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四之〈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一〉

〈有尋有伺〉那三種地的幾種施設，我已經講了「數施設」、「處施設」與「量

施設」、「受施設」，這樣，「受用」的施設，我們就有情的「受用施設」，我們應

該今日可以講了。大家看看，「受用施設」那裡是與苦、樂、淫欲方面去分析的。我

們已經講了六道眾生他們苦的方面的情況。現在應該是講受樂的方面，你們講義的第

15頁那裏，看不看到標題是「明受樂」？

第二，「明受樂」。首先樂的方面就是「簡那落迦」與「餓鬼」。「又於四種那

落迦中，無有樂受」的，這四種是指「八熱地獄」與「八寒地獄」，「近邊地獄」以

及「獨一地獄」。這四個都不會有快樂的感受，「如那落迦中，三種餓鬼中」都是如

此，都是沒有快樂的。這三種餓鬼道我們上次講過，有些是由外在的障礙，有些是自

身的障礙，或者雖然沒有內外的障礙，但是他吃的東西也不是好的東西，那些是飲食

的障礙。三種餓鬼因為處於這種狀況之中，他們亦沒有任何樂趣的。

然後 B的部分就是「顯餘趣」，即是地獄、餓鬼以外的那幾個趣，就有些快樂

的，六趣之中，有部分的界趣之中，有些是有苦的摻雜在裏面，即它不是純粹的快

樂，譬如「諸大力鬼」，鬼趣之中，如果他屬於「大力鬼」，他是會有些快樂的，所

謂「大力鬼」就是他有些福德，他有少少神通的，甚至乎有些鬼神那一類，都是屬於

「大力鬼」。「傍生」、畜生有些也不錯的，有些就不是很好了，這些是有苦雜的，

人亦然，人就有苦有樂，「有外門所生資具樂可得」，即是說生命的各方面裡，他有

某些方面的享受，但「然為眾苦之所相雜」。但是也摻雜了一些苦的、不好的東西在

裏面。

至於「無苦雜」，「人趣中，轉輪王」那些就「無苦雜」。「人趣中，轉輪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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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勝微妙」，最殊勝，「由彼輪王出現世時，有成就七寶自然出現」，當時一定是環

境很富庶的，「故說彼王具足七寶。」「何等為七？所謂輪寶、象寶、馬寶、末尼珠

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這是指他的軍力方面，譬如「象寶、馬寶、輪

寶」這些，有些是在指財富方面，譬如「末尼珠寶」；另外就是侍從方面，譬如「女

寶」那些，可能是後宮或者那些侍女很多，「主藏臣寶」指財政的方面，有些是主持

經濟方面的事務，另外「主兵」就是指國防軍事方面，就有很多助手去幫他，很多人

才去輔助他。

這些就接近我們現在指的那些超級大國的情況。爾時「輪寶」等現，「輪寶」也

有分級數的，有些「轉輪王」是有「金輪」的出現，有些是銀的，有些是銅，有些是

鐵，如果是最威風的就是金輪，金輪王了。「其相云何？七寶現相，如經廣說」。很

多經都有提到這些所謂轉輪王七寶的狀況，大家有時可以看看那些經的描述。這些是

人趣之中是最樂的，就是轉輪王了，福報很好。所以如果是轉輪王，除了他的各方面

的資源、財力、軍力等等很好，還有相貌都很好的，據說轉輪王的相就好像佛的三十

二相那樣好，生得很威武、很端正的，這就是轉輪王的相。至於他的種類，有些轉輪

王的不同的層級，有些是「王四洲」，是統治四洲的，這樣即是統治世界了。「若彼

輪王王四洲者，一切小王望風順化」，其他小國一定要歸附他，「各自白言」，他們

自己這樣說：「某城邑聚落」，即是某個國家，「天之所有，唯願大王垂恩教敕，我

等皆當為天僕隸」。即是說他自願成為他的附庸國，即是歸順他。

這就像我們以前的中國，天朝大國，周圍的國家都要成為中國的附庸國，現在就

是美國了，現在就以美國為主了，大家的經濟都是看美國的指數，諸如此類，它差不

多就是世界警察的角色，這些是超級大國。「爾時輪王便即敕令」，這時他頒下詔

令：「汝等諸王！各於自境，以理獎化」，即是你們各自管理自己，即是自治，即是

你雖然歸順了，但是日常的治理事務就自己搞定。「當以如法，勿以非法」！當然要

有一套法理去管治，「又復汝等於國於家，勿行非法行、勿行不平等行」！即是說以

一種好的法律去管理一個國家。如果是轉輪王，他通常的威德是大的，所以他能夠令

其他的國家臣服，這是「王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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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王三洲」那些，「若彼輪王王三洲者，先遣使往，然後從化」。他要派

遣使者去說服那些人歸順他，這是「王三洲」的人。如果是「王二洲」那些，「若彼

輪王王二洲者，興師現威」，「興師現威」即是要展示他的軍力，「後乃從化」。至

於「王一洲」那些，「若彼輪王王一洲者，便自往彼，奮戈揮刃，然後從化」。即是

雙方要有真正的角力之後，他真的打輸了，他才會歸順於你。所以他們有四種不同。

這個是人趣方面較為好的，就是轉輪王。至於三界諸天，諸天就是三界都有的，其範

圍最廣闊，其他的趣，即是六道之中，五趣之中，其他的趣除了天以外，其他全部都

是在欲界，是嗎？

但是天就有三界的，欲界的天是怎樣的？「復次，諸天受其廣大天之富樂；形色

殊妙」，他的外貌很靚，「多諸適悅」，精神方面很舒適，很和樂的，「於自宮中而

得久住」，他自己本身可以安居於他自己的宮殿裏面，「其身內外皆悉清潔，無有臭

穢」。據說他們沒有我們普通人的內臟，又不用飲食而要經過消化系統，所以又不會

有臭穢的東西，即那些排泄物等等。「又人身內多有不淨，所謂塵垢」，即內在就有

塵，「內在就有筋骨、脾腎、心肝；彼皆無有」。這裡是顯示了構造上天是沒有內臟

的。「又彼諸天有四種宮殿」，又是他享樂的狀況，「所謂金、銀、頗胝、琉璃所

成」，他們的宮殿是以金銀、水晶去造成的，這樣與我們有什麼不同？我們是磚瓦木

石，他們是以金銀去造，另外「種種文綵，綺飾莊嚴」，有種種裝飾，華麗的裝飾。

「種種臺閣、種種樓觀」，很多，多層的級數，「種種層級」，以及「種種窗牖」，

即是不同的窗戶的形狀，「種種羅網」，宮殿上面通常還有羅網罩著，都是一種佈置

來的。

「皆可愛樂，種種末尼」，即是珍珠，「以為綺鈿」，「綺鈿」就是一些裝飾的

花樣，同時「周匝放光」，即是他的宮殿周圍都有光亮、光明的，「共相照曜」。

「復有食樹」，他們的樹很有趣，有飲食流出的，「從其樹裏出四食味，名曰蘇

陀」，「蘇陀」是一種很美妙的飲食。「所謂青、黃、赤、白」，幾種顏色，另外，

「復有飲樹，從此流出甘美之飲」。還有些樹是居然可以產生車乘的，「從此出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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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妙乘」，很靚的車乘，「所謂車輅、輦輿等」，「車輅、輦輿」以前就是天子或貴

