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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由攝論宗轉為淨土宗的迦才法師，引用道綽法師所撰《安樂集》的內文道理，

以十二部經和七部論加以分析引述道理，歸納出較為世人更容易看得清楚的論

書，《淨土論》。論書內容多以攝論宗的理論及少部份其他經論，舉理證及實例論

述，以問答的方式來解答當時在淨土法門發展中，占有想當重要地位和影響的淨

土三經之間往生淨土要因的矛盾及衝突。因篇幅關係只探討其中的，何位人得生

淨土？修何業得生淨土？依何理得生淨土？總的來說，能夠保持正念的人、發菩

提心的人，最後還得靠阿彌陀佛他力，因緣具足的人，就能往生淨土。迦才法師

試圖將淨土法門做圓滿的解釋，也帶給往後研究淨土的人莫大影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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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迦才，唐代僧，生卒年不詳，貞觀年間住於弘法寺，先是講學攝論。據《續

高僧傳》卷二十〈靜琳法師傳〉所載，弘法寺於唐武德三年（620）正平公李安遠

所建造，靜琳住在此寺，是《攝論》的弘揚者。
1
故在《淨土依憑經論章疏目錄》

中，推定迦才為攝論宗
2

 迦才的淨土思想繼承道綽禪師並加以發揮，在其《淨土論》自序中謂： 

，後歸淨土，著有《淨土論》三卷。 

近代有綽禪師，撰《安樂集》一卷，雖廣引眾經，略申道理，其文義參雜，

章品混淆，後之讀之者亦躊未決。今乃搜撿群籍，備引道理，勒為九章，令文義

區分，品目殊位，使覽之者宛如掌中耳。3

從上文得知，迦才因認為道綽禪師所撰《安樂集》章品混淆不清，便引用其

道理，重新搜集當時淨土教法的重要典籍，分析引述道理，而著《淨土論》三卷，

並主張念佛以觀想為主，共分為九章。 

 

 本論文分成三小節，各別為：《淨土論》之架構內容，迦才淨土往生思想淵源

和迦才所述往生極樂淨土要因之主張。第三小節中更以何位人得生淨土、修何業

得生淨土、依何理得生淨土做進一步的探討。 

貳、《淨土論》之架構內容 
    此論中以問答的方式論述彌陀淨土，經筆者算過，全篇共四十五個問答分為

九章，這樣的問答形式在曇鸞之《略論安樂淨土義》也可看見，最初三章約可歸

納為佛土論、根機論、正因論，舉理證及實例論述凡夫往生之可能。其各章主題

分別為： 

第一定土體性：說明彌陀淨土之體性，判別其所屬，將佛土分為法、報、應

三土之差別，及往生者之，並論及三界之攝不攝。 

第二定往生人：闡明何位人得往生。更除去《大經》、《觀經》之間的矛盾。 

第三定往生因：說明修何行業而得以往生；引述三經及其他諸經，綜合往生

之因，由通、別二方面來解釋，簡單來說通因是發菩提心、修三福淨業，別因是

念佛、禮拜、讚歎、發願、觀察、迴向等。 

第四出道理：示凡夫依何道理而得生淨土。 

第五引聖教為證；引十二部經，七部論之內文，示凡夫往生之教證。 

第六引現得往生人相貌：引道俗往生淨土者示諸學人，計有僧六人、尼四人、

優婆塞五人、優婆夷五人之行狀。 

第七將西方兜率相對校量優劣：就化主、處所、所化眾生三方面，論述兜率

                                                 
1《續高僧傳》， T50, no.2060,p.590。 
2 參考《佛光大藏經．淨土藏》，頁 119。 
3《淨土論》卷 1，T47, no.1963, p.83b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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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及彌陀淨土之優劣。 

第八明教興時節：謂今正是懺悔念佛之時。 

第九教人欣厭勸進其心：謂令厭穢欣淨。示凡夫由此念佛之因可往生妙處。
4

參、迦才淨土往生思想淵源 

 

