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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菩萨有大神通，能察知每个人的心理，也知道
我们做了什么。那么，比如每次祈求的时候，不用
说出来也行吗？其实不讲出来也是同样的效果，对
吗？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70420

祈求的重要性



答：如果有能量的人，比方说法师，他们天天念
经，用现在的话，法师是专业的修行人，我们居士
是业余的，你说业余的跟专业的能比吗？不一样
的。一个经常念经的人，经常跟菩萨能够接上气场
的人，他意念一动菩萨就知道；而很多人的能量不
够，你不讲，菩萨听不见，护法神不知道。所以你
嘴巴里一定要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怎么样怎么样”，该说的还是要说，菩萨不会嫌我
们烦的。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70420



一般遇到三、六、九关劫的时候，可以在生日前三
个月开始每天念诵3拨的49-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其
中一拨作为功课，另外两拨可以点到自修经文上，
可以采用每张272遍的小张的消灾吉祥神咒自修经
文，将这些自修经文储存起来，可以在生日当天，
配合小房子，将所有的自修经文一起烧掉，求观世
音菩萨化解关劫，消灾解难。

佛学问答139、关于岁数和关的问题

3、6、9的关劫如何祈求



同时可以许愿念一拨和自己年龄相同数量的小房
子，比如33岁，可以许愿念诵至少33张小房子给自
己的要经者，如果是21岁及以下的三、六、九年
龄，都可以念21张。针对这个事情祈求，“请大慈
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XXX化解N岁这个关。”
最好在生日前三个月之前就要提前开始念诵烧送，
并且直至生日当天烧完。

佛学问答139、关于岁数和关的问题



在念之前，祈求菩萨，说明是自修经文“请大慈大
悲观世音菩萨保佑，现在我 XXX 念自存经文
《YYY》，请菩萨做见证”，或泛泛地求如“请大慈
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XXX（敬赠处填写的名字）平平
安安或身体健康”等。

佛学问答122、关于自修经⽂的问题

念诵自修经文前如何祈求



女听众：如果现在已经有病了，比较严重，能不能
用自修经文的大悲咒啊？
台长答：完全可以（送的时候怎么说呀？）烧的时
候“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
康，我平时积累的大悲咒自修经文，今天给自己增
加能量，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

Wenda20120406  47:50 

烧送自修经文大悲咒如何祈求



女听众：求姻缘的同修可否念一张大房子的准提神
咒，然后在正月初一送下去？效果好不好？

wenda20140105A  29:20 

烧送自修经文准提神咒如何祈求



台长答：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念一张大房子的准提神咒，这也是一种积
蓄。因为你到了要求的时候来不及念，可以把平时
的积蓄拿到现在来用，这完全是如理如法的（要怎
么祈求呢？）就跟正常一样：“请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求的某件事情能够成功，求菩萨保佑我、慈悲
我，我一共念了多少遍的准提神咒，请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wenda20140105A  29:20 



女听众：这样一张大房子是否需要搭配小房子？
台长答：要看经文的，除了礼佛大忏悔文，其他一
般都不要的
女听众：念准提神咒是平常功课里面循序渐进地念
效果比较好，还是积蓄起来正月初一一起送下去效
果比较好？
台长答：我问你，吃药你是一瓶吃下去好，还是每
天吃一点好？（懂了，细水长流）

wenda20140105A  29:20 



问：烧送往生咒自修经文，如何祈求？
答：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消业障。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三⼗三

烧送自修经文往生咒如何祈求



男听众：我平时自存80遍礼佛大忏悔文年初一的时
候烧了，和我年初一的时候念80遍礼佛大忏悔文的
效果一样吗？

wenda20150612 12:52 

烧送自修经文礼佛大忏悔文如何祈求



台长答: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讲一
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一直
积攒着87遍礼佛大忏悔文，在今天观世音菩萨和众
位龙天护法的见证下，我今天将这些做我的功德还
清我的冤亲债主，消除我的业障。”你把它烧了，
嘴巴里讲一讲就不一样了

wenda20150612 12:52 



女听众：您曾经说过，礼佛大忏悔文的自修经文我
们只能自己给自己烧，后来也开示过一次说可以给
家里人烧，就是我们自己念了烧给家人，但是会背
业。想再和师父确认一下，我们自己念的礼佛大忏
悔能不能给家人烧？

