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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以后的生命是世间长久以来的一个奥秘。直到大菩萨

悟道成佛，具有生死智，才看见了众生的生死轮回。知道众生

死亡后到了哪个境界，曾经做过的善或恶的业力，使其经历了

幸福或痛苦。至此，揭开了众生死之后的秘密。

2002年5月9日是「梦中梦幼稚园」（即DMC佛法卫星频

道）开学的日子，幼儿园的学生（观众）终于有机会来听个案

研究单元了。大家写自己和亲朋好友的生活经历，把最疑惑的

事情，请不大老师（泰国法身寺住持法胜大师）以个案研究的

方式解答。不大老师也会将这些案例在节目中开示讲解，好比

说：有关于生活中的成就及苦难，是因为前世的何种业力使然，	

以及现今所修的种种善业将在来世有何福报等等。

从开班到现在积累了大约1,100个案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听不到的。听这些案例让我们的生活不会有过失，更有信心修

有价值的善德，在佛教中验证因果报应，让学生对因果报应充

满肯定，对罪恶有惭愧感，能控制个人身、口、意，不造成自

己和他人的痛苦。

编辑部在「梦中梦幼稚园」解读的个案里，认为因果

业报的知识具有无限的价值，能给以前曾经犯错的学生们极

大的益处，同时也产生坚强的意志力，生生世世紧随着大导

师们投注生命、心力勤修功德波罗蜜，一直到法的究竟。因

此决定编写《轮回旅程》这册书籍，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即善道篇和恶道篇。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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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组非常感谢不大老师的慈悲，能够运用各种小故事，

清晰的开示往生的知识，解开了「梦中梦幼稚园」学生对因果

业报和轮回的生命疑惑。

因果案例总共大约1,100个，编辑组用五年的时间来编辑，

在编撰过程中难免会有缺失及差错，编辑部恳请广大读者群谅

解并能提供宝贵的意见。

非常感谢编辑部同仁的努力，一起整理编纂，让本书能迅

速出版，叫好叫座。

对于编撰本书的所有功德利益，诚心供养大导师、父母、

祖先和所有老师、戒师们，感恩他们成为我们的善知识，协助

支持我们行善积德，直到完成。

愿这本书的所有功德利益，祝福所有参与编辑的同仁们

都能够智慧增长，如实彻悟、精通佛陀正法，生生世世直到

法的究竟。

	 	 	 	 	 			2008年10月13日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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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简介

本章主要是来自「梦中梦幼稚园」的学生，写给不大老

师（法身寺的住持——法胜法师）在「梦中梦」节目解答的

因果实例，分为两种。

第一种问题：前世做过的善业或恶业，让自己或亲

朋好友在今世幸福或痛苦。那些个案已经编写在《透视因

果》这本书了，可以从此书中寻找到答案。

第二种问题：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在世的时候行善、

作恶，现在往生了，会去到哪个境界，在来世会有怎么

样的命运。因此选取了一些个案来编写《轮回旅程》本

书中。因此这本书分为两篇，即是：善道与恶道。讲到

来世或来生的意思有两种：

1.往生后的生命。意思就是：人或世界上的所有生命，

往生后都不会完全消失，消失的只是肉身，即使火葬或土

葬，心灵也不会消逝。只要内心还有烦恼，一定会到新的

身体重生。

2.往生后的境界。可以肯定的说，往生之后，一定有地

方接受躯体和灵魂。这些问题都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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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共有三十一个境界， 

是一个囚禁的牢笼，人和动物的轮回转世都在这三界中。

直到消除烦恼，才能解脱。

无色界

色界

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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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
包含人间、天界和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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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界
梵天的寿命为三分之一成住劫

（即是从宇宙形成至圆满）直到 84,000 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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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分之一住劫到 

16,000大劫

从40,000 - 84,000大劫
精进修行证入无色禅， 

在修行佳境时往生

精进修行证入色禅， 

在修行佳境时往生

寿命
生于此天的

功德

2

2 1

1

色界

无色界

**

***

*   色禅：以色法为情绪的禅定，有四种，分别为：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

**  住劫：当世界完整的形成之后，世间万物也自然的存在，有生命诞生， 

    并繁衍生息。

*** 无色禅：以无色法为情绪的禅定

转世为

梵天人

生于此天 

   的功德
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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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生水果
转世成梵天人

......................................................................................................................................

当外公还在世的时候，是一位叫崩老僧长的学生。他喜

欢修功德，念经和打坐，但是也喜欢杀生，经常杀动物做菜

肴。他会告诉儿女说：“拿来做菜肴可以，但是不能饲养拿

去卖，因为那样会有业障。”然后又教导儿孙们说：“不要去

妒忌谁，因为嫉妒心会让人的生命低下，没有进步。”外公有

介绍说：“那位崩老僧长在打坐的时候，会拿着袈裟盖住头，	

当学生靠近他，有想吃水果的念头的时候，他就会打坐一下子，

然后从袈裟中拿出新鲜的水果给学生，非常特别的，因为那水

果新鲜得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那位崩老僧长能够预

知未来的事情，他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圆寂，并告诉自己的学生

让他们先知道，然后他就在打坐中圆寂了。

外公也一样可以预知自己将会在什么时候往生。母亲聊到

外公在往生以前曾跟她说：“你还会有两个孩子。”而那时母

亲和父亲已经离婚八年了，后来父亲和母亲又复合了，真的又

生了两个妹妹。这一切都如外公往生前的预言。

问题
崩老僧长能从袈裟中取出新鲜的水果，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

怎么预知自己将在哪一天圆寂的？现在他在哪里？

外公是怎么预知自己的往生日期？同时怎么知道，母亲和父亲

已经分离，却还会有两个孩子？现在外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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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崩老僧长以“遍处”的修行

方式来打坐，尤其是他利用的“地

遍处”，加上他曾经修过的布施波

罗蜜，因而能随着自己的需要，从

袈裟中神奇的取出新鲜的水果。他

打坐入定，在自己的心中产生了圆

寂的图像，就知道了自己的圆寂时

间，然后证入四色禅天，得以出生

为梵天界广果天（Vehappala）的

梵天人。

   你外公跟崩老僧长学习打坐， 

但是学到的等级比较低，他打坐到

初禅，知道自己往生的时间。也是

打坐到初禅，知道你母亲还会有

两个孩子。往生后出生为梵辅天

（Purohita）的梵天人。

*   遍处：禅定时意念外物为所缘，扶住心，让心静定，例如：地遍处、水遍处、 

    火遍处、光遍处等等。

**  地遍处：禅定时意念将土捏成球状体，然后将其作为所缘，扶住心，让心静定。

*** 广果天的梵天人：处在梵天界广果天层中的梵天王，在前世生而为人的时候， 

    精进打坐而证入第四禅，并护持稳定直至往生。往生之后转世为广果天的梵 

    天人。

*

**

***

个案研究：200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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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化自在天 
寿命为 16,000 他化自在天年，他化自在天的一天 = 人间1,600 年

他化自在天人的寿命时间相当于人间的 9,216 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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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

统治者 天界的

财富

生于此天

的功德

他化自在

天人

2

3

4

5

侍从

1

1.以虔诚的心修功德，  

  以礼敬的心布施

2.因修过的功德而法喜， 

  向福田修功德

侍从因主人的

功德而出现

1.因功德而出现的

  侍从，对自己的

  主人忠心

2.主人需要什么，侍

  从就会按照主人的

  愿望让其实现

寿命为 16,000天界年，天界的

一天=人间1,600年，相当于人间

9,216个百万年

他化自在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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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无尽期 
他化自在天男、天女

..........................................................................................................................................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一名警察。生前是家境一般的少

年，跟母亲相爱而结婚。母亲是高阶家族之女，即是清迈县长

的孙女。我有六个兄姐，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一位姐姐往生

了，我是小弟。不管是个性熏陶或道德培养，父母亲全方位栽

培。他们持五戒习以为常，在佛日持八戒。平时他们俩以自己

为榜样，教导每个孩子持五戒，也经常教导我们每天早上在家

门口盛钵。

此外，父亲饲养了四百只鸭子。当母鸭生蛋后，父亲就

拿去分给贫穷人。父母亲心地善良、忠诚、慷慨，不喝酒不吸

烟、喜欢去寺院，还喜欢诵经、静坐。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培养

孩子有着像他们一样的个性。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会喝酒、会

吸烟。兄弟姊妹的学习能力很厉害。我从三岁就会念书了，母

亲请了老师到家来教，不管是本国或外国老师，我都会跟哥哥

姐姐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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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父亲九十二岁因高龄，静坐往生。他预先知道自己快往生

了，就叫每个孩子来嘱咐好，然后就安祥的离开。目前他在什么

境界？情况如何？有什么话想转告我们吗？他的心地善良，供养

土地和功德金，兴建七所寺院和很多学校，支持一千人的出家，

经常在寺院盛钵，诵经打坐，曾在佛教里出家，此功德让我父亲

往生后的生命如何？

母亲七十四岁患子宫癌往生，六十岁就知道自己患癌症，所

以一直静坐。她没有接受手术，也没有拍X-光，生病十四年以来

都没抱怨过。这是在过去世种什么因才有这样的果报？目前她在

什么境界？情况如何？有什么想转告我们吗？为什么她生在富裕

的贵族之家，受到大家的尊重？为什么跟平民的父亲相爱？来世

他们会再次成为夫妇吗？

你父亲九十二岁因高龄， 

静坐往生。因为寿缘已尽，

修定到一个程度，让心明亮，

让他看到在佛教里修功德的画

面，而成为“业相”，有光芒

的预兆。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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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细人身脱离，他看到组长

带了很多随从来迎接他到天界。

他走在随从队伍的中央，坐上黄

金珠宝装饰的大宝车，然后细人

身变成天人身。

当他坐上宝车后，宝车

带他到达他化自在天中的由

珠宝大黄金装饰的大天宫。 

因为他在佛教里终身修功德，例

如：供养土地、建立七所寺院、

许多学校，支持大概一千人出

家、经常盛钵和打坐，自己出

家，包括照顾支持属下等等功

德来回报。

他的生命很舒适，有很多

侍从为他化出想要的东西。目前

他在天宫中的宝座坐着，观赏侍

从带来给他看的财富。从往生第

一天，直到今天都还看不完，因

为他累积的功德很多。目前还

很法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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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转告你，他很快乐，

能看到自己生为人时，所修的功

德回报的善果，目前还没看完。

他还说：希望你不要放纵生命，

要继续累积功德，以他修功德的

方式为榜样。

你母亲七十四岁，患了子

宫癌而往生，因为在前尊佛陀

时代，她生为英俊的富翁，有

很多女人喜欢他。他却风流而犯

了淫戒，让他后来世生为女人。

直到有一世，在普通人家里生为

女人，跟一个男人相爱，那个男

人就是今世的你父亲，有机会护

持佛教。但丈夫当世不常亲自修

功德，只有支持和随喜太太所修

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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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回当中，你母亲生在

普通的人家里时，经常杀动物做

菜肴。到了今世，因为过去世跟

你父亲一起修过功德，让他们又

再次成为夫妇。你母亲很尊重修

行和所护持的佛教功德，让她今

世生在高等家族里，富裕且受到

大众的喜爱。

你父亲因为随喜你母亲所

修的功德，但没有亲自修功德，

不尊重所修的功德，让他今世生

在农民家庭，当个养水牛的人。

后来他们才一起同住，因为上述

所说的功德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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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母亲生为男性的那一

世，有剩余的淫业和杀动物做菜

肴的恶业，让她今世患了子宫癌。

但她曾向沙弥比丘供养各种药物，

加上今世持续布施、持戒、打坐， 

让她不像其他患癌症者那么辛苦。

 

当她往生后，因为有连续

护持佛教的功德来回报，所以

就有侍从带着宝车来迎接她，

如你父亲一样。带她到他化自在

天，安住在黄金和珠宝装饰的光

芒天宫中，而天宫就在你父亲天

宫的附近。

个案研究：2007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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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乐天

寿命为 8,000 化乐天年，化乐天的一天=人间 800 年

化乐天人的寿命时间相当于人间 2,304 个百万年



天界的财富统治者

4

侍从 生在此天的

功德

化乐天人
2

3寿命

1

5

看见他人修功德后， 

给予他人赞扬和支持，

并且自己也想和他人一

样去修功德。

因主人的功德

而出现

寿命为 8,000天界年，天界的

一天=人间800年。

相当于人间2,304个百万年。

能用功德的力量来 

改变天界的财富 

（天宫、公园、 

池塘、天宝车）

化乐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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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歌颂 
生为化乐天女

当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她是洛坤府巴帕能区长。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那区的一所寺院要建大雄宝殿，但是没有

铁钉来盖屋顶。曾祖知道外婆开了一家水上商店，正好在卖

铁钉，于是就想供养铁钉来建大雄宝殿的屋顶。但是在告诉

外婆的时候，外婆感觉很可惜、不开心。因为如果拿铁钉去

供养，不知道去哪里找钱来买货补上，郁闷的睡着了。之后

梦见天女在大雄宝殿的屋檐上唱歌，说那座大雄宝殿因为外

婆供养了铁钉，一定会竣工的。就在这之后，外婆兴奋的醒

来，感觉天界是真的存在，立即拿铁钉去供养。从那之后，

外婆的生活开始慢慢的改变了，从之前的水上房子变成了

结实的陆地房，有了碾米厂、电影院、有房子出租、有很多

的土地，一跃成为县城里的一位地主，而修功德也就成了外

婆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外婆多年以来都是功德衣法会的主

席，也不会错失修每一样的功德，每天都会盛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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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在64岁的时候往生了。有一天她吃完饭后，坐在沙

发上，就静静地往生了。正如她的祈祷：“愿修的这些功德

能让她安详的往生。”外婆生前曾经嘱咐说，在她往生后，

要准备地方和东西，好好的迎接僧人。就在外婆往生之后，

真的如她所说的一样，有很多来自南部府县的僧人来参加外

婆的葬礼。

问题
外婆梦见的天女，在大雄宝殿的屋檐上唱歌是真的吗？外婆往

生以后在哪里？每次修功德之后回向给她，是否都有收到？

外婆梦见的天女，在大雄

宝殿的屋檐上唱歌，是因为旧

的功德所致。就是在生为忉利

天天女之前，曾经在佛教中修

功德。在今世生为人的时候，

修过的旧功德就回报给你外

婆，让她梦见了以上所说的画

面。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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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婆往生以后，生为

化乐天女，她已经获得你回

向的功德了。她的生命是从天

界来，往生后也回到天界了。

个案研究：2004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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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眷属 
化乐天男、天女

当外公还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出家16年。他心地善

良，爱布施、持戒、修行、不抽烟、不喝酒、每逢佛日都

持八戒，也经常请法师到家里来讲法，邀请许多村民到家里

来听闻佛法，也准备了功德箱，让大家能够一起修功德。外

公兴建寺院，塑造佛像，还捐地盖学校、医院、市公所，后

来在他85岁高龄时往生。

问题

外公和外婆往生后去了哪里？

    你外公与外婆往生后，转

生为化乐天的天男天女，还像

人间时一样是夫妻，因为他们

两人曾经一起修功德，并许愿

在天界也能住在一起。

个案研究：2005年1月26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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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率天
 寿命4,000兜率天年，兜率天的一天 = 人间400年

兜率天人的寿命时间相当于人间576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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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救济世界的功德，让世人得

到幸福。有伟大的愿望，不只

是为个人，为了人类和众生救

济世界。

有人回向而

增加

4,000天界年，
天界的一天=人间400年,
相当于人间的576个百 
万年

兜率天王

侍从因主人的 
功德而出现

寿命

统治者

侍从

分四区

生为兜率天人

2

3

4

第二区是「定菩萨」的住处
（已接收佛陀的预记未来一定会成佛），
此区环绕着第一区。

1.菩萨能够随心所愿的下凡，不用

等到没有功德或往生的时候。

第一区是圣者的住处，兜率天王的
天宫处于中间，而其他天人的天宫环绕
兜率天王的天宫。

2.只有菩萨或相似性格的学者， 

不会疏忽过生活。

3.寿命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享

受幸福的时段刚好。因为还要继

续下来修波罗蜜，如果寿命太长

就会浪费时间。

第四区是那些修过很多善德的功德主的住处，有
足够的功德能够去兜率天，此区环绕着第三区。

第三区是「未定菩萨」的住处，（还未接收佛陀的预
记未来一定会成佛的菩萨），此区环绕着第二区。

6

5

三样特殊现象

7

生在此天的

功德

天界的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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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天宫
生为兜率天男、天女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皮肤很光亮，很喜欢修功德。每

天她都起得很早，做饭盛钵，每天供养午斋。白天的时候就

听佛法，晚上就做晚课，打坐。经常恭请比丘来教导打坐、

也经常邀请僧长与比丘到家里修功德。每一种功德都回去

修，从来没有缺少过。母亲曾经出家成为比丘尼，持戒律，

也常在寺院中修功德。

后来母亲搬到国外去居住，那里没有比丘了。但是母亲

却很想修功德，就打电话去每一个城市，为的就是能找到比

丘，邀请他们到家里来修功德。母亲如愿找到能修功德的地

方，例如：加拿大的多伦多寺院和美国的华盛顿寺院。母亲

在72岁的时候，安详的往生了。

父亲的外表很英俊，皮肤洁白，寿命91岁了，还如50岁

一般，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性格很

好，于是有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交往。他曾经出过家，对佛教

有信仰心，有容忍之心，在工作中勤奋，一直以来都很有理

智。他的容忍度，无人能及。虽然他有腰痛，但是从不唠

叨。在他往生前，就告诉自己的儿女说：“父亲要走了”。

然后他就安详的往生了。

父亲和母亲喜欢帮助世界上有困难的人，不管他是谁，是

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曾经在巴黎给外国人修建教堂，捐钱给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他们俩的善行真的很难用书写的方式来表达。虽

然他们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善行，我们却永远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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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往生以后去到了哪里？他们是否幸福？我们几位

儿女对两位老人表达最崇高地敬意，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一

直护持佛教。

你的父母往生以后，生在

兜率天的普通区，成为天男天

女，他们的黄金天宫很接近，

因为曾经一起在佛教里面修过

功德，同时一直都拥有慈祥的

心灵。

他们很幸福，因为能生在

兜率天层的天人，都是曾经在

佛教中修过功德的菩萨，或是

有学识的智者。

个案研究：2005年2月4日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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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颗黄金 
生为兜率天男

当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为第六世王的政府官员。因为

爷爷很有功绩，受封为公爵，在彭世洛府拥有土地，还建

有房子。爷爷对佛法的修行要求很严格，严格的持戒，也

用很多时间打坐，以及诵经拜佛。爷爷的家很少有冷清的

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一些持戒修行的人来访问。有

时是僧人、有时是八戒女、有时是在家居士，他们都会相

互岔开时间来拜访，从来没有间断过。有时会有穿黑色素

长裙和白上衣的八戒优婆夷到来，她们的皮肤都很光亮，

她们来是为了教导在家居士学习打坐。包括下人在内所有

人都可以一起来学习打坐，有时一来就是一个月。除了学

习打坐之外，爷爷还很喜欢布施，每一年都会邀请僧人到

家里面来供养。北榄寺祖师以前还在的时候，曾经来到爷

爷的家里接受供养。

一次，有一位八戒女来家里教导静坐，说在这层房

子的地下有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工人就按照八戒女的指

示地点去挖掘，结果发现9颗金光闪闪的圆形黄金。爷爷

觉得很神奇，因为他家里也刚好是9个孩子，跟黄金的数

量一样。

爷爷晚年，有一天礼佛时，趴在地上就昏迷了，醒来

后就中风，过了一段时间后往生，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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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功德让我们能在家后的地下挖到九颗黄金？那些黄金从

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我爷爷在顶礼佛像时晕倒，醒来后就中风，这是来自什么业

障？他往生后去了哪里？爷爷活着所累积的功德，在往生后有什么

帮助?

你爷爷今世与过去世都很积

极护持佛法的功德，按照那位八

戒女的指示后，埋在家中地下的

九颗黄金被发现了。

其实你爷爷在生前时，家

的底下还有更多的黄金。这些

黄金来自你爷爷的功德福报。

当你爷爷往生后，这些黄金就

沉下地底了，谁都不能拿，

因为这些都不属于他们的功

德福报。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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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爷爷今世中风，因为是他

过去世的业障所致。他曾经身为

市长，用各种方式来惩罚犯人。

因为他在佛教中修过很多功

德，往生后就转世生到兜率天的

普通区。

个案研究：2005年6月7日

*

* 兜率天的普通区：兜率天的特征是平坦扁圆，兜率天王的天宫处于内区的

中央，里外共划分为四层，由兜率天王天宫往外环绕扩展，而普通区则处在

最外的第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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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厨师主管 
生为兜率天男

母亲在中国出生，搬到泰国素攀武里府宋匹农县做生

意。她从小就很认真修行，二十岁时，离开父母当了八戒

女，到过各个寺院修行。她的修行很严格，有些雨季安居时

段，整三个月都一直修行没有睡觉，希望自己能证入佛法。

她也是一个知足的人，很孝顺父母。她回家当父亲的善知

识，直到她父亲对佛法有坚定的信心，出家当了比丘。

父亲出家后，她就还俗，工作赚钱奉养母亲一段时间，

同时跟母亲解释佛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她再到北揽寺当八

戒女。祖师也让她负责重要的任务，当厨房组长，管理全寺

院的食物，供养五百位比丘和三百位八戒女，总共八百人。

祖师也交代她负责照顾所有的八戒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缺乏食物，她就种木瓜，	

用木瓜煮不同的菜式，这样连续做了几年，她很专心地修此

功德。每天一大早就起床，买菜来煮饭，工作很劳累，但是

她却不气馁、不灰心。她以法喜的心，担负此伟大的任务，

直到七十岁才退休，但还在北揽寺当顾问，直到她九十七岁

逝世。



42

问题

什么因缘让母亲从小就对佛法有兴趣，喜欢出家生活，而

且长寿？为什么今世她会担任厨房的主管？担任这种任务会得到

什么样的特殊的波罗蜜？过去世曾跟祖师修过什么样的波罗蜜？

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担任厨房主管或管理供养食物的部门，和供养食物的功德

主，获得的功德有什么差别？

你母亲是八戒女，从小就

对佛法有兴趣，喜欢出家生活，

而且长寿。这是因为她一直跟着

团体修波罗蜜，无论生为男或女

都出家。而且她每天都向比丘与

沙弥供养食物。她是厨房的主

管，因为她许愿担任此任务。担

任厨房的管理人要对这方面有喜

好，累世连续修此功德，此功德

善缘会存在心中，再次许愿会更

容易如意。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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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后，到兜率天特殊

功德圈内区。当庄严的天人， 

目前在大沙门天人的天宫里修

行，让自己的法性更清静。

当厨房主管，或管理供养

食物的部门，跟供养食物的功

德主，获得的功德有差别。管

理供养食物的部门，得到布施

功德、协助佛教事务的功德， 

而且每天不间断去做。

而供养食物的功德主，

因不是每天都做，所以没有连

续得到布施的功德。当功德回

报，厨房管理人得到的功德比

较圆满。

个案研究：2005年10月10日



44

往生前后修功德之果报 
生为兜率天女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做生意，很爱修功德。每天都会

去佛寺帮忙。在1962年，母亲寿命四十多岁，患了子宫癌，

流了很多的血。哥哥带母亲到铢拉医院植入芯片三次，加上

放射治疗，住院两个月，医生才允许她回家。不过医生说，

母亲得了第三期癌症，只能再活五年。但是母亲却再活了

四十二年。因为她恢复健康后，就每天到家附近的寺院当厨

师，烧菜供养法师。她连续做了三十多年。

直到她八十多岁时，癌症又复发了，使她没有体力去

做菜供养法师。她就只到寺院持戒。两年后，在2004年8月8

日，当天母亲到寺院持戒了半天，就感觉自己有便秘，肚子

不舒服，不能吃东西，就到医院检查。

那段时间正逢法身寺的功德衣法会来临。我看到母亲的

病情很严重，就想让她修大功德。便告诉她：希望母亲当今

年功德衣的大功德主。我们的钱，死后都不能带走，别人为

我们修功德，也不如我们自己修。母亲就决定供养。法师带

袈裟到家里来给母亲许愿，之后我就总计母亲的钱，总共十

万泰铢，让她许愿。本来打算马上到寺院供养。但是当时母

亲的病情不大好，需要带母亲去看医生，我就先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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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4年9月14日晚上八点，母亲好像快要断气了。我

就拿功德衣的袈裟给她随喜功德，她也能举一只手说善

哉。姨妈就叫我把白衣放在她的胸前，然后请她念佛。	

我也在她身边一直念佛号给她听，直到晚上九点半，母亲

就安祥地离开，享年八十八岁。我也整晚开着DMC卫星频

道，为了让还未转世的母亲能一直聆听佛法。

在处理她的丧事后，我把母亲许愿的十万泰铢用来供

养寺院师父。当天是法身法门导师日和深修禅堂安顶仪式。	

当到了2004年11月7日法身寺的功德衣法会，我也开口邀请母

亲的灵魂一起来参加法会。

问题

什么业力让母亲患子宫癌，流了很多血？为什么医生说母亲

只能再活五年，但是她却多活了四十二年？

母亲逝世后去了什么地方？她供养法身舍利塔圆顶的佛像和

跟团体所修的其他功德，如何回报她？

母亲逝世前供养了十万泰铢的功德衣，此功德如何回报

她？我还没把她的钱供养，她就先逝世，获得的功德会跟她生

前供养一样多吗？母亲有答应要来法身寺参加功德衣法会， 

往生后她有没有来参加法会？她想转告我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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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母亲患了子宫癌，流了很

多血。因为过去世生为男众时犯

了邪淫业，加上在生为女众时也

堕过胎，这两种业力同时回报。

医生说母亲只能再活五

年，但是她却多活四十二年，

因为过去世曾供养食物、药物

和今世所修的功德，联合减轻

业障，延长寿命。

你母亲逝世后转世到了兜

率天的普通区，成为漂亮的天

女，有黄金的天宫。她的心很

纯洁，这都是在佛教里修每种

功德的果报。例如：用虔诚的

心来供养食物，想支持比丘沙

弥专心修行，以及在生命末期

跟团体修功德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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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母亲逝世前供养十万泰

铢的功德衣。功德回报让她转

世为天女，住在兜率天普通

区，有黄金的天宫。

在母亲往生前或后拿钱

来修功德，功德是一样的。 

但是在她生前拿钱来修功德，

她还会得到第三层次的功德 

即是修功德后法喜无限的功

德，这会比在往生后再拿钱来

修功德多得到一类功德。

你母亲（天女）没有来法

身寺参加功德衣法会。因为她

往生后，就直接到天界的黄金

天宫中，好像睡了一觉醒来一

样。目前她很高兴，因为看到

生命末期修功德的果报，功德

加倍让她能住在兜率天。

个案研究：200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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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摩天

寿命为2,000夜摩天年，夜摩天的一天=人间200年

夜摩天的寿命时间相当于人间144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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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为2,000天界年，

天界的一天=人间200年,

相当于人间144个百万年

1

传承与维持美好的文化 

而修功德。

护持佛教而终生出家的 

比丘，大多数都会转世 

在这一天界中。

因有人回向 

而增加

夜摩天王

因主人的功德
而出现

生在此天的  

    功德

天界的 

财富
统治者

侍从

夜摩天人
24

5

寿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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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摩天靠近的两座天宫 

我父亲从事农业，是家庭的主要支柱。他很文静，勤劳

工作，爱修功德。尤其是每逢农历十五的佛日，经常会带家

人去佛寺修功德。每逢工作有空档，他也经常到家附近的寺

院去当义工，照顾寺院的法师。由于父亲曾经出家学佛，也

曾经教导沙弥一些课程。所以邻居就习惯称他为“师父”。

在他晚年，因为从树上摔下，让他身体开始虚弱，一直患病

直到往生，享寿七十九岁。

我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养育了十三个孩子。她也是很勤

劳，喜欢帮助兄弟姊妹和亲戚们，也爱修功德，一生中都没

有停过，她在八十八岁那年逝世。

问题

我双亲逝世后去了什么境界？情况如何？是否得到我所回向

的功德？他们想转告我些什么吗？

生为夜摩天男、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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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逝世后，转世为

夜摩天的庄严天男，有金碧辉

煌的天宫。这是来自他出家学

佛，也一直护持佛法的功德。

他已得到你回向的功德了，使

他天界的财富增多，他转告

你：随喜你回向给他的功德。

你母亲往生后，转世为

夜摩天的漂亮天女。她的天宫

跟你父亲的天宫很靠近，因生

前有跟你父亲一起护持佛法的

功德，而且双方互相关心与相

爱。她已得到你所回向的功

德，使她的天界财富增多。她

也转告说：随喜你回向给她的

功德。另外也转告你：已见到

你的父亲了，希望你继续修功

德，因为功德的利益让我们很

快乐。

个案研究：2007年4月12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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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功德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想要出家，他从年轻时就已经

想要终生出家了，但是却被逼与母亲结婚，不能出家。多年

后，姐姐也不同意父亲出家，因为他年事已高，已经七十多

岁了。姐姐要我劝阻他。那时我还不认识法身寺，不过我了

解出家是男人生命中最殊胜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接受姐姐

的看法，反而偷偷地护持他，圆满了父亲出家的梦。

在2003年，出家父亲的健康日渐衰弱，没胃口，很少

吃饭，全身乏力。除了心脏肿大之外，又有痛风。兄长们

求他还俗，留在家里养病。可是他说他要披着袈裟往生，

要在寺院里圆寂。之后出家父亲的病日趋严重，家人又来

请他回家养病，可以不必还俗。因此他就答应回家休养，

但没多久他又要求回寺院去，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两次。有

一晚嫂嫂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出家父亲在医院里，而他

就在那晚十二点圆寂了。

问题
我出家的父亲生病，心脏肿大，后来病情转好，这是什么功

德回报？圆寂之前的预兆是如何？目前在什么境界？他获得回向

的功德了吗？最近我为他供养大僧座宝墙的洗手间，但只做了半

份，他获得功德了吗？

生为夜摩天的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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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出家的父亲生病，心

脏肿大，因为过去世曾役使动

物。例如：骑马，让马过度劳

累而没有休息。因为有修行的

功德，加上供养自身佛像的功

德来回报，后来病情转好了。

因为受修行的功德影响，

圆寂之前的预兆很光明，圆寂

后转世为庄严的天人，住在夜

摩天里。又有护持佛法和出家

修行的功德回报，往生好像睡

而醒在天宫中。他已获得回向

的功德了，使他的财富增多。

个案研究：200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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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变凤凰 

当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富翁，

但是她还是过着平淡的生活，很知足，守法，有条理，	

有价值观，勤奋工作，心地善良、喜欢修功德。外婆在佛

教中修过很多的功德，例如：给很多寺院供养土地，建造

大雄宝殿、精舍和钟房。

因为如此，儿女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快乐，外婆慈祥

的照顾和教导他们，并且以身作则，因此孩子们都很尊敬

她老人家。在往生前三年外婆瘫痪。于1987年4月28日，	

在小女儿的曼谷家中，因为脑血管堵塞而往生。

生为夜摩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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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外婆生来就继承遗产,成为

富翁，是因为今世的前世，一

直在佛教积累功德。例如：你

外婆尽自己的能力修功德，如

今世一样盛钵，帮忙建造寺院

中的各种设施。

在前世的其中一世中，你

外婆生来很贫穷，但幸运的遇

见了佛教，得以聆听佛法，了

解生命的真谛，并了解是因为

吝啬的缘故，没有布施，所以

生来才会很贫穷。

后来以虔诚的心来供养家

中所有的食物，并以自己的能

力来护持佛教。

问题

外婆修过什么功德使她继承遗产成为富有的人？因为什么业

力让外婆脑血管堵塞，在往生前瘫痪了三年？现在外婆在哪里？

是否有收到我们给她回向的塑造自身佛像的功德以及其他的功德？



自从那一世往生之后，很

长的时间成为忉利天的天女。

因为前世有盛钵和护持佛

教的功德，让她今世生为人，

拥有很多的财富。同时在今世

你外婆又继续在佛教中修新的

功德。

但是前世中的杀业也随之

而来，于是就让她在今世中瘫

痪了。

她在整个生命中一直都这

样做，直到心变得明亮纯净起

来。在做之前、当中和之后都

感到法喜。但因为那一世是乡

下人，得自己杀动物来做菜

肴，于是犯了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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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了之后，你外婆转世

生为夜摩天的天女，拥有黄金

的天宫，已经收到你们回向给

她的功德了。

个案研究：200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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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利天
寿命为1,000忉利天界年，天界的一天=人间100年

忉利天人的寿命时间相当于人间36个百万年



因为知道这是善德而

修功德，另外有惭愧

心（天人之法）。

因有人回向 

功德而增加

寿命为1,000天界年，

天界的一天=人间100年
相当于人间36个百万年

有三十三位天人为统治

者，由帝释天王担任最高

统治者。

1.因主人的功德而

  出现

2.前世生为人时少修 

  功德的天人。没有

  自己的天宫，必须

  成为别人天宫的侍从。

帝释天王的天宫是此天界的 

中心，他是忉利天最高统治者。

第一区围绕帝释天王的天宫， 

分为八个小区。

第二区围绕第一区， 

分为十个小区。

第三区围绕第二区， 

分为十四个小区。

1.装着悉达多太子剃度之头发

  的莲花圣塔。

2.每一个月圆之日，天人们都会
  聚集在佛法讲堂，听帝释天王
  的训导。

生在此天的

功德

天界的

 财富

寿命

统治者

有两种  

  侍从

有三区

特殊的现象

忉利天人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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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利天靠近的两座天宫 

生为忉利天男、天女

我母亲心地善良，勤劳，一直喜欢帮助人。每天盛钵、

诵早课，而且教孩子在功德箱投钱，供养寺院。在1997年，

母亲往生了，享寿七十五岁。当时母亲的脸色是粉红色的，

而且净洁明亮。

我父亲来自中国，心地善良，跟母亲一样喜欢修功德。

父亲患病而往生，死因不详，享年四十六岁。

问题

父母往生后到了什么境界？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有什么

想要转告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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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往生后转世为英俊的

天人，住在忉利天第三区。因有

护持佛教的功德，已获得所回向

的功德了，天界的财富增多。他

感谢你并向你随喜功德，他说：

目前很快乐，住在你母亲天宫的

附近。

你母亲往生后转世为漂亮

天女，住在忉利天第三区，也

因为跟父亲一起护持佛教，并

有密切的关系，让她的天宫离

父亲的天宫很近。她感谢你，

也向你随喜功德。她说：目前

很快乐，就住在父亲天宫的附

近。

  梦中梦解答



62

生在天男的床上 
生为忉利天男、天女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以做衣服与蚊帐维生。以前

大部分是卖给报德堂，捐给没有亲属认领的亡者。平常父

亲是个很诚心的人，每天早晨都供养斋僧，以及到基金会

场布施，用食品赈济水灾和火灾的难民。在五十八岁时，

父亲患了肾病，那时候还没洗肾的医疗技术，所以他要承

受肾病之苦，一直到往生，享寿六十岁。

我母亲住在曼谷的波贝区，当地人经常把母亲的事迹

说给我听。他们说，母亲漂亮如天女一样，长相很庄严，

是一位富翁的独生女。

母亲还有另一位姐姐，搬到新加坡后失踪了。外公与

外婆剩下我母亲一个孩子。但外公很想有儿子，所以就向亲

戚领养了一个男孩。因为他的年纪比母亲大，所以自然成为

母亲的哥哥了。

虽然母亲很富裕，但对那些财富都没有执着。后来母亲

结婚，搬到父亲家中住。母亲是个很能干的家庭主妇，从早

到晚一直做家务，一天的时间都花在家务事和教育子孙上，

但她的生活过得很快乐。因为她平时的心地很好，性格好，

不会跟谁吵架。可是母亲很少修功德，只是偶尔有机会，才

在中国的寺院修功德，只有为父亲准备食物盛钵，也没有造

做过任何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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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五十九岁那年，有一天母亲在家后院，经过一棵

椰子树下，突然有颗椰子从树上掉下来打到了头部。从此她

的脖子就一直疼痛，医生检查发现她扁桃腺发炎，动手术开

刀治疗，之后出院回家养病，但病情越来越恶化。当再去复诊

时，就发现患了脖子癌，不到一年就往生了，享年六十一岁。

当母亲身患重病时，舅母就趁这个机会怂恿母亲签

名，同意把所有的财产与土地等转让，以现代的市价来

算有好几亿泰铢，母亲也顺其自然，没有跟她争执，也

没有跟孩子提起这件事。后来不久，那些财富就因各种

原因而失去了，因投资而亏损了，或其他的原因等等。	

最后舅母就从富裕变贫穷了。

问题

什么功德使母亲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但却对那些财富没有

执着？为什么母亲只能享受那些财产一段时间，结婚后，就没机

会再享用了？

由于什么原因让母亲生为外公和外婆的女儿？什么原因将财

产全部给了舅妈？

什么业力让母亲被掉落的椰子打到头，喉咙痛，必须动手术开

刀治疗扁桃腺，最后演变成癌症而往生？往生前的预兆是如何？往

生后到了什么境界？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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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母亲从小就出生在富裕的

家庭里，但对那些财富却没有执

着。因为在过去世曾生在有正见

的家庭，父母鼓励她修功德，常

跟父母一起修功德，却感到不好

意思，对该功德没有法喜，不太

了解功德的事情，但有帮助父母

供养，此功德来回报，让她有财

富，但不能完全利用该份财富。

你母亲只享受那些财产一

段时间，结婚后，就没机会享

用了。可婚后的生活，也没有

那么辛苦。

母亲生为外公和外婆的女

儿，但外婆的财富却属于你舅母

的。这是因为在过去世，你外公

外婆曾供养一大笔钱来盖寺院，

但你母亲却替父母感到可惜。所

以她就没有功德接受该份财富，

今世你外公与外婆的财产，变成

属于你舅母的了。你舅母也没有

功德接受那份财富，还欺骗你母

亲，所以也失去了那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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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母亲被掉落的椰子打到

头部，喉咙痛，必须动手术开

刀治疗扁桃腺炎，最后变成癌症

往生。因为在过去世，生在农业

社会里，曾杀动物做菜肴，经常

打猪头，割它们的脖子，此恶业

来报应。

她往生后就转世在你的天

人父亲之床上，成为你父亲的

天人太太。因为曾跟你父亲一起

修功德，为你父亲做食物盛钵，

但自己没有亲手供养。她不常修

功德，不像你父亲那么喜欢修功

德。她获得回向的功德后，使她

的情况转好了。

个案研究：200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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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供养佛像的功德（一）

生为忉利天的天男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个工程师，很会念书，很会工

作，爱家庭，却很喜欢喝酒，吸烟。他在1998年3月17日往

生，当时我只有五岁。我记得，父亲是个心地善良，随喜我

们做每件善事，刚好跟母亲相反，经常反对我们。母亲说，

父亲是个身体健康的人，经常运动，从来没有生病，保险公

司还减少了他的保险费。

在1996年，父亲开始咳嗽，医生检查发现，父亲的肺长

脓疮，接受治疗后，无法让他的病情转好。他再去见医生

时，又发现父亲患了末期癌症，只能活六个月。

在1997年中，当父亲在去医院时，母亲看到一个大型广告

招牌，邀请人来护持供养自身佛像。母亲喜欢一句话就是，你

有自己的佛像了吗？她想让父亲得到功德，就请父亲来寺院供

养自身佛像。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法身寺，母亲认为，这是父亲

在生命末期所修的最大功德。当天，父亲供养了四尊佛像，刻

上父亲、母亲、我、我哥的名字。刚好我们碰到一位优婆夷，

她是很好的善知识，让我们家能不断地修每种功德。有机会为

祖先们供养了自身佛像，鼓励亲戚一起来供养，大概有两百尊

了。

在1997年底，父亲有抽搐的症状，因为癌症感染到脑部。父

亲对抽搐药过敏，身体发热如高烧一般，所以要以其他方法来

治疗。他在医院时，一直听佛法的录音带，但他不太喜欢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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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父亲很幸运，不像别人那般痛苦，他一直有正念，

毅力也很强。每次看医生时，他会请求医生为他动手术。	

而在父亲往生前，所供养的大功德，就是塑造法身塔上的佛

像，总共一百万泰铢，且是亲手将善款供养给师父。

问题
什么业力让父亲短命，患了癌症，且对抽搐药过敏，直到

皮肤红肿如火烫一般？父亲往生前供养自身佛像的功德是怎么

回报他的？目前他在什么境界？是否获得回向的功德？有什么

想转告我们吗？

你父亲患了癌症，且对抽

搐药过敏，直到皮肤红肿如火烫

一般，且短命。因为过去世，你

父亲是军人，跟敌方交战时，杀

了许多敌人，纵火烧他们的家，

此恶业来报应。目前只是剩余的

恶业，在过去世的恶报比今世还

厉害。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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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后就转世成为庄严

的天人，在忉利天第二区的黄

金天宫。因为往生前所修的每

种功德，和供养自身佛像的功

德来回报。他获得回向的功德， 

让他的财富增加。他要跟大家

说，他没忘记大家，且经常忆

念跟大家共修功德的画面， 

才能来住在这里。

个案研究：200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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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带来好地产
生为忉利天男天女

