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罗尼功德感应录】日期：2015/11/20 - 2018/1/20. 

这些记录都是佛友们念诵以后的真实感应回馈，以让诸位刚念诵的佛友们，会以此感

应实录得到不退转之信心和赞叹阿閦如来和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羅尼的灵验殊胜功德力。 
 

【1】 一位佛友回馈说:  出外的人缘很好，与人交际很顺利，没有恶缘，比如外出的

時候，人都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好，甚至彬彬有礼，对比以前时常被人藐视甚至无礼

对待，区别很大，感觉此陀罗尼的威力非常殊胜！ 
 

【2】一位佛友回馈说:  梦境十分殊胜，梦境里的仇家和敌人都亲自來和他认錯，求和

好，过往此佛友的梦境都是被追杀，被欺负，甚至还有鬼魅來吸取其精气，导致气虚

体弱，诵持此陀罗尼後有此種殊胜的变化，可见此陀罗尼的威力多麽强大。 
 

【3】一位佛友回馈说:  持诵了此陀罗尼后，感觉内心变得很开朗，产生了自信心和精

力，和以往的懒散性格相比，起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会主动做家务，很有精神，不会

时常打瞌睡；这都是因为体内有了陀罗尼阳刚的加持力故。 
 

【4】一位佛友回馈说:  念诵此陀罗尼后，感觉突然间得到很多朋友和亲友的相助，比

如突然间他们送他礼物，打电话來問候和关怀他，有困难时求他們帮助也不会如以往

般拒绝他。 
 

【5】一位佛友回馈说:  他本身念诵和修持不下一百多种咒语，而念诵此陀罗尼和他数

十年念诵的陀罗尼相比，此陀罗尼不但感应快速，加持力强，比如会头痛，全身发热，

感觉体内有很大的能量，甚至不能入睡，由此可知此陀罗尼的加持力有多强！ 
 

【6】一位佛友回馈说:  念诵此陀罗尼后，每天都很幸运，做事都很顺利，不会如以往

般一直有阻碍，比如公司的上司，都不会如以往般诸多挑剔和为难他，很快就批准他

所建议的一些事情。 
 

【7】一位佛友回馈说:  做事会很专心，很努力，精神集中力很强，念书温习功课都很

有精神和劲力，不如以往般懒散度日。 
 

【8】一位佛友回馈说:  他本身是患有人群恐惧症的，念诵此陀罗尼后变得有自信和敢

于面对人群，不会有莫名奇妙的自卑恐惧感，反而还敢主动和别人搭讪交谈呢！ 
 

【9】一位佛友因爱情失意而自暴自弃，持诵陀罗尼不到一天，竟意外得到一位美丽

高挑的美女来和他搭讪，而当天他是不修边幅，看起來身还很邋遢，竟然会发生这种

事！此佛友本來懷疑是不是仙人跳的圈套，過後發覺不是，随后的几个星期此美女还

和他用短讯一直交流；让此佛友惊异此《 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罗尼》的不可思议力量。 
 

【10】一位从事理发师的佛友希望可以求财，而念诵某某陀罗尼和咒语多年也不见的

特别有效，因为此佛友的理发厅是在一间比较旧的购物中心里，所以人潮比较少，加

上最近此大厦装修，生意更是门可罗雀，而持诵此陀罗尼不到几十遍求财即获得感应，



神奇的就是，不但以前的旧顾客又回来光顾，而且还有新的友族印度人和马来人也来

光顾，因为通常友族都会光顾自己本身种族的理发厅，较少去华人的理发厅，而这些

求财感应是持诵陀罗尼前没有的，此佛友欢喜赞叹；由于很快就得到了 《阿閦如来》 

和《 紫红花金刚明王》 的迅速感应和加持，所以他就很虔诚的专修此陀罗尼了。 
 

【11】一位来自法国的女信徒回馈说: 念诵了 3 遍《 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罗尼，即见

