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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06] 張惠能博士: 先覆 YK 

 

 
 

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 很好的四句

偈 

 

「摩訶」說明了此法含攝之內容，包括人（善人、惡人）、事（善法、惡法）、 物（日、月、

星辰）之「萬法」，是概括宇宙之心、物一切法而言的。 很

正確，此法確是以"萬法來修正自心量"! 

 

何名波羅蜜？解義離生滅。 這也是很好的四句偈! 

 

「波羅蜜」， 「解義離生滅」，「離生滅」正是《般若經》「般若空性」之最基本的表現形式， 

指萬法之真性而言。 很好，但意思未说完啊!差一句，到底

萬法之真性是什麼？它為什麼是以"離生滅"來表現呢？努力啊! 这裡只差一步!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

念智即般若生。 是您現在的四句偈。較不實在，因欠缺般若之

內涵，說法較难到位。 

 

「般若」是指「般若智慧」，「摩訶般若波羅蜜」其義涵就 是指以智慧去了悟萬法離生滅之般

若自性。 以什麼智慧？為什麼它能帶我們離生滅？ 

 



應注意的是，「般若」在此並非僅指 人（心）之自性，亦指（日、月、星辰等）「萬法」之自

性，悟「般若」，指通 達了悟心、物（內外）之般若自性。 般

若 

 

悟「般若」，常說成悟「自性」，「自性」又與「自心」、「內性」、「法性」、「道」等 指

內心外物不同範疇之用語混用，通心、物以說「自性」（或「般若」）。 重點是行，智慧為母，

方便為父。行講的是方便。 惠能只说" 若無尘勞，般若常在，不

離自性"! 正正般若就不是"自性"! 故敦煌原文從不會说"般若自性"的。"悟自性" 是般若功能啊! 

不能說"悟自性"等於"悟般若啊! 

 

再次感謝分享。自性跟本性要分清楚啊! 否則自己混淆自己說法，修

行見地自然也偏離正道。互勉之! 

[17/60:35]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雖有  甘會長， Annie 的珠玉在前，還是選了無相三歸依。 

 

我選的四句偈《 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 歸依淨, 眾中尊 》

是四句偈 

 

初看，與常聽的 '三歸依佛法僧三宝' 不同，奇怪？! 细看經文: 

 

以下經文所說，與之前所習 《 見自三身佛 》互相呼应 : - 

 

"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 

覺者，開悟也。能念念清淨，即念念是佛，謂之千百憶化身佛。



這裡"念念"其實是"一念、一念、..."! 的確是要不断的"一念请淨(肯定善)"! 

 

"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名離欲尊" 

能随顺 '法性' ，當下表現佛的言行，是當來報身佛。 確是隨

順"法性"，才會肯定此身是佛身去表現佛的说法和工作。 

 

"自心歸依淨，……自性不染著……" 

能自證自悟清淨法身佛境界。 怎自證自悟清淨法身佛境界? 

再說说啊! 

 

勸我們要自心歸依 ' 覺正淨' 这三宝，可知三宝盡在自性中。能夠自心歸依自性，就是 見性成

佛。 歸依自性三宝，不等於歸依自性。自性三宝，不等

於自性。 

 

很好啊! 加油! 

[17/60:39] 彭秀儀: 感恩  

想想怎樣寫，能較清楚表達  

[17/60:48] 張惠能博士: 《 經中只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依處 》:

是四句偈。 

 

既然之前已勸我們要自心歸依 '覺正淨' 这自性三宝，當然不需也不應向外求。既然自性本具足

三宝，能清淨自心，不再迷妄執著；開悟了，當可念念正，言行正。



很好! 

 

故我們應向内修心，調心，不假外求。 怎樣做到修心、调心？多说

一句。 

 

 

[17/60:52] 彭秀儀:  

[17/60:52] 張惠能博士: 感恩大家的分享! 各自再努力去啊! 我先继續備課(寫書)去! 明天再一一

回應大家。 

 

互相頂禮、互相供養!  

[17/65:24] 彭秀儀: ***老師在以下末段 提議 對 ' 修心、調心' 作出補充 *** 

 

《 經中只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依處 》: 是

四句偈。 

 

既然之前已勸我們要自心歸依 '覺正淨' 这自性三宝，當然不需也不應向外求。既然自性本具足

三宝，能清淨自心，不再迷妄執著；開悟了，當可念念正，言行正。

很好! 

 

故我們應向内修心，調心，不假外求。 怎樣做到修心、调心？多说

一句。 

 

試答如下 : 

 

-  " 若不見佛，即無所歸" : ' 見 ' 意即開悟、覺。   

-  " 各自觀察，莫錯用意"，也是要我們對自心 觀察。 



 

怎麼做到 ' 覺 ' 和 ' 觀察 '？就是要時刻保持覺醒，用摩訶般若波羅密去觀照 自性是否 覺正

淨。恆常修練这 覺性，達到像呼吸般自然運用，去覺照每一念都是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

性成佛道。 

[17/69:52]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說得很正確。  

 

晚些詳細回應。感恩!  

