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爾禪修中心                                                 http://www.dharmazen.org 1

密教簡介— 

地藏王菩薩威德力的認知(之 2) 

       (本篇文章為張玄祥居士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四、閻魔王與閻魔王國 

閻魔 Yama，漢譯音作夜摩，也可讀悉曇音為 yam ma r2ja，焰摩、琰摩、

閻羅、剡魔，意譯作雙、雙世、遮止、靜息、縛、深惡勝業、可怖眾、平等，詳

如下釋。而閻魔王 Yama-rāja，悉曇音讀為 yam ma r2ja，又稱閻羅王、閻王魔、

琰魔王、閻魔羅王、焰魔邏闍、閻摩羅社、琰魔邏闍。略稱閻羅、閻邏、焰羅、

剡王、閻王、死王。為鬼世界之始祖，冥界之總司，地獄之主神。閻魔王譯為下

語義： 

(1) 雙者：謂兄妹共為地獄之王，兄治男事，妹治女事，故又稱雙王。 

(2) 雙世：謂並受苦與樂之意。 

(3) 遮止：謂遮止罪人莫更造惡業之意。 

(4) 靜息：謂罪人依王所示，知己罪而靜息諸罪，即依閻魔王之方便示語，

能令罪者知己之罪，而不更造罪之意。 

(5) 平等：則謂人人業鏡平等，自彰其罪之意。 

閻魔王原為印度吠陀時代之夜摩神（Yama），乃日神（Vivasvat）與娑郎

尤（Saranyu）之子，與其妹閻美（Yamī）為同時出生之神祇，故稱雙王。另據

波斯古經阿凡士塔注（Zend Avesta）載，人類之祖威梵哈梵特（Vīvanhvant）

始作蘇摩酒以祈神，由此功德而得一子，名為伊摩（Yima），此子即是夜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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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此神之起源甚早，然其發達之時代，或在吠陀時代之後期，此神

與水天（Varuna）、祈禱主（Brhaspati）、阿耆尼（Agni）三神有密切關係。 

梨俱吠陀中，亦載有關於此神之讚歌，及此神與其妹閻美之對話，其中，閻

美稱夜摩為「唯一應死者」（eka-martya），且夜摩亦欲死，故願自捨其身，入

於冥界，而為眾生發現冥界之路，是為人類最初之死者，被稱為死者之王。此時

代夜摩之住所，在天上界最遠之處，係一常奏音樂之樂土，有二犬為使者，常徘

徊人間嗅出死者，以導之入冥界。然於阿闥婆吠陀中，則將夜摩之住所轉至下界，

稱為夜摩城（Yama-pura），係專依死者生前行為之記錄而司掌賞罰之神。至史

詩摩訶婆羅多（Mahābhārata）中，亦詳細記述夜摩恐怖之相貌，穿著血紅色衣

服，頭戴王冠，騎水牛，一手持棍棒，一手執索。此時代之夜摩具有兩種性格，

一即所謂之死神，率領諸多使者奪人之生命，故當時稱「死」為往夜摩宮，稱「殺」

為送夜摩宮；另一則為死者之王（Preta-rāja）、法王（Dharma-rāja），住於南

方地下，為祖先世界（Pitr-loka）之支配者。 

後世印度教神話傳說中，則將夜摩視為專為死者靈魂帶來苦惱之恐怖神。此

一夜摩思想被引入佛教後，受上述諸種思想之影響，故夜摩一方面為居於六欲天

中第三位之夜摩天，另一方面則為冥界支配者、人類行為審判者之閻魔王。 

關於閻魔王之攝屬與性質，於諸經論中有諸多異說，可歸類為下列五種： 

(1)地獄趣攝，據長阿含經卷十九地獄品、大樓炭經卷二、瑜伽師地論卷二等

所舉，在閻浮提之南，大金剛山內，有一閻羅王宮，其主名閻羅王，此王雖君臨

地獄界，然亦同其他罪人一樣，於晝夜三時仍須受火熱之苦。 

(2)鬼趣攝，或餓鬼趣攝，據正法念處經卷十七、大毘婆沙論卷一七二、俱舍

論卷十一等所舉，閻魔王為惡鬼（或餓鬼）之主領，號閻魔鬼王，住於閻魔羅界

（餓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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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閻羅王趣，於六十華嚴經卷十一、金光明最勝王經卷六等，將閻羅王界與

