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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記菩提彌勒菩薩

•即心道場光嚴童子

•如何修行持世菩薩

•等心法施長者子善
德居士

菩薩品第四

主角

場景—毘耶離菴羅樹園

劇情



• 《法華經》說彌勒初名「求名」，經佛
陀教化，後「當做佛，號名曰彌勒」。
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常修行菩薩道，
現住兜率內院修行、說法。根據《雜阿
含經》，兜率天的天人壽命是四千歲

安西榆林窟第25窟彌勒經變受戒供養中唐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

詰問疾。彌勒白佛言。世尊。我

不堪任詣彼問疾。

彌勒是梵語音譯，也稱阿逸多，前者譯為慈氏，
後者譯為無能勝。此菩薩累劫修持，慈心無量，
故稱無能勝。佛陀在世之際，生為印度婆羅門種，
蒙佛授記，為補處佛。法華經：「當作佛，號名
曰彌勒。」我國的傅大士和布袋和尚據說都是彌
勒的化身。【虛雲老和尚神遊兜率天奇遇記】
【憨山大師神遊兜率陀天，拜見彌勒菩薩】

晉、隋唐彌勒淨土和彌陀淨土和樂融融；明清以後彌陀淨土獨勝

彌勒淨土--千佛授手迎
接；不退轉；授記作佛

彌陀淨土--佛、諸大菩薩授手迎接；
三不退；皆阿鞞跋致

十善五戒，六事法行持 一心不亂，稱佛名號

人間淨土(欲界第四天
內)

他方淨土(娑婆世界外，十萬億佛
土中)

即刻於蓮花上花開見佛 流水、眾鳥、七寶樹林、微風之聲
說法，令諸聞者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而發起無上菩提之心

不厭生死求生兜率内院 厭離娑婆，欣求極樂

什曰。彌勒既紹尊位。
又當於此土而成佛。
眾情所宗故先命之。

https://www.wikiwand.com/zh-mo/%25E6%25B3%2595%25E5%258D%258E%25E7%25BB%258F
https://www.wikiwand.com/zh-mo/%25E9%2587%258B%25E8%25BF%25A6%25E7%2589%259F%25E5%25B0%25BC
https://www.wikiwand.com/zh-mo/%25E5%2585%259C%25E7%258E%2587%25E5%2585%25A7%25E9%2599%25A2
https://www.wikiwand.com/zh-mo/%25E9%259B%259C%25E9%2598%25BF%25E5%2590%25AB%25E7%25B6%2593
https://www.wikiwand.com/zh-mo/%25E5%2585%259C%25E7%258E%2587%25E5%25A4%25A9


宣化上人《水鏡回天錄》傅大士

• 傅大士名翕，字旋風，南朝齊代東陽人。少未
讀書，喜捕魚，將所捕之魚，置于竹籃內，再

放入深水中，對魚曰：「欲去則游，欲止則

留。」人笑其呆。十六結婚，生二子。後遇梵

僧，曉知前生，放下魚具，于松山雙樹林結廬

修行，日中耕田，晚間行道。一日，頭戴道冠，

身披衲衣，足穿方履，謁見梁武帝。帝問：

「汝是道乎？」指衣。「汝是僧乎？」指鞋。

「汝是儒乎？」指冠。暗示以道修心，以佛修

性，以儒修身。七十三歲入寂。前一天對弟子

言：「我滅后，不移床，有人送像來！」七日

後，果然有僧人送彌勒繡像，旋而不見。

空手把鋤頭，步行骑水牛。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维摩禪

祖師

印度高僧嵩山陀:我與你過去在毘婆尸佛前面同有誓願。現在
兜率天宮中，還存有你我的衣缽，你到哪一天才回頭啊！」



•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
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
之行。(什曰。即無生法忍也)

世尊為彌勒菩薩授記 :忉利天四千歲
壽命盡後，下生娑婆世界--龍華三會
度化眾生--第二會
彌勒菩薩乃一生補處大世--佛的候補
委員(佛說 :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
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

