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明和尚與梵因和尚談福智僧團，真相⼤大公開之三 
梵因法師、淨明法師與李衍忠學長還原常師⽗父過世真相 

54:51 
居⼠甲：法師，我我比較想知道就是說最近學員常想再知道的事情就是說，那
師⽗的死相到底是怎麼樣︖ 
55:00 
那師⽗到底有沒有舍利⼦︖這幾個問題先請法師先釋疑⼀下。那師⽗⽰寂到底
有幾個⼈在旁邊，因為前⼀陣⼦有法師在釋疑說，你也不在旁邊，到底您在不
在︖ 
梵因法師：我當時在。 
居⼠甲：還有誰呢︖ 
梵因法師：當時所有應該上座學長都在。 
淨明法師：師⽗還沒往⽣前。 
梵因法師：原本就是，師⽗死相我們所有上座學長都看到。 
居⼠甲：師⽗死的時候是什麼時候︖是師⽗死後幾天你們才⾒到，還是說師⽗
當場死圓寂的時候是你們誰有誰在旁邊︖ 
淨明法師：當時我們都不在。 
梵因法師：師⽗死的時候那⼀那個當下呢是只有如證法師，總幹事然後⼤顯在，
然後李彥平也在，然後⾦，應該這五個⼈在。 
居⼠甲：那師⽗圓寂幾天後你們才⾒到師⽗︖ 
梵因法師：是隔天吧︖ 
淨明法師：對啊，我們隔天就趕去。 
居⼠甲：那隔天有誰在場，你能不能把名字唱唱誦唱⼀下︖ 
梵因法師：就是所有的學長跟上座都在。 
居⼠甲：哪幾位學長︖ 
李學長：全部啊。 
梵因法師：全部五個學長都在。 
居⼠甲：哪幾位︖那幾位︖盧總︖ 



梵因法師：盧總、賴學長、陳耀輝、然後穆學長也在嘛對不對，穆宗南，還有
那個... 
居⼠甲：郭基瑞在嗎︖ 
梵因法師：郭基瑞不在，那時候郭基瑞不在，那時候他不是學長，還有李學長
跟解學長，還有那時候還有⼀個那個誰那個另外⼀個企業家︖ 
李學長：楊... 
淨明法師：什麼朗的...什麼楊什麼朗。 
如速法師：楊國民。 
淨明法師：楊國民楊國民對。 
居⼠甲：那出家眾呢︖出家上座有哪幾位︖ 
梵因法師：就淨明法師、我、如證、如淨、淨遠、禪聞六個。 
居⼠甲：那師⽗的死相到底是為何可以描述⼀下嗎︖ 
梵因法師：還有如清法師也有在。 
淨明法師：如清... 
梵因法師：如清有去。 
淨明法師：如清有，他在。 
居⼠甲：那師⽗的圓寂的法相到底是如何可以描述⼀下嗎︖ 
梵因法師：這個淨明法師我們... 
李學長：師⽗是星期六圓寂的，記得是這樣，然後我們都是星期⼀到。 
梵因法師：所以是第三天。 
李學長：六圓寂然後中間隔了個⽇然後⼀到。那這個，賴學長他是那個盧總幹
事師⽗⼀圓寂然後當天然後就把他先找去，因為他當時就是說要先處理然後先
講清楚然後先先交代，然後賴學長嘛就提早回來安頓這邊的⼼，所以去⽕葬場
的時候賴學長沒有。 
居⼠甲：那師⽗死相可以描述⼀下，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很多學員都知道到底這
是真的還假的到底師⽗的死相跟他有沒有舍利⼦的事情︖ 
淨明法師：師⽗，我們去看的時候呢，那，我看到我也嚇⼀跳說，那時候師⽗
那個神那個相貌是眼睛凸出來然後牙齒露出來，然後身體就僵硬的，然後肚⼦
非常⼤。⼿記得好像是並不是很平整的，就是有有⼀隻⼿是稍微往上，身體都



