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樹，樹很整齊，很美麗，無枯枝，沒有這些的，全部行列非常整齊，後來，另

有小《阿彌陀經》說，七重行樹，一行一行的樹，一重一重，每一種七重，每一種七

重的樹，很美麗，很靚，樹遇著微風一吹，發出聲音，聲音很美妙音樂，晝夜六時出

和雅音，畫夜風吹動很美妙音樂，要冥想，那些音樂裡，令人一聽音樂，裡面好似講

道理，明白它所講的道理，樹觀。

大地之上，固然有樹，樹林的中間，有很大的池，水池，水池裡面蓮花很大，水

池下邊有蓮藕，蓮藕生很多蓮花，蓮花大如車輛這樣大的。小《阿彌陀經》講甚麼，

青色青光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青色蓮花發出青色的光

輝，黃色蓮花發出黃色的光輝，白色蓮花發出白色的光輝，青黃赤白，都很香的，由

池上產生蓮花。

生極樂世界的人，因為那邊無女人，無女人又點會有胎生，在蓮花處，在蓮花胚

胎內，先入蓮花胚胎，識神入了蓮花胚胎，在蓮花胚胎內，花生長的時候，你就花開

見佛，見到佛，在蓮花處，那些人往生，在池裡蓮花生長出來的。池底又怎樣的呢？

池底一片黃金沙，不是污泥，黃金沙的池底，池側邊有階級，池側邊好似水池有階

級，石級，池的四邊都是用七寶造成，用甚麼七寶，金、銀、琉璃、玻璃、車渠、赤

珠、瑪瑙，七寶造成那些石級，欄河，堤塘等等，池外邊有道路，道路亦不是石板，

七寶造成的石板，觀池觀及兩旁，總之美妙，一言蔽之，池觀。池觀之後，七寶造成

大樓閣，建築物，建築物，觀到這裡，這寶樓閣，有人稱之，因為樓閣內有佛坐在這

裡，整幅境界，叫總想觀，連佛及建築物在內，第六種。

第七種寶樓閣之中有大蓮花座，大蓮花座，如果你真正由日觀，一路觀到這處，

你的精神不會散亂，你一路想，隨非你不想，一路想的時候，你的精神一定很集中。

華座觀，這個「華」字是個「花」字，即古代的「花」字，佛經不用這「花」，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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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華」字。

第八種，華座上一個無量壽佛坐在此，整個佛像坐在此，觀整個輪廓，佛的輪

廓。

第九，真身觀與像觀，有甚麼分別呢？像觀注重顏色與他的線條，真身觀，觀佛

身的意義，這個佛身是一個過去多生以來，修行善行所得到的果報這樣的身，這個身

清淨無漏，而且這個身是以真如為體現起的，再觀他這個身的意義，這身都是幻的，

不是實的身，為了適應眾生而現起這樣的身，所以，有些人觀這真身觀的時候，因

為，這真身本來是空性真如顯現，有些人主張觀真身觀時要觀他是透明的，實可不必

的，不用的，因為西藏喇嘛觀個佛。

佛有兩種身，一種化身，一種報身，住在報土裡面這個叫報身，住在我們眾生的

污濁土的是化身，西藏喇嘛觀的時候，觀化身時，觀他不是透明，不是透明，很多喇

嘛，喇嘛很多派的，其中一般都是這樣，觀化身，觀他硬崩崩，一個好像我們的身

體，而是金色的，所謂，你留意佛經裡的金色，不是黃金的金，而是棕色，好似老金

山橙這樣的色，棕色，因為印度人是棕色面皮，是嗎？棕得亮亮地，靚靚地好似金這

樣的。

所謂喇嘛教人觀一個佛身金色，即係棕色，亦不是普通啞棕，而是好似老金山橙

的，很靚，好似油畫，畫那些人像這樣，棕色得很靚，那就叫做金色，觀個化身佛，

觀，金色而不透明。但觀報身佛呢，觀他透明的，好似一個，好似一個透明玉石般，

整個很通透，報身觀，有些人主張，所謂真身觀，應該觀他透明的，那又不必的，其

實，真身，最重要了解他的意義，不應該透明、不透明，在此處來著眼的，這樣的真

身觀。

第十種，依次第觀下去，觀想，那個寶樓閣裡面，那個佛的左邊，阿彌陀佛，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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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佛即無量壽佛，無量壽佛左邊，有一位菩薩，這個是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同

