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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淨土法門，坊間非常非常多的著

作、論述，通常有時候都會有點偏，

不是偏過於理方面的道理就是有偏於

事相，就說你只要念佛就好了，什麼

都不要做。 

 

蓮池大師的《彌陀疏鈔》裡面，可以

說是以淨土為中心的《彌陀經》聯合

了《華嚴經》的思想，來闡述如何的

修行、如何的看待這個淨土的法門。

而且他除了引述《華嚴經》的義理以

外，他還提倡戒律，還有提倡放生，

有放生文。所以他等於是淨土法門、

還有《華嚴經》、戒律等等，三個都可以說是很強調的。 

 

因為蓮池大師在《彌陀疏鈔》裡面強調的就是念佛，念佛的法門，只是

念佛，跟其它的不一樣，這樣的話就是可以攝受一般的人。就一般的人

他對於道理，對於經典的道理他沒有辦法很了解，有些年紀已經大了他

才接觸到佛法，或者是說條件上他沒有辦法學到很多的經典，那個時候

對這種人來講，就很容易攝受他們。可是對知識分子來講，又可以說服

他們，讓他們也覺得念佛的法門是很重要。所以從明代以後清代的那些

皇帝也都很推崇這淨土的法門。 

 

蓮池大師他在《彌陀疏鈔》裡面，引進了許多《華嚴疏鈔》的形式，所

以他用《鈔》來解釋《疏》，然後又有《演義》，一層層，形式上是很像

的。最主要他就是要把淨土的法門推廣出來，用《華嚴經》的義理來實

踐這個淨土的法門。可以說是很特別，也很有創意。雖然說在《華嚴

經》裡面有講到淨土，也有講到念佛，但是沒有像他把淨土法門提升到

華嚴圓教的層次上面。所以說不容易，也可以說是創舉了。 



 
 

我們必須了解《華嚴經》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就是四法界，你們知道什麼

叫四法界？哪四個？（有佛友說：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

事無礙法界。）這「四法界觀」是由華嚴宗的四祖澄觀法師他成立的。

其實他這個觀念也是延續華嚴宗的前面三祖的三觀，他把它合成起來變

成四種法界觀。 

 

什麼是「事法界」？就是世界一切的現象；你所看到的，你所接觸到的

所有的現象，就叫做事法界，這很容易理解吧。 

 

那「理法界」呢？就是每一件事情的現象顯出來的，它一定後面有個道

理嘛；任何事情發生，它一定有個道理的。比方說你看到了一個石頭，

它後面一定有它形成的原因，還有它的分子、它的結構、它的硬度耐性

什麼，這個都屬於理法界。跟西方所謂的形式跟理想有點類似。就是形

式上是這個樣子，理論上它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所以理法界和事法

界這兩個就比較容易理解。理事無礙法界和事事無礙法界就比較深奧。 

 

我們瞭解了這四個法界以後呢，對於《華嚴疏鈔》裡面講的道理，我們

就比較容易明白，為什麼他這樣說。 

 

其實講這個四法界，我看了很多解釋、很多論述，幾乎都不太一樣。就

是每一個人講出來好像有點不一樣。所以其實我是蠻困擾的，到底理事

無礙是什麼？我自己想了一下，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們用人來講的話，事法界就是我們人的樣子，我們人的樣子是這

麼一個人嗎？不是嘛，我們裡面還有內臟啊，各種心肝脾胃腎，大腸小

腸等等的，這其實都是示現。但是我們要成為這樣一個人，這些內臟是



不是要有個運作？它要運作，讓你能夠活著，能夠走路，能夠健康嘛，

所以這些內臟的運作應該就是屬於理的法界，就是它可以讓你的事體顯

現出來。比方說你這個人很健康，你的樣子紅潤，身體健康體格很健

壯，就一定可以理解到就是說你身體的內臟也都一定很健康，你的血液

循環一定很好，你平時一定有保養，或是你有做運動等等，所以說讓你

身體這樣。這個就是理跟事，兩個一定互相有關係的。說事情一定要有

這個理，你要身體健康，一定要有這個理來告訴你，要怎樣做怎樣做，

你才可能身體健康。你不可能說我人在這邊，我就身體健康，所以理跟

事等於一體的兩面，就好像手心跟手背一樣。 

 

你身體如果要健康，就表示在你的運作，維持身體健康的方法，還有理

論是正確的，是往健康方向的，這兩個等於是互相融入的。就像水跟波

一樣，波浪是一波一波都不一樣的，但是每個波浪都是水，是不是？或

者是說你就是這麼一個人，雖然每個內臟都不一樣，但是都是你的，都

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跟你身體裡面的每一個分子等於是一樣的，裡跟

外都是一樣的，就等於說理事無礙。這樣明白嗎？不明白我們可以再想

別的。 

 

因為這個，我看了很多解釋，就知道他們這樣講「理由事顯，事即是

理，理即是事」一句話就可以講完了。但是你要怎樣把這樣的一句話，

讓大家比較能夠比較了解，其實真的要想很多。或者是你可以說，屬於

事法界的話，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這是事法界。理法界的話，看

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這是理法界。為什麼？因為它的道理在後面。

如果你要看他的道理的話，山跟水這個聽起來又有點牽強。所以這「四

法界」外面解釋很多，你們可以去看，每一個人幾乎都不太一樣，都有

可取之處。 

 

我為什麼用我們的身體來比喻呢？因為我們身體如果把它擴大，就是一

個法界。內臟就算星球好了，細胞就等於我們人，我們每一個人就等於

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整個法界來講跟我們人是一樣的，一個法界就是

佛，那怎麼一樣呢？因為我們都有佛性，這佛性的性跟佛是一樣的。所

以你的細胞其實就等於跟你這個人是一樣的。你的心臟、你的肺、你的

肝，那細胞都是小小的原子跟分子，這麼小的細胞，都是一樣的。所以

理事無礙的話，他們幾乎都是一樣的。 

 

但是「事事無礙」怎麼說呢？講到這裡了，事事無礙是怎麼回事？如果

以你的理解，事事無礙是怎麼回事？（楊果瑜：事事無礙，我覺得不管

你怎樣做，都是對的。）我們可以這樣講，其實很多解釋，就是解釋到

你能夠明白，你能夠把這個道理用在你的佛法上就對了。 



那事事無礙也可以這樣講，理事無礙就是說這個理跟事是等於，事等於

理，理等於事，就說因為有這個道理，才能做出這個事情。因為這個事

情做出來，才顯現出這個道理出來，這理事這兩個是等於的。那事事無

礙就不用等於了，他就是了。你不要說等於，等於還有兩個對立的。事

事無礙，他本身就是這樣，就好像你心臟就是你的，不用在說等於，就

沒有等於了，本身他就是，他就整個都融入了這個法界裡面，所以叫事

事無礙。 

 

這個就是好像講，你做什麼事情都是對的，為什麼？因為整個法界就是

你，那你有什麼對、有什麼錯？有什麼裡跟外？有什麼你跟我？沒有

了。大家都是一樣的，都是屬於一個我，我、佛、衆生都是一樣的。這

叫事事無礙。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這四個法界以後，我們再看看《彌陀疏鈔》裡面所說

的道理，就可以比較明白。 

 

 

 

我們再回到開始講的〈明性〉，「靈明洞徹，湛寂常恒」這個我們前面講

過兩次，就是無量光跟無量壽的意思；就表示佛陀跟我們自性是一樣

的。所以為什麼說事事無礙？我們就是佛陀了。前面講理事無礙，就是

佛陀的自性跟我們自性一樣的。到事事無礙，我們就是佛陀了。為什麼

你可以是呢？你明明不是嘛！那我們就看看我們要怎麼變成我們就是佛

陀，那我們在性跟修上，我們就要了解。 

 

