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0:22] 張惠能博士: 六祖惠能說：「一卷《壇經》，不失本宗。」又說：「得遇《壇經》者，

如見吾（惠能）親授。」您對《壇經》的認識有多少？禪宗為什麼用它作印證？讓我們一起

來學習《壇經》。你將會發現：不是專注靜坐才是在修般若，而是行、住、坐、臥都要做到智

慧的觀照自如，方為「般若行」。  

[1/60:25] 彭秀儀: 行、住、坐、臥觀照自如 

[1/60:31] 張惠能博士: 第一段經文，是有關於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為相？無

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 
 
「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

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此是以無住為本。」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 
 
「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

念斷即死，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

經法。是以立無念為宗。」 
 
1.    甚麽是無念？甚麽是無相？甚麽是無住？請大家試試各自以 少的文字来說明。每一項

不超於 30 字。當中可包括原經文部分及自己的看法部分。講經說法工夫，不在長篇大論，而

在精簡。 
 

[1/60:35] 張惠能博士: 我們所採用的，是敦煌原本。  

 
http://tendbc.net/?p=1838 
[1/60:46]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行、住、坐、臥，是什麼? 可用兩字代替嗎? 觀照自如，一

般人不明白，可以用人人簡單易明的一句來說嗎? 不要急，想清楚。 

[1/60:51]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先要謝謝您，您是般若行中第一人啊!

 



[1/60:54] 彭秀儀: 老師，我對六祖壇经不懂，只覺是喜歡。 
[1/60:56] 張惠能博士: 敦煌原本，無半字廢話，又是白話文，易講易解。過兩三天再答啊! 是

要先去學習聞思。  

[1/60:58] 彭秀儀: Thx a lot of the right version....and the correct attitude

 
[1/61:10] 1 林張丽琼: 感恩 Bruce 主題嘉賓，提供六祖壇經主題：甚麼是無念？ 
甚麼是無相？ 
甚麼是無住？給大家討論。 
也誠意邀:陳劍鍠教授、何濼生教授、陳沛然博士、黃堅強博士、黎耀祖博士、危丁明博士、

何曼盈博士、彭泓基博士、譚寶碩老師，歡迎全部主題嘉賓一起討論主題，給會友更多學習 
感恩大家！ 

[1/61:12] 彭秀儀:  

[1/61:12] 張惠能博士: 現也界不易佛世界，確是要互相頂禮、互相供養!

 
[1/61:19] 1 林張丽琼: Bruce 老師，感恩您支持般若行，給大家多一處學習、分享勝緣 
[1/67:53] 甘耀權: 抽離地看便是無念 

[1/68:03] 張惠能博士: 感謝 YK。  

 
可否先引一句壇經，再作引伸？ 
 
"講經"第一原則,是解用"四句偈(心法口訣，不一定是四句，但也叫四句偈)", 不能太隨便。 
 
先有經的"四句偈"，再講解怎樣用它。大家这兩個月，都用這原則啊! 這樣修學才能進步。

 
[1/68:27] 張惠能博士: 多重覆去讀(聞思), 到了心中特别相應"四句偈( 少的文字能把道理点

破，把自己思想境界立即提升者)"，心被它感動了是印心，這時便容易說。 
 



慢慢来，大家不要著急，才會印心。  

[1/68:35] 張惠能博士: 聞思圆滿是開悟。能做到念念在这開悟到的境界中(修證)才是真正的

體悟。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輕视讀经及"受持四句偈，為他人說"這第一大原則! 這出自"金刚经

", 本身就是修習佛法的中心秘密。  

[1/68:47] 張惠能博士: 開悟跟親身體悟不一樣。體悟又名證悟。釋迦牟尼便是大證悟者。 
[1/68:59] 張惠能博士: 補充一句，其實 YK 所說的，用來引伸未來"自三身佛"某一句，可以

成為正知見。否則太含糊了，說了於人於己也沒有太大幫助。  

[1/69:05] 甘耀權: 境上不染那一段話在金剛經中的對應：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1/69:08] 張惠能博士: 四句偈:境上不染。 
 
解用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這樣解說，您覺得自己明嗎？人家明嗎？ 

[1/69:10] 張惠能博士: 很好的四句偈，謝謝!  

但要說得明自己，才可說得明别人啊!  

