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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24] 甘耀權: 禪法是觀心法門，了解自己心的特性。明白了便是觸証真如。在自性法身智
慧的境界來看萬法森羅，因緣聚散，亦因此而生起一切善法，於念念善中成就報身，自成佛道 
 
[15/61:03] 張惠能博士: 覆 YK 
 

我們这兩個月是說壇經啊! 不要說什麼似是而非的所謂大道理。 

 

禅法，是观心法門 誰在观？看什麼？怎看？壇經說:"看心看淨，郤是障道因

缘。"点解呢？ 
 

了解自己心的特性。 壇經說得很清楚要我們去"見自性 XX"。方向清楚! 您要

說明白啊! 
 

明白了便是觸証真如。 這句有語病。這句也非禅说的"証"! 這所"証", 在見"自三

身佛"，其實已说破了啊! 
 

在自性法身智慧的境界來看萬法森羅，因緣聚散，亦因此而生起一切善法， "自性法

身智慧"是什麼境界？看"因缘聚散"為什麼"因此(必然)"就生起一切善法？這與壇經说"從法身思
量"有何異同呢？ 
 

於念念善中成就報身，自成佛道 这句倒是壇經所说。但"念念"有"未完成"義。故

成佛是"過程", 不是"目標"啊! 
 

請继续练習说清楚壇經敦煌原本中的"四句偈"吧! 其他的說話，不必要在說了! 互

勉之! 
[15/68:22] 甘耀權: 我說的觀心法門： 
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 
[15/69:18] 張惠能博士: 覆 YK， 
 
我說的觀心法門： 



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 有這四句偈，說法就不以样 

 

"自性、心地"，是教我們"誰在看"。"措心有地，所作不空",点解？這心地是什麼地？ 

 

"以智慧觀照"，在教我們怎樣看。這句点解釋清楚？ 

 

"內外明徹，識自本心"。這句是所證，尤其重要。何謂"明徹"？何謂"識"？"自本心

"是自心？本心？抑或是二合一？ 
 

說明白這四句偈，修行"觀心法門"就可以無誤。互勉! 互勉! 

[15/69:20] 張惠能博士: 中午再回應 Annie 昨晚所修改的說法。初看很好! 感恩! 

 
[15/69:30] 張惠能博士: 其實，學佛除了學習廣大心量处，更是學習小心謹慎。佛經及證悟者所

說，每一個字，都有其大道理在。講經說法，不能輕率。  

[15/69:32] 甘耀權: 不少的議題在早前已經論及，是否每次都要再來說一下？這樣便不會是 30
字的文章了！ 
[15/69:36] 張惠能博士: 每次说法，是一期一會啊!  
 
把以前说過的大道理，是要用一句簡單易明的句子總结起來。真正通達四句偈，便能容易做到。

 
[15/69:46] 甘耀權: 近的文章都是長篇的！ 
[15/69:50] 張惠能博士: 是題問題，所以每題的經文不長。其實同學這版本的分版及標題是 初

我出來講壇經時所造的，已考慮了四句偈及说法的問題。  

[15/69:51] 張惠能博士: 是四題問題。 

 
[15/613:25] 張惠能博士: 覆 Annie 
 

 
 

試補充如下，請師審閱。祝備課（寫書）順利！  



 
 
 
如何是真懺悔？ 
 
 
【補充：確保「永斷不作」的方法是，視一切所經歷的都是自己的「誓願」。全都是自己選擇去

經驗的，從而顯示本來具足的蓮花能淨功能。】 這是"從法身思量"的方法示範，

很好! 
 
