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藏經》與菩薩道

雙和中和三 羅恒源(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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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講《地藏經》的時機？

佛陀講完《法華經》，入涅槃之前，

「在忉利天為母說法」三個月。

以「五時說法」而言，

應屬「法華涅槃時」



《地藏經》見聞利益品 第十二

為何菩薩行者要修學《地藏經》？

欲修無上菩提者 乃至出離三界苦

是人既發大悲心 先當瞻禮大士像

一切諸願速成就 永無業障能遮止



⚫ 1962年10月，普明寺落成，「靜思」參加開光典

禮誦《地藏經》。
⚫ 「他豁然想起-那寺，曾出現在夢中！…夢境距今

整整十年，十五歲的錦雲與廿五歲的『靜思』，
在此時空相會。」

⚫「我和花蓮有緣，這應該是我棲身的地方！」
⚫「我的緣在這裡，我要在這裡出家、在這裡修行！」

上人與地藏菩薩有緣-落腳花蓮普明寺

《靜思》P254-255



與慈濟因緣深厚的

普明寺



⚫ 1962年「靜思」與修道法師

到花蓮「國姓公廟」講經還願(三晚)，

⚫「修道法師從地藏菩薩行孝講起，

再由「靜思」接續講因果故事。」

上人出家前就助講《地藏經》

《靜思》P257



⚫「1963年冬日，修參師移單到花蓮市區的慈善

院。…借住在柴房，開始宣講《地藏經》。」

宣講《地藏經》，慈善院首開法筵

照片取自網路

《靜思》P320



「地藏菩薩連地獄都要去了，為甚麼我不敢走入

人間呢？」

「我要幫助地藏菩薩，守在地獄門-也就是人間。
把佛法推入人間，讓人人能守五戒、行十善。懂
得反省，及時止惡，就不會造墮入地獄之因。」

講《地藏經》，體悟地藏菩薩精神

《靜思》P322



1963慈善寺講《地藏經》結善緣2’40’’

1963年上人到慈善寺講地藏經結善緣2'40''.mp4


上人講《地藏經》接引的前五位出家弟子

1.德慈師父(呂阿月)

2.德昭師父(達慧師)

3.德融師父(劉秀蓮)

4.德恩師父(施秀梅)

5.德仰師父(謝寶祝)

《靜思》P331

早期跟隨上人出家的弟子



上人再次宣講《地藏經》

1981年，為報親恩、師長恩、佛恩、為蓋花蓮慈
濟醫院祈福，於結夏安居時期講《地藏經》，後
結集為《佛門大孝地藏經》(2003年)及《地藏經講

述》(2019年)。



1.闡孝道-佛門大孝經

2.明因果-詳述因緣果報

3.行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唯願世尊，不以為慮。

《地藏經》的主軸：



1. 忉利天宮神通品-長者子發願與婆羅門女救母

2. 分身集會品
3. 觀眾生業緣品
4. 閻浮眾生業感品-兩個國王、光目女救母

5. 地獄名號品
6. 如來讚歎品
7. 利益存亡品
8. 閻羅王眾讚歎品

地藏經的內容

9. 稱佛名號品
10.校量布施功德緣品
11.地神護法品
12.見聞利益品
13.囑累人天品



行菩薩道要入群處眾，

入群處眾會遇到種種問題，很多問題，
在《地藏經》中都已有了答案！

行菩薩道的寶典
也是必修課



1.地藏菩薩是「管陰」的嗎？
2.為何《地藏經》可以解冤釋結？

3.禮拜《地藏經》病痛不藥而癒 -陳足師姊
的故事
4.另一種「化療」？

5.親人在世沒吃素，往生能拜素的嗎？
6.光目女救母的啟示-齋戒茹素與菩薩招生

目 錄



7. 甚麼是「做七」？如何「做七」？

8. 臨終關懷要提醒甚麼？

9. 為何要稱念佛號？為何要助念？

10.布施功德與菩薩招生-一善破千災的見證

11.布施盡孝機會與「照步來」

12.殺業的因緣果報-姚綿師姊

目 錄



一、地藏菩薩是「管陰」的嗎？

「地藏地藏，記吾今日在忉利天中，於百千萬
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部，
大會之中，再以人天諸眾生等，未出三界，在
火宅中者，付囑於汝。」

