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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蹟寺發文： 

翟芒尊者最近的談話記錄 

 

最近幾天，來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在參加了在聖蹟寺舉行的祈禱法會之

後，已經陸陸續續回去了。應一些佛弟子的要求，翟芒尊者和大家見面座談了

幾次，就大家關心的一些問題作了回答。下面即是根據翟芒尊者和一些上師們

的幾次談話記錄所整理匯總，翟芒尊者審閱後同意我們公開發表。 

 

今天抽時間跟大家見個面聊一聊，其實前一段時間還在祈禱法會期間，就

有一些人想跟我說一些事情，但是我大部分都推辭了，有幾個原因：其一，我

本人是一個極其慚愧的眾生，儘管一直在學習，但是修行很差，沒有證量，沒

有辦法解決你們的很多問題。其次，很多人我都不認識，他們都知道的，過去

很多年，佛陀師父如果只是接待佛弟子，而沒有說法的時候，我大部分都沒有

在現場，因為我不想攀緣，而且我要處理自己手頭上的很多工作，所以，這一

次來聖蹟寺參加祈禱法會的人，我大部分都不認識的。其三，時間不夠用，我

想把時間盡量用在佛陀法音的整理和翻譯上面，這個事情是其他人無法替代

的。還有一點，說實話，我是怕你們出門以後，就把我說的話傳走樣了，變成

了另外完全不同的意思，這樣會帶來過患的，比如前一段時間我在聖蹟寺所講

的，一傳到網路上，就變樣了，很多都不是我所表達的意思了，甚至有的人傳

出來的意思還是相反的。所以，你們看我今天為什麼帶了一個錄音機來錄音？

就是將來你們如果把我的意思說偏了的時候，我至少有一個證據，同時呢，我

自己將來重複聽的時候，如果發現我有什麼地方說錯了，也好跟你們糾正，因

為只要談到佛法，涉及到知見方面的問題，必須極其慎重，不可有一點馬虎和

大意。 

今天來的有一些人我認識，有很多人我過去都沒有接觸過。我想是不是這

樣，先就你們關心的一些事情，我談一點我自己的看法，供你們參考，因為這



Page 2 of 11 
 

些問題很多人都在問，我說完了之後，你們再有什麼問題，我們再討論。我要

強調的就是，我是一個很慚愧的眾生，只是由於佛陀的慈悲，把我收留在祂老

人家身邊，聽聞佛陀的教法可能比一般人多一點，也可能比有些人學佛早幾年，

但是，我不能說我的觀點就是對的，這個更不是開示，我已經在很多不同的場

合說過很多次了，我沒有資格作開示，我所談到的想法和意見，只是我個人學

佛修行的一點體會經驗，供大家參考，如果你們覺得我說的跟佛陀的法義違背

了，我歡迎你們給我指出來我說的哪裡不對，我好改正。 

第一個方面的問題，是很多人都在問的，就是你們這些上師們回去要怎麼

做？這個問題，如果說複雜、說完整的話，實際上就是我們如何在這一生成就

解脫的問題。如果要簡單說，也很簡單，就是六個字：“持戒修行修法”！我

相信這複雜和簡單的兩種講法都不是你們想要的，所以，我具體列了幾條，下

面一條一條簡單地說一下。 

1. 繼續誦經祈禱佛陀佛母返回人間，救渡我們這些眾生。 

佛陀佛母為什麼要涅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眾生的業力！所以我

們每一個人都要隨時懺悔，這個懺悔不是口頭說說，而是要實實在在地懺

悔自己在這一生、在當下所犯的罪業。很多人懺罪只是習慣性地唸一些什

麼“無始以來貪嗔癡，一切罪障我懺悔”，那都是假的懺悔，把自己的罪

過推給過去。我的觀點剛好相反，正因為無始劫以來積累的善因緣，我們

今生才有福報跟隨偉大的南無羌佛學佛修行，也正因為今生沒有修好，我

們才是到現在都沒有成就解脫，所以，真正的懺悔就是改掉今生的一切不

符合佛陀教誡的惡習，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修行人。 

對佛陀而言，早都已經沒有生死的概念了，我們眾生有福報，佛陀就

示現於世，眾生沒有福報，佛陀就滅度，過去的古佛如是，當年南無釋迦

牟尼佛如是，現在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如此。 

我在這裡說一個我經歷的公案，那是 1996 年 1 月，我隨佛陀佛母去

深圳，黎德和師兄當時是羅湖大酒店的總經理，黎師兄就在酒店的最高一

層第 16 樓佈置了一個臨時的壇場，佛陀師父在那兒說法、接待大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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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了，要請佛陀師父、佛母用餐，但是到處找不到佛陀師父，我就

