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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法依照因缘而生”。 什么叫“法”？活在
人间，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就叫“万法”。
今天你到这里来了，这是一个法。今天你去做
个什么事情了，也叫法； 你今天跟他关系好
了，也叫这个法；今天你能做生意了，也是个
法。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叫万法。

白话佛法（六) 4、《因缘无一生灭》



“因缘而生”，就是因为你的过去的因，造成
了这个缘分，你们才会在一起。慢慢地，以后
再依照因缘而灭，就是今天你出生到这个人间
了，你是有因有缘的，今天你投到了这个家庭
来，也是有因缘的，等到你死的时候，也是有
因缘的，因为你上辈子做人做得好，你这辈子
死得晚，你享福；你上辈子做人做得不好，你
这辈子死得早。

白话佛法（六) 4、《因缘无一生灭》



大家要记住，我们在这个人间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
缘而生，又是因缘而灭，再加上一个字，叫因因
缘而生，因因缘而灭。所以，因缘有生法，因
缘，它是有出处的。这个出处就是你的前世。前
世你不好，那么今世你就会不好；前世你好了，
那么你今世就好了。问题就是你怎么样来理解因
缘和把握因缘。“因因缘而灭” 你们今天坐在这
里，是师父的徒弟也好，弟子也好，你们过一阵
子没有了，这个缘分就灭掉了。

白话佛法（六) 4、《因缘无一生灭》



因缘本身叫具足，具足就是满满的了，因为
你种了这个因，你一定会有这个果，这个果
是满的。举个例子，你在电脑上弄一个自动
回复。你种的这个因，就是一封邮件，进来
了，“啪”的一下，这个果，就是自动回
复，就出来了。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实际上
就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又好像似有似
无， 又好像实实在在。

白话佛法（六) 4、《因缘无一生灭》



一件事能不能圆满在缘而不在能



在人间做一些事情能不能圆满成功，在缘而不在
能。主要是缘分，而不是能不能做。如果想做一
件事，不论你做多少努力，有多大的能力，也未
必能成功。因为人间的福报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你有这个因才能促成这个缘。如果有一个正因正
缘合成那事情一定能成功。要记住： 若想要让
事情圆满成功，首先要仔细想一想你的因缘是否
成熟，而不是你有没有能量和能力来办成或解
决 。

白话佛法（一）13、《心不随境转，灵不随缘转》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缘果报



很多人喜欢问很多“这个事情怎么这样，这是为
什么”，师父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很
多善的事情、好的事情，还有不好的事情，你没
有资格、也没有条件去问它“为什么”，因为这
就是缘，因为这就是因果。所以，在因果当中活
着，在缘分当中生活着，你就必须遵因寻缘，遵
照这个因来寻找这个缘分。

白话佛法（十一）21、平静与智慧



在这个人间没有道理可以讲，娑婆世界本来就是
不完美的五浊恶世，你非要在这个恶浊世界当中
找出你自己认为的理由和方法来解决你心中的烦
恼，那就犹如喝酒，借酒消愁愁更愁。所以，人
要有智慧地活着，要明白社会本身就具有很多的
缺陷，在这个社会当中活着，我们人想要寻找到
自己心中的完美，怎么可能呢？就像你嫁给了一
个人，你说他会完美吗？要明白，这个世界的一
切都是因缘果报啊。

白话佛法（十一）21、平静与智慧



恶牛的故事



在佛陀时代，有一天，有一个商人在路上不小心
被牛角戳死了。牛的主人怕留下这头恶牛以后给
他添加更多的麻烦，因此就将牛贱价出售。牛的
新主人买牛后回家，走到半路上，他想给牛喝点
水，哪知牛不但不饮水，反而凶性大发，用牛角
又把新主人给戳死了。新牛主的家人知道后不禁
勃然大怒，立刻将这条牛杀死，然后挑到市场上
去卖。