当外公和外婆都还在世的时候，心地都很善良，也是很虔诚

的佛教徒。外公本来以理发为行业，外婆很会做买卖，直到家庭

的经济变得很好。外婆每天早上都会给划船经过家门口的每所寺

院的法师盛钵。外婆获得几十泰亩土地的遗产，所处的位置都非

常好，她喜欢买位置好的土地当作遗产送给子孙。而她每次把土

地卖出去后，都会分一半的收益来修功德护持佛法。例如，建筑

入寺道路、出家人寮房、水塔和遗体荼毘炉等等。外婆知道人生

无常，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可惜她在四十二岁时，因患心脏肿

胀症而往生。

外婆往生后，外公再婚，也跟新的太太生了一个孩子。他们

婚后生活了十多年，外公自愿当了寺院的司仪。直到他六十岁时，

发心出家，外公的新老婆也没讲什么。他出家了十年，终于在七十

岁因年纪大而往生。

问题

我外公在晚年出家了十年，他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是否获

得所回向的功德？什么功德使外婆拥有许多地产，而且都是在好

的位置，能卖到好价钱？什么业力使外婆短命，患心脏肿胀症往

生？她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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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外公在晚年出家了十年， 

他往生后转世为庄严的天人，

住在忉利天第三区的黄金天宫

里，这是因为生命晚期出家的功

德。他获得所回向的功德，财富

增多了。

你外婆拥有许多地产，而

且都是在好位置，因为过去世

外婆以法喜的心在佛教里供养

一些土地。因有法喜的心，所以

让她拥有许多地产，而且都是在

好位置。

你外婆会短命，患心脏肿

胀症往生，因为过去世生在农

业社会里，曾叫人杀动物做菜

肴宴请客人，加上劳役动物的

恶业来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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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2005年12月27日

她往生后转世为天女，有

黄金天宫，在忉利天第二区。

这是因为在佛教里修功德以及

做社会福利。目前获得所回向

的功德，让她的财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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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王天
寿命为500四天王天年，天界的一天 = 人间50年

四天王天人的寿命时间相当于人间9百万年

    艺术家天人       科学家天人        高级棍攀  

    金翅鸟天人        夜叉天人        海龙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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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寿命为500年天界年，
天界的一天=人间50年
相当于人间9百万年

修功德，但是不知道修功德的
意义，不经常修功德，久久修
一次功德，又只修一点点而已。

因要恩德而修功德，因此这样的
功德是不够圆满纯净的。

因有人回向功德
而增加

生在此天
的功德

天界的
财富

寿命

统治者

有两种
侍从

生为四天王天人
2

3

4

5

1.因主人的功德而出生。

2.修功德少的天人，没有 
  自己的天宫，寄宿其他
  天宫成为侍从

1.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咤）掌管艺
术家天人、科学家天人、棍攀

2.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掌管
金翅鸟

3.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叉）掌
管海龙

4.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掌管
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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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天人
擅长音乐、戏剧、跳舞、艺术、写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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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命末期捐献和布施的
  功德 + 心攀缘神仙 + 旧
  的功德回报

2.在晚年的时候出家的  

  功德

   1.信仰佛教和喜欢诵经的功德，

     但是有杀业。

   2.持续不断地在佛教中修功

     德 + 饮酒 + 吸烟

1.在佛教中修功德 + 
  有喜欢唱歌的性格

2.在生命的晚年出家 + 
  唱歌 + 跳舞+有好几世是
  艺术家天人

生为四天王天人

1.即使自己不相信善恶，
  不过当儿孙邀请修功德时，
  也跟着修。

2.即使一辈子不了解善业，但
  临终时心系功德衣的功德。

1.终生出家，心地善良，
  但是在往生前因为患
  病而心散乱

3.多次出家的功德

 1.在佛教中修的功德+公共的功德
 
 2.在佛教中经常修的功德，但在
   往生前胡思乱想，因此只能得到
   这么一点

 3.儿女让其在往生前修的功德

 4.按照习俗修的功德+不能圆满
   的塑造自身佛像的功德

 5.在佛教中累积点点滴滴的功德。
    
 6.持戒、布施、跟邻居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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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但多病忧郁
生为艺术家天男

我的外公育有四个孩子，我母亲是大女儿。外婆四十岁

往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没人说给我听。外婆往生

后，外公就逃去跟新欢住了，她是个有八个孩子的寡妇。外

公把自己的孩子留给我十六岁的母亲扶养。

外公跟新欢住了，要担起扶养八个孩子的责任，后来外

公对居士的生命感到厌倦，于是决定终生出家了。出家后

不断地静坐，外公很喜欢静坐。有一天他到乌龙府去头陀

行，他说在静坐时能去地狱。他是一直飞过去，但是没有人

在乎他说的话，对外公视若无睹。外公所看到的地方是石头

广场，有锅，在里面挤满了人，看到被打的人，锅里的水很

烫，看起来那些人很痛苦。另外，还看到女生被绑在十字木

上，被铁钉穿过身体，如此重复折磨。

到了早上，有位比丘来问外公说，静坐看到什么吗？	

外公回答说：有看到，但后来就没有看到什么了。外公患了

胃病，原因就是没有吃晚餐。带去看医生，医生说要外公吃

晚饭，否则胃会被磨穿。外公还是不用晚餐，因为怕犯戒。

果然外公的胃破损而圆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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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外公往生后去什么地方？有获得我回向的功德吗？外公为什

么会终生出家？外公终生出家的功德对他往生后有什么帮助？外

公静坐看到地狱是真的看到吗？

外公会终生出家。因为

感觉居士的生活无意义，不

耐烦，所以想出家寻找生命

目标。

外公静坐看到地狱，是他

的心禅定到一个程度，看到的

画面是真的。可是所看到的画

面不是真正的地狱，因为定力

的程度还不够。

梦中梦解答

* 生命目标：解脱，证入涅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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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终生出家的功德让他

能关闭恶道之门，转世为四天

王天的高级艺术家天人。虽然

心是善，但却因生病使心变得

散乱。他专心守戒的功德，使

其拥有金碧辉煌的大天宫。

个案研究：200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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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心天男
生为艺术家天男

因为我爸爸长得很帅，学历以及工作的地位都很高，

家里的环境很好，所以他一共有七个老婆。他在一九九六

年因心脏病而往生。

问题
我爸爸往生后去哪里？

你爸爸因心脏病往生，是

因为寿缘已尽。虽然他今世过

度风流，犯戒，如喝酒交际。

但是他有前世护持佛法的功德

庇佑。

 梦中梦解答

因为他有开朗的性格，喜

欢交际和做社会福利。所以往

生后他转世为四大天王天的艺

术天人。有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还是很花心，还喜欢唱歌，

也关心其她的天女。

个案研究：200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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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心散乱
生为艺术家天女

当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她很勤劳，且很爱修功德。她会

在每天早上盛钵，她不爱杀生，但都会叫我和弟弟杀。平常

外婆很健康，在她七十六岁那年的一天，身体感到不舒服，

外公就把自己的药物给外婆服用。外婆服下去后就进入休克

状态。

送进医院后，外婆不能讲话，但是在流泪。手脚的指甲

都变成了绿色，需要用鼻胃管强灌流质食物，有气切管，使

用助呼吸器帮助呼吸。外婆在医院医治了一个月，她逝世前

一直都有知觉。当时我还不知道DMC卫星频道，不懂照顾病

人的方法，没有尽到好孙子的义务，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这使我内疚到现在。

问题

我外婆休克逝世，这是因为吃错药吗，她有何业力？ 

为什么死前会这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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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外婆因服错了药进入休

克状态直到逝世，这是因在过

去世，外婆跟今世的外公也是一

对夫妇。有一次当外公生病，她

拿错药给外公吃，虽不是故意，

但此恶业让她在今世受到同样的

情况。

她往生后转世为高级的艺术

家天女，住在四天王天。因为她

经常在佛教里修功德的缘故。但

是在临终时，她的心散乱，只能

到该境界而已。

个案研究：200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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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天人
学习符咒、咒语、符箓，能在天上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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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天神佛教

因信仰神仙
  而修功德

按照习俗来修功德+喜欢 
  帮助他人+忠诚

持戒、学习佛法，
是思想家、有智慧，
但是不喜欢布施

信仰神奇的力量， 
如太阳能等。

喜欢做魔术师

  出家但是喜欢灵验神  
  奇的东西，学习咒语 
  多于修行

生为四天王天人

1.在佛教中修功德+喜欢祈祷+ 
  迷信鬼神之说，因此只能生 
  为四天王天人

2.在佛教中修功德，但是还信
  仰印度神，因此只能生为四
  天王天人

3.治疗病人的功德+心攀缘于 
  古代医学。

4.治疗病人的功德+心攀缘于 
  科学家天人的法门

5.在佛教中修功德 + 治疗病
  人的功德

生为四天王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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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论 
生为科学家天女

大哥结了婚有两个女儿。刚开始还偶尔会到寺院去拜佛，

后来大嫂患了乳癌，朋友们就介绍她去跟一位信仰神仙菩

萨的人，一起吃素。当开刀后，能以化疗的方法康复。	

这让大哥和大嫂就信菩萨没有信佛了。在2000年，大哥四十

八岁，大嫂出车祸，被送进医院往生了。当天是去听仙人开

示，在回家的途中发生车祸，而其他人只受了轻伤。

问题

为什么大哥会信仰神仙菩萨？有什么方法才能介绍他来跟团

体修波罗蜜？什么业力让大嫂往生得很凄惨，即使她是刚听法回

来？往生后到什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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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哥信仰神仙，因为曾

多世对这些半佛半神的信仰很

熟悉。你要忍耐，且讲佛法给

他听，然后请他来修行，如此

他会得到内在的经验。

你大嫂往生得很可怜，即

使她是刚听法回来，因为过去

世，在信仰半佛半神之前，曾

先信仰多神教，多次杀动物祭

神，此恶业来报应。

她往生后，转世为信仰

这些神的科学家天女，学习

有关附身的事情。她住在须弥

山的森林里，跟有同样信仰的

团体住在一起，每天都过得很

有意义。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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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咒治病 
生为科学家天男

我的曾外祖父喜欢用白巫术来治疗病人、鬼附身，连住

在附近的回教徒也很敬仰他，前来求他治病，有些是医院都

无法治好的病。曾外祖母也有她一套治疗的方法，把病人治

好，她只要咀嚼槟榔，诵咒，然后把槟榔汁喷在腐烂的伤口

上，大概三天病人就会痊愈。大家都称她为：鍮威。后来她往

生了，享年九十岁。

问题

曾外祖父往生后，转世到什么境界？曾外祖父治疗病人的功

德，对他有什么帮助？

个案研究：2006年10月27日

你曾外祖父往生后，转世

为科学家天人，住在须弥山森林

里。因为他以科学家天人法门治

疗他人的功德来回报，已经获得

所回向的功德了，使他的情况

得到好转。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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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赶雨 
生为科学家天女

我的经历，就从我的奶奶会使用转移风雨的咒语开始。

我曾亲眼看到，当时有风雨靠近我家附近的地区，我奶奶

会诵咒，并拿布块把雨扫到其他的方向，风雨就移开了。除

此之外，还会医治白内障，那就是让患了白内障的人坐在臼

上，然后把椰壳盖着眼睛，把咸鱼拿上来，然后诵咒说：	

“打舵，舵还，塔怀，怀卡，打塞发法珐，卡寮舵啊。”说

完后就把咸鱼放在椰壳上，结果白内障就马上恢复正常了。

另外，她还当接生婆，曾接生了好几百个婴儿，被称为	“净

手接生婆”。因为她接生的时候，她的手从来不会弄脏，一

般是命令他人来帮助做。我出生时也是由她帮忙接生的。	

她很疼爱我，想把她所懂的巫术传授给我，但我拒绝不学。

所以当她去世后，这巫术就随着九十四岁的老人家而失传

了。

问题

我奶奶怎么能用布块把风雨赶走，以及怎样用椰壳来治疗白内障？

虽然她当接生婆，但是非常爱干净，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为什

么？她往生后去了什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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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奶奶能用布块把风雨赶

走，和用椰壳来治疗白内障， 

因为你奶奶拥有艺术家天人的魔

术。当她诵咒时，邀请相关艺术

家天人老师来帮助诵咒，让各种

事情能实现，另外你奶奶在这方

面也有功德。

虽然她当接生婆，但是非

常爱干净，不愿意弄脏自己的

手。因为她本人的个性也爱干

净，并不是用魔术的关系。

她往生后，转世为高级艺

术家天人，住在须弥山的森林

里。目前正在跟艺术家天人老

师学习各种魔术。她已获得所

回向的功德了，使她的波罗蜜

增加，但她却把此波罗蜜用在

学习这些魔术上。

个案研究：200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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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飞翔的比丘 
生为科学家天男

我外公曾经多次出家和还俗。有一次他离家很久，回来

后，他才告诉我们。那次他感觉很着急、想出家，他就坐车

到孔敬府。到火车站后，有一位年轻比丘走过来找他说，我

等你很久了，跟我一起走吧。那位比丘请他闭上眼睛，同时

抓住他的袈裟。他感觉好像自己可以飞一样，迅速地飞过了

许多地方。当他张开眼睛后，发现已经在大森林里了。

外公有机会出家，在森林里跟那位比丘学习。外公说，

有时候要出去托钵，方法是抓住那位比丘的袈裟，一起飞过

去。来供养的大部分都不是凡人。外公说，如果来供养的人

是夜叉，他的眼睛会是红色。有时候会有天女来供养，得

到的只是一块黄色的精美食物，但是吃下去后，能饱上好几

天。

有一天那位比丘带外公到一座山洞，里面藏有许多宝

物，里面有黄金、钻石，还有其他的宝石。外公看后，就想

拿回家给老婆和孩子。与比丘告别时,比丘劝他不要回家，

希望他留在那里，但是外公坚持要回家。于是那位比丘指出

森林出口，外公走出山洞后，看到两列火车开过来把他撞到

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孔敬府的鹿野园寺院，但是失去

记忆，记不起任何人事。过了一阵子后，他的记忆才慢慢恢

复，然后才连络到家人，我们才知道外公在哪里。外公回家

后，出家了又还俗很多次，直到最后一次还俗回来住在我阿

姨家。每天持八戒直到往生那一天，他因抽烟患了肺气肿胀

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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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那位比丘和外公在过去世曾有什么样的因缘？外公去学习了什

么法门？外公曾说，他跟非人托钵，是真的吗？他托到的食物是天

界的食物吗？为什么只吃一块就饱了好几天？外公往生之前，外公

说要会在早晨五点离开。果然到了五点就往生了,他怎么知道？外

公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那位年轻比丘和你外公， 

他们前世从小就是朋友。 

一起出家当沙弥，学习咒语、

修观遍处，受比丘戒后， 

也当了出家朋友。那世你外公

的个性跟今世一样，即是出家

了又还俗很多次。

那一世你外公修行，能看

到身体外的光，再加上咒语的

威力，就可以显一些神通。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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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外公还俗去结婚， 

之后就患病往生，然后直接转

生为你今世的外公。

他的出家朋友很爱出家生

活，也爱学观遍处，如其他一般

有成就的修行人。他先从导师传

下来的法门记录自学。

后来进入森林修头陀行， 

遇上了一位有成就的修行比

丘。他从遇上的那位比丘那学

到了许多法门。例如：缩短路

径、改变物质、在水面上行走

和长生不老等等。当时那位修

行有成的老比丘的寿命，约两

百多岁，可他看起来却像三十

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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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了这些法门，能让自

己长生不老。这是因为靠定力

和天人的草药。这些草药由夜

叉的地居天人所守护，谁想得

到草药，就要先跟夜叉比量神

通。

此外夜叉也在守护财宝，

但是他不想得到财宝。终于比

丘赢了夜叉，获得草药来按照

成就导师的法门念咒，使这位

比丘从那时候开始维持青春不

老到现在。

直到比丘在火车站遇见你外

公。虽然你外公已经去世了， 

但 是 目 前 这 位 比 丘 还 在 ， 

他还住在寮国一座山洞里，而

且还是一样的年轻。

后来这位比丘知道，他的

老朋友已去世了，且转世生为

你的外公了。



93

他就等你外公长大，才来

接他到森林里，让他抓住他的

袈裟，然后用缩短路径的法门

带他到寮国的森林里，为了教

他修有成就修行人的法门。但

是你外公没学成，因为有金钱

上的贪念，且想念自己的孩子

和太太。

这位比丘，他在过去世累

积了许多在这方面的波罗蜜了。 

有时是隐士，有时是比丘，且一

直想当有道行的比丘。

今世他想活到下一尊佛陀

的时代，希望在弥勒佛的时代

证入涅槃。这种愿望是有机会

实现的，因为他住在修行者聚

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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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公说，他在森林里出

家，即是他在成就修行比丘的

社群里向戒腊最高的比丘受戒。

他去跟非人托钵，而来

供养他的不是凡人，有时是树

居天人或地居天人，供养的食

物也是天人的食物，只要吃一

块就饱了好几天。也不能吃太

多，因为人的体内的温热火性

无法消化，会导致丧命。

你外公想回家，当那位

比丘指示出口时，他就走出

山洞，然后看到两列火车开过

来撞他，之后他就昏迷了。

这是因为他脱离了成就修行比

丘的境界，那个境界是半粗半

细的境界，与地居天人的境界

一样，而你外公还是人类， 

所以他就遇到了那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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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外公从他的修行定

力得知自己往生的日期。他去

世后转世为四大王天的科学家

天人，因为生前护持佛法，持

八戒，且心攀缘科学家天人的

法门。

他获得了回向的功德，使

他有更多的财富。目前他在须

弥山的黄金森林里打坐，默念

他的法。

个案研究：200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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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攀
是夜叉中的一种，没有

虎牙，卷发黑皮肤、大

肚子、肚子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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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饮酒+吸烟+供养塑造
   半尊自身佛像

 2.饮酒+吸烟+按照传统
   修功德

 3.饮酒+吸烟+曾经按照
   传统出家

 4.酿酒卖+按照传统修
   功德

赌博拳击赛+
  赡养父母 第一层

生为四天

王天的棍攀，

在大地狱阴

间工作
第二层

第五层

第四层

第三层

1

2

3

4

5

5.当贩酒代理+在佛教中
  修功德

6.饮酒+曾经出家+儿子出家     
   为比丘+在佛教中修功德

7.卖酿酒+饮酒+丈夫出家
  十年回向功德给她

1.有外遇+在佛教中
  修功德

2.邪淫的业力+在佛教
  中修功德+回向的功德

协助丈夫偷盗 +   
在佛教中修功德

  4.饲养猪来杀的恶业 + 塑造
    自身佛像的功德

  
5.开枪自杀 + 在佛教中修功德

  

6.管辖处决+老实+回向的功德

1.堕胎+杀生+儿子出家
  回向的功德

2.杀生+在佛教中修功德

3.从军出征打仗+曾经出家  
  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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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与恶业并生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的棍攀（杀业）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出生于素叻他尼府，在和母亲结

婚之后，就定居在沙敦府。那里以前是一片森林，父亲饲养大

象，还进森林捕捉动物。后来又搬进城里，就把大象卖了，	

改为种田、橡胶种植园和饲养猪来卖。

父亲有几次被推选为村长，有机会帮助发展乡村。由于住

家的前面有一所寺院的缘故，父亲就有机会到寺院里面帮忙一

些事务，还经常邀请他人来修功德。父亲还曾多次来法身寺修

功德，邀请村里的人一起包车来，有时也会坐火车来。父亲是

普通的功德引领者，不是很了解修功德之事，他曾经来参加过

小儿子出家为沙弥的仪式。父亲因遇到三次意外，最后一次受

伤很严重，在医院往生了，享年59岁。

问题

父亲往生后去了哪里？有什么样的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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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往生以后，刚开始

的一段时间还在家人的周围环

绕。满头七之后，依照善恶的

判决被狱卒带到了阴间。

恶业有：经常杀动物来做

菜肴。善业有：按照农民传统

来修功德，邀请他人修功德以

及出家等等。于是就被判决生

为四天王天棍攀，在阴间做专

职行刑官。但是现在在四天王

天，还没去担任折磨的职责。

个案研究：200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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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因果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的棍攀（杀业）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个性固执，容易生气，但是不喝

酒，不吸烟。可他也很花心，偷养一名做工人的小老婆，曾

经让小老婆去做两次堕胎。父亲不相信阴间与天界这一类的

事情。他喜欢放高利贷，同时也被骗走了很多钱。我和母亲

告诫过多次，他也不听。在父亲往生前放出的高利贷和得到

的利息一共有300万左右。我怕引来不必要的争吵造下恶业，

于是就选择了不再追究。父亲最后因心脏病、糖尿病和肾病

往生，享寿71岁。

问题

父亲往生以后去了哪里？同时会有怎样的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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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的父亲因为糖尿病、肾病

和心脏病而往生，是因为前世他

出生在农业社会，杀动物来吃，

而在今世也是一样。加上年轻的

时候有花心的习惯。杀动物的业

力让他有糖尿病，花心的业力让

他有心脏病。肾病是由于前世欠

债，跟别人借钱不还，后来有钱

了也是一样的不还。这些业力同

时来到今世显现，他人欠自己的

债务也不还。往生之后徘徊了七

天，根据自己造下的恶业被狱卒

带到阴间。

他造的恶业是强迫怀孕的

小老婆去堕胎的业力，加上杀

动物做菜肴的业力。

他得到儿子出家回向的功

德，让他不用受刑，但是被判为

棍攀，在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中

做专职行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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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连续在阴间中工作，

不满一年不得休息。但后来他

获得回向的功德，让他的罪孽

减轻了一些。

个案研究：2004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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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前修功德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的棍攀（杀业）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出生在泰国，在他六岁时就被

送回中国大陆，跟祖父母住在一起。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

战就爆发了。他加入了抗日队伍，祖母对他的安危很担心，

父亲当时年纪还小，只有十八岁，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	

她就逼着父亲回泰国。在回国途中，在泰国的父母听到一些

谣言，说父亲已经在战争中死亡。

因此，当父亲真正回到泰国时，他的父母、即我的祖父

母都感到很疑惑，不敢肯定这个回来的人是否就是他们的儿

子，这让父亲在家里的生活有着很大压力。于是他就下决心

搬出去独自生活。他先是跟朋友合股经营生意，然后结婚，

直到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他才开始享受比较舒适的生活。

2004年底，医生诊断父亲患有前列腺癌，癌细胞扩散

到骨头。父亲因剧痛不能走路，我就把父亲接到曼谷来一起

住，好好照顾他。此外，我还带他来法身寺，供养塑造自身

佛像，亲自供养了一百万泰铢。几乎每一个月都来法身寺参

加荟供法会。我时常向父亲谈到该如何面对死亡，因为他也

是梦中梦幼稚园的学生。

他对子女很体贴，不想麻烦子女为他做任何事情。	

他的病情日趋严重，浑身疼痛，每个手指头、脚趾头都痛，

彻夜疼痛不能成眠，必须服药压住经脉才能入睡。直到某

天早上七点钟，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声音，在楼上的走廊

响起。我们一起走上去看，发现父亲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开枪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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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快修功德，在七天内一直讲功德的事情给父亲的亡

魂听。七天后，我妹妹梦见父亲来找她，她就前去抱着他。	

我哥也梦见父亲来告诉他，说另外一把枪藏在哥哥的床头。

一去看，还果真找到了那把枪。之后，父亲又进入哥哥的梦

境，说打开门让他进来一下，然后他就走进他的房间了。

问题
为什么父亲会自杀？往生七天内，他都做了什么？他真的入

我妹妹、哥哥的梦吗？如今父亲住在什么境界？情况怎么样？获

得回向的功德了吗？我要怎么帮助父亲，才能解除他自杀的恶业？

你父亲会自杀，是因为过

去世曾支持战事，抓到战俘就

严刑逼供，让他们说出军事秘

密，直至战俘受不了而自杀。

此恶业来回报。他往生七天内，

四处浪荡，也真的来入你哥哥、

妹妹的梦。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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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被带到第一间大地狱

的阴间，送到四天王天，当棍

攀，担任管理阴间，折磨有自

杀恶业的众生。因为他善业和

恶业都有造。他没有堕落大地

狱，是因为有跟团体修各种功

德。他已获得回向的功德，使

他的情况全面好转。你要一直

修功德，回向给他，而功德会

减轻重恶业，或让轻业消失。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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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狱长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的棍攀区长（杀业）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在政府的刑务厅中工作，担

任厅长掌管整座监狱，专门管理处罚和囚禁罪犯，主管处

决这一方面的事务。在那个时代还有砍头这一处决方式，

即是拿剑砍脖子。父亲在晚年的时候过得很开心，个性

很开朗，在59岁那年的某一天，在安详的睡眠中往生了。

问题
由于什么缘故而让父亲成为监狱长？这样会让他得到什么样的

业力？从因果报应这个角度来看，判决会让哪些人有业障，谁的业

障是最深的？父亲在睡觉的时候往生，而那时他的心是清净的还是

混浊的？他往生以后去了哪里？是否收到回向给他的各项功德？

你父亲成为监狱长，是因

为前世的时候他曾经是棍攀，

在阴间中当折磨众生的行刑

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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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还要在阴间地狱

当狱卒折磨众生，不然就成为

阴间判官或者当狱卒区长。 

除了他在生为人的时候修过的

特殊功德，你们还应该去修特

殊的功德来回向给他，这样才

有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从因果报应这一方面来

看，判决还是会被认为触犯了

第一条戒律。因为含有蓄意杀

生的想法，尽管那个被砍头的

人触犯了法律，但还是违背了

因果报应。那个判官是业障最

深的人，接下来是执行行刑的

人，最后就是与之相关的其他

人员。

你父亲安详的往生，那

时他的心却是不清净也不混浊

的。往生以后就被狱卒邀请到

阴间，成为区长，专门管理阴

间的狱卒折磨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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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收到了回向的功

德，这样也会减少他在阴间的 

时间。

个案研究：200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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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睾丸棍攀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阴间棍攀（邪淫业）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学习能力很厉害。父亲曾帮助

一名没有工作，且喜欢在寺院、吃饭、睡觉的男人，让他到

父亲另外一栋房子照顾家里的花园。当父亲发现有另一栋房

子的东西被偷，从种种证据和做案手法显示，就是住在那里

的那位男人做的。父亲就赶他走，可是他不肯走。

在我哥哥的生日那天，父亲要跟哥哥去吃午饭，这个男

人叫父亲出来谈判，向父亲的额头开了两枪，那时候父亲八

十一岁。父亲终身把时间花在女人身上，实在很浪费。他晚

年往生之前，虽然已八十一岁了，还跟另个女人一起生活。

问题

父亲跟杀死他的人有何恶缘？刚刚往生时情况是如何？现在

父亲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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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跟杀害他的人曾有恶

缘。因为过去世他是个很会读书

的人，且当了大臣，判处了一名

强盗死刑，与那名强盗因此结了

恨。今世那个强盗遇上了他，就

来杀死他。

他因为毫无正念，刚往生

就游荡一段时间。但满了七天

后，因为邪淫业，就被阴间狱卒

带到第三间阴间地狱。但他也按

照传统修功德，还有你也回向功

德给他，使他生为棍攀。他的睾

丸如锅子那么大，正在负责折磨

阴间众生。人间一年的时间中，

需要在阴间地狱工作十个月， 

休息两个月。

个案研究：200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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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出家四个月 
生在第五间大地狱阴间棍攀（酒业）

当舅舅还在世的时候，经常喝酒，晚年的时候出家了，

大约4个月的时候就圆寂了。

问题

舅舅往生以后去了哪里？

你舅舅一直都在喝酒，往

生前出家了4个月，穿着袈裟

往生。往生以后就去阴间成为

地狱众生，然后被狱卒拿热热

烫铜液来灌，一直受刑8个月，

又回来成为棍攀，用4个月的

时间拿热汤铜液去灌年老的地

狱众生。

个案研究：2005年5月28日

  梦中梦解答



112

地狱天界轮流去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阴间棍攀（酒业）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也是个好老师，

他向来克尽己职当好父亲和好老师。他年轻时曾经喝酒，	

当他发现自己有胃病时就戒酒，但只有维持一段时间。	

去年他因患末期肝癌而往生，当时，太太和孩子都在身边提

醒他，要他忆念功德，包括曾经出家七年、儿子出家、供养

佛像、修行的功德等等。

问题
什么恶业使我朋友的父亲患上胃病和肝癌，往生后去了哪里，

情况如何？ 他与儿子出家、他自己与儿子为他供养佛像的功德、

护持佛法的每一种功德，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回报？

你朋友的父亲患了胃病及

肝癌，是因为过去世和今世都

有酗酒、杀动物做菜肴的恶业。

尤其是有今世的酒业为主的恶因

来回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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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后转世为棍攀，担

任阴间刑官，因为他生命中有

修功德，但也经常造恶业，所

以一年要工作六个月，然后在

四天王天休息六个月。

他曾经出家的功德、儿子

出家的功德、供养佛像和护持

佛法的功德、孩子们为他供养

佛像的功德，保护他不用堕落大

地狱，而使他转世为棍攀，在阴

间当官。

因为要不断地把烫热铜液

灌入地狱众生的嘴巴，让他工

作得很累，他想获得更多的回

向功德，才能脱离那种境遇。

个案研究：2005年6月16日



114

持戒但代理卖酒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棍攀（酒业）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一生都在虔诚的修功德。每

天早上都起来盛钵，晚上就诵经，而且非常喜欢修大功德，	

例如修建马路和架桥进村庄。同时父亲还捐献土地和费用，

成功的修建阿育塔雅府的寺院。有什么功德要修，村民们就

来告诉父亲，邀请他一起去寺院里修功德。父亲从来都没有

拒绝过。原先父亲继承了爷爷的研磨厂，后来改行做酒品的

代理商，卖酒给下游商店。他说：“我持戒，不饮酒，只是

卖酒而已。”父亲自己认为卖酒不是恶业，而是一种职业而

已，事业也越来越好。后来因为开车与人相撞而往生。

问题

父亲因为交通事故而往生，现在他在哪个境界？生活得怎

么样？是否有收到孩子们回向的功德？



115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遇上汽车相撞的事

件，是因为在之前的一世中，

经常下令杀大型的动物做菜

肴、贩卖，例如：猪、黄牛。

因这一业力来报应。

他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

经往生了，游荡了七天。然后

被狱卒带到阴间，判为四天王

天棍攀，因为能忆念到各种功

德，所以功德先回报。但还是

要来给阴间众生灌热烫铜液，

为期6个月，同时再在四天王

天生活了6个月。他已经收到

了回向的功德，因此才让他先

去天界享受幸福。

个案研究：200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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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灌酒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阴间的棍攀（酒业）

养我长大的外公并不是我真正的外公，而是外婆的继

任丈夫。他很喜欢喝酒，到雨季安居时，他却经常出家，每

次出家的时间，大约有一年或两年。不过，他还俗后，又继

续喝酒，年复一年，一直如此，直到往生的一年前，他中风

了，才完全戒酒。在七十九岁那年他往生了。

问题

外公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你外公往生后，转世为棍

攀，是他人的随从，地位中等，

生活不太舒适。在一个月内，要

把有酒业的人带去第五间大地狱

的阴间受审判，接下来的另一个

月在阴间亲自下手折磨众生，一

整年如此轮流，没有休息的时

间。不过，他已经获得回向的

功德了，使他目前的情况稍为

转好了一点。

个案研究：2006年4月27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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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贩卖谋生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阴间的棍攀（酒业）

我的爷爷在邮局工作，退休后就到家附近的寺院当委

员。他因为年老寿终，享年八十五岁。

我奶奶的心地善良，生性慈悲，受到大家的爱戴。奶奶

是个家庭主妇，负责养育六个孩子。当孩子们在求学时，爷

爷、奶奶必须找额外的收入来补贴开销，所以他们煮酒贩

卖以赚取家用。当孩子们毕业后，就不再从事此行业了。	

奶奶患了十五年的子宫癌，之后敌不过病魔，终于往生了，

享年六十五岁。

问题

我爷爷、奶奶往生后到了什么境界？情况如何？获得回向的

功德吗？

你的爷爷往生后转世为棍

攀，住在四天王天。因有按照

传统文化修功德，并当寺院委

员。但有卖酒的恶业，所以一

年要到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工

作三个月。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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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奶奶往生后转世为女

棍攀，住在四天王天你爷爷

天宫的附近。因为按照传统

文化修功德，可是有卖酒的

恶业，所以一年要到第五间

大地狱的阴间工作三个月。

两个人都要当阴间官员， 

负责把热汤铜液灌入地狱众生

的口里。

个案研究：200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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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药酒的恶业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阴间的棍攀（酒业）

我家里经营药酒的贩卖行业，这生意是从我爷爷传下来

的，已有二十年之久。我爷爷起初是想把自己调药物的学问

开拓成一项生意，于是，他就开了中泰草药店，不过他不只

卖草药粉，还用米酒，制做了「药酒」。因为他认为米酒能

协助草药发挥功效。爷爷把生意交给我父亲经营，不久后就

往生了。

问题

我爷爷、父母亲和我卖药酒会有什么恶业？如何让全家人能

脱离此恶业轮回？爷爷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你爷爷、父亲、母亲和你

自己卖药酒的恶业如下：又卖

酒又喝酒，如果堕落阴间时，

除了被灌热烫铜液，也要负责

向其他众生灌热烫铜液。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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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其他功德保护，就

会堕落大地狱。如果只卖酒，

而堕落阴间地狱后，要负责把

热烫铜液灌入阴间众生的嘴巴。

当转世生而为人后，如果

又卖酒又喝酒，将会变成弱智、

疯子或哑巴。

如果只卖酒，就必须养育

弱智者、疯子或哑巴。

想要消除此恶业，从今天

开始，就必须停止卖药酒，然后

多多修功德，把功德回向往生的

爷爷和母亲。至于你父亲，要自

己多多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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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爷爷往生后堕落阴间， 

正在给阴间众生灌热烫铜液，他

自己也会被灌热烫铜液。这是喝

药酒和卖药酒的恶业。

个案研究：200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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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父母的功德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阴间的棍攀（赌博）

我爷爷和奶奶生了九个孩子。我父亲是长子，他长大后就

帮我爷爷工作。父亲结婚后，带我母亲到家里跟爷爷和奶奶

一起住。父亲是个孝顺的孩子，赚多少钱都交给奶奶处理。	

但她往生后，父亲打开奶奶的安全箱，发现里面连一毛钱都

没剩。父亲开始把工作赚来的钱自己储存，等于重头来。因

为父亲很勤劳，使家庭的经济慢慢地转好了。

在爷爷去世之后，父亲年纪大了，却开始结交损友，

受到诱导，去赌拳击。他赌了几年，从富有变成贫穷，	

使家人很辛苦。父亲晚年患了高血压和瘫痪，才停止赌拳击。

父亲患病将近一年，之后在加护病房里去世。往生时只有

五十九岁。

问题

什么功德使父亲很会做生意，发财富裕？是什么业力让父亲

结交损友，受引诱赌拳击，直到后来经济拮据？

什么业力让父亲患了瘫痪和高血压？他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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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能发财富裕，但是

结交损友，受到引诱赌拳击，

后来弄到经济拮据。过去世父

亲曾修了一些布施功德，此功

德使他富裕。但过去世和今世

结交损友之恶果也来报应，使

他去赌拳击，后来使家庭的经

济拮据。

你父亲瘫痪和患了高血

压。因为过去世和今世有杀动

物做菜肴和祭神的恶果来回报。

因有今世的赌博恶业回

报，你父亲往生后转世为棍

攀，在第六间赌博大地狱的阴

间地狱里工作。但因为有照顾

父母的功德来保护，所以他没

有堕落第六间大地狱，目前在

折磨阴间众生，很疲劳。

个案研究：200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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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翅鸟
有四种出生方式，即是：

化生、湿生、胎生和卵生

居住在人间、须弥山的森林、

木棉树林以及四天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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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四天王天的

        金翅鸟

1.斗鸡 + 因为斗鸡而吵架+   

  结交损友

2.开斗鸡场赌博 + 在佛教中

  累积功德

杀动物做菜肴+回向

的功德

 杀生 + 击打动物的头+

 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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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斗鸡场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的奶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

他，因此，他拥有很多土地，以卖土地的钱过日子，根本

不必工作。他爱布施，曾经当了十年的寺院大护法居士，

出钱资助建设许多佛教的建筑物。每个儿子都为爸爸短期

出家。

可是，在爸爸六十岁的时候，命运改变了。他开始经

营斗鸡场，连续二十年。斗鸡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吵架和

打斗的事件。有时候，庄家来打我爸爸。爸爸因为经营这

种行业，使他的腿酸痛。到了八十岁，他还是继续经营斗

鸡场。直到八十六岁时，患了肠癌，在四个月后往生了。

在他生病时，我把所有的鸡都放走了，结束了这行业。

问题
为什么我爸爸的腿会酸痛？什么业力使他经营斗鸡场二十年？

他往生后去了哪里？是否得到我回向的功德？

生为男金翅鸟

你爸爸往生之前腿酸痛，是

因为今世斗鸡的业力所造成的。

此外，爱打架、杀动物当菜肴，

使他得到肠胃癌而死。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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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世结交损友，使他

今世受到损友的影响而经营斗

鸡场。

他往生后，因为心同时出

现功德和恶业，即是护持佛法

修功德的画面，以及经营斗鸡

场打架的画面。

所以直接转世为金翅鸟；

地位中等，在四天王天，有

金碧辉煌的天宫。他的眼睛很

红，嘴巴很尖，翅膀跟鸡的颜

色一样。其实金翅鸟也有很多

颜色，他能收到你回向的功

德，所以情况转好。

目前，他还是很喜欢打架，

经常带领几只金翅鸟跟海龙打

架，所以你要经常回向功德给

他，否则的话，当功德被用完，

他将会再堕落恶道。

个案研究：200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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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阴间为金翅鸟

 
我父亲是个中国人，从二十八岁搬到泰国来住。他贩

卖全国的鸡鸭，这是他成家立业的第一份事业，把鸡鸭卖给

曼谷和曼谷周边城市的小贩。因为父亲勤奋工作，生意一天

比一天好，从小小的卖鸡鸭店，迅速扩展为大农场。后来他

也跟朋友合伙经营贩卖动物公司，由父亲担任总经理。虽然

他的收入很多，却犯了杀生业，每天要剥夺动物的生命超过

一千只。虽然父亲没去过寺院，但是他也经常帮助亲戚。

有一天，父亲突然患病，腹泻得很严重，直到昏迷了

许多天。后来医生认为父亲这一次死定了。但是在第三天，

父亲突然睁开眼睛说，有出家人把他送回来，使他逃过鬼门

关。所以他叫我赶快去拜出家人。这样父亲多活了三年，但

是有一天却因不能呼吸，在五十九岁那年逝世了。

五年后，我太太进入父亲的卧房去打扫，在她打开柜

子时，发现有一样东西跌落到地上，仔细看才发现那是父

亲的皮带扣子。我试着拿给金饰店验证，结果它是真的黄

金。但是我没把它卖掉。我希望能把那黄金皮带扣子供养

詹老奶奶师父，以父亲的名字来塑造祖师的金像。我供养

了黄金皮带扣子后，再来拜见詹老奶奶师父。这一次我把

父亲的照片送给詹老奶奶师父看，请她救我的父亲。詹老奶

奶师父接到我父亲的照片后，就闭上眼睛，一阵子后说：	

“嗯…难怪很面熟，记得了，不用了。”然后詹老奶奶师父

就把照片还给我，没有收藏，不像其他的案例。

生为男金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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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黄金的皮带扣子拿去供养詹老奶奶师父了，父亲已经获

得此份功德了吗？詹老奶奶师父把我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是因为

已经救助了我父亲了吗？现在父亲的情况怎样？

你把黄金的皮带扣子拿去

供养老奶奶，你父亲已经得到

此功德了，老奶奶以功德从第

一间大地狱的阴间救他上来。

目前他转世为低级的金翅鸟，

住在须弥山的木棉树林里。

已经获得你回向的功德，

使他有了黄金的天宫，住在木

棉森林里。天界的木棉跟大地

狱的木棉树不一样，地狱的木

棉树有热烫烫的铁刺，并且还

能伸缩。你父亲很高兴能脱离

阴间。因为老奶奶帮助了他，

能得到你回向的功德，他才有

了小小的黄金天宫。

个案研究：2006年2月23日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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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心但开养鸡场
生为女金翅鸟

妻子的大姐以养猪、鸡、鸟维生。后来在1998年，开

始来到寺院，我妻子当她的善知识。她也修了功德，供养了

一根祖师纪念堂的地基柱。后来患了肺癌，癌细胞扩散到脑

部。且在2001年往生了，享年六十三岁。

问题

妻子的大姐有什么恶业，患了肺癌，蔓延到脑部？为什么有

些人的癌症会蔓延，有些人却不会。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恶业？

你妻子的大姐患了肺癌，

癌细胞蔓延到脑部，因为过去

世和今世杀动物做买卖，或送

给人杀的恶业来报应。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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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癌症会扩散蔓

延，有些人却不会，那要看他

们的杀生业有多重，有没有打大

动物头的恶业。例如：打猪的头

等等。如果有，这个癌症就会蔓

延到其他部位了。

你妻子的大姐往生后转世

为女金翅鸟，因为善恶业都做。

她获得回向的功德了，情况全面

转好。看到自己的现在状况是金

翅鸟，比以前更了解善与恶了。

个案研究：200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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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目天王
掌管四天王天西方天王

掌管四个海龙种族

广目天

金色海龙

  伊罗钵多

 绿色海龙

尸婆弗多罗

彩虹色海龙

瞿昙冥

黑色海龙

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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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目天王
掌管四天王天西方天王

掌管四个海龙种族

海龙

1.按照传统修功德+儿子出家的功德
  + 饮酒的业力

2.按照传统修功德+喜欢帮助邻居
  + 饮酒的业力

3.喜欢帮助民众的功德
  + 饮酒的业力

按照传统修功德 +
  信仰北榄寺祖师

礼敬佛塔的功德

贩卖动物予他人宰杀+
  孩子回向功德

在佛教中修功德+尊敬和  
  心攀缘海龙

出生在四天王天

的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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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修功德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对家庭很有责任感，很有善心。

他很喜欢谈心，经常喝酒，但是已经在两年前戒掉了。

父亲每天凌晨三点的时候，就起床诵经做早课了。而且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会来到法身寺修功德，平常的