很僵硬然後整個顏⾊是⿊⾊的，當然不是全⿊就是那個整個整個那個顏⾯身體
都是... 
居⼠甲：暗沈就對了︖ 
淨明法師：暗暗的，看到是這樣，那時候我也其實有疑惑說為什麼會這樣⼦︖
⽽且前⾯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我個⼈我是完全不知道師⽗是怎麼往⽣的，完全
都不知道。 
居⼠甲：那在座的說剛剛所梵因法師所說的那些的學長跟上座都親眼臨蒞，都
親眼在場嗎︖ 
淨明法師：對啊，都在。 
居⼠甲：那為什麼為什麼回來在福智之聲裡⾯所講的說師⽗死相非常的安祥種
種這些，你們知道這件事嗎︖在福智之聲裡⾯就說的，在福智之聲的⼀百，這
是幾期︖156期，156-157期裡⾯的前⾯第，前⾯的開場⽩就說師⽗死相非常非
常安祥，⽽且非常膚⾊非常光澤然後非常的柔軟。 
淨明法師：我看的不是這樣⼦。 
居⼠甲：那梵因法師您看到也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梵因法師：對，不是這樣。 
居⼠甲：那師⽗... 
梵因法師：因為我記得最後是把師⽗的臉是⽤布蓋起來，⽤⼀個⽩布蓋起來，
不讓⼈家看到，你看完之後就蓋起來。 
淨明法師：喔，這個到不知道。 
梵因法師：那個就蓋起來，那為什麼要蓋起來呢︖就表⽰不好看才看起來，⼀
般⼈死了不需要蓋的，對不對︖⼀般⼈不會蓋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時候師
⽗臉是蓋的。 
居⼠甲：那⽕化是有誰參加呢︖⽕化的時候︖ 
淨明法師：我有參加。 
梵因法師：基本上那些⼈在，剛才那些⼈... 
居⼠甲：全部都有參加，剛剛那些⼈。那請問⽕化出的當下⼤家都有那些⼈都
有在現場看嗎︖ 
梵因法師：對啊。 
居⼠甲：師⽗有沒有舍利⼦︖有沒有七彩舍利⼦。 



淨明法師：有，第⼀應該是我先看到的，就是我是在那個他那個有⼀個窗⼜。
他那個舍利，那個遺體燒完之後要認。 
1:00:00 
那我旁邊就是如俊法師，我現在只記得說我還有如俊法師在我旁邊。 
居⼠甲：如俊︖ 
淨明法師：如俊，英俊的俊，如俊，如俊法師。然後呢，我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也有⼀個就是被殺掉的⼀個男的，整身都是⾎，我也看到。⼀起進去⽕化然後
結果骨灰出來的時候是⼀起出來。⼀起出來的時候我那時候看說奇怪，師⽗的
那個整個骨灰呢，因為他燒完很熱嘛，還很燙，然後我看到全部都⽩的。啊我
看看說，哇，這樣好像好像不錯喔。然後我看隔壁就是事實上隔壁也沒有，就
是⼀兩公分，我就是那個被殺掉的那個男的呢，他那個骨灰出來⼀樣，跟師⽗
的那個我看看了好幾遍，全部都⼀樣的顏⾊。 
居⼠甲：⼀樣是骨頭很鮮⽩︖ 
淨明法師：對啊，就是骨頭很鮮⽩就這樣。但是因為是剛燒完嘛，那後來送回
來我們去把師⽗的這個這個骨灰送回來台灣之後回⼤悲去，那個是當時有位侍
者緣護法師，緣護法師他要他請我到師⽗的房間，在⼤悲精舍那⼀他住的那個
房間，進去，因為不准任何⼈進去。那緣護法師有請我進去，他在挑師⽗的整
個骨灰，全部把他羅列出來之後在那個桌⼦上⼀⽚⼀⽚把他撿出來這樣，他們
有照相。但是我看的時候就是真的沒有舍利。 
居⼠甲：沒有舍利。 
淨明法師：也沒有什麼舍利。 
梵因法師：我這邊有可以補充，因為當時應該是確實是沒有舍利，然後他們的
講法呢，就是⾦還有聯波活佛在的時候講法師說因為內地的焚化爐它溫度太⾼
了，所以呢就燒不出舍利。他們那時候講法是這樣，所以我們也就信以為真啊。
所以就是說他們⾃⼰也也證實說沒有舍利，原因是焚化爐的溫度太⾼。 
居⼠甲：那為什麼在福智之聲156期157期第八⾴，第八⾴裡⾯寫的，各種顏⾊
的舍利花和舍利⼦，骨相鮮⽩。這個是福智之聲裡⾯所說，那也就是說有⼈在
說謊囉，總幹事說謊還是福智整個都在說謊︖ 



