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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i 

 

序 言 

 

《佛言佛語（第十一冊）》為盧軍宏台長

在 2021 年閉關期間為世界佛友的最新開示集

結而成。台長時刻心繫眾生，孜孜不倦廣闡佛

法精要，以佛法般若點亮眾生的心燈。 

書中一言一語皆闡釋佛法真諦，微中見

著，契合生活、修行、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

彰顯大乘佛教無我利他的義理。佛法即是生

活，人成即佛成。 

願以本書使佛教至高無上的智慧如同甘

霖滋潤有緣眾生的心田，共霑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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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軍宏台長簡介 
 

盧軍宏台長現任澳洲東方傳媒弘揚佛法慈

善機構董事局主席、澳洲東方傳媒報業廣播電視

集團董事長、澳洲華人佛教協會會長，澳大利亞

太平紳士、馬來西亞拿督、意大利錫耶納大學榮

譽客座教授、受聘著名國際佛教大學榮譽客座教

授、英國西蘇格蘭大學佛學與哲學講師。 

盧軍宏台長三十年來孜孜不倦、全年無休致

力於在澳洲及全世界弘揚佛教精髓，推動慈善事

業與文化和平交流發展，至今已經在全世界五十

多個國家與地區擁有近 1000萬信眾。 

盧軍宏台長因其爲國際文化和平所做出的

突出貢獻，在聯合國、美國國會、美國寬容博物

館、澳洲議會、德國柏林等地舉辦的國際和平會

議，以及英國倫敦世界宗教聯合大會上，多次獲

得世界和平大使殊榮；2015 年，盧軍宏榮獲美

國眾議院頒獎表彰其在世界範圍內推動文化和

平交流所做的貢獻； 2016年美國國會爲盧軍宏

台長頒發獎狀，表彰盧台長多年來在國際社會傳

播慈悲和諧、致力世界和平所做的突出貢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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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新澤西州 West Orange 市政府，授予盧軍宏

台長 West Orange 市榮譽市民獎。斯里蘭卡總

統為盧軍宏太平紳士頒發獎項，表彰其為澳洲與

斯里蘭卡經濟文化交流做出傑出貢獻。在澳洲因

其突出貢獻和公信力被澳洲政府授予“太平紳

士”，在澳洲議會獲得頒獎認可；並獲得馬來西

亞皇室賜封拿督終身榮譽爵位；成爲意大利錫耶

納大學榮譽客座教授；作爲世界著名僑領及華人

精英，中國政府特別表彰入選《2014 中國人物

年鑒》；作爲特邀嘉賓出席 2015年第十二屆聯合

國衛塞節慶典活動；2015年 9月、2016年 9月，

應聯合國大會主席邀請出席在聯合國總部舉行

的“2015 年聯合國大會和平文化高峰論壇”、

“世界和平高峰論壇”並發言，與聯合國大會主

席、秘書長潘基文及世界各國政要領袖共謀世界

和平。2017年至 2019年應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衛塞節慶典”做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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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 2021 年春節開示 

師父祝大家春節愉快， 

學佛精進，萬事如意！ 

學佛人的春節， 

是和智慧在一起度過的。 

用智慧過新年， 

雖然受疫情影響， 

但是因為我們看得到未來， 

所以我們的心情 

不會被人間的煩惱所控制。 

佛菩薩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有大愛和慈悲， 

遠遠超過人間的任何名聞利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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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對我們的關心， 

是我們過新年最幸福的種子。 

禪定的般若， 

將會讓我們克服人間所有的煩惱。 

因為昨天會過去， 

明天會更美好。 

因為煩惱會過去， 

般若才會現前。 

雖然今天有煩惱， 

但明天一定會給你帶來 

菩提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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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人間， 

就是活在煩惱和菩提之間。 

每天能夠用佛菩薩的菩提智慧 

戰勝煩惱， 

你就是一個能夠戰勝 

世界上任何煩惱的智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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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與收穫 

想一分耕耘， 

就擁有十分收穫的人， 

那是擁有了“貪心”； 

只管耕耘，不問收穫的人， 

那是擁有“愛心”。 

收穫不會因為你的耕耘而減少， 

而耕耘多少，直接影響到你的收穫。 

一個整天認為別人都是錯的人， 

他的八識田中充滿著偏見； 

一個滿口謊言的人， 

他的七識田中嚴重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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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語言布施的人， 

