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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彭希涑編撰的《淨土聖賢錄》九卷，是一部歷代往生聖者的傳記總

集，記錄了淨土行者由凡入聖的歷程，著重往生事件的描寫，展現淨土

行者的生命精神。為了證明淨土實有，真實不虛；念佛修淨，必生西方，

本錄描述了許多行者神祕的宗教體驗，以突顯信仰的真實靈驗。其中有

不少篇章，採用夢的形式來表現靈應經驗，共有一百二十個之多，足見

夢是往生傳記的重要情節之一。因此本文即以《淨土聖賢錄》的夢境情

節為討論範圍，依傳中夢的內容予以歸類，考察夢境如何呈現，以及宗

教體驗之於淨土行者的影響與意義。 

《淨土聖賢錄》的夢是多樣的，有胎夢，有見佛與聖眾、淨土的夢，

見佛來迎的夢，遊淨土、遊冥界的夢，還有往生者示現、預知時至、見

往生瑞相的夢。做夢者有傳主，也有親人朋友，乃至陌生人，甚至有多

人同做一夢的盛況。傳中的夢多為祥瑞徵兆，預示或印證傳主修行有

成，當來往生為淨土聖賢；或是藉由夢境來引導信眾修行，勸信眾生。

夢境是實相的揭露，佛菩薩的願力顯現，夢中情節延伸至夢外，又有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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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見共證，一方面強調神聖體驗的真實，也強調深刻信心、專一誠敬

的必要。 

 

 

 
關鍵詞：淨土、夢、往生傳、宗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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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of Dreams in The Record of 
Pure Land Saints 

 
 

Fu, Nan-tzu ∗ 
   

ABSTRACT: 

Peng Hsi-Su wrote nine volumes of The Record of Pure Land Saints,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biographies about various Pure Land sages from all 
the past dynasties. It records the progress of how these practitioners journey 
from mortal life to sacred realm, emphasize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ir rebirth, 
and demonstrates the life spirits of these voyagers of the Pure Land.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Pure Land does exist, that it is real, that by being mindful of 
the Buddha and cultivating pure religious practices, one shall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realm of the Buddha, The Record describes many mystical 
religious experiences of Pure Land practitioners so as to prove the 
genuineness and efficaciousness of their practices. Among all descriptions of 
these miraculous experiences, we can find that many of them are represented 
with the form of dreams. There are all together 120 such passages in The 
Record; henc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dream is an important scenario in the 
biography.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 shall focus on presentations of dreams 
in The Record of Pure Land Saints, classify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s, 
investigate how dreams are represented, and study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s for the Pure Land practitioners.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dreams in The Record of Pure Land Saints, 
such as embryo dreams, dreams where practitioners see the Buddha and 
sages, dreams with visions of the Pure Land, dreams where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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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s and welcomes the practitioners, dreams about journeys in the Pure 
Land, and journeys through the underworld. There are also dreams where 
those who ar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reveal themselves, predicting the time 
of their rebirth, and dreams with auspicious signs about the rebirth. The 
dreamers include the sages, their relatives, friends and even strangers; and 
there are even records of many people having the same dream. Most of the 
dreams in The Record are dreams with auspicious signs indicating or 
verifying that the deceased biographees have been so well-cultivated that 
they shall be reborn as sages in the Pure Land. Dreams in The Record may 
also be used to guide the practices of religious followers and strengthen their 
faith. Dreams are disclosures of authentic reality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great vows of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The scenario in the dreams is 
extended to the waking life and verified with joint testimonies of the 
assembly. Dreams in The Record not only highlight the valid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sacred religious experiences, but also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of profound faith and single-minded sincerity. 

 
 
 

Keywords : pure land, dream, Pure Land Buddhist biography, religiou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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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乾隆四十八年（1783），彭希涑在彭際清指導下，撰成《淨

土聖賢錄》九卷。本書記錄淨土行者由凡入聖的歷程，所錄往生事蹟數

目遠遠超越前代，堪稱東晉以降至清代往生傳之集大成。 

彭希涑編寫《淨土聖賢錄》大量參考、引用前人文獻，取材廣泛，

包括佛教經論、歷代史傳、方志、僧傳、感應記、淨土行者的詩稿文集，

以及清代耆老的口傳資料等。所敘述的往生者，不分僧俗、男女性別、

社會階級，皆蒐羅其中，平等收錄。傳文簡要交待傳主生平，著重於往

生事件的描寫，在短小的篇幅中，以宗教行為、修行成果為敘述的重心，

展現淨土行者的生命精神；又採用神話語言與文學表現手法來塑造淨土

信仰者的群像，記錄宗教超自然的「真實」，建立一種修行典範的類型。 

往生傳的主旨在證明淨土實有，真實不虛；行者只要修持淨業，專

念阿彌陀佛與西方淨土，必能蒙佛願力，往生西方。《淨土聖賢錄》承

襲歷代往生傳的主旨，展現淨土的實在、瑞相的顯現、佛力的不可思議，

行者經由念佛等簡單的動作，終致不平凡的神聖事蹟，此即本錄不斷反

覆出現的靈驗主題。「靈驗」強調的是人所聞見的應驗效果，「感應」強

調的是人神交會的經驗過程，也就是所謂的「密契經驗」；密契經驗是

極其個人、難以檢證的體驗，有其神祕、特殊的性質。《淨土聖賢錄》

大量敘述虔誠信仰而得到的應驗經歷，藉以證明信仰的真實與功德，強

化淨土行者的信心。其中有不少篇章，使用夢的形式來表現傳記的關鍵

情節，展現超脫日常生活意識、時空的經驗，使人讀來具有神聖、迷離、

殊勝的感受。 

《淨土聖賢錄》四百多篇傳記中所記載的夢總共有一百二十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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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足見夢是往生傳記的重要情節之一。傳中常有多人同做一夢的情

形，有時是數人分別做類似的夢，有時則是群眾同時並做內容完全相同

的夢，因此本錄中做夢的實際人數與夢的數目遠遠超過一百二十，而如

此頻繁出現的描述是值得探討的。目前學界關於《淨土聖賢錄》的研究

不多，1僅有釋如石〈臨終瑞相之類型及宗教心理功能──以《淨土聖賢

錄》為主〉一文，提及夢有預演未來的功能，臨終夢見瑞相，就宗教心

理而言，隱含了行者對往生淨土的想像與期望心理。2作者從心理學的角

度探討了臨終瑞相的夢境，其他的夢境類型則尚未有相關的討論。因此

本文以《淨土聖賢錄》的夢境情節為討論範圍，首先全面蒐尋傳中夢境

的記錄予以歸類，考察夢境呈現的面貌；並探討宗教體驗之於淨土行者

的影響與意義；以及藉由夢境表現的靈驗事蹟，如何發揮勸信眾生的功

能，達到往生傳的編著目的。 

二、佛教的夢幻觀 
夢是一種人類普遍的生理現象，是所有人類共有的經驗。人人有

夢，卻又人各異夢，夢象的千變萬化、奇詭多樣是筆墨難以形容的。現

                                                 
1 目前學界關於《淨土聖賢錄》的研究多是關於生死學、臨終關懷的研究，有

釋慈廣，〈《淨土聖賢錄》往生研究及在臨終關懷之應用〉（新竹：玄奘大學宗

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年）；李明勳，〈宋代居士生死觀之現代意義──

以《淨土聖賢錄》為主的考察〉（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年）；釋如石，〈臨終瑞相之類型及宗教心理功能（上）、（中）、（下）──以《淨

土聖賢錄》為主〉，刊於《法光》229-231 期（台北：法光雜誌社，2008 年），

第 2-3 版；釋如石，〈從《淨土聖賢錄》反觀《觀經》「九品往生」之實踐效益

（上、下）〉，《法光》225-226 期（台北：法光雜誌社，2008 年），第 2-3 版。 
2 釋如石，〈臨終瑞相之類型及宗教心理功能（中）──以《淨土聖賢錄》為主〉，

《法光》230 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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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心理學視夢為人們潛意識的表徵，而在宗教、文學作品中，夢境的意

象經常被用以呈現某種特殊意涵。它被視為具有預示功能；是超自然力

量給予人類的一種「引導」；有時也被視為溝通陰、陽二界的橋樑。 

道教仙傳中，視夢為魂魄的活動，或以之為神仙顯靈的場域。佛教

不談魂魄之說，而有不同的看法。《大毗婆娑論》云：「夢名何法？答：

諸睡眠時心、心所法於所緣轉。彼覺已，隨憶能為他說，我已夢見如是

如是事，是謂夢。」3睡眠之時心意識產生種種精神活動，隨著所欲所想

而運轉，因而出現了種種夢境，夢醒之後，還能夠回想片段，轉知旁人，

這就是所謂的夢。世人多謂夢境虛幻，與現實人生成對比。佛教經典中

的夢不只一種固定看法，有時以之比喻虛幻，有時又視之為真實，因為

只要執持其中一種觀點，就有落入對立的危險。 

（一）以夢為喻 

佛典經常以夢為譬喻，《大智度論》卷六云：「如夢者，如夢中無實

事，謂之有實。覺已知無而還自笑。……人亦如是，無明眠力故，種種

無而見有。」4將夢中所見種種之喜怒哀樂視為真實，夢醒方知一切只是

幻象，人生也是如此，將一切現象執著為實，待覺醒時才知一切皆空。

《維摩詰所說經》十喻中說：「是身如夢，為虛妄見。」5意即色身無常

如夢一般，這是為破除我執而說。《金剛經》說：「一切有為法，如夢、

                                                 
3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卷 37，《大正藏》冊 27，no. 1545，頁 193
中。 

4 後秦‧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卷 6，《大正藏》冊 25，no. 1509，頁 103 中

-下。 
5 鳩摩羅什譯，《維摩詰所說經．方便品第二》，《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39 中。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五期 2011/3  206 

