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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塵心生一念：我已於如來前，勸無數眷屬皆發菩提心，眾人均發廣大願，
住持各自刹土，所有菩薩皆捨棄濁世眾生，唯除遍入風。故我當為濁世眾生發
願。如是發願必有利於人天眾生，諸佛菩薩亦必讚歎。將來有大悲心之菩薩會
行此道，十方菩薩亦將渡化濁世可憐眾生。我涅槃後過不可思議劫，十方諸佛
定讚歎我今日所發之願，聽聞後也當發願住持濁世刹土。我現今應發大願、出
獅吼聲。
海塵婆羅門便將法衣披於肩上，來到寶藏如來前。當時千萬天人出擊鈸樂
音、降下花雨，並讚歎道：「善哉，善男子！」所有在場眷屬亦合掌讚歎：「善
哉，善男子！利益我等之大智者，你應發堅定誓願，我等樂聞。」海塵婆羅門
於是右膝著地，當此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如來刹土皆一一震動，擊鈸樂器自然
出聲，鳥、獸發動聽悅耳之鳴，一切樹木開花結果，世間惡趣眾生痛苦滅盡、
生起慈悲心，虛空中天人以鮮花作供養。乃至色究竟天以下天界，諸天人為聽
海塵婆羅門誓言，全都來到南瞻部洲，手捧妙香、鮮花等各種供品以作供養。
海塵婆羅門合掌作偈讚歎如來道：
「禪定解脫如梵天，色界光明如帝釋，廣
行布施如法王，具足寶藏如商主。宣說滅法如山獅，不動穩固如山王，安詳平
靜如大海，功過平等如大地。」海塵如是讚歎如來功德後祈請道：
「如來尊者，
我已勸請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心，他們亦各自發願住持未來刹土。其願渡化之
眾生心地清淨、守護善根，因之易於調化。護星等一千零四位婆羅門子，如來
也已授記皆當於賢劫中成佛。眾聖者雖願調化具貪、嗔、癡、慢之眾生，願以
三乘佛法教化他們，但煩惱障深重眾生及濁世眾生均被拋棄。一切造五無間罪、

心。

19. 願從今乃至涅槃間，為使眾多菩薩生起稀有感歎，我布施、持戒等無有絲毫
傲慢與執著心。

20. 我為遠離七聖財、諸佛未調化、捨法、造諸惡業、趨入惡道等眾生發願，不

五百大願
海塵婆羅門緊接著說道：『世尊，看到此種情景，我心如紫根樹葉般跳動，並生
起大痛苦，身體也感覺疲倦。
1. 世尊，眾菩薩已捨棄此等眾生，而於濁世黑暗中，我願以大悲心攝受他們。
2. 第二個恒河沙數劫中，於賢劫人壽一千歲時，願我長行菩薩道，對輪迴不生
厭煩心；
3. 願以禪定力長期調化眾生，以歡喜心使之行六度萬行。
4. 世尊所言無有相狀之殊勝布施，我即以此行布施波羅蜜多。
5. 生生世世中，無數眾生以乞討過活，我發願以飲食、藥物、寶傘、寶幢、珍
寶等給予此類乞丐，且以大悲心不希求果報賜與他們；
6. 願我能見他們(按：指上述之乞丐)得解脫；
7. 願我能為利益如此眾生甘願捨棄一切。為利益眾生，極難布施之自己眷屬、
城市、王位、宮殿、子女、乃至自身皮膚、血肉、骨骼、頭、及至生命，願
我皆以歡喜心布施捨棄。

26. 生生世世不希求天人安樂。
27. 願我於漫長輪迴中，能供養微塵數如來，
28. 一一如來前能以微塵數供品供養。
29. 願我能證悟微塵數如來刹土功德。
30. 願我能使微塵數刹土眾生皆發菩提心。
31. 願我能使聲聞乘眾生按自己意願行各自之道。
32. 願我能於佛未出世時，以仙人禁行使眾生行十善道，
33. 使眾生具足禪定、神通等。
34. 如有眾生貪執己見，有眾生信奉大自在天，有眾生信奉遍入天、日、月、梵
天、帝釋、大鵬等，於此眾生前，我亦變成大自在天等形象饒益他們。

35. 如有饑餓眾生，願我能用血肉布施、救助；
36. 如有痛苦眾生，願我能以身體、生命救護。
37. 願我能以長期最大之發心利益損壞自己相續、喪失善根之眾生。
38. 願我能於長期輪迴中，心甘情願感受極難忍之痛苦、強烈或中等痛苦。
39. 當婆羅門子護星於賢劫中成拘留孫佛時，願我能以聖者慧眼，照見十方世界

希求自己安樂果位，以歡喜、堅定心利益此等眾生。

21. 為播植善根於一眾生心相續中，我願十大劫中以歡喜心感受無間地獄痛苦。
22. 為播植善根於一眾生心相續中，我願於旁生、餓鬼、貧窮夜叉、困苦眾人中
感受各種痛苦。

23. 為播植善根於一眾生心相續中，我願利益一個眾生乃至所有眾生。
24. 願我能圓滿行持，達於赤手空拳或燒壞心相續般調柔境界（原意不明，藏文
中亦不甚明瞭，請深思！）。

25. 願我除了為成佛而在兜率天變成天子、成為最後有者菩薩外，

微塵數刹土中諸如來廣轉法輪及住世景象。

40. 願我能使敗壞心相續眾生、造諸惡業及捨棄善法之可憐眾，皆得以行持無上
41.
42.
43.
44.
45.

