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地藏菩萨圣德的蠡测       

                    一九五二年秋在澳门佛学社讲 

    稽首礼，地藏王，累劫弘誓难量！亲承衣钵度刚强，独具菩萨心肠。 金锡振开地狱门，明珠照彻天

堂。犹如大地布春阳，万类沐恩光！犹如大 地布春阳，万类沐恩光！ 

                                                    

                                                   地藏菩萨八句大赞：讲者补撰  

 
 
讲述的意趣 

 

    现在讲地藏菩萨的圣德，是属於菩萨法门，不是讲佛的法门，也不是讲众生的法门，亦即是菩萨道；

虽然，佛法以菩萨道为中心，菩萨道上穷佛果，果彻因源，下贯众生，因赅果海，故菩萨道是不离众生

道，也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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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讲明菩萨道，也就可以窥见诸佛成佛度生之道了。 

    佛之精神，寄存在菩萨身上，而智悲行愿四字，足以代表一切的菩萨 道；而文殊、普贤、观音、地藏

四菩萨，又足以代表了智悲行愿的四个字 。即文殊的智慧、普贤的功行、观音的慈悲、地藏的愿力，佛法

的精髓， 在这四位菩萨身上表现无遗；而地藏菩萨在众生界中埋头苦干，沉毅果敢 的威猛，尤足以传达

了释尊面对现实，克服困难的无畏精神。所以，在此 世界，在此众生，在此时候来讲地藏菩萨的法门，是

倍觉有意义的！  
 

甲、从誓愿以见精神 
 
    地藏菩萨在释迦牟尼佛法中，是代表大愿的实践者；从这实践大愿中，可以见到菩萨救度众生的精

神，也可以认识佛陀说法救世的事业。 

    通常学佛的人，都知道学佛的三个步骤是信、愿、行。信愿行中，愿是比较重要，宜以愿为中心。故

大智度论云：「庄严佛界事大，独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须愿力！譬如牛力，虽能挽车，要须御者，能有所

至；净世界愿，亦复如是，福德如牛，愿如御者。」有信无愿，行而不知所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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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之人，必须有愿，诸佛因地，莫不有愿，除非二乘人灰身泯智，发心 学大乘菩萨行者，都是凭愿力而

趣向菩提，庄严佛果的。 

    愿有总愿与别愿：如四弘誓、五大愿为总愿，或通愿，凡学佛者都须 具足的；如释迦五百，药师十

二，弥陀四八，普贤十大等为别愿，各人所 发之愿别别不同故。如地藏菩萨的「众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

未空誓不成 佛」，乃即通愿而成别愿；固入地狱度众生虽是各各菩萨都能做的事，唯 有地藏表现力最



强，做得最彻底，所以就即通愿而成了他的别愿。又现在 学佛的人多数愿意求生净土，或愿生极乐，愿生

琉璃，愿生兜率等净土， 为人所共知，所共学；而对於释迦世尊在此五浊恶世，难忍能忍，难行能 行，

誓愿调伏刚强难伏的众生，誓愿救济现实众苦煎迫的众生，这种硬干 苦干，值得景仰，值得效法的精神，

反被人所忽略了！而此种面向众生正 视现实的苦干精神，释尊灭度之後，唯於地藏菩萨见之！如释尊在地

藏本 愿经分身集会品对地藏菩萨说：「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 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

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忆念吾在 忉利天宫，殷 付嘱，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已来众

生，悉使解脱，永离 诸苦，遇佛授记！」当时分身各处度生的地藏菩萨，共复一形，涕泪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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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後世恶业众生为虑」！又说：「我所分身， 遍满百千万亿?沙世界，每一世

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 ，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樊乐；但於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

一滴一 沙一尘，或毫发许，我渐度脱，使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後世恶业众生 为虑！」於此，可见菩

萨一口答应了释尊，誓愿将释尊未度尽的罪苦众生 ，一齐度尽，要释尊不必为此事挂虑，其一肩独当的毅

力，至足惊人！地 藏十轮经序品亦云：「我今学世尊，发如是誓愿：当於此秽土，得无上菩 提！」在净

土成佛不算稀奇，在秽土成佛才为难得！故「我不入地狱，谁 入地狱」之牺牲自我的精神，释尊之後，唯

「亲承衣钵」的地藏大士能彻 底实践之！  
 

乙、示苦切以摄刚强 

 

    在地藏经中，佛多用极其苦切的语言，来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本来诸佛随机说法，法门因之而异：

或有世界，以光明色相做佛事，莱生见之而得益；或有世界，以香气香饭做佛事，象生闻之而悟道；或有

世界，擎拳合掌；或有世界，扬眉瞬目；或有世界，拈花徽笑；或有世界，语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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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乃至如黄蘖之棒，临济之喝，天龙之坚指，黄梅之振 ，都可以做佛 事。总之六尘境界，皆可以做佛

