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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大智度論》之淨土思想 

釋祖仁 

   

   

一、前言 

一般提到「淨土」，多數人都聯想到西方阿彌陀佛淨土，可是在諸

經論中有提到其他淨土，如諸佛淨土、彌勒淨土等淨土
1
；本文要處理

是廣義的淨土，不是狹義的西方阿彌陀佛淨土。因此本文不是從淨土宗

的經論來探討；而是透過《大智度論》，以了解初期大乘般若經論
2
對往

生淨土及建設佛淨土的看法，依此大方向本文分成五節。 

第一節是前言。 

第二節是探討《大智度論》的佛土觀及佛土（環境）對菩薩有何影

響。在談論佛土觀時，將討論《大智度論》如何論證十方佛世界之存在。

接著探討它如何分類佛土，最後是談到「佛土」（環境）的染淨對何種

菩薩產生何種影響。 

第三節是探討《大智度論》是基於何原因而鼓勵菩薩往生有佛世

界？它對《阿彌陀經》的「發願、善根、福德因緣得往生」有何看法？

它對修習般舟三昧得往生作何解釋？修習般若是否可以往生等問題將

在此節中討論。 

第四節是探討淨土是如何建設？《大智度論》認為何人在何時才能

夠負起指揮建設佛土的重任？建設佛土是依那幾個因素？在建設淨土

的過程中菩薩與眾生扮演什麼角色？ 

 
1 可參考：平川彰，《講座．大乘佛教五－淨土思想》，春秋社，昭和六○年一月三十日出

版，頁二。   
2 根據：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頁二五；中提到初期大乘般

若經論是指：六千偈《小品般若經》、兩萬五千偈《大品般若經》（即是本文內常用到的

《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及《大智度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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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第五節總結前面討論的成果。 

 

二、《大智度論》之佛土觀及對菩薩的影響 

在討論佛土觀，首先要了解佛土的定義，及其同類異名。《大智度

論》卷九二有對「佛土」作出以下的說明： 

佛土者：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王等諸天，是名 

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無量無邊三千大千世界名為一佛土。 

佛於此中施作佛事
3
。 

「佛土」是由無量無邊三千大千世界形成，而此「佛土」中有一佛

在教化眾生。 

與「佛土」同類異名有：「佛國」及「佛世界」。在《大智度論》卷

三八有對「佛國」作了如下的介紹： 

佛國者：十方如恆河沙等諸三千大千世界，是名一佛土。諸 

佛神力雖普遍自在無礙，眾生度者有局
4
。 

由這裡我們發現到：一者，「佛國」即是「佛土」，只是名稱有別，

其意相同。二者，雖佛力無邊能自在度眾生，而眾生有緣得度是有侷限。

所以，有某一佛於某一「佛土」中教化眾生的現象出現。另一個同義異

名是「佛世界」，《大智度論》卷九云： 

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 名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恆 

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是名為一佛世界
5
。 

從以上「佛土」，「佛國」，「佛世界」的定義， 我們了解到它們都

是同類異名。 

另外《大智度論》秉持《大品般若經》及大乘經論的立場，認為現

 
3
《大智度論》卷九二，《大正藏》二五‧七○八ｂ。參考：釋惠敏，〈「心淨則佛土淨」之

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中華佛學研究所發行，民國八十六年七月出版，頁二

八。  
4
《大智度論》卷三八，《大正藏》二五‧三三八ｃ。  

5
《大智度論》卷九，《大正藏》二五‧一二五ｂ。   



佛學論文集                                                                《大智度論》之淨土思想 

 

 

 

 3

6
中說

                                                

在除了娑婆世界外，十方世界現在仍有佛的存在。在《大智度論》卷四

評破說一切有部之菩薩觀中，就十方世界現在有無佛的辯論時，《大智

度論》提出有佛之理證外，也同時引了說一切有部之經為證，來證實確

實有佛： 

摩訶衍論中種種因緣說三世十方佛。何以故？十方世界有老 

病死婬怒癡等諸苦惱，以事故佛應出其國，如《雜阿含經》 

：「無老病死煩惱者，諸佛則不出世。
7
」 

《大智度論》提出的理證，是只要十方世界有生老病死及煩惱，在

逼害眾生，就應該有佛得出現。並引了說一切有部之經來佐證。 

這之後《大智度論》引用多處有病人（等待拯救者），及應多處有

熱心救難的醫生存在，來譬喻十方應有佛。緊接著《大智度論》引用有

部之《長阿含經》中提到：「現在除釋迦佛之外也有其他諸佛。」如下

云： 

復次，多病人應有多藥師。汝等聲聞法，《長阿含》中毗門 

沙王以偈白佛：「稽首去、來、現在諸佛，亦復歸命釋迦文 

佛」。汝經說過去、未來、現在諸佛，言稽首：釋迦文尼佛 

，言歸命，以此故知現在有餘佛。若無餘國佛，何以故前稽 

首三世佛，後別歸命釋迦文尼佛？此王未離欲，在釋迦文尼 

佛所得道，敬愛心重故歸命，於餘佛所直稽首
8
。 

從以上看到說一切有部的《長阿含經》中蘊涵著「十方佛」的思想；

或許是說一切有部論師沒有覺察到它的存在，或者是因為某種原因而沒

有發展成有部主流思想。從《大智度論》對它的詮釋與力辯使此經成為

很好的經證，正好達到以其人之矛攻其之盾的效應。 

《大智度論》把佛土分類成「淨土」與「穢土」（不淨）二種，如

 
6
《雜阿含經》卷四六，《大正藏》二‧三三九ｃ。「謂老病死故，諸佛如來出興於世。」  

7
《大智度論》卷四，《大正藏》二五‧九三ｂ。  

8
《大智度論》卷四，《大正藏》二五‧九三ｂ。  



佛學論文集                                                                《大智度論》之淨土思想 

 

