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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按 

   

 「唯心宗」宗主混元禪師，跟媽祖有很深的淵源。 

 混元禪師的先人在清朝時由大陸渡海來台，就請來媽祖金尊供奉。

廿三年前他開始行道，媽祖曾為之加持，並屢屢相助。混元禪師第一

次為人收驚，也是媽祖教的。 

    混元禪師師事王禪老祖鬼谷仙師，其實他就是鬼谷仙師倒駕慈航

來度眾的。而媽祖在無量劫前，有一世是鬼谷仙師的母親。所以，由

他來講媽祖是最適合不過的。 

    在台視頻道，混元禪師每天清晨有一個卅分鐘的「易經風水面面

觀」節目，收視率始終是最高的。內容有佛學、道法、易經、風水等

等，跟每個人切身有關。混元禪師深入淺出、不厭其詳地為大眾解說，

至今已播出兩千兩百多集。最引人入勝的是，他在節目中說了很多事

例，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的讓人捧腹大笑，有的讓人唏噓落淚。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起，混元禪師又在台視數位台開闢「我家的風

水」節目，對象是晚睡的青少年，收視率也急速攀升中。 

    「唯心宗」在台灣有九個道場，弟子學員近萬人，結緣信眾更超

過五十萬。儘管已是一代宗師，但混元禪師仍然過著「早出早歸」的

生活--天快亮才入門，天一亮又出門，不停地到處弘法、授課、為有

緣解決疑難雜症，度眾生之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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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色唐裝、黑色長褲、一雙已褪得灰僕僕的居士鞋，是混元禪師

的招牌裝；「能吃，能做，甘願做死，不要病死。」是他的招牌話。不

求名，不為利，竟日奔忙，為的就是廿三年前發下的宏願--「世界和

平」。 

    去年五月卅一日及十一月十二日，混元禪師應邀兩度到北港朝天

宮舉辦「易經風水學」講座。十二月六日起，第二次講座內容在台視

「易經風水面面觀」節目中播出，引起很大的迴響，在觀眾熱烈要求

下，今年一月十八日起又重播一次。我們特將這次講座內容擷取精華，

編印成冊，以饗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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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各位十方善知識： 

  大家平安！ 

    明天開始，我們將播出由北港朝天宮媽祖廟、北港鎮公所、北港

媽祖醫院等單位共同主辦的「易經風水學講座」，我將為大家述說「慈

悲靈感媽祖婆」，弘揚媽祖精神。 

    媽祖是我們最早的民間信仰，從湄洲來到台灣後，確實給我們帶

來平安、帶來和諧、帶來健康、帶來希望。 

    民國七十一年間，我腎臟病發，病況嚴重，看遍醫生都沒起色，

幸蒙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台灣祖師、大慈大悲瑤池金母娘

娘救度，得以重生。七十二年底，媽祖藉著各種因緣，屢屢對我啟示，

要我學習祂的精神--慈航普度。祂說，只要對大眾有益的都要學，然

後用來幫助眾生。媽祖並明確地指示我，要做天下間將易經風水與佛

法融合，並予弘揚的第一人。 

 「我哪有這樣的智慧？」當時我十分緊張。媽祖說：「不用怕，你跟

我結緣已經好幾世了。你們家在清朝的時候，從大陸遷來台灣，那時

就請來天上聖母金尊奉祀，結下了很深的緣分。」祂囑咐我要精進再

精進，才有能力幫助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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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是藉著新營中山大禪寺謝老師的口對我開示。祂並告訴我，人

若沒有私心，努力弘法度眾，那就是天上聖母媽祖的化身了。 

    廿多年來，我一直遵照媽祖的囑咐，弘傳易經風水妙法，廣結善

緣，不敢絲毫懈怠。 

    今年(九十三年)年初，我更立下一個心願，要把這些古聖先賢留

下來的妙法，推廣到世界各地，希望全世界的人，不分種族，不分國

度，都能受益。因此計畫在仙佛寺開辦「世界華人易經風水學養賢班」，

先從語言、文字相同的華人著手。本宗門--「唯心宗」本師鬼谷仙師

王禪老祖十分贊同，並開示在九月六日開課。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第一屆「養賢班」如期開班，共有四十五位