[1/69:10] 甘耀權: 所以我説抽離，從事件中抽離出來看。 
[1/69:12] 張惠能博士: 大家遵守"受持四句偈，為他人說"這第一大原則啊! 否則不是講經

了!  

[1/69:13] 張惠能博士: 大家各自先说解用的"四句偈",再解說啊! 
[1/69:13] 甘耀權: 這個要做過才知，要做亦不難。吃飯走路中看自己是如何的吃和行。 
[1/69:14] 張惠能博士: 大家各自先说解用的"四句偈",再解說啊! 谢谢。 
[1/69:17] 甘耀權: 第一段經文，是有關於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為相？無

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 
 
「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

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此是以無住為本。」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 
 
「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

念斷即死，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

經法。是以立無念為宗。」 
 
1.    甚麽是無念？甚麽是無相？甚麽是無住？ 
我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用的是金剛經的對 
[1/69:18] 甘耀權: 應偈語。 

[1/69:18] 張惠能博士: 四句偈者，大家是分享自己所愛啊!  
[1/69:19] 甘耀權: 金剛經：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1/69:22] 甘耀權: 所以我説抽離，從事件中抽離出來看。 
[1/69:22] 甘耀權: 這個要做過才知，要做亦不難。吃飯走路中看自己是如何的吃和行。 
[1/69:23] 張惠能博士: 四句偈是" 少的文字"把全經文点破了! 没有这麼長的四句偈。也不要 

用難明白的文字解易明白的文字。感恩!  

[1/69:23] 甘耀權: 這樣便是在三十個字內回答問題一的大概情況 
[1/69:23] 張惠能博士: ��家各自先说解用的"四句偈",再解說啊! 谢谢。 
[1/69:24] 甘耀權: 可能你要做一個示範教學來説明 

[1/69:25] 張惠能博士: 一定會，放心。给大家先試試。  

[1/69:25] 甘耀權: 時間差有時會造成不明的對話， 
[1/69:27] 何濼生教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這個相应該是心中的形象和想象。形成了就持续

影響我們对事对物对概念的理解。変成偏見。我們要擺脫名相和形相等给我們造成的偏見歧

見。 
[1/69:27] 張惠能博士: 四句偈是自己所愛的心法，說得明自己，再分享去可說明别人，讓人

家也愛上它。  

[1/69:28] 張惠能博士: 大家各自先说解用的"四句偈",再解說啊! 谢谢。 
[1/69:28] 甘耀權: 如果説一段文章是易明的，那麼為什麼還要去解讀？ 
[1/69:29] 何濼生教授: 如風动幡动之爭。有人見幡動。是想当然。因为我們生活在牛頓世界。 
[1/69:30] 甘耀權: 誰人在看這個妄相？ 
[1/69:30] 何濼生教授: 知易行難。要经常提醒我們的 perception 有偏差 



[1/69:31] 張惠能博士: 金刚经的"受持四句偈，為他人說"，是第一大原則! 這出自"金刚经", 
本身就是修習佛法的中心秘密。 
 

未有偈，先不要说，先去印心。  

[1/69:31] 張惠能博士: 大家各自先说解用的"四句偈",再解說啊! 谢谢。 
[1/612:44] 1 林張丽琼: 大家好！感恩多位主題嘉賓回應，本人獲益良多，會努力加油學習，

這平台亦想邀請講者嘉賓一起分享，歡迎每位主題嘉賓邀請他她們的朋友，每位可邀請三位

朋友，名字給我加入便可  

[1/612:47] 張惠能博士: 互相供養! 互相頂禮。  

 

 

 
[1/613:01] 張惠能博士: 每段經文都有跟自己相應的句子，就是四句偈。这不算! 

[1/613:02] 張惠能博士: 未相應壇經今天的经文的，暫不用說。不急!

 

[1/613:02] 張惠能博士: 给自己數天，慢慢開花(心)!  

[1/613:16] 張惠能博士: 也謝謝 Ronald.  

