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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至菩萨成道日念礼佛
2019年的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七月十三大势
至菩萨圣诞，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念诵几遍？小房子可
以最多烧多少张？

答：礼佛大忏悔文可以49遍。自己的几种小房子（自
己要经者、流产孩子、梦见的亡人、自己名字房子要
经者）加起来不超过49张；特殊情况可以最多69张；
给其他人的小房子可以单独计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四百零二）



观世音菩萨开示大势至菩萨殊胜功德

观世音菩萨：“徒儿，大势至菩萨和我同为西方三圣，
护持阿弥陀佛净土世界至今，也一直在护持心灵法门
以及在娑婆世界不断显化诸多法相救苦救难，实在功
德无量。”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九十一）



观世音菩萨：“我们首先先说大势至菩萨的‘大势
至’。徒儿，大势至，意为以大愿力、大誓言、大勇
猛成就一切殊胜清净佛果。大势至菩萨头上的宝瓶就
是她的大光明、大智慧、大愿力。大势至菩萨的智慧
能解脱众生令其离苦得乐、破除无明、远离颠倒梦想，
得清净光明。”

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手上的莲花就是她自身的
莲花光明，一直绽放代表莲花的光明不灭，能够永入
涅槃寂静，能照耀世间万物，如太阳之光。”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九十一）



大势至菩萨代表喜舍
问：今天是伟大的大势至菩萨圣诞，我们都缅怀这位大智
慧、大精进的菩萨为我们人间带来了这么好的佛法。请问
师父，大势至菩萨头上的宝藏瓶是否代表着什么意思？

答：宝藏瓶里面藏法宝。观世音菩萨的净瓶呢？每位菩萨
其实都有自己的法宝，他们救人都有自己的功能，道理都
一样的（是的。大势至菩萨宝藏瓶是否可以加持我们一些
智慧？）对啊，他加持我们很多智慧。而且大势至菩萨还
代表着喜舍，欢喜地去舍。你要是想好好地喜舍，你就肯
定拥有大势至菩萨给你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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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喜舍

今天跟大家讲，学佛人慈悲喜舍里面的“舍”字很重
要。一个人的慈就是仁慈，悲就是悲悯，喜就是用欢
喜心去帮助别人，但是你要舍就比较难了。因为每个
人都自私，都不懂得舍，只知道要索取，不知道要付
出，所以要用舍来对治自己的贪念。如果一个人今天
还拼命地想着自己怎样得到更多，那么你就要多舍；
如果你是一个不大肯帮助别人的人，你就要舍出时间
去帮助别人。

《白话佛法十》16【舍是智慧 得是因果】



如果你是一个不肯花钱的人，那么你就要多拿钱去放
生，因为很多人连放生都不舍得，觉得拿钱去放生是
浪费，这种人很难做到舍。舍就是把自己的一种行为、
一种理念付诸行动上，要懂得，我今天要去帮助别人，
我就要舍出时间，我就要舍出钱财，我还要懂得布施
感情。要懂得用舍来对治自己的贪念，要懂得感恩观
世音菩萨给予我们修行的种种方便，学佛不但要慈悲
喜舍，还要懂得怎么样付出爱心、不嫉妒别人，懂得
怎么样帮助别人等，这一切都是方便法门。

《白话佛法十》16【舍是智慧 得是因果】



人的财富、人的伴侣、人的活法，人所拥有的住宿、
地点、食物等这一切都是你舍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财
富要舍，自己的伴侣要舍，并不是说不要伴侣，而是
说陪伴对方的时间要少，要舍出更多的时间去救更多
的人。

《白话佛法十》16【舍是智慧 得是因果】



大势至菩萨代表精进

问：在大势至菩萨圣诞日的那一天，有一个佛友梦到
一首偈语：弘法不易人间道，出离心间一世成，勿在
人间迷茫过，看开放下菩提践。第二句“出离心间一
世成”，这里的“一世成”是不是指的一世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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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啊（“出离心间”，是不是指修出离心呢？）
对啊，就是不要有凡心在人间（是不是一世修成的，
必须要在人间修出离心？）对啊，法师就是出离人间
的。因为大势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右胁
侍者，他就称为大精进菩萨，所以拜大势至菩萨的人，
这个人就是很精进的（求大势至菩萨加持我们精进修
心修行）嗯，精进，请大势至菩萨（最后一句是“看
开放下菩提践”，如何理解这个“菩提践”？）“菩
提践”，每天行菩萨道，做菩萨的事情。所以道心众
生——道心在众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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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菩萨开示



