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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43]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先有修福（ 因），後有功德 （ 果）， 福德與功德，是风馬牛不相

及，談不上因果關係。比如錢多了，人就會变得聰明了嗎？ 
 

但當中要能念念善地肯定自己是在做佛的工作： 這是

一切時，一切處的態度，修福時、不修福時，都一定同樣要有的。(這裡有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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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福時如是，在不修福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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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見自

他是佛啊！謹記啊！这是敦煌原本壇經禅法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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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人人講壇經都識惠能所說的道理，偏偏就是

武帝唔識，豈有此理?箇中的玄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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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這

些，是我們佛弟子應有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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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牽得太遠了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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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願，自有缘。因缘具足者，願力而已，即是心的意志力啊！ 

[29/60:44] 張惠能博士: 感謝 Pandora, 很好啊！ 

[29/60:56] 張惠能博士: 覆 F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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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自本性，是

功德(“聚”字不要)。這說法很不錯。 
 
識得自心是煩惱。 



識得本心是清淨。 这可要有修證之法門啊！这才能做到“斬
煩惱魔，猶如神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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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理念可作為觀修的对象。 
 

認識法身即肯定我心即佛心。之後發大心做菩薩。 我心

是佛心。要從法身思量，才是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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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華嚴經所說。但怎令眾生欢喜? 

[29/60:57] 張惠能博士: 感謝 Fannie, 整體很不错啊！小
心用字啊！ 
[29/60:58] +852 6021 2905: 感恩老師的指導。 
[29/61:12] 張惠能博士: 覆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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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很好!佛是“世尊”，就是凡夫中一枝獨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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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修福才有缘呢？这邏輯就如在說，有金錢來往才能有

朋友一樣!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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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確是自他都有福氣。但跟惠能所說的福德，概念已改了，在說法上，改变用字

概念，是在創造思语言渾乱!这方法在說法上盡量少用為皆! 
 

 

[29/61:12] 張惠能博士: 感謝 Annie, 很好啊！ 

[29/61:23] 張惠能博士: 覆 F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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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題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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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错誤!是那本經說的?有福(錢)才有缘嗎? 
[29/61:29] +852 5486 6138: 請老師批改： 



 
試答＂不修福＂ 
 
有些人誤以為自己已福報齊天，無視眾生是佛，變得自大狂妄，踐踏他人…所以不能再借用＂
修福＂為借口，滿足貪，瞋，痴為實，違背佛的工作。 
福、福、福，多俗氣呀! 
[29/61:55] 張惠能博士: 覆 Garry, 
 

 
 
請老師批改： 
 
試答＂不修福＂ 
 
有些人誤以為自己已福報齊天，無視眾生是佛，變得自大狂妄，踐踏他人…所以不能再借用＂
修福＂為借口，滿足貪，瞋，痴為實，違背佛的工作。 

福、福、福，多俗氣呀! 好! 有些人，修福就是他們的病，
像梁武帝一樣，達摩唯有对症下藥。相反，若有些人走到另一極端，不拔一毛，則不修福就成

了其他們的病毒!所以，都法標準嘛！一切法(包括修福、不修福在內)，都是佛法嘛！对症下藥，
就是好了!所以惠能說“功德在法身”，契入真理(法身)是唯一標準了，知道嗎？ 

[29/61:56] 張惠能博士: 是”都沒標準“才对!  

[29/61:58] 張惠能博士: 嘩!辛苦大家了!大家說得各有特色，很精彩啊！

 

[29/62:02] +852 5486 6138: 夜深也為學生改卷⋯涕涙悲泣⋯感謝老師

 

[29/62:03] 張惠能博士: 也感謝您夜深努力在分享呢！互勉之!  



[29/62:05] +852 6021 2905: 辛苦老師了!      
 
我再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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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關係。 
 
功徳在法身，非在於福田。 
[29/62:08] 張惠能博士: 覆 Fannie， 
 

 
 
辛苦老師了!      
 
我再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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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關係。 
 

功徳在法身，非在於福田。 惠能所說，真實不虛呀！ 
 

 
[29/62:11] 張惠能博士: 明天早上，再给大家講法華經那一段的新講題。大家先休息去啊！

 

[29/62:15] 張惠能博士: 是壇經裡講到法華經的一段啊！不是轉了另一本經啊！  

[29/62:21] +852 6021 2905: 係! 知道。 
 
感恩老師的指導。 

[29/62:57] 彭秀儀: 感恩  

老師所說定會谨記。  

 



[29/63:04] 彭秀儀: 感动是……剛醒來 ，已見老師批閱好了的券

 
[29/63:20] 彭秀儀: 答老師： 
既已識自本心，自覺在世間開展佛的工作，大悲同体，視眾生如家人，根本就不會在意是否在

有福報，只會念念善地肯定自己是在做佛的工作；如同呼吸一般的自然又必然 ：即無論何時何
地，任何情況也是这樣子做 。 

[29/67:46] +852 9164 8214: 明白了，感謝師的指導！  
[29/69:54]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答老師： 
既已識自本心，自覺在世間開展佛的工作，大悲同体，視眾生如家人，根本就不會在意是否在

有福報，只會念念善地肯定自己是在做佛的工作；如同呼吸一般的自然又必然 ：即無論何時何

地，任何情況也是这樣子做 。 做佛的工作，不是以我(自私小

我)的立場來做，只能以肯定為崇高偉大人格的我(宇宙的大我)的立場，去為他人作示範，讓人
人都可能同樣肯定自己，跟著我去做佛的工作。這才是佛的以心傳心，又名心印! 
 

