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台知识



菩萨像请回来要如理如法的在佛台上供奉，不能随意
放置，贴在墙上，当作装饰品等都是不恭敬的。

佛台的上菩萨像必须要供水，供油，上香。在条件有
限的情况下，供花，水果，和插电的莲花灯不是必须
的。



供香是我们供养礼拜佛菩萨的一种方式，学佛修心的人，
最好是能在家里供奉佛菩萨。如果一个人连佛菩萨都无法
供奉或者被家人阻挠，其实这是由于自身孽障所致。上心
香，如果心诚，也是可以跟菩萨接气的。但是我们上真香
有佛坛那自然是更好一些，一方面对于修行浅、难以控制
自己意念的同修而言，能够用眼睛注视菩萨像要好过自己
去控制自己纷繁的杂念来观想菩萨像，也自然更容易跟菩
萨接气。另一方面，我们在家庭中长期供奉一尊菩萨像，
而且能有菩萨常来保佑，那自然是很大的福份，是有功德
的。

供香的益处

有关上心香与上真香有何区别——《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九十四》



必须要供檀香
问：请问师父拜观世音菩萨一定要无烟香吗？
答：至少要檀香，不管什么香必须要檀香。

有条件尽量不要用带竹签的香
问：在北美的同修很难请到不带棍子的香，请问在这种情
况下可不可以用带棍子的香？
答：可以，只要是檀香就好，不带棍子的香如果100分的话，
带棍子的香是70分。

供香的选择

wenda20121102 35:12

wenda111127 74:33



尽量供一样的香

问：我以前请了两盒香用完了，再去请了两盒，但是
这两盒跟以前的香不一样，可以吗？

答：尽量一样，一样的香一直用下去。香不一样会有
麻烦的，开始用的那种香好的话，就要一直烧下去，
不同的香可以让不同的菩萨来的。

wenda20131013B 17:18

断香不能用
问：香一买来就断了，那个香不能用了吧？
答：扔掉。

wenda20120302 01:27:19



女听众：同修家里供有佛台和神台，先给佛台上香再
给神台上香。请问师父，佛台上香后需要等佛台上面
的香烧完了之后再给神台上香吗？

台长答：你必须先给佛台上香，那么家里就有正能量
了。上香也不一定等香烧完的，你只要油灯关了，那
边你就可以上香了（就是油灯灭掉了之后再给另外一
个上香）对了。那边你再供神台也可以的（好的）

Wenda20180504   06:14 

家里有佛台和神台必须先给佛台上香



问：有的时候我们早晨起得比较早，或者是起晚了比较着
急，是不是可以拜一下然后就不上香等回来的时候再上香？

答：上香一定要上（就是哪怕我们因为赶得比较急）你如
果赶得比较急的话，拜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情况最
好少一点，总不如上香好，上完香哪怕磕个头，或者上完
香哪怕拜一拜就走也可以的（就是说还是一定要上香，但
是可以上了一会儿是五分钟、十分钟就走没关系？）对。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先上了香先走，但
是总不是太好。

shuohua20140725 05:09

早香一定要上



听众：您说修心灵法门晚香也是一定要上的，身边有些
同修是不怎么上晚香的，请台长开示。

台长：能有条件最好上，没有条件也要保证上早香。当
然早香晚香有头有尾要好啊。但是你要是实在没条件晚
上家里很嘈杂，或者夫妻之间阻碍，那你还不如不上好，
只能尽量保证早香。但是正常情况必须上早晚香，这样
菩萨才会来。

Shuohua20140523 09:42 

早晚香都上菩萨才容易来



问：同修设了佛台，但是由于他工作比较特殊，五点
钟就要从家里出发了，他早上四点多可以上早香吗？

答：当然可以上了,没关系的，天天就这么烧个香、磕
个头就走的呀（因为四点钟天还很黑的，几乎没亮）
它趋向光明、趋向白天，那就没问题；晚上的话越晚
越趋向黑暗，不一样的。

早香最早的时间

Shuohua20140829 13:27



听众：下午三点钟左右出门，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
您说我这个香应该是晚上回家点，还是出门时候点啊？

