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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观世音菩萨，又称观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光世音

菩萨等，她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具有无量的智慧

和神通。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

明如来”，因度众生念切，救苦心殷，倒驾慈航，现菩

萨身，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一起，被称为

四大菩萨。观世音菩萨不离西方寂光净土，又与阿弥陀

佛、大势至菩萨一起，并称为“西方三圣”。同时她也

化身千万亿，遍于十方无量佛国，普现色身，度脱众生。 

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的众生，因缘至深。她寻声

救苦,有感即应,无愿不从，古今感应事迹，多不胜数，

无法尽书，所以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这一称

誉。千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化身无数。《妙法莲华经》里，

佛说，应以何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有东晋的刘萨

诃、南朝齐梁时期的宝志公大和尚、唐代的僧伽大师等

等。他们均不避异能，有神迹显现。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有一位被誉为观世音菩萨

化身的大德，他就是澳洲悉尼东方电台的卢军宏台长。

卢军宏台长具备法眼神通，能根据人们所提供的出生年

份、生肖及性别，毫无空间与时间的阻隔，看其图腾的

位置、形状、颜色，了知此人的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等。

通过这一方式，让人明白因果报应如影随形，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道理，进而引导人信佛念经、修心修行，在

http://baike.baidu.com/view/8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53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7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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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改善这个社会，净化人类生存的

空间，并为脱离六道苦海奠定坚实的基础。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通过卢军宏台长传授给

当下众生，适合当今众生根基的灵验法门，它属于大乘

佛法。卢军宏台长通过广播电台、互联网络大力宣传心

灵法门，十年如一日，分文不收地救人，在卢台长的身

上正深刻诠释着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救命

济世精神。 

“心灵法门”倡导念经、许愿、放生这三大法宝，

让人自度度人，自觉觉他，从而脱离疾病苦痛、化解矛

盾障碍、提升智慧心性。因为其灵验之奇、见效之速、

所以短短两三年间深入人心，在全世界就已拥有几百万

的信众。 

本书《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念诵指南》图文并

茂、简单易读，方便广大同修快速、形象地学习念诵、

烧送小房子的有关常识。敬请同时参照《心灵法门入门

手册》、《佛学问答》和《白话佛法》来全面学习心灵法

门。需知“小房子”是心灵法门中用以超度灵性、消除

业障的一种方式方法，而学佛修心不仅仅限于念诵经文

和小房子，还要许愿、放生，学习白话佛法提升境界，

将佛法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在生活中修心修行、人成佛

成。 

愿更多的有缘众生能够搭乘观世音菩萨的救度之

船：净化心灵、离苦得乐、超脱烦恼、消除孽障、超度

有缘、还清冤债、广度众生、同登极乐、共攀四圣！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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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房子及其作用 

1. 什么是小房子？ 

“小房子”是一套佛教经典经文的组合。 

人有两种病，一是肉体病，一是灵性病。灵性就是

俗称的“灵界”，鬼也是属于灵界。在阳人身上通常是过

世的亲人、打胎流产的孩子、关系好的朋友，或曾有过

节的，或者房子里的灵性。 灵性在人身上时间长了，人

会生肉体病，发脾气，背运，生意、学习不好。澳大利

亚的华人佛法弘扬者卢军宏台长，受佛菩萨恩赐，具有

大神通。受观世音菩萨指点，卢台长教人们信佛念经来

改变命运，离苦得乐，超度灵性治灵性病。小房子也用

于把过世的亲人超度到天上。 

小房子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人间，在这

末法时期用以超度灵性和消除孽障的一大法宝。 

小房子在灵界是大支票。还前世灵界的债少不了，

超度亡人是能量，所以，小房子是超度亡人、请走灵性、

救己救人的至上法宝，灵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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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房子的组成 

 
（图 1 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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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房子是佛教经典经文的组合。 

 包括《大悲咒》27 遍、《心经》49 遍、《往生咒》84

遍、《七佛灭罪真言》87 遍。（如图 1） 

 小房子经文及样式不可随意改动。请务必严格按照博

客首页左边下载的样板印刷制作小房子，否则影响效

果。任何不符合博客样板的小房子将于 2016 年起全

部作废。 
 
 

3. 小房子的作用 
 

 小房子可以用以超度亡灵、化解冤结、消除孽障，从

而帮助人们消灾改命，在人间还清冤债，将来往生时

才能超脱六道，到西方极乐世界与四圣道。 

 以往在民间给亡人烧送的纸钱，在地府就相当于分币，

而小房子一张的能量却非常大，相当于 3-5 万澳币，

所以小房子超度效果非常显著。 
 
 

4. 小房子的种类 

目前小房子有以下几种： 

 超度要经者（来要经的冤亲债主）的小房子 

人生的种种病痛与不顺，往往都是源于往世的业债，

也就是说往世欠下的债、所造的恶业到了此生的一定时

间就会让我们受报，这时候会有冤亲债主（灵性）过来

要债。用小房子超度走灵性之后，很多问题就会化解。 

在自己并不知道灵性（要经者）是谁的情况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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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泛泛地念诵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要经者”是对灵

性的尊称。地府都有阴律，无缘不来无债不来，给要经

者的小房子烧下去之后，自己合法的债主均可收到。 
 

 超度亡人的小房子 

小房子可以超度祖上的亡人到更好的地方。如果梦

中梦见亡人，也要念诵小房子给亡人，否则会倒霉。 
 

 超度流产打胎的孩子的小房子 

曾经流产打胎的孩子都是难以投胎，会在阳间游荡

在家人之间，导致身体不好、孩子不听话、家庭不和、

事业不顺等。小房子可以超度流产的孩子，流产孩子离

开之后，各种问题迎刃而解。 
 

 超度房子里的灵性的小房子 

很多人家中有灵性，导致家中不顺，比如电器易坏、

下水道堵塞、家人身体不好、家庭不和等。小房子可以

超度家中灵性离开。 

如果店铺、办公室、公司等处有灵性，会导致生意

不好、事业不顺等情况，也可以通过小房子超度灵性。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家人不和、邻里关系不佳、同事之间冤结等，在念

