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话 在澳门佛学社讲

第二章：泛论本经的一般情形
在未讲本经正文之前，应要把本经的宗义，提刚挈领，来一个比较概要的 叙述，使人先明了本经的大
旨，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後在听讲或看阅全文 ，就容易得到实益。但本经的重要思想，是在揭发因
果报应之理，与孝道思想 ，以及地藏菩萨的救世精神，在前章及後「本经的重要点」章中已略有涉及，
现在不拟再从正面来作长篇大论的叙说，只从侧面来申说一番，以显出本经的 好处。
第一节：一般民俗观念的正谬
经中说地藏菩萨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所以化度之事，非常 地普遍和广远；尤其对我们中
国的众生，缘份更为深厚。我国自盛唐以来，普通 社会一般的人士，莫不知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这个
名字，几乎是像唐代诗人白 居易的诗歌一样：老妪能解，孺子亦知。唯其能知能解的人太广泛了，时间
一 久，习俗相沿，产生种种变化，对信仰地藏菩萨的真相，渐渐走样，在民间反 而被渲染了许多被人讥
为迷迷信信的色彩。因此在讲解本经前，顺便略为解释 一下：
甲 菩萨诞日种种举动
每年农历七月卅日，为地藏菩萨诞期，中国大江南北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的。在民间，每到诞期，各地
人民有种种庆祝的仪式，表示纪念或敬意；但其 中有的仪式，是不见经传的，虽然她们的诚信是可取
的，可是因所表现的行动 有些近於愚蠢，轨被一般的知识分子，譬为极端迷信。第一、即是每逢诞日，
在住宅的前後左右，遍地插满香烛。猜他们的意思，或认为地藏菩萨是在「地 」里「藏」著的，所以在
地上插香燃烛，表示恭敬。如果地藏菩萨是藏在地里 的，那么你烧香燃烛，岂不是要烧了他的黄袍红衣
和卢帽吗？这点，他们却 没有理会到。还有，如果遇著刮大风的夜晚，因燃烧香烛，不慎引起了火患，
不但害了邻居，甚至连自己的住宅也被烧了去，岂不是反为不美吗？这点，他 们亦没有想到。第二、还
有许多人家，每到诞期那晚，以盆盛诸秽水，贮藏不 倒。这也是恭敬菩萨的表示，他们以为菩萨是住在
地里的，恐怕秽水倒湿了菩 萨的衣袍，所以贮藏隔日；这样也往往会招引家中不信菩萨的人的冷嘲热
讽。 这两种情形，在中国各地都有，极为普遍，地藏菩萨的威神之力，如果不是这 样地深入民间，那里

