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宗之中，就係未講淨土、密宗，是嗎?我想連淨土宗及密宗也講，這兩宗純粹

宗教的色彩非常濃厚，如果你說佛教真正是宗教呢，就這兩宗來講是好確當的，就其

它宗來講，都是哲學思想多過宗教意味，淨土宗和密宗的宗教意味最濃厚，現在，先

講淨土宗，在講淨土宗之前，要先釐定「淨土」兩字的意義，「淨土」這名詞，先講

什麼是狹義的淨土，所謂狹義的淨土，它是這樣講法的，所有的眾生，每一個人都有

一個他的，第八識。

如果，聽過唯識宗的人就懂，如果未聽過唯識宗的第八識，這個就當它是「心」

來解，心，他的心裡面含藏有很多功能，功能，這種無形無相的功能，功能中有些是

清淨的，有些就是染污性的，所謂清淨的，即係它不會與那些貪愛、瞋恚、無明那些

連結在一起，小則不與貪、瞋、癡連結，大的來講，大些來看，它有削弱、消滅那些

貪、瞋、癡的力量那類的功能，那些叫做清淨。

清淨的相反，叫做染污，它不只與貪、瞋、癡那類惡的，那些所謂煩惱，那類東

西，它不只不能夠消滅它，不只不能削弱它，重與它並存不背，甚至結合起來，這

種，這樣的性質叫做污染，我們第八識內的功能之中，有的是染污的，我們每一個眾

生的人生和每一個眾生所見到的世界，都是由這些功能。

由我們第八識中的功能顯現而成的，如果那個眾生，無染污功能，只是有清淨功

能，他的清淨功能所顯現出來的，就是安樂清淨的世界及好美滿的人生，反過來，如

果是染污功能顯現，而成為他所見的世界，和他自己所保有的人生，這樣，他所見的

世界就是染污性的，他的人生都不如意，即是帶有(相當)苦性，不得好安樂的。

既然每一眾生都有一個第八識，每個眾生第八識都含有很多功能，這些功能，有

些眾生含有的功能純粹清淨，這些不叫做眾生，叫做佛。又有些眾生純粹染污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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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無可救藥的，只可利用後生，得到良師益友陪伴，他在世間裡面，得到比較安樂

些，就是如此。

有些眾生，清淨功能多過染污功能，這些，他所見的世界是比較好的世界，他所

保有的人生是比較安樂清淨的人生，如果他是染污功能多於清淨的功能，他所見世界

都係，雖然禍福參半，總是禍多於福，他的人生雖然是吉凶參半，總是凶多於吉，這

樣講法，這樣，好了! 講到呢!於是，有類眾生，或者由於他多生以來的修養，或者，

由於他本來(的)染污功能特別少，他的清淨功能不斷起作用的時候，這句話，好似宋

儒所說的「天理流行」，當他「天理流行」，人慾，染污性是指人慾，天理流行，人

慾淨盡的時候，他的世界就是一種好清淨的世界。

如果那些人，他的第八識裡面的功能，純粹清淨的，他所顯現的世界(是)最美滿

的世界，這些世界不是憑空得到的，而是他歷劫修行，修清淨因，發揚他的清淨功

能，擴大清淨功能，然後達成可以有這種的清淨世界，以及這種清淨人生出現，那個

清淨的世界，一般叫做「報土」。「土」即世界，「報」者，即是他歷劫修行所得到

的效果，那些叫做「報土」，這些報土是純粹清淨，是純清淨功能所顯現的報土。住

在報土裡面的主人，那個主體，那個生命體，那個是純粹清淨的，那個人叫做「真的

佛」，「佛」，「報身佛」。

他說，他成佛之後，他所變現他的第八識，裡面的清淨功能所變現的世界是「報

土」，他是「報身」，他的身體是「報身」。不會一個世界只有一個人存在的。於

是，有什麼人參加入他的世界，與他作伴侶，作伴呢? 有兩類人，兩類都是菩薩，菩

薩二字，我們不要將他講得太神秘。

一類叫做法身大士，法身大士，怎樣法身大士呢，不要將他，以為有法寶，即是

他已經成了佛，證得佛所有的，以真如體為身的身，即是說，我們解說的法身大士，

已經是成佛的過來人，他已經成佛，他本身已經成佛，但因第二個成佛，第二個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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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第二個有報土的時候，他亦參加一起來同他作伴，以一個為主，其他法身，以一

