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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佛言佛語》為盧軍宏台長佛法開示精選

集結而成。台長所到之處，孜孜不倦給予有緣

眾生慈悲開示，以佛法般若點亮眾生的心燈。 

書中一言一語皆闡釋佛法真諦，微中見

著，契合生活、修行、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

彰顯大乘佛教無我利他的義理。佛法即是生

活，人成即佛成。 

願以本書使佛教至高無上的智慧如同甘

霖滋潤有緣眾生的心田，共霑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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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軍宏台長簡介 
 
 

盧軍宏先生現任澳洲東方傳媒報業廣播電視集團董

事長、澳洲東方傳媒弘揚佛法慈善機構董事局主席、澳

洲華人佛教協會會長，澳大利亞太平紳士、馬來西亞拿

督、意大利錫耶納大學榮譽客座教授、受聘著名國際佛

教大學榮譽客座教授、英國西蘇格蘭大學佛學與哲學講

師。 

盧軍宏台長三十年來孜孜不倦、全年無休致力於在

澳洲及全世界弘揚佛教精髓，推動慈善事業與文化和平

交流發展，至今已經在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與地區擁有

近 1000萬信眾。 

盧軍宏台長因其爲國際文化和平所做出的突出貢

獻，在聯合國、美國國會、美國寬容博物館、澳洲議會、

德國柏林等地舉辦的國際和平會議，以及英國倫敦世界

宗教聯合大會上，多次獲得世界和平大使殊榮；2015年，

盧軍宏榮獲美國眾議院頒獎表彰其在世界範圍內推動文

化和平交流所做的貢獻； 2016 年美國國會爲盧軍宏台

長頒發獎狀，表彰盧台長多年來在國際社會傳播慈悲和

諧、致力世界和平所做的突出貢獻。美國新澤西州 West 

Orange 市政府，授予盧軍宏台長 West Orange 市榮譽

市民獎。斯里蘭卡總統為盧軍宏太平紳士頒發獎項，表

彰其為澳洲與斯里蘭卡經濟文化交流做出傑出貢獻。在

澳洲因其突出貢獻和公信力被澳洲政府授予“太平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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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澳洲議會獲得頒獎認可；並獲得馬來西亞皇室

賜封拿督終身榮譽爵位；成爲意大利錫耶納大學榮譽客

座教授；作爲世界著名僑領及華人精英，中國政府特別

表彰入選《2014中國人物年鑒》；作爲特邀嘉賓出席 2015

年第十二屆聯合國衛塞節慶典活動；2015年 9月、2016

年 9 月，應聯合國大會主席邀請出席在聯合國總部舉行

的“2015年聯合國大會和平文化高峰論壇”、“世界和

平高峰論壇”並發言，與聯合國大會主席、秘書長潘基

文及世界各國政要領袖共謀世界和平。2017年、2018年

應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衛塞節慶典”做主題發言。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七） 

1 

善的東西都記著， 

惡的東西都忘記； 

境界提高後，要善惡都忘記。 

 

 

為別人的優秀而鼓掌，就是慈悲。 

 

 

以恭敬的心去求菩薩，心誠則靈；

用誠摯的心認真去求，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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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最重要， 

心是代表接受外在環境影響 

的產物，心性是內在的本性； 

心性好才會順利， 

把毛病修掉就合二為一了。 

心性好，求什麼都靈； 

求得不靈，就是心還沒有純潔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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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經就是念心。 

經是內心的體驗，心就是經。 

《心經》就是用心來和菩薩的智慧

接軌，所以《心經》是經中聖寶。 

 

 

人氣人氣，人聚一個氣； 

氣場好，心靈就會安逸， 

大家在一起，氣場就好。 

 

 

起一念，相應慧， 

內心開始遠離諸煩惱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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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有外遇，女兒就會吃苦； 

母親有邪淫，兒子就會吃苦， 

都是直接報應。 

 

