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二之〈意地〉

我們繼續講〈意地〉，〈意地〉我們已經講到所謂意識的殊勝相方面有十五門，

第十四與十五門就是有關死與生的問題，在死、生問題之中有分「內分」與「外

分」，「內分」就是講我們的生命體，「外分」就是講「器世界」，講外在的世界，

這樣「內分」我們上一課已經剛講完了，這一課我們看看「外分」的方面。

就是你們的第四頁，卷二的第四頁，因為「外分」是世界，是一個物質的世界或

者自然的世界，所以它就不是叫做「生死」，而是另一個名稱，叫做成與壞，即是他

的形成與那個破壞，第一個部分就是先講它的那個成與壞的大體的情況，「明成壞由

眾生（的）業」。這就是佛教的一般概念，都是無論我們的生命或者是世界都是與我

們的業力有關，是「業」作為增上緣，令到這個世界呈現成為這樣的樣子，所以它的

標題就是講眾生的業了。「如是略說內分死、生已」。這是總結前面的那一段，已經

講了我們的生命體的死生的情況。「云何外分若壞、若成」？至於「外分」即是說我

們身體以外的世界，它是如何「壞」與「成」？其情況就是怎樣的？這樣就借這個問

題去帶起了。「謂由諸有情所作」，「所作」就是指我們的「業」，「能感成、

壞」，那些那樣的行為，「業」就是行為的意思，由我們的行為而感這些「成、壞」

的狀況。「若有能感壞業現前」，如果我們現在的業力成熟，是感到這個世界是壞的

時候，就會出現這些狀況，「爾時便有外壞緣起」，令得那個外在的世界壞滅的條件

就開始生起了，「由彼外分皆悉散壞」，當它完全是摧毀的時候，「非如內分」，

「內分」即是我們的生命體，「由壽量盡」，「壽量盡」即是我們的壽命完結的時

候，我們這個生命體就是會毀滅了。

但是「外分」就不是這樣的，不是「壽量盡」，而是我們感外界的壞緣，當它成

熟出現的時候，這就會感召這種散壞的情況。「何以故？由一切外分所有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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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麤色」即是粗顯的物質，是為「四大所成」，四大種所成，很多物質元素所形成，

「恒相續住」，持續地這樣存在下去，「非如內分」。「內分」就會隨著我們的生命

個體的完結，他就會走向壞滅的，但「外分」就不是，它是由很多的「四大」組成，

然後「恒相續住」。「又感成器世間業」，「成」就是形成這個世界的那些「業」，

那些業，「此業決定能引劫住」，如果當他的世界的「業」、感世界「成」的「業」

是出現的時候，當這個「業」出現的時候，它會決定，「決定」即是一定會能引這個

「劫住」，「不增、不減」。這樣即是它一定有個過程了，就是有「成」的時候它就

一定有這個「住」，然後才出現那個「壞」，最後就是「空」。如此類推如果循環來

講，就是又再成、住、壞、空這樣去。

所以如果既然我們是有一個業力去感它「成」的時候，就不會「成」著「成」著

消失的，而是跟著一定會有「住」，有住的時候就必然是怎樣？趨向「壞」，不過問

題是到底有幾長或者多久。「不增、不減」，即是這個模式、這個過程都是會這樣循

著這個方式這樣延續下去，或者是一路繼續循環的，這一種我們叫做眾生共業所感，

大家的業力共同感召到這樣的情形。「若有情數，時無決定。」「有情數」即是我們

的眾生的各種生命的形式，他的壽限是無決定的，壽量可能是長或者短，視乎是哪一

類的生命體。「所以者何？由彼造作種種業故，」由於不同的業，這個種種的不同

業，這是指一些不共的業，不共業就是感他自身的情形，共業就是感共同的存在的世

界，不共業就是「或過一劫，或復減少，」長就可以一劫那樣長，或者很短暫，「乃

至一歲」，可能生命只有「一歲」那麼短促。

這個就是眾生的不共業。共業就很長，共業可以維持很長。接下來再講第二部分

就講「三災劫壞處所」，即是當世間是走向到壞那邊，壞滅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所謂

「三災」的，「一者火災，能壞世間」，火災由哪裏開始？「從無間獄」，由無間地

獄，因為無間地獄據說就是世界的最底層，然後一路去到「梵世」，梵世即是初禪

天，初禪叫做「梵世」。因為佛教以三千大千世界作一個單位，大約近似我們現在講

的太陽系差不多上下，一個太陽，一個月亮，然後組成一個整體的所謂世界，所以由

地獄一路到初禪，就是那個三千大千世界的那個領域。二禪就不包括在內的，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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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

所以如果它是火災的時候，就大約是由世間一路燒到去梵世，即是初禪，就不會

去到二禪的。至於如果出現水災的狀況，就洪水滔天的時候，就「能壞一切，乃至第

二靜慮。」這個「第二靜慮」就是指第二禪天，即是水災會去影響到第二禪的那個世

界的。然後再嚴重一些就是所謂「風災」，風災的破壞力更大，「能壞一切，乃至第

三靜慮」。即是第三禪天，至於「第四靜慮」即是第四禪，就「無災能壞」，就沒有

前面的那些火災、水災或者風災，那些是不能夠達到第四禪天的境界的。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修到第四禪，就不怕這些什麼水災風災這些東西，因為「無

災能壞」，但是二禪或者三禪都可能會影響生存的條件的，「由彼諸天（之）身」，

即是指第四禪天的那些天界的眾生，他的生命「與宮殿（是）俱生俱沒故」，即是他

所住的世界與他的生命是一起的。總之這個世界出現在那裡的時候，就有宮殿一起跟

隨著他了，所以沒有東西能夠破壞他的外在世界，因此說「更無能壞因緣法故」。

「能壞」就是能壞這個宮殿，存在的世界，「復有三災之頂，」這個就是大概講那個

壞的災劫出現一些什麼東西。但是這些災劫就有它的限度的，所以就叫做「復有三災

之頂」。就是「謂第二靜慮」，如果第二靜慮作為它的極限，這個就是指那個火災。

「第三靜慮」作為頂是什麼頂？就是「水災」的頂，第四靜慮就是作為「風災」的

頂，「風災」不會達到的，不會去到的。

這樣大概就知道，如果是壞的時候就是哪幾種災，而且去到極限是去到哪裏的？

然後C的部分就是去到「壞、空、成、住」了，由此世界「二十中劫」是處於「壞」

的過程，然後「二十中劫壞已空，」當它摧毀之後就處於一種「空」，「空無」的狀

況了。再有「二十中劫」就在一個「住」的時候，「成已住」；即是它形成了之後就

是所謂「住」了，這個世界維持下去，是「二十中劫」。「如是八十中劫，（就）假

立為一（個）大劫數」。這樣即是說，我們現在每個是「二十中劫」來講，加上這個

就是四個，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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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二十中劫」就是八十個「中劫」，就等於一個「大劫」，所以我們說「一

