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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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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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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弘揚至全世界。盧台長因其三十年的無私付出和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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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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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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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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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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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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軍宏太平紳士二十多年如一日弘法

度眾，所到之處每時每刻皆隨緣說法，普度

眾生，踐行生活佛法化的大乘佛教宗旨，以

白話佛法的智慧精髓，慈悲點化為五欲六塵

所染的眾生，明心見性，離苦得樂。 

本書是弟子記錄整理了師父平時為法

師和佛友們隨緣開示和指導的點點滴滴，從

師父的隨緣開示中，索取智慧養分。現特此

編輯出版，以饗廣大佛友，同沐佛光。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 

你要知道河水深不深， 

丟個石子進去，看看河水深不深。 

喜歡賣弄的人， 

就像石子丟在淺水處， 

會激起浪花； 

謙虛的人，就像石子丟在深水中， 

是沒有聲音的。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 

一個人的眼睛， 

是心裡唯一的展現。 

 

 

學佛人要有自性， 

否則就像一面牆，一推就倒。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 

做人要做一個高尚的人， 

脫離低級趣味的人。 

 

 

人一生要謹慎，精進。 

出家就是守戒，學佛就是精進。 

精進才能走向光明。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 

在懺悔中是有願力的。 

 

 

就算師父幫你撥苗助長， 

你也要有根基啊！ 

每天都要感恩菩薩， 

學佛初始心很重要。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 

開心步步高升， 

感覺、感情全是正能量。 

 

 

人不忘初始心，不能忘本啊！ 

沒有激動之心，沒有感動的心， 

就會沒有感恩心。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 

學會調節心態，孝敬父母， 

不能跟父母講太多有壓力的事， 

要讓父母放心，自己業自己背， 

必須學會自己承擔。 

 

 

不要生氣，人家講你，總有道理， 

要麼別人有私心，要麼自己有毛病。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 

法師沒有自己的財， 

通過眾生的供養， 

培養自己感恩眾生的心。 

 

 

懂得一個道理，要以德服人， 

不是以理服人。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8 

人生的高高低低都是正常的， 

越是好的時候，越要低頭， 

好的時候要謙卑； 

把苦留給自己，把快樂留給別人。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9 

心中要明白，要開悟， 

才會有求必應。 

 

 

人與人之間，平淡中見真情， 

做人是心與心的交流， 

人和人之間一旦離開，心就疏遠。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0 

不要給自己找麻煩， 

因為自己就是煩惱的製造者。 

 

 

人的一生， 

多做一些讓人感動的事， 

要以身作則，自己才會堅強。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1 

一個人在做壞事時，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壞事， 

只有當做好事時， 

才知道自己在做壞事。 

 

 

人的毛病就是變，無常是苦。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2 

要學會理解別人。 

每一個人都不會想到去瞭解別人， 

都想讓別人瞭解自己， 

這就是一切以“我”為出發點。 

活在世界上，少想自己， 

多想別人，多瞭解別人。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3 

不把護法神當真，不把人當假， 

就會有現世報。 

 

 

有一顆感恩的心， 

會永遠得到別人的尊敬和愛戴。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4 

教育孩子，做錯了既要懲罰， 

又要助他們彌補心靈， 

能夠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教育小孩，必須把他們當成君子， 

不能把他們當成小人，要尊重他們。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5 

宇宙空間有黑洞， 

人的心靈中也有黑洞，就是想不通。 

 

 

人和人之間都是緣分， 

不攀緣，惜緣， 

對善緣、惡緣都要包容，要隨緣。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6 

管住你們的第七意識末那識， 

末那識管不好， 

全部會進入第八意識。 

 

 

習慣都是在平時一點一滴養成的， 

平時不注意，關鍵時就會失去智慧。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7 

黑白無常並不是指一個人， 

而是一個官位。 

黑無常管你在人間所做的 

不為人知的壞事； 

白無常管你在人間所做的 

為人所知的壞事。 

黑白無常一對，你的善惡累積， 

惡貫滿盈就拉走。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8 

多少人為了面子失掉了生命， 

並失掉了自己的慧命。 

 

 

在人間智慧中， 

尋找佛菩薩的般若。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19 

師父天天講你們， 

就是要把你們的虛偽面子拿光， 

自尊、自負，全部消掉， 

講到你沒有自我，沒有虛偽的自尊， 

講到你無我相，無我了，就不講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0 

一個人知道糊塗就是不糊塗， 

不知道糊塗才是真糊塗。 

 