族的人坐的轎，這裡就是指那些「天」出入就有這些「輦輿」去坐了。「復有衣

樹」，還有些樹是能夠「出生種種妙衣」，並且「其衣細軟，妙色鮮潔，雜綵間

飾。」有很多花紋，很靚的，好像絲綢那樣的。

「復有莊嚴具樹」，「莊嚴具樹」即種種的裝飾物，首飾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從此出生種種微妙莊嚴之具，所謂末尼、臂印」，即是手臂的飾物，「耳璫」，耳

環，「環釧、及以手足綺飾之具，如是等類諸莊嚴具，皆以種種妙末尼寶，而間飾

之」。即是裝飾得很靚的，種種首飾。「復有熏香鬘樹」，有些香樹，「從此出生種

種塗香、種種熏香、種種花鬘」，有「花鬘」與「熏香」等等的東西。「復有大集會

樹」，「大集會樹」即是人們可以集合在大樹之下的，樹蔭之下的，「最勝微妙，其

根深固五十踰繕那」，「踰繕那」（yojana），我們知道一個「踰繕那」大約三十

里左右，「五十踰繕那」即是百多里那麼長，那麼大，「其身高挺百踰繕那，枝條及

葉遍覆八十踰繕那」。

即是它的覆蓋的範圍是非常廣闊，「並且雜花開發」，這棵樹上有很多花，很多

不同的花，「其香順風熏百（踰繕那）」，順風的時候，花香幾百里那麼多，那樣闊

的範圍，如果「逆風（亦）熏五十踰繕那」的，「於此樹下三十三天」，即是三十三

天的那些天眾，「雨四月中」，在雨季的時候，通常雨季有四個月，在雨季的時候，

「以天妙五欲共相娛樂」，「天妙五欲」即是色、聲、香、味、觸那五種，令到我們

得到享受的境界，這種境界大概令到我們想像出漫天的花海，是嗎？開得很燦爛，很

香，那些人就坐在花下面享受，很近似我們在日本賞櫻花的情景，周圍的櫻花都開到

非常燦爛，接近那種情況。「復有歌笑舞樂之樹」，識得唱歌以及舞蹈等等的樹，

「從此出生歌笑舞等種種樂器」，那些娛樂的工具亦自然會出生的。「又有資具之

樹，從此出生種種資具，所謂食飲之具、坐臥之具」，平時需要飲食的用具，坐的用

具等等各項，「如是等類種種資具」。也是自然而有的，在樹上可以出這些東西。

「又彼諸天，欲受用時，隨欲隨業，應其所須，來現手中」。即是意念上想要出什麼

東西，那些東西就出現，從心所欲就是這樣的情況。這就是諸天，他的福報所感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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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另外又「顯非天」，因為之前我們講過「非天」，他們都是屬於天那一類的。

「又諸非天，隨其所應，受用種種宮殿富樂應知」。「應知」即是好像天眾的情況一

樣，還有「非天」以外，還有人間的「北拘盧洲」都有「如是相樹」的，「北拘盧

洲」據說也是人趣之中福報最好的地方，那裡的樹叫做「如意樹」，即是從心所欲，

「彼諸人眾所欲資具，從樹而取，不由思惟」，總之有需要它就會出現了，「隨其所

須，自然在手；復有粳稻，不種而穫」。不用耕種就有稻米可食，所以他們就「無有

我所」，即是他們沒有個人財產的觀念，因為周圍隨時都有，所以他們就沒有「我

所」，他們也不像我們，又要儲蓄，先儲蓄為將來退休要怎樣用，諸如此類，他們不

需要，不需要擔心這些。「又彼有情，竟無繫屬」，「無繫屬」即是無執著，不會貪

著這些財富的，更加不會出現因財失義這種情況，所以他們是無貪、無瞋的，因此他

們死了之後，通常多數都會跟著就升上天了，所以是「決定勝進」，即是由人趣就生

天趣。

這些都是他們享樂的情況。另外有些殊勝譬如是「宮殿殊勝」，「又天帝釋」，

他特別提到譬如三十三天的帝釋天，據說帝釋天其中〔的職責〕都要管理我們人間的

善惡之事，近似我們中國的玉皇大帝那種觀念差不多，他的殿叫做「普勝殿」，意思

基本上是很殊勝。「於諸殿中最為殊勝，仍於其處有百樓觀」，他的樓閣很高的，以

及「一一樓觀有百臺閣」，亭台樓閣很豐富，「一一臺閣有七房室」，很大的房間，

「一一房室有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女」，這裡指有很多服侍他的人。「地界殊

勝」，宮殿就是這樣，地下又怎樣？地與人間又不同，「又彼諸天，所有地界，平正

如掌」，是很平坦的，不會像人間那樣高低凹凸不同，「竟無高下」，亦無高低之

分，「履觸之時」，即踏足地下的時候，便生安樂，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的，可能接

近我們人間的地氈，當我們踏足在上面會覺得很舒服，軟綿綿地，它亦接近那樣，但

是它軟綿綿的程度更加多一些。「下足之時，陷便至膝」，一落腳，就一路整隻腳可

以陷了進去，「舉足之時，隨足還起」。即是舉足時地就回復到原來的狀況，即是表

現一種很舒適的情形；很軟綿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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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時，自然而有曼陀羅華遍布其上」，同時地上很靚，鋪滿了很美麗的