诵解结咒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可以念诵化解冤结的小

房子，用于化解阳间的怨气。一般要与给要经者的小房

子配合一起念诵。 
 

 自存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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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有足够能力念诵很多小房子的话，除去平

日化掉的小房子，还可以将多余的小房子储存起来。一

般要用红信封或者红布包好存放。 

 

   

 
 
 

二、 印制小房子 

1. 下载 

登陆卢台长博客 

 

http://lumaster2or.org/，http://lujunhong2or.com，在博客

首页左边“经文和整理稿”中点击“小房子-样板”链

接，下载电子文件（如图 3）后用黄色 A4 纸打印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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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房子电子模板） 
 

2. 打印 

 打印小房子：双面黄颜色的 A4 纸，单面打印（如图

4），黄颜色以柠檬黄为佳，金黄次之，柠檬黄及相近

的黄色可以使用，但不能淡黄或者橘黄、黄绿等泛其

他颜色（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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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房子模板打印出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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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种黄色及版式的不合规格的小房子） 

 

上图中小房子问题如下： 

小房子①：颜色为标准柠檬黄，但因尺寸过小，不能用。 

小房子②⑥：颜色为金黄色，颜色可以使用（较柠檬黄

次之），但版式不对，不能使用。 

小房子③：虽版式正确，但颜色为淡黄，不能使用。 

小房子④⑤：版式不对，不能使用。 

小房子⑦：颜色为橘红，虽然版式正确，但不能使用。 

以上仅仅列举几类不能使用的小房子样板，尚有很

多，在此不再一一列出。自 2016 年起，不合规格的小房

子全部将不能使用，会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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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裁切 

 大小：一张 A4 纸从中裁开为四个小房子，每个小房

子都是长方形，黑线边框尺寸为 9.1cm*13.95cm，允

许有 0.5cm 厘米（5 毫米）以内的误差。（如图 6） 

 

 

 

 
 
 
 
 
 
 
 
 
 
 
 
 
 
 
 
 
 
 
 
 
 
 
 
 
 
 
 
 

（图 6 标准尺寸的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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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 

 小房子要清晰完整，必须采用博客的版本印刷，不可

随意改动，否则影响效果。 
 

 圆圈中不能带有明显黑点。 

 圆圈不能为椭圆形，圆圈不能相连。 

 下面的遍数不能带有“共”字（如图 7）。 

 经文标题不可以分成两列。 

 小房子不可以将边框裁掉（如图 8）。 

 小房子印刷的文字均为繁体字，不能为简体字。 

 字体、版式、圆圈位置及间距、圆圈大小，文字位

置等不能有不同。 

  如果由于印刷原因，偶尔有线框、圈圈没有闭合，

或者部分没有印出来，可以自己用黑笔补充完整。 

 

（图 7 带有“共”字非东方台版本的小房子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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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无边框小房子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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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房子必备物品 

1. 念小房子必备（如图 9） 

 

（图 9 念诵及储存小房子必备） 
 

 经书（念诵小房子上面的四种经文组合） 

 计数器（念诵经文时计数） 

 红笔（点小房子圆圈的红点）、黑笔（填写小房子上

的抬头、落款的姓名及年月日） 

 空白小房子 

 红色信封（储存念好的小房子） 

 一块 2 尺红布（长宽各不小于 60cm，用于点小房子

时垫在小房子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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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烧小房子必备（如图 10） 

 

（图 10 烧送小房子必备） 
 

 镊子（烧小房子时用于夹住小房子，最好全新的） 

 纯白色瓷盘或盆（盛烧完小房子的灰，要全新的，最

好没有任何图案，不可以用金属的，也不可使用碗，

烧过小房子的瓷盘不能再用于盛放食物）  

 火柴或打火机（有佛台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油灯点燃

小房子；没有佛台不能在油灯上点小房子的同修，建

议使用火柴或打火机） 

 餐巾纸或信封（包烧完小房子的灰，灰不可随意丢弃） 

 烧小房子的盘子、镊子等工具，不宜直接暴露放在佛

台附近及家中，用红布包好后可存放在佛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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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念诵小房子 

1. 念诵者条件 

 先做功课才能念诵小房子。 

必须做好基本功课的情况下，才能念诵小房子。尚

未开始念诵基本功课的初学者，需从基本功课《大悲咒》、

《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念起。打好基本功，小房子

才有能量和效果，否则小房子没有效果。 

在每日功课均有保证的情况下，当天可以念诵一些

功课的《大悲咒》后即可开始念诵小房子。 

功课中的经文与小房子要分开，功课不能点到小房

子上去。 
 

 先保证自己的小房子再帮别人。 

务必先给自己的要经者念诵好小房子，才能帮助他

人的要经者念诵，否则自己的要经者很着急，可能会出

现各种阻碍。 
 

 务必诚心认真，保证质量。 

小房子可以超度灵性、偿还债务、消除业障，诚心

认真念诵均会灵验。但是小房子的质量务必要保证，否

则质量有问题的话，烧下去反而会起反作用，造成病情

加剧，甚至骗天骗地骗鬼而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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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均可念诵。 

小房子烧送下去之后，会帮助消业还债、化解灾劫，

适用于普罗大众。正常人均可念诵烧送。 

如果感觉身体不适，比如头疼发烧，或者梦见亡人、

曾经流产、身体重病、出现灾劫、夫妻争吵等情况，均

需抓紧时间多念诵小房子。 
 
 

2. 念诵的时间和地点 

 《大悲咒》、《七佛灭罪真言》：早上 5 点到晚上 12

点之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念，打雷的时候只能念大悲

咒，地点没有太多限制，除非是卫生间等肮脏的地方

或者厨房做荤菜的时候就不能念经。 

 《心经》、《往生咒》：白天都可以念，天气好的晚上

10 点前也可念。在小房子的抬头敬赠处写好的情况

下，非初学者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晚上 12 点之前念诵

小房子中的《心经》和《往生咒》。 

在郊外或者车上、人多嘈杂的地方，晚上不要念，

白天念的时候一般不要出声，如果念的时候身体突

然不舒服，如头痛、头晕，最好马上停下来不要念

了。在坟堆、火葬场等不宜念诵。狂风暴雨、雷雨

天或者阴天太厉害都不要念。 

 在医院最好只念诵大悲咒，如果特殊情况长期住院，

则只能在白天念诵往生咒与心经。晚上只能念诵大悲

咒。 

 一张小房子最好 7 天内念完，尽快念完填好效果好。 



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念诵指南 

16 

 

