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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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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性成佛是否？ 
 

  在禪宗，有許多祖師，認為禪門，只要「明心見性」，也即是「見性成

佛」了。也就是「一悟即成究竟佛」的意思。  

  今人，對許多祖師，「一悟即成究竟佛」的論點，不敢苟同，認為「悟

後起修」才是，為此，雙方爭論，而無休止。  

  有人見此，便來問我：「見性成佛是否？」  

  我答：「是！」  

  再問：「見性起修是否？」  

  我答：「是！」  

  我認為，「見性成佛」是對的，同時也認為「見性起修」是對的。我認

為雙方都對，我的理由如下：  

  《普曜經》云：  

  「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覺之道，為最正覺，得佛十力。……

」  

  《華嚴經》云：  

  「爾時如來始成正覺，在寂滅場，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說圓滿修多羅

。」  

  《莊嚴經》云：  

  「世尊初成正覺，無量諸天皆悉稱讚如來功德。」……  

  這些，都在在證明，釋迦牟尼佛「一悟即成究竟佛。」  

  也許有人會說，世尊就是世尊，釋迦牟尼佛不同於一般人的。  

  但，我認為，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明心見性，一悟即得究竟佛，正

是「一大明證」，管他是誰，一悟即得究竟佛，正是，正是。  



 

6 

  至於「見性起修」方面：  

  一、達摩祖師，印證慧可大師，二祖慧可大師見了道，「悟後起修」，

這也是事實。  

  二、五祖弘忍，認可六祖惠能，六祖惠能躲於獵人隊中，也是「悟後起

修」。  

  這是禪宗祖師明心見性開悟之後，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  

………。  

  在這方面，我個人認為「悟後起修」、「見性起修」，也是對的。  

  從密教的觀點看：  

  死者在初期，中陰境界時，可以見到「法身」的明光，這是「佛性」，

也是「本覺」、「本性」、「本身」，死者只要認取。  

  「一悟即成究竟佛」了。  

  然而，死者為何不能「一悟即成究竟佛」，這都是歷代造作的業力將他

牽了開去的緣故。  

  從這觀點看：  

  「一悟即成究竟佛」有其道理。  

  「悟後起修」也有其道理。  

  我們再看看，彌勒下生，在龍華樹下的三會，度上、中、下三根的眾生

，度九十六億，度九十四億，度九十二億，是「悟後起修」嗎？  

  我看不是。  

  彌勒用的是「唯識大神變」，一下下，將「凡心」變為「佛心」。  

  指人心，見佛心，指眾生，見佛性，一次神變，全部達「究竟」。  

  這真是「一悟即成究竟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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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立論，發現眾生均具恆在的佛性，發現眾生都可以成佛，只是時間

的早晚問題，就算十惡不赦，下了大阿鼻地獄的眾生，也一樣可以成佛。成

佛有二： 

  「一悟即成究竟佛」。  

  「悟後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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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則近道也 

  

   我過去常常講：「無所謂、無所謂、無所謂。」而我的人生也差不多

在「無所謂」中度過。  

  我說：「無所謂則近道也！」  

  我這「無所謂」是從《法句經》而來：  

  ＜忿怒品＞：  

  智者身調伏，亦復語調伏，  

  于意亦調伏，實一切調伏。  

  這調伏，就身口意清淨了，也就「無所謂」了。  

  ＜佛陀品＞：  

  諸佛說涅槃最上，  

  忍辱為最高苦行，  

  害他實非出家者，  

  惱他不名為沙門。  

  這《法句經》的這一句，真是妙妙妙，涅槃最上，忍辱最高。  

  又說，會害人的不是出家人。  

  又說，會惱怒的人不名是沙門。  

  簡單幾句，把「無所謂」發揚光大了，這裡面根本深含「無所謂」。  

  雖然有人以為「無所謂」並不屬於「明心見性」的，然而汝仔細想一想

──  

  明心，明心。  

  知「無所得心」，表現出來的外相，就是這「無所謂」。是也不是？  

  再說親證佛性之後，便知曉了宇宙之間的一切真理（真如），更是「無

所謂」，而不會「有所謂」了。「有所謂的」根本不達「明心」，也不

達「見性」，這是非常明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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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方面，你要了解《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忍辱波羅蜜