20170421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有一个农夫，贪恋便宜买下了牛头，在回家的途
中，因天气炎热，他就将牛头高高地挂在一颗树
上，然后坐在树底下休息。谁知道，系牛头的绳
子突然断裂，重重的牛头从树上掉下来，正好砸
在农夫的头上，可怜的农夫因伤重当场死亡。一
头牛竟然害死了三个人，整个地方纷纷议论，消
息传到了当时这个国家的皇帝频婆娑罗王的耳
中，他也觉得这事情不可思议，就亲自去请教佛
陀。

20170421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佛陀解释说，在过去世，有三个商人相约到外地
去做生意，他们为了省钱不愿意住旅店，特地到
一个老妇人家里去借住。本来双方约定要付老妇
人租金，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三个商人趁着老妇
人外出的时候，竟偷偷地溜走了。老妇人发觉之
后，非常愤怒，就拼命地去追他们，想索取欠
款。

20170421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三个商人因为担负着沉重的行李，很快被这个老
妇人追上了。这三个商人认为她年老可欺，赖账
不还，还恶言恶语地侮辱这个老妇人。老妇人对
他们无可奈何，她恨得咬牙切齿，愤恨地对他们
说：“你们这些无赖，欺负我年老孤单，你们以
后会有报应的。今生我虽然拿你们没有办法，等
到来生我变成一头牛，我也要报仇杀死你们，以
泄我心头之恨。”

20170421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佛陀继续说道:“ 那个老妇人就是这头凶牛的前
世，而同日被牛害死的三个人，就是欺负老妇人
的那三个商人。”

20170421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更显示
了一个人的怨恨为什么这么可怕。一个人如果怨
恨别人，在心中就像毒咒语一样，将自己咒进了
因果报应的罗网，使本来还不算严重的因果关系
更加恶化，因为怨恨，才会冤冤相报。想一想，
你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恶、这么恨你
啊？为什么让自己这么想不通、这么难过啊？要
记住，说不定就是你们上辈子的冤结还没有化
解，才到人间继续来还你们的债。

20170421_印尼雅加达世界佛友见面会



被人欺负冤枉也是因果吗？



男听众：现实中看到很多新闻，比如辆车失控撞
死无辜的人，或者有精神病患者在街上乱伤
人……这些事情，是伤人者和死亡者前世的冤结
还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还是他们各自的业障感召
呢？

wenda20151129B 56:39 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是何因导致

生活中的偶然现象是什么导致？



台长答：是啊，就是这样的。感召也有，如果上
辈子的业障没还完，这辈子就会有这样。当你这
辈子受伤啊、有灾难的时候，陪伴你的就是上辈
子跟你一起造业的人

wenda20151129B 56:39 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是何因导致



男听众：有点容易被人欺负，是前世造的因所得
的果，还是欺负人的人在造今世的因？

台长答：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多人在讲：
“这个人经常被人欺负。”你说：“这是我前世
欠他的。”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人前世根本没
欺负过人的，现在被人欺负呢？

Wenda20120406 01:12:47 关于“被欺负”的因果问题

经常被人欺负是前世的因果吗？



导火线是这个欺负你的人肯定跟你有冤结，但是
冤结有多深，是不知道的。肯定是一点点冤结，
但今世他昧了良心，造新业。他看见这个人好欺
负好骗，就不停的骗他，不停的欺负他，他就在
旧业中又造了新业。这次欠得厉害了。你刚才这
个问题就是说：一定是有关系。但是这个人是造
新业，不一定就是你还欠他这么多的债。你已经
还清了，但他还在欺负你。这就叫“增上缘”，
增加你上进的源泉。

Wenda20120406 01:12:47 关于“被欺负”的因果问题



男听众：关于因果的问题，比如工作中有的客户搞
七搞八，要么打折扣，要么不肯付钱……遇到这种
问题是不是都是因果呢？

台长答：像这些问题，有的是因果，有的是在造因
果。造因果和因果，很难区分的。比方说，很多人
说“他在欺负我”，你说有没有因果？

Wenda20111230 4117 被客户刁难也是因果吗

被客户刁难也是因果吗？



他欺负你，肯定上辈子他被你欺负的。但是他很难
掌握这个尺度，他不停地在欺负你的时候，实际上
他是在要债，但是他要过头了，接下来对不起，又
倒欠因果了，又种下新的因了！你根本不应该去恨
他，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你想到他跟你的所有的缘
分。千万不能恨他，很多人不懂的，你一恨的话，
一个伤自己，第二你找冤家了，所以中国人说“冤
家宜解不宜结”。

