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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7》 

             印可法師宣講          

講到這個「用本無生，雙修是正」，這是定為慧體，慧是定用，要定慧等持，體用

一如。這個法海聽到當下大悟，所以作了一個偈回覆來呼應，就是他自己瞭解原來「即

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其實都是自己的問題，那我現在瞭解了，「我知定慧因」，這

個是原因，要修行要從這個地方下手，要定慧等持，「雙修離諸物」。這裡面我們就是補

充一下，這個寶積襌師他就曾經說到，他說： 

「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

並為增語，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這裡面他就在講，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這個靈明的覺性，那只要我們溯本探源，就是

我們眾生總是在外界這一切裡面攀緣，所以流浪而去。如果我們在這上面瞭解一切無

生，這所謂修行，就在這個地方，就知道你不要輪迴路，一路而去。那真正要止於何處？

其實開始的那個點，也就是清淨的本如，就是清淨的真如的地方，由這裡發展，那也是

無生無滅的。 

那我們想要追求什麼大智慧，其實是因為我們在迷妄當中，藉由諸佛的開示，祖師

大德幫我們一句一句的詳解，所以我們似乎在這裡面看到了，收到了，而激盪出自己另

外一番的智慧，其實這一些是過程。所謂的智慧，它並沒有所謂外來的東西，那我們在

外攀緣，所見的一切情境，總是解釋錯誤，所以祖師大德就告訴我們，你應該如理作意。

那如理作意，自己學著這樣做，好像這個才對，所以有所謂的智慧的感受。 

那真正的般若智慧，佛的智慧，「大智非明」，它這個不是所謂我原來在混亂當中而

明白了，其實不是這樣，它就於實相而說，就於我們每個人的清淨的佛性覺性裡面而顯

現而已。這裡面真正要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其實要瞭解「真空無跡」，畢竟空裡面，它

是沒有所謂線索不線索的，它也沒有所謂路不路的問題。這是你走錯了，你這個心跑出

去了，所以要叫你回家，才跟你講有這條路，你要迴光返照，你要往回走。因為你已經

有一個路徑，自己創造的輪迴的這個路線，所以才跟你講有這個菩提道，然後你要回頭，

這個其實都是因為在迷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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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如果懂得，連你走過的這條路，都是虛幻的，連這個都是虛幻的，你當體就

知道，原來他不假思索，沒有時空的間隔，你就可以發現你清淨的本源沒有失去，所有

都在一切當中，它沒有失落。那為什麼要講佛真如，比對凡與聖？其實這些都是方便說，

就是你這個狀況，安立假名為凡。當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無生無滅本體的時候，安立假

名，出凡入聖，你為聖，一下又是凡，一下又是聖，其實這個是針對於你所處的這些狀

況而說，所以這就是夢言，因為你在夢境當中，所以才需要安立假名的這些語詞跟方法

來告訴你。因為輪迴不自由，所以跟你講完成者是佛，所證得的境界叫涅槃。 

「佛及涅槃，並為增語」，其實這個是針對這樣而創造出來的言語，凡也是你，聖

也是你，佛也是你。那跟你講，佛跟涅槃，不會增加你的智慧，也不會減低你的覺性，

這個上面直須自看，你只要知道你所有走過的路是個虛幻的，不真實的，那自己回家吧！

鈍根的就循著路往回走，慢慢的回家；利根的就知道，連這些是在一念現前，一念一念

間，所以你只要迴光返照，無人替代。 

我們上次不是舉一個故事，佛性它不是因緣果，它不是是非。對不對？縱使你造作

入地獄之因，你依然保有清淨的佛性。這個法海「言下大悟」，惠能大師講得這麼明白，

所以他知道每個當下，現前這一念，原來自己就是凡，就是聖，也就是佛。那自己不了

悟，自己不了悟，才會搞得這麼辛苦。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佛、祖以神道設教，唯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

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迴，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

