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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9 集【不见本性 修法无益】 

                     点击视频 

第 1段 

师父跟大家讲，“资粮”福德的资粮靠自己严厉地去修。你今天道

德不好，我要拼命地改，非常地严厉;道德好的，别人看得起你，吹

牛撒谎，谁看得起你，所以你想成佛，你一定要严厉地修自己的福

气。我众善奉行，我一定要帮助别人，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

是会有福气，你就是做生意一样，你很努力地去帮助别人，把产品

搞得好好，质量搞得好好的，那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的钱会越

赚越多，这就是要严于律己。然后道德，你把自己的道德管得好好

的，别人一定看得起你，那么我们从佛法界来讲，你今天就是打坐

也好，你念经、许愿、放生也好，你磕头拜佛也好，你都要认真严

厉，对自己要严格，因为你是在修福德的资粮，你的智慧资粮虽然

还没有，但是你必须先要有福德的资粮，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大。你

想想看，有些人比方说大家都对他好，你说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这

个人人缘很好，大家一定对他很好，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这个人

很有钱，很有福气，你看看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你说做生意做得

好，他也懂得怎么样让他的客户能够满意，他也有他的智慧，所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xEnSU98Tc&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9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9 篇【不见见性 修法无益】 
 

 2 

我们世间的福报，有钱，有的时候可能可以买得到你的福气，但是

你要知道，第二资粮，那是智慧的资粮，你的智慧福德是钱买不到

的。所以师父让你们正信正念， 就是让你们用心去达到，你们智慧

的那一种，内心的一种知识，佛学知识。如果你有智慧了，你就懂

得什么叫福 德资粮，什么叫智慧资粮。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就是

要修这两个资粮，修好了资粮，你才修加行位。加就是增加的加，

行就是修行的行，位就是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你连福德道德都没有，

福气也没有的人，你今天连修心念经的时间都没有，你拼命地只知

道打工赚钱，你连修心的时间都没有，你这个人有福气吗?没有。你

这个人如果整天算计别人，没有道德，你能有修心的果报吗?没有。

你今天没有智慧，你舍不去这些时间和钱财，你就没有这些资粮。 

 

第 2段  

所以佛经上讲，你今天要第二步，要加行位，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

的，念经、许愿、放生、参禅、打坐，包括一切修行，因为要在这

两个资粮道的上面，你才能做这些事情，这叫加行位。也就是说没

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两个是造房子

的 foundation，那是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房子是造不高的，

所以任何的加行位，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师父跟大家(讲)什么

叫加行，就好比已经修了，增加你修行的能量。你今天已经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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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了，如果我今天是修行人了，我再出去做善事，我今天已经

是个修行人了，我再去帮助别人，我再去参禅、再去念经、许愿， 

是不是加行了，增加你的行为，相当于一个工厂里边，你已经很好

了。那么你增加多几个品种的生产，你本来这个工厂里是做毛料的，

那么你现在的确良你也做，毛纺织的其他的布料你也做，那就加行，

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工厂里的基础上，你再加行，叫加行位。很多人

参禅 坐在那里半天，脑子里全是杂念，有的人打坐打了半天，有的

人学佛讲出来道理一套套的，你连智慧都没有，你连智慧德能都不

够，你连自己的道德水准都不够，你怎么能够修出佛道?所以要加行

是第二步，所以在佛经里边讲的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修行，实际

上是经过两个大阿僧祇劫，多生多世修来的，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拥

有这样的修行，你可能修行，你今世能够一世修成的话，你不知道

累世要经过多少阿僧祇劫。阿僧祇劫什么意思? 就是不可计数的，

无始劫以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就没有数字可以计算的，叫阿僧祇劫，

多生多世的，所以为什么你们，很多人的前世这么复杂，修了多少

世多少世， 你才能最后修出这个果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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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刚刚讲到加行，到了后面就见道位，见就是看见的见，道就是得道

的“道”，佛道的道，所以见道你才能悟道，见道位。所以禅宗里

边，在《六祖坛经》里边讲到，五祖当时就告诉六祖，“不见本性，

修法无益”，你今天修心见不到你的本性，你修各种各样的法对你

有什么帮助，这就是见道位。因为你见到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你

真正内心已经找到了，你阿摩罗识的最后内心的悟道。见道位以后

才是修道位。你见道了你才能修道，修道悟性起了，你才能开始从

初地菩萨，到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这么修上去，那么就是修道位。

就是一道一道地就这么上去，其实就是品位，最后成佛就是第五步，

修行的第五步，叫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修到无上正等正觉，达到究

竟了，究竟圆满了到底了，因为它本身没有到底的。所以这个修行

的五个方法，你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就是多少世多少世多

少世，不知道多少世，无可计量的多少世，你才能成为佛。所以你

说说看，一个 人要成佛多难，所以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我们叫他

凡 夫，因为凡夫就是凡人、俗夫，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佛道路，你

要经过这五个程序，才能最后修成佛。因为你见道以后修道，你修

道以后才能究竟位达到究竟，所以《六祖坛经》上也曾经提出，不

明自心，不见本性，修法无益，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连自己的心都

找不到，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你见不到自己的本性，你再怎么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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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益处的，见道以后你才能修道，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菩提自

性本来清净。 

 

第 4段 

在佛学界当中，有很多人都有争议，就是为了争论关于佛学的问题，

因为世界上修行人很多，很多人说我不明自性，我为什么不能修心。

其实在禅宗门下有三个这方面的观点，一种说悟后启修，开悟了之

后你才开始修行，明白了再修，修道以后才能修行，也就是说你修

道了之后，你才能开始修你的行;修心修行，还有一种说法是先修后

悟，你先修后来就开悟;又有一种说法是，修道跟见道同时并进。所

以在佛法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大家有争论的，所以在佛经上说，自

未得度先度他人。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实际

上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哪个方面你要同时并进，所以现在末法时期，

不是说你先把自己修好了，再去救别人。等到你修好的话，很多人

就等不到你救了，你要有多少能力就去救多少人，一边在救别人的

当中你先修道，再修自己的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见道也好，修

道也好，你不要去想这些，你的心里就没有计较的心，就是心中有

佛性的平衡，你就能修成大道，所以大菩萨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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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段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时时刻刻，先把自己两个资本修好，这个资粮位