他的七識田中，充滿著慈愛； 

一個整天布施的人， 

他的八識田中，充滿著曼陀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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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身體健康，是體質的正能量； 

心靈健康，是靈魂的正能量。 

愛因斯坦曾說， 

能量會轉換。 

我們學佛人心靈健康， 

身體就能轉換成健康。 

一個人心理不健康， 

就算他身體健康， 

他的身心都會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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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可以變物質， 

心裡亂想的事情，轉換成物質， 

就會造成對身體的傷害。 

嘴巴說一句惡言惡語， 

會轉換成大家對你的憎恨和厭惡， 

這就是精神轉換成物質。 

“知足”，你的心就會常樂； 

“善良”，你的心就會法喜。 

學會理解別人，眾生需要理解。 

你能讓眾生理解你，是你的福氣； 

你能理解眾生，是你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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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業根本是功德 

心態是消業障的條件， 

福德是消業障的資糧， 

慈悲是消業障的基礎， 

功德是消業障的根本。 

遠離無明習氣， 

磨練自己心性。 

內心深處植眾德本， 

八識田中植功德本。 

清淨心是功德的根本， 

培養內心的虛空境界， 

才能斷惡修善，修成離幻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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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人不應執著罣礙， 

無悔無報地行善， 

內心自然清淨無染。 

“無欲無為”， 

那才是“事中無心”， 

“心中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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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慈悲 

“大慈大悲”就是“大智大慧”。 

“慈”會給你增加“智”； 

“悲”會給你增加“慧”。 

仁慈，心中不會有恨； 

悲愍，心中不會有怨。 

不對別人抱太大的希望， 

你就不會有太多的失望。 

自強自立地生活， 

自覺自悟地學佛。 

能夠自覺修心的人， 

是一個悟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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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帶領眾生一起修心的人， 

那是一個覺悟的人。 

常觀照自己的心，是不是如如不動； 

常觀照自己的行，是不是動靜一如； 

常觀照言語善惡，是不是口吐蓮花。 

只有常觀照自己的思維、行為、語

言，才能照見五蘊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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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己的人， 

一定會被別人所尊重； 

尊重別人的人， 

一定會被別人所尊重。 

一個被別人尊重的人， 

他本身就有道德和修養。 

所以有修養的人，一定有道德； 

有道德的人，一定有修養。 

當你在騙人的時候， 

首先你已經在犯戒； 

因為你在騙自己， 

所以你會失去別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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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犯錯，但是人不能妄語； 

犯錯可以懺悔，妄語那是犯戒。 

常犯戒，會累積業障。 

業障一多，災劫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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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是痛苦 

遇事能原諒別人，你就是菩薩。 

遇事不怒，是看穿紅塵的一種表現； 

遇事就跳，是執著紅塵的一種表現。 

念念不動， 

是無念的基礎； 

境自如如， 

是看破放下的基礎， 

能夠讓你在無常的變化中， 

學會寂靜。 

從無念到無生， 

就是一個去除煩惱的修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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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就是只看眼前利益的凡夫， 

執著的人會把別人 

對自身的評價看得很重， 

執著會讓你傲慢自卑心熾盛。 

觀身不淨，才不會造業； 

觀受是苦，才不會懈怠； 

觀心無常，才不會煩惱； 

觀法無我，才不會執著。 

保持清淨隨緣的心態， 

才能無欲自然心如水。 

隨順內心和外境感受， 

都是隨順因緣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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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信 

平安是福，無常是苦。 

真正的平安， 

是內心的平靜和安定。 

能夠把菩薩放在心中的人， 

那就是在修心。 

正信，使你的人生有堅固力； 

正念，使你的人生有加持力； 

正見，使你心中充滿正能量。 

菩薩的保佑，加上自覺覺他， 

這樣才能出離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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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的心，是正信的； 

修行人的心，是和菩薩相應的。 

為眾生分憂，就是大乘佛法。 

恆長的堅持，就能超脫凡塵。 

守戒律，來遠離三惡道； 

守心念，來遠離顛倒夢想。 

修行菩提，所得善根， 

皆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學佛的人要眾罪皆懺悔， 

諸福盡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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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念 

