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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藏本願探討惡道眾生是否障礙地藏菩薩成佛 

釋會潔 

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碩士二年級 

摘要 

    地藏菩薩從往昔久遠劫來，作長者子或光目女時，即立下深重誓願，願為

罪苦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方成佛道。此廣大誓願特顯地藏菩薩，尤為不

捨輪迴六道惡趣眾生之深切悲憫心。此深重誓願棄捨對於當來佛國淨土之期許，

以救度罪苦眾生為優先考量，然而因果自有其因緣聚合，因地有其菩提善苗，於

成就眾生的菩薩道上，不斷灌溉滋潤，因果相酬，必圓滿其佛果。而此成佛之期

乃以度盡眾生之數為前提，然而萬法性空，眾生亦假五蘊而成，本無實有之體，

實無眾生可度，亦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故地藏菩薩所度化者，非實有之眾生

相，乃攀緣諸境、分別忘執之眾生心。地藏菩薩體雖透得此甚深實相，卻不礙其

救度堅執眾生之悲心，而能於其十地果位，將圓滿菩薩道之際，更加任運自如，

於娑婆穢土自在往返，善巧度化，常現聲聞身，以出家清淨解脫僧相，令三寶住

持，饒益無量眾生。深廣之地藏本願，雖未明示當來成就佛道之弘願，實則更顯

地藏菩薩利益眾生之悲願，不僅六道眾生獲得善利，亦更加圓滿成就其當來佛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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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藏菩薩列居四大菩薩之一，受佛陀付囑，承擔彌勒佛出世以前，無佛住

世時，教化六道眾生之重任，其於因地為婆羅門女、光目女救度墮落惡道亡母

之孝行為世人所稱道，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之誓願更

被尊稱為大願菩薩，然而地藏菩薩此大悲誓願卻令愚執眾生疑惑，此以眾生為

重之誓願，是否成為地藏菩薩成佛之障礙？眾生愚癡暗鈍，隨業流轉，造業剛

強不求出離，若眾生無度盡之時，地藏菩薩是否也無成佛之期？而倘若眾生無

盡，縱使地藏菩薩廣集六度資糧亦無法成佛；亦或地藏菩薩只要度盡眾生，忽

略其他菩薩行，亦能成就佛道，此是否有違因果法則？因而將從地藏菩薩因地

本願來探討，此誓願背後所蘊含的因果法則、菩薩悲願和眾生性空之理，及地

藏菩薩權巧度化之行。 

一、地藏菩薩之大願 

(一)因地本願 

    本願相對於果位而言，是指諸佛菩薩未成佛果以前，在因地修行所發的誓

願，因其本願而感果位。 

即本性之力用，大士稱本立願，乃自心起信，還信自心，譬樹之因地發

根，根深本大，則枝葉依之而敷榮，華果由之而茂實，狂風雖大，不能

動搖，願不依諦，名為狂願，諦不從心，目為邪諦，今以心為地，諦為

根，願為本，然後正行之枝敷暢，助道之葉鬱葱，七覺淨華，八正道

果，成實法林之樹，莊嚴總持之苑，故須稱本立願，方能要制其心，縱

遇境風，不能沮壞，此從本立願之大致也。1 

本願為本性之力用，故大士托其本性以隆其願，如樹從地而生根，根深本大，

則花果繁茂，枝葉蔥鬱。菩薩今日以心為地，四諦為根，弘願為本，以七覺

支、八正道助此法樹蓊鬱茂盛，故需從本立願，以制其心，不為境風所壞，多

劫積累度眾無有懈息，方能滿其因地之願。 

    本願可分為總願與別願，總願為菩薩共同所發的四弘誓願，《地藏本願經綸

貫》：「大悲懺云，夫四弘者，依四諦起，四諦者。二示世間苦因果，二示出世

樂因果，一切菩薩欲拔此苦，欲與此樂，故依之立四誓也。……一切菩薩俱

發，故名為通。」2四弘誓願乃諸菩薩為拔世間苦因果，與出世樂因果，所共同

發起的誓願。別願則為菩薩為度眾生，各別所發的誓願。諸如阿彌陀佛因地為

 

1 《地藏本願經綸貫》，X21，No. 0383，P. 639b09。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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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菩薩所發的四十八大願，藥師佛的十二大願，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等。 