大劫」是很長的時間，是世界的「成、住、壞、空」的過程。然後才謂之一大劫，因

為這個「劫」不是災劫，這個「劫」就不是「災劫」的意思，是一個時間的單位。然

後再「辨梵世壽量有三」方面。「又梵世間」，「梵世間」即是初禪天，初禪天的壽

量是一劫，「此最後壞，亦最初成」。「最後壞，最初成」就是當它成的時候，就出

現這個「梵世」，然後就一路延續到最後壞，這個世界到最後的階段的時候，這裏就

是一路維持到這裡，至於這個空劫就沒有了，「梵世」都沒有了，「最初成」，最先

就是「梵世」出現的，然後就到最後，最後走也是「梵世」。

「當知此劫異相建立，」「異相」即是不同的狀況，要建立這個「梵世」的情

況，就是因為初禪的「梵世」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我們稱為「梵眾天」，就是初

禪的一般的民眾，這些是色界初禪天的人，「二十中劫合為一劫」的，「即依此劫施

設（他的）壽量。」即是說一般生在初禪的人，他大概都有「二十中劫」那麼長的壽

命，而這個「梵前益天」，「益天」有一個饒益的意思，饒益什麼？輔助這個大梵

天，就譬如幫祂管理這些初禪的各方面的事務，大概就是那些輔臣左右，幫助管理那

些初禪的臣子，一般我們叫做「梵輔天」，這裡就叫做「梵前益天」，大概我們現在

管治方面的那些官員，「梵益天」或者是「梵輔天」，他們就長命一些的，就有「四

十中劫」，這些是施設他們的壽量了，建立它們的壽量，另外就是整個初禪的總管，

就主管住這個初禪的就是大梵天。印度人就相信，大梵天就是一個造物主，主管我們

這個世界，主宰這個世界的，創造這個世界的。這個就是大梵天了。「六十中劫合為

一劫，（所以）即依此劫施設壽量。」

大梵天，我們剛才說最初的這個世界成就是梵先出現的，這個梵最初出現就是大

梵天，最後就是當這個壞的時候，什麼都不存在的時候，大梵天就是最後那個。所以

合起來就有「六十中劫」那麼長，所以最長壽就是這個大梵天了。由我們欲界去到初

禪天，祂就整整「六十中劫」作為祂的壽命，如此中間就少了什麼？少了「空劫」的

「二十中劫」了。然後我們再看看「住劫、壞劫、空劫」的情況。「別辨」即是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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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釋。首先就是「廣辨」，「廣辨」即是詳細去分析，什麼是火災呢？「云何火災

能壞世間」？首先我們要知道「二十住劫」的情況。即是說，我們未知火災的情況之

前，我們要大概了解一下「住劫」是怎樣？

「住劫中一增一減」的情況，「謂有如是時」，於某一個時刻，「世間有情

（的）壽量無限」，這樣講是世間成的時候，最初那些眾生在這個世界出現的時候，

他們的壽量是無限的，即是很長壽的，「從此漸減，」後來壽命就慢慢地減少了。

「乃至壽量經八萬歲」。一路減，減到八萬歲，即是八萬年那樣，八萬年在我們現在

的觀念多不多？都還是很多，但是相比最初卻是壽量無限，非常之長壽，後來慢慢減

到八萬歲，這一種我們就叫做「減劫」，「住劫」分兩個，一個是減的，即是有無限

歲數一路減、減、減，減到八萬歲，去到八萬歲的時候，大約「彼復受行不善法

故」，壽命的減少，主要是因為「行不善」導致到他的壽命短促，所以「壽量轉減，

乃至十歲。」由八萬歲一路減到最後只有十歲那麼少，這一種我們就叫做「減劫」。

剩下十歲的時候，「彼復獲得厭離之心，」厭離之前所做的那些不好的行為，所以再

次「受行善法」，又再行善，「由此因緣，壽量漸增，」再增的時候就由十歲再回到

八萬那裡，所以這一面就叫做「增劫」。「住劫」中有減有增。

當然我們現在看，覺得很奇怪，如此有趣，由無量歲去到十歲那麼少，我們暫時

先聽著，因為這些我們很難去檢證，大約他們印度人都是流傳這種講法，我們知道一

下他們是怎樣想的。至於實際是否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太過追究這些了。「如是壽量一

減一增，合成一中劫。」一個「中劫」就包括了這樣的增減。至於「減劫」會出現什

麼情況？又是「明三災」、「三災」造成的衰損。首先就有「小三災」的出現，剛才

講的那個就是大三災，還有小三災。「又此中劫復有三種小災出現，謂儉、病、

刀。」「儉」就是講饑僅的劫，飢荒的時候，「病」就是指疾疫流行的時候，一般有

時叫做「疫病劫」，「刀」就只指戰亂的時候，所以叫做「刀兵劫」。這個時候這些

劫就叫做災難了。

「儉災者：所謂人壽三十歲時，」即是一路減、減、減，大約減到三十歲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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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還未去到最低的十歲，三十歲，這裡是指平均壽命三十歲左右，「方始建立」。

「建立」什麼？建立這個「儉災」，「當爾之時，精妙飲食不可復得，」當人壽去到

如此之短的時候，當時那些很美妙、美味的飲食是不能夠再獲得的，「唯煎煮朽骨，

共為讌會。」當他們大宴親朋的時候，他們大家是煮那些已經腐朽了的骨頭，那時就

已經叫做已經是很好的宴會來了，就不是等於我們現在有很多美味的食品，我們就叫

做宴會，大宴親朋的時候，但是那時候他們的宴會是只是吃骨頭而已。「若遇得一粒

稻、麥、粟、稗等子」，「子」即種子，即是那些能夠長養成為食物的東西，這些種

子，「重若末尼」，即它珍貴的程度就如珠寶那樣。「末尼」即是寶珠，同時其珍重

的程度是「藏置箱篋而守護之」。即是說很小心地將它放在一個箱內保護住它，就好

像我們現在珍貴的珠寶、鑽石，就擺在保險箱裏面那樣，他們大概就是這樣。

那時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就不是那些金銀珠寶，「彼諸有情多無氣勢」，由於當

時是饑饉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沒有足夠的糧食，所以他們的身體是很虛弱的，沒有氣

力，並且很容易「蹎僵在地，不復能起。」即走路時走著、走著就就跌倒在地下，跌

倒在地下之後，他們就沒有能力再起來，「不復能起」。那時都很慘，是嗎？「由此

飢儉，有情之類亡沒殆盡。」那時由於飢荒，故很多眾生都死亡了。「此之儉災經七

年七月七日七夜，方乃得過。」大概時限就是七年左右，飢荒才能夠度過。「彼諸有

情，復共聚集，」經過這些經歷之後，他們就起一個所謂「下厭離」，「下厭離」即

是下品的厭離心，「厭離」這個世間，因為這個世間很苦。是嗎？

「由此因緣，壽不退減，儉災遂息。」由這個「下厭離」開始就不做太多的惡

業，慢慢地他們亦都因此而壽命不再退減，這個飢荒亦都漸漸停息了。這是饑饉劫的

情況。佛經就講，如果我們想避免這種飢荒的災劫，平時最好就多些做布施，如果曾

經是布施過給眾生一搏之食，因為印度是一搏一搏的食物，總之你曾經布施過眾生的

食物，你都應該不會生在饑饉劫的時候的，這個就是他的因緣了。另外就是「病災」

了。就是疾疫的情況。「又若人壽二十歲時，」剛才是講到三十歲，現在講到二十

歲，又再低一些的時候，「本起厭患，今乃退捨。」何解三十歲又去到二十歲呢？通

常也是，之前厭患的惡業，現在又再做了，這樣謂之叫做「退捨」，那時候又引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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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業報了，「爾時多有疫氣」，「疫氣」即是傳染病、流行病等等，「障癘」是指那

