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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p.6：7【就行立信】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成就者，畢竟得
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五念門？一者禮拜門；二者讚歎門；三者作
願門；四者觀察門；五者迴向門。云何禮拜？身業禮拜阿彌陀如來、應、正遍
知，為生彼國意故。云何讚歎？口業讚歎，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
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云何作願？心常作願，一心專念畢竟往生安樂
國土，欲如實修行奢摩他故。云何觀察？智慧觀察，正念觀彼，欲如實修行毘
婆舍那故。彼觀察有三種。何等三種？一者觀察彼佛國土功德莊嚴；二者觀察
阿彌陀佛功德莊嚴；三者觀察彼諸菩薩功德莊嚴。云何迴向？不捨一切苦惱眾
生，心常作願迴向為首，成就大悲心故。～《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T26, p.231, b9-24） 

p.132 line-3【請求靈驗】《廣清涼傳》卷 3：「華嚴疏主法諱澄觀。……
疏主於上起立制疏道場。即唐興元元年（784）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
瑞應。數日之後。中夜寢。夢一金人。於疏主前立。師乃以手攬之。從首飡食。
至足而寤。私心喜曰。此必大聖垂祥。是余飡受華嚴之法味。得其粹旨。示造
疏始終之兆也。乃起盥漱。遽入道場。焚香設禮。慶謝嘉瑞。厥後。若躬對聖
容。援毫灑翰。才思如流。精釋微言。未嘗疑阻。遂得一部七處九會之文。渙
然在目。自興元元年。迄貞元三年丁卯歲（787）十一月五日絕筆。」(T51,p.1120, 

b5-15) 

p.132 line-3【造心】深入心中。謂受啟發。～《漢語大詞典》《大明三
藏法數》卷 31：「脩行者。起行造心也。」(P182,p.675,a7)《注維摩詰經》卷 4
〈4 菩薩品〉：「肇曰。決定審理謂之智。造心分別謂之慧。」(T38,p.369,c25-26) 

p.132 line-1【楷定古今】善導大師之著作，現存的世稱「五部九卷」：
《觀經四帖疏》四卷、《觀念法門》一卷、《法事讚》二卷、《往生禮讚》一
卷、《般舟讚》一卷。其中的《觀經四帖疏》古今大德皆尊稱為「楷定疏」、
「證誠疏」或「證定疏」，奉為金科玉律，敬如經典；印光大師讚言：「淨業
行人之指南針」。所謂「古」，乃指陳隋之淨影（慧遠）、嘉祥（吉藏）、天
台（智顗）等人所作之觀經疏；「今」則指與善導並世之淨土宗諸師所釋之觀
經疏。「楷定」則意謂「決定是非，以為後世楷模」之義。此書深為淨土門之
流所重視；蓋淨影諸師主張自力修行，悟道成聖，而善導主張藉彌陀本願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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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以往生淨土，然聖道之理艱深難悟，故歷來之淨土家多重善導之說。～《佛

光大辭典》《印光大師文鈔》：「阿彌陀經有蕅益大師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極．
為自佛說此經來第一註解．妙極確極。縱令古佛再出於世．重註此經．亦不能
高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諦信受。無量壽經有隋慧遠法師疏．訓文釋義．最
為明晰。觀無量壽佛經有善導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約事相發揮。
至於上品上生章後．發揮專雜二修優劣．及令生堅固真信．雖釋迦諸佛現身．
令其捨此淨土．修餘法門．亦不稍移其志。可謂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若夫台
宗觀經疏妙宗鈔．諦理極圓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
被．利鈍均益也。」～與徐福賢女士書 

p.133 line 4【義門】指第一卷玄義分。 

p.133 line 5【玄義科文】《傳通記》：玄義科文者。玄義是第一卷。
科文是後三卷。科經文故。～本會版 p.962 

p.133 line 5【更至心要期】《傳通記》：「更至心要期七日等者，前
則為造疏請求靈驗；今亦為流布重致祈願。」～本會版 p.963《廣清涼傳》卷 3：
「法師既造疏已。乃罄資緣。設千僧會齋。用為顯慶。又欲驗其疏流通之兆。
乃入道場。祈禱冥應。忽於夜寐。夢見自身化為大龍。首枕南臺。尾枕北臺。
騰躍其身。復化作千箇小龍。分散而去。疏主覺已。喜曰。斯乃新疏流行之應
矣。」(T51,p.1120,b15-20) 

