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嚴經》中菩薩代眾生苦之探究 
 

釋貫孝 

華嚴專宗研究所三年級 

 

內容提要： 

菩薩「代眾生苦」，在大部分的大乘經典中都有記載，這應該說明菩薩發起

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代一切眾生受苦是菩薩道修行者必須經歷的過程，也是

苦難眾生精神的依靠，所以一直以來都受到學佛者及佛教信眾的關注。然而菩薩

如何發起悲心，又是如何觀察眾生，是什麼樣的心行，菩薩在自身尚未出苦的情

況下，卻想要代眾生受苦，這究竟僅是美好的願望，還是真實可以代眾生苦。如

果可以真實代受，又是修行到何種階位才可以實代，又有什麼樣的眾生菩薩不能

代受呢？在《華嚴經》法界實相和圓融無礙的思想中，又是如何解釋的呢？ 

筆者試圖依《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經文為主要依據，並依華嚴祖師的諸部

疏、鈔對「代眾生苦」的議題進行分析、探討。本文大致從三個方面進行。首先

從菩薩代眾生受苦的心行方面，主要以《八十華嚴》為主，兼涉《六十華嚴》及

《四十華嚴》的經文為主要經證，以及法藏的《探玄記》和澄觀的《華嚴經疏》

來分析菩薩如何觀眾生苦，發起何等心行，起何等大願，真實代眾生苦的階位為

何；第二大部分，彙集一些大乘經典有關菩薩代眾生受苦的經文，主要分析菩薩

代眾生苦的對象；第三大部分透過澄觀祖師的疏、鈔，探討菩薩代眾生苦於世人

的疑惑及菩薩代苦的種種因緣，並分析菩薩代眾生苦是否違背因果，及菩薩真實

代眾生受苦的形式及方法，以及分析菩薩代眾生受苦的一些限制和意義，並在圓

教法界實相上的觀點，以期顯示菩薩代眾生受苦的真實義涵。 

關鍵字：華嚴  大悲心  菩薩  代眾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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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菩薩是以悲、智、願、行實踐着菩薩道，以無量劫之久攝化、度脫着眾生，

並成就其佛果菩提。菩薩的種種願行乃至代眾生受苦，在諸多經典中都有詳盡的

描述，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大悲經》、《悲華經》、《獅子月佛

本生經》《大寶積經》、《大智度論》《大乘莊嚴經論》、《入菩薩行論》等等，歷代

祖師大德的著作中也是屢見不鮮。在《悲華經》、《大寶積經》中都記載釋迦世尊

因地如何發願，代眾生受苦，並付諸實踐的大願行。可見發大悲心，代眾生受苦

是菩薩行者必由的心性之路，也因此悲心所住，而精勤修諸佛法，及至福、智雙

圓，成就菩提。 

然而菩薩的大悲心如何生起，是何等心行？又是如何發願，身躬踐行，代哪

類眾生受苦，能夠代受的苦又有哪些，又是否能真實替代？藉由如是種種問題，

筆者想從經典中尋求菩薩代生受苦的證明。 

關於代眾生苦這個議題，在網路上可見一些法師的簡短開示，無非是令大眾

生起信心，還未見深入觸及的；日本學者福原蓮月，在《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中

發表了一篇〈華厳経における救済観〉，在文中提及了《華嚴經探玄記》（下稱

《探玄記》）中有關菩薩代眾生受苦的部分，也只是綱舉目張，沒有深入探討；

台灣壹同女眾佛學院的釋傳法，曾在她的大學畢業論文中寫過這樣的議題，發表

在福嚴會訊的第三十五期中。她是透過《大智度論》以及《大方廣佛華嚴經》

（下稱《華嚴經》）的相關注釋書二者的對比，探討菩薩代眾生苦的真實性。她

認為：首先在《大智度論》中沒有看到菩薩可以真實代眾生受苦，僅是菩薩的一

種願心，是成就佛道有力的意樂；另外就《華嚴經》的注釋書中，其主要依據是

法藏的《探玄記》與澄觀的《普賢行願品疏》（下稱《行願品》）中的六義和七

義，從四個方面探討，認為代眾生苦是可行的，無論從發心，或以己所能但苦自

而利樂眾生，猶未違背自作自受的業果法則。可以說是探討的比較全面，但於華

嚴圓融思想及法界實相覌方面探討的不夠深入。 

筆者就如上問題，參閱眾多大乘經典，然諸部經典中尤以《華嚴經》最為詳

細介紹了菩薩從初發心之始，由緣念眾生苦生起悲心，以苦難眾生為其修行的動

力，於四十二個階位踐行菩薩道，從心行、發願、行持乃至願滿功成，華嚴諸祖

對其都有詳盡的分析。在三個版本的《華嚴經》中，《四十華嚴》是《八十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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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界品》的廣增本，《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在經文上大致相同，在閱讀