些山林之間的毒氣蒸發出來的時候，那些人就是這樣感染到那些病的。

「災橫、熱惱，相續而生。」即是天氣的變幻等等的情況。「彼諸有情遇此諸

病，多悉殞沒。」大部分人都因此而身亡了，「如是病災經七月七日七夜，方乃得

過。」要經過幾個月時間。「彼諸有情，復共聚集，」又因為有這些經歷慘痛的經

歷，所以就起了「中（品）厭離」，飢荒劫的時候是下品的厭離，現在就是中品的厭

離，即是他們的厭離心又再強了一些。「由此因緣，壽量無減，（故）病災乃息。」

「刀災劫」是這樣，「又人壽十歲時」，即是最短的時候，最短去到十歲，「本起厭

患，（又是）今還退捨。」本來厭患的惡不善法業，現在又「退捨」，於是又開始作

惡，「爾時有情展轉相見」，即眾生互相見面的時候，「各起猛利殺害之心」。互相

仇視，互相殘害，「由此因緣，隨執草、木及以瓦、石」，隨便撿到一些東西，順手

拿著一些東西都可以成為「最極銳利刀劍」，「更相殘害，死喪略盡」。應該是一些

大屠殺，大殘殺的情況，「如是刀災極經七日，方乃得過」。

這個也是傷亡很嚴重，如果人壽去到這個時候（十歲）就是最厲害了，亦都意味

著那個惡業是很嚴重，所以會感到這些情況，如果再跌下去就變成沒有了，人類就不

再存在了，所以那個極限大概都是十歲左右，平均壽命是十歲。這樣就再「明三衰

損」了。前面的就是小三災，再現在是「三衰損」，「爾時有情，復有三種最極衰

損」，即是損害他的不好的東西，例如是「謂壽量（的）衰損，依止（的）衰損

（與）資具衰損」。「壽量衰損」的方面就是講壽命了，壽命最多就是去到十歲而

已，十歲就是他的極限，相比我們現在，現在一般通常是七、八十歲左右，所以現在

就不是屬於最低的那種，是屬於向上的。很大可能性是屬於我們的壽命越來越增長，

現在我們是向上增的情況，相比現在他的描述。

但是相對上個世紀，比如兩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大戰的時候就很多人很短命，一

般都是二、三十歲左右的平均壽命，現在的平均壽命長了，所以我們現在是向上增

的，「依止」方面，即是我們的存在，我們存在的的生命，生命體，就是很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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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其身量極至一 ，或復一握。」「一 」就是講我們一隻手量度那個物體的長搩 搩

度，我估計他就不是打直的量度，因為打直量度就很矮，很細小，可能就是我們的

身，很瘦、很窄那樣。「或復一握」，「一握」就是我們的一手可以抓到的數量，這

個就是身軀很瘦弱的，很矮小的，我們都知道如果只有十歲，都不會是很高大的，都

是很小。「資具衰損者，爾時有情唯以粟、稗為食中第一，」這些本來一般在盛世的

時候，這些食物就屬於很低賤的食物，很平價的食物，但那個時候，食物中它是屬於

最好的了，最高級了。「以髮毼為衣中第一」，即是說用毛做布，做衣服已經是衫之

中的最好的，衣服之中是最好了。

另外莊嚴之中，即是裝飾的物品，就以「鐵為莊嚴中第一」。鐵器已經是最好

的，即是說到那個時候，就沒有什麼金、銀、銅這些東西都沒有了，「五種上味，悉

皆隱沒，」那「五種上味」包括什麼？「酥、蜜、油、鹽等味，及甘蔗變味。」即是

糖方面的東西。那時就真的很寡（乏味），因為最好食的東西都是「粟、稗」，其他

的所謂「酥、蜜、油、鹽」這些味道就已經沒有了，可以講那個時候的生活是非常之

艱苦的，這個就是「衰損」。既然能吃的東西的品種這麼少，自然應該導致我們營養

不良，所以他的生命的壽量也是會減少的。這就是「三衰損」。後來又「漸增」了，

「爾時有情，展轉聚集，起上（品）厭離，」去到十歲的時候就「起上（品）厭

離，」即是又不想做這麼多衰事，亦覺得如果繼續互相殘殺，人類就可能會毀滅，所

以又不做太多殘殺，殘殺同類的事，所以「不復退減」，去到十歲左右就停止不再減

下去了。

「又能棄捨損減壽量惡不善法，」我們看到這裏就是很明顯講什麼？那些惡法與

不善法就開始厭離不做，「受行增長壽量善法」。做那些能夠增壽的善法，增壽的善

法是什麼？不殺生，不要傷害其他人的生命，就會增壽的，「由此因緣」，由這種增

壽善法，「壽量」，即是他生命的長短、「色力」，他的容貌，「色」就是指他的容

貌與氣力，「富樂」，即財富方面，「富」就是指物質方面是豐盛的，精神方面是滿

足的，「自在皆漸增長」，這裡一路一路更加好了，世界慢慢美好了，「乃至壽量經

八萬歲。」因此就漸漸地慢慢升到去八萬歲左右。我們就希望現處於增劫，一路一路

8



在向上升，亦都是代表著眾生受行善法是會多了。

所以當它「減劫」的時候，當它減劫去到盡的時候，又一路向上的時候，它的情

況就是這樣，譬如父親是十歲，他的下一代，他的兒子就會延長多幾年命的，可能平

均是十五歲，如此一路一路增加。「結成住劫」就是「如是二十減，二十增」，就總

共「四十增減」的情況就出這個「住劫」了。即是說二十種這樣的情況，這樣的循

環，跟著就轉向「壞劫」那樣。在這裏的「二十中劫」有很多經典都是這樣講，就說

最初的時候，最初因為現在講「二十劫」，這裏會有「二十劫」那麼多，其中第一劫

就是開始減的，即是說這裡第一就是先減，這樣下去，因為據說劫初的人是很長命

的，所以第一劫就應該是向下的，然後大約中間就經歷了十八劫左右，就有上有下，

然後最後，最後這個就只是增，向上增，這個過程是由減一路開始，中間的過程就有

增有減，最後就是「增」的，跟著就去到「壞」，當然現在最後是增而壞的時候，就

表示我們的福德越來越好，然後才去到「壞劫」，所以在佛教來講，「壞劫」就不是

壞事，是一件好事來的，即是我們的福越來越好的時候，現在這個比較低下的生存世

界就會毀滅，就會壞滅，很多經典大概都是這樣講述。就通常它的「二十劫」的情況

就是這樣。

至於「二十壞劫」的時候，去到「壞劫」的時候，就是「有情世間壞」了，即是

眾生的世界開始那些眾生的生命體就逐漸沒有了，這個所謂「有情世間」就是有情的

那一類，某一類的眾生他就開始「壞」，「於最後增已」，「最後增」即是在那個住

劫的最後，我們說最後的劫就向上增的，在最後，這是講最后那個向上增的時候，

「爾時那落迦有情」，即是地獄的眾生「唯死（沒）不生」，「唯沒不生」，這個

「沒」即是當他死了之後，就再不會生而成為地獄的眾生，「如是漸漸乃至沒盡」，

即是地獄界的眾生，當他完結了他的業報之後，他們的生命完結之後就不會再生在

「那落迦」了，不會再生地獄的，漸漸地只有死而不再生的時候，「那落迦」的眾生

亦漸漸消失了，「當知說名那落迦世間壞。」這個「世間」是有情的世界，眾生的世

界，就不會再有什麼？地獄界的眾生，所以那個時候是好的，當它最後的「住劫」

時，首先就是最下層的地獄界眾生是沒有的，「如那落迦壞，傍生、餓鬼壞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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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跟著就是三惡道的那些沒有了，因為一路他們那些的福壽是增的，福報是增的時

