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0:05] +852 946 0 0810: 我是 BB 班，請多多指教，感恩
[2/6 0:08] 張惠能博士: 互相供養，互相頂禮!
[2/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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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8:53] 張惠能博士
http://yikjy.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15.html?m=1
[2/6 8:56] 張惠能博士: 各位般若行者早晨!
由於之前提供那網上的敦煌原王壇經，不具"找尋" 功能，在學習上或較不便，故大家不妨到以
上網址，下載整编壇經原文，方便學習!
[2/6 8:56] 吳竹筠:
[2/6 8:57] 張惠能博士: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勉!互勉!
[2/6 9:04] 張惠能博士: 是我與"憶如" 修訂過的一個敦煌善本(當中只把一些明顯的錯别字更正
了)。

[2/6 9:05] 張惠能博士: 歡迎大家下載及讓它廣泛流通。
[2/6 9:13] 黃堅強:
[2/6 9:14] 張惠能博士: 過去十年，我在不同地方每年也教授敦煌原本壇經研修，對此版本，更
是愛惜萬分。故在此，很高興去分享我的所愛!
[2/6 9:38] 李玉權: 謝謝張老師的分享。
[2/6 9:49] +852 9422 8226:
[2/6 9:52] 張惠能博士: 希望未來大家當中有發大心轉法輪者，能多演繹它、遞相傳授它。

"得遇壇經者，如見吾(惠能)親授", "一本壇經，不失本宗"。互勉之!

[2/6 10:10] 吳竹筠: 感恩張老師
[2/6 10:34] +852 6 021 2905: 感恩老師的分享。
我試答: 「無念為宗」
般若常住，不離自性，用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般若即自心佛性常住，不離自性即心生種種相，於相的種種煩惱不抗拒而能生起廣大無私的愛
去轉化為服務的力量。
[2/6 10:50] 張惠能博士: 感恩! 很好! 但您說的太豐富，人們不明，不服啊。內容已多於原文之
300 字，故可能要引另外經文才可支持您的論点。不如先學習依原文演說，先别走得太遠。
惠能壇經，您選哪"四句偈"？這樣才知您所說有否離經背道太远啊!
[2/6 10:56] 張惠能博士: 例如，您引入了般若、心生、自性、佛性、見性成佛等名相，都是些已
被很多人誤解的名相。 如:自性、佛性，是同是異？

般若、心生，有何關係？

[2/6 11:03] +852 6 021 2905: 我的四句偈:
性中但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自性是自相的人人不同，心的習慣(個性)。
佛性是共相的人人平等，心的清凈(如來)。
般若是體悟的智慧，
心生是我的環境生出心的各種反應。
[2/6 11:08] 張惠能博士: 例如:"於相的種種煩惱不抗拒而能生起廣大無私的愛去轉化為服務的力
量", 有相、烦惱; 不抗拒、生起大愛; 轉化、力量等中間之互動關係，都很费力去說明呢!
說法要謹慎小心啊!
這不是"無念、無相、無住"原文句子。您去得太遠了!
这是惠能臨终偈，當然可用的名相及概念多很多。
兩個月後，这裡大家都可用。一步步来啊!
[2/6 11:37] 文康廉: 謝謝 Dordor
[2/6 11:44] 郭鐳: 感恩
[2/6 11:46] 1 林張丽琼: 歡迎大家分享般若行
[2/6 12:01] 張惠能博士:

[2/6 12:13] 黃堅強: 很高興有平台讓大家交流。感謝 Dordor 與 張博士！
我想繼續昨天的討論，先重溫一下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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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1. 與 2. 的臨界點，相信就在「著相」與「離相」的分別。
「離相」意涵之舖陳，乃在
i) 釐清其與「著相」的分別；
ii) 說明「與 X 相遇」的狀況；
iii) 「與 X 相遇」後迴看「相」的見地，圓融地綜合 i 和 ii 的說明。
[2/6 12:14] 張惠能博士: Fannie 的示範，提醒我告訴大家，敦煌原本的编排也反映了修行見地的
步步進入，道理分別!
用這次序去建立我們佛家明相，是明明白白、簡單直接。道理通了，才是真修實證!