台长：那你当然晚上回家点了（那十点钟、十一点钟
都没关系？）没关系的，只要不要超过十二点钟就可
以。一般最好最后一枝香是晚上10:00钟上，不要太晚。

晚香最晚的时间

Wenda20141121 01:35:40



男听众：师父，您开示说一般情况下晚香最好不要超
过十点，那么我们祈求菩萨如果很晚的话，是不是菩
萨就听不到了？比如晚上十点半上香，即使香还燃着，
但是我们祈求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不好了，菩萨就不容
易接收到我们的祈求信息？

在菩萨来的时间祈求，更容易灵验

wenda20160205  01:33:39 



台长答：你这个人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要讲点给你们听
听了，所以时间很重要。那么应该说菩萨任何时候都能够
听到你们声音，对不对？我们举个短例子，师父二十四小
时都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只要你有信息传给我。但是问
题，你们有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师父接不到？你现在打电话
我不是接到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时间啊！因为你这个
时间是我跟你接触的时间。为什么要烧头香了？为什么初
一十五要烧香？为什么要跟着师父烧香把菩萨请来菩萨就
知道呢？因为有些时候你们念的经、讲的话不是这个时辰，
护法神就把你挡掉了。听不懂啊？

wenda20160205  01:33:39 



台长答：如果我想了解我当然可以知道，问题菩萨他也在
天上，他也有法会灵山法会，他们也有很多事情，很忙啊！
就是菩萨给你们的时间，让你们接触他的时间，那么他也
会接你电话。就像我这个直拨电话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响的，
呵呵，但是我只能在我的时间当中来接你们电话，道理是
一样嘛。现在明白了吗？有时候你在马路上碰到灾难的时
候，你叫菩萨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你叫观世音菩萨，菩
萨还听得见；你叫其他菩萨，根本听不见。尤其有时候你
要是叫“菩萨救救我”，没有名字的话你要看过路神了，
过路神听见救你一把，过路神不见的话你一刀就被人家砍
了。

wenda20160205  01:33:39 



早晨六点、八点、十点、下午四点、晚上十点，这几
个时间都是菩萨一定来的时间。

菩萨来的时间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五十）



问：续香的时候，要不要把请安的仪式都做完？就是
前面七个头，中间祈求，后面又磕七个头？

答：嗯，可以这么做（续香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吗？）
最好这么做，续香的时候如果做得比较完整一点是最
好的，不能不完整，否则不礼貌的。

续香最好是按完整仪式做

wenda20120916B 48:18



问：我们点香恭请菩萨的时候，香拿在手上，是与地
面垂直好呢还是与佛像垂直比较好？

答：竖着，不能拿香头对着菩萨的。有的法门是拿着
香夹在手指当中，然后对着菩萨，这是其他的法门，
但是学我们法门，必须香朝上。

上香时不能拿香头对着菩萨

wenda20120511  01:19:04



问：香点燃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师父以前
开示过不能煮菜、不能扫地，最近在博客上看到香燃着的
时候不能洗澡。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香点燃的时候还有
哪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答：香点燃了，菩萨到了，你不能洗澡；还有不能烧饭，
因为烧饭的烟味、油味会把香味全部去掉的。要清净，不
要做事情，你至少磕头的时候不要有事情，要干净、要安
静。

上香时不能做的事情

wenda20161230 24:36



问：家里在上香的时候，可以在吃晚饭（素的）吗？或者
在做其他家务，如洗菜、洗碗、洗衣服、做晚饭（素）等。

答：油灯开着不能做其他事情，油灯关了都可以。”

问：请问，香燃着油灯燃着，家人在洗菜烧饭(素)，洗头
等也是不可以吗？必须要灭油灯吗？

答：家里人这样做没有问题，拜佛人不能这样做。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四十二）

油灯开着不能做其他事情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四十一）



问：师父，我妈妈十五的时候刚刚设了佛台。除了香
打卷、油灯结莲花之外，是不是菩萨就不来？

答：一般的正佛大菩萨来的话，都会有这种现象显现。
但是没有这种显现并不代表菩萨不来，像护法神来也
是菩萨，但是不一定就有香打卷。

wenda20130208 58:05

佛台没有显现，不代表菩萨不来



给佛菩萨供水，绝对不能供空杯子（供水时不能先把
空杯子供上去，然后加水），必须先要有一点点水在
杯内，水可以去除你的贪心，给佛菩萨供的东西一定
要全身心的，不能有任何舍不得的思想在里面。供水
是让你不要起贪瞋痴，不要起吝啬之心。

