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四之〈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一〉

我們繼續看〈有尋有伺地〉，就是卷四的那部分。上次我們開始講「界施設建

立」，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分了所謂八個方面，八種「相」，我們已經講了「數建

立」，即是三界，以及「處建立」，就是三界總共有幾多地方，有多少處所，另外就

是「有情量」的建立就是他的「身量」，即身高有多少高？身型有多大？這個就是

「量」、「身量」的方面。

然後第四就是「有情壽建立」，就是他的壽命有多長或多短？「有情壽建立」我

們看論文的第七頁，首先是講欲界，欲界人的方面，「壽建立者：謂贍部洲人，」即

南贍部洲的人是「壽量不定」的，「南贍部洲」大概是指我們這個區域的人。「彼人

以三十日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即是一年以 12個月來計算，與我們這裏的時

間都很吻合，應該是指我們這裏。「或於一時壽無量歲」，「壽無量歲」即如果在

「增劫」時就可能去到八萬四千歲這麼長都可以。「或於一時壽八萬歲，或於一時壽

量漸減，」即是如果「減劫」的時候，就可能低到只有「十歲」而已。這些南贍部洲

的人就是這樣。

「東毘提訶（洲）人，壽量決定二百五十歲」。「壽量決定」的意思即是他們沒

有增減，「贍部洲人」是有增減的，所以是「不定」。「西瞿陀尼（洲）人，壽量決

定五百歲」。「北拘盧洲人，壽量決定千歲」的。「千歲」即一千歲，沒多沒少。這

樣這個世界很有趣，有些地方的人的壽量是有限定的，「北拘盧洲」是作為人存在的

世界之中是最好的，因為有整整千歲，同時那裡據說那裡是很快樂的，好像天趣的那

些眾生那樣，不過有一些不好就是沒有佛法可以聽的，學不到佛法的。所以基本上在

佛教的觀點來講，都認為贍部洲的人是比較好一些的，即是當他如果想生命有進步的

時候，他是比較可以有多一些這樣的機會，但是其他洲相對來講就不是這麼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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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天趣的方面，如果「人間五十歲」，即是五十年，就是「是四大王眾天一

日一夜」，「四大王眾天」是「六欲天」的最低的一層，「以此日夜」，即是如果以

此來計算，「三十日夜為一月」，好像人間那樣一個月有 30日，以及一年有 12個

月，「十二月為一歲；彼諸天眾壽量五百歲」的。我們就可以這樣計算，是嗎？我們

人間就五十年就等於它的一日，它也是好像我們那樣計算，「十二月為一歲」，這樣

即是它一年也有 360日，但是他的壽量是 500歲，再乘以 50，（360x500x50），

大概就應該大概有 900萬年左右的，大概有 900萬年，這麼長的，最低的天，最低

層的天都這樣長，如果去到這些數字，我們就可以看到，似乎感覺上我們都接近可以

永生了！有些說，天堂是千禧年，其實千禧年與它相對也變成很少了！那些

900，900乘以多少？900萬年那麼長！等於我們人間九百萬年。

所以我們一般人如果去到五十歲就完成所謂「一生」，在他的眼中來講，我們這

一世就等於他的一日左右，如果我們大約七八十歲才往生，就等於他的一日半。所以

在他看來，我們就差不多是朝生暮死的狀況，但是我們看另一些生物，可能它們又相

對我們來講它也是朝生暮死，所以這些時間是相對的，但是他們是很長的。另外「人

間百歲」，一百歲「是三十三天（忉利天）一日一夜」，「以此日夜」，好像以前的

算法，這些「天眾壽量千歲」的，一千歲的，這些加起來大概等於我們大約是三千六

百萬年。

「如是所餘乃至他化自在天」即是「六欲天」最高的那個，就是相對之前「各增

一倍」。即每一個「天」相對前一個「天」就多一倍，所以他們是非常之長，非常之

長壽，這些可能在時間相對來講，他們可能不需要好像我們那樣，為三餐去奔波，故

時間上他覺得很長都未定，即是他無所事事的時候，那個時間的觀感會長一些都未

定，無所事事或者是很痛苦的時刻，通常我們都是感覺時間是很長，很無聊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時間很長。很痛苦的時候，只是十幾分鐘我們也會覺得時間很漫長了。

他可能就是這種狀況，但如果真的照這樣實在地去計算就非常之長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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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八大那落迦」，即地獄，「又四大王眾天滿足壽量」，「滿足壽量」

即是五百歲，是等於「等活大那落迦一日一夜」，這個已經很長了，它的一日，他的

「（四大王眾天的）滿足壽量」即是如此長的時刻，等於我們人間的（900萬歲），

但是「等活大那落迦一日一夜」，也是以「三十日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這個

「那落迦，（是）壽五百歲」。所以可以是乘以 500，再乘以 500。「以四大王眾天

壽量，成等活大那落迦壽量；」這樣計算，「如是以三十三天壽量，成黑繩大那落迦

壽量；」即是大家是以倍數那樣增的，相對來講倍數地增。「以時分」即是忉利天之

上的那層，夜摩天，有時叫做「夜摩天」。「成眾合大那落迦壽量；」「知足天」即

是兜率天，就是「號叫大那落迦壽量；」「以樂化天壽量」，「樂變化天」，就是

「大號叫大那落迦壽量；」「他化自在天壽量」，就是「成燒熱大那落迦壽量，應知

亦爾」了。

這樣大家有空就可以計算一下，一般都不需要理會它，總之其實如果在人間來

看，基本上都是想像不到有多長了，已經是非常之長了，但是這麼長時間受苦，

「天」雖然是沒有什麼事做，玩而已，但是都好一些，但這些是受苦的，這麼長的時

間。「極燒熱大那落迦」的壽量就是「壽半中劫」，「中劫」我們知道是什麼？就是

「成、住、壞、空」的時候，那時間也是很長的，半個「中劫」那麼長。「無間大那

落迦有情，壽一中劫」。即是一個世界「成、住、壞、空」的時候，當它「成」的時

候，大概這麼長時間他都是在無間地獄裡面。

還有「非天」，「非天」的壽量就「如三十三天」那樣，這個「非天」，也是很

長壽的，「如三十三天」，「傍生、餓鬼壽量不定」，即是畜生、餓鬼的的類型壽量

不同，「餓鬼」都是不定的。另外「八大那落迦」，就由「寒那落迦」，「於大那落

迦」來講就「次第相望」，大家對比來講就「壽量近半應知」。即大概是「八大那落

迦」的一半左右，即它是短一些的。「近邊等那落迦」，「近邊那落迦」或「獨一那

落迦」這些，「受生有情（也是）壽量不定」了。即是在地獄附近或者在荒野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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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那落迦」，它就「壽量不定」。地獄就是這樣了。