，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告訴大家，三個字，這即是：「無所謂。」（忍辱及非忍辱即無所謂）  

  如來常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  

  如來講這些話，無非實話實說，揭破「真如」的大祕密了。  

  我今天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金剛經》是一部「無所謂」經。這境界

實在是太高了，超出人的想像！  

  你們不要大吃一驚。  

  眾生（無所謂）。  

  佈施（無所謂）。  

  一切相（無所謂）。  

  佛法（無所謂）。  

  得失（無所謂）。  

  福德（無所謂）。  

  莊嚴（無所謂）。  

  多少（無所謂）。  

  供養（無所謂）。  

  諸心（無所謂）。  

  說法（無所謂）。  

  我人（無所謂）。  

  聖凡（無所謂）。  

  斷滅（無所謂）。  

  我（蓮生活佛盧勝彥），以「無所謂」三字來印《金剛經》的證。大家

只要想一想，細心的以這三個字去印證，近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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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一件天大的祕密，佛陀根本就沒有講「金剛經」。因為佛陀說

，他如果有說法，就是謗佛，所以講經或不講經，在佛來說，根本就是

無所謂。  

  大家讀了這篇文章，而能不驚、不怖，就算是有緣的真佛弟子了。  

  你更能一切「無所謂」，近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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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 
 

  在一次「三昧」中，我到了「地神」聚集的法界，此法界屬「地居」的

法界，他們是小力的神，雖有神名，但，神通力不大。  

  我指著一座堅硬的大山說：  

  「你們可以穿過這大山嗎？」  

  他們回答：「不，這座堅硬的大山，是金剛岩石所成，是實有的，沒有

人能穿過的。」  

  然而，我筆直的走向這座大山，我沒入這座大山，然後，把頭伸出來，

再伸出雙手，接著跳了出來。  

  他們歡聲雷動。他們要我再試一次，我又沒入此大山之中，從山的另一

邊走了出來。  

  我問：「此山實有嗎？」  

  他們啞口無言。  

  我又指著天空，問他們。  

  「你們可以坐在天空上嗎？」  

  他們答：「天空是虛無的，是空，怎能坐？」  

  於是，我騰身而起，冉冉的飛向青天，就跏趺座的坐在虛空，不只是坐

，或站、或飛、或臥、或行，或是在虛空中打金剛拳，又用最優美的姿勢，

飛來飛去。  

  他們歡聲雷動。  

  我慢慢的飛了下來，問：「天空是虛空，無法可住嗎？」  

  他們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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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這些地居的小神，都來皈依我「蓮生活佛盧勝彥」，每一位小神

都來頂禮，嘆為不可思議了。  

  我說：「山非實非虛！」  

  我說：「空非實非虛！」  

  他們問：「如何通達？」  

  我說：「我們應該向釋迦牟尼佛行最大的致敬禮，向《金剛般若波羅蜜

多經》行最大的致敬禮，這是最圓滿的智慧了，實也是空，空也是實，實即

是空，空即是實，實空是不二的，如果能通達此理者，即見如來。」  

  他們問：「他們如何下手學？」  

  我答：「通達無我法下手。」  

  「無我法下手，而這個實我呢？」  

  我答：「仍然是我。」  

  「我們不懂。」  

  我說：「你們不懂，那是應該的，但請依據所學繼續修行，將來必然得

悟，這時候，你們也可穿山而行，也可坐於虛空之中。在空如鳥，在水如魚

，在土亦如無物，入火不燒，在風中，自自在在。」  

  「這是什麼道理？」  

  「般若。」  

  「般若是什麼？」  

  「空性與實我一體的禪定。」  

  我度化這些小神，是用善巧方便的度生變化，來敘說個明白，這些小神

一時之間，是無法證得的。但是，他們生起來信心，因信心而深信「般若」

的智慧。 

  只要再精進而不放逸，他們離開悟已是不遠矣！證明空性就不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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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的祕密 
 