一定要修好，要有福报，一个是福德的资粮，另一个是智慧的资粮，

能够懂得这些资粮，你才有资格去学佛修心，这是必须的。而当你

修到一定的时候，你的福德和福报的资粮，和你自己的智慧资粮都

会拥有的，然后你就会慢慢地去帮助别人，这叫自度度人。有些人，

没有福报的人，经常你叫他修心，他就说:“哎呀，我没时间，我没

时间修心，我忙，我要养家糊口。”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想退休了，

想好好修的时候，可能你的寿命也不让你再修了，你的业障，你自

己所造的因果，可能会给你起到一定的果报，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智慧道，好好地学好。要有真的智慧，

真的智慧就是舍。慢慢地就会懂得，越来越懂得，了资本之后你才

能修各种各样的，比方说打坐，然后 念经、许愿、放生，有的人整

天放生，他以后也能成佛，因为他太慈悲了。有的人整天地就许愿，

他每个愿力他 都能够达到，他这个人就是愿行菩萨，他也能成功，

大愿对不对，你看我们地藏王菩萨——大愿菩萨，所以念佛修心，

修戒定慧，等等一切，你首先要加行位，首先要在于你要有资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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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 

所以加行了之后你就见道位，就是你真正地，因为你的根基好，然

后你修心念经放生，你就慢慢见到空性。其实空不是一句话空，因

为有境界的，很多人放得下不一定空，很多人空了不一定放得下，

因为你空多少时间，要一直空下去的，你才能见道位。所以见道了

之后你就开始修道位，所以很多现在说的，你这个人做事情到位不

到位，其实就是这个道，这个位，我们现在人说到，到达的“到”。

实际上就是你修道的道位，如果你一辈子修到最后，你没有修道位，

你空性也会失去，你暂时理解的空性，你就白修了，所以佛法说，

“不见空性，修法无益”。你修到后来，你要彻悟，你就是见到空

性，你才能修法有益。大家都知道六祖，他也不看经教的经文的，

因为六祖是古佛再来，你看所以他讲的一切，都是让我们明心见性，

开悟的。所以大家知道修道位，修到菩萨的道，最后就是究竟位，

才能成佛。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我们修心基础最重要，如果你连

小毛病都不愿意改，你连撒谎、妄语、绮语、两舌，很多的小毛病 

你都改不了，你不要说你能修成，因为你说自己修成也是妄语。所

以希望大家好好地努力，改变自己从自我的修心开始，好好地掌握

两个资粮道，非常地严格地去遵守这两个资粮道，你将被众生所庄

严，你也就会成为人间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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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段  

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何不把握修善因缘，好好地懂得，不管世界上

发生什么事情，要与人分享，懂得分享，你就会得到分享中的喜悦。

佛法也是靠分享，我们做人也是。有好的东西大家一起吃，会更开

心;佛法大家一起学，精进大家一起来。每一天活在佛法当中，一个

意念，一个思维，一句话，一个行为，离不开佛，你一定早晚成佛。

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你在人间学佛，你以后会成佛，就像我们

现在人一样，你在人间你现在学画画，你以后可能会成为画家;你今

天在人间好好地烧菜，你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厨师;你天天在设计

房子，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你天天在念经，你一定会

成为一个菩萨;你天天做好事，你会成为一个大善人;你天天贪瞋痴

慢疑，你会成为一个被人家不为人齿的一个凡人。你天天地在害人

家，阴别人，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间的。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的未

来，我们每做一步，每走一步，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着想。所以未来

的佛未来的菩萨，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靠着我们今天一步一个脚印，

学佛而成的。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分

享《白话佛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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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段拓展延伸 

【第 1.1段原文】 

“资粮”福德的资粮靠自己严厉地去修。你今天道德不好，我要拼

命地改，非常地严厉；道德好的，别人看得起你，吹牛撒谎，谁看

得起你。所以你想成佛，你一定要严厉地修自己的福气。我众善奉

行，我一定要帮助别人，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是会有福气。

你就是做生意一样，你很努力地去帮助别人，把产品搞得好好，质

量搞得好好的，那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的钱会越赚越多，这就

是要严于律。然后道德，你把自己的道德管得好好的，别人一定看

得起你。那么我们从佛法界来讲，你今天就是打坐也好，你念经、

许愿、放生也好，你磕头拜佛也好，你都要认真严厉，对自己要严

格，因为你是在修福德的资粮，你的智慧资粮虽然还没有，但是你

必须先要有福德的资粮。 

 

【第 1.1 段延伸】有道德是学佛的基础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8 集【见道与修道的区别】      点击视频 

当你要想能够成佛成菩萨，成圣人的时候，你看看你这个人有没有

福气，你有没有道德，撒谎的人能有道德吗，欺骗别人的人有道德

吗，没有道德的人，时间长了他会有福气吗?你学佛要有基础的，一

个妄语者一个两舌者，一个人连品质都没有，你怎么能成菩萨，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5FlGdDg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8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9 篇【不见见性 修法无益】 
 

 10 

怎么能够走向成佛的道路，就需要你这么一点资本，因为这是福德

的资粮福德资粮。你这个人有福气、有道德，你就能成佛的资粮。

你这个福德有的时候不够，福德它可以培养的，你不停地去做一些

有道德的事情，你的德就会越来越多，你不停地去帮助别人，你的

福气会越来越多。所以修心学佛，佛经上讲福德不够的人，你怎么

样修持都没有用的，你看看有些人修了一辈子，碰到自己的利益，

马上缺德。有的人修了一辈子，讲得天花乱坠，到了最后碰到自己

的福的事情了，我不愿意出来，我不愿意花时间，我不愿意财布施、

法布施、无畏布施，那么这种人你叫他怎么想，所以一辈子不会为

别人想，他没有福德，他修不好心。所以师父告诉大家，你不管做

哪件事情，你不要去考虑能够得到多少，你首先要考虑我为别人付

出了多少，这就叫道德，这种人会有福气的。 

 