3. 念诵小房子中经文的注意事项 

 每次念经时最好先念大悲咒几遍给自己，增强自身功

力，然后再念小房子中的经文会效果更好，经文念的

次序没有关系。自己身体不好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不

要做超度，因为要耗费精力，思想也会不集中，效果

就不好。一旦中途感觉很累或者身体某处不舒服，就

停下来，读大悲咒给自己增强自身功力，然后再念小

房子。如果超度心切，念得嘴巴都起泡了，这是超负

荷运作，是不可以的。 

 选择家里清静的地方和时间，避免念经中途受到电

话、敲门等干扰。如果念到一半有干扰就停止念经，

念一遍“嗡莱姆索诃”（如果已经间断超过一个时辰

的话，就必须重念）。办好事后再念一遍“嗡莱姆索

诃”然后接下去继续念经。如果是念短经最好直接重

念一遍。 

 念的时候可以出声，也可以默念。出声太大会伤气，

默念完全不出声则伤血。通常是轻轻的声音念。 

 《大悲咒》、《心经》必须每遍都必须念经文题目的全

称，如：每次念《大悲咒》之前，要先念《千手千眼

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心经》每一遍都要读题目《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如果

能每一遍都念诵题目最好，也可以只第一遍念题目。 

 如果有个别的字发错了音不要紧，不要错得太离谱就

可以，要加念《补阙真言》3-7 遍。如果是西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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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经文拼音来念，效果一样。若能把经文背出来

会更好，但是注意千万不要漏字漏句。 
 
 

4. 不同小房子的念诵祈求 
 

念诵小房子之前，可以做简单祈求，也可以在写好

抬头与落款的名字后，不做祈求直接念诵。念诵小房子

上面的经文，不能像念诵功课一样的为个人做任何祈求，

只能按照以下方式祈求，否则小房子无效： 

 送给在世人的要经者、亡人、流产或打胎的孩子、房

子的要经者的小房子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自己的名字），

帮助我将这些小房子送给 YYY（被超度者，即右侧敬赠处

所写：“某某某的要经者”、“某某某的孩子”、“某某某”

（亡人）、“某某某房子的要经者”）”。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与

YYY（可以是您亲人的名字或朋友的名字或同事的名字）

化解恶缘”。（抬头一般只写自己的名字化解冤结，他人

的名字 YYY 并不填写在小房子上） 

或者泛泛地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

（您的名字）化解恶缘”。 
 

 自存小房子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见证我XXX所念小房子上

的经文（《大悲咒》、《心经》、《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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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用于应急，以备不时之需。 
 
 
 
 

五、填写小房子 

 有明确敬赠对象的小房子，右侧敬赠处要先写好再念

诵；如果是自存小房子，就可以先空着敬赠处，到烧

的时候再写。 

 左侧落款的署名必须念经者本人签写，谁念的就是谁

的名字，在念诵前先把此处填上。 

 左侧落款的日期要在念完小房子之后才写，可以是念

完当天的日期或者烧的日期。自存的小房子一般先空

着，到烧的时候填写即可（如果是念完当天的日期也

没问题）。日期以小写阿拉伯数字横着写，或者大写

中文竖着写均可。（如图 11） 

 一般不要先写好大量小房子的抬头和落款，当天念几

张就写几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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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小房子填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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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度在世人的要经者 

 抬头敬赠处为“XXX 的要经者”，XXX 为在世人的姓

名，可以为自己的名字，也可以为他人的名字。落款

处为念诵经文者的名字。（如图 12） 

 

（图 12 给在世人要经者的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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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度亡人 

 右侧敬赠处为亡人的名字，可以在前面加上亡人与自

己的关系，比如“爷爷 XXX”、“姑姑 XXX”，也可以

直接写亡人名字“XXX”。落款处为念经者姓名。（如

图） 

 在不知道亡人名字的情况下，可以写上和在世人的关

系，譬如“YYY 的爷爷”、“YYY 的父亲”，其中 YYY 为

活人的名字。（如图 13、14） 

 

（图 13 “爷爷李四”为亡人，也可以直接写“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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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张三为活人，张三的爷爷已经过世，因不知爷

爷名字，所以只能写“张三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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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度流产打胎的孩子 

 右侧敬赠处需要写“XXX 的孩子”，其中 XXX 为女方

（母亲一方）的名字，特殊情况也可以写男方（父亲

一方）名字的孩子，但是不要把父母名字都写上。敬

赠处不能出现任何“流产”“打胎”字样，否则小房

子无效。（如图 15） 

 

（图 15 张三为一位女士，现实中有流产打胎，需要超

度流产打胎的孩子，小房子填写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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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度房子的要经者 

 房子中有灵性需要超度的时候，小房子右侧敬赠处为

“XXX 房子的要经者”，其中 XXX 可以是户主的名字，

或者住在房子中的任一人的名字。（如图 16） 

 
（图 16 张三所住的房子中有要经者需要超度，小房子

填写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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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解冤结 

 现实中如果遇到较大的冤结需要化解，念诵《解结咒》

后效果不明显，则可以念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小房

子右侧敬赠处为“XXX 化解冤结”，其中 XXX 一般为

自己的名字，即使要化解自己与他人的冤结，也不要

将对方的名字写上去。如果是为他人双方化解冤结，

譬如化解父母之间的冤结，XXX 写父亲或者母亲任一

方的名字均可，但是不能两个名字都写上。（如图 17） 

 

（图 17 张三要化解自己与他人的冤结，小房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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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存小房子 

 一般落款的署名先写好，敬赠处和落款的日期可以先

空着，到使用的时候再填写即可（日期也可以为念诵

完当天的日期）。（如图 18） 

   

