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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点击视频 

第 1 段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曾经这样介绍我们伟大的观世

音菩萨: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

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大家想一想，我们生活中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叫“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菩萨马上就来救你，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你们想一想，一

叫谁，谁就来，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实际上菩萨是行慈运悲。

“运”，送过去;“行”就是在到处行法。行慈运悲，观世音菩萨的

大悲行愿，救度众生。想想看，人有时候苦的时候还能叫谁?谁都叫

不了，谁也救不了，对不对?只能称“观世音菩萨”。我们过去有时

候坐飞机，飞机一颠簸，我们大家一起念“观世音菩萨”，对不对?

所以广做佛事，每一天行善事，做佛事。观世音菩萨大智大悲。今天

这个日子是特别让我们法喜的日子，我们纪念观世音菩萨，就是在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2 

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智大悲、大愿大力。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智慧，

怎么能够生活?一个人没有大悲心，没有去可怜别人的心，怎么能够

成为菩萨?没有大愿，没有大力的话，怎么能够救度有缘众生?观世

音菩萨所行的佛道，是大悲为道场，清净为心，皆佛在心。如果一

个人学习观世音菩萨，有大悲心，他的心就清净了，因为他脑子里

都是想着众生，不想自己，他心就清净了，所以佛就在他心上了。

慈悲济物即观音，你经常去帮助别人、施舍，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道场在哪里? 实际上哪里有虔诚的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哪

里就有菩萨的广大慈悲，哪里就有观音道场。观世音菩萨道场到处

都是，心中拥有大慈大悲，心中就拥有了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人生

的光辉并不代表暂时生命的兴旺。很多人有生命兴旺的时候，也有低

谷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很光辉，很耀眼，但是是暂时的生命兴旺。

要尊重自己的生命，要尊重自己所拥有的智慧。 

 

第 2 段 

学佛就是认清只有你生命的存在，你才能改变自我的内心世界。学

佛人要努力精进，四个字常记在心，那就是“慈悲喜舍”。把菩萨

常常放在心中的人，他一定会慈悲喜舍。因为拥有了慈悲喜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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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了依靠生命存在的法宝。我们信仰观世音菩萨，信仰佛法，我

们就会热爱这个世界上所有慈悲的种子，懂得怎么样去悲愍众生，慈

爱众生，你就是菩萨。学佛人为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众生生命未来的

幸福，要付出自己的光芒，这就是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强调的

是悲心，大乘佛教视悲心为佛法的根本心。观世音菩萨曾经说过:菩

萨若行大悲，一切诸佛法如在掌中。一个人有悲愍心，行慈悲心，

一切诸法全在手掌中。也就是说，当你有慈悲心的时候，你想做什

么就能做什么。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有悲心，帮助了千千万万的

人，你想做什么，大家就帮助你什么，你不是拥有了佛法在心中，在

自己的掌中一样?所以慈悲，那是一个大法宝。大乘佛法发的慈悲心

和菩提心，是广度有缘、菩提所缘、缘苦众生的悲心。任何善和恶都

是一种缘，有时候好的事情来了也是缘分，恶的事情也是缘分，这个

缘就是给你带来的苦。因为开心的事情会过去，最后也是归空的，所

以这个缘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苦。众生活在苦难中，所以我们要救度

众生，要悲心发愿。悲心，人皆有之。哪个人没有悲心?小时候我们

看见别人手划破了，血出来了，我们会哭;看见别人被汽车轧伤了，

我们会难过;看见你的同学、朋友遭遇了不幸，你会难受。悲心虽然

人皆有之，但是没有菩萨菩提的广大，所以要慢慢地用自己的悲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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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去修学，不断地去发扬光大这个慈悲的心理，因为悲心可以无限

地深广。没有悲心，就算所修功德，都是人天果报，小乘功德。如

果你没有大慈大悲的心去帮助别人，回报的是福德，或者自身得到的

功德——一个很小的人天果德。所以要有慈悲心，一切修心都是成

就果德的因缘。  

 

第 3 段 

经中经常告诉我们:大悲为上首，一切清净功德都以大悲为首要。所

以要大慈大悲。其实心就是一块地:这块地修得好，这块地就漂亮;修

得不好，你的心地就会脏乱差。除草就是修心，就是去除我们自己

心性中的野草，扫除心中的灰尘，就是扫除我们自己佛性的障碍。

你想见到 性吗?你要消除阻碍佛性的障碍。修行人外功和内德都是相

应的。外功是什么?就是外面要做功德。内心要有道德，都是相应的。

如果只是做功德，不慈悲，没有内德，这个人不会有功德。学佛人

要用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来开发我们的心性，和善知识学，就是学

别人怎么发心，怎么努力，怎么去救别人的，这个时候才能起到自修

的成果。修心，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就是一种成果。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5 

要断除凡心，才会生出佛心。本性明，才能知佛性。心明才能眼亮，

心善良才能看到本性。佛性现前，那就是本性在擦亮。我们凡人的

心呢?整天财色名食睡，都是想钱财，想物质，凡心乍起，佛性会灭，

只要一烦，只要一贪，佛性就会灭掉。只有自己心中断凡，把凡心

断掉，让它死了，佛性才会生起。所以对人间的一切要学会“有则我

幸，无则我命”，这样就会想通了。这个东西有了，就是我很幸运，

感恩;这个东西无了，就是我的命。这就是八个字“有则我幸，无则

我命”，这样想才能断凡心。所以认命实际上就是一种解脱。“我

这个人没这个命”，实际上你上辈子有没有修，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

这个命，所以凡人之心才会断掉，才会不看中这个世俗的物质名利。

让本性要光明起来，“我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无所谓的”，这

个人光明的本性就起来了。要先明心，才能见性，要明这个心，才能

见到这个本性。修行的初发心很重要。想一想，每个人小时候拜过

观音，拜过佛陀，拜过佛，对不对?那个时候发心只是随缘的。等到

你们有苦了、有难了，你们要求佛陀、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那个时

候你们开始发心了。所以这个初发心非常重要。有了初发心，修心

就要懂得修得长远，有恒心更重要，一直保持真修，不退转。你去

看，能够成佛的人一辈子不退转。就像定下来一样，一个人要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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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站得定。禅修就是能够定。在概念上去了解，这个禅修就是开

