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债



佛陀偈语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CfQi0XraA


人世间任何的爱和恨都是累世积累的。今天你们相互之
间很爱，那也是因为你们上辈子的爱；你们今天很恨，
那也是因为你们上辈子的恨。这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比
如上辈子给了你 20%的恨，这是一个导火线。然后你不
懂得道理，你就拿着导火线到处点火，那么下辈子你跟
他的恨就加剧到了 60%-80%，恨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爱
得就死去活来，恨得就咬牙切齿。

爱与恨都是往世因果的延续

白话佛法 (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你们就像一个木偶一样，被生活像木偶一样牵着走，被
一个无形的绳索（那叫命运）牵着你的鼻子走。今天让
你们开心，明天让你们不开心；今天让你们过得舒服，
明天让你们吵架……你们能明白这些道理吗？你们就是
一个木偶，你们就是生活在人世间的木偶，被人家牵着
鼻子在走。你们走过的一生，大半辈子都过去了，算算
看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所还的债都是前世
的冤债。比如你跟孩子的债，你跟老公的债，跟老婆的
债，跟父母的债……就是这么还来还去，还到最后两腿
一蹬还没有还完。今世欠下的债，下辈子继续还。

白话佛法 (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听众：台长您在广播里说，一般男的是前世有修，前世没什
么修就投一个女的来受苦，那是不是男的前世一定有修啊？

台长：男的前世一定有修的，但是修的地方不一样。为什么
有的女的虽然投了女身，但是事业、钱财都比男的好呢？这
也有道理的，投女胎并不代表前世没有积福积德，主要是前
世感情上可能出现问题、做过坏事，让她投女人来还感情债。
所以你去看女人没有几个感情上好的。

很多女人投女身来还感情债

wenda20120513A  02:28 



女听众：请问台长情债是怎么欠下的？

台长答：情债是你上辈子欠的，这是一种情况，实际上
你就想知道在这辈子怎么欠的？很简单，比方说某一个
人跟你有点感情，那可能是上辈子感情不深，就有一点
点情。你如果咬咬牙，跺跺脚就过去了，你不去碰他，
那就不欠他的情债了；

Wenda20120113 11:15 

情债是如何欠下的



如果人家上辈子只不过对你好了一点点，或者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比方说不应该碰你的，但是碰你了，那么
这辈子他来还了，他就会眼睛冲你看，喜欢你。这时候
你觉得“他喜欢我”，骨头轻了，接下来就开始跟他好
了，结果好过头了，你还他的多了，他就又欠你了，就
这么欠下来了，下辈子你再还他（欠了就一定要还是
吗？）对，一定要还的。

Wenda20120113 11:15 



（那情债很可怕，不好）非常可怕，而且情债是越还越
多，越来越还不清。很多人一辈子为情所困，为情所迷，
为情所痴，也就是说痴迷，傻得不得了。所以说一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智商是最低的（所以说“情不重不生娑
婆”）完全正确，娑婆世界很多人脱离不了这个“情”
字，所以爱在人间是永恒的主题呀。

Wenda20120113 11:15 



很多女人这辈子很凶的，像老虎一样，所以人家叫她
“母老虎”。为什么？因为她不服输呀，她觉得自己
吃了这么多的苦是不应该的。因为她不相信自己前世
是做了很多的坏事，所以这辈子当恶缘来的时候，她
就继续斗，非但没有还清上辈子的冤结，还增加了新
的冤孽。这就是为什么她在人间越来越痛苦，这就是
为什么等她死掉的时候就投入深渊，因为她前辈子的
债没有还完，这辈子新的孽又做上去了，听得懂吗？

白话佛法 (五) 8.《谈恶量善量，解三世因果》

情债越还越多



这就是师父给大家解释的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
高。如果再换个世纪的话那真的没有结婚了，知道为
什么吗？因为当人之初期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是很
善的，在善缘当中，随着天时、地理和人为的变化，
你跟他有了恶缘了。当你们这个恶缘来的时候，比如
你这辈子欺负他了，那么在下一辈子你变成他的老婆，
他再欺负你。问题是你欺负他的时候，他不买账，他
觉得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因为他不知道在前世他欺负
过你，两个人经常吵，又结了一个更深的怨结，等到
下辈子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先是很爱，后来是吵。

白话佛法 (五) 8.《谈恶量善量，解三世因果》



为什么先是很爱呢？因为每个人在结婚之前都是善缘，
而这个善缘也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每个人结婚之
前都是爱的不得了，送礼呀，请客吃饭呀，这个时候
等他在下辈子报的时候，还是像结婚之前这么好，要
等到结婚之后，因为上辈子你不买账，他不买账，两
个人搞来搞去，那么这辈子两个人就继续搞来搞去，
而这辈子搞的人呢，又不明白有三世，她觉得为什么
你要欺负我，我为了孩子，我为了你们这个家付出了
全部的生命，为什么你要这样？