學佛行中道，才能不偏不倚； 

為人行正道，才能不貪不邪。 

有一種愛，超越人間紅塵， 

它是人傷我痛的菩提心， 

它是無私的大愛， 

這種愛就是“慈悲”。 

有修養，有恆心， 

才能如如不動， 

你才能看到佛光普照。 

每個人的心，都是一本經； 

看你什麼心，念出什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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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正，念佛經； 

心念邪，不正經。 

心在一念之間，能化出佛與魔。 

一念善心，慈悲心； 

一念惡意，邪魔心。 

救度眾生慈悲心，讓你本性念心經； 

貪瞋癡慢愚癡心，讓你難逃陰魔心。 

走向陽光，遠離黑暗。 

慈悲離愚癡，學佛得真知。 

走向慈悲道，遠離貪瞋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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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吉祥學佛樣 

學佛人， 

要有乘風破浪救度眾生的 

信心和意志。 

解脫的障礙，就是欲望； 

放下的障礙，就是執著。 

修心學佛要遠離“四相”， 

才能獲得真實佛果。 

人人都有智慧， 

只是有些人的智慧有障礙， 

所以叫“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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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會有業障， 

只是有些人在業障中， 

思維殘缺，不開悟， 

不能解無常， 

最後才叫“殘障思維”。 

夢幻泡影是無常， 

正信正念佛金光。 

莫讓私欲遮無常， 

證悟菩提心金剛。 

法師證悟是榜樣， 

居士開悟心安詳。 

遠離娑婆學佛相， 

救度眾生是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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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篇 

有德之人——無心； 

有心之人——無德。 

（此心指人間私心） 

“道德”是建立在 

為眾生利益考慮的基礎上。 

能了知世間一切智慧， 

你就是擁有了般若智慧。 

學佛要理解“似相非相”。 

任何事物發展， 

表面都有一個相的存在。 

實際上，此相是空無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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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之相，即非本相， 

乃人間物質表相也。 

長存善念，常樂我淨。 

不造惡業，不受報應。 

放生念經，勤種善因。 

吃齋念佛，平安心靜。 

戒殺生， 

是每個學佛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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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成佛 

知難而進者，為聖者； 

知難而退者，為愚者； 

知菩提者，為智者。 

吃苦就是消業， 

消業不再造業，乃聖者。 

任何的因都會有果， 

所以謹慎自己的因， 

就是防止果報的我。 

在因上，可以積累無量的福慧功德； 

在果上，只能承受無量的業障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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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正覺， 

乃佛家之本，修行人之覺悟； 

修成正道， 

乃學佛人之所須擔當的責任。 

用佛法降伏自心，消除貪瞋癡慢疑， 

才能真正成為佛道之妙法聖人。 

甚深微妙法 

就是知因懂果。 

能放下萬緣， 

就是甚深法； 

能解脫煩惱， 

就是微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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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緣 

“雜念”像說謊，一絲“雜念”， 

需要無數個“正思維” 

來轉移和抹去它。 

“說謊”，需要無數個 

“妄語”和“解釋”來掩蓋它。 

當人在追求太多物質時， 

八識田中的佛性會流失。 

無私地奉獻，完美的回報； 

純潔地付出，完美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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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而不住善， 

弘法而不住法， 

布施而不著相。 

長此以往， 

就會破“執著”與“我相”。 

心中有善，善行善念， 

淨心行善，實乃真修。 

主宰自己生命的，是你的意念； 

主宰你的命運的，是你的慧命。 

常思己過，佛緣在。 

常樂我淨，慈悲在。 

常存善念，佛心在。 

常行慈悲，佛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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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圓滿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少殺生，多放生，功德圓滿。 

忍耐並不代表你的懦弱， 

反而顯示出你的修養。 

美滿並不代表著幸福， 

自私自利得到的美滿， 

那是不圓滿的幸福。 

人間的美滿，五濁浸染不圓滿； 

人間的幸福，因為沒有大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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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無常，懂佛理。 

只有在精神上才能獲得真正的圓滿， 

在物質上你永遠達不到圓滿。 

   

放下偏執去我相， 

自度度他佛法揚。 

遠離五欲離四相， 

無欲如水壽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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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自明 

