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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

• 彌勒的梵文 मैते्रय Maitreya是常見婆羅門姓氏，源自字根Mith，意為慈愛。

• 意譯為慈氏。

• 若根據梵文，音譯為梅呾利耶、梅怛儷藥、末怛唎耶等。

• 而彌勒這較古老的譯音，根據季羡林教授的考證，不是以梵語Maitreya 翻成
的，而是由吐火羅文 Metrek 翻譯而成。

• 現在若用音譯多仍沿用彌勒這舊譯，或用意譯“慈氏”。

• 為釋迦牟尼佛座下弟子之一，曾被佛陀授記會在人壽八萬四千歲或八萬歲(不
同經典有這不同的記載，可能後者是約數吧)在我們這個人間龍華樹下成佛。

• 釋尊不僅授記彌勒菩薩未來成佛，而且將一切弟子託付彌勒，付囑彌勒住持
正法、守護三寶。

• 彌勒菩薩比佛陀早入滅，而上生至兜率天為天人說法，在那裡一生結束後回
到這裡人間成佛，所以又稱為「一生補處菩薩」。

• 彌勒成佛之後有龍華三會，在這三次說法大會裡面, 有九十六億、九十四億、
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果，亦度化無數人令發無上菩提心。

• 由於彌勒菩薩是未來佛，所以又稱為彌勒佛、彌勒如來，或者詳細些，稱為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兜率天

• 梵文：तुषित Tuṣita，源自字根Tuṣ，意為滿足。

• 意譯妙足天、知足天、喜足天、喜樂天。為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層天。
在此之天人，於自己所受用多生喜樂知足之心，故有此名。

• 音譯亦作兜率陀天、兜術天、覩史多天等。

• 此天天眾壽量四千歲。其一晝夜相當於人間四百年。若加以換算，
其壽量為人間五億七千六百萬年。經典中有說五億七千六萬歳，及
以不同單位作億，說五十六億萬歳等。

• 其天又分內院與外院；外院為天眾欲樂處，內院為彌勒說法、教化
天眾的地方。兜率淨土係指內院而言、亦有稱兜率宮。

• 凡是當來下生成佛的，如釋迦牟尼佛在成佛前，都先生在那裏再下
生成佛。



彌勒信仰的內容除了對彌勒菩薩這位未來佛的尊崇禮敬外，可分
為兩部份：

• 上生信仰 - 信仰現今於兜率天說法之彌勒菩薩；願求自己過世後往生
兜率天內院這莊嚴淨土，聽彌勒菩薩説法。在那裡，彌勒菩薩會按我
們的根器為我們說法，令堅固不退轉於無上心。。

• 下生信仰 - 相信彌勒菩薩將來下生此世界，於龍華樹下成佛，三會說
法，度化眾生。而自己亦願求能生此未來人間淨土，得遇龍華三會而
得度。



唯識宗

• 唯識宗源自印度大乘佛教二大學派之一的瑜伽行派，成立與發展的
時期，約在西元四至八世紀間。

• 相對稱為大乘「空宗」的中觀學派，瑜伽行派又稱為大乘「有宗」。

• 此派將一切法(事物)作組織性的分類，構成其精密的認識論、心理論
與實踐的理論。

• 無著論師和他的弟弟世親論師是這派的主要奠基宗師，而師承彌勒
菩薩，亦是立志在命終後往生至兜率天內院親近彌勒菩薩。

• 一般說法是無著大約是西元400至470年，世親大約是西元420至500
年。



唯識宗

• 無著和世親師承彌勒菩薩，傳說無著會於定中往兜率天聽彌勒菩薩
說法，聽受五部大論，再記錄下來（《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
論》、《大乘莊嚴經論》、《辯中邊論》、《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
多經論》）。

• 此外，他們的唯識學說亦有從一班瑜伽師繼承而來，這些瑜伽師以
唯識思想貫通佛家各種修道次第。而且根據一些考證，古印度史上
亦曾有彌勒為名的瑜伽師，可能不止一人。所以他們成立的學派稱
為瑜伽行派Yogācāra，亦稱為唯識派。

• 玄奘法師在印度取經回到中國後，開創法相宗 [瑜伽行派，除了強調
心外無獨立之境(唯識)外，亦剖析一切事物（法）的性相，故名法
相]，亦稱為唯識宗，並主要由他其中一位弟子窺基發揚光大。

• 由於玄奘法師曾長期住過長安的大慈恩寺，所以亦稱為慈恩宗。



無著論師(Asaṅga)

《婆藪槃豆法師傳》卷1：

「雖得小乘空觀意猶未安，謂理不應止爾。因此乘神通往兜率多天諮
問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為說大乘空觀，還閻浮提如說思惟，即便得悟，
於思惟時地六種動。既得大乘空觀，因此為名，名阿僧伽，阿僧伽譯
為無著。

爾後數上兜率多天諮問彌勒大乘經義，彌勒廣為解說隨有所得，還閻
浮提，以己所聞為餘人說。聞者多不生信。無著法師即自發願，我今
欲令眾生信解大乘，唯願大師下閻浮提解說大乘，令諸眾生皆得信解。

彌勒即如其願於夜時下閻浮提，放大光明廣集有緣眾，於說法堂誦出
《十七地經》，隨所誦出隨解其義。經四月夜解《十七地經》方竟。
雖同於一堂聽法，唯無著法師得近彌勒菩薩，餘人但得遙聞夜共聽彌
勒說法。晝時無著法師更為餘人解釋彌勒所說，因此眾人聞信大乘彌
勒菩薩教。……佛昔所說華嚴等諸大乘經悉解義，彌勒於兜率多天, 悉
為無著法師解說諸大乘經義。」 (CBETA, T50, no. 2049, p. 188, c4-21)

• 無著稟其教旨，著《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毗達磨
集論》等書，為此派學說奠定堅實之基礎。