來自美國、澳洲、日本、加拿大、印尼等地的華僑，到仙佛寺來參加

四個月的密集研修。結業之後，我們仙佛寺易經大學及台灣鬼谷子學

術研究會頒予證書，讓他們回到僑居地弘法利生，為有緣大眾服務。 

    養賢班學員中有一位郎先生，住在紐約，雖然八十歲了，但身如

其姓，郎先生果真硬朗，毫無老態。他不僅事業很有成就，而且博學

多聞，佛學造詣很深。上個月底，他先回去紐約籌設易經大學分校及

鬼谷子學術研究會分會了，要將易經風水妙法廣傳。他就是大慈大悲

天上聖母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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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位十方善知識： 

  大家平安！ 

 自從伏羲氏老祖宗悟到易經心法，畫八卦來啟示山河大地的調和、

人與人及事與事的調和，至今已經七千年了。王禪老祖鬼谷仙師倒駕

慈航，在地球上建立一座燈塔，照耀各個角落--「台灣鬼谷子學術研

究會」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做「世界和平的燈塔」。老祖希望散居全球

各地的有緣同胞，只要認識我們文字的，都可以回到禪機山仙佛寺來

學習，將老祖宗的妙法弘揚，普利眾生。 

 我們的世界華人養賢班，以後將會繼續辦下去，第二屆、第三屆、

第四屆⋯⋯。我們禪機山仙佛寺的全球資訊網也已架設完成，大家隨

時可以上網到「www.cjs.org.tw」，這裡有易經風水妙法、有道學、有

佛法。不僅是中文，英文、日文嘛也通。將來我們的華人養賢班何時

開班？如何報名？都會公布在網站上。 

    同時，我們的「易經風水學先修班」也在陸續開班。如今各鄉鎮

的先修班已有兩百多班，我們的目標是「全台開透透」，各鄉鎮至少都

有一班，歡迎大家一同來學習。開班訊息我們也是公布在網站上。無

論海內外，有緣者都可以藉著這個因緣，以法會友，以法會佛，以法

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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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快到了，我們要繼續舉辦廿一世紀第二次「中華民族聯合祭

祖大典」，歡迎大家都來參加，追思祭祀我們歷代祖先。 

    說到祭拜祖先，最近我碰到這麼一個例子： 

    有一位信徒的小兒子不幸死了，只有三歲，信徒十分不捨，於是

把小兒子的名字寫進祖先牌位裡，每天焚香祭拜。沒幾天，其他的兒

子就連連出狀況，有的出了門就不想回來，有的上班就跟上司吵架，

一天到晚換頭家，他們夫妻也輪流生病，全家亂成一團。 

    他跑到仙佛寺來找我幫忙。我告訴他，小輩怎麼能跟祖先平起平

坐，同享香火？我要他趕緊將小兒子的神主牌拿出來，用紅袋子裝著，

擺在祖先牌位的後面。這樣改了後才慢慢安定下來。 

    我們平日生活中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不懂的人則以「迷信」

視之。其實這也是風水學的一部分，我們了解以後就不會犯錯，不會

受折磨了。 

    王禪老祖開示：「不知而言是不智，知而不言是不仁。」我們先修

班的法師講師，上課時一定傾囊相授，絕無保留，希望大家都能夠來

學習。 

    明天我們就要播出北港風水學講座--慈悲靈感媽祖婆，歡迎準時

收看。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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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港鎮徐鎮長、媽祖醫院李院長，還有各個單位前來護持的大菩薩，

在座各位鄉親： 

    現在請大家合掌，我們來恭念媽祖的聖號： 

    「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 聖

母真實義。」 

    「阿彌陀佛！」 

    今天是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也是我們偉大的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日，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日子。媽祖的精神、

觀世音菩薩的精神、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精神本來就是合而為一的，都

是「博愛」，都是「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剛才我們在文化大樓的貴賓室裡，我請教媽祖醫院李院長：「您是

