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6月 9日 

 

[9/60:44] 張惠能博士: 覆 Garry  

 

麻煩老師批改 

（前文) 

說＂念念善"的工作。 

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行。 

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 

惡來，善破。 

除卻煩惱，修善行善，做佛的工作 

 

..補充回應 Garry 的說法。 

您說"惡來、善破"，很简單直接到位: 只有能夠見到這善、惡，才可以體驗到"

绝对善"。 (1)先見"善是善，惡是惡"，(2)透

过"從法身(绝对善、能顯善)思量"，見"惡非恶、善非善",(3)再從"能显善"这"绝对

善之立埸，來見""恶是恶、善是善" 之现象是怎樣显善出來的。 

 

這"绝对" ，若用"YZ" (兩個字，與"絕對"是 同義詞)來代替，謎就容易打開了! 

"绝对善"中，能在一切惡中展現出善來。加油!  

 

試答如下：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 

念念善，即是報身， 

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 

 

念念善之＂善＂其意即從法身思量，故是絶對立場，是一種肯定，自然 

不思善，不思惡…至善至美，唯是显善之行，故沒有善惡矛盾。



"绝对"，與"肯定"基本同義，但"肯定"多了一重"自修自證自

成"的意義。 

 

不受惡丶煩惱所影响 。故肯定丶絕對善。絕對，就肯定。

以惡肯定能显善故，是名缘对善! 

 

 

感謝分享!  

🏻 

[9/61:05]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老師問:  

1.  怎樣是"從法身思量"？怎樣思量不是"從法身思量？其差別在於 WV(兩個字) 

 

试答:  

悟是從法身思量。 

迷，不是從法身思量。 

对是对! 但"悟"跟"從法身思量"是同義的。故说了也無幫助

啊! 

 

2.  這"'從法身思量"跟"善"有何関係？從中，我們可見到禅宗的善，其實是指"ABC" 

三個字而已。 

 



那些字母各代表什麼？想通了，就是化繁為簡，就是印心，心開悟。 

 

心悟自然可以轉佛法，可以"解用通一切經"了。 

 

试答:  

通過 聞、思、修 如下 "聞、恩、修"刚好缺少"證"，

不名"绝对善"。 

 

"聞" 

《 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卻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見。》因此而 《一

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 

 

" 思" 

《 思量即是自化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  》 

 

" 修" 

《 念念善，即是報身 》 

 

聞思修不可变成法身、化身、報身。但，闻"法

身"、從"法身"思量、修"念念從下去身思量"，確有大關係。 

 

時常聞思修佛法，《自悟自修》，我們就可以於自色身，《 見自法性有三世佛》。

 

 

佛法當然是绝對善。《 但悟三身，即識大意 》

因能轉恶為善，恒显善故，是名绝对善。 

 

 



感謝分享! 

[9/61:09] 彭秀儀: 感恩老師 指正 

[9/61:13] 張惠能博士: 覆 YK 

 

 
 

ABC:般若智 般若有绝对義，智則無煩惱。禅宗的善、惡，並非世

俗之善恶。禅宗之惡者，煩惱的意思;善者，無煩惱的意思。 

[9/61:20]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9/61:29] 張惠能博士: 大家诮化一下这八天來的討論。中午前若尚有想分享而未

分享的，欢迎继續。  

 

正午我将正式上載"摩訶、般若、波羅蜜、以萬法修證自己"等數段作為未來四天

的討論! 

 

 

再次感謝大家!  

[9/67:40] +852 9164 8214: 各位早，端午節快樂！ 

 

感謝師！ 

 

tel:+852%209164%208214


 

[9/68:34] 1 林張丽琼: 大家早安！端午佳節合府安康！如意吉祥！ 

[9/68:39] 1 林富華手機: 恭喜大家這八天的般若「行」，「行」得很好啊，

 

[9/68:39] 1 林富華手機: 祝大家節日安康  

[9/68:44] +852 5486 6138: 謝謝老師，祝各位佳節快樂！ 🏻

🏻 🏻 

[9/69:36] 吳竹筠:  