去十六樓的壇場去找，空的，沒有人，過了一會兒，一個師姐又去壇場找，

也沒有人。又隔了一會兒，劉戈師姐又去壇場找，還是沒有人，這個時候

她沒有馬上離開，而是站在門邊上的一個大的穿衣鏡前面看自己，背對著

後面的窗戶，窗戶的玻璃是密封的，但是那個鏡子裡可以看到窗戶，結果

她從鏡子裡面看到窗戶裡面先突然出現一隻腳，隨著佛陀師父就從空中跨

進房間來了，劉戈師姐嚇得大叫一聲。我們馬上跑過去，發現佛陀師父坐

在壇場裡面，然後劉戈師姐也把她所看到的經過告訴了大家。我說這個公

案的目的，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佛陀、佛母的本事不是我們所能認識的，

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真誠懺悔，感召佛陀佛母回來，繼續教導我們、救渡

我們。 

2. 佛弟子要慈悲，要團結幫助他人，尤其是做上師的，要把自己的團隊

帶好。要發展新人，不要從別的團隊拉人。 

佛陀師父多次說過，我們佛教徒不團結，遠遠不如基督教，有一些學

佛時間長一點的人，或者身穿仁波且的衣服、阿阇黎的衣服，經常以一種

居高臨下的態度，對他人動輒批評撻伐，根本的原因還是沒有慈悲心。希

望你們每一個人回去，讓自己的團隊，大家相處得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有

什麼事情互相幫忙，一個人有問題，大家共同幫助解決。如果這一點都做

不到，還要談修行，還要想成就解脫，是不可能的。 

不要拉幫結派搞山頭主義，這是佛陀師父非常反對的事情。我們是佛

教徒，是修行人，修行人的格局要大，不要修了半天把自己修得心胸越發

狹隘，只要眾生能聞聽到佛陀的法音，在修行，我們就應該為他們高興，

無論他們在哪裡聞法，跟了哪個團體。佛教徒不是誰的私有財產。 

3. 一定要認真聞法。恭聞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是我們獲得正知

正見的來源，我甚至可以說，在如今的末法時期，任何一個佛教徒，要

想得到成就解脫，非得恭聞南無羌佛的法音不可！仁波且也好，阿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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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也好，聞法上師也好，你們的任務，就是在自己聞法的基礎上，帶領

大家聞法，這一點是最重要的，這一點做好了，你們的功德就上去了。 

關於聞法，佛陀的法音裡面有很多說法，告訴大家如何聞法才能得到

受用。那麼我個人覺得有兩點要引起大家的重視：一是不能根據自己的好

惡來選擇性地聞法，聞法要完整、全面地恭聞佛陀的法音。二是要帶著問

題聞法。聞法是要獲取正確的知見，用來指導我們自己的修行，解決我們

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在修行中所遇到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說自己在修行中

