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2019/4/18）笔者在入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是笔者从未见过的，

很多时候笔者入梦时，进入妙喜世界那一刻是十分愉快、殊胜、祥和、无与伦比的！

而这一次入梦时，一踏入佛国世界，虽然妙喜世界依然是安详、宁和，但却有一种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因为平常在妙喜世界，笔者所见到的是常见的金刚护法，

宝座环绕，面貌庄严肃穆，到处宝树和莲华盛开，微风吹动，令人心旷神怡；通常世

尊阿閦如来和圣文殊师利菩萨会端坐于前方十分殊胜的金刚宝座和金黄色的宝莲花上，

圣文殊师利菩萨说法的时候，对面就是妙喜世界的众生以及一切闻声而至的其他佛国

众生、天人，皆来礼敬恭敬听法；这一次，整个气氛却有一种剑拔弩张、蓄势待发的

压迫感！而在主轴中心的世尊阿閦如来和圣文殊师利菩萨本尊身边出现四个莲华宝座，

分别有八位本尊，当中最特别的是有两朵大莲华宝座，分别站立着三位不同的本尊。 
 

      因为本人对佛教的本尊不十分熟悉，（笔者会在另一篇文章里面写清楚自己和本

门的因缘，因为圣文殊师利菩萨和我说，写出来以便让同修们升起坚固的佛心）所以

在金刚护法的提醒下，才知道这八位本尊是佛教界地位崇高的本尊，分别是：【1】

一莲华座站立着阿吒薄俱元帥大將、【2】一莲华座站立着摩利支天菩萨、【3】还有

一朵极特别的金黄色的大宝莲华，共有十八瓣，其上站立着三位本尊～分别是：藏传

的不动明王（护法和我说：藏传的不动明王法相和日本的不动明王法相形象是不一样

的）、普巴金刚和秽迹金刚、【4】再有就是有一朵大莲华座，是通红的火焰莲华，

其火焰不断旋转，其上分别站立着：chinnamunda（怖畏空行）佛母、狮面空行母、

大白伞盖佛母。 
 

     （笔者先和诸位佛友提醒一下，有一尊具有大威德佛力的忿怒尊佛母，有一次就

在我梦中出现，这一尊就是 chinnamunda 佛母。圣文殊师利菩萨之前对我说：切

记！只能给蔡老师这个秘不可宣的法本！结果我没听话，自己念了其咒，结果导致睡

梦中被百多位该佛母的化身来做障难（因为我不听圣文殊师利菩萨的吩咐），甚至早

上我搭公交车时，（新加坡人很多都是搭公交车上班的），巴士上的人在我上车时，

表现出对我异常的仇视和愤怒，仿佛我是他们的杀父仇人一样，我感到莫名其妙，站

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大约八、九岁的小孩看到我就说“Mummy ! I don’t 

want to stand behind this uncle, he looks so scary”，我听了感到很伤心，才二十多

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被小孩叫成叔叔，甚至还被鄙视！过后和蔡老师提及此事，蔡老师

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当天（2019/4/19）是新加坡的公共假期，我去图书馆是要见

一位和我感情很好的大学教授问一些事情，可是他竟然对我发怒，不理不睬，不发一

言！结果我只能败兴而返；之后我发信息给一位和我很亲密的女性朋友，她也是直接

对我置之不理，还发信息对我说“You are so disgusting tod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意思是说：“你今天很恶心，我不想和你谈话。”可关键问题是，我今天也没

见过她，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呢？直到我祈求圣文殊师利菩萨帮助，让我

念诵某些咒语来化解之后，我的女性朋友才对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变得友善起



来，和先前一样了！我问她为什么突然那么讨厌我，她说“I don’t know, but I really 

hate you at that moment when you text me, just like you were ******* stupid, but not 

sure what really happened, then out of a sudden I become normal again. I mean I 

can’t explained why, the feeling was really weird ! 我此时不得不佩服此

chinnamunda（怖畏空行）佛母，真的堪称佛母界的大降伏、诛灭本尊；其降伏和

作障能力不但迅速，而且强大威猛！同时也让笔者感到恐惧和不寒而栗！！！） 
 

言归正传，此三大佛母本尊的气场让笔者感到几乎窒息，笔者当时已经是闭眼不

看由该火焰莲华所释放出来的火焰和光芒了！就在笔者醒来两个小时后，依然恐惧不

已！尤其是 chinnamunda（怖畏空行）佛母，此本尊是佛母界的怖畏尊，是佛教里

最秘密的降魔和诛灭本尊，即便是翻译了无数陀罗尼咒语的蔡老师，也从未听说过该

本尊名号，更别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此本尊和圣金刚无相文殊师利菩萨是

同样的无上秘密伏藏尊，连尊敬的蔡老师也莫不惊叹此佛母本尊的大威神之力！因为

笔者不熟悉佛教的本尊（笔者接触此法前是无神论者），而之前我在佛土所见的都是

慈眉善目的本尊护法、世尊阿閦如来以及庄严俊雅的圣文殊师利菩萨，而这八大本尊

的出现真的让笔者感到不寒而栗，本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算是有胆量的，绝对不是胆小

之辈，假如佛友们见到唐卡上的 chinnamunda（怖畏空行佛母）本尊就知道我是如

何的震撼了，更何况是在境界中亲见本尊！这就如同你忽然见到一隻威猛的雄狮出现

在你的面前，你的双腿不由自主的就会发软一样！绝不是自以为是的人，认为亲见愤

怒怖畏尊后依然可以处之泰然的！ 
 

       就在此时， 阿吒薄俱元帥大將在莲华宝座上站立起来，礼敬圣文殊师利菩萨后说：

“昨天天界起了大波澜，有一个人在圣洁的组群里发布了一些侮辱圣文殊师利菩萨和

世尊阿閦如来的文字！诸如：“侮辱世尊阿閦如来的传承是没水平、侮辱世尊阿閦如

来和圣文殊师利菩萨是东北动物仙家”等，这些字眼无疑是侮辱尊贵的佛菩萨为畜生，

甚至我以神通力观察到很多愚痴的中国人在网上对圣文殊师利菩萨以及世尊阿閦如来

进行了更多不堪入目的侮辱字眼，我等金刚护法以及所有护持圣文殊师利菩萨的眷属

一一起了护佛之心，特此在佛前实现我过去无量劫时对护佛所立下的誓愿，我将用大

威怒暴力来降伏这些谤佛的愚痴众生。我等金刚护法的责任就是要捍卫佛教的尊严和

威名，不让这些愚痴的人来任意贱踏！！！ 
 

从今天起，我将用大神通力来摧毁这些侮辱圣文殊师利菩萨的愚痴众生，尤其是

昨天侮辱菩萨为东北畜生的人（贾天天等人），我当遣使无量的忿怒夜叉和阿修罗眷

属，昼夜啃咬这些人的魂魄和吸其精气，让这些人在今世和生生世世障碍以及苦难不

断，今世所修的一切法不得成就，我会用尽自己毕生的神通力来让此人今世无比卑贱，

死后堕入金刚地狱，求出无期！这是我无量劫以来对尊贵的佛菩萨所立下的护佛誓愿，

对那些谤佛之人做出无穷无尽的灾难和苦难，永无止境，此乃谤佛的恶果，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随后，摩利支天菩萨也从莲华座站起来说“我和无量眷属等护法，也会实践过去