地獄、餓鬼、畜生等三惡道並舉，由此推測，此等經論或認為在三惡道之外，另

有一閻羅王界，此三惡道不為閻羅王所攝屬。六十華嚴經卷十一：「如重病人常

被苦痛、恩愛繫縛在生死獄，常不離地獄、餓鬼、畜生、閻羅王處。」 

(4)變化作，據《觀佛三昧海經》卷五、《二十唯識論》等所舉，閻羅王化現

於地獄中，以教誨罪人知其罪業，及所應受之刑罰與獄名。 

(5)菩薩作，據《瑜伽師地論》卷五十八等所舉，菩薩化現為地獄主，以教誨

罪人。又據《大乘大集地藏十輪經》卷一、《大方廣十輪經》卷一等所舉，地藏

菩薩以不可思議之堅固誓願力，化現梵天、自在天、禽獸身、地獄卒身、閻羅王

身等，以濟度一切眾生。 

另就閻魔王之使者（天使）而論，據長阿含經卷十九地獄品、大樓炭經卷二、

起世經卷四等載，閻羅王常遣老、病、死三使者至世間，明示無常之苦，以警惕

世人諸惡莫作，眾善奉行，以免墮於地獄中。又中阿含卷十二天使經、閻羅王五

天使者經中，則以生、老、病、死及治罪為閻羅王之五使者。流傳於民間之「閻

羅王的三封信」故事，即是根據老、病、死三使者之典故改編而來。 

閻魔王之思想經由佛教傳入我國後，與道教之信仰相結合，而益形盛行，遂

衍生出冥界十王、閻羅十殿等說。據預修十王生七經、地藏十王經等載，閻羅王

為冥界十王之第五，本地為地藏菩薩，係於冥途中掌管亡人五七日（即第五個「七

日」）時之冥王。據傳閻王掌管之冥界第五殿，係大海底東北部沃燋石下之叫喚

大地獄，及十六誅心小地獄。亡魂在抵達第五殿前，須先至「望鄉臺」上觀望子

孫在陽間之情形，後才至此殿受審判，此殿閻王鐵面無私，判刑正直嚴厲，加上

十六誅心小地獄專誅世人之橫心、邪心、毒心、怨心、恨心、淫心、妒心、私心

等偏邪不正之心，故押入此殿之亡魂，個個心驚膽顫、面容憂懼，深怕受到剖胸

取心之慘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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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魔王在密教中攝屬於天部，稱為焰摩天，為護世八方天之一，十方護法神

王之一，十二天之一，外部二十天之一。 

 

五、地藏王菩薩與閻魔王國 

《佛說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本述說十王，此處僅要提及第五閻魔王國

諸眾，為何成為地藏菩薩之眷屬，為地藏菩薩所管轄之因緣，看完此段經典後，

就能知道諸閻魔王國諸眾，何以願幫地藏王菩薩，為其悲願度眾生出地獄苦而護

持，若有眾生於生前聞地藏王菩薩名號，地藏王菩薩就會現身加持其人，若能持

「唵 炎摩曳 達羅磨 羅闍耶 薩縛賀」，閻魔法王及其眷屬都當護持，亦能滿足

眾生所願求。 

(前略...) 

《佛說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云：「閻魔王國(自人間地去五百臾善那)

名無佛世界，亦名預 國，亦名閻魔羅國。大城四面周圍銕墻四方開銕門，左右

有檀恭幢上安人頭形人，能見人間如見掌中菴羅之果，右黑闇天女幢，左太山府

君幢。爾時世尊告大眾言，謂諸眾生有同生神魔奴闍耶(同生略語)，左神記惡形

如羅剎，常隨不離，悉記小惡。右神記善形如吉祥，常隨不離，皆錄微善，總名

雙童。亡人先身若福若罪諸業，皆書盡持奏與閻魔法王，其王以簿推問亡人筭計

所作，隨惡隨善而斷分之。復二幢主以人頭所見重奏彼王，次有二院，一名光明

王院，二名善名稱院。光明王院於中殿裏有大鏡臺，懸光明王鏡，名淨頗梨鏡。

昔依無遮因感一大王鏡，閻魔法王向此王鏡鑑自心事，三世諸法，情非情事，皆

悉照然。復圍八方，每方懸業鏡，一切眾生共業增上鏡時，閻魔王同生神簿與人

頭見亡人策髮右繞，令見即於鏡中現前生所作善福惡業、一切諸業，各現形像猶

如對人見面眼耳。爾時同生神從座而起合掌向佛說是偈言。 

 我閻浮如見  今現與業鏡  毫末無差別   質影同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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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亡人驚悸逼心頌曰。 