花，「曼陀羅華」是一種白色的花，還有另外的意思叫做「悅意花」或「適意花」，

令你一見到它自然就很開心、很舒服，如果遍地都是就一定很靚。「時有微風」，如

果有微風吹動的時候，「吹去萎華，復引新者」。那些謝了的花就自然會吹走，跟住

就有新的開出來。「街衢殊勝」，街道很殊勝，「又彼天宮，四面各有大街，其形殊

妙，軌式可觀」，即是他們的規劃設計很好。「清淨端嚴，度量齊整」，即是城市規

劃很出色。

另外是「宮門殊勝」。「復於四面、有四大門，規模宏壯，色相希奇，觀之無

厭」。這是在門的設計方面，那四方面的大門，東、南、西、北四大門方便出入，這

些又是設計方面很好，「實為殊絕」。「多有異類妙色藥叉常所守護。」大門有些

「藥叉」或者叫做「夜叉」，是天龍八部的一種，據說他們本身是屬於鬼趣，但是他

們音樂方面很了不起，所以叫他做「藥叉」或者叫做「夜叉」，他們在空中飛行，守

護著這些宮殿的大門。

還有「園苑殊勝」，他的園林有四個方面。「有四園苑：一名繢車」，「繢

車」，即是有些很靚的車擺在那裏，接近我們現代的停車場差不多的意思。另外「二

名麤澀」，「麤澀」就是戰爭用的武器或者戰場的地方，即是練武的地方來的，或者

是戰鬥的地方。「第三叫做（名）和雜」，「和雜」即是享受，享受欲樂的地方，

「第四名喜林」，「喜林」就是遊玩的地方。有四個園。「其四園外有四勝地」，還

有四方面殊勝的環境，「色相殊妙，形狀可觀，端嚴無比」。

另外一個叫做「會處殊勝」，「會處」即是他們集合的地方，集會的地方，「其

宮東北隅」，在東北角那裏，「有天會處，名曰善法」，這裡就是他們的講堂，所謂

「善法堂」是很出名的，天帝釋的善法堂，「善法堂」是天眾集會的地方，集會的時

候他們是論斷人間的善惡事，譬如人間有什麼人做了什麼好的事，有些人做了什麼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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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他們上面就會知道，他們就會論斷這些事情。另外，據說帝釋每個月都在「善

法堂」講一下《般若經》的，諸如此類。即是說，他們一方面是說法、聽法，另一方

面就是了解我們人間發生什麼事。另外彌勒淨土一樣都有善法堂，也是說法的地方，

亦叫做「善法堂」，一般講「善法堂」都是指帝釋的這個善法堂的，所以如果講人間

的「善法堂」就是指這些有講座的地方，大家習修的地方就叫做善法堂了。另外他們

的石相，既然是園林就一定有種種石頭，「近此園側，有如意石，其色黃白，形質殊

妙，其相可觀，嚴麗無比」等等。

「身相攝」，身相方面，「又彼天身，自然光曜」，身上有光的，如果「闇相若

現」，當光慢慢暗淡，「乃知晝去」，即日間已經完結了，「夜分方來」；晚間時那

些光就沒有那麼明亮的。「便於天妙五欲遊戲之中」，白天就只顧遊玩，到夜晚來到

的時候，他們就會開始「嬾墮睡眠」，這個「嬾」與我們一般寫的「懶」一樣，都是

這「懶」，與我們一樣，夜晚就睡眠，「異類之鳥，不復和鳴」，同時那時天上的鳥

在晚上也不會叫了。「由此等相」，由這樣的情況就知道他們日夜的分法。「資具相

攝」方面：「又彼諸天，眾妙五欲，甚可愛樂，唯發喜樂」，他們的五欲境是令得他

們很開心、很歡樂的，「彼諸天眾，恒為放逸之所持行」。但是雖然這個環境如此之

好，他們卻通常只顧玩樂，所以很放逸，就不會精勤去令自己身心有進步，多數都是

耽著這些欲樂之中。

「常聞種種歌舞音樂鼓噪之聲」，種種音樂；「調戲言笑談謔等聲」，即是大家

在傾談之中，講笑玩樂，「常見種種可意之色」，見到的都是靚的東西，「常嗅種種

微妙之香，恆嘗種種美好滋味，恒觸種種天諸婇女最勝之觸」，那些天女身體的皮膚

應該是很柔軟的，觸摸她的時候也是很舒服的，「恒為是樂」，總之就是色、聲之

欲，「恒為是樂」就是整日被這種種的欲樂「牽引其意，以度其時。」「牽引其

意」，意思即是他受種種的誘惑，不能自制的，自然就跟隨沉醉在這些快樂之中，然

後歡度他的時光。所以他們主要就是享福，就不會怎樣做到各方面的功德，不多的，

通常都是享福。「又彼諸天，多受如是眾妙欲樂，常無疾病，亦無衰老」，他們有一

種好就是青春常駐，不用擔心衰老的來臨。同時「無飲食等匱乏所作俱生之苦」，無

7



憂無慮，「無如前說：於人趣中有餘匱乏之苦」。他們沒有這樣的狀況。我們看到天

界，欲界天、地獄界的苦是否有很強烈的對比？

這樣，由於他們很極端，要不就極苦，或者極樂，這與我們的果報有關，即是與

業報有關，因為有些業我們叫做什麼？以一得萬報，一般的業就多數是一對一，譬如

我與你吵架，就只是我與你結怨而已，但有些做了不好的事，它的禍害就不是單對

單，譬如說有些國家的元首或者官員貪污等等，貪污腐敗就是禍國殃民，會令很多的

人民受苦的，或者有些罪惡的集團，他們有很多非法的行業，不斷地引誘一些人去做

這些不法的事，然後害完一個又一個，帶引了很多人，如果他是長年累月這樣做，他

就積聚了很多惡業，所以有些業就不是說你單獨做完後，只是感那小小的果，它可能

是倍數地增長，令他受很多苦業。

至於福報方面亦然，你做有些善事可能受益的人是很多，譬如你蓋學校，建醫院

這些，就不是單一個人受益，有很多人可以受益，所以他的福報就可以很廣闊，很廣

大，如果有些人是整日做這些福業，或者做這些惡業，所以他就會感一些很強烈的、

很極端的苦報，但是一般人來講，一般普普通通的如人類這些就有苦有樂，但不會是

極苦或者是極樂，大概那個福業所感的報就是差不多這樣。所以譬如《地藏經》就有

分，你布施，有些布施是什麼？一生受福，有些是很多生受福等等，它就是這樣，它

的規律就差不多是這樣。所以欲界天與欲界的地獄就是這樣分法。另外就是色界入

面，我們第四卷已經講完了，第四卷不是很長，第五卷也不長，第五卷就是講色界的

快樂。

《瑜伽師地論》卷五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二「復次，於色界中：初靜慮

（地受生諸）天」，或者叫做「初靜慮地」，因為我們有些是用九地去劃分，欲界一

地；色界四地；無色界四地這樣劃分，所以有時就叫做「初靜慮地」，受生的諸天，

那些天眾，「即受彼地離生喜樂」；初禪天叫做「離生喜樂地」，「離生喜樂地」我

們看看註三那裡，什麼叫做「離生」呢？「離生」即是「離欲（界）惡不善法」，他

已經超越了欲界那些不好的、欲界的貪、嗔的程度了，那些不好的東西，所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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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離欲惡不善法無間所生」，「無間所生」的喜樂，當你離開欲界的「惡不善

