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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咒啊，是最妙的咒。我現在教你們，是有聲教你們；你們念的時

候要無聲念，不要說出口來。因為這是秘密的咒，你要說出口來呀，

就不秘密了。你行住坐臥，都常常念這個咒；這個咒的力量，那可就

大了。 

 

你在山上念，這所有山上的眾生，過五百年之後都會成菩薩，就有這

麼大的功德；你在水裡頭念，水裡頭所有一切的眾生，過五百年之後

都發菩提心，將來都成菩薩；你本人念，你本人身上的蝨子啊、蟣子

啊、臭蟲啊啊，所有在你身上這些個細菌呢，在你身上的這些個眾生

啊，也過五百年之後，都可以發菩提心，都會成菩薩。你看這個力量

大不大！ 

 

假如你自己不願意做菩薩，那麼你幫助其他的眾生成菩薩，這也是一

件善事，所以呀你不可不念這個咒。 

 

那麼這個咒，我現在告訴你們了，我傳給你們，你們各位特別要注意

。那麼你們已經知道了這個咒，不要：哦！我已經知道了！生一種輕

慢的心。不知道的呢？那麼更應該生一種尊重法的心。 

 

我現在來教你們這個咒，你們都注意一點啊。這個我只教三遍，你記

得不記得就隨你自己了。什麼呢？就是「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

吽、唵嘛呢叭咪吽」，就是這個咒。這個咒的力量啊是不可思議的，

你們要很注意的來修持這個法。 

 



卍      卍      卍 

 

（周興才問：如果我們持咒的時候發音不準或念錯了，會怎樣？） 

上人說：以前呢有這麼一個老修行，這個老修行啊真是老修行，什麼

時候也不閑著。幹什麼呢？就持一個咒。這個咒是什麼咒呢？我們大

家都知道這個咒，就是〈六字大明咒〉。可是這個老修行啊他就自己

杜撰，也沒有請教誰這個咒怎麼念，大約也請教過，他記憶力不太好

。 

 

記憶力不太好啊，所以就記得：唵，這個有口字，這邊有一個奄字，

這諧音就念唵；那個口字又加上一個麻字，就念嘛；口字加上一個尼

字，就念呢；口字加上一個八字，還念叭；口字加上一個米子，還念

咪；那口字加上一個牛字嘛，他大約想一想，這也就一定念牛了。於

是乎他就念「唵嘛呢叭咪牛、唵嘛呢叭咪牛、唵嘛呢叭咪牛。」 

 

這個念得非常誠心，非常的有興趣，越念越有力量，真是那個牛的力

量就出來了。他每一天念一百萬句「唵嘛呢叭咪牛」，那麼一百萬句

用這個念珠念啊也很費事的，他就數了一百萬粒黃豆。放這兒啊，念

一句，拿過來一粒黃豆，那麼這就沒有錯了；念一句，拿過來一粒黃

豆。這麼念啊，念來念去的，你說，這念得靈了，念得黃豆自己會跑

過去了，不需要他自己拿了。念一句「唵嘛呢叭咪牛」，哦！這個牛就

跑過來了。念一句「唵嘛呢叭咪牛」，哦！這個牛也跑過來了，自己會

跑了。 

 

那麼這樣念來念去的，念得這個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紅色紅光，都

是啊五光十色的在這兒籠罩著他。籠罩著他，他就越念越高興：「啊

！這個最好玩！你看這個黃豆自己會跑路，自己會跳，從這裡跳到那

邊去了。」他也不知道這是咒靈了，把這個黃豆念得活了，自己會跑

路。 

 

有一天，就有一個老修行，一看：咦？這個上山有一股紫氣沖天，這



個紫光繚繞，這一定有個老修行在這兒修行。於是乎就到他這個茅蓬

裡來。他住了一個很簡陋的一個小茅蓬，到這兒一看：喔！他這個耍

戲法呢在這個地方，念「唵嘛呢叭咪牛」，這個黃豆就自己會跳。 

 