世親論師 (Vasubandhu)

• 從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來轉了跟隨當時比較進步的經量部學說，作了一
部含有批評說一切有部義理意味的《阿毗達磨俱舍論》。他亦常批評大
乘，後來得到無著論師的引導下轉修大乘。

• 除了盡全力發揮彌勒學說、解釋無著菩薩的著作，自己亦有很多著作弘
揚唯識學，亦有為其他大乘經典做註釋，《無量壽經》、《法華經》、
《寶髻經》等，亦有解釋華嚴系統的《十地經論》，故有「千部論師」
的雅譽。

• 比無著論師早過世，並傳說他生到兜率天，禮敬彌勒菩薩後即時回來告
訴無著論師，但當時已過了六個月的時間。



主要說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或下生成佛的有六部經，稱為「彌勒六部經」：

(1)《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劉宋‧沮渠京聲439-455年間譯；

(2) *《彌勒下生經》，西晉‧竺法護266—308年間譯；

(3)《彌勒大成佛經》，姚秦‧鳩摩羅什402—413年間譯；

(4)《彌勒來時經》，失譯；

(5)《彌勒下生成佛經》，姚秦鳩摩羅什402—413年間譯；

(6)《彌勒下生成佛經》，唐‧義淨700—711年間譯。

• 其中以首三部為其代表，合稱為「彌勒三經」。

• 此外，尚有竺法護譯之《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及唐菩提流志譯之《大寶
積經》卷111，第四十二會〈彌勒菩薩所問會〉。

• 由以上諸多譯經，可知彌勒信仰曾經在中國十分普及。



*西晉‧竺法護譯《彌勒下生經》
• 譯本已散佚。現在錄於大藏經裡《彌勒下生經》應是《增一阿含經》

卷44之〈十不善品48〉別抄。

《增壹阿含經》卷44 〈十不善品48〉

• 內有很長的經文，被認為是西晉‧竺法護護(約三、四世紀間)譯的《彌
勒下生經》的別抄。

• 可能是因為這篇經文很流行，成為單行本形式，就像《法華經》裡的
〈普門品〉般獨立了出來被人讀誦，而曾被以為是一本獨立的經叫觀
音經一樣。

• 單行本的流通歷經南北朝、隋朝乃至唐朝，被誤認是竺法護譯這本已
失的《彌勒下生經》。

~釋道昱〈漢譯彌勒經典的翻譯與流佈〉(〈正觀雜誌〉第二十期)



增壹阿含經
曇摩難提385年譯
後經僧伽提婆(398?)
略加改訂

卷44〈十不善品48〉
單本流行

增壹阿含經
梵本



增壹阿含經
曇摩難提385年譯
後經僧伽提婆(398?)
略加改訂

卷44〈十不善品48〉
單本流行 (佚失)

《彌勒下生經》
竺法護265—308年間譯

梵文原本增壹阿含經
梵本



增壹阿含經
曇摩難提385年譯
後經僧伽提婆(398?)
略加改訂

卷44〈十不善品48〉
單本流行 (佚失)

誤認是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
竺法護265—308年間譯

梵文原本增壹阿含經
梵本



《中阿含經》卷13〈王相應品說本經2〉：

「佛復告曰：「彌勒！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佛，名彌勒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號佛、眾祐，猶如我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汝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猶
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汝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
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

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
(CBETA，T01，no. 26，p. 511，a13-29) 

[東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共僧伽羅叉398年譯]



《長阿含經》卷6〈轉輪聖王修行經〉：

「八萬歲時人，女年五百歲始出行嫁。時，人當有九種病，一者
寒，二者熱，三者飢，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欲，
八者饕餮，九者老。時，此大地坦然平整，無有溝坑、丘墟、荊
棘，亦無蚊、虻、蛇、蚖、毒蟲，瓦石、沙礫變成琉璃(青色寶)，
人民熾盛，五穀平賤，豐樂無極。……當於爾時，有佛出世，名
為彌勒如來，……彼眾弟子有無數千萬，如我今日弟子數百。彼
時，人民稱其弟子號曰慈子，如我弟子號曰釋子。」
(CBETA，T01，no. 1，p. 41，c22-p. 42，a9)

[姚秦罽賓沙門佛陀耶舍共竺佛413年念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11〈眾喻品 44〉：

「善現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
復能書寫、讀誦、受持、思惟、修習，是菩薩摩訶薩從何處沒來生此間？」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從人趣沒來生人中。何以故？善現！此菩薩乘
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樂聽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思惟、
精勤修習，復能書寫眾寶莊飾，又以種種上妙花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
寶幢、幡蓋、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由此善根從人趣沒還生人中，
聞是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復能書寫、讀誦、受持、思惟、修習。」……

……有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供養承事他方諸佛，從彼處沒來生此間，
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復能書寫、讀誦、受持、思惟、修習，
無有懈倦。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先從他方無量佛所，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深生信解，復能書寫、讀誦、受持、思惟、修習，無有懈倦，彼乘如是
善根力故，從彼處沒來生此間。

……亦有菩薩摩訶薩從覩史多天眾同分沒來生人中，當知彼亦成就如是殊勝功
德。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先世已於覩史多天彌勒菩薩摩訶薩所，請問般若
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彼乘如是善根力故，從彼處沒來生此間，聞說如是甚深般
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復能書寫、讀誦、受持、思惟、修習，無有懈倦。」

(CBETA, T06, no. 220, p. 586, b9-c19) [唐 三藏法師玄奘663年譯]



《妙法蓮華經》卷7〈普賢菩薩勸發品 28〉：

「「若法華經行閻浮提，有受持者，應作此念：『皆是普賢威神
之力。』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
是人行普賢行，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善根，為諸如來手摩其
頭。……若有人受持、讀誦，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