法」，跟住就生這個喜樂，就是初禪的喜樂，獲得一種喜樂的感覺，而這種喜樂不會

有之前的那種過失的，之前天眾的快樂，我們知道那種過失是什麼？放逸，是嗎？但

是色界天就沒有這個放逸的過失，但是「有欣有喜」，「一切麤重已除遣故」，即是

身體「麤重」的感覺，或者煩惱的積聚，這些精神的負累都開始減少了，所以他「獲

得廣大輕安，身心調暢，有堪能故」。他又能夠有能力令到輕安遍滿全身，感覺到那

種快樂，這種就叫做離生喜樂於初禪的境界。當然我們知道，他能入初禪就能夠心一

境性，基本的心一境性，再加上輕安，我們就說他入初禪的根本定，這樣就出現這種

「離生喜樂」的狀況。

第二靜慮地的諸天就「受定生喜樂」；「定生喜樂」就是由定中所產生的快樂，

他不是遠離欲界的不善法，而是在色界的定裏面生起這種喜樂。「第三靜慮地諸天，

受離喜妙樂」；「離喜妙樂」就是即使是「喜」都覺得是比較粗的感覺，而這個

「喜」都是要捨離，不要耽著它，慢慢會出現一種微妙的快樂，微妙的快樂之中，據

說三禪天我們的定義是快樂的一個最高境界，最快樂的就是第三禪天，而且這種叫做

「妙樂」，不是一種很麤的樂，是妙樂來的。「第四靜慮地諸天，受捨念清淨，寂靜

無動之樂」。「捨念清淨」就是心是一種平等的狀態，平衡的狀況，不受其他東西的

騷擾，不受呼吸、喜樂、尋伺這些騷擾，這樣謂之「無動之樂」，這就是色界的四地

或者四天，是這樣的快樂。

另外就是無色界受樂的狀況，「無色界諸天，受極寂靜解脫之樂」。它有一個非

常寂靜的狀況，近似解脫，這個解脫不是真的解脫，只是近似解脫而已。我們看看第

5的註解：去到無色界的空無邊處那裏，他會離這個色相，即超越那些物質的相，因

為他已經超越物質界了，既然沒有物質的時候，就會「滅（這個）有對相」，「有對

相」即是有些形體、形狀被我們所了解的，無色界就沒有這種狀況了，既然是沒有對

象的時候，沒有那些形體的對象的時候，我們就會「息種種相」，我們就不會取像

了。這是「空無邊處」的情況。「識無邊處」就再超越這種空相，是緣識是無邊的狀

況，然後再進一步推求無邊識之上的境界是什麼？識之上就再無其他東西了，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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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少所得」，因此叫做「無所有處」。

然後再進一步追尋，這個「無所有處」再上是怎樣？再上就是超過無所有處的時

候就發覺，只有一個極微細、微細的心心所的活動，這樣亦是不離開識，基本上都是

識的範圍，但因為心的活動是很微細的時候，就似乎沒有了一種認知上的那種很明顯

的過程，所以他心理的狀況裡面是處於一種極寂靜。就隨著「離下（地）障」，離下

地的障，每晉升一個新境界的時候，就表示他脫離了下級的那個障礙，或者是超越了

下地的束縛，所以我們叫稱它做某一種解脫，就叫做「解脫樂」。實際上他並非真正

的解脫，不是那種涅槃的解脫，他只是一種心很微細，以及沒有那種業報所產生的那

種色像，並且他這種結果，即是體驗的境界，即很寂靜的境界是很長時間，以前講

過，無色界的壽量很長，就表示他有一種寂靜解脫的快樂，這個就是無色界的情形，

三界的快樂講完了，大家都有區別的。然後就再「總明苦樂勝劣差別」。苦樂之中，

它們是怎樣是殊勝，怎樣是低劣呢？它們的區分是怎樣？

這裡大約可以透過六處殊勝去掌握它。第一就是「又由六種殊勝故，苦樂殊勝應

知」。這裏其中就有第一的、「形量殊勝」，指身體的方面的；第二、「柔軟殊

勝」，就是所依身體的柔軟程度；另外（第三）、「緣殊勝」；苦緣與樂緣的殊勝情

況；（四）、「時（間）殊勝」；（五）、「心殊勝」；「心」即是自己智慧的觀察

力；另外是（六）、「所依殊勝」。所依就是業報所感的地方謂之「所依」。何以

故？「如如身量漸增廣大，如是如是苦轉殊勝」；就好像地獄的情況一樣，他是身量

越大，他受的苦就越多，這樣謂之殊勝，為何他會受極端的苦？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

為身量很大，他會承受更多的折磨。

「如如依止漸更柔軟，如是如是苦轉殊勝」，我們之前不是說，地獄那些眾生的

身體好像嬰兒那樣柔軟、敏感？所以越柔軟越敏感，所以被那些苦具輕輕碰一下他都

會很痛，所以這個苦就「轉（更）殊勝」。「如如苦緣漸更猛盛眾多差別，如是如是

苦轉殊勝」；「苦緣」即是那些苦具，譬如那些油鑊等等的那些東西，它越多、越

強、越猛盛的，他受的苦就越多。還有就是「如如時分漸遠無間」，他的壽命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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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苦的程度就越多。「如是如是苦轉殊勝」。

「如如內心無簡擇力漸漸增廣，如是如是苦轉殊勝」；「無簡擇力」的意思就是

他沒有一種判斷力，他不知道現在自己要受的苦是與前面的行為是有關，即是他未了

解到，這種果報得失的規律情況，如果「無揀擇力」是表示一種愚癡的狀況，即是說

他不識反省、體會，他之前怎樣迫害別人，〔別人被迫害〕的那種苦楚，現在他承受

這種苦楚的時候，如果他不能夠接受這種規律的時候，他就不容易去安忍這些苦，所

以他的感覺會更加痛苦，如果他沒有揀擇力，他對於所承受的苦可能會更加埋怨，更

加不滿，或者更加仇恨等等，這種就是「無揀擇力」。就好像那些犯人那樣，他犯了

事，受到社會的懲罰，但是有些犯人是甘心受懲罰的，因為他有悔意，有些就不是，

我出來的時候要向社會報復等等的事，他就會再造更加多的惡業，這樣就看他有沒有

揀擇力，他有揀擇力的時候，他受的苦就會減少一些，「無揀擇力」的時候，他的苦

就會更加強盛。

「如如所依苦器漸增」，「苦器」就是那些刑具越多，他的苦就越「轉殊勝」，

這些可以看到苦樂的強烈的感覺與這些有很大的密切關係。他說「如苦殊勝」的狀況

也是一樣，「如是樂殊勝義，隨其所應，廣說應知」。這些我們不需要再講了，如此

相反去理解就知道，他們的身量、他們的時間、樂緣等等的東西，就知道他們為何這

樣快樂，這就是講苦樂的殊勝差別。另外還有些差別就是分析「聖財」與「非聖財」

的差別。又樂有二方面，一種叫做「非聖財所生樂」；另一種叫做「聖財所生樂」。

「非聖財所生樂」，其本質是屬於有漏的性質，以及它不是「順出世善」的，下

面有解，註 12那裏可以看到，如果是「非聖財」，它會「不順出世」，即是不會

「順解脫樂」的，它都是在世間，有漏世間之中，但是如果是「順出世善三界一切及

不繫法」，「不繫法」即是與煩惱沒有連繫的，那些就叫做「聖財」，意思即是如果

是「聖財」，它將來會引發你那些出世間的無漏的解脫，解脫的快樂，這是兩者的主

要的性質之劃分，「非聖財所生樂者：謂四種資具為緣得生」，它的條件是怎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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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第一就是「適悅資具」；既然說它是「聖財所生樂」，這樣表示它會令得你快樂

