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元节



【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佛陀十大弟子】

神通第一 目犍连尊者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wiljhTOa8&list=PLE1VygjqwQCziYYRlG7coyDHPx0QLDdCa&index=13


盂兰节又称之为“鬼节”，是指农历七月十五日这一
天。农历七月这段时间，还有类似的节气譬如清明、
冬至，家里容易有矛盾、不开心，家人容易生病、吵
架，连天气也是不太好，阴雨蒙蒙。因为此前已有很
多灵性被地府放出来，来人间要债或还债。到农历七
月十五（清明、冬至与此日相同），地府再把他们收
回去。收回去的这一天，我们需要用经文礼貌地送走
我们身上的要经者或过世亲人。

佛学问答79

中元节简介



如果在这期间灵性要的债不够，或者我们没有礼貌地
送他们走，他们会不开心，或者瞋恨在心，灵性可以
回到地府后申请再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直会
不停地有要经者。

佛学问答79



中元节前的注意事项



问：最近我特别心烦气躁，诸事不顺，乱发脾气，脑
袋里记仇，看܁什么都不顺。整个人很疲倦，有时念经
念到睡着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纠正
问题？

答：最近临近中元节，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较平时多的
要经者，凡܁是出现莫名的身体不好、不顺、做恶梦、
发无名火等情况，都要多多念组合。

2019年7月21日留言板问答

中元节前容易倒霉



女听众：下星期三是七月十五，这个十五和平常的十
五有什么不一样？
台长答：当然有点不一样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
鬼放出来的时间，所以在这之前很多人就会倒霉啦、
身体不舒服啦、浑身没劲啦、或者嘴巴里胡说、有些
人感觉没有寄托和希望啦，这些都是临时的鬼找上门
来了。七月十五本身是中元节，是一个节气，之前多
念小房子是好的。

Wenda20130816 00:44

七月十五前要多念小房子



女听众：师父，最后跟您反馈一个事情：一位同修的父亲
前几周突然意外地过世了，在农历四月十五也就是她亡父
的生日那天，她梦见她父亲坐在饭桌旁边，脸色很好。同
修紧握着她父亲的手，是热的。她父亲很和蔼地跟她说：
“小房子真的是太好了！要记住，三清前后、中元前后，
千万不要断。我怎么样就看你的了。”同修梦醒后感叹小
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殊胜！师父，“三清前后”指的就是
清明节、中元节这种节日吗？

Wenda140523 07:03

中元节前后小房子不要断



台长答：对啊，就是这个，清明节、中元节还有冬至，
都是鬼节啊（那他说这个节日的前后小房子千万不能
断。我们一般都是到节日当天就全部送完，节后就不
送了，那我们需要节后再送一点吗？）三清前后，他
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前面没有送完，后面一定要补
上（哦，明白了）

Wenda140523 07:03



男听众：师父，很快到中元节了七月十五，这个期间
如果我们求菩萨保佑我们平安的话，这段期间至少念
多少张小房子呢？

台长答：保佑我们平安的话，小房子你至少要到49张
（中元节之前念完49张？）嗯。如果正好年龄碰到
“三六九”，那就不够了（就另外再加？）对对对。

Wenda20160724B 04:02

中元节前可以烧49张小房子保平安



问：上次师父说中元节期间要念诵49张小房子，请问
是否中元节前一个月，从农历六月初十五就要开始着
手准备着49张，早点烧掉更好？如果梦见亡人的话，
给亡人的小房子包括在49张中吗？
答：这49张小房子一般是从中元节之前一个月就要开
始烧送，可以在一个月之内烧掉，一般可以拖到中元
节之前念完即可；而且不包括给亡人的小房子数量，
梦见亡人要单独念诵。如果梦见要经者很多或者要的
小房子很多，就要念完这49张之后再加念。

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二十一）

中元节前可以烧49张小房子保平安



梦见要经者的人：如果梦见鬼压身、有人追杀、要钱
要东西、给钱给东西、请吃饭、莫名生病、突然不顺
利、发无名火等，可以先念7-21张小房子，敬赠写
“XXX（您的名字）的要经者”。