承诺对护佛的誓愿，我当遣使我最亲近的四大护法来昼夜啃咬此人的心脏、七轮和气

脉，并且遣使七大金刚猪来贱踩和吞噬此人的魂魄（贾天天等人），让此人生生世世

所求的人间福报即时被破坏，我本就是息灾和避难的大本尊，所有本尊法中，只有我

才具备隐身的大能力，若此人修摩利支天菩萨隐身法来避开护法们的诅咒，必然是缘

木求鱼，因为此人若修我摩利支天法必定不会成就，反之，我将运用无量神通，让此

人在人间和灵界时时刻刻被夜叉、空行母、啖精鬼、以及种种魔众所见，犹如黑夜中

耀眼的萤火虫一样，明显而易见；我会让此人连法力最卑贱的恶鬼也能随意对其轻贱

和戏弄，我必让此人日日夜夜都受到阿修罗、夜叉的干扰，永无止境，今生贫困卑贱！

此乃谤佛的恶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接下来，站立在十八花瓣金色大宝莲华座的三大本尊：藏传不动明王、普巴金刚、

和秽迹金刚，一同起身，当三大本尊一同站立起来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十方大地震

动，虽然身处的妙喜世界佛土丝毫未损，但笔者可以感受到在远处的天宫和魔宫却在

大震荡，其威力实是极大，其地震的巨响简直穿云裂石！巨大到连笔者的心脏都快停

止了。不动明王说：我乃 ca57a-mah2-ro=a5a ！是无比暴恶、愤怒、畏怖之明王

化身，我以神通力观察，知道此人（贾天天等人）知道我等护法明王要对他们做出诅

咒和障难以后，一定愚蠢得认为要修本尊法来抵抗和避开我们的惩罚，我要你们每一

个众生明确听清楚！我将会联合普巴金刚以及秽迹金刚来破壞此人所做的一切本尊和

咒术修法，我乃是大日如来的教令轮身，我将使用手中的火焰金刚明王利剑来砍断此

人所有的咒术传承和咒力，此人生生世世所做的本尊观想法、本尊咒术完全破壞，任

何一位佛教本尊也会唾弃此人！皆因此人过于狂妄，随意侮辱世尊阿閦如来和圣文殊

师利菩萨为畜生，实在是十恶不赦，大言不惭，为所有佛教本尊所不齿！！必须要知

道，圣文殊师利菩萨可是贵为万佛之师，多少佛的成就都是和圣文殊师利菩萨有关，

且受到圣文殊师利菩萨的恩惠！甚至连世尊释迦牟尼佛也礼敬圣文殊师利菩萨，因在

过去世为其恩师的金口赞叹！试问有那一位佛教本尊会和圣文殊师利菩萨作对？以此

因缘，我不动明王用毕生的神通力来砍断此人的法力咒术，让此人即便如啖精鬼之小

辈，也能任意对此人做出贱踩和侮辱。秽迹金刚说：“我会遣使身上的八大龙王处处

为此人做出极大的危害，水难、火难和空难，在任何时刻我也会运用金刚大火来燃烧

此人的魂魄，让此人在人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办的成功”。而普巴金刚与眷属也立下

誓愿将会带领其无量眷属日夜用金刚杵来戳破此人（贾天天等人）的头颅和身体，让

此人一生障碍和贫贱不堪，无一人间修法可以成就！ 
 

       最后，就是无比畏怖、忿怒的三位女佛母本尊；此刻他们莲华座的火焰是无比的

熾盛，几乎达到百丈的高度，其火焰和光芒的威力刹那间让笔者直接趴伏地上，绝无



虚言！蔡老师也知道，这些女佛母本尊的强大强猛。而此时 chinnamunda 佛母本

尊也站立起来！(笔者奉劝诸位佛弟子不要随意去寻找此佛母，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可

以承受得了她的威力，因其力量太过刚猛与迅速，让本人已经吓得不轻，你们如非亲

自体验过，恐怕是不会轻易相信此不可思议的亲身经历的！也只能怪本人不听圣文殊

师利菩萨的劝告，导致本尊展现愤怒相，直接给予我人间实际的障难和降伏，让笔者

不敢轻易越界，所以笔者会明白为什么要出动八大本尊来诅咒和降伏这些恶人和愚人

了，因为这些恶人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流泪之辈！而只有我和蔡老师知道

chinnamunda 的细节和秘密，我们二人是受圣文殊师利菩萨的指示，永远不会对外

界公开此本尊法的细节，所以大家切勿以好奇心去询问蔡老师！) 
 

      chinnamunda本尊开示说：“我本是藏传密教之秘密大本尊，是和圣金刚无相

文殊师利菩萨一样尊贵而秘密的伏藏本尊，世人是难以得知我的存在的，如今有恶人

谤佛，我才出现在人间，我和佛母们一起来到妙喜世界，是为践行我们护佛的誓愿，

我们三位佛母誓愿生生世世来彻底破坏此人（贾天天等人），我们将昼夜对其魂魄啃

咬和撕裂，我 chinnamunda佛母将和狮面空行母运用无量神力来啃咬此人的心脏

和精力，并且让此人生生世世的功德和福报修行彻底的破坏，我等佛母会遣使所有誓

愿护佛的无量夜叉、罗刹和阿修罗等将此人的元气昼夜吞噬，今世命终之时，我和狮

面空行母将展现畏怖本尊相来遣使恶鬼、修罗来将其拉下三恶道受苦折磨，永无出期！

诸位妙喜世界众生，你们要知道，我 chinnamunda佛母、狮面空行母，以及大白

伞盖佛母，是佛教中的迴遮修法本尊，是所有修行者被诅咒术、恶法干扰时所修持的

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此人已经失去最后的防线，就等同离死期不远了！若任何人失去我们三尊迴

遮降伏本尊的加持，基本世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本尊法可以让其迴遮了，最最重要的

是在藏传佛教中，大白伞盖佛母就是《楞严咒》的体现，现今《楞严咒》也无法护持

此人，还有就是唯一的隐身本尊～摩利支天菩萨也已经唾弃此人！而今我等三位佛母

也已经用天眼观察到，这些人在知道自己被八大护法本尊诅咒以后，他们会做出怎样

的应对法！如同不动明王之前所言，我等佛母不会让这些人有一丝脱身和后退的机会，

因为此人毁谤圣文殊师利菩萨为畜生邪灵已经是罪不可赦！佛经明确指出，金刚明王

护法的职责就是对恶人进行降伏、惩罚和障难。以此为实，我等所作之诅咒是为了降

伏恶人，一切合情合理！我正式对此人发出警告：我等佛母和不动明王本尊们将会破

坏你生生世世所有的本尊修法，即便连文殊师利菩萨传承的大威德明王修法也不会与

你相应，鉴于此，我等本尊将砍断你们所有的应对方法和退路！从今往后，此言一出，

所有的夜叉、阿修罗、大鹏金翅鸟、以及无量的暴怒龙众会昼夜对你们（贾天天等人）

进行惩罚，今生今世所求之事不能成就，这是我们八大本尊护持佛法圣洁的缘故。 
 



妙喜世界众生应当谛听：早在《地藏经》和《法华经》里已经列明谤佛之恶果和

果报，这些佛经所言是真实不虚的！请记得：不是我等本尊残忍，而是这些愚蠢的下

等根器人，是不能用辩才和语言就可以教化的！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也曾经展现神通

