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三之〈意地〉

快到新年，預先講一聲給大家，我們一月份，上完一月的課就開始放假，即是二

月初開始放，二月放假三個星期。什麼？聽眾：上完下禮拜嗎？講者：不止，還有兩

課，還有兩課，還有兩課就開始放假，然後就 2月底那個星期，即是 2月 26號就再

上課，即是 2月就放三個星期。因為我想大家在新年時候都比較忙一些，所以就早一

些放假。

我們繼續講〈意地〉，〈五識身〉講完了，〈意地〉亦都快講完了，其實〈意

地〉已經講到最後的部分，看回第十二頁那裡，上次已經講了〈意地〉所概括的範

圍, 基本上可以分出所謂「六百六十法」那麼多，但是六百六十法其實就是五位，五

個範疇，概括了這幾百種內容，當然簡單地我們可以用「五位百法」就可以去掌握，

「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應行法」與「無為法」就可以了，至於第

八個方面就是講述「處名（的）差別」，「處」就是指那個「十二處」，其中就有

「六內處」，即是「六根」；另外「六外處」，即是「六境」的，看看論文怎樣講。

「屢觀眾色，觀而復捨，故名為眼」。眼的作用就是經常去捕捉那些不同的景象，

顏色的景象，線條的景象等等，但是觀了之後，跟住又會看別的東西，它不會只是集中

於一種東西，總之有東西吸引，它就會看另一種東西。這裏就經常用「屢」字或者

「數」字，即是指經常、經常地，或者多次、多次地，看完某一種東西跟住又怎樣？

「捨」，即是再去轉移去另一個對象，轉移到另一個目標，這些就是眼，眼的作用。

另外「數數於此，聲至能聞」，當有些音聲出現的時候，我們就會聽到這種音

聲，這個就是「耳」的作用，也就是「數數」那樣地，即是經常地。「數由此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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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諸香」，能夠嗅到香味，這就是「鼻」的作用。「能除飢羸」，「飢羸」即是肚

餓，而且身體衰弱了，這個能夠去除這種身體的狀態，並且「數發言論」，能夠講一

些見解，「表彰呼召」，「呼召」就是叫一些人，這就是「舌」的作用。即口裡的脷

（舌）的作用。

另外就是「諸根所隨」種種的「根」跟隨著這種東西，並且「周遍積聚」，聚集於

我們的身體裏面，這個就是「身」，這樣即是「眼、耳、鼻、舌、身」，這是「五根

身」，這個「五根身」就組成了我們所謂的生命體，「愚夫」，即凡夫「長夜瑩飾藏

護」，經常都是為這個「五根身」裝飾它與保護它，很緊張它，「執為己有，計為我所

我及我所」。這個「我所我及我所」即是屬於我的東西，這個就是對於這個由眾緣組合

而成的那個所謂的肉體，這個生命體，我們很在意它，很緊張它而執為「我」的。

「又諸世間依此假立種種名想」，世間的人對這些東西就賦予了很多名稱，這個

就是象徵著這個生命的主體的一種意義，譬如叫它做「有情」，「有情」即是眾生，

「人」、「命者」是嗎？這是主宰的意義，主體的意義，「生者、意生及儒童等」，

都是講到這些組合的身軀裡面有些特殊的東西，它是永恆的，它是重要的，等等，這

個就是所謂在這個「五蘊」積聚的身體裏面所執的那個「自我」了。「故名為意」。

何解有這個「自我」的觀念出來？就是由這個「意」的作用而起這個觀念的。這裏就

是講了六個「識」了。六個「六內處」的情況。另外就是「外處」了，「數可示現，

在其方所，質量可增」，這個就是「色」。

這個即是一般的物質，示現形象的，並且它佔一些空間的，有形量質體的，這個

就是「色」，「色法」來的。另外就是「數宣數謝」，「宣」即是宣講，宣說，講了

話沒多久，就寂滅下來了，即音聲會消滅的，會停止的，這就是「數宣數謝」，「隨

增異論」，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會提出來的，這就是「聲」，聲的範圍。至於「香」就

是「離質潛形，屢隨風轉」，即是經過風去傳播這些香味，「離質潛形」即是沒有質

量的，它同時亦沒有形象的，無形無象，但是我們能嗅到這種氣味，這個就是「香

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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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舌嘗」，即是可以用我們的舌品嚐它，但「屢招疾苦，故名為味」。味就

是我們飲食的東西，但是這些「味」如果我們經常過多或者不夠的時候，都會引致我

們的身體有很多病痛的問題，這種就是味境的情況。「數可為身之所證得」，「身所

證得」就是我們的感覺，感知方面的東西，這種就是「觸」，「觸境」。「遍能任

持」，「遍」就是周遍地，所有東西都能夠理解的，「唯意（的）境性」，這個就是

「法」了，所有任何事物都是「意識」所能夠知道的「境」，這種就是所謂「法處」

或者叫做「法境」。「如是等類諸法差別應知」。由這個「十二處」就總括了世間的

萬法， 不外乎我們都是擺在其中的範疇裏面的，這些就是「意」所能夠全面去知

道，或者普遍地知道的各方面。

這個就講了「處」的方面的不同，然後他再重說，重說這個〈意地〉的一些意

義，第一就是用「嗢拖南」去表示。我們知道「嗢拖南」即是攝頌。講主要的意思就

是偈頌的方式去表示出來，這裏有四句偈，四句成為一個偈，「自性及所依」，一

句；「所緣、助伴、業」，第二句，「由此五種門，諸心差別轉」，「諸心」就是那

個「五識身」及「意地」，「意地」就包括「心、意、識」三種東西，這些我們之前

已經講過了，　 這些「心識」我們最主要就用「五門」去分別、分析它。

另外就用「長行」去解釋這首偈的意義，「此中」，即這首偈，「顯由五法」，

前面所舉出的五種「法」，而知到「六識身差別轉」，「差別轉」，就是在不同的條

件之下就這樣生起了。例如「自性、所依、所緣、助伴、業」這幾方面，這裡很簡

單，重說這幾方面的意義，然後當我們知道大概意思之後，我們就有一個所謂「善巧

門」，有「六善巧」去總括這些道理的，這些其實不外乎就是緣起的道理，眾緣和合

而形成這些現象，所以所謂「善巧」就是我們能夠很清楚或者很準確地去理解它，把

握它，這樣就謂之「善巧」。

例如我們可以對「蘊（的）善巧」，就是五蘊方面怎樣組成我們的生命？十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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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巧」，所以是「界善巧攝」了。你可以由「蘊」的角度去攝這些諸法；又可以

用「界」的角度去攝，「處善巧攝」就是「十二處」，譬如剛才講過的「十二處」，

「緣起（的）善巧攝」，譬如十二緣起等等，「處非處的善巧攝」，「處」就是什麼

是「善」的東西？合符倫理法則的東西，哪些不是合乎法則的東西？

譬如不善的東西，這就是謂之「非處」，對於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我們有清楚的了解，這就是我們行事的準則來的，我們明辨是非對錯，就是靠「處非

