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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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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寶殿（前言） 
  有一位真佛宗的皈依弟子「蓮花一介」，在恭唸「八百萬遍」蓮花童子

心咒之後，驀然的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他發覺西方勝景果然不同凡間，到處是奇花異草，芳香陣陣，黃金舖地，金

壁煇煌的宮殿。他到了三座大寶殿之前，抬頭一望，中央一殿，上書「蓮花

童子」寶殿。 

突然，大門自開，從裡面走出二十位天女，這二十位天女穿天衣，個個年輕

美麗，傾國傾城，渾身香光莊嚴。 

「蓮花一介」被迎入大殿，大殿正中央，坐著一位高大莊嚴的蓮生法王盧勝

彥。祂坐在鑲滿了珍珠、瑪瑙、琥珀、珊瑚、寶石的高大法座之上。 

他向盧師尊頂禮。 

很驚訝的說：「盧師尊！您怎麼在這裡？」 

我答：「我本來就在這裡！」 

他問：「那人間的盧師尊？」 

我答：「那也是我。」 

他問：「不明白？」 

我答：「千百億化身，你明白嗎？」 

「蓮花一介」恍然有所悟。宴席擺開，所上的菜，根本連看都未看過，連吃

也未吃過，只能說入口醇厚，香氣四溢，所有的菜盤全是美玉做的。此時天

樂奏起，又是未曾聽過，美妙無比。天女在席間，輕盈的舞於走道，若飛若

行，簡直無法形容。只能說行雲流水了。 

蓮花一介說：「盧師尊！我不回去了！」 

我說：「不行。你回到人間，須幫盧師尊的忙，說西方勝景的殊勝，勸人信

佛，勸人修法，勸人行善，將來往生，必到勝境寶地。」 

蓮花一介問：「盧師尊有何功德？在西方勝景有三座大寶殿呢？」 

「善哉！此問」我說：昔日。 



6 

我有一世，至一寺廟，廟的前院有三寶佛，立一池塘之上，因為是露天，當

日雨下得很大，三寶佛在暴雨閃電之中，渾身濕透。 

我見了一時不忍。 

便取了三頂草笠，戴於三寶佛的頭頂，可解一時之困。 

如此種因。 

西方極樂世界便自成三座寶殿。 

「蓮花一介」大驚！ 

「三頂草笠而已！」 

我答：「勿以善小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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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穆王見瑤池金母  
  西周第五代天子「周穆王」，喜遊歷，傳說中，這位皇帝，坐著八匹駿

馬，由「造父」駕車，大力士「烏荻」開道。千辛苦，萬辛苦，才到了瑤池

仙苑，見到了瑤池金母。 

  周穆王能見瑤池金母是有原因的，因為周穆王有特殊的來歷。 

  他是東方木公上聖，東華帝君的應化身。 

  周穆王是「半神人」。 

  所以，他經過「溺水」的時候，「溺水」是一根羽毛都不浮的水，無人

能過。 

  但，八駿馬，足下生雲，騰騰而過。 

  他經過「罡風」，「罡風」是「颱風」的千百萬倍，不是普通神仙能過

得了。 

  周穆王卻有一顆「定風珠」，因此「罡風」被「定風珠」定住。 

  所以，周穆王終於見到瑤池金母。 

  周穆王為何見到瑤池金母，果然真有來歷，據我所知： 

  東方木公上聖東華帝君是鎮東方的金仙。 

  西方金母大天尊是鎮西方的金仙。 

  當年：玄玄上人，傳法給東王木公，東王木公傳法給西方金母。 

（有師徒關係） 

  東王公與西金母。 

（有親眷關係） 

  所以，東王公轉世的周穆王，很容易就見到了瑤池金母。 

  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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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要提到「蓮花童子」見「瑤池金母」。你們如果看見《法王的大

轉世》一書，便知道，瑤池金母的人間行宮倒塌，屋樑的大鐵釘，釘入瑤池

金母的腳，是我看見，拔除了大鐵釘的。 

（以此善緣，見了瑤池金母） 

  有弟子「蓮僧上師」及「蓮傳上師」等，他們說：「我們以為盧師尊見

瑤池金母，一定有轟轟烈烈的傳說，沒有想到只是因為拔除了大鐵釘而已？

」 

  我說：「大家的疑念是正確的。」 

  我說：若干世前。 

  我曾是一國之君，我到了巫山，巫山之神是「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正是瑤池金母最喜愛的女兒之一，長得美艷，風華絕代，