上可以作為補充，增進理解。由於《八十華嚴》較為詳盡，故本文以唐譯的八十

卷《華嚴經》為本文論述的根本經典依據，兼涉《六十華嚴》及《四十華嚴》，

以及有關代眾生受苦的大乘經典為理論依據，再以法藏法師的《探玄記》和澄觀

大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下稱《華嚴經疏》）等古大德的相關著述相輔，探

討《華嚴經》中菩薩代眾生受苦的課題，以期對菩薩的修行之路有更清晰的瞭

解，如說修證。 

二、菩薩代眾生受苦的心行 

《四十華嚴·普賢行願品》中說：「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

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1所以菩薩最初發起的即是

以觀眾生苦而趣求正法，生起救度一切苦難眾生的悲心，並將度盡一切眾生體認

為當然的使命與責任。然雖發心如此，但終究福德、智慧猶尚不足，不能真實代

苦，但以緣念眾生之苦，而增自悲心，勤修戒、定、慧，趣求無上菩提。漸至善

根深厚，信心清淨，復發願將所修善根全部迴向眾生及無上菩提。《八十華嚴·十

迴向品》云： 

菩薩摩訶薩以諸佛法而為所緣，起廣大心、不退轉心，無量劫中修集希有

難得心寶，與一切諸佛悉皆平等。菩薩如是觀諸善根，信心清淨，大悲堅

固，以甚深心、歡喜心、清淨心，最勝心、柔軟心、慈悲心、憐愍心、攝

護心、利益心、安樂心，普為眾生真實迴向，非但口言。2 

菩薩歷經無量劫修集菩提心，此處將菩提心比作「心寶」。有此難得「心寶」就

與諸佛平等無二，故菩薩有了如此敬信與力量，當然要付諸於實際行動，生起十

種心，普為眾生真實迴向，非但僅發願口言。然菩薩如何觀察眾生？由於《六十

華嚴》在此處講的比《八十華嚴》詳細，故引用《六十華嚴》的〈十迴向品〉之

第一「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中云：  

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一切眾生，造作無量諸不善業；因是業故，受

無量苦，不見如來，不聞正法，不識淨僧；此諸眾生，具有無量大惡罪

                                                      
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T10,no.293,p.846,a13-15)。 

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5,b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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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受無量無邊楚毒。我當於彼三惡道中，悉代受苦，令得解脫；」3 

菩薩如說而行，即以大智觀察一切眾生皆是造作種種不善而感召苦果，無由得聞

三寶，常在無明中，由罪業深重，受無邊的巨苦，難得出離，於是思維當入於三

惡道中，代受其苦，令其解脫。又說： 

菩薩如是受苦毒時，轉更精勤，不捨、不避、不驚、不怖、不退、不怯，

無有疲厭。何以故？如其所願，決欲荷負一切眾生，令解脫故。4 

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十迴向位的菩薩已能真實代受眾生之苦，但此位的菩薩還未見

到諸法實相，未斷分別我執，故仍有苦樂的感受。菩薩此時雖受苦但由於善根福

德的厚積，智慧的增長，故從感受眾生之苦而悲心轉勝，更加精勤修諸菩薩道。

菩薩因其願力的驅動，才不會以眾生的邪見、愚癡、難可調服、不知報恩、數起

過惡等，而退失菩提心。唯有一心精修佛法，希望早證佛的大勢力，荷擔一切眾

生之苦，令其解脫。 

菩薩常念眾生之苦，心生大悲，然眾生之苦究竟是如何產生，菩薩如何觀察

眾生呢？《八十華嚴》〈十地品〉之初歡喜地中，金剛藏菩薩乘佛神力，為大眾

宣說初地的菩薩如何觀察眾生之苦： 

佛子！此菩薩復作是念：『諸佛正法，如是甚深，如是寂靜，如是寂滅，

如是空，如是無相，如是無願，如是無染，如是無量，如是廣大。而諸凡

夫心墮邪見，無明覆翳，立憍慢高幢，入渴愛網中，行諂誑稠林不能自

出，心與慳嫉相應不捨，恒造諸趣受生因緣，貪、恚、愚癡積集諸業日夜

增長，以忿恨風吹心識火，熾然不息，凡所作業皆顛倒相應，欲流、有

流、無明流、見流，相續起心意識種子，於三界田中復生苦芽。5 

菩薩證入初地，斷除分別我、法二執，見諸法實相，以正見思維諸佛正法，如是

甚深，空、無相等，故愍念凡夫愚癡，墮在邪見、無明中，如長夜黑暗遮住了雙

眼，恒常造作受生諸趣之因，所以輪轉於苦海之流。金剛藏菩薩又云： 

                                                      
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T09,no.278,p.489,b24)。 

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5,c1-4)。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182,b28-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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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名色共生不離，此名色增長，生六處聚落，於中相對生觸，觸故生