悟，能够让自己明心见性，就是了解心中有个极高的见地，也就是对

一个事物的理解，你已经不执著它了。  

 

第 4 段 

以真实见地地真修，看到什么修什么，就是在修心，就是在明心，

就是在找到自己的本性。不是说“我要去修”，而是在生活中碰到

了事情，你就好好地改变，就是真修。比方说，你今天修心了，突

然之间想发脾气，“我压下来了”，那忍辱了，那说明你忍辱修得好。

如果你忍辱之后，你能想开、放下，解脱了，那你解脱修得好，你就

是见地地真修，就见到真谛地修，就不会偏离修行的高境界。很多

人修到后来偏离了境界，你到底开始想怎么修的。所以修心，我们

决不能退。修心的人只要退转，他会走向恶行。什么叫恶行?恶，不

好的行为。所以小善都要做，不要说今天帮人家洗个碗、拿个椅子，

做个什么事，小善都要做。要常思人身难得，佛经上经常讲“人身

难得今已得，佛法 难闻今已闻”，“我很幸运，我今天能够闻到佛

法了”;深思人生的佛种，经常想一想“我是有佛性的，我有佛的种

子”;经常想一想“死亡无常”，现在看看这个世界上多少天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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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无常就是因果轮回的根，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不可得。所以

赶快觉悟，修行人不能沉浸在这个世俗的烦恼中。很多人整天沉浸

在世俗的烦恼中。世俗的烦恼不断。你今天烦恼断了吧?“想通了。”

明天还会有吗?还会有，烦恼又来了。烦恼又来了，明天又把它断掉

了，后天它烦恼又来了，它是一种轮回。想一想，哪一天你们能够说

烦恼完全彻底破了?烦恼由贪瞋痴慢疑五毒所产生，这些带在身上的

五毒，你要把它去除，正念才能现前。师父告诉你们正念有什么好，

正念能够认出五毒。很多人贪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贪;拥有了，不知道

自己满足的。那么什么方法下可以认出?比方说，这个五毒戴着面具，

你都不知道它在你身上，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化验出来知道这个五毒，

那么认知五毒的话，你要正念现前。只要正念现前，你就认出了五

毒，才能持戒转智。守住自己的戒律，才能转为智慧。所以一个人

修心，不要说贪瞋痴慢疑不能有，连一刹那的身口意的偏(都不能有)，

都不能入世俗凡庸的状态。今天脑子里说“修心归修心了，这个无

所谓”，比方说吃素，“哎呀，吃一顿荤的有什么关系，?”这种一

刹那都会伤害到你的本性。要清净超脱。心要清净，让心处于一种

不造业的状态。心怎么样处于一种不造业的状态?嘴巴不乱讲，手不

乱做事情——不好的事情，意念不想不应该想的事情。现在这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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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包括你看的东西，因为你看进去了，第一个进入的就是你的意念，

而你的行为和口业都是由心造成的。要认识、感知世界上一切如梦幻

泡影，就像一个泡泡一样，没有了，像一个影子一样，一会儿就没了。

行持正念。行持正念是什么?“这个学佛人不能做的，这句话我不能

讲的，这个 事情我这个心已经走偏差了，我不能对红尘这么贪著。” 

这一切都是你的正念，经常在心中这么转来转去，就像巡逻队一样，

就像防火墙一样。净化心绪，控制欲望。人的欲望要学会控制，没

有欲望那是假的，有了欲望能控制 它，戒律就能够守住，智慧就增

长。  

 

第 5 段 

学佛人最怕的就是“迷”——迷惑。“迷”到底是什么? 用现在话讲，

“迷”就是对生活的真相不了解。因为很 多人不知道到人间在干什

么，对生活真正的目的和真相迷失了方向，“我到底是要来读书，还

是来工作，还是来做功德，还是怎么样?我这一辈子准备怎么做?”你

迷失了方向，就看错了、想错了，然后就做错了。很多人既然已经

清修，心为什么还要看见异性花花的?已经做错了、想错了，所以结

果就是苦。菩萨让我们要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法实际上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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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众生一种至善圆满的教育，所以佛教真的非常伟大。佛教中的观

世音菩萨，无边无尽慈悲的真理，教导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都要

用正念来对待它。佛教让我们不要执著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都

会过去。讲的就是我们眼前的生活，是来自于过去，未来，用现代话

讲，就是推演了无尽的世界。因为有过去，我们会有未来。为什么?

因为有现在才会有过去;如果没有现在，哪会有过去?如果没有现在，

哪会有未来?所以现在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活在当下。佛法是一种教

育，不一定完全是宗教，是智慧，佛法是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理。忏悔

就是解决过去的烦恼;修心就是解决现在的烦恼;念经就是脱离烦恼，

进入佛的境界。佛菩萨告诉我们，世人真正的快乐，其实就是获得

生命真正的解脱。你放下了，不忧郁了，不烦恼了，看穿了，想明

白了，你的境界就不在五行，超越六道了。 

 

第 6 段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导着我们修心。师父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慈悲有

十三种利益。 

第一是福常随身。一个慈悲的人，福气老跟着跑。 

第二，卧安，就是睡觉会非常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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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觉安。觉安就是感觉，你想想看，有些人感觉很痛苦，感觉

