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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心十大行愿

（一） �佛佛俱信，法法无碍。

清净僧众，尊视如师。

（二） �持戒不缺，摄心常定。

诸法空相，平等无著。

（三） �慈心众生，励行戒杀，

视众生如己，不忍食其肉。

（四） �人有所求，等心施舍。

温和谦下，骄慢不生。

（五） �不违本愿，常利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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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称赞，不见他过。

（六） �贫富贵贱，性本不二。

口常软语，令生欢喜。

心意质直，远离谄媚。

随顺人情，善转俗谛。

（七） �佛说教诫，体会力行。

护持佛法，如护己命。

救护众生，而不望报。

众生骄慢，亦不退心。

（八） �不轻正法，不使他轻。

不谤三宝，不令他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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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轻谤者，善言开解。

令其信入，不堕邪网。

（九） �常护正念，不亏暗室。

胜行坚固，不厌疲劳。

发弘誓愿，摄心不退。

常住大乘，破除邪见。

（十） �所修本法，一一遍持。

清净密印，莫污染结。

须 为 自 利 利 他 而 修，

不因名闻利养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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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心铭

不是有心 � 不是无心

不是不见 � 不是不闻

了了觉知 � 不着见闻

荡然无住 � 是名无心

心若无住 � 妄依何立

妄既不立 � 夙障自除

问心何来 � 因境而起

境亦不有 � 同属幻影

妙用恒沙 � 尽是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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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心息处 � 顿证无生

无生实相 � 非可眼见

杳杳冥冥 � 其中有精

证悟之者 � 名曰见性

是故无求 � 心自宁一

无心可惑 � 即是大定

得大定者 � 无动无静

无得无失 � 无喜无嗔

本位不移 � 起应万机

不变随缘 � 即无生死

成佛要诀 � 如是而已



中·有·得·度

001

师兄 1	：�上师，我们修了心中心法，

其它法就可以不用再求

了吗？

上师� ：�也可以求。

师兄 1	：�也可以求？

上师� ：�也可以求，对，方便启用嘛。

师兄 2	：�方便启用，但是要有时

间修啊？

净明上师开示录
中有得度

（2017 年 3 月 6 日印心塔光道场开示台湾众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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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哎，方便启用了，修的

时间不长了。

师兄 2	：哦。

师兄 1�：�所以我们准提咒啊这些

都可以求喽？

上师� ：�哎，可以，可以求嘛。

师兄 2�：�像元音老人就说，叫我

们天天持慈氏咒四十九

遍。

上师� ：�其实老人意思是这样，

就为啥要持慈氏咒跟往

生广咒啊？为什么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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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呢？因为他看到有

些师兄修法，信心不坚

定——其实心中心法里

面的第四印，这个印的

作用就是随愿往生十方

净土，你愿意到哪里去

都可以，第四印，所以

修了心中心法，再加上

慈氏咒或者往生广咒就

显得有点重复了，他是

看师兄们信心不坚定，

所以就多传几个印吧，



净·明·上·师·开·示·录

004

让大家去修啊。

师兄 2	：哦！

师兄 1	：�可能还有我们修得不如

法的，呵呵。

上师� ：�哎，其实它这个慈氏咒

和往生广咒是对绝大多

数包括修心中心法的来

说。

师兄 1	：�都可以？

上师� ：�啊，绝大多数。因为我

们看他传法是——好多

师兄来找他传法啊，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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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顶， 没 传 心 中 心 法，

就传念阿弥陀佛，或者

直接就是往生广咒或者

阿弥陀佛一字心咒，啊，

或者就是慈氏咒。

师兄 1	：�哦！

上师� ：�啊，他就不传心中心法。

有一次是我在上海，在

老人家里面，老人当时

是刚从美国回来，那上

海有一个女师兄叫作王

** 师兄，领着十几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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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老 太 太 来 求 法，

老人就跟我说 ：“你去给

他们灌顶，啊，你灌完

顶，我再来给他们作开

示。”然后我给他们灌完

顶之后，老人家坐在那

里给他们作开示 ：“你们

一心就念阿弥陀佛，因

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呐，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直接、

最究竟、最圆满、最轻

松的法门，你们就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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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念 阿 弥 陀 佛 就 可 以

了。”其实那一帮老先生、

老太太都是念佛的，这

老人一说了之后，大家

都很欢喜。

师兄 1	：�欢喜！嗯嗯嗯。

师兄 2	：�那再请教上师哈 ：* 老师

哈，曾在台湾传尊胜陀

罗尼咒跟宝伽印咒，他

说 ：“宝伽印咒是增加福

报，尊胜陀罗尼咒是消

灾除障。”那我们的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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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包括这里面了的

吧？

上师� ：有啊。

师兄 2	：�那还要另外修这两个咒

吗？

上师� ：�你想修就修嘛。

师兄 2	：�因为我们里面的有些师

兄，经济上可能做生意

失败啊什么，有一点困

难， 他 说 ：“ 那 我 传 你

宝伽印咒，增加你的福

报。”“啊？”我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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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了呀，那就心中心就

很好用了，干嘛还要给

传他这个？”所以，我

才疑。

上师� ：�没事嘛，他也是看因缘嘛。

师兄 1	：�或者就是他心中心（法）

没修下去了？

上师� ：�上师传法都是看因缘的，

我们不能去评价他。

师兄 3	：�我正好我想问，那个我

在家背那个佛顶尊胜陀

罗尼咒，我是跟着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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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发音去背的，然后

呢，我背完以后呢，发

现 呢 还 有 梵 音， 就 是

……。

上师� ：有什么？

师兄 3	：梵音。

众师兄 ：梵音。

上师� ：�哦，梵音。

师兄 3	：�啊， 我 发 现 了 这 个 音，

但是到底是哪个音是对

的呢？那我背的那个不

对吗？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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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嗯，你背的都是对的。

师兄 3	：�我是跟 ** 法师学的。

上师� ：�是啊，那没错嘛，你这

传承来自 ** 法师嘛，你

既然要跟他学，就要对

他有信心嘛，不能怀疑

的啊，知道吧？

师兄 3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那

个念诵的那个人……。

上师� ：�没事，你用普通话念也

可以，用梵音念也可以，

总之有一点，必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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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有传承就不会错。

师兄 3	：�我是在网上学的。

上师� ：�啊，在网上学，那电脑

是“传承”嘛。（众笑）

师兄 1	：�电脑有教手印吗？

师兄 3	：�没有。

上师� ：�电脑都不长手的，怎么

教手印？

师兄 1	：�有时候（有）图片啦，看

图片就学了。

师兄 2	：�有手印。

师兄 3	：�我没有学啊，我就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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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咒。

上师� ：�这个不算传承，电脑不

能说是传承。你看我们

那 个 咒 语 嘛， 咒 语 的

“咒”——两个口，你一

个口，我一个口，中间

隔着个茶几，面传亲授，

这才叫传承嘛。

师兄 3	：�哦！

上师� ：�好多师兄也是跟我们说 ：

“啊，你干嘛不在网络上

传法啊？”“哦”，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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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得到广电部、文化

部、教育部，把那个‘咒’

字给改了，改成什么呢？

上面两个目，下面呢一

个电，电脑的电，（众笑）

如果这个字改成功了，

那以后我们就用网络传

法了。”是吧？所以这个

“咒”字，它代表传承呐，

必须是面传亲授，不管

是到哪个时代都一样。

师兄 2	：�那如果梵音跟普通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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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念，作用应该一样吧？

有的师父说梵音比较有

……，力量大。

上师� ：�在没有传承的情况下都

没有作用。

师兄 2	：�没有传承？哦！

上师� ：�都没有作用。

师兄 2	：�哦。

上师� ：�啊。因为法是需要人来

传的。

师兄 2	：�还是传承呐，**才是传承。

上师� ：�传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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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上师，像现在很多的那个