菩提；
願我能使此等眾生，皆行布施等波羅蜜多；
願他們所造善根均為無上菩提之因，從而解脫惡趣束縛；
願我能使此類眾生積累福德、智慧資糧；
並使之趨入諸如來刹土中，如來當賜與他們無上菩提，且為之授記；
願這些眾生能獲等持、總持、安忍諸功德，並進而圓滿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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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過去無人行之布施、未來行持菩薩道眾人，任誰亦無法布施之物，我願捨棄。
9. 無數生生世世，為獲菩提，願我能行布施。
10. 不惟自己布施，也能勸眾人布施。
11. 願我以種種難行之行，持清淨戒律，行淨戒波羅蜜多。
12. 願我於難忍對境中，行堅韌、安忍波羅蜜多。
13. 願我以無為法寂滅之方式，行精進波羅蜜多，觀一切有為法為空性。
14. 願我能行菩薩道永不退轉，
15. 為斷一切障礙修持空性，以此行禪定波羅蜜多。
16. 願我能接受一切無生空性，行智慧波羅蜜多。
17. 過去、未來諸菩薩以歡喜、堅定心難行此智慧波羅蜜多，願我能行之。
18. 願我能使一切眾生生大悲心，從初發願乃至得菩提之間，皆得具足殊勝大悲

捨法、誹謗聖者、執持邪見、遠離聖者七財、不孝父母、不恭敬比丘及婆羅門子、
造諸惡業、造諸非福德之業、離十善道、於來世痛苦不以為然、不行三善行反持
三惡行、被善知識與智者捨棄、身陷囹圄、趨入世間濁流、沉迷輪迴利欲、跨入
無明黑暗、為惡道摧毀，已入險道等等諸多眾生，皆不為此等聖者攝受。娑婆世
界賢劫人壽十歲時，可憐眾生亦被捨棄。所有一切無有皈依處、怙主之眾，只能
於輪迴漩渦中承受種種苦痛。聖者所居刹土清淨無染，所調化眾生易於積累善
根。不被攝受之眾生可憐可歎，此理昭然。」
寶藏如來答道：「所言正是。各個眾生依自己之意願發願、住持刹土，我亦
按其誓願一一為之授記。」

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釋迦牟尼佛的前世海塵菩薩在寶藏如來前所發之五百大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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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此時，上至色究竟天，下至金剛大地以上，願遍滿大光輝。
55. 願此光輝於一切時照耀，三惡趣及人天眾生皆得以親睹。
56. 願所有見者能對輪迴痛苦生厭離心，能希求涅槃，至少生熄滅煩惱心，最初

52. 願我能於人壽一百歲時，往天界為天人宣說佛法，並調化諸天天人。
53. 人壽一百二十歲時，整個世間眾人陶醉於安樂、地位、美妙身相中。相續中

58.

戒、修）。

有吝嗇心、趨入五濁黑暗之眾生，增上貪心等煩惱眾生，互相損害、譭謗聖
者、捨棄正法等增上不善業、毀壞善法、無慚無愧、現種種疾病、相貌醜陋、
持各種惡見、邪見之眾，遍滿世間。恒時聽聞老、病、死、殺害、怨敵、寒
熱、饑渴、疲勞等不悅意音聲，毀壞善根之眾充斥世界，他們都已被善知識
捨棄。心相續中充滿嗔恨之眾生，亦已被遍知如來及善知識捨棄。這些眾生
漂泊於黑暗輪迴中，雖以各自業力感召，偶或能轉生於人壽一百二十歲時之
賢劫，但因業力所感，具善根之眾也捨棄他們。他們多轉生於寸草不生之鹽
鹼等荒涼粗糙之地，此等不毛之地多為微塵覆蓋，骯髒污穢、充滿蚊蠅、毒
蛇、猛獸，並常起暴風驟雨，腥臭恒久不散。污水恣肆縱橫，淒涼冷雨難停。
莊稼不能成熟，藥物、果實、飲食、受用皆不如願，且多已變成染污、粗糙、
與毒藥相和之物。眾生享用此類物品後，性情粗暴，易生嗔心、吝嗇心。他
們會憎恨對方並致互相殘害；渴求血肉、獸皮；常執兵器殺害有情。眾人會
以賽馬、劍術為樂，並喜握各種兵器。也有眾生樂行毫無意義之苦行、醜陋
禁行……當此之時，為調化如上種種濁世眾生、成熟他們善根，願我能從兜
率天降臨人間，入於轉輪王種姓父王之賢慧王妃胎中。