沒有遇到過問題，那要麼你是大菩薩，我非常恭喜你，向你學習；那要麼

你的問題就太嚴重了，因為你嚴重到都發現不了自己的問題。你想一想，

如果沒有問題，怎麼還是一個眾生呢？怎麼還在輪迴裡面打轉呢？所以問

題很嚴重，更要好好地恭聞佛陀的法音。完整地聞法和帶著問題聞法，這

兩點好像有矛盾，其實是一體的，你們仔細地去體會。 

4. 踏實修行，是成就解脫的根本。我個人認為，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來

到這個世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匡正了祖師們的很多錯誤，強調修行

才是成就解脫的根本！所以，佛陀師父隨時隨地都告誡大家，一定要

修行！關於修行中要注意的問題，佛陀師父在法音裡面講得非常多了，

你們自己去聞法、去照著做。但我今天要強調一點的就是，法師也好，

仁波且也好，阿闍黎也好，聞法上師也好，無論是什麼身份的佛教徒，

都不能想要通過佛弟子來賺錢！換句話說，如果想通過自己團隊的佛

弟子或者非自己團隊的佛弟子來賣產品、做生意，美其名曰共同致福、

合夥發財，那已經脫離了學佛修行的正道！至於搞什麼傳銷、民族資

產之類或者國家明令禁止的事情，那就是詐騙，已經是犯罪行為了。

這一點非常重要，佛陀師父、佛母從來都是幫助弟子，從來沒有通過

佛弟子來做生意賺錢！凡是強行讓佛弟子買產品、做傳銷之類的，無

論是什麼人，佛弟子都應該離開！ 

還有一些人，不一定是直接騙錢，有可能先騙點名聲，把人聚集起來

以後再騙錢。比如有些人就說佛陀師父在夢中給他甘露水，他現在治病很

厲害，或者有人說佛陀佛母加持他，他現在可以邊聞法邊禪定了，還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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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幾個月不吃不喝的，如此等等，這些都是騙子！總部的公告已經說得非

常清楚，只有公佈出來的十八法才能衡量一個人證量的高低，如果哪個人

宣稱自己有證量，那就到總部報名來考試，然後公佈結果。所以，你們回

去以後，不僅自己不能騙人，還要防止其他的佛教徒們上當受騙！如果你

們知道了哪些人違背了佛陀的教導，在行詐騙，你們要及時反映給總部，

如果是犯罪行為，那就直接上報給政府或警察，讓這些壞人騙子受到法律

的制裁！在全世界的所有佛教中，只有南無羌佛、只有世界佛教總部公開

批評下面的上師和弟子們不如法的行為，為什麼？因為總部遵照南無羌佛

和南無釋迦牟尼佛的教誡，公正無偏，如法行事。 

5. 所有佛教徒，必須遵守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法令。 

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是佛教徒，我們的目的是了生脫死，自

渡渡人，我們不涉入任何政治。但是，無論在哪個國家，佛教徒都必須遵

守所在國和地區的法律法規，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情況不同，自然會有不同

的法律和規定，政府的管理也是必須的。前一段時間，有一個仁波且跟我

說，中國現在不讓學習南無羌佛的佛法，我說這是沒有的事情，當時我跟

她說了四點： 

1) 國家的憲法規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法規禁止

人們學佛！所以，我們學佛是光明正大的，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佛

教徒，有什麼好怕的呢？ 

2) 佛教是南無釋迦牟尼佛創立於印度的，對中國而言，佛教是外來

的宗教，但是經過兩千多年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已經與中國的

傳統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南無

羌佛恰恰是以中文向全世界傳播最正宗、最精闢的佛教佛學佛法，

所以，全世界的佛教徒通過學習南無羌佛的佛書和法音，不僅能

學習到正確無誤的佛教，還能了解吸收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這

對中國和中華文化都有極大的推動促進作用，有什麼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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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無羌佛在所有的佛書和法音裡，都一直教導佛教徒們要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大家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遵紀守法，尊老愛幼，

關心大家，建設國家，熱愛世界和平，所以，一個真正的佛教徒

是家庭的好成員、社會的積極分子、國家的好公民！ 

4) 凡是自己心裡害怕的，大概是兩種人：第一種人是自己的意識裡

面就認為學佛是不被允許的、是不對的，那如果這樣，你還學佛

幹什麼呢？這種人還想學佛成就，豈不是荒唐？！第二種人是打

著學佛的招牌，實際上卻是在做生意，甚至是非法的生意，比如

政府命令禁止的什麼虛擬貨幣、傳銷之類的，還有人在群裡面詐

騙等等，這種違法亂紀、擾亂社會的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應該

被禁止。 

所以，只要是正當地學佛，有什麼好怕的？ 

6. 還有一點，大家都關心的，怎麼學法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當你的行修好以後，你自然而然會得到法，行不符合的話，即使給你