我地這個世界裡面最有緣，只要他成日觀察世間，世人的痛苦，叫苦的聲音，只要你

稱念他的名號，他就來救渡你，所以，叫做觀世音菩薩，又叫觀自在菩薩，他是阿彌

陀佛的助手，實在他已經成了佛，他來到阿彌陀佛這處，參加他處，做他助手，而且

向外攝引眾生是最有力的一個人，觀他左邊，有個觀世音。

第十一呢，無量壽佛的右邊，有一位，又一位菩薩叫大勢至菩薩，又是同觀世音

一樣，不過，同我們土地，同我們這個世界眾生無咁有緣，所以大家不太稱念他，這

樣，但是，你不稱念他，他也不會嬲的，因為，如果嬲，就不是大菩薩，大勢至。

「普觀」，普就普遍，觀甚麼呢？觀那些眾生稱念他的，稱念無量壽佛的名號，都能

生在極樂世界處，個個在蓮花胞胎處出現，裡面非常多民眾，這叫做普觀，每一個人

都是因為稱念他的名號，做種種功德，而得生他的，將來我自己亦是這樣生去他那

處，已經生去的又這樣生，將來自己又是這樣生，作這種觀，想他普渡眾生這種情

況。

雜想觀，雜字，不是拉拉雜雜咁解，即多個合埋一齊，觀西方三聖，中間阿彌陀

佛，左邊觀世音，右邊大勢至，成幅三個一齊在此，集中精神看他，雜想觀。有甚麼

呢？上品三觀，觀想生去極樂世界的眾生，在未生之前是否做作善的業，善的行為程

度如何？如果你是一個已經見了道的菩薩，發願想生去那處，歷劫以來積累善行，這

樣生去那處，就是上品生，來到這處，有個問題，豈不是分等級？有階級，不是，這

階級不是阿彌陀佛定的階級，而是你自己過去的業行為，你過去業因決定你自己，你

自己的業因力強就會抽起那些，刺激起你的第八識，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裡面有很多

功能。

那些很美妙、很純淨美妙功能，就被你過去的善，高等的，高級的善的行為抽起

它、剌激起它，變現而成，身體高、身體大、個子大、光芒大，就他所見的佛，不同

普通人見的佛，他見的佛，他的視野很大，成萬億紫金身，好大，又如，如果我們用

現代世界看他，猶如虛空咁大個佛，他自己的身，亦非常大的身，如果，假使拿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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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我們的世界，他的腳趾都可能高過我們一層建築物，大身，他所見到的佛亦大，

他自己的身亦大，上品的就這樣。

那些中品生見不到咁大，點解呢？不是話有兩個阿彌陀佛，而是你自己，你自己

的業因的大小，業因大者，你自己變現阿彌陀佛，不只是阿彌陀佛變，一半是阿彌陀

佛，即一半是無量壽佛變，變起無量壽佛，變起那個本質，你這些人生去極樂世界，

你的第八識裡面的功能，受了他的本質刺激，托他的本質，在他的本質之上照起來，

好似同是一個人坐係處，你影相，如果你個部靚的 Leica機，影他上來，沖曬起上

來，不同樣，你用一個幾十塊元的 box來影的時候，影起上來扁扁的，這個不是那

個人的罪過，而是你個相機的問題。

上品、中品、下品，是你自己的階級，不是阿彌陀佛的階級，如果你話我要上

品，修行好些，你就上品，他是這樣，完全由你自己的業因決定，有上品、中品，觀

上品生的人，這些他沒有詳細說給你聽，你自己以已為之，上品生前怎樣，怎樣純

善，所以，現在怎樣生得美妙，自己來一種假想，這樣，然後，上品生，你自己，你

可以以意為之，但經論也有多少根據，第十六，下品生，這樣，大概所謂下品生，生

平，一生之中行為都不是十分良好，但他翻然悔改，一心念佛，都有機會往生，這是

下品往生，生平都是修行，但是還未見道，一個虔誠修行，行善的人，但卻是未見

道，不足，未見道，他的第八識不是清淨的第八識，他的那些功能未能夠變起美妙的

境界，所以他自己中品生。

那個，如果已經見了道，修得好好的，生、不生都沒有大問題，那些是上品生

觀，這樣。教人用這十六種觀，觀完這十六種之後，一心思念，不再起雜念，就停了

在此，這種觀法，叫做念佛止觀，

你不要以為修止觀，只是天台宗有止觀，只是密宗有止觀，宗宗都有止觀，止，

止觀。有思慮，有分別，這樣歷程，叫做觀，譬如你觀，觀到若干時間，觀到整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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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世界在你面前，不再想，不再起思慮，即是整座建築物在你面前，整件藝術品在你

