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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净土思想的来源 

 

    华严经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可知十方国土，都是由众生之心力和愿力所创造的，随众

生心之秽污，其国土亦秽污，随众生心之清净，其国土亦是清净；同时亦因其愿力庄严，故其所成的

国土亦更庄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这亦是菩萨修行学佛的两大目标。 

    净土是佛教的理想国。但这种理想是可以修证工夫而实现的，不同普通一般文学家哲学家所标榜

的理想国，永远是假想，难以成为事实的。如中国东晋时代的文学家陶渊明，作了一篇「桃花源

记」，反映他理想中的桃花源，是一个太平和乐的美丽的社会。这因为秦汉以至魏晋时代，多数是兵

荒马乱，社会不宁，生灵涂炭，所以他把精神寄托在另一个升平美丽的桃花源；但桃花源究竟存在

吗？谁都知道是子虚乌有的假设。又如希腊哲学鼻祖苏格拉底的高足柏拉图，为了一部书叫做「理想

国」，描写他理想中的和乐社会，是把小孩子初生时就付之公养，待他长大时，对老者视如父母，少

者皆视如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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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亲疏，不分界线，使国人如处在一个共同和乐的大家庭里。这种理想并非 不好，但到今天已有几

千年，试问有无实现的可能，只不过永远还是理想而已 。但在佛经所谓的各种佛国净土，并非永远都

在憧憬中的理想，而是凭各菩萨 心力愿力修养成功，经过不妄语者的佛陀慧眼照察，实地证验，然後

根据事实 而宣布出来的。 一个国家不太平，人民就会想念太平，渴望太平，以及如何修身、齐家、 治

国，而达到平天下的目标。佛教的净土要求，亦有同样的情形，由於修习佛 法的行者，认为所面对的

世界太恶浊、太不宁，才会发起大心，勇猛精进地修 建清净的国土，因为他们了知十方净土，都是唯

心力愿力所造成的。维摩经所 谓：「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正是揭穿

了净土 思想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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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极乐世界的缘起 

 净土在佛经里是很广泛的，不限於一个两个净土，十方虚空皆有诸佛，皆 有净土。华严经中说有「华

藏世界，犹如云海，重重无尽」。法华经则说：「 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又说：「其人临命终时，

十方诸佛授手。」足证十方 虚空，四维上下，随处都有净土，只是吾人为业障所蔽，皆眼末开，所以

观察 不到罢了。这种说法，在今日科学昌明时代看来，亦无甚 神奇，因为科学家 都已证明了太空中

无数的星云星系。不知有多少的世界哩！所以科学发明，足 以证明了佛陀的说法，都有亲见的事实作

根据，并非如海市蜃楼，只是空中幻 现的城廓。 十方净土，说之不尽，现在缩小范围，仅讲妇孺皆知

其名的西方极乐世界 ；而广说极乐世界的庄严，引起大家多念阿弥陀佛。然而，极乐世界的缘起， 究

竟是怎样的呢？ 

 

甲、由法藏比丘愿力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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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极乐世界，是由过去的法藏比丘的愿力所造成的。在无量寿经中说， 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的灵鹫

山告诉阿难，过去无量劫中有一世自在佛出世。当 时有个国王听佛说法，弃国出家，名叫法藏。法藏

请佛为他宣说十方诸佛的庄 严净土之行。佛就为他说了二百十亿的佛国净行，并使他亲见到各国佛土

的庄 严相好，法藏心生希有，虔诚收摄修习各佛国的净行，经过五劫长的时间，然 後自己在佛前大众

中发了四十八个大愿，要建立一个庄严无比的极乐世界。结 果又经许多劫的修习功行，就实现了极乐

世界，他成为阿弥陀佛，得到寿命无 量，光明无量。这个极乐世界，现在离开我们住的娑婆世界西

边，相隔有十万 亿个国土，就是由法藏比丘在因地中发四十八愿所修成，故知十方佛国的净土 ，是可

随人心力而创造的。  

乙、由韦提希夫人感佛而著称的： 

 

    自从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说阿弥陀经，已显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但在观无量寿经中说了阿 世

王幽禁父母的故事，就使这个极乐净土更为著名。当时阿 世王听了提婆达多的怂恿，叫他害死父王

频婆娑罗，自立为新王；而提婆达多害了世尊，也可变成新佛。因此阿 世王就幽禁父王，想饿死

他；其母韦提希夫人冒著危险，密奉炒蜜，父王得延寿命三七日，并因虔诚遥礼於佛，感 

 