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6佛教經常詮釋一切有為法的

人生為「夢、幻、泡、影」，以夢來譬喻世間有為法，皆妄想所成，緣

起緣滅，虛妄不實；意指眼前所見皆為虛妄，了解緣起法則才能看透真

相。 

（二）夢為實相 

人世虛幻，與之對比的夢境反而成了顯露真相的場域。《大智度論

卷七五．釋夢中入三昧品》則由第一義諦角度來看夢與真實，認為「晝、

夜夢中等無異故」，7亦即若謂現實與夢有差別者即為妄見，故現實即夢。 

夢具有預示吉凶功能的說法亦見於佛教經典，《善見律》之「天人

夢」與《大智度論》之「天與夢」：「或天與夢，欲令知未來事」。8《大

毗婆沙論》之「當有夢」：「謂若將有吉不吉事，法爾夢中先見其相」。9而

做夢的五種原因之一：「由他力所」，皆謂天界神佛等之神祕力量，可以

透過夢境給與行者教導，並且能夠預知未來吉凶。《善見律》云：「何想

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或福德者，現善夢；罪障者，

現惡夢。」10夢不只反映今世，也和前世相關聯，是夢者福德、業障的

顯現，如此觀點，亦表明夢是真實的映現。 

夢幻觀也是一種禪觀法門，在眠夢中，能清楚洞悉夢境，甚至轉變

夢境；認證夢境的虛妄變化，在禪定間，能進入所謂夢的實相。因而夢

也就有了行者從世俗平凡的身分，跨越到神聖領土的一道門檻的意義。

                                                 
6 鳩摩羅什譯，《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大正藏》冊 8，no. 235，頁 752 中。 
7 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卷 75，《大正藏》冊 25，頁 587 中。 
8 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卷 6，《大正藏》冊 25，頁 103 下。 
9 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大正藏》冊 27，頁 193 下。 
10 唐‧道世，《諸經要集》卷 20，《大正藏》冊 54，no. 2123，頁 1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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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境中行者接受了來自神聖世界的指導，知曉人間修行的方法，而後

夢醒回到日常生活中，生活態度丕變，此時行者已從虛妄的人生真正「夢

醒」了。 

三、《淨土聖賢錄》的夢 
《淨土聖賢錄》有大量夢境的記載，往往在傳記情節中位居關鍵地

位，為預示主角未來的重要線索，甚至是整篇傳記的一個隱性主軸。以

下即一一討論《淨土聖賢錄》幾種不同類型的夢。 

（一）胎夢 

傳主出生前，其父母親人所作的夢謂之胎夢。一般認為，這是一種

可以預知胎兒性別或是未來命運的夢。依心理科學的想法，胎夢只是夢

的一種，並無特殊之處，然而中外歷代皇帝、名人或宗教領袖、聖徒都

有不少關於胎夢的記載，所以胎夢並不是往生傳中獨有的情節，然而不

同的宗教、文化傳統對於夢境有不同的詮釋，佛教往生傳中的胎夢必然

有其特殊的意涵。 

聖徒傳往往由模仿教主傳記而來，也就是佛傳的再現。佛陀的傳記

即有胎夢的情節，依《佛本行經》記載，摩耶夫人晝寢得一胎夢，夢見

一頭六牙白象鑽入右脇下，國王於是召請婆羅門占卜，得到了夢白象，

胎兒將來必當成佛的論斷。11 

在《淨土聖賢錄》中，胎夢的例子有二十個，其中有十九例是傳主

出生前，父母所做的胎夢，另一例則是傳主懷孕時所夢。做夢者以母親

最多，其次為父親，亦有父母同時做夢的例子。至於胎夢的內容則極為

                                                 
11 宋‧寶雲譯，《佛本行經》卷 1，《大正藏》冊 4，no. 193，頁 5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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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分別為：（隋）智顗的母親夢見五彩煙雲；（唐）端甫（770—836）

的母親夢見梵僧授予舍利令她吞食；（宋）知禮的父母夢見神僧送來佛

子羅睺羅；遵式的母親夢見吞食明珠；處謙之母夢見瑞雲入懷，懷孕三

年才生產；了然的母親夢見一僧人授予蓮花令她吞食之；如湛（？—

1140）之母夢見寶塔；子元（1166 後卒）的母親夢見佛入門；本空的母

親夢見神光遶室；（元）性澄（1265—1342）之母夢中見到日輪墮空；

必才（1292—1359）之母夢見梵僧入堂；善繼之母夢見神僧授以芙蕖；

（明）梵琦的母親夢見太陽墮懷；德清之母夢見觀音送來童子；仲光之

母夢見僧人以伽黎覆體；薛氏的母親夢見長庚入懷；（清）智旭的父親

夢見白衣大士授子；行策的父親夢中見到憨山入室；羅允枚的父親夢見

一位僧人請求寄居其家。而（宋）王氏夢金剛神以杵指其腹部，隨後產

下二子。12是唯一一個由傳主本人所做的夢。 

流傳民間的《周公解夢》等解夢書，將胎夢分為動物、植物蔬果、

大自然和金銀珠寶器物等類別，13並以夢的內容來預測生男、生女，或

視之為兒女將來權勢、財富的象徵，與佛菩薩相關的夢則只被解釋為吉

祥的預兆。雖然本錄只有二十個胎夢，但夢的內容卻極為豐富，夢中事

物往往暗示胎兒的來歷，或預示胎兒將來的成就。可大略分別為幾類： 

1、神聖寶物 
                                                 

12 以上分別見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no. 1549，頁 233 上、

243 上 、245 下、246 下、247 下、252 上、253 下、254 下、256 中、259 上、

261 上、262 中、263 下、270 下、272 中、273 中、277 上、311 下、302 中、

309 上。 
13 流傳民間的解夢書如《周公解夢》、《夢林玄解》等書，都將占夢內容分門別

類。竹林書局編，《周公解夢》（新竹：竹林印經處，1994 年，第 12 版）。明‧

何棟如輯，《夢林玄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收錄於《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子部七十（台南：莊嚴文化，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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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利子、寶塔、明珠、伽黎（袈裟）、金剛杵等，都是佛教崇拜的

聖物，被視為道行的象徵或用做儀式的法器。（唐）端甫曾夢見梵僧將

琉璃容器中盛滿舍利子讓他吞食，並且說道：「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自是經律論無敵于當時。」14可見舍利子代表的是精通經律論三藏的智

慧。 

2、往生的象徵 
蓮花（芙渠）、五色煙雲、瑞雲、神光等瑞相，是淨土行者往生的

象徵。依淨土經典記載，往生者將以蓮花的形態化生淨土，因此夢見蓮

華有暗示將修行淨業求得往生之意；且蓮花出淤泥而不染，有清淨之

意，佛菩薩皆坐蓮花座，所以夢見蓮花也有夢見佛、菩薩的意味。15而

五色煙雲、瑞雲、神光等莊嚴景象，都是往生時伴隨出現的瑞相。 

3、天體 

日輪、長庚星等天體，有崇高光明之意。《周公解夢》認為天體入

胎意謂出生兒的性別為男性，16但薛氏是女性，其母夢長庚，顯然不適

用這個解釋，且往生淨土後即無性別差異，因而象徵生男生女也就無差

別了。如依道教傳統，天上日月星辰為神祇，此夢可解釋為神祇入胎。17

依印度佛教文化則有不同的解釋，《佛本行經》記載： 

按典籍占夢，唯聽今諦說。女夢日光明入腹，因此懷妊生吉子。

                                                 
14 宋‧贊寧，《宋高僧傳》，《大正藏》冊 50，no. 2061，頁 741 中。 
15 劉文英、曹田玉著，《夢與中國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463。

作者且認為夢見佛出行時之傘蓋，亦意謂夢見佛。 
16 《周公解夢．天地日月星辰第一》謂：「吞日月當生貴子」、「星入懷主生貴子」，

故有夢天體可得男的說法。 
17 今日民俗、宗教學者視太陽神、月神、星神的信仰為源自原始時代天體崇拜

的一種表現，天體入懷之夢或可做相關的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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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赫照普地界，其子德尊主十方。18 

意謂夢日光入胎，是吉祥的徵兆，將來所生之子將如日普照，身分

顯赫。而在《過去現在因果經》中也有類似的解釋，世尊過去世為善慧

比丘時曾做了五個奇特的夢，其中第四夢為手執太陽，第五夢為手執月

亮，普光如來為其解夢：  

爾時普光如來答言：「……夢手執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

夢手執月者以方便智入於生死，以清涼法，化導眾生，令離惱熱。

此夢因緣，是汝將來成佛之相。」19  

普光如來謂夢中見日，有智慧光明，普照法界之意，預示世尊將來

必能以般若智慧度化眾生。夢見月亮亦有相同的意義，不同的是太陽象

徵般若智慧，月亮象徵方便智、清涼法門，作了此夢，是將來成佛之兆。

可知於佛教文化中，夢見光明天體，是智慧光明，教化眾生，當來成佛

的象徵。 

4、聖人、高僧 

《淨土聖賢錄》胎夢中所見的聖者包括佛、羅睺羅、梵僧、觀音（白

衣大士）所授之子、憨山、僧人。夢見佛、菩薩，暗示佛陀降生人間或

菩薩乘願再來，將他一生的修行示現與眾生，以其獲致得生極樂的成

果，來顯示往生淨土真實不虛。夢見高僧、聖人等，則表示傳主前世已

為僧人，宿世修行有成，此世投胎轉世繼續修行，終將得生淨土，為淨

土行者的典範。 

神聖的胎夢有時也和父母自身的修行有關，如（宋）王氏的胎夢： 

                                                 
18 寶雲譯，《佛本行經》卷 1，《大正藏》冊 4，no. 193，頁 58 上。 
19 宋‧求那跋陀羅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 1，《大正藏》冊 3，no. 189，頁 622

下-6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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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明州人，日持《金剛經》，懷孕二十八月，羸瘦日甚。偶