受，因受生愛，愛增長故生取，取增長故生有，有生故有生老死憂悲苦

惱。如是眾生生長苦聚，是中皆空，離我、我所，無知、無覺，無作、無

受，如草木石壁，亦如影像；然諸眾生不覺不知。菩薩見諸眾生於如是苦

聚不得出離，是故即生大悲智慧。6 

從上面所講的眾生由於無始以來無明煩惱的遮蔽，造作了無數的善惡業行，才有

了在三界中輪轉的因，所以就有順生死流的十二因緣，而廣聚無量諸苦。眾生妄

想執著認為實有，然諸法的實相是無我和我所的，沒有能做、能知和能受的人，

是虛幻的假像，可是眾生在無明的大夢中，不覺不知。菩薩以此正智觀察眾生，

即生起無盡的大悲心。《十地品》金剛藏菩薩又云： 

復作是念：「此諸眾生我應救拔，置於究竟安樂之處。」是故即生大慈光

明智。7 

菩薩由觀察眾生輪迴於六道中的「十二緣起」正因，而生起大悲，即得到大慈光

明的智慧，由此「大慈光明智」更增勝其悲願力，再次發願：此等無明眾生我應

救拔，使眾生皆得出離生死大苦至究竟安樂。 

菩薩因智、悲的引導，於六度萬行自然精進修持，動力十足。是故可知，菩

薩由正智觀察眾生，而發起如是心，則能圓滿菩提資糧，最終趣證佛果。這也是

菩薩道修證的必要心行。此種心行必定真實，何以見得呢？在《八十華嚴·十迴向

品》的初迴向中，金剛幢菩薩如是說： 

我願保護一切眾生終不棄捨，所言誠實，無有虛妄。何以故？我為救度一

切眾生發菩提心，不為自身求無上道，亦不為求五欲境界及三有中種種樂

故修菩提行。何以故？世間之樂無非是苦。眾魔境界，愚人所貪，諸佛所

訶，一切苦患因之而起；地獄、餓鬼及以畜生、閻羅王處，忿恚鬪訟，更

相毀辱。如是諸惡，皆因貪著五欲所致。耽著五欲，遠離諸佛，障礙生

天，何況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8 

                                                      
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182,c8-11。 

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182,c11-16)。 

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5,c25-p.126,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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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如是觀察諸世間，眾生皆因貪得少欲而受無量諸苦，所以終不為了得虛妄的

五欲之樂，趣求無上菩提，修菩薩行；菩薩唯是為安樂一切眾生，發菩提心修菩

薩道，成滿大願，斷截眾生諸苦羂索，令得解脫，是故所發之心終無虛妄。 

總之，菩薩代眾生苦的悲心，是初發心時緣眾生苦而生起悲心的極致。至十

迴向位時，由菩提心的堅固、善根的厚積可以真實代眾生受苦，但也會隨緣隨

份，畢竟沒有斷除我、法二執煩惱，還有障礙；至初地時方證得我、法二空，於

平等境界中代眾生之苦亦無分別也；至八地無分別功用現起，由本大願悲心，不

代而代；至究竟圓滿的佛位，性起不待緣而度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眾生。 

菩薩在修習每一階位時，都以正智觀察，眾生由於無明重業障覆，若無有外

力的加持、解負，眾生會始終處於惑、業、苦的無盡循環中無法自拔。菩薩觀察

眾生如是實相，複加增勝悲心，以此悲心做行菩薩道的動力源，真實代受眾生之

苦，使其業障減少，心智清明，眾生方能接受菩薩的教化，而趨向解脫。 

三、佛、菩薩為何等眾生代受苦惱 

菩薩發了無上的菩提之心，從最初的信位成就開始，就努力實踐著菩薩苦

行，如《金光明最勝王經》中記載：佛為阿難陀講，佛於昔時曾作王子，與大王

及二王子出遊，見一母虎餓至將死，恐其食子，心生悲念，自從高處墜落至餓虎

前，以身飼虎。佛講完此事，復告阿難陀： 

我於昔時雖具煩惱貪、瞋、癡等，能於地獄、餓鬼、傍生五趣之中，隨緣

救濟，令得出離。何況今時煩惱都盡，無復餘習，號天人師，具一切智，

而不能為一一眾生經於多劫在地獄中及於餘處代受眾苦，令出生死煩惱輪

迴！9 

菩薩在還未斷貪、嗔、癡的時候，就能以堅定的信念，同體的悲心實踐著菩薩的

苦行，僅為一畜道眾生的饑餓都能捨身，何況諸佛已然成就佛道，為救度眾生出

離生死輪迴，又怎能不一一代其受苦呢？ 

                                                      
9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 10〈26 捨身品〉，(CBETA,T16,no.665,p.453,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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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地獄眾生 

諸苦難中，地獄為最，故諸佛、菩薩無不發願入於阿鼻地獄之中，代受諸

苦。《悲華經》中寂意菩薩云：「世尊！若我善根成就，得己利者，我之所有佈

施、持戒，多聞思惟悉當成就，以是果報皆為地獄一切眾生，」10菩薩正是以大

悲大願，要拔濟眾生於最苦難之所，而菩薩所修一切亦是「不為自身求安樂，但

願眾生得離苦」。菩薩又是如何去做的呢？ 

若有眾生墮阿鼻地獄，以是善根，當拔濟之，令生人中，聞佛說法即得開

解，成阿羅漢，速入涅槃。11 

菩薩摩訶薩以自身所修種種善根，拔濟墮地獄的苦難眾生，然後為其演說佛法

令其開解，證得四果羅漢，永離生死苦患。又說; 

是諸眾生若業報未盡，我當捨壽，入阿鼻獄，代受苦惱。願令我身數如一

佛世界微塵，一一身如須彌山等，是一一身覺諸苦樂，如我今身所覺苦

樂，一一身受如一佛世界微塵數等，種種重惡苦惱之報，如今一佛世界微

塵等，十方諸佛世界所有眾生，作五逆惡，起不善業，乃至當墮阿鼻地

獄，若後過如一佛世界微塵等大劫，十方諸佛世界微塵數等所有眾生，作

五逆惡，起不善業，當墮阿鼻地獄者，我當為是一切眾生，於阿鼻地獄代

受諸苦，令不墮地獄，值遇諸佛諮受妙法，出於生死，入涅槃城。我今要

當代是眾生，久久常處阿鼻地獄。12 

若有眾生罪惡深重，以我善根未能拔濟者，我也當捨壽，入地獄中代其受苦。於

一眾生，一生乃至無量生悉皆代苦救度，而十方法界的眾生如微塵數之多，我亦

化身微塵數於地獄之中，感受每一身種種重惡苦惱之報。如是乃至無量劫，亦當

不違此願，久處地獄，代受諸苦，無有懈怠。 

在《大寶積經》中，佛對目連說： 

我本於眾生有如是大悲，有如是大願，所有眾生於阿鼻大地獄受諸苦惱：

                                                      
10
《悲華經》卷 7〈4 諸菩薩本授記品〉，(CBETA,T03,no.157,p.212,c16-18)。 

11
《悲華經》卷 7〈諸菩薩本授記品〉，(CBETA,T03,no.157,p.212,c18-p.213,a5)。 

12
《悲華經》卷 7〈諸菩薩本授記品〉，(CBETA,T03,no.157,p.212,c18-p.21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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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繩大地獄、僧伽陀地獄、活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炙地獄、大