佛教音乐都会用把梵音

改成音乐这样子唱诵，那

这种咒音力量大不大？

上师� ：�大。——好过没有嘛。（众笑）

师兄 2	：�现在网络很多，我一点

就是一堆。

上师� ：�嗯，是啊。

师兄 1	：�那现在从网络上可以学

那么多咒语，那一般不

是咒语都需要那个嘛，

要灌顶传授，对不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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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会有盗法的问题嘛。

上师� ：�我们不赞成通过网络来传。

师兄 1	：�对，所以我们也不适合

自己去网络上来学习。

上师� ：�对。

师兄 3	：�上师，还有个问题，我

的药师咒为什么跟她的

药师咒差一个字，“嗡”

字？她开头就是嗡，我

开头没有嗡？

上师� ：�嗯，是啊。（众笑）

师兄 3	：�我这个没漏字哈？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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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没有印错？

上师� ：�里面还有一个地方不同

的。

师兄 3	：�嗯，不懂，她告诉我的。

上师� ：�你这边念是“三……”，

她是“三……”。

师兄 3	：�哦，对，可能是，这两

个都听到过。

上师� ：�嗯，这没关系，按照传

承来不会错。她那个也

是我传的，你这个也是

我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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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3	：�嗯，我主要是担心，怕

那个漏了一个字，没给

我印上。（众笑）

上师� ：�没事。

师兄 3	：�只要是没错就行。

上师� ：�嗯。很多咒前面都有“嗡”

的，但在修法时候也可

以不用，你看我们那个

六道金刚咒，得闻解脱

咒，本觉大密咒，前面

都有�“嗡”的，但是在念

的时候可以把它省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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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多书上也印的是

没有加“嗡”的，有的

书上是有“嗡”的，但

是都没错，啊！

师兄 3	：�嗯。

上师� ：�不用担心，你要加个“嗡”

字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

师兄 3	：�那我还是不加了！（众笑）

师兄 2	：�现 在 台 湾 哈， 有 家 属、

家人往生，那我们用像

这 样 六 道 金 刚 咒 ：“ 阿

……”，那个给他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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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用？

上师� ：�还是得闻解脱咒……。

师兄 2	：�对，还有、还是用？

上师� ：�十小咒。

师兄 2	：�十小咒？但是我看老人

的书说用中有？

上师� ：�中有，还有十小咒，老

人都传过。

师兄 2	：�对，对。

上师� ：�啊。

师兄 2	：�那就要念中有？还是这

十小咒念念就 O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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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十小咒也要用。老人教

的方法是十小咒用红纸

啊，用一张红纸……。

师兄 2	：�嗯。

上师� ：�十个小咒，十个小咒是 ：

得闻解脱咒，六道金刚

咒，本觉大密咒，六字

大明咒，地藏王菩萨心

咒，还有那个阿弥陀佛

一 字 心 咒， 往 生 广 咒，

还有寂怒百尊海会圣众

咒，还有那个文殊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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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师兄 2	：�“的的的……”？

上师� ：�对。还有一个那个莲师

心咒，啊，一共十个小咒，

用笔把它写在红纸上，

不用写咒的名字，就连

贯的，每一个咒你都把

它连贯写下来。

师兄 2	：�就咒语写下来？

上师� ：�哎，把咒语写下来，不

能够印的，现在有好多

人呢拿去印刷，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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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必须要亲笔写，不

能够印，印的没有力量。

师兄 3	：�是汉字吗？写汉字啊？

上师� ：�啊， 你 要 写 梵 文 也 行，

我们只会汉字，呵呵呵。

（众笑）

师兄 2	：�什么笔都可以？

上师� ：�哎，什么笔都可以。

师兄 1	：�黑色的笔，要黑笔。

上师� ：�对，黑色的、蓝色的都

没关系。

师兄 2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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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啊，对。

师兄 2	：�都 OK ？

上师� ：�只要拿到笔就行，包括

铅笔都可以。

众师兄 ：�嗯嗯嗯。

上师� ：�连贯地写，必须是红纸，

写完之后，这个纸叠好，

贴在他——比如说他贴

身的这条衣服，那个咒

那一面呐……。

师兄 2	：�写字的那一面？

上师� ：�哎，写字的那一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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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贴……。

师兄 1	：�他心口？

上师� ：�能够贴到他心口这里，

然后那个纸呢用胶布把

它粘在衣服内侧，有字

的那一面……。

师兄 2	：�不是身体上？不是身体上？

上师� ：�啊， 不 能 贴 在 身 体 上，

贴在衣服内侧。

师兄 2	：�衣服上？ OK。

上师� ：�衣服内侧，然后有字的

那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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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向着他？

上师� ：�哎，向着他。

师兄 1	：�那字的那个是要贴着皮

肤？身体的皮肤？

上师� ：�啊，对。

师兄 2	：�不是啊，衣服啦，衣服。

上师� ：�贴在衣服上。

师兄 3	：�就是字对着心。

上师� ：�啊。

师兄 2	：�汗衫的话，就贴在汗衫上？

上师� ：�对。

师兄 1	：�就是不能接触在皮肤上？



净·明·上·师·开·示·录

028

上师� ：��啊，不能直接贴在皮肤

上的，对。

师兄 4	：�然后，这个咒的顺序没

有先后？

上师� ：�啊，没有，没有，没有先后，

对。

师兄 1	：�各写一遍就可以了？

上师� ：�是。

师兄 2	：�那一起火化吗？

上师� ：�是，火化、土葬都可以。

师兄 2	：�那是要断气前写呢？还是

断气八小时后再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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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入棺前都可以。

师兄 2	：�入棺前，OK。

上师� ：�啊，因为棺材板钉上了

就 贴 不 了 了 嘛， 呵 呵，

入棺前嘛，都可以。

师兄 2	：�OK，那也不要念了？就

不要再念了？

上师� ：�不用念。

师兄 2	：�那就不必用《中有成就

秘籍》去操作了？

上师� ：�啊，也要用，也要用。

师兄 2	：�也要用？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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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哎，也要用。

师兄 2	：�有的人要念五十三天哦，

念得快发疯了。（众笑）

我曾为人家念，念了真

的五十三天，他都不来，

不来，到五十三天，他

才出头。

师兄 1	：�我也试过，也是到五十三

天，才感觉到。

师兄 2	：�对啊！但是这样很花时

间，我没时间打坐啊！

上师� ：�你什么时间念呢？



中·有·得·度

031

师兄 2	：�我 啊？ 我 是 早 上 打 坐，

那中午睡醒，就在搁那

儿念，睡醒……。

上师� ：�难怪没效果，我们都是

半夜。

师兄 1	：�啊？！有时辰吗？

上师� ：�有啊，晚上九点钟以后啊。

师兄 1	：�哦，那可是有时候要念

……。

师兄 2	：�要三个多小时诶！

师兄 1	：�念三个多小时，我把它

分三段来念呢？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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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晚各念一部分呢？

师兄 2	：�不行啊，要晚上九点啦，

哈哈哈，（众笑）你要早

中晚。

师兄 1	：�难怪我第五十三天……。

上师� ：�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

没有学过佛，这个白天

他是躲起来的。

师兄 2	：�哦！

师兄 1	：�九点过后……？

上师� ：�我们都是晚上念的。

师兄 1	：�九点过后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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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我们作那么多年的超度

啊，包括我们教师兄们

的，一般都是在二十一

天之前……。

师兄 2	：�就不必念了？

上师� ：�效果就很好了。

师兄 2	：�哦！

师兄 3	：�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上师� ：�他有示现嘛，而且大家

越念越欢喜嘛，不像你

们越念越累嘛……。

师兄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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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对呀！

上师� ：�越念越讨厌呐。

师兄 1	：�那，上师，这个有可以

指导我们吗？

上师� ：�可以呀，可以指导你们呐。

师兄 1	：�那我们……，（众笑）怎

么讲呢？（众笑）

师兄 2	：�因为都会遇到哇，都会

遇到。

师兄 1	：�我们确实……，嗯，亲

朋好友都会遇到。

师兄 2	：�我婆婆九十四岁了，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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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机会遇到。（众笑）

