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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淨土 

 

一切佛國都是淨土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那裡是淨土 

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 琉璃世界那裡也是淨土 

兜率天             彌勒佛那裡也是淨土 

阿閦佛             阿閦佛國也是淨土 

不同的稱呼  例如：佛國、佛剎、佛界、佛世界、淨
邦、淨域、淨世界、淨妙土、蓮邦、妙土、清淨土、
清淨國土等的異名。 

 



所謂淨土 

 

指諸佛為度一類眾生 

以其本願力所成就的淨佛國土 

每個淨土都是佛菩薩為對應每個眾生的根器  

起大悲心  發大願 所建立的清淨國土 

若以佛陀的圓滿覺悟心的境界來說 

清淨殊勝美妙不可思議的。 

現代人  愛分別  

佛應不同眾生 說出與眾生對機法  

成令眾生 生起願心 

 



淨土在經中分為三類： 
自受用淨土 他受用淨土  攝眾生淨土  

 自受用淨土: 是佛陀自己智德所成。 

   又名「寂光土」，或名「不共土」。是佛本身 

   之業感報土。佛陀福慧究竟圓滿，所感得的清 

   淨土。仁王經說：「三賢十聖居果報，唯佛一 

   人登淨土」。  

 他受用淨土: 是佛陀為地上菩薩所現。佛陀為 

   十聖菩薩所創設。十聖菩薩有十地不同程度， 

   每一個地必要提升，以至於「等覺」。所以佛 

   陀必幫他們創造淨土，以作教授「十波羅蜜」 

   之用，使地上菩薩得分證真如，以便達到究竟圓   

   滿。 

 



十波羅蜜 

菩薩到達大涅槃所必備之十種勝行。 

(一)施波羅蜜   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 

(二)戒波羅蜜   持戒而常自省。 

(三)忍波羅蜜   忍耐迫害。 

(四)精進波羅蜜 精勵進修而不懈怠。 

(五)禪波羅蜜 攝持內意，使心安定。 

(六)般若波羅蜜 開真實之智慧，曉了諸法實相。 

(七)方便波羅蜜 以種種間接方法，啟發其智慧。 

(八)願波羅蜜 常持願心，並付諸實現。 

(九)力波羅蜜 培養實踐善行，判別真偽之能力。 

(十)智波羅蜜 能了知一切法之智慧。 

解深密經 卷四載，六波羅蜜之外另施設四波羅蜜之原因 

方便波羅蜜 為施、戒、忍三波羅蜜之助伴； 

願波羅蜜 為精進波羅蜜之助伴； 

力波羅蜜 為禪波羅蜜之助伴； 

智波羅蜜 為般若波羅蜜之助伴。 

 



  攝眾生淨土  

為攝受眾生所變現，又謂之變化淨土。眾生只要
至心懇切，求生淨土，必受淨土佛陀所攝受而往
生。  

攝眾生土：又名「應化土」。是攝持眾生作教育
度化之淨土。如西方「彌陀淨土」，東方「琉璃
淨土」，東方「阿閦佛土」，兜率內院「彌勒淨
土」等。 

今彌勒菩薩為兜率內院天主，正為諸天眾及無量聖眾說法，
周邊也有他方來的諸大菩薩，五百億天子，以及人間往生
的佛陀四眾弟子，所以說「彌勒淨土」是聖凡共土。 

  

 

 



• 《阿彌陀經》之中記載：「從是西方，過十萬
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
陀佛，今現在說法。」 

 

• 《無量壽經》卷下：「願生彼國，即得往生，
住不退轉，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 《上生經》云：「汝今諦聽，是彌勒菩薩，於
未來世，當為眾生作大歸依處。若有歸依彌勒
菩薩者，當知是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 

 



 

兜率內院是娑婆世界一生補處菩薩所依止的地方 

「最後之輪迴者」 經過此生，來生定可在世間成佛。 

略稱補處。一般皆稱彌勒為一生補處之菩薩   

 

「彌勒念佛機」流通結緣 

由禪心四眾虔製的「彌勒念佛機」已開始免費流通結緣 

◎ 特定流通處（1月11日星期四開始流通念佛機） 

妙安堂(中醫館) 

地址：九龍佐敦上海街42-46號忠和商業中心6樓601室(港
鐵佐敦C2出口) 