佛教经典组合 “小房子” 念诵指南｜十、何种情况需念小房子及数量（1）

梦见要经者



家里有要经者的人：如果感觉家里阴森森的，或者梦
见有不速之客，或者总有奇怪的声音或者电器家具莫
名坏掉等情况，可以先念4-7张小房子，敬赠写“XXX
（您的名字）房子的要经者”。

家里有要经者

佛教经典组合 “小房子” 念诵指南｜十、何种情况需念小房子及数量（1）



女听众：同修说大概十年前他就发现，每年一到夏天，
就是中元节前后几个月他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大多
数都是工作没有了，有时候会身体不好。这种情况是
前世什么原因造成的？

Wenda20190825   51:13 

每到中元节前后都会倒霉说明什么



台长答：前世阴气太重，很多的负能量存积在你的劫
当中。“三节”嘛，像这种节就是阴节，清明、中元
还有一个是冬至，都是比较阴的，阴气比较重的节。
女听众：好的。他现在应该念些什么经去改变？
台长答：念消灾吉祥神咒。每到中元节的时候害怕，
就要赶快念消灾吉祥神咒
女听众：好的。是不是除了功课，还要念一些消灾吉
祥神咒的自修经文？（对。）

Wenda20190825   51:13 



女听众：如果在清明、中元节、冬至这几个节日前后
没有太大的不顺利，也没有梦到要经者，能否说明这
个人的业障比较低？
台长答：是啊，是比较低。

Wenda20190816   48:04 

中元节没有梦到要经者，说明业障较少



中元节当天如何念经



中元节当天可以念诵21遍礼佛
给每个亡人的小房子和给自己的要经者的小房子，可
以分别不超过49张。 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七）

中元节当天如何念经

这些《礼佛大忏悔文》最好是针对某件具体的今世的
事情来忏悔，比如曾经背后阴人家、曾经看过不好的
视频书籍等。针对现世某件具体事情的《礼佛大忏悔
文念好以后，诚心忏悔，可以直接消除孽障，而不用
担激活业障，所以这种情况不需要配合小房子。佛学问答161问



这天也是敬拜菩萨祭奠祖先的大节气，进入中元节的
这天的凌晨可以上头香，但是一般不建议通宵念经，
可以白天多念经念小房子。白天去上坟或者在家里供
奉祖先都是很重要的。

佛学问答79

中元节当天可以上头香



如果觉得对哪位过世的亲人特别内疚，亏欠得特别多，
可以在念经的同时，自己捐一些功德款，这也是在化
解自己眼下的灾劫，这样还债就还得比较充足。初十
五要多做功德、善事，不要做坏事；这一天要肃穆，
不要嘻嘻哈哈。最好用经文来还债，不要烧冥币、锡
箔等。过去好多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等国，在这个节
气，人们专门在家念经，祈求一年的平安。

佛学问答79

中元节当天注意事项



（中元节）要好好念经，最好给每位过世亲人烧2张小
房子，也可以给自己名字的要经者烧几张小房子。
这天，就算天气不好，白天也是可以烧小房子的。

佛学问答79



问20: 请问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应该注意什么？
要念什么经？

答20: 应该多念小房子来还债，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希
望人家不要来弄你，多念大悲咒增加自己的力量。

卢台长在弟子开示中回答的问题

中元节应该多念什么经文



晚上（天黑之后），不要念功课中的《心经》和《往
生咒》。如果小房子写好了抬头敬赠谁，其中的《心
经》和《往生咒》就可以念诵，但是如果念诵后有不
适感，就要停止念诵。

佛学问答79

天黑之后不宜念心经



如果来不及念小房子，可以给每位灵性念49遍《心
经》。念《心经》时，如果知道灵性的名字（比如过
世的亲人），就说“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XXX将《心经》送给YYY”；如果不知道灵性的名字
（一般的要经者），就说“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
萨保佑我XXX将《心经》送给现在向我要经的要经者”。

佛学问答79

中元节来不及念小房子可以给灵性念心经



男听众：师父，中元节快到了，像精进的同修一般保
证至少烧多少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呢？请师父您
开示一下吧。