如何是無相三歸依？ 
 
 
【補充：以上三種精神境界分別是自「覺」本來是佛，念念「正」、不邪迷妄想，以及見一切清

「淨」，這些都是人人本來具足的。】 很好! 能夠配三身佛再說清楚嗎？ 

 
如何是滅罪之秘密？ 
 
【補充：惠能既說「心中三業元來在」，亦說「除邪行正即無罪」；兩者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實

際上並無衝突。因為前者是站在人們「修福不修道」的立場上說，而後者是站在「真懺悔」的

立場上說。惠能說「心中三業元來在」，是因為有些人以為只要多種福田，便可抵消三業而不修

行，但這是不可能的。三業也是從真如中來，所以是不可能被滅掉。不過對於「修道」者而言，

「三業」是可被轉化為「三密」的。而惠能說「除邪行正即無罪」，則是對那些以為自己罪業心

重，罪業難以消除的人而說的。】 能夠看到、重点说清楚: 凡夫見、佛(绝对善、真

常唯心)見、及菩薩(修行覺受相、中道)見等三個見地的分別，就是如法的说法。 
 

谢谢分享! 互勉! 

[15/613:30] 甘耀權: 心空罪亦空，轉個什麼？ 

[15/613:38] 張惠能博士: 何谓空？先聞思、再修證。先聞思，跟自他说清楚。 

[15/613:39] 張惠能博士: 依壇經四句偈啊!  

[15/613:43] 甘耀權: 問題在於心的定位壇經中所說其實不同時間講不同的事。 
[15/613:45] 張惠能博士: 悟光上师曾说過: "釋迦牟尼是知難行易，我們是知易行難"。此話是您

的良藥。  



[15/613:47] 張惠能博士: 可惜，今人不聽聞、不講佛经，連知也不知!  

[15/613:51] 張惠能博士: 經的道理，是绝对真理。文字表達，是相对。要小心分別，否則是自

誤誤他! 何苦来。  

[15/614:02] +852 9164 8214: 謝謝！會繼續努力說清楚。  

 
[15/614:24] 甘耀權: 這個本來不是問題，因為有精準的語言可以用。 
以心中三業元來在為例。 
在心中是否説心的能藏性？ 
如何能讓心中所藏業力種子發動？ 
這是依因待緣的事，因緣所生法，我説即是空。如果不譲因緣成熟，罪業亦無力用生起。故說

罪亦空。沒有什麼轉化的過程。 
在心中如果説的是心的能動性。起心動念向善向惡便是取捨。 
然而我們在探討人之本性時便知道不取不捨的道理。這是在 高絕對真理上的悟道。 
但是在世界運作出亦不能說心沒有能藏，能動的能力。 
只是分別在我們用什麼模式來看了！ 
[15/614:42] 張惠能博士: 覆 YK 
 

 
 
這個本來不是問題，因為有精準的語言可以用。 
 
 

以心中三業元來在為例。 您的四句偈 

 
 
在心中是否説心的能藏性？ 
如何能讓心中所藏業力種子發動？ 

這是依因待緣的事，因緣所生法，我説即是空。 空，即是因

缘所生法。很好! 
 



如果不譲因緣成熟，罪業亦無力用生起。 這句也对! 
 

故說罪亦空。  
空，是因缘所生法。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罪，也是因缘所生法。 
 

沒有什麼轉化的過程。 這句没有邏輯。唔知講乜! 
 
 

在心中如果説的是心的能動性。起心動念向善向惡便是取捨。 壇

經怎说善惡？善、惡未解清楚，這句說話沒什麼意義。 
 

然而我們在探討人之本性時便知道不取不捨的道理。 這句說話唔清

楚(但壇经講清楚了)。 
 

這是在 高絕對真理上的悟道。 悟道，壇经說得清楚。您說的

真是未得清楚。 
 
但是在世界運作出亦不能說心沒有能藏，能動的能力。 

只是分別在我們用什麼模式來看了！ 這句倒也較易明。但没

说出用"什麼模式来看"，也是空話。壇經不說空話。 
 

"受持讀誦四句偈，為他人说"，对大多數人來講，困难在於沒有"聞

思"，沒有抱著尊敬歸依的態度去闻思，那麼怎麼可能理解它呢? 
 



您若確實做到了"聞思", 才可以有機會相應惠能之所說啊!  