倚門立，一異僧過之，謂曰：「汝有善根，何不印施《金剛經》

千卷？」王氏從之，又齋千僧，誦《金剛經》千卷。至夜三更，

見金剛神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男在床矣。20 

王氏懷孕二十八個月仍無法生產，直至一位怪異僧人開示布施《金剛經》

千部，王氏依言而行後，才夢見金剛神以杵指其腹部，終於順利產下二

子。王氏懷孕早已足月，卻遲未生產，暗示了腹中胎兒的特殊。而王氏

能有偶遇異僧的機緣，乃因多年持誦《金剛經》的功德所致。而後王氏

印製《金剛經》千卷布施，又齋千僧，誦經千卷，終於功德圓滿，金剛

神示現夢中，助她順利生產。21這段文字雖有宣揚《金剛經》功德之意，

但在本錄中，王氏這一段精進修持，則是後來促成她能夠往生淨土的因

緣之一。 

其他如智旭的父親平日持誦大悲咒，感得觀音送子；必才的母親趙

氏平日即篤信佛法；知禮的父母曾在佛前求子；了然的母親在佛菩薩前

求子，後來夢見僧人令她吞食蓮花，並預告了然將來必當出家。22凡此

都說明了能成為未來淨土聖賢的父母，能做如此神聖胎夢之人，多是虔

誠的佛教信仰者。而這些出生前預示胎夢的孩子，成長後果然有其特殊

作為，例如性澄四歲時即能畫佛像、持誦佛經；善繼出生後即能開口說

話，和母親一同念佛；智顗出生之時室內一片光明，眼有雙瞳，入睡必

                                                 
20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309 上。 
21 王氏因此夢一舉得二男，若依一般密教信仰者的角度來看，可能會認為金剛

杵是生男的象徵。 
22 以上分別見：同註 20，頁 273 中、261 上、245 下、2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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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掌，坐時面向西方，23在在顯現他們異於常人之處。 

往生傳中提及的胎夢皆是祥瑞之兆，以其預示了傳主將來必定修行

有成，往生淨土，而聖者的出生瑞相，更加強其有別於常人的神聖性。

不同的文化傳統對於胎夢有不同的解讀，佛教往生傳中的胎夢自然賦有

佛教文化的意義。 

（二）見佛與聖眾、淨土的夢 

「神聖顯現」（hierophany）的宗教經驗，是一種「與神聖共融交往」

的經驗，依利亞德稱之為「神聖向我們顯示出他自己」。24而見佛的經驗

即是佛力的顯現，對於淨土行者來說是一種往生淨土的保證。 

感見佛的色身謂之見佛；而領解佛心、證悟佛法亦可稱為見佛。佛

滅後，信徒於佛塔追思時即逐漸浮現見佛的企盼，及至十方諸佛的信仰

興起，見法者即見法身佛的般若思想形成，二者結合的形態即體現於初

期大乘佛典《般舟三昧經》。《般舟三昧經》謂修行三昧即能於定中見

十方現在諸佛，其中〈行品〉為了說明十方有佛，修習可見，乃以念西

方阿彌陀佛為例證： 

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塞、優婆夷持戒完具，獨一處止，心念

西方阿彌陀佛，今現在隨所聞當念，去是間千億萬佛剎，其國名

須摩提，在眾菩薩中央說經，一切常念阿彌陀佛。……若沙門白

衣所聞西方阿彌陀佛剎，當念彼方佛，不得缺戒，一心念，若一

晝夜，若七日七夜，過七日以後，見阿彌陀佛，於覺不見，於夢

                                                 
23 以上分別見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59 上、262 中、233

上。 
24 伊利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北：桂冠圖書，2001

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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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見之。……是菩薩摩訶薩不持天眼徹視，不持天耳徹聽，不持

神足到其佛剎，不於是間終生彼間佛剎，乃見，便於是間坐見阿

彌陀佛，聞所說經悉受，得受三昧中悉能具足，為人說之。……

如是颰陀和菩薩於是間國土，聞阿彌陀佛數數念，用是念故，見

阿彌陀佛。見佛已，從問，當持何等法，生阿彌陀佛國？爾時阿

彌陀佛語是言：菩薩欲來生我國者，常念我數數，常當守念，莫

有休息，如是得來生我國。25 

此經文包含了見佛思想及阿彌陀佛的信仰，指示了阿彌陀佛的極樂國土

所在，以及憶念阿彌陀佛的方法；不論出家或在家行者，能一心專念阿

彌陀佛七日夜，即可見佛，不能於覺時見，亦能於夢中見，常念不斷，

即可往生淨土。亦即專注一心憶念阿彌陀佛，便能進入現前三昧（或稱

念佛三昧），達到現世定中見佛的目的。由於本經舉阿彌陀佛為例，念

佛方法具體，故而在淨土思想發展初期，佔有重要地位。 

《般舟三昧經》直承般若思想，又啟發日後淨土念佛法門。修習

般舟三昧能於定中見佛，亦即憑藉三力：佛力、三昧力、本功德力，

即能現世於定中見佛。行者修集念佛功德，即是其善根功德的表現。由

自力與他力的立場來看，佛加持力屬於他力；行者之自善根力為自力；

而三昧力則是將自力、他力結合的一種作用。26其後較晚譯出的淨土經

典《阿彌陀經》、《大阿彌陀經》等則較偏重臨終見佛往生，念佛法門

從現生自力可證，日漸徧重於臨終他力接引的方向發展。 

經典中所說的念佛方法，大致有：念佛名號、念佛相好、觀像念佛、

                                                 
25 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昩經》，《大正藏》冊 13，no. 417，頁 905 上。 
26 釋惠空，〈諸佛感應論〉，《第二屆兩岸禪學研討會論文集》（台中：慈光禪

學研究所，1999 年），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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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佛功德、念佛法身等五種。依念佛方法及所據理論不同，所感應的境

界便會不同，如《觀經》所說：觀想佛像則佛像成就；《大方等大集經．

賢護分》說：觀佛或思惟觀想，則能面見西方大眾或見己身在西方，彌

陀現前問答；《彌陀經》則稱持名念佛可蒙佛接引。27因此不同根機的眾

生依不同的法門見佛的景象有所不同。而關於所見之佛身，亦因個人修

持深淺、禪定的境界而有差異。據《大乘起信論》所載，二乘及凡夫依

分別事識，見佛之應身；諸菩薩依業識，見佛之報身。28《華嚴經》更

列出十種見佛，宣稱見佛之益。29淨土經典中亦區別九品往生的不同景

象，足見不同修為的行者所見的佛境界是不同的。 

《淨土聖賢錄》諸傳關於見佛的記載，有現世見佛、臨終見佛和往

生見佛三種不同的見佛時刻。現世見佛表示修行有成，將來必生淨土，

有定中見佛和夢中見佛二種狀態。30臨終時刻對淨土行者來說有特別的

                                                 
27 釋惠空認為在大藏諸經中，唯識緣起、中道性空緣起、如來藏緣起、法界緣

起，都可以建立各自見佛的理論，但是屬於如來藏唯心系統最多。可能是在

詮釋感應問題上比較方便，因為它直接提出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說法。

見佛境界有很多的差異性，而且有淺深的不同。臨命終蒙佛接引較淺；能親

與佛問答、見自己在西方中、或見十方佛現前則較深，而這些淺深不同的境

界，則是依據我們的方法、理論、智慧、用功程度而決定的。參考釋惠空，

〈諸佛感應論〉，《第二屆兩岸禪學研討會論文集》（台中：慈光禪學研究所，

1999 年），頁 379-380。 
28 梁‧真諦譯，《大乘起信論》，《大正藏》冊 32，no. 1666，頁 579 中-下。 
29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 列出安住世間成正覺佛無著見、

願佛出生見、業報佛深信見、住持佛隨順見、涅槃佛深入見、法界佛普至見、

心佛安住見、三昩佛無量無依見、本性佛明了見、隨樂佛普受見等十種見佛。

（《大正藏》冊 10，no. 279，頁 308 上） 
30 慧遠在《大乘大義章．問念佛三昩并答》質疑：《般舟三昩經》念佛章所説的

定中見佛的真實與否，鳩摩羅什則説明三種見佛三昩，定中見佛雖和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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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在《淨土聖賢錄》中可以見到二種狀況，一種僅提及臨終之日

見到佛與聖眾；一種則明確地提到佛與聖眾降臨迎接傳主往生。往生見

佛即指往生至淨土見佛，因修行功德的差異，而有不同的所見。前二類

是《淨土聖賢錄》傳記的描述重點，往生見佛的描述則較為少見。而傳

主所見除了諸佛菩薩外，還有來自極樂世界的聖眾，以及淨土境界的顯

現，以下即依各種不同狀況來討論本錄夢中見佛之宗教經驗。 

1、修行有成的明證──現世夢中見佛 
占夢書《夢林玄解》認為夢見佛菩薩是誠心所感或天機所現，做夢

者的誠心信仰，感得諸佛旨意現於夢中。31以阿彌陀佛信仰而言，誠心

是必要條件，至於天機則當作別解。《無量清淨平等覺經》云： 

當去家、捨妻子、斷愛欲，行作沙門就無為道，當作菩薩道，奉

行六波羅蜜經者，……齋戒清淨，心無所貪慕，至精願欲生無量

清淨佛國，當念至心不斷絕者，其人便今世求道時，則自於其臥

睡中，夢見無量清淨佛及諸菩薩阿羅漢。32 

此文針對上輩往生者勸說，凡作沙門，奉行六波羅蜜，齋戒清淨，願生

                                                                                                                   
都是依於唯心的憶想分別，但憶想分別其實也是一種緣起法，決不只是虛妄

而已。羅什視見佛三昩，又名之為念佛三昩。《大正藏》冊 45，no.1856，頁

134 中。 
31 何棟如輯《夢林玄解》認為夢見神仙、諸佛象徵的是：「夢見佛、菩薩者，

凡事利吉。」「夢見佛者，主親有壽、妻有子，事事逢凶化吉。」「夢見諸

佛、僧人至家，主有降福之兆。」而做夢的原因是因為：「或誠心所感，或

天機所現。」參見：〈夢占．佛仙〉，《夢林玄解》卷 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七十（台南：莊嚴文化，1995 年），頁 331。 
32 後漢‧支婁迦讖譯，《佛說無量清淨平等覺經》卷 3，《大正藏》冊 12，no. 361，

頁 2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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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量清淨佛國，當念至心不斷絕者，即能於夢中見佛。《大阿彌陀經》