 

 

 4

                                                

卷一五云： 

菩薩思惟，國土有二種：有淨、有不淨
9
。 

由此看來《大智度論》認為十方佛世界，有部份是「淨土」，也有

些是「穢土」（不淨）。 

一般人會認為「一佛」只有「一佛土」，然而《大智度論》不只認

為一佛會在一「佛土」度眾生，並且認為「一佛」同時在「淨土」與「穢

土」多個佛土中教化眾生。如《大智度論》卷三三引《三十三天品經》

的經文並指出釋迦佛及阿彌陀佛同時在「淨土」與「穢土」中教化： 

《三十三天品經》
10
說：……佛告目連汝所見甚少，過汝所 

見，東方有國純以黃金為地，彼佛弟子皆是阿羅漢……。復 

過是東方有國純以白銀為地，彼佛弟子皆學辟支佛道。復過 

是東方有國純以七寶為地……彼佛所化弟子純諸菩薩…… 

住阿毘跋致地。目連當知，彼諸佛者皆是我身，如是等東方 

恆河沙等無量世界，有莊嚴者，不莊嚴者，皆是我身，而作 

佛事，如是東方南西北方四維上下，亦復如是。以是故當知 

釋迦文佛更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佛亦有嚴淨，不嚴淨 

世界。……諸佛國大悲徹於骨髓，不以世界好醜，隨應度者 

而教化之
11
。 

菩薩在漫長的修學過程中，會受所居住的環境（佛土）影響，《大

智度論》卷十及卷三八均有比較「從淨土來的菩薩」與「從穢土來的菩

薩」，而所得到的結論卻是相左。 

首先讓我們來看卷十，依於何原因說「穢土菩薩勝於淨土菩薩」： 

 
9
《大智度論》卷四，《大正藏》二五‧一六八ｃ。  

10 根據：Lamotte Te Traite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agarjuna （Mahaprajbaparamitawastra）V, Universit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galiste Louvain-La-Neuve, p.2229, Lamotte 認為《大智度論》所引《三十三

天品經》等同於大藏經中的《佛昇忉利天為母說法經》《大正藏》一七‧七九五ｂ－ｃ、

及《佛說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大正藏》一七‧八一一ｂ－八一二ａ。  
11
《大智度論》卷三三，《大正藏》二五‧三○二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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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間菩薩七寶世界種種寶樹心念飲食，應意即得，如是生厭 

心難，是故智慧不能大利，譬如利刀著好飲食中刀便生垢。 

飲食雖好而與刀不相宜。若以石磨之脂灰瑩治垢除刀利。是 

菩薩亦如是，生雜世界中利智難近，如人少小勤苦多有所能 

亦多有所堪…。復次是娑婆世界中菩薩多方便，故難近，餘 

處不爾。如佛說我自憶念宿世一日施人千命度眾生故。雖諸 

功德，六波羅蜜一切佛事具足而不作佛恒以方便度脫眾生， 

以是事故，是娑婆世界中菩薩難近
12
。 

從這裡我們看到《大智度論》，從兩個角度來談「穢土菩薩勝於淨

土菩薩」： 

（一）環境的悠閒愉快與惡劣苦難影響菩薩因地時對世間「厭離心」

生起頻率，最終造成日後智敏銳度的差異。 

（二）從兩處同是證無生法忍，後行方便道度眾生時，因為「穢土」

中多災多難，眾生難調服而訓練出「穢土菩薩」較「淨土菩

薩」擁有豐富的危機處理、多元教育的「方便智」。 

可是《大智度論》卷三八認為「淨土菩薩勝於穢土菩薩」，它

是從何角度而有此主張呢？ 

他方佛國來者：從諸佛前來生是間諸根猛利，所以者何？除 

無量阿僧祇劫罪故。又遇諸佛隨心教導故，如刀得好石則利 

。又，常聞、誦、正憶念般若波羅蜜故利。如是等因緣則菩 

薩心利。人中來者：此間佛弟子……捨身還生是間……是人 

諸根雖鈍，堪受般若波羅蜜，以不見現在佛故心鈍
13
。 

從以上得知「他方國者」（淨土菩薩）之所以會勝於「穢土菩薩」（此

間佛弟子）是因為淨土菩薩能在佛陀（良好師資）座下，接受良好教育。 

 
12
《大智度論》卷十，《大正藏》二五‧一三○ａ。   

13
《大智度論》卷三八，《大正藏》二五‧三三七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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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卷十與卷三八所提出的主張並沒有矛盾；因為不同菩薩由於各

別根器、習性、能力、業力的不同，所需的環境也因而有差別，以配合

其學習。或許可以這樣講：有一類菩薩具有強烈、反省、觀察、堪忍的

能力，是較適合在「穢土」學習，同時他能由「穢土」所產生的多苦難

中，學習無量危機處理、多元教育的「方便智」；而另一類菩薩較適合

生在有良好師資、教育機構、制度、同學的「淨土」中修學。 

或許有人會認為卷三八中的「他方佛國者」不是「淨土菩薩」，然

而從卷三八，看到有跡象是「淨土菩薩」，如下云： 

問曰：世間有六道，何以故？於天中別說兜率天來，人道中 

不分別處所，他方佛國來者，亦不分別天道、人道？答曰… 

…兜率天結使不深不利，所以者何？常有菩薩說法，是故不 

說餘處……，他方佛國來者，從諸佛前來生是間，諸根猛利 

……，人中來者此間佛弟子……捨身還生是間……以不見現 

在佛故心鈍
14
。 

前面所引的文句，只是以上問答的一部份。若從整體來看，問者本

身知道「他方佛國者」是淨土菩薩，因為淨土是沒有三惡道，所以其問

題中沒有問三惡道，而是問「亦不分別天道、人道」？從這裡我們知道

可認為卷三八所提的「他方佛國者」是淨土菩薩。 

 