会有这样普遍的信奉？今日时代思潮前进，人民思想趋新 ，许多旧有的习惯举动如不加改善，反而会引
起他们的讥笑与斥责，加重他们 的罪过，更为不美。故宣传佛法的人，能就一般民众旧有的信仰，有意
识的加 以改造，使之由感情趋入理智，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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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以地动为菩萨转肩
在中国浙江省一带，到现在还盛行著一种说法，即「地动是地藏菩萨的转 肩」。他们认为地藏菩萨救度
地狱众生，是挑著一个重担，挑得辛苦了，透了 一口大气，把担子从左肩转到右肩，所以地就动起来
了。因此往往发生地动， 他们就膜拜不止，表示感谢菩萨为众生服务的辛苦。这诚意本来是很好的，可
是从时代眼光看来，是会令人觉得可笑的！地动地震，有时是因火山爆发造成 的，而且会烧死好多人，
地藏菩萨岂不是也在被烧之列吗？这点，他们亦没有 想到。地动的原因，在佛经里有八种说法：一为地
心为水所持，才因风动，故地 亦动；其余七种是因佛、菩萨、罗汉成道、或降魔、或涅盘时神力所动。
所以若 用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动去解释地动，那亦是可以会通的，但这点，他们亦未想 到，依科学家的地
动说：地球为九大行星之一，它不但每日自转一圈，还环绕 著太阳运行，在地质学上说：地壳为一弹性
物体，虽非地震，常有「微动」「 脉动」「倾斜动」，时时无闲。什么缘故地壳会有弹性力？若依佛经
解释，即 地心为水所持，水因风动，故见地壳有弹动，这样去讲解地动，或能使科学家 同意；若要说地
动是地藏菩萨挑担子的转肩，那不但科学家笑你，连普通一般 有常识的人，都要笑你迷信了。
第二节：佛说本经的缘起与动机
佛每说一部经，都有他的动机或缘起；换句话说，即是有目标的，不是随 随便便毫无目的地乱说。若是
随便说，那就等同丈二诗人的无病呻吟了。所以 佛平时说经，或有因人请教而说的，或有无人请教而自
说的；不论请教或自说 ，都有重大的意义，绝不是像今人的讲经，有许多是随便敷衍局面的。那么佛 说
本经的动机或缘起，又具怎样的呢？
甲 三种动机
关於佛说本经的动机，综揽各处的记载，说佛为三事故，而升忉利天宫说 法：一、因佛的母亲摩耶夫
人，在佛诞生七日逝世，上生忉利天宫，後来佛出 家成道，说法度生，一直到年届八十，快要涅盘，还
未报答母恩；所以现在为 报答母亲鞠育励劳的恩德，决上升忉利为母说法，以了报恩的心愿。二、佛一
生说法四五十年，席不暇暖，法化鼎盛，颇有依赖许多天人的拥护，於他自己 亦有恩德，故上忉利说

法，亦是知恩报恩的意思。同时，佛灭度後，将来末世 比丘修行，多障多魔，道业难成，亦须嘱托天人
尽力拥护行者，故有去忉利天 走一趟，表示慰别的必要。现在我们修行用功的人，到功夫得力时，往往
会发 现许多魔来扰乱，同时天神亦出现卫护，驱令四散，就因为天人们，当说地藏 经时，已接受了世尊
的嘱托。 三、在本经忉利天宫品中说到，罪业众生，六道 轮回，出苦无期，佛一生说法，将入涅盘，仍
度脱不了，须要地藏菩萨继起， 负此度生责任，以待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同成佛道，故有说此一经之
必要。
乙 两类缘由
有些法籍，说佛上忉利说法，有二种缘起：一说佛上忉利天宫为母说法， 是为遮破六师外道的疑谤。当
佛世时印度的六师外道，颇具势力，受国王的 尊重，得大臣的礼拜，好不威风；但自释迦牟尼佛的学说
昌明之後，六师之术 ，已如萤火之光，不能与佛的慧日争辉斗美，所以只好吹毛求疵，借题发挥， 希望
藉此掩护自己的学说，挽回自己的名闻利养。他们说佛的坏话，造佛的谣 言，自然多到不是现在所能尽
讲的，现在要讲的，是他们责难瞿昙，说他出家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养，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还谈什
么高妙漂亮的佛法啦！这 种质疑，与我国不了解佛法的人，说出家是违背伦常的道理是一样的。佛为破
除 这种人的疑谤，所以特上忉利天为母说地藏经，表示佛法不但要度现世的父母， 且如地藏菩萨还要累
世发愿，救度先亡，报答亲恩，则六师之胡说，就不攻自 破了。一说佛上忉利为母说法，是要示范後世
弟子，引起後世四众弟子的报恩 思想与行动。这的确亦是很重要的原因！因後世四众弟子看到佛都上天
度母， 报答亲恩，我们为佛弟子的，也应学习佛陀的作法，对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不 可马虎。如果没有
这一著，後世的出家弟子，背亲离俗，或因障缘，道业既修 不成，亲恩又弃养不顾，於情於理，都说不
过去；那