的說法也相同，上輩「自然於其臥止夢中，見阿彌陀佛及諸菩薩阿羅漢。」

中輩「亦復於臥止夢中，見阿彌陀佛。」33二經都認為上、中輩的行者

可於現世夢中見佛。 

《淨土聖賢錄》記載，傳主在生前的日常生活或修行活動期間，曾

夢中見佛菩薩及聖眾的例子共有二十七個，夢中見到的有阿彌陀佛、佛

或西方三聖，聖眾則包括觀音、普賢、普慧、功德天、神人、地獄主、

梵僧、關公、大勢至、神僧、天神等。夢見阿彌陀佛（無量壽佛）有三

例，西方三聖有三例，不知名號的佛一例，其餘的例子則只夢見其他聖

眾。一般認為夢中見佛較定中、明了意識見佛者的修持為淺，34但依本

錄看來，夢中見佛亦屬不易，見到其他聖眾的可能性比較高，顯示行者

的修持境界有深淺的差別。（宋）靈照（1028—1082）之例： 

先後數歲中，遇春首，必開淨業社，與者二萬人，輒多獲驗。嘗

於夢中見三聖儀相，跪而問曰：「靈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

克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不遠，有願即生。」又誦經深夜，

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普賢像，誦經萬部，以嚴淨業。35 

靈照曾於夢中見西方三聖莊嚴相好，並趁機詢問觀世音菩薩：一生持誦

大乘經典，期望往生淨土，能如願否？觀音給予肯定回應。又一次誦經

至深夜，夢見普賢菩薩現身，醒來之後，靈照發心造普賢聖像，並誦經

                                                 
33 吳‧支謙譯，《佛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大正藏》冊 12，

no. 362，頁 310 上。 
34 釋慧嚴，〈彌陀淨土信仰對漢儒內心世界的影響〉，《中華佛學學報》14 期

（台北：中華佛學研究所，2001 年），頁 161-163。 
35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48 上-中。 



 

                 《淨土聖賢錄》的夢研究 

 
 

 217 

典一萬部。靈照兩次夢見菩薩，前夢得到觀音對他淨行法門的肯定，此

後誦經益勤；後夢則讓他發心塑造普賢聖像，持誦經典更為精進。（宋）

宗賾（約 1053—？）傳云： 

乃遵廬山之規，建蓮華勝會，普勸僧俗，習西方妙觀。其次專持

佛名，迴向發願，期生淨土。……賾一夕夢一烏巾白衣，風貌清

美，可三十許，揖謂賾曰：「欲入蓮華會，求書一名。」賾乃取

會錄問曰：「何姓名？」答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

兄亦求書一名。」曰：「令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遂隱。

既覺，謂諸耆宿曰：「《華嚴經．離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

助揚佛法，吾今建會，共期西方，感二大士幽贊，乃以二大士為

會首。」於是遠近皆嚮化焉。36 

宗賾創建蓮華勝會，普勸僧俗大眾，因而感得聖夢。夢中普慧、普賢菩

薩報名入會，夢醒，宗賾感念二菩薩贊助，將之列為會首。二菩薩示現

夢中，有肯定宗賾持名念佛、創辦念佛會功德之意，而菩薩入會之舉則

感化更多信眾，強化宗賾宣揚淨業之效。（清）羅允枚的經歷也和宗賾

相似，羅氏歸心淨土，兩度於病危之際，得到延壽的奇蹟。病癒之後，

他在淨土宗風衰微的州裡首創念佛社，一時蓮風大盛。37又如（宋）陶

氏傳： 

陶氏，常熟人，喪偶獨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大士以蓮華

授之。又夢梵僧授經一卷，啟之，乃《阿彌陀經》也。既覺，取

經誦之，宛如夙習。一夕室中有光，朗然若晝，阿彌陀佛現身立

                                                 
36 同註 35，頁 249 中。 
37 同註 35，頁 30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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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函上。由是持誦益虔，經卷上舍利迸出，積至合餘。38 

陶氏經常持誦〈普門品〉，一日夢中見觀音授予蓮花，隨後又夢一梵僧

授與《阿彌陀經》，持誦多日後，赫見阿彌陀佛現身於經函之上，陶氏

更加虔誠誦讀，經卷上竟又迸現大量舍利子。此傳強調了《阿彌陀經》

的殊勝，及持誦經典的功德，陶氏因此得以一再地夢見佛菩薩，並見到

種種異象。而夢中見《阿彌陀經》，夢醒之後果然得到經書，將夢境與

真實連接了起來，顯示夢與真實並無二致，夢中所見果為實相。（宋）

大善寺行童的夢： 

大善寺行童，常隨師善輝持誦佛名。一夕，夢婦人持數珠示之，

童曰：「欲得一串，恨無錢買耳！」婦人曰：「我當與汝，汝可開

口。」即以數珠投口中。童寤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

授汝念佛三昧也。39 

大善寺行童夢見大勢至菩薩投念珠入其口，夢醒，其師解夢，乃菩薩授

行童念佛三昧。行童因常持誦佛名，因緣成熟，而有此功德，夢中行童

主動向大勢至菩薩要求念珠一串，亦暗示了他願求佛法的決心。而菩薩

授其夢中定，顯示因菩薩加持的佛力，加以行童自身持名念佛的功德

力，才成就行童的夢中所見。 

這些神聖的夢並非偶然而做，行者在夢見佛菩薩、聖眾前都經歷一

段時日的修行，如靈照、宗賾、羅允枚創辦念佛淨社，行童持念佛名，

陶氏持誦經典，才得以在夢中見到佛菩薩聖眾，得到祂們的印證、肯定。

夢中所見能令行者有所領悟，夢悟需要慧根與善功德，以及長期的修行

                                                 
38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310 上。 
39 同上註，頁 30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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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不同於一般偶然的夢見佛菩薩，見佛的夢，乃宗教實踐所成，是

念願造成的一種神祕的宗教經驗。而見佛的體驗中，阿彌陀佛慈悲的救

濟者的絕對性是被強調的，形成救濟者與被救濟者的二元對立，40藉由

不可思議的夢中境界，來強化佛的本願（他力）和被救濟者的信心（自

力）的重要。此類靈應經驗也使行者更加確信所修法門正確無誤，因此

覺醒之後，往往積極作為，更為誠篤精進，顯示靈應之夢給予信眾的影

響深重。傳主長期的修行還使他們獲得其他功德，如羅允枚得到病癒延

壽的機會；大善寺行童得念佛三昧；陶氏得到修法的指導，讀誦《阿彌

陀經》，凡此皆通過夢的形式完成。 

眾生有善根感動之機，佛應之而來，見佛代表的是修行有成。《淨

土聖賢錄》定中見佛者多為比丘，比丘禪定的功夫較一般信眾高深，定

中見佛有賴三昧力與本功德力，若無高深的禪定修持無法達到。而傳主

多在日常明了意識中見到佛與聖眾，夢中見佛者相較之下是比較少的。

依本錄而言，無論於何種情況下見佛與聖眾，皆需行者的修為與佛力加

被才得見聖境，不僅肯定了行者的修行成就，也導向往生淨土的功德。 

2、往生的保證──臨終見佛 

有別於平日的見佛，臨終時刻見佛幾乎可以保證不再退轉，確定往

生。臨終前見佛，亦有定中、夢中和明了意識中見佛三種，定中見佛者

依然較少，全為比丘，明了意識中見佛者最多，夢中見佛者有十二例。

和現世平日見佛不同的是，臨終所見為阿彌陀佛，未有見他佛的例子，

所見聖眾則有來自西方淨土的聖眾和往生西方的聖賢。（宋）宗坦（1039

－1114）傳云： 

                                                 
40 藤吉慈海，〈見佛と三昩〉，《印度學佛教學研究》34 卷 1 號（東京：日本印

度學佛教學會，1980 年），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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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四年四月二十七日，夢中見阿彌陀佛告曰：「汝說法止六日，

當生淨土。」覺而白眾，次日講唱不輟。至五月四日後夜，自知

時至，鳴鐘集眾……。41 

宗坦夢見阿彌陀佛告知將於六日之後往生淨土，宗坦講經說法不輟，果

然如期往生。此夢預知往生，且往生日期明確，由阿彌陀佛親口告知，

確定無疑。（宋）了然（1077－1141）夢見二龍化身為神人告知七日後

必往生淨土，亦為預知往生的夢。42（宋）若愚之夢（1055－1126）： 

釋則章與愚為友，同修淨行。章既歿，愚夢神人告曰：「汝同學

則章得普賢行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汝。」愚乃沐浴更衣，

命眾諷《觀無量壽佛經》，端坐默聽，誦畢，忽云：「淨土現前，

吾其往矣！」43 

若愚在同修則章往生後做夢，夢中神人告知則章已往生淨土，正待好友

前往。此夢之意有二，一則證實則章往生淨土，一則預告若愚即將往生。

待若愚醒來，做好往生的準備，隨即往生淨土。了然、宗坦和若愚三人

都相信夢境所見，夢醒之後，皆立即集眾說法，交待後事，著手往生前

的準備。夢中天龍、神人則是來自西方淨土的使者，顯然預告傳主往生

消息是他們的任務。 

除了傳主所夢，《淨土聖賢錄》也有二篇傳記敘述傳主臨終之前，

由旁人所做的聖夢，（宋）了義傳： 

一夕祥夢義來別云：「西歸矣！」復見佛菩薩，授以金臺。越三

                                                 
41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51 上。 
42 同上註，頁 252 上。 
43 同上註，頁 25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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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44 

了義往生前三日，同修祥公夢見了義前來道別，告知將往生西方，夢中

祥公又見佛菩薩授予了義金臺，果然三日後，了義含笑而去。此夢不但

預示了義即將往生，往生品位亦明確可知。（宋）閻邦榮往生前數日，

其子夢見阿彌陀佛光照室內，幾日後，閻邦榮往生。45此類由同修與家

人所做預示傳主即將往生的夢，不同於傳主個人的神祕體驗，傳主以外

的人來證實傳主的往生更能取信讀者。 

3、臨終見佛與聖眾來迎 

臨終見佛和佛來迎的意義相同，只是後者有召喚、來迎的行動。臨

終時刻，佛與聖眾親臨迎接往生者至淨土，是所有淨土信仰者心之所

願，也是淨土經典一再宣說的阿彌陀佛與信仰者之間的承諾。《無量清

淨平等覺經》第十八願云： 

我作佛時，諸佛國人民有作菩薩道者，常念我淨潔心，壽終時，

我與不可計比丘眾飛行迎之，共在前立。46 

《大阿彌陀經》也對上輩人說：「其人壽命欲終時，阿彌陀佛即自與諸

菩薩阿羅漢，共翻飛行迎之。」中輩人則「阿彌陀佛即化，令其人目自

見阿彌陀佛及其國土。」47較早出的《清淨平等覺經》、《大阿彌陀經》

都提到淨土行者臨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前或接引往生者至極樂

淨土。較晚出的《無量壽經》和《大寶積經．無量壽如來會》則說上輩

                                                 
44 同上註，頁 257 上。 
45 同上註，頁 296 中。 
46 支婁迦讖譯，《佛說無量清淨平等覺經》，《大正藏》冊 12，頁 281 下。 
47 支謙譯，《佛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大正藏》冊 12，no. 

