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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掀開講義第九面，從第一行看起，三十五，「次，觀眾生世

間清淨」，這是偈頌裡面第二個大段。在第一大段裡面，教我們觀

察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就是物質環境。第二段這是觀眾生世

間清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有情世間，也是我們現代人所講的人事

環境。自古常說，「做事難，做人更難」，所以人與人之相處非常

不容易，不但世法裡頭不容易，佛法裡面也不容易。我們在經論裡

面看到，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他的弟子之中也是良莠不齊，像

六群比丘就很不聽話，處處破壞師兄弟們正修正行。佛滅度之後，

在佛門裡面，出家人嫉妒、瞋恨心，並沒有說他一剃度就消除了，

沒有那麼容易；剃度之後，嫉妒、瞋恨還照樣的有。最著名的，像

禪宗，你看六祖惠能大師，在黃梅得法之後，五祖會下的那些弟子

們沒有一個服氣，不但不聽老師的教誨，還一個個到外面去追查，

要把六祖惠能抓回來，把衣缽奪回來。這個我們在《壇經》裡面都

看到的。害得他跑到獵人隊裡面去做雜工，避難，躲避了十五年，

不是短時間。所以這個自古以來都不免。�

　　現在我們處在五濁惡世，修行難，太難了！你真正想用功，那

個不用功的人恨你、嫉妒你，想盡方法障礙你，在這個環境裡面修

行當然就難。所以修行成就要三大阿僧祇劫，我們仔細想想，為什

麼要這長的時間？障難太多。我過去生當中障礙別人，這一生當中

別人障礙我，冤冤相報，沒完沒了，生生世世都在嫉妒障礙之中，

不是被人害，就是害別人，這是幹這種事情。這是我們必須要求生

淨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不但我們要求，天親菩薩、無著菩薩、文

殊、普賢都要求生淨土。原因在哪裡？西方淨土沒有障礙，西方淨



土確確實實沒有嫉妒、瞋恚，都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你想用功，

每個人看到都讚歎、都歡喜、都幫助你，這樣好的人事環境，這是

一切諸佛剎土裡面找不到的。�

　　世尊在大乘經裡面告訴我們，十方諸佛世界有許許多多的佛國

土，他們的莊嚴勝過西方淨土很多的，超勝過西方淨土確實是很多

。為什麼諸佛都讚歎西方淨土？說西方淨土是第一？它第一在哪裡

？諸位一定要曉得，諸佛淨土縱然莊嚴，而不是六塵說法，六塵不

說法，莊嚴雖然是美好，可以享受，得不到法益，這不能開悟，不

能斷煩惱，所以這是比不上西方世界。在人事環境方面，諸佛剎土

裡面的人事環境沒有西方世界人事環境這樣的整齊，這是西方淨土

第一殊勝之處，所以一切諸佛都勸我們去往生。�

　　這一段裡面又分為兩段，兩個中段，第一段是教我們「觀察阿

彌陀如來莊嚴功德」，我們仔細看看我們的導師，這對我們關係非

常重要。你看佛在《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裡面告訴我們，我們在一

生當中如果要想有真實的成就，關鍵在善知識，如果能夠遇到善知

識，親近真正的善知識，我們這一生成就的增上緣就具足，這個關

係非常重大。在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我們的增上緣，我們對

老師不能不認識、不能不了解。所以下面一共說了八樁事情，介紹

阿彌陀佛。�

　　下面還有一行半是給我們解釋眾生的意思。「受眾多生死，故

名為眾生，是小乘家釋義」，這個講法是小乘教裡面所說的，就是

在六道輪迴裡面，生死不斷，生生死死，這個叫眾生，眾多的生死

，輪迴生死，眾多的。「大乘言，無生無滅是眾生義」，這個意思