p.133 line 7【磑】音「ㄨㄟˋ」，石磨。「磑輪」：利用水的沖力以啟動
水磨的輪盤。～《漢語大詞典》 

【三具磑輪】《傳通記》：「大莊嚴論（馬鳴造）云。訓馬之法。道立磑輪以
繫馬也。行者調心亦爾（已上）。安樂集云。心若散亂時。如調馬用磑（已上）。今
亦如此。迷心荒越。猶如野馬。調此荒心。即以三心磑輪也。此乃心馳六塵。
鎮沈三途。佛教安心。頓出煩籠也。」～本會版 p.963《大莊嚴論經》卷 8：「智
者應繫念，除破五欲想，精勤執心者，終時無悔恨。心意既專至，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捉心，臨終意不散。專精於境界，不習心專至，臨終必散亂。心若散亂
者，如調馬用磑，若其鬪戰時，迴旋不直行。」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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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難禁制，如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器鉀散壞，不習撿心命終亦爾。」(T04, 

p.302,c5-15) 

【一人乘白駱駝】《傳通記》：「能乘人者或是釋迦。或是彌陀。但彌陀
猶親。白者表善。駱駝者。…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駱駝（已上）。若準此
者。駱駝表極善最上之法。」～本會版 p.963-64 

p.133 line -7【莫作退轉】《傳通記》：「莫作退轉者。勸長時修。不
勞貪樂者。勸無間修。四修之中此二為要。故禮讚云。若能如上。念念相續。
畢命為期（已上）。今亦如此。」「畢命為期者。答長時修。不生懈慢者。答無
間修。」～本會版 p.964 
一者、恭敬修：所謂恭敬禮拜彼佛及彼一切聖眾等，故名恭敬修。畢命為期，
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二者、無餘修：所謂專稱彼佛名，專念專想專禮專讚彼佛及一切聖眾等，不雜
餘業，故名無餘修。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三者、無間修：所謂相續恭敬禮拜，稱名讚歎，憶念觀察，回向發願，心心相
續不以餘業來間，故名無間修。又不以貪瞋煩惱來間，隨犯隨懺，不令隔念隔
時隔日，常使清淨，亦名無間修。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善導大師《往生禮讚偈》（T47, p.439, a9-19） 

p.133 line -5【十僧圍繞】《傳通記》：「彌陀既是報身。推知十地菩
薩以為所將。」～本會版 p.965 

p.133 line -4【杆、幢、道路】《傳通記》：「見兩幢杆者。表定散

二善。旛懸五色者。或表五念門行。或表五種正行。道路縱橫者。左右為橫。

前後為縱。此表十方三世往益連綿無絕。行證易得。故云無礙。」～本會版 p.965 

p.134 line 1【已請證定】《傳通記》：「上來聖證。名為請證。依說

定判。故名為定。大師製疏意不聊爾。欲使未來除疑生信。頓超苦海。速登彼

岸。今之證定意在於茲。祖師云。諸師製疏未必有證。但華嚴澄觀一十八年於

清涼山而致祈請。終得文殊教。而製八十華嚴經釋。盛行於世。超舊師釋。」
～本會版 p.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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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line 2【集記】《傳通記》：「集聖僧指授，記之筆點。」～本會版 p.19 

p.1 line 3【玄義分】『玄義』，解釋經論本文之前，先闡明一部經論之幽
玄義旨，或於經題之下，論述一經之深義者，即稱『玄義分』。如本疏四卷中，
即有一卷為玄義分，乃總說觀無量壽經之要義，兼破諸家之謬解；後三分始就
經之文句，一一解釋。其中，玄義分首先於卷首揭示發願歸三寶偈，次分「序
題」、「釋名」、「宗旨」、「說人」、「定散兩門」、「釋疑」、「得益分
齊」等七門玄義，以論釋觀無量壽經之旨義。～《佛光大辭典》《傳通記》：「玄
者。幽遠、深妙二義。…幽遠者。文前立七門粗顯經大旨。是對文句消文委曲。
深妙者。垢障凡夫乘佛本願。不假斷證。直入報土。加之散善自說三輩。偏散
九品唯凡等。」～本會版 p.9-10 