师兄 1	：�不 是 有 机 会， 哈 哈 哈，

早晚，早晚的事。

师兄 3	：�是那一本书全念下来呀？

师兄 2	：�对呀！第一天念什么，第

二天念什么，都要念啊。

上师� ：�这个简单，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自家人更容易办，

他在没走之前呢就一直劝

他念佛，或者放那个念佛

机在他身边，让他跟着念。

“不用多嘛，你哪怕念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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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都好嘛，每天念几句都

好！”——你这么要求，

他就会念了。

师兄 2	：嗯。

上师� ：�啊，念了，念了，到时

候作超度的时候我们就

按照修行人的标准来给

他作超度了，你就不用

按照那个没有修行过的

人来念——如果按照修

行人的标准来念超度的

话，一天只要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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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师兄 1	：�那个标准是？比如？

师兄 2	：�他念阿弥陀佛。

上师� ：�他念过阿弥陀佛嘛。我

们 一 般 都 是 问 ：“ 他 生

前有没有念过阿弥陀佛

啊？或者说修行打坐过

啊？”“啊，有念过佛！”

那就好了，那就是修行

人，这就是标准了。

师兄 1	：�嗯。

上师� ：�因为我们那个《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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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秘籍》上面呢是两种

标准 ：如果是修行过的，

就念勾招法，念那个导

引文，开示导引文，念

完导引文之后就是十三

个咒语，把它念完了就

可以了 ；如果是没有修

行过的，那你还要从前

面到后面呐几十页的东

西重新念一遍，每天都

要这样子重复念，那个

时间就长了，就你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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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三个小时。

众师兄 ：�对，对。

上师� ：�啊。但是我们作这个超度

啊，越做越轻松，甚至到

了第十四天之后，后面的

差不多每天晚上就是半个

小时就念完了——把他当

作修行人来念就很短，所

以越做越轻松，大家是越

做越欢喜，越做力量越

大！啊，不知道有没有把

他超度走，反正我们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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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度了！ (众笑)呵呵呵。

师兄 2	：�那要不要抽……？

上师� ：�啊？要要要，抓阄肯定

要抓阄的。

师兄 2	：�一定要抓阄的？

上师� ：�哎，一抓阄，肯定都是

往生了。

师兄 3	：�怎么抓阄啊？上师，这

个能传吗？

上师� ：�抓阄就是超过十四天之

后，就开始抓阄了。

师兄 3	：�怎么抓阄啊？就是写上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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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团就可以……？

师兄 2	：�不不不。

上师� ：�哎，它前面的简单，前面

就三个纸条嘛，把它捻成

一团，“已往生”，“未往生”，

“中阴身”嘛，啊，一般

抓进去都是“已往生”了。

师兄 2	：�已超度？

上师� ：�已往生。

师兄 2	：�已往生？

上师� ：�对。已往生，未往生，中

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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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已往生，但是不一定到

好的地方去呀？

上师� ：�“往生”就是到极乐世界

才叫往生嘛。

师兄 2	：�哦！哦！

上师� ：�在六道里面都叫投生，

不叫往生。

师兄 2	：�“头”？是头顶的那“头”？

上师� ：�投降的投，投胎的投。

师兄 2	：�哦，投胎的投。

师兄 4	：�上师，请问 ：有的人他

之前念阿弥陀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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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色身不好的时候，

他就不念了，念不下去

了，那这样子也是要用

修行人（的标准）来超度

他？

师兄 1	：�他有念过就是。

师兄 4	：�他只要有念过就是？

上师� ：�他只要念过一声佛号，

那都是修行人！

众师兄 ：�哦！

师兄 2	：�哦！就是修行人！

上师� ：�呵呵呵呵，对。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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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我们所讲的是往生西

方极乐世界是有条件的 ：

啊，就是生前是修行人

呐，这个往生的可能性

是最大 ；还有一个就是

生前他虽然没有修行，

但是他看到佛像、看到

出家师父生欢喜心……。

师兄 2	：�哦，要生欢喜心呐？

上师� ：�啊。还能够供养出家师父，

供养修行人……。

师兄 4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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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啊。还有一个就是生前

虽然没有修行，也没有

供养过修行人，见到这

个佛像呢他也没有去礼

拜 过、 也 没 有 赞 叹 过，

但是有一点，他不反对

人家学佛，这个还是有

善根的。

师兄 4	：�嗯嗯嗯。

上师� ：�啊。所以这个条件最低

的就是 ：那怕念过一句

“阿弥陀佛”，他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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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够往生，啊，这个

就是要求最低的了，那

怕就念过一声“阿弥陀

佛”。如果这些条件都没

有了，甚至看到有人在

学佛他还有反对意见呐，

你说这种人你超度他，

他能够往生，那就佛经

得改写了，那是不可能

的。他一点善缘都没有，

一点善根都没有种，你

花多大力气都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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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能够代表我们的慈

悲去超度他，但是单凭

这个是不够的。

师兄 1	：�那如果说他是不同宗教

呢？比如说基督教，他

生前是基督教？

上师� ：�哎，能到天道去就不错

了嘛。

师兄 1	：�那我们还是以……。

上师� ：�有时候我们超度也有只

超度到天道去，就是说

他投生到天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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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师兄 ：�嗯，嗯。

上师� ：�啊，没有往生，只是投

生到天道，这也可以了，

因为他曾经是学的是外

道嘛，所以他能够不入

三恶道就不错了。有的

人呢是明知道他还要再

来，但是我们作这个超

度啊，就是安活人的心，

他家里人的心。

师兄 1	：�那像外道他们这样的人

抽，那就是会抽到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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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

上师� ：�啊，一般都是这样。

师兄 1	：�嗯。

上师� ：�未往生你就再做几天嘛，

因为他一过了十四天，到

了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之

后就不是这三个签了。

师兄 1	：嗯？

上师� ：�就不是这三个纸团了，

而是要五个纸团了，越

往后面就越复杂，越不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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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往生，未往生，中阴身。

上师� ：�嗯。

师兄 1	：�已往生，未往生，中阴身。

上师� ：�这个是刚开始。

师兄 1	：�那如果二十一天过后呢？

上师� ：�二十一天之后就要加上

那个天道，人道……。

师兄 2	：�天道，人道，哦！

上师� ：�啊，还有那个三恶道啊，

再加上这些。

师兄 1	：�哦，这样子就六个了啰？

师兄 2	：�没有关系，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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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三 恶 道。 天 道， 人 道，

三恶道。

师兄 1	：�已往生，未往生，中阴身，

这样子就六个了？

师兄 2	：�就没有未（往生），没有

……。

师兄 1	：�就没有已往生？

上师� ：�已往生。已往生，中阴

身嘛。

师兄 1	：�哦，已往生，中阴身，哦！

未往生就包含这三个？

上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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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6	：�上师，我想问一下，就

是我父亲那阵儿病的时

候，他以前他不同意学

佛，也不同意嘛，但是

他病了以后，给他听大

悲咒，他挺欢喜的，他

说大悲咒好，他爱听。

上师� ：�哎，赞叹，是啊。

师兄 6	：�（他）一觉得不好受，我

说 ：“咱听大悲咒？”（他

说）“好好好，听！”

上师�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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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6	：�他特别爱听。后来我就

教给他念“阿弥陀佛”，

他也跟着念。

上师� ：�嗯。

师兄 6	：�教他六字大明咒，他也

跟着念。

上师� ：�嗯。

师兄 6	：�等到最后我说 ：“你看人

生 多 苦 啊！ 皈 依 佛 门，

然后放生，那个西方极

乐世界，就光剩享福了，

多好。”呃，他就“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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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反正病的很严

重吧。

上师� ：�嗯。

师兄 6	：�我 说 ：“ 那 你 就 跟 着

我 一 块 儿 念 三 皈 依

吧！”“行！”我就带着

他 念。 等 他 过 世 之 后，

给他作超度，就是按这

个、刚才说的这个……。

上师� ：�啊，中有。

师兄 6	：�中有救度做。但是每天

都有动静，每天都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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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就做了十四天，然