大功德也不会错过。他曾经塑造自身佛像，按照自己的能力

来修各种各样的功德。雨季的时候，弟弟在清迈府的寺院出

家之后，父亲就经常在清迈各寺院供养功德衣和袈裟。

在2004年的9月27日的那一天，父亲在过马路的时候突然

晕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父亲得了脑血管破裂，要立即开刀。

开刀后，父亲还是没有知觉，医生说父亲已经没有意识了。	

在父亲还有呼吸的时候，我就拿光盘来播放诵经和打坐引导给

他听，轻声细语告诉父亲要忆念曾经修过的功德。在2004年10

月5日那天，父亲往生了，享年68岁。

问题

由于什么业障让父亲因为脑血管破裂而往生？父亲在医院的时

候，医生说他已经没有意识了，我在他耳边教他忆念功德，开光盘给

他听诵经和静坐，他是否听得见？父亲往生以后去了哪里？

生为男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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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世与今生杀动物做菜

肴，还经常饮酒，所以你父亲会

脑血管破裂而往生。

你父亲在医院的时候，医

生说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但是你

在他耳边教他忆念功德，开光盘

给他听诵经和静坐。刚开始的时

候，他还能听见，但是后来他入

睡后，就听不见了。

因为儿子出家的功德和按

照传统修功德，以及比丘儿子

介绍的功德，最后加上戒酒的业

力，让你父亲往生以后转世为四

天王天海龙，住的黄金天宫不大

也不小。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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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生时，细人身从身体

中脱离出来，看见有一处地方

有光明，朝那处地方走去，最

后就转世成为了海龙。

个案研究：200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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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的酒鬼 

我外公是中国人，移民到泰国大城府居住，他做生意

很勤劳，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若哪家人出家或举办婚礼，

他都会去当厨师帮忙；如果哪一家有人往生了，他也会过去

帮忙处理遗体，清洁肢体，带到寺院火化，完全不会起厌恶

心，或索取任何回馈。他从助人中获得快乐。但外公却经常

酗酒，导致脑部血管破裂死亡，享年六十多岁。

问题

你外公逝世后了，转世

为庄严的天人住在四天王天， 

属于高级的金色海龙。因为曾

随着传统修功德，关心邻居的

功德报应。已经得到回向的功

德了，他们的财富因而增多。

目前他已了解因果业报的事情

了，是因为得到功德和酒业回

报才来这里。

个案研究：2006年2月14日

生为男海龙

我外公逝世后去了什么地方？是否获得我母亲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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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叉
大多数是高等夜叉的侍从

多闻天王
掌管四天王天的北方天王

掌管夜叉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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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抑制暴躁的情绪+在佛教中
  修功德+分享布施

2.打猎 + 把动物囚禁于黑暗中
  + 指责持戒的人 + 生命晚期
  所修的功德，让他不堕落恶道

3.经常生气+根据机会来护
  持佛教

生为四天王天夜叉

4.修建寺院的功德，
  却是容易感到厌倦
  和凶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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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内心而成夜叉   

我母亲是泰国柬埔寨的混血儿，个性非常好，就是跟父亲

婚后，都不曾跟父亲吵过架。虽然父亲很喜欢骂人，但是不管

父亲怎么责备母亲，她都会安静，且顺从父亲的讲法去做。

母亲除料理家事外，还耕田，种菜，砍柴，捕鱼做菜养活家

人。父亲都没有帮过她，一直顾着赌博，更严重的是，父亲

赌输回家后都会找母亲麻烦，经常责骂她。但是母亲都没有

发怒，常常静静地听。母亲经常到寺院布施、持戒和静坐。

在1988年，母亲患糖尿病往生，享年四十九岁。

问题

为什么母亲会没有脾气，且爱赌博的丈夫？母亲对丈夫和孩

子们都很好，会使她往生后受到怎样的善报？目前母亲在什么地

方，情况如何？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生为夜叉

  梦中梦解答
你母亲没有脾气并爱赌博

的丈夫。因为过去世，母亲曾生

为男生，也以这种行为对待自己

的太太，此恶业来报应。这是过

去世她自己所造的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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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母亲今世照顾好丈夫和

孩子，会让恶业减轻，也可以

让她往生前的心清净，不用堕

落恶道。

你母亲往生后转世为漂亮

的女夜叉，住在四天王天里。因

为曾在佛教里修功德，但是当父

亲在抱怨她时，她一直压抑内心

不作回应，变为善含恶的业力。

她已获得所回向的功德，使她的

财富增多。

个案研究：200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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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嘴夜叉

我在婚后，丈夫都不支持我来法身寺修波罗蜜，一直找

我的麻烦和给我脸色看。有时，法身寺的法师到家里来找我，

丈夫也会把法师赶走，大声怒吼，表现出不欢迎的态度。在

寺院被媒体攻击的时候，他更不喜欢。但是过了些时候，法

身寺和团体就发展得越来越有声势。我丈夫就开始对寺院有

兴趣。在詹老奶奶荼毗法会时，我用许多理由劝他来参加法

会，最后他愿意接受寺院。其实之前他都很反对我到寺院。

我丈夫患糖尿病多年，后来扩散到眼部，让他的视力不

清楚，就有机会来跟我一起听DMC卫星频道。听久后，丈夫

开始被吸引了，更了解团体，并开始学习打坐。有一天，他

拿钱去塑造自身法身佛像，并且亲手供养这笔钱，还法喜到

流泪。之后他也叫我拿他挂带的金项链去卖，把钱供养塑造

第三尊祖师的金像。丈夫往生前一天，法师来探病，使他有

机会供养，护持塑造深修禅堂的主佛	。虽然当时丈夫无法讲

话了，但是他听得懂，很乐意参与此次塑造主佛的功德。丈

夫往生五天后，我又供养主佛并回向功德给他。

问题

丈夫曾阻止我行善，诽谤寺院。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业报？什么

功德使丈夫生命末期了解团体？他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生为男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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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丈夫患糖尿病，且失明

了。因为杀动物做菜肴，以及将

打猎捕获的动物关在阴暗之地。

例如：放在黑袋子里，此恶业来

回报。

你丈夫往生后转世为庄严的

天人，住在四天王天的中型黄金

天宫，属于夜叉，有长虎牙，口

臭。因晚年所修的功德让他没有

堕落恶道，也使他诽谤出家人的

恶业暂时无法回报。

目前了解善恶因果了，很后

悔不该毁谤出家人，想获得更多

的功德，很想得到更多你和女儿

们所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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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丈夫获得塑造主佛的功

德，使他很法喜，让他的全面

情况转好了。但没有来参加大

法会。

往生时，好像睡觉而醒在

天宫里。目前正在适应新的环

境，很高兴获得回向的功德。

因有犯恶口业，让他成为有口

臭的夜叉。

个案研究：200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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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夜叉 

当公公还在世的时候，他很爱家庭，很有纪律。他以前

当过几府的府尹。当时区长和府尹需要进行警察的任务，即

是拘捕歹徒和审判，有时也要折磨歹徒。他晚年患帕金森病

大约十八年才往生，享年八十三岁。

问题
为什么我公公的个性很有纪律？什么功德使他当了几府的府

尹？什么业力使他患帕金森病躺在床上十八年？他往生后去了什

么地方，是否得到供养佛像和其他所回向的功德？

你公公的个性很有纪律，

因为他过去世也有这样的个

性，且今世他的工作也影响了

他。

生为男夜叉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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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了几府的府尹，因为

他的布施波罗蜜够多，能到达

那些地位，当功德回报就让他

能当了几府的府尹。

他患了帕金森病躺在床

上十八年。这是因为过去世曾

绑住犯人，折磨他们。还有今

世也做了跟过去世差不多的

事，另外还有些小酒业同时来

回报。

他往生后转世为高级夜

叉，住在四天王天。因过去世

曾修了社会福利的功德，若有

机会就来护持佛法，但有爱发

脾气的习性。他获得回向的功

德，使他财富增多了。

个案分析：200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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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气的夜叉 

我和丈夫结婚，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我丈夫是个很

疼爱孩子，爱家庭，很尽责的人。他的个性乐于助人，若

朋友或属下做错了什么事情，他都会全力帮助。我们都很爱

修功德，不论是供养袈裟或功德衣、以及斋僧。尤其是冬天

时，经常供养比丘的上衣，帽子和棉被，到处供养，一边朝

圣一边供养。在我丈夫每年的生日，我们都会各自恭请一百

多位法师来供养，很快乐。每一年都会捐赠白米给穷人。

我们对自己能布施感到很自豪。如果要举办豪华的晚

会，发现自己的饭菜不好吃或招待不周，自己也感到伤心

难过，还不如供养出家人和捐赠穷人，好得多。我们除了

护持佛法，也供养回教清真寺，基督教堂，多多少少都有

供养。但我们主要在佛教里供养。赈灾义举，我和丈夫做

了相当多，即是支持医疗出家人，捐赠医疗用具给医院。

我丈夫在1992年开始染患心脏病，发现他的肺也有问

题，因为经常抽烟。六年后，丈夫的血管肿胀，五、六年

后，他脑部的血管有胆固醇阻塞了。丈夫要离开我和家人

的那天，我照样带他去洗肾。当时他咳嗽，有痰，医生把他

的痰抽掉。隔天早上，在我站着按摩丈夫时，不久，我丈夫

就打嗝翻白眼。医生帮忙做心肺复苏法，病情还是没什么转

好。我们就带丈夫回家，当时他身上插了许多橡皮管。当天

晚上十二点十五分他就安祥地离开了。

生为男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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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有何业力，才患了许多疾病？什么原因让我丈夫能安

祥地逝世？我丈夫逝世后去了什么地方？情况怎样？

我和丈夫生前一起修过的功德，包括他逝世后，我和家人回向

的功德，以及孙子出家为沙弥回向的功德，如何帮助我的丈夫？是

否能让他往生后的生活过得更好？

你丈夫患了许多疾病，

因为过去世和今世的恶业来

报应。有一世生为富翁时， 

有许多随从，经常杀动物做菜

请客，把杀生当成一种运动，

另外也让动物和随从们劳动过

量，连年老的动物或随从都不

例外。

甚至借款给别人收取高

利息，加以今世也有吸烟、 

玩斗鸡，才身患了许多病。

例如：心脏肿胀、肾病、 

高血压等等。

问题

  梦中梦解答

他能安祥地逝世，因为今

世曾在佛教里修功德，以及做

社会福利的功德来回报他。



149

你丈夫逝世后，就在四

天王天的黄金天宫里醒起，生

为高级的夜叉，有男女夜叉

当他的随从，生活很舒适。 

他是个没有虎牙的夜叉， 

但生气时虎牙就会长出来。

目前在天宫里享乐，有天

人的食物与很多财富，这是因

为生前所修的功德，还有你回

向的功德。他是因脾气不好而

生为夜叉。

你和丈夫生前一起修过

的功德，包括你和家人回向的

功德，以及孙子出家为沙弥回

向的功德，他已经获得了，使

他的财富增加，身光也更广，

但要他升到更高的天界还是不

够。

虽然他是个庄严的夜叉，

但是自己的肤色不漂亮，不清

洁，而周围的随从也不怎么庄

严，于是他心中很不想当夜

叉。

个案研究：200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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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叉鼻子吐烟 

素拎府某所寺院的第一位住持还在世的时候，创办了那所

寺院，所有的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包括买地建大雄宝殿、禅

堂以及寺院中的一草一木。他在1991年的时候就来建造寺

院了，那个时候他已经73岁了。在这之前，他在新加坡出

家成为比丘，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这之后他就拿亲戚

居士供养的钱，在素拎府买地兴建寺院。他是一个正直，

有纪律和爱干净的人，并规定信众不得带酒和邪门外道进

入寺院。他默许我保持寺院整齐，带领信众们做晚课。在

1996年初，大雄宝殿落成了，年末的时候，住持就因为心

脏衰竭圆寂了，享年78岁，至此寺院兴建已经有5年了。

从那以后第二位比丘就接掌住持的职位，当了一年的住持

之后，就搬到另外一所寺院去了。后来又有另一位比丘来接

任住持，在位4年而已，就因他经常吸烟，在2003年时因结

核病圆寂，享年82岁。

问题

第一位住持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建造寺院，在他圆寂之后去了哪

里？他以自己的财力掌握机会修建寺院，这一功德能让他得到怎么

样的果报？第三位住持圆寂之后，去到了哪里？

生为中级和高级的男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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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住持有功德自己建

造寺院，圆寂之后就转生为高

级夜叉（或者英俊的夜叉，在生

气的时候，有虎牙露出），因为

建造寺院的功德，让他在四天王

天中有高级黄金天宫。生为夜叉

是因为他脾气暴躁，很凶恶。

第三位住持圆寂以后，就

转生为四天王天的中级夜叉。这

种夜叉会一直从鼻子吐烟。因为

他平常心很浑浊，但还不至于到

达朦胧不清，加上他在生为人的

时候吸烟。

个案研究：2006年4月15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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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鸟（紧那罗、紧那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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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斗鸡、斗鱼+用传统医药
  治疗病人+喜欢修功德 +
  帮助贫穷的人 + 当出家
  法会的功德主

3.按照传统信仰神仙+
  按照传统修功德

4.按照传统修功德+  
  得到回向的功德

生为四天王天的

紧那罗、紧那梨

2.贩卖动物去屠宰，每天都
  修功德，塑造自身佛像，
  支持他人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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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庇佑斗鸡业障

当外公还在世的时候，他是家里最年长的人，同时也是

一名懂得古代中医的医生，会用草药治病。他在家的附近创

办一处休闲场所，就像医院的疗养室一般。外公是一位好心

人，喜欢修功德，进寺院，喜欢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位度

量大的人。外公有许多的田地，但是没有自己亲手种，如果

有人帮忙种，外公会拿一半的稻谷出来照顾那些生病的人。

如果谁没有父母亲，他会自愿成为功德主资助其出家。

同时，外公也喜欢赛龙舟、斗鸡和斗鱼。他自己亲手饲

养10只斗鸡和很多斗鱼。外公带鸡去斗鸡场，一个星期一次，

他非常迷恋于斗鸡的事情。后来他得了咽喉癌，有如比赛结束

的斗鸡，不停地喘气，口中还会吐出鲜血，血量很多。最后在

他80岁的时候往生了。

问题

外公是一位好人，但是为什么要选择斗鸡和斗鱼呢？什么业力

使得外公患上咽喉癌？在外公往生前出现什么样的预兆？往生以后

去到了哪里？是否有收到回向的功德？

生为高级人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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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外公是一位好人，却选

择斗鸡和斗鱼，是因为前世和

今生都被愚者所影响，所谓近

墨者黑，因环境影响有喜好斗

鸡和斗鱼的习惯。

你外公会患咽喉癌，是因

为前世在农业社会，割鸡和其

他动物的喉咙，加上今生斗鸡

和斗鱼的业力，累积在一起的

报应。

往生前看见了修功德的画

面，也看到了造恶的画面。看见

斗鱼和斗鸡的画面跟修功德的画

面交叉结合在一起，让他的心很

明亮但不圆满。往生以后生为四

天王天的高级人鸟。

已经收到了功德的回报，

让他在天宫的财富增加了很多。

例如有精致的天宫食物，身体更

加明亮，他有话转告你：他想得

到更多的功德，这样才能越过

恶的地方，转生为更高级一点

的众生。个案研究：200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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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居天人
在天空中有天宫的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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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人间的空居天人

1.在晚年时孩子替他修  
  功德 + 儿子出家的
  功德 + 女儿为优婆夷
  的功德

1.帮助他人+出家的功德

2.侍奉僧人+遵守传统修
  功德+回向的功德

1.塑造自身佛像+往生前心
  明净+回向的功德

2.遵守传统修功德+回向的
  功德

1.塑造细沙佛塔供   
  养寺院

1.传授知识给小孩
  子的功德

1.诵经 + 心明亮 + 得到
  回向塑造佛像的功德

1.在神庙修功德 +  
  回向的功德

2.祭拜神，持戒

1.出家的功德

1.心善良，不生别人
  的气+回向的功德

1.救济亲人、社会+回向的
  功德

2.心善良，乐于助他人，
  协助大众+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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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吃斋、拜祖先 
生为空居天人

我外婆是个性格冷静，心地善良、持戒、吃斋的中国女

性。她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祭拜祖先。晚年，为了探望每个子

孙，轮流到各个孩子的家住。她在七十六岁，因糖尿病而往生。

问题
我的外婆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以中国的信仰方式，吃斋与祭拜

神明。她往生后到了什么境界？是否获得子孙回向的功德？什么业

力使她患糖尿病往生？有什么想要转告子孙吗？

你的外婆曾多世杀动物

做菜肴，恶业来报应，因而

患糖尿病往生。她往生后转世

为空居天人，有中型银天宫。 

个性慈悲，经常帮助他人。 

她已获得所回向的功德，全面情

况转好。她微笑坐着，想转告你

们：她现在很快乐。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5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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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供养佛像 
生为空居天人

我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有四个儿子，我是老么。母亲

在一家工厂里当女厨师，工作到双手没有力气，不能再工作

了。退休后，患了糖尿病。母亲很善良，性格就如一般信仰

佛教的泰国人，因这个原因，使我母亲很疼爱我现在的妻子。

后来我母亲病重，住入加护病房。我到医院看到母亲毫

无知觉地躺着，床上有很多管子。我很可怜母亲，妻子让我对

母亲忏悔所做错的事，我照做之后，她就拿一张有佛像的画放

在我母亲的胸前。

跟毫无知觉的母亲说：“妈！我们给你供养了自身佛

像，你要忆念到清净光明的功德。”然后，她诵念塑造佛像

金球的赞诵文，本来母亲心脏的讯号是微弱的，突然响了起

来，护士跑过来，不让我们再进入加护病房，几天后，我的

母亲就因糖尿病而往生。

有何恶果让我的母亲必须操劳，直到手没力气，不能工作，

患上糖尿病？

母亲在加护病房时，妻子在母亲往生之前所做事，那天母亲可

不可以明白呢？当我母亲病重时，我和妻子供养一尊自身佛像，母

亲接收到这份功德之后，会怎么样？往生后转世到什么境界？母亲

有什么想转告我们吗？

问题



160

你的母亲必须操劳，直到

手没力气，不能再工作。因为

过去世，母亲曾生在高尚的家

族里，令奴隶过度操劳，也经

常杀动物做菜肴，才让她今世

患了糖尿病。

当母亲生病住在加护病房

时，你妻子为你母亲诵经赞扬

塑造佛像的金球，你母亲了解

了一点，还有点模糊。当你

母亲病重时，得到你回向的功

德，让她往生前的心清静。

  梦中梦解答

往生后转世为空居天人，

有相当大的天宫。你母亲想转

告你，要感谢你在她往生前，

为她供养了佛像，让她能生在

这里，比生为人时更快乐。

个案研究：2006年8月30日



161

生前诵经心明亮 
生为空居天人

我父亲以前不信仰佛教。但是我出家为比丘尼的事情

他也没反对。后来他患了肝癌，就开始对佛教有兴趣，经常

诵经赞扬三宝。因为华人把诵经归类为一种修行。父亲往生

前一晚，我找了很多的信徒到家里来彻夜诵经，为了让他能

忆念到三宝。他在今年2005年4月24日安祥的往生，脸带笑

容的逝世。

问题
父亲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我以他的名字供养自身法身佛

像，他是否获得此回向的功德？此功德能让他目前的生活更好吗？

你父亲往生后，转世为

空居天人，刚开始他的天宫是

银制的，由生前的习性所促

成，建筑设计如华人建筑物。 

空居天离人间十六公里。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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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诵经和忆念三宝的恩

泽，让他转世为空居天人。虽

然没有布施、持戒或静坐，但

是他在死前很专心诵经。

你供养自身佛像，镌刻了

他的名字，这功德他已获得

了，使他在天宫里的财富增

多。例如，本来是银制的天

宫，已变成银混合了黄金，有

更多的天人食物。因为他不

是在四大王天以上的天界， 

生前也没有劝人行善等功德，

因此没有侍从(随从侍奉的人)。

个案研究：200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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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父母的功德 
生为空居天人

伯伯从小就喜欢赌马，无论在什么场地，在曼谷或在乡

下，他从不错过。除了赌马外，他还经常吸烟。他吸了几十

年，到了六十岁时才戒烟。戒烟的原因是他咳嗽得很厉害，

胸部紧绷，呼吸不顺畅，看了医生，照了X光后，发现肺部

有黑点，他只好听从医生的建议，停止吸烟。虽然戒烟了，

不过咳嗽和胸部紧绷的病状还存在。这是因为他患了结核

病。往生前的一年，他感觉胸部很紧，好像快要休克一样，

必须随身携带氧气筒。如果休克了，就马上利用氧气来进行

急救。这样一来，伯伯不敢离家太远，只能呆在家里，而且

他经常进出医院。

当他快往生时，是住在医院里的，伯母和家人都到各寺

院去为他修功德。另外，叔叔还诵经给他听，希望借此减轻

他的痛苦。伯伯在断气之前，举起了两根手指给家人看，但

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伯伯就断气

身亡，离开了人世。

问题

伯伯往生后去了哪里？伯伯到底曾修过什么功德，往生前才有

很多亲人为他修功德，在他的床边诵经给他听，减轻他的痛苦？断

气之前，伯伯举起了两根手指给家人看，究竟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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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伯伯往生前，有很多亲

戚为他修功德，并在床边诵经

给他听，这是照顾父母亲和帮

助亲戚的功德来回报。

断气之前，伯伯举起了两

根手指给家人看，因为他要告

诉大家：他要奋斗。他往生后

转世为空居天人，天宫不是很

大，这是善业比恶业先回报的

缘故。

个案研究：2005年9月2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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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第六间大地狱 
生为空居天人

父亲来自中国大陆，还在世的时候，孩子们都称呼他为	

“阿爸”。他很勤劳、有信心，以贩卖咖啡、烟和钞票谋生。

他赚到钱就去赌博，赌博像是他的行业，他一直赌都输，很快

就输穷了。因为他很爱赌博，赌到不吃饭，只喝黑咖啡，因

此有胃病。他经常被警察拘捕，我妈妈保他出来，她一直哭、	

很伤心。如果爸爸不是这样，我们早就很有钱了。因为爸爸赌

输了很多钱，所以一个月买几万块的彩券。

爸爸心地善良，但是不太了解佛法。他喜欢到神庙拜

神，捐赠几十万给神庙。他对托钵的定义是浪费，但是拜神

的供品可以自己吃。他患有肺癌，晚年生病，我妹妹邀请他

来供养自身佛像，供养后他的病情变好，活到八十岁。

后来，他又患心脏病，肺有问题要住加护病室(ICU)。

我妹妹和我出家的弟弟一直提醒爸爸要忆念所修的功德，还

把祖师的照片、法胜师父的照片、法身寺和法身舍利塔的照

片给他看。后来也为爸爸供养患病的出家人与三十万尊佛

像。他在八十二岁时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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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爸爸爱赌博、爱吸烟？他的行为对他有如何影响？

他往生之前写中文字，但是中国人看不懂，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他往生前的预兆是如何？他往生时能想到功德吗？往生后他是否

来绕法身舍利塔？

我弟弟出家了11年的功德以及我妹妹在寺院帮忙了15年的

功德，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是否获得我们回向的功德？有什么

想要转告我们吗？

你爸爸往生前的业相很

混浊，因为看到自己吸烟、 

赌博的画面一直出来干扰他的

心。但是他出家的儿子和女儿

尽量劝导他忆念所修的功德。 

所以他有时想到了修的功德，有

时想到了造下的恶业。但因为病

情很恶劣，就让他很痛苦、呼吸

不顺畅。

  梦中梦解答

问题

*

* 业相：前世造下的业之图象，在临命终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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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前他写了一个字，连中

国人也看不懂，因为他看到往生

前的预兆是中国人的建筑物。又

因你们为他做的功德，让他往生

后转生为空居天人，而你爸爸以

为那边是天界，就没有来绕法身

舍利塔。

你弟弟出家了11年的功

德，以及你妹妹当优婆夷帮忙

寺院15年的功德，就能帮助你

爸爸不会往恶道。即使他造了

很多恶业，但此功德来回报，

他就没有堕落第六间大地狱。

你父亲想转告你，他已经在

天界了，目前他已了解因果业报

的事情了，也获得你们回向的功

德，使他的食物和财富增加。

个案研究：200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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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居天人
寄宿在树林或树梢的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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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传统修功德

2.往生前的预兆为森林
  中的一棵树

生为人间的树居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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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金宫 

我和丈夫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见面，我们都是独自来到同

一所大学念书，互相认识后就结婚，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我们

都互相了解，还生了两个孩子，即是我的大女儿和小儿子。

虽然我大女儿已经出嫁三年，搬到丈夫的家里住了，但她还

是经常回家来看父母和弟弟。

在我女儿六岁时，我全家回泰国参加公公的丧礼，公公

是个很忠实的林业厅公务员，曾经获得泰皇颁发的纪念币，

他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七岁。在丧礼结束后，我、丈夫和女

儿就飞回美国。当年我又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我丈夫认

为儿子是公公来投胎。

问题

我公公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转世来投胎为我儿子吗？ 

因为丈夫说，公公转世生为他儿子。

生为森林中的树居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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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公往生后转世为树居

天人，住在森林里面。这是他

遵守传统修的功德来回报，没

有生为你的儿子。目前他有大

天宫，与树顶同高，有丰富的

食物，过得不辛苦。

个案研究：2005年12月10日

  梦中梦解答



172

生前忆念黑森林 

当七哥还在世的时候，他是一名军人。在2000年的年

底，在清迈府的多扬抗寺院中，连队安排了一次功德衣法

会。七哥也去参加，但是将去的时候，汽车发动不起来了。

平常七哥都把车维修得很好，试车的时候每次都能发动。	

差不多到了中午的时候，车才发动，于是七哥就带着妻子和

儿子一起启程了。到现场的时候，功德衣法会已经落幕了。

在七哥准备回来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邀请七哥在他家的附近

住上一晚，然后带他去一个叫多素帕的地方拜佛。

那一晚七哥的儿子全身出麻疹，但是第二天七哥还是执

意要和朋友去拜佛，妻子如何阻拦都不听。要是在平时七哥

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这次为什么和往常不一样了

呢？为了方便，七哥就坐朋友的车去，那位朋友的驾驶技术

不是很好也不很认得路，那次却自告奋勇说自己要来驾驶。

在距离目的地大约还有四公里的时候，翻车了，七哥从

车里面飞出来，全身狠狠的甩在地上，头也很猛烈的撞到马

路上了，从此整个人就失去知觉。送到清迈医院之后，进行

了三次脑部手术，还是不能痊愈。最后在2000年12月13日那

天往生了，享年31岁。

生为森林中的树居天人



由于什么业力让七哥遇到车祸，还进行了三次的脑部手术？七

哥往生以后去了哪里？

你的七哥今世是一名军

人，遇到了车祸，进行了三次

的脑部手术，是因为前世是一

名古代军人，拿着刀剑跟敌人

对打，用很多方式杀死很多敌

人。

往生以后，在家人的周围

绕了七天，在这期间他一拐一

拐的寻找家人。满七之后，就

成为出事地点附近森林的树居

天人，往生前的趣相 是黑森林

里的一棵树。

个案研究：2004年3月11日

问题

  梦中梦解答

*

*  趣相：在临命终看见显现的图象。
   善趣：如看见天车，看见天人侍者来接收
   恶趣：如看见夜叉狱卒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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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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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传统修功德，乐于助人， 
  很容易生气，但容易消气。

2.遵守传统修功德，以及回向的
  功德，加上经常生气。

3.结恨4.心里会记仇

   5.心里嫉恨着生前偷   
     自己钱包的人。

生为人间的地居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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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善恶走 

我的外公在猜那府当老师。他很爱护朋友，喜欢助人，

容易生气，但很快就能平复。他患了糖尿病、高血压。医

生说是血循环系统中毒。在2003年往生，享年八十五岁。往

生前，他那位信仰基督教的第五个儿子，在他耳旁告诉他说：

耶稣会来接父亲去天堂。在举行丧礼说，不用回向功德。	

因为神会来接他去天界。

问题

他的第五个儿子跟外公说，耶稣会来接他的灵魂到天界，那是真

的吗？这对外公的生前预兆有何影响？外公往生后，转世到什么境

界？获得我回向的功德了吗？

生为地居夜叉

你外公的第五儿跟你外公

说，耶稣会来接他的灵魂到天

界，那不是真的，他以自己的信

仰认为这是真的。对外公的预兆

没什么影响，因为他是跟随自己

的善恶而走。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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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外 公 往 生 后 转 世 为

高级地居夜叉，有住处，有

一些随从、食物、衣服。因

为遵守传统修功德和帮助他

人的功德回报。他已获得你

所回向的功德了，使他的情

况转好。他想转告第五个儿

子说，往生的生命真的有。 

他人不能帮你消业，目前他已

经了解善恶的事情了。

希望第五个儿子多多累积

功德，信仰什么，要用智慧好

好的思考，不要迷信，不然往

生后就无法改变了。

个案研究：20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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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生气的恶果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由于人际关系与口才很好，得

到大众的信任，推选他担任我们区域文化中心的主任。

以前父亲从事贩卖食品的生意，每当寺院有活动时，他

就会到寺院去售卖食物。有一次，父亲把东西送给顾客

时，不小心把油灯弄倒，灯油全倾泻在自己身上，结果

全身烧伤，幸好及时把火灭熄，不致于丧命，全身却留

下很多的伤口。

父亲的个性很急躁，容易动怒、发脾气，幸好他遵守传

统修功德。他的关节酸痛，两边膝盖都动过手术。父亲到了

晚年，如一般的老人一样，一直待在家里。他在七十二岁那

年，在睡梦中安详地逝世。

问题

生为地居夜叉

什么业力让父亲被火焚身，却能幸免于死？为什么他的关节

会酸痛了很久？他在睡梦中离开人间，是因为寿缘已尽吗？他死

前有什么预兆？他逝世后去什么地方？是否获得我所回向的功德？

他想要转告我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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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被火焚身却不至于

死亡，这是因为过去世曾经烤

活生生的动物做菜肴，大部分

都是小动物，例如：虾、蚌、

螃蟹和鱼等等，因此他能痊

愈，也是跟团体修的功德来回

报。他的关节酸痛了很久，是

因为在过去世一动怒就鞭打动

物和家里的奴隶，此业力来集

中报应。他在睡觉中逝世，是

寿缘已尽的缘故。

他逝世后，死前的预兆

不清净也不混浊，所以转世

为地居天人，属于高级夜叉，

他居住在一个地居天人的村庄

里，这是因为他生前遵守传统

修功德，还有你回向的功德与

他容易生气的业力，三者交相

回报。他已经了解善恶的事情

了。他转告你说，随喜你的功

德，也感恩你回向功德给他。
个案研究：2007年7月5日

  梦中梦解答



180

喜欢生气   

自从我外婆逝世后，我外公就再婚，搬到另一县居住，	

开了间杂货店，跟新老婆生了两个孩子。有一天外公遇上了

盗贼，杀害了他的全家：外公跟新老婆、两个月的小女儿、

佣人和来买东西的顾客都被刺死了，只有外公三岁大的儿

子，生病服用感冒药，在棉被堆里睡着。歹徒看不到他，	

才能幸免于难。后来舅舅领养了他，现在已二十七岁了。

问题

你外公和其他人都同时

痛苦的丧命，因为外公和其他

人曾跟这群歹徒结过恨。事情

就是外公，新外婆和两个月大

的女儿，在过去世也成为一家

人，就如今世一样。佣人和来

买东西的人就是家里的随从。

生为地居夜叉

什么业力使我外公和其他人都同时痛苦的丧命？目前外公和

其他亡者都在什么地方？是否获得我所回向的功德？什么功德让

我外公的大儿子能幸免于难？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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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这群歹徒就是今世

的歹徒，进来抢劫但被你们抓

到，然后被送到警察那里，被

你们折磨，最后她们被判杀人

罪，结果就结了仇，说要回来

报仇。前世结恨的恶业，到今

世遇见后，就被歹徒杀害了。

外公和新太太还跟歹徒结

仇，往生后转世为夜叉的地居天

人，其他人已经生为人了。

你外公的大儿子幸免于

难，因为他跟歹徒没结过恨，

所以才没死。外公和太太已经

获得所回向的功德了。其他人

都没有获得功德，因为都已转

世为人了。

个案研究：200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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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火中烧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父亲很喜欢帮助别人，是一位心

胸宽广的人。认识很多人，他们都很敬重他。所以要是有谁

拿父亲的名字去跟政府打交道的话，都很容易把事情办好。

在联系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

父亲遵守传统短期出家，还俗后就跟我母亲结了婚。我母

亲是一位大官之女，跟我父亲结婚后，生了十三个孩子：八男

五女，我排行第十二。因为母亲生了很多孩子，使她患气喘，

身体虚弱。于是母亲离开父亲，到亲戚家持戒，而父亲要

独自养育四个幼小的孩子。当时最小的孩子仅有六个月大

而已。母亲离开父亲的事，让他决定带孩子们返乡定居，

不跟任何人来往。刚搬回乡村的时候很辛苦，得到我大哥、

二哥、三哥和几位姐夫的帮助(即是第四、五和六姐的丈夫)。

他们每个人都是军人。

后来发生了政变，军人的家庭都被监视，许多人被拘

捕。我父亲却没有被拘捕，因为他们认为我父亲没什么危险

性。但是我母亲是大官的女儿就被逮捕，入狱六个月。后来

因为我母亲持戒修行，就被释放了。出狱后，母亲也照样回

去持戒修行。

我、哥哥、姊姊和三个姐夫都列入黑名单，被通缉。每个

人都分散逃亡。当时我们兄弟姊妹都无法互相连络。两年后，

二哥和三个姐夫被捕入狱，二哥在监狱里往生。再后来三位

姐夫都越狱逃亡。

生为地居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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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姐夫再次被捕，就被抓去枪毙。另外两位姐夫

逃过劫数。父亲知道他的孩子们需要到处逃亡，使他忧心

而死。

你父亲因孩子被捕，使

他忧心而往生。因为过去世曾

生为将军，在管理军队时， 

抓到敌人，有时候也会把那些战

俘长期关押，让他们的家人忧心

而死，此恶业来报应。

父亲因担心家人而死，转

世为夜叉。他获得你所回向的

功德了，情况好转了，但仍然

还是夜叉。你要经常回向功德

给他。

个案研究：2005年11月21日

父亲因孩子被捕，使他忧心而死亡。他死前的预兆是怎样？往生

后去了什么地方，情况如何，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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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愤怒

我现任的丈夫是由他的外公抚养长大的。外公的工作是

修理铁轨。他不喜欢喝酒，但非常喜欢赌拳。每个星期六

与星期日，他会到附近的杂货店去赌拳。而外公大多数会赌

赢。往生前五年他中风了，无法到哪里去，只能呆在家里，

也因为这样就戒了赌拳的恶习。他的个性很吝啬，什么东西

都舍不得花，省下来的大笔现金，大概有好几万泰铢收在钱

包里，然后放在床的下面，每天打开来查看一番。后来他患

了重病，没力气打开钱包，所以他就叫孩子们轮流打开给他

看。命终当天，刚好是我外婆去照顾他，他就叫我外婆打开

钱包给他看，当外婆打开时，却发现里面所有的钱都不见了，	

于是就赶快告诉他，并且把钱包拿给他看。外公非常生气，

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把钱包往外婆的头扔过去，而他也在这

一怒之下断气了，享年八十六岁。

问题

现任丈夫的外公为什么中风了五年才往生？是否因为有人把他

的钱偷走，使他气到毙命？他往生前有什么预兆？往生后去了哪里？

生为夜叉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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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丈夫的外公中风五年才

往生，因为过去世他杀动物做菜

肴，经常跟人家打架，使他们受

伤中风的业力来回报。

他往生后转世为夜叉随

从，看管地下的财宝。因为往

生前他的心跟小偷结了怨， 

使他的心很混浊。

个案研究：2005年8月30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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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科学家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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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迷信巫术

1.遵守传统修的功德
  + 身为被鬼附身者

2.以当地医学，和科学家天人
  之法门来治疗病人+心攀缘
  科学家天人

生为人间的地居

科学家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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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钯冈鬼”附身

我外婆跟外公育有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先比她早往生，

只剩下外婆一个人，高寿达九十六岁，身体健康、耳朵能听

清楚、头脑很好，能知道所有的事。

村里的人相信外婆，有一种鬼附在她的身上叫“南钯

冈鬼”。这种鬼的来历，就是外婆的祖先曾用绳子捕野象，

必须要用牛皮和水牛皮来做成绳子，称为“南钯冈”来套野

象。因为它的韧性好且耐用，在去森林里捕野象前，就要先

祭拜南钯冈鬼，因为它能保护他们不受野象伤害，同时人们

也相信，这种鬼就附到他们的身上，传到他们的子孙。所以

每年祭拜节日到了，被附身时，就要跳舞祭拜。

外婆往生之前，她也跳舞，跟以前曾经跳舞祭拜南钯冈鬼

一样。外婆的往生牵连到我妹妹。她往生时，约在凌晨三点，

这时候，我妹妹在曼谷的房子睡觉，她说入睡时好像半醒半

睡，看到又黑又大的身体来压她。在梦中她抓住降魔比丘北榄

寺祖师佛牌，那黑影子就消失了。从此她就感到不舒服，有腹

胀而憋气，不管怎么治疗，都没有好转，医生找不到原因。她

患这病已经三年了，今年还常常发病，越来越严重。她经常觉

得有又黑又大的身体来跟她攀缘，让她看到。

生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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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有何因缘才会长寿？真的有南钯冈鬼来附身吗？为什么

外婆晚年，眼睛会看不到？外婆往生后，到了什么境界？是否获

得所回向的功德吗？

外婆往生的那个晚上，我妹梦见又大又黑的影子附身，那是什

么？跟我妹肚子痛的事情有何关系吗？该如何解决肚子痛的问题？

你外婆今世会长寿，是因

为她曾向比丘沙弥供养药物，也

曾赠药物给邻居。你外婆真的是

南钯冈鬼的附体者，是从祖先那

学到巫术。你外婆晚年，眼睛会

看不到，是因为过去世和今世，

都曾把动物关在阴暗的地方。例

如：鱼、乌龟，放在有盖子密封

的器皿里，准备用来做菜肴。

你外婆往生后，转世为

地居科学家天人。虽然遵守

传统修功德，却有让鬼附身的

恶业，她已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了，让她全面情况都转好。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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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婆往生的那天晚上， 

就是你妹妹梦到身体大而黑的

影子，那就是你们信鬼的祖

先。你外婆往生后转世成地居

科学家天人，想把巫术法门传

下去，传给你妹妹。但你妹妹

曾跟团体修功德，没有跟鬼附

身者有任何相关的恶业。而这

跟你妹肚子痛的情况无关，那

是因为她今世对工作、金钱、

人事方面的问题感到紧张。

她需要多多累积每种功

德，布施、持戒、打坐，让心

宁静，证入内在之佛，如此就

能恢复健康了。

个案研究：200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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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家天人 

我父亲是个勤奋的人，经常去找青蛙，射鸽子来煮菜给

孩子吃。父亲懂得用草药来治疗各种疾病，在当地做医生，治

疗不收费，让那附近的医生都不甘心。有一次父亲帮助了一位

病人，那位病人幸免活下来了。为了报答父亲的恩德，该病人

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父亲。这件事让母亲很伤心，为了报复父

亲，母亲把两个孩子给他人领养了。

有一天，从柬埔寨来了一位父亲的朋友，请他到另一个村

庄去治病，在途中还去了奶奶家，那时父亲想吃苦瓜藤，奶奶

就煮了苦瓜藤给父亲吃。当父亲吃到第二口时，嘴巴和鼻子喷

出血了，他就此昏倒断气了。村庄里的人都说，父亲是被巫

术捉弄而往生，享年五十三岁。失去了父亲，我家的生活更

辛苦了，有一顿没下顿的。

问题

生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我父亲是因被巫术作怪往生，那是真的吗？他已往生许久了，

目前已经投胎了吗？我为他供养了一尊佛像，功德回向给他，是

否获得此份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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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往生的死因，是真

的被巫术捉弄，因为过去世他

也曾用这种方法弄死他人。他

曾以当地的草药治疗他人，加上

也以科学家天人之法门来帮助他

人，往生后转世为中级的地居科

学家天人。他已获得你所回向的

功德了，全面的情况都转好了。

个案研究：200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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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巫师 

当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先前的职业都是做老师。	

后来辞职回来务农，饲养动物拿去卖，有时也会杀来做菜肴。

他们两位都很喜欢修功德，善良慷慨，经常帮助朋友，	

因此村子里面的人都认识父亲。因为父亲会巫术，能够治疗

疾病，经常有村民来求他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父亲很受村

民爱戴敬重。

父亲生命的末期，得到高血压，脑血管堵塞。我带父亲

去医院治疗，每天都去探望照顾他。父亲在睡眠中往生了，

那天他走得平静，没有一点痛苦，享年86岁。母亲则经常生

病，因为她的身体不是很健康，在44岁那一年往生了。

问题

生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现在父亲和母亲在哪里？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为什么母亲

命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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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遵守传统修功德和帮助

朋友的功德，让你父亲往生以后

生为地居天人村庄中的高级地居

天人。在往生前以巫术来治疗病

人，让他成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他获得回向的功德之后，让他的

环境变得好了一些，但还是住在

原处。

因为你母亲在前世的时候，

曾经杀动物来做菜肴以及杀后拿

去卖，所以短命。但她遵守传统

修功德和帮助朋友的功德，往生

以后，成为跟你父亲同村的普通

地居天人。已经收到回向的功

德，让她的环境变得更好了。

个案研究：2006年7月22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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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与咒语