    而地藏菩薩在因地為婆羅門女時，為救其母在世不信因果，謗毀三寶，墮

入地獄受報之苦，曾立弘誓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

令解脫」3及其為光目女時，為拔生前好食噉魚鼈之屬，殺生無數而墮落地獄之

亡母，故於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立誓「却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

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

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4兩者皆為救母出離惡道而發度眾之

願，是以孝行為其本之別願。 

    另於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地藏菩薩為長者子，因見佛相好莊嚴，於

佛前發此大願：「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

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5欲如佛修行得此相好。「此三十二相，即大悲

之果報，故須度脫眾生，為相好本」佛之三十二相乃修三千兩百福所成，為大

悲心之果報相，每一相好具足無量佛法功德，長者子發此大願，是為欲效法佛

之悲心所發之誓願。而於一切智成就如來為小國王時，則發願「若不先度罪

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6此乃是菩薩發心不先為己，「發僧

那於始心，終大悲於赴難」7因悲憫眾生常在生死輪迴，欲先度其脫離罪苦所發

之大願。 

    地藏菩薩於因地或依孝行，或悲憫緣念眾生所發之大願，「荷負罪苦六道眾

生，教令住持正法，出生一切功德，忍苦忍難，大慈大悲，故名地藏菩薩本願

也。」8地藏菩薩依其本願，常處生死輪迴中，欲度眾生得涅槃，而不願自己先

成佛，然而菩薩如此悲願深重的大願，是否會因為眾生造業不斷，罪業深重，

無法度盡，而耽誤自己成就佛道，將於下章節中做討論。 

(二)特顯悲願     

    「廣度眾生者，皆由發大心，起大願故，故知發心即諸願之根本，一切功

德莫不由是而生，然而本具大願，從智體起，拔濟弘誓，由悲用生，始從發

心，終至成道，引行趣果，願為之本，是故成佛，莫先於願。」9故諸佛菩薩皆

發四弘誓願，為度眾成佛之根本。然而在《悲華經》中記載觀世音菩薩過去為

無諍念轉輪聖王的太子時，曾發願「願我行菩薩道時，若有眾生受諸苦惱、恐

怖等事，退失正法……若能念我、稱我名字，若其為我天耳所聞、天眼所見，

 

3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 0412，P. 778c23。 
4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 0412，P.781a14。 
5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 0412，P. 778b14。 
6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 0412，P. 780c02。 
7 《地藏本願經科註》，X21，No. 0384，P. 690a12。 
8 《地藏本願經綸貫》，X21，No. 0383，P. 639b09。 
9 《地藏本願經綸貫》，X21，No. 0383，P. 638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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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眾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惱者，我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0
觀世音菩薩

也曾發願，若不能免眾生苦惱，則不成佛道的誓願，但何以在諸大菩薩中，唯

獨特別強調地藏菩薩的大願力，還說其誓願劫數連文殊、普賢、觀音、彌勒皆

所不及。 

    每位菩薩相應的眾生根性不同，菩薩度化的方法亦有各有權巧方便，因而

所發的本願也各有所異，但大多數都是勸導眾生如何行持善法，證入圓滿的如

來淨界，往生清淨佛國。如普賢十大願即揭示可成就殊勝功德，證入不思議解

脫境界的十種行願；藥師佛十二大願則是願於當來成菩提時，可以利益眾生，

解其惱苦，滿眾生所求所發的十二微妙上願。唯獨在地藏菩薩的願力中，特別

強調要度盡罪苦的六道眾生，《占察善惡業報經》中佛陀告訴堅淨信菩薩「但依

本願自在力故，權巧現化……而於五濁惡世化益偏厚，亦依本願力所熏習故，

及因眾生應受化業故也。」11地藏菩薩因其本願，權巧現化度化十方眾生，但特

別偏厚利益五濁惡世的罪障眾生。 

    五濁惡世是指在減劫中，充滿五種不淨之法的世界，此世界中的眾生，壽

命減少，三災起時互相殺害，知見不正，邪見熾盛，被三毒煩惱擾亂身心，不

畏因果，造業之心特別剛強。「地藏經」中也點出地藏菩薩所度化的南閻浮提眾

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獲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惡緣，念念增益。是等

