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05《靜思妙蓮華》 無量功德 莊嚴成就 (第 1125集)（法華

經•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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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眾，得大神通，四無礙智善能

教化眾生之類。」《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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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

第八》 

⊙其聲聞眾，算數校計所不能知：言其從聲耳聞法者多，教化眾生之

類者，各隨其類而教化之。 

⊙皆得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三明與六通：阿羅漢所具之德。「八

解脫」：棄捨三界染法繫縛之八種禪定。 

⊙「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在阿羅漢叫做三明，在佛叫做

三達。 

⊙宿命明：明白自己或他人一切宿世的事。 

天眼明：明白自己或他人一切未來世的事 

⊙漏盡明：以聖智斷盡一切的煩惱。 

⊙「六通」：三乘聖者所得之神通。 

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 

⊙「八解脫」：又名八背捨，即八種背棄捨除三界煩惱的繫縛的禪定。 

⊙八解脫： 

一、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 

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三、淨身作證具足作解脫。 

四、空無邊處解脫。 

五、識無邊處解脫。 

六、無所有處解脫。 

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八、滅盡定解脫。 

⊙其佛國土，有如是等：其法明佛所應之土，即上所明依正二報。 

⊙無量功德莊嚴成就：以諸功德而以莊嚴。其國土若此之廣大，境內

如是之清淨。人天若此之秀美，聖眾如是之清淨，無染著心，除心之

外，無有片法。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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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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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國土，已經佛陀將要向富樓那，授記之前，先讚嘆將來富樓那成

佛，法明如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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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祈求趣向的境界嗎？我們若很

想將這個此土，就是五趣雜居地，堪忍的世界，能變成未來這麼理想

的世界，不是不可能，只要我們人人，像富樓那彌多羅尼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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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大家都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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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人人都是功

德，所住的地方無不都是莊嚴樓閣，七寶世界。這前面的(經)文，這

樣一直連下來，無不都是讚嘆那個的國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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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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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是很大的國土。那個境內這麼的淨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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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臺

灣，是全球！垃圾問題很惱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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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清靜在源頭，就是有

用過的東西，也是可以回收再製，東西全部能再回收再製，哪有什麼

垃圾來污染大地呢？問題是出在，大家光是一直要消費、浪費，將東

西這樣容易丟棄，現在的科學發達，石油一直抽，製造出來的東西，

就是不會朽、不會爛，這片土地一直要承受著，這種(垃圾)不會朽、

不會爛，這片土地，將來，五穀雜糧要從哪裡產生出來呢？人要在這

片土地住，腳踏地都是垃圾，這將來要怎麼生活下去？何況不斷地製

造，不斷污染空氣，氣候都變遷了，空氣污染，對人體已經亮出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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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這個的空氣中，這就是

我們眾生製造出來污濁，這種污濁是在現在，我們所住的這個娑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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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禍，到底又是如何造成呢？人的心啊！所以我們一直都

說人心能淨化，道理若清楚明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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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個境內就是淨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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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生在天上，是要行十善業呢，這樣將來生在天上，十善業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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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就這樣人天交接起來。這就是期待人

人的心要有誠意，「誠之情誼，人間祥兆」。而這就是要人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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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能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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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昨天下午(2016年)，與塞爾維亞(慈濟人)視訊，看到一群可愛的

菩薩，他們在塞爾維亞裡，大家席地而坐，在飯店的一個空間，就坐

在地上。看到大家悠游自在，十二個國家的慈濟人，這樣聚集在一

起，大家很歡喜，圍繞在那裡。因為十一個國家，他們就跟我說：「是

十二個國家。」我說：「又多一個國家！」他們就說：「斯洛伐克。」

這國家就是匈牙利的鄰國，再更北部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有一位彼

得，這位彼得是鍾居士的朋友。 

 