61 

佛派遣目犍连与富楼那二尊者，从空入宫，为之说法授戒。阿 世王闻悉其事 ，甚为震怒，又幽闭其

母於深宫。其母忧愁憔悴，悲泣祈佛，感佛出现，投地 忏悔，自陈厌离浊世，愿生净土。於是佛现十

方净土，令韦提希见到，生起希 有之心，愿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并向佛请示思惟正受之法。



佛为她说 修习三福（包括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受持三皈五戒，读诵大乘经典等条件） ，为净业的正

因；并教她修学十六种观法，可以作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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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极乐净土的殊胜 

 

    十方净土，诸佛所住，都是依正庄严，微妙香洁；而弥陀佛摄取二百十亿的净土之行，建立四十

八愿，修成这个极乐净土，庄严特胜，清净逾?悲愿最深，化缘独重。现在把它的胜妙之处，略为赞赏

一下： 

    一、净土的名称：净土是没有五浊的垢污，或称净刹、净首、净国。或称佛国、佛界、佛地、佛

土。而弥陀净土，亦多异名，或称极乐世界、安乐国、安养、乐邦、莲刹、西方、金地等等。 

    二、净土的地理：净土以自然的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的七宝合成为地，光明

清净，照映十方佛国，犹如明镜。而且其地平坦，没有高山陵谷的崎岖难行，小河大海的风波险恶，

令人心惊胆颤。 

    三、净土的气候：净土没有四季冷热不均的气候变化，而有四季常春的景物，不寒不热，长时调

适；且时有和风吹动，温凉柔软，不迟不疾，一触於身，皆得快乐。 

    四、净土的动植：净土中亦有动物和植物。本来净土中连三恶道的名字都不可得，那里还有禽兽

等动物？但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出许多飞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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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声演法，因此净土常有种种奇妙杂色的灵禽，如白鹤、孔雀、鹦鹉、迦陵频 伽、共命之鸟。这些鸟

昼夜六时，出和雅音，演说三十七道品等法，使净土众 生，不忘三宝功德。至於植物，净土到处都有

七宝之树，微风吹动，常作法音 ，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妙音流布十方，使人耳根清彻，常念三

宝，无诸 烦恼。使吾人处此浊世，闻此妙境，亦不禁心焉向往了。   

   五、净土的衣食：净土中人，有大福报，欲得衣服，随念即至，自然在身 ，不必缝裁；自然鲜明，

不必捣染；自然清净，不必洗濯。若欲得食，种种七 宝钵品，随意而至，内中盈满百味饮食，都是无

上醍醐；但是他们进食，不像 我们狼吞虎咽，而是见色闻香，意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快然。食後

宝钵自 然化去，不像我们吃了还要洗碗洗筷，尚有许多琐碎的工天跟尾。   

   六、净土的身寿：净土中人，除少数对净土信而有疑，生在净土边地?? 疑城的众生仍由胎生之外，其

余都从莲花中化生，同是男相，无有男女，所以 不起爱染；同一形貌，无有媸妍，所以不起分别；人

人体力强硕，坚如金刚， 三十二相，仪容端正，殊妙庄严。他们的寿命，也像阿弥陀佛，无量无数，



阿 僧只劫，不像我们的世界有许多短命鬼，一出娘胎，未见日月，便一命呜呼哀 哉了。   

   七、净土的心智：净土中人，用心清净，不起贪念，没有瞠恚，不起身见 ，不分亲疏，互相爱敬，

共同修道，常住正定，悉得法忍，勤勇精进，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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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诸佛，下施众生」为共同工作的目标。其慧解超绝，诸根明利，神智洞达， 威力自在。悉得六通，