到「色界天」，「色界天」，第一個「色界天」就是「梵眾天」，初禪天，「梵

眾天壽二十中劫（為）一劫」，另外「梵前益天」，即是管治這個「初禪天」的官員

就是「梵前益天」，其「壽四十中劫（作為）一劫」的，「大梵天」的壽命就是「六

十中劫（為）一劫」。這就是初禪，初禪「六十中劫」大約等於我們世界的「成、

住、壞、空」這麼長的時間，「少光天」就是第二禪天了，第二禪天的第一層，因為

我們知道每一層天都有三層左右，第一層就「壽八十中劫（為一劫）」，即是相對大

梵天來講還多了一劫，有「二劫」那麼多。「自此以上，餘色界天壽量相望，各漸倍

增」。每一個都是相對之前多一倍的，「唯除無雲（天）」，「無雲天」當知彼天壽

（量）減三劫」。

他是如何計算的？我們看看第 43個註，他說：去到「遍淨天」的時候就大概一

路倍增，去到「遍淨天」就 64大劫，再上就是那個「無雲天」了，根據之前的計算

方法，就是多一倍，所以 60劫就要乘以 2（60x2），是嗎？乘以 2後再減三劫，

（60x2-3）所以「無雲天」的數量是 125個大劫那麼長的。去到色界天的，這個禪

天多數這個精神是在定中的境界，很舒服的、很安詳的，但是他們「壽量」就是這樣

長了。「無色界」，「無色界」就更厲害，「空無邊處壽二萬劫，識無邊處壽四萬

劫，無所有處壽六萬劫，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這樣長，「八萬劫」，這是天文數

字了，都計算不到有多長了。

所以這麼長的「壽量」，在佛教觀點來說他們好不好？就他們相對我們人間沒有

那麼苦，他們應該是好的，不是苦的狀況，很清淨，心靈很靜的，沒有什麼苦的逼

迫，本來都是不錯的境界，但是因為時間太長，在這些地方，生存在這些地方的時

候，那個意義不是很大，這麼長的時間在這些狀況之中，對於人，對於其它人來講，

或對於自己來講，其進步或利益不是很大，所以一般來講，佛教一般叫我們不要生無

色界天，因為我們看見它的「壽量」雖然這麼長，當然有些人很渴望長壽，但是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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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生命的限量，卻沒有什麼大的進步的時候，其實佛教就不是很主張這樣的。

所以多數都不要生去「無色界天」那裏，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生去，但能嘗試這

些無色界定呢？是可以的，即是你在人間可以試修這種無色界定的，即是你的精神境

界可以去到無色界，但是你沒有必要生去那個地方，即是你要體會一下那裡的禪境是

怎樣？他們的境界是怎樣的？你可以在人間透過修禪定也可以體會到的，就不一定是

要生去那裏。所以基本上他是鼓勵我們嘗試一下修，但是就不鼓勵我們生這些無色

界。另外還有些料簡差別，「料簡」即是基本上這樣計算，但是有些地方有特殊的狀

況他也有交待的。譬如說，「除北拘盧洲」，「北拘盧洲」我們在前面講過是在人

間，人間的某處，「餘一切處」，「一切處」就是其他了，無論在欲界、色界、無色

界，「悉有中夭」，「中夭」即是那些生命有可能會是未去到這個「壽量」之前，在

中間會有夭亡的可能，會死亡的。

另外，「滓身有無」，「滓身」即有沒有渣滓，或者叫做「穢滓」，即是污糟

的，身體裡面有些污糟的東西，「又人、鬼、傍生趣，有餘滓身」，即是吃了東西有

沉澱的雜質在那裏的，有物質在那裡。所以我們有排泄，但是「天及那落迦」那些化

生的眾生，他是與「識」一起存在的，如果「識」不存在他也不存在了，所以說，他

們維繫生命就不是主要靠食物，主要就是靠「識」，所以他們是「無餘滓身」。即是

沒有渣滓的，故不需要排泄等等的事。這樣，「天及那落迦」就是這樣的狀況。這個

就是指有情的「壽量」方面。這是第四方面。「界施設」的第五方面，就是講有情的

「受用」方面。

「受用」分三方面講，「受用建立者，略有三種，謂：受用苦樂」，即是苦樂的

感受的情況，「受用飲食」，他們飲食的狀況；以及「受用婬欲」，即是情慾方面是

何種狀態。分三方面去分析。跟著就是講「苦樂（的）受用」，首先就是講三界方面

的苦，第一是講這個欲界，我們知道這個欲界就五趣雜居，所以就講這五方面的眾

生，「受用苦樂者謂：那落迦有情」，即地獄眾生「多分受用極治罰苦」；這個「治

罰苦」即是有些懲罰的工具去折磨你的，而且是「極治罰苦」，即是有些很殘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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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很嚴苛的一種工具去令你受這些苦惱，而且是「多分眾生」，即是大部分的地獄

眾生都要受這些苦。「傍生有情多分受用相食噉苦」；「相食噉」即是牠可能被其他

眾生吃，或者牠食其它眾生，這些就是動物界的弱肉強食的森林規則。「餓鬼有情多

分受用極飢渴苦」；「飢渴」即是他整日都是不能夠有充足的飲食，經常處於飢餓之

中，渴求之中。

「人趣眾生（有情）多分受用匱乏追求種種之苦」；我們生活上有很多需要，但

是未必所有東西都可以滿足，或者滿足的程度未必達到我們的期待的，這個就是「匱

乏追求」，這個我們的人間也是這樣，你有一間屋，你又追求最好換更大一些的屋，

是嗎？有車，你又想換一輛更好的車，就算你滿足了一種東西，你又有另一種的追

求，所以永遠都不會有停止的時候，當你追求的時候，又很想得到，你就又有一種渴

求的時候了，所以很多求不得的苦。有些差一些的，就三餐都未必能夠滿足，我們基

本的生存條件都未必可以滿足，人趣中就多數都是這樣了。

「天趣有情多分受用衰惱墜沒之苦」。這就是當他「天趣」的福報將要享受完的

時候，就會開始出現那種墮落的狀況了，將要墮落的那種情況就稱為「天人的五衰

相」，他們那時候所受的苦。之前他們將要墮落，之前有很長的時間，我們剛才看過

天趣的壽命，很長的時間他們是處於享樂的狀況，但是到他將要臨死的時候，就會出

現這些苦了。這些就是看到「相對」了，「那落迦」與「天趣」就相差很遠了。另外

再詳細講五趣的苦，「廣明」即是詳細去說明或解釋，「五趣」裡面的「苦」是怎樣

的狀況。

首先是講地獄，地獄就有「八大那落迦」，其中第一個就是「等活那落迦」，

「又於等活大那落迦中，多受如是極治罰苦」。有很多懲罰他們的工具，「謂彼有情

多共聚集業增上生」，這裏就是指他們的共業，共業所感到的各種的懲罰的狀況，

「種種苦具」，即是令他們受苦的工具「次第而起」，「更相殘害」，他們害別人，

別人也會害他，另外，那些「那落迦」的獄卒亦都會害他們，受到殘害的時候他們很

多時都處於一種「悶絕躄地」的狀況。即是暈倒在地下，跌下暈倒之後，就有「次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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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有大聲發唱如是言」，空中就有聲會說：「此諸有情可還等活！可還等活！」即