很烦恼，感觉很恐怖，怕别人来搞，怕别人来弄，这个“觉”不安。

所以念了大悲咒，有慈悲心，你就会觉安。卧安就是睡得好。 

第四，不见噩梦，因为有慈悲心的人不会做噩梦。 

第五，天护。就是有慈悲心的人天上护着你。 

第六，人爱，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爱你。不信你们试试看，一个慈悲

的人天天会被别人爱的。 

第七，不毒，不会被人家毒死。 

第八，不兵，不会被战争打死。 

第九，水不会淹死你。 

第十，火不会把你烧死。 

第十一，在所得利。也就是说只要应该你拥有的，你都能够获得。 

十二，死后升梵天。能够上天，梵天也属于很高的。因为慈悲，有

十三个利益。 

第十三，我想大家跟着师父学佛已经获得了，那就是人变美。你看

念经的人，个个都会越变越美，拥有慈悲心的人会越变越美。有的人

很凶，他的脸就很凶。慈悲的人肯定看上去很漂亮。成菩萨，这是我

们的目标。成菩萨要烦恼断尽，要去除自己身上的业障，要聚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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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这三点非常重要。尤其要学会开悟自性。没烦恼才能有自性，

本性 会出来;有烦恼就不能开悟。如果你开悟了还有烦恼，说明你只

是在佛理上开悟，没有在生活中彻底放下。所以事实上的开悟，就是

你在生活中已经想通了、想明白了，“我已经放下了”。断掉烦恼

就是断掉智障——智慧的 障碍。一个人智慧(有障碍)，人家跟他讲

话都听不懂，是不是智慧有障碍?要好好地用慈悲心来聚功德，对别

人都要慈悲，然后多做点功德。断恶修善，实际上都是应该成佛的。

很多人疑心病比较重，整天心胸比较狭隘，固执己见，怀疑了许多不

该怀疑的人和事，也相信了许多本不该相信的人，把怀疑一切和相信

一切都绝对化，就给自己身体上绑上了沉重的负担。师父叫你们学会

念经，念心经，念大悲咒，念礼佛大忏悔文，包括十小咒，这些经文

就是佛的法身舍利。念经都是宝贝，能够念经的人就是拥有了宝贝。

救人要救心，拥有宝贝的人天天离不开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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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段拓展延伸 

【第1.1段原文】 

行慈运悲。“运”，送过去；“行”就是在到处行法。行慈运悲，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行愿，救度众生。 

 

【第 1.1 段延申】慈悲为本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 18 篇【利生十戒 】      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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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段延申】观世音菩萨开示：要随师视佛 

Wenda20200628   43:17   

女听众：下面我读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开示，这个已经经过师父跟秘书

处的核实。“徒儿，要三尽四尽宝，舍为众生为珠宝，他众才是真

正的财富，真舍为一生，以命为万民建功立业，成佛道坤，用尽自

身全力，方得自得，消灾去难，变法为宝，真正地去爱戴他们，有

为众生献出一辈子，才是清明智者。人身难得，法已闻，要虔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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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回登大宝，守住根本，养护自心，行道法业，生知为难生，去除

贪瞋痴慢疑，以慈悲喜舍为大众，阔天桥，栽佛树，种下千千万万

的佛种子，得万千的民众都可闻讯佛法的真谛，使他们出离苦海浪潮，

在人间有一个圆满的归终。随师视佛，与师同回法天的极乐。修得

内，必得刚，用真心，付真爱，守护好真天的大乐佛门，心灵净土。

今世闻法实难寻，你们的师父，付去一切来成就你们的光明，自身却

千疮百孔，他是用自身的心头血，来陪护你们的佛性扎根开花，结出

佛的道花。请问彼众又是以何来爱戴这位圣天的尊师佛印？他是你们

的千佛回首，大乐师父，是你等最为无二的佛乐圆归。莫伤他，莫伤

他，真佛，真佛，真佛呢。”感恩师父。 

台长答：要尊师重道，这是最起码的，每一个弟子都要学会尊师重

道。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你首先要尊重老师，你才能学到自己的

知识，明白了吗？（明白，感恩师父） 

 

【第1.2段原文】 

观世音菩萨道场到处都是，心中拥有大慈大悲，心中就拥有了观世

音菩萨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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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段延申】道场 

摘自 2020-01-11 卢台长澳大利亚 悉尼《世界佛友见面会》   点击阅读 

学佛人要明白，我们学佛人心中的宝物是什么？那是菩萨！所以，

将菩萨放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就有佛的道场；有佛的道场就会增

加你的信心和力量。 

 

【第 1.2 段延申】如何做到一心觉宇宙空间所有佛菩萨的心 

Wenda20180112   33:26   

问：有同修问，如何做一心觉宇宙空间所有佛菩萨的心？ 

答：直心是道场，就是要觉悟啊。一心一意觉悟就是一心一意做菩

萨，在宇宙空间都是你的道场。你成佛了，整个宇宙空间都是你的

道场啊（如果能觉宇宙空间的佛菩萨，那智慧就自然生出了，对吗？）

对。觉就会悟，一觉悟就是佛了。佛，梵音翻译过来就叫觉悟。人

家说这个人觉悟了，那么这个人就是佛了。 

 

【第 1.2 段延申】好好保护自己的本性和道场，就一定能成功 

摘自来信解惑(三百七十三)（节选）        点击阅读 

学佛就是改变，要把人变成佛菩萨，要割掉自己身上所有的人的不

好的毛病，希望大家好好改。改变是唯一的，不改就修不好。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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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常住在心，保持干净。为什么用拂尘？扫一扫自

己的心。心中本无事，庸人自扰。是人本身对外尘所产生的幻境来

骚扰内心的纯洁，要把它全部消掉。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没

有灰尘，都是你自己找来了。好好保护自己的本性和道场，就一定

能成功。 

 

【第2.1段原文】 

 “慈悲喜舍” 

 