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
(CBETA, T09, no. 262, p. 61, b29-c10)
[姚秦 鳩摩羅什406年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79〈入法界品39〉：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第五十一參，向彌勒菩薩參學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

「爾時，善財童子……以彌勒菩薩威神之力，自見其身遍在一切諸樓
閣中，具見種種不可思議自在境界。所謂：或見彌勒菩薩初發無上
菩提心時……或見彌勒修諸妙行，成滿一切諸波羅蜜……或見彌勒為
轉輪王，勸諸眾生住十善道……饒益眾生……種種方便，調伏眾
生。……

或見諸菩薩入變化三昧……見諸如來，大眾圍遶……見三千世界百億
四天下、百億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彌勒菩薩降神誕生……教化成熟眾
生方便……

普見一切莊嚴境界種種差別不相雜亂。……

住菩薩不可思議自在解脫……見菩薩行，聞菩薩法，知菩薩德，了如
來願……是善知識加被憶念威神之力……彌勒告言：「善男子！此解
脫門，名：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忘念智莊嚴藏……一生菩薩之所能
得。」」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79〈入法界品39〉：

「善男子！我為化度與我往昔同修諸行，今時退失菩提心者；
亦為教化父母、親屬；亦為教化諸婆羅門，令其離於種族憍慢，
得生如來種性之中。——而生於此閻浮提界、摩羅提國、拘吒
聚落、婆羅門家。

善男子！我住於此大樓閣中，隨諸眾生，心之所樂，種種方便教
化調伏。

善男子！我為隨順眾生心故；我為成熟兜率天中同行天故；我為
示現菩薩福智變化莊嚴，超過一切諸欲界故；令其捨離諸欲樂故；
令知有為皆無常故；令知諸天盛必衰故；……為欲教化釋迦如來
所遣來者，令如蓮華悉開悟故，於此命終，生兜率天。」

(CBETA，T10，no. 279，p. 435，a25-p. 439，a2) 
[唐 于闐 實叉難陀699年譯]



《傳法正宗記》卷1：

「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
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並勅阿難副
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迦梨衣，亦付於汝，汝其轉授
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出世，宜謹守之。』」
(CBETA，T51，no. 2078，p. 717，c26-p. 718，a5) 
[宋 （宋 廣西 契嵩1061年撰]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卷1：

「……若有得聞此八名呪，於當來世經七俱胝那庾多百千大劫，不
墮地獄傍生餓鬼。將命終時身心安隱，見有諸佛及諸菩薩來現其
前，為說大乘甚深法要。既聞法已，必得往生覩史多天奉事彌勒。
後隨彌勒下贍部洲，行願漸增乃至究竟。」
(CBETA, T21, no. 1365, p. 884, a1-7)
[唐 玄奘譯]



彌勒信仰何時開始流行？

• 由於彌勒菩薩將會是繼釋迦牟尼佛後在這娑婆世界下一位成佛，
所以即使不致是上生信仰或下生信仰，大小乘各宗派行者皆禮敬
彌勒菩薩。此外，文獻中亦有直接或間接顯示唯識宗以外的行者
是有上生或下生的信仰。

• 參考法顯法師的《佛國記》亦即《高僧法顯傳》，彌勒信仰很早
期已在印度流行。



彌勒信仰何時開始流行？

法顯法師 (？ ～約422) 

• 中國第一位西行入印度取經亦回到中國的法師。

• 因慨歎律藏傳譯未全，公元399年西行求取律藏原典，前後15年。

• 他本人除了帶回很多律藏典籍和大般泥洹經等回中國。

• 傳說他帶回《龍華圖》並在泗水建龍華寺，為中國第一座按印度
寺院建築風格而建的寺院。



彌勒信仰何時開始流行？

《高僧法顯傳》(《佛國記》)：

「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曆，亦有眾僧皆小
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率天，觀彌勒菩薩
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
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於此。……

眾僧問法顯大師：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
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齎經律過此河者。
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



彌勒信仰何時開始流行？

• 《佛國記》還記載了法顯大師在獅子國聽天竺道人口誦彌勒經
典及傳說，法顯法師想抄寫此經，但原來並無經本，當時只是
口誦：

「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彌勒出世
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
八齋法供養三寶者; 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
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心口誦耳。』」



彌勒信仰何時開始流行？

• 《佛國記》裡並未提及無著、世親兩論師的事蹟；記中摩竭提國瞻禮舍
利弗本生村那羅聚落處，也未提到那裡的佛教著名學府那爛陀寺(世親的
時代建立)；可以旁證當時(五世紀初) 未有唯識學的傳播。

• 記載當時為五世紀初，彌勒信仰在印度的流傳已由西北部傳至北部，亦
經中印度而達南印度及斯里蘭卡，可見彌勒信仰在印度的流行程度。

• 佛國記裡說到在北印小國的彌勒菩薩像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豎立，即那
時彌勒信仰已在印度的流行。



佛滅年代
說法不一，有60種之多。最早和最晚一說之間，相距達數百年。較普遍的說法：

• 斯里蘭卡、印度、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南傳佛教國家，一般認為釋迦牟
尼卒於西元前544年或543年。

• 其他西方學者根據南傳史料，對佛滅年代有西元前489、487、486、484、483、
482、478、477諸說。

• 如依南齊僧伽跋陀羅所譯《善見律毗婆沙》師資相傳的「眾聖點記」，佛陀入滅
後，由傳持律藏之長老僧，於每年安居終了時記一點，至南齊永明七年(489)共計
975點。由此上推，佛滅年為西元前486年。

• 日人宇井伯壽認為，阿育王即位灌頂之年代為西元前271年，基於北傳「部執異
論」一書有關佛陀入滅後116年阿育王即位之記述，斷定佛滅年代為西元前386年。

• 中村元根據宇井之說，更參考新希臘史與印度史之資料，決定阿育王之即位年為
西元前268年，由此推定佛滅年為西元前383年。

• 根據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佛滅於西元前961年。

• 佛滅在西元前380年至390年之間，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可。
~佛光大辭典 (慈怡法師主編)