事，得益不同，在众生根机之利钝：利根 猛智的人，如「良马见鞭影」，便可会意，故见光明笑默，都能

悟道：钝 根愚暗的人，则须语言文字，左说右说，坚说横说，始得见谛，甚至或说 了种种因缘譬喻，都

听不懂。所以我佛如来，在这婆婆世界，说了这许多 经典，甚至说苦切语，呵责语，还是为了我们众生的

根钝所致。现在有许 多研究佛法比较有心得的人，大多以为自己智大根利，很了不得，其实比 起他方擎

拳合掌，扬眉瞬日的利根众生，还是渺小得很哩！  

    释尊在这个世界说法，是用声、名、文、语为工具的。虽然楞严经是 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

闻」，而在唯识家，亦有以名句语言文字能表 达声音的，统可以为教体，不独「以声音为佛事」。佛从声

音中传达出来 的语言，可以摄为两种，即妙语与粗语。如柔和、赞美的话，都可摄入妙 语中，所谓「世

间好语佛说尽」。佛说法有八啭音声，其中极好音、柔软 音、和适音，都在妙语之类。粗语，即恶辣语、

呵责语、苦切语之类多属 之。这不过在俗谛上，作如是说；若在真谛上，则佛所说法，无非妙语， 法华

所谓：「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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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论真谛，但讲俗谛，则地藏经中所说，自然不无好语：但多以 恶辣语，苦切语见著，如十轮经

所谓：「五浊恶世众生刚强难化，故我世 尊，隐其无量自在之力，为说刚强苦切之语。」如言：此是地

狱，此是地 狱报；此是饿鬼，此是饿鬼报；此是畜生，此是畜生报；乃至此是诸难处 ，是愚人生处。都

是极言三途苦事，若切，若报，欲以感化一般凶狠顽鲁 ，不分善恶，肆无忌惮，妄作妄为的刚强众生。今

人野蛮好斗，破坏社会 安宁，使生灵涂炭；或穷凶极恶，以强凌弱，以象暴寡，不讲人道，故此 地藏经

中所说的法门，正可折伏此类强梁凶悍的聚生。叉十方诸佛国土， 都是妙丽庄严，而释尊独隐其无量自在

丈身，微妙庄严之土，示娑婆以五 浊恶世，砂砾荆棘，高低不平，这表示不但以苦切语来感悟刚强顽劣的

聚 生，且以恶浊土来折伏之，使之厌离秽污，而欣求净土，以修习无上庄严 之佛道。 



    近世仁道不张，淳风扫地，人心险恶，达於极点，有心之士，尝思提 倡佛法以救之：然佛法博大精

深，浩如炯海，法相繁多，法性玄微，智者 说食，愚人不饱，唯说地藏法门的地藏经，刚强之语，若切之

言，如午夜 清钟，发人深省。所以对一般社会的化导，这个法门还是需要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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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显因果以励末俗 

 

    因缘业感之理，因果报应之事，不独佛家言之，儒家道家亦言之，即今日的科学家，亦不否认其事。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儒家之言因果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道家之言因

果也；科学家则说宇宙万物之递嬗转变，都有因果律；唯佛法之言因果，不独物质，更及人事，不独此世

此事，更及他世他事，说理之透彻圆满，为一切宗教学说所不及。 

    佛法既重因果理论，故在诸经律论中，都有说及因果之理，然莫如地藏经中所说要而不烦，浅而易

明。如说：是身邪行是身邪行报，是口邪行是口邪行报，是意邪行是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生报，是偷盗

是偷盗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义语是无义语

报。是贪、瞠、邪见、悭吝、毁戒、愚疾，是贪瞠邪见悭吝毁戒愚痴报。这是从我们平日的身口意三业所

造恶因，必得恶报，说得很明自。但为什 要这样说呢？经中又说：「譬如象马，龙 不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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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楚毒，乃至彻骨，然後调伏。」这正显明此界众生根性，有很多是很恶 劣的、凶狠不驯的，光是用慈悲

柔和的软法，他们是不会听从接受的，故 需要用硬派的作风，为折伏他们的龙 不调，把恶因苦果的道理

原原本本 地说了出来，说之又说，不厌其烦。眉毛拖地，真是慈悲到了极点。  

    复次，在经申又说到地藏菩萨在此世界，同百千种方便的法门，教化 嗜恶不同的众生，即是：「若遇

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 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鸽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

斗争报： 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瞠恚者，说丑陋癃残报；若遇悭吝者， 说所求违愿报；若遇