傳了法，也是沒有用的。南無羌佛就跟我說過，有一個人一再求佛陀

給她傳法，佛陀非常慈悲，給她傳了法。過了一段時間，她跑來跟佛陀

說：她現在生活困難，要等賺錢以後再來修法。你們想，她這個法還有

用嗎？本尊、護法還會來嗎？對於真正的佛法，我們要“寧捨生命不

捨法”，更何況是佛陀親自傳的法？所以，這個人等於就是把這個法

給毀了。因此，修行和知見非常的重要，是修法的基礎。這個基礎打好

了，佛菩薩會觀照的，法王們、大聖德們自然會把佛法傳給你們。還

有，我建議直接修學解脫大手印，解脫大手印是修行和修法結合在一

起的，這是最好的，有上師傳當然好，如果沒有上師傳，自己也可以直

接修學，不需要任何人傳，如法修持都能成就，這一點佛陀師父早就

說過的。 

7. 還有很多人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護法的問題，其實，學法、護法和弘法

是三位一體的，我們首先要學習佛法，然後在學習的過程中要護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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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後當我們有受用以後，要弘揚佛法，讓更多的人學習佛法。佛陀

師父在《學佛》一書裡，在法音當中，講了很多關於護法的問題，護法

是我們佛弟子修行的一個重要的部分，一個佛弟子如果不護法，就已

經不是佛弟子了！談到護法，很多人容易混淆的一點就是，護法是維

護佛陀、保護佛法，而不是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也

就是說，當佛陀的名譽受損、當佛法受到傷害的時候，我們要毫不猶

豫挺身而出，反駁妖魔，但是，如是我們自己的名聞利養受到損失，那

我們要忍辱自修，這是我們修行、護法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則。而我們

現在有一些人的所作所為，與這個原則背道而馳。當今世界，唯有南

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能讓眾生得到解脫，因為南無釋迦牟尼佛的

經書遭到魔子魔孫的篡改，加上翻譯的錯誤以及現代人不容易理解古

文，導致一般人要想通過學習南無釋迦牟尼佛的經書得到成就，非常

困難。所以，你們回去以後，要學習和宣傳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

音和佛書！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就是關於最近總部的公告所涉及到的事情。 

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由於很多人知見不正，把它

弄得複雜了。 

說到這個事情，我自己就首先要懺悔，我覺得是我本人沒有德能，才造成

這個情況的出現。因為無論如何，在大雄寶殿咆哮鬧殿，這可以說是罪大惡極

的事情，聖蹟寺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寺廟，佛陀曾在聖蹟寺降下甘露，聖蹟寺

的大雄寶殿是內密壇城，而最重要的，佛陀佛母還在大雄寶殿裡面，鬧殿打人

是對佛陀佛母的大不敬，太糟糕了！我非常難過，作為弟子，我實在愧對佛陀

佛母！ 

當然，總部的公告所說的都是事實，而且總部的決定也是非常正確的。大

家要知道，總部的聖德們是不會去錯因果的，不然也就過不了聖考、成不了聖

德！所以，如果有人懷疑總部的聖德們，而去相信某一個凡夫眾生，這種人我

只能說，是極度地愚癡，或者本來就是故意來破壞佛法的人妖！這麼簡單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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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麼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的話，你們想一想，所謂的學佛修行，不是白學