 前知有業鏡  敢不造罪業  鑑鏡如削身   何此知男女 

爾時，閻魔法王重告大眾，我以閻浮日月所行，正、五、九月長月十齊，殊

向閻浮於人眾同分，為作善福人遣監福監醮使乘飛面白馬，至須臾之頃，見所作

業即還，須臾向我說所見福。為作惡罪人遣通奏通府使至如上，使我今慇懃斷眾

生業，眾生不知恣作惡業墮三惡道，非我無悲心善福。眾生於十齊日受持十戒存

當苦悲，一日至心進念定光佛，八日至心進念藥師瑠璃光如來，十四日至心進念

賢劫千佛，十五日至心進念阿彌陀佛，十八日至心進念地藏菩薩，從旦至食供養

稱名必定不受四惡道苦。二十三日至心進念勢至菩薩，二十四日至心進念觀世音

菩薩，二十八日至心進念毗盧遮那如來，二十九日至心進念藥王菩薩，三十日至

心進念釋迦牟尼佛。 

如是十齊修習一年，能持十戒、能念十尊、能除疫病五病鬼，使得壽百年得

福百秋。命終之後生諸佛國，復能於我及奪魂神名拏吉尼眾，并傳屍鬼名，起死

鬼制呾羅月(正月)、室羅伐拏(五月)、未伽始羅(九月)，於白黑七日至黃昏時，供

養我等所謂香花、金米、銀錢、銀幡、銀弊、仙果二種(石榴棗果)、清茶，正向

北方皆備諸供，一心頂禮至心請念大神呪一百八遍，我閻魔王并諸眷屬哀愍納受

供養已後，錢幡弊等皆是醮之。當爾之時，以本誓力雖著死簿，反著生書，橫死

非命必轉延壽，受持不綺語戒之人必定不受橫死非命，即於佛前說神呪曰。 

唵 炎摩曳 達羅磨 羅闍耶 薩縛賀 

輆(oṃ) 兇(yaṃ) 亙(ma) 份(ye) 痚(dra) 亙(ma) 先(ra) 介(ja) 伏(ya) 渢

(svā) 扣(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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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閻魔法王說根本呪已，告監福使言，若有眾生日日持念一百八遍者，汝

具無量閻魔率不離左右，如守眼睛，若有所求速疾圓滿，若有苦痛與阿伽陀

(akh2d，耗盡、吃光)，若求園林，若願浴池，種種眾願，皆令滿足。爾時監福

使等合掌恭敬進承教勑，退當奉行，隨善惡業定七道報。爾時天尊說是偈言： 

 五七亡人息諍聲 罪人心恨未甘情  策髮仰頭看業鏡 悉知先世事分明 

復說善名稱院，此處殊勝於無佛處別立淨土，金沙滿地，銀玉疊道，四畔築

四寶四門開順，金樹分七珍枝開妙花，每房結微菓，花尋開花長春不散，果尋結

果長秋不落。池開七寶蓮重，青黃赤白汀鳴六種鳥，和宮商角徵羽莊嚴微妙如兜

率天中，殊勝殿安五寶座，即是地藏菩薩入定寶處。四方有座，四大菩薩所座，

所謂破惡趣菩薩、悲旋潤菩薩、金剛笑菩薩、除憂闇菩薩。爾時無佛世界能化導

師悲願金剛地藏菩薩坐中央座，每日晨朝入恒沙定，從定起已，遍十方國住立，

有情室宅門戶淨信念我，開於兩手熈怡微笑現智笑士(亦名金剛笑大菩薩)，聞行

不淨，以左中指針於臆上悲泣，而去現悲旋潤或入地獄，皆令離苦及餘惡趣，遍

入救生，願力自在，日日不怠。 

昔在因地發大願故，我念過去無數劫中，有佛出世號名覺華定自在王佛。彼

佛世尊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佛形像。爾時，我為聖近士女，起大深信供養恭敬。

我知悲母墮在地獄，為救彼苦，七日斷食，一心祈請。於第七日第五更時，室中

空內忽現佛身，而告我言：善哉！善哉！聖近士女，欲得度脫悲母極苦，當發無

上大菩提心，能度三世一切父母，能化無佛世界眾生，能化地獄悲母等類故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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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獄眾生為庫藏故，於未來世堪救極苦，依佛教勑，始發善心。初發無上大

