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認為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一瞬間都呈現在我眼前抖一抖似乎迷
幻的腦子眨一眨已經惺忪的雙眼我要
確定擺在面前的一切是否真實︒因為
我難以相信這麼多的徒兒會呈現在我
的眼前這是夢幻的構圖嗎?這瞬間它確
是那麼真實地出現在我眼前怎不令我

懷疑自己存在的真實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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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徒兒︲讓我最安心三才徒兒︲讓我最能信任
︲點傳啊!你在外頭︲是否聽見為母交代的話︒眾
徒兒啊!為母講的話你聽到了嗎?為何今日停留在
三才室︲不敢與眾徒兒見面︒

                    俺乃是

                   中華聖母     特領

      皇    命     降至佛堂早已參叩

     皇          望著徒兒真正已經有五個禮拜
多︲再問

                   眾徒可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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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兒坐吧!不要跪,都坐下︒生前不敢與眾
徒兒見面︲回天後也不敢與眾徒兒見面︒
這已是第四梯次爐會︲徒兒有心共同辦聖
事︲讓我很安心︒徒兒啊!為母講的話你聽
到了嗎?你今日就靜靜的聽為母講吧!希望
你句句牢記在心頭好不好?多少的夢寐中的
遐思︲多少認為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一件
件都呈現在我的眼前抖一抖似乎幻相的腦
子︲紮一紮已經惺忪的雙眼我要確定擺在
面前的一切是否真實因為很多徒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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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句誓言句句打動     師母的心坎裏
︲不得已在此借了三才肉身與徒兒聊聊
心︲共暢談一番希望愛徒不要嫌棄     
師母︲我是真正愛你們的︲所以我才不
露面啊!為母只希望你們好好認了真理好
好修行脫棄了鞋子就要慎重地跨出一步
︲進入聖地的第一步︲雖然是步履輕快
︲但是為母的內心卻是沉重︒愛徒啊!你
叫為母如何來談起呢?望著佛桌上的聖像
︲抬頭看著  皇  娘︲慈祥的    娘︲
我望著已經良久︲雖然     親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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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語︲可是在為母的內心我已經真正看到        
親親切對我在微笑    回天的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多少
的罪業︲令自己沉淪迷失多少的委曲令自己仰鬱難伸
︒

•也會對    親說︲見到了您我好像是迷途的舟航︲
找到光明的燈塔︲    親啊!見到了您︲我好像是流
浪的孤兒今日雖然回到久別的故鄉但望著 

       親︲我深感罪業深重    親摸著我的頭︲叫
我莫要哭泣我就盡情地傾訴著衷曲︲但是 

    親祂並不覺厭煩 ︲反用一股慈光攝受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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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腸呀!令我感動的熱淚盈眶我一拜一拜著 
皇   ︲好像無盡的罪業消失在無形中我一聲一聲
的稱念著  老   親︲把已積壓在凡世間種種一切
的委曲隨著流水在逝去看到    親    ︲拜了仙
佛︲承受上天的慈悲我說不出心裏對上天的感激   
皇   對我百般的優厚我怎能夠忘
懷.....................我怎能夠忘懷

     今日看了徒兒成長不是一般新道親︲所以要
徒兒個各界要精進︲要精進啊︲徒兒一定要精進
︲要發大心﹅行大願︲勇敢地前往千萬不要放棄
這個為上天效命的大好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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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只要有勇氣有魄力有抱負天道一定宏
展啊!徒弟啊︲母親的盼望已良久希望你真
正能夠讓     上天安心吧!

• 以無緣大慈心來行一切的法門好不好︲時
常的佈施不貪求果報︲把所有的眾生都當
作福田︲不計較做的好不好的福田︲也不
選擇佈施的時間也不要猶豫財務的多和少
︲若是你計較一切這叫做沒有條件的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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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修行要修的光明啊!見到海水作飄輪想；
降雲雨時︲要作普育想；見日輪時︲要起
智慧想︒你要修淨律時︲你得要求真啊!為
母今日一定好好跟妳們暢談一番但希望你
以最平等的心︲來對待一切希望著你能夠
真正再度精進︲希望你能再度重生︲希望
你真正能讓為母相信你︲你讓為母真正相
信你吧!