【第 1.1段延伸】学佛没有捷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

生彼国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1篇【修正了自己学会了空】       点击阅读 

很多人说师父的法门是基础，是修世间，以后上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吗？在《阿弥陀经》里有一句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缘，得生彼国。”如果没有善根、福德的人，念一辈子阿弥陀佛也

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没有善的根基和因缘，所以就到不了

西方极乐世界。一位大法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几万人念阿弥陀佛，

没几人能修得上去，知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少善根、少福德。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4/138.html?t=159179456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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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现在是在为你们建根基，培养福德呀，让你们把自身的孽障消

除，把欠的债还完，多布施、多做功德，这样你们才能念得好，才

能上得去呀！如果没有这些根基怎么能上得去呢？如果我们修的好，

西方三圣中的观世音菩萨也会来接我们去西方极乐的，所以因缘就

是果报。 

  

【第 1.1 段延伸】修福的时候不要折福  

摘自 20160220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点击阅读/收听 

我们人要懂得，当我们在修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说，我做很多好

事，为什么没有好报呢？我烧香、我供养菩萨，我做很多好事，为

什么我没有求到呢？实际上在修福的同时，因为我们在不停地折福

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在修福的时候，做善事，帮助别人做慈

善，但是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顺利，很多人还对菩萨不满，认为这

不公平，“我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善事，菩萨你为什么不给我好”，

其实这个首先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言语当中你已经有漏了，你这

个福气在折了。大家听得懂吗？ 

  

【第 1.1 段延伸】人福享尽，智漏尽，就会堕落  

摘自 20151214_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佛友见面会       点击阅读/收听 

学佛人福享尽、智漏尽，当一个人把福气享尽了的时候，他的智慧

就全部没有了。要记住，福气你可以享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福气

用尽了，否则你不一定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虽然他有福，但是

https://xlch.org/category/audio/dt/kaishi/1569.html?t=1591800595770
https://xlch.org/category/audio/dt/kaishi/1494.html?t=15918019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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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不断。福尽人堕，这个人的福气没有了，这个人就会堕落下去。

你们看，很多人出事，就是因为福已经用完了，所以他就堕落，永

受轮回。要把无常去除，你才会得到福气，你才会得到智慧，有的

人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气，因为他上辈子没有修得很好，福非常的

薄；有些人有福，但是缺乏智慧，那是因为你在享福，你的福尽业

至，就是业障就来了。所以我们学佛人必须修福修慧，修福不修慧，

福慧不圆满，希望大家修福修慧，叫福慧双修。学习心灵法门，台

长要你们既有福气，又有智慧，你们就叫福慧双修。（掌声） 

 

【第 1.1 段延伸】守戒是堵住福德的漏洞  

摘自 【想拥有真实就要守戒】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十次开示（二）  点击阅读 

受戒就是堵住你修行所得到福德的漏洞。修行的人必须修福德，但

是如果不守戒，你就是在漏你的功德。比方说你念经念得很好，磕

头磕得很诚，但是回家路上看到人家的东西就拿点走，看到女人就

动点邪念，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一下，你想想看护法神和菩萨会保

佑你吗？你不是在漏你的福德吗？你刚刚跪在菩萨面前在求福求德，

一转眼你就漏掉了这些福德。所以必须要戒，戒就是不好的事情你

坚决不能做。我举个人生最简单的道理你们就明白，戒有多难了。

开车不能喝酒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知道让一个喝酒的人在餐桌上停

下来不喝有多么困难。对凡人来讲，戒律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佛

法界来讲，戒了之后才能够有定力。一个人肯戒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他才能有定力，有了定力他才会产生智慧，所以才叫做“戒定慧” 

http://lujunhong2or.com/想拥有真实就要守戒-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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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段延伸】如何修福修慧？ 

shuohua20130118  12:16 

“福慧双修”。“修福”是多做善事，“修慧”那就是要多做功德，

就是这两个。 

 

【第 1.1 段延伸】对别人好就是植福  

Wenda20170430A  20:26   

男听众：师父，您经常教导我们要福慧双修，要植福。请问师父，

怎样才能修福、植福呢？ 

台長答：你多种福田就是植福。你对人家好、帮助别人是不是植福？

（是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不是在植自己的福气吗？

（对）所以一个人植福是什么？植福就是不停地对人家好。你不停

地对人家好，人家就不停地对你好，你就种下福田了。因为你对人

家“福”，让人家感觉到有福气，人家一定会对你有福气。对老婆

好，老婆对老公好，一样道理。对爸爸妈妈孝顺，爸爸妈妈会倾注

自己全身心的努力，哪怕老了也要替你领孩子，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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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段延伸】德是后天所为，福是先天所为 

摘自《白话佛法五》第 21篇【常思己过，增福增慧】       点击阅读 

只有不做坏事，你的福和智慧才能慢慢增长。如果你至今还在不停

地做坏事，你的福和智慧都会慢慢减少。有孽障，智慧就会离开你。

因为当你身上有孽障的时候，智慧就没了。一个人有福德的时候，

他的智慧就在他身上。为什么有些人很能做生意啊？因为他有智慧。

他为什么有智慧？因为他有福德。德是后天所为，福是先天所为。

福气是你前世所修，而德行是靠你今世所为。比如你今世对人家好，

对人家道德，大家都喜欢你。做事情有德行。你有福，那是因为你

前世有这个福气，所以才造就了你做这个公司，做这个生意。所以

福德要一起修，我们才会有智慧啊；有了智慧之后，人家才会说是

福慧双修啊。实际上慧是靠福修来的，就是靠你的德才能修到的。

师父今天的成就，师父首先有福，这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也要师父

自己有德啊。有多少人有福气，但是他没有德啊，他最后就失去了。

难道很多人没有机会吗？有啊，但是他不珍惜啊。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5/204.html?t=15918275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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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段原文】 