醫眾生的病，還是醫媽祖的病？」李院長非常謙虛，他說，媽祖醫院

是醫眾生小小的病。我告訴他：「您是醫媽祖的病的。」 

    媽祖有病？聽來是不是很奇怪？「媽祖的病就是眾生的病，眾生

的病就是媽祖的病。」這麼解釋大家就明白了。媽祖祂十分慈悲，看

到眾生的病，都當成自己的病；看到眾生的苦，都當成自己的苦，無

不想盡辦法來救度。我們能了解這一點，我們心中就有媽祖，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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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就有媽祖了。 

    看看我們徐鎮長，年輕英俊，長得多麼像媽祖！他很用心為鎮民

服務，他就是媽祖的化身。 

    徐鎮長告訴我，李院長是骨科權威。我有一個弟子，原來南投縣

立醫院的蔡院長，也是骨科的頂尖高手，當年他選擇要走骨科這條路

時，曾來徵詢我的意見。我說，骨科最好，讓人「頂天立地」，如果骨

架不健康，站都站不好，工作就不能做了。 

    媽祖的偉大實在講不完，我只能將媽祖精神的骨架告訴各位。我

們知道以後，時時就能展現媽祖的慈悲，成為媽祖的化身。 

    什麼叫做「慈悲」呢？把眾生的痛苦去掉，叫做「慈」；給大家幸

福光明，叫做「悲」。像我們李院長，把患者的病苦除去，讓他能夠站

得正，走得直，這就是慈悲。 

    當阿公阿媽的，看見小孫子摔倒了，趕緊把他扶起來，幫他身上

拍一拍，這也是慈悲。 

    慈悲是很容易做到的，我們不必把它看得很複雜。剛剛有位少年

郎，因為鄰居老太太身體不好，老遠帶著她來讓我給順順氣，這也是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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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廿三年前我開始行道不久，有一天，有個高雄醫學院的學生，由

他父母帶著來找我幫忙。這對夫妻是做西裝、旗袍的裁縫師，在台中

非常有名。他們辛辛苦苦栽培孩子就讀醫學院，不料孩子在上解剖課

時，被遺體嚇著了，縮在角落不停發抖，一直到下課，才被發現。同

學把他送回宿舍後，他依舊發抖，飯也不能吃，覺也不能睡，校方只

好通知家長接回處理。 

    我看那孩子額頭發黑，兩眼發直，顯然受到很大的驚嚇。他父親

說，曾找過好幾個人收驚，但都沒效。 

    那個時候，我還不曾為人收驚，甚至不知道如何收驚。怎麼辦？

突然記起媽祖曾告訴我，遇到問題時，祂一定幫忙。當時，王禪老祖

金身還沒雕，我們「精修院」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於是我趕忙請求

觀世音菩薩化身媽祖婆，幫幫我的忙。    

    就在我焚香祈求後，媽祖來了，祂開示我說，額頭發黑是沖犯陰

靈，若嘴唇發黑則是土煞。祂說，少年郎身邊一共跟了三個陰靈。 

    媽祖叫我不用怕，要我點三炷香，端一杯茶水，靜下心來，誦念

「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同時眼睛

盯著香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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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誦了大約廿多分鐘聖號後，媽祖告訴我，把香插在爐上，再用

手指蘸杯裡的水，點在他額頭、胸口等處，然後讓他把水喝下，再在

他臉部搓一搓，頭頂拍一拍，如此就可以了。 

   果然少年郎吁了一口氣，醒了過來。他的父母親見狀，稱謝不已。

他們告訴我，前日請別人收驚，他兒子不是把人家撥開，就是半途跳

起來，轉身就走，所以都沒效果。我說，這是緣分吧，聖母慈悲，把

眾生的病都當成是祂的病，無不全力救度。 

    剛剛在我們講座開始之前，禪機山仙佛寺易經大學聖歌合唱團為

大家獻唱，其中一首是「請神偈文」：「聖神仙佛在天台，大發慈悲降

下來；眾等一心虔拜請，特求賜福與消災。」我們要請神明幫忙，就

要虔誠地念這段偈文。 

   我們請媽祖婆時，千里眼、順風耳和所有龍天護法也都一齊到來。

千里眼和順風耳也就是「觀」和「音」。觀世音菩薩遵奉西方極樂世界

教主阿彌陀佛的慈悲，來到娑婆世界救度苦難眾生，其中一世降生在

宋朝福建湄州嶼的林家，出生後一個月，不曾出聲哭過，因而其父為

之取名為「默娘」，這就是媽祖了。 

    媽祖的心如如不動，正如其名。 

    我們看媽祖手上捧著一支如意，如意就是「如一」，我們的心要像

聖母的心--慈悲、博愛，那我們就能逢凶化吉，度過一切苦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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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我們繼續來介紹媽祖的淵源。 

