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他不要做啊，就是那個地主想做個中國城，即是 China Town 在那處，他已經

放棄了。那個宣化呢，這個人叫做度輪啊，他呢，很冒險的這個人，他說：「我肯定

搞得好的，天龍八部會幫我的，你給我就有辦法的了。」這樣，真的給了他，他剛好

有個徒弟就是馮馮，馮馮啊，叫馮馮去看，看到了幾個水源出來，在那打下去就有水

了，果然打下去就有水了，現在那處。不過，他的師傅宣化呢，他說自己早已看到

了，他是這樣說啊！說早已看到知道了，不過叫馮馮看一下而已，兩師徒都找這種事

幹！其實呢，很多人有的，大陸裏面有許多那些甚麼啊？叫做特異功能的那些啊，很

多的，不出奇啊，是吧？這樣，初禪近分常常有的，入了定就很容易培養這些出來

的。這樣呢，自然而然就有了，好像馮馮那類人那樣，不只初禪，他入到第二禪。

初禪呢，還會有時候心會亂，想一下事，這心亂一想東西立刻就撳低 (停下來)

了，可以(這樣)。一到第二禪(就)沒有了，一直都舒舒服服，法爾自然得第二靜慮

的。「其餘有情展轉隨學」，其餘的 生就跟他學，他又將來教人，展轉即是互相的衆

跟隨他學。「亦復如是」，這於是很多人學到第二禪，學到第二禪，一死了就可以生

(在)第二禪天。這樣他呢，就生了第二禪那個極淨光天，這個天(他)就生去了。「衆

同分」就是那一類， 同分者，類也。這「 同分」就衆 衆 (有)兩個解釋，一個就是同一

類叫做 同分；第二個解釋就是社會。衆

社會，他生在極淨光天這個社會裏面，這也(說得)通，通。這樣他就不生在人間

了，整班人跟著他學的，死了都生了(在這裏)。這樣漸漸的、漸漸的人間(就)沒有人

了。「當知爾時說名人世間壞。」人世間壞就是這樣壞，個個都上天了。然後呢，

「亥二、例天趣」，人間這樣壞了，天也一樣壞啊，不過天有天的壞法而已，「如人

趣既爾，」「爾」即如此的解釋，人趣既然是如此了，「天趣亦然。」即也是一樣

了。這以上講了「 生壞」，現在呢，因為我遲到了，看講完「器世間壞」行不行，衆

講一些吧，多講一頁，補回你們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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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器世間壞」，器世間即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壞了，