Wenda20111230 4117 被客户刁难也是因果吗



问：如果有些人很敏感，容易生气，总疑心每个人
对他不好，因为误会对方产生怨恨，但是这个当事
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的话，这个当事人会
落下因果吗？他确实什么都没做，就是对方误会。

2019年9月7日法国•巴黎弟子开示共修组提问

被敏感的人误会，当事人会落下因果吗



答：很简单，从表面上来看，被诬蔑的这个人，他
可能觉得“我又没错，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自己要
对我不好的”，好像是没涉及，实际上他有过去的
因果在里面，为什么其他人不冤枉？为什么讲他？
上辈子欠的。听得懂吗？知道了这个人对他有意
见，赶快念经，求菩萨化解冤结。否则虽然你不知
道，但是对方的恶气相加于你身上，你也会觉得不
舒服的。冤家宜解不宜结

2019年9月7日法国•巴黎弟子开示共修组提问



问：如果一个人明知道别人欠自己的，但是他不想
对方偿还了，这样会不会就积累成为福德功德了？
如果不要对方还了，对方是否就不用受报了？

答：不要人家还，就把善德存起来了。知道老婆欠
自己的，拼命打骂，开始的时候这是老婆在还债，
但是恶缘结下了，业障很重。明明可以骂他而不
骂，就积福积德了。如果你真的欠别人的话，不但
要念经，物质上，阳间欠的也一定要还；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八十四）

不要欠自己的人还，对方是否就不用受报？



即使不要对方还，对方自己也会有报应的。有一
个书生过新年第一天书生就碰到一个挑粪的，碰
上之后全身都是粪，这个挑粪的上辈子欠他一条
命的，如果这时候书生随便一动手，挑粪的就会
死在他手上，但是书生忍住了没有动手，挑粪的
自己回家发烧死掉了。所以只要欠债总是要还
的。学佛人就要拼命念经化解，双方就化掉了，
如果你欠他、他欠你，双方都要还，这是不能相
互抵消的。有些人就算一时忍住了，到第二天还
会爆发出来会骂的，哪有不报的？冤冤相报。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八十四）



如何理解和把握因缘



要认清缘起观。什么事情你都要明白，我们
要学会一个方法来改变自己身上的毛病，就
是要记住缘起观。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什么
问题都要看到缘起。“哦，这个缘分来
了”，“哦，这个事情来了”，你再去做。
“哦，这个缘起了。有一个缘分来了，我要
当心，而且这个是恶缘。”你们知道善恶缘
是怎么来的？

白话佛法三，46、《谈佛法中的缘生缘灭》

认清缘起观



恶缘来了挡都挡不住的，善缘来了挡也挡不
住的。所以让你们知道缘起。“起”就是起
动，任何的缘分刚刚开始的时候叫缘起。如
果你经常想到缘起观，你就能产生智慧，就
是你经常想到：“哦，这个事情原来不能
做。是恶缘来了，我要当心了。”那么你就
会产生智慧来抵抗它，知道要念经了，我要
当心了，我要和领导搞好关系了。对不对？
一个善事来了，我开心了，这个缘分来了，
你也能产生智慧。

白话佛法三，46、《谈佛法中的缘生缘灭》



我们过去生中有太多的冤结，无量无边的
结，无量无边的冤，那么，你靠什么来不要
让别人报冤呢？没有办法，按照因果定律，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那是没有办法的，你
只有靠念佛修持之力，这个冤就不会直接报
到你的身上了。

认清缘起观,靠念经来化解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第一册 21.克服着魔发狂的劣根性



用你修佛的加持力来去掉你和他的冤结以及
孽障，这样的话，就算他是前生前世来报你
冤的，也不会让你马上得到这个恶果，至少
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很多父母亲口口
声声说，“哎，我这一辈子也还不清他的债
啊。”实际上，有些人前几辈子欠的债，这
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不一定还得清啊。所
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靠自身的修持力、自
身的加持，就是靠念佛得到的修持之力，使
这些冤结不要直接报在你的身上。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第一册 21.克服着魔发狂的劣根性