就算天女也比不上她。然而，她清淨無華，聰明，賢慧，其相貌又如此嬌美

。 

  我與雲華夫人一見面。 

  一個是君王。 

  一個是神仙。 

  竟然是：留不得雲華，只怪光陰催促，好景謝，惟頃刻。彩雲易散，{

王留}璃易脆。風月夜，幾處舊剞{「跡」用走字邊}。 

  忍思憶。 

  永作天人隔。 

  幾時再相見？ 

  我講到這裡，大家也不要問我，我是那位君王？總之，我是瑤池金母的

女婿，也的確是瑤池金母的親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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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童子有啊嘸？ 
  今日的宗教界諸師，有的直接講：「佛教根本沒有蓮花童子！」 

 有的存疑：「蓮花童子有啊嘸？」 

 而我在二十六歲那一年，被佛菩薩帶上「聖界」，指一白光閃閃者，謂我

是：「你是蓮花童子！」 

 於是，我以「大白蓮花童子」自居，因我是親證者，自然堅信無餘。 

 有很多人疑惑的問我：「佛教經典中，有提及蓮花童子的名號嗎？」 

 我說：「有的。」 

 大家問：「在哪裡？」 

 我說：「在『天堂孝經』及『佛說大阿彌陀經』。及『觀世音菩薩受戒經

』」 

 當初的蓮花童子的名稱，有的稱「化生童子」，有的稱「寶上童子」及「

寶意童子」，其實全是「蓮花童子」的異名。 

  我說：在「金光佛」住世的時代，有一個國家的國王，名叫「威德王」

，他信奉佛教。 

  有一天威德王在皇宮花園禪定，大蓮花池中，有兩朵蓮花由花苞開成了

蓮花，花蕊中站立了兩位亮麗的童子。 

  一位是「寶上童子」，另一位是「寶意童子」。 

  寶上童子說：「威德王要體會三輪皆空。」 

  寶意童子說：「威德王，世間空幻不實，要見本性，須去見住世的金光

佛。」 

  於是威德王及寶上、寶意二童子，親旨金光佛。金光佛傳法給威德王及

寶上、寶意二位蓮花化生的童子。 

  威德王成佛，號威德王如來。（佛陀的前世） 

  寶上童子成佛，號正法明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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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意童子成佛，號得得大勢如來。 

  金光佛說：「寶上童子、寶意童子，及眾童子，均是蓮花的化生童子，

所以共稱蓮花童子。」 

  金光佛說：「蓮花童子未來際，將與阿彌陀佛同在，與阿彌陀佛共創西

方極樂世界的淨土。」 

  （在隋代，第三八三窟，西壁龕頂的蓮花童子，蓮花童子化生非常精美

） 

  在莫高窟中，很多的窟，均有蓮花童子的造型，有的立於蓮花之上，或

現多身，或戲嬉在七寶池中。 

  蓮花童子，信而可徵！ 

  我寫詩： 

  蓮花童子共嬉戲 

  降世度生傳法義   

  世人輕譭沒道理 

  不知如來真實意 

  修法之心要細細 

  幻生幻化光明裏 

  心性堅定勿搖曳 

  眾生騰騰昇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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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底峽是出家人？ 
我寫「法王的大轉世」中，提到「阿底峽尊者」，帶著他的道侶「金喬瓦蒂

」等百人，從印度到獅子國，再乘船南下到印尼「占碑」，從金洲大師學習

「七菩提心」，及諸多密法。 

 有僧人問： 

 「金喬瓦蒂是否是阿底峽尊者的明妃？又，阿底峽是出家人嗎？」 

 我答： 

 「阿底峽尊者是出家人，又，金喬瓦蒂確實是阿底峽尊者的明妃。」 

 僧人問： 

 「這不是矛盾嗎？」 

 我答： 

 「並不，這是密行。」 

 我說： 

 有一次，尊者見釋迦牟尼佛與無量大比丘僧受供養，自己也在其列，釋尊

問大比丘：「阿底峽還貪什麼？為何不出家？」尊者悚然。 

 又： 

 有一位自性瑜伽母告訴尊者：「汝現在所修，不能證道，反成障礙。今當

出家，才能利益佛陀的聖教。」 

 又： 

 有一次，彌勒菩薩的法會中，有大法座數座，均坐滿大比丘僧，只剩一座

，尊者欲上大法座，彌勒菩薩阻止他：「此是出家法座，你在家人不可上座

。」尊者一時感到沒面子。 

 於是阿底峽尊者，才決定出家。 

 尊者至阿蘭陀寺問： 

 「我當於何部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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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反問： 