  我們曉得，密教的金剛法甚多，有五佛化身的五金剛，八大菩薩化身的

八金剛。  

  更有藏密的至高金剛法──時輪金剛法。  

  在西藏密宗有五赫魯噶：  

  一、勝樂金剛。  

  二、喜金剛。  

  三、密集金剛。  

  四、大威德金剛。  

  五、大幻化網金剛。  

  我曾聽聞，有一位藏密高僧，修金剛法相應，他只要想念某人的劣行，

心中燃燒了憎恨之火。  

  被想念的人，隨即死掉！  

  我聽了大駭。  

  為什麼一個金剛法相應的高僧，一想念某人，某人即死掉。  

  屢試屢驗。他自己也非常吃驚！  

  其實經過我們的探討，其真正的原因是欠缺了「菩提心」，所以修金剛

法，不只是金剛法，我們都強調「菩提心」。  

  「菩提心」重要嗎？告訴大家，至重至要；如果沒有菩提心，就成了「

魔」。  

  菩提心分：  

  願菩提心、行菩提心、勝意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無上密菩提心。（

六大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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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修「無上密」的二大要件：  

  一、空性。  

  二、無漏。  

  這「空性」亦即是「菩提心」。  

  我現在完完全全的明白了，一個「明心見性」的人，已明白「真實心」

、「真實佛性」，這樣的人，自然就發「菩提心」。  

  無論如何，一個「明心見性」的人，走上修道的境界上，因「明心見性

」之故，不會再走上歧途及岔路上，也不會修成了「魔」。  

  我發現一個很大的祕密，如今，修行的這一條路，走的人千千萬萬，修

成佛的人很少，而修成「魔」的甚多。修行使人墮落更深啊！  

  這個祕密是：  

  沒有菩提心。  

  沒有明心。  

  沒有見性。  

  沒有空性。  

  沒有佛性。  

  如果欠缺這個，就是任你道行修到了無上的無上，卻原來只是一個「天

魔」，至高無上的「天魔」，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我環目四周，看見很多的修行人，甚至是「上師」、「弘法人員」、「

行者」，或是很有名的「高僧」，很有名的「法師」，很有名的「大和尚」

，很有名的「居士」，原來一個一個都是「魔」。  

  糟糕的是：  

  有的已入魔道而不自知，他們盡在「有為法」上用盡心力。  

  卻沒有著力在「無為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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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明心」。  

  他們沒有「見性」。  

  他們沒有「明心見性」而發菩提心。  

  明心見性的行者，必然明白「無得無失」，必然明白「平等平等」，必

然明白「不增不減」，必然明白「圓滿圓滿」，必然明白「不淨不垢」，必

然明白「任運自在」，必然明白「究竟成佛」。  

  哎呀！  

  我是清楚了，明白了。  

  但是，其他的人，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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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人往為了啥 
 

  曾在台中火車站看人潮，上車的上車，下車的下車，我內心浮起一個意

念︰  

  「人來人往為了啥？」  

  又在一家電影院看人潮，散場的走出，而剛欲開演的走入，又起一個意

念︰  

  「人來人往為了啥？」  

  又在一殯儀館送故人，人潮相當多，列隊弔念，向前拜祭的，拜祭完走

出的，也起一個意念︰  

  「人來人往為了啥？」  

  我看很多人出生。  

  我看很多人死亡。  

  「人來人往為了啥？」  

  在「葉子湖」隱居了五年，突然想起端午節近，而自己的生日也近，啞

然失笑，我這天上天下的過客問自己︰  

  「人來人往為了啥？」  

  寫下了短句︰  

  一夜的風，一夜的雨，  

  客居的茅舍，客居的思念無數數，  

  我的心思如雲，我的一生如雲，  

  怎會住在紅塵深處？  

  這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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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住啊！難住！  