到《阿閦如来》亲自来带走了亡灵。 
 

【12】一位从事护士业的女佛友，因为上班路途看见路边有一只小狗死在路边，而心

生慈悲，晚上回家念诵此陀罗尼超度此小狗，结果当天晚上梦见附近的一群小猫小狗

亡魂，这是因为当天早上这群小猫小狗的亡魂看见女佛友发心要超度小狗而念诵此陀

罗尼的时候，看到她顶上的紫红花放出殊胜光芒，所以也随着她回家要求超度，随后

《阿閦如来》在天上放出紫红色的光，把这些动物灵超度到他的妙喜世界净土。 
 

【13】一個移民去大陸姓陳的台灣人誦持此《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罗尼》的感應回馈說:

【DHUMALA-RAKTA-PUSPA-VAJRA-VIDYA-RAJA-DHARANI】這個咒語殊勝感應不計其數：   

工資增加，就連買東西時，店家也會自動給打折扣，這些現像是持咒前沒發生過的。 

這個陀羅尼，不只是世間，甚至出世間的利益也是很有感應，小弟持誦咒語沒多久，

就夢到已去世的曾祖父因這個咒語的功德，從鬼道得超生《阿閦如来》歡喜世界淨土。

沒特別去求什麼，這個陀羅尼竟有如此大的威力。【2015/11/21 Skype 通話】 

這個咒語讓我覺得最神奇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回家走在路上，突然下起大雨，只

好暫時找個地方躲雨，我就在這時候持誦這個陀羅尼，希望雨勢能變小，讓我能夠順

利回家，結果只過了短短 5 分鐘，滂沱大雨就停了，烏雲散去，太陽出來，變成好天

氣，真的是《阿閦如来》和《 紫红花金刚明王》的加持！【2015/11/26 Skype 通話】 

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竟然會夢到天人向我禮拜，那個感覺，很不可思議！

【2015/11/27  Skype 通話】 

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持誦者本人頭頂竟有巨大的紫水晶！自己夢中親眼所

見！【2015/11/27 Skype 通話】 

昨天坐公車路途中經過墓地，當時我在利用坐公車的時間來念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

羅尼，結果當天晚上在睡夢中竟有亡魂要我念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來幫他超

渡！並說此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已讓靈界為之震動！【2015/11/28 Skype 通話】 

蔡先生，打擾了，《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持誦到現在，昨天心血來潮買了一張

彩票，中了 100 萬人民幣！讓我太吃驚了！【2015/12/25 Skype 通話】 

蔡老師，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到現在，時常會覺得身體很熱，感覺身體充滿

了巨大的能量，就連冬天騎車出門冷風嗖嗖，我衣服穿得少，卻不覺得冷，全身暖洋

洋地，好像佛光照著一樣！【2016/2/25 Skype 通話】 

蔡老師您好。今天去爬山，在山中遇到毒蛇，對我吐著信子，當時十分害怕，情急

之下馬上念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心咒，念到數十聲時，毒蛇竟神奇趴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當下趕緊離開下山。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驚奇，全是此咒的威神之