他聽著聽著，趕完了，這老修行把這個一百萬的「唵嘛呢叭咪牛」牛

完了。這個老修行說：「你念的什麼？」他說：「我念的六字大明咒。

」他說：「你是怎麼念的？」說：「我念『唵嘛呢叭咪牛』嘛 。」這個

老修行說：「你念錯了，這不是『唵嘛呢叭咪牛』啊。」「那念什麼？」

他說：「這是『唵嘛呢叭咪吽』。」哦，這回他就念『唵嘛呢叭咪吽』。

但是這一吽，怎麼樣呢？這個豆子不動彈了，吽不動了。他就說：「

噫！你看我念『唵嘛呢叭咪牛』，這個豆子會自己跑；念『唵嘛呢叭咪

吽』，這個豆子不理我了。這我還是念我的『唵嘛呢叭咪牛』算了。」 

那麼他本來不認識那個字，也就念「唵嘛呢叭咪牛」，反而成了三昧

了。所以這一切唯心造啊！你念錯了，你不是故意想要往錯念，那不

是你的過錯，沒有關係。你只要拿出誠心，你念錯了，它一樣有感應

。因為那個咒神，他知道你不是馬馬虎虎的在那個地方不正經念啊，

那也一樣有感應。懂了嗎？我講這個公案，這是答覆你這個問題的。 

 

卍      卍      卍 

 

昨天那個周興才問：念錯了這個，怎麼樣？這個咒有的時候音啊，它

因為印度的音也有很多種，中國的音也有五方元音。你到廣東念這個

有無的「無」啊，他就念「冇」；你這個什麼東西呀，廣東就說「乜野

呀」，你乜野呀。這個你要聽不懂的，就不知道他講什麼。咒也是這

個樣的，你哪一個地方的人念哪一個音呢，大約這個咒神他都會懂的

。所以，這個稍微差一點，我相信都可以的。 

 

但是你要用真心，你不要用假心來念，用假心念什麼也沒有用的。也

不要用一個貪心來念，說：我念這個咒啊，我除非不買馬票；我要買

馬票啊，我就中頭獎。你要有這種思想啊，那絕對不會靈的。為什麼

？你貪心現出來了嘛！ 



 

你也不可以說：我念這個咒啊，我這個力量大得不得了，是一個大力

士，我能拔山舉鼎，我像楚霸王那麼大力量；如果一打仗啊，誰也打

不過我。那完了，那你念這咒，怎麼念也不會有這麼大成就的，也不

會有這功效的！為什麼呢？你先就有個貪心了嘛！先就有個爭心了

嘛！ 

 

你也不要說：我念這個咒啊，我連三天都不到，兩天半我就有了神通

了。我一念這個咒啊，我叫人頭痛，他腳痛也不行，一定頭痛的；我

念這個咒啊，我叫人腳痛，他不會頭痛的。我一定要有這樣靈感。那

你也不要念了，你念怎麼樣也沒有這個靈感，也不會有這個成就的。

有人說：「我念這個咒，我能以把世間最值錢那個鑽石，它自己就跑

到這裡來了。」沒有這個道理，這叫自私，也叫自利。 

 

所以我叫你們學佛法的人，不爭、不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你

有這個五個條件，你有真心，才有所成就。 

 

卍      卍      卍 

 

我希望我們金山寺學習佛法的人，要特別的注意，大家要把這個無明

煩惱斷了它，就有什麼事情也不著急，也沒有煩惱，這個才是對佛法

真有所得了。你若是還像一般世俗的人，甚至於那個脾氣比世俗人都

更大了，那你修個什麼？所以各位應該特別注意。金山寺的人呐都是

有價值的，都是值錢的，都是有智慧的人，都不會那麼樣笨。有人說

了：「叫我去什麼都可以，唯獨叫我去無明煩惱，這是不行的，最困

難的。」你最困難，你若能把它改變了，那就是最容易的了；你若不

改變就是最困難，改變就是最容易的。為什麼呢？一切唯心造。你心

理覺得它困難就是困難，心理覺得容易就容易。 

 