謝谢老師與各位会友  

[9/610:24] +852 6920 3636: 屈原頌  陳沛然博士撰 

三閭夫兮楚國人 

明法度兮舉賢能 

耿直言兮報家邦 

戰國雲兮舞忠魂 (註 1) 

 

讒言進兮眾小人 

譭謗烈兮手段狠 

流放孤兮湘流去 

忠臣鬱兮心抑憤 (註 2) 

 

舉世濁兮我獨清 

眾人醉兮我獨醒 

遊江潭兮吟澤畔 

tel:+852%205486%206138
tel:+852%206920%203636


色憔悴兮枯槁形 (註 3) 

 

白起攻兮破郢城 

肝腸裂兮心悲鳴 

懷大石兮投汨羅 

報國魂兮千秋名 (註 4) 

 

九歌頌兮天問聲 

端午節兮思身影 

粽子祭兮保貴體 

龍舟划兮敬忠靈  (註 5) 

 

註 1：屈原（西元前 340 年－西元前 278 年），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早

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

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 

閭：音〝呂〞 

註 2：吳起之後，屈原在楚國主張變法，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譭謗，

被先後流放至漢北�沅湘流域 。 

註 3：《漁夫》：「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註 4：西元前 278 年，秦國太尉白起揮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絕望和悲憤

之下懷大石投汨羅江而死。 

郢城是楚國的都域。 

註 5：屈原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5]  。他創作的《楚

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與《詩經》並稱“風騷”，對後世詩歌產生了

深遠影響。 

屈原投汨羅江而死。傳說當地百姓投下粽子餵魚，以此防止屈原遺體被魚所食，

後來逐漸形成一種儀式。以後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人們吃粽子，划龍舟

以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投汨羅江而死。傳說當地百姓投下粽子餵魚以此防止屈

原遺體被魚所食，後來逐漸形成一種儀式。以後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人

們吃粽子，划龍舟以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 

[9/610:26] 吳竹筠: 謝谢陳老師! 

 

妙呀! 



[9/610:58] 洪麗孟:              

   端午节安康    

        2016     

                  

                

             

               

          2     

          0      

          1       

          6        

                     



        端         

         午        

         安       

         康      

                  

                

              

            

         送您 

   一个漂亮的 

爱心扣,祝您及 

家人端午节安康！  

[9/611:23] 彭秀儀: 感謝大家的祝福，也祝願您佳節吉祥安康。

 
[9/611:35] 張惠能博士: 总结下下: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 念念善，即是報身」。 



 

"念念善"，就是"從法身思量"。 

"善", 是"無煩惱"的意思。 

"從法身思量", 就是從法身"立埸"去思量。是大我立埸。 

"法身", 是"一切諸法和合一體"義。現代語是"宇宙整體"。 

 

佛經常以蓮花象徵法身"本來清淨"之真諦。 

蓮花表"清淨"，象徵宇宙"能淨(絕對清淨)"之力。禅宗所說的清淨，是"把汙泥轉

化成蓮花之清淨"的意思。即汙泥定必然变成蓮花清淨，故是"肯定清淨", 又名绝

对清淨。换句話說，把汙泥看成清淨，是從"能淨"这肯定(真理)"立場看。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禅修在於念念"從法身思量(記得

"肯定"善、記得绝对善)", 禅修即是"肯定"。 

 

再次感謝大家分享。 

[9/611:35] 彭秀儀: 祝福大家早日同登般若彼岸！ 

 

[9/611:45] 張惠能博士: 总结如下: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 

 

"念念善"，就是念念"從法身思量"。 

 

"善", 是"無煩惱"的意思。 

 

"從法身思量", 就是從法身"立埸"去思量。是大我立埸。立場，又名"見地"。("

大我立場"，金剛經稱為"無所住"。"無"即"無為法身",即是"法身";"所"是"處所", 即

所依處;"住"即"定住",即肯定。肯定法身是所依處的意義。) 

 

 

"法身", 是"一切諸法和合一體"義。現代語是"宇宙整體"。 

 

佛經常以蓮花象徵法身"本來清淨"之真諦。 

 

