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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佛說彌勒上生經（二十一）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爾時，尊者阿難即從座起，叉手長跪，白佛
言：「世尊！善哉！世尊！快說彌勒所有功德，亦
記未來修福眾生所得果報，我今隨喜。
這時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多聞第一」的阿難尊
者，聽了佛陀的這番開示，即從自己的座位站起
來，雙手合掌，恭敬長跪於地，向佛陀說：世尊
呀！太好了！世尊呀！今天請再說彌勒菩薩所有的
鴻慈大願與功德，同時也預記未來世，末法時期修
習各種福德的導向及將獲得的果報，我今天聽了非
常讚歎不已，隨眾歡喜。
唯然！世尊！此經之要，云何受持？當何名此
經？
阿難尊者又很恭敬的說：世尊呀！今天所說的
經，如此微妙精要，末劫眾生應當如何誠心受持
呢？今天所說的經，應該叫什麼名稱呢？
佛告阿難：「汝持佛語，慎勿忘失，為未來
世，開生天路，示菩提相，莫斷佛種。此經名彌勒
菩薩般涅槃；亦名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勸發
菩提心，如是受持。
佛陀聽了阿難尊者的請示後，告訴他說：你想
誠心受持，謹慎念茲在茲，記住上生兜率陀天經的
每一句法語，千萬不可忘記散失，以便為末法眾生
開拓生天之路，顯示無上智慧菩提妙相，令眾生得
同沾彌勒淨土之法樂，不要讓佛法的種子中斷消
失，使慧命得以永續。今天我所講的這一部經，名
叫「彌勒菩薩般涅槃」，也叫「觀彌勒菩薩上生兜
率陀天經」。或說勸發菩提心，你們就依經上所說
的去修持學習，而來勸化未來世眾生，發無上菩提
心，以不辜負佛陀的苦心。
佛說是語時，他方來會十萬菩薩，得首楞嚴三
昧。八萬億諸天，發菩提心，皆願隨從彌勒下生。
佛說是語時，四部弟子，天龍八部，聞佛所說，皆

大歡喜，禮佛而退。
當佛陀說這些經名話語時，要阿難尊者，小心
慎聽佛語，作為此經的結束。十方無量法界來此參
加盛會的十萬菩薩，當下得證了等覺菩薩之果位。
另有與會的八萬億諸天人，聽了佛陀所說的經後，
也都發下追求無上佛道的菩提心，都願在未來世，
彌勒菩薩下生人間成佛時，隨從彌勒菩薩下生人
間，聞法、授記、證果。當佛陀說完了這些話時，
佛陀的出家及在家四眾弟子及天龍八部護法諸神與
眾生，因聽了佛陀親自演說彌勒上生兜率陀天經，
都獲得無上希有法益，皆大歡喜，向佛陀作頭面大
禮而退。
結語，佛陀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知道彌勒菩薩
是末法時期掌天盤辦理收圓的祖師，所以就開始講
述將來三期末劫，彌勒會下世來普渡九六原人佛
子，有緣眾生皆在此時要再下生轉世為人授記、聞
法，以得真正脫凡，免再流浪生死輪迴。以彌勒為
歸依者：
一、我們求道時，恩師保證求道者，只要能立
愿了愿，定可天榜掛號，地府抽名。
二、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說彌勒上生經
時，也作同樣的敘述，由此可知天道的寶貴。
三、時時持戒，福慧雙修，稱念彌勒名號，這
種觀想皈依，定可往生兜率陀天內院。
四、每日誠心燒香禮拜，稱彌勒祖師名號，堅
守五戒，一心宣揚彌勒福音，扶助彌勒祖師普渡三
曹，皆得往生彌勒淨土。
五、發無上菩提心，能不退轉於無上道，蒙佛
授記，先得後修，人人可以證佛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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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呂柏欣
後學今天報告的題目是仙佛宏願。世
俗眾生一天到晚爭名奪利，為生活為私利而
忙碌，充滿罪惡與黑暗。釋佛發願給予眾生
光明與希望，乃出現於穢土中，在此不理想
的社會中，建立清淨僧團，讓眾生見聞、薰
習，進而達到身心清淨、莊嚴的解脫相。每
一位佛菩薩都有其宏願，祂們歷經好長、好
長的修行時間，而悟出了離苦得樂的方法，
並發願接攝眾生到其淨土，希望眾生都能夠
脫離苦海。出名的有阿彌陀佛的48願；藥師
佛的12願；彌勒佛的3大願；觀世音菩薩的聞
聲救苦大願等等……。
今值七月正逢地藏王菩薩壽誕，我們談
談地藏王菩薩的典故。
地藏菩薩在過去久遠不可說不可說劫
前，有一世是生為「大長者子」之身。大
長者子見佛相莊嚴，心生敬慕，問佛作何
行「愿」而得此相？佛答：欲得此相，為
當久度一切苦惱眾生。於是大長者子遂發
「愿」：我今盡未來劫，為一切眾生，悉
令解脫，我方成佛。聞名讚歎，超越三十劫
罪。合掌讚歎作禮戀慕，利天的眾生面前，
受釋尊的咐囑：在釋尊入滅後，至彌勒菩薩
出現為止的娑婆無佛世界，擔任導師。
地藏菩薩又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
前，以婆羅門女之身，為救因不信因果、常
輕三寶而墮入地獄的母親，在覺華定自在王
如來塔像之前，發此弘大誓愿。
又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前，在清凈蓮花
目如來像法之中，以一個叫光目的普通婦女
之身，為救因殺害毀罵罪而墮入地獄受極大
苦的母親，向空中十方諸佛發此弘大誓愿
地藏名稱：「地」是大、廣、深，攝取
令所有生物，均能安穩成長於世界上，負載
所有礦、植生物。「藏」是收藏、包容、生
育，處於甚深、靜慮中，能夠含育化導一切
眾生止於至善，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

