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6月 25日 

 
[25/6 3:56] 彭秀儀: 兩位講者以生動活潑，淺易明白的語言去解釋大道理。尤其林會長分享他的

學道經驗，個人心得。感谢林会長及老師的精彩講座，令聽者感動投入。

 
[25/611:07] 張惠能博士: 壇經: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無疑。」即散。 
 
以上這句，有深意在。「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為何說「無疑」? 「一時」是幾時? 

[25/611:11] 張惠能博士: 讀經，最重要是學習小心。證悟者沉說法，每一個字，其用法

及位置，都有其特別意義的。以上是很基本的訓練啊！大家都試試說。 � �

�  

[25/612:11] 彭秀儀: 壇經: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無疑。」即散。 
 
以上這句，有深意在。「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為何說「無疑」? 「一時」是幾時? 
 
試答如下： 
 
' 見' 不是单指凡夫用眼看，是要用清淨心，內外明徹地觀照。 
 
'無疑' ： 
既內外明徹，不再迷惑妄念，證悟了，就見性成佛，能肯定自己可做佛的工作。 
 
成佛，是在能証悟自三身佛的那一刻，只在於能覺當下一念，就是 “ 一時見西方無疑  ” 
 
“ 即散” 
見性了，就知道“ 移西方刹那間“，淨土只是一個假名。見性成佛在淨土的心境後，仍要回歸世



間。 
 
既肯定了佛身，就要在世間好好地做好这份工作 
[25/612:15] 張惠能博士: 感謝分享! 很好! 先继續讓般若行者多嘗試，我晚些一拼回應。 
 

阿彌陀佛! � �  

 
[25/614:19] +852 9164 8214: 試答師問「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為何說「無疑」? 「一

時」是幾時? 
 
任何「自淨其心」的時候都是「一時」，例如：翻開佛經時、憶念如來時、觀想淨土時、尊唸佛

號時、持誦心咒時。 
 
要「見西方」，用的不是肉眼、天眼、慧眼或法眼，而是佛眼。這是一種以醒覺的視野，去觀察

和透視所有事情都具有意義和價值的行為。 
 
既然認識緣生法，明白到除了現實世界之外，再無另一個世界存在，故對於現實世界就是淨土

世界「無疑」 。因為已擁有充分的肯定，自能通過念佛，歌頌現正處身之地已是淨土，把自己

的生命力發揮到極致，活出極樂的人生。同時也會願意把念佛法門與人分享，讓他人也同樣擁

有幸福極樂的人生。 
 

 
[25/614:23] 張惠能博士: 初看很好。感謝分享! 很好! 先继續讓般若行者多嘗試，我晚些一拼回

應。 
 

阿彌陀佛! � �  

[25/615:13] 彭秀儀: Excuse me, 想補充之前的回答。更正如下： 
[25/615:14] 彭秀儀: 壇經: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無疑。」即散。 
 
以上這句，有深意在。「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為何說「無疑」? 「一時」是幾時? 
 
試答如下： 



 
' 見' 不是单指凡夫用眼看，是要用清淨心，內外明徹地觀照。 
 
'無疑' ：含兩義 
1.  前文大師已说 “世尊……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  ”已勸弟子不用疑惑，要相信一心念佛就可

見淨土。 
現更強調要对“ 一時見西方” 沒有疑念，这是往生念佛的肯定法門 
2. 既內外明徹，不再迷惑妄念，證悟了，就見性成佛，能肯定自己可做佛的工作。 
 
成佛，是在能証悟自三身佛的那一刻，只在於能覺當下一念，就是 “ 一時見西方無疑  ” 
 
“ 即散” 
見性了，就知道“ 移西方刹那間“，淨土只是一個假名。見性成佛在淨土的心境後，仍要回歸現

實世間。因為既肯定了佛身，就要在世間好好地做好这份工作 

[25/615:21] 張惠能博士: � �  

 
[25/618:49] +852 5486 6138: 請老師批改： 

 

1.「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2.為何說「無疑」?  

3.「一時」是幾時? 

 

1.覺知 ＂見＂ 自三身佛，＂見＂現前即極樂世界。 

 

2.一念佛即肯定與佛同體，能相應到極樂清淨佛國土，對佛與淨土已絕對肯定，故說  ＂無疑＂ 

 

3.＂一時＂  

在任何時 肯定佛住於世⋯迷人口念，智者心行。每一時刻 肯定開展佛的工作，永不退轉。 

[25/618:51] 張惠能博士: 很好啊！今晚好好地一一回應大家。感恩! �

 

[25/621:31] 張惠能博士: 在回應各位般若行者前，我先以個人念佛體驗來說說这一句：「一時見

西方無疑」。 

 

以上這句，有深意在。「一時」，是「現在」啊！所有佛經所說的「一時」，都是「現在」啊！

這如何可能?「靈山法會」未完，這又如何可能? 



 

如何「見」? 人念彌陀，即稱名彌陀(與阿彌陀佛一體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故)。是彌陀，即見

極樂世界只是自然相應。相反，念佛但不能見極樂世界，才是不合理的怪事! 但今天，念佛人多

把这怪事當為了正常事，都偏要以為「指方立所」的才是極樂世界。何以故? 