個佛為主，其他法身大士亦來一齊同他作伴。

好似你，一個好有學問的人，找間好學校，你在此做校主的時候，那些好的教

員，走來申請和你一齊同事，來到一齊做工作，做教育工作一樣，這些，有類菩薩法

身大士，舉個例，例如；西方有個極樂世界，那個世界叫極樂世界，那位主人，就是

叫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者，譯為無量壽佛，無量壽佛，無量壽佛他自己的第八識的

清淨功能變現起一個「報土」，這個「報土」叫做極樂世界，他的功能又變起個「報

身」，變起個「報身佛」在那裡，做那個「報土」的主人翁，這樣，這個報身叫做無

量壽佛，他在此處之後，有很多法身大士。

例如：舉例，觀世音，所謂觀音菩薩、大勢至、西方三聖，站在他右邊那個，或

坐在無量壽佛右邊那個，與及其他等等，文殊、普賢，好多好多，那些已經證得法

身，舊時已經成 佛，還有些先於無量壽佛成佛，他們走來，因無分彼此，無分階咗

級，無所謂我係前輩，尊貴些，沒有這樣的，在報土中，這些人，一齊表示歡喜，所

謂隨喜，參加入他那處，於是，這報身佛不愁寂寞，他的，他的事業不愁寂寞，好多

法身大士生在他那處。

除此之外，還有無人呢?還有，那些有，那些十地菩薩，即是未成佛，已經見

道，行在(修道位中)，見了道之後，(但未)成為佛，他已經見道，又未成佛，普通把

這階段，見了道，又未成佛那個階段，那個歷程裡面，分做十個階段。

他仍然在十階段裡面修行中，未成佛，這些叫做十地菩薩，地，即階段，還未成

佛，將近成佛的階段中，那些十地菩薩，那些十地菩薩他亦參加在那個報土裡面，但

他不是報身佛，他依附在報土裡面，他那個半清淨，你說他清淨又未完全清淨，染污

得還有多少，但他已經相當清淨，他有資格加入他的世界，限於已經見道的人那些眾

生。

3



那些無數這類十地菩薩參加入去，這等於好的學校的學徒學生，那些法身大士，

猶如來參加作興，那些等於好的教師，那個報身佛，等如校主，這樣，那些十地菩

薩，因還未成佛，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染污世界裡面，固然可以修行，但是，在他

那裡比較快些，好些，好似聰明子弟，不一定讀好學校，在不好的學校，一樣可以成

材，不過阻礙多些，入去一間好學校，他就會，他受教育時會好順利成就，是這樣，

意義不過如此，很多十地菩薩在那處，受到報身佛和很多法身大士來到培養他，攝護

他，教育他，他們這類，只有向上發展，一定不會墮落，那麼，講到此處，這類世界

叫做「報土」。

所謂狹義的淨土，是指這類世界，是指報土來講，這類報土，不是普通人生得，

如果，你要生這類報土，你得修行戒，定，慧，修行，修到你已經見了道，能夠證得

真如本體之後，大致上，對於宇宙人生的真實相狀，你已經體會到了，這時，你有資

格生去報土，毫無困難，這些人要生，只要發個一個願，茫茫太空裡面，這些報土，

不知凡幾，只要你是見了道的人，只要你發願，我願去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

處，我想生那處，只要你一發願，就可以往生。

你說，我不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願往生東方，譬如：藥師琉璃光佛、淨琉璃

世界，不生極樂世界，你又得，只要你發願，我想生東方淨琉璃世界，你又可以得。

或者，我想生去上方阿 鞞佛世界，一發願又可以生，你想生去下方什麼佛世界，閦

如: 天鼓雷音，或者什麼佛世界，你一發願，就可以隨意往生，只要你見了道。

如果你未見道，就不能生，這樣講法，但是，佛經，經裡說：只要你念佛，你就

可以往生，這是釋迦佛說的這句話，釋迦佛講的話，有多種解釋的，他說他能生，是

的，但不知幾時生得。等於我借你筆錢，我還給你的，我說會還給你，我無說現在還

給你，可能十年後，可能發達後，我才還給你，也不一定。所謂能夠念佛的名號就可

以往生，這些不過是鼓勵人的說話，但你說他講大話，他絕不講大話，看幾多劫，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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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之後，你總有一天，你只要有一個這樣志願，非生不可。

這是暗示式的講法，等於一個教師，對一個小學生講，你努力讀書，將來你會做

總統，縱使不做總統，也都好似有總統一樣的才幹，是的，不做得總統，有總統一樣

的才幹，你肯讀書努力，一定得的，他無說你現在一年級就得，不過這樣意思，這樣

講法的，指什麼，指狹義的淨土，我再總結一句，所謂狹義的淨土，就是指報土，狹

義的無量壽佛或報土內的主人翁，就是報身佛，狹義的淨土。

好! 第二個，廣義的淨土，廣義的淨土，廣義的淨土，他是這樣睇法，不限於報

土的，因為每一個成了佛的個體，每一個佛，都有三種身，雖三身而一體，有三種

身，有法身，第一個，法身是無形無相的!無乎不在的宇宙本體，真如，法身，我們

見不到，法身住在那裡 ?

