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戒念佛相得益彰 
釋如石 

一、律是三乘共基 淨是三乘共庇 

戒、定、慧三增上學，是達成生

命解脫的三個基本學科。其中的戒律，

尤為三乘的共同基礎，不論在家、出

家，原則上都離不開戒律。而淨土，則

是大小乘人共仰共趨的理想界，1
 如中

國佛教的天台、賢首、唯識、三論以及

禪宗，都有人修淨土行、弘揚淨土；西

藏佛教的四大教派，也都有各自嚮往的

本尊佛剎。這是佛教的共同傾向，決非

一宗一派人的事情。因此太虛說：「律

是三乘共基，淨是三乘共庇。」印順也

進一步發揮說：「戒律與淨土，不應獨

立成宗。」2
  

既然淨土宗離不開戒律的基礎，

律宗又不能獨依戒律達成定慧解脫，3
 

因此淨、律二宗勢必相輔相成、轉輾增

上，才能共進於道。那麼該如何相輔相

成呢？ 

二、持律者飲水思源宜念佛 

打從一開始，戒律與佛便有不解

之緣，因為戒律是釋尊依據印度當時宗

教界遵行的倫理規範，細心抉擇、去蕪

存菁以後制定出來的。4
 持律者飲水思

源，憶念釋尊，無論出於對制戒者的尊

重或感恩，懷念、憶想都是理所當然

的。對一般佛教徒而言，憶念導師佛

陀，本來就是一種很自然心理反應。因

為佛弟子受到釋尊人格的精神感召，可

能遠甚於佛所制定、宣說的戒律和教

法。因此，當佛弟子衷心嚮往無上菩

提、追求解脫而遭遇挫折，或受到世間

種種誘惑而意亂神迷，這時強化信心與

毅力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憶念導師佛

陀。 

如今釋尊已經圓寂，而阿彌陀佛

仍遠在西方說法。雖然戒律非阿彌陀佛

所制，然佛佛道同，持律者憶念阿彌陀

佛，應有幾分憶念釋迦佛的心理效果；

尤其是把阿彌陀佛理解成釋尊之報

身、化身，或者理解成「無量佛、一切

佛」的時候。5
 既然阿彌陀佛有釋迦佛

之報、化身或「一切佛」的意義，憶念

阿彌陀佛也就包含釋迦佛在內了。 

三、念佛有助於圓滿三聚淨戒 

聲聞律的制定，原是為了防非止

惡，以利定慧解脫。菩薩戒的內容，除

了攝律儀戒以外，更包含了自利的攝善

法戒和利他的饒益有情戒。那麼憶佛念

佛對於圓滿三聚淨戒會有什麼助益

呢？ 

（一）助成攝律儀戒 

1. 1. 1. 1. 引生慚愧敬畏而淨戒引生慚愧敬畏而淨戒引生慚愧敬畏而淨戒引生慚愧敬畏而淨戒    

根據經論，諸佛世尊以及三清淨地

的大菩薩，神通廣大，能隨時毫無障礙

地現見世間一切現象。因此，我等凡夫

的種種言行和心念，必然赤裸裸地呈現

在這些聖眾的心眼之前。如果我們信解

這些教法，時常銘記在心，自然會對三

寶更加敬信，不敢放逸懈怠、違犯戒

律。即便偶爾疏忽誤犯，也會自覺良心

不安或愧對佛菩薩，而生起所謂的罪惡

感 ――「慚」、羞恥感 ――「愧」，以

及另一種害怕招至惡果、擔心失去佛菩

薩慈悲護念的懼罪感，而儘速懺悔，改

過自新。6
 透過這樣的省思歷程，我們

將會更加殷切地憶念三寶功德，而增強

對學處的敬信與防護。無著《瑜伽師地

論‧菩薩戒品》和寂天《學處集要》都

一致表示：慚愧和懼罪有助於防護所受

的戒律，並對戒法產生恭敬，所謂「由

慚愧故，能善防護所受尸羅」。7
 這一

連串有關念佛功德與淨戒互相增上的

道理，寂天在《入菩薩行》中有相當清

楚的開示： 

佛及菩薩眾，無礙見一切，故吾諸

言行，必現彼等前。如是思惟已，則生

慚敬畏；循此復極易，慇慇隨念佛。8 
根據弗洛依德的「良心論」，罪惡

感是人類良心機制的一部分。其他後繼

的心理學大師如榮格、馬斯洛、奧爾堡

（ Allport, 1897 – 1967 ） 和 弗 蘭 克

（Frankl）等人也都對罪惡感持正面的

看法，認為它有助於自我省察、自我約

束和自我成長。9
 既然慚己、愧他、懼

罪以及敬信戒法，都能激勵行者自我省

察、約束與成長，而憶佛念佛又有助於

引生慚愧、敬信等宗教心理，當然就有

防非止惡，乃至於消除罪業等清淨戒行

的功能。釋尊在《禪秘要法經》中，教

誡禪難提及阿難說：「汝等當教未來眾

生罪業多者，為除罪故，教使念佛；以

念佛故，除諸業障、報障、煩惱障。」
10 《思惟略要法》也說：「念佛者，令

無量劫重罪微薄，得至禪定。」11 或

許有部分基於這樣的理由吧！ 

2.2.2.2.    引生全誠歸依而淨戒引生全誠歸依而淨戒引生全誠歸依而淨戒引生全誠歸依而淨戒    

佛陀是知、情、意三方面都達到



 

