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诵阿閦如来佛号以及聖妙香医菩萨摩诃萨圣号的
殊胜功德及感应分享

首先说这对夫妻的因缘及背景。“Lin Siig 宛楹” 是一位香港女居士，嫁给一位澳洲
洋人居士名为 “HANS”，已经入籍澳籍在澳洲生活了很多年。他俩大概在 2013 年
来马来西亚访問万绕佛教会，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结下很好的因缘。由于这两夫
妻年纪已经相當大了，记性不怎么好，又多妄念，末学在一个多月前就叫他们只专
念一圣号，鼓励他们平日的功课不参杂其它的咒语或陀罗尼。
有点很特别，男居士很熟悉 “Namo bhagavate akṣobhy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圣号，而女居士却很熟悉 “Nama ārya gandha-sugandhabhiṣajyāya bodhisattvāya mahāsattvāya” 圣号，末学就随他們各人的因缘鼓励他们

继续持誦他們熟悉的圣号。
关于这篇感应的故事，是从他丈夫入院进行一个膝盖手术开始。以下是末学与她的
信息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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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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告诉你，我先生在医院作了膝盖手术之后，己进入了
另一个境界，就是 Delirium (谵妄)，西方极乐恐怕是他的渠道了 ！
Chin MW 13:32 : 希望他快痊愈。
Lin Siig 宛楹 AUS 13:34 : 西方极乐不是他能进的家了，因为业障正在攻击他了。
我只可以帮他念南吗聖妙香医菩薩圣号啊！
Chin MW 13:36 : 别想太多，念什么都好，他能够保持清净心就可以了。你的助念
是很重要的，提醒他專注念圣号，加油。
Chin MW 13:38 : 攻击他的是他的冤亲债主，他能够保持清净心，冤亲债主就奈他
不何。
Lin Siig 宛楹 AUS 13:44 : 他只学会了读不空摩尼供养真言及南无阿索比亚佛圣号，
但他就是记不起來；还未学会念诵南吗妙香医菩萨圣号啊 ！
Chin MW 13:47 : 别复杂化，就吩咐他继续念：
Namo bhagavate akṣobhy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在清净心的前提下，效果是一样的。
Chin MW 13:53 : 现在的情况，他不必念他不熟悉的圣号，只需念他熟悉的圣号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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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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他，清静心是至关重要的，这是锁定 Akṣobhya 世界的关键所在，诵念佛的
名字是对他的“提醒”或“援助”，他有一些事情要办，只有清静心才可以帮到他自己，
佛不能使他清静，这是他的工作或责任)
Lin Siig 宛楹 AUS 13:53 : 可惜他的脑袋己不受他控制，语无轮次，医生叫他倒数
十二个月或一个星期他也做不到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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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t outer part is blocked
by his creditors.
(你只是轻声地在他耳边念出 Akṣobhya 的圣号，并提醒他需平静下来，继续这样做，
他会听到你的提醒，雖然外面被他的冤亲债主阻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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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的孩子轮流 24 小时提醒他。他能听到你的劝导，不必担心)
Lin Siig 宛楹 AUS 13:59 : Sorry, he has no one here except me. Daughter will only fly
from Singapore to Sydney on Tueday.
(对不起，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親人。我女儿周二才会从新加坡飞来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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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好的经验，因为我妈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就面临过同样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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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你有 CD 播放器吗 ？将我的 MP3 放入笔驱动器中播放 24 个小时，降低
音量，因为你这里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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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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不会允许我在那里逗留24个小时，以及我需要购买什么类的播放器以笔驱动
器来在医院播放 ？)
Chin MW 14:07 : (语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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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放笔驱动器或 USB 的。明天会查看这台收音机。你有播
放器的牌子名称吗 ？我们这里有一家电子商店，我可以试试看，谢谢 Chin ！)
Chin MW 14:24 : Email sent to you ... MP3
(已发送给你电邮了 ... MP3)
Chin MW 14:25 : (语音留言)
Lin Siig 宛楹 AUS 14:38 : 多谢先，明天去看看才知道，因为无人会用这种重复又
重复的机，只有念佛机才有，而念佛机多数是巳录好了音的。
Chin MW 14:58 : (语音留言)
Lin Siig 宛楹 AUS 14:57 : 如果买到念佛机就好了。
Chin MW 15:00 : 市场上没有 Akṣobhya 的念佛机，别想太多，直接去买个便宜的
player 就可以了。
Lin Siig 宛楹 AUS 16:02 : 刚刚打电话给我先生，叫他读我印给他的南吗妙香医菩
萨功课里的南无阿索比亚佛号，想他跟着我念，但都念不到，只是 YAYA 声 (呀呀
声)，最后连电话都无人听了 ！惨络 ！
Chin MW 16:24 : 别担心，不必紧张，心念就可以了，不必念出声音来的。
—————2018-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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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iig 宛楹 AUS 16:49 : 刚打电话去医院跟我先生谈话，昨晚诚心念妙喜佛土功
课，半夜醒来还在念南吗圣妙香医菩萨圣号，果然今天HANS的冤亲债主好像走了！
回复他本来清醒的脑袋！不可思议！他说一定要去南无阿索比亚佛的领土，今晚他
竟能说 Aksobhya 这个佛名，太好了！
Chin MW 16:58 : Fantastic, miracle, I'm extremely happy with him
(妙极、奇迹，我替他兴奋)
—————2018-02-17—————
Lin Siig 宛楹 AUS 06:08 : 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奇迹，因为他已种了一个要去南无
阿索比亚佛的净土的因，所以得佛菩萨庇护 ！
—————2018-02-19—————
Lin Siig 宛楹 AUS 18:25 : 不过话说回来，自从HANS入医院，我每做功课后，求佛
菩萨的事通通都得到帮助，信不信由你，就是那么快，那么的灵验殊胜！