具足辩才，能为众生广说妙法，能放诸佛广兴供养。   

   八、净土的风尚：净土的社会风尚，是注意修道求慧，供养修福。他们常 听阿弥陀佛的亲施教化，

诸上善人，聚集七宝讲堂，同聆妙法，以求智慧的上 进；同时还能於每日清晨，神游十方，以随念而

来的许多珍品，供养诸佛，然 後飞回早餐，经行念佛，以求福业之赠长。他们的生活情形，尚在修行

进德中 度过。有时在地上思道坐禅。有时在空中诵经行化，随宜所作，如意自在。  

   九、净土的伴侣：净土中人，常闻妙法，共励胜行，所以最初往生，便不 退转；而往生的究竟，必

至一生补处的高位；但根机的利钝高下，仍有不同， 放在不退之上，也有那三辈九品的区分，在补处

之前，亦有那四果十地的差别 。      

   十、净土的交通：极乐净土在去此世界十万亿佛土的西边，非此土人的足迹 所能到达，不但轮船火

车不能去，就是飞机火箭也难到达；但有一个最简便的 法子，可以往生，那就是这个净土中的东道主

阿弥陀佛，曾经亲自留下了一个 预约，无论你是甚 人。如果有心想到他那里去逛逛，只要你一心念

著他的名 号，你到临命终时，他就会亲自来接引你往生极乐，决无失信而误事的。 上面的十条，好似

描写了净土小小的风土志，我们对於净土的胜妙，终可 领略多少，而发起胜心誓愿往生；但往生净

土，还须预定入门券，才可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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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入门券须具有三条锦囊妙计：第一条是信，要信阿弥陀佛的愿无虚发，信释 迦世尊的圣言不妄，信

六方诸佛的赞叹诚实；第二条是愿，愿离娑婆，愿生极 乐；第三条是行，一心修行，执持名号，兼修

三福，助之成就。有此三条锦囊 妙计，不怕临命终时不见佛来金台接引，往生安养了。 净土的种种胜

妙，总而言之，叫做依正庄严。但所说的胜妙，不是随便鼓 吹，多是由释尊亲口所说的各种经典作依

据的。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 弥陀经，称为净土三经，当然不用说是专谈净土教义的，就是其

他各经，亦有 很多演扬净土法门的，所谓：「诸经所赞，多在弥陀。」现在从释尊一代言教 所阐述各



种大小乘经典中举出几部，可以窥见净土教义在整个佛法中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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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净土圣教的依据 

 

    一、华严经中的圣言： 虑遮那品中说：「大威光童子，得念佛三昧。」贤首品中说：「见有临

终勤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俾於佛所深归仰，是故得成此光明。若能念佛心不动，则常睹见无量

佛，若常睹见无量佛，则见如来体常住。」十无尽藏品中说：「第八念藏，此念有十种，寂静念、清

净念、不浊念、明彻念、离尘念、离种种念、离垢念、光耀念、可爱乐念、无能障碍念。」入法界品

中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首参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和他说了「智光普照念佛门」等种种念佛法门。最

後参到普贤菩萨，劝发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指示人生一到临终，诸根散坏，万般皆带不去，唯此愿

王相随不舍，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得见阿弥陀佛。 

    二、阿含经中的圣言：增一阿含经云：「佛告阿难，其有众生供养一切阎浮提人衣服饮食卧具汤

药，所得功德宁为多否？阿难白佛言：世尊！甚多甚多，不可数量。佛告阿难，若有众生善心相续，

称佛名号，如一构牛乳顷，所得功德，过上不可量，无有能量者。央掘摩罗经中亦说：「三千大千世

界地平如掌，生柔软草，如安乐国。」又说：「如安乐国，无诸五浊。」 

    三、方等经典的圣言：佛在方等会上所说的大乘经典，亦有许多赞扬念佛法门的。如思益梵天所

问经中说：「我见喜乐国，及见安乐土，此中无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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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苦恼名。」宝积经中说：「世尊父王顶礼佛足，一心合掌而白佛言：云何 修行，当得诸佛之道？

佛言：一切众生，皆即是佛。汝今当念西方世界阿弥陀 佛，常勤精进，当得佛道。」大集经贤护品

云：「求无上菩提，应修念佛三昧 。偈云：若人专念阿弥陀佛，号曰无上深妙禅；至心想像见佛时，

即是不生不 减法。」楞严经中说：「大势至白佛：超日月光佛教我念佛三昧……若众生心 忆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四、般若经典的圣言：文殊般若经中说：「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 诸乱意，不取相貌，系

心一佛，专称名字，随彼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 念相续，即在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念一佛功德，与念无量佛无二。 」摩诃般若经中说：「菩萨摩诃萨念佛，不以色念，不以受想行识

念，以诸法 自性空故；自性空则无所念，无所念故，是为念佛。」   

      五、法华经典的圣言：法华经中说：「闻是经典，如说修行，於此命终， 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

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又偈云：「若人散乱心，入於塔 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又佛劝徒



众，若有因缘，独入他家，应当 一心念佛，守护六根。又在涅盘经中亦说：「菩萨六念，念佛第

一。」 综上大小乘诸经所说念佛法门，都是释尊在生亲口流露出来。佛是真语者 、如语者、实语者、

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所以我们凭此圣言的根据，应对净 土法门生深信解，如法修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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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净土菩萨的榜样  