Wenda20180225A   32:40 

为家人烧送自修经文礼佛大忏悔文如何祈求



台长答：可以烧，只是你要讲清楚：“观世音菩萨
慈悲，我给我妈妈某某某烧一张礼佛大忏悔文的自
修经文，一共多少遍，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妈妈能
够消除业障，增加能量。”你这样烧下去的话，因
为你讲过了只烧这么多，所以你就不会背业了。

Wenda20180225A   32:40 



问：记得师父有开示，为了祈求某事而许的小房
子，如果这事不求了，可以跟菩萨讲，这事不求
了，小房子就可以不烧送了。具体应该怎么说如理
如法？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三⼗七）

许愿的事情不求了如何跟菩萨讲转换祈求的内容



答：以前没有这样开示过，但是今天可以告诉大
家，如果本来求这件事情的，已经许愿要念多少
经，现在想通了，不求了，比如原本要求打官司打
赢，现在不想再打官司了，真的可以减少念经，是
可以的。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三⼗七）



台长答：直接跟菩萨讲一下：“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现在破迷开悟，对某某事情不执著了，我不一定
要求这件事情，我原来许愿念多少张小房子或放生
多少条鱼，我现在转换成让自己更加精进，让自己
怎么怎么好，开悟明心，原来许愿的小房子或放生
就不作为继续使用了。”相当于将这些小房子或者
放生用于帮助他今后将来，转换成另外一个了。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三⼗七）



男听众：师父，小房子可以写消业障的，我们怎么
祈求？因为每个人的业障不同，比如说杀业很重、
邪淫方面很重，还有的就是妄语，他写这种小房
子，跟菩萨祈求的时候是泛泛祈求呢，还是针对某
一件事情消这个业障比较好？

Wenda20180720 52:47

敬赠“XXX消除业障”的小房子如何祈求



卢台长”答：小房子上写“消业障”，泛泛地祈
求，但是嘴巴里跟菩萨讲的时候，就要把自己那些
不好的东西要讲出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
某某某经常犯邪淫，请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化解我
这个恶缘，我今天烧多少张小房子”，嘴巴里要讲
的，明白了吗？（但是跟菩萨不能说“这个是给我
身上的要经者”，只能说消业障的，对不对？）对
啊，因为小房子上已经写了消业障了。

Wenda20180720 52:47



女听众：我们大家都在弘法，同修有问题我们就会
给他们回答，难免有时候回答得不准确，有一些纰
漏，这样就会担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呢？

wenda20140131  02:23 

度人时如何祈求菩萨保佑避免背业



台长答：去跟人家说之前，先跟观世音菩萨说“大
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您给我增加智慧、给我增加
能量，我今天要弘法度人。如果我在度人当中有什
么不如理如法，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业”，度人的
时候就算讲错一点话，提前跟菩萨沟通一下、忏悔
一下，很快就消掉了，这个不一样的。在自己造业
的时候，那种业特别强烈，负能量特别强。在正能
量当中带有一点点负能量的话，很快就被正能量吃
掉了。

wenda20140131  02:23 



女听众：我度了几个人后，同修梦到我的脸又黑又
肿。

Shuohua20141121 16:03 

度人背得业可以求菩萨



台长答：你的脸又黑又肿那是暂时的，因为你在度
人的时候可能会帮人家背一些业，但是这些业很快
就会消掉的，因为你的功德大很快就消掉这些业的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要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
在度人当中，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掉他们的一些
业，我在度人。”这跟菩萨一讲，好了，护法神马
上帮你转换，转换就是把人家的那些业障全部归回
人家身上，你们仅存的全部都是功德了。

Shuohua20141121  16:03 



听众：……念多少遍可以尽量少背一些业？
台长答:只要给家里人念总归会背业。但是念之前跟
观世音菩萨说就可以了，“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我
们家里几个成员都是缘分来的，但是我现在要度他
们，请观世音菩萨给我智慧，加持他们，让他们能
够开悟”，这样你就不大会给他们背了，你跟观世
音菩萨讲，菩萨就帮你挡掉了啊（每次念心经前都
要讲，还说总的讲一下就行？）总的讲一下，多讲
多好。

wenda20141226  28:53 

为家人念经如何祈求减少背业



男听众：师父，同修原来生病，有些知道同修生病
的人会询问病情，同修会如实回答身体比原来好了
很多，或者度人时现身说法，因为学佛身体也好
了，但是说完之后接下来就会很倒霉。请问，同修
说完之后就很倒霉是什么原因啊？