如果講我們的佛性，都是不生不滅的、不垢不淨的。所以念佛念到自性

的話，就是我們跟念佛就相應了，那你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不用外求

了，你內心就是個佛，你所在的地方就是西方極樂世界。所以為什麼我

們要了解四無礙的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在贊偈裡面，前面其實是《疏》，下面就是《鈔》。蓮池大師自己本身看

看這字太少，大家看了不太理解，他又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他這麼說。

他為什麼說「澄濁而清，返背而向」？他就說我們凡夫人，心裡都是污

垢的，很難清淨的，渾濁的好像黃河一樣，妄想很難收回，好像野馬奔

騰一樣；無數劫的輪轉，輪轉不休了。我們學了三藏十二部那麼多的經

文了，就知道：哎呀！見道位，我們現在連資糧位都還不到！時常會有

這樣的感慨。讀了三藏十二部，覺得自己離覺悟還是很遠的。 

 

那怎樣使我們污濁的心變成清淨的？「返背」，背，就是我們衆生流落他

鄉，背離了覺悟了。「向」，就回歸自性，就回歸佛陀的性。那怎麼樣能

夠回到我們自性裡面呢？就是要念佛。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念佛，持名念

佛。他這個持名念佛是一心不亂的持名念佛，能夠這樣的話，你就能夠

有這個妙用。從阿彌陀佛這個假名的事相呢，修到三世如來的功德莊

嚴。就說因為念阿彌陀佛，你就可以成佛那樣的功德莊嚴。這樣的話就

「越三祇於一念。」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就在這麼一念。這個一念其實

是什麼念呢？這一念要一心不亂；你能夠一心不亂，才有可能超越。 

 

一心不亂，又分理上的一心不亂，跟事上的一心不亂。事上的一心不

亂，就是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亂，你就真的在做，一直念一直念，念到

你一心不亂，這叫做「事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就是剛才講的，道

理上是跟佛無二無別的，這就是理上的一心不亂。那你能夠做到這樣的

話，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就這麼一念你就可以超越了。很簡單，簡不

簡單？（有佛友說：簡單！） 

 



 
 

蓮池大師為什麼講說四十八願門，十六觀之法？四十八願門，就是阿彌

佛陀的四十八大願。那一定要「知先」，知先是什麼？要知道重要的是哪

一個。就有四十八個總的，你要知道哪一個最重要，那你先做嘛。我們

都說事情有先後緩急，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你要先找那個重要的先

去做。那十六觀門呢？十六觀法其實是很深奧的，對我們這末法衆生是

很困難的。這個十六觀法誰有看過？你可以看看《十六觀經》裡面，看

看也無妨，雖然說不容易做到，但是你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不選擇這

個。因為你不容易做到，你知道了，可以死了這條心。所以就要找一個

簡單易行的。是什麼？就是念佛──持名念佛。 

 

所以蓮池大師他在這裡說，我們不能光只信，你一定要了解：為什麼我

持名。不能夠聽人家講：哦！持名念佛最好。所以你就拼命念、拼命

念，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持名念佛。所以就有一句話「信而不解」，你信

了，但是不了解的話，也增長你的無明──你不了解你在做什麼。人家

告訴念佛就可以往生，念佛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一切無礙。當你有障

礙，有煩惱的時候，你就不了解了，就增加你的無明。增加無明到最

後，你這個信就不是真信，你就會退轉；或者是糊裡糊塗的念，不是念

的一心不亂。所以「信而不解」是增長無明。 

 

那「解而不信」呢？我了解，但是我又不信。那就是邪見。所謂了解，

是他解釋這些經典，但他又不相信，不相信佛陀講的這個可以這麼好；

所以他解而不信，增長他的邪見。所以信跟解，在學佛過程裡面非常重

要的。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這還是復習前面講的。蓮池大師這最後講的，你要

萬慮咸休的話，就是一心不亂。 

 

所以你說我一天念佛十萬遍。不要說十萬遍那不可能，念一萬遍好了。

誰有念一萬遍的，一天念一萬遍的？沒有。五千遍？（問楊果瑜）妳一

天念幾遍？（楊果瑜：念一百遍。）啊！妳不是念佛法門嗎？（楊果

瑜：我是念佛法門，但是我想消我的業障，所以我先讀誦其他的經典，

每天就是必有的課要做。我覺得是我無所謂的厭離的時候，不是厭，不

是說我討厭的樣子，而是我要放下。但是在這過程中，其實我業障一直

不斷的跟著我，所以我希望先消它們，先把它們擺脫掉，我才能夠有心

去做。）那妳認為妳那樣念就擺脫了？（楊果瑜：我當然是盡我的力量

了。因為就像我說的我是比較散亂的人，所以散亂的人沒辦法擺脫，是

這樣子。） 

 

一天念一千遍的有沒有？都沒有啊。那你們要不要往生？ 

 

如果我們了解《彌陀疏鈔》裡所講的道理，不是你一天所念多少遍的問

題，是你怎麼念，而且你的心是怎麼樣。上次我們有講過，真正的念

佛，是你把佛陀的功德莊嚴放在你的心上，這才叫念佛。因為這個念，

是沒有那個口的念，是心心念念都在佛行事業上。所以你在做事情，你

把事情做好了，任何人家給你的困擾，你不起煩惱，這個都是在完成你

佛行事業、佛家的道業，這個就是念佛。不是說我一天坐在那邊什麼都

不管，你們都不要吵我，我一天念十萬遍，我一天念五萬遍，這是念

佛。這不是。 

 

我常常看有些人就是：我現在決定念佛了，我一天要念多少遍，家裡的

事情都不管了；結果弄得家人也起煩惱，自己也沒有辦法安心來念。這

個都歸咎在好像是人家障礙你修行。其實不是。我們在修行道路上，不

要讓人家起煩惱是第一點；不管對自己人或對外面的人，你都不要讓人

家起煩惱。因為起煩惱，他那個煩惱一定會回到你身上，你就會起煩

惱。所以最重要的不要製造煩惱，也不要讓人家起煩惱。不讓人起煩

惱，你就要把事情做圓滿。 

 

所以事法界裡面也講通啊，理事無礙。我做事情，明明這個道理是這

樣，為什麼我做了就這麼多障礙？因為你的理事有礙，不是無礙。你要

做到理事無礙的話，就沒問題；我知道這個道理是圓融的，做的事情也

是圓融的，自然的話人家就不會起煩惱，你自己也不會起煩惱。如果人

家針對你做些什麼事情的話，或者是這個人就跟你沒緣嘛，看你就討

厭，就對你怎麼樣的話；那你能夠不起煩惱，這也是念佛。 



 

所以真正的念佛是什麼？我講半天還是沒有人回答。 

 

這念佛，就是把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一切的莊嚴，一切的佛行事業放在

心上，你所做的每一樣事情都是佛行事業，你所做的每一樣事情都能夠

能凸顯佛陀的功德，那就是念佛！不是嘴巴叭叭叭一直念，當然那也

有，但是我們要了解真正的念佛是什麼。 

 

所以到後來，蓮池大師說「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你的內心裡面都已經

是彌陀佛的功德莊嚴了，你所現的依報自然就是淨土。即使你在一個很

混亂的地方，你內心是平靜的；你在一個很污穢的地方，你內心是光明

的，這就是唯心淨土。所以在理的一心不亂裡，你所到之處都是極樂世

界的莊嚴，有什麼珍禽呀、平原啊，都是極樂世界的珍禽與平原。蓮池

大師所要強調的是這一點。 

 

雖然他講的持名念佛好像是很簡單，但是我們內心所要準備的工夫其實

不是那麼簡單。所以我們不要認為：哎呀！持名念佛很簡單呀，這個是

那些不懂佛法的，不會念經的那些人去做的。不是！有些人認為：「反正

打坐我也不行，念經我也不喜歡，經典很困難啊。你看我們研究《楞嚴

經》研究三次了，還在楞嚴。這很困難，所以不要，我念佛就好了。」

不是！這種心態的話，你就沒有把什麼叫做真正的念佛放在心上；真正

的念佛是什麼？我們不了解，所以才會這樣想。 

 