 「你的密行捨不捨？」 

 阿底峽尊者答： 

「不捨。」 

 「若不能捨密行，須於大眾部中，佛智論師派出家去也。」 

 於是，阿底峽尊者在「戒護論師」處出家，法號是「勝然燈智」。 

 由於阿底峽未捨「密行」，所以只能在「大眾部」出家，因而，有「金喬

瓦蒂」是正常也。 

    ● 

 僧人問： 

 「阿底峽尊者，聽說為人非常高傲是嗎？他是一位我慢心很重的人？」 

 我答： 

 「有是有不是？」 

 我說： 

 尊者自「邦伽羅」西返，自思，今一切密法之「加持」、「教授」、「堪

能」、「知解」，無人勝我。我天下第一人也！ 

 空行母出現，出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密典。尊者大駭，慚愧。 

 空行母問： 

 「你是密行尊者嗎？」 

 尊者答： 

 「是。」 

 空行母問： 

 「你知勝滴修法否？」 

 「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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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行母說：「你所學，只是密法之一毫毛，你的我慢太大了。」 

從此，阿底峽尊者，再也不敢自大我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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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稻草 
  昔日。 

 釋迦牟尼佛帶著諸大弟子出遊，經過一座大山的山腳。 

 佛陀以慧眼一看，山脈頓跌而來、三面水環、左右各有一山為屏障，地上

的草，芳香青翠。 

 佛陀說： 

 「此地可建三座舍利塔！」 

 話才說完。 

 虛空中降下一位神祇，原來是帝釋天，祂手上持了三根稻草，就插在佛陀

指定的風水寶地，插好，就飛上天。 

 帝釋天對佛陀說： 

 「三座舍利塔已造成。」 

 佛陀回應： 

 「多謝帝釋天！」 

 此時，眾大弟子均莫名甚妙，三根稻草，怎會是三座舍利塔。 

 此時舍利弗淡然一笑，說： 

「今夜就在舍利塔過夜如何？」 

 佛陀答： 

 「然。」 

 當時，佛陀指引眾大弟子進入舍利塔，想不到這三座舍利塔，氣勢雄偉，

庭院六進，殿堂壯觀，樓閣巍峨，裡面絢麗多姿，精彩無比，美玉裝飾，寶

石珍珠，黃金白銀，眾大弟子，目瞪口呆。 

 過了一宵。 

 佛陀與諸大弟子，離塔而去，走了幾步路，大眾回首，哪有三座舍利塔？

仍然是三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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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不明。問佛： 

 「怎麼回事？」 

 佛陀答： 

 「問舍利弗去！」 

 我答： 

 「幻人住幻宮。」 

     ● 

 盧師尊當年尋到南投草屯虎山，覺得地靈人傑，此地甚好。 

 於是埋下「合磚」。 

 我說： 

 「這裡將成為一座大大的雷藏寺。」 

 我又手握鹽米，撒下四方。 

 說： 

 「四面八方全是雷藏寺！」 

 現在草屯虎山的大「雷藏寺」已建立，逢大地震亦無法損壞，因為四大天

王守護之故。 

而四面四方，世界各國，也紛紛的建立無盡量的雷藏寺。 

 「何以故？」 

 我答： 

 「幻人住幻宮。」 

 詩： 

 不要以為帝釋天手握是稻草 

 如果你明白 

 那三根 



16 

 不比人間寺廟少 

 我叫所有真佛弟子不要惱 

 千萬不要把精神消耗 

 只見了佛 

 入世出世通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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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得受正戒 
  若干世前，有五百位仙人，聚集在婆拉奈國的拉塔山修行。 