分兩點，「戌一」、「戌二」。「戌一、正壞」，「戌二、已壞」，壞了之後的情

況。現在「戌一、正壞」就是正在壞，怎樣壞法，講「正壞」又分兩點，「亥一」、

「亥二」。「亥一、明漸次」，不是突然壞的，漸次地一點一點壞。然後「亥二、釋

所由」，為甚麼會這樣壞，解釋這個理由。現在「亥一、明漸次」，說明它漸次壞，

「當於此時，五趣世間居住之處，無一有情可得，所有資具亦不可得。」

「當於此時」即就在這個時候。「五趣」，怎樣是五趣啊？天趣、人趣、地獄

趣、餓鬼趣、畜生趣，不算阿修羅趣，就是五趣。算上阿修羅就是六趣。是吧？這五

趣的世間居住之處呢，「無一有情可得」了，沒有一個 生在這了，空框框了。「所衆

有資具亦不可得」，所有這些生活的用具與那些生活的糧食，這些呢，「亦不可

得」，都沒有了。「非唯資具不可復得，爾時天雨亦不可得。」沒有雨下，那時候，

整個大地變了沙漠那樣。「亥二、釋所由」，(解釋)為甚麼會這樣，又分二，這裏就

好像神話那樣了。

「A一、別辨相」，就是逐點逐點說明。「A二、略攝事」，將它呢，到最後剩

下多少種東西。你看一下，現在「A一、別辨相」，分二，「B一、由無雨」，無

雨，這個世界自然就壞了；「B二」由於甚麼啊？(「由熱增」)，熱增啊，越來越

熱。「B一、由無雨」，「由無雨故，大地所有藥草叢林，皆悉枯槁。」不生了，那

些植物不生了。「B二、由熱增」，這熱量增加啊，熱量增加呢，信不信由你啦！

「(C一、)此日輪」這個太陽熱到極。「C二、餘日輪」，還有幾個日輪出現。

不出奇的啊！或者那些核子爆炸整個的，或者甚麼的，不出奇的啊！不過呢，信

不信由你，這些。「C一、此日輪」，「復由無雨之所致故，令此日輪熱勢增大。」

就是無雨的時候，這個太陽就更加厲害了。「C二、餘日輪」，還有其餘的幾個日

輪，分三，「D一、標」；「D二、徵」，徵者，反問；「D三、釋」，解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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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又諸有情能感壞劫業增上力故，及依六種所燒事故，復有六日輪漸次而

現。」這裏一句。

「又諸有情」，當時那些 生，他們的業力感召了，甚麼業啊？「能感壞劫衆

業」，這種業呢，能夠令到壞劫出現的這種業。「增上力故」，增上力者，即強烈的

力出現了，這就一種原因了。第二個原因呢？「及依六種所燒事故」，又有六種東西

讓日輪的熱力燒了，哪六種呢？一會兒就講。還有甚麼啊？

「復有六日輪漸次而現」，除了這個太陽之外呢，還有五個太陽，漸次，不是！

還有六個太陽。「漸次」即總共七個太陽，未必，這個「七」(是)圓滿數可能指很多

個啊，「漸次而現」。「彼諸日輪」，那些新出的日輪呢，就「望舊日輪」，就是比

較，「望」即比較，比較舊時的日輪，比較舊時的日輪。「所有熱勢」，這熱的勢

力，「踰前四倍」，比較舊時的日輪四倍那麼強。「既成七已」，這日輪有七個啊，

就「熱遂增七」。下面了，「D二、徵」，反問了，「云何名為六所燒事？」有六種

東西給燒了，哪六種呢？下面說了，就「D三、釋」，解釋了。

「一、小大溝坑，由第二日輪之所枯竭。」地球上大的水坑與小的水坑，第二個

日輪出現的時候就枯竭。「二、小河大河，由第三日輪之所枯竭。」「竭」即盡也。

「三、無熱大池，(由第四日輪之所枯竭。)」印度人相信這個世界中間有一個很清、

無熱的大池，所有的水都由那處流出來的。這個在今日自然就不足信了，是吧？我們

即管讀一下它。

這個無熱大池呢，就由第四個日輪，即第四個日輪出的時候，連這無熱大池都枯

竭了。「四者、大海，」即現在的大洋，「由第五日輪及第六一分之所枯竭。」即第

五個日輪出與第六個日輪的一部分出的時候，這個大洋、大海都給燒乾了。「五、蘇

迷盧山」，即須彌山，這個世界中央的大山，「及以大地」，以及我們這一片大陸的

地方，「體堅實故」，因為它的體質很硬，就要怎樣啊？「由第六一分及第七日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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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燒然。」要等到第六個日輪的一部分出了，這另一部分出了，第七個日輪都出了，