淨明法師：骨⾊不是鮮⽩，是剛燒出來的時候是很鮮⽩，那個必然是物理現象
嘛。但是呢，到了那個⼤悲精舍那個緣護法師把他把他撿出來呢，他的骨頭的
那個顏⾊呢就沒那麼鮮⽩，就稍微暗暗的。 
居⼠甲：那就跟福智之聲所說的... 
梵因法師：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啊，如果說真的有舍利那就請請⼤家拿出
來看，讓⼤家讓所有弟⼦們去瞻仰去認證嘛，這就沒有什麼好解釋了啊。 
淨明法師：有啊⼀般有⼀些⼤德他往⽣的時候燒成舍利，都拿出來讓⼤家瞻仰
禮拜啊，沒有⼀位不是這樣的。 
梵因法師：可是後來福智的作法就是說下令不准看上師的舍利。 
居⼠⼄：法師可是這裡有⼀個關鍵，就是說福智之聲做這樣的定調跟後來譬如
說不給⼤家瞻仰或者是不給⼤家去了解這⼀段到底是誰做的命令︖就是這是上
座法師⼤家決定的呢︖還是其實不是，還是到底誰就做了這樣⼦的描述還有這
樣的決定︖ 
淨明法師：我喔，我是沒有，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梵因法師：我也不知道這個決定是什麼，所以肯定呢... 
居⼠⼄：那法師你們怎麼被告知這樣⼦的決定︖ 
梵因法師：我們沒有被告知。 
居⼠⼄：都沒有就是他們就是做了。 
淨明法師：就是這樣做出來的啊。 
梵因法師：應該是我知道是上⾯的⼈是⾦的意思，⾦的意思不讓⼤家去看師⽗
的舍利⼦，因為本來如證法師我聽說，如證法師本來有意有意思呢說要讓⼤家
去看⼀下師⽗舍利，後來被⾦擋下來。我記得的是這樣。 
淨明法師：她不只是這樣我再順便⼀提。那個⽇宗仁波切我們每年都是照著師
⽗的意思每年會請三⼤法台，⾚仁波切來台灣傳法。但是師⽗⽰寂之後好像隔
了兩年還三年我不太記得，當時我在現場。⾦怎麼對如證法師講呢，⽽且很⽣
氣⼜氣很不好。跟他講說，你們每年都請⽇宗仁波切來傳法來台灣去台灣傳法，
我是接班⼈為什麼怎麼不來請我呢︖我那時候嚇了⼀跳她講這個話。所以如證
法師的確有他的困難，⾦，背後真正在操控的是⾦在操控。 
居⼠甲：那也就是說盧學長賴學長陳學長還有諸多位的都是在睜眼說瞎話說謊
囉。師⽗的死相是真正真實是這麼這麼恐怖的， 



