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殊勝的淨土法門殊勝的淨土法門殊勝的淨土法門殊勝的淨土法門 

 

往生淨土是每一個修行者的最高目標和理想。淨土--凡是佛的世界都可以稱為

「淨土」，十方佛能居住的世界都是「清淨」的國土。居住在佛國的人心理上沒

有貪瞋痴的煩惱；身體上沒有殺、盜、淫、妄等的罪業，國土非常的清淨平坦，

沒有凹凸不平的山丘，沒有崎嶇不平的道路，更沒有空氣污染的環境，所以是淨

土。 

 

十方世界所有佛住的世界都稱之為淨土，而每一尊佛所住的世界，我們也都可以

去：如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佛淨土，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淨土，彌勒佛的

兜率淨土，華嚴世界的華嚴淨土，還有維摩詰居士的人間淨土等。兜率淨土是彌

勒佛所成就的彌勒淨土；在人界之上有四天王天、忉利天、兜率天，所以兜率天

的彌勒淨土離娑婆世界最近。 

 

在這許多淨土當中，我們一定要選擇一項比較適合，同時在此末法時代比較容易

修的法門，也就是比較容易去的淨土；所以我今天要特別介紹阿彌陀佛西方極樂

的淨土--「殊勝的淨土法門」。 

 

我們瞭解當年佛陀在世的時候，稱為正法期，那個時候的眾生，根基深，善根厚，

智慧高，所以修行證果得道者很多；接著到像法時，眾生的心漸趨複雜，所以修

行成功的就比較少了。到了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稱之為末法時代，有一萬年，

在此末法時代的眾生，善根薄智慧少，縱有千萬人修行卻很少成功的；雖然很用

功修行，但是證果的很少；那是因為眾生的心越來越散亂，造業越重，煩惱就越

來越多，因為雜思亂想，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成功，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

要選擇一項比較容易修的法門。換句話說，在我們修行的過程中，除了自己的努

力之外，再加上別人的力量，拉我們一把，助我們一臂之力，那我們就比較容易

成功了，就如同坐車比走路容易到達目的地，而且又不太辛苦。 

 

事實上，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只要我們依法修行，都可以了脫生死，也都

可以成佛，往生淨土，所以經典上云：「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 

 

無論是律宗、禪宗，都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別人無法幫助你，只有阿彌陀佛的

淨土法門，可以靠他人的力量來幫助你。他力就是阿彌陀佛。 

 

佛法的修行，分為兩條路：一為易行道，一為難行道。所謂「易行道」，就是比

較容易修行的法門。而修行的法門又分為他力行和自力行。在此末法時代的眾

生，煩惱多，煩惱就像許多重重疊疊的結，束縛著我們的身心，如想將此眾多煩

惱的繩結打開，那又談何容易？我們必須先斷煩惱無明，才能得到解脫。如修小



乘的佛法，欲證得阿羅漢果，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必須要破盡三界八十

八品見惑及九品的思惑；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成功是很困難的；但是，如

果靠他人的力量，助我們一臂之力，那就容易多了，就如同我們爬山時拖著一輛

人力車，這時候，如果有人從後面推我們一把，那麼我們上山就輕鬆多了。若是

修律宗就靠自力受戒、持戒，他人幫不上忙的，戒分為：出家戒、三皈五戒、八

關齋戒等。若是修禪宗，就必須參禪打坐，反觀聞自性，參公案，看話頭等。姑

不論律宗、禪宗欲修行成功有多困難；就淨土中的念佛法門，又分為觀像念佛、

實相念佛、觀想念佛、持名念佛，其中之觀想念佛，在佛像前，當我們閉上眼睛

觀想阿彌陀佛正報的莊嚴，西方極樂世界依報的莊嚴，不出五分鐘，就妄想紛飛

了。實相念佛更是難上加難，因此佛陀慈悲教導我們容易的法門，即持名念佛。

佛經上說：「到了當來之世的末法時代，經道已經滅盡了，只留下無量壽經和阿

彌陀經，駐世一百年，在此時代的眾生，只要依彼經修行，就可以得度。」因為

佛力不可思議，所以除了自力之外，還要靠佛的力量來幫助我們，也就是靠佛力

的接引，那麼我們由凡夫通達到聖人的境界，由娑婆世界通達到佛的世界就容易

多了。 

 