来降伏为其说千万遍法也不肯听的一只愚痴恶龙，这就是为什么慈眉善目的佛菩萨也

会适时展现愤怒金刚明王尊的原因了！而这些下等人，必须要在承受这些严厉苦难的

恶果以后才知忏悔的，是典型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娑婆世界恶人！而我 chinnamunda

佛母吩咐 ZYY 转告贾天天，对此人做出明确的告示：我等八大本尊正式对他做出最

严厉的谤佛惩罚！” 
 

       此时圣文殊师利菩萨也站出来说道：“今日所有护佛本尊会在今天一并现身妙喜

世界，是因为这些本尊在无量劫以前曾对我文殊师利菩萨以及世尊阿閦如来做出过护

佛誓愿之缘故！所有妙喜世界以及常喜世界的众生将会时刻礼敬和赞叹这些护佛的八

大本尊们！这些愚痴众生认为佛菩萨不起愤怒心，所以就任意践踏踩之，殊不知佛菩

萨也会化身为愤怒金刚明王来降伏那些用辩才劝说也不听命的愚蠢恶人，如同秽迹金

刚是释迦牟尼佛化身的金刚明王一样，此金刚明王的化现是为了降伏螺髻梵王，因为

螺髻梵王是即便诸位仙人上去天界辩说讲理也不听命的，就等同和这些愚痴众生一样

执迷不悟，即便用正知正见的思辨和逻辑也无法将其教化，因此只能用神通佛力来降

伏之！而经典也明确记载，释迦牟尼佛也会化身为金刚明王而用武力降伏螺髻梵王，

因此这些本尊们所做的诅咒和惩罚之事是合乎情理的；即便如此，世尊阿閦如来与我

文殊师利菩萨是不忍心看到这些愚痴众生生生世世求出无期的！可是你们要明白，不

是护法和本尊们对他们进行报复，因为这些都是因果报应，屡试不爽呀！就等同人间

的法律一样，如果你杀了一个人，即便死者家属原谅你，可是你也逃不过人间法律的

制裁！同理，这不是佛菩萨的愤怒，而是因果的定律，这些人若肯忏悔和认错，我将

会在未来世，等这些人受尽了应受的果报之后，将化现为金刚无相文殊菩萨之身为其

摸顶授记，在未来世得以往生我文殊师利菩萨的常喜世界。 
 

       随后，妙喜世界位居五品果位（即如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九品，第一品就是最

高的果位的意思，意味：一流、第一名的美誉）的一位金刚护法在本有的莲华座站立

起来！此护法身穿金甲，其光芒十分炽盛夺目，有三头和八臂，身带金刚杵和各种降

魔法器；此五品护法说：“圣文殊师利菩萨请您聆听我们护法的诉求！有一个名为

ZYY 的弟子，此人犯了慢佛之心，妙喜世界的众生时刻都在观察着组群的动态，是因

为妙喜世界众生关心和爱戴人间弟子的缘故！我等护法以无量神通力和天眼观察到此

人之性格轻浮，贪求咒语功德，却极少修持本门之本法，一直带有贪求名利声誉之心，

此人所有的恶习和行为是逃不过护法们的法眼！今天让所有妙喜世界金刚护法愤怒的

原因是～此人的态度极为无礼、愚蠢和轻慢，试问具备智慧的弟子会把那些邪师外道

者辱骂自己本尊佛菩萨的文字发送到圣洁的组群吗？难道不知道这一举动会让所有妙

喜世界的众生为之惊诧震撼吗？试问此人用怎样的心态来轻慢世尊阿閦如来和圣文殊



师利菩萨的？这就如同把辱骂父母的字眼传给一个受害者父母的孩子一样。护法虽然

知道此法传入人间，是会让一些无智的中国信徒毁谤，可是此人 ZYY 可以愚痴到把

毁谤世尊阿閦如来和圣文殊师利菩萨的相关字眼放到组群里，其行为已经是不可饶恕，

无异于公然谤佛，虽然此人没有谤佛之心，但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

死”！此人 ZYY 的过失已经被所有天界的护法、天人、仙人所不齿！除此之外，他

此举已经让组群里不少的圣弟子看了心生愤怒与痛苦！很明显此人 ZYY 已经犯了慢

佛之罪！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请您听取我们护法的心声，岂有愚蠢之人会把一张辱骂

某某人父母为畜生的字条，传给这位某某人吗？试问这位孝顺的儿子看了之后会做何

感想？想当然是何其的心痛与难过！我等妙喜世界护法一心视圣文殊师利菩萨和世尊

阿閦如来为亲生父母一样来礼敬，而如今看到此人公然放这谤佛的字眼在圣洁的组群

里，让圣文殊师利菩萨以及世尊阿閦如来蒙受如此的侮辱，我们身为护法弟子的心是

如何的痛楚和难过？我们请求您允许在座的八大本尊护法对此人 ZYY 以及那些同样

让本门受到轻贱的弟子，做出同等生生世世的惩罚，求出无期，以平息我们护法之怒

气！我们护法不是圣众，还没脱离五毒，可是我们护佛之心比任何一个众生都来得大！

请菩萨满我们之请愿！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请您继续聆听我们的心声！除了这个过失，其实此人 ZYY 一

直在弘法期间，不断让本门受到外界的轻贱和侮辱，而今天的事件只不过是压倒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等妙喜世界的金刚护法长期用天眼观察此人，此人虽然有弘法之