01:05:00 
然後沒有舍利⼦也沒有舍利花，他們就是這樣明的幹囉︖ 
梵因法師：我想這個可以請李學長做，因為李學長有聽到嘛，盧學長在那個師
⽗⽰寂的那個頭七的時候，盧學長有講到師⽗的死相，對不對，你可以講那⼀
段。 
李學長：說實在盧總幹事是，現在我不知道，⼗幾年沒來往。當當年他真的是
⼀個還個性滿坦⽩的，所以他就是在那個我們的那個聚會裡⾯，當場在場的都
有聽到，這點是千真萬確的。盧總幹事講就是說，師⽗⾛的那個時候然後他那
個眼睛瞪得⼤⼤嘴巴張開然後臉⿊⿊的，不曉得師⽗故意要教導他什麼，他有
講這句話。這個是在場的⼈所有⼈都聽到了。那這個呢，我們的那天的聚會的
那個影帶後來就，那是以班長族為主嘛。然後事實上那個是後來那個又發到各
班去播放的那個時候是我我叫我叫⼈負責把他剪掉的。所以湮滅掉這段各班都
沒聽到是因為我叫他剪得啊。為什麼，因為我覺得盧總幹事你講這個話有點太
難聽啦，就是講的那個。那現場⼈員也不會有⼈太注意嘛，可是你講這話我又
播到各班，然後這樣⼦不是就把天下⼤亂啦。所以我就叫裡⾯這邊做影⾳的把
盧總幹事講這段的就是剪掉啦。那到是你你的那個幅智之聲後來怎麼最後，這
個是什麼，就是鳳山寺僧團那邊的那個如俊法師那邊想要指揮下來，所以我就
不知道那個...。 
居⼠甲：你說是如俊法師喔，指揮下來的︖ 
李學長：那個就是僧團他們弄弄弄弄下來的啊，要寫的那個版本就是由那邊寫
下來了，所以就不是我掌控，但是那個當時的那個把那個影帶剪得那個時候是，
我確定有這件事情，⽽且盧總幹事這樣講，因為這個帶⼦是我指揮下⾯的⼈
去...。 
淨明法師：我是指誰︖你剛才講我是指誰︖ 
居⼠甲：他。 
李學長︔就是我，因為我那時候管那個...。 
梵因法師：教理部啊。 
李學長：我還沒有離開福智以前我管教理，管那個⽂教，所以福智之聲是教理
管的然後影⾳也是教理管的，所以我是主管單位，那要播給各班的錄影帶我把
它剪掉。 



淨明法師：⽽且這還有⼀個我現在突然想起來就是說當時呢，我們都在場，然
後我們看完師⽗的遺體之後呢，隔⼀天，然後師⽗是說，不曉得誰拿出⼀個紙
張要⼤家簽名，你還記得嗎︖ 
李學長：盧總幹事啦。 
淨明法師：對對對，盧總。他要簽什麼名︖說她是接班⼈是不是，⾦是接班⼈。
我跟你講... 
如速法師：她繼承所有的遺產吧︖ 
淨明法師：不是，我不曉得。因為為什麼我不曉得你知道嗎︖他們拿出來我沒
有簽，啊我知道所有在座的學長所有上座法師全部都簽名了，你們可以看。 
居⼠甲：可是他，可是他們說你都有簽了所有⼈都有簽了。 
淨明法師：我沒有你可以拿出來看，絕對沒有我的簽名。如果他有拿出有簽名
⼀定是作假為什麼︖我的筆跡我看得出來，⼤家也會認得出來，我當時是沒有
簽名的。 
梵因法師：你當時為什麼不簽︖ 
淨明法師：就不簽啦。因為我已經對她已經有⼀些懷疑了，因為第⼀次去東北
去⾒她的時候呢，我上回在南普陀公開講了我已經有講，我對她有⼀些懷疑在，
啊師⽗⽰寂以來我都不在現場不曉得發⽣什麼事情啊怎麼⼀去就變成這樣⼦，
⼤家也不敢問，我覺得這是我要懺悔的地⽅說，我明明也有看到這個師⽗的死
相不太合常理會這樣。那但是呢礙於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狀況，覺得的確我搞
不，從頭到尾都是⼈家講給我們聽的，啊雖然我現場去看了也不曉得前⾯發⽣
什麼事情。在那種場合⼤家都很傷⼼的時候我怎麼可能跑出來說這個有問題，
不會不可能這樣，我當時也不可能這樣做啊。但是那時候內⼼是疑惑很⼤，啊
因為學長都沒有講話因為你們很多就是剛剛講說盧學長還有幾位都在現場，他
們應該有問題他們會跟我們講才對。可是也都沒有講，所以我也沒有再去我也
沒有去主動提出來。所以說我說⾦她厲害的地⽅，她就各個擊破喔。她也不講
什麼話，這邊弄⼀下那邊弄⼀下。啊我們都不曉得前後，啊每個⼈也各個不相
知，然後就很多⼀些這種錯解，啊所以這邊...。 
居⼠甲：因為前⼀陣⼦如證法師如淨法師還有多位法師開了開了，對，就在福
智開了座談會說，他們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說當初你們都有每⼀個上座法師
都親⾃有簽名，認同⾦女⼠為接班⼈，是這樣⼦。 