是他可以再次甦醒，這個「等活」就是他再相續，再相續活命的意思。

「次彼有情」，當他講完之後，本來這個有情是暈倒，好像死了的狀況，但這個

眾生又「欻然復起」了，忽然就甦醒，「復由如前所說苦具更相殘害」，然後又再接

受那些種種的殘害。「由此因緣長時受苦，乃至先世所造一切惡不善業，未盡未

出」。「未盡」就不能夠出離這種苦的，即是說他之前過去生所做過的那些不好的

業，如果這種業報還未完的時候，他就不能夠出離這種「等活地獄」的苦報，所以因

為在這種狀況之下，它又暈倒後又再醒，醒了又再受苦，所以這個「那落迦名為等

活」，即是死而復生，然後再受這種苦。

另一個地獄就叫做「黑繩那落迦」。「又於黑繩大那落迦中，多受如是治罰重

苦」。多數會這樣受苦的，「謂彼有情多分為彼所攝獄卒，」這裡的逗號應該移過

「獄卒」後面，所謂「彼」就是「彼地」或者這個「那落迦」，就是那個「那落

迦」，裡面有些是屬於這種「那落迦」的獄卒，他們怎樣對付這些眾生、地獄眾生

呢？他說，「以黑繩拼之」，「拼之」即是綁住他，「或為四方，或為八方」，「四

方八方」即是很齊整地綁住他，「或為種種圖畫文像」，這種就是不規則的綁法，

「彼既拼已，隨其處所」，綁住他之後，跟著就「若鑿」，鑿他的身體；「若斲」，

即用刀去削他的肉，「若斫」，「斫」即是用刀去劈他；「若剜」，即是挖他的內臟

或者器官等等，他們要受這些苦的，這樣因為他被綁著，所以不能掙扎，只能受人魚

肉。

「由如是等種種因緣，長時受苦，乃至先世所造一切惡不善業未盡」就不能夠

「出離」的，「故此那落迦，名為黑繩（那落迦）」。「眾合那落迦」。「又於眾合

大那落迦中，多受如是治罰重苦，謂彼有情或時展轉聚集和合」，當他們聚集在一起

的時候，聚集在一起的時候，「爾時便有彼攝獄卒」，即是每一個「那落迦」有他們

管轄的獄卒，「驅逼令入兩鐵羺頭大山之間」；將這些眾生驅趕到兩座山之間，兩座

山形狀大概就好像羊頭那樣，這樣就叫做「羺頭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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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既入已」，即把這些罪人驅趕到兩座山之間後，跟著就「兩山迫之」，即以

兩山夾迫他們，「既被迫已，一切門中血便流注」，「一切門」即是指我們的七孔，

口、眼、耳、口、鼻等等都流血的樣子，「如兩鐵羺頭」，這個羊頭，「如是兩鐵羝

(音「低」)頭」，這個也是羊頭，不過是公羊，或者有時是「兩鐵馬頭、兩鐵象頭、

兩鐵師子頭、兩鐵虎頭亦爾」。即是顯示「眾合地獄」的山怎樣夾迫眾生的時候，就

有不同的類型，這些各種各樣的頭就是顯示差別，是嗎？羊頭山應該就是小一些，象

頭、虎頭就應是大一些，更大一些的山。

「復令和合置大鐵槽中，便即壓之，如壓甘蔗」。就好像壓榨甘蔗那樣，完全壓

扁，「既被壓已，血便流注」。也是這樣血流如注，當這樣被壓的時候通常一般就已

經處於死亡狀況了。但是跟住又怎樣？「復和合已」，即是身體回復原狀，本來已經

被夾扁了，卻又回復原來的狀況，「有大鐵山從上而墮」，有些就不是夾住他，而是

從上面壓下來，砸下來，「令彼有情，躄在鐵地」，壓在這個鐵的地面上，「若斫若

刺」，或者斬他，或者是刺他，「或擣或裂」，或者像舂米那樣舂他，或者將他碎裂

那樣，「既被斫刺及擣裂已，血便流注」。也是流很多血。「由此因緣，長時受苦，

乃至先世所作一切惡不善業，（若）未盡（就）未出」。這種就是「眾合那落迦」。

另外還有「號叫那落迦」。他們的眾生是怎樣呢？「謂彼有情尋求舍宅」，他們

有虛妄分別，生地獄時，他們也想找一個棲身之所，但是當他見到一個「大鐵室」的

時候，自己不由自主走了進去，其實那裡是一個受刑的地方來的，「彼纔入已，即便

火起」，那個鐵室就有火，有火的時候當然燒到他，「由此燒然、若極燒然、遍極燒

然；」這是講程度，「既被燒已，苦痛逼切，發聲號叫」。被火燒的時候痛苦而大

喊，同樣地，當他惡業未盡時就「未出」，叫做「號叫那落迦」。

「號叫大那落迦中，所受苦惱」有何不同？「與此差別」，即有什麼差別？「謂

彼室宅」，這個好像鐵屋那樣的就好像一個「胎藏」的情況，就像一個胎兒在母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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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裏面，可能這個胎藏的狀況，就是很焗、很窄的樣子，因為佛經說，我們投生的時

候都很苦的，生、老、病、死苦，我們在母親的胎藏裡面其實是受很大的苦，是那種

逼迫的苦。所以這裏稱為「大號叫那落迦」，相對前面的「號叫那落迦」，其實這個

是更慘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想，我們生的時候，其過程其實都是很苦的，除非是那些

由願力生的，那時候就不會有太大的苦，業力生的，大部分都會這樣苦的，「故此那

落迦，名大號叫（那落迦）」。即是很封閉，以致不能呼吸的狀況。

還有「燒熱那落迦」。他們是這樣：「謂彼所攝獄卒，以諸有情，置無量踰繕那

熱」，「踰繕那」我們之前講過大概是有三十里左右的長度，這麼大的「熱」與「極

熱、遍極燒然大鐵鏊上」，「大鐵鏊」就像那些大煲那樣，但是下面有腳的，以前的

人燒的時候，「大鐵鏊」這裡有腳的，這個是「大鐵鏊」。並且「左右轉之」，不

是！這個「大鐵鏊」應該是平底的。不是這樣深的，大概是這樣，然後就將人擺在上

面來燒他。即是像我們現代的 pan（平底鑊）大概差不多上下，不過它的下面是有腳

的，那些稱為「大鐵鏊」。「左右轉之」，即是反轉來燒。「表裏燒 」就是上面與煿

背部不斷地翻轉地煎。就好像「炙魚」那樣的情況，就如燒魚的時候。

還有就是用又「以大鐵丳」，即是像那些我們串燒的叉那樣的器具，這個叫做

「大鐵丳」，以一支支簽那樣上下的東西，「從下貫之，徹頂而出，」「從下」即是

由我們身體的底部穿上去，然後再頂穿出來，然後「反覆炙（燒）」他；好像我們串

燒的狀況差不多上下，「令彼有情諸根毛孔及以口中，悉皆焰起」。即那些熱氣由七

孔各處走出來，即是裡面是非常熱是可以想像到。「復以有情置熱、極熱、遍極燒

然，大鐵地上」，「大鐵地上」，即是指面積更大了，「或仰或覆」，亦是翻轉來燒

或擺在那裏燒，「以熱、極熱，遍極燒然，大鐵椎棒，或打或築，遍打遍築，令如肉

摶」。即是擺在鐵地上面，當他想掙扎的時候就用鐵板、鐵棍壓住他，謂之「或打或

築」。「由此因緣，長時受苦」，總之他的業報未盡就不能夠出離這種苦。

「又於極燒熱大那落迦中，所受苦惱與此差別」，前面的稱為「極熱」；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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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燒熱」，即是又更加嚴重一些的，由於這種、極燒熱的「大那落迦」中所受苦惱