p.1 line 4【三寶】佛、法、僧。何故名寶？《大乘義章》卷 10：「此之三
種何故名寶？世間瓊瑤。人之所珍。此之三種。世所尊重。如世珍奇。是故就
喻說之為寶。《寶性論》中釋有六義，喻之如寶：一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
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眾生有千萬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離垢義。
如世真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為寶。三勢力義。如世珍寶。
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可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莊嚴義。
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殊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法身。故說為寶。五最
勝義。如世寶璧。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故名為寶。六不
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等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為
寶。」(T44,p.654,b5-19) 

【歸依三寶】皈依後應學之次第分二：（一）各別學處，（二）共同學處。初
又分二：（1）遮止學處，（2）奉行學處。遮止學處：永不皈依天龍鬼神、
不損害任何有情、不與外道共住(對三寶不信或誹謗者，不應隨順)。奉行學處：
於佛像、經典法寶，皆當恭敬，不應譏彈，或置不淨處及質當；於僧眾，不應
呵毀及妄分彼我派別而興仇視，應敬視如寶。共同學處有六：1.常念三寶功
德。2.念三寶大恩，隨自所生樂善，當知皆是三寶之恩，故當以報恩意樂而行
供養。3.念大悲者，應以悲心安立諸餘有情，隨其所能而受皈依。4.有何所需、
任何緊要之事，皆當供養啟白三寶；不當依從其他之世俗法。5.憶念皈依殊勝
利益，於日日中，晝三夜三，勤修皈依。6.守護不捨者，當立誓自決，任遇何
緣，乃至失命，皆不捨離皈依；雖為戲笑，亦不說捨三寶之言。～《菩提道次第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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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玉《禮佛發願文略釋》卷 1：「發願之初。先須歸敬三寶者。有五義故也。
一。令見聞者。生信敬故。二。佛法聖眾。舉世樂聞故。三。依戒修持。堪為
福田生物善故。四。佛法二寶。由僧建立故。五。乞求加護。令願速成故。又
十方同聚。凡聖交參。以顯同體法性故。具此多義故須歸敬三寶也。」(J30,p.905, 

c21-26) 

p.1 line 5 起【十四行偈】  歸佛寶(4 句)含法寶 
初 2 行，發願。 初 7 行，歸敬序 正歸(18 句) 歸僧寶(14 句) 

後 12 行，歸三寶  請加(10 句) 請佛加備(4 句) 
 後 5 行，發起序(發起造疏之意) 請僧加備(6 句) 
 1.明願生意(2 行)、 2.述說偈意(1 行) 

 3.敘造疏意(1 行)、 4.述迴向意(1 行) 

p.1 line 5【道俗時眾】《傳通記》：「出家五眾名道。在家二眾名俗。即
指道俗云時眾等。…正指大師在世道俗。兼通遺教流布未來之眾。」～本會版

p.26+28 

p.1 line 5+6【無上心、金剛志】1.都指「菩提心」，上求下化之心志，
堅固猶若金剛。2.即指「三心」。3.上勸菩提心，云各發等；今勸三心，云共
發等也。 

p.1 line 6【橫超斷四流】橫超，《無量壽經》：「宜各勤精進，努力自求
之。必得超絕去，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橫截於五趣，惡道自閉塞。無極
之勝道，易往而無人。」【四流】一見流，三界之見惑也。二欲流，欲界之一
切諸惑也，但除見及無明。三有流，上二界之一切諸惑也，但除見及無明。有
者生死果報不亡之義，三界雖通，而今別以名上三界。四無明流，三界之無明
也。四流總攝一切見思諸惑，有情為此四法漂流而不息，故名為流。～《佛學大