享五種妙欲，對此世間享樂生厭離心；

76. 半夜捨棄王位後，著紅色衣、袈裟，趨於菩提樹下等諸種景象者，願他們能
對三乘法生信，

77. 且開始精進修法，
78. 並願我能為他們宣說佛法。
79. 願聲聞、緣覺乘者各獲等持境界。
80. 願我於金剛座吉祥草墊上跏趺而坐，能行持熄滅呼吸、如虛空般禪定。
81. 願我從禪定中出定後，自己享用芝麻粒之一半，另一半布施乞討者。
82. 願我能使娑婆世界色究竟天以下天人，均來向我做供養。
83. 願諸天天人見我苦行後，皆能生敬佩心，願他們亦能行苦行。
84. 願我熄滅一切聲聞乘根機眾生煩惱，調化緣覺根機眾生成最後有者。
85. 願龍、夜叉、非天、具五神通仙人為供養我，而來在我前，以我苦行之感召，
他們全得調化。
86. 願四大部洲中，種種外道禁行者、苦行者面前，均有非人助我調化，非人語
於外道：
「你等苦行實不究竟，此最後有者菩薩，亦在苦行，而他定會成佛，
故你等皆應前往一睹，受其勸化。」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此等苦行者聞言後均能捨棄各自之苦行來在我前。見我苦行後，各入聲聞諸
乘，依各自根機而得調化。
87. 願人間國王、人中英傑、城市中諸人皆能到我苦行之地，並依三乘法而得解
脫；
88. 願諸女人為瞻仰我而來到我眼前，且成最後女身，最終各依自己因緣於三乘
法中而得解脫；
89. 願飛禽走獸睹我苦行之後，永不再為旁生，並於三乘法中而得解脫；
90. 願餓鬼見我行持之後永不再為餓鬼，並於三乘法中而得解脫；
91. 願無量眾生見我苦行後皆生稀有心，於心相續中播下解脫種子；
92. 願我能於漫漫時日中，以跏趺坐厲行苦行；
93. 願我能行過去任一外道、聲聞乘者、菩薩眾未能行之苦行，未來亦能行如上
之眾無法行之苦行。
94. 願我得菩提果時，能以大勢力勝伏所有魔眾，
95. 因前世業力剩餘之煩惱魔亦被降伏，現前成就無上菩提。
96. 願我能使一眾生獲阿羅漢果位，
97. 乃至二、三、四等所有與阿羅漢有緣眾生，皆得以我說法而得阿羅漢果位。
98. 願我即使只為一眾生亦能顯示數十萬神變。
99. 願我能為可憐眾生宣說正見、具成千上萬法義之詞句；
100. 願此等眾生皆據自己根機而得相應果位。
101. 願我能以智慧金剛摧毀眾生心相續中煩惱大山。
102. 願我能宣說使眾生趨入三乘法之佛法，
103. 能為哪怕一眾生宣講佛法，並賜其無畏布施。
104. 為行布施及賜其無畏，願我為說法能步行數百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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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願我能以自己所積福德等持力，於在場所有眷屬前，宣說三乘清淨佛法。
69. 願我能調化所有當場眷屬中之聲聞乘最後有者。
70. 緣覺乘根機眾生，我願他們獲殊勝安忍；
71. 無上大乘根機眾生，願他們獲如大海般金剛定等持。
72. 依此等持，願他們超離三界。
73. 願我開始沐浴時，諸大龍王能來在我前，為我行沐浴。
74. 凡見我沐浴者，願他們皆得現前證悟三乘法中所宣示之功德境界。
75. 任何見我乘馬車、做童稚遊戲、學工巧、做諸事業、學文學語言、於美女前

57.

聖道種子應播下。
願我以精通一切諸法等持之一法門，亦能於隨後劫中宣說佛法，並於母胎中
入定十月。
願我成佛以後，從輪迴中所渡化眾生皆能見我於母胎中以跏趺坐入於摩尼寶
般等持之相。
十月期滿，以我所積真實福德等持力，願整個娑婆世界從色究竟天至金剛大
地，六次震動，眾生皆當蘇醒。
願我從母親右肋降生人間後，此娑婆世界有大光輝遍照，所有眾生均得以了
知。
善根未成熟眾生，能因之播下涅槃菩提種子；
善根種子已成熟眾生，能生起等持苗芽。
願我出生後，腳掌接觸大地時，娑婆世界金剛大地以上之大地六次震動，所
有四生、五道眾生，水裏、虛空中眾生皆得蘇醒。
願此等眾生心相續中，尚未生起等持苗芽者，我能使之生出；
等持苗芽已生起者，我應使之穩固，使他們於三乘法中獲不退轉果位。
願我降生於娑婆世界中後，大梵天、魔王波旬、帝釋天、日、月、世間怙主、
龍王、非天天王、具神變之夜叉王、羅刹王、龍、非天諸眾，為供養故而現
在我前。
願我降生後立刻就能行走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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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願我能以種種法使眾生守持如來刹土，眾生亦歡喜接受。
47. 願我於拘留孫佛出世後，能以各種供品供養世尊；
48. 且於拘留孫佛教法下出家，精進持戒、聞法、修持等持；
49. 並為趨入惡道、造不善業諸眾宣講佛法，使之調柔身心，接受我之勸化。
50. 願我於如來教法隱沒時，以任運自成方式廣造如來事業。
51. 從今乃至人壽一百歲間，願我能使所有造惡離善眾生行持三福德善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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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何人對大自在天、遍入天生信，願我即能以此類形象為他們宣說正法。
122. 願眾生於這些刹土中聽聞對我功德之讚歎，並生羡慕心，且發願將來轉生

107. 願我具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類眷屬。
108. 願有眾多大士弘揚我之教法。
109. 願諸天天人現見真諦；
110. 夜叉、龍、非天等能持守八關齋戒；
111. 乃至旁生也能行梵淨行。
112. 寶藏如來，願我得菩提時，任何眾生以嗔恨心用兵器、火、矛及其他武器

