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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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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經偈）	



淨⼟土五經⼀一論	
《佛說無量壽佛經》，曹魏，康僧鎧譯	

《佛說阿彌陀經》，姚秦，鳩摩羅什譯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劉宋，畺良耶舍譯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北魏，菩提流⽀支譯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唐，般剌密諦譯	

《普賢菩薩⾏行願品》，唐，般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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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無量壽佛經》	
    曹魏，康僧鎧譯	

《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劉宋，畺良耶舍譯	

      《往⽣生論》	
北魏，菩提流⽀支譯	

https://kcu250547angr.pixnet.net/blog/post/92316206




【觀無量壽經】
此經的漢譯是畺良耶舍在劉宋元嘉年中(424～442)
建業(今南京)鐘⼭山道林精舍譯出（不確定哪⼀一年時
間）。⼜又稱《觀無量壽佛經》、《無量壽佛觀經》、
《無量壽觀經》或《⼗十六觀經》，簡稱《觀經》。
收在《⼤大正藏》第⼗十⼆二冊。本經之梵本現已不存，
⻄西藏本亦無，⽽而漢譯本亦僅存畺良耶舍譯本。然在
新疆曾發現維吾爾⽂文譯本之殘卷。⽇日本學者⾼高楠順
次郎應英國⽜牛津⼤大學⾺馬克⼠士‧穆勒之請，據現⾏行本
譯成英⽂文，與《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同收在
《東⽅方聖書》第四⼗十九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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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畺良耶舍】	
此云「時稱」，⻄西域⼈人，南朝劉宋元嘉元年（424），

經沙河抵達建業（南京），元嘉19年（442）⽰示寂。

師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毘曇，博涉律部，其餘

諸經多所該綜。三藏兼明，以禪⾨門為專業，每⼀一禪

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宋元嘉初

來京洛，太祖⽂文皇帝深加嘆賞，使居鍾⼭山道林精舍。

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筆受譯《藥⺩王藥上

經》、《觀無量壽經⼆二經》。壽六⼗十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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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皎《⾼高僧傳》卷3
畺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毘
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
業。每⼀一[22]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
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
鐘⼭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
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祕術淨⼟土
之洪因。故沈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
豐厚。顗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
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
矣。」(CBETA 2020.Q1, T50, no. 2059, p. 343c11-23)
[22]：遊【⼤大】，禪【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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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現存的重要註疏	
隋・慧遠的《義疏》⼆二卷，智顗《疏》⼀一卷，吉藏
《義疏》⼀一卷。	

唐・善導《疏》四卷，法聰《記》⼀一卷。	

宋・元照《義疏》三卷，戒度《義疏正觀記》三卷、
《扶新論》⼀一卷，四明知禮《疏妙宗鈔》六卷與
《融⼼心解》⼀一卷。	

明・幽溪傳燈《圖頌》⼀一卷。	

清・續法《直指疏》⼆二卷，彭際清《約論》⼀一卷，
楊仁⼭山《略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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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佚傳的有名註疏	

唐・道綽《⽞玄義》⼀一卷，懷感《⽞玄義》⼆二卷與
《疏》⼆二卷，璟興《疏》⼆二卷，惠苑《義記》
⼀一卷，澄觀《疏》⼀一卷，	

宋・智圓《刊正記》⼆二卷與《科》⼀一卷，擇英
《淨⼟土修證義》⼀一卷，⽤用欽《⽩白蓮記》四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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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日本的註疏	
此經古來在朝鮮、⽇日本也頗流⾏行，尤其在⽇日本弘傳
很盛。	

新羅義寂《綱要》⼀一卷，太賢《古跡記》⼀一卷(今
佚)，⽇日本源空《釋》⼀一卷，證空《秘決集》⼆二⼗十
卷、《疏觀⾨門要義鈔》⼆二⼗十⼀一卷，顯定《疏楷定記》
三⼗十六卷，良忠《疏傳通記》⼗十五卷，⼜又《略鈔》
⼋八卷(以上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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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287）	

