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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法門的生命觀—
以宗喀巴《極樂願文》為主之探討
呂佩莉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
本文著重於宗喀巴(1357-1419，4%-#-0- ]R-29%P$?- 0)「極樂願文」中思想的探析，試圖探求
A
其所主張淨土(.$-8 %-)法門的行者修學原則，及
其行持概念和實修方式。

習念佛，正向涅槃，是名如來、應、等正覺
所知所見，說第一出苦處昇於勝處，一乘道
淨於眾生，離苦惱，滅憂悲，得如實法」，4
由最早的念佛－憶念佛，到後來開展成大乘
四種行持法。

淨土思想極易被一般人當成是「求死」
之道，往往忽略其修學過程中已然含攝的生
命價值與生命觀，觀諸宗大師的願文強調應
保握暇滿身，逐步調心，道次引導，不以自
身圓滿為完足，由出離心（naiṣkramya-citta）
生發菩提心（boddhi-citta），繼而體證空正
見（ś ū yatā -dṛṣṭi），其目標不僅是此世的
安樂和來世的增上生，還有最究竟的決定
勝，積極地開創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因此淨
土法門並非是「求死」法門，它要展現的是
唯有「老實修行」，才能「往生西方」。

淨土的重要經典有五經一論；另相關者
尚有《阿含經》、《般舟三昧經》、《華嚴
經》、《法華經》、《大乘起信論》、《攝
大乘論》、《十住毘婆娑論》等。隨著彌陀
信仰的興盛，淨土漸漸成為指稱西方極樂淨
土。
三、極樂淨土思想的主要內涵
（一）西方極樂世界

壹、淨土法門屬大乘佛法

宗大師引《剎土莊嚴經》說淨土的環境
極佳，有七寶池，八功德水等。有情世間功
德莊嚴，除主尊彌陀和二協侍，還有「等恆
河沙數諸佛」，和「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
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眾亦復如
是」。

淨土法門的發展源自印度佛教時期，由
佛所親自宣說，《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爾
時世尊告韋提希，汝今知不，阿彌陀佛去此
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淨業成者，我今為
汝廣說眾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
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1此屬大乘教理，係
因佛陀教理的提出，在其否定了外道論師對
於倫理問題及因果報應的解說，都會涉及最
終解脫的教義。這又與瑜伽、禪那、奢摩他
有關。而大乘佛教強調菩薩所洞見或直接體
驗，指出了通往解脫的道路，成為積集善根
的預備性過程、訓練過程、覺悟過程。2由此
可推知：淨土法門的流傳與發展，亦隨著大
乘學說在印度的流傳有關，其思想內涵亦可
從此一宏觀的背景加以了解。

（二）往生者的資格與實修條件、功德證量
極樂世界中的眾生，其化生、生活方式、
聞法情形、在蓮中等待花開見佛的時日、以
及往生淨土後的相狀等，隨其往生前的業力
和所具功德證量而有所不同。
極樂世界是中繼站，於此聽聞佛法，增
長善根後，再迴入娑婆，濟助有情，才是往
生極樂的要因。世人誤解經典和諸大善知識
之意，以為往生西方淨土是終極目標，往往
只求生極樂淨土，忘卻大乘的慈悲本懷。

一、彌陀信仰起源
一般認為彌陀信仰約產生於紀元前後，
此乃根據中國所翻譯經典推論，中國最早翻
譯的彌陀經典是支婁迦讖(147-186)的《般舟
三昧經》和《無量壽清淨平等覺經》，之後，
支謙（223-?）譯出《阿彌陀耶三佛薩樓佛檀
過度人道經》，由此推測，彌陀信仰約產於
紀元前一世紀左右。3

（三）彌陀願力
本願思想的發軔，可能源自印度原始佛
教時期的《本生談》，該經將流傳於民間的
故事結合佛陀前生而編撰，以信佛、見佛的
大乘展開淨土往生說，菩薩依其本願，接引
認同其理念的有情，並依其廣大願修行，以
此廣大願莊嚴其佛土。