候，這些三惡道就沒有了，「爾時人中」，人類之中，「隨一有情」，當時只有善趣

的眾生而已，善趣之中最低就是人間，人趣的眾生，「隨一有情自然法爾所得第二靜

慮」；「自然法爾」，即是說他出生以後，他自然就有一種力量達到去第二禪天的力

量，即是一出世你就已經有這種禪定的力量，有一種正定的力量，當然，我想之前你

一定是要積集了很多福慧才能夠做到這樣，因為第二禪是屬於色界的福報來的，但是

人類在那個時刻是一出世就已經有了第二靜慮的境界了，「其餘有情展轉隨學，亦復

如是。」其他的眾生就會跟住這些已經得到第二靜慮的眾生，跟著他學習而慢慢他們

亦得到了第二靜慮。「皆此沒已」，「皆此沒已」即是說在他人間死了之後，「生極

淨光天」，「極淨光天」也是第二禪天，就是他死了之後就不再生在人類的世界了，

是生在在第二禪天的「眾同分中」。

「眾同分」即是眾生的類別，同一類的，即第二次禪天的同一類眾生，我們知

道，第二禪天的眾生他們是天生就有一種光，身體有一種光，會照自身與自地的，自

己的界地會有一種光，所以叫做「光音天」、「極淨光天」就是這個意思。即是就他

們的特質而賦予他們這種名稱。「當知爾時說名人世間壞。」人世間壞就是這樣了。

人間壞的時候就不是我們墮落了，而是大部分升了上去第二禪天那裏。「如人趣既

爾」，人間都這樣了，那時天趣的眾生都一樣，他們死後亦都起碼是生在第二禪天

的。有情世間就是這樣「壞」的。接下來我們再要進一步了解「器世間」是怎樣

「壞」的。「當於此時，五趣世間居住之處，」這個「五趣」是指欲界的眾生，「無

一有情可得，所有資具亦不可得。」

既然沒有眾生的時候，眾生所依止的生活所需的各種物品都沒有了，「非唯資具

不可復得，爾時天雨亦不可得。」沒有眾生的時候，也感不到天雨，都不會有下雨的

情況，「由無雨故，大地所有藥草、叢林皆悉枯槁。」都乾枯了，那時候天氣很熱。

「復由無雨之所攝故，令此日輪熱勢增大。」由於無雨水的潤澤，那種天氣就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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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又諸有情能感壞劫業增上力故，」「能感壞劫」即是感這種東西出現了，「及

依六種所燒事故」，「所燒事」下面會講的。即是有六種燒壞這個世間的情況。「復

有六日輪漸次而現。」即大約有六個太陽出現的意思，「彼諸日輪望舊日輪，所有熱

勢（即其熱力是）踰前四倍。」即現在一個太陽已經很熱，再有一個新的太陽出現，

它的熱力是與之前的太陽增加了四倍那麼多，那時一個太陽已經很熱，六個太陽就更

加熱了，是嗎？還要增加四倍熱力，你可以想象那種熱力的程度。「既成七已」，第

七個日輪出現之後，「熱遂增七」。即是再加七倍，這樣那時候真是非常酷熱的天

氣。

剛才前面提過六種「所燒事」是哪六種？「（第）一、小、大溝坑由第二日輪之

所枯竭；」即是那些山坑的地方由第二個太陽令到它枯竭的；接下來是「小河、大河

由第三日輪之所枯竭；」「（第）三、無熱大池」，這個「無熱大池」據說是一些龍

的眾生所住的地方；是由「第四日輪之所枯竭」的；跟著就到大海，大海的面積如此

之大，就「由第五日輪及第六（的）一分」，即第六個日輪的一分之所枯竭；還有世

界的中央「（五）、蘇迷盧山及以大地」本來很堅硬的，但是因為「體堅實故」，但

由「第六日輪」，「第六（日輪）的一分及第七日輪之所燒然。」即是被它燒毀。燒

到完全熔解，「（六）即此火焰，為風所鼓，」這種燒毀這個世界的火，再經過風的

吹盪，「展轉熾盛」，更加加強，「極至梵世」。就是剛才講的火災去到梵天這個領

域，去到那個時候，因為去到初禪的時候，最後的梵天就在這裏完結，大約就是這個

時候了。「又如是等，略為三事：」即是前面講的六種「所燒事」我們又可以減略為

三種，「一、水所生事」，即是依水而生存的那些東西，「謂藥草等，由初（日）所

槁，」即是之前講的六種的第一種就是講那些草、藥這些是被第一日輪所枯槁的，這

是「（依）水所生事」；「二、即水事，」「即水事」即它本身就是水的東西來的，

譬如河、池、海等等，這些都是水的「事」。「由五（日輪）所涸」。五個日輪就是

由第二個日輪一路到第五個日輪，就是由它們所燒毀的。

「第三、恒相續住體堅實事，」這裡就是指那些山、地那些，本質是堅硬的，

「由二（日輪）所燒。」這裡是講第六與第七個日輪所燒，燒毀的。「如是世界皆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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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已，乃至灰墨」，「灰墨」即是灰燼，「及與餘影」，即是其他的質料「皆不可

