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有許多報身淨土，也有

很多化身凡聖同居土，但除了一

個例外，一般人是不可能轉生那

些淨土的，必須達到初地菩薩以

上的果位才可以轉生這些淨土。

至於那些凡聖同居的化身佛土，

即使可能轉生那裏，但是不是值

得也還是個問題。例如說：我們

所在的這個釋迦牟尼佛的化身佛

土，佛在這裏示現。他的教法也

存在，若你有緣，也可以在這裏

遇到許多的菩薩及法教。但我們

不能稱這個世間為淨土，在這個

世界裏，有許多眾生沒有聽聞過

佛法，就算他們聽到佛法，也不

相信，反而認為那是有害的。因

此，我們應該希望能生在淨土，

而不是凡聖同居土。

前面已經說過，一般人可以

轉生的唯一淨土，只有阿彌陀佛

的極樂世界。它是一個淨土，沒

有任何痛苦，沒有任何阻擾開悟

抉擇淨土：極樂世界

 堪布卡特仁波切

成佛的障礙，任何人虔誠地祈禱

願生彼國，皆可生於那裏。事實

上，若有人虔誠地祈禱發願往生

極樂國土，肯定會往生那裏。而

且較其他國土更殊勝的是，一旦

你生於極樂世界，直到你達成佛

果，不需再生於其他非淨土。

解釋了這些之後，恰美仁

波切（註一）對他的弟子精進大海

說：「在你臨終的時候，將你的

心專注在那個國土，當你將死的

時候，不要想其他的任何東西，

只想著要往生極樂世界。」推而

論之，恰美仁波切其實是對後來

的人如此說，不光是對精進大海

而已。他接下來說：「若你對此

有懷疑，你可以在下列這些經續

裡找到我前面說的。」那些經

典，對極樂世界的描述，及祈願

往生極樂國土的功效，比恰美仁

波切前面所講的更詳細。因此他

說「仔細地看看這些經典」。

原文：《恰美山居法》─噶瑪恰美仁波切著
中譯：楚村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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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現在我們有藉著發願

的力量，選擇往生何處的自由，

在此刻，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小心

好好地選擇。我們要選擇我們有

可能往生的地方，而且是我們想

往生的地方。接下來他說：「準

備好旅途上所需要的物品。」在

西藏，當你要旅行時，需要帶

些食物，因為途中沒有飯館或商

店。在這裏，所準備的是那些可

以導致往生極樂世界的四個因，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累積資糧。

以下是這四個可以導致往生

極樂世界的因。

第一個是：要想到極樂世

界，也就是去觀想它，觀想阿彌

陀佛及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等

眷屬。

第二個是：藉著對所觀想的

極樂世界，作七支供養來累積資

糧和淨除業障。

第三個是：發菩提心，特別

是發願要使所有眾生，無一例外

地都往生極樂世界。

第四個是：將所有經由七支

供養，發菩提心等等所累積的善

根，都迴向往生極樂世界。積聚

這四個因就好比是小心地瞄準，

把你的修行朝著正確的方向，就

像在射出箭以前，要先好好地瞄

準目標一樣。

接下來，這一章的最後一部

分，主要是在描述極樂世界的功

德，它以梵文「唉瑪吙」開始，

這是讚歎的表示。然後是「嘿

嘿」，那是一種好笑的表示。這

讚歎是指恰美仁波切想到極樂世

界功德的反應，而好笑則是他對

竟會有人質疑極樂世界是否有任

何功德的反應。因此他說：「兒

啊！精進大海你問我『極樂世界

的功德是什麼？』」接下來是

這個問題的答案：「據說若將

八百一十億萬佛土種種功德莊嚴

全部集在一起，仍遠不如極樂國

土的功德。」

若每一個眾生，一個接一個

的成就佛果，且一旦成佛後，持

續一劫以上，開始描述極樂國土

的功德，即使所有的眾生都已成

佛，而且每一位都用盡不只一劫

的時間來講述極樂世界，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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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全描述它的功德。