  縱然煩惱如許長，  

  到頭來，  

  原來是無有一事。  

  （然而這小小的一首短句，裡面深藏的，仍然有一意念，人來人往為了

啥？）  

  以前有弟子問我︰  

  「人生為何？」  

  「如夢。」  

  「人生為何？」  

  「如寄。」  

  「人生為何？」  

  「生老病死。」  

  「人生為何？」  

  「養生送死。」  

  「人生為何？」  

  「酬業。」  

  「人生為何？」  

  「遊戲。」  

  這些問，這些回答，都沒有錯。錯的是，你知道人生的密意是啥？  

  我個人覺得，功名富貴如浮雲，人生苦短，這功名富貴，無用，無用。

於是，毅然決然的走修行之路，主要是為了踢破人生之謎？人來人往為了啥

？為了啥？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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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資糧道──種子。  

  加行道──發芽繁殖。  

  見道──根。  

  修道──莖葉花。  

  究竟道──果。  

  （這是一個很恰當的比喻，其中的見道，就是開悟，就是澈見如來的真

正面目，所謂踢破人生的黑漆桶，撥雲見日，這其中正是人生的真實意。）  

  人生的最後，既然財也無所得，既然色也無所得，既然名也無所得，既

然大富大貴均無所得，既然一切依附均無所得，既然過去、現在、未來，均

是無所得。  

  現在問大家︰  

  「你見什麼道？悟什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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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也是禪 
 

  我在「葉子湖」隱居的時候，常常「經行」，一路走，一路念佛持咒。  

  「經行」也是一種禪定。  

  有一回，「經行」經過了草叢區，草叢有很多的野狗，牠們屬於遊蕩的

一群。  

  這些狗仔，我稱為狗仔隊，不是很溫順的那一種，有些是大型粗壯的，

類似猛犬，雙目露出藍色的凶光，白森森銳利的尖牙，牠們飛奔來，飛奔去

。  

  狗凝視我。  

  狗狂吠我。  

  狗欲撲我。  

  狗咬定我。  

  但是，我把心念完全集中在佛菩薩，雙手合掌，腳步也沒有停。  

  就自自然然的從狗仔群中，穿越的走了過去。  

  就算有猛狗用舌頭利齒，嗅嗅我的褲管，也沒有下一步的舉動。  

  多少年來。  

  我在野狗群中走過。  

  沒有被咬過。  

  我仰仗的，是我的禪定，我一直在「經行」，禪定也從來不中斷。  

  人們從來也不知道，這是「佛性」在「經行」。是︰  

  願菩提。  

  無欲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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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菩提。  

  行菩提。  

  無上菩提。  

  這五種菩提加起來，就是「佛菩提」。  

  我這「經行」，可不是普通的禪定，我已經穿越了時空，穿越了諸天，

穿越了阿羅漢，穿越了菩薩，自然屬於諸佛的法界。  

  我這「經行」是－－  

  棄惡的。  

  是行善的。  

  是自覺的。  

  是利他的。  

  我這「經行」，大家仔細去意會︰一斷一切斷、一行一切行、一位一切

位、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證、一顯一切顯、一佛一切佛、一入一切入、一

智一切智、一理一切理、一究竟一切究竟、一門一切門、一心一切心、一境

一切境。  

  我這「經行」，是真如之體也，是唯一無二的，如理虛融，平等無二。  

  解脫而無解脫。  

  菩提而無菩提。  

  我的「經行」，只是在娑婆世界的「月光流域」，或是在「理性與感性

」，或是在「惠文公園」，或是在「植物叢園」………。  

  不管在哪裡「經行」，究竟不染於一切相，染無所染，愛無所愛，恚無

所恚，痴無所痴，作無所作，取無所取，捨無所捨。  

  我這五年來的「經行」只在「一真地」。  

  有人說︰「盧勝彥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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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是邪。」  

  有人說︰「盧勝彥是魔！」  

  我說︰「是魔。」  

  有人說︰「盧勝彥是假活佛！」  

  我說︰「是假活佛。」  

  有人說︰「盧勝彥沒有明心見性！」  

  我說︰「是沒有明心見性。」  

  假如大家問我︰「明心見性到底是什麼？」  

  我又答︰「本然。」  

  你說我是瘋子，我就是瘋子。我是挑糞漢，挑擔糞，給大家喝。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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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首詞看「人生」 
 