這然後才給燒。這個「然」字與燃燒的「燃」字(是)一樣的，不用加多個「火」字部

首的。

「即以火焰，為風所鼓，展轉熾盛，極至梵世。」這說那時候燒到怎樣呢，那些

火焰啊，讓那些風吹一吹，就「展轉熾盛」，越吹越盛的火，就「極至梵世」，一直

吹到大梵天王住的地方。好了，讀「略攝事」了，就是說當時總共有多少種東西呢？

「又如是等，略為三事」，即是我們讓火燒到乾的東西總共有多少種呢？簡略來

說，三種：「一、水所生事，謂藥草等，由初所槁；」第一種，由水滋潤然後才生長

的，那些藥草之類，這些由第一個日輪燒到不生了，初，第一個日輪，就是我們現在

的這個日光。「二、即水事，」就是水本身，就「由五所涸；」讓五個日輪燒乾了，

「涸」即燒乾。「三、恒相續住體堅實事，由二所燒。」「恒」即常常。「相續」即

連續不斷的。

這體質很堅硬的，即是甚麼啊？須彌山與這個大地。「由二所燒」，給兩個日輪

出的時候，即第六、第七個日輪出的時候，都燒毀了。這世界就這樣壞法，它這個，

壞完之後又怎麼樣呢？留待以後了，壞完之後就等以後了，今天因為現在九點二十五

分了，是嗎？壞了的時候，這個狀況了，「戌二」，就分兩段，第一段「亥一(、證

壞劫)」就講壞的那段時間，就叫做壞劫，「證壞劫」。「顯壞劫」，然後「亥二」

就說明這個世界壞了的時候，這個空間空的時候的狀況，就叫做空劫。我們看一下

「(證)壞劫」，「如是世界皆悉燒已，乃至灰燼及與餘影皆不可得，廣說如經。」一

句。

這樣呢，「如是」啊，「世界皆悉壞已」，我們這個人間與天上若干的天呢，都

壞了，「悉壞」的「悉」字就是盡的解釋，盡壞了，已經。壞到怎樣呢？「乃至灰

燼」，連到那些灰，「燼」就是那些殘餘的炭，連那些灰、連那些炭。「及與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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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連到影都沒有了。「皆不可得」，都見不到，都沒有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這個世界就空了，這說呢，彌勒菩薩，就是這部論的講者呢，

他說「廣說如經」。他說如果你想詳細聽(了解)呢，就在經裏面有很詳細的講(說)。

這樣，哪本經裏有很詳細的講(說)呢？有一本經叫做《樓炭經》，就是很詳細、很詳

細的，是佛說的，這個世界壞了的時候是怎樣的情形呢？有說的。如果想參考的，就

去藏經裏面找本《樓炭經》來看，很詳細的，「如經廣說」。那麼現在就「亥二(、

顯空劫)」了，這世界壞了之後就空了，空的時間很長的，一劫。

「滿足二十中劫如是壞已，復二十中劫住。」由開首，這個世界由開首壞一直至

壞到影都沒有了，中間就要經過二十個中劫。多少時間才是一個中劫呢？上文已經講

過了，是嗎？這樣經過二十個中劫，這個世界壞掉了，就「復二十中劫住」，壞了之

後，停留二十個中劫是如此，空框框的那樣沒有東西。這以上呢，「火災」講過了，

世界壞就是三種災啊，第一就是火災，這種火不是我們世間燒的火啊！好厲害的，上

文已經講了。那麼有些人於是這樣想了，這個情形就是甚麼啊？這個世界將來的核子

爆炸的情形，在這個太空裏面爆炸的情形。

老師：「甚麼？哪裏啊？」

學生：「他說『A二』沒講啊。」

老師：「『A二』沒說吧？」

學生：「講過了。」

老師：「哦！不要緊的，這裏自己看都懂的。」

(「A二、略攝事」)「又如是等，略為三事：」是嗎？上文所講的呢，是三種東

西：第一種，「一、水所生事，」要由水造的，吸氣生出來的那些，那些是甚麼啊？

那些藥草，那些植物藥草，那些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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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這些呢，就「由初所槁；」就給最初的那個日光，即現在我們的日光啊，所

