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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三月淨空法師講于新加坡 已修訂 

諸位同學： 

今天為大家傳授三歸依，首先要把三歸依的意義認識清楚。由於

近代佛法之承傳發生了許多誤會，這些我們必須要把它辨別清楚，我

們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佛法究竟是什麼？它是不是一個宗教？

嚴格地來說，佛法是佛陀對於九法界有情眾生的教育，它不屬於宗教。

記得民國十二年歐陽竟無先生在第四中山大學發表過一次講演，題目

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世所必須」。這一次的講演曾經震撼

了當時的佛教界，歐陽先生所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他這一篇講詞經過

王恩洋居士的記錄流傳於世，最近我們在台灣也把它翻印流通，提供

給諸位作研學的參考。 

佛教既然是教育，它的目的、方法、宗旨又何在呢？這是我們不

能夠不知道的。佛教教育的宗旨，如果用佛學名詞來說，就是般若經

典裏面常講的「諸法實相」。這一句話要用現代話來講，諸法就是一切

法；換句話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我們生活的環境，人生

就是我們本人。佛教教育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實在講就是教我們認

清自己與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諸位想想這個重要不重要？世間教育

實在講，只說到人生宇宙的一部分，那一部分還未見得是真實，多半

在摸索、在探討，不敢驟然下結論。宗教也不能包含我們生活的全部，

只是生活的局部。由此可知，佛教教學內容範圍之廣大精深，是我們

必須要修學的。 

我們生活的空間，不僅僅限於現前的一個都市、一個地區，乃至

於我們今天這個地球；地球之外還有太空，太空之中有無量的星球，

許許多多的星球有生物，有比我們更聰明、更高等的生物，這一切全

都是我們生活的環境。除空間之外，還有過去，還有未來。所以盡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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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遍法界都是我們生活的環境。 

今天我們教育的範圍沒有討論這樣廣泛，即使儒家所講的，在時

間來說，它是一世的教育，始從懷胎終至老死，直到慎終追遠。儒家

是一世的教育。它的教育範圍，講到人道，充其量講到天道。孔夫子

說天，說鬼神很少，人道說得非常詳細。而釋迦牟尼佛把六道的情況

給我們說得非常清楚，非常的明白。六道之外，還有四聖法界，所謂

聲聞、緣覺、菩薩、佛，總稱為十法界。十法界都是我們活動的範圍，

我們都必須要把它認識清楚。 

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認清楚了，我們的思想、見解、言行自

然就跟從前不一樣了。為什麼呢？從前認不清楚，迷惑顛倒。所以想

錯了、看錯了、作錯了，這就是我們一般人常講的造業。造業當然有

果報，所謂善業有善果，惡業有惡報，果報都是自己造作的，自己必

須要承受，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代替的。 

由此可知，佛弟子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徹底明瞭，明瞭之後，有

什麼好處呢？好處可多了，說不盡啊。第一個好處就是從今而後不造

業了。不造業就沒有果，也沒有報。沒有果沒有報，那到哪兒去了？

這就是佛在經典上常說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是果，是報。如果我們

大別來說：四聖法界是果，都是修行證果的人了；六道是報，六道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要再把這個標準放低一點，我們就六道來說，

三善道是果，三惡道是報。這是把標準拉下來，所以這個標準是可高

可低的，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明瞭之後不造業，至少不再造惡業，落實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在這一生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家庭美滿，

事業順利，社會和諧，國家富強，世界和平。能不能做到呢？統統可

以做到。再跟同修們說明白，唯獨佛教教育會給我們百分之百圓滿的

結果。假如我們把這一樁事情看清楚了，才知道佛教教育是我們必需

要修學的。這個教育剛才說過了，它的範圍是盡虛空遍法界，當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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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國界，超過了種族，超過了黨派，也超過了宗教。換一句話說，