那麼我們現在又開始打七，來念「唵嘛呢叭咪牛」。那麼念「牛」可是

念「牛」，不要像牛似的。你像牛那個力量那麼大，那只可以去耕田，



或者是拉車，或者被人吃肉，沒有旁的用處。我們這回不念這個「牛

」，念那個「吽」，「唵嘛呢叭咪吽」，可是吽也不要大吽，也不要小吽

；也不要緩、也不要急。所謂：「緊了繃，慢了松，不緊不慢才成功。

」你若太快了，會著魔的；你太慢了，就有個懶魔生出來了，說：「不

要念囉，念它做什麼。」你要太快了，那個懶魔跑了，那個快魔又來

了。像吃快藥似的，一吃了就發神經，以為這真是不錯的，真是有功

效。那不對的！ 

 

不要像以前那個某某，一天到晚想要開悟，人家念「唵嘛呢叭咪吽」

，他就吽吽吽。一吽，吽得天天跑，天天呢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

，大約他不知道丟了什麼，那個樣子。所以不要像這個。 

 

我們念得也不要快，也不要慢，隨著大家異口同音；這個口是不同的

，這個音聲要一樣的。自己也不要往前去跑，也不要往後跑。這個異

口同音，異，就是不同的口，這口要同音。要這樣子，你念念就得到

〈六字大明〉的三昧了，就會得到這個三昧。你得到三昧，你在念的

時候也不要想：我要得到三昧。你要得到三昧，就會得到四昧了，就

多一昧了。四昧，四昧就是睡覺去。 

 

我們現在念這個「唵嘛呢叭咪吽」這六個字，我們可以給它起個名字

叫〈大明七〉，打〈大明七〉。因為這個〈六字大明咒〉，叫大明咒，所

以我們叫打〈大明七〉。在這個念咒啊，必須要打起精神來念，不是

念得好像要睡著了那樣子（上人學那個聲音「唵嘛呢叭咪吽」），好像

要睡覺似的。要打起精神來念「唵嘛呢叭咪吽」，不是很大聲，但是

聽得很清楚，自己聽得也很清楚，他人聽得也很清楚，那麼人人念得

都念成一個聲音。不是你要念得高一點聲音，我就念低一點聲音；你

要念長一點聲音呢，我就單偏念短一點聲音，這表示和你不同的。你

要這樣子，心裡有這麼一個念頭存在，那永遠都是黑暗的，不會明的

。這個明，就是開智慧了，就是得到感應了；你這個黑暗呢，就是沒

有感應，沒有光明。所以這一點，各位應該要知道。 



 

〈大明咒〉，就是念得心地光明了，心裡頭就像鏡子似的。那個鏡子

能照物，但是它還無心，雖照物而無心，雖無心而照物，所以它這就

是智。我們打這個〈大明七〉，我們不要打了一個大黑七；大黑七就

是你也發脾氣，我也有煩惱。嘿！你這麼念得太不對了，不合乎我的

思想；你坐著，你又碰了我了；我坐這個地方，我這剛剛想要睡著了

，你弄出一個聲音，把我又弄醒了。這樣子就發了脾氣了。 

 

我們打這個〈大明七〉，這個坐著的時候，必須要端然正坐，也不要

這麼樣子；這麼樣子把身子抻得很長的，這很費力的。要直了，不要

用力，不要故意把這個身體抻長了它。也不要這麼樣子，這個頭和這

個身體都是一條線，一條線的，就像做木匠那個規矩一樣的，要有規

有矩，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你坐這個地方，也不要這樣子，這樣子

這也是黑暗了；那麼這樣子，也看不見光明了。要正當，坐的正當；

走路也要正當；坐那兒也要正當，行住坐臥都要正當。 

 