佛以為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為此也。」 

在，他有一段開示，他說：「佛、祖」，佛或是這些祖師大德，「佛、祖以神道設教」，

有時候會在講這個人天，有時候會在講這個菩提道，這個路，你跟著我走吧，你就一步

一步這樣走，你就懂，你就體會。這沒有辦法，眾生根器太多種了，迷昧的情形，深淺

不一，有的人就是需要這樣，一步一步的教導，甚至牽著你的手，挽著你，帶著你走；

有的是跟你一指，就看到了，自己走吧！不一樣。 

這個地方呢？不管這些祖師大德、諸佛菩薩，為什麼要設這樣的教法？「唯務明心

達本」，最主要的重點，首要之務，就是要讓我們明心，達本源。但是這些呢？說實在，

眾生聽來聽去，有時候也搞得很迷糊。譬如我就是一個鈍根器的，你一定得挽著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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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我走；那另外一派的說，我看到了我自己會走，原來這是虛幻的。當下呢？也是聖，

也是菩薩，也是佛。以清淨圓滿的狀態，覺跟行一致，圓滿，叫佛；覺跟行有落差，未

得圓滿，叫菩薩；能覺而不能行，當下是不是佛性看到了？可是這個行之功德尚未圓滿，

那這些在這個比較鈍根器的，就沒有辦法聽得懂。所以佛法變成在這個裡面，就有好多

種路線了。 

有的人說：「即心即佛」，有的說：「非心非佛」，其實上次有跟大家講，這是一個次

第。那有的斷滅者，聽到非心非佛，就不用修，我們本來佛，這又不對。所以這個祖師

大德真辛苦，但最後總是希望大家能明心達本。但這些呢？「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

每個人其實本自具足，那在當下當下佛性一點也沒有殘缺，為什麼會在內心產生這麼多

苦痛跟煩惱？「但以迷妄，背此本心」，就是背覺合塵，你這個覺應該就是安住清淨的

正等正覺，覺性當中，但是你就是在外境，根塵對的時候攀這個緣境，所以迷，解釋它，

成就了虛妄的自我解釋。 

所以「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迴」，就這樣在無明當中結構結構，

結構心中九法界裡竄流亂跑。「而其根本，初無增減」，但說回來，一切的根本，都是不

增也不減。「諸佛以為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為此也」，諸佛一大事因緣出世，就是為了讓

我們明心達本，所以這個法海他瞭解了。 

這個裡面圓悟佛果禪師，其實他剛剛講的這個，是在講我們的體性。那眾生還是有

很多，我知道體性，可是我怎麼做，畢竟我是人，那我在現實的生命的每一個當下，每

一個現場，我又要怎麼做？所以他還是有一段警語。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

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為高上趨向，務以勝人，但增益

我見。如以油救火，其燄益熾。」 

他說：「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你要如何走這個，開這個漸次的這個

門？他也說了，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他說應

當，你就要勇猛精進，那你要赤誠，要發起你清淨的志願，清淨的聽聞這個佛法，清淨

信，看到你生死這件事，輪迴這件事，「如救頭然」，如頭上著火了，要撲火，你不能等

閒視之，你不得不好好的去知道，你太累了吧？你累很久了。「始有少分相應」，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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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際的操作來講，你必須發起這樣的念。 

那事實上的修行裡面，就在你每一個當下真的去懂。那當然他裡面，還有一些慨嘆

的言詞，總是有很多知識份子，或是很多學佛的，方向有點搞錯。他說：「多見參問之

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為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他說看

到世間很多人談論佛法的時候，他要來參學，他要問，其實他是有世間的智，是很聰明

沒有錯。但在談論這些呢？也不過是就於這個佛法的綱要，一些經論的點點的重點，那

在廣說這一些，增加了自己似乎好多好多的資糧跟知見，看起來好像是殊勝，優於他人，

其實徒增所謂的我執我見。 

那回到基本上，他還是要大家真的要奮力，奮力而且要勇猛，要截斷自己的這些所

謂習氣，截斷自己所謂佛法上著於知見語詞的這些東西，回到你真正的修行這上面，好

好的在自己的每一個當下，念起的一些當下，才能夠契入。這樣的狀態，也就是隔絕了

所謂雜染，就背塵合覺了。對不對？ 

「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

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

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 

所以這個禪師他講：「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是一定要由自己去操持，這些所

說的辦法，這也都是方便。語詞是方便，你要真的每一個起心動念的當下，要真的好好

去真實的觀照它，「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

有些時候就是擔憂跟害怕，上一次我們就講，同學放下這個，所謂它是空，這些是虛妄

的，這些你可以不在意，你可以放下它，有些時候其實是自己沒有勇氣。很多年輕人就

說， 我放下可以嗎？那我不是什麼都沒有嗎？其實就是要什麼都沒有，才會什麼都有。

什麼都沒有，自然全體現。可是就是害怕，我不計較了，我不是就被人家誤會了嗎？這

個計較跟被別人誤會與否，那不是你的佛性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只有清虛瑩徹  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真的修行要這