（图 18 张三念诵的自存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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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小房子 

 必须至少要先写好落款的签名（抬头可以根据情况空

着或者填上，如果是自存小房子可以空着，如果是有

指定敬赠对象的，最好提前写上），才能将红点点上

去，否则如果抬头和落款都空着的情况下点红点，能

量会散失。 

 每念完一遍经就用红笔在这部经相应的小圆圈内点

一下，也可以念完多个或者全部念完后一起点。 

 一定要用红笔，可以用稍粗的红色水笔。 

 不能打勾、不能涂出圈外、不能把圆圈涂满、只能点

点儿。红点不能太小，太小会影响效果，红点要至少

五分满到八分满（占圆圈的 50%-80%）。（如图 19） 

 一定要先念后点，不能先点后念。如不小心点了少数

还没有念完的经文，应立即补念相应遍数。 

 念诵遍数可以大于小房子中圆圈的数量，但不可少于

规定遍数。 

 最好从下往上点，可以先一种经文从下往上点完，再

从下往上点另外一种经文；也可以四种经文同时从下

方点起。（如图 20） 

 点小房子的时候，为了防止孤魂野鬼抢经文，要在小

房子下面垫一块长宽均大于 60cm 或两尺的红布（红

纸、红塑料等红色材料均可）。这块布或者纸必须是

一整块，可以用红线或胶水将小块布料或纸片制作成

大的红布红纸，但是不能是分别的小块。如果不方便



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念诵指南 

28 

铺开，可以将大块红布或红纸折小使用，折后尺寸不

能小于 A4，会有等同效果。如果红布比较柔软不方

便点红点，可以在上面垫一块红的硬纸板，不能在红

布上盖玻璃（会影响效果）。红纸可以是双面红色或

者单面红色；也可以使用相应尺寸的全新的红桌子代

替红布红纸。红布或红纸上可以有暗纹，但是不能有

明显变色，必须是纯红色，且不宜有人或动物形象。

红色以正红、大红为佳，不能用橘红、玫红等色。红

布可清洗。（如图 20-1） 

 一般最好晚上 22 点之前点红点。如果气场比较好、

铺了红布做保护，也最好不要超过 24 点。当天来不

及点上的，可以第二天点，但是也不宜拖太久，一般

不超过 7 天。 

 打雷时不宜点小房子上的红点。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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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小房子从下往上点红点） 
 
 

 
 
 
 
 
 
 
 
 
 
 
 
 
 
 
 
 
 
 

（图 20-1 点小房子时需要铺上一块 2 尺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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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烧小房子 

 

1. 时间 

 早上 8 点、10 点或下午 4 点最佳。 

 白天的其他时间，早上 5 点至天黑之前，只要天气好

都可以烧送。 

 阴雨天最好不要烧小房子，如果家里有佛台的话阴雨

天也没大问题；天黑之后不能烧；特殊情况别论，如

要经者要得很急或者患重病等。 
 
 

2. 地点 

 可以在佛台旁边的地板上垫盒子或木头，或者使用新

的专用的凳子，上面放盘子。 

 盘子不能放在佛台上，也不能直接放地上。（如图 21）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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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烧小房子前祈求 

 有佛台：一定要先上香，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三称），将小房子微举过头顶，

然后放在佛台上。 

跪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XXX 能

够将这些小房子送给 YYY（YYY 为小房子右侧敬赠处填写

的内容：某某某的要经者、某某某的孩子、某某某（亡

人）、某某某房子的要经者或某某某化解冤结）。  

 

 无佛台：可以在阳台、客厅的窗口或者后院烧。 

要先上心香：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三称）。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

然后将小房子举过头顶，朝天三拜或心中跪拜求：祈请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XXX 能够将这些小房子

送给 YYY（YYY 为小房子右侧敬赠处填写的内容：某某某

的要经者、某某某的孩子、某某某（亡人）、某某某房子

的要经者或某某某化解冤结）。 
 
 

4. 烧小房子时 

 烧时只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不宜随意

添加其他语言，以免惹事。 

 有佛台的情况下，可以用佛台上的油灯点燃小房子

（也可以用打火机或火柴）；没有佛台的情况下，可

以用打火机或者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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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房子一般从右上角“敬赠”处点燃。 

 小房子一定要燃烧彻底，不要有残留的纸片。 

 不能用手触碰灰烬。 

 小房子要一张一张点燃，不能多张同时点燃。 

 不同抬头的小房子，要分别祈求和烧送，中间至少间

隔 1-2 分钟。 

 烧送前务必检查小房子填写完整，否则一旦烧送下

去，就无可挽回。（如图 22-25） 

 

（图 22 准备烧送小房子） 

 

（图 23 点烧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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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小房子燃烧完毕） 

 
（图 25 小房子要燃烧彻底，不能留下任何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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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烧小房子后 

烧完后说：“拜谢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XXX 能够将这些小房子送给 YYY。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

萨保佑！”（一拜）同时可以说相应的祈求，譬如，如果

小房子敬赠 XXX 的要经者，可以请菩萨保佑 XXX 身体健

康、平安吉祥；如果小房子敬赠 XXX 化解冤结，可以请

菩萨保佑 XXX 和 YYY 化解恶缘。 
 
 

6. 帮别人烧小房子 

 如果是帮别人烧小房子，“祈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

菩萨帮助 XXX……”中的 XXX 是报念经者的名字（即

小房子落款的名字）。 

 如果是他人助念的小房子，“祈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

音菩萨帮助XXX……”中的XXX可以是请求助念的人，

而不是念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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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处理小房子的灰 

 用干净纸巾或者普通的信封将小房子的灰烬包好丢

掉，不可丢弃在鱼腥等垃圾中，可以跟废旧纸张一起

丢弃处理。（如图 26） 

  

 

（图 26 小房子烧完的灰烬需用纸巾或信封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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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存小房子 

 念了一部分或者已念诵完毕的小房子装在红信封内，

或用红布包好，以免能量流失。（如图 27） 

 小房子不可折叠、玷污。小房子上面有经文的题目，

所以要恭敬妥善保存，不宜放置在不洁之地，比如夫

妻房、洗手间等。 

 空白小房子也最好红布包好保存。 

  