[1/613:22] 1 林張丽琼: 第一段經文，是有關於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為相？無

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 
 
「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

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此是以無住為本。」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 
 
「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

念斷即死，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

經法。是以立無念為宗。」 
 
  
1.    甚麽是無念？甚麽是無相？甚麽是無住？請大家試試各自以 少的文字来說明。每一項

不超於 30 字。當中可包括原經文部分及自己的看法部分。講經說法工夫，不在長篇大論，而

在精簡。 

[1/613:23] 吳竹筠: � �  

[1/613:24] 1 林張丽琼: 我們所採用的，是敦煌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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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24] 吳竹筠:  

[1/613:29] +852 6021 2905:  
[1/613:50] 張惠能博士: 補充一句: 
 
無念、無相、無住，是三個方面去看禪所證。所以是三條問題，大家一一作答。各题都先引

一"四句偈", 再解釋其運用。  

[1/613:53] 張惠能博士: 聞思是思維修，本身亦是佛法的中心部分。修證是另一中心部分。兩



者合稱说通、宗通。  

[1/614:23] +852 9041 7224:  

[1/614:33] 張惠能博士: 所謂"四句偈", 須從原經文來啊! 就好像看書時把重點"間起來" 一

樣。  

 
[1/616:55] 陳明志醫生: 明心居士：試試看：無念相住："無念心自起, 念起相即生. 相念皆不

實, 無住自性心." 

[1/617:04] 張惠能博士: 謝謝! 大家暫時靜了，很勇敢啊您!  

 
先说原文您喜歡那一或兩句，它就是您的四句偈。再看看它在解決無念、無相、無住的那個

問題，再将問題簡單給自己解說(要不脱離原文，當然也可用現代語增加經文傳遞力，這是"

為他人說"的原則。  

[1/617:05] 徐伍月麗: 感謝謝你  
[1/617:07] 張惠能博士: 無念心自起。念與心有何不同？是壇經無念的原意嗎？若第一句不

通，其餘的就不必說了。  

[1/617:12] 1 林張丽琼: 我們所採用的六祖壇經是敦煌原本。 

 

http://tendbc.net/?p=1838 

[1/617:13] 張惠能博士: 如果您如我也說不明，表示自己也不明。故說法必要先說服自己啊! 

[1/617:13] 張惠能博士: 是，其它版本跟这兩個月無關。  

[1/617:20] 張惠能博士: 請您細心去讀敦煌原本啊! 它的訊息真的很簡單有力，修行可以容易

直接相應。  



[1/617:37] 張惠能博士: 禅宗體驗到的宗旨、體(性體)、本(本性)，竟能短短的約三百字就给

說得通透了! 大家好好去感受恵能的傳佛法力。 

通達宗、体、性，修行才有基礎! 慢慢受持講誦。不要心急!  

[1/617:49] 1 林張丽琼: 1 新成立"般若行"2016 至 2017 年度之主題如下: 
 
主題一:六祖壇經 
主題嘉賓：淨因大和尚、張惠能 
管理員：李焯芬、林富華 
Dordor 是協助大家加入平台 
日期：2016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曰 
 
主題二：出離心與菩提心 
主題嘉賓：陳劍鍠 
管理員：陳穎斌 
日期：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主題三：唯識三論 
主題嘉賓：黎耀祖 
管理員：待定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主題四：如來藏 
主題嘉賓：陳沛然 
管理員：甘耀權 
日期：1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2. 推行日期 
  大家同意於本年 6 月 1 日正式在 WhatsApp 推出「般若行」討論平台。  此外，訂在本年 8
月 1 日把「般若行」討論平台移至網上進行。  先試  行一年再作修正。 
 
3. 主題嘉賓 
  已確認出任主題嘉賓包括 ： 
淨因大和尚、何濼生教授、陳劍鍠教授、張惠能博士、彭泓基博士、陳沛然博士、黎耀祖博

士、黃堅强博士、陳森田老師、譚寶碩老師、何曼盈博士、危丁明博士。 
 
再提醒大家：1）討論範圍是不能離題 
2）加入 A 組會友是互相討論及請教問題 
3）加入 B 組會友是分享及可以問問題 



主題嘉賓張惠能博士提供：第一段經文，是有關於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為相？無

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 
 
「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

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此是以無住為本。」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 
 