如來託孤，猶如金冊顧命

囑累人天品第十三



地藏菩薩是要教育、救度、接引

「未出三界，在火宅中」的所有六道眾生，

不是只掌管陰間的神而已。

如來付囑，地藏菩薩承擔使命

「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懃付囑。」

分身集會品第二



地藏菩薩是「管陰」的嗎？

「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懃付囑。令娑婆
世界，至彌勒出世已來眾生，悉使解脫，永
離諸苦，遇佛授記。」

「地藏地藏，記吾今日在忉利天中，於百千萬
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
部，大會之中，再以人天諸眾生等，未出三
界，在火宅中者，付囑於汝。」



地藏菩薩就是眾生的老師、褓姆、救度者，與眾
生結下無量善緣，所以《地藏經》特別容易解冤
釋結(和事佬)，也容易接引人(無形中的好感)。

現在未來天人眾，吾今慇懃付囑汝

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墮在諸惡趣
囑累人天品第十三

二、為何《地藏經》可以解冤釋結？



吾觀地藏威神力 恒河沙劫說難盡
見聞利益品第十二

「世尊，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
地神護法品第十一



2011年6月，中和陳足師姊深夜來電：
1.我兩星期無法睡覺了，全身都痛。
2.好想死掉算了！

• 請她與先生來我家
• 教她懺悔業障、禮拜《地藏經》一字一拜
• 買回經架、拜墊後就想睡覺了
• 拜四天之後就正常睡覺了

三、禮拜《地藏經》，病痛不藥而癒



⚫不敢停止拜經，因為當時的病痛
太可怕了。

⚫2011-2016年間共禮拜八部《地
藏經》，每部約18000字。

⚫目前三天誦一部《地藏經》

(每天一卷)。

虔誠禮拜《地藏經》，精進不退



四、如何｢化療」？

⚫ ｢化」學藥劑的治｢療」

⚫ ｢化」解仇恨的治｢療」



如何化解仇恨？

•懺悔業障

•持戒律、吃長素、念佛、誦經

•發好願-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行善積德，功德迴向



五、親人在世沒吃素，往生能拜素的嗎？

1.極樂世界是沒有肉食的。

2.陰間、陽間是不一樣的，環境不一樣了。例如人進了監獄，
沒有自由了。

3.就是因為在世沒吃素，惡緣太多，所以往生後要趕快積功累
德，快快補救-「念念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利救拔。」

4.親人轉世投胎重要，還是討好朋友、做面子重要？

5.陽間受苦有人幫忙，陰間無人能救，必須靠功德迴向才行。

6.金剛心陀羅尼經說：「若是日殺三牲，奉親祀祖，皆與父母
加增罪業，是大不孝。」



六、光目女救母的啟示-慈悅師姊發願茹素

慈悅師姊吃素因緣3’19’’

10慈悅師姊談吃素因緣3'19''.mp4


為何茹素這麼困難？

一、不夠用心

二、心不甘、情不願

三、以為有在做善事

四、考驗還沒到…



上人的棒喝！

你的業為何那麼重？

別人要吃素很簡單，

你為甚麼這麼困難？



哪些慈濟人最該吃素？

1. 資深委員、慈誠

2. 合和互協幹部－自身不淨，無以服人；肉食業
力大、障礙多

3. 功能幹事－以身作則，

4. 精進組－用「好口氣」送往迎來

5. 環保志工－身心清淨、保護地球

6. 要做上人的好弟子，想生生世世跟隨上人的人

慈濟人都該吃素才是

慈懷柔腸



若不發心、佛也難救

1.我們愛上人的心，難道不如一塊肉、一客牛排、
一支雞腿嗎？

2.貼身而不貼心，讓上人煩惱，是大不孝！

3.要用「好口氣」供養 上人。(肉食者氣味不好)