法然上⼈人（1133~1212)	



慧遠與吉藏的《義疏》
1.⼆二卷。隋代慧遠撰。係由地論宗之⽴立場解釋觀經，
為現存最早之觀經註疏。本疏判定阿彌陀佛之⾝身⼟土為
應⾝身、應⼟土，往⽣生之九品，乃⼤大、⼩小之聖⼈人，其修證
與⾃自⼒力修⾏行之通規無別，⽽而不論彌陀本願之勝⼒力，故
善導疏破斥之。於隋唐之際，淨⼟土教義之暸解，可⾃自
本疏窺其鱗⽖爪，為研究善導觀經疏不可或缺之作。	

2.全⼀一卷。隋代吉藏撰。係由三論宗之⽴立場解釋觀經。
其說與慧遠所撰之義疏同，亦以聖道⾨門⾃自⼒力修⾏行之意
判定往⽣生彌陀淨⼟土之因果，故道綽斥為謬解，善導於
觀經四帖疏中亦加以駁斥。   ～《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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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疏》與知禮《妙宗鈔》
以天台宗五重⽞玄義釋經，	

判此經乃以實相為體，	

以圓教⼼心觀為宗旨，	

以⽣生善滅惡為⽤用，	

為菩薩藏之頓教所攝；	

且以⼗十六觀悉為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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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玄義	
⼀一、釋名	
⼆二、辨體	
三、明宗	
四、論⽤用	
五、教相	



善導法師・淨⼟土宗⼆二祖	
善導⼤大師（613－681），安徽泗州⼈人。641年跟隨
⽞玄中寺道綽法師，學習觀無量壽經。645年道綽法
師圓寂後，善導轉赴⻑⾧長安，在慈恩寺盛弘淨⼟土法⾨門，
激發僧俗諸同修 念佛，求⽣生⻄西⽅方淨⼟土。681年⽰示寂
後，其弟⼦子於⻑⾧長安⽴立靈塔，後於塔旁創建⾹香積寺。
唐⾼高宗以師念佛 「⼝口出光明，神異無⽐比」，故賜
額為「光明寺」，後⼈人亦稱師為「光明和尚」。	

咸亨三年（672）善導特受選拔擔任造⽴立盧舍那⼤大
佛之檢校時已過60歲，⼀一⽣生畫淨⼟土變相三百舖。	

13	



善導⼤大師的時代背景	

620 630 640 650 660 670 680 690 70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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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	
李世⺠民	

626-649	
23年	

唐⾼高祖	
李淵	

618-626	
8年	

唐⾼高宗	
李治	

649-683	
34年	

武周	
武曌	

690-705	
15年	

655稱后660臨朝     690稱帝	

唐⽞玄宗	
李隆基	

712-756	
44年	

624出⽣生637才⼈人	

⽞玄奘602-664	

道宣596-667	

善導613-681	

法藏643-712	

神秀606-706	

唐
中
宗	

唐
睿
宗	

唐
中
宗	

唐
睿
宗	

初
唐	

盛
唐	

善無畏	
⾦金剛智	
不空	

義淨606-706	
慧遠523-592	

智顗539-598	

吉藏549-623	



Bluehero.pixnet.net ［遊記］洛陽⻯⿓龍⾨門⽯石窟	 15	

洛陽⻯⿓龍⾨門⽯石窟奉先寺洞盧舍那⼤大佛	



https://www.pinterest.co.uk/pin/307933693241283833/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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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麻
曼
陀
羅」

	



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1/7)	