如秘藏。地藏菩薩宏願：「眾生度盡，方證
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然而眾生無
盡，地獄也難渡盡，固此地藏成為不成佛道
的大菩薩。其大愿是廣設方便，寧願自己不
成佛道，而專心普渡眾生盡令解脫，此偉大
的精神，可以說是真正做到先人後己，是值
得我們崇敬與學習。
地藏王菩薩更提倡孝道，重視超拔父
母。地藏王菩薩對「孝」的理念與中國人慎
終追遠的「孝」道很接近，法門吻合。受到
中國人的尊敬，視祂為幽冥教主，往往在亡
靈前，必先在地藏菩薩前供奉膜拜。地藏菩
薩教導眾生，父母在世時應竭盡孝道供養衣
食，父母老了或病了更要侍奉在側，同時要
奉勸父母尊敬三寶、深信因果、止惡行善、
俱足正見，使父母得脫輪迴之苦。地藏菩薩
曾經有兩世救母得離地獄而升天的故事。地
藏菩薩的孝心到地獄救母，方纔知道地獄眾
生所受之苦楚致而發如此宏願：我不入地
獄，誰入地獄！哪裡有難、最艱苦，就會到
哪兒去。
藉此，也聊聊盂蘭盆法會在中國廣泛
流行的原因，傳說這個東漢初期由印度傳入
「目犍連救母」，祂始得神通，欲度父母以
報哺乳之恩。雖然是神通第一的阿羅漢，但
是神通不敵「業」力。其母在世不仁，死後
被打入地獄。目犍連不忍其母在地獄受苦、
受難。因此遵照佛陀之教示，必須找更多羅
漢，群策群力方能救拔其母。所以每年七月
十五夕，在空曠室外準備了梳洗用具及盆中
食物，供養十方大德僧眾，以超度其母擺脫
無邊之苦海。盂蘭盆節乃是解救去逝父母、
亡親倒懸之苦。以百味飯食置於盆中，廣施
十方自恣僧。祈使在生父母健康長壽，頤養
天年，免一切苦惱；祈使七世父母離惡鬼
苦，福樂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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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六度萬行
發菩提心是入大乘之門，修菩薩道行者，一定
要透過六度萬行，才能將我們的佛性去濁還清，返
回原來真面目，也就是本性才能彰顯，到達彼岸。
佛是這樣走過，所有的傳承祖師也是這樣走過，所
以如果我們想要超生了死，超越生死輪迴苦海，也
一定要效法聖賢，一步一腳印，修六度萬行。
所謂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萬行是指多生多世都要時時刻刻做這六
度的修持，直到成佛。而前面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四度，是後面禪定、智慧的資糧，佛法戒定慧
三學，前面的四度屬戒的內含，戒學好了，得到了
戒的基礎，才能得定，然後發慧。這個慧不是一般
的世智聰辯，而是妙慧也是空慧的思想，徹底了解
一切法都是無常法，剎那剎那的生滅，一切法都離
不開因緣果報。
佛法上談到布施的自性、特質，就是一切菩
薩以及學習大乘的行者，能夠「不顧自身一切資
具，不但能捨外財（如金錢），乃至於自己的身體
（如為道犧牲性命的前輩乃至於不惜勞累：備課、
天廚、走訪、成全道親等等），所有內外一切的東
西都不貪著，透由身、語、意而施捨給別人，這就
是布施的特質。修道前我們是處處愛、取、有相應
的行為，現在卻恰恰相反；由於善法欲的策勵，將
原來一切好事想佔為己有的，轉變為把自己所有好
的送給別人，使人家得到好處，這種善業就是所謂
的「施」。那麼何謂「圓滿布施波羅蜜多」？何種
程度才算是將布施度做到圓滿？它不是說所有的眾
生都由於你的布施而不貧窮了，布施度才圓滿，真
正布施的圓滿，不是從外面的境況來看，而是你的
內心，但是那也不是說「我心好，就好了」，絕對
不是這樣，它是有一定的質和量的。而內心是什麼
狀態呢？對於自己所有的任何東西，包括所修得善
果的回向，沒有任何執著，一心一意至誠的送給別