供水的益处

白话佛法（二） 3.《性命双修，智者遇缘》



水有四种功能：
1. 性清，供水时你的身心是健康的，六根会暂时清净。

2. 质软，能让你的意念柔顺，经常喝水的人意念比较
冷静，不经常喝水的人，易发脾气，比如嘴巴一干浑
身冒火，就想发脾气。

3. 易喉，多喝水能妙语连珠，讲出的话非常好听。多
喝水能让人的心平静，多喝水能让你的脑子清楚。

4. 清澈，意念清明，意念很干净。
《性命双修，智者遇缘》



可以供热开水、凉开水、矿泉水、纯净水等无色无味
的饮用水，不要直接用生水、自来水。

一般几尊菩萨就几杯水，也可以一尊菩萨多杯水，但
是杯子不能少于菩萨像的数量。杯子不能太大，也不
可以供瓶装矿泉水，用瓶装矿泉水代替杯子供奉是不
恭敬的。一般也不要在供奉杯子的同时供瓶装矿泉水。

关于大悲水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一百三十二》

供水的注意事项



佛台上的大悲水要从菩萨的供杯中倒出来再喝，一般先
双手捧起杯子，举过眉心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XXX，保佑我身体健康”，观想菩萨的净瓶水正
沿着头顶慢慢灌注，流满你的全身。然后把水倒入另外
一个容器内，恭敬地喝下大悲水。如果在喝之前能念1
遍《大悲咒》（把手悬放在杯子上方），效果更好。

大悲水不要直接加热或者微波加热，可以隔水加热稍微
加热，不能烧开。

关于大悲水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一百三十二》

供水的注意事项



供油一是可以让眼睛变得好一些，还有一点就是帮助
开智慧。很多聪明人让小孩子把压岁钱拿去买一瓶油
供菩萨，求菩萨保佑开智慧。

2010年9月5日好市围《玄艺综述》

供油的益处



一般供奉佛菩萨可以用橄榄油、菜籽油、玉米油、莲
花油等植物油。但是放在油灯中点的油，不可以用芝
麻香油或花生油，有味道的油不清纯，味道太香了会
把檀香的味道遮住，所以不可以用来供菩萨；豆油太
浓了，不容易点燃，所以也不太适合。

87、有关供油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八十七》

供油注意事项



男听众：师父，灯添加油如何祈求，还需要念什么经吗？

台长答：不要。如果每位菩萨你就可以讲，比方说“关
帝菩萨，今天某某某添灯油，希望关帝菩萨保佑我什么
平安”“南京菩萨，我今天添油，希望南京菩萨保佑我
眼睛好”。跟每位菩萨都能说“保佑我眼睛好”，因为
添油本身就是保佑眼睛好、开智慧，都可以。

Wenda20160501A 10:00

供油如何祈求



问1：请将师父关于油灯的最新开示告诉我。

答1：供奉多位菩萨，有条件最好每尊菩萨一盏油灯；没有
条件，也可以整个佛台供奉一对油灯或者一盏油灯。

供奉一位佛菩萨，可以供奉一盏佛灯，也可以放两盏佛灯。

心灵法门的佛台最好供四盏油灯（观世音菩萨一盏，南京
菩萨一盏，太岁菩萨一盏，关帝菩萨、周仓菩萨、关平菩
萨供一盏），条件允许最好能有六盏油灯（周仓菩萨和关
平菩萨也各一盏油灯）。条件实在有限，就一个佛台供奉
一盏，或者整个佛台供两盏。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零二）

油灯的数量



油灯可以在磕完头后就灭掉，或者在香燃尽之前熄灭。
避免在没有供香的情况下只燃烧油灯，容易有灵性过
来。

有关油灯与蜡烛数量的问题——《佛学问答 四十七》

可以用电莲花灯，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供有真的油灯，
同时不能24小时长明。可以用电莲花灯，但是前提是
必须要供有真的油灯，同时不能24小时长明。在没有
香燃烧的情况下，长期开着莲花灯容易招惹灵性来。