得，」即全部燒盡了，「廣說如經。」有很多經都有這種描述的，「從此名為器世間

已壞」。當它「壞」的時候，這個過程大概就要「滿足二十中劫」。「二十中劫」就

有這個壞的過程。「明壞已復住」。「如是壞已，復二十中劫」就住在這種情況，住

在這種壞的情況，這個時候就應該「空劫」了，「二十劫」住在這種情形。

至於水災，剛才已經講了火災，跟著就講水災與風災，「云何水災？」水災為患

的情況如何令到世界壞呢？「謂過七火災已，」七次這樣的火災。「於第二靜慮

中，」那個時候就不只影響初禪了，影響到第二禪了，「有俱生水界起，」所謂「俱

生」即是自然有一種洪水氾濫出來，就不是經過我們的水由地下蒸發到空中，然後又

再落雨下來，就不是那種過程，而是洪水飄蕩，「俱生」，自然就出的一種洪水，

「壞器世間，如水消鹽。」即是溶化這個世界，那些水融化那些鹽的情形，即掩蓋著

這個大地。「此之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那時候一起壞了。「如是沒已，復二十

中劫住」。又是處於過這個狀況。

至於「風災」就是「謂七水災過已，復七火災，」即是水災之後又有火災，「從

此無間，於第三靜慮中，有俱生風界起，」自然刮起大風出來，「壞器世間，如風乾

支節，」即是摧毀了很多東西，「復能消盡。此之風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所以者

何？現見有一由風界發，乃令其骨皆悉消盡。」那些東西，那些風力的破壞程度非常

厲害，「從此壞已，復二十中劫住。」即是這幾種災出現的時候就壞了器世間，都會

延續一個這樣的時間。最後就是「結」，「如是略說世間已壞。」「壞」了之後又要

趕它怎樣「成」了。首先就由這個「住劫」開始先講。是嗎？

因為現在是我們經歷的時候，由這裡講，然後到壞，「空」就已經是維持這樣的

情況，然後再講世界是怎樣成的，世界形成的過程，首先就是色界，因為欲界、色

界，就是色界出現，無色界因為沒有物質，所以就沒有器世界的描述了，他是由色界

開始講起。「謂過如是二十中劫已」，「二十中劫」是講這裡，「空劫」了。「一切

有情業增上力故，」又是我們的業力所感了，「世間復成。」再次形成，「爾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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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於虛空中，第三靜慮器世間成。」因為之前色界的四靜慮，即四禪天，我們說第

四靜慮是不會被破壞的，破壞就去到第三靜慮就完全破壞了，所以最先成就是第三靜

慮先出現的，「如第三靜慮，第二及初（靜慮）亦復如是。」即是一層層那樣出現。

「爾時第三災頂，」「災頂」我們知道第三災的頂，第三災頂即是風災，風災的極限

就是第四禪天，現在首先講四禪天的那些眾生。

「有諸有情，由壽盡故，」四禪天的眾生，當他的福、福報與壽命完結的時候，

例如他的業力已盡了，福盡了，「從彼沒已，生第三靜慮。」這樣即是下降了，由最

高的第四禪就下降到第三禪。「餘一切處，漸次亦爾。」「一切處」就是第二靜慮、

第一靜慮與跟著的六欲天那些都是這樣，都是由於之前較高的天，他的壽盡、或者業

盡、或者福盡，所以他們就會再墮落，所以佛教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生天都不是究

竟，本來生天已經很長命了，我們一般認為生天堂就差不多接近永生的狀態，它也很

像永生，因為你想想那個劫有幾長？壽命六十劫，整個世界成、住、壞、空那麼長，

就會很容易讓人感覺就好像一個永生的狀況，但是實際上當他們的福業盡的時候，其

實他們也一樣會下降的，所以生天於佛教認為是不究竟的。

當然它是好過一般的人間的世界。然後「復從第二災頂，」「第二災頂」即是水

災，水災之頂即是第三禪，就「生第二靜慮。」即是降落第二靜慮，「餘一切處，應

知亦爾。」「復從第一災頂，」「第一災頂」即是第二禪天，「有一有情由壽等盡

故，」這個「等」是「等」什麼？包括前面所講的業盡，是嗎？福盡，「從彼沒

已，」即是由第二禪死了之後，「生初靜慮梵世界中，為最大梵。」即首先是梵世出

現的時候，最先出現的那個就是「大梵」了。但是這個「大梵」如果我們看他前面的

描述，祂是否都是眾生界之一？是眾生流轉的其中一份子，因為祂是由第三禪、或第

二禪一路下降下來的，這個就是「大梵」。

「由獨一故，」即是當時世界出現最先是祂出現，當祂只是單獨一個人的時候，

「而懷不悅，」覺得很孤寂，於是「便有希望：今當云何令餘有情亦來生此？」這個

世界空無一物，怎樣令眾生可以出現呢？「當發心時，」即起這個心念時，「諸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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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即是其他的眾生，其他的眾生即是在二禪或三禪的的眾生，「由（於）壽等盡