【第 2.1 段延申】功德是在慈悲中，也是在佛性里的 

摘自《白话佛法七》第 1 篇【无明烦恼是道场】       点击阅读 

菩萨的慈悲喜舍，一想就知道了。功德是在慈悲中，也是在佛性里

的。因为菩萨的慈悲喜舍，功德是在佛性里的，就是说如果你心里

很慈、很悲愍、法喜充满，另外你还很舍、肯舍得，这个人实际上

是佛性里出来的好东西。那么这种就不是在修福了，而是在修功德

（做功德）。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16 

【第 2.1 段延申】有关四无量心和六波罗蜜 

wenda20160603 10:59  

女听众：您说先有四无量心然后谈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应该是四无量

心的一种具体体现是吗？ 

台长答：对，精进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你有智慧了，你才会有波

罗蜜生出，你要坚持才会有波罗蜜（您说我们学佛要修四无量心，

您有一次开示说，在人间要常行四无量心，将来可以进入色界梵天。

为什么四无量心最终才能进色界梵天呢？）因为你四无量心本身的要

求还是很低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心，你又没做，修心修行，你行也要

有的。四无量心，你发了这个心就可以到很高的天了，这已经很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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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段原文】 

大乘佛教视悲心为佛法的根本心 

 

【第 2.2 段延申】修证如虚空般的广大悲智，救度众生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 13 篇【学—佛思佛见，行—慈悲之道】     点击阅读 

修证如虚空般的广大悲智，广大悲智，在这个虚空里面，你要修成

一个德能，悲智，就是说你要有悲悯之心，要有智慧，要在这个空

的当中，寻找一种能够救度众生的智慧和悲悯。 

修证如虚空般的广大悲智，彻底对治众生无量烦恼病症，就是说来

医治众生的烦恼病症，因为你用了这些悲悯和智慧，才能拯救和治理

（医治）众生无量的烦恼，众生的无量烦恼是靠什么来解决的？是

靠菩萨的悲悯之心，只有慈悲才能救度众生。而且要有智慧。 

 

【第 2.2 段延申】成就无碍大悲心 

摘自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八十六）         点击阅读 

问：20-05-2020，观世音菩萨在心灵净土给天下佛子开示大悲咒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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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音菩萨：“童儿，大悲咒是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什么是

无所障碍的大悲心呢？为师给你们略说这里面的意思。” 

观世音菩萨：“不以自己念想去想，而以众生之念想去理解他们的

烦恼障。为师在救度众生时会以天眼观察众生心中的慈悲心念。你

们如果能够在起烦恼心时，常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为他人着想，慈

悲怜愍，长久下来就能慈养心中一切善根悲种，成就无碍大悲心。” 

关帝菩萨：“弟子们，你们每日念诵大悲咒，可曾学观世音菩萨这

样子念想？若是能做到，就能得到吾更多的护持。” 

弟子 马来西亚  20-05-2020 

答：菩萨讲话很少，很精辟。 

 

【第 2.2 段延申】大悲心和慈悲心的区别；学佛要有坚定的信念 

wenda20161211A  13:02   

男听众：师父，我们说的大悲心和慈悲心有什么区别呢？ 

台长答：慈悲心是油然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大悲心是知道了自己

有慈悲心之后，更加发愿，更加努力去铸造心中一个慈悲的王国

（大悲心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境界的提高？）对。大的“悲心”和小

的“悲心”，慈悲心是人本身应该拥有的，而大悲心是经过愿力的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19 

（“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大悲咒就是大悲心，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无碍大悲心”就是根本没有阻碍的，这个大悲心对自

己完全没有任何阻碍。…… 

 

【第2.3段原文】 

一个人有悲愍心，行慈悲心，一切诸法全在手掌中。 

 

【第2.3段延申】观世音菩萨开示：要发慈悲心，真心体悟众生之苦 

Wenda20180114B   28:25  

男听众：有一个师兄在最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菩萨对他说了几句

话，您听一下：“徒儿，为师看到了你的努力，有一点还是欠缺，你

的慈悲之心还是没有真心为众生考虑呀，当你真心为每位众生考虑的

时候，你的事业会更上一层。好好地反思自己，慈悲心哪里去了？以

后每次上香，求诸佛菩萨加持你，发出你的慈悲心，为每一位受苦

众生考虑，站到受苦众生的立场，亲身去体悟困苦和苦难。多向你

的师父学习，众生之苦就是你师父之苦，要有容纳海纳百川之心，

才能接收天地之灵气。为师教给你方法，剩下的要靠徒儿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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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对（这个同修感觉是观世音菩萨的开示。师父，我们以后上

香是否也要体悟众生的困苦和困难呢？）一般地你都能体悟到的，上

香的时候就是把那种感觉拿出来，对菩萨的感恩心、体悟众生的悲

悯心、体悟对人间众生苦难的悲悯心（是的，我们都要向师父学习，

因为师父您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众生在受苦）观世音菩萨还说什么？

（观世音菩萨开示道：要有容纳海纳百川之心，才能接收天地之灵

气。弟子想问，何为天地之灵气呢？）天上地下都说你好，天上菩

萨说你好，地下阎王老爷、那些小差官都说你好，就说明你什么都好，

做人好，为人身口意守得好，就是这样（明白了） 

 

【第 2.3段延申延申】有慈悲心能否具足圆融智慧 

Wenda20180624B   05:54   

男听众：慈悲心和圆融智慧，有慈悲心是不是就具足了圆融智慧呢？ 

台长答：不一定的。有慈悲心要分初级慈悲和深度的慈悲，深度的

慈悲就是大慈大悲。圆融智慧是什么呢？那是修出来的。你有慈悲

心是你拥有圆融智慧的基础，你没这个基础的话，你怎么会圆融？

比方说慈悲有好几种，小慈小悲也是慈悲，但是小慈小悲的人，你说

他智慧圆融吗？（不）比方说人家生病了，你给人家吃药，你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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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都要过期的，那你说你不也是要救他吗？你说这种小慈小悲能代

表你的智慧圆融吗？你要是大慈大悲的人，应该把自己最好的药给人

家吃，人家吃了好了，你自己心里的病就治好了（是） 

 

【第2.4段原文】 

除草就是修心，就是去除我们自己心性中的野草，扫除心中的灰尘，

就是扫除我们自己佛性的障碍。 

 