你這樣的逃避的心態，你真的以為極樂世界都很快樂嗎？我們講過，所

謂快樂是什麼？你有痛苦，才有快樂。對不對？你沒有痛苦，哪有快

樂？如果極樂世界都沒有痛苦，只有快樂，你怎麼會覺得快樂呢？有沒

有道理？那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樂什麼？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邊不是

在追求：「哎呀！我要去極樂世界！所謂極樂，很快樂。我這邊太痛

苦！」我們這邊你要感受到很痛苦了，你才會欣求極樂。 

 

我記得我們上次在念四十八大願的時候講到四禪，第一禪是離生喜樂

地；第二禪是定生喜樂地；第三禪是離喜妙樂地；第四禪是捨念清淨

地。到第四禪沒有什麼樂了，四禪就已經沒有樂了。所以極樂世界可能

有樂嗎？有沒有樂？沒有樂的，極樂世界是沒有樂的。所以你說我要去

極樂世界快樂。那是不可能的。說：「到那邊，阿彌陀佛常常演法音，我

們隨時都可以聽法，不退菩薩為伴侶；我們都是跟著菩薩學佛，所以我

們不退轉。」沒有錯！我們要有這個心裡想法：阿彌陀佛在那邊說法，

我們要去聽。很開心，對不對？這個我們有。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娑婆世界，連聽法的因緣都沒有，你怎麼可能會想到

要去極樂世界聽法呢？有沒有可能？所以就是那邊和這邊對應不上。我

這邊什麼都不管，我就念佛；我對法也不好樂，也不會很想聽法。你這

個聽法的心都沒有，阿彌陀佛世界你會想聽法嗎？你那樣的不相應的

話，你要怎麼去彌陀世界？只有我們的心跟彌陀世界的心是完全一樣

的，才可能去到彌陀世界。 

 

這點同不同意？有沒有人反對？（有人說：沒有反對。） 

 

我們為什麼要聽聞佛法？要知道佛所說的阿彌陀佛的世界是多麼的莊

嚴，是如何的莊嚴；我們要把莊嚴道場的心放在心上，才有可能相應

的。對不對？等你往生的時候打那個電話才接得通啊！不然的話怎麼接

的通？不同的頻道，根本接不到嘛。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培養跟彌陀世界

的頻道是一樣的。那是什麼？念佛，就要念心。「生彼不離生死」，我生

到極樂世界那邊跟我沒有離開在這邊，它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說《阿彌陀經》或者淨土法門，其實是很深奧的，是很深玄的；絕

對不是很簡單的就是嘴巴「叭叭叭」的念阿彌陀佛。所以我們內心也要

有這樣的想法。 

 

 
 

看這一段，蓮池大師他解釋的很多，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故我世尊，乍

說三乘」，乍說，就是暫時說三乘。為什麼佛陀開始的時候說三乘？因為

是權，就是權宜之計，就是暫時的。因為你們都不懂，我就給你一個簡

單的，讓你們先了解一下，一步一步來，到最後還是一個實乘。實乘是



什麼？一代實教的大乘。所以他說這念佛法門「等頒珍賜」，就等於給你

很好的東西。他還說「不論根器大、根器小，念佛都可以往生」，所以就

是給你很好的禮物。 

 

「往生者，即得不退」，你真的能夠往生的話，一定不會退，為什麼？你

在這個娑婆世界，你就有不退轉的心了，你在那邊更可能不退。就好像

「不次之擢」，擢，就是升，就說我拉你。次，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不需

要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不次，就這樣跳躍上去，叫不次之擢。 

 

「廕序之官」，官，比如說你要升到宰相了，你要坐到什麼最高的官，你

要從最下面一步一步的升上來，到最後。他不是，你不需要這個樣子，

所以叫做「殊恩」，就是很特別的，很特別的恩賜的。這個「殊恩」，蓮

池大師有兩個含義：念佛是一個殊恩；第二個持名念佛又是殊恩中的殊

恩。所以持名念佛很重要。為什麼說持名念佛很重要？因為它是很難

懂，但是易行，就是很容易做。因為念佛嘛，誰都會念嘛。有沒有人不

會念佛？不會的，都會念佛。但是你真的懂嗎？知道念佛是什麼，不是

很懂。所以就是難懂，但是易行。所以叫做「殊恩賜殊」。 

 

楊果瑜：法師，講的兩個殊恩，一個念佛是殊恩，一個持名念佛是殊

恩，兩個它有差別嗎？ 

 

恒懿法師：念佛就剛剛講的，所謂的念佛，不是就嘴巴念的這個念，就

是你的一心一意都是在佛的功德莊嚴上；你所做的，都是我們學佛應該

做的事情。佛說戒定慧，你真的有做戒定慧；說聞思修，你真的有做聞

思修。完全是正法，完全是不起煩惱，這樣的佛行事業你去做，才叫做

念佛。那這持名念佛，又是所有念佛之中更殊勝的，所以叫做殊中之

殊。這樣的，明白嗎？還有沒有人不明白？ 

 



 

蓮池大師他這裡就講，你不需要離開「蛙步」，蛙步就是半步。你不需要

離開半步，你就有寶蓮花池，都在你面前了，不用跑到阿彌陀佛世界十

萬億千里那麼遠，只要你不離開半步就有了。不出戶，不需要離開你的

房子，你的地方都是金子，七重之樹，到處都是彌陀在說法，隨時你都

蓮花化身。「珍禽」，珍禽就是在阿彌陀佛世界裡面的那些鳥，叫珍禽。

「庶鳥」，就是在我們娑婆世界這些鳥，叫庶鳥。珍禽庶鳥，聲音都很諧

和的。所以沒有裡外，沒有你我，其實都一樣的。「瓊院」，就是阿彌陀

佛世界裡面的七重欄楯、七重羅網那些，叫瓊苑。「茆堂」，就是茅草

蓬，就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草堂。「並彩」，瓊苑，茆堂，都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因為你的念空，真念，你的念是空的，所以你是真的念。

這點就是你要了解空性。空性，我們之後再來講。但是蓮池大師他就說

你要對這個空性的道理很了解，你真正的念錢，還是真正的念佛。那你

念佛，就是在念心，生到那個地方去跟生到這裡是一樣的，是沒有離

開，完全都沒有離開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這是我們常常聽的，但是什麼

叫做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有些人就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念心，就可以

會淨土法門。就是我們平時要培養我們的心，我念心是彌陀世界，我念

心是淨土法門，那這個淨土就在我面前。但是你真的要有這樣的自性彌

陀，唯心淨土。這就要靠我們平時的培養、平時的努力、平時的用功。 

 

我本人覺得這個要做到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第一個最重要的應該是什

麼？你們想想看是什麼？自己想想：如果我要做到自性彌陀，唯心淨

土，我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才能夠真的漸次的到那個地方去，到那個

地步。你想想看是什麼？沒有標準答案的。（有人回答：放下。）還有

呢？（有人回答：不要有妄想。）還有沒有人有什麼意見？你一定要

說：我現在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法門是我的法門的話，那第一步

你自己要怎麼做，對不對？你一定要有第一步去做，別人講的未必是你

適合的。因為每個人的契機不同，不一定是你適合，但是你一定要開始

去做。那你的第一步是什麼？ 

 

楊果瑜：消業障。 

 

恒懿法師：妳好像很多業障，講來講去都是消業障。 

 

楊果瑜：太多了。沒辦法，就得慢慢消。 

 



恒懿法師：開口閉口都是業障。 

 

佛友Ａ：我感覺到，一心不亂。 

 