故，」在天上的業盡或者福盡，於是就在第二禪「第二靜慮沒已，」即是死的時候就

下降，生在這個初禪天「（生初靜慮）彼同分中」。即是梵世的那些一分子。

那時候剛好他們是福盡、壽盡，所以下來這裡，生於梵世，而梵天那時又起了一

個心念，想多一些人生這個世界，如此恰巧因緣和合，祂就認為是自己創世、以及創

造了那些眾生。所以祂認為是自己的心願，由祂的心願而形成這個世界的，那些因下

降而生在這裡的眾生亦因為梵對他們說：是我令你們出現的。那些眾生生在這個梵

世，即是梵眾天就會將大梵認祂為父的，他們是祂的子民，《創世紀》是不是這樣講

的？心念我要這個世界出現，然後眾生出現等等。大概也有些接近現在這裡的描述，

第七天就造人。是嗎？四禪天，即是一路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初禪已經出現

了，初禪、二禪、三禪亦有了，然後跟住下面的欲界，欲界又再出現了。

欲界就有「四天宮殿成」，空居四天。這個「四天」就是在空中居住的。「如是

下三靜慮（的）器及有情世間成已，」即是器世間與有情世間都陸續出現之後，「於

虛空中，」即是在空間的界域，「欲界四天宮殿漸成」。「當知彼諸虛空宮殿皆如化

出。」這個是化現而出的，變化而出的，因為欲界的天，因為天界、即我們現在一般

講的天趣，其實包括三個方面，有欲界的天，是嗎？有色界的天，還有一個是什麼？

無色界的天。

所以天界有很多的，三界都有的，而欲界的天就有所謂叫做「六欲天」，有六個

「天」，我們稱這個為「六欲天」，六個天之中，譬如我們分一、二、三、四、五、

六這樣，其中最高的那四層，那四層天，這四層天他們所住的所謂宮殿，即是他們所

住的居所，就是在空中的，不用依附在地面上的，我們說這種就是化現的宮殿，例如

大家讀過《彌勒上生經》那些，彌勒菩薩的那個兜率天，是嗎？兜率天是第四的「六

欲天」，他們的宮殿是怎樣？是以心願化出來的，是變化出來的，就不用我們堆磚疊

瓦去造出來的，不用營造它們，是變化出來的，所以這些是屬於變化的天，這是欲界

天之中較高的那些，較高層次的天界，它們這些就是化現的，現在這個四天宮就是指

14



這個第三至第六「天」。「欲界四天宮殿漸成」。「又諸有情從極淨光天眾同分

沒，」當他在二禪，即是色界、有些天趣在色界二禪那裡降落、墮落的時候，有些就

在這些地方出世了。

「而來生此諸宮殿中。」有些是生在這個天，有些是生在那個天等等，「餘如前

說。」「造餘天及餘處」，還有其他的六欲天，還有其他，就再講這個世間了。那個

其他天就要就要依附大地或者物質的所在，所以它是講自然世界，現有就「約居處

辨」。他所住的地方了。怎樣漸次而形成？首先是世界，世界的依止是由這個「風

輪」而起的，「自此以後有大風輪，量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很大，

但是有「風輪」，「風輪」大概現在我們的虛空中，那些旋轉流動的氣體，那些就是

「風輪」，大概是這樣，它就包含了整個大千世界的，「從下而起」，即是從最低而

起，「與彼世界作所依持，」即就是為其他的東西做依止，承托起這個世界，「為欲

安立無有宮殿諸有情類。」這種風輪的出現，就是令那些不能夠化現宮殿的眾生能夠

有一個立足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安立（這些）無有宮殿（的）諸有情類。」

這樣即是再低一些的眾生。而這個「大風輪」就帶有兩種相的：「謂仰周布及傍

側布。」大概是指那些環形的球狀。「由此持水，令不散墜。」這樣那些水流下來的

時候它都可以承托著。這個就是「風輪」，首先是有「風輪」，然後就有「水輪」。

「次由彼業增上力故，於虛空界，金藏雲興。」即是有些雲就令到這些氣體凝結成為

液體，「從此降雨，注風（之）輪上。」有「風輪」，然後就跟住有「水輪」，跟住

就有「地輪」，「次復起風，鼓水令堅，」又再激盪那些水令它再凝固的時候，那時

就有一些固體出現了。「此即名為金性地輪。」

他們用一些名稱去表示一些氣體、液體，固體等等的東西。「上堪水雨之所激

注，」下來的時候亦不會影響它：「下為風 之所衝薄。」一方面有風去承托住，即颷

是那些氣體去承托住，另外上面有些水灌注下來等等。然後地面就出現了。地面出現

是有分別的，即是出現的形態、或者它如何去聚集物質是有些不同的。首先就「造須

彌山」。「此地成已」，即大地形成之後，「即由彼業增上力故」，「彼」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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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了。「空中復起諸界藏雲。」即是「四大」，「四大」的藏雲。「又從彼雲降種

種雨，（然後）然其雨水，乃依金性地輪而住。次復風起，鼓水令堅。即由此風力所

引故，諸有清淨第一最勝精妙性者，成蘇迷盧（sumeru）山。」

即是說，在諸界藏雲之中，其中有些就屬於物質中最靚的、最好的、最精緻的，

就形成了所謂「蘇迷盧山」，或者在佛經裡有時就譯另一個名叫做什麼？「妙高

山」，舊譯多數叫做「妙高山」的。「蘇迷盧」（sumeru）山一般就被認為大概是

宇宙的中央，宇宙中央的這個山就凝聚了最靚的物質在裡面。「此山成已，四寶為

體，」四種，它的本質是包括了「所謂金、銀、頗胝、」「頗胝」差不多是白玉，或

者是現代所講的水晶、玻璃那一類物質。「琉璃」，「琉璃」我們一般就叫它做青色

寶，顏色方面淺藍色的。即「蘇迷盧山」的物質是最靚的。至於「中品性」的，即那

種物質是屬於中等的，就「成七金山」，即是說世界的中央就是很高的「蘇迷盧」

（sumeru）山。

然後附近就有幾個山，「七金山」圍繞著它，但是這座「七金山」的物質性就沒

有它那麼靚，沒有中間的須彌山那麼靚，包括了這個所謂「持雙山」，跟著下面的山

名都是根據某一種形狀，根據其形狀而賦予的名稱：「持雙山」據說是因它的山頂有

兩個角，所以謂之「持雙山」，「毘那矺迦」（vinataka）山，這個「毘那矺迦」

（vinataka）就是「障礙」的意思，「障礙」是因這個山有一位神能夠障礙那些修行

的人修道故因此而得此名。「馬耳山」就是馬耳的形狀；「善見山」是因這座山十分

壯麗，那些人一見到的時候自然就讚嘆不絕，故稱它為「善見山」；「朅達洛迦

（khadiraka）山」這座山是一種樹的名來的，就是一種叫做「檐木」的樹，我們中

國沒有的樹，這是譯名，是樹的名稱。

還有「持軸山」，「持軸」就是好像車軸那樣，那個橫桿，轉動車軸的橫桿，我

們叫做「軸」，車軸那個山的形狀就像這樣。「尼民達羅（nimi dharaṃ ）山」，這

是海中的一種魚，那種魚的咀很尖的，我們中國亦沒有這種魚，這個也是譯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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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近似一種魚的形狀。「如是諸山，其峰布列」，布列在附近，「各由形狀差別為

名，」即是這些名稱都是根據它相似些什麼，就給它什麼名稱，就好像我們的獅子

山，因某一個形狀而用這個名稱。然後就繞這座「蘇迷盧」，環繞住它「次第而

住」，這是「七金山」。

它們是屬於那些好的東西來的，它的物質性是好的。「蘇迷盧量」即是它的高

度，它的直徑就大概「高八萬（的）踰繕那（yojana）」，「踰繕那」是梵文，就

是以前大概應該計為是 16哩左右，一個「踰繕那」是十六哩，「八萬（個）踰繕

那」就要大家乘以十六了（16哩 x80000）。大概就等於 1280000哩差不多上下。

應該多一個零。「廣亦如是（之）」即是高與闊都是一樣的，其中有一部分就「下入

水際」，下面就在海下面的，「量亦復爾。」即是突出來的就是這麼高，下面那段一

樣都是這麼高（深）的。它是很高的一座山。「廣亦如是（之）」等等。

至於「持雙山」這些，「持雙山」，即是其他的七座山就「等彼之半」，即大概

是「蘇迷盧」的一半左右，我們剛才就由「持雙山」一路講到最後這座「尼民達羅

（nimi dharaṃ ）山」，它們的「量」就是「從此次第，餘六金山，其量漸減，各等

其半。」即是由「持雙山」就等於「蘇迷盧山」的一半，然後其他山又是它（「持雙

山」）的一半。其他又一半那樣。這樣就是「七金山」。然後就造「四大洲」了。四

大洲即是人類所居住的地方，謂之四大洲，「若下品性者，」「下品性」就是物品的

性質比較低劣一些的，即我們人類的四大洲那些物質多數是比較劣的泥土、石，那些

就是我們世界的質地，主要就不是金銀珠寶，「蘇迷盧山」就是，我們就不是，我們

是泥土與石那些東西，所以是「下品性」的。

「於蘇迷盧四邊（的）七金山（以）外成四大洲」，即是這裏就有四大洲，四大

洲，東、南、西、北那樣。「（以）及八中洲」，大洲，每一個「大洲」都有兩個

「中洲」的，這樣就謂之八個「中洲」，大概就是這樣。據講除了「八中洲」之外，

還有些很小的，很小的，可能是一些島嶼圍繞住，就有五百「小洲」的。這樣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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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總之以須彌山為中心，環繞著這個就構成整個世界的圖像了，最後就「并輪圍

山」，在整個世界的另一個外圍是鐵造的，這個叫做鐵圍山，這個鐵圍山是世界的邊

緣。最外圍的，據說鐵圍山是什麼？地獄的所在，地獄這麼大，整個鐵圍山這麼厲

害。「此山輪圍四洲而住，量等（這個）尼民達羅（山）之半。」大概計算的量就是

這樣，這樣大概就是所謂他們印度人的宇宙觀就是這樣的。所謂一個「三千大千世

界」差不多就是這樣。

還有就是一些「非天宮殿」，「非天」我們知道有天趣的眾生，另外還有一些就

很近似天趣的眾生，不過他們並非有如天那麼高的福德，我們稱他們叫做「非天」，

但是他們的福報也是很高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宮殿的，這個宮殿就在「蘇迷盧山下，