看破缘起
要看破缘起。就是不单单要认识缘起，而且
要看破它, 这个缘分开始来了，要把它看
破，就像看破红尘一样。你要看破“这个缘
来了是多长时间”。比如你跟孩子就这么一
段缘，从你生出来到你以后走，就这么一段
时间。你看破了，你就不会去想太多了。你
看不穿，你就觉得“哎呀，生生世世这个孩
子会怎么样怎么样跟着我，晚年我会靠他们
养我。”不会的。 白话佛法三，46、《谈佛法中的缘生缘灭》



要记住：求解脱可以成佛。人要懂得求解脱
才可以成佛。要看破缘起的性空。如果你看
不破一个缘分来了它是空的，它的本性是空
的，你们看问题就是太片面，看不到底。所
以要记住，看不出缘起的性空就会落入执著
的陷阱。因为你看不到底，你就会非常地执
著。

白话佛法三，46、《谈佛法中的缘生缘灭》



因缘，从佛法上讲叫法缘，真正的因缘一定
会传几十年，或几百年，是一种很自然的衍
生。因缘在几百年之后一定会自然结束，比
如：你今天爱得再深，不论是你的妈妈，还
是你的爸爸，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没了，要记
住因缘是自然的衍生，会自然的灭亡，自然
的消失。

《烦恼到来后---无所谓》

因缘无一生灭



所以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不能看得太重，
太执着。在一个开悟者的眼中，因缘没有生
灭，因为自然就是无所谓，自然来的东西要
对它无所谓，自然来自然去，要把自然变成
无所谓，实际上你就没有生灭了，没有生出
来，也就没有灭亡，要透彻地去领悟：生
灭，缘分是一个法缘，是无穷无尽的，因为
这个缘分尽了，那个缘分又来了。

《烦恼到来后---无所谓》



佛子天地游记
观世音菩萨开示“诸法空相”



观世音菩萨：“童儿，为师给你说心经里面的一
句话‘是诸法空相’。知道这是什么吗？”

童子：“弟子不懂。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

观世音菩萨：“宇宙万物因缘而生，因缘而灭。
人间所有的法都会因为因缘生灭而空。是以诸法
空相。”

21-05-2020，心灵净土世界



观世音菩萨：“今天夫妻之间的恩恩怨怨，家族
邻里，工作同事以及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都在
因缘生灭当中。母亲老了死去后和这个孩子的缘
分没了，两夫妻吵架离婚后各过各的，你离开这
间公司到另一个地方工作，这些全部都是在因缘
生灭当中。因缘灭了也就没了，最后归空。人间
不过数十年，人的痛苦在佛菩萨眼里犹如几分钟
而已。你们能够看破这个空相就不会纠缠在里
面，让自己的心痛苦、嫉恨、难过了。

21-05-2020，心灵净土世界



童子：“菩萨，心经的智慧很深啊。”

观世音菩萨：“童儿是不明白才觉得深，明白了
能够运用自如又怎么会深呢？看来白话佛法的理
解还不到位。”

斗战胜佛：“这是要你们懂得用心经的智慧解一
切苦厄。你们佛弟子在人间精有什么用啊？”

21-05-2020，心灵净土世界



师父答：讲的就是要解一切苦厄，观世音菩萨讲
的也是这个意思，“宇宙万物因缘而生，因缘而
灭。人间所有的法都会因为因缘生灭而空。是以
诸法空相。”菩萨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句话，很
深。

21-05-2020，心灵净土世界



云师兄分享

1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师兄



没学佛前我什么都不信，更不信有因果报应。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各方面越来越不
顺，工作换来换去到最后没得换了；跟家人的
关系一直走下坡路；性情变得越来越乖张，没
耐心、多疑、胡思乱想。精神不振，睡眠不
好，每晚要起夜好几次，几乎天天做噩梦。