二、文獻依據
經中願文數量由少而多的情形，望月信
亨氏認為：「係依於時代漸次發達集成」、
「因此，了解到人類對阿彌陀佛的信仰表

彌陀特色為「念佛」，其起源可能是源
於佛在世時，早期經典《雜阿含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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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因素：吐番贊普松贊干布，據載
出生時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濃密的
烏髮間長著一尊彌陀像。

現，在不斷的增強」，從最初二十四願專對
彼淨土人民享受功德利益而立願，發展至三
十六願時，除增廣彼之功德利益外，又增加
鼓吹他方世界聞名之得益，發展到四十八願
時，更加大彼之聞名得益，廣大彼佛之恩惠，
光披十方世界。5本願的緣起，可能由本生故
事始，發展成《六度集經》，菩薩本願思想，
後於部派佛教過渡到大乘佛教，六度已然成
為菩薩行的內涵。

二、內容分析
宗大師指出往生之因：（一）數數憶念
無量光佛。（二）積集無量善根。（三）發
菩提心。（四）所集諸善發願（迴向）往生
彼剎，以佛智為證，啟信為要，發起猛力希
求之心。

貳、宗喀巴淨土法門思想的背景及傳承
（一）獲神通願：神通之願，是為了「上求
佛道，下化菩提」的大悲菩提心行，
神通的顯現，是方便法，可攝受有情，
「嘆為稀有」，一心向學。

西藏雖為大乘佛教，但與漢傳相較，頗
多密乘（mantra）的教法。6然與漢傳教法在
顯乘方面亦頗多一致。密乘道以顯乘為加
行、密乘為正行。

（二）得智慧願：佛菩薩愍念眾生，以世間
慧導引有情，先說世俗菩提心，以隨
順世人，先令其獲現世安樂，再以出
世間慧，啟發眾生的覺性。

一、破瓦法
速道的破瓦法有四種涵義：（一）先行
修法，為自己預備臨終資糧。（二）為他人
遷識，以滿菩提願。（三）由金剛上師，領
弟子識離形，遊淨土、面觀彌陀，再還本土，
引生他人生稀有信。（四）自己精修，除了
能自行前往西方世界外，亦能領他人前往，
或送亡者往生。7

（三）獲善士願：親近善知識是聽聞之始，
「學當有善知識。…隨善知識，則日
精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
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為長沒也」，8
弟子應以三門供養上師。

二、死亡、中陰與轉世的概念

（四）攝利他願：大乘菩薩所標舉的目標是
「利他」，以「自他換」來突顯自他
不二，欲安置眾生於涅槃中，菩薩心
隨順眾生心，凡所有菩薩學處皆應修
學，即「法門無量誓願學」。

西藏佛教認為死亡時，生理上身體隨著
氣、脈、明點的改變而改變，由於意識靠氣
運作，氣的消融或無法成為意識的依恃時，
意識的內涵將有所改變，死亡從四大開始分
解，意識所騎乘的氣，融入左右二脈，再融
入中脈，如此將導引微細心的出現，「不壞
明點」，藏於心中，紅白明點匯聚心中，出
現死亡明光。

（五）佛接引願：在貪愛與無明的鎖鏈下，
有情苦多於樂，隨業流轉，唯有依靠
彌陀的大願力，才得以出脫六道。
（六）得出家願：「佛法藏內，七眾戒中，
最為最上者，厥為苾芻律儀」，9現實
中苦惱叢生，相對地出家寂靜，以無
所有的態度修法，能速證佛果位。

行者利用中陰（antarā -bhava），將意識
轉化，還包括下一世物質身體的轉化，臨終至
中有期間，應保持清淨正見。「中陰超度」通
於顯、密，密乘於七七日內，以「懺摩法」或
「超薦法」，淨化亡者神識，令其往生淨土或
遷識於他者，以獲得解脫。行者若無法中止投
胎，尚可選擇投胎生門，然此牽涉到行者的業
力。