九法界有情眾生，人人都應當修學，都應當接受。 

宗教徒來學佛，從釋迦牟尼佛當時，我們在經典裏面就看到很多。

像佛示現成佛之後，第一部在定中所宣講的「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

經裡面我們就看到許許多多不同的宗教徒，都到釋迦牟尼佛這個地方

來求學。像五十三參的勝熱婆羅門－婆羅門是印度的宗教－是宗教

徒。不但是婆羅門的宗教徒，他是婆羅門宗教裡面的學者，也是他們

教徒的老師。就像基督教的牧師，天主教的神父這樣的身份。像偏行

外道等。地藏經裡講的婆羅門女，那是婆羅門教的一位女孩子，在佛

門裡面修學，她們同樣證得阿羅漢的果位，同樣可以證得菩薩的果位。

從這些地方來看，就曉得佛教確確實實超越宗教，任何宗教徒都可以

學佛。在佛陀教育裡面，阿羅漢是第一個學位，就像我們現在一般大

學的學士學位，他可以拿到這個學位。菩薩是高一級的學位，相當於

碩士學位，他也可以拿到。佛是最高的學位，相當於博士學位，他還

是可以拿到，也就是說他能成佛。他要不要改變他的宗教呢？不須要。

就像我們到學校去唸書一樣，我們到國外留學，我不須要改變我的國

籍，我不須要改變我的種族，我也不須要改變我宗教信仰，我是來求

學的。佛教是教育，諸位要記住，阿羅漢、菩薩、佛，都是學位的名

稱。你不須改變你的宗教，不須改變你的種族，不須改變你的國籍，

都可以平等的獲得。這是我們首先要把它認識清楚。然後我們真正理

解了，我們要發心求學，我們發願作釋迦牟尼佛的學生。這也就是中

國人俗話常說的，既然要來求學，那先要正式的拜老師。老師就把你

修學的方向、修學的綱領、修學的目標傳授給你，這叫作「傳授三歸

依」，所以三歸依就是正式拜老師。 

我們的老師是釋迦牟尼佛，所以我們稱他為本師釋迦牟尼佛。本

師是根本的老師，佛陀教育是他老人家創始的，一直傳到今天，代代

承傳。我們始終不忘本，不忘記這位根本的老師。實在講，所有佛門

弟子只有一個老師。過去老師的學生，在我們之前，他是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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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我們今天也以釋迦牟尼佛為老師，我們跟他們的關係是同學

的關係。像諸大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他們都是佛

的學生，是我們的學長。當然他有能力教導我們，我們也可以把他看

作老師來看待，來尊重。但真正的身份，他是我們的校友，是我們的

學長，我們是他們的學弟。這些關係也要辨別清楚。不能把佛、菩薩、

阿羅漢當作神明來看待、來祈禱，那就錯誤了。 

佛法的修學，它的目的何在呢？佛在經論裡面常常教我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一句話是梵語的音譯，在當時五不翻的體例裡屬

尊重不翻。這句話很重要，是我們非常尊重的，所以保留它的原音，

用音譯，它的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要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究

竟圓滿的智慧」。是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的意思。

這是學佛人希望得到的目標。學佛首先應知我們想學的是什麼？學的

是「究竟圓滿的智慧」，學的是要對於「宇宙人生真相徹底明瞭」。 

佛告訴我們這個智慧，究竟圓滿的智慧，是你本來有的。佛在華

嚴經出現品裡面說過：「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這是真正平等，

一切眾生，不但指人天，所有一切動物、蚊蟲、螞蟻也是眾生，餓鬼、

地獄也是眾生，統統都有跟佛一樣圓滿的智慧。那麼現在為什麼沒有

呢？這智慧跑那裏去了？佛跟我們講：「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這是佛一句話把我們的病根說破了。也就是說我們本來是佛，現在變