 

[15/614:57] 張惠能博士: 其實，把"自私小我"立場的身口意三業，轉

成"宇宙大我"立埸的身口意三業(又稱三密)，真實是壇經見地。您可以去找找是哪句啊! 
[15/615:32] 甘耀權: 轉識成智是佛法修行的過程亦是目的。 
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 

[15/615:38] 張惠能博士: 是"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
為本"之四句偈。 
[15/615:40] 甘耀權: 前面同學間用轉化來作解説，有問題的。 
經中原文：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慧。講的是不染一切法。般若常住不離自性。 
[15/615:43] 甘耀權: 這個變講的是由凡夫心識境界進入佛自證智慧境界。在不同的層次。 

[15/615:45] 張惠能博士:  

 
同學是說"轉化三業為三密"，意思是把"自私小我"立場的身口意三業，轉成"宇宙大我"立埸的身
口意三業(又稱三密)，真實是壇經見地。同學說的也清楚易明。 
[15/615:49] 張惠能博士: 覆 YK 
 

 
 

這個變講的是由凡夫心識境界進入佛自證智慧境界。在不同的層次。

这個说法可以。不過，這"佛自證智慧境界"，怎去說明白给自、他去聽？ 

[15/615:54] 甘耀權: 三業和三密在壇經中的那個地方説了？ 
[15/616:03] 張惠能博士: "三密"是壇經沒有的名相。所以，同學其實可以用一句壇經有的四句偈
來代替。您猜猜! 
 
不過，壇经既有三業，同學介紹"三密"定義若夠清楚，也是可以用的。 
 
這也是说經的秘密心法:.盡量少用專有名相，每個專有名相都要保證大家清楚明白，不可只是望



文生義。 

[15/616:03] 張惠能博士:  

[15/616:14] 甘耀權: 如果三業轉三密已經討論了，轉識成智的道理還要講什麼？ 

[15/616:16] 張惠能博士: 人人吃了就飽。同學說清楚了，不一定您说清楚了!

 
[15/616:17] 甘耀權: 他們能夠説清楚，聞者亦應明白了！ 

[15/616:17] 張惠能博士: "識"跟"智"，您能用壇經說得清楚明白嗎?  

[15/616:18] 張惠能博士: 不一定! 各自每次說法，都要獨立完整。 
[15/616:20] 張惠能博士: 人人用自己说话方式說，同一句四句偈，人人表達可以不同，這才是

說法的真諦!  

[15/616:30] 甘耀權: 很好 
[15/616:31] 甘耀權: 自悟自證自説自話 

[15/616:33] 張惠能博士: 自悟自證，是才可以"心悟轉法華"的，我能信解惠能所說!

 

[15/616:34] 張惠能博士: 互勉之!  

[15/616:37] 張惠能博士: 一本壇經，不失本宗。 
 
得遇壇經者，如見吾(惠能)親授! 
 

大家继绩說經文四句偈吧! 法會為期兩個月，光陰易逝啊!  

[15/616:51] 甘耀權: 凡夫識境，迷人之行為，經中指點頗多，層次上有不同。針對的是學佛修
行的人。例如在定慧上諍先後是一種；執著法相是一種；看心看淨是一種；百物不思、空心不



思又一種；見人過患，開口說人是非一種；不知自身中三世佛，於身㚈覓佛一種；惡業恒不離

心，諸佛前口説懺悔無益一種；每日誦經，口念心不行一種。少根之人，聞法不悟，邪見障重，

煩惱根深。故知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眾生是佛。 
[15/616:55] 張惠能博士: 一本壇經，不失本宗。 
 
得遇壇經者，如見吾(惠能)親授! 
 

大家继绩說經文四句偈吧! 法會為期兩個月，光陰易逝啊!  

[15/616:56] 張惠能博士: 大家继續加油啊!  
 
用自己語言，给自己說明白"四句偈"道理，其實是很自然的事。用些自己不懂的名相文字，反而
不自然。 
 

"般若行"這樣的公開式的"單对單"回應"學習说法"機會，千载难逢。等您們的文字說法啊!