法身所住，叫「法性土」，住法性，法性土是什麼? 是宇宙本體，是真如的別

名，住在法性土，法性土亦無土地，無形無相，無乎不在，這個法性土，這樣這個法

性土即是真如，你，即是你想見法身佛，去法性土，你只有一條路，就是修行見道，

見道時候，所見真如，所證到的真如。

那個真如就是法性土，那個真如，就是法身佛，不能以色，聲，香，味，觸去衡

量這個，這個即是《金剛經》裡所講的佛，《金剛經》所講的如來，所講的佛，是指

法身佛，法身佛，無色，無聲，無形，無相，你想見到法身佛，就不能以色，聲，

香，味，觸去尋求，所以他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

來。」有一種，佛三身中，化身，即是宇宙本體，諸佛所共具的。

其實， 我們都是真如顯現，我們能夠顯現出成為我們凡夫的身體，也是由真如

顯現，那一個真如，也是我固有之，這位佛，就是佛的化身，佛，歷劫修行，他做了

好多善行，一定要有效果，這個效果，歷劫修行所引發，那個住在報土裡面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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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報身，這個報土，就是狹義的淨土，報身，狹義的報土裡面這個佛，佛不只有法

身，有報土，還有化身，化身住在染污世界裡面，降生在染污世界裡面。

例如：二千五百年前降生於印度那位小王子，就是釋迦牟尼的化身，這個歷史

上，曾經出現的那個佛，叫化身佛，這個化身佛，是由他的法身與報身分支顯現出

來，這個化身佛，佛有三身，有三種土，化身住在染污世界，這個染污世界,對眾生

來說，對我們凡夫來講，我們叫做染污世界，但對佛來講，他無染污的，他無染污，

對佛來講，不叫做染污世界，他住在那處? 住在變化土，住於化土，住在化土， 我

們這個世界就是化土，是嗎? 然則，我們住的世界，是佛化出來給我們住，又不是這

樣解。所謂化土者，是指什麼? 

基本上，化土是我們眾生，我們眾生，我們凡夫的第八識，我們無數那麼多的凡

夫的第八識，凡夫的第八識裡面，又有清淨功能，又有染污功能，因為他有染污功能

的緣故，他所變起的世界苦樂參半，即是我們現在的人間，這樣的世界，這樣的世

界，本來是眾生所變，但是，佛呢 !

他也參加入來，成為我們一份，好似大眾化，參加入來，參加入來在我們的化土

裡面，化土，歷史裡面，現出一個現實，在歷史上現實的，有身體的，會飲會吃，會

由媽媽的胎內出世，到老時會臥下涅槃，這個化佛，化身佛，凡是佛都有化身的，化

身住在化土，化土之中有兩類，有一類化土好苦，例如，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相當

苦的， 我們這個相當苦的世界，叫做什麼?

《阿彌陀經》裡面，叫做「五濁」，濁即是污濁，叫做五濁惡世，有五種污濁

的，不好的世界，五濁惡世，怎樣五濁呢?什麼叫五濁 ? 講給我聽，聽眾 : 劫濁。劫

濁，劫字有兩個解釋劫字，原意，即是有成有壞，很快成，很快壞，那個時間不是很

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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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可能幾十萬年，或一百幾十萬年，世界，就漸漸由草莽時代變為人類社

會，再過一百幾十萬年，好快，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會毀滅，都不定，現在，如

果，核子成堆爆炸，那就毀滅，劫，不是打劫，而是時間，我們的世界，時間不是很

長，普通幾百萬年，百幾十萬年的過，不是很長，這個世界就會出現大變化，有這種

情況發生，有些世界的時間好長遠，這個安樂幸福的時間會好長遠，我們的(世界)則

不然。

第二種，見濁，見，即執著，成日執著有個我，因此而起種種自私行為，執著有

法執，樣樣也執著它是實物「有」，好似不變這樣，因執著「有」，是實有，跟著起

種種貪愛等等煩惱，我見，我執，法執等種種邪見，有這種污濁。煩惱濁，是不是?

我們生在世界的眾生，有很多，心裡面有很多惡勢力，例如：貪，瞋，癡，這些煩

惱，這些煩惱日夜擾亂，攪到這個世界好污濁，煩惱濁，還有什麼濁?

眾生濁，我們裡面，所有都是凡夫，凡夫在六道輪迴裡面，死此生彼，縱使你生

在人間，好好做個王子，但你會因驕奢淫佚，結果你死了之後，你不要以為今生做王

子，你驕奢淫佚的結果，第二世可能你連乞兒也不如，諸如此類，這個死此生彼，有

這樣，生來生去都是天，人，地獄，餓鬼，畜生，五趣中輪迴，是眾生濁。還有個什

麼濁?

命濁，我們的命根，命，我們的命根，命者，命根，我們的命根，什麼叫命根?