處」的善巧了。另外就是「根」的善巧，「根」就是種種的知覺的能力、領悟力等等

的方面，這個就是「根」的善巧了，這裏有六方面的「善巧」。其實如果我們能夠了

解到各方面的因緣和合的現象，就能夠不會執住好像前面所講的什麼？有個「自我」

或者「我所」等等的東西，這個是「善巧門」了。然後，最後就是「事緣起門」。

「事」是講「九事」，「又復應知諸佛語言（由）九事所攝」。

佛的說法就多數概括九方面的內容，即是講佛所說的東西大概分為九方面，第一就

是「有情事」，「有情事」是什麼？即是「五取蘊」，屬於眾生方面的「存在法」，這

些就是「五取蘊」；「受用事」就是「十二處」，是嗎？能夠「受用」與「所受用」的

六個方面，然後，「生起事」，第三是「生起事」就是「十二分事緣起及緣生」。「十

二分事」這個「事」字有些版本是沒有的，所以有些說「十二分緣起」就是「十二因

緣」。就是指由緣起，即各種條件，這些法則所形成的東西，這個就是我們緣起的規

律，緣起的一種規律，緣生是什麼？各種條件所組成的事物，所以一個就是存在的

「法」，「緣生法」，但是「緣起」就是一個什麼？規律了，是嗎？一個是原理來的，

一個是那些事物，由緣而產生的事物，「生起事」就包括這兩方面。

然後第四就是「安住事」，「安住」即是指「四食」了，怎樣安住令我們的生命

能夠維持下去的，就透過四食去支持我們的生命。「染淨事」就是「四聖諦」，

「四聖諦」是包括了「苦、集、滅、道」四方面，「苦、集」就是屬於染的「事」，

是嗎？「滅、道」就是清淨的「事」，所以就屬於「染淨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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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事」就是指「無量界」，「無量界」就譬如有「器世界」、「有情界」、

「法界」這些，無量無數那麼多東西，但是無數那麼多東西我們將它們聚集為一類一

類那樣，這樣謂之「無限界」、「無量界」。「說者事」就是什麼人講這些法給我們

知道？就是「佛及彼弟子」。佛弟子。「所說事」的主要核心是什麼？就是怎樣令我

們得到智慧的那些成因，那些因素，就是「菩提分法」，例如「四念住」這些，、當

然就是包括「三十七菩提分法」這些，這些「所說事」。

第八、不對，第九就是「眾會事」，「眾會事」就是「八眾」，「眾會」就是指

佛說法的對象，什麼對象？這裏有八方面的對象的，首四種就屬於人趣的眾生，後面

的四種就天趣的眾生來的。「剎帝利」就是那些皇族，統治者，統治階層；「婆羅

門」就是那些主持法事的僧侶，那些神職的人員，「婆羅門眾」；「長者眾」就是社

會上有名望的人，有影響力的人；「沙門眾」就是那些出家人，出家修行的人；另外

天眾方面就是「四大天王眾天」或者「四大天王眾」；「三十三天眾」就是忉利天

眾，「焰摩天」（Y maā ）或者夜摩天，「梵天」等等。

即是說法的對象就是這幾類。這裡就總括了所謂「佛法」的一些主要的內容。說

法的人，說法的對象等等的東西，這樣就是「事緣起門」。最後就是「結頌」，「結

頌」就是用一首頌去總括現在這一卷所講的內容，這裡是「嗢拖南」，也是叫做「攝

頌」，  這首偈就是這樣：第一句是「色聚、相應品」，第二句是「世、相及與

緣」，然後「善等差別門」，「巧便事為後」。四句一偈。

「色聚」是什麼？「色法」，是嗎？「色法」的各種的類別，然後「相應品」就

是「心」與「心所」，「世」就是時間，屬於時間的範疇，過去、現在、未來，「四

相」是什麼？就是講「生、老、住、無常」那些，然後就是「緣」，「緣」就是指四

緣，「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與「增上緣」，  然後六、七、八那裏，

見到六、七、八就是指「善等差別門」三方面，「善等差別門」就是我們上一課講的

「三性」，「三性」是講「善法」、「不善法」、「無記法」的；其中一門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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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門就是叫做「增處差別」，就是講「十二處」，「十二處」就是一個個上

的，由一到十二那樣。還有就是剛剛講完的「處名差別」，也是「十二處」，它的不

同，這裏就是「三門」了，三個角度去分析。最後那句就叫做「巧便」，「巧便」就

是我們講的「善巧門」了，最後那個「事緣起門」就叫做「事」，「九事為後」。所

以這一首偈，這個「嗢拖南」就總括了現在第三卷的內容，那個內容就是之前我們已

經分析了，什麼稱為「色法」，什麼叫做「心法」，是嗎？什麼叫做「時間」的觀

念，什麼叫做「有為法」轉變的情況等等。就用這首偈去總括了現在這一卷裡面的那

些主題，幾方面的主題。現在就講完了〈意地〉。

我們大概概括一下〈意地〉所講的內容，它與〈五色識身相應地〉一樣，都是用

五個角度，基本上是用五個角度去分析，就是「自性」，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所緣

的「境」是什麼？它的「所依根」、它的「助伴」，即是「心所」，是嗎？另外就是

業、作用，〈五識身〉主要就是用五門去分析，〈意地〉也是用五門去分析，但是由

於〈意地〉的作用是比較廣泛，所以他再用十五門去分，是嗎？記不記得？五門之後

再用十五門詳細分析，他對宇宙萬有各方面的了解，然後才到現在這一卷所講的九方

面，九種內容，（不是！）應該十種內容，total十種，十方面，就是這首偈所講的

十方面。這樣就全部概括了屬於〈意地〉所能夠掌握、了解的各個方面，其中就包括

了「五位六百六十法」那麼多，所以我們知道，所謂「意識」就概括了一切「法」，

一切的存在都是它所能夠知的對象來的。

〈意地〉講完了之後，這裏其實已經指出了八個識的作用了，是嗎？八個識的作

用與它們的特質，它們相對一些什麼「法」，這裡都已經交代了。然後《瑜伽師地

論》所講的十七地，我們已經講了兩個「地」了，因為〈五識身相應地〉、〈意地〉

已經講完了。現在跟住就講三個地，三個地其中一個叫做〈有尋有伺地〉，另外有一

個叫做〈無尋唯伺地〉；一個叫做〈無尋無伺地〉。現在我們開始講這三個地。這三

個地我們一般稱它為境的「相」，前面那個〈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就稱為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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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在這個是講有關指境的「相」，這個「境相」可不可以離開「體」去掌

握？不可以！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境體」，然後才到「境相」。

論文我們看卷四那裡。論文首先就「總標列五門」，意思即是說現在我們所講的

這三地，他基本上就是用五個大主題去概括它的道理與內容。首先就是「結前生

後」，首先總括了之前，因為之前是講〈意地〉，就說：「已說意地」。〈意地〉那

部分我們已經交代過了。現在開始帶引另一個題目出來，就是現在講的：「云何有尋

有伺地？云何無尋唯伺地？云何無尋無伺地？」就是指這三地。

什麼叫做「有尋有伺」、「無尋無伺」？大概它的意義我們看看註解 2那裡，下

面的註解就有交代什麼叫做「尋伺」，「尋」是尋求；「伺」就是伺察，我們知道，

「尋伺」是兩個「心所」來的，「不定心所」裡面的其中兩種，它的本質是什麼？

「尋伺」的本質是用「思心所」與以「慧心所」作為它的本質的，然後就在境的方面

去推求，「思心所」主要是什麼作用？「思心所」是屬於「 行心所」的其中一種，徧

是嗎？它有「思」與「慧」，這兩種加起來結合它的作用，就出現了另外兩種，叫做

尋、伺這兩種「心所」。

如果作為「思」，它的本質是什麼？記不記得「思」的意義？「思」是造作？聽

眾：意志作用。講者：意志作用？沒錯！對了！意志作用，意志作用就是我想怎樣？

我想做些什麼？這個就是意志作用。「慧」就是什麼？就是我們的分析力，理解力。

當我們講「尋」的時候，「尋」就是一種推求的作用。譬如我們見到一個現象的時

候，我們見到一種東西，一種情況，我們或者會找出它的成因，是嗎？由果的方面去

推出它的成因，或者我們見到有些成因，我們估計它的結果是怎樣？這些就是推求。

譬如很多時候都會去猜度，或者推測政府為什麼有這些舉動？為什麼有這些決

策？譬如說最近那個什麼？銷售稅取消了，因何事要這麼做？可能是政府想什麼？想

在競選裏多一些選票，是嗎？多一些選民去支持他，所以突然之間就取消了那個諮詢

7



等等。所以它有些舉動，或者有些狀況，何解會出現這樣？你就去找出它的理由，或

者是追尋它的結果，這個就叫做「推求」或者叫做「尋求」的意思。當你尋求的時

候，你就要有一個意欲，有一個意志：我想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你才去推求的，所以

