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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0:01]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何謂“功德”? ”福德與功德“是完全無關係呢？抑或仍有些什麼關係的呢？ 
 
我選的四句偈 ：《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田。自性法有功德，平直是德。》 
 
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 
 
1.  甚麼是福德： 
 
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若迷信这些就是無量功德，就是 “ 著邪道，不識正法"  ”。不

可將福以為功德。 � � � 

 
2.  甚麼至功德：“ 功德在法身 ” 
 
"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 "  

若然仍有妄念、分別心，未能歸依自三身佛，具回本有佛性，即仍未有大般若智。

 
 
"念念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 ：  
以大般若智去修身修心，常行直心 ~ 意即念念都是佛的修行， 心內見佛性 ----- 这才是無漏功

德。 
[28/6  0:04]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何謂“功德”? ”福德與功德“是完全無關係呢？抑或仍有些什麼關係的呢？ 



 
我選的四句偈 ：《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田。自性法有功德，平直是德。》 
 
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 
 
1.  甚麼是福德： 
 
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若迷信这些就是無量功德，就是 “ 著邪道，不識正法"  ”。不

可將福以為功德。 � � � 

 
2.  甚麼至功德：“ 功德在法身 ” 
 
"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 "  

若然仍有妄念、分別心，未能歸依自三身佛，具回本有佛性，即仍未有大般若智。

 
 
"念念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 ：  
以大般若智去修身修心，常行直心 ~ 意即念念都是佛的修行， 心內見佛性 ----- 这才是無漏功

德。  
 

以上仍未解開惠能說破福德及功德之秘密啊！ 

[28/6  0:08] 彭秀儀: 感恩師，会试试再答  

[28/6  0:18] 張惠能博士: 再答 Pandora 

 
 
”福德與功德“是完全無關係呢？抑或仍有些什麼關係的呢？    
 



試答如下 ： 
   

"佛性外行恭敬…即自無功德, "~外行恭敬是住相，不能以清淨心歸依自法身佛

是說“佛性外”的所有“行恭敬”，都是不平等相，都是越多行就越執壽

者相。自然無功德。 
 
"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    
福田種福德，但若不是有佛性智慧去修德，仍迷於外在的德行是 ' 我有功德'，最终只有福德，

法身無功德。 � � �確是無功德可言! 

 
"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 
若然在布施、供養時 （这些是修福 ），能"念念行平等直心"~念念善即是報身佛，不会認為 ' 我

' 在布施他人； 而是肯定地唯彌陀是願，能自覺是在開展佛的工作。这就能修功德。

� � �是的，很好啊！ 

 
"著邪道，不識正法"，"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 
有妄念，沒有智慧去修正法,，只迷於 "佛性外行恭敬"，不了解 正理；不能由迷轉悟，見自本

性，体證佛的工作，是談不上功德的。 說得很好啊！ 

 

整體很好!但仍未說破这段福德、功德說法的秘密啊！互勉! 

[28/6  0:29] 彭秀儀: 感谢師，会试再寫 

[28/6  0:31] 張惠能博士: 再覆 Annie, 
 



 
 

俗語云：今生多種福田，來生好修行。凡夫疑迷自己有罪業故無可能成佛

� � � � �今天一般佛弟子都这樣想，佛教变了“不成佛”教，可憐又

可笑! 
 

企圖利用修福來清洗罪業，冀盼有幸儲蓄足夠資量才可在來生修行。

� � 这些也是�最多神棍常用的口号! 

 
不過，惠能告訴大家實情並不是這樣。只要大家信解如來真實義（即人人都本具佛性），便有可

能即身成佛，活出佛的生命。 � � � �功德在法身，

人人本來具足法身佛境界，故確是人人都可以“一念從法身思量“頓悟成。 
 

方法就是加強自己的功德，幫助他人成佛。 � � � �

加強自己功德，在於幫助他人成佛，非常好啊！ 
 

以上就是此段的重點所在。請問對不對呢？ � � �

� �对，很好!感動! 

[28/6  0:38] 張惠能博士: 覆 Garry 
 

 
 



請老師批改： 
 
何謂功德？福徳與功德完全無關係或有甚麼關係呢？ 
 
故事因由： 
梁武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即＂我＂都算係咁），有功德否？ 
達摩答：並無功德。 

和尚（慧能)言：造寺，布施⋯只是修＂褔＂ 梁武帝確是

執著認為自己功德無量了！ 
 
四句偈： 
功德在法身，非於福田。 
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徳。 
 
如果＂我＂先有（大量)xxxx，＂我＂會奉獻(小量／適量)xxx。 

這個我已包含了 ＂貪，瞋，痴＂及＂不平等＂ 確是這樣! 

