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淨國土淨」談人間佛教
(釋厚觀，2019.9.22)
一、佛法以有情為本
（一）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43：
凡宗教和哲學，都有其根本的立場；認識了這個立場，即不難把握其思想的重
心。
佛法以「有情」為中心、為根本的，如不從有情著眼，而從宇宙或社會說起，
從物質或精神說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
（二）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p.44-47：
為了離苦得樂，發為種種活動，種種文化，解除他或改善他。苦事很多，佛法
把他歸納為七苦；如從所對的環境說，可以分為三類：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對於身心的苦
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對於社會的苦
所求不得苦────────對於自然的苦（對外物所引起的苦）……
如從根本論究起來，釋尊總結七苦為「略說五蘊熾盛苦」。此即是說：有情的
發生眾苦，問題在於有情（五蘊為有情的蘊素）本身。有此五蘊，而五蘊又熾
然如火，這所以苦海無邊。要解除痛苦，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給予合理
的解脫才行。所以佛法對於生產的增加、政治的革新等，雖也認為確要，但根
本而徹底的解脫，非著重於對有情自身的反省、體察不可。……
有情自體，是物質與精神的緣成體。外界與內心的活動，一切要從有情的存在
中去把握。以有情為本，外界與內心的活動，才能確定其存在與意義。
二、誓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
（一）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自序》，pp.1-2：
釋尊之為教，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立三世而重現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
本。釋尊之本教，初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動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
（二）此時、此地、此人
1、此時：立三世而重現在。
2、此地：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
3、此人：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
三、印順法師對「人間佛教」之定義
（一）印順法師，《佛在人間》， pp.99-100：
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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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順法師，《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pp.57-59：
修學人間佛教──人菩薩行，以三心為基本，三心是大乘信願──菩提心，大
悲心，空性見。
（三）《華雨集》（第四冊），p.66：
真正的人菩薩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
※若失去「佛教不共世間的特性」，則不能稱為「人間佛教」。
（四）《佛在人間》，p.73：
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一重人間，一重佛道。
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是以
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
必須確定人間佛教決非同於世間的慈善事業，是從究竟的佛乘中，來看我們人
類，應怎樣的從人而向於佛道。
四、「人間佛教」與「人乘法」之差異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p.103-104：
這裡所說的人間佛教，是菩薩道，具足正信、正見，以慈悲利他為先。
學發菩提心的，勝解一切法──身心、自他、依正，都是輾轉的緣起法；了知自
他相依，而性相畢竟空。
依據即空而有的緣起慧，引起平等普利一切的利他悲願，廣行十善，積集資糧。
這與人乘法，著重於偏狹的家庭，為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是根本不同
的。……
這樣的人間佛教，是大乘道，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
五、談「人間佛教」，為何要談到「心淨國土淨」？
印順法師，《淨土與禪》，pp.3–4：
淨是佛法的核心。
淨有二方面：一、眾生的清淨；二、世界的清淨。
《阿含經》中說「心清淨故，眾生清淨」1；大乘更說「心淨則土淨」2。……
聲聞乘所重的，是眾生的身心清淨，重在離煩惱，而顯發自心的無漏清淨。
大乘，不但求眾生清淨，還要剎土清淨。……眾生為正報，世界為依報，依即依
止而活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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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雜阿含經》卷 10（267 經）
（CBETA, T02, no. 99, p. 69, c13）
。
參見《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
（CBETA, T14, no. 475, p. 538, c4-5）：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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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佛而專重自身的清淨，即與聲聞乘同。
從自身清淨，而更求剎土的清淨，（這就含攝了利益眾生的成熟眾生），才顯出
大乘佛法的特色。……
菩薩所要做的利他工作，也就是：一、「成就眾生」，二、「莊嚴淨土」。3
六、正確的出世觀，必然配合著世間的淨化
《佛在人間》，p.8：
釋尊在倡導佛教的解脫論中，沒有忽略世間。這是對的，正確的出世觀，是必然
