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祭祀供礼圣像不如祭祀经典 

祭祀经典不如祭祀现世老师 

祭祀老师不如祭祀自清净心 

因为供经是为依教奉行以便自净其心 

祭祀自清净心是最重要的 

                                                                                       *- 摘自越南明灯光祖师之“明灯光佛教”-* 

 

无量甘露 
 

‘摘自越南明灯光祖师之“真理” 

无量甘露王如来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三个名称: 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与甘露王如来. 阿弥陀梵音是“Amṛ ta”. 意思是无量甘露, 

不可思议的法宝. 法宝是甘露雨水[甘露王如来], 法宝明亮不可思

议[无量光佛], 法宝坚固长久不可思议 [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因此

而有三个名称, 三个意思. 各界的諸佛, 諸僧, 一切万物都是因法而

生, 所以无量甘露也称法藏王. 法藏王的性是无争, 所以称为平等

性,  阿弥陀佛性. 

现在人可以知道阿弥陀佛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出. 佛用三种教法: 

顿教, 渐教与密教; 而阿弥陀的教理是比较抽象的密教. 释迦牟尼

佛所说的是因缘所生法. 法理是随因缘而应现的. 

事实上并非单指一位阿弥陀佛与一个极乐世界. 宇宙的各个星球, 

都是依据四大元素而成, 全部都是相同, 皆是苦, 无常, 无我; 仅有

精神世界的人心, 或是纯洁戒律的色身, 才称为极乐世界. 阿弥陀



佛是指法理, 不是指一个人. 当我们懂得佛法的意思, 就明白阿弥

陀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是一样的.  

世尊之所以如此说是为了各级声闻懂得世尊这尊贵不退的道理. 

因为諸佛说法, 意思之外还有意思[意中有意] . 因为有“意”才有法. 

所以当任何人听到世尊说法, 在某种缘故下才能懂得世尊的意思, 

世尊为何说此法, 以及世尊所说之法的真实利益. 因此现在人如果

不懂得世尊说此经的因缘以及要意, 是不能明白阿弥陀经的. 

有众多人肯定的说 : 真实有阿弥陀佛, 真实有西方极乐. 有人真正

看见阿弥陀佛也看见西方极乐世界. 有人真正去过西方极乐世界

也真实遇见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佛菩萨. 有人在梦中看见或感觉到. 

也有人在冥想中清楚地看到. 就如人死后灵魂重返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法理: 因为只有法可以说出, 只有法才是真实觉悟

处, 所以才暂时称为“有”[妙有]. 凡有形象之物, 都是变化无常的, 

不能永远坚固的, 只能暂时称为有. 因此每个地方, 以及在那的所

有一切人物, 亦全部是魔妄虚幻[妙有真空].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 所

遇见的, 所理解的, 以及我们的一切精神思惟, 意识, 信念都是梦妄

的. 它们并非来自于何人或何处. 它们是 “如是” 出现, “如是” 说出.  

这样我们才能懂得真理与具足哲理, 能帮助我们解脱得安乐的利

益. 不要盲目地迷信, 贪慕于行善, 以此安慰自己是不能得到智慧, 

也不可以透彻道理的. 迷信者仅得到一点小利益, 只能使初机者得

以安心. 那是不能成佛的. 因为依仗神权的他力, 或跟随老师, 侍候

老师, 亲近老师, 身心皆劳累并且带有期望是不能够使我们成为老

师的. 世尊这样说是真实的! 



各界天人不容易明白事实的真相,他们也不能看见或听到阿弥陀

佛极乐世界. 如过去释迦牟尼佛为长老舍利弗大菩薩所说, 并非只

为二乘圣人而说法.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与观无量寿经都述说阿弥陀佛与西方境界. 

这些正确上好的经都是密教的法理. 无比的珍贵, 并且利益无穷. 

能度脱上智利根同时也不忘沉迷于恶浊的下根众生. 这样我们才

看得懂释迦牟尼佛颁布的法理.  教给諸菩薩哪些智慧法? 用什么

善巧方便? 佛各等级的弟子已经依此真实解脱了. 世尊要我们知

道往后的修行首先要明白这一桩事.  