白话佛法 (五) 8.《谈恶量善量，解三世因果》



最后实在想不通就把老公杀了，把他杀了之后你又造
了个恶缘，下辈子你来了之后，等结婚没有多长时间，
老公就天天鞭打你、欺负你，打到那个冤结还的差不
多的时候，那个女的说：好呀，你打了我一辈子了。
然后又把这个老公杀了，实际上这是还了上辈子的这
个冤结。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就是为什么现
在的男人和女人越来越难相处，越来越找不到朋友。

白话佛法 (五) 8.《谈恶量善量，解三世因果》



听众：台长，您好！我遇到困难了……

台长：一个人自己不修，果报现前就会很难过。很简
单的道理，自己不好好修，等到果来了，再求有什么
用啊？自己作因的时候就要知道果会来，全部都是自
己造的因。

2013年12月31日《玄艺问答》

人情债终须报



听众：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冤结，他老缠着我……这是很
深很深的冤结……

台长：你自己欠人家，人家才缠着你的！好的时候不要好得
太过分，吵架也不要吵得太过分！现在被人家缠住了吧？！
你跟人家好的时候花人家钱了没有？

听众：有……我以前不懂事，做了很多错事……

台长：做错事会承担果报的，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是做错了事，
你以为他们不想改正吗？但是连机会都没有了……我告诉你
啊，你这个事情会出血光之灾的！

2013年12月31日《玄艺问答》



听众：已经出了。我现在非常害怕……

台长：看见了吧？你现在才知道啊？交一个好朋友、交一个
坏朋友，都是自己的命。要好好懂道理啊！……花人家钱就
是欠人家了，欠人家了就要好好还，不然人家当然弄你！

听众：我觉得是有人要害我。

台长：不管是不是别人害你，都是有因果、有因缘的！人家
怎么就害你，不去害别人啊？在人间总有道理，就算是摔一
跤，台长看得见是鬼在拉他脚，他看不见以为自己怎么会不
小心摔跤的……

2013年12月31日《玄艺问答》



台长：做错事情就要承受果，你以为只有在监狱才受苦
啊？像你现在精神上受折磨，天天害怕，活在恐惧中，
再下去就是神经病啊！少欠人家的，欠了一定要还的！
我和你们讲过多少遍，学佛人不要去欠人家！欠人家感
情还感情，欠人家钱还钱！

2013年12月31日《玄艺问答》



女听众：请问台长，夫债妻还，如果是仅仅老公造业，
妻子为丈夫承担多少比例的债务呢，会不会把妻子所
有的功德都消耗掉呢？

台长答：消耗一半！因为夫妻夫妻，夫和妻本身就是
五十五十结合的，所以消债的话也是替他消50%。所以
很多男人以为老婆一直对他很好，打打骂骂，随便讲
讲、闹闹，等到她50%差不多还完了，老婆一脚把他蹬
了，走了！

wenda20121214  09:27 

妻子会替丈夫承担多少债务



（就是说这个老婆有一百分的功德，五十分都会还给
丈夫了）还掉他了，没办法了，因为你们前世有冤结，
你肯定欠他的呀！所以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就这个
道理。因为实际上夫妻是有缘分的，缘分里边一定有
恶缘，肯定你欠他的，或者他欠你的咯！夫妻嘛都这
样了！还过头了他下辈子再还你！你如果跟菩萨说
“菩萨我已经都还了他一半以上了，真的不想再还
了”。

wenda20121214  09:27 



如果菩萨同意的话，可能接下来这个男的继续欺负你
的话，他一定倒霉，欺负你一次倒霉一次，腿摔断、
被单位赶出来、被人家打，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生
肝癌、生病，什么都会有，那个时候你心里又痛了吧？
又替他求了吧？接下来你继续把你的功德还他。你看
他可怜了你有不舍得他了。

wenda20121214  09:27 



一切的缘起原来是空的。你今天感觉到这个缘分来了，
实际上它是空的。很多人问师父：“台长，我什么时
候有缘分呢？”我说：“八月份会有一个缘分。”结
果在八月份真的有一个缘分，他去和人家谈恋爱。谈
了三个月和人家吹了，这个缘就没了。所以任何的缘
它都是空的东西。

看破缘起

白话佛法 (三) 47.《看破缘起，才知法界无明》



比如你的眼睛看到一个泡沫，明明是看见的，怎么一
会儿没了。就像肥皂一样，天天洗洗洗，最后洗完了
就没了。你看到五颜六色的汽泡泡在阳光下多么的美
丽呀。嘭！嘭！嘭！一会儿全没了。你今天的感情好，
你能保证它不破吗？破了不就是空掉了？你们穿的衣
服很漂亮，整天不肯脱，时间长了就会坏了，然后就
扔了。这不就是看破，放下了吗？缘分都是空的。师
父从来不去想人家对我会怎么样……

白话佛法 (三) 47.《看破缘起，才知法界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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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麻烦了。比如一
个很贫穷的人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皮夹子，里面有一
万块钱。你要看到这件事的本质。丢掉这个一万块钱
的人，他一定是要报警的，警察一定会查吧。这接下
来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它的性空，所
有的缘分。今天你看到这个皮夹子里的一万块钱，
“哎呀，缘分来了！哎呀，发财了！”你没有看到它
的本质。