與此的差別，「謂以三支大熱鐵丳從下貫之」，前面講的那種就只有一支，現在這個

就有三支，三支可以怎樣？兩支就是由肩膊穿出來，一支就由頭頂穿出來，「由此因

緣，眼、耳、鼻、口及諸毛孔、猛焰流出」。「又以熱、極熱，遍極燒然，大銅鐵

鍱」，「鍱」是一個平面的器皿，「遍裹其身」，「遍裹其身」即是上下地覆蓋，這

樣去燒他，「又復倒擲置熱、極熱、遍極燒然，彌滿灰水大鐵鑊中」，這個就是「大

鐵鑊」，這是比較大一些的，但是裡面的水是「灰水」來的，「而煎煮之，其湯涌

沸」，裡面的水是很沸騰的，「令此有情隨湯飄轉」，因為是「大鐵鑊」，所以就好

像在裏面漂浮那樣。

「或出或沒」，即有時頭伸出來，有時卻沉下去，「令其血肉及以皮脈悉皆銷

爛」，全部被那些熱湯溶解了那些血肉，「唯骨瑣在」，只剩下那排骨頭在那裡，

「尋復漉之」，「漉之」即用那個網去撈起他，撈起之後再去將他擺在「鐵地上」，

「令其皮肉及以血脈復生如故」，他的身體又會回復，本來就剩下一排骨，現在有回

復那些筋肉，然後「還置鑊中」再受苦。我們現在覺得很好笑，但如果身處其中就真

的很慘了。聽眾：做了些什麼才會這樣慘？做了什麼？講者：應該是在生時做了一些

很殘忍的事情，所以他現在也要受這些很殘忍的懲罰，通常有些人對待其他人都是用

一些很殘酷的手法去令其他人很痛苦，那些人就會受這些苦了，這樣其他的狀況就

「如燒熱大那落迦」的情況。又是一樣了。總之那個業報未盡就不能夠出離的。

另外「無間那落迦」就是最苦的那種了。「又於無間大那落迦中，彼諸有情恒受

如是極治罰苦」，「謂從東方多百踰繕那」，「踰繕那」即是幾十哩再乘以 100即

是大約幾百里，「燒熱、極燒熱、遍極燒然」，然後「大鐵地上，有猛熾火，騰焰而

來」，即是猛火撲過來，「刺彼有情，穿皮入肉，斷筋破骨，復徹其髓」，即是不止

燒那些筋骨，「燒如脂燭」，「脂燭」即是好像只剩下滴油，「如是舉身，皆成猛

焰。」全身都是火。「如從東方」，東方有這樣的火焰撲過來，「南、西、北方亦復

如是」。即四面八方是這樣，即是你跑不掉，四面八方都是這樣湧過來，「由此因

緣，彼諸有情與猛焰和雜」，人與火焰混在一起，「唯見火聚從四方來，火焰和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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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間隙」，令他一點喘氣歇一下的空間都沒有，「所受苦痛，亦無間隙」，即是沒

有停的時間，「唯聞苦逼號叫之聲，知有眾生」。

即是那團火聚裡看不到有眾生的形狀，只是聽到聲音，所以我們知道那團火裡面

有些生物在裡面，有些生命體在裡面，知有眾生的。「又以鐵箕」，即鐵造的筲箕，

「盛滿燒然、極燒然、遍極燒然，猛焰鐵炭，而簸剪之」。撥動那些炭火，也是令到

那個眾生很辛苦的。「復置熱鐵地上，令登大熱鐵山，上而復下，下而復上。」即是

逼迫他，當然有人逼迫、驅趕他爬上那些大鐵山那裏，那些鐵山也是很熱的，但是逼

住他又上又落，總之種種折磨。

另外，有時會「從其口中，拔出其舌」，即是將他的舌頭拉出來，扯他的舌頭出

來，然後以「以百鐵釘，釘而張之」，舌頭扯出來以後，將那條舌頭拉到很緊，然後

將那些釘一路插上去，「令無皺 」，我們的 （舌）不是有折紋嗎？但當把它扯平襵 脷

的時候，就沒有了那些折紋、皺紋了，就好像一張牛皮那樣，拉到很緊，其中有些地

獄稱為「拔舌地獄」就是這些了。「拔舌地獄」。「復更仰臥熱鐵地上，以熱燒鐵

鉗，鉗口令開」，撬開他的口，「以燒然、極燒然，遍極燒然大熱鐵丸」，將那些大

鐵丸，鐵的！不是其他的物質造成的！鐵丸造成，然後拋入口中，「置其口中」，

「即燒其口及以咽喉」，這麼熱的鐵丸就燒他的口與口腔、以及他的喉嚨，「徹於腑

藏」，而且他吞下去之後，他的內臟都會受損的，「從下而出」，然後在下面又排出

來，這在懲罰就是吞大鐵丸了。

「又以洋銅而灌其口」，「洋銅」即溶化了的金屬，那些液體的金屬，又將這些

金屬好像灌水那樣就灌進他的口裏，由於它是滾熱的液體，所以也會「燒喉及口，徹

於腑藏，從下流出」。「所餘苦惱，如極熱說。」就如剛才講的「極熱地獄」的其他

情況。「由此因緣，長時受苦，乃至先世所造一切惡不善業，未盡（是）未出」的。

「故此那落迦，名為無間」，這就是「無間地獄」。「多是造作無間之業，來生是

中」。「無間之業」就是「五無間業」，「五無間業」是什麼？殺父母那些，殺父、

殺母、殺聖者，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等等，這些就是五無間業，就會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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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無間地獄的。

「但略說麤顯苦具」，「麤顯苦具」即是現在只是簡單地講那些最顯著的、或者

是最突出的那種苦具，「非於如是大那落迦中，所餘種種眾多苦具而不可得」。意思

即是說，除了現在講的這些，還有很多其他的苦具，不過那些就不是很能突顯到無間

地獄的苦況了，所以就沒有講那麼多，《地藏經》大家都讀過了，是嗎？地藏菩薩也

是講無間地獄的時候，都是說大概就是這樣，還有其他很多苦是什麼？講不盡那麼多

了。「窮劫不盡」，講一劫都講不盡那麼多，這裡就是講非常之多的苦，要受這些苦

報。另外是「近邊那落迦」。

「又於近邊諸那落迦中，有情之類受用如是治罰重苦。」「近邊那落迦」大概是

「大那落迦」的周邊，四邊以外的，「謂彼一切諸大那落迦，皆有四方」，即是四

面，「四岸、四門鐵牆圍遶」。所謂「鐵圍山」就是這樣，地獄的位置是鐵圍住的。

「從其四方、四門出已」，即出了這個鐵圍地獄之外，「其一一門外」，每一個方

面，都有那個「四出園」，四個園。即使出了地獄的範圍，其附近也不是很好的，這

裏是指有些眾生的惡業雖然已經出了，已經受報了，所以他現在就出離這個地獄的位

置，但是附近那些仍然都要經歷一些苦的。

第一種叫做「煻煨齊膝」，「煻煨」就是那些熱灰，已經燒過的熱灰，「齊膝」

就是深至膝的階段，那個位置，就好像有些泥沼的地方，就很容易怎樣？整條腿就陷

了下去，這個「熱灰」大概就是這樣。「彼諸有情出求舍宅」，同樣地，離開了地獄

就想找一個棲身的地方，「遊行至此，下足之時」，當他的腳踏進去的時候，「皮肉

及血並即消爛」，因為是「熱灰」來的，當你一踏下去的時候，腳就被燒爛；「舉足

還生」，當他抽出來的時候，又會恢復原狀。

「次此煻煨」，即「煻煨」之後，「無間即有死屍糞泥」，跟著又是一個泥沼的

地方，但是充滿著屍體與糞便。「此諸有情為求舍宅，從彼出已，漸漸遊行，陷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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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足俱沒」，即是完全沒頂的，整個身體沒入泥沼裡，陷進其中。「又屍糞泥內

