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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9【方等】又作大方廣、大方等。指大乘經典，即廣說廣大甚深之義者。

於大乘佛教中，主要作為指大乘經典之用語，方等不僅意味其量之廣大，主

要乃指在內容上說廣大平等之理趣者。《觀無量壽經》曰：「讀誦大乘方等

經典。」【方等時】指佛陀宣說方等經之時期。乃天台宗所判「五時」中之

第三時（華嚴、阿含時之後，般若、法華時之前），廣說維摩經、金光明經

等諸方等經典之時期。～《佛光大辭典》 

P.30：-4【無問自說】十二部經(依其敘述形式與內容分成之十二種類)之一。

音譯「優陀那」，佛陀未待他人問法，而自行開示教說。～《佛光大辭典》 

P.30：-2【阿伽陀藥】意為健康、長生不死、無病、普去、無價，後轉用作藥

物名稱，尤指解毒藥而言。阿伽陀藥又稱不死藥、丸藥。此藥靈奇，價值無

量，服之能普去眾疾。於《陀羅尼集經》卷八詳載其製法。～《佛光大辭典》 

P.31：-3【能念心。五種】華嚴【五教】華嚴三祖賢首所立，稱為「賢首五教」。

即：(1)小乘教，(2)大乘始教，(3)大乘終教，(4)頓教，(5)圓教。〔華嚴五教

章卷一、華嚴經探玄〕 

(1)小乘教︰又稱愚法小乘教。此教以隨機故，單說人空，不明法空，但依六

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未盡法源，唯論小乘，故名小乘教，如《阿含經》。

(2)大乘始教︰又稱權教、分教。此教廣說法相，少說法性，未盡大乘法理，

是大乘之初，故名始教；又有空始教，如《般若經》；相始教，如《唯識論》。

(3)大乘終教︰又稱實教。此教多說法性，雖說法相，亦會歸性，是大乘之終

極，故名終教，如《楞伽經》。(4)頓教︰此教明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依

地位漸次而說，故名頓教，如《維摩經》。(5)圓教︰又稱一乘圓教。此教所

法，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故名圓教。如《法華經》、

《華嚴經》。～《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33：-9【定中見佛】《淨土聖賢錄》卷 2：「義熙十二年(416)七月晦夕。於

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虗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

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

之音。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社中

先化者。佛陀邪舍、慧持、慧永、劉遺民等皆在側。前揖曰。師早發心。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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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晚。遠謂弟子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生

淨土必矣。即自製遺戒。至八月六日。端坐入寂。年八十三。」(X78,p.229,a7-15) 

P.34：-7【四修】此四修於聖道與淨土二門之解釋不一。(一)聖道門之說。據

《俱舍論》卷二十七載，如來之三種圓德中，因圓德復有四種：(1)無餘修，

謂福德與智慧二種之資糧具修而無遺。(2)長時修，謂歷經三大阿僧祇劫而修

行不倦。(3)無間修，謂精進勇猛而無剎那荒廢修行。(4)尊重修，又作恭敬修、

慇重修、敬處修。謂恭敬所學，無所顧惜，亦不憍慢。梁譯《攝大乘論釋》卷

八、《順正理論》卷七十五、《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三十六等亦有相同之說

法。(二)淨土門之說係就念佛行者而言。據《往生禮讚》之解釋：(1)恭敬修，

謂恭敬禮拜阿彌陀佛及一切聖眾。(2)無餘修，謂專稱彼佛之名，及專念專想

一切聖眾，不雜餘業。(3)無間修，謂恭敬禮拜、稱名讚歎、憶念觀察、迴向

發願等心心相續，不以餘業間斷，不以貪、瞋諸煩惱間隔。(4)長時修，謂前

三修以畢命為期，誓不中止之意。～《佛光大辭典》 

P.35：4【五會念佛】五會念佛是淨土宗念佛的一種方法。其法主要在於念佛

音聲的緩急，以此表達念佛的心情安靜和急切的意義。第一會是「平聲緩念」，

即平聲靜意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佛號。第二會是「平上聲緩念」，就是

念佛號時聲音略高一些。第三會是「非緩非急念」，前兩會都是緩念，此言非

緩，就是不再太慢，稍快一些，故言非緩；但也不要太快，這叫「非緩非急念」。

第四會「漸急念」就是逐漸快念，並帶有急切之感。第五會「四字轉急念」，

前四會都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此第五會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並且