輩人，如履泥塗，負於重石，漸困漸重，足步深邃。」12造業之心剛強，容易隨

惡緣所轉。不僅如此「其性剛彊，難調難伏。是大菩薩，於百千劫，頭頭救拔

如是眾生，早令解脫……自是閻浮眾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勞斯菩薩，久

經劫數，而作度脫。」13其對煩惱妄想的染著纏綿難以割捨，沒有足夠的真實智

慧改變認知，扭轉業力，故即使菩薩再三救度，依然輪迴惡道，難以解脫。 

    然而地藏菩薩卻於因地中不斷發願，願度盡六道罪苦眾生方成菩提，並承

擔如來付囑，令娑婆世界至彌勒出世已來的眾生，悉永離諸苦得解脫，並能遇

佛授記。而即使南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度，地藏菩薩亦未退失菩提心「慈愍此世

罪苦眾生，復觀未來無量劫中，因蔓不斷，以是之故，又發重願。」14再次發起

重願，不捨一眾生，故《法華經玄贊要集》：「慈悲顧戀，者即深念眾生心，如

地藏菩薩，見眾生入地獄，菩薩亦入地獄，不捨眾生，如於父母怜愍於子。」
15地藏菩薩緣念眾生之心特別深厚，故能發起大慈悲心，入惡道救度眾生，因

而於諸大菩薩中，特顯其廣大的地藏悲願。 

 

10 《悲華經》，T03，No. 0157 ，P.185c13。 
11 《占察善惡業報經》，T17，No. 0839，P.902a13。 
12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412，P. 781b25。 
13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412，P. 784c28。 
14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412，P. 781b25。 
15 《法華經玄贊要集》，X34，No. 0638，P. 527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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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願不礙成佛 

(一)因果之必然性 

    「因果」即因緣果報，「因」為事物生起的主要原因或條件，「緣」則是次

要條件或因素，由眾因緣和合所呈現出的現象即是「果」，而此結果的呈現，與

緣起法有必然關係，所謂法不孤起，一切事物必仗緣而生，「法從緣生，亦從緣

滅。一切諸法，空無有主。」16，一切萬法生滅皆不離因緣，此生的苦、樂、五

陰皆是因緣和合所生的結果。龍樹菩薩亦在《中論》第一品中以四不生「諸法

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17來破除無因無緣、無因無果的過失，若無

因果，行布施、持戒等善行，則應墮入地獄受苦；行十惡五逆等重罪，則應當

生天道享樂。 

    「如是因者，招果為因，亦名為業」18此招致果報的成因亦即是業，由所造

作的善惡業因，假身口體現於外，形成一股業力，牽引我們輪迴六趣中，《宗鏡

錄》：「靡起善惡因，終無苦樂報，不下麁好種，豈有華果生，故知因果相

酬。……斯則無有作而不受報，無有果而不酬因，法爾如然，世所共悉。」19而

此因果是互相對應唱和的，如果沒有播下種子，不會開花結果，而播下藥草之

種子，亦不會生出瓜果。因而不會有所造作卻沒有果報，造作善業卻墮落惡

道，此法爾如是之理，乃為世人所共知。 

    且此因果法則，通於三世，不因一期短暫生命的結束而去其作用，「彼彼業

因差別有異，彼彼果報所得非一，假使經於百劫之中，而因果法決定無失。」20

由所造作業因差別，所得果報也不會一樣，但一一業因必感召一一業果，或有

現報、生報、後報時間上之區別，但因果不亡，無有一因而不報，只因眾生障

蔽之雙眼，無法悟解此真實道，而為眼前差別相所迷惑。而地藏菩薩「發心已

來，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21足見其本因之深，發心之長遠，何有不

證果之理。 

    「若離心者更無所作，故知心具一切作也，如是因者，招果為因亦名為

業，十法界業起自於心，但使有心諸業具足。」22地藏菩薩心心念念緣念罪苦眾

生，欲救脫其出離六道輪迴苦海，無有一念妄執自身成就，貪著點滴功德，「將

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23將自身修持拋諸腦後，以一念真切之菩提

 

16 《五分律》，T22，No. 1421，P.110b07。  
17 《中論》，T30，No. 1564，P. 001c12。 
18 《摩訶止觀》，T46，No. 1911，P. 52b01。 
19 《宗鏡錄》，T48，No. 2016，P.815b12。 
20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T02，No. 0130，P.853c29。 
21 《占察善惡業報經》，T17，No. 0839，P. 424b12。 
22 《宗鏡錄》，T48，No. 2016，P.886a08。。 
23 《楞嚴經》，T19，No. 0945，P. 119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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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負如來於忉利天之付囑，如此無私的菩薩道精神，如虛空的廣大胸懷，