 

自尊是靠謙虛謹慎， 

而得到別人的尊重， 

而不是死要面子。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1 

三藏法師： 

能說，會寫，會研究。 

 

 

這個世界就是要看破， 

放下，因無明才生智慧。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2 

誠實，真修， 

才會感動別人， 

感動觀世音菩薩。 

菩薩母親永遠是在微笑， 

但菩薩心中很著急， 

急眾生的不覺悟。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3 

觀世音菩薩說，慈悲度眾生， 

學會原諒別人，自己才會過得好， 

常得菩薩佛光普照， 

靠自己的身心乾淨。 

就像一個杯子，杯子乾淨， 

淨瓶水倒進去才會乾淨， 

煩惱才會去除。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4 

要以救度眾生為己任， 

以幫助別人為責任。慈悲為懷。 

 

 

師父是用全部的生命和心血 

在愛你們， 

師父從來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人。 

師父一直在呵護你們慧命。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5 

師父的愛就像父親愛，大愛， 

既嚴格，又溫和，真情流露， 

真愛，非常深。 

 

 

人心都是互換的，心中要有眾生， 

師父心中都是眾生。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6 

我們在人道，不必刻意做人， 

一定要做菩薩，人前、人後一個樣。 

 

 

你去讓別人造口業，你說你有沒有業？ 

你讓別人愛你了，你也有罪業。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7 

 

懺悔的時間越快， 

八識田中留存的時間越短。 

 

 

對別人，好的功德給予肯定， 

對不好的，要給予批評。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8 

任何一個人找理由，就是不想改， 

找理由就是在破壞自己的本性， 

傷害自己，讓良心找不到地方。 

 

 

眼睛裡要不停地看出自己的問題， 

學佛要不停地和菩薩對照。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29 

緣分都是自己找來的， 

你在找佛，佛性就來了。 

 

 

佛法是戒律，悟性， 

是內心佛性的自然流露。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0 

恭敬心是從內心出來的， 

要平易近人。 

 

 

別人的缺點，如果你記住， 

就猶如人家給你一碗爛菜， 

你放在心中，心能不臭嗎？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1 

不要輕視任何人，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能力， 

用心做每一件事， 

經常校正自己的思維， 

調整自己方向。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2 

不要挑戰自己的底限 

（財、色、名、食、睡）。 

 

 

懂法才不會犯法， 

法師，表的是佛陀的精神。 

要阻擋任何讓自己犯錯的方法。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3 

律：佛法的法律。 

每個法師就像一個律師一樣， 

你是一個弘法人。 

心裡要明白，外表以身示法， 

最主要是心， 

你要給人看到菩薩的存在。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4 

修行就是要真修， 

只有真修才修得出境界， 

否則損傷你的慧命。 

 

 

承認缺點，人品第一，不准撒謊， 

世間技術問題是次要。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5 

小房子（經典經文組合）代表 

一個人的修心境界， 

心很亂時，念不出來的。 

 

 

人的缺點就像腐爛的菜，要倒掉； 

學佛要有恆心、決心才會成功。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6 

我們應該像根柱子，佛友是水泥， 

水泥需要柱子才能堅強挺拔， 

師父需要你們擁有的是 

心靈的鋼筋。 

 

 

學師父做人，乾乾淨淨。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7 

修心全靠自己，靠不了別人， 

要有堅強的心，堅定的心。 

 

 

你是菩薩就要救人， 

你是醫生就要治病。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8 

師父到人間，有時就是護法神， 

打不了魔，成不了佛， 

一定要把你們身上的毛病改掉， 

腦子、身體骯髒的東西全部洗乾淨， 

一點點都不能留。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39 

大家都在做功德，你沒去做， 

有差別就有業障。 

 

 

只有全心全意，潛心修學， 

你才能成功。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0 

修得上去的人越來越少， 

就像寶塔一樣，越高越難， 

修到塔頂就成功了。 

 

 

一個人講妄語， 

沒有心裡底蘊，沒有慈悲心。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1 

做人要廉潔，沒有所求。 

 

 

真的永遠是真的， 

假的永遠是假的。 

真心修，不為別人而修。 

骯髒的心靈，菩薩也救不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2 

心裡沒有安全感， 

背後的原因是對菩薩的不相信。 

 

 

一支香代表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一門精進。 

三支香代表供養佛、法、僧三寶。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3 

珍惜生命，勇於喜捨， 

懂得慈悲喜捨的人， 

就是在珍惜自己的生命啊！ 

 