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报，若遇网捕坐雏者，说骨 肉分离报；若遇毁谤三宝者，说盲聋 哑报……」今

世风浇薄，末俗者流 ，杀盗淫妄，肆无忌惮，故此地藏法门中所说的因果理论，实为对机的良 药，岂可

以文语浅显而轻忽之耶！  
 

丁、敦孝行以睦人群 
 
    孝行在我国，原为固有的美德，一向为我国人所重视，如「百行孝为先」，「忠孝节义」，「孝悌忠

信礼义廉肚」，在我国固有的道德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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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孝字列在重要的地位；但今日时势不同了，那些际会风云炙手可热的人 ，或自命头脑最新，思想最前进

的人物，往往把孝行视作旧社会旧礼教中 的封建思想，予以轻贱，甚至认为应该废除。其实天地大德曰

生，生者莫 不有其本，倘若把「生我者父母」的根本恩德都忘了，否认了，那 所谓 有知识的文明人

物，与无知识的野蛮禽兽之类，人有什 区别呢？况且「 乌有反哺之情」，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人岂

可以不如乌鸦吗？当然是 讲不过去的。现在且撇开孝字不讲，来讲忠字。忠字，在一般所谓新人物 ，对

於忠於君主，忠於帝国，固然反对，若忠於他的党，忠於他的主义， 忠於他的人民，则亦认为是一种公

德，并不反对。这样来看孝，推测他们 所反对孝为封建思想，或者是指孝一人父母??即孝自己的父母而

言，若 孝多人的父母，或孝於大众，我想亦无反对或不妥的理由？这推测如果是 对的话，那 佛教所言

的孝，正是适应这种需求。因佛教所问扬的孝行， 是不但孝自己的父母，且要孝顺一切众生。因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父母。诚 如梵网经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莫不从之受 生：是故若

杀一切象生，即杀我父母，或杀我故身。」由於这种伦理思想 ，所以释迦世尊，就是彻头彻尾实行大孝主



义的人物，所谓：「大孝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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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累劫报亲恩；」而地藏菩萨，就是凭著这种伦理观念，继绩实践释尊 的大孝主义，孝顺六道四生的一

切众生，要度尽一切象生，才彻底实践了 他的伦理观念与报恩思想。 

    世界之乱，乱於野蛮好斗；家庭之坏，坏在无礼失德。故能重视孝道 ，从狭义的孝以孝自己的父母，

先使家庭和乐；再从广义的孝以孝一切人 类，人人如此，则人人都在爱敬和睦中讨生活，社会不宁而自

宁，世界不 太平亦自太平了。而今地藏大士的法门中，顶重视闻发人类的孝道思想； 地藏大士本身，就

是一个实行大孝主义的贤者。  
 

戊、重修福以慎空论 

 

    佛道，是从菩萨道而修得的。「皈依佛，两足尊；」我们知道成佛，要福足慧足。福慧两足，如车之

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今人愚於修福者，每多忘其修慧；而黠慧聪利者，往往又轻视修福，认为修

福是愚夫愚妇的事，每每「嗤之以鼻！」今地藏菩萨，不但愿大。福亦甚大，其宝相庄严，全从大悲修福

中得来，在地藏经中说到他见到「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的相好庄严，问佛是怎样得来的？佛说：「欲

证此身，当须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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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因此他就发心替众生劳作，无数劫来，广修福行， 所以现在能如愿所成，获得相貌

庄严，便是一个很大的证明。 

    在佛教的眼光看来，修福的人亦有不同：如凡夫人认为一切都是实有 ，故一修福，即贪著其身；二乘

人知身虚幻，弃厌其身，只顾自己灰身泯 智，取入空境，什 福也不肯修了；菩萨人则不同，虽知人生如

梦，现实 如幻，但不妨普为大众，广修无量福德，以庄严他的法身，在这里要注意 的：即因凡夫修福贪

身爱果，故诸经中多斥为人天有漏的福报，是不彻底 不究竟的士果，劝学佛人不要希罕它：於是，解大乘

空理而爱堕空境的人 ，又转而轻修福报，自己散漫懈怠不肯诵经礼念，而见他人的礼佛诵经， 亦认为可

笑，讥为消极无用的，或思想退步，没有出息的。殊不知在研经 说理之暇，能以余力修习福行，即所以庄

严其身，为庄严法身的基本工作 。同时可知偏爱空理的大乘人，若轻修福报，亦等同二乘人的厌弃其身， 

虽有所说，亦易流於空理空论，欲成「两足尊」之佛道，又是谈何容易？ 故知善学大乘者，因不当如凡夫

之贪著和二乘之厌弃，九不可一言福报， 即讥为人天小果，认为不足取法。须知人天善福，为出世阶梯，

没有基础 ，如何能建空中楼阁？故地藏十轮经卷九说：「若但发心发誓愿力，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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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十善业道能得菩提般涅盘者，然无是事；所以者何？十善业道是世出 世殊胜果报功德根本。」又说：

