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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 

一 往生淨土的抉擇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二冊》，p.228 ~ p.238） 

（一） 往生極樂淨土的，有否二乘 

    這裏要論究幾個問題。一、往生極樂國土的，有沒有聲聞與緣覺──二乘？
〔一〕〔1〕

世親的『無量壽優波提舍願生偈』3說：「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20.001)。這是依三

十六願本說的，如說，「我得菩提成正覺已，所有眾生令生我剎，雖住聲聞、緣覺之位，

往百千俱胝那由他寶剎之內，遍作佛事，悉皆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0.002)。這

是說：極樂國土中，現住聲聞、緣覺位的，到處去作佛事，是一定要成佛的。
〔2〕

然四十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上標編號」，為編者所加。 
4、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是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往生淨土論講記〉，p.355 ~ p.356： 
    此論全名『無量壽經優婆提舍』，或稱『往生淨土論』，或簡稱『淨土論』。我國淨土宗依三經一論

立宗，三經者，一為『佛說阿彌陀經』（小本）；二者亦名『阿彌陀經』（大本），有多種譯本，王龍舒

居士會編為一種文字較易懂者，是為通用之大本；第三為『觀無量壽經』。其一論即本論，根據阿彌陀

經造論，故稱之為阿彌陀經論。…〔中略〕…  

    優波提舍──為十二部之一，為順經義解釋之論。印度論有二種：一者、同於中國之註疏，逐句

解釋文義，謂之釋經論；一者、為宗經論，依經義為宗，予以發揮，不重文句。本論為宗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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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願本中，雖說到沒有女人與六根殘缺不全的，卻明白說：極樂世界的聲聞與緣覺，數

量是多得難以了知的(20.003)。〔3〕
在古譯二本中，處處說到「諸菩薩阿羅漢」。 

〔二〕
經說出入不同，是淨土思想的先後不同。

〔1〕
早期的大乘經，說大乘法而含容二乘，

如『般若經』，「為諸菩薩摩訶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又說：「或聲聞地，或獨覺地，或

菩薩地，皆於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如說修行」(20.004)。『佛說舍利弗悔過經』，

是大乘的易行道，而經上說：「欲求阿羅漢道者，欲求辟支佛道者，欲求佛道者」，都應

日夜六時，向十方佛懺悔、隨喜、勸請，而迴向眾生成佛道(20.005)。發願往生極樂淨

土，是大乘法，卻又說極樂國有無量無數阿羅漢。從佛法發展史來說：這是「大乘佛法」

初興，傳統的聲聞教團強固，所以採取含容二乘的立場：阿羅漢是究竟的，但也應學習

大乘，淨土中也有阿羅漢。 

〔2〕
等到大乘佛法興盛，信眾增多，那就要說二乘不究竟，二乘不生淨土，再就二乘也要

迴心成佛了。對於淨土中的阿羅漢，要解說為佛、菩薩的示現了。 

這樣，遲出些的四十八願本，說三輩往生，都是發菩提心的；『阿彌陀經』說：「欲生阿

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0.006)，是合於大乘淨土

法門發展傾向的。  

（二） 有罪業的，能否往生 

    第二問題是：有罪業的，能不能往生淨土？約現生說，從少到老，人那裏會沒有過

失呢！善業與不善業，一直是不善業強就墮落，善業強就上升，在此消彼長，此長彼消

的狀況中。 

〔一〕
古譯二本，似乎沒有提到這一問題，只是通泛的說五戒、十善，說要有怎樣淨善功

德，依功德而分三輩往生的高下。 

〔二〕
「佛法」一向說有業障，是障礙佛法進修的，所以四十八願的

〔1〕
晉譯本說：「至心信

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2〕

唐譯本作：

「唯除造無間惡業，誹謗正法及諸聖人」(20.007)。五逆即五無間罪，是「佛法」所稱

為業障的。「大乘佛法」興起，說誹謗大乘正法的罪業，極重極重。隋、唐所譯經本，

每增列誹謗聖者。依四十八願本說：造五無間罪及誹毀大乘的，即使發心念佛，也為惡

業所礙而不能往生。 

〔三〕
但『觀無量壽經』，說三品、九生；下品三生，都是造有惡業的。下品上生是：「作

眾惡業」而不謗大乘的；下品中生是：「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祇

物，盜現前僧物，不淨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而自莊嚴」；下品下生是：「作不善業，

五逆、十惡，具諸不善」 (20.008)。這樣的惡業重大，也有往生淨土的可能。 

從所犯的罪業來說，是聲聞佛教所說的罪業，就是一向不知或不信佛法，或知有佛法而

不知有大乘佛法者所作的惡業。所以「命欲終時，遇善知識」，在最迫切的重要關頭，

知道大乘淨土法門，就能至心歸向，不墮落而往生極樂。「佛法」不是也說：濫殺行人

的惡賊鴦掘魔羅，一聞佛法，就證入聖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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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平時知道阿彌陀佛，知道往生極樂，以為只要信仰，不分持戒犯戒，作善作惡，依阿

彌陀佛的悲願，都可以往生極樂，那是顛倒解義，自誤誤人了！4 

（三） 念佛能否當生往生 

1. 易行道有通別（一般與特殊）二類 

    三、念佛能否即生往生？如『稱揚諸佛功德經』說：「其有執持斯佛名者，復勸他

人令使誦持，增益功德，必當得往生此佛國，求最正覺，立不退轉，疾成不久」(20.009)。

執持佛名號的易行法門，主要能：懺除罪業；得陀羅尼，往生清淨佛土；不退轉於無上

菩提。念佛名號而求生淨土，在「大乘佛法」中，可說是十方一切佛所共的。 

重信心的大乘易行道，經典不少，流通極廣，到底為了什麼？
〔1〕

「大乘佛法」主流，是

甚深廣大的菩薩道。菩薩發大菩提心，凡是有利於眾生的，沒有不能施捨的，沒有不能

忍受的；菩薩行難行大行，而能歷劫在生死中，利益眾生。菩薩實在太偉大了！
〔2〕

但由

於法門是「甚深難行」，眾生的根性，又是怯劣的多，所以嚮往有心，而苦於修行不易，

深感自己的業障深重。即使發心修行，也容易退失。這所以有念佛方便的易行道， 

（1） 通：念十方佛，依易行道展轉引入難行的菩薩道 

A. 依『十住毘婆沙論』說 

如『十住毘婆沙論』所說：『寶月童子所問經』的十方佛名；還有「阿彌陀等佛，及諸

大菩薩，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20.010)。 

這樣的「稱（十方佛及菩薩）名一心念」，就能得不退轉嗎？「求阿惟越致[不退轉]地者，

非但憶念、稱名、禮敬而已。復應於諸佛所，懺悔、勸請、隨喜、迴向」。 

                                                 
4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54 ~ p.55： 

   有一特殊的意義，即宗教的施設教化，在於給人類以不絕望的安慰。若肯定地說，這種人決無辦法

了，這在大悲普利的意義上，是不圓滿的。任何人，無論到了什麼地步，只要能真實的回心，懺悔向

善，這還是有光明前途的。大乘（一分小乘也公認）法說：定業也是可以轉變的。 

所以，可以作如此的解說：五逆十惡而不能往生的，約不曾回心向善願生淨土說。《觀經》說廣作眾惡

──五逆十惡人也能下品往生，是約臨命終時，能回心說的。淨土三根普被，大乘善行，共三乘善行，

共五乘善行，乃至應墮地獄的惡行人，都能攝受迴向。這在佛教大悲普利的立場，善惡由心的意義，

凡是肯回心而歸向無限光明永恆存在的，當然可以新生而同登淨土的。 

但這裏有一大問題，不可誤會！平生不曾聽聞過佛法，或一向生在邪見家，陷在惡行的環境裏；或煩

惱過強，環境太壞，雖作惡而善根不斷。等臨命終時，得到善知識的教誨，能心生慚愧，痛悔前非，

即是下品往生的根機。 

若一般人，早已作沙門，作居士，聽過佛法，甚至也會談談。也知道怎樣是善的，怎樣是不善的，而

依舊為非作惡，自以為只要臨命終時，能十念乃至一念即可往生，這可大錯特錯了。或者以為，一切

都不關緊要，臨終十念即往生，何況我時常念佛。以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一切都有了；所以雖在

佛法中，不曾修功德，持齋戒，對人對法，還是常人一樣的顛倒，胡作妄為。這樣的誤解，不但不能

勉人為善，反而誤人為惡了。 

所以《觀無量壽佛經》的惡人往生，經文非常明白，是臨命終時，再沒有別的方法；確能回心向善的，

這才臨終十念，即得往生。如平時或勸人平時修行念佛的，決不宜引此為滿足，自誤誤人！ 

這譬如荒年缺糧，吃秕糠也是難得希有的了。在平時，如專教人吃秕糠，以大米白麵為多事，這豈不

是顛倒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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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如是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福德力轉增，心亦益柔軟，即信佛功德，及菩薩

大行」。由此能引發悲心、慈心，進而能修行施、戒等波羅蜜──菩薩的大行難行

(20.011)。 

龍樹的『十住毘婆沙論』，立難行與易行二道，然所說的易行道，是通於諸佛菩薩的，

有二行差別，而終歸於菩薩道的正方便，六度等難行大行。 

B. 依『攝大乘論』說 

無著的『攝大乘論』，立四種意趣，解說經說的意趣所在。第「二、別時意趣：謂如說

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如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