三、未得無生法忍菩薩與往生之關係 

《大智度論》對「往生」這一詞沒有給予定義，然從其「往生品」

15
中廣泛談論不同菩薩因所學所發的願而感生不同處，其範圍含蓋了三

界六道及諸佛淨土種種處。由此來看《大智度論》「往生」定義很廣，

非現時一般人所指往生西方淨土。 

 
14
《大智度論》卷三八，《大正藏》二五‧三三六ｃ－三三七ａ。  

15 可參考：《大智度論》卷三八－四十，《大正藏》二五‧三三六ｂ－三五四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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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往生」的範圍將縮小到「往生有佛世界」來進行討論。而

《大智度論》除了用「往生」，也同時引用有「得生彼國」
16
、「不離諸

佛」
17
、「常生有佛國」

18
、「所生常值佛」

19
來表達同一意思。 

《大智度論》在「往生品」中不只提到有未得無生法忍菩薩，其中

也提到已得無生法忍菩薩（生死自在）往生有佛世界的例子。以下將只

談論何種未得無生法忍菩薩須往生有佛世界，因為已得無生法忍的菩薩

遊行自在，如《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十云： 

得無生法忍已，便住菩薩神通，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 

諸佛
20
。 

因此以下專就未得無生法忍菩薩來探討，他是在怎樣情況下選擇了

「往生有佛國土」及以何種方法「往生有佛世界」。 

在未得無生法忍前，每一位菩薩都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墮二乘」

的可能性， 如《摩訶般若波羅密經》卷一九云： 

諸菩薩摩訶薩，發心求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中少有如說行 

，多住聲聞辟支佛地。多有菩薩摩訶薩行般若波羅蜜，無方 

便力故，少所人住阿惟越致地
21
。 

假如菩薩無法如《般若經》所說而行，也就是行般若時無方便力， 

所以會在觀空時於涅槃取證而墮二乘中，無法住阿惟越致地（無生法

忍），從此與成佛絕緣。 

什麼是方便力？在《大智度論》卷二七有談到方便力是指菩薩能於

般若與大悲平等的修習，由此可入菩薩位，免墮二乘；如下云： 

具足般若波羅蜜故知諸法空；大悲故憐憫眾生，於是二法以 

 
16 可參考：《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六ａ。  
17 可參考：《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六ａ。  
18 可參考：《大智度論》卷一○○，《大正藏》二五‧七五三ｃ。  
19 可參考：《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六ａ。  
20
《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十，《大正藏》八‧二九五ｃ。  

21
《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一九，《大正藏》八‧三五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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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便力故，不生染著。雖知諸法空，方便力故亦不捨眾生； 

雖不捨眾生，亦知諸法實空，若於是二事等，即得入菩薩位
22
。 

從以上的討論我們知道，在未得無生法忍前，因菩薩無有方便力所

以會有墮二乘的危機。在《大智度論》卷二九，有提出能力差的菩薩當

求生有佛世界，隨佛修學就能免除墮落的危險。 

問曰：菩薩當化眾生，何故常欲值佛？答曰：有菩薩未入菩 

薩位，未得阿鞞跋致受計別故，若遠離諸佛，便壞諸善根， 

沒在煩惱，自不能度，安能度人？……菩薩未入法位，若遠 

離諸佛，以少功德，無方便力欲化眾生，雖少利益，反更墮 

落，以是故新學菩薩，不應遠離諸佛
23
。 

從這裡看到「有佛國」，因有佛在教導，對能力較差的菩薩，有很大的

幫助，所以這一類菩薩應該發願求生「有佛世界」，這當然包括往生環

境優良的「淨土」。 

前面探討菩薩須「往生有佛世界」，以下將討論以各種方法得往生。

從《大智度論》中發現菩薩可以三種法門得「往生有佛國土」，以下將

由以修福得德，修般舟三昧，修般若法門的順序來探討。 

（一）以修福德因緣得往生 

眾所周知，在羅什大師譯的《阿彌陀經》有提到發願，修「善根福

德因緣」得以往生西方極樂世界： 

眾生生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諸上善人 

俱會一處，舍利弗，不可以少善根福德因緣，得生彼國
24
。 

在《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二有提到菩薩以發願修淨行，得生他方

世界的例子： 

爾時十千人作願：我等修淨願行，修淨願行故，當生彼佛世界。……

 
22
《大智度論》卷二七，《大正藏》二五‧二六二ｃ。  

23
《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五ｃ。   

24
《佛說阿彌陀經》，《大正藏》一二‧三四七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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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是十千於此壽終，當生彼世界，終不離諸佛，後當作佛，號莊

