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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會集本）簡介 
佛陀教育基金會第五屆「假日佛學院」淨土宗，啟講：2022/2/12 

【本經簡介】 

1.淨土宗根本經典：淨土三經（五經）一論中，此為淨土宗「大經」，淨土

群經之首要，為淨土第一經也。古德讚為：「如來稱性之極談，一乘之了

義，萬善之總門；淨土群經百數十部之綱要，一大藏教之指歸也。」 

2.本經內容，如慧遠《無量壽經義疏》卷 1：「此經宣說無量壽佛所行、所

成及所攝化。言所行者。宣說彼佛本所起願、本所修行。言所成者。說今

所成法身、淨土二種之果。言所攝者。普攝十方有緣眾生。同往彼國。道

法化益。名為所攝。又今一切諸菩薩等。學其所行。得彼所成。同其所攝。

名所攝矣。」(T37,p.91,c17-23) 

3.本經內容亦可分六：（1）阿彌陀佛成佛因果、（2）淨土依正功德莊嚴、

（3）眾生三輩往生行果、（4）二土淨穢欣厭勸修、（5）邊地疑城得失

雙辨、（6）末世得度福慧始聞等。（參考末頁，本經科判） 

4.「大本」與「小本」有何區別？「大本」、「小本」，語出天台智者《觀

經疏》。對照末頁之本經科判，可知「小本」《阿彌陀經》僅有：(1)總

說國界嚴淨依正莊嚴；(2)依報：寶樹、堂舍樓觀、泉池功德、德風華雨、

寶蓮佛光；(3)正報：光明照、壽眾無量、超世希有、受用具足；(4)三

輩往生、菩薩禮供：決證極果、十方佛讚、禮供聽法；但缺：三輩往生、

往生正因(僅說一心持名)；(5)二土欣厭，舉惡令厭：濁世惡苦。其他部

份(含邊地疑城等)則無文，尤其以最重要的彌陀因地願行，皆不在「小本」

中說。 

5.此經漢文譯本，經錄有記載者，前後有十二種，但現存僅有五種譯本，七

種缺失；另有四種會校本。其中五種原譯本，略分三類：漢、吳兩譯為一

（24 願），魏、唐兩譯為一（48 願），趙譯為一（36 願）。（參考《無量壽

經解》p.65-74，或本簡介之 p.3）依聖嚴法師之《無量壽經講記》：阿彌陀佛大

願有幾條？漢、吳兩譯都是二十四願。魏、唐兩譯都是四十八願。宋譯是

三十六願。西藏譯本《無量壽經》四十九願。《悲華經》五十二願。法師

引用夏蓮居會集本：「驟覽之，魏唐廣而漢吳略；細辨之，漢吳盈而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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絀。緣二十四者，不僅二十四；四十八者又不足四十八。」 
6.本經註疏常見者：慧遠法師《義疏》、吉藏大師《義疏》、彭際清《起信