心，可是弘法的过程是极其软弱的，我等护法一直观察他的简讯和讯息，此人在面对

中国愚痴众生和外道批评的时候，表现的非常软弱、屈服，以及处于不敢反驳对方而

采取无所谓以及置之不理之态度，结果让本门圣教时常处于屈服的位置！大圣文殊师

利菩萨，请您聆听我们的心声！除了这一个贾天天的简讯，还有其他更多关于他在弘

法时让本法屈服于外道淫威的内容；此人在面对外道质疑之后表现软弱，却不懂得用

思辨和辩证进行有效反驳，只能任由外道对圣文殊师利菩萨您进行辱骂和毁谤，导致

不少中国人认为本门的弟子是极为软弱、能轻易被辩倒、甚至认为本门人间弟子是因

为无言以对才保持沉默的！请圣文殊师利菩萨听取我们的心声！维摩诘大居士是妙喜

世界的大菩萨，此大菩萨化现在人间的时候，时时刻刻展现其勇猛狮子相，无时无刻

不用辩才无碍来辩胜外道，绝不会屈服於外道的淫威，更加不会在弘法时表现软弱，

甚至怕得罪这些愚痴的众生，而处处妥协和唯唯诺诺！再有，我们一直赞叹人间的大

弟子们！比如蔡文端居士，以及身在加拿大弘法的卢桂香弟子；卢桂香弟子她在捍卫

本法时候，在和外道辩论时的真知灼见，是字字珠玑的！绝对不会怕得罪别人而变得

软弱，以及让圣文殊师利菩萨和世尊阿閦如来受辱。 
 

       而此人 ZYY 就是因为过于软弱才导致他在弘法时，时常让圣菩萨被邪师所轻贱！

祈请圣文殊师利菩萨明鉴：世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岂会在传法的时候，用一句

“哎呀无所谓吧，我保持沉默吧，沉默是金”这种消极的、鸵鸟逃避的应对方式来妥



协自己的圣法？试问如果此 ZYY 的父母被人侮辱时，他也会如此无所谓而妥协吗？

圣文殊师利菩萨，请您听取我们妙喜世界护法们的共同心声！弘法是累积资粮最快的

修行法门，也是践行自己六度万行，以及受到种种磨难而继续坚持前行的无上修行方

法！也鉴于此，很多大弟子如蔡文端居士、卢桂香居士、北京佛友、印尼佛友以及很

多佛友都是发愿投生到娑婆世界，就是为了弘法，他们在弘法时绝对不会因为怕得罪

人，而让本门教法被他人轻贱为畜生的传承！要么你不要弘法，乖乖做修法人就好！

不要贪图弘法功德，无能又无知，在弘法过程中不懂得用无碍辩才来击破和辩胜外道！

ZYY 我们妙喜世界的护法告诉你：你这样的沉默不是金！反而让这些外道认为他们的

辩才技高一筹，更加认为本门的人间弟子愚蠢、软弱、容易欺负！过去在古印度的维

摩诘大居士，此菩萨就是来自妙喜世界的！维摩诘大居士为人如刚猛雄狮，辩才无碍，

绝对不会对外道屈服，因此才让婆罗门即便不承认佛教，也不得不衷心对佛教的人才

和辩才心生敬佩！我等妙喜世界的护法众也知道此人 ZYY ，根本毫无担当弘法之能！

此人毫无辩才无碍的大智慧，却内心傲慢、贪求一些世间罕有的咒语，空徒炫耀的心

态、傲慢而毫无实修之心，却爱沾沾自喜，认为护法丝毫不知道其过错！请圣文殊师

利菩萨您开许我们护法之请求，即便八大本尊不欲对此人做出惩罚，也请你恩准我们

护法对此人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生生世世对他做出无量的障碍和困难，以正风气，以

服圣众！ 
 

圣文殊师利菩萨随后微笑着说道：“汝等护持我文殊师利菩萨以及阿閦如来的心

是六道皆知的！犹如孩子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父母，我当然知道，可是你可知道此人

ZYY 与我文殊师利菩萨的因缘吗？此人在过去世是与我有缘的，此人过去无量劫以前，

是在天上的，地位不高，甚至连九品果位也证不到，仅仅只是属于在天宫的天人而已，

而此人就是累世守护天上藏经的天人；就是因为这个过去累世的缘故，才导致他如今

即便年纪轻轻，就对各种传承的咒语、陀罗尼产生兴趣，甚至一直要求翻译。也因为

此人在做天人时只是懂得贪图福报和神通，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去修智慧，结果导致此

人今世心态漂浮不定，不稳重的习气！此人贪多咒语却没有一个是能立心坚持十年如

一日专修的，即便是本门的长咒，此人也不见得是专心日夜持诵的，此人有贪求各种

神通感应的习气；试问诸位金刚护法们，我文殊师利菩萨怎么会不知道此人的习气呢？

诸位金刚护法的护佛之心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总不能因为此人 ZYY 的慧根有限，辩

才有障，甚至性格软弱而责备他？我文殊师利菩萨是不舍此人的！这是因为在过去无

量劫时，此人在我是龙种上尊王佛的时候早已对我升起恭敬心，因此是与我累世有缘

的，可惜此人在累世中只是贪图福报、功德、感应、神通，却不肯脚踏实地修心和修

智慧，因此才会导致今天妙喜世界所有的护法以及天界的天人彻底唾弃此人的局面发

生。 
 

       其实也因为此人累世与我龙种上尊王佛有缘，所以此人在过去有一世是和一些龙

众有缘的，金刚护法们，除了一些在人间证得至少九品果位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我



文殊师利菩萨的法身不是任何一位有天眼的人都可随意见到的，你必须要知道一个事

实，那就是连蔡文端居士也曾亲口承认过，在中国和台湾有几位修行很高的佛友都不

能亲见我这个金刚无相文殊师利菩萨的法身，甚至还有蔡文端居士也知道的一件事：

即是有一位佛友的孩子要用自己的眼通来见我的时候，充其量只能见到无量炽盛火焰

的日轮光，连我文殊师利菩萨的影子也无法看得清楚；该年轻人在见我法身时因为本

身功力不足，差点晕倒过去，但是该年轻人却能以眼通亲见磁场较为温和的圣观世音

菩萨。由於过去世 ZYY 此人在天上有保护经文的功德，因此今世此人的知识不会太

差，此人虽然谈不上是某某首富的孩子，但是也不会落得过于贫穷以及困苦的果报，

这都是我文殊师利菩萨以无漏宿命智通，彻底揭示此人前世今生所有习气和果报的背

后因缘。一般有眼通的人只能看得见一世的宿命，但只依一世和一幕岂能完整的了解

一个人无量劫以来的前世今生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文殊师利菩萨可以完整解释此人的

习气和果报的原因。 
 

       金刚护法们，你们要知道，如今我们圣教法门的人都是累世与我有缘的人，有一

位女居士是弥勒菩萨兜率天净土下来与我有缘的（笔者有话说，其实这一位女居士，

是文殊师利菩萨在梦中对我开示她的累世因缘的，此女信徒福报极大，而菩萨随后开

示其因缘和宿命，一一和人间事实对应都是正确的，因为笔者根本不认识该女居士，

只能把菩萨说的来和蔡老师印证，结果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的），此女居士累世是

在兜率天净土跟弥勒菩萨修行，因此今世福报极大，甚至面相也和弥勒佛相似，而此

女所生的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福报，而且孩子们都是事业有成，有

一名还是英国毕业的医生，目前在英国行医。而此女居士的丈夫也是在马来西亚的有

钱富豪，她的丈夫在自己的行业中堪称是马来西亚第三大！可谓是福报圆满，可是此

女居士也是有一些智慧上的缺失，这是因为此女在兜率天专修福报而不修智慧的缘故；

此女居士所有的因缘一一被文殊师利菩萨的无漏神通所彻见，每一句话都和事实相符，

不是如一般眼通之人说的模棱两可；再次，本人在此为文殊师利菩萨的神通所折服！

很多时候不少有所谓“眼通”的人，仅仅看一世就已疲倦不已，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