    依迦才之《淨土論》指出其所引經典有：「經引十二部：一無量壽經、二觀

經、三小彌陀經、四鼓音聲王經、五稱揚諸佛功德經、六發覺淨心經、七大集經、

八十方往生經、九藥師經、十般舟經、十一大阿彌陀經、十二無量清淨覺經；論

引七部，一往生論、二起信論、三十住毘婆娑論、四一切經中彌陀偈、五寶性論、

六龍樹十二禮、七攝大乘論也。」
5

一、無量壽經 

迦才共引用了十二部經，七部論，在其所引的

經論中，其中的《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淨土法門發展

之重要經典，通稱「淨土三經」，在淨土法門的發展，占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與

影響，以下筆者先針對此三部經典作概述。 

《無量壽經》是敘說法藏比丘成佛後，誓願度化一切眾生，若有眾生發菩提

心，專念阿彌陀佛聖號，修諸福善，迴向願生此淨土，即得往生彼國。此經分上

下卷，上卷說明阿彌陀佛於因位
6

《無量壽經》有關眾生往生之因行，舉出了「三輩」往生之條件

中修行，其願力及依其願力所圓滿成就之極樂國

土之種種莊嚴；下卷則說明三輩往生之條件、往生後之殊勝果德等。 
7

（一）上輩者品位： 1.捨家棄欲而作沙門。 
，可歸納為以下： 

     2.發菩提心。 
     3.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 
     4.修諸功德願生彼國。 

（二）中輩者品位： 1.當發無上菩提之心。 
               2.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 
               3.多少修善。 
               4.奉持齋戒。 
               5.起立塔像。 

     6.飯食沙門。 
     7.懸繒然燈，散華燒香。 
     8.回向願生彼國。 

                                                 
4參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七冊，頁 3982-3983。 
5《淨土論》卷 2， T47, no.1963, p.91c20-26。 
6《佛光大辭典》，「因位」解釋為：為「果位」之對稱。與因地同義。指修行佛因之位。亦即未至

佛果以前之修行位，稱為因位。 
7《佛說無量壽經》卷下，T12, no.360, p.272b15-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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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輩者品位： 1.發無上菩提之心。 
     2.一向專念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聞深法喜信樂不生

疑惑。 
     3.以至誠心願生其國。 

依上述看來，《無量壽經》的往生淨土條件，相同的是要發菩提心、一向專

念無量壽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由下輩者之往生因行中，可看出最基礎的往生

西方淨土條件即是具足「信」不生疑惑、「願」以至誠心願生其國、「行」一向專

念。 

二、觀無量壽佛經 

內容敘述佛陀應韋提希夫人所請，示現西方極樂淨土，並說修三福、十六觀

為往生法。「十六觀」為本經之內容主體，依其性質可分作二部份，即前十三觀（觀

極樂淨土之依正莊嚴）及後三觀，述往生品位之三輩九品觀。
8

《觀無量壽佛經》對於往生的條件，主張要修三福因，「三福」經文如下： 

 

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

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
9

此三淨業之福，為三世諸佛通說，往生諸佛淨土之因行。 

 

    而依《觀無量壽經》的第十四、十五、十六觀，指出各品位往生者的因

行
10

（一）上品上生者：1.具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 
，可歸納為以下： 

     2.起三行：慈心不殺，具諸戒行、讀誦大乘，方等經典、

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 
（二）上品下生者：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

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

國。 
（三）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謗大乘、發無上道心、以此功德，迴向願

求生極樂國。 
（四）中品上生者：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不造五逆、無眾過患、以此善根，

迴向願求生於西方極樂世界。 
（五）中品中生者：一日一夜持八齋戒、或一日一夜持沙戒、或一日一夜持

具足戒、威儀無缺、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 
（六）中品下生者：孝養父母、行世仁慈。 
（七）下品上生者：作生惡業，雖不誹謗方等經典、如此愚人，多造惡法無

                                                 
8蔡纓勳，《善導思想之研究》法藏文庫第 97 輯，頁 45。 
9《佛說無量壽經》卷下，T12, no.365, p.341c7-12。 
10《佛說觀無量壽佛經》，T12,no.365,pp. 344c10-346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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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慚愧、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說大乘十二部經首題

