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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捻轉經筒功德文

頂禮三寶

經輪功德詩歌

具足殊勝智慧的諸佛，在世間常轉法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

曾經請求世尊開開示：「世尊，轉經輪如何成熟善根，請已解脫無量

大劫輪迴的世尊教導我。」

世尊作此教言：「轉經輪的功德今作簡要說明，以短暫的時間或

在殊勝的節日裡轉經輪或於日常中如小溪流水一樣不間斷地轉經輪可

使三界眾生獲得解脫。以手接觸經輪或眼睛見到經輪的有情不會墮入

惡趣中，以手轉繞經輪的功德可以使天空、大地、水、火、風、山石

草木、森林中的有情皆成佛道。若在山頂轉動經輪，所居方圓一帶可

得吉祥圓滿。若瑜伽士轉動經輪，自他二利事業可以任運成就。若持

戒清淨的修道者轉動經輪，可以清淨破誓言的罪業。若咒師轉動經輪，

能消除業障面見本尊。若醫生轉動經輪，其居住地方瘟疫消除並皆得

成佛。若國王轉動經輪，其臣民眷屬皆能消除業障。若官兵轉動經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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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清淨業障遣除違緣，增長福田。若王妃轉動經輪，可獲得圓滿資

糧，國政興盛。若軍官轉動經輪，其隊伍及眷屬都可消除業障。若士

兵轉動經輪，能保護其生命並消除業障。若商人轉動經輪，則能夠生

意興隆，心想事成。若普通男人轉動經輪，可獲得人天果報。若貧女

轉動經輪，來世能獲得殊勝清淨男身。若窮人轉動經輪，能夠消除業

障，轉貧為富。轉動一日經輪可以圓滿一億心咒的功德，這是諸佛善

逝親口宣說的教言。口中誦咒，手轉經輪，心裡觀想咒輪，如此能夠

三者不離經常修持，來世可以獲得殊勝竅訣的解脫法。修習正法如是

修，消除業障如是修，十八地獄諸有情，願獲解脫如是修，往生極樂

勝剎土，成就佛道如是修。」

製造轉經筒有五種方法，包括火經輪、風經輪、水經輪、土經輪、手

經輪。其五種經輪製作的功德如下：「1、火經輪的功德：以火的熱能

使經輪轉動，煙霧普散所觸及的一切有情都可以成就佛果。2、風經輪

的功德：以風力吹動經輪，其風吹過遍及的一切有情都可以成就佛果。

3、水經輪的功德：以水流動之力轉動經輪，其水中有情都可以成就佛

果。4、放置地面上的經輪被轉動時，其大地上的一切有情皆成佛果。

5、手轉經輪的功德：以手轉繞經輪的人被有情所見、所聞、所思所觸

者皆可以迅速成就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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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經輪具有無量功德，以上所述只是歸納概述了幾種轉經輪的功

德。

南無羅格秀拉亞！

大悲觀世音菩薩六字真言轉經筒製作方法儀軌

依此儀軌可以製作成地經輪、水經輪、火經輪、風經輪、手經輪

等。《天地無錯連環套》云：「六字真言咒輪可以用金色、銀色、紅

色、黑色等顏色書寫，書寫時無錯連續不間斷，以鐵棒作軸心，上下

封口用檀香木，經文不可倒置，經輪用布纏好，如法做成經輪後轉一

次的功德於剎那間可以清淨無始以來由貪瞋痴無明習氣所造的惡業。

於密咒、心咒、總持咒，雖沒有經常誦持，但由於轉繞經輪也能增富

如意、圓滿資糧。」《蓮花瓔珞續》云：「道劫光明等持經輪，此經

輪轉動一次功德，由密咒發出光芒，融入一切眾生，則於自身生起慈

悲喜捨四無量心，能圓滿布施、持戒、忍辱、禪定、智慧六波羅密，

得到初地歡喜地至十地法雲地、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和無學

道，十地五道的圓滿功德，證果三身五智，任運成菩提果位。」

蓮師教言經輪的功德，轉動經輪時，發出的聲音，凡所聽到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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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觸及影子的眾生，以咒輪加持的水飲用、觸及的眾生都能夠將其