力加持！【2016/3/9 Skype 通話】 



老師好。瑞獸非傳說之虛擬，乃現實存在！適逢五濁惡世，很多瑞相祥意逐漸遠離

娑婆世界，致使很多瑞獸也慢慢淡化出人類視野。麒麟的首似龍，形如馬，狀比鹿，

尾若牛尾，背上有五彩毛紋，腹部有黃色毛，口能吐火，聲音如雷。這是最近持誦

《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的感應。【2017/10/29日發自微信】 

老師好。最近一次晚上在持誦完《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之後，再加念《端嚴摩

尼種種清淨建立如來》的佛號，突然之間入定了。隨後《端嚴摩尼種種清淨建立如來》

這尊佛出現在我面前，如來身紫金色，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圓光一尋，其光周

遍，熾盛照曜，猶如七寶。我的心神離開身體后，還看到自己的色身端坐在床上，幻

身卻隨著佛來到佛的淨土(寶燈世界)。其世界七寶所成，其城四面廣一由旬，多諸人

民，安隱豐樂，彼諸男子及諸女人，童男童女，一切瓔珞莊嚴其身，上妙寶冠嚴飾其

首，容貌端嚴，有大威力，勇健精進，智慧具足。彼世界中所有花樹及諸香樹，皆是

七寶所成，水生諸花，亦是七寶所成，陸生諸花，皆是閻浮檀金所成。 

之後幻身回到色身，感覺整個宇宙如一個圓球，全部顯現在自己的身腔中，歷歷分明，

如觀掌中之物。這時傳來一陣鬧鐘聲，就在這聲音中出定了，雖然感覺定境只不過是

彈指之間，原來已經是凌晨四點了。入定時間是在晚上 10 點多左右，出定時已經過

了差不多 6 個小時，但我卻不覺得累，反而覺得精神很好，身心清淨，充滿法喜。

【2018/1/20日發自微信】 
 

【14】一位读医科的佛友回馈说:  他时常和在加拿大留学的女友吵架，而此女友态度

刚烈暴躁，十分情绪化，曾经有一次在 2011 年吵架后，竟然赌气搞失踪长达 2 年之

久！而在 2015 年 10 月期间，他们又发生吵架，他的女友因为赌气，又搞失踪，音讯

全无。而他持诵了此陀罗尼后，女友在短短两星期後就回复了他发的电邮，让他很惊

讶。甚至最近於 2015 年 11 月又和这位女友吵架，以这位女友的刚烈暴躁脾气，是万

万不肯先低头认错的，即使佛友跪地求饶都不会原谅；但此佛友虔诚持诵此陀罗尼后，

女友竟然三百六十度转变以往的态度，还和佛友认错道歉，并且答应反省修改自己的

脾气，让此佛友对此《 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罗尼》的威力啧啧称奇不已！ 
 

【15】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北部的女佛友回馈:  这位佛友从事占卜事业，因为是灵异体

质，可以见到鬼神，并且和他们沟通，因此占卜问事都很准确。她持诵此《 紫红花金

刚明王陀罗尼》后，当天晚上看见自己顶上有很大的水晶状的紫红花放出紫红色的光

芒，过后不久，她家门前来了一大群的天人、鬼神、森林的夜叉和小鬼，在外喧哗，

因为此佛友是居住於比较靠近森林的地方，所以比较多这些小鬼和夜叉，而此佛友生

性柔弱，心里非常害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群众生进入其家后，就对其顶礼膜拜，

好像觐见皇帝一般的恭敬，并且阐明愿意为其效忠差遣。此佛友心安定后，就用她的

天眼观察，原来是因为她顶轮上的紫红花，有《 紫红花金刚明王》的本尊怀爱、敬爱、

勾摄力的加持故，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使她惊讶不已！2015/11/20 日晚上。 
 

【16】马来西亚万挠佛教会的蔡文端居士和佛教会的佛友们第一次共同念诵此陀罗尼

的时候，竟然和往常持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的音调不一样，念诵出泰国僧人念诵经



典时高低起伏的殊胜音调，异常动人，让他们啧啧称奇；后来通过一位佛友用天眼观

察，见到持诵此陀罗尼的时候，佛教会的天花板上出现了巨大的水晶状的紫红花，绽

放出紫红色的七彩佛光，迎请来了天界的亁达婆 和紧那罗天人降临；因这两尊天神是

负责天界妙音歌声的天人，所以他们就以神通力来加持念诵此陀罗尼的音调，因此蔡

老师和佛教会的佛友就经历了一次特殊音调的念诵共修会。2015/11/21 日晚上。 
 

【17】一位大学生回馈: 自己本身在宿舍有一位同窗室友，持诵此陀罗尼后，获得很

大的敬爱力，比如他的宿舍室友竟然会主动问他要吃什么，为其外出购买食物，然后

还帮他整理书桌和衣服，仿佛是主仆关系一样顺从，这是以前一同居住了 2 年都没有

发生过的事情和神奇感应！这都是因为《 紫红花金刚明王》拥有勾摄六道众生怀爱、

敬爱的大神通力故。 
 

【18】台灣一位姓謝的佛友回馈: 蔡老師，您好。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感應真是太