就比較深了。大乘法裡面常講，眾生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既

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就決定沒有生滅。所謂生，緣聚現的這

個相，我們叫它生；滅的時候，緣散了。緣聚緣散，實在講這個裡



面確確實實找不到生滅，所以這個就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就是講

的是眾緣和合。�

　　譬如我們這一個毛巾，這個毛巾它是眾緣和合的，它是線織的

。我們把線頭抓到的時候，一展開時，它原來是一條線，這個線織

成的時候就成了毛巾了，我們叫它做巾，這個相就生了。我們把這

個線頭拆開之後，這個毛巾沒有，就滅了。請問問它有沒有生滅？

沒有生滅。那個線再一分析，是纖維。所以科學家再分析，就分成

了分子、原子、電子，原來是這些東西聚合的。只有緣聚緣散，緣

聚的時候不生，緣散的時候也不滅，所以一切萬法確確實實是這一

個真相。所以這個眾生是把萬事萬物的真相為我們說出來了，確實

沒有生滅，無論是動物、植物、礦物。所以說無生無滅是眾生義。�

　　「五受陰通達空無所有，是苦義」。我們講世間苦，怎麼苦？

五受陰，就是眼、耳、鼻、舌、身，這五種受都不是真的，所以佛

給我們講「觀受是苦」，沒有一樣真實。這個說法也是大乘的說法

，跟小乘說法不一樣，小乘這個苦是煩惱，令人心煩惱亂，這個苦

。本經是大乘經，淨土是大乘法門，所以要用大乘的教義來闡揚、

來說明。我們看底下的這個偈頌：�

　　【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

　　「此二句，名莊嚴座功德成就」。我們觀察，天親菩薩五念門

裡面第四門是觀察，觀就是觀想，十六觀裡面講觀想，他不用觀想

，用觀察，意思就是說，察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由此可知，

觀察比觀想意思來得更明顯、更清楚，就是你的觀想要想得很清楚

、很明白，不能夠含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們先觀導師阿彌

陀佛的寶座，先觀這個。「佛何故莊嚴此座」，這個釋迦牟尼佛的

座是非常莊嚴的，這個《十六觀經》裡面有。「見有菩薩，於末後

身敷草而坐，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人天見者，不生增上信，增



上恭敬，增上愛樂，增上修行」，這個話是真的，一點都不錯。像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當年在菩提樹下示現成道的時候，他老人家在

菩提樹下，就是畢缽羅樹，樹下是舖草做墊子，坐在那個上面入定

，在那裡打坐，他成佛了，我們世間人不認識他，對他也不恭敬，

也沒有人去理他。佛一示現成佛，如果沒有人啟請他說法，他隨時

就入般涅槃了、就入滅了。為什麼？在這個世間沒事情做，沒事當

然就走。幸好淨居天人，這個諸位讀經，讀這個釋迦牟尼佛的傳記

，你就曉得，淨居天人是四禪天裡面的五不還天，這些天人看到了

，釋迦牟尼佛示現成佛了，他們趕緊下來，來請法，這樣釋迦牟尼

佛才沒有入滅。所以淨居天人幫了我們好大的忙，這是確確實實是

這樣的。�

　　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示現很莊嚴的寶座？假如釋迦牟尼佛示現

像極樂世界那樣莊嚴的寶座，我們這個世間人一看到一定奇怪，這

是不曉得從哪兒來的？這個一定是怪異，不尋常，又起了疑惑了。

實在講我們的根性很劣，沒法子。所以世尊示現的身相，丈六金身

，叫劣應身。這敷草而坐，成無上菩提，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就是無上菩提，無上正等正覺。法藏菩薩看到這個情形，所以自己