Wenda20150814 49:00

中元节当天烧小房子最好有的放矢



台长答：最好是有的放失，也就是说有目的地给自己
的祖宗某某某烧多少张小房子，这比较好。如果你说：
“给我的列祖列宗烧多少张小房子。”一辈子烧不完
的，你不知道多少呢，明白了吗？（明白。除了给我
们的祖宗烧，给我们自身的要经者一般多少张呢？）
自身的要经者最多小房子能够烧49张以下，最多了

Wenda20150814 49:00



女听众：还有一个事情，今天不是中元节嘛，我看您
以前的文章里面有写，今天他们就回去了，如果他来
了之后没有……

台长答：今天不会这么早走，晚上十二点之后才会走

Shuohua20120831 25:40

中元节灵性要不到经可以再来



女听众：那比如第一年他来到这里，那会儿也不懂得
念经，他可以一直待在这不回去吗？

台长答：也要回去的。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可以弄你。
当你栽下一个恶的种子，接下来这个地方慢慢长芽就
是长肿瘤了。你以为他们白来的？要不到债不搞你呀？
他们可没这么客气！

Shuohua20120831 25:40



中元节祭拜亡人



清明、中元、冬至，是敬拜菩萨祭奠祖先最重要的节
气，也是避免灵性上身、帮助超度灵性上天的关键时
候。敬拜菩萨最重要是点香、礼拜、供奉和念经。一
般最好要提早准备一些小房子。

佛学问答53

如何祭奠亡人



上坟祭拜或者在家里供奉亡人，最好要在下午2点之前。
坟地陵园，是成千上万灵性出没的地方，不要东张西
望，不要高声喧哗，不要对别的墓碑评头论足，不要
烧冥币、冥纸、冥物，不要供馒头鱼肉烟酒，不要忧
伤过度、呼天抢地。要白天去，要清除坟头的杂草怪
枝，可以供奉清水、水果和鲜花。要默念《大悲咒》
请菩萨保佑拜祭顺利。如果家人有人烧冥币、冥纸、
冥物等，可以在家里为亲人多念《心经》，要“请求
观世音菩萨保佑XXX开智慧不要再去烧冥币、冥纸、冥
物……

佛学问答53



祭拜祖先最有效的是念小房子并在阳光下烧化，一般
是每一位过世的亲人念1-4张小房子。小房子可以在家
中佛台前按照正常操作烧掉，也可以在墓地烧小房子，
但必须是白天、晴天，而且在坟地烧送小房子的时候
不宜上心香请观世音菩萨，可以在坟前给亡人上香并
且直接烧掉小房子即可。在坟前可以供水和水果，点
蜡烛。

佛学问答53



遗照遗像，不要挂在墙上，也不要竖放在桌上，很容
易招惹来别的灵性上去，造成家事不宁，多病多难等。
平时把照片拿下来，用红布包裹，横放在干净的地方。
可逢忌日或清明中元冬至拿出来祭奠，在观音像前放
一张清洁干净的桌子，把祖先的照片竖起来放，如果
没有照片可以用黄纸写上名字竖放也一样。然后供水
和水果、鲜花，点油灯（家里供奉不必点蜡烛）、点
香、念经、烧小房子。祭奠结束以后香都烧完以后即
可收起来。不要一整天都将亡人遗像或者牌位放在外
面。

佛学问答53



问：清明节、中元节或者冬至时，如果家里有几个去
世的亡人需要同时祭拜，其中一位亡人曾经让师父看
过图腾已经在阿修罗道或者天道，其他的亡人没看过，
也不知道在哪里，有的已经去世了80年，这种情况下
桌子是一起供还是分开供？

150410新加坡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有关逢年过节拜祭亡人的问题



答：其实师父的意思就是不要说“我家的列代祖宗”，
都不能讲，因为很多说不定就是你的小辈，他转来转
去就在你的家族里面投胎了，这是台长看到的很多情
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梦做到的你就供上，或者过世
不久的亡人。比方说，上一代的爸爸妈妈过世了，你
就放着，爷爷奶奶也可以，一定要有做梦的，再上面
就不要再供了。