[2/6 12:19] 彭秀儀:

感恩張老師提示。

修行是學佛，在於開悟。是貼近生活。不是學術研究。这也是學佛與佛學的分別。
[2/6 12:20] 張惠能博士: 例如，恵能只用了無念(宗)、無相(性體)、無住(本)，它們的互動，就說
破了修行的中心思想。他並未用到其他複雜名相啊!
[2/6 12:21] 黃堅強: 嘗試理解一下「外離一切相」的含義。
這句話是以「離相」的領悟之後說出來的，當中隱含了「內」和「外」的分野。
[2/6 12:21] 張惠能博士: 有。
[2/6 12:23] 張惠能博士: 可有内有外，但亦可無内外，因可以打成一片。
[2/6 12:28] 張惠能博士: 首先一定要見山是山、水是水，才可继续去發現另外兩重看法。
[2/6 12:38] 張惠能博士: 若第一重都山是山、水是水都不見、不接受，又何来第二重真常唯心見，

乃至第三重之中道見呢? 大家 好好想通它啊!
[2/6 12:39] 張惠能博士:

给 Johan 的。

[2/6 12:41] 張惠能博士: 大家，如果這仍未是自己的問題，便不用理會这。
[2/6 13:26] 黃堅強:
有「外」➡ i
有「內」➡ ii
無內無外➡ iii
我想，《壇經》語句若分疏清晰，便見其義理井然。
[2/6 13:36] 張惠能博士: 不是这樣!
[2/6 13:41] 張惠能博士: 低級错误。
内外動靜，未來壇经會講到。稍等! 先言歸正傳吧!
[2/6 13:59] 黃堅強: 不打緊。隨著語義之澄清，內容與義理架構（局部與整體）會互相調整，直
至眉目清晰。
[2/6 14:00] 黃堅強: 稍後再談
[2/6 14:07] 張惠能博士: 也暗示您一句吧:
1)是凡夫知見:有内、有外(見山是山、水是水).
[2/6 14:07] 張惠能博士:
[2/6 14:08] 張惠能博士: 山、水，是代号而已。
[2/6 14:09] 張惠能博士: 代表分別矛盾对立之知見。
[2/6 14:11] 張惠能博士:

禅門三関，之第一重。

[2/6 14:16] 張惠能博士: 如果看不見煩惱(第一重)，更談不上煩惱的清淨了!
所以開悟只有在也間生活中才可展現，故說佛在"世間覺"!
[2/6 14:19] 何濼生教授: 世間覚是接受世间的考驗。不管处境若何。內心依然安穩不動。見境離
境。見相離相。一本平懷。
[2/6 14:21] 何濼生教授: 離相離境即不受牽引。自由自在。

[2/6 14:27] 張惠能博士: 先回到本來習作: 先受持四句偈，再說四句偈。是金刚经心印。

找出一句重心，再說。
[2/6 14:30] 張惠能博士: 已很不錯，再試說啊!
[2/6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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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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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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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4:39] 1 林張丽琼: Bruce 老師和大家開心研究壇經已 2 天了，重未介紹老師，現正式介紹：
張惠能博士, 香港大學畢業及任教，以人工智能電腦科學為專業。少年時鑽研中西文化，尤其愛
好佛法及易理。近二十年潛心禪觀、念佛、修密，並應機分享「禪、淨、密」三宗所傳承之「明
心見性」禪觀、「信心決定」念佛、以及「即身成佛」秘密法門等心法。
張惠能佛經系列著作：《壇經禪心》、《楞伽佛心》、《圓覺禪心》、《楞嚴禪心》、《楞嚴
禪觀》、《金剛經禪心》、《維摩清淨心》、《藥師妙藥》、《彌陀極樂》、《大日經住心品》、
《地藏十輪經》。張惠能「易經系列」著作：《周易點睛》、《易經成功學》。

[2/6 14:39] 張惠能博士: lsho, 您說的可以变成無念、無相、無住的說法一部分。加油
[2/6 14:40] 張惠能博士: 謝謝 Dordor, 大家好!
[2/6 14:41] 吳竹筠:

[2/6 14:41] 吳竹筠:
[2/6 14:41] 張惠能博士:
[2/6 15:06] 張惠能博士: 大家不要怕參與，也不要怕被点出弱點。學會"為他人說"四句偈，就是
佛法的主要部分。今天佛教中，識真正依經講經人材缺乏，易做成邪師有机可乘，我們都努力
啊!
[2/6 15:10] 張惠能博士: 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
[2/6 15:55] 黃堅強: 「外離一切相」與「於相而離相」二句好像是互相補充和解釋，並且說明對
於「相」的態度
1.「於相」：即於相，沒有完全取消「相」的作用。
2. 「離相」：離開一般人在「相」之上產生的「分別心」。去病（分別心）不去法（相）
。
3. 「外離相」：暗示離相後另一個導向--「內」--「與 X 相遇」
以上分析對嗎？
[2/6 16:13] 張惠能博士: 很好!
(1) 確是"相", 您說的也全对。
(2) 確是"離相", 您說的只差小小。其實(2)之"離相"和"與 X 相遇"是同義的, 是"離"的字義已包含
相遇。
(3) 確是"於相離相", 把"相"與"離相,融合，把 X 帶入生活。这就是中道見了!
[2/6 16:16] 張惠能博士: 把 X 填上，再略修飾(2)及(3)的文字，您便完成了"於相離相"这四句偈
的說法了! 加油!
[2/6 16:17] 張惠能博士: Johan, 很好啊!
[2/6 16:21] 張惠能博士: 这三步曲就是禅門三関。既可用在說法上，也可用在修證上。它是楞伽
經的心印! 未來也讀讀楞伽經啊!
[2/6 16:22] 張惠能博士: 其實，恵能的徒子徒孫 ...... 等都一直暗中修學楞伽經的。互勉!