快了，且太有效了！[12/12/2015 4:05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我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昨天買了一張彩卷，竟中了 50 萬！自己

真是覺得又驚又喜，這個咒語的感應非常快速，真是太殊勝了！[1/8/2016 6:22 PM] 

上次蔡老師給我《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18th edition 2015/11/23.版，每天一

有時間我就持誦，對生活上的改善非常顯著！[1/8/2016 6:44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您好。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到現在覺得自己的精力和記憶力都

增強了！身體變得很輕鬆，一些病痛也消失了，運氣越來越順了，有時候還會聞到一

股非常香的檀香味！[2/29/2016 6:36 PM Skype 通話]  

謝 xx:上次您給我的《不空摩尼供養真言》，念誦之後再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

羅尼》，真是有非常殊勝的感應。[4/4/2016 3:34:23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什麽樣的感應 ？[4/4/2016 3:34:53 PM Skype 通話] 

謝 xx: 夢到阿閦如來和一位非常年輕的男菩薩(推測應該是聖妙香醫菩薩)帶我到妙

喜世界一游，此妙喜佛國莊嚴無比，不是我們這個娑婆惡世所能比擬的！對了，妙香

醫菩薩有說，台灣人普遍人心和共業太重，信奉邪魔外道神祇的人非常多，信奉佛教

正法的人卻是十分的少。[4/4/2016 3:36:02 PM Skype 通話] 

謝 xx: 最後叮囑我等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者要不退道心，精進持誦此陀

羅尼。阿閦如來、妙香醫菩薩、妙喜世界的諸菩薩和紫紅花金剛明王護法，均會擁護

持誦此陀羅尼者，不會被外來的邪魔邪神所干擾。[4/4/2016 3:54:15 PM Skype 通話] 

謝 xx: 台灣的大多數宮廟早已沒有正神存在了。[4/4/2016 3:54:43 PM Skype 通話] 

謝 xx: 上次阿閦如來和妙香醫菩薩帶我到妙喜世界一游，最後，妙香醫菩薩帶我回

來我們這娑婆世界時，在上方就看到一些乌煙瘴氣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夜店)，我立

刻看到這些地方的人們身上都有邪魔鬼魅纏身，在吸食這些人的精氣，嘴對嘴在吸食，

但那些出入這些地方的人卻毫無感覺。妙香衣菩薩說：這些邪魔鬼魅，都是人的邪淫

之心招來的。[4/23/2016 7:51:09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哦，原來如此啊，我從來不喜歡去那些地方。[4/23/2016 7:51:47 PM Skype 
通話] 



謝 xx: 妙香醫菩薩說:如果是人的邪淫所招來的邪魔鬼魅附在身上，天神、諸神是

無法可管的，也沒辦法懲罰這些妖魔鬼怪。[4/23/2016 7:51:49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感覺氣氛很不好。[4/23/2016 7:51:56 PM Skype 通話] 

謝 xx: 那畫面看了真的會嚇到，鬼魅在舔人的嘴唇吸食精氣。[4/23/2016 7:53:01 
PM Skype 通話] 

謝 xx: 比較小一點的鬼魅就在這些人的下體部位吸食，被吸食的人卻毫無感覺。這

些地方(夜店)是邪魔鬼魅最喜歡的場所。[4/23/2016 7:54:16 PM Skype 通話] 

謝 xx: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在這末法時期，阿修羅、魔王、邪魔鬼魅的法力大增的

原因之一。[4/23/2016 7:55:05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聽說有些魔會變成人，跟人交媾，吸取人精氣 ？[4/23/2016 7:55:44 PM 
Skype 通話] 

謝 xx: 對，沒錯，這是真的！[4/23/2016 7:56:02 PM Skype 通話] 

謝 xx: 通常都是那邊(夜店)最多，非常之多！[4/23/2016 7:56:41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您應該在各大佛教論壇發表，警惕世人。[4/23/2016 7:56:50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在 Youtube 上看到有很多鬼魅撲在人的身上的畫面其實都是鬼魅在吸取人