「若不修行十善业道，设经十方佛土微尘 数劫自号大乘，或说或听，或但发心，或发誓愿。终不能证菩提

涅盘，亦 不令他脱生死苦！」本来菩萨所修的福行，重在六度四摄，但如果没有十 善业道的基础福行，

任你四摄六度如何高远玄妙，人怎样能建立得起来呢 ？所以智慧高深的太虚大师，生平有见及此，极力提

倡「人乘正法论」以 建设人间佛教，所谓「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其所讲的「人乘正法 」，即是

十善业道。有此，亦足以为堕偏空论者轻弃福报的棒喝了。  

    地藏菩萨，正是一个标准的修福论者，所以在经中广示众生因果报应 之理，普劝众生修习一切善福；

而在他自己本身，则是「於今百千万亿那 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为利众生，广修福行，以庄严他的

法身，圆 显他的功德。於此，可见修福不修慧，因属愚福痴福为可笑，而修慧不修 福，以诵经礼忏念佛

持咒等为不屑之道，亦易流於狂慧狂论而可叹了！  
 

己、勤受持以资印证 

 



佛法与普通一般的学说、宗教、哲学不同的地方，是在佛法能如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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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便可获得证验的实效，此为佛法的特异点，否 W]便与一般宗教学说无 异。现在不讲别的，但讲这地

藏菩萨现身说法的成果，或修习地藏法门 的应验，在宋人所撰的「地藏灵验记」等中，说得很多，都是从

人事方面 有确凿证据的，或正史所记载的，我们当不能说那些记载都是假的，除非 你是一个不信佛法的

非佛教徒，才对这些感应的史迹多所怀疑，不然，是 应当要以坚强的信仰去接受的！平常说：「百闻莫如

一见」，如果我们对 圣贤的灵迹有所怀疑，顶好自己能死心踏地做一个时期工夫，来看看有无 灵验？如

果在这里面稍微能体验一点，那 你就会有「始悔生平错用心」 的感觉，那时寸你怀疑你都不敢怀疑了，

寸你不信仰你都要坚强地信仰了 。  

    为什 我要提出这些话来说呢？因为这是说到与学佛者最有关的所谓 「了生脱死」的切身问题了。说

也惭愧，出家已有廿九年的时间，除了初 初的三四年与最尾的五六年在行持上稍为下过一点苦功，中间十

几年的时 间，从求学到做事，都是在经卷上，书本上，书册上，做些语言文墨的工 作，甚少注意到所谓

「己躬下身」的心地工夫。有一个时期，为逆境所转 ，甚至连对佛法的信仰都动摇起来，生出诽谤佛法的

念头来，真是「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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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出家五年，佛前借火食烟；」就 是我这种人！虽然我还不曾吸

烟，但犯了一般出家人懒散的通病，却是无 可否认的事实。空披如来法服，徒受信施供养，天下的奇耻大

辱，莫过於 此！所以我现在带著感伤的心情，愿向十方三宝，十方檀那表示忏悔！希 望自己在佛法中获

得新的生命！ 

    我能够养成这种惭愧的心境，不能不感谢观音地藏二大士赐给我的勇 气！在五六年前一种疾病痛苦袭

击的因缘，使我死心念佛，获得观音大士 的救苦；又以大士的启示，虔诵地藏经多时，获见地藏大士的相

好庄严， 赐予种种教益。因此，从实验中，重新建筑我对佛法坚固无比的信仰，可 是佛法的修持，毕竟

不是一件易事，自问究竟能行得几多呢？每一回想， 又不禁惭愧！流涕！时习的薰染，人事的推移，要想

保持一颗精进不息的 心，那亦是很不容易的事！  

    记得我初读地藏经的时候，不时在这样想著：「我求观音菩萨指示修 学方法，为什 他要教我诵地藏

经，推扬地藏法门，他自己的观音法门不 好 ？」後来读到地藏经中见闻利益品：「是故观音，汝以神

力，流布是 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忽然把这个疑团解决了：  
 

163 

原来是释尊吩咐过他，叫他负责推扬流通地藏法门的，所以他指点我诵地 藏经，一方面可说是责任所在，

一方面亦是圣者隐自己之善，以扬他人之 善吧。在经中佛又说：「诸天眷属，拥护是人！何故得如是圣贤

拥护？皆 由瞻礼地藏形像，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盘乐。」 有此数语，亦足以增

进行者用功的信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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