炙地獄，我常代此眾生，受諸大地獄中苦，乃至罪畢，受諸苦時心無憂

悔。13 

菩薩代受眾生之苦，非有為其受苦之心，而是懷著同體之念，故無有憂愁與懊

悔。代眾生受地獄之苦的菩薩，最有名的要屬地藏王菩薩，在《地藏菩薩本願

經》裡有詳細的記載，地藏菩薩曾多世發大誓願： 

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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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是諸願不可勝數，是故地藏菩薩於一切眾生結下不解之緣，盡未來際普救眾

生。 

（二）為人及諸趣眾生 

菩薩在地獄中拔濟眾生，令其投生人道，再行化度。然眾生業報未盡，雖可

投生做人，但還有種種業果，菩薩亦不離不棄。 

若有如一佛世界微塵數等，十方世界所有眾生成就惡業，必當受報，生於

人中，聾盲、瘖瘂、無手、無腳、心亂失念、食噉不淨，我亦當代如是眾

生受於諸罪。16 

投生為人後，又有種種的障難，難以聽聞佛法。菩薩見此盲聾、喑啞、癲狂失念

的眾生亦當久久發大悲心，代受其苦。還有「如生死眾生所受陰、界、諸入，畜

生、餓鬼、貧窮、夜叉、拘辦、茶毘、舍遮、阿修羅、迦樓羅等，皆亦如是。」

17如是於生死中流轉的眾生由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逼迫之苦，或是生於畜

道、餓鬼道、修羅道等諸惡道眾生所受之苦，皆是隨業流轉，屬業繫苦，而正是

                                                      
13
《大寶積經》卷 79〈6 大悲品〉，(CBETA,T11,no.310,p.450,c10-18)。 

14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 1〈1 忉利天宮神通品〉，(CBETA,T13,no.412,p.779,a25-26)。 

15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 1〈4 閻浮眾生業感品〉，(CBETA,T13,no.412,p.781,a20-23)。 

16
《悲華經》卷 7〈諸菩薩本授記品〉，(CBETA,T03,no.157,p.213,a10-14)。 

17
《悲華經》卷 7〈諸菩薩本授記品〉，(CBETA,T03,no.157,p.213,a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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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眾生的邪見無智的愚癡，喪諸善法，才導致造作種種惡業，在種種趣中受無

量諸苦。故菩薩為諸眾生真正承辦生死大事，即是要救眾生迷四諦之苦。如是種

種，菩薩不言放棄。換言之，但凡是眾生受苦受難之處，都是菩薩行菩薩道代眾

生受苦難之所。 

四、菩薩云何能代眾生受苦 

                                                      
18
《華嚴經探玄記》卷 7〈21 金剛幢菩薩迴向品〉，(CBETA,T35,no.1733,p.245,c29)。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9,b11)。 

20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CBETA,X05,no.227,p.195,b8)。 

《華嚴經探玄記》、《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華嚴經行願品疏》代苦之義對照表 

四

種 

《華嚴經探玄記》1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19 《行願品疏》20 

六義 七義 七義 

 

 

唯

意

樂 

菩薩代眾生苦，通論有六義：

一、謂以苦事自要增其願行故。

《瑜伽》第四十九云：問：菩薩

從勝解行地隨入淨勝意樂地時，

云何超過諸惡趣等？答：是諸菩

薩依止世間清淨靜慮。於勝解行

地己善積集菩提資糧。……由是

因緣為利惡趣諸有情故誓居惡趣

如己舍宅。作是誓言：我若唯住

如是處所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

能忍受為除一切有情苦故，一切

通論代苦有其七義：一、以苦自要增

悲念故。《瑜伽》四十九問云：菩薩

從勝解行地，隨入淨勝意樂地時，云

何超過諸惡趣等?……意云：謂菩薩

於世間清淨靜慮，已善積資糧於多苦

有情修習哀愍，無餘思惟，由此修習

故，得哀愍意樂及悲意樂。為利惡趣

有情誓處惡趣，如己舍宅。設住惡趣

能證菩提，亦能忍受，為除物苦願身

代受，令彼惡業永不現行，一切善業

常得現行。由此悲願力故，一切惡趣

一、起悲意樂，自

超凡境，事未必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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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諸惡趣業，以淨意樂悉願自

身代彼，領受苦異熟果。為令畢

竟一切惡業永不現行，一切善業

常現行，故心發正願。…… 

諸煩惱品所有麁重，於自所依皆得除

遣，得入初地。釋曰：約此但有悲願

意樂，身不能代，由悲決定自獲勝

益。 

 

 

為

緣 

二、約菩薩留惑、同事，受有苦

身，同苦眾生為其說法，令聞法

免苦，故名代也。 

二、約菩薩本為利生，求法苦行已，

名為代，後能為物為增上緣，亦名代

受。 

二、修諸苦行，後

能與物為增上緣，

即名代苦。 

三、約菩薩留惑、同事，受有苦身，

為生說法，令不造苦因，因亡果喪，

亦名代受。 

三、留惑潤生，受

有苦身，為物說

法，令不造惡，因

亡果喪，即名為

代。 

 