要更快、更急的念。這叫「四字轉急念」。這種「轉急念」是要表達出急切求

佛救脫，急切求佛接引的心情，從而達到意志純誠，一心不亂的念佛境地。五

會念佛的方法，是唐代淨土宗法照根據《無量壽經》而建立的。該經說︰「清

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這就是五會念佛的出處。法照並有

偈讚云︰第一會時除亂意，第二高聲遍有緣，第三響揚能哀雅，第四和鳴真可

憐，第五震動天魔散，能令念者入深禪。【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現存二

卷。唐‧法照撰。收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略稱《五會法事儀》，是廣泛

記述五會念佛行事的經籍，但久已逸失不傳。西元 1908 年，法人伯希和於敦

煌發現中、下二卷。就中，中卷有一本，內容完整，下卷有二本，一闕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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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闕後半，二本合綴乃得完全。由其中可知，本書總立十門以記述其行事。～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35：8【五苦等】【五苦】：1.天、人、畜、鬼、獄。2.生老病死苦、愛別離

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五蓋】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

【五眼】肉、天、慧、法、佛眼。【五根、五力】信、根、念、定、慧；此五

法是生聖道的根本，故名「根」。五根增長，有治五障之勢力，故名「力」。

【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以五種功德法，成就佛身，故云

五分法身。 

P.36：8【永明】【延壽】（904～975）唐末、五代間之法眼宗僧。字沖元，

王姓，本籍江蘇丹陽，後遷餘杭。曾為餘杭庫吏，又遷華亭鎮將，督納軍需。

為了放生而動用庫錢，後被無罪釋放，並聽其出家，時年三十。參天台山德韶

國師而悟玄旨，於國清寺行法華懺，頗有感悟；又精修淨業。後住明州雪竇山

傳法，法席甚盛，並復興杭州靈隱寺。建隆二年（961）應吳越王錢俶之請，

遷永明大道場，接化大眾，故世稱永明大師。師倡禪淨雙修之道，指心為宗，

四眾欽服，住永明十五年，時人號慈氏下生。 

P.37：-10【四料簡】清僧濟能編《角虎集》一書，謂延壽四料簡之文，出自

《宗鏡錄》。然《宗鏡錄》中，似未載此文。該文究出自延壽之何等著作，仍

待考。虛雲《禪宗與淨土》：我平常留心典章，從未見到「四料簡」載在永明

何種著作中，但天下流傳已久，不敢說他是偽託的。他所訶責「有禪無淨土」，

難道禪淨是二嗎﹖念佛人心淨佛土淨，即見自性彌陀，這淨土與禪是不二的。

但今人卻必限於念佛為淨，參禪為禪。我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不要念佛，只不

滿別人勸人不要參禪。希望一切行人，不要再於「四料簡」中偏執不通，對禪

淨二法妄分高下，就不辜負永明禪師了。～《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3：2《傳戒正範》卷 4：「十師讚禮三拜畢。維那舉大悲呪。大眾齊聲同誦。

第十師先轉身從東南向西繞壇。次九師。次八師。乃至第一師末行。繞三匝已。脫履。

復從西陞第二級。向西北繞一匝。至南陞第三級。第一師面南而立。九師面北而

立。九師向第一師三拜。第一師先聲。九師同和。餘眾默然。」(X60,p.664,a13-18) 