• 考古學家2013年在尼泊爾藍毗尼（Lumbini）發現一處西元前約550年左右的木造
結構遺跡以及樹根遺骸，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佛寺遺跡。這似乎較接近斯里蘭卡
等南傳佛教國家的說法。



佛滅年代

較普遍說法有西元前四至六世紀：
• 斯里蘭卡、印度、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南傳佛教國家，一般認

為釋迦牟尼卒於西元前544年或543年(西元前六世紀)

• 其他西方學者根據南傳史料，對佛滅年代有西元前489、487、486、484、
483、482、478、477諸說 (西元前五世紀)

• 佛滅在西元前380年至390年之間(西元前四世紀)，為多數學者認可。

考古學家2013年發現
• 在尼泊爾藍毗尼發現木造結構遺跡以及樹根遺骸，為西元前約550年左

右，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佛寺遺跡。

• 這似乎較接近斯里蘭卡等南傳佛教國家的說法。

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很可能是西元前三世紀

• 西元前三世紀，彌勒信仰已經流傳至北印，在恆河流域應更早流行了。

• 根據印順法師，西元前二世紀在斯里蘭卡已有上生兜率見彌勒的信仰。



瑜伽行派/唯識派

戒賢論師（Śīlabhadra約528～651 ）
• 是世親菩薩的徒息：世親--陳那--護法--戒賢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3：
「讚歎圍繞入那爛陀……仍差二十人……將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
法師也，眾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為正法藏。於是隨眾入謁。既見，
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嗚足頂禮，問訊讚
歎訖。法藏令廣敷床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
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泣，
喚弟子佛陀跋陀羅(唐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通經
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眾說我三年前病惱因
緣。」……



瑜伽行派/唯識派

戒賢論師

……覺賢聞已，啼泣捫淚而說昔緣云：「和上昔患風病，每發，手
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
痛尤甚，厭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
二琉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問和上曰：『汝
欲棄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
作國王，多惱眾生，故招此報。

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銷滅。直
爾厭身，苦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
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
慈氏菩薩。』和上即禮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
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



瑜伽行派/唯識派

戒賢論師

……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
為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
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
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
自爾已來，和上所苦瘳除。」僧眾聞者莫不稱歎希有。
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玄奘
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法師汝在路幾
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
申師弟之情。」
(CBETA, T50, no. 2053, p. 236, c9-p. 237, a19)



南傳佛教
• 西元前101～77年在位的錫蘭王──度他伽摩尼Duṭṭhagāmaṇī ，在臨終時，

發願生兜率天，見彌勒菩薩。
• 西元前二世紀，已有上生兜率見彌勒的信仰，這是可以確定的。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

《清淨道論》卷1：

「傳云：〔法臘〕超六十歲大僧護長老臥於死牀之時，比丘眾問〔彼〕是
否證得出世間耶？長老言：「我無出世間之法。」時彼看護之青年比丘言：
「尊師！尊師將般涅槃，由四方十二由旬處，人人參集，〔然〕尊師若凡
夫而命終者，大眾將後悔。」「友！我欲於〔未來世〕見彌勒世尊，故不
為〔證阿羅漢果而觀〕毘鉢舍那，〔若人人期待我為阿羅漢者〕，然，令
我坐，作〔得阿羅漢果〕之機會」。彼使長老坐已將外出，長老於彼出不
出去！便以彈指示知得阿羅漢果。僧眾集言：「尊師！尊師於如斯臨終，
〔如〕生出世間法，已作難作之事。」〔長老言〕：「諸君！此非作難作，
然我〔由此猶〕作難事者，當告諸君。諸君！我由出家時以來，不記憶
〔作〕無念、無智之所作業。」」
(CBETA, N67, no. 35, p. 70, a2-10 // PTS. Vism. 47 - PTS. Vism. 48)
[覺音5世紀在錫蘭（今斯里蘭卡）著]



年代/數字 釋迦 彌勒 彌陀 觀音
495 – 500 A.D. 0 3 0 0

510 14 10 0 1

520 11 11 1 3

530 11 8 6 0

540 7 3 1 8

550 2 0 0 0

560 1 0 1 0

570 3 1 0 1

合計 49 36 9 13

600 – 720 A.D. 11 12 121 32

~釋道昱《中國早期的彌勒信仰——以道安為主的探討》

彌勒信仰在中國

彌勒信仰曾極盛於南北朝，尤其在北魏時代（386年－534年），是中
國早期最為流行的淨土法門。
依據日人塚本善隆，龍門的造像佛像研究的統計，龍門石窟北魏時代釋
迦、彌勒、彌陀、觀音四位的造像數目依次如下:



彌勒信仰在中國

• 彌勒菩薩上生信仰在中國，一般的說法是這是始自晉朝的道安法師。

東晉道安法師（312～385）

• 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

• 創立要為佛經造「三分科判」(序、正宗、流通)

• 纂輯了中國第一部佛經目錄，綜合整理當時已譯出的佛典，雖然現已
失傳，但後來的《出三藏記集》就是有參照這目錄編寫。

• 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

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
自道安法師開始，出家人才改姓釋。



道安法師(312～385)的彌勒菩薩信仰

《高僧傳》卷5：

「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
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迮處之講
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
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
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臾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
請問來生所往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
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
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
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



道安法師(312～385)之後

• 道安法師之後，《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劉宋‧沮渠京聲(439
～455)年間譯出，把「兜率」當做一期生命結束後的「往生」目
標，逐漸形成「兜率淨土」的雛型。