悲願深切的廣大誓願，又如何不為成佛資糧，故《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 云

「不處生死，不住泥洹，便受菩提決。是則地藏久矣證大菩提，何待廣度將畢

耶」24，因果有其必然性，地藏菩薩長久以來於菩薩道上度化眾生，於解脫道上

無有貪著懈怠，於其累積了足夠的波羅蜜，自然便能成佛道。 

(二)大悲闡提 

    所謂闡提者，《入楞伽經》經言有兩種「何等為二？一者、焚燒一切善根；

二者、憐愍一切眾生，作盡一切眾生界願。」25第一種即是《大般涅槃經》言：

「一闡提者，斷滅一切諸善根本，心不攀緣一切善法。」26；「不信因果，無有

慚愧，不信業報，不見現及未來世，不親善友，不隨諸佛所說教戒。如是之

人，名一闡提，諸佛世尊，所不能治。」27乃不信佛法，不畏因果，無有慚

愧，連佛陀都無法教化之人，就像燒焦的種子，即使遇到甘霖大雨，亦無法發

出菩提心芽。此種一闡提人非成佛的法器，亦無法成就佛道。 

    另一種則是大悲闡提，又名菩薩闡提，為菩薩起大悲心，憐憫一切眾生，

願一切眾生皆入涅槃，自身方入涅槃，發願要度盡眾生界的菩薩，而此菩薩常

不入涅槃「以能善知一切諸法本來涅槃，是故不入涅槃，非捨一切善根闡提。

何以故？大慧！彼捨一切善根闡提，若值諸佛善知識等，發菩提心生諸善根，

便證涅槃。」28然而其不入涅槃是因為菩薩了知諸法本自涅槃，非捨一切善根而

不能入涅槃，因而若能值遇諸佛善知識的度化，便能發菩提心證入涅槃，故大

悲闡提的菩薩非不能入涅槃，乃悲憫眾生而不入涅槃。 

   因而地藏菩薩「不成佛，約悲門說，言成佛者，約智門說。」29因其悲心獨

厚六道罪苦眾生，不忍其輪迴受苦而不願成佛，故地藏菩薩「雖在生死煩惱，

不能損我智慧，遮障留難，彌助化道矣。」30乃是依願力受生，圓滿菩提分

法，自在往返生死，早已不斷煩惱成佛道，巧用煩惱不為所縛，而能利益眾

生。 

(三)眾生性空 

    眾生為有情識的生命體，依其業力輪轉於諸趣中，有其一期受報的生命期

限，但此生命體「依於五陰和合而生，故名眾生。」31是假五蘊和合而成，隨因

 

24 《地藏本願經科註》，X21，No. 0384，P. 680a20。  
25 《大般涅槃經》，T12，No.0374，P. 527a29。 
26 《大般涅槃經》，T12，No.0374，P.393b04。 
27 《大般涅槃經》，T12，No.0374，P.391c22。 
28 《大般涅槃經》，T12，No.0374，P. 527b13。 
29 《法華經玄贊要集》，X34，No. 0638，P. 263c19。  
30 《地藏本願經科註》，X21，No. 0384，P. 668a07。 
31 《大乘義章》，T44，No. 1851，P. 595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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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生滅，是暫時的假有存在，其體性非實有，故眾生本自性空。除眾生性空，