嚴王佛
25
。 

而《大智度論》卷四十對此段經文作了以下的解釋： 

四眾見是清淨莊嚴佛世界，……各自鄙薄其身，憐憫眾生故 

，為求無量佛法，作願生彼佛世界……是十千人於此壽終當 

生彼國，隨生彼國行業因緣具足故，此間集深厚無量福德故 

，終故離諸佛，見諸莊嚴世界，發心故皆號莊嚴王佛
26
。 

從《大智度論》的解釋發現到要「往生他方佛土」的菩薩，是基於

慈悲心，好求佛法，而發願「往生」，並以具體的行動積集福德資糧，

不是只是空口發願，而得往生阿　佛淨土。在《大品般若經》及《小品

般若經》（大正八，五六八ｂ）均有往生阿　佛淨土的例子，由此可知

此與淨土宗的「信、願、行」思想是相符。 

《大智度論》卷六七提到以「福德得往生他方世界」的例子： 

大心者，一切眾生皆樂緣六塵，……是善男子未得道時，清 

淨福德故，得上妙五欲亦能盡意用，能隨意施與……憐愍眾 

生，為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故，內外所有布施無所愛惜…… 

皆以深心自行，及引導他人令行善道，是福德因緣故
27
，不求 

世樂、天王、人王、富貴處，聞有現在佛處願往生彼
28
。 

菩薩不求世間樂，但求聞法而求往生有佛處，繼續行菩薩道，而其

往生的資糧是靠「利他菩薩行」所累積的善根或福德。由此可見，選擇

「往生他方有佛世界」的菩薩是為了繼續其菩薩利他的生涯規劃，不是

為了逃避娑婆世界的苦。從這兩個例子充分的呈現《大智度論》與《阿

 
25
《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二，《大正藏》八‧二二九ｂ－ｃ。   

26
《大智度論》卷四○，《大正藏》二五‧三五四ａ。   

27 在《大智度論》卷六七中是「是福德因緣故」；而在羅什大師譯的《摩訶般若波羅蜜經》

卷一三，《大正藏》八‧三一八ａ及《大智度論》卷六七，《大正藏》二五‧五三二ａ，

譯出的經文部份都是用「以是善根因緣故」，因此懷疑龍樹菩薩或羅什大師有把「善根」

等同於「福德」的可能性。   
28
《大智度論》卷六七，《大正藏》二五‧五三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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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經》都有「發願、善根、福德因緣，得往生」的方法。 

（二）修般舟三昧得往生 

《大智度論》卷二九提及以念佛三昧得生他方世界，並引《般舟三

昧經》為證： 

菩薩常善修念佛三昧因緣故，所生常值諸佛，如《般舟三昧 

經》
29
中說：『菩薩入是三昧，即見阿彌陀佛，便問其佛：「 

何業因緣故得生彼國？」。佛即答言：「善男子，以常修念佛 

三昧，憶念不廢故得生我國。
30
」 

在《般舟三昧經》只提到由修般舟三昧所產生的「三昧力」得往生

阿彌陀佛世界，而《大智度論》卷二九，對《般舟三昧經》做出深入分

析，而認為菩薩因修般舟三昧得「三昧、智慧力」，不只是單單三昧力

而能今世隨意去十方世界供養佛或命終時得生諸佛土： 

得如是三昧、智慧已，二行力故隨意所願，不離諸佛，…… 

菩薩得是三昧、智慧力故，或今身隨意供養諸佛，命終亦復 

值遇諸佛
31
。 

或許有人認為《大智度論》這樣說法與《般舟三昧經》原來說法有

不一致，但若把《大智度論》卷二九提到般舟三昧修習過程與《般舟三

昧經》比對會發現是一致的。《大智度論》提出「三昧、智慧力」得往

生是站在修習過程的後半段所產生的結果來談，而《般舟三昧經》指行

者以「三昧」得往生是站在修習過程前半段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只要有

「三昧」就能往生，而有「三昧、智慧力」往生是更理想。 

菩薩是如何修習般舟三昧呢？《大智度論》卷二九有提到菩薩修習

般舟三昧的過程： 

念佛者：念佛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金色身、身出光明遍 

 
29 可參考：《般舟三昧經》，《大正藏》一三‧九○五ｂ。   
30
《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六ａ。   

31
《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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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十方……，行者是時都無餘色想，所謂：山、地、樹木等 

，但見虛空中，諸佛身相……。如比丘入不淨觀，但見身體 

膨脹，爛、壞，乃至但見骨人。是骨人無有作者，亦無來去 

，以憶想故見。菩薩訶摩薩入念佛三昧，悉見諸佛亦復如是 

；以攝心故，心清淨……諸法從本以來常自清淨，菩薩以善 

修淨心，隨意悉見諸佛，問其所疑，佛答所問。聞佛所說， 

心大歡喜，從三昧出作是念：佛從何所來，我身亦不去？即 

時便知諸佛無所從來，我亦無所去。復作是念：三界所有皆 

由心所作，何以故？隨心所念，悉皆得見。以心見佛，以心 

作佛，心即是佛，心即我身，心不自知，亦不自見。若取心 

相，悉皆無智，心亦虛誑皆從無明出，因是心相即入諸法實 

相，所謂常空。得如是三昧、智慧已，二行力故隨意所願不 

離諸佛
32
。 

為了使般舟三昧的過程，簡單、容易、理解，而製作以下的圖示解

說： 

 

            →        →              → 

           攝心 

觀想佛三十

二相、八十種

隨好  

心

清

淨  

隨意悉見諸佛：  
問其所疑  
佛答所問  
聞佛所說，  
心大歡喜  

從三 

昧起 

 　①思惟：佛無所從來、

           我亦無所去 

 　②三界唯心 

      ↓ 

 　①心不自知亦不自見    

↓ 

   ②取心相之過患        

↓ 

③即入實相 
 

 

                                                                         

   三昧                                      智慧 

菩薩在修習過程經過觀相念佛而得三昧，從三昧出而進入唯心念

佛，最後達到實相念佛。從觀相念佛得三昧力，而從唯心念佛及實相念

佛得智慧力，菩薩就是依此而能「往生有佛世界」。 

 
32
《大智度論》卷二九，《大正藏》二五‧二七六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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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修般若而得往生 