了嗎？不是騙人嗎？因此，這個事情的出現，反映出一些人的知見有問題，我

覺得有必要簡單地說一下。 

第一個，從這個事情就可以看出一個真假修行人的區別。退一萬步說，先

不論公告所說的是不是事實，作為一個當事人，第一步就是忍辱，這是修行人

最起碼要做到的，如果忍辱了，你不對的都變成對的了，因為之前雖然做錯了，

但現在已經是按佛陀的教導在修忍辱、在修行了。如果沒有忍辱，為了自己的

面子和利益，按自己的脾氣、想法去發洩一通，表白自己，就算沒有咆哮、沒

有打人，現在都已經錯了，因為已經脫離修行了。而且事實就是自己實實在在

地打人了，然後自己又去網路上說假話，更何況還是當著佛陀佛母的面，一方

面說要懺悔自己的業力，另一方面又鬧殿打人，你們想一想，這不是自己強行

往自己身上罪上加罪，又是什麼呢？！怎麼會有這麼愚癡的人呢？以我個人

的觀點，這種罪，普通的懺悔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了，你們知道是為什麼嗎？因

為這是在佛陀、佛母身上犯的罪，除了佛陀和等妙覺菩薩以外，一般的菩薩都

不會、不敢接受她的懺罪！ 

第二個，關於發誓的問題。很多人說，她都發誓了怎麼怎麼，難道還有假

嗎？這是因為這些人不懂發誓的道理，說不定連發誓的本人都不懂這個道理。

佛陀師父就曾經說過這個事情，是不是在法音裡有，我現在記不到了，但是我

曾親耳聽到佛陀說過的：即使是非常真心的發誓，往往都要等十二年左右才能

兌現，因為因果成熟是需要時間運轉的。所以，如果一個人發誓說他出門就被

車子撞，或者馬上破產亡身，或者第二天就失去工作等等，這些都是不實在的

發誓，因為這些發誓不會馬上兌現，所以往往有人不了解這個道理，聽到發誓

就信以為真，結果就上當了。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們現在就可以做一個試驗，

我們這裡面找一個人，現在打身邊的某個人一個耳光，然後當場發誓說你沒有

打，如果你說的是假話，你馬上出門被車撞死。我告訴你，你現在出門，只要

你不是主動去撞別人的車子，你絕對不會被車撞死，甚至你主動去撞車子，也

不一定會被撞死，中國很多碰瓷的人，就是實際的例子，他們都被撞死了嗎？

那麼，這裡面的問題就來了，我們在這裡現場明明看到你打人了，但是你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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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說沒有打人，並且你現在出門又沒有被車撞死，難道你可以憑這個發誓就證

明你沒有打人嗎？那我們到底是該相信我們的眼睛呢，還是相信你的發誓呢？

因此，以前佛教徒發誓的時候，往往都發“不得成就解脫”、“死後墮地獄”

或者“死後墮三惡道”這種誓言，發這種誓有兩個原因，一是時間長，一定會

兌現的；二是對一個修行人來說，不得成就就是最大的懲罰。但是後來，佛陀

師父極度慈悲，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墮入三惡道，就說：如果某個人是自願發誓

的話，不要發“死後墮地獄”，可以發“今生一定窮困潦倒，生活困苦不堪”，

或者“疾病纏身”這一類的誓言。這種誓言，因為時間長，尤其是在廟子上或

者大雄寶殿裡面發誓，那一定會兌現的。我再說一個真實的例子，曾經有一個

上師，你們這裡一定有人認識他，我不說他的名字，他曾經騙了一些人的錢給

自己買房子，他到佛陀的金剛壇城來拜見佛陀師父的時候，佛陀就問他，他回

答說他沒有騙任何人的錢，而且當場就在佛陀面前發誓說：如果他騙了任何人

的錢，他出大門就讓車子撞死。當天我在壇城，他當然沒有被車子撞。但是，

這個上師回去以後，那些被騙的人起訴他，法院經過審理，證實他確實詐騙了

好幾個人的錢財，這個上師最終被判坐牢。所以，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發假誓。但是，我提醒一點，因果不昧，發了假誓，難道就這麼算了嗎？今後