[2/6 16:28] 張惠能博士: 其實，惠能也是教這種講經形式，壇經兩月內未來我定會講清楚给大家

看見是出自何經句。
[2/6 16:31] 甘耀權: 今取「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為論：
打油詩一首：「月印千江成二月，水中有月撈不得；眼見心行覓心無，無智無得無不得。」
外境能染是什麼心？不染的又是什麼心？
壇經中說心，有很多種心：
1. 肉團心，是生命的必需，但不是這個討論的對象。
2. 妄心，第六識對境所生的分別心。是日用必須但是佛陀在金剛經是「非心」
。因為在三時中
都不可得。常在變化中。不是主人翁。
3. 直心，於一切法不執著，維摩經中說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4. 本心，良心，故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是菩提心的部份。
5. 真心，清淨，光明，圓滿，本妙。楞嚴經說：「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現在經文中說的是「直心」，不做作的心。有如寶鏡，境來相應，境去心無。故名為無念。
-----Original Message----From: Kam, Y K [HSEO]
Sent: Thursday, June 2, 2016 3:56 PM
To: Kam, Y K [HSEO] >
Subjec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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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試試各自以最少的文字来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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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的 iPhone 傳送

[2/6 16:33] 張惠能博士:
[2/6 16:34] 張惠能博士: 現在先練習"為他人說"四句偈。
[2/6 16:35] 張惠能博士: 未來有机會，再分享禅詩。
[2/6 16:39] 甘耀權: 請解説你提出的方法論式，包括四句偈
[2/6 16:40] 張惠能博士: [2016-6-2 14:27] BRUCE CHEUNG: 先回到本來習作: 先受持四句偈，
再說四句偈。是金刚经心印。
找出一句重心，再說。
[2016-6-2 14:31] BRUC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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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2 14:31] BRUC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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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2 14:31] BRUC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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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6:42] 甘耀權: 你沒有解説四句偈是一樣什麼東東？？？
[2/6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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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6:46] 甘耀權: 請舉例
[2/6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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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6:47] 張惠能博士: Johan 的示範及 Annie 的示範很優美。
[2/6 16:54] 彭秀儀: 《無住者，為人本性 》
心体無住，實人之本性，故心自由。

心体是眾生本具的清淨本性。
無住是不受牽缚。
心体無住，喻不受妄念牽缚限制的大自在
[2/6 17:07] 張惠能博士:
[2/6 17:07]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很好好嘗試啊!
[2/6 17:08] 彭秀儀: 《 無念者，於念而不念 》
心念，是念念前後相續不断。
對境、相，當下起了念頭，我住於念，就受这念的牽缚。
能不受这個念的牽缚，對境、相不執着。 做到於念念相續，而又不把念頭在心中留下痕跡、倦
戀。
[2/6 17:09] 彭秀儀: 不識寫，用同音字
[2/6 17:11] 彭秀儀: 多谢老師適時提示點破
[2/6 17:13] 張惠能博士: 先答您第一篇。我之後備課及上課，今晚十一点後再答您。

[2/6 17:14] 甘耀權: 這樣的話很奇怪。
用經文中資料來列出：
無住為本
定義：無住者，為人本性
所以講的是人的本性。
再來一段：
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
這是做法。
進一步的解釋是：
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結論：此是以無住為本也。
這樣看來定義中為人本性是一種處事的方式。沒有根本這樣的內容
[2/6 17:27]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用 "無住者, 為人本性"為四句偈。十分好。
這"人之本性", 又名?。(猜猜)
這"心体是眾生本具的清淨本性"，說得好。
"無住是不受牽缚", 也很直接。

"心体無住，喻不受妄念牽缚限制的大自在", 這句可以用"無念"來補充`。
总体，說得很到位。
今晚再看您的"無念"、及"無相", 它們三看是互為解用的。
[2/6 17:31] 張惠能博士: 如大家对经文有問题的， 我建議您给自己一、兩天時間，常讀以上約
三百字的经文，慢慢開花(心)! 然後再來分享自己的四句偈!
[2/6 17:32] 彭秀儀: 其實自知寫得很幼稚，但知道老師会不嫌其煩批改