123. 此類眾生若於臨死時，我未能親去宣說佛法，或未能清淨他們心地，則我

煩惱而心煩意亂諸眾，及諸女人，皆得圓滿出家。

密宗基本知識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損害我，以粗言惡語譭謗我、咒駡我、隨處造謠、宣揚生事，施與我有毒
飲食，我未斷盡業障亦應先成佛。
待我獲菩提時，眾生因前世所生怨恨，以粗言惡語詆譭我，用種種兵器、
有毒飲食出我身血，我皆當賜與他們清淨戒律、等持、大悲，
為他們宣說如天鼓聲般妙法，使他們獲清淨信心而行持善法。
願此等眾生業障清淨、守持淨戒。
願他們皆不以造此等惡業而障礙，得離貪、生善趣及無漏法。
願我自己業障亦得以究竟圓滿清淨。
寶藏如來，願我獲菩提果後，全身所有毛孔，每日皆能幻變具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之如來。
此幻化如來能入所有有佛住世、無佛住世、五濁興盛世界。
此等幻現世尊每日於種種刹土中，在造諸五無間罪、捨法罪、誹謗聖者、
與惡友交往、趨入聲聞乘、戒律不清淨、毀壞戒律、犯根本戒、焚毀心相
續、善心敗壞、喪失善道、趨入輪迴深淵、已入惡道等種種眾生前，宣說
佛法。

我之刹土。
不欲成佛；

124. 此類眾生若死後墮於惡趣，亦或不能轉生於我之刹土獲得人身，則我前此
所發誓願皆當敗壞，

125. (按：承上文 “此類眾生若死後墮於惡趣，亦或不能轉生於我之刹土獲得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人身”)願我不能成佛，
(按：承上文 “此類眾生若死後墮於惡趣，亦或不能轉生於我之刹土獲得
人身”)願我如來事業不應實現。
其他刹土造五無間罪、趨入惡道眾生，若於死後轉生我之刹土則有種種相：
身體顏色暗淡無光、面如食肉鬼、昏沉迷亂、臭氣熏天、毀壞戒律、短命
夭折、罹患惡疾、失壞一切財物……為此類眾生得度，願我於娑婆世界之
所有四大部洲，從兜率天降入母胎，長大後玩童稚遊戲、學習工巧技藝、
行持苦行、降伏魔眾，及至最後示現成佛、廣轉法輪。
顯示如是相後，最終顯現涅槃，並將舍利留於人間，願以此而調化眾生。
願我得菩提後，僅僅宣說一句法要，亦能使——聲聞、緣覺根機眾生，各
自聽聞相應乘法語；
所有遠離資糧之眾生，聽聞布施法雨；
遠離福德、希求善趣眾生，聽聞持戒法語；
互相憎恨、各感恐怖眾生，聽聞慈心法語；

156. 未了達善法、智慧、聖諦眾，聽聞離於愚癡法語；
157. 滿足一般善法眾生，聽聞聞法功德法語；
158. 互相用心不平等眾生，聽聞無礙光明法語；
159. 疲厭做事眾生，聽聞做事方便法法語；
160. 於輪迴生恐怖眾生，聽聞獅證法語；
161. 為魔眾壓服眾生，聽聞英勇無畏法語；
162. 未見如來刹土眾生，聽聞淨土光輝莊嚴法語；
163. 生貪、嗔心眾生，聽聞山蘊法語；
164. 現見如來刹土莊嚴眾生，聽聞無能勝幢如來莊嚴法語；
165. 遠離智慧眾生，聽聞明燈法語；
166. 蒙蔽於無明黑暗中眾生，聽聞日燈法語；
167. 精勤滅盡語眾生，聽聞功德源泉法語；
168. 如與我爭鬥般眾生，聽聞遍入天法語。
169. 願此等眾生，皆得以據各自根機，而聽聞相應法門。
170. 願我得菩提後，僅僅宣說一句法要，亦能使——心不穩固、易於變化之眾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71. 貢高我慢眾生，聽聞山王寶幢法語；
172. 捨棄過去盟誓眾生，聽聞精藏法語；
173. 欲獲神通眾生，聽聞金剛句法語；
174. 欲獲菩提果位眾生，聽聞金剛藏法語；
175. 希求一切諸法眾生，聽聞金剛般法語；
176. 希求了知眾生心態眾生，聽聞他心通法語；
177. 欲了知其他眾生根機之眾生，聽聞智慧明燈法語；

法語；
遺忘善法眾生，聽聞無忘失法語；
造魔業眾生，聽聞空性法語；
希求勝義諦眾生，聽聞真諦法語；
受煩惱逼迫眾生，聽聞無可言說法語；
入不平等道眾生，聽聞平等道法語；
於大乘法門生稀有心眾生，聽聞不退轉法語；
對輪迴生厭倦心菩薩，聽聞歡喜法語；