Wenda20150628B  43:15 

现身说法前如何祈求



台长答：很简单，你如果前面不讲几句话的话，你
后面就是叫“炫耀”，就是说“泄露天机”，那小
鬼就可以搞你了。所以人家说“不要说自己很顺
利”。很多人说“我身体一直很好”，马上就身体
不好了，因为小鬼会嫉妒。你现身说法之前必须要
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今天为了度
众生，学习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救度众生，所以我
现身说法，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加持，保佑我能够把
今天这个弘法转为功德。”你这样一讲的话保证没
事，要讲的，不讲怎么行啊？ Wenda20150628B  43:15 



男听众：夫妻都学佛，一人修心灵法门，一人杂
修，心灵法门同修怎样做才能让两人学佛和谐相
处，互不干扰？

Wenda20161125  02:21 

想度其他法门的家人怎么求



师父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不同法门之间
我们彼此尊重，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能够让
他开悟大家一起学那是最好；如果不能开悟的话，
那也没办法。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南京菩萨，就跟
南京菩萨天天求。我们有个佛友，为了让孩子能够
学佛念经求了三四年，孩子才念经。

Wenda20161125  02:21 



男听众：心灵法门同修为另一人念解结咒和心经
时，怎么说更如理呢？

台长答:就是说“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某某某或
者我太太某某，能够皈依观世音菩萨，皈依心灵法
门，能够跟我一起共修。希望我们在同一条法船上
修得更好。”你这个是正法，不要怕，直接跟菩萨
讲，没问题的。

Wenda20161125  02:21 



心中有怨气，有脾气，发不出来，感情运不顺利，
要叫他化解。一般像这种事情要多念心经，而且要
对症下药，要跟观世音菩萨说：“请观世音菩萨慈
悲，我最近心中有一件事情老想不通，请观世音菩
萨慈悲，我想念108遍心经来化解这个冤结，请观世
音菩萨赐给我智慧，让我脱离凡尘的思维。”因为
这句话“脱离凡尘的思维”，菩萨就会给你把境界
提得高一点，那你一会儿就想通了，很厉害的！

zongshu201161115 00.47

想不通如何念心经祈求



问34：有一位比较有感应的师兄，他念完小房子
后，如果过些时间直接点点，就感觉不到自己的经
文能量点在小房子红点进去，但是如果心中对菩萨
说一下：“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见
证，弟子某某现在点小房子的红点，祈求观世音菩
萨慈悲，保佑某某将刚才所念小房子中的经文能量
点到这几张小房子中。”反复说两次之后再点红
点，就感觉能量注入在红点里很多。请问，可以这
样祈求吗？

点小房子如何祈求更有能量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六）



答34：这个人很厉害很聪明，有些话要跟菩萨讲
的，讲了之后菩萨就满足你的要求，他这样做小房
子能量很足的。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六）



求菩萨要完全心静；心都静不下来，还能求到什么
事情？你告诉我啊。我跟你讲了，一个人如果心静
不下来，什么事情都求不到的。求菩萨的时候要完
全心静，菩萨才能听到你的声音。我问你，一个人
在烦躁的城市里面，你说你听得到手机声音吗？安
静的地方为什么听得到啊？现在明白了吗？

zongshu20150523  00:51 

心静才能求得灵



你们要好好学佛做人。你们求菩萨一件事情，当场
不一定马上灵，但是在功德簿上已经给你们定好了
哪年哪月哪日能解决。要等时间的，不是说今天求
明天就灵，那是要很干净的人。一般要看这件事情
的大小，和你的根基。如果你根基很好，又求了很
长时间，许了很多愿了，护法菩萨就告诉你，这件
事情哪年哪月能解决。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就看你能不能坚持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五）