后我有好多的那个、那

个、 那 个 嘛， 就 是 第

十四天的时候，从早上

起来——就我还没起呢

哈，然后就听见有那个

敲磬的声音。

上师� ：�嗯，这都是往生净土的

示现。

师兄 6	：�是吧？！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哦”，我说，“我

又该做了。”因为我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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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做，下午，傍黑儿

的时候做，然后中间有

时候给他念念那个一切

如来心秘密的那个咒什

么啊 ；然后上午我又去

给他做，做完以后，呃，

等到下午（再做），我就

中午休息吧，休息到下

午，然后再给他做一回。

我正休息的时候呢，又

听见有那个念那个阿弥

陀佛的声音，然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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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说 ：“哎，又

到点了。”我又开始给他

做，做完这十四天之后，

我就再都不想做了，做

……，就觉得好像一点

儿兴趣都没有了。

上师� ：�嗯。

师兄 6	：�但是我给捉阄吧，它也

是……，就是说不像您

刚才说的（是三个阄）——

“已往生”和“没往生”，

我就做了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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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你就抓一个“已往生”

就可以了，就不用再抓

了，也不用再做了。

师兄 6	：�是，我抓着的就是这一个，

可是事后，我那儿还老

有动静，我不知道是怎

么回事？

上师� ：�有动静就有动静嘛。啊？

师兄 6	：�是吧？

上师� ：�嗯。他要往生了，身体

是很大的，无边无际。

师兄 6	：�嗯。就是在超度的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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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个

梦，做了一个梦就是 ：

在海边我带着他走，从

虚空中出来一个声音，

就说“你们往前走，往

前走。”我就带着他往前

走， 突 然 间 出 来 个 桥，

我们就上桥了，桥两侧

都没有栏杆，我在前边

儿 走， 他 在 后 边 儿 走，

然后他就掉到那海里去

了， 哎， 他 掉 海 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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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一回头一看他

掉海里，这可怎么办呢？

然后就有个人，拿了一

根棍儿给他从那儿提溜

起 来 了， 提 溜 起 来 了，

然后……，后来我就很

恍惚，我就不太、不太

那个不太清楚。等早晨

我再去给他作超度的时

候，我那香炉上头那个

香底下，那有三根那木

头嘛，那木头还剩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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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还说 ：“哎，

你这么木道呢，你就上

两棵香？�”我说 ：“不对

呀！我就上三棵香。”结

果剩两棵。

上师� ：�啊，那个拿去“提溜”了。

（众笑）

师兄 6	：�我也是这么想，是不是

用这个给他提溜去了？

上师�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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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上师，我们今天想求那

个什么……？

师兄 2	：�超度法！

师兄 4	：�超度法哈？

师兄 1	：�中有。上师，您这样子讲，

我们都不晓得说那个程

序，比如说，您说晚上

才能念，这个我们就都

净明上师开示录
中有得度

（2017 年 3 月 9 日印心塔光道场开示台湾参访团众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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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我们有那一本

那个《中有救度》操作

的仪轨嘛，可是里面没

有提到那个这么细的细

节说，要几点啊？然后

要怎么用啊？这些我们

都不是很清楚。

上师� ：�嗯。

师兄 2	：�诶，上师，我们可不可

以念一下哈，请说还要

增加哪些？

师兄 1	：�没有，没有。请上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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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开始。

师兄 2	：�人家上师很忙啊，你就

念一念……。

上师� ：�我不忙啊，我没事。（众笑）

师兄 1	：�她要帮你念，这样子。

师兄 2	：�不是，我是说我们知道

几个程序，但是要加或

是减什么？就这样。

师兄 1	：�不用！还是上师要从头

跟我们指点一下。

上师� ：�中有啊？

师兄 1	：�对，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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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嗯，我来给你写吧。

师兄 1	：�好！

师兄 4	：�我 们 将 来 是 要 靠 ……，

这个也是我们要引度人

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子。

上师� ：�这个中有，我们这个做

的范围很广。

众师兄 ：嗯，嗯。

上师� ：�不 光 是 自 己 的 家 里 人

……。

众师兄 ：对，对。

上师� ：�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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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师兄 ：�对，对。

上师� ：�就是不熟悉的人，他的

家庭需要我们帮助，那

我们也都可以做。

师兄 1	：�对。

上师� ：�但是你像好多人说 ：“那

做这个中有，在什么地

方做啊？”

师兄 4	：�我们都在家里，然后白

天念呐，就看着那个法

本这样子念。

上师� ：�你们是白天念？白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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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好，我们是用在

晚上。但在晚上，你要

是超度的是别人家的，

你放在哪里超度啊？

师兄 4	：�没有，没有这样子。

上师� ：�我就问你嘛。

师兄 4	：�我……，客厅念，在哪

里念就在哪里做啊。

上师� ：�有没有挂碍啊？

师兄 4	：�所以要请问上师，是我

们要三个人合起来念？

还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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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没关系啊，你们一个人

也行，三个人也行，一

大群人也可以，这都没

关系，关键你设的灵堂

要设在哪里呀？

师兄 4	：�哦，对啊！在佛堂前？

上师� ：�你比如说有一个同学，

或者是同学的朋友，他

的家人走了，他说要找

人作超度，听说你们几

个会作超度，请你们帮

忙作超度，你们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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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但是你知道他

们的家人，他们家人要

求嘛，请你们几个来给

他作超度，那你要设灵

位啊。

师兄 1	：�要设灵位？

上师� ：�对啊。

师兄 1	：�我们都只是……，比如

说不认识，我们可能就

是拿他的相片……。

上师� ：�嗯，放在哪里做啊？

师兄 2	：�我们在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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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我放在客厅。

师兄 2	：�对着他的相片。

师兄 4	：�一般这样子，一个桌子，

就放着桌子这样子念。

上师� ：�万一请不走怎么办呐？

师兄 4	：�应该是请……，我们也

没去想请得走请不走。

师兄 1	：�我们这些都不晓得！

上师� ：�要想！要有准备嘛，因

为请不走，他会闹的。

众师兄 ：哦！

师兄 2	：�哦！我给他念好几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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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我是跟你说啊，我们有

方法。

师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求上师帮我们指点，求

这个法。

上师� ：�我们的灵位啊，不设在

佛堂上，啊，肯定是在

我们家里，但是固定一

个地方，专门做超度的，

你用客厅也行，啊，一

般不在佛堂里面。因为

有佛像在的地方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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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度的时候一定要把佛

像盖上，用黄布盖上。

师兄 1	：�那像我放在钢琴上面？

钢琴在客厅。

上师� ：�啊，你那个是供佛舍利嘛。

师兄 1	：�嗯。

上师� ：�你不是作超度嘛。

师兄 1	：�不是。

上师� ：�作超度，我们呢——我

告诉我的经验给你们啊，

准备一个小纸箱，当然

那个纸箱稍微大一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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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师兄）去找个纸箱

来，在我们店门口就有。

师兄 4	：�上师，那我那个佛像哈，

是整个客厅，它就在这

一面嘛，面向南方，那

整个客厅上就可以看到

这 个 佛 像。 那 这 样 这

个 佛 像 就 要 整 个 把 它

……？

上师� ：�你那个是挂像吗？

师兄 4	：�不是，不是，真的有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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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立像。

师兄 4	：铜的。

上师� ：立像。

师兄 4	：对。

上师� ：�立像，那你要作超度的时

候要用黄布把它盖起来。

师兄 4	：�拿黄布整个盖起来。那也

有祖宗们的牌位，祖宗的

牌位在旁边，那祖宗牌位

要不要也盖起来？

上师� ：�牌位不用管它。

师兄 4	：�不用管它？就是……。



中·有·得·度

075

上师� ：�牌位不起作用的，影响

不了他。

师兄 4	：�那我还有一个五轮塔在旁

边，那，这样子？五轮塔？

上师� ：�塔也不怕，�主要是像。�

师兄 4	：�哦，塔也不怕，是像？

上师� ：�对。准备一个纸箱，那

个纸箱呢要保证它不漏

光，不要漏光。等一下

他拿纸箱来，我就给你

示范一下，这个本身是

唐密的方法。你们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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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有个卢台长吗？