燒得它乾了，「槁」就是乾了。第二類呢，就是「(二、即)水事，」就是水，即江河

的水，就「由五所涸；」給五個日輪燒乾的。「涸」，涸即乾了，現在說：「我們的

喉很涸啊！」就是這個「涸」字了。是嗎？「三、恒相續住體堅實事，」第三類呢，

就是這個世界裏面還有些常常都連續不斷的，「恒相續」。「住」是存在，時時都相

續，連續存在。

這個體質很堅硬的那些東西，即是甚麼？那些泥土啊、石啊，與那些礦物質。那

些。這些就「由二所燒」，就給最後的兩個日輪燒 了。這樣，沒問題了！這然後就毁

接續了。現在我們接續了，火災完了，火災完了之後呢，這說水災了。但這個水呢，

就不是指現在食(用)的水啊，是指一種流質的東西，液體的東西。這種液體的東西不

一定是好像我們現在的水那麼冷的，可能熱辣辣，是嗎？還熱過滾水的這些，好像甚

麼啊？好像那些火山流出來的熔岩，那類這樣的水啊，好像這些。這就是說「水災」

了，「午二」是「水災」，「水災」分兩段，第一段，先假設外人徵問；然後呢，再

答了，答，解釋了。

現在「未一、徵」，解釋外人徵問了。「云何水災？」「云何」即怎樣。水災起

的時候又怎樣呢？下面答了，「未二、(釋)」，答了，答裏面呢，分開二段來答。第

一就答「(申一、)壞劫(攝)」，壞劫的時候這水災怎樣。

然後「申二」呢，就「空劫攝」，攝即屬於，「空劫攝」的「攝」字就與英文的

of差不多，屬於空劫的，壞了之後，就空的情況又怎樣。那現在我們看了，「申

一、壞劫攝」，「謂過七火災已，於第二靜慮中有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

鹽。」一句。這說上文講火災，總共七次火災，然後這大地與那些下級的天呢，就給

燒毀了。「已」就是之後，經過七次火災之後，就「於第二靜慮中」，即是說甚麼

啊？欲界沒有了，欲界沒有了，欲界即是我們人間與須彌山頂的那個忉利天。忉利天

之上就有夜摩天、兜率天，連兜率天都沒有了，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六個欲界天通

6



通都 滅了，給火災 滅了。那麼水災呢，起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下面的天了。毁 毁

上面的天呢，初禪天，初禪天呢，照佛家講就有三個天的：一個是梵 天，大梵衆

天王的民 住的地方；一個是梵前益天，就是大梵天王的助手住的地方；還有一個就衆

叫做大梵天，是那個大梵天王一個人住的天。在那些佛家人呢，就說這個大梵天王自

命是甚麼啊？自命是創世主的，他想創造天地，就好像那個舊約《聖經》創世紀的那

個、那個神一樣。這說過了七次火災之後了，在第二靜慮，即第二禪天那裏，那裏有

什麼啊？有俱生的水界起，界者，就指質地，水的質地。起了。「俱生」即是甚麼？

不是由人做出來的，它自然而然出現的。就水界起，這些水界呢，就壞器世間了，就

把初禪天啊，不是！是第二禪天啊，沒錯，在第二靜慮那處天，在那處呢，破壞那處

的物質世界了。這說那些水很厲害的，「如水消鹽」，一沖進去那些天的宮殿裏面，

就好像水溶化了那些鹽，「消」就是溶化了鹽，那些鹽遇到水就溶化了，那些宮殿給

這些水一沖下去就會溶解了。

「此之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歿。」這些水質與天上的物質在那時消滅了，沒有

了。生在天呢，都沒有了，是嗎？這與天主教、基督教的講法不同就是這樣，佛家的

講法呢，生在天都是沒了的，到那個時候就沒有了。但天主教與基督教就說永恒的，

在天(會這樣)。是吧？有不同的講法。好了，這就壞了，那裏沒有東西了，空了。

「申二、空劫攝」，這裏，「如是沒已，復二十中劫住。」這說這個世界給那些

水掃蕩了之後，中間就沒有東西了，這樣沒東西的時間有多久呢？有二十個中劫，二

十個中劫。好了，這樣你會問：「那麼這些人去哪裏了呢？那時候。」他說：「世界

無量！」我們這個世界裏面 滅了，那些人生到第二個世界， 多的世界給你生的，毁 衆

這樣，他是這麼說，信不信由你了，當然是(這樣)。好了，火災過完就水災，水災過

完就風災了。

那些風災就不是好像現在打風的那些風啊，那些是甚麼啊？就是那些氣體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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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那些熱辣辣的氣體，好像太陽的氣體那樣，好像那些熱的星雲一樣，那些氣體