才發願，他老人家成佛的時候，他成佛不是在一般的處所，他是在

西方極樂世界示現成佛的，世界就那麼樣莊嚴了，他的寶座如果再

舖上草座，那人家也瞧不起了。所以說一定是跟這個大環境裡面的

莊嚴要能夠相稱，這個才是正常的。�

　　「我成佛時，使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以為佛座」。什麼叫寶

王？是寶當中最大的，寶當中最殊勝的，我們就稱它作寶王。他這

個座也大，佛的身相也大，所以他座也大。他這個座是無量珍寶，

微妙淨華裝飾在這個寶座上，這個是佛座。我們先觀察佛座，然後

才知道，坐在這個寶座上的人是多麼的尊貴。像從前這個世間的帝



王，你看宮殿裡面，我們看到這個皇宮裡面，這個大殿當中皇帝坐

的寶座，看到那個座的莊嚴，就想到坐到這個寶座上的人他是什麼

樣的身分，於是對他就起了信心、恭敬心、敬愛之心。印祖說得好

，佛法裡面，「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如果我們對這個人有十分

的誠敬，我們一定得圓滿的利益，這個道理在此地。�

　　【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群生。】�

　　「此二句，名莊嚴身業功德成就」。這兩句，『相好光一尋』

，這個「光」是常光，這個「一尋」是長度的單位。我們中國古時

候，八尺叫一尋。另外一個講法，我們一個人兩個手展開，這樣展

開，這個長度叫一尋，在此地我們應當取這個意思。為什麼？西方

世界人的像比我們高大太多了，決定不是八尺。所以他這個一尋，

就是指他兩個手展開的時候，這是常光，這不是放光，是常光。�

　　「觀無量壽經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這幾句話非常重要。諸佛如來都已經證得圓滿的清淨法身，法是什

麼？法就是法界，盡虛空遍法界就是他的身，也就是他的淨土，身

土不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眾生想佛，佛就現身。以清淨心想佛

，佛就現的報身；以雜染心想佛，佛就現應化身。佛在什麼地方？

無處而不在。前面跟諸位提過，《楞嚴經》上說得好，「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當處出生，當處滅盡」，這個話說的是真實話，

但是很難懂，為什麼？不是我們常識所能夠見識得到的，這是佛與

大菩薩的境界。�

　　「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

作佛，是心是佛」。這是完全說的是理，也說明釋迦牟尼佛在經論

裡面常常給我們說，「一切法從心想生」。由此可知，我們的心想

關係就太大了。心想善就現善法界，心想惡就現惡法界。這個六道

有三善道、三惡道，從哪兒來的？就是我們心想而生的。離開一切



善惡，這個清淨心了，清淨心所感的就是清淨法界，就是淨土了，

所謂是「心淨則土淨」。由此可知，起心動念關係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為什麼要起惡念？為什麼不起善念？我們很想今生後世都能享

受善的果報，這個我們都有這個願望，都有這個希求。可是念念當

中，他想惡念，他不想善念，你這個善的果報怎麼會得到？善因才

能得善果，善因是什麼？善的念頭、善的言語、善的行為，我們才

能得善果。惡的念頭、惡的言語、惡的行為，就會得惡報。這些事

情初學佛的同修都知道，也都能明瞭，可是在日常生活當中，遇到

一切人事他就忘掉了，他又造惡了，所以招來一生不如意，這個道

理就在此地。�

　　我們今天所希求的，是一切善法當中第一善法，我們要求生西

方淨土，這個是無比的善法，我們要用不善的心怎麼能往生淨土？

如何修這個大善？那就是把這一個法門盡心盡力介紹給別人、推薦

給別人、供養給別人。如果有人能夠接受，我們見到生歡喜心，盡

心盡力幫助他、成就他，這叫修第一大善。反過來，人家修淨土，

你要想辦法去障礙他、去阻撓他，不讓他成就，你所修的就是第一

大惡。這個第一大惡將來要墮阿鼻地獄，這個不是小惡，這是什麼

？障礙人修淨土，這個是第一大惡，我們必須要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這個佛法，障礙佛法，破壞佛法，破壞所有一切大乘法，那個

造的業沒有障礙人念佛往生這樣重，這是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的。�

　　所以心想佛時，你的心這個時候就成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是理，是性德；是心作佛是事，是