極樂世界」(20.012)。世親解說別時意趣為：「謂此意趣，令嬾惰者，由彼彼因，於彼彼

法精勤修習，彼彼善根皆得增長。此中意趣，顯誦多寶如來名因是昇進因，非唯誦名，

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如有說言：由一金錢，得千金錢。豈於一日？意在別時。

由一金錢是得千因，故作此說；此亦如是。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當知亦爾」

(20.013)。這是說：由稱名、發願，能得不退轉，能往生極樂國，是說由此為因，展轉

增長，才能達到，而不是說稱名、發願，就已得決定，已能往生。 

這一解說，與龍樹『十住毘婆沙論』所說易行道，展轉引入六度大行的菩薩道，意趣相

合。5 

                                                 
5（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298： 

五、易行道的攝護信心，〔1〕或是以信願，修念佛等行而往生淨土。到了淨土，漸次修學，決定不

退轉於無上菩提，這如一般所說。〔2〕或者是以易行道為方便，堅定信心，轉入難行道，如說：『菩

薩以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故，福力轉增，心調柔軟。於諸佛無量功德清淨第一，凡夫所不信

而能信受；及諸大菩薩清淨大行希有難事，亦能信受。……愍傷諸眾生，無此功德，……深生悲

心。… …以悲心故，為求隨意使得安樂，則名慈心。若菩薩如是，深隨慈悲心，斷所有貪惜，為

施勤精進』。這就是從菩薩的易行方便道，引入菩薩的難行正常道了！  

（2）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77 ~ p.78： 
    念佛的意義與力用，當然不止一端，然主要在策發信願。菩薩信願，是發菩提心，一切智智

相應作意。於無上菩提起信願，並不容易。 

無上菩提是佛所圓證的，佛是無上菩提──一切智智的實證者。佛有無邊相好，無邊威力；有一

切智慧，無比的慈悲。從修菩薩行以來，有種種不能說盡的，自利利他的功德。這樣的崇仰佛，

念念以佛（因佛說法，因佛法有僧，即攝盡三寶）為皈敬處，以佛為我們的理想模範。尊仰他的

功德，感激他的慈悲；從此策發信願而學佛，極為有力。大乘經廣說念佛，讚歎發菩提心，都是

著重於此。 

念佛，是念佛功德（智德，斷德，恩德），念佛相好，念佛實相，念佛的清淨世界。擴而充之，如

禮佛，讚佛，供養佛，於佛前懺悔，隨喜佛的功德，勸請佛說法及住世，這都是廣義的念佛法門。 

《智度論》說：有菩薩以信（願）精進入佛法，樂集佛功德。這是大乘中的信增上菩薩，為此別

開易行道。然易行道也就是難行道（智、悲）的方便，所以《十住毘婆沙論》說：初學者，修念

佛，懺悔，勸請等法，心得清淨，信心增長，從此能修智慧，慈悲等深法。《起信論》說：「眾生

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因此教他「專意念佛」，可以「攝護信心」，不致退失。念佛的

第一義，在乎策發信願，未生的令生，已生的不失，增長。 
念佛為心念─緣佛的功德而專念不捨，是策發信願的妙方便。像一般的口頭念佛，那是方便的方

便了。 

（3）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93 ~ p.94： 
    信增上菩薩，信願集中於佛，念念不忘佛，能隨願往生極樂世界。但由信願觀念，所以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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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別：往生極樂淨土（依龍樹論說） 

不過，
〔A〕

『十住毘婆沙論』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

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的難行），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

惟越致」(20.014)，分明的說有二道差別。 

〔B〕
『大智度論』也說：「菩薩有二種：一者、有慈悲心，多為眾生；二者、多集諸佛功

德。樂多集諸佛功德者，至一乘清淨無量壽世界；好多為眾生者，至無佛法眾處，讚歎

三寶之音」(20.015)。這也分明說菩薩有二類：一是慈悲心多為眾生的，多去沒有佛法

處化導（成佛也就願意在穢土）；一是樂集佛功德的，就如往生極樂，見阿彌陀佛的一

類。 

所以，易行道應有通別二類，
〔1〕

在通泛的稱十方佛（阿彌陀等）名外，
〔2〕

更有特殊的易

行道，就是念佛發願，往生極樂的法門。 

2. 更舉『大乘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也這樣（大正三二‧五八二上、五八三上）說：  

      「若人雖修行信心，以從先世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有如是等眾多障礙，是

故應當勇猛精勤，晝夜六時，禮拜諸佛，誠信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  

      「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

                                                                                                                                                         
行道。然心心念於如來功德，念念常隨佛學，念念恒順眾生，如信願增長，也自然能引發為法為

人的悲行智行。龍樹說修易行道的，能「福力增長，心地調柔。……信諸佛清淨第一功德已，愍

傷眾生」，修行六波羅蜜。 
所以，這雖是易行道，是信增上菩薩學法，而印度的大乘行者，都日夜六時的在禮佛時修此懺悔、

隨喜、勸請、回向。不過智增悲增的菩薩，重心在悲行與智行而已。  

（4）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69 ~ p.70： 
說到易行道，就是「念十方諸佛，稱其名號」，「更有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憶

念禮拜，以偈稱讚」。易行道的仰求者，以為一心念佛，萬事皆辦，所以龍樹又告訴他：「求阿惟

越致地者，非但憶念、稱名、禮敬而已，復應於諸佛所，懺悔、勸請、隨喜、迴向」。 

這可見易行道不單是念佛，即〈行願品〉的十大行願等。能這樣的修行易行道，即「福力增長，

心地調柔……，信諸佛菩薩甚深清淨、第一功德已，愍傷眾生」；接著即說六波羅密。這可見：念

佛、懺悔、勸請，實為增長福力，調柔自心的方便；因此，才能於佛法的甚深第一義生信解心；

於苦痛眾生生悲愍心，進修六度萬行的菩薩行。 
這樣，易行道，雖說發願而生淨土，於淨土修行，而也就是難行道的前方便。經論一致的說：念

佛能懺除業障，積集福德，為除障修福的妙方便，但不以此為究竟。而從來的中國淨土行者，「一

人傳虛，萬人傳實」，以為龍樹說易行道；念佛一門，無事不辦，這未免辜負龍樹菩薩的慈悲了！  

（5）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92： 
龍樹說：菩薩發心有依大悲心修種種難行苦行；有依信精進心，樂集佛功德，往生淨土的。這二

種，也即是初學的二門路：前者從悲心出發，修難行道；後者從信願出發，修易行道。 

然易行道也就是難行的前方便，兩者並非格格不入。《十住毘婆沙論》說：易行道不但是念佛，包

含念菩薩、供養、懺悔、隨喜等等，菩薩依此行門去修，到信心增長的時候，即能擔當悲智的難

行苦行。 

對於初心怯劣的根性，一下子叫他發心修大悲大智，是受不了的，或即退心不學。故修學佛法，

不妨先依易行道，漸次轉進增上，至信願具足，而後才修難行道。這麼說來，易行與難行二道，

僅為相對的差別，並非絕對的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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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

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

終無有退」。  

（1） 通 

    所引『起信論』文的前一段，為了消除修行過程中的障礙，修禮佛、懺悔、隨喜、

勸請、迴向，合於念佛等能消多少劫罪業的經說。依此而能信心成就，進修六度等，與

『十住毘婆沙論』的易行道，完全同一意趣。但在佛前懺悔等，也可為往生極樂國的方

便，6如『普賢行願品』的十大願，導歸極樂。 

這是一般大乘經義，通於念一切佛（也通於念阿彌陀佛）。依大乘通義，
〔A〕

『大品般若

經』說：「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眾生，聞我[佛]名者，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得

如是等功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20.016)。〔B〕
『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說：「若有眾生，

已聞、今聞、當聞釋迦牟尼佛名者，是諸眾生，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所

說的不退轉，是「彼諸眾生，種菩提種子，漸次增長，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

腐敗，不可毀壞」(20.017)。與『攝論』的別時意趣相合，也就是念佛不退轉的一般意

義。 

（2） 別 

『起信論』文的後一段，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與從易行而引入難行菩薩道不同，

是特殊的易行道。 

3. 特詳往生極樂淨土 

（1） 修行不同，往生極樂也淺深不同 

阿彌陀佛因地發願：「令我為世雄，國土最第一，其眾殊妙好，道場踰諸剎」(20.018)。

極樂的國土，可以適應「其心怯弱，……懼謂信心難可成就」的眾生，因為生到極樂，

一定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依此，世親造『無量壽優波提舍願生偈』，立五念門，

往生極樂而淺深不同。
〔A〕

第三「作願門」，是「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

昧行」，那是與定相應的念佛。
〔B〕

第二「讚歎門」，是「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想修行」，

與第一「禮拜門」，雖沒有得定，也一定「心不散亂」，如「讚歎門」已修如來光明想─

                                                 
6 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391 ~ p.392： 

第二項 特勝方便行  

    復次，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

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

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彼世

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  

    修行以成就信心的方便，有二：一、正常方便，二、特殊方便。〔1〕如修五門行以成就信心，信心

成就即入發心住，是菩薩行的正常方便，也是萬修萬人去的大道。〔2〕特殊方便，即念佛法門，是為特

殊根器而說的。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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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解觀了。
〔C〕