多有諸蟲」，有很多蟲，其中有些叫做「孃矩吒」，這種蟲的另一個名稱叫做「糞尿

蟲」，據說此蟲頭黑身白，是否接近我們人間廁所裡的蟲？廁所的蟲似乎全部是白

的，沒有黑頭的，但那裡的蟲頭是黑色的，「穿皮入肉」，而且這些蟲還會進入我們

的人體，進了人體之後就咬爛裏面的器官，咬爛他們的筋骨，「斷筋破骨，取髓而

食」。吃他們的骨髓。

「煻煨」之後就有「屍糞泥」，「次屍糞泥」之後，就「無間有利刀劍，仰刃為

路」，「仰刃為路」就是刀尖向上的，行的路上插滿了刀，「彼諸有情為求舍宅，從

彼出已，遊行至此」，即是穿過了「屍糞泥」之後，又到這種：「下足之時」，又因

為踏著利刀，所有「皮肉筋血悉皆消爛，舉足之時，還復如故」，又回復原來的一

樣。跟著「刀劍路」之後，又到「劍刃路」了，「次劍刃路」之後，就到「無間有刃

葉林」，那些「刃葉」亦如刀一樣。

「彼諸有情為求舍宅，從彼出已」，即由前面來到這裡，「往趣彼蔭」，即是林

間，樹林間，「纔坐其下」，剛坐在樹下，「微風遂起，刃葉墮落」，那些風一吹，

那些葉就墮下來，墮下來時，因為它利如尖刀，因此「斫截其身一切支節」，將他的

身體斬為一塊塊，「便即躄地」，當即暈倒在地上，但跌倒後，「有黑釐狗」，「有

黑釐狗」有時叫做「烏駮狗」的，在佛教很多時叫做「烏駮狗」的，就是這種。應該

是很大隻而且很兇惡的那些狗。然後就「摣(抓)掣脊胎而噉食之」。「 」即是捉住摣

他，「掣」就是拉住他，捉住他、壓住他，然後就食這個人的身體了。吃他的肉，就

會受這些苦的。這些就叫做「刃葉林」。

「從此刃葉林（之後），無間有鐵設拉末梨林」，這個譯音是講一種有刺的樹，

「彼諸有情為求舍宅，便來趣之」，來到這裡，「遂登其上，當登之時」，「登其

上」即是攀爬那棵樹時，「當登之時，一切刺鋒悉迴向下」，即是有刺下來，但當他

想下來時，就「一切刺鋒復迴向上」，即是他想上去，那些刺就向下刺；想下來，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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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上等等。「由此因緣，貫刺其身，遍諸支節」，全身就受這樣的痛苦。「爾時便

有鐵觜大烏」，有些鐵嘴的鳥，「上彼頭上」，飛上他的頭上，「或上其髆」，就是

肩膀那裡，「探啄眼睛而噉食之」。這個「探」根據註 82就應該是「啗」字來的。

即是啄他的眼睛，啄他的眼，然後吃他的眼珠。

大家看看第三，圈住第三那裏，不是有幾個林？是嗎？有「利劍路、劍刃路、刃

葉林、」還有有刺的樹（鐵設拉末梨林），這些是總括為第三種的，因為他說有「四

種園」，第一種「煻煨」、第二種「屍糞泥」那個，第三種就是這些，第四「從鐵設

拉末梨林，無間有廣大河」，有一條很大的河，「沸熱灰水」，有些很沸騰的「熱灰

水，彌滿其中」，這是第四，第四方面。「彼諸有情尋求舍宅，從彼出已，來墮此

中」，墮入這個大河裡面，「猶如以豆，置之大鑊」，就如一粒豆扔進大鑊裡，「然

猛熾火而煎煮之」，這是燒燃「猛火」煎煮他，這樣，這個眾生就「隨湯騰沸

（涌），周旋迴復」，即是在河裡迴旋。

但是「於河兩岸有諸獄卒，手執杖索」，「杖」就是棍；「索」就是繩，「及以

大網，行列而住」，「行列而住」即是不止一個，整班獄卒在岸上守著，「遮彼有

情」，「遮」即阻礙那個眾生，「不令得出」，意思即是他想快些離開這條「廣大

河」，那些獄卒卻不讓他離開，阻礙他，不讓他出去。「或以索罥」，即繩索捆綁著

他；「或以網漉」，即以網撈他。「復置廣大熱鐵地上，仰彼有情」，「仰彼」即抓

住他，「而問之言：『汝等今者，欲何所須』」？你有什麼需要？他們通常都會這樣

答：「我等今者竟無覺知，然為種種飢苦所逼。」即是非常飢餓，「時彼獄卒，即以

鐵鉗鉗口令開」，鉗開口後，「便以極熱燒然鐵丸，置其口中」，也是給他鐵丸充

飢。

「若彼答言：『我今唯為渴苦所逼。』」即是當他回答很口渴，「爾時獄卒，便

即洋銅以灌其口」。「由是因緣，長時受苦」，即是「近邊那落迦」都是一樣，都是

有各種的苦，不過相對前面的那些「大那落迦」，程度上就沒有那麼嚴重了，「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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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世所造一切能感那落迦惡不善業，未盡（就）未出」的。「此中」，即是剛才我們

描述了這幾個地方的情況，「若刀劍刃路、若刃葉林、若鐵設拉末梨林」，即是這幾

個就「總之為一」，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第三部分，這三處就總括為一個地方。「故有

四園」，「四園」就是指這四個方面。四個方面其中你會看到已經多了，四園好像多

了一些，因為其中有幾個總結為一園的。

「大那落迦」已經講了，「近邊」與「獨一那落迦」已經講了，跟著是「八寒那

落迦」。「又於寒那落迦受生有情，多受如是極重寒苦」，即是冰天雪地的那種苦，

冰冷的苦。「謂皰那落迦」：「受生有情，即為彼地極重廣大寒觸所觸」，非常之冰

凍、冰冷的狀況，他的身體接觸到這些冰冷的天氣，「一切身分」，「身分」即是肢

分，即是身體的肢體，「悉皆捲縮」，凍到捲縮成一團，「猶如瘡皰；故此那落迦，

名皰那落迦」。縮成一團。另外是「皰裂那落迦」，「皰裂那落迦」與前面的「皰那

落迦」有什麼不同？「猶如皰潰」，即是那些瘡破裂時「膿血流出」，「其瘡卷皺，

故此那落迦名為皰裂（那落迦）」。跟著是「又喝哳詀」與那個，「郝郝凡、虎虎

凡，此三（種）那落迦，由彼有情（之）苦音差別，以立其名」。我們之前不是說凍

到講不到話？然後這三個「那落迦」就指出那種凍的程度。

另外「青蓮那落迦中，由彼地極重廣大寒觸所觸，一切身分悉皆青瘀，皮膚破裂

或五或六」。裂開幾塊的樣子，所以「此那落迦，名曰青蓮（那落迦）」。「紅蓮那

落迦」與它的分別就是，「過此青已」之後，就「色變紅赤」，變成紅色的，「皮膚

分裂」，分裂的程度多一些的，「或十、或多」，因此就叫做「紅蓮那落迦」。「大

紅蓮那落迦」與之前的「紅蓮那落迦」的不同之處，就是「謂彼身分極大紅赤」，即

「紅赤」的更多，「皮膚分裂」的程度更加嚴重，「或百、或多」。因此這種「那落

迦」叫做「大紅蓮那落迦」。至於「獨一那落迦」，他說：「獨一那落迦中，受生有

情，各於自身自業所感，多受如是種種大苦」。這種「大苦」大家可以參考一本經，

叫做「《吉祥問採菉豆子經》如中廣說」。

「吉祥」即是妙吉祥，即是文殊菩薩（Mañju rś ī），「採菉豆子」即是目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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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連Maudgaly yanaā ）尊者，他們將這個「獨一那落迦的情況」。你們可以參考下