很多人说“我这件事情求了一年了，解决了”“我
求了三个月，解决了”，都是这样的，而不是求了
马上解决的，要靠菩萨长期保佑。就如你跟领导说
想要换个岗位，也不会明天就给你换的，等哪天时
机成熟了，领导和你说：“小李，帮你换工作了。
半年前你和我讲的，我现在给你解决啦！”都有一
个时间的。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五）



祈求专题

1



问：17-01-2020腊月二十三，魂体于睡梦中被阵阵
金光包围带往南天门前。
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谢太
大将军、2020年值守太岁菩萨卢秘大将军、关帝菩
萨及座下许多护法天神立于南天门前方。其余十位
太岁菩萨也带领座下所属护法天神抵达南天门，立
于关帝菩萨左后方。佛陀、斗战胜佛、大势至菩
萨、弥勒佛、准提菩萨、妈祖菩萨、四海龙王菩萨
也各自带领其座下的护法天尊抵达，立于观世音菩
萨右后方。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不久，守护在娑婆国土佛台通道前的诸护法天神接
到关帝菩萨圣令，用金光打开通道。数以万计的金
色光芒从娑婆国土心灵法门佛台上空连接到南天门
前面的金色水池。非常广大的金色通道是来自各处
不同地区的共修会佛台，幼细金光是佛子们家中的
佛台通道。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观世音菩萨一身白衣，伸展千手千眼，手中净瓶金
光源源不绝的倾倒进入金色水池。金色光芒沿着水
池开始涌入大小不一的金色通道挥洒在佛菩萨圣像
及整个佛台上方。从宇宙中望下去，整个娑婆国土
一片金光耀耀，法喜的能量一直注入在心灵法门的
道场内。怪不得弟子每次上去共修会拜佛念经总觉
得佛台前面有一阵阵巨大的能量在加持前来拜佛的
佛子们，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的能量。

L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大年初一：

午夜十二时前，诸护法天神、佛陀、观世音菩萨、南
京菩萨、十二位太岁菩萨、关帝菩萨、斗战胜佛、阿
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弥勒佛、济公活佛、普贤菩
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四大金刚及礼佛大忏悔
文里八十八尊佛菩萨全部抵达南天门前，正在观察娑
婆国土众生形态。数以万计的金龙、凤凰、麒麟、金
龟在南天门前方恭迎诸佛菩萨圣驾。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也只有在大年初一这天，来
自不同佛国净土的诸佛菩萨会驾临南天门前用天眼
视察娑婆世界。在这天放生、念经、做功德、供
佛、许愿会比平时灵验百倍。

此时，于遥远的虚空中传来非常巨大的金色能量，
一股强大的金光能量把所有佛菩萨们的光明能量瞬
间升跃至无数倍。观世音菩萨难掩法喜之意，告诉
弟子快快跪下恭迎，此乃大日如来圣驾，大喜也。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此时，各处共修会的金色通道不断传来佛子们请安的
声音及新年祈愿，护法天神们一一记录交予观世音菩
萨。

弟子在共修会排队等候上头香时看见队伍前面一位母
亲领着头大于常人的儿子在献香，有一位大头鬼差跟
随在儿子身旁。大头鬼差向观世音菩萨禀报这位男信
众的罪孽（从冥界逃脱投胎，原本应该投畜生道）及
所需小房子数量（4832张）。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观世音菩萨杨柳轻挥，点点金光雨露飘到鬼差身上告
诉鬼差暂且给这对母子一次机会念小房子还债，这些
金光能量就拿去消减他的一些罪孽，鬼差记录在册后
就回去地府报信了。

队伍前方一位女信众身旁跟着很多螃蟹鱼虾。在那位
女信众拜佛献香向观世音菩萨祈求身体健康时，螃蟹
鱼虾不断向观世音菩萨禀报她的杀生罪孽。菩萨用意
念询问这些众生愿意离开投胎吗？螃蟹鱼虾都点头表
示愿意投胎。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观世音菩萨把这位佛子身上的些许金光能量（佛子所
念诵的往生咒经文）给予这些众生再让护法天神护送
它们去地府的阎王殿排队等候投胎。

