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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是功德
得獲

國土若此之廣大
境內如是之淨潔

人天若此之秀美
聖眾如是之拔萃

三學無漏之
盛典

時間

人間空間

其聲聞眾，算數
校計所不能知，
皆得具足六通、
三明及八解脫。
其佛國土，有如
是等無量功德莊
嚴成就。

把此土，就是五趣雜居地，堪忍的世界能夠變成未來
這麼理想的世界。能人人心地乾淨，那就是國土乾淨

誠之情誼，人間祥兆
教之殷實，人間富足



法明如來國土美，
不只是境界美、
莊嚴，人也是身
心淨潔，人人用
心勤修三無漏學



這個國土，已經佛陀要對富樓那授記之前，先讚
嘆將來富樓那成佛，法名如來國土，有很多很多
，累積起來的國土大啊，很大！而且國內的境界
美啊！不只是境界美、莊嚴，人也是身心淨潔。
這是非常美好的世界，這不就是我們大家所祈求
去向的境界嗎？我們如果真的想要把此土，就是
五趣雜居地，堪忍的世界能夠變成未來這麼理想
的世界，不是不可能。



只要我們人人像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一樣，發這樣
的心，立這樣的願，身體力行，解佛陀的心意，
行化佛陀所要行化人間眾生的志業。我們若人人
都能這樣，眾生就是被淨化了。人人的心乾淨了
，未來的國土不就是這樣，這麼的，累積人人的
功德，所住的地方無不都是莊嚴樓閣，七寶世界
。前面的文這樣一直連下來，無不都是讚嘆他的
國土，人與人之間這分修行去除煩惱，心乾淨，
若能人人心地乾淨，那就是國土乾淨了。



所以「有如是功德得獲國土若此之廣大」，不只
是莊嚴乾淨而已，還是很廣大的國土。那個境內
如此之淨潔，與我們現在的娑婆世界來對照，我
們現在的娑婆世界到處都在說：「垃圾的問題很
大。」不只是台灣，是全球啊！垃圾問題很惱人
的心，這就是環保的觀念。人人環保的理念若能
清楚，自然在生活中就能減少垃圾，環保清淨在
源頭，就是有用過的東西，也是可以回收再製，
東西全部能回收再製，哪有什麼垃圾來污染大地
呢？



問題是出在大家一直要消費、浪費，很容易把東
西丟棄，現在科學發達，石油一直抽，製造出來
的東西就是不會腐、不會爛，這片土地一直要承
受這些不會腐爛的東西，這土地將來五穀雜糧要
從哪裡產生出來呢？人要在這塊土地上住，腳踏
下去都是垃圾，這將來要怎麼生活下去？何況不
斷製造，不斷污染空氣，氣候就變遷了，空氣污
染，對人體已經亮起紅燈了。



很多人都說，空氣污染對身體、對氣管、對肺部
等等，都一直出毛病了。空氣一污染，感冒的人
也很多，在這個的空氣中。這就是我們眾生製造
出來的污濁，這種污濁是在現在，我們所住的娑
婆世界，五濁惡趣，也是五趣雜居地，這些名稱
都是我們現在的世界。也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樣
的人，人類心地不乾淨，所以造成了這麼多的天
災。先污染空氣，然後氣候變遷，然後就是天災
。除了天災，就是人禍。



人禍，到底又是怎麼造成的呢？人的心啊！所以
我們一直都說人心能淨化，道理如果若清楚明瞭
了，心自淨化了。一直說「誠之情誼，人間祥兆
」，這是我們一直期待人人能了解這個道理，人
對人要互相要用真誠的心，我們來互相對待。這
就是與法明如來的世界一樣，他們那個境界裡就
是淨潔，沒有污染，大家的心都很清淨，人天交
接，人的心與天人的心互為一致。



能夠生在天上，是要行十善業呢，十善，上上業
，這樣將來生在天上。十善業圓滿在天上的天人
享福，在人間的人也一樣，開始也修十善，這個
十善，極十善，自然人心、天心，就這樣人天就
交接起來。期待人人的心要有誠意，誠之情誼人
間祥兆。而這就是人與人「教之殷實，造福富足
」。我們的人間互相影響，互相相信，誠實慇實
，互相對待，我們如果能這樣，人人用真實的心
來造福人間，付出無所求，這樣一直彼此之間教
之慇實，真的能夠造福人群。





這，每個孩子都展開燦爛無邪的笑容，從內心看到慈
濟人那分恭敬的歡喜心，這不就是……。在那個地方
雖然是那種五趣雜居的地方，有當地人，生活不錯的
，有人間一般人的生活，同樣有貧困的人，再加上逃
難人日日在那地方度日如年，想要到他所祈求，要到
的地方，還是出不了關，過不了那個關卡，所以這些
人的心很難過。不過，慈濟人在那個地方，當地人都
已經認識慈濟人了。昨天大家很開心的向我說：「師
父，我們在那個地方已經得到這個國家，給我們大家
已經有NGO的身份哦！我們能正式在這裡做發放救濟
的工作。」