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
七、何謂「淨佛國土」？
（一）
「淨」作形容詞解釋：清淨的佛國土。
（二）
「淨」作動詞解釋：淨化佛土、莊嚴佛土、嚴淨佛土。
眾生所處的世間，物資缺乏、充滿不淨，有老病死苦，煩惱深重，彼此瞋恚、
爭鬥等，不得安樂。
菩薩發願，希望將來成佛時，國土莊嚴、物資豐富，眾生平等、祥和。
將國土轉穢為淨，或令其更加清淨，是為「淨佛國土」。
八、為何要淨佛國土
（一）為得無上菩提故
《大智度論》卷 94〈畢定品 83〉（CBETA, T25, no. 1509, p. 717, c15-19）：
問曰：何必要用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答曰：佛自說因緣：「不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
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
（二）為令眾生易度故
《大智度論》卷 92〈淨佛國土品 82〉（CBETA, T25, no. 1509, p. 708, c4-10）：
諸菩薩莊嚴佛土，為令眾生易度故。
國土中無所乏少，無我心故，則不生慳貪、瞋恚等煩惱。
有佛國土，一切樹木常出諸法實相音聲，所謂無生無滅、無起無作等；眾生但
聞是妙音，不聞異聲，眾生利根故，便得諸法實相。
九、成就佛國土之因緣
（一）菩薩自淨其身，亦淨眾生心，以彼我因緣清淨故世界清淨
《大智度論》卷 50〈發趣品 20〉（CBETA, T25, no. 1509, p. 418, b14-17）云：
「淨佛世界」者，有二種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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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
《淨土與禪》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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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菩薩自淨其身；
二者、淨眾生心，令行清淨道。
以彼我因緣清淨故，隨所願得清淨世界。
（二）莊嚴佛世界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要須願力
1、《大智度論》卷 7〈序品 1〉
（CBETA, T25, no. 1509, p. 108, b27-c1）云：
莊嚴佛世界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須願力。
譬如牛力雖能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
淨世界願亦復如是，福德如牛，願如御者。
2、《大智度論》卷 7〈序品 1〉
（CBETA, T25, no. 1509, p. 108, b14-27）：
問曰：諸菩薩行業清淨，自得淨報，何以要須立願然後得之？譬如田家得穀，豈
復待願？
答曰：作福無願，無所摽立，願為導御，能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所作，金
無定也。……
菩薩亦如是，修淨世界願，然後得之。以是故知，因願受勝果。
3、《大智度論》卷 37〈習相應品 3〉（CBETA, T25, no. 1509, p. 335, b1-2）：
眾生雖行善，要須菩薩行願、迴向方便力因緣故，佛土清淨。
4、菩薩的本願不同，成就的國土也不同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813：
本願，是菩薩在往昔生中，當初所立的誓願。……
彌勒為什麼在淨土成佛，釋尊為什麼在穢土成佛的問題，結論為菩薩當初的誓
願不同，如法藏部《佛本行集經》所說。
依菩薩的本願不同，成就的國土也不同。
傳說的十方佛淨土，並不完全相同，這當然也歸於當初的願力。
（1）有的佛國男女共住，有的佛國無男女之別
《阿閦佛國經》卷上〈阿閦佛剎善快品 2〉（CBETA, T11, p. 756, b11-15）：
佛復語舍利弗：「阿閦佛剎，女人妊身產時，身不疲極、意不念疲極，但念安
隱，亦無有苦。其女人一切亦無有諸苦，亦無有臭處惡露。
舍利弗！是為阿閦如來昔時願所致得是善法，其佛剎無有能及者。」
（2）有的佛國有聲聞乘、菩薩乘，有的佛國則純一大乘
《大智度論》卷 93〈淨佛國土品 82〉（CBETA, T25, no. 1509, p. 712, a2-7）：
問曰：餘佛有三乘教化，豈獨劣耶？
答曰：佛出五濁惡世，於一道分為三乘。
問曰：若爾，阿彌陀佛、阿閦佛等不於五濁世生，何以復有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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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諸佛初發心時，見諸佛以三乘度眾生，自發願言：「我亦當以三乘度眾
生。」
（三）菩薩清淨行、菩薩願、眾生善根行願
慧影抄撰，《大智度論疏》卷 24（CBETA, X46, no. 791, p. 898, b12-15）：
感應淨國，大有三種：一者是行行所致，二者是願力，三者是眾生善根行願。
雖復亦由眾生善力，而菩薩自行願力滿，復外化眾生，方得成辦此國，眾生得往
中生；是故篇名淨佛國土，不名眾生國也。
※ 成就佛國土之主要因緣：
一、菩薩清淨行。
二、菩薩本願。
三、眾生行願。
十、眾生與器世間的關係
（一）《大智度論》卷 92〈淨佛國土品 82〉（CBETA, T25, no. 1509, p. 708, c15-22）：
三業清淨，非但為淨佛土，一切菩薩道皆淨。
此三業初淨身、口、意業，後為淨佛土。自身淨，亦淨他人。何以故？
非但一人，生國土中者皆共作因緣。
內法與外法作因緣，若善、若不善：
多惡口業故，地生荊棘；
諂誑曲心故，地則高下不平；
慳貪多故，則水旱不調、地生沙礫。
不作上諸惡故，地則平正，多出珍寶。
（二）
《大智度論》卷 37〈習相應品 3〉（CBETA, T25, no. 1509, p. 335, a23-29）：
「能淨佛世界、成就眾生」者，菩薩住是空相應中，無所復礙；教化眾生，令行
十善道及諸善法。
以眾生行善法因緣故，佛土清淨；
以不殺生故，壽命長；
以不劫不盜故，佛土豐樂，應念即至。
如是等眾生行善法，則佛土莊嚴。
3、《大智度論》卷 92〈淨佛國土品 82〉(CBETA, T25, no. 1509, p. 709, a2-4)：
人身行三種，福德具足，則國土清淨。
內法淨故，外法亦淨；譬如面淨故，鏡中像亦淨。
十一、淨土與穢土