修德。這個心怎麼作佛？念佛就作佛了。念菩薩就作菩薩，念佛就

作佛，念五戒十善就作人、就生天，念貪瞋痴慢就要墮三途，你就

作三途，所以自作自受，不是別人安排的給你受的，實實在在講統

統是自作自受。你為什麼會變餓鬼？因為你貪心太重；為什麼你會



變畜生？愚痴太重；為什麼會墮地獄？瞋恚心太重了，嫉妒、瞋恚

，都是自作自受。這兩句是講一個例子，如果把這個話講完全來，

我念給你聽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菩薩，是心是菩薩

；是心作餓鬼，是心是餓鬼」，這十法界，十句就念全了，只舉出

這一句。所以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自作自受。「諸佛正遍知海，從

心想生」，這是講到最高的，一切諸佛正遍知海，這個正遍知就是

無上正等正覺，智慧大，我們用海做一個比喻。無量無邊的智慧從

哪裡來的？從心想生的。怎麼想？想佛！想佛就成佛了。所以這非

常重要。�

　　下面，這解「法界身」，「法界身者，法界是眾生心法也」。

盡虛空遍法界，這個範圍太廣、太大了，我們只講它一部分，這一

部分就是佛在經上講的娑婆世界，六道輪迴，只說這一部分。這一

部分從哪裡來的？是眾生心法，眾生的種種不同的心想，現出三界

六道的現象。西方極樂世界沒有三界六道，也沒有十法界，什麼原

因？因為十方世界眾生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只有一個想法，都想阿彌

陀佛，他沒有其他的想法，他沒有雜念，這個念佛淨念，不夾雜、

不懷疑、不間斷。所以統統想阿彌陀佛，因此那個世界就是一真法

界，它不複雜。不像我們這裡複雜，我們說，每個人心裡念頭太雜

了，西方世界念頭只有一個，這些事實真相我們都要曉得。�

　　「以心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故名心為法界。法界能生諸

如來相好身，是故佛身名法界身」，這個話不難懂。我們今天這個

身，諸位想想，是不是法界身？當然是法界身，沒有辦法離開法界

。不過因為我們的心想太雜亂了，現的這個身相不怎麼好，不像佛

身那樣清淨莊嚴。他為什麼清淨莊嚴？人家想得好，我們想得不好

，都是從心想生。「是身不行他緣，是故入一切眾生心想中」。佛

要幫助一切眾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真實離苦得樂。這個真正離



苦得樂，諸位要知道，唯有成佛。所以一個人如果修行，他不想成

佛，那都是行邪道，不是正法。一定要發心成佛，這才是正道，才

是真實究竟圓滿，一定要發成佛的心願。諸佛如來用什麼方法幫助

我們達到這個願望？都是教我們念佛，尤其是教我們念阿彌陀佛。

為什麼？前面跟諸位說過，阿彌陀佛是一切諸佛如來的總代表，念