樣，你真的一切是清朗的，本來無一物，所以無一法當情，在每個現前的所有一切，它

不是情感的東西，所以這些五蘊，人叫有情眾生，是結構出來的雜質。所以「如懸崖撒

手」，如你站在須彌頂上，須彌高峰上，你不用害怕，你什麼都不用害怕，你完全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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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吧！棄捨所有你心中的雜思雜想，我們不是恐怖顛倒嗎？要無有恐怖顛倒夢想，才能

究竟涅槃，所以「棄捨得無留戀」，什麼都不要再留戀。不是叫你跳下去死，或是怎麼

樣，這是譬喻。但眾生就是怕，所以要抓著，就要抓著，那這個是得度的因緣，這是法

海的部分。接下來也是再來讀一個大德，叫法達，這法達這一段相當精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 

  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 

  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 

  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

知過。」 

先讀到這裡。這有一個僧人知道這個地方駐錫了六祖惠能大師，於是就來這裡要參

拜，要讓六祖惠能大師點撥點撥。這個法達，洪州人，洪州是現在的江西南昌市，這個

法達是七歲就出家了，他日常的功課都是誦持《法華經》，誦《法華》為他最主要的功

課。他來禮六祖惠能大師，初次來的時候，那當然要頂禮大師，那行禮之時，要五體投

地，但是他的這個頭就沒有碰到地上。 

這六祖惠能大師仔仔細細的看，他就頭禮他，沒有頂到地上，大師於是就喝斥道：

「你行禮，如果你的頭都沒有投到跟地上接觸，那不如你不要行禮。」這六祖惠能大師

有嚴格嗎？我們現在人要禮拜都說：「禮佛一拜！」隨你要怎麼禮，不要禮也沒關係。「阿

彌陀佛！問訊就好，問訊就好。」這是謙虛，沒有德行，不能受禮。對不對？ 

但是六祖惠能大師他在每一個當下，都是接引的契機。連這個法達，禮，頭不至地，

他都藉由這樣，來做一個因緣來度化他。他說你禮拜，沒有五體投地，照規矩來，你的

心沒有當下在這上面，倒不如不要禮。「汝心中必有一物」，你的心裡面必定還有一個什

麼東西的存在。 

大家有沒有拜佛？你禮佛的時候，是不是慢慢的禮，慢慢的禮？身口意是不是一

致？身口意一致。你今天如果心中還有個什麼想法，這樣禮拜的時候四分五裂。是不是

四分五裂？身，有在禮佛，我還有什麼事沒做完嗎？做完了，所以在禮的時候，有沒有

雜訊進來？這樣拜下去的時候，收回來了，阿彌陀佛！再起來。如果你中間有恍惚，你

中間有恍惚，你在拜的時候，是不是叫四分五裂？我們是不是身口意三業清淨，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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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一致？是不是無念清淨？所有一切是不是沒有訊息？那你會拜下去的時候有遲疑，這

就是有遲疑，你如果是心中毫無一物，身口意三業清淨，就這樣完全禮，這時候你一定

是這個很完整，他為什麼這個沒頂到呢？表示你心中有一個東西在晃，東西在晃。對吧？ 

有些時候我們在禮拜的時候，你有過度的情緒，發酵的情感，看到這個，啊！大德！

諸山長老！難得一見廬山真面目，趕快過去要給他禮，叩一下有夠用力，有沒有？情緒

裡面，平常在禮的時候，還很悠悠自在，就是赤誠；在禮這些諸山大德，這樣禮下去，

起來感動，兩眼泛紅，眼淚盈眶，我終於可以禮拜到大師，這個也叫四分五裂，這多一

個情。是不是？我們是過與不及都說了。 

所以那個六祖惠能大師一樣接引，你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那你現在五

蘊裡面，你在追憶著，你一直在繞著的東西，是什麼東西？你現在心中在想什麼？這句

話的意思。那這個法達他回這個話：「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我日常課誦《法華經》， 