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法門最殊勝的地方，就是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禪宗只收上

根機的人，中下根機很難成功的。如慧能大師的禪是接上上根、上上智，這完全

要靠自己的力量，而自力又是很薄弱的。《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說明大勢至菩薩是由念佛而證圓通；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龍樹菩薩，都推行

淨土，無不讚嘆淨土，最後都歸於淨土。普賢菩薩甚至勸我們將念佛當做我們終

身修行的法門，這是上根上智的人修淨土法門；如蓮池大師、印光大師、憨山大

師、白居易居士等是中根的人也修淨土法門；下根的人如我們與一般愚夫愚婦、

男女老幼也都可以修念佛法門，得到往生西方淨土，這就是三根普被，鈍利全收。 

 

其實稱念「藥師琉璃光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等十方世界諸佛，都可以

往生淨土的，為什麼要特別稱念「阿彌陀佛」呢？那是因為阿彌陀佛在過去劫修

行時，名為法藏比丘，發覺在所有的世界當中，五濁惡世娑婆世界的眾生最痛苦，

也最愚痴，好逸憚勞，加上環境所帶給我們的痛苦，內心貪、瞋、痴三毒，身體

上生、老、病、死，怨憎會，求不得等種種的痛苦；所謂「千人千般苦，苦苦不

相同。」阿彌陀佛瞭解我們娑婆世界眾生無法解決的痛苦、恐怖和煩惱，以及希

望解除痛苦和求快樂的心情，而發了四十八大願，成就了一個西方極樂世界；只

要肯念佛，肯相信，我一定接引你們到我建立的清淨國土去享受永久的快樂。因

為阿彌陀佛是針對著我們娑婆世界眾生的痛苦，而替我們發願，替我們來成就一

個西方極樂世界，可以說西方極樂世界專為娑婆世界眾生所建立。阿彌陀佛對娑

婆世界眾生最有緣，因此只要我們發願念阿彌陀佛，將來必可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這就是在十方世界的國土中，我們特別偏向念「阿彌陀佛」之「西方淨土法

門」的原因所在。 



 

何謂「極樂」？釋迦牟尼佛曾在《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中告訴我們：「彼土

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現在世界各國

的眾生，都是有苦有樂相對待的，而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沒有生、老、病、死，

求不得等的痛苦，有樂無苦，那才是真正的快樂。 

 

西方極樂世界的環境非常優美，在《彌陀經》中記載：「七重欄楯，黃金為地，

純以金沙布地，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所以在此清淨的國土，沒有使我們痛苦

的事，沒有使我們煩惱的事，沒有讓我們想不開的事，只要我們生到西方極樂世

界，一切困難皆可迎刃而解，同時可證得不退轉，是一個最理想的世界。 

 

阿彌陀佛在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若眾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也就是說若想離苦得樂的人，只要一心稱念「阿彌陀佛」

的聖號，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就會來接引我們。 

 

在《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云：「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雖然阿彌陀佛經常如母憶子似的憶念著我們，但是一個不憶佛不念

佛，又信心不堅定，且願力不夠的人，縱然阿彌陀佛在我們的身邊也會當面錯過，

所以我們要無時無刻不忘思佛、憶佛、念佛，腳踏實地，老實的念佛，將來必定

見佛。 

 

《大集經》云：「末法時代，億億人修行，罕有一人得度，唯有念佛一法，得度

生死。」所以說念佛法門是萬人修萬人去，因此只要我們心切，只要我們發願--

過去發願，現在發願，將來發願--持續不斷的發願：「願到西方，願見彌陀。」

將來必定往生西方，面見彌陀。 

 

因為念佛法門太殊勝，太方便，是易行道，所以一般人反而不予重視，沒辦法修

得專心，反而變得很困難，誤認為那是愚夫愚婦在念的，再加上我們的業力重，

煩惱多，以致障道的因緣多，助道的因緣少，因此蓮池大師說：「此土染緣易就，

淨業難成。」我們要厭離娑婆世界的苦，欣羨西方極樂世界的樂，念佛要發願而

念│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發願往生，做任何功德，都是迴向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念佛不在於念四字或六字，不在於念得多或少，不在於出聲或默念，不在於