白话佛法 (三) 47.《看破缘起，才知法界无明》



本质就是最后警察找到你这里来，钱拿回去，说不定
还会给你定一个什么什么不好的罪名。要懂得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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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看破缘起，才知法界无明》



无明是没有止尽的，如果一个事情没有止尽的话，那
就不要再去做了。有止尽的事情，那就是超脱六道轮
回。而无止尽的东西就是永远没有结束的，那你去追
求它有什么用呢？今天你好像结束了，明天你又没有
结束，后天好像没有结束，大后天好像又结束了。就
像很多夫妻吵架一样，一会儿好得不得了，过一会又
吵架了……天天吵架，吵到后来就无无明尽了，没有
结束了；吵到老死了，无老死尽了；下辈子再做夫妻，
再吵；吵完之后下辈子再做夫妻，再吵……有尽头吗？
是没有尽头的。

白话佛法 (三) 47.《看破缘起，才知法界无明》



要懂得，为什么我要修无念、正知正觉。无念是什么？就
是我连好坏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我来讲，我根本不知道。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是件好事情，
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情，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没
有什么好坏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有什么好坏？有人说
结婚是一件好事，有人说婚姻是一座坟墓，那么你们告诉
师父，结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这就是学佛人要无
念。

学佛人要无念

白话佛法 (八) 39.《得加持修无念才能正知正觉》



无念就是没有念头，对人间所有的因果只是认为它是一种
现象，而不认为它是一种对和错，因为这是一种报应。今
天你为他吃了这么多的苦，明天他为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不就是报应吗？有什么念头是对的、是错的？无念之后人
才会觉悟，人才会正确地知道，所以叫正知正觉。今天婚
姻失败的人认为婚姻是坟墓，但是他还有念，有些人婚姻
成功了，他觉得婚姻很幸福。实际上这两种都不是正觉正
知，正觉正知应该是，婚姻是一种在人类存在的循序渐进
的模式，

白话佛法 (八) 39.《得加持修无念才能正知正觉》



我并不认为它是好的，也不认为它是坏的，你就会正确地
看待婚姻，你不会把它看成是好的，也不会把它看成是坏
的，有正知正觉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人间佛理知识，这就
叫正知正觉。

白话佛法 (八) 39.《得加持修无念才能正知正觉》



有很多人自己在缘生缘灭当中，一个事情发生了，缘起了，
开始缘生出来了，有缘分了，“哎呀，我很喜欢你”，
“哎呀，怎么怎么”，然后慢慢地不喜欢他了，有那种缘
分好像觉得不成熟，慢慢慢慢就消掉了，实际上这些东西
都是一种缘分，缘分可以再造，缘分可以再生，但是生了
要理解任何缘分都会灭掉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42集【管控情绪无生烦恼】



所以与其让自己以后，缘分灭的时候痛苦，你还不如缘分
不要生得太多，这就是相应了中国人传统的一句话，“君
子之交淡如水”，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你不会受到伤害，
太爱了、太喜欢了，那你一定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所
以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你这个人才能活得有意义。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42集【管控情绪无生烦恼】



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都要懂得不迷惑。善缘来的时候，
不迷惑；恶缘来的时候，也不能迷惑。人家喜欢你了，对
你好了，你就迷惑了，以为自己不得了啦，对不对？被人
家说几句好话，又不得了啦。恶缘来的时候，发脾气，吵
啊、闹啊，你又迷惑了。所以，善恶上身，均不迷惑。

学习菩萨无私的大爱

白话佛法 (九) 4.《善缘恶缘都要善解》



看到熟悉的、似曾相识的人，不着爱。在弘法当中，在接
触人当中，有时候觉得某个人特别可亲，好像我看见过他。
当然你看见过他的，你的前世跟他是同修，会没有缘分的
吗？你看见这个男人喜欢得不得了，他看见这个女人喜欢
得不得了，都是前世的缘分啊。你要用菩萨的境界不着爱，
不要去爱，没有什么好爱的。自身的爱是小爱，菩萨的慈
悲的爱，那才是大爱、佛爱。你们现在在学佛当中，会碰
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人的，境界高一点，要想到：我是菩萨，
过去的爱，只能让它过去。把握住今天，好好地爱众生，
那才是大爱。盯着一个人爱，那不是小爱吗？爱每一个人
不就是大爱吗？

白话佛法 (九) 4.《善缘恶缘都要善解》



对待似曾相识的人，要帮助他们，要教导他们，让他们走
向成佛之道。跟他们说，我们以后一起到天上去，我们以
后一起在天上永远不分离。因为你到了天上之后，你用不
着别人管了，你不会再有这种狭隘的爱情出来了。你已经
是菩萨了，那个时候的爱是很干净的，是很开心的。就像
你们现在很多佛友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过这种男女之情，
只是想我真的很喜欢他。就像师父喜欢老妈妈一样的，师
父很爱她们的，多好啊！那种纯洁，就这么简单，你们要
学这些东西啊。