今世，其实不是前一世就能造成的，而是过去千千万万世综错复杂的业力所导致的！

而文殊师利菩萨对我说的每一个前世因缘，全部都能和事实吻合，进而可以圆满解释

为什么此人今世有这样的福报，又有某些的缺失，和人间的事实是相应的。 
 

       再有就是蔡老师和此女居士也可以作证，笔者是完全不认识对方的，可是文殊师

利菩萨在境界中对笔者所开示此女居士所有的性格、特征，和蔡老师事后印证，全部

是一一正确的。不仅如此，菩萨还特别展现神通告诉我，此女居士孩子的姓名、样貌、

特征等。因为对笔者而言，这些绝对不是可以模棱两可写出来的，是必须要十分精准

的，而这女居士的一个儿子是在英国行医的，连蔡老师也没见过和知道其名字，结果

文殊菩萨叫我把名字告诉蔡老师，而且重点是蔡老师也不知道其儿子的名字，然后和

这位女居士核实一下，名字完全正确；然后文殊师利菩萨也对我开示，此女居士小儿



子的相貌，也全部正确，连蔡老师也敬佩不已！这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圆满神通的真实

准确性！不是所谓的随随便便在境界中看到就当真！检验神通是很实际的！笔者是新

加坡教育制度所教出来的人，新加坡严谨和高素质的教育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所以

即便是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一切，笔者也要一一求证！ 

        

再来，有一位弟子是来自台湾的，此人过去世在唐朝勤修念诵《佛顶尊胜陀罗

尼》，发愿来生可以亲见我文殊师利菩萨真人，还有一位是来自我的佛国常喜世界，

位居九品果位的众生，我也应当为你们开示，如今在娑婆世界投生的，有在妙喜世界

位居一品的大弟子：蔡文端，以及卢桂香弟子；印尼佛友则是位居三品的妙喜世界众

生，还有一位十分低调，可是辩才极好的北京佛友；在蔡文端网站文档中有一篇思辨、

辩证极好的文章，就是我吩咐此佛友所写的：【北京佛友对《紫红花金刚明王陀罗尼》

的正信辩证】，此人累世是在我文殊师利菩萨佛国常喜世界，位居三品的弟子，此人

勤修智慧，辩才极好，其中为什么 ZYY 会在弘法辩论的时候，处处受制，智慧不得

力，甚至不懂得用巧妙辩才来辩驳邪师外道？这是因为过去累世中，ZYY 身为天人，

守护天上的藏经时，不勤修智慧，只是贪图福报功德！而我文殊师利菩萨应当赞叹此

北京佛弟子，此弟子得我辩才无碍的传承，为人稳重低调，懂得韬光养晦，在北京某

大学懂得用善巧方便和辩才来弘扬本教，此人也得到我摩顶授记，此人弘法圆满之时，

将在我的佛国成就初地菩萨的果位。你们要知道，成就初地菩萨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

事，弘法和修法不一样，修法只要懂得修心、修行即可；而弘法是要用无穷的大智慧

和大德行才可以成就的，如同《法华经》说的“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弘法必

须要懂得巧妙灵活的运用辩才智慧来辩驳对方，方可捍卫本教的圣名，让外道折服而

不毁谤。金刚护法们：你们应该谛听我的教诲！这 ZYY 并没有大智慧，所以才会不

懂得衡量局势而进行思辨，而让本门教法在他弘法之时，处处被外道所轻贱。这弟子

不懂得借力使力，如卢桂香弟子一样，懂得善巧方便，懂得借用西方学者的书籍经典，

对这些愚痴的中国邪师做出反驳，甚至借鉴北京佛友那篇文章使用哲学逻辑的思辨和

辨证来反驳外道！ 
 

      诸位护法们，你们切勿心生烦恼，要知道其中和 ZYY 辩驳的贾天天，此人的智慧

是有漏的，甚至是辩才极为低下的愚痴众生，如果你仔细观察，此人的逻辑思辨的论

点是十分薄弱的，是不堪一击的，此人和我当年在古印度辩论辩经时，此人的辩才连

外道的百万分之一也不如！因此护法们，不应该为如此愚蠢低下的众生生气。应该要

学习阿閦如来的功德，要慈悲和可怜这愚蠢的贾天天等人！也因为此人的言论是极为

薄弱和愚昧，让我文殊师利菩萨为你们开示如何用辩才无碍，来辩驳此等愚痴的众生

吧！ 
 

     （1）此人说“众生福报深厚，罪业轻薄，根本无需投生娑婆世界” 



护法们，你们可以看得出此人的愚昧和矛盾吗？难道现今投生娑婆世界的都是没

有福报的人吗？试问李嘉诚和马云是属于福报不深厚之人吗？试问比尔盖茨是属于福

报薄弱之人吗？此人极为愚蠢的辩才是诸位弟子们应该引以为鉴，将其作为勤修智慧

的反面教材！ 
      

（2）“还需要你说的救度咒干什么？” 

首先第一：什么叫做不需要救度咒？此人不是自相矛盾吗，就是因为没有福报、

罪业深重才需要救度，不是吗？那么如佛陀功德圆满难道还需要救度吗？不是娑婆世

界众生更加需要救度吗？此人极为愚蠢，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第二：如果此人认为

就是因为娑婆世界是不需要救度，所以紫红花这类救度咒传承是多余的，那么为什么

还会有《楞严咒》、《佛顶尊胜陀罗尼》呢？难不成好似此人说的，还要这些《佛顶

尊胜陀罗尼》救度咒干什么？第三：是不是依据此人之言？就因为你们娑婆世界众生

罪业深重，所以佛菩萨应该怀有歧视娑婆世界众生的心态，完全不传下任何的救度咒

呢？第四：既然此人认为不需要救度咒，那么是不是他在质疑人间所有的咒语，如

《楞严咒》、《大随求咒》也是多余的？是假的？是魔说的？请不要忘记，经典明确

记载，是我文殊师利菩萨吩咐佛陀波利进入中土，以便传承《佛顶尊胜陀罗尼》，不

就是救度那些福报薄弱的众生吗？【昔日尊者往东来，却被文殊化引开；東土若无尊

胜咒，众生难以脫尘埃】！ 
 

（3）再者，此人质疑紫红花的传承力是来自佛菩萨还是东北动物仙家，如同北京

佛友的辩证，已经记载破解此言论的辩法。“试问，如果愚蠢众生贾天天质疑咒语如

果有效果，代表其传承力就是东北畜生灵的加持，那么是不是你在谤佛呢？不要忘记，

不动如来是万魔不可动摇的，试问为何要在陀罗尼前面加入一尊可以摧毁魔众和鬼魅

动物灵的本尊呢？相对的，既然念这个陀罗尼感应不断，甚至上百人可以闻到檀香味，

是不是你认为这个动物灵的境界还高过不动如来呢？甚至代表说，你在质疑释迦牟尼

是讲假话，毕竟释迦牟尼佛说过，此佛是万魔不能动之分毫的，接下来贾天天你这句

话的言论是直接明示，释迦牟尼佛和阿閦如来是骗人的，试问这个谤佛之罪你承担得

起吗？” 
 