其中有一個「思心所」在裏面的，另外推求的時候就不只是你想知，你是要運用你的

思考能力去分析它們之間的關係，何解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所以就有「慧」，所以

「思」與「慧」兩方面結合起來就稱為「尋」，但是「尋」是屬於一個比較粗淺的推

求的情況，只是比較表面的，泛泛地理解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

因什麼事會出現這種情形？但是「伺」也是有「思」與「慧」兩個「心所」，但

是「伺」就是比較深入一些，徹底一些，透徹一些的一種理解，所以一般就認為，

「尋」的「心所」相對來講是「思」強而「慧」比較弱的，「伺心所」是「思」弱而

「慧」很強的，即是這兩種「心所」組合，強就是「伺」，它會排除了所有干擾的因

素，很深入地去體會一種東西，這個就是「伺」的力量，所以「尋」就是尋求，

「伺」就是伺察，伺察就是很細微地去觀察，「或思或慧」（《瑜伽論記》）就是這

兩個「心所」了，「於境推求」，「於境」即是你所知的對象，想知道這個範圍裡

面，你去推求，而「麤位」，「麤位」即是比較粗淺的，粗淺的了解就是屬於

「尋」，「即此二種於境」是一種「審察」，即是很仔細的觀察的時候，這樣就稱為

「伺」，「非一剎那二法相應」，即不會在一瞬間兩種同時出現的，只能是「尋」或

者「伺」，因為「麤、細」是不同的，所以不會在一瞬間有兩種這樣的「心所」同時

出現，亦都是根據這種「尋伺」的狀況，即是這種精神的狀況去建立所謂「三地」，

「三地」就是這樣。

而這種三地的建立就同時與三界九地有關，這幾個劃分其實亦是對那種生命存在

的境界方面的劃分來的，譬如三界我們知道，三界六道這些是一種劃分法，但是其實

這種都是一種分類法來的，即是用這種尋伺的角度去分世間的那些生命體的存在境

界，例如欲界與初禪，這個是屬於「有尋有伺地」的，即那些眾生有這種精神活動，

這種精神的現象。另外一種比較特別一些就叫做「中間定」，這個就是由初禪上升去

二禪之前，將要達到二禪時，那時就出現這種精神狀況，叫做「無尋唯伺」，即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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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伺」，很深細地去觀察，然後再上，去到二禪，或者二禪以上那些，就「無尋無

伺」了，即沒有這種推求、推理的活動。而二禪就是色界，二禪、三禪、四禪就是色

界的狀況，另外就有無色界的那四個禪天了，都是「無尋無伺」，所以三界九地就是

眾生存在的領域，所以他就可以透過「尋」與「伺」去界定或者劃分，哪些是這種眾

生的狀況，哪一種是另一種眾生的狀況。

所以其實都是三界九地的另外一種劃分方法來的。既然是與眾生的生命存在是有

關的時候，我們都是要了解，現在我們是屬於哪一種，是嗎？我們是屬於欲界的有尋

有伺？還是屬於二禪以上的「無尋無伺」？還是我既可以進入這裏，又可以進入那

裏？這些你要知道，是嗎？或者你進入到「無尋無伺」而你卻不知，你就很浪費，所

以你一定要知道，尤其是要你們修禪定的人，一定要知道這些精神狀況。聽眾：二禪

以上就「無尋無伺」，是不是那邊的眾生就不需要「慧」？何解二禪以上就「無尋無

伺」？講者：他們的理解力可能不是這種推求的理解力了，是一種比較接近直觀的那

種，直觀就是不需要怎樣分別的，是直接的體會，有些接近我們感官的那種看法。

但他們是「意識」的一種直觀來的，「意識」的，由「意識」的一種無分別的狀

況去體會一些東西，所以他不需要像之前那樣去經歷這些尋伺了，因為他之前已經經

歷了這些尋伺的情況，他對很多東西、很多方面已經有了很多探索或者了解，然後他

再上的時候就是用心去體會，所以他不需要有太多的尋伺的，而且他那時候已經是二

禪以上了，二禪的定力已經很強了，所以他只要一個直接的體會就可以了。大概那

「三地」就基本是這樣劃分。然後「嗢柁南」，一個「總嗢柁南」，即是提出一個總

綱，即現在我們開始講這三地了，他是透過什麼方式去分析它呢？就有五個方面：

「界、相、如理、不如理，雜染等起最為後」。然後用「長行」去解析這五方面是什

麼東西。

「如是三地，略以五門施設建立」，即是透過五個角度、五個方面去解說它的，

「施設」其實就是建立，設定一些概念或者一些這樣的道理系統地去講解這方面的狀

況。這一段是很長的，這三地是很長的，就是由卷四、現在我們由卷四開始，其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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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卷十才完成。所以我們接著下來的這次的二十課是講不完這麼多，大概只能講其

中的一部分而已。「界施設建立」就大約是卷四與卷五；就是講「界施設」，「相施

設」與「如理作意施設」就第五卷；即第五卷有三個部分，即「界施設」、「相施

設」與「如理作意施設」。

然後「不理作意施設」就有第六與第七卷；最後是第八至第十卷的，所以是很

長，七卷的論文去分析這三地的情況，但是他用這麼多卷去分析的時候，主要就是有

五個主題，五個題目去掌握它。「界」就是指眾生存在的各方面的情況，這是

「界」。「相」就是尋伺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尋伺」它的本身是怎樣的？這個叫做

「相」。「如理作意」就是我們怎樣能夠在這個「尋伺」之中，以一種相應「正法」

的道理去了解，「不如理作意」就是一些不正確的見解，特別是講到很多外道的邪

見。

這個部分就很長，而且對於大家來講，可能會比較難接受，因為現在這些道理很

多都已經不流行了。到時我們看看怎樣分析，或者這些只是簡單地講一講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雜染等起」，「雜染」就是指我們的雜染的人生，雜染人生就包括了「煩