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时弟子众多, 分成众多大的教团. 当时佛已

经入晚年, 已经教导了四十五年, 进入至上的法华时期. 当时众弟

子中心智分成上, 中, 下三等级. 众中有极多上根的菩薩, 佛叫他们

去各地教导. 还有众多迷惑, 蠢笨, 懒惰, 懈怠, 退转, 又厌烦厌累, 

不知道珍贵奇妙之道的下根凡夫. 也有很多在家居士皈依佛, 法, 

僧但又毫不知道尊重三宝, 他们虽然时常布施供养, 但是贪求名闻

利养. 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佛理不需要再听经闻法了. 

亦如过去波斯匿王, 听佛说法嗟叹背劳累, 还说习惯上只喜欢游玩

伎乐等事. 亦如罗睺罗小沙弥, 九[七]岁出家, 还贪迷游玩开玩笑逃

学等怪癖, 依赖佛度, 而毫不想修行. 很多人修行贪求名闻利养. 出

家后倚仗佛陀还常想念在家的生活. 又很多在家众, 容易轻视律与

法, 认为僧俗都相同的等等事件. 僧团里大众劳累, 在外又不受人

们尊敬, 所以佛叫比大众中更有智慧的长老舍利弗, 指出回归阿弥

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之道, 给所有人看清世尊这最上利益的教道; 世



尊叫长老舍利弗以及諸上根菩薩用此法度众生, 同时鼓励下根第

子以此法精进修行. 

所以这阿弥陀法理, 是大乘法. 如来以此教义来提高諸菩薩的智慧. 

并且明白指出佛法的每个字就如一尊佛, 每个字都能容纳整个世

界. 好比永恒的光遍照整个世界的一切事, 本愿, 利益. 一音中, 足

以容纳全部道理, 世界, 众生, 諸佛, 各法与万物. 一声音能成就整

个宇宙; 成就一切法. 諸佛即是諸法! 法是最光明, 最长久, 最甜美

清凉的. 法界容纳一切苦恼的众生. 各级菩薩有如此的理解, 才可

以无障碍地证得圆通, 才可以宣讲佛法, 不再害怕担心. 因为他们

已经具足神通, 变化无穷无尽, 不可思议. 

1.-那时有很多天人, 鬼神, 魔王, 龙蛇, 凤凰, 音乐神, 天王, 菩薩, 阿

罗汉, 比丘, 男女学众, 帝王, 相仕, 伎乐师, 居士善人, 军官, 各行各

业, 与各类的出家修行者都来. 有些人在佛那里接受多年的教导, 

皆常相聚一起听法. 意味着这么多不同根性的人, 每个人都先后的

听到适合的法理, 因为全部法都是阿弥陀; 一千两百五十位比丘接

受佛多年的教导都证得果位.  

2.-佛那时叫长老舍利弗跟各上智等级菩萨叫他们当听佛说. 从这

经过西方十万亿佛境有一世界名极乐. 意思是 : 岸这边是烦恼恶

浊的堪忍 [娑婆]世界, 生活在竞争, 垢乱,伤感并且不受戒律的世界. 

而岸那边是戒律清净得安乐解脱的世界. 安住于寂静如同夕阳西

下, 断除俗家的生活的静修处! 东方如婴孩初生妄动境, 西方如老

人晚年真如境, 从妄动到真如, 当越过十万亿僧伽小戒律得小觉悟, 

或是僧伽十戒律的十念大觉. 有具足十戒律的觉悟, 凡人才能出家

得解脱清净. 



十戒律的十觉悟是 : 众生常以身躯为主, 从身语意造十恶罪业, 杀, 

盗, 淫, 妄语, 两舌, 恶口, 绮语, 贪, 嗔, 痴. 生活于此十恶罪中如活

在苦恼的十地狱, 不能出离. 他们很固执并且执着于这魔所变现的

错误思想. 当他们受满苦恶的果报后, 重新修十善业, 便可以生到

幸福快乐的天堂. 但是, 他们还是被高[天堂], 低[地狱], 苦, 乐, 恶, 

善所逮住, 不能脱离. 