辭典》《華嚴經》卷 24〈22 十地品〉：「是諸眾生為諸煩惱暴水所沒；欲、
有、見、無明，四流所漂；隨生死流，入大愛河。」(T09,no.278,p.549,c17-18)《安
樂集》卷 2：「若依此方修治斷除，先斷見惑，離三塗因，滅三塗果；後斷修
惑，離人、天因，絕人、天果。此皆漸次斷除，不名橫截；若得往生彌陀淨國，
娑婆五道一時頓捨，故名橫截。」(T47,p.18,c29-p.1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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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line 7【歸命】《傳通記》：「歸者是趣向義。命謂己身性命。生靈所
重莫此為先。此明論主得不壞信。盡己所尊重之命。歸向三寶。請加製述。故
云歸命。二歸是敬順義。命謂諸佛教命。此明論主敬奉如來教命。傳法利生。
故云歸命。」～本會版 p.42 

p.1 l ine 7【法性真如海、報化等諸佛】《傳通記》：「就所歸佛舉三身中。
今則法身。」「明後二身。上舉法身。今言報化。此明所歸佛三身也。」～本

會版 p.43-45 何故不舉法寶？《傳通記》：「答：歸三寶中文有具缺。香象起信

論疏云：或有具敬三寶，如智論、攝論等。或有唯歸佛寶，如地持論。或單歸

人法，如十地論。或直說無歸，如十二門論…故總標三寶，舉於佛僧，法寶自

彰。故偈文中不具舉之。何者？法寶是佛之所說、所證，僧之所受、所學；是

故舉能彰所，舉人顯法。…舉於佛僧亦顯法寶，或又準此解，亦敬法寶；法性

真如，兼敬法故。」香象（法藏）～本會版 p.58 

p.1 l ine 8【莊嚴及變化】《傳通記》：「有云。菩薩中相好具足名為莊嚴。
隨類化現名曰變化。問：今所歸中有二乘耶？答：正歸中無歸文。加備中云三
乘。所以然者。大乘之意有與奪義。與而言之。斷四住惑。出分段域。人空自
在。齊三賢。故可歸此德。奪而言之。已入無為正位。永不成佛。故方等彈云
敗種。釋論嫌屬邪定。」～本會版 p.47 

p.1 line 8【十地三賢海】《傳通記》：總舉菩薩所經次位也。…今約深淺
次第列之。諸文皆順深淺次第。所以然者。先歸佛寶。後歸僧寶。僧中亦可先
歸上位。…大海雖有多義。今文正當廣大、漸漸轉深二義。～本會版 p.47-48【三

賢】賢謂賢善調和，即指修善根而制伏煩惱，使心調和的三種修行階位。。大
小乘所說的三賢位有所不同。大乘三賢︰指地前的菩薩位有三階三十心之別，
又稱三十心。一般係依《瓔珞經》及華嚴之說，以十住、十行。十迴向，三十
心為三賢。相對於十信外凡，三賢為內凡。天台宗別教，認為十信位伏界內之
見思惑，十住位斷界內之見思惑及界外上品之塵沙惑，十行位斷中品之塵沙
惑，十迴向位則斷下品之塵沙惑，並伏無明。～《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2020/06/06 

7 / 8 

p.1 line 9【時劫滿未滿】《地持論》：從種姓至初地是初僧祇，初地至八
地是第二僧祇，八地已上是第三僧祇也。滿未滿者，三祇各有滿與未滿。究竟
而論，三賢九地是未滿位，第十地是滿位。此約因滿。若約果滿，十地已還是
未滿位，唯佛地滿。【智行圓未圓】舉所行六度。第六是智，前五名行。前四，
因位漸滿；禪、智，果位方滿。【正使盡未盡。習氣亡未亡】正使（煩惱）是
驅使眾生令流轉三有之義。習氣，與種子名異體同。習氣即約熏習時而論，種
子即對現行立號。依天台別教之位，前七住位，斷見思惑；後三住位及行向位，
斷除習氣，並塵沙惑。初地已上，斷無明也。～《傳通記》本會版 p.48-51 