梵音或本音，不在於聲調的高或低，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有虔誠，只要信心堅

固，願力強盛，將我們的志向與阿彌陀佛的願力相交流，匯集成一股力量，自力

與他力相融合，即可水到渠成，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到了那個世界，環境優美，

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都是念佛、念法、念僧，最後花開見佛悟無生，

再迴入娑婆度有情。 



 

「阿彌陀佛」譯成中文是「無量」之意，不只是無量光，無量壽，而是一切皆無

量，因此修持任何法門，都包含在﹁阿彌陀佛﹂四個字當中，所以我們念「阿彌

陀佛」，不只是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且今生念佛，可以得到福壽增長，善

根進步，將人間變成淨土，當下就住在西方極樂世界。 

 

蕅益大師曾說：「莫戀他方忘故鄉，快些警覺備資糧，莫待閻老書信到，再想念

佛已不遑。」意思是說我們不要貪戀世間的榮華富貴，名聞利養，而忘了回到我

們的故鄉│西方極樂世界；要趕快覺醒好好的修行，儲備往生的三資糧--信、願、

行；務必要信得實、念得專，不要等待接到閻羅王發給我們的最後通牒，通知我

們前往報到時，才後悔沒有好好的念佛修行。 

 

當我們有一天老眼昏花，要戴上老花眼鏡時，是閻王寄給我們的第一封限時信；

當我們有一天牙齒動搖，換裝假牙時，那是閻王發出的第二封掛號信；當我們去

參加親友的葬儀時，那是閻王發出的第三封雙掛號--「看到別人死，我心烈如火，

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所以我們要趁早聽經、拜佛、念佛，好好的修行，

發願往生西方，從此不再於六道中流浪生死，方不枉為人身，才不致虛渡此生。 

 

任何法門都要斬除煩惱妄想，才能得到解脫，唯有淨土法門中的持名念佛法門最

方便、最殊勝，行、住、坐、臥，隨時隨地皆可念佛，不怕環境惡劣，不怕妄念

生起，十字街頭可念佛，所以說是易行道。 

 

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法門另外一個殊勝，是可以帶業往生。我們知道眾生輪迴在

六道之中，是隨業來受報的，每一個人都無法抵擋業力的果報，所以說六道皆因

業力、皆因果報輪轉。當然，要憑我們今生今世的修行，將過去所造的業完全的

消除清淨，不是那麼的簡單，因為業力支配我們的一切，牽引著我們在六道中輪

迴，所以《地藏經》上云：「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業

力猶如一塊大石頭，阻擋我們的去路，障礙我們精進修行的前程。 

 

佛陀在世時，曾經有一婆羅門外道，曾經向佛陀說：「釋迦牟尼佛！你的神通非

常廣大，可以出神入化，相信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超過你的神通吧？」佛陀說：「不

是的，業力可以超過神通，所以再過不久我就要入涅槃了。」因為我們所造的善

業惡業，支配著我們的一切，連佛陀也難逃業力的果報。外道又問：「那又有什

麼力量可以超過業力呢？」佛陀說：「有的，願力可以勝過業力」。所以說業力勝

神通，而願力又超過業力，因此只要願力堅，發願念佛往生，不管風吹雨打，願

見彌陀，願生西方的心不斷，臨終必定往生，這就是西方淨土法門中的殊勝之一。 

 

《地藏經》云：「大地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若業力一天不空，



那麼我們就一天無法得到解脫。普賢菩薩修到十地等覺地菩薩，尚且天天在懺

悔；何況吾輩凡夫？因為我們過去的舊業未懺完，又造了新業，所以我們不但要

懺悔舊業，最重要的是不造新業。努力懺舊業，不再造新殃。至於懺悔法門，要

至心懇切的禮拜懺悔，見到佛的相好光明，直到佛放光摩頂受記，或是禮拜至全

身八萬四千的毛孔出血，方可消業。佛陀慈悲，瞭解眾生勤於造業又懶於懺悔，

因此在《觀無量壽經》中告訴我們：「下品下生的眾生，可以帶業往生。」當年，

那蘭陀王不相信，就去請教那先比丘：「學佛之人，如何能夠帶業往生？」那先

比丘答：「這猶如有一塊石頭要由此岸推到彼岸，必定滾入大海中，石頭一定會

沈入海底，無法到達彼岸，若是將此石頭置於船上，必可順利運到彼岸。猶如在

我們業力未消之前，藉重於阿彌陀佛的大願船，將我們由娑婆世界的此岸，載往

西方極樂世界的彼岸，是同樣的道理。」那蘭陀王才恍然大悟，這才相信念佛是

可以帶業往生的。 

 