反觀自照五蘊心， 

常懺常悔慈悲心。 

世間無事是正等， 

世上無欲是正覺。 

爭鬥只會刺激你心中的傷痕， 

只會給你帶來痛苦的後遺症。 

寧靜是補藥，可以彌補人類的痛苦； 

智慧是良藥，可以醫治煩惱後遺症。 

能聽勸者，就能遠離苦厄， 

他是有佛緣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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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捨名利，富貴心； 

常捨貪欲，菩提心。 

 

真正的慘敗，是你摔倒了爬不起來； 

真正的放下，是你遠離是非並放下。 

心中無罣礙，何來煩惱魔？ 

能排除痛苦、去除煩惱的人， 

就是一個能遠離黑暗走向光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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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緣 

悲愍眾生是善緣， 

慈悲有情是佛緣， 

自度度人是隨緣， 

改惡行善學佛緣。 

隨緣的人，能夠把阻礙變成增上緣； 

發願的人，能夠在困難中越過障礙。 

天天撒下慈悲種， 

平等見性佛性重。 

遠離輪迴佛法弘， 

慈悲忍辱性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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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佛人必須眾善奉行， 

諸惡不作。 

我們學佛人要學會 

讚歎眾生的佛緣成熟， 

學會解脫自身煩惱的善巧方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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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盡貪欲之火 

過度的需求就是欲望的開始； 

過度的欲望就是業障的開始。 

人有需求很正常， 

但只要過分了，就變成了貪欲。 

欲望之火， 

可以毀滅你的生命和慧命。 

人在世界上， 

天天活在顛倒分別執著中。 

只有遠離夢想，才會不顛倒夢想。 

只有去除分別，才能生出平等心。 

只有拋棄執著，才能夠隨順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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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別人容易，但不如戰勝自己。 

戰勝自己的欲望和煩惱， 

那才是轉煩惱為菩提。 

戰勝別人除了增加自己的貪欲， 

還會增加自己的痛苦與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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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來緣去 

經常的妄念，會讓你精神頹廢； 

長久的懈怠，會讓你本性流失。 

想擁有八正道，在於轉凡成聖。 

想擁有正思維，在於正命正念。 

想擁有正精進，在於正悟正定。 

完全地放下，可以減少痛苦； 

選擇性地放下，會讓你欲罷不能。 

人生就在選擇中， 

人間就在無常中。 

人情就在放下中， 

人性就在開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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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也是緣， 

去也是緣， 

隨緣度眾， 

那才是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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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脫 

真心去做每一件善事， 

你就會擁有智慧本然。 

修心人想去除心中的障礙， 

必須看破每件事的五蘊。 

看不清一件事物和人的本性和空性， 

你就會在假我中陶醉， 

你會享受短暫人間的樂趣。 

只有當你看破， 

你才能解脫放下， 

你才能理解真性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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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就是力量， 

智慧就是圓滿。 

纏苦纏果想解脫， 

苦集滅道要知道。 

輪迴因緣遠離禍， 

涅槃滅度娑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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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善念能利益眾生，惡念會傷害眾生。 

善是佛的種，惡是魔的根。 

每天為生活而忙， 

只是在人間探索一條生活之路； 

每天為度眾而忙， 

是在人間萌發慈悲善種的回天之道。 

懺悔宿業，感召福德； 

攝守心性，感召佛性。 

心不明，理不清；心念雜，意不淨； 

淨思維，心清靜；辨是非，懂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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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執有，不執空 

低調的人不會執著， 

智慧的人不會頑固； 

不執不著，心淨心空。 

多念心經少煩心，多做功德存善心， 

多念佛經清淨心，多學菩薩慈悲心。 

什麼叫執著？ 

就是在八識田中還沒有去除的貪心。 

什麼叫慈悲？ 

就是深藏內心深處的智慧。 

對人生態度的改變， 

就是在改變你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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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見五蘊皆空 

人間的擁有和失去， 

是感覺上的苦和樂。 

你執著著世間情， 

你就擁有苦和樂； 

你離開了紅塵情， 

你就遠離了愛情和仇恨， 

你就遠離了癡迷，遠離了無明苦， 

更遠離了顛倒夢想。 

愛和恨會過去， 

情和仇也會過去， 

過去就會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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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就是福， 