陳秀真

人，而不求回報，這樣可以徹底的破除慳貪。注意
縱使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送給別人，微笑，說句好
話，鼓勵別人，總可以吧！記住，我們一定要處處
使自己的捨心增長就對了。內心當中要時時告訴自
己「我一定要做到它，我一定要做到它」，一定要
策發這個捨心，不要打退堂鼓。這樣的布施度，不
但使我們能夠度脫生死輪迴的苦海，而且可以幫助
別人，它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
佛經上有兩個公案，一個是餓鬼鞭屍，一個是
天人禮屍。我們的身體及周圍的東西都是無常的，
不可保信，例如經濟風暴，股票漲跌，昨天的百萬
富豪，明天可能就貧無立錐之地，欠了一身債。我
們應該趁這個瑕滿人身時，好好努力，依菩提大悲
心幫助別人，如果不布施，整天為養活自己身體而
忙，忙了半天結果兩腳一伸，身體不是你的，卻平
日為了這個身體，造了送自己下地獄的業，現在我
們努力幫助別人，最後這個身本來就是要捨的，而
我卻因布施而圓滿了無上菩提，所以這實在是很正
確的。生前不捨，等我們死掉了，不捨也要捨。但
是生前為利益有情而布施眾生的話，那時候原本五
家共有不堅實的財物，倒變成了堅實的法財，所以
道中說用東方錢財買西方淨土。(五家：王、賊、
火、水、惡子)
布施的福德，假定有相可以看得見，可以衡量
的話，那麼盡恆河沙數的世界都容不下，那是無法
想像的大殊勝利益，這就是成就一切利樂，自利利
他的正因，這是佛陀親口說的。
「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就是布施度當中所含
攝的般若空慧。布施的時候要用悲心，對於施的對
象要平等捨，還要布施以後，內心不能起憍慢，覺
得我能行布施，其他人都不行。
第二度持戒波羅蜜。戒，梵文，叫尸羅，中
文又稱之為清涼。因為我們身、口、意三業一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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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所縛，無始以來造種種罪惡的黑業，以後是會
像熱火一樣焚燒我們的。那個燒的相狀就是當我們
心裡面有這樣強烈的貪，瞋時，會坐立不安，讓我
們的心有時候上揚，有時候下沉，一切時處心被煩
惱所綑綁，如果我們能持戒，止惡防非，心不隨境
轉，心就能清涼，所以戒的正名叫清涼。但平常我
們都稱為戒。
戒的特質是戒除損害別人，但是損害別人的
行為，一定先從我們有一個要損害他人的起心動念
──也就是動機，或稱之為意樂開始，先有這樣的
想法，才會去做，所以這個意樂的種子，就是損害
他人的根本。平常或許我們的行為沒有造作，可是
心裡面卻一天到晚懷著這種自私自利的想法，固然
傷害別人要戒，那是與瞋相應的。另外還有與貪相
應的，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用種種方法得到而不
顧別人，這個也是要戒的根本。心裡面一旦升起不
是貪就是瞋的念頭，縱使我們的行為做得多好，這
樣的起心動念都要從我們的內心上面厭離，心是主
宰，要從心去棄捨這樣的意樂，要從根拔除，讓如
此的惡習氣一點不保留的那個決心，這個就是戒，
斷惡習氣的決心。
戒若要行持圓滿，必須對自己內心種種行相認
識清楚。懂得這一點，才會了解平常為什麼我們要
做反省的功夫，觀察自己的身心相續，了解自己內
心行相，再去修持，就知道哪些善惡要增長，哪些
惡念要滅除，這樣修道才能夠有所進步，才會得到
真正的功德，有了這個功德，就可以遠離痛苦，得
到快樂。所以戒是要從內心當中圓滿這個心，而不
是從外面安立的。