菩提心，同諸佛行願，即救母苦，令得解脫，如彼佛說，我其後發事願立誓頌曰： 

 我若證真後  於地獄代苦  可代不代者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於餓鬼施食   可施不施者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於畜生[齒*齊]噉  可救不救者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於修羅諍苦  可和不和者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於有緣眾生   不入三昧者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畏短命念我  不令得長壽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為病苦念我  不令得除愈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除王難念我   不令得恩赦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離怨賊念我  速疾不遠離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厭貧苦念我  不令豐衣食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求官位念我   不令得高官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於臨終念我  其時不現身  誓不取正覺 

 我若證真後  為六道眾生  隨應所得度   為施甘露法 

 我隨趣分身  於緣熟眾生   以六種名字  應於當當身 

爾時，世尊告乞叉底孽波(Ksitigarbha，地藏菩薩)菩薩言：善哉！善哉！諦

聽，地藏於未來世為緣現身，我當授記六種名字，頌告言： 

 預天賀地藏  左持如意珠  右手說法印  利諸天人眾(第一種名稱) 

 放光王地藏  左手持錫杖   右手與願印  雨雨成五糓(第二種名稱) 

 金剛幢地藏   左持金剛幢  右手施無畏  化修羅靡幡(第三種名稱) 

 金剛悲地藏  左手持錫杖  右手引攝印   利傍生諸界(第四種名稱) 

 金剛寶地藏  左手持寶珠   右手甘露印  施餓鬼飽滿(第五種名稱) 

 金剛願地藏   左持閻魔幢  右手成辨印  入地獄救生(第六種名稱) 

爾時，乞叉底孽波菩薩歡喜踊躍，而起合掌前白佛言：今從空佛聞此授記，

得未曾有。若於未來當堪利益惡趣眾生，不捨此身成大丈夫。爾時，世尊而告我

言：善哉如願！善哉如願！即時動地，即天雨花，忽然變成大丈夫僧，即得大乘

第三果位。爾時，世尊而告我言：今無佛世能化堪忍於未來世，有佛名為釋迦牟

尼佛處忉利天，先知汝來，滅後弟子皆悉付汝，其娑婆國人多好惡，實非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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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見能化。若入地獄授五、八戒，惡趣救生，於此一事，超過恒沙無數菩薩，即

我略說，汝未來世善權方便功德，偈言： 

 若有順母教  皆是地藏身  慇懃化悲母  願力自在故 

 若有念我名  每日稱百返   於四惡趣中  代苦與解脫 

 若有正王臣   為帝釋擁護  若有邪王臣  為閻魔罸之 

 極惡罪人海  無能渡導者  乘地藏願船  必定到彼岸 

爾時空佛說是偈已，忽然變化隱而不現，我大丈夫聞佛記別，即得善現色身

三昧，從其已來，每日入定，利益眾生無時暫怠。 

爾時，大會閻魔王等諸羅剎婆聞乞义底孽婆菩薩宿世因緣，深信因果無量功

德，皆為眷屬，扶助化導於善名處，略說往古本願事竟。 

(中略...) 

爾時，十王諸羅剎婆、冥官、司候，從座而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

我等諸王，或權或實，如實類等，受苦難忍，何離苦宮歸無為家？爾時，世尊告

諸王言：汝等先世見他惡苦，悅為自樂，勸他造惡，聞他善憎，聞有得死，以為

歡樂，貪心惜財，瞋恚失理，如是等眾生得生閻魔國前分，涅槃中如廣說佛性常

住，凡有心盧當具佛性，悉皆當得無上菩提，汝等有心，當知佛性，必定永離三

熱大苦，佛性偈曰： 

 諸行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樂 

我念過去無量劫中，爾時我為雪山童子，始聞此義，永離生死，得涅槃道。

爾時，諸王聞佛偈語，深生歡喜，味甘露膳，即離熱惱，得不退轉。爾時，大眾

聞佛所說，皆大歡喜，皆悉作禮而去涅槃處，還閻魔王國，信受奉行。 

《佛說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節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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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地藏菩薩居於何處 