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你有妄想、有執著，才把你的本能失掉了。這

個失掉不是真正失掉，如果真正失掉，那就不叫本能了。那到底是怎

麼失掉？它確實在，是迷失了。。因此，馬鳴菩薩在起信論裡面告訴

我們說：「本覺本有，不覺本無」。這兩句話說得很好。「本覺」就是如

來智慧德相，這是我們本來有的。本來有，當然可以證得。這使我們

建立了信心，也就是說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目標，能夠達到這個願望。 

「不覺」是什麼呢？不覺就是佛講的妄想執著。妄想執著本來無

啊！本來沒有的，那一定可以斷得了。本來有的，一定可以證得。這

使我們成佛道、斷妄想、破執著，我們的信心就具足了。所以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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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真相要不能夠明了，我們總是懷疑。佛道，我們這種凡夫罪業深

重能證得嗎？我們的煩惱、習氣、無明這麼重，能斷得掉嗎？今天佛

菩薩是慈悲真誠為我們宣說，本有的，一定可以獲得；本來沒有的，

一定可以能夠斷掉。理是沒錯，可是事實上又該怎麼辦呢？事實上就

是要講究修行了。 

理是講的性德，本性裡面的德能確實是具足的，可是今天我們畢

竟是有障礙。好像天上有太陽，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有雲層遮

蓋，我們看不到太陽，這也是事實啊！雖然看不見，太陽確實有，不

是沒有。只要把雲層去掉，陽光就現前了。我們的性德就像太陽。只

要把妄想執著的雲層去掉，這一層功夫叫修德；你有修德，你的性德

才能夠現前。假如雖有性德，沒有修德，這就是六道凡夫，權教二乘，

皆是沒有修德。性德雖然本具，他還是要輪迴，還是要生死，還是要

受種種的苦痛，那麼修德就非常重要了。 

修什麼？怎麼個修法？初進佛門來求授三歸，就是請求善知識將

佛教的修行綱領傳授給我們。我們知道自己修的是什麼。「三歸依」：

歸是回頭的意思，依是依靠。佛家常說：「回頭是岸」。中國古人講：「回

首如意」！你看中國作的「如意」，那個如意頭是回過來的。從前做大

官、大富長者們手上常拿個如意，拿個如意是為什麼？是常常提醒自

己，要回頭，知道回頭啊！所以如意拿在手上，是叫你看到它，知道

回頭，回頭是岸。從那裡回頭呢？三歸依裏頭第一條是皈依佛，這是

講的三寶、修行的三寶。第一是佛寶。佛是什麼意思呢？佛是覺悟的

意思。佛陀是印度話，翻成中國意思是覺悟。換句話說，是教我們從

不覺，從迷惑顛倒回過頭來，要依覺悟。同學們仔細去想想，我們今

天發心學佛，我要來求受三歸依，你想想你有沒有覺悟？你要沒覺悟，

你就不肯回頭，你就不肯來學佛。所以學佛，來求受三歸依，就是覺

悟！你看街上那麼多人，你叫他，他為什麼不肯學佛？他為什麼不肯

受三歸依？他還沒覺，他還迷惑顛倒。所以發心學佛，發心求受三歸

依，就是覺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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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在壇經上給我們講三歸依，他不說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他不講這個三寶。我們推測他老人家的用意，大概是