• 經南北朝(約西元420～589年)，至唐初仍有少數僧人修持彌勒法門。

• 道安弟子慧遠(334～416)，於元興元年(402)在廬山建立蓮社，提倡
往生西方彌陀淨土，為後世奉為淨土宗初祖。慧遠圓寂後，專修
淨土法門不乏其人，到東魏的曇鸞(476～542)更奠定後世淨土立宗
的基礎。

• 後來得到唯識宗(法相宗)的大力推動，及天台宗乃至律宗亦有相當
的影響力，彌勒信仰在初唐時期約於第七世紀末年曾經風光一時，
並與西方彌陀淨土相互抗衡，似乎一度有超越西方彌陀淨土的趨
勢。



天台宗

• 因創始人智顗大師（538～597）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

• 天台宗的教義主要依據《妙法蓮華經》，故亦稱「法華宗」。

• 天台宗對彌勒信仰的弘傳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經文中有提到受持、
讀誦此經，解其義趣，即可往生兜率天。

• 但經中亦有提到聽聞《法華經》並能「如說修行」，可以往生阿彌陀
佛的極樂國土。

• 智顗大師的授業師慧思法師(515～577) 同時供養彌勒菩薩與阿彌陀佛，
又夢與彌勒同在龍華會上。

• 智顗在國清寺的道場依循慧思的法門，同時供養彌勒菩薩與彌陀佛。

• 其徒眾亦修持兩個不同的法門，有些修持往生兜率天的彌勒法門，有
些則修持往生西方彌陀淨土，但都是依據《法華經》的修持而入的。

• 智者本身則修持往生西方彌陀法門。



天台宗

《妙法蓮華經》卷7〈普賢菩薩勸發品 28〉：
「「若法華經行閻浮提，有受持者，應作此念：『皆是普賢威神之力。』
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是人行普賢行，
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善根，為諸如來手摩其頭。……若有人受持、讀
誦，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即往兜
率天上彌勒菩薩所。」

(CBETA, T09, no. 262, p. 61, b29-c10)

《妙法蓮華經》卷6〈藥王菩薩本事品 23〉：
「若有人聞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者，亦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如來滅後
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
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不復為貪欲所
惱，亦復不為瞋恚愚癡所惱，亦復不為憍慢嫉妬諸垢所惱，得菩薩神通、
無生法忍。得是忍已，眼根清淨，以是清淨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
他恒河沙等諸佛如來。」

(CBETA，T09，no. 262，p. 54，b26-c7)



天台宗

釋慧思(515～577) 

《續高僧傳》卷17：「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
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
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
沓，瓶水常滿、供事嚴備。」
(CBETA，T50，no. 2060，p. 562，c21-25)

釋法誠 (563～ 640)

《續高僧傳》卷28：「誠奉佩訓，勗講法華經以為恒任……法華三
昧翹心奉行……感餘疾，自知即世, 願生兜率，索水浴訖…… 『今
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
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
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
(CBETA, T50, no. 2060, p. 688, c20-p. 689, b11)



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

玄奘法師（600～664）

• 由於覺得多年來在各地參學所聞，異說不一，當時佛經亦有很多不相同、
不清晰的說法，所以決意西行去印度求學包含三乘義理，由彌勒菩薩所
造的《十七地論》 (即《瑜伽師地論》)原文，以釋除他的疑惑。

• 除了瑜伽行派經論，亦深入研究其他派系典籍，經首尾17年(629-645)才
回國。

• 在印度，玄奘以梵文著《會宗論》三千頌，以調和大乘中觀、瑜伽兩派
的學說，亦著《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及《三身論》三百頌，但可惜這
三部論並沒有譯成漢文，原本亦已佚失。

• 回國以後，他忙於翻譯，無暇撰述，只應太宗的要求而修撰《大唐西域
記》十二卷，還是口授辯機寫成的，奉敕將《老子》、《大乘起信論》
譯作梵文，傳於印度。



玄奘法師（600～664）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3：

「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跡，順殑伽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於林中兩岸各
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
群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殺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
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
顏無有懼，賊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
歡喜取滅。」

法師乃專心覩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
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
法，利安一切。於是禮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
若似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覩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天眾圍繞。
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



玄奘法師（600～664）

……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
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
若殺，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瞋，宜急懺悔。」

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爾乃開目，謂賊曰：
「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

法師受其禮謝，為說殺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無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
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

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
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啟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於是遞相
勸告，收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眾
歡喜，頂禮辭別。同伴敬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怪。非求法殷重，何
以致茲。」
(CBETA, T50, no. 2053, p. 233, c23-p. 234, b10)



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

玄奘法師

• 六十二歲年底，大師剛譯完六百卷大般若經，大家慶賀功成，當日，
《般若》放光，諸天雨花，并聞空中音樂、非常香氣。但當時時玄
奘大師自覺得身疲力竭，知無常將至。

• 次年正月初九黃昏時候，不慎跌倒，只是小腿有少許皮膚擦破，不
知是否導致破傷風，病得很嚴重，但法師夢到眼前有比盤大的白色
蓮花等的瑞夢。

• 自知即將別世，命徒弟嘉尚法師具錄所譯經論以及造像、寫經、供
養、施捨等項，宣讀一過，深感自慶。



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

玄奘法師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0：

「『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
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
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辭訖，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
得，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
得，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
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復口說偈，教傍人云：『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
慈顏，南無彌勒如來所居內眾，願捨命已，必生其中。」

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花滿空。……



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

玄奘法師

……至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許，共捧一
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
花人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除，
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
左髀上，舒足重壘右脇而臥，迄至命終，竟不迴轉，不飲不食。

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和上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法師報云：
『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間神逝，侍人不覺，屬纊方知。……

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懈廢，於法師亡
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亙南貫井宿，直至
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以。即念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
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
耶？天曉向眾說其所見，眾鹹怪之。至九日旦，無常事果，達於京師
符虹現之象，聞者嗟其感異。」
(CBETA, T50, no. 2053, p. 277, a12-b18)