惱」、「業」與「生」這三方面，我們的生命是充滿著煩惱的，是嗎？還有什麼？行

為，有漏的行為，因為這個（煩惱）影響它（業），跟著就有異熟的結果，因此我們

就有生命的出現（生），或者我們有時叫做什麼？「惑、業、苦」，都是指同一種東

西，這就是我們雜染的人生了，所以「十二因緣」就有什麼？其中就有流轉人生的各

方面，我們那個有染污的生命存在的情況就是這些，就是「煩惱、業、生」，或者稱

為「惑、業、苦」。

最後的部分就講這些的，講我們生命的流轉的情況。現在暫時知道他用了五個主

題去概括它。然後下面就開始了，講那個「界」怎樣？「相」是怎樣等等。現在是

「界施設」，首先現在再看看「界施設」那裡，因為第一個方面就是用「界」去解釋

這三地。「云何界施設建立」？怎樣去從「界」方面去講解這三地？就提出一個「別

嗢柁南」。前面的「總嗢柁南」就是總綱來的，「別嗢柁南」就是這個總綱之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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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標題再細分的題目，這些細目就屬於小標題。一個大標題，一個小標題，「別嗢柁

南曰」就只是講述「界」是什麼東西，分幾方面。

「嗢柁南曰：數、處、量、壽、受用、生，自體、因緣果分別」。這首偈很概括

講界的內容，然後說：「當知界建立由八種相」，即剛才那首頌有八方面的，第一是

「數建立」；「數」其實就是三界。「二、處建立」就是三界各有什麼處所？它的地

方、範圍是怎樣的？「（第）三、有情量（的）建立」；即有情的量，量就是指身

量，即他又幾高？多大？「（第）四、有情壽（的）建立」；「壽」就是指壽命，即

壽命有多長等等；然後是「（五）、有情受用（的）建立」；「受用」就是他享受的

情況，主要的受用是什麼？即苦、樂的受用；飲食的受用；或者是男女關係的受用等

等。「（第）六、生（的）建立」；即是他出生的情況，另外是「七、自體（的）建

立」；他自身的存在的情況是怎樣的？另外是「八、因緣果（的）建立」。「因緣

果」建立即是瑜伽行派講的那個「十因」、「四緣」、「五果」方面的理論，這個其

實亦都是緣起的理論來的。這是獨特的緣起因果的理論，所以「界施設建立」，我們

知道有八個方面去分析它的，然後我們逐個再去看他怎樣分析。

所以第二個部分就是「依次釋」，即是逐個逐個部分去分析它，第一個「數建

立」，「數建立」即是標示它屬於「墮界」還是「非墮界」，「界」大概就是領域的

意思。第一，「云何數建立」？即是「界施設」裏面的第一項，就是講數的方面，

「略有三界，謂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方面。「欲界」，顧名思義就是我們的欲

念是強的，這個就是「欲界」了。尤其是什麼？食與色兩方面的欲求，對飲食的追

求，對情慾的追求這些，很強的、很強烈的，這就是欲界。「色界」，色界就是物質

的領域很靚，很好的，「無色界」是什麼？據講是沒有物質性的，沒有物質現象的，

這個就是無色界。每個「界」它的意義其實都是就它的精神質素來講，應該是越來越

高的，即是「欲界」是比較低，「色界」就比較高一些；「無色界」就更加高。

大概是這樣分。「如是三種，名墮攝界」。「墮攝界」意思為它是屬於世間法，

我們就稱之為「墮攝界」。另一種是它相對的「非墮攝界」：「謂方便并薩迦耶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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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戲論無漏界」。一個是世間法，就是「墮攝界」；一個是出世間法，又稱為「無

漏界」，這個是「非墮攝界」，「非墮攝界」就包括了「方便」，「方便」是什麼？

能夠得到清淨的生命、清淨人生的一種方法、途徑，「方便」就是一種途徑、方法的

意思，主要就是講「道諦」，怎樣可以轉化我們的生命？怎樣由一個染污的生命轉化

為一個清淨的生命？另外「薩迦耶滅」就是我們這個所謂「主體」的觀念，「薩迦

耶」就是「我見」，這個「我見」已經不再有了，就謂之「薩迦耶滅」，即不再執

「我」。以及「無戲論無漏界」，「無戲論」就是不會講那些什麼？偏見的東西，而

是一種與真理相應的情況，特別是對真理的體證，這個就是「無漏界」。  所以相對

前面來講，那裏是三界範圍裏面是屬於「有漏界」的，與它相對的「非墮攝界」就是

「無漏界」。

然後「別釋三地」了，即是怎樣去概括「三地」呢？第一就是「有尋有伺地」，

「此中，欲界及色界初靜慮，除靜慮中間……」所以所以這裏看到，欲界、初禪；初

禪，本來這個是屬於初禪的範圍來的，這個「中間定」都是初禪的範圍，不過這已經是

初禪的最邊緣了，快要升上去二禪了，除了初禪這個部分之外，其它全部是「有尋有伺

地」，所以他說「除靜慮中間」，「靜慮中間」就是指這個「中間定」了。「若定、若

生，名有尋有伺地」。「若定」就是不論你是透過修禪定而入這個境界，「若生」，或

者你是生在這個境界，就有兩種狀況的，譬如初禪，我們欲界的眾生是可以修到初禪

的，即是我們現在的生命體是欲界，或者精神狀況是欲界，但是某一種情況之下，我們

是可以升上初禪的，即是精神可以達到初禪的境界，但我們還是欲界的身體。

這種就是我們透過修而得的，透過修而入到這個初禪，但是如果假設我這一期生

命完結了，我就投生在這裏，入初禪這個地方出世，我就屬於初禪領域的眾生了，那

些就不是透過修了，那些就叫做「生」，由生而得到的這種境界。所以這裡說的「若

定、若生」，這個「定」就是不論你是透過修禪定而入，還是透過因你的業力而令至

你生這個境界，都是叫做「有尋有伺地」，即是兩種都可以的，你可以透過「修」而

入，也可以透過「生」而入。「無尋唯伺地」就「靜慮中間」了，這個剛好就是一個

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若定、若生」，一樣了，你也是可以透過修而入這個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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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生」、投生而去到這個世界，就叫做「無尋唯伺地」。

「隨一有情由修此故」，即是如果修到這個「中間定」，他就「得為大梵」。

「大梵」是屬於初禪最高層次的眾生，因為那裡已經是初禪的頂，我們知道初禪最高

的就是什麼？「大梵」是嗎？「大梵天」那些，所以「大梵」一般認為是創造主，但

佛教的觀念就是，你可以通過修就可以做到「大梵」的，你可以做到如神的這個位

置，所以你「得為大梵」，這個眾同分。另外就是「無尋無伺地」了。他說：「從第

二靜慮」開始，第二靜慮，二禪以上。「餘有色界」，其餘的有色界，例如三禪、四

禪，以及「無色界全」，即是所有無色界的領域，就是「空無邊處」、「識無邊

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四個無色界的領域全部包括在內，都叫做

「無尋無伺地」。接下來他就問：「此中，由離尋伺欲道理，故說名無尋無伺地；不

由不現行故」。有些人就會問：這個「無尋無伺」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況呢？是否真是

不思考呢？

所以其實最主要就是，當他界定這些的時候，最主要就是一些「離尋伺」的一些不

好的狀況，當你「尋伺」的時候，推求、推求的時候，他往往都會出現一種欲貪方面的

「尋伺」，或者「嗔恚」方面的「尋伺」，或者是一種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的那種

「尋伺」的狀況，這些「尋伺」就會造成一些不好的「業」的。欲界的「有尋有伺地」

常常與這些尋伺有相關的，欲界的眾生，大部分在尋伺的時候，他就牽涉到「貪、嗔、

癡」這些問題，並且很容易會做一些惡不善業，所以欲界就是「有尋有伺」。

「色界」時，去到色界初禪的時候，就由於、當你去到初禪的階段，表示你達到

那個超脫欲界的一些問題，一些煩惱，這是一個進步來的，你的精神質素提升了，所

以他的「尋伺」就開始沒有那麼多問題的，沒有那麼多「貪、瞋、癡」的問題，所以

去到色界的時候，就能夠對治欲界的惡不善法，你才能上初禪，同時它那種騷擾性也

沒有那麼大了，心靈開始比較寂靜了，這種就是「尋伺」情況，所以當他說「無尋無

伺地」的時候，他最主要就是說，他不會有一種不好的「尋伺」、沉思之類，「不由

不現行故」。意思即是說，他並非完全「無尋無伺」變成沒有思考那樣的，他不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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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沒有，不過那個境界是比較寂靜，以及沒有這麼多問題。