生，聽聞穩固不移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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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殺害眾生之有情，聽聞悲心法語；
134. 具嫉妒、吝嗇心眾生，聽聞喜心法語；
135. 迷於色界、無色界眾生，聽聞捨心法語；
136. 對欲界生貪之眾，聽聞言其過患法語；
137. 反感、厭惡大乘法眾生，聽聞隨呼吸生正念法門法語；
138. 執持邪見者，聽聞緣起法語；
139. 孤陋寡聞眾生，聽聞不忘失法語；
140. 執持惡見眾生，聽聞空性法語；
141. 雜念紛呈眾生，聽聞無相法語；
142. 欲求熾盛眾生，聽聞清心寡欲法語；
143. 心地不清淨眾生，聽聞心淨法語；
144. 善惡混雜眾生，聽聞不忘菩提心法語；
145. 狡詐偽善之徒，聽聞真實無偽法語；
146. 失壞信戒者，聽聞無所依法語。
147. 願此等眾生，皆得以據各自根機，而聽聞相應法門。
148. 願我得菩提後，僅僅宣說一句法要，亦能使——具煩惱心眾生，聽聞善心

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105. 願在我教法下多有出家眾人，且出家時無有諸多障礙；
106. 於我教法下，可憐眾生脆弱、忘性大、精神障礙、譫妄、魯莽、邪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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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語；

192. 入歧途眾生，聽聞正道法語；
193. 希求如虛空般智慧眾生，聽聞無所得智慧法語；
194. 欲求清淨六波羅蜜多眾生，聽聞圓滿清淨六度法語；
195. 未圓滿四攝者，聽聞圓滿四攝法語；
196. 希求四梵住眾生，聽聞平等四梵住法語；
197. 菩提法未圓滿眾生，聽聞圓滿出離心法語；
198. 不修智慧、有嗔恨心眾生，聽聞大海手印法語；
199. 於無生法生稀有心眾生，聽聞心性為空法語；
200. 喪失聞法能力眾生，聽聞不忘失法語；

226. 任何無狡詐心、稟性真誠、願趨入大乘法菩薩，
227. 願我僅對其宣說一句法，他亦能獲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等持、七萬五

密宗基本知識

249. 為了知眾生如何證悟，願我具足妙慧；
250. 為得智眼，願我具足光明；
251. 為得意義、法、句、辯才無礙，願我具足四無礙解；
252. 為壓服一切造危害者與魔眾，願我具足無畏法；
253. 為得如來功德事業，願我具足種種功德；
254. 為能恒久、無畏為眾生宣講佛法，願我具足正法功德；
255. 為廣弘如來一切法要，願我具足光明；
256. 為能現前如來一切刹土，願我具足光輝；
257. 為得如來授記，願我具足神變；
258. 為能如實宣說真諦，願我具足如來幻變；
259. 為得究竟四禪足，願我具足神變；
260. 為能趨入如來秘密，願我能得一切如來加持；
261. 為能獨立獲取智慧，願我能得法自在；
262. 為能實行自己所言，不受任何損害，願我具足精勤善法之力。
263. 願我即使宣說一句佛法，也能使入大乘之無量無邊眾生，行持善法且獲滿
足。

264. 願此等大菩薩獲不隨轉智慧、佛法大光明，並於極短時間中，獲如來正等
覺果位。
265. 寶藏如來，其他世界中趨入三乘法眾生，如有造五無間罪、根本墮罪、毀
壞自相續者，願以我發願力，使之轉生我之刹土。
266. 行不善業、性情粗暴、為非作歹、急躁易怒、野蠻兇狂、無有厭世、飽受
束縛眾生，願我以八萬四千發心、八萬四千種語言渡化他們。
267. 此等眾生喜不善業、懈怠懶惰，願我能為其宣說八萬四千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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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總持功德。

228. 為成大菩薩，願我能具足大精進、不可思議發願、智慧、殊勝菩提，
229. 身具相好莊嚴、語言善妙可滿眾生願；
230. 為得無可言說等持，願我能具足聞法功德；
231. 為得無有遺忘，願我能具足正念；
232. 為了知惡劣眾生，願我能最後顯示涅槃；
233. 為得誓言堅固，願我具足思維；
234. 為永不退失所發誓言，願我具足加行；
235. 為增上地道功德，願我能獲勝解；
236. 為能捨棄一切財物，願我具足布施；
237. 為所聞法要融入清淨心，願我具足淨戒；
238. 為所有眾生離於怨恨，願我具足精進安忍；
239. 為積集資糧，願我具足精進；
240. 為神通滅盡定現前，願我具足禪定；
241. 為斷除煩惱習氣，願我具足智慧；
242. 為救一切眾生，願我具慈心；
243. 為不捨棄任何眾生，願我具悲心，
244. 為對一切諸法不生懷疑，願我具足喜心；
245. 為能不分別高低，願我具足捨心；
246. 為能起神機妙用，願我具足神通；
247. 為能擁有受用無盡寶藏，願我具足福德；
248. 為了達一切眾生心，願我具足智慧；