這個手合掌的時候，不要這樣子，不要把這個手指頭捅到鼻子窟窿裡

頭去，好像插門這個插，這麼把它插上，免得這個門開了。不是這樣

的。合掌，是合的這樣子；你這樣子，就是有一種調皮的樣子，這個

調皮在這兒。你不要看旁人，你看，他就是這樣子。你往上一合掌，

他這樣子，總要把這個手捅到鼻子那地方。他怕或者淌出鼻涕來，用

這兩個手指頭把鼻子堵上它，不要這個鼻涕跑出來。或者是這樣子，

或者不是這樣子。或者就說：我把這個氣堵上，它就不會發脾氣了。

也或者這有這樣子。 

 

那麼這個放掌的時候，這個手要這麼平胸，在這個胸前，不要把這個

手脫落到肚臍那個地方去；也不要把手脫落，好像到廁所那個樣子。

所以那樣子很難看的。這個一切一切都要如法。這個如法呀，什麼事

情都要如法；所以我們坐的也要如法，站的也要如法，走路也要如法

，行住坐臥，這都有威儀的。那麼這是我們一天的行動。 



 

不要坐那地方有一種依賴心，就把頭往後邊牆上一靠，這麼睡我的大

覺。你們大明，我就大覺，我這個大覺就勝過你們的大明，你看妙不

妙。不要這樣子！也不要往前頭低著，就是走路，也不要低著頭走路

。我們金山寺啊都是金剛不壞身，都要挺起胸膛來做人！不要這麼把

頭低低的，好像這個怕醜怕醜的那麼樣子。怕什麼醜？要做一個金剛

，不壞金剛。這個是行的時候。 

 

還有，我再告訴你們一個，念〈六字大明咒〉究竟有什麼好處？念大

明咒啊沒有什麼好處，可以把你身上的蟲子念成菩薩。你要念〈六字

大明咒〉，你身上的蟲子，五百年之後都是做菩薩的，不是現在。你

看這個妙不妙？所有的蟲子，你那個細菌啊在你身體上啊，你那個邪

知邪見啊，你那個貪瞋癡啊，等五百年之後都做菩薩了。就有這麼大

的力量。你們看這個是不是應該念！ 

 

你不要念得那麼大大的「噢」，不知什麼叫喚那麼個聲音。你要小心

的，因為你那麼叫啊，人家有人要打死你呢，你知道嗎？今天沒那麼

樣，昨天有那麼樣子啊。有人要用金剛拳把你一拳打死，你要小心呐

！把小命都會沒有的，你不小心。這個不要做的一個特別的樣子，總

要大家一合相，都是一樣，旁人怎麼樣，我就怎麼樣。你弄出一個很

特別的樣子，那是不對的。我們大家都要共同合作，不要不合作。打

這個〈大明咒〉，人人都要把光明智慧露出來，不要就那麼嫉妒障礙

，一天到晚坐到那個地方，就算豆芽菜的賬，算豆芽菜的賬。什麼叫

豆芽？就是那個豆子生出芽，吃的那個。豆芽菜的賬啊，我賣給誰幾

斤豆芽子，要收那個錢啦。不是算這個賬，我們要發菩提心。 

 

那麼你看看，念〈六字大明咒〉，就有這麼大的功效。人的身上啊，你

知有多少眾生啊？有無數無量無邊那麼多眾生；就是那個菌細菌呐，

不知有多少。你這一念〈大明咒〉，最低限度，五百年後他們都發菩

提心，行菩薩道。你看看，這有多妙！ 



 

我再給你們說一個最近幾年的故事，這個故事呀也是念〈大明咒〉的

故事。在菲律賓，菲律賓的小孩子他或者都不知道這個故事，這佛教

裡差不離都知道。菲律賓前幾年排華，就要殺華僑，所有的華僑都給

殺了，殺了不知道多少在那兒。 

 