在＂我＂獲取大量 xxx 時，可能已把人家的(只足夠生活的）xxx 掠奪了（制造 不平等)。 
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得。 
由我示範佛的工作，把＂我＂降服，轉化成功德。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 
＂福德，功德＂不二與否，全繫於一＂心＂ 
[28/6  0:53] 張惠能博士: 覆 Garry 
 

 
 
請老師批改： 
 
何謂功德？福徳與功德完全無關係或有甚麼關係呢？ 
 
故事因由： 
梁武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即＂我＂都算係咁），有功德否？ 
達摩答：並無功德。 

和尚（慧能)言：造寺，布施⋯只是修＂褔＂ 梁武帝確是



執著認為自己功德無量了！ 
 
四句偈： 
功德在法身，非於福田。 
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徳。 
 
如果＂我＂先有（大量)xxxx，＂我＂會奉獻(小量／適量)xxx。 

這個我已包含了 ＂貪，瞋，痴＂及＂不平等＂ 確是這樣! 

 

在＂我＂獲取大量 xxx 時，可能已把人家的(只足夠生活的）xxx 掠奪了（制造 不平等)。

造像建寺，確已成為富商巧取豪奪後的贖罪行為! 美其名曰功德，但”
心中三業元來造“卻仍然在! 
 
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得。 
由我示範佛的工作，把＂我＂降服，轉化成功德。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 � � �佛法修行，確是”心自證心

“而已：是由“煩惱“生起，馬上一念“從法身思量“， 即是菩薩地(心)。 
 

＂福德，功德＂不二與否，全繫於一＂心＂ 同一行為，發

心不同，境界可便有天壤之別了！ 
 

感動! 很好啊！ 

[28/6  0:58] 吳竹筠: ��  

[28/6  1:09] 張惠能博士: 再次感謝大家。大家继續努力以“福德、功德“練習說清楚四句偈！ 
 



明天晚上再出新講題!  

 
[28/6  1:11]  Zen and Lao Zi.ppt 

[28/6  1:12] 吳竹筠: Thank you 張老師 and Dordor  

 

[28/6  1:13] 1 林張丽琼: 以上是 24 號講座 Dr 張惠能的 ppt 與大家分享  

[28/6  1:15] 洪麗孟: 謝謝 Droro 

 

[28/6  1:18] 張惠能博士: 辛苦晒 Dordor! 希望大家喜歡!  

[28/6  1:21] 1 林張丽琼: 謝謝 Bruce 老師，林富華副會長你的 ppt 也可以放在平台給大家分享

啊！ 

[28/6  1:30] 張惠能博士:  

[28/6  7:10] 何智心: Good morning Dordor, 點解 download 唔到你的 ppt 嘅？  

[28/6  7:53] +852 9164 8214: 早上好！感謝師指出以何立場去修福才可結眾生緣！再為他人說

時，將加以說明。  
[28/6  8:29] 謝淑嫺: 老師和各位師兄好！早安！感謝老師的教導和各位師兄的分享！獲益良

多  

[28/6  8:44] +852 5486 6  138: 各位早！感謝老師及各位同修分享，努力學習

 
[28/6  8:59] 1 林張丽琼: @智心早安！妳可直接在般若行打開或給我 email address，email 給你， 
my email ：dordorlam128@yahoo.com.hk 



[28/6  9:13] 1 吳兆熛: Thanks for all the teachings behind the dharma. 

[28/6  9:28] 張惠能博士:  

 
[28/613:16] 張惠能博士: 修福，如何可以肯定創造出“佛度眾生“的缘，成就轉佛法的功德力呢? 

何謂“功德在法身“的呢? 大家不妨也继续說說啊！如果能夠明白功德力的真相，要說破這也

不難啊！ 

 

大家努力啊！  

[28/619:22] 彭秀儀: 先有修福（ 因），後有功德 （ 果），但當中要能念念善地肯定自己是在

做佛的工作： 

 

"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 

若然在布施、供養時 （这些是修福 ），能"念念行平等直心"~念念善即是報身佛，不会認為 ' 我

' 在布施他人； 而是肯定地唯彌陀是願，能自覺是在開展佛的工作。这就能修功德。        

 

文中大師说“ 有疑即問，何須再三”，“ 使君勿疑” ： 都是勸我們不要疑迷，要有肯定信

念。 

修行是自我肯定，相信人人本具佛性，只要能信解願行，一念從法身思量顿悟成佛 （ 即身成

佛）。了悟大悲同体真理：眾生是一家人，自会平等饒益眾生，助其成佛，自利利他。这"念念

行平等直心，功德自心作"，當可修功德在法身。 

 

 

"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 

 

正正示範了因缘所生法。縱有祖大師說法的'因'，也要有其他因缘成熟配合，才能有聞法者明悟

進而肯定真理（ 果）。   種子是因，所吸引條件是缘，楞伽经也是這樣說。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法。 

 

般若行，是在日常活動，用: 

佛心 般若智為我引路的明燈。 

佛語 是寛自他煩惱的四句偈。 

佛身 是以此身為菩薩生命奮鬥圓滿之工具。      

 

所以說法者先通一本大經，*心*悟了，其他經自然也都會通達的。惠能說"心迷(被)法華(文字)

轉，心悟轉法華"。  

 



在因缘具足的情況下，說法者 先肯定在做佛（*身*）的工作，自能以佛*語*善巧方便地與聞法

者印心! 