平靜就是樂。 

爭鬥換來的是煩惱， 

謙讓換來的是平安。 

學佛人只有心中明心見性， 

你才會破無明，見本性； 

你才能將人間的紅塵情愛 

和如夢幻泡影般的名利得失， 

用你心中的佛性， 

一直照見到它的 

五蘊之外的真如本性， 

你這才是照見五蘊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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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世界 

多慈悲，多感恩，多愛惜眾生， 

就會擁有人間菩薩的基礎。 

遠離紅塵，靜觀世界， 

你會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無常”， 

這就是你開悟人生的機緣。 

名利即幻，財富皆空， 

但人對於名利， 

總是以為這是屬於我的。 

用“常見”的心，去看“無常”， 

就會種下輪迴的種子。 

身外之物，執著擁有， 

當失般若，丟失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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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命真實不虛， 

如不開悟當下， 

人生曇花一現。 

須嚴守戒律，精進向善， 

抓住一世為人的機會， 

消業障，積資糧，增功德。 

時光一去不復返， 

圓滿的人生， 

是在修心為上的真理之中， 

重見慧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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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煩惱的時候不要惹煩惱， 

有煩惱的時候不要怕煩惱。 

 

煩惱到，智慧跑； 

煩惱離，痛苦移； 

沒煩惱，放下好； 

去煩惱，境界高。 

（白話小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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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這是一個關於心的學問 — 因為世界萬物“皆由

心生”，救人先救心。 

這是一扇神奇的大門 — 因為它能開啓人生的智

慧，引領眾生走上佛道，離苦得樂。 

心靈是鎖，法門是鑰匙，用法門打開你的心靈即

“心靈法門”。 

心靈法門是一劑現代社會的良藥 — 因為它真正

將傳統文化精粹用於指導現代人生，家庭和睦，社會

和諧，世界和平！ 

悉尼著名愛國僑領盧軍宏太平紳士，自 1997年始

即在廣播電台中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與佛法。盧台長

所弘揚的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是末法時期觀世

音菩薩賜給人間救度眾生的靈丹妙藥。 

盧軍宏台長秉承觀世音菩薩慈悲救度大慈大悲的

精神，覺海慈航，妙法度眾，以般若智慧點化夢中人。

盧台長以現代化的電台和網路為媒介弘揚大乘佛法；

親赴世界各地弘法演說，廣結善緣。短短五年內，“心

靈法門”即被世人所廣為接受，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學

佛修心的熱潮，信眾已達一千萬，盧台長網站點擊率

更是達到 5000萬。觀世音菩薩的“心靈法門”，正在

將中華文化與佛法精髓迅速弘揚至全世界。盧台長因

其三十年的無私付出和菩薩行，廣受在家居士及出家

法師的擁戴與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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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法門以“三大法寶”許願、念經和放生為基

礎，透過“白話佛法”指引人們念經、修心、修行，

啓迪智慧，破迷開悟，自度度人，並學習觀世音菩薩

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而廣度眾生。 

 “心靈法門”，傳的是人間佛法，教導人們如何

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困難。讓大家透過在人間的修行，

消除孽障，減少病痛，脫離六道輪迴，共同走向西方

極樂及四聖道。 

盧台長的“白話佛法”，闡釋的是心的學問，心

的原理，心的義諦。佛經說“佛說種種法，為治種種

心”，這心就是指我們心中的煩惱和無明。心靈法門

能根治人們的種種妄心，破迷情妄執，立正法正信，

洗滌心靈的污垢，引領人們認識自己的良心，找回自

己的本性，回復本來的性德，開啓人生的智慧，從而

脫離人間六塵之束縛，回歸本有的清淨的境界，實現

生命的超越。 

心靈法門，愛國愛民，遵紀守法。學習心靈法門，

不僅對期盼平安吉祥，幸福快樂的普通百姓有著現實

的指導意義，而且對促進社會和諧安定也有著深遠的

社會意義。 

願更多的有緣眾生能夠搭乘觀世音菩薩的救度之

船：淨化心靈、離苦得樂、超脫煩惱、消除孽障、超

度有緣、還清冤債、廣度眾生、同登極樂、共攀四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