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誦阿閦如來佛號以及聖妙香醫菩薩摩訶薩聖號的
殊勝功德及感應分享

首先說這對夫妻的因緣及背景。“Lin Siig 宛楹” 是一位香港女居士，嫁給一位
澳洲洋人居士名為 “HANS”，已經入籍澳籍在澳洲生活了很多年。他倆大概在
2013 年來馬來西亞訪問萬繞佛教會，我們一直都保持聯繫，結下很好的因緣。由
於這兩夫妻年紀已經相當大了，記性不怎麼好，又多妄念，末學在一個多月前就叫
他們只專念一聖號，鼓勵他們平日的功課不參雜其它的咒語或陀羅尼。
有點很特別，男居士很熟悉 “Namo bhagavate akṣobhy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聖 號 ， 而 女 居 士 卻 很 熟 悉 “ Nama ārya gandhasugandha bhiṣajyāya bodhisattvāya mahāsattvāya” 聖號，末學就隨他們各人的
因緣鼓勵他們繼續持誦他們熟悉的聖號。
關於這篇感應的故事，是從他丈夫入院進行一個膝蓋手術開始。以下是末學與她的
信息交流 :-

1

WeChat (微信) & Whatsapp chat history 信息交流 in between 宛楹 Lin and
Chin MW below :—————2018-02-15—————
Lin Siig 宛楹 AUS 13:23 : 我告訴你，我先生在醫院作了膝蓋手術之後，己進入
了另一個境界，就是 Delirium (譫妄)，西方極樂恐怕是他的渠道了 ！
Chin MW 13:32 : 希望他快痊癒。
Lin Siig 宛楹 AUS 13:34 : 西方極樂不是他能進的家了，因為業障正在攻擊他
了。我只可以幫他念南嗎聖妙香醫菩薩聖號啊 ！
Chin MW 13:36 : 別想太多，念甚麼都好，他能夠保持清淨心就可以了。你的助念
是很重要的，提醒他專注念聖號，加油。
Chin MW 13:38 : 攻擊他的是他的冤親債主，他能夠保持清淨心，冤親債主就奈他
不何。
Lin Siig 宛楹AUS 13:44 : 他只學會了讀不空摩尼供養真言及南無阿索比亞佛聖
號，但他就是記不起來；還未學會念誦南嗎妙香醫菩薩聖號啊 ！
Chin MW 13:47 : 別複雜化，就吩咐他繼續念 ：
Namo bhagavate akṣobhy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在清淨心的前提下，效果是一樣的。
Chin MW 13:53 : 現在的情況，他不必念他不熟悉的聖號，只需念他熟悉的聖號就
可以了。
You tell him, be peace of mind is critical, this is the key to lock into
the Akṣobhyāya world, chanting the Buddha's name is just a “reminder”
or “aid” to him that he has something to go about, only peace of mind
is something that he can help himself, Buddha can't help to make him be
peace, this is his job or duty to be in peace.
(你告訴他，清靜心是至關重要的，這是鎖定 Akṣobhya 世界的關鍵所在，念誦佛
的名字是對他的“提醒”或“援助”，他有一些事情要辦，只有清靜心才可以幫到
他自己，佛不能使他清靜，這是他的工作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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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iig 宛楹 AUS 13:53 : 可惜他的腦袋己不受他控制，語無輪次，醫生叫他倒
數十二個月或一個星期他也做不到哩！
Chin MW 13:56 : You just softly voice Akṣobhya’s name and remind him to
be in peace at his ears, keep on doing this, he knows your reminders,
although outer part is blocked by his creditors.
(你只是輕聲地在他耳邊唸出 Akṣobhya 的聖號，並提醒他需平靜下來，繼續這樣
做，他會聽到你的提醒，雖然外面被他的冤親債主阻擋住)
Chin MW 13:57 : Take turn by you and your children to remind him for 24
hours. He can hear your advice, don’t worry
(你和你的孩子輪流 24 小時提醒他。他能聽到你的勸導，不必擔心)
Lin Siig 宛楹 AUS 13:59 : Sorry, he has no one here except me. Daughter
will only fly from Singapore to Sydney on Tuesday.
(對不起，除了我之外，沒有其他親人。我女兒週二才會從新加坡飛來悉尼)
Chin MW 13:59 : Trust me, I have good experience on this, as my mum also
faced such problem before she rebirth to Amitabha Sukhavati.
(相信我，我有很好的經驗，因為我媽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前就面臨過同樣的問
題)
Chin MW 14:01 : Never mind. Do you have CD player ? Just put my MP3 into
a pen drive and play it for 24 hours, low down the volume as this is
hospital
(沒關係。你有 CD 播放器嗎 ？將我的 MP3 放入筆驅動器中播放 24 個小時，因
為你這裡是醫院，需降低音量)
Lin Siig 宛楹 AUS 14:07 : They won't allow me stay 24 hours there with
him and what kind of machine I need to buy to play the pen drive in the
hospital ?
(他們不會允許我在那裡逗留24個小時，以及我需要購買甚麼類的播放器以筆驅動
器來在醫院播放 ？)
Chin MW 14:07 : (語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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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iig 宛楹 AUS 14:17 : 我有 CD player, but can't put pen drive or usb.
Will see about this radio tomorrow. Do you have an exact name I can ask
for it ? We have an electronic shop here that I can try, Thanks Chin !
(我有 CD 播放器，但不能放筆驅動器或 USB 的。明天會查看這台收音機。你有播
放器的牌子名稱嗎 ？我們這裡有一家電子商店，我可以試試看，謝謝 Chin ！)
Chin MW 14:24 : Email sent to you ... MP3
(已發送給你電郵了 ... MP3)
Chin MW 14:25 : (語音留言)
Lin Siig 宛楹 AUS 14:38 : 多謝先，明天去看看才知道，因為無人會用這種重複
又重複的機，只有念佛機才有，而念佛機多數是巳錄好了音的。
Chin MW 14:58 : (語音留言)