面前，好似，你就望住那件藝術品，你眼睛看不到這些，只是你意識看到，心停在

此，這叫做止。

觀的時候，就稍為吃力，止時候，只是見到這幅圖像在這裡，當你止止 ，心會吓

亂而去另一處，這時候，你馬上又拉番個心來，重新來個觀，觀 觀 ，精神又集中吓 吓

在此處，完成了，又止，你觀得多，止在此，心不亂，整個坐此，坐此，那時你會見

到那個佛會講話，有人會請問佛，會聽到聲音，你有這種，你，現在可以叫為幻境出

現，那些人，一般人會以為這是神跡，甚麼神奇，你只要又觀又止，又觀又止，在止

定，定時候，就見到這些，會有聲音聽到，會有這樣的。

如果你觀到純熟，如果你現在十六個觀，起碼要十六分鐘先得的，初觀，你很聰

明，你智力很高那些，都要十六分鐘才得，平均十六分鐘，要不要，你話用唔用，平

均要不要十六分鐘，有些日觀、水觀，這些要很長些時間的，要分多鐘才觀得，先觀

得清楚的，平均一分鐘，起碼十六分鐘，觀定了之後，不動了，你止，止的時候，愈

耐愈好，最怕你不能耐，一不能耐又重新來觀，很容易便用了一個鐘頭，很容易，初

學是這樣，但修得純熟的呢，很快，當你一觀時候，那十六級，十六個剎那好像做電

影這樣。

一下，那十六幅連續一兩分鐘就出齊的，很快的，快到極，最純熟的時候，一觀

的時候，約一分鐘就成座，在處就包含了你的歷程，不用一分鐘你都做得到，那時，

你又觀又止，叫做甚麼呢，即止即觀，止就是觀，觀就是止，都不分的，止與觀打成

一片，那些，這種即止即觀，叫做，在修定上，止觀雙運，亦止亦觀，一齊來，說它

是觀，又是止，它不用想，就出現的，你說它是止，它又不是的，它有個歷程出現。

即止即觀這樣的，這止觀雙運，能夠做到止觀雙運的，就很快的，發夢會見到

的，發夢會見到的，第一個發夢都會見到，再進一步，他病時，有病苦的時候，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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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純熟，一想，一有病苦時，好似有個阿彌陀，有個無量壽佛，俾個光明照住他這樣

的，病苦比較普通人減輕很多，再進一步，他臨死的時候，不覺得病痛苦，他只要，

半合眼時，就見到，見到阿彌陀佛，好似走來見到他，迎接他這樣，令他很高興，很

愉快，在這種情景之下死去，是不是生，我們不必研究他，但是，那人死的時候，這

樣很甜美的死去，這樣，說這類人決定往生。

如果我們普通人死，佛經裡面所講，講過那種臨死時候，描寫好恐怖，臨死的時

候，第一種臨死時候，我，個我無 。無，現在還有個我，一會現在就要死，會死，咗

一死的時候，我就無 了。我，咁寶貴的我，無 ，點算呢，點算，起一個恐怖，起咗 咗

個恐怖心，這樣，腦筋漸漸廢壞，神經已經不能夠活動了，漸漸，尤其是見到黑暗，

見到黑暗，見到好似，好似山這樣倒壓過來，這種黑暗壓到來，好似個黑暗大洞，自

己壓了入黑暗大洞，這樣，愈來愈恐怖，又見到自己的神經把持不住。

轉，自己轉得好恐怖，要人執著他的手，要人抱著他，甚至你執著他的手，抱著

他，都無辦法止息這恐怖，遇著這樣恐怖的，尤其是平時作惡多端的人，他特別會見

這恐怖的東西，如果你念佛，平時修這種觀，不會的。

他一想就覺得好光明，不會見到個大黑洞，自己掉下去，想就光明，就是一種光

明，好甜美的境界裡面，這樣就死去，這邊一死時候，如果你是上品生，在那邊花就

開，就見到佛，如果你是中下品生的，你的識神入了那朵蓮花胚胎內，經過相當時

候，好似定的這樣，慢慢轉化，在此開。這種十六觀，是《觀無量壽經》的，因為它

教人修這十六種觀，所以叫它做《十六觀經》，簡稱叫做《觀經》，這種修法完全是

觀念的修法，不是只是口唸。

講到這裡，我就附帶講一個佛教裡面後起的一個宗派，密宗啦，密宗很多，密宗

裡面很多修法，好多佛的，每一個佛有每一個佛修法，這樣呢，一般人以為這種密宗

這種觀，某一個修法最可貴，最有效，而淨土這念佛效果不及它的，一般人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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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尤其是學密宗的人有這樣看法，我不是這樣看法，我，密宗這種觀法，源出於淨

土宗，因為，點解呢，淨土宗這種念佛方法，早過密宗這種修法，密宗這種修法是我

們中國隋唐之間，隋唐之間，然後先完成這種修法，密宗，這個，這個隋唐之間，然

後，話有位叫做金剛薩埵，這人，我們不能說他是歷史上的人物，這人不應該是歷史

上的人物，他是報土人嘛，金剛薩埵在南印度見到一個鐵塔，當然，這個鐵塔不是真

的現實的鐵塔，是他入定，我懷疑，應該是入定所觀到的鐵塔，他入去，見到一個鐵

塔，他，金剛薩埵住在鐵塔裡面，他住在鐵塔裡面保存兩部經典，「金剛界」(、

「胎藏界」)

經是佛所說的經，軌是指那種修法，保存兩本，金剛薩埵，在鐵塔裡面保存，看

守住兩部經及那些儀軌，這個金剛薩埵是怎來的呢，金剛薩埵他的師父，他承毗盧遮

那佛的命，金剛薩埵是毗盧遮那佛的弟子，他承毗盧遮那佛的命，要把兩部經軌留存

在人間，在鐵塔裡面，看守住這兩部經軌，等那些有緣的眾生來打開個鐵塔，然後傳

這個法出來，毗盧遮那點來呢？毗盧遮那者，在三界裡的色界，色界最高的地方，那

處叫甚麼？

在個色界最高處，摩弄醯首羅天處，住在這裡，現在尚住的，釋迦牟尼呢，就係

化身佛，這個是法身佛，釋迦牟尼，我們人間釋迦牟尼佛由他變起，他仍然在，釋迦

牟尼已經涅槃，他將兩本經軌交給，咐囑給金剛薩埵，叫他在南印度的塔裡面等候有

緣眾生來找他，當然，我們這樣講法，沒有得考證，是嗎？不過，你說毗盧遮那是法

身佛，這點是很有問題的。法身即是真如，是無相，點解他會有相呢？

這應該是報身，你話，難道是釋迦牟尼的報身，廣義的法身，狹義的法身是無

相，廣義，你可以形容報身都可稱為法身，那他，這件事完結了，金剛薩埵在鐵塔內

入定，到了我們隋唐之際，大概是南北朝上下，他說龍樹菩薩，龍樹菩薩五百多歲

命，大概是由秦漢時候已經是生存，真正歷史上的龍樹菩薩，應該是秦漢之間的人，

那個時候，他直至幾百歲都不死，他很大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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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他去到南印度，見到一個鐵塔，這些都是，亦不好用歷史事實考證，可