第四「觀察門」是智慧相應的，從事相觀到「第一義諦妙境界」。 

由於修行不同，往生極樂也淺深不同，「願生偈」比喻為：「近門」，「大會眾門」，「宅門」，

「屋門」，「園林遊戲地門」(20.019)。7試為比喻，如從前帝都的北京，到北京是一樣的，

而境地大大不同。進了「外城」，就是到了北京，但比城外好不了多少。進了「內城」，

只見街市繁盛，到處是官署，官員的住宅。再進入「紫禁城」，才見到皇帝，大臣們在

這裏朝儀。帝皇的住處，還在內宮。往生極樂也這樣，生極樂國是一樣的，而境界不同，

所以有三輩等差別。 

〔A〕
二十四願古本，在中輩與下輩，有念佛而信心不大堅定的，如臨終悔過，那末在「阿

                                                 
7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往生淨土論講記〉，p.402 ~ p.405： 

復有五種門，漸次成就五種功德應知。何者五門？一者、近門，二者、大會眾門，三者、宅門，四者、

屋門，五者、園林遊戲地門。此五種門，初四種門成就入功德；第五門成就出功德。  

    今此五門，仍不離禮拜、讚歎等五門。但此所說，修一門有一門之成就，或淺或深，均得往生極

樂國也。亦是次第深入：近門者，至安樂國境。大會眾門者，得預大法會。宅門者，如登堂。屋門者，

如入室。園林遊戲地門者，隨意度化眾生也。到極樂國，目的在成佛道，化導眾生，豈入室安居而已，

故須外出園林也。今依此論，不依專念定位次上下，而以發心修行，漸入漸深為次第。  

入第一門者，以禮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故，得生安樂世界，是名入第一門。  

    何故禮拜阿彌陀佛？唯為願生彼佛國土。如信敬懇切，六時禮拜虔誠，必得生於安樂國土。 

入第二門者，以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想修行故，得入大會眾數，是名入第

二門。  

    隨順名義稱如來名者，稱名須知此名所有之意義，故稱佛名即是讚佛功德。口稱阿彌陀佛名號，

心想無礙光如來，身光、智光，十方無礙。如此持名念佛，必得至佛土大會眾處，預聞法大眾之數。  

入第三門者，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是名入第三門。  

    定中唯有意識，餘識一概不起，故眼不見色，耳不聞聲，乃至身不覺觸。意識一念等流相續，安

住，寂靜。定心必有輕安，起定則有身心精進也。今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為方便，是念念發願往生，

修成念佛三昧。得入蓮華藏世界，則能見阿彌陀佛住處，極樂世界之真相矣。前二為散心，此為定心。

依此門，可見前二門所見，乃應化之身土耳。  

入第四門者，以專念觀察彼妙莊嚴，修毘婆舍那故，得到彼處，受用種種法味樂，是名入第四門。  

    定中起觀察慧，專念觀察佛國土、佛、菩薩一切功德莊嚴。觀慧成就，證入淨心地，能受用大乘

法味之樂。此則是他受用土（報土），菩薩已分證法身矣。見阿彌陀佛之崇高目的，於是達成。上三門

以信願為主，此門為般若慧。故論初云：「云何觀？云何生信心」？依此而安立五門也。  

出第五門者，以大慈悲，觀察一切苦惱眾生，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

以本願力迴向故，是名出第五門。  

    菩薩已證法身，即應以大悲心，憫念苦眾生，起應化身──佛身、菩薩身、種種眾生身，迴入生

死園煩惱林中。菩薩應化身，與眾生同事，現有生死煩惱之相。遊戲神通，起種種佛事，度脫眾生。

遊戲，自在之義。遊戲神通，即神通自在也。前四是自利，向上進修故是入；此為利他，迴入生死，

故名出。  

菩薩入四種門，自利行成就應知。菩薩出第五門，利益他迴向行成就。菩薩如是修五門行，自利利他，

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上來總結。自利利他是菩薩行，修菩薩行，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覺，即是成

佛。速得成就者，以依阿彌陀佛本願力而修行，如稚子依長者扶持而行，無迷途傾跌之虞，必能有所

至。此念佛法門之所以名為速得成就也。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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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佛國界邊，自然七寶城中」，「於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 (20.020)；要經五百歲（不

知極樂的一歲，等於人間的多少時劫？），才到極樂國見佛。
〔B〕

四十八願本說：信心不

大堅定而悔過的，是胎生的；
〔C〕

三十六願本，否定淨土有胎生的存在(20.021)。這是經

典在流傳中的演變，是不必要會通的。 

『菩薩處胎經』，稱之為「懈慢國」：「欲生阿彌陀佛國者，皆染著懈慢國土，不能前進

生阿彌陀佛國；億千萬眾（中），時有一人能生阿彌陀佛國」(20.022)，往生極樂竟是那

樣的難！這是為一般厭惡穢土，想在淨土中享樂的懈慢眾生，作當頭棒喝。 

（2） 易行道往生極樂，不是為享受安樂，而是修習佛道 

往生極樂國，是殊勝的易行道，不是為了享受安樂，而是修習佛道。在那邊修行，不會

退落，一定能得不退。如阿彌陀佛，為大眾「廣說道智大經」(20.023) 。「諸菩薩皆悉

卻坐聽經，聽經竟，即悉諷誦通（利），重知經道，益明智慧」 (20.024)，不斷的上進。

『阿彌陀佛經』說：「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

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20.025)。往生極樂國土，

是為了精進修菩薩道；淨土中沒有障礙而容易修行，所以是易行道。 

如以為：往生極樂就永遠享福；或以為一生極樂，生死已了；或者想像為往生即是成佛。

以往生極樂為目的，而不知從此正好修行。這些誤解往生極樂的，還能說是大乘的巧方

便嗎？  

 

二 橫出三界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四冊》，p.174 ~ p.178） 

（一） 淨土法門的長處，是能適應一般初學、容易修學、可堅定信願 

    稱名念佛，是佛法的「易行道」，比起菩薩的深觀廣行，確是容易多了！ 

稱念他方佛名，能消業障，能往生淨土，能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

這本是通於一

切佛的。
〔2〕

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無量光、無量壽佛，更能順應眾生心，所以
〔A〕

為多種大乘經（及論）所提到；
〔B〕

在最後的「秘密大乘」中，阿彌陀佛也還是三佛、五

佛之一。
〔C〕

在中國與日本，雖所說的不一定相同，而稱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

淨土，的確是普遍極了！ 

依龍樹『十住毘婆沙論』（卷五），無著『大乘莊嚴經論』（卷六），8馬鳴（？）『大乘起

                                                 
8《大乘莊嚴經論》卷 6〈13 弘法品〉(CBETA, T31, p. 620c15-27)： 

次說說法意。偈曰： 

 平等及別義  別時及別欲  依此四種意  諸佛說應知 

釋曰：諸佛說法不離四意，一、平等意，二、別義意，三、別時意，四、別欲意。〔1〕平等意者，如佛

說「往昔毘婆尸佛即我身是」，由法身無差別故；如是等說，是名平等意。〔2〕別義意者，如佛說「一切

諸法無自性故無生故」；如是等說，是名別義意。〔3〕別時意者，如佛說「若人願見阿彌陀佛，一切皆得

往生」，此由別時得生故如是說；如是等說，是名別時意。〔4〕別欲意者，彼人有如是善根，如來或時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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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論』所說：淨土法門的長處，是能適應一般初學，容易修學，可以堅定信願。 

中國稱揚淨土者，過分強調淨土的特勝，有「橫出三界」等說，有些是值得再考慮的。  

（二） 解脫生死的佛法，都是頓斷橫出；禪定「厭下欣上」的豎出，不能解脫生死 

    「橫出三界」，也許是依據『無量壽經』的「橫截五惡趣，惡趣自然閉」（卷下）。
〔1〕

惡趣，一切經論只有三惡趣，『無量壽經』的不同譯本，也沒有「五惡趣」字樣，所以

「五」應該是「三」的訛寫。
〔2〕

不過，五趣是三界生死，是有漏法，雜染不淨法，約「勝

義善」說，姑且說是三界五惡趣吧！ 

三界五趣生死，是怎麼出離的？
〔1〕

有以為：佛法的淨土法門，是橫超的，其他的法門是

豎出的；豎出的是漸，不如橫超的頓出。這樣，淨土法門是太好了！
〔2〕

據我的了解，解

脫生死的佛法，都是頓斷橫出的，豎出是不能解脫生死的。 

什麼是豎出？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外道依禪定求解脫，如離欲界而得初禪，

那是豎出欲界了。離初禪而得二禪，離二禪而得三禪，離三禪而得四禪，還在色界以內，

如進離四禪而得空無邊處，那是豎出色界了。空無邊處是無色界中最低的，如離空無邊

處而得識無邊處，離識無邊處而得無所有處，離無所有處而得非想非非想處，那是無色

界中最高的了。修到這一地步，就不可能離非想非非想處而超出無色界。 

為什麼？因為這一修行，「厭下苦麤障，欣上靜妙離」，是以世俗的「欣厭心」──厭離

當前的缺陷，而求以上的美妙。可是到了非想非非想處，再沒有可欣求處，也就不能出

離非想非非想處了。經論中比喻為：尺蠖（或作「屈步蟲」）緣樹而上，總是前腳先搭

住上面，然後後腳放鬆，身體一拱，就前進一步。這樣的向上，到了樹頂，向上再沒有

落腳處，無法前進，還是向下回來了。厭此欣彼的禪定行，也是這樣，從非想非非想處

退回來，又到欲界人間，三惡趣中了。佛法所以能超出三界，不是豎出而是橫出的。 

為什麼有三界五趣的生死？是業力所感的。為什麼有感報的業力？是煩惱所引發的。所

以要解脫生死，重要點在斷煩惱。煩惱有枝末的，也有根本的，佛法能頓斷煩惱根本，

所以能離（煩惱）繫而出離生死。 

人間的修行者，如截斷三界生死的根本煩惱，那就是得初（預流）果的聖者了。得初果

的：「不墮惡趣法，決定正趣三菩提[正覺]，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這是說：得了

初果的，再也不會墮落三惡趣了；最多，也不過天上人間，七番生死，就決定能得究竟

解脫，不再有生死苦了。經上比喻為：得初果的，如大湖的水乾涸了，只剩一些些水。

這是說：無量無邊的業力，沒有煩惱的滋潤，所以都乾枯而不再受報，僅剩七番生死的

（總報）業力。如截斷樹根，樹還在發芽、開華、結果，而很快的就不會再生了。 

說出離生死，佛法都是這樣說的。所以能頓斷生死的根本煩惱，那由於智慧的體悟，無

住無著的根斷「我我所見」（加「疑」與「戒禁取」，名為「三結」）。是勝義慧，不是厭

下欣上那樣的世俗智，所以解脫生死是頓斷，對禪定的豎出，可說是橫出的。  

                                                                                                                                                         
歎或時毀呰，由得少善根便為足故；如是等說是，名別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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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淨土行者的厭惡世欣淨土，不能出離生死；然於淨土，定要解脫生死 