地藏王菩薩淨土於何處？此娑婆界天上、人間各一處，地藏王菩薩分身無數

億阿僧祇數，有佛處、無佛世界都有祂的分身，故十方界無不有地藏王菩薩所居

處。在中國一談到地藏王菩薩道場，大家都會聯想到九華山，其實地藏王菩薩是

居住於佉羅帝耶山，佉羅帝耶 Kharādīya，此是地藏菩薩之淨土，是接近於須彌

山頂處。佉羅帝耶 Kharādīya 又作佉羅提耶山、佉羅陀山、伽羅陀山，意譯騾林

山。佛陀於此山說《地藏十輪經》，故知此處是為地藏王菩薩之住處。《大乘大集

地藏十輪經》卷第一註，佉羅帝耶山(上羌伽反梵語山名也或譯為騾林山十寶山

之一山，也亦是七金山之一，數接近須彌，高四萬踰繕那，光味仙人居住此山，

習驢脣仙所傳玄象列宿法)。據《慧琳音義》卷十八亦記載，此山為七金山、十

寶山之一，接近須彌，高四萬踰繕那。光味仙人亦居於此，學習驢脣仙所傳之玄

象列宿法。 

而中國九華山凡間地藏王菩薩之淨土，是地藏王菩薩所化生而住的，化身地

藏王菩薩為新羅國王金氏之一族人，名金喬覺和尚，依經典所說，地藏王菩薩是

以聲聞僧而現其菩薩相，是少見的聲聞菩薩相。 

九華山位於安徽青陽縣西南，佔地一百餘平方公里，原名九子山，與山西五

臺、四川峨嵋、浙江普陀合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山有九十九峰，以天臺、蓮華、

天柱、十王等九峰最雄偉。主峰十王峰，海拔一三四二公尺。九華山原名九子山，

係因九子峰而得名。此峰頂有九小峰，狀如嬰兒，回環向背，團聚而戲，故名九

子。唐代李白至此，以九峰聳立如蓮華，更名為九華山。九華山峰巒奇麗，高出

雲表，李白題詩云：「昔在九江上，遙望九華峰，天河掛綠水，綉出九芙蓉。」

唐代劉禹錫讚其「奇峰一見驚魂魄」，宋代王安石譽之為「楚越千萬山，雄奇此

山兼。」山中多溪流、瀑布、怪石、古洞、蒼松、翠竹，山光水色獨特別緻，遍

佈名勝古跡。昔日有騷人墨客來此遊，作詩描述此處風光云：「一蓮峰簇萬花紅，

百里春陰滌曉風，九十蓮華一齊笑，天臺人立寶光中。」其山川之秀，素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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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第一山」之稱。 

此山最早開發於東晉隆安五年（401），杯度禪師在此創建化城寺。據宋高僧

傳卷二十池洲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記載，地藏為新羅國王金氏之一族人，名金喬

覺，喜歡九華山之幽翠，得山神之助，棲止於山。至德（756～757）初年，諸葛

節來此，見地藏修苦行，遂構建禪宇。建中（780～783）初年，張公嚴聞地藏高

風，移舊額，並上章奏請建寺。貞元十九年（803）地藏示寂於此，此金氏地藏

被認為係地藏菩薩之應化，並廣被尊崇。自是九華山乃被認為係地藏菩薩顯聖度

眾之道場、地藏信仰之中心，同時大規模建築寺宇，歷經宋、元、明、清而日益

興盛。鼎盛時期，佛寺達三百餘座，僧眾四千餘人，香煙繚繞，經年不絕，故有

「佛國仙城」之譽。現尚存化城寺、九子寺、 身寶殿、慧居寺等七十八座古剎，

佛像一千五百餘尊，藏有明神宗萬曆年間所頒之聖旨、藏經及其他玉印、法器等

文物一千三百餘件。百歲宮中供有「應身菩薩」無瑕禪師之肉身坐像。九子寺，

建築宏偉，寺左有七布泉，音如鐘鼓不絕，寺右有垂雲澗，聲如環珮合鳴，素稱

「九子聽泉」。無相寺係唐開元初年王季友之故宅，後改建為寺，北宋治平年間

賜「無相寺」之匾額。 

上禪堂，原名景德堂，清康熙年間玉琳國師弟子宗衍擴建，始易今名。旁有

金沙泉，深不盈甌，四時不竭，泉岩上「金沙泉」石刻，傳為李白所書。泉邊有

一金錢樹，為九華山三寶之一，傳為李白酤酒錢所化而成。 

（肉）身寶殿，位於神光嶺，俗稱肉身塔，木質，七級，高十八公尺，每

層佛龕八座，供奉金色地藏像，塔兩側有十王立像供侍。據安徽通志載，新羅國

王近宗金喬覺（地藏）卓錫九華，居於南臺（今神光嶺），唐貞元十年，九十九

歲示寂，兜羅手軟，金鎖骨鳴，顏面如生，佛徒信為地藏菩薩化身，乃建塔紀念。

明神宗賜名「護國肉身寶塔」，今存者，乃清同治年間重建。(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