啊。這就風災起了，「午三」就講風災了，先問後答，「未一、徵」，徵就是徵問。

「云何風災？」水災講了吧！風災又如何呢？云何風災呢？這答了，下面「(未二、)

釋」，又分兩段，「(申一、)壞劫攝」，就是這風災起，就令到那個世界壞的情況；

「申二、(空劫攝)」就講壞了之後空，空多久呢？這樣，「申一、壞劫攝」，「壞劫

攝」又分兩點，「酉一」、「酉二」。

「酉一」就「標彼相」，「標」就是舉出，舉出那時候的相狀；然後「酉二」就

「顯所以」，「所以」就是原因，「顯」就是說明，說明這原因了。「酉一、標彼

相」「謂七水災過已，復七火災；」這說七次水災過了之後呢，又有七次火災，這

個、這個，這個火災呢，他沒有詳細講了。那時候都已經空了，為甚麼又有火災呢？

我們看了都不明白，但他是這麼說。「復七火災」。「從此無間，於第三靜慮中，有

俱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能消盡。」一句。

這水災完了之後，空了，又有七次火災，那時候的火災起呢，就不在人間了，人

間已經沒有了，亦不會在初禪天，初靜慮啊，初靜慮已經 滅了，亦不是第二靜慮毁

了，第二靜慮已經毀滅了，這就在第三靜慮了，即是第三禪天了。如果你修到第三

禪，在第三禪天住呢，到這個時候你就毀滅了。「於第三靜慮中，有俱生風界起，」

就不是有些人故意造成這些風的，而是「俱生」，「俱生」是怎樣啊？是由於他過去

的業力招引，突如其來的生了，這就叫俱生。

「風界起」，那些風界呢，一起就壞器世間，就破壞了這個物質世界，器世間就

是物質世界了，這是怎樣破壞呢？這些風吹到了，就「如風乾支節」，為甚麼是「風

乾支節」啊？印度的人呢，死了，有些是風葬、是天葬的，天葬是怎樣呢？將這條死

屍，給些竹啊、給些甚麼啊，搭起好像一張 那樣，就吊起來，放在那些樹上面，風牀

吹，太陽曬，這樣呢，在那些樹林裏就連太陽都沒有，有些(這樣)，那些樹林很(茂)

密的。印度在佛經裏面講呢，有些叫做屍林，即是墳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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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屍林呢，那些人去天葬，死了(之後)，就在林裏搭一個架，將那條死屍放上