    淨土行者，厭惡五濁惡世而欣求淨土，
〔1〕

約三界生死說，欣厭心是不能出離生死的。
〔2〕

不過生在淨土的，由於環境好，「諸上善人俱會一處」，蓮華化生，不會生老病死不已。

在這樣的環境下，是一定要解脫生死的，所以「因中說果」，不妨說往生淨土，已解脫

生死了。正如得初預流果的，雖還有七番生死，但決定解脫，不妨說「我生已盡」了。 

（四） 淨土進修慢，但不退、極穩當；穢土行功德強、進步快，但障多、風險大些 

至於修行，在淨土是否比穢土要快些？依經文說，淨土修行，不如在穢土修行，如『無

量壽經』（卷下）說：（在此娑婆五濁惡世）「為德立善，正[慈]心正意，齋戒清淨，一日

一夜，勝在無量壽佛國為善百劫」。可以說：
〔1〕

在淨土中，進修是緩慢的，但不會退墮，

非常穩當。
〔2〕

穢土修行功德強，進步快，只是障礙多，風險要大些。 

（五） 穢土與淨土法門，適應不同根性、各有長處，不要自誇「橫出三界」 

穢土與淨土法門，適應不同根性，是各有長處的，不要自誇「橫出三界」了！  

 

三 帶業往生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四冊》，p.178 ~ p.181） 

※「帶業往生」是當然的、合理的，但並不表示淨土法門的特勝 

    〔1〕
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能帶業往生極樂淨土，這是念佛法門的特勝！我沒有查考，

不知這是那一位淨宗大德所倡說的。
〔2〕

十年前，陳健民居士批評「帶業往生」是沒有根

據的，依據經文，要消業才能往生。於是帶業往生與消業往生，在台灣著實熱鬧了一番。

消業往生，是根據『觀無量壽佛經』的。經說觀想念佛，念佛的剎土，念佛（菩薩）的

身相，如說：「此（觀）想成者，滅除五百億劫生死之罪，必得當生極樂世界」。 

念佛而可以懺罪，就是「取相懺」，於定心中能見佛相（及國土相）；念佛而能懺除生死

罪業，往生（各方）淨土，是多種大乘經所說的，不限於（觀）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

淨土。 

其實，念佛、消罪、生淨土，是沒有一定關係的。如『觀無量壽佛經』說：「
〔1〕

此經名

觀極樂國土、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亦名淨除業障、生諸佛前」，這是

觀念佛、消業障、生淨土──三者一致的。
〔2〕

經上接著說：「聞佛名、二菩薩名，除無

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念（觀念）」！這是聞名也能消罪，沒有說淨土：這是消罪業不

一定生淨土。
〔3〕

『觀無量壽佛經』，是由於韋提希的：「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

佛才教他修三種「淨業正因」及觀想。「淨業正因」與（願）「樂生」，是往生淨土的先

決條件，否則如『般舟三昧經』（卷上）說：念佛而見佛現前，還問佛怎樣才能往生佛

國，可見念佛見佛而不發願往生，是不一定能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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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行者所說的「帶業往生」，我以為是當然的，合理的，但並不表示淨土法門的

特勝。 

「往生」是什麼意義？死了以後，生到別處去，就是往生──往生人間，往生天上，都

是往生。『般若經』有「往生品」，往生是不限於往生淨土的。但「往生西方」，「往生淨

土」，我國的淨土行者說多了，大家也聽慣了，以為往生就是往生西方淨土，那是不對

的。 

說到「業」，佛弟子都認為，眾生無始以來，積集了無邊能感生死（總報）的業力，這

一生又造了不少。造作了善業、惡業，就有業力（潛能）存在，在沒有受果報以前，那

怕是千生萬劫，業是永不會消失的。
〔1〕

徹底的解決方法，就是智慧[般若]現證，截斷生

死根源的煩惱；根本煩惱一斷，那無邊的惡業、善業，乾枯而不再受生死報了。如種子

放在風吹日曬的環境中，失去了發芽的能力，那種子也就不成其為種子了。這是徹底辦

法，但是深了一點。
〔2〕

大乘佛法的方便道，是以強有力的功德，如念佛，誦經等，壓制

罪業，使罪業的功能減弱，惡消善長，轉重為輕，罪業還是罪業，但功能減弱，因緣不

具，不能再感生死苦報，那就是「消業」了。如種子放在石板上，種子無法生芽，生芽

也長不下去（重罪輕受）。 

一般眾生的業，
〔1〕

如從人而生鬼的，由於某鬼趣業成熟，所以往生鬼趣，受鬼趣果報。

但在前生人中，還有無始來的種種業，與這一生所造的種種業，並不因為生鬼趣而消失；

無邊潛在的業力，都帶著往生鬼趣。
〔2〕

如因善業或禪定力，往生天國，無邊的業力，都

帶著到天國去。所以依佛法說，業是從來隨造業者而去──帶業往生的。
〔3〕

如人有信、

有願、有行，念（稱名念，觀想念）佛而求生淨土的，只要淨業成就，就能往生淨土；

無邊生死業，都帶到淨土去了。業與煩惱，在淨土中是一樣的：一般（除得無生忍的上

上品）往生淨土的，沒有斷煩惱，煩惱卻不會生起；帶有無邊的生死罪業，業卻不會感

苦報。 

所以我以為：「帶業往生」是當然的，合理的，大家都是這樣的；帶業往生淨土，值不

得特別鼓吹的！  

 

四 隔陰之迷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四冊》，p.181 ~ p.184） 

※有學聖者雖有「隔陰之迷」，但解脫絕對穩當，為期不遠；由覺至覺，非從覺入迷 

    四十年前，我曾讀過一本淨土宗的書，有這麼一句：「羅漢猶有隔陰之迷」。意思說：

修證到羅漢，還有隔陰之迷，不如往生極樂世界的好。 

但阿羅漢生死已了，不會再受後陰，怎麼會有隔陰之迷呢？
〔1〕

我曾向人請教，有的說：

「四果羅漢」，本指第四阿羅漢果，有的以為一、二、三、四果，都可以稱為阿羅漢，

才有這樣的文句。中國人的作品，有些是不能以嚴格的法義來評量的。雖這麼說，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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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對不對。
〔2〕

近見『當代』雜誌（三十期）所引，印光大師『淨土決疑論』說：「一

切法門皆仗自力，縱令宿根深厚，徹悟自心，倘見、思二惑稍有未盡，則生死輪迴依舊

莫出。況既受胎陰，觸境生著，由覺至覺者少，從迷入迷者多」，當然沒有念佛法門的

穩當了！文句說到「既受胎陰……從迷入迷者多」，也許這就是隔陰之迷的一種解說吧！ 

先說什麼是「隔陰」？什麼是「迷」？ 

〔一〕
陰是五陰 ──五蘊。我們的身心自體，佛分別為五陰：色陰、受陰、想陰、行陰、

識陰；眾生在生死中，只是這五陰的和合相續，沒有是常是樂的自我。這一生的身心自

體是前陰，下一生的身心自體是後陰，前陰與後陰，生死相續而不相同，所以說隔陰。 

〔二〕
迷有二類：

〔1〕
迷事是對事相的迷亂、錯誤、無知；

〔2〕
迷理是對諦理──無常、無我

我所、空性、法住、法界的迷惑。 

〔1〕
約「迷事」說，

〔A〕
一般眾生及證得初果、二果、三果的聖者，在從此生到下一生的

過程中，都是「不正知」的。如入胎時，或見怖畏，或見歡樂的境界，在胎中與出生時，

也這樣的不能正知；前生的自己與事，都忘失了。約事迷說，一切眾生，就是前三果聖

者（阿羅漢不會再受後陰），都是有此「隔陰之迷」的。
〔B〕

不過三果聖者，初生時雖不

能正知，但很快能憶知前生的一切。所以釋迦佛的在家弟子，得三果而生色界天的，有

的從天上來下，向佛致敬與說偈讚歎。 

〔2〕
如約迷理說：

〔A〕
凡夫是迷理的，如不能轉凡成聖，是從迷入迷的。

〔B〕
初果聖者是能

見諦理的，一得永得，是不會再退失的。在入胎、出胎時，雖不能正知，不能現見諦理，

但所得無漏智果，並沒有失落。如錢在衣袋中，雖沒有取出來用，你還是有錢的。所以

得初果的，最多是七番生死；得二果── 「一來」的，一往天上，一來人間；得三果

──「不還」的，一生天上，就能究竟解脫。 

所以聖者雖有「隔陰之迷」，對解脫生死來說，是絕對穩當的，解脫生死是為期不遠的。

聖者決不會從覺入迷，不知念佛的人為什麼要怕聖者的「隔陰之迷」？  

 