362，頁 3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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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終真佛來迎」，中輩「臨命終時，化身佛來迎」，下輩「臨命終時，

如在夢中見無量壽佛，定生彼國」，48二經說法相同，上、中輩都能於臨

終見佛來迎，但所見有真佛、化佛的差別，而下輩只能於夢中見佛。以

上四部經典關於臨終來迎的描述極為簡略，《觀無量壽佛經》始較為詳

細地描述三品九輩往生時，阿彌陀佛與聖眾來迎的情形，給予後世淨土

行者關於臨終來迎更多的期待與想像。 

《淨土聖賢錄》中行者臨終時見到的來迎聖眾有幾種組合，其中單

獨見到阿彌陀佛的最多，其次為只見聖眾，再次為西方三聖同時現身。

見佛的狀態有二，一是親眼目賭，一為夢中所見。夢中見佛，只有七例，

其中六例為傳主所夢，一例為旁人所夢。（宋）左伸夢西方三聖前來迎

請，坐上法船： 

紹聖二年秋，有疾，命其子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已而夢三

偉人立江皋，召伸登舟，瞥然西邁。伸知往生有期，乃請僧誦《阿

彌阿經》，遽曰：「我已見佛光。」……端坐結印而化。49 

左伸夢中的三偉人應是西方三聖，三聖召其上船，快速航向西方世界。

左伸心知自己即將往生，隨即於誦經聲中見到佛光，端坐往生。（清）

余氏同樣夢及法船接引： 

年七十，夏秋之交，夢遊一池畔，池中有船，載比邱尼、優婆夷

十數人。中有一人招余氏云：「西方去！」余氏自念言：「此時不

去，待歲晚可耳！」招者遽云：「且待後船！」至九月六日，夢

阿彌陀佛現身接引。既覺，自知時至，……念佛彌切，內外俱聞

                                                 
48 唐‧菩提流志譯，《大寶積經．無量壽如來會》，《大正藏》冊 11，no. 310，

頁 98 上。 
49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9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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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香。至十一日清晨，索水沐浴，更新衣，趺坐稱佛名，有頃，

右脅而逝。50 

余氏二度夢及接引，第一夢只見聖眾及其他往生者，余氏並未上船一同

往生；第二夢見阿彌陀佛親自接引，余氏醒來後才念佛往生。若以品位

而言，第二夢彌陀親迎勝過第一夢，余氏捨前夢之往生機會，當為等待

更高的品位。余氏可自擇往生之日，且短短數日，其念佛功德即可提昇

至蒙阿彌陀佛親自接引，精進的程度可知。 

其他的例子又如（東晉）僧濟夢阿彌陀佛接引，置其於掌中，遍至

十方世界；51（宋）法宗夢阿彌陀佛及聖眾垂手接引；52（宋）晤恩夢章

安灌頂大師手持金爐焚香，繞行室內三周，接引晤恩至西方；53（宋）

朱氏夢三比丘持蓮花來迎，54皆為傳主臨終來迎夢的呈現。唯一做夢者

非傳主的例子是（東晉）〈慧虔傳〉： 

慧虔，……寢疾，自知將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北寺

有尼名淨嚴者，宿德有戒行，夢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狀，

光映日月，幢幡華蓋，七寶莊嚴。淨嚴作禮問曰：「不審大士何

所之？」答云：「往嘉祥寺迎虔公。」虔亦預睹聖相，疾雖綿篤，

神色如平日，侍者咸聞異香。頃之入寂，道俗聞見者莫不歎羨。55 

做來迎夢的並非傳主慧虔本人，而是比丘尼淨嚴，二人互不相識。

                                                 
50 同上註，頁 314 下。 
51 同上註，頁 229 下。 
52 同上註，頁 251 下。 
53 同上註，頁 245 上。 
54 同上註，頁 310 下。 
55 同上註，頁 22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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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嚴之夢，景象莊嚴清晰，夢中觀世音菩薩自西來迎，隨身之幢幡寶蓋，

七寶而成，清淨殊勝，光明映照。而同一時間，臨終的慧虔也目睹觀音

聖相，隨後往生。二人夢中、夢外，所見相同，淨嚴成了慧虔往生的見

證者，而淨嚴能有此夢，以其宿具德行且戒行嚴謹，如此修為才能得此

夢境。 

臨終時刻見佛來迎是淨土經典一再保證的，也是所有淨土行者最期

待見到的景象。見到來迎聖眾可確定必然往生淨土，絕不至於在往生的

重要時刻迷失方向，誤入惡道。 

（三）遊他界的夢 

《淨土聖賢錄》有不少遊歷他界的描寫，此世界以外的時空，包括

淨土、地獄或其他未知之處，謂之為他界。遊歷的形式或在夢中，或在

定中，乃至冥界遊歷死而復生等情節，都呈現於本錄。其中藉由夢境遊

他界者，計有遊淨土者十一人，遊冥界者一人，以及夢遊不知名的境界

者三人。 

1、夢遊淨土 
《淨土聖賢錄》中夢遊淨土的描述有詳有略，其中極為簡略的例

子，如（唐）慧才的夢：「慧才，……一夕夢至寶閣宮殿，有告之曰：『淨

土中品，汝所生也。』」56慧才之夢預知往生品位，傳中只提及他身處淨

土世界的寶閣宮殿中，並未對淨土有較為詳細的描述。（明）真清之夢

亦類同，僅以「琳宮綺麗，寶樹參差」二句描述淨土所見。57（晉）劉

程之的淨土夢則有較清晰的感受描寫： 

他日又夢入七寶池，見蓮華青白色，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

                                                 
56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48 上。 
57 同上註，頁 26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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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

及寤，異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58 

劉程之夢至七寶池，中有未開青蓮，經佛指示飲用了蓮池中的八功德

水，十分甘美可口，醒來之後全身散發異香，是他曾遊歷淨土的證明。

劉程之的夢不只是尋常的夢而已，而是一趟真實的旅程。以凡身能到淨

土，還可飲用八功德水，表示他已有進入淨土的條件，未開青蓮表示仍

須再修行，此為鼓勵行者再多加精進即可往生的夢。 

若行者本身的功德力不夠，即需要依賴他力，如（宋）李彥通： 

李彥通……一日得疾，云：「我夢遊淨土，見二門扃鎖甚固，適

遇僧宗利，開門引入，見樓閣中佛與菩薩，吾將去矣！」59 

（宋）李彥通雖來到淨土之地，卻不得其門而入，後來遇到高僧宗利，

才為他開門引進，見到佛菩薩。此夢暗示李彥通修行雖已見成果，但還

不到登堂入室的程度，若能有善知識指點，即可遂其所願。而夢中見高

僧宗利，也間接藉由夢境證明宗利已往生淨土。 

本錄夢遊淨土較為詳細的篇章為（宋）王氏的經歷： 

越國夫人王氏，……導諸妾婢并志西歸，中有一婢獨懈慢，夫人

曰：「不可以爾一人壞我規矩。！」擯之，婢悚悔，遂發憤精進，

久之弗倦。一日謂同事曰：「吾其行矣！」夜聞異香滿室，無疾

而逝。越宿，同事者告夫人言：「夜夢化去之婢，令致謝夫人，

幸蒙訓責，得生西方，感德無量。」夫人曰：「彼能入我夢，乃

可信爾。」其夕，夫人夢婢致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

                                                 
58 同上註，頁 284 下。 
59 同上註，頁 3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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婢曰：「可！」遂導夫人行。頃之，見一大池中有蓮華，大小間

錯，或榮或悴，夫人問其故？婢曰：「世間修西方者，纔發一念，

此中便生一華，勤惰不同，榮悴亦異，精進者榮，怠廢者悴。若

歷久不息，念熟觀成，形消神謝，決生其中。」中有一人朝服而

坐，寶冠瓔珞，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婢曰：「楊傑

也！」又一人朝服而坐，其華頗悴，夫人又問何人？曰：「馬圩

也！」夫人曰：「我當生何處？」婢導之行，可數里，望見一華

臺，金碧晃耀，光明洞然。婢曰：「此夫人生處，乃金臺上品上

生也！」既覺，悲喜交至。60 

王氏侍妾在王氏鞭策之下勤修淨業，往生之後，侍妾托夢予同事，向王

氏表達感謝督促修行之意。然此非王氏親身體驗，若往生侍妾入其夢

中，始能相信。當晚，侍妾果然入夢，致謝感恩之餘，且引導王氏體驗

一段淨土之旅。至淨土蓮池畔，侍妾向王氏解釋為何蓮花大、小、枯、

榮，姿態各異。乃因往生西方淨土的行者，一旦發願修行，淨土蓮池即

相應生出一朵蓮華，屬於精進修行者的蓮花美麗茂盛，怠惰荒廢者的蓮

花則衰殘枯萎，待修行成熟，離世時至，神識即往生於所屬蓮花。其後

又見二位坐蓮花之往生者，一為楊傑、一為馬玗，楊傑身相莊嚴，而馬

玗所坐蓮花衰殘。侍妾又引導王氏見己將往生之上品金色蓮臺，令王氏

又悲又喜。這段淨土行的描寫並未提及淨土景觀如何，只將焦點集中於

蓮池，一旦發願修淨土行，淨土中即會相應地開出一朵蓮花。王氏見到

屬於自己的蓮臺，預見自己的往生、品位，還看到同時代二位往生王臣

楊傑、馬圩。根據楊傑、馬玗的傳記所載，王氏夢遊淨土時，楊傑已經

往生，因此楊傑身穿官服，戴著寶冠瓔珞，相貌莊嚴。而馬玗當時尚在

                                                 
60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307 中-307 下。 



 

                 《淨土聖賢錄》的夢研究 

 
 