 

真正成佛的人都是有高尚的境界、 

寬廣的平衡心態， 

能擁有寬容的智慧。 

 

 

修心修得好的人， 

猶如做個好夢沒醒過來， 

其實他已經過著天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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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到“五毒”都沒有了， 

就是菩薩的道德果位。 

 

 

佛德就是人的品德、性德和道德， 

三者的結合。 

 

 

如孩子憶念母親一樣， 

念念觀世音菩薩 

自然息滅貪瞋癡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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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智慧的人，永遠記恨人家。 

 

 

從別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是智慧； 

從別人身上吸收教訓， 

就是智者。 

 

 

智慧， 

就是什麼事情都能想辦法解決， 

幽默平靜地去處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七） 

7 

修心修的就是一個覺悟， 

覺是本性，悟是自己的正能量。 

 

 

用心觀照自己的毛病， 

才能照見五蘊皆空，才能改毛病。 

 

 

放下即是解脫，解脫即是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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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知道自己的錯，叫進步； 

自己知道錯，並能改正，叫覺悟； 

自己知道錯，並能打開心扉地 

去接受去改變，叫開悟。 

 

 

真正的佛菩薩在人間 

不是受人家膜拜的， 

而是遊走人間不停地救度眾生。 

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佛菩薩， 

只要看他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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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斷地洗滌自己的內心， 

才能乾淨。 

 

 

回憶是痛苦的， 

哪一次回憶不是在痛苦自己呢？ 

 

 

當一個人吃苦時， 

要想到光明就在明天； 

當一個人獲得成功時， 

要低調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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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要知道： 

命無常、壽無常、心無常。 

 

 

學佛人讓別人開心法喜， 

你就有功德！ 

 

 

學佛人要以本性的純潔善良， 

才能贏得佛菩薩的慈悲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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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學佛要做到， 

從虛幻中找尋光明， 

用佛法的智慧走出人間的 

困惑和煩惱！ 

 

 

關於“師父”的理解， 

師在前，父在後； 

師是指導前進道路的明燈， 

父是關心照顧眾生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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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的法喜是弟子們成長進步， 

弟子最重要的是悟性和尊師重道， 

不能在人間沉迷遊玩， 

境界的提升才能解脫放下自己。 

 

 

戒，就是用自己的理性 

來完成自己的悟性。 

守戒後會被別人尊敬， 

要守住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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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如海，佛海無邊， 

思維不能在人間逗留。 

擁有正能量時， 

心法合一，心佛合一， 

空有空無，脫離幻覺， 

擁有真正的智慧， 

一切空無，一切化為烏有， 

只是心靈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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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自己的毛病就是智慧， 

懂得懺悔就有般若。 

 

 

學佛在真空中尋找自我， 

才能達到非我、非非我。 

 

 

慈悲是建立在正信正念的基礎上， 

是用在眾生身上， 

不是用在魔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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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世修成的人， 

純淨的氣場很重要。 

 

 

把自己當成佛，才能成佛。 

不把自己當成佛，如何成佛？ 

 

 

任何不讓別人產生煩惱的愛， 

就是高尚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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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修成的人，首先要精進， 

六波羅蜜都要有。 

如果不精進，根本不能行六度， 

就是在打妄語。 

 

 

人間一切無常不可留戀， 

一切都會過去， 

都會消失在記憶當中， 

把握今天才能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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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理解，要明白，要多感悟。 

理解快，就成頓悟； 

理解慢，就會失誤。 

 

 

能改自己的毛病，就是有般若； 

懂懺悔，就會有智慧。 

 

 

學佛人要慈愛如水，心智如剛， 

堅如磐石，就是金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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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人： 

講話要讓人開心，做人要讓人暖心。 

 

 

學佛、成佛要修六波羅蜜， 

它是六條成佛的大道， 

能一如繼往地做好一個波羅蜜， 

就能上天， 

做到三個波羅蜜，就能成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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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要做適合自己的事情， 