白话佛法 (九) 4.《善缘恶缘都要善解》



丈夫的姓氏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sxcCEWzfl4s


人生有两张网束缚着你的一生，把你捆起来。这两张网让
你很难解脱。一张叫情网；还有第二张叫欲网。这两张网
无形当中在你心中，把你束缚住。把自己的情网要克制住，
这是修行的第一关。首先对待自己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
姐妹的手足之情，或者有了家室之后妻子儿女的感情，有
时候非常地难割难舍。有些人为情所困，情感因为是最伤
人的。为了感情，有时候我们人会不顾一切地去伤害他人
和伤害自己。

卢台长马来西亚 槟城《世界佛友见面会》

情字能够障碍一切



所以这个情一定要控制好，过分了就会伤别人和伤自己。
我们看不破它，你会障碍你的人生。所以修行的人，永生
永世如果不能把情看破，你一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因为
“情”字能够障一切，我们有时候不能舍去世俗的情，是
得不到清净的佛法和力量的，所以一定要离情网，你的心
才能干净。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这个就是我们人间的
障眼法，可以把你迷惑颠倒。所以要放下人间多余的感情，
一切要顺其自然。感情只要种下因，你一定要还的，所以
不要随随便便对别人用感情。

卢台长马来西亚 槟城《世界佛友见面会》



众生之所以在苦海当中出不来，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
对感情的认识。修心人明白世间是苦空无常的，一辈子苦
到最后是一个空，所有的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这是学佛
的真谛。就是我们在人间对父母亲百依百顺，满足他们一
切要求，伺候他们到老尽，也不能使他们的业力消除啊。
也不能让他摆脱老死、病及轮回，你也不可能让他得到永
恒的幸福。

卢台长马来西亚 槟城《世界佛友见面会》



我们凭着修心就可以使我们去世的父母、亲人都能得到解
脱，并且还可以帮助人间很多人，使大家一起离苦得乐，
这才是真孝。学佛人的慈悲和这种爱，跟世俗之爱是无与
伦比的，超度亡人，替父母亲、亲人求菩萨，我们的恩大
于须弥山啊。再看凡人那种爱，给你吃点东西，对你好一
点，只是人间的一粒微尘而已。

卢台长马来西亚 槟城《世界佛友见面会》



所以这个情一定要控制好，过分了就会伤别人和伤自己。
我们看不破它，你会障碍你的人生。所以修行的人，永生
永世如果不能把情看破，你一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因为
“情”字能够障一切，我们有时候不能舍去世俗的情，是
得不到清净的佛法和力量的，所以一定要离情网，你的心
才能干净。

卢台长马来西亚 槟城《世界佛友见面会》



欲根治无量众生的烦恼心病，唯有先拯救自己的烦恼心病。
你要救度人家，先要救度自己，先把自己的心病医好。自
己的心病都没有医好，怎么样去根治人家的心病呢？必须
先拯救自己的烦恼心病，将身心超出世间爱欲生死的束缚，
将自己学佛的身体和心灵要超出人世间的爱欲，要把所有
的爱欲超脱，要征服生死的束缚。因为爱欲才会让你有生
有死，如果没有爱欲就没有生死。如果这个人在世界上没
有爱欲，实际上这个人就超脱了生死。

人间爱欲是生死痛苦的根源

白话佛法 (三) 13.《学—佛思佛见，行—慈悲之道》



在人间什么东西最能绑住你？最能绑住你的是爱欲。想松
绑？先把自己身上的欲望驱除，把爱欲去掉。在人间任何
的爱只不过是一种因缘和合而成。今天你所爱的孩子、所
爱的人，实际上就是你前世的缘分这辈子再来聚缘的。犹
如你办宴会。有的朋友好久不见了，有的人你很喜欢，你
能把他们都留住吗？宴会结束了大家都离去了。要学会放
开。这些都是假的东西，你能留得住吗？说走就走了，都
是一场空。人间的欲望全是假的。爱别离苦全都是让你尝
受的。这样给你们讲解你们就很容易明白了。全是因缘和
合而成的。要学会解脱，要把自己的欲望全部去除掉。一
切都是假的。想开了，束缚自然就没有了。

白话佛法 (三) 13.《学—佛思佛见，行—慈悲之道》



情债是怎么欠的



感情是前世的因果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gE8UgUBefKw


听众：如果一个人前世感情债多，是不是这个人孽障一定
会多？
台长答：不一定的。感情债多，是人家欠他的还是他欠人
家的很重要。他欠人家的很多的话就是上辈子在感情上做
错很多事情，但是并不代表他在财布施或者做人方面。就
像现在很多男人一样的，他人很好啊，也肯帮助人家，在
单位里、在公司里边也很愿意帮助人，毛病是看见女人他
就要追，然后欺骗人家，那么这辈子就是还情债，其他方
面都还蛮顺利的。

