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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33] +852 9422 8226: Gary 好有菩提心  

能許願以身作則去身教！ 
這也是修行的重點之一 

祝早登法雲地，做福眾生  

[13/68:34] +852 9422 8226: Garry 好有菩提心  

能許願以身作則去身教！ 
這也是修行的重點之一 

祝早登法雲地，做福眾生  

[13/68:56] 張惠能博士: 覆 Annie 
 

 
 
晚上好！試答師問： 
 
1） 這"空" 的智慧可以再講清楚嗎? 
2） '從真如而來，怎可再說清楚呢?佛经說唯用比喻才能說清楚! 
3） 能從壇经找一四句偈再继续說（「行」）下去嗎？ 
 
佛陀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空」指世間萬事萬物皆依條件而呈生滅現象。其實生只

是暫時顯現，滅則只是暫時隱藏。要知道隱藏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而是需要等待條件成熟，

本來隱藏的東西便會顯現出來。例如：月亮在日間會隱，到夜間會顯。 "因缘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十分正確。包括"空性", 也只是在說明一切事物都以"缘生法"这本性而示現生滅。
那麼什麼因缘生佛、眾呢？ 
 
佛經常以比喻法把深奧的道理說明。就以從真如中來為例，在先前探討「自三身佛」時，已提

及過蓮花比喻能淨，現舉金子比喻佛性與萬物的關係。佛經常以金子喻佛性，各款金飾造型喻

眾生。金飾造型雖千差萬別，但其原材料都是含量具足的金子所製。因此，儘管眾生的模樣不

盡相同，但我們都具足佛性。至於能否發揮佛的功用，則看我們是否知道和記得自己本來是佛

了。 用比喻說佛性、如來、諸法實相等真理，是佛所教說法。很好啊! 比喻也恰當! 
 
前文提到，「行」即羯摩力，又稱業力，是一種慣性的力量，推動萬事萬物發生與活動。若我們

慣性地記得並實踐「念念善」，便已然「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 確是"念念善"



而已! 修行就只在於此而已!  
 

 
 

感謝分享!感恩! 

[13/68:59] +852 9164 8214: 感謝師！  

[13/69:26] 張惠能博士: 覆 Fannie 
 

 
 

感恩老師的啓蒙  

 
肯定自己是住在宇宙整体(法身) ，又如何? 這於我有何益處? 
 
肯定自己能為法身即整体這個家 (宇宙、世界、國家、社會、家庭、公司、團體) 等有自身的價

值(服務)。 這是布施波羅密多，唯以法布施，方名真佛的工作，是名功德。故未

來很快我們會讀到，"功德在法身，不在福田"! 
 
知道自己是個体，身边的人也是他們自己的個体，整体是由各各個体而構成，缺一不成整体，

那每個 個体都是主角，週边就是配角 (一花一色、一物一職) 佛法是"天生我材必有
用", 自覺我們都是"普門示現"的观音，即能"肯定善", 即時能"從法身思量"! 很快大家便可讀到
恵能講"慈悲即观音"! 
 
要在大我的立埸 觀世界，我所認知就是我的世界，心量大 世界大，心量小 世界小(非佛所教)。

這是摩訶真諦。"心量廣大，猶如虛空"，就是由"自私小我", 到"大我"的立場。 
 
念念不愚即念念覺(覺在整体中的個体/我)，常行佛所見的智慧即般若行。 確是"念念
善(從法身思量)"，即般若行。"法身"者，即"宇宙大我"之謂。 
 
心定在佛的立埸去工作，不取菩提、不捨煩惱去活出此生的價值創造，圓滿三身佛。

這是惠能禪師說法四十多年总结，可算是讀通壇經應有的结論，很好! 感恩! 

[13/69:45] 張惠能博士: 覆 Garry 
 

 
 



試說＂般若＂ ＂行＂請老師批改。 
 
   四句偈： 
「悟般若法，修般若行。 
    一念修行，法身等佛。」 
 
智慧：人生的經驗 + 知識的學習⋯ 
般若：經驗了困難，絕望⋯活出＂心＂的肯定意志。做好自己，影響別人，莊嚴佛的世界，做佛

的工作⋯ 這句有份量，"念念"般若行之"念念" 唯在於心的肯定，又名意志，如金刚一
般的意志，去做佛的工作。"從法身思量", 即是"莊嚴佛的世界，做佛的工作"! 
 
學習講經説法，明白真＂我＂説出自己的道理，不是教育別人，而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讓自

己的行為本身對他人形成影响。 "我修般若無相", "無(無執)壽者(佛)相"是箇中

秘密啊! 
 
如果自己行為上很卑鄙卻去教育別人⋯這叫騙人！絕對不行！ 這是 "莫起誑妄，即自
是真如性"的演繹, 很好啊! 
 