的精氣！[4/23/2016 7:57:56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很多人看了都不相信，說是假的，其實那些畫面不是用 3D 技術作出來的，

而是真的。[4/23/2016 7:58:33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還有一些人在睡夢中被鬼魅性侵，奪取精氣，男女都有，也有同性戀的鬼

魅。[4/23/2016 08:01:00 PM Skype 通話] 

謝 xx:《而我在阿閦如来面前发下大愿，来此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堪忍之国，弘

法任务当不简单，一定会有不少毁谤，不信，我当可笑骂由人，且看这些人往生死后，

阎罗地狱，修行果位当真不假！妳应该好好修行！人间如火宅之苦，若火势业障已经

蔓延身边，恐怕已经是轮回之时了。我且梦中现身，为你增加佛心坚固，记得，人间

如梦，佛土方真！》（聖妙香醫菩薩的開示）[4/23/2016 08:01:10 PM Skype 通話] 

謝 xx: 這個，聖妙香醫菩薩說的很對。[4/23/2016 08:01:31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奪取精氣之鬼魅，念藥師佛可以防止，還可回收被奪的精氣，藥師佛十二

大願裡面有說到。[4/23/2016 08:03:10 PM Skype 通話] 

謝 xx: 嗯! 不過，如果說一邊念佛，又邊又邪淫，哪，佛菩薩是不會護衛的! 
[4/23/2016 08:04:21 PM Skype 通話] 

Chen xx: 這種行為不改的話，那就沒辦法了。[4/23/2016 08:05:38 PM Skype 通話] 

謝 xx: 絕對不能邪淫，邪淫為萬惡之首。[4/23/2016 08:06:29 PM Skype 通話] 
 

【19】台灣一位医生佛友回馈: 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福報來的非常快！ 

一位同事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買彩卷中了 1000 萬台币！這個陀羅尼

真是太殊勝了！令我感到吃驚，此陀羅尼真的是咒中之王！[12/12/2015 11:13:36 AM]  

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後，最近許多親戚朋友都送禮物給我！[12/18/2015 8:25 

PM Skype 通話]  



Mr. Chua，您好。一些有靈體附身的病人，經我念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迴向後，

病人附身的靈體離開時都很歡喜，都被阿閦佛超渡到淨土去了！[12/19/2015 11:42 PM] 

最近遇到很多這類病人，就試著念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來超度這些附身的靈體。  

[12/19/2015 2:41:46 PM Skype 通話]   

一個經營水果生意的朋友念誦了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後，生意特別好，賺了很多

錢。[12/24/2015 9:29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您好。和你分享一則朋友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的感應。我有一位朋

友，也是醫生，他是在別間醫院當醫生，他持誦國語版佛頂尊勝咒已有一年的時間，

每次持完尊勝咒都迴向給已過世的母親，但都毫無感應。他開始對咒語有了退轉之心，

直到今年 1 月份的時候，我們在一次聯合醫院的定時會議中相遇，他跟我說了他的情

況，我就把蔡老師您翻譯的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和它的感應錄打印了一份給他，並

和他說此陀羅尼非常靈驗，用心持誦一定會有感應。他回去之後就非常精進的持誦，

大概過了 7 天，他跑來找我說，他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持到第 7 天的時候，當

晚在睡夢中，見到他那已過世 3 年的母親，從棺材裡飛了出來，被一尊全身散發出藍

寶石光的佛接引走了，他母親離開時面容歡喜的跟他說：“謝謝你！兒子！因為你持

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我才得以脫離鬼道，得生阿閦如來淨土。”話一說完，他

就夢醒了，這之後他就很虔誠的專修此陀羅尼了。[2/9/2016 6:32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您好。我有一位朋友，也是醫生，她的體質比較特殊，看得見靈界的眾生。 