真 

實 

代

受 

三、設有眾生而欲造作無間等

業，菩薩化止，不從，遂斷其

命，由斷彼命菩薩自受惡趣苦報

令彼得免無間大苦，此亦名代。

此依梁《攝論》第十一辨也。 

四、設有眾生欲造無間等業，菩薩化

止，不從，遂斷其命，菩薩自受惡趣

苦報，令彼得免無間大苦，名為代

受。此依梁《攝論》第十一說。涅槃

仙預國王，亦同此義，非唯意樂而

已。 

四、若見眾生造無

間業，當受大苦，

無異方便，要須斷

命，自墮地獄，令

彼脫苦，即名為

代。 

四、由菩薩從初正願為生受苦，

修習此願至究竟位，願成自在。

常處惡趣救代眾生。如地藏菩薩

等及莊嚴王菩薩等。 

五、由菩薩初修正願為生受苦，至究

竟位願成自在，常在惡趣救代眾生。

如地藏菩薩及現莊嚴王等，乃至饑世

身為大魚，皆其類也。或以光明照

觸，或神力冥加，其事非一。 

五、由初發心，常

處惡趣，乃至飢

世，身為大魚，即

名為代。 

實

相

理

觀 

五、由菩薩此願契同真如，彼眾

生苦亦緣成無性即是真如，以同

如之願還潛至即真之苦，依此融

通亦名代也。此約同體願力。 

六、由菩薩此願契同真如，彼眾生苦

即同如性，以同如之願，還潛至即真

之苦，依此融通亦名代也。 

六、大願與苦，皆

同真性，今以即真

大願，潛至即真之

苦。 

六、由普賢以法界為身一切眾生

皆是法界，即眾生受苦常是普賢

故名代。 

七、由普賢以法界為身，一切眾生皆

是法界，即眾生受苦常是菩薩，故名

為代。 

七、法界為身，自

他無異，眾生受

苦，即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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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果報是佛法最基本的法則，若違背了因果即非佛法。佛法處處在說自業

所招，自心所變，可是在大乘經典中記載有如此多的佛、菩薩發願代一切眾生受

苦，這是否違背因果法則？而菩薩又云何能代呢？法藏的《探玄記》，澄觀的

《華嚴經疏》、《行願品疏》中對此都有分析，例舉下表以探： 

 

 

由上所例三個版本關於雲何能代眾生苦的分析，僅小有不同，唯在第二點為緣

上，《探玄記》缺少為眾生作增上緣的一分，大致總結六義、七義為四個方向： 

（一）唯意樂 

此是菩薩的意樂，即大悲願心。菩薩緣眾生之苦，發起悲心願意代受，然自

身處在凡夫境地，在事上未必能代。雖然如此，但也並非毫無意義，因為這樣緣

念眾生之苦，能夠增上菩提廣集資糧，伏斷我執，增勝菩薩悲願。《瑜伽師地

論》說：菩薩在十迴向圓滿要進入初地之時，善積資糧於多苦有情，修習哀湣，

無間斷思維眾苦，由此修習，而得哀湣意樂及悲意樂，發願為利惡趣有情，誓代

受苦，長處惡趣。又云： 

由是因緣，為利惡趣諸有情故，誓居惡趣如己舍宅，作是誓言：我若唯住

如是處所，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能忍受。為除一切有情苦故，一切有情

諸惡趣業，以淨意樂，悉願自身代彼領受苦異熟果，為令畢竟一切惡業永

不現行，一切善業常現行，故心發正願。21 

菩薩將惡趣視如己舍宅，凡能除有情之苦和能證菩提，一切悉能忍受，由是而生

起淨意樂。 

（二）為緣 

即為令眾生離苦之緣。菩薩發菩提心僅為二事，一、為求取無上菩提，二、

為度一切眾生。是故菩薩所行之苦行，皆為能令眾生離苦之緣。 

                                                      

21
《瑜伽師地論》卷 49〈3 地品〉，(CBETA,T30,no.1579,p.565,a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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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菩薩本願所行 

菩薩為究竟利益眾生，求得正法，不惜自身，修諸苦行。謂得法之後能為一

切眾生做增上緣，此亦稱為代受。玄奘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云： 

我於過去修菩薩行，精勤求證無上智時，或為求請依聲聞乘所說正法，下

至一頌，乃至棄捨自身手、足、血、肉、皮、骨、頭、目、髓、腦，或為

求請依獨覺乘所說正法下至一頌，乃至棄捨自身手、足、血、肉、皮、

骨、頭、目、髓、腦，或為求請依於大乘所說正法下至一頌，乃至棄捨自

身手、足、血、肉、皮、骨、頭、目、髓、腦，如是勤苦，於三乘中下至

求得一頌法已，深生歡喜恭敬受持，如說修行時無暫廢，經無量劫修行一

切難行苦行，乃證究竟無上智果。22 

菩薩為求聲聞、緣覺、大乘之法，乃至一偈頌，都能棄捨內外身所有，如此勤苦

的求請正法，正是對法的極度尊重。因為有正法才能脫離苦海，度脫無量眾生。

菩薩雖為求法而捨身，卻可成就自他二利，如是苦行為增上緣。故亦可稱為代受

諸苦。 

2、眾生聞法趣修，因亡果喪 

眾生因為愚癡無知，不見三寶、不聞正法，故輪迴於苦海之中。澄觀大師

說： 

菩薩留惑同事，受有苦身，為生說法，令不造苦因，因亡果喪，亦名代

受。23 

菩薩為度化有情，乃其大悲願力所驅使，對自己所擁有之見思惑、塵沙惑、無明

惑並不會排行第一順位先淨斷，而以四生六道眾生生死輪迴之苦最優先考量而度

化之，邊修邊度眾生，其斷惑之心非如二乘之積極，既以眾生為先為重，故留惑

為轉生六道資本。於眾生同事，受苦樂之身。此亦稱為「伏習潤生」，指八地菩

薩。為眾生演說正法，眾生聽聞正法，如理思維，精進修行，入正定聚，截斷惡

因，果自不會生起。所以三祖法藏在《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普代眾生受苦

                                                      
22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 6〈4 有依行品〉，(CBETA,T13,no.411,p.751,b20-c1)。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9,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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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云： 