  蘇東坡的「行香子．述懷」  

  清夜無塵，  

  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  

  浮名浮利，休苦勞神。  

  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  

  開口誰親。  

  且陶陶，樂盡天真。  

  幾時歸去，  

  作個閑人。  

  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蘇東坡的「臨江仙．醒復醉」  

  夜飲東坡醒復醉，  

  歸來彷彿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  

  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  

  何時忘卻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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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闌風靜縠紋平，  

  小舟從此逝，  

  江海寄餘生。  

  這兩首詞，是蘇東坡寫的，我欣賞的原因是，在蘇東坡多災多難的一生

之中，高位時，任大學士，皇帝的侍讀（老師）。被貶時，遠至嶺南與海南

島。蘇東坡對人生，亦有醒悟之境。  

  第一首的︰  

  隙中駒──出自《莊子》的＜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

隙。」  

  石中火──打火石發出的火星，一瞬即逝。人生苦短。  

  夢中身──人生短暫，如虛幻之像。  

  這如同《金剛經》的︰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在第二首詞中，我欣賞「長恨此身非我有」。  

  此句出自︰  

  大舜問丞︰「道可得而有乎？」  

  丞答︰「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大舜說︰「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丞答︰「是天地委形也。」  

  （丞是大舜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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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覺得，蘇東坡的一生，是有莊子的思想在其中。  

  例如︰  

  身外倘來都似夢。  

  醉裡無何即是鄉。  

  這「無何有」，在《莊子》＜逍遙遊＞之中，「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  

  《莊子》＜列御寇＞︰「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

鄉。」  

  我最欣賞︰  

  「無何有」三字，我說，「無何有」是近道也。人生是何？  

  我答︰「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我答︰「無何有。」  

  莊子的一句「無何有」真是妙哉！道在其中也，佛性在其中也，悟也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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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腳尾經」 
 

  昔日，我學經懺於台中慈音寺「善賜法師」處，有機緣，隨同拜「腳尾

經」。  

  什麼是「腳尾經」？  

  這即是亡者剛逝不久，移靈於中廳，躺於木版之上。我們在屍身腳前點

上油燈，在頭前點上油燈。在燈前，供上一碗飯，點了一柱香。  

  而我們唸經懺，這即是「腳尾經」，唱唸︰  

  南柯夢，夢南柯，一夢南柯怎奈何，世上萬般綁不去，一雙空手，見閻

羅，從此去，莫蹉跎，一念彌陀過愛河。  

  娑婆極苦無人曉，輪迴何日了，浮萍水上飄，束縛籠中鳥，嘆亡靈，何

不早回頭，歸去好。  

  第一大願，樂邦教主，阿彌佗佛，四十八願度娑婆，九品湧金蓮，寶網

交羅，度眾生出愛河。  

  又唸：  

  世間財，誰不愛，拚死忘生都不該，石崇豪富今何在，億萬金銀無處埋

，須當戒，莫貪財，不如收拾禮金臺。  

  傾城色，眼前花，暗裡相思總是差，紂王當初寵妲己，失了江山敗國家

，須當戒，莫貪花，養靜精神伴落霞。  

  我那時尚年輕，不知死是何滋味？看那屍身，卻也觸動我的心︰  

  屍身已腫脹。  

  屍身臉上青淤，令人怖畏。  

  屍身已略發出淡淡的屍臭味。  

  屍身皮膚出斑點，有部份已膿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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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身似乎已遭細菌蟲啖。  