已經差不多三千部，意思說我也是有在修，因為他七歲就出家。你知道《法華經》一天

一部的話，一年三百多部，對不對？要十年左右才到達三千部。他是沒有講他幾歲去參，

參這六祖惠能大師，他七歲出家，去參的時候，差不多念三千部了，這多用功知道吧？

所以他說我日常念《法華》差不多三千部。 

這個大師一聽了當然，你回這個話，只在標你用功，你的程度，我在問你：「你心

中在想什麼」，你回答的是：「我是有程度的人」，這樣，這有什麼意思？一下就知道你

有我相，你還有功德相，你還有自以為，難怪你頂禮的時候頭不及地，因為你有身分。

你有你的身分，你沒有丟掉你的我。對不對？ 

這個大師就跟他說了：「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你如果念《法華

經》已經念到差不多到一萬部，一萬部的話，他就要三十幾歲，對不對？一萬部的話是

不是？三千多部是十年，一萬部是不是就三十年？如果你念一萬部，就念了三十年，得

到《法華經》的旨意，而內心裡面不會因為你瞭解這個法義，而以為自己比別人殊勝，

你優勝過於他人，「則與吾偕行」，那麼就可以跟我相提並論。意思是說你有悟到道，你

已經去除我相，這裡面已經有我相，很明白，一回答就是這樣。 

「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那你現在在自己以為的：「你是有修的，你是有讀經

的人」，你在這上面的一點點小小所完成的這種事業而感到自負，你自己不知道這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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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自己不知道。有的人以為自己完成了某些，也想要表達自己的這一些，但不知道

自己這是過患，看不到自己。 

有的人都是這樣，我們說那你日常都用什麼法門修持？他說：「我學禪修二十幾

年」，有看到表情嗎？「我學禪二十幾年，我師父是某某某大德。」你師父是你師父，

你是你，你學禪修二十幾年，那是時間，那只是時間而已。對不對？這跟這些都沒有關

係的，所以你硬要把師父標出來，硬要把時間標出來，又怎樣？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說：

「我念佛三十年，我也曾經如何又如何」，曾經是曾經，曾經是曾經，剎那是剎那，曾

經與剎那都不是你的現在。有的人修行，很多不知過，很多是不知過。這個時候六祖惠

能大師就說個偈子。 

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禮無比。」 

他就說，所謂的頂禮、禮敬，這最基本乃是要折每一個人憍慢的如須彌山的這樣的

憍慢心，這我相。「頭奚不至地」，你今天禮拜的時候，頭都還放不下身段，而去碰到地，

你沒有五體投地。當然六祖惠能大師並不是一個著相的人，你來拜，你就好好拜，這樣

看著你，不是這樣，對不對？他只是藉由這個因緣，你這個所有一切可以表，他一看就

懂。 

「有我罪即生」，你本身就存在有一個我嘛，這個我的存在，內心就有福、有罪、

有是、有非、有高、有低，有我在做功課，我很精進，其實這一些也就造作罪過。只要

你有一個我在，哪是無為的？哪是修行？你只是每天，我已經誦經這麼久了，持守這部

經也這麼久了，不管怎麼說，我應該也略有功德。如果這要六祖惠能大師的話，應該不

會甩你的。是不是？ 

那我們一般世俗人總是說，啊！你持《法華經》三千部，喔！讚歎！讚歎！一定是

這樣嘛，那你一定很有體悟了。當然一般就說，謙虛一點的，他說：「慚愧！慚愧！」

有的會說：「略有小省，略有小省」，小有體悟。那這一些呢？其實都是世俗的客套話。

但是像這些大德在接引的時候，他不聽這個，他是不聽這個，你帶著問題來，好！我們

就就問題而解，就就問題而解。 

很多人參訪的時候，就是來！坐下！就是在等你講，看你能不能知道我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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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來揣測我。那你說得對，「嗯！這個師父很厲害，有神通，知道我在想什麼。」這