油灯和莲花灯不能长明



供花可让人变得漂亮一些。 2010年9月5日好市围《玄艺综述》

供花的益处

供过菩萨的花有仙气，可以改善家里的气场。
Wenda20110417 23:21



供奉菩萨富贵竹是好的。弯曲的富贵竹不宜摆设或供奉。

菊花、百合花、兰花、水仙、牡丹花、康乃馨等是可以供
奉佛菩萨。带刺的玫瑰花不宜供在佛台上，满天星不宜供
奉在佛台上。

供奉佛菩萨的花，可以通过名字来判断，如桃花，喇叭花
等都是不能供奉的。

带泥土的盆栽不要供在佛台上。

带花盆的花不宜供在佛台上

供花的选择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一十九），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七十），卢台长开示解答来
信疑惑（一百三十六），42、供养佛菩萨的水果与鲜花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四十二》



问：由于佛台比较小，鲜花挡住了菩萨像是不是不好？

答：佛台很小的话，花就不要请那么多，把菩萨像都遮
住了，不是喧宾夺主吗？花是点缀，佛才是真的。

供花不要挡住菩萨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九十八），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二十七）

问：能否在佛台上菩萨像前面供奉一排的鲜花？

答：鲜花要供奉在佛台的两边，不要这样排在当中，不
要供奉在中间菩萨像的前面，否则喧宾夺主。



女听众：师父开示过，供花使人漂亮庄严。请问师父，
供花时还可以祈求菩萨其他的事情吗？

答：可以，完全可以。除了漂亮、纯洁，你可以求环境
好啊（哦，就是生活的环境？）对啊（空气、水质这一
些吗？）对啊，就是这样。

Wenda20191213   04:36  供花时可祈求哪些事

供花时如何祈求



当你求一件事情之后，供水果可以尽快地得到果报。
比如，当你求工作顺利、不要被炒鱿鱼等，如果供上
橘子、苹果等水果，结果会来得比正常的速度快。心
地善良的人，供水果结果会来得快。做坏事的人，就
算也供水果，恶报来得也快，恶报早受，总比晚报时
轻，也比晚报好，这就是因果。

2010年9月5日好市围《玄艺综述》

供果的益处



最好供奉带有香味的水果。 如苹果、 柚子、橙子、橘子、芒
果、菠萝、西瓜、火龙果等。
香蕉、桃子、梨，葡萄不宜供奉。青色的水果少供。
石榴最好不要供，坑坑洼洼的，里面的果实这么小，这个不是
代表一种果实的回报了。
一些水果里面的果肉比较干净、渣比较少的，比如苹果，就可
以供奉菩萨；表面发黑的，还有就是里面很碎的，比如石榴、
无花果这样的水果都不能供奉。

设佛台 供果的讲究 Wenda20151009 12:01，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七十六）

供果的选择



供奉佛菩萨水果的数量是每一层都要单数。
供菩萨的水果盘数不分单双数。
水果不能不放盘子直接供奉，不恭敬。
一个果盘中只能供同一种水果，不能多种水果混在一盘供
奉。
供果不要切块供。
不能把供果的尾部对着菩萨

Wenda20180121B   19:55 设佛台P39 供果的讲究

供果的摆放



男听众：佛台的水果放了两天，看到一个苹果坏了，是全
部换成新鲜的水果，还是把坏掉的那个拿下来？

师父答：如果条件可以最好全部换。你拿一个下来，再换
上一个好的，不是太尊敬。举个简单例子，你到饭店里去
吃东西，一碗面里边有一点点不好，人家老板跑来一看，
马上说“换掉换掉”，人家说“我帮你这点挑掉”，你吃
吗？

Wenda20171110   02:26  个别供果坏掉要全部换新鲜的

供果坏了要全部请下来



男听众：群里有同修说，观音堂是用湿巾擦供果的。
请问师父，湿纸巾可以擦拭供果吗？是含有酒精的那
种纸巾。

师父答：不好，会把苹果的表面弄坏掉的。其实用心
擦，拿湿的毛巾、湿的纸巾，不要含酒精就好了，因
为这个酒精在苹果的外表皮层当中很容易导致腐烂的。

Wenda20180401B  09:52  不要用含酒精的湿巾擦供果

不要用含酒精的纸巾擦供果



问：供菩萨的水果可否网购？因为无法事先挑选，只
能一整箱一起买回来，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
我将好的挑出来供菩萨，不好的自己吃，这样可以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一）