能是定中境界，不定，去到那處，他用七粒，見到個鐵塔開不得，他就拿，他有神

通，用七粒白芥籽，芥子不知是否釀芥醬的籽，或是芥菜籽，白芥籽，中藥，藥材鋪

有得買，白芥子，他用七粒白芥子，用咒來咒它，將七粒白芥子一打打落個鐵塔，打

開了那個鐵塔門，入到去，見到金剛薩埵，金剛薩埵將金剛界，胎藏界兩部經軌咐囑

他，叫他流傳於人間，於是，他是密宗第一位祖師，初祖，如果連金剛薩埵也算在

內，金剛薩埵初祖，是初祖，他是第二祖 ，他是大乘的祖師，顯教、密教都以他⋯⋯

為祖師，在大乘，他呢，將密教兩部經軌，不傳給其他人，傳給另一個人。

這個不是小乘的出家人，他是婆羅門，這人叫龍智，龍智大概是隋唐之間的人，

龍智呢，龍智也五百歲，有人還言之鑿鑿，我的師父馮達庵先生，言之鑿鑿，他說龍

智是一位婆羅門，他自己話五百歲，唐三藏去印度留學的時候，曾經在一森林裡見過

他，在他處學習，學龍樹的論，《大唐西域記》，曾講過一個人，叫做長年婆羅門，

《大唐西域記》

這樣講，唐三藏去到森林處，見到一位長年婆羅門，他自言五百餘歲，他自己說

已五百餘歲，又係龍樹的弟子，於是，他叫唐三藏在他處學習，唐三藏在他處逗留了

相當時間，學他，聽他講龍樹《中論》，《十二門論》，他講《中論》，事實，有無

講《十二門論》，我忘記了，又講提婆《百論》，未知，於是，密宗法師說，他這位

長年婆羅門，還不是龍智，又是的，他無講個名，龍智，我們知道他，龍智將他的學

問傳給一個叫善無畏，一個叫金剛智，這兩位法師都來中國，在唐明皇時代，唐明皇

時代，唐玄宗時代入來中國，入來中國就傳金剛胎藏兩部儀軌，後來，金剛智又有一

位弟子，叫做不空。

這個小孩子跟著金剛智一齊來中國，印度人，來了之後，自小來，懂中國文的，

講中國話，中國文，他奉金剛智之名，再回到印度去尋找龍智，不空又回到印度找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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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那時候，龍智尚未死，他又跟龍智學完，又回到中國，譯了很多經，經論，譯經

三大家，那些人講，本來一般譯經兩大家，一個鳩摩羅什，一個玄奘，但他譯經份量

很多，有些人將他們稱為三大譯家，有些人說這是不對，還要四大家才對，還有一個

義淨，譯經的，總之，四大家，他亦有份，三大家也有份，這位不空，好吧！

那是，我們現在考究龍智，龍智幾多歲，我們不必理，但是，他的弟子，善無

畏，金剛智，唐玄宗時來中國，縱使話長年婆羅門就是他，那就是唐三藏在貞觀年

間，去印度見到他幾多歲，我們不必理他，總之，密宗這套法傳出來，大概，在我們

中國，南北朝至隋唐這階段，而我們呢，現在看那些《無量壽經》呢，在那個時代，

漢代，東漢已經有譯本，即是說密宗未流傳出來的時候，淨土宗那種念佛法門，已經

有了，如果從這樣歷史觀點來看，我們可以這樣說，密宗是受了，密宗的源淵與淨土

宗那種十六觀這類有關，不過，將十六觀法擴大，每個佛都有這種觀。

這樣就成熟，密宗，即是將這種觀法套落，套個毗盧遮那佛處，觀毗盧遮那佛，

這樣這個觀法，套了去觀毗盧遮那佛，就成為金剛界的修法之一種，或者胎藏界修法

的一種，如果你套在文殊菩薩處，就文殊的修法，套在觀音菩薩，就觀音的修法，當

然，密宗所用的方法，很多種，未必十六，但你知道密宗，這個善無畏，金剛智所傳

的密宗，修法之中的中心是「十八道」，即是話修法十八段，你坐在這裡，修毗盧遮

那佛時候，分十八段來修，十八，十六，不過數目不同，因此，我有這樣的懷疑，密

宗這種修法呢，是來源自淨土宗，在念佛觀的觀法中演變出來，更遠的淵源，會不會

有更遠？有。

更遠的在小乘經，小乘經之中是四本，我們中國來說是四本，錫蘭來講五本，五

套，中國四套，叫四阿含經，四本阿含經，四本阿含經之中第一會叫《增一阿含

經》，這本《增一阿含經》是原始佛教的經典來的，可能《增一阿含經》所講的修

法，極之可能，佛在世時候已經行，已經教人《增一阿含經》，開首第一本經教甚麼

呢，《阿含經》每套《阿含經》是一套經的叢書，裡面很多種經合成一本的，那些短

短的經，集合成一本，很多種短的經叫《增一阿含經》，不長不短的是《中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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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那些長長的，⋯⋯⋯⋯