因天人沉湎天樂，無心修道，福盡退墮，所
以為他說四不退轉：1.信不退轉，十信具足，
到初住位才會信不退轉；2.解不退轉，由初
住位到七住之後，具足勝解，對一切法不生
疑惑； 3.證不退轉，到初地位(經十回向十
行)，破無明，現法身，法喜充滿，就象站穩
樂腳跟，不會再搖擺不定； 4.念不退轉，七
地之前，不能無功用行，即無住生心，觀照
中，稍一鬆懈即失正念，八地始證無生法忍，
雖處萬象紛紜，卻不見諸法生滅、增減、垢
淨，此時念念與法性相應，無功用行。

彌勒菩薩為天人說不退轉行乃漸法--歷三大阿僧祇劫 授記也是一法



•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
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用何生
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
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
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
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
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
生亦老亦滅。

【高僧傳】“彌勒菩薩”化身的中
國維摩禪大師“傅大士”什曰。彌勒既紹尊位。又當於此土而成佛。

眾情所宗故先命之。彌勒維摩大小之量未可
定也。或云。維摩雖大或有以而不成佛。或
云。彌勒雖大將有為而故辭行或此是分身彌
勒非其正體。以此三緣故有致屈之迹也。然
相成之美實存其中，遣彼著也。

阿耨多羅者無上也。三藐三者正遍也。菩提者彼語有之此
無名也。實則體極。居終智慧也。然有三品。聲聞也辟支
佛也佛也。二乘各於其道為菩提耳。非所謂菩提也。唯佛
菩提為無上正遍菩提也。一生者無復無量生餘一生也。

肇曰。發無上心修不退行受記成道。彌勒致教之
本意也。今將明平等大道以無行為因無上正覺以
無得為果。故先質彌勒。明無記無得然後大濟群
生一萬物之致以弘菩提莫二之道也。夫有生則有
記。無生則無記。故推斥三世。以何生而得記乎

訶「有生授記」



• 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
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

•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
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
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
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
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
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
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
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
菩提相。肇曰。菩提以寂滅為相。生死同相。而諸天卑生死尊菩提。雖曰勝求更生塵累。宜開以正路

令捨分別。曷為示以道記增其見乎。生曰。釋諸天見菩提心也。先訶然後教矣。訶以遣著。
教以釋見。著為咎累。宜以訶遣之。見謂涉理。須以教釋之焉

佛陀夜睹明星悟道，三嘆奇
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
德相，皆由妄想、執著而不
能證得，所以從大地眾生的
相觀察，即是大地眾生；而
從大地眾生的自性去觀察，
即不是大地眾生，所以說：
一切眾生皆如也。正如《華
嚴經》所說：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心體即如。道
遠乎哉，觸之即真，聖遠乎
哉，體之即神。妙不可言。
此即是“一切法亦如也”。

訶”無生授記” ∵無生即不生，不生乃寂滅--言語道斷



•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
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
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
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
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
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

菩提二十六種真義

僧肇法師---不知所以言故強名曰菩提。斯無為之道。
豈可以身心而得乎。

不可以心得 生曰。若見有菩提可得者則有相情也。苟以相為情

者。豈能不以之起身心行乎。若以身心行求菩提者。
則求之愈遠者也

寂滅是菩提 生曰。既不以相得菩提則無菩提相矣。若不能滅諸

相者。豈得以寂滅為體哉 (菩提不生不滅=寂滅)

不觀是菩提 肇曰。觀生於緣。離緣即無觀 (菩提不是緣觀之法，
沒有能觀和所觀=不觀)

不行是菩提 肇曰。行生於念。無念故無行也 (行陰遷流為相，
菩提圓滿，沒有遷流的形相=不行)

不可以身得 斷是菩
提

肇曰。諸見斷妄想離乃名菩提也(不
執=斷；如憂喜夢境，執則成景)

離是菩
提

佛性不受薰染，故妄想自離，更無
離者

障是菩
提

肇曰。真道無欲，障諸願求也(菩提自
性本然，非願欲能證得。有願欲便埋障菩提)

不入是
菩提

菩提不入諸塵,即無貪著,即不是受用
之境

順是菩
提

轉萬物為佛性 (菩提是如如智，以
如如智順如如理)

正如《楞嚴經》所說:狂
心若歇,歇即菩提



•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
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
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
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