他（彼得）聽到他的朋友在這裡，塞爾維亞，他正好有一個假，他覺

得這個假要去玩，不如來投入去付出，應該會很歡喜。這是他這樣

想，主意定了，開始搭十四個小時的車，車程，光是火車就要搭十二

個小時，又要到希德這地方，就是到慈濟人在那裡，還要搭兩個多鐘

頭的巴士，才會到，總共是十四小時的車，來與慈濟人會合。所以現

在是有十二個國家，這些慈濟人的形象，在那個地方一點一滴，一點

一滴，如細水這樣長流，在那個地方滋潤當地人的心，所以這樣日日

在那個地方，來來回回，去中繼站，難民過來的頭一站，或者是坐鎮

在難民營，暫時居住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慈濟人每天，從(2016年)



三月一日，一直到六日，每天都在發放。 

 

不論是人多或是少，六天的時間，已經發放一千五百多人數，這樣發

放，點點滴滴去付出。其實他們說困難真的是很多，不過，大家都很

歡喜，每一個人在那個地方，都是學那分「軟實力」，在那個地方就是

柔軟心，學會如何面對。 

 

我們腳踏在那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要如何去幫助一群來自遠方，

受苦受難人？這都要如父母心，在對待他的孩子，最愛的孩子這分

心，他們這樣在對待難民，這樣比衣服、比這樣，穿上能合身嗎？這

套衣服穿在這個人的身上，好看嗎？就如父母在對孩子一樣，不管老

人、年輕人，或是孩子都一樣，這樣幫他穿衣、戴帽子、披圍巾，鞋

子、襪子，這樣好好地全身的衣服，為他們試穿，又再讓他們穿整

齊。甚至穿好了，又用我們中文「平安」的剪字，這「平安」，我們臺

灣都一直在用，他們也是很有智慧，從臺灣帶去，不知多少這個平安

的吊飾。這樣，每一個人都給他們，一個平安的吊飾，他們這樣很歡

喜。 

 

在希德火車站，那個地方的難民營，就是在那裡與他們這樣在互動，

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故事，在那裡膚慰等等，這就是用愛陪伴，有的

被遣返回來在那個地方。愛的力量，從三月一日到六日，這樣的時間

停在那裡，火車站附近那裡。孩子、大人，出去不能出去，回去不能

回去，在那個地方，真的是很辛苦。 

 

不過，一群小孩，總是在這個地方比回去更自在。回去，回去到敘利

亞，日日炮火，他們很怕。在這個地方，他們覺得他們很自由，因為

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們不知道。在這個地方總是平安，有一餐沒

一餐，光是靠人在救濟，一天當地的 NGO團體，給他們一次麵包或者

是乾糧，在這樣的生活。 

 

昨天也有討論到這裡，昨天他們也說，這些人他們要求，更需要的是

內衣褲，要換洗，在那個地方也沒得沐浴，不過內衣褲也很重要。當

然，吃的東西很粗糙，要如何讓他們吃好一點呢？也是要配合當地，

不能讓他們吃壞肚子，萬一，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要如何讓他們，

這樣這麼久的逃難，是不是能讓他們，一頓真真正正有熱湯可以喝，

有很新鮮青菜可吃？昨天也這樣向他們提起，這些事情，他們也是很

期待哪一天，能停滯在那個地方的人，得到「愛灑」，給他們一頓這樣

很豐盛。因為那間飯店，已經給我們一個地方，廚房，我們的楊居



士，他是在德國，他是廚師，所以他能發揮他廚師的名菜。所以昨天

也是在那裡這樣在說。 

 

總是愛的力量在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家家戶戶都有他們的困難，在

那裡用愛付出，讓那裡的人，這樣暫時就是那個心放下，暫時在這個

人與情之間，人、情，有這個很好的友誼建立了。 

 

在另外一個中繼站，收容所那個地方。他們每天早上去到那裡，就帶

著當地的人，先為他們整理環境，去為他們清掃，打掃廁所，這樣帶

他們。現在那裡的人看到慈濟人，大人、小孩看到慈濟人，每天他們

都會合十問好。 

 

還有看到孩子，有一個家庭一家八口，孩子多，姊姊帶著一群小弟、

小妹，看到慈濟人，大的、小的，這手這樣一個疊著一個，這樣合十

下來，大的、較中的、較小的，大家手伸出來，就這樣一個疊著一個

的手，這樣合十，也很美。每個孩子，都展開了燦爛無邪的笑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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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那種五趣雜居的地方，有當地人的生活不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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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到他所要祈求，要到的地方，還是出不了關，過那個