那时生活没有目标，每天沉迷在看电视，玩手
机游戏，喝酒中。这些恶习不但侵蚀了自己的
身心健康，也给家人带来很多伤害。为了摆脱
这种困境，我跟太太四处去拜拜，东方教，西
方教 ，求神问卜，但是都没起作用。



直到2016年4月参加了师父的法会，我才明白为
什么我们来到人间命这么的苦，有因就有果
啊。只有通过修心念经，才能还我们往生往世
的债，我们的命运才会慢慢的好起来。我开始
慢慢地学念经，因为不会读华文，我花了一个
月的时间听录音，第二个月一边听一边一句一
句地跟着念。那时一天只能念3遍《大悲咒》3
遍《心经》21遍《准提神咒》。



我很急以这样的速度，根本没有办法开始念小
房子。在2016年6月我跟观世音菩萨祈求，加持
我能快速正确地念诵经文。之后奇迹就发生
了，念诵经文很顺，每个字都会读，好像经文
里的字，会自动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这根本不
像我在念经。而且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
大悲咒，在我的脑海里播放。7月份，我就可以
念小房子了。



我和大儿子几乎天天吵，因此我试着用小房
子、《解结咒》、《准提神咒》化解我们的恶
缘。三个星期后就见效了，我们的关系好起来
了，直到现在，只是偶尔他有点顶嘴，但我们
都不会吵架了



2017年太太打通师父的电话，师父说我身上有
两个灵性必须要超度，87张小房子。还有我的
工作方面一直走下坡路，每天必须念49遍《解
结咒》 和49遍《准提神咒》，祈求化解今世的
障碍和恶缘。我遵循师父的开示，在念完87张
小房子后，不知不觉我的睡眠质量好了，从晚
上一直睡到天亮，没有恶梦，再也不用起夜。



工作上也有奇迹，整个2017年没有一个员工加
薪，老板跟我说只给我一个人加薪，还叮嘱我
不要跟同事讲这件事。



我整个人也大变样了，本来沉迷游戏，吃饭时
也不放下手机，念经后把所有游戏都删掉了。
以前经常喝酒喝到抱着马桶睡觉，不管太太怎
么骂，也不听的，现在滴酒不沾。有时在地铁
上闻到有人喝酒，就觉得原来是这么臭，为什
么以前我会喜欢喝呢。



以前看电视到凌晨，自2016年到现在电视机基
本上没开过。有空就拼命的念经，念小房子。
有时多睡一个钟头都会觉得浪费时间了很惭
愧，一个钟头我可以念很多经文。所以我许愿
早起念经，不要浪费时间。



2018年太太发愿吃全素，我也跟着吃，但是没
发愿。到了2019年才发愿的，发愿后感觉不一
样，念经比较顺比较快，而且念《礼佛大忏悔
文》时会时常掉眼泪，有时听师父的开示也会
掉眼泪。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心会那么的难过。
好像自己的心和菩萨的心相通了。



很多奇迹发生在我和家人的身上，不能一一详
说，下面挑选几个跟大家分享。
2019 年我经常要带太太去医院做检查，把全年
的假期都拿完了还不够，只好请无薪假，总裁
知道后跟会计部讲把所扣的钱全部还给我。他
还跟我讲，就算没有假期，我都可以照样去，
不需要他批准。这样的待遇，没念经前，想都
没敢想过。



2019年8月不小心弄伤右手手腕，很痛、不能拿
重物、每晚睡觉时整个手会发麻，早上起床后
整只手就不能动了。看了医生擦了药膏都没
好，到了2020年1月参加了共修会晚上白话佛法
班，隔天起来我的手就不麻了，也不痛了，好
了80%啊。



2019两个儿子参加年墨尔本法会后，得到不可思议
的加持。几年前大儿子在学校运动时弄伤了脚。几
年来都没有彻底好，时不时就会发作疼痛，每次发
作都会持续一个星期，在去法会前恰好发作了。小
儿子就在去法会的前一天，正好赶上在军营训练，
步行24公里，也是伤到脚，并起水泡很痛。8号早
上到达墨尔本两个儿子都跟母亲讲自己的脚很痛，
大儿子还忘带药膏了。怎么办呢，看样子可能要痛
一个礼拜。他们都非常担心。