菩提二十六種真義

住是菩提 常住不變謂之性也。故繫之以住。
念念但住於佛性，故住同無住

至是菩提 到實相彼岸謂之際。故繫之以至
進入絕對究竟本體

不二是菩提 非思想所及，故絕對不二
什曰。六識對於六塵未始相離。菩
提所解出六塵之表。故言離也。肇
曰。意與法為二。菩提無心。何法
之有哉

等是菩提 肇曰。無心於等而無不等。故謂若
虛空也

無為是菩提 肇曰。菩提不有故無生滅。菩提不
無故了知眾生心也

知是菩提 肇曰。菩提不有故無生滅。菩提不無故了
知眾生心也

不會是菩提 肇曰。諸入內外六入也。內外俱空故諸入
不會。諸入不會即菩提相也(諸入=十二入)

不合是菩提 肇曰。生死所以合煩惱之所纏。離煩惱故
無合。無合即菩提也

無處是菩提 肇曰。外無形色之處。內無可名之實也

假名是菩提 肇曰。外無形色之處。內無可名之實也



•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
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
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
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菩提二十六種真義

如化是菩提 肇曰。菩提無取捨。猶化人之無心也
取捨是相對，佛性絕對，故無取捨

無亂是菩提 肇曰。內既常靜。外亂無由生焉
動靜皆是佛性，故無亂。穿衣吃飯，一
切酬應，皆在定中

善寂是菩提 肇曰。性無不淨故寂無不善。善寂謂善
順寂滅常淨之道也
自性本來清淨

無取是菩提 肇曰。情有所取故攀於前緣。若離攀緣
則無所取也
佛性不受薰染，離於攀緣，故無取無捨

無異是菩提 肇曰。萬法同體是非一致。不異
於異者其唯菩提乎
佛性平等無二，一味一相，故無
異無同

無比是菩提 肇曰。第一大道無有兩逕獨絕群
方。故以無諭
佛性絕對，故無一物可比喻；可
比喻者，即是相對

微妙是菩提 佛性非思想所及
肇曰。諸法幽遠難測。非有智之
所知。以菩提無知故無所不知。
無知而無不知者微妙之極也。生
曰。種種明之者美而詠之也。豈
曰為美以發人情矣

生曰。彌勒先引使樂法。然後維摩詰除其病情。所以得
忍也。斯則相與成化。有何屈哉



光嚴童子
(以自性的智慧光明莊嚴身心)

•我從道場來

請問維摩詰居士：
你從哪裡來?

哪裡是道場呢 ?

什曰。以光嚴心樂道場故。言從道
場以發悟其心也。光嚴雖欲得道場。
而未知所以得。得必由因故為廣說
萬行。萬行是道場因。而言道場者
是因中說果也。復次佛所坐處。於
中成道故名道場。善心道場亦復如
是。廣積眾善故佛道得成。是以萬
善為一切智地。乃真道場也。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
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
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
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
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

• 以無虛假為懷者必
得佛也

• 肇曰 :直心者。謂內
心真直外無虛假。
斯乃基萬行之本。
坦進道之場也。

直心是道場

• 肇曰。心既真直則
能發迹造行。發迹
造行則事業斯辦眾
行俱舉也

• 修大乘行能荷擔如
來大法

發行是道場
• 肇曰。既能發行則
樹心彌深。樹心彌
深則功德彌增者也

• 修大乘行能明心見
性故功德無量

深心是道場

直心是道場—
總答。《楞嚴
經》:心言直
故，如是乃至
終始地位，中
間永無諸委屈
相。中間三十
一句別答；最
後一句結答。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
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
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
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
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
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

菩提
心

六度

四無
量心

神通

四攝

《趙州錄》問：
「如何是道
場？」師云：
「你従道場來，
你従道場去。
脫體(全體)是
道場，何處更
不是。」

肇曰。夫慈生愛。
愛生著。著生累。
悲生憂。憂生惱。
惱生憎。慈悲雖善
而累想已生。故兩
捨以平等觀。謂之
捨行也

持戒是道場，
即是持如來
三聚淨戒：
攝律儀戒、
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
戒德完全則
有願必從