•        玄奘大師你認識嗎?為母就講一段
給你聽聽看︲曾經玄奘大師為了取經他跋
涉在沙漠時︲受到種種的困苦和一切災難
他都承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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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然在修行的過程當中背了一點乾糧一
些來喂馬的草︲因為在沙漠中是無法補給
的︒可是很不幸玄奘大師在沙漠中︲一不
小心把水袋打翻了結果滴水無存︲但在一
望無垠的沙漠上︲也找不到一滴水那也叫
他說︰再回頭吧!是可以找到水︒可是玄奘
大師曾經對上天發了一個誓言︰寧可向西
一步而逝︲不願東返一步而生︒所以他堅
決西行經過了四天四夜︲都沒有滴水入口
到了第五天他支持不住而昏到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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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玄奘大師神智仍然很清醒這時他的心中
默默稱唸觀音菩薩聖號和默念心經︲在此
時     上天感召而來︲忽然一陣涼風吹過
來玄奘大師感到精神一振︲而他所騎的馬
︲也精神抖擻往前賓士大師跟著過去竟然
發現到沙漠有一灘水︲也有草︲他連忙喝
水︲把水袋裝滿︲並且洗了個澡︲馬也喝
足了水︲吃飽了草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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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走沒多遠︲忽然想起在這樣的沙漠中︲
怎麼可能有水草?所以再度回頭眼望︲這時候
發覺到︲剛才水草的地方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這時候他才想到是觀音菩薩的感應

• 只單過這流沙的災難就吃不消但是大師他為
了這麼多的眾生這麼多百姓他願意承擔起一
切苦難而每一次都能夠死裏逃生並且在唐朝  
貞觀三年出國︲到貞觀十九年才回國一共在
外國有十七年︲甚至在印度也有十八個國家
國王拜大師為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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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誠懇希望大師留在他們國內宏法利生
︲但是大師他目的是為求法而來︲縱使有
那麼多國王對大師禮遇有加︲但是他還是
毫不留戀決定返國

• 徒弟啊!有一天     上天派你出去你會出
去嗎?這麼多的苦難，你承受得了嗎？

• 你句句動聽的美詞，為母是願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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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聖母借竅慈悲訓