她在夢境中時常看到鬼魅要來吸取其精氣，甚至有的鬼魅還非常兇惡，張開血盆大口

要來吃她，導致她睡不好，沒有精神，氣虛體弱。她持誦了國語版大悲咒一年多始終

沒什麽效果，令她對咒語產生了退轉之心，直到她持誦了《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

後，情況才改善了。她說她在持誦此陀羅尼時看到自己頭頂上出現紫紅色的水晶，以

往那些來騷擾她的鬼魅都親自來和她認錯，對其頂禮膜拜，並說願意為其效忠差遣，

令她對此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的威力驚嘆不已！[2/20/2016 11:44 PM Skype 通話]  

我那醫生朋友說：她持誦了《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後，感覺身體精力增強了很

多，持誦國語版的大悲咒卻沒有這種感覺。[2/21/2016 1:08:32 AM Skype 通話] 

這個陀羅尼的加持力真的很殊勝！[2/21/2016 1:16 AM Skype 通話] 
 

【20】台灣一位姓黃的佛友回馈:《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真是太厲害了！財運增

加非常明顯，買彩券中了 50 萬，太高興了！[12/14/2015 6:45 PM Skype 通話] 

能得到這個陀羅尼，我覺的無比的辛運！[12/14/2015 6:51 PM Skype 通話] 

就連朋友都覺得吃驚，開始向我索取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 16th edition 2015/11/21。

[12/14/2015 7:27 PM Skype 通話] 

《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朋友持誦之後，薪資增加，令她很是歡喜。[12/18/2015 

9:23:23 PM Skype 通話] 

這個陀羅尼感應快速，令持誦者心生歡喜。[12/18/2015 9:24:22 PM Skype 通話] 



我有一位朋友，自從跟我索取《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之後，就時常念誦，有時

候會念誦到自家屋頂出現彩虹。他做的是地產生意，平時樂善好施，常將賺到的錢用

於扶貧行善，所以自然也常得菩薩的護佑。有一次朋友有一塊地皮託他賣，有人願出

800 萬台幣收購，他就想賣了，結果當晚夢見四大天王來託夢，叫他再等一段時間。

朋友夢醒後便按四大天王所說，按兵不動。後來這塊地的價格又翻了幾倍；這都是持

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之後的感應。[1/25/2016 2:32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您好。之前和您分享的那位做地產生意的朋友，原本預定在 2 月 5 日

【2016 年】到高雄去談一筆地產生意，因這筆生意大，非 1 至 2 天能夠談成，朋友已

預定在高雄住宿幾天，但在出發的前一個禮拜，連續做噩夢，夢到自己在瓦礫堆中被

活埋而死去，異常真實，朋友夢醒後汗流浹背；直到前一天四大天王入夢中叮囑他說：

因他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我等四大天王皆是此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的擁護

者，因他平時樂善好施，樂於助人，因此善因，特別叮囑他，叫他不要去高雄，因此

地於 2 月 6 日會有一場大災難，若強行前往，可能會命喪此地。沒想到 2 月 6 日當天

凌晨高雄發生大地震，死傷慘重，很多人都被活埋，他事後回想起來，若當初沒有那

逼真的噩夢，以及四大天王的托夢告知，他可能已遭受此劫難。[2/10/2016 12:40 PM] 

蔡老師，您好。上個禮拜，有一位住在本市經營眼鏡行的陳先生忽然騎著機車來拜

訪我，他說他有一個兒子，現年二十九歲，自從五年前開始談親事，始終都沒有進展，

他曾好幾次到寺廟求神卜卦，也得不到結果；去問相命卜卦，一個相命師甚至對他鐵

口直斷說：“你的兒子，一生婚姻都談不成。”因此一直為此事感到很困擾，後來聽

到我那作地產生意的朋友說，自從在我這裡取得《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念誦之後，

有很神奇的效果和快速的感應，他就來找我要一份紫紅花金剛明王羅尼。自從他跟我

要了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後，就非常精勤的念誦，萬萬沒想到才過了五天，便有人

自動上門來介紹親事，而且男女雙方一見面便談得很投機，對彼此的印象都很好，結

果還不到兩個星期便宣佈訂婚了！多年來一直讓他們全家困擾的問題很快就獲得解決，

令他感到不可思議。[2/1/2016 2:49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持此《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最近都會夢到自己飛在天空上，有好幾