    再來研求『淨土決疑論』的意趣：文中說到「徹悟自心」，大抵是針對中國禪者說

的。我不知禪者的徹悟自心，有沒有斷惑。
〔1〕

「見惑」是見（道）所斷煩惱，
〔2〕

「思惑」

是修（道）所斷煩惱。 

〔一〕
見惑是見諦所斷的，佛教中或說「一心見諦」，或說「十五心見諦」，十五心是十五

剎那心，就世俗說，是一霎眼就過去了。所以見惑，說斷就斷盡而成聖者，不斷就是凡

夫，見惑是不會斷而未盡的。
〔1〕

徹悟自心，如等於見道斷惑，那即使受胎迷著，也不可

能「從迷入迷」，而一定是「由覺至覺」的。
〔2〕

也許中國禪者的徹悟自心，內心雖有些

超常經驗，但不能斷見惑，還是與凡夫一般。
〔二〕

如說「思惑」沒有斷盡，那是二果、三

果的事，怎麼會「從迷入迷者多」？ 

這一段文字，是不正確的！印光大師是精通天台的淨土行者，對這些應該是不會不知道

的。可能慈悲心重，為了弘揚淨土，故意這樣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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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句料簡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四冊》，p.184 ~ p.187） 

※於禪淨盛行的時代，只知禪淨而無深廣遠見，一心弘淨土所作不合情理的料簡 

    佛教界流傳有禪淨的四句料簡，據說是宋初永明延壽大師造的。現在簡略的引述如

下：「有禪無淨土，十人九岔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有禪有淨土，猶如帶

角虎」；「無禪無淨土，銅床并鐵柱」。四句偈中的「禪」，不是一般的，專指達磨傳來，

發揚廣大的禪宗；「淨土」也不是十方淨土，而是「西方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禪與淨

土，表示參禪與念佛往生淨土的修行。 

永明延壽是一位禪淨雙修的，在他的著作中，並沒有這四句偈，所以是否延壽所作，是

值得再考慮的。依四句偈的內容來判斷，這是在禪、淨都流行的時代，作者
〔1〕

沒有輕視

禪宗，
〔2〕

而卻是志在西方淨土，以淨土行為最殊勝的法門：這是四句偈作者的立場。  

 

    〔一〕
「有禪有淨土」的，最為理想。如虎稱「獸王」，老虎頭上生角，那真是雄猛無

上了。最理想的「有禪有淨土」，姑且不論。 

〔二〕〔1〕
所說「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到底怎樣是「有」，怎樣是「無」？如看語

錄，或住過禪堂，打過禪七，這是不是有禪？如有時去佛寺，或去居士林、蓮社等念佛

（名號），或打過佛七，這是不是有淨土？如說是「有」，這樣的有禪，可能還沒有到達

禪的邊緣，走入岔路的資格都沒有呢！這樣的有淨土，就能「萬修萬人去」嗎？ 

〔2〕
念佛而能生淨土的，

〔A〕
如『觀無量壽佛經』所說的三種「淨業正因」，其中發菩提心，

決不是心裏想一下，願成佛道，願度眾生就得了，發起菩提心，也不太容易吧！
〔B〕

放

低標準，如『阿彌陀佛經』說：「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心不顛倒，

即得往生」。要修到「一心不亂」與「心不顛倒」，也不能說是「萬修萬人去」呀！ 

〔3〕〔A〕
如說「有禪」，把標準提高，以為禪者即使「徹悟自心」，還可能多數走入歧途。

說到「有淨土」，把標準儘量抑低，以為只要口頭喃喃，稱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那不

是公正恰當的料簡！
〔B〕

六度萬行，是如實的難行道；念佛往生淨土，是方便的易行道。

難行與易行是有的，那是適應根性的，不同而又相成的法門，決不能如四句料簡偈的那

種偏私論法。 

〔三〕
末後一句──「無禪無淨土，銅床并鐵柱」，可說是豈有此理！中國的禪宗，自達磨

傳來（經過中國的玄學化），被稱為「最上乘禪」。中國的念阿彌陀佛，往生淨土，也有

適應中國的特性。這是中國佛教，但佛教是不限於中國的。 

如今日錫蘭等南傳佛教國，佛教非常興盛，就是我國的隋、唐時代，也不及他們。然而

南傳佛教國家，沒有我國所弘的禪，也不知道西方極樂淨土與阿彌陀佛，這當然是「無

禪無淨土」的，難道這樣的信佛修行者，都要「銅床并鐵柱」，非墮入地獄不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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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處身於禪、淨盛行的中國，只知道禪與淨，缺乏對佛教深廣的遠見，一心要弘揚淨

土，才作出這不合情理的料簡。  

※橫出三界、帶業往生、隔陰之迷、四句料簡：缺乏真義，而有「為人生善」價值 

    以上所說的「橫出三界」，「帶業往生」，「隔陰之迷」，「四句料簡」，是一般淨土行

者，用來讚揚淨土法門的。 

〔1〕
依法義說，這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

〔2〕
但在弘揚淨土來說，確有接引初學的作用。

可以說：雖缺乏真實意義，卻有「為人生善」的宣導價值。  

 

六 臨終助念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四冊》，p.187 ~ p.194） 

（一） 學佛不是修到沒有身體的病苦，是「身苦心不苦」 

    「臨終」，是病重而死亡快將到來，可能幾點鐘，也可能拖上幾天。人既然生了，

那就不能不死。從生到死的過程中，又不免（老）病。生老病死中，病而走向死亡，確

是最痛苦的。 

身體上的（病）苦，阿羅漢也是有的。佛在涅槃那一年，在三月安居中，病已相當重了。

後來，與阿難走向拘尸那的途中，受純陀的供養，引發了重病。如經上說：「重病發，

迸出赤血（赤痢），生起近於死亡之苦」（『南傳』『長部』『大般涅槃經』）。學佛不是修

到沒有身體的病苦，只是「身苦心不苦」而已。 

中國佛教界，似乎多數以「無疾而終」，為修行成就（往生淨土）的證明。如見人生病，

或纏綿床笫，就說他不修行，業障深重。自己念佛修行，只是為了死得好些，這可說對

佛法沒有正確的了解。阿羅漢而成就甚深禪定的，臨死也不是沒有身苦，只是能正念正

知，忍苦而心意安詳。一般的「無疾而終」，其實是心臟麻痺症，或是嚴重的腦溢血，

很快就死亡了。這是世間常事，不學佛的，窮凶極惡的，都可能因此而死。如以此為念

佛修行的理想之一，那可能要漂流於佛法以外了！ 

臨終者的痛苦，身苦以外，心苦是最大的苦痛。如人在中年，自知病重而不免死亡，會

想到上有老年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兒女，中有恩愛的夫妻，那種難以捨離的愛念繫縛，

是苦到難以形容的。還有，豐富的資產，（經濟的、政治的）正在成功的事業，眼前一

片光明，忽而黑暗來臨，那是怎樣的失望與悲哀！衰老殘年，屬於自己的眷屬、財富、

事業、權力，早已漸漸消失，世間是不屬於自己的了，臨終會心苦少一些。但不論少壯

與老年，是不能沒有「後有愛」的，會想到死亡以後。善良的人好一些；以殺、盜、淫、

妄為生的，不惜損人以成就自己的，現在一身將死，後顧茫茫，恐怖的陰影，形形式式

的幻境，電影般的從心上掠過。這是愛所繫縛，業所影響，比起身體上的病苦，心苦的

嚴重性，是局外人所難以想像的！  

（二） 臨終助念：幫助臨終病人，使他念三寶等而心得平安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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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終者的身苦心苦，苦惱無邊，應該給以安慰，雖方法與程度不同，而可說是一切

宗教所共有的。 

〔一〕
釋迦佛的時代，

〔1〕
知道某比丘、某長者病重了，會有比丘（也有佛自己去的）去探

病：安慰他，勉勵他，開示佛法的心要，使他遠離顛倒妄想，身心安定。
〔2〕

為一般信眾，

說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A〕

教病人一心「念佛」的功德，莊嚴圓滿；
〔B〕

「念法」是清涼而能解脫的；
〔C〕

「念僧」有戒定慧等功德，是世間無上福田。念三寶

功德，也就是心向三寶，在三寶光明的護念中。
〔D〕

「念戒」是念自己的持戒功德；
〔E〕

「念

施」是念自己曾在功德田（悲田，敬田）中，如法的清淨布施；
〔F〕

「念天」是念七寶莊

嚴的，勝妙福樂的天報。一心歸向三寶的，持戒淨施的，一定能上生天上。人死生天，

如出茅屋而登大廈，離低級職務而上升，這那裏會有恐怖憂苦呢！這就是「助念」，幫

助臨終的病人，使他念三寶等而心得平安。 

〔二〕
佛法在流傳中，有些因時因地的演化，但原則是相同的。唐義淨（西元七０一年）

所譯的『無常經』，附有『臨終方訣』。
〔1〕

教病人對佛像而起觀想（念佛）；使他發菩提

心；為病人說三界難安，歸依菩提，「必生十方諸佛剎土」。教病人禮佛菩薩，願生淨土，

懺悔，受戒。
〔2〕

如病太重了，「若臨命終，看病餘人但稱佛名，聲聲莫絕」。念佛是隨病

者的意願，不一定稱念無量壽佛（與我國不同的，是印度沒有專稱阿彌陀佛名號的淨土

宗）。
〔3〕

如命終時見佛菩薩來迎，病者「便生歡喜，身不苦痛，心不散亂，正見心生，

如入禪定」。這是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助念」法；助念，是病重到命終，使病死者身