這部經。「故此那落迦，名為獨一（那落迦）」。這樣，地獄就講完了，跟住就「傍

生趣」。「傍生」就是畜生，「又傍生趣，更相殘害，如羸弱者為諸強力之所殺

害」。力量比較弱的那些畜生通常就被強力的畜生所殺，「由此因緣，受種種苦」。

經常都是有生命危險的。「以不自在，他所驅馳」，有時被人奴役，「多被鞭撻」，

譬如我們人類養馬、養牛等等，一來就要逼牠工作，如果牠不做就要鞭打牠。「與彼

人天為資生具」，被那些人、天的眾生奴役或被他們的食用的，「由此因緣，具受種

種極重苦惱」了。畜生趣就是這樣。

「餓鬼趣」。「又餓鬼趣略有三種：一者、由外障礙飲食；二者、由內障礙飲

食；（第三）三者、飲食無有障礙」。「云何由外障礙飲食？謂彼有情，由習上品慳

故」。「上品」即是非常吝嗇，以前很孤寒的，由於他太過貪，因為太吝嗇就是表示

一種貪著，所以他「生鬼趣中，常與飢渴相應」，經常都覺得吃不飽，很口渴的樣

子，「皮肉血脈皆悉枯槁」，他們的身體是沒有什麼血色的，很枯乾的，「猶如火

炭」，好像一個黑炭頭那樣，「頭髮蓬亂」，頭髮很亂，「其面黯黑，脣口乾焦，常

以其舌，舐略口面」，即是常常用 （舌）去舔自己的口臉，因為很乾燥，所以就以脷

自己的舌去舔自己的臉。

通常我們看別人畫那些鬼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就是根據這些描述來畫鬼。並且

「飢渴慞惶」，很徬徨的，「處處馳走」，周圍走，周圍走是為了尋找食物，整日飢

渴。「所到泉池，為餘有情手執刀杖及以罥索，行列守護，令不得趣」，當他去到泉

池的地方，那裏卻有些人在守著，不讓他們接近，令他們不能夠得到飲食。「或強趣

之」，如果你餓鬼硬要走過去，「便見其泉變成膿血」，即本來是清水，但卻變成了

「膿血」，這樣就飲不下了，「自不欲飲」，自然就不想飲，「如是等鬼，是名由外

障礙飲食」。「外障礙」即有些人是不給他吃，稱為「外障礙」。

「內障礙」即是另一種了。「謂彼有情，口或如針」，他的口很細的，或者「口

或如炬」，「炬」即是火把那樣，很長的，「或復頸癭」，「頸癭」即是頸有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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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瘤時會阻礙他進食的。如果口就是喉嚨好像針那樣細，食物因而通不過。但是「其

腹寬大」，即肚子就很大，所以「由此因緣，縱得飲食，無他障礙」，這個「無他」

就是沒有外在的障礙，不像剛才有人不讓他吃，但他卻「自然不能若噉、若飲」，即

不能夠飲食，「如是等鬼，是名由內障礙飲食。」即他自身的內在構造令到他是吃不

到東西的，不過這些身型的描述就很接近我們現在那些什麼？有些地方些饑荒的情

況，那些眾生都是這樣的，是嗎？又是肚子很大，但是頭頸卻很幼細，又是很接近我

們人間的情景。

至於「飲食無有障礙」就是指無內外的障礙。「云何飲食無有障礙」？「謂有餓

鬼，名猛焰鬘」，「猛焰鬘」即頭發就像火一樣的，我們見到畫這些餓鬼的樣子時頭

髮是豎起的，好像火焰那樣，那種叫做「猛焰鬘」。「隨所飲噉皆被燒然」，吃的東

西都變成了火的。「由此因緣，飢渴大苦，未嘗暫息」。這種人就是，雖然沒有外面

那些人攔阻不讓他吃，它那些構造也不是導致他吃不到東西，但是他逢吃東西都變成

火，又是搞到他吃不了東西，雖然他說飲食沒有障礙，其實無有障礙只是沒有前面的

那些障礙，但是還有其他的障礙。

「復有餓鬼，名食糞穢，或有一分，食糞飲溺」，即飲尿，「或有一分，唯能飲

噉極可厭惡生熟臭穢」，即是很污穢的東西才能夠食，即是他的福報只能夠吃這些污

穢的東西，「縱得香美」，即是得好的飲食他也不能夠食。「或有一分，自割身肉而

噉食之」，可能是太餓了，自己要割自己的身體來吃，「縱得餘食，竟不能噉」，其

他的飲食他是不能夠享受的。「如是等鬼，是名飲食無有障礙」的情況。即是餓鬼趣

就有這幾種，肚餓的情況大家都試過了，是嗎？但是他們這些是長時間的肚餓，所以

就應該是非常之辛苦的，至於「人趣」，「又人趣中」，受生的眾生，受生的有情，

「多受如是匱乏之苦」了。多數是受缺乏的痛苦。

「所謂俱生飢渴匱乏苦」，即肚餓、口渴這些，天生就有這些境況了，「所欲不

果匱乏苦」，即希望得到的東西卻得不到；「麤疏飲食匱乏苦」，有些人連簡單的飲

食都沒有的；以及「逼切」，「逼切」即是有時會到受逼迫，被其他人壓迫、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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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打罵等等；「追求」，「追求」即希望得到的東西；「攝受」，「攝受」即是你

已經得到的，但你想去守護它都很艱難的；這就是你追求你生存上的各種條件，這種

逼迫都會令你很辛苦的，在追求的過程裡，未得到你的滿足的時候，你都有追求；滿

足到你的所求的時候，你需要很艱難地去守護它，所以就有這些「匱乏苦」了。

「時節變異」，或者是天氣變化，「若寒若熱匱乏苦」，譬如寒卻不夠衣服的匱

乏，「無有舍宅覆障所作淋漏匱乏苦」，有些人或者連想有瓦遮頭的地方都沒有，即

是他沒有房屋而要受風吹雨打這些苦痛，這種亦是「匱乏苦」；「黑闇等障所作事業

皆悉休廢匱乏苦」。或者有些地方是光明不夠充足，所以很多事不能做，經常處於黑

暗之中，這種又是稱為「匱乏苦」。人間大概都是在生活上種種的需求都是很多滿足

不到的，不容易滿足的，除「匱乏苦」之外，還有什麼？「老病死苦」。

「又受變壞老病死苦」；「這裏的變壞老病死苦」，就基本上是五趣的眾生都有

的，五趣大眾生大部分都有，但是其中死的方面，「由那落迦中」，死就不是苦了，

對於他來講，死就是快樂了，他是出離地獄，「那落迦」的眾生死亡，死亡就是能夠

出生天，那時候他的死是快樂的，其他的諸趣就「不立為苦」。「故於彼趣不立為

苦」，其他的「趣」就「立為苦」的。另外是天趣的眾生。「欲界諸天」就有「死

墮」的苦。欲界「天趣中無解支節苦」。

我們之前講過，我們一般人死的時候都有「解肢節」的，「四大」分散的時候，

但是天趣眾生死的時候就沒有這種苦的，但是他們有種「死墮」的苦，將要死的時

候，就要墮落一個沒有那麼好的地方，那就有一種很大的恐懼，「如經中說：有諸天

子將欲沒時」，很多時經文中都有講這些，即是天人的「五衰相現」了，就是這樣，

當他將要「沒時」，即將要死的時候，就會「五相先現」的，即是有徵狀會先出現：

「（第）一、衣無垢染，有垢染現」；本來天衣來講就很光潔、很靚的，但是現在開

始出現有污垢的東西，即衣衫不是那麼光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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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鬘舊不萎，今乃萎瘁」；「鬘」即是插在頭上用來裝飾的那些花，那