 经论所载，自古以来，诸大菩萨，归心净业，对於念佛法门修习有成就的 ，为数甚多；我们决不可以

为念佛法门是无知识的愚夫愚妇研修的，生轻慢心 ，弃之不信，自失大利。现在仅举几位可做修习净

土法门典型的菩萨，给我们 做个榜样。   

      一、观音候补净土：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称为西方三圣。观音大士为等 觉菩萨，位居补处，将

来可补阿弥陀佛之高位，为极乐世界的教主，观音既是 净土中人，自然是修念佛法门，由阿弥陀佛摄

受而生净土的。同时观音菩萨的 法门是「寻声救苦」，一称其名，即得解脱，其性质亦同於弥陀愿

力，一称名 号，终得摄受，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二、势至念佛圆通：势至与观音是阿弥陀佛的二天胁士。大势至菩萨在楞 严经念佛章，自陈过去由

超日月光佛，教他修念佛三昧，入无生忍，在此世界 ，摄化念佛之人，归於净土。他的工夫，是在於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然 後「得三摩提」，圆通自在。   

       三、文殊发愿授记：观佛三昧经中说：「文殊自叙宿因，得念佛三昧，当 生净土。世尊复记之

曰：汝当往生极乐世界。」文殊发愿偈云：「愿我命终时  

 

69 

，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 如来，现前授我记。」   

       四、普贤十愿导归：华严行愿品中，普贤菩萨发十种大愿，普为法界众生 求生净土。该品中说：

「又复是人，临命终时，最後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 ，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

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 相舍离，於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

见阿弥陀 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   

      五、弥勒受佛重诲：弥勒大士现住兜率内院，亦是补处菩萨，将来释迦佛 法过後，他即补此世界而

为教主，三会龙华，说法度生。弥勒既居兜率净土， 好似与此极乐世界没有关系，谁知在大经中，佛



曾告诉弥勒说：「汝从无数劫 来修菩萨行，欲度众生，其已久远……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值，

听受经 法。又复得问无量寿佛……汝等且各求心所愿，无得疑惑中悔，自为过咎，生 彼边地七宝宫

殿，五百岁中受诸厄也。」当时弥勒自谓：「依教奉行，不敢有 疑。」可知他亦决心往生极乐净土；

同时我们理解到十方净土，在诸佛无碍境 界之中，应该亦多是相通自如的。   

      六、马鸣有胜方便：马鸣菩萨曾造大乘起信论，最後开显念佛法门，推崇 备至。如云：「如来有

胜方便，摄护信心，谓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 佛土，常见於佛，永离恶道。如修多罗说：若

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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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修善根，同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退转。」   

      七、龙树广弘称名：龙树菩萨在楞伽经中已有「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 」的悬记。其所造大智

度论，屡说念佛功德；所造十住 婆沙论，尤广弘称名 法门，并说念佛三昧。如易行品说：「阿弥陀

等佛，及诸大菩萨，称名一心念 ，亦得不退转。」又从念佛品至助念佛三昧品共六品，都说念佛三昧

的好处。   

      八、世亲往生净土：世亲受其兄无著菩萨的言教，原为上升兜率，亲觐弥 勒；但他曾造往生论，

开五念门，入一法偈。其偈首云：「世尊我一心，归命 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从这首

偈里，知道世亲菩萨对於极乐净 土倾慕的情味，亦非常虔诚与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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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净土先德的模范  

 上面都就净土的菩萨而说，或以为菩萨的境界，高不可攀，似非常人所能 做到，但一句弥陀，浅近简

易，还是常人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再就中国的先德 来说，他们是与我们同国而生，同事而生，并且智

慧高於我们，学问高於我们 ，修行工夫亦高於我们，他们亦多皈心净土，奉行念佛法门；而我们样样

不如 这些先德，岂可不尊重这个法门呢；中国净土宗的祖师如东晋慧远，後魏昙鸾 ，唐代道绰、善

导，宋代永明，明代莲池、 益等大师，自然都是归心净土， 栖神莲邦，不用多说，就是各宗的古

德，虽在教理方面各有所奉，而修行的方 面，大多归宗净土。   

    一、法相宗师与净土：法相宗弥勒，原主往生兜率，与西方似成对垒，但 玄奘法师在许多译经中，

曾译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即是罗什法师译的阿 弥陀经。窥基法师承继奘公，亲传法相，但亦手