互勉之!  

[29/610:02] 彭秀儀:  
[29/610:08] 張惠能博士: 開佛知見轉法華、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又有一僧名法達，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

「弟子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惠廣大，願為除疑。」 
 
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

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即知。」 
 



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佛意，便與法達說《法華經》。六祖言：「法達！

《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

唯有一佛乘。」 
 
大師言：「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卻汝性。經中何處是一佛乘？吾汝與說。經云：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上十六字是正法) 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
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即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

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

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

從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

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知

見。莫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出世。」 
 
大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 
 
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

見轉《法華》，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和尚！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

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人無不悟者。 

[29/610:15] 張惠能博士: 這是壇經中極為重要的部分。何謂開示悟入佛知見?大家說說佛

知道什麼?佛見了什麼? 什麼是法華經之心臟? 
 
剛好最近我用了年半(88講)說完法華經。這法華經的秘密，其實都已包含在壇經這段文字中了！
我們未來一週，便得好好學修它!互勉之! 
 

加油!  

[29/618:12] 彭秀儀: 我選的四句偈：『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即大事因緣。" 
 
"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



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 
 
"佛猶覺也" 自覺覺他地修行佛道。  
 
--- 如何自覺？  "離卻邪見"，"開、示、悟、入，從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    ：
教我們離相念住去修行，內淨自心歸依自三身佛，不要心外求法（外迷著相），識自本心，即得

出世（成佛）。 
 
---  如何覺他 
诸佛菩薩 度化眾生"'無非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圆滿佛菩薩度化眾生的弘願。 
佛陀说 "不入無餘涅盤"。經文亦說 "內迷着空"，都是叫我们應聞一佛乘，不落二边，不要像小
乘人追求嚮往寂靜涅盤，見性成佛後，仍要继續在世間開展佛的工作。 
[29/6 18:15] 張惠能博士: 初看很工整啊！很好! 
 

我們未來數天将步步深入，這是個很好的開始!  

[29/621:03] 彭秀儀: 我的四句偈 ： 
~~~ 開佛知見轉《法華》，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 
"經上無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    "七卷盡是譬喻因緣。如來廣說三
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唯有一佛乘。"    "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卻
汝性。" 
 
"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開佛
知見，即出世。" ， " 此是《法華經》一乘法" 
 
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開

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 

以上經文都是指出讀誦佛經之要點，是 “開佛知見”，是以佛經为我所用，可以轉法華。 

 
心愚迷造恶、外迷著相，內迷著空 ：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心正，起智慧觀照，見自本性：開佛知見轉法華。 
大師以自己为例子，说“吾心正定，即是持經” 
 



“ 轉法華” ：佛講經轉法輪；轉法華即轉經，向他人說法。 
 
“ 法華轉” ：正常是轉經，何以會反常地被 法華轉？只因心迷不知正法，縱是誦讀到滾瓜爛熟
亦没用，只是執着於 '法'。 
 
大師希望我們“心地常自開佛知見……即出世”，“但依一佛乘” 
"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教我們聞思法華經，同時努力依法修佛行。既歸依自三身佛，就要
時常自覺覺他，念念修行佛行。「即佛行是佛。」達至佛菩薩圆滿度化眾生的弘願。 
[29/621:28] 張惠能博士: 感謝 Pandora 的分享，一會才一併回應。 
 
聖人說法背後的心意，必定在字裡行間，不能只看文字表面。如昨天說功德的妙趣，也是在字

裡行間的啊！  

[29/6 21:25] B CHEUNG: 不断受持讀誦，一直到能感受說法人其實想表達的心意，才清楚簡單

地說出來啊！  

[29/622:14]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我選的四句偈：『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很好的四句偈。 
 

"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即大事因緣。" 这是惠能

在說，不是您用自己的說話给自他說法啊！ 
 
"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

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 仍是惠能在說

法啊！ 
 



"佛猶覺也" 自覺覺他地修行佛道。 覺什麼呢?先說清楚這
啊！ 
 
--- 如何自覺？  "離卻邪見"，"開、示、悟、入，從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    ：
教我們離相念住去修行，內淨自心歸依自三身佛，不要心外求法（外迷著相），識自本心，即得

出世（成佛）。 这仍是惠能在說法啊！您得先消化了惠能的東

西，把这变成自己的東西再，再用自己的說話說出來，这才是說法啊！ 
 
---  如何覺他 

诸佛菩薩 度化眾生"'無非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圆滿佛菩薩度化眾生的弘願。

怎麼才是開示悟入?什麼是佛知佛見呢? 这又跟弘願有什麼關係呢？ 

 
 
佛陀说 "不入無餘涅盤"。經文亦說 "內迷着空"，都是叫我们應聞一佛乘，不落二边，不要像小

乘人追求嚮往寂靜涅盤，見性成佛後，仍要继續在世間開展佛的工作。

何謂一乘佛呢? 見性成佛是什麼?何謂見性成佛“後”呢?這裡有一個根本概念的謬誤啊！

小心! 
 

不可不自我尊重 (說法者，定以佛之自覺来說的啊)! 其實每次說法

都是一期一會，怎可隨便呢！ 

[29/622:18] 彭秀儀: 谢謝老師，會试用自己的語言文字

 



[29/622:22] 彭秀儀: 想一想老師末段说的根本概念  

[29/622:33] 彭秀儀: 檢討自己輕率了經文每一字句，因今次咋看字面像很直接，不用解釋。 
會謹記老師再三提示：不断受持讀誦，一直到能感受說法人其實想表達的心意，才清楚簡單地

說出來啊！ 
[29/622:33] 張惠能博士: 覆 Pandora 
 

 
 
我的四句偈 ： 