很難講，慢慢，讓給講唯識的人來講，我們在此講一堂，講命根用了一堂，便無謂

講。我們講命，「其命不如人」，時時有這樣的事，有這種五濁，我們這個世界，有

這些五濁世界，何解我們的世界有五濁?因為我們每一個眾生第八識裡面染污功能太

多，清淨功能勢力太弱。

這個，在一個無量虛空，無量大的虛空裡面，還有很多種世界，既不是報土，又

不是我們的五濁，那些眾生，清淨功能與染污功能參半，或者清淨功能略為多於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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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一些，這類眾生所現的世界，自然沒有我們這樣濁，縱使濁，都不至於我們濁得

那樣厲害，這些都是化土，不過比較好些。佛既有三身，他一定有個身入化土，無量

壽佛既然是佛，無量壽佛都有化土，亦應該有化土，無量壽佛的化土，比較我們釋迦

牟尼佛所住的化土比較好些，比較好些，等於我們現在 。⋯⋯

他那邊的化土已經等於我們的天國，差不多，或者比較我們所見的五濁惡世裡面

所謂天國，更美妙些，這樣，得到個結論，我們雖然未見到，不可以生得無量壽佛的

報土，但是，我們念阿彌陀佛，可以生阿彌陀佛的化土，都勝過我們這個五濁惡世，

所以，我們在未能生報土之前，我們不防生去化土，因為他的化土，同此界的五濁世

界裡面的天國，已經更美妙，比我們的天國，所以，我們一於求生無量壽佛那個化

土，於是， 比較好些，比較我們五濁惡世安樂些，比較清淨些，那個化土，都撥入

淨土之列!那樣的淨土，是廣義的淨土。

廣義的淨土：第一，包括佛報土，第二，包括比較清淨一些的化土。最低限度，

包括兩種：不止，還有，他說，我們這個五濁惡世裡面，還有一個天界，天界裡面，

有一部份就叫做，那個叫做兜率天，譯名，譯做知足天，令人好滿足，叫知足天，那

個知足天，那個兜率天裡面，有一個未來佛，這個，在我們世界裡面，在凡間世界裡

面，那個彌勒，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繼承人，下一個長的時間，下一個劫的時候，他出

現繼承這一劫釋迦牟尼佛的事業，他下一劫，在世界成一個化身佛去出現，但他現在

(仍)未 (出現)。

因為，現在還是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教育眾生，他未出現，他暫時寄居在兜率

天，兜率天，天界，天界有好多種，其中，他是其一，兜率天有個彌勒菩薩在那處，

彌勒菩薩在那處，彌勒菩薩，他是未來佛，他是十地菩薩中的第十地，最頂的，所以

他繼承釋迦佛，……

繼承釋迦牟尼，釋迦牟尼已經涅槃， 他在化土繼承釋迦牟尼，在兜率天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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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想生兜率天，不需要見道都得，因為這個是凡間世界，凡夫的世界，他只要

你能夠守十善，守十善，十善無缺，而又稱念彌勒菩薩的名號，對佛法又肯學習，又

能夠了解，你一定可以生到這個兜率天，生到兜率天的時候，這是天國，這個天國裡

面，無其他天王，那個彌勒，這位教主，就係天王，那處政教合一，是這樣講，是

嗎?

那裡的眾生， 不會你欺侮我，我欺侮你，這樣，總之，好美滿天界，但是，當

然不及得報土，不只不及得報土，連阿彌陀佛的化土都不及，不過比起我們人間好得

多，最好的地方，就是有個好主人在這處，人們稱彌勒菩薩，西人譯做什麼，譯做

Lord，因為他是兜率天的主，走去那裡，奉他為主，所以佛教徒一樣可以祈禱，主

呀! 都可以得，Lord，可以生去那裡，那個兜率天都是淨土，凡間的淨土，不是報

土，這些，普通些，天國一樣的淨土，那麼，淨土有三種，是嗎?

第一種，佛的報土，第二種，其他世界裡，其他的佛，比較好過我們這個世界的

化土，第三種，是現在這個世界裡面的兜率天，彌勒菩薩的化土，所謂廣義的淨土，

包括這三類，講到這裡，我聲明一句，我只是介紹，因為，這些是淨土宗和密宗，完

全宗教式，宗教式的內容，你不能問他何解呀?

這樣處理不了，唯識宗、空宗，你可以這樣問，但是，講到淨土宗與密宗，不

會，有些可以解釋，但是解釋不到的，比解釋得到的多，不只佛教，其他宗教都是一

樣，無辦法，這樣事，是嗎?佛教裡面之所以說，宗教氣味最重，就是這兩宗，就是

這樣。現在所講的淨土宗，是指什麼?

