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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賢老師認為，彌勒菩薩的交腳坐姿可能與當時
的帝王坐姿有關。而季羨林等學者認為：交腳坐姿起
源於中亞和古代波斯，是當時王室貴族等上層社會的
一種慣常坐姿。因此在中亞地區的一些石窟中，除了
彌勒像外，還有其他的交腳雕像。

跳出時間限制迎接美好未來
那麼，老師對於彌勒下生的時間上有怎樣的看法

呢？
「五十六億年是很長的時間，我們現在看待事物

是在自己熟悉的時間和空間概念中，被限制住了。但
倘若你離開這個世界，在宇宙中去看，時間的計算方
法就很不一樣。在我看來，我們應該跳出塵世的概
念，佛教徒除了修持四聖諦、八正道外，也應常常觀
察和調整自己的概念，減弱自己的習氣，跳出並不再

執着於現有的世界觀。當你不執着於某些概念時，心
情自然就開朗了。」
「彌勒菩薩作為未來佛，帶給我們對於未來的美

好希望。倘若可以去往兜率天，這是提供給我們修行
路上的另一個選擇，一個很好的方向。希望藉着這次
的特輯，能夠讓大眾更多地去了解古代菩薩形象的彌
勒。」美賢老師說。
誠如老師所言，無論彌勒以何種形象出現，他都

代表着一種希望，一種心靈的寄託。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如何化解這些不快樂，安然自在地度過百
年人生，是每個來到凡塵人間的我們要修煉一生的課
題。只要我們善於把意象變為現實，笑口常開的「彌
勒佛」，將無處不在。

	 榆林石窟第25窟北壁的彌勒經變圖。以彌勒初會、二會、三會為畫面主體，畫面四周繪滿彌勒降生閻浮提世界時種種美滿的
生活。例如法界中的佛和菩薩高坐蓮台，講經說法；人間世界風調雨順，一種七收；人可以活到一萬歲，女子滿五百歲才論婚
嫁；自然界環境優美，樹上生衣，創造出一幅美好的彌勒世界圖景。（圖片出自：《敦煌故事》李焯芬、李美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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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構彌勒信仰與兜率淨土
佛學講師陳雁姿博士

彌勒信仰的歷史流傳
我們向陳雁姿教授請教有關彌勒信仰的歷史流傳，她為我們作以下介

紹：
彌勒信仰是淨土法門的一種，亦是最早的淨土信仰，曾廣泛流傳於印

度、中亞、中國、日本、朝鮮等地。其歷史源自印度，之後流傳到中土，
早在《阿含經》已有關於彌勒信仰的資料記載。在印度，彌勒信仰經歷了
三個階段：
一、最初的彌勒信仰，是對承繼過去佛、現在佛的未來佛彌勒（現在

的彌勒菩薩）的崇拜。
二、因為對彌勒未來成佛的期待，遂產生了對彌勒的下生信仰〔註

1〕，祈求彌勒快來人間。
三、彌勒於未來很久遠才成佛，現在還是一生補處菩薩，因為對彌

勒菩薩的皈敬，於是又產生了對彌勒的上生信仰〔註2〕。希望往生之後即
能到彌勒菩薩的兜率淨土，便可以一直留在彌勒菩薩身邊親近學習，待
五十六億年後，追隨彌勒菩薩一同降生人間協助弘法。
若要了解彌勒菩薩的信仰，《觀彌勒上生經》與《彌勒下生經》都是

重要參考經典。
中國的彌勒信仰，從晉朝時道安法師（314-385 年）最先提倡，在南

北朝時的北魏極為流行，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淨土信仰。到唐代的玄奘、窺
基法師都是追隨者，之後一段時間，彌勒信仰曾因被利用作為叛亂政變藉
口，遭受阻壓故式微。到現代，太虛大師、羅時憲教授等，都是彌勒菩薩
的信仰者。由於唐代的盛行，彌勒信仰亦從中土傳播至日本及朝鮮。
唐代對彌勒信仰大力鼓吹，玄奘大師（602-664 年）及窺基法師的影

響最大。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對彌勒信仰有很多詳實的記載，其
中最重要的，是有關玄奘能夠往生兜率淨土的證明。
窺基法師為了提倡上生信仰，主張兜率天宮同在欲界，容易往生，而