大势至菩萨开示

释迦牟尼佛：“娑婆国土即为遗憾，意思是这个地球
是没有圆满的，从人出生到死亡的一路上都是让人们
留下许多遗憾终生的回忆及罪业的地方，是苦空无常，
也就是没有永恒不变的，永远都会起变化的世界。”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九十七）



大势至菩萨：“明心开悟才见佛性，见了佛性才是明
心见性。意思是要见到你们的如来本性。如来，如来
的时候一样，用人间刚出生的婴儿做比喻，婴儿刚出
生的时候，不会因为钱和物质享受而去起贪瞋痴念想，
不会有淫荡的念想。人就是在稍微大一点，接触到外
尘意识、名利世界的污染才会这样起心动念造作诸恶
业，而恶业之果又给你们带来各种烦恼障碍。这个就
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见到如来本性，没有见到属于
你的，那干净、闪闪发亮的、善良的、原始的如来佛
性。”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九十七）



大势至菩萨：“脾气和习性不一样。什么是脾气？什么是
习性？脾气是你心中的气在五脏六腑里有了这股气，没地
方出去，闷着，人就会不开心。过后，一件事情引起你心
里的气上来，就是发脾气了。习性就是习惯。不良习性就
是我每天抽一根烟、喝一点酒、贪一点欲乐淫荡、撒谎两
舌、挑拨离间、说亲友邻里之间的坏话、贪口腹欲望吃活
海鲜等等。长久的不良习惯造成你们人现在的习气烦恼。
所以，不良习气比脾气还要可怕。对于学佛的人呢，不良
习气要去除，脾气要学会在心中化解。明白了吗？心灵法
门诸佛弟子。”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九十七）



佛菩萨的境界

大势至菩萨：“什么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神通？我
以人间的人来比喻这个境界，懂得宁愿自己吃苦，也
要让别人离苦得乐。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神通。
众佛弟子们，你们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能做
到这种慈悲神通吗？佛法理论讲得再好，做不到也等
于空。”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四百）



关帝菩萨：“天上的菩萨看到你们不做好人、做坏事、
自私自利，每个人只想自己、不想别人，会非常地难
过，不开心。”

阿难尊者：“当年佛陀在世时，贵为太子，看到老弱
病残的妇孺都会心生怜愍的啊；对于非常贫穷的人，
没有能力的人也是非常地慈悲。佛陀彻悟后，知道一
些偏远村落的人因为业障深重，也是不怕老远带着我
们僧团到处去弘法度众啊。”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四百）



答：看看天上的菩萨，每位菩萨成佛、成菩萨都是非
常有智慧的，真正的修是修智慧，而不是单单守戒。
守戒是基本的，有了守戒的戒律才能修得智慧存在。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四百）



大势至菩萨开示
听众：在新加坡法会有一个同修听到了一位菩萨的开
示，但是不知道是哪位菩萨，内容是：“人最大的执
著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名、放不下利，这都是贪的起
源。明明可以放下的诸多欲望，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之
中不能完全战胜自己的内心，被欲望左右。人要学会
出离，始出凡境，进入圣境，就需要不断地消业和努
力进步，增加自己的禅定修为。为什么师父说禅是修
行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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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禅可以令你的内心定下来。一个人越修越好，就
是要定得下来，如果摇摆不定，飘飘悠悠，就一事无
成。方法就是自己悟，师父的《白话佛法》很经典，
很多句子可以让你们瞬间开悟，很不简单的，好好看，
往心里看，往头脑中记，一遍记不住多看几遍。一篇
才多少字啊，争取吸收背下来，或者讲出来都
行。……记住，跟随师父弘法度人是随缘无碍，但是
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与烦恼。都好好珍惜吧。阿弥陀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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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你知道是谁吗？我开始看到的，跟观世音菩
萨长得很像，穿的也是飘飘纱的那种，长长的，我以
为是观世音菩萨了，后来他自己告诉我——势至菩萨
他连个“大”字自己都不讲，你看看，他说“势至菩
萨”（是啊，菩萨真是……）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
你看他最后为什么说“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明白
了吗？菩萨跟我们很近，其实经常在提醒我们，经常
在教导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永远不听啊。有时候你的
灵感会提醒你这个事情不要去做，你就憋不住，你一
做了，你接下来闯大祸，就这样。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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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对，明白。跟随师父出来弘法，表法很重要，
应该严格守戒，遵纪守法。但是如果自己做得不够好，
殃及了那么多发心，带给别人麻烦与烦恼，这会有多
少的业障呢？
台长答：很简单，看你造的业有多深，如果你给越多
的人带来烦恼，你的业障越深。你给一两个人，那就
业障比较浅，念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如果你让所
有的人都在烦恼当中，那你这个人……呵呵，大业，
听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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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那应该如何忏悔补救，念多少礼佛大忏悔文呢？
台长答:不停地念，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才能补救。
听众：好的，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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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菩萨开示 离欲梵行

