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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經論綜合修持的方法

§《觀彌勒菩薩上生經》
§ 世親菩薩之《往生論》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 窺基法師之《上生經贊》
§ 佚名之《上生經述贊》

(二論歸納兜率淨土法門之重要修法)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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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生法門的各類五法

幡
2.1 生兜率的五種修因

2.1.1 捨施供養

《上生經述贊》：
第一修因是“捨施”，亦即布施。
§ 塑造彌勒像，令眾生見菩薩德相，
作為精懃脩眾功德的對象。

§ 灑掃清潔佛塔僧地，布施香華、衣服、
繒盖、幢幡等物。



幢 繒



2.1.2 持戒防非

第二修因是“防非”，此即持戒。

§持八戒或十善，則能感召生天的業果。

八戒：
不殺、不盜、不淫、
不妄語、不飲酒、
不坐高廣大牀、
不著華鬘瓔珞及塗香、
不自往聽歌舞，
此八戒是俗家人受，
以一日一夜為期。

修十善業：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身業)
不妄語、不離間語、不惡語、不
綺語、(語業)

不貪、不瞋、不邪見。(意業)



2.1.3 修定離散

第三修因是“離散”，即遠離散亂心的禪定工夫， 行者應在定中“繫
念一境，念佛形像”，主要是集中意念於佛的形像上，相續思維。

2.1.4 修觀簡擇

第四修因是“簡擇”，亦即是觀察智慧的鍛鍊，行者經常讀三藏經典，
思維教理，從而獲得決擇的智慧。



2.1.5 淨重信解

第五修因是“淨重”，指至誠殷重懇切的清淨信心。

往生淨土需有三種資糧：即信、願、行。
對淨土生起信仰，才會發願。
淨信之生起需依靠清楚確定的理解，才不會生起懷疑。
既發大願，就得依教修行。

《上生經述贊》綜合五種修因，實則包含布施、持戒、禪定、智
慧、淨信等實踐功德，臨終即得生天。



首先是修世間的福業，主要是布施，守持戒行等。
此與佛在《阿含經》中經常提到“施論、戒論、生天之論”等相
合，可見布施及持戒是生天的基本條件。

發心者尚需修持佛法，那就是讀誦大乘經典，依教理而修止觀，
才能得到專注力及智慧力。

對這些善法有清楚的了解，如理思惟，加以實行，體驗其真實功
德，心中則能生起信解而無疑惑(淨重) 。

往生的資糧具備故必定得生兜率。

可見這五種“所脩因”是切實的踐行，也就是往生的主要條件。



2.2 修往生兜率之五念門

世親《往生論》的造論目的令欲往生者透過五門的修習，得以往生彌
陀淨土。

學界認為「五念門」的方法是共法，並不限於彌陀淨土，不論是那種
淨土信仰，都可應用。

五念門包括“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觀察門”、
“迴向門” ，成就五念門才能往生極樂世界。



2.2.1《往生論》的五念門
2.2.1.1  禮拜門

禮拜門的修法是禮拜阿彌陀佛像。應以五體投地的方式作虔誠的禮拜，那就是以兩膝、
兩肘及頭頂著地或佛足的致敬法，為佛教最鄭重的禮拜法，屬於身業。

2.2.1.2 讚歎門

“讚歎”是指口稱阿彌陀佛的名號，其稱名的活動屬於“口業”，
“稱名念佛”是念佛法門之一種。

稱佛名號的意義是讚歎如來功德，因為佛的十號，即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每一名義皆蘊含無量的善法
功德。



2.2.1.3  作願門

作願門是發願往生阿彌陀淨土。

“作願門”的本質是修“奢摩他”的方式，即止息一
切妄念煩惱，令心專注於一所緣境，即“心一境性”
的狀態。

 世親的“作願門”著重以清淨意念發願，心意專一地
對向求生彼國。



2.2.1.4 觀察門

觀想彌陀淨土之種種功德，亦即修習“毗鉢舍那”的思維活動，
重在智慧的開展，則能夠如實了知諸法。
藉著觀想佛土、如來及菩薩的功德莊嚴，產生堅定的信念和明淨的智慧。

《往生論》重在觀察一門。

§初觀察“器世間清淨”(依報)，有十七種淨土莊嚴功德成就。
§次是觀“眾生世間清淨”(正報)，包括觀阿彌陀如來有八種莊嚴功德成就，
及觀諸菩薩有四種莊嚴功德成就。

觀察彼三種莊嚴，實包含二十九種功德在內。
世親主張以奢摩他(止)、毗婆舍那(觀)為往生淨土之因。

§“正報”是指佛的圓滿無漏生命及身體形相。
§“依報”是淨土的莊嚴景象，包括宮殿、寶樹、

寶池、八功德水等，是對淨土整體環境的觀想。



2.2.1.5  迴向門

迴向門是將以上所修之功德善根，迴向一切眾生，令其苦惱消除，並願與
之同生極樂淨土。

世親的“五念門”通過
修習“禮拜”、“稱名”以成就信願，
“作願”、“觀察”的止觀實踐以成就定慧，
並以“迴向”成就悲心及利他之行，
含有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修習。