201. 相互不喜說愛語眾生，聽聞忠誠法語；
202. 於三寶起信眾生，聽聞三寶大功德法語；
203. 於佛法無饜足眾生，聽聞法雲法語；
204. 持三寶斷滅見眾生，聽聞珍寶莊嚴法語；
205. 神志恍惚眾生，聽聞無喻法語；
206. 受束縛眾生，聽聞虛空門法語；
207. 思維別無他法眾生，聽聞智慧手印法語；
208. 持如來功德未圓滿見眾生，聽聞現量世法法語；
209. 曾承侍如來者，聽聞決定幻變法語；
210. 未來宣說唯一法眾生，聽聞一切法門法語；
211. 精通一切經部眾生，聽聞諸法本性同等法語；
212. 捨棄舊法、六隨順法眾生，聽聞諸法實相法語；
213. 精進解脫心乘眾生，聽聞獲神變技能法語；
214. 隨如來秘密而尋思者，聽聞不隨他轉法語；
215. 不精進菩薩行者，聽聞智慧殊勝法語；
216. 依賴親友眾生，聽聞隨順他人法語；
217. 行殊勝菩薩行眾生，聽聞殊勝灌頂法語；
218. 如來十力未圓滿者，聽聞不壞法語；
219. 未得四無畏者，聽聞無盡法語；
220. 未得如來不共法者，聽聞不奪法語；
221. 認定見聞無意義者，聽聞廣大誓願法語；
222. 焦慮於現量證悟如來佛法者，聽聞無垢大海法語；
223. 希求佛陀一切智智者，聽聞如來正等覺法語；
224. 未得諸佛意趣者，聽聞宣說無量無邊法門法語。
225. 願此等眾生，皆得以據各自根機，而聽聞相應法門。

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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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言談乏味眾生，聽聞辯才無礙法語；
179. 欲獲法身眾生，聽聞修行妙法資糧法語；
180. 見不到如來眾生，聽聞目睹如來身相法語；
181. 一切散亂、憂愁眾生，聽聞寂止法語；
182. 欲轉法輪眾生，聽聞離垢法輪法語；
183. 趨入無意義世間學問眾生，聽聞真諦佛法法語；
184. 僅觀一如來刹土眾生，聽聞廣大佛刹法語；
185. 欲播下如來相好眾生，聽聞如來相好莊嚴法語；
186. 言語木訥、囁嚅眾生，聽聞無畏辯才法語；
187. 欲獲如來一切智智眾生，聽聞無迷亂清淨法界法語；
188. 反覆趨入現世法眾生，聽聞穩固現世法法語；
189. 欲希求法界眾生，聽聞殊勝神通法語。
190. 願此等眾生，皆得以據各自根機，而聽聞相應法門。
191. 願我得菩提後，僅僅宣說一句法要，亦能使——遠離智慧眾生，聽聞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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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三寶、後行六度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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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願喜殺生者斷殺；
271. 希求財富者斷除不予取；
272. 貪執非法行者斷除邪淫；
273. 樂說粗語者斷除妄語；
274. 飲酒者戒酒；
275. 如是造諸五不善業眾生，願他們守持五戒。
276. 願我能使不喜善法眾生，守持即使一日八關齋戒。
277. 願我能使對善法信心不大眾生，守持沙彌十戒。
278. 願我能使圓滿求善法者，守持具足戒。
279. 所有造五無間罪、煩惱粗大深重眾生，願我能以種種神變、善妙文字語言
調化他們，為之宣說五蘊、十八界、十二處法及無常、痛苦、無我空性法；

280. 願此類眾生最終趨入寂滅、無畏之涅槃城。
281. 願我能為比丘等四種眷屬宣說佛法。
282. 願我能為喜辯論眾生，宣講辯論經論。
283. 願我能對於善法不生信眾生，宣說種種教言。
284. 願我能為喜念誦者，宣說禪定解脫道。
285. 願我即使只為一眾生，亦能步行數十萬由旬，為之顯示種種幻變，而無有

288. 願我涅槃後，佛法尚能住世一千年，中有五百年為形象佛法期。
289. 任何眾生能對舍利塔歡喜，供養珍寶、樂器，甚至僅持誦名號一次，頂禮、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厭煩心。

繞轉、合掌一次，或供養一朵鮮花，願此等眾生皆得按其意願，於三乘法
中獲不退轉果位。
任何眾生能於我教法中，守持一分戒律，或按我所說持戒者，及守持、念
誦、為別眾宣說，或自己聽聞，即使只有一偈，皆能生信，
且對說法上師供養一朵花，或頂禮一次者，願他們皆得按各自意願，於三
乘法中獲不退轉果位。
一旦佛法隱沒、佛教燈火熄滅、法幢倒下時，願我之舍利能傾倒於人間，
乃至金剛大地之上；
此世界缺乏珍寶，願我之舍利能變成智慧藍寶石，如火焰般明亮。
此舍利又上至色究竟天，變成曼達羅花、薩亞紮花等多種花，並降下花雨；
花雨中願傳出三寶音聲、居士戒等戒律音聲，
又傳出聞、思、修、不淨觀、呼吸觀、四無色禪、十住處、八勝處、止觀、
三解脫、三乘法等法音。
以此法音宣流，色界天人皆能憶念前世善根。
願此等眾生能於善法發誓願，且降臨此娑婆世界之人間，教化人行持十善
法；
欲界天人亦能聽此法音宣流，且於聽法後能斷除有結（三有之結：結指結
縛，煩惱因。由煩惱故，心於三界貪著無厭，不行善行，力行惡行，後來
定為眾苦繫縛，故名為結。）、喜上界之心與心所，並能憶念前世善根。
願此欲界天人，能從天界降臨人間，教化眾人行持十善法；

300.