   媽祖在十六歲就得道。得道就是悟道，悟到人生無常、世事無常、

諸法無常；唯有的真常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佛性。 

   媽祖在廿九歲時涅槃，也就是成道，九月九日重陽節在湄峰白日

飛昇，後來經常示現在世間，處處皆在，無所不在，來救度蒼生。 

    諸位，我們現在的年齡雖或稍長，但我們如果能夠悟到媽祖的精

神，馬上就能得道。至於何時要成道？全由自己做決定。 

    白日飛昇就是完全的光明，接近佛的果位。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

修得。 

    媽祖成道後，救度很多蒼生，也度了千里眼和順風耳。 

   釋迦牟尼佛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眾生未來都是千里眼和順風

耳。真的，我們現在的「眼」和「耳」，比千里眼和順風耳都厲害，我

們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到、聽到很遠很遠地方的事情，像美國的「九

一一」事件，隔了半個地球，我們都能很清楚地看見、聽見。 

    不過，佛祖也跟我們說，有了千里眼和順風耳，我們的煩惱也越

多。確實如此，看到別人在打仗，聽到別人有災難，我們就會起煩惱

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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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慈悲心也是由此而發。知道別人的不幸，我們就省吃儉用，

拿去救濟。「九二一」大地震，南投受創嚴重，國內外善心人士就是經

由「千里眼」和「順風耳」得知，紛紛獻出愛心，南投才得以重新站

了起來。我們非常感恩！ 

    許久以來，天上聖母一直在救度苦難眾生。我們常說觀世音菩薩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常是藉由媽祖來示現的。 

    觀世音菩薩有卅二個應化身，這是「普門品」所開示的。我們在

危急的時候，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或念「南無天上聖母」，菩薩和

聖母就會化身來救我們。我們頭痛的時候，用手按住頭部，誦念「南

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然後搓一搓、

拍一拍，過一下子就好了。這是聖母的慈悲，你念祂的聖號，祂便趕

來救你。身體其他地方不舒服，也可這麼做。 

    但如果手腳斷了，可一定要找媽祖醫院的李院長喔！聖母會化作

李院長來幫你醫好的。 

    可是，你如果要賭博，譬如簽樂透，念聖號要求聖母助你，那一

定會槓龜。因為聖母那時候沒有樂透，祂不會簽。 

    聖母不喜歡我們賭博，賭博的人容易迷失本性，要開悟是很困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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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聖母慈悲，我們要如何才能和聖母「接一」呢？靠的是「南無」

兩字。「南無」就是皈依，我們念「南無天上聖母」，就將我們的心、

我們身旁的護法神將都皈依聖母了，連我們的病魔，我們的冤親債主

也一同皈依了聖母。 

 現在請大家合掌跟著我念六遍：「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南

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南無天上聖母。」 

    早上起來，我們面向東方，念卅六遍聖號，然後稟告聖母，今天

我要外出到哪裡，或是要做生意，請保祐我平安順利。 

    我們也可以點十支香，祈求聖母保祐一家平安。十支就是十指，

合掌就是點十支香，也就是遍十方、達十方之意。 

    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廟--心廟，廟中有尊媽祖婆。你如果

是胖的，媽祖婆就是胖的；你如果是瘦的，媽祖婆就是瘦的。像我們

徐鎮長這麼英俊，媽祖婆也就很英俊。這是千真萬確的，不相信的話，

你靜靜坐著，一直念「南無天上聖母」，再看看心裡這尊，就會有所發

現。 

    民國七十二年我開始行道的時候，天上聖母曾經給我加持一段時

間，賜給我智慧，叫我認真念「南無天上聖母」。有一天，我念著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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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發現心廟中有尊神聖，我請問祂是哪尊？祂說是天上聖母。我覺