論》、王耕心《摩訶阿彌陀經衷論》、黃念祖《解》、丁福保《箋註》、

淨空和尚《講記》、《親聞記》，聖嚴《無量壽經講記》，日本道隱《無

量壽經甄解》、韓國元曉大師《宗要》、璟興法師《連義述文贊》等。（參

考《無量壽經解》p.75-77） 

7.此經既是淨土群經之首要，何故古來中國祖師著疏甚少，遲至清末、民初

才受重視？是否無善本所致？抑或以「小本」為主要註疏所影響？或無「大

師」倡導故（智者、善導大師都僅作《觀經》疏）？值得深思其中緣故。 

8.先依黃念祖《無量壽經解》略說本經「概要」－ 

《解》中依《華嚴經疏》之「十門釋經」改為如下十門： 

（1）教起因緣：為能三根普被，凡聖齊收，即凡夫心，開、悟、入佛知見；

以念佛心入無生忍。令眾生持名念佛，暗合道妙，巧入無生，即凡成聖；

能得佛力加持，因他力而顯自心，了他即自，自他不二、自他宛然。末世

濁惡，眾根劣弱，垢重障深，世尊垂慈，特留此法，以作慈航。 

（2）本經體性：以「實相」為經正體。亦如《彌陀要解》云：吾人現前一

念心性。亦如本經所示「三真實」：真實之際、真實智慧、真實之利。 

（3）一經宗趣：以發菩提心，一向專念為宗；以圓生四土，逕登不退為趣。

（《華嚴經疏》中則詳敘「宗趣通局」） 

（4）方便力用：顯本經之方便勝妙、大力大用。先略示四種念佛：持名、

觀像、觀想、實相，其中持名念佛更為方便究竟，稱為『徑中之徑』。持

名即是實相，念佛即是行深般若；句句是佛知見，念念放般若光；持念佛

名又何異於念心實相！本經專主「發菩提心、一向專念」，全顯兩土導師、

十方如來之本心，彌陀無盡大悲之勝願、方便至極之大慈、力用難思之果

德；凡聖齊收，利鈍俱被，下至十惡五逆、餓鬼畜生，但能發心專念，悉

得度脫。（《華嚴經疏》無此門，應略似第三「義理分齊」） 

（5）所被根器：（《華嚴經疏》作「教所被機」）信願行三，缺一不可，

缺一則非器。「專為凡夫，兼為聖人」。又可說是：「專接上根，傍及中

下」；所謂此「乃諸佛所行境界，唯佛與佛能究盡，非九界自力所能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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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佛以十念必生之大願王，特為多障眾生，開此易行之方便法，甚至

於經滅時獨留此經以作舟航，故云「專為凡夫」也。不論男女老少、富貴

貧賤、上智下愚、久修初習、宿根利鈍、善惡差別，祗要於此法門能生實

信，因信發願，從願起行，發菩提心，一向專念，如是之人，正是當機。 

（6）藏教所攝：三藏之經藏。二藏之菩薩藏。五時之方等時。二教之頓教。

天台四教、賢首五教之圓教。 

（7）部類差別：（《華嚴經疏》作「部類品會」）與小本《阿彌陀經》同

部。凡倡導憶念彌陀，願生極樂之經典，均屬同類。其中亦有親、疏，以

「持名念佛」為親，其它為疏。 

（8）譯會校釋：（《華嚴經疏》作「傳譯感通」）共有八代十二譯：漢 2、

吳 1、曹魏 2、西晉 1、東晉 2、劉宋 2、唐 1、趙宋 1。五存七佚。存世五

種，差異顯著。例如，彌陀「十念必生」大願，見於魏、唐兩譯，而漢、

吳兩譯之願文中無之。又如《吳譯》廿四願中有「國無女人」與「蓮華化

生」願，而魏、唐兩譯雖具四十八願，反無明顯願文所在。故從宋朝王龍

舒至民初夏蓮居，凡有四種校會之本。詳如黃念祖《解》。本經的注釋，

如前所略述，亦詳見黃念祖《解》。 

（9）總釋名題（如下略說）。（10）正釋經義（《華嚴經疏》作「總釋經

題」、「別解文義」），爾後詳述。 

【本經譯本、會校本】 

１、諸譯本：自漢迄宋，凡十二譯；宋元以後，僅存五種；通稱《無量壽經》。 
存五：（1）《無量清淨平等覺經》，後漢支婁迦讖譯（AD.180 左右）。（2）
《佛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吳支謙譯（AD.228）。（3）
《無量壽經》，曹魏康僧鎧譯（AD.252）。（4）《大寶積經‧無量壽如來會》，

唐菩提流志譯（AD.713）。（5）《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經》，宋法賢譯（AD.980

左右）。 
佚七：（1）《無量壽經》二卷，後漢安世高譯；（2）《無量清淨平等覺

經》二卷，魏帛延（另作白延）譯；（3）《無量壽經》二卷，西晉竺法

護譯；（4）《無量壽至尊等正覺經》一卷，東晉竺法力譯；（5）《新無

量壽經》二卷，劉宋佛馱跋陀羅譯；（6）《新無量壽經》二卷，宋寶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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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7）《新無量壽經》二卷，宋曇摩蜜多譯。 