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

窺基法師（632～682）

• 窺基法師是玄奘法師的上首弟子。由於他曾任長安大慈恩寺住持，
因此乃有「慈恩大師」的稱號。

• 由於玄奘法師回國後全心全力在於譯經事業，本身無什麽著作，
所以雖然法相宗主要是由窺基法師發揚光大。

• 是當時造疏最多的一人，有「百部疏主」之稱。

• 世親造《三十頌》時，沒有造釋就去世了。玄奘在印度，將著名
的十大家的註釋都搜集了回來，擬將十家註釋各別分譯。窺基向
玄奘建議︰將十家的註釋糅合起來，以護法註為主，其他九師為
輔，將十家的註釋糅合起來，以這形式由他們師徒兩人譯出《成
唯識論》一書。這部書成為中國唯識宗的標幟與思想核心。



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

窺基法師

《宋高僧傳》卷4：
「後躬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
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徙步陟彼層峯，皆瑠璃色，盡見諸
國土。
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
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眾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
形。」童子遂投與劍一鐔(古代一種似劍而小的兵器)曰：「剖腹當見
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
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去。
及旦，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
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
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隕……。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
其像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瑞，爛然可
觀。」



律宗

• 重研習及傳持戒律而得名。

• 實際創始人為唐代道宣(596-667)，因依據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
也稱四分律宗。復因道宣住終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山宗之稱。

• 僧尼要受具戒，傳戒師僧必需有足夠的人數才行。但是佛教初傳中國
之時，來此西僧人數不足，只能受三歸、五戒、十善而已。到 「桓
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西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但是
受戒僧眾和後來的尼眾得戒與否，沒人敢肯定。後經一羅漢上兜率天
請問彌勒菩薩而確實，可見彌勒菩薩於律宗地位之重要。

• 道宣和另一位律宗著名人物義淨(繼法顯和玄奘法師後西赴印度取經、
更是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等齊名的大
譯經家)皆有彌勒信仰。



律宗

《法苑珠林》卷89：

「魏文帝三年，內敕設無遮大會。魏帝敕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
驗？諸大德等咸皆不答。

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
漢，啟白：「震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曰：「我是小聖，不知得否，
汝在此住，吾為汝上兜率，奉問彌勒世尊得不來報。」即便入定向兜率
天，具問前事。

彌勒答曰：「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云：「若邊地
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按手，其
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汝到震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
法。」羅漢下來，如彌勒法，以華按比丘手，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現。
瑞應既徵……即號為華手比丘。……華手比丘獨還漢地……未到之間，魏
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大瑞既徵，故戒福永傳也。」
(CBETA, T53, no. 2122, p. 945, a6-b1)



律宗

釋道宣（596～667）
《法苑珠林》卷10：「律師氣力漸微，香幡遍空，天人聖眾同時發言：『從
兜率天來請律師！』律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道俗百有餘人，
皆見香華迎往昇空。」(CBETA, T53, no. 2122, p. 354, b13-16)

釋義淨（635～713）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中評論「燒身不合」時表明除非是捨己利生的菩薩行，
否則應該珍惜人身，勤修戒定，臨終正念，當來願見慈氏：

「理應堅修戒品，酬惠四恩，固想定門，冀拔三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
之護浮囊，行惠堅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駿，然後憑善友力，臨終助不心驚，
正念翹懷，當來願見慈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如學大因，則三祇斯
始。怱怱自斷軀命，實亦未聞其理……必有行菩薩行，不受律儀亡己濟生，
固在言外耳。」
又於文末頌讚師恩所云：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代代奉訓以成褫積義利乎同岳，委淨定也如池。冀
龍花之初會，聽慈氏之玄漪，肩四生而運想，滿三大之長祇。」
(CBETA, T54, no. 2125, p. 231, b17-28)



禪宗

• 以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為主旨，亦稱佛心宗。

• 釋尊在靈山會上拈華，迦葉破顏微笑，禪宗奉為第一祖。至二十八傳，
南天竺‧菩提達磨於梁‧普通年中（520～526）泛海來到廣州，為東土初
祖。

• 佛陀滅度後，所有法藏悉付迦葉，迦葉在結集三藏完畢之後，便入定雞
足山等待彌勒下生。

• 釋迦牟尼佛所以要迦葉代為傳衣給彌勒的目的，就是表示未來彌勒佛出
世時所說之法，其實就是釋迦正法，此即所謂的「佛佛道同」。

• 因此，在禪宗裡保存付法傳衣的傳統，直至六祖因為以此衣為爭端，止
而不付。

• 在早期的禪典中也有述及藉由修行禪觀也可以上生兜率天。

• 雖未有特別提倡彌勒信仰，在文獻裡亦有一些禪宗人有願上生兜率天的

記載，禪師間的禪語機鋒中亦不少以彌勒為題。



釋玄景 606圓寂

《續高僧傳》卷17：「讀書一遍便究文義……又以禪道內外相融……就緣
講導……每振法鼓，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為儔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
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後因臥疾三日, 告侍人
曰：『玄覺, 吾欲見彌勒佛……向有天眾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戶, 眾共聞
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

(CBETA, T50, no. 2060, p. 569, b17-c12)



華嚴宗

• 唐代高僧賢首大師（法藏）所開創的一個宗派，故亦稱「賢首宗」。

• 所依經典是《華嚴經》，發揮「法界緣起」的旨趣，或稱為「法界宗」。

• 杜順（557～640）為初祖。

• 《婆藪槃豆法師傳》卷1：「佛昔所說《華嚴》等諸大乘經悉解義，彌
勒於兜率多天，悉為無著法師解說諸大乘經義。」(CBETA, T50, no. 2049, p. 
188, c23-25)