佛陀说：“学佛人要想成佛，历经千劫苦修行；要想
灭度，历经万劫度众生。”佛陀叫我们要想成佛，就
要度众生，所以师父告诉你们，你们拜师后如果不出
去度人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度众生。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大势至菩萨和很多菩萨一样，对人间他们最担心的就
是一种爱欲，就是人的爱心，并不是单单指男女之爱，
还指跟孩子的和自己父母的、朋友之间的爱。很多菩
萨都很着急，因为人一旦沉浸在这种欲爱当中，就很
难拔出来。你们想想，多少人不就是为了爱想不通，
然后自己去自杀了？大势至菩萨说：“由爱生恨，才
会种下三途的因。”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大家要记住，爱到后来会生恨。三途的因是什么？三
途就是我们说的下三道，就是畜生道、饿鬼道，还有
地狱道。这个因，就是因为爱生恨了，很多人就是因
为爱得不到，他就去跟别人争斗，最后犯罪，然后下
地狱。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普贤菩萨开示：“爱是轮回的种子，欲爱是堕落的根
源，贪是地狱的毒蛇。”因为你爱进去了，你就要轮
回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爱到里边，搞
不清楚了。欲爱就是有欲望地去爱，那样更不好，是
堕落的根源。普贤菩萨说欲海难填，就是说人的欲望
像海一样大，根本填不满。“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菩萨的智慧深广如海，愿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才能
共攀四圣，早登极乐！”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佛祖曾开示：“难舍能舍就是缘”。所以，一个人知
道这个事情很难舍去，但是我就去舍，你这个人就有
善缘和佛缘了。

佛陀有一个很好的弟子叫舍利佛，舍利佛开示：“人
间大爱是沧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付出很
多的爱去帮助别人，都很难啊。现在的人，你帮助别
人，别人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文殊菩萨说：“有情是苦，无情是智。”他说的这个
“无情”，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佛情，而是指我们不
要有人间的罣碍之情。文殊菩萨还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四大皆空。”他又说：“难舍能舍，当断
则断，难改能改，难忘能忘，难行能行，难度就要去
度。”最后文殊菩萨说了四个字“离欲梵行”。韦陀
菩萨开示：“诸佛菩萨在心中，身与意念要清空。若
有丝毫怠慢处，惩罚在你不由身。”所以，我们“心
灵法门”的佛友真是很有福气，这么多菩萨给大家开
示，你们要好好修啊。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师父说：“般若般若，自性无上菩提；勤修勤修，自
当度尽苦厄；弥陀弥陀，自性清净佛果；看开看开，
远离诸多苦恼。”师父又讲了：“慈心为众救众生，
心中无念福寿增，若问世人真实义，菩萨智慧留心
中。”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一个人要想获得心灵的解脱，要学会不为物所牵，不
贪着人间的物欲。师父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做人要没
有欲望。孔老夫子的中国儒家学中说“无欲则刚”，
一个人没有欲望，他就非常刚强；如果你有欲望，你
就刚不起来了。师父跟你们说，没有欲望，心静如水。
如果一个人的心像水一样地平静，那就说明你没有欲
望。以后你们碰到什么事情，心里很难过、气不过的
时候，就想一想：“我又没有欲望，我无所谓的。”
这就是师父的一句座右铭，那就叫“无欲自然心如水”

菩萨智慧深如海 佛子闻法精进修上
2016年10月3日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一分诚敬 一分利益