他们世世代代百万亿万次生死轮回, 无所去处. 不能远离善恶的边

见. 心不能定, 无法得到真如寂静中道的解脱. 因此说那边是极远. 

如果自高自大以为自己很能干, 即使找遍每个角落都不可以遇见. 

各人尝试入定顷刻尚不可以, 哪能安住于出家而持戒. 若不可以寂

静入定, 哪能得到内心的极乐. 那就依旧生活在妄动的身语意中, 

受苦报. 即使经过百万亿劫亦是如此不停地在尘世打滚. 若可以圆

满地接受入安定的僧团, 受持诸个小戒律而从中得到小觉悟就毫

不会觉得西方极乐世界在远方. 

正是如此. 从世俗到出家而安住于清净戒律的路, 是甚长甚远的. 

此道是非常珍贵不容易并且是不平常的, 必须越过十万亿境界的

小戒律而得小觉悟. 此道难遇见, 不容易修, 不容易证得. 相比之下, 

身躯要得安乐是比较容易. 极乐世界那里是极快乐的. 因为他们生

活在戒律中得以安定, 就像用这身躯过乞士的生活可以得到解脱; 

若随释迦牟尼佛正确的教导, 僧伽之道是现在修行最珍贵的基础, 

必须生到西方极乐才能远离这极苦的世界. 换句话说, 律藏中的出

家戒就是西方极乐. 

3.-佛说 : 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意思是 : 法藏内有教人

寂静安定的戒律, 说出不争平等性, 传授无量甘露法, 无量智慧光, 



无量寿, 永远流露甘露王法. (即是释迦牟尼佛宣讲的内心戒律清

净的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 祂是说回归基本戒律教导的教团, 不单

指身心住在极乐世界, 或指其他地方). 

4.-那地方有七重栏楯宝, 意思是七层宝贵的戒律, 比丘戒本里所聚

集的两百四十三条戒: 

1) 四大戒  

2) 十三僧残戒 

3) 二不定戒 

4) 三十破坏清贫戒 

5) 九十行罚戒  

6) 四特别戒  

7) 一百细小当学戒  

总共两百四十三条戒, 如栏杆围绕, 拥护教团的寂静, 如真如的极

乐佛境. 

 

5.-七层宝网意思是 : 避开消灭[法身慧命]的七条戒. 教团里, 諸僧

互相争执, 自高自大者, 当受驱摈. 当僧侣被歧视或自卑或发怒或

諍执时有七滅争法, 如七重罗网隔开: 
 

1) 当面法則  

2) 记忆法則  

3) 无过法則 

4) 自白法則 

5) 服從多数法則 

6) 上座审查法則  



7) 互相念佛后撤销法則 

 

6.-七行菩提宝树, 是七菩提正觉法宝 : 
         

        1) 分辨善跟恶 

2) 精进 

3) 安乐于道德中 

4) 胜伏身心意以便安和 

5) 忆念道理 

6) 一心大定 

7) 于一切境遇高兴承受 

这样的话, 七层栏杆是聚集法宝的身躯[净身]. 七重罗网是消除口

争的法宝[净口].七层正觉行树是净意的法宝[净意]; 七行菩提宝树, 

安住修心, 每天可以庇护諸僧, 让他们有所依靠. 

7.-三次提到七宝镶嵌, 皆有宝光包围. 意思是栏杆, 罗网与宝树, 是

因布施,忍辱,精进,持戒,禅定,智慧,真如七宝镶嵌包围接合造成. 諸

僧身,语,意能如此纯洁美好, 是因为这七宝. 教团里, 只有真心出家

者才可以住在一齐. 律藏中的戒律是养心法, 如极乐世界充实全心; 

也是块六度清净的净土. 因为有戒律才能住在清净纯洁中得安乐

美满. 