情债始于思维不端

2012年6月17日 玄艺问答



听众：感情债欠得多，那一定是有欺骗人家了？
台长：那肯定的，一个男人如果女人很多的话，你说他能
不欺骗人家吗？不欺骗怎么会这么多？
听众：那如果前世是女的，她还会有欠感情债？
台长：那当然啦！前世是女的，女的不骗男人啊？就男人
骗女人啊？现在的女人骗男人多少啊？
听众：那有没有可能她是无形中欠下的呢？

2012年6月17日 玄艺问答



台长：什么叫无意识？没有什么无意识的，人有思维控制，
思维决定了你的行为、控制着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不端一
定是你的思维不端。怎么叫无意识，现在你很多事情做错
了都是无意识的吗？就是无意识的，也是你做错了，你的
行为做错了，你的思维一定有意识。就像夫妻两个吵架，
女的整天地在洗碗，拿碗乓啊乓啊，她说我又不是冲这个
事情。你说她有意识无意识的？她嘴巴里说：“我平时洗
碗也是这种声音。”那你吵架了，这种声音出来，就是有
意识的。这个环境让你造成了这个孽障。

听众：那这一生要多念小房子？ 台长：都要。

2012年6月17日 玄艺问答



女听众：师父说千万不要欠情债，因为情债最难还。
请问，如果一直让家人和长辈长期地思念，会欠下情
债吗？或者一直被人暗恋会欠下情债吗？

被暗恋也会欠情债

新西兰·奥克兰171202 



师父答：肯定的，怎么会不欠呢？你老让人家想你，
你不就欠人家吗？很多女人化妆化得很好看，跑出去
冲人家一笑，然后这个男的回到家想了一夜，脑子里
想的全是她——欠情债了。所以，从某些方面讲，女
孩子不要长得太好看，随缘一点好了，尤其眼睛不要
老盯着人家看。

新西兰·奥克兰171202 



女听众：那父母和家人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师父答：对，越是爱的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
自己亲身的事情，我父亲很爱我，他讲过一句话：
“我最喜欢的孩子，让他走得远远的，以后我走的时
候，他不会太伤心。”你们要知道，一个父亲连自己
走的时候都不想让孩子伤心，这就是父母的爱。越爱
自己的父母，越不要让父母牵挂。你什么都跟爸爸妈
妈讲，妈妈整天牵挂你，难过、怀念、想不通，替你
忧愁——你不是一个孝子。

新西兰·奥克兰171202 



不要欠，有什么好欠的？不要去麻烦人家，感情上也
是这样。很多女孩子去逗人家玩，又不要人家，眼睛
来一下，人家跟着你，吓得逃了，到处去跟人家说：
“你看，多少人追我。”“追你”呢，少了个字，多
少人“追杀你”啊。

新西兰·奥克兰171202 



女听众：师父，您好。我想看一下我的图腾。我昨天
晚上梦到一个过世的亡人，梦中他跟我要27张小房子，
让我帮他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他是胰腺癌过世的，
我之前已经陆陆续续给过他几拨小房子了。现实生活
中我跟他没有婚姻，就是小时候有几年是一起长大的，
但是梦里说我是他的老婆。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两
天头和乳房都特别不舒服，很难受。

图腾录音 过世儿时玩伴因前世缘分来讨债

Zongshu20200317  00:36 



台长答：你现在知道了，还要跟我讲什么，赶快念了。
你不是他老婆的话，你跟他有老婆的缘分。有的人现
实当中这辈子不一定是老婆，但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就是老婆跟老公，你再不弄的话，不是乳房问题了，
我告诉你，乳腺癌，他会搞你的。已经念了这么多了，
赶紧了，他已经跟你开出来27张了，你赶快给他念30
张也好

Zongshu20200317  00:36 



女听众：对，他让我10天内给他念完
台长答：赶快念，没办法
女听众：他不要结缘的，就要我自己念，是吗？
台长答：对，自己念出来
女听众：好。师父，我要多久时间才能熬过这段特别
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一直就是各方面都很不稳定
台长答：谁都在熬，不是你一个人，现在全世界都在
熬，我就跟你讲一句话，你再不好好地改变自己的话，
你吃苦头了。

Zongshu20200317  00:36 



台长答: 你要记住了，你小时候跟他两个人的感情不
是这么容易的，你们不是一般感情了，你这不叫造孽
啊？
女听众：我之前梦见他过世后，他在世的妈妈在梦中
给我们两个办婚礼，我就想不通，其实我只是小学到
初中楼上楼下的玩伴，之后他就结婚了，我没想过缘
分会这么深
台长答：“这么深”，上辈子留下来的。

Zongshu20200317  00:36 



女听众：哦。梦里他说他是因为我过世的，然后他家
人让我跪在他遗像前忏悔。但是他是自己结婚之后胰
腺癌过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是因为我过世的？