【第 2.4段延申】开启本性就是去除污垢 

wenda20130222  41:11   

问：上次师 父说我们开启了本性之后就相当于有很大的能量能帮助

我们…… 

答：对！本性开启你就有光！举个例子，你的本性是一面镜子，没

有开启的时候，你的镜子是脏的，看不见镜子，等到你本性开启，

你的镜子擦干净了，太阳照到镜子上，是不是有光出来了（是的

师 父。那是不是说我们的本性开启的话需要先消除我们自己身上的

业障，把镜子上的污垢擦干净了？）对啊，开启本性，就是擦镜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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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段延申】性空就是成佛 

摘自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五十七          点击阅读 

问：师父第二册白話佛法《正见的性空》中，有一句话“如果能做

到性空，产生出来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请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即做到性空就是成佛，与宇宙合为一体，所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答：完全正确 

 

【第3.1段原文】 

修行人外功和内德都是相应的。外功是什么？就是外面要做功德。

内心要有道德，都是相应的。 

 

【第 3.1 段延申】内修慈悲，外修清净 

摘自《白话佛法十》第 34 篇【内修慈悲 常离法相】       点击阅读 

学佛内外都要修，内修慈悲，外修清净，内心的慈悲会造就你外心

的清净……明心见性是修内，慈悲的心，明白的心，看得到自己的

本性和良心，那么你的内心才会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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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段延申】自性建立万法是功 

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一十八           点击阅读 

问：师父在白话佛法《佛性的妙用》中开示：“菩萨讲‘自性见于

万法是功，自己的本性建立在万法的基础上，你在人间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语言称为万法，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本性如果是在

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动作行为中你就有功‘。”请举例说明。 

答：一个人境界高达一定程度，思维、行为出来的动作、嘴巴说出

的话，身口意都在功德之中。 

 

【第3.2段原文】 

要断除凡心，才会生出佛心。本性明，才能知佛性。 

 

【第 3.2段延申】师父法身开示：解脱凡尘境界，超出人间思维；要

多为众生求 

Wenda20200419   26:20   

问：师父，我最后做一个分享，是您的法身开示，我觉得讲得太好了，

秘书处也找您验证了，我读一读。“你们这些孩子，要好好跟着师

父修，超出凡尘，明心见性。现在天时短，报应快，菩萨们也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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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不要求人天福报，要求自己心中的佛性，对不对啊？好好做功德，

跟着师父回去。好好修吧，孩子们。师父也是很着急，师父看着你们

天天为这个求、为那个求，要多为众生求，解脱凡尘境界，超出人

间思维来。对不对啊？师父爱你们这些孩子，好好修吧。” 

答：是啊，师父就是这样，着急啊！希望在我身边的孩子永远跟我在

一起。永远在一起，不可能在人间永远在一起，只有在天上永远在一

起。天上那是永远永远永远的，人间是无常的（是啊。“师父看着你

们天天为这个求、为那个求，要多为众生求”，您开示几句吧）就是

说整天为自己求，当然，我相就重一点；如果能够经常为别人求，

我相就不重了（哦，就破除我相了？）嗯。哪怕一步步开始求，先

替自己的家里人求，那你至少也在破除我相吧，对不对？（对，明

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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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段原文】 

要先明心，才能见性，要明这个心，才能见到这个本性。 

 

【第 3.3段延申】心性一如，自度自戒 

摘自【神清产生正思维】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200226      点击阅读 

心就是性，本性是佛，所以，心性要一如，心是外心，本性是你九

识田中的佛性，如果心性一如，如如不动，你就可以见到自己真实

的本性。 

学佛人要想见到自己真实的如来本性是很不容易的，要想了解佛性，

就要自修自行，就是自己一边修心、一边行佛，用佛的理念和境界

来约束自己的语言行为。要见到自己的法身，至少要从内心见到自

己的佛性。你们的法身是什么？就是你们内心的正思维和善念头。

因为法身是光明的，就像佛性照耀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所散发出的光

芒一样，你见到了自己的法身，你就是见到了自己的光明佛性，就

是见到了自己心中的佛。因为你自度自戒，你自己度了自己，自己

又在守戒，自己度、自己戒，你才对得起自己的慧命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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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段延申】关于有漏功德和无漏功德；明心见性之前的布施都

有漏 

Wenda20190310A.  25:21 

问：师父在《白話佛法》里讲过，功德分有漏的功德、无漏的功德。

请问师父，是否有漏的功德是入世功德，无漏的功德是出世功德？ 

答：无漏的功德是出世啊，是的；有漏的功德嘛，人间做的。是真

的，说得对的（感恩师父。三种布施是否在未明心见性之前做出来的

都是有漏的？）是，一定的（那我们平时做的可能都有漏）对（三种

布施在未明心见性之前，哪个漏得最多？）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或者

之后都有变化的，明心见性了，那不漏了，已经想通了，就是因为

明心见性之前才会有漏，明白了吗？（明白了。所以明心见性太重要

了）是。 

 

【第 3.3段延申】明心见性属菩萨境界 

wenda20161125  01:22:49   

男听众：师父说过一个人明心见性就到天上了。请问师父，明心见性

一般的境界会在哪一层天？ 

卢台长：“明心见性”已经超脱六道，在菩萨道了，很厉害的；而

且菩萨很高的，应该至少上等上品了，非常高（师父，他如果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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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明心见性了，是不是还有业障呢？）还有业障，只要在人间你

就会有业障（他明心见性了但还有业障，这样也能超脱六道吗？）能，

这个就叫带业往生。为什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你完全明白了道理，

但是你在人间，过去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还有很多业障，并不代表

你过去就消掉了（师父，您说他带业往生之后超脱六道了，如果是乘

愿再来的，他带业往生的那部分业是不是乘愿再来到人间再报呢？）

没了。带业往生带上去，他到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一洗就没了。 

 

【原文 3.4 段】 

有了初发心，修心就要懂得修得长远，有恒心更重要，一直保持真

修，不退转。 

 