8号法会结束后，他们去吃晚餐，妈妈问小儿
子，你的脚还痛吗，儿子把鞋袜脱了，咦，水
泡怎么不见了，脚也不痛了。妈妈问大儿子那
你的脚呢，大儿子站起来走来走去，说他的脚
也不痛了，完全好了。直到现在大儿子的伤也
没再复发过。这度化了两个儿子，他们相信佛
法的真实不虚，也跟着我们学佛念经了。



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学佛后一切都越来越顺。我把
这些经历分享给出来，希望鼓励更多的人，相信佛
法，好好跟着师父修，念经还债，修心改习气。只
要你去做了，你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你的人生
也会越来越顺，有菩萨的加持，你会感到真正的幸
福和依靠。

在分享中如果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谅
龙天护法菩萨原谅



王师兄分享

18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
我今天分享我的学佛经历。



我是在2014年接触心灵法门，当时也是因为儿
子有自闭症，试了很多方法，找了很多专家，
花了很多钱，儿子的发展到了瓶颈，当时有位
师兄知道我孩子的问题，就问我要不要念经，
他说念经可以帮到孩子，我想反正什么我都试
了，念经不用花钱，只要花时间念经，我就这
样开始了念经。



在他7岁的时候他好像4-5岁的小朋友，我帮他
念经过后他进步非常多，今年11岁一直都在普
通小学上课，能够用双语沟通，他现在不需要
我照顾，我可以放心的出国参加师父的法会
了。



看到孩子好那么多，2016年我也许愿吃全素，
以为一切都是完美的，就会开始松懈，懈怠。
其实因果、阻碍在路上等着我们，2017年7月突
然发高烧，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血癌” 晴天霹
雳，感恩菩萨让我已经闻得佛法，我马上联络
师兄，大家都积极帮我找师父的开示，教我如
何运用3大法宝，当天就在医院向菩萨许大愿念
诵800小房子，放生2万5000条鱼，现身说
法....



我在医院一共住了87天，化疗期间痛苦难受，
口腔到食道整个溃疡我都坚持念经，我还是坚
定信念菩萨加持，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每天早
上5点起来，在病床上跟菩萨请安，然后开始念
功课全部49遍和念小房子，每天5-7张，在医院
不能念的太晚，天黑以后就没有念了，所以我
很珍惜白天的时间。入夜后就读白话佛法，以
前一直找借口没时间读，师父说谁最有时间，
躺在医院里的病人最有时间。



真的！不要等到身体垮了才想到抱佛脚，晚
了。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我靠自己努力
克服一切障碍积极念经还债，我从来不问为什
么是我，我也从来不抱怨辛苦，我深信因果。
我非常的惭愧，修行这么多年，都没有真修实
修，直到生病的时候，才真正见证了观世音菩
萨有求必应，无处不在啊！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
是，我虽然已经吃素念经，前世今生做了很多
不好的事，依然受报，我明白因果，我面对因
果。我知道欠的一定要还，我身体在还，也努
力念经还。现在我还是早上起来念经一直到睡
觉之前。我非常的惭愧，修行这么多年，都没
有真修实修，直到生病的时候，才真正见证了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无处不在啊。



2017 年7月生病到现在，我已经念诵超过3000
张小房子放生超过3万（已经没有计算放生数
量）会一直放下去师父在2019年新加坡法会为
我看图腾，刚好是我的369关，师父说如果这个
结过不了就走了，师父说我的命是菩萨救的，
真实不虚，我在医院的第三天就在梦里看到佛
陀和观音菩萨对我撒甘露，要我受这个难。



我以前年轻无知，有打胎孩子，师父看了在腰
上，腰真的特别酸痛，要56张小房子，烧送56
张过后，腰疼真的好了。2019年我也在39岁前
后3个月念了6波39张小房子和消灾自存经文
（不记得几张272篇）师父说我的身体要念380
张小房子，我许800张，已经念诵完。目前的身
体报告都正常，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保佑，让我的身体能够恢复，医生都说我是骨
髓移植病人里the best condition，