 
[15/616:56] 張惠能博士: 學佛，不要只重名相，名相若不明白反而是障礙。 
 

四句偈者，即是能感動自心者，再說出自心的覺受而已。是自然。  
[15/616:58] 張惠能博士: 四句偈者，即是能感動自心者，再說出自心的覺受而已。是自然。 
 

一句句来。  
 
[15/617:04] 甘耀權: 若論佛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經文後面重複時可能有點筆誤： 
今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這是我說觀心法門的來源），令自本性頓悟。 
若（不）能自悟者，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原又沒有不字！ 
[15/617:16] 甘耀權: 這一念之悟六祖其實說了前行準備的功夫， 後才能水到渠成。 
前行： 
法的傳承 
法門以定慧為本，修一行三昩 
法無頓漸，人有利頓，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坐襌（一切無礙） 
授戒皈依 
發大願 
懺悔 
說法：摩訶般若波羅蜜 
修行 
言下大悟是這樣來的！ 

[15/617:16] 張惠能博士: 找出重心句子，作為四句偈。给自他說明白，把原來不清楚怎

樣修行的，就是说法了!  

[15/617:17] 張惠能博士: 找出重心句子，作為四句偈。给自他說明白，把原來不清楚怎

樣修行的解說清楚，就是说法了!  

[15/617:19] 張惠能博士: 每次说一句四句偈便可以。  

[15/617:19] 甘耀權: 上面説的是解 上大乘法，直示正路的路線圖。 

[15/617:20] 張惠能博士: 每次说一句四句偈便可以。  

[15/617:22] 張惠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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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7:27] 張惠能博士: 各人所選的"四句偈", 代表自己目前对全經重心的看法。便可嚐試由这
重心，為自他说说法。不难。 
 

加油!  

[15/617:31] 張惠能博士: 我建議大家每次新講題，先给自己一、兩天時間，常讀每次約三百字



的经文，慢慢開花(心)! 然後再來分享自己的"四句偈"!  

 
 
然後，分享您的說法: 先说原文您喜歡那一或兩句，它就是您的四句偈，再看看它如何解決講题
相關的那些問題，再将問題簡單給自己解說，要不脱離原意，當然也可用現代語增加經文傳遞

力，這是"為他人說"的原則。 
 

互勉!  
 
[15/620:14] 彭秀儀: 试回答老師之問題:  
 

"無相" 即"離相"，不去分別善念恶念。以清淨心去了知諸法實相，才可開悟。

如何以清淨心去了知諸法實相？跟開悟有何關係？ 

 
《  自性若除即是懺 》； 《 懺者终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  》 
 
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不落有無兩边，是為中道。但我們如何能真正做到於 " 念念不被愚迷
染" 的清淨心境，不再住於俗世的善惡念的分別心？这要靠 ' 念念'不断的修行过程，達至真正
開悟 
[15/620:57] 彭秀儀: 經文 说" 愚人修福不修道，……後世得福罪元在" :  

" 道" 是指大乘佛法，成佛之道。金剛经说 無相，其中提到以無相報施，實得 大福報。

無相，怎報施？可用比喻說明嗎？ 
 

试覆老師所問 :  

 
壇經內有 《 大師令傳此顿教，願學之人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本身…… 》，要我們應自己聞思



此經，更要受持，继而為他人說 ( 法布施), 使得願學佛法的人同能當來觅得本身，同歸真如一
体。 
 
 
附註 ( 因不知可否引用其他經文):  
 
金剛經內《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復有人……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
說，其福勝彼  》 
 
七寶即財布施，只能種來世富貴福報；又或以無畏布施，只能種來世安樂福報。此等布施只能

得世俗福樂報，並不能助我們證道開悟 
佛法布施是無所得的，是無相布施，是特別殊勝。因 " 一切諸佛及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15/621:24]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如何以清淨心去了知諸法實相？跟開悟有何關係？ 
 
《  自性若除即是懺 》； 《 懺者终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  》 
 

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這是很好的開始。 

 

不落有無兩边，是為中道。 ?這磿說有、無有特別意義啊! ?有，是有

為(世間一切事物)，又名相。無，是無為(非世間之事物)，又名性。壇经很快我們會講到"說一切
法不離性相，解用通一切經"。能夠又見到相、又見到性，即是中道見。徹記啊! 
 