得奇怪，因為媽祖是受玉皇大帝敕封為「天上聖母」，頭上戴著有一串

串珠子的「冕旒」，但心廟中的這尊沒戴，於是我希望祂證明一下。 

    說時遲，那時快，「嚓！」的一聲，「冕旒」出現了，來者竟然是

天公玉皇大帝！我趕緊說：「失禮！失禮！我錯了。」 

    玉皇大帝告訴我：「你就是只看高不看低，沒戴『冕旒』的你就不

相信。」我羞愧不已。一直到今天，每想起這事，我就覺得無地自容。 

    此後，我常常對人說，我們心廟中都有尊媽祖婆，我們都可以成

為媽祖的化身。 

    有一位先生對我這句話頗不以為然，他說，他是堂堂男子漢，怎

麼說是媽祖化身？「有夠沒氣魄」。 

 我請問他，能不能像媽祖一樣，在大海中救人？有沒有這種氣魄？

他答不出來。 

 我們來到了人世間，也就是在苦海中漂沉。既然同是天涯淪落人，

就應該彼此關心，相互幫忙。這是天上聖母媽祖大愛的精神，也是觀

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示現。     

 

 

 

 



混元禪師智庫 

16 

第七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東部有一位信徒，從他祖父開始，家裡就供奉媽祖，小小的一尊，

拜到他這代，媽祖的臉已被香薰得黑黑的，變成「黑面媽」。 

    有一天他開車外出，不慎墜落山崖，卡在半空中，搖搖欲墜，驚

險萬分，他趕緊呼叫「媽祖救我！媽祖救我！」叫了一會兒，突然有

一條狗從林中鑽出來，對著他叫了幾聲，轉頭就跑掉了。過不久，狗

狗又回來了，還帶了一群人把他救出來。 

 他說，這條狗一定是聖母化身，不然就是聖母派來的。我說「對！」

聖母慈悲又靈驗。 

    他告訴我，以前他最喜歡吃狗肉，但從這次事情以後，他再也不

敢吃了。 

    狗也有靈性、有覺性，只是運氣較差，出生來當狗。 

    我的小女兒嘉方的乾爹，養了一條狗，很乖，會聽人話，跟家人

很親，他們一直懷疑是過世的親人投胎來的。一天，嘉方她乾爹就問

說：「狗狗，你是不是阿公來出世的？是的話，搖三下尾巴。」狗狗竟

然搖尾三下。接著換乾媽說，如果是阿公，請搖尾六下。狗狗就搖了

六下。 

    從那天起，狗狗上桌和他們一同吃飯，晚上也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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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幾天，在外頭念書的女兒放假回來，聽說此事，也問狗狗是

不是曾祖父？是的話搖尾十二下。狗狗果真搖了十二下，不多不少。 

    這位阿公在世的時候，很愛這個家，也很喜歡養狗，狗這種動物

就印在他識田裡。往生以後，阿公捨不得離開孫子，為了要和他們生

活在一起，投胎變成狗，回了他們家。 

    阿公又陪了他們十四年，相當於人類的一百四十歲。往生後，家

人請法師為他誦經，然後火化，供養在塔位裡。 

    阿公過去沒有修行，沒有念佛，他的因緣就是這樣。 

    曾經有人問我，念「南無天上聖母」可否往生西方？我說，保證

去得成，念「南無媽祖婆」也是一樣。「萬法唯心」，萬法都出於一，

只要一心一意持誦媽祖的名號就行了。 

    許多年前，有一對開鞋廠的信徒夫婦，家裡也是供奉媽祖婆，有

一陣子生意失敗了，夫婦倆坐困愁城，竟日憂焚。一天夜裡，媽祖婆

來指點他們，到桃園縣復興鄉找一間造型如何如何的房子，那兒有一

尊鬼谷仙師，請回家來供養，生意就會好起來。 

    夫婦倆商討了兩天，決定「寧可信其有」，於是開車前往，果然找

到那間房子，屋主是位老太婆，見到他們就說「等你們好久了」。屋裡

有一尊小尊的鬼谷仙師，請回家後，生意一帆風順，他們的產品成了

台灣最老的名牌，老一輩的人很多都穿過這一牌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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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我有一個朋友，在彰化縣花壇鄉，也是做鞋子的，有陣子很不順