• 傳說翻譯《六十華嚴》的佛馱跋陀羅是三地菩薩，於經中有所不明處亦
可到兜率天請問彌勒菩薩。

• 可能因為《華嚴經》中還有更高的理想世界——毗盧遮那佛的華藏世界，
典籍中只見有少數上生兜率的例子，更沒有特別提倡彌勒淨土信仰的記
載。



華嚴宗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卷1：

「東晉沙門支法領……乃往西天詢求聖典，行至于闐，忽遇西來三藏一
乘法主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釋迦種姓甘露飯王之裔孫也，是大乘
三果人，即當第三地菩薩。將華嚴梵本三萬六千餘偈來。若於經中有
所不通，即昇兜率，請問彌勒世尊。法領哀請三藏，慈降震旦，流通
《華嚴》。依請而來京師安置。」(CBETA, T51, no. 2074, p. 173, c3-10)

• 佛馱跋陀羅從東晉義熙十四年（418）開始譯出六十《華嚴》。

《華嚴經傳記》卷1：「詮定文旨，會通方言，妙得經意，故道場寺
猶有華嚴堂焉。大教流傳，蓋其力也！」
(CBETA, T51, no. 2073, p. 154, c4-6) 

釋曇衍，開皇元年(581年)卒
《續高僧傳》卷8：「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
時正中，旁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
(CBETA, T50, no. 2060, p. 487, b24-27)



密宗

• 密宗的正式成立是在盛唐善無畏（637～735）和金剛智（669～741）
分別譯出《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等二部「純密」經典以後才完
成。

• 雖然載籍上還沒有發現早年在中國的密宗高僧往生兜率淨土的記載，
但是日本的真言宗開祖空海 [於唐貞元二十年（804）入華，從密宗
高僧惠果求得金剛果、胎藏界兩部大法] 臨終告訴他的弟子，他要往
生兜率，將來隨同彌勒下生。由東京美術學術學校所藏的「彌勒來
迎圖」即是畫有空海隨同彌勒菩薩來接引往生兜率淨土的眾生之圖
像。

~汪娟《唐代彌勒信仰與佛教諸宗派的關係》



藏傳佛教

• 格鲁派的祖師宗喀巴大師在1419年圓寂後化身上生兜率天：

「繼從定起，由極微細風類五色光明，成就虹身金剛薩埵——圓滿受用
身，現證金剛持位，即現證圓滿佛果，並由此生出一化身往生兜率天，
在彌勒近前，成為菩薩，名妙吉祥藏。……」

~法王周加巷《至尊宗喀巴大師傳》（修訂本）



虛雲和尚（1840～1959）

• 虛雲和尚是清末民初，身繫五宗法脈之著名禪師。

“1951年（一百十二歲）春戒期中，「雲門事變」（廣東曲江雲門禪寺被
誣窩藏軍械及金銀為由，二十六名僧人擄去，酷刑逼供，有被打致死與折
斷手臂者，虛雲和尚自身亦屢遭毒打）。3月初3日至初5日間，虛雲和尚
被幾次毒打時，即趺坐入定。閉目不視，不言，不食，不飲水。惟侍者法
雲、寬純，日夜侍之，端坐歷九日：

至初3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師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
師言無有，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
隨打隨問，師即趺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師閉目不視，閉口不語，
作入定狀。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視其危殆，以為死矣。
呼嘯而出，監守亦去。侍者俟夜後，扶師坐於榻上。

初5日，彼等聞師未死，又復入室，視老人端坐入定如故，益怒，以大木
棍毆之，拖下地，十餘眾以革履蹴踏之，五竅流血，倒臥地上，以為必死
無疑矣。又呼嘯而去，入夜，侍者復抱師坐榻上，端坐如故。”



虛雲和尚（1940～1959）

“初10日晨，師漸漸作吉祥臥下（如佛涅槃像），經一晝夜，全無動靜。侍
者以燈草試鼻孔，亦不動搖，意圓寂矣。惟體尚溫，顏色怡然，侍者二人
守之。

至11日晨（即4月16日），師微呻吟，旋扶之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臥睡時
間，師徐語侍者法雲等，神遊兜率聽法事。夫甚深禪定境界，苦樂俱捐。
昔憨山、紫柏受嚴刑時，亦同此境，此非未證悟者所能代說也。

經此數日，行兇各人目睹師行奇特，疑畏漸生，互相耳語。有似頭目者問
僧曰：「為甚麼老傢伙打不死的。」答曰：「老和尚為眾生受苦，為你們
消災。打不死的，久後自知。」其人悚然，從此不敢復向師施楚毒。惟事
情擴大至此，所圖未獲，更恐洩漏風聲，故仍圍困，及偵查搜檢。對各僧
人，不准說話，不准外出。即飲食亦受監視限制，如是者又月餘。

時師所受楚毒，傷痕併發，病勢日增。目不能視，耳益重聽。弟子慮有意
外，促師口述生平事略。隨錄為自述年譜草稿，正此時也。”



虛雲和尚（1940～1959）

虛雲和尚禪定九日出定後，告訴侍者如下「夢至兜率內院，見彌勒菩薩
說法」的經驗：

“余頃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
聽者至眾。其中有十餘人，係宿識者。即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臺山
融鏡法師、歧山恆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
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余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東邊頭序第三
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余座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未竟，
彌勒指謂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
彌勒曰：「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並示偈曰：
識智何分 波水一箇 莫昧瓶盆 金無厚薄
性量三三 麻繩蝸角 疑成弓影 病惟去惑
凡身夢宅 幻無所著 知幻即離 離幻即覺
大覺圓明 鏡鑑森羅 空花凡聖 善惡安樂
悲願渡生 夢境斯作 劫業當頭 警惕普覺
苦海慈航 毋生退卻 蓮開泥水 端坐佛陀
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了。尚另有開示。今不說。」”