 227 

人世，處於修行階段，雖有一朵相應而生的青蓮，卻顯現衰殘之相。61有

蓮花相應而生，表示淨土修法真實可行，然非就此決定必然往生，怠惰

鬆懈仍然可致蓮花淍萎，前功盡棄。王氏不相信他人所夢，自身經歷的

神秘體驗始令她深信不疑，而夢中楊傑、馬玗的蓮臺，則更增添遊歷的

可信度。 

行者能夠夢遊淨土，顯示經長久修行，已具備進入淨土的條件；或

蒙佛力加被，而能有此殊勝經歷。預知自己往生；或預知、證明他人的

往生；或見到欣慕已久的淨土，證實自身修行法門為正道，而醒來後轉

述經歷，做夢者更成為現身說法勸信眾生的淨土使者。 

2、夢遊冥界 
本錄夢中遊冥界的例子只有一個，（明）楊嘉褘傳曰： 

俄疾作，夢遊地獄，見地藏菩薩於冥陽殿。覺而放諸生物，延僧

誦經、唱佛號，已而謂人曰：「吾將逝矣，青蓮華現吾前，非淨

土境乎？」62 

楊嘉褘於病中夢遊地獄，見地藏菩薩，醒後施行放生淨業，延請僧人誦

經、念佛，隨即淨土現前，往生西方。夢境的描述極其簡略，但由傳主

覺醒之後的做為看來，地獄一遊帶給他疾病現前，把握時間求生淨土為

上的啟示，因而展開一連串的淨業行，唯恐錯失修行良機，墮入惡道輪

迴。 

3、夢遊其他境界 

除了遊歷淨土和冥界之外，還有一些淨土行者來到不知名的境界，

                                                 
61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的〈楊傑傳〉和〈馬玗傳〉，都記載了荊王夫人遊淨土

的事蹟。（同上註，頁 286 上） 
62 同上註，頁 29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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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道珍的夢： 

道珍……作彌陀觀，然心尚猶豫。一夕夢有人乘船大海中，云：

「往阿彌陀佛國，珍願隨去！」船人云：「汝未營浴室及誦《彌

陀經》，淨業未成，未可去也！」63 

道珍平日修彌陀觀，一日，夢見海上有船航向西方極樂世界，道珍欲追

隨而去，卻遭拒絕，船上人告知以其尚未營造浴室供僧，也未持誦《阿

彌陀經》，淨土功業尚未圓滿，往生時刻未到。夢見往生淨土的法船，

地點當為此界往淨土的交界處，道珍的淨土因緣雖未成熟，然於夢中得

到淨土法門的教導，可見道珍之修為已有相當程度。又（清）姜見龍傳

云： 

姜見龍，字元標，吳縣人。嘗倡設義冢，埋諸暴骼。歲饑，捐金

以賑，家遂中落，習眼科以自活。初好長生術，一夕夢至一所，

巉崖幽谷，陰風颯然。急覓路行數里，忽見天日，幢幡蔽空，寶

輿中一人趺坐，身金色。見龍請曰：「夙生罪障，誤入險塗，願

見救拔。」輿中人言：「汝能發願否？」見龍稽首曰：「願從今日，

作佛家奴。」輿中人言：「甚善！明日當有比邱導爾修行，慎勿

錯過。」言畢，頓失所見。及旦，果有一僧款門而入，為言：「修

行之要，無過念佛，能念佛者，決生西方；能念佛者，得不退轉；

能念佛者，疾成正覺。」見龍大喜，日持佛名萬餘，聲徹里巷。64 

姜見龍夢中進入一處特殊時空，高山幽谷，陰風颯颯，似乎位於墮入惡

道途中，陰陽兩界交接之處，如其自言因宿世業障，差點誤入險道。所

                                                 
63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31 上。 
64 同上註，頁 303 下。 



 

                 《淨土聖賢錄》的夢研究 

 
 

 229 

幸在冥晦之路，忽見天日，一位幢幡伴隨出現的身金色之人，要求他發

願修行，姜見龍乃承諾皈依佛法。夢醒後，果如夢中人所言，某僧人登

門教導念佛法門，姜見龍欣然持誦。見金色之人即為見佛，姜見龍雖修

神仙術，但以其曾設義塜、捐金賑災諸多善舉，所以在墮惡道前得到救

贖的機會。夢中佛遣比丘指導修法，夢醒後也得到證實，夢中事件延伸

至夢外，顯示夢中所見真實不虛。 

《淨土聖賢錄》夢中遊他界者，所遊境界以淨土為主，經由遊歷淨

土的描述，讚嘆極樂世界之美妙，諸佛菩薩境界之不可思議，瑰麗勝景

遠勝世俗世界；也展現了往生者淨土、人間來去自如的境界，藉由神聖

的靈應事蹟來勸信眾生。入淨土的描述可讓行者升起信心，嚮往淨土；

入冥界或其他境界則有勸眾生回歸淨土正道的意義。入冥界的描述可令

行者將三惡道與淨土作苦樂的對比，尤其因果審判、地獄之苦，令人聞

之心驚，更能勸人警醒，發心修淨。然而《淨土聖賢錄》中關於冥界的

描寫並不十分驚悚，乃因本錄主要目的在宣揚淨土的美好與真實，修行

的簡單易行，令信眾生起嚮往之心。至於人生苦空、地獄諸苦等負面的

描寫；或是前世今生、因果輪迴等感應故事常見的主題，在《淨土聖賢

錄》中反而是比較少見的，可見本錄並不以恫嚇的方式為宣教手段，而

以強調往生的超脫來激發信眾的宗教情懷。不論以定境、夢境或何種形

式遊淨土，都在表明淨土為實有，而關於淨土的描述大抵不離淨土經典

所述，寶樹、蓮池、樓閣等描述都是一致的，精勤修行必可如願往生，

往生傳記再現了淨土經典信仰的意義。 

（四）往生者示現的夢 

傳主往生之後，示現於生者夢中，也是一種向生者證實往生去處的

方式。此類型的夢在《淨土聖賢錄》中共有十四個例子。（隋）〈智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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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皇十七年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天鄉寺釋慧延聞顗遷化，感咽

無已。欲知顗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夜夢顗從觀音西

來，顧謂曰：「疑心遣否？」65 

生者對於往生者的去向，不免心懷疑惑，慧延聽聞智顗往生消息後，期

盼知曉其生處，因而書寫《法華經》祈求得到指示。夢中智者大師和觀

世音菩薩一同由西方淨土前來，表明自己已生西方，觀音菩薩即為證

人，消解慧延的疑惑。智顗通過慧延之夢證明往生，觀音菩薩隨同前來

作證，更增強往生西方的可信度。又如（唐）〈樊綽傳〉： 

綽已先亡，有二女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樂土矣！

知傑師將逝，故來相迎。」因向棲巖而去。其日，傑適患病停講，

臨終，見綽佇空中，合寺聞異香及天樂聲。66 

樊綽往生之後，二女同時夢見父親淩空而來，告知已生淨土，並預告道

傑即將往生，特來相迎，同日道傑臨終之時亦見樊綽來迎。此夢除證明

樊綽往生，且預告同修好友即將往生。楊傑的往生與臨終見樊綽證明二

女的夢為真實，也間接證明樊綽已往生為淨土聖眾，而樊綽示現二女夢

中亦示現道傑眼前，有將夢與現實等同之意，在在表明夢中所見為實。

其他如（宋）〈楊傑傳〉中，楊傑夢見王仲回告知往生，特為過往給予

淨土佛法的引導前來道謝，而後其子之訃文亦證明王仲回早已預知往生

消息。67（宋）龔氏往生後託夢于氏，告知往生淨土之事，並預告七日

後于氏必當往生；68鄭氏之女，夜夢母親告知已往生淨土；69（明）張太

                                                 
65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34 上。 
66 同上註，頁 235 中。 
67 同上註，頁 286 上。 
68 同上註，頁 30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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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往生後，託夢給孫子，告知往生淨土的消息，70此類型的夢多是為

了證實自己往生，或是預告行者往生之期，皆為類同之例。 

有些往生者示現夢中，非僅證實自己往生，更為勸信眾生；且做夢

者並非家屬親人或同修友人，而是不相識的陌生人，如（宋）〈王日休

傳〉(1105—1173)： 

乾道中，廬陵李彥弼有疾，垂死。夢一人自稱龍舒居士，謂曰：

「汝起飲白粥，疾當瘳；且汝尚憶闕仲雅教汝修行捷徑否？」彥

弼曰：「每日念佛不輟。」既覺，索粥飲之，立愈。彥弼初未識

日休，既而見畫像，與夢合。71 

李彥弼纏綿病榻之際，夢見王日休教導喝粥治病，及修持念佛法門。醒

後，李彥弼果然喝粥治癒疾病，及見王日休畫像，才知曉此人為夢中之

龍舒居士。二人素不相識，其時王日休已往生淨土，可見往生淨土之聖

賢，如同其他淨土聖眾一樣，都能藉由夢的途徑示現勸信眾生。 

亦有多人同做一夢的例子：（宋）馬玗往生後，家中十數人同時做

夢，見馬圩告知已得上品往生淨土。72眾人同夢，較一人一夢，更能取

信於人。 

另有二例為臨終者往生之前的告別夢，（宋）黃婆傳云： 

一夕鄰庵僧善修，夢婆來別云：「將往西方。」越二日，西向念

佛，端坐而逝。73 

                                                                                                                   
69 同上註，頁 311 中。 
70 同上註，頁 312 中。 
71 同上註，頁 295 下。 
72 同上註，頁 286 下。 
73 同上註，頁 30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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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修夢到黃婆來告別，表示將往生西方，果然二日後，黃婆念佛往生。

（明）陳至善： 

有寂公者，嗣法雲棲，已而結茅藤溪，至善為募金搆禪院。一日

寂公夢至善緇衣黃縧，含笑言別。亟走視之，見至善方誦佛號，

右脅而逝。74 

陳至善為寂公募款建造禪院，一日寂公夢見陳至善著僧衣前來道別，寂

公趕至探視，正好目睹陳至善往生。此二夢皆為往生者臨終前的告別

夢，在時間上和往生後示現的夢不同，然而不論往生之前或之後，夢中

或夢外，都表明行者確實往生。往生者親自現身說法，或教導信眾，或

證明自己已生淨土，易取信於人，為勸信淨土的最佳示範，往生者為生

者曾指導淨土法門而道謝，則又間接證明了淨土法門為不虛之道。 

（五）預知時至的夢 

臨終前夕，行者往往會有一些神祕感應，預知往生日期將至，往生

前後也會有一些祥瑞徵象出現，預示也證明行者的往生。「預見機微於

事先，明察事驗於事後」，是《淨土聖賢錄》描述行者往生的一個模式。 

淨土行者往往能於臨終之前知曉往生日期，《淨土聖賢錄》中此類

例子不少。雖然傳記中大多沒有說明傳主為何能夠預知期至，但從有描

述的幾篇來看，多於夢中、定中，看到或聽到來自他界的訊息，或見到

某些往生的徵象，讓行者知道日期將近，甚至清楚得知往生日期乃至時

刻。 

至於行者何時才能預知時至，《淨土聖賢錄》中部分傳記明確的記

錄了傳主預知之日，早在十多年前，晚至臨終前夕都能找到例子，如前

                                                 
74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30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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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臨終見佛的宗坦、了然；夢中往生者示現的于氏等人都曾預知期至。