卡，所以這些人的心很難過。 

 

不過，慈濟人在那裡，當地人已經認識了。昨天大家很歡喜，就向我

說：「師父，我們在這個地方，已經得到這個國家，給我們大家，已經

有 NGO的身分哦！我們可以正式在這裡，去做發放救濟的工作。」我

就向他們說：「你們的誠意，這是打破了紀錄，我們要去任何一國家，

去登記 INGO，國際慈善機構，不容易。你們在那裡幾天的時間，這個

國家就發出這個證給你們，這實在是很不容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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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發給他們這樣救濟

團體的證件，我覺得很歡喜。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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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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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也是同樣，溫馨的故事也是很多，同樣與難民

有關，將難民那地獄中拉拔出來，讓他們能解除他們病痛的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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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這些人能暫時的安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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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化凡夫為聖眾。所以「聖眾如是(之)拔

萃，三學無漏之盛典」。這個地方大家若能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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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修

行，修三學無漏。若這樣，人人都是如此，我們這個國土，我們的地

球，全面的人類都是這樣，我們不就是一個淨土嗎？這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 

 

來，前面的(經)文這麼說：「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眾，得

大神通，四無礙智善能教化眾生之類。」 

 

有無量阿僧祇 

千萬億那由他 

諸菩薩眾 

得大神通 

四無礙智 

善能教化眾生之類 

《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法明如來的國土，就是有這樣這麼多的菩薩，就是人人都已經得大神

通了，而且(得)四無礙智，人人都能互相教育，教之殷實，能讓那個

國土，全都能從小乘一直向大乘趨向，這是那個國土，很難得。 

 

接下來這段(經)文又再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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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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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那個地方除了菩薩，阿僧祇，就是很多，無量數的菩薩，(還有)就是

那些聲聞眾，就是聽法的人；聽法，還在修行的人。「其聲聞眾，算數



校計所不能知」，更多，這全都是有得到，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脫，

六通、三明、八解脫，這全都在這些聲聞的身上，已經這樣漸漸修

行。 

 

其聲聞眾 

算數校計 

所不能知： 

言其 

從聲耳聞法者多 

教化眾生之類者 

各隨其類而教化之 

 

那就是從聲聞耳聞那個法，這樣能輾轉相教，教化眾生，隨他的類，

隨眾生的根機來教化。光是聽聞佛法，他們就開始能發心，也能隨機

去教化，這是未來法明如來的國土，菩薩多，聲聞眾也無數計，互相

輾轉教育。這些人都同樣，聲聞眾、羅漢，他們也是具足六通、三

明、八解脫。 

 

皆得具足六通 

三明及八解脫： 

三明與六通： 

阿羅漢所具之德 

八解脫： 

棄捨三界染法繫縛 

之八種禪定 

 

三明、六通，那就是阿羅漢所具足的德，因為他們修行，已經有三

明、六通。「八解脫」，就是「棄捨三界染法繫縛，之八種禪定」，這就

是「八解脫」。我們還記得嗎？「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

明。這「三明」在聲聞阿羅漢，叫做「三明」，在佛，叫做「三達」，

應該大家還記得。 

 

三明： 

宿命明 

天眼明 

漏盡明 

在阿羅漢叫做三明 

在佛叫做三達 



 

所以，「宿命明」，是「明白自己或他人，一切宿世的事」。我知道，知

道我自己的過去，我也知道你的過去，這就是叫做「宿命明」。你我之

間，我們的過去是如何，這叫做「宿命明」。再來，「天眼明」，是「明

白自己或是他人，一切未來的事」。「宿命」知道過去，「天眼」能看透

未來，我們今生此世是這樣的關係，未來我們又是如何？這就是「天

眼明」。 

 