佛陀於此又不能不升天讲 经，有所开示，有所标榜，有所警惕了。

丙 一个原因
照本经忉利天宫品的意思，佛上忉利说法，是为显扬地藏菩萨的救拔罪苦 众生的历劫宏誓，并赞扬他的
威神慈悲之力。所以说到聚集忉利天宫不可胜数 的人天，都是地藏菩萨的化众，那些众生的数目到底有
多少？不但大智文殊自 说「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即连佛自己也说「我以佛眼观故， 犹
不尽数」。至於问到地藏的「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如是不思议事 」，佛则说地藏菩萨证十地
果位以来，已不知多少无量数劫，何况他在声闻辟 支佛地，更不知做了多少度生的事业。看佛如此推崇
地藏菩萨具大功德智慧的 意思，无非欲显他自己在娑婆世界教化未了的事业，只有付托这位菩萨，才算
是「深庆得人」！因此他要上忉利天宫说地藏本愿，这亦可说是重要的原因之 一。 上面举六种原因，是
说明佛上忉利说法的所以。但佛发心上天说法，到底 是自动的？抑是被动的呢？准观佛三昧海经说是
「父王白佛：当往忉利天，为 母说法！佛言：当如轮王行法，问讯檀越」。而在增一阿含经里，说佛是
因帝 释尊者所请，上天为母说法的。帝释说：「诸佛皆上升忉利，为母说法，如来 亦应为圣母说法」！

「於是如来与千比丘，於安达罗国曲女城边，上升忉利， 为母说法，以报生身之恩」。照上面多种原因
研究，佛是自动发心为报母恩， 上天说法；不过由外缘而助成之，所以看来似乎是被动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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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本经在佛教中的地位
甲 从情理上推究本经是大乘
有人问我：你这次去澳门又是要讲什么经？我说；有人请定，又是要讲地 藏经。那人说：这些小乘经，
说些因果业报，有什么好讲？看他的语气，好像 有些蔑视地藏经！我却不这样想；我以为说因果业报
的，不一定就是小乘经， 难道大乘经中都没有说因果业报的吗？佛法是最重视因果，全部佛经不离谈因
果法，离因果而说佛法，恐怕没有这个道理，何况信因果是信佛的第一条件 ，不信因果不算是信佛法，
那么，我们如何可以轻视因果业报呢？结果，他没 有话可说，因哪一部大乘经中，都不免要说因果业报
之理，不过详略不同，隐 显有别罢了。又我以为小乘经，也不一定就没有什么好讲：如阿含经等一向被
人轻视为小乘经，似乎不值一看，我们就不应该讲它吗？他亦没有法子答覆我！ 因小乘阿含，为原始佛
教的根本教义，後来大乘经典中有许多大好理论，都是 阿含经中蜕化出来的！因为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演
变，曾经过三个时期：佛灭 初期，是小显大隐的佛教，即小乘盛行，大乘隐晦的时期，就是一般人认为
原 始根本佛教的时期；佛灭六七百年起，为第二期大显小隐时期；即一般公认为 大乘佛教发展的时期；
佛灭千余年，为密盛显衰时期，即一般认为密宗流行， 显教衰微的时期。各期佛教的此伏彼起，此盛彼
衰，是随时代机宜，人事环境 而演变，各自有其背景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只说到这点，便否认了那点，
或广 说那点，即否定这点，这都是不对的。譬如在小显大隐时期所说的小乘经，我 们便不能否定了这时
期便没有大乘佛教的思想，不过佛因说法的机宜与重点不 同，在这时期就著於此，便略於彼，纵及大
乘，亦提而不论，所以在四阿含里 ，我们便不应肯定没有大乘思想，这是很明显的推论。那末这部地藏
经，即依 你说是小乘经吧，也不见得便不谈大乘佛法：本经说「我观阎浮众生，性识无 定，为善为恶，
遂境而生」；性识无定，善恶从心，这不是大乘赖耶缘起的说 法吗？何况地藏十轮经亦说：「一切诸
法，从心所起，与心作相，和合而有， 共生共灭，同无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
而得住持，暂 时为有者」。这虽说在别经，而同为地藏一人所说，亦足以证此为业从心生， 罪性本空的
缘起性空的大乘佛法。又本经说业感缘起，业缘无定，这不是大乘 性空无相的佛法吗？又因果业感之
说，虽为小乘佛教所偏向，而大乘佛教岂不 谈因果业感的吗？又如本经校施品所谈，如果以平等心布
施，布施一个最下贱 的乞丐，他的功德等於布施?沙佛；这不是大乘佛法六度中的无相施、等心 施吗？谁
敢说本经是小乘经呢？