些花是不會凋謝的，但是現在就會出現凋謝的狀況，這樣就表示一些衰相了。另外

「兩腋汗流」，兩腋有汗流，平時是沒有的，這些就顯示了有些不好，即有些臭味；

還有「身便臭穢」，本來應該沒有臭穢的，現在有，而且天光就開始隱沒，本來天人

是有光的，但是現在開始就沒有這些光了；以及「天及天子不樂本座」，生在天的

人，他就開始坐立不安，「不樂本座」，即會開始這種惶恐的狀況。這種我們就叫做

「天人五衰相」。

「時彼天子偃臥林間」，即是他在樹林間休息的時候，「所有婇女」，即是其他

的天女，「與餘天子共為遊戲」，「與餘天子」即是說她們只是與沒有「五衰相」的

天子玩而已，即而不接受他玩了，因為他有「五衰相現」，其他人就排擠他了，歧視

他、疏遠他了。「彼既見已」，他見到那些人開始疏遠他的時候，「由此因緣，生大

憂苦」。這就很接近我們人間，有些人本來很風光的，忽然之間一朝失勢的時候，由

一個高峰跌落谷底，就會看到很多人情的冷暖了，很多人跟著就避開他，或者奚落他

等等，所以那時所受的苦就是另一種苦來的，另一種折磨，精神上的折磨來的。

亦不是很多人可以承受這些苦的，因為對比很強烈，之前這樣好，忽然之間這樣

冷落。還有「陵蔑苦」。「復受陵蔑悚慄之苦」，「陵蔑」即是比別人侮辱、歧視、

蔑視、輕視，「悚慄」即是恐懼、戰慄的意思，即是害怕，整個人很害怕。「所以者

何？由有廣大福聚成就」，「廣大福聚」即是有些天子他有很大福德、福報很大的，

即是他在天界屬於有勢力的天眾，「及廣大五欲天子生時」，「廣大五欲」就是說他

的福德不夠的時候，他可以享受很多欲樂的，這些都是屬於有威德的天子。

「所餘薄福諸舊天子」，即是相對來講，他的福德或者福報不如他們那麼大的天

子，那些天眾見到這些有威勢的天子時，他見到他們會害怕的，所以「惶怖見已，由

此因緣，受大憂苦」。這些有些接近我們社會上有些上流社會他們都可能是分級數

的，相對其他下層的人，他們已經算很好了，但是在那些階層裏面，可能他們也有這

樣的對比，他們見到那些比他更厲害的，他們都是會受他們排擠，受他們欺負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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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見到他們會害怕的。

另外還有就是「斫截等苦」了。「又受斫截破壞驅擯殘害之苦。所以者何」？這

是與別人戰鬥的時候出現的情況，「由天與非天共戰諍時」，「天與非天」他們是經

常是戰諍的，當「天與非天互相違拒」，當他們互相衝突的時候，「即執四仗」，即

大家各自拿著兵器，「仗」指兵器的意思，但是他們的兵器很靚的，人間的兵器只是

鐵、銅等等，他們就不是，「金、銀、頗胝(水晶)、琉璃、共相戰鬥；爾時諸天及與

非天，或斷支節」，即是被人斬傷的時候，「或斷支節，或破其身」，「破其身」即

斬傷他的身體，有時「或復致死」，或會令他們死的，所以有些「趣」雖然他的壽命

很長，一般很長，但是也會「中夭」就是這樣，可能要被別人殘害的。

「若傷身斷節，續還如故」，一般來講，他們被人斬傷，他們會像地獄那些眾生

一樣回復原狀的，不會有事的。但「若斷其首」，即是將他的頭斬下來的時候，這樣

就會「殞沒」了，真是死亡了。即是斷了頭就不能夠續，斷其他肢節就可以續的，所

以有這種「斫截破壞苦」，身體也會受到摧殘。另外，「天與非天，互有他勝」，即

是互相有勝負，有時是這一邊勝，有時是另一邊勝，多數是「天多勝」，「然天多

勝」，因為相對來講「力勢強故」，他的力量強些。

「然其彼二」，「彼二」即是指天與非天這兩類眾生，「若為他勝」，即當被對

方打贏時，「即退入自宮」，即刻躲起來，退回自己的宮殿裡面，但當他敗走入自己

的宮殿之後，「己之同類竟不慰問」，如果他們打敗之後，打敗仗之後回來就被人家

鄙視的。這些人會被人看不起的，不會慰問他的，不會安慰他的，或者去探望他。

「由此因緣，便懷憂慼」，被人離棄的時候就會有「憂慼」的心，但「若天得勝」，

當天取勝的時候，「便入非天宮中」，去到非天的宮殿裡面，「為悅其女」，即與那

些「非天」，即「阿修羅」那些天女就一起歡樂，因為「阿修羅」那些天女通常都是

很美麗的，「天」就是很威猛英俊的，大家通常都是兩情相悅，但是「非天」的樣子

就不是，「非天」的男眾就不是那麼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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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常天與非天經常有鬥諍，就是因為與那些天女有關的，就是與阿修羅的天

女有關，「起此違諍」，「若非天得勝，即入天宮」，「非天得勝入天宮」的時候，

他就不是求天女了，因為他們阿修羅女都靚的，所以無須去他們的天宮裡找天女，但

是他想「為求四種蘇陀味故」，「蘇陀味」是天界的一些所謂「甘露」的食物，如甘

露一樣的液體，味道很好的。他們多數都是求這些，而為了爭這些資源，然後就「共

相戰諍」。「又諸非天，當知天趣所攝」，「非天」我們一般指「阿修羅」，其實他

們都應該是屬於天趣的，基本上將他們歸入天趣的範圍，所以有時我們稱為「六道眾

生」是包括了阿修羅的，但是如果將「阿修羅」的這個「非天」歸類到「天趣」裏，

其實就只是五趣的眾生而已。

《瑜伽師地論》通常就以五趣眾生來講，就很少用六道眾生的，因為他說「非

天」應該是將他歸入天趣裡面，但是通常我們說這些天的眾生，一般都是福德、福報

很好的眾生，因為他是在人間修十善業的人，才能夠上生這個天界的，本來因人間為

善，所以就得到這個福報，但是非天他們雖然在一個這樣好的環境之中，但是他們本

身的質素是不大好的。「然由意志，多懷詐幻，諂誑多故」，「詐幻」，詭計多端，

很多心計去算別人，或者是很虛偽的，講很多欺詐的說話，這些我們知道，很多人他

本身是有學問、有地位，但是他的心計都可以是很差的，就是有這種人。

「不如諸天為淨法器」，「諸天」的品質就會比較好一些，同時他是可以接受佛

法的薰陶，接受教化的薰陶的，但是「非天」是有福而無德的眾生，「由此因緣，有

時經中說為別趣」，「別趣」即另一個「趣」，但是實際上他是天類的眾生，不過

「由不受行諸天法故，說為非天」。即他們有天的「福」卻沒有天的「德」，所以他

就沒有真正的表裏一致，即是內心都是一樣有很好的德行，譬如「十善行」這些，因

此稱之為「非天」，好像「天」，但有些德行不是與天一樣的。

這樣就屬於這種「斫截破壞苦」了。還有「驅擯殘害苦」，「復有強力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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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威勢的天子，「纔一發憤（一發怒），諸劣天子便被驅擯，出其自宮」，即是他

一惱怒就會趕他們出宮，他們都會受這種苦。「是故諸天受三種苦」，主要受三種

苦，一種就是「死墮苦」，就是剛才講的「五衰相」的情況，另外是「陵蔑苦」與

「斫截破壞殘害驅擯苦」。就是這三種。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很好的享受來的，只是這