心安定的方便。 

（三） 信佛學佛，決不能專憑臨終憶念 

※死後往生，有「隨重、隨習、隨憶念」三類 

「臨終助念」，是佛教安頓病死者的行儀，而信佛學佛的，決不能專憑臨終憶念的。人

的死後往生，有隨重、隨習、隨憶念的三類，我曾在『成佛之道』（七四──七六）說

到：  

「一、「隨重」的：或造作重大的善業，或造作重大的惡業，如五無間業等。業

力異常強大，無論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重業一直佔有優越的地位。
〔1〕

一到臨

命終時，或見地獄，或見天堂，就是業相現前，是上升或下墜的徵兆。
〔2〕

接著，

或善或惡的重業，起作用而決定招感未來的果報（這就是常說的「強者先牽」）。 

二、「隨習」的：既沒有重惡，也沒有大善，平平的過了一生。在這一生中，……

對於某類善業或惡業，養成一種習慣性，這也就很有力量了。到了臨命終時，那

種慣習的業力，自然起用而決定招感來生的果報。從前大名長者問佛：我平時（憶）

念佛，不失正念。可是，有時在十字街頭，人又多，象馬又多，連念佛也忘了。

那時候如不幸而身死，不知道會不會墮落？佛告訴他說：不會墮落的。你平時念

佛，養成向佛的善習，即使失去正念而死，還是會上升的。因為業力強大，是與

心不相應的。如大樹傾向東南而長大的，一旦鋸斷了，自然會向東南倒的。所以

止惡行善，能造作重大的善業，當然很好；最要緊的，還是平時修行，養成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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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性，臨終自然會隨習業而向上。 

三、「隨憶念」的：生前沒有重善大惡，也不曾造作習慣性的善惡業，到臨命終

時，……如忽而憶念善行，就引發善業而感上升人天的果報；如忽而憶念惡行，

就能引發惡業而墮落。對這種人，臨命終時，非常重要。所以當人臨終時，最好

能為他說法，為他念佛，說起他的善行，讓他憶念善行，引發善業來感果。淨土

宗的臨終助念，也就是這一道理。……學佛修行，到底平時要緊」！9 

（四） 特為助念阿彌陀佛往生西方，再詳臨終助念 

                                                 
9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p.102 ~ p.106： 

    二、臨終時之救拔：上面所說，是人在生前平時，對地藏菩薩的尊敬禮讚而得的功德，現在要說

到將死時的救濟。 

人死後不一定墮落，或再生為人；若功德大的可能生天；念佛專精的，往生極樂世界。這些人，根本

用不著超度救濟。 

但人生數十年中，錯誤的事當然不少；尤其末法時代，鬥爭堅固，瞋恨心重，貪欲也大，每人都免不

了罪過，所以也就都有墮落──地獄、畜生、餓鬼的可能。那用什麼方法才能救濟呢？若在未死前，

較容易，死後就困難多了。現代學佛的，常重於死後的救濟，其實最好是在生前。救濟方法，大致有

兩種：(一)、施捨作福，(二)、於三寶前修功德，誦經及稱佛名號。 
〔一〕經中常說，病人在最危險最痛苦時，很可能墮落，最好把屬於他自己的東西，拿去布施，尤以施捨

他本人最喜歡最心愛的東西為佳。如有人喜歡收藏古董字畫，郵票等，各人的嗜好不同，以心愛的東

西布施，可破眾生貪著。最心愛的物件都能施，其他還有什麼不可施捨？以最愛物布施，功德也最大。

眾生為錢財而造罪的最多，若能以金錢布施，並對病重者說明，把你所最愛的東西，為你布施作福，

必定獲大功德果報。一方面使他起捨心，減輕愛著，一方面增長他的福德。不戀著現身財物，增長人

天福德，那當然不會墮落了，這是佛教對病人臨終的根本救度法。〔二〕另一方法，是於三寶前修功德，

於佛前設供養，誦經禮懺，稱佛名號，憑仗三寶力的加被，使於臨命終時，得大利益。這如《本願經》

（下）說：「臨命終時，父母眷屬，宜為設福以資前路。或懸幡蓋及然油燈，或轉讀尊經，或供養佛像

及諸聖像，乃至念佛菩薩及辟支佛名字……如是眾罪，悉皆銷滅」。人在臨命終時，境界不好，罪業又

重，最容易墮落。若本人的父母兄弟姊妹等親屬，為之設福修功德，燃燈造旛，誦經或念佛菩薩名號，

都能令死者離開危險的道路，走向平安的前途。更簡要的，如「臨命終時，得聞地藏菩薩名一聲歷耳

根者，是諸眾生永不歷三惡道苦」（《本願經》下）。在人臨命終時，若能聽聞地藏菩薩名字，一聲聖號，

直達耳根，知有地藏菩薩，此人即永不歷三惡道苦；若更能為其布施念經，放生作福，則更不會墮落。  

    人於一生中，作業很多，臨命終時什麼業受報？這有三類不同： 

(一)、隨重：比如作五無間罪，是最惡之業，一死即刻墮入地獄，又如修最高禪定，定力深強，死後必

立刻生天。造業雖多，必依最有力的業而趣生。所以說「如人索債，強者先得」。 

(二)、隨習：依平常的習慣。業並不太重，但平常所作，久久成了習慣性。有些人，一生不作大惡，也

不作大善，這就要看其平常的久習的業，那些最多，即隨著受報。 

(三)、隨念：最後時，其心念在何處，即向何處趣生。若作有重業，當然是轉不過來。如無重業，於臨

命終時，教他不執著、看破、放下，以身外物為其布施作功德。雖然生命已垂危，只要他還知道自己

布施作福，心中不再貪著，心境開朗，即隨這意念而受生。或在臨命終時，為他助念，引導他，使病

者聞佛名，心中也隨著念佛。即使本有墮落的危險，當他知道有人為他念佛，即會生起善念，向於光

明。聽到佛號，心中有安全感，就可以使他從惡道中轉過來。所以平時能念佛當然更好，臨終時助念，

也是一重要的事。最可怕的，是到了最後關頭，煩惱惡業現前。惡念一起，一生的修行皆變成白費。

所以臨終時，家屬高聲啼哭，將使死者心情動亂，痛苦，令其墮落，這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所以最

要緊的，是令其心境平靜，清淨，生歡喜心。特別是慳貪者，將墮餓鬼趣，若眷屬為之布施修福，死

者生捨心，即可救拔。作重惡業的，不但不易輕改，就是作生天重善業如修無想定，必生無想天，要

使他不生，也是不容易辦到的。雖有這三類，而救濟的方法，就是以善念來轉惡念，把握「隨念」的

好方法。佛法有方便，可以把臨到地獄邊緣的眾生拉回來，但最好還是不作重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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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積善、念得「一心不亂」，才是正常穩當的修行 