謂修諸行法，不為自身，但欲廣利群生，冤親平等，普令斷惡，備修萬

行，速證菩提。又菩薩大悲大願以身為質，於三惡趣救贖一切受苦眾生，

要令得樂，盡未來際，心無退屈，不於眾生希望毛髮報恩之心。24 

因菩薩發起大悲大願，以能感苦、樂受的五蘊身進入三惡趣，於眾生同生共處，

救贖一切有情離苦得樂，菩薩於無量長劫如是救度而心無退屈，因發的是與眾生

同體之心，如同左手助右手，豈能希求報恩。 

（三）真實代受 

菩薩真實代眾生受苦有大方便，不拘任何形式及場所，或善或惡，但為利益

眾生，於三惡道中化身無數，唯為拯濟群萌。 

1、菩薩殺生代苦 

設有眾生欲造無間等業，菩薩化止不從，遂斷其命，菩薩自受惡趣苦報，

令彼得免無間大苦，名為代受。25 

菩薩殺眾生，實為截斷眾生造惡之因，犧牲己身代其受諸苦果。《大方廣佛華嚴

經隨疏演義鈔》中舉涅槃仙預國王為度化一婆羅門的故事。國王其時以智觀察，

沒有其它方便唯有斷絕其命才可令其得度，故殺之。婆羅門「命終之後生阿鼻地

獄，即有三念：一者自念我從何處而來生此？即便自知從人道中來；二者自念我

今所生為是何所？即便自知是阿鼻地獄；三者自念乘何業緣而來生此？即便自知

我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為國王所殺而來生此，念是事已，即於大乘方等

經典，生信敬心，尋時命終生甘露鼓如來世界，於彼壽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

是義故，我昔為與是人十劫壽命云何名殺。」26 

《大方便佛報恩經》中有一故事：無畏王如來正法之時，有一婆羅門子，為

阻止賊子和五百同伴免造惡業，而殺賊子，自身墮入地獄，令眾生得安樂。27世

                                                      

24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卷 1，(CBETA,T45,no.1876,p.639,a12-26)。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9,a22)。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7〈25 十迴向品〉，(CBETA,T36,no.1736,p.368,b13-28)。 

27
參考《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卷 1：在無畏王如來正法之時，有一婆羅門子聰明黠慧，受持五戒，

護持正法。婆羅門子緣事他行，遠至他國，與五百人同伴而行，在中途至危險處，有五百群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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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菩薩《攝大乘論釋》云： 

若菩薩由如此方便勝智，行殺生等十事，無染濁過失，生無量福德，速得

無上菩提勝果。28 

以上皆是說明菩薩為使眾生不造無間惡業，故殺眾生，令其免造地獄之苦。因菩

薩發心不為殺生而為救度眾生，故心無染著，雖因殺業墮入地獄，終不受其苦，

反積攢無量的福德，速得無上菩提勝果，這是甚深的方便道。 

上述是殺眾生身代受其苦，亦有菩薩捨自身代眾生苦。如《六度集經·殺身濟

賈人經》中記載：菩薩往昔行菩薩道時，為令五百商人免於海中沉船之難，自殺

身命獻祭海神，以此真誠度化無量眾生。29 

諸如此類感人的菩薩奉獻事跡，舉不勝舉。總之，但凡於眾生有利，菩薩捨

身赴死，樂此不疲，毫無怨言，以自身之苦，換取眾生安樂。 

2、常在惡趣救代眾生 

大悲心是菩薩從初始發心緣念眾生而得生起，進而發起菩提心，悲心增勝，

直至成等正覺。悲心恒存，不用自用，菩薩願力成熟，故而惡趣眾生不盡，菩薩

                                                      

住其中，欲劫行伴。爾時賊主密遣一人，往觀探查，應時欲發。賊中復有一人，於婆羅門子相識

親善，故來告語，令其逃離，免受傷損。時婆羅門子聞是語已，傷心哽咽，欲告語伴，恐同伴害

賊主所遣之人，由此沒三惡道受無量苦，若不語同伴，賊當加害於同伴，賊墮三惡道，受無量

苦。「作是念已：『我當設大方便，利益眾生，不自為己。三惡道苦，是我所宜。』思惟是已，即

便持刀斷此賊命，使諸同伴安隱無為。」爾時同伴齊聲驚問，「你是勝人，是純善之人，為何殺

人，作此大惡？」婆羅門子胡跪合掌，心生慙愧述說此事，言為護彼等及諸賊故，殺此人，而我

罪報，甘受地獄。諸伴感動，舉聲大哭，為報婆羅門子之恩，即發無上菩提心。五百諸賊聞此婆

羅門子是純善勝人，為阻止此事而殺生甘受地獄苦報，亦為之感動，同發無上菩提之心。故《瑜

伽戒品》云：「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

復欲造多無間業，見是事已，起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命，當墮地獄，如其不斷彼命，無間業

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於那落迦，終不令其人受無間苦。」(CBETA,T40,no.1813,p.612,a7-