龍樹菩薩亦言：「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32世間

一切萬法皆不離緣起，皆賴眾因緣和合而成，隨因緣生滅，故佛陀即曾告訴我

們「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世間萬法皆有生住異滅，現在暫時假

有，終歸幻滅，隨因緣流變，無有常恆不變之相，亦無有我的實體。 

    但此甚深法義，「緣起甚深，緣起的本性寂滅，甚深更甚深，所以體見畢竟

空寂，了達緣起如幻，大不容易」33一般眾生癡迷顛倒，未能透徹此法性空慧，

妄想執著而於六道輪迴不休。然而「地藏菩薩，久遠劫來，能觀諸法畢竟

空……雖知涅槃是無上實法，而不取證，雖知眾生如幻如化，而能起身口意

業，可謂志願弘曠有大悲心，行如是事，甚為希有。」34地藏菩薩雖早已了知諸

法畢竟空寂之真實相，體達眾生、度者、及度化之行皆是性空，因緣有自性空

之生滅相，但因其不捨一眾生的悲心深切，故於涅槃而不取證。 

    故地藏菩薩了悟「通達無我無法真是菩薩……則眾生性空。悟得此理，雖

是終日度生，而實無眾生可度，斯教菩薩雖無我法，不妨稱性起用，而熾然度

生也」35體達眾生性空實無可度，亦知一切眾生本來寂滅更不需滅之理36，能斷

煩惱，無我法二執，了知諸法無所分別，畢竟空寂，因而雖知眾生性空，但能

稱性起用，隨順發起的一念菩提心，方便度化眾生。而《金剛經》亦言：「若菩

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37地藏菩薩若執著實有可度的

無量眾生，則不是為佛所讚歎的大菩薩了，故地藏菩薩所度化可說非實有的惡

道眾生，而是攀緣諸境，造諸惡業的虛妄分別心，不僅是破除相上的執著，亦

是彰顯其無盡的悲願。 

三、地藏菩薩權巧度化 

(一)地藏菩薩果位 

    在《地藏經》中提到「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已來，千倍多於上喻，何況地

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38地藏菩薩自從證得十地果位以來，所度化的眾生

不可計數，何況其在聲聞辟支佛地時所度化的眾生，更是難以計數。從中可知

 

32  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469。 
33  釋印順，《中觀今論》，頁 145。 
34 《地藏本願經科註》，X21，No. 0384，P. 707b10。 
35 《金剛經心印疏》，X25，No. 0505，P. 847b11。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51：「實無眾生得滅度者，總有五義。一眾生性空故無可

滅。二菩薩後得智同體悲，離自身外無別眾生，即無他體，於根本智必先自離我見之相即自無

體，既無自他實無眾生得滅度矣。三一切眾生本來寂滅不更滅故。四順法性法性無念，心若起

念即違法性故。五解法界不度眾生，天親解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以眾生名名即法界，

眾生陰身陰即法界，眾生與佛同一法界豈於此理度眾生哉。」(T36，No.1736，p.0396c18)。 
3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T08，No. 0235，P. 749a05。 
38 《地藏菩薩本願經》，T13，No. 0412，P. 778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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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所度化的眾生無量無邊，也可知其早已是證得十地果位的大菩薩。而