台长答：哎呀，上辈子，你上辈子作的孽，导致了他
这辈子跟这个女的好，这个女的怎么欺负他，把他弄
死了都是跟你有关系的。

Zongshu20200317  00:36 



女听众：哦。他梦里让我帮他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
因为已经过世几年了，我念之前要怎么祈求，怎么跟
菩萨说？
台长答：什么都不要说了，念了给某某某就可以了。
女听众：就说“我某某某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给某某
某”就可以了，是吗？
台长答：对。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给这个亡人某某某。

Zongshu20200317  00:36 



男听众：上辈子让别人相思五年，这辈子至少想别人
六年，而且还得不到。请问师父，面对别人的相思如
何做才能不欠？

面对别人的相思如何做才能不欠情债

Wenda20180413  01:19:57



师父答：不要去勾引人家。你知道人家在喜欢你，你
就不要去抛电眼给人家。你知道他在喜欢你，你还去
多看他一眼，去勾引人家，你把人家魂都勾掉了，你
不是在欠人家情债啊？你就根本不理他，最多给他骂
几句，时间长了就没了。

Wenda20180413  01:19:57



问：13-09-2020，共修会晚香结束到家后，魂体被菩
萨带到欲界天宫。

观世音菩萨：“童儿，月老星君们是掌管娑婆世界男
女婚姻的天官。凡男女在一起居住，结合超过一年以
上，有缘分的在月老星君的姻缘簿上就算是夫妻了。
月老星君，请您给童儿开示吧。”

什么情都不能过头

卢台长来信解答（四百一十五）



月老星君：“夫妻之间乃三世因缘聚合。上辈子彼此
之间对感情的付出在今世因缘会遇时就会产生出火花，
相恋相爱再进入婚姻。至于在家庭里的善恶关系则要
看上辈子两夫妻是善缘大于恶缘，还是恶大于善。”
月老星君：“最怕男女之间胡乱淫荡，把自己大好的
感情福报给消耗掉，导致自己日后的家庭关系一塌糊
涂。信佛的善男信女若是能在缘分相遇时给彼此之间
念经、放生化解上辈子的恶缘，就会减少人间许多因
为感情问题而导致的婚外恋、离婚等问题了。

卢台长来信解答（四百一十五）



如果家庭关系变好了，婚外恋减少，娑婆世界男女邪
淫的罪孽以及因为感情恶缘而产生的恶口也会逐渐减
少。心灵法门许许多多的妇女都因为念佛放生改善了
自己未来所要欠的情债，减少心灵上的痛苦折磨。观
世音菩萨真的大慈大悲。另外，告知娑婆世界善男信
女们，同性恋是违反天地的阴阳运转。不管前世有无
缘分，只要同性之间有任何的情欲关系都是属于邪淫
的，扣尽福禄寿后就是投地狱、堕畜生道了。希望大
家好好警惕。”

卢台长来信解答（四百一十五）



答：所以一定要当心，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女孩子
和女孩子之间，都不要过分要好。如果两个人形影不
离，时间长了就会有问题，会产生一些幻觉幻相，觉
得对方像异性朋友一样。

卢台长来信解答（四百一十五）



如何化解情债



听众：如果真的不交朋友不结婚的话，就把这个情给
断了对吧？以后就不用再还了？
台长：是这样的，但你要咬得住牙的，如果你欠这个
男的了，这个男的就死乞白赖地盯着你，你要躲得开
的，躲不开的话你还会陷进去。比方说你前世欠他的，
到时候你就会喜欢上他。你要靠很强的毅力，知道
“我该要还债了，我现在不用人间的还，我念经给
他”，狂念经——解结咒、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
念心经给他。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再加上自身的力量，再喜欢的男人，我就不去和他好，
因为我知道这段缘分是不可以的，我跟他好的话我的
家就没了。咬咬牙，时间长了就过去了，这段情算还
完了，下辈子至少你不要再欠他的了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听众：会不会这辈子我没有还他，下辈子还要去还他？