撰「西方要诀」，盛赞净土， 有「恐溺幽涂，必须远迹娑婆，栖神净域，仰愿同缘正事，敬发深心，

依此一 宗，定为拒割」，极尽其推崇之能事。又撰阿弥陀经疏及通赞疏，皆是赞扬净 土法门的。   

    二、三论宗师与净土：三论原属空宗，一切有法，皆在破除，似应无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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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但此宗初祖罗什法师，与净土初祖慧远法师互相论道，亦推崇净土，能 使远公专志西方，大弘

净土。据什师答远公十八问中，第十一问正问念佛，什 师答他说：「见佛三昧有三种：一者菩萨或得

天眼天耳，或飞到十方佛所，见 佛问难，断诸疑网；二者虽无神通，常修念阿弥陀佛等现在诸佛，心

住一处， 即得见佛，请问所疑；三者学习念佛，或以离欲，或未离欲，或见佛像，或见 生身，或见过

去未来现在诸佛。是三种定，皆名念佛三昧。」能使远公专弘净 土，可知什师与莲社开宗之关系。   

    三、律宗宗师与净土：律宗以木叉为师，以心法为体，重在自净，焉假他 求；但据佛史所载，初出

僧只律之佛陀跋陀罗，即入卢山莲社为净侣。初弘四 分律之光统律师，亦以生平念佛，临终感化佛来

迎。至灵芝律师，皈心净土， 益迈前人。尝说：「生宏律范，死归安养。平生所得，唯二法门。」其

入净土 ，亦有因缘：初时曾发大愿，常生娑婆浊世提诱群生。又见高僧慧布法师说： 「方土虽净，非

吾所愿。若使十二劫莲华中受乐，何如三涂极苦处救众生也。 」由是他坚持所见，轻谤净业。後遭重

病，色力痿羸，神识迷茫，莫知趣向； 既而病差，顿觉前非，仍览天台十疑论：「初心菩萨，要须常

不离佛。」又引 大智度论云：「具缚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譬如婴 儿，不

得离母；又如弱羽，只可传枝。」自是尽弃生平所学，专寻净土教门。   

    四、禅宗宗师与净土：禅宗不立文字，言语道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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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似与注重事相的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不同； 可是禅净双修，十人而

九，自唐以来，多不胜举，而永明寿禅师禅净双修，更 如戴角虎以提倡之，尤为出色。又如百丈禅师

立丛林清规，为禅宗万世之法， 而其为病僧念诵，先集众同声举扬称赞弥陀偈颂一首，然後念佛回向

云：「诸 缘未尽，早遂轻安；大命难逃，径登安养！」更见其习禅而不舍净土了。六祖 且有赞说：

「念此一句阿弥陀佛，是万世出世之妙道，成佛作祖之正因。」亦 是禅师注重净土的证明。   

    五、天台宗师与净土：天台一心三观，深入一乘圆教，而极重般舟三昧， 自与净土相近。南岳慧思

大师，撰「立誓愿文」，发二十九愿，愿求往生，旧 梦感弥陀说法，瓶水自满。及智者大师，妙悟法



华，宏阐教观，而显扬净土， 广辩十疑，疏十六观，劝归安养。临终生西，信而有徵。并谓：「有见

释迦佛 而不得道者；若修西方见阿弥陀佛，无不得道。」足见其提倡净土之至意了。   

    六、华严宗师与净土：华严十玄缘起，教理绝高，但五十三参，结归念佛 。初祖杜顺每游历群国，

劝念阿弥陀佛，著「五悔文」，赞咏净土。其後各师 ，亦自不废净业，四祖清凉国师贞元疏设问答

云：「问：不求生华藏而生极乐 者何耶？答有四意：一者有缘故，弥陀愿重，偏接娑婆人也；二者使

众生归凭 情一故，若闻十万皆妙，初心茫然无所依托，故方便引之；三者不离华藏故， 极乐去此十万

亿刹，华藏佛刹皆微尘数，故不离也；四者即本师故，华藏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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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遮那随，十万亿刹，未出刹种之口，所以极乐弥陀都是遮那本尊之境名异 化了。   