五念門是每日應作的儀軌。



2.2.2 往生彌勒淨土的五念門

世親菩薩的“五念門”是說明往生阿彌陀極樂世界的淨土法門，而《上
生經述贊》則依據《往生論》的修法，認為也適用於彌勒淨土信仰，只
不過是轉換為願生兜率及禮讚彌勒菩薩而已。

一、禮拜門：禮拜一生菩薩，求生天故。
二、讚歎門：稱歎一生菩薩智慧、光明、一切功德故。
三、作願門：生兜率天，脩彼菩薩所行、所成。
四、觀察門所觀有三：

(1) 觀彼兜率天上功德莊嚴。
(2) 觀彼一生菩薩功德莊嚴。
(3) 觀彼天眾功德莊嚴。

五、迴向門：不捨眾生，迴向為首。所作功德，迴以施之，共生天上。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
我此道場如帝珠，彌勒菩薩影現中。
我身影現菩薩前，頭面接足皈命禮。

禮拜門

《普賢行願品》：
一身復現剎塵身，
一一遍禮剎塵佛。



天帝珠網



稱名– 南無彌勒如來/菩薩

日誦三聲至千聲，乃至萬聲，心口一致

讚歎門:



玄奘法師提倡的發願文:

南謨彌勒如來，大悲加持，願資現身修增福智。(一拜)

南謨彌勒如來，當來下生，願與含識速奉慈顏。(一拜)

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眾，願捨命時得生其中。(一拜)

發願門



玄奘大師教示:

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

覩史多天(兜率陀天)。

迴向偈:

願生兜率淨土中，蓮開即見慈尊容，

聞法徹悟無生忍，重下閻浮度眾生。

五念門是行儀。

迴向門



3 觀彌勒淨土環境莊嚴

觀兜率天的功德莊嚴，可分三方面：

3.1 五百萬億兜率天子發願以天福力將寶冠化作宮殿

《上生經贊》概括為「十重飾」，即十方面的嚴飾：
1. 宮：五百萬億寶宮(宮殿樓閣)。
2. 園：寶宮有七重垣。
3. 寶：七寶所成。
4. 光：出五百億光明，流出眾音演說大慈大悲法。
5. 華：光明中有五百億蓮華。
6. 樹：蓮華化作五百億七寶行樹。
7. 色：樹葉有五百億寶色。
8. 金：寶色有五百億閻浮檀金光。
9. 天女：閻浮檀金光中出五百億諸天寶女。
10. 音樂：寶女在樹下執百億寶無數瓔珞，出妙音樂，演說不退轉地法輪

之行。
這些殊妙景象的描劃，亦相近於他方淨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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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觀牢度跋提大神為彌勒菩薩造善法堂

1.宮：額上寶珠，化為四十九重華麗講堂。
2.園：一一欄楯萬億梵摩尼寶所共合成。
3.座：七寶大師子座。
4.柱：持宮四角有四寶柱，有百千樓閣，梵摩尼珠以為絞絡。
5.天女：手執樂器，樂音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



宮：四十九重微妙寶宮/善法堂



 大殿與四層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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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色妙無比手執樂器



飛天/天鼓不鼓自鳴，
出妙音聲

莫高窟 第321窟



尚有第三方面的觀天眾功德莊嚴

窺基法師闡述兜率天宮有五大神於外院
及內宮作種種嚴飾，將其名號意義配合
佛教的五分法身的功德。

(今略)



4  觀彌勒菩薩身相莊嚴

觀彌勒菩薩的容貌、身相、無量妙好，那是無量世
修行所感得的果報。

以天冠彌勒相來觀想。

先觀整體輪廓。
次觀身體別相，可分三個部分：
(1) 頭部
(2) 手部
(3) 腳部











頭部





他方諸大菩薩作十八變，隨意自在住天冠中。



眉間白毫：

佛的兩眉之間有
一根白毫，內外
通明，像琉璃筒。

若放光時，其光
遍照十方無量世
界；

若不放光時，白
毫便收捲起來，
右旋宛轉為一顆
珠粒狀。

《觀無量壽佛經》：
眉間白毫，右旋宛轉。

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
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
見眉間白毫相者，八萬四千
相好，自然當現。



眉間白毫

彌勒眉間有白毫相光，流出眾光作百
寶色。

此人命欲終時，彌勒菩薩放眉間白毫
大人相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花，
來迎此人。

阿彌陀佛接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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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天子作天伎樂，持天曼陀
羅花，摩訶曼陀羅華，以散其
上。

讚言：汝於閻浮提廣修福業來
生此處，此處名兜率陀天。

今此天主名曰彌勒，汝當歸依，
應聲即禮。
禮已，諦觀眉間白毫相光，即
得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



曼陀羅花 / 彼岸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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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瓶 阿拉丁神燈？