（一）諸佛國土有淨、不淨、有雜，釋迦佛亦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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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 32〈序品 1〉（CBETA, T25, no. 1509, p. 302, b15-c10）：
諸佛世界種種，有淨、不淨、有雜。
如《三十三天品經》4說：……時佛告目連：「汝觀三千世界！」
目連以佛力故觀，或見諸佛為大眾說法，或見坐禪，或見乞食，如是種種施作
佛事。……
佛告目連：「汝所見甚少！過汝所見，東方有國純以黃金為地，彼佛弟子，皆
是阿羅漢，六通無礙。復過是，東方有國純以白銀為地，彼佛弟子皆學辟支佛
道。復過是，東方有國純以七寶為地，其地常有無量光明；彼佛所化弟子純諸
菩薩，皆得陀羅尼、諸三昧門，住阿毘跋致地。目連！當知彼諸佛者，皆是我
身。如是等東方恒河沙等無量世界，有莊嚴者、不莊嚴者，皆是我身而作佛
事。如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以是故，當知釋迦文佛，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國；阿彌陀佛，亦有嚴淨、不
嚴淨世界，如釋迦文佛國。諸佛大悲，徹於骨髓，不以世界好醜，隨應度者而
教化之；如慈母愛子，子雖沒在廁溷，懃求拯拔，不以為惡。
（二）依菩薩本願故「取淨土成佛」或「取穢土成佛」
《悲華經》卷 2〈大施品 3〉（CBETA, T03, no. 157, p. 174, c11-16）：
佛告寂意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本願故取淨妙國，亦以願故取不淨
土。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大悲故，取斯弊惡不淨土耳。是故吾以
本願，處此不淨穢惡世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隨眾生心淨與否，所見佛土淨穢有異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CBETA, T14, no. 475, p. 538, c6-29）：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
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
汝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
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蕀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
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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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下（CBETA, T17, no. 815, p. 795, b27-p. 796, b8）
；《佛說道
神足無極變化經》卷 3（CBETA, T17, no. 816, p. 811, b28-p. 812, b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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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
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
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
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四）畢竟清淨世界難見，以般若波羅蜜力乃能得見
《大智度論》卷 33〈序品 1〉（CBETA, T25, no. 1509, p. 306, b28-c4）：
諸清淨佛國難見，故言：「欲見諸佛國，當學般若波羅蜜。」
又一佛有無量百千種世界，如先說：有嚴淨、有不嚴淨、有雜；有畢竟清淨世
界難見故，以般若波羅蜜力，乃能得見。譬如天子聽正殿，則外人可見；內殿
深宮，無能見者。
十二、莊嚴佛土，應成就眾生、體悟空性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CBETA, T14, no. 475, p. 538, a21-29)：
佛言：
「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
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
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
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5
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十三、菩薩心清淨、自行化他，感得相應眾生來生其國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CBETA, T14, no. 475, p. 538, a29-c5)：
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深心6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
（1）〔後秦〕釋僧肇撰，
《注維摩詰經》卷 1〈佛國品 1〉(CBETA, T38, p. 335, b11-14)：
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肇曰：淨土必由眾生，譬立宮必因地，無地、無眾生，宮、〔淨〕土無以成。
二乘澄神虛無，不因眾生，故無淨土也。
（2）A、有人＝菩薩。
B、空地＝眾生。
（但不能執著眾生相）
C、宮室＝佛土（淨土）
。
6
（1）《大智度論》卷 49〈20 發趣品〉(CBETA, T25, no. 1509, p. 411, b2-15)：
須菩提雖知，為斷眾生疑故，問世尊：「云何是深心？」
佛答：「應薩婆若心，集諸善根。」
「薩婆若心」者，菩薩摩訶薩，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作是願：「我於未來世當作
佛！」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即是應薩婆若心。
5