但是呈現在為母的眼前，為何我看不
清楚，怎麼是徒兒欺騙為母嗎？可是
我不相信。但時機走到這裏，為母只
一心忠於     上天，一心來對待每
一個愛徒，希望你們能夠真正為   
上天做一點事情。為母才能夠有心講
下去，今日就藉了聖賢仙佛的史跡，
來慰勉諸位愛徒，希望你們能夠句句
牢記在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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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阿難尊者的事情嗎？現在為
了三曹大事諸天仙佛不惜一切，倒
裝降世來勸化世間，只要有緣的眾
生，一一渡化，渡化回天，多少的
仙佛，為了修行，為了天下的眾生，
他一切都犧牲，無條件的奉獻，只
要眾生肯回頭啊！只要眾生肯回頭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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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世之時，
走到拘屍那城他老人家也曾經遭受
種種魔難，他曾在八十歲那一年，
有次覺得背後有些痛，他曾經叫阿
難尊者去化一些水，但那時候正值
有五百商人過河，河水很髒不能喝。
      佛陀歎了一口氣說:我的時
間也差不多了，你去通知附近的弟
子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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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弟子都來了，大家都很悲傷，阿難尊者只顧
著悲傷痛苦。但是阿那律尊者提醒阿難尊者說:你
不要只顧哭泣，有些事情應該趁著佛還沒有圓寂之
前請示佛陀。但是阿難尊者說:世尊一定會教育我
們，世尊為了天下眾生，他一定會住世。但這有可
能嗎？
好比為母，也想多延長壽命跟肉身，在這世上能夠
多瞧瞧天下苦難的同胞，但難以做一主宰，肉驅已
毀我當然要回天交旨，但回了理天我能心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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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的血淚.      親的盼望，我當然是要向前，
絕對不能退縮啊！記得阿難尊者請示佛陀說:[佛住
世時，大家以佛為師， 佛涅槃之後，要以誰為師，
佛住世時，惡比丘有佛的調教，佛涅槃後，應如何
調伏?佛住世時，大家以佛安住，佛涅槃後，以什麼
安住?佛住世時，惡比丘有佛的調教，佛涅槃後，應
如何調伏?佛住世時，佛的言教令大家一生信解，佛
涅槃後，經典的集結，應該如何調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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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住世時，佛的言教令大家一生信解，
佛涅槃後，，經典的集結，應該怎樣
才令人啟信?世尊回答說:[佛涅槃後，
應以戒為師;佛涅槃後，應以四念處安
住;佛涅槃後，對惡人應以默蠙置之;
佛涅槃後，一切經典之所應安"如是我
聞"，以讓人啟信。]在末後時期，希
望你能夠真正來瞭解一切，真正與     
上天配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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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的眾生，見到別人受苦，自己
十分快樂;幸災樂禍，卻不以別人
的苦為苦，賢明的人忍受苦事而怡
然自樂，利樂他人，而自己不以為
苦。愚癡的眾生，為了自己少許快
樂，而使別人受大苦;賢明的人，
為了給予別人少許快樂，而自己忍
受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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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仙佛菩薩皆受苦就憑身而去解決他們的苦惱，
幫為他們分擔愁苦，甚至還替他們受苦，他雖然
代替眾生受苦，不但不以為苦，而且心中還非常
的歡喜，因為菩薩有平等的慈悲心，所以得到自
在的快樂，不被世間的逆境和苦事所逼惱。
你們每一個身上都有承擔大事啊！
         每個人肩膀上都有承擔大願，你時時
刻刻喝了  上天大杯的甘露︲不為諸苦所惱︲所
以為眾生忍受各種的苦痛愛徒!為母講這樣妳們
聽得懂嗎? 希望你能夠句句牢記在心頭︒



• 凡夫和愚癡的人為了財物和名利有時都會
視死如歸或捨棄生命；更何況菩薩有廣大
的智慧和悲心︲為了一切眾生而不諱捨身
成仁愚癡的眾生出於眾生受苦他會愛著此
心︲尚且能夠息心︲總算不見得一切諸法
︲他能夠尚且犧牲性命菩薩有了慈悲心︲
為了利益眾生而捨身又有什麼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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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自己的身體看得比草木和沙土還要輕
︲為了眾生而捨身又有什麼難呢?你可以慢
慢體會看看為了拔除眾生苦難給予眾生快
樂而不計較名利和一些功德就是解脫啊!否
則就是生死為了自己而追求快樂就是苦︲
放下自己的快樂吧!而為眾生求快樂解除苦
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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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從來未需求   昔人騎鶴上揚州
一局時勢久如夢   不若雙鬢兩滿休
能得至時還至樂    到無心處便無憂
而今看破迴圈理   孝義欄杆岸邊投

徒弟修道為真︲行道為切︲希望你能真正
不不要再辜負上天的期許︲希望你不要再
傷痛上天的心吧!        老  的慈容﹅老  
親的慈悲你要瞭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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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凡世間種種的雜欲拌擾著你︲現在
已經是長大成人了︲能夠讓上天真正付命
在你肩啊!不要讓貪愛使心靈不得自在不要
為了貪欲而如盜賊一樣而讓眾生瞧不起你
啊!貪欲是個沒有底的洞︲也沒有邊的大海
有洶湧的巨浪有可怕的漩渦怪物啊!難道你
沒有發覺到嗎?在這苦海當中難道你願意生
死流浪不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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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辱紛紛滿眼前    不如安分且隨緣

• 生平少力為青苦    名重三秋長夜焉

• 淡飯僅勘充一飽   錦衣那得幾千年

• 世間最大唯生死    白玉黃金盡枉然

• 希望你能夠真正再度勇敢提振起來希望妳
事事心存誠懇而不虛假與假情假意︰凡事
心存恭敬而不藐視他人；凡事心存謙讓而
不杠高我慢︲凡事心存和樂不厭煩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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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心懷感恩而不占己公；凡事心存慈憫
︲而不幸災樂禍；凡事心存法喜︲兒不貪
戀物欲；凡事心存寬恕而不吹毛求疵徒弟
為母講到這裏你有沒有真正聽下去?