打理佛台要发心，恭敬菩萨功德大



答：可以。供之前挑一下，挑的时候还可以念经，挑
的时候代表你的心。师父以前买了供菩萨的橙子，一
个一个擦，一边念经一边擦，挑好的供菩萨。这个功
德很大的，就是一种禅定，你心里盯着一件事情做的
时候，什么都不想了，思想完全集中在擦水果上，心
中完全想着菩萨，思想很干净，人也不烦恼。很多人
不要以为“这么小的事情……”其实天上有很多菩萨
管供养佛的东西，你们都看过《西游记》，天上的蟠
桃园是不是有很多菩萨管？擦洗都是代表自己的心意。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一）



供佛台主要是用心，你用心了，护法神就开心。要对
菩萨尊敬，念经之前手洗干净，拜佛之前想到“我一
定要把手洗干净”，就这么一个意念，护法神就给你
加分，菩萨就给你加持了，说明您尊重菩萨。很多人
很傻，还以为菩萨看不见。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一）



以恭敬心打理佛台
庄严佛净土





听众：有同修帮上次那个肺部有癌症的同修设好佛台，
准备第二天上供的。有癌症的同修梦到一个穿着白底
还是蓝底衣服的男的跟他说:“你要多拜拜，你难受了
就去拜。”这个同修睡到半夜醒了，然后去拜观世音
菩萨，拜完之后一整夜都没有咳嗽，平平安安地睡了
一觉。

Wenda20130901B 02:25 

设佛台的功德很大



台长：这就是自己家里设一个佛台的重要性。设一个
佛台相当于把菩萨请到家里来了，这是个功德很大的
事情，所以帮助人家设佛台功德更大。实际上我可以
告诉你们，今天你一讲很多人又会去做了，这个功德
很大。 人家家里没佛台的，你帮他去设好，你帮他买
水杯啊什么的，这个功德很大很大的，在天堂里都有
声音的，就是说在天上声音很响的，在设佛台的时候
放个水杯，你讲的话上面声音响得震动天堂的。

Wenda20130901B 02:25 



女听众：同修帮别人设佛台，免费结缘佛台、佛具等
所有相关物品，功德很大，但对于设佛台的本人来说，
是不是所有功德款都自己出比较好呢？

卢台长答：本人出吧。

设佛台请佛台佛具最好自己出钱 Wenda20180316 53:44

设佛台请佛具最好自己出钱



问：师父开示过，香要自己请，烧别人结缘的香是别
人做功德，如果要结缘香，也要给对方一两块钱，算
自己请的。之前有同修给我免费结缘了无烟香，但我
已经找不到这位同修了，无法给他一两块钱。请问，
这个香是否不要烧比较好？

答：跟菩萨讲一下，“这些香是结缘来的，由我自己
诚心诚意拜观世音菩萨，这是我用心给菩萨敬供的
香”，这些香就到你这里来了。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五十九）

香最好自己请



女听众：师父，昨天晚上我上香的时候，香自己断掉
了，而且不是我在手里拿的地方断的，特别奇怪（哦，
这不大好）我上香，拿的时候意念里有一个想法……

台长答：你脏啊，不要讲了，肯定脏了，你的手脏啊，
或者你的脑子脏啊（哦）护法神是管第一关的，上香
的人拿着香要非常纯洁，否则的话护法神会对你不开
心的（是啊）你手不要乱摸地方。

Wenda20170908   01:34:15 

上香要意念干净



女听众：一般香都是供给菩萨，有的同修喜欢玩品香，
就是用香炉点各种香料，如法吗？

台长答：不如法，不可以的（明白了）

wenda20130823  01:04:24 

品香是不如法



女听众：同修梦见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有几尊雕刻的佛像，
在同修面前有一个大大的香炉，他准备去上香，突然从上
面飞下来一个像将军一样的人不让他上香，他就往上方走，
那位将军也拦住了他。请师父慈悲解梦。