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大，你想想看，有些人比方说大家都对他好，你

说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这个人人缘很好，大家一定对他很好，这

个人是不是有智慧，这个人很有钱，很有福气，你看看这种人会不

会有智慧。你说做生意做得好，他也懂得怎么样让他的客户能够满

意，他也有他的智慧，所以我们世间的福报，有钱，有的时候可能

可以买得到你的福气。 

 

【第 1.2 段延伸】“福德具足”才能解脱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18篇【论人间的福德与轮回】       点击阅读 

你的福气、你的道德和你的德性全部都在增长，叫“福德具足”。

然后你才能解脱。如果一个人没有福气，他也得不到解脱。举个简

单例子，天天要打工养家糊口，这个人是没福之人。实际上就是福

不够，他解不了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时间念经，他就消不了自

己的孽障。他一边打工，一边身体痛，然后痛了再打工，打了再痛，

最后就这么死掉了，因为他没有福气。如果能常出来做功德的人，

能够挤出时间来跟师父到布里斯本去弘法，还能跟师父到马来西亚、

欧洲去弘法，实际上这就是具足一个福啊。如果现在一个很有钱的

人修福的话，我告诉你们，他就会比很多比较贫困的人修得快。为

什么？因为他前世有修，他今世才得到这么多的福，所以他修起来

就快。同样，经济比较差的人在做功德方面相对会比较弱。比如做

功德，和那些有经济基础的人做功德比较，因为人家布施做得大，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4/155.html?t=159183445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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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福气，他就能够换来功德。这并不是以钱来论的，因为他这

个钱也是前世功德累积，听得懂吗？ 

受苦的人因为福德不俱全，比如很多人没有道德骂人、打人，有不

良的习性，这个就是缺乏他的德。如果缺少德的人，他就不能成为

一个学佛的好人。道理很简单，能够拨出时间念经的人就是有福之

人，能够不上班（经济上允许）学佛念经的人就是有福之人，因为

他们有时间可以念经。就像有一位老妈妈，她一天可以念十几张小

房子，人家这个关就过了。如果像你们天天上班打工，没有时间念

经，没有时间做功德，就是福气不圆满。如果你们能一边上班一边

念经，这也叫有福气。因为有的工作嘴巴里是不能念经的，比如有

的工作是卖肉的、卖海鲜的，那也是没有福气。人要有福啊。这个

福本身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是他前世的修为造成他今世有福气。你

们不要去嫉恨人家，有经济实力的人就是能做大布施，就能得到更

多的功德回报。没有办法。他这个钱怎么来的？是他前世修来的。

明白了吗？他为什么有钱？他前世的悟性带来他今世的福德。 

德是什么呢？一个正常的人，从来不做坏事的人，而且人品很好，

这个人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就能得到人家的相信，他这人就能学

佛。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德行，他的基础好，他才能成为学佛的一员。

有时候你们要救家里人，如果你们家里的人（老婆或老公）整天骂

骂咧咧的就是没有德。你找了他（她），第一，你没有德；第二，

他（她）没有德，所以就学不了佛；第三，没有钱，没有时间、分

不出时间来学佛念经，这也是没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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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学佛要具足福德。具足福德的人可以挤出自己的时间来做功德。

比如我的钱不多，但我可以少一点用，我照样去做功德；我的德不

够，我骂人了，我喜欢发脾气了，我尽量不骂人了，我挤出自己的

时间慢慢地来修自己的德，你这个人也是属于有福德，但是福德较

小，那总比没有福德的人要好啊。你们说人人平等，那么在西方极

乐世界依照修行功夫的深浅都分成九品莲花。对不对？那也都是有

境界之分的。如果修得好坏都是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等级之

分了。修一分，得一分；耕耘一分，得到一分；耕耘十分，得到十

分。听得懂吗？一个有福分的人，他已经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

但是在基础上怎么往上修呢？这就靠自己了。明白了吗？所以求解

脱的人，必须要具足福德。 

 

 

【第 1.2 段延伸】前世福报没修好，今生要在其他方面多努力  

Wenda20151220A  10:59 

听众：比如说前世可能福报上修得不是很好的，那今世的时间和经

济不是太好的同修，他们这辈子怎么求菩萨、怎么修才能现世报啊？ 

台长：很难的。不要说是现世报了，他的福报不够，再不努力精进

的话，比方说他的钱财各方面不是太富有的话，他只能多做法布施

啊，法布施而且比财布施还好呢，对不对啊？（嗯）比方说他不能

参加法会，同样他可以跟亲戚朋友……他也可以度人，对不对啊？

（嗯）是这个概念。比方说你财布施不行，你法布施、无畏布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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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吧？这样精进的话，他下辈子就成功了，或者这辈子能修成，

否则的话他再去求福报，把自己做来的功德换成他的福报，好了，

功德又没了，用福报再去做功德，那你什么时候能够跟人家比？就

是一个小生意的人怎么能做成大生意啊？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最

好穷人不要去求福报，直接做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就可以了嘛，你没

钱你做什么财布施啊？你这样的话不是给自己找更多麻烦吗？你饭

都吃不饱，你还把饭给人家，那你不是饿死啊？人家家里有很多的

米饭，人家可以供应出来给别人吃，对不对啊？ 

 

【第 1.3段原文】 

但是你要知道，第二资粮，那是智慧的资粮，你的智慧福德是钱买

不到的。所以师父让你们正信正念，就是让你们用心去达到，你们

智慧的那一种，内心的一种知识，佛学知识。如果你有智慧了，你

就懂得什么叫福德资粮，什么叫智慧资粮，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

就是要修这两个资粮。 

修好了资粮，你才修加行位。加就是增加的加，行就是修行的行，

位就是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你连福德道德都没有，福气也没有的人，

你今天连修心念经的时间都没有，你拼命地只知道打工赚钱，你连

修心的时间都没有，你这个人有福气吗？没有。你这个人如果整天

算计别人，没有道德，你能有修心的果报吗？没有。你今天没有智

慧，你舍不去这些时间和钱财，你就没有这些资粮。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9 篇【不见见性 修法无益】 
 