多數傳記則未明確寫出究竟傳主在多久前即已預知，但從他們往生前數

日特意告別親友，或臨終前沐浴、更衣等準備，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往生

將至了然於心。《淨土聖賢錄》預知時至的記載有藉由夢境呈現者，如

（明）李氏之夢： 

（李氏）供奉觀音大士，朝夕禮拜，唱佛名千聲，雖大寒暑不

輟。……將終前一歲，延僧誦經七晝夜，夢所奉大士持數珠一串

示之曰：「以此授汝，珠數乃汝往生淨土之期。」數之，得五十

三，覺而識之。至明年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往西

方矣！可為我同聲唱佛名，助我西行！」子婦輩坐榻前唱佛，李

氏面西端坐而逝。75 

李氏供奉觀音大士，朝夕念佛，臨終前一年，請僧誦經七日夜後，夢見

觀音展示一串念珠，並告知念珠數目即往生之日，李氏默記念珠數目為

五十三。隔年五月十三日，李氏即請家人助念，端坐往生。李氏預知時

至早在往生前一年，夢中觀音親自告知日期，一年後果如期往生，夢中

經歷終成事實，顯示神聖夢境的真實。又如（宋）晤恩傳云： 

宋雍熙三年八月朔，夜睹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報齡極

於此矣！」乃絕粒禁言，一心念佛。夢一沙門執金爐焚香，三遶

其室，言是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來相迎！」夢覺，

呼門人至，猶聞異香。二十五日，為眾說止觀指歸，及觀心大義。

端坐面西而化。76 

                                                 
75 同上註，頁 313 中。 
76 同上註，頁 24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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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恩於雍熙三年八月初一夜晚，見井中射出白光異相，心知往生將至，

即絕食禁語，一心念佛。某夜夢灌頂大師告知來迎，及八月二十五日，

晤恩召集大眾開示觀心法門，端坐往生。晤恩在往生前二十五天見異相

而預知期至，因此能夠預先作好往生的準備，迎接往生時刻，而灌頂夢

中相迎，則更確知往生之期將至。 

此二例顯示行者在夢中得到來自神聖世界的消息，才得以預知往生

日期，而傳主必經歷一段精勤的修行，才具有和神聖世界接軌的能力。

因此何時能夠得知往生日期，也視乎行者的修行程度，淨土因緣成熟與

否。 

（六）見往生瑞相的夢 

長期修行，只為往生一刻，如禪師不斷參究，只為求得開悟，行者

平凡的一生，至此跨越至神聖領域。往生淨土的徵象，一方面是傳主修

行有成之明證，一方面也是傳主被收錄於往生傳的標準之一。《淨土聖

賢錄》中的往生者並非每一位都有瑞相的描述，但也高達三分之一以上。 

往生瑞相有時單獨出現，有時則是數項伴隨呈現。瑞相有數十種，

出現次數最多者為異香，往生者居處異香滿室，是本錄最常出現的瑞

相；其次為蓮；再次依序為天樂、光、舍利子、幢幡、五色雲、空中異

聲、寶蓋等。其他出現次數更少的還有天華、白鶴、天如琉璃、流星、

蔓陀羅、香華、伎樂、雷聲、星隕、金地、異聲、化生童子、翔雲、寶

臺、佛像、靈芝、火焰、冰中有佛塔、欄楯、樓閣、寶花、尼師、七重

羅網、行樹、金沙地、共命鳥、迦陵頻迦鳥，以及鸚鵡和孔雀念誦法音、

傳主身金黃騎金鹿等景象。 

多數瑞相都可以在《阿彌陀經》中找到依據，其中琉璃、七重羅網、

行樹、金沙地、寶臺、欄楯、樓閣皆是《阿彌陀經》中所描述的淨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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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七重欄楯、七重羅網、七重行樹」，七寶池「池底純以金沙布

地」，亭臺樓閣皆七寶嚴飾。77經中還提到池中蓮花有青、黃、赤、白四

色，然而《淨土聖賢錄》卻提到有五色蓮花，可能是根據支謙譯本《大

阿彌陀經》之池中有各式異色香華的描述而來。天樂、伎樂、金地、天

華、蔓陀羅則出自《阿彌陀經》說西方淨土「常作天樂，黃金為地，晝

夜六時，天雨曼陀羅花。」78《大阿彌陀經》說七寶樹作五音聲，更勝

天界伎樂。79共命鳥、迦陵頻迦鳥、鸚鵡、孔雀、白鶴是《阿彌陀經》

提到的淨土中的「奇妙雜色之鳥」，能於晝夜六時演唱法音，為阿彌陀

佛變化所作。80 

《淨土聖賢錄》中關於往生瑞相的夢有十九個，做夢時間在傳主臨

終之前或往生之際。81其中有六夢為傳主所做，其餘則為旁人所做。 

傳主夢見自身的往生瑞相，如（宋）有嚴（1021－1101）夢見巨大

蓮花和天樂環繞；82（元）周婆往生前夕，夢見巨大蓮葉覆蓋整條街道，

自己手拿念珠，經行於蓮葉上；83（明）李氏夢到自己趺坐於山顛，蒙

                                                 
77 鳩摩羅什譯，《佛說阿彌陀經》，《大正藏》第 12 冊，no. 366，頁 346 下-347

上。 
78 同上註，頁 347 上。 
79 支謙譯，《佛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大正藏》冊 12，no. 

362，頁 362-305 下。 
80 同註 77，頁 347 上。 
81 釋如石認為預知時至期限較長的行者，瑞相呈瑞現次數相對較多，但以臨終

前一次瑞相最具關鍵性，最為重要。見釋如石，〈臨終瑞相之類型及宗教心理

功能（下）──以《淨土聖賢錄》為主〉，《法光》231 期（2008 年），第 2 版。 
82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250 下。 
83 同上註，頁 31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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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照耀。84傳主自夢之例較少，旁人做夢的例子反而較多，有（北周）

慧命： 

……合掌而卒。眾有夢天人下臨，幡幢耀日，又聞房宇中唱善哉，

奇香異樂，聞熏非一。85 

慧命往生之際，有人夢見天人降臨，日光照耀幢幡，有人則聽到房中傳

來「善哉！」之唱誦聲，到處充滿異香、妙樂，大眾同感瑞相之繽紛多

采。慧命的往生瑞相出現於某人夢中，也示現於夢外，為眾人所聽聞，

表明無論夢中、夢外，皆為傳主確實往生之徵象。（宋）有基（？—1015）

傳曰： 

即右脅西向而化。有夢基具威儀往西方者；有夢基坐青蓮華對佛

說法者；有夢阿彌陀佛為基授記者。86 

有基往生之際，有三人同時做夢，一人夢見有基相貌莊嚴往生西方；一

人夢見其於青蓮座上對佛說法；又有人夢見阿彌陀佛為他授記。三人夢

境並不相同，然皆為往生吉相，且有暗示有基將來成佛之意。（宋）唐

世良： 

時行者宗利在道味山，夜夢西方有異光，旛華天樂，空中聲云：

「唐世良已歸淨土！」87 

唐世良往生之際，道味山宗利夢見西方有奇異光明，天空充滿幢幡寶

花，天樂盈耳，空中且傳來異聲宣告唐世良往生淨土。依傳文內容，宗

                                                 
84 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續藏》冊 78，頁 313 中。 
85 同上註，頁 232 上。 
86 同上註，頁 245 中。 
87 同上註，頁 29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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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和唐世良並不相識，宗利亦為行者，但並非和傳主親近之人，卻能夢

見唐世良往生，成為此事的見證者。又如（宋）王臣鍾離瑾往生前一日，

全家人一同夢見他乘坐青蓮，伴隨天樂，往西方飛去。88此為多人同夢，

且夢境相同的例子。 
往生瑞相是行者往生的跡象，也是阿彌陀佛願力的顯現，往生傳經

常以富麗多采的瑞相作結，留下一個美麗非凡的結局，以夢境呈現，更

添奇幻、迷離之感。往生之前夢見往生瑞相，有預告傳主即將往生之意，

往生之際夢見瑞相則證明了傳主確實往生。由上述例子可知，做夢者有

時不只一、二人，有時眾人同夢，夢境相同，有時眾人雖同時做夢，卻

夢境各異。做夢者有家人親友、同修、甚至陌生人士，但以親近家人較

多。若做夢者為親近之人，日見其修行，自然容易相信夢境為真；作夢

者為陌生人，則可收取信外人之效。往生瑞相的描寫是莊嚴神聖又熱鬧

繽紛的，夢中出現的往生瑞相，以蓮花、蓮座最多，其次為天樂、幢幡，

至於本錄瑞相出現最多的異香則從未出現在夢中，似乎做夢者是沒有嗅

覺的。瑞相顯現有增強行者信心的宗教心理功能89，有些往生者夢中、

夢外都曾見到瑞相，更確定夢境真實，往生無疑。 

四、夢境真實靈驗的展現 
《淨土聖賢錄》中的傳主大半為有史可考者，在史傳結構的歷史真

實的框架下，將某時、某地、某人之真實背景清楚刻劃，並且表現超理

性的靈驗事蹟，因此敘事者十分注意描繪日常生活的真實，又在現實中

                                                 
88 同上註，頁 286 中。 
89 釋如石認為臨終夢境有回顧既往、模擬未來的功能，為即將面臨的死亡與死

後世界預做心理準備。行者見臨終瑞相，能增強往生信心，此為宗教心理功

能。見釋如石，〈臨終瑞相之類型及宗教心理功能（下）──以《淨土聖賢錄》

為主〉，《法光》第 231 期（2008 年），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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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煉出出人意料的情節，以憾動人心，以「起信」為目的，隱藏起敘事