三種。

至於「色界」與「無色界」的苦是怎樣？「又色、無色界有情，無有如是等

苦」，即是之前我們講的這麼多種苦，色界與無色界都沒有的，「由彼有情非苦受器

故」，他們不會受這些苦，苦苦、或者壞苦，壞苦就是剛才說這些天界的眾生本來很

好享受，但當他一朝折墮的時候，他也是很苦了。但是色界、無色界就沒有這種苦

的。「然由麤重苦故」，「麤重苦」是指以下幾種都是有障礙的苦，就「說彼有

苦」，譬如他們仍然是「有煩惱」的，還有一些微細的煩惱，我們稱這些煩惱叫做

「麤重」。

另外，「有障礙故」，「障礙故」大概譬如天界的眾生，「色界天」有些是什

麼？，譬如「長壽天」等等，「長壽天」雖然很長壽，但是他的生命來講是沒有什麼

進步的，亦不能夠受到佛法的薰陶。所以這一種我們叫做什麼？「八難」之一，其中

一種難就是什麼？生長壽天，或者叫做無想天，就是很長的時間在一種「無想」的狀

況，但生命是沒有進步的，但是就這樣就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這種就稱之為

「難」、障礙，「八難」就是障礙的意思，特別是指其智慧不能夠開啟或者進步的意

義。

還有死，他都有死的苦，壽命終結的時候，「及住不自在故」，即是都有一些不

舒服的情況。但是這幾種相對之前的來講，就這些苦就很輕微，所以我們一般稱這種

為「行苦」，「三苦」之中，色界、無色界就多數是「行苦」，他們沒有我們欲界的

「苦苦」，亦沒有天界的「壞苦」，但是他們有「行苦」。所以「三界皆苦」就是這

樣，不過苦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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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無漏界」，前面三界就屬於「有漏界」，「無漏界」是非苦的。「又無漏

界中，一切麤重諸苦永斷」，「麤重」就是指那些煩惱與業，那些惡業，以及那些五

趣的各種苦永斷了，「是故唯此是勝義樂」；最高的快樂，殊勝的快樂，而且這種快

樂不是相對性的快樂，並非我們那些有漏界的相對的苦樂，這種是超越的樂，「當知

所餘一切是苦」。講到這裏就講完了三界的眾生的各種苦的情況，亦都對比了無漏界

是什麼？「離苦」的，是嗎？所有苦都是斷絕的。所以佛教為何說「無漏界」較重要

呢？或者賦予它如此高的價值？就是因為它超越了「三苦」，所有苦都超越。

另外也看到天界，天界雖然是快樂，但是也看到其實那裡也有些不理想的地方，

所以如果三惡道的眾生，他們的苦就很明顯了，人間也是，雖然我們看不到地獄界是

怎樣，餓鬼界是怎樣，但是我們基本上都見到，人間也有很類似的苦，是嗎？剛才說

的那些火燒等等的殘害，其實很多時在醫院都可以看到這些情況，當做手術的時候，

就基本上就是被人宰割，被人搞到很辛苦，不過我們人間也好一些，現在我們有很多

可以透過麻醉劑減少那種苦痛，但是其實那種情況也是很接近這些。

所以佛菩薩看到眾生、六道眾生或者五趣眾生，其實全部都是在苦的狀況之中，

所以一般他們都叫我們，如果我們自己本身不是處於現在如此惡劣的狀況之中，而我

們又有一些福德的，我們不是很多福德，當我們積聚了少少功德的時候，就最好是迴

向給眾生，迴向給一切眾生，不要分什麼地獄或天趣，用一種平等心，因為天界都是

有它的苦的，希望貢獻少少的力量可以減低他們的苦。所以當我們做一些好事的時

候，最好的心態就是：不為自己求福樂，但願眾生得離苦。這就是菩薩的精神。因為

我們看到這些文字，只是看到文字的描述，就覺得似乎很離譜，為何要受這樣大的

苦？也覺得如果真是處處於這樣的境況之中，也是很難忍受的，即使他是做過一些很

惡的業也好，這些懲罰其實亦可以說是非常過度。

聽眾：佛教講的因果，每人有自己的因果，如果我們迴向其他所有眾生，其實有

沒有幫助？講者：如果一個人的力量可能不是很足夠，因為我們始終是有限的福業，

但是如果聚集了很多眾生都是這樣的心態的時候，就能聚積比較大的力量，所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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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都能夠有這樣的心胸，可以這樣做力量會大一些，即是希望能夠將我們的某

一部分福業可以轉移給他們，轉移其實都是有的，這種力量應該是有的，不過一般都

是自作自受，自己做就自己受，但是你願意自己不受這麼多樂，而給予其他眾生去減

輕他的苦，你都願意這樣做，這樣應該是對他有些幫助的，特別是那些較為大的力量

的菩薩或者佛，據佛經的描述是說他們有力量去幫這些眾生，去拔他們的業障的，可

以幫他們拔那些業的，當然，其中他之前都要有一些善根才行，即是他自己本身起碼

要有微細的善根作為一種增上緣，令他可以幫助他去除其中的一些業報，令他快些超

離那種困境，所以應該是有力量的。但是就不能夠自己造了不好的業，就完全希望於

靠他人去幫。譬如我們經常見到目犍連（Maudgaly yanaā ）尊者，他常常想幫助地

獄的眾生，但很多時都是幫不到的，想幫他們，給他們東西吃，給他們吃的東西卻變

成了火，所以沒辦法幫到他們，但是最要緊就是他之前有些善根，有一點善根可以作

為增上緣。

另外就要有很多人的心量，希望他們可以快些轉化，另外他最好在這種受苦之

中，如果他能夠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夠有所懺悔的，這都是一個善根來的，又是要靠

借助這個善根令他可以快些超脫。畜生？如果畜生去地獄的情況應該不多的，因為畜

生是屬於受苦報的狀況來的，三惡道的眾生一般他們不會再作業了，因為牠是處於受

報的環境，所以他之前的業報只是做到畜生為止，他再墮落的情況就會低一些，即應

該不會很大機會，但是人間轉落地獄就有機會了，因為人間是可以作惡也可以作善，

就視乎你作過些什麼事情。

聽眾：鬼趣呢？講者：鬼趣都應該不會墮落的，因為他已經是受報的一個理論，

凡是受報的，他不會再造一些新的業，他只是酬報他自己過去造過的業而已，所以多

數是再升的。但是在地獄再升的情況有些不同，因為地獄是最極惡的業來的，所以他

這種業超越了之後，如果他之前還有些業是能感餓鬼趣的，他可以再轉餓鬼，或者再

轉畜生，然後才能再做人的，甚至乎如果他的業重到這個世界地獄都毀滅了，他要轉

生他界的地獄的，即一路等他的業完結才行，而且他未必這麼快就上到人間，即重新

做人，他可能是由地獄升去餓鬼、畜生那樣。所以一失人身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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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趣了。

另外天趣也是這樣，天趣也是一種受報的環境，也是作業的情況又是很少、很少

的，因為他是享受福報，所以他的情況有種不好，就是他將來都是墮落佔多數的，除

非他在那裡繼續修，然後在升到色界、無色界，但是他的環境就令到他不容易修，即

是享樂多的，所以他們多數是下墮的多。但是人間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可以為

善、為惡；可以升進、可以墮落，所以這個就全憑我們自己一心，所有事都是你一心

去造，大概就是這樣。

這裏當然大家都覺得這些很誇張，亦不知真實與否，其實我們不必理它，其實我

們人間也可以看到相類似的東西。最緊要就是知道有這些情況，知道有很多眾生是在

苦難之中，就盡量發大菩提心去幫助他們，另外自己要警醒自己不要造這些惡業，因

為多數是造了十惡業才會下這些地獄的，我想大概的意義就是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太

過執著是否真有這樣的地方，諸如此類。其實就是啟發我們要有一個慈悲心，知道業

報的問題，亦都有這樣的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知道有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們怎樣希望

盡量可以減少其他人的這些苦。我們本課講到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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