人的意念越是专一，能量就越大。为什么有的人意念
特别强：“我一定要好好学佛。”他就能够克制住自
己的毛病，因为他的愿力大，他的能量就大。有一句
话叫“心诚则灵”，你的心怎么会诚的呢？因为你心
诚了之后，你专一了，就灵验了。很多婚姻就是这样
的，我就要他，你就不会去找别人了，你就死盯着他，
你就成功了。

《白话佛法十》37【离妄念 减欲望】



如果你在盯着他的同时，还这个谈谈，那个谈谈，你
的心不诚，意不明，这是看得出来的，人家很快地就
不会要你了。佛教讲一句话叫“一分诚敬，一分利
益”，你对别人、对菩萨一分诚实和敬意，你得一分
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对菩萨越尊敬，你
得到的利益越大。为什么很多人求菩萨灵验？因为菩
萨知道，他是真心在祈求。

《白话佛法十》37【离妄念 减欲望】



与佛相应



相应菩萨

什么叫相应呢？要知理。要知道这个道理，你的心才
会和菩萨相应。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努力去实行、
去做，那就叫跟菩萨相应。 如果你单单拜观世音菩萨，
仅仅说“观世音菩萨，我要跟您一样普度众生”，可
是从来不去救人，从来不去跟人讲，你能普度众生吗？
不能有口无心。很多人嘴巴里念佛，心里存妄念，这
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嘴巴念佛的时候，龙天护法都
知道。

《顿悟虚空，相应学佛 》



如果你脑子里想着不干净的事情，那你非但没有把经
念好，而且会伤到你自己。举个例子，你开车想往前
开，你脚踩着油门，这犹如你在念经，但是你有个妄
念，你就迷失方向，你往回开，你脚踩油门再多也到
达不了你的目的地，所以念经就白念了。从这个问题
就告诉你们，我们念经不要去伤人，我们念经不要去
害人，我们念经不要去给人家下杠头。念经时想的是
菩萨的经文，不能带有瞋恨，只能有渴望、祈求。如
果心愿和佛菩萨一样，你才会有求必应，你才能消除
一切孽障。

《顿悟虚空，相应学佛 》



接近佛菩萨
学佛人要懂得接近佛，你才能成佛。成佛不是凭嘴巴
讲的，光凭嘴巴讲是没有用的，师父跟你们说，你们
的心要跟菩萨的心心心相应。“应”是什么？大家都
知道敲图章，图章打一个印在你的心中，就留下了一
个印迹，今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打在了我的心中，
我对谁都要慈悲，不能有恨。 师父跟大家讲，身体如
果离佛远了，你的心就离佛很远；你的身体离佛近了，
就是你的行为像佛了，那么你的心就会贴近佛。

《相应佛心 尽除心垢》》



如果你动不动就皱眉头，经常看人家不顺眼，动不动
就想骂人，看见人就想说人家不好，那你就是离开了
佛，你的样子就不像一个佛，更不要说成佛了。所以，
学佛人要懂得身近心近，身体接近了菩萨，你的心就
贴近了菩萨；身远心远啊，你今天身体不来拜佛，不
来礼佛，身体离菩萨远了，你的心就慢慢地离菩萨远
了；身近心远，你虽然在磕头，虽然在观音堂跪在菩
萨面前，但是你的心不诚，心还是很远，所以叫身近
心远啊，那也是没有用的。

《相应佛心 尽除心垢》》



如何理解与菩萨相应
男听众：师父，我们常说的“跟菩萨相应”，这个相
应是什么样的原理？是不是菩萨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
可以跟菩萨相应，不一定非要菩萨来才相应呢？答：
相应有好几种：一种叫智慧式的相应，一种叫意念式
的相应，还有一种叫语言式的相应。举个简单例子，
夫妻两个人，你讲一句话对方马上同意，叫语言式的
相应；老公要去做一件事情，太太支持你，不讲话眼
睛冲你一看，两个人出去了，这叫 意念式的相应。

Wenda20161125  01:24:17



今天我们求菩萨也是这样，因为你善良，你已经是菩
萨的善良，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了，你当然能够在天
上了。你今天在人间像菩萨一样的身体，像菩萨一样
的干净，像菩萨一样的语言，像菩萨一样的思维，像
菩萨一样的行为，那你在人间不是已经跟菩萨相应了
吗？怎么不能相应？人家都说你“哎哟，你就是一个
菩萨啊”，你说说看，你是不是跟菩萨相应了？不相
应，人家怎么会说你是菩萨？（明白了，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示）