的，它有些資具會令你快樂；另外「滋長」，「滋長」即是令你的身心方面的舒服，

「清淨」，「清淨（的）資具」，以及「住持（的）資具」，下面有解析。

「適悅資具者：謂車乘衣服諸莊嚴具」，種種你所需的物品它都能夠提供到，即

是物質的享受；「歌笑舞樂塗香花鬘，種種上妙珍翫樂具」，即是可以供給我們玩、

觀賞那些物品。「光明照曜，男女侍衛」，即是有人服侍你，有人幫你做事，「種種

庫藏」，以及你亦有很多積蓄。這就是「適悅（的）資具」，一般人間的福報就是指

這些了。「適悅（的）資具」。「滋長資具」就是滋長我們的五根了，五根方面的舒

適程度，是一種官能上的享受。譬如「無尋思輪石」，「輪石」就是一種能轉動的，

用石頭一路轉，大概近似我們現代的那些按摩，譬如用熱石按摩的那些，用石頭在身

體上按摩，「椎打」，用按摩器去 ，有些叫做「築蹋」，「築蹋」就是用腳踩的，揼

按摩都有，都有用腳去踩作為按摩的一種做法，例如這些「按摩等事」。

印度人都很喜歡按摩的，所以他們說，按摩能令到我們能夠滋長根身，覺得舒服

的一種做法，我們現在看按摩都是一種保健差不多上下，一來就是鬆弛我們的精神，

另外就是保健等等，所以這裡都是指同樣的東西，「滋長」。「清淨資具」就與宗教

的儀式有關，「謂吉祥草、頻螺果」，「頻螺果」是一種樹來的，大概接近那種相思

樹，它的果是紅色的，但是很細粒，好像赤小豆那樣，稱為「頻螺果」，很多時是用

於祭祀。「螺貝」即貝殼類，然後是「滿瓮」等事。「滿瓮」即是將吉祥草，吉祥物

這些食品，當他祭祀完之後就送給別人的，會分給眾人。

我們佛教都有這些東西的，譬如供天那樣，供天完畢就大家分這些糖果，就是接

近這些東西。那些人拿了這些東西，感覺上會覺得很清淨、很吉祥，會覺得這些食物

與一般食物不同，加持過的等等，就會感覺這些很重要，這些就是「清淨（的）資

具」。「住持資具」就是滋養我們的生命，令我們可以維繫下去的，就是飲及食這幾

種。這幾種是由「非聖財所生樂」，就是我們世間的欲樂方面的，不會順出世間的

善，只是世間的善而已。

12



相對來講，「聖財所生樂」是指精神素質的方面，就包括了所謂七種「聖財」，

「七聖財，為緣得生」。「為緣得生」是哪七種呢？第一是「信」；第二是「戒」；

第三是「慚」；第四是「愧」；第五是「聞」；「聞」是指多聞，即是好學，吸收力

強的意思，第六的「捨」；「捨」這就不是平等的意思，「捨」是指施，惠捨，其實

即是布施，「捨」的另一個意思有時是指布施，譬如「六隨念」，「念捨」就是指布

施。就不是我們「捨念清淨地」的那個「捨」，所以「捨」是要看指的是哪種意義。

還有就是（第七）的「慧」，即我們的判斷力。這幾方面就是屬於「聖財所生

（的）樂」。這幾種有何不同？即「聖財」與「非聖財」如何大致上分別出它們的的

差別？他說有十五方面：「由十五種相，聖、非聖財所生樂（有）差別」。有不同

的。「何等十五」？謂，下面就列了十五種：第一，「非聖財所生樂，能起惡行」；

這種「惡」指它是有漏、不善的，例如「聖財所生樂」，可能會，譬如我們有這種種

享受，可能令我們會放逸或者作惡都說不定的，會「能起惡行」，「聖財所生樂，能

起妙行」，能夠引生一些妙善的行為，前面的那種是可能會引生一些惡行，這是在善

惡行方面去看。

另外「非聖財所生樂，有罪喜樂相應」，「有罪」即是那種喜樂有過失的，會摻

雜一種過失或者有漏的東西；「聖財所生樂、無罪喜樂相應」。不會有過失的，這種

叫做「無罪」。「又（非）聖財所生樂，微小不遍所依」；「微小」即是它範圍的涵

蓋，不能令整個身體都享受這種快樂，但「聖財所生樂、廣大遍滿所依」。整個身

體、整個身心充滿的，例如法喜充滿就是這樣，整個身心都很舒暢，很安樂的。「又

非聖財所生樂，非一切時有」，不是常常有的，「以依外緣故」；因為要有外在的條

件令你享受這種快樂，但「聖財所生樂」是內在的東西，所以「一切時有，以依內緣

故」。只要你保持以及一路增強這些內在的素質，你就可以常常處於這些快樂之中，

你不需要靠外在的條件令自己得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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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非聖財所生樂，非一切地有」，即是三界九地，不是每一個界地都有，因為

「唯欲界故」；欲界就有很多這些。「聖財所生樂，一切地有」，意思是三界九地都

有的，「通三界繫及不繫（法）故」。即是它的範圍比較闊一些，任何領域都有這個

「聖財所生樂」。「又非聖財所生樂，不能引發後世聖非聖財」；意思即是只有現

世，但「聖財所生樂，能引發後世聖非聖財」。兩種都有，即是影響力、與持久力，

影響力也是沒有那麼大了。另外第七就是「又非聖財所生樂，若受用時有盡有邊」；

即有限度的，「聖財所生樂，若受用時轉更充盛增長廣大」。這些這樣的「聖財」，

當你有這七種「聖財」，它會令你越來越覺得內心很充實，有充實感，同時這些喜

樂，內心的這種喜悅是越來越增加的，這種是無限的，是表示一種無限的狀況。

第八，「又（非）聖財所生樂，為他劫奪」，即是世間種種的財富很容易被他人

去侵奪的，譬如王，「王」即是政府，可能徵收你的財產，或者是怎樣？充公你的財

產等等，「若賊怨」，或者被搶、被騙等等，「及水火」，「水火」是自然災害的毀

滅，「聖財所生樂，無能侵奪」。無人可以在你的內心搶奪這些東西。第九，「又非

聖財所生樂，不可從今世持往後世」；不能夠轉往下一生，即不能夠帶去下一世；

「聖財所生樂，可從今世持往後世」。所以「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就是指這

些「聖財」。當然亦包括惡業，惡業也隨身的。但是我們現世所擁有的種種的物資，

我們死了就沒有了，與我們再沒有關係了，但是「聖財所生樂」就不是，它將會跟隨

著我們一起。

第十，「又非聖財所生樂，受用之時不可充足；聖財所生樂，受用之時究竟充

滿」。即是去到一個最圓滿的狀況。第十一「又非聖財所生樂，有怖畏、有怨對、有

災橫、有燒惱，不能斷後世大苦」。什麼是「有怖畏」？「謂懼當生苦所依處故」。

「當生」即是未來生，現在的快樂可能是未來苦的所依的地方，因為我們知道有「壞

苦」，是嗎？幸福的消逝就是苦的、痛苦的開始，所以「有怖畏」，我們很害怕現在

擁有的東西會失去，就是這種恐懼感。「有怨對者：謂鬥訟違諍所依處故」。你有很

好的東西，那些人來與你爭，千方百計會佔你便宜，這些就是「有怨對」。「有災橫

者：謂老病死所依處故」。這些會引生我們病與衰老等等，以及老、病、死又會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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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擁有的東西又會減少，它會消耗我們的財富。