２、會校本：自宋迄今，凡有四種，只為大經宏傳流通於今後，令行者遍觀

各譯，證入彌陀一乘願海。雖多有非難之者，亦是護教善意，但萬萬不可

任意誹謗會校本。如九祖蕅益大師於〈刻較正大阿彌陀經後序〉中云：「十

方諸佛，同共稱揚，寶積大會，叮嚀勸往，別本流行，凡經四譯。有宋王

龍舒居士，未睹寶積善本，輒會四譯，棄短取長，名大阿彌陀經，舉世流

通，千餘載矣。……此即法藏願輪，古今一致者也。」(J36,no.B348,p.367,c)

又如大安法師《淨土宗教程》中云：會集本可作研討之輔助。宏琳法師《幻

住答問》中，有詳細對會集本的解疑問答。 
(1)《大阿彌陀經》，宋王龍舒校輯。四譯所會，缺《唐譯》。 
(2)《無量壽經》，清彭際清節校。僅《魏譯》之節校本。 
(3)《摩訶阿彌陀經》，清朝魏源(承貫)會譯。會集五種原譯。 
(4)《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民國夏蓮居會集。亦是「五會本」。 

【總釋名題】《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總說：智者大師《觀無量壽佛經疏》云：「舉正報以收依果。述化主以包

徒眾。觀雖十六言佛便周。」(T37,p.186,c14-15)故通稱「無量壽經」。 
◎別解：直取宋譯，加漢譯經題而成，去其重複，攝 12 題悉入一名之中。 
１、佛：智者、覺者；三覺圓滿名為佛。此即本師釋迦牟尼佛也。 
２、說：悅也，悅所懷也；眾生機熟，堪受大法；以此能得究竟解脫，暢佛

本懷，故佛悅也。 
３、大乘：發菩提心之菩薩法門，正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淨宗第一

義諦。超情離見，強名為大。乘以運載為義，能將眾生從煩惱此岸載至

覺悟彼岸，從濁惡此岸載至安樂彼岸。 
４、無量壽：梵語阿彌陀，極樂教主聖號；阿彌陀三字是密語，含無邊密義；

以此三字統攝一經所說。無量壽是法身常住之體，壽是體，光是相，經

題標壽德，光德(十二光)即攝於中；實則佛之功德、智慧、神通、道力、

依正莊嚴、說法化度，一一妙德皆無量；以名召德亦無量也。法藏因地

願行與果地佛德，極樂之依正、主伴、功德莊嚴，全部經旨，攝無不盡。 
５、莊嚴：依正二報莊嚴，《往生論》中有廿九種；「如實安住，具足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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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莊嚴，隨應而現」，由於如實安住於真如本性，故顯事事無礙法

界之圓明具德境界也。 
６、清淨：身口意三業，離一切惡行、煩惱、染污；《往生論》云：三種莊

嚴入一法句，一法句者「清淨」句，清淨句者，真實智慧無為法身。經

云：以清淨心向無量壽；發清淨心，憶念受持，歸依供養。從清淨出生

莊嚴，三種莊嚴入一清淨，其義須善會之。 

７、平等覺：平等即是入不二法門；平等者，名為真如。平等覺可有四解－

（1）平等普覺一切眾生；（2）以平等法覺悟眾生；（3）平等覺指如

來之正覺；（4）平等覺即是阿彌陀佛聖號。 

８、經：具貫、攝、常、法四義。又有徑、典二義。 

【略明經體】（理論依據）（一）總說，（二）別釋。 

（一）總說是「實相」：又作如來藏、法性、中道、一心、清淨心。(1)實相

無相：離一切語言文字相、心緣相。若見諸相非相，即見如來。(2)實

相無不相：《要解》云：舉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乃至能

說所說，能度所度，能信所信，能願所願，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讚

所讚，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3)無相無不相：《楞嚴》云：離一切

相，即一切法。即空不空如來藏，有無俱離、有無相即（天台云「雙遮

雙照」），中道第一義諦。 

（二）別釋：略標四義，以究法源：（依彭際清《無量壽經起信論》卷 1(X22,p. 