我就跟他們說：「因你們的誠意，這是打破了紀錄，
我們要去任何一國家登記INGO，國際慈善機構，不簡
單。你們在那裡才幾天的時間，這個國家就發出這個
證給你們，這實在是很不簡單啊！」這是用至誠的愛
，「誠之情誼，人間祥兆」，這就是愛，所以那個國
家對慈濟人的歡喜，以及看到他們的誠意，那分肯定
、信賴，發給他們救濟團體的證件，我覺得很歡喜。
這全部都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影響，所以，「教之殷實
，人間富足」，這就是我們富有愛心，就是這樣啟發
起來，這就是人間未來的淨土，就是人與人的心能這
樣互動，這是在塞爾維亞。



其實，同樣在其他地方，如約旦也是一樣，溫馨的故
事也是很多，一樣與難民有關，將難民從地獄中拉拔
出來，讓他們解除病痛的痛苦，解開他們停留在那個
地方生活的困難。這長久，四、五年的時間，能讓這
些人暫時的安居。說是暫時也已經四五年了，所以我
們要用心，只要我們淨化人心，能化凡夫為聖眾。所
以「聖眾如是之拔萃，三學無漏之盛典」。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都能修行，「人天交接」起來，人人淨化人
心，慢慢地學，自然我們就能在這樣的國土裡修行，
修三學無漏。若這樣，人人就是了，這個國土，我們
地球全面的人類都是這樣，這不就是一個淨土嗎？這
不是不可能，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























八背捨 八解脫 心境簡單譬喻形容 破

1 內有色相外觀色 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還有欲但看開了 色

2 內無色相外觀色 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內外完全看開了 色

3 淨背捨身作證 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身，真正清淨了 受

4 虛空處背捨 空無邊處解脫 心，不受限了 想

5 識處背捨 識無邊處解脫 識，無分別心 識

6 無所有處背捨 無所有處解脫 時空人，不執著了 行

7 非有想非無想處背捨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無色，一切放下了 想識

8 滅受想背捨 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身心念，不起妄想 受想

《靜思妙蓮華》三明六通 住八解脫 957集-20150606開示 (授記品第六)



八解脫(原文) 境界 八解脫(白話)

1.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背捨
五欲
清淨

1.物質思惟還在基本上看開了

2.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2.內在外在完全看開了

3.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3.真正清淨能做到了

4.空無邊處解脫 四無
色定
無色
界四
天

4.心量大到不受限了

5.識無邊處解脫 5.無我無分別心了

6.無所有處解脫 6.隨處自在不執著了

7.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7.三界人事相一切放下了

8.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滅受
想定

8.五蘊皆空不起妄想能做到了

《靜思妙蓮華》三明六通 具八解脫 1047集-20151002開示 (化城喻品第七)



八解脫(原文) 境界 八解脫(白話)

1.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背捨
五欲
清淨

1.物質思惟還在基本上看開了

2.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2.內在外在完全看開了

3.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3.真正清淨能做到了

4.空無邊處解脫 四無
色定
無色
界四
天

4.心量大到不受限了

5.識無邊處解脫 5.無我無分別心了

6.無所有處解脫 6.隨處自在不執著了

7.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7.三界人事相一切放下了

8.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滅受
想定

8.五蘊皆空不起妄想能做到了

《靜思妙蓮華》三明六通 具八解脫 1047集-20151002開示 (化城喻品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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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脫 心境簡單譬喻形容 例子

1 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還有欲但看開了 親人將離世

2 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內外完全看開了 大訂單將得到

3 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身，真正清淨了
不再受到化妝、打扮、

美容等影響

4 空無邊處解脫 心，不受限了
在塞爾維亞，這群歐洲

慈濟人

5 識無邊處解脫 識，無分別心 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6 無所有處解脫 時空人，不執著了 在每一個地方都自在

7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無色，一切放下了 「清淨的想」

8 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身心念，不起妄想 所有的煩惱全都滅掉了

《靜思妙蓮華》無量功德 莊嚴成就 1125集-20160308開示 (伍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無量功德莊嚴成就」，這就是很多很多累積的功德
，前面我們也說過，「以諸功德而以莊嚴」，累積很
多功德，來莊嚴成就這樣的國土。這就是法明如來所
造作，過去修行所結緣的眾生，大家凝聚的地方，「
境內如是之清淨」，這個境內有這麼清淨。所以「人
天若此之秀美」，在那裡人天交接，境界真的是很美
。「聖眾如是之清淨」，這些聖眾是這麼的清淨。「
無染著心」，大家都沒有染著的心。「除心之外，無
有片法」，沒有那些污染，世間種種所著的法，沒有
。「寂靜清澄，志玄虛漠」的境界，這就是未來法明
如來所成就的國土。我們若好好用心，這個國土也是
我們未來的地方。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感恩您

發願做一個 發光體
螢火蟲的螢光
黑暗中的星光
生活中的微光

你不經意的 一言一行
都會對世界 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