恒懿法師：妳要做到一心不亂，妳要怎麼做？ 

 

佛友Ａ：佛就在我心中，真的，我有這樣感覺，我整天就想佛就在我心

中，什麼事情我都想佛。 

 

恒懿法師：所以如果有人家給你煩惱，你怎麼辦？ 

 

佛友Ａ：我就不管了，因為我心中有佛，我有這樣的感覺啦。 

 

恒懿法師：對！真的是這樣。還有沒有人呐？這個很重要啊，你一定要

跟你自己說我現在第一步要做什麼。你第一步很重要，第一步踏出去，

你要踏對了，不要踏到泥巴裡面去。還有沒有人？你們都沒有啊？ 

 

佛友Ｂ：定力，培養定力。 

 

恒懿法師：對，為什麼培養定力？因為你就不會被影響，最重要的你就

不會被影響。你沒有定力，就會被影響。你在念經，電話來就起煩惱，

這都是被影響了。或者人家給你煩惱，你就很生氣。這都是。還有沒有

人，沒有啊？ 

 

佛友Ｃ：聽經聞法，因為聽經聞法，你才能夠知道你的思慮是正確的，

還是不正確的。 

 

恒懿法師：很好啊。你們要把聽經聞法，當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

聽經聞法，佛講的，我們講聖言量；佛講出來的話，當然我們不是聖

人，我們講出來不是聖言，但是佛陀借我們嘴巴講出來的，對不對？所

以你們還是聽到佛陀說的。這聖言量，就是熏習，你常常這樣聽聽，就

算你現在做不到，但是你就是種下去的種子，就給你自己八識田裡比較

多好的種子，多多一點聖人的種子在裡面。 

 

為什麼說持名念佛是很好的呢？為什麼是殊中之殊呢？這是因為我們要

在念佛，你一定心裡說：我要念佛。對不對？所以你心裡一定起來說我

要念佛。那你心裡起來我要念佛，你嘴巴是不是要念？所以你心口都要

念的。你這樣念的話，聲音，耳朵又聽進去了，又聽到你內心裡面去

了。所以你這樣真的做到心想念佛，嘴巴出聲音念佛，然後聲音出來，



這個聲音又從你耳朵進入你的內心裡面。這樣循環，是不是很好的一個

循環？這個念佛的聲音一直就在。 

 

你不念佛，念別的也一樣。你常常跟人家吵架，你也會這樣的。但是你

那個就不是聖言量了，就不是清淨的了。或者有些人看電視就是專心的

不得了，一心不亂了，做什麼都一心不亂，念佛、念經就沒辦法。他那

樣也是一心不亂，但是那個就不是聖言，不是佛講的，它就不淨，不是

清淨的。 

 

你常常念佛，一定要從心裡想要念佛，然後從嘴巴出來，耳朵又聽進

去，你這樣輪迴，你這個整個所顯現出來都是清淨的。所以才說「清珠

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你這個等於清珠嘛，清的珠子投在骯髒的水

裡面，你這個髒的水都會清的。所以你這樣念的話很清淨，你在這污濁

中，你自然還是清淨的。為什麼持名念佛非常殊勝，原因在這裡。 

 

 
 

「感時」，為什麼說感時呢？蓮池大師他會寫這個《彌陀疏鈔》也就是很

感慨當時的狀況。其實他感慨當時的狀況跟我們現在也差不多，而且恐

怕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這個人，我們可以講是劣根性啊還是人的

習性就是這樣子，不太喜歡聞思修，去思維什麼是對的，什麼是應該做

的，所以就會有這樣的狀況。那我們現在看看他感什麼時。 

 

蓮池大師說：「此則理之一心，全歸上智。」就說這個大部分的人在念佛

的時候，都有兩個極端，一個就是鈍根「守愚之輩」，就是他對事情就只

對事，對理就不管了。你告訴我念，我就念佛了，我不管了，就一直念



念念，什麼都不管了。「執理」，那有些人就有點聰明，因為聰明，就

「執理而事遂廢」，就是對事情很著迷，去讀各種書啊，去把道理講出

來，但是他不去做。蓮池大師說，這兩種人是當時很常常有的，所以他

就很感慨的說，人們不曉得把事跟理融合在一起。 

 

那些只管事相的人呢，他就好像什麼？就好像「蒙童讀古聖之書」，童

蒙，就是小孩子，他都還不懂事，去念那個古來聖賢的書。那個「執理

而遺事」，就是只顧道理不念佛，他就好像「貧士獲豪家之券」；就是貧

窮的人，他是窮光蛋一個，或者乞丐，他突然在路邊上撿到那個豪宅，

豪宅裡面流落出來金銀珠寶有多少啊，傢俱有多美好啊。意思他撿到

了，那也是有錢人家的，他還是貧窮沒有啊，光看這些好的東西，他自

己都沒有，自己一點都沒有。所以這個就是蓮池大師他非常感慨的。 

 

他就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為什麼他們沒辦法好好的在理跟事方

面好好的來做？所以他就在這裡說，學佛呢一定事理要兼備。就說我們

聽經聞法就了解道理，了解道理就是要聞思修；如果你聽了，不去思

維，不去思考的話，你是不可能入心的。就聽一聽，回家睡個覺，第二

天又忘了。如果今天你們沒有好好想的話，明天問你們，你們大概忘記

今天說什麼。有沒有可能？有。對呀！那就是沒有入心，其實在理上你

還沒有在下工夫。在理上下工夫，你就要思維，思維今天講的是什麼。

那修，就說我今天這樣子是不是適合我修，我應該怎樣下手去修，這樣

聞思修。所以學佛就要做到有事相跟理都要有，修行上，我們就要解行

並進的；就是你要了解正確的道理，那你要去修行，缺一樣都會有問題

的。 

 

所謂「守愚之輩」，就是自己認為我很笨啊，這種人叫守愚。不肯求取真

理，認為說：唉！我是很笨的人，我不懂啊，這個佛法這麼深奧，我聽

不懂，算了！我不會，我念佛就好了。這就是守愚之輩。 

 

「小慧之流」，小慧，就是自以為聰明，所以他就常常般若智慧什麼，空

理。其實這個都不是真空的道理，都是偏，我們講偏空，這個都不是真

正有智慧的，都不是真正的智慧的人。所以這種人，他這兩方面沒有辦

法來支持什麼叫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的道理。在念佛上面，他就會有缺

失，他就沒有辦法達到。 

 

其實現在有很多這種狀況，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有很多人對念佛法門有

些就嗤之以鼻，他認為愚夫之類的在念這種法門。為什麼會這樣呢？也

是因為顯現出來這個樣子。我曾經碰過，他是念佛的，他說：「念佛真簡

單呐。佛陀第十八願，你只要持名，根本也不需要很專心的，你只要有



念就行了，你不專心也沒有關係的。」你看，他認為這樣子真的很對

的，所以他就這樣做。 

 

當你聽到這樣的話，你對念佛的法門就開始想：到底要不要做？對不

對？跟我們學習的佛法不一樣。不是說你念佛，你就不需要專心了，你

念佛什麼都不用管了，我佛學道理都不用管了。那佛陀講的三藏十二部

來做什麼？不是說你有念佛法門，我三藏十二部都不管了。這不太可

能，這個就跟佛陀講的道理有點違背。也因為有這樣的人，所以讓很多

人會對這個念佛有點退卻，不曉得我這樣做到底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念

念念，念到半天，自己也起疑惑了：那我這樣子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往

生淨土？都開始起疑惑了。為什麼？就是對道理不夠透徹的了解。所以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地方，要彰顯到這個道理是什麼理體。事相的修行之

外，還有理體要怎麼去彰顯它，才能夠證得到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的道

理。 

 