16)。 
28
《攝大乘論釋》卷 11〈6 釋依戒學勝相品〉，(CBETA,T31,no.1595,p.233,c8-10)。 

29
參考《六度集經》卷 6：菩薩往昔行菩薩道時，與五百商人共入大海中採寶，經過數月之後，所

採獲的寶物已充盈滿船。眾人欲將載滿眾寶的船隻，駛向本土的途中，不幸遇到風浪，由於波濤

洶湧，雷電交加，令眾商人心生佈畏而仰天求哀。菩薩為救五百商人，心生一計，引刀自絕生

命，欲殺身濟眾，以祭海神。此一舉動不但止息了海神的怒吼號濤，眾商人也由於船隻被大浪沖

上岸而得救。眾人抱著菩薩屍體，仰天號哭，以真誠的態度說：「斯必菩薩，非凡庸之徒……寧令

吾等命殞於茲，無喪上德之士矣。」由於言詞至誠懇切而感動諸天，帝釋天子目睹菩薩為救度眾

生，誓求佛道的弘慈行徑，從天上下，為眾人說：「斯至德菩薩將為聖雄，今自活之。」以天神藥

灌入菩薩口中，待其甦醒，以舟中寶物更勝千倍，贈予菩薩。菩薩還至本土後，「賙窮濟之，惠逮

眾生。敷宣佛經，開化愚冥。」(CBETA,T03,no.152,p.3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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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薩即常在諸惡趣中愍念守護，救代眾生。 

由菩薩初修正願，為生受苦，至究竟位，願成自在，常在惡趣救代眾生。30 

究竟位是指佛位，常在惡趣救代眾生苦如地藏菩薩，地藏菩薩本可早成佛，但因

願力所致，不捨眾生，故常在地獄救代眾生。在《地藏十輪經》中廣說地藏菩薩

入種種禪定拔除眾生的痛苦，賜與眾生安樂。現莊嚴王菩薩等，以及佛往昔於饑

世發願身為大魚，存命忍痛，以身肉救濟眾生數月，皆其類也。 

菩薩救代眾生的方式，「或以光明照觸，或神力冥加，其事非一。」如

《方廣大莊嚴經》云： 

菩薩欲往菩提樹時，放大光明，遍照無邊無量世界，地獄眾生皆得離苦，

餓鬼眾生皆得飽滿，畜生眾生慈心相向，諸根不具眾生皆得具足，病苦眾

生皆得痊愈，怖畏眾生皆得安樂，獄囚眾生皆得釋然，貧窮眾生皆得財

寶，煩惱眾生皆得解脫，飢渴眾生皆得飲食，懷孕眾生皆得免難，羸瘦眾

生皆得充健。31 

《大方等大集經》云： 

以虛空藏菩薩神力故，於上空中雨如是等妙法及財，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

眾生，得無量不可思議快樂，所願具足。有患苦眾生，蒙藥除愈；孤窮眾

生，得無量珍寶；繫閉眾生，得開悟解脫；諸根不具者，悉得具足；應被

刑戮者，空中雨諸化人而代受之；親愛久別，悉得歡會；被憂煎眾生，悉

得無憂；墮三塗眾生，蒙光觸身，除一切苦身心快樂。32 

如上所引，即可感知菩薩的無盡大悲。是故諸佛菩薩無始以來從未捨棄一眾生，

平等普濟，攝化一切有情。 

（四）實相理觀  

以諸法實相來講，眾生之苦與菩薩的悲願，皆是如如之一真法性，即同是一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9,b13-14)。 

31
《方廣大莊嚴經》卷 8〈19 詣菩提場品〉，(CBETA,T03,no.187,p.586,a1-8)。 

32
《大方等大集經》卷 16，(CBETA,T13,no.397,p.110,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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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性，又如何不能互相融通，代眾生受苦呢？ 

1、由菩薩願契同真如 

彼眾生苦即同如性，以同如之願，還潛至即真之苦，依此融通，亦名代

也。33 

此是澄觀大師就實相上來解釋。華嚴思想的理觀是普容無礙的，由法界緣起的真

空實相觀；至理如事、事如理，事含理事的理事無礙觀；最終至全事即理，舉事

法即具理事，非於事外求理或理外求事，而是全理即事，事如理遍融的普容無礙

觀。此如水與波之喻，水喻真如理體，波喻緣起諸事相。離波浪無水，離水無波

浪，水與波浪固然無礙 ，而水和水，波浪和波浪，並皆無礙。此即是圓教的普

容無礙觀。菩薩的大願和眾生所受之苦都是緣起的假相，沒有自性。佛菩薩證得

人空、法空的平等性，所以能以慈悲拔苦與樂。大菩薩所發大願與眾生所受之苦

皆是一真法性，故以即真性之大願潛入到即真性的痛苦，使痛苦融入法界，事理

遍融，所以稱為代受。 

2、一切眾生皆是普賢法界 

佛、菩薩以法界為身，證得自他平等無異，一切眾生皆是普賢法界。眾生受

苦即是佛、菩薩受苦，故能消除諸苦，所以稱為代眾生受苦。《起信論》云：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維摩詰居士亦說：「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

滅，則我病滅。」34又言如是之疾，是何原因呢？「菩薩病者，以大悲起。」35 

綜上，在實代中菩薩設大方便殺欲造作惡業，或只有斷其命根才能令其解脫

的眾生，而代其受地獄之果報；亦可殺自身而救度感化一切眾生，以及佛與現莊

嚴王菩薩等，發願於饑世身為大魚，救濟眾生。此等皆是以己所能，但苦自以救

護眾生，並未違背自作自受的因果。再者，菩薩因悲願力故，長處於地獄中，以

入種種禪定拔除眾生之苦，而救代的方式亦以光明照觸或神力冥加等種種不同，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9,b13-14)。 