阿彌陀佛就念一切諸佛。所以佛的名號、佛的形相入一切眾生心想

中。�

　　「眾生心想佛時，佛身相好，顯現眾生心中也」。相隨心轉，

這個道理世間算命看相的人都懂得，你的心善不善，看你相貌就知

道了，瞞不過人的。怎麼樣裝模作樣，可以欺騙世間的愚痴人，世

間聰明人、有學問的人、有修養的人，你就騙不了他，他一看就明

瞭。所以修行人相貌就很重要。相貌並不是叫你天天去化妝，那個

沒有用處的，現在還有很多整形的，那更糟糕。要修好的相貌，先

修好的心、好的念頭，心好、念頭好，你這個相貌就好了，不但相

貌好了，身體也好了，百病不生。所以心地清淨這是第一殊勝。在

我們這種程度修學，最好的方法就是念阿彌陀佛，就是想阿彌陀佛

，所以家裡面供的阿彌陀佛像，常常看、常常想，常常叫阿彌陀佛

這個相在我們這個心想之中，你就不會去胡思亂想，常常想阿彌陀

佛。�

　　經典念熟了，你這個觀想的能力就強了。實實在在說，天親菩

薩這個二十四首偈頌我們一定要把它念得背，背得很熟，為什麼原

因？經太長了，《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都

很長，我們很難去想，怎麼想法？這個念佛，你看五念門裡頭有觀

察，我們怎麼觀察法？天親菩薩這二十四首偈頌就是一個觀想的綱

領，你把他這個東西背熟了，常常就能夠將西方世界依正莊嚴統統

現在你的心想當中，它是綱領，這非常難得。近代人，夏蓮居老居



士作了一個《淨修捷要》，你看他那個《淨修捷要》是根據什麼作

的？根據天親菩薩的五念法作的。所以用《淨修捷要》這個方法也

行，也能把三經裡面所講的西方世界依正莊嚴時時刻刻都在我們的

心想中。《淨修捷要》好，這是近代人作的。這兩樣東西，確確實

實能夠幫助我們修「觀察」這個法門。�

　　「是心作佛，言心能作佛也。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也」。為什

麼這個心能作佛？心本來就是佛。是心作菩薩，因為心本來就有菩

薩；是心作餓鬼、作地獄，這個心本來裡面就會變餓鬼、就會變地

獄。它能變，它什麼都不是，但是什麼都能變，這是講體，能變之

體。所以清淨心裡頭，確確實實本來無一物，那個物從哪裡來？心

想生的。你心想，這個本來無一物，它就會變。�

　　「正遍知者」，這是解釋正遍知。「真正如法界而知也」，這

就是我們常講宇宙人生的真相，他真正明瞭，徹底究竟的明瞭。「

法界無相，故諸佛無知也」。這個正遍知是什麼個樣子？正遍知是

無知，《般若經》上所說的「般若無知」。為什麼無知？因為法界

無相，法界就是真心，六祖講的「本來無一物」，物從哪裡來的？

物從心想生。心想不是真的，所以現的相也不是真的。一切相都有

生滅，心想有生滅，所以現相就有生滅。因此佛在《金剛經》上告

訴我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所以你要知道，諸佛無知，心地清淨，一念不生，無知。�

　　「以無知，故無不知也」。因為無知，所以他無所不知。我們

今天什麼都不知道，一塌糊塗，原因在哪裡？我們知道得太多了。

因為你有知，所以就有所不知。這是真實的道理。現在人學佛真叫

可憐，學佛怎麼學法？要廣學多聞，那就完了。要樣樣都知道，結

果是樣樣都不知道，這可憐。古人學佛，給諸位說是學無知，古人

學佛是從修定下手，是從無知下手。無知是根本智，有知是後得智



，所以無知是根本。《般若經》上說得很好，「般若無知，無所不

知」，那個無知是根本智，無所不知是後得智。所以你要想無所不

知，你就先修無知。�

　　「無知而知者，是正遍知也。深廣不可測量，故譬海也」。這

個事情很妙，一般人想不通，怎麼無知，無知他怎麼樣樣都曉得？

那我無知，我什麼都不知道，為什麼你問我，我還是不知道？其實

你是自以為你無知，實際上你已經有知。怎麼有知？我覺得我無知

，這就是有知了，你怎麼會知道你無知？你知道你無知，你已經有

知，你就錯了。所以你這個心不是在定中，每一天有胡思亂想，有

是非人我，這些都叫有知。無知是甚深的禪定。�

　　【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

　　「此二句，名莊嚴口業功德成就」。佛的音聲『微妙』，盡虛

空遍法界，他的音聲普聞，沒有達不到的地方。不像我們一般人的

這個音聲，靠近，聽的聲音大；遠了，漸漸就聽不見。佛的音聲無

論遠近，音量是相等的，這個微妙，盡虛空遍法界他這個音量都是

均平的。『梵響』，「梵」是清淨，『聞十方』，十方世界普聞。

為什麼佛的音聲「梵響聞十方」，我們在此地聽不到？諸位要知道

，不是佛的音波沒有達到此地，是我們這個收音機有故障，我們那

個頻率不對，所以接收不到，這是實實在在的。要怎樣把這個故障

修復？修清淨心，心清淨了，這個障礙就沒有了；換句話說，它裡

面，我們現在講細胞，就是裡面這個零件，它自動就會調整，調整

到正常。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講經說法，我們坐在此地也聽得清清

楚楚，心清淨、願清淨、信清淨，阿彌陀佛講經說法我們在此地就

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

　　「此二句，名莊嚴心業功德成就」。這兩句要緊了，為什麼？



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心成就的，阿彌陀佛心業功德莊嚴。他的心是

什麼樣的心？『同地水火風』。這底下有個小註，「四大皆空」，

這就是說佛心清淨，一塵不染，跟虛空一樣，沒有分別。所以清淨

心裡頭沒有分別，更沒有執著。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二十四歲就開悟

了，明心見性，五祖忍和尚把衣缽就傳給他，他那個時候二十四歲

。為什麼人家有那麼大的成就？五祖大師門下的大弟子神秀禪師，

能講經說法，為什麼五祖不把衣缽傳給他？說老實話，五祖把衣缽

傳給神秀，大家都服氣，絕對沒有一個人爭；傳給惠能，大家不服

氣。現在一般人認為講經說法這個法師很了不起，那個沒有講經說

法的，年紀輕輕的，看不出來他有什麼行為，則沒有看在眼裡。尤

其惠能法師是南方人，那個時候也有像現在這樣省籍的隔閡，大家

瞧不起他，認為他是個野蠻人，南蠻子！怎麼到這裡來沒有幾天衣

缽就給他了，所以沒有一個人服氣。就是神秀知道得太多，所以有

所不知；惠能大師這個心清淨，無知，他真的是無所不知。�

　　從哪裡能夠看出來？他得到衣缽之後，五祖就叫他趕緊走，知

道有人要害他，他這出去避難。就在當年，他逃在曹侯村，曹侯村

裡面遇到無盡藏比丘尼。無盡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經》，《

大涅槃經》的分量也相當多，這個經有兩個翻譯，一種本子是三十

六卷，一個本子是四十卷，所以分量相當大。遇到惠能大師，無盡

藏比丘尼向他請教，他就給她講解《大涅槃經》，他叫無盡藏比丘

尼念給他聽，他不認識字，念給他聽。念，聽了之後，他就跟她講

解，無盡藏比丘尼開悟了。他會講經，什麼經都會講，什麼經也沒

學過，決定沒有講錯，講錯怎麼能叫人開悟？所以他是無知而無所

不知。神秀是有知而有所不知，所以五祖不能把衣缽傳給他。�

　　心要清淨，心要像虛空一樣，什麼都沒有。所以「同地水火風