本疏奠定淨⼟土宗的教理基礎，在⾏行持中倡導「稱名」
念佛為主，使之⼤大眾化，因此成為後來中國和⽇日本
佛教宗派中最為流⾏行的⼀一個宗派。	

古來諸師以為⼗十六觀都是定善，善導⼤大師則以觀佛
依、正報的前後⼗十三觀是定善，觀三輩九品往⽣生的
後三觀以及淨業三福是散善。	

古來諸師認為⼗十六觀都是佛應⾱韋提希請⽽而說，⼤大師
則以前⼗十三觀定善是佛應⾱韋提希的啟請⽽而說，後三
觀散善是佛無問⾃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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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2/7)	

後三觀中九品，古來有諸師認為上輩三品是約⼤大
乘賢聖，中輩三品是約⼆二乘學⼈人，下輩三品是約
⼤大乘始業凡夫；⼤大師則認為都是約今時的善惡凡
夫，欲令同沾九品⽣生信、乘願往⽣生⽽而⾔言。	

故《疏》卷1云：「總是佛去世後，五濁凡夫，
但以遇緣有異，致令九品差別。何者？上品三⼈人，
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
是遇惡凡夫。(T37,p.249,a29-b3，本會版p.12)	

此⼀一解說，與淨宗其他祖師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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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張善和	
唐，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群⽜牛，作⼈人語索命。
於是⼤大怖，喚其妻云：「速延僧為我懺悔。」僧⾄至諭
之⽈曰：「《觀經》中說：臨終惡相現者，⾄至⼼心念佛即
得往⽣生。」和云：「地獄⾄至急，不暇取⾹香爐矣!」即以
右⼿手擎⽕火，左⼿手拈⾹香，⾯面⻄西專切稱佛。未滿⼗十聲，⾃自
⾔言佛來迎我，即化去。���
贊⽈曰：觀其地獄⾄至急，⼿手作⾹香爐蓋勢迫。情極懇苦精
誠，更無第⼆二念矣。雖云⼗十念，寧不遠過悠悠者百千
萬億念。決定往⽣生，理實如是。或疑菩薩⽰示現者容有
之，⽽而不盡然也。                      	

                                              ~明・蓮池⼤大師《往⽣生集》卷2	
                      (CBETA 2020.Q1, T51, no. 2072, p. 146b26-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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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3/7)	

對於此經的經⽂文，	

古來諸師多以序、正宗、流通三分分科。	

⼤大師則以此經分為〈⺩王宮會〉和〈耆闍會〉兩會，	

⺩王宮⼀一會⼜又分序、正宗、得益、流通四分；	

耆闍會也分序、正宗、流通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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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4/7)	

古來諸師多以觀佛三昧為宗。	

⼤大師稱此經以觀佛三昧為宗，⼜又以念佛三昧為宗；
⼀一經兩宗。	

⼤大師主張：阿彌陀佛是報佛，佛⼟土是報⼟土。	

凡夫往⽣生淨⼟土，完全依靠佛的願⼒力，	

所以，五乘⿑齊⼊入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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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5/7)	

將往⽣生淨⼟土的修⾏行分為正⾏行和雜⾏行。正⾏行有五種：	

１讀誦：⼀一⼼心專讀誦《觀經》、《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２觀察：⼀一⼼心專注思想觀察憶念彌陀淨⼟土依正⼆二報
的莊嚴；	

３禮拜：⼀一⼼心專禮彌陀⼀一佛；	

４稱名：⼀一⼼心專稱彌陀名號；	

５讚歎供養：⼀一⼼心專讚歎彌陀⼀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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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6/7)	

正⾏行中更有正定業和助⾏行業的區別。	

所謂正定業，即⼀一⼼心專念彌陀名號，念念相續不捨，
即第四稱名正⾏行。	

助⾏行業者，即禮拜讀誦等，是正⾏行的助業。	

除正助⼆二⾏行業之外，⾃自餘⼀一切諸善萬⾏行，稱雜⾏行。	

捨去雜⾏行，歸正⾏行業；傍修助業，專修正業，稱念
佛名，期求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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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四帖疏》的特點(7/7)	