佛法傳到中國，年代太久了，怕一般人提到佛、法、僧，會產生一個

錯誤的觀念，認為講到佛，就會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說到僧，馬上

想到出家人，這不是真正的歸依處。三歸依講的佛，是講自性佛，就

是你自性的覺悟，也就是本覺。馬鳴講的本覺本有，你要依你本有的

本覺，這就對了。你不能依你的錯覺，不能依你的不覺。你從你的錯

覺，從你的不覺，回過頭來，依你本有的本覺，這叫皈依佛。所以釋

迦牟尼佛講歸依佛，並不說你歸依我釋迦牟尼佛，佛沒有這個說法。

這非常重要的。歸依自性佛，就是回頭依靠自性覺，千萬不能搞錯了。

搞錯了，你要依靠泥塑木雕的佛像，要依靠它，那俗話常說：「泥菩薩

過江，自身難保」。這是不可以的，這是大錯特錯。 

第二是歸依法。法是正知正見，就是正確的思想、正確的見解；

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都沒有錯誤，這叫法寶。這是自性本來

具足的無量智慧。佛經常講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自性的法寶。

我們在這個世間，對人、對事、對物，如果我們想錯了、看錯了、說

錯了、做錯了，佛教我們必須從一切錯誤回過頭來，依靠自性本有的

智慧，這叫歸依法寶。三寶裏面，佛滅度之後，是以法寶為中心，以

法寶為主。換一句話說，是以智慧為主。 

智慧畢竟不是短時期能夠恢復的，當我們智慧沒有開，這個時候

怎麼辦？佛告訴我們，佛為我們所說的一切經論，就是佛對於宇宙人

生的正知正見。暫時給我們做一個標準。所以我們自己智慧沒有開，

我們就依照佛的經論，凡是我們所想的，把經典展開來對照對照，佛

是這個想法，我也是這個想法，那證明我這個想法沒錯，我這個見解

是正確的，是正知正見。譬如說佛教我們要孝養父母，要奉事師長，

要慈心不殺，要修十善業。而我也是這個想法，這就證明我這個想法

是正確的。假如我的想法跟佛所說的不一樣，那你千千萬萬要記住，

我們想法一定錯誤，絕對不是說佛在經上想法、看法錯誤。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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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佛是三千年前的人，他的思想那有我們現代進步！你這樣想，那

就大錯特錯了。我們這個想法，實在講是胡思亂想。不要認為科技這

麼發達，而我們還要用這麼多的機械工具，才能把音聲記錄下來，把

影像記錄下來。佛菩薩不用這個，過去世、未來世，他統統都知道，

他不要用錄影機。他有能力把十方的世界顯現在你面前，就像電視一

樣，而且是立體的，不是平面的。他不要這些機械工具。那是什麼能

力？是正知正見。他的功能，他可以做得到。我們今天發明這麼多機

器，都是妄想發現的，比起佛菩薩無量的神通實在差得太遠了。所以

我們要肯定、要承認，佛在經典上所講的是真的，是正確的。我們要

把自己的成見捨棄，要依照佛所說的來修行。 

不過說到這一點，我們又要注意到一椿事情，什麼事情呢？經有

假的。假如我們遇到假的經典，被人騙了，那這個上當就大了。尤其

是近代，提倡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誰都可以寫書。不像

從前。從前經典傳到中國來，是經過當時的專家學者鑑定，由國家統

一頒布，這是證明這一本經書是真實的。歷代祖師對於經論的註解，

也要經過當代高僧大德證明，他講得沒錯，確確實實符合佛的意思。

這樣呈報給皇帝，皇帝批准，他這部書才可以流通、才可以印行。不

像現在，現在沒人管制了。所以我們要查看經、讀經，一定要讀真正

的經典。 

真正的經典跟假經如何辨別呢？辨別不難，可查大藏經。大藏經

裡面所收的，決定是真的。我要勸同學們，要看中國古代的大藏經。

為什麼呢？現在人編的大藏經，與他這個人交情好一點，他的作品，

沒有經過權威的審查，就收到大藏經裡面去。所以現代編的大藏經不

及古代編的大藏經精純。所以你要讀大藏經，至少要讀清朝以前的版

本，比較純真可靠。清朝大藏經就是乾隆時代所編的，叫「龍藏」。現

在臺灣把它縮印成一百六十二冊，稱為乾隆大藏經，這是我們中國歷

代編大藏經最後的一部。民國年間當然也編了很多，但是我剛才跟同

學說了，怕有人摻假在裏頭。在乾隆以前絕對沒有摻假的，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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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經過皇帝批准的。皇帝批准是根據當時的高僧大德來審查，所以