• 記得剛過來臺灣的時候為母足不出戶一心
一意只為了保護天下每一個有情有義的眾
生希望你能夠真正做一個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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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等人本著大悲心︲行進一切的萬裏路；
上等人為了得上正無上菩提︲救渡一切眾
生而佈施一切希望你的心態是光明而不是
下等人︒下等人他只是為了求福報而佈施
下等人是為了求人天果報而佈施今日你是
上等人(MP3-1)︲來行盡一切你所該做的事
情不要為了一點點事情你心中不得安寧不
要為了一點點小事︲困擾著你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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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為著你而來行盡一切多少人伸出
了此手︲等著你援救啊!差在哪里差在徒弟
不肯前進啊!只差在徒弟老是口裏不合一啊!

• 每位仙佛臨壇都與徒弟面對面暢談一番讓
為母自覺無德無能不敢看見徒弟只願你們
真正能夠聽其吾言︲信其吾心︲能夠為上
天效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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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心無煩惱才叫做捨身辦道︒為了攝
受眾生而犧牲一切為了教化眾生而向前走
︲為了舜上天之言教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圓
滿；為了作大丈夫為了眾生之福德﹅一切

之生機而行之佈施︲希望你能夠藉著種種
的法門來順著你個人的心態,︲你能夠藉著
種種的法門來歸順於自己不偏左不偏右︲
這種工夫到家當今你就是一位大英雄不要
老是讓上天對著你老是搖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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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諸天仙佛看笑話希望藉爐會的
洗滌能夠重新再作新民吧!藉著前輩點
傳師們的愛護教導能夠真正讓你成長
藉著上天的法語滋潤希望能讓你洗滌
一切的污穢以最清靜明朗的心靈符合   
老   親的心意其他各宗教的門徒忠於 
上天今日白陽弟子也該如此我也是天
之子︲我敬愛我的老師我敬愛每一位
天下的兄弟姊妹我從來不曾嫌棄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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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願意藉著聖理﹅藉著皇天仙佛的威儀顯
赫身體的端莊心常歡喜普受恭敬大智清淨
才有辦法除盡煩惱能夠聲名遠播那乃是藉      
天恩師德浩大才有辦法徒弟啊!為母之言︲
你聽清楚了嗎?在世之時︲有多少的徒弟為
了目睹為母的形象為何為母不出現因為為
母已經中風了︲肉體已經無法行動老覺得
自己罪業深重不能為兄弟姊妹服務效勞都
是我自己過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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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天交旨那一刻又難以對著每一位徒弟一 一來關懷來
交代；值得慶倖的是身邊還有幾位前人能夠真正繼承吾志
︲把這天道一理流行薪火相傳綿延不斷再度傳流下去︒