117,b10-p.118,b5） 

１、自他不二：阿彌陀佛即是毗盧遮那佛，全自全他，不相違礙；非自非他，

而於無分別中，指方立相而專念彌陀者，本師付囑故，無量本願故，十

念往生故，疾登不退故。 

２、生佛不二：眾生心淨，心中佛無不現，常見佛身；如來法界身，入一切

眾生心想中。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一念心性，與佛之真如本性無

二無別；是故念阿彌陀佛即是念自性佛，自他不二，生佛不二。 

３、性相不二：《起信論》云：從本以來，色心不二。極樂一一莊嚴無非法

身；風聲、水聲、諸音樂聲，無非佛之妙音；花中放光，光中化佛，佛

又放光，普為眾生說微妙法。於此妙境界相中，自然證入不二法門。 

４、心土不二：《維摩經》云，心淨則土淨；色心自在，身土互現；於一毫



Page 6 ／ 10 

端現寶王剎，於微塵裡轉大法輪；一念淨心，即是淨土往生正因，亦是

報土真因；信願持名，圓斷諸惑，圓淨四土。 

【明宗旨】（修持方法）－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一）經文依據：第 24 品《三輩往生》中，三輩生因中皆有「發菩提心，

一向專念」。又彌陀第十九願曰：「聞我名號，發菩提心，修諸功德，

奉行六波羅蜜，堅固不退。復以善根回向，願生我國。一心念我，晝夜

不斷…」第十八願曰：「聞我名號，至心信樂。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願生我國。乃至十念…」可見第十九願重在發菩提心，一心念我，第十

八願重在至心信樂，一向專念。故知「發菩提心，一向專念」是彌陀本

願之心髓，全部大經之宗要，往生必備之正因，方便度生之慈航，本經

所崇、修行要徑，全在於此。 

（二）發菩提心：（1）世俗(隨事)、勝義(順理)。（2）《起信論》三心：

直心、深心、大悲心。（3）觀經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

（4）《金剛經論》四心：廣大心、第一心、常心、不顛倒心。以上四

種分類皆可互相含攝。（5）往生論註：「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佛

心。願作佛心即是度眾生心。度眾生心即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是故

願生彼安樂淨土者，要發無上菩提心也。」此則將通途發菩提心，融會

貫通至淨土念佛行門中矣！ 

（三）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一向專念」可有四種解釋：（1）上盡形壽，下

至十念；指從初發心念佛，直至最後一念，其關鍵在最後一念。（2）

廢捨餘行，專立念佛，一門深入，不雜他法。（3）念佛為主，餘行為

助；助行能助主修成就，主助圓融。（4）念佛為正，餘行為傍。正傍

有別，主次分明，還以迴向往生極樂為宗。 
（四）與三資糧相應：「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行則須一向專念。 

【論說力用】（修行歸趣）：往生不退 

（一）往生有四土：依行人念佛功行深淺生極樂四土，非極樂世界實有如娑

婆世界之四土分別。 
１、常寂光土：等覺大士破盡四十一品無明證入。 
２、實報莊嚴土：念至理一心不亂，破一分無明，乃至四十一品得入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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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分證常寂光土。 
３、方便有餘土：念至事一心不亂，斷見思煩惱者所生之土。 
４、凡聖同居土：念佛但有三資，未斷見思者所生；但極樂世界殊勝即在此

土；生此即斷三界生死，與諸上善人俱會一處，諸菩薩為勝友，不退轉，

一生補處，畢竟成無上菩提，真所謂橫具上三土。如要解云：「同居眾

生，以持名善根福德同佛故，圓淨四土，圓受諸樂也。」「極樂最勝，

不在上三土，而在同居；良以上之，則十方同居遜其殊特，下又可與此

土較量。所以凡夫優入而從容，橫超而度越，佛說苦樂，意在於此。」 

（二）不退有四：此依《彌陀要解》 

１、念不退：理一心不亂，破無明顯佛性，證初地、無生法忍。 
２、行不退：斷見思、破塵沙，不退菩薩行，生方便土。 
３、位不退：帶業往生，在同居土，蓮華託質，永離退緣。 
４、畢竟不退：不論至心、散心，有心、無心，或解、不解，但彌陀佛名、