虛雲和尚（1940～1959）

“初編年譜……刊行於癸巳，距今閱五年矣……虛師應方氏請，自雲門來香港。
一日訪岑學呂於友人家，談次，岑語師曰：「世變至此，我將安適。」師
沈吟顧視曰：「學道人隨處都是家鄉，放下便是道場，居士安心罷！」岑
旋又語師曰：「內地寺院，難免不安。師何不暫留香港，弘法利生？」師
曰：「弘法自有其人。至於我本人，似另有一種責任。以我個人言，去住
本無所容心。惟內地寺院庵堂，現正杌隉不安，我倘留港，則內地數萬僧
尼，少一人為之聯繫護持，恐艱苦益甚。於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須回去。」
岑無語。師遂回雲門。 ”                                                               

~《虛雲和尚年譜》



羅時憲教授（1914～1993）

• 香港近年著名的唯識學家。

• 皈依太虛大師，廣習天台、唯識、中觀之學。

• 一生講學不斷，達數十年之久，對佛法在香港之流布，貢獻極大。

• 1965年創立佛教法相學會。

• 願生兜率淨土，禮敬彌勒菩薩。

• 往生時家人及弟子見證的瑞相：

• 彌留之際，整理衣服，以手遮額，似見強光。並囑咐太太禮佛。

• 往生後滿室殊香，持續七天，即使在志蓮淨苑做佛事時亦有香氣。

• 荼毗後留有粉紅、黑、綠、白色的舍利。



唯識宗的復興及發展

• 在唯識宗的大力推動及天台宗和律宗的支持下，彌勒信仰在初唐時期
曾經十分流行。

• 唯識之學畢竟過於深奧難學，唯識宗在中國的傳承僅歷四代。隨著唯
識宗的沒落，彌勒信仰亦漸沈寂。加上彌陀信仰因有道綽(562—645)、
善導(613～681)等大師的竭力提倡，這最早在中國流行的兜率淨土信
仰逐漸被西方淨土所取代。

• 玄奘大師門人曾將唯識宗(法相宗/慈恩宗)之學傳入日本、新羅，並各
自開創日本及新羅的「法相宗」，日本「法相宗」傳承延續至今, 影
響甚大。

• 清末，外交官出身的楊仁山老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 從日本請回很多
中國已經失傳的佛教要典，於金陵刻經處重新開版印行，其中唯識的
論疏佔了相當大的一部分。又創立祇洹精舍，其後歐陽竟無創立支那
內學院。當時唯識學得到歐陽竟無、太虛法師和韓清淨等大德的弘揚
而得以復興。



太虛大師（1890～1947）

• 太虛大師提倡成立「慈宗」，並於1924年作《慈宗三要序》。

• 「慈宗」就是「彌勒宗」，以慈氏為名，而有別於「慈恩宗」。因為玄
奘窺基法師雖亦願生兜率，然習法相唯識者不一定以上生彌勒內院為宗，
也有宗慈氏生兜率的不習法相唯識。「慈宗」尊奉慈氏如來，二者兼具。

• 慈氏之學，兼具「般若」之「空」及「唯識」之「有」，所以不應只稱
「唯識宗」而應稱為「慈宗」。

• 「慈宗三要」：《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明其境，《瑜伽菩薩戒本》軌
其行，《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明其果。當中境、行、果亦互攝互
涵。

• 本師釋迦牟尼佛所弘揚之法門，教化之生類，都咐囑慈氏菩薩。現在一
切五乘、三乘、大乘性相顯密的佛法，都是彌勒菩薩所擔當宣揚的佛法，
由是「慈宗」融攝各宗派，以慈氏為大皈依處。



人間淨土

• 太虛大師引經云：「於釋迦法中發菩提心者，行十善者」皆得生兜率
淨土。

• 太虛大師更提倡「人間淨土」：

➢ 「彌勒淨土，是由人上生，故其上生，是由人修習十善福德成辦，即是
使人類德業增勝，社會進化成為清淨安樂者也，因此可早感彌勒下生成
佛，亦為創造『人間淨土』也。」

➢ 「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去修集許多淨善
的因緣，逐步進行，久之久之，此濁惡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為莊嚴之淨土；
不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為人間淨土。」

➢ 「學佛並非為求人天乘福報。」



人間淨土

• 十善業，分身口意三類。

 - 身善業有三︰不殺生、不盜、不邪淫。

 - 語善業有四︰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

 - 意善業有三︰離貪欲、離瞋恚、離邪見。
 意業雖是內心的，但發展出來，就會成為身、語的行為。

• 若果所有人都能夠修十善福德時，這個世間必定會十分美好。大家和樂
共處，沒有戰亂人禍。大家的共業改善，我們的環境亦會改善，不會因
眾惡業而招感天災。我們掛在口唇邊的祈願世界和平、風調雨順等等亦
會出現。當然每個人自己亦因為不做惡業而不會再招感各種身心疾病貧
乏等苦果。這是人間淨土、大家的樂土。

• 那麽，若果我們發願、並且修十善福德作為往生彌勒淨土的因，我們同
時可以如理思惟：我們所行的善業，不單止是自己上生兜率淨土或下生
龍華三會之因，亦同時是現世造就人間淨土之因，這亦應是自己的深切
願望。當然，人間淨土未必現世即可成就，但我們確實是已在自己能力
範圍下作此因緣。與此同時，亦在我們的心續裡增長了更強力的善種子、
更強的菩提因。



非止於唯識宗的彌勒信仰

• 其他宗派的行者
亦有

發願上生兜率淨土或彌勒菩薩下生時龍華三會之淨土

• 行者發願上生兜率淨土及彌勒菩薩下生時龍華三會之淨土
亦更

發願以己現時所修善因，成為逐步成就人間淨土之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