在蓮池大師的時代有一個人名叫張善和，此人一生以殺豬為業，罪業深重，臨命

終時，每晚都有豬前來索命，好像豬被宰殺時的痛苦、掙扎，此時正巧有一位出

家師父路過，他的太太趕緊請師父入內，幫忙解除丈夫的痛苦。師父就叫他一心

隨著他念佛，在念佛聲中，痛苦漸漸消失，合掌含笑而往生了；這就是帶業往生

的實例。 

 

由此可見，當你正念提起的時候，也就是你往生的時候，所以在念佛的過程中，

只要你虔誠的稱念，也可以帶業往生。雖然帶業可以往生，但是我們臨命終時，

如生龜脫殼，如螃蟹落入沸水中，八苦交煎。而且要具有相當的福德因緣，方能

遇到出家師父或善友來為我們助念，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可以帶業往生，就有

恃無恐的造業，將來往生西方就很困難了。因此我們學佛的人，不但要懺悔舊業，

而且儘量不要造新殃。如果在未學佛前已造了業，我們也不用擔心，只要我們專

心念佛，現生可以消業，將來也可以帶業往生，這就是淨土法門的殊勝之二。 

 

淨土法門的殊勝之三，就是只要我們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可證得不退轉，《阿

彌陀經》云：「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譯成中文就是不

退轉之意。 

 

淨土中的第二代祖師善導大師曾說：「餘門修行，迂僻難行，唯此念佛法門，速

超生死。」因為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智慧薄，善根淺，真正發心修行的少，確實

腳踏實地修行的更少，信心願力堅固不退的更少之又少，一旦遇到困難或沒有得

到感應時就會退心，對修快速行者就趨之若鶩了。有些人初發心要精進修行，但

習氣業力的牽引，慢慢的就懶惰懈怠了，所謂：「一年兩年佛在眼前，三年四年

佛在天邊，五年六年佛就不見了。」我們學佛的人，要知道欲速則不達，所以要

依我們的環境、時間、身體來作適當的調適，過與不及都不對，同時要一本初衷，



有始有終，這樣才能使我們的道心不退，這才是真正的修行。 

 

修行是一條長遠的路程，本來就很辛苦的，所以我們不要怕吃苦，祖師曾說：「千

錘百鍊出深山，烈火焚燒莫等閒，粉身碎骨都無怨，留得清白在人間。」所以三

世諸佛都是從精進中成佛，沒有懈怠成佛，更沒有不勞而獲的，我們務必要選擇

適合我們修行的法門，無論你是要念佛、拜佛或是要誦經、持咒、打坐、參禪，

每天上、下班前後找個適當的時間，訂個功課，養成修行的習慣，但每天修行時

間的長短，可隨自己的環境及身體狀況作適當的調適。因為如來法無一定法，我

們修行不要變成著相的修持。士、農、工、商皆好修行，要做到工作不妨礙修行，

修行不妨礙工作。我們學佛固然要做早晚課，但是我們也不勉強自己、束縛自己，

千萬不可始勤終惰，要經常保持一顆平常心，不怕環境惡劣、障礙重重，我們要

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好好修行，貴在信得實，念得專，如此我們修行才能修得很快

樂、很自在、很灑脫。 

 

有些人疑問：在家人可以誦《地藏經》嗎？《楞嚴咒》一定要在清晨誦嗎？一定

要在清淨的地方誦嗎？其實佛法隨時隨地皆可修，誦經持咒是不分時間地點的。 

 

有些人正要發心修行時病魔纏身，睡魔的考驗，四大不得自由，內、外魔的干擾，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魔我們有辦法克服，但是內魔生起時，就沒辦