」，這就是四大皆空，主要取這個意思，心裡面不能有一點點東西



。世法不能有，佛法有，行不行？佛法有也不行。神秀就是因為有

佛法，所以五祖不傳衣缽給他。佛法也沒有，那才是道地的清淨，

才是真清淨。這樣的功夫，上上乘的功夫，我們做不到，做不到怎

麼辦？念阿彌陀佛。我們要叫心裡面只有這一句阿彌陀佛，除阿彌

陀佛之外，什麼都沒有，那就成功了。這個修行方法比禪裡面方便

多了。我們有這一個阿彌陀佛妨不妨礙？不妨礙。為什麼？阿彌陀

佛是自性名號，就是真如自性的名號，因此就沒有妨礙。縱然有礙

也不怕，到達西方見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自然以神力加持我們，

使我們明心見性。所以這心要空，心裡頭什麼都不能有，這是真理

，這是事實。心裡面要有一物，心就壞了，心就有病；心裡面什麼

都沒有，這個心是正常的，是健康的。所以佛與大菩薩心裡都是清

淨，都是無一物。�

　　【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

　　「此二句，名莊嚴大眾功德成就。淨土所有天人，皆從如來智

慧清淨海生，成就大乘根，不可傾動也」，『天人不動眾』。我們

曉得，西方世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世界，諸佛的剎土都沒有辦法用

時間來計算，無始劫以來，我們娑婆世界也是如此。唯獨西方淨土

是阿彌陀佛願力成就的，這個裡面的所有一切大眾都是十方世界去

往生的，用我們現代的名詞來說，就是十方諸佛世界裡頭那些人移

民過去的，現在叫移民，從前叫往生，現在叫移民。移民的條件就

是心要清淨，只要心清淨，他都接納；心不清淨，就去不了。因此

那個世界就變成一個平等的世界，每一個人都是清淨心。�

　　淨土所有天人，到達西方淨土，實在講都不是天人了，都是菩

薩，經上跟我們說得很清楚，都是阿鞞跋致菩薩，不是普通菩薩。

可是佛在經上有時候也說天人，有時候也說聲聞，這些問題我們在

《無量壽經》上已經看到了，佛說這些話是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



在西方世界從實質斷證功夫上來講，譬如我們帶業往生，生到西方

極樂世界了，那我們已經是阿鞞跋致菩薩了，但是這個阿鞞跋致菩

薩不是自己修來的，是阿彌陀佛加持的，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的

。自己是什麼身分？自己是人的身分，六道裡頭人道的身分，煩惱

一品也沒斷，這樣去往生的，是說這個意思，從斷證上來說。第二

個意思，是你沒有到西方極樂世界以前，你是哪一道的眾生，從人

道去的，從天道去的，就叫天人；從這個四果四向去的，那就叫聲

聞，是這麼個意思。可是到達西方極樂世界，都蒙如來本願的加持

，那就是皆從如來智慧清淨海生。�

　　成就大乘根，不可傾動，這一句就是圓證三不退，位不退、行

不退、念不退。所以在西方極樂世界修行只要三、四劫的時間就圓

滿菩提了，就成佛了，這是很不可思議！這個兩句，名莊嚴大眾功

德成就，實際上是講阿彌陀佛威神本願加持大眾，使大眾才能成就

，是這個意思。所以它是列在觀察導師如來這一段文裡面。�

　　【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

　　「此二句，名莊嚴上首功德成就」。西方極樂世界，上首就是

本師阿彌陀佛。如果這兩句是列入在下面一段，那這個上首就是指

菩薩，西方極樂世界上首菩薩是觀音、勢至。但是它這個地方是列

在佛，列在佛這個上首就是如來。這兩句讚歎阿彌陀佛，『如須彌

山王』，用「須彌山」來比喻十方一切諸佛如來，阿彌陀佛在一切

諸佛如來當中，他特別超勝，「須彌山王」。這個跟《無量壽經》

上釋迦牟尼佛讚歎阿彌陀佛那個語氣完全相同，世尊讚歎阿彌陀佛

是佛中之王，這就須彌山王，佛中之王，「光中極尊，佛中之王」

，所以這個意思完全相當。�

　　『勝妙無過者』，「勝」是殊勝，「妙」是微妙，沒有任何一

尊佛能夠超過阿彌陀佛。這個原因在哪裡？我們也要曉得，阿彌陀



佛接引眾生，幫助一切眾生在一生當中圓滿成佛，這個方法太妙了

，所有一切諸佛在幫助眾生圓成佛道，確確實實是比不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方法就是用名號，只要念名號就成功了，你看這麼容