       诸位弟子，这就是辩才无碍，让外道没有喘息和质疑的机会，直接一刀封喉，也

因为这个 ZYY 智慧有限，不懂得勤修智慧，所以面对如此简易的辩驳，竟然让对方

丢出一句质疑本门传承是动物灵的侮辱言辞来！确实，如果 ZYY 辩才无碍，肯勤修

智慧的话，应该在贾天天的第一句就断了其愚痴的言论，哪会招惹后续贾天天辱骂我

文殊师利菩萨和阿閦如来为畜生的恶果呢？我文殊师利菩萨和阿閦如来明白在这点上，

绝对是这位 ZYY 犯了慢佛之心，让外道有机可乘！可是我和阿閦如来不忍心此人因

为自身有限的智慧，而导致如今所有护法神和天人与他为敌，甚至生生世世对他做出

障碍。这也不是 ZYY 所希望的，因为过去此人的福报极低，此人在过去无量劫的时



候，当我在天宫说法时，他与我结下的誓愿，诸位要知道，天人和人间也是一样讲究

果位和福报，类似人间的财富比较一样的，当时 ZYY 的地位极低，即便他负责护持

着天上的藏经，却一直被其他地位较高的天人所轻贱、欺负和辱骂！而也正因为如此，

我在天宫讲经说法的时候，此人 ZYY 便跪在我的面前，声泪俱下，一心要脱离自己

在天界被人轻贱的果报，因此发愿来世投生娑婆世界，要护持阿閦如来传承的《圣金

刚无相文殊师利菩萨陀罗尼》圣法，此人希望在弘法圆满之后，可以立刻证得初地菩

萨的果位，而汝等要知道，要证得初地菩萨果位是多么的不容易吗？犹如要在茫茫大

海中找到一颗遗失的小钻石！在净土修得一品果位，也不一定可以证得初地菩萨！更

加别说那时候好像 ZYY 这个福报薄弱，被其他天人轻贱的天人了！ 

        

 ZYY 或许你已经忘记，你以前向我问过的事情！可是我文殊师利菩萨的圆满神通

是不会忘记的！因缘巧合，你知道在去年的这个四月，你曾经向我问过何事吗？如果

你忘记了，你可以自己回组群找一下你曾经问过我关于你其中一个最核心的累世因缘！

那时候我不可以告诉你我本身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而就在今年的这个四月，准确的一

年，如今因缘成熟了，我即为你进一步开示你和我文殊师利菩萨的缘分。当时我对你

说，一品果位的净土众生尚且未必可以证得初地菩萨！我也能明白你累世做天人时，

因为地位极低，一直在天上被天人所轻贱，而欲奋发图强，来人间迅速弘法累积资粮！

可是如今你才知道，弘法为何可以迅速累积资粮，是因为得来不易。你知不知道，如

今你所有的一切福报，也是仰赖你当时天上做天人的眷属来加持吗？如今你的慢佛之

心，让所有和你接触的天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你现在犯下的慢佛之罪，让我文殊师

利菩萨以及阿閦如来被外道辱骂为畜生的恶果啊！ 
 

       你累世发下的誓愿就是来人间弘法！你要明白，连释迦牟尼也是在百万种的毁谤

中、别人误会中、唾弃中，依然坚持逆流而上，才能证果的。你要知道，你过去不断

做功德，累积了 150 世，不断的勤修福报，也仅仅只能上到天宫，做个小天人而已！

弟子们，你们要勤修智慧，不要愚痴和迷信，你们真的认为念一下经文就可以直接证

得菩萨果位？变成天人之王吗？试想想，假如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念诵《佛顶尊胜陀罗

尼》，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就会如同经文所说，死后就可以往生净土？是不是那么简

单，念咒就可以直接变成菩萨，往生净土，连付出、努力、修行也不需要吗？其实，

这些都是愚痴的邪见，若是如此，我等四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普贤菩

萨，何须时时刻刻做功德？即便是释迦牟尼佛，也在过去五百世做忍辱仙人，若是念

诵咒语即可成就，那么何须修法和修六度万行？再比如，有一个人生前是大将军，打

仗时不断屠城，杀了百万千万的无辜生命，强奸了无数的妇女，屠杀了众多幼小的孩

童，试问此人是不是可以仰仗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楞严咒》、《大随求陀罗

尼》，就可以直接往生极乐，不受果报？是不是就可以超越这些恶果，直接投生去天

上做天王？享受无穷无尽的福报？想当然尔，其实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能的！

也因为如此，ZYY， 我曾经告诉过你，你尚且不能证得最小的九品果位，这就是为什



么你做天人时，时常被其他天人轻贱的缘故；这就等同在人间，那些贫穷的人，也是

被社会上富有的人看不起是一样的！天人也没有脱离六道，自然具有五毒我慢。你

ZYY 岂能一蹴而就？直接证得初地菩萨呢？即如蔡文端居士，已接近 70 岁！在被无

数人不理解中、毁谤中，也依然处之泰然，这种德行和内涵才是所谓堪称初地菩萨的

资粮呀，这就是所谓的八风吹不动，你可知道，蔡文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辩才无碍，

可以在短时间内和邪师外道辩论时，直接给对方一剑封喉的辩才智慧！ 
 

       你知道为什么即便如今所有妙喜世界的护法与你为敌、甚至过去累世你所认识的

天人也一一唾弃你！但我文殊师利菩萨依然对你不离不弃，此是因为过去世你曾经跪

在我脚下，声泪俱下的要求我对你不离不弃，即便你在来世中迷惑了本性或忘记了誓

愿，我也会承诺指引你！而我文殊师利菩萨也承诺在今世你弘法圆满以后，会慢慢让

你在我的常喜世界证得九品果位，慢慢指导你直到你证得十地菩萨，永不退转！ 
 

       ZYY 弟子，你好生记得，即便如今护法们对你心生愤怒、欲除之而后快，我也要

告诉你，坚信自己累世结下的誓愿，你要记得，要放下自己的贡高我慢、贪图名利的

心态、这些是骗不到菩萨的，你自己最清楚。你也要从今天起，多和北京佛友一边修

辩才智慧，一边圆满弘法。ZYY 你要知道，很多大成就的修行人，例如：释迦牟尼佛，

何尝不是在众多人的质疑中、毁谤中、辱骂中、不了解中才突破的！这就是菩萨给你

的考验，考验你在外道毁谤本门教法时你该如何做出回应，究竟是屈服、软弱，还是

依然佛心坚固，捍卫本门圣教？也因为如此，你不可以忘记自己为什么当初在天界和

我立下誓愿的原因。ZYY，你在面对外道时的软弱和屈服，是因为你自己辩才有限的

缘故，北京佛友是位居三品果位的常喜世界圣众，此人如今已经是一名北京著名大学

就读的博士生，此人辩才无碍，你应该多看卢桂香以及北京佛友的辩才妙法文章。其

中，卢桂香便是在妙喜世界和维摩诘学习辩才妙法的大弟子，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阅读