蓮池大師說，還有執事廢理的人，如果他真的很專心的念佛，比方說他

每一個字都念得清清楚楚，然後又連續不斷的，淨念相續，一直念一直

念。那他對道理不懂，他一樣是可以往生的。他用淨念相續的佛號代替

妄念，他這樣最起碼有清淨心了。雖然這種人他也許品位不會是很高，

但他還是有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對有些人來講，沒關係的，我只要往生

就好了，不管什麼品位了。 

 

那有些人，如果你只是對理上了解，在事上你不修的話，你就會有點偏

空，出來偏空理論的話，甚至還起了邪念──有時候會說這個《彌陀

經》不是了義的，是不了義的；念佛，它只是一個天上的一個國土，都

有這種說法。為什麼他會這樣？當然就是對這個事跟理不夠透徹，也辜

負了佛陀講《阿彌陀經》這個淨土法門。可惜啊！因為就這個一念，我

們可以超越三大阿僧祇劫。 

 

為什麼說一念就可以超越三大阿僧祇劫？這麼簡單，我連修行都不用

了，我一念彌陀，我就可以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其實這還是有理論在裡

面的，為什麼？當你到事事無礙的時候，是不是跟佛陀無二無別？對不

對？你事事無礙的時候，你有沒有時間跟空間？沒有了。完全沒有了。

那你沒有時間和空間，你哪來三大阿僧祇劫？沒有了，不需要三大阿僧

祇劫，就是你要做到時間跟空間都沒有啦。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有三大阿僧祇劫？就因為我們有時間、有空間嘛。

我們今生、下輩子，還再下輩子。我上輩子修得怎樣，下輩子我要是沒

修好，我又墮落了，墮落了不知道幾輩子又出來了。這就有三大阿僧祇



劫在我們前面。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到事理無礙，事事無礙，我們還

是有我們衆生，我們還是有這個阿彌陀佛的世界，我們還是有我要往生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我在這娑婆的世界是非常的痛苦，我要往生極樂

世界。你要有這種想法，你自然就會我今生念佛，希望能夠往生；往生

不了，我只好下輩子再繼續念。下輩子沒有念到佛的話，也許墮落了三

惡道，三惡道又好不容易多劫又出來，出來又開始念佛。就這樣是三大

阿僧祇劫，是不是？所以「一念超越三祇」，不是我們念佛這一念，就是

我們心能不能做到事事無礙。 

 

我們要怎麼做到事事無礙？不是你想做就做到事事無礙，對不對？要怎

麼做？（楊果瑜：要找出來如來的真心。）要怎麼找？（楊果瑜：要排

毒法。）怎麼排？（楊果瑜：把不對的去掉！就是要把染去掉，起煩惱

就要把煩惱放下，就這樣子。） 

 

其實還有一點，欣求極樂是沒有錯，我真的很要這樣做，你只有說我覺

得這個方法真的是對的，我真的要去做，我才會發願的，對不對？你要

覺得說：哎呀！這個極樂世界真的是很好，我才會想要去。願力才這樣

起來的嘛。所以一定要對這個法門，你覺得真的是很好的法門：這個真

好！我能夠越三祇一念。我要怎麼能怎麼越三祇一念？如果我真的能越

三祇一念，我就不用這麼辛苦的三大阿僧祇劫。那我要怎麼做？這個真

是太好的法門了！所以我要去做它。我要怎麼做呢？就要開始想：哦！

去除法也可以啊！還有一個什麼法？看你要怎麼做。 

 

一定要開始先給你一個：我要怎麼起頭。這個起頭不是你自己想，佛家

裡面講了很多方法給我們，有些是打坐，打坐可以開發智慧呀。為什

麼？因為我們人身體的能量其實本來是蠻具足的，但是因為我們妄想，

我們煩惱，所以能量就耗掉很多。當你打坐的時候，你那個能量就可以

聚集起來；你能量聚集夠了的話，你在往生的那一刹那，你就可以靠你

這個能量，可以一舉而飛。就說你這個能量夠的話，就好像那個球，你

氣夠的話就跳得高；氣不夠，就沒有。你能量不夠、氣不夠，當然就沒

有辦法。 

 

打坐也是方法。打坐，就是你要靠這種想法：我要怎麼做才是正的。因

為有很多打坐，就像剛剛誰講的，我要有三昧，三昧是什麼？就是定。

定，最快能夠得到定的就是打坐。以前大德念經也入定的，念佛也可以

入定的，都可以。各種方法都有，就看你自己契哪個機。所以你就是一

定要說：我今生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個是你的目標、你的願

力，那你就要開始走這個方向，就看你要怎麼做。有人就說：我要去除

業障，第一個我一定要把業障消掉，我才能夠去。這都是很實際的想



法。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做很多事情，我沒有辦法做到？我明明就是很想念

經，為什麼我沒辦法念？就是會懶惰！或者我明明就很想去佛堂共修，

可是就有很多事情障礙著我，讓我沒辦法去。為什麼？就是障礙！那你

就要把這個障礙去除掉。或者是我明明想跟大家一起共修，可是這個人

就讓我很生氣，我就一氣之下不來了。這也有啊，這個是你的問題，還

是誰的問題？是人家讓你生氣嗎？是誰的問題？自己啊！有沒有說是人

家的問題？不可能！就好像有些人說：我看他這樣，我不去道場。這種

人最要命。這個人跟你去道場有什麼關係？毫無關係呀，對不對？其實

是自己的問題。你因為這個樣子起煩惱，不到道場；或因為這個起煩

惱，不修行。其實都是自己的問題，這個是什麼？就是業障，我們講就

是障礙，不要講業障，業障聽著好像很刺耳，叫障礙好了，這就是障

礙。 

 

怎麼去障礙？（楊果瑜：去障礙就要甘心受，因為有時候你不甘心受，

它就會再回來，所以你要甘心受，心甘情願的接受、理解，然後放下。

因為你不放下它，還會有對待。）這個好像妳很有經驗。 

 

師父曾說，有一個太太，她常常在家裡被先生打，先生看到她就莫名其

妙的打她，她被打得很痛苦，常常兩個人就吵架，打架。她就碰到一個

老和尚，她就跟老和尚講，她很痛苦，她先生常常莫名其妙就打她，而

且拿掃把就打她。那老和尚就跟她講說：「妳回去的時候，妳先生打你，

妳都不要還手，妳就讓他打，妳心甘情願的讓他打。如果他拿一個掃把

不夠，你多拿一個給他，就多拿幾把，讓他好幾把一起打。」她就信了

這個和尚，她就回去。她先生又來打她，一直打一直打，她就不還手。

打得那個掃把有點虛了，她就再拿個掃把給他打。反正就一直打一直

打，打到最後，他先生就放下了，就再也不打她了。為什麼？因為她甘

心受，受完了嘛！如果她不甘心受打回去，兩個人又在打，兩個人又沒

完沒了。所以她就一直讓他打，本來拿一個掃把打，她多給他一個，加

倍掃把的量，就還的快一點嘛。她先生到最後掃把一放下，哈哈大笑，

就再不打她了──這個業就了了。 

 

所以你們要有什麼委屈，甘心受啊，聽到沒有？還有沒有問題？這方面

其實是我們常常碰到的問題。這不是說夫妻之間的問題，其實人與人之

間也是，常常就覺得莫名其妙：這個人怎麼老是針對我？或者是老看這

個人就是不順眼。都會有這樣的，這是過去我們的業。但是這個業，你

怎麼了？不是你看到討厭不理他或怎麼樣。就是接受，就像剛剛講，甘

心接受；接受他這個業，就比較容易走。不然的話，就好像你欠他的



債，他要還；要還多了，他又欠你的，就這樣來來回回，沒完沒了的，

對不對？倒不如就甘心的受，受完了就沒了，這個業就過了。 

 