但我們如何能真正做到於 " 念念不被愚迷染" 的清淨心境，不再住於俗世的善惡念的分別心？

这要靠 ' 念念'不断的修行过程，達至真正開悟 念

念，是一念、一念、一念、...... 
[15/621:37] 張惠能博士: 無相，怎報施？可用比喻說明嗎？ 
 



试覆老師所問 :  

 
壇經內有 《 大師令傳此顿教，願學之人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本身…… 》，要我們應自己聞思
此經，更要受持，继而為他人說 ( 法布施), 使得願學佛法的人同能當來觅得本身，同歸真如一

体。 大家同在一身體內，即身體內细胞。细胞不忘是身體自然

互相供養，身體就健康了。這可說是無相布施。還有更简单直接的比喻嗎？ 
 
 
附註 ( 因不知可否引用其他經文):  
 
金剛經內《 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復有人……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

說，其福勝彼  》 只要您有能力去講清楚。引用其他經文

是幫忙、抑或是幫倒忙，在於说法人的功夫。 
 
七寶即財布施，只能種來世富貴福報；又或以無畏布施，只能種來世安樂福報。此等布施只能

得世俗福樂報，並不能助我們證道開悟 
佛法布施是無所得的，是無相布施，是特別殊勝。因 " 一切諸佛及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這無相布施比喻，是用错、或解錯了! "無所得"也不是您说
这樣的。暫不要處理"無所得"問題，这数週內我們定會说到。 
 

謝謝分享! 加油! 

[15/621:39] 彭秀儀: 感恩老師開示，纠正。 

我會再小心看經文，细想  

[15/621:43] 張惠能博士: 很有進步，說法清楚了。佛法正知見可以



一步步透過說四句偈的方式去讀不同的經慢慢建立起來。不难三年內有小成。 
[15/621:52] 彭秀儀: 老師，我發覺一直以來，若我加入從其他佛經，莫说壇經注釋，所以為相
關的佛法，總是更差勁於我单從壇經原文解讀而交的 ' 功課' 。 
今天老師一語道破我的迷思…… 
[15/621:54] 彭秀儀: 先從一經着手，都是佛说的……，融會贯通，解用通一切經。 

[15/621:54] 彭秀儀:  

[15/621:58] 張惠能博士: 惠能當時在南方說法，當時還是南蛮之地，肯定很多聽經者知識水平
很低，所以惠能說法，一定不會節外生枝，肯定是直接简易。所以先從一本敦煌原本壇經練習

好。 
 

只要通了一本經，要通達其他的就比想像中容易得多了! 互勉之! 

[15/622:05] 張惠能博士: 當年我有一本袋裝敦煌本壇經，每天坐車、走路都拿出來讀誦(是讀誦
啊!)，一讀誦就十年了! 然後，後來看心經、楞伽經、圆覺經..... 都自然就通達佛心。 
 

水滴石穿! 是意志(願)的問題而已!  

[15/622:41] 張惠能博士: 感恩大家的分享! 各自再努力去啊! 我先備課(寫書)去! 明天再一一回
應大家。 
 

互相頂禮、互相供養!  

[15/622:42] +852 9164 8214: 為便於傳達完整訊息，故把補充整合至原文，以回答師問如何是無

相三歸依？能夠配三身佛再說清楚（覺正淨）嗎？請師審閱。  
 
惠能視人人都是「善知識」，他勸導我們「歸依三寶」。「歸依」指「除不善心及不善行」。當我

們歸依，便相信和接受「世人性本自淨」，一切已是至善至美。「三寶」指佛法僧。但惠能說的

並非有形相的佛法僧，而是「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那是佛法僧所代表的三種精神

境界。 
 
覺者，「邪迷不生」。自「覺」本來是佛，即「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 
 
正者，「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無邪」即「正」，念念「正」為「念念善即是報身」。 



 
淨者，「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見一切清「淨」，即「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

淨法身」。 
 
這些都是人人本來具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