罪業於剎那間獲得清淨。

《蓮花佛珠經》云：「製作經輪的功德對於不具足精進修行、懈

怠的修行者。由於轉動經輪，具有殊勝的功德。具足精進的修行者，

指捻經輪轉動時，證得十地決定無疑，無始以來所造的無量罪業於剎

那間即可清淨。本尊或天尊隨修一種都可以獲得圓滿。自己雖然不精

進，而由讓別人書寫經輪的功德，可以遠離過患、圓滿功德。人道有

情墮入地獄後，經過轉經輪的風被吹至地獄，地獄有情都能解脫，此

是佛的教言。」總的來說，雖然沒有通過精進懺悔來消除諸多罪業與

根本墮罪，但由見聞轉經輪的功德，也能夠消除罪業獲得解脫。

《大水風輪續》云：「轉經輪的主根用菩提木做成，菩提木的功

德為自身能生起菩提心，軸心由鐵器製成，象徵瑜伽士的生命象鐵一

樣堅固，嗡嘛呢叭美吽做根本咒，以吽字開頭嗡字結尾來纏經文，以

此功德來增長資糧福田，轉經輪的頂不但表示為報身觀世音菩薩名號

同時也表示為二諦雙運；轉經輪的底表示為化身，象徵為弘法利生的

事業。轉經輪所佩帶的墜石象徵著弘法利生事業非常圓滿。經輪頂端

的華蓋象徵可以圓滿十地，教證二法究竟圓滿」。佛在經典中曾經教

言：「持咒、供養布施的功德，可以通過轉繞密咒輪、水輪、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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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轉輪等都可獲得圓滿。如果一邊持咒，一邊轉經輪，象徵今生獲得

佛果。若以火力轉動經輪時，其六親眷屬等及煙霧所飄散處的眾生都

能圓滿資糧，消除業障證得菩提。若以風力轉動經輪時，被風所吹到

的眾生都圓滿資糧消除業障證悟菩提。水經輪轉動時，水中的一切有

情及飲用此水的有情，都能獲得資糧，消除業障，證得菩提果位」。

轉動經輪時，應觀想如觀世音菩薩所說：「轉經輪在虛空中如濃雲密

布，慈悲心如閃電般迅速生起，如大雨般加持地面眾生，消除業障的

驗象如成熟的穀物，並且會產生殊勝的夢境。」

《大水風輪續》云：「釋迦如來曾教言除蓋障菩薩：『諦聽，瑜

伽士修持七年的功德，不如轉動一次經輪的功德，於一大劫中聽聞三

藏四續的功德，不如轉動一次經輪的功德。』」製作六字真言轉經輪，

並且能經常轉動修持，其願力功德等同千佛。供養轉經輪布的功德，

於一千五百世中具足精美妙衣；供養轉經輪軸心的功德，能夠得到早

日出離三界獲得解脫的功德；供養轉經輪咒紙的功德，比誦持十萬密

咒的功德還要殊勝；供養轉經輪墜石的功德，等同於念誦無量咒語的

功德；供養轉經輪輪頂的功德，能夠如意圓滿一大劫的資糧；裝飾轉

經輪的功德，能夠具足善根智慧；若誰轉動法輪，能為千佛之子，當

做眾生的怙主，受人天供養，具足無量眷屬、財物、飲食。暫時轉動

法輪的功德極其殊勝，能消除疾病、瘟疫，遺除違緣魔障，能得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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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及十方護法神隨時隨地隨身的護衛，具足如是無量功德。究竟