台长答：身体不干净。一般脑子和身体不干净才不给上香
的（除了平常自己要经常沐浴后上香，上香前还要念净口
业真言吗？）对啊。不是念净口业真言，你还要多消业障，
不念礼佛大忏悔文，他不给你上香的（对不起，懂了）

Wenda20190120A   08:11 

梦见被拦住不让上香



很多人问，穿拖鞋能不能拜佛？台长明确地告诉大家，
穿拖鞋绝对不能够拜佛。如果你穿拖鞋，到拜垫前必
须把鞋子脱掉，穿袜子和光脚也比穿拖鞋要好。

2010年9月5日好市围《玄艺综述》

穿拖鞋不能拜佛



男听众：师父，上周您开示说点油灯上香之后，不要
把油灯马上灭掉。您的意思是不是拜完菩萨之后就可
以把油灯灭掉了，是这个意思吗？

台长答：对了。你离开了，你就要灭掉了，不然你就
是不尊重，听得懂吗？你拜完了之后人还在，油灯点
着没关系；你人不在，这个油灯就必须关掉。油灯就
是请菩萨来了。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客人在家里，
你主人走掉，你怎么不先把人家客人送掉，你主人才
能离开的呀。

Shuohua20171110 29:20 

人离开时必须把油灯关掉



女听众：师父，比如说五点钟上香，在六点钟再上一次香，
香没有完全着完，还有比较长，那可以再上一次香吗？

台长答：完全可以。你不上香也可以，因为香还在，你再
点灯。你记住，只要点油灯就是把菩萨请过来。你拜完了，
你不在佛台前，香可以烧，但是油灯必须要关掉。但是你
出去一会儿工夫没关系，就是在家里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做
点事，把油灯亮着，你待会儿还过来念经，这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出门什么，必须把油灯关掉

Wenda20171105A   01:04:44 

人离开时必须把油灯关掉



女听众：我在家里佛台点好油灯、点香，然后我可能
就一直念经，比如一整天都在念经，我可以一整天油
灯都点着吗？

台长答：可以的。只要你在念经，你把香烧着，把油
灯开着，都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香不烧，油灯就
不要开。

shuohua20130614  13:59 

不烧香，不能点油灯



女听众：佛台柜子颜色是乳白色，好不好？

台长答：乳白色可以的，但是铺一块黄布更好，因为
佛台如果有抽屉的话总不好，最好弄块黄布遮起来。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一十七）

佛台要围黄布

问：师兄的佛台是定做的，是一体式的，佛台的下半部分
是柜子，有门，整个佛台都是纯黄色。请问这样的佛台，
是否可以不用黄布了？
答：要用黄布，这样的柜子不好看。

wenda20140718 21:19 



问53: 很大的开光菩萨相片和开光的佛珠，以及油灯、香
炉等佛具，可否存放在观音堂的佛台底下？

答53: 一定要有黄布遮起来，否则磕头也是在冲着底下磕。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九十八）

佛台要围黄布



问57：梦里听见有个人说，我应该把观音菩萨和弥勒佛供
起来，我说菩萨我已经供起来了，我没有弥勒佛。这个人
就说我有。这个人要带我去看弥勒佛，走的方向就是我现
实中放弥勒佛的地方，我刚跟她要走的时候，门口就进来
一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是黑白无常，但是就只是一
个人，他进来就直接去了我们要去的地方，说他是进来拜
菩萨的。现实中我的这尊弥勒佛像，刚买回来的时候就当
工艺品，摆在孩子的学习桌上了，佛像的侧面还有一个笔
筒，就给孩子放笔了，放了大概两三年，后来设佛台后就
把弥勒佛也供在佛台上了。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一十）

菩萨像不能作为装饰品，必须如法供奉



答57：菩萨像不能做笔筒，这是犯戒的，对菩萨不恭敬，
所以黑白无常来了。不能放在店里，已经做过不如理不如
法的事情，已经不能供奉了，因为本身是作为笔筒呈现，
不是作为菩萨来跪拜的。需要17遍礼佛大忏悔文。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一十）



问5：在观音堂的卫生间打扫卫生后，要等多长时间才
能碰佛台或上香？

答5：打扫之后洗手洗干净就没有关系。如果碰了很脏
的东西就得15分钟之后。如果是大便的话就不能马上
碰佛台。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一十）