 19 

【第 1.3 段拓展开示】 

摘自 59集原文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智慧道，好好地学好。要有真的智慧，

真的智慧就是舍。 

 

【第 1.3 段拓展开示】智慧从何而来？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8 集【见道与修道的区别】      点击视频 

你记住了，你多帮助别人做一件事情，你自己的智慧马上就会充裕，

这个道理的原理，是可以 你从别人的事件当中，增加自己的辨别能

力，你帮助别人某一件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增加自己的辨别能力，

这件好事坏事你都会知道，从别人的恒心和你自己的恒心当中，你

去帮助别人解脱烦恼，你从这件帮助别人的事情当中，你又了解了

自己有多少的耐心和恒心，所以替别人做一件好事，你就多一份好

报，多一份智慧。所以我们学佛行菩萨道，就是要有这种牺牲小我，

多帮助别人的大无畏的这种佛陀的精神，要帮助别人拥有善缘，你

帮助别人，跟别人结善缘，你的福报就够了，然后你做了好事就会

成道成佛，所以根基很重要，这就叫资粮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5FlGdDg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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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段拓展开示】修福不修慧也难以修成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8 集【见道与修道的区别】      点击视频 

任何一个人，学佛的人，就算你有福气，你闻到了佛法，你这个人

也是很有道德也很善良，很多人学了一辈子，听也听不懂佛法，根

本不能理解佛法里边的真实含义，对佛法里边的那些智慧的资粮，

什么都搞不懂，你缺少智慧你也不能成圣成佛，所以资粮里边有两

种，佛经上叫福智二严，福就是福气的福智慧，就是又要有福气又

要有智慧的人，这种人在人间会产生两种庄严，叫福智二严，福德

庄严，智慧也会让你在人间变得非常地庄严。 

 

【第 1.3 段拓展开示】道德与智慧的关系 

摘自 20181228_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佛友见面会      点击阅读/收听 

道德常常能够弥补你智慧的缺陷，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你道德的空

白。 

Wenda20180817.17:36 

男听众：“道德可以填补智慧的缺陷，智慧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台长答：你这个人再笨，但是你很有道德，人家照样喜欢你，人家

可以帮助你，你不是等于有智慧了吗？是不是道德可以填补智慧的

缺陷了？（对对）你这个人很精、很聪明，但是你的品质不好，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5FlGdDg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8
https://xlch.org/category/audio/dt/kaishi/2808.html?t=159182896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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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人家钱，能代表他道德好吗？能填补他的道德缺陷吗？这都是师

父的“佛言佛语”（是的，就是师父说的话） 

 

【第 1.3 段拓展开示】德是养出来的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 18篇【利生十戒】          点击阅读 

人的道德是怎么样来的？因为你慈悲人家、你悲悯人家，你感觉这

个人苦、那个人苦，你的德性就出来了。师父教育你们看见谁都要

觉得他可怜。你觉得人人都可怜，你就养成慈悲心了，你就不恨人

家了，积福德啊。什么叫养德？你的德性是养出来的。什么叫养？

不是养孩子的养，是培养出来的。所以为人慈悲是为人之天地之本。

学佛修心可以保持你的这个“本”，借假修真才是真正的爱惜这个

“本”。培养佛境界，坚持度众生才能让这个“本”得到清源，回

归天界，共证无上正等正觉。 

 

 

【第 2.1段原文】 

所以佛经上讲，你今天要第二步，要加行位，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

的，念经、许愿、放生、参禅、打坐，包括一切修行，因为要在这

两个资粮道的上面，你才能做这些事情，这叫加行位。也就是说没

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两个是造房子

的 foundation，那是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房子是造不高的，

所以任何的加行位，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基础。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3/108.html?t=159183307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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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段延伸】什么是加行道 

摘自：《白话佛法二》第 9篇【妙法修行的程序】        点击阅读 

第二，加行道，什么叫加行？这个加行并不是说给你加上去的，而

是你所做的一切行为。你在有资粮的这个前提之下，开始修行，加

上你现在所有善举修为，你开始进步了，向前进了，也就是有了一

定的资粮做基础，才可以启动你修行的运作。 

 

 

【第 2.2段原文】 

师父跟大家讲什么叫加行，就好比已经修了，增加你修行的能量。

你今天已经是一个修行人了，如果我今天是修行人了，我再出去做

善事，我今天已经是个修行人了，我再去帮助别人，我再去参禅、

再去念经、许愿，是不是加行了，增加你的行位，相当于一个工厂

里边，你已经很好了。那么你增加多几个品种的生产，你本来这个

工厂里是做毛料，那么你现在的确良你也做，毛纺织的其他的布料

你也做，那就加行，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工厂里的基础上，你再加行，

叫加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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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段延伸】对六度波罗蜜的每一度不能有分别心  

Wenda20200329   50:24   

男听众：一个人尊师重道，他可以成佛吗？ 

台长： 你如果不做坏事，一辈子尊师重道，你照样成佛，你以后就

成为尊师佛（明白了） 

 

【第 2.2 段延伸】找自己最擅长的点修成菩萨，不能做任何坏事 

shuohua20160805  28:00   

女听众：师父说过修行成菩萨要找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点。有同修觉

得自己挺会修忍辱的，他可不可以把忍辱作为自己最擅长的点修成

忍辱菩萨呢？ 

台长答：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坏事都不能做。你可以用忍辱上天做

菩萨，但是你做任何坏事都不行（那就盯着这个点去修，是吗？）

对，你就可以成为忍辱菩萨、忍耐菩萨、受辱菩萨……什么都可以。 

 

【第 3.1段原文】 

刚刚讲到加行，到了后面就见道位，见就是看见的见，道就是得道

的“道”，佛道的道，所以见道你才能悟道，见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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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拓展开示】修就是修“认识与理解”  

摘自《白话佛法一》第 6篇【修心如履薄冰】         点击阅读 

修心修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修“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选