轉經輪的功德，十不善業、五無間罪及三途惡業都可消除，壽終往生

佛國，極樂世界中蓮花化生，如同所有十方諸佛，事業圓滿周遍十方。

這是除蓋障菩薩的傳承。

《滅除輪迴四根本續》云：「大寶經輪轉動時，凡見、聞、繫念、

觸到的眾生都能圓滿資糧，清淨業障，證得菩提。」

製作六字真言轉經輪有八種竅訣法，此傳承由五方佛將此法傳授於獅

面佛母，獅面佛母於印度、漢地、尼泊爾、裡城烏金、古西（印度地

名）、藏地、達日移桑克移，這些地方觀察時發現龍樹菩薩根基殊勝，

後將此法傳授於聖者龍樹菩薩。其於自己閉關房頂上借用風力轉動經

輪時，於定中得見上師、本尊及觀世音菩薩的無量化身加持自己，如

星星般現量所見，有此不可思議的殊勝感應。龍樹菩薩讓施主秋吉加

布轉動《甘珠爾》的法輪，大聖者馬爾巴也得此法傳承，並加以整理，

此法傳承至今未曾間斷。這部論是匯集轉經輪許多殊勝功德的竅訣總

集，以此功德願一切眾生於三中陰中認取解脫，圓證二無我，一切顯

現皆是清淨莊嚴的本尊體性，一切音聲圓滿於密咒的體性，一切分別

念都成熟於智慧中。善哉！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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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輪之功德利益

節選自《甘露明珠》、千佛蓮華精舍文庫

嗡索德！〔願得吉祥〕

五身自性普賢金剛持 化身六牟尼與三部怙

傳承上師寂猛本尊眾 及諸空行護法誠敬禮

欲淨有情三障圓資故 於佛顯密經續典藉中

經輪功德利益略攝集 欲諸劣慧易知定解放

無用偏頗諸義齊並呈

經輪分為：觀修輪、莊嚴輪及轉動輪三種。觀修輪：即是生起本

尊心間之咒鬘及其音聲。莊嚴輪：即是息、增、懷、誅、守護、回遮、

誅除三者及繫解脫等。轉動輪則分為：地輪、水輪、火輪、風輪及手

輪等。

彼〔指轉動輪〕之做法：甚深顯密諸經及陀羅尼，上則以金、銀、

朱砂三者，下則以墨〔書或印〕製作後，轉動之功德，可獲息、增、

懷、誅各各所欲之悉地。此手搖經輪易製、義大、資少，而功利甚大。

《寶箧經論》中說：「轉動解脫轉經筒經輪，具足大神力，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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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宿世所積罪障，降伏魔礙，處身心疾病、飢饉、牢獄、刀兵、怨敵

等八萬四千違緣障難。若有善信男女等發心轉動解脫轉經筒經輪，即

等同於持誦經輪中所有經咒無數萬億遍，其功德不可思議，說不能盡，

現世可得諸事如意，吉祥圓滿，十方一切諸佛及無數龍天護法恆常佑

護。可令五無間罪〔1、殺父；2、殺母：3、殺阿羅漢；4、出佛身血；

5、破合和儈。〕及十惡等罪業消滅。」

導師釋迦能仁於《毗奈耶三百頌》等經文中說過曰：「轉蓮輪之

功德略宣說：『

若人須臾轉蓮輪，或於吉日或時常，或如水流不斷轉，

三界有情拔輪回。若手執持或目睹，即得關閉惡道門。

若人手中轉經輪，日月江河及大地，瓦石草木與森林，

所居六趣皆成佛。若轉經輪於山巔，其界吉祥善妙生；

瑜伽士轉經輪已，二利自成至頂峰：儈侶一轉經輪已，

律儀虧損得復原：咒師一轉經輪已，障淨親見本尊面；

醫生一轉經輪已，病眾癒而現成佛；國王一轉經輪已，

遣除眷臣諸障礙；大臣一轉經輪已，障淨詛遮福德增；

王后一轉經輪已，障淨資圓國政興；將軍一轉經輪已，

敵之軍眾障得清，士卒一轉經輪已，護已命已煩障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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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主一轉經輪已，賣障淨已諸欲成，白衣一轉經輪已，