150410新加坡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问：亡人去世后，每年忌日都要把遗像请出来供奉吗？
有没有年数限制？如果以后不供了，那遗像该如何处
理？
答：一般是三年。过去说守孝三年，现在不能守孝的
话，三年内逢忌日、清明、中元节、冬至，都要拿出
来供奉。三年后不再供奉的话，可以包起来藏起来。

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二）

亡人过世一般祭拜三年



听众问：几年过后不需要再供了，比如说五十年过后？
台长答：实际上只要你把他超度走了之后，做梦不经
常做到他了，你试试看，你不供，如果他不到你梦里
来，他一定就不会再来，他已经走掉了。

150410新加坡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如何知道是否还需要祭拜亲人



亡人的节日是否可以只烧小房子而不拿照片祭奠
女听众：可以在亡人生日、中元节这些节日的时候，只给
亡人烧小房子，而不拿出他的照片来祭奠吗？

台长答：这样也是可以。但是如果知道他在哪个道，可能
更好一点。一般的比方说家里人多，当然你可以拿照片出
来；如果家里人少，你觉得有点亏欠他或者有点害怕，那
么你就给他念小房子，这也是一种祭奠的方式。因为小房
子本身就是给他一种超度、超脱和这种心灵的寄托。

Shuohua20130816 02:10

是否可以只烧小房子不拿照片祭奠



幽默开示：犹太人的智慧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JQhLQIE88&feature=youtu.be


中元节的注意事项



女听众：有一位同修梦到师父对他说：“今年的七月
十五和往年的不一样。”也有同修梦到说“今年的七
月份不要动小手术，比如拔牙之类的，不要见血光，
否则会引发大病。”请师父开示，是否是这样？

Wenda20180817 22:14

农历七月不要做手术



台长答:“七月”，就是说欠了很多的债。比方说，你
七月份本来就有劫，再加上七月份本来就是鬼节……
七月十五前后都是鬼节，你要是不懂得怎么样避开，
你再去惹它，那不就是麻烦大了吗？（嗯。那还是正
常的像平常的七月十五一样，多烧一点小房子，对
吗？）对啊，而且求菩萨要消灾解难（好的）

Wenda20180817 22:14



一般清明节、中元节、冬至不能理发，因为是对长辈
的悼念纪念的日子，还有戴孝也不能理发，对长辈不
尊敬。

解答来信疑惑（二百六十二）

中元节当天不宜理发



问：家里的房子在农历七月之前已经开始动工装修了，
到七月还可以继续吗？
答：可以。（避开中元节当天即可）

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一十四）

中元节期间装修的问题



台长语：中元节的时候，你在人间最好每天平平稳稳
地做事情，他不来骚扰你；你只要稍微有点变化，他
就觉得很有兴趣。比方说，你突然之间很悲痛、很悲
伤，他就来了。所以人家说在中元节的时候，你装也
要装笑，要开心一点的，因为你一忧愁、难过，鬼就
来了，他就跑过来在你身上，跟你讲话，让你倒霉，
这些全部都会来的。

Wenda20180831 16:46

中元节难过容易惹灵性



所以很多人中元节的时候在家闭门思过，就好好念经、
修心。那些道士、法师，他们都是半夜念经的。半夜
念经就是念给鬼，你虽然是帮助了鬼，但是你毕竟自
己能够不能够承担那些鬼的业力？所以有些人出事就
是在半夜里。

Wenda20180831 16:46



女听众：农历七月十五能不能做改名升文？
台长答：你为什么要放在农历七月十五了？跟鬼一起
改啊？纪念鬼的日子你也去改？！你任何一天时间都
可以改的嘛，七月十三、十四……为什么就要选十五
了？
女听众：好的，师父。那七月十五可以上头香吗？
台长答：上头香没关系的。

Wenda20180812A 05:09

七月十五不要做改名升文，可以上头香



问：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去放生，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答：天黑之前照常放生。一定要先祈求再放生。要把
该讲的都讲完，然后放生。不能放完再祈求。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四十八）

中元节放生的问题



问：同修父亲上个月末刚往生，能不能选在下个月大
势至菩萨圣诞日落葬？或中元节落葬？

答：都不要，不要刻意选在菩萨圣诞落葬；中元节鬼
太多，落葬这种仪式一做，说不定就惹灵性了，最好
是在之前或者之后，选一个白天，中午12点钟之前落
葬就可以了，多念些经。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三十八）