此經名字，一經於耳，假使千萬劫後，畢竟因斯度脫。 

【分判教相】（教法之分類判屬）： 

１、三藏（經律論）之經藏。 ２、二藏（大小）之菩薩藏。 
３、（天台）五時之方等時。 ４、二教（頓漸）之頓教。 

５、賢首五教之頓、圓教。 ６、天台四教之圓教。 
７、三根普被，利鈍全收；上上根不能越其閫，下下根亦能臻其域。 

【本經之殊勝法義】 

１、法藏菩薩之廣大誓願，詳在第六品。行者明此，須生擔荷心、深信心，

發起如佛之悲智誓願，令自己亦具普賢大願、彌陀大願；並深信佛語、

佛願決定真實不虛，決定依從佛之教誨。尤其我等凡夫，業深障重、惑

深智淺，若不憑佛力攝受加持，豈能一生成就「了生脫死」、「成就佛

道」之大事耶？ 

２、法藏菩薩如何從願起行，以廣大功德實踐圓滿本願，詳在第七、八、九

品。行者明此，須生真實心，學習如佛之廣行方便，圓滿普賢大願之行。 

３、極樂依正莊嚴，詳在第十一至廿一品。極樂菩薩之悲願、修持、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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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在第廿六至卅一品。行者明此二者，須生決定心，至誠迴向，決定於

此生中，入佛境界，不墮疑城；若錯過此生之殊勝因緣，更待何世？ 

４、三輩往生正因及兩土果報對比（彼淨此濁），詳在第廿二至廿五品，及

卅二至卅七品。行者明此二者，須生精進心、出離心，於濁世惡苦中不

再貪戀，佛號念念無間，祈能成就念佛三昧，決生彼國。 

５、本書《解》云：本經稱為中本《華嚴經》，經中所詮之一切事理，即《華

嚴》之事理無礙、事事無礙之一真法界。《華嚴》秘奧之理體，正在本

經。經中之持名法門，普被三根，齊收凡聖。上上根者，正好全體承當；

下下根者，亦可依之得度。上則文殊、普賢法身大士，亦均發願求生；

下至五逆十惡，臨終念佛，亦必隨願得生。橫出三界，圓登四土，頓與

觀音、勢至並肩。可見此法門之究竟方便，善應群機也。 

【念佛之殊勝方便】（深入了解《無量壽經》，則知祖師大德之讚嘆，誠信非虛！） 

蓮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略陳有四方便： 

1.不值佛世，得常見佛。（生佛土中） 2.不斷惑業。得出輪迴。（帶惑往生） 

3.不修餘行。得波羅密。（一心念佛） 4.不經多劫。得疾解脫。（一生取辦） 

天如惟則《淨土或問》曰：受持佛名者。現世當獲十種勝利： 

1.晝夜常得一切諸天大力神將河沙眷屬隱形守護。 

2.常得二十五大菩薩，如觀世音等及一切諸菩薩常隨守護。 

3.常得諸佛晝夜護念，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 

4.一切惡鬼，若夜叉、若羅剎皆不能害，一切毒蛇、毒龍、毒藥悉不能中。 

5.火難、水難、冤賊、刀箭、牢獄、枷鎖、橫死，悉皆不受。 

6.先所作業悉皆消滅；所殺冤命，彼蒙解脫，更無執對。 

7.夜夢正直；或復夢見阿彌陀佛勝妙色相。 

8.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力充盛，所作吉利。 

9.常為一切世間人民恭敬供養，歡喜禮拜，猶如敬佛。 

10.命終之時，心無怖畏，正念見前，得見阿彌陀佛及諸聖眾，接引往生

西方淨土，盡未來際，受勝妙樂。 

當知：此法現生、來世皆有利益。然則世出世間要緊法門，無如念佛者矣。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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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古德有謂此門是「萬修萬人去」，但看世間人，念佛者多，往生者少；