非常非常嚴格。這樣我們才能夠辨別那個經是真的，那個是假的；那

個註解值得看，那個註解可以不必看。這是一個選擇的標準，一定要

虛心，對佛要相信，深信不疑，要能夠捨棄自己的成見，接受佛菩薩

的教誨。 

第三是歸依僧寶。僧不是指出家人。僧是什麼意思呢？是清淨的

意思，六根清淨，一塵不染。我們現代人很可憐，不如古人。你看看

心理的染污、精神的染污、思想的染污、見解的染污，甚至於到生理

的染污。我昨天講經的時候跟大家說過，不但我們今天身心受到嚴重

的染污，我們地球的生態環境已經不平衡了，這是大地的染污。聽說

天上臭氧層破了幾塊，天也有染污，不得了呀！天、地、人統統都有

嚴重的染污。佛教給我們從這一切染污回過頭來，依靠清淨心。今天

環境污染是大家都已經意識到的，所以許多國家政府都提倡環保，保

護一個清淨的環境。這個環保工作能夠有效嗎？很有問題。問題在那

裏呢？還是佛跟我們講的，佛說依報隨著正報轉。假如我們的心理染

污，不能夠淨化，我們環境的染污就沒有辦法達到清淨的標準。所以

要想把環境的染污改善，必須先從淨化人心改起。這是三歸的第三個

歸依處，是從染污回歸到清淨心。 

僧寶不但含有清淨的意思，還有和合的意思。我們觀察世界今天

國家與國家不和，宗教與宗教不和：：，眾生生活就非常痛苦。所以

佛教給我們「六和敬」，六和敬是佛弟子必須要修學的。所以「僧」的

意思是有「清淨和敬」之意，我們從不和不淨回過頭來，我們依六和

敬，我們依清淨心。這就是初入佛門傳授給你學佛修行的綱領。這個

綱領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都不能夠改變的，所以它是學佛絕對的

綱領，是一個真實的綱領。 

歸依佛，覺而不迷；歸依法，正而不邪；歸依僧，淨而不染。所

以三歸依是覺、正、淨。以後人家要問你：「你學佛了，你修行，你修

什麼？」我們能說得出來，我修覺、正、淨。你們學佛，學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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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的是究竟圓滿的智慧。我修的是覺、正、淨；覺正淨達到圓滿的

程度，無上正等正覺你就得到了，這就是成佛。究竟圓滿的智慧要怎

麼樣才能得到？要修覺正淨才能得到。這是我們學的、修的，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那麼人家要問：「你用什麼方法修？」方法就是佛家講

的法門。法是方法，門是門徑。方法門徑太多了，八萬四千法門、無

量法門，方法門徑不是一定的，是可以活活潑潑，時常變換來使用。

可是要記住，目標不能變換，就是覺、正、淨的目標不可以變換，方

法手段可以常常變換。我們今天主要採取的方法是「持名念佛」，這就

是大勢至菩薩所提倡的，華嚴經上普賢菩薩所提倡的，我們採取他們

這個方法作為主修。除主修之外，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可以採取很

多法門來配合，這叫助修。在助修方面，我們提倡五德，用五德來幫

助我們修養身心。 

五德是孔老夫子所修的。論語說，孔子的學生聚會在一起，大家

來說說老師有那幾樣德行？同學們共同承認的有五德：溫、良、恭、

儉、讓。這是我們中國聖人，我們以他作榜樣，以他作標準，我們要

學五德。五德是基礎的基礎，從五德上再奠定三福。 

「三福」是觀無量壽經上所講的。第一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

心不殺，修十善業；第二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第三發菩

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這是佛給我們說的。這三福

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換句話說，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諸佛，他們是怎