易、這麼簡單。所有一切諸佛度眾生的方法都比這個繁瑣，都不容

易。他這個是太容易、太簡單了，人人都會念，只要肯念，沒有一

個不成就。所以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天人丈夫眾。恭敬繞瞻仰。】�

　　「此二句，名莊嚴主功德成就。但言天人者，淨土無女人及八

部鬼神故也」。『天人』，這是指西方淨土煩惱還沒有斷的這一些

大眾們。這個『丈夫』是對於大菩薩的稱呼，他們見思、塵沙煩惱

都斷了，無明也破了幾品了，也就是我們常講這個四土裡面實報莊

嚴土的菩薩。而天人則是屬於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所以「天

人丈夫眾」，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四土九品所有的這些大眾，對於導

師阿彌陀佛沒有不恭敬的。�

　　這個『恭敬繞瞻仰』，我們在此地也要略略的說一說，為什麼

？對我們的關係太大了。什麼叫「恭敬」？是不是每一天見到禮拜

就算恭敬了？不是的。五念法裡面，第一個就是禮拜，跟諸位說過

了，恭敬是依教奉行。老師給我們說的話我們要記住，所說的意義

我們要正確的理解，要在日常生活當中完全把它做到，這叫做恭敬

。今天在我們這個世界，老師對我們的教誨就是淨土三經。五經，

後面這兩種是祖師大德加進去的，正說只有三經。所以三經這個教

誨非常重要，我們有沒有記住？有沒有理解？有沒有做到？恭敬要

從這裡說。「繞」是圍繞，繞的意思是親近的意思，時時刻刻不離

開老師，繞是這個意思。這也並不是說每一天圍繞在老師的旁邊，

那老師看到你不討厭！所以這個圍繞，也是念念不忘老師的教訓，

是這個意思。我們的起心動念、思想言行都要圍著三經、五經，都



不離開這個範圍，這叫繞佛。不是天天圍著佛像，早上去轉三圈，

晚上轉三圈，不是這個意思。「瞻仰」是仰慕的意思，對於佛，確

確實實生景仰、羨慕之心，希望我早一天也跟他一樣。所以瞻仰就

是見賢思齊，我要學得跟他一模一樣，這才行。�

　　西方世界所有往生的人對老師是這樣的態度，如法的修學。我

們今天在此地是預備去往生，也要參與這一個殊勝的大會，我們的

心、想、言、行與經教統統相違背，那怎麼能去得了？這個就是常

說的了，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你問他，他念佛為什麼不能往

生？他念得不相應。他為什麼不相應？經典裡面的教訓他記不住，

他不了解，他沒做到，所以口念彌陀也枉然。這個念佛裡頭要具足

五門，禮拜、稱讚、作願、觀察、迴向，每一念裡頭都具足五門，

這才能往生。你這個五念裡只有一門稱讚，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其他四門沒有，那怎麼能往生？這五門去了四門，這個是

不能往生。五門統統都具足了，萬修萬人去。�

　　所以我勸勉大家，為什麼開頭學佛要把《無量壽經》念三千遍

？道理在哪裡？就是便利你觀察。你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明白了，

那個禮拜、作願、觀察、迴向這四門才辦得到。所以先把它念熟，

三千遍念熟，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求解，念熟了，要明白經

裡頭每一句話它的意思是什麼，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二個階

段求解。第三個階段修行，要把佛的教訓變成我們自己生活行為，

這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決定得生。每念一句阿彌陀佛，淨土三經

裡面種種教訓、依正莊嚴都從心想生起了。所以你要不熟、不解，

怎麼能生得起來？末後這一首：�

　　【觀佛本願力。】�

　　這是講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我們仔細觀察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



　　【遇無空過者。】�

　　若有眾生能夠遇到了，決定不空過。這個遇到了是什麼？如果

能信、能願、能行，他這一生就往生了。縱然是遇到了，不相信，

不肯念佛，也不想往生，也不空過，這個阿彌陀佛的種子落在他阿

賴耶識裡頭，叫金剛種子，永遠不壞，跟阿彌陀佛結了這個緣了。

這一生不能去，來生或者是後生，後生就是第三世以後，如果遇到

緣，這個種子起現行，他就能往生，這是不空過。�

　　【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速』是快速，縱然這一生不往生，這個金剛種子種在阿賴耶

識裡面，也是未來快速成佛的一個因緣，實實在在不可思議。�

　　「此四句，名莊嚴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不虛就是真實。說

實實在在的話，今天我們在大乘法裡面，除了淨宗法門之外，無論

修學哪個法門，在這一生當中一定是虛作住持。虛是什麼？不能成

就，沒有辦法超越六道輪迴；換句話說，無論你怎麼修，你還是在

六道輪迴裡頭。修得再好，來生不過得人天善果而已，沒有法子出

三界，不能出三界那就是虛作住持了。唯獨這個淨宗法門是不虛作

，讓你這一生當中一定圓滿成就。「觀佛莊嚴八種功德，訖之於上

」，這是觀察西方世界的人事環境，第一段，觀導師阿彌陀佛。下

面是第二段，觀海會大眾。�

　　今天時間到了，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