普通是指廣義的淨土，不是指狹義的淨土，但有些經論裡面，講淨土是指狹義的

淨土，例如：唯識宗裡面有若干經論，尤其是那本叫做無著菩薩的《攝大乘論》，裡

面所談的淨土，指狹義的淨土，我們凡夫不能生得的，有些經論裡面，如《阿彌陀

經》這類，他所講的淨土籠籠統統，你當它是廣義的淨土解又得，狹義的淨土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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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任得你選擇，它故意籠統的講，這樣講法，為什麼呢?縱使它是 ，報土都不⋯⋯

失化土，是嗎?不失化土嗎?

等於一間好的學校，你不能入得本科，你的子弟入不到一年級，都可以入幼稚班

讀下去，之類這樣，將來遲些，都不失是一個好學生，是這樣，所以，我們談到淨土

宗，可以，可以這樣解釋，我修是淨土，是狹義的，又得，因為你修狹義的淨土,生

不到，都可以生廣義的淨土，是嗎?你說我簡直就係，我的對象就是廣義淨土，又

得，任你的。

現在，我們，第一，講淨土宗，第一，撇離狹義的淨土，講廣義的淨土，因為狹

義的淨土，所攝眾生好少，所吸攝眾生好有限，廣義的淨土是無量無邊，只要你肯去

便得，好似，講廣義的淨土之中，剛才講有三種，是嗎?廣義的淨土，第一種包括狹

義的淨土，那部份我們暫時除去先，剩下兩種，是嗎?

第一種，限於阿彌陀佛化身所住的那個淨土，第三種，其他的都計算在內，尤其

是彌勒菩薩所住的兜率天，都計算在內，這樣，現在，我們再將它除去，講彌勒菩薩

所住兜率天這個淨土，暫時除埋它先，只講阿彌陀佛的化身所住的化土，大概這樣，

他的淨土指這個，於是，先假定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無量壽佛，他的化身所住

的化土。

於是那些人，依住佛所教給我們如何生淨土的方法去修持，這樣修持呢，到死

後，同時他在生時，希望死後能夠生去那種廣義的淨土，廣義的淨土中，生在阿彌陀

佛那個化身所住的化土，以這樣為宗，這一派叫做淨土宗，淨土宗那三個字意義，大

抵這樣。淨土宗，本來不成為一個宗派，本來，在那個時候，然後成一個宗派 ?

東晉末年，一位出家人，慧遠，這位慧遠法師，未出家之前，本來是一個經學

家，對於五經之中的《毛詩》，有相當深入研究，本身是一個經學家，同時又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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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家，對於周易、老莊，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而且個人德行相當好，我們知道東晉

末年和宋，東晉末年至到劉裕、劉宋。

那段其間，有一位經學大師，雷次宗，雷次宗是慧遠弟子，從前跟慧遠學經學，

所以慧遠，當時出了家，跟襄陽道安法師出家，戒律非常嚴肅，守戒律非常嚴肅，思

想好周密，這個人，他本來跟住他的老師道安，住在北方，在南北交界的襄陽一帶，

修行講學，那個時候，北方君主苻堅，他想接道安去北方，想接他入洛陽，苻堅在洛

陽，想接他入洛陽，而襄陽是東晉地方，他不惜發動戰爭，打襄陽，接道安，打、攻

下襄陽，接道安入洛陽，非常之崇敬道安，好聽道安話。

只有一件事，不聽道安話，他就遇麻煩，他想要發兵去打東晉，道安勸他不要

打，道安到底是中國人，苻堅是外國人，他有些愛國心，勸他不要打，他不聽道安

話，結果打啦，失敗，樣樣事都好相信道安，道安要他接，叫他派人去西域，道安叫

他派人去西域，即現在新疆省維吾爾人所住的地方，去龜茲國，派人去龜茲國接鳩摩

羅什，接鳩摩羅什來中國，他即刻就聽，使人去，派使者去龜茲，想請鳩摩羅什來中

國。

他是個大學者，空宗大學者，他一來中國，把中國整個佛法都改變很多，他是創

造中國中期佛學史創造人之一，他派人去接，龜茲國奉鳩摩羅什為國師，不肯放人，

他調派一個將軍，派那個呂光，派將軍呂光，帶幾萬騎兵打龜茲，滅龜茲，來到接鳩

摩羅什，這人，苻堅這人，是英雄，話得做得，說了就做，這人，當時據說，派十萬

兵去，大概無那麼多，大概派幾萬騎兵。

在中國，大概在長安出發，現在陝西一帶出發，直去到新疆，新疆省，即現在維

吾爾自治區那處，滅人地國家，兵臨城下，你，你要他交出鳩摩羅什，就了事，否

則，你就不得了，他這樣的，怎知鳩摩羅什去到半路，苻堅滅亡，這是題外話。這

是，由道安請他，好多事情，他都聽道安話，只這件事不聽，叫他不好派兵打東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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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聽，遇麻煩，如果他聽道安這句話，歷史就不是這樣寫法，我們中古史，可能

