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元禪師 乙未年端午 

~不可思議的宗教修行力量 



宗教修行消災化劫之功德天—序1 

 當人類每逢天災,天瘟天意之災禍降世間
時,往往讓人類莫可奈何。當苦於無計可
化解時,唯一的上乘妙法,只有藉由宗教修
行人仕的用心,以修行法儀才能上體天神、
玉帝、上帝、諸佛菩薩之慈光加持灌頂,
即可消災化劫為人類祈福,這是真實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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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修行消災化劫之功德天—序2 

 若是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災禍,則自作孽
不可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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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修行消災化劫之功德天—序3 

 本教承天威光,教義宗旨是「為國修道,為人類祈福」
的天命。 

 茲將本教於十年來的消災化劫功德天詳記如實公開
世間。若能平時多行善事,為人類祈福時,則天災人
禍可減少到最低,此為真實不虛也。 

 混元特此撰述記實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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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無法抗拒與阻擋的自然災難 
 2003 SARS 
 2005 禽流感 
 2007 臭氧層破洞 
 2010 天坑地洞 
 2012 日本富士山火山危機 
 2012 美國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2015 伊波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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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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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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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ARS 天瘟沙斯 
截至2003年7月11日的疑似SARS病例 
 
國家/地區 病人 死亡 康復 

中國內地 5327 349 4941 
香港 1755 299 1456 
臺灣 307 47 260 
加拿大 250 38 194 
新加坡 206 34 172 
美國 71 4 67 
越南 63 5 58 
菲律賓 14 2 12 
德國 10 1 9 
泰國 9 2 7 
蒙古 9 0 9 
法國 7 1 6 
澳洲 5 0 5 
馬來西亞 5 2 3 
義大利 4 0 4 
英國 4 0 4 
韓國 3 0 3 
印度 3 0 3 
瑞典 3 0 3 
印尼 2 0 2 
南非 1 1 0 
巴西 1 0 1 
哥倫比亞 1 0 1 
芬蘭 1 0 1 
科威特 1 0 1 
澳門 1 0 1 
紐西蘭 1 0 1 
愛爾蘭 1 0 1 
羅馬尼亞 1 0 1 
俄羅斯 1 0 1 
西班牙 1 0 1 
瑞士 1 0 1 
總共 8069 779 7452 

WHO最後公布統計數字是在2003年7月11日，但之後有調整。 

數據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徵狀在感染後2至7天出現。嚴重的
病人需要機器換氣系統。世界衛生
組織建議隔離治療疑似病人。抗生
素無作用，而利巴韋林、奧司他韋
等抗病毒藥作用微弱。後遺症包括
肺纖維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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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ARS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藥師經》共三萬六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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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ARS消災化劫 
世界和平天瘟永息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1) 

 世界和平鐘樓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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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ARS消災化劫 
世界和平天瘟永息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2) 

 法會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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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ARS消災化劫 
世界和平天瘟永息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3) 

 法會祈安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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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SARS消災化劫 
圓滿 
 2003年6月22日  WHO解除SARS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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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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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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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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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禽流感 (Avian Infuenza H5N1) 
禽流感病毒在正常的情
況下只會感染鳥類及豬，
對於其他哺乳動物包括
人類則鮮有被感染的報
導，原因是病毒有所謂
寄主障礙的特異性。世
界衛生組織開始注意到
鳥類病毒似乎已經能克
服了寄主障礙而以人類
為攻擊的目標。禽流感
病毒的大流行即可能會
降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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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禽流感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天德經》共36萬部 

 

15 



2005 禽流感 消災化劫 
天瘟永息護摩召靈祈安大法會(1) 

 禪機山仙佛寺護摩消災法會 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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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禽流感 消災化劫 
天瘟永息護摩召靈祈安大法會(2) 

 天瘟永息護摩召靈法會外壇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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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禽流感 消災化劫 
圓滿 

 2005年12月28日
法會圓滿 ，
2006年開始H5N1
疫情逐漸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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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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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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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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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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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南極臭氧層危機(Ozone Hole) 
臭氧層可以吸收波長為315–280奈米的紫
外線，所以臭氧層的被消耗會導致增加這
種紫外線對地面的輻射，會對地面生物造
成一定的危害。2006年9月，南極上空出
現已知最大的臭氧層空洞。 
臭氧層厚度低於220DU視為破洞。 

2006年9月南極上空 
臭氧層破洞(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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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臭氧層破洞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天德經》共64萬部 

 每位學員以護摩棒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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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臭氧層破洞 消災化劫 
消災化劫護摩祈安法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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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臭氧層破洞 消災化劫 
消災化劫護摩祈安法會(2) 

追根溯源消災化劫祈願文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共創人類真和平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共創人間成淨土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各依天職轉法輪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化解兩岸仇與恨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促成兩岸早和平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發露大愛無欺凌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珍惜兄弟血脈情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化解世界無戰爭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兩岸合作皆圓滿   一拜 
祈願南天卅三天王降凡塵 天人合一天地無我金剛心   一拜 
伏願玉皇大天尊慈鑒 
滿我混元唯心宗弟子 
為國修道為人類祈福 
皆滿願                       三拜 
唯心弟子      叩求 
天運歲次  丁亥年 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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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臭氧層破洞 消災化劫 
消災化劫護摩祈安法會(3) 
 追根溯源消災化劫圓滿護摩法會 
一、時間：七月二十三日亥時(2007-09-04) 
二、鼎爐：日月鼎同用 
三、咒文：唵、啞、吽、普隆啞、普隆 
四、觀想依法修行心通法界 