「燒惱」，就是「謂由此樂性不真實，如疥癩病」，「疥癩」即是生瘡病，「虛

妄顛倒所依處故」，「虛妄顛倒」是指如果那些疥瘡有時你抓撓它的時候，暫時會覺

得舒服，譬如你痕癢的時候，或者痛的時候你喜歡去抓撓它，那一刻的那種感覺是顛

倒的，其實是不好的，只是我們有錯覺，暫時舒緩了我們痛苦。「愁歎憂苦種種熱惱

所依處故」，即是種種煩惱所依的地方。即是「非聖財」是一種不真實的快樂來的。

「不能斷後世大苦者：謂貪瞋等（根）本」，「貪瞋等」即是貪、瞋、癡等，兩種

「根本（煩惱）」以及「隨（煩惱）」，兩種惑的「所依處」。「聖財所生樂」就相

對了：「無怖畏、無怨對、無災橫、無燒惱、能斷後世大苦。隨其所應，與上相違，

廣說應知」。

這裡與上面剛好相反，這裏是顯示兩種「財」，一種是「聖財」，一種是「非聖

財」，都會帶給我們快樂，是嗎？但是「聖財」是一種恆久性的以及真實的快樂，

「非聖財」就是短暫的快樂，我們一生之中當然兩種都需要，「非聖財」也需要，

「聖財」也是需要的，不過「非聖財」那裏，當你自己擁有的時候，你自己應該有個

警惕，不要花太多的時間、精力，或者太多心思在「非聖財所生樂」方面，但是我們

基本的需要就不是沒有，不是完全排斥這些東西，不需要的，而是我們也需要這些東

西，不過我們不需要過度去追求這些東西，反而我們應該花多一些時間培養那些「聖

財」所生的樂。

另外是「明受欲差別苦」。顯示五德，「標五德以彰慧命」與「染欲」的分別，

「染欲」即是耽著這些欲樂。「又外有欲者，受用欲塵」。對於外在的那些欲樂，經

常追求那些快樂的境界，這些是「受用欲塵」的人，「聖慧命者，受用正法」；這個

是兩者相對，一個叫做「外有欲者」，即是追求外在的快樂；一個是「聖慧命者」，

他以一種無漏的慧命為主的，這種我們稱之為「聖慧命者」，意思是無漏的、智慧的

生命，這些人是「受用正法」而不是「受用欲樂」的，所以他主要是在「十二分

教」，那些經教裏面受用這些「正法」，即經教裏面告訴我們哪些是正法，哪些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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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要留意的，他會注意那些，「由五種相，故有差別」，「由此因緣，說聖慧命

者，以無上慧命清淨自活。」即是一生是以無漏的智慧生命，作為他的那種生存的一

種準則。

這個是哪五方面？第一，「受用正法，不染污故」，「不染污」即是不會被貪、

嗔、癡隨逐，不會受貪、嗔、癡等等的影響。另外，第二就是「受用正法者，極畢竟

故」；「極畢竟」意思是無論他是大乘或小乘，他最後都會得到他圓滿的果報，他的

追求的目標到最後都會完成的，這樣就稱為「極畢竟」。第三、「受用正法者，一向

定故」；「一向定」就是一種決定，或者是一種成就，他所得的東西會永遠擁有的。

就像我們剛才指的「聖財所生樂」那樣，它不會或得、或失。「非聖財」就不是，會

有時得，有時失。所以是「一向定故」。決定的，決定成就的。

另外，第四、「受用正法者，與餘慧命者不共故」；「餘慧命者」是指那些外

道，有些外道都是求清淨智慧的生命，但是兩種稍有一些分別，就是外道通常有我

見；內道，即是佛教，由於無我執、無法執，他是沒有這一方面的「見」的，所以與

我們與他們有些「不共」。即大家都是追求什麼？宗教、信仰等等這些，這些「慧

命」，但是不同的宗教會稍有一些不同，這些就是與外道的不同。最主要就是無我執

與法執的方面。第五、「受用正法者，有真實樂故，摧伏魔怨故」。「魔怨」就是那

些誘惑、障礙等等的東西。這就是「聖慧命者」他們「受用正法」時的五種狀況。另

外就是「顯五失」。

另外在另一方面去對照、對比一下與「聖慧命者」的不同。此中第一，「諸受欲

者」，「受欲者」即是追求外在快樂那些，或者「非聖財」那一類，「所有欲樂，是

隨順喜處，貪愛所隨故」；如果是令他開心，自然他會引生一種執著、貪愛，如果是

「隨順憂處」，他就會「瞋恚所隨」；很容易生起怨恨的心態，「是隨順捨處，無簡

擇捨」，這個「無簡擇捨」，這個捨現在是指「癡」，「癡心所」，無知。「捨」就

是不苦不樂的意思，不喜不憂的情況，他是在「癡」的情況之中，「癡」所隨逐。

「聖慧命者受用正法」，就應該不會出現這些狀況，即你不會隨著環境的變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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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失了平衡，或者是失控那樣。