8.- 池内有七宝表能容纳七宝的道场. 八功德水表八正道. 池底純

以金沙布地表完整深远重要的法理, 每一个言词都珍贵如黄金. 池

四邊階道, 金銀琉璃頗梨合成是表四级佛道的法宝. 如来是真如法

宝如黄金; 菩薩是智慧法宝如白银; 缘觉是禅定法宝如琉璃; 声闻

是持戒法宝如頗梨. 金沙布地, 是以戒律为基础, 宝贵如黄金. 楼阁



珠玉围绕, 周围的空旷平地有小教团. 僧众如珍贵楼阁的栋, 梁, 屋

顶, 屋基. 教导如楼阁指修学成就有高低等级. 

池中四色莲花大如车轮, 青黄赤白, 豪光颜色耀眼辉煌表道场中有

四级智慧的圣者经常转法轮. 黄色的花表如来真如传法时光芒四

射如黄金色. 银色的花表菩薩智慧传法时光亮清楚如银白色. 青色

的花表缘觉禅定清净传法时整个光亮如青色. 赤色的花表声闻持

戒律传法时光亮茂密如赤色. 全都是法理芬芳, 颜色巧妙, 值得称

颂. 

极乐世界于上午有天花落地表教团各处宣讲佛法. 法理如太阳光

芒, 叫各根性的人都明白真理, 清楚看见法理尊贵美好, 如天花落; 

那是良好的, 善良的, 纯洁的, 至上的言词, 教导四方. 诸众以清净

心谛听, 亦如金沙布地. 已经得清净果的諸僧众捡天花收入袋内带

去供养十方万亿諸佛, 表諸僧众在清早收集尊贵美好的法理, 带到

各处供养给諸未来佛. 也正是现在住在各地的众生. 也就是替心怀

慈悲的諸佛教化众生, 带领众生入佛道, 即是供养諸佛. 将到飯食

时就回来, 吃飯后去就经行表到佛要说法时, 僧众回来听法如吃飯. 

听学完, 既吃饱后, 又去行道. 经行是随经正确地修行. 经教充实心, 

提高人性. 

极乐世界日夜六时, 有七种鸟如 : 白鹤,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共命之鸟等叫出柔和声音如同天乐. 很高兴的住在戒律中. 日夜六

时修禅定后, 七个等级的智者: 如来, 菩萨, 独觉[缘觉], 无生[阿罗

汉], 不来[阿那含], 一往来[斯陀含], 入流[須陀洹], 都讲经论道. 纯

洁, 解脱, 柔和, 温存, 鼓励, 歌颂的法音如七种鸟与天乐奏出欢喜, 



动听, 和蔼的妙音. 音声中提到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与八圣道法. 

使每个人都念佛念法念僧. 

在那地方, 每当风吹过露出的树梢与罗网, 它们都会震动发出温和

的声音, 像百千种乐器同时奏出, 听到这声音的人心中自然升起念

佛, 念法, 念僧; 风吹过,表当有某种因缘发生, 而互相争论, 各僧会

以罗网隔开来调和. 彼此宣讲佛法, 互相答问讨论菩提正觉之法, 

每个人都能同一时候说出, 听起来真实柔和清雅, 使得每个人的心

都不间断地念佛念法念僧. 

那地方如此庄严, 是依靠阿弥陀佛的功德而形成. 教团可以平等清

凉纯洁, 是因为依仗三藏无量甘露法宝. 无量甘露是佛多个世纪的

一切教法. 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俱会一处. 各级声闻还在听法, 諸菩

萨众已经去他方教导. 大众数目一直不断地上升.  

释迦牟尼佛说 : 不只我称赞法藏无量甘露, 全部过去諸佛, 未来佛, 

此方佛, 他方佛, 上方佛, 下方佛, 都用言词歌颂法宝, 长久延续, 遍

布过去现在与未来. 叫三界众生知道不应怀疑这法宝的功德, 因为

一切諸佛都是这样真实行持的. 