卢桂香的文章时，卢桂香的的措辞和辩证是十分精辟的，开门见山，直指佛心，绝对

不会拐弯抹角、拖泥带水！而北京佛友其实在人间除了主修博士学位，也有副修哲学，

因此此人精通辩证和思辨之术，其中他累世的因缘就是此人是常喜世界的圣众，因为

弘法誓愿而下来的三品果位的大弟子。除此之外，你应该好好和蔡文端居士学习和亲

近此人的智慧。 
 

你要知道，这就是累世你与我结下的誓愿！如果你觉得在汉地弘扬本门教法会让

你被轻贱、被人毁谤、不理解而屈服的话，你也可以如一般的弟子一样修法即可，不

需要弘法，也轮不到你来弘法。可是因为你累世曾经要求我文殊师利菩萨，在你投生

人间后，不要放弃你的誓愿的缘故，我才会苦口婆心让新加坡佛友费尽几乎 10 个小

时写了接近 2 万字来为你做特别的开示！如果我文殊师利菩萨唾弃你，又何必要浪费

新加坡弟子的宝贵时间来为你作开示！但是，我文殊师利菩萨也会尊敬你今世做出的

选择，你如果想要享受被别人认可的那种虚荣之心，甚至玻璃心，不能像蔡文端居士



一样可以忍受为了护持正法而被人毁谤的忍辱的话，你只需要一句话，我文殊师利菩

萨即刻践行你的决定，今世彻底和你断了累世与我所结的誓愿！从今世以后，你可以

和一般的佛友一样，随着自己的因缘而走，我也不需要实践对你的承诺～让你这世命

终后往生常喜世界的承诺，直到你证得十地菩萨，永不退转。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

只闭门造车，单单靠念咒就可以直接证得初地菩萨的果位，你就自己尝试一下吧！我

文殊师利菩萨是不会强迫任何人的，一切随缘！ 
 

      如果你立下誓愿要完成过去的承诺，你就要好好的在今世立志弘法，要努力修正

自己累世的恶习和习气，以及勤修辩才，才不会让你在弘扬本法门时，被外道所轻贱；

这绝非易事，是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考验。更因为在汉地传

法是困难重重，也正因为困难我才会允许你今世弘法圆满以后，可以直接往生常喜世

界，在我的指导之下证得十地菩萨果位，永不退转！你今世的考验绝非易事，若你不

能承受苦难，你应该立即和我禀报！甚至可以随时离开本门，直接寻找那些你认为是

广受认可，不会被毁谤，甚至单靠口里念咒就可以直接成佛的大法。你要知道，即便

到今天，众多护法请求去除你，我也心生不忍，一心要护着你，这是累世与我结下誓

愿的缘故。同时也因为你如今的过失导致本门教法被轻贱，我文殊师利菩萨和阿閦如

来被辱骂为畜生，导致如今所有天人和护法和你交恶，欲除之而后快。我文殊师利菩

萨也明白，正因为你不是故意存心要毁谤本教，而是因为不修智慧、智慧有限，才导

致如此的结果，故我也不怪罪于你。可是护法之威猛愤怒心极强，如今阿閦如来与我

文殊师利菩萨只能破例，传你阿閦如来与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的一尊大威德金刚秘密本

尊的咒语传承，此传承是人间极少的伏藏，是绝对可以引经据典，来自人间的传承。

可是因为你福报和智慧有限，不是你自己福报圆满而获此秘密大威德本尊的缘故，所

以阿閦如来慈悲怜悯你，才可以传你此大威德秘密本尊咒的三分之一；因为我与你有

缘，我实在不忍心你从今以后被护法们所嗔恨，诸天天人所轻贱，回归你以前无量劫

前那个楚楚可怜的模样，我文殊师利菩萨实在於心不忍，才特此破例吩咐蔡文端居士

来传你这个咒法。 
 

       第一，此咒你千万不可随意念诵，只有护法们对你做出违缘和干扰时你才可念诵！ 

第二，你千万不可大声念诵，否则六道无形将被其所伤而即刻破灭无余！第三，你若

随意传给其他人，你就好自为之！你知道为什么我和阿閦如来会破例传给你这个阿閦

如来传承的大威德金刚秘密本尊吗？你应该知道，虽然八大本尊不会惩罚你，可是因

为你导致阿閦如来被轻贱，虽然你不是有心，可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

死”，你也有过失。禅宗的公案也有记载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的公案！有一个修行人

妄谈般若，仅仅说错了一个字，死后堕五百世的狐身！更何况你如今让我文殊师利菩

萨及阿閦如来被轻贱为畜生的果报，可想而知有多么的严重！ 
 

       ZYY 你要知道，是我文殊菩萨与阿閦如来慈悲故，不愿在日后看到护法对你做出



无量的障碍，心生可怜和怜悯你的缘故，才特传你阿閦如来传承的文殊大威德秘密本

尊的咒法！此是阿閦如来与文殊师利菩萨大威德的一个秘密化身！如同圣金刚无相文

殊师利一样，被阿閦如来所授记而化身的一尊极秘密的大威德金刚本尊。若圣金刚无

相文殊师利菩萨是所有怀爱本尊之王的话，那么此大威德金刚便是所有大威德修法里

最殊胜的一个化身了！如今世上绝对没有一尊是阿閦如来与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的大威

德金刚；以此为实，此大威德本尊就是法界中最尊贵无比的降伏尊，是极为罕见的人

间传承！此大威德金刚之降魔和降伏之力极强，即便万魔之军也不能動之毫发。正因

为如此，你只能在日后当护法对你做出障难时才可以使用。因为此阿閦如来所化现的

文殊师利大威德金刚具大威猛力故，护法们才不敢对你轻举妄动，其实也是因为你已

经失去八大本尊的护持了，所以我文殊师利菩萨和阿閦如来十分担心你这个无心之失

所造成的日后修法不得力，毕竟连八大本尊如秽迹金刚、摩利支天、不动明王、普巴

金刚、狮面空行母、大白伞盖佛母，这些大本尊与你已不相应，同时我和阿閦如来也

顾念你与我累世有缘，心生不忍才迫不得已而破例，唯独传给你这个秘密传承的大威

德金刚咒法！可是你要记住，因为你根本不是因为自己的福报和智慧所得到的这个传

承，所以我文殊师利菩萨只能破例传给你十分之一的咒语。虽然你可以说因祸得福，

可是如果你日后还是不能忍苦，那么你大可以断下与我结下的誓愿和因缘，从今以后

可以随着你自己的因缘而走，我不多做强求！ 
 

       可是我文殊师利菩萨和阿閦如来承诺你，如果你肯修改自己今世的习气，努力弘

法，不让本门被外道轻贱。从今生起，我和阿閦如来将生生世世护持你直到你成佛为

止！也因为你今世已经不被八大本尊所护持，你如今只需要专修圣金刚无相文殊师利

菩萨心咒，以及这一尊阿閦如来传承的文殊师利大威德金刚咒即可，假以时日，如果

你的内修和外修精进，感应得到妙喜世界的护法以及八大本尊开始对你心生欢喜时，

我会为你开示这个圣金刚无相文殊师利菩萨的所有法本以及你现在这一尊来自阿閦如

来传承的大威德金刚修法！ZYY，你要记得你累世与我文殊菩萨结下的缘分，要时时

刻刻捍卫圣教以及护持圣金刚无相文殊菩萨入世的誓愿！ 
 

接下来就是文殊菩萨对弟子们的开示： 
 

       试问弟子们，释迦牟尼佛如果在面对婆罗门外道就沉默的话，释迦牟尼佛还有威

严来统领当时古印度的佛教徒吗？相反的，沉默不一定就是金，你认为别人质疑本教

是邪法时，你就沉默寡言，你不认为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不是心虚而无言以对吗？你们