我們都常常說，不知是為何來人間，這就是過去我們無明，不知。來

到今生此世，怎麼你與我這麼無緣，怎麼你與我這麼投緣？我們過去

(因緣)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這就是沒有「明」，沒有「宿命明」。

我們現在是這樣相處，未來我們是不是也能，同一世，同修行，有辦

法嗎？這我們看不到，未來我們也看不到，這就是凡夫。但是，聲

聞、羅漢他有修行，他已經得到「天眼明」，知道未來，我自己與別人

未來的事情。 

 

宿命明： 

明白自己或他人 

一切宿世的事 

天眼明： 

明白自己或他人 

一切未來世的事 

 

再接下來，叫做「漏盡明」，「漏盡明」就是以「聖智斷盡一切的煩

惱」。 

 

漏盡明： 

以聖智 

斷盡一切的煩惱 

 

我們所修行的，聽法，收進來，不要漏掉了。不論是戒、定、慧，

聞、思、修等等的法，入心來了，就不要漏掉了。法，聽了這麼多，

很快就忘記了，這叫做漏掉了。聽進來，記住，通達，所有的道理我

們都了解，這樣才是真正叫做「無漏」。「無漏」就是法在心裡，「漏

盡」就是，煩惱無明都斷盡了，我們聽法會漏掉，就是因為還有煩

惱。我們修行就是要，修到煩惱全都斷除，我們才不會法入心，煩惱

一來就漏掉了，所以這裡叫做「漏盡明」，煩惱都完全去除了，斷盡一

切煩惱，這就是聖智。以上就是，在阿羅漢叫做「三明」，在佛叫做



「三達」。 

 

六通： 

三乘聖者所得之神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漏盡通 

 

接下來「六通」，「六通」就是「三乘聖者所得之神通」。三乘，聲聞、

緣覺、菩薩，都通的，所以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

通、神足通、漏盡通」。這對從聲聞，從緣覺，從菩薩全都通，何況佛

呢？佛是六通、三達全都圓滿。 

 

八解脫： 

又名八背捨 

即八種背棄捨除 

三界煩惱的繫縛 

的禪定 

 

「八解脫」，「八解脫」那就是禪的境界了，另外一個名稱叫做「八背

捨」。「背捨」與「解脫」，同樣的意思，就是「八種背棄捨除，三界煩

惱繫縛」的禪定。就是心無掛礙了，在這三界中，種種無明煩惱，我

們完全將它棄捨，將它拋到後面去，這樣叫做「背捨」。完全這些煩惱

將我們綁住，我們已經解脫了，這叫做「八解脫」。當然，這要修行，

修到心很定，有智慧，時時我們都是在定中。 

 

八解脫： 

一、 內有色想 

觀外色解脫 

二、 內無色想 

觀外色解脫 

三、 淨身作證 

具足作解脫 

四、 空無邊處解脫 

 

這個「定」有幾項，一「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雖然我們六根，緣

著外面的六塵境，但是那些東西雖然是看了，我們透徹了解，意識有

緣，但是外面的境，沒有障礙我們的心。所以，不受外境障礙，這樣



叫做「解脫」。舉這個例子，後面應該都了解。 

 

再來「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本來心有準備，我要去看什麼，這叫

做「有色想」，看了之後，沒有放在心裡來障礙我們，或者是心無準

備，忽然間看到這些東西，但是也沒有影響我。忽然間外面有什麼

事，是如意、不如意，在我們的心也不受障礙。心都沒有準備，忽然

歡喜的事情來，忽然，就是不如意、困擾的事情來，我們也能於心無

掛礙。就是這樣，該做的做，該處理的處理，過去就好了。若能通徹

了解，實在心不受障礙。 

 

第三，「淨身作證具足作解脫」。我們其實，「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

心無常，觀法無我」。我們的身真的是不乾淨，但是我們若能透徹，身

是載道器，利用這個身體，把握現在的時間，好好法入心來，這樣我

們能以此身修行，而證悟了解世間一切事物。世間很多的苦難事物，

對我們的心，並不受它影響，這就是無掛礙的心。 

 