麼成佛的？都是從這個基礎上修成。因此我們學佛，我們將來想成佛，

當然不能離開這個基礎，這非常非常重要。 

由三福再進修六和，所以六和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礎上。三福做不

到，六和是絕對不可能的。六和敬，第一是見和同解；見和同解就是

我們今天講的建立共識。假如我們全世界的人，我們的思想、見解都

很接近，世界就和平了，就不會有爭執了。所以佛教育是對於盡虛空

遍法界所有一切眾生建立共識，這個共識實在是太高明了，是自性的

共識，我們不是跟著釋迦牟尼佛走。所以釋迦牟尼佛高明、叫我們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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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他不牽著我們鼻子走，他叫我們每一個人頂天立地，發揮自性的

智慧德能，不是學他的，是開發自己自性的智慧德能。這個教學的理

念，真正叫人心服口服。 

第二是戒和同修。戒和就是說守法，人人培養成一個守法的觀念。

大家見解很接近，大家都能守法，社會安定繁榮，天下太平自然實現。

六和敬裡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就是利和同均。今天這個社會上，許多

人知道，就是財富差距，不要太大，愈接近愈好，這就是財富的平均

分配，人心就平了，就不會有爭執了。當然這個財富平均分配，是很

高的智慧，這是真正修福。因為人的財富絕對不平等，為什麼不平等

呢？每個人修的福報不一樣，每個人修的因不一樣。有人種樹，他就

收果實；有人不種樹，他就沒有果實收。有收成的要分一點給你，就

要人家肯慈悲布施給你才行呀！所以這一種事實真相，唯獨佛法裡面

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一面勸有福報的人要照顧沒有福報的人，

同時勸沒有福報的人要多多修福。你到來生來世，你的福報跟他一樣，

甚至還超過他，所以這是本末統統兼顧到了。唯獨佛法確確實實殊勝，

能夠治天下太平。 

有了三福六和的基礎，從這上面才能建立真正的佛法，「戒定慧」

三學，這是三乘共學。由此基礎再建立大乘佛法，就是「六度」，菩薩

六波羅密。由六波羅密再建立一乘佛法。像法華經所說的，「唯有一乘

法，無二亦無三」。那就是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所以我們修學淨宗的

同學應知，我們是以孔夫子的五德作我們為人處世的根本。從這個根

本上再修，這是佛陀教給我們的，三福、六和、三學、六度、十願。

這很容易記憶，也不甚多，五個科目作為我們的助學。正助雙修，我

們這一生所希求的幸福快樂、美滿的家庭、成功的事業、祥和的社會，

是一定可以得到的。由此可知，既然認清楚了，又發心拜了老師，就

要認真的來修學，希望能達到我們教育理想的目標。這是給諸位授受

真實的三歸依，是歸依自性三寶。 

自性三寶之外，還有住持三寶。什麼叫住持三寶呢？就是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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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寶，形式上佛像是佛寶。佛不在世了，佛像不論是塑造的，或是