如果選擇不適合自己事情去做， 

就是給自己找麻煩。 

 

 

人要偉大，要捨己救人； 

捨己，才是真正的偉大。 

 

 

改毛病是痛苦的，修心是艱難的， 

活著就是要做菩薩， 

活著就要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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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很當心地活著，如履薄冰， 

才能做好事情。 

 

 

一個人要平時不斷地修， 

到時才能順理成章。 

修口業修到能經常口吐蓮花的人， 

就成功了。 

 

 

承認錯誤是高貴的， 

懺悔錯誤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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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任何人事都有因循， 

學佛人要跳出這種因循， 

才能成就菩薩果位。 

 

 

師父是一個具有佛性的人， 

是學著佛陀的佛性，走著佛陀的路。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把自己弄成神仙， 

學會佛性，眾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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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苦盡甘來， 

過去生中與今生造的業， 

讓自己吃盡了苦， 

學佛後才知轉凡成聖。 

 

 

學佛提高人的情操， 

修心糾正人的心態。 

 

 

人生無常，苦海無邊； 

境界要提高，必須放下，必須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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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緣要以覺悟為基礎， 

沒有真正的覺悟， 

出離不了六道輪迴。 

真正的隨緣，是享受覺悟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會有內涵， 

想有智慧就需要沉澱； 

沉澱下來才能清淨，才能純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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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有界限的， 

是在覺悟的基礎上， 

才能享受到 

自由的心態及美好的大自然。 

 

 

心中有禪，處處是禪房； 

心中有佛，處處是佛道。 

 

 

人到晚年什麼都怕，就是恐懼； 

內心恐懼，會使你無法脫離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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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學佛靠自覺， 

佛就是覺者，一個覺悟的眾生； 

不自覺的人如何能修出六道？ 

精神上的超越，才能轉凡成聖。 

 

 

覺悟是自己想盡方法來做功德， 

不是被人看著、管著、逼著。 

如果不覺悟的人，素質就會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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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要幫助別人； 

聽一句，要能利益別人； 

想一個問題，要善良，才能進步。 

 

 

學佛修心的人， 

在菩薩面前許了那麼大的願， 

但不願改變自己身上的劣根性， 

對得起菩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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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脫自己，就是覺悟不夠； 

想出各種方法來解脫，就是妙法。 

 

 

世界上任何事情， 

看懂了就笑了，叫笑看人生； 

看不懂就煩了，叫煩惱不斷。 

 

 

快樂講佛法，開心說禪道， 

隨緣度眾談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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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不能執著，念經不能睡著。 

人不能高傲，又不能太過於低下； 

隨緣生活，隨緣修心，一切隨緣。 

理解隨緣，化解隨緣， 

戰勝隨緣，解脫隨緣， 

才能證得空性。 

 

 

懺悔救度自己的過去， 

吃素救度自己的現在， 

念經救度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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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太陽燦爛，心如水一樣乾淨， 

人生無常要看破， 

雜念不斷要放下， 

精進努力不放鬆， 

常做人間不老翁。 

 

 

末法時期，分子結構發生著變化， 

沒有一個家庭是幸福的， 

惡緣太多，善緣就少。 

常行善，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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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法時期每個人都自私， 

不能容忍別人， 

只有菩薩能容忍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菩薩。 

 

 

死要面子就是執著，就是有我相， 

只要以我為中心，肯定修不好。 

只有去除我相，一切都不存在， 

才能放下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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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必須開放，不能關閉， 

要接受社會、能量、慧命， 

及自己所做的一切因果報應。 

 

 

自覺才能自悟，要自己先覺得開悟， 

才會有悟性，悟性到最後 

連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虛空。 

 

 