去，如果那處沒甚麼樹呢，就給太陽曬得那屍全乾了。如果有些樹林有很多樹呢，幾

乎太陽都曬不到的，那些熱氣，那些熱的風吹過去呢，就吹走了那些水份，整條屍就

好像臘鴨那樣，臘乾了，那些支節，那些手腳，那些四肢，那些骨節，就讓吹乾了，

吹到乾了，剩下骨(頭)了，就是「風乾支節」。這種風乾支節，日子久了就脆呀，這

風常常這麼吹，又熱，天氣熱，這些骨節漸漸就碎的了，沒有了。那麼，這處就一種

解釋，這叫做風乾支節了。是嗎？但是呢，又有人這麼解釋的，第二種解法，「風乾

支節」是怎樣啊？這說有些風很厲害的，吹向人(就)令人死的，死了之後連屍都沒有

了，全乾了。

有些這樣的風啊！印度古代傳說有這種風，不過現代人講應該不會有這種風的，

但這傳說就有，那這個是第二個解釋，就是兩個解釋。第一個解釋已經科學化了，是

吧？現代化了。第二個解釋就是傳說的解釋。「如風乾支節，復能消盡。此之風界，

與器世間一時俱沒。」器世間就是那個物質世界沒有了，風也沒有了，風也停，這樣

那個第三禪天到那時都沒有了。所以佛家就叫人不要生天，生天呢，到最後你還是毁

滅的。現在「酉二、顯所以」，解釋，「顯」是解釋，解釋這個原因，所以然了。

「所以者何？」(就是)為甚麼呢？「所以者何？現見有一由風界發，乃令其骨皆

悉消盡。」彌勒菩薩就取這種傳說，是嗎？「現見」，現在世人呢，有人見到。一種

風界起呢，就令到那些人連骨都消融的，他這麼講，即是第二種講法。是吧？這種風

呢，一定不是這些風的，那些不知是怎樣的風，可能呢，那些熱極的氣體，一發出來

連屍都沒了，可能是(這樣)。或者可能火山噴發出來的那些熱的氣體，這些人讓這氣

體吹上呢，融了，連屍都融了，這所謂現見有些風呢，可能是這種風，不然彌勒菩薩

也不會亂講啊。

好了，現在「申二」就講「空劫攝」，沒有了，全部第三禪天沒有了，那時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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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劫了，你看一下空劫那時候怎麼樣了。「從此壞已，復二十中劫住。」「住」就

是停留。第三禪天那個物質世界毀壞了之後呢，又經二十個中劫空框框的那處。這

「成」了，這個世間壞掉了，但壞掉不多久，又成了這世間。「成、住、壞、空」，

「空」了之後又再「成」啊！這個世界、物質世界是這樣輪迴的。現在世間成，這個

世界壞了，第四禪天不壞，它不會壞的，沒得壞的，因為甚麼啊？他住的地方就是這

身體，跟著這身體的，是嗎？那時他壞不了的，第四禪啊。

不過他的壽命會死，會死，多長命一樣會死。那麼這個世間成了，這世間怎樣成

呢？你看看它。「辰二、世間成」，就分兩點，「巳一」、「巳二」。「巳一、結前

生後」，佛經常常這樣，結束前文引起後文。然後「巳二、廣辨一切」，「廣」即詳

細，詳細說明他所應說的一切東西。現在「巳一、結前生後」，結束前文了。「如是

略說世間已壞。」「如是」即這樣。

即上文我已經講了這世間怎樣壞，講到已經全壞了，已經壞了，那麼現在應該講

下一個世間成了。「云何世間成？」下一段的世界是怎樣成的呢？那麼現在就「廣辨

一切」了，下面「巳二」了，又分兩點，「午一」、「午二」，「午一、總標」，

「午二、別顯」。「午一、總標」，「謂過如是二十中劫已，一切有情業增上力故，

世間復成。」這「謂過如是二十中劫」，空框框的空了二十個中劫啊，經過二十個中

劫空了之後呢，又有個新的世界成立了。為甚麼這個新的世界會成立呢？

就是因為「一切有情」，即與這個新世界有關的那些 生。「業增上力」，衆 (指)

他過去所做的行為，業(就是)行為，「增上力」即這種業的影響力，所發出的不只影

響，(還有)那種強烈的勢力。增上者，即很強烈的又很厲害的那種力，增即增加，上

即向上。這個形容詞「增上」，與英文的 strong 差不多，即很強有力，差不多。

力，增上力，這種強勁的勢力，這個「力」字相當於英文的 power這個字。因為這

種力就「世間復成」，這個世界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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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總標」了，後面就「別顯」了，逐點逐點解釋了，「別顯」又分二，「未