 亥時：諷誦修真寶照覺經 
 亥時：奉請諸天仙佛菩薩 
 子時：聖神降臨共轉法輪 
 子時：正式護摩法會 

1. 各讀陰陽爐之偈文 
2. 焚化文疏旺火 
3. 焚化護摩棒－念金剛咒 
4. 旺火中化法船及蓮花座 
5. 旺火化供金針、木耳、豆等，一一焚化供養，念金剛咒 
6. 文疏不必再讀供養人之名 
7. 護摩棒兩端沾蜜 
8. 力求旺火，可以消災化劫，旺火可以「天德」共祈天災永息，天瘟永息，南天門諸天王護佑天下

太平，眾生福慧增長，祖德流芳，天下太平。 
9. 七月二十四日之燄口壇佈置好之後，護摩壇在壇前，四角棚拆除。 
10. 護摩法會至卯時七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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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臭氧層破洞 消災化劫 
圓滿 
 2007-09-05(07/24)法會圓滿，臭氧層的破洞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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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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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1) 

 天坑（Tiankeng；英語：Sinkhole）是指具有巨大的
容積，陡峭而圈閉的岩壁，深陷的井狀或者桶狀輪廓
等非凡的空間與形態特質，發育在厚度特別巨大、地
下水位特別深的可溶性岩層中，從地下通往地面，平
均寬度與深度均大於100米，底部與地下河相連接（或
者有證據證明地下河道已遷移）的一種特大型喀斯特
地形。 

 若是天坑出現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或是重要的水壩，
那將會造成重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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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2) 

 2010年7月22日，混元禪師於唯心天下
事節目(135集)開示，若是天坑出現在
人群聚集的地方，或是重要的水壩如
長江大壩，那將會造成重大災難。 

 混元禪師以易經推算長江大壩危機，
尤其是2015年以及2027年最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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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地母真經》共122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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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恭祝地母至尊暨阿彌陀佛聖誕祈安消災大法會(1) 

恭祝地母至尊暨聖誕祈安法會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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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恭祝地母至尊暨阿彌陀佛聖誕祈安消災大法會(2) 

 唯心聖教禪機山仙佛寺祝阿彌陀佛聖誕祈安消災法會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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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恭祝地母至尊暨阿彌陀佛聖誕祈安消災大法會(3) 

 叩謝天恩 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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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恭祝地母至尊暨阿彌陀佛聖誕祈安消災大法會(4) 

 叩謝七十二天師加持灌頂世界和平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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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恭祝地母至尊暨阿彌陀佛聖誕祈安消災大法會(5) 

 七十二天師加持世界和平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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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直到2013年，唯心聖教學員仍持續祈福。 

 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安人心祈安文疏 

 恭誦《地母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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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天坑地洞 消災化劫 

圓滿 
 法會圓滿至今，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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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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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已經300年沒噴發過的富士活火山，一但噴發

岩漿將向南邊傾洩而下，鋪天蓋地的火山灰
則向四面八方飛散，連東京陸空交通都可能
因此癱瘓，最多可能造成47萬人必須避難。
日本跟法國最新一項共同研究顯示，富士山
爆發可能性增加，進入「危急狀態」，原因
就是2011年、日本觀測史上最強的311東北大
地震。 

 混元禪師開示，如果富士山火山噴發，很可
能接下來台灣陽明山火山也會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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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天德經》共48萬部 

 恭誦《中華民族列祖列宗萬靈歸心寶誥》每位學員20部。
共3萬6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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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辛卯年(2011年)九九重陽祭祖萬靈歸心大法會  
辛卯年九九重陽祭祖萬靈歸心大法會  
唯心聖教開天三十週年萬靈歸心祈安大法會 
  
一. 時間：自辛卯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共68天。 
二. 法會壇城：禪機山仙佛寺千佛禪堂。 
三. 恭誦經典：中華民族列祖列宗萬靈歸心寶誥20部以

上。 
四. 超渡各姓氏堂上祖先往生淨土。 
五. 各姓氏累劫多生父母往生淨土。 
六. 各人累劫冤親債主。 
七. 住家工廠地基主。 
八. 各姓氏無緣住世嬰靈。 
九. 支會長服務處轄內無祀男女孤魂。 
十. 各姓氏堂上往生未週年者。 
十一. 本期法會請各位同修供養壇香，香灰於壬辰年三月

三 日奉送八卦天心蓮台之寶鼎中供養列祖列宗萬靈
歸心，功德無量。 

十二. 每人應誦寶誥20部以上。 
十三. 文疏填寫二份，一份於十一月十七日以前交旨至仙

佛寺千佛禪堂，一份留壬辰年三月二十六日水陸法
會交回稟天。 

                               混 元 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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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唯心聖教八卦城天心妙蓮台萬靈歸心圓滿法會(1) 