Page 1 

《觀經》九品，《四帖疏》科判 
是名上輩生想．名第十四觀 

一者總明告命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 

  

二者辯定其位 上品上生者． 上品中生者． 上品下生者． 

三者總舉有緣 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

三種心．即便往生。 

  

四者辯定正因 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

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

心。具三心者．必生彼

國。 

  

五者正明簡機 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

生。 

  

六者正明受法 何等為三．一者慈心不

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

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

六念． 

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

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

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

謗大乘。 

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

發無上道心． 

七者明迴所修 迴向發願．願生彼國。 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

樂國。 

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

樂國。 

八者正明修業 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

日．即得往生。 

  

九者臨終聖接 生彼國時．此人精進勇猛

故．阿彌陀如來．與觀世

音．大勢至．無數化佛．

百千比丘．聲聞大眾．無

量諸天．七寶宮殿。觀世

音菩薩執金剛臺．與大勢

至菩薩至行者前。阿彌陀

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

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觀世

音、大勢至與無數菩薩，

讚歎行者，勸進其心。行

者見已，歡喜踊躍。自見

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

後，如彈指頃，往生彼

國。 

行此行者．命欲終時．阿

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

至．無量大眾眷屬圍繞。

持紫金臺至行者前。讚

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

義．是故我今來迎接汝。

與千化佛．一時授手。行

者自見坐紫金臺．合掌叉

手。讚歎諸佛。如一念

頃．即生彼國七寶池中。 

行者命欲終時．阿彌陀佛

及觀世音．大勢至．與諸

菩薩．持金蓮華．化作五

百佛．來迎此人。五百化

佛．一時授手。讚言．法

子．汝今清淨．發無上道

心．我來迎汝。見此事

時．即自見身坐金蓮華。

坐已華合．隨世尊後．即

得往生七寶池中。 

十者華開遲疾 生彼國已。 此紫金臺．如大寶華．經

宿則開。行者身作紫磨金

色．足下亦有七寶蓮華。 

一日一夜蓮華乃開。 

十一者華開得益 見佛色身眾相具足。見諸

菩薩色相具足。光明寶

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

佛及菩薩．俱時放光．照

行者身。目即開明．因前

宿習。普聞眾聲．純說甚

七日之中．乃得見佛。雖

見佛身．於眾相好．心不

明了。於三七日後．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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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

事諸佛．遍十方界。於諸

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

國．得無量百千陀羅尼

門。是名上品上生者。 

深第一義諦。即下金臺．

禮佛合掌．讚歎世尊。經

於七日．應時即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

轉。應時即能飛行遍至十

方，歷事諸佛。於諸佛

所．修諸三昧。經一小劫

得無生忍．現前受記。是

名上品中生者。 

了見。聞眾音聲．皆演妙

法，遊歷十方．供養諸

佛。於諸佛前．聞甚深

法。經三小劫．得百法明

門．住歡喜地。是名上品

下生者。 

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4：「逕時七日即得無生。言七日者，恐此間七日，不指彼國七日也。」

(T37,p.274,b28-c2)良忠《傳通記》：佛以此土日夜說之，令眾生知。如他經中說天人七日勤修而

延壽，若指天上七日，則當人間七百歲，不應佛世八十年中決了其事。又，極樂胎生，過五百歲

得見佛；既依此間說五百歲，何故上品生須過半劫、一劫而華開若遲耶？ 

是名中輩生想．名第十五觀 

一者總明告命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 

  

二者辯定其位 中品上生者． 中品中生者． 中品下生者． 

五者正明簡機 若有眾生． 若有眾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六者正明受法 受持五戒．持八戒齊．修