择正确的道路。这包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和理解，对因果定律和天

理的认识和理解，对轮回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对不同界的认识和理

解，对地狱之苦的认识和理解，对元灵的生存规则的认识和理解，

对“万般带不走，只有孽随身”的认识和理解等等，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就是对法门的认识和理解，综合在一起就是对佛法的认识和理

解。一个人对以上真理的认识和理解越多越透彻，就越接近于真理

本身，心就越“明白”，就会少走弯路，心境也会越来越开阔宽广。 

 

 

【第 3.2段原文】 

所以禅宗里边，在《六祖坛经》里边讲到，五祖当时就告诉六祖，

不见本性，修法无益，你今天修心见不到你的本性，你修各种各样

的法对你有什么帮助？这就是见道位。因为你见到不是眼睛看到的，

而是你真正内心已经找到了，你阿摩罗识的最后内心的悟道。 

 

【第 3.2段延伸】修法不如修心，修心比修法更重要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 2篇【实修是境界 业力是增上缘】     点击阅读 

单修法门而不修心的人是越修越执著入魔而不知道。比如某个人经

常说：这个人能够看见了，那个人也能够看见了，我最好也能够看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6.html?t=1591829791076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3/92.html?t=159183082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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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法有两种：一种是佛法；还有一种是魔法。单修法的人你能够

知道是佛法还是魔法吗？如果修不到佛法不就是魔法了吗？你修魔

法了不就得不到佛法了吗？正和魔就差那么一点点。犹如钟走不准

时不是好的钟。所以一定要修心而不能单修法。修心得成就全在于

一个心地。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够修正；心地不善良的人就算修修出

来的也是歪东西。爲什么有的人修善良还是出邪恶？功夫在于心。

修心的人要懂得用心来控制善良、阻碍邪恶，用佛的智慧来观照自

己的良心。按照佛陀的法意探讨你自身的佛识。你自己要经常想想，

我所学的佛菩萨的意识在不在？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否有佛菩

萨的意识在里面呢？ 

 

【第 3.2 段延伸】识佛之人才能信入 

摘自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35 集【不入名相 若见性者】      点击视频 

一个人如果看不见本性，看不见一件事情的真正的根基，就是根底。

就是说我们像做一件事情一样，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我

做义工，我只是为做义工而做义工，我因为家里有一个亲人正在医

院里，我想让他身体好 所以我来做义工，这个不是你看到了根本。

你应该懂得看到了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你见性。因为我今天为了

救度众生，因为我把自己的家里的亲人，哪怕在医院里的亲人，也

看作是一个众生。我今天学佛在救度众生，我相信佛陀，相信观世

音菩萨，我学着观世音菩萨在救度众生。那么你就是见性者。若见

性者视之为佛，如果你这个人见到了本性你就是佛，你做一件事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7x029g2E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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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到这件事情是为了众生的，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离苦得乐，那

你就是菩萨就是佛。所以识佛之人才能信入，如果你一个人仅仅为

了我们说拜佛，为了家里经济好一点，为了自己所求，那你还没有

信入，还没有完全信佛，只是为一些福德而求。 

你看得见佛吗？佛就在你心中，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看看你心中的

佛。当你正知正见的时候，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当你自己觉悟的

时候，佛已经在你心中指导着。 

 

【第 3.2段延伸】用佛性做每件事才称为功德 

摘自《白话佛法一》第 11篇【再谈善事与功德的区别】      点击阅读 

真正的功德是悟出来之后，用佛性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称为功德，

一定要悟出来之后，也就是悟出这个道理之后。如果你没有开悟，

你说我用佛性去做每一件事情，这是空的。 

比如：师父今天帮一位老人家求菩萨给她延寿，如果我没有开悟，

我在帮老人家求菩萨时，因为她对我好，经常帮助我等等，这时我

求的不是功德，因为在我心灵深处没有以一种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的心和精神来救她，只是我觉得她很可怜，年龄又这么大了，我就

替她求求吧，这只能称为善事，不能称为功德，而且求的效果也不

大。这就是嘴巴说用佛性去帮老人家求菩萨延寿，但是我真正的本

性中却没有用一种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去做。你们知道师父

是怎样求的吗？师父在求菩萨帮老人家延寿时，因为这位老人家现

在在修心修佛，她年纪这么大了，刚刚开悟开始修心，请观世音菩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11.html?t=159183117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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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慈悲再给老人家的本性佛性多一点时间，让她多活一点时间，可

以让她证悟更多的事情，证悟佛法，证悟让更多的人相信观世音菩

萨。如果这样求，你的本性里面真正的佛性就出来了。要把自己的

一切杂念全部扔掉，不要粘有一点点的私心，要从内心深处启发你

的佛性，然后去做每一件事情，才能称为功德。一个人要证悟，要

具有佛性的德，还要具有佛性的功，加起来才具有菩萨的功德。 

 

【第 3.3段原文】 

所以见道了之后你就开始修道位，所以很多现在说的，你这个人做

事情到位不到位，其实就是这个道，这个位，我们现在人说到，到

达的“到”。实际上就是你修道的道位，如果你一辈子修到最后，

你没有修道位，你空性也会失去，你暂时理解的空性，你就白修了，

所以佛法说，“不见空性，修法无益”。你修到后来，你要彻悟，

你就是见到空性，你才能修法有益。大家都知道六祖，他也不看经

教的经文的，因为六祖是古佛再来，你看所以他讲的一切，都是让

我们明心见性，开悟的。所以大家知道修道位，修到菩萨的道，最

后就是究竟位，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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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段延伸】不见性，所有的好事最终只会变成善业 

Shuohua20140103 04:40 

台长答：修行修心也好，修的思维也好，“信、愿、行”也好，所

有修的一切到了最后就是归于一个“悟”字。等你有悟性了，就见

到本性了。所以，不管你做多少好事，到最后没有悟性，那这些好

事只会变成善业。开悟之中的人不会有怨恨、不会有贪念，“我不

会为了某种利益去帮助他，我是无私地奉献，没有任何回报地奉献”。  

 