「所以者何？未離欲界欲者」，有些眾生還未離開欲界的問題，那些種種的煩惱

問題，「由教導作意差別故」，但是透過有些人教導他怎樣去修，怎樣作正確的思

維，「於一時間亦有無尋無伺意現行」。即是欲界眾生都可以達到這個「無尋無伺」

的情況。例如有些人教他修什麼？修空觀，無相的想，寂靜想等等，他的心靈狀況就

可以進入這種「無尋無伺」的情況，所以「無尋無伺」不一定是要生在二禪的，你欲

界的眾生都可以達到「無尋無伺地」。

既然是可以透過修而入到這些定、這些境界的時候，變成那些修菩薩行的眾生就不

需要離開欲界了，在欲界也可以入的，他透過這些方法就可以達到的，他就不需要生那

裡，所以他多數生在欲界，因為在欲界他可以做到很多利益眾生的事情，但是去到這些

地方（色界），那裡的眾生不需要你去幫助的，他們自己也很行，所以去那裏很難去修

菩薩行的，所以你多數要在欲界裡修。但是在欲界修不要緊，只要你知道怎樣進入這些

「無尋無伺」或者「無尋唯伺」就可以了。即是你的精神素質你可以保持，或者你自己

可以一路提升，但是你的生命境界可以保持在欲界這裏，做你應做的事情。這個就是我

們對這些境界的了解，對於我們的修行的時候，這都會有一些啟發與指引。這裏就是指

出了怎樣可以入這些「無尋無伺」的，透過修這些空觀、無想定這些。

「已離尋伺欲者，亦有尋伺現行」，即是說，大部分主要的精神狀況都是「離尋

伺」，但它是有「尋伺」的現行的，譬如「如出彼定」，即是出定的時候，現在你在欲

界修這種「無尋無伺」，當出定的時候就會再出現「尋伺」的活動，或者你生在那些

「地」， 生在那些「地」都會有「尋伺」的現行。再講，再分析「有尋有伺地」就說，

「若無漏界有為定所攝初靜慮」，這個「初靜慮」的觀察力很強的，因為你由一個如此

紛擾的精神狀況之中，你能夠去到一個比較專注的、清淨的境界的時候，你一定要有一

個很強的意志去克服這種不好的心念的，所以當你能夠由欲界去到初禪的時候，就顯示

你有一種很強的智慧或者觀察力，所以在初禪的時候可以出無漏出世間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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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界有為定所攝初靜慮亦名有尋有伺地。依尋伺處法，緣真如為境」。即是

在初禪已經可以觀真如了，不過要以「尋伺」作為基礎，去進行這個觀想，「入此

定」，「入此定」即是入這種無漏的、無分別狀況，「不由分別現行故」。這個「分

別」就是「尋伺」。即當你是無漏界的時候，你首先是要由「尋伺」入手的，但當你

由「尋伺」入手之後，你進入一種能夠緣真如為境的情況之下，那時就不是真是有

「尋伺」現行的，那時是沒有「尋伺」的，因為那時已經不分別了，所以「有尋有伺

地」的時候，如果是「無漏界」，它基本上都是無分別的，都是「無尋無伺」的。

這樣就怎樣分別？當你達到「無尋無伺」的時候，其實仍然有「尋伺」，或者你

處於「有尋有伺」的時候，在某種特殊狀況之下，你也會有「無尋無伺」，可以嗎？

就是這樣劃分法。「餘如前說」。基本大致上都是那樣分的，大致上「有尋有伺」或

者是以上講述的兩種狀況。這個就是「數建立」就分析過了，三界的「數」以及它是

什麼階段就屬於這個「地」。然後講「處所建立」。「處所建立」建立也是透過三界

去劃分的，即三界有什麼「處所」呢？

譬如欲界，「處所建立者，於欲界中，有三十六處」。有三十六處地方是屬於欲

界的範圍，我們看看哪三十六種？你們看註 21，其中一個叫做「八大那落迦」，

「那落迦」即是地獄，意思是大地獄，「八寒那落迦」，「餓鬼、非天、四大洲」，

「四大洲」即是人類，「八中洲」都是人類，是嗎？然後是「六欲天」，「六欲天」

是天趣的眾生來的，所以我們知道這裏六道眾生所聚居的地方，或者是雜居的地方，

所以欲界的領域我們有時叫它做什麼？五趣的雜居地，五趣或者六道的眾生，大家一

起在這個欲界領域裏面生存的。

你見到有「地獄、餓鬼、非天、人、天趣」，畜生就是依附在人或者天那裡生存

的，所以就有「三十六處」，欲界有「三十六處」，然後他就首先講什麼叫做「地

獄」了，即「那落迦處」，所謂「那落迦」（naraka）就是惡人所生的地方，那些

暴惡的人，兇殘的人所生的地方，他是什麼業會去到這些地方？多數就是殺生與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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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即毀謗正法的人很多就要落「那落迦」的，主要是這兩種，然後「那落迦」有

哪些？

譬如說，其中有兩種，一種叫做「大那落迦」；一種叫做「寒那落迦」。地方大

概就是，據說是指欲界，欲界的最底層，天就很高，天就是最高的，欲界的最底層的

部分就是屬於「那落迦」，哪八種「那落迦」？第一種叫做「等活」；這個「等活」

就是屬於「死而復生」，稱之為「等活」。這一類如果去到「等活」地獄的眾生，他

們本身與生俱來，那隻手就好像爪那樣的，銅爪那樣，他們會去傷害人的，但是傷害

人的時候亦同時傷害自己，即是害人亦會害己，這樣他傷害自身的時候，他或被一些

刑罰，令他被摧殘到死的時候，只要有一些風一吹的時候他就醒了，就會復活的，又

再受那些痛苦，這種就叫做「等活」，即是持續地、不斷地死而復生、死而復生去受

那些苦，但是這個已經是最低度的地獄，（不是）最差、（而是）最低等的、最低度

的苦就是「等活地獄」。另外是「黑繩地獄」，「黑繩」即是用繩去綑綁你，然後將

你切割那樣的。「眾合」就是說那些山夾過來，壓著你；這種叫做「眾合地獄」。

「號叫地獄」就是將你扔到油鍋裡燒你，令你很痛苦，以致嚎叫，這裡是根據其

痛苦的程度，第四種叫做「號叫地獄」。但是如果更痛苦的，就叫做「大號叫」，大

聲嚎叫，以表示其極度痛苦。第六與第七亦是指程度，就是「燒熱」與「極燒熱」，

如果是部分的「燒熱」，少分的就叫做「燒熱」，如果多分，即很大幅度的「燒

熱」，這種就叫做「極燒熱」了，即是將你來燒烤等等，燒你，這種就是「燒熱地

獄」。最後的那種就是「無間地獄」了，「無間地獄」是怎樣？其苦無停止的，沒有

間隔、沒有停止的情況，這樣就是「無間地獄」。最慘就是「無間地獄」了。「此諸

大那落迦處」，這些這樣的處所，「廣十千踰繕那」。

「踰繕那」（yojana）是印度的一些量度的單位來的，不過它究竟有多長到現

在都未有一個確定的講法，根據玄奘法師所講，大概一個「踰繕那」就等於三十里左

右，如果「十千踰繕那」就照乘以一萬左右，三十里乘以一萬（30X1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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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大概就是這個範圍。這個就是「大那落迦」。另外一個就叫做「寒那落迦」，