我們還是要很了解事相要怎麼處理，為什麼那個太太會被打？這是過去

欠他的，這是理嘛。她欠他的這個理，她知道了以後，她還他嘛。就理

事無礙，給他打，打到後就沒有了，不是很好嗎？ 

 

佛陀的道理叫無礙，就是你怎麼做，都可以把它圓融，就說圓融到兩者

都沒有煩惱，這就是佛家的高明之處。西方的哲理就是有事跟理而已，

它沒有到這個無礙的地步。因為西方的哲學，西方的道理就比較著重在

眼見為憑，就要有憑據，要有什麼。當你沒有憑據的時候，有時候他們

就會卡住了，就覺得說：這個道理是不是真實的，我不知道。所以當你

了解了這個背後的真正的義理的時候，你就可以做到理事無礙。那這樣

的話，大家都好，都很開心。 

 

真正要做到理事無礙，第一個不要讓人家起煩惱，也不要讓自己起煩

惱。你只要讓自己起煩惱，讓人家起煩惱，你障礙就開始了，你要怎麼

修啊？很難修的！無明嘛！十二因緣開始是無明，不要起無明，這個無

明一起，下面又輪迴了，所以無明是最重要的。常常的憶念這個無明是

什麼，不要讓它起來。（十二因緣，就是：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

色、五六入、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 

 

 
 

這淨土三經，我們常常忽略《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通常只講

《阿彌陀經》。其實真正還是要看這兩部經，雖然我們做不到，或者《觀

無量壽經》的觀法我們是不容易做到，但是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為什



麼他要講這個，一定有他的原因。 

 

這個持名念佛很重要的，我們可以講它是正因，其它是助修的法門，就

是淨土的資糧。 

 

 
 

我們來看看《阿彌陀經》的往生條件很簡單，「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

得生彼國」。你只要念到一心不亂，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心不亂，

實際上就是《無量壽經》所講的「一向專念」。《阿彌陀經》裡面講念佛

可往生，沒有講什麼是少善根、福德、因緣；所以我們就必須從《無量

壽經》和《觀無量壽經》來補充，什麼叫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而

得生彼國。 

 



 

《無量壽經》的往生條件：第一、出家為沙門；第二、發無上菩提心；

第三、修一切功德；第四、一向專念，念阿彌陀佛。當然你四個都做

到，你就上品上生了。不一定每個人都是出家，對不對？但是你還是要

發無上菩提心，還是要修一切的功德，還是要一向專念念阿彌陀佛，這

些還是要坐做到，才可能到往生。 

 

 
 

《觀無量壽經》的往生條件：第一、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

修十善業。有時候你會說：「我很孝養父母啊！」有嗎？你內心是真的很

孝順嗎？你真的有奉事師長嗎？慈心不殺是不殺人了？慈心是什麼？修

十善業。第二、受持三皈，具足衆戒，不犯威儀。就是有受戒，所以戒

律還是很重要的。第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就是你要發菩提心，除了發菩提心以外還要深信因果。什麼叫發菩提

心？你真的深信因果嗎？這其實都是我們常常要看的，常常給自己一個

警惕，一個規範──我今天到底是不是有這樣做？ 

 

佛友Ｅ：第二條當中的具足衆戒，指的是具足戒嗎？ 

 

恒懿法師：具足衆戒，以出家衆來講，就是我們的出家戒。在家衆，就

是要受五戒、行十善，或者是你去受菩薩戒。這樣叫做具足衆戒。有了

這以後，你還得不犯威儀。不犯威儀，就說你不要太隨便。還有沒有問

題？ 

 

為什麼有些大德或有些人在講淨土法門，說：你經典都不用念了，你什



麼都不要管了，你只要念佛就好了，其它都不要管了。其實你還是要了

解經裡面的意思是什麼，他要告訴我們什麼。知道我修十善業，這十善

業是什麼，我應該怎麼做法；戒條是些什麼東西；讀誦大乘經典，為什

麼要讀誦大乘經典？就是要我們了解大乘經典裡面的道理。所以絕對不

會說你什麼都不要管，你只要念佛就好。 

 

我們在想要欣求極樂的時候呢，蓮池大師他強調的持名念佛，不是只念

佛而已，很多事情都是要做得。所以他才會感慨的說：佛陀開示很多的

妙法，很多很好的道理，就是要我們出離三界苦海。我們得到人身才能

真正聞到妙法，現在已經得到人身了，可是我們又不肯好好的持名念

佛，求生淨土，就真的是辜負了佛陀的恩澤。所以蓮池大師才會感慨。

為什麼衆生是這個樣子？為什麼衆生在這方面會這麼的不注意？不是太

辜負了嗎？對上來講是辜負了佛恩了，對下來講就是辜負了自己本來的

真如佛性，都辜負了。所以他覺得很可惜！所以他在〈感時〉就說，時

下這些人為什麼不在事跟理方面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做，就在偏一方，

結果都沒有做好，都沒有做對，浪費了一生的時光。他覺得太可惜了。 

 

佛友Ｆ：法師，就是我看三經提到往生條件有所差異，比如說就《無量

壽經》提到了一向專念阿彌陀佛，《觀無量壽經》沒有提這個叫阿彌陀佛

的人，所以這是互為補充啊，還是他們本質上是一樣的？ 

 

恒懿法師：我覺得本質上是一樣的。因為《觀無量壽經》是觀嘛，十六

觀法，可能在事相上它比較重視，所以它會講比較多事相的事情。但是

你看，「不犯威儀」，其實也是專念。什麼叫做犯威儀？就是很隨便，就

是你衣著行為上都是很隨便。你會犯威儀，通常你就是不夠專心，才會

犯威儀。那你「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也是一向

專念，他沒有講，但是兩個一樣，這兩個條件其實沒有差很多。發菩提

心，修一切功德，一向專念，念阿彌陀佛。跟那個發菩提心，深信因

果，其實一樣。如果你覺得這兩個好像有些不夠，你可以把兩個加起

來。那你看這《阿彌陀經》更少了，就說少善根福德因緣，善根福德因

緣是什麼？就是後面這個加起來就給《阿彌陀經》。還有沒有問題？ 

 

佛友Ｇ：法師，我們看《無量壽經》往生條件，第三個修一切功德，第

四個一向專念。這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條件，但是阿彌陀佛四十八

願往往有說，十念往生。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思維一下這個臨終的時候

怎麼念，他才可以往生。那這十念到底是怎麼念的？如果我們不知道這

十念是這種念的時候，其實跟它是有衝突的。 

 

恒懿法師：就像我之前講的，就是現在的人把念佛這個法門，有時候又



太過於簡化了，就說我這樣念佛就好了。其實我們講念佛這個念，十

念，不是我念十遍，應該不是只有念十遍。就好像我欣求極樂，你真的

是欣求極樂，還是怎麼樣，這個極樂是什麼？這個極樂世界是什麼？或

者我十念，這個十念，我到底該怎麼念？我剛剛講這個念佛的念，真

的，我們所謂的念佛，是我心心念念的念佛，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佛行事

業，我才可以說是念佛。而不是嘴巴念的十遍，這不叫十念法。可是一

般的人在講這個十念的時候，就十念嘛。所以我們很多人就說，我只要

念這十念，我就可以往生了。可能嗎？我們念了那麼多遍了。 

 

我們看他四十八大願說，我們不是有看過嗎？「這個十方衆生只要聞我

名字，就可以得無生法忍。」你聞阿彌陀佛的名字沒有？聞到了。你得

無生法忍了沒有？沒有啊。有誰得了無生法忍？所以我們在解釋這個的

時候，我覺得我們要很小心。有些人就講：你看，十八大願十念嘛！只

要十念，我也不用很用心的念，我就要隨隨便便。這是這樣講的，你不

要很用心。那我覺得說，怎麼念佛這樣子呢？會讓一些人會退步。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就像蓮池大師講的，以《華嚴經》的義理來加入我