•         所以說修行人要常有慚愧心︲發敬信心；心地要
植直︲要親近善友︲成就沒有煩惱的智慧；常見諸佛︲要
恒持真理要能夠能說而行︒若生人中︲便為尊貴的佛門弟
子受人敬愛心生歡喜又能夠護持這三曹道場不要讓你前輩
每天哭泣對著       皇娘哭泣他哭泣原因在何處他哭泣
他無能無德無才︲沒有讓三界三曹原人的救︲還好他能叫
為母心安就是他直心不變忠孝隨左右然後諸天仙佛請命願
意圍在旁邊輔助徒弟你也是理天的一位佛子︲你也是理天
的一位大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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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你能夠榮幸進了爐會︲你能夠珍重一
點嗎?此班有眾多皆從陰山保奏出來皆從各
殿門部保奏出來是誰救你們是你前人啊!是
你曾經發大心﹅發大願︲為了輔助這三曹
大事上天讓你有機會贖罪啊!這一梯次非同
小可你要好好把握機緣你要處事如改︲庇
護眾生要身心安穩離諸熱惱︲要常受眾生
敬重別人不敢對他輕慢但還看你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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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常常對上天有所表現表現你的言行是真
實正確希望你能夠來感動來感化一些不知
回頭的同胞你要以聖事﹅聖業為重要能珍
惜一切但你要看清楚世間的事業常觀如幻
︲不可執著希望不要輕看每位眾生在宇宙
當中人類就好像債這無形當中的微塵︲看
不到︲摸不著︲你不要自大自傲不要說他
人管不了我︒但你要想想看︲抬頭有皇天
啊!地有後土︲左右有鬼神︲至少有我這位
老人家吧!希望你能夠真正相信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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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會說我已經舍了一切了︲但真正舍﹅
真正修﹅真正行︲是一心不變啊!淨心如花
︲清淨如水︲但如風雲絕對沒有一點一絲
毫存留在心頭︲這才叫做施捨為三曹︲是
將自己擁有的一切儘量回報於上天儘量為
兄弟姊妹造橋鋪路讓自己更加能夠有機會
︲時時能夠寬心寬懷︲過著這天倫︲你不
要以凡業﹅凡情﹅凡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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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心寬懷過幾年   人生幾時在眼前

• 誰高誰低隨時過   或長或短莫埋怨

• 家富家貧休歎息    自無自有總由天

• 平生衣食隨緣過   才得清閒便是仙

• 徒弟今日捨身立了清修大願︲為母在世的
宏願也跟徒弟一模一樣至今不差︲但為母
卻有辦法執守道念︲為何徒弟內心身感諸
苦惱呢?一切惡因︲皆由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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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母深感徒弟不知不覺一直往陷阱裏面踏
入我心怎能安寧?不得已再度藉機顯化︲菩
薩可以聞聲救苦︲吾人修行藉了真理時時
刻刻拳拳服膺︒末後時期徒弟應該效習古
人聆聽真理心生信念守之於中行之於道︲
才有辦法配為天地之大英勇承擔末後一著
大偉人啊!你一定要瞭解上天一切的重要性
為之那兒為之在守信如果你能夠真正信其
上天你還得要把這肉身來看輕︲要為法忘
軀︲要捨身是福︲這種的英勇不是普通人
做得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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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昔日仙佛祂投身喂魚︲帶個屍肉︲施血於療饑餓今日
徒弟為何執著我身呢?那只是魔障跟著你在行走啊!你心存
自己就是魔念啊!你心存自己就無法容納天下的眾生念念
無住︲念念皆是圓滿希望徒弟你能夠真正懂啊!你要傳播
真理要以德性感化所有該上岸的眾生你常保善念︲眾生就
容易渡化︒你要能善自法益︲能廣宣說︲就是要善解諸法
義理你要勤學多聞︲必能旁徵博引處眾無畏才有辦法做大
事你在講經說法時︲能夠神態自若︲沒有恐懼代表你內心
一片光明自在要能夠發心發行隨眾生之要求能夠來點化他
們點傳︲希望句句能夠記心頭愛徒!希望你能夠牢記為母
今日這一席話你不要輕易把它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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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藉著佛的慈悲上天的慈恩︲來關懷一
切眾生而且要覺得無法報答上天的佛恩︲
你永遠不能覺得疲憊一切的快樂沒有能夠
勝過於解脫之理︒菩薩救眾生勝過多少的
解脫因為慈愛眾生想使他們解脫希望你能
夠看清楚生老病死以無畏的心行來做一切
的聖事︲好不好?你要以真正的智慧信心更
加的堅強你要隨著古人的腳步仙佛的史跡
再度提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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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母在世敬奉為師︲就是人稱祖師爺-十七
代祖︲我從來不曾有怠慢之心︲祖師交代
一切事務我一五一十的效勞因所作所為是
對得起我自己我是做給天下眾生啊!有人不
肯犧牲我更要勇敢的走出來他們做不到的
事情我更要勇敢的撐下去；毀言謗語不可
怕︲只害怕著我信心有所動搖；天下家中
受難家庭受困︲一切貧苦不足我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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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 因這方面讓我更能夠珍惜上天所賜給我的
福報︲能夠讓我的福報︲能夠讓仙佛真正
來肯定我是忠勇無比真正以至誠的心來對
待上天以信心來對待天下的眾生以平等心
來關懷一切雖說力求實踐但求無回報此身
幻惑︲宛如作夢︲這時你要瞭解你肉身也
是兇手啊!不要自相殘害身業是苦聚眾苦兼
備你也要瞭解此身無命本靈難明相︲此身
是空不離色相此身如被捶打極易損害︲身
是苦聚︲五蘊色受想行識之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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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啊!修行絕對不是迷迷糊糊過了一生修
行不是 閉著眼睛在走路你的慧眼應該睜開
吧!天門以打開為何你不讓自己的真主人來
作主難道你願意讓一切因緣果報來牽著你
走嗎?難道你願意受這種種的障礙來伴著你
一生嗎?難道你言行能夠不莊重嗎?應該好
好有所作為啊!希望你能真正瞭解上天的慈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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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清靜或不清靜的一切所謂三曹大事仙
佛三曹原人來一一的化緣你要真心的相助
你要佈施清靜美好高尚美妙的財物而非是
污穢一類的東西若是你沒有真正誠意的拿
出上天也不敢接受所以說心清靜本著平等
的慈悲心和清靜心佈施而不愩高我慢︲也
不貪求上天的回報你能夠一切沒有貪愛憎
恨﹅愚癡﹅傲慢懷疑邪見﹅欺狂﹅嫉妒懈
怠等煩惱的缺失相信你就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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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前賢白忙一場︲也不要讓仙佛白忙
這一場︒爐會有多少天人共同維護著﹅護
持著︲希望你能夠脫胎換骨希望你能夠真
正瞭解天道的真義︲甚至要瞭解上天的慈
愛你一定常行佈施甚至把真正所有的一切