噶瑪恰美仁波切說：「所以

我怎麼可能在這裏描述它呢？」

極樂世界出現，它現在存在，

所以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它出現

了，但它卻是不可摧毀的。一般

而言，世界出現而終究會被毀

滅。極樂世界則不同，它確實出

現了，它是不毀壞的。到現在

為止，無數的佛陀出現於極樂世

界，在目前，它是由阿彌陀佛來

掌理。這世界本身是不會變壞，

且不會改變。它沒有繁榮或貧窮

時期，不是有時候比較好或比較

壞。它的大小是無法度量的，

你不能說它只能容納千、億、

億億……個娑婆世界，所有生於

彼土的眾生都完全的自由，也就

是說，極樂國土眾生都沒有八無

暇中的任何一種情況。因此，極

樂國土沒有任何痛苦。生於極樂

國土的眾生，不會經歷任何我們

現在所認為的痛苦及悲傷。基於

極樂世界的特質，那裏的眾生都

不可能有這種感覺。在極樂世界

的經驗，是一種持續不斷、不可

思議的安樂，那也就是為什麼它

被稱為極樂世界。

出生在極樂世界的情形是

這樣的，當這些將轉生的眾生的

心識進入一朵蓮花中心後，在一

瞬間，這些眾生的身體就完全成

就，也就是說，沒有經過住胎的

時期，而他在極樂世界時，也只

依賴這個身體。這是瞬間出生，

不光是不經過住胎期，而且一出

生就是完全成長，不是一個不會

說，不能走的嬰兒。出生就會是

個完全成長的年輕人，不會衰

退，在肉體上，極樂世界的每一

個眾生皆具有完全相同的身體，

每位皆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

好。而在我們這個世界，這些只

出現在佛陀身上，他們頭上有肉

髻，手掌、腳掌上有法輪……等

等。在此出生的每一位，都具有

相同的形相，他們的身體都是金

色的，而且穿著出家的三法衣。

一旦生於極樂世界，馬上就具足

五種神通，沒有煩惱。在極樂世

界誕生的同時，也成就菩薩初地

的果位。因此已經淨除各種煩

抉擇淨土：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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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不再生起三毒或五毒。因為

不需要住胎，所以也沒有出生的

苦，也不會衰老、生病，沒有死

亡的痛苦，沒有我們一般所知道

的死。

極樂世界眾生壽量是無數

劫，基本上，從出生那一刻起，

就一直在極樂世界，直到將成佛

為止，在此沒有非時死，或意外

死亡。當你成佛時，也成就了自

己的佛土，因此可以選擇從極樂

世界消逝。若你希望，你可以留

在極樂世界，當然也可以選擇到

其他地方。這是極樂世界眾生死

亡或離開的唯一情形，不會有我

們一般所知道的那種死亡。沒有

肉身的敗壞及死亡的過程，只是

極樂世界的顯像消失，而你自己

的佛土接著現前。

除此之外，一旦生於極樂世

界，就不會再轉生娑婆世界、人

道、天道……等等。一旦生於極

樂世界，不可能不成佛，你可以

在那裏成佛，或在自己選擇的世

界成佛。一旦生於極樂世界，若

是為了利益眾生，你也可以藉願

力轉生於其他非淨土，但絕不會

是不由自主地轉生。你將不再有

那種轉生的因，因為你已經淨除

了那些會轉生娑婆的煩惱。

極樂世界眾生的居處叫作

「越量宮」，與人間的宮殿甚至

天界的宮殿不同。它被稱為「越

量」或「不可估計」，因為它就

像上樂金剛（註二）或金剛亥母（註

三）等本尊的壇城一樣，實在是超

越度量的。它沒有固定的大小尺

寸，永遠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所

有在它裡面的眾生，但也永遠不

會使在裡面的人覺得它太大。

同樣的，極樂世界的食物

及飲料，也不像我們這個世界，

你也許會問：「極樂世界的食物

像什麼？是美國式的食物？或西

藏式的？我希望它像是中國食

品。」實際上都不是，它是

甘露，自然地以你希望的形

態及味道呈現，不需要去種

植、購買或烹調。這種食物

永遠令你滿意，也使你的精

神活力更充沛。它與一般的食物

不同，沒有任何沉積或殘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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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極樂世界也沒有大、小便的