蓮花表"清淨"，象徵宇宙"能淨(絕對清淨)"之力。禅宗所說的清淨，是"把汙泥轉



化成蓮花之清淨"的意思。即汙泥定必然变成蓮花清淨，故是"肯定清淨", 又名绝

对清淨。换句話說，把汙泥看成清淨，是從"能淨"这肯定(真理)"立場看。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禅修在於念念"從法身思量(記得"

肯定"善、記得绝对善)", 禅修即是"肯定"。 

 

再次感謝大家分享。 

[9/611:45] 張惠能博士: 略修改。 

[9/611:49] 甘耀權: 惠能偈用明鏡，如何 

[9/611:53] 張惠能博士: 兩個月最後的講题。稍待。  

[9/612:32] 張惠能博士: http://yikjy.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15.html?m=1 

[9/612:37] 張惠能博士: 跟著下來要討論的經文，是由第十頁最後一段"大智慧到

彼岸", 及到十一全頁，即包括"摩訶義"、"般若義"、"波羅蜜義"、"見性成佛之道

"。 

[9/612:43] 張惠能博士: 大家試講清楚"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行法。何謂"般若行"? 

[9/612:46] 張惠能博士: 手機功能所限，看誰能替大家上載以上所言說原經文文

字。 

 

大家先多讀誦一兩天，才開始分享! 互勉! 互勉!  

[9/612:56] 彭秀儀: 大智慧到彼岸「今既自歸依三寶，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

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

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 

[9/612:57] 彭秀儀: 摩訶義「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

如虛空。若定心坐禪，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

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

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

猶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

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若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http://yikjy.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15.html?m=1


般若義「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惠，

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思，我修般若無形相，

智惠性即是。」 

[9/612:57] 彭秀儀: 波羅蜜義「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

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

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

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

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

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彼

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

無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 

[9/612:58] 彭秀儀: 見性成佛之道「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惠，何以故？

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住，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

無憶、無著。莫起誑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

性成佛道。」 

[9/613:00] +852 9164 8214: 感謝師與 Pandora！  

[9/613:01] 彭秀儀: 只是便心，但不知是否老師所指的 

[9/613:02]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感謝!  

[9/613:05] 彭秀儀: 感恩老師多日來，以及將會的兩

月為我們講經說法。惜福惜缘，我要努力 

[9/613:06] 張惠能博士:  傳送 

[9/618:03] 洪麗孟: 謝謝老師！這幾天講經因此我把六祖壇經又重溫了一遍。 

[9/618:04] 張惠能博士:  

[9/6 21:52] 林富華: 

tel:+852%209164%208214


 

 

 



 

 



 

 

這是楊曾文較敦博本, 有一些小地方不同, 大家可以比較參考, 

 

 

 

 

 

 

[9/621:59] 甘耀權: 不妨看看這一本 



 

 



 
 

[9/622:04] 洪麗孟: 我那本就是楊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9/622:05] 張惠能博士: 各個敦煌校正本，都可以用。 

我提供的，是同學與我一起对照过各版個本後，所用的校正版体。

 
[9/622:19] 洪麗孟: 謝謝！ 

[9/622:21] 1 林張丽琼: 我同意老師一開始就是已經講清楚是用敦煌版，大家先放

下其他版本，一起研究分享老師的主題壇經。暫不要渾拗其他版本， 

謝謝林副會及 yk 提出參考本，但不會在這平台討論。林副會長你同意嗎？ 

[9/622:26] 甘耀權: 這敦煌本有五個。內中在一些用字上會有一個半個多了少

了。不過會因此而錯了。 

[9/622:27] 張惠能博士: 謝謝 Dordor!  

 

其實林富會長 YK 提供的，都是很珍貴的敦煌本校正版本，當中實只有很少很

少的差别。大家遇上，都應請來，好好珍藏及受持。 

 

而那些差別處，正可拿來討論。  



[9/622:31] 張惠能博士: 幸好，敦煌原本壇經經文本身貫性高，前文後理又互相

对照，那多了少了字的部分，在修學時確也不难發現。至於如何作出校正，便要

考大家的修證功夫了!  