301. 願眾多花，能於天上變成金、銀、海貝、珍珠、藍寶石等各種珍寶；
302. 願如是珍寶能降於娑婆刹土；
303. 待降於娑婆世界後，願此珍寶能熄滅戰爭、饑荒、疾病、惡語中傷、毒藥

316. 願我能如是令其遠離眾生之輪迴，使無量無邊眾生暫獲善趣、終至於解脫。
317. 願所有希求菩提眾生，亦能聽聞諸如來對我之讚歎；
318. 願此等眾生趨於如來前請求道：「釋迦牟尼佛當年為何願攝受五濁興盛眾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等禍患；
願此世界變為安樂、無病、無戰爭、無束縛等富庶之地；
任何觸、見聞、享用此等珍寶眾生，願他們能於三乘法中，獲不退轉果位；
願此等舍利，能存在於金剛大地以上之所有世間，於兵器惡劫時，將舍利
變成安達尼珍寶，
變成安達尼珍寶後，又至色究竟天，變為曼達羅等鮮花。
花中降種種花雨，傳出三寶或其他悅耳動聽之音。
凡此種種願，皆能存在於世；
至饑荒惡劫時、乃至疾病惡劫時，願舍利能變成珍寶，
上至色究竟天以下，變為各種鮮花，花中降下花雨，且出種種妙音。
凡此種種願，皆能存在於金剛大地以上之所有世間；
願此等舍利，能於賢劫中廣造如來事業，使無邊無際眾生，能於三乘法中
得不退轉果位。
願我行菩薩道時所教化之初發菩提心中，行六度萬行眾生，能過恒河沙數
劫之後，於無邊十方世界中，皆獲如來正等覺果位。
我得菩提後，勸發菩提心之眾生，或依我涅槃後之舍利，而發菩提心眾生，
未來於不同佛刹土中獲得佛果時，願他們能以美妙言詞讚歎我道：「賢劫
時第四位如來釋迦牟尼佛出世時，彼勸我等初發無上菩提心。時我輩皆為
毀壞心相續，恒時造惡業、無間罪及持邪見者。世尊引導眾人行六度萬行，
故我等乃得以現今成佛，且轉法輪。」

生，而發無上菩提心？」

319. 願諸如來能為善男子、善女人，宣說我初發大悲心、菩提心，中間住持刹
土之功德莊嚴，及以前如何發願之經過；

320. 願此等希求菩提心之善男子、善女人，聞後皆感稀有，並對廣大菩提生信；
321. 願他們能對眾生生大悲心；
322. 願他們發願於五濁興盛刹土中，攝受所有造無間罪、行不善業眾生；
323. 願諸如來能依他們各自意願，而為其一一授記；
324. 除此而外，諸如來亦為此等善男子、善女人，宣說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其

舍利現大幻變，令眾生初發菩提心、中圓滿六度萬行、最後成佛之經過。』

海塵婆羅門如是在寶藏如來前，為利益一切眾生，而以大悲心發下五百誓
願。海塵隨即又請求道：『尊者寶藏如來，
325. 未來五濁興盛時，如無有如來出世，所有造無間罪眾生，已趨入黑暗，若
我所發利樂誓願圓滿、且能造如來事業，則我定不捨棄所發菩提願，善根
亦不回向其他刹土。
326. 也即不以此善根求得聲聞、人王之位；
327. 亦不希求財富、五種妙欲；不願以之轉生天人、尋香處。
328. 因如來曾言：布施能得大受用，持戒能轉生善趣，聞法能得大智慧，修行
能得妙果位，具福德眾生，若回向善根，則能成辦一切所願。佛所說既如
此，則我誓願如能圓滿，我願將布施、持戒、聞法、修行所得福德，盡皆
回向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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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密宗基本知識

286. 眾生趨入涅槃前，願我終生均能以等持力度過。
287. 願我涅槃時，遺體能變成芥子許舍利子以利益眾生。

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268. 大乘根機眾生，願我能為其宣說六度萬行法語。
269. 聲聞、緣覺根機眾生、善根未成熟者、不希求佛法者，願他們皆能暫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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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之身軀一般，感受苦樂；
願如是之每一身體，能於地獄中感受微塵數眾生強烈痛苦；
如是十方微塵世界中，為利益任何造無間罪、捨法罪、及趨入無間地獄眾
生，願我於無間地獄中受諸痛苦，
願此類眾生勿墮惡趣，
且於佛生歡喜心，並從輪迴中得解脫，直至趨入涅槃城；
所有十方微塵刹土中，以前世業力感召，有眾生生於燒熱地獄、極燒熱地
獄、號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眾合地獄、黑繩地獄、復活地獄中；(願他們
再勿墮落)
有眾生墮於旁生、閻羅世界、貧窮夜叉、食肉鬼諸類中。願他們再勿墮落，
而我則願墮入諸惡趣中，唯願他們得解脫。
願人中聾、啞、無舌、無腳、無手、神志不清者，造此諸業之人或感受此
種果報之人，(願此類眾生，皆能於各自所處位置而得解脫)，
尚有食不淨糞眾生，願此類眾生，皆能於各自所處位置而得解脫；
如若未能滅盡他們業力，則我願墮入無間地獄；
我得菩提果位時，若未能滿此類眾生願，則我願於無邊輪迴中，恒時於地
獄、餓鬼、旁生、夜叉、非天、羅刹、人間感受種種痛苦；