僧人就是榜樣，佛法就是力量， 

一個人活在陽光之上， 

才能光明磊落。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七） 

32 

隨緣是智慧，隨緣是根基， 

想通了隨緣叫自由； 

想不通隨緣叫執著。 

 

 

有覺悟叫瀟灑，沒覺悟叫傻笑。 

改變是唯一的一條路， 

瞭解自然，才能自在生活。 

 

 

學佛人不懂得尊師重道 

就等於欺師滅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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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調養身心， 

任何的雜念都是 

修心中的執著偏差。 

有了這種執著偏差， 

就是對菩薩的根本悟還未開啟。 

 

 

修行者堅定的信念與根基， 

可以越過任何艱難險阻， 

哪怕有劫也可以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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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危機就是執著， 

要完全放下， 

任何人的意見都是增上緣， 

任何修心中的執著 

（心裡的、身體的和待人接物的） 

都會傷害到慧命。 

要捨去人間小事， 

不因人間自私的小事 

而傷害自己的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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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事看得太重， 

就會笑不出來， 

久而久之就是憂鬱症。 

 

 

人間最大的事情就是修心解脫， 

沒有比這個事更重要的。 

 

 

視眾生的幫助為慈悲， 

視眾生的指責為動力， 

視眾生的嚴苛為增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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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注重別人的感覺， 

不要把他人對你的看法掛在心上， 

太罣礙了就跳不出三界， 

修不出五行。 

 

 

人要有遠慮，否則就會有近患。 

 

 

學佛人能救的一定要去救度， 

不能救的一定要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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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人要承上接近菩薩， 

啟下救度眾生。 

 

 

想要照亮別人一定要正能量， 

要保持自己的能量，時常充電， 

因為人的能量， 

猶如手電筒裡的電量一樣， 

照一次少一次。 

 

 

修心要修出正念，修出法喜，修出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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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人一定要： 

不忘人恩，不念人過， 

不思人非，不計人怨。 

 

 

學佛人莊嚴在心， 

慈悲於行，沒有恐懼，放下解脫。 

 

 

大家一定要記住， 

努力好好學佛，認認真真拜佛， 

歡歡喜喜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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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喜捨 

要學到具足，才能圓融， 

才不會被染著； 

有了圓融，才不會執著。 

 

 

佛法給大家帶來幫助， 

讓大家都能開悟。 

 

 

話多傷人，計較傷神， 

與其傷人又傷神，不如常念觀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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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天天有，不撿自然無。 

 

 

要看破世間的 

一切煩惱和世間的一切現象， 

想通想明白就是哲理。 

眾生只要在人間一定會污染， 

修到沒有污染，不知道煩惱， 

沒有受想行識，看破看穿看空， 

就是菩薩的證悟， 

就能悟到菩薩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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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這是一個關於心的學問 — 因為世界萬物“皆由心

生”，救人先救心。 

這是一扇神奇的大門 — 因為它能開啓人生的智

慧，引領眾生走上佛道，離苦得樂。 

心靈是鎖，法門是鑰匙，用法門打開你的心靈即“心

靈法門”。 

心靈法門是一劑現代社會的良藥 — 因為它真正將

傳統文化精粹用於指導現代人生，家庭和睦，社會和諧，

世界和平！ 

悉尼著名愛國僑領盧軍宏太平紳士，自 1997年始即

在廣播電台中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與佛法。盧台長所弘

揚的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是末法時期觀世音菩薩

賜給人間救度眾生的靈丹妙藥。 

盧軍宏台長秉承觀世音菩薩慈悲救度大慈大悲的精

神，覺海慈航，妙法度眾，以般若智慧點化夢中人。盧

台長以現代化的電台和網路為媒介弘揚大乘佛法；親赴

世界各地弘法演說，廣結善緣。短短五年內，“心靈法

門”即被世人所廣為接受，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學佛修心

的熱潮，信眾已達一千萬，盧台長網站點擊率更是達到

5000萬。觀世音菩薩的“心靈法門”，正在將中華文化

與佛法精髓迅速弘揚至全世界。盧台長因其三十年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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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付出和菩薩行，廣受在家居士及出家法師的擁戴與尊