Lin Siig 宛楹 AUS 14:57 : 如果買到念佛機就好了。
Chin MW 15:00 : 市場上沒有 Akṣobhya 的念佛機，別想太多，直接去買個便宜的
player 就可以了。
Lin Siig 宛楹AUS 16:02 : 剛剛打電話給我先生，叫他讀我印給他的南嗎妙香醫
菩薩功課裡的南無阿索比亞佛號，想他跟著我念，但都念不到，只是 YAYA 聲 (呀
呀聲)，最後連電話都無人聽了 ！慘絡 ！
Chin MW 16:24 : 別擔心，不必緊張，心念就可以了，不必念出聲音來的。
—————2018-02-16—————
Lin Siig 宛楹AUS 16:49 : 剛打電話去醫院跟我先生談話，昨晚誠心念妙喜佛土
功課，半夜醒來還在念南嗎聖妙香醫菩薩聖號，果然今天 HANS 的冤親債主好像走
了！回复他本來清醒的腦袋 ！不可思議 ！他說一定要去南無阿索比亞佛的領土，
今晚他竟能說 Aksobhya 這個佛名，太好了！。
Chin MW 16:58 : Fantastic, miracle, I'm extremely happy with him
(妙極、奇蹟，我替他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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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7—————
Lin Siig 宛楹 AUS 06:08 : 其實也不完全是一個奇蹟，因為他已種了一個要去南
無阿索比亞佛的淨土的因，所以得佛菩薩庇護 ！
—————2018-02-19—————
Lin Siig 宛楹 AUS 18:25 : 不過話說回來，自從 HANS 入醫院，我每做功課後，
求佛菩薩的事通通都得到幫助，信不信由你，就是那麼快，那麼的靈驗殊勝 ！。
今天 HANS 己可出院，到 rehabilitation 的療養院去了 ！
Chin MW 18:25 : 心誠則靈
[20/02 2:30 pm] Lin Siig 宛楹 AUS : 如果你認為這是南無阿索比亞佛及南嗎聖
妙香醫菩薩的感應的話，就記下來 :自從 HANS 入院後，第二晚我誠心做完功課便求佛菩薩幫助清醒 HANS 的腦袋，第
二天他便清醒了。而且，他割膝蓋的地方因為起了三個大水泡 (Blisters)，療養
院不能收他，一定要乾了才能離開醫院，那可能要等幾個星期！故又再求佛菩薩幫
助，水泡第二天便消除了。故昨天便讓 HANS 出院轉去療養院，本來救護車是下午
三點來接他，但一直等到晚上八點還沒來，HANS 一路念誦南無阿索比亞佛號，心
裡求不要太夜來接他，忽然他收到信息，說十一點鐘會來接他，之後他便睡著了。
等到救䕶車來到我叫醒他時，正是晚上十一點鐘！你說奇不奇怪？真是不可思議 ！
👍
[20/02 2:43 pm] Chin MW: “他忽然間收到信息”是指甚麼信息？ What form of
signal ?
[20/02 2:44 pm] Lin Siig 宛楹 AUS : 是在他的腦裡收到的。
[20/02 3:06 pm] Chin MW: (語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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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3:43 pm] Lin Siig 宛楹 AUS : 喺呀 ！我十分感激這兩尊佛菩薩呀 ！尤
其我們都不是修行人，又多貪嗔癡。也許因為南嗎聖妙香醫菩薩己下來娑婆世界弘