中元节落葬的问题



建议中元节前一个礼拜到后一个礼拜不要设佛台；包
括其他类似的节气也不适合设佛台。

秘书处邮件回复

中元节前后一个星期不宜设佛台



问83：请问卢台长，不让家人烧纸钱、锡箔、金元宝，
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一个家庭不可能人人都信佛，
不信的由于传统习惯影响，不让烧纸会影响家庭团结，
再说人家也不干，你信你的佛，我烧我的纸。这种情
况下该咋办？

佛学问答第83问

关于为亡人烧纸烧锡箔的问题



一般超度上天的亲人在三种情况下容易掉下来：

1.烧纸钱、冥币、锡箔、元宝或任何地府的物品，包
括汽车、房子、衣服。

2.经常思念过世亲人，或哭泣。

3.经常在晚上谈论过世亲人，例如他生前的事情等等。

佛学问答第83问



小房子的四种经文组合，相当于国际通用货币，在天
上地下都能用。在下面就是最大面值的钞票，亡人收
到后既可以当钱花，也可以凭借经文的能量上往上走，
如果已经在天上小房子就是能量可以让他们上得更高。
而锡箔、纸钱是给下面的人用的，天上的人收不到。
烧得再多在下面也只是很小的钱币，对亡者意义不大。

佛学问答第83问



如果过世的亲人已经被超度到阿修罗道或天道，由于
他们是被我们硬推上去的，根基不稳，看到人间烧给
他们的散钱就容易起贪心而下来拿钱，就会掉下来。
这一掉下来就上不去了，因为上去是要靠能量的，而
锡箔只是冥钱不是能量，只能留在下面花，还不经花。
那么我们要再把掉下来的亲人送上去，只能再念小房
子。

佛学问答第83问



因为家人会烧纸钱，所以很多人怕念的小房子没作用，
虽然烧纸钱也是为他们好，但好心未必能做好事。犹
如一个小孩子不学好、好吃懒做，父母就会去救他、
帮助他，这里父母救他，而有一群好吃懒做的人同时
在拉他，父母是不会因为有人拉他们的孩子，而放弃
教育自己的孩子，道理是一样的。

佛学问答第83问



就算家里有人在烧纸钱、冥币、锡箔、元宝类，我们
还是要救自己亲人出苦海。一般烧纸钱、锡箔的时间
是清明、忌日，所以最主要还是坚持念小房子，平时
要多念小房子，过世亲人在天上，就不会下来。

同时如果这位过世亲人超度到天上后，因为烧纸钱而
掉下来，再次超度上天就比较难了，就如一个人已经
被贬低职位后就很难再恢复原职一样。

佛学问答第83问



我们可以把这些道理告诉亲朋好友，说服他们不要烧锡箔。
如果实在说不动亲戚，或者如果他们根本不信也不要因此
造口业，只能自己多备小房子同时烧下去。如果亡人在上
面的话，可以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某某拿到能量往
上走，不要贪恋人间的小钱；如果亲人在地府的话，他们
收到我们的小房子也会很高兴。

只有我们自己孝顺自己的长辈，超度过世亲人为他们念小
房子，到晚年小辈也会同样孝顺我们的，一样有报应，只
是这是好的报应。

佛学问答第83问



给亡人念经



16-02-2019，弟子烧送完经典组合（小房子）在跪拜
感恩观世音菩萨救度亡人外公时，见到整个佛台金光
四射，亮得睁不开眼。金光散去后，弟子坐下念诵功
课经文。不久，意识陷入昏睡，魂体被护法菩萨调出
来，见到亡人外公魂体沐浴在金光能量中，跪在佛台
前磕头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超度。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游地府，亡人眷属赞小房子改善其生活



一个通往冥界的通道出现在佛台前面，弟子魂体随亡
人外公进入通道飘向冥界。冥界鬼差从通道远处跑来，
带领我们去到冥界XXXX区。这里的地域形貌很像弟子
在阳间居住的小城镇，只是建筑物非常简陋落后。外
公魂体飘到一处破洞的纸糊小屋停下。