受享天人之果報；婦人一轉經輪已，後轉潔淨寶男身；

丐盲一轉經輪已，受施已還自障淨。此為無量如來宣，

若人一日轉經輪，功德利益億倍轉。口誦經文手旋轉，

意中觀想此三者，歡喜不離而受持，來世殊勝訣要道。

欲行正法如彼作；欲生殊勝極樂國，欲淨障礙如彼作，

欲由十八地獄中，隨意解脫如彼作；欲生殊勝極樂國，

成就佛道如彼作。」

故轉動經輪可以使山河大地的眾生得到解脫，在山頂上轉動經輪，可

令所在地方吉祥圓滿……如有國王、后妃、大臣、將軍、醫生等，不

論男女老少，轉動經輪可使自己的業障消除，諸事如意，吉祥圓滿。

釋迦牟尼佛又說：「修六度波羅密長達一劫，不如轉動經輪一千轉，

修學三藏長達一劫，不如轉動經輪一千轉」。

又經曰：「此大寶經輪，恆常轉動，摧伏一切諸障礙，上師本尊

空行護法賜加持。而此經輪，即轉一次之功德亦不可思議。」又曰：

「若轉動一次，身、語、意三之罪障清淨。若於何地轉則遍及彼地，

於何水轉則遍及彼水，於何火轉則遍及彼煙，於何風轉則遍及彼風，

若手轉則彼見、聞、憶、觸一切眾生皆種下白法種子。於現世中亦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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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怨敵、盜、賊、火、水、風及地震之怖畏。承經輪威力故，星、曜、

龍、地祗、鬼王、厲鬼、女鬼、部多、畢舍遮、羅剎、天魔、外道、

尋香、獨腳鬼、八部等一切人及非人之作障皆不能得。於已根本上師

及金剛兄妹、靜猛本尊、空行、護法，一切三昧耶退失，承經輪威力

故，則得清淨。」

蓮花生大師曰：「承此經輪力故，於天、鬼、人三，及食、財、

法三皆得大自在，違緣、中斷、病難、魔障及惡封、兇夢兆等一切不

順眾惡悉皆遣除。」大能仁告空行母阿日勒曰：「即或於別解脫、菩

薩、密乘諸律儀誓言退失，承此經輪力故，以悔心懺而得清淨。」亦

有大師曰：「轉此經輪故，世世不生殘、盲、聾、啞、貧困之家，而

轉為種姓高貴、長壽、無病、資財富饒且具修法之緣者。」聖世自在

曰：「以滿一切世界七寶供養之功德可量，發廣大心轉經輪一次之功

德不可計量；一切世界之微塵可計其數，而此六字大明經輪轉一次之

福德不可量。此亦如《寶箧經》中所述六字明之功德。」

有關轉經輪之傳承，乃從法身普賢金剛至金剛薩埵，秘密主至蓮

花生大師，所傳承之菩提風輪，不共三十三部，以及大婆羅門善律作

大疏之功德，大能仁向南方吉祥山空行母阿日勒五部所講，龍樹以至

傳承薩迦上師聖者之功德，及古汝蓮花生向赤松德讚王所講〔具幹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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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德〕中皆有述及。龍樹菩薩並且在其閉關的房頂上借風力來轉動