那麼有一個地方，有幾個中國人就跑那兒避難。這菲律賓人吶也很慈

悲的就把他們藏到後花園裡了，後花園就供的觀音菩薩。這一些個華

僑也會念〈六字大明咒〉，常常念。念念，說：我們這回要念〈六字大

明咒〉，這個求感應。這一念，把這個菲律賓的人給念來了，念來十

幾個人，十幾個人都拿著五尺多長的大刀啊。大刀，就殺人的刀。這

菲律賓人一看，拿這麼些刀一定殺中國人了。就對這十幾個人說：「

這兒有幾個中國人，但是他們是好人吶，你不要殺他，他們是很守規

矩的。」這個菲律賓軍人就說：「我們不管他守規矩不守規矩，總而言

之，是中國人就一樣，照殺可也。」 

 

這幾個人你說在這兒怎麼樣呢？就在觀音菩薩那個座的前後左右，這

麼求觀音菩薩來保護著他們。 

 

一進來的時候他也和他們講話，說：「你原諒我們啦，我們都沒有什

麼政治活動啊，你不要殺我們啦。」這些個人說：「我不管你是政治

活動，沒有政治活動；總而言之，你是中國人，就應該殺。」他們幾

個人一看，說也說不行了，就念〈六字大明咒〉，把眼睛閉上念〈六字

大明咒〉，就等著死了。 

 

你說這十幾個軍人拿著這刀就砍，砍，但是怎麼樣砍也砍不上這幾個

人，就把桌子、板凳、窗戶都給砍爛了，觀音菩薩的佛龕也沒有砍著

，這幾個人貼著觀音菩薩的佛龕也沒有砍著，一點都沒受傷。完了，

砍了，亂砍了一頓，這十幾個軍人又走了。你由這一點，這是在菲律

賓佛教裡頭中國人差不離都知道這件事情。所以這個念〈六字大明咒



〉，這感應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覺得沒有什麼感應？因為我們沒有到那個生死

的關頭啊，你沒有把生死看的重了。你要好像有人就要割我這個頭來

，我一定要想辦法來叫他不割我這個頭，來念〈六字大明咒〉。要用

一個至誠懇切到極點這種心去念，就會有感應了。 

 

不過我們現在聚會到一起這是修行，大家都要把它念得還要有精神嘛

，還要不大，那個聲音還不太大，也不能小，昨天晚間已經講過了。

那麼你們各位，在這麼好的機會裡邊念〈大明咒〉，我在上邊也念〈

大明咒〉，看看我們誰念得這個明大一點，我們來比賽一下。你們誰

能看見這個明了，那就會有感應了。 

 

卍      卍      卍 

 

「唵嘛呢叭咪吽」，這六個字叫〈六字大明咒〉；這六個字，每一個字

都會大放光明，所以叫〈大明咒〉。這個咒的意思是屬於密宗。 

 

佛的教理分出五宗：禪、教、律、密、淨。禪就是參禪打坐，這是禪

宗；教，就是講經說法，這是教宗；律，就是嚴淨毗尼，弘範三界，

就是專持戒律，這叫律宗；密宗，密，就是秘密，彼此互不相知，所

以叫密宗；淨土宗，淨土宗就是專持名號，念這個「南無阿彌陀佛」

這六字洪名，這叫淨土宗。 

 

這五宗裡邊，有的人就說是禪宗最高，有的人就說教宗最高，有的人

又說律宗最高，修密宗的就說我密宗最高，修淨土法門的就說淨土法

門這是最高了。實際上，這個法是平等的，沒有高下，「是法平等，無

有高下」。所謂高，就是個人的私見，自己歡喜哪一宗，就說哪一宗

是高。 

 