究竟十地菩薩是什麼樣的境界？ 

    《華嚴經•十地品》中詳述十地菩薩境界，「佛子！菩薩摩訶薩從初地乃至

第九地，以如是無量智慧觀察覺了已，善思惟修習，善滿足白法……入如來所

行處，隨順如來寂滅行，常觀察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名為：得一切

種、一切智智受職位。」39菩薩從初地到九地間，不斷積聚種種善根，恆觀眾生

心，思惟諸佛甚深妙法，圓滿白淨法，觀察諸佛十力四無所畏，得受佛灌頂職

位。「菩薩受職亦復如是，諸佛智水灌其頂故，名為：受職；具足如來十種力

故，墮在佛數。」40十地菩薩受職，即是如四大海水般的諸佛智慧灌注於菩薩內

心，因聚足佛十力，將入佛的名位，已入補佛位中，但尚有等覺妙覺兩個果位

未圓滿成就，故與佛廣大圓滿的神通智慧仍有很大差距。  

    十地的菩薩已證得無上智，如實了知眾生無明煩惱的因緣，如實了知諸佛

的微細智慧、諸佛廣大密藏、入劫智慧，七種廣大諸佛智皆能契入。又證得十

種解脫及無量無數三昧、陀羅尼、神通門，有其餘九地菩薩、二乘所不能安、

受、攝、持的諸佛大法明、大法照、大法雨，能於一念頃普遍十方國土，隨眾

生所樂，滅眾生惑業苦。並隨眾生因緣果報，神通任運自如，隨順教化。無量

百千阿僧祇解脫門，皆能於此第十地中得。41因其能安受攝持所有的大法明、法

照、法雨；有厚重的大悲心照護眾生，有如電光般的福德智慧，德無不備，普

照眾生，示現種種化身往返他方國土為眾說法，並能伏諸外道，滅眾生惑障；

故此十地菩薩名為法雲地的菩薩。42 

    另外在《瑜伽師地論》中將菩薩修行的歷程區分為十三住中了解，十地果

位相當於地十二住最上成滿菩薩住的菩薩階位，此住菩薩「一切煩惱習氣隨眠

障礙皆悉永斷入如來住」43對於自身的煩惱障惑皆已斷除，「於菩薩道已到究

竟……或一生所繫，或居最後有，從此住無間即於爾時證覺無上正等菩提，能

作一切佛所作事」44且此住位菩薩菩提資糧已完備，圓滿成就菩薩道，位居菩薩

道的究竟位，是最後身的菩薩，不久將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能作一切佛所作

事，或成最後身的菩薩。 

    故從《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佛陀與好疑問菩薩的問答中：「如是大士，

成就不可思議殊勝功德，已能安住首楞伽摩勝三摩地。善能悟入如來境界，已

得最勝無生法忍，於諸佛法已得自在，已能堪忍一切智位。已能超度一切智

 

3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 0279，P. 205a24。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 0279，P. 206a08。 
41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 0279，P.206b02-c19。 
4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 0279，P. 207a16。 
43 《瑜伽師地論》，T30，No. 1579，P. 562a18。 
44 《瑜伽師地論》，T30，No. 1579，P. 553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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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已能安住師子奮迅幢三摩地。善能登上一切智山，已能摧伏一切邪論。」
45

得知地藏菩薩已得如是殊勝境界，入諸佛智及三摩地中，圓滿種種勝妙功德，

能悟入佛之境界。並於《占察善惡業報經》中對地藏菩薩的描述「此善男子發

心已來，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久已能度薩婆若海，功德滿足。但依

本願自在力故，權巧現化」46地藏菩薩對於一切義理悉皆通達，已證入無法不通

的佛果智慧47，功德圓滿。故可知地藏菩薩非但沒有因為本願，未能度盡眾生，

而不能成就佛果，反而因為發此菩提大願，累積廣大菩提資糧，早已證入佛

智，乃因其依於因地本願的慈悲願力，而往返六道權巧度化眾生，故其非不能

也，乃不捨眾生而為也。 

(二)聲聞身度眾 

    地藏菩薩既已是十地已上的大菩薩，卻常見地藏菩薩於娑婆世界做聲聞

像，在《十輪經》佛陀在佉羅帝耶山說法的會上，「地藏菩薩摩訶薩，與八十、

百、千、那庾多頻跋羅菩薩，以神通力，現聲聞像，從南方來，至佛前住，與

諸眷屬，恭敬頂禮世尊雙足」48地藏菩薩即現聲聞像前往頂禮佛陀。印順導師曾

於其《佛法是救世之光》一書中表示，「以神通力，現聲聞像」此中聲聞是對出

家弟子的稱呼，為地藏法門的特色，在某些淨土中並無小乘法，無聲聞出家

相，皆是大菩薩眾。而釋迦佛於此娑婆穢土現八相成道，出家修成佛果，有其

特殊意義。「威儀、形相與僧相似，穢雜清眾」49出家的僧相是穢土中的清淨解

脫幢相，聲聞眾以乞化、斷欲為生，捨離對財務、男女情慾的貪染，有別於在

穢土為煩惱遮障，不斷爭名奪利，為己私欲造作種種惡業的眾生相，故穢土的

佛法以能勸導眾生，解脫雜染身心的出家眾為重心。50 

    在《大乘義章》卷十中，對三寶名義有詳細解說，「聲聞人中四果四向以為

僧寶，凡夫比丘無德可歸，是以不取。緣覺出世無和合眾，不成僧故，所以不

論。彼論之中住聖菩薩單一無侶，只不成僧，所以不說。佛是佛寶亦非僧故，

所以不論。」51 經文中聲聞被判定為僧寶，為世間良福田，能令受供生福，住

持正法流傳。因而在《十輪經•無依行品》中亦特別教化眾生，即使在末法中

有許多破戒惡行苾蒭，仍應對其生起十種殊勝思惟，不得對其呵罵驅遣，因其

披著袈裟的出家威儀僧相，仍有戒德餘勢，能饒益眾生，見者尚且獲智慧法

 

45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T13，No. 0411，P. 723b08。 
46 《占察善惡業報經》，T17，No. 0839，P. 902a13。 
47 《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梵云薩婆若，此云一切種智，即諸佛究竟圓滿果位之智也，