今

天 HANS 己可出院，到 rehabilitation 的疗养院去了 ！
Chin MW 18:25 : 心诚则灵
[20/02 2:30 pm] Lin Siig 宛楹 AUS : 如果你认为这是南无阿索比亚佛及南吗圣妙香医
菩萨的感应的话，就记下来 :自从 HANS 入院后，第二晚我诚心做完功课便求佛菩萨帮助清醒 HANS 的脑袋，
第二天他便清醒了。而且，他割膝盖的地方因为起了三个大水泡 (Blisters)，疗养
院不能收他，一定要干了才能离开医院，那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故又再求佛菩萨帮
助，水泡第二天便消除了。故昨天便让HANS 出院转去疗养院，本来救护车是下午
三点来接他，但一直等到晚上八点还没来，HANS 一路念诵南无阿索比亚佛号，心
里求不要太夜来接他，忽然他收到信息，说十一点钟会来接他，之后他便睡着了。
等到救䕶车来到我叫醒他时，正是晚上十一点钟！你说奇不奇怪？真是不可思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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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43 pm] Chin MW: “他忽然间收到信息“ 是指什么信息？What form of signal ?
[20/02 2:44 pm] Lin Siig 宛楹 AUS : 是在他的脑里收到的。
[20/02 3:06 pm] Chin MW: (语音留言)
[20/02 3:43 pm] Lin Siig 宛楹 AUS : 喺呀！我十分感激这两尊佛菩萨呀！尤其我们都
不是修行人，又多贪嗔痴。也许因为南吗圣妙香医菩萨己下来娑婆世界弘扬佛法，
见鬼佬HANS都几诚心要往生去祂们的佛土，故便特别给些感应，帮助他增加由念
南无阿弥陀佛号转念南无阿索比亚佛号的信心。可能架！尤其是我们已是花甲老人，
生命更加无常，故应好好利用这尊大菩萨将成为南无阿索比亚佛的接班人的机会，
让祂也摄受我们两个真正的未学了！在澳洲这个很少佛法的地方，能听到这两尊佛
菩萨要弘扬佛法于西方，真是我们有缘有福了！感恩蔡生及陈师兄两位的耐心讲解
和指示了！感恩之至 ！🙇
[20/02 3:51 pm] Chin MW: 也不必言谢。坦白说，如果你们夫妻俩跟东方妙喜世界
没有累劫殊胜的因缘和福报，你们是没有机会诵念他们的圣号的，简单的说，这因
缘是你们自己累劫所造。拥有这殊胜的因缘就要好好的把握和珍惜，相信我，未来
的日子就别再三心两意去这里找、那里寻觅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圣号念到底吧！
这样坚持下去，你们必定有成就，我如果打妄语，即是毁谤诸佛菩萨，哈哈。
[20/02 3:52 pm] Chin MW: 三心两意 = 对东方妙喜世界的信心仍然是不具足。
[20/02 3:55 pm] Chin MW: 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第三十九内表明"十地菩萨，
地地不离念佛"，是指从初地至十地的菩萨圣众，在他们未登地之前，所修的八万
四千法门未必都是一样的，但登地之后，皆修同一法门，就是念佛法门。佛说大乘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之大教缘起第三云"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这说得很清楚，
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即三世诸佛，皆佛佛相念，每一尊佛成佛前都修念佛三
昧，所以，专一念圣号是一门非常殊胜的修行方式。
[20/02 3:59 pm] Chin MW: 连佛菩萨都是念佛成道，我们这些半桶水的还不定下心
来专念圣号，实在是愚痴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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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一直重复提醒你专注于念圣号，怕你们受到外面的法师、学佛人等的说
法，动摇了你们的信心，那就很可惜了！
[21/02 10:48 am] Lin Siig 宛楹 AUS : 师兄，想不信不是佛菩萨的神迹都不得！
今天打电话去 HANS住的疗养院，他说医生说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只需要每星期
两三天去疗养院做物理治疗 (即康服运动及水上运动) 就可以了 ！
哗！他昨天才到疗养院的。我告诉你，这尊南吗圣妙香医菩萨的医术确是高明了！
你可知道，一般人通常要住疗养院三个星才能自行的。上次HANS作左脚手术时也
住了九天才让他出院，这次第二天就说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你应该也会像我一样，
心知肚明，是南吗圣妙香医菩萨的帮助了！感谢佛菩萨恩惠！
[21/02 12:09 pm] Chin MW : 妙香医菩萨是医师嘛 ！
末学陈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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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