当大哥还在世的时候，一直出家为僧20多年。他是一

位很喜欢帮助别人的比丘。他曾经学习高棉语的巫术。能够

施展各种神奇的咒语，很多人都很敬重他，来求他治疗各种

病症，尤其是被巫术伤害的病，病痊愈之后，他们就来寺院

供养袈裟，当得到这些钱，大哥就拿来建造禅堂，但是一直

都没有竣工。

大哥护持重建寺院这一功德有20年之久，以自己的能力

来建禅堂。要是学生来帮忙，也只有在傍晚放学之后，才能

来帮忙一下。大哥非常爱这座寺院，没有抱怨过艰苦。但是

他很喜欢吸烟，而且吸得很多，想戒但是戒不掉，于是就患病

了，要去找医生。在医生的治疗下，病还是不见起色，因为癌

细胞从肺部的左边蔓延到了右边，不能入睡，只能坐着，睡下

来会很痛，所以必须坐着睡，病持续了大约有一个多月之久。

从那以后不久的一天，用早餐之后，大哥就告诉自己的僧

友说：“斗不过它了。”之后就在2002年11月23日在椅子上圆

寂了。现在要先保存好他的尸体，等火葬亭峻工之后，再为他

举行火葬。他往生前说要把禅堂建好，然后继续建火葬亭，但

是他还是先圆寂了，享年46岁。

生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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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为僧的大哥在往生以后去了哪里？有什么样的业兆？吸

烟的业力是否会在他往生以后会跟随着？

出家为僧的大哥在圆寂

的时候，心攀缘寺院，因为这

些都是他一手打造的，很担心

建筑这方面的事情。他知道自

己会在什么时候圆寂，在圆寂

之后，细人身就立刻脱离，成

为地居科学家天人，其装扮特

征，有如僧人一样穿着黄色的

衣服，头发很长，脖子上挂着

一串佛珠。因为他一心喜欢学

习巫术，作为僧人的清净之心

不够圆满，也没能修证涅槃，

只想着学习巫术。因此当他圆

寂之后，修建寺院的功德和一

心只系着巫术的业力，让他成

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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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僧院的功德先会来回

报，庇佑着他。对于吸烟的业力

还没有来报应。

他出家成为僧人，只有46岁

就圆寂了。因为在前世生为农

业社会，常常出于好心，帮助村

民杀黄牛和水牛，却不知道是业

障，同时自己还经常杀动物来做

菜肴。这个杀业加上前世和今世

吸烟的业力一起，于是就让他的

寿命很短。

今世他对巫术很中意，是因

为前世他也曾经学过巫术，今世

就再一次对巫术很着迷。加上今

世没有说要证入涅槃的目标，出

家只是为了修功德而已，自己却

并不了解佛教的精华奥秘。只相

信善恶这一类，学习了巫术，希

望能够帮助村民解决问题，一旦

村民信仰他，就会供养财物，而

他就会有金钱来修建寺院了。

个案研究：200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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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身  

我外公年轻时，脾气很坏，喜欢喝酒，好赌博。当孩子

们长大后，他才戒掉那些坏习惯，到寺院协助处理佛教的事

情。他曾向一位法师学习古代医学的治疗方法，以草药来治

疗病人。外公在每年的泼水节都举办拜师仪式。

外公在九十七岁那年，安详地往生。往生前嘱咐我母亲

要替他终生拜师。到了2004年，母亲没有照着父亲的嘱咐去

做，母亲认为在外公和大伯往生满周年的日子供养斋僧，所

得到的功德会比举办拜师仪式多，所以母亲和姑姑在当时供

养了三百多位比丘。

母亲圆满供养僧众回家时，外公就来附在母亲的身上，

责备我母亲不遵守诺言，既不爱他，也不尊重他。然后他命

令母亲别再违背诺言，每年都必须为他举办拜师仪式。

生为地居科学家天人

外公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他真的来附在我母亲身上吗？为什

么外公要我母亲每年为他举办拜师仪式？他拜的师父真的有吗？如

果母亲不举办拜师仪式，外公会生气，而再来附在母亲的身上吗？

怎么做才可以既不必举办拜师仪式，又不让外公生气？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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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公往生后，转世为属

于高级科学家的地居天人，住

在地居天人的村庄里。他真的

来附在你母亲身上，他也经常

回来照顾大家。他曾向另一位

科学家天人老师承诺，按照他

们的方法修行，所以命令你母

亲每年要举办拜师仪式。

如果你母亲不再举办拜师

仪式，你外公会再来附在母亲

的身上，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此外，另一位科学家天人长官

也告诫他，要如此做才能保持

自己的学术。

  梦中梦解答

如果不想举办拜师仪式，

又能不让外公生气，你母亲就

要修行证入法身，或经常把功

德回向给他，让他能转生到更

高的天界去。

个案研究：2006年4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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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土地神 

当我搬到夏威夷后，第一天晚上，就梦见一位长发女孩

对我微笑，也告诉我：不要搬家喔！她每天晚上都来入我的

梦！我也不知道她是谁，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一张“鳖力少

女”的画像，这是夏威夷岛上人人都很尊重的神明。我第一

次看到“鳖力少女”画像就吓到，因为她的长相跟每晚来入

梦的女士一模一样。我选了一张她的画像带回家膜拜。

我找“鳖力少女”自传来阅读，才知道她是一位古代夏

威夷王国的公主，当时曾有人预言岛民将有灾难，需要用处

女来祭神，才能解救岛民的性命。“鳖力”公主自愿奉献自

己的生命来祭神。从那时候起，夏威夷岛的人都能渡过每次

的灾难。所以岛上的人都很尊崇“鳖力少女”，每次遇上灾

难或大问题，信仰者都向她求助。

问题

生为夏威夷的地居科学家天人

我梦见“鳖力少女”的事情是否真实？她是谁，目前住在什

么境界？她是否保护了夏威夷岛上的人，使他们能渡过灾难？为

什么她要告诉我不要搬家？她是否获得我所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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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鳖力少女”是夏威夷岛

上某一族的族长之女，当时她

是个性格善良慈悲的女生。生

前信仰鬼神。

往生后转世为地居科学家

天人长官，住在夏威夷群岛的其

中一岛。她用自己的功德来保护

夏威夷岛上的人，有些事可以协

助，有些事不行，有些是自然发

生的，令人认为真的有鬼或神明

来帮助。

她获得你所回向的功德

了，让她的情况转好些。

个案研究：200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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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铁   

我父母因为爱情而结婚，婚姻生活美满，每天中午父亲

都回家跟母亲一起吃饭，我从没看过他俩吵过架，总是爱语

相向，家庭温暖快乐。	后来温暖的家庭生活改变了，有一

个女人闯进父亲的生活，她经常带我父亲去找流铁，经营有

关流铁的生意，父亲非常沉迷流铁，最后决定去跟那个女人

住，跟母亲离婚。

那段时间，我注意到父亲脸色黑暗，好像被巫术迷住了

一样，父亲沉迷那个女人，其实她的长相一点都比不上我母

亲，她的年龄还比母亲大好几岁。但她不让父亲回来找我母

亲，可父亲还是经常偷偷回来看母亲和孩子。我不了解，母亲

才是真的老婆，为什么他对母亲的样子好像是在对待小老婆。

后来母亲得了重病，患子宫癌。父亲非常担心母亲，

所以常常偷偷回来照顾母亲。后来，我父亲无缘无故中风，

两天后母亲就往生，那是1981年，母亲才四十岁，她就去世

了，父亲的小老婆把父亲接回去，住了一段时间，又把他送

回来给孩子们照顾，直到1986年，父亲51岁就往生了。

生为科学家天人老师的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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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跟另一个女人一起住，是被巫术迷住了吗？为什么父

亲会迷上流铁？流铁是什么？是善还是恶？如果有了它就会刀枪

不入吗？如果是，为什么会刀枪不入？是什么业障让我父亲中风

和短命？往生后去了哪里？

你父亲跟新欢住在一起， 

是因为在过去世他曾喜欢玩巫术

作弄人，让别人迷上自己；过去

世他对巫术很着迷，加上今世是

一个个性风流的人。

另外有人吓唬他，回家会

被巫术伤害，所以才发生如此

的事情。

“流铁”是一种金属，

有时候很硬，有时却像柔软液

态“汞”一样。科学家天人用  

“流铁”当作跟人间弟子联系

的工具。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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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它发挥功能，使拥有

者能刀枪不入。而这些要视拥有

“流铁”主人心的善恶之念而

定。

如果流铁跟到了有善念

的主人，它就变成“善良”之

物；但若跟了有恶念的主人，

它就变成“邪恶”之物，让主

人不害怕什么，而跟他人打

架。

大部分在外流通的流铁都

是假的，使许多人被欺骗，所

以你不要在乎这些事情，专心

礼敬体内三宝，修功德波罗蜜

比较好。

你父亲今世中风短命，

因为过去世是流氓，喜欢玩刀

枪不入的巫术，个性张扬，也

喜欢跟别人打架，使人受伤死

亡。该业力来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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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后转世为科学家天人

的侍从，跟着科学家天人老师

好像奴隶一般，被执着笼罩身

心。

他已得到你回向的供养自

身佛像以及其他的功德，身份

还是科学家天人的随从，不过

他的身体更光亮，更庄严。

个案研究：200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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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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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人间的地居海龙

1.曾经生为海龙的侍从，心攀缘 
  海龙主人

2.在佛教中修的旧功德+尊重海龙

3.尊重、眷恋、祭祀、礼敬海龙

4.在佛教中修的旧功德 + 眷恋
  前世身为龙女的妻子

1.在身为僧人的时候心有欲望，
  一直想还俗，持戒不清净

2.在佛教中修的旧功德+花心的业力

3.建造寺院、精舍、讲堂的功德 +
花心的业力

1.遵守传统修的功德+
  饮酒的业力

2.以信仰之心来修建寺院+
  饮酒的业力

3.社会福利 + 饮酒的业力

1.担心往生前埋于地下的财
  富，结果就要来看护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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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地居海龙

我有个女儿，本来给她去上课读书，但她却怀了孕。	

怀孕之前，女儿梦见两条海龙来跟她说，要来跟她一起住。

后来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就是我现在的孙子。

这两个孙子都接受同样的教养，爱修功德，却有不

同的个性。弟弟喜欢修功德，当别人的善知识、诵经、诵

阿毗达摩，什么经文都会诵念。另外还喜欢向师父供养，

但不会写字和画画。哥哥却有着相反的嗜好，不太喜欢诵

经，却很会写字和画画。

问题

进寺院不持酒戒（一）

什么业力让两个孙子生为双胞胎？什么业力让他们被父亲

遗弃？为什么弟弟比哥哥喜欢修功德，不过哥哥比弟弟更会写

字和画画？为什么只有哥哥会跟我住在一起？他们两个曾跟团

体修过什么样的功德波罗蜜？他们有终生出家的善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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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两个孙子是双胞胎， 

因为过去世曾是一对好朋友。

前世曾生为属于海龙的地居

天人，功德用完了就一起来投

胎。

生成海龙之前，一起遵

守传统修功德，也一起喝酒。 

这种善缘含恶业，使他们生为

属于海龙的地居天人。

他们被父亲遗弃。因为在

过去世他们两个曾经让女生怀

孕，但不负责任，此恶业来报

应。

弟弟比哥哥喜欢修功德。 

因为弟弟有短期出家的功德来回

报。哥哥比弟弟喜欢探求知识，

出家的功德比弟弟少。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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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双胞胎的哥哥会跟你

住在一起，因为过去世哥哥曾

当过你的孩子，与你结缘比他

弟弟多了很多世。

他们两个都曾当过团体的

护法居士，却没有积极修波罗

蜜。今世他们要更积极修波罗

蜜，如此他们才不会与团体流

失。另外，终生出家的事情，

要等他们长大，由他们自己决

定，目前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个案研究：2005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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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愿不周全 
生为地居海龙

我的继父是德国人，很有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	

喜欢乡下的生活，但他很爱酗酒，每次酗酒个性会改变，讲

话变得很大声，经常与母亲吵架，家庭产生问题，让母亲很

伤心，想要自杀。她曾经上吊，但是不成功，因为绳子断掉

了。结果母亲带我离开了家，但他还是继续喝酒，后来继父

的胃有感染细菌的问题，在2005年2月1日那天往生。

他的往生使我有机会来法身寺。因为他说：他往生后要

以佛教的方式办丧礼。虽然他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喜欢泰国

文化。我们为了他，邀请泰国法师来办丧礼。

问题
继父往生后去了哪里？继父虽然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为什么

喜欢泰国文化，连自己的丧礼也希望用泰式佛教方式来举办？继

父往生后有收到回向的功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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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往生后，因酒业而转

世到海龙的境界里，成为海龙

的随从，属于地居天人。他没

堕落地狱，那是因为他生前有

护持佛教的功德，虽然他是基

督徒也护持佛法。他获得你们回

向的功德，让他的情况变得更

好，但还是属于海龙的随从。

前世继父曾有护持佛教。 

但却在修功德后没有周全许

愿，使他往生后，转世在不信

仰佛教的家庭里。但护持佛法

的功德，使他今世尊敬比丘而

嘱咐你以佛教的方式来办丧

礼。

个案研究：2005年5月3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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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心却有功德庇佑  

我爸爸是区长，在高贵的家族出生，学历很高。他经

营香烟工厂和其它几种生意，因此他很富有，生活过得很

舒适。由于他生性风流，喜欢拈花惹草，所以有很多老婆。

爸爸跟他第一任老婆结婚后，生了五个小孩，因老婆

的性格凶悍，曾经指使他人杀害损害她利益的人。后来爸

爸想跟她离婚，为了让她同意离婚，就将所有的财富给

她，最后成功地与大老婆离婚了。

我妈妈在受雇照顾爸爸的母亲时，认识了我爸爸。	

当时爸爸六十五岁，妈妈才二十六岁，年纪相差四十岁。	

其实，那时候我妈妈有很多男孩追求，但她却不理会。	

后来爸爸跟外婆说，想娶我妈妈，外婆便答应了，因为外婆不

希望妈妈变成老处女。妈妈与爸爸结婚后，生了我和妹妹。

他大部分的财富已经给了第一任老婆，而以养老金和借贷的

钱来养育我们。

爸爸不喜欢在佛教里修功德，因为他不敬仰家附近的

出家人。不过，他的心地善良，爱帮助人，有时也会给别

人钱修功德，不阻挡他人修功德。

生为地居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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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八十岁时患了心脏病，躺在妈妈的大腿上往生。	

在他患病期间，经常跟我们说：看到有很多东西爬来爬去，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看到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往生后，狗吠得好像狼嚎一样，声音从巷口一直传

到家门口，这种情形维持了好几天	。我也经常在晚上八、

九点听到有人走路，有人用脚踢墙壁的声音。当妈妈叫我

去父亲的灵位时，声音就不见了。

问题

爸爸修什么功德，他的家族才那么尊贵？为什么他晚年那么

辛苦，只剩下一笔退休金而已？什么业障让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

了第一任老婆？

父亲往生后去了哪里？境况怎么样？他往生之前为什么一直

看到有东西爬来爬去？我每天都给父亲修功德，他是否有收到？

爸爸往生之后，我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是爸爸发出的吗？如果不

是他，那到底是谁呢？

你爸爸前世生在一个大臣

的家庭里，为人谦虚有礼、乐

于助人，喜欢从事社会福利，

有时也护持佛法，但是次数不

多。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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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布施之前都很法喜，但

布施之后却感到可惜。

因此他今世家庭背景和学

历都很好。后来因过度风流好

色，只顾着追求女生，无心管

理自己的财富。

往生之前看到很多蛇，是

因为他花心的业障，让他看到

这样的预兆，加上他生前修的

功德，使他转世为地居海龙。

目前得到你回向的功德， 

使他的情况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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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之后，你听到走

路和踢墙壁的声音，是你爸

爸回来看你们，他尽量发出声

音是要让你知道他回来了。 

因为他是高级的地居海龙，所

以能够踢墙壁，发出声音让你

听到。

个案研究：200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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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主人 
生为海龙侍从

当外公和外婆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住在廊开府的喷劈遂

县。他们一共有五个儿女，我母亲是最小的女儿,大姨妈是县

城之花。但是不久大姨妈就莫名其妙的死去了。二姨妈的美

貌不会输给大姨妈，但是外公却不允许她去选美。因为怕她

会像大姨妈一样无缘无故的死去。过不久，二姨妈还是莫名

其妙的往生了。人们就相互传说：“这是喷劈遂神来将他们

的身体带走了。”

外公曾经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后来停止做犯法的贸

易，转过来修功德，建寺院。但是寺院没有建完，外公就被

开枪打死了。外婆继续支持修功德，想让儿孙们修功德回向

给外公。接下来外公的两个儿子相续出家了一年。再接下来

的十几年，两个儿子也在睡眠中往生了，一个死在美国，一

个死在喷劈遂县的农谷村里。而且外婆的四位儿女都是在睡

眠中往生的。

问题
母亲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姐姐为什么都是在睡眠中无缘无故

的往生了？是否跟颂南神和喷劈遂神有关？或者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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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母亲的两位哥哥和两位

姐姐都是在睡眠中无缘无故的

往生，跟颂南神和喷劈遂神没

有关系。

你母亲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姐

姐曾经身为海龙，而且也都是湄

公河主流（即是湄公河最深最广

的地方）海龙主管的侍从。

身为海龙的寿命已到的时

候，就转生为人。同时在即将转

世的时候传达信息：会再一次回

来跟随主人的。因她跟随主人的

时间很长，产生了眷恋，于是祈

祷说：不要生在人间太久，要再

回来这里。

你母亲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姐

姐，如先前祈祷的愿望一样往生

了，同时也如其所愿的转生为海

龙主管的侍从，如当初所愿一模

一样。

个案研究：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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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寺院不持酒戒（二） 

七人生为海龙保护佛舍利

以前有七位建筑工人，接受了一份帮忙修复寺院的工

作，于是他们就以虔诚的心来为佛教工作。但是有空的时

候，他们也会聚集在一起喝酒，在晚年的时候，得以有机会

聆听佛法。长老比丘就跟他们开示七项美德的佛法，但是他

们不能完全记得七项的全部，于是长老比丘就给每人各记住

一项，给他们取新的名字都是以每项佛法的名称。

问题

当七位建筑工人往生以

后，因为专心修善行，转世为

地居海龙。而在生为人的时

候，有饮酒的业力，所以生为

七只海龙，经常服从命令做

事，后来升为区域主管，看守

佛舍利。
个案研究：2005年10月14日

七个建筑工人往生以后去哪里？在生前喜欢聚在一起喝酒

会有什么业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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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居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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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舍不得离开，在儿 
  女和妻子身边徘徊。

1.虽然是上吊自杀，但有
  出家的功德，让他不会
  落入恶道

1.担心财富而在家中徘徊。
2.担心财富而守护土地。

生为人间的

普通地居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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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自杀死亡
生为上吊树的地居天人

父亲以前曾经是一位拳击手，在乡村和县城里面都很有

名。但是在拳击手之前，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员，退出来成为一

名拳击手。父亲个性很急，喜欢喝酒，有时会抽一点烟，我劝

他戒烟，都只能戒掉一段时间而已。

父亲的身体很健康，在他往生之前曾经听妹妹说，父亲

埋怨自己经常喝酒，大概让他感觉非常灰心。早上的时候，

就看见父亲坐在木菠萝树下上吊往生了，享年74岁。

问题

你父亲上吊往生，是因为在

前世当遇到问题和压力很大的时

候，就会以自杀来解决问题，这

种业力就一直跟随着他。

父亲有什么样的业障让其上吊而往生？往生以后去了

哪里？生活得怎么样？塑造佛像的功德已经回向给他了， 

他是否有收到？

  梦中梦解答



223

你父亲往生以后，一直在

家的周围徘徊，成为在自己上

吊的那棵树周围的地居天人。

因为儿子出家的功德庇佑他不

用堕落恶道，而他已经收到塑

造佛像回向的功德，让他的环

境变得好了一些，有天宫和增

加了很多精美的食物等等。

个案研究：2005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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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念钱财  
生为地居天人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她很吝啬，东西不用就不给。我

结婚十七年，她却只给我太太一件上衣和一条毛巾。她没有

买过任何东西给孙子。在她晚年患了肝癌，不久之后就逝

世。她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她把财富收得很隐密。她的

银行户头存放了超过七个数字的存款，分散在十多间银行

里，还有超多的土地，甚至连为我们所建的新房子，大约两

千四百万，也只是用她存款的利息来支付的而已。

问题

你母亲患了肝癌，因为过去

世有杀动物做酒菜给丈夫喝酒，且

经常杀动物做菜肴的恶业，这些业

力集中在今世来报应。她逝世后，

转世为普通地居天人。她的心还攀

缘自己的家产，所以还留在家里游

荡。她得到你回向的功德后，使她

的生活情况，好转一些，面目更有

光泽。但还是在家里游荡，所以要

经常把功德回向给她。个案研究：2007年5月24日

什么业力让我母亲患肝癌，她逝世后去了什么地方？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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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念妻儿
生为地居天人

我丈夫喜欢教导人成为好人，还喜欢修功德，经常到

家附近的寺院供养、兴建大雄宝殿、佛塔、讲堂。他是个内

向、有目标和个性虔诚之人。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抽烟了，到大概五十岁才戒掉。后来

每天晚饭前喝药酒，这样他才能更开胃。

我和丈夫经营有关铁制的工具，育有五个孩子。当孩子长

大后，也来帮助家里的生意。让我和丈夫有时间，跟朋友一起

投资经营不动产的生意，大约做了两、三年。在1994年10月的

一天，大概傍晚六点，丈夫跟大伯在家里聊天，他们每天都是

如此。因为我们家是一栋楼房，我丈夫坐在楼下，坐着背向大

门口。突然有人开车来停在家门口，拿枪从他的背后射穿他的

胸部，当场往生，一直到现在杀人动机还不详。

我丈夫刚往生时，我姐姐也来到我家住，在她一个人住

在家里时，到了傍晚会听到开门关门、有人上下楼的声音，

但却没看到人。如果是我自己，我会问是不是丈夫，如果是

就敲三下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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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95年的功德衣法会，我抱着法喜之心来参加法

会。晚上回到家时，我和二女儿都在卧房里闻到很臭的味道，

不知是否是我丈夫来接收功德？

在1998年，我跟二女儿都搬到另一栋房子住，该房子也

离旧的房子不远。住在这栋房子后，不管白天或晚上，每当我

躺在床上那一刻，都会听到很像我丈夫生前打鼾的声音，似乎

他就在我身边一样。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寺院来供养师

父，就没有听到该打呼的声音，但是现在又再次听到了。

我三女儿平常住在雅拉府，每当她到这栋房子来看我，

经常梦见我丈夫穿着上衣，如生前的样子，打坐时也闻到烧香

的味道。至于我大儿子，他还住在旧房子，之前他都没有闻到

什么味道，但是在他来法身寺修行之后，打坐时经常闻到烧香

的味道，到现在还闻到。这就使他说：爸爸可能离我们不远，

也许已转世为附近的地居天人。有时候，家里的工人在白天听

到三楼有人正在撕纸箱的声音，走上去查看后也没发现什么。

我丈夫有什么业力，在六十五岁就被人用枪暗杀？为什么凶

手要杀他？每个人所听到的声音，无论是姐姐听到门开关的声音，

我听到打鼾的声音，雇员听到的撕纸箱的声音，以及我和女儿所

闻到的臭味，大儿子和三女儿打坐闻到的味道，这些是否是他们

父亲所做的？为什么他会以打鼾的声音、臭味、香的味道，跟我

们沟通？他往生后去了什么境界？我为他供养了自身佛像，他获

得回向的功德了吗？有什么想转告家人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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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的丈夫，在六十五岁时被人

用枪暗杀。因为今世受雇的杀手错

杀人。他在过去世曾为生意人，跟

竞争对手有利益上的冲突，请杀手

暗杀对方，此恶业来报应。

你们每个人所听到的声音，

无论是姐姐听到门被开关的声音，

你听到打鼾的声音，雇员听到的撕

纸箱的声音，以及你和女儿所闻到

的臭味，大儿子和三女儿打坐闻到

的味道，那都是因大家都怀念你丈

夫的缘故。但你丈夫也真的来到你

和孩子们的周围，因为当他往生

后，就转世为普通的地居天人。他

还无法舍弃与太太孩子们的感情，

因为他往生得太突然了。虽然已获

得所回向的功德了，使他能转世到

忉利天或四天王天，但他却无法舍

弃这些感情。

绝大部分是出于对太太的留

恋，且不想离开大家。所以才不想

去投胎，想像生前那样照顾大家。

个案研究：200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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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鬼  

我四舅经营贩卖农作物的生意，同时也贷款给农户。	

他是村长，拥有几块土地。有一天他想整理园地，把一棵菩提树

砍断，只剩下半截的树干。后来他发现菩提树不但没有枯死，	

反而不断地长出新芽，他就马上放了一把火，把菩提树烧毁。

不久，四舅就患血癌往生了。

四舅有什么恶业才患了血癌，他往生后去了哪里？四舅烧毁

了菩提树，是导致他往生的原因吗？每一棵菩提树都一样的神圣

吗？ 如果需要砍菩提树该怎么做？为什么通过菩提树礼敬佛，

能得到很多功德？ 如果礼敬世尊打坐悟道成佛的菩提树，也会

获得同样的功德吗？

你四舅患了血癌，这是因

为他过去世的恶业所导致。他曾

经是税务局的官员，却很贪污，

把收到的税钱私吞，占为己有，

此恶业来报应。

生为地居天人看守土地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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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后转世为普通的

地居天人，守护自己的土地， 

这是因为往生之前，还在担心

自己的财产的缘故。他已获得

你回向的功德了，他目前的情

况因而好转，但心中还是在挂

念着生前的财产。

你四舅把菩提树烧毁是一

种恶业，这使他需要时刻守护

那块属于他的土地。如果需要

整理有菩提树的土地，应该把

整棵树连根挖起，找合适的地

方重种。而不是把它烧毁。

凡是世尊打坐悟道成佛

的树木都称为菩提树，如果恭

敬世尊和世尊所觉悟的法， 

每一棵菩提树都能让我们的心

产生善念。

个案研究：20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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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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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法（五戒）

 生在人间
的功德

有须弥四洲
居住

南瞻部洲的人
比其他洲的人
  还高尚三项

相貌

生为人
23

14

1.弗婆提（东胜身洲）有
 

  
像被砍断的柠檬脸

2.瞿耶尼（西牛货洲）有

  像月亮一样的圆脸

3.郁单越（北俱卢洲）有

 
 长方形的脸

1.弗婆提（东胜身洲）位于
  须弥山的东边

2.瞿耶尼（西牛货洲）位于 
  须弥山的西边

   

    3.可以修梵行，出家

4.阎浮提（南赡部洲）有         

  
椭圆形的脸

3.郁单越（北俱卢洲）位于
  须弥山的北边

4.阎浮提（南赡部洲）位于
  须弥山的南边

  1.心意坚强修善行

2.有坚定的心信仰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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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力现前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父亲租了邻居的田地种米种菜给

全家人吃。有一天母亲肚子痛，叫孩子们轮流帮她踩腹部，

但是怎么用力踩都不能止痛。父亲把母亲送入医院，住了没

几天就逝世了，医生找不到病因，享年四十八岁。

问题

医生找不到你母亲的病

因，那是因为她过去世所造做

的杀生业，就是堕胎，也帮别

人堕胎，使用的方法就是以脚

踏在肚子上，直到让胎儿变成

血块流出体外。

生为人类

什么业力使我母亲逝世？为什么医生找不到病因？她逝世后去

了什么地方？是否获得我所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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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用脚踏肚子，

让孕妇和胎儿死亡，此恶业让

医生检查不到你母亲的病因。

她逝世后游荡了一段时

间，得到你所回向的功德，业

力也消完后，就转世投胎生为

人了。

个案研究：2006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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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变爱女 
先后生为地居天人与人

我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爱修功德。他的第一任太太逝

世后，父亲就把白泥土擦在她遗体的背部。因古人们相信，如

果她能转世到人间再生为人后，将能从她身上的这个标志认出

她。之后父亲就跟我母亲结婚，生了四个孩子，我排行第三。

我出生后，背部有很大的白色胎记，使亲戚们都认为我是父亲

的第一任太太转世来的，再加上我长大后，长相和行走的姿势

也很像父亲第一任太太。

父亲不爱杀生，但却抽了许多烟，直到患了肺病。但是奇

怪的是，他逝世前四、五年，突然很讨厌大壁虎，他会削竹随身

携带，不管在哪里看到大壁虎，就用尖竹刺瞎它们的眼睛，然后

把它们扔掉。我曾经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会马上爆跳如雷。他逝

世前很痛苦，一直喊，不要来刺我的眼睛，我很痛！我一直好好

地照顾父亲，直到他七十四岁逝世。再六、七年后，我就搬到夏

威夷住了。

问题
有人说我是父亲第一任太太转世的，因为我长得很像她，这是真

的吗？为什么我父亲很想用削尖的竹子插瞎大壁虎的眼睛？他曾说梦

话：不要刺我的眼睛，我很痛！这是因为他看到什么？父亲逝世后去

了什么地方？是否获得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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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有人说你是由父亲的第一

任太太转世来的，因为你长得

很像她。这是真的，你们的关系

也很密切。你父亲第一任太太刚

刚往生在附近游荡，然后转世为

一般的地居天人，时间到了就再

投胎为人。因为彼此有密切的关

系，功德也够多，才转世生为现

在的你。

你父亲用削尖的竹子刺瞎大

壁虎的眼睛，因为你家里有很多

大壁虎，常盯住他看。这让他感

到厌烦，才会那样做。这是他今

世所造的恶业。

他曾说梦话：不要刺我的

眼睛，我很痛！因为他梦中看

到业相就是削尖的竹子在刺他的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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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逝世后，游荡一段

时间就转世为一个男孩子，在

泰国境内。因为曾遵守传统在

佛教里修功德，以及你回向的

功德来回报他。但他转世为人

后，就无法再获得你所回向的

功德了。

个案研究：200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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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来庇佑脱离阴间 
生在阴间，等待投胎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小时候生活很艰苦，他需要

外出工作来养家。靠修理收音机赚钱，几乎没有时间睡，	

还要找其他的收入，如受雇搬木块、卖报纸。他跟母亲相爱

结婚，有两个孩子，父亲是个很会做买卖的人，也很有眼

光。他决定在伍奔府开设第一家收音机贩卖店。

在2005年，父亲刚好62岁，意外跌倒，医生开刀拿掉臀

骨，要把铁片植入代替，再来体检时，发现父亲患了末期的

淋巴腺癌，蔓延到骨头里。我知道后，差一点疯了，几个月

来一直伤心哭泣，吃饭也哭，开车来寺院也哭，开车回家也

哭，无时无刻都在掉眼泪。

父亲快要往生的那天，医生问要不要给病人戴呼吸辅

助器，我就告诉干妈，她让我自己问父亲要不要戴，父亲

说：“不戴”。父亲可能也知道，如果不戴，他一定会死

的。然后父亲就安祥地离开了。

父亲的丧礼结束后，我尽量地修功德，我把父亲存下

来的钱，全部提出来供养功德衣、供养十尊自身佛像给他、

洗手间、电灯、楼梯、修行大楼、斋僧一个月整、几乎每天

在法身寺，用父亲的名字供养斋僧一千位、大斋僧3566所寺

院、供养雨季安居的大蜡烛、供养医疗比丘的功德，在2006

年的大师父出家的日子供养功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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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你父亲的丧礼过后，孩

子们把父亲银行里的钱全提

出来修功德。此功德让他后

来被带到阴间，站在审判堂

里，让父亲能忆念到你请他

修、和你为他所修的功德，让

他从不相信善恶、地狱与天

界，现在他相信了。因为他

自己也看到了，这让他被判， 

能投胎生为人。

父亲的丧礼过后，孩子们把父亲银行里所有的钱提出来修功

德，能帮助父亲多少？现在情况如何？目前在什么境界？有什么

想转告我们吗？如果他已转世成人了，他住在哪里？我想去邀请

他来修波罗蜜可以吗？

  梦中梦解答

但现在正在等时间来投胎， 

所以想转告你说，他要随喜你

所修的每种功德，感谢你， 

否则他一定会在阴间地狱里受

罪，非常痛苦。所以现在他已经

相信功德的事情了。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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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弱智 
生为智障

母亲的生活常跟许多奇异的事情有攀缘。第一件，

母 亲 的 第 一 个 孩 子 出 生 来 不 久 就 患 病 ， 脑 部 瘫 痪 ，	

在床上睡了将近九年才往生。这是母亲很沉重的负担。哥哥往

生之后，母亲曾到素攀府请教森林比丘，他说我哥哥跟着他天

界的主人一起去观赏花园时，偷偷降下世间来玩。当主人呼叫

他就得回去了。

问题

你哥哥脑部会瘫痪，躺

九年，因为过去世经常酗酒，

经常跟他人打架。有一次打对

头，使他中风，加上杀动物做

菜肴的恶业来报应。并不是从

天界主人那里逃跑的随从天

人。

为什么我哥哥会脑部瘫痪，躺九年就往生了？他是从

他天界主人那里逃跑的随从天人吗？往生后到什么境界？ 

是否获得母亲所回向的功德？他跟我父母有何善缘关系？母亲

今世的恶业消完了吗？如果还没消完，该怎么办？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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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后又转世为人，脑

筋还是瘫痪。因为业力还没消

完，没有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你父母亲也有请人喝酒或买酒

的恶业，吸引有酒业的孩子来投

胎。你母亲还有恶业，所以你要

多为母亲修每种功德，并许愿此

功德减轻她的恶业，直到恶业跟

不上报应。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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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富裕之家 
生为人

六姨的小女儿还在世的时候，是个聪明的孩子，很

会说话。在2004年患了水痘，经过医生检查后，发现是患

了第三期淋巴腺癌，只活了九个月就丧命了，当时只五岁

而已。在她去世之前，刚好是2004年的功德衣法会，我带

她一起来修这个功德，因此在离世前她也有机会修这份大

功德。

问题

你六姨的小女儿患了淋巴

腺癌，五岁就丧命了。因为过

去世生在农业社会里，经常捕

抓动物，腌制后再拿去卖。往生

后她已转世为人了。因为往生前

有供养功德衣的功德，让她生在

经济好的家庭里。目前无法获得

所回向的功德，没有什么想转告

家人的。

个案研究：2006年10月28日

什么业力让六姨的小女儿患了淋巴腺癌，五岁就丧命了？

往生前供养功德衣之功德，对她有什么帮助？往生后她转世到

什么境界？有什么想转告家人吗？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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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指南（善道）

人往生后会去哪里？

今世与来世共有31境界，它是人在往生后要去的地方，也

是每一个人都会去的，没有国籍、种族、宗教的限制或分别。

就如一个人违反了法律，不管那个人是什么国籍、种族、宗教

和血统，都要被捉去坐牢。如果犯法了就要受到惩罚，蹲监

狱，而监狱也是属于国际性的。因此，人在往生后要去的地方

或者来世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31境界中生死轮回，

一直到所有的烦恼都灭除掉，证入涅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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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与来世分为两道，即是善道与恶道。这是众生生死轮回的

场所，包括有善业和恶业来回的循环，轮回者根据自己还生为人时积

累的善业和恶业之业力而往生，就是决定在往生后是到善道享福或在

恶道接受痛苦折磨。关于善道的叙述如下。

善道
善道是指居住在那里的人拥有幸福，一共有27境界，如下：

 1.人间 就是人所寄居的这一境界，同时也是志向高尚之人所住

的地方。因为人有意识辨别什么是对错好坏，知道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

 2.天界（有六层）即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

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

 3.色界天（色界梵天十六层）

 4.无色界天（无色界梵天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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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什么功德才能到达天界？

天界

有天人居住，也是永远闪耀着光芒的细人身所寄宿的地方，

一共有六层。

能够生为天人，是因为在生为人的时候修功德，往生以后就会

生为年轻的天人，拥有美丽的相貌，一直到往生，而不像人一样会

衰老。

天宫是天人寄居的场所，五彩缤纷，非常的美丽。大小各不

相同，住的很舒适，有丰盛的食物，有侍从服侍，有五光十色的

华服穿在身上，漂亮极了。每一天都有游玩的行程，有各种各样

的表演让他们观赏。

天人们大多数会在天界的哪一层聚会，他们是哪一类型的天人，

以及所处的地位，这些都要看他们在生为人的那一世时，积累了多少

功德来决定。这也在泰国三藏经的三十七册中的《布施经》讲到。总

结归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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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四天王天
生在四天王天有多种缘故，即是：在身为人的时候不太会修

功德，不了解修功德的原则，以及不太爱积累功德，久久才修一

次功德，在修功德的时候又修得很少，或者修功德时却需要恩惠，

修到的功德也不纯净，不圆满。自己本身也存有恶业，但功德比较

多。于是在往生之时，心会先忆念到功德，这样就会去这一层天，

位于须弥山的山脚。这一层天众生的种类最多，比其它层都要接近

人间，有些地方还跟人间连接在一起。之所以被称为四天王天，因

为这里住着掌管的四位天王。即为：持国天王（多罗咤）掌管三

种天人，分别是艺术家天人、科学家天人和棍攀；增长天王（毗

琉璃）掌管金翅鸟；广目天王（毗留博叉）掌管龙王；多闻天王

（毗沙门）掌管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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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忉利天
生在忉利天是因为在身为人的时候，之所以修功德是因为了

解到这是一种美德，值得去做。做了之后就是等于积累了功德，

积累了天人法，有惭愧心。往生之后，就会生在这一层天，位于

须弥山顶。之所以被称为忉利天，因为这里是掌管着三十三天的

帝释天王的驻地。由帝释天王或因陀罗作为天王，很重要的就是

有安放佛舍利的莲花塔，在每个月圆之日，天人们都会来到佛法

禅堂，听帝释天王的训导。



247

生于夜摩天

生在夜摩天是因为在身为人的时候，想继承和维护那些美好

的传统，将一个家族坚持修善德的这种传统保持下去、或者长辈

教导如何去做，祖先怎么做的，就照办。按照传统一起去做，例

如，看见爷爷奶奶建造大雄宝殿，护持寺院，塑造佛像，就按照

传统继续传承下去。或者作为僧人就要维护佛教，遵守传统修行

的僧人，就必须有责任来维护佛教。往生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

会转世，生到比忉利天还要高的这一层天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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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兜率天

生在兜率天是因为在身为人的时候，修功德祝愿全世界，期

望世界人民都能拥有幸福。有远大的理想，不是为了个人，而是

为了全世界，为了人以及所有的众生。往生之后，就会去比夜摩

天还要高的这一层天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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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化乐天

生在化乐天是因为在身为人的时候，看见别人修功德得到颂

扬，于是也想修一些那样的功德，得到一些那样的赞颂。往生以

后，就转世生在比兜率天还要高的这一层天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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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他化自在天

生在他化自在天，是因为在身为人的时候，以虔诚的敬仰心

来修布施功德，之后感觉很法喜，从修这份功德中油然而生。往

生以后就会转世，生在比化乐天还要高的这一层天界中。

天人们的生活，一层比一层的精细，如果谁修的功德多，之

前所祈祷的每一样都会圆满，期望去哪一层天，都能如其所愿。

以上所讲到的行为，都是积累功德，到达各层天的主要原因，可

能也包括其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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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率天好在哪里？

为什么证悟成为佛陀的菩萨和所有修波罗蜜的人都会选择在

这一层？

兜率天浩瀚无垠，主管是兜率天王。兜率天坐落在须弥山巅，

位于夜摩天上方42,000由旬之高。天界中没有太阳、月亮，因此没

有影子。天界中没有阴暗的角落，所需的光亮都是依靠各种物体散

发的光，例如：天人的身体、天宫、公园、池塘等周围的环境，在

那里只有光亮，因此不用依靠太阳。

兜率天的形状不像地球一样圆形，其特点是又平又圆。从夜

摩天往上看，就会看见柔和的光亮；如果从兜率天往上看，就会

看见化乐天的光亮与柔和。如果往下看忉利天，就会看见很小的

一点而已，因为兜率天比忉利天大很多。

兜率天王的天宫处于兜率天的中心，划分为四区，围绕着兜

率天王的天宫。叙述如下：

第一区是圣人的住所，须陀洹圣者和斯陀含圣者都住在这

里。

第二区是定菩萨的住所，就是那些已被佛陀授记，在未来一

定会成佛的菩萨们居住的地方。许愿要度尽一切众生证入涅槃的

人所居住的特殊功德区，也住在这第二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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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区是不定性聚菩萨的住所，即是那些还没有被佛陀授记

成佛的菩萨们居住的地方。他们还要继续修很多的功德波罗蜜。

第四区是那些修过很多善德之人的住处，有足够的功德，刚

好到达兜率天，是三区之外围。

兜率天比其他天更加独特，其中之一是许多愿成佛的大菩萨居

住的地方，也是天人修波罗蜜，成为佛弟子的地方。为的是成为佛

弟子后，跟随菩萨下来，在未来的时候能成道。为什么各位菩萨或

者修学者，能够如愿转世，是因为诸位菩萨或修学者的功德力都很

多，许愿想去哪一层天界都可以。但想选择这一层兜率天，是因为

该层天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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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菩萨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下凡，意思就是：通常天人下凡

有多种原因，例如：功德用尽、寿龄已尽，因生气而下凡的也有。

但是兜率天诸菩萨，想下凡来修波罗蜜或者转世为佛陀，就可以静

坐，发愿实现。而这是超越其它层天界的准则。

2.由于这一层只有修学者和菩萨，性格都很相近，可以锻炼自

己，普度众生达到涅槃，不像其它层天界的天人那样会漫无目的过

生活。通常修学者在一起交际时，心情舒畅，交换佛法知识，在佛

日的时候聆听佛法开示。兜率天王邀请具有很多功德波罗蜜的大菩

萨为大家开示。

3.兜率天人的寿龄为天界年的4,000年，不太长，也不太短，

适合享受幸福。因为天人们还要继续下来修功德，如果寿龄太长，

就会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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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天人、科学家天人、棍攀是谁？