《大智度論》主要是要教導菩薩如何修習般若波羅蜜而成佛，在卷

三七中有提到與般若相應的果報之一是「值遇諸佛」，若此世界無佛時，

此類菩薩應該是「往生有佛世界」，因為他的果報是「值遇諸佛」。 

問曰：此是果報事，云何說與般若波羅蜜相應？答曰：般若 

波羅蜜相應故值佛，或時果中說因故，相應有二種：一者心 

相應，二者應菩薩行，所謂生好處、值遇諸佛、常聞法、正 

憶念，是名相應
33
。 

《大智度論》卷三六又提到，修習般若的過程會先經過「習」的階

段後才進入「相應」的階段。當菩薩與般若相應時，能以觀力滅除執著，

因觀力成就的智慧使菩薩能做過去因執著而無法做的事，如下云： 

習者：隨般若波羅蜜，修習行觀，不休不息，是名為習。譬 

如弟子隨順師教，不違師意，是名相應。如般若波羅蜜相， 

菩薩亦隨是相，以智慧觀能得成就，不增不減，是名相應。 

……雖般若波羅蜜滅諸觀法，而智慧力故名為無所不能， 

無所不觀，能如是知不墮二邊，是為與般若相應
34
。 

從這裡我們知道，菩薩「習般若」時是精進修習般若空觀，而「相

應」時是菩薩能隨般若滅除執著，由此能做過去所不能完成的事。菩薩

的行為因為與般若和合不分離（相應）而造成其往生時也能與般若相應

的果報。 

在《大智度論》卷九六發現到另一個提到修習般若，能得往生有佛

國土且免除八難而繼續修學般若波羅蜜的例子： 

行般若因緣故親近諸佛，常生有佛國中，離於八難值佛在世
35
。 

從卷三七及九六，我們看到菩薩能由修般若可得「往生有佛世界」，這

 
33
《大智度論》卷三七，《大正藏》二五‧三三三ｂ－ｃ。   

34
《大智度論》卷三六，《大正藏》二五‧三二七ａ。   

35
《大智度論》卷九六，《大正藏》二五‧七三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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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包括有「往生淨土」的可能性。如此反應出初期大乘般若經論對「往

生有佛世界」採取肯定的態度，乃至提出往生的實踐。 

 

四、淨佛國土之實踐 

菩薩道雖與二乘行者同是要了生死斷煩惱；可是菩薩不僅為自度也

要度他，由此發心及需要，而使菩薩道展現不同的相貌與風格。在《大

智度論》卷四十中對比二乘聖者與菩薩在面臨逆境的不同反應；並由此

不同的回應而影響他們所能完成的道業，文如下： 

聲聞、辟支佛有加害者，不能深有慈悲心，若默然，若遠離 

。菩薩則不然，能深加慈心，愛之如子，方便度之，是故勝 

一切聲聞、辟支佛，而能教化一切眾生，忍辱、慈悲、方便 

深故，隨願清淨業因緣故，能淨佛世界，是法具足故，不久 

當得一切種智
36
。 

以上提到菩薩因為有深忍辱慈悲方便，所以能教化眾生，進而能淨

佛世界，並最後得一切種智（成佛），其實它正是點出菩薩道上不同的

階段及修學的重點。 

 

      →           →            →         → 初發心  得無生法忍  淨佛世界  成就（教化）眾生 得一切種智（成

佛）  

 

成就（教化）眾生，淨佛世界，這些工作是菩薩得無生法忍（七地）

後必須做的事，如《大智度論》卷七五云： 

菩薩過聲聞、辟支佛地，得無生法忍授記；更無餘事，唯行 

淨佛世界，成就眾生
37
。 

而在《大智度論》卷五十更以菩薩十地來清楚說明成就眾生，淨佛

 
36
《大智度論》卷四○，《大正藏》二五‧三五三ａ。   

37
《大智度論》卷七五，《大正藏》二五‧五九○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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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八地及九地菩薩淨自地、及成佛必修之功課。 

菩薩住七地中破諸煩惱，自利具足。住八地、九地利益他人 

，所謂教化眾生，淨佛世界，自利利他深大故，一切功德具 

足。如阿羅漢、辟支佛自利雖重，利他輕，故不名具足，諸 

天及小菩薩雖能利益他，而未除煩惱故亦不具足
38
。 

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破諸煩惱，於生死得自在，所以說是「自利

具足」。接下來依利他行的深淺而有八地與九地的差別，這類利他行的

能力，範圍不是二乘、天人、小菩薩所能相比。 

淨（化）佛土的定義就是營建未來成佛時教育眾生所需的環境。整

個淨佛土不外乎願行的實踐。以下將先討論「願的作用」及「立願所依

的原則」，然後才談「行」。 

「願」的功能是標立目標以引導行者的修行，使行者能有所成就，

又因行者有願而其常念不忘所行，福德也因而增益。同樣的得無生法忍

之後的菩薩也依此願的引導力，才能完成淨化的佛土，如《智論》卷七

云： 

莊嚴佛世界事大，獨行功德不能成故要須願力，譬如牛力 

雖能挽車，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世界願亦復如是，福德 

如牛，願如御者
39
。 

從以上的《智論》引證中可知對淨化佛土的作用是很強大的。由於願有

引導之作用。 

為什麼菩薩要立願建立清淨佛國土「淨土」呢？這或許與當成佛

時，其國土將負起攝化眾生的功能有關，如《智論》卷九二云： 

 
38
《大智度論》卷五○，《大正藏》二五‧四一九ｂ。參考：釋惠敏，〈「心淨則佛土淨」之

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中華佛學研究所發行，八十六年，七月出版，頁三四。  
39
《大智度論》卷七，《大正藏》二五‧一○八ｂ－ｃ。參考：釋惠敏，〈「心淨則佛土淨」

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中華佛學研究所發行，八十六年七月出版，頁三○。

參考：釋袓仁，〈般若經論中淨土思想之探討〉，《福嚴佛學院第七屆學生論文》，福嚴佛

學院，八十五年四月出版，頁二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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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心隨逐外緣，得隨意事則不生瞋惱，得不淨無常等因緣 