時間：逢星期一、二、四、五、六 10:00 - 14:00；
15:00 - 1900 

 

 



甲、本經緣起 及 簡介 

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尊佛下生人間的正確時間。 

 當來下生時，國土平坦清淨。 

 人民壽命個個八萬四千歲又無病苦。 

 人民性情溫和，生活安祥快樂。 

 彌勒佛由誕生、修道、證道、度眾、龍華三會。 

 迦葉尊者提示金褸衣，作為信物。 

丙、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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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尊佛下生人間的正確時間。 

【經文】  大智舍利弗，能隨佛轉法輪，佛法之大

將，憐愍眾生故，白佛言：「世尊！如前後經中

說，彌勒當下作佛，願欲廣聞彌勒功德、神力，

國土莊嚴之事，眾生以何施、何戒、何慧得見彌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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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當來下生時，國土平坦清淨。 

【經文】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今廣為汝說，當一心聽，舍利弗，

四大海水以漸減少三千由旬，是時閻浮提地，長十千由旬廣八千由旬

平坦如鏡，名華軟草，遍覆其地，種種樹木華果茂盛，其樹悉皆高三

十里 

『是時有一大城，名翅頭末，長十二由旬，廣七由旬，端嚴殊妙，莊

嚴清淨，福德之人，充滿其中，以福德人故，豊樂安穩，其城七寶，

上有樓閣，戶牖軒窗，皆是眾寶，真珠羅網，彌覆其上，街巷道陌，

廣十二里，掃灑清淨。』 

 

【佛說觀彌勒菩薩下生經】略析 



翅頭末城龍華初會 



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人民壽命個個八萬四千歲又無病苦。 

【經文】 

『……….人壽八萬四千歲，智慧威德色力具足，安穩快

樂，唯有三病，一者便利，二者飲食，三者衰老，女人年

五百歲爾乃行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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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人民性情溫和，生活安祥快樂。 

【經文】 

時世人民，福德所致，巷陌處處，有明珠柱，皆高十里，

其光明曜，晝夜無異，燈燭之明，不復為用，城邑舍宅，

及諸里巷，乃至無有，細微土塊，純以金沙覆地，處處皆

有金銀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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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人民性情溫和，生活安祥快樂。(續) 

【經文】 『有大夜叉神，名跋陀波羅賒塞迦，常護此

城，掃除清淨，若有便利不淨，地裂受之，受已還合。

人命將終自然行詣冢間而死。 

時世安樂，無有怨賊，劫竊之患，城邑聚落，無閉門者，

亦無衰惱，水火刀兵，及諸饑饉，毒害之難，人常慈心，

恭敬和順，調伏諸根，語言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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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人民性情溫和，生活安祥快樂。(續) 

【經文】 舍利弗，我今為汝麤略說，彼國界城邑富樂之事，

其諸園林池泉之中，自然而有八功德水，青、紅、赤、白、

雜色蓮華，遍覆其上，其池四邊，四寶階道，眾鳥和集，

鵝鴨鴛鴦，孔雀翡翠，鸚鵡舍利，鳩那羅、耆婆耆婆等，

諸妙音鳥，常在其中，復有異類妙音之鳥，不可稱數。 

果樹香樹，充滿國內。爾時閻浮提中，常有好香，譬如香

山，流水美好味甘除患，雨澤隨時，穀稼滋茂，不生草穢，

一種七穫，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食之香美，氣力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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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佛由誕生、修道、證道、度眾、龍華三會。 

一. 降生 : 【經文】 

• 其城中有大婆羅門主，名曰妙梵，婆羅門女，名曰梵摩波提，

彌勒託生，以為父母， 

• 身紫金色三十二相，眾生視之無有厭足，身力無量，不可思

議，光明照曜，無所障閡，日月火珠，都不復現，身長千尺，

胸廣三十丈，面長十二丈四尺，身體具足，端正無比，成就

相好，如鑄金像，肉眼清淨，見十由旬，常光四照，面百由

旬，日月火珠，光不復現，但有佛光，微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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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佛由誕生、修道、證道、度眾、龍華三會。(續) 