（七）自圓滿願：暇滿人生需十圓滿，一切
教證功德在於講說、辯論、著作，精
進通於六度，祈願如彌陀壽命無量，
非難時，修彌陀延壽法，以去除違緣。

参、宗喀巴極樂願文背景和內容分析

肆、宗喀巴淨土思想的生命觀和實修方式

一、願文背景

宗大師思想融合唯識中觀、顯密乘圓融、
重視戒律、以出離心、菩提心和空正見做為
修學核心。

宗大師的願文背景，歸納以下四項：
（一）
西方極樂依正莊嚴：國土平整，清淨無三惡
道、無有眾苦、花開見佛。（二）宗大師的
深悲心願：「數為牟尼所稱讚，佛剎土中最
殊勝，有數往生極樂願，悲增上故隨力說」，
故以悲心隨力宣說。（三）因諸有情多勝解
極樂故：「此土諸人多善解極樂，是故我等
發願欲受生佛土者，應以極樂剎土為首選」。

一、淨土生命觀
(一)基於道次第的實修內涵
三士道的生命觀，是趨向成佛的歷程，
彰顯生命之價值。極樂世界是普攝諸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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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該淨土中，亦可進修成佛之道。宗大
師的淨土生命觀是從究竟成佛的觀點來看，
到極樂世界仍是在為成滿成佛之道而實修。

「菩提心」為大乘道之所依，宗大師認
為證得空慧，還不足以做為大乘不共之道，
「菩提心」和「廣大行」才是。12因「菩提心
者，則為大乘，容載一切諸菩薩故」13。

(二)對淨土「往生因」的強調
空性正見攝受出離心和菩提心，長養出
離心，需有空正見的修持，才能落實不再輪
迴的堅固信念。「對一切廣大菩薩行」的生
起純淨之意樂的同時，能如觀自在菩薩，見
一切為「空」，自在度化。

應學十方佛的學行功德，作為行者的典
範。行者應以自力為主、他力為輔。最理想
的修行方式則為出家殊勝。
(三)圓滿見修行果

伍、結論
宗大師的願文具足中觀見，主張應串習
道次第等三主要道之善，若能順利往生極樂
世界，將可續修成佛之道。綜觀宗大師的淨
土思想得出以下成果：(一)信願行為往生淨土
三資糧。(二)以修出離心為主。(三)聞思修習
道次第。(四)迴向成佛。

一般誤認為淨土法門是「求死」的法門，
觀諸願文發現「知死而後生」才是真生命，
宗大師踐履小乘和大乘顯密二道教授，以通
達一切經教無違的方法論，開啟了有意義的
生命觀和思考生命實踐的次第方式。其關鍵
在於對生死問題的「如實知見」，把握「今
生、此時」的宗教實踐，以三學，獲二資糧，
去二執，對生死流轉起正理思擇，生不再只
為一己之私，生命已轉化為宏觀的利他行。

二、實修方式
願文中積極的呈現出行者自力的重要
性，有三份之二的法類，強調需要三大阿僧
衹劫的時間來修學諸多菩薩行。依修學根器
的差異，已圓滿具足三主要道者，適合修密，
在金剛上師教授下，基於不忍眾生苦的急切
關懷下-「即身成佛」，顯密二乘所欲「究竟
佛果」的目的是一致的，唯成佛時間有遲速
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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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學方法次第
願文的內涵即為凡夫至菩薩道所需修學
的道次第：
（一）依止善士：「能令學者相續之中，下
至發起一德，損減一過，一切善樂之
本源者，厥為善知識。故於最初，依
師執理，極為緊要」，10依止善知識是
為了聽聞真理，是入道前行。
（二）嚴守戒律：四種戒資糧可以引發奢摩
他道和毘缽舍那道正因：（一）密護
根門。（二）正知而行。（三）飲食
知量。（四）精勤修習悎寤瑜伽。
（三）修習神通：據知這是為了大乘菩薩戒，
應以神通度眾而論，不是一般的外道
神通，此以三聚淨戒之饒益有情戒的
精神為主。目的為利他，「應當以普
遍而廣泛的對象做饒益，不應以一、
二位的少數有情做為饒益的對象，否
則便和依於私慾的愛執沒有差別」。11
方法則是以三門饒益之。
（四）《三主要道》為修學核心：出離心是
求道者首須修習的要目。行者應觀苦以
生厭離，修諸善以期生起暇滿因，對無
量光生起堅固信心，以其做為所依怙的
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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