「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

念斷即死，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

經法。是以立無念為宗。」 
 
1.    甚麽是無念？甚麽是無相？甚麽是無住？請大家試試各自以 少的文字来說明。每一項

不超於 30 字。當中可包括原經文部分及自己的看法部分。講經說法工夫，不在長篇大論，而

在精簡。 
 
[1/618:12] 張惠能博士:我建議大家给自己一、兩天時間，常讀以上約三百字的经文，慢慢開

花(心)! 然後来说说原文您喜歡那一或兩句，它就是您的四句偈。再看看它在解決無念、無相、

無住的那個問題，再示範将問題簡單給自己解說(約 30 至 50 字)。要不脱離原文意義，當然

也可用現代語增加經文傳遞力，這是"為自他說法"的原則。  
 

[1/618:15] 黃桂玲: 當下努力用心細閱。 

[1/618:26] 張惠能博士: 互勉、互勉! 透過利用四句偈，學懂给自他說清楚佛經，修行路才好

走。  

[1/619:06] 張惠能博士: 用四句偈轉法輪的好處是容易掌握经文中心思想，及簡單說法。真是

好好玩的啊! 一起來如來遊戲啊!  

[1/619:08] 吳竹筠: 感恩老師慈悲教導, 



会细心讀。  

[1/619:35] 張惠能博士: 如果只用 30 至 50 字一题，根本要做到字字都是要点，不可删走。能

令自他馬上明白所說境界深淺，故易做到高概念說法。  
[1/619:46] 黃堅強: 感謝張博士帶出討論。 
 
我主修哲學，佛學乃旁及，得參與諸公論佛，幸甚！ 
 
上面引文，以文意言，「外離一切相」是為關鍵。 
 
想先提一些問題。 
1. 何謂「相」？ 
2. 何謂「離（相）」？ 
 
堅強合十 
[1/619:56] 張惠能博士: 很好啊! 四句偈是"外離一切相" 。(跟"於相離相"有不同嗎?) 
 
法相，是佛門基本概念，法即事物、相即現象。相字這裡，已包含法相的意思。 
 
这"相"見、"離相"見，要放在一起，是名什麼？為什麼要離"一切"相呢? 
 

說得通，便成功了!  

[1/620:08] 黃堅強: 謝謝  

 
相=事物呈現的那些現象 
離相=離開「事物呈現的那些現象」？ 
 
似乎「離」在文意中具有特定的意涵。可以在語意上說明一下嗎？ 

[1/620:13] 張惠能博士:  

[1/620:16] 張惠能博士: 離字，本身有遠去，又有相遇的意思。故古代屈原寫"離騷", 就是相

遇勞騷事的意思。 



[1/620:17] 張惠能博士: 離了事物現象，與什麽相遇呢？  

[1/620:18] 張惠能博士: 犀利啊  

[1/621:11] 黃堅強: 那麼，語意上，「離相」是指逺去「事物呈現的那些現象」，又同時與 X
相遇嗎？ 
[1/621:19] 張惠能博士: 是。这 X 上文有。全經也常提到。 
 

是遇上 X 再看相啊!  

[1/621:21] 張惠能博士: 您的思維很清晰!  

 
[1/621:22] 林富華: 

 

六祖說，悟般若法，修般若行  

 

[1/621:23] 張惠能博士: 的而且確!  

[1/621:35] +852 9833 0097: 感恩  
[1/621:56] 黃堅強: 只是運用了一點哲學式探問的技巧，嘗試廓清語意，呈現義理本義而已。

 



[1/621:57] 彭秀儀: 本群組名般若行，是六度之主要。菩薩修六度，無所住而生其心。自覺覺

他。 
無念、 無相、 無住，仍是連贯而且统一的。能無念，則無相、無住亦同時俱足。在一切外

境中不起妄念，不攀缘，不蔽真如本性，即離念、離相、離住。 

[1/621:58] 張惠能博士: 聞思確是需要有正確的邏輯思維。  

[1/621:59] 謝淑嫺: 各位師兄、教授，您們好 感恩您們的賜敎與分享 ！根據各位

上文的分享，請問「X」是什麼？ 
[1/622:03]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对啊。菩薩自覺覺他，是名般若行! "般若"是自覺，这個"行"

是覺他啊!  

[1/622:04] 張惠能博士: 無念、無相、無住是禅宗的三個面向，是統一的。

 

[1/622:06] 彭秀儀: 感恩老師 開宗明義  

[1/622:07] 洪麗孟: 謝謝老師開示。 
[1/622:07] 張惠能博士: 再說的，就太籠統了!三個面向，要分開來說。 

[1/622:08] 張惠能博士: Johan 很快便可告知大家 X 是什麼了。  

[1/622:09] 張惠能博士: 感謝大家參與啊!  