淨明法師：我跟你講他說謊。我就沒有簽。可以拿出來，如果說他不，可以請
他把它拿出來，拿出來那個證明拿出來看看我有沒有簽。 
居⼠甲：那再來請請益⼀下法師喔， 
01:10:00 
那個如得法師在六⽉⼗八號在⾼雄的⾼雄的那個福智那邊有講說，兩位是因為
沒有舞台⽽離開，如果他是你們兩位⼀樣的處境的話，沒舞台他也會⾃⼰離開。
⽽且如得法師還說，兩位呢是，是什麼，是當住持只當⼀年⽽已，短短的⼀年
怎麼能跟如證法師當⼗六年能比呢︖這個可不可以釋疑⼀下︖ 
淨明法師：這個我先解釋⼀下。事實上我們出家⼈我們修⾏⼈不會去談這種，
像世間⼈就比誰當多久。這個不是，我們不太會知道。啊現在他們話這樣講出
來，事實上是這樣當時呢，師⽗呢，我當住持的時候當了⼀年，啊⾦已經出現
了，這在我當的時候的下半年她就出現了。師⽗那時候有跟我們講說有⾦這樣
⼀位。然後呢，後來我當完滿⼀年之後呢，師⽗有⼀天找我過去他房間，跟他
跟我講說，淨明你現在趕快過去內地，到⾦那邊去然後呢你現在這個職位趕快
就交給那個如證法師，是這樣⼦的喔，是交給如證法師。 
居⼠甲：在哪邊交︖ 
淨明法師：在那個台北中山女中，當時有廣論學員有兩三百⼈去參加，因為那
個禮堂很⼤，對不對，兩三百。都是可以去找出那些學員。 
居⼠甲：那為什麼說淨遠法師也是住持︖ 
淨明法師：我就不知道了。我我比你就是師⽗要我表跟當場代表師⽗，因為師
⽗那時候身體不好我就代表師⽗去把這個職位交接給如證法師，是這樣的。 
居⼠甲：那第⼀任就是梵因法師，第⼆任是你淨明法師，第三任是如證法師，
那為什麼他們⼀直說第三任淨遠法師。 
淨明法師：啊這個我就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講。 
如速法師：我有個印象，我印象當中他不屑當。 
居⼠甲：沒有...。 
淨明法師：我跟你講，我跟你講，當時呢淨遠法師呢，在我當住持的時候他就
過去⾦那邊。那整整⼀年我在當住持的時候呢，他都沒有回來台灣，他就在⾦
那邊，所以他不可能回來當半年的住持，哪裡當︖沒有這點事情。因為你福智