個師父如果都不知道，跟我說客套話，就要讓他知道我是修行到什麼程度，照見五蘊皆

空，我也空過。那個表情跟那個味道，就不大一樣，那說不下去，你知道嗎？說不下去。

有的不帶著問題，只是為了要來測測你的狀況，這樣，坐在那裡等著你幫他拆、拆解，

這樣知道？這就是眾生，眾生差不多都是這幾種樣子。 

有的來了，「啊！師父！我現在我已經讀過什麼，我修過什麼，我從什麼法門，後

來不能入，我又轉一個什麼法門，於是我現在比較掌握得到。師父！我現在都用什麼樣

的辦法，請問你給我點撥點撥。這樣子有沒有錯誤？」這種還比剛剛那種坐在那邊，看

你幫我畫個什麼圖給我，來得真實。對不對？有的眾生好多種。 

六祖惠能大師又說了：「亡功禮無比」，如果你沒有這個功德相的話，那麼你就等於

頂禮所有一切。是不是頂禮十方所有一切諸佛？這是不是就這樣？這個法達當然聽了他

就知道，我心中必有一物，我尚有一物，真的，他剛剛所說的，就是我的狀態。六祖惠

能大師自己就搭起這個談話的橋樑，因為像這種人，有的人辯，辯不完，他就可能要直

接說。師又曰，就直接問他。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

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 

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來著？回答：「法達」。這個時候的法達，

應該已經沒有剛剛的那種氣焰，當然這裡沒有表述，我們這個文字要讓你產生那個，那

幕戲，自己體會，但是不要用揣測，就等於我們是在旁，接受這樣的指導。他說：「我

的名字叫法達。」惠能大師說：「汝名法達」，你的名號、你的名字叫法達，又曾何時真

正達這個法了呢？ 

於是他就說了一偈：「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你這一世的名字叫法達，你現在

的名字叫法達。同學！你現在的名字叫什麼？父母親都是給我們一個，希望我們圓滿的

名字。對不對？不聰明，就要叫聰明。是不是？金木水火土少哪一塊，少哪一塊，金子、

木頭，趕緊幫我們添個，讓我們圓滿。對不對？這個法號就不是這樣，法號它是有輩分

的。他說你現在名字叫法達，你很精勤讀誦《法華經》，而且未曾休廢歇息，因為你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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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部，那不容易呢。 

因為人很奇怪，對這個法門的使用，都會有一個自我會問。我們就看到有一些，有

一些他就說，我要拜哪一部經，或是我要誦持哪一部經，我要圓滿，我怎麼樣，自己發

願，每天下午要禮八十八佛。那禮禮禮，禮到三個月的時候，他這個禮佛已經無趣了，

他已經不會再產生，開始第一次禮八十八佛，禮佛大懺悔文裡面，唉呀！自作，教他作，

見作隨喜。是不是這樣？眼淚鼻涕，真慚愧！自殺，教殺，見殺隨喜。是不是這樣？懺

悔到非常投入。又拜，又拜，拜啊！「諸佛在上！弟子發心，身口意不清淨」，哭一個

禮拜之後，不哭了。拜一個月之後，下一句哪一尊佛都很清楚，再來那一段------，誦完。

禮佛三拜，讀三個月，拜三個月，之後都會自問自答，我是不是執著了拜八十八佛？我

這樣拜已經沒感覺了，還有意義嗎？我需要再拜下去嗎？我這樣拜八十八佛，如果內心

已經都沒有了這個法要，只是機械性習慣性的拜，那我拜這個佛，意義何在？很多人是

這樣的。 

然後自己就在想，那我改誦哪一部經好了，於是就定了自己另外的一個功課，改誦

哪部經。開始誦的時候，不順不熟，舌頭有時候會轉不過去。慢慢誦，《地藏經》好了，

隨便舉個，《地藏經》開始誦，兩個半小時，誦到最後四十五分鐘，咕嚕咕嚕，呱啦呱

啦，《地藏經》上中下四十幾分就完成了，快不快？滾瓜爛熟。誦到很熟的時候就想，

誦《地藏經》在幹麼？我已經這麼熟，前面開始誦的時候，因為不順暢，還會一個字一

個字，然後很慚愧，那慢慢誦誦，誦到《地藏經》的時候，就知道願力，就知道光目女，

孝嘛，對不對？就知道要發願度化眾生，就知道，知道知道，誦到《地藏經》，誦到四

十五分，喔！再誦再誦，因為有發願四十九部，要把四十九部誦完。 

有的人發願一年，一百零八部多久的這些，不管，誦誦誦到最後，我對《地藏經》

已經很熟了，那我智慧並沒有開，《地藏經》裡面講，智慧沒開，不能讀誦大乘經典，

隨讀隨忘，那是業障。我現在《地藏經》很熟，不會忘，可是我智慧並沒開，很多人是

這樣。然後自己在講，那我應該再誦些什麼東西，於是他的功課就永遠就在誦，然後誦

一半就開始懷疑，他也不會像法達，很多人是這樣走的。 

看過很多人，他在所謂這個誦經的迷，就是所謂自己的迷惑裡，他就是這樣一直誦

一直誦。到最後你問他《地藏經》，他可以告訴你《地藏經》的故事，卻不知道《地藏

經》在講什麼。他可以告訴你八十八佛是哪八十八佛，禮佛大懺悔文是在講什麼，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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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真的懺是什麼。你一直念諸佛，卻不知道自己這一尊佛，又應該如何現前。法達就