    「臨終助念」，
〔1〕

是幫助病人，使他能憶念佛，心向佛（願生淨土），
〔2〕

不是病人躺

著，一切讓別人來幫助的。 

念阿彌陀佛名號，往生西方淨土的信仰，在中國非常普遍，所以助念阿彌陀佛，也特別

流行。在這裏，我想說到幾點。 

一、我國的信佛者，似乎只知臨終憶念，而不重視業力與「一心不亂」。
〔1〕

重善（或惡）

的業力，習慣性的善業，業力是潛在的──或說是心種子，或說是無表色，或說是心不

相應行，總之是與現起心不相應的。念佛如得「一心不亂」，平時即使忘了，也還是得

到了的，「得」是心不相應的。
〔2〕

佛法重視潛在的力量，舉喻來說：如政治或經濟，
〔A〕

存有某種潛在問題，起初不覺什麼重要（有深見遠見的人，是見到了的）。
〔B〕

等到潛在

的問題發動起來，可能手忙腳亂，搞得一塌糊塗。佛法重視潛力，所以修學佛法，要平

時積集善業；念佛的要信願深切，念得「一心不亂」，這才是正常的、穩當的修行。
〔3〕〔A〕

臨終「隨重」與「隨習」而往生後世的，是多數；
〔B〕

「隨憶念」而往生的是少數。
〔4〕〔A〕

如病重而心力衰弱，不能專注憶念；
〔B〕

或一病（及橫禍等）而失去知識，不能再聽見聲

音，想助他憶念也無能為力了。 

二、
〔1〕

「臨終助念」，是從病重到死亡，這一階段的助念。
〔2〕

『臨終方訣』
〔A〕

說：人死了，

請法師「讀無常經，孝子止哀，勿復啼哭」。人生的老、病、死，是無可如何而必然要

到來的，大家不用悲哀了，應該從無常的了解中，不著世間而歸向菩提。這樣的讀經，

主要是對眷屬及參與喪禮者的安慰與開示，是通於「佛法」及「大乘佛法」的。
〔B〕

又說

到持咒，以淨水及淨泥土，灑在屍身上，可以消除惡業，那是羼入「祕密佛教」的作法

了。
〔3〕

死亡以後，不用再助念了。但中國人「慎終追遠」，特別多助唸些。有人說：不

斷念佛，八小時內不可移動。其實
〔A〕

死了，
〔B〕

或六識不起而還沒有死，聽不見聲音，

已失去助念的意義，而轉為處理死亡的儀式了。10 

                                                 
10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p.106 ~ p.113： 

    三、命終後之拔濟：作惡業的，臨命終時境界不好，即為其作福，仗三寶威力來救拔他。若已經

死了，怎麼辦？經上說：「身死之後，七七日內，廣造眾善，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

勝妙樂」（《本願經》下）。這應該於七七日內，為他修福、布施、念佛、迴向，令他遠離三惡道苦，生

於人間天上。…〔中略〕…  

    佛在世時，主要為病者死者，布施修福，或供養三寶，或救濟貧困等，為死者回向。現在中國佛

教，流行為死人做功德，齋主請出家人念經，念佛，禮懺。有些並沒有虔誠的心，為亡者修福回向，

而等於買賣交易，多少錢一天或一夜，一切談判妥當，才開始做佛事。這樣以錢雇人念經，自己家屬

沒有半點虔誠，拿錢到寺院中，不作布施想，也收不到布施的福果。布施是一回事，請出家人念經念

佛而出錢，又是一回事。若以錢請人念經，即失去布施的意義。今日的誦經念佛，超度亡者，是祖師

傳下來的，說起來也是人生重要的事；但問題在佛事的營業化，失去佛法方便拔濟的意義。  

    家屬為死人誦經念佛，功德並不完全歸於亡人。如《本願經》（下）說：「命終之後，眷屬大小為

造福利。一切聖事，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又說：「營齋資助……如有違食及不

精進，是命終人了不得力」。原來為亡者念經，作佛事，所得的功德，活人多，死人少──活人得七分

之六，亡者只得七分之一。若人命終後，為他布施、作福、誦經、念佛等一切功德，都是作者得六分，

死者得一分。故《地藏經》說：「存亡兩利」。若出家人為人作佛事，至誠懇切，自己也得功德。可是

現在一般出家人，為人誦經，作佛事，似乎並不將此作為修行。若不能於作佛事時，至誠恭敬，一心

以此為修行方便，亡者既不得利益，自己也毫無功德，只是一天得了╳╳元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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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人發起助念團的組織，應病家的邀請而前往助念。
〔1〕

如出於悲心，弘揚彌陀淨土

的熱心，那是難得的！
〔2〕

不過好事可能引起副作用，如發展為專業組合，極可能演變為

三百六十行以外的一行，未必是佛教的好事了！ 

四、台灣經濟繁榮，佛教也似乎興盛了。有佛教界的知名長老，大德長者，死亡以後，

                                                                                                                                                         
亡者未死前為他念經念佛，仗三寶力，令他自己也發歡喜心，虔敬心，所以容易濟拔。等到死後於七

七日內，為他做功德，超薦回向，需要家屬虔誠，誦經禮懺者的虔誠，才能發生效用。所以《地藏經》

中，特別提到這兩點。請僧眾為亡者念經回向，即經中所說的營齋資助。在印度，營齋即是供佛及僧。

中國是請出家人誦經禮懺，設齋供養，以此功德回向先亡。若齋主殺生食肉，或僧眾作佛事不精進，

死者不能獲益。所以第一是，自己眷屬以清淨心，誠懇心，自己參加素食，於三寶中生信心，才有效

果。有些人，祖宗父母去世後，也請出家人念經，但似乎與自己無關，你念你的經，自己眷屬則招待

客人，喝酒打牌玩樂，熱熱鬧鬧的。這樣的超薦，齋主對出家人毫無恭敬，如雇工人，雖然錢也化了，

光是熱鬧好看，對死者一無用處。最要緊的，是自己眷屬兒女，精進虔誠，仰三寶力，請出家人領導

念經禮懺。並不是我給你錢，你給我誦經。自己必須懇切虔誠，隨著禮拜懺悔，才能仗三寶力，救度

超薦先人，使亡者於墮落因緣中，得生人天。 

平時念《地藏經》的人很多，這些大家都應知道及注意的。  

    功德要在七七以內去做，為什麼呢？因為，「七七日內，念念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力拔濟。

過是日後，隨業受報」（《本願經》下）。這裡所說的七七日內，其實不一定七七，有人於一七受生，有

人於二七或三七受生，最多七七便受果報。所以於七七日內，亡者在念念間，皆希望其眷屬，為之祈

求三寶加庇，為之廣修福德，而能在墮落邊緣，得到改善的機會。死者此時，在中陰身中，自己無力，

作不得主，只有希望眷屬為他拔度超薦。若過了七七日，無人濟拔，只好隨業受三惡道苦。如乘坐的

火車，已經到站，不得不下車了。所以人死後，應於七七日內救濟。也如世人觸犯刑章時，可以請律

師為他辯護。若等到最後判決，便一切都無法轉移了。  

   四、墮落者之救濟：當然，最好是自己不作惡，就不會墮落。若作了惡業，未死以前還可以布施作

福，做種種功德。若死後，則應在七七日內，為作功德救度。如果死後，過了七七日，隨業受報，還

有辦法救度嗎？這就非有大力量不可了。如最後確定判刑以後，非特赦不可一樣。 

如何拔濟已墮地獄的眾生？這應由死者兒女的深切孝思而救度。從《地藏菩薩本願經》所說，地藏菩

薩過去生中的事，可知應如何救度已墮落者。雖然墮入地獄，還是可以救脫的。在《地藏經》中，說

到兩件事：一是婆羅門女事，一是光目女事，這都是地藏菩薩過去生中的事。 

地藏菩薩過去為婆羅門女時，母親不信三寶，修習邪見，死後墮入地獄受苦。婆羅門女知道母親生前

不信三寶修習邪見，必入地獄，即為母布施修福，見佛像即恭敬禮拜。悲號哭泣，佛已早入涅槃，若

佛還住世間，即可以問佛，自己母親究竟生於何處。他心中悲切已極，此時，似乎有一種聲音告訴婆

羅門女，教他不用難過，只要一心稱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那時已滅度的佛名）名號，便可知母去處。

婆羅門女即以至誠恭敬，摒息雜念，一心稱佛名號。不久，婆羅門女即在定境中，到達地獄邊緣，問

獄卒其母何在？獄卒說：他亡母已因其女孝心，為其布施修福，持佛名號，以此功德，已離地獄生天

了。由此一事，可知一種至誠孝思，與念佛功德，兩種力量綜合的感應，雖已下地獄的罪人，也可以

得救。  

    光目女，也是地藏菩薩過去生中所示現的孝女，其母生前喜吃魚子，犯殺生罪極重。光目女知母

死後必墮落惡道，於是請阿羅漢入定觀察，方知母果生於地獄中。後來，也一心念佛，恭敬供養，以

是誠孝的力量，拔救母親離地獄苦。 

據此二事，可知雖已墮落地獄的眾生，只要兒女至誠的孝心，加上念佛恭敬虔誠，兒女與父母是血性

相關的，仗三寶威德神力，可令父母得到解脫。一般人的慈悲救拔，雖也有感應，但父母兒女是骨肉

至親，一定能深徹的至誠懇切，力量最大，最易救度。  

    為亡者念經禮懺時，要看作自己作功德，才能生效。經中說：念經的得功德七分之六，亡者只得

七分之一，故請人念佛誦經，不及自己生前修行。 

所以，在身體健康時，自己多念佛，多修福德，就不怕有墮落的危險。若已死，受中陰身，當然要眷

屬為他修福布施，來救度他。若已墮落，當然難於救度了！唯有眷屬的至誠懇切，才可以救度。地藏

菩薩以大悲願，於五濁惡世開示此法門，對一切惡道眾生，給以方便救護。現代的中國佛教界，對祖

先眷屬的超薦，非常普及，希望都能理解這一法門的真意義，真能得到功德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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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日念佛聲不斷，這是什麼意義？
〔1〕

是助念嗎？長老們一生提倡念佛，精進念佛，

而臨終及死後，還要人長期助念，怕他不能往生嗎？那是對長老、長者的一種誣辱！
〔2〕

如以七七念佛為紀念，那只是中國人厚喪厚葬的變形，不是為了死者，而是為了活人的

場面。如有心紀念，那在每年忌辰，集眾精進念佛，不是更有意義嗎？對死者的舖張場

面，我覺得是應該再考慮的！ 

聽說：高雄有一位唐一玄長者，平時攝化青年，老而不已。臨終的遺言是：不用為我念

佛，因為我不想去西方，不用為我誦經，因為我讀的經已夠多了。唉！末法時代，還有

老老實實的學佛者！ 

 

七 辨極樂淨土之有無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一冊》，p.357 ~ p.361） 

（一） 阿彌陀佛 

1. 一切佛之總代表（根本意義） 

    念佛非只口中念佛，須念念不忘佛及佛之淨土，並發願求生該淨土。今先講阿彌陀

佛。  

 

    阿彌陀佛即無量佛。說無量須先知何為量。量者，大小、久暫、輕重、長短，彼此

可以衡量者之謂。
〔1〕〔A〕

世間萬物無不可量、可思、可議、可以文句詮釋，
〔B〕

但究竟圓滿

佛果之佛，則其境界不可衡量，不可思議，故為無量。
〔2〕

喻如
〔A〕

眾水
〔B〕

入海，即失其

名詮，總為一水，平等平等，不可分別，不可詮解。
〔3〕

如
〔A〕

眾生福報智慧，等等差別，
〔B〕

但至成佛，則法身平等平等，等無差異，即成無量。 

〔1〕
雖在眾生眼中，仍有無數佛，

〔2〕
其實在佛境界，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如華

嚴經說。 

『般舟三昧經』說：修行念阿彌陀佛，成就般舟三昧時，即得見佛，而所見者為阿彌陀

佛，亦見一切佛現前，故阿彌陀佛可說即一切佛之總代表；此為阿彌陀佛之根本意義。
11 

                                                 
11（1）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21 ~ p.22： 

    梵語 amita，譯為無量。阿彌陀佛──無量佛的含義，應有通有別。〔1〕通，指一切佛，即無量

無數的佛。〔2〕在佛法的弘傳中，無量佛的意義特殊化了，成為指方立向的，專指西方極樂世界的

阿彌陀佛。 
這通別二義，雖沒有明文可證，但確是顯然可見的。今舉二部經來證明：一、《觀無量壽佛經》，

這是專明觀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的。第九觀，觀阿彌陀佛的色身相好。於觀想成就時，經上