對我的

佛知識大有禆益。所以不怕羞，寫下來。
[2/6 17:33] 張惠能博士: 真的很好，感恩!
[2/6 17:35] 張惠能博士: 當整本壇經您这樣處理了，再融融貫通。壇經的聞思功夫便完成了，修
證也成易事了!
[2/6 17:36] 張惠能博士: 我今晚再說。您們可继续。
[2/619:38] 彭秀儀: 補充 " 於念而不念",
由於觸境而生出當下一念。若心隨境而轉，即是念住著了。
經云念念不住，即是無住無著，解脱自在。
[2/619:58] 1 林富華手機: 大家這二天的互動交流真的很好，大家都得益不少，張惠能給大家的
是敦煌版，若大家習慣看通常的版本，正好作一比較，敦煌版是最好的，
[2/6 20:01] 1 林張丽琼: 大家好！
Bruce 老師今天已向大家介紹了，另一位是浄因法師也是是次主題六祖壇經主題嘉賓，因淨因法
師現在在中國沒法收看 whatsapp，未能為大家分享，所以有勞 Bruce 老師了，感恩啊！
淨因法師來自中國江蘇省，中學畢業後在南京市受戒，之後曾於中國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分院、
北京中國佛學院學習，再到斯里蘭卡留學，95 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宗教研究系博
士課程。他曾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和揚州市佛教協會理事，成立港大
佛學研究中心，並於 2000-2010 年出任總監。 現任香港寶蓮禪寺方丈、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
院教授、南京大學生命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淨因法師定期為《信報月刊》撰文，曾主編《敦煌心靈之旅》
，總策劃《三合一十全人格教育系
列兒童繪本》
。已出版的著作有：
《逆境中的從容》
、
《安忍精進》
、
《佛智今用》
、
《隨緣自在》
、
《愚
子心耕》等。淨因法師經常應邀于香港、澳門、英國、美國等地講學、弘法，深受各界歡迎。

Dordor 合十
[2/6 20:05] 吳竹筠:
[2/6 20:12] 何濼生教授: 多謝!!!
[2/6 20:14] 徐伍月麗:
[2/6 20:14] +852 9770 2818:
[2/6 21:35] +852 9839 9520:
[2/6 22:17] 黃堅強:
[2/6 22:25] 彭秀儀: 《 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於一切境上不染，名为無念》
念随境( 相) 而轉，念便住着了。念、相、住 是 统一，若能離相就是离 念，自然也離住了。
生活上如果能對各事物都不生雜心，不起妄念，應是無念、無相、無住。
[2/6 22:39] 張惠能博士: 剛下課。半小時後回家後，給大家開始回應! 一陣"見"
[2/6 22:45] 黃堅強: 嘗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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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問一下，何謂「性體」？
[2/6 23:03] 柯碧芬: 多謝 Dordor
[2/6 23:14] 甘耀權: 老人痴呆症的朋友亦是念念不住，即用即捨。和經中所說有何分別？
[2/6 23:16] 張惠能博士: Johan
您把 X 的範圍缩少成倆個字了! 其中一個是它。
性体: 性是"本"性, 本字要留意啊!
性体: 是本性具足的當体，又名？？？。
特別留意"清淨" 二字字意出自"楞伽經，即哲學上"纯粹"、"遍滿"、"絕對"義!故沒有什麼汚垢清

淨分別義。

您鹰可完美作答了!
[2/6 23:19] 張惠能博士: 大家一起嘗試啦! 如來游戲!
明晚子時，會有另一段新經文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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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3:21] 張惠能博士: 這三題問題，尚有 24 小時作答而已! 一期一會啊!
[2/6 23:32] 張惠能博士: 林富華會長说得对，敦煌版壇經是文字簡檏，意境深邃!是最佳版本。 更
重要的，是它的說法次序未被打亂，故名相建立及修法進程步步深入，一紊不亂。是禅修最佳
指南書。
書中每一小段，都從一個面向给大家見到禅或真理。只要看了全經，便一定不會搞错佛是怎樣
成的。
至於，若以己見只段章取義，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可惜!
其實，不尊重一本經法，是不能見到箇中妙趣的, 更遑論分享自己所愛的四句偈了!

願大家善思念之! 互勉! 互勉!
[2/6 23:36] 張惠能博士: 植物人和佛/菩薩的分別，壇經有說明白，這兩個月内會講到。大家密
切留意啊!
[2/6 23:38] 張惠能博士: 淨因法師，智慧超人! 他未能親自在这分享他的世出世間智慧，很可惜
啊!
[2/6 23:41]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 好好的嘗試啊! 半小時後回您。先處理些 office 功作。

[2/6 23:42] 張惠能博士: 感恩大家才对! 感動!

[2/6 23:56] 張惠能博士: 感恩您才对!
[2/6 23:40] 1 林張丽琼: 不會可惜，一切隨緣，感恩你
[2/6 23:48] 黃堅強: 感謝張博士
[2/6 23:58] 1 林張丽琼: http://yikjy.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15.html?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