圓滿境界的覺者。在人格如此崇高圓滿

的佛陀面前，我等凡夫最有可能完全放

下自我，做到全體地交付與歸依。而一

個行人若能完全放下自我，將身心全體

交付或歸依三寶，依教奉行，必然很容

易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護念，從而有效

地遠離罪業、淨化身心，甚至進而毫無

顧忌地去利樂一切有情。從這個角度來

看，憶佛、念佛應該要比憶念任何其他

性質的所緣更易導向斷惡修善，並淨化

我們的身心。 

在《入菩薩行》中，寂天曾經提

到這種淨化身心、增強利他之行的有效

方法；他勸勉初學的大乘行者，最好能

學習像僕人侍奉主人一樣，將身心完全

奉獻給佛菩薩： 

願以吾身心，恆獻佛佛子，懇請哀

納受，我願為尊僕。尊既慈攝護，利生

無怯顧，遠罪淨身心，誓斷諸惡業！12 
然而，要做到真正放下自我、歸依三

寶，並不容易。所以，初學者只能在師

友的引導、法義的思惟和憶佛念佛的感

動中，逐漸轉化自己的身心，才能真正

達成與佛菩薩相應的三昧心境。 

以上寂天所說「奉獻身心供佛」

的觀點，與基督教最核心的修行理念有

共通的地方。基督教基本上主張，人與

神之間的交流，對人有正面提昇的作

用。而人神之間的這種「交流原則」

（dialogica principle），乃基於一種十分

普遍的人類經驗，即「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當我們跟某些人在一起的時

候，往往會感覺到這個世界看起來不一

樣了，與此同時，我們也變得與前不同

了。換言之，人的觀念或身心狀態，經

常會因為和他人互動而產生某種程度

的轉化。同樣的，「近神者化」；當一個

人的精神與造物者之神聖性接觸時，恐

懼與自私心自然消失無踪，隨之而來

的，是呈現在寧靜中的一片真誠善意。
13 因此，當我們憶佛念佛而與佛菩薩

交感時，我們與佛菩薩之間的正向關

係，也可能導致相當程度的身心淨化與

提昇。14 

當然，這時我們對佛菩薩「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的他力信念是否堅

定，至關重要。原則上，我們與佛菩薩

之間的心理關係愈和諧，我們的歸依就

愈虔誠，交付愈徹底，所感受到的慈悲

護念也將愈為具體，而身心的轉化也一

定更為迅速有效。 

雖然這一切都只是假想觀而已，

但若運用得宜，效果卻是十分顯著的。

這一點，可從基督教與回教在人類歷史

上的巨大影響獲得有力的證實。從實用

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借用

詹姆斯的話說：因為佛菩薩的意象帶來

真實的作用，所以他們是真的。15 

3.3.3.3.    強化正念正知而淨戒強化正念正知而淨戒強化正念正知而淨戒強化正念正知而淨戒    

一個念佛行者，若能經由憶佛念

佛而修習念佛三昧，其正念正知將逐漸

增強。強而有力的正念正知，對於自己

的言行舉止、起心動念將更能觀察入

微，而得以防微杜漸，有效制止一切惡

念的生起。這樣當然有助於戒律的清

淨。所以，《入菩薩行》說：想要維護

自心清淨的人，應該要經常努力地守護

正念與正知。16 阿底峽在《菩提道燈

難處釋》中，也引寂天的《學處集要》