    七、真言宗师与净土：真言承铁塔的秘传，以大日如来为教主，即身成佛 ，宁待往生？然弥陀一

尊，体同大日，往生之义，仍然不废。如不空三藏为金 刚智的上首，入金刚乘，佩三密印，而手译无

量寿如来修观行供养仪轨，盛称 无量寿法。其中有说：「依此教法，正念修行，决定生於极乐世界，

上品上生 ，获得福地。」又密经说：「若人持此一字真言，能除一切祸疾，命终已後， 当生安乐刹

土，得上品上生。」持一字真言，亦可往生安养，其含义亦等於读 诵「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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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净土法门的裨益  

 修习一个法门，必须有所裨益，如果是唐劳不利，那何必多花精神呢？净 土法门的福利，从许多古德

今贤，临终往生，预知时至，史迹斑斑，足可徵信 。此种利益，可分二种：一、正得的利益，二、助

得的利益。前者如由念佛而 感化佛来迎、往生净土，灭诸罪障、离於八难、永绝三途、寿命长远、具

足六 通、衣食自然，常闻妙法，游诸佛土、一生授记、永不退转、速证菩萨、倒驾 度生等等。後者的

各种利益，罄竹难书。兹录十种，以概其余：   

    一、念佛得雨：明代莲池大师，值岁亢旱，村民坚请祈雨。师击木鱼，循 田念佛，时雨随注，如足

所及，众咸异之！   

    二、念佛明目：宋怀宁县营田庄，有阮念三嫂，患两目将盲，常念阿弥陀 佛，遂得开明。又有梁氏

女居汾阳，两目俱盲，念阿弥陀佛三年，系念不绝， 双目开明。   



    三、念佛免死：昔有一老妇双瞽，令小儿牵行，常念阿弥陀佛。一日，息 於旧屋之下，屋忽倾倒，

小儿远游，老妇推在其下，乃有二木相柱，让於老妇之下 ，得不压死。   

    四、念佛愈疾：宋冯氏夫人名法信，赠少师许 之女，通承宣使陈思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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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多疾，及嫁，疾尤甚！医者以为不可疗，慈受禅师教以持斋念佛，竟愈。   

    五、念佛却鬼：宋望江陈企，尝妄杀人。後见鬼现，企畏惧，急念阿弥陀 佛，鬼不敢近。企念佛不

已，鬼遂不现。後常念佛，临终坐化。   

    六、念佛免难：元至正十五年，张士诚攻湖州，擒四十人，囚槛送戮，夜 宿西湖鸟窠寺，大献禅师

教囚念佛，中有三人信受其语，念不绝口。天晓发囚 易枷锁，至三人，刑具不足，惟系以绳，既而得

释。   

    七、念佛开慧：隋南岳慧思禅师，皈心安养，梦阿弥陀佛与之说法，自是 聪辩过人。宋永明禅师，

笃志西方，见观音菩萨以甘露灌其口，乃获无碍辩才 ，下笔盈卷。   

    八、念佛成医：宋秀州一僧，常念阿弥陀佛，为人治病。有病者请往，常 得痊愈，州人敬仰为生

佛。   

    九、念佛全儿：宋镇江有一老人，每有事必合掌至额念阿弥陀佛。其孙方 二三岁，因随母至田野，

忽失之。後数日，在溪外寻得，见足迹於滩上。其溪 甚深，此儿仍却能无恙，人以为念佛所感，有以

致之。   

    十、念佛荐亡：宋镇江张继祖，笃信西方，其乳母死，多为念阿弥陀佛追 荐。一夜，梦母来谢云：

「荷君念佛，已生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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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净土为难信之法 

 

    以上引经据典，说了许多净土法门的道理，若是明理的人，闻一知十，闻十知百，甚 问题都容

易解决，但是有些理解不多的人，恐怕仍不易信受的。所以无量寿经说：「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



中之难，无过於此。」阿弥陀经说：「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但不能因为难信，我们

就抛弃不信；换句话说，因为难信，我们更要坚信此一妙法，其中必有胜境，必有其事，必可实现，

不然，佛不打妄语，何必要说这些经法呢？ 

    还要知道，净土虽好，毕竟还是「易行道」。简单易办，只要具足信愿行三资粮，一定可以成功

的，而且十住 婆沙论还说：净土法门是对「 弱怯劣，无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干」的人说的；其大

丈夫，有留有能之人，应广修六度四摄等「难行道」，精进勤劳，修习不辍，必可获得成功，决不可

贪便易行道，就把诸佛牺牲生命、勤苦所得的难行道，置若罔闻。这是更值得修念佛法 

门者警惕和注意的！ 

 

                                      佛历二五一 

                                      年十二月编述於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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