是這樣。 

那我們很多人還不如法達，他說：「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你就是這樣，很努

力的字字句句都是循著文字的表面，循著音聲而轉，其實在這裡面還是屬空洞的。「明

心號菩薩」，你如果對於這個經論懂，自然能明心，那麼你的別號就不叫法達，就叫菩

薩。那你現在讀的是《法華》，如果你讀《法華》能明心見性，你本身就是轉，轉為菩

薩，因為成佛的《法華》。都講開悟的《楞嚴》，成佛的《法華》。《法華經》裡面所講是

菩薩道。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你今天來到這裡，所以藉此機會，我現在來為你說

個明白。「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你要很明白，清淨的信念知道，佛是寂然，祂沒

有言詞，佛亦無有說法，祂沒有說法。但是這個《法華經》，蓮華從口發，蓮華就講《法

華經》，而這部《法華經》，就是從佛無說法的狀態之下，自然的把它宣揚出來。就是佛

無說法，不說一法，所說出來的這些，都是方便的語言文字，也因為佛徹見清淨，所以

才說出萬法。 

這裡面這個話還沒對完，這個法達，法達自己奉誦《法華經》，心中對於《法華》

應該是略有一些體悟，只是他並不是完全的進入。所以這個時候他已經被六祖惠能大

師，第一看到他「我慢」，第二看到他「功德相」，在這些的時候，對於他是不是在《法

華經》裡面有所體悟，他不敢再開口了，他就只能乖乖的去聽。所以他說，你空誦但循

聲，他也不會辯解。但是佛所說的方便這些，他是不是真的懂？這要靠後面再講說。那

這時候我們再來瞭解一段經文。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富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

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 

那這段就回答，這法達聽聞到六祖惠能大師說這個偈，其實就在說他嘛。就慚愧， 

然後向大師馬上謝罪。然後就說道：「從今以後不管我幾歲出家，不管我奉誦《法華經》  

到了多少部，不管我是什麼樣的體會，從今以後，我一定會真心誠意，謙虛恭敬所有的

一切。」你有一個高高的我在，你怎麼能軟，你怎麼能彎腰。這個一定有位置，有心中

的那種自己的身分。這個時候他說：「弟子有誦《法華經》雖然是很久，但是說實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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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瞭解經典裡真正的意涵。」這個時候才說實話。 

你如果一來的時候，他問，我們現在跳回前面，他說：「汝心中必有一物」。如果他

問：「汝心中必有一物」，他如果謙恭好撥的人，他一定說「弟子法達，雖誦《法華》近

三千部，然未解經義，請和尚開示。」這個就不一樣，是不是？你帶著你的疑惑問題來，

而不是帶著你的身分跟位置來看看，那不一樣的。是不是兩個就不一樣？所以他現在只

好老實說了，「心常有疑」，所以我心中常常會出現疑惑，和尚您的智慧廣大，在此就請

您為弟子略略來說明白這《法華經》裡面的義理。接下來。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 

  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 

  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為汝解說。」 

  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

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

者，佛之知見也。」 

我們先讀到這裡，這個時候他就請法了。六祖惠能大師就開始說，法達！佛法它本

來就是通達無障礙的，「法即甚達」，其實這個法也是假名，立萬法，假名為法，我是法， 

物是法，所有一切，這是所謂溝通的方便。「汝心不達」，是你自己的心不通達。經文本

身它本來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讓你產生疑惑的，它也講得那麼明白，也沒有什麼可再

懷疑的地方。「汝心自疑」，現在是你自己的心不透徹這個道理，所以你起了疑惑。如果

大家一看經本就懂了，沒疑惑，那太容易了，那就太容易。所以眾生迷昧，你在語言文

字裡面，都沒有辦法瞭解它的涵義，更何況語言文字深層裡面，非這個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