师兄 4	：�我知道啊，我们音像铺

里面都有他的……。

上师� ：�哎，他就运用了这个方法，

他叫小房子。

师兄 4	：�小房子，对。

上师� ：�其实这小房子不是他发

明的，是我们唐密就有

了。

师兄 4	：嗯。

上师� ：�唐密呢就用木盒子，用

木头啊来做个木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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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叫作小房子，里面贴

着亡者的遗像，啊，如

果是说……。（师兄拿纸

箱过来）哎，好，拿过来，

里面东西拿掉。

师兄 4	：�那这个木盒是要盖新的？

还是旧的也 OK ？

上师� ：�你看啊，这个就像灵堂

一样。

众师兄 ：哦。

上师� ：�在里面贴一张白纸，相

片贴在中间，然后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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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出生的年月日时，

这边写着走的年月日时。

师兄 2	：�旧历还是……，农历？

上师� ：�农历，都是农历。然后

这边呢写着 ：发愿往生 ；

这边写着 ：乘愿再来。

师兄 4	：�哦，一边写名字。

上师� ：�哎，要写上亡者的名字。

师兄 4	：�然后等于这样子，右边

是有两个嘛 ：一个是出

生年月日跟乘愿往生，

这要两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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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两列，两列。

上师� ：�两列。发愿往生。

师兄 4	：�两列啊？

上师� ：�对。

师兄 4	：�所以往生日期……，哦，

这样两列。��

师兄 5	：�从右到左。

师兄 4	：�亡者的名，左边贴？�

上师� ：�亡者的名字贴在相片底

下。

师兄 4	：�贴？等于亡者的名先写，

又再把相片贴上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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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是，是相片在上面，

下面是亡者的名字？

上师� ：�相片先贴，然后相片的

底下写着……。

师兄 4	：�哦，要写说……。

上师� ：�那个相片的底是写着名

字 ：某某某。你写这个

名字一般是这么写啊 ：

信士——佛弟子嘛叫信

士嘛，相信的信，士兵

的士。

师兄 4	：�哦，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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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信士某某某之位”。

师兄 4	：�信士某某某之位。

上师� ：�啊，就可以了。

师兄 4	：�所以这个是白纸？

上师� ：�嗯。

师兄 2	：�贴白纸。

师兄 4	：�那这个纸盒子是要新的

还是？

上师� ：�就这么大都可以。

师兄 2	：�旧的也没关系？

上师� ：�你只要它不漏光就可以。

师兄 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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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如果边上有烂的地方，

你要拿纸把它粘上来，

封起来不要让它漏光。

师兄 4	：�那这个盒子用完就不要

了，把它化掉？

上师� ：�然后，这里面还要放供品。

师兄 4	：�供品，哦。

上师� ：�有 香 炉， 有 香， 有 水，

一小杯水。

师兄 2	：（师兄作笔记）香炉，水。

师兄 4	：�香炉，香。

师兄 2	：�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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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水。

师兄 2	：�水，小杯的水。

师兄 4	：�水大概几杯？

师兄 2	：�一小杯。

上师� ：�一杯，一小杯。

师兄 2	：�你们写，我帮你们记。

上师� ：�饼干，糖果，水果，供品嘛，

这个不用换。那个水果

要换，鲜花要换。

师兄 4	：�水果要换。

师兄 2	：�也要鲜花？

上师� ：�对，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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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是每天吗？每天换吗？

上师� ：�啊，不是每天换，那个

花如果是三天就得换，

水果跟花一起三天一换。

师兄 1	：�水果三天换一次？

师兄 2	：�水果跟花三天一换？

上师� ：�三天换一次，水每天换。

师兄 1	：�水每天换？

上师� ：�啊。

师兄 2	：�喝的白开水？

上师� ：�啊。这个饼干糖果就不

用天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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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哦？可以做到结束？

上师� ：�从头到尾，可以结束。

师兄 2	：�从头到尾？

上师� ：�对。

师兄 1	：�那香要每天点？

上师� ：�啊，香要每天点，做的

时候要点香，还要点烛，

或者酥油，或者煤油灯

也可以，就是用来照明

用的，电灯要关掉。

师兄 2	：�那都是在这个里面做吗？

上师� ：�放在这里面，那个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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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里面。

师兄 2	：�对啊，很危险呐。

上师� ：�烛放在外面——我们要

看书啊。

师兄 2	：�对，哦。

上师� ：�烛光看书啊。

师兄 2	：�是要看书用的。

师兄 4	：�烛，如果说要多少根烛？

上师� ：�哎，你多少根都没有关系。

师兄 2	：�它主要是要让我们看着

书念的。

上师� ：�对。然后这个供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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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阄， 好 了， 往 生 了，

这个（小房子）就整个烧

掉了。

师兄 1	：�连里面的东西全部一起

要烧掉？

上师� ：�哎，对。每天做完之后，

比如说今天晚上念了一

个小时，念完了，我们

要拿一块布，那块布是

两种颜色的布，里面是

黄的，外面是红的，那

个布要大，要把这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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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整个罩住。

师兄 2	：�哦，黑的，大黑巾罩住？

然后外面盖黄布？

师兄 4	：�没有，里面是……。

上师� ：�里面是黄色，外面是红

色的，两种颜色，把它

罩住。黄色呢——这些

就是说还没被超度走的，

黄色他是穿不透的，把

他罩在里面 ；红色是我

们 看 上 去 好 看， 喜 庆，

它可以辟邪嘛。这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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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颜色的布，把它缝在

一起，车成一块，整个

罩住，白天呢你只要把

它罩住了，白天就放在

一个角落里面，不用管

它了，到了晚上再把它

搬出来，这块布把它揭

开，又重新给他作超度。

师兄 2	：�OK。

上师� ：�啊。

师兄 4	：�那我们这个箱子大概放在

家里客厅的哪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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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地上，可以吗？

上师� ：�总之你觉得说不会妨碍

到人家走路就可以了。

师兄 4	：�还有，这个是（念）好了

要放在角落，但是我们

在念的时候？

上师� ：�念的时候，你也就差不

多在那个地方就行了。

师兄 1	：�哦，那就放在地板上就

可以了？那我们搬个凳

子在那边念就可以了？

上师� ：�啊，对，在地板上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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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你要把它摆在桌

子上也没有关系，也可

以，那样就轻松一些嘛。

师兄 4	：�如果放在餐桌那边 O 不

OK ？还是一定要在客

厅？因为我们家是……。

上师� ：�最好不要在餐桌啊。

师兄 4	：�不要在餐桌哈？

上师� ：�哎， 最 好 不 要 在 餐 桌，

在阳台都可以。

师兄 1	：�哦，阳台外面也行？

师兄 4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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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啊，对，只要不要日晒

雨淋到都可以。

师兄 1	：�那你家那个放……。

师兄 4	：�但是我们还是……，佛

像——（能）看到佛像

啊？

上师� ：�看到佛像不怕，你那个

佛像就是前面三天要给

它盖上，第三天就不用

管它了。

师兄 1	：�哦，第三天？

上师� ：�啊，头三天我们要勾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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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勾招他过来嘛，那个

勾招法把他勾招过来了

才可以给他作超度嘛。

众师兄 ：嗯，对。

上师� ：�用我们这个勾招法，那

个 你 们 几 个 人 就 不 怕

嘛——他会有表现的，因

为他这个亡者来到我们

超度的这个地方啊，我们

家里面会有一些表现的 ：

有人是那个所有的这个

日光灯全部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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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师兄 ：哦！