之聲呢，福智之聲有寫，梵因法師當了⼀年，都有寫，他⼀年當完之後換我當。

梵因法師：我當三年。 
淨明法師：三年，然後完了之後我，換我當對不對︖那時候師⽗就派因為⾦出
現，師⽗那時候非常重⾦，⼤家都知道那時候要把⾦看成就是他。所以那時候
師⽗是重視到那種程度派我過去⽽不是說我沒有舞台，實在是真的是，這個不
是事實。 
居⼠甲：那那如證法師他們說當⼗六年，這個⼗六年為什麼他會當這麼久呢︖ 
淨明法師：因為那個法王達賴喇嘛我當住持的時候我去達隆莎拉求，代表師⽗
去︖(1:12:50)。師⽗那時候身體不好沒辦法去，啊我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作為作
住持。然後法王特別第⼀次，怎麼說，法王第⼀次正式地透過，就是說因為那
時候我是住持他跟我講說，回去跟常師⽗講，以後住持必須要輪任，這個體制
要建⽴起來，輪任制度。那我把法王交代這件事情回台灣的時候跟師⽗講，師
⽗就照法王這種話去做，可是為什麼⾦接，就是說師⽗⽰寂之後呢，如證法師
當了⼗六年這個我並不清楚。但是師⽗也都知道法王交代這件事情要輪輪流。
然後呢，當時在那個⾹港有⼀次這個師⽗在⾹港那個普明院，這個⼤家知道嗎︖
那個︖︖法師是不是︖那位住持比丘尼，他普明院。然後那時候我也在現場，
⾦也在現場，然後師⽗跟，討論說將來要誰跟⾦⼀起學習五部⼤論。那師⽗要
挑的條件最好了，那我是其中⼀個，還有幾個還有兩三個法師這樣⽽已。就要
跟⾦⼀起學，然後那時候師⽗是安排那個⽉格西要教⾦女⾦女⼠那個五部⼤論。
那那個⽉格西是之前是法王派來那個福智這邊要教我們五部⼤論的。然後呢，
師⽗就講跟⾦女⼠講說，如證法師他對如證法師的安排就是說，他只要學他只
要當住持就好了，做做事，然後五部⼤論他不⽤學，師⽗的安⽴是這樣。當場
是這樣講。然後呢，就先講到這裡。所以說他說我們兩個沒舞台這是很奇怪的
⼀件事情。 
居⼠甲：那如得法師，如得法師他是不是有公然的毀謗。 
淨明法師：如得啦，對。 
1:15:00 
李學長：剛提的他們兩位有⼀點要補充，你們在那個時候在福智精舍的時候，
你們這兩個最主要的上座嘛。 



淨明法師：對。 
李學長：當時還沒有別的，你們就是第⼀代的兩個最主要的。然後後來呢，就
是師⽗還應可就是你們的那個修皈依的那個念⼒啊，是最強的。所以後來當時
就應許到說那你們可以來協助然後代替師⽗帶皈依，來帶共修啊等等的。啊其
他都還不⾏啦，其他到後來其他上座還沒有⼀個能夠被，得到師⽗應許的。 
淨明法師：對對對。 
李學長：那現在就是說，如果是你們就被師⽗唯⼀應許，師⽗在來都唯⼀應許
的兩位，說這個在修持上⾯皈依的念⼒最好的然後呢他居然是想要舞台，那你
現在是在︖︖(1:15:49)說師⽗的過失還是在還是在幫他們兩位法師...，還得研究
研究。 
居⼠⼄：我有時候也會想說他們不是說師⽗的抉擇不會錯嗎︖那我會想說師⽗
選這兩位上座法師也不會錯。我也有在想這件事情。 
梵因法師：那我這裡我是覺得說，因為⼤家⼀直會會⼀種質疑，為什麼說我們
被被蒙騙了這麼久也誤導這麼多⼈去相信⾦。那對這⼀點我是覺得我們還是有
⼀分責任在，因為畢竟⾯對這些情境的時候，從⾦開始出現⼀直到⽰寂⼀直到
她後來接班⼀直到今天，在這種很多的情境之中呢，我們都沒有⽤⼀種如理清
淨的抉擇慧去抉擇。就很容易就盲信，盲信⼀些⼀些講法，我們現在剛開始的
情境下也沒有⼀種所謂責任感或是⼀種承擔⼼希望能夠把這種真理或是⼀種佛
法的這種真正的內涵呈現給⼤家了解。那對於這樣⼀種這種就是說⽋缺理智的
抉擇，⽋缺道德勇氣、承擔⼼，這⼀分⽽導致很多，絕⼤多數⼈都因為這樣⼦
⽽⽽受到很多的這種痛苦跟不安。那這⼀點是我個⼈是有⼀分這種愧歉感，現
在跟⼤家懺悔的地⽅。那同時我也是覺得說，因為這是⼤家每⼀個⼈在這個過
程之中每⼀個⼈都有這⼀份的⼀種應該說是⼀種錯誤吧。那我們每⼀個⼈都必
須要勇敢地⾯對這種現事實，然後不要逃避也不要去躲藏去推卸責任應該說，
尤其是現在還在福智的這些同⾏善友這些上座執事們應該呢能夠為過去的這種
種種種的⼀些⼤家彼此共同造成的這些錯誤呢，要能夠勇敢去⾯對然後去承擔，
能夠撥亂反正。那這樣⼦我想應該是對師⽗最好的⼀種報報恩吧，因為畢竟師
⽗還是希望說我們⼤家能夠好好地依⽌法王，能夠學習到清淨的正法，能夠讓
這個⼤家的戒律都很清淨。那今天呢⼤家必須要⾯對眼前這些亂象這些事實去
澄清。那讓師⽗的這個⼼願能夠真正的呈現出來，那不要在⼀昧的這種包庇⼀