以上为弟子所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 马来西亚 26-01-2020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答：师父那天晚上烧头香的时候就是看到这种胜景，
看到整个地球都是一条条金光，像金线一样的，现在
她就解释了。师父前两天求菩萨保佑所有的佛友平
安、不要被染著、身体健康，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位
菩萨，给你们每人一颗很小的东西吃下去。我们这里
有个佛友也看见了，说“观世音菩萨给观音堂的每个
佛友吃了一颗仙丹”。菩萨一直在照顾我们、看护我
们，观世音菩萨妈妈很爱我们的。你们要真修。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



如何求菩萨

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来不及念大经，只念圣号
也可以。要从内心发出“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
萨，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救救我……”。如果实
在着急，就直接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
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悲心深切，观世音菩萨
救人的心很急切，你们只要一念观世音菩萨的圣
号，观世音菩萨马上就有感应。你们一定要记住，
只要念“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白话佛法（⼆）21.《学习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弘法救度众⽣不⼆法门》



菩萨就会来救你的，因为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观
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与苦难的
众生宿缘深故，也许你在前几世就拜过观世音菩萨，
求过观世音菩萨。你们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早已连在
一起了，因此你们一求就会灵。

白话佛法（⼆）21.《学习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弘法救度众⽣不⼆法门》



台长告诉大家，学佛有一个秘诀，大家知道是什么
秘诀吗？这个秘诀就是真正地把自己心里善良的话
告诉菩萨。告诉菩萨什么呢？菩萨，我要竭诚尽敬
啊，我要竭尽自己所有的诚心，我要尽自己所有的
尊敬，来跟着菩萨学佛，来跟着菩萨修心，来跟着
菩萨念经，这是为妙法，这是为学佛的真谛之一
啊。我们在人间经常讲一句话，“心诚则灵”，我
们只要心诚了，我们什么事情都灵了。

⼴播讲座（⼆）21.《学佛妙法 净在其中》



如何求南京菩萨、关帝菩萨、太岁菩萨
男听众：师父开示过南京菩萨对于不同宗教这种协
调，小孩学业求南京菩萨比较灵验。南京菩萨还在哪
方面比较适合我们去求？
台长答：南京菩萨在很多人生危难、身体不好的时
候，也会显灵很厉害的，因为菩萨主要是一个大方
向，观世音菩萨慈悲你了是一个大方向。具体的比方
说，像南京菩萨可以帮你找到好医生，可以让你开刀
比较顺利……

wenda20151011B 20:44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懂，我也不能讲太多。

…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有具体的，那么你说关帝菩萨是
为什么？关帝菩萨是打魔的（降妖除魔）“降妖除
魔”，帮助你自己正气的，如果你自己顶不住了，你
被魔弄得顶不住了，你要叫关帝菩萨帮忙，“关帝菩
萨，我怎么怎么……”一讲，关帝菩萨就出来了，对
不对啊？接近啊，关帝菩萨更接近啊！

wenda20151011B 20:44 



接下来如果你说：“哎呀，要动手术了”，“哎呀，
我要请菩萨显灵了”。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有时候
这个级别到不了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我要举例子，
你见不到总理，那这个省长能够帮你也很好啊，或者
说市长帮你也很好，或者说你的部门经理说不定帮你，
你也很好啊，呵呵（都很好）明白了吗？就这个道理
（明白明白。说起关帝菩萨，前几天师父的录音说过，
“如果你受了欺负，你和关帝菩萨一说，关帝菩萨就
帮你教训教训他们”，是这样吗，师父？）

wenda20151011B 20:44 



不能说“教训”，说你受了痛苦之后，他过分了，你
跟关帝菩萨一讲，关帝菩萨会马上给他颜色看的（关
帝菩萨给了他颜色看，那个人遇到不顺或者是不好
了，会不会知道是因为欺负了我？）有的人会有感
觉。有的人一打老婆，老婆……我不能说谁，我们佛
友当中，老婆是欠她老公很多，但是她一直在还还
还……

wenda20151011B 20:44 



她老公每次打她、骂她，他老婆就跑到关帝菩萨这里
去讲，讲了之后，她老公不是出车祸，就是倒霉，不
是罚款，就是被单位里领导骂，反正总是这些事情发
生。她老公开始没感觉，后来就觉得“为什么我一打
老婆，我就倒霉啊？”他到后来自己都吓得不敢打她
了，听得懂了吗？（明白了）一样道理，有的人悟性
比较晚，他不是马上开悟的（说起太岁菩萨，就是掌
管我们的流年运程，每个人一年一个运，太岁菩萨就
是帮着我们提运。