4.第一代弟子要持齋戒，立下好典範。

5.用身體力行，祈求 上人長久住世！



光目女救母的啟示-菩薩招生

1.光目女為救母親先做哪些事？
⚫設齋供養羅漢
⚫至誠念佛
⚫即捨所愛，尋畫佛像而供養之
⚫復以恭敬心、悲泣瞻禮

2.念佛、布施、供養的功德只救到一半：母親生為
下賤之人，十三歲之後還是會再墮落惡道。

光目女
救母

file:///F:/生活化的地藏經/1-3光目救母.mp4


3.光目女發大願、度眾生，身體力行，才助
母親究竟解脫，直到成佛。

光目女的大願：

時間：卻後百千萬億劫
空間：應(所)有世界

人間：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
心量：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



父母長輩病重，只有探視或哭泣，沒有

「積極作為」，不敢發願，終究無濟於事。

⚫ 發願做慈濟委員、慈誠，就是效法光
目女精神的具體作法。

4.要當光目女，不是光看女或光哭女



離苦得樂的方法-給台中秀珠師姊的建議

⚫斷惡修善-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1.斷惡：從吃素開始

2.修善：發願做慈濟委員

學習地藏發大願
效法觀音行慈悲



⚫「七七日內，廣造眾善。」

⚫有分兒子七、女兒七、孫子七…嗎？

⚫什麼是「死七」、「活七」？

七、什麼是「做七」？

上人開示：平老太太長輩生前做活七2'23''

平老太太長輩生前做活七2'23''.mp4


「是命終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內，念念

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力救拔。
過是日後，隨業受報。」(利益存亡品第七)

無毒答曰：「此是閻浮提造惡眾生，新死

之者，經四十九日後，無人繼嗣，為作功
德，救拔苦難，生時又無善因。當據本業
所感地獄，自然先渡此海。」(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



如何給自己「做七」？

⚫做七：好事善事，每周做七天。

⚫自己做善事，就是自己「做活七」！



中陰身（又叫中有身）

⚫人死之後，還沒有去投胎轉生，叫做「中陰身」。

⚫極善、極惡之人，不經中陰身直接投生。

⚫業未定者受中陰身，每七天死、生一次。

⚫最多經過七次(七七)，即49天。

⚫49天之後隨業受報(投生)

⚫為亡者「做七」，應該為他造福，不是為他哭。

《地藏經講述》
第一冊P448-451



八、臨終關懷要提醒甚麼？

1. 莫貪戀盲從：「是閻浮提行善之人，臨命終時，亦有

百千惡道鬼神，或變作父母，乃至諸眷屬，引接亡人，令

落惡道，何況本造惡者。」

2. 懺悔消業障

3. 虔誠發好願：請家屬一起發願祝福、切莫殺生

4. 請一心念佛



臨命終時的救度方法：

1.宜為設福，以資前路

2.七七日內，廣造眾善

3.臨終之日，慎勿殺害

利益存亡品第七



九、為何要稱念佛號？為何要助念？

地藏菩薩教方便法門：

•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為
未來眾生演利益事，於生死中，得大利益，唯
願世尊聽我說之。」

•佛告地藏菩薩：「汝今欲興慈悲，救拔一切罪
苦六道眾生，演不思議事，今正是時，唯當速
說，吾即涅槃。」

稱佛名號品第九



稱念佛名 滅無量罪

•「世尊，現在未來一切眾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

但念得一佛名號，功德無量，何況多名。」

•「若有臨命終人，家中眷屬，乃至一人，為是病人高
聲念一佛名，是命終人，除五無間罪，餘業報等悉得
銷滅。是五無間罪，雖至極重，動經億劫，了不得出，
承斯臨命終時，他人為其稱念佛名，於是罪中，亦漸
銷滅。何況眾生自稱自念，獲福無量，滅無量罪。」