乙 从教相上判定本经是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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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诸师讲解本经，语焉不详；而且以其多谈因果报应的业感缘起，多数 都判此经为小乘经，所以後来
的人，就拾人遗唾，咬定本经是小乘经。又在藏 经里，把本经收在密部；大概亦以本经为後期佛教密乘
兴盛时代的产物吧！至 清康熙间青莲法师研究本经，别有心得，著有地藏科注与纶贯，依天台教观， 判
定此经以无上醍醐为教相。当时有人质问他：天台判一代圣教为华严、阿含 、方等、般若、法华涅盘为
五时，逐次配以乳味、酪味、生酥味、熟酥味、醍 醐为五味；而前後四时，判味有定，凡不属前後四时
所摄的经典，如光明、胜

、大集、楞严等经，皆收归中间四教并谈的方等。今地藏既属大乘，亦应判

属方等生酥味，何以判为醍醐呢？青师引据「佛祖统纪」中所引「佛升忉利经 」中语，以证明他的说法
不错。纪云：「（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佛先往忉 利天，三月安居，遣文殊诣母所，暂屈礼敬三宝。
摩耶夫人闻之，乳自流出， 直至佛口，即与文殊俱至佛所。佛为说法，得须陀洹果。三月将尽，欲出涅
盘 ，帝释作三道宝阶，佛与母别，大众导从，下还只园」。东湖大师曾加以说明 ：佛说本经前，曾说一
部行法经。在行法经中佛说：「却後三月，我当涅盘」 ，则知说行法经，在周穆王五十二年辛未十一月
望日。前佛升忉利经既说「佛 先往忉利天，三月安居」则知说行法经毕，接说本经圆满，在次年二月十
四日 下阎浮提，十五日入涅盘，正合「却後三月」之数，将同时亦合涅盘经谓「二 月十五日，将入涅
盘」之语。由此证知本经是说在涅盘经之前，法华经之後， 那么判归醍醐上味，亦是确当的。既是醍
醐，味同法华涅盘，则本经在全部佛 经中，处在何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亦可以推知了。
第四节：本经与佛教的伦理思想
甲 佛教的伦理
伦理，即人伦道德之理。故研究此人伦道德的学说，也叫做伦理学。伦理 学以阐明人伦道德的理法为旨
趣，大要分为理论的伦理学和实践的伦理学：前 者是说明伦理学的根本原理；後者是研究其实践的作
用，即各阶层种种不同的 道德修养法，如商业道德、教育道德、宗教道德等等。平常不了解佛法的人，
多以为佛教是广谈玄理为出世的，不近世间伦理，似乎与世间人群没有什么关 系，殊不知佛出人间，示
人以范，佛法全以人生为本位的。佛在增一阿含经说 ：「我身生於人间，长於人间，於人间得佛」。故
佛法虽广谈十方，而著重此 土；虽详言三世，而著重现实；虽纵论六道，而著重人类，且全以人道为说
法 的对象，以人道为中心而言升沉进退。这样看来，佛教自然是人生改进的最圆 满的伦理学：其在理论
的伦理学，有大乘重心法为戒体而分析善恶的动机；有 小乘重色法为戒体而判别善恶的结果。不论是动
机或结果，都是伦理思想产生 的根源。其在实践的伦理学，则在小乘有五戒十善，在大乘有四摄六度。