遂，祂就懇求媽祖幫忙，請媽祖牽引貴人來相助。然後擲筊請示，媽

祖連允了他三個杯。 

    過了兩天，剛才說的那位到復興鄉請回王禪老祖的鞋廠老闆，主

動到訪，有意合作，二人一拍即合，花壇鄉的這位，生意很快就有了

起色。 

    製鞋業的祖師爺是孫臏，孫臏因為被龐涓剁了腳，無法站立，於

是做鞋子來支撐、保護，後來的製鞋業者就奉他為祖師。 

    孫臏的師父是王禪老祖鬼谷仙師，而天上聖母媽祖是王禪老祖的

無量劫以前的母親，就是這樣的因緣。     

    我在南投縣中寮鄉念國小的時候，經常要補習，必須經過內山的

墓地，心裡總是毛毛的。有一天傍晚回家時，發現前方有個穿白衣服

的吊在那裡，那時我不懂佛法，不懂道法，也不會念「南無天上聖母」，

只是怕得要命，不敢走過去。 

    困在那兒將近一個鐘頭，天色越來越黑，燈籠也快沒油了，心中

更是焦急，不得已，壯起膽來，撿了一塊石頭用力丟過去，「啪」的一

聲，「白衣服」掉了下來，原來那是一串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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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我上學經過的時候，樹上香蕉還裸露在那裡，後來農人在果

實上套袋，在昏暗的傍晚，遠遠看起來就像穿白衣的人吊在那兒。 

    當時我們若懂得念「南無天上聖母」，聖母就會幫忙護持，叫人來

跟你作伴，就不用嚇成那樣了。 

 我們晚間開車的時候，先扶著方向盤，念十二句「南無天上聖母」

再上路，一定一路順利。 

    如果我們要去看醫生，先面向東方，念十二句「南無天上聖母」，

請聖母保祐，「讓醫生看得到我的病」。這樣你會很快痊癒，因為醫生

能找到你的病源，否則你可能會多吃很多苦。 

    我們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副秘書長田力維先生的令堂，有次

生病住院，田副秘書長就祈求王禪老祖幫忙。結果，醫院給老太太安

排的病房裡，床頭竟然貼有一張王禪老祖的聖相！老太太很安心地住

了進去，當然，很快就痊癒出院了。 

    我們若遭人誣賴，也可以請求聖母幫忙，祂會化貴人給你，幫我

們洗刷清白。 

    日本有一個「天上聖母會」，經常來台灣禮敬媽祖婆。日本人把媽

祖稱為「天神」，因為媽祖在日本救了許多許多人。 

    媽祖有千百億個化身，隨時可以示現在世間任何一個角落，救度

苦難中人。我們學習媽祖的精神，我們就是媽祖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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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廿五年前，我在經營中興測量公司時，有次到高雄洽公，在高雄

市政府當總工程師的師兄，帶我去看一間媽祖廟。這間媽祖廟設在一

戶民宅裡，我剛踏進去，媽祖面前就現出一道光，我知道這裡有一龍

穴，立即找了兩塊磚頭埋在地下。 

    過了四、五天，師兄打電話給我說，媽祖扶鑾，叫我趕快過去。

我到了廟裡，心裡有點忐忑，不知道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等到夜裡

兩點半，媽祖降乩，說是笨港的媽祖降臨。笨港就是現在的北港。 

    媽祖告訴我，祂要坐在我埋磚頭的地方，並囑咐我，結合管理委

員會的委員們，把廟蓋起來。 

    我覺得奇怪，媽祖十六歲得道，廿九歲就成道，怎麼有時間研究

風水地理，知道那個地方是龍穴？媽祖告訴我，祂從無量劫以來，屢

次轉世來世間，對於易經風水早就有研究了。 

 原來如此，我不敢怠慢，趕緊幫管理委員會規劃，把廟蓋了起來。  

    過了很久，我再到這間廟時，剛好碰到一位老先生在哭求媽祖，

他的兒子得了急症，送到醫院急診，醫生卻說沒希望了，叫他回去準

備後事，他只好來懇求媽祖慈悲救度。 

    老先生拜著拜著，突然，在廟前田裡工作的一個農人，放下鋤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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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進來，在殿前有模有樣地開示說，媽祖已派人救了他兒子，叫老