揚佛法，見鬼佬 HANS 都幾誠心要往生去祂們的佛土，故便特別給些感應，幫助他
增加由念南無阿彌陀佛號轉念南無阿索比亞佛號的信心。可能架 ！尤其是我們已
是花甲老人，生命更加無常，故應好好利用這尊大菩薩將成為南無阿索比亞佛的接
班人的機會，讓祂也攝受我們兩個真正的未學了 ！在澳洲這個很少佛法的地方，
能聽到這兩尊佛菩薩要弘揚佛法於西方，真是我們有緣有福了 ！感恩蔡生及陳師
兄兩位的耐心講解和指示了 ！感恩之至 ！ 🙇
[20/02 3:51 pm] Chin MW: 也不必言謝。坦白說，如果你們夫妻倆跟東方妙喜世
界沒有累劫殊勝的因緣和福報，你們是沒有機會誦念他們的聖號的，簡單的說，這
因緣是你們自己累劫所造。擁有這殊勝的因緣就要好好的把握和珍惜，相信我，未
來的日子就別再三心兩意去這裡找、那裡尋覓了，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聖號念到底
吧 ！這樣堅持下去，你們必定有成就，我如果打妄語，即是毀謗諸佛菩薩，哈哈。
[20/02 3:52 pm] Chin MW: 三心兩意 = 對東方妙喜世界的信心仍然是不具足。
[20/02 3:55 pm] Chin MW: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第三十九內表明 “十地菩
薩，地地不離念佛”，是指從初地至十地的菩薩聖眾，在他們未登地之前，所修的
八萬四千法門未必都是一樣的，但登地之後，皆修同一法門，就是念佛法門。佛說
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之大教緣起第三雲 “去來現在，佛佛相念”，這說
得很清楚，過去佛、未來佛、現在佛，即三世諸佛，皆佛佛相念，每一尊佛成佛前
都修念佛三昧，所以，專一念聖號是一門非常殊勝的修行方式。
[20/02 3:59 pm] Chin MW: 連佛菩薩都是念佛成道，我們這些半桶水的還不定下
心來專念聖號，實在是愚癡啊 ！
對不起，我一直重複提醒你專注於念聖號，怕你們受到外面的法師、學佛人等的說
法，動搖了你們的信心，那就很可惜了 ！
[21/02 10:48 am] Lin Siig 宛楹 AUS : 師兄，想不信不是佛菩薩的神蹟都不得 ！
今天打電話去 HANS 住的療養院，他說醫生說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只需要每星期
兩三天去療養院做物理治療 (即康服運動及水上運動) 就可以了 ！嘩 ！他昨天才
到療養院的。我告訴你，這尊南嗎聖妙香醫菩薩的醫術確是高明了 ！你可知道，
一般人通常要住療養院三個星才能自行的。上次 HANS 作左腳手術時也住了九天才
讓他出院，這次第二天就說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你應該也會像我一樣，心知肚
明，是南嗎聖妙香醫菩薩的幫助了 ！感謝佛菩薩恩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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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12:09 pm] Chin MW : 妙香醫菩薩是醫師嘛 ！

末學陳明萬 (Chin MW) 收集信息。
蔡文端整理。
2018年2月21日 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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