又，寫法有很多花絮，不同。

慧遠，當道安遣散弟子，因被迫要入洛陽，遣散弟子，每個弟子吩咐，你應去東

邊那處，弘揚佛法，你又去西邊那處，弘揚佛法，這樣，獨是不吩咐慧遠，慧遠當

時，每個師兄弟都有吩咐，有交帶，自己無，於是，請問道安，為何人人你都吩咐，

為什麼你不吩咐我呢?道安，你猜道安答什麼，「如公者，尚須囑咐耶?」好似你這類

人，還要我吩咐?你已經，自己會的嘛!

結果，於是，慧遠離開道安，帶住一批弟子走來南方，他本來應該去南方，南朝

政府準備，晉室，皇室接他去金陵供養他，但他不歡喜與貴族、官僚應酬，他走去了

廬山，在廬山揀了一個地方，建立一間，東林寺，與最初大概有幾十位弟子，在此修

行，漸漸，慕名而來的相當多，不夠住，於是，那位江洲刺史，晉朝刺史等於現在省

長，江洲剌史桓伊替他建築一間，擴大東林寺，可以住得五，六百人，於是，從此他

的東林寺，時時有五百人在此處修行 ，那些修行人中，是當時好有名氣的學者。

例如：雷次宗，是裡面一員，時時返去那處，還有，這些都是一時好孚眾望的名

流學者，都去參加，在此處修行，於是，他結了不知幾多個蓮社，租一層樓，掛個

牌，乜乜蓮社，他，首第一個蓮社出現，結白蓮社，聚集一班人，在幾百人之中，

志同道合去加入蓮社，加入大概有幾十人，劉遺民、雷次宗都是白蓮社的份子之一。

當時有件好有趣的事，陶淵明在廬山下邊住，陶淵明在廬山的山腳居住，陶淵明

時時上廬山見慧遠，慧遠時常向陶淵明招手，你加入我的白蓮社，白蓮社，來到念

佛，守戒律，陶淵明不願，他好飲，他不肯，陶淵明不願，他要求，世事很奇，他要

求陶淵明加入，陶淵明不願，心卻同他一致，但要他加入社，連酒都不可以飲，他不

願，陶淵明是這樣的，還有個著名詩人謝靈運，名氣比陶淵明大得多，謝靈運要加入

白蓮社，他不收他，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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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成日都功名富貴，想有很多，想在世間，建立很多事業，你來我這裡不適合

的，好奇怪，謝靈運如此大名氣請求加入，他不肯讓他加入，陶淵明不肯加入，他卻

請陶淵明加入，陶淵明不肯，這回事，相當有趣，這件事，這件事，雖然很有趣的

事，我們可以看到，由這段故事，可以反映出當時慧遠的作風，他結聚白蓮社，他如

何修行呢?

他設立一個，無量壽佛像，在佛像前，修禮拜、觀想、念佛、修行，他修行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這樣呢，大抵照現代人的研究，按照現代日本學者，甚至印順法

師，這班人的研究，慧遠這群人，在白蓮社，當時念佛，並不如我們現在的人，一味

只是拿住木魚，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不是這樣的。

大概是，除禮拜之外，禮拜時，當然是稱名阿彌陀佛名號，這不過是前奏，最主

要中心是，觀想佛的形像，觀想他，想住他，想阿彌陀佛相，想無量壽佛相，想無量

壽佛，所住的世界境界，把精神寄托在他那處，不想其他雜念，這樣，一方面修行，

持戒律，持戒律，修禪定，向佛像前面作一種迥向，迥向即是，我做了很多好事，我

將這些好事的目標，做了好事所產生的功效，不想其他東西，只是對向，迴轉我所做

的事，善的行為，把我所做善的行為迴轉，對向那樣，迴向死了之後，能夠生在無量

壽佛國土，這樣修行，淨土宗的建立開始，那麼，以前有無淨土宗呢?以前有的。

在慧遠之前，有人念佛，但未成一個宗派，由慧遠時候起，真真正正成為一個宗

派，他也沒有標榜我叫淨土宗，而他成為事實上的宗派，名義上無標出淨土宗，只是

結一個白蓮社，這樣，事實上來講，淨土宗的建立，以前不是無人念佛，但是，真正

宗派的成立，就得由於慧遠的白蓮社，念佛，他念佛，斷斷不是現在這樣，只唸佛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不是，只是這樣，主要的，一般人研究的結果，這種叫做⋯⋯

念佛，有兩種念佛，一種，觀念念佛，觀字應讀灌，官、管，灌，去聲，不過，現在

這個時代無所謂，(讀)官又好，(讀)灌又好，觀念，念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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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佛境界，觀想佛形像，念者，成日想念住他，不是口唸著他，想念著他，當