⼤大師解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	

（1）不說與菩提⼼心同或不同。	

（2）⾄至誠⼼心－真實⼼心，	
          深⼼心－深信之⼼心，	
          迴向發願⼼心－⾃自他所修善根，悉皆真實	
                                  深信⼼心中迴向願⽣生彼國。	

（3）九品往⽣生皆以此三⼼心為正因；三⼼心既具，
無⾏行不成。願⾏行既成，若不⽣生者，無有是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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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無量壽佛經疏》綱要簡介

壹、本經概說	

貳、解釋經題	

參、本經宗旨	

肆、⼗十六觀名稱	

伍、序分	

陸、三種淨業	

柒、料簡定善兩⾨門	

捌、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玖、三⼼心與菩提⼼心	

拾、流通付囑念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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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經概說】

卷名	 經⽂文科判	

卷⼀一、⽞玄義分	

卷⼆二、序分義	     ⼀一、序分（證信序、發起序）	

卷三、定善義	
⼆二、正宗分	

   2.1 定善	

卷四、散善義	

   2.2 散善	

    三、得益分	

四、流通分	 4.1 ⺩王舍流通	

五、耆闍會	 4.2 耆闍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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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善導⼤大師之《四帖疏》



貳、【解釋經題】 	
⼀一、佛：智者、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此指釋迦牟尼佛。	

⼆二、說：對機說法，師資道合，皆蒙證益。	

三、觀：觀者，照也。常以淨信⼼心⼿手，以持智慧 
之輝，照彼彌陀依正等事。	

四、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是所觀之境。	

五、經：佛說為經。有「貫、攝、常、法」四義，
亦有「徑」、「鏡」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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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帖疏》將所觀之境分依、正⼆二報 	

依正	 通別	 假真	 ⼗十六觀	

依報	
（地下、地上、

虛空莊嚴）	

通	
假	 第⼀一、⼆二觀	

真	 第⼆二～六觀	

別	 -	 第七華座觀	

正報	
（主、聖眾	

莊嚴）	

別	
假	 第⼋八像觀	

真	 第九真⾝身觀	

通	 -	 第⼗十～⼗十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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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經宗旨】 	

《四帖疏》⼀一經兩宗  	

以觀佛三昧為宗 	 指⼗十三觀 	

亦以念佛三昧為宗 	 指 三福、九品 	

⼀一⼼心迴願往⽣生淨⼟土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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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十六觀的名稱】	
１、⽇日想觀。２、⽔水想觀。３、地想觀。
４、寶樹觀。５、寶池觀。６、寶樓觀。	

７、華座觀。８、像觀。　９、真⾝身觀。	

10、觀⾳音觀。11、勢⾄至觀。	

12、普想觀。13、雜想觀。	

14、上三品。15、中三品。16、下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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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序分】本經之發起	
◎略說：太⼦子殺⽗父、禁⽏毋，⺩王后厭苦、請法。	

主⾓角－阿闍世⺩王⼦子、⾱韋提希⺩王后、釋迦牟尼佛。	

⼈人物－頻婆娑羅⺩王、提婆達多（佛之堂弟、阿難尊
者親兄）、⽉月光、耆婆⼤大⾂臣、⼤大⺫⽬目犍連尊者、富樓
那尊者、阿難尊者。	

地點－古印度摩伽陀國⺩王舍城⺩王宮內。	

31	



事件演變過程	
１、太⼦子受調達之煽動，發動政變，囚禁⽗父⺩王
（此事有前因後果）。	

２、⾱韋后密奉⺩王⻝⾷食，⽗父⺩王被禁求法，法、⻝⾷食俱有，
多⽇日不死。	

３、太⼦子得知此事，欲殺⺟母后，⼆二⼤大⾂臣勸阻，  
⺩王后被禁深宮。	

４、⾱韋后被禁，⼼心中憂愁，⽣生厭離⼼心，請佛為說
「清淨業處」，發起佛說「觀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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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三種淨業】（三福） 	