[17/69:57] 張惠能博士: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   

 

惠能來於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

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於先代悟。(下是法)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

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

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   

 

定慧一體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別，惠定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

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

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

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負，卻生法我，不

離四相。」   

 

 

一行三昧、常行直心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

土。』莫心行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於一切法上

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

若如是，此法同無清，卻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縛。若

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

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倒。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   

 

 

定慧猶如燈光   

 

「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



即有二，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 

 

法無頓漸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勸，悟人頓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無差別，

不悟即長劫輪廻。」 

[17/69:58] 張惠能博士: 新講題相關文字。 

[17/610:10] 張惠能博士: "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知？" 

 

大家說說: 

1) 迷悟之分界怎定？悟是悟什麼？ 

2) 一行三昧，怎解？常行直心，如何做到？ 

3) "識自本心，是見本性", 在講什麼？ 

[17/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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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0:14] 張惠能博士: 每次说一句四句偈便可以。  

 

各人所選的"四句偈", 代表自己目前对該段文字重心的看法。便可嚐試由这重心，為自他说说

法。不难。 

 

加油!  

[17/610:17] 張惠能博士: 也找出"四句偈"来说说: 
 

4)何謂"法無頓漸"？  

[17/610:18] 張惠能博士: 若仍在做上一個講題的，也請继續啊!  

[17/621:27]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怎樣做到修心、调心？多说一句。 
 
試答如下 : 
 

-  " 若不見佛，即無所歸" : ' 見 ' 意即開悟、覺。  "見佛"，若您是指"見

自三身佛",那麼，"見佛"固然可解作"開悟"，"覺"。這"見佛"，是"佛(知)見"。 
 
 

-  " 各自觀察，莫錯用意"，也是要我們對自心 觀察。 观

察心的 XX? 
 

怎麼做到 ' 覺 ' 和 ' 觀察 '？就是要時刻保持覺醒，

很多人雖都这樣说。但何謂"保持覺醒(凡夫都"夢中不知夢"啊)？壇經说"念念善",是否相同？何

谓"善"? 
 

用摩訶般若波羅密去觀照 自性是否 覺正淨。 這说法不

易明。怎樣"用摩訶般若波羅密去觀照自性是否覺正淨"呢？怎看自性是否覺正淨呢？若不是，您

又怎樣呢？ 
 
 
恆常修練这 覺性，達到像呼吸般自然運用，去覺照每一念都是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

佛道。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這是什麼境界？用比喻说清楚

啊! 不弄清楚的話，禅宗祖師说我們都"捨不得，取不得", 那麼"不可得中怎麼得"? 好好想啊! 想

得通，找個比喻說明白，修行才有下手處啊! 
 



很精進啊! 互勉! 

[17/621:37] 張惠能博士: 說"四句偈"的秘密，是不論别人怎樣追問，自己都能不忘掉四句偈的中

心，都能示範以不同的说法來說清楚。 
 

互勉!  互勉!  

[17/621:41] 彭秀儀:  
[17/622:09] 彭秀儀: 老師所提問的，正是我在寫作時所感到力不從心，有种不實在的……可勉

強说自己在聞思階段，但遠遠未到 '修'，再達到 ' 証'。寫的時候有种虚無，不能体會。 
應如何着手？ 
不知其他新人可有類似疑惑？您可在般若行回應 

[17/622:20] 張惠能博士: 感謝 Pandora 真誠的分享!  

 
其實您的示範，真是很好啊! 已經很不简单啊! 
 
我也見到您兩週內的進步。若没有勇敢参與，怎會有這進步呢？ 
 
其實，我問您的，您沒一定會自己想到。現在我好像不断在迫您多想，其實是希望透過恵能的

智慧，兩月内您能做到肯定(開悟) ，這真的不难! 
 

感謝您! 加油啊!  

[17/622:23] 彭秀儀: 有你啊！人人平等智，只要信 

[17/622:25] 彭秀儀: 今期的經文，佛性平等。凡夫只待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17/622:36] 張惠能博士: 見自三身佛(做佛)，確是人人平等的! 
 
每一次為自他說四句偈，都在轉佛法、做佛的工作。在人人根本都能夠為自他轉佛法這件事上，



人人平等! 壇經說"下下人有上上念，上上人有沒意志"! 秘密關鍵，只在於心的意志啊!

 
[17/622:54] 張惠能博士: 應是"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志"才对。(我們這兩個月最後的

講題大家可讀到它。)  

[17/622:58] 張惠能博士: 再次感恩今天 Pandora 的分享!  
 
大家各自再努力去，明天快交說四句偈功課啊! 我先继續備課(寫書)去!  
 

互相頂禮、互相供養!  

[17/623:03] 彭秀儀: 老師，多口回應。從不覺得您在迫學生。我也不会因交出劣作感到羞辱，( 最

緊要你不嫌我鈍)。反而更多的是你的鼓勵!  而且我透過过平台的學習机缘，只有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