 其中有一位名叫「余都拉」的仙人，這位仙人非常的慎言慎行。 

 認真的修「奢摩他」（坐忘），修風吐納，修火精純，修水清淨，修地堅

固。由於「余都拉」的精進，使他證得了： 

 神行。 

 身上有光。 

 知多世因果。 

 變化。 

 這位「余都拉」的仙人，處在「大樂」、「光明」、「空性」的境界之中

。 

 其他的仙人，當然也有很好的成績。有的能叫花開得久些；有的能祈雨、

止雨；有的能知明日之事；有的可以預言；有的可以馴服野獸；有的能百毒

不侵；有的能長生不老；有的能多日不食等等。………。 

 但是，諸仙公認，「余都拉」的修行最好，快要達金仙的果位了。 

 但，「余都拉」認為修行到了「瓶頸」，仍然少了一些東西。 

於是他離開「拉塔山」，到了都市裡面，尋找他心中欠缺的東西。 

 他在都城中遇到一個老乞丐，向他乞討。 

 他給老乞丐一塊錢。 

 老乞丐說： 

 「全部。」 

 「余都拉」把錢全給了老乞丐。（捨財） 

 老乞丐，要「余都拉」跟著走，一丐在前，「余都拉」在後。那位老乞丐

走得甚快，余都拉用「神足」追他，但說也奇怪，怎麼追也追不上，始終保

持一段距離，到了一座巨塔之下，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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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乞丐要傳他心法。須借三樣東西。 

 一、以余都拉的皮為紙。 

 二、以余都拉的骨為筆。 

 三、以余都拉的血為墨。 

 「余都拉」也不生氣，以神變法，施捨出自己的皮、施捨自己的骨及自己

的血。（捨身） 

 而自己神色自若。 

 老乞丐當場寫下： 

 常當攝身行。 

 而不殺盜淫。 

 不兩舌惡口。 

  不妄言綺語。 

 心不貪邪欲。 

 無恚不毒想。 

 捨離諸邪見。 

 是為菩薩行。 

 「余都拉」得到這個偈言，才知道自己要修行證果，應該守這些戒律。有

了戒律才能度眾生，才生菩提心。戒菩提心正是自己要的，「余都拉」把這

戒律弘揚到全世界去，加上「酒戒」，才成為佛教的五戒。 

 守這五戒，才是修行的基礎了！原來這位「余都拉」仙人，是弘揚五戒的

開始。所有的戒律學，全是由五戒弘揚發揚出去的。 

 「余都拉」是誰？ 

 「老乞丐」是誰？ 

 若不守戒律，成仙也妄為啊！  



19 

三危山的樂僔法師 
  在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年）。 

 有一位出家人「樂僔法師」，因為住城市寺院，覺得人多口雜，他想找一

個清淨之地修行，於是，他來到了三危山。 

 三危山之南，是鳴沙山，峰巒起伏。黃沙接天。 

 西北方是戈壁茫茫的大沙漠。 

 但，他在三危山的河谷，卻找到了甘甜的泉水，又有林木蒼鬱。 

 樂僔法師先祭拜山神土地。 

 夜夢山神土地來告： 

 「你勿供奉我。」 

 「那供奉誰？」 

 山神土地答： 

「此地蓮花童子滿山滿谷，諸佛菩薩亦居於此，你當供養蓮花童子及諸佛菩

薩。」 

 樂僔法師醒來後。 

 看著三危山，不禁駭然： 

 此時的三危山射出萬道金光，輝煌聖潔，在光中出現千百萬的「蓮花童子

」，腳踩寶蓮花，手上持蓮花，身放多色光。 

 又看見： 

 尊尊如來、尊尊菩薩、尊尊羅漢，……姿態栩栩如生。 

 有的跏趺而坐。 

 有的雙手合掌。 

 有的飛天神足。 

 有的講經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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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低眉含笑。 

 有的金剛怒目。 

 這位樂僔法師看見蓮花童子，又看見飛天仙女。 

 於是他想建一寺在此。 

夜夢中── 

 蓮花童子現身告訴他： 

 「這座三危山，就是自然的大寺院，不用另建寺院，只在山中壁上，建窟

洞供奉即可。」 

 樂僔問： 

 「你是誰？」 

 蓮花童子答： 

 「我是大白蓮花童子是也！」 

 「我如何供奉你？」 

 蓮花童子答： 

 「不必另設主窟供養，但，任何一窟都有蓮花童子即是。」 

 樂僔法師說： 

 「明白。」 

 於是樂僔法師四處遊說，三危山有佛祖顯靈，募款建三危山石窟，終於建

造了第一個石壁洞窟。 

 後來的法良和尚，繼樂僔法師之後，大泉山谷，漸漸的興旺起來，來來往

往的官員、商人、紳士、百姓，紛紛加入建洞窟。 

於是： 

 唐代時，已建一千個洞窟，取名「千佛洞」。 

 這就是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的由來。而蓮花童子，真的，個個石窟均有，絕

不是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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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僔法師是誰？ 