 

能上能下， 

成為一個全方位的賢人。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4 

功德。功是做出來的； 

德，德性，本性裡的道德。 

現在的人做功很多。 

外相在做是功， 

要有道德的做出來才叫功德。 

做善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善事， 

而且做善事要用心。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5 

做功德也要給一個有功德的人， 

幫壞人，幫邪思邪念的人， 

就有業障， 

你會助長了他缺點的延續。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6 

福報是怎麼來的？ 

尊重別人， 

思誠師父， 

思誠菩薩， 

懂得“仁義禮智信”， 

懂得不能生輕慢心， 

這個人就會慢慢地好。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7 

學佛不是講理論的， 

而是要講真心的。 

 

 

要許願尊師重道，隨眾生緣， 

不要讓人覺得你很討厭， 

眾生怎麼做，一切隨緣。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8 

人的成功在“信”字， 

要有願力， 

佛法講，一門精進， 

不能有絲毫懷疑。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49 

學佛人應像海綿吸水一樣， 

必須先把海綿的水擠完了， 

才能容納、吸納更多的佛法知識。 

 

 

戰勝人間的煩惱，就是智慧。 

今天你想通了，就成功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0 

一個人在世界上， 

改變是唯一的方法， 

一個人的道德是誠信， 

像母親一樣，那是根本。 

如果一個師父沒有道德， 

別跟他學，依法不依人。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1 

要改變自己多麼難， 

學佛人不能有雜念， 

因為它會繁殖。 

任何業障都會繁殖， 

一點惡業都不能有。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2 

讓自己忙起來， 

給自己一個阻斷其他想法的理由。 

人一忙，心就不會狹隘， 

正業上多花點時間， 

私事上少花一點時間。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3 

不要沉迷在 

自己得不到的物質上。 

 

 

複雜的事，簡單做， 

簡單的事，認真做。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4 

一個人怎麼會成功： 

1.堅定的意志； 

2.堅強的信念；  

3.戰無不勝的信心。 

 

 

吃過苦的，才能生起精進心， 

沒有精進心怎麼修。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5 

一個人不好好念經，就被唾棄。 

不再貪、瞋、癡。 

 

 

一個人要吃得起苦，要忍耐， 

像一塊海綿， 

髒水、污水都能吸進去。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6 

這個世界，有為和無為都是“為”字， 

一切有為法是建立在 

無為法的基礎上。 

 

 

修心如果沒有修出善相， 

沒有莊嚴相，就一定心不像菩薩。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7 

人可以犯錯，但不可以經常犯錯； 

人可以對不起別人， 

但不能經常對不起別人。 

做錯事情，最重要的是改正。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8 

人生就是一個圓滿自身的過程， 

要藉這個命為眾生做更多的事。 

 

 

一件襯衫上不要沾染灰塵， 

沾上了就擦不掉了， 

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走錯路。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59 

隨時隨地要懺悔， 

才會讓自己圓滿。 

 

 

不瞭解別人而說的話， 

是別人聽不懂的。 

不瞭解就要不開口。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0 

佛法界講，自己心中要有悟性， 

如果通過別人讓你開悟，那是假悟； 

要自己悟出來，才是真悟。 

 

 

自己種下的因，果報還自受， 

每一個眼神都在造因。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1 

因果是定律， 

不怕做錯，要學會改變。 

 

 

學佛就是去除自己的負能量， 

去掉我相。 

“我”在心裡最大的， 

因為有“我”了，就沒有別人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2 

“執著”在心理學上講， 

就是內心深處和潛意識錯誤意識的

存在感； 

佛法講，執著就是內心思維錯誤的 

表現行為和理念， 

讓自己不能改變舊思維。 

所以學佛人不管誰講你， 

只要別人講得對，你都要聽。 

從人家身上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 

這就是理智。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3 

心空包括淨空、靜空、虛空； 

心包太虛，心中有宇宙， 

什麼都裝得下。 

 

 

不停地拿起，不停地放下， 

用自己的本初來覺醒自己。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4 

禪：是一種超脫的學問， 

是以一種大空明的心境 

體會著世界的本真的心態， 

從而達到一種絕對的超脫和通透。 

 

 

管好我們的心，管好我們的意。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5 

末法時期，累世的緣分再現， 

怎樣合理平衡自己的心態， 

好好的克制自己，走自己的路， 

不要去管別人怎麼說， 

不要活在人家眼睛裡和嘴巴裡。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6 

一個人活著為別人想， 

就會很開心。 

 