彩畫的，或者是現在照像影印的都好。供養佛像有兩個意思：第一個

意思是不忘本，我們見到佛像，常常想到老師，紀念老師的意思。像

我們中國人不忘祖先，祖先去我們再遠，面貌也不知道，我們還供一

個牌位，歷代祖宗神位，常常想到祖先，這是不忘本，這是厚道，心

地厚道。第二個意思是提醒我們見賢思齊，老師成佛了，我也要成佛，

提醒我們歸依佛。一看到佛像，我要歸依覺，我要覺而不迷，它有這

個作用，否則的話什麼人會時時提醒你？沒有人提醒你。人家提醒你，

你還嫌他囉嗦。所以用這一尊佛像提醒我們歸依覺。「經書」，不但看

到這個書本，就想到我歸依法，我的見解思想要正確。看到出家人，

我就想到我要六根清淨，要一塵不染，我要和睦待人，所以這個住持

三寶很有好處。出家人穿著僧服，你受過三歸依的，你一看到出家人

自然就想到要六根清淨。你看到一般人是想不起來的，你看到我這個

樣子會想起來呀。這個住持三寶對我們有很大的利益，利益是時時刻

刻提醒我們。 

所以我們學佛的同學，在家裡面設個小佛堂，供養三寶：佛像是

佛寶；菩薩像就是僧寶。如我們供養西方三聖，觀音、勢至是僧寶，

他是佛的學生，他是我們的學長；經書是法寶。家裡供養三寶具足，

時時刻刻使我們不忘自性三寶。 

無量壽經，這是我們近來特別跟諸位提倡的。這一本經書它的內

容非常圓滿，經文不長，很適合現代人修學。它在經題上就把整個佛

法的宗旨、目標、修行方法，全都顯示出來了。這是這一部經的不可

思議，我們學佛的人求什麼？我們求無量，自性功德是無量的。經上

講的無量壽，無量壽是無量一個代表；無量的壽命、無量的智慧、無

量的才藝、無量的德能、無量的財富，一切一切的無量，我統統要求，

自性本具無量性德。六祖大師開悟時所說的：「何期自性，本來具足。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所以十法界依正莊嚴無量無邊，是自性變現出

來的，我今天求的是這個。「莊嚴」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真善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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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慧在我們這個世間是有名無實。什麼地方有真實呢？自性裡面

是真實的。所以如果你向自性、向內求，真善美慧具足，就是美好、

一切美好，這是性德的形象。 

修學的方法就是經題中「清淨」。清淨是僧寶，「平等」是法寶，「覺」

是佛寶。你看修行的三大綱領就在經題上給我們顯示出來了。不但這

五個字是三寶，也是三學，三學就是包括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

一切經論。「清淨」是「戒學」，就是律藏，「平等」是「定學」，就是

經藏；「覺」是智慧，是「慧學」，就是論藏。所以這五個字是三藏，

又是三學，又是三寶。你看看這部經典雖然薄薄一冊，它把整個佛法

都濃縮在其中。如果我們工作很忙，沒有很多的時間來研究佛教的經

典，你從這一本下手就可以了。這一本果然貫通了，釋迦牟尼佛四十

九年所說的那一部大藏經，你也整個貫穿了。不僅是釋迦牟尼佛四十

九年所說的，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為一切眾生所宣說的無量無

邊法門，也不能超過其外。所以這一本「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

經」，可以說是一切經的濃縮，是一切經的精華，這是在此地特別介紹

給諸位。如果我們想歸依，三歸依落實來說，你依照這一本經典的教

訓去修學，你三歸依就達到究竟圓滿了。今天我把三歸依的大意傳授

給諸位，你們真誠的接受。在佛菩薩面前恭恭敬敬地將歸依的誓詞讀

三遍，這個誓詞是要從內心發出來。我發的誓願，我願意作佛的學生，

我願意跟佛學。淨空為你作證明，我是你的證明老師，是傳授你三歸

依的老師。本師是釋迦牟尼佛，這是一定要記清楚的。不能把我看作

本師，說是歸依淨空法師，那就錯了，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是歸依

佛、歸依法、歸依僧，是三寶弟子。三歸依的大意就說到此地。 

下面就是三歸的儀式，儀式簡單而隆重。我們有一個歸依證，歸

依證上的誓詞是弘一大師依照戒律裡面摘錄出來的。大師告訴我們，

他說這個儀式就是釋迦牟尼佛當年給弟子們傳授三歸依所用的誓詞，

所以我們也就採取這一個誓詞，既不忘本而且它非常的簡單，容易受

持。大家一定要以至誠心、清淨心、慈悲心、恭敬心，在佛菩薩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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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隨我語音，慎重宣誓，誓作三寶弟子，自今以後，依佛教誨修行，

求生淨土，廣度眾生。 

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從今日乃至命存 

歸依佛陀兩足中尊 

歸依達摩離欲中尊 

歸依僧伽諸眾中尊 

一九九四年六月佛七圓滿日修訂于 

新加坡居士林      淨 空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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