[28/619:26] 張惠能博士: Pandora 寫的，初看很好，很深刻!感恩!  

[28/619:27] 張惠能博士: 只須多說一句，在这當中，我們看眾生是什麼? 

[28/619:27] 張惠能博士:  

[28/619:28] 彭秀儀: 眾生與我都在真如一体 

[28/619:29] 張惠能博士: 即是什麼? 

[28/619:30] 彭秀儀: 大悲同体。 

如是身體內的细胞，互相供養 

[28/619:31] 張惠能博士: 不对! 

[28/619:31] 彭秀儀: 再想 

[28/619:31] 彭秀儀: 大悲同体：眾生是一家人 

[28/619:32] 張惠能博士: 一個字! 

[28/619:33] 彭秀儀: 我 

再錯遲些答 

[28/619:34] 張惠能博士: 唉!今天學佛人，讀聖人書，不肯信聖人言。  

[28/619:34] 彭秀儀:  

[28/619:34] 彭秀儀: 佛 

[28/619:37] 張惠能博士: 當然是佛啦！見眾生是佛，才对他們說法，好给他們作肯定，由我們示

範，讓他們也一起做佛未完成的工作。 

 

普賢住處(法身)，萬佛圍繞! 勿失勿忘了!  

[28/619:38] 張惠能博士: 這也是“功德在法身”的妙趣啊！  

[28/619:41] 張惠能博士: 故惠能說(下一個講題內):「願世人常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信

耶!  

[28/620:38] +852 6021 2905: 何謂“功德在法身“的呢?  



 

試答老師的問: 

 

功德在法身是指“識自本性”即具功德聚。 

識得自心是煩惱。 

識得本心是清淨。 

 

(藏識本非染，清淨無瑕穢) 

如蓮花、淤泥是整体，不能只看蓮花而討厭淤泥，也不能在未有蓮花而拒絶淤泥。 

 

認識法身即肯定我心即佛心。之後發大心做菩薩。 

 

菩薩入於眾生群中裡工作，為度眾生而行一切方便令眾生歡喜，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28/620:44] 張惠能博士: Fannie 大方向很好，細節今晚一併回應。感恩!

 
[28/622:45] +852 9164 8214: 試答師問修福如何可以肯定創造出「佛度眾生」的缘。 
 
佛是在群眾中成的，沒有群眾便沒有佛。不過人人本來是佛，只是有些人不知道或不相信而已。 
 
既然信解如來真實義，唯以佛的立場隨順眾生，乘願示現成眾生的模樣，通過一些修福行為，

去接觸與自己有緣的群眾，從而幫助他們成佛，然後共同在此時此地建立淨土世界。 
 
能夠如願走進群眾中，以佛的立場幫助他們成佛，不就是最大的福氣了嗎？ 
 

 
[28/622:57] 張惠能博士: 最後一段不对。 
[28/622:58] 張惠能博士: 一切法，都是佛法。修福是，那不修又如何? 

[28/622:58] +852 9164 8214: 啊！再想想。  
[28/623:04] 張惠能博士: 大家继續啊！我十二点正，開始回應大家。尚有一小時就“收卷

“啦!  

[28/623:26] +852 6021 2905: 修福，如何可以肯定創造出“佛度眾生“的缘，成就轉佛法的功德力



呢 ? 
 
試答老師的問: 
 
修福是識自本心轉佛法輪的工作而作的表相。 
 
佛是世間眾生的覺悟者，覺我心即佛心，為轉佛法輪而作修福與眾生結緣方便行普門示現。 

[28/623:30] 張惠能博士: 謝謝 Fannie，仍是同一句: 

一切法，都是佛法。修福是，那不修又如何? 

[28/623:36] +852 6021 2905: 謝謝 老師， 

一切法，都是佛法。修福是，那不修又如何? 
 
那不修都是一切法之內容。 
 
但佛的工作度眾生都要先找到眾生才有工開呢! 

[28/623:38] 張惠能博士: 有缘眾生多的是，跟修福與否無關。

別迷信! 
[28/623:40] +852 6021 2905: 係! 知道。 

[28/623:42] 張惠能博士: 很多邪師把福德說成債主債仔關係，是大迷信! 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