【第 3.4段延申】初发心就是正等正觉心 

摘自白话佛法讲座视频开示第 73 集【初正则终正】        点击视频 

佛教中有一句话叫初正则终修，我们要懂得学佛的初心非常重要，

初心很正就是你的发心很正，则终修最终你会修成佛道，就是要靠

着恒心……不要忘却初始心，最初的初始心当中，因为有菩提心在

里边的……初发心就是你的正等正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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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段拓展延伸 

 

【第4.1段原文】 

以真实见地地真修，看到什么修什么，就是在修心，就是在明心，

就是在找到自己的本性。不是说“我要去修”，而是在生活中碰到

了事情，你就好好地改变，就是真修。比方说，你今天修心了，突

然之间想发脾气，“我压下来了”，那忍辱了，那说明你忍辱修得好。

如果你忍辱之后，你能想开、放下，解脱了，那你解脱修得好，你就

是见地地真修，就见到真谛地修，就不会偏离修行的高境界。 

 

【第4.1段延申】相应法 

《白话佛法二》第19篇【控制念经心态 借假修真】       点击阅读 

相应法，虽然不是一种法门，但是，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学佛的。什

么叫相应法？相应法就是我碰到这个事情了，我来对付这个事情；

我没有碰到这个事情，我就不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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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段延申】自然地修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48篇【刻意修不自然】               点击阅读 

自然修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刻意地去做一些修行的事情。看见师父

来了，卖力地不得了；师父不在了，谁都不管。这不就是刻意地在修

吗？看见菩萨，有事情了拼命地求，没有事情了，理都不理菩萨，这

就是不自然的。真正自然的要有感恩心，今天只要观世音菩萨帮了我，

我就一直感恩观世音菩萨。当你到了不刻意地去修行，很自然地你

就会把修行变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外面像菩萨，回到家

里好比返回人间，杂念丛生，这是没有用的。师父要你们在外面修得

怎么好，回到家更要像菩萨一样。 

 

【第4.2段原文】 

很多人修到后来偏离了境界，你到底开始想怎么修的。所以修心，

我们决不能退。修心的人只要退转，他会走向恶行。什么叫恶行？

恶，不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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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段延申】保持初心靠精进 

Wenda20181118A   05:25   

保持初心就要不断精进，一个人不精进的话，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初

心。你想想看，一个人很感动的时候，你要保证这种感动一直延续，

所以就是要靠你不断地精进。夫妻也是的，结婚的时候那种新鲜感，

哎呀，在家里啊……要靠大家不断地相互促进自己的感情，否则慢慢

时间长了大家就懈怠了，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家就没了。 

 

【第4.3段原文】 

所以小善都要做，不要说今天帮人家洗个碗、拿个椅子，做个什么

事，小善都要做。 

 

【第4.3段延申】功德是累积而来 

摘自《弟子开示一》【保持正念不执著功德】                 点击阅读 

要不执著地积累功德。你们的功德怎么来的？今天你们到这边来听师

父讲课，积累了一点功德。你们初一、十五来了观音堂，换换水，拜

拜佛，度些人，送些书，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地积累功德啊。你们能够

跟着师父一起去香港弘法，都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人经济上不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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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有公司要顾，有的家里有很多困难，但是你们把这些事情都一一

处理好，然后跟师父出去弘法度人，所以师父很感恩你们。你们是一

点一滴地在积累大功德啊。等到你们一求什么就灵验的时候，并不是

你们看到善事就“善小而不为”，而是因为你们连一点点做功德的机

会都不放弃，所以到后来就能够积少成多！你们想想看你们在饮茶的

时候，每盘菜看起来都不贵，但是结账的时候账单却七八十块澳币。

我希望你们这里做一点功德，那里也做一点功德，累积到最后变成

大功德！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菩萨当年在人间的时

候，哪个功德他们不做？难道因为这个功德很小，菩萨就不救人了吗？

想想看，你们一念经观世音菩萨就来救你们了。菩萨哪件事情不救你

们？  

 

【第4.4段原文】 

要常思人身难得，佛经上经常讲“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

闻”，“我很幸运，我今天能够闻到佛法了”；深思人生的佛种，

经常想一想“我是有佛性的，我有佛的种子”；经常想一想“死亡

无常”，现在看看这个世界上多少天灾。死亡无常就是因果轮回的

根，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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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段延申】珍惜佛法 

摘自【修心不能犹豫 学佛需要珍惜】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        点击阅读 

希望今天坐在下面的弟子，好好珍惜佛法，不要浪费时光。时光一

去不复返，你们越来越老了，不能再犹豫，不能今天修、明天不修，

不能今天念经、明天不念了。师父尽量每个月抽时间给你们上课，如

果不上课也希望你们好好听广播，否则真的会掉队。我认识一个心理

学家，他两三个月就要飞一次日本或者美国，他说如果不跟海外的心

理学家有学术交流的话，在这里就会很快被淘汰。你们不跟师父经

常在一起，学佛修心很快会被淘汰。师父有观世音菩萨指点，你们

要好好修，心灵法门一定是真的，师父不打妄语，菩萨不打妄语。 

 

【第4.5段原文】 

所以赶快觉悟，修行人不能沉浸在这个世俗的烦恼中。很多人整天

沉浸在世俗的烦恼中。世俗的烦恼不断。 

烦恼由贪瞋痴慢疑五毒所产生，这些带在身上的五毒，你要把它去

除，正念才能现前。师父告诉你们正念有什么好，正念能够认出五

毒。很多人贪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贪；拥有了，不知道自己满足的。

那么什么方法下可以认出？比方说，这个五毒戴着面具，你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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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你身上，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化验出来知道这个五毒，那么认知五

毒的话，你要正念现前。只要正念现前，你就认出了五毒，才能持

戒转智。守住自己的戒律，才能转为智慧。 

 

【第4.5段延申】真修是截断贪嗔痴的根源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3篇【名利均是无常】                      点击阅读 