再者, 有一些居士听到阿弥陀名称, 经常意念佛名, 若一日, 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一心繫念不亂, 到临终时, 阿弥陀佛与諸圣众会接引到

极乐世界.意思是他们已经明白无量甘露法的道理, 心智已经达到

更完好明亮. 依据此法念不间断, 则可以使我们生起一念正觉, 或

二念正觉, 或七念正觉. 当人放弃世俗的生活而出家, 则可随佛得

解脱; 意念洁净的无量甘露法则会被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谁

要求往生极乐, 或已发心就是已出家 [已得解脱]. 今发心是今出家. 

当发心是当出家. 每个人都如此发心解脱, 全部可以入佛门. 



释迦牟尼佛说 : 我称赞阿弥陀佛功德时, 各佛也同样地称赞我. 因

为全部諸佛都是同一无量甘露. 世尊叫着舍利弗说 : 虽然如此, 如

果少善根, 福德, 因缘, 是不能出家得解脱的. 住在見浊, 劫浊, 命浊, 

烦恼浊与众生浊的五浊惡世里, 是不容易听到及相信这佛法的. 当

佛讲完经后, 每个人都能清楚的看见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 因为他

们欢喜精进的修行. 生活以僧伽的戒律为法宝并以无量甘露为佛

宝. 

还有高智慧的菩萨, 他们知道更多位佛, 知道更多的法, 会用更善

巧平等的方法, 以及知道更多众生的世界, 他们因此可以证得无数

的禅定, 得无数智慧, 得无数法理, 善于分辩经, 论, 与律, 以便去成

立其他的教团. 如此有人希求往生极乐净土, 就是他希求出家为游

僧乞士以便得到解脱. 他可以生活在守僧伽戒律的僧团里, 学习阿

弥陀佛的无量甘露法. 

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能出现是因为身躯持守洁净的比丘戒, 以及

每个人的心定如真如. 因为如果有人能守清净的比丘戒而得定, 那

人必定脱离俗世的生活, 而出家入僧团, 高兴地生活在戒律境中, 

跟諸圣众一起学习佛道. 如果懂得无量甘露法, 身心戒定完全成就

了, 必定超出俗世的生活. 他们将会受到他人的崇拜与尊重, 请他

们去佛处, 他们跟随在后. 只有如此才能说 : 身能受戒就是极乐净

土, 心定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戒能生定, 定能发慧, 那乃常理. 如果

知道这道理, 自己努力修行就可以, 不用再依赖他人. 

当时在印度那地方, 修行者不需要求于他人, 也不需要去其他地方. 

因为他们随着他们的文字懂得佛所教的意思,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往生咒叫我们专心致志, 可是也有很多人误解. 简略来说 : 若



有人要往生, 要脱离生死轮回, 要永远地生活在无量甘露中, 他们

必须灭除一切身语意的业障, 才可以出家, 才能脱离堪忍 [裟婆]世

界. 往生咒也谈到要我们记住 : 心意求道, 我们必须减除罪业, 才

可以往生, 并非指读诵到有所感应, 或者求别人为我们灭除业障. 

这样諸佛也都叫无量寿佛. 法宝是永恒的, 生活是永恒的, 不可思

议的. 法是平等真如, 真实永恒不坏所以叫无量寿佛. 任何人若可

以达到平等真如的无量寿法, 将会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成佛. 

那人的眼长且黑表看得远并且不受污染. 耳长大表听得宽远. 前额

圓宽表知识宽大圓满. 眉弯曲, 长又青并且祥和地连在一起, 表智

光圓净, 高远. 头发旋转成圓形如螺表智慧园满. 头冠戴玉摩尼宝

表具有无上智慧把解脱当为最重要的事. 身色黄金表做事如法宝

贵如黄金. 手臂圓长表工作尽得完好. 手圓直平坦表做事真正公平. 

手指圓长如笋尖表做事光明正大. 手臂圓长表举动美好. 马阴藏隐

蔽在内表无淫欲事. 