台长：不会的，如果你单单咬咬牙，跺跺脚，你不去
还他，那你下辈子还要还。问题就是你念经了，你用
小房子还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本来被人家打了一个
耳光，你就本来要打还他的，现在人家说给你一万块
钱打个耳光，你肯定说“好啊，你再打我一下，弄个
两万吧”。就是说用这小房子抵消孽障了。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听众：有人以前对我特别好，比如给我又送礼物，又
请客，但是现在两个人不联系了，我现在学佛了，知
道不要欠人家的，可现在应该怎么去还呢？
台长：如果两个人不联系了，就不要找机会再去联系。
如果你跟他的恶缘还没断，你现在为了要还债再去跟
人家联系，好像觉得心里舒服一点，还带有这么一点
点的眷念，实际上你又在玩火了。你到目前还忘记不
了他，忘记不了他对你的好，实际上你这个债没还清。
如果你再去跟他联系，接下来你们两个人还会再好，
这叫玩火！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听众：如果对普通的朋友呢？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同
学这方面的？
台长：异性朋友交不得的，异性朋友交到后来都容易
出事。如果一个人说：“我告诉你，我男朋友多得不
得了，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事情的，你看我这个人
就是能够在男生当中如鱼得水，大家都对我好，但是
我跟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同学一样，我们没有其
它关系！”你相信吗？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不该去碰的就不要去碰，我告诉你，老先生老太太都
会擦出火花来，老实一点啊！不去碰，就念经、念小
房子不停地还。这个人间，你们不知道的，地府和天
上的事情不知道要比人间复杂多少倍呢！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听众：我知道有欠一个同事的，也是照您说的方法吗？
台长：对，你一定要记住，对同事最好跟大家保持一
个平等的关系，而且千万不要眼睛、行为、语言带有
任何一点点暧昧关系，这种都是你造因的一个果。造
了这个因，实际上就是在碰你的情线了，你这个情线
底线一冲破的话，你一定要还的！不要搞这些事情啊，
我告诉你，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咬咬牙克制自己，
再喜欢吃的菜不要去吃，再喜欢买的东西不要去买，
再喜欢碰的东西不要去碰。佛法讲以戒为本，什么叫
本？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本就是根本，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戒，没有戒律的话，
这个人是学不好佛的！一个人说“我很相信菩萨，我
很努力念经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实在是手痒，我要拿
一点偷一点，这个我实在熬不住我要吃一点”，这种
都是不能守戒的人；“我看见人就想骂他几句”，这
也不叫守戒。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听众：如果现在欠了很多同事的债，应该怎么还呢？
台长：如果人家不来找你的话，你就不去管他。如果
有人来找你，你就该还钱的还钱，该送礼的送礼，但
是感情一概谢绝，然后不停地给他们念解结咒，因为
只要现在还能找你的，说明你跟他的情缘还没有结束。
他找到你了就给他还钱还礼，希望这个情分结束大家
就拜拜了。另外在家里不断的念经。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一定要老实啊，过去如果做过一点不是太好的事情，
现在一定要老实，无论如何咬咬牙，再有情的话，说
明他没跟你结束，你就要咬咬牙，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2012年1月13日 玄艺问答



女听众：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长得还可以，
追求者比较多，但是以前她心态并不是很正确，喜欢
让别人追，让别人动心，学佛了，知道这样会欠很多
情债，要化解的话有些名字不大记得了，祈求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讲呢？

欠了很多情债该如何祈求化解

Wenda20180504  26:30



师父答：就跟菩萨讲“化解我的业障”。这都是已经
成为业障了，很麻烦的。别说女孩子了，你就是老太
太，都会希望引起人家对你的重视，到一个地方，都
是希望人家重视你。实际上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
也好，你到了一个地方，只要一块地方坐下来，你自
己保护着自己，哪怕没人看，你反而自己很舒服。整
天被人家关注的人，有什么舒服的？你看那些电影明
星，他们到处被人家讲、八卦，他们自己活得也很痛
苦的。

Wenda20180504  26:30



要什么名气了？有什么意思了？你去把人家眼睛勾了，
勾了人家盯住你了，讲老实话，你当时是感觉虚荣心
得到满足，实际上你很多的惭愧心就出来了，因为你
做不到很多事情，因为你满足不了很多事情，因为你
本身在人间没有这么多的物质、利益，你到了最后还
是显得自己更苍白。

Wenda20180504  26:30



女听众：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以前谈恋爱玩弄过别人
的感情，如果是欠了三个人的情债，针对一个人的某
一件事情念礼佛大忏悔文，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忏悔
好，还是总的忏悔感情上做错的事情好？

欠多人情债如何忏悔

Shuohua20160226  00:54 



师父答：像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感觉到欠某一个
人特别重，当时伤了他特别重，那么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忏悔比较好。因为泛泛地指的话会有点乱。就是说忏悔
三个人当中某一个人，因为你可以像人家有的放矢一样，
就这么做。

Shuohua20160226  00:54 



听众问：如果念到心里没有罣碍了，这个人后来死了，
还会来找同修吗？

师父答：如果念到心里没罣碍的话，基本上走了就不一
定会来。其实真正伤害自己，因为是在你的八识田中你
伤害过别人，伤害别人之后自己在心中已经罣碍了，这
个罣碍实际上已经是对你的报复了，所以你一直忘记不
掉，会痛苦、会难过。

Shuohua20160226  00:54 



师父答：等到你自己念掉了，实际上他接受另外的一个
惩罚或者接受另外一个福报去了，他跟你没关系的，只
是你自己给自己创造了这个阴影，是因为从他身上反射
到你身上的罪孽，所以你念掉了就没事；但是你念不掉，
他这个罪孽就会到你身上；如果你根本不忏悔，那么他
魂直接就可以到你身上来找你。

Shuohua20160226  00:54 



女听众：有的时候同修避免不了别人对他的暗恋，情债
很可怕，就怕他生前喜欢过你，对你好过，死了再来找
你。

师父答：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没给他一种明确的答复，
你应该没有什么罪孽；如果你当时眼睛或者行为，甚至
你写的一封信让他想入非非了，那这个基本上都是要欠
情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对方没有一点反应的
话，他应该不算欠情。