則不生貪欲等煩惱。若得無所有空因緣則不生癡等諸煩惱， 

是故諸菩薩莊嚴佛土，為令眾生易度
40
。 

從以上得知，若菩薩要以隨意事而使眾生順利進入佛道，他將需創

造一個像西方極樂一樣的淨土。若菩薩要以不淨、無常等因緣來教化眾

生，他就需取一個穢土來作為自己未來佛世界，如現今的娑婆世界。基

於此原則而有不同類型的佛土出現，雖一切諸佛於因地時都一樣要發願

未來有個佛土來教化眾生。 

菩薩的願是如何形成及「願與行」有什麼關係？在《摩訶般若波羅

蜜經》〈夢行品〉中提到當菩薩在行檀或尸羅度乃至一時行六度時，見

到眾生於不淨世界種種不圓滿，如受地獄畜生、餓鬼等苦，而起慈悲心

發願：「我隨爾所時行六波羅蜜，淨佛國土成就眾生，我得佛時令我國

土中乃至無三惡道名。
41
」；其結果是「菩薩摩訶薩作如是行，能具足

六波羅蜜，近一切種智。」
42
。由此可看出以下幾點：（一）菩薩發願

時是經過體念眾生的苦，而思惟如何使未來眾生免於此苦的情況而發

的。（二）願與行具有相互的關係，發願需要有行的配合才能實現，不

是空口或空想發願而不去實踐

其次，關於「行」，《大智度論》卷九三提到了以下的訊息： 

菩薩欲行淨佛土，遠離如是等粗身口意業，自行六波羅蜜亦 

教他人令行，共清淨因緣故則佛土清淨。上總相說；下別相 

說，菩薩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施佛及僧，作是願，我以是布 

施因緣令我國土皆七寶莊嚴
43
。 

從引文得到的結論是：「總相說」是指出淨化佛土的原則；而「別

 
40
《大智度論》卷九二，《大正藏》二五‧七○八ｃ。   

41
《摩訶般若經》卷七，《大正藏》二五‧三四八ａ。   

42
《摩訶般若經》卷七，《大正藏》二五‧三四八ａ。   

43
《大智度論》卷九三，《大正藏》二五‧七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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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說」是解釋菩薩如何修布施乃至般若等行而作願迴向成就未來佛土。

由分析「總相說」可知菩薩要創造未來佛土的因緣是：一者遠離粗身口

意業
44
，此是需通過般若才能辦到。二者是欲行淨佛土，也就是有創業

淨土的願。三者是自行亦教他令行六度，以此眾因緣和合才能依於深悟

「諸法無自性」的般若而起方便來創造未來的佛土，如《大智度論》卷

九二云： 

為淨佛土，自身淨亦淨他人，何以故？非但一人生國土中者 

，皆共作因緣，內法與外法作因緣
45
。 

由此可知，淨佛國土是眾因緣和合而成的，並非一個偉大的菩薩（個

人主義／單一因緣）就能完成。而單靠眾生行善也無法淨化佛國土，因

為要靠菩薩願行迴向方便因緣來引導眾生，一起共創未來的佛國土。菩

薩有如工程師，而行善的眾生有如接受指揮的基層員工。透過工程師及

其藍圖的引導，員工們才能把大樓建設起來，如《智論》卷三七云： 

以眾生行善法因緣故，佛土清淨。以不殺眾生故壽命長，以 

不劫不盜故佛土豐樂，應念即至，如是等眾生行善法則佛土 

莊嚴。問曰：教化眾生則佛土淨，何以別說？答曰：眾生雖 

行善，要須菩薩行願迴向方便力因緣故佛土清淨。如牛力挽 

車要須御者乃得到所至處，以是故別說
46
。 

菩薩在淨化佛國土過程中，首先要「淨化自己」，然後「淨化眾生」，

最後才能「淨化佛國土」。前面《智論》卷九二、三七及九三中，均提

到佛國土的形成是菩薩與眾生共同創造因緣而成就。 

在《維摩詰所說經》〈佛國品〉中提到菩薩如何「自清淨」而成就

 
44 可參考：《大智度論》卷九，二，《大正藏》二五‧七○六ｃ。   
45
《大智度論》卷九二，《大正藏》二五‧七○八ｃ。參考：釋惠敏‧〈「心淨則佛土淨」之

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中華佛學研究所發行，八十六年七月出版，頁三○。

參考：釋袓仁，〈般若經論中淨土思想之探討〉，《福嚴佛學院第七屆學生論文》，福嚴佛

學院，八十五年四月出版，頁二六○。   
46
《大智度論》卷三七，《大正藏》二五‧三三五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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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淨化眾生）才能達到「淨化佛土」的整個過程，如下所云：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行。隨其發行則得深心。隨 

其深心則易調伏。隨意調伏則如說行。隨如說行則能迴向。 

隨其迴向則有方便。隨其方便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 

土淨。佛土淨則說法淨。隨說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 

心淨。隨其心淨則一切功德淨。是故寶積，若菩薩欲得淨土 

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47
。 

而《智論》卷八五中也引用以上的內容來說明首先通過「深心」來

淨化自心，接著進行淨眾生心，最後才達到佛土得淨化；並特別為「深

心」作了一番解釋，由以下引文中可知，「深心」是融合了悲愍眾生的

推動力與觀空義的智慧而形成的，它使菩薩自能消除煩惱和突破種種順

逆境的障礙，而過二乘地進入方便道，開始淨化眾生與佛土的工作。 

復次深心者，於眾生中得慈悲心、不捨心、救度心。於諸法 

中得無常、苦、空無我、畢竟空心。乃至佛不生佛想、涅槃 

想，是名深心清淨。深心清淨故能教化眾生，何以故？是煩 

惱薄故，不起高心、我心、瞋心故，眾生愛樂信受其語，教 

化眾生，教化眾生故得淨佛世界。如《毘摩羅詰》〈佛國品〉 

中說眾生淨故世界清淨
48
。 

而《大智度論》卷五十對以上的「深心」（淨自心）→淨眾生心→

淨佛土→得成佛的順序，提出另一類的主張，如下云： 

淨佛世界者，有兩種淨：一者菩薩自淨其身；二者淨眾生心 

令行清淨道，以彼我因緣清淨故，隨所願得清淨世界
49
。 

 
47
《維摩詰經》卷上，《大正藏》一四‧五三八ｂ－ｃ。   

48
《大智度論》卷八五，《大正藏》二五‧六五七ｂ。   

49
《大智度論》卷五○，《大正藏》二五‧四一八ｂ。參考：釋惠敏，〈「心淨則佛土淨」之

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中華佛學研究所發行，八十六年七月出版，頁三二。

參考：釋袓仁，＾般若經論中淨土思想之探討﹀，《福嚴佛學院第七屆學生論文》，福嚴

佛學院，八十五年四月出版，頁二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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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佛土時，一定要成就眾生（淨眾生心），然而其順序到底是先