上师� ：�嗯，有的是那个窗帘布

的窗帘夹“哗”整个掉

下来了，很吓人的。

师兄 2	：�嘿嘿嘿，哦，念了会害

怕的！呵呵呵。（众笑）

上师� ：�是。

师兄 4	：�那个灯砸下来，那个如

果说有人正好在下面，

那不是好危险？

上师� ：�啊，没事，它炸的地方

都没人，有人它不会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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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哦！

师兄 1	：�呵呵呵。

上师� ：�要不然就是你那个吊灯

呐一根线吊下来，它会

摇来摇去，就跟电影里

面 看 到 的 场 景 差 不 多

……。

师兄众 ：�哦！哦！

上师� ：�那个门页呢也是没有风

它都会动的……。

师兄众 ：哦！

上师� ：�摆来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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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那我家有个吊扇哦，那

砸下来我看地板会坏掉。

上师� ：�吊扇不会。

师兄 4	：�吊扇不会掉？

上师� ：�吊扇不会，对。

师兄 1	：�那就好。

上师� ：�吊扇不会。

师兄 2	：�像这种哦，我看呐跟自

己的亲人……，啊，换

了别人实在……。

上师� ：�哎，这种一般是横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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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师兄 ：哦，横死才会这样！

上师� ：�就会有这么大的表现，

正常的不会的。正常的

顶多呢就是那个——我

们不是点蜡烛吗？没风

的情况下那个蜡烛闪得

很快。

众师兄 ：哦！

上师� ：�啊，真的跟看鬼片差不

多。然后你看我们塔光，

我在作超度的时候，大

热天呐，那个气温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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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的大热天呐，我们

是放在佛堂里面超度嘛，

那个佛堂里面凉的像冰

窟一样，啊，那几个女

师兄坐在那里都发抖，

都穿短袖衣嘛，坐在那

里看我超度嘛，几个都

发抖，呵呵呵呵，凉得

像冰窟一样，呵呵呵。

师兄 4	：�上师，前三天就是那个

佛像是盖 24 小时的？

上师� ：�不是，就是要做的时候。



中·有·得·度

099

师兄 4	：�不是？要作法的时候才

盖？

上师� ：�哎。

师兄 2	：�修法的时候再盖。

上师� ：�啊，做这个的时候盖上，

在祈请、勾招的时候就

先把佛像……。

师兄 4	：�黄色的巾……？

师兄 2	：�盖住。

上师� ：就是我们那个黄布就可

以了。

师兄 2	：�那个黄布盖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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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对，黄布盖住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灯……。

师兄 1	：�就是结手印的黄布？

上师� ：�哎，对，大块一点的。

众师兄 ：要大一点，大一点的。

上师� ：�大一点的，尼龙的也行。

师兄 4	：�尼龙也行？

上师� ：�啊，凡是黄色的布都可以。

师兄 4	：�黄色？是因为有很多色

泽哦？

师兄 1	：�有的比较浅一点。

师兄 4	：�桔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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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没关系。

师兄 1	：�都没关系？

上师� ：�啊，没关系，桔红的也

可以，没关系。

师兄 1	：�那做完，最后整个结束，

我们要不要发遣送之类

的？

上师� ：�啊，做完了要念发愿文，

还有回向文呐。

师兄 1	：�对，就这样子。

上师� ：�都有回向文呐。

师兄 2	：�这样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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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这样就可以了。

师兄 2	：�“以此功德回向给：某某某，

往生净土。”这样他就走

了？

上师� ：�你按照超度文上面的就

行。

师兄 2	：��超度的仪轨走？ OK ！

上师� ：�这样就比较彻底，烧掉了，

他也不会来了，因为他是

在那个箱子里面嘛。

师兄 2	：�哦！

上师� ：�做完了，烧掉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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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

师兄 4	：�这个香炉需要特地……，

为了这个另外买个香炉

吗？

上师� ：�不用，香炉你就随便拿

个纸盒啊，拿茶叶罐呐，

装茶叶那种铁盒子啊、

纸盒子啊——临时的嘛。

师兄 4	：�拿个纸杯也可以。里面

是要装香灰还是？因为

我们台湾是米粒。

上师� ：�香灰或者沙粒。米粒不



净·明·上·师·开·示·录

104

是太浪费了吗？

师兄 2	：�对啊。

上师� ：�香灰或者沙粒就行了。

实在不行你就放一块那

个泡沫塑料在里面，能

够插香就行了。

师兄 1	：�哦！

师兄 4	：�到时候香炉要化掉？

上师� ：�那个香炉、水杯都不能留。

师兄 4	：�都要化？

上师� ：�啊，对，超度一个，都

不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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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水杯要新的吗？要全新

的吗？

上师� ：�水杯最好是新的。

师兄 2	：�用纸杯那种都可以了？

上师� ：�不要纸杯，纸的耐不了

那么多天。

师兄 4	：�噢，还是要用一般的陶

瓷的。

上师� ：�对，一个陶瓷的就行了，

或者一个玻璃的，我们

有时候点酥油灯是玻璃

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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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师兄 ：对。

上师� ：�就用那个来装就可以了。

师兄 4	：�酥油灯不是用一个玻璃

罐放酥油吗，那个也不

能留？

上师� ：�那个没关系。

师兄 4	：�没关系？

上师� ：�在外面的蜡烛啊这一些

就没关系的。

师兄 4	：�哦，那个花果盘也没关

系？

上师� ：�哎，主要是供他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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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次性的就行了，包

括那些糖果饼干的啊，

有那种我们吃蛋糕的时

候用的那种。

师兄 4	：�哦，塑胶的。

上师� ：�那种就可以了。

师兄 4	：�那个要烧掉？还是把它

丢掉就好？

师兄 2	：�烧掉。

上师� ：�也有纸片的嘛。

师兄 2	：�纸片就把它烧掉？

上师� ：�生日蛋糕不有那个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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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碟子吗？用那个就

可以了。

师兄 2	：�那，那个糖果用了全部

都要烧了？

上师� ：�全部都扔了。

师兄 2	：�水果全部都扔了？

师兄 4	：�可是水果三天换一次，

换下来的水果？

上师� ：�不能，我们不能吃。

师兄 4	：�不能吃。可不可以作回收？

可不可以给人家回收？

上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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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不可以？

师兄 1	：�那就直接扔到垃圾桶？

上师� ：�拿去布施嘛。

师兄 6	：�布施？

上师� ：�啊，布施。

师兄 4	：�因为有的拿去喂猪嘛哈，

我们那个……。

上师� ：�啊，喂猪的可以，喂猪

可以。

师兄 4	：�拿去喂猪可以？

上师� ：�对，喂猪可以，供养众

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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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可以供养众生？

上师� ：�啊，供养众生，对。

师兄 2	：�唉，你就把它丢掉了的啦。

师兄 1	：�拿去喂猪就好了？

上师� ：�喂猪也可以啊。

师兄 2	：�放在那个回收的那个厨

遗啊？

上师� ：�厨遗就可以了，对，你

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你就放在回收的那里面

也行啊，我们这边是叫

垃圾桶，你们那边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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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桶，啊？

众师兄 ：�对，有回收桶，有垃圾桶。

垃圾桶就是不要的。

上师� ：啊。

众师兄 ：�回收的，他们收集起来

去喂猪。

师兄 2	：�厨遗，我们叫做厨遗。

上师� ：�啊，那只要喂猪就行了。

厨遗，对。

师兄 2	：�厨房的厨啊。

上师� ：�我知道，厨遗，我们这

边也叫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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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上师，那整个的念一个小

时是？因为按照整个念下

来，要念三个多小时。

师兄 2	：�没有。

师兄 1	：�三个多小时是你要念到

第几十页。

师兄 2	：�第 十 九， 到 十 九 到

五十三，那个才要三个

小时。

师兄 1	：�前面的不需要念那么久。

上师� ：�也不是，它那个第十九

到五十三的也不一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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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念那么长时间。