p.1 l ine -5【功用無功用。證智未證智】上句約外用（現身百千萬億佛土，
施作佛事），下句約內證。佛地論云。七地已前名功用，八地已上無功用。初
地斷除人法二執，證二空理，故地上名證智，地前名未證。～《傳通記》本會版 p.54 

p.1 line -5【正受金剛心，相應一念後，果德涅槃者】「相應一念」，即
指金剛心、金剛喻定，等覺位觀達無始無明源底，入於妙覺無念極位，其無礙
道（無間道）名金剛定。其體堅固，其用銳利，可摧毀一切煩惱，故以能破碎
諸物之金剛比喻之。此乃三乘學人之末後心，亦即小乘聲聞或大乘菩薩於修行
即將完成之階段，欲斷除最後煩惱所起之定；生起此定，可斷除極微細之煩惱
而各得其極果，於聲聞之最高悟境可達阿羅漢果，於菩薩則得佛果。一般稱斷
煩惱之階位為「無間道」，而由此證得真理之階位稱為「解脫道」，起金剛
喻定，相當於無間道，由此得阿羅漢果或佛果，相當於解脫道，故能起金剛喻
定之無間道，亦稱為金剛無間道。「後果德涅槃」，果德，即是菩提智德；涅
槃，即涅槃斷德。斯乃轉煩惱為菩提，轉生死為涅槃。『後』者，對無礙道，
用解脫道以名後也。二轉依具足之人，佛也。～《傳通記》本會版 p.55-56 

p.1 line -4【三佛菩提尊，無礙神通力】佛之三身名三佛菩提。一者法身
菩提。二者報身菩提。三者化身菩提。法身菩提：真如實相、第一義空，自性
清淨，體無穢染，理出天真，不假修成，名為法身。報身菩提：備修萬行，能
感報佛之果，以因酬果，名曰報身。化身菩提：從報起用，能赴萬機，名為化
身。益物圓通，名曰菩提。佛之神通是任運不作意，故云無礙。此對凡夫、二
乘作意；故下文云：佛即以無礙智知，即能入彼想心中現。即此意也。～《傳通

記》本會版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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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line -2【學佛大悲心】一解：三乘各學發佛大悲心。應化聲聞，內秘
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亦學佛大悲心。二解：佛由大悲心，說諦緣度法，三乘
各學隨緣之法，出離生死。～《傳通記》本會版 p.62-63 

p.1 line -1【遺迹】今文本意指淨土經。故次下云。彌陀本誓願等（云云）。 

p.2 line 1【彌陀本誓願。極樂之要門】上句指壽經，具說彌陀本願之相。
下句指觀經。問：云何不言小經？答：彌陀經念佛與二經念佛其體不異。故不
別標。～《傳通記》本會版 p.69 

p.2 line 1【速證無生身】此明往生益。以不退名為無生。～《傳通記》本會版

p.70 佛之法身無有生滅，故稱無生身。無生，為涅槃之異稱。蓋涅槃之妙理，
無生無滅，證悟無生之理，即得無生身。然有分、圓之別，證悟體達「圓」者
為佛果；得「分」者，即得無生忍之七地以上菩薩。二者皆稱無生身。～《佛光

大辭典》 

p.2 line 2【菩薩藏頓教一乘】指淨土法門。以其速疾成佛，故稱頓教；又
以一切眾生悉得乘此而成佛，故稱一乘。～《佛光大辭典》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
疏》卷 1：「韋提希等並是凡夫。便證無生。不從小入。故知是頓。準知一代
彌陀教觀。皆是圓頓一佛乘法。更無餘途。」(T37,p.280,a15-17) 

p.2 line 3【六通照知我】《傳通記》：「乞願諸佛，以無礙智知見證明我
心願也。問：上云冥加願攝受等，今言六通照知我等，二文意同，何似重言？
答：上總請加，故云見佛。今文別述，請加造疏，故云廣開。斯乃從總之別，
故非重言。」～本會版 p.81 

p.2 line 3【二尊教】《傳通記》：釋迦如來說彌陀事，能所合論，故云二
尊。又二尊教言可通大、小阿彌陀經。～本會版 p.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