必要。

在極樂世界沒有性別之分，

因為在那裏並沒有我們一般所知

的出生方式，在娑婆世界，我們

需要有男女兩性，眾生才能出

生。因為極樂世界沒有這種出生

的方式，因此也沒有性別，每個

眾生都一樣。雖然如此，你還是

可以像傳統般，有天女作供養，

但其實並沒有眾生生在極樂世

界，而有性別的特徵。當你在極

樂世界時，有無數美麗，身上有

珠寶裝飾的天女來承侍你，他們

是你為往生極樂世界所累積福德

的自然化現，他們並不是外在的

眾生。

當你在極樂世界時，你永遠

不離阿彌陀佛，隨時可以親近。

任何時候只要你想，你都可以對

阿彌陀佛作無量的供養，只要你

想到要作供養，供品便會出現在

你手上。阿彌陀佛目前主化極樂

世界，他恆常地在說法，他同時

教導極樂世界每一眾生，教給他

們各自希求或需要的教法。

前面提到過化身佛土─

卡馬阿微巴，也就是蓮師的淨

土，其實，有一億個像我們這樣

的世界，每一個世界裏都有一個

卡馬阿微巴，共有一億個卡馬阿

微巴。在每一個卡馬阿微巴內各

有一位蓮師。在西藏，有二十一

位阿彌陀佛的主要化身，所有這

些：一億的蓮師及那些阿彌陀

佛的化身，都只是阿彌陀佛的

化現。真正的蓮師─化身的根

源，是阿彌陀佛自己，其他所

有蓮師的化身都是阿彌陀佛的化

現。因此，若你想要親近蓮師，

就到極樂世界去。

其次是觀世音菩薩，他有自

己的報身淨土─普陀拉，也有

很多化身，如藏王松贊干布，大

寶法王噶瑪巴和法王達賴喇嘛尊

者。除此之外，賢劫千佛一般也

都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現，所

有這些觀音的化身，在普陀拉的

那位，賢劫諸佛及上師們，都是

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右手邊的觀世

音菩薩的化現。若你想親近那些

上師們，就到極樂世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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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至菩薩有他自己的淨

土，叫章洛千。在我們這個世

界，他有其他的化身，例如嘉察仁

波切，以及在一億世界的每一世

界裡與他對等的化身。這些不同

化身的根源，就是一直在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左邊的大勢至菩薩。

有許多人已經轉生在極樂

世界了，歷史上，佛教界最有名

的往生者如：龍樹尊者，他在世

時，已經證得菩薩初地的果位，

而後轉生在極樂世界；法王岡波

巴在世時，已經成正覺，在圓寂

後即在極樂世界證得佛果；香巴

噶舉派的法王瓊波那覺；薩迦派

的法王索南參莫、卡秋旺波、南

開嘉參及瑪巴多傑羌；這些是釋

迦牟尼佛授記由此世界往生極樂

世界的七十二億億菩薩中，最有

名的幾位。另外，譬如第六世大

寶法王通瓦敦殿預言，在他圓寂

後將送一個化身在極樂世界。這

一個化身如今仍在極樂世界，為

百千位出家眷屬圍繞。噶瑪恰美

仁波切如此結論說：「兒啊！精

進大海，綜合以上種種理由，你

要毫無懷疑地了達，當你死時，

你要往生極樂世界。」

你也許會想：「往生極樂

世界是不是就逃避了轉生在娑婆

世界，來弘揚佛法的責任？」為

回答這個問題，噶瑪恰美仁波切

說：「仔細地考慮這個，不消說

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的痛苦

是無法想像的，我們沒法想像他

們。若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我們

的心將無法忍受。人、天的樂趣

也只像是一場夢，他們在這末法

時代是了無實義的。經由發願以

及十分謹慎的言行，你也許可以

一再的轉生人道，但這也是十分

冒險的。在這個世界有那麼多的

情況，可能導致非時或突然的死

亡，你也許有這個願要再生人道

來修習佛法，但想想人生到底包

含了些什麼，在生命的最初十

年，你沒有能力去思維，所以你

沒法用這段時間來修行或傳法。

當你長大後，為取得衣食，你的

處境將使得自己必須把大部分

的精力放在求生存上，就

算衣食不缺，也會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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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分心。你將花費大半的時間