7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
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
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
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
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
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
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
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
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
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
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
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
說除八難7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
自守戒行、不譏彼闕8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
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1〕命不中夭（不殺生）、〔2〕大富（不偷盜）、〔3〕梵行
（不邪淫）
，〔4〕所言誠諦（不妄語）、〔5〕常以軟語（不惡口）、〔6〕眷屬不離、善和諍訟
（不兩舌）
、 7 言必饒益（不綺語）
， 8 不嫉（離貪欲）
、 9 不恚（離瞋恚）
、 10 正見（離
〔 〕

〔 〕

〔 〕

〔

〕

邪見）眾生來生其國。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

「應」者，繫心願我當作佛。若菩薩利根，大集福德，諸煩惱薄，過去罪業少，發意即得
深心。
「深心」者，深樂佛道，世世於世間心薄，是名「應薩婆若心」。所作一切功德，若布
施，若持戒，若修定等，不求今世後世福樂、壽命、安隱，但為薩婆若。譬如慳貪人無因
緣，乃至一錢不施，貪惜積聚，但望增長；菩薩亦如是，福德若多若少，不向餘事，但愛
惜積集，向薩婆若。
（2）印順導師，
《學佛三要》
，pp.111 -113：
在修習菩提心的過程中，悲心雖是極高妙，非常難得了，但還須再進一步，強化悲心，要
求發動種種實際行為，救眾生出苦，這便是增上意樂。
增上意樂，是以悲心為本的，一種強有力的行願，以現代通俗的說法，即是「狂熱的
心」，對度生事業的熱心。熱心到了最高度，便可以不問艱難，不問時間有多久，空間有
多大，眾生有幾多，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盡心致力救眾生。菩薩不入地獄，救不了地
獄眾生；菩薩要成佛，也總是到苦難的人間來。
佛菩薩具備了這強有力的願行──增上意樂，所以成其為佛菩薩。……所以聲聞者雖然同
情眾生的苦惱，想使眾生離苦得樂，而眾生總是救不了，總是離不了苦，得不到樂。這一
定要像菩薩那樣，不但有慈悲心腸，而且具足增上意樂，故能激發種種實際行動，予眾生
以實利。
7
八難：1、地獄，2、畜生，3、餓鬼，4、長壽天，5、生在佛前、佛後，6、生在邊地，7、
六根不具，8、生在邪見家。
8
闕（ㄑㄩㄝ）
：1.缺誤，疏失。
（
《漢語大詞典》（十二），p.147）
8