可見「萬修萬人去」此話，僅是勸修之語？ 

答：如您所說，並非任何修持名唸佛者就一定會往生。須知，此「萬修萬人

去」句中之「修」字，不是任何形式上的持名唸佛就是真修，而必須是

真正具足「信願行」者。甚有多人不信此法，而能隨口唸佛。即便「信」

了、有發「願」，也是露水道心，有一搭沒一搭的，有時信、有時不信；

且貪戀世間財、色、名之心不斷，求願生西之念，僅偶而有之；即使念

佛，並不是天天念佛、不是念茲在茲、不是攝心專注的念佛。這樣就不

是真「修」念佛法門者。亦有念佛者，雖念佛，但貪瞋痴完全不除，攀

緣五欲之妄想紛飛，我見堅固難化，此人即使口中唸佛，亦非真「修」

念佛。所以，必須「老實念佛」、「真修」念佛，就能決定往生極樂。

四料簡中的「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見彌陀，何愁不開悟。」

就是真實語，並非只是方便之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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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科判（簡單科判，不同於慈舟法師、淨空和尚所科） 
全經三分：序分、正宗分、流通分 

序 證信序 六種成就 法會聖眾第一 
  菩薩大眾 德遵普賢第二 
分 發起序 現瑞證信、阿難啟問 大教緣起第三 
  法藏勝因 法藏因地第四（時劫悲願） 
   至心精進第五（如來現土、結願修習） 
 彌陀因地 殊勝大願 發大誓願第六（四十八大願） 
 殊勝願行  必成正覺第七（立誓自要） 
  從願起行 積功累德第八（修菩薩道） 
   圓滿成就第九（佛土法身成就） 
  果德成就 皆願作佛第十（聞經緣勝） 
   總說 國界嚴淨第十一 
    寶樹國第十四 
  依報莊嚴  菩提道場第十五 
    堂舍樓觀第十六 
 極樂依正  別明 泉池功德第十七 
 清淨莊嚴   德風華雨第二十 
    寶蓮佛光第二十一 
   主 光明照第十二 
  正報莊嚴  壽眾無量第十三 
   伴 超世希有第十八 
正    受用具足第十九 
  已生當生悉住正定 決證極果第二十二 
宗  十方佛讚勸生信願 十方佛讚第二十三 
 三輩往生 往生因緣 三輩修因 三輩往生第二十四 
分 菩薩禮供  廣論因行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 
  菩薩禮供 他方菩薩 禮供聽法第二十六 
  聽法讚佛 極樂菩薩 歌嘆佛德第二十七 
   極樂菩薩神 大士神光第二十八（神通光明） 
   光願力難量 願力宏深第二十九（悲願無量） 
  舉樂令欣  菩薩修持第三十（行） 
   極樂菩薩行 真實功德第三十一（德） 
 二土欣厭  德妙果圓滿 壽樂無極第三十二（果） 
 重重誨勉  總說 娑婆惡苦 勸諭策進第三十三 
    勸人修捨 心得開明第三十四 
  舉惡令厭   濁世惡苦第三十五（五惡、痛、燒） 
   別明 五濁惡世 重重誨勉第三十六（佛勸斷惡） 
    勸人修捨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佛勸持經） 
  顯現佛土 禮佛現光第三十八 
 得失雙辨 證信令欣 慈氏述見第三十九（述見證信） 
 攝聖顯智 邊地疑城 疑城生因 邊地疑城第四十 
   彰明得失 惑盡見佛第四十一 
  攝聖顯智 菩薩往生第四十二 
 會權歸實 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流 受持得記 受菩提記第四十四 
通 末世得度 獨留此經第四十五 
分 付囑守護 勤修堅持第四十六 
 頌偈重申 福慧始聞第四十七 
 功德難思 聞經獲益第四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