  我可以想像︰  

  五臟已全壞爛了。  

  身內血液已停流，發腥臭了。  

  全身筋骨全部壞死了。  

  氣息早無了。  

  同時唱唸的「錦文師」，早已淚水直流，邊唸邊哭，彷彿死的是自己親

眷。  

  當時，我想到，死亡是「共法」，我們必須思維一切現象都是無常，一

切有情都會死亡。  

  甚至釋迦牟尼佛及諸大阿羅漢，都終歸一死。  

  皇帝總統都終歸一死。  

  世界最大的富豪都終歸一死。  

  還有我們的親眷、同學、知己、老人、幼童等等等等，仍舊是一樣的死

亡。  

  我在拜「腳尾經」時，體會︰  

  一、人身不淨。  

  二、不執著色身。  

  三、斷人間的貪、愛。  

  四、一切有情無所得。  

  五、淨或不淨，皆是空性。  

  我現在，很想問大家，你體會到這裡，還會想拚死拚活的去「撈錢」嗎

？  

  你體會到這裡，還會執著，非卿莫娶，非君莫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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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在人世間，得到了什麼？你還在爭著長輩死後的遺產嗎？  

  你還會爭最高的權位嗎？  

  我說，這些人人都會想，這些人人都會講，但你做到了嗎？你去實踐了

嗎？你真的完全領悟，而且全做到了。  

  做到了就是「修行」。  

  做不到，仍然是「凡夫」。  

  試問︰「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來。」請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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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天大神的法供 
 

  我在「葉子湖」隱居已五載，雖隱居，但修法寫作沒有一日間斷。  

  那一日，清晨我照往常做「供養」，打開窗子，窗外綠油油的樹木，早

起的鳥雀吱吱喳喳，後山一片清新的空氣，流入斗室，精神不覺抖擻。  

  我左手「三山印」持供杯。  

  右手「金剛印」在杯上書「  」吽字。  

  正在此時，漫天飛紅霞光，光中現出現一尊大神，冉冉下降。  

  這大神下降，四周尚有諸多鬼神團團圍繞，是大神的眷屬了。  

  大神隨身帶有樂師，諸鬼神吟唱著︰  

  佛性同體，真佛恆存，妙門自開。  

  我從太虛來，葉子湖前，復還根本，全藉靈台。  

  一語衝開，法報應化，漸知一切因果來。  

  妙絕語，如龍吟虎嘯，如電光閃雷，大奇哉！  

  大道不可猜，一點化，愚昧也將成大才。  

  祈佛給說破，分分明明，破殼出胎。  

  今知高士，但求法供，清淨無塵埃。  

  這來的「大神」，竟然是「飛天大神」，他的境界已甚高，身居紫府，

已達仙階的地位，他竟然來求法供。  

  眾鬼神唱的絕妙詩詞，令我心神震動，他們是來求「付法」的。  

  我裝著不知，便做供養。  

  我饋贈：  

  甘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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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肉。  

  水晶糖。  

  妙香。  

  仙花。  

  等等等等。  

  鬼神眾等，顯得非常興奮，更加的喧嘩了，鬼神眾嚷著多要。雖然化食

了很多，但，他們徘徊不去。  

  尤其是「飛天大神」，他站立不動，無視那妙香及仙花。  

  大神說︰  

  「祈求付法！」  

  「什麼法？」  

  「明心見性之法！」  

  我說︰「我無法。」  

  大神︰「無法就是法，佛說，若有說法，即是謗佛。我今祈求明心見性

耳！」  

  我見飛天大神果然有這份誠心，知我已明心見性，故來求付法了。  

  我先考他，我向大神頂禮一拜。  

  大神也不怠慢，向我頂禮一拜。  

  我問︰「我拜什麼？」  

  大神答︰「尊重弟子。」  

  我問︰「你拜什麼？」  

  大神答︰「禮拜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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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位飛天大神，機緣已完全成熟。便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一法不傳

六耳，令其他鬼神皆聽不見。  

  我對大神說︰  

  「明心就是明……。」  

  「見性就是見……。」  

  飛天大神一聽，即刻開悟。  

  飛天大神說︰「原來時空無限，原來過去、現在、未來是一時中。」  

   那飛天大神，只一開悟，便成就佛果，淨光照遍十方世界淨土，只一

剎那便修道成就，立即解脫，成就一尊︰「飛天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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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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