二. 出家 成佛 : 【經文】 

• 彌勒菩薩，觀世五欲，致患甚多，眾生沈沒，在大生死，甚可憐愍，

自以如是，正念觀故，不樂在家。 

• 時蠰佉王，共諸大臣，持此寶臺，奉上彌勒，彌勒受已，施諸婆羅

門，婆羅門受已，即便毀壞，各共分之 

• 彌勒菩薩，見此妙臺，須臾無常，知一切法皆亦磨滅，修無常想，

出家學道，坐於龍華菩提樹下，樹莖枝葉，高五十里，即以出家日，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爾時，諸天龍神王，不現其身，而雨華香，供養於佛，三千大千世

界皆大震動，佛身出光，照無量國，應可度者皆得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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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佛由誕生、修道、證道、度眾、龍華三會。(續) 

三. 度眾: 【經文】 

爾時彌勒佛，見諸大眾，作是念言：「今諸人等，不以生天樂故，亦

復不為，今世樂故，來至我所，但為涅槃常樂因緣。是諸人等，皆於

佛法中，種諸善根 

釋迦牟尼佛，遣來付我，是故今者，皆至我所，我今受之 

是諸人等，或以讀誦，分別決定，修多羅毗尼，阿毗曇藏，修諸功德，

來至我所。或以衣食施人，持戒智慧，修此功德，來至我所。或以幡

蓋華香，供養於佛，修此功德，來至我所。或以布施，持齋，修習慈

心，行此功德，來至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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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佛由誕生、修道、證道、度眾、龍華三會。 

三.  度眾: 【經文】 (續) 

或為苦惱眾生，令其得樂，修此功德，來至我所。或以持戒忍辱，修

清淨慈，以此功德，來至我所。或以施僧，常食齋，講設會，供養飯

食，修此功德，來至我所。 

或以持戒、多聞、修行禪定，無漏智慧，以此功德，來至我所。或有

起塔，供養舍利，以此功德，來至我所。善哉釋迦牟尼佛，能善教化，

如是等百千萬億眾生，令至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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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彌勒佛由誕生、修道、證道、度眾、龍華三會。 

四.    龍華三會說法  

 【經文】爾時，彌勒佛於華林園，其園縱廣，

一百由旬，大眾滿中，初會說法，九十六億人得

阿羅漢。第二大會說法，九十四億人得阿羅漢。

第三大會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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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三會」 

彌勒佛當來下生成佛，是在龍華樹下 

釋迦牟尼佛成佛  是在菩提樹下     

其樹名龍華者 言其枝幹高大如龍盤空 

且能開燦爛之華 結豐碩之果。 

 

其轉第一次法輪，遇彌勒佛聽經聞法授記度脫者，是為龍華
初會 

經若干時期，有若干眾生，又聞彌勒佛說法而得超凡入聖者，
是為龍華二會 

到最後一會，則大轉法輪，凡為彌勒佛所度之機，皆度盡無
餘，是為龍華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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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迦葉尊者提示金褸衣，作為信物 

【經文】 爾時彌勒佛，欲往長老大迦葉所，即與四眾俱就耆

闍崛山，於山頂上，見大迦葉。時男女大眾，心皆驚怪 

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

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是人

雖有大神力，而無高心，能令眾生，得大歡喜，常愍下賤貧惱

眾生，救拔苦惱，令得安穩。」 

彌勒佛讚大迦葉骨身言：「善哉大神德，釋師子大弟子大迦葉，

於彼惡世，能修其心。」 

 

【佛說觀彌勒菩薩下生經】略析 



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迦葉尊者提示金褸衣，作為信物 

【經文】  (續) 

『善哉大神德，釋師子大弟子大迦葉，於彼惡世，能修其

心。」爾時人眾，見大迦葉，為彌勒佛所讚，百千億人，

因是事已，厭世得道，是諸人等，念釋迦牟尼佛，於惡世

中，教化無量眾生，令得具六神通成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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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彌勒下生人間 實際狀況   經文略解 

 迦葉尊者提示金褸衣，作為信物 

【經文】  (續) 

『爾時，說法之處，廣八十由旬，長百由旬，其中人眾，若坐

若立，若近若遠，各各自見，佛在其前獨為說法。』 

『彌勒佛住世六萬歲，憐愍眾生令得法眼。滅度之後法住於世

亦六萬歲，汝等宜應精進，發清淨心，起諸善業，得見世間燈

明，彌勒佛身，必無疑也。佛說是經已，舍利弗等歡喜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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