~~~ 開佛知見轉《法華》，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是您的四句

偈。 
 
……………………………………………… 
"經上無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    "七卷盡是譬喻因緣。如來廣說三
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唯有一佛乘。"    "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卻

汝性。" 仍是惠能的，根本就不是您自己的! 
 
"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開佛

知見，即出世。" ， " 此是《法華經》一乘法" 何谓開佛知見?
這也未能說清楚“一乘法”。 
 
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開

眾生知見被《法華》轉。」以上經文都是指出讀誦佛經之要點，是 “開佛知見”，是以佛經为我

所用，可以轉法華。 這句是說要重視“聞思”，倒也不错。 
 

心愚迷造恶、外迷著相，內迷著空 ：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也

仍是惠能的。 



 
心正，起智慧觀照，見自本性：開佛知見轉法華。 

大師以自己为例子，说“吾心正定，即是持經”  …… 
 

“ 轉法華” ：佛講經轉法輪；轉法華即轉經，向他人說法。 怎樣說

才是“轉法華”?怎樣說是“被法華轉”呢? 
 
“ 法華轉” ：正常是轉經，何以會反常地被 法華轉？只因心迷不知正法，縱是誦讀到滾瓜爛熟

亦没用，只是執着於 '法'。 心迷?正法?什麼是法華經之正法呢? 

 

大師希望我們“心地常自開佛知見……即出世”，“但依一佛乘” 佛

知見，点開呢?一佛乘，未講明白啊！ 
 

"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教我們聞思法華經，同時努力依法修佛行。

聞思修證，是正確。但法華經法惠能說成什麼呢？ 

 
既歸依自三身佛，就要時 i常自覺覺他，念念修行佛行。「即佛行是佛。」達至佛菩薩圆滿度化

眾生的弘願。 這可不是惠能及他說法華經的原意啊！这裡的“佛
行”，是說法華行，其內涵是什麼呢？ 
 

謝謝分享!但真未曾通!不要急說法，先多聞思，有所感動才能分享自

己的所愛啊！ 



[29/622:36] 彭秀儀: 又一次輕率。痛定思量  

[29/622:42] 張惠能博士: 何謂“唯一佛乘”?何謂“開、示、悟、入”?

何謂佛知?何謂佛見?何謂“轉“法華?何謂法華呢?一一都有秘密在呢？ 

[29/622:47] 張惠能博士: 您很努力，但仍不能住持佛的立埸來肯定

自他。其實除了唯一佛乘，佛再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修行，說易，很易；說难，也是最难!信耶! 
 

互勉之!  

[29/622:50] 彭秀儀: 原來今期經文真不簡單，老師所問的，我 。深切

明白要细看，壇經內真真是字字珠璣  

[29/622:51] 張惠能博士: 放心，沒事，再試，这就是菩薩修練說法場嘛!自己也没有感動的，根

本不可能打動他人，更遑論什麼印心了!  

[29/622:53] 彭秀儀: 明白，我 ok,.... 

答問題已預期很多不懂的，但通過过互動平台，我能真正獲益。感恩您不怪我的無知

 

[29/622:59] 張惠能博士: 您很努力，若能三年內好好鍛練肯定，力(肯定力)自會成就。

 
[29/623:07] 彭秀儀: 多谢老師鼓勵，深信其他同修也一樣能在老師，乃至接著的般若行不同導
師经文研習上，獲益良多。 



在此再次感恩，有各位会長，Dordor 及般若行相關協力会友，各位熱心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