真修为是直接截断恶的根源。什么叫“真修为”？“我是真的想修

心，我一定要把我身上的恶根彻底地截断。”很多人不知道恶根在哪

里，恶根实际上就是贪瞋痴。比如说他今天贪心来了，他看见人家

戴着太阳镜很漂亮，但他没有钱去买。他就去偷了一副太阳镜，心想

没人看见，戴着就出来了，结果被人家抓住。“对不起，我是小孩子，

下次我再也不偷眼镜了”。实际上他说这个话并没有截断这个恶根，

他只是剪掉了那种恶的宿业和果啊。修心就是要截断根源，真的把

自己的行为修好。一棵毒树，你剪掉它的叶子、修掉它的枝杈，它

还是一棵不好的树，你永远不能把它变成一棵好的树。因为它的毒

根在里面，所以它长出的叶子还是有毒的。就像一个小孩子心态已

经不好了，他做出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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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段原文】 

所以一个人修心，不要说贪瞋痴慢疑不能有，连一刹那的身口意的

偏（都不能有），都不能入世俗凡庸的状态。今天脑子里说“修心

归修心了，这个无所谓”，比方说吃素，“哎呀，吃一顿荤的有什

么关系，？”这种一刹那都会伤害到你的本性。 

 

【第4.6段延申】一染一切染 

摘自《白话佛法七》第39篇【恒心修佛 艰苦学佛】                点击阅读 

禅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禅学说：“一斩一切斩，一染一切染。”

一斩一切斩，就是把烦恼等一切东西一刀斩下去，把一切都斩断。一

染一切染，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今天穿了一件白衬衫，你哪怕

染上一点点的脏，整件衣服都是脏的，不能穿了。所以，你们现在的

心里不能有一点点污染，不能有一点点坏的东西，你哪怕有一点点

坏的东西，你就不是个好人，因为你有污点了。我今天有点缺点，

有点毛病，我一刀砍断，我从此以后就不干了，你就是个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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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段原文】 

要清净超脱。心要清净，让心处于一种不造业的状态。心怎么样处于

一种不造业的状态？嘴巴不乱讲，手不乱做事情——不好的事情，意

念不想不应该想的事情。现在这个意念包括你看的东西，因为你看

进去了，第一个进入的就是你的意念，而你的行为和口业都是由心

造成的。要认识、感知世界上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像一个泡泡一样，

没有了，像一个影子一样，一会儿就没了。 

 

【第4.7段延申】业障是如何进入八识田的 

Wenda201600408 32:39 

听众：请问师父，除了受刺激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注意，避免业障

进入八识田中？ 

师父：基本上都是受刺激的，因为进入八识田有两种进入法：一种

是快速的，直接镶嵌进去了。比方说，这个事情受了一个大刺激进

入，“痛啊，痛啊，心痛啊……”好了，进入你心的内心了，进入八

识田中了；还有一种，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时间长了“养就

心中”，这个不是一段“春”了，是一段恶了。每天做，每天

做……时间长了进入你八识田中。一个小偷每天偷点东西，偷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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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到最后到了八识田中，不偷难过了（好的习惯能进入八识田中，

坏的习惯也能进入八识田中，是这样吗？）对对，八识田中还没有到

九识田中，九识田中那才是你的根，那才是你真正的佛性的、本性的

地方。所以一般到了八识田中就不讲了，八识田中就是你人性的最后

一个田了。 

 

【第4.8段原文】 

行持正念。行持正念是什么？“这个学佛人不能做的，这句话我不

能讲的，这个事情我这个心已经走偏差了，我不能对红尘这么贪著。”

这一切都是你的正念，经常在心中这么转来转去，就像巡逻队一样，

就像防火墙一样。净化心绪，控制欲望。人的欲望要学会控制，没

有欲望那是假的，有了欲望能控制它，戒律就能够守住，智慧就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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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段延申】正念靠守戒 

摘自《白话佛法八》第 43 篇【学到真时是无念】           点击阅读 

正念、守戒，这是师父今天给你们上课最重要的四个字。正念守戒，

守住自己的戒律，你一定会获得正念，你想拥有正念，你就必须守

戒。守戒是什么？不能乱想，不能乱看，不能乱做，不能乱说。 

 

【第5.1段原文】 

学佛人最怕的就是“迷”——迷惑。“迷”到底是什么？用现在话

讲，“迷”就是对生活的真相不了解。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到人间在

干什么，对生活真正的目的和真相迷失了方向，“我到底是要来读书，

还是来工作，还是来做功德，还是怎么样？我这一辈子准备怎么做？”

你迷失了方向，就看错了、想错了，然后就做错了。很多人既然已

经清修，心为什么还要看见异性花花的？已经做错了、想错了，所

以结果就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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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段延申】什么是迷惑颠倒 

摘自《白话佛法五》第7篇【妄境妄心，不做凡夫为得失被境所转】        点击阅读 

要学会包容，任何杂念来了不要让它留在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许

多杂念，如果把这些杂念留在心中，你就会产生颠倒梦想。如果你离

开了杂念妄想，吉祥顺利才会到。为什么说是颠倒梦想？因为人常

常把正的看成反的，把反的看成正的，这就是颠倒。......很多人

的毛病就是自己想活得平安，但嘴巴又喜欢惹人家，最后人家搞他了，

他又活得不自在了。这就叫颠倒。......明明知道身体很重要，他却

偏偏抽烟，把自己的肺抽坏了......明明知道肝最重要，他却天天喝

酒。......人家好好地做人，他说这种人是傻瓜，这种老老实实、规

规矩矩的人是个笨蛋。他倒好，不做好事，他被抓进去了，被判刑了。

这不就是颠倒了吗？......没钱拼命去赚钱，没有名拼命去追求名，

这就叫颠倒梦想。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颠倒梦想，我们就会一切吉

祥如意。 

 

【第5.2段原文】 

菩萨让我们要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法实际上就是对法界众生一

种至善圆满的教育，所以佛教真的非常伟大。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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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无尽慈悲的真理，教导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都要用正念来对