法抵擋；今天我們有福報，正值身體健康，環境又允許我們修行，我們就要有耐

力、有信心克服一切的困難，好好的修行。 

 

事實上，在人世間修行，退心的機會很多，修到信心不退很困難。修到十信位的

菩薩，信心如雞毛般的隨風而轉，經教稱之為毛道眾生，要修行經過一萬劫，修

到初住位才信心圓滿，得到善根成熟，入正定聚，才信不退。得到初住後，方得

位不退，修到十行位，得到行不退，登到初地，證到念不退，此時方能隨心所欲，

念念不退，漸漸的進入薩婆若海。綜合經教所得到的結論：要修到真正信心不動

搖，要到八地即不動地，一般人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方可成佛。由此可知，我們要

修到真正信心不退有多困難！但是只要我們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上至十信位的菩

薩，下至帶業往生的眾生，皆可得到不退轉，所以淨土法門稱之為﹁徑中捷徑﹂。

因此我們修持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絕對要堅定信心而不退，當你往生的那一

天，即可得到三不退：信不退、位不退、念不退，這是淨土法門的殊勝之三。 

 

今生今世，你很用功修持其他的法門，但是因為末法眾生善根、智慧有限，若是

今生修行沒有成功，來世有隔陰之迷，所以不見得你就能夠再發心修行。蘇東坡

居士，依照祖師的說法，他是五祖戒闍黎來轉世的。前世修行沒有得道，雖然是

功夫了得，但是因為沒有修到真正不退轉，因此死後來到人間。雖然學識才華高

人一等，但是沉迷五欲--娶了一妻數妾。修行的人，欲若不斷，任你如何修持都



是魔業，不能超出三界。有一天，佛印禪師要去渡化他，蘇東坡見到禪師前來，

親切的接待，並派第七房夫人去當禪師的侍者，七夫人心想：親近師父一定會為

我開示一些佛理，所以就欣然前往。那晚，七夫人說：「請問師父有什麼需要我

替您服務的？」佛印禪師說：「妳去升起七個爐子，然後拿一個裝滿水的茶壺，

放在第一個爐子上燒開水，然後依次再移到第二、三、四、五、六、七個爐子上

繼續燃著。」開水越燒越少，最後把茶壺燒破了之後，禪師說：「夜深了，妳去

睡吧！」次日，蘇東坡問夫人：「師父為妳開示了一些什麼佛理？」七夫人就把

經過情形告訴他，蘇東坡畢竟前生有修行，智慧非凡，所以馬上領悟到佛印禪師

為他開示的佛理：茶壺在爐子上燒開而破，就如同男女的色慾焚身，因此要儘早

離開色慾，否則必致喪命，而且永遠無法得道、解脫，是故《楞嚴經》上云：「眾

生皆因愛慾，而生輪迴。」 

 

從前有一位修行很好的法際大師，有一天，從山上到山下，要找他的一位俗家弟

子，經過一條羊腸小道時，正遇上宰相要出巡，所以大家都要肅靜、迴避，將師

父趕到路邊，讓路給宰相通過，好不威風。法際大師心想：「當個宰相，好神氣，

堂堂我一個出家人，不如一個宰相，將來有朝一日，我要是當了宰相，也可以如

此的威風。」這個念頭一起，當場圓寂；這時候結婚十七年未懷孕的宰相夫人，

忽然懷孕，經過了十個月的懷胎，順利生產，產婆要剪臍帶時，到處找不到剪刀，

正當大家手忙腳亂時，這個剛出生的孩子說：「剪刀在桌子下面。」果然剪刀在

桌子下面找到，大家都好驚訝，以為是怪胎，原來這剛出生就會開口說話的嬰兒，

是法際大師來投生的，長大之後，果然當了宰相。所以說修行的功夫雖然了得，

但是如果沒有修到不退轉，仍然是在六道中輪迴，唯有修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

往生西方，永不退轉，才是一勞永逸。 

 