佈施這不叫做⌠無情這叫⌠無化⌡︒⌠無化⌡
懂不懂?就是把所有一切佈施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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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己沒有感覺自己在佈施讓眾生接受你
的供養而不覺得他在接受你的供養他自然
歸信於上天他相信這一切是上天在牽引這
不是人為所以說要周濟急難眾生而不對富
有的人錦上添花得到不義之財又不用來佈
施將來必有大患；富有天下而不因財物結
怨於人︒佈施天下而自己不以貧窮為痛苦；
平生不佈施只含著寶珠又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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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之人︲應拿出財物就濟貧之人︲斟酌
情形而平等佈施

•         今日為母來到此地就是要呼喚你
︲佈施你的一切甚至你要佈施你的良心為
母也知道大家也已經捨得一無所有但是佈
施是舍外在一切形色︲你沒有把你真正泉
水寶藏挖掘出來所以說修行這麼久來︲為
母還沒有看到徒弟真正在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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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一毫︲你有進退；一絲一毫你有分別
對待這不叫佈施功德在富人的想像中︲財
富是一座堅固的堡壘但是財產是奢侈和怠
惰的根源貧窮是卑陋和邪惡的根源兩者都
會令人不滿而且使工作和一切的心態心思
在退步啊!你不覺得身中一切的財物身上的
病痛有誰能替你承擔?你要瞭解一切都是自
己承擔人這一生最美的一種報償就是他能
夠真正真誠的幫助三曹︲就是等於幫助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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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所施︲但願眾生一切能舍︲心無礙著︲希望
你能藉著舍心相系︲變成一種習慣你一切就會過
得很美好你要想想看︲自古那位大仙佛財富隨左
右?自古那位大仙佛被名利綁於身呢?人爵那有天
爵好︲他藉了一切的福德︲善人的特徵眾生的要
求他往前走︒