例如：我們去規勸別人，結果對方說得振振
有詞，可是我們心裡面一點都不生氣，只同情他，
憐憫他；遇見這個境界，的確我的自心調伏了，所
以不會隨著煩惱轉，當別人說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時，若能勸得醒，固然會勸，勸不醒的時候，自己
內心要生悲憫，然後自己更精勤學法，將來才有能
力引導別人。聖人說：自未調伏，能調伏他者，無
有是處。經典上也說：「若具正覺戒莊嚴，勤修一
切眾生利，先當善淨自尸羅，發起清淨尸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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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想圓滿戒莊嚴，並依此努力去利益一切眾生的
話，要先善於清淨自己的戒，一旦毀戒，自己都保
持不住，哪裡還有力量利他。
當我們對因緣果報的道理堅信不疑的時候，就
會知道過去世造的業，他世現行猶如夢，以及眼前
當下任何一個境界現起的時候，我們的等流心識，
習氣，不知不覺就會莫名其妙的做出反應，如果我
們累世養成的習慣是好的，這一世對的境不管是好
的或是壞的，我們對每一個人都能夠觀功念恩，對
每一個境都能歡喜的認為這正是我學習六度萬行的
機會，見到好的修隨喜佈施，受到冤屈學習忍辱，
見到能力比我們好的就精進效學等等，一切時處
都可以拿來修六度。而這種習氣、轉念的養成，不
是一生一世就可修成的，它是要經過累劫的修煉，
才可以任運而生，所以戒是久修而且堅固防範才能
持戒圓滿，戒持的不好，不能止惡防非，這一生過
了，墮入三惡道的機會很大，戒持的好，基本上可
得人身。所以想要離苦得樂一定要持戒。瞋心容易
查覺，但是貪心卻不容易察覺。調伏貪，必定要比
調伏瞋更多努力。如好吃的菜，一見到自然口水就
咕嚕地流，叫你不要吃都很難，唯有透過佛法，才
能把自己心理的行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師
尊說以戒為師，整個佛法都從戒生，所以戒如大
地。沒有戒什麼都談不到。如果是善戒，生生都輾
轉勝進，反過來如果在惡事上，不斷惡，生生就會
惡性循環，越來越往下墮落。
如果我們依著戒，輾轉增上，再跟菩薩的大悲
心一起學，則可永斷一切惡行種子，而得到最微妙
的清淨智慧，所以戒是根本。換句話說，從這個根
本上面再增上的話，才能夠圓滿你的大菩提心，乃
至於得大菩提果，這是我們真正最好的莊嚴。跟一
般外在的漂亮、美麗是不一樣的。別的香，順風可
聞到，逆風則聞不到。但是戒香卻遍薰三界，可用
戒香來趨除我們平日的熱惱。平時我們如果把不適
合的裝飾品佩帶在身上，人家看了會譏笑的。只有
戒這樣的莊嚴，不管對哪一種人都很好，如果老年
人有戒的莊嚴，我們會覺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修道
人，對他尊敬無比，如果是小孩，我們就會覺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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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生大有善根，是了不起的再來人。所以不管誰持
戒，不但自己歡喜，人家也歡喜，這才是真正的莊
嚴，而且是莊嚴當中最好的。
就世間來說，生命只有一世；但就佛法來說，
生命是無限的。以前我們或許無知，不懂得布施，
持戒的利益，但是不怕晚，只怕覺遲，一旦知道
了，自己在心裡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做，一定要