隻金龍圍繞在我身邊，全身頓時覺得非常輕鬆。[3/6/2016 2:08 PM Skype 通話] 
 

【21】台灣一位姓蔡的佛友回馈：蔡老師，您好。持誦《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到

現在，真是妙不可言，工作非常順遂，一直升到副理這個職位，上司也不像以往一樣

百般刁難，運氣也越來越好！[2/21/2016 1:42 PM Skype 通話] 

此紫紅花金剛明王陀羅尼的加持力真的非常快，持誦者感覺全身都充滿能量，身體

精神都非常好。[2/21/2016 4:13 PM Skype 通話] 
 

【22】台灣一位姓 Chen(陳)的佛友回馈：蔡居士，您好。末学是台湾的同修，最近学

了很多您的咒语，非常感谢您的奉獻。最近在学《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因为教



學版的念诵速度有点快，所以末学就將它一句一句切割来学，结果那天要睡觉时，感

觉头有一股非常大的气压整个炸开，隔天就拉肚子，不知是不是消业障还是啥，觉得

这个陀羅尼的加持力非常大。[2/28/2016 7:12 PM Skype 通話] 

前天睡覺前頭腦又好像被紫紅花炸開來一樣，發覺頭腦變得很好，講話清晰有理。

[3/3/2016 7:29 PM Skype 通話] 

老師，這幾天我很認真的持誦，跟別人介紹《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剛才念了

10 遍，感覺有點累，就去休息。結果醒來發覺有很濃厚的香氣，花香的味道，整間房

子都是，還有我的手掌也是！[3/8/2016 10:47 AM Skype 通話] 

我以前幫人家助念，對方家屬有時聞到檀香味，但是我自己卻沒聞到。我知道誠心

幫人佛菩薩就會降臨，但是我自己真的沒有聞到香味，也不敢亂講。[3/8/2016 10:50 

AM Skype 通話] 

說起來也不好意思，房子有點亂，這陣子有鬼神干擾，一直跟他們對抗，所以沒啥

精神去整理房子，照理應該會有怪味，但我一直播放《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視頻

不停，加上自己也念誦，反而沒有臭味，而是香味！[3/8/2016 10:52 AM Skype 通話] 

昨天我施食时，把《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視頻用平板电脑放给靈界众生看；要

睡觉时我拿到床头自己听，结果一群众生还是地基主来找我，说他们要用，我就把平

板电脑拿去窗边給他们看。[3/11/2016 12:56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您好。和你分享一下，也不知算不算感應。昨天念了《紫红花金剛明王陀

羅尼》，還有聽老師翻譯的文殊八字大威德心真言，今天半夜睡覺時感覺靈魂快要出

竅，靈體 360 度一直迴旋，我就默念阿閦如來聖號，結果就被帶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我內心感覺是極樂世界，因為我以前都發願去西方極樂世界，就連接觸《紫红花金剛

明王陀羅尼》以後也有點猶豫，是要去極樂世界？還是妙喜世界？那邊漂亮到無法形

容，還有很多神鳥，不知道是鳳凰啥之類的，後來靈體就慢慢的回到地球來了。

[4/16/2016 1:57 PM Skype 通話] 

感覺不像做夢，是靈體出竅吧！[4/17/2016 1:00 PM Skype 通話] 

我有幾次靈魂快出竅，都是念國語版的阿彌陀佛號慢慢收回來，而這次心中很鎮定，

念阿閦如來的梵名，一下就被帶到一個樂土，而且是從上空鳥瞰下來。[4/17/2016 

1:03 PM Skype 通話] 

蔡老師說 108 遍加密版的《紫红花金剛明王陀羅尼》佛友聽了以後很快就能開智慧。

我朋友也將中脈七輪活化頂輪的音樂加入了這個音頻。[4/17/2016 1:04 PM Skype 通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LufT7D1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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