[9/622:36] 1 林富華手機: 有些較大分別在： 

 

心中常思，Vs 心中常愚， 

 

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慧，Vs 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 

 

交給張老師處理好了  

[9/622:47] 彭秀儀: 好想回應， 

.因太多版本，我等初基会冇所識從 

要先認識一個版本，好好研究，深入經典後，什麼版本都可以作比較 

[9/623:07] 張惠能博士: 覆林副會長: 

 

一字之差，確是天差地別! 

 

楊曾文教授是一位學者。他校对的方法論，是若遇上兩個敦煌本文字有出入，他

非透過自身禅修經驗來決定。他較多宋朝各版本"移花接木"地把原本看成缺漏。 

 

如:  

 

"心中常(思)"、"心中常(愚)": 分别在三個現存完整的敦煌本出了。前者一個版本，

後者出現在兩個版本。但楊曾文加了宋版文字，就变成了"世人心中常愚，自言

我修般若"了! 

 

敦煌原本確三個版本都只有"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慧。但楊曾文教授卻又依宋

朝流通本加了"一般若生"四字，变成了" 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都一起用我提供的最忠於敦煌原本的版本，而以楊教授版作扶

助啊! 

 



 
[9/623:10] 張惠能博士: 其實當中的小差別，若真正讀通上文下理，也不难自己

看得其見其端倪。  

[9/623:11] 張惠能博士: 所以，沒必要自乱陣腳。  

[9/623:14] 1 林張丽琼: 感恩老師回答，謝謝林副會長提出，大家加油學習

 
[9/623:15] 張惠能博士: 三個現存完整敦煌原本，分別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大英

圖書館、及敦煌搏物館。  

[9/623:16] 吳竹筠:  

[9/623:18] 張惠能博士: 其中北京圖書館那本本前半部有缺漏。

 
[9/6 23:18] 甘耀權: 

 



 

[9/623:19] 張惠能博士: 就是三、四、五。  

[9/623:19] 洪麗孟: 謝謝老師！ 

[9/623:19] 張惠能博士: "三"是有缺! 

[9/623:21] 洪麗孟: 我原來有一本原本敦煌本，但是殘缺太多，開始看的不太明

白，所以又請了楊曾文的新版。 

[9/623:23] 張惠能博士: 我有一本周绍良编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内裡有齊它們

的相片，那些相片是我和學生極珍貴的研究第一手材料。

 
[9/623:29]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其實坊間見到的敦煌版本，对初學者都是一樣的，都可放心去讀。那些"小"分別，

也不是一般修行人要考慮的。  

[9/623:30] 1 林富華手機: 同意張老師的話，大家最重要是從經文中明白其意義，

然後可以行，用行去真的體驗， 

[9/623:31] 1 林張丽琼: 老師您的學生真有福了報啊！有個請求，6 月 24 日講座

可以早一點到現場分享您的珍貴研究本嗎？ 

[9/623:35] 張惠能博士: 覆 Lumen 

 

今天坊間的敦煌版壇经，大都校对了三個版本了! 不會再殘缺的了!  

我最早期，有一本鈴木大拙詳述敦煌原本壇經，也甚难得。惜忘了放在哪，多年

未能尋獲。 

 

互勉!  

[9/623:35] 張惠能博士: 好!  

[9/623:36] 張惠能博士: 覆 Dordor 



[9/623:40] 洪麗孟: 我找找看，因為書太多，需要一些時間，找到可以給老師看

看是否你說的那本。我記得我三個版本好像都有。 

[9/623:41] 彭秀儀: 老師，既然各敦煌本沒大分別，恕我直言，我何不简單直接

用你提供的版本。 

[9/623:43] 彭秀儀: 只是道出一個初哥所面對的疑惑與感想。老師見諒

感恩 

[9/623:56] 甘耀權: 我們在這裡討論版本來源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版本如果有

問題，閲讀時便會出現偏差。禪宗早期用楞伽經印心，後來改用金剛經，經文翻

譯的困擾是一個原因！ 

[9/623:59] 張惠能博士: 所以，這兩個月我建議大家都一起用我提供的最忠於敦

煌原本的版本，而以楊教授版作扶助啊! 

 

 
 

未來，其實坊間見到的敦煌版本，对初學者都是一樣的，都可放心去讀。那些"

小"分別，也不是一般修行人要考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