• 印度阿育王篤信佛法，施行仁政；統一全印，建立孔雀
王朝。一日，阿育王與優波笈多尊者參禮諸塔、廣施供
養。至薄拘羅塔時，優波笈多尊者告大王言：「此是薄
拘羅塔，應當供養之。」阿育王問：「此人有何殊勝功
德？」優波笈多尊者言：「薄拘羅尊者為佛弟子中精進
無病最為第一。靜默精勤修道、少欲知足。」

• 阿育王乃布施一金錢。然而，此一金錢竟飛出，著阿育
王腳邊。時阿育王讚言：「此阿羅漢少欲之功德力，乃
至涅槃而不受施一金錢。」

• 劫前因緣道本生
• 薄拘羅尊者，在過去世九十一劫前，毘婆尸佛滅後，曾
清淨持守不殺戒，並施藥給一頭痛病僧，由此因緣，九
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苦。

阿育王經—持戒功德的故事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
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
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
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
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
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

多聞是道場，
如聞行故

肇曰。聞不能行。與禽獸同聽
也

伏心是道場，
正觀諸法故

什曰。或以事伏心。或以理伏
心。今正觀則以無常等觀制伏
其心也。

三十七品是道
場，捨有為法
故

肇曰。三十七品無為之因也

諦是道場，不
誑世間故

什曰。小乘中說四諦。大乘中
說一諦。今言諦是則一諦。一
諦實相也。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
老死皆無盡故

肇曰。十二緣起因緣相生無窮盡
也。悟其所由則智心自明。智心
既明則道心自成。然則道之成也
乃以緣起為地故即以為道場也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
故。眾生是道場，知無
我故。一切法是道場，
知諸法空故。

肇曰。煩惱之實性．眾生之無
我．諸法之空義。皆道之所由生
也(因為煩惱實性即是佛性；眾生
差別相沒有獨立實在的主宰)

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山居 [五代]永明延壽

真柏最宜堆厚雪，危花终怯下輕霜。

滔滔一點無依處，舉足方知盡道場。



總共有五圈，圈的最外面是閻羅王，表示只要在生
死輪回當中，就決定永遠在閻羅王的口中，他的力
量非常的強大。1.雞,豬,蛇(生死核心) 2.中陰身
3.六趣 4.十二個緣起流轉

最外圈依順時針方向，第一個圖是一個瞎子，前面
有一個小孩子帶著路，我們無明就像這樣，對事實
的真相看不見

第二個圖就是一個陶工在做陶器。作陶器需要幾個
條件：要土、要人工，還要用一個轉盤--無明，就
有種種的造作

識在圖上以一只猴子來表示，象徵我們的心識永遠
是相續不停，像猴子一樣。

名色是大海當中一個小船，這個妙了，小船上面你
也迷迷糊糊好像有一些人在那裡，但是他的確已經
生命已經存在了，這樣的一個狀態。再下面呢？就
是一座空房子，那個空房子有六個窗子，這個就是
六入。



•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
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
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
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
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降魔是道場，不
傾動故

佛魔一如，眾生顛倒即使終日念佛念經也是魔業，而顛倒心歇，與空
相應，則是不動道場，此時十法界都是佛業

三界是道場，無
所趣故

三界如幻,本是不來不去,如是則無能去所去

師子吼是道場，
無所畏故

肇曰。此即是佛所得也。雖則非佛名為場總名為佛佛即道也。上以菩
薩行為場。今果中以佛為道。眾事為場也

力無畏不共法是
道場，無諸過故

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都是佛果所有之法,所以能遠離九法界眾生
的過失與不及

三明是道場，無
餘礙故

肇曰。降魔兵而不為所動。遊三界而不隨其趣。演無畏法音而無難。
具佛三十二業而無闕。三明通達而無閡。斯皆大道之所由生也

肇曰。一切智者智之極也。
朗若晨曦眾冥俱照。澄若靜
淵群象竝鑒。無知而無所不

知者其唯一切智乎。何則夫
有心則有封。有封則有疆。
封疆既形則其智有涯。其智
有涯則所照不普。至人無心。
無心則無封。無封則無疆封

疆既無則其智無涯。其智無
涯則所照無際。故能以一念
一時畢知一切法也。一切智
雖曰行標。蓋亦萬行之一耳。
會萬行之所成者其唯無上道

乎。故所列眾法皆為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