昧的逃避責任⼀昧的被蒙騙，那我覺得是這是應該是對師⽗也好，對所有的⼈
都是最好的⼀個應該有的⾏為。 
淨明法師：這個部份呢，就是從⾦出現之後，因為剛剛梵⽼他⼀開始也有講，
師⽗在世的時候帶領我們修⾏，我們身⼼都得到很⼤的受⽤，僧俗⼆眾都⼀樣。
但是⾃從她，這個⾦女⼠出現之後，就變得很奇怪。然後就是僧團後來就變得
就是也不是很正常很那樣⼀個僧羯摩，⼀個這種如理如法的這種，這樣依著依
著這個戒律來做抉擇，依著教理來做抉擇。那⾦，因為背後就是那個⾦女⼠在
那邊操控，那像俗眾那邊，像學長也是這樣，就是誰講 
1:20:00 
的就算數。這個在僧團後來也變成這樣，誰講話就算數，因為已經違背了法王
的交代，僧羯摩。那個僧團的學制的這種建⽴，那這個加上背後就是⾦，最主
要是⾦的⼒量加進來。我觀察就是學長可能他們也身身不由⼰。雖然我們兩位
是⼀個第⼀任第⼆任，但是已經變成⾦⽤那個依⽌法把⼤家的⼼都網到她那邊，
控制他們的⼼就變成向著她那邊。所以我們兩位在這邊，在僧團裡⾯俗眾這邊
也是，努⼒在做⼀些努⼒，像我個⼈也就是把她⼀些錯誤的引導⽅式，像依⽌
法還有戒律的部分，我寫了很多戒律的那個信，僧團戒律的信還有俗眾的⼀些
問題呢，我時常寫信給那個⾦女⼠跟她講這是不如合，不如法的不合戒律的。
但是呢，盡了我的⼒量⼗七年下來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轉變。所以我也不能我
也不會推卸說這個我們，好像我沒有錯誤，我這個雖然我盡⼒了但是這個過程
當中⼀種共業的⼒量，那身為⼀位上座我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沒有抉擇的
很清楚，雖然有⼀些疑惑，對⾦女⼠依照教理來抉擇有⼀些疑惑，可是當時也
並沒有沒有看清楚說這個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當時我的感覺只是說，還好吧，
就是過失總是不會沒有吧，那還⼩還⼩還不是很⼤嘛，那就是這樣⼦。所以這
⼀部分使得是說我們引領很多學員他們也去相信這個⾦女⼠，那這部分所遭受
的這些傷害，這個我也在這邊跟⼤家懺悔。 
1:22:03 

https://goo.gl/apMepS (原始⾳音檔連結)

https://goo.gl/AaFUPB (逐字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nGNrpptAU&feature=youtu.be (youtub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apMepS%3Ffref%3Dgc%26dti%3D1953123191590245&h=ATMS8LZowqR--QCvZG4b0MrsI2BFNosmq4ILxs2Q7bRJu6Ar-wr89k_RDjGow9Ds8Pr8DhrmIDwwtUC7Hbp8yuT0OXzcm65-241iDRTdzCkHhjZg6_wsAHCn6yluQBeYiHzxvuW56SmYasB70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AaFUPB%3Ffref%3Dgc%26dti%3D1953123191590245&h=ATMWZgNS82b2rAcUEa2KYMK7TpT64CRVJ_3G1KJY98oV3zju0YbGK4d-uP7VQsLVxVJI4c6kz7DHfvS9zrcLiSYXPGwlh62JFIma1GKEDMIiJdXlHuYjK6O31w87MEzqL6GgzuUWDNWeYZoFE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nGNrpptAU&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