修持淨土法門，沒有特別的技倆，只要信得實，念的專，記住念佛或修行應做到：

「生處要熟，熟處要生。」我們無始劫以來在六道中輪迴這條路，走得很熟悉，

今生到此斷絕，視同陌路；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很生疏，我們要慢慢的走得很熟悉

--要不斷的念佛，不斷的發願，工夫漸漸的純熟，極樂世界就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我們學佛修行，絕對不要貪圖玄妙神通，而不知道從根本生死下工夫，平時喜歡

談玄說妙，見神見鬼，遇到緊要關頭一無所用，臨命終時提不起正念，所以說：

「學佛貴在一門深入。」修持淨土法門不要自誤，要死心塌地的由一句佛號下手，

所謂：「不需三祇種相好，只從六字出乾坤。」 

 

開悟必須要斷煩惱，若是不斷煩惱，即使開了悟還是魔業。所以我們念佛就是要

斷煩惱，信心不動搖，一心不亂的念│念念我心是彌陀，念念彌陀是我心，我的

心與彌陀的心打成一片，念茲在茲，有信心將一句佛號念到底，必可往生淨土。 

 



眾生自無始劫以來，因為一念的朦朧而起了無明，而所謂的無明，就是無所明白，

以迷入迷。歷劫以來，起心動念無不是業，惡業不但障礙了我們修行的前程，而

且妄想執著朦蔽著我們的佛性，由業而再受果報，憑今生今世的修行，要轉迷為

悟，要將業力消盡，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慈悲，提倡念

佛法門，就是藉重於念佛的力量，來消除我們的業障，所以經云：「念佛一聲，

罪滅河沙，禮佛一拜，福增無量。」在念佛當中可以將我們的業障消除，可以將

我們的自性彌陀引發出來；這就如同在一間黑暗的暗室，念佛就像燈火，頓時，

暗室就變成了一片光明，我們要是點燃了一盞燈，可以照亮我們的內心世界，所

以說一燈能破千年暗。因此念佛可以消除我們的業障是必然的道理。但是因為我

們的業障深重，同時，在念佛的過程中妄想紛飛，有些人甚至認為念佛不能抵擋

一切的罪業，而起了退心。事實上，眾生輪迴在六道之中，我們所造的罪業，若

有形相，整個虛空都容納不了，罪業多的無法算計，不是念佛三、五天就能夠消

業，就像我們負債纍纍，不是三、五載就能夠還清的。所以我們在念佛修行的過

程中，若是暫時不能消除我們的業障，或是一時不能得到感應，那沒有關係！因

為古來大德曾經告訴我們：「一句隬陀法中王，雜念紛飛也無妨，萬里烏雲遮赤

日，人間處處有餘光。」又說：「不怕妄念起，只怕覺照遲。」我們念佛時能夠

不起妄想，提起正念，專心念，固然很好。若散心念也有其功德的，歷代淨土宗

的高僧也希望我們能夠完全正念。若一時無法正念、散心念也無妨。所謂：「散

亂眾生，念佛觀。」起初，念佛時，會起妄念，我們還是要繼續念，念久了，自

自然然妄念就會消失，這就好像烏雲遮住了太陽，有一天，雲消霧散時，陽光也

會普照大地而出現一片的光明啊！所以當業障的力量，如排山倒海般湧來時，我

們不但不可起退心，更不可灰心，而且還要以一股堅強的力量去抵擋，當我們煩

惱多，障礙多時，我們知道，那是我們念力不專，願力不足，要生起慚愧心，要

以「學佛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精神，繼續努力往上衝，衝破重重的難關，

如此才能消業障、增福慧。 

 

因為各人的業力不同，加上念力的專與否，感應就會有快慢。《阿彌陀經》云：「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

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

在其前，是人臨命終時，一心不亂，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所以有人

一念可往生，有人十念可往生，那是決定在平常念佛工夫的深淺，到臨命終時即

可見真章。 

 

至於平時念佛的工夫，如果我們能夠做到白居易所說的：「行也阿彌陀，坐也阿

彌陀，假使忙似箭，也不廢阿彌陀。」這是念佛第一步工夫已完成，在睡眠中夢

到西方境，睡夢中也念佛，這是念佛第二步工夫已完成，在危急時、病苦中，驚

嚇時，「阿彌陀佛」，自然由口中念出，這是第三步工夫已完成，最後臨命終時，

能夠提起正念，稱念阿彌陀佛聖號，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為眾生生命結束



後，大都：隨業、隨習慣、隨念頭而去受報。 

 