wenda20151011B 20:44 



是这样吗？）太岁菩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
还要通告很多的护法神，就是协调帮助你们、记录你
们身上的问题。太岁菩萨是一个值班的菩萨，是值日
菩萨，每一年太岁菩萨的形象都会变的，就是每一年
派到这个地方做太岁菩萨，是不一样的佛。所以你看
看，我们拜的这几尊菩萨，我都有道理的。太岁菩萨
掌管你每年的流年运程，也就是说你在今年一年里面
的好坏，不好的丑事什么，坏事要怎么样……你跟太
岁爷一讲，他可以让你变得顺利，变得马上就是会有
一些显灵。 wenda20151011B 20:44 



有时候人家说“犯太岁，犯太岁”不是倒大霉吗？
（对对）你拜了太岁，不就是消业吗？最重要的，你
就算做错事情了，你要跟太岁菩萨说：“哎呀，太岁
菩萨，对不起啊。”有些时候你们都不懂，你就是念
礼佛大忏悔文，你把太岁菩萨也带一句啊！这都很
好。所以很多人真的很小气的，我们心灵法门的观音
堂，这尊菩萨拜拜，那尊菩萨就不拜了，跑着去就给
观世音菩萨上一支香，边上的菩萨都不上香。你说说
看，台长哪一次，哪一位菩萨不上香的啊？

wenda20151011B 20:44 



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一个部门，你就是跟部长关系
好，副部长、秘书长你全都要拜拜吧，呵呵（对啊，
是的。师父刚才您说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把太岁
菩萨也带带，那怎么祈求呢？请师父开示一下）很简
单了，“请太岁菩萨原谅，我做错某件事情，请太岁
菩萨帮我消除业障”。其实你尊重太岁菩萨，太岁菩
萨特别特别开心，而且太岁菩萨是值日官。你想想
看，“值日官”，就算菩萨发下命来说“帮谁消
除……”，

wenda20151011B 20:44 



太岁菩萨跑得比谁都快，太岁菩萨帮你马上就消除
了，这还不懂啊？（哦）就是上面菩萨批下来说：
“哦，你可以消掉这块业障了。”好了，下面慢慢地
弄，慢慢地弄，你至少还要等一两星期或者一两个
月，或者一年两年呢？这个随他们的。所以过去人家
说在地府里面的官……为什么过去有一句话说，当然
地府的境界就比较低了，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
都帮你推磨，这个都不懂啊？

wenda20151011B 20:44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我们在祈求的时候说“请大
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慈悲我某某某，帮助我
忏悔和消除我身上的业障”，是这样说是吧？）对
啊。你跟太岁菩萨一讲，你跟南京菩萨一讲，多少人
帮你求情啊？你已经跟这么多菩萨求情了，说“我忏
悔了”。你为什么不能求太岁菩萨帮你多说几句好话
呢？因为太岁菩萨是值日官；那么南京菩萨是什么
呢？南京菩萨是帮你协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协调
的，你知道现在协调多厉害啊？“协调”相当于发改
委，呵呵……（是的是的）

Wenda20190329  40:38



如何求得灵验：心至诚，求则灵
男听众：师父，我们每个人在做功课时，在念经之前三称
菩萨以后念祈求语，菩萨能感应到我们吗？比如我们念大
悲咒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身体健康、增强能
量”，菩萨马上就能感应到我们吗？
台长答：那很简单了，如果你心很诚，叫一声就灵。像师
父这种，我意念一动菩萨就知道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手
机一拨号码，他对方马上就知道了（明白。师父，是否可
以这样理解：只要心诚的人意念一到，菩萨就知道？）
嗯，肯定的，百分之一百。 wenda20160226