的主觀，拉近與讀者的距離。90 

往生傳記《淨土聖賢錄》的編集，除了記錄淨土行者的神聖事蹟之

外，更重要的目的是要喚起眾生的信仰動機，增強行者的宗教信心。真

實靈驗的情節描述即是達到目的的橋樑，故而本錄有大量的篇幅敘述神

妙的宗教體驗，為了取信讀者，要提高事件的可信度，更要擴大體驗見

證者的範圍。 

（一）延伸至夢外的真實 

做夢之人對於夢境是毫不懷疑、欣然樂見的，夢醒之後，並非全然

無跡可尋，偶然留下蹤跡，證明夢中經歷並非虛妄。《淨土聖賢錄》傳

主的夢中訊息經常延伸至夢外，造成一種夢與現實相通連的印象，顯示

夢境真實，做夢者從中獲知神聖的訊息，因而在心裡留下深刻的影響，

也因此改變行者現實世界的作為，「夢醒」也就具有「覺悟」的意義。 

夢中所感不同於日常意識的認知，夢醒後，夢境成為一種特殊的時

空存在，夢中得到的啟示，往往比日常訓誡更容易令人心生警戒，夢境

也就成為一個令修行者開悟的場域。夢境也是一種圖像式的認識，比抽

象的語言文字更能夠讓信眾了悟，對於不擅抽象思維的信眾來說，夢悟

比講經說法的啟示更為顯著。親歷淨土自然比語言文字描述的淨土更具

有眼見為憑的效果，更具震撼力。親見佛與聖眾，則為一種神聖體驗，

一種個人與神聖事物際遇交會的宗教經驗；包含敬畏、依賴的感覺，對

神聖力量的驚奇感，對於佛菩薩的慈悲所產生的安寧感或是神祕感。反

                                                 
90 孫昌武，〈六朝小說中的觀音信仰〉，《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台北：法鼓文化，1998 年），頁 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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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入冥界的體驗則可能會產生一種被審判的罪惡感。91雖然這些體驗

是一種直觀，具有濃厚的神秘主義，無法檢證，但就功能而言，都予當

事者極大的衝擊，解構他們普遍經驗所認識的理性世界，激發高昂的宗

教情感，進而促使經驗者改變人生的態度。我們可以看到傳主在經歷神

聖的夢境之後，積極地施行放生、誦經、念佛種種淨業；甚至幡然改宗，

捨棄過往信仰，皈依佛門。可見當神聖的夢激起強烈的宗教情感，可以

相當程度地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態度與方式，乃至改變信仰。 

《淨土聖賢錄》中神聖的夢也表現在預知上，此界之行者，可藉由

夢境窺見他界──前世、未來、彼岸、佛世界，以及來自他界的訊息；

夢境可說是未知的預兆、他界的通路，更包含他界事物於其中。92本錄

預知往生、品位、時至等描述雖然不少，然而仔細探究，可知此類情節

並不著重於表現夢的預知能力，而在藉此傳達、證實淨土往生的真實。

聖者預告行者的往生，而後再描述往生事實，證實夢境的真實；或由往

生者藉由夢境來告別、證實自己的往生，或預告同修好友的往生。表明

夢不是虛幻，等同於實相；夢悟不是普通的認知，是一種超越的覺悟。

夢境延展至夢外，打破了世俗對於現實與夢境二分的觀念，夢醒後，夢

境的神聖力量真實地導引了當事者的人生方向。而創造此奇蹟事件的主

體，即是歷經苦修提昇境界的行者自己，因其精勤修行，才能蒙被佛力，

產生凡聖的感應，而此超自然的靈驗事蹟，又建立在「信」之上，唯有

深信才能引發行者的虔修動機，產生神通感應的超聯結。 

靈驗事蹟是超越理性，而以感性直觀所能接觸者，總是強調信心的

                                                 
91 呂大吉主編，《宗教學通論》，（台北：博遠出版，1993 年），頁 302-304。 
92 西村正志，〈夢──中世の佛教的文脈において〉，《印度學佛教學》30 卷 2

號（東京：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1982 年），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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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淨土聖賢錄》在描繪不可思議的神異情景之餘，卻很少描寫傳

主之於神祕經驗的內心感受，大多自然地接受其為真實，突顯傳主的信

心。而在描述夢中所見後，再將夢中事件延伸至夢外，將夢境的影響力

導至傳主的日常生活，展現夢境的真實，也藉此證明神聖力量超然又普

遍的存在。 

（二）見佛體驗的見證者 

《淨土聖賢錄》宗教經驗的描寫──見佛或見聖眾來迎、見往生瑞

相等情節，證明了行者修淨往生，也印證了經說，靈驗的效應極為強大。

就傳中人物而言，傳主的神聖經歷，純粹為個人宗教體驗，雖由傳主親

口描述，但旁人不知真實景象為何，仍可能抱持質疑的態度。有一、二

位旁人見證的可信度較僅有傳主個人目睹為高，然此仍為見證者個人的

經驗，且其身分常為往生者的親朋好友，不一定能取信其他民眾。夢中

的體驗需透過夢境，多人同做一夢實為殊異，《淨土聖賢錄》卻以眾人

同夢的描述來造成多人共同見證的效果，以取信眾人。個人體驗，難以

為外人道，少數親朋好友的見證亦難有強大的說服力，唯有眾人的共同

經驗才能印證神聖力量的存在。因而本錄描述的見證者有時還包括許多

與傳主陌生、不熟識之人，或人數眾多，產生令人不得不信的效應。 

宗教神跡有兩大特性，一為「特殊」，一為「反常」，不能用自然常

規作出解釋的特殊又反常的事件，才是宗教意義下的神跡，是使人相信

神的存在的一種證明。93見佛的體驗即是超自然的體驗，難以檢證，不

論是現世見佛或臨終見佛，這些經驗往往是傳主個人的宗教神祕體驗。

能否見佛取決於行者個人的功德力、三昧力，所以大部分的例子都是傳

                                                 
93 呂大吉主編，《宗教學通論》，頁 263-264。呂大吉根據神蹟的創造主體，將神

蹟分類為：神和神聖力、宗教創建人、聖人、聖物、聖地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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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個人所見，旁人無從得見，能見到的同修也因為自身具有相當修為所

致。而大眾能共見，應是佛力所成就；諸佛菩薩藉此開示淨土信仰，讓

信眾親眼目睹神聖奇蹟，以增強信心。敘述宗教體驗的當事者與見證人

亦扮演了神的「傳達員」的角色，向世人散播佛菩薩的訊息，報導淨土

所在的超越境界，或轉述佛菩薩的旨意，是「先知」的角色。94 

若依文學技巧的角度而言，安排見證者有藉此取信讀者之意。群眾

集體的經驗與記憶，莊嚴生動的影像令人記憶深刻，且眾人共見共證，

確定真實無疑。見證者愈多，與傳主的關係愈陌生，就愈能取信於人，

傳中人如此深信，亦予傳外讀者不得不信的感受。《淨土聖賢錄》描述

個人經驗多於集體經驗，顯得自然真實，不致過度誇大而造成反效果。

且撰者用字簡潔平實，並未有神通小說、變文常見的誇大華麗的長篇幅

描寫，煽動的情緒性字眼亦不多，反而較能為信眾接受，視其為真，達

到編者的首要目的。通過傳中靈驗事件的發生，幫助信眾確認了不可知

的未來，能與神聖的佛、菩薩和神聖世界交通，而聽聞、見證奇蹟的信

眾也參與其中，更增添了靈驗事蹟的神聖性。95對於往生傳的閱讀者來

說是經典說法的印證，和義理深奧的經論比起來，情節曲折、神異的故

事也更具感染力與說服力。 

五、結語 

                                                 
94 呂奇芬，〈斯泰因對聖徒傳書寫傳統的現代主義式回應〉，《中外文學》33 卷

10 期（台北：台大外文系，2005 年），頁 75、85。 
95  李玉珍，〈評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By John Kieschnick (柯嘉豪)〉，《新史學》9 卷 2 期（1998 年 6
月），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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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感應是宗教必備的元素之一，《淨土聖賢錄》通過夢的形式來

表現靈驗事蹟，也相當程度地反映了信眾的心理。《淨土聖賢錄》的夢

境是多樣的，有胎夢，有見佛與聖眾、淨土的夢，見佛來迎的夢，遊淨

土、遊冥界的夢，還有往生者示現、預知時至、往生瑞相的夢。做夢之

人有傳主，也有親人朋友，乃至關係疏遠的陌生人，甚至有多人同做一

夢的盛況。傳中的夢多為祥瑞徵兆，預示或印證傳主修行有成，當來往

生為淨土聖賢；或是藉由夢境來引導信眾修行，勸信眾生。一方面強調

神聖體驗的真實，也強調深刻信心、專一誠敬的必要。 

《淨土聖賢錄》靈驗事蹟的描述並非天馬行空的創作，乃根據前人

各類文史資料而來，且不出淨土經論的範圍。以宗教經驗的角度而言，

傳記記錄了行者的神祕體驗，對神聖力量的崇拜心理，也寫出靈驗事件

對信眾的影響極大，足以改變行者的人生方向。由淨土信仰的觀點來

看，各種夢境中的景象、瑞兆都是實相的揭露，佛菩薩的願力顯現，印

證了淨土實存，往生救贖不遠，修行是自力、佛力的結合，毫不虛妄。

而從文學敘事的角度看來，編者採取適當的技巧，「似真非真」的宗教

語言，開放性的展現宗教的真實以取信讀者。96 

《淨土聖賢錄》關於宗教經驗的描述，不論夢、覺，其實並無顯著

差異，顯見編者並不強調夢、覺的分野，而以夢境展演宗教意義的真實，

給予讀者神聖又真實的印象，達到勸信的功能。 

 

                                                 
96 丁敏認為，「似真非真」的朦朧性語言，在神通故事上會散發出一種故事有可

能是真實的的訊息；雖然現實世界，人們會覺得那是不真實的，但對於修行

證悟者而言應該是真實的。丁敏，〈佛教經典中神通故事的作用及其語言特色〉

《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法鼓文化，

1998），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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