行諸戒．不造五逆．無眾

過患。 

若一日一夜持八戒齊．若

一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

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

缺。 

孝養父母．行世仁慈。 

七者明迴所修 以此善根．迴向願求生於

西方極樂世界。 

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

樂國。 

此人命欲終時．遇善知

識．為其廣說阿彌陀佛國

土樂事．亦說法藏比丘四

十八願。 

九者臨終聖接 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

諸比丘．眷屬圍繞．放金

色光．至其人所。演說苦

空無常無我。讚歎出家．

得離眾苦。行者見已．心

大歡喜。自見己身．坐蓮

華臺．長跪合掌．為佛作

禮。未舉頭頃．即得往生

極樂世界。 

戒香熏修．如此行者．命

欲終時．見阿彌陀佛．與

諸眷屬．放金色光．持七

寶蓮華．至行者前。行者

自聞空中有聲讚言．善男

子．如汝善人．隨順三世

諸佛教故，我來迎汝。行

者自見坐蓮華上．蓮華即

合．生於西方極樂世界．

在寶池中。 

聞此事已．尋即命終。譬

如壯士屈伸臂頃．即生西

方極樂世界。 

十者華聞遲疾 蓮華尋開。 經於七日．蓮華乃敷。 經七日已． 

十一者華開得益 當華敷時．聞眾音聲．讚

歎四諦。應時即得阿羅漢

道．三明六通．具八解

脫。是名中品上生者。 

華既敷已．開目合掌．讚

歎世尊。聞法歡喜．得須

陀洹。經半劫已．成阿羅

漢。是名中品中生者。 

遇觀世音．及大勢至。聞

法歡喜．得須陀洹。過一

小劫．成阿羅漢。是名中

品下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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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下輩生想．名第十六觀 

一者總明告命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 

二者辯其位 下品上生者． 下品中生者． 下品下生者． 

五者正明簡機 或有眾生． 或有眾生． 或有眾生． 

六者作惡．受苦 作眾惡業。雖不誹謗方等

經典．如此愚人．多造惡

法．無有慚愧。 

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

戒。如此愚人．偷僧祇

物．盜現前僧物．不淨說

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

而自莊嚴。如此罪人．以

惡業故．應墮地獄。 

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

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

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

劫．受苦無窮。 

八者臨終逢法 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

說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

字。以聞如是諸經名故．

除卻千劫極重惡業。智者

復教合掌叉手．稱南無阿

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

十億劫生死之罪。 

命欲終時．地獄眾火．一

時具至。遇善知識．以大

慈悲．即為讚說阿彌陀佛

十力威德，廣讚彼佛光明

神力。亦讚戒．定．慧．

解脫．解脫知見。此人聞

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

罪。地獄猛火．化為清涼

風．吹諸天華。 

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

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

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

逼．不遑念佛。善友告

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

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

心．令聲不絕．具足十

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

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

十億劫生死之罪。 

九者臨終聖接 爾時彼佛．即遣化佛．化

觀世音．化大勢至．至行

者前。讚言．善男子．以

汝稱佛名故．諸罪消滅．

我來迎汝。作是語已．行

者即見化佛光明．徧滿其

室。見已歡喜．即便命

終。乘寶蓮華．隨化佛

後．生寶池中。 

華上皆有化佛菩薩．迎接

此人。如一念頃．即得往

生七寶池中蓮華之內。 

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

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

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

界。 

十者華開遲疾 經七七日．蓮華乃敷。 經於六劫．蓮華乃敷。 於蓮華中．滿十二大劫．

蓮華方開。 

十一者華開得益 當華敷時．大悲觀世音菩

薩．及大勢至菩薩．放大

光明．住其人前．為說甚

深十二部經。聞已信解．

發無上道心。經十小劫．

具百法明門．得入初地。

是名下品上生者。 

觀世音．大勢至．以梵音

聲．安慰彼人．為說大乘

甚深經典。聞此法已．應

時即發無上道心。是名下

品中生者。 

觀世音．大勢至．以大悲

音聲．為其廣說諸法實

相．除滅罪法．聞已歡

喜．應時即發菩提之心。

是名下品下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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