先生趕快回去。老先生和我都愣在當場，不知說的是真是假。難道是

媽祖透過他來傳遞消息？ 

    不一會兒，老先生的家人騎車趕來，說是醫院來電話，患者已脫

離險境。 

    還有位信徒，她先生喜歡喝酒，每次喝醉回家，都對她施暴，拳

打腳踢。這位信徒忍無可忍，就去向媽祖訴苦。當晚睡覺後，夢見一

位臉黑黑的老婆婆告訴她，丈夫如果再這樣，就高呼「媽祖救我」即

可。 

 隔兩天，丈夫又喝醉回來，捲起袖子就要打她，信徒立即高呼「媽

祖救我！媽祖救我！」突然，她丈夫的巴掌打向自己臉頰，打到兩邊

都紅腫。 

    這位信徒有次來參加法會時，把這段經過告訴我。她說，從那天

以後，丈夫再也不敢打她了。她還問我，夢中所見那位黑臉老婆婆就

是媽祖嗎？怎麼這麼老？ 

    我告訴她，香火旺，會把神像薰黑，白臉媽也會變成黑臉媽。而

且聖母會以各種因緣來示現，那天媽祖如果現少女模樣，妳可能就不

容易相信了。 

    媽祖實在慈悲又靈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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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諸位十方善知識： 

    我們「唯心宗」的祖師王禪老祖開示，叫我們學習媽祖「慈航普

度」的精神，廣傳易經風水妙法，普利眾生。我們已在全台各鄉鎮開

了兩百多班先修班，目前全部學生有八千多人。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開

課，都祈請諸天聖神佛菩薩降臨課堂加持，並護祐地方平安。 

    我們禪機山仙佛寺也遵照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聖示，在今年(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的九月六日，開辦「世界華人易經風水學養賢班」，

各國華僑回來參加為期四個月的密集研修後，將返回僑居地，把易經

風水妙法以及媽祖的慈悲精神，廣傳世界每一角落。未來每年我們都

會陸續開班，培養更多人才，參與此一任務。 

    養賢班的同修今天都到了現場，請站起來，我們大家鼓掌給他們

歡迎與勉勵。 

    我們傳這些妙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一切真理，能夠趨吉避

凶。天上聖母祂代表著觀世音菩薩的願力，代表觀世音菩薩的神通力，

在世間普度眾生，若我們不幸落海漂沉，或是有人要把我們推下山，

或是遭遇其他災難，我們念「南無天上聖母」，媽祖一定應化各種人來

相救。 

    我們若在山裡遭野獸圍困，跑都跑不掉，不如坐了下來，合掌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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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天上聖母」，就是被吃掉了，我們也不會墜落下去，我們也會成

道，和媽祖在一起。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平日拜哪一尊神，心裡要清楚，念祂的

名號要念成習慣。譬如我們拜媽祖，要經常念「南無天上聖母」，事情

來臨的時候，我們一聲「天上聖母」或「媽祖婆」，災難自然會避掉。 

    我們平日點香拜媽祖，香舉起來的時候，先吸一口氣，再緩緩吐

出，讓心靜下來，然後非常虔誠地看著媽祖的眼睛，接著念請神偈：「聖

神仙佛在天台，大發慈悲降下來；弟子一心虔拜請，特求賜福與消災。」

這樣，我們請神一定能請到。 

    如果今天要出門做生意，我們就向媽祖稟告，祈求讓我們結到好

緣分；如果要參加考試，就祈求能智慧大開。媽祖一定保祐我們，讓

一切順遂。 

    有人問過我，到了國外，祈求媽祖有用嗎？當然有的！媽祖有具

足的神通力，「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但要記得，我們念「南無

天上聖母」，無論什麼時刻，一定要面向東方，才能接到光。 

 我們大家敬拜媽祖，藉著媽祖的因緣，大家這輩子能廣結善緣，互

相成就善緣，這即是慈悲，即是「天上聖母」的大愛精神。 

    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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