 

為何說「無疑」? 因為大家都「有疑」嘛！凡夫易見現實世界，但與現實世界一體的極樂世界，

凡夫都不見，自然就生疑啦!其實，「見」極樂世界，秘密在於「X」嘛！這「X」是什麼呢?其

實，若起初沒有這個「疑」，凡夫是绝不能「見」的啊！這話又是何解呢？ 

 

心中对以上問題，都清楚明白的話，這五天，大家便為白過了!互勉互勉! � �

�  

[25/621:45]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 � � 

 

壇經: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無疑。」即散。 

 

以上這句，有深意在。「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為何說「無疑」? 「一時」是幾時? 

 

試答如下： 

 

' 見' 不是单指凡夫用眼看，是要用清淨心，內外明徹地觀照。

很好!確是觀照。如何做到觀照?確是依清淨心，如何體驗清淨心? 

 

'無疑' ：含兩義 

1.  前文大師已说 “世尊……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  ”已勸弟子不用疑惑，要相信一心念佛就

可見淨土。 

現更強調要对“ 一時見西方” 沒有疑念，这是往生念佛的肯定法門 



2. 既內外明徹，不再迷惑妄念，證悟了，就見性成佛，能肯定自己可做佛的工作。

� � �的而且確!惠能唯是要大家都能「肯定」，聞思修證，也不外乎「肯

定」而已! 

 

成佛，是在能証悟自三身佛的那一刻，只在於能覺當下一念，就是 “ 一時見西方無疑  ”

見自三身佛，跟念佛有何關係? 悟道(化身佛境界)易，證道(報

身佛境界)可不易。如何才是證道者呢? 

 

“ 即散” 

見性了，就知道“ 移西方刹那間“，淨土只是一個假名。見性成佛在淨土的心境後，仍要回歸

現實世間。因為既肯定了佛身，就要在世間好好地做好这份工作 �

� �這樣說「即散」，大智慧啊！我也要给您頂禮(達者為師)!很好! 

 

� � �感恩您! 

[25/621:45] 彭秀儀:  

[25/621:57] 張惠能博士: 覆 Annie 

 

� � � 

 

試答師問「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為何說「無疑」? 「一時」是幾時? 

 

任何「自淨其心」的時候都是「一時」，例如：翻開佛經時、憶念如來時、觀想淨土時、尊唸



佛號時、持誦心咒時。 的確是這樣! 這是「心印心」時

啊! 禅宗稱之為「以心傳心」! 

 

要「見西方」，用的不是肉眼、天眼、慧眼或法眼，而是佛眼。這是一種以醒覺的視野，去觀

察和透視所有事情都具有意義和價值的行為。 � � �佛眼所

見，確是這樣!要透過不断念佛，去肯定它啊！ 

 

既然認識緣生法，明白到除了現實世界之外，再無另一個世界存在，故對於現實世界就是淨土

世界「無疑」 。 這句欠邏輯。不能這樣說! 您可說：身而為

人，便只應見人世界了，這是「一心法界」;同時是彌陀，便也能相應極樂世界了，這仍是「一

心法界」。 

 

因為已擁有充分的肯定，自能通過念佛，歌頌現正處身之地已是淨土，把自己的生命力發揮到

極致，活出極樂的人生。同時也會願意把念佛法門與人分享，讓他人也同樣擁有幸福極樂的人

生。 � � �這是绝对正確的! 很好啊！念佛人確要比凡夫更有

積極人生的啊!我們一起努力去印證它啊！ 

 

 

 

� � �感恩您! 

[25/622:00] +852 9164 8214: 感謝師指正，學生會多加注意。  

 

[25/622:10] 張惠能博士: 覆 Garry： 

 



� � � 

 

請老師批改： 

 

1.「一時見西方無疑」，如何「見」? 2.為何說「無疑」?  

3.「一時」是幾時? 

 

1.覺知 ＂見＂ 自三身佛，＂見＂現前即極樂世界。 �

�是阿彌陀佛自然見極樂世界、能見極樂世界者自然是阿彌陀佛!所以，肯定現前世界與

極樂世界一體、與念佛(肯定自己與阿彌陀佛一體)，是同義的! 這個說法，比自三身佛，清楚得

多哩!自三身佛難思難見，阿彌陀佛易思易見，所以惠能一開始先告訴大家「念佛定生西方」啊！ 

 

2.一念佛即肯定與佛同體，能相應到極樂清淨佛國土，對佛與淨土已絕對肯定，故說  ＂無疑＂

� � �確是這樣!所以是易行道! 

 

3.＂一時＂  

在任何時 肯定佛住於世⋯迷人口念，智者心行。每一時刻 肯定開展佛的工作，永不退轉。

� � �一時，確是在自覺要做佛的工作(轉佛法輪)時! 這樣說一時，

真的很好、很美妙!是您個人的體驗吧！互勉! 互勉! 

 

� � �感恩您啊！ 

[25/622:12] 張惠能博士: � � �讀經，最重要是學習小心。證悟者說

法，每一個字，其用法及位置，都有其特別意義的。信耶！ 

[25/622:14] 張惠能博士: 現在備課明天的課堂。大家繼續努力訓練說通惠能開示淨土法門的四句



偈啊！明天早午後，我們會來說一個新講題：「功德」! 再次感謝大家! � �

�  

[25/622:26] +852 5486 6138: 信！感恩老師  

[25/622:28] 彭秀儀: 是啊！ 老師令我們有信念，發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