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6月 11日 
 
[11/62:20] 彭秀儀: 《 即烦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  》 
 
老師 對我以上四句偈其中的提示: - 
能夠 無住於妄念、無生滅往還，心不因外境而生苦樂，無五蕴三毒所生的萬千烦惱，这就是 " 即

烦惱是菩提" 道理是這樣說，怎樣下手呢？否則只是空話。 

 
能由迷顿悟，達至見性成佛，有佛智慧到彼岸。 這是一念、亦是念念的事啊! 多想"一
念"成佛这化身境界如何行持，再來說啊! 
 
 
《 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 
 

( 我覺得是今期要討論經文的重心、總结。也能 補充我之前的四句偈) 

[11/62:20] 彭秀儀: 《 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 
 
"用智惠觀照" 就是要以般若智觀照。達到 : - 
" 無念、無'憶、無著" ，意即於一切諸法不取著，無相無住的覺性觀照； 
 
"莫起誑妄，即自是真如性"，谓在般若觀照下，了知諸法實相，自心不去分別诸法  (心經云，"是
諸法空相 ....不增不減")。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在般若智慧觀照下，覺知 诸法缘生缘滅，能夠 不着於有無 二边，行者自
能免陷於 ' 有、取 、無、 捨' 的 妄念。 
 
以 ' 無我' 的立場修持，證悟萬物與我为一 的宇宙真理，就是 "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以此法門，
念念如是的觀照修持，達到身心進入真如境界時，就是証悟 " 即見性成佛道" 
[11/65:07] 陳明志醫生: From London: 歌頌現世為公平而戰鬥的菩薩, Muhammad Ali; 他的代表教
晦: 凡預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Don't be Bitter, be Better!" 菩薩活在我們當中, 只要我們能夠開我
們的菩薩心. Om Amitabha Hri  



 
此菩薩活在我們各人心中.  
 
[11/65:57] 陳明志醫生: Take home message from the Muhammad Ali funeral of joy and celebration: 
Muhammad Ali writes his own story, a Bhodisattva writes his own story, a Buddha writes his own story; 
go and write your own story! 

[11/6 8:29] 張惠能博士: 感谢 Pandora 及 Ronald 的分享!  

 
 
大家继續。大家所說的法，能教聽者終身不忘，就是印心。故學習說話、寫作，也是佛法主要部分

(说通)! 加油!  

 
[11/615:57] 甘耀權: 經文中講到無記空。又講到世人性空，亦復如是。看來是否定的説法。但是又
説此是摩訶行。何解？ 
[11/618:40] 甘耀權: 經文的斷句可能有誤！莫定心坐禪，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 
很可能是：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 

[11/618:45] 張惠能博士: 对不起! 刚下课，一陣回應大家。  

[11/618:51] 甘耀權: 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起心動念可以化現萬法是
自性空的性質。觀察是否有煩惱伴生認識身妄是修行上的功夫。毎一個念都如是觀照，能見諸法實

相。是般若行。 
[11/619:14] 張惠能博士: 先回應 YK 
 

 
 



經文的斷句可能有誤！莫定心坐禪，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 

很可能是：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 "無記空"，不等於"無記"。它們是兩碼子事。

若需要，您只要在"即落無記空"後加上句號，阅讀時便不會產生誤解了! 
[11/621:22]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 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 是这次您要說清楚的四句偈 

 
"用智惠觀照" 就是要以般若智觀照。達到 : - 

" 無念、無'憶、無著" ，意即於一切諸法不取著，無相無住的覺性觀照； 當人生遇到

逆境沖擊，什麼"思量"、"智慧"能令大家做到不取不捨呢？ 
 
"莫起誑妄，即自是真如性"，谓在般若觀照下，了知諸法實相，自心不去分別诸法  (心經云，"是

諸法空相 ....不增不減")。 般若怎样观照呢?諸法實相是什麼？與諸法空相是一？是二?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在般若智慧觀照下，覺知 诸法缘生缘滅，能夠 不着於有無 二边，行者自

能免陷於 ' 有、取 、無、 捨' 的 妄念。 好消極啊! 自三身佛去了哪？ 真空妙有，

怎樣可能呢? 
 

以 ' 無我' 的立場修持，證悟萬物與我为一 的宇宙真理，就是 "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從"無我"到"宇宙與我"一體，怎说？不取不捨是什麼狀態？ 

 

以此法門，念念如是的觀照修持，達到身心進入真如境界時， 這是入了"空"啊! 未回歸

現實成為"有"啊! 
 
 

就是証悟 " 即見性成佛道" 其實有很多正面、具肯定力的句子，您看不見,可惜! 这

也是一般講佛教的人的通病呢! 要撥亂反正，今天確要有大雄力、大願力的說法人才行! 
 

谢谢分享! 互勉之! 



[11/621:23] 彭秀儀: 感恩老師  

[11/621:24] 彭秀儀: 会细细思考你的啟示  

[11/621:25] 張惠能博士: 其實，我問您的，您也不易回答。即是您也是借來的。借是可以，但要借

自己明白的，才有验证的方向。  

[11/621:26] 張惠能博士: 加油啊!  

[11/621:29] 彭秀儀:  

[11/621:34] 張惠能博士: 覆 Ronald 
 

您上次、今次 Quote的都好! 只可惜都是西方"賢"人。古、今佛经就無物了？古、今

佛法就無證道人了! 恕我直言冒犯(也是恨鐵不成鋼), 若我們說佛法要常常用西方達人的说話才能
说，這是佛教的悲哀! 
 
From London: 歌頌現世為公平而戰鬥的菩薩, Muhammad Ali; 他的代表教晦: 凡預到任何不公平
的待遇："Don't be Bitter, be Better!" 菩薩活在我們當中, 只要我們能夠開我們的菩薩心. Om 

Amitabha Hri  

 

慎思之!  

[11/621:50] 張惠能博士: 覆 YK 
 

 
 

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 很好的四句偈! 確也是般若行中心。 

 
起心動念可以化現萬法是自性空的性質。觀察是否有煩惱伴生認識身妄是修行上的功夫。

正確。但?以"誰(什麽立埸)" 来观？這是第一重要啊! 般若观照不外乎"立埸(?)"與"肯定(?)"来清淨
煩惱动已! 否則不用说"自三身佛"啊! 
 
毎一個念都如是觀照，能見諸法實相。是般若行。 "如是", 智者師曾以"如來" 來解釋，
很有意思。"諸法實相", 也試略為說明啊! 何以世尊說它是"唯佛也能知之" 呢? 
 



謝謝分享! 感恩!  

[11/622:01] 張惠能博士: 請大家继續啊! 若大多數佛弟子不能說清楚一段佛經，令自他感動、肯定
"善"的話，这等如是入如來宝山空手而回。看! 相反很少基督徒是不懂查經及分享見證的啊!  
 

與大家乘願再來"一期一會"，我們一起加油啊!  

[11/622:02] 張惠能博士: 現在先備課明天上堂，大家继續啊!  

[11/623:48] 甘耀權: 說到立場，眾生皆有佛性，清淨無染，能生萬法，本自具足，知道這個便是悟
入真心本性 
[11/623:51] 張惠能博士:  
即從法身思量，故是绝对立場，亦是一种肯定! 
[11/623:52] 甘耀權: 如是、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