第四，「空無邊處解脫」。空，道理了解了，了解一切皆空。心有色，

但是，也不受它影響；心無色，忽然間所接觸到的境界，也不受它影

響。身體，我們了解人生無常，了解了；佛法難聞，體會了，把握時

間，該修、該聽、該做的，這總是我們不受這時間、空間，來障礙我

們，我們能「空無邊處解脫」，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能「如是心行如

是道」，因為我們「聞如是法」。塞爾維亞這群慈濟人，不就是聞如是

法，空間無礙，他們能在各方不同的地方，到那個地方去，他們這樣

也是到達，也是這樣去付出，這就是不受境界、環境處，來障礙我

們。 

 

八解脫： 

五、識無邊處解脫 

六、無所有處解脫 

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八、滅盡定解脫 

 

五，就是「識無邊處解脫」。意識，我們所造作的一切，都是在這無明

意識裡面，看到外面的境界，緣過，七識、六識去造作，回歸無明的

八識，八識就是藏著無明，所以受很多的束縛。我們現在「識無邊處

解脫」，我們心空，我們心很開闊，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識無邊處，

我們的意識，能這樣悠遊自在的解脫。 

 



第六，「無所有處解脫」。無處不是道場，無處不解脫。 

 

第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非想，想那麼多做什麼呢？就是有想，

該做的事情，經過了靜慮，非常的清淨深思去考慮過，我們應該怎麼

做。「非想」，不是一般凡夫所想的，這個「欲」，為法，我們要好好用

心了解。「非非想」，就是說不是沒有的，還是同樣要想，要去體會，

靜思惟。靜思惟，就是世間事，我們要如何脫離世間的煩惱，用出世

的精神來入世的志業，不受人間所污染，這種「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不受到這樣人間污染，但是，我們的思想是靜思惟，是靜慮，清淨的

考慮，清淨的思惟，無不都是為如何能法入心，能法用在眾生中，這

種「空中妙有」，妙有真空，我們的真如本性要如何發揮，不受污染。 

 

第八，就是「滅盡定解脫」。所有的煩惱全都滅掉了，所以我們都解脫

了。這叫做三明、六通、八解脫，我們若能通徹了解。 

 

其佛國土 

有如是等： 

其法明佛所應之土 

即上所明依正二報 

 

所以「其佛國土，有如是等」，其法明佛，所感應的地方，就是這樣，

那些人都是這樣，法明如來，有德來感應那個佛土。他的領土是這

樣，就是以上所說的依、正二報。常常說，我們過去一直在說，依、

正二報，眾生將來再來生這個地方，與法明如來同世，就是這樣的國

土。「無量功德，莊嚴成就」。 

 

無量功德 

莊嚴成就： 

以諸功德而以莊嚴 

其國土若此之廣大 

境內如是之清淨 

人天若此之秀美 

聖眾如是之清淨 

無染著心 

除心之外 

無有片法 

 

這就是很多很多累積的功德，前面我們也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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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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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八解脫」又名八背捨，即八種背棄捨除三界煩惱的繫縛的禪定。

一、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謂心中若有色（物質）的想念，就會引起

貪心來，應該觀想到外面種種的不清淨，以使貪心無從生起，故叫解

脫。 

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即心中雖然沒有想念色的貪心，但是要使

不起貪心的想念更加堅定，就還要觀想外面種種的不清淨，以使貪心

永遠無從生起，所以叫解脫。 

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一心觀想光明、清淨、奇妙、珍寶的色，

叫淨解脫，觀想這種淨色的時候，能夠不起貪心，則可以證明其心

性，已是解脫，所以叫身作證，又他的觀想，已經完全圓滿，能夠安

住於定之中了，所以叫具足住。 

四、空無邊處解脫。 

五、識無邊處解脫。 

六、無所有處解脫。 

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這四五六七的四種解脫，都是無色界的修定人，各在其修定的時

候，觀想苦、空、無常、無我，使心願意捨棄一切，所以叫解脫。） 

八、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滅受想定又名滅盡定，謂人若有眼耳鼻

舌身之五根，就會領受色聲香味觸之五塵，領受五塵，就會生出種種

的妄想來，若有滅除受想的定功，則一切皆可滅除，所以叫滅盡定。

《佛學常見詞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