名字，以聞如是諸經名故，除卻千劫極重惡業。 
（八）下品中生者：毀犯五戒，八戒具足戒、偷僧祇物，盜現前僧物、不淨

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而自莊嚴、稱南無阿彌陀

佛。 
（九）下品下生者：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 

三、阿彌陀經 

主要敘述阿彌陀佛西方淨土之清淨莊嚴，諸佛真誠讚歎眾生之往生淨土、六

方諸佛之印證，及持名念佛等，本經要義，向以信願持名，往生極樂為宗。  

《阿彌陀經》在其經文中描述極樂國土的依報
11
莊嚴，如：「其國有七寶池、

八功德水」、「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其

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彼國無三惡道」、

「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

晝夜六時，出和雅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心、八聖道分，眾生聞者，皆悉

念佛、念法、念僧」、「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

百千種藥，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12

另又敘述極樂國土的正報

，突顯極

樂國土之生活環境及殊勝莊嚴處。 
13
莊嚴，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其

國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

飯食經行。」、「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

量無邊阿僧祇劫。」、「其國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生

彼國土，皆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14

而對於往生極樂淨土條件，阿彌陀經提及： 

將極樂國土上自教主阿彌陀佛，下至往生者等

種種功德果境皆一一敘明。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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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終時，心

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眾生

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15

                                                 
11《佛學大辭典》，「依報」解釋為：心身者，正實之果報也。此心身依止之身外諸物，謂之依報。

如世界國土，家屋，衣食等是。 

    

12《佛說阿彌陀經》，T12, no.366, pp. 346c16-347a24。 
13《佛學大辭典》，「正報」解釋為：二報之一。又曰正果。有情之自心也。是為依過去業因而感得

之果報正體，故曰正報。 
14《佛說阿彌陀經》，T12, no.366, pp. 346c13-347b9。 
15 《佛說阿彌陀經》，T12, no.366, p.347b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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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阿彌陀經主張要往生淨土，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緣」，而能「執持

名號」，能至「一心不亂」，「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如此工夫，即可以臨終前感

應彌陀聖聚相迎，往生極樂淨土。「執持名號」表修行法門，「一心不亂」和「心

不顛倒」表念佛工夫境界，「一心不亂」指平日持名念佛之境界；「心不顛倒」指

臨終前之心境。自經文順序看，平日能念佛至「一心不亂」之境界者，臨終時，

心必不顛倒，則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阿彌陀經》的「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緣」，主張要廣修福德，具足往生因緣，

與《無量壽經》的修諸功德、修少善，以及《觀無量壽經》的三福行，是相同之

處。而阿彌陀經主張「一心不亂」、「心不顛倒」念佛，則突顯了《阿彌陀經》對

「持名念佛」的主張，也是往生的重要前提，然而「善根福德」，若無往生的信念

與願力，則只是人天福報，並未具足往生淨土的條件。反之，若有有信念及願力，

則以「善根福德」，雖是「持名念佛」外之福德，仍然可以往生，成為為往生的助

行。因此，佛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與「持名念佛」即是阿彌陀

經之往生淨土重要條件。 

肆、迦才所述往生極樂淨土要因 

一、何位人得生淨土 

什麼人可以得生淨土？論中的第一個問答中就提到： 

今依經論，乃以佛意，但依經論修行者，不問凡聖男女，乃至十惡
16五逆 17，

臨命終時，正念現前，心不亂者，並得往生。18

由上文得知，不論何人皆能往生淨土，但需具備的條件是臨命終時，要正念

現前並且一心不亂。雖然如此，但迦才認為得生淨土的人又有菩薩、二乘和凡夫

之別，論文如下： 

 

舉要言之，三乘聖人及三乘七方便 19中人，乃至方便道前，若男若女，無根、

二根 20，至於龍鬼八部，但能發菩提心，專念阿彌陀佛，厭惡穢剎 21

                                                 
16 《佛學常見辭彙》，「十惡」解釋為：又名十不善，即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惡口、兩舌、

貪欲、瞋恚、愚痴。 

，欣樂淨土，

17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五逆」解釋為：指五種極惡之行為。又名五逆罪、五無間業、五無間

罪或五不救罪。即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或作害。其中前四是身業，後

一為口業。造此五罪必墮無間地獄受苦，故稱五無間罪、五無間業。又因殺父、殺母是違逆恩田，

其他三種為背逆福田，故稱五逆或五逆罪。 
18 《淨土論》卷 1，T47, no.1963, p.86b21-25。 
19 《佛學常見辭彙》，「七方便」解釋為：即小乘的三賢四善根。三賢是五停心觀、別相念處、總

相念處。四善根是暖、頂、忍、世第一法。 
20 《佛學常見辭彙》，「二根」解釋為：利根和鈍根。利根是指根器很銳利的人；鈍根是指根器很

遲鈍的人。 
21 《佛學大辭典》，「穢剎」解釋為：剎為梵語，國土之義，對於淨土而謂此娑婆世界為穢剎，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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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命終時，正念現前者，皆得往生也。若勇猛精進，觀行分明，臨終最後心不亂