艺术家天人

有三种，分别为高级艺术家天人、中级艺术家天人和低级

艺术家天人。

高级艺术家天人：在四天王天中有天宫，例如：般遮尸诃天

人和女天人通常都住在那里。

中级艺术家天人：生在须弥山的森林中，拥有树上的天宫，

是高级艺术家天人的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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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天人擅长音乐、戏剧、跳舞、艺术、写作、诗歌。在每

次天人聚会的时候，艺术家天人要演奏乐曲，让诸天人聆听取乐。

艺术家天人生为人时，修功德参杂五欲。

科学家天人

是在各种学术中拥有很多知识，有十八般武艺，例如：星占学、

医学以及科学等等。他们可以飞行，有符咒、可以念各种咒语。科学

家天人有各种各样的身形，独自居住的也有，群居的也有。

棍攀

有臃肿的体型，属于夜叉中的一种，但没有夜叉那么可怕。

没有虎齿，头发卷曲，肤色乌黑，肚子膨胀，大腹便便。棍攀的

种类有从高级到低级之分，负责到阴间折磨众生。

所有的艺术家天人、科学家天人、棍攀都是由四天王天的东

方持国天王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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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是谁？

龙王也就是蛇王，属于畜生道，身为爬行类，不能证入佛

法，也属于善道，住在四天王天，划分为四大族，即是：

广目天：金色海龙

伊罗钵多：绿色海龙

尸婆弗多罗：彩虹色海龙

瞿昙冥：黑色海龙

龙王有四种出生方式，有一出生就长大的化生；从汗垢或

水沟处出生的湿生；从胎中出生的胎生；从蛋壳中出生的卵生。

龙王的最高统治者是化生方式出生的。龙王居住在河、田湖、水

渠以及空中，一直到四天王天层。在广目天王（毗留博叉）掌管

下。之所以生为海龙，是因为修功德时，心参杂有欲望及酗酒的

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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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叉是谁？
夜叉是需要用祭品供奉，或者是强制他人拿祭品来供奉的

天人。夜叉分几个等级，有高级夜叉、中级夜叉和低级夜叉，

由功德力区分其精致的程度。

如果是高级夜叉就有黄金天宫，有漂亮的身形，有装饰品，

有光芒，但皮肤黑得发亮、从半黑半青、半黑半黄或黑带红的肌

肤都有。它有天宫的食物和侍从。通常看不见犬齿，但是在生气

的时候，犬齿会露出来。

如果是中级夜叉，大多数是高级夜叉的侍从。

如果是低级夜叉，因为功德很少，所以非常的憎恶，头发卷

曲，身体黝黑，眼睛突起，皮肤粗糙得像砂纸一般，性格狠毒。

夜叉有三种出生方式，一出生就立即长大的化生；在胎盘中

出生的胎生；在汗垢中出生的湿生。夜叉居住在山洞、河里、地

下、地上、天空以及在四天王天的须弥山天宫。夜叉由四天王天

北方的持国天王所管辖。之所以会生为夜叉，是因为修功德的时

候生气、暴躁、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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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翅鸟、地居天人、树居天人和空居天人住

在哪里？是哪一层天人？

金翅鸟是谁？

金翅鸟是天人中的一种，由四天王天南方的增长天王来掌管。

生为金翅鸟，是因为在修功德的时候，参杂愚痴。

金翅鸟有四种出生方式，即是化生、胎生、卵生以及湿生，

居住在地上、须弥山的森林、木棉树，一直到四天王天。（木棉

树生长在须弥山的第二层，而第一层是环绕须弥山四方的咸海，

是海龙居住的地方）

高级金翅鸟出生的方式为化身，有金色羽毛，有男女天人般的

装饰品，有和天人一样的生活，可以变身，享用丰富的天人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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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金翅鸟跟海龙结仇，就以海龙为食物。有些金翅鸟以水

果或者动物的肉为食。有些金翅鸟跟阴间众生结仇，自愿去当阴

间地狱里面的行刑官。

剩下三种天人的居住方式跟人一样，就是在地上有寄居的天

宫，按照所住地来命名，但还是属于四天王天的天人。

地居天人
寄居在白蚂蚁窝、土丘、地底、山中、河流、家、佛塔、

凉亭和门梁上等。有的地居天人有自己的天宫，有的没有，要

寄居在其他天人的天宫里。

树居天人

寄居在树枝或树梢，位于地居天人之上，一整个都是天宫，

没有属于自己的天宫。

空居天人

在广阔的天空中有着天宫，比地面高大约有一由旬。（大

约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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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鬼魂、金童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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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天鬼的业力

嗔恨的业力+放高
利贷

1.开枪自杀、有精神病和心理紧张
2.自己是拳击手，被人打死
3.斗鸡、赌博的业力 +遵守传统
修功德
4.自杀的业力 + 孝顺父母

 信奉巫术、堕胎或宰杀
 有孕动物的业力

  因前世杀生的业力            
  而死于母胎中

 拜神,饮酒和杀鸡鸭 
  + 信奉神庙的业力

1.牙尖嘴厉，见谁都骂的业力
2.前世有吸毒 + 饮酒的剩下之
业力

  开屠宰场的业力
  往生后在家中游荡

  失恋后精神失常
  哭泣而溺水死亡

1.被前世的妻子（幽灵）抓去
2.愤恨杀他的人所回报的业力
3.饮酒的业力 + 前世或今生
  在佛教里累积的功德来庇佑

 信奉鬼 + 杀动物用 
 荤腥来拜鬼的业力

1

转世为        

 幽灵、鬼魂、

金童小鬼

2

3

4

5

6
7

8

10

11

幽灵

游荡鬼

半鬼

半饿鬼

鬼组长

屋鬼

小孩鬼
湄公河的鬼

琵琶鬼

金童小鬼

饿鬼

天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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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爱又恨 
死后生为幽灵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位公交车司机。有一天母亲

划船送父亲去开车时，母亲有预感那天是见到父亲的最后一

面。在当天晚上，母亲梦见父亲来找她，说：我要走了，有

人来讨我的命了。接着就听见女子的声音说：已经找你很久

了，从前杀死了我，还把我埋在泰北地区的电线杆下。她还

跟母亲说：如果不相信就去看吧！一大清早就有人来找母亲去

河边，父亲躺在车上闭眼动也不动，才发现父亲已经死亡了。

母亲差点休克，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问题
什么原因让父亲无缘无故往生？母亲会梦到父亲，是否父亲

往生后真的来找母亲？在梦里来告诉母亲有关父亲曾杀害过的女

子，是否真有此人？事发经过如何？父亲往生后去了哪里？是否

收到母亲和我回向的功德？如今情况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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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会无缘无故往生，是

因为他在前世杀了人，也就是你

母亲梦见的那位女子。在那世因

吃醋，她怕你父亲另结新欢，事实

上你父亲并没有其他女友。他当时

因喝醉酒，一气之下把她掐死了。

该女子死亡后，你父亲就把她的尸

首埋在电线杆下，就如你母亲梦见

的一样。

那世你父亲往生后，并没

有堕落大地狱，是因为当世杀人

后他有出家好几年，并且把功德

回向给她的缘故。然而那世的妻

子仍又爱又恨的依恋着你父亲，

当往生后就转世成为幽灵，跟随

着丈夫。接着丈夫还俗，患病而

死。后来转世成为你的父亲。那

世的幽灵妻子，始终跟随着你父

亲，当父亲死后，她就把你父亲

带去同住，生为同样的幽灵。后

来父亲也收到你所回向的功德，

使得父亲的生活变得更好。

你父亲必须等到和那世幽灵

妻子的业障消完了，才可以脱离

幽灵的生活。

个案研究：200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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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作祟伏法
死后生为幽灵和夜叉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在曼谷的部队里服役，负责外

出到各地执行任务。除此之外，父亲还兼差，就是带外国

旅行团在曼谷或是芭塔雅旅游。旅游的景点都是些寺院、 

夜总会、酒吧、三温暖等，父亲自己也常去洗三温暖，即使

有了三位老婆，父亲仍是很风流。

父亲在夜总会被人伤害致死，享年三十八岁。那位杀害父亲

的凶手，在躲藏了两年后，对一家周刊坦承杀害我父亲的缘由，

该周刊披露报导，说他杀害了一名军人，逃避法律制裁两年。

在这期间，那位军人的冤魂总是来骚扰作祟，他非常的害怕，

只好选择自首，最后被判刑七年。

我父亲有何业障才会在夜总会惨遭杀害？那位杀害父亲的

凶手对周刊说：父亲的灵魂对他骚扰作祟，真的是我父亲吗？

如今父亲在何处？现在情况怎样？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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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在三十八岁那年被杀

害，是因为他和凶手结冤结仇，

而且很多世都杀死对方。比如：有

一世你父亲生为官员，他去追捕盗

贼，杀了他，而那盗贼就是杀害你

父亲的凶手。

盗贼怀恨在心，愤恨的说：

我一定要报仇，所以今世一碰见

你父亲，就杀了他。

你父亲往生后，细人身(灵

魂)脱离出来。刚开始不知道自

己已经死亡，还在追赶着凶手。

在追到他时，你父亲感到不对

劲，因为不管怎么打，怎么揍都

无法伤到他。

然后回来到事发现场，发现

自己已经往生了。内心怨恨，用

尽办法想告诉大家谁杀他，但是

都没有人听到。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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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原因，当你父亲死

亡后就变成幽灵，比做鬼好些，就

是有一点法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

可以去骚扰作怪吓凶手。像是现身

吓人、进入别人梦中等等。

直到杀害了你父亲的凶手受

不了，去自首供出事实，判了好

几年的徒刑。你父亲也算感到满

意了，最后离开就再也没有去捉

弄他了。

从那之后，你父亲成为了一

名棍攀夜叉首领的随从，主要的

任务是接送细人身(灵魂)到阴间

审判。

个案研究：200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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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始无终  
死后生为夜叉管理的幽灵

父亲和母亲一共有六个孩子，而我是最小的女儿。当我出生

时，父亲的年纪就已经很大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为胃

病而往生，因此没赶上见到父亲的面容。在我九岁的时候，母亲也

因心脏病往生了。母亲往生后，大哥非常的伤心。他从一个滴酒不

沾、不吸烟，心地善良的人，变成了一位喜欢喝酒的人，最后也因

酒精中毒往生。

因为你母亲死了，你大哥

很伤心，于是开始喝酒，导致

年轻时就往生了。你大哥往生

后，因为生前在佛教中修的功

德来保佑，才没有堕落到阴

间，而是变为夜叉族的幽灵。

个案研究：2004年11月16日

  梦中梦解答

大哥往生后去到哪里？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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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鬼  
死后生为水鬼

当妹妹就读高中时，有一个相爱的男友，男友却在其

父母的介绍下跟另一位女孩结婚了。当时妹妹不知情，男

友婚后还经常来找妹妹，最终妹妹知道了，每天都伤心哭

泣，差一点休克，不久后就精神失常了。某天化妆后出门，

谁去劝都不听。直到两、三个星期之后，警察来通知说， 

有人看到了妹妹跳下湄公河，但是却没有找到尸体。

是什么原因让妹妹往生？什么业力让她休克并精神失常？如今

在什么境界？情况如何？是否收到我们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你妹妹是因为溺水而往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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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妹妹生前曾休克并精神失

常，来自很多方面的原因。有些

则是前世饮酒、风流的业障。妹

妹前世所造的恶业，连你今世的

外甥前世也曾参与。

往生之后，就变成了湄公河

里的鬼，特征和活着时很像，可是

看起来很颓废，住在水居夜叉管区

内，因为业障还没有消完，所以要

看守这一带。

她收到你回向的功德，让

她的情况转好了一些。

个案研究：200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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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鬼  
死后生为饿鬼

当弟弟还在世的时候，一开始在邮局里工作，2002

年底，小弟曾中风，一只手不能移动，不久就医好

了。小弟就继续在邮局里工作，就这样一直工作了

几十年。当邮政局从国营事业转变成私人企业时， 

他就被解雇了，但是可以领到三百万泰铢的遣散费。小弟

起初利用这笔钱，放高利贷给一些家庭赌场，后来欠债的

越来越多，他就将这些讨债的工作交给弟媳妇。她言词尖

锐，也常会用粗口来骂人，其中有一位债户是医生，因小

弟患有糖尿病，以致他必须常常来帮小弟打胰岛素，所以

他跟小弟的家人都很熟悉。

2004年5月7日，小弟和弟媳妇遭到凶杀，有人看到医生

是最后一个进到小弟家的人，于是警察就去逮捕医生；经审

问后发现那位医生，欠了小弟将近三十万泰铢，因债务无

法协调好，弟媳妇又向他讨债，他才以残忍的手段行凶。

是什么业力让弟弟中风？弟弟和弟媳妇有怎样的共同业障，

才会被人残忍地杀害？这位医生跟他们有何因缘关系，今世才会

来杀害他们？两人往生后到了哪里？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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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弟弟会中风，因为将饲养

的动物卖给他人宰杀，在送去

宰杀前先绑住动物，是这样的

恶业来报应。弟弟和弟媳妇被人

残忍地杀害，因为在过去世借贷

给这位医生，那世这位医生不愿

意还钱。

让夫妻俩很生气，计划雇人

去杀他，互相结下仇恨，并且有

很多世一直轮流杀害对方。

他们俩往生后都变成饿鬼， 

在人间游荡。因结恨和放高利贷

贪念的恶业，变成了全身血淋淋

的裸体饿鬼。两人都非常痛苦，

曾在家附近游荡，你要常常修功

德回向给他们。

个案研究：200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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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生为琵琶鬼、野鬼、地居夜叉

“嘎鬼”大多分布在泰国北部，如今还发现分散在北部

的某些村庄。嘎鬼很喜欢吃血，曾听说如果有人分娩，他会

很焦急地想去看，因为嘎鬼想要去吃她们，有时会吃母亲，

有时会吃婴儿。通常嘎鬼喜欢吃婴幼儿，据我所知被吃的婴

儿，全身会出现一块块的青肿伤痕。倘若谁惹他生气，他就

会附上那个人的身体。巫师问起时，喜欢骗说自己是某某

人。若巫师想知道是谁，就用椰壳套住被附人的头，用巫

师剑刮那椰壳，被附的人瞬间就变成秃头了。

被嘎鬼附身的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红色的，而且到

哪里都会有猫头鹰的声音跟随着。曾经有人验证嘎鬼到底

具有怎样的特征？后来他在午夜时拿了七片芭蕉叶为坐

垫，再将黑狗的口水涂在眼眶上，来看被嘎鬼附身的人。

他见到了两只猫头鹰分别站在他的两侧肩膀上，若被附身

的是女子，夜越深则越美丽。至于被附身的若是男子，就

不曾听说有夜越深越英俊的。因此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够

对有关于嘎鬼的事做下结论。曾经有人将这些故事拍成短

剧，但在被嘎鬼附身的人肩上，却放了两只猴子，在半夜

时还会舔他的左右两边脸颊。

我在出生还不到一年就搬家，而且是经常的搬家，直到

八岁的时候才有固定的住所。那里的土地公非常的凶恶，第

一次打地基的时候，建筑工人就从木架上掉下，重伤差点往

生。但是父亲有防范厉鬼的办法，让我们平安的住在那里十

八年。当父亲往生后，那里的男鬼就常常来附在妹妹身上，

琵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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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附身都要吃生的鸡蛋。男鬼说，他名叫“湾猜”(音

译)是个断腿的军人，死在战场上。

然后又说，不准去干扰山顶的那块地，那地是在1991年时

买下的。就在离家大约一公里的地方，那里就是鬼王的地界，

他非常凶恶，不准别人谈论他的事情，即使是土地也禁止提起

和贩卖，任其荒废下去。

最后，湾猜男鬼又再一次的附到妹妹身上，他哭得非常凄

惨地说：现在非常痛苦，想脱离此业障，保证以后不会来附妹

妹的身了。但是他有两个要求：第一，请求哥哥能为他出家，

修功德回向给他；第二，请求不要再谈论他的事情。我们就按

照他的要求去做，从那之后，他真的再也没来附妹妹的身了。

事情尚未结束，因为妹妹的病还是没有痊愈，但这次来附

身的不是那个湾猜男鬼，而是那凶恶的土地公来附身。说他很

气父亲，也气我们，说我们喜欢撒尿泼他们，而事实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还真的常去他所说的那地方解手。同时命令我们要搬

离那个地方，并且要带一只猪来祭拜，这样他才会原谅我们， 

我和家人也只好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问题
真正的“嘎鬼”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性质特征如何？ 

源自于哪里的？它是怎么样吃人的？嘎鬼是不是与琵琶鬼同一类？造了

什么业，才会往生为嘎鬼？

“湾猜”男鬼真的存在吗？他是谁？来自于哪里？真的有来附妹

妹的身吗？为什么他一附身就要吃生鸡蛋？而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吗？他是否收到哥哥出家回向给他的功德？现在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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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嘎鬼”就是琵琶鬼，只

是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而

已。会转世为琵琶鬼，是因为

在人世的时候，喜欢信仰鬼

神，喜欢带着生鲜的东西去祭

祀。有同样业力的人，才会有

可能成为琵琶鬼。

那叫“湾猜”的男鬼是个

游荡鬼，生前曾是军人，是被

炸弹炸死的，来自于地居夜叉

管辖的区域。

游荡鬼喜欢吃生鲜而荤腥

的东西，生蛋则是其中一种，

所以鬼在附身的时候喜欢吃生

鲜的东西。

凶恶的鬼王是谁？在哪里？为什么不能提到他？也不准许到那个

地方？那个命令我们要杀猪祭拜和搬家的鬼是谁？什么业力让那头猪

被杀，拿去祭拜土地公？死后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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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收到你们回向的功

德，也已脱离做鬼的业障，现

在已经转世为人了。

那个鬼王是地居夜叉，

负责掌管那一带范围的，生前

是一个喜欢生气且凶恶的人。

如果谁去骚扰那地区，鬼王就

会伤害他，但若有人功德高过

他，鬼王也拿那个人没有办

法。

命令你们杀猪和搬家的

鬼，是那一带范围的另一个

鬼，它想吃荤腥的祭品。

那只猪前世生为人时，喜

欢杀动物来拜鬼，往生之后，

受到很多不同的业报，再转世

为猪，被杀来拜鬼，就像生前

一样。因业障还没有消完，死

后再投生为猪，又被杀来祭祀。

个案研究：2004年8月11日



276

半鬼半饿鬼 
死后生为半鬼半饿鬼

当弟弟还活着的时候，年轻时就染上了毒瘾。我便回

到泰南，带他去治疗。当康复后，说想去找他的孩子，而

孩子就寄养在曼谷父亲家里。那时孩子还很小，他到曼谷

后又开始吸毒，母亲就去曼谷看他。有一天，他跟母亲说

他想死，母亲说：把医生开的药全吃完，就会死了。他真

的在母亲面前，把所有的药吃完了，后来弟弟在医院昏迷

了三天后就往生了。

在他往生前，我决定到北榄寺剃度当八戒女。在他往生

后第三天，就有一股臭味，一直跟着我将近一年。我几乎每

天都梦到弟弟，梦见他又黑又瘦，还吃粪便，我不知道该怎

么办才好？在曼谷当护士的姐妹，介绍我去供养自身佛像给

弟弟，我就立刻去做了。

问题
我弟弟有什么样的业障才会吃药死亡？目前在哪里？闻到的

臭味那是我弟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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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弟弟在前世曾造酒业，

以及今世吸毒的恶业，这两种业力

一起报应，逼迫他自杀。

往生后就变成一种灵魂，特

征是半鬼半饿鬼的样子，身体已

经腐烂了，有臭味，又瘦又黑，

没有东西吃，非常的饿，也非常

痛苦。

他起初一直跟着你，想得到

功德，好脱离此业障，这才让你

一直闻到臭味。后来你为弟弟塑

造自身佛像，才让他脱离了半鬼

半饿鬼的情况，现已转世为中等

阶级的地居天人。

个案研究：2005年3月18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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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生为半鬼半饿鬼

当阿姨还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嘴巴很厉害的人，她很喜

欢和母亲争辩，后因身体内部的伤口溃烂蔓延全身而往生。 

每一次，我们要修大功德之前，妹妹总是会梦见阿姨！

问题

阿姨死亡后去了哪里？为什么会全身溃烂而死？阿姨到底需

要什么，才会经常的来找妹妹？

梦中梦解答

很美的嘴爱乱骂

你阿姨往生前会全身溃烂， 

是因为“口业”。她的嘴巴

很厉害，不管见到谁，她全

都骂。死后转世为“半鬼半

饿鬼”，全身溃烂有如生前

一样。因为她很想得到功德， 

才经常来入你妹妹的梦境。

个案研究：200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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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我那流产的小弟真的转世当了金童小鬼吗？而母亲和流产的

小弟到底有什么样的业障？

你那流产的小弟真的转世当

了金童小鬼。因在前世你小弟和

母亲都曾信仰“巫术”，把怀孕

的动物卖给别人宰杀，另外还帮

助别人堕胎，以上这些恶业集中

同时报应。

个案研究：2006年1月19日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刚生完第二胎不久，又怀孕了，

但母亲不想再有孩子了。当时工作繁重，如果再生孩子， 

就会变成工作上的负担。于是心里想着，如果胎儿能流产，

也是一件好事。过没多久，母亲坐车出门去买东西，因车辆

颠簸到出血，最后导致流产。流产后，母亲曾梦到一个小

男孩要求同住，于是母亲答应了他。之后，母亲去找灵媒

来看，灵媒说那小孩就是母亲流产的胎儿。他是个小鬼， 

想要跟我们一起住，他叫“郭教”(音译)。于是灵媒拿金童

雕像给母亲带回家祭拜。

梦中梦解答

金童小鬼
死后生为金童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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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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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杀生的业力
2.吩咐别人宰杀动物贩卖
  +自己杀生的业力
3.心中眷恋牛 + 供奉牛
  的业障

1.饲养动物来宰杀，
  但有扶持佛教的功德庇佑，
  所以不用堕落大地狱

  1.因养鸡卖给人宰杀 + 
  死亡前出现鸡窝预兆的
  业力

1.身为猎人的业力

1.在生为男性时，邪淫的业力
2.喜欢欺骗女性感情的业力

 1.存心讽刺、吃妻子的 
   醋，挖苦她照顾猫狗
   比照顾自己还要好的 
   业障

往生后生为
动物

鸡

牛

蛇

森林的
动物

猴子

狗

猪

1.饮酒的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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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由来
死后生为鸡                                              

问题
父亲往生后转世到什么境界？

你父亲死后转生为鸡，

先被饲养，再送给他人宰杀，

生生死死无数次。父亲在死亡

前，除了看到饲养鸡再卖给他

人宰杀的画面，断气的预兆则

看到鸡窝，所以无法接受功

德。

个案研究：2007年2月6日

  梦中梦解答

我的父亲来自中国，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以饲养猪、

鸡再贩卖给他人宰杀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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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的泪水
死后生为水牛

  

    

什么业障让姨丈死亡时查不出病因？我为他供养了一尊自身

佛像镌刻了姨丈的名字，他是否收到此功德了？他死亡后到了什

么境界？情况如何？

姨丈往生时，医生为他诊断

却找不到病因，是因为前世和今

世的杀生业报应，他曾亲自宰杀

和命令属下宰杀动物拿去贩卖。

你姨丈往生后，因杀生业就转世

为黄牛被他人宰杀，目前还停留

在该恶业轮回里。他没有堕落大

地狱，是因为你在他往生前，为

他供养自身佛像的功德来庇佑。个案研究：2007年2月23日

梦中梦解答

问题

姨丈年轻时喜爱喝酒和吸烟，有时还会开车去屠宰厂拿

生肉。有人说，虽然不是他的工作，但姨丈却很喜欢，亲手宰

杀牛只。宰杀水牛的方法是，用刀割它们的脖子，让血水流出

来，之后再切割处理。至于宰杀黄牛的方法，屠夫要用很大的

铁锤，敲击牛头无数次，直到牛躺下。再用刀割脖子，让它全

身的血流出来后，再处理。 姨丈六十九岁时生了重病，查不

出病因，于是我塑造自身佛像镌刻了姨丈的名字，后来告诉姨

丈，他也点头表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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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动物的由来
往生后生为蛇

问题

阿姨死亡后去了哪里？

梦中梦解答

阿姨往生后，因她在前世

修的旧功德和今生遵守传统修

的功德来保护，让她不用堕入

大地狱，如今转世生为河边的

蛇。

个案研究：2005年5月7日

当阿姨还在世的时候，酒喝非常凶，最后患肝硬化往生。



285

实现愿望
死亡后生为牛

外公还在世的时候，他信仰供奉黄牛，外公对宗教非常

严谨，按照巴基斯坦的传统，进行对黄牛的祭祀。

问题

外公死亡后去了哪里？是否收到我们回向的功德？

个案研究：2004年12月6日

外公死亡后生为黄牛，因为

他的心眷恋，对黄牛非常尊敬。

他往生后多次转世为黄牛，今世

还是生为黄牛，所以不能接受你

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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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命运
死后生为森林动物

外公大约在三十多岁时，进入森林打猎时失踪了。

问题 

外公失踪后到了哪里？他现在还活着吗？如果死了， 

那么他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情况如何？是否

收到我们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你外公已经死了，他先被

老虎咬死然后吃掉了，这是因

为他过去世当猎人杀害动物的

恶业来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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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死亡后转世为野生动

物好几次了，所以现在还无法

接收你们回向的功德。

个案研究：2005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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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狗好过做人
死后生为狗

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两条腿瘫痪无法走动，不能工

作养家。儿孙们大都受雇或从事建筑的工作，收入只够

糊口而已。生病的时候，爷爷不但没有得到奶奶和儿孙

们的关心，反而受到冷言冷语。奶奶喜欢到寺院帮忙， 

例如，洗碗盘、打扫凉亭、捡垃圾，除此之外，奶奶还帮

寺院里准备猫狗的食物。

问题

爷爷死亡后到了哪里？他有什么业障？

你爷爷死后转世为狗，是

因为你奶奶曾说：照顾寺院里

的猫狗要比照顾他好，令爷爷

感到委屈而讽刺说：“做狗好

过做人”。所以死后，因感到

挖苦讽刺，使他内心黑暗，于

是就投生在了母狗的肚子里。

个案研究：2006年10月26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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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养人
死后生为猪

    

问题

什么业力让父亲一定要在后背开刀？父亲往生后到了什么境

界？

你父亲会在后背开刀，

是因为今世参加战争，和饲养

动物，用来贩卖宰杀的业障来

造成的。死亡后生为猪任人宰

杀，因为有护持佛教的功德

来庇佑，所以没有堕落到大地

狱。

个案研究：2005年2月25日

梦中梦解答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曾经当过军人，上战场饱受战火

摧残，持续有五年之久。当战争结束之后，父亲转业务农，

饲养猪有十年的时间。在养猪得到利润之后就不养了，转

而经营果园种橘子。当父亲七十岁的时候，在橘园里面跌

倒了，脊椎骨裂开，必须动手术。从那之后，父亲的身体

就不太健康。过了七年后，父亲因为肝炎而往生，最后决

定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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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养人
死后生为猪

问题

外公和外婆死亡后去到什么地方？贩卖猪和鸡鸭给别人宰杀，

他们会得到什么业报？

你外公和外婆往生后， 

因为生前曾遵守传统修功德，

所以才没有堕落到大地狱或阴

间。

梦中梦解答

外公和外婆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以饲养猪和鸡鸭贩卖为

业，但他们只是贩卖，并不负责宰杀。这大型的饲养场，

有好几泰亩的土地，他们一直在此饲养猪和鸡鸭，然后卖

给别人宰杀做菜，直到他们往生为止，不过，他们都有遵

守传统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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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饲养动物贩卖给别

人宰杀的业力，使他们的心攀缘

着那些动物，例如：猪、鸭、鸡

等，以致于转世到这些动物的胎

里。刚开始，他们先投胎为猪，

被宰杀好几次了。因为生前曾按

照传统修功德，所以没让他们堕

落到大地狱。

个案研究：200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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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犬为前世儿
死后生为狗

问题

我有一只宠爱的狗，想知道我们曾经一起修过什么功

德，让它今世来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想帮它修功德，让他脱

离此业障，我应该怎么做？

你这只宠爱的狗，在上一

劫，曾有一世生为你的儿子。

他的个性不好，太过风流，你

又太溺爱他，给你惹了许多麻

烦。虽然你经常劝他到寺院里

学佛，可是他一点兴趣都没

有，还继续风流，直到命终。

梦中梦解答

*  从一个地球形成到毁灭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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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只宠物狗的业障就

快要消完了，所以每次修功德

时，别忘了回向，让他早点消

完业障，好转世为人，修波罗

蜜，不要风流，才不会一直给

人惹来头疼的问题，就像那一

世一样。

也不用带它去寺院，因为

那样做就已经足够了。

个案研究：2005年1月14日

死后堕落恶道，往生到

第三间阴间。因为还有一些

旧功德庇佑，不致于堕落到

大地狱。当在阴间受苦消业之

后，就转世成为狗，时间长达

几百世。这样痛苦般的生活，

直到只剩下一些业障而已。刚

好旧功德回报，接引遇到前世

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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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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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 愤恨的业力

2. 放高利贷的业力

1.吝啬、经常愤怒和燃  

  烧盐巴、辣椒来诅咒 

  他人的业力

1.吝啬的业力

1. 偷邻居东西的业力

2. 建造寺院贪污的业力

1.做不正当的邪业、贪取不  

  义之财的业力

1.欺骗僧人或母亲  

  的业力

1.掠夺遗产的业力

1. 谋取不义之财的业力

2. 奸商欺诈或伪造证件  

   的业力

1.僧人不守戒律的业力              

2.居士拿寺院东西的业力

饿鬼的类型
（一）

火烧全身、

瘦到干扁

全身皮膚

血淋淋

高瘦裸体

高瘦

骷髅狀

又瘦又饿

背土地

的饿鬼

吃子女

的饿鬼

沒有嘴巴 

和眼珠

看守寺廟

的饿鬼

  僧人和饿

鬼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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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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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遗弃、不照顾父母， 

  想要父母早死而获得  

  保险金的业力

1.责骂父母的业力

2.让父母受到麻烦    

  的业力

3.因为有精神病， 

  失去理智而伤害 

  母身体的业力

1.喝酒的业力

2.吸烟的业力

1.触犯了第二条戒偷盗、第四   

  条戒妄语、第五条酒戒的业力

1. 喝酒及吸毒的

   业力

2. 牙尖嘴厉、见  

   谁都骂的业力

1.因为客气而修功德，

  但是不相信功德恶业

  和背后责骂僧人的业力

1.邪淫的业力

饿鬼的类型

（二）

 体型大、

丑陋、蛆蟲缠身，

 有滾烫岩

  石砸身  

糖棕叶大手，
针孔小嘴

吐酸水、

灰烬和热烟
吐糞便

和蛆蟲

全身伤口

腐烂、

半妖半鬼

黑瘦大肚、

生殖器

  腐烂

住天宮的饿鬼

       (时为天人

时为饿鬼）

饿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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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建寺院的钱
死后生为饿鬼

    

    

问题

爷爷刚好在我进去探望的时候往生，是爷爷有意在等我吗？

爷爷死亡前的预兆是如何？爷爷往生后到了哪里？亲生儿子为爷

爷出家的功德他是否收到？现在情况怎么样？

为什么弟弟会梦见一个饿鬼在寺院的大雄宝殿那儿，是爷爷

吗？如果是，那么爷爷究竟造了什么恶业？

当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他专门承包工程，特别是宗教道

场和火葬场的建筑，这份工作是曾祖父留下来的。爷爷的晚

年得了许多病，在他即将往生的那一天，我是最后一个进去

探望他的人。当我进去之后，他睁开双眼凝视着我，不一会

儿呼吸就停止，安详的往生了。在爷爷往生后大约六个月，

弟弟睡觉梦见村庄的寺院里，有一个饿鬼正在扫大雄宝殿的

屋顶，并凄惨的大声喊饿，我猜想可能是爷爷在建造寺院的

时候，是不是拿了寺院的东西或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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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爷爷在你进去探望的时

候往生，是因为他刚好寿缘已

尽，那只是碰巧而已。

爷爷因为欺诈了建造寺

院的钱，往生后变成了饿鬼， 

体型又高又瘦、身体是骷髅，而

且一直在挨饿。

儿子出家的功德，爷爷

没有完全得到，因为儿子只是

按照传统来短期出家，以正

确的方法来履行僧人之道， 

可以让爷爷减少痛苦，可是恶

业还没有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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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爷爷除了凄惨的喊

叫之外，什么也不能说，但在

他内心深处，一直想脱离此恶

业。如今就请所有亲戚诚心的

布施、持戒、禅坐来修每一种

功德，然后经常回向给他，这

样就会让他的处境慢慢越来越

好。

你弟弟梦见在大雄宝殿的

那只饿鬼，他正是你的爷爷，

他成为饿鬼后就在那一带游

荡，因为他欺诈了建造寺院的

钱。

个案研究：200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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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辣椒食盐诅咒
死后生为饿鬼

我妹夫的母亲嘴巴很坏，可是她心地善良，经常到寺

院，不过布施很少，只有五块、十块。有一次，我妹妹供养

法师后，妹夫的母亲就向法师要求，想看看红包里的金额是

多少，如果她认为红包里所供养的钱太多，她便跟法师讨回

那笔钱。此外，她也很舍不得东西，曾经有小偷把两包黑炭

偷走，她为了此事，怒火中烧，拿了辣椒和盐巴一起燃烧，

然后诅咒小偷。说也奇怪，在她死前两个星期，感觉身体烧

烫，好像有人拿辣椒和盐巴来擦在她身上一般。不管用多少

冰块来敷，病情还是无法转好，最后，她痛苦地离开了人

间，享寿七十四岁。

问题
什么业力使我妹夫的母亲临终时，感觉身体烧烫？她逝世

后去了什么地方？是否收到子孙们回向的功德？想转告子孙们

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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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妹夫的母亲临终时，感

觉身体烧烫，是因为她在过去

世和今生，喜欢将活生生的动

物烧烤做菜；以及把辣椒和盐

巴拿来焚烧，诅咒自己不喜欢

的人，这些恶业一起集中来报

应。

她死亡后转世为饿鬼，住在

三峰山之间的饿鬼界中，她的体

型干瘦，全身都被火焚烧着，这

是因为吝啬、嗔恨以及诅咒他人

的恶业一起集中的报应。

个案研究：2006年3月16日

梦中梦解答

*

*  饿鬼界：饿鬼生活的世界，处于萨多般那山下的三峰山之缝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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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母死为得到保险金
死亡后生为饿鬼

当大姐还在世的时候，先前还很用心地照顾母亲。当她知

道我拿钱给母亲用，大姐就怂恿母亲将钱拿给她和她丈夫用。

当母亲没钱用时，就变卖自己的财产。之后，母亲跟大姐吵了

架，心里郁闷就搬出来租房子住。

在母亲中风那段时间，她的舌头掉出来，几乎可以碰到

耳朵，也不能缩回嘴巴里，左半身麻痹失去知觉，大姐有时

顺路来喂母亲吃东西。不久她打电话通知我，我就立刻从德

国飞回来探视母亲，并把母亲送到了医院，细心照料母亲。

我的其他姐姐都住在所离医院不远，可是却没有谁来探望和

照料母亲。

因我的假期很短，只能照顾母亲四天就得赶回德国，于

是就让姐姐们继续照顾母亲，直到母亲往生。即将要做百日

法事了，姐姐们这才通知我，于是我就赶回来和姐姐们一起

修功德回向。由于大姐帮母亲买了保险，因此母亲往生后，

大姐就拿保险公司赔的钱，给自己买了部新车子。可是才刚

把母亲的照片安放在寺院的骨灰塔没几天，大姐一家人就出

了车祸，新车被撞得稀巴烂，大姐也受了重伤，左半身失去

知觉，接受三年的治疗后就往生了。



304

梦中梦解答

你大姐死后转世为饿鬼，

长相很丑陋、体型大，躺着无

法移动，有蛆虫钻身，一直有

烫铁块砸在身上，非常痛苦。

你大姐全家遭到意外事

故，是因为今世你大姐遗弃母

亲没照顾她，为了早点得到保

险金，希望母亲快点往生，她

全家也都同意这样做，这就是

今世的恶业来报应。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27日

问题

大姐一家人有何共业才会遭遇意外事故，是否跟大姐没善待

母亲有关？大姐往生后到了哪里？到底有什么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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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啬不奉养父母
死亡后生为饿鬼

当姐姐还在世的时候，她嫁给了家境富裕的中国家庭，

结婚后就住在丈夫家里。有一天姐夫动手打孩子，当母亲

知道外孙挨打后，非常生气，就和姐夫争吵起来。姐姐偏

袒姐夫，反而跟母亲吵架。从那天起姐姐就不再关心和照

顾父母了。无论哪个兄弟姐妹去求她帮忙，包括我当时也

是非常贫困，姐姐也不曾帮过忙。

姐姐是非法彩票的庄家，起初经营赚了不少钱，直到

她四十多岁时，彩票生意情况逆转，从赚钱变成亏钱，贫

穷终于找上了姐姐。当姐夫往生后，姐姐就患了心脏病和

有休克的症状，后来因糖尿病而往生，享寿六十五岁。丧

礼时姐姐的遗体，只用草席包裹，没有亲戚或子孙买棺材

给她。

姐姐累世的本性如何？为什么不照顾父母，即使就住在附

近，也不帮助有困难的亲戚？姐姐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业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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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姐姐不愿意照顾父母，

没有帮助有困难的亲戚。是因

为从过去世延留下来的吝啬、

骄傲的个性，这些会造成来世

的业障，就是当她贫穷困苦

时，无论兄弟姐妹或亲戚，都

不会有人来帮助她。

你姐姐当了非法彩票的

庄家，刚开始很富裕，后来钱

全赔光而只好结束经营。是因

为过去世曾帮助亲戚，过后就

要求还情，当亲戚让她不满意

时，她也会要求还情和还钱。

你姐姐往生后，连棺材都

没有，只用草席简单包裹，就

拿去火化。是因为今世吝啬、

不奉养父母、不帮助亲戚的恶

业，再加上过去世，若哪位亲

戚让她不满意，生气时就要求

还情和还钱的恶业来报应。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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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往后转世为人间的饿

鬼，体型高瘦、黑皮肤、没穿

衣服、没有食物吃，一直饥饿

痛苦，因为吝啬和曾造过的恶

业来报应。

个案研究：200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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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鬼僧人与饿鬼居士
死后生为饿鬼僧人与饿鬼居士

在很久以前，尼恩师父还在世的时候，他是“颂披浓”

寺院的住持。那个时候寺院里有很多饿鬼，有时到了半夜，

它们会发出令人害怕的声音，有时还现身，站着时，身高

比大雄宝殿的屋顶还高，所以住持每天都要修功德回向给

它们。

有一天，突然发出很大的声响，好像大雄宝殿的地底

下，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然后地板就开始往下陷，最后连屋

顶都倾斜了。尼恩住持说：是船只在移动（一艘登陆舰），

船里面装满了黄金，但是它移到别处去了，这事也就变成了

一个传说，直到今日。

“颂披浓”寺院真有的饿鬼吗？在成为饿鬼前他犯了什么

错？大雄宝殿的下方真的有宝藏吗？为什么会在船舱里？如果是

真的，那是什么样的宝藏？是什么原因让宝藏移动？到底移到了

哪里？为什么尼恩住持会知道这件事？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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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颂披浓”寺院中确实

有饿鬼的存在。有饿鬼僧人，

他们生前没有好好的持戒，只

是依赖寺院并沉迷于供养品，

往生后就变成了看守寺院的饿

鬼，同时还有生前曾经拿走寺

院物品的饿鬼居士。

大雄宝殿的底下确实有

古老的宝藏。盖寺院以前还是

河流的时候，有一艘船沉没在

河底，而船里面装满了金银珠

宝。

这些宝藏能够移动，是因

为由看守宝藏的细人身拖走，

因为他非常珍爱自己船里的宝

藏。尼恩住持会知道这件事是

凭自己的感觉和传说。

个案研究：2005年10月8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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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间大地狱  等活大地狱
接收经常杀生者

寿命500年(地狱时间)  地狱一天 = 人间九百万年

相当于人间的  1,620,000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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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世为等

活大地狱

的众生

1

2

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一间大地狱

4.1 堕胎但是孩子没有死的  
    业力+有人回向功德
4.2 堕胎的业力+有人回向   
    功德

3.1 喜欢打架的业力 +
    有人回向功德

3.1 将军出战的业力
3.2 杀人的业力
3.3 杀妻子的业力

  2.1 因内心郁闷杀死猫的业力
  2.2 杀鸡、杀狗的业力
  2.3 杀猪贩卖的业力
  2.4 贩卖动物+下令宰杀的业力

1.1 自杀的业力
1.2 喝毒药自杀的业力
    +内心极其郁闷

  1.1 宰杀动物+儿子出家+社会福利
  1.2 宰杀动物来拜神的业力+有人  
      回向功德

5.1 不公正的审判
    案件，正在地
    狱的阴间受鞭刑

2.1 上吊的业力+有人回向功德
2.2 自杀的业力+有人回向功德
2.3 跳楼自杀+有人回向功德+有  
    朋友回向出家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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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兽头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我的父母来自中国，以养牛和生产贩卖牛乳制品为业。