做」咬緊牙關，第八心識中這個種子種得越強烈，
將來對我們越方便，一碰到境，心裡面相應的現行
就生起來，先把心裡建設得很堅固，然後再一步一
步腳踏實地去做，這就對了，這是我們現在目前能
做得到的，而且應該要求自己去做，這樣才是真正
的智者。人身難得今已得，為什麼不珍惜生命好好
修道。您們同意嗎？

王 鳳儀修行小偏方

(摘自王鳳儀嘉言錄)

～天 道 ～
人做事要聽聽天的口氣，如果是眾人所贊成
的，就合天心；做眾人所反對的事，便是違天意。
誰說天不會說話呢？
做事不可虧天，虧天就是虧人；做事不可欺
人，欺人就是欺天；做事不可疑人，疑人就是疑
天。你不信天，天就不保佑你。
想見天心，就得先看眾人的心；想聞天言，就
得先聽眾人的話；想知天意，就得先察眾人的意。
因為眾人就是天。
因為眾人就是天，所以說話要憑天理，做事要
順人心。
人啊！如果時常會抱怨，就是怨天；人若循私
就是違天。相反地，人若懂得養性就是事天，這叫
做天人一貫。
小人做事好欺天，因為他經常背著人，唯恐別
人知道，但終歸還是瞞不了人的；同時也瞞不了天
呢！欺不了天，也就是欺不了地。
如果有一個忤逆不孝的兒子打了自己的父母
親，一定會惹很多人都恨他，這也正代表天在恨
他。
相反地，如果有一個孝子，很孝順自己的父母
親，雖然他並沒有孝順別人的父母親，可是別人全
都會尊敬他，這便是天在尊敬他。
所以，罵人，打人的人，眾人一定不喜歡跟他
在一起；而被罵的人和被打的人，眾人一定都可憐
他。這正是天心發現處。
人和天是相通的，合乎人道就合乎天道，順天
天就應，逆天就降災。如果以為天道不可靠，這是
不知天！