 

（图 27 已经开始念诵或者念完的小房子需用红纸或红

布包起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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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小房子作废处理 

小房子如果填错或者被玷污，想作废处理，可以先

把念过的经文重新点到在新的空白小房子上，同时和菩

萨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 XXX 把小房子弄错了，

故现在作废”，然后把要作废的小房子抬头和落款的名字

涂掉（如图 28），再反复折叠成小块后用纸或者信封包一

包扔掉（如图 29）。 

 

（图 28 小房子作废时需要划掉抬头与落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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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小房子作废时需要折叠，并用纸巾或信封包起

来处理） 
 
 
 

十、 何种情况需念小房子及数量 

1. 何种情况需念小房子 

 初学者：一般可以先为自己的要经者念 7 张小房子，

并且根据自己的情况坚持念诵。 

 梦见要经者的人：如果梦见鬼压身、有人追杀、要钱

要东西、给钱给东西、请吃饭、莫名生病、突然不顺

利、发无名火等，可以先念 7-21 张小房子，敬赠写

“XXX（您的名字）的要经者”。 

 梦见亡人的话，每位亡人至少送 7 张小房子，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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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亲人，一般可以念 21 张，敬赠写“XXX（梦中

亡人的名字）”。如果不知道名字，可以写上和在世人

的关系，譬如“YYY 的爷爷”、“YYY 的父亲”（YYY 为

在世人的名字）。 

 曾经有过打胎、流产、宫外孕、做过试管婴儿之类的

人，需要给每个孩子念至少 7-21 张小房子，敬赠写

“XXX（女方的名字）的孩子”。另外，有时候会在自

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流掉孩子，譬如安全期、避孕药等。

如果念经后梦见孩子要经，也需要念诵小房子，以超

度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掉了的孩子。【注意：不要

任意添加如“流产的孩子”“第 N 个孩子”之类的词

语，就算有多个孩子，也是一样写 XXX 的孩子，烧下

去灵界会安排分配的】 

 家里有要经者的人：如果感觉家里阴森森的，或者梦

见有不速之客，或者总有奇怪的声音或者电器家具莫

名坏掉等情况，可以先念 4-7 张小房子，敬赠写“XXX

（您的名字）房子的要经者”。 

 与别人有冤结、矛盾的人：可以念诵小房子化解冤结，

敬赠写“XXX 化解冤结”，其中的 XXX 为自己的名字。 

 各方面都顺利的人：如果各方面都很顺利，平时在坚

持功课的同时，可以结合每周 3 张左右小房子保平

安，敬赠写“XXX（您的名字）的要经者”。 

 想储存自存小房子备用的人：敬赠先空着，等到哪一

天用小房子的时候再填写敬赠谁。  
 
 
 
 



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念诵指南 

40 

 

2. 小房子的数量 

 小房子要坚持念诵，不是一劳永逸的，念完的只是超

度当前的要经者，不表示以后就不会有。随着时间的

推移，业障会随时激活转成灵性。 

 各方面都很平顺的人可以每周至少 3 张小房子给自

己的要经者，一般每天给自己的要经者烧不超过 5

张小房子。但是如果自己现在有较大病痛或者麻烦等

明显有要经者存在的情况（比如有宿疾、发烧头疼、

车祸、官司等），或者超度亡人、流产打胎的孩子，

是可以多烧送小房子的，一般每天不超过 21 张。 

 一般情况下，小房子可以一拨一拨念，效果较好。就

像吃药一样的，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每一拨可以先

和菩萨许愿说个时间和数量，譬如许愿：“我 XXX 会

在多少时间内念多少小张房子给我的要经者，请大慈

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比如，让我的身体

某某疾病尽快好起来等等）”，然后念 3 张左右就可以

烧一次，不需要筹集很多一起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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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小房子问与答 

1. 小房子为什么可以超度灵性? 

小房子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赐给人间的法宝，小

房子中四种经文均出自佛教经典及《赵朴初佛教念诵

集》，其中的四种经文《大悲咒》、《心经》、《往生咒》、《七

佛灭罪真言》特殊组合之后，具备超度灵性的灵验神奇

效果，屡试不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有无数大病绝症

及精神病等患者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

放生”，通过坚持念诵小房子而奇迹痊愈。 

不同的经文就如同不同的草药，都是度化众生救人

的，然而如同不同的中药配伍之后会产生不同的疗效，

小房子四种经文组合之后，即成为超度的法宝，这也是

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才降到人间的，让我们作为在家居

士，不需要花费分文即可超度亡灵，解决自身问题，消

除业障，提升境界。所以这四种经文的组合是不能做任

何随意更改的。 
 
 

2. 小房子这么值钱，念了会不会惹灵性来要
经？ 

要经者是无缘不来无债不来，灵界也有相关的规则，

地府有严格的阴律，不能随随便便找人要经的；欠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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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天经地义。现在菩萨慈悲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能

够让我们快点用小房子还债，从而消灾改命。即使现在

不念，以后到了受报的时候照样要用其他方法还，譬如

生病、倒霉、撞车等等。 
 
 

3. 功课和小房子有什么关系？ 

功课就像日常支出，小房子就如还欠款，做功课的

经文遍数不能算在“小房子”的经文里，要分开祈求和

另外计算经文的遍数。念小房子需要以心灵法门每日功

课为基础。先念一点功课再念小房子效果可能更好。 
 
 

4. 念小房子是否可以为自己祈求？ 

小房子是把这些经文给要经者或者亡人，是用于还

债的，这些经文都不能再为自己祈求。如果念小房子的

时候，为自己祈求的意念很强，并且小房子念完后没有

马上点红点，那这些经文很可能就会像功课一样作用在

念经者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说，以后再点上去的时候，

其实经文的能量已经用掉了，那么这样的小房子就无效

了。这就是很多同修烧了很多小房子，但是却效果不好

的一个原因。所以自己的功课千万不要点到小房子上去，

念诵小房子上面的经文也千万不能为自己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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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哪个名字填写小房子？ 