是後要視各別菩薩而定。如有些菩薩重點是放在先「淨（自）心」而後

才去「淨眾生心」，也有一些菩薩，如：釋迦佛行菩薩道時，以利他（「淨

眾生心」）來「淨自心」，但後者是一條較「難行」之道。不過，這類菩

薩也有某種程度的「深心」，只是因利他為前導而「深心」（淨自心）沒

有成就，否則其所修習之布施乃至智慧，都會淪為世間善法，更不用談

成就眾生。如《大智度論》卷四十云： 

成就眾生者有二種：有先自成功德，然後度眾生者；有先成 

就眾生，後自成功德者。如寶華佛欲涅槃時，觀二菩薩心， 

所謂彌勒、釋迦文菩薩。彌勒菩薩自功德成就，弟子未成就 

。釋迦文菩薩弟子成就，自身未成就，成就多人難，自成則 

易
50
。 

「空」或「諸法無自性」到底與成就眾生及淨化佛土有何關係？首

先讓我們瞭解什麼是「諸法無自性」、「空」，如《摩訶般若波羅蜜經》〈道

樹品〉云： 

何因緣故，諸法自性無。佛言：諸法和合因緣生法中無 

自性
51
。 

由此可知諸法是因緣和合而產生，其中沒有一個不變自在的自性

（我／實體）可得，就是「諸法無自性」、「空」。 

接著讓我們來看《大智度論》卷八五如何解釋菩薩依善巧於觀「諸

法無自性（無所有性）」的空來除去內心執著而同時能集眾因緣來形成

未來佛土，菩薩因為有此方便力而能不墮二乘又能教化眾生、淨佛土、

得一切種智（成佛）： 

無所有法性中學，入觀亦能集諸功德，教化眾生淨佛世界， 

 
50
《大智度論》四○卷，大二五‧三四九ｃ－三五○ｂ。  

51
《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二二，《大正藏》八‧三七八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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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方便力，所謂有無二法能一時行故，所謂畢竟空集諸福 

德，是人行六波羅蜜時亦修治佛道，如佛心。以畢竟空、無 

所有法，行六波羅密乃至一切種智，是菩薩行是道，能具足 

佛十力、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不共法、大慈大悲
52
。 

菩薩所修學的空是不同於二乘的空觀，菩薩空相應行如上云：「菩

薩能入空觀亦能同時集諸功德」，於有無二法能一時行；而《大智度論》

卷三五在探討為何菩薩智慧會勝二乘智慧有提及二乘與菩薩觀空的內

容不同，如下云： 

有二因緣故，菩薩智慧勝聲聞、辟支佛：一者、以空知一切 

法空，亦不見是空，空以不空等一不異。二者，以此智慧為 

欲度脫一切眾生令得涅槃。聲聞、辟支佛智慧但觀諸法空， 

不能觀世間、涅槃為一。譬如人出獄，有但穿牆而出自脫身 

者，有破獄壞鎖即自脫身兼濟眾人者
53
。 

菩薩在觀空時除把一切法都觀空之外，同時也把空也空掉，而不取

空相，如此能避免墮入二乘地的危機；又加上其長遠來保持悲願（欲度

一切眾生），乃至在作空觀時也能善巧的持續此心，而使能順利得無生

法忍，成就眾生淨佛土。如《大智度論》卷三七云： 

空相應有二種：一者但空，二者不可得空。但空墮聲聞、辟 

支佛地。行不可得空，空亦不可得，則無處可墮。復有二種 

空：一者無方便空墮二地，二者有方便空則無所墮，直至阿 

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復次本有深悲心入空則不墮，無大悲則 

墮。如是等因緣不墮二地（乘）。能淨佛世界成就眾生者： 

菩薩住是空相應中無所復礙，教化眾生令行十善道及諸善法 

，以眾生行善法因緣故佛土清淨
54
。 

 
52
《大智度論》卷八五，《大正藏》二五‧六五四ｂ。  

53
《大智度論》卷三七，《大正藏》二五‧三二○ａ。   

54
《大智度論》卷三七，《大正藏》二五‧三三五ａ。參考：釋惠敏，〈「心淨則佛土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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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得知有方便的菩薩所修或所住的空相應，內涵上與二乘或無

方便的菩薩是不同的。由於菩薩所住的空相應是不可得空，空中含有方

便，有大悲心，這就是所謂的「深心」。由於菩薩擁有「深心」才能進

而行方便道—成就眾生淨佛國土，最後得一切種智（成佛）。 

從前面的討論我們會發現到佛國土是由菩薩的願行及眾生的淨化

而形立。它不是無因生，也不是違反緣起、業力、因果的法則的產物。

從這裡我們可以知道初期大乘般若經論的「淨佛土」思想是有一套完整

理論架構及實踐方法，而《無量壽經》中提到阿彌陀佛因地時依願行而

最後成就其清淨莊嚴世界
55
，這與初期大乘般若系統「淨佛土」思想是

一致的。  

 