隨業：我們平日念佛，將一切的惡業，轉變成西方的淨業，將來必定往生西方淨

土。 

 

隨習慣：我們平日念佛養成習慣了，將來一定往生西方，就好像一棵樹，經常傾

向西方，有一天被風吹倒了，一定倒向西方。 

 

隨念頭：平日，我們高興時念高興佛，悲傷時念悲傷佛，生病時念病中佛，工作

時念勞動佛，時時刻刻，每一個念頭都是「阿彌陀佛」，到了臨命終時，正念提

起，再加上有助念團來為我們助念，我們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當我們的親友

死了，我們千萬不可哭泣，不要移動他，要趕快為他助念，要化悲痛為力量，臨

終為他說法，勸他放下一切，因為第八意識是去後來先作主翁，所以要趁他八識

尚未離開時念佛給他聽，讓他生起歡喜心，只要他隨著念佛的念頭一去，就往生

西方了。 

 

在晉朝，奉旨淘僧，出家人必需要經過考試，只要是六根不全者、有問題者、沒

有正知正見者，都被逐出僧團。當時的皇帝，特別敬重淨土中念佛的鼻祖--廬山

的慧遠大師，所以皇上下旨，只有廬山不在淘汰之列。因此，好多出家人都逃到

廬山去尋求保護，那時有一跛腳及一瞎眼的兩位出家人，皇上下旨六根不全的人

會破壞形象，一定被逐出僧團，於是就跑到廬山去投靠慧遠大師，他倆心生慚愧，

知道前世造業深重，以致今生受此報，發願今生好好的念佛修行，求遠公收留。

慧遠大師說：「收留你們是可以的，但是你們要發個大願修持念佛法門。」瞎眼

的出家人發願：「願我來生來世宏揚彌陀淨土，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

破腳的出家人發願：「願我來生來世盡形壽，護持淨土，宏揚淨土，紹隆三寶。」

兩人就跟隨慧遠大師在廬山，老老實實的念佛。後來命終之後，因為發了大願，

來世瞎眼的出家人，轉生為永明延壽大師，一生宏揚淨土。而跛腳的出家人，轉

生為高麗國的國王，一生深信佛法、護持三寶，後來來到中國，護持永明延壽大

師，共同宏揚淨土，護持三寶，使當時的淨土法門盛極一時，由此可知隨願所成，

可以消除業障，善根增長。 

 

佛教故事中，有一個以殺豬為業又喜歡賭博的人，因為他賭博到三更半夜，所以

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他的太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想渡他先生學佛，但是他的先

生不信因果，認為那是迷信，所以不肯信仰佛教。這位太太心想：先生今生如此

造業，將來一定墮到地獄裡面去受苦，受完苦還會再出世為畜生。為了替他的先

生建立善根和信心，於是就在門檻上掛了一個風鈴，然後和先生約法三章：因為

你每天都很晚才回家，為了安全起見，所以請你每晚回家時，拉動風鈴，為了確

認是你回家了，每拉動一次，都要稱念一聲的「南無阿彌陀佛」，我一聽到你的



聲音，就會起來為你開門。他的先生認為言之有理，就答應了。過了不久，就死

了，因為罪業深重，果然墮入了地獄，獄卒為他上了腳鐐手銬，正巧在腳鐐上有

一個小鈴鐺，正要拖到十八層地獄下油鍋時，鈴鐺一響，他就習慣的稱念：「南

無阿彌陀佛！」頓時，地獄由暗變成了光明，由西方極樂世界，凌空而降了一朵

蓮花，阿彌陀佛化身來接引他往生西方了。 

 

許許多多實例的引證，在在說明了念佛可以消業障。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經

常在〈迴向文〉中念到：「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所謂的三障就是業障、報障、煩惱障，我們由煩惱來造業，