也让我有能力参加师父2019 每一场法会义工，
虽然过程身体有不适，我都坚信感恩菩萨是给
我机会消业、障感恩菩萨给我吃苦的机会，我
不怕吃苦，因为我很珍惜每一次能够帮助众
生，学佛过程中我没有做的很好，我会努力学
习白话佛法，理解佛法如何利益众生。



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先生孩子家人都开始念
经，换个角度想是不是因祸得福，我心存感
恩。定业难改，即使学佛念经了，前世的业力
依然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希望大家都能
早点念经还债消业，不要等到果报现前才着
急，那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感恩大家，如果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原
谅，请护法神原谅，请师兄们原谅🙏



佛说五道轮转罪福报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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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跟大家讲这么多，实际上就是要让大家懂
得三世因果，因为你今生受什么罪，就是你上
一世种什么因，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事情，实际
上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
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
为这些都是前世所造成的；而前世所造成的命
运，今生继续再造；今生继续造的时候，变成
“种双因”，才会不断有果报出来；而这个果
报出来，是业力激活的表现。

《欲中离欲火中生莲》



比如前世应该跟这个女人，或者这个男人做夫
妻会有离婚的可能，这个就像算命算出来的一
样，但是你完全可以在今生不断的做善事来弥
补，让这个火苗烧不着这个火药，这个火药就
不会爆发。有时候这些火药可以载入你的八识
田中载一辈子，不发生不激活，只不过让你在
生活上受点痛苦，很难过，但是，也消不掉。
虽然没有大报应，但是小报不断，所以真正懂
得有智慧的人学佛，要学会消掉自己前世种下
的因。 《欲中离欲火中生莲》



善恶种子的成熟是看播种人的
师父今天给大家从几个方面来讲善恶种子的成熟。每
一个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善的种子
和恶的种子，犹如人体的细胞一样，有好的、也有坏
的。因为善恶种子的成熟加快了它的缘。比如你在恶
的种子上不停地浇水、施肥，这个恶的种子就长得很
快。如果你在善良的种子上面不停浇水施肥，那你得
到的就是善报。对不对？恶的种子和善良的种子是要
看播种的人。如果你不做坏事，你恶的种子就不会动
的，就像冬眠一样。

——摘自《善恶果报，唯人自招》



要记住：有缘的种子要等到缘分的到来才会发芽。
如果是好的种子，等到它缘分到来的时候，它才
会成熟。

——摘自《善恶果报，唯人自招》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小时候喜欢偷东西，现在你一直
避开，控制自己不去偷东西。这个恶的种子虽然在你
的身体里，但是它不发芽、不长大，就像没有一样。
如果你纠集到一帮坏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偷东西，那
么你小时候的坏习惯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磁场，这个
恶缘就成熟了，你就会和他们一起去偷东西了。所以
我们不要做坏事，不要去碰那些不好的缘分，如贪、
瞋、痴、去偷、去抢等等。如果我们能去抵制它的话，
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加速善缘的成熟。因为你
们没有恶的缘，你的善缘就会越来越快的成熟。

——摘自《善恶果报，唯人自招》



所以我们不要做坏事，不要去碰那些不好的缘分，如
贪、瞋、痴、去偷、去抢等等。如果我们能去抵制它
的话，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加速善缘的成熟。
因为你们没有恶的缘，你的善缘就会越来越快的成熟。
为什么有的人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不灵呢？因为他身
上有很多的恶缘没有消掉，所以他求菩萨就不灵；如
果他的恶缘越来越少了，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头，
一求就灵了。就说明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菩萨一看
就会帮助了，对不对？

——摘自《善恶果报，唯人自招》



三世因果的报是根据善恶的量循环的
三世因果实际上是根据一种量而继续循环的,量变到
质变。比如你上辈子对老婆是好的大于恶的，但是稍
微有些孽障，那你得到的就是善报；如果你上辈子对
老婆的恶超过了对她的好，你下一辈子就会被你老婆
所欺负，得到的就是恶报了。就像夫妻吵架，“想想
他一辈子对我也蛮好的，虽然这次他跑出去找女人，
算了原谅他吧。”就是因为他过去做了很多的善事，
所以你就原谅他了。如果他一辈子从结婚到现在都没
有对你好过，你要发现他这个事情，马上就要离婚了。
那就是恶的量大于善的量。