 要写正式的名字，不能是小名、笔名等。如果是出家

法师，可以写法名。 

 如果平时中英文名字都用或者中英文名字都已升文

的话，可以把中英文名都写上。（如图 30） 

 

（图 30 两种中英文名字的写法均可采用） 

 如果曾改过名，要用已经有灵动性的名字，一般建议

做个改名升文比较稳妥（改名升文有关事宜，请参照

《心灵法门入门手册》、《佛学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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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念经时被打断怎么办？ 

如果念经时有人打扰，而且一遍经文没有念完整的

情况下，可以念一遍“嗡莱姆索诃”，然后办完事情回来，

再念一遍“嗡莱姆索诃”，就可以接着被打断的经文继续

念了；如果是短经文的话最好重新念。如果中间已经间

断超过一个时辰，就需要重念。 
 
 

7. 按什么顺序念诵小房子的四种经文？ 

 小房子上的四种经文，可以不必按顺序念诵。 

 也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念诵： 

  以《大悲咒》开头，以《大悲咒》结束，中间每次

念其他经文的时候再以《大悲咒》开头。 

  譬如：9 遍大悲咒-->3 遍大悲咒、49 遍心经-->3 遍

大悲咒、84 遍往生咒-->3 遍大悲咒、87 遍七佛灭罪

真言-->9 遍大悲咒。 

  这样念的话，小房子会非常有能量，而且整张小房

子相当于是用大悲咒包围了起来，对所念的小房子

起到更好的能量加持和保护作用。 

  上面所举的例子中的遍数分配不是唯一的。因为有

的人是多张小房子同时念的，有的人是断断续续分

多次念完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节。 

  如果受时间地点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无法如上安排，

也可以不必执著上述方法，只要诚心认真念诵都是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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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张小房子念多久？ 

每一张小黄纸的四部经总数，不一定一天里念完，

最好也不要拖得太久才念完一张纸。 
 

9. 可以两人合念小房子吗？ 

可以两人合念一张小房子，也可以合念小房子上的

同一种经文。要在落款处各自亲笔写上两人的名字，两

人的名字并列着竖写即可。（如图 31）一般不建议这样念

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各自分开念最好。 

 

（图 31 两人合念的小房子落款需要两人分别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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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小房子有顺序吗？ 

 可以每念完一遍经就用红笔在这部经相应的小圆圈

内点一下，也可以先记好数量，多个一起点，或者全

部念完后再一起点点。 

 从下往上点，可以先一种经文从下往上点完，再从下

往上点另外一种经文；也可以四种经文同时从下方点

起。 
 

11. 点红点要注意什么？ 

不能点出圈外，不能涂满圆圈，不能打勾。红点要

占圆圈的五分满至八分满，不能太小（如图 32） 

 

（图 32 各种不如法的点红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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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梦到数字和小房子数量有关吗？ 

 如果梦中同时出现要经的情节和数字，那么，数字一

般和小房子的数量有关。譬如有陌生人说您欠了他

30 元钱，一般是说明您要念 30 张小房子给您的要经

者。对于比较大的数字譬如 18000，没有特别梦境情

节的情况下，可以取前面的数字 18 张，如果是很多

的数字，譬如 360 万，可以用 360 万除以 3 万,等于

120 张小房子，但也可能是 36 张或者 360 张。在特

殊梦境情况下，有些很大的数字，直接代表小房子数

量，譬如 3 万元，有些情况下代表 3 万张。（须依照

具体梦境而论，此处仅供参考。） 

 所以这些都是不可一概而论的，要根据具体的梦境和

现实情况综合考虑，如果一个重病患者梦见 500 元，

则是 500 张，如果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梦见 500 元，

则可能是 50 张。 

 很多时候确定不了数量的话，就坚持给自己的要经者

念小房子，即使无法准确地译出小房子数量，持续念

也迟早能超度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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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以一边做家务一边念小房子吗？ 

念小房子一定要注意保证质量，如果做家务的时候

念小房子，只要你念的时候心诚，并且能够保持注意力

集中，不要念错，那就一样有功德和效果；但是如果自

己已经心不在焉，完全在注意其他事情或者注意力涣散，

那么经文质量可能就会很差，最好是能够在比较清静的

地方集中精力念诵。在卫生间等肮脏的地方，以及做荤

菜的时候不能念经。 
 
 

14. 刚开始做功课就可以念小房子吗？ 

可以的。只要开始做功课，就可以念诵小房子。 
 
 

15. 租的房子怎么念小房子？ 

敬赠 XXX 房子的要经者（XXX 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

人的名字）。 
 
 

16. 可以在医院里点小房子吗？ 

最好不要在气场差的地方点和念小房子，可以念好

后回家再点。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长期住院的话，必须

要先将小房子抬头写好之后，白天念诵小房子，念完之

后尽快点上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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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房子日期怎么写？ 

小房子左边落款处日期可以写烧送当天的日期也可

以写念完的日期。日期需为阳历日期，不能写农历。 
 
 

18. 烧小房子有什么现象？ 

烧完小房子后灰的颜色、火焰大小等可能与纸张颜

色、风向等都有关，不用太执著于这些现象。 
 
 

19. 给不信的人念小房子有用吗？ 

有用，但是效果不好。最好可以给不信的人坚持每

天念诵 7 遍以上的《心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开智慧，

早日信佛念经。 
 
 

20. 帮别人念小房子需要注意什么？ 

 自度度人，帮别人念小房子是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自

身能量不够，对方的灵性可能会上您身。 

 一个有能量帮助别人念小房子的人一般要符合以下

几点：不会经常做噩梦；不会觉得浑身疲倦；前途方

面一直都比较顺利；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很好；反

之，如果一个人自己一直生病、做噩梦、不顺、阴气

十足、怕冷……那最好先把自己念好。  

 如果实在要帮人念，自己一定要多念《大悲咒》。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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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自存小房子的形式念诵。并且可以在念小房子之