經⽂文	 類別	

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
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世俗	
善根	

世福	

第⼆二福－受持三歸，具⾜足眾戒，
不犯威儀。	

戒善	 戒福	

第三福－發菩提⼼心，深信因果，
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行善	 ⾏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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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種業，乃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淨業正因	



《四帖疏》卷四・三福（1/2）	

第⼀一福，即是世俗善根。曾來未聞佛法，但⾃自⾏行孝
養，仁義禮智信，故名世俗善也。	

第⼆二福者，此名戒善。就此戒中即有⼈人、天、聲聞、
菩薩等戒，其中或有具受、不具受，或有具持、不
具持，但能迴向盡得往⽣生。	

第三福者，名為⾏行善。此是發⼤大乘⼼心凡夫⾃自能⾏行⾏行
兼勸有緣，捨惡持⼼心，迴⽣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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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帖疏》卷四・三福（2/2）	

單⾏行世福、戒福、⾏行福，迴俱得⽣生；	

⾏行上⼆二福，⾏行下⼆二福，迴俱得⽣生；	

俱⾏行三福，迴亦得⽣生。	

三福俱不⾏行，即名⼗十惡邪⾒見闡提⼈人也。	

此三種淨業，是散動根機，九品往⽣生之正因；	

淨⼟土念佛⾏行者須於此處篤踐⼒力⾏行，⽅方有往⽣生之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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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料簡定散兩⾨門】 	
此經是佛為凡夫所說，不為聖⼈人 。疏云：「看此
觀經定善及三輩上下⽂文意，總是佛去世後，五濁
凡夫但以遇緣有異，致今九品差別。何者？  	

上品三⼈人 	 是遇⼤大凡夫 	

中品三⼈人 	 是遇⼩小凡夫 	

下品三⼈人 	 是遇惡凡夫，以惡業故，臨終藉善，
乘佛願⼒力，乃得往⽣生。 	

⼤大師之意：「欲使今時善惡凡夫同沾九品，⽣生信
無疑，乘佛願⼒力，悉得⽣生也。」「如來說此⼗十六
觀法，但為常沒眾⽣生，不干⼤大⼩小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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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善、散善之義	

定善⼀一⾨門	 ⾱韋提致請 	 若依定⾏行，即
攝⽣生不盡 	

從初⽇日觀
⾄至⼗十三觀 	

散善⼀一⾨門	 是佛⾃自說 	 是以如來⽅方便
顯開三福，以
應散動根機	

三福九品 	

除斯已外，⼀一⼼心信樂求願往⽣生，上盡⼀一形，下收⼗十念，乘
佛願⼒力，莫不皆往。」（斯者，指謗法與無信、⼋八難及⾮非
⼈人等，此等眾⽣生必無受化之義。） 	

經⽂文：「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
壽佛名。」（在流通分）⽽而⼤大師疏云：「上來雖說定散兩
⾨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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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與正受皆屬定善	
⼆二善	 經⽂文	 四帖疏	

定善	 我今樂⽣生
極樂世界，
唯願世尊，
教我思惟，
教我正受。 	

思惟者，即是觀前⽅方便，思
想彼國依正⼆二報總別相也。
即地觀⽂文中說⾔言：如此想者，
名為麤⾒見極樂國地。 	

如華嚴經說，
思惟正受者，
但是三昧之
異名；與此
地觀⽂文同。
以斯⽂文證，
豈得通於散
善。 	

正受者，想⼼心都息，緣慮並
亡，三昧相應，名為正受。
即地觀⽂文中說⾔言：若得三昧，
⾒見彼國地，了了分明。 	

散善	 ⾱韋提⼆二請，唯是定善；散善之⽂文，都無請處，但是佛
⾃自說⽿耳；如經⽂文（淨業三福前）：「我今為汝廣說眾
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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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希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