念经拜菩萨，并不是说菩萨就把你的业障消掉了，而
是因为念经拜菩萨就是功德，“果报不可思议”，
“成就不可思议功德”。在正常情况下，功德会按天
理的规定自动排序，不会主动去抵消某一个业障。而
每当你祈求菩萨慈悲，保佑你的工作顺利、爱情如意
等等时，菩萨可以动用神通慈悲用你的功德去抵消那
一个特定的阻碍你事业或爱情的业障，从而使你变的
顺利。你的功德和菩萨的慈悲神通缺一不可，但基础
还是你自己的功德，一份善果去一份业障。

白话佛法（⼀）8.《谁在操纵命运》



如果有人只是拼命祈求菩萨而不做功德，不念经，那
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如果业障深，功德浅，所求
之事同样不会成功。

为何有时所求之事不是马上灵验

男听众：求菩萨的时候不是马上灵验，而是有一段时
间。是不是因为用功德求事情或消业，功德不足以消
掉求的事情的阻碍，或者是消掉这部份的业，还有部
分业或阻碍需要报掉呢？ Shuohua20180302



台长答：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的。实际上求得不灵，
第一，是有时间的，种下去的果短时间不会马上长出
来，这是现实问题；第二，这个不长出来、长得快和
慢，跟土壤、阳光、天气、水质都有关系的（明白。
如果功德超掉了这部分阻碍和业障的话，求得马上
灵，业障马上就消掉了，是这样吗？）是啊。为什么
有些人一求就灵，就是这种情况。

Shuohua20180302



很多人误解以为给菩萨磕磕头，求求菩萨就可以了，
实际上应该先忏悔，然后消业障，接着再念经，再祈
求，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先消业障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呢？就是得解脱。你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之后，你
很快地就会得解脱了。

白话佛法（九）12.《不悟之⼈就是未见本性》



男听众：师父，我们求菩萨的时候，是一祈求菩萨就来
帮助我们，还是等到这件事情的功德足够了，才会来帮
助我们？如果我们所求的事情需要50个功德，是我们功
德离目标功德达到50个就能成就，还是需要更多一些
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台长答：我只能这样讲吧，你没有50个功德，你看不见
菩萨，菩萨听不见你讲话，并不是说菩萨不想救你。

Shuohua20170811 11:30

求菩萨是否有求必应要看自身功德多少



比方说你在很远的地方，你没有通讯设备，菩萨听不
见，因为你的功力不够。你在很远的地方，妈妈不知道
你想讲什么，要救你，妈妈怎么救你？（明白。师父，
换句话说，有功德的人跟菩萨讲，菩萨就听得到；那种
业障很重的跟菩萨讲，菩萨就很难听得到。是这样理解
吗？）对。不是说菩萨有分别心，菩萨，只要你求她，
她有求必应的，问题是你求得到求不到（是的）现在明
白了吗？（对。有的同修天天在佛台面前跟菩萨求这求
那。菩萨还是看他的修为和功德，是这样吗，师父？）
对（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Shuohua20170811 11:30



怎样祈求有功德

实际上求福报并不是功德，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求
福的人得人天福报，许多人不会求功德，只会求福
报。例如在观音堂求菩萨保佑我的孩子啊、身体啊、
财运啊等等，这都是求人天福报，但这不是功德。
人天福报，业障和灵性是同时往前走的。

白话佛法（⼀）23.《再谈善事和功德的区别》



比如：你身上有业障，也做了很多善事，你求人天福
报希望有一个孩子，等你有了孩子出生后，这就是给
你的福报。而你的业障却丝毫没有减少，你不能说我
做了很多好事把我的业障也消除，那是不可能的。

白话佛法（⼀）23.《再谈善事和功德的区别》



女听众：同修有一点心事，有一天晚上就在一张纸
上写下自己所求的，打算问菩萨，当天晚上就做了一
个很奇怪的梦。他梦到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位老人家
坐在树下，老人的脸是圆圆的，很多人在排队，一一
向他求问。轮到同修，他就拿出自己写的纸给这位老
人看，老人看了以后就问他：“你已经什么都不缺
了，你还要求什么呢？”同修说：“哎呀，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啊。”

Wenda20180624A 34:47 

人间的东西求得越多，天上的东西得到得越少



老人没说话，就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大笔一挥，画了几
片很洁白的云彩，然后又左右两笔竖线，一根大树干
就画出来了。于是同修就看到在这张雪白的纸上，有
一棵长着白云的大树。老人就把画给同修，对他说：
“你拿着这张画和你写的纸去求菩萨吧。”请师父慈
悲开示这个梦境。

