬧？ 

  又有一回。 

  我到一家餐館，餐主人的一對子女全是精神病患，主人求我醫治這對子

女。 

  我一到。 

  那對子女的精神病就痊癒了，不再狂笑狂叫，乖乖的變成正常人。 

  我在他們身上做結界，「結界」的意思是讓鬼不能再附身也。 

  主人大喜，請我盛宴。 

  問我：「師尊一至，病即痊癒，未見畫符作法，是何神妙？」 

  我答：「鬼打鬼。」 

  「何意？」 

  「我帶來的鬼，大過附身的小鬼，所以，我不用動手，精神病就好了。

」 

  主人愕然。 

  我哈哈大笑，我說：「鬼是我的好友也！」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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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中的救度 

 

  我隱居五年於「葉子湖」，這五年中，每日修法，從不間斷，日日誦經

、持咒、念佛、禪定。一日寫一篇文章，亦未間斷。 

  有一天，在壇城。 

  忽聞人聲： 

  「師尊救火！師尊救火！師尊救火！」 

  我環顧我的四周。 

  無人。 

  聲音從遙遠的虛空傳來，竟能傳入我的耳朵之中。 

  我不假思索，馬上結「金剛墻」手印，向虛空中打了出去。 

  這「金剛墻」是四四方方的。 

  上方再罩以「金剛網」。 

  下方再立「金剛地基」。 

  剛剛好把一座房子，全部給「結界」了起來。我的人雖然在千里萬里，

卻在大火之中，替遠在千里萬里的弟子家宅做了「結界」。 

  此事我做完了。 

  就忘了。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商場店面失火，其中一家是真佛弟子的商店，弟

子的家居中，火從右燒起，向左燒，勢必燒到弟子的商店，當時，火勢洶洶

，又狂風大作，不可遏止。 

  弟子「蓮花少文」，見右鄰六間店面不一會已變成了焦土，心中焦急萬

分。 

  便喊：「師尊救火！師尊救火！師尊快救火！」 

  想不到，這聲音，我聽見了。 

  這火，已向弟子的店面逼近，火燄的光又向弟子的家直撲。 

  眼看，門窗都被火烤得很熱了，完了，完了，不行了，不行了。 

  「蓮花少文」快暈倒了。附近的店家沒有一個人不魂飛魄散的。 

  在剎那間。 

  彷彿烈火奔騰跳躍，飛過了「蓮花少文」的店面，向左方店家直直落去

，左鄰的店家，又一家一家的燒。 

  這奇怪的現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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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list.php
http://www.tbsn.org/chinese2/liansh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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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少文」的家，彷彿受遮蔽掩護，火燒到，卻跳了過去，獨獨這家

不燒，火舌彷彿有腳，跳過去了。 

  就算大火燒到「蓮花少文」的房屋屋頂，火燒不起來，火自然熄滅，真

是怪哉！ 

  這時，救火車 消防隊全來了。 

  將右鄰的火苗撲滅。 

  也將左鄰的火舌灌熄。 

  而「蓮花少文」的家，卻一草一木均未燒到，連屋瓦一片也未少，整棟

房子地基堅固，左鄰右舍詫異，連消防人員也嘖嘖稱奇。 

  「蓮花少文」信寄「真佛密苑」感謝。 

  我寫一詩詞： 

  火宅剎那人驚起 

  救火遲 

  百姓苦 

  天上仙翁人不識 

  結印結界最是奇 

  火神降 

  留一家 

  諸佛何在暮雲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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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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