然，口亦會唸，但是，不著重口唸，著重觀想、思念，那種這樣的念佛，後代人稱念

佛號，稱他的名，用口來唸佛號，這是稱念念佛，現在一般人都相信，當時慧遠的念

佛，與其說他好似後世稱念念佛，不如講，他是觀念念佛，還比較近似，大致來講，

這點可信的，當時是觀念念佛，用我們個心去觀想、思念，稱名號，是口唸，思念與

口唸，相差甚遠，由他(慧遠)開始，然後有所謂淨土宗，好了 ! 我們正式講淨土宗，

以上，我們所講的淨土宗 ，第一點，無什麼大問題嗎?略略的講，夠鐘。

第二點呢?(淨土)宗，有它依據的典籍，典籍不外是經和論，淨土宗依據經論，

好多，好廣泛，不過，最主要，不外是三經一論，最重要的，所謂三經者，是怎麼意

思的呢?淨土三經，淨土三經呢，不管他的時間的先後，依住翻譯出來的先後，第一

本《無量壽經》，細細本的，兩卷，漢(朝)的時候，大概漢靈帝的時代，那個，一個

安息國人，安息國種，到了中國，歸化中國，安息國大概是現在伊朗南部、東部，伊

朗的東南邊一帶，安息國，他因為他的祖先，安息國人，很多來中國做生意，買中國

的絲綢，運到去歐洲，或者運到中央亞細亞的西邊，做生意。

所以，兩邊來來往往，好多人歸化中國，他懂中國文，懂中國語，這本書已經失

了，好了，最初，即是話淨土宗的經典，在漢，後漢末年，漢靈帝，漢桓帝，桓靈之

間，已經傳入中國，跟住之後，第二本，同樣是那本，原文相同，他這個人譯的，譯

經，好歡喜用什麼道家的名詞，這個清淨，當時的清淨無為，而且，他所譯的經，很

多道家術語，這本現在存，大藏經裡面也有這本經，是大月氏的人，大月氏即是現在

什麼？

阿富汗附近一帶，大月氏呀嘛，阿富汗附近一帶，我們不能劃得到個界線，總之

阿富汗一帶，是大月氏人活動的地方，他也是歸化了中國，來中國之後歸化入中國，

支婁迦讖，無他的，他是安息人，他就姓安，大月氏人，他就姓支，印度人，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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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竺，他這樣，他沒有姓氏，當時的和尚，姓支，姓安，姓竺，如果他是康居國

人，西域有個康居國，康居國人姓康，康什麼，現在，姓康的人，他的祖宗，好多是

康居國人，這樣，直至到道安，剛才講的道安，道安的師父姓竺，師父是印度人，他

本來叫竺道安，跟師父姓，他後來，取佛經裡一句話，佛當時這樣說，印度有四個階

級的嗎?

印度有四個階段：婆羅門階級，貴族階級，工商階級，奴隸階級，四個階級，佛

弟子之中，什麼階級都收，如婆羅門不要奴隸階級，佛不是，佛平等視之，不但只收

奴隸做弟子，他還在教團內，不准人歧視賤民。他說，有句話，四種階級的人，一歸

依我，都是我的子女，是佛的子女，好似四條河，一齊流入大海之後，都是大海的

水，不應該再分別是那一條河的水。

當時是這樣，道安就取了佛這句說話，就不應該要世俗的姓氏，也不應該用師父

的姓為姓，所有都姓釋，釋迦牟尼，所有跟釋迦牟尼姓釋，凡是出家人都姓釋，我為

首，我提倡先，於是，他不姓竺，改為姓釋，弟子所有跟他姓釋，現在的和尚，所有

都姓釋，始於道安，當時支婁迦讖，因為他是後漢時出現，仍然姓支，他譯了本經，

即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但是，一掀開來看，不知幾多是道家術語，我們不能卒讀這本經，當時吳， (末

帝)孫皓時候，那位居士， 在家人，不是出家人，叫支謙，他是月氏種，他父親做生

意，他很博學，在吳，請他做國子博士，他譯了很多經，又會做注，《阿彌陀經》是

他譯的，現在仍傳的，不過，我們除了考據之外，這本經無用。《無量壽經》，曹魏

時代，一個康居國種，他是出家人，所以是僧，康僧鎧譯《無量壽經》，《無量壽

經》，這本可讀的，普通，我們可以讀這本。

還有一本，又是叫《清淨平等覺經》，又是二卷，三國時候的魏，這個人譯，名

帛延，又是叫《無量壽經》，已經不見了，這本，譯主，主人譯主拿住本經，將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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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句，解一句，他自己不落筆，當他解的時候，有一組人同他記錄，有幾個人同他