這些就是很凍的，「此外復有八寒那落迦處。何等為八」？第一就叫做「皰那落

迦」；「皰那落迦」的意思就是指那些皮膚因為寒冷的影響，它就會怎樣？就會捲縮

以及皮膚會爆裂的，所以它前面的第一種「皰那落迦」與第二種「皰裂那落迦」其實

是同一組，同樣地就是根據程度，看你那個捲縮的程度、破裂、爆裂的程度是怎樣，

第一種是沒有那麼嚴重的，第二種是嚴重一些。

然後第三、第四、第五就是那些譯音來的，又是屬於同一類的地獄來的，這一類

第一種地獄叫做「喝哳詀（atata）那落迦」，這個當然是譯音而出現這些字，至於

它是什麼狀況呢？它就是當天氣很寒冷、冰天雪地的時候，是會凍到舌頭不能活動

的，不可以活動的，不能活動的時候就講不到話，不能講話，他只能夠在喉嚨裏面發

聲，或者在內臟裏面輸送一些聲或氣出來，所以這種舌不能夠動，只能出一些響聲，

這樣的就稱為「喝哳詀那落迦」。也是程度上的，這個已經是程度比較淺的情況，但

是已經不能講話了。另一個，第四就叫「郝郝凡那落迦」，這個「郝郝凡」是一個音

譯來的，它的那個梵文是這樣：hahava，這個就知道「郝郝凡」就是這樣了，譯出

hahava這個字，是象徵什麼？象徵他講不到話，只能 ha、ha那樣，諸如此類差不

多上下。

然後後面那個第五的那個，也是出不到聲音的，那舌頭都麻痺了，只能夠出一些

很古怪的聲音，就是什麼？「虎虎凡那落迦」，這個不是，這個就是這

樣，huhuva，hu、hu，那樣，那樣就是「虎虎」，所以中文就直譯「虎虎」。所以

我們如果看中文就不知道它是什麼地獄來的，因為它是音譯來的，但是它就很形像地

講出了那一類的眾生，他們根本就不能講話，溝通不到，不能表達，很痛苦之下他們

都叫不到的。這個就是，這三種是一類的，是凍到 （舌）都整條麻痺了。脷

然後第六、第七、第八又是另一種，另一種又是講皮膚的狀況了，因為很冷的時

後，就是凍到〔皮膚〕的顏色或是青瘀色，或者是什麼？紅色等等，所以他就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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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青蓮那落迦」；皮膚凍到青藍色的，另外就是「紅蓮那落迦」，就是紅色的，

「大紅蓮那落迦」就是程度上更加嚴重，即是全身(紅而)凍裂的情況。這個「寒那落

迦」就是形容這個地方非常之寒冷，而導致他們的身體的苦況。跟住就要知道地獄的

邊際，大概有幾大範圍呢？「從此下三萬二千踰繕那」，  「從此」，這個「此」大

概是指人間，以人間來計算，或者以地平線計算，在我們的地下，我們這處地面之

下，大概有「三萬二千踰繕那」，「踰繕那」大概如果（三萬二千）乘以三十里，然

後才去到那個「等活那落迦」。

即是「等活那落迦」在我們地底下面，已經是很大的距離，「三萬二千踰繕那」

的「那落迦」，「從此」，「此」就是指那個「等活」，即是由「等活」計起，就再

隔，譬如「等活地獄」這裡，下面去到這個「等活地獄」然後「等活地獄」再落一層

就去到什麼？去到「黑繩地獄」，「等活」去到「黑繩」的時候，即是去到其餘的

「那落迦」，中間大約就是相隔四千「踰繕那」，然後就到其他的「那落迦」，一層

一層那樣落。所以說「十八層地獄」就是這樣了。不過這裏講了有十六個地獄，十六

層地獄。這樣一路一路，「大那落迦」就每四千、四千這樣相隔。

然後就「寒那落迦」，他說「初寒那落迦處亦爾」。這即是說，「大那落迦」就

每四千、四千那樣計算，一路去到第一個「寒那落迦」，然後由第一個「寒那落迦」

去到第二個「寒那落迦」，或者第三個「寒那落迦」，它們就沒有相差那麼遠了，只

是相差「二千踰繕那」，就是之後就隔「二千踰繕那」那樣下去，所以說，「從此復

隔二千踰繕那，有餘那落迦應知」。即是一路如此下去。大概去到無間地獄或者去到

最低的那一層，都應該已經有幾十萬個「踰繕那」了。

聽眾：老師，佛經有沒有講幾多眾生？講者：無定的，視乎你那個業感就去那個

地方，聽眾：有幾多眾生在那裡？講者：沒有定的，因為視乎你不同的時候、不同的

眾生造的什麼業而感到那個地方，聽眾：即不是一個實質……講者：因為我們之前其

實講過，當那些眾生全部改過向善的時候，「那落迦」會消失的，是嗎？「那落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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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消滅，然後餓鬼消滅，然後跟著人又消滅，個個都上了二禪，這個世界就毀滅

了，「那落迦」會毀滅的。但很多人作惡的時候，「那落迦」就一路存在，或者視乎

他們業力的程度落不同的「那落迦」。

所以很難講它有多少的，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眾生，他們的業成熟的時候，他們

就會落這樣的地方。聽眾：譬如說殺生，很多人都殺生。講者：殺生是看他一方面是

看殘忍的程度、數量，還有是生物的等級，越高級的生物，他的罪業就越大的，譬如

你殺一個阿羅漢，與殺一個普通人是有所分別的，殺個普通人與殺一隻狗也有不同，

大概會這樣分。

當然最好眾生平等，最好就不要殺這麼多，但是其實是有分別的，就是殺很高級

的眾生，它的業力就會很強的，如果是其它那些一路低等的，其業力就相對沒有那麼

厲害，所以下無間地獄的五無間業，就是因殺聖人。聽眾：總之殺生就會落地獄？講

者：也不是，不是的，其實很多所謂「殺生」是指殺人，最主要是殺人，但是殺動物

殺得太多，那些人的業也是沒有那麼好，特別是那些職業上的，那些捕殺動物的那些

職業，那種人就比較麻煩一些，但是一般所謂「殺生」最主要是指殺人的方面，殺

人，殺人多數要落「那落迦」的，這個地獄大概就是這樣了。

然後就去到「餓鬼處」了。「又有餓鬼處所」與「非天（的）處所」，「非天」

大概就是指「阿修羅」 (asura)。然後是「人天處」，「人天處」有些是指「傍

生」，即是畜生，「與人天同處，故不別建立」，即是畜生就沒有畜生專有的地方

了，因為牠與人一起並存的，或者與天一起並存。至於人那裏，就「復有四大洲如前

說」，即是我們講解了四大洲與「八中洲」的情況，就是屬於人居住的地方。

至於「天」那方面，就有所謂「又欲界天有六處」，即是我們一般講有「六欲

天」就是指這個，他屬於欲界的天趣的眾生，第一就是「四大王眾天」；即是四大天

王那些，以及他們屬下的那些臣民，「三十三天」就是忉利天，帝釋天那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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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天」，「時分天」還有另一個名叫做「夜摩天」；大家看註 26，這裏有寫