法輪



左瓶右輪



腳部



5 修行所感三輩九品的等級

5.1 上輩三品的行位

窺基法師之《上生經贊》對往生者作“九品”的區別。

《彌勒上生經》中提出上生兜率淨土的重要修持為六事法：

(1)修福行：精進修福的業行，於敬、恩、悲三種福田中所作善業等。
(2)持戒行：行住坐臥四種威儀皆無缺失，堅守十善八戒等行而無所違犯。
(3)敬塔行：掃灑佛塔僧地，修護裝飾道場，以公正恰當的方法管理僧團眾物等。
(4)供養行：香華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四事什物應隨力施僧等。
(5)等持行：凡夫但依聞思等慧行三昧禪定，聖人已得修所成慧則能入正受等持。
(6)讀經行：讀誦、演說、脩習經典等。

六事法中每一事都包涵眾多的善業，包括戒定慧的實踐。



往生彌勒淨土的上輩生者可分三品如下：

相對《彌勒上生經》中所言的六事法，窺基法師認為：
若能具修六項或五項，那便是上上品生。
若只修四項或三項，那便是上中品生。
若能修其中的二項或僅得一項，那便是上下品生。
換言之，凡涉及六事法的修行，不論多少，必是上品生的類別，由
此足顯其殊勝之處。



5.2 中輩三品的行位

至於中輩三品特指佛教的四眾弟子及天龍八部中不犯戒及罪惡輕微者，若
至誠懺悔，罪速清淨。

又聞彌勒名而心意歡喜，語頌恭敬，身行禮拜者，

其中若具足身口意三業者，為中上品生；

只具身口意中的二業者，為中中品生；

若僅得身口意中的一業者，為中下品生。

由於業行不同，感果則有殊異，才能合符因果規律。



5.3 下輩三品的行位

有關懺悔、造像、供養、禮拜、繫念及稱名六種行持。

下品往生者的品級與其是否具足六種修行有密切的關係：
(1)具足此六者為下上品生。
(2)只有初四的懺悔、造像、供養、禮拜而不是經常修繫念、稱名者，為下中品生。
(3)下下品生又可分為兩類:

a. 但有懺悔、造像、供養初三而不是經常修禮拜、繫念、稱名後三者，則
為下下品生。

b. 或六種中只隨修一行。

六種行持以繫念行最為重要，因為《上生經述贊》說：
“繫念思惟善心為生兜率天因也”。



此六種修法主要就下品生者而施設。

雖復三類九品而往生，

若生於內院眾中，親得見佛及速聞法。

若第九品先生於外院眾中，後得見慈尊，還成不退轉。

縱使不能生天，未來佛降生人間於龍華三會說法時，亦得見佛聞法而得度脫。

窺基法師採用《觀無量壽佛經》的“三輩九品”的級別，信仰淨土的行者雖
得往生，往生淨土後所受的待遇和得到的果位也不相同，方能符合善惡因果
的法則。

修淨土的信仰者若對九品往生的優劣差別有清晰的了解，對於現生的修持應
有重大的啟發，俾能作出明智的決擇，善於把握今世的機緣，努力修學大乘
佛法，並相應彌勒淨土的法門，以助益往生的資糧。



6  總結修持的要項

從《上生經贊》及《上生經述贊》對上生兜率的法門來看，除了提倡世
親菩薩的“五念門”以應用於彌勒信仰中，更提出五種修因來修學，亦
涵攝“六事法”。

綜合這些方法，主要是禮拜、讚歎、發願、懺悔、造像、供養、繫念、
稱名、布施、持戒、禪定、智慧、淨信，誦經、迴向，也就是往生的主
要條件，亦是切實可行的修持。

此二論對彌勒淨土信仰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皆可配合《上生經》的
往生法門來修習，更以三輩九品彰顯修行所感的等級，並提供完整的修
持方法作為指引，令信徒清楚往生的要項及具體的行持，對弘揚彌勒信
仰有重要的貢獻。

。



太虛法師提示慈宗三要

1. 常誦《上生經》 --- 經

2. 守持《瑜伽菩薩戒》及每月誦戒 --- 律

3. 思惟《瑜伽師地論》之〈真實義品〉 --- 論



7 重要啟示

由於眾生的根機、素質及修養不一，需要劃分成上、中、下品九級的
不同類別，以資區別，其中亦說明因果相應的規律，強調「善有善
報」，如是程度的善因自然招感如是相應程度的善果。

至於佛菩薩的正報與依報的莊嚴，實是純善無漏識所現的根身與器世
界，乃由內莊嚴而顯發外莊嚴，有諸內而形於外。

行者於止觀中觀想念佛，是心中作意構想而成佛相，是心作佛，即心
即佛 ，心造諸如來(一切唯心造)。 當感應到佛現前，仍是托質變相
而顯現，皆不離八識而顯現。

透過信願行的修持，熏習名言種子(概念及圖像/表義及顯境)為因緣，
菩薩大悲願力接引為增上緣，因緣和合，結合自力與他力，才能上生。



依教修行，功不唐捐

願有緣人同生兜率淨土
及未來龍華三會喜相逢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