身高丈六表连接天地, 善恶, 精神与物质. 皮膚細軟表婉和善受戒

行. 足下平滿, 蹈地安隱表涅盘真如自然. 脚趾等长表善巧指出真

理. 手指脚趾有皮互相牵连表教导完美接合. 身内散发光亮表心明

亮耀眼. 满身芬芳表意念值得称颂赞扬. 头上有豪光大如俩手相揖

表智慧散发法理光亮, 正确的身业. 行走每步皆有莲座, 是到各处

都有一些出家僧团尊重侍候. 飞行无障碍乍来乍去, 无眷恋缚绑, 

表得最高上的“空空”解脱. 

毫光照五大[须弥]山表法理照射通五浊. 青眼看透四海表清净智慧

观察生老病死四大苦. 放光接引众生表宣讲佛法, 言词光亮, 继续

引渡人克服迷爱的源头而渡过江河的那一边. 阿弥陀佛住在极乐



世界的中心, 乐于中道; 住在美好的, 沉静的, 自然的平等真如. 祂

有无量甘露法得无量寿. 祂穿黄色上衣表戒律德行宝贵如黄. 祂比

他人更高大是因为祂是法王. “真身”才是阿弥陀无量寿佛的身躯. 

与諸佛一样. 

阿弥陀佛有四大菩萨:大慈悲观世音, 大喜舍大势至, 大智文殊, 大

行普贤. 表平等生出四法 : 慈悲, 喜舍, 大智, 大行; 或是四法生平

等. 平等如头, 慈悲是右手, 喜舍是左手, 大智是右脚, 大行[愿]是左

脚, 合拼成一巨大的法身. 阿弥陀佛亦名平等佛, 无量寿, 无量光, 

甘露王. 祂坐在极乐世界黄色莲座的中心, 头上戴有发亮光的赤玉

宝珠. 

慈悲是观世音菩薩, 是观察此处黑暗中哀苦的声音, 安住坐在表洁

净的白莲座上. 有諸弟子教团. 观世音菩薩侍候在佛边, 头戴真如

佛相. 喜舍是大势至菩薩, 是继承佛的志向立大愿拯救此界众生. 

大势至菩薩与諸弟子安住坐于莲座. 大势至菩薩侍候佛边, 如观世

音头戴真如佛相. 大智是文殊菩薩. 文[闻]是听, 殊是答, 无碍圆通, 

大雄大力, 用身体如骑狮, 说话如雄猛的狮子. 大行是普贤菩薩, 跟

文殊比较, 是以德行普化众生. 用身体如骑白象. 说话清楚如白象. 

这四位菩薩拥护平等佛如来. 为佛的四大弟子住在极乐世界的僧

团内. 跟随着佛好比佛的四肢.  

这样的话有谁要见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先要如此观想: 这身躯如

太阳即将西下[死]. 西方是解脱真如寂静境, 那是出家离尘俗. 夜间

[死]境好比尘俗, 像要远离自私, 以便明白无穷无尽的宇宙道德. 

戒律如地面琉璃,水晶,金,银. 各法宝如栏杆, 罗网, 菩提树. 池,莲,

楼阁,鸟叫如諸僧众穿黄色上衣飘扬翱翔. 那是无量甘露佛, 身相



庄严具足善巧方便正在放光接引众生. 在那儿观世音与大势至菩

萨站立在佛的二边, 威仪整齐, 举止端庄. 諸圣众正坐在七宝池边

听法. 在那儿如果听佛讲经后明白道理我们将会跟随佛, 侍候祂, 

继承佛愿, 以便往后济度众生. 每个人都能透彻法理, 就是真实尊

受戒律的僧团. 如此自身应当要发心解脱, 出家入僧团成乞士. 或

成乞士后可用不同的方法变现一个类似西方净土来教化众生.  

如韦提希夫人(看观无量寿经). 佛教韦提希夫人如何观想,可以清

楚看见不可思议的庄严境界, 并明白尘世的苦. 韦提希与各侍女已

全部出家修道, 阿弥陀佛与諸圣众之后来迎接她们往生净土, 她们

已经脱离尘世，已经出家成解脱乞士, 生活在西方极乐戒律内. 如

此每个人若有幸能觉悟, 现在可以往生遇见佛, 现在可以去西方极

乐世界. 