且彌勒「既是化身」〔註3〕，所以凡夫也決定得生兜率。強調穢土可以修
行六度波羅蜜〔註4〕，功德勝於淨土；在苦難的世界，也更能實現真正利
他的菩薩行。生於欲界淨土，亦易於實踐菩薩道。

註	1	 相信彌勒菩薩未來將下生人間，於龍華樹下三會說法，度化無數眾生後成佛，願求往生
後，下生在此人間淨土，在龍華三會聞法得度。
註	2	 相信彌勒菩薩現今在兜率天說法，願求往生後，上生至兜率淨土追隨彌勒菩薩學習。
註	3	 化身是佛的一種形態，又叫變化身。以種種形態對應凡夫，在人間或變化出一個淨土，
以教化他們。
註	4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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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驗事跡加強信仰
歷代的高僧大德很多都是修彌勒淨土法門，也有

上生靈驗的事跡，以此勸信眾修上生兜率法門。可見
上生信仰超過下生信仰很多。
但由玄奘、義淨等大師發願隨彌勒菩薩下生人間

教化眾生看來，往生兜率淨土並不是彌勒信仰的究竟
目的。事實上，上生信仰也是經常和下生信仰互相結
合的。
唐代末年，出現過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布袋和

尚，笑容可掬、大肚的布袋和尚，圓寂前曾留下偈
頌：「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
人自不識」，因此被認為是彌勒菩薩的化身。自布袋
和尚以後，幾乎所有的彌勒佛像都被塑成一副笑口常
開，而且袒露大腹的模樣，由於其豁達大度的慈愛形
象，常被稱為笑佛、歡喜佛、大肚彌勒佛，其親切、
隨和的形象受到民間的歡迎。寺院常見的著名對聯充
滿哲理及幽默感：「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
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其塑像常被安置在山門
或者天王殿中，並逐漸成為寺院的規制。
現代的太虛大師，規定晚課誦《觀彌勒上生經》

及念彌勒菩薩聖號，以回向往生兜率淨土。又編定
《慈宗三要》，以《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明境
（教理），《瑜伽菩薩戒本》明行（守持淨戒），
《觀彌勒上生經》以明果（臨終往生）。
太虛大師的弟子羅時憲教授，於1964年創立佛教

法相學會，弘揚法相唯識思想及彌勒淨土信仰，臨終
見證有佛來迎，異香滿室，對現代的佛教徒有很大的
鼓舞作用。

	 陳雁姿博士簡介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新亞研究所文
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及新亞研
究所哲學碩士。志蓮淨苑文化部
研究員及夜書院講師、泰國國際
佛教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佛法中心
（University	of	Kelaniya）客座副
教授、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研究
員、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客座助
理教授、前任佛教法相學會主席，
專長研究：唯識學、般若學、因明
學。

彌勒法門的修持
依釋迦牟尼佛在《上生經》的開示，眾生如果願意隨從彌勒菩薩

受教求法，則可發願往生兜率天。

首先是修世間的福業，主要是布施，守持在家或出家弟子的戒行

等。這與佛在《增一阿含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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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顯示佛世時所流行的

生天思想。

除了培養慈悲心及具備道德操守外，發心者尚需修持佛法，那

就是讀誦大乘經典，明白因果緣起的事理及佛菩薩弘願行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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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的資糧具備便必定得生兜率。

可見這些就是往生的主要條件。

第一項	 是精進修福的業行，於敬、恩、悲三種福田中所作善業等。

布施佛、菩薩、阿羅漢乃至預流聖者為敬田；孝養奉事父母

師長為恩田；拔濟窮苦困厄之人或畜生等為悲田。這都是種

植善根的地方，故名福田。

第二項	 是守十善八戒等行，自能安住佛教的戒律儀行及軌則等而無

所違犯。

第三項	 是掃灑佛塔僧地，修護裝飾道場，以公正恰當的方法管理塔

廟，或管理僧團眾物等。

第四項	 是香華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四事雜物應隨力濟

施僧眾等，令修道者能安心辦道。

第五項	 是凡夫但依聞思等慧行修三昧禪定。

第六項	 是讀誦、演說、修習經典等。

六事法的本質是戒定慧三方面的實踐。

發願往生的眾生於命欲終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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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頭面禮

敬。未舉頭頃，便得聞法，即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於未來世得值恆河

沙等諸佛如來。

《上生經》中的六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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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在佛教的角色及象徵
我們知道彌勒是繼承釋迦牟尼佛的補處菩薩（候