34
《維摩詰所說經》卷 2〈5 文殊師利問疾品〉：「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

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

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

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

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CBETA,T14,no.475,p.544,b20-28)。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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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救代方式由實相理觀，可以試著分析：菩薩在三昧實相之中，觀菩薩之願與

眾生之苦，性同真如，故融通無礙；佛、菩薩以其無盡的善根及功德力加持眾

生，待眾生減輕業力時，菩薩再以法施令眾生本具的智慧顯露，眾生依之勤修淨

業，以止觀力住於實相，使業果無能現形，待其自身功德善根增厚時，業果即使

顯現，也會以實相理觀，而能堪忍。這也僅是延緩業報而並非改變因果，還須眾

生自身的努力方能解脫。如佛已成就佛道，但還有馬麥36之類的果報也。 

如經中所說菩薩即發下大願，不捨一眾生，為何還是有眾生常在苦中，又是

有什麼樣的眾生菩薩代不了他的苦呢？關於這個問題澄觀大師說有三種密義，菩

薩不代眾生苦： 

一、有緣無緣故，與菩薩有緣則可代也；二、業有定、不定故。不定者可

代；三、若受苦有益菩薩令受，方能究竟得離苦故。如父母教子付嚴師令

治，如是密益，非凡小所知。37 

當知佛法講緣，佛尚有三種不能38，眾生要與菩薩有緣方可代也；菩薩度化世

間，亦不能脫離因果，所以眾生定業，佛、菩薩也無法轉，故不能代也；眾生在

逆境當中，可能會對生命的意義進行反思，從苦難當中昇華，得以醒悟，再遇緣

發起菩提心，究竟得離苦。如父母愛護子女，望其成才，故將子付於嚴師教導。

如是密益，並非無智者與小心量者能了解。所以眾生若受苦有益，菩薩會令受不

代也。 

五、結論 

綜上所述，代一切眾生受苦，是菩薩從初發心時即發的大願，雖初時只能以

觀眾生苦而增自悲心，不能真實代眾生受苦，然正是這種悲心的推動，菩薩勤修

戒、定、慧與四攝、十度、萬行，漸增長福德、善根與智慧資糧，待到觀自善根

                                                      
36
參考《佛說興起行經》卷 2：佛陀曾受到三個月只能接受馬麥的果報，因此說了過去世曾因嫉

妒，對毘婆葉如來說「此髠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由此因緣與當時同聲

附和的五百弟子，即現在的五百比丘同處地獄輾轉輪迴了幾千年，今雖已成佛也得受食三月馬

麥之果報。(CBETA,T04,no.197,p.172,a12-13) 
3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9,b24-28)。 

38
佛三不能者：一、不能滅定業也。二、不能度無緣也。三、不能盡眾生界也。《傳燈錄·元珪傳》

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

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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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厚，坚固菩提心（即等同佛心）的淨信後，復將所修善根迴向於眾生，並思維

真實代受眾生之苦。是故菩薩修行至初迴向位時，由菩提心的堅固、善根的厚積

就可為眾生真實代受諸苦，並不是純意樂，但也會隨緣隨份，畢竟沒有斷除我、

法二執煩惱，還有障礙；至初地時方證得我、法二空，於平等境界中代眾生之苦

亦無分別也；至八地無分別功用現起，由本大願悲心，不代而代；至究竟圓滿的

佛位，性起不待緣而度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眾生。菩薩代受諸苦的對象是九法界的

眾生，但尤以最苦的地獄眾生及最佳修行法器的人道眾生為主要救代的對象。 

然而佛、菩薩代受眾生苦，亦是不會違背因果法則的。首先為了令眾生不造

惡業，菩薩殺生，自入地獄代受其苦，皆是以己所能，但苦自以救護眾生；再者

菩薩修「至究竟位，願成自在，常在惡趣救代眾生」，這是成就佛位，本願成就

自在，即於法界實相中隨緣赴感，彌周法界。此於上述真實代受及以實相理觀

中，可以證明：從理上說：以真如實相觀，菩薩之願與眾生之苦性同真如，故融

通無礙。以事理相融，故可救拔眾生，乃至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從事相上講：眾生在受到光明照觸或神力冥加時，業力減輕，佛、菩薩再為其說

法，眾生依之修持，以止觀力住於實相，使業果無能現形，待其自身功德善根增

厚時，業果即使顯現，也會以實相理觀，而能堪忍。這也僅是延緩業報而並非改

變因果。然無論菩薩的大願是如何，若眾生和佛、菩薩沒有結過緣或從未種過善

根或還有定業存在，佛菩薩也無能為力，無法解救。 

菩薩的悲心從始至終貫穿著整個菩薩道。若無悲心，何為菩薩？反過來說菩

薩若無眾生何處發心，遑論成佛。是故十方諸佛，自初發心直至成佛，無不悲智

雙運，由智照知，生、佛體同，聖、凡無二，理性平等。是以眾生，是諸佛心中

的眾生，眾生之苦，等如諸佛之苦。所以十方如來，無不以大悲心為自體。又因

湣念眾生苦是迷失真性，進而激發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希求佛的大智

大慧，大慈大悲，徹底拔除眾生之苦，與眾生之樂，所以興慈運悲，恒思救濟。

廣修四攝、十度、萬行，積極饒益眾生，故能於利他的行為中成就自利的功德，

當二利究竟，福慧具足時，便可以成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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