白话佛法五8、谈恶量善量，解三世因果



买车的故事



有一位刚学佛的佛友拜佛念经后还是不顺，他见一个
法师之后就抱怨道：“法师啊，为什么我念经了、行
善了，我的命运却还不改变呢？”结果这个禅师就告
诉他：“我给你500块钱，好不好？”这个佛友说：
“为什么？”这个法师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情。”“好啊，禅师，你要我帮你做什么？”这个法
师说：“你帮我去买一辆车吧。”这个佛友说：“师
父啊，500块钱哪能买一辆车呢？只能买个轮胎。

20161003_台湾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法师说：“你既然知道500块钱买不到汽车，为
什么你刚刚学佛，才付出一点点，却在绞尽脑汁
想付出少一点，却想得到更多的回报呢！ ”
（掌声）再说，刚种下去的种子，你想马上能够
结出果实来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家
里设佛台了，我已经吃素了，我已经开始念经了，
为什么我的命运还没有转变？”那就叫500块钱
买汽车。

20161003_台湾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妇人施粥的故事



有一天，佛陀带著弟子们到城中托钵，来到一梵志家
门口。屋里忙著煮饭的妇人，忽然觉得四周光明普照，
让人有一种柔和舒服的感觉。妇人回头，看到佛陀及
弟子们站在门口，佛陀的相好端严及比丘们的严整威
仪，由衷生起欢喜恭敬的心，想把刚煮好的饭供养佛
陀，但是又担心被不信佛法的丈夫发现，必然会使丈
夫心生怨恨。这时悲心油然生起，惭愧自己的罪业，
生为女身，处处受制于人，不能自主。



然而，妇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饭盛在碗裡，压
取出饭汁，并恭敬地舀了一杓饭汁，供养佛陀。
佛陀欢喜接受，并说了讚歎的偈子：「若施白象
百，明珠璎珞饰，供佛一杓汁，其福超彼上。」
这时梵志从屋裡走出来，听了觉得很奇怪，就问
佛陀：「一杓的饭汁，又不值什麽钱，您说它胜
于明珠璎珞等宝物与象马车乘布施给一般人，这
样说未免太欺骗人了，我们如何能够相信？」



佛陀慈悲地回答：「我从久远劫来，一向勤修六
度，所说所做，都是诚实不虚，才能感得现在的
果报。如果是妄语，怎能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果报
呢？我现在问你，你要至诚的回答。你往返舍卫
城到罗阅城的路上，有没有看到一棵几十丈高，
可以庇荫五百辆人车的大尼拘陀树？」梵志回答：
「有看过。」



佛陀又问：「你既然知道这棵大树，而当初所下的种
子有多大呢？」梵志不加思索的回答：「差不多像芥
子般大。」佛陀接著说：「种子只有芥子般小，怎麽
树会那麽大呢？」梵志说：「我怎麽敢欺骗佛陀！」



佛陀因此又说：「像芥子般的种子，能长出庇荫众人
的大树，大地能蕴育万物的能力无可限量，是无庸置
疑的。何况佛陀是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圣者，福德胜
过一切，佛陀的大慈大悲大愿力，一切众生都要救拔。
因此，即便是供养一杓饭汁，将来的收穫，也是难以
计量的。」梵志因此非常深信布施得福，因果不可思
议的道理。



佛陀接着告诉阿难：「这位妇人命终之后，会女
转男身，生于天上，而后下生人间开阐佛法的深
义，经过十三劫，当得成佛，名为心明如来。」
梵志因此非常钦服，五体投地礼拜佛陀，并深重
自责自己的愚痴，因此皈依佛门，跟随佛陀出家。
听闻佛陀开示的四谛道理，梵志因此漏尽烦恼，
且对佛法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