五戒 近於五常，而说理过之，为人伦的基本道德。十善，更为人本的善法，而为出 世的阶梯。四摄六度
虽属出世的胜行，仍为改善人类，增进人类修养，圆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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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最高无上的伦理学。
乙 佛教的伦常
再由伦理转到伦常来讲；世间眼光浅短的人，往往以为佛法既不近伦理， 更不合伦常。他们说：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 ；这叫做伦常。佛教的僧人既离亲出家，君臣不顾，婚
嫁事断，骨肉分散，朋 友绝交，还谈得到伦常吗？这都是从表面上，用浅薄的眼光来观察佛教，随便 轻
率地加以批评。其实佛教最注重报答四恩??父母养育恩，师长教导恩，国 王水土恩，众生护助恩??是佛教
弟子朝夕勤修的主要课题。这报恩伦理的义 理很广泛，不光是自己的父母，还把一切人类与我有恩德
的，都包括在报恩之 范围内。现在再引出佛说的几部经来看看，便知道佛教对於伦常是怎样地重视：
一、善生经，佛为罗阅只城的善生长者子。说他拜六方神明空洞不切现实 ，乃教依佛教改善人生礼拜六
方圣贤的方法：礼东方如父母，礼南方如师长， 礼西方如妻妇，礼北方如亲党，礼下方如僮仆，礼上方
如宗教师。对於父子师 徒等的彼此互敬，较之儒家的「

矩之道」，还要切实。 二、孛经，是佛在舍卫

国只树给孤独园，为波斯匿王说一个梵志名孛的故 事。内中孛向蓝达国王说了修身、交友、敬师、待
妻、亲贤臣、远小人、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完全是世间法中最优良的伦常理则。 三、玉耶
经，是佛为须达长者的媳妇玉耶小姐说的如何事奉翁姑，亲近夫婿的伦常之道。内有五善，三恶，七辈妇
女法，优婆夷十戒等，可以比之我国 的礼记内则篇。 四、梵网经中以孝为戒，不孝亲即不足以言戒。
五、四十二章经说：「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 六、杂宝藏经说：「若有人欲得
梵天王在家中者，能孝养父母，梵天王即 在家中；欲使帝释在家中者，能孝养父母，即帝释在家中；欲
得一切天神在家 中者，但供养父母，当知一切天神即在家中；乃至若欲供养诸圣贤及佛，但供 养父母，
诸圣贤及佛，即在家中」。不过出家比丘，为专心清净，道业成就， 故暂时辞亲学道，非抛弃父母等不
顾，亦非绝灭伦常之情理。试再一论世间孝 行与出世孝行之暂时性与永远性，彻底与不彻底，就可知道
佛教的人生伦理， 才是人生最高尚的伦理。

丙 世出世间孝思之比较

人类的孝道的思想和行孝的行为，应该是顺乎天然的本性而来的；尤 其是在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的中国
人，对於行孝的史迹，斑斑可考，有很多行 孝的掌故更是动人。故曾子曾说：「夫孝，推而放诸东海而
准，推而放诸西 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西竺云：「西竺远在流沙 外，去中
国不知其几万里，而竺氏之为教，以无相为宗，以空诸所有为谛；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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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孝者，世出世间，俱不能废，是所谓此心同此理同也」。此因孝道为人生 建立的根本，所谓「人生
在世父母始」；没有父母，那里会有人类？则不论其 为世间或出世间，孝行之道，又岂可不论！乌鸦有
反哺之情，人无报德之心， 则与禽兽不同者几希！甚至或不如禽兽了。但平常许多人都误会和尚出家，
不要 父母，等同古时墨子的「无父无君」，或如现在第三国际之「不要爸爸，不要 妈妈」；实则大谬不
然，佛教决不是那 一回事！先说世间的孝道吧，诗经所 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恩，昊天罔
极」！或「晨昏定省，福禄侍养 」；或「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葬之以礼」。这是从子女对父母应
尽的孝 行；至父母所望於儿子的，所谓「积谷防饥，养子防老」；或「不孝有三，无 後为大」。福禄侍
养，生子继嗣，固然是应作的；但恶逆之子，做了贪官污吏 ，冒犯国法，弄到「满门抄斩」，「九族诛
灭」，那又是如何呢？或生了败家 子，连祖宗三代九族财产都败得精光，结果不善而终，族嗣依旧断
绝，那又怎