補佛），因此在許多經論中都有釋尊將正法託付給
彌勒的記載，也有記載釋尊在付法的同時也傳衣給彌
勒。由於彌勒早於釋尊入滅，而彌勒之下生又必須等
到五十六億年以後，因此要透過迦葉尊者來進行傳
衣，作為付法的印證。迦葉在結集三藏經典後，便在
雞足山入定，等待彌勒下生，以完成付法的任務。
釋迦牟尼佛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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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常為諸天人說法，先說「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等；次說苦、集、滅、道之四諦法。
布施持戒是生天趣的基本條件，可見當時生天的觀念
是非常普遍的。
早期彌勒信仰就是在三世佛的觀念下形成，彌

勒是未來佛，現在是菩薩。釋迦佛是現在佛，彌勒佛
的教法遵循釋迦時代的教法，修持的方式也是以釋迦
時代為準則。對「法」的繼承貫穿整個彌勒信仰的發
展。
彌勒下生信仰中，釋迦已經被視作過去佛，彌

勒成為了現在佛；而上生信仰中，一生補處的彌勒菩
薩、兜率天主，更是成為信徒一期生命結束之後的皈
依處。未來彌勒佛法便是釋迦佛法的延續。
彌勒信仰早期形態實際上是以釋迦一代的教法

為宗旨的，只要如法修持，就可以實現在未來見彌勒
佛、參與龍華三會、生活在富樂純善的「人間淨土」
的期望，實際上是對現實生活世界的理想化及未來美
好社會的嚮往。
彌勒菩薩又名慈氏菩薩，意思是仁愛慈祥。因

此，彌勒在宗教救度的使命上，顯示出作為「法」的
引領者、精神宗教導師的慈愛形象。

為什麼說彌勒菩薩是佛陀接班人？
彌勒信仰的形成，由於釋迦牟尼佛的授記與囑

咐。釋尊不僅授記彌勒菩薩未來成佛，而且將一切三
寶弟子託付彌勒，於是彌勒菩薩便成為佛陀的繼承
人。
從佛教史看，彌勒是唯一受到大小乘佛教的承認

及尊崇的菩薩。不論是早期的《阿含經》、部派時期
的經論或大乘佛教的經典，都有記述彌勒的事跡，以
彌勒作為信仰之對象，在部派佛教甚至初期大乘佛教
時期已存在。
《觀彌勒上生經》描述釋迦佛時期，有一弟子名

「阿逸多」〔註5〕，釋迦佛預言他「次當作佛」。
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雖復出家，

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在十二年後的二月十五日，
會上生至「兜率天」。人間的人，如果「不厭生死，
樂生天者，愛敬無上菩提心者」，只要修持「五戒、
八齋、具足戒，身心清淨，不求斷結，修十善法、念
佛等」往生兜率天的修行方法，死後也可以往生兜率

人心不安，可以學習彌勒菩薩一些什麼以度過難關？

天，親近彌勒菩薩。然後，五十六億年後，彌勒將從
兜率天下生到人間「閻浮提」成佛，「如彌勒下生經
說」，故此下一任佛就是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現居兜率天的內院弘法，教化天眾。在

經過兜率天的四千歲，亦即人間五十六億年之後，彌
勒菩薩將到人間繼釋迦之後成佛，所以又稱為「一生
補處菩薩」。彌勒菩薩在華林園龍華樹下成佛，並三
會度生，轉妙法輪，每次度九十多億的眾生。這三次
度眾法會，號稱「龍華三會」。將來人間的物質及精
神文明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彌勒菩薩說法可能是全球
廣播，故無量眾生可以接受教化，聞法得益。
《觀彌勒上生經》中佛預言彌勒上生日（即涅槃