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
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
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9
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十四、如何淨佛國土（總說）
（一）斷惡：自除身、口、意麁業，亦除他人身、口、意麁業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6〈淨土品 82〉
（CBETA, T08, no. 223, p. 408, b20-24）
：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
佛言：
「有菩薩從初發意以來，自除身麁業、除口麁業、除意麤業，亦淨他人身、
口、意麁業。」
2、
《大智度論》卷 92-93〈淨佛國土品 82〉(CBETA, T25, p. 709, a10-p. 710, b12)：
（1）十不善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2）六蔽心：慳貪心、破戒心、瞋心、懈怠心、亂心、愚癡心。
（3）戒不淨：微細罪，常為三毒覆心，不憶念戒，迴向天福、邪見持戒等。
（4）隨世間心：遠離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等出世間之觀行。
（5）貪二乘果：貪聲聞果、辟支佛果。
（6）取相生著：取著蘊處界相、男女相、三界相，分別善法不善法、有為法無為法
等相。
（二）修善：自行六波羅蜜，亦教他行六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6〈淨土品 82〉（CBETA, T08, no. 223, p. 408, c10-14）：
自布施，亦教他人布施，須食與食、須衣與衣，乃至種種資生所須，盡給與之，
亦教他人種種布施。持是福德與一切眾生共之，迴向淨佛國土故。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
（三）發願迴向
1、見眾生苦難而發願，令其生活無憂、身心清淨安樂、平等無諍、修學得解脫
（1）行布施，衣食資具充足願
菩薩行布施波羅蜜時，見眾生飢寒凍餓、衣服弊壞，發願將來成佛時，國土中
9

〔後秦〕釋僧肇撰，
《注維摩詰經》卷 1〈佛國品 1〉(CBETA, T38, p. 337, a13-25)：
什曰：直心以誠心信佛法也；信心既立，則能發行眾善；眾善既積其心轉深；轉深則不隨眾
惡；棄惡從善是名調伏；心既調伏，則遇善斯行；遇善斯行，則難行能行；難行能行故能如
所說行；如所說行，則萬善兼具；萬善兼具故能迴向佛道；向而彌進是方便力也。
方便大要有三：一善於自行而不取相，二不取證，三善化眾生。具此三已則能成就眾生。
成就眾生則三因具足，三因具足則得淨土。土既清淨，則眾生純淨。眾生純淨，則不說雜
教，故言說清淨。受法則具下三淨，具下三淨則與化主同德，故曰一切淨也。
9