由造業來受果報，而眾生又是三障俱足，以致輪迴在六道之中，因此我們要發菩

提心、專心念佛，佛陀教我們念佛法門，就是要我們改往修來，一心不亂的念佛，

時時佛光照著我們，念念心光照著佛號，心聲與佛心相依，此時，心光與佛光相

應，心力與佛力交融，就可消業障，就像冰雪凝固，待陽光出來，就會全部溶解，

佛光就像陽光，一照耀，大地就一片的光明，所以念佛可以消業障是不容置疑的，

假使我們今生今世業障要馬上消除，而且從今以後不再受果報，唯有阿彌陀佛的

淨土法門，最方便最殊勝。 

 

眾生因為惡業的招感而無法解脫人間的生死，而惡業就像是毒瘤惡瘡，阿彌陀佛

的聖號，就像是一把手術刀，佛法就像是膏藥，所以阿彌陀佛的聖號（一把手術

刀）將我們的惡業（毒瘤惡瘡），割除之後，再貼上藥膏（佛法），那麼我們的傷

口就可痊癒，不再復發了。因此，念佛不但將來可以蒙佛接引，而且可以消除罪

業，遠離娑婆世界的痛苦，增長我們的善根，增長我們的智慧，得到無量的功德，

現生就生活在西方極樂世界當中。 

 

我們絕對要相信：念佛，將來阿彌陀佛一定臨終會來接引我們。所以我們要建立

信心、發願，然後去實踐信、願、行，這是信仰淨土法門不可缺乏的三個條件。

「信為道源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根。」是故居在俗家要以信為本，發願「願生

西方，願見彌陀。」不到西方，不見彌陀，絕不罷休。以此決心來念佛，縱然眼

前不能見佛，臨終佛一定來接引，未來一定能見佛，所以我們要儘早深信、發願、

實踐。當然，在《彌陀經》中告訴我們要念到一心不亂，那是最好不過，若是不

能，我們也種下一個西方種子，有朝一日，必定可以往生。我們對自已要有信心，

相信自己就是佛；只是我們迷朦而已，彌陀在我們眾生的心中，我們人人有個彌

陀，藉重於「阿彌陀佛」的外力，喚起我們的自性彌陀。我們要確信有個西方極

樂世界，相信釋迦牟尼所說是正確的，相信十方三世諸佛的稱讚是對的，相信自

己就是佛。堅定以上的四種信念，來修持彌陀的淨土法門，最安穩！妙叶大師曾

說：「信仰淨土，沒有什麼特殊，沒有什麼稀奇，貴在信得實，念得真，願得切。」 

 

雖然，我們距離西方極樂世界，有十萬億佛土那麼遙遠，但是「佛在西天莫遠求，



西天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西方路，好向西方路中修。」 

 

有個名叫白雲禪尼的，跟隨師父，出家十七年了，一心想要外出去參訪善知識，

但是，師父告訴她：妳只要和出家四十幾年的我一樣：將這尊觀世音菩薩照顧好

就可以了，不需要出遠門去參訪。三年之後，師父要圓寂了，囑咐說：「我知道，

等我死了以後，妳一定會外出參訪，我也無法阻止妳，但是妳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這尊觀世音菩薩妳要照顧好。這尊觀世音菩薩不可缺少香火。」說完，師父就

往生了。白雲禪尼就遵照師父的遺言，背起了那尊祖傳的觀世音菩薩，去參訪有

名的南泉禪師，在寺院掛單要領執事，她領了「香燈」的執事，每天整理大殿，

點燃了淨爐的香火之後，就將觀世音菩薩的鼻孔，對準了香爐來熏，才不致使菩

薩久缺香火。經過了三個月，南泉禪師正要為她開示佛法，看到她將觀世音菩薩

的臉薰黑了，就訓斥了一番，叫她回去將菩薩清理好再來。白雲禪尼被趕回去之

後，次日清晨，正當她拿起掃帚在打掃院子時，看到院前又開的梅花，頓時開悟

了！她說了一首偈：「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偶把梅花嗅，春

在枝頭已十分。」恍然大悟，原來佛生在自己心中。 

 

我們不要妄自菲薄，要當下有信心、有願力、肯實踐，在日常生活實踐西方事，

行西方路，佛就在我們的心中。今天我們再此結了西方緣，將來必定往生西方，

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面見阿彌陀佛，聽經聞法，悟無生忍，證不退地，再回來娑

婆普渡一切眾生，完成菩提大願。請大眾，從現在開始念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