 法良和尚是誰？ 

 盧師尊是誰？ 

 全是密、密、密也！ 



22 

當今執佛法牛耳者是誰？ 
盧師尊有一弟子「蓮讚」者，皈依多年，也學密法多年，向來非常精進，可

惜沒有相應的現象，從學多年後，略感氣餒。 

 蓮讚於是想到，離開盧師尊，另找明師求取真正口訣，免得枉費生命時光

。 

 於是他於三寶佛前，虔誠的獻上供養，連續上供七日。 

 向三寶祈禱： 

 「佛弟子向三寶獻上身、口、意的供養，祈願諸佛菩薩護佑，能於今生今

世，尋覓真正的佛法明師，求取口訣真傳，以便於今世，能得證果位，唯願

三寶垂示。」 

 如此祈禱再三。 

 當夜入夢，果然奇蹟出現，蓮讚竟然來到印度大菩提寺金剛座，當時佛陀

釋迦牟尼佛正在演法，旁邊法座排成一排，一一法座各坐著具壽長老，長老

個個莊嚴，一見令人起恭敬心。 

 蓮讚問參加法會的一位大比丘： 

 「佛陀仍住世說法耶？」 

 大比丘答： 

 「非。」 

 蓮讚問： 

 「左右的具壽長者是誰？誰住世說法耶？」 

 大比丘答： 

 「左是阿難尊者，右是大迦葉尊者，均未住世說法。」 

蓮讚問： 

 「其他具壽長老是誰？誰住世說法？」 

 大比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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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阿羅漢也，均未住世說法。」 

 蓮讚問： 

 「其他法座，亦有菩薩在座，誰住世說法？」 

 大比丘答： 

 「菩薩隨機赴感，卻未住世說法。」 

 蓮讚問： 

 「我想求取住世說法的明師，皈依其座下，求取真正的口訣，今生證得果

位。」 

 大比丘答： 

 「住世的尊者，已蒞臨法會，將進來也！」 

 此時。 

 鐘鼓齊鳴，天女散花，光彩奪目，從寺外走入一人。 

 此人不高也不胖，相貌莊嚴。穿藏紅色法衣，上身搭戒衣。走路不急不緩

，腳未沾地，輕飄飄的進入會場。 

佛陀、大阿羅漢、大菩薩眾，皆立起迎接之。住世尊者，上了一個不高不低

的法座，此法座不比佛陀高，也不比大阿羅漢高，也不比大菩薩高，是中間

的位置。 

 蓮讚瞪目一看，叫了一聲： 

 「天啊！是盧世尊！」 

 大比丘說： 

 「他原是舍利弗，未來的華光自在佛，當今的盧勝彥世尊。」 

 蓮讚問： 

 「原來我師父是住世說法者，執佛法的牛耳，我是否應該向盧師尊求取真

正口訣？」 

 大比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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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蓮讚夢醒。 

 便向盧師尊求懺悔，並求殊勝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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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嘉國師來見 
  昔日，盧師尊曾說： 

 宗喀巴大師的諸多弟子的轉世活佛： 

 甘丹赤巴──賈曹杰。 

 班禪喇嘛──克主杰。 

 達賴喇嘛──根敦主。 

 章嘉國師──釋迦也失。 

 其中，釋迦也失，也就是當年宗喀巴被邀請至中土弘法時，宗喀巴基於是

皇帝命令，自己稱病，遂派遣釋迦也失為代表，趕赴中土，因此釋迦也失被

皇帝‧封「西天大國師大慈法王」。 

 有一夜。 

 章嘉國師（大慈法王）於盧師尊夢中出現，茲將二人的問答，錄之如下： 

 章嘉國師問： 

 「你於法王的大轉世一書，提及是宗大師轉世，有何憑據？」 

 我答： 

「宗大師的宗見，即我宗見。」 

 章嘉國師問： 

 「你自己無宗見？」 

 我答： 

 「我是學佛的比丘，立什麼宗見。」 

 章嘉國師問： 

 「你自許宗大師，而宗大師自許什麼？」 

 我答： 

 「自許無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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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嘉國師問： 