依水而居」，即是在這些地方就有些非天所住的地方。我們一般稱這些「非天」做阿

修羅的地方，阿修羅就住在這些地方。「復成大雪山及無熱池周圍崖岸。」還有「大

雪山」、「無熱池」，「無熱大池」這些，有些人說大雪山就是我們現在的喜馬拉雅

山，究竟是不是就不知道了，有些人可能考究它可能是那個地方。

「次成最下八大那洛迦（naraka）處」，跟住就是下面，下面就有所謂的「地

獄處」，「諸大那洛迦」，「大那洛迦」就是指那八大「那洛迦」，以及「獨一那洛

迦」，「那洛迦」就是地獄，所謂地獄，有些「地獄處」除了「大那洛迦」在地底之

外，還有一些是叫做在虛空或者曠野山林之間，那些叫做「獨一那洛迦」或者叫做

「孤獨那洛迦」，即是地獄都有幾種地方的，最主要就是在我們的地底，然後有些在

曠野之間都有，還有就是「八寒那洛迦」，「寒那洛迦」，有「熱那洛迦」、有的

「寒那洛迦」，「近邊那洛迦」。亦都是在「八熱那洛迦」的門外附近，就叫做「近

邊那洛迦」。即是說地獄都有幾種處所那樣。

至於「鬼」與「傍生」就是另外一些地方了。「復成一分鬼、傍生處」。這樣其

中一部分就屬於鬼域、鬼趣的眾生所住的，同時鬼趣眾生除了自己獨特的一個鬼趣所

住的地方之外，祂亦都可以與人一齊住的，即是人趣間有些鬼是可以存在的，「傍

生」就有三處住，就是地、水、空三界都有，因為「傍生」是依傍著其他眾生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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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以就他們叫做「傍生」，畜生就是這樣，牠們自己是沒有獨特的地方所在的，

牠們就是依著人、天等等這些地方去住。

至於詳細再講這個四大洲的情況，「四大洲者：謂南贍部（jambū）洲」，「南

贍部洲」一般認為特別是指印度那地方，叫做「贍部（jambū）洲」因為「贍部」是

一個樹的名。「另外東面是毘提訶（videha）洲」，「毘提訶洲」另外有一個名叫

做「勝身洲」，在東面的，即是它的身貌很高大、很靚的，就叫做「東勝身洲」。譯

名就叫做「毘提訶（videha）」。

另外是「西瞿陀尼（god n yaā ī ）洲」，這個我們有時譯為「西牛貨洲」，是因

為他們一般用牛來做交易的，即是用牛換一些物品，可能是一些遊牧民族都說不定，

這是西部。還有就是「北拘盧（kuru）洲」了。北面的，這個「北拘盧洲（uttara-

kuru）」它又叫做「勝生」，即是他們的出世是很好的，代表著他們的福報很好，

是一個福樂的世界，他們接近天的福樂，人間之中最好就是「北拘盧洲」。這樣是不

是近似我們現在的五大洲的情況就不知道，因為究竟「蘇迷盧山」以哪裡為坐標我們

現在不清楚，總之大概分為屬於人類的地方就有這所謂四大洲。

至於「其贍部洲，形如車箱。」車廂即是在他們印度或者西域那邊，他們的車廂

就是上面是闊的，然後下面就窄的，他們的車廂就是這樣的，他們說南贍部洲大概就

是這個形狀。「毘提訶洲，形如半月。」「瞿陀尼洲，其形圓滿。」好像滿月那樣；

「北拘盧洲，其形四方。」即是那個大概的地形樣貌就是這樣描述。「贍部洲量」，

即是它的大概，那個廣延有幾長？大概有「六千五百踰繕那。」這個就是四周的徑量

了。「毘提訶洲量，七千踰繕那」。「瞿陀尼洲量，七千五百踰繕那」。「拘盧洲

量，八千踰繕那」。這即是說在那個面積來講，最小就是「贍部洲」了；是嗎？最大

就是「北拘盧洲」，即是四大洲大概就是這樣。

另外還有其他的眾生方面，還有一種特別一些的眾生，就是我們有時叫他們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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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八部的那些，這裏也有講。「又七金山，其間有水」，「七金山」的周圍被水環

繞，那些水「具八支德」，「八支德」即八種特性，這個「德」是指特性的意思，其

實是描述那些水的質地，我們見佛經經常提到「八功德水」，「功德水」就是講它的

特性，大概的特性就是甘、涼、軟、輕，而且乾淨，很清，很澄淨，不會臭的，飲的

時候不會傷害我們的喉嚨，或者飲完之後也不會肚瀉的等等。這個就屬於「八功德

水」，意思即是水質很好，在「七金山」附近的水質很靚，我們現在不容易有這種

「八功德水」了，因為環境污染之後就沒有了這些，通常有很多都是臭的，很污糟，

黑麻麻的。這裏就是屬於內海，還繞著「七金山」的內海。

「復成諸龍宮」。有一種眾生叫做「龍」的，這種「龍」是不是近似我們中國人

一般龍的觀念？還是屬於蛇的一類亦有不同的講法，有些說龍與蛇是不同的，但是他

們很接近差不多上下的形貌，這樣就「有八大龍，並經劫住，」「劫住」即是這種龍

也很長命，我應該也不是一般的蛇，一般蛇亦沒有這麼長命。

「謂持地龍王」，「持地」是這種「龍王」的名稱；「歡喜近喜龍王，馬騾龍

王，」與「目支鄰陀（mucilinda）龍王」「目支鄰陀（mucilinda）」的意思是解

脫，即聽聞法而解脫，據講這個龍王就聽了如來的說法而得到解脫，而且祂能夠化出

幾個頭來保護住如來，我們見到佛陀成道的時候，不是有些龍在後面罩住佛陀嗎？保

護著佛，大概就是講這些龍王。「意猛龍王，持國龍王，大黑龍王」，還有這個「黳

羅葉（el pattraā ）龍王」。「黳羅葉」是一種植物的名，但是這種植物就很臭的，

臭味有多大的範圍？其臭有四十哩那樣長，非常厲害。這種龍王很臭，這是一種植物

的名。

「是諸龍王由帝釋力」，「帝釋」就是什麼？六欲天的第二層天，就是三十三

天，是「帝釋」的那個界域，「數與非天共相戰諍」。經常與那些「非天」打鬥的，

我們知道「天」與「非天」佛經經常描述祂們打鬥，因何事為打鬥？據說非天那些男

性樣貌很醜陋的，女性就很靚，但是天，生而為天的男眾一般都高大威猛，樣貌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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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靚，所以「非天」的女性很多都很喜歡那些「天」的男性，所以「非天」的男性就