[1/622:10] 黃堅強: 我想在基本處再加探問，逐層分疏。  

 
在達至「離相」以前，我們只一味投進「事物呈現的那些現象」之中。 

[1/622:11] 張惠能博士: 確是这樣。  



[1/622:12] 張惠能博士: 好像未上山時，只一味"見山是山、水是水"! 
[1/622:15] 黃堅強: 這就是所謂「迷」的狀態。 
[1/622:18] 張惠能博士: 是未覺真理的凡夫吧! 
[1/622:18] 黃堅強: 這時之"見山是山、水是水" 是指在「迷」之中看出的「山」和「水」。 
[1/622:18] 張惠能博士: 叫它迷，也無可無不可。 
[1/622:21] 黃堅強: 迷 與 悟；著相 與 離相。 
兩组詞 的對比可以平行地互相解釋嗎？ 
[1/622:22] 張惠能博士: 是分別心吧! 若山代表障礙，水在表流暢爽快。便有愛嗔，这是否具

足凡夫知見呢! 
[1/622:22] 吳竹筠: 原文说: 
《無念為宗, 無相為体, 無住為本》 
 
《無念》是個總概念。 
《無念》的意思是在日常生话中, 無論对甚麼事物, 对象, 都不產生貪取之念头, 也沒有執好

悪美醜覌念, 而無念是否定相对見的見解, 而是以人心本具的真如本性為体。 
《無相》是反对執着名相, 如語言概念, 形象等, 而不受萬境所染。 
《無住》是反对執見而產生的心理, 实則以上二者為《無念》所包含。 
至於[一念断即死, 別處受生] 之義是说<形相相離>的意思, 是有問題的说法, [真如], [佛性] 
是無處不在的, 不是有局限的, 故[無念] 是指無雜念, 妄念, 而並非指[正念] 也無, 那麼就是

誹謗佛法。 
 
總结: [外離相]和[內不乱], 是相信即心是佛, 不受环境的影响, 是修行的心法。 
 

備註: 請老師指導。 � 
標点用得不好, 請諒。 

[1/622:22] 張惠能博士: 您差不多到了!  

[1/622:23] 張惠能博士: Johan 

[1/622:23] 吳竹筠: 合格否  

[1/622:27] 張惠能博士: 未有四句偈，故有不足。您知肯定自己想講的句子，才不會離

題萬久。 



 

再修理一下，便可完成。  

[1/622:31] 吳竹筠: 你指總结未完整?? 

[1/622:35] 張惠能博士: 先受持四句偈，再說四句偈。是金刚经心印。

 

[1/622:36] 張惠能博士: 找出一句重心，再說。  

[1/622:37] 吳竹筠: � 

Thanks 張老師 � �  

[1/622:38] 張惠能博士:  

[1/622:38] 張惠能博士: 只差一点。 

[1/622:39] 吳竹筠: Grateful � 
Try my best. 

[1/622:40] 張惠能博士: 加油。不用急!  

[1/622:40] 吳竹筠: Whatsapp to u tomorrow. Is it okay??  

[1/622:40] 張惠能博士: 不用急。 

[1/622:41] 吳竹筠: �  

[1/622:42] 張惠能博士: 各说各的，因人人表達可不同。只要是如理如法。 
[1/622:42] +852 9164 8214: 現試答題如下。所有「四句偈」全引自第 17 段經文。 
 



「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為「宗」。「無念」是禪定之究竟，意謂具有正常的思想活動卻不起

妄念，故不會胡思亂想，而非無思無想。 
 
「外離一切相，是無相」，為「體」。「無相」即從現象中抽離，但非視一切如無物；只是不受

現象所局限，能透視現象背後含藏之真理，此乃禪定之證境。 
 
至於「無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為「本」。念念如水流，是人的思想活動之根本運作

模式。若「住」於一念，便形成思想上的桎梏，而不能達到「無念」，更遑論「無相」。 
 

 

[1/622:43] 張惠能博士: 是，您说的初步都很对!  