亡人外公：“这是饿鬼道，饿鬼道的环境很差，屋子
都是破洞的，吹风时，我们鬼魂躲在屋里冻得发抖。
我从地狱出来被送到饿鬼道时就住在这里。这里还有
很多流氓，恶霸，治安不好。”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参观完饿鬼道后，鬼差又护送我们到一处通道前，这
是往上一层的空间。亡人外公：“我们现在去见外婆。
外婆住在那儿。”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冥界—地府
这里的地域形貌和之前参观的饿鬼道一模一样，区别
只是建筑物和设备都是现代化。冥界的生活环境和我
们阳间一模一样，有昏暗的街灯和红色灯笼照亮小区
街道，建筑物里边也有微微的光亮，天空是黑色的。
来到一处小区，外婆在排屋外面等候。见到外公与弟
子，眼泪直流。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外婆：“你外公总算脱离饿鬼道的惩戒了，感恩观世音菩
萨大慈大悲，小房子的经文能量能够让我们亡魂脱离恶趣
苦。”

外公：“我在世时不懂佛法因果，打猎为趣，杀了许多生
物（老虎、野山猪、兔子、猪、鸡鸭）。在你年纪很小就
生癌症去世。死后就被鬼差拉去地狱不断的砍我手脚，敲
心敲肺，痛得要命。你的三舅舅信佛，每年都去寺庙的水
陆法会请法师们诵经超度。我每次被鬼差拉到水陆法会现
场，见到满满一片等待超度的鬼魂，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往
前挤。每次水陆法会得到的金光加持只能免去我数日地狱
刑罚。”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外公：“接近五年的地狱惩戒后，在世没有行善积德
就沦落到饿鬼道生活，天天饥饿。大舅很孝顺，常常
饭食供养，可是我只有几个小时的灵魂意识是处于饱
食状态。被押回饿鬼道，又继续挨饿受冻。直到被鬼
差安排回阳间报梦给你（去年冬至），你才开始念诵
几张经典组合小房子超度我们（外公和外婆）。”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外婆：“还希望你回阳世多念诵小房子给我们，我们
能够生活好过一些。能够脱离饿鬼道真的很感恩观世
音菩萨，你都不知道在饿鬼道多可怜。还好我们祖上
积德，家里有你和妹妹念佛做功德超度亲人。”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外公：“希望你们阳间人能够多尽点孝心，念经超度
我们冥界众生，堕落三恶道真是苦不堪言。”

鬼差：“不能多说了，回去吧。阴阳有别。”

说完，弟子魂体跟随鬼差返回阳间。醒来，见到观世
音菩萨瓷像被一圈圈的黄色光圈包围，空气中不断响
起法会现场播放的观世音菩萨圣号音乐。

弟子 马来西亚 17-02-2019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九）



问：2019 年 1 月 8 日，魂体被护法送进地府。阎王
殿前，马 XXX 阎王爷拿了一个公文交给弟子，吩咐弟
子随鬼差去地府的 XXXX 区与亡人眷属见面。一辆警
车停在门外，魂体被金光带向高空随着警车飞到一处
好像弟子所住小镇的房区。冥界的生活环境真的与人
间一模一样，只是一个在阴、一个在阳。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游地府，亡人眷属赞小房子改善其生活