Wenda20161125  01:24:17



关于相应开悟

男听众：《白话佛法》里讲：“当一个人有点开悟时，
要多看引导你开悟人的文章。当你开悟之后再去看，
不会迷失方向，就成为真正的开悟，也称为相应开
悟。”请问师父，这是不是讲开悟之后，不断在生活
和法理中验证、领悟，最终相应是指凡心和佛心合一
吗？答：嗯，是的，很聪明，理解的应该达到了70～
80%了。

Wenda20160327A  50:32



怎样做到与观世音菩萨相应
男听众：怎样增强与观世音菩萨的相应呢？

台长答： 就是第一要经常听观世音菩萨的话，观世音
菩萨说什么话都要听。菩萨叫我们要有智慧，我们就
必须做人要有智慧；菩萨叫我们不要贪，我们就不要
贪；观世音菩萨说要慈悲爱众生，那你想想看你越来
越慈悲，你怎么会见不到观世音菩萨，不相应呢？问
题一个不慈悲的人，菩萨怎么会跟他相应，这很容易
相应的，因为菩萨慈悲，你也慈悲就好了。

Wenda20160207B  19:57



男听众：是的。师父，那像有些弟子就是类似于那种
护法神，他们能不能得到和菩萨相应？因为他比较严，
就是类似于护法神有一种威严的感觉。
台长答：当然了，一样的，怎么没有啊？举个简单例
子，部队、军队都比较严格的，包括警察讲起来也是
严格，但是他毕竟也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他不爱老
百姓、不爱人民的话，他怎么做好人民的军队呢？实
际上，他表面上是威严，其实他心中有慈悲的，就是
这样的。

Wenda20160207B  19:57



如何提升境界
所以学佛人必须要离开尘埃的境界，成就清净，离欲
梵行，离开你的欲望。梵字就是真正相信，真正地来
修自己的行为。戒行具足，你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戒
律。佛法讲“以戒为本”，所以你必须要戒，而且要
具足，就是要全方位的戒，把你的思想、行为、语言
全部都要戒，这个人才能进入二地菩萨的修行领域，
即刚刚进入二地菩萨修行的领域。

《白话佛法二》33【离欲梵行，成就佛性】



首先要超出欲界的垢染，超出欲界的垢染就是你的境
界要超出欲界天，就是要超出人间污垢的染浊。人修
到一定程度就修不上去了，是因为境界提升不上去。
那么境界怎么提升呢？给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听，
你们就知道境界是怎么提升的了，你们现在为什么不
随地吐痰了呢？你们过去为什么会呢？这就是境界的
提升。是怎么提升的呢？

《白话佛法二》33【离欲梵行，成就佛性】



是境界上升到了一定的程度，自己知道做一个人不能
随地吐痰，做一个人要爱护卫生，这是一种内涵的境
界的提升，慢慢地你自然地就不随地吐痰了。你说这
境界是怎么修的呢？看得见吗？摸得着吗？境界的提
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靠你自己慢慢地悟，慢
慢地去修炼。为什么有些人碰到一点事情就忍不住上
窜下跳的？为什么有些人又很沉稳忍辱精进？这就是
境界的不同。境界高的人，就是指着鼻子骂他，他也
只是笑笑而已，一句话都不讲。

《白话佛法二》33【离欲梵行，成就佛性】



弥勒佛没有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了，谁来作佛呢？是
你的心啊，你的心就是佛。“即心即佛”，你有这个
佛心，你就是佛了。
“众生心垢，见佛涅槃”。每个人心里都有污垢和肮
脏的东西，你们心中有肮脏的东西，但是你们看见了
佛的涅槃，佛已经给你们指出了一条很光明的道路，
你看我佛已经涅槃了。涅槃是什么？是一种觉悟，是
完全超脱了境界觉悟地到另一个世界去。

是心作佛

《白话佛法十一》14【普贤行愿大智慧】



那么我们人怎么办呢？学会解脱。若能念念在佛，如果
你每天念佛，每天念经，即是请佛住世。你们现在天天
念经吗？念的。那么是不是天天把菩萨请到心中来了？
天天请佛住世，你就净念相继，为什么？你天天念经，
脑子都是跟菩萨在一起，你的脑子当然很干净。什么叫
净念相继？继，就是继往开来，就是说，干净的念头不
停地涌出来，好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人只要学佛念
经，脑子里出来的都是干净和善良的种子，犹如一颗好
种子，长出来的果实全部都是干净的，则佛常印在心。