《增一阿含》，一翻開就教人甚麼，十念，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施、念

戒，十念大家請回去，找本《增一阿含經》，一翻開第一課就教人十念，十念之中第

一念就是念佛，教人念佛，他所教人念佛呢，在《阿含經》中不是口唸，釋迦牟尼佛

一定不是這樣，是思念，點解呢？因十念中，有念天的嗎？天者，天上的人，天人，

你點念呀，天上的人那麼多，譬如：摩醯首羅，摩醯首羅天王，無人這樣的，念天的

意思是怎樣，思念個天，為何？

那麼，天人的果報這樣好呢，這樣自在呢，因為他生前造作十善，肯定修十善，

所以得這樣果報，既然天的人這樣好果報，這樣美滿，我們應該要學他，但是，我們

學他，不是就這樣羨慕就可以的，我們要修行十善，只要我們肯行十善，我們將來一

定得到天的身的，於是，叫人念天。其實，念天叫你發動，叫你行十善，念天，念

天，斷不會天呀、天呀這樣唸法，無這樣笑話，一定是思念，還有念戒，戒又有五

戒，又有十戒，又有二百五十戒，又有五百戒，念戒、戒、戒呀，戒呀，這樣唸的

嗎？

不是這樣念的，一定是思念，守戒的好處是怎樣？在生的時候，如何對社會有

益，對眾生有益，死去的時候，就不會生死，免受生死輪迴的恐怖，這樣，思念的，

這樣念戒的，不是喊叫個戒的嗎？還有念施，布施，念布施的功德，再用心來思念布

施，有甚麼好處，這樣的，不會是施呀、施呀這樣的，這樣唸的，是嗎？

同一樣道理，念佛、念法、念僧，同一樣道理，歸納這個念的，我們所歸納的

念，所謂念是思念，原則所謂念佛，是思念個佛，為什麼佛的智慧那麼美滿，那個身

那麼美滿，因為他歷劫都行善，我們最好能成佛，如果我們想成佛，我們要行清淨的

行，修行八正道這類，這樣激發我們行善的，這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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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早期所謂原始佛教裡面，所謂念佛，這種法門是有的，由這種法門將它來

擴大，變為十六觀，再這十六觀這類，我們所看到本《觀經》是十六觀，那邊，還有

十七觀、十八觀，都不定的，不一定的嘛，各派所傳的數目並不均等的，所謂這種法

門，就後來密宗的十八道，乃至到那些很繁複的修法的淵源，依據，我剛剛是倒轉來

看，人們說淨土宗源於密宗，我就說密宗源於淨土宗，這是我的看法。我這看法亦不

是憑空的，我這個看法，問過太虛法師，講過，我都有修淨土的，我在昆明，我在昆

明住了一年多，在昆明聯合大學宿舍住，太虛法師住進昆明，你們有到過昆明嗎？

昆明城的西邊有間叫做聖恩寺，太虛法師時常在聖恩寺坐著此處，他很平民化，

你推開門進入去，他就招呼你，一些架子也沒有，他只有一種情況有架子，那些官見

他，他就擺架子，專向官擺架子的，青年人見到他，拉著他一齊下棋，他與你下棋，

你帶他遊花園，他就帶著你去遊花園睇金魚，這人絕無架子。

他，我同他談過很多問題的，其中一個問題，我說，我說密宗起源於小乘，是

呀，對呀，小乘有念佛，這樣說，我再說，我說密宗由小乘念佛變而為淨土宗十六

觀，再變而為密宗。這正確嗎？

可以，可以。他不說對，對不對，說可以，可以。太虛法師講話很聰明的，可

以，可以。那是說，他也不反對我這種講法，不過，這想法，愈想愈有道理，我這種

講法，是嗎？簡單的嘛，世界的事，一定是先先簡單，慢慢進步變複雜，密宗將它複

雜化，這種密宗十八道，裡面的道場觀，就是有個寶樓閣十八道，有寶樓閣，有本尊

觀，這些就是這樣來的，⋯⋯

受密宗的影響，先有密宗先，但睇上來，又不是，因為這本經很早，無論如何，

這《十六觀經》比較密宗那套《金剛界》和《胎藏界》這兩部經，這個大日如來，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經加持經》及《蘇悉地經》，這幾本經比(以上幾本經)更早出

世，應該，有歷史考據得到的，中國六朝時已然譯了出來了，那時，都未曾聽見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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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剛界》、《胎藏界》兩部，可見密宗的經典而成為有系統法門的，是遲過淨土

法門，就這點來說，就是淨土的觀想念佛法門在先，密宗法門在後，但是，又是，倒

轉來，又是這樣講，真正有系統的密宗，就很後，但那些零零碎碎的，拉拉雜雜的密

宗，是佛在世時，或者佛滅後不久又有，所以，很難有定論。凡是佛經裡面的東西，

都很難得有定論。

我們即管，歐陽竟無這群人，歐陽漸，認為淨土宗者，密宗之支流也，支流來

的，他們這樣看法，王恩洋都是這樣看法，但我，我呢，始終覺得密宗的淵源所至，

是淨土宗的觀想念佛，但是，倒過來，觀想念佛，又可能與早期的咒術又有關，所

以，這個問題很難，很難得到一個確切的論定的，教史的問題，就不是教理的問題。

我們現在講的，轉換到教理方面的，講 淨土兩本經，一本《無量壽經》，有很多個咗

譯本，第二本《觀無量壽經》，即是《十六觀經》，第二本，這樣呢，其實淨土法門

中，這本經最緊要的。不過，現在的人，修成世淨土，都無讀這本經，讀第三本經，

第三本叫做…….