 唯心聖教八卦城八卦天心妙蓮台萬靈歸心封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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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唯心聖教八卦城天心妙蓮台萬靈歸心圓滿法會(2) 

 唯心聖教八卦聖城天心池祈天加持灌頂消災化劫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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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心聖教南天八卦城九龍壁落成讚偈文 

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唯心聖教八卦城天心妙蓮台萬靈歸心圓滿法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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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富士山火山危機  
圓滿 
 富士山火山至今(2015-06-20)沒有再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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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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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 黃石國家公園的超級火山在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分別為210

萬年前，130萬年前以及64萬年前。科學家近年來在黃石國家
公園的超級火山下發現了幾千萬噸的岩漿，比預期中多2.5倍。
火山爆發將可能成為全球事件，不僅僅是影響美國或北美地區。 

• 尤其至2010年，黃石公園附近地震的次數以超
過過去的數字許多，危機就在眼前。(資料來
源：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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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天德經》共36萬部。 

 供養甘露水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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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黃石公園活火山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1) 
 唯心聖教壬辰年消災化劫祈安法會祈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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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黃石公園活火山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2) 
 唯心聖教壬辰年消災化劫祈安法會叩請鴻鈞老祖光降
加持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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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黃石公園活火山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3) 
 唯心聖教壬辰年消災化劫祈安法會淨文疏偈文 

 唯心聖教壬辰年消災化劫師母邀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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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黃石公園活火山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4) 
 唯心聖教壬辰年消災化劫祈安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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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黃石公園活火山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5) 
 唯心聖教列祖先靈萬靈歸心南天淨土吉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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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黃石公園活火山消災化劫祈安大法會(6) 
 唯心聖教唯心賢士皈依三寶萬靈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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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黃石公園火山危機  
圓滿 
 黃石公園火山至今(2015-06-20)沒有再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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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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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危機 
 伊波拉病毒（英語：Ebola 

virus）是絲狀病毒科的其
中一種病毒，可導致伊波拉
出血熱，具有50%至90%的致
死率。 

2014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顯示伊波拉病毒已經造成非洲嚴重
的傳染以及死亡案例，並且伊波拉疫情仍然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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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恭誦《天德經》共1100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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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甲午年三三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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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甲午年五五法會 
 唯心聖教甲午千秋端午祈安消災化劫圓滿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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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甲午年六六法會(1) 

 唯心聖教日本消災化劫祈安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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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甲午年六六法會(2) 

 唯心聖教日本消災化劫祈安法會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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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甲午年七七法會(玉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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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甲午年九九登高救災化劫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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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唯心聖教甲午千秋消災化劫叩謝天恩祈安法會 

一.時間：甲午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四日共25天
（國曆12月1日至12月25日） 

二.壇城：禪機山仙佛寺千佛大禪堂 
三.應誦經典：唯心聖教三十經 
四.應設聖座：12尊 
五.應設蓮位：3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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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乙未年水陸法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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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乙未年水陸法會(2) 
 唯心聖教恭祝王禪老祖聖誕水陸法會祈願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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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乙未年水陸法會(3) 
 唯心聖教立教宣言文疏 

67 



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乙未年水陸法會(4) 

 
 

  唯心聖教乙未年恭祝王禪老祖聖誕護國息災水陸大法
會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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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伊波拉病毒 消災化劫 
圓滿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5年5月9日宣布賴比瑞亞解除伊波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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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瘟疫 法會始末時間 眾人祈福 結果 

SARS病毒 2003-05-21(04/21) 

2003-06-04(05/05) 

恭誦 藥師經 36,000部 2003-06-04(05/05) 

WHO宣布解除 

禽流感病毒 2005-12-21(11/21) 

2005-12-28(11/28)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05-12-28(11/28) 

疫情減緩 

臭氧層危機 2007-06-19(05/05) 

2007-09-05(07/24) 

恭誦 天德經 64萬部 2007-09-05(07/24) 

臭氧層補了30%  
天坑地洞 2010-11-23(10/18) 

2010-12-22(11/17) 

恭誦 地母真經 122萬部 2010-12-22(11/17) 

不再有新的天坑地洞 

富士山火山 2012-06-19(05/01) 

2012-06-23(05/05) 

恭誦 天德經 48萬部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萬靈歸心寶誥      3萬6千部 

2012-06-23(05/05) 

至今沒有噴發 

黃石公園火山 2012-11-02(09/19) 

2012-12-29(11/17) 

恭誦 天德經 36萬部 2012-12-29(11/17) 

至今沒有噴發 

伊波拉病毒 2015-05-10(03/22) 

2015-05-18(03/30) 

恭誦 天德經 1100萬部 2015-05-10(03/22) 

賴比瑞亞宣布解除 

台灣唯心聖教消災化劫祈願法會皆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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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 
 2016 全球糧食危機 

 唯心聖教學員在家祈福 

 目標：恭誦《天德經》1200萬部迴向 

 世界之飢餓與戰爭消災化劫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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