經輪，於定中親見上師，本尊及觀世音菩薩的無量化身加持，開大智

慧。

轉動經輪之時，勿使其出聲，應如流水持續不斷而均和轉旋之。

由是無論轉動經、續、陀羅尼、懺悔文、願文等何種經輪，即生彼經

轉動及念誦之功德。又分述之：則若為六字大明經輪即生彼之功德；

若是「白傘蓋」經輪，則如彼經文末所示之功德——息滅戰爭等，以

及得恆河沙諸佛護念、救助，臨終往生極樂世界等一切廣大之功德；

若為「摧毀金剛」者，則壽衰者增壽，後世一切罪障解脫等；若為「普

賢行願」者，則「受持讀誦，彼異熟果報唯佛可知」等。此手搖轉經

輪，於行、住、念、修、闊談等任何時候皆可搖轉不離，是一種不斷

增長善根的殊勝方便，比如億遍大經輪，因設置有陀羅尼及心咒億遍

之數，即使轉動一次亦成無數已，及其身體右繞，有繞、轉二者功德，

時短而功德巨大。轉經具有如是之功德，因而應如法善為搖轉，勿反

轉，或頭尾倒置而轉，及跨越、隨意扔置等，此等不敬皆應捨離，心

存恭敬淨信常搖轉之。

解脫轉經筒經輪除以手搖外，藏地多借風力、水力等來轉動。現

代人亦可借電力來轉動。也有人認為電動的經輪不是由人親口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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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功德？應當知道，飛機能夠飛行，衛星能上天，洗衣機能清

洗衣服，都是人心所造成的。殺豬的機器，並沒有造惡業，要墮地獄

的是研製殺豬機器的人，並不是機器；同理，電動的經輪自己不會轉

動，主要是我們的心支配手將許多佛經及轉動裝置組裝起來，並啟動

它；如果沒有心的作用，人的嘴巴也不可能念經持咒；即如藏地人用

水力、風力等轉動經輪，也是心所造成；並非是水、風、電等有功德，

而是具有極至虔信的人具有無量的功德。

轉動解脫轉經筒經輪功德殊勝，福不唐捐，為一切如來共讚嘆，

是積累往生資糧之正助，能廣成自利利他普利有情之善助，實是學佛

的無上殊勝方便之門。

節選自《甘露明珠》、千佛蓮華精舍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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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輪之功德利益選譯

以下選自第四世班禪喇嘛所造「六字咒輪功德利益」

及寧瑪大德仁欽·南巴加哇所造「轉蓮輪功德利益」

大成就者噶瑪巴希（即第二世大寶法王，藏區咸以其為自蓮師以

後最偉大之咒師）之文集中提及經輪之諸多功德利盆：此處所錄乃與

置經輪於地水火風四大修持相關之功德利益。

1.若經輪為其上之風所吹動，輪迴有情或立於下風處者，可免於

受生惡道之苦。

2.若經輪至於火上，輪迴有情或吸入其煙或為火光照耀者，可免

於受生惡道之痛苦。

3.若置經輪於地上，輪迴有情或住於地面或處其地微塵者，可免

於受生惡道之痛苦。

4.若經輪置於水中，輪迴有情住於水中或飲此水者，可免於受生

惡道之痛苦。

是故當依具德上師之教飭而修持此經輪。

·若經輪適當轉動如轉寶傘者，得勝妙身諸根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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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狂亂轉動經輪，將得下劣之身。

·若經輪轉動歪斜，將受生畜道且駝背。

·若上下倒置，則來生跛足或無足。

·若經咒之文字不清，來生眼盲。

·若於經輪轉動之聲具邪見眷，來生耳聾。

·若以斷滅惡見詆毀經輪功德者，來生狂亂或愚癡。

若善士執大法輪正直而轉，上根者將證菩提並利益一切輪迴有情；

中根者將得人身修持正法；下根者亦可得人身而戮力去惡修善。

若於經輪獻大供養，如燈食等諸般滿願之物，將為輪王且諸願成

就。後將證大悲觀自在之果位。諸善信當於他人開示顯解此經輪利益；

此亦同護持宏揚佛法。

若此六字咒輪者於臨終之際置亡者枕邊，復至心虔誠祈願，則可

令神識速即匯入大悲觀自在尊心間，而無需修持遷識（頗瓦）法。故

當一心無疑致力製辦勝妙法輪且於右繞經輪之法，心珍視之。

以上略說六字咒輪之廣大功德利益，其乃由諸佛菩薩博學成就之

聖者宣說，此為大要。為令善士於大經輪，手轉輪與火水風輪其修持

緣起，製作及轉動功德等生信而依次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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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水推動經輪，所有飲、觸、或住於水中之眾生將生於淨土。