你沒有跟那些人上殿，我年幼時，就好歡喜跟和尚一齊上殿，寶靜法師，初期在

寧波來廣東，那時候，我很年少，那時候，我在中山大學附屬中學，中學一年級時

候，在這處讀書，跟著法師一齊誦早課誦晚課，晚課多，早課少，因為要早，晚課，

晚課裡面那些《阿彌陀佛經》，同埋，那時候，唸那些〈普庵咒〉，〈普庵咒〉，我

前十年唸得多，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好似車聲那樣，現在不能了，《阿彌陀佛

經》，這本經，我講完幾本譯本先，因為，他譯得好，不過，那些文字有些外國化，

有些印度化，這件事，我曾因這本經鬧過一段笑話。

二十年前，香港有位，已經死了，這位李世華先生，他與一班人，發起要選一本

佛經的選本，即是好似一本手冊式，給予那些佛教徒，及那些不懂佛教的人，想我們

找些簡單佛經來看，本來請那位張澄基先生編的，張澄基不願意留在香港太久，他找

我，叫我替他，我負責為他編《佛經選要》，編了兩年，編完了，現在，這本書，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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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搵到的，圖書館有的，選到有一門叫「淨土法門」，選到最後「淨土法門」。

我選這佛經書，有一個原則，凡有幾種譯本的，我一定選那種譯文最完備的來

用，譯本不完備的，我就不要了，選到淨土法門呢，選到《阿彌陀經》這部份，將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選入去，沒有要這本，很多人，當時囑我，不好，因這本經，

因法師及那些人唸開那本，你突然選這本，那些人覺得不太好，我就說不是，我不想

破壞了個原則，我原則要選最好的譯本，我一於堅持選這本，要這本，選好了，選

了，那個董事會就問我，好不好給法師批評一下？參加意見，我說好的，於是，送給

幾個法師睇，就有些法師發生問題，嫌多，兩厚冊，仍然是多，短些最好。

對於那些所選譯本，不作批評，例如：印順法師對所選的內容，不設批評，有位

定西法師，在香港很多人皈依他，他睇完之後，法師發起脾氣，他怎樣講呢，他寫封

信給董事會，寫給董事會負責人馮公夏先生，他說這本《佛經選要》，有一門，一

篇，那有個 chapter，就是個淨土法門，這 chapter裡面，竟然連《阿彌陀經》都沒

有。

那算是淨土法門，在封信裡罵呀，結果馮公夏先生交給我看，我睇了之後，我

說，他不知的，《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即是阿彌陀經，不過，我不用鳩摩羅什譯

本，我用唐朝譯本，這樣解，這是他的過失，(若)他說唐朝譯本不及姚秦的譯本，他

舉出理由，無不可。

他說無就不通了，你說有而不妥，得，你說無，就表示你是孤陋寡聞，我說，不

用的，將他這封信附入這本，我選這本經之後，就得了。我加按語，編者案《稱讚淨

土佛攝受經》即是《阿彌陀經》，因為我選了，一下不小心，無對過而已，我的責任

就完了，然後，我想這樣做，當然，幫我一齊編，有三個人一齊編，一個劉銳之先

生，金剛乘學會主持人，一個在美國邢述之先生，密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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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江妙吉祥，江妙吉祥就好似贊成我的辦法，邢述之不知可否，這樣，想