师兄 1	：�哦？那怎么念呢？

上师� ：�他看你有没有修行过啊，

有修行过的半个小时就

可以了，没有修行过要

念三个小时。

师兄 1	：�啊，那半个小时是念到

哪里？

上师� ：�就是那个祈祷文念完就

可以了。

师兄 4	：�哦，祈祷文念完就可以了。

上师� ：�啊，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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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以我意乐力……。”

上师� ：�啊。

师兄 2	：�“如来加持力……。”

上师� ：�啊，对。

师兄 2	：�那个念完就好？

上师� ：�不，后面不是还有那个

……。

师兄 2	：�那我是念佛，念那个咒

语那里？

上师� ：�啊，最后是十三个咒语嘛。

师兄 2	：�对、对，那个咒语也念？

上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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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啊， 前 面， 后 面， 啊，

那我知道了。

上师� ：�你那个三个小时是要反

反复复……。

众师兄 ：对对对。

上师� ：�倒来倒去，它那个才要

三个小时。

师兄众 ：对对对。

上师� ：�那是没有修行的，亡者

生前没有修行过的才用

这个方法。

师兄 2	：�啊，几乎都没有修行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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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呵。

师兄 1	：�可是，像比如说我们不

知道他有没有修行啊？

上师� ：�我 们 不 是 说 吗 ：“ 他 生

前 有 没 有 念 过 阿 弥 陀

佛？”——要问他呀！

哪怕念过一声都好啊，

你就把他归入到修行人

中来嘛。

众师兄 ：哦哦哦！

上师� ：�这有方便善巧嘛！

师兄众�：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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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哇！谢谢上师！

师兄 1	：�那个，上师，我们念的

这个……。

上师� ：�其实好多人都念过阿弥

陀佛！

师兄 2	：�对。

师兄 4	：�那基督徒？像那种基督

徒， 天 主 教 的， 那 种

……？

上师� ：�基督徒？他也不让你超

度啊。

师兄 4	：�哦，所以我们不要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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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度？

师兄 1	：�我们自己的亲人呢？我

妹夫，他是基督徒，非

常虔诚的基督徒。

上师� ：�嗯，他让不让你超度啊？

师兄 1	：�他已经往生了。那我不管

他们，我不知道，我没有

求助，我有他的相片，我

就直接帮他作超度。

上师� ：�那是你自己发心的嘛。

师兄 1	：�对，那这样子的话？

上师� ：�那就得五十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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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我是念到第五十三天才

有感觉。

上师� ：�那就要三个小时嘛，呵

呵呵呵呵。（众笑）

师兄 1	：�是， 我 是 这 样， 没 错，

我真的是念了这么久！

上师� ：�嗯。

师兄 2	：�像有的人哈，是横死的，

比如他车祸或是自杀的，

那种人？

上师� ：�自杀的度不了，车祸的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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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6	：�哇！

上师� ：�自杀的度不了。

师兄 2	：�度不了？

上师� ：�啊，自杀的没办法。

师兄 1	：�所以自杀的不用啊。

上师� ：�自杀的超度不了。自杀

的你们就避开嘛，如果

是横死的还得观察因缘 ：

哪一种横死，太惨烈的

也 就 算 了， 好 吧？ 啊，

比如说出车祸，有的出

车祸他是全身都是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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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撞死或者摔死，但

是他全身是完整的，那

种超度还是可以的 ；但

是 已 经 是 四 分 五 裂 了

……。

师兄 2	：�就像飞机失事那种就算

了。

上师� ：�哎，那种就算了，那种

能避开还是避开吧，要

不然很累的，你在超度

他，他又要找一个身体，

因为他身体不完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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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找嘛，啊。

师兄 2	：�哦！ OK。

上师� ：�还有自杀的，那种就能

够推掉就推掉了，那种

很费劲的，吃力不讨好。

师兄 2	：�自杀，还有尸体没有全

尸的、不完整的，不要

……？

上师� ：�啊，对，要全尸的。有

时候那个是全身的，但

是他是——你像我，我

超度我一个朋友，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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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考古学家，经常去

挖坟的，他是国家的考

古队队长嘛，经常去挖

坟，然后他自己是喝酒，

喝酒喝过了，喝酒醉了

之后就再也不醒了，人

就这么走了，这正是最

现代的安乐死啊，呵呵，

还是跟我是同龄的。然

后我超度他，我刚才说

的那个故事——在佛堂

里面这个超度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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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佛堂冷的像冰窟一

样，就是超度这个朋友。

晚上十二点钟了，在超

度的时候没有风，那些

蜡烛啊不停地闪来闪去，

都好像要灭掉一样那种，

然后边上的那几个师兄

看到都发抖。我说 ：“你

们别来嘛。”“要听、要

看、 要 想 了 解。”“ 那

好，那你要了解就了解

吧！” —— 我 在 超 度，



中·有·得·度

125

她们几个坐在那里看，

最后吓得第二天不敢来

了，呵呵呵。（众笑）那

个超度他都感觉很累，

还是一个正常走的人。

师兄 1	：�那是因为他是考古的关系？

上师� ：�啊， 考 古， 挖 坟， 对。

这个因为冤亲债主太多

了，超度了三天，前面

三天呐，人都是——这

个腿啊，就像穿了那个

铅鞋一样，抬都抬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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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重。

师兄 2	：�哎呦！

上师� ：�你看这业障多重啊！我

们给他作超度都反应到

我们身上来。

众师兄 ：哎哟！

上师� ：�啊。然后做了八天时间

才感觉到人轻松了。一

看这第八天把他度到天

道了，就可以了，因为

他这个生前也没有学佛，

也没有念佛，能够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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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去那就可以了。

师兄 1	：�很好，非常好！

上师� ：�哎，对，不要在恶道里

面受苦就行了。那他这

个挖人家的坟地的，那

要在这个地狱道里面不

知道都要受多少劫的苦

啊！所以能够把他超度

到天道就很不错了！

师兄 4	：�上师，我们如果放在那

个阳台那边，那阳台窗

户是不是要关起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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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行法？

上师� ：�没事，开着也可以。

师兄 4	：�开着也可以哈？

上师� ：�开一点。

师兄 4	：�开一点。

上师� ：�嗯，关住很闷的，开一

点嘛。几楼啊？

师兄 4	：�八楼。

上师� ：�啊，八楼还可以。

师兄 4	：�那纸箱化的话，如果这

个纸箱化的话，是要再

到一楼还是到顶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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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行法完？因为我

们这是大楼哈，我不大

可能在家里烧嘛。

上师� ：�啊，那不可能在家里烧。

师兄 4	：�对，那是在一楼烧？

上师� ：�野外最好了。

师兄 1	：�拿到郊外去？

上师� ：�郊外去。

师兄 4	：�郊外去？

师兄 2	：�撕一撕，丢到垃圾桶不

行吗？

上师�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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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那要郊外去，我要整个

要把它放得好好的，不

要让它东倒西歪这样子，

拿去烧？

师兄 2	：�可以去郊外，去那里烧。

上师� ：�垃圾堆的地方嘛——呵

呵呵，可能没有垃圾堆。

师兄 2	：�离那个高速公路旁边啦，

那就可以了。

师兄 1	：�高速公路旁边？哪里可

以烧？那边全部都是住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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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都是住家啊。

师兄 2	：�不是，那个空地那边。

师兄 1	：�哪里有空地嘛？

师兄 4	：�你在烧，人家……。

师兄 2	：�唉，到回去再来找地方啦，

哎呀！（众笑）

上师� ：�没事，有寺院，寺院里

面烧也可以。

师兄 4	：�寺院里不会让我们烧这

个。

上师� ：�不肯，就拿到火葬场去

烧也行呐，反正有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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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河边也行的。

师兄 1	：�河边烧啊？

上师� ：�嗯，对。

师兄 4	：�河边烧？岸头的人那么多？

师兄 2	：�哎哟，总有想办法的啦，

你问这个问题，一直问。

上师� ：�我们这边要找个烧的地

方太容易了。

师兄 2	：�我们确实不容易。

师兄 1	：�空地不多，台湾那么小。

上师� ：�海边沙滩也可以嘛，烧

了你就把垃圾捡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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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吧？烧成灰了就