那麼我們現在講這個密宗；這個密宗啊一般人所知道的，就是喇嘛教



，喇嘛就是密宗的。其餘都是不是密了。其實，在這個顯教裡頭，這

顯密圓通。顯教，就是顯明的；顯教裡頭又何嘗沒有密宗呢？顯教裡

頭也有密宗。好像這個〈大悲咒〉，這都是密；現在所講這個〈六字大

明咒〉，這都是密宗；〈楞嚴咒〉，那更是密。 

 

所謂密，就是彼此不知道。那麼不明白的人呐就認為這個秘密的東西

是最好的了。因為什麼？它是秘密的，不是公開的傳的。那麼有一些

個不懂佛法的人，就更神乎其說：「這不能講給你聽的，我這密宗啊

！密宗不能講給你聽。」你不能講給人聽，為什麼你又要說呢？為什

麼又要說我不能講給你聽啊？你根本就是密宗，就是不說就好了。為

什麼又要說：我不能說給你聽，我不能講給你聽。你不能講，這又是

講了。你不能講，這是不是講？這也是講。這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呢？

就因為他不明白佛法，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密宗，根本他也不懂一個

密宗。 

 

我現在告訴你們，這個咒並不密。所謂密宗，就是你一念這個咒啊，

有你的靈感，我不知道；我念這個咒啊，有我的靈感，你不知道。這

彼此互不相知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和它的力量不知道，這叫密宗。並

不是這個咒是密宗，那個咒的力量才是密宗的意思。那個咒既然是密

宗，既然是密了，你就不應該傳給人，密嘛。你自己傳給另外一個人

，這已經不密了，為什麼呢？ 

 

這《六祖壇經》上，慧明就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

，」還有比這個秘密的嗎？六祖就說了：「與汝說者，即非密也。」你

看，這說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能說出來的就不密了。說：我傳給你，

這是密宗。能傳給你，已經不密了。因為你還能傳，你要是密就不應

該傳。「密在汝邊」嘛，密在你那個地方。這就是說的這個密、秘密。 

 

那麼我相信就是那個密宗的法師，他也對這個密宗怎麼樣解釋法他不

知道，他只以為這個咒是秘密的。咒不是秘密的，什麼咒都可以傳給



人，什麼咒都可以說，沒有不可說的。咒，要不可說的，他就沒法子

傳給你，是不是的？我們講這個真理呀。因為他可以傳給你，這就不

是密宗了。密，沒法子傳的。是怎樣子呢？所以我說那個密啊就是那

個力量，那個咒的力量，他沒有法子告訴你。說：這個咒有什麼力量

，你念怎麼樣怎樣麼樣。沒有法子告訴你。你呀好像「如人飲水」，飲

這口水，是熱的、是凍的、是涼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以你

自知，旁人不知道，所以這叫個密。那個力量是個密，那個感應是個

密，那個功能是個密。並不是那個咒是個密！現在你們大家都明白了

嗎？ 

 

我說這個法啊，有很多那些不明白佛法的人，一定認為我說的不對。

我說的不對，我也要這麼樣說，你說得對，你就沒有法子這麼樣說。

為什麼？你根本不懂，你怎麼會這麼樣說啊？那麼說我懂嗎？我更不

懂，我更糊塗。不過以前我有師父，我師父教我教很明白的，所以把

我這個糊塗人也就變成會說了。那麼這是講這個〈六字大明咒〉是密

咒。 

 

這個密宗分出五部，這五部分東、西、南、北、中。東方是金剛部，

金剛部梵語就叫Vajra，這金剛部。這個金剛啊它是護持正法的，這是

東方；有寶生部，寶生部是南方；有蓮華部，蓮華部是西方；有羯磨

部，羯磨是北方；有佛部，佛部是中央，分出這五部。我們現在沒有

時間，要有時間呢，這個〈楞嚴咒〉啊，講這五部講得最詳細。 

 