將那封信附在經尾處，他們幾位不出聲，無意見，那位劉銳之先生就很驚，這樣不

得，你這樣即是叫人丟架，我說不是，我這個責任所在，說明，不必了，他很快與馮

公夏先生講，這樣辦不得，得罪人呀，這樣怕得罪人，好吧！

馮公夏打電話，兩次要求我不要將它附入去，我，好啦，這樣不附就不附入，改

就一定不改，你可以編過一本，我就不改，你可以編過，人人有權編的嗎，有件這樣

的事。不過，這本譯得相當好文章，你，他日對對就知，這譯本講甚麼？

大致講，很多人都知，就是在印度，那個舍衛城內，佛，釋迦牟尼佛對弟子講，

對弟子講，從我們這個世界向西，在我們這個世界之西，經過十萬億世界，經過十萬

億世界，其中有個世界叫做極樂世界，極樂世界裡面有個佛，叫阿彌陀佛，現在，還

未涅槃，還在說法，他這人很慈悲，誓願救渡那些眾生，這樣，所有，那個世界非常

莊嚴，好華麗，好美妙，裡面無惡人，亦無惡道，這個世界，我們這處世界的眾生，

如果想生去他那個世界，只要你，或者一日，或者二日，乃至到若七日，這樣，在這

七日之內，只要執持名號，執持名號者，意思是甚麼？

心想著他，或口唸著他阿彌陀佛名號，如果你這樣做，那人臨命終時候，就會見

到阿彌陀佛現在他前面，只要有個條件，那位念佛的人，臨死時，心不顛倒，那個心

不顛倒，這樣的話，那個人就會得到阿彌陀佛接他去，就往生西方極樂國土了，之

後，就不會退轉的，為何呢？

那個國土無惡人，無惡事，所以，縱使我們做過很多惡業，一入他的國土，就慢

慢將罪惡洗淨，一直至到成佛為止，一個這樣的法門，一本這樣的經。以上三本經及

一本原典，譯出三本經典，共計三本，第一本《無量壽經》，第二本《觀無量壽

經》，第三本《阿彌陀經》，這稱為「淨土三經」，淨土宗三部經。除了這三本經之

外，還有後代的論藏，論有那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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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依著以上淨土三經，淨土三經之外呢，有一本論，等於我們中國，在西

晉、魏晉的時候，相若的時候，印度那個世親菩薩所造，這位世親菩薩是唯識宗大

師，世親菩薩造，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在印度來說，佛學界裡面，最博學的一個學

者，世親菩薩，他亦提倡淨土，他提倡淨土，寫 本《往生論》，或者《往生淨土咗

論》，這本書，其內容講甚麼？它裡面五門念佛來求生淨土，所謂五門是甚麼呢，第

一，五門者，身業：身向佛方面，觀想佛形像，向他禮拜，禮拜門，第二門呢，讚嘆

門，稱讚佛，現在那些念佛的人，都是一味向佛頂禮、禮拜，這個淵源就是禮拜門。

稱讚門，是甚麼，我們唸佛的時候，一定念讚阿彌陀佛，你念誦阿彌陀佛，開首

一首讚，「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這首偈讚

嘆，因為古印度有種禮節，當你見一個好有地位，或好有名，好值得尊敬的人，一見

時一定頂禮。頂禮時，不是說，好似我們中國向他叩個頭了事，頂完禮之後，在他面

前，先先造定幾句讚，好文學化的，這樣就唱，唸這句讚，讀這句讚，你自己造定

的，讚美他一輪，讚嘆。

第三，作願門，我禮拜，又讚嘆，在平時又修行很多善行，這樣要向佛發願，我

願這一生終結之後，得到佛的接引，生去極樂世界，作願門，這個作願門就三業包括

身業、禮拜、語業，當你發願時，身一定恭敬、合掌，身業、語業，同時向他講，我

願生，我這生命終之後，我希望能生去你世界，這個語業。還有，當你發願的時候，

心想著阿彌陀佛形狀，意業，三業具備作願。第四，我們的心，心思，意業，這門即

是《十六觀經》那種觀法，觀想，觀察。

第五迴向門，迴向門，他無說屬那一業，照理應該屬第三業，三業具備迴向，一

迴向，他意思即是這樣，我在這一世內，我都作善業，不作惡業，我除了作善業，不

作惡業之外，同時禮拜阿彌陀佛，稱讚阿彌陀佛，作對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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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去觀想，同時，我發願，願生這個國土，我做那麼多的好的事情功德，將它來對

向，迴指迴轉，向就是對向，我們做的一切一切，將善的行為迴轉，對向來求一樣，

並不是求現生富貴，不是求甚麼成功，只求願一切眾生，都有機會同我一樣，對向，

生在阿彌陀佛淨土，那就迴向。

他教人用五門念佛，後代的人講五門念佛，無能夠超出這五門念佛法門。即是五

本書，組合淨土宗三經，歸納成五門教人念佛，是一本好好的書，這就是淨土宗所根

據的論，組合上面，就是淨土三經一論，講到這裡，最近，最近幾十年，有些人，極

力主張，說這《往生論》不是世親造，甚麼理由呢？

世親他不會教人生極樂世界，他自己都求往生兜率天，他是彌勒的再傳弟子，應

該教人生兜率天，就不應教人生極樂世界，他這本經居然撇除生兜率天，教人生極樂

世界，所以一定不是世親造的。

尤其是日本人，日本一部份學者主張最烈的，不過這種看法，我不敢苟同的。世

親這樣博大的學者，不會這樣偏，我生這裡就不讚美人，這樣，你估是做生意，同行

如敵國這樣，不會這樣的，如果他是這樣他就不是世親菩薩。所以，我的心仍然以

為，不出奇，世親造，好應該的，因為世親應該讚美淨土法門，因為學派不同，就說

它不是世親造，如果讚美淨土就不是世親造，就很弊了，就很多問題。

我會怎樣，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內讚嘆，勸人生淨土，念佛求生淨土，這

樣，應該《大智度論》就不是龍樹造的，如果是這樣，也有人說《大智度論》不是龍

樹造，也有人這樣說，日本人說，不是龍樹造，不是龍樹造，是中國人造。如果中國

人造到，好的，是嗎？歸功於我們中國人，亦好。在這種講法，一陣時有些學者，只

是偏於考據考證，就即是思想很狹窄。

他還說，他說《往淨土論》，不說世親造，因他教人念阿彌陀佛，所以不是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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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有些人說《大智度論》不是龍樹造，他還拿梵文沒有原本，第一，第一梵文沒