記錄，這組人記錄之後，第二組人，注意文法上，西方文法與中國文法有什麼不同，

他筆記起來，到第三組，專門從義理方面，思想內容，義理方面留意，又記錄，到最

後，一班文學家，負責修飾，大概至少有三至四組。

首先，由筆記，筆記是要他照西方文法來記錄，所有外國化文法，照著記錄，記

錄之後，比如今日譯到，譯到三篇，他就將三篇，收工時候，這組人將它合併，再送

給第二組，送往懂梵語，懂外國文，校對文法有無錯，有錯誤就改正，改正，送去第

三組，看義理上有無漏洞，都無漏，然後送去那班文學家潤飾，潤飾之後，最後全本

譯完，再交回譯主，由譯主最後改訂及通過，通過譯主之後，譯成了，就集體翻譯。

他，唐三藏，晚年時候，他也正是剛剛到來翻譯 (《大寶積經》)，譯了幾句，

讀了幾句，忽然，合起本經，我，自念我的精力，都不能夠譯得完這本經，留給後

人，散啦，有這樣事，後來的人就傳出很多神話，有話有文殊菩薩在他耳邊講給他

聽，你不能夠譯得完，所以他就不再譯。

這些神話，我們不必理會，總之，他合起不譯，這是事實，大概他自己覺得精力

不足，果然，不譯之後，不多久，因為行路，不知是行路或站著，不知怎的，總之是

行動時跌一跌，跌一跌就傷了隻腳，傷腳之後，起病，這樣就死，到唐三藏死了之

後，那位菩提流支來，菩提流支，造成一個百納本，二百卷經中，內有那部份是前人

譯，拿來，他改正，修正它，前人無譯的，他翻譯，合成一本，現在所謂《大寶積

經》，<無量壽會>是《大寶積經》中的一會，這本最好的。

另外，尚有一本，內容講什麼?這本經內容，內容是從前有個和尚，這位叫法藏

比丘，法藏，他當時距離成佛途徑，還好遠，他正在修行的時候，發了四十八個大

願，願我，如果我將來成佛後，願我的國土怎樣好，將來我成了佛之後，如有人稱念

我名號，而都會不生，我誓不成佛，如此，如此，講四十八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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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個願，將來香港會考佛學科新課程，有節錄這章<四十八願>，因為，懂

得佛法，連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當然，不須要你念，你也得知道有四十八個願，發

些什麼願都要懂多少，如果不懂，就好笑話，所以，新課程訂得非常合理，他講發願

的故事，及說明他後來成佛之後，建立極樂世界，這世界是如何的殊勝，描寫世界的

殊勝，是第二點。

第三點，說明，如果眾生想往生這淨土世界往生這個世界，有什麼方法，念佛，

先念他的形狀，唸他的名號，一心念他的名號，就會生，不理你在從前犯過什麼惡

罪，只要你的心清淨，就洗除這些罪惡，你就生了，這本經，是講這些內容，最根本

淨土宗，最根本的經，一本，一種，淨土三本經中之一種。

另外，有兩本，一本是《觀無量壽經》<無量壽會>和這本，康僧鎧《無量壽

經》，《無量壽經》將這本來修正，這本即是這本，上面一本，這第二本內容完全不

同，加個「觀」字，觀想、觀念無量壽佛的方法，一本，劉宋時代那位 ( 良耶舍畺 )

譯，他是印度人，名稱一樣，也是一卷，沒有時間講這本經的內容。

那日，我講過念佛有兩種，一種觀念，心觀想，思念他，這念不是口唸，思念，

用心觀想他，極樂世界如何美妙，心思念著他，不要思念其他事，這樣觀念，觀念無

量壽佛，這樣，因此而得往生，方法依次第，有十六種觀，這些研究比較神學，研究

比較宗教，這本經是值得參考的觀法，十六種觀。

第一種觀想自己前面，遠遠，什麼都無，一輪旭日，一輪旭日，好似朝早，一輪

紅日昇上，只有一個日輪，觀想，其他什麼都無，一個日輪，這樣，定神觀日輪，日

觀，日觀之後，再觀日出的時候，由水裡面湧出，水觀，觀水，由日光，光下面見到

水，水，一片清淨水，不是黃濁的水，水觀，觀水，每觀時，定神想它，水觀，跟住

觀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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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水，水，一片清淨的水，大海汪洋那樣，水凝結起上來，水凝結上來，成為

碧琉璃色，一片碧硫璃色，凝結成碧琉璃色地，由個日，日的光現變出水，那時，不

理個日，變水時候，見到水，現在，想那些水凝結，成為透明碧琉璃色，好似，琉璃

好似什麼，現在我們游水，游深泳池的藍色，很靚深蔚藍色，差不多，深的蔚藍色，

一片這樣的地，那些地不是我們的泥土地，是碧琉璃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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