們淨土法門的話，才合乎我們的邏輯。不然的話，其它的經典要十善業

什麼，那阿彌陀佛你只要念十遍就往生的話，好像又不太合這個因果的

道理。所以我們必須要找一個怎麼講都合理的來闡述。 

 

之前我不是把十八大願、十九大願、二十大願都講了，其實真正四十八

大願對我們娑婆世界衆生大概就是五六個而已。 

 

就剛剛講「聞我名字就得無生法忍」這個，你就很難。我們都沒有得無

生法忍。我們不得無生法忍，他不是不取正覺嗎？到底他有沒有正覺？

他一定有。所以就絕對不是我們所認為的「聞」，應該是觀音菩薩的返聞

聞自性的聞。因為他那個「聞」，絕對不會說是聞他的名字，是把我們自

性跟佛陀自性合二為一才叫做聞。這樣講有沒有道理？是比較合乎邏輯

的。不然的話，你光這一條，你叫人家怎麼信呢？如果我們拿這一條

「十方世界衆生，聞我名字，即得無生法忍。不得無生法忍，不取正

覺」，你拿這個來闡釋，來提倡的話，大概沒有人要念佛了。因為你自己

心裡心知肚明，沒有得無生法忍嘛，是不是？ 

 

近育法師：我覺得尤其明末以後這個念佛法門，尤其是往生的人，淨土

念佛風氣就非常的興盛。那這麼講起來，助念都助念八個鐘頭，那肯定

人人往生，不只十念而已嘛，必得往生。所以在邏輯上我覺得比較可能

說服人，這是一個。第二個，我覺得佛陀出世的這一個本懷，他不是把

念佛當作一個宗教的儀式這樣子來攝衆。我覺得他是要我們在日常生活



裡面去修行，去改變自己。所以為什麼不會鼓勵神通的事情，是鼓勵我

們去在我們的基點上面去做改變，主要是在這個地方。所以他鼓勵我們

要發菩提心，去慢慢調整我們的心態，到最後沒有一絲為自己的心，完

全是為別人的心，發無上菩提心，然後修一切功德。這個都是在我們的

習氣毛病的這個基本上做出一個改變。我覺得佛陀他出世的本懷，應該

不是把他的教法做一個宗教。 

 

恒懿法師：其實佛在世的時候沒有佛教啊，是後來才叫佛教。佛是把他

要說的告訴衆生，衆生相信了就照做嘛。就像在法華會上五千比丘就退

席了，他也沒有去叫你回來。為什麼？這就是佛陀他要教的，根對機，

告訴你們。只是後來的人把它做成宗教。當一個宗教形成的時候，其實

是好也不好──因為一個宗教形成，它就是一個制度，那我們就跟著這

個制度來。 

 

我們講「法久必失」，因為制度是人製造出來的，所以一定會有缺失，到

最後就會有偏差。以前師父跟我講：「你們要有創意。」那時候我聽了：

「為什麼佛教要有創意？我們就跟著佛陀講這樣就好了，我們需要創意

什麼？」在我現在的體會，所謂「創意」就是我們要一直把不好的去

掉。因為這種世間的東西一久了，它就會弊病出來，有弊病那你一定要

知道，我們就常常要審視這弊病，然後去改，常常去改。所以這個世界

是轉的，這個世界一定不停的。為什麼有《易經》？易，就是改變，就

是你一定要不時的改變。你如果一成不變的，到最後一定會有毛病。所

以我們說：以前佛這樣講，過去的佛這樣講，你只要念佛怎麼怎麼。但

是到最後你一定會有疑惑。 

 

當然也有的人，我們也聽過很多故事，什麼打鐵匠打鐵，敲一下念阿彌

陀佛，他就往生了，對不對？好幾個都是這樣往生啦，他們都可以。但

是那個到底是少數，而且他們一向專念。他們沒有別的，沒有別的雜

念，一向專念，所以他們可以往生。他們也沒有做別的事情，他就是念

佛。有這些例子，但是不多，而且非常少，可以數得出來，有幾個可以

這樣子做。所以我們不是不識字，我們都識字，說有學問也是有一點

點，那你就是要在這個地方去找一個適合你自己的，你自己內心裡面覺

得說我可以相信的。 

 

有時候我說，這個佛陀說的我相信，其實是不是真的相信？未必。但是

你把佛陀講的內化了以後，你覺得這個道理是對的，這個確定是對的，

我就會去做，就會心甘情願，而且我是會全心全意的去做，這是完全不

一樣。佛陀告訴我這樣做，所以我就做了，真的是這個樣子。佛說的所

言不虛，我一定要去做。這個感覺，那個動力就不同，我們有不同的動



力做出來就是不一樣。 

 

不然你就是人家告訴我，我一天念幾千遍阿彌陀佛，甚至還有一個說法

是你念滿幾十萬遍的〈往生咒〉，你就一定往生。這個讓我們聽起來邏輯

上就很難接受。有些人接受啊，就很專心去念。可是我們要做到理事無

礙，就是要讓普羅大衆都能夠接受，這樣的話我們才真正的是把佛法傳

出去。不然的話做出來的也好像不合佛所說的法，就非佛所出世的本

懷。開示悟入，信解行證，都要有嘛，結果都沒有。 

 

我講這些只是鋪陳，因為持法師要來，她是講蕅益大師的《彌陀要解》。

那個當然也是很精彩，我們就是要先有個心理準備，聽《彌陀要解》的

話，就可以更深入，更能夠契我們的機，我們也才可以知道我們要怎麼

再深入的去念佛，要怎麼去念佛。這樣我覺得對我們是有好處的。我也

沒辦法說把《彌陀疏鈔》從頭到尾講一遍，就把它的序文稍微介紹一

下；根據現在的狀況，我們大家了解一下，然後來看看我們要怎麼做，

要怎麼修行讓我們真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念超越三大阿僧祇劫，這

才是我們要的，對不對？不要再來三大阿僧祇劫，不要再來六道輪迴

了，不是很好嗎？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佛友Ｈ：法師，我有一些問題想問問你；因為平常我們在居士團去助念

的時候呢，很多人都有問題，就是這皈依證怎麼處理？要用什麼被子？

為什麼我們可以穿海青，要把縵衣留下來呢？有些問題我們常常遇到。 

 

恒懿法師：你們都沒有問嗎？你們有沒有問法師們？你們呢怎麼說，那

縵衣為什麼要拿下來？縵衣等於是戒衣嘛，我們通常不燒戒衣的嘛。 

 

佛友Ｈ：還有，因為我們皈依證上面有師父的照片，把它剪下來，那剪

下來怎麼處置呀？拿到佛堂？放到家裡？ 

 

恒懿法師：千萬不要拿到佛堂，佛堂老是收你們這些。（衆笑） 

 

近育法師：那我就返回來問你了，請問那個比如說那個人他修的是地藏

法門，然後他往生的時候能夠把《地藏經》燒了嗎？不會的，對不對？

所以剛剛法師說這個戒衣是佛制的戒衣，那個是佛的東西，所以不能

燒。 

 

佛友Ｈ：有些家裡人跟你一樣行菩薩道、信佛教，那你的縵衣也可以留

給他們；有些家裡沒有人啊，那個縵衣怎麼處理？ 

 



近育法師：很多人家裡老一輩的，我們下一輩年輕人都不信佛了，所以

我們這一輩人家裡有很多的經書，或者看到其它的佛像就請回去，所以

家裡的佛堂就很多。可能在我們覺得年紀大以後，你就要慢慢捨，不要

把這個問題留給下一輩的人。或者是他們不信的時候呢，可能他們就做

一些不好的事情。剛剛果瑜說我們要過減法的生活，不要過加法的生

活，可能我們生活要越來越簡單，東西要越來越少比較好。 

 