還是要結相應的果的。 

第三個，很多人說：佛陀佛母是多麼慈悲，遇到這種問題一定會慈悲眾生

的，總部為什麼不慈悲一點，私下批評解決問題，而非要公告大眾？說這個話

是極度荒唐的，根本不了解佛法的義理，不明白什麼才是真慈悲。這個問題如

果要詳細說，時間太長了，我在這裡只是提出幾個問題，請大家思考：佛陀們

是宇宙間最慈悲的，但佛陀為什麼要制定出很多戒律來規範約束佛教徒的言

行呢？難道佛陀要故意折磨佛教徒嗎？佛陀連對妖魔都同樣慈悲，但是為什

麼佛陀們又化現出金剛來消滅殘害眾生的妖魔呢？不要把慈悲跟毫無原則畫

等號，不要把慈悲跟爛好人畫等號，真正的大慈大悲，是要看怎麼樣才能保護

好眾生的慧命，真正對眾生的成就解脫有利。還有，你自己已經是一個聖者菩

薩呢，還是一個正在學佛修行的凡夫眾生呢？大家要明白，佛陀的慈悲，那是

佛陀的事情，不能把佛陀的境界套在我們這些凡夫身上，我們佛教徒必須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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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戒，否則只會墮落。所以，大家自己去思考，再去認認真真地恭聞佛陀的法

音，我相信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總部必須出公告，為什麼總部是真正的慈悲。 

第四個，總部的公告並不只是說了兩個人，有些人的問題同樣嚴重。那麼，

對於那些不按佛陀教導、不守戒律、一意孤行、毫不認錯的所謂佛教徒，我們

該如何對待？有些人說，我們都是金剛師兄弟，是一家人，要團結，要幫助。

簡單地說，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當年，南無釋迦世尊在報化涅槃前被問到這個

問題的時候，釋迦佛陀教導說：“摒棄之”，也就是說佛教徒們應該遠離這種

惡人，讓其自生自滅，最後受其果報，因為我們是凡夫，沾不得那樣的黑業，

怎樣教化這些惡人，是只有偉大的佛菩薩們才能做到的，我們眾生必須遠離。

所以，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遵照佛陀的教導。至於說什麼“金剛師兄弟”之

類的，只能說這些人還需要好好聞法學習。聯想到前一段時間，有人已經在燒

佛書佛像和佛陀的法音，這絕對是變成妖魔無疑了，結果還有人要去所謂的幫

助這些妖魔，幫得黑業纏身，可以肯定的說，這些人最終一定會和妖魔一起同

墮地獄，受盡痛苦，到最後還是得佛菩薩們去救渡他們。 

回過頭來，我們想一想，為什麼有很多人提出這麼多問題，就是因為沒有

好好地恭聞佛陀的法音，沒有好好地把佛陀的教導用於解決我們生活修行中

遇到的問題，聞思修果，只有聞，沒有思，更沒有修，當然就沒有果！所以，

再次強調，大家恭聞南無羌佛的法音非常非常地重要！要真聞法，不要假聞法。 

第三個方面，就是關於第三世多杰羌佛辦公室的事情。 

前幾天，有人轉來了一個問題，詢問現在辦公室能否代表佛陀？不管問這

個問題的動機是什麼，我都覺得這是一個好問題。因為，在整個宇宙裡，沒有

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佛陀，能代表佛陀的只有佛陀，菩薩都不行！那麼以前，

辦公室是為佛陀服務的，代表南無羌佛處理工作上的很多問題，但是現在佛陀

涅槃以後，就已經不存在代表不代表的問題了！辦公室除了要祈禱佛陀佛母

盡快返回人間，現在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整理和翻譯佛陀的法音，這是利益所有

大眾的事情，辦公室今後除了公佈新的法音之外，一般不會再發其它的公告，

辦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員，包括我本人，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打著辦公室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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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去做任何與南無羌佛、南無佛母、佛法或佛陀法音無關的事情！辦公室會竭

盡全力，盡快整理好佛陀的法音，讓大眾都能恭聞學習。最近的一套法音《南

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旅行中應佛弟子之需隨緣說法》已經整理完成了，總共十五

卷，這是非常重要的法音，希望你們在離開之前到國際佛教僧尼總會請到這套

法音，你們恭聞了就會明了很多道理。 

總部的聖德們如果有關於佛法的事情，總部會出公告的，大家一定要認真

學習和理解總部的公告。 

最後再說一遍，我個人水平差，能力有限，極其慚愧，我今天所說的，是

我自己的一點體會和想法，希望能夠給你們作一個參考，如果你們覺得我說的

是錯的，也沒有關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人們、所有的眾生都能學習到

南無羌佛的佛法，真正成為一個解脫的聖者，以便救渡更多的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