稱佛名號品第九



「世尊，如是閻浮提男子女人臨命終時，神識
惛昧，不辨善惡，乃至眼耳更無見聞。是諸
眷屬，當須設大供養，轉讀尊經，念佛菩薩
名號。如是善緣，能令亡者離諸惡道，諸魔
鬼神悉皆退散。」

念佛菩薩名號，諸魔鬼神悉皆退散

閻羅王眾讚歎品第八



念佛的意義？

• 念佛 佛念 (佛的念頭)
•淨心第一，利他為上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慈悲喜捨，誠正信實…

將凡夫的念頭，轉為佛菩薩的念頭，
以佛心為己心，念念覺悟。



十、布施功德與菩薩招生

「若遇最下貧窮，乃至癃殘瘖啞，聾癡無目，
如是種種不完具者。

是大國王等欲布施時，若能具大慈悲、下心
含笑，親手遍布施，或使人施，軟言慰喻，
是國王等所獲福利，如布施百恆河沙佛功德
之利。」



10-1 慈濟國際賑災之原則

1.直接-親手遍布施

2.重點-具大慈悲(入重災區)

3.尊重-下心含笑

4.務實-或使人施，軟言慰喻

5.及時-

6.不談政治、不刻意傳教



10-2 一善破千災的見證

2008年10月在嘉義老家分

享地藏經與慈濟竹筒歲月



阿里山鐵路

一善破千災、小錢行大善



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茄冬仔
2008.10.11



把握因緣辦愛灑-分享地藏經



大家聽得很入神，介紹慈濟竹筒精神



87歲六嬸婆先響應



每人都領了一個竹筒



六嬸婆從來沒有過的笑容



總共募到3813元



2009年莫拉克風災時，全台灣十大降雨
地區，有三個在老家附近，但幸無災害！



後山都沒有土石流



一善破千災、捨一得萬報



陪邱熒格師姊到台大醫院探視她兒子許X洋
20180821

10-3 布施一個盡孝的機會

邱熒格師姊



•載邱師姊去探望她兒子

•泡紅茶，用保溫壺帶去

•先請許X洋喝一杯：「我好久沒有喝茶了」

•問：你要給媽媽奉一杯茶嗎？

•一杯茶，媽媽就心滿意足了。

•三天後，許X洋病逝。

「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
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觀眾生業緣品第三 )



10-4 邱熒格師姊照步來
第一次來上讀書會( 2014.10.30)

一切唯心造



到關渡園區親自問 上人：「我這種身形，
可以穿慈濟制服嗎？」

上人說：「可以，但要『照步來』！」

20141203

20141203



培訓課程-照步來！到三重上課 (左)

到板橋精進日(右)



向鄰居募款幫助
非洲水患災民

2019.4.5

邱師姊捐出3箱肥
皂義賣募愛心

2019.04.01

募心募愛



菩薩招生

鼓勵環保志工
參加慈誠見習

接引呂春桃(右)、呂春菊姊妹已授證



參與靜思堂福田日
出坡拔草、擦窗戶

承擔勤務



颱風過後，不請自來協助清掃校園
20160928



不怕日曬協助油漆作業

2017.8.19-25



於台北慈院新人營分享，學

員深受感動，全體起立鼓掌。
2018.09.8

難行能行感恩心影片2’22’’

邱熒格師姊影片2'22''.mp4


轉怨憎會為感恩祝福
得到真正的輕安自在！

邱師姊放下埋怨

「接引陪伴」 就是大布施



《地藏經》是行菩薩道的寶典

是圓滿菩薩行的基礎

也是大乘佛法的必修課目



十一、殺業的因緣果報
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

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

姚綿 師姊



有緣來學地藏經

感恩上人的德行

教咱盡孝道

教咱因果明

教咱為佛教為眾生

曲：安平追想曲

修行的腳步不通停(台語)

曲：安平追想曲



信心要堅定 步步向前行

修行的腳步不通停

為著世間可憐的眾生

啊…修行的腳步不通停



感恩與祝福

羅本吾 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