江蓮影：她弟弟的岳母跟她的媽媽都是師父的弟子，往生的時候，他們

聽師父講把皈依證火化了，放在骨灰旁邊，縵衣就摺好就放在骨灰甕上

面這樣子。這算是他們處理的方式，有沒有什麼異議？ 

 

佛友Ｈ：要是他不是火化呢，土葬？ 

 

恒懿法師：土葬，不知道。 

 

佛友Ｉ：我媽媽上個月跟我講一個事情，媽媽叫我準備一個布袋子，然

後把皈依證放在袋子裡邊，媽媽準備土葬的啊。我爸爸往生的時候，因

為當時我忙，這是媽媽跟我講的，所以我就想起來。 

 

恒懿法師：土葬，放在棺材旁邊它也會爛掉，跟那個一樣爛掉。 

 

佛友Ｉ：法師，您們的衣服？ 

 

恒懿法師：我們的衣服都可以給人家用啊，OK 的。這個衣服嘛身外之

物。只是有些人覺得好像人家用過的，又是那個的，就會怕。其實沒關

係的，沒有關係的。 

 

我們出家衆亡五衆，所謂亡五衆，就是五衆往生的那些，我們都是拿來

用的。他一往生了，東西就分了。現前現前僧，就分完了，這都還可以

用。所以你們往生的東西就不要拿到佛堂了，我們佛堂收這些東西挺麻

煩的。有些人用陀羅尼被什麼的。 

 

佛友Ｊ：我在華嚴聖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留下的這是居士們用過的海

青跟縵衣，給有些人來結緣的。有人要請縵衣、海青的時候，常住還問

他們要不要，他們都不要。 

 

恒懿法師：對呀！通常他們都不要，就會覺得好像有什麼。我說 OK

的，人總有一死，東西不要浪費嘛。 

 



佛友Ｋ：在舊金佛寺，那時候貞法師當家，有個居士往生了，她孫女

來，她孫女就說她不會煮，也不懂怎樣煮這些啊。貞法師就問我：能不

能幫她煮啊。我說好啊。有些人知道就跟我說：哎呦！妳不要幫她煮，

妳不要做這個事情。 

 

恒懿法師：所以以因果來講呢，這是幫助人家的，這絕對是好事的。就

像有些人說不喜歡人家在她家生病啊往生。其實你如果讓一個人往生在

你的地方的話，其實是好事。為什麼？因為她會感激你讓她在那個地方

走，其實這個是好的。因為她走，可以有個地方安頓她，讓她可以開開

心心、安安靜靜離開，其實是好事。可是有些人就會害怕：哎呦！這個

人在我家，在我這個地方往生。其實如果我們以因果道理來講的話，不

要太迷信，也不要太外道的想法。如果你相信因果，絕對都是好的！ 

 

趙東方：剛才講的，我覺得非常對，這是好事。但是比方說往生的人用

過的東西，衣服、海青、縵衣啊，甚至於拐杖這樣的東西，我們佛教叫

來講物盡其用，人盡其財，是對的。但是呢往生的這個人，他是不是真

的超凡入聖了，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他是不是會有執著，這個

對於我們正在修道的人，或者是凡夫俗人來講，有可能是一種隱患。因

為你不知道那個人走了，他是不是有一天：啊！那是我的海青、我的縵

衣、我的拐杖。或者是我在這地方往生，他要執著再回來，他回來騷擾

我的話，騷擾又怎麼辦？所以我想，我希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乾乾

淨淨，無牽無掛，我不欠人的，我也不隨便的提供任何有可能讓對方產

生執著的地方。我還是希望一句話，清清白白。但又違反另一原則：物

盡其用，人盡其財。這個海青也好，縵衣也好，拐杖也好，這個人使用

了，下一個人真的可以用上？海青、縵衣或者拐杖對於他本身來講，我

認為有失公平的。我認為萬物皆有緣，我還是希望珍惜物命。說白了沒

完沒了，怎麼辦呢？ 

 

恒懿法師：我跟你講，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沒有說你這樣做是對的，

或者不對的。就看你自己，你自己做了以後，你內心安，心安心開。

OK！如果你覺得他在我這裡走了，他會不會回來找我？哎呦！這個他的

東西我用了，他會不會很執著啊？是有這種事情啊，是有啊。有人用了

往生者的東西，真的他很執著，是有這種事情。就看你嘛，你要產生害

怕，就不要做。你覺得 OK，就做，沒關係啊！對不對？這沒有標準答

案。那是不是會碰到？那也是你的緣嘛。你碰到，就碰到；沒碰到，就

沒碰到嘛，放下心就好了。 

 

趙東方：所以說假如我要選擇什麼都不想，我不牽掛，我不牽連，我沒

有什麼好擔心的，乾乾淨淨、清清白白，我這樣做也沒錯啊！ 



 

恒懿法師：沒錯！OK的！對對對，沒問題！對，我講過不要起煩惱，最

重要自己不要起煩惱，人家也不要起煩惱，那就 OK 了。你也沒害到別

人，對不對？是不是？ 

 

佛友Ｌ：我還有一個關於「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這個理論，怎麼理解

這個發願往生了？因為我感覺你既然認識到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了，那

你還用發願往生嗎？ 

 

恒懿法師：那你相信說，因為你知道自性彌陀，你做到沒有？沒有啊！

自性彌陀，是我的心跟彌陀是完全一樣。你現在心根本不可能嘛。因為

我們很多煩惱，只要是佛都沒有煩惱的，「業盡情空了」，我們還是很多

業障、很多煩惱。我們要把我們的心，自性清得像佛陀一樣，那你要怎

麼做？當然要發願啊，我一定要做到這樣子，對不對？發願是發這個

願。 

 

佛友Ｌ：發願是發這個願，但是這個跟發願往生到淨土？ 

 

恒懿法師：一樣啊，所以說唯心淨土。你這個心就是淨土嘛，所以你發

這個心，一樣就等於往生淨土了，一樣的道理啊！所以為什麼世俗說

「我就是佛，佛就是我」，就是這樣。但是你要真能去做到，不是光嘴巴

講。光嘴巴講就是邪慧、就是空慧，這個是沒有用的。 

 

楊果瑜：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一點，你要發願到東

方，那也 OK。你不用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你說我要發願到東方東方淨

土，也 OK 的，所以只要能夠做到你的自性彌陀，你愛去哪裡都 OK！ 

 

恒懿法師：重要的是這個。其實我們講過嘛，所謂淨土，不是只有西方

才是淨土，所有整個華嚴境界都是淨土，華嚴世界海都是淨土，對不

對？不是只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才叫淨土。再加上你內心是光明的，那

已經是淨土了。 

 

佛友Ｍ：藥師琉璃光世界也是淨土。 

 

恒懿法師：對呀，藥師琉璃光也是啊。所以藥師琉璃光佛才會說，如果

你要念他，你要往生西方也可以的，他也給你去的。 

 

趙東方：剛才提到如果不打妄想的話，我們身上的能量應該是具足的

嗎？ 



 

恒懿法師：打妄想，我們的能量少掉了，打坐就具足起來。 

 

趙東方：將來往生的話，積攢資糧，我們就可以出去，就是能量具足，

就超脫出去。那我在想，按照這個原理分析下去，按照這個邏輯思維的

話，能不能進到一個程度，不需要往生就能出去，活著也可以出去？ 

 

恒懿法師：行啊！ 

 

趙東方：那出去，怎麼保證能回來？安安穩穩回來？ 

 

恒懿法師：你想要去那裡你為什麼要回來？你不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 

 

趙東方：如果是沒有準備好，沒打算去，這裡還有好多任務沒完成。 

 

恒懿法師：這個就不是真的出去。 

 

趙東方：真的出去是一點罣礙都沒有啊！ 

 

恒懿法師：對。你還有事情沒辦好，怎麼會？老實修行啊！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