总而言之 : 这卷无量甘露指出諸佛教导真实的真理, 完整的哲理, 

正确的法理与道理. 他将有益于念佛人的修行, 一般不明理的修行

人经常行梦中佛事,把佛道当做是一种游戏与表演, 那是过去所未

曾有的. 它将使人们对于模糊而无理的神权造物学说有所认识. 它

将有益于人们向着正确的道路进展，安乐地归依法理真谛, 精神

良好, 不再像残废的人在等待死亡. 他将使修行人明白一切人生的

道理, 事上成功得到幸福. 因为它给一切世界知道如何做佛, 如何

成佛, 安住于佛果. 这只是一个开始, 指出初级的哲理来培养身心, 

不同于一些深入讲解无量甘露与极乐世界的论典. 但是暂时懂得

这简单的解释, 是能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解脱, 往生净土见无量甘

露佛. 

 



极乐国 

 

修禅定有五法则, 从 :寻伺, 喜, 乐, 净, 定. 这是人门能得涅盘境界的

道路. 定是涅般. 净是净土. 乐是极乐或者无色界天境. 喜是色界天境. 

尋伺是欲界天境. 那是修行人渐进的层次. 其意义是: 

1-. 初禅修五法则 : 取寻伺为根本, 达到喜,乐,净,定. 尋伺是知道观察, 

当恶的欲望生起时就懂得克服,  避免罪恶的过错, 得以达到喜,乐,

净,定的更高层次. 此为欲界天. 此界的人斷除恶念. 

2-.  二禅修四法则: 取喜为根本, 达到乐, 净, 定. 喜为乐, 乐于善良

美好, 此界依据“有有”的道理, 得以达到乐,净,定的更高层次, 

为欲界天. 此界的人斷除尋伺想. 

3-. 三禅修三法则 : 取乐为根本, 达到净, 定. 乐是高兴, 高兴生“空

空”景, 为无色界天或极乐. 此界的人斷除喜想. 

4-.  四禅修二法则 : 取净为根本, 达到定. 净是纯, 纯洁出家解脱, 叫

净土. 净土是六净度与乐土清净. 比无色与极乐更高. 此界的人斷

除樂想. 

5-.  五禅知大定修一法则 : 取定为根本, 无所去处, 定是寂静, 圓满寂

静叫涅盘, 修定到此为目的地. 比净土更高. 此界的人斷除纯净想.  

此是修行人渐进的层次: 

初定是 :  .. 寻伺, 喜, 乐, 净, 定 

二定是 :  .. 喜, 乐, 净, 定 

三定是 :  .. 乐, 净, 定 

四定是 :  .. 净, 定  

五定是 :  .. 定 



1-. 初定是欲界天禅境, 居士持五戒, 持短期八关齋, 住俗家者入此境. 

2-. 二定是色界天禅境, 居士持八戒, 吃长齋, 住庵庙者入此境.  

3-. 三定是无色界天禅境, 居士持十戒, 午齋, 不持钱, 住茅屋或山洞. 

或是极乐国的出家乞士住教团内修练者入此境.  

4-. 四定是西方净土境, 出家乞士修清净, 持两百五十解脱戒能入此

境. 

5-. 五定是涅般境, 懂得大禅定能入此境. 

其意义是从欲界天堂景, 到色界, 到无色或极乐, 到净土, 至达涅盘, 

皆是禅定法的名词, 心应无所住. 如此明白, 从现在起不应再误解.  

正确努力的修行是最圆满的. 

                     摘自越南明灯光祖师之“真理”第五十章 

明灯光祖师 

  续释迦牟尼佛法 

  福龙舍利比丘与觉法沙弥翻译成中文与英文 

 

------------------------------------------------------------------------------------------------ 

                   

乐记曰：“凡音者, 生于人心者也. 乐者, 通伦理者也. 是故知声而不

知音者, 禽兽是也. 知音而不知乐者, 众庶是也.” 仅有君子才知道乐. 

所以书不可少读, 否则会做出禽兽的行为. 凡是有一些见识, 必定要

明白意思, 否则会损害到自身的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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