前可以与观世音菩萨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

佑我 XXX，现在我为 YYY 念多少张小房子，其余的小

房子请要经者找 YYY 本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避免对方的灵性上身。在为他人念诵小房子的同时，

也要给自己的要经者念小房子。 
 
 

21. 可以请人助念小房子吗？ 

 小房子最好是要自己好好诚心地念经还债，因为金钱

无法买来功德。 

 如果一旦助念中出现任何问题，都是骗天骗地骗鬼，

会受到很大的惩罚，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反馈，因为

助念经文质量不好，反而烧下去以后病情加剧的。 

 如果实在情况特殊需要找助念，一定要自己熟悉的和

信任的人才好。 
 
 

22. 我妈妈眼睛不好，她自己念诵的小房子
我可以帮她点烧小房子吗？ 

小房子落款的名字必须念诵者本人签字，否则无效。

如果妈妈眼睛不好，您可以拿着她的手来一起签名，这

样她的气场会上去。您可以帮她点红点，并且帮助她烧

送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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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女儿有精神分裂症，如何念诵烧送小
房子？ 

 精神分裂症都是很大的业障，都是有大灵性在身上，

而且灵性都是从地府拿了法令而来，让病人受报。这

种情况除了念诵小房子以外，还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诚心忏悔才行。 

 一些情况下，如果刚开始念诵烧送小房子就出现暂时

发病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小房子质量不好，导

致灵性不开心；二是小房子数量远远不够，灵性很着

急。所以精神病患者一般要先许愿一个小房子数量，

比如 800 张，并承诺在什么时间完成，同时要保证质

量地抓紧时间念诵。配合许愿、放生。坚持一段时间

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已经有很多几十年精神病的

患者通过念诵小房子而彻底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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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念诵经文注意事项 

 功课是指每天必须念诵的经文，如 3 遍《大悲咒》，3

遍《心经》，1 遍《礼佛大忏悔文》，21 遍《往生咒》。

功课就如每天需要吃饭一样重要，就像日常支出的开

销，小房子就如还房贷或者欠款，做功课的经文遍数

不能算在“小房子”的经文里，要分开祈求和另外计

算经文的遍数。 

 每念一遍经文都要念经文的题目，而且《大悲咒》《心

经》必须念经文题目的全称，如：每念一遍《大悲咒》，

就要念《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心经》则要

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在念功课的经文前都可以说相应的祈求，一般祈求在

三件事物之内，超过三件就有点贪心就不会太灵验。 

 《心经》和《往生咒》在晚上 10 点之前和阴雨天的

白天可以念诵，但如果阴雨天太厉害太黑或者大雨倾

盆雷电交加，就最好不要念；另外如果自己身体比较

弱、念了不舒服的话，就尽量在晴天的白天念。一般

凌晨 2 点至 5 点之间最好不要念诵任何经文。 

 为家人、朋友或同修念诵功课经文时一定要报出此人

的名字，才有效果。 

以下是经文的一些功效与平时做功课时可以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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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祈求，仅供参考（请注意：小房子中的经文不宜按

照下列方法再做任何单独祈求）。 

1）《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简称《大悲咒》，

《大悲咒》为任何学佛者所必修，这是念经基础课。其

中的一种功能适合：能圆满众生一切愿望，并能治各种

疾病，常有龙天善神护持。每日读诵多遍临终时可以随

意往生任何佛国。每天功课：一般 3 遍或 7 遍，宜每天

念诵直至百年。白天晚上都可念。如遇重大关头，开刀

前后，每天狂念《大悲咒》，遍数 21、49 遍，或越多越

好。念《大悲咒》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身体健康，增强功力”。若

身体有病症可以加上：“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医治我

XXX 某个部位的疾病，早日恢复健康”。 

2）《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接通观世

音菩萨的心咒，用菩萨慈悲心开智慧。《心经》在天上是

能量，在地府是钱财，在人间是智慧。其中的一种功能

适合：小孩不听话、大人不信佛、老人太固执、情绪不

稳、智慧不开、忧郁症、在地府能超度鬼神等。每天功

课：一般 3 遍或 7 遍以上，宜每天念诵直至百年，晚上

10 点以后不要念诵，阴雨天的晚上或者雷雨闪电等恶劣

天气最好不要念。念《心经》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

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开智慧，头脑清

醒冷静，去除烦恼（念诵经文时注意力集中）”。 

3）《礼佛大忏悔文》是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帮

助我们忏悔和消除身上前世和今生的业障，是向诸佛忏

悔的大经。其中的一种功能适合：忏悔过去生中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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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障。如感情上伤害过他人，几十年积下的冤仇、孽障，

曾对菩萨不敬、损坏菩萨画像雕像等。 

每天功课：一般 1遍至 7 遍，宜每天念诵直至百年。

晚上 10点至凌晨 5点之间不宜念诵。 

念《礼佛大忏悔文》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帮助我忏悔和消除

身上（或某个部位）的业障，保佑我身体健康，开智慧”。 

注意事项：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过程中，如果感觉

身体某个部位不舒服、有病痛感，那是孽障被激活变成

了灵性，是好事，现在发出来，比晚年生恶病要好。一

般可以念 4-7 张小房子，病痛厉害者，请再多念几张，

直到身体感觉舒服为止。 

4）《准提神咒》是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们达成自己愿望、心想事成。其中的一种功能适合：求

事业有成、婚姻圆满、学业顺畅。对年轻人找工作、找

对象、学业、事业等都有大的帮助，但是，必须是在合

理合法的范围内做某一件事。 

每天念 21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可念。 

念《准提神咒》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

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心想事成，事业成功，或者一

件祈求的合理事物”。 

以上四部经文是基础功课，以下经文是根据每个人

的具体情况、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定夺来念诵的。一般经

文数量在 21、27或 49 遍。 

5）《解结咒》是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帮助我们

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冤结。其中的一种功能适合：恋人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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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夫妻不和、父子母子不睦、同事纠葛、老板职员对

立、前世孽障。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念《解结咒》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