第二，「又諸有欲者受用欲塵，從不可知本際」，「不可知本際」即是指過去世

以來，「以無常故，捨餘欲塵，得餘欲塵」，由於世間是無常，所以他有時不能夠擁

有某方面的欲樂，但是亦可能得回某一種欲樂，「或於一時都無所得」，或者他所要

的東西都一無所有。「聖慧命者受用正法，則不如是」。即不會有這樣的狀況。這裡

大家就可以對應前面的狀況，它現在對應第二項，第二不是「極畢竟故」嗎？「畢

竟」即是說，無論過去、現在、未來它都能保持住的。但這種就不是，「非聖財所生

樂」就不是這樣。

第三，「又受欲者受用欲時，即於此事一起喜愛、一起憂恚」；即是時喜時憂，

「復即於彼或時生喜或時生憂」。這是一種患得患失的狀況。「聖慧命者受用正法，

則不如是」。這個就是對應第三項。前面第三項不是「一向定故」嗎？「一向定」即

不是或得或失的那種狀況，只有什麼？只有一種安樂的情形。第四，「又諸離欲外慧

命者」，即那些外道，他們對自己也有離欲的要求，但是「於種種見趣」，即有種種

見解，「自分別所起邪勝解處」，對一些東西不如實去理解的時候，「其心猛利，種

種取著，恒為欲染之所隨逐」；由於他有邪見，或者不正見，他都會有一些不好的東

西跟隨住，「雖已離欲，復還退起」。離欲後，他可以會因執著而再起的，或者有退

步的。「聖慧命者受用正法，則不如是」。這是對應第四個方面。如何與其他的外道

是不共的？

第五就是對應怎樣「摧伏魔怨」的問題。「又受欲者及諸世間已離欲者，所有欲

樂及離欲樂，皆非真實」，享受欲樂或者不能享受欲樂這些，都是一種緣起緣滅的狀

況來的，所以它不是真實，「皆為魔怨之所隨逐」，「魔怨」就是那些不善業、障

礙、過失等等，當然亦都包括真是有些「魔」來騷擾你，或者阻礙你等等，所以他們

那種不真實的狀況，就「如幻、如響、如影、如焰、如夢所見」，種種虛幻的狀況，

「猶如幻作的諸莊嚴具」。「又著樂愚夫諸受欲者，及諸世間已離欲者，凡所受用，

猶如癲狂、如醉亂等」，即是處於一種錯亂之中去這樣享受的，如果「未制魔軍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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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如果「未制魔軍而有受用」通常都有些不良後果的，有種種過患會產生。

「是故彼樂為非真實，亦不能制所有魔事」。「魔事」即是障礙你進步的東西，「聖

慧命者受用正法，則不如是」。

即是這五方面是對比「受用正法」的人與追求欲樂的人，他們之間的分別，跟著

就引經去證明這個講法：「薄伽梵說：『當知樂受』，樂受這種情況，『壞苦故

苦。』」當他幸福快樂的感覺消失的時候，就有苦跟隨住了，「苦受，（就）苦苦故

苦」；「苦受」我們大家都體會到了。「不苦不樂受，行苦故苦」。「行苦」就是那

種遷流、不安定的狀況，所以三界都是什麼？三界皆苦，就是這些不同程度的苦了。

又說：「有有愛味喜，有離愛味喜，有勝離愛味喜。」即是經文有這樣講，「有有愛

味喜」，這是順五欲的，即執取住五欲的，所以它是屬於欲界的繫縛，欲界的煩惱。

例如我們往往會貪著這些五欲的境，這是「有愛味」的，「愛味」即是耽著的意

思；「有離愛味喜」，「離愛味」就高一些，是色界的狀況，對於五欲的樂境不是很

追求，所以他就沒有「愛味（的）喜」，沒有欲界的欲，這個就是指色界的，「有離

愛味（的）喜」。但是這種雖然是「離愛味」，但它仍然是世間道，世間道即是屬於

世間的智，是世間的有漏智，但他有一個較高的情操，可以壓伏這些對欲樂的追求，

但是相對後面的那個，是「有勝離愛味喜」，這是無漏界的，完全能夠脫離種種的愛

樂執著的喜，所以它是殊勝的，它是出世間道的、出世間智所擁有的那種「離愛味

喜」，因為他知道世間的一切都是如幻無常，無我，所以他不會執著這些東西。「如

是等類，如經廣說」，經文講過很多這些「有愛味喜」、「離愛味喜」等等的內容。

「應知墮二界攝」。「墮二界」是哪「二界」？一個是色界，一個斷界，色界，

這個色界與我們一般講的色界有些不同，三界中的欲界、色界，色界是獨立的一個

界，一個物質很靚的世界，但是色界有時是指一個物質的世界，所以它是包括了我們

一般指的欲界與色界在內的，現在他所講的「墮二界」，其中一種是叫做色界，即物

質界，就是指欲界與色界這兩個界趣。另外一種就叫做「斷界」，這就是無漏界，超

出三界的，所以這些「愛味」的狀況，「離愛味」或「有愛味」的狀況，就是「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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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攝」。「二界攝」就是這種色界是世間道，這個「斷界」是出世間道的。所以讀佛

經有時麻煩就在這些，見到「色界」就以為是在講前面的色界，其實他是指另外一的

意思的「色界」，所以你有時要花一些時間去想，或者要靠一些資料去幫助你理解，

怎樣是謂之「墮二界」？這些是與「受」方面所涉的範圍。

另外就是「非受攝」，與樂受、苦受無關的。「非受攝」的情況是怎樣？他說：

「又薄伽梵建立想受滅樂」。「想受滅（的）樂」大概就是這樣，在無色界的時候，

最高就是「非想非非想處」，但是有些修禪定的人，去到「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

他會尋求「非想非非想處」再上是何種情況，因為「非想非非想處」其實也有等級的

不同，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境地大概有三級的不同，上、中、下三級，所以去到非想

非非想處是仍然可以找一個最高的狀況的，那個時候他們就會發覺，因為我們之前

說，「非想非非想處」時心與心所都已經很微細，現在，他進一步在心所直接令它停

頓，令它不作出任何的取像，不生起，這種我們就叫做「滅」，「想、受滅」的樂，

因為它不再取像，不再取像，我們知道「受」跟著是什麼？你取像之後，你取得這個

境，這些境會令得你感覺快樂或者不快樂，既然它不取像的時候，他就沒有這種快樂

或者這些感覺的出現，因此我們稱為「想、受滅的樂」，那時就很寂靜，沒有影像的

干擾，沒有感受的干擾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無色界中較高的，其實是屬於滅盡定的一種，「為樂中第一」；最

快樂是這種狀況，無騷擾、無干擾的狀況。「此依住樂」，這種就是在滅定中，身體

的那種感覺。「非謂受樂」。「非謂受樂」就不是受心所的那種快樂或者苦的感受那

種情況，它是一種定中所體會到的情況來的。這種叫做「非受攝」，它不是一般苦樂

的感受。「又說有三種樂，謂：離貪、離瞋、離癡；此三種樂，唯無漏界中可得」；

「無漏界」，這種就是「斷界」，或者無漏界。「是故此樂，名為常樂，（因為）無

漏界攝」。這種「常樂」不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況、時有時無的狀況。這裏就已經講了

「聖財」與「非聖財」的劃分，以及它們「受欲差別」的苦樂的狀況，然後跟住就在

飲食方面講他們的「受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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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飲食受用者：謂三界將生、已生有情壽命安住」。「將生」即是就快要