很妒忌，整天就為了這些男女的感情的問題常常打架，並且祂們亦妒忌「天」的福

德，所以祂們經常打架的。

所以這個龍王就應該就是幫那些天，帝釋天是「天」，常常與這些天一起，幫助

祂們與這些「非天」戰諍。「其諸龍眾，類有四種」，龍方面的眾生就有四種生命的

形態，出生形態，一些是「卵生」、一些是「胎生」、一些是「濕生」、一些是「化

生」，四種都有的，它就不是限於一定是「卵生」或者「胎生」。還有一種就是八部

眾中裏面的其中一種叫做「妙翅鳥」，或者「金翅鳥」，它又是四類、四類的生，就

是「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這種「妙翅鳥」很喜歡吃龍的，即是祂們有些相

剋的，這些鳥又食龍的。「復有餘水，在內海外，故名外海。」即是說「七金山」有

內海環繞住在它，在它們之間就叫做「內海」；外面的叫做「外海」。接著就講「蘇

迷盧山」的情況就是有些神守護著的。

「又依蘇迷盧根，有四重級」，有四級的，「從蘇迷盧初級，傍出一萬六千踰繕

那量」。大概這樣闊的廣度，「即從此量，半半漸減，如其次第，餘級應知。」即是

說大概「蘇迷盧山」的情況是這樣的，一級一級地這樣去，這樣大概就是有個闊度，

每上一級就大概是一半的量，「半半漸減」，一路這樣上去。第一級就「有堅手神住

最初級」，即是第一級有個堅守神，「血手神住第二級，常醉神住第三級，持鬘神住

第四級」。即是每一級都有神守護著。至於「蘇迷盧頂四隅」，「四隅」即是四角，

頂的四角就有「四大峰」，去到這裡還有些「大峰」的，大山在這裡。「各高五百踰

繕那量，有諸藥叉」，「藥叉」亦稱為「金剛手」的，「止住其中」。即是「藥叉

神」就在這些地方住了。「蘇迷盧」就有這些神住在這裏。

另外就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就是「六欲天」的第一層，「四天王天」

是第一層。四天王就住在哪裏？住在「持雙山」，即是圍繞住「蘇迷盧山」不是有七

金山的第一座，最高的那座就是「持雙山」，「持雙山於其四面」，四面就是這裏

了，這裏有四面的，東、南、西、北四面，在頂那裡，有四面，「隨其次第，謂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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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這是東面，東面是謂「持國天王」；南面就是「增長天王」、西面就是

「醜目天王」、北面就是「多聞天王」所居住的。這位「醜目天王」很多時稱他為

「廣目天王」的，這裡就譯他做「醜目」，即是「多聞天王」就大概近似一個財神的

觀念差不多上下，四天王就住在「持雙山」四個角，山頂的四個角。「諸餘金山是彼

四王村邑部落。」其他的山就有「七金山」，是嗎？

其他山就有四天王管轄的民眾所住的地方，大家會讀到這裡就會覺得有這麼多

神？現在我們還信不信這些東西？對！對！好像很神奇，是嗎？但是我們現在有些人

都見到的四天王的，我們法相有些同學都做得到，都曾經見過四天王。未必一定是沒

有這些神的存在的，同時很多佛經都有說四天王與我們比較接近，如果平時有些人經

常修，誦經動的人，修行好的人，很多四天王都常常會來保佑、護佑、護持他的。那

些人會很容易感應到祂們的存在。

聽眾：四天王是不是很多時很傳統的那些大廟我們那些？

講者：是！是！

聽眾：就是那個？

講者：對了！對了！其實主要是護法神來的，對！對！也是這幾個名，即是「持國天

王」等這幾個名。

雖然我們這些看起來就好像很難接受那樣，因為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天文、地理

知識未必完全吻合，但是它形容的那些東西又未必完全不存在的，亦都有人是見過這

些東西，或者感應到這些。同時它描述那些物質的狀況也是，現在這裡講的是欲界的

狀況，其實再高一些存在的世界，它物質的顯現情況是越來越靚的。這些亦都是修定

的人很多時都會感應到這些情況。大致上他會感覺到經文中描述的那些東西，亦都是

有個可能性的存在，我們就不要完全排斥它，一定不是這樣或者一定是這樣，所以大

致我們知道它給我們的信息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個世界、宇宙是無限的，什

麼情況都是有可能的。現在我們是處於一個很有限的一個界域去了解那個所謂的宇

宙，宇宙的情況，所以可能當我們修養的層次不同的時候，我們就會感覺到世界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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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又有另一種面貌出現都說不定。所以我們暫時最好就是雖然我們不容易接受這些，

但是我們都不要完全去排斥它，抗拒它一定不是這樣，如果我們一抗拒的時候，就可

能就會障礙你對這些境況的一種體會，尤其是如果我們的心態上常常抗拒、排斥，或

者就不容易去感覺到這些情況。

因為我們修行之中都會不斷地有一些新的景象會出現在我們眼前，其實這些都會

提供一些訊息或者資料，讓我們將來見到這些景象的時候，我們不需要太過驚訝或者

其他，可能在出現的時候就會很自然地接受，你也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等等，其實我

自己覺得都是一種好的。起碼讓我們知道，世界可能是有這樣的情況。另外就有所謂

「善住龍王」了。「又近雪山有大金崖，名非天脅，」「非天脅」是一種接近阿修羅

的形態的一種存在，「其量縱廣五十踰繕那，」即是那個地方的面積就是這麼上下，

「善住龍王常所居鎮」，有個龍王在這裏鎮守住的。「又天帝釋時來遊幸。」「天帝

釋」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佛經所講的「天主」就是指這個「帝釋天」，我們中國稱

這位「帝釋天」做玉皇大帝就是這樣，這是另外一個名稱。大概就是這樣，也是佛經

的護法神來的。

其實大梵天都是，佛經整日講護法神其實都包括了這個大梵天。例如《彌勒下生

經》那些，帝釋梵王就整日怎樣？當彌勒說法的時候，祂都會在這裏的，這就是祂們

在這裡護法。「時來遊幸」即是常巡遊這個地方，巡視這個地方，「此中有樹，名曰

善住，多羅（tala）樹行，七重圍繞」。那些很靚的樹，「多羅樹」亦然，如果只有

譯音的，就是代表我們中國沒有這種樹。「復有大池，名漫陀吉尼

（mand kinā ī）」，這個池叫這個名稱，「五百小池以為眷屬」。另外還有其餘環繞

住它的還有五百個小池，「善住大龍與五百牝象前後圍繞」，「牝象」即是雌性的

象，龍與象一起，「遊戲其池，隨欲變現」，這些龍與象都會有變異的能力，因為天

龍八部都有變異的能力的。「便入此池採蓮花根，以供所食。」祂們的食物就是這

樣，一方面在池裏面玩，一方面他們都在採集食物。「即於此側有無熱大池，」「無

熱」即是「無熱惱」，有時叫做「清涼大池」，「其量深廣各五十踰繕那，」當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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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池下面「微細金沙遍布其底」，即它的底部是金沙，裡面有很靚的金沙，「八支

德水彌滿其中」，「八支德水」即是八功德水，「彌滿其中」，「形色殊妙，端嚴喜

見。」令人見到很開心的，很喜歡的。

「從此派流為四大河」，由這個「無熱大池」流落去印度的四條大河，認為這裏

講似乎是四大河的發源地就是這個「無熱大池」，其中就包括了這個「一名殑伽

（ga gṅ ā）」河，即恆河，「殑伽河」；第二是「信度（sindhu）」河，第三名「私

多」（ tśī ā）河，第四名「縛芻」(vak a)ṣ 河。這四條河。這四個，四大河的發源地，

似乎這裏是有些講法就接近講印度的地域的情況，所以現在講的「南贍部洲」很大可

能性就是講印度附近的情形，這個「無熱大池」或者就是在雪山那一帶，或者興都庫

什山那一帶流落這個四大池、四大河的這些水源。我們今課先講到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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