種謂種類，即無法不通之義也，謂世出世間種種品類，無不了知，故云一切種智。故華嚴如來

名號品中，列佛種種名，於中云，亦名一切義成，一切義成者，即翻梵語悉達多為此言也，謂

於一切義理悉皆通達成就，即是一切種智矣。」(X09，No. 0245，P. 478c21) 。 
48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T 13，No. 0411，P.722b02。 
49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T 13，No. 0411，P.739b06。 
50  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70-72。 
51 《大乘義章》，T44，No. 1851，P. 655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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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何況能聽聞其說法者，而其雖然已非良福田，身壞命終將堕三惡趣中，仍

能利益眾生。52 

    「若有眾生，起於惡心，向諸沙門著染衣人，當知是人，則便惡心，向於

過去諸佛、辟支佛、阿羅漢，向於未來諸佛、辟支佛、阿羅漢，現在諸佛、辟

支佛、阿羅漢。以發惡心向於三世諸賢聖故，便獲無量罪業果報。」53著袈裟染

衣人，所代表的是三世賢聖，是剃除鬚髮，隨佛出家修行，捨離世間愛著，當

獲解脫無漏智者，能為眾生做大救護。故於此末法穢土，眾生不欣淨土、不求

出離的根器中，地藏菩薩常於此現聲聞相，所代表的是了解世間緣起法，深知

因果業報，是能引導眾生走上真正解脫道路，淨化對世間五欲染著的解脫者，

其有別於其他大菩薩，具足大福德威神德力的形相，更貼近末法眾生根性，有

其特殊教化意義。 

四、結語 

    地藏菩薩從因地長遠劫來，即與末法眾生有深厚因緣，一再立誓度盡六道

惡苦眾生方成佛道之大願，或因為救度墮落惡趣之亡母，推及對一切眾生無緣

大慈的擴展，或因欣羨需修百劫相好所得之果報相，皆是其深厚大悲心的顯

現。地藏菩薩如此偏厚惡道眾生的本願，一再緣念剛強難調難伏，因蔓不斷的

罪苦眾生，皆特顯其殊勝於其他菩薩的悲願。 

    然雖眾生未盡不成佛，但因果不離緣起法，乃眾因緣和合所產生的果報，

有其因自然得其果，因果相酬，且因果遍於一切法，通於過去、現在、未來三

時，有其普遍性和必然性，地藏菩薩長遠劫來即不斷累積六度資糧，於五濁惡

世、末法穢土中，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不捨一眾生，其救度眾生出離惡道，

眾生亦成就其菩薩行，故不違因果，自能圓滿其佛道。 

    而此以眾生盡方有成佛之期的誓願，使地藏菩薩似為願力所拘礙，失去成

佛之機，而止於因位，成為大悲闡提之菩薩，然三祇百劫之因行不可空，為酬

因行，而必成就其果德。且一切萬法本自性空，眾生亦假五陰和合而成，無實

有長久不變之相，地藏菩薩體達此甚深諸法實相，了知實無眾生可度，然不捨

妄執貪染娑婆，而輪迴無有出期之眾生，故雖無一眾生可度，不礙其終日度眾

之悲願。 

    地藏菩薩更是偏厚惡道罪苦眾生，善知末法眾生根性，貪染三毒十惡及諸

煩惱雜會的娑婆國土不肯出離，常現聲聞像，以顯出家僧眾以乞食斷欲為生，

斷除對五欲的愛染，能體達緣起法，深知因果業報，嚴持戒律，住持正法，而

修行終至解脫離苦之形象，其相對於汲汲營營於追求名利，不畏因果，視世間

 

52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T 13，No. 0411，P.736c16-737a02。 
53 《賢愚經》，T04，No. 0202，P.438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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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有的眾生相，亦有別於具足廣大福德，高遠不可契及之大菩薩，更貼近眾

生，而能以出家僧相於穢土中隨緣善巧度化，為地藏法門一大特色，亦有其特

殊意義。 

    地藏菩薩從往昔作長者子及光目女時，因救母從而發心立願，此願正從智

起，由悲用生，方能廣度眾生，拔眾生苦，而菩薩更是從大悲發菩提心，菩提

心乃成佛之本，因而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即廣修六度，圓修萬法，圓證三身，而

成就十地果位，圓滿菩提資糧，達菩薩究竟位，將入無上正等菩提，作佛做

事，不離成佛之道。故此以眾生為先，忘卻自身成佛，繫念罪苦眾生的悲願，

為其累積廣大菩提資糧，不僅未因眾生未盡不能成就佛道，更因此殊勝菩薩

行，必成其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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