出世；「已生」即是已經存在世間，就要我們靠飲食去維持生命，我們受用飲食的。

「此中當知觸、意思、識，三種食，一切三界有情壽命安住」。四食裡面，「觸

食」、「意思食」以及「識食」這三種，三界眾生他們的壽命都要靠這三種的。「觸

食」、一般我們講「段食」，譬如吃麵、吃飯那樣，都要咀嚼，一塊塊地食，一段一

段那樣吃。「觸食」就不是，「觸食」是一種較為有精神性食糧差不多，你感覺舒

服，那種情況屬於「觸食」。「意思食」就是我們的意志，靠一些意志去維繫我們的

生命，譬如我們求生的意欲等等，求生的本能，這些就是那種「意思食」。

另外「識食」就特別是指「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怎樣維繫我們這一期的生

命。這裏總共有四種食，現在講的「觸、意思（食）」就是所有眾生都有的，三界眾

生都需要這三種食，但是「段食」就不是，「段食」就不是所有眾生都需要的。「段

食一種，唯令欲界有情壽命安住」。欲界眾生就需要段食，至於其他趣的眾生又是怎

樣呢？「又於那落迦受生有情，有微細段食」，他們的「微細段食」是怎樣？「腑藏

中有微動風；由此因緣，彼得久住」。即是會食風的，一點點呼吸那樣，基本上是沒

有東西吃，那樣謂之他們的「段食」。「餓鬼、傍生、人中，有麤段食」，我們的食

物就屬於叫做「麤段食」，「謂作分段而噉食之」。把它整細來一塊塊吃。

欲界天的眾生呢？他說：「復有微細食，謂住羯羅藍（kalala）等位（眾生）有

情」，「羯羅藍」即是胎藏，胎藏的眾生，「及欲界諸天」都有這些「微細食」。

「由彼食已，所有段食流入一切身分支節，尋即消化無有便穢」。那些諸天吃了段食

之後，他們的那些段食吃了之後，跟住就滋養他們的肢體，但是他們消化完那種營養

就算了，就不像我們那樣有「便穢」的，這就是六道眾生的不同，受用飲食方面的不

同。至於去到色界天那些，色界諸天就沒有段食了，無色界諸天就更加了，他們連物

質都沒有，所以他們亦不會有段食，但是有後面的三種食。至於「淫欲受用」，是指

男女情慾受用方面的情況，欲界的差別：「復次，婬欲受用者：諸那落迦中所有有

情，皆無婬事」。地獄界的眾生就無這些男女情慾的。

20



「所以者何？由彼有情長時無間多受種種極猛利苦」，他們受苦沒有時間停止，

所以他們都不會想這些，也不會做這些事情，「由此因緣，彼諸有情，若男於女不起

女欲，若女於男不起男欲；」他們都不會有愛戀的感覺產生，愛戀的感覺都不會產

生，「何況展轉二二交會。」「二二」，第一個「二」是指男女這兩種性別；第二個

「二」就是指兩種根，即是男根、女根，即是生殖器的不同，他們就不會有這些交配

的行為。我們知道，「那落迦」的眾生通常的樣子都描寫他們生得很醜，所以根本就

不會對他們起一些愛戀的情慾，同時加上他們是長時受苦的。

「至於鬼（趣）、傍生、人中，所有依身苦樂相雜，有苦有樂，故有婬欲」，他

們不是長時間都受苦，或者長時間受樂，所以他們有「婬欲」這回事的，所以「男女

展轉二二交會，不淨流出」。「不淨流出」就是他們交配的時候會有分泌流出。

（B）欲界諸天他們也有婬欲另外，「欲界諸天」都有「婬欲」的，「雖行婬欲，無

此不淨」；「無此不淨」即是沒有不淨流出，並非好像人間那樣，「有不淨流出」這

種狀況。「然於根門有風氣出，煩惱便息」。雖然沒有不淨流出，但是他們的根門，

即生殖門那裏，亦都有氣會排出來，就將他們本身的慾火就要宣洩了出來，所以他們

「婬欲」的「煩惱便息」。現在這裡講「煩惱便息」就是指男女的那種性慾的要求就

會停止了。這裏是六欲界諸天就會這樣的情況。「四大王眾天，二二交會，熱惱方

息」。天界最低的那一層是那個「四大王眾天」，他們都好像人間那樣，需要有肉體

的接觸，他們的「熱惱」才能夠停息，「熱惱」即是欲火才能夠停止。「四大王眾天

（是如此），三十三天亦爾」。都是這樣的情況。

這兩個我們稱之為「地居天」，叫做因為它在須彌山四圍的那些山裏。「空居

天」就不需要依山而起，它是居住於天空之中的，這個就稱為「時分天」，即是「夜

摩天」，「夜摩天」的男女的情慾就「唯互相抱」，即互相擁抱，「熱惱便息」。他

們不用交配的，那個性欲方面的程度是怎樣？減少了很多，只是擁抱已經可以了。然

後去到「知足天」，「知足天」即是兜率天，「唯相執手，熱惱便息。」他們這些就

再高一級的，大家只要握手，手牽手他們的熱惱就息了，就好像有一些老人家，幾十

年夫妻，他們到最後是不需要那些了，大家心靈是相通的，牽著手，已經是大家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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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他們的感情已經可以表露出來了，「知足天」的情況就是這樣。「樂化天」，

「樂（變）化天相顧而笑，熱惱便息」，大家相視而笑，即是心有靈犀，大家的心意

在一笑之中就表露了出來，亦都表示了他們精神高度的契合。然後就「他化自在

天」，再高一些的六欲天，「眼相顧視，熱惱便息」。

這個只要大家相望，就已經可以消除了這些「婬欲」的，這些就是指到一種精

神、感情上越來越昇華的時候，心靈溝通的情況，這種靈欲方面的狀況就開始慢慢會

淡薄，即是靈性方面的愛戀就會要求高一些，肉體方面的接觸就會減低的，這裡一路

顯示我們的情欲的程度不同，人間就會比天低，是嗎？人間的那種性欲的情況，天就

有幾層的，亦都有一種純情的愛戀，最高的那些就只是純情的，他們不需要其他的東

西。至於色界，色界就沒有這些，因為欲界就有男女情欲與食欲，色界就超越了這些

之後，就上色界，所以色界就沒有這一方面男女的欲樂。至於四大洲，他說：「又三

洲人，攝受妻妾，施設嫁娶」。即是譬如南贍部洲這些，有嫁娶這樣的情況；「北拘

盧洲」因為「無我所故」，所以就「無攝受」；所以「無攝受妻妾，亦無嫁娶」。即

那些婚姻生活的情況就沒有了，四大洲就是這樣。

至於「大力鬼等」，「如三洲人，如是大力鬼及欲界諸天亦爾」，「如三洲人」

即是他們有嫁娶，欲界諸天也有，「唯除樂（變）化天及他化自在天」。即是指剛才

講的那兩個最高的天，他們就無需要再有婚姻的形式。至於欲界那裡，「又一切欲界

天眾，無有處女胎藏」；即她們不需要懷孕這個過程，「然四大王眾天於苦母肩相或

於懷中，如五歲小兒欻然化出」；他們生就這樣化身，一出來就好像幾歲大的孩子那

樣了，「三十三天（就）如六歲」，大一些的，「時分天如七歲；知足天如八歲」那

樣，「樂化天如九歲；他化自在天如十歲」。當然他說是孩子，但是因為他們的身量

很高大，所以雖然是小孩子，其實想像中他們一出世就已經很高大了，大概他們的苦

樂、婬欲的受用就是這樣。我們今課先講到這裏，然後我們跟住就放假，放三個星期

假，二月最後的那個星期一再繼續，應該大概 2月 26號左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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