夜摩天，間住一個夜摩天，即是講「時分天」，另外「知足天」即是兜率天；下面註

的「 史多天」就是這個了。然後就是「樂化天」，「樂化天」即是「樂變化天」，覩

以變化去取樂的這種眾生；「他化自在天」，透過他人的變化而得到享樂的。所以有

六處的眾生是屬於天界的。

但是天界亦有些是屬於他們的地方的範圍還有其他：「復有摩羅天宮」，是屬於

「他化自在天（所）攝」，即在它領域的範圍之中，不過「處所高勝」，它處於「他

化自在天」最高的地方。越高就越好，通常他們的界定，越高級，即越高的地方就表

示再高級一些的，「摩羅」是什麼？「摩羅」一般是指魔王，大概是撒旦那一類，魔

王有什麼意義？那個「摩羅」主要是講破壞，特別是破壞那些什麼？破壞修行的人的

那些功夫，或者是誘惑他們，令到他們不能修行成功的。這個就是「摩羅天宮」。他

有很多變化的，所以這個就是「他化自在天所攝」了。另外「攝其餘」就是指「那落

迦攝」，「復有獨一那落迦、近邊那落迦」，意思是它們在「大那落迦及寒那落迦」

附近的，這樣叫做「近邊」，所以就不另外「立處」了。即是在邊緣的地方，一般是

指那些荒山野嶺，或者一些河流的地方，有這些鬼類的眾生或者地獄的眾生等等。

另外有些屬於人間的，地獄的眾生是屬於人間，「又於人中亦有一分」，「一

分」是屬於「那落迦」的業報來的，叫做「獨一那落迦可得」。「獨一那落迦」大概

就表示他在人間很苦的狀況，就叫做「獨一那落迦」，譬如人間地獄，或者我們有時

見到那些很孤獨的老人，被人遺棄等等，譬如在老人院，或者有病又不能活動，每天

都只能睡在床上，由朝等到晚，度日如年的那種狀況，那就差不多好像「那落迦」

了，這種叫做「獨一那落迦」。或者是指在人間很苦的情況。「如尊者取菉豆子

說」：這個「取菉豆子」即是目犍連（Maudgaly yanaā ），目犍連尊者，目犍連尊

者就成日見到地獄的狀況，因為他神通第一，一方面見到他母親在地獄受苦，另外也

見到很多眾生在地獄受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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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諸有情」，就是指地獄的眾生，「燒然、極燒然」，有些部分是「燒然」

的；有些是「極燒然」的，多分的，「遍極燒然」，就是指全分的，即是整個身軀都

被火燒，還有些燒的情況更嚴重的，燒到只剩下一團火而已，「總一燒然聚」，見不

到形骸的，一些人的樣子或存在的樣子都沒有，但就見到一團火，一堆火裡有人嚎叫

的聲音，那樣就稱為「總一燒然聚」。燒到渣都沒有了，只是剩下聲音。地獄所描述

狀況都很恐怖，並且很慘，很苦的那些眾生，但是很難救他們的，因為他們的業感多

數都是要他自己受完了這些報，然後這些景象才會消失的，不然他們就會不斷地見這

種景象，這樣有些是「人中攝」，有些是地獄的狀況。「如是等三十六處、總名欲

界。」欲界有這麼多方面的內容。

接下來就是到色界，色界就有「十八處」，「十八處」大家可以看第 31的註

解，它就列出了那十八個地方的名稱，首先「初靜慮」，即是初禪天那裡，就有「梵

眾天、梵前益天（與）大梵天」，這三類，三類眾生，都是與他們的級數有關，最高

是「大梵天」。「此三由軟中上品，熏修初靜慮」。意思即是初禪的禪定修習，它大

概有三個等級的，「軟」即是下品；最下品的初禪，你修到初禪，你生在初禪天，你

就屬於「梵眾天」。如果你是「上品」的熏修，你就屬於大梵天，所以我們一般在這

裏前面的三種名稱，就稱為「果三品」，即是這個修定的結果，令到他成為「色界

天」的眾生，但是有三個等級。

另外就由於他的定力不同，或者定境的不同，就稱為「定三品」，由於它的

「定」，即修禪定的程度不同的時候，所以大家對應了，何種「定」就得到何種果，

但是你修定都是業力來的，是嗎？這些是「不動業」來的，所以也是由這個「業」而

引致這樣的「果」。這些當然是好的！這些相對地獄來講，其情況就是已經相差很遠

了。所以這是「熏修初靜慮」。另外「第二靜慮」就有「少光天、無量光天、極淨光

天」，亦是「三品熏修」，亦是層級不同，最低就是「少光天」；最高是「極淨光

天」。然後「第三靜慮」有「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這個又是三品，就是

「熏修第三靜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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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第四靜慮」就比較多一些，第四靜慮有八個地方，首先「無雲天、福生

天、廣果天」，這是由第四靜慮的「三品熏修」而劃分出來的，還有一個叫做「無想

天」，就是「廣果天所攝」的，即是這個「第四靜慮」的其中一個「廣果天」涵攝了

另一個「天」，就叫做「無想天」，我們知道無想天是什麼人能進去的？就是修「無

想定」的人就是生「無想天」的，所以「無想天」是一個果報，但是這個果報有些人

說它的界域是屬於「無想天」，但是很多都是說，它其實就是屬於「廣果天」的其中

一部分，所以它「無別處所」，「無想天」的眾生就只能是生在「廣果天」，所以

「無別處所」。

另外，「復有諸聖」，「諸聖」就是那些已經見了道的聖人，但是他又未達到阿

羅漢果的，那些聖者就「住止不共五淨（居天）宮地」，這個「五淨居天」就是「無

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及色究竟（天）」  。因為他們的

精神狀況更加純淨，他們所感的境界，也就是你們所見到的名稱就講「無煩、無

熱」，是嗎？都是好的境界，主要就是那些「不還果」的眾生，生這個「五淨居天」

的。他們「由軟、中、上」；這是等級方面，「上」之中再分「上勝」，再高一些

的，「上極品」，「上極」，最圓滿的，這些「雜熏修第四靜慮」，所以「第四靜

慮」分很多級的。除了這些聖者在這些四禪天裏面，又有些眾生在四禪天裡面，還有

一些是菩薩的，菩薩也有四禪天。

「復有超過淨宮」，「五淨居天」，有一個所謂即「大自在住處」，這個「大自

在」就是指「大自在天」所住的地方了，另一個名稱就稱為「摩醯首羅天」，大家看

第 34註解（《瑜伽師地論略纂》）那裡，就說有些眾生當他將要達到第八地的層次

的時候，他會生「廣果天」，「將入第八地」，即是去到第七地的時候，第七地的時

候那個「我執」已經減到很弱了，他快要可以生到「廣果天」，「無漏極熏」，因為

去到第八地的時候，就只是無漏先行了，第八地的菩薩就不會再有有漏了，所以他們

就會生「廣果天」，然後去到第十地，當他修到第十地的時候，他就會生「摩醯首羅

天」的，或者稱為「大自在天」的地方，所以那裏據說就有很多十地菩薩就生這個地

方，生這個「色界天」這裡。「有十地菩薩、由極熏修」，「極熏修」即是「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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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不再起那些愚癡、無明的，就是修到「第十地故，得生其中」。即是生在這個