后来转行饲养鸡、鸭，以及卖鱼到别的县府去。一到了农历

春节的时候，父亲就会按照平常中国人过年的习俗，杀鸡杀

鸭来祭神。

父亲有心脏病，于1983年在厕所里跌倒不幸往生，享

寿八十八岁。

母亲患有糖尿病，没有小心控制糖分，脑血管破裂导致

瘫痪，于1989年往生，享寿七十六岁。

问题
父母现在过得怎样？去了哪里？父母开设农场养鸡、鸭、猪，

会有什么样的业报？要怎样消除这恶业？



313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往生后，因生前饲

养动物贩卖宰杀的业力，让他堕

落到了阴间，此时正在被狱卒砍

头。他有半人半兽的外型，即是

人身兽头，长相就如同自己曾经

饲养宰杀的动物一样。每当砍掉

头后，新的头又重新长出来，如

此来来回回不计其数，非常的痛

苦。持续收到回向的功德后，使

得业障慢慢的减轻下来了。

现在父亲已经脱离业障和

狱卒的痛苦折磨，都是因为你

全心全力护持供养佛像的功德

回向给父亲。你父亲正被带往

审判堂，等待被判决转世到哪

里。

母亲往生后第七天，就

被狱卒带到阴间审判。被判

处的刑罚跟你父亲一样，两人

所在的位置很接近，是因为

曾经一起造业的关系。现在

母亲的罪业已经慢慢减轻， 

是因为持续收到回向的功德，就

和你父亲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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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供养佛像的大功德专

门回向给母亲，因此母亲就被

带到审判堂，等待被判决在哪

里出生。

个案研究：200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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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三次

当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她会按照习俗修功德。在阿姨

尚未想有孩子时，每次怀孕，都会请外婆来压挤肚子，一

直到血块出现为止，就这样一共解决了三个小生命。外婆

晚年患大肠阻塞而往生。她去世后，我就开始存钱为她供

养佛像，头期先付一千块，然后陆续地供养，目前已十一

年了，还没供养满份。

什么业力使我外婆患大肠阻塞？她往生到了什么地方？是否

收到我们回向的功德？她帮阿姨堕胎会受到怎样的业报？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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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外婆患了大肠阻塞，是

因为前世出生在农业社会里宰

杀动物做菜肴的业力；加上跟

人借钱久久不还，有时有钱也

没还，有时则是忘记。至于今

世，外婆帮阿姨堕胎的业障则

为助缘。

因为帮阿姨堕胎的业力， 

死亡后就堕落到第一间大地狱

的阴间。正被狱卒装进黑皮袋

里，并将皮袋口绑紧，最后用

滚烫的铁棒殴打。在皮袋里面

死死生生了无数次，非常的痛

苦。外婆已经收到你们回向的

功德，但是还没有脱离此业

障，还需要继续把功德回向给

她。

个案研究：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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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井下石的业障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从童年开始生活就很困苦， 

到了晚年又患上了牙龈癌。自从拔牙后，母亲就痛苦不堪， 

因为癌症细胞已经扩散到臼齿里。母亲每天痛到坐卧难安，

曾经自杀好几次，迫使姐姐必须紧盯着母亲的一举一动。 

最后，母亲还是自杀了。那天，姐姐正在收拾碗盘，母亲就

趁这个机会，从楼上滚下楼而往生。

到底是什么业障让母亲患上牙龈癌？为什么不是死于

癌症，而是因自杀而往生？在母亲使尽办法自杀了几次， 

却没有成功的那段时间里，是什么功德保佑她？母亲往生到了

哪里？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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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母亲患了“牙龈癌”， 

是因为过去世宰杀动物做菜肴

和贩卖的业障，加上过去世

的“口业”，就是曾“落井下

石”的一直责骂妹妹所做的错

事，直到妹妹自杀。此恶业先

回报使你母亲自杀身亡。

当母亲自杀的业障尚未报

应，不管你母亲如何使尽办法

自杀也无法成功。自杀的业力

让她的心混浊，你母亲死亡后

到了阴间。目前正从崎岖的高

山上滚下来，然后再走上去，

重新滚下来，非常的痛苦。

个案研究：200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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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养育能力而堕胎

      

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怀我母亲六个月时，她便想堕胎。 

因为那几年连续怀孕，深怕无法养活孩子，所以就吃了排血

的药，结果一直流血不止，最后外婆就往生了，而母亲却逃

过了被堕胎的厄运。

什么业障让我外婆短命且血流不止？外婆往生后到了哪里？

情况如何？

梦中梦解答

你外婆短命且血流不止， 

是因为曾配制堕胎的药物，给

那些想堕胎的亲人服用的恶业

来报应。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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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往生后到了第一间

大地狱的阴间。她生前堕胎但

胎儿未死的业力，才没有堕落

到大地狱。外婆现在正被狱卒

强迫吃药，吃药后开始全身流

血，一直到血流成池，使自己

浸泡在血池中直至死亡。死后

又复生，再度接受酷刑折磨，

痛苦不堪。她收到你们回向的

功德了，让罪业减轻了些，但

还未消完。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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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养人（二）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母亲是出生在泰国的华裔子弟，她修功德不太积极，也

不信仰佛教。母亲经常宰杀动物去卖，而且她认为这没有罪

业。往生前五年，她才停止此业。母亲因患了子宫癌而往

生，享寿六十一岁，往生前大姐一直诵经给母亲听，直到她

断气。

父亲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与母亲结婚后，家境

却越来越贫困，几乎穷到没什么东西可吃了。父亲年轻时很

风流，烟、酒样样来，犯了好几条戒。大约十年前，父亲才

把烟、酒给戒了。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也常带我们去修功德，一年会

去好几所寺院。父亲曾造了杀生业，他以前经常宰杀动物去

卖，距今也有十多年没有再做了。2004年10月6日，父亲离

开人世，医生说他猝死于心肌梗塞。

父亲往生的那晚，我梦见他愁眉苦脸地回来，好像他

还不想死。我告诉他：“父亲，你已经往生了，你要忆念

生前修的所有功德。”往生后七天内，我大声的对父亲

说，请父亲要忆念功德，我也不断的修功德回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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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业力让母亲患了子宫癌？母亲往生前，姐姐诵经给她

听，使得母亲死亡前的预兆变成如何？母亲死亡后去哪里？什么

因素让父母一结婚，经济状况就一路下滑？

父亲往生的那晚，我梦见他愁眉苦脸地回来，好像

他还不想死！我告诉他：“父亲，你已经往生了，你要忆

念生前修的所有功德。”父亲真的有回来吗？去世后七天

内，我大声的对父亲说：请父亲要忆念功德，他知道了吗？ 

父亲死亡后去哪里？

梦中梦解答
你母亲患了子宫癌，是因

为过去世宰杀动物做菜肴和贩

卖的业力，加上邪淫的业力来

报应。你母亲往生前，姐姐诵经

给她听，让母亲的内心混浊与清

净参半。

因生前经常宰杀动物做菜

肴和贩卖的业力，在母亲往生后

就被狱卒带到第一间大地狱的阴

间。现在正被狱卒切割身体，非

常痛苦。母亲没有堕落大地狱，

是因为往生前隐隐约约听到你姐

姐诵经的声音。母亲已收到你们

回向的功德，但业障还没消完，

你还要继续修功德回向给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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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母一结婚，经济状况

就一路下滑。是因为过去世他

们俩不常布施，也不相信布施

后会有善果报。你父亲往生的

原因除了心脏衰竭外，也刚好

寿缘尽了。

你父亲往生的那晚，你梦

见他，那是真的。因为父亲刚

往生还不能自立，所以死后那

七天，父亲都在家里游荡。

因生前经常宰杀动物做菜

肴和贩卖的业力，在父亲往生

后就被狱卒带到第一间大地狱

里的阴间。现在正被狱卒切割

身体，跟你母亲一样，非常痛

苦。其实你父亲犯了很多条戒，

但没有堕落大地狱。是因为刚往

生后那七天，他听到你讲有关功

德的事情，虽然不太明白，但也

能使他的心清净一些。父亲已收

到你们回向的功德，但业障还未

消完，你还要继续修功德回向给

他。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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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继续自杀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我的丈夫是非洲人，他和我结婚之前曾有过两次婚姻。

他和第二任前妻，育有一对双胞胎男孩，在一起生活二十五

年后，他们就离婚了。因为他的前妻，有了新男友，那时也

正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没多久他的前妻因对新丈夫的爱情

感到失望，所以就开枪自杀了。没过多久，双胞胎的弟弟，

年龄约二十六岁，因为失恋，最后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

我丈夫的第二任前妻，往生后去了哪里？丈夫和前妻所生

的儿子，有何业障才如他母亲那样自杀身亡？往生后去了哪里？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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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丈夫的第二任前妻，因

为自杀的业力，往生后就被狱

卒带到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

她现在正被狱卒逼迫，重复不

断地开枪自杀，非常痛苦。

她 想 转 告 你 丈 夫 说 ： 

“她很痛苦，很想逃脱这里。”

她往生后，没有来找你丈夫，

那只是你丈夫怀念她而幻想

的。

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儿子和

母亲一样自杀，是因为在他前

世对爱情失意而自杀的业力，

多世用各种自杀方法来解决问

题。到了今世又用开枪自杀的

方法，这是他前世的习性，延

留至今。

梦中梦解答



326

他死亡后被狱卒带到跟母

亲同一间地狱的阴间，因自杀

的业力，使他受到各种自杀的

刑法。目前正被狱卒逼迫他自

杀，就如母亲一样痛苦不堪。

他很想逃脱那里。

个案研究：2007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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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养人（二）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我家一开始开碾米厂，后来遇到了经济上的问题，才转

行来养猪。从刚开始的几头猪，发展成了一个大型的养猪

场，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头猪。经过十年左右，由于猪肉跌

价，导致亏本，最后只好结束这个行业。

我父亲是中国人，没有时间去寺院修功德，父亲喜欢在

家里拜神多过去寺院修功德。我父亲曾有一段时间瘫痪，但

经过治疗后就痊愈了。在父亲往生前，他大约有两三天感到

胸部非常疼痛，不太能吃东西，往生时享寿七十二岁。

问题

什么业障让父亲在往生前感到胸部疼痛？同时也不能进食？

父亲死亡后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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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2007年2月21日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往生前胸部疼痛， 

不能进食，因为生前养猪供

人宰杀，刚好寿缘已尽的业

力来报应。因生前养猪供人

宰杀，加上自己令人去杀牲

畜来拜神的业力，死亡后转

世为第一间大地狱的阴间众

生。此时狱卒正在剁斩他的

身体，死死生生无数次， 

非常的痛苦，你父亲已经收到

回向的功德，使得他的罪业减

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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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变成司令官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众生

当外公还在世的时候，他以种田和捕捉野象为生。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外公曾当过高棉军官，职位相当于地

方的统帅，掌管柬埔寨东北部的军队和村民。在一次内阁会

议之后，外公和舅公就一起被捉去枪毙了。

什么功德能让外公从一个种田及捉野象贩卖为生的村夫，变

成一名地方高级统帅？现在外公在哪里？

你外公能从一位种田及捉

野象贩卖为生的村夫，转变为一

名地方高级统帅，是因为前世的

愿力。就是每当他修功德时，如

祭祀神灵和布施穷人，则以布施

的功德为主，祭祀神灵为副。许

愿希望在来世可以当官、能有权

势、能有很高的官阶。

问题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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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世的功德回报，

让你外公成为一名地方高级统

帅，但是没能住在一个可以发

展繁荣的宜居之地。之所以会

被捉去枪毙，是因为在过去世

你外公宰杀动物拜神，加上今

生杀人的业力。

如今外公在第一间大地

狱里，狱卒正用各种武器来行

刑折磨他，例如有：射、砍、

刺、炸、勒，就好像生前自己

动手杀人或命令属下杀人时一

般。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一直

重复着，非常的痛苦。外公现

在还不能接收你们回向的功

德，但是功德已经在阴间等待

他了。

个案研究：2007年7月15日

*

*  宜居之地：适宜居住的地方，没有污染的自然环境，有利于身心的健康。

能够支持居住的人经营正命，容易的获得繁荣与进步，并修圆满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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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被灌黑硫酸与枪毙自己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经常抽烟、喝啤酒。在父亲

婚前，他曾经酒醉驾车去撞到一对老人家，使得老先生当场

死亡。父亲也受了重伤住院，出院后还得支付大笔赔偿金给

亡者。祖母希望父亲能够戒酒，但是父亲还是戒不掉。

从我懂事以来，每天都见到父亲抽烟、喝酒。他每天下

班回家第一件事，不像其他父亲一样会来亲近孩子，则是先

喝啤酒，每天都要喝八至十瓶啤酒，也从不关心任何人。当

父亲喝酒时，若我与姐姐跑出来玩，父亲就会大发雷霆，害

得我和姐姐只能躲在房里玩。父亲在家时，我多么希望他也

能抱抱我、和我一起玩、或者带我去散步、买冰淇淋吃，就

和其他的小孩一样；我也想亲近父亲和他聊聊天。

尽管父亲在家，但我从未感受过父爱的温暖，父亲跟

酒在一起的时间多过和我们在一起。我不敢靠近父亲， 

因为父亲得了慢性酒精中毒，倘若父亲没有喝酒，则会情绪

烦躁、善变，比以前更令人害怕。父亲他还患了喉癌，医生

已帮他动手术治疗，禁止他抽烟喝酒，但是父亲无法克制， 

连他住院准备动手术，也偷偷跑到停车场，拿车内预藏的啤

酒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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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教导我说：酒和烟都是不好的物品，只有害处，

我也非常厌恶它们，更厌恶那些制造烟酒的人，因为烟酒

害我的家庭非常痛苦。虽然父亲从未打过我们，但是他已

经伤透了全家人的心。

后来母亲非常恼怒，受不了了，就去法院控告父亲。当

法院判定离婚有效后，迫使父亲必须搬到别的地方住，那时

我很怜悯父亲，我也知道父亲很舍不得老婆孩子。当父亲才

离开我们两三天，他就用枪射击自己的心脏而往生。虽然我

不依恋父亲，但我也想有个父亲。我不想再让这类事件发生

在其他小孩身上；也不想这世上再有烟酒了。

父亲往生到了哪里？什么业力使他开枪自杀？我母亲恼怒受

不了压力，进而上法院控告父亲，直到父亲自杀，母亲会有业障

吗？要如何消除这个业障？我短期出家为沙弥、母亲供养了深修

禅堂圆顶上的佛像和大僧座宝墙水泥柱的功德回向给父亲，他是

否收到？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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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会开枪自杀是因为

前世的业障，有一生因生意失

败遇上家庭问题，使他非常失

望，父亲的解决办法则是上吊

自杀。这种自杀的习性，就延

续到今世，当他生活上遭遇痛

苦，也就以自杀的方式来解决

问题。

你父亲死亡后，内心非常

混浊，就直接堕落到第一间大

地狱。目前他正在用枪射杀自

己，就如他生前一样。死而复

生无数次，之后狱卒还用炙热

的黑硫酸硬灌到他嘴里，就这

样不断交替着，非常痛苦。

你母亲不是故意让父亲自

杀的，因为是父亲的行为让她

忍受不了，才会去法院控告要

跟你父亲离婚，所以你母亲不

会有业障，那只是你父亲前世

的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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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短期出家与供养宝柱

的功德回向给父亲，现在他还

不能接收功德，是因为他的业

障还很重，但功德已在阴间等

待你父亲上来接收。

个案研究：2005年3月19日

*  宝柱：大宝墙第二层的混凝土支撑柱



335

前世宿怨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是家里的独子，所以祖母特别宠

爱他。父亲他很聪明、很会讲话、家境又好、高中毕业，以

那时代在县里高中毕业算是学历最高的，所以父亲就被挑选

为区长了。父亲很爱喝酒也喜欢请村民喝酒，当父亲酒醉深

夜回家后，就经常拿枪射击大门，或朝天空射击，使邻居们

都十分惶恐。

大约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晚，那时我正在睡觉，父

亲走上二楼叫醒我说：“我把你母亲打晕了，赶快送她到

医院去。”我睡眼惺忪的走到楼下，发现母亲晕倒在火炉

旁边，于是我马上去请邻居来帮忙，尽快地把母亲送到医院

去。父亲经常用枪背，把母亲打得鼻青脸肿的，像这样不寻

常的事件，在我家可是经常发生，而这些全都要归咎于酒所

带来的问题。

1986年8月7日，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一

天，母亲去参加邻居的丧礼，当法师正在诵经时，突然有一声

枪响，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惊吓！枪响的来源就是我

父亲用枪射击母亲的脑袋，子弹从枪管射出，让母亲当场死

亡，让人联想不到的是，父亲竟然会对母亲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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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被警察拘捕入狱，坐了两年牢。出狱后， 

我请求父亲戒酒，他也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到了1993年4

月18日，父亲骑车与其他汽车相撞导致脑淤血，必须紧急

开刀治疗，手术后只维持了十二小时的生命，就离开人世

了，享年五十九岁。

母亲从来没有造过什么恶业，但为了什么原因使她遭枪击而

死，母亲离开人世后，现在情况如何？母亲是否收到我塑造自身

佛像回向给她的功德？母亲有什么话转告给我吗？父亲死亡时的

预兆如何？是什么业力使他发生车祸意外往生？

梦中梦解答

母亲遭到父亲枪击死亡， 

是因为你母亲在过去世有个酒

鬼的丈夫，经常让她宰杀动物

做菜肴。有一次，她的丈夫宴

请很多人来喝酒，必须宰杀

牛来做下酒菜，而这头牛在临

死前，与你母亲结下了怨仇。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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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头牛的前世有酒业，也

曾杀过动物做菜肴，它在恶道

轮回中长时间受苦，后来转世

为牛，好多世被人杀，直到今

世成为你的父亲。

前世你母亲有请他人喝

酒剩下的恶业，以致她今世有

酒鬼的丈夫。因业力牵引你

母亲，遇到前世有宿怨的牛 

（今世的你父亲），才会在今

世来杀死你母亲。

你母亲因为关爱和眷恋孩

子们，再加上她生前按照传统

修功德的缘故，当她往生后，

就转世为高级的地居天人。刚

开始她还经常回来看你，直到

你长大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

来了，母亲也已收到你们所回

向的功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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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话转告你，她很高

兴你能改过自新，因为你过去

的所作所为，她都看到了。当

你做不好的事时她伤心，当你

做好事时她会开心，也感谢你

回向给她的功德。

你父亲遇到车祸意外往

生，那是因为他前世与今世宰

杀动物做菜肴的业障，再加上

今世杀你母亲的业力合起来报

应。

父亲死后，就堕落到第一

间大地狱，受完折磨消业后，

还必须再到第五间大地狱受

苦，目前正被狱卒殴打折磨， 

用枪重复不断地射死他， 

非常的痛苦。

个案研究：200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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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有狗味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三哥还在世的时候，非常喜欢喝酒，他从年轻时就开

始喝酒一直到往生。同时三哥还有一道喜欢的下酒菜就是“

狗肉”，他会杀狗来做下酒菜，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连一

只得了麻风病的狗，三哥也会捉来杀掉做菜肴。在杀狗时，

三哥大多会将狗装进袋子，打到死，为了要把狗毛拿掉，最

后淋上热开水。如果是有麻风病的狗，在淋热水之后，就必

须把皮剥掉，只取内脏来食用。拿来宰杀的狗通常是村民送

来的，大都是因为家狗生了狗仔，没有能力饲养，或者是难

以驯服的恶犬。

若村里有哪个人不想再养狗了，就会来告诉三哥捉去处

理掉。如果是小狗，就先把它养大点再来宰杀。如果是流浪

犬，或是迷路进入村庄的狗，三哥也会处理掉。三哥不会去

偷取主人不允许的狗来宰杀。而大多数人喜欢吃的狗是全身

黑毛的狗，因为大家都认为食用黑狗之后能让人滋补元气。

（通常人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吃狗肉，因为狗肉本身有热元

素，吃了之后，会使得全身温暖，味道也鲜美极了，而狗的

肠子则被认为是最美味的。）

被三哥宰杀的狗不计其数，有时候没有狗肉做下酒

菜，就会拿猫来代替。于是就让三哥的身上留下了一种标

记，即是：不管三哥去到哪里，在他50米的范围内，所有

的狗，不管他们是否熟识，都会跑来吼叫和撕咬我哥，一

直以来都是如此。村里认识的人都说：“如果是狗如此的

吼叫，除了是我三哥，便无他人了。”他被狗咬了很多次，

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还说有药物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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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哥喝醉的时候，喜欢大吵大闹，妻儿都呆不下去，

还喜欢去勒索别人的钱财，连自己的弟媳妇都不例外，于

是没有人与他合得来。在不喝醉的情况下，人就很和善，不

会跟谁有什么过节。但是醉了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三哥

很喜欢喝酒，于是得了肺积水的病，医生禁止喝酒，他也不

听。在往生前的前一年，三哥非常的瘦，因此没有力气走去

哪里，饭也吃不下，但是可以喝酒。

在三哥往生前的一个月里，他肚子很痛，所以非常的痛苦，

亲戚送他去医院，他却逃回家来，在家里躺着任其疼痛。而且在

痛的时候还一直喝酒，喝到酒醉，醉之后就开始责骂家人，于是

妻子和儿女就搬到另一处房子去居住。乡亲也没有谁来关心他，

最后又再一次送他进医院，但是他还是逃回家来，自己一个人

躺在家里任其发作，非常的痛苦，在床上滚来滚去，还会不时

的发出狗叫的声音，但还是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他。大约过了两

个星期，那种狗叫的声音慢慢的消失了，村民们就相约去看，

于是就发现三哥已经趴在床上往生了，享年58岁。

问题

三哥杀很多的狗来做下酒菜的业力，加上饮酒和醉之后喜

欢破口大骂的业力，还有勒索他人财物的业力结合在一起，将会

让三哥怎么样？在他往生前有什么样的征兆吗？往生以后去了哪

里？有什么要转告给亲人的吗？为什么三哥走去哪里，都会有狗

一直的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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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三哥杀很多的狗猫来

做下酒菜，加上饮酒和醉之后

喜欢破口大骂，还有勒索他人

财物，往生以前出现黑暗的预

兆，因为看见很多的狗来伤害

他。

他在往生以后立即来到了

第一间大地狱，然后盘旋去到

各间地狱，因为生前触犯了所

有的五戒。现在正在被狱卒所

变成的、具有锋利的牙齿和尖

利的爪子的狗，撕咬着身体，

分成小小的块状拿来吃，毫无

剩余，最后只能死去。

后来狗又把嘴中的肉吐出

来，他就再次转世成为阴间的

动物，如此不停地轮回，直到

把业障消除完，因此还要长久

的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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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给他的功德存在阴间

里，还不能到达大地狱，同时

也没有什么要转告给亲人的。

你三哥喝醉酒之后失去理

智，就尝试着吃狗肉，后来就

上瘾了，成为一种习惯。当他

脱离了大地狱之后，就转世为

动物，成为一只狗，也被人杀

来吃，持续了很多世，直到骨

头堆积成山，或者有如生前杀

过的狗的毛一般多。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业

障，于是就跟随着曾经做过的

业障来接受惩罚。

你三哥走去哪里都会有狗

一直的跟着吼叫并撕咬，是因

为它们闻到自己的气味，从你

三哥的身上传出来，依照它们

的自身的本性，他们知道你三

哥是吃它们的人。

个案研究：200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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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杀工厂的老板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我的第二个哥哥还在世的时候，从事杀猪的行业，

它是屠宰场的老板，有过流氓的行为，对佛教没有兴趣，

被车撞，接受了脑部手术，躺在病床上直到往生。

问题

二哥往生后去了哪里？现在怎么样？

梦中梦解答

个案研究：2005年5月27日

你二哥由于有宰杀动物去

卖的业力，当他往生后去到了

第一间大地狱。过去曾经作为

流氓伤害他人。而现在正在被

有如生前宰杀猪一样，自己也

正被解剖身体，非常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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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不叫“咪咪”声
生为第一间大地狱众生

我祖父是差压彭府的农民，生活很辛苦，不爱修功德，

还抽烟和酗酒，喝醉后就经常跟我祖母吵架。在爷爷的晚

年，他造作了惊人的恶业。因为经常有猫来偷家里的饭菜，

使他起了厌恶心，于是制作了捕猫器，用鱼肉来诱惑它们。

抓到猫以后，就宰杀它们报仇。他经常这样做，直到逝世前

喊叫：我看到猫的画面。

问题

我祖父死前的预兆如何？他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情况如

何？是否获得我所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你祖父死前的预兆是看到

自己曾宰杀的猫来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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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后，因为心染浊， 

所以先堕落第一间大地狱，

然后再到其他间地狱受刑。

原因是他有杀业，还犯了许

多其他的戒。正被狱卒化身

为大黑猫，用黑的铁指甲猛

抓，咬吃，非常痛苦。无法

得到所回向的功德，但功德

会在阴间等待他来接收。 

目前没有什么话要转告你。

个案研究：200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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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间大地狱   黑绳大地狱
专门接收偷盗者

寿命1,000年(地狱时间)  地狱一天=人间36个百万年

相当于人世间的12,960,000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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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黑绳
大地狱的
众生

第二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二间大地狱

1. 收受贿赂 + 有功德回向

2.  协助丈夫偷盗 + 在佛教

   内修功德

1. 做流氓偷盗

2. 偷盗和抢劫财物 + 杀财物

  的主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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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贿赂的业力 
生为第二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个市长。我有七个兄弟姐妹，

生活很富有。但是父亲在三十八岁时，莫名其妙就去世了。

当晚父亲在睡觉时，喉咙里发出呵的一声，然后就断气了。

当父亲往生时，就用棉被盖着他的脸和身体。但是隔天早上，

打开棉被时，发现他的脸和指甲都变成了黑色。听长辈们说，

父亲是被下蛊了！

问题
父亲有什么业力才会短命？他往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被人

下了毒？目前父亲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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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短命是因为在过去

世曾下毒，毒死竞争对手。事

情就是你父亲曾是位生意人，

有一次政府开放投票项目，有

了竞争者，后来就彼此变成仇

敌。然后，你父亲就用毒药毒

死对方。今世来相见，就是随

着旧恶轮回而报仇。他往生的

原因是中毒。

你父亲往生后游荡了七

天，被阴间判官带到阴间，被

判到第二间大地狱的阴间，正在

被阴间狱卒强迫吃烫铁块，非

常痛苦。这是因为他生前接受

贿赂的恶业。父亲已得到回向

的功德，他的罪已经减轻了。

个案研究：2005年11月7日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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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时安详死后受折磨 
生为第二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祖父还在世的时候，他是当地的流氓，有势力、凶

悍，被称为“老虎”。这个名号恶名远播，与祖父同姓者都

无法当上公务员。祖父每天都酗酒，生病后就毫无痛苦的死

亡了。

祖母心地善良，经常到寺院修功德，每逢佛日都会到寺

院持戒，她是因寿缘已尽而往生。

问题
祖父与祖母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祖父一直做坏事，为什么

往生的时候好像没有痛苦？祖父往生后，还生我父亲的气吗？祖

父与祖母获得我回向的功德吗？

你祖母往生后去了阴间。

因为帮助丈夫造作恶业的缘

故，生为女棍攀。她没有堕落

地狱，因为在佛教里所修的功

德来庇护她。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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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祖父一直造恶业，但临

命终时好像没有痛苦感。因为

祖父过去世供养药物的功德来

回报。祖父往生后就到第二间

大地狱，因为抢劫的恶果来先

回报。

你祖母获得你回向的功德

了，只在阴间工作六个月，休

息六个月。回向给祖父的功德

会在阴间等待他。

祖父往生后马上堕落第二

间大地狱，所以没有时间生你

父亲的气。

个案研究：200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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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世为海盗 
生为第二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海盗还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位妻子，他们住在一条船

上。他们会用咒语，所以锐利的武器，例如刀子、矛和剑等

等都不能伤害他们的身体。他们很骄傲，谁都不怕，抢了很

多东西。这对夫妇海盗非常的凶残，只要是不出海的时候，

一定会互相吵架。有一天，他们俩用非常锋利的武器来打

斗，很残暴，无人敢来劝架，但是双方都无法伤害到对方。

当双方的气消后，就又会一起到海里去打劫。

因为在印度洋上，有许多海盗，当时的官员管不着。直

到市长任命这对夫妇，来镇压其他海盗，让这对夫妇统治一

个岛。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结束海盗的生活, 不再当

海盗了。于是他们便住在这岛上，经营椰子果园，他们将劫

来的财富，埋藏在新种的椰子树下，还做标志，把银子或钞

票藏在第二棵椰子树下，如果是金的话，就埋在第三棵椰子

树下。

这件事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埋宝藏的那位海盗。在生

活改变了之后，当他们相互生气时，还是会拿着武器来相互

厮打。虽然他们技术好，但是到最后他们也会相继老去。时

间慢慢的流逝，之后也没有人知道有宝藏埋在岛屿上。然后

那位埋的人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的体力了，而海水也渐渐的冲

击着椰子树，然后那些埋在树底下的宝藏也就流向海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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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那一对海盗夫妇，他们往生后到什么地方，现在什么样？

梦中梦解答
那一对海盗夫妇，在往生

后都堕落第二间大地狱。因为

生前当海盗，抢夺财物杀人。

现在堕落第二间大地狱，

已经没有刀枪不入的本事了，

被狱卒用刀砍他们身体，刮他

们的骨骼，然后把形象如财物

的烫铁放入他们的嘴里和肚子

里，缝好折磨至死。反反复复

的生了又死去。

个案研究：200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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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间大地狱   众合大地狱
专门接收邪淫者

寿命2,000年(地狱时间)  地狱一天=人间144个百万年

相当于人世间的103,680,000个百万年



355

1.邪淫+往生前看到业相
2.当妓院的管理员 + 邪淫
  的业力
3.开妓院的业力

生为第三间

大地狱的众生

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三间大地狱

2

1

1. 邪淫+救济社会的业力
2. 邪淫+按照传统出家+得到回向
   功德
3. 邪淫+得到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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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狗却碰到铁嘴乌鸦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位好心的人，会按照传

统来修功德。但是他很花心，在和母亲结婚以前，就已经

有了妻子和几个孩子。在我刚好六岁那一年，父亲得了帕

金森综合症，手会不停地颤抖。他就云游到各个村子或深

山里面去，然后按照古代药方来治疗。最后染上了疟疾， 

不久就往生了。

问题
我父亲往生以后去了哪里？为什么父亲会得帕金森综合症？

而后又死于疟疾？

梦中梦解答

在前世的时候，你父亲有

饮酒和宰杀动物去卖的业力，

在今世来一起回报，才会让你

的父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并

死于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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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后就被判官判到第三间

大地狱的阴间。因为在世时， 

在有了妻子之后，还跟村里的女

孩子打情骂俏。

现在阴间判官正在强迫他

去爬木棉树，而每根树干都有尖

利的刺凸出来。除了它们以外，

还有别的阴间众生一起爬。树上

还有铁嘴的乌鸦在等待啄他，而

树下有铁牙猎犬守候，另外还

有阴间判官拿着长矛驱赶它们

往上爬，就这样来回地爬，痛

苦不堪。

个案研究：200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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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木棉树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干女儿还在世的时候，十七岁那年便和同乡的一位

男子结婚了，不久她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样貌

很像西方人，她丈夫没说什么，一点也不介意。但是，后

来夫妻两人却因为个性合不来，经常吵架而分居了。当时我

干女儿年纪还很轻，一直跟同龄的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造

成她和丈夫之间产生误会，她的丈夫因吃醋而生恨，结果以

分居作为收场。之后，干女儿就到佛统府经营一家理发店。

1999年9月23日，当时我们家乡正在举办年度庆祝活动。

邻居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场地和食物，有的宰杀黄牛和水牛来

做菜肴。男生负责切肉，干女儿的丈夫也是其中之一。当大

家正在忙着切肉时，他举起沾满鲜血的刀，然后大声地说：

这把刀要用来杀人的！但是当时大家都不以为然，以为他是

在开玩笑。这一次的庆祝活动，干女儿也回来参加，到了晚

上她还跟一个男人去唱卡拉OK，然后到那位男人的家喝酒

作乐。她的丈夫一直紧盯住她，把她的这些行为，一一看

在眼里。最后，她的丈夫叫她到楼下来商谈。当夫妇两人一

见面，就发生激烈的冲突，积恨很久的丈夫，愤怒之下把她

推倒在地，然后提起切肉的刀，往她的心脏刺了好几下，结

果，她在痛苦哀嚎声中往生了。

问题
什么业力使干女儿被丈夫刺死，往生后的情况如何？目前在

什么境界？她有没有获得我们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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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干女儿被她的丈夫刺

死，这是因为你干女儿在好几

世前都生性风流，且有外遇。

尤其是现世的这位丈夫，在过

去世也曾经是她的丈夫，那一

世，她也不忠于丈夫就如今世

一样，所以他们之间结下了怨

恨，成为宿怨，但是，那一世

他没有杀死你干女儿。

你干女儿有另一世的杀生

业，她因争风吃醋，雇人去杀

死对方。因此，这两种恶业集

中来报应，令她今世被丈夫刺

死。

她刚往生时，因还没有做

好心里准备要死，所以在外游

荡了七天，之后被阴间判官带

到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的审判

堂受刑，由于生前风流且有外

遇，所以被判攀爬有刺的木棉

树，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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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获得你回向的一点点功

德，但是不足以使她脱离业力。 

她转告你说，她很痛苦，希望你

多多回向功德给她，让她早日脱

离阴间的痛苦。

个案研究：200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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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我长大后当了老师。去上班时，遇到了一位男子。他很

喜欢我，但是我却没有看上他，因为我已有爱人了。所以他

就对我的外婆百般的讨好，使我外婆很喜爱他，从而外婆跟

我说，让我不得不跟这个人结婚，要不然所有的遗产和种植

园，就不留给我妈妈了。加上感恩，我迫不得已跟他结了

婚。

我的丈夫是在政府部门里当高级副司长。虽然我跟他结

婚时，没有感情，还是感到有吃醋的感觉。因为他很花心，

我的心很痛，只好忍耐。他着迷别的女子，有时忘记了家和

我，跟其他的女生出席各种活动，让人家认为我只是他的小

老婆。但是他也有优点，就是会把所有的薪水都交给我用。 

有一天他突然昏倒躺着，血流进脑部，需要在头部开刀， 

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四个月后往生了。

问题
为什么我得要跟没有感情的人结婚，而且很花心，使我对

人生没有乐趣、希望。虽然我不爱他，却吃他的醋。他不在的时

候，我会感到寂寞。他往生之后，转世到什么境界？



362

梦中梦解答
你要跟没有感情基础的人

结婚，而且他也很风流，使你

生活得不安乐。因为你在过去

世生为男生时，个性风流，曾

逼迫子孙跟没有感情基础的人

结婚，此业力来报应。

虽然你不爱他，但还是

会吃醋。当他离开后，就感到

很孤独，因为你执着，认为

他是你的丈夫，这是平常人的

感受，就是当分离后就感到孤

独。其实你们心里也曾有密切

的关系，因为你们一起有过孩

子。

你丈夫往生后转世到第三间

大地狱的阴间。因有邪淫业，正

在爬有刺的木棉树，非常痛苦。

他已经获得回向的功德，让他的

罪减轻，但还没消完。

个案研究：200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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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性服务场所的恶业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总是视自己的富有程度来供养，

每个佛日都会去寺院和持戒。再从寺院回家之前，都会先帮

忙做清洁卫生，冲洗厕所。母亲去寺院前会把饭菜先做好，

让孩子们在佛日的晚上和隔日的早上有饭菜吃。每当母亲从

寺院里面回来之后，都被父亲责骂，骂关于拿食物供养比丘

的事情, 然后父亲就会偷拿供养的那些食物来吃。

后来父亲开了一间妓院,喝酒喝很凶，喜欢挑衅女孩子，

同时还去赌博，不关心家人，久久才会回一次家。在母亲怀

孕期间，即使父亲在家，也不曾照顾母亲。在母亲临产前流

了很多血，一边哭一边喊痛，我只好跑出去找三轮车来带母

亲去医院。

母亲一直做繁重的工作，白天做建筑，晚上做裁缝，当时

间空闲的时候，受雇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样才能刚好有钱来

养育孩子，母亲只会一个人默默忍受着，从不跟我们说。有时

候没有米来做饭，母亲就会拿一些杂粮来搅拌在一起，亲

手一口一口的喂我们，不是放到我们各自的碗中，因为分

出来的话可能不够吃，有时候母亲会自己忍受挨饿，为的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吃饱。哪天父亲喝醉了回家，就会和母

亲吵架，强奸母亲，父亲一点都不负责任。父亲和母亲生

活在一起，但是却像一对怨亲债主。有时候，母亲正在拿

起饭锅倒热水，父亲就走进去把母亲的一只胳膊往后扭，

母亲很痛，就叫孩子们来帮忙，其他的人都很害怕父亲，

而我却不怕，而且很心疼母亲，于是就用木条来打父亲的

后背，使得他感觉到疼后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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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的大哥刚好十一岁，想帮妈妈赚钱来养

家，就逃学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或者卖冰激淋。当父亲得知

之后，就拿绳子来把大哥的双手绑住，拿木条打他。打完之

后，就拿盐水滴上去。我和母亲就进去阻止，却被父亲赶

出来，大哥就气愤地对母亲说：“这个人如果不是我的父

亲，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母亲听到了之后，就说：“千

万不要这样说，这样说是罪恶，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你们的父

亲。”之后，母亲就让大哥去到另一个地方居住，因为她

担心大哥会对父亲作出不好的举动。当大哥不在了之后， 

就只剩我一个人照顾母亲与弟弟妹妹了。

问题
父亲曾经开过妓院，也做过许多坏事，但是曾经出家两次。

父亲往生以后去到哪个境界？是否收到回向的功德？有什么要转

告儿孙的吗？为什么母亲会全身受伤、操劳各种各样的事情？母

亲都没有想过要改嫁。母亲和父亲他们两位是不是一对怨亲债主, 

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会有像仇人一样的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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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往生以后去到了第

三间大地狱，因为他生前开妓

院，喝酒，赌博等等的业力所

致。出家两次的功德没有能帮

助他太多，因为在他出家的时

候没有专心修行，只是出家还

愿而已，因此恶业比善业多。

现在正在受刑，被狱卒

捉去放进热铁臼中，然后拿杵

（与男的性器官相似）去戳他

的身体，被戳得个稀烂，而且

反反复复的生了又死，死了又

生。

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折磨，

所以不能接受功德的回报，也

不能转告给儿孙什么话。

母亲身心受伤害，操劳各种

各样的事情，是因为在前世你母

亲生为男生的时候，也对女方做

同样的事情，但是她与父亲并不

是一对怨亲债主。

个案研究：2004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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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条客强迫妓女卖淫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小舅还在世的时候，他是外公和外婆在没做避孕的

措施下所生的小儿子，使他跟哥哥姐姐的年龄相差很大。

在小舅出生时，外婆的年龄约四十五岁，已生了五个孩

子，在外婆怀我小舅时，外婆的长女，我的母亲当时是二

十五岁，也同时怀了孕。舅舅们看到外婆的年纪已大了， 

就帮忙养育弟弟，因此让小舅经常换地方住，一直换学校，

使他无心念书，只念到小学四年级。因为没有家长关心和照

顾他，使他失去家庭的温暖，就变成了个性叛逆的小孩，迷

恋于各种赌博，例如斗鸡、打牌等等。

因为小舅的学历不高，所以他就去当修理车店的员工，

后来就转行做了拉皮条。在普吉岛的妓院里管理妓女，他在

此行业很有成就，直到升为大哥，很有名气。自从他进入

此行后，就学会了所有的恶习，如色情、赌博、酒烟等等。 

小舅在此行业十多年，才离开回到宋卡府。

当时养虾业正盛行，使得小舅想试试看，于是就跟朋

友投资了养虾的生意。两年后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后

来有一天早上，有人发现小舅的遗体，躺在虾池旁，死因

不详。连警察也找不到原因，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寻。亲

戚们都怀疑是生意上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小舅在三十六

岁逝世，他生前修的功德是短期出家十五天，也按照传统

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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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什么业力让我小舅在外公和外婆如此大年纪且在没避孕措施

下出生？什么业力让小舅的生活都处在不好的环境里，需要经营

邪业，养虾？小舅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他逝世后去了什么地方？

情况如何？

你外公和外婆的年纪大

时，才有你的小舅，因为过去

世你这位小舅也曾生为他们俩

的儿子。当外公和外婆修功德

时，例如盛钵，他们会叫每个

孩子一起来修功德，但这位小

舅就不常来，因为很晚才起

床，有时候也有来，但比丘已

经走了，此业力来报应。年纪

大才有孩子的人，有许多因缘

所造成。例如，曾许愿要当那

对父母的孩子，但刚好父母已

经老了，孩子才来投胎；或投

胎的人的业力，就如你小舅一

样。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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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舅的生活会堕入邪业

里，当皮条客与经营养虾业。

因为过去世曾结交损友，供养

后许愿也不圆满，就是应许

愿只结交善知识，远离损友等

等。

他往生是因为赌博欠债的

缘故。往生后堕落第三间大地

狱，因为也有邪淫业，当过妓

院的管理员，他还要到其他间的

地狱受刑。现在正在被许多有铁

牙的女狱卒折磨，还用棍打、刀

切、剁等等，非常痛苦。

个案研究：200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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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妻十七子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尖竹汶府的农民，不吸烟不