 

很对，但仍有更好嗎？可想想啊! 悟、證，可步步上升的。  

[1/622:45] +852 9164 8214: 謝謝！會再試試。  
[1/622:46] 黃堅強: 那麼， 
1. 「著相-分別心-迷」 
2. 「離相-平等心-悟」 
 
我們對 1. 是較有體會，要領悟 2. 則有待修為。 
 
對 1. 的深入， 
a) 消極而言，能給學佛者一個很好的參考（反面教材）。 
b) 積極而言，促進 2.的領悟。 
[1/622:50] 張惠能博士: 離相，遇上 X？搞清楚 X，才可了解您這個"悟"，是否真"悟"! 

[1/622:52] 張惠能博士: 其實，是聞思，才可言修。所以继續試，真是不难的。  
[1/622:54] 張惠能博士: 以大家的速度，3 天定可完成它。那麼大家兩個月約可完成小半本壇

經，犀利啊!  



[1/622:56] 吳竹筠: 继續努力 � �  

[1/622:56] 黃堅強: 而 1. 與 2. 的臨界點，相信就在「著相」與「離相」的分別。 
 
而理解「離相」的意涵， 
i) 一方面是釐清其與「著相」的分別； 
ii) 一方面是說明「與 X 相遇的狀況； 
iii) 更重要是「與 X 相遇」後迴看「相」的見地。 
 
iii) 是用以完整起 i 和 ii 的說明。 
 
對嗎？ 
[1/622:58] 張惠能博士: 山水本來就有高下分別，怎可平等？與 X 相遇，不是很奇妙嗎? 有

高下、但平等，如何可能呢？  

[1/622:59] +852 9770 2818: 綠水本無波，因風起浪；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 
水，波，山，雪。 都是分別心對境而起分別。 
 

[1/623:00] 張惠能博士: Johan, 您的三点，很像禅門三関! 真的不遠了!  
[1/623:01] 張惠能博士: 水、波、山、雪，是相。 
 
[1/623:01] 黃堅強: 這或許就是 iii 奇特的地方吧：事相之等差在 X 而言卻是平等的。 

[1/623:03] 張惠能博士: Johan, 是啊! 是自己想通的，才不再忘記!  

[1/623:05] 黃堅強: 謝接引  

 
[1/623:06] 張惠能博士: 其實，您的四句偈未夠精確，故有机会增加自己难度。用"於相離相"

吧!  
[1/623:06] 黃堅強: 嘗試拾級而上。 



[1/623:07] 張惠能博士: 自性自度。明早做覺者，自然通達!  

[1/623:07] 張惠能博士: 是自己想通的，才不再忘記啊! 加油!  

[1/623:09] 張惠能博士: 其實，經文 300 字，有 X 在梩面。 

[1/623:11] 張惠能博士: 水、波、山、雪，是相。六祖教我們怎離呢？加油啊  

[1/623:12] 黃堅強: 不想太快代入 X, 否則那些 既成的語句反而阻礙了「拾級而上」式的探

究，成了「障道因緣」的「口頭禪」。  
 
[1/623:13] 張惠能博士: 看，確可各说各的，因人人表達可不同。只要是如理如法，說法是可

千变万化，而所表達内裡之真理不变。大家一起玩啊!  

[1/623:15] 張惠能博士: 多玩兩天，深深感受這轉法輪如何做到啊!  

[1/623:18] 黃堅強:  

[1/623:22] 彭秀儀: Be grateful and be contented with what i have.... 善因缘，善知識

 感恩 。加入智度会後，我真的得结很多善因缘。 

多谢會長、張老師  

 
[1/623:21] 張惠能博士: 先受持四句偈，再說四句偈。这是金刚经心印。 

大家都好好學講經(四句偈)，而非隨便說些不圓整的所謂大道理。  



[1/623:22] 張惠能博士: 大家都加油!  

[1/623:23] 張惠能博士: 您是般若行第一人，也感恩您啊!  

 

[1/623:24] 吳竹筠: 謝謝張老師 � �  

[1/623:25] 張惠能博士: 現在要趕寫書，本週末筆記。您們随意继续，明早再一一回應 

!  

[1/623:28] 彭秀儀: 我只是個初初基，在這裡向各位善知識學習。迷時師度

 晚安，祝大家六時吉祥  

[1/623:32] 彭秀儀:  

 [1/623:31] 張惠能博士: 初初機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 不宜妄自菲薄!

 

[1/623:31] 張惠能博士: 互相供養，互相頂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