若此水蒸發為雲，其所降雨將令所觸之眾生解脫惡道。

若轉動經輪過速，將致心神狂亂。

若有情遇手持經輪者，縱使曾弒父母，亦可免受生惡道。一切曾

見聞經輪，為其吸引，於彼生信，以手觸之者，於解脫受生下道之苦

後，將往生淨土無疑。

以上開顯經輪功德之教言出自「超越死亡利樂語」。

若此大法輪置於高山，山中有情與輪迴眾皆轉生上界，解脫受生

劣道之痛苦。若置於路上，行走此路之眾生將解脫受生下道之痛苦，

此路亦猶若證正覺路。若置於橋上，行走橋之眾生將解脫受生下道之

苦痛，此橋猶如正法大橋樑。若置於人天集聚處，過往此處之眾生將

解脫受生下道之痛苦，此集聚處亦猶如住持正法處。

經輪觀想之法

經輪觀想之法源出「大悲觀自在集密」，其法如下：光明由大法

輪出，攝集六道有情之妄念、苦痛、串習、業種等而返入六字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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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之妄念、惡業種子、串習皆被火燒、摧滅清淨。若如是修持，行

者將於輪迴之因緣果與一切妄念業障中解脫。此乃斷輪迴根本之輪，

當於此修持法要極秘密珍視之。由大寶輪經咒所出光明照觸輪迴有情，

彼將得任運開展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圓滿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及般若六波羅密。

金剛薩埵云：由轉動六字咒經輪故，頗有眾生可經歷初地歡喜，

乃至十地法雲，而圓滿十地。初則圓滿五道，自資糧道而至無學道，

後證菩提，任運圓滿五身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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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經輪的利益

◎梭巴仁波切 講授

在梭羅昆布，所有老一輩的男人、女人都每天轉動著轉經輪。早

上他們在家裡的時候，還有晚上睡覺之前，他們會用左手拿著念珠，

右手拿著轉經輪，然後持誦嗡瑪呢叭咪吽。當他們四處走動的時候，

也繼續轉動著轉經輪，持誦嗡瑪呢叭咪吽。過去我會經想過，「轉動

轉經輪怎麼能變成佛法的修行呢？」就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法門的利益，

我心中曾有過這個疑問。我不知道它是那麼重要的修行，在淨業方面

如此有利益。僅僅碰觸或轉動轉經輪，能帶來不可思議的淨化，並累

積難以置信的功德。

我在勞多發現許多老舊的手稿，是勞多喇嘛抄寫的法本。已故的

勞多喇嘛被稱為喇嘛（昆桑）耶喜，有些人認為他和我這一生有些關

聯。勞多喇嘛並沒有寺院，而過著在洞穴中閉關的生活。他花了許多

心力抄寫各種金剛乘本尊法門的法本。當時這樣的法本非常稀少，所

以他抄寫出許多手抄本。

由於這些手抄本收藏在非常潮濕的洞穴中，都受潮了，我會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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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攤在陽光下曬乾。如果你不曬乾它們，法本會發霉，然後被蟲子毀