所以世界上啊要有一個會念〈楞嚴咒〉的人，世間這個魔王也不敢出

現的；要一個人都沒有會念〈楞嚴咒〉了，這個魔王就都會到世界上

來了。為什麼呢？沒有人管他了。這五部就都不工作了，所以魔王就

出世了；要有一個人會誦〈楞嚴咒〉，魔王就不敢出世。所以我們希

望多一點人念〈楞嚴咒〉，就是這樣子，就是希望魔王不出現。 

 

我們第一個暑假班，我第一個考試就要考〈楞嚴咒〉，看看誰把〈楞



嚴咒〉先背得出。那麼結果就有兩個人考上合格了。也就這個意思。 

 

那麼現在講這個咒了，講這個〈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第一

個是「唵」，你一誦這個唵字的時候，一切鬼神都要合起掌來了，都

要這樣子。合起掌幹什麼呢？守規矩，要循規蹈矩。循規，就順著規

矩去做去。蹈矩，就是走這個規矩的路。那麼你這一誦這一個字啊，

一切鬼神就都不敢搗亂了，他們都不敢不聽命了。所以這叫引生義，

就引起來以下所說的這個咒。所以凡是說咒的時候，先說這個「唵」

字。 

 

「嘛呢」，這個嘛呢就是「牟尼」，就釋迦牟尼佛那個「牟尼。這個「

牟尼」是梵語，翻譯過來叫「智寂」，就是以這個智慧來明白這一切

的道理，明白一切的道理還要寂滅無生，這個意思就這個樣子翻譯。

又有一個翻譯叫「離垢」，是離垢地那個離垢；離開這一切的塵垢。

為什麼說離開一切的塵垢呢？因為這個好像一個如意寶珠似的。這個

寶珠最清淨，沒有一切的染污，它能生長一切的功德，生長一切的功

德。你什麼功德，有這個如意寶珠都能生出來。又可以遂心滿願，如

願，如你的願；你發什麼願，就滿什麼願。啊！就有這麼好處。 

 

那麼這個「叭咪」，這翻譯過來是光明、圓覺，光明圓覺。又翻譯什麼

呢？又翻譯成「蓮花開」，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妙心，就譬如這個妙蓮

華那麼樣子，能以圓滿具足，無礙。這是叭咪。 

 

趕這個「吽」字，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出生義，什麼都可以從這個吽

字生出來；又是擁護意，擁護，你念這個字，護法善神都來擁護你來

；又有這個消災義，你有什麼災難，你誦這個字就能免難；又有這個

成就義，你無論求什麼，都可以成就的。 

 

那麼念這個〈六字大明咒〉，你一念的時候，這個無量諸佛、無量菩

薩、無量護法金剛，都常常擁護你。所以呀在這個觀音菩薩說完這〈



六字大明咒〉之後，就有七億的那麼多的佛來擁護圍繞。所以這個〈

六字大明咒〉，這種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這種功能也不可思議，這

種的感應道交也不可思議，所以這叫密咒。要是詳細說，哦！那是無

量無邊的意思，說不完。那麼今天晚間，簡簡單單的跟大家講一講。 

 

卍      卍      卍 

 

你能常常誦念這個〈六字大明咒〉，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不能告訴的這

個密宗的力量。為什麼又說告訴你不能告訴的？根本我說的這萬分之

一也沒有。是什麼呢？你能常誦持這〈六字大明咒〉，就有六道的光

明啊，能把這六道輪迴黑暗變成光明。 

 

那麼這種的力量啊，是要你專心去誦念，獲這種的三昧，不但六道輪

迴放大光明，在這個十法界，變得光明藏。那麼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六

字大明咒有這麼大的力量，我希望每一個人呢都在忙裡偷閒來誦持這

個〈六字大明咒〉。講這個〈六字大明咒〉，也沒有講到圓滿，把各位

寶貴的時間也都給空過去了。那麼我很高興的，今天下雨，這個各位

從對面海這麼遠趕來聽這個〈六字大明咒〉，我雖然講的不圓滿，但

是你們這個心啊是非常圓滿的，你們這個求法的心是很圓滿的，所以

我很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