来到一处比较豪华的房屋住宅区，弟子魂体随警车停
下，落在一处保安亭前。一个非常高大的护卫从亭内
出来，是管理此处治安的其中一个护卫。护卫查看弟
子手中公文，确定弟子身份后就让弟子进入区内。一
般阳人魂魄是不能随便擅闯地府，必须有阎王爷的公
文才可以进来。随着护卫指示来到 XX 门牌号，这里
都是半独立式的别墅花园洋房，非常豪华。门外站着
弟子过世的几个亡人，见到弟子来临非常高兴，迎接
弟子进去花园洋房的厅内坐下。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亡人 A：“我十多年前死去后，因为生前造下十余年
的杀业（养猪、鸡、鸭，杀鱼），在世虽然会念诵佛
号，但是不能完全消除我的罪孽。死后就被带去地狱
受苦几年，由于生前贫穷没有给自己大量积累福德，
地狱惩戒刑满后就在冥界的饿鬼区生活，非常可怜。
直到你和妹妹遇到心灵法门，念诵 10 多张经典组合
（小房子）超度我，我才能从饿鬼区转到这里生活。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你爸爸不会念佛，我知道他孝顺，烧送大量的冥钞
给我，可是按这里地府的汇率计算才值百多元，如何
在地府生活？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小房子对我们亡
人非常好，你吃素做功德念诵出来的小房子能量值很
高，我拿了七八张换成冥钱，让我生活环境舒适。”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亡人 B：“我没死前有人度我学心灵法门，可惜没有
趁早学，过后恶报在身生癌症（开小货店，大量出售
小型鱼类），还来不及念诵小房子就去世了。你的叔
叔不念经，我在地府无人超度。由于生前没有做善事
积功德，我死后就在饿鬼道，苦不堪言，天天饥饿。
我与你有些缘分，你念诵给自己要经者的经典组合
（小房子），我拿了 5 张。现在终于能脱离饿鬼道，
在这里与婆婆（亡人 A）一起生活。”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亡人 C：“我也是死后被地府判进去地狱惩戒（杀
业）。家里没有一个人学习心灵法门，幸好在地狱时
你已经会念经。你念诵给自己要经者的经典组合（小
房子），我也是拿了 10 多张才脱离地狱。我们三个
在世是亲眷，所以就被阎王安排在此处生活。也感谢
你婆婆（亡人 A）愿意收留我一起居住。”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亡人 A：“你刚开始学佛念经时，小房子金光很弱。
学了几年后，你的小房子烧送下来是金光闪闪。你要
坚持学下去，我们亡人真的可以和你们在世阳人说，
小房子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愿力所化，你们阳间
人不知道的。我每次被地府安排上来拿小房子，观世
音菩萨都会加持我们这些亡灵。”
弟子听完后，真是无比感动，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大
慈大悲，救苦救难。寒暄一阵之后，弟子魂体又被金
光带回阳间。感恩师父。 弟子 2019-01-08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答：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讲阴阳两界的书？是写医学
上把临死的人救回来之后，他们经历的事情：时光隧
道，突然看到很多过世的亡人来接他……比你先死的
人，如果你和他关系很好，你下去的时候他会来看你，
把你带走。如果这个人在阳间坏得不得了，下去之后
也没人理你。小房子真的很好，不是开玩笑的，很多
灵性拿到小房子之后，至少能在地府比较安静地生活。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其实阳间的东西在地府都有的，鬼离我们不远。有些
人发神经就是身上有灵性，两个人本来生活挺好的，
突然之间吵得谁都不认识谁了，就是身上有灵性；有
的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突然恨起来像鬼一样，就
是身上有灵性；很多人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身上有灵
性，他自己也知道“我要发疯了”，发疯就是有灵性
在身上，正常人怎么会发疯呢？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八十一）
2019-01-22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八十一）



男听众:师父，中元节也是纪念已故的亲人，我们一般
给他几张聊表我们对他的感恩和怀念？
台长答：至少21张以上。其实也是送给自己的要经者，
一样的。不过你要看的，最好是做梦做到的，你“聊
表心意”，你要是表错的话，他已经投胎了，那么其
他小鬼一看这位置没有，他就来了，这个心意不能随
便“聊表”的，

Wenda20170820A 18:31

给亡人念几张小房子



男听众:如果没有梦，还是给自己的要经者就行了，是
这样吗？
台长答：对，梦到你一定要给；没梦到的话，慢慢慢
地你经常梦不到，可能他早就投胎了。

Wenda20170820A 18:31



梦见亡人的话，每位亡人至少送7张小房子，如果是自
己的亲人，一般可以念21张，敬赠写“XXX（梦中亡人
的名字）”。如果不知道名字，可以写上和在世人的
关系，譬如“YYY的爷爷”、“YYY的父亲”（YYY为在
世人的名字）。

佛教经典组合 “小房子” 念诵指南｜十、何种情况需念小房子及数量（1）

梦见亡人



如何孝顺父母才是真孝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ThcLkQBpxx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