•        徒弟啊!你要存著感恩啊!上天的恩典是報
答不完︲上天的恩惠是報答不完︲甚至仙佛祂屢
屢的勸化︲難道難以感化我的徒弟嗎?今日只能與
三才徒弟會面因三才清靜能與我心︒我也相信爐
會人員但總是隔著一道牆︲我只要徒弟信之
以真︲行之以真︲這樣才叫做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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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為母這種模樣我怕徒弟會嚎啕大哭︲
我害怕徒弟也舍不的母親這種模樣我深恐
徒弟看到母親這種會於心不忍徒弟啊!在寧
靜優雅的環境裏︲也難以掩飾我還念你的
心︲內心的沉重你瞭解嗎?想到祖師爺在大
陸受的苦︲想到你們的師尊在大陸受的種
種魔難看到眾生在那邊輪回看到眾仙佛歷
經了艱難為母呼籲自己告訴自己我要勇敢
的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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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垂淚不只或是嚎啕失聲也難以喚

• 醒眾徒兒的心︒但是今日既然有緣這份的
緣份非是二﹅三世所結︲是千萬累世所共
同來結合末會時期我們呈現我悲從中來︲
恨不得讓自己在有肉身但是誒精神永遠伴
隨你們左右我在你們身旁徒弟啊!不要不認
為母!不是為母沒有牽引你︲母子應該是心
連心我們是心心相印我從來不曾忘懷過徒
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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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三曹大事我懇求諸天仙佛︲累世所
結的緣份非同小可希望徒兒真正是佛的化
身安穩的行為才有辦法臨命終師心不畏懼
︲徒要走上清靜的道路因為它是千聖萬賢
所走的途徑啊!要修的美妙的果實因為它是
一切三曹所愛護積善福德的大門為這三曹
做為橋樑聚集群眾的助緣︒你們是財富的
種子也是道場的命根修道最初於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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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 要提升個人的人格重要的法寶要懂你的源
頭要有走近群眾而沒有任何困難的本錢但
內心也不能有悔恨的負載要有善法和道行
的根本才有辦法富貴而安穩你的道路建造
聖賢所建立的典範要效習一切古人的榜樣
你有破苦的良方才能帶給眾人快樂各頓隨
身及有年             一家保暖千家怨    

半世功名半世冤
• 象簡金魚渾於意    芒鞋竹杖心悠然
• 有人問我修行事   雲在青山月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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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因緣果報︲望徒弟珍惜追隨前輩追隨
點傳師好好的修行去吧!讓真正有機會在龍
華大會與徒弟共暢一番不要再度讓我難過

•         上天是無所不能上天是無所不通
至少你也要心靈的世界上︲還要停留有上
天這個名詞能夠真正清醒自己才有辦法救
渡他人所以說宿怨果報應該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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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讓貪愛而得到煩惱不要讓一些凡情
瑣事導你走入圈套摸摸良心慈悲和悲憫受
施的人都能除去嗔恨︲恭敬所佈施的人︲
都能夠除去驕傲和我慢︲明白佈施得修行
善法︲可以除去愚癡︲相信有因果報應所
以就能夠破除邪見︲這些不好的煩惱當你
真正真心為三曹而佈施都會減少佈施時心
裏起了善念︲因為心生善念所以內心清靜
相信所奉獻一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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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你回收的果報和功德所以你信心堅固你要以身心
柔軟產生喜悅身心快樂就容易專心因為心念專一
才有辦法產生智慧你們對經典對真理也要用心去
研討以後好好代天宣化︲但得要以身示道︲與母
心心相印對人句句實言︲讓上天真正降予大任好
不好?