办呢？反观佛教所讲的孝道，便不是这样浅薄短视的，仅仅顾到眼前的一刹 那！他是要使

父母获得永远的快乐，才算是孝行的成全。莲池大师说：「父母 恩重，过於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亲
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大孝释迦 尊，累劫报亲恩」。可见得眼前为父母作暂时的打算，即使「五
鼎三牲」，又 何以酬父母的大德呢？真能报父母的恩德，要在自己道业成就，度脱父母超越 苦海，转生
乐土，才算是永固的彻底的孝。又佛教的孝道，亦可分三种来说： 一人天乘的孝道，注重孝养父母现生
的福报；二小乘人的孝道，度亲族脱离苦海；三菩萨乘的孝道，普度一切众生（包括三世父母在内），离
苦得乐，同成 佛道。这样来比较一下：世间人的孝道，是狭义的，现世的，短视的，暂时的 ，不彻底
的，如不善游水的儿子，想教沉溺中的父母，力所难及，或二俱陷溺 ；出世间人的孝道，是广义的，三
世的，远瞩的，永久的，彻底的，如善於游水 的儿子，或善於撑船的儿子，可救父母於沉溺，易如反
掌。这就是世间孝与出 世间孝，不同说法的地方。所谓「人而不孝父母，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死， 不
足以为孝」；正道出了在家行孝与出家行孝不同的道理。
丁 本经的孝道思想
本经所讲的孝道又是怎样呢？李宗邺序本经科注云：「佛升忉利为母说法 ，复召地藏大士永为幽冥教
主，为世人有亲者，皆得报本荐亲，咸登极乐，辄 掩卷欷

曰：此即吾儒之孝经也！世人漫不加察，而

以因果视之，谬矣！夫吾 儒之所谓孝者，上则博冠诰之荣，下则觅甘肥之奉，此外则寂寂无闻，较之释
氏急於成己而即以成亲者，奚啻霄壤」！这些话里，已显示此经实为佛门之孝 经。的确，不说别的，只
说婆罗门女为忆念母亲，弄得自己「举身自扑，支节 皆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苏」；做光目女时，又是
为救母亲，「哽咽悲啼」， 「涕泪号泣」，孝思感佛，语不胜情，真是格天地而泣鬼神了。在经中菩萨
多 次现女子身，发愿救度众生，多由孝顺母亲之故，因母为「悲母」，鞠育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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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劬劳勤苦，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为小儿费熬苦心，尤属世所难能。又母女 天性相关，故菩萨多世皆
示女人，救度母亲，这与学佛妇女，关系深切，亦足 以为学佛妇女的典范。但在此，大家还要注意：地
藏菩萨不但爱他的妈妈，也 爱他的爸爸，且爱一切众生，故每次发大誓愿都要度尽一切罪苦众生，这因
为 一切众生，都是菩萨的父母。梵网经说：「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莫不从之受
生」。既一切众生，辗转轮回，都曾做过我的父母，所以 要「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
佛」。这样，佛教的孝道思想， 报恩主义，从本经地藏菩萨由孝自己的父母，推而孝一切人的父母；由
孝一切 人的父母而孝一切众生；不单人类的众生，而且遍及三途六道一切的众生，谈 孝道至此，可谓
「叹观止矣」！试想世间一切的宗教学说，其不谈孝道的不提 ，其谈孝道的，无论如何好法，都不能比
佛法这种似浩海烟瀚，茫无际岸，广 大无边的孝道思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