掉。蟲子從法本中長出來，並在法本上製造了一些有趣的洞。

有一天，當我把法本攤放在陽光下時，我看到一份題為「瑪尼卡

邦」的陳舊法本。內容包含了整個世界演化的歷史，包括佛法如何出

現在這個世間，以及雪鄉西藏的眾生，如何成為特別的所化機，被大

悲佛觀音所調伏。阿彌陀佛和觀音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彼此有非常強

烈的關聯。而大悲佛觀音和阿彌陀佛在二十幾年來，特別是透過散播

正法，已引導著不只西藏和中國，還包括西方國家。

在「瑪尼卡邦」中，我看到一段簡短的解釋，講轉經輪法門的傳

承，以及當你修持此法門時要如何觀想及禪修。在西藏，通常只要有

大乘金剛乘教法流傳的地方，就流傳著轉經輪法門。這個法門由龍樹

菩薩傳給獅面空行母，再由獅面空行母傳給蓮花生大士，而由蓮花生

大士將它帶入西藏。

讀過這段教授之後，我對於這個法門生起了信心，它並非毫無意

義，而是有考據且非常珍貴有意義的法門。從這份法本中，我對於轉

經輪法門如何有力的淨化心識並累積廣大的功德有了一些認識。

一九八七年，當我在澳洲觀音院的時候，我注意到那個地方變得



21

不可思議的寧靜。由於感覺如此寧靜，讓你想要留在那裡，住在那裡。

觀音院過去從未像那樣過，而我很想知道它為什麼改變了。當時袞卻

格西在那裡。格西拉做了許多佛法的修持。在他離開西藏之後，他花

了許多年的時間在喜瑪拉雅山區密勒日巴的洞穴中閉關。他做了二千

次的禁飲食齋，那是二天密集的觀音閉關，需受持大乘八關齋戒，做

許多大禮拜，持許多咒。喇嘛袞卻格西已在菩提道上善巧修心，因而

我認為觀音院的寧靜或許是來自格西的菩提心。

然而，在我即將結束那次行程前的某一天，心中浮現出一個念頭：

「哦，這改變或許是因為轉經輪的緣故——它以前不在那兒。」那個

轉經輪比藥師佛淨土中心這個轉經輪小多了，但是也一樣包含許多以

膠捲製作的咒，製作得非常好。不久之後，當我接受巴西一個禪修中

心之邀到當地弘法時，一位學生給了我一本書，是塔杉祖古的資深弟

子所寫的，談他在塔杉祖古的中心負責建造轉經輪及佛塔時的經驗。

有一部份他提到，在轉經輪建造完成之後，那個地區全然被轉化了，

變得非常寧靜，悅意，有益於心靈。

這堅定了我的信念，基於我自己的推論，觀音院會變得如此寧靜

是因為它新建的轉經輪。別人經由建造轉經輪體驗到類似的影響，有

助於穩固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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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經輪有地、水、火、風四種。轉經輪的利益之一是，它是十方

一切諸佛、菩薩事業的化現。為了利益眾生，諸佛菩薩化現於轉經輪

中，淨除我們的一切惡業、障礙，並使我們實證菩提道次第的證量。

在建造了轉經輪的地區，一切有情（不只是人，也包括昆蟲等）均不

會墮落三惡趣，他們會獲得天人身，或往生淨土。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迷你的轉經輪，你家就和波達拉—觀音的淨

土—無二無別。當你死亡的時候，如果身旁有一個轉經輪，你並不需

要頗瓦法。擁有轉經輪本身，成為將意識遷至淨土的法門。只要想到

轉經輪，就能幫助一位瀕死者將意識射人中脈，由頂輪離開，化生於

阿彌陀佛或觀音的淨土。僅僅碰觸一個轉經輪，能淨除極大的惡業及

障礙，轉動包含一百萬遍嗡瑪呢叭咪吽的轉經輪，就積聚了如同持誦

一百萬次嗡瑪呢叭咪吽的功德。

這個在藥師佛淨土中心的轉經輪，包含了一百一十八億遍的咒，

因此轉動它一次，就等同持誦了那麼多咒。在那數秒鐘之間，你修持

了如此有力的淨業法門，累積了如此多的功德。轉動轉經輪一次，就

等同圓滿了許多年的閉關。這被解釋為轉經輪的利益之一。

透過水轉經輪，碰觸到轉經輪的水都會被加持。當水流入海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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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它便帶著淨除其中數十億動物及昆蟲的力量。