《白话佛法十一》14【普贤行愿大智慧】



无明习气



大势至菩萨：“童儿，佛菩萨不是不知善恶，相反
佛菩萨对善恶因果非常明了。众生对善恶因果不明
才会去造作恶业堕落三恶道。这就是佛法界讲的无
明。你们佛弟子在人间修行因为还有一个肉身，会
很容易为了这个肉身的享乐而起贪、瞋、痴念想去
堕落造孽，要以戒为师。佛弟子要好好听你师父的
录音节目开示，去破除无明习气。众善奉行，诸恶
莫作。”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四百零七）

“无明习气”是什么



我们⼼中的⽆明造成了我们在⼈间巨⼤的创伤。因
为我们什么都不明白，所以我们经常做错事；因为
我们的⽆知、我们的不明白，所以我们才会虚度年
华到今天。你们每⼀天每⼀时每⼀秒都是这么悄悄
地过去了。你们学到了什么？你们做到了什么？你
们把娑婆世界的这些明物质看成自⼰终身要索取的
东西，⽽把真正修为的本性丢弃在⼀边。

“无明习气”是什么

《白话佛法五》20【“无明习气”是什么】



你们拥有了什么？你们拥有的是自私、贪婪和⽆知
——等于⽆明。所以⽆明造成了你的习⽓。因为你
⽆明了，你什么都不明白，你还以为自⼰很聪明、
很明白。所以你就会有习⽓出来，所以⽆明习⽓就
是这么出来的。我们修⼼要改掉自⼰身上的⽆明习
⽓。

“无明习气”是什么

《白话佛法五》20【“无明习气”是什么】



⼀个⼈自⼰什么都不明白、还以为自⼰很明白的时
候，他的佛性是进不到他的⼼里的；⽽只有当自⼰
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就相当于⼀个仓库把它掏空
⼀样的时候，那么你才能装进真正的佛性。⼼要净
⼼，要空。只有把自⼰的⼼掏空，你才能接受⼀些
更好的东西。

“无明习气”是什么

《白话佛法五》20【“无明习气”是什么】



如何消除与⽣俱来的⽆明习⽓
请点击链接收看视频

https://youtu.be/c0jn8ND3t2g


听众：虽然脑⼦里好像能够想出很多道理，好像把
⼈间的事情全部放下和看开，但是我的⼼里还是放
不下，我是不是业障太深？

愿力破无明，舍去能放下

2013年12月13日《玄艺问答》



台长：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懂道理并不⼀定做得
到。在家里想好了，跟老公不要吵架，他今天再怎
么骂我，我也不跟他吵架。但是被老公骂了两三句
就憋不住了，“我给你骂到现在，你还要骂？”开始
吵了吧。这就是说意识并不能决定你的⾏动，要意
识⼒很强，才能让你的⾏为改变。

2013年12月13日《玄艺问答》

愿力破无明，舍去能放下



台长：所以这叫愿⼒，没有愿⼒怎么改变你的⾏动
啊？每个⼈都想改，但就是因为你的业障重，⽆明
习⽓太重，你就不容易改变。

听众：明白。那要怎样做，才能够在⼼中真的放下
？

2013年12月13日《玄艺问答》

愿力破无明，舍去能放下



台长：真的放下是要靠长期的锻炼和磨练的。⼈家
真的放得下的⼈，是不停地在放，由小放到⼤。举
个简单例⼦：你想放下，你把家里你最喜欢的东西
全部送给别⼈，送给⼈家苦的⼈，你去捐掉。舍就
能改变自⼰，舍就能防⽌自⼰的贪念，防⽌贪念的
⼈才能放得下。

2013年12月13日《玄艺问答》

愿力破无明，舍去能放下



⼀个⼈要死之前，为什么把遗产分给这个、分给那
个？因为他知道带不⾛的，如果他带得⾛的话，有
⼏个临死的⼈肯给别⼈的？还有的⼈自私到死了还
埋在棺材里⼀起带⾛，带得⾛吗？！⼀个很自私的
⼈，先要学会舍，舍了才能消除业障。