我的道就是眾人的道，信著眾人就是信著天
了。人要能對天辦事、對天說話、對天算帳，照天
理去行事，才合天道。
你想要學好的時候，眾人就要管你，但這不是
眾人在管你，而是天在管你。學道的人要注意，天
要管你時，你可不要生氣啦！
人要能得了天道，才能享天福。
天道雖遠，知天也很難，可是當你退一步想
時，知性就是最近的路了。
性中有天，而命就是人，能知人、知性，就知
天，何必向外遠求呢？
想想，人為什麼要研究天呢？因為人與天道不
合，離開天了，這時不是任性，就是怨人，所以才
會招災生病。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得天地的靈，是天地
的代表。天不說話，人能說話；地不能做，人能創
造，所以我說天地就是我，也就是道，可以說萬物
都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人和天地一般大，要能以天地為心，才能和天
地合為一體，和天地相通，就是所謂的「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人因為被物欲所蒙蔽，才不
能跟天地相通，所以禍來了都不知道，德來了反而
嚇一跳。
人能得著天道，就算和天接靈了，這時就能知
進知退、沒掛沒礙，無入而不自得，與天地同體。
人本來就是和天地一體的，如果有不明白的
事，只要向天去求，沒有得不到答案的；有不如意
的事，或含冤莫伸，只要向天說出，也就自然了卻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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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Sutra
Encounter in the Woods
As the disciples pursued Huineng, one of them was
well ahead of the pack. His name was Huiming, and he
used to be a general. He was much faster than the rest, so
he was the first to catch up with Huineng.
Huineng knew he could not outrun this pursuer, so
when Huiming got closer, he had to hide. He set down
the robe and the bowl on a rock and said loudly: “These
symbols represent our faith! Are you trying to take them by
force?” Then, he hid himself in a nearby bush.
Huiming followed the sound Huineng’s voice, and
saw the robe and bowl on the rock. He reached out to take
them, but found that he could not. His conscience told him
Huineng was right — it would be the wrong thing for him
to do.
He yelled out: “Master! Master! I came for the dharma,
not for the robe and the bowl.”
Hearing this, Huineng came out of hiding to sit on the
rock. Huiming bowed to him with respect. “Master, please
provide me with a dharmic lesson.”
Huineng said: “Since you came for the dharma, I
would like you to start by letting go of your desires and
attachments. Do not let a single stray thought come up, and
I shall speak of the dharma for you.”
There in the woods, the two men sat in meditation for a
while. When the time felt right, Huineng broke the silence:
“No thoughts of good, and no thoughts of evil… in that
moment, what you experience is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your nature.”
These words triggered a great awakening in Huiming,
and he felt the joy of enlightenment. After a moment, he
asked: “Other than the esoteric teachings passed down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are there more hidden secrets of
spiritual wisdom?”
Huineng smiled: “If I tell you, then they are no longer
secrets. All you have to do is reflect on yourself, and you
will find the secrets right next to you.”
This insight filled Huiming with gratitude. He said: “I
studied hard at the temple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never
understood what it meant to know my true self. Now, I
listen to you, and it is like drinking water and knowing its
temperature by direct experience. You are truly my teacher.”
The two of them went their separate ways. Each of
them had gotten something intangible, yet extremely
valuable, from their encounter.

By Derek Lin

The Tao
Initially, Huiming seemed similar to the other disciples,
intending to stop Huineng using any means necessary —
including violence. As the story progressed, he was revealed
to be quite different. There was wisdom and goodness in
him, waiting to be awakened.
Huineng 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in Huiming and
provided him with guidance. His lesson was simple, yet
profound. It pointed to our usual preoccupation with good
and evil, right and wrong. He knew it was normal for
human beings to make assessments and draw conclusions
about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he could also see the
tendency in most people to become harshly judgmental and
overly attached to self-righteousness.
This harshness is toxic. It manifests as the us-againstthem tribal mentality, and even hatred. We have many
examples of this in our world, so it looks like human nature
hasn’t changed that much in the centuries since Huineng’s
time.
The solution is to clear the mental state. Let the
turbulent mind settle down so it can operate at a higher
level. Stop stirring it up with stray thoughts — especially
thoughts that dwell on right and wrong or good versus evil.
The more you do this, the more easily you perceive
your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It goes beyond
identity, mind, memories, or anything else that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you. Those things can change, but the true
self is the “you” that never changes — no matter what.
Many of us expend much time and effort looking for
“secrets.” It is a futile endeavor, because the real secrets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heart, not in the material world. As
Huineng explained, if you want to find them, all you only
need to to reflect on the essence of your true self.
This essence cannot be grasped through external
instructions. That is why Huiming never understood it while
studying at the temple. It has to be felt through an internal
connection. That is why a Zen master may ask students,
“What is your original face before you were born?”
Contemplate this question for yourself. Turn your gaze
within. Perhaps you will make an inner discovery, just as
Huiming did. In that moment, you gain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great spiritual truth about you and everything else
— and just like drinking water, only you will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Only you will know the joy that cannot be
described with words.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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