「大自在天」或者稱為「摩醯首羅天」的地方。這就是介紹「色界」的情況。

然後，最後就講「無色界」了：「復次，無色界有四處所，或（者是）無處

所」。我們知道無色界沒有物質現象，所以就應該是「無處所」，是嗎？沒有那個物

質的身軀，既然沒有物質的身軀，就不需要有樓房屋宇去安置這些生命，所以無色界

是「無處所」或者它是有「四處所」，這個「四處所」其實就是指那些精神性的東

西，就是五蘊裏面的那些四種精神的聚集，就是「受蘊」、「想蘊」、「行蘊」、

「識蘊」，這個我們稱為四種「無色蘊」的情況。「處所」就講完了，即是三界的

「處所」大概就是這樣劃分。其實見到所講的「三界處所」的劃分，其實就是與我們

生命的質素有關，是嗎？質素低的就處於很低層，質素高的就會越來越處於高處。然

後第三、第三個角度就是「有情量（的）建立」。這個「量」就是指他的「身量」，

他的身軀，或者身高，大概身高是怎樣。

這裏我們不用深究，大概怎樣不是很重要，不過當然可能會超乎我們的想像，譬

如他說有色界，有色界，即有物質性的領域，其中有「人界」，「有情量建立者謂

：贍部洲人」，大概就是指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身量不定」的，即是身高、體型

不一定是同樣，有時是高大，高大的時候，當我們壽命長的時候，就會越來越高大，

因為我們這個世間據說是什麼？可能就短至十歲，平均壽命十歲，要不就八萬四千

歲，當你八萬四千歲的時候，身高就更加高一些了。「或時卑小」，「卑小」即是壽

短的時候，或者營養不足的時候就會「卑小」了。

「然隨自肘三肘半量」。「自肘」大概就是我們這個位置，就謂之一肘，「三肘

半」大概應該是多少？五、六呎左右，是嗎？就是我們的身量，這是南贍部洲的人。

另外是「東毘提訶身量決定」，「決定」即是沒有或高或矮那樣，「亦隨自肘三肘半

量」，不過身型又比較大一些，闊大一些的，「如東毘提訶（洲），如是西瞿陀尼

（洲）、北拘盧洲，身量亦爾」，不過就「轉復高大」。「身量亦爾」即他們的「身

量」是決定的，是不會變的「身量」。但是他們會比較高大一些，這樣「人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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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了。

「天趣」，如果是欲界的「天趣」，「四大王眾天身量，如拘盧舍四分之一」。

「拘盧舍」（kro aś ）也是他們的數量單位，大概一個「拘盧舍」就約莫是 3200

呎，但只是「拘盧舍（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即是除以四（3200÷4），除以四

都很多，都 800呎，這些我們開始很難接受了，因為我們未見過這麼高大的人，不

過他說世界上有這樣的眾生，那種人的「身量」是這麼大的。

另外如果是「三十三天身量，復增一足」。「一足」的意思就是，他是「拘盧舍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再加，乘以 2再除以 4，但是再加的，這樣大約都有近千尺那

麼多的，一千呎左右，因為再加四分之一，大概都要加二百呎，這裡，「復增一

足」，即是再多四分之一。所以「帝釋身量」，「帝釋天」是三十三天最高的存在，

那個主宰，「半拘盧舍」。「半拘盧舍」較為高就千六（1600）呎，千六呎左右，

是嗎？「時分天」即是夜摩天，「亦（是）半拘盧舍。」「此上一切，如欲界天身

量，當知漸漸各增一足」。即是在數量上再加上四分之一。

這些我們不理它，總之他的「身量」是我們想像不到那麼大，我們想像不到有些

人的身形是那麼高。以我們現在只有幾呎高，看別人幾千呎或千幾二千呎，即是好像

螞蟻望摩天大廈那樣，其對比就差不多是那樣。然後「色界」，「色界」的身量就有

「半踰繕那」，一個「踰繕那」我們知道有三十哩，這裏有十五哩那麼多，這些還是

初禪天那些最低層的眾生，「梵前益天身量一踰繕那」，「大梵天身量」一個半的

「踰繕那」，「少光天身量二踰繕那」，即是更加高大。「此上一切餘天身量，各漸

倍增」。一路是這樣增加，直到「除無雲天，應知彼天減三踰繕那。」

這裏大概怎樣計算呢？譬如他說，譬如「無量光天」，「少光天」、「少光天」

就是兩個「踰繕那」，一路一路增加一倍，所以「無量光天」就變成了四個「踰繕

那」，「極光淨天」就再加一倍，就八個「踰繕那」，而且一路上，一路上，然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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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遍淨天」的時候，就已經的六十四個「踰繕那」了，六十四個「踰繕那」。但是

再上一層的時候，去到「無雲天」，本來 64乘以 2，但是還要再減三個（64x2-

3），三個「踰繕那」，這個計法就要這樣，再減 3，所以就等於 125個「踰繕

那」，大概「無雲天」就是這樣計法，不過這些大概我們不需要理太多，即是他告訴

我們，越高他的身量就越大。

至於「那落迦」，「又大那落迦身量不定」，就沒有很確定的，「若作及增長極

重惡不善業者，彼感身形其量廣大，餘則不爾。」即是如果是犯了很嚴重的罪惡，他

所感的「身量」就非常之大了，「身量」大的意思是怎樣？他承受的苦就越多，是

嗎？因為他周圍都是苦的環境，都是懲罰他的刑具來的，所以他的身量越大，他就越

要感多一些苦的，其他的如果惡業沒有那麼大，他的身形就沒有那麼大的，「如大那

落迦」，譬如「八大那落迦」的情況，「如是寒那落迦」，八個「寒那落迦」，「獨

一那落迦、近邊那落迦」這些都是這樣的狀況，隨著它的業的輕重，就感得他的身的

不同，而且地獄的眾生不但止因身量廣大而感多些苦，還據說他的身體特別柔軟的，

好像嬰兒那麼柔軟，越柔軟就怎樣？承受的痛苦就越大，如果你是那些筋骨比較強壯

的那些，你就可以抵受得住那些痛楚的，但你越柔軟就是說你的敏感度就越大，它就

會搞到他的身形一方面是很廣大，另一方面卻很柔軟，這樣就越能夠感到更大的苦

楚。

所以這些描述的業報真是不可思議。另外就「諸天」，「非天身量大小，（就）

如三十三天」那樣。即是帝釋天那些，「身量」都是很高的，「當知無色界無有色

故，（就）無有身量」了。「無色界」就無身的，因此他就不會有什麼「身量」的情

況。這樣我們現在已經講解了三個，它的嗢柁南：「數」講了、「處」講了、「量」

亦講了，是嗎？還有其他五種，那些我們就下一課再講了，這一課我們講到這裏。

這些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們不需要太過深究，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宇宙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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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奇不有的，不同類型的眾生有可能的存在。聽眾：剛才你說生在初禪天，其實何解

會生在初禪天這樣得意？ 講者：因為譬如你在做人的時候，你經常修禪定，而你已

經能夠進入初禪，你已經有了這種力量了，當你今世完結之後，你生前的這種力量就

令你可以生在初禪天。聽眾：生出來是怎樣的？講者：就是剛才形容的那些，初禪有

多少「踰繕那」那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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