有原本，第二，第二西藏也沒有這本書，梵文無原本，西藏無這本書，就可以證明中

國人偽造的嗎？這樣簡單的嗎？這樣講法十分不合邏輯，如果俾你做法官，就害死很

多人，這等於秦檜殺岳飛一樣，是嗎？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那些很專門的學者一定思想很周到，不是的，尤其是近這幾

十年，近這幾十年的學者及日本人都是，與五六十年前的學者不同，五六十年前的佛

教學者好博大，看很多書，現在近幾十年這些，他取個博士名銜，看有關論文，初初

幾年，只看有關他論文的，到他取得博士之後，他又擴大些，很難有個體大思精的學

者，你看，日本這幾十年那些學者，找不到體大思精的學者，想找一個學我們中國的

歐陽漸，甚至太虛法師，都找不到，都是一宗一派的小範圍內的博士。

這本書，照我睇，無論如何，不能說它不是世親的，還更奇都有，演培法師懷疑

它不是世親，這不值得講的，因他一味羨慕，一聽到日本人用他，他就震慄，震慄，

是這樣的，很多人是這樣的，現在，香港人，甚麼是日本人講過，幾乎都是真實的，

歐洲佛學者講過，日本那些博士講過，幾乎當定案，這等人無志氣，博士，博士，平

常事，到處都有，博士只是一門專門的，難道你找個醫學博士講，就是的。一個部

門。好，這本經論，淨土宗所根據的經論，我講了。

第二，我講淨土宗的流派，淨土宗的流派最早，日本人的講法，日本人稱派做

流，這一派，最早講念佛宗，由他最早成宗派，他最早，因為慧遠的地位關係，所以

他的影響力，在當時已經很大，而且這班人確是真真正正實地修持，個個人品都很清

高，所以他影響力，比較其他派大很多，有一點，我們知道，大多學者都相信他們的

修持法門，可能是觀念念佛，好似《觀經》那種念佛，就不是後代純粹稱名唸佛，他

會稱名，但一定，他是用觀念念佛為主，同我們現在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

佛，一路打佛七這樣的，在佛殿面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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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純粹的稱名唸佛，純粹稱名唸佛，可能唐朝以後先有，不是話無，真正流行

的，一定是唐朝以後才流行，這是慧遠派，慧遠流，第二派，影響最大，北魏時候，

菩提流支，地論宗開創者，他譯了《淨土論》，將世親淨土法門傳給他的弟子曇鸞，

曇鸞這人，大概是梁陳之間的人，曇鸞替老師的譯本作註，《往生論註》，這本是淨

土宗的註述，中國人註述中首要的第一本，最重要的一本。

曇鸞的《淨土論註》，作註之後，就提倡淨土法門，提倡有系統的淨土法門，依

世親的講法，很有系統，將所學傳給道綽，道綽已經很長命，這人，已經到唐朝初，

道綽又著一本書叫《安樂集》，《安樂集》裡面，文集來的，闡揚他老師所傳的淨土

法門。當時，在他宏揚的淨土法門之中，他大稱別時意趣之說，甚麼是別時意趣？

因為，當時梁武帝到陳朝初年時候，有一位三藏法師，叫真諦，他譯了一本書，

譯了世親菩薩那本《攝大乘論》，就開創了一個叫做攝論宗，真諦法師，他是印度

人，雖然他懂中國話，但他不能執筆著述，他，所有他，真諦有個特點，他每譯一本

經，一定講，他能用中文來講，他講本經時，他的弟子，他的大弟子，一定將他講的

義理記錄下來，而成為一本疏，記著，這個不是天台宗的智顗，是真諦法師的弟子智

愷，又與真諦相若的時候，北魏有一個，叫佛陀扇多，又譯了《攝大乘論》，佛陀扇

多譯的《攝大乘論》，裡頭有一段引佛陀扇多這本《無量壽經》，其實他所引的《無

量壽經》，就不是第一本《無量壽經》，是《觀無量壽經》，他那本，稱為《無量壽

經》，其實他想引，將內容對勘，就引《觀無量壽經》。

因此，這兩位法師都不反對淨土法門，不過，他有一點，他們認為佛說法，真諦

法師及佛陀扇多，他們的弟子，都有一些意見，這樣的意思，佛說法，依《攝大乘

論》這樣講，《攝大乘論》內有一句話，說法的方式，是有一種「別時意趣」，佛說

法有很多種，佛說法方式不一，其中有一種意趣，意趣即是他說法時的意向，他的意

向，其中有一種，叫「別時意趣」，怎樣叫「別時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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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人念佛，將來你死了，將來你會生在他的世界裡面，他這種不是說你一死了

就生，而是你肯這樣念，就生生世世修行中，總有一個時期，你有機會生在他的世

界，並不是死後就生，別個時候，你才有機會生，佛其實用來鼓勵人，令人向善，他

的意趣是「別時意趣」，別時會生，不是現在死就馬上生，這是別時意趣，別時意

趣，這幾個字出自《攝大乘論》，《攝大乘論》的意思是怎樣的，譬喻，佛經裡有句

話，如果有個眾生，只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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