說：「想得戒律（清淨），也應該努力修

定……持戒（與修定）二者是相得益彰

的；藉著這兩項行持，將可以完全淨化

與調伏內心。」17 阿姜查的說法更加

細膩深入，他說： 

堅持正念正知（而達到輕安專注

的狀態），這就是定。這樣的定有助

於持戒，因此可稱為「定共戒」；不

過它仍與戒不同，有其內在與深刻的

一面。 

何者能讓心清明，它就有助於覺

知毒蛇的存在，有了覺知之後，就會

謹慎。18 
（二）助成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當然，憶佛念佛不僅有助於律儀

戒的清淨而已，對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

戒也同樣有助成的效果。前面所引的

《入菩薩行》已經提到，當我們因憶佛

念佛而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攝受時，將

更勇於投入利益眾生的菩薩行列。除此

之外，憶佛念佛對於助成攝善法戒和饒

益有情戒，還有如下兩項效益： 

1. 佛的身像和名號，是無上菩提

的表徵；因此，憶佛念佛肯定有助於菩

提心的強化。19 依總體而言，菩提心

是菩薩戒的根本，菩提心得到強化，菩

薩戒德自然容易增長。就細部而論，發

菩提心，原是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修行

成佛的強烈意願。因此，菩提心若能得

到強化，饒益有情戒也容易圓滿實現。 

2. 佛的身、語、名號、功德，本

來都是修止的所緣之一。憶佛念佛的行

者，若能經由淨念相繼而成就念佛三

昧，攝善法戒中的靜慮度就可以算是及

格了。念佛三昧成就以後，除了可以容



 

許行者由止起觀、依定生慧而助成「般

若度」之外，還會附帶引生如前所說的

淨障、積資和利生等附加效益。所以《菩

提道次第廣論》說：「隨念諸佛故，能

引生無邊福德。若佛身相明顯堅固，可

作禮拜、供養、發願等積集資糧之田，

故此所緣最為殊勝」。20 《大智度論》

也說：「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種種

罪。復次，念佛三昧有大福德，能度眾

生；是諸菩薩欲度眾生，諸餘三昧，無

如此念佛三昧福德能速滅諸罪者。」21 

而淨除罪障、積集福德和得定生慧，都

是菩薩行者饒益有情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  論 

總之，憶佛念佛除了易於得定生

慧的效果之外，還有助於淨障、積資、

護戒以及利生的菩薩行，可以說是學習

聞思與戒定階段的大乘資糧位行者最

佳的修止所緣。而這樣的說法，不僅

漢、藏佛教如此，也是印度覺賢《定資

糧品》和阿底峽《菩提道燈難處釋》的

共同意見。22  

既然憶佛念佛有助於清淨律儀、

圓滿菩薩學處，那麼元照、用欽、寂光、

讀體和弘一等律師在嚴持戒律之餘，提

倡念佛三昧來輔弼戒行的圓滿，的確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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