敬。 

心靈法門以“三大法寶”許願、念經和放生為基

礎，透過“白話佛法”指引人們念經、修心、修行，啓

迪智慧，破迷開悟，自度度人，並學習觀世音菩薩的“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而廣度眾生。 

 “心靈法門”，傳的是人間佛法，教導人們如何解

決日常生活中的困難。讓大家透過在人間的修行，消除

孽障，減少病痛，脫離六道輪迴，共同走向西方極樂及

四聖道。 

盧台長的“白話佛法”，闡釋的是心的學問，心的

原理，心的義諦。佛經說“佛說種種法，為治種種心”，

這心就是指我們心中的煩惱和無明。心靈法門能根治人

們的種種妄心，破迷情妄執，立正法正信，洗滌心靈的

污垢，引領人們認識自己的良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回

復本來的性德，開啓人生的智慧，從而脫離人間六塵之

束縛，回歸本有的清淨的境界，實現生命的超越。 

心靈法門，愛國愛民，遵紀守法。學習心靈法門，

不僅對期盼平安吉祥，幸福快樂的普通百姓有著現實的

指導意義，而且對促進社會和諧安定也有著深遠的社會

意義。 

願更多的有緣眾生能夠搭乘觀世音菩薩的救度之

船：淨化心靈、離苦得樂、超脫煩惱、消除孽障、超度

有緣、還清冤債、廣度眾生、同登極樂、共攀四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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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結善緣） 

如有想助印佛經和白話佛法系列書籍，請全部匯入政府合法註冊

慈善機構帳戶，功德款帳號如下: 

 

（一）澳洲東方傳媒弘揚佛法慈善機構（澳洲聖喬治銀行） 

開戶銀行（中文）（FULL NAME OF BANK IN CHINESE）： 

聖喬治銀行 

開戶銀行（英文）（FULL NAME OF BANK IN ENGLISH）： 

ST GEORGE BANK 

帳戶名（ACCOUNT NAME）： 

AUSTRALIA ORIENTAL MEDIA BUDDHIST CHARITY 

ASSOCIATION  

銀行地區號（BSB NUMBER）： 112 879 

帳號（ACCOUNT NUMBER）： 432 033 033 

SWIFT 號碼（SWIFT CODE）： SGBLAU2S 

銀行地址（ADDRESS OF BANK）：  

699 GEORGE ST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帳戶持有者地址（ADDRESS OF RECIPIENT）： 

54 Meagher St, Chippendale Sydney NSW 2008 Australia 
 

 

（二）澳洲東方傳媒弘揚佛法慈善機構（籌建觀音村專用帳號） 

開戶銀行（中文）（FULL NAME OF BANK IN CHINESE）： 

聖喬治銀行  

開戶銀行（英文）（FULL NAME OF BANK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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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GEORGE BANK 

帳戶名（ACCOUNT NAME）：AUSTRALIA ORIENTAL MEDIA BUDDHIST 

CHARITY ASSOCIATION  

銀行地區號（BSB NUMBER）：112 879 

帳號（ACCOUNT NUMBER）：432 919 934 

SWIFT 號碼（SWIFT CODE）：SGBLAU2S 

銀行地址（ADDRESS OF BANK）： 

699 GEORGE ST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帳戶持有者地址（ADDRESS OF RECIPIENT）： 

54 Meagher St, Chippendale Sydney NSW 2008 Australia 
 
 
（以上銀行帳戶是東方台唯一認可的助印書款帳戶） 

 
 
 
 
 
 
 
 
 
 
 
 
 
 
 
 
 
 
 
 
 
 
 
 
 
 
 
 
 

免費結緣 法物流通 歡迎助印 

澳洲華人佛教協會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