 「就勝義諦當然無所許，但，依世俗諦許什麼？」 

 我答： 

 「世俗亦幻現，乃無所許。」 

 章嘉國師問： 

 「你現在的境界，你如何應對？」 

我答： 

 「我如瞎子，不現境界。」 

 章嘉國師問： 

 「佛地是有智還是無智？」 

 我答： 

 「佛若如意寶珠，雖然無造作，但能圓滿眾生的願。」 

 （我的這個回答，令章嘉國師大為驚駭，不直接答，但答案在其中也） 

 章嘉國師問： 

 「你真達中觀否？」 

 我答： 

 「幻有空無盡除。」 

 章嘉國師問： 

 「你常言修法，是修何法？」 

 我答： 

 「任住何處，與誰共處，但修一切有情是母，一切所現為輪，諸尊悉無生

，只如此修。」 

章嘉國師問： 

 「你是如何度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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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 

 「善巧。」 

 章嘉國師問到這裡說： 

 「你盧師尊是宗大師無誤也，昔日，我等弟子問宗大師，宗大師亦如此答

。」 

 章嘉國師說： 

 「第一百世甘丹赤巴，將法王袍贈與盧師尊，果然有大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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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的樹神 
我去過印度，到過「大菩提寺」。寺後，有一棵大菩提樹，佛陀當年，坐大

菩提樹金剛座悟道的情景一一湧現了出來。 

 有人告訴我： 

 「這棵菩提樹，已不是當年佛陀的菩提樹了，真正的菩提樹，被移植到『

斯里蘭卡』（獅子國）去了，現在的菩提樹是分支回流的。」 

 我聽了雖有些感慨，但，仍然對菩提樹頂禮三拜，在菩提樹下拍了一張照

。 

 回到美國西雅圖，我在我的一本舊經典「毘盧遮那現證菩提經」翻了一下

，掉下來一片菩提樹的枯葉，枯葉現出輪狀。 

 是夜。 

 有一位神明出現在我夢中。 

 我問： 

 「是誰？」 

 祂答： 

 「菩提樹神！」 

 我問： 

 「有什麼事？」 

 祂答： 

 「緣份深矣！當年阿育王毀滅佛陀的各種遺迹，砍倒菩提樹，但清風一吹

，又長出二棵大樹。阿育王再次砍倒，把根、樹幹、枝、葉，剁個粉碎，堆

在一起燒了。但燒後，又長出兩棵菩提樹，如玉樹臨風一般。阿育王看了大

驚，從此改變對佛陀的憎惡，變成相信佛教，這是『你我』的因緣。」 

 再說： 

 「在阿底峽尊者的時代，尊者住大菩提寺，常繞寺繞樹，尊者有神通，腳

離地一肘，繞寺繞樹，如行水流雲，這也是『你我』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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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 

 「盧師尊，你回天竺印度，到了大菩提寺及菩提樹，頭面頂禮。這是多世

之因緣也。」 

 我說： 

 「敬禮樹神！」 

 樹神說： 

 「盧師尊，你當繼續弘揚阿底峽尊者的精神才是。你到蘇門答臘的占碑，

去參禮阿底峽向金洲大師求法地。你種了一棵菩提樹，這時天上響大雷。細

雨如絲，是我給你的信號啊！」 

 我說： 

「啊！果然是真的！」 

 樹神說： 

 阿底峽的中觀正見，是承續「月稱論師」的中觀應成派，「緣起性空」的

思想。你當弘揚「佛護」、「清辨」、「月稱」、「靜命」的中觀思想。 

 在發菩提心方面，即弘揚「七種因果」，及「自他互換法」。 

 發揚「攝行論」、「道炬論」、「發菩提心論」。 

 又： 

 下士道──不貪世俗樂，念生死無常，畏惡趣苦，行十善葉。 

 中士道──厭三有，發出離心，依四諦十二困緣，得寂滅為樂。 

 上士道──發菩提心，利益有情成佛，六度四攝，得大乘佛果。 

 樹神說： 

 「格當派、格魯派、阿底峽、宗喀巴、盧師尊，這是念珠一串。所以你當

說說戒律了，速速去吧！勿忘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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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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