不怕了。啊，那些饼干

糖果你把它剥开、胶纸

剥 开， 放 到 大 树 底 下，

树底下有蚂蚁嘛，有虫

子它可以吃嘛。

众师兄 ：哦！

上师� ：�水果也一样。

师兄 1	：�哦，就放到大树底下？

上师� ：�啊，人家问你，你就说 ：

“我布施给众生”嘛。

众师兄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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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我们学佛的行布施嘛，

他也不会反对你，是吧？

师兄 1	：嗯嗯嗯。

师兄 2	：�那我们几天抓阄一次？

上师� ：�它做到第十四天就可以

抓阄了，第十四天，做

完就直接就可以抓阄。

师兄 2	：�你这个十四天是有没有

包括前面的时间？

上师� ：�就包括前面的。

师兄 2	：�也是包括前面的时间？

上师� ：�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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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就亡者如果是那一断气？

上师� ：�不 是 不 是， 断 气 之 后，

断气之后开始作超度算

起嘛，第十四天。

师兄 2	：�哦，断气之后，第十四天。

唉，我以前傻傻的都给

人家超，超了快十个了。

上师� ：�那功德无量啊！

师兄 2	：�但是我都不知道——我

有时候在客厅，有时候

在房间，都是白天呐。

众师兄 ：都是白天呐，都是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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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我超度了八十三个了。

众师兄 ：�哇！

师兄 1	：�功德无量，赞叹！所以

第十四天抓阄就三个签

嘛，哈？

上师� ：�啊，三个，对。

师兄 1	：�已往生，未往生，中阴身。

上师� ：�啊，对。

师兄 1：�二十一天以后才变5个签。

那，上师，我们那个念

诵文哈，要念它原文呢？

还是说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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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都可以。

师兄 1	：�还是两者都要念？

上师� ：�啊，念一个就行了。

师兄 1	：�念一个就行了？

上师� ：�你要没有信心就两个都

念嘛，有信心随便念一

个 都 行， 解 释 文 也 行，

原文也行。我一般都是

念原文。

师兄 1	：�哦，念原文，直接念原文。

上师� ：�原文比较有力量。

师兄 1	：�噢！也比较短！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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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笑）难怪上师说比较

快，哈哈哈。我们念解

释文也要念好久，哈哈

哈。

师兄 2	：�上师，如果我们抽到说，

它是这两个。

师兄 1	：�哪两个呢？

师兄 2	：�哦，这两个。

师兄 1	：�未往生跟中阴身。

师兄 2	：�嗯，如果抽到……。

上师� ：�就抽一次。

师兄 2	：�只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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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哎。

师兄 2	：�那如果抽到这个，还要

不要继续念？

上师� ：�那肯定啊。

师兄 2	：�还要再念？

上师� ：�对。就抽一次，一天就

抽一次。

师兄 2	：�就抽一次？念三遍还是

七（遍）？念三遍就可以

了？

上师� ：�念什么？

师兄 2	：�就 是 中 阴 的 那 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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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文言文？那念三遍

就好？

上师� ：�上面仪轨规定你念多少

遍就多少遍嘛，按照仪

轨来念嘛。

师兄 2	：�说三到七遍，我是都念

三遍。

上师� ：�啊，那你愿意多念也可

以嘛。

师兄 1	：�抽一次，他如果是未往生、

中阴身，就继续念。

师兄 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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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1	：�第十四天的时候呢？

师兄 2	：�我听了这么久，还是自

己的亲人超度啊！朋友

啊 什 么 的， 很 麻 烦 的，

呵呵呵。

师兄 1	：�不会啦，上师都超八十

多个了。

师兄 2	：�上师是跟我们是有差啊！

好 吗？ 拜 托！ 呵 呵 呵。

（众笑）

上师� ：�我们海口有一家人是三

代人都是我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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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师兄 ：哇！怎么这么好运！

上师� ：�首先是奶奶，奶奶走了嘛；

然后又到她大儿子，大

儿子是肝癌晚期，吐血，

也作超度了 ；后来他儿

子，儿子是当的士司机，

开车，出车祸，一家三代，

都是让我去给他们作超

度的。

师兄 2	：�他们也有福报！

师兄 1	：�嗯，真的！

师兄 2	：�上师，我们这边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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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每年做超度法会？

上师� ：�没有，有时候是师兄们

要求。

师兄 1	：�那念诵仪轨那个有没有

版本？用什么版本？有

没有比较说……？

上师� ：�就是元音古寺的版本。

众师兄 ：元音古寺。

上师� ：�我们也是用元音古寺的。

师兄 1	：�那个版本就可以了？那

个、那个手印，招勾的

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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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 ：�我写给你嘛。

上师� ：�它这底下有很多名字——

它这个咒呢，你要修这

个咒的话，它能够把你

们演练得很会说法，所

以它也叫“舌光咒”；也

叫“摄光咒”，摄光咒呢

就是很有摄受力，你坐

在这里讲话，边上人呢，

“刷”“刷”“刷”都过来了，

呵呵呵呵呵，它有培养

摄受力。（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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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我们三个人有需要哇，

也要去度众生呐，呵呵

呵。

上师� ：�这个是“上师修行法要”

当中的一个，上师修的法。

众师兄 ：�上师修的法！

师兄 7	：�上师，我修过这个法吗？

上师� ：�啊？你没修过吗？

师兄 7	：�不是说……。

上师� ：�没修过就顺便就传了嘛。

众师兄 ：哇！随喜赞叹呐！

师兄 7	：�我要发心了！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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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2	：�今天大家在这边都很有

福报！

上师� ：�这个“梭哈”可以读成“司

哇哈”。

师兄众 ：�哦，“司哇哈”，好。

上师� ：�这个咒不长：“嗡……”“嗡

……”“嗡……”（上师传

咒）

师兄 8	：�上师，再说一次。

上师� ：�你没学过吗？

师兄 8	：�没有啊。

上师� ：�我教过你们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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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7	：�他上世学过，这世搞忘了。

上师� ：�“ 嗡 ……”“ 嗡 ……”“ 嗡

……”（上师传咒）

师兄 8	：�感恩上师！

师兄 4	：�上师，这个咒是持几遍？

上师� ：�要是打坐的话，四个小时。

师兄 4	：�四个小时用金刚持？

上师� ：�嗯。

师兄 4	：�那如果……。

上师� ：�这也是一个法门呐。

师兄 4	：�那如果是在那个招勾？

上师� ：�勾招念三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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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 4	：�念三遍就可以了。

上师� ：�念三到七遍一样的。

师兄 4	：�嗯嗯。那如果修法的话

也用那个手印修法？

上师� ：�嗯，是啊，那手印是有

修法用的印，有启用加

持的印，有降伏印，其

实都是一个手印，就是

姿态不一样，姿势不一

样，也有勾招用的，它

一个手印有多方面用，

有修法用的，有降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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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啊。

师兄 2	：�修法、降伏、勾招。

上师� ：�勾招，护持，护持道场。

师兄 2	：�勾招，护持，护持道场。

上师，手印还没有传？

上师� ：�手印等一下来传嘛，你

们先把咒背熟嘛。

众师兄 ：�哦！�



净·明·上·师·开·示·录

150

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 圆成胜善根

高僧诸大德 � 长寿久住世

妙转智慧轮 � 广利乐有情

读诵受持人 � 辗转流通者

净聚福慧海 � 延寿无疾疫

现眷成安乐 � 先亡获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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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随缘赠阅

欢迎翻印   敬请流通

补 缺 真 言 （ 念 七 遍 ）

嗡   嘟 噜 嘟 噜   喳 雅 木 克   梭 哈

崇仁德礼让 � 悉除刀兵劫

风雨常调顺 � 国泰民安康

一切诸灾难 � 悉皆尽灭除

普愿皆成就 � 顿悟无生忍

法界诸含识 � 同证无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