【第 3.3 段延伸】看破，放下，看淡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 14篇【修行路上彻悟当下】       点击阅读 

必须要把人间看破，无所谓的，看淡，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骗骗

我有什么？你讲我几句又有什么呢？今天我吃亏了，又怎么样呢？

谁不吃亏啊？看淡了。看破是什么？你今天欺负我了，你这种脾气，

总有一天你会受报了。你看破了，你无所谓了。慢慢地，你就会改

变自己的习性，就是自己的习惯和性格。你只有看破、看淡、放下

之后，你才会慢慢地改变自己的习惯。 

 

【第 3.3 段延伸】找一条让众生脱离苦难的道路 

摘自【利益众生 修菩萨行】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3-06-30    点击阅读 

有些人做事情对自己一定要有利益，然后对人家也有利益，他才做；

对人家有利益，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他觉得划不来，他就不肯

做。所以，学佛要用自己付出的财力、时间、精力，让众生能够得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50.html?t=1591831873447
http://lujunhong2or.com/利益众生-修菩萨行-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9 篇【不见见性 修法无益】 
 

 29 

到开悟，这样你才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什么？就是要懂得我们

能够找到一条让众生脱离苦难的道路，这就是你的明心见性。你忙

了一辈子，你不知道为什么在忙，你苦了一辈子，你不知道为什么

受苦，最后你会遗失自己的悟性，你会让人家找不到佛性。谁的身

边没有两三个人要度啊？你连身边最接近的人都不能度，你这个人

怎么能够成为菩萨呢？你的本性怎么能光明呢？ 

 

【第 4.1段原文】 

在佛学界当中，有很多人都有争议，就是为了争论关于佛学的问题，

因为世界上修行人很多，很多人说我不明自性，我为什么不能修心。

其实在禅宗门下有三个这方面的观点，一种说悟后启修，开悟了之

后你才开始修行，明白了再修，修道以后才能修行，也就是说你修

道了之后，你才能开始修你的行；修心修行，还有一种说法是先修

后悟，你先修后来就开悟；又有一种说法是，修道跟见道同时并进。

所以在佛法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大家有争论的，所以在佛经上说，

自未得度 先度他人。菩萨发心 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哪个方面你要同时并进，所以现在末法

时期，不是说你先把自己修好了，再去救别人。等到你修好的话，

很多人就等不到你救了，你要有多少能力就去救多少人，一边在救

别人的当中你先修道，再修自己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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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段延伸】明心见性 

摘自【得名利 舍名利 才能明心见性】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点击阅读 

答：实际上，一个人等到真正明心见性了，他基本上就到天上了，

明心见性是一个大标题，有些人是暂息性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

什么意思？就是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佛，是善良的，这就是明心见性

了；见到自己的本性、做的事情都是对得起良心的，那就是见性了。

并不是完全明心见性之后，做出来的事情才是功德。所以在人间做

很多功德，比如印书、发书度人等，这些都是属于功德，哪怕你到

观音堂来擦桌子、换花，因为你对菩萨的尊敬，因为你心中明白是

菩萨在救度我们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些都是功德。善事是指对一个

事物没有深刻的理解，你认为我应该帮助他，我有良心要帮他，觉

得这个人很可怜，这是时候是善事，善事只有善报，但是功德可以

抵消恶业，完全两个概念。 

 

【第 5.1段原文】 

有些人，没有福报的人，经常你叫他修心，他就说：“哎呀，我没

时间，我没时间修心，我忙，我要养家糊口。”等到哪一天你真的

想退休了，想好好修的时候，可能你的寿命也不让你再修了，你的

业障，你自己所造的因果，可能会给你起到一定的果报，所以师父

跟大家讲，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智慧道，好好地学好。要有

真的智慧，真的智慧就是舍。 

 

http://lujunhong2or.com/得名利-舍名利-才能明心见性-摘录卢台长讲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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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段延伸】成佛就是要放下自己，舍掉自己的毛病缺点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 9篇【反观自身 修心有成】       点击阅读 

人要能舍。舍是什么？舍去，不要。人家送你一样东西，我不要；

人家给你钱，我不要。要舍，多难啊。一件旧衣服，穿了又穿，舍

不掉。一个不好的习惯，都改不了。明明不好的习惯，他就不改。

说说看，人要改点毛病是多么的难。要懂得，成佛就是要放下自己，

就是要舍去很多的时间、精力、钱财，舍去很多不应该拥有在身上

的缺点、毛病，全部要舍，要把自我隐埋，就是没有自我。你们现

在整天都是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们的本事大呢。要记住，

雷锋当年就是因为没有“我”，所以他才会永远有别人，他就帮助

别人，他看见人家苦了，他就帮人家推车，他忘记了自己还在发烧，

他还去背着老人到医院去，他没有“我”了。你们现在自私自利，

就是因为有“我”，听得懂吗？ 

 

【第 6.1段原文】 

所以加行了之后你就见道位，就是你真正地，因为你的根基好，然

后你修心，念经，放生，你就慢慢见到空性。其实空不是一句话空，

因为有境界的，很多人放得下不一定空，很多人空了不一定放得下，

因为你空多少时间，要一直空下去的，你才能见道位。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45.html?t=159182947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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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段延伸】见道和修道的区别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8 集【见道与修道的区别】      点击视频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学佛法的人见到佛法了吧，哎呀 佛法能够让我

们解脱，佛法能够让我们消灾解难，好，见道了吧，见道，好，你

见到了佛法了，但是你修道了吗？你看到了，但是你没有修，所以

见道和修道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这个同学知

道好坏，但是他好的也不做，他坏的也没做，这个同学知道好坏，

坏的他就站出来去抵制去说别人，去抵制那些不好的思维，好的东

西他就拼命抢着去做，这就是一个修道 一个是见道。 

 