 

人生就像陷阱， 

要不斷修正自己的理念， 

修正自己的心態來越過它。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7 

改掉自己的毛病， 

就是尊重自己。 

 

 

脫離人間虛偽的東西 

——那就是面子。 

因境界不同，對師父理解不一樣。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8 

心裡不能容納一點點骯髒的東西， 

大仲馬曾經講過，難的是理解別人， 

但最難的是理解自己， 

千萬不要讓自己掉進任何的漩渦。 

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業障， 

思維上一點雜念都不能有。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69 

在開心時離開煩惱是最圓滿的。 

 

 

真正成佛的人都是有寬廣的境界， 

平衡的心態，寬容的智慧。 

沒有無量心和包容心的人， 

情緒起伏就很大。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0 

人品再小，都是大事； 

事情再大，都是小事。 

 

 

讓自己內心慈悲的獨白 

擋掉心裡的魔障， 

細菌進來，要用正能量擋掉。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1 

在你的一個行動要做出來之前， 

在你的一句話要出口之前， 

在你的一個思維要形成之前， 

多想五秒鐘，你就不會後悔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2 

時光就是生命， 

能讓每一分鐘沐浴在佛光中， 

那你的生命會延長。 

時間像海綿中的水，是擠出來的。 

無謂的犧牲只會浪費自己的生命， 

人不能常作自我傷害。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3 

成佛之道，在於精進， 

在於開悟，在於忍辱。 

開開心心，同樣做一件事情， 

境界不一樣，心態就會不一樣。 

 

 

把菩薩放在心中，可以消災解難。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4 

學高僧大德的優秀品質， 

境界是自我提升的。 

師父不在，要自己訂一個時間表， 

保持自己的正念，少攀緣。 

沒有抓住自己的綱， 

不知道自己來幹什麼的， 

失去的時間怎麼補回來？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5 

隨時保持一顆清淨的心，不能說謊， 

就是做錯了，也心無罣礙。 

 

 

感恩菩薩，一切都感恩當中， 

心中就不會有恨； 

一切活在感恩中，會特別幸福。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6 

想修成菩薩身， 

要記住幾個基本要點： 

 

（一） 

菩薩不見人過， 

菩薩永遠看不見人家的過失和過錯。 

（二） 

只管耕耘，不問收穫。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7 

（三） 

無心。 

無心就是說你不瞋恨， 

沒有煩惱，無障礙。 

菩薩並不是真的無心， 

而是以眾生之心為己心， 

眾生的心就是菩薩的心。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8 

腦子裡要乾淨， 

把觀世音菩薩看在心裡， 

進入腦海裡，雜念就沒有了。 

如果有雜念， 

觀世音菩薩法相進不了你的心。 

一看菩薩，什麼雜念都沒有了。 

檢驗心裡有沒有雜念、乾不乾淨， 

如果拉不住自己的思維， 

你就會有修不正的心。 

磕頭不去想任何人， 

否則一磕頭，就會有雜念。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79 

學會坐下，靜下來， 

腦子裡可能殘存 10%的私念， 

但菩薩應佔據 80%的空間。 

磕頭時，腦子裡只有觀世音菩薩， 

看不到前面磕頭的人， 

想不到後面的人， 

跪下去，整個宇宙都只有自己， 

這才叫心靜。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80 

郭子儀的故事： 

對自己的下屬好，禮賢下士， 

只要心術正，不管發生什麼， 

菩薩都會來管。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81 

越有本事越要謙虛，要有慈悲心， 

就會和觀世音菩薩接上氣場了。 

人是能克制的， 

人就是靠毅力戰勝自己的錯誤。 

心時時刻刻提在弦上， 

如果想到只要一個念頭 

就會讓自己輪迴， 

就不要再去起心動念。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82 

有時一對別人評論，就有因果。 

知因懂果，每天不懈的努力； 

學佛後稍不留神就退步了。 

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態， 

像不像菩薩，煩惱多不多， 

精進不精進，菩薩靠自覺。 

對人家的事要像自己一樣， 

對人要有公心，不能有私心， 

有私心就有雜念， 

雜念不除，越想越煩， 

想多了就會難過。 

  



盧軍宏台長佛言佛語（二） 

83 

狠鬥私心一閃念， 

做什麼事要全心全意， 

人在做，天在看，菩薩知道。 

要主動承認錯誤， 

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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