五、結論 

在第二節中，從談論《大智度論》之佛土觀及淨土或穢土對菩薩的

影響，使我們瞭解初期大乘般若經論的「佛土」思想，有以下特色： 

（一）在《大智度論》中「佛土」、「佛國」、「佛世界」是指同一件事。 

（二）非常確信除了娑婆世界外，也有十方佛世界。 

（三）「佛土」基本可分類為「淨」與「不淨（穢土）」。 

（四）「一佛」不只是在「一佛土」中教化，而是同時在許多不同類型

的「佛土」中度化眾生。 

（五） 「佛土」的「清淨」與「不淨」對不同菩薩會產生增上或障礙

的兩種影響，所以要選擇在適當自己（菩薩）的根性的「佛土」

中學習才能事半功倍。 

從第三節探討中呈顯出《大智度論》對往生淨土有以下的看法： 

（一） 《大智度論》「往生」的範圍不只限於受生於淨土，包括受生於

 
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中華佛學研究所發行，八十六年七月出版，頁二九。

參考：釋袓仁，〈般若經論中淨土思想之探討〉，福嚴佛學院第七屆學生論文》，福嚴佛

學院，八十五年四月出版，頁二六一－二六二。  
55 可參考：《無量壽經》卷上，《大正藏》一二‧二六七ｃ－二六九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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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土」中的三界六道，這是初期大乘般若經論對「往生」一詞

的定義。 

（二）在《大智度論》常出現「得生彼國」、「不離諸佛」、「常生有佛」、

「所生常值佛」等詞，都同是指「往生有佛世界」。 

（三）從《大智度論》「往生品」，發現到無論是已得無生法忍或未得無

生法忍，都有「往生有佛世界」的例子。但已得無生法忍菩薩於

生死得自在，可以隨意神通變化生諸佛土，所以本文未加以深入

討論。而未得無生法忍的菩薩都有墮二乘的危機，而《大智度論》

卷二九指導能力差、無法自度的菩薩應「往生有佛世界」，這之

中當然包括了「往生淨土」的可能性。 

《大智度論》對「往生他方國土」提出以下三種法門： 

（一）首先是探討《大智度論》對《阿彌陀經》提出「發願、善根、福

德因緣，得往生」的看法。我們發現《大智度論》卷四十有「發

願、修福德因緣得生」及《大智度論》卷六七有「種善根、發願、

願生他方佛土」的例子，從而顯示出《大智度論》與《阿彌陀經》

均都肯定以發願、善根、福德因緣，能得往生佛世界，當然包括

往生淨土。 

（二）《大智度論》卷三十，引用《般舟三昧經》來講述菩薩如何修習

念佛三昧得以往生有佛世界，而其中特別提到往生阿彌陀佛世

界。《大智度論》卷三十清楚指出菩薩透過修習般舟三昧及智慧

而得往生。 

（三）《大智度論》卷三七特別提出菩薩與般若相應而感「值遇諸佛」（不

離諸佛）的果報，在卷九六更提出因為行般若因緣故常生有佛國

中，充分展現出修習般若法門能「往生有佛世界」，當然也包括

能「往生淨土」的可能性。 

從第四節探討淨佛國土的實踐中，得到以下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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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二乘因為無深忍辱慈悲方便而無法淨佛世界成佛。 

　    2.菩薩要進行淨（建設）佛國土唯有到得無生法忍之後才能開

始，而更精確的說法，是菩薩在八地及九地必須做的。 

（二） 

　    1.淨（建設）佛國土是由「願」「行」構成。 

　     （1）「願」有引導菩薩朝向淨（建設）佛土努力的作用。同時

「願」的內容是依於菩薩想要度某類型根器的眾生及希望  

通過以何種佛土環境來教育眾生而產生，所以依不同的願

內容而且有「淨土」與「穢土」的產生。淨土與淨土之間

在清淨莊嚴的程度上也有差別。 

　     （2）從《摩訶般若波羅密經》〈夢行品〉可以看出幾點：①菩薩

因體念眾生苦而發願淨（建設）佛土，②願與行具有相互

的關係，發願需要有行的配合才能實現，不是空口或空想

發願就可成就的。 

　    2.關於「行」方面有以下特質： 

　     （1）《大智度論》卷九三提到要：①遠離粗身口意業，②欲（願）

行淨佛土，三、自行亦教他令行六度，以眾因緣（「淨自

心」及「淨眾生心」）來淨（建設）佛土。 

　     （2）卷九二及卷三七均特別指出非一因一緣就能建立佛土，而

是靠菩薩的行願、迴向、方便力因緣及眾生行善才能成功。 

　     （3）《大智度論》卷八五引《維摩詰經》來提出淨（建設）佛

土的過程是由「深心」（淨自心）→淨眾生心→淨佛世界；

然而卷五十及卷四十都提出，因不同菩薩，淨佛土的過

程，也出現有不同順序：一般情況下「深心」→「淨心」

→「淨佛世界」是較易行，有菩薩如釋迦佛是「淨眾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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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自心」→「淨佛世界」此是較難行之道。不過，這

之前也要某種程度的「深心」（淨自心），只是如釋迦菩薩

沒有完成（成就）「深心」（淨自心），否則布施等將淪為

一般世間善法，更不用談去成就眾生。 

　     （4）菩薩的空觀因含有不可得空、方便及大悲心，而能於觀空

時滅除內心的煩惱邪見，同時又能修行六度集諸福德，因

此能成就眾生，淨（建設）佛土成就佛果。反觀二乘所觀

的空是但空，其中又沒有度脫眾生的悲願，所以無法同時

集諸福德，而於涅槃取證，無法得無生法忍，更不用談成

就眾生，淨佛土等事業。由此可以看出「正確空觀」對成

就眾生，淨（建設）有很深遠的影響。 

從以上的討論來淨（建設）佛土，在初期大乘般若經論中是一套非

常完整的理論與實踐教法。《無量壽經》提到阿彌陀佛因地依願行而建

立其清淨莊嚴世界，這與初期大乘般若系「淨佛土」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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