【第 6.1 段延伸】见到本性还要应用 

摘自《白话佛法一》第 11篇【再谈善事与功德的区别】      点击阅读 

只看见自己的本性没有用，还要加上佛性的应用。比如：一个人知

道自己现在是在做菩萨的事情，但仅仅保护好我自己的形象，保护

好我的语言，保护好我自己的思维是不够的，因为你没有去应用，

没有把菩萨这么好的经文，这么好的思维，这么好的行为去教大家，

你没有把菩萨的思维应用到你的生活中，所以你就不是佛菩萨，你

做出的这些事情就没有功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5FlGdDg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8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11.html?t=159183117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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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段原文】 

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何不把握修善因缘，好好地懂得，不管世界上

发生什么事情，要与人分享，懂得分享，你就会得到分享中的喜悦。

佛法也是靠分享，我们做人也是。有好的东西大家一起吃，会更开

心；佛法大家一起学，精进大家一起来。每一天活在佛法当中，一

个意念，一个思维，一句话，一个行为，离不开佛，你一定早晚成

佛。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你在人间学佛，你以后会成佛，就像

我们现在人一样，你在人间你现在学画画，你以后可能会成为画家；

你今天在人间好好地烧菜，你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厨师；你天天

在设计房子，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你天天在念经，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你天天做好事，你会成为一个大善人；你

天天贪瞋痴慢疑，你会成为一个被人家不为人齿的一个凡人。你天

天地在害人家，阴别人，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间的。所以我们学佛就

是要学的未来，我们每做一步，每走一步，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着想。

所以未来的佛未来的菩萨，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靠着我们今天一步

一个脚印，学佛而成的。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

续和大家分享《白话佛法》，谢谢大家。 

 

【第 7 段延伸】毅力与恒心  

摘自 20181228_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佛友见面会      点击阅读/收听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看似非常简单，其实是对

你的毅力和恒心的考量。成功学里有个著名的两万小时理论，就是

https://xlch.org/category/audio/dt/kaishi/2808.html?t=159182896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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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管你是什么人，经过两万小时的锻炼，都可以从平凡变得越

来越卓越，甚至伟大。人在两万小时当中可能非常地枯燥，觉得漫

长、没有趣，有时候甚至会绝望，但是如果我们以责任、兴趣为动

力，把两万小时分解到活着的每一天，可能一天也就是用一个小时

而已，凡人皆能做到。学佛也是这样，我们每天用一个小时、两个

小时好好地念经、好好地学佛，能够解开自己的烦恼，能够让所有

的众生都离苦得乐。你每一天许愿、念经、放生，你定能求得更多

的平安，定能开悟成佛。（掌声） 

学佛人不要浪费时间，师父现在告诉你们，我们要利用有限的精力

和时间，知因懂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一定会在人间一世修成，

永断轮回。 

 

【第 7 段延伸】佛陀故事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4 集【自性不迷 众善奉行】      点击阅读 

佛陀有一次，回故乡迦毗罗卫城游化的时候，就是度化众生，暂时

住在城南的尼拘律树园中，佛陀住在那里，佛陀的堂弟摩诃男居士，

他就在这一天来礼见佛陀，礼见佛陀就是看见佛陀行礼，然后见佛

陀，他对佛陀说：“世尊，现在我们迦毗罗卫城这个地方，物产丰

富，人口众多而繁华，我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身旁常有狂奔的象，

马，还有横冲直撞的人，那些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我常在想，不

知哪一天，就会被这些狂奔的动物或者车撞死，而死前又仓惶地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7yy6XXk2Xs&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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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念佛陀，念正法，念僧伽，所以我担心，像这样的死法，我不

知道下一辈子会沦落到哪一道，会出生到什么地方？” 

佛陀就跟他讲了：“摩诃男，你不必害怕，你死后会出生到好的地

方，你不会沦落到三恶道去，也不会有不好的报应，这就像一棵大

树，从幼苗的时候它如果就倾向东方生长，继续长大的时候，还是

一直朝着东方倾斜地生长，那么如果是有人一斧子砍断了这棵树，

那么这棵树，你觉得它会朝哪个方向倒下呢？” 

“世尊，那当然是朝东方倒下喽。” 

“摩诃男，你也一样，就像有人将装满酥油的瓶子，丢进深水池里，

瓶子当然会沉入水底，但那瓶中的酥油终究会浮出水面一样，摩诃

男，你长久以来，念佛陀，念正法，念僧伽，死后你即使身体被火

化了，或者你的身体被弃之于坟场，任由乌鸦，鹰鹫，野狗，土狼

的啃食，风吹日晒雨淋，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可能就化为灰尘了，但

心灵因为你是经过长期的熏陶，所建立起坚固的信仰，和你的戒行，

闻思，布施，智慧，它就会引领你的心识升华，向于安乐美好之处

飞去，对于结果我们不要去执著，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佛法的真谛。” 

台长语: 

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现象，我们要明白宇宙它是一个整体，

这个宇宙它是非常地丰富的，它蕴含着无量的生机，我们人今天肉

身终究会坏，但是我们心灵的境界不会坏，我们从小做好人做好事，

我们最后一定到好的地方去，就像一棵树一样，你从小往东面长，

即使倒下了它也是往东面倒，我们修行就是要严格地，把自己的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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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给修出来，就是要把自己，阿摩罗识的第九意识的佛性给找到，

契合于我们八识田中的各个心念，这样你才能和佛合一，这样的话

你才能拥有菩萨的智慧，永远不离开菩萨的佛道， 

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应该明白，我们人只要用心，只要好好

地努力，一定会有超出的一天，佛不远人，而人远佛，佛没有离开

我们，只是我们人去离开了佛，佛菩萨天天让我们即心即佛，你的

心像佛，佛就在你心上，你做的行为像佛，佛就在你的身上，你的

语言像佛，佛就在你的口中，因为我们人迷失了自性，迷失了方向，

而自己不知道，而人就是远佛了，所以很多人就找不到佛，学佛要

见性，你不见性者，你不会相信佛陀，若见性者，视之为佛，所以

当我们理解佛法，我们认识了佛法之后，我们才能信入，我们才能

走出人间的红尘，进入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