上厕所后不宜马上碰佛台



问4：请确认以下是否是师父最近的开示：在上香时不能有
人在家里的卫生间，会不尊敬菩萨。
答4：当在佛台前磕头跪拜、油灯还燃着的时候，不能有人
在家里上厕所洗澡，这样很不恭敬。可以在磕头跪拜之后
灭掉油灯，灭掉油灯就是请菩萨走了，这时候就可以上厕
所、洗澡了。

问5：请问家里佛台油灯亮着的时候，是不是家里不能有人
在厕所大便或者洗澡呢？
答5：磕完头之后灭掉油灯，就可以上厕所、洗澡了。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四十）

上香时家里不要有人上厕所或洗澡



问：我们在上香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如果不信佛，他
在另外一个房间洗澡或者上厕所，这有关系吗？

答：有关系。不能经常的，偶然的没关系，经常的话，
菩萨就不来了。你也不能每一次上香就上厕所，那菩
萨就不能来了，因为太脏的地方菩萨到不了的。

Wenda20200503  40:38 

上香时家里不要有人上厕所或洗澡



问：在家里佛台油灯和香都点着的时候，那么能不能
在其他房间打扫卫生，如扫地、拖地？还是其他房间
都不能扫地、拖地？

答：香可以点着，油灯必须关掉。然后才可以打扫。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三十九）

打扫房间要灭油灯



最好不要自己去拍摄佛像，可以请观音堂已经拍好的
菩萨像。

如果一定要拍摄，可以上香后，和菩萨祈求一下，然
后先念《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各7
遍，等香燃尽了再拍，香在的时候不要拍摄，对菩萨
不恭敬。

最好不要自己拍摄佛像

关于拍摄佛像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一百三十八》



平时香打卷、油灯结莲花的时候，说明有菩萨来了，
此时如果想拍下来度人用，也最好不要直接拍，因为
菩萨还在的时候，这样去拍照不是很恭敬。一般香打
卷的话，要等油灯灭了之后再拍；油灯结莲花要拍的
话，一定要跟菩萨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要以此
来度化更多人，让更多人相信”，然后再拍就没问题
了。

平时最好不要和佛像佛具拍合照，是不尊敬的。

关于拍摄佛像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一百三十八》



听众：能不能把菩萨像当背景一起拍照？
台长：不可以。很多人到庙里去跟菩萨合影，这是有罪的！
为什么？你没到这个境界！而且照完之后把这个像扔过来
扔过去的，对菩萨尊敬不尊敬啊？（寺庙外面行吗？）外
面可以，只可以照庙宇的轮廓，里边不要和菩萨一起照。
因为我们的肉身非常脏，就是很干净的人才能到庙里去拜
佛。我们身体脏得不得了，一星期没洗澡浑身酸臭的，跑
到庙里跟菩萨磕头，你说可以吗？本身就是对菩萨不尊敬。
很多人还跑去抱着弥勒佛照相，你看有几个好的？菩萨是
大度的，但是你们拉他耳朵，摸他肚子，这些都是不礼貌
不庄严的。菩萨很慈悲，你就可以这样做了吗？

不要与佛像合影

Wenda20120401B 31:48 不能与菩萨像合影



台长答：一般的有好几种原因。第一，家里如果经常有灾
有难，护法神就会来帮助你，因为你求了菩萨。你现在自
己身上的业障，菩萨不能动你因果，但是菩萨会派护法神
来帮助你，帮助你是改变一点点因果，但是不是说菩萨能
够完全帮助你改变所有的状况，所以就派护法来，但是菩
萨都知道你家里情况的（对）如果菩萨能够到你家来，说
明你家里的气场非常好，已经能够达到了菩萨的这种能量
体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人家才跟你好人
交朋友。