在睡眠上，而且人的壽量也逐漸

減短。」恰美仁波切說：「現在

的壽量是四十年，而且持續的遞

減，難道你不瞭解，即使你生為

人，也不保證你有機會或閒暇去

修習佛法？」

漸漸地，人的煩惱愈來愈

粗重，你所利益的眾生卻常以誹

謗或背叛來回報，如今人們誹謗

聖者、博學者或是成就者，叫他

們騙子或說謊者，世人都只忙著

行十不善行，把所有的時間、精

力、想像力都耗費在如何行不善

業上面。你也許想利益這樣的眾

生，但假使所有在這世界上出現

的各種佛的化身，以及前面所提

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

薩的化身，對度化今日的眾生若

有困難，你大概不會比他們做得

更好吧！只會使自己陷入悲慘的

境界罷了。

你也許會想：「我希

望再回來，因為這裡有我

心愛的人、家庭、親戚朋

友、我的弟子們及我寺裏的

和尚們。」他們也不會比你在世

上停留更久的時間。他們之中有

許多人也許在你死後不久就跟著

死去，所以即使你再轉世回來，

他們也不在附近了。別忘了，即

使他們仍活著，你也不會認識他

們，你不會記得你的前世。

相對地，阿彌陀佛會在

極樂世界長久住世，而且宣揚

法教。阿彌陀佛的壽量通常說

是十萬億億劫。當他住世轉法

輪的時期結束後，阿彌陀佛將

示現涅槃，因為這裏是淨土，

他當然不會死，只是從極樂世

界消失罷了。他的教法將住世

二恆河沙數劫。在阿彌陀佛涅

槃，而他的教法尚住世的期間，

觀世音菩薩將以阿彌陀佛的代

表身分，住持極樂世界。在這

段期間，已經生在極樂世界的

你，將繼續修習佛法，由於一

旦生於極樂世界，你將有神通

力，可以到任何想去的佛土。

在這一章前面提到，你無法往

生東、南、北、或中央的報身

淨士，而你不願意往生化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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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因為那裏的情況較不確

定。但是，一旦你生於極樂世

界，你可以到任何一個佛土，

隨意停留，隨時可以回到極樂

世界。你可以到現喜淨土、藥

師佛土，這兩個都是在東方；也

可以到南方的榮光土，到北方

的成就國土；可以去普陀拉，

去卡馬拉微巴或鄔金淨土，而

且只要想到那裏，你就到那

裏，因為你有神通力。你可以

在那些淨土向住持那裏的佛菩

薩作供養，請求灌頂及教導，

然後回到極樂世界。所以假使

你生於極樂世界，就等於你同

時生於那些佛土，因為你可以

隨時隨意地到那些地方。若你

想到娑婆世界來看看，你也隨

時可以來。其次，當每一位佛

示現在這個世界時，例如第五

佛─彌勒佛，第六佛─獅

子佛，或賢劫千佛的任何一位

出現時，你可以來這裏，對他

們作供養，接受他們的教導，

然後馬上回到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涅槃後，他的教

法將繼續住世，由觀世音菩薩

住持。在這段期間之後，有一

天晚上這教法會消失，次日黎

明觀世音菩薩將成佛，名號為

「榮耀光王」。他的壽量將是

九百六十萬億億劫。在他成佛

住世期間，你將作為他的弟子

繼續修行，在他涅槃後，他的

教法將住世三萬億多劫，這段

期間，大勢至菩薩將代表他主

化教法。若你在這個時候生於

極樂世界，你將圓滿三摩地，

且征服最後的業障，僅因為生

於極樂世界，你已經征服較粗

重的煩惱，在此之後你將逐漸

地淨除較微細的煩惱，尤其是

所知障和習氣障。在這段時

期，你開始淨除這些，而且將

完全淨除它們。

這段時期終將結束，就如

同阿彌陀佛的教法消失的情形一

般，一天晚上，大勢至菩薩的教

法將消失，次日黎明，大勢至菩

薩將成佛，名號「珍寶功德

王」，他的壽量及教法住世

時間，與觀世音菩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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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你繼續修行，

而且你將在此時圓滿二資糧，當

你即將成就佛果時，下面二者

之一可能發生：假使你想在極

樂世界成佛，你可以如此作；

若你希望在其他界成佛，你也

可以如此，若是這種情況，極

樂世界將自你的認知裡消失，

而你會生於你自己的佛土，這

不是一般的死亡。任何人生於

極樂世界都會成為一生補處菩

薩，也就是在他們這一生之後

立即成佛。每一個人生於極樂

世界後，可以一直留在

那裏，直至即將成佛那

一刻為止。因此，極樂

世界每一位眾生皆是一生補處

菩薩。

記住這些應該發願往生極

樂世界的理由，噶瑪恰美仁波

切說：「把發願往生極樂世界

當作你最主要的修行，把阿彌

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當作你的主

要本尊。」

願善妙增廣！

抉擇淨土：極樂世界

註一：恰美仁波切約出生於西元十七世紀，他除了以其卓越的實證功德

脫穎而出，為如今的修行者樹立了一個鮮明的楷模。同時也著書

立傳，為後代學人留下《山居法》、《轉經輪功德》等許多有關

修法竅訣的無價之寶。其中最為廣泛弘傳的是《極樂願文》。文

句優美流暢，意義深奧，具有不共的加持力，尤其是在雪域，幾

乎家喻戶曉，人人皆能背誦。

註二：上樂金剛，亦名勝樂金剛，是藏密中無上瑜伽部的母續本尊。

註三：金剛亥母就是智慧佛母，她是圓滿智慧的體現。金剛乘的無上瑜

伽部當中提到，金剛亥母的本質就是智慧波羅蜜。

本文轉載自化育資訊網

http://www.hwayue.org.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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