喝酒，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因此内务部颁发了一份奖状给

他，并以他作为大众的榜样。但是父亲很花心，和母亲一

起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位妻子。当母亲有第二个孩

子的时候，父亲就回去跟他的第一位妻子生活。当第一位

妻子怀孕之后，父亲又回来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当母亲怀

孕后，他又回去跟跟第一位妻子住在一起。就一直这样来

来回回的变换着。

当父亲回来找母亲的时候，他就会对母亲说：“不要

想太多啊！”到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想要一个男

孩。当母亲要分娩的时候，父亲就急忙醒来看，结果知道

说是女孩子的时候，就立刻回去睡觉，从此不再关心了。

从那以后，父亲又去找了第三任的妻子，而母亲就决定跟

父亲断绝关系，然后就独自养育我们。

母亲是一位有心做功德的人，她年纪轻轻就进寺院

修行，运用佛法的道理和母爱来独自养育和教导我们。 

同时也不会说什么或做些什么，来让我们对父亲愤怒和讨厌，

即使父亲有了新的家庭也是一样。父亲一共有四位妻子和十

七个孩子，而父亲也因心脏病而往生，享年75岁。



370

问题
父亲往生后去了哪里？是否收到功德的回向？

梦中梦解答
由于邪淫的业力，使你

父亲往生以后被送到第三

间大地狱。正在被女狱卒切

割、解剖器官，经过了无数

次的生生死死，非常的痛

苦。现在他还收不到回向的

功德，但是希望不断的将功

德回向给他，因为那些功德

会停留在阴间等着他。

个案研究：200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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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身体的恶业（一）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在16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位丈夫，并有两个儿子。 

这个丈夫是一个酒鬼，我感到非常的厌恶。就想到，如果我

要和这个丈夫生活在一起，我一个人也许可以，但是肯定没

有能力来一起照顾母亲以及弟妹六个人。于是就下定决心跟

他离婚，自己一个人去谋生。

有一天，我突然听见一个女人大喊救命的声音，随着那

个声源跑过去，看到大约有四至五个男人，正在半拉半扯着

一个女人进到一条胡同中，那时那条胡同还是很荒废。出于

好奇心，并想到如果自己身为父母将会怎么样呢？于是就跑

进去救她，并恳求那些男人能够放了那个女人，决定自己代

替她被强奸，话一出，但心里却祈祷说：希望这次处于善心

的帮忙，能够不再出现如此的事件了。希望能够尽快摆脱这

种困境。

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就一直在做按摩的工作，并结识了

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他是一个导游，看见我正在做这种工

作，于是就想要帮助我，然后就说：“我要一个人来照顾

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时间来辞掉这份特殊的工作。”开始的

时候，我答应了，之后反悔了，因为我贪钱。由于丈夫是一

位导游，有时就会带那些客人去妓院，他带去的那个地方，

刚好看见我也坐在柜台上，他无法忍受，于是就决定让我自

己开一家餐厅，而这个店也只是做了一段时间而已，后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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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劝我去卖大麻，这比开餐厅有更高的利润，所以我跟他

有很大的矛盾，他说我是那种好心没好报的人，最后我们就

离婚了。

在1998年，我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他跟我说：“结束这

一个职业吧，我来照顾你。”这一次我毫不犹豫的立刻答应

下来。后来我把时间用在赌博上，我很爱赌，输掉了大约

三百万泰铢，耗尽了我所有的财富。而我出卖身体为妓有11

年，作老鸨有14年，合起来一共有25年之久。

问题
我有什么样的业力，让我保护那位女子，被坏人伤害，然

后成为妓女和老鸨，一共长达25年之久，最后我应该怎样来解

决呢？

作为老鸨送小女孩做这种职业会有什么业力？如果找来的小

女孩是情愿的，也是父母亲所允许的，自己对他们很照顾，对个

别的还关心，这样将会有什么样的业力吗？

帮助那个女孩摆脱危险，是否可以成为化解恶业的一种功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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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让你帮助那位女子而被坏

人来伤害，然后成为妓女和老

鸨，维持这种人生一共有25年

之久。

这是因为前世生为男子的

那一世学坏，喝醉酒之后和同

伴强拉女孩子去强奸。

在那一世还触犯了很多的

戒律，特别是第三条戒，成为

看管妓院的地痞。在那一世往

生之后，去了第三间大地狱，

留在那里很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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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被砍、剁、分割，

断了又断，然后业力就让他变

成拥有女性一样的特征。并被

那里拥有同样特征的男狱卒用

类似齿轮形状的热铁性器官，

猛烈的插到他的性器官里，之

后喷出酸精液，蔓延他整个身

体，直至融化。

然后它又重生，被男性

器官的铁棍打死。又再次重生

时，会有很多狱卒围在一起殴

打它，之后拿利剑来剜它的女

性器官，使它痛苦的死去等

等。

越过大地狱之后，转生

在小地狱，被狱卒扔进酸精液

海中，然后有外形如精子的蛆

虫钻进它的身体内，非常的痛

苦。

*

 * 小地狱：附属的地狱间，环绕在大地狱的四个方向，每个方向有四间， 

      一共十六间为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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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被有如男性器官

的怪鱼所咬，露出水面时，会

被长得像男性器官或女性器官

的狗追咬等等。在罪行减轻了

一些之后，就在阴间里面爬木

棉树。

然后又转生为很多种类的

低等动物，直到因欺骗过他人

而转生为猴子。

又因曾跟他人的妻子

偷情，让他转生为黄牛、

水牛。之后又因是地痞流

氓，帮忙看管妓院，且个

性凶恶，做了很多伤害他人

的事，以及造下了很多淫荡

的恶业，让它再转生为森林

里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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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又生为人，成为

妓女好几百世。

身为老鸨让小女孩卖淫的

业力，会让她去到大地狱很长

的时间，一直在大地狱轮回，

没有能力逃离出这个处境。

想要解决什么事情就要一

生布施，持戒，修行。然后要

下决心不要走回老路，要去找

一份新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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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日要严格的持戒，然

后要修行，证入法身，这样

才逃脱这种生命循环，来世

就不用成为妓女。

找来的小女孩是情愿的，

也是父母亲允许的，你自己对

他们很照顾，对每个人都很关

心，但你还得继续在这个恶劣

的环境中生活，还不能够脱

离。而这些罪恶减少了一些。

被拖去强奸的女孩，正是

在你前世作为男生时，曾去的

妓院里的妓女。而那时刚好是

她业力消减，但这是你的恶业

回报，让你想代替她去接受那

份业力，减少你过去的业障。

个案研究：200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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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身体的恶业（二）

生为第三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出生于夜丰颂府，有三兄妹，我是第二个。大约在我三

岁的时候，就搬家来到帕府。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中间的那一个孩子父母不疼爱。因为一直把我放在亲戚的家

里，当我高中毕业之后，就送我去曼谷的医院学习当护士。

我来到曼谷大约六个月之后（那时我刚好16岁），就结识

了第一位丈夫。不久我就成为一名按摩师，收入很好，但染上

毒品了。再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从朋友那里买毒品的时候，刚

好被警察捉住，被关了一年六个月。

在服刑期满了之后，我就回到帕府的家中，但跟大姐在

一些事情上有矛盾而争吵，最后决定离开家到曼谷。再次做

回按摩师的职业，于是就结识了现任的丈夫（日本人）。那

天整个店一个客人都没有，大约两百名的工作人员，坐在房

里看电视。有一个男人背着一个背包走了进来，不一会儿，

招待小姐就进房里来叫我出去工作，而在房里面看电视的同

伙就笑话我说：“怎么会那么好运，得到一个长得那么英俊

的帅哥来按摩呢？”但是我却没有高兴的感觉，因为看电视

已经上瘾了。从那一次按摩之后，他又来了两次，因为我感

觉他是一个好人，就约他在外面按摩，没有去按摩店。五天

过去以后，他就请我当他的女朋友，但是我那时已经有男朋

友了（我们是在监狱里面结识的），于是我就欺骗他，并认

为试着交往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一般交谈都是用英语，

即使他听不太懂，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交往在一起了。因为

他不太爱说话，但是我却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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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在一起呆了大约两个星期，就起程回日本去

了。我就想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只给我留下

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但是过了两个月后，他又回来了，去到店里面找我，我非

常的高兴能再一次看见他，我很激动地跟他说，过去的一

个月里，我感觉头很痛，然后想呕吐，也不知道到底是怎

么了。而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因为没有怀孕

应有的症状出现，只是感觉自己胖了而已，体重从45公斤

涨到了52公斤，以为是自己在饮食方面吃多了，所以才会

变胖，而那时还一直的吃药，跟往常一样去上班。当怀孕到

了五个月，肚子就又大了很多，最后去检查身体，才发现自

己怀孕了。于是就祈祷道：希望肚子里面的孩子，能保佑自

己的亲生父亲能回来找母亲，这样想是因为我工作的时间， 

一般都是晚上，不知道失足和谁发生了关系，回想不起来，

也预料不到事情会是这样子。丈夫来泰国是为了找我，他说

很想我，我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丈夫很喜欢肚子

里面的孩子，也不会嫌弃说那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他爱

我，而且也不会在意其它的事情了，即使是我曾经做过很多

恶劣的事情也没关系，而到现在我已经25岁了。

问题
我曾经修过什么业力，才让自己一直生活在触犯第三条戒的

范围内？然后怎么做才能越过这个业障？

我和现任的丈夫曾经一起修过什么功德，才让我们即使生在

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还是能够在今世结合成为夫妻。然

后要怎样来祈祷，才能在接下去的来生来世都能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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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一直身处不好的环

境，总是触犯第三条戒律，

是因为前世生为男人的业

力，你生在名门望族，有家

庭之后却还却很花心，喜欢

追女孩子，喜欢逛夜店，喜

欢让妓女来服侍自己。

自己从不关心家庭，因

为有很多的女人，所以让家

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进到不良的环境中学到

歪门邪道的东西，戒不掉，

本来纯净的心灵都因为以上

的事情变得混浊起来。在将

要往生的时候，心非常的模

糊，意境非常的黑暗，往生

之后就立刻去到了第三间大

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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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被狱卒拿着菜刀来

砍身上的各个器官，并折磨至

死。

接下来狱卒让它紧贴站立

在有孔的铁板旁，然后将它的

男性器官插到铁板的另一边，

之后有狱卒用大刀砍它的男性

器官，血液四处飞溅，直至痛

苦而死。

之后狱卒又拿铁钳子夹

住身上的器官，然后用力的拉

出，这样被痛苦的折磨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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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女狱卒把女性器

官中喷出的酸阴液泼到它的全

身，使得全身都变烂了，痛苦

不堪。

接着，女狱卒会摘下它的

男性器官吃掉等。

堕落大地狱中很长的时

间，然后又到小地狱中，被那

里的狱卒扔到酸精液中，然后

在水中被各种各样的动物咬，

以及各种各样的折磨，持续了

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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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业障变轻了一些之后

就来到阴间，爬上有铁刺的木

棉树，而且也持续了很长的时

间。

从阴间上升，转世成为动

物牲畜，像低等的爬行动物，

成为蛆虫很长的时间，然后慢

慢的又转世成为高级一点的动

物，在成为猴子后又转世成为

一只母狗。而再转世成各种动

物时，自己也就有了像他们一

样的习性。

接下来就生为女生，然后

业障让其成为妓女好几百世。

在这一世之前的十世，也是在

前尊佛陀的时代，她还是妓

女，可惜她年老的时候，才有

机会遇到团体，跟团体一起修

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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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往生之后，转世为女夜

叉，住在四天王天。当功德减

少了之后，又在很多世中转世

为妓女，直到了今世。

在今世，因为有之前曾

跟团体修功德的善缘，就再次

遇到了团体。不过遇到团体之

前，生命还留在邪淫的循环

中。

从今天开始，就要专心修

波罗蜜，要多多的布施、持戒

和打坐。在佛日的时候要持八

戒，要专心修行，证入内在的

法身。然后许愿说越过业障，

到达兜率天菩萨区的特殊功德

圈。

得以结识日本丈夫，因为

在跟团体积累功德后，就许愿

说：“希望能越过这个不好的

生命循环。”



385

但是当业障还没有消除的

时候，还要去转世成为妓女很

多世，当业障消除了之后，功

德就回报给你一个很好的日本

丈夫，这正是验证了你之前所

许下的愿望。 

如果你想在来世再次遇到

团体并成为夫妻，就得一起来

修功德，并一起许愿说来世还

能再次相见，成为夫妻一起再

修功德。不要争吵，要相爱，

尽到作为夫妻的责任。

现在年龄刚好25岁，而且

也刚结婚不久，两个人要继续

好好的维护这个家庭，不要疏

忽过婚姻生活。

个案研究：200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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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间大地狱   叫唤地狱
专门接受喜欢说谎、说粗话、挑拨离间、胡说八道的人

寿命4,000年(地狱时间)，地狱一天=人间576个百万年

相当于人世间的831,040,000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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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巫术馆,欺骗他人
  的业力

生为叫唤地
狱的
众生

第四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四间大地狱

2

1

1.说谎，让人相信
自己是巫师的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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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欺骗的业力
生为第四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我出生于缅甸，是家中十二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一

个，所以母亲对我很凶。有时会拿很细的木条来抽打我，

最后伤得严重到我都不能去学校上课。从小到大，我一直

忍受着这种痛苦。最后终于决定离开家，经过跋山涉水来

到了泰国的灭晒县，成为一名雇员，换了很多的工作，直

到寄宿在一位认识的朋友的家中，并认识了一位歌手，并

和他发生了关系。于是他就带我回他家去住，但他从此再

也没有回家。 后来, 我就去当了按摩师, 遇见了一位男生, 

他带我跟他一起住, 我想也许会过得舒服一些，但是事实

并不是这样，我开始感到无聊，于是就有一位阿姨带我

去找巫婆。

巫婆就说，如果能和那个男人分开，那么生活就会好起

来。于是我就回去请求和他分手，然后去一间日本酒吧做服

务生，最后只能出卖身体来做妓女，心里感觉烦恼又复杂。

就回去跟巫婆请教，而巫婆就说让我接受她为灵媒。

接下来我就去和男朋友一起居住，并在一家煤气店里面

工作。不久我又换了工作，为一名老鸨负责送那些年轻的

女孩子去日本卖淫。而后我也经常打电话给巫婆，巫婆就告

诉我说，这是因为她的缘故，我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可是在

巫婆往生以前，因她患上了糖尿病，她的双腿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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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巫婆在往生以前因糖尿病而被锯断双腿，是因为什么业

力吗？往生后去到了那里？真的有巫婆的存在吗？

“巫婆”因糖尿病而锯断

双腿，这是她前世宰杀动物来

祭祀神灵的业力来回报。同时

有喜欢鬼神之说的爱好。

因为生前欺骗，往生后去

到第四间大地狱的阴间。而且

正在被阴间的狱卒用赤红发热

的鞭子来抽打。然后因为以前

曾经欺骗过村民说哪个人被鬼

附身，其实没有这回事，这样

的业力让她选择发热的铁碳来

吃进肚子里面去，而且非常的

痛苦。

梦中梦解答 

“巫婆”从来没有附身到

谁的身上，而这只是她的一种

维生手段，专门用来欺骗那些

心灵痛苦的人，以及正在寻找

依靠的人。

个案研究：200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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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巫术馆 
生为第四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外公和外婆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育有两个女儿， 

二女儿就是我母亲。自我懂事以来，就看到外婆已经中风，

坐在轮椅上了。母亲说，外公有吸大麻，在母亲还小时就去

世了。外婆晚年时，借了几万块泰铢给大姨妈，但没法收

回。这使她非常伤心，感到气馁，吃了过量的营养药，结果

昏倒中风了。后来母亲接外婆回家照顾。最后她也安祥的离

开人间，享年六十六岁。大姨妈借外婆的钱，在晚年的时候

开了间巫术馆，后来她因患了癌症而往生。

问题
姨妈没把钱还给外婆，在生命晚期开设了巫术馆，后来因患

了癌症而死，有什么样的预兆？往生后到了什么地方？是否已获

得我母亲所回向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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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姨妈没把钱还给外婆，

在生命晚期开设了巫术馆，后

来患了癌症而死，因为过去世

和今世，有宰杀动物做菜肴的

恶业来报应。

因为开设了巫术馆欺骗

他人，在她往生后，预兆很

黑暗，堕落第四间大地狱。另

外还要堕落其他间地狱，例如

第二间，因为还犯了许多条其

他的戒。正在被狱卒用烫铁线

打，让皮肤烂掉，不断地生死

不已，非常痛苦，无法获得所

回向的功德，但功德会在阴间

等待着。

个案研究：200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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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间大地狱    大叫唤地狱
专门接受喜欢喝酒、吃摇头丸、吸毒之人
寿命8,000年(地狱时间)，地狱一天=人间2,304百万年

相当于人世间的6,635,520,000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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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大叫唤
地狱的
众生

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五间大地狱

2

1

2.1 饮酒+吸烟+按照传统出家
2.2 饮酒+儿子出家+有人回向功德
2.3 饮酒+按照传统来修功德
2.4 饮酒+塑造佛像

3.吸烟+有人功德
    回向

   3.1 卖酒+喝酒
   3.2 卖毒品+喝酒

4.1 作为酒厂老板，生产
    酒和啤酒
4.2 酒厂的经理+饮酒
4.3 生产+在香烟厂有股
    份+吸烟

2.1 饮酒很多，每天都喝
2.2 吸毒+吸鸦片
2.3 吸烟成瘾

1.以前为毒品厅的司长+
    吸鸦片

4. 做酒+饮酒+有人功德
    回向

1.1 饮酒+帮助邻居的
    业力
1.2 饮酒+资助亲戚的
    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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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是酒鬼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外公还在世的时候，是说话算数的人，村里人很信任

他。当村里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外公就去帮他们解决。不过

他喜欢喝酒，甚至喝到生病，但他都没有跟谁打过架。他在

五十二岁往生。

问题
外公往生后去了哪里？我把出家和其他功德回向给他，他

是否收到？

梦中梦解答
你外公往生后，因酒业而

堕落到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

很辛苦。你外公曾根据传统修

功德，喜欢帮助别人才不堕落

第五间大地狱，现在正在被狱

卒灌铜汁，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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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把出家和其他功

德回向给他，但恶业力还没消

完，只能减少一些。你常常修

功德回向给他，他才能赶快消

完恶业力。

个案研究：200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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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鞋子进大雄宝殿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喝酒，但有抽烟。他从年

轻抽到老。爷爷晚年十个脚指头都感染了细菌，直到几乎

每根脚趾头都萎缩了，连神经系统也坏掉了，使爷爷的双腿

很难伸直，也无法自己站立。后来也没办法走路了，就只好

一直留在家里。当爷爷的脚趾头开始萎缩后，他就戒烟，医

生说，他的脚趾会萎缩是因抽烟所导致。他患了这种病好几

年，直到七十多岁，因年纪大而往生。

问题
爷爷往生后都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获得我所回向的功德？什

么业力让爷爷几乎每根脚趾都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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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爷爷几乎每根脚趾都萎

缩直到不见了，这是因为今世

抽烟的恶业，在过去世曾经宰

杀动物做菜肴的业力。另外在

过去世也曾经不尊重圣地，穿

着脏鞋子进入大雄宝殿，此业

力来报应。

他往生后转世到第五间

大地狱的阴间，埋在火灰坑里

面，因为生前抽烟的业力。他

已得到你所回向的功德，就能

消轻一点他的业力了。

个案研究：200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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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热炭灰下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个脾气坏的农夫，经常随时无

缘无故地骂母亲和外婆。可以说想骂就骂，根本不分昼夜，

不管清晨、上午、下午或晚上，只要他一生气他都骂。母亲

不只忍耐, 还鼓励父亲, 就因为想看到父亲的心情变好。

他年轻时抽烟抽得很厉害，年老时才戒掉，但他却偷

偷地开始吸起了大麻，不让人知道。年纪一大，呼吸就开

始不顺畅了。医生只好给他开刀，在他的脖子上开一个洞

来帮助呼气，这让父亲非常痛苦。终于医生说父亲会过不

了死亡那一关，孩子们就决定带父亲坐车回家，让他能在

家里往生。但车还没到家，我就看到父亲没反应，就背他

到家里躺着，平静地往生，享年八十五岁。

问题
我父亲有什么恶业，才在脖子上钻孔来帮助呼吸，每天很

痛苦且无法说话？我父亲是在救护车上往生的，还是在家里往生

的？目前他在什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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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在脖子上被钻孔

来帮助呼吸，每天很痛苦且无

法说话。那是因为过去世和今

世，曾切动物和刺动物的脖

子，为了做菜肴，吸烟和跟

父母、大人斗嘴的恶口业来报

应。你父亲是在回家的救护车

上就往生了。

你父亲在心不明亮，但

也不染浊的情况而往生，在家

游荡了七天，就被阴间判官带

到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因为

有吸烟的恶业先报应。他正埋

在炎热的炭灰下，非常痛苦。

他已获得所回向的功德，让所

要受的罪减轻了。但还没消

完业，你们还需要继续把功

德回向给他，因为他很想离开

阴间。

个案研究：200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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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出家的功德在庇佑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外甥往生以后去了哪里？是否有收到朋友出家为沙弥的功德，

以及我回向给他的功德呢？

因为在往生的时候手足

无措，生前也犯了五戒，因此

在他被刺死后被狱卒带去了阴

间。

当外甥还在世的时候，从不进寺院修行，因为他相信人死

后就消逝了。在一次他去酒吧玩的时候，被一位越南的社会青

年刺死了，那时候他刚好22岁。在他往生以后，他的四位朋友

就出家为沙弥，而我也修善行，然后一起把功德回向给他。

梦中梦解答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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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朋友出家为沙弥的

功德，以及你回向给他的功

德，能让他不用落入大地狱。

被判刑在阴间做六个月的狱

卒，然后在第五间大地狱的阴

间受折磨六个月，因为他犯了

五戒，还要继续去到其他的阴

间受罚。

现在他已经很相信善恶，

以及往生后不会消逝了，因为

此时他正在接受惩罚，被灌铜

液，非常的痛苦。原因是自己

生前有饮酒的业力。

个案研究：200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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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厂老板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丈夫的外公还在世的时候，创办一座大规模的啤酒厂，

很有名。当规模大了之后，就要找代理经营销售。所以， 

外公就开了一百多家酒店和酒吧做老板。 

外公经营了三十年后，虽然年纪很大，但是还单独管理

啤酒公司。因为他的孩子每天都喝酒，大儿子也没有能力来

做为家里的栋梁，不想做事情。而且他被讲多后，就离开了

家，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就好像失踪了。其他孩子

也不帮助外公管理，因为他们只想用钱而已。后来外公就决

定把公司卖给另一个城市的人，但是又被骗钱，就把全部的

酒店和酒吧卖掉，不久他就因心脏血管堵塞而往生了。

问题
为什么外公卖公司时被骗钱？为什么外公有血管阻塞而往

生？他往生后去哪里？情况怎么样？想转告我们些什么吗？经营

酒厂与酒吧的业障是什么？

外公往生了一年外婆就往生，她使用外公的钱，这样她会有

业障吗？她往生后去哪里？有什么要转告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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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丈夫的外公在卖啤酒公

司时，被骗钱。他也有心脏血

管阻塞的问题。因为他前世做

生意也骗别人的钱。

包括今世他经营啤酒公

司。他赚的钱不干净，沾上了

邪业，参杂了恶业。

他前世也有卖啤酒，而

今世花心，同时前世也有饲

养动物给别人宰杀来做菜肴

的恶业。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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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临终的心混浊，看到的

预兆很黑暗，往生后就直接堕

落第五间大地狱。

他浸泡在有黑硫酸的地

狱火山里。那座地狱火山非常

大，他的身体也很大，且呕吐

出来的是硫酸。他自己就浸泡

在里面，身体每个细胞都感到

极度痛苦础。但痛苦又死不

了，不断地受刑，所以就没有

时间转告什么。在大地狱里都

是化生的，不像在人间有成长

的阶段。

你丈夫的外公往生了一

年丈夫的外婆就跟着往生了，

她使用外公的钱，算是随喜恶

业，这样她也会有业障。虽然

她没有亲自造恶，但她很高兴

花外公赚来的钱，她也会一样

堕落恶道。但留在地狱的时间

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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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往生后堕落第五间大

地狱，浸泡在同一座地狱火山

的黑硫酸里。不过她的身体比

你丈夫的外公小。她在大地狱

受刑的时间也比外公少一半，

现在没什么要转告你们。那是

因为她现在在地狱受刑很痛

苦，没有歇息的时间。

个案研究：200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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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厂老板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大女儿还在世的时候，她对父母很好，她按照传统尽

量地修各种功德。比如：修建大雄宝殿、供养大包的米给家

附近的寺院、喜欢做社会福利事业、喜欢买棺材布施给报德

善堂基金会等等。此外，她还真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她求

我不要再经营生意了，只呆在家休息、安度晚年就可以了。

由她来负责奉养我们。

女儿结婚后，除卖蛋之外，她还在一家公司当人寿保险

的代理人。因为她能干、会说话，态度谦逊，很尊敬长辈，

做事又用功。所以销售额很高，还做到主任的职位。

同时，女儿也经营副业——卖非法彩票。就因为这个，

女儿被警察抓了。之后，她从卖彩票转行经营杂货批发，生

意做得很好，生意一好，当时做什么都很顺。后来她又转行

经营酒厂。

记得那是2004年12月2日的下午五点，有人告诉我，说

有三个男生开着辆白色的汽车来找我女儿，逼着她和她的

秘书从我女儿的车上下车，然后双方就争吵起来，吵得很

激烈。最后那三个男生就带着女儿和秘书上了那辆白色的

轿车，开走后，就再也没有见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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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什么业力使我女儿和她的秘书被人带走？那三个男生和她们

有何恶缘？此恶缘是在什么时候结下的？要怎样做才能了结这段

恶孽缘？

我女儿和秘书还活着吗？如果往生了，是怎样的情形？为什么我

经常梦到她？我为女儿供养自身佛像等等的功德，可以帮到她吗？我

女儿有什么想转告我的吗？过去世我们曾生为母女吗？

梦中梦解答
你的女儿和她的秘书被

人掳走，是因为过去世你的

女儿和她的秘书都是男生，

经营多种生意，当世这位

秘书也是当她的秘书。有一

次这位秘书，建议要请流氓

去杀害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而不要留下证据，此恶业来

报应。那三个男生在过去世

就是她们在生意上的竞争对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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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恶缘是在以上所说的那

一世所结下的。今世也因为经

营酒厂，在生意利益上出了问

题，她们俩才被人杀害。想要

消除这个恶缘，她们两个人要

自己解决。

你的女儿和秘书已经往

生了。因心染浊而往生，因为

嗔恨那些伤害她们的人，加上

经营酒厂的恶业，让她堕落第

五间大地狱。正在被狱卒抓着

头，从黑硫酸的坑拉上来，然

后被灌入黑硫酸，直到在地面

上往生。然后又被扔回坑里，

非常辛苦。

目前她们无法获得功德，

功德会在阴间等她们上来接

收。而在过去世你们曾生为

母女。

个案研究：200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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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心脏破裂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女儿因误交损友，十四、五岁就开始吸大麻，之后毒瘾

就越陷越深。在十八岁时她决定结婚，坚决要走自己的路。她

有丈夫，有两个女儿，但她和她丈夫两个都没有工作，我总是

尽所能地帮我女儿，还带她回泰国戒毒。她戒了一段时间，但

一回到瑞士，她丈夫就让她再吸毒，直到2006年三月，年仅三

十五岁就往生了，女儿尸体的上半身到头全呈黑色，因为死前

跌入装衣服的篮子里，血液倒流，留在头部，下半身消瘦苍白,

医生诊断的死因是心脏破裂。

问题
我女儿和女婿曾有何恶缘，且让女婿继续支持我女儿染上毒

瘾，即使成功地戒了一段时间会再次染上？

我女儿因心脏破裂而死，那是真的吗？往生后到什么境界去

了？情况如何？我为她供养佛像，她是否获得此份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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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女儿和女婿都有结交

损友的恶缘，今世才吸引他们

来当夫妇，且让女婿继续支持

你女儿染上毒瘾，即使成功地

戒了一段时间，也会重新染

上的。

因为吸毒过量，你女儿

心脏破裂而死。在你女儿往生

后，堕落到第五间大地狱，正

在被狱卒把烫硫酸粉灌入嘴巴

里面，然后被铁棍，如大麻、

烟、注射针的形状打，非常痛

苦，生死多次。无法获得所回

向的功德，但功德会留在阴间

等着。

个案研究：200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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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功德还存在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我的第一位丈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带有儿子的单

身汉。我虽身为继母，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良好，如同血脉

相连的亲母子一样。我的这位丈夫是位孝子，事亲至孝，对双

亲嘘寒问暖，从来都不曾顶撞，让他们安度晚年。他曾出家过

三个月，一切看来是那么的美好，但他的亲戚却告诉我；他以

前是个流氓，曾树立了好多敌人，有时甚至不能在家里过夜，

要到树林里去睡觉。他曾杀过人，也曾在树林里埋了一些枪械

和炸弹，但没人知道在何处。跟我结婚以前，他有过好多女

人。只要是中意的，他就会和对方发生关系。

但自从跟我结婚后，他就改掉了这恶习，对家庭责

任。我们育有一个孩子，可他特别喜欢赌博，吸大麻。他

每天都抽吸，在去世前十天才停止。

我们在一起生活不到三年，他就得病了。他腹泻不止，

肚子疼得不得了，入院接受十五天的治疗就过世了，享年仅

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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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我的第一任丈夫造过什么恶业才会导致死亡？死后到何处

去？回向给他的功德是否收得到？

你第一任丈夫逝世的原

因是，在过去世他曾经是个流

氓，杀死了敌人。今世也宰杀

动物、杀人和过度风流，此恶

业来报应。

他临终时，因心浑浊而看

到黑暗的预兆，于是堕落五间

大地狱，现正在被狱卒灌黑硫

酸，把火灰灌入嘴巴，这是因

他有吸大麻和酗酒的恶业。他

先受此业报再去受其他业报，

还要受刑很久。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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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造作了很多恶业，

但出家的功德帮助他，让他不

堕落更深的大地狱，还有在大

地狱的时间也比较短。现在

他还没得到你回向的功德，

不过功德会在阴间等着他上

来接收。

个案研究：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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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的业力 
生为第五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喜欢鸦片、大麻、香烟，而

且还经常喝酒。当我小小年纪的时候就知道了父亲的这种

恶习，因为他经常带我一起去到村尾的树林和竹林里面，

父亲和他的朋友在远离村庄和人群的竹林里面做了个洞，

只有他和他的朋友才知道。里面的环境有很重的烟味。他

们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瘦瘦的，吸食了之后就好像丧失了

理智一般。然后就怀着幸福感慢慢的睡去。父亲的这种恶

习让我们家处于水深火热当中，非常的贫穷。母亲要自

己一个人工作来养育5个子女，要卖掉自己所有的田地， 

每一个子女也没有自己的财富，就这样一直跟着母亲一直的

贫穷下去。

在父亲45岁的时候，不慎跌倒，病情很严重。而且他的

身体非常的瘦，全身苍黄，眼神非常的吓人。他自己也感觉

非常的痛苦。村民就将有如甘蔗叶的叶子来包裹父亲的整个

身体。在父亲就要往生的时候，仰睡并有一种沸水，从嘴巴

和眼睛里面流出来，然后就往生了。

问题
我的父亲在往生前有什么样的预兆？为什么在往生以前有沸

水从嘴巴里面流出来？现在他在什么地方？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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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父亲往生的时候，口中有

水流出的预兆是一片黑暗。往

生以后去到第五间大地狱。因

为他生前一直都在吸鸦片和大

麻，正在被判官惩罚，用热铁

烫身体。

然后拿去扔进热灰池中死

去，恢复知觉后就挣扎着从池

中爬上来。

狱卒再拿热灰塞进他的嘴

巴中，然后用热管插进他的嘴

巴,再被扔进热灰池中死去。

就这样一直反复被折磨着，非

常的痛苦。

个案研究：2004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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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间大地狱    灼热大地狱
专门接受赌博的人

寿命16,000年(地狱时间)，地狱一天=人间9,216个百万年

相当于人世间的53,084,160,000个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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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灼热
地狱的
众生

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六间大地狱

2

1

1.1 斗鸡+赌博+回向的功德

1.2 玩各种赌博+回向的功德

1.3 赌球+回向的功德

2.1 赌博

2.2 赌马

2.3 玩牌

2.4 玩彩票1.1 赌斗鸡+在往生时意志消沉

2.1 当赌场的老板+回向

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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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高高低低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去赌博、玩牌、赌马。

在他三十五岁那一年患了糖尿病。在禁食糖分后，第一次

出现了休克的现象。而且我和母亲也不知道要给糖分，后

来送父亲去医院，在医生给他输氧后，他就好了一点。但

是当拿氧气管出去时，就又出现不好的症状。不久，父亲

就往生了。

问题
父亲有什么样的业力让他短命？往生后去到了什么境界？是

否得到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短命是因为前世生

为务农者时杀大牲畜，例如：

黄牛、水牛来做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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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后被狱卒带到有赌博

的阴间，正在被狱卒用像生前

玩过的牌和骰子等器具，在加

热后拿来折磨他的身体，非常

的痛苦。

个案研究：200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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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鸡头鸡脚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我的斗鸡场有一个工人，为了帮我养鸡，无论我去到哪

里，他都会跟着我。他的个性很急躁。有一次，他的鸡斗输

了，他就捉住那只鸡的脚，然后鞭打鸡。我当时很生气，就

把他辞退了，后来他哀求我收留他，我一时心软就答应了。

后来他骑车，发生了车祸。当时他的头撞落地上，那年他刚

好六十九岁。

问题
我的工人是因为什么业障而往生的？有什么样的预兆？往生

后怎么样？现在在哪里？

梦中梦解答
你工人往生的原因是因

为前世有杀生的业力，他生于

农业社会，就会去杀大小的牲

畜来吃或贩卖。加上今世的杀

生、生气打死斗鸡的业障一起

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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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往生的时候，他的灵魂

没有跟尸体一起消逝，而是在亲

戚和家人的房子周围环绕。满了

七天之后，他就回到事故发生的

地方，然后被狱卒带到阴间，根

据自己修的善恶来判刑。

生前不去修善德，只会去做

罪恶，从而往生后那些罪恶的图

像，就会不断的显现于眼前。最

后被狱卒带到斗鸡的那一间，也

就是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因为

他的心中只有鸡。

他的体型是人身鸡头，也就

是头为鸡，身体为人，脚也是鸡

脚。现在正站在热铁上跟一模一

样的阴间动物相互啄杀，死了又

生，反反复复，非常的痛苦。

他时时刻刻都在被折磨，

没有心情来想要说些什么，就像

一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但是状况

会更严重，而且只能说好热好痛

啊！

个案研究：200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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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丈夫玩牌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当祖母还在世的时候，祖父是一位大官，拥有很多财

富和地产。但是跟祖母结婚后，因祖母好赌，很喜欢玩

牌，直到祖父让她选择：丈夫和麻将只能选择其一，结

果祖母选择了玩牌。最后他们离了婚，祖母因结核病而往

生，享年六十六岁。

问题
由于什么业力让祖母在六十六岁时患结核病而往生？ 

她往生后去了什么地方？

你祖母在六十六岁时患结

核病而往生，因为过去世经常

烧掉田地里的干草，让无辜的

小动物死去，而且烧的烟也熏

到他人，再加上有宰杀小动物

做菜肴，此恶业一起来报应。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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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往生后堕落第六间大

地狱的阴间，是因有赌博的业

力。而她没堕落大地狱，是因

为有在佛教里所修的功德来保

护。目前被阴间官员抓住，正

用锐利的铁牌割他的身体，有

些却是扔到她的身上等等，非

常痛苦。她已获得所回向的功

德了，但还未消完恶业。

个案研究：200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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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的业力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众生

问题
什么业力让爷爷晚年的时候双眼都失明？爷爷往生以后去

了哪里？

梦中梦解答

你爷爷在晚年的时候，双

眼失明是因为前世的业障。因

为前世他是赌场的庄家，捉住

赌场内出老千的人，然后拿毒

药滴到他的眼睛里，导致那个

人的双目失明。加上今世在赌

博的时候也有出老千的业力，

因此这些恶业就一起来报应。

当我的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赌博和吸

毒，在戒掉这些恶习之后的20年，爷爷就因为年老而往生了。

在往生前的五到六年, 爷爷的双眼都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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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以后就被狱卒带到

第六间大地狱的阴间, 狱卒正

在拿发热的铁块塞进他的嘴巴

里面，非常的痛苦。同时当他

不愿意张开嘴巴的时候，狱卒

就会拿着如赌博工具一般的武

器，撬开他的嘴巴。他已经收

到你回向的功德，恶业也减少

了一些,但是没有完全的消除，

应该继续修功德来回向给他。

个案研究：200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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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庄家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众生

问题
为什么我会对养父和他的家庭成员（没有血缘关系）如此眷

恋？往生后现在养父在哪里？是否收到我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你对养父以及他的家人有

眷恋，虽然不是真正的亲戚，

是因为前世曾经是亲戚，有几

世是好朋友，有几世是兄弟姐

妹，但是重要的是今世相互辅

助，才会彼此产生了眷恋。

当养父还在世的时候，在自己的家里开赌场。摆了好

多桌，甚至摆到隔壁的我家，我们两家中有相通的门，但

是现在已经不开了。之后父亲就以赌博为副业，而在我出

生的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赌博这种恶习。每天都赌，

就好像把赌博当作自己的正业一样。最后养父因为肺炎而

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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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养父往生以后去到大地

狱，赌博的业力让他在往生前

心浑浊。因为生前作为赌场的

庄家，现在正在被狱卒拿犹如

钢笔一样锋利的刑具来折磨。

同时也正在被犹如自己

生前玩过的各种赌博用具所折

磨，非常的痛苦。他要在大地

狱里面呆很久的时间，所以不

能接受回向的功德。

个案研究：200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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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鬼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爱打牌和赌赛马。每一个星期

都跟孩子拿钱去玩，如果孩子不给钱，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什么时候他赌输了，脾气就会非常不好。回到家后，每次都

喝十瓶的提神饮料，再吃五至十个煎蛋，并且说：想死了！

父亲这个样子维持了五、六年。当他得病重的时候，孩子认

为父亲是假装的，到父亲的肚子泻个不停的时候，孩子才把

他送进医院，医生说：他的肾脏衰竭。在医院只住了三到四

个小时就往生了，享年七十一岁。

问题
什么业障让我父亲那么爱赌博？他还每次都喝了十瓶的提神

饮料，那会有恶业吗？父亲往生后去那里？是否获得我们回向的

功德？他想要转告我们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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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在过去世有结交

损友的业障，让他今世染上赌

博。他故意多喝提神饮料就等

于害自己，这业障会让他想要

自杀。如果这种观念转变成习

性，他有可能会自杀，之后会

堕落地狱。

你父亲往生后，就堕落第

六间大地狱“赌博地狱”。他

被生前的赌具来折磨，如骰子

的烫铁块从上落下来压死他。

没有得到回向的功德，但是功

德会停留在阴间，同时没有什

么话要转达的。

个案研究：200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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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斗鸡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众生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位渔夫。前妻往生后，留

下三个孩子给他养育：两个女、一个男。后来父亲跟我母亲

结了婚，母亲是个寡妇，已育有一男。他们在哑搜通府愣农

它县住。当时还有分离主义者间的小战争，经常听到枪声和

见到罹难者的尸体。到了傍晚五、六点后，就需要躲入防空

洞里，需要熄灯和禁语，似乎洞里是没人在一样。

虽然处在危险的状况下，但是患难见真情，他们就再

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因为是小女儿，所以父亲很疼爱

我，经常代替母亲照顾我，连他去斗鸡场时，也会让我坐在

他肩膀上一起去。父亲爱赌博也很疼爱女儿，我就在这种日

子中长大。

此外父亲还喜欢另外一种赌法，就是泰国东北部很普遍的

赌法叫做“播”，很像玩骰子盅一样。父亲晚年突然往生，

就是他在早上天还没亮时去运动，有位青年骑车撞到他，使

他当场往生，享寿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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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什么业力使我父亲被车撞到而往生，全身受伤很像被鸡

啄或踢一 样？父亲斗鸡会得到怎样的业报？他往生后去了什

么地方，是否获得所回向的功德？

梦中梦解答

你父亲被机车撞到往生，

全身受伤如被鸡啄或踢一样。

因为今世玩斗鸡的业力为主，

加上过去世杀人和动物的恶业

为副。在过去世也是个赌鬼，

且杀过欠他赌债的人，这些恶

业一起来报应。

玩斗鸡的恶果，会让心染

浊堕落恶道，当转世为人后会

多病，短命，在恶道的详细资

料要参考斗鸡的影集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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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生前，心染浊。因为

看到赌斗鸡的画面，有黑暗的

预兆，因有赌斗鸡的恶业，往

生后堕落第六间大地狱。目前

正在被狱卒化身成铁嘴鸡，啄

他和打他，非常痛苦，无法获

得功德，但功德会在阴间等他

上来接收。

个案研究：200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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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斗牛 
生为第六间大地狱的众生

继父的家庭经济相当好，算是当地的富翁，但他喜欢

赌斗牛。自我懂事以来，就从来没有见过继父到寺院里修功

德。后来继父的财富逐渐减少，因为被诈骗。当母亲问起被

骗走的土地时，继父还为诈骗者辩护。有一天，继父走在路

边，被一个刚开始练习骑车的小朋友撞到，头部撞地，昏迷

十五天后就往生了，享年七十二岁。

问题

为什么继父会被欺诈，甚至还帮欺诈他的人辩护？什么业力

让继父被车撞倒，头部撞地，昏迷十五天后就往生了？目前他住

在什么境界？他得到我们供养塑造佛像所回向的功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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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解答

你的继父被欺诈，甚至还

帮欺诈他的人辩护。因为在过

去世曾是个赌鬼，当过庄家和

赌客，经常诈骗其他人。此恶

业让他今世被人欺诈，但没生

那个欺诈者的气，因为曾在过

去世，欺诈过那个人的业力来

报应。

你继父被机车撞到，头部

撞地，昏迷十五天后往生了。

因为在过去世曾赌博、斗鸡、

斗牛，有一次输了，非常生气

而宰杀了那只动物来做菜肴。

他往生后就堕落第六间

大地狱，因为赌博的恶业来报

应。狱卒化身为一头牛，一直

在踩踏你的父亲，不断地生

死，非常痛苦。无法获得所回

向的功德，但功德会在阴间等

待他上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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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坑里面，有许多