•         為母擔誤這麼久的時間希望這一段話︲
能在徒而腦海中再度反覆︲借了這席話︲讓你能
夠清心修行不管言語的嚴厲不管言語是否美妙這
不重要只要你肯相信聽得下去這才叫做上等之法
︲才不枉然為母來此一趟藉機點化要看到為母的
真相唯有你真修實煉︲要看到上天的真容也要現
出你的天良人說如來正涅槃︲勇斷於生死若能自
心經︲當得無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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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三曹大事不可以再萎縮為了這神聖
的大事一定要有信心俗語說得好:⌠真佈施
不怕假和尚修行人最忌諱就是懷疑和猶豫
懷疑和猶豫容易過修福會的機會而且會使
你內心想佈施得 力量減弱你要瞭解上天!
要以肯吃虧的心︲要增長福慧︲提升人格
才有辦法進入境界你才有辦法與仙佛相提
並論啊!你要解救眾生出離十惡業︲你要以
十善的水洗清邪惡的眾生以清靜以你真誠
以你的功德來塗擦眾生的身體斷除一切惡
名與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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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以慚愧來做衣服以忍辱座莊嚴的聖相
︲你一定要藉禪定來做安穩的床座︲你要
以智慧來做寶冠︲吾上的智慧就是在最低
微﹅能夠低心下氣︲以真誠不變的願力來
實現所以說為母要你們發願明悟真理把所
有的罪惡一切違背過去的心願全部拋除掉
藉著天理借著你真正的作為上天再度賞機
︒

•        千萬要把習性毛病刪除服從上天才
有辦法產生隨喜心︲一切的事物才有辦法
完成一定要遠離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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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身體強弱或是疲憊不堪都要經常懺悔
感恩而不間斷一定要遠離貪愛︲對一些人
世間幻化無窮的事物不起貪念︲要對曾經
對不起你的人︲不得起怨恨心︲你一定要
遠離愚癡︲明白這因果得可怕不去求回報
你要遠離一切的障礙種種的障礙你一定要
拋除︲才有辦法身心圓滿才有辦法身內和
身外欣喜而不貪著︲你一定要做到一定要
做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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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若是做不到天下眾生無法得救做不
到上天也無法降下生機千萬種恒河沙數的
眾生生靈企盼著你的願望深恐你背願深恐
你不照願實行你若是能即時回頭即時醒悟
懺悔一切前愆︲上天天因降之你心︲進之
你體︲那有困難可言︒觀察你一切的心態
不讓種種的一切惡魔伴之你體呀!一定要有
辦法安住最甚︲你要本著上天仙佛捨己為
人的精神以此最聖不忘懷忘失︲一定要上
體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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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化眾生的心願慈悲憐憫一切的眾生發無
上的智慧一定要客觀公正沒有先入為主的
偏見才有辦法清靜安忍一訂有辦法導至安
寧不照願實行如何有無上智慧的資糧呢?在
這現世中︲自己能夠受用又可以饒益眾生
才有辦法身心沒有苦惱和災害才有辦法成
就偉大的精神事業古修行者起大悲︲修行
佈施波羅蜜以是奇深最甚妙︲能令見者生
歡喜喜在無邊大劫海︲故獲淨身遍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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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行忍辱清靜信解真實無分別才有辦法
普減世間諸悲苦再度精進吧!一切的根源你
要以信解心︲才有辦法產生不疑心；你要
有不動心才有不退心；你要有不散亂心︲
才有辦法具足禪定︲沒有分別對待眾生的
心︲才是圓滿的智慧

•        為母今日就講到此︲若是有機會︲
再度結緣希望諸徒清明於心︲淨化一切讓
天下的人不起怨恨心︲以你的德行來感化
一些愚癡的眾生不對上天產生怨天尤人的
心思以恭敬的心來完成聖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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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母會在旁邊祝福大家佑全大家希望著徒
能夠修道有成讓眾生有所依靠不退縮徒兒
不能退縮在天地之中每個都想求生求進那
一個人想求死﹅求退呀?瞭解一切的生與死
︲才會清晰看見你個人的法容︲危難不足
令你退縮啊!道絕無障礙心絕對無罣礙︲絕
對沒有牽情︲絕對沒有牽強唯有自然啊!懂
不懂?為母暫時退隱希望徒弟能夠真正重生
︲你們都要好好的服從這份聖跡緣分要把
握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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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班後隻身在外地受苦只要徒念念為母的
聖號︲為母絕對即時趕到希望母子心犀能夠
相通相吸﹅相引﹅相惜︲孩兒保重！

    (本書附有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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