兩位菩薩及其他九億兩千萬菩薩，來到寶藏如來與海塵婆羅門前，並按寶月
如來所述，如實相告。同此，南、西、北方及上、下諸方如來，亦遣眾多菩薩贈
花相讚。(詳細經過，原經中有廣述，在此恐繁未錄。如欲了知，請翻查原文。)
此時，三乘根機眾生，如稻田一般遍滿現場，無量花朵變成花雨，降於如來
不住世刹土中，且從中傳出三寶、六度十力、四無畏等法語。為調化眾生而來此
世界之在場大菩薩眾，聽聞此法音宣流後，以海塵發願力、如來加持力、等持力
而欲於此安住聞法。海塵婆羅門以皎潔無垢美麗月亮花等種種鮮花，供養寶藏如
來，且請求道：「尊者寶藏如來，請賜予我獲無上圓滿正等覺授記。」
以上摘自《釋迦牟尼佛廣傳．白蓮花論》麥彭仁波切

無量無邊如來為我加持，願我獲得智慧。
世尊，我如是發願，廣造如來種種事業，若我於賢劫人壽一百二十歲時，現前如
來正等覺果位，則請世尊賜予我獲無上正等覺菩提之授記。』
海塵婆羅門如是發願已，除寶藏如來外，所有在場天界、地面中之人、天、
非天等世間眾生，紛紛落淚，且五體投地頂禮海塵，並說道：「大悲尊者，你之
正念深奧無比，且對無邊眾生生大悲心，發甚深廣大誓願；能以如此廣大強烈之
悲心利益眾生，並已攝受造無間罪等難以調化之眾；又能以如此堅韌之耐心護持
誓言，我等均已了知。你實為眾生妙藥、皈依處、無偏親友，你為解脫眾生一切
痛苦而發誓願，願你如願以償，願寶藏如來能賜予你無上菩提授記。」
輻輪王則涕淚縱橫，於海塵婆羅門腳下頂禮，且做偈讚歎：「奇哉極為深奧，
汝乃不住安樂，汝具渡眾悲心，我實無法比肩。」觀世音自在亦誦偈讚歎：「汝
未貪有情，諸根極調伏，諸根獲自在，總持智慧藏。」大勢至等菩薩眾也各自呈
偈以作讚歎。其餘眷屬皆五體投地，合掌稱頌，各自做偈以為讚歎。
海塵婆羅門此時於寶藏如來前，右膝著地，當此之時，整個大地震動，出巨
大聲響。從此乃至十方微塵數如來刹土，皆震動且出聲響。十方所有如來住世、
不住世刹土，均顯現極大光芒，降五顏六色繽紛花雨。諸刹土中菩薩眾，趨於住
持各自刹土之如來前，詳問緣由，諸如來一一告之道：「於一具清淨正念世界中，
有一寶藏如來，此如來前有一具大悲心菩薩正發願，寶藏如來欲為其授記，故顯
現此等妙相。」眾菩薩皆問：「此位菩薩何時發菩提心、行菩薩行？」諸如來答
道：「此具悲心之善男子，現今始發無上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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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經中列出並沒有 500 條願數。這個原因可能是
1. 原經文之頁數可能有散失，再經朝代的轉換、佛教的興衰、戰亂、魔和
人為上的破壞等等問題，所以無法足 500 數了。
2. 在古印度，五百是一個數字的表示，即很多的意思。並不一定有五百…。
 麥彭仁波切《釋迦牟尼佛廣傳．白蓮花論》內海塵菩薩所發的五百大願是據
【大悲妙法白蓮經】而寫。這本【大悲妙法白蓮經】在中國大藏經集是找不
到的，因為【大悲妙法白蓮經】是西藏所譯的經名，其實就是【悲蓮華經】
或【大乘悲分陀利經】。
 【悲華經】為北涼‧曇無讖所譯。又作【悲蓮華經】、【大乘悲分陀利經】。
全經主旨在讚歎釋迦如來於穢土中成佛。此外，為闡揚釋尊的大悲，亦舉出
以阿彌陀佛為首之諸佛、菩薩的淨土成佛，並對諸佛菩薩之本生、本願加以
敘述。
經題「悲華」，即「慈悲的白蓮華」之意，是指釋迦牟尼佛而言。

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密宗基本知識

東方刹土中有一刹土名為寶積，住持此刹土之寶月如來，交給寶頂菩薩、月
頂菩薩皎潔無垢美麗月亮花，且令其傳語於海塵婆羅門：「大智者，你善妙非常，
特贈你皎潔無垢美麗月亮花。大智者，你初發之菩提心，因其大悲心之力，令十
方世界微塵數刹土，皆傳出美妙聲音，眾人稱讚你已獲大悲尊主名號。大智者，
你未來以大慈大悲心所發誓願，願你具足大悲。你會再三樹立慈心勝幢，無數劫
中，於無量佛刹中，你之美譽都將傳遍四方。大智者，你勸發菩提心之眾生也將
得佛授記，並於其他刹土中示現成佛。成佛後亦會讚歎你助其成佛之功德。以上
述三種理由，你將善妙非常。」寶月如來如是令寶頂、月頂菩薩傳語於海塵婆羅
門。

346. 若我願眾生得菩提之誓願能滿足，則我現前如來正等覺智慧，請十方世界

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

密宗基本知識

329. 我願入無間地獄，為眾生代受罪苦、感受無量苦痛，並以之為回向。
330. 願以此善根令地獄眾生獲得人身；
331. 願他們得人身後，聽聞佛陀教法，以戒為師；
332. 願此等眾生終得涅槃；
333. 眾生業力，如若未能滅盡，願我死後墮大地獄；
334. 願我身體能成如來微塵數身體，每一軀體皆如山王大，每一軀體能如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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