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与 YYY（可以是您亲人的名字

或朋友的名字或同事的名字），化解恶缘”。 

6）《消灾吉祥神咒》遇到各种突发的事件，解除前

世冤结。其中的一种功能适合：摆脱官非、丢钱找钱、

吵架、罚款、突然生病、预知有难、做了恶梦等等。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念《消灾吉祥神咒》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消灾吉祥，平安顺利”。 

7）《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简称《往生

咒》：是求助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享现世安乐，得往生极

乐，超度曾经杀生的小动物、家禽、海鲜、昆虫等。适

念：信佛念经前吃了活杀的动物，平时不得已伤害的小

生命，包括在梦里杀的动物。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晚上 10 点之后或

者雷雨闪电等恶劣天气最好不要念。 

念《往生咒》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

佑我 XXX（您的名字），帮助我超度因我而死去的小灵性，

帮助我消除孽障”。 

8）《大吉祥天女咒》能除贫穷及一切不祥，速获一

切丰乐吉祥，婚姻所有愿求，皆得圆满。此经文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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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某事获得吉祥，但是念诵者必须要有功德积累才能获

得吉祥和大吉祥，没有功德做基础则不灵验。 

此咒还可以用来求姻缘，念之前要祈求“请大慈大

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帮助我找到一段

善缘，感情圆满”。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可以在念之前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某事吉祥顺利”。 

9）《功德宝山神咒》，持诵此咒，可累积善业功德，

消除罪业。此经咒可以将所做善事转化为功德，功德可

以消除孽障。如果自己某段时间做了很多善事，并且需

要求某件事情的话，可以念诵此经文。此经文灵验的前

提是要有善事积累为基础。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念《功德宝山神咒》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可以把过去所做善事

转化成功德，保佑我某事顺利”。 

此外，可以为腹中胎儿或者 5 岁以下的小孩念《功

德宝山神咒》，把这个孩子前世所做的善事转到今世来用

来保佑他消灾平安。念之前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

音菩萨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腹中的孩子或者孩子 XXX

（孩子的名字），将前世所做善事转化成功德，保佑他平

安健康”。 

10）《七佛灭罪真言》消灭罪障，平安吉祥，事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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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造福后世。此咒可消除今生或当下所造的较小罪障，

对于很大的孽障及往世较重孽障仍需念诵《礼佛大忏悔

文》方可消除孽障，故不能用《七佛灭罪真言》完全代

替《礼佛大忏悔文》。 

如果有较小的身口意业，则可以当即一次念诵 21、

27 或 49 遍，念之前要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 XXX（您的名字）消除孽障”。 

此外，每天做了一段时间功课之后也可以加念 3 遍

《七佛灭罪真言》，让自身更干净、更纯净，同时可以消

除当天或近期所造的小孽障，念之前不用说任何祈求。 

11）《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诚心持诵此咒能

使众生消除短命夭折，增寿吉祥，速证菩提，早日成佛。

此经咒是延寿的经，可用于老年人求寿、命里有大关劫、

重病之后需要延寿等。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念之前要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

（您的名字）消灾延寿”。 

12）《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持诵此咒，能佛光普照，

得佛的智能、妙法，明白佛法的道理，把烦恼转成菩提，

事事顺利，吉祥如意，幸福平安。此经咒主要用于求某

件事情能够如意，譬如可以求事业平安顺利。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念之前要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

（您的名字）某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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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音灵感真言》佛光普照，事事顺利，吉祥如

意，幸福平安。一般是祈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显灵，

给予加持，让所求之事能够速见灵验。如遇紧急病痛严

重的情况也可以用来止住病痛。 

但前提是念经者必须要干净纯净，没有杂念，并且

要有一定的功德方可见效，否则念了反而不好。此经文

最好经过卢台长看图腾以后再选择念诵。 

需要时，每天念 21 遍、27 遍或 49 遍，白天晚上都

可念。 

念之前要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XXX

（您的名字）能够身体健康或者某事顺利，请观世音菩

萨显灵。” 



后 序 

59 

 
 

后 序 

 

卢台长法门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凡是学习卢台

长法门的信众，普遍感受到了卢台长以无缘大慈的慈悲

心来弘扬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救度众生。卢台长法门是救

度那些虚病患者化解冤结，偿还自己多生多劫的欠债，

消除自己多生多劫的孽障，脱离苦海的神医良药；是那

些学佛多年还处在迷雾中的修行人到达彼岸的指路明

灯。只要认真按照卢台长的指导去修念经、放生、许愿，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益和体会。 

为什么会出现受益程度不同的差异呢？我们认为除

了信众们个体基因的差异外，其主要原因是多数人只注

意了学习“方法”，而没有抓住“修心”的真谛；特别是

对自身的贪、瞋、痴“三毒”净化得不够，自身能量不

高。解决的办法，只有在修心上下功夫，要紧跟卢台长

与时俱进，学好台长的心灵法门，今生活得有滋有味，

将来走得无牵无挂。 

如想详细更多地了解卢台长心灵法门的情况，请登

陆“卢军宏台长的博客网址”  http://lumaster2or.org；

http://lujunhong2or.com,查阅《白话佛法》、《玄艺综述》、

《玄学问答》、《听众感悟》、《网友反馈》等博文，听澳

洲东方华语电台卢军宏台长主持的每周三小时《玄艺综

述》节目、每周三个半小时《玄艺问答》节目、每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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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直话直说》节目、每周十五分钟《白话佛法》节

目及大型现场解答会录音。 

这里也还想提醒那些对卢台长心灵法门持有一些疑

虑、怀疑的人，赶快从自身找找原因，放下疑虑，下定

决心按照卢台长的开示，抓紧修心，时间真的不等人啊! 

 

卢台长节目澳洲悉尼时间： 

1．玄艺综述（看图腾）： 

每星期二、四、六 17：00 – 18：00 

2．玄艺问答（不看图腾）： 

每星期五   12：30 – 14：00 

每星期日   12：00 – 14：00 

3．直话直说： 

每星期五   12：00 – 12：30 

4．白话佛法： 

每星期四   17：00 – 17：15 

 

卢台长节目直播热线电话： 0061296988866 

东方台秘书处咨询电话：  0061292832758 

 

                                            

2011 年 12 月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