认为成沉默是金就是捍卫本教吗？诸位弟子，不要把软弱和辩才有碍变成自己的理由，

若此事成立，为何会出现释迦牟尼佛以及妙喜世界的维摩诘来到娑婆世界，来辩驳婆

罗门外道的经典呢？诸位弟子，切勿自相矛盾，也不要把自身的软弱当作是合理化的

修行。诸位弟子，你们应该懂得用智慧来辩驳外道，试问，如果释迦牟尼被外道质疑，

只能默默不出声，只能软弱的屈服，试问还会有佛教的威严可信吗？试问佛教徒会心



服口服这一个释迦牟尼佛吗？诸位弟子，应该仔细研究经典，维摩诘大居士便是来自

妙喜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妙喜世界的护法会对 ZYY 进行极其严厉的责备，因为此人

软弱的性格，已经侮辱了维摩诘身为妙喜世界大菩萨的象征！你们要记得，弘法不是

随意的贪多而播种，因为 ZYY 没有辩才无碍却轻率的弘法，落得如今我文殊菩萨以

及阿閦如来被贾天天这个愚蠢众生辱骂为动物灵的下场！你们应该引以为鉴！ 
 

弟子们要知道，妙喜世界的体现就是辩才无碍！擅用刚强勇猛之心来捍卫佛教，

岂能在和外道辩驳时，表现無智而软弱？若是如此，佛教就会变成任人轻贱，那还了

得！试看在人间的经典，释迦牟尼佛在面对外道时是处处展现辩才无碍的，从来不会

躲避、逃避任何的辩论，或者婆罗门外道的质疑。最后释迦牟尼佛还以最精湛的辩论

口才来折服外道。你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阿閦如来正式对娑婆世界开示圣妙香医

菩萨以及紫红花金刚明王的真实身份，为了让你们引经据典用 s2dhana-m2l2 来立

足的；不至于让外道们质疑本门是自创的、没有传承、没有经典根据的！ 
 

       而一些愚痴的中国佛友，在本教建立之时，言之凿凿，认为是没有一尊圣金刚无

相文殊师利菩萨的，你今天得以透过阿閦如来的善巧方便，看穿何等人是睿智的，何

等人是愚蠢的。这就好比以前因为弟子本身的生父身份不明，被众多愚蠢的贱民所欺

辱而默默不敢反驳。如今当你得知自己的传承是无比尊贵和师出有名的圣文殊师利菩

萨和阿閦如来的时候，你们也应该以荣耀的心态来捍卫圣教了！要记得，本法是来自

人间一千多年前正规的古老伏藏，让你们在坚守多年后的今天，也迎来了扬眉吐气、

苦尽甘来的光明时刻！不至于让别人用经典出处来源质疑你们的时候，落得无言以对

的下场！因此，在今天，你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对这些质疑的愚痴人们转发卢

桂香的文件档案开示，让这些愚痴众生在看到文章里面的开示，在所有客观证据和经

典所依据下是不得不折服的，甚至承认自己只是懂得单一语言而企图以管窥天的愚蠢

之辈。除此之外，在组群创立的时候，也有一位愚蠢的佛友，大言不惭说自己是来自

美国、甚至和藏密大师修过某某尊贵秘密的咒语，结果此人到今天也无法得知此伏藏

是真实存在于一千多年前的珍贵伏藏，就连其上师活佛也无法得知，着实让弟子们看

清楚这些假修道人的真面目！ 
 

       弟子们，你们记得吗？当初那些说本门陀罗尼夹杂着 kama-deva爱神，就是邪

师结合婆罗门外道的咒语，如今这些人都是自取其辱。这位愚蠢的修道人完全不知道，

这一千多年前的伏藏，是阿閦如来和我文殊师利菩萨的善巧方便和印度爱神化现“转

爱欲为菩提”的大愿。也因为如此，何尝不是圣金刚无相文殊师利菩萨给予你们的照

妖镜？让你们在这段时间里，看清楚何人是具足信心和德行清净的，何人是德行卑贱

的，何人是人云亦云的弱智者！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三年后的今天，才正式公开经典的

传承！这就是阿閦如来的先见之明。 
 

       诸位弟子，你们要知道，既然本门尊贵的伏藏大法是真实存在於一千多年前的本



尊法，师出有名、有经典根据，不是如外道所说：是伪造的，蔡文端自创的！由这点

我们就了解，这些外道孤陋寡闻，就只知道在汉文大藏经里面闭门造车，如今才会有

自取其辱的下场。在卢桂香的文章里也明确的指出，这些人当年所犯下的质疑和毁谤，

在今天的开示文档中，证明了两件事，第一：他们的语文能力有限，只懂得用中文来

以管窥天，不能阅读以英文为媒介的经典书籍；这也是我文殊师利菩萨要让你们知道

他们是如何的夜郎自大与自以为是；第二：他们的下等根器、贪嗔痴慢疑具备，好像

贾天天这等愚蠢的假道人，在尚未知悉此本尊是一千多年前在人间已经有经典传承的

伏藏本尊时，就大言不惭的妄加毁谤阿閦如来以及我文殊师利菩萨是畜生，甚至怀疑

是蔡文端伪造和自创的！我文殊师利菩萨就是要你们看清楚这些下等根器的人，只会

以自己狭窄的知见，在网上大放厥词，发表文章，破坏本门的声誉；更重要的就是要

本门弟子不要表现软弱，让人们在毁谤阿閦如来和本尊的时候而表现的无动于衷。 
 

诸位弟子要引以为鉴，这位 ZYY 的慢佛过失，试问维摩诘大居士在世时遇到外

道的质疑和毁谤时会如此沉默寡言而无言以对吗？你们应该好好修学妙喜世界维摩诘

大菩萨捍卫圣教之德行！ 
 

       今天我文殊师利菩萨给你们弟子一个功课，要你们仔细观察所谓的相应的契机、

缘起和因缘！我文殊师利菩萨今天给你们一个思考的公案。究竟我文殊师利菩萨是不

是妙喜世界的维摩诘大居士？为什么我文殊师利菩萨竟然和妙喜世界众生如此有缘，

是不是一个伏笔？是不是一个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时，就已

经提示文殊师利菩萨将会和妙喜世界众生来到娑婆世界弘法的提示？为什么会那么巧

合相应，究竟只有文殊师利菩萨才可以和装病的维摩诘大居士辩论而平分秋色？这巧

合是不是佛菩萨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在经典里埋下的伏笔和提示？请弟子们仔细参透以

下的公案！ 
 

       佛陀听说维摩诘得病，便叫弟子代为前往探视。没想到连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舍利

弗都自承不堪前往，十大弟子推三阻四说自己不够资格去面对维摩诘，因为每个人都

曾被维摩诘教训过；在每位弟子最为人称道的修行上，维摩诘一一加以破除，说神通、

说禅定、说空我、说辩才、说天眼、说戒律，弟子们样样不及格，智慧层次和维摩诘

相距太远了，在他面前真的无以酬对、无话可说。 
 

 佛陀改请菩萨代为出面问疾，包括弥勒菩萨、持世菩萨等也因为相同理由一再推

辞。最后佛陀只好请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出马，两位当今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在一起交

谈，一定会激荡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八千菩萨、

五百声闻、百千天人，就一起跟随文殊师利菩萨，浩浩荡荡地前往维摩诘大居士住所

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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