我曾有一個心願，最近又變得更強烈，就是在海中建造一個轉經

輪。因為我受邀協助許多其他的佛法計畫，建造水轉經輪的構想就被

延宕了下來。然而，當我最近在台灣的佛法中心時，在一段關於轉經

輪的談話中，我提到這個構想。有一位施主，經營了幾年家庭事業，

他非常樂意建造一個水轉經輪，因為他的父親是透過買魚而創業。既

然這家人的成功來自漁業，他覺得他的家庭虧欠魚許多恩情，而他心

中早就想要做些什麼事來報答或利益魚。

當我提到水轉經輪的構想時，他幾乎哭了出來，然後他問：「你

為什麼告訴我要建造這個轉經輪？」然後我解釋了各種原因，他非常

樂意建造一個水轉經輪。我提到在台灣附近的海域建造水轉經輪的構

想，但他想建在夏威夷，在那裡太平洋的水能碰觸到轉經輪而帶來很

大的利益。

火轉經輪由蠟燭或電燈的熱能所驅動。從轉經輪放射出來的光，

淨除它所碰觸到的有情的惡業。由風所驅動轉經輪也類似於此。碰觸

到轉經輪的風受轉經輪的力量加持，從而具有力量，能淨除任何被風

碰觸到的有情的惡業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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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轉經輪能如此有力的淨除惡業，我認為使用轉經輪是個很好

的主意。在我解釋過轉經輪的利益之後，幾年前在柯槃寺，蘿娜及泰

瑞自願肩負起製作轉經輪的工作，讓那些想要修持此法門的學生們順

利取得轉經輪。他們慷慨的製作了許多小轉經輪，並提供給許多學生，

包括我在內。

後來我把我的轉經輪供養給尼泊爾國王。當我向他提及在一個人

死亡的時候，擁有轉經輪會有幫助時，他剎時變得疏遠了起來。我想，

對他來說，這是個不尋常的話題。他問道：「我必需保有它嗎？」所

以我說：「是的。」

教法中也提及轉經輪能阻擋非人及其他有情的傷害，也能息止疾

病，因此我想到可以將轉經輪用於治療。任何生病的有情，例如愛滋

病或癌症，無論他們是否了解佛法，都能運用轉經輪來禪修及治療。

例如，病人可以每天到藥師佛淨土中心來，花幾個小時轉動轉經輪並

觀想。

有二種觀想法。第一種是你觀想光線從轉經輪中的咒鬘放射出來，

照亮你並淨除你所有的疾病及致病的肇因，你的負面思想及其遺留在

你心相續中的習氣。接著觀想光芒照亮一切有情，淨化他們的一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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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惡業及障礙。

第二種觀想是光芒從咒字放射出來，如灰塵上方的真空吸管，勾

召一切疾病及非人的傷害，以及，最重要的是，疾病的肇因，惡業及

障礙。這一切都吸入或融入轉經輪。當你持誦五串或十串念珠的咒時，

你以這種方式觀想清淨自己。

當持誦幾串念珠結束時，觀想由轉經輪中放射出來的光芒，淨除

六道有情的痛苦及障礙。這些都融入轉經輪，一切有情，包括自己，

皆得解脫，體悟整個菩提道，並成就大悲佛的果位。（你也可以一道

一道做同樣的觀想）

如果有人罹患愛滋病，癌症或其他疾病，像這樣禪修，每天盡可

能做幾個小時的禪修，一定會有某些影響。我知道有相當少數的人透

過禪修，而從末期癌症中完全康復。即使一個人或許不懂關於出離心

或業果等佛法教理，由於他們此刻想擁有心靈的寧靜，以及安詳的死

亡，由於他們關切要擁有健康的身體及心靈，他們應該運用這種特別

強而有力，深具意義的療法。

我想強調的是，每個或大或小的轉經輪都適用於病人的治療。這

個法門非常實用而且深具意義。兩年前，我請金麥肯在這個藥師佛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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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心建造轉經輪，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們能夠如此修持，也加持土地。

它幫助人類，也同樣幫助所有昆蟲及動物。金和他的太太姍卓花了許

多時間及心力完成了這個極為莊嚴的轉經輪，我確信許多人幫助他們

完成。我打從內心深處非常感謝他們的成就。轉經輪使一個地方變得

非常神聖而珍貴，如同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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