家里佛台菩萨或护法来或不来的原因

shuohua20150130  03:38 



台长：如果你这个人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你身上有很
多不好的习气，那也就只能叫警察来帮帮你了。你听
得懂吗？（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真修实修、好好做人，
观世音菩萨一般都会来的）都会来，因为你气场里边
没有浊气。现在的人身上都有浊气，“浊气”就是你
还有想不通，还要埋怨人家，还对人家不好，或者还
有一种报复心理，这些都会造成你重大的伤害的。

shuohua20150130  03:38 



听众：如何让家里佛台容易能够菩萨来？

台长：很简单了，心诚则灵！诚心诚意换水，换供果
的时候擦，很认真，心里念经；拜菩萨的时候，烧香
的时候特别认真，菩萨就来了。菩萨一看你这么热情，
菩萨就来了，呵呵……（还有家里保持干净对吧？）
这个都要，都需要的。

如何让家里的佛台菩萨更容易来

Wenda20161028  54:53 



女听众：同修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有一个意念：恭
敬佛像、礼敬佛台是治疗贡高我慢的妙法。有的人家
里条件很好，但是舍不得供很多水果和香炉，这本身
就是一种傲慢，不能很任性地去对待菩萨的慈悲，对
待菩萨是需要敬畏的。同样对待师父也一样，不能因
为师父平易近人就毫不顾忌，对师父也一样要敬畏，
这是消除傲慢的修行方法。请师父开示。

恭敬菩萨的重要性

wenda20160304  14:35



台长答：这个绝对是……不是大护法就是菩萨讲的话，
这是完全对的，非常至理名言。你知道吗？当你用很
恭敬的心在给菩萨换水，一点点水都不能漏出来，很
干净地换花，对菩萨这种……这个心已经在菩萨道了。
比方说像一个董事长他会这么做吗？他牛得不得了，
有钱有势的，回到菩萨这里，他不会恭敬的。你是穷
人的话，说“哎哟，菩萨要保佑我”，所以对菩萨恭
敬得不得了，所以治疗贡高我慢就是这个道理。

wenda20160304  14:35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很有钱，你对菩萨很尊敬，
很忠诚，你是不是放下自己的贡高我慢了？同样，师
父也是一样，你们对师父的尊敬也是应该这样。不应
该师父对你们平易近人，“孩子很可爱”，很喜欢你
们，你们就可以对师父不尊敬了？很多人接近师父之
后，“哎呀，师父好像跟我们很随便嘛”，他也随便
了。你说可以吗？（不可以）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很
认真，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很随便，同学上课的时候就
可以不听老师的了？

wenda20160304  14:35



男听众：师父，走进佛堂，冲着菩萨双手合掌，哪怕
没有合掌，只是鞠躬，都是有功德的，是这样吗？

恭敬菩萨就有功德

Shuohua20180302 14:13



台长答：当然是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家里对妈妈
多好一点，妈妈会多照顾你一点；对爸爸多好一点，
爸爸多照顾你一点。你对菩萨多尊敬一点，菩萨当然
多照顾你一点了。我们有的佛友看见师父的像、照片
都这么恭敬，都合掌，师父像爸爸妈妈一样，我也多
照顾他一点，这是人之常情。这就是叫因果，你种什
么因得什么果，你对师父不尊敬，这种人怎么会得到
师父帮助？

Shuohua20180302   14:13 



师父开示；记住了：你们每个人自己用心供菩萨的时
候，把供果洗啊、擦啊，用心在供菩萨，你这个供果
就会发光，就会散金光。菩萨当然不管，护法神一看，
是某某某供的水果，金光闪闪，给这个人加持，就是
这样的。因为你用心在供啊。很多人很喜欢供供果，
你去看，供花、供供果的，良心很善良，人会长得很
漂亮。

用心供菩萨就会有功德

shuohua20170303 11:36



随随便便买一点水果供上去的，洗也不洗，弄也不弄，
你说这种人会干净吗？想象一下就知道（刚才师父讲
的随随便便也不洗就供上了，那种供果不发光，是这
样理解吗？）肯定的，那就是人间的水果而已。其实
供给菩萨的，菩萨能够接受的话那当然就是闪闪发光
了（那吃了闪闪发光的和不闪闪发光的供果有什么区
别呢？）我想问你，是谁吃？菩萨会吃吗？菩萨只是
一种加持，一种能量的取和送。实际上菩萨看着这些
水果，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的加持，是一种反馈。菩
萨怎么会吃水果，他要吃你的水果啊？

shuohua20170303 1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