者，並得上生。乃至臨終最後十念相續，現在前者，得下品下生。此中菩薩往生

自有三輩九品，二乘往生自有上、中、下，凡夫往生自有上、中、下，各有九品。22

又說： 

 

凡夫是正生人，聖人是兼生人，以凡夫墮惡道故，於穢土中不能修道發心也。

唯凡夫中謗大乘人，不得往生，以斷善根故。二乘 23人中，愚法學人不得往生，以

不信有十方淨土故。菩薩人中，不發願求生者，不得往生，無愛樂 24心故。若二乘

無學人，不問愚法、不愚法，求與不求，皆得往生，以三界穢土中無受生處故也。

《智度論》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諸阿羅漢當生其中，不論學人也。25

由上述可知，若凡夫墮落於不正的道上，在染汙的環境中便沒有辦法發起修

道的心，淨土便是為凡夫所設，迦才也一再強調：「淨土興意，本為凡夫，非為菩

薩也。

 

26
」法藏比丘四十八大願，初先為一切凡夫，后始兼為三乘聖人，故知淨土

宗意，本為凡夫，兼為聖人也。除謗大乘人不得往生，因已斷善。
27

二乘人迷執自法，沒有覺證佛教真理，不接受大乘，不相信有十方淨土，雖

然如此但他們仍能往生淨土，因在三界穢土中沒有二乘人的受生處。 

 

菩薩因要度化眾生，對於淨土沒有愛樂心，所以便不會發願求得往生淨土。

但若求生淨土，則得往生。 

筆者認為迦才對於往生者除了有菩薩、二乘聲聞和凡夫之別外，淨土更是

有三種三輩九品之分。按迦才所說的即是，大小凡夫，合論九品，實即有無量差

別也。
28

二、修何業得生淨土 

 

迦才在此引述了三經及其他諸經論，總歸往生之因，從通因和別因二方面來

解釋，通因是指通感十方淨土，為三世諸佛通說，往生諸佛淨土的因行。別因是

指別感西方淨土之因，在此筆者整理為以下： 

上根人之修因 

                                                                                                                                               
土，穢國等。 
22 《淨土論》卷 1，T47, no.1963, p.88b4-15。 
23 《佛學常見辭彙》，「二乘」解釋為：聲聞乘和緣覺乘。凡屬修四諦法門而悟道的人，總稱為聲

聞乘；凡屬修十二因緣而悟道的人，總稱為緣覺乘。以上二乘又分為愚法二乘和不愚法二乘兩種，

愚法二乘是聲聞緣覺二小乘，迷執自法，而愚於大乘法空之妙理；不愚法二乘是與愚法二乘相反，

他們善知理法，進入大乘的境界。 
24 《佛光大辭典》，「愛樂」解釋為：謂信愛慾樂。即信樂世間、出世間善法之意，屬無染污之愛。 
25 《淨土論》卷 1，T47, no.1963, p.88b15-23。 
26 《淨土論》卷 2，T47, no.1963, p.90c22-23。 
27 陳揚烔著，《中國淨土宗通史》，頁 366。 
28 《淨土論》卷 1，T47, no.1963, p.88b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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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因 （一）《無量壽經》發    
      菩提心  

 

（二）《觀經》修三福   
      淨業 
  

１.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２.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３.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別因 （一）所求 １.別舉一方為其目標，如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即器世間淨也。 
２.別念一佛以為師範，求為弟子親承供養，即眾

生世間淨。 
（二）能求—後五

門，為根據世親

著的《往生論》

五念門。 

１.別念阿彌陀佛名號，又可分為心念、口念。 
  心念：念佛色身、念佛智身。 
  口念：將口引心，令不散亂。 
２.禮拜，正面西方，嚴持香花，口稱佛名，五體

投地，再三扣頭。 
３.讚歎，讚阿彌陀佛，色、心、依報、正報、或

立、或坐。 
４.發願，求生極樂自身往生或眾生往生、釋迦遣

送、彌陀來迎、常遊淨土、永離胎形、臨終安

隱、正念現前。 
５.觀察，以西方的依正兩報為標的，種種觀察。 
６.迴向，分為二種，一將己功德迴向，與眾生同

生淨土，二是將己無始已來所有功德總願迴

向。
29

迦才將上述的通、別二因，視為上根者所修的行法。又依中下根人另外說了

五種修行行法，筆者針對此五種行法整理為以下。 

 