2013年12月13日《玄艺问答》

愿力破无明，舍去能放下



克制欲望、戒除习⽓
请点击链接收看视频

https://youtu.be/XnpJBLuTgs8


出离心



⼤势⾄菩萨：“你师⽗⼼慈，常在佛前跪下求观世音
菩萨加持救度你们这些身陷娑婆苦海的弟⼦。然⽽
，你们若⽆解脱的意志与⼼愿，佛菩萨又如何救度
你们出苦海呢？”

菩萨救自救之人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三十五）



我知道我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定会有⾛的这
⼀天，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切都不是我
的，我⽆所谓，名也不是我的，利也不是我的，所
有的⼀切都不是我的，有⼀天我⼀定会离开这个世
界的，虽然我的⼈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的⼼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不会为所有的事情烦恼，这
就叫出离⼼啊。

出离心是什么？

《白话佛法八》37【修解脱才能得出离心】



要知道六道轮回的苦，要脱离六道轮回，就必须要
有出离⼼。“我再也不要到⼈间来了，再也不要做⼈
了，再也不要轮回吃苦了。”这叫离开六道。出离⼼
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是靠愿⼒。

出离心靠愿力

《白话佛法四》21.【恢复如来本性 勤修苦炼出离心】



出离⼼就是有了自⼰修⼼的⽅向了。因为我不愿意
再六道轮回了，所以我找到了自⼰的⽅向。如果没
有出离⼼就不会懂得布施，不会懂得供养，不会懂
得济世。为什么？因为还很贪恋这个世界上的⼀切
，什么都不知道、不明白，你说怎么可能开悟懂布
施呢？什么话都听不进，怎么懂得供养呢？

出离心就是修心的方向

《白话佛法四》21.【恢复如来本性 勤修苦炼出离心】



什么东西都舍不掉，怎么会去帮助世界上的⼈呢？
所以没有出离⼼⼀定不会供养、济世。虽然我们⽣
活上满⾜了、富有了，但是没有出离⼼就永远脱离
不了六道轮回。因为你不想离开六道轮回，因为你
感觉今天自⼰吃得好，物欲充⾜很开⼼，满⾜了。
当你满⾜的时候，你就不想往上⾛。觉得自⼰很满
⾜，就⼀直满⾜下去了，下⼀辈⼦只能再来投⼈。

没有出离心无法脱离六道

《白话佛法四》21.【恢复如来本性 勤修苦炼出离心】



因果定律



童子：“《白话佛法》里有说即使你得到超级力量
的垂青，替你挡了今生的恶报，那么来生你也一定
要还。如果有人或其它力量愿意替你扛这个果，这
又涉及到你的福报，另一份因果，算法虽然复杂，
但一样遵循着因果定律，而且 终你种的因应得的
果是一定要结的。如何去理解这一句话呢？恳请我
佛慈悲开示。”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七十八）



大势至菩萨：“童儿，每当你们参加法会，在法会
现场祈求病痛消除或者诸事如意时，菩萨都会显灵
给你们这些苦难众生金光能量加持。所以，你们很
多众生法会回去后都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之事，很
多人多年病疾都会痊愈。回去后不好好的继续念经
、放生、吃素、做功德行善、不遵守戒律，那么，
这些病痛业障还是会回来的。而因为各种阻碍不能
如愿参加法会的就是因为你们的福报不足。”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七十八）



大势至菩萨：“你们的因果是自己种下的，自己不
努力去改变，佛菩萨又怎么能保佑你们安康呢？你
们学佛念经之后，不看你师父的录音开示，不改脾
气，继续和家里人闹脾气，结恶缘，来世这个冤结
不是一样要去还吗？这个就是即使你得到超级力量
的垂青，替你挡了今生的恶报，那么来生你也一定
要还。我如此解释，童儿，你明白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七十八）



大势至菩萨：“ 始终能令你们解脱的也只有你们
自己啊，孩子们。造下的孽是自己受，任何人也代
替不了。”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大势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14-04-2020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七十八）



答46：现在师父讲的《白话佛法》深了，菩萨和我
们讲的也深了。这种道理，菩萨在天上是随便讲讲
的，你们呢，稍微讲的深一点就听不懂了。要好好
学，时光短暂，谁也不能浪费。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七十八）



不让恶缘成熟是智
请点击链接收看视频

https://youtu.be/V8FXmW7jg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