日）是二月十五。而一般寺院的彌勒菩薩生日是春節
正月初一。

有宗教信仰的人多祈求佛菩

薩的庇佑，皈依確有庇護所的意

思，即三寶可以是眾生的依靠。

佛教說三界皆苦，人生中必會出

現不同的難關，但經歷難關更易

令我們體會到無常、苦等無可奈

何的情況，而每次的歷練亦是很

好的修學經驗，令我們反思人生

的意義。

我們可以學習彌勒菩薩有

兩方面，一是經典中的教導，如

《瑜伽師地論》、《下生經》的

啟示，都顯示種種無常的狀況，

由此省悟要斷除我們對世間的貪

愛、欲求等，這些都不會長久

的。亦令我們生起厭離心，厭離

不是要捨棄世間，而是不要執着

世俗的東西，培育智慧以達到解

脫的境界，或生起往生淨土的意

願。也會令我們生起慈悲心，憐

憫世人的困苦，希望做種種令眾

生離苦得樂的事情。彌勒是未來

佛，自然會關注現實且不離世

間。

二是我們於每日的修持與

佛菩薩感應，得到加持，令內心

感受到安寧。若要與菩薩相應，

一定要依教修增福智，修五戒十

善，發菩提心，從身心的修養淨

化，才能具備資糧得生淨土，

佛菩薩最歡喜是見到我們精進修

學，自然會經常護持及指引我們

如何度過難關。加上我們如有

往生意願，便隨時準備去兜率內

院，到時親自得到彌勒菩薩的教

導，那是一種很期待的心情，對

生死會減少恐懼。

一般情況是釋迦佛、彌勒菩

薩等多數是啟導佛教徒有關修行

及弘法的事宜，如果是日常生活

的難事，則多數是觀世音菩薩幫

助解決。

註5	 彌勒是彌勒菩薩的姓，名阿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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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兜率天？
《觀彌勒上生經》敘述彌勒菩薩

命終往生兜率天，兜率天上有五百億
天子，各以天福力，發願造善法堂布
施給彌勒菩薩說法，五大神建設莊嚴
兜率天宮，因而使兜率天成為殊勝的
國土。
兜率天有一特別教化區，稱為

兜率內院，猶如羅馬的梵蒂岡。凡是
當來下生成佛的菩薩，都必會先生在
那裏；釋迦佛也曾是這樣的。兜率內
院是清淨莊嚴的淨土，彌勒菩薩經常
在那裏，為無量大眾說法。如能發願
往生兜率淨土的人，就能得見彌勒菩
薩；將來又隨佛下生人間，見佛聞
法，這當然會一直向上勝進，不用擔
憂修行上會墮落的。

彌勒法門的特色
往生彌勒淨土「法門」，比起十方世界的其他淨土，可以從三點去說

明：
(1)「近」︰兜率天與我們人間同在欲界，論地點是很近的。不像十

方的其他淨土，總是要經過很多佛土的。來生生兜率內院後，論時間不用
太長久就回到人間來。

(2)「易」︰兜率淨土與將來的人間淨土，都是欲界散心地，所以只
要能皈依三寶，清淨持戒，如法布施，發願往生，稱念「南無當來下生彌
勒佛」聖號，就能往生兜率淨土。不像往生其他淨土需要「一心不亂」才
能往生。

(3)「普及」︰兜率淨土及未來的人間淨土，彌勒說人天法、二乘
法、菩薩法，不同根機的人都能夠得益，故是名符其實的普被大小三乘、
五乘共法的法門。

兜率天的環境
五百萬億七寶所成的寶宮。寶宮有七重垣牆環繞，

又有五百億七寶行樹。自然有風吹動此樹，樹與樹之間互

相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五百億光明中有

五百億蓮華，化作五百億七寶行樹。樹葉有五百億寶色，

五百億諸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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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具備華麗的宮殿，美麗的園池，七寶樹林，光明及妙色

普照各處，而蓮華則鋪天蓋地，閃耀金光，且到處都是法

音宣流，極具賞心悅目的莊嚴境象，令人神馳。
延伸閱讀︰彌勒法門的修持，可參考法相學會網站	http://www.
dhalbi.org	中之影音重溫、淨土思想內有關彌勒淨土的修持，或
可參看《淨土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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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相
	 彌勒被譽為「慈心第
一」，所以呈現慈悲神
情；頭略低垂作思惟
狀，面部表情或沉思或
微笑的形象，表達尊像
正處於思考狀態。（想
知道彌勒菩薩在思惟什
麼？請參閱	P.22「彌
勒知多D」。）

 思惟手
	 右手手指輕觸右
臉頰的樣子，作
思惟相。

 三道
	 頸上有三條皺
紋，與如來同。

 半跏坐姿
	 右腳放在左膝
上，左腿垂於底
座上。

彌勒半跏思惟像解構

 頭飾
	 頭戴冠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