相同遭遇的地狱众生挤堆在一

起，而且必须得呆很久。

还不能接受回向的功德，

但是儿子后面出家的功德已经

在阴间，当他到达了阴间之后

才会收得到。

个案研究：200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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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间大地狱   无间大地狱
专门接受喜欢做无间业者

例如：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或者出佛身血

寿命(地狱时间)相当于人世间的一个小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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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为无间
 地狱的
 众生

第八间大地狱的阴间

第八间大地狱

2

1

1.杀父，但是修过很大的功德

1. 教导徒弟把自己和妻子当为  

  他们的父母，但不尊重自己

  的亲生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杀很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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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机会弑父   
生为第八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是曼谷人，父亲移民自中国，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

华裔，双亲一共有六个孩子。我是老大，母亲在我十一岁时

就往生了。

过了三年后，父亲就跟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结了婚。他

们有四个孩子，自我们有了继母后，家里就经常有冲突，因

为父亲总是顺着继母。因我性格倔强，经常会带领同母的弟

妹们跟继母起冲突。

我父亲平常是脾气很好的人，喜欢讲历史且经常会引

用《三国演义》的故事来教导孩子。父亲喜欢吸雪茄烟，有

时因应酬而喝酒。母亲往生三年后，父亲就不再受雇为洗衣

工，而是转行去卖海南鸡饭。父亲会亲手宰杀鸡，但不让孩

子帮忙。当父亲跟继母有了四个孩子后，负担就更重了。父

亲开始紧张、脾气不好，经常对孩子发脾气。我和同母弟妹

们长大后，可以帮助自己，就离开了这个家，到其他的地方

生活。但每个人还会送钱回来给父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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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的一个儿子， 已经三十八岁了，他个性很调皮，经

常来向父亲要钱。如果父亲不给，他就会打父亲，当地人不

忍，只能在父亲被打昏后，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其他

的孩子都不知道，因为父亲会隐瞒不说。最后一次，我见到

父亲，只注意看到父亲消瘦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

1990年12月27日父亲就往生了，原因是被这个儿子伤害致死。

真相已大白，因为父亲全身充满了红肿的伤口， 

医生检查时认为是心脏和肺部肿，肝脏破裂。但当地人也

作证，父亲是被殴打致死的。那个儿子最后也被逮捕了，

目前已经释放出来了。现在如果他认识到自己对待父亲的

行为，向父亲忏悔，也已经晚了。

继母的儿子伤害父亲致死，他往生会堕落第八间大地狱吗？

证入内在法身的功德，能帮助堕落每间地狱的亲戚吗？是否包括

了第八间和永灭地狱？

问题



440

梦中梦解答
你继母的儿子伤害父亲致

死，若往生会堕落第八间大地

狱，除非有机会修大功德。如

犯重业的阿阇世王，后来有机

会把佛教弘扬光大，功德让恶

业减轻，但最少也会堕落第八

间大地狱的阴间。

证入内在法身的功德， 

还不能帮助人脱离每间地狱，

要证入法身法门达比较高的程

度，要证入很细腻的法身法

门，如老奶奶一样，才能帮助

每间地狱的众生。

个案研究：200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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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  
生为第八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的母亲是在德国东部出生，那里自然的风景很美妙，

但是母亲的生活，却没有那么美好，因为当时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她常常给孩子们讲有关过去的事迹，包括当时德

国领袖－希特勒，他曾下令屠杀了十万多名的犹太人历史。

母亲对每个记忆片段都难以忘怀。她常常说：“这是她

最恐怖的记忆，太残酷了，不想再经历这样的事件，令人很

痛苦。”这便是战争的后果。

问题

有何恶果让我母亲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代出生，遇上了许多困

苦？大战结束后，母亲为什么还忘不了这些惨痛的记忆？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领袖，为什么会下令屠杀了十万多名

的犹太人？他往生后去哪儿？被杀的犹太人有何恶果，才会遇上

这样恐怖的种族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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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母亲会在二次世界大战

时出生，遇上了许多困苦。因

为在过去世你母亲曾生在好战

的城市里，经常随喜恶业，有

支持军队去跟其他城市征战的

负面行为。例如：捐钱给政府

支持征战，此恶业来报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母亲还不能忘怀那段历

史。是因为该事已存在你母亲

的心中，另外你母亲也曾在当

世随喜军队征战，且打赢了。

让被征服的城市人民，还记住

当时辛苦的情况之恶业来报

应。

梦中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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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领

袖，会下令屠杀了十万多名的

犹太人。是因为在过去世曾互

相结恨，就是当世的这位领袖

曾生在一个村庄里，继承了父

亲的地位，成为许多部族的其

中村长之一。

他的村庄曾被古代的犹

太人国王派军队来侵占，遭受

了严重的损坏，很多的族人都

被捉去当战俘。由此使这个领

袖结了恨，从而强烈的发愿， 

希望有一天要来报仇。如果有

机会要将对方全都杀光。

加上今世所记载的情况，

今世他能成为国家的领袖，这

是因为在过去多世所修的社会

福利的功德来回报。最后只因

有结恨的心而杀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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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害的犹太人，每个

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恶业，但都

有杀业，曾命令他人去杀人或

自己杀害很多人，此恶业来报

应。

当这个领袖往生后便堕落

第八间大地狱，因为征战时杀

害了许多人。他成为身体如山

脉那么大的地狱众生，住在六

方型的盒子里面，被炎热的火

焰瓦斯硫酸所烧，非常痛苦，

要住在该大地狱很久的时间。

个案研究：200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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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领袖主持婚礼  
生为第八间大地狱的众生

我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六妹已经结婚了，她跟

她丈夫在日本已经有10年了。之后她就改变了信仰，这种新

教有新的理论。据我所知，他不会把这种理论公开给大众知

道，他只会传授给自己成员而已。同时现在为了让社会轻易

的接受此信仰，已经更换名字了。

创立这个教派的人是一位很有权威性的韩国人，得到很

多人的信任。他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其生来的目的就是为

了最后一次圆满的来修正圣经。教派领导人及其妻子于是成

了最受人敬仰的教派创始人，同时也被其教派的每个成员，

看做有如自己的父母一般。他们的地位如同世界的缔造者。

作为领导人将重要的理论传授给所有的成员，让其成员能够

在意志上摆脱撒旦魔鬼的控制。

表面上看，这个教派是要以献出彼此之间真正的爱情

来创造一个和平的社会，这能够由运用信仰的力量来动员

大量的群众。令人奇异就是此信仰能够创造了教派的新仪

式，让其选择配偶来结婚并创造新的血缘关系。世界上属

于这个教派的成员都会帮其找到配偶，并一定会送教派创

始人的相片。之后创始人会以一种方法与上帝连接，安排

数万对成员一起举行结婚典礼。这样宏大的婚礼仪式称之

为接受福气，即是接受罪恶的原谅，能够跟撒旦断绝血缘

关系，同时也能摆脱撒旦的控制，并且相信说只有这样的

结婚，孩子才会拥有纯洁的上帝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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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业障让该教派导师来当教主？他为别人找配偶，且帮他

们办婚礼，会有什么样的业障吗？几万对夫妇有什么业障才一起

来接受这种婚礼？

梦中梦解答

那位教主在过去世，生

在农业社会里，畜养家禽。他

的专长是替家禽配种。在那时

代，谁能成功的为许多家禽配

种，就会有富裕的生活。

这位外道教主在当时畜养

了很多家禽，如：羊、绵羊、

猪、牛等等。他有特别的方

法，能让那些家禽在几年内，

就能繁殖得很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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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生活富裕后，也来

救济贫苦大众。另外离他的村

庄不远，有座山，在山上住有

很多修禅定的隐士。

在那个时候，他经常到山

上去礼敬这位大隐士，以虔诚

的心向他供养了奶油、牛乳和

羊乳，而且还听隐士的法，但

没许愿。

当他年纪大后，就搬到山

上跟那位大隐士一起住。那位

大隐士是诸隐士的领袖和村里

民众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天天

见到那位大隐士，有很多人来

膜拜他，就让他也想当隐士的

领袖，如这位大隐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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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还没有放下烦恼，所

以自己还没有出家成为隐士，但

是他来服侍那位大隐士了。

因此使他有个奇特的想法，

就想像大隐士当个宗派领袖，同

时拥有老婆。从那以后，他就开

始在每天供养奶油、牛乳和羊乳

给大隐士时，就许愿，愿自己能

当一个拥有很多信徒的宗派领

袖,也同时拥有老婆。而且他的

许愿讲得很大声。大隐士不赞

成他“愿”的内容，也劝他不

要这样许愿。但他很固执，他每

次修功德养时，还照样许同一个    

“愿”。

他的“愿”在轮回中，从来

没有实现过。直到今世，他的愿

力，再加上他在过去世，喜欢替

家禽配种的业力，使他的愿得

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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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他在战争后，在

韩国可以有机会弘扬他教派思

想。但经他介绍的夫妻，有好

的，也有不好的，还有些会离

婚或分手。

当此业障来报应时，就会

使那位教主在未来世，生为人

时成为被逼婚的人。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今世的

教义，教唆他人不尊重自己的亲

生父母，而要尊重他们夫妇如亲

生父母。此业障会让他往生后，

堕落无间大地狱，在火坑里受苦

的时间比其它大地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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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几万对夫妇就有不

同的业障，例：他们在过去世

都曾为动物配种的业；或是曾

逼自己的孩子结婚的业。

加上曾信仰神学的宗教，

没学正法。这些业障一起来

报应，就让他们信奉了外道

宗教。

个案研究：2005年5月12日



451

DMC指南（恶道）

人往生后会去哪里？

今生与来世共有31境界，它是人往生后要去的地方，也是

每一个人都会去的，这没有国籍、种族、宗教的限制或区别。

就如一个人违反了法律，不管那个人是什么国籍、种族、宗教

和血统，都要被捉去坐牢。如果犯法了就要受到惩罚，蹲监狱，

而监狱也是属于国际性的。因此，人往生后要去的地方也是一

样。每一个人都要在这31境界中生死轮回，一直到所有的烦恼

都灭除掉，直至证入涅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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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与来世分为两道，即善道与恶道。这是众生生死轮回的场

所，包括有善业和恶业来回的循环，轮回者根据自己在还生为人时，

积累过多少的善业和恶业，在往生后是到善道享福或在恶道接受痛苦

折磨。这都由所造的业力决定。而来世的恶道情况如下所述。

恶道
恶道是指全为痛苦的地方，其包括地狱、饿鬼、阿修罗身和

畜生四类。而各类的划分就如在划分监狱的领地，特指囚禁和惩罚

生前罪孽深重的亡魂之地，可以说是阴间的监狱和刑场。轮回者根

据其业力的轻重来接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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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狱
地狱处在恶道的首位，那是一个远离快乐的地方。堕入地

狱的众生，是因为自己常常造下恶业。堕入其道后，将受到极

其痛苦的折磨，会有很多的刑具来折磨坠入恶道的众生。在三

峰山的下方，总共有八间大地狱，还有附属的128间小地狱以及

320间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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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饿鬼界
饿鬼界处在恶道的第二位，那是一个充满饥饿的地方。饿鬼

之中有很多种类，但是一般喜欢划分为十二种类，而饿鬼都是居

住在三峰山的缝隙内，有些饿鬼还混杂于人间里，但是所处的居

所会比人类的精细。导致沦落为饿鬼的原因是前生造恶业、多贪

欲者，死后生为饿鬼。生为饿鬼有两个特征，一种是从大地狱那

来的，另一种是由于其生为人时造下的某些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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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修罗身界（Asurakaya)

阿修罗身界处在恶道的第三位，那里是一个不快乐的地方。

阿修罗身的性质跟饿鬼很相近，很难分辨出来，同时阿修罗身和

饿鬼都处于同一个地方，都居住在三峰山的缝隙内。但阿修罗身

有着稀奇古怪的身躯，例如：头为猪，身为人。阿修罗身的处

境很艰难，即一直的挨饿、口渴，而且对水的渴望比食物还要

强烈。之所以会生为阿修罗身，是因为生前它们想占有别人所喜

爱的东西。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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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畜生界
畜生界所受的痛苦与折磨，比起地狱众生、饿鬼和阿修罗身

来说，是最轻的一间。之所以叫做畜生，这是因为它们的躯体横

向生长，胸贴着地面，且心会跟涅槃背道而行。同时它们的居

所跟人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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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是什么？
往生以后去哪里？人类和动物轮回转世的场所一共有31个

境界。如果想知道往生以后去到哪里，或者想知道自己往生以

后会去到哪里，观察的方式很简单，即是：当还在人间的时候，

我们喜欢做什么，等往生以后，就会按照你生前所作的一切而得

到相应的报应。也可以这样说：“往生以后就去到自己喜欢的地

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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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间大地狱：等活大地狱  
等活地狱大部分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宰杀动物、拍蚊子、 

捻蚂蚁，或者杀人、自杀之人。

第二间大地狱：黑绳大地狱  
黑绳地狱大部分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偷盗、诈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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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间大地狱：众合大地狱
众合地狱大部分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邪淫之人。

第四间大地狱：叫唤大地狱
叫唤地狱大部分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说谎、粗话、挑拨离

间、胡说八道之人。



460

第五间大地狱：大叫唤大地狱
大叫唤地狱大部分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喝酒、吃摇头丸、 

吸毒之人。

第六间大地狱：灼热大地狱
灼热大地狱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赌博之人。



461

第七间大地狱：大灼热大地狱
大灼热地狱大部分是专门接收那些喜欢过夜生活、沉迷于歪

门邪道之人。

第八间大地狱：无间大地狱
无间地狱是专门接收那些造重恶业的人，例如：杀父、杀

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或者出佛身血（即使只做一次，不管

是出于什么原因都行，都被认为是很严重的恶业。一定会坠入无

间地狱，接受痛苦的折磨，而且其年限比其他间都要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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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如果喜欢布施、持戒、修行或者喜欢修十善道之

人，当往生后就会到达六层天界、十六层梵天界、四层无色梵

天界享受荣华富贵。

对于那些寺院也进，酒也喝，功德也修，恶业也造的人，

在将要往生前再进行一次善恶果报之评估，这个时段称之为“轮

回之战”。要看在那时忆念到的是善还是恶，如果先忆念到的是

善业，心明亮，离世之后就会先往善道去享福（然后造的恶业会

在随后跟来报应）。如果那时忆念到的是恶业，心混浊，离世之

后就会先往恶道去受难（然后修的善业会在随后跟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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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狱、小地狱、阴间各有什么区别？

大地狱是一间很大的地狱，依照从小到大来划分，共

有八间，而最深的第八间是最大的。

小地狱是环绕在大地狱四面的外层，共有128间。

阴间是环绕在小地狱的外层，共有320间。把全部的

地狱加起来共有456间。地狱是一个细致的境界，它位于三

峰山下方（上方是须弥山），这里是因人造恶业而显现，

也是那些造作恶行之人被惩罚的地方。



464

大地狱非常的炙热，里面的火比小地狱和阴间里面的火都要

强烈。阴间里面的火像人间的火一样有五彩缤纷的颜色，能够看

的出来。但是大地狱里面的火焰是黑色的，空间也会更大，里面

的地狱众生年龄会更长，小地狱和阴间是接收还有剩余业力的地

狱众生的场所，但大地狱是接收还有很多恶业的地狱众生。

坠入大地狱的众生，是在前世生为人或动物的时候，造了很

重的罪恶或经常造恶业。往生了以后，恶业就会吸引他的细人身

去到大地狱里面，而不像阴间一样会有人来接收他。而大地狱里

面的地狱众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行刑，而且是非常痛苦的极刑。

大地狱里面有男判官和女判官，他们是没有生命的一种精灵，由

恶业的威力而化现，身体高大得像山峰，肤色很黑，就像黑炭一

般。在给地狱众生行刑的时候，从来都不曾停息过一秒钟，直到

地狱众生受罪的时间到期为止。如果想要越过大地狱，要经过很

长的时间，这相当于要从人间的1,620,000百万年直到一小劫的时

间。在大地狱中消完业障之后，就要到小地狱去继续受折磨。

*

* 小劫：人寿自阿僧祇年，每百年减一年而至十岁，又从人寿自十岁，增至阿僧祇年的

时间，（阿僧祇相当于10
140

）如此增劫及减劫，称为小劫。（根据泰国巴利经典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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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狱环绕在大地狱，所受的行刑也会轻一些，像有腐烂的

大便地狱，炙热的灰地狱，木棉树林地狱、剑叶树林地狱等等。

地狱众生所要受到的痛苦要比大地狱里面少得多，地狱火焰也会

弱一点，同时还会有一点点的时间没有受折磨。在小地狱里面的

地狱众生是已经在大地狱里面受折磨，他们的恶业有所减少了。

在小地狱里面的地狱众生还要接受很长时间的折磨，等到业力

又轻了一些之后，就会转到阴间，继续根据曾造下的业来接

受审判。



466

阴间在小地狱的周围，除了是接受折磨的场所之外，跟小地

狱和大地狱也有不同的地方，即：

1.它是判决来自小地狱的众生的场所。即是会被裁判到哪一

间地狱接受行刑或者投胎到哪里去，就好像判决让其去生为人或

者生为动物、饿鬼、阿修罗身等等。

2.它是判决来自人间的众生的善恶之场所，这些众生的心灵

不浑浊也不明亮。判决之后，就按照判决的结果去到各个地方，

例如：让其重生为人或者生为动物、饿鬼、阿修罗身或者天人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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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还在人间的亲人，修功德回向给已经往生的亲人，

但是他还处在不能够接受回向的功德的境界之时，那一份回向

的功德还会停留在阴间中等待他来收取。在佛日的农历十五，月

圆之日时，在阴间就会有一段时间停止对地狱众生的行刑。如果

在人间的亲人在那个时候修功德回向给它，那么那一份功德就会

立即到达它身上，从而能减少其被折磨的时间，或者离开阴间去

生为人或者到更好的境界去。我们也可以认为阴间是人间和各种

境界的中途站，因为他是接收来自小地狱的众生和来自人间的细

人身，然后根据善恶业来判决后，将其送生于各个不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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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往生之后，不是每个人一定会被狱卒捉去阴间。而是要

看自己修过的功德或者造下的恶业，让功德或者恶业的力量来决

定去哪里才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功德也修，恶业也做的话，并在

即将往生的时候，心灵不浑浊不明亮，或者无缘无故的往生时，

细人身就会脱离色身，然后望着自己的身躯，想跟谁说话，但无

法与任何人交谈了，这时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了。

在往生后的七天内，那个往生之人的细人身，如果能够忆

念到修过的功德，那么他的心就能够明亮，往生后就能转世去善

道。但是如果忆念不到功德，当满七天之后，就会有穿着红色筒

裙，拿着脚镣和长矛的棍攀狱卒来把细人身带走。棍攀狱卒要比

细人身有力，要是细人身反抗，棍攀狱卒就会连拖带打，走不了

几步就会穿过隧道，然后到达阴间的门口。去到审判堂途中的环

境会很阴暗，也很闷热，但是其难受程度还是比小地狱和大地狱

要少几百万倍。

左右两旁会有棍攀狱卒手拿武器，就像炽热的火炬，非常可

怕、颓废和恐怖的站立着。到了审判堂之后，就要跪在判官的面

前，然后接受审问并忆念功德，如果能忆念到曾经修过的功德，

棍攀狱卒就会带到善道，重新转世为人。如果忆念不到功德，却

忆念到很多曾经修过的恶业，那么就会生为动物、饿鬼、阿修罗

身或者去到阴间里面的地狱接受痛苦的折磨。那里行刑的狱卒身

材很高大，比橡胶树还高大，皮肤黑而红，黑里透着绿或者黑里

透着紫，非常的可怕，但是比大地狱里面的男判官要好看一点。

这一类的狱卒是属于夜叉中的一种，生活在四天王天里，轮流来

到这里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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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来世和往生以后的生命是相互关联的，即

是：

1.来世的生命时间跟人的生命时间对比，可知善道与恶道的

时间比想象中的要长久。

2.来世的生命将会怎么样，就要看我们在生为人时曾做些

过什么。

3.如果在还有生命的时候，积累功德，那么就会在善道中享

受幸福，就如天男天女一样等等。

如果在还有生命的时候，造作恶业，那么就会在恶道中经历

痛苦，就如饿鬼、地狱众生一样等等。

如果在还有生命的时候，积累了功德也造作了恶业，那么就

会一边享受幸福，一边经历痛苦，如此相互交替着。就像棍攀或

威玛尼饿鬼(白天在天宫，晚上当饿鬼)一样等等。

因此，我们是塑造自己生命的主体，我们想要怎样的生命，

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引导静坐

首先以单盘的坐姿轻松坐下，将右腿叠放在左腿上，右手放

在左手上。右手的食指与左手的拇指相触。两手的手掌朝上轻

轻迭放在脚踝上。身子挺直，头摆正。如果不采用此坐姿，也可

以坐在椅子或沙发上。调整坐姿使自己舒服，呼吸和血液循环通

畅。轻轻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就像刚要睡着似的。

然后做两三次深呼吸。深深地将气吸进来，感觉肚子跟着吸

气慢慢地胀起来。呼气的过程要放慢。吸气时，感觉身体里的每

个细胞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而呼气时，则释放所有的忧虑和紧

张情绪。给自己这片刻的时间，放下所有的牵挂，然后回到自然

的呼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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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调整心念，再放松从头顶至脚趾头的每一块肌肉。放松

身体的每个部位，不要让任何部位绷紧或受压。应该一直保持清

醒，轻松自在的感觉。让心快乐、清新、纯洁 、明亮。让心空空

的，不想任何事情，感觉仿佛一个人坐在一个干净空旷的地方，

一个充满自由和平的地方。想象身体空空的，没有内脏，里面干

干净净，空无一物。也许你会觉得身体更轻盈了，因为你已与周

围的一切融为了一体。

然后，将心安住在身体的中央——腹部的中心，即是肚脐以

上两指高的中心之点。不一定要找到确切的位置。只须继续轻轻

地将心安歇在身体的中央，身心也都放松就可以了。

身心放松以后，可以慢慢地观想体内有一个清澈透明的水晶

球，球体可大可小，但应该像中午的太阳般明亮，或像满月般清

澈。轻轻松松地观想，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不要强迫自己去观

看水晶球的画面，我们不是非得见到水晶球不可的。

如果观想中的影像显得很模糊，也不用担心。不论出现什

么画面都不要管它，继续让心保持平静、静止和休息的状态。如

果有了妄念，加强诵念佛号，让佛号“三玛阿罗汉”慢慢地从身

体中央的水晶球内散发出来。这句佛号的意思是让我们纯洁的

心远离种种苦难，你也可以念诵“清澈透亮”这四个字。不断地

念诵，同时平静地观察水晶球，直到心入定为止。此时可停止念

诵或者已自然地忘了念诵。最后只剩下身体中央水晶球清晰的画

面。安安静静地专注在这个画面上，让心始终保持静定。

如果内心的体验不同于以往的体验，不要躁动或激动。保持

心不受干扰，只需静观，对看到的一切不喜也不悲。最后安住在

身体中央的这颗心，变得越来越细腻，然后进入身体的中央点， 

那是纯净、明亮之点，是真正幸福和觉知之源，是浩瀚无边的内



在智慧，它会随着不断静坐而增长，纯善的心同时也会自然地跟

随着我们，这颗纯善的心是人人皆具备的。

当心止歇下来时，你会体会到静坐的喜悦。在静坐结束之

前，可以修习慈心观。首先将心安住在身体的中央。感觉你对周

围的人充满爱心，把善良美好的祝愿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让富

有关爱的心念融入清澈明亮的水晶球，使它体现对一切有情充满

关爱和美好祝愿的力量。 让水晶球向你的四周上下不断扩大，

超越你的身体。让它向每个方向散发光芒，带着你的心，祈祷一

切有情离苦得乐，愿一切有情发掘最伟大的事业：从静坐中获得

极乐，由静坐回归到我们内心最初的纯善。将纯洁的善带到日常

生活中，使我们身心健康、富有成就、尽善尽美、人人受益。

让心中的水晶球扩大笼罩自己的身体以及那些离你或近或远

的人们；扩大笼罩你现在的所在地，再大些而后直达云霄；不停

的扩大，直到你感觉自己的心没有边际，对地球上每个大陆、每

个角落的人都充满爱心和美好祝愿。

与一切有情众生心心相连，愿他们只有幸福，愿世上所有国

家繁荣富强，诸多善人致力于真正幸福与和平的事业。让心的纯

善从身体中央点传递给饱受战争痛苦的人们，藉此力量化痛苦为

幸福；让幸福常驻人间；让世界人民停止彼此的剥削和伤害；让

人们的心从黑暗中得到解放，成为富于爱心和同情心的人。

从静坐中获得的纯善是一种能量，它变为纯善的力量无声地

渗透在空气中。它能抹去我们内心的瑕疵，驱散内心的黑暗，使

一切都变得光明。让我们正确地处理生活，以善心营造幸福，以

善心改变世界，缔造真正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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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852) 2762-7942, +(852)2794-7485 

            Fax : +(852) 2573-2800

            Website : www.dmc.hk    Email : dmchk@netvigator.com

新加坡 (Singapore)

        Kalyanamitta Centre (Singapore)

            146B Paya Lebar Road, ACE Building #06-01,

            Singapore (409017)     Tel : +(65)6383-5183 

            E-mail : dimcsg@dhammakaya.tor.ch  dimcsg@singnet.com.sg



台湾 (Taiwan)

       台湾法身寺禅修协会 Dhammakaya Internation 

          Meditation Center of Taipei

           22061 台北县板桥市四川路二段16巷9号3楼

           Tel : +(886)-2-8966-1000    Website : www.dmc.org.tw 

           E-mail : info@dmc.org.tw

       台湾法身寺禅修协会 桃园分会 

       Dhammakaya 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Center of Taoyuan 33063 桃园市青田街232号

           Tel. : +(886)-3-377-1261 Mobile. : +(886)-987-300-257

           Website : www.dmc.org.tw 

           Email : watthaitaoyuan@hotmail.com

       台湾法身寺禅修协会 台中分会 

        Dhammakaya Internation Meditation Center of Taichung

           40001台中市 中区 民权路14巷25号1-2楼     

           Tel :+(886)-4-2223-7663    Website : www.dmc.org.tw

马来西亚 (Malaysia)

       Penang Dhammakaya Meditation Center of Penang

           No. 2G-2, Tingkat Kenari 6, 11900 Sungai Ara,

           Bayan Lepas, Penang, Malaysia.

           Tel : +(60)-4-644-1854, +(60)-19-457-4270 to 1

           Email : dmcpn@hotmail.com

        Kuala Lumpur Dhammakaya Meditation Center of

       Kuala Lumpur

           2A-2 Jalan, Puteri 5/1,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E., Malaysia     Tel : 603-80631882

           Fax:  603-80512096   E-mail : dimck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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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助印者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ไทเป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วัลาลมัเปอร์                               

พระประครอง  อุทโยและลกูพระธมัฯ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PERSATUAN MEDITASI DHAMMAKAYA MALAYSIA

ศูนย์การแปลและผลิตส่ือธรรมะ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ปีนัง   สุริยะ-สุริสา-ศาตนันท์ จึงรุ่งเรืองกิจ   

นนท์ปวิธ  เอ่ียมธีระกุล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杨有福

สุขเกษม - ไมตรีจิตร์ สุพรรณานนท์ Shirley Chong & Andrew Lim

Chu Sin Naan Samson Chu Family H.K  

Howard Mc Crary ,Ivy Chan and Sahuchai Wai

JINAPANCHORN CHANTING GROUP

Lee Ka Hing  Janny Family  H.K.       Ma Yan & Family

Tan Min Min （陈明明）  Tan Tian Lian （陈天联）

刘俊杰  蒙美玲与家人     潘福齐   简锦桂 简海生

陈志斌   陈永聪 陈佳慧   黄国雄   黄土桂 文淑芳

黄炳培 黄培基合家  黄粦有 黄群好 黄竟就全家 黄银有

特殊助印者
พระสาวหว ีอาภากโร 釋光明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โรง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ตะวนัออก     

อดิศกัด์ิ-นิชาภา-อภิฤดี-อรพินท ์ อนนัตสุ์ภคั   สุพิชญช์ญา  โชติจิรรัฐกรณ์                       

รัชพล-ปาริชาติ ตระหนกัยศ    วริศ-โสภิตา  เจริญกลัป์

เชาวทิย-์แมนวทิย ์พูจิ่ตรกานนท ์方荣正 沈郁枝 方邵奕  方敏奕

สมใจ  ฉัตรไทย    杨宏明、贺捷、吴雯    陈爱琳  于传刚 

黄嘉慧合家   黄木标  Ang Kar Siang    Peter Wong Chan Fatt



477

助印者
พระเจียง เต๋อ เหอ 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กลา้ณรงค ์ ญาณวโีร-สารนนัท ์ 

พระครูภาวนาวเิทศพม.วรัิตน ์มณิกนฺโต

พระฉตัรชยั มณิวโร

พระณฐัวฒิุ วฑฺุฒินนฺโท 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ดรันภพ  อาภาสุโภ

พระถวลัย ์จตฺตมโล-ถิรพทุธิ-พรธิรัตน-์ดุจตะวนั 

เขียวไสว

พระถิรพงษ ์ญาณธโร-ผศ.ดร.พชันี สุวรรณศรี

พระทรงพล  ขนฺติธมฺโม-พยอม สายประดิษฐ์

พระธณชั เชฏฺฐธมฺโม 釋法深 - จินตนา รุ่งแจง้

พระประครอง  อุทโยและลกู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สฉวน

พระปวทิยั วชิรวชฺิโช

พระพิทกัษพ์งศ ์วสํปาโล释守源และกลัยาณมิตร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0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1 สาํเร็จทุกอยา่ง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5 ควา้ธงชยั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9 ปี พ.ศ.2536

พระภริูลาภ  อติวโีร

พระมหาเอกพนัธ์ พนฺธมุตฺโต 釋法正

พระมหาโสพล สุพโล

พระมหาไผ ่ พทฺุธิสมฺปุณฺโณ

พระมหากมล ฐิตญาโณ

พระมหาชยัฟ้า ธญฺญกโุล-แม่เตียว แซ่เลก็ และกอง

บุญมหาทานบารมี1 เดือน11

พระมหาธเนศร์  ฐานรโต释法悦

พระมหาพิเชษฐ ์สมนฺตชโย 釋宇勝

พระมหาวชิา อธิวชฺิโช

พระมหาวชิิต สิริปุณฺโณ

พระมหาอิทธิพล อิทฺธิชโย 釋勝威

พระวทิยา วสิารโท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ศรัณย ์ภทฺรวณฺโณ

พระศิริมงคล สิริมงฺคโล 釋吉祥

พระสมเกียรติ วรวโํส

พระสมบูรณ์ อภิปุณฺโณ

พระสา้วหว ี อาภากโร釋光明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สาํเร็จ  จิตตทตฺโต

พระสุชิน สุชิโน และคณะกลัยาณมิตร 釋善德

พระสุรัตน ์ กิตฺติรตโน陳鎮華

พระอนุชิต ธมฺมาสโย,คุณแม่ลีเทียมอิม แซ่ลี

พระอรัญยทุธ์ ฐิตคนฺโธ,คุณอรัญญาดาํรงวฒิุการณ์

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ศ์นูยไ์ตห้วนั李麗華

พระอาํนาจ วรีธมฺโม -กิมเก๊ียก แซ่บ่าง-จิวซีซาง-กวงพก แซ่คู

พระอุดม ยติสฺสโร

เกศิณีย ์อินทรสวสัด์ิ และคณะครู ร.ร.อรวนิวทิยา จ.ระยอง

เควง่เอง็ แซ่ตั้ง และคณะนวดไทยบา้นภแูกว้

เจนนิชย ์ นิตยภติูพฒันพ์ร้อมครอบครัว 黄珍妮全家

เซียะกุ่ย แซ่เตียว และคณะนวดไทยบา้นภแูกว้

เทอม-สิริรัตน-์กนิษฐา-จิราวรรณ  มาดไทย

เบญจรัตน ์ เฉลิมรัตนโกมล

เปรมวดี นพรัตน,์ชาญชยั-มณีรัตน ์นพรัตน ์

เยน็ สถิตยเ์สถียร

เรวตั  ก่อรัตนคุณ

เรียม  เชาวม์ยั

เลขา กนิษฐกลุ,รุ่งนภา พงษศิ์ริ

เอ้ืออาภา  คูหาวงษ์

แทน สีกรุต,เสนอ ยิม้กลัน่,ยูฟั้ด-ฟายนิ-ด.ญ.ณิชารีย ์แซ่หล่ิว

โกษม-ธนภร-จิดาภา-ภคัภร-ชยตุ-กฤตยา-อภิชา  แจ่มจนัทร์ชนก

โครงการอาสาพนัธ์ุตะวนั

โศรดา-มานะ-ขวญัฤทธ์ิ-ธญัพร  วฒันะธนากร

โสภี  กดูคลา้ย

ไชยยทุธ เปร่ืองเวทย์

กมลรัตน ์ใตธ้งชยั

กลุ่มมชัฌิมา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ภาคนครหลวง4

กลุ่มรักบุญโต

กว้ง แซ่โหงว้-รุ่งอรุณ-เงางามรัตน-์จนัทวฒันา-พิษณุประช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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กองทุนรวยทุกวนั โดย บรมเศรษฐี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บุญบนัเทิง

กญัพล-รตนนล  ศรียาภยั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กนัยารัตน ์ กิตติรัตนช์ยั

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สิงคโปร์

ครอบครัวจนัทร์จรัสทอง

จรรยา - ชยัธวฒัน ์- สมปอง โฉมศิวะพนัธ์ 李麗心

จิราวรรณ  วงศเ์พชรศรี

จาํนงค ์ ธรรมรัตนปรานี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จุดออกรถแมค็โครจรัญ

จุดออกรถสหยเูน่ียนบางปู

ชนะชยั-อมัพร สมบูรณ์กลุวฒิุ

ชนิดา ธนาบุญโรจน ์พร้อมบุตรธิดา

ชชัชยั-กรรณิกา  พุม่มาลา

ชชัฏา  ศิริศกัด์ิ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ชยัวฒัน ์ ก่อรัตนคุณ

ชาญชยั-พชัรี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ชินธิป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ช่ืนชม ฉายศรี

ชูเสริฐ ศุภสิทธ์ิธาํรง

ซ่ิวเฮียง  แซ่เอ๊ียว 杨秀香

ฐกลพศั-สรัลพร เจนจิวฒันกลุ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ญาดา ตั้งวชิิตฤกษ์

ดอกไม ้เพค็สเตด็ท์

ดอกไม ้บ่อวารี

ทองสุข บุญส่ง

ทศันา-พรเทพ-จิรพร-ฐิติวฒิุ เจริญสุทธิโยธิน

ธนพร ดาราเพญ็พร้อมบุตรธิดา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ธวชัชยั-พรรณี ภทัรทรัพยสิ์น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ธชัชยั-ราวรรณ แก่นมณี

นงนุช  คาํทอง

นงนภสั อภิชาวราเมธ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นพเกา้ หล่ิวสุวรรณ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นภสัราพร เด่นพงศพ์นัธ์ุ

助印者
นพสุนทร-พญ.ลดัดาวลัย ์ฮอ้เผา่พนัธ์

นพ.พฒัน ์ ก่อรัตนคุณ

นิรมล-เนาวรัตน ์สลกัฤทยั

นนัท-์เอ้ือน ชูทอง

บุญเรือง หงษเ์จริญ 

บริษทั ช.เกษม เบลลโ์ก ้แบตเตอร่ี จาํกดั

บา้นกวดวชิา บา้นญ่ีปุ่น จ.ตรัง

ปณต มาดี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ประยธุ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ประสิทธ์ิ วงคล์ ํ่าซาํ

ปรัชญา  สพัพญัญูวทิย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ปราณี เทพทาราคุณ

ปาณมุข เอ้ือเจริญ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ผสุดี  มีสง่า

พจวลัย ์สุรมนทวกิีจ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王平平全家

พญ.ชุษณา  เพชรพิเชฐเชียร

พรเทพ-ทศันา-จิรพร-ฐิติวฒิุ เจริญสุทธิโยธิน

พชัรานุช ลาตวงษ์

รัชตกรณ์ จัน่ตอง

รัตนาภรณ์ สิมนาม 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 

วราวธุ  ไชยยศ

วรรณา-จิรวฒัน-์สุพฒันี-สุทธามาศ ภทัรนุรักษ์

วรวรรณ ทองสุภาภรณ์ พร้อมครอบครัว

วจิิตรา รุกขะรัตน ์

สมใจ-ธีรพงษ ์ แสงวณิช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โมสรตอ้นรับระดบัโลก กองปฏิสนัถาร

สมาชิกอาศรมอุบาสก

สุกญัญา แสวงทรัพย ์

สุประวณ์ี ปิยะมาลยม์าศ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สฉวน

ศนูย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ทางกา้วหนา้

หทยัชนก อ่อนวมิล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หลินฝเูฉียง และเต่ียแม่ และพี่นอ้งทุกค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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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者
อารีย ์ เชาวม์ยั

Ah Lin  Family H.K.

All Life Beings

BNE 

Benson Li  Family  H.K.

Boonchuay Juncherdvanich & family

Chan Sze Lin  Family H.K. 

Chan Yuen Kam  Family H.K. 

Cher Jui Cheng & family

CHENG JOO JANG-THITIPA TULARAK 

Cheung Wan Zoe  Family  H.K.  

Chew Chow Cher

Chiu Chun Ho  Family  H.K.  

Chiu Han Xiang

Chiu Ka Kwai & Family

Choi Po Ha  H.K.

Chow Wai Kee （周蔚漪）

Chua Li Cheng, Elsie

Clara Butt & Family

Daniel ธมฺมรโก

Dhammakaya Open University, USA  (DOU)

Don Tan & Siew Tin Family

Eng Kwang Yeow, Lau Wai Peng & Family

Farung & Paul Family  H.K.  

Goh Bee Kwong

Goh Tok Meng & Family

Hor Khee Wah

Irene Tan & family

Jase Tan

Jennifer Ngoh

Joe & Amy  Family H.K.  

Judy Li  Family  H.K.

Julia Toh Ai Kheng & family

Kathy Lim & Family

Kong Soon Choon, Siriwan Kong, Kong 

Wai Kiang, Kong Wai Kit

Lai Fu Ho  Family  H.K.  

Lau Yau Hui 刘耀辉

Lee Mei Yee Family H.K.

Lee Zishen

Ler Li Meng & Family

Lim Boon Im

Lim Choo Koon

LIM CHOO KOON & FAMILY

Lim Choo Ong & Family

Lui Ka Mun  Family  H.K.  

Ma Chi Ming   Family  H.K.   

Mah Yon Kim

Mak On Tung  H.K.

Mayuree and Paramas Family  H.K.  

Monica Tan Siew Kim & Family

Mr Chua family

MR.PETER RYAN AND FAMILY

MR.SU,WU-HSIUNG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Mdm Thoo Yuet Yenp & Family

Michelle Wong & Melanie Way

Nov.Rashan Shapa

Oh Seong Eue, Chua Lee Boon

Ooi Chong Giap

Ooi Joo Ying

Ooi Seok Kooi

Ooi Shu Chien

Pang Sow Kwang & Ho Chee Har

Poh Eng Soon & family

Queenie Teo Yiting

Quek Song Chew &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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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多洲与家人

房雷全家

方美丽合家 

方金彩

曾政凯合家

曾琰婷合家

朱式铭，马美美

李亚娥，刘万川

李娜

李宝永 陈添耀

杨建明

杨森勇合家

林全英

林雍尚合家

梁海波

欧威昇，宋美洁合家

沈分明合家 & 

林门历代祖先

溫昌樂全家

潘蒋来合家

王业一合家

王和荃

王康培

王慧俐

王慧妮

王雅美合家

苏爱凤（已故）

蔡丽桦与家人

蔡伟源

蔡如成（已故）

赖德威

赵国瑞

释少文

釋法緣合家

陈云美

陈亚坤合家

陈培堃合家

陈宝如合家

陈美香

陶伊玲

黄丽萍

黄川叶

黄晓菁合家

黄梦妮 黄金宝

黄婉婷合家 

舒珂云 刘鹏

黄锦添 

黄闻道

龚雄勋合家

欧威昇合家

欧可富合家

廖庭福合家

许丽华合家

欧施慧

邢易阳

黄俊熹

杨少基合家

陈添耀合家

赖淙荣合家

欧丽珠合家

魏飞虎合家

陈纲合家

欧秀花合家

吴昔隆合家

Rosabel Kwan Yoke Ling, Michael Tong 

Yin Yie

Ryan Chew Linxuan

Seow Lee Yean Choo

Sophia Ng, Ng Chue Seng & family

Sun Ming Yin Didi  Family H.K. 

Susan Lee  Family  H.K.

Tan Hwee Hwang & Family

Tan Khim Whan & Family

Tan Kian Kok

Tan Way Way （陈微微）

Tang Tuong Hock  Gabriel Family  H.K.  

Tang Yee Lin and Daniel  Family  H.K. 

Tang Yee Yen   H.K.  

Teenie Teo Shujing

Teresa Cheung  Family  H.K.  

Tom De Mulder H.K. 

Tong Shu Tao  Family  H.K.  

Tony Tsang   Family  H.K. 

Tony Wong  Family  H.K.

Tsang Wai Lan Family H.K. 

Wam Century Auto Parts Trading

William Tan Sze Tze & family

Wong Ka Lun  Alan  Family  H.K.  

Wong Kwok Fan Ringo  Family  H.K

Wong Wai Man Sacky  Family H.K.

Young & Ivy Ong

Yvette Chew Linghui

倪红全家

刘政丰，蕙荟合家

刘爱珠

刘秀宝，吴联雄

刘竤声，刘蕙敏合家

助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