Wenda20180624A  34.47 



台长答：这个梦就是叫这个人提高境界。菩萨已经讲
了：你什么都有了，你还要求什么？境界不高啊，人
间的东西求得越多，天上得到的东西越少（对的）没
出息啊。整天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什么难念
啊？放下，放下还难念吗？放不下才会难念。“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法师连家都没了，所以他们就没有
“难念的经”了，明白了吗？

Wenda20180624A. 34:47 



（明白了）任何法师，如果还有“难念的经”，说明
他没有把小家放下，就这么简单（明白。他说他是从
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是啊（他经常能够看到菩萨）
跌下来不行啊，很高的地方跌下来，也就说明你已经
离开这个很高的地方了。

Wenda20180624A  34.47 



要懂得，学佛人应该怎样来把握好自己祈求的尺度。
我求安乐是为了弘扬佛法，我要延寿消灾，我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得到佛法，那么你就是在修出世法。你们
在座的年纪大的人，从现在开始，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要真心祈求，不能说：“观世音菩萨，你让我延寿
吧。”境界高的人，不求自己，只求众生。

白话佛法（⼋）19.《用出离⼼来修世间法》



男听众：“人到无求品自高”，请教师父，这句话的
意思可以理解成“无欲自然心如水”吗？

台长答：差不多，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解释的。人到
无求品自高，一个人没有要求了，你品德当然高了。
比方说，一个女的不要人家男人财，不要人家男人这
个，不要那个，人家男人尊重你吗？（尊重）

Wenda20180608   24:34

如何理解“人到无求品自高”；为众生求算有求吗



你说“你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嫁给你”“你给我买多
少金银首饰，我嫁给你”“你要有多少多少东西，我
嫁给你”，你嫁给他之后，他看得起你吗？ （看不
起。当我们求人的时候，一般我们的语气就会很低声
下气这样）对啊。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低声下气
啊？（因为我们要求，要得到）好了。你无求的时
候，是不是品自高？境界就高了？（嗯，而且还很自
在）对啊，你无欲——没有欲望的话，当然心就平静
了（嗯）

Wenda20180608   24:34



现在不管什么东西，人家给师父奖状我就拿，人家不
给我奖状我从来不求的，有什么好求的？（明白）人
家愿意给你，那就是给你的，很好啊，你对社会有贡
献了，人家给你的（对。师父，我们如果为众生求，
这样算是有所求吗？）为众生求，本身就是高尚的，
已经不算求了，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为自己所求，
因为不是为我相了，没有着相了。

Wenda20180608   24:34



怎样祈求法门顺利弘扬

女听众：有同修慢慢发现一个规律，每次他助念准
提神咒祈求法门顺利弘法后，晚上都能做到很好的
梦，梦里就被大加持，概率很高，他感觉很神奇。
请问师父，助念准提神咒，祈求我们法门顺利弘
扬，怎么样祈求最好？

wenda20151227B 56:44



台长答：就是这样，像他这样也可以的，念大悲咒，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心灵法门能够顺顺利利”，这
种都是好事情（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跟您通话我浑身
都是热的，很法喜！等会我们要去给师父放生，放大
鲤鱼）谢谢，再见。

wenda20151227B 56:44



大家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精神，我
们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大悲，
当我们为自己的孩子祈求、为自己的健康祈求，这些
叫正求，没有关系的，因为身体好了，可以救度更多
的众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孝顺父母，可以弘法利生。
如果求财、求名利，就是有偏了。台长给大家讲过，
钱财都是前世修的，财来财去，人间也是来去匆匆的，
今天有钱，明天也许就没钱了。

⼴播讲座（⼀）5.《求自性三宝，得智慧果报》



钱财是身外之物，要放得下，不要去求。那么我们求
什么呢？我们要求菩萨给我们智慧、灵感和慈悲心，
求菩萨保佑我们身体好。因为有了身体和智慧，才能
够克服所有的困难，才能够明白和证悟佛法。

⼴播讲座（⼀）5.《求自性三宝，得智慧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