中下根人之修因 
（一）懺悔業障  
（二）須發菩提心 １.斷一切惡心。 

２.修一切善心。 
３.化度一切眾生心。 

（三）專念阿彌陀佛名號 
    常念佛名，有三種益： 

１.諸惡覺觀，畢竟不生。 
２.善根增長。 
３.臨命終時，正念現前。 

（四）總相觀察 三界唯心故。 
（五）迴向 生安樂國。 

                                                 
29 《淨土論》卷 1，T47, no.1963, p.89b16-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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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上根者和中下根者所修的因作為比較來看，發菩提心、念佛、觀察、

迴向，兩者都有，菩提心被看成最重要。通因之菩提心沒有多作說明，而五種行

中才說到發菩提心能「斷一切惡心，修一切善心，化度一切眾生心。」菩提心之

必要，是佛教全體所強調，重視止惡、修善之自利及化度眾生之利他行之事，是

防止願生淨土之功利觀，與曇鸞破斥「為樂願生」同一態度。
30

三、依何理得生淨土  

 

迦才引證《攝大乘論》，「夫為證者，必須經論二教，阿毗達磨以理為勝，修

多羅教為勝。教必有理，理必順教。」
31
，推其道理，以隱和顯，即了義、不了義

32

（一）迦才在論中提到以《觀經》的韋提希夫人居五濁，當引五濁凡夫往生

淨土。《方等經》的婆藪仙人現地獄身，引地獄眾生。《涅槃經》蜂王、鵝王、蟻

王等現畜生身，引畜生眾生等，說明菩薩或佛必須以隱其實德，現同凡夫，攝化

同類

，

來解說出何理可以得生淨土。而筆者認為迦才的舉證究理，大致上可以分為二種：

一者以經論證，二者以大德名僧及俗中聰明儒士的往生傳記。 

33
，就如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說的「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

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
34

（二）又舉出像是盧山慧遠法師、謝靈運、道綽禪師，都是修行淨土法門，

在臨終所感得的往生淨土的毫光、異相皆都記錄在傳記當中，所以不須懷疑。 

 

迦才最後論中提即： 

故《無量壽經》三輩生人，皆須發菩提心也。不雜結使念者，唯須一心相續，

觀佛相好。若口念佛，心緣五欲者，是雜結使念也。念佛是淳淨心，與結使相違。

若能如此，即與彼經相應。
35

以上述來看迦才認為，若是眾生只有靠自己的修行，是沒有辦法往生淨土，

還要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做為增上緣，因緣具足才能得生淨土。 

 

 

 

 

 

 

                                                 
30 藤原凌雪著，《念佛思想之研究》，頁 223-頁 224。 
31 《淨土論》卷 2，T47, no.1963, p.90b9-11。 
32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解釋「了義、不了義」為：「了義」指所說之教法確係如實詮顯全部理趣；

而「不了義」則指教法之未能如實詮顯理趣之方便說而言。 
33 《淨土論》卷 2，T47, no.1963, p.90c4-5。 
34 《妙法蓮華經》卷 7〈2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T09, no.262, p.57a23-b19。 
35 《淨土論》卷 2，T47, no.1963, p 91c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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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筆者認為迦才是位廣讀經論之人，包容性也極為廣大。從筆者討論往生淨土

要因論為中心的所何位人得生淨土中，迦才認為可以得生淨土的人是不論好、壞、

凡、聖或男女的，主要有一個要點，即是臨命終時，心存善念。修何業得生淨土

中，雖然依眾生的根機不同，而有不同的修因，但最後強調的還是以，斷一切惡

心，修一切善心，化度一切眾生心的發菩提心為最重要和何位人能得生淨土所要

講的重點是統一的。依何理得生淨土中，迦才將擅長的《攝論》教理活用彰顯於

其中，廣泛的引證諸經論，引用這麼多理後，最終講的還是在強調心，另外除了

修行為因緣外（依靠自利），還須有彌陀本願的增上緣（靠他利），才能往生。筆

者認為迦才引證許多經論，試圖將淨土所矛盾的問題做圓滿的解釋，帶給往後研

究淨土的人有莫大的影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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