說：「見此事者，即見十方諸佛」。「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意思是說，見阿彌陀佛，即是見

十方一切諸佛。觀阿彌陀佛，即是觀十方一切諸佛。二、《般舟三昧經》，這也是專明阿彌陀佛的

念佛三昧。本經一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修觀成時，經裏說：「現在諸佛悉在前立」。專

觀阿彌陀佛，而見現在一切佛，這與《觀經》的「見此事者，即見十方諸佛」，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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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與『華嚴經』淵源極深，
〔1〕

如本論所稱，發願往生阿彌陀佛「蓮華藏世界」。

此華藏世界，即華嚴經之華嚴世界。
〔2〕

又「八十八佛懺悔文」，依『華嚴經』最後一品

『普賢行願品』而來。淨土宗同人皆知「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阿彌陀佛法門與

『華嚴經』關係極深。
〔3〕

蓮池大師之解釋『阿彌陀經』，即以華嚴宗義解釋。  

 

    無量者以無量光、無量壽為尤著。阿彌陀婆耶為無量光，阿彌陀廋斯為無量壽。光

有二種：一者、佛身光，表佛身清淨；二者、智光，表智慧無邊，皆為眾生所求對象，

而於佛得究竟。 

又阿彌唎多，甘露義。印人所謂甘露，通俗義乃不死之藥，其實（不生）不死即佛之常

義。往生咒中之阿彌唎多，即此義。故甘露王佛亦即阿彌陀佛。 

經題標無量壽，似為順應世俗；依下論義，固以無量光為主也。  

2. 專指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 

※本是無量，為眾生現有量，使眾生得從有量達無量 

    以上為阿彌陀本義。但今所稱之阿彌陀佛，
〔1〕

既稱前身為法藏比丘，今成佛在西方

說法；其後佛滅，由觀世音菩薩繼續佛位；
〔2〕

而極樂世界在西方，亦有方位，故其壽命、

領域，均非無量。 

                                                                                                                                                         
由此可見，觀阿彌陀──無量佛，即是觀一切佛。雖然以阿彌陀佛為一佛的專名，但對於這一切

佛的通義，也還保存不失。 

阿彌陀，在一切佛中，首先得到名稱的優勢。這在大乘佛法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意義中，

是容易理解的。阿彌陀佛的為人所特別讚歎弘傳，這是重要的理由。  

（2）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79 ~ p.81： 
    阿彌陀，平常都說是無量光或無量壽。其實，無量光是阿彌陀婆耶，無量壽是阿彌陀庾斯，

這都是阿彌陀而又另加字義的。阿彌陀的根本義，譯為中國話，是無量，故阿彌陀佛即是無量佛。 

無量是究竟，圓滿、不可限量。如有限量就不能包含一切，無量才含攝得一切的功德。不但佛的

光、壽無量，佛的智慧、願力、神通，什麼都是無量的。不過眾生特重光明與壽命，所以又順應

眾生，特說光壽無量而已。  

    一切佛的功德莫不究竟，圓滿、無有限量，而阿彌陀佛卻以無量得名。以德立名，著重在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圓滿果德。 

《般舟三昧經》說：觀阿彌陀佛成就時，即見一切佛。《觀無量壽佛經》也說：觀阿彌陀佛成就，

即見一切佛。觀佛，是以一佛身相功德為對象，心心觀察，等到觀行成就了，阿彌陀佛現前。觀

阿彌陀佛，應該只見一佛現前；而經說以觀阿彌陀佛方便，即見一切佛。因為阿彌陀是無量，無

量即是一切，故見無量佛，即見一切佛現在前。 

佛法說佛佛道同，千佛萬佛皆同一佛，毫無差別，平等平等。聲聞乘中說：一切佛的法身、意樂、

功德，一切平等。聲聞法尚且如此，何況大乘？一佛即是一切佛，一切佛即是一佛，故見一佛等

於見一切佛。 
〔1〕阿彌陀譯義為無量，此名表顯了一切佛的究竟果德，這是阿彌陀佛的本義。〔2〕十方三世一切佛，

無量無邊，似乎漫無統緒，所以由阿彌陀代表一切佛，顯示一切佛的共同佛德。一切經的讚嘆阿

彌陀佛，也等於讚嘆一切佛。 

從泛稱的無量佛，成為一佛的特名，來表彰佛佛道同，在名字上，阿彌陀佛得到了優越的勝利，

所以學佛者的信念，自然地集中到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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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又何以解說？此乃因眾生心量有限，故作此說。
〔1〕

如『維摩詰經』中，舍利弗以佛感

穢土為疑，不知視為穢土者，乃舍利弗之眼見如此，非佛土本來如是也。
〔2〕

今阿彌陀佛

土，本是無量，為有量眾生，方便故說為在西方，如是如是耳。此乃無量中現有量，使

眾生得從有量達無量也。 

（二） 極樂國土 

1. 淨土不但有，而且極多，殊勝各別 

※不可執理廢事，誤以為淨土唯在人心中，心外實無淨土 

    再講極樂國土，先辨淨土之有無，因如無淨土，則何往生之有？今講淨土有無，有

二說：一者、普通人武斷的認為迷信，因信者既未見過，又未去過，不能證其有。二者、

信佛之人認為必有，因信經說如此。今就常理判斷，不必親身經歷，亦不必全賴經說，

亦可認定必有，茲申論如下：  

 

    一、如今科學昌明，已證實我此世界，只是無量星球中一行星，是可知此世界外尚

有其他世界。  

 

    二、再問各種世界有否優劣之別？但看世間各地均有優劣，可推知各種世界必有優

劣。  

 

    三、如世界有優劣，則我今世界是否即為最佳者，當知不然。然則，可知更優世界

之存在，當無可疑。即如近日科學界，因有飛碟之謎，亦認為其他星球可能有智慧較我

為高之生物存在。  

 

    從上知淨土不但有，而且極多，且有殊勝各別。佛教界又有言唯心淨土者，認為淨

土唯在人心中，心外實無淨土。如是說法，大違佛意。 

須知世界唯心所現，是說固是，但既如是說，須知穢土亦是唯心所現。今承認唯心所現

之穢土為現前實有，何以又不承認唯心所現之淨土為實有？故既信淨土，必信其實有，

不可執理廢事。  

2. 淨土只一，見為報、化土視修行而定；功深可在化土得法身，則化土不離報土 

    又關於極樂世界，向有小小論諍。即此淨土究為佛之報土、抑化土（即佛應化之世

界）？向來言佛（姑約二身說），有法身、應化身。法身之土為實報土，應化身之土為

化土。
〔1〕

今此淨土如為報土，則罪惡眾生何能到達？
〔2〕

如為化土，則未斷煩惱眾生，亦

可仗自願力及佛願力，得以往生，但此土似又不甚究竟。 

今此問題，雖不必深究，
〔1〕

但如從各本『阿彌陀經』看，此土似專為化導穢土眾生，而

現為攝引者。
〔2〕

若依『般舟三昧經』言，修成者得阿彌陀佛現身為之說法，而行者是時

起念作觀：「佛寧有來？我寧有去？不去不來，而佛現前，知由心現。是心念佛，是心



《淨土學論集》 
9〈淨土法門的抉擇〉 

23 
 

作佛。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如此觀法。從而悟入諸法實相，如此往生極樂，則極樂

世界即非應化土。彼華開見佛，悟無生忍時，其淨土不在東方，不在西方，乃遍一切處，

而為報土矣。 

大藏經中有關極樂淨土者極多，非止今一般所說三種而已。其各經所述淨土，有敘為佛

之報土者，有為應化土者，故引起古人種種諍辯。如云「念佛即生極樂」。
〔1〕

一種人解

釋為念佛必定往生，如所謂帶業往生。
〔2〕

另一種人則認為此乃「別時意趣」，即說為往

生，非即往生，乃累世展轉進修，終必往生之義，非指現生即往，如俗言一本萬利，乃

逐漸營生，攢積而得，非投一文即可得萬利也。 

此種異解，當然皆從對佛身土之不同了解而生。其實淨土只一，而見為報土、化土，全

視眾生修行程度而定。而修行功深，仍可在化土得法身，則此化土亦不離報土也。  

 

八 往生極樂之意趣  

（本節錄自《華雨集第一冊》，p.361 ~ p.362） 

※往生之究竟意趣，在「不失菩提心」 

    何故欲往生極樂耶？何故發是願耶？須知淨土法門乃大乘法門，小乘無十方淨土，

故求往生淨土為大乘特色。而大乘要義，在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1〕

如念佛不離此大乘

心境，則與生極樂意義相符。
〔2〕

如只為離苦得樂，則是小乘根性矣。 

但發大乘心，何故求生極樂？
〔1〕

因穢土因緣不具足，學佛不易，雖發菩提心，而障碍特

多。生老病死，毫無把握，故須往生極樂。
〔2〕

「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決不致退失大心。

馬鳴菩薩在『大乘起信論』說：如來有勝方便，勿令退轉（退失菩提心），即此之謂。

可見往生之究竟意趣，乃在不失菩提心。 

至於八地菩薩馬鳴與初地菩薩龍樹之生淨土，與凡夫求生，大不相同。登地菩薩之已悟

無生忍者，隨願往生淨土，如水之趨壑，乃勢之所必至，與發心求生者不同也。 

故眾生無高下，悉可生之，惟不發菩提心者不預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