Shuohua20160226  00:54 



问：可以许愿念诵1万遍解结咒来化解三个人之间的
怨结和恶缘吗？例如化解我和我爸爸我妈妈三个人彼
此之间的怨结和恶缘吗？

师父答：偷偷念，不要告诉他们，告诉对方效果减半。
有些人很傻，去跟对方说“我正在跟你念解结咒”，
这样效果减半。

念解结咒不要让对方知道

卢台长来信解答（一百八十一）



问：师父曾在录音中对师兄提问“如果还没有碰到感
情，想提前把这个事化解掉，能不能念一波一万遍的
解结咒来化解感情的缘分”，回答都可以的。这是个
案吗？如果不是，每天念诵的时候祈求的时候是否可
以祈求化解我xxx感情的缘分？

师父答：都可以这样念，可以这样祈求。

如何预先化解感情方面的问题

卢台长来信解答（二百零二）



问17：师父之前过开示，许愿不结婚的，并不代表情
债就没有了。我已经许愿终生不结婚，但梦中的我结
婚了，请问是代表我有情债吗，应该怎么办？

答17：很多人许愿不结婚，但还是有很多的情债要还，
到时候就会痛苦难受，只有不停地念经化解，否则就
陷入情网了。

许愿不结婚是不是情债就没有了

卢台长来信解答（三百五十）



男听众：师父好，您在2016年台湾台北法会开示：“普贤
菩萨开示‘爱是轮回的种子’。他说的‘爱’就是轮回，
因为你爱进去了，你就要轮回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爱到里面搞不清楚了。普贤菩萨说‘欲爱是堕
落的根源’，欲爱就是有欲望地去爱，那更不好，是堕落
的根源。普贤菩萨说‘贪是地狱的毒蛇’，欲海难填，就
是说人的欲望像大海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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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修一切善，
才能共攀四圣，早登极乐。”

爱是轮回的种子

Shuohua20180406 00:55 



请师父开示一下，普贤菩萨说“爱是轮回的种子”，师父
您也开示过，同修之间如果缘分很深，看看彼此，心里开
心就好了。为什么不要有过分的行为？天人之间的爱都是
心里的爱，也没有行为的。您让我们看看彼此，心里爱他，
是不是“放下”的初步阶段？是否不和对方接触才是更好
的办法，才能不造新业呢？

Shuohua20180406 00:55 



台长答：对啊，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要造新业。爱要怎么
爱？要高尚的爱，不是人间的那种爱，那你就脱离了那些
低级趣味了。菩萨叫我们不要把人间的情爱罣碍在心，因
为你罣碍情爱，就脱离不了苦海，我最近跟弟子开示说，
你只要在人间动这种情，你就是在六道里轮回转脱不出来
的。只要你跟异性有这种事情，就算在人间是如理如法的，
对不起，你永远在六道轮回。

Shuohua20180406 00:55 



人的缘分犹如无根的草，风一刮就倒了，拔掉了，就长完
了，结束了。无根的草是没有根的，这种草是不能长久的。
风一刮，草就没有了，根一拔，草就自己凋谢了，因为这
种草没有根。有些草有根，你今天把它割了，它明天又长
出来了。所以，当缘分来的时候，有些人很快地就陷入缘
分之中，将自己绑起来。缘分可以说是人的感情的缘分，
女孩子跟男孩子谈恋爱就是这样的；也可以说是孩子跟父
母的缘分。

缘起性空

白话佛法（十）10.《宿怨是孽障的根》



今天你们一生孩子，缘分来了，你就被绑起来了，你没有
你自己的时间了，你今天能够抽出时间来听师父讲课，那
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是在平时，哪有时间走出来啊？要给
孩子喂奶，要换尿布，多少事情啊，缘分来了你逃得掉吗？
缘分把你绑起来了。看见一个喜欢的人，心里想着不要想
他，我是学佛人，我要克制自己，我不能想他，可是还是
要想他，没有办法，这就是缘分。

白话佛法（十）10.《宿怨是孽障的根》



有些人见到缘分想躲避，但是躲不了，自己来解缘那是最
好的方法。就是说自己把这个缘分解掉，怎么样解呢？师
父教你们，首先要躲避。明明跟他有机会见面的，不见；
只要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不去；有可能碰到他的机会，全
部避开，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躲避。然后在精神上，要
念《解结咒》、《心经》化解缘分。不容易啊，自己想的
东西，还要自己想办法把它去除掉，难不难啊？很多酒鬼
放一瓶酒在桌子前面，他就不喝，为什么？他知道马上要
开车了，怎么办？很多人喝酒后开车，被罚过款，怕了、
痛了，但是也有很多人酒后开车被罚款了也不买账，照样
拿起酒瓶就喝，这就是人生啊。

白话佛法（十）10.《宿怨是孽障的根》



不管善缘还是恶缘，我们
都要把它转换成佛缘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UQndsJST4&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