感恩! 

[13/69:52] +852 9164 8214: 試答師問什麼因緣生佛、眾呢？ 
 
《壇經》云：「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又云：「一念愚（惡、煩惱）即般若絕，

一念智（善、菩提）即般若生」。故此，「一念」就是生出佛、眾之因緣。而操「一念」之走向

的人，就是我們自己。 
 

 
[13/69:53] 張惠能博士: 覆 jhsy 
 

 
 

Gary 好有菩提心  

能許願以身作則去身教！ 
這也是修行的重點之一 

祝早登法雲地，做福眾生  

 



法雲地，是菩薩十一地，是"方便成就",能依眾生所需而說法的境界，大家都可

以做到。人人成佛(做佛的工作), 是佛說! 互勉!互勉! 

[13/69:53] 張惠能博士: "菩薩十地" 才对。  

[13/69:56] 張惠能博士: 覆 Annie,  
 

 
 
試答師問什麼因緣生佛、眾呢？ 
 
《壇經》云：「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又云：「一念愚（惡、煩惱）即般若絕，

一念智（善、菩提）即般若生」。故此，「一念」就是生出佛、眾之因緣。而操「一念」之走向

的人，就是我們自己。 成佛，只是"一念"從法身思量而已, 很好! 
 

 

[13/69:57] 張惠能博士: 感恩大家的分享!  

[13/612:21] 張惠能博士: [2016-6-12 21:40] BRUCE CHEUNG: 無相懺悔   
 
「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障。」  大師言：「善知識：   
 
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  
從前惡行一時除， 
自性若除即是懺。  
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愚癡染，  
除卻從前矯雜心， 
永斷名為自性懺。  
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疽疫染，  
除卻從前嫉妒心， 
自性若除即是懺。」(已上三唱)   
 
「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

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   
 
 
無相三歸依   



 
「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戒。」  大師言：「善智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
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餘邪迷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

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

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以無愛著，名離欲尊。

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眾中尊。凡夫解脫，從日至日，受三

歸依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卻是妄。善知識，各自觀

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歸處。」   
 
 
無相滅罪頌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無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元在，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裏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眾、道俗，讚言無盡：「昔所未聞。」 
[2016-6-12 21:46] BRUCE CHEUNG: 大家試講清楚: 如何是真懺悔？無相三歸依？滅罪之秘

密？  



[13/612:25] 張惠能博士: 般若理趣經云:"世間一切垢清淨(绝对善)故，一切罪清淨。大家特

別留意惠能說大家"根本"無罪業及如何能夠肯定它。  

[13/612:44] +852 9422 8226: 感謝老師在百忙之中為我們說法 

 

[13/612:45] +852 5486 6138: 感謝老師  

[13/612:52] +852 5486 6138: 感謝 jhsy 的讚許，但只是個能説少少，未能＂行＂的人小學生而

已⋯還要跟各位佛菩薩多多學習  

[13/613:05] +852 9422 8226: Garry 
我説的是衷心，你能夠公開道出真感受：很多人只說不練。 
現在你說了，自然會對自己的身心活動有要求，能這樣修行，自然大善。 
caspar 

[13/613:07] +852 9164 8214:  

[13/613:12] 張惠能博士:  

[13/613:21] +852 5486 6138: 互勉、互勉…慚愧   

 

[13/623:22] +852 6021 2905: 老師好，試答如下，煩批閲  

 
如何是真懺悔? 
無相三歸依? 
滅罪之秘密? 
 
我選的四句偈是: 
 
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説無益。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故。 
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者。 
各自性中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懺者，煩惱來，一念覺為懺。 
於活動中，不執人見、我見、眾生見、壽者見，心意識歸依清淨法身佛。 
 
當境在於一念覺 (見自身內三身佛)，持續的念念覺，即佛也。 
 
惠能說大家“根本”無罪業及如何能夠肯定它。 
 
惠能說: 
若悟大乘 (念念覺即無住、無相、無念) 真懺悔。 
除邪行正 (在當前一念覺) 即無罪。 
學道之人(自己)能自觀，即與悟人 (覺者) 同一例 (與佛同道)。 

[13/623:31] 張惠能博士: 初看四平八穩，很不错。  

[13/623:32] 張惠能博士: 先誰大家再多想想，明天中午我才詳細回應您!  

[13/623:40] 張惠能博士: 先说一句，恵能既教大家"滅三世罪業", "心中三業元来在", 固然是講
眾生有無始(元)罪業。但又说"除邪行正即無罪", "即無罪"確也可以说成"根本"無罪(肯定無罪，
跟绝对義一樣)。 
 

這如何可能？兩個極端如何會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