待它。佛教让我们不要执著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都会过去。讲

的就是我们眼前的生活，是来自于过去，未来，用现代话讲，就是推

演了无尽的世界。因为有过去，我们会有未来。为什么？因为有现在

才会有过去；如果没有现在，哪会有过去？如果没有现在，哪会有未

来？所以现在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活在当下。佛法是一种教育，不

一定完全是宗教，是智慧，佛法是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理。忏悔就是

解决过去的烦恼；修心就是解决现在的烦恼；念经就是脱离烦恼，

进入佛的境界。佛菩萨告诉我们，世人真正的快乐，其实就是获得

生命真正的解脱。你放下了，不忧郁了，不烦恼了，看穿了，想明

白了，你的境界就不在五行，超越六道了。 

 

【第5.2段延申】看破人间虚假的快乐 

摘自来信解答（三百九十五） 佛子天地游记             点击阅读 

问：03-07-2020，伽蓝菩萨圣诞日，诸佛菩萨及龙天齐聚天界，一片

法喜。弟子在天上看见高大的护法天神是走在白云上，脚步一跨就是

十米外这么远。 

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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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在人间一切求来的都是假的。名闻利养是假的，钱财福报

也是假的。只有你提升境界，真正地为众生付出、帮助别人，才能

令你们的心灵真正获得解脱。学佛修的就是一颗心。这颗心修得好

了就能上天，这颗心烂了就下去了。你们好好思量自己到现在为止

修的是一颗善心还是恶心。孩子们，都好好醒悟吧。师父今天就点到

这里。虚空的人生，在这一切虚空当中你们想获得什么？好好问问自

己这颗心吧。” 

 

释迦牟尼佛：“人的命运是定下来的，这些都是因为你们前世所造

的因果。可命运也是可以改的，通过你们种善因，去掉恶业的果报，

就可以改掉坎坷的一生。” 

观世音菩萨：“许愿、念经、放生、修习佛法就是诸佛菩萨大慈大

悲赐予众生改变自身因果的法宝。不是只有我观音慈悲而已，诸佛菩

萨皆大慈大悲。” 

地藏王菩萨：“心灵法门佛弟子，娑婆国土苦难也只是一时而已，

大家不要害怕。好好念佛修心、做功德法布施、奉守戒律，诸佛菩萨

会保佑你们平安渡过这些劫难。想不通的时候多看几遍《白话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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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看下来会让你们得清净心，不起烦恼，不受五浊恶世的污染。

好好去看，去看。 

关帝菩萨：“众弟子，正心正念、如理如法护持道场，护法神会让

你们在这一年平平安安，你们好好念经，不要懈怠。” 

阿弥陀佛：“等你们百年后，功德具足的孩子们就可以回归观世音

菩萨愿力所成的心灵净土了，就在西方极乐不远处。人间话语说起来，

就在我家（西方极乐世界）后院而已。天上是处处极乐，你们一定要

好好修，莫要留恋人间的美好景象啊，是虚空幻影而已。天上是很好

玩的。 

弟子马来西亚04-07-2020 

答：菩萨随机说法。“很好玩的”就是告诉你们，不要执著、迷恋

于人间虚幻的暂时的快乐。 

 

【第6.1段原文】 

成菩萨要烦恼断尽，要去除自己身上的业障，要聚积功德，这三点

非常重要。尤其要学会开悟自性。没烦恼才能有自性，本性会出来；

有烦恼就不能开悟。如果你开悟了还有烦恼，说明你只是在佛理上

开悟，没有在生活中彻底放下。所以事实上的开悟，就是你在生活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42 

中已经想通了、想明白了，“我已经放下了”。断掉烦恼就是断掉

智障——智慧的障碍。一个人智慧（有障碍），人家跟他讲话都听

不懂，是不是智慧有障碍？要好好地用慈悲心来聚功德，对别人都要

慈悲，然后多做点功德。断恶修善，实际上都是应该成佛的。 

 

【第6.1段延申】断尽烦恼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13篇【断尽烦恼，心无有起】           点击阅读 

断烦恼尽，断烦恼要尽。就是说，你要把烦恼完全干净地断掉。如果

留有一点点烦恼，你都是没修好。家里出事了，什么地方出事了，不

开心了，就说明你的烦恼还没有尽。你干净了，你就不会认为这些

事情是出事了。家里再有什么事情，“哎呀，因果又来了。果来了，

我怎么样把它修掉呢？”因果如影随形，你永远不会没事情的。

“哎呀，师父，这个事又来了”。最好把师父绑在你们的腰上。实

际上这个烦恼，这个人的心，不增也不减，固有完全平等。心没有

增加，也没有减少，我还是这颗心，我对你还是真心，这就是慈悲心。

有一颗平等心，你才能接受更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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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段原文】 

很多人疑心病比较重，整天心胸比较狭隘，固执己见，怀疑了许多不

该怀疑的人和事，也相信了许多本不该相信的人，把怀疑一切和相信

一切都绝对化，就给自己身体上绑上了沉重的负担。师父叫你们学会

念经，念心经，念大悲咒，念礼佛大忏悔文，包括十小咒，这些经

文就是佛的法身舍利。念经都是宝贝，能够念经的人就是拥有了宝

贝。救人要救心，拥有宝贝的人天天离不开念经。 

 

【第6.2段延申】念经的益处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 第20集【在无常中寻找本性】       点击视频 

你念经的时候，你的经文已经化成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

就是念头。这种正能量的好念头会进入你的八识田中，常留在你八

识田中来指导你的七识田分别意识，让你知道哪些是好的可以进来，

哪些不好的坏人把他推出去。你的八识田中充满着正能量，那你就

能够跟你的九识田中接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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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段延申】念经的益处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第65集【忍辱境界是佛根基】            点击视频 

解脱的人会拥有智慧，念经的人是自己明心见性的开始。所以自己

搞不清楚，多念经，你会明心见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