眾生衣食資具充足如諸天。10
（2）行持戒，無十惡、無「短壽、多病」願
菩薩行尸羅波羅蜜時，見眾生造作殺生等十不善業，短壽、多病、生下賤家、
形體殘缺、醜陋等，發願將來成佛時，國土中眾生皆無此事。11
（3）行忍辱，慈心無害願
菩薩行忍辱波羅蜜時，見眾生互相瞋恚打罵、殘害奪命，發願將來成佛時，國
土中眾生相視如父母、兄弟姊妹、善友，皆慈心無害。12
（4）行精進，勤修三乘各得解脫願
菩薩行精進波羅蜜時，見眾生懈怠，棄捨三乘，發願將來成佛時，國土中眾生
皆勤精進，於三乘道各得解脫。13
（5）行禪定，離五蓋皆得禪定願
菩薩行禪波羅蜜時，見眾生被五蓋所覆，發願將來成佛時，國土中眾生皆離五
蓋而能得禪定。14
（6）行般若，無邪見願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見眾生愚癡、邪見，發願將來成佛時，國土中眾生皆得
妙慧，具足正見。15
2、六根對六塵時之發願
願眾生眼不見惡色、耳不聞惡聲，鼻不嗅惡香，舌不食惡味，身不觸惡觸，意不
隨惡念。
佛土清淨，眾生身相莊嚴，常聞佛法，信受奉行。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6〈淨土品 82〉
（CBETA, T08, p. 408, c14-p. 409, a15）
。
3、事事發願，時時發願，悲念眾生，而歸向於佛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淨行品 11〉(CBETA, T10, no. 279, p. 69, c23-p. 70, a5)：
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住去、來、
今諸佛之道；隨眾生住，恒不捨離；如諸法相，悉能通達；斷一切惡，具足眾善……。
佛子！云何用心能獲一切勝妙功德？佛子！
（1）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2）若得五欲，當願眾生：拔除欲箭，究竟安隱。……
10
11
12
13
14
1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58〉
（CBETA, T08, no. 223, p. 347, b23-c3）。
58〉
（CBETA, T08, no. 223, p. 347, c3-10）
。
58〉
（CBETA, T08, no. 223, p. 347, c10-17）。
58〉
（CBETA, T08, no. 223, p. 347, c17-24）
。
58〉
（CBETA, T08, no. 223, p. 347, c24-p. 348, a4）
。
58〉
（CBETA, T08, no. 223, p. 348, a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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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捨居家時，當願眾生：出家無礙，心得解脫。
（4）自歸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
（5）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6）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7）若在厄難，當願眾生：隨意自在，所行無礙。
（8）正身端坐，當願眾生：坐菩提座，心無所著。
（9）嚼楊枝時，當願眾生：其心調淨，噬諸煩惱。
（10）大小便時，當願眾生：棄貪瞋癡，蠲除罪法。
（11）洗滌形穢，當願眾生：清淨調柔，畢竟無垢。
（12）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13）以水洗面，當願眾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
（14）見斜曲路，當願眾生：捨不正道，永除惡見。
（15）若見直路，當願眾生：其心正直，無諂無誑。
（16）若見眾會，當願眾生：說甚深法，一切和合。
（17）若洗足時，當願眾生：具神足力，所行無礙。
（18）以時寢息，當願眾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
4、正觀性空，不生疲厭願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夢行品 58〉（CBETA, T08, p. 349, b6-11）：
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時，當作是念：「雖生死道長、眾生性多，爾時應如
是正憶念：生死邊如虛空，眾生性邊亦如虛空，是中實無生死往來，亦無解
脫者。」
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行，能具足六波羅蜜近一切種智。
（2）《大智度論》卷 75〈夢中入三昧品 58〉（CBETA, T25 , p. 591, a10-19）：
佛教是菩薩正憶念：生死雖長，是事皆空，如虛空、如夢中所見，非實長
遠，不應生厭心。又未來世亦是一念所緣，亦非長遠。
復次，菩薩無量福德智慧力故，能超無量劫。如是種種因緣故，不應生厭
心。
此中佛說大因緣，所謂：「生死如虛空，眾生亦如是；眾生雖多，亦無定實
眾生。如眾生無量無邊，佛智慧亦無量無邊，度亦不難，是故菩薩不應生疲
厭心。」
十五、
「信、智、悲」與「莊嚴淨土、清淨身心、成熟有情」之關係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p.125-126：
信——莊嚴淨土
智——清淨身心
悲——成熟有情
11

信、智、悲三法，如學習成就，就是菩薩事業的主要內容。
（一）信——莊嚴淨土

信（願）能莊嚴淨土，這或是往生他方淨土，或是莊嚴創造淨土，如法藏比丘。
這都是由於深信佛身佛土功德，發願積集功德而成。
（二）智——清淨身心

智能清淨身心，悟真理時，斷一切煩惱。
得了正智，自然能身口意三業清淨，舉措如法。
（三）悲——成熟有情

悲能成熟有情，即是實施救濟事業。……
但菩薩的救度有情，重在激發人類向上的善心，循正道而向樂果。
所以如有人天善根的，就以人天法來化導他。
如有二乘善根的，以二乘法來度脫他。
有佛種性的，就以大乘法來攝化，使他學菩薩行，趨向佛果。
菩薩道的三大事，就從起信心、生正智、長大悲的三德中來。
由人菩薩而發心的大乘，應把握這三者為修持心要，要緊是平衡的發展。
切勿偏於信願，偏於智證，或者偏於慈善心行，做點慈善事業，就自以為菩薩
行。
真正的菩薩道，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
十六、淨業頌
印順法師，《華雨香雲》，p.397：
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為本。
戒以淨身口，定以淨塵欲，慧以淨知見，三學次第淨。
貪淨三昧水，瞋淨悲願風，癡淨般若火，性地本來淨。
無邊染業淨，一切淨行集，即此淨心行，莊嚴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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