一」、「未二」。「未一」就先講「下三靜慮攝」，就屬於下三靜慮，總共四靜慮，

靜慮即禪，初禪天、第二禪天、第三禪天、第四禪天，先下面的三禪天成立。你看

「下三靜慮攝」，然後為甚麼第四靜慮不成呢？第四靜慮沒有毀到啊！「未二」呢，

然後講下面欲界了，初靜慮乃至到第四靜慮屬色界，色界之下就是欲界了，欲界，下

三靜慮天成立，然後再欲界天才成立。這樣很有趣了，你讀到這，你拿那本舊約《聖

經》的「創世紀」，將它對讀一下，有很多處相合的地方，有很多，是嗎？大概凡是

宗教的講法都是相似的。這你看「別顯」，「下三靜慮攝」，現在「未一」，「未

一」又分兩點，先講甚麼啊？「申一，器世間」，這個物質世界先成立，然後「申

二、有情世間」，有情是 生，先有物質世界，然後再有 生在那處。衆 衆

現在先講物質世界，「申一、器世界」，又分兩點，「酉一」、「酉二」，「酉

一、舉第三靜慮」，最初呢，第三禪天先成立，然後「酉二、例餘靜慮」，其餘靜慮

照例逐個逐個，第二禪、初禪成立。這你看最初第三禪天成立，「酉一、舉第三靜

慮」，即三禪天，第三靜慮的天。這說「爾時最初，於虛空中，第三靜慮器世間

成。」「爾時」即那時，就是經過二十個空劫之後，那時呢，最初最初在這個虛空，

即這個太空，在這個太空裏面就怎樣啊？有個「第三靜慮」，即第三禪，「器世間」

即物質世界，(「成」指)成立。由於這些業力的原故，這些 生的第八阿賴耶識衆 ⋯⋯

生的阿賴耶識的種子先起，大家共同形成這個第三禪天，這個物質世界先，第衆

三靜慮這個器世間成了。「酉二」了，這樣第三靜慮的世界成了，那麼第二靜慮的

呢？第一靜慮的又如何？跟著的，「如第三靜慮，第二及初亦復如是。」「如」就好

像，好像第三靜慮那些天一樣，第二靜慮的天與初靜慮的天呢，「亦復如是」，即也

是一樣了。現在「申二」，這有了個物質世界了，於是 生就生到那處了，「有情世衆

間」，有情世間即那些 生，又分三，「酉一」、「酉二」、「酉三」。「酉一」就衆

講甚麼啊？第三靜慮那些 生怎樣生，在哪生。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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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酉二」，第二靜慮天裏面的 生怎樣生在那處。然後「酉三」，就講初靜衆

慮天的那些 生怎樣生到它那處的。這現在「酉一」先講第三靜慮天的那些 生怎樣衆 衆

生到那處了，又分二，「戌一」、「戌二」。「戌一、舉上品生」，這有些上品、下

品的，其實我們不知上品怎樣上品，下品又怎樣低法，這樣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我們

都不是那個世界的人，是嗎？不過他是這麼說，是吧？「(舉)上品生」。然後「戌

二、例(餘品生)」，照例的說其餘中品、下品的生。

現在看「戌一、舉上品生」，你看，「爾時第三災頂，有諸有情，由壽盡故，業

盡故，福盡故，從彼沒已，生第三靜慮。」這些 生都是有來源的，這說，是嗎？就衆

不是由這個神造的，是這樣。「爾時第三災頂」，第三災頂是哪處啊？記不記得啊？

莫瑞霞？第三災不能(侵)犯到它，是哪處？(第)四禪天，是吧？四禪天！第四禪天不

壞的，第四禪天那處，那處有些 生，「有諸有情」，不只一個，有很多個這些衆 衆

生。那些 生死了，死了在第四禪天，在第四禪天死了。「由壽盡故」，怎麼樣壽盡衆

故啊？壽命一劫的啊！是嗎？他那處的劫數一劫的，不夠一劫他死，或者甚麼啊？他

已經夠一劫了，就是夠鐘了，他要死了，對嗎？他有一劫而已，現在一劫到了，死

了，是吧！壽盡。

有些壽未盡而死的呢？就「業盡故」，他前生的業是支持他這麼多，即他的菲林

(底片)只影到這麼多而已，這菲林(底片)未完他已經沒有東西了，業盡故。「福盡

故」，他享受得太厲害，他這世只得這些福而已，他已經享盡了，沒有了，福盡故。

所以呢，佛家有很多人就怎樣啊？有福不要享盡它，就會長命些。如果你猛享受，猛

享受呢，本來你應該有一百歲才死的，你享受得太好呢，你這一世應該享受的呢，你

未夠六十歲就已經享盡了，你就死了。

為甚麼？福盡啊！這就是說如果你約六十歲就死了，這人的平均壽命譬如有八十

歲的，這壽(命)就應該八十歲了，對吧？那麼你呢，長齋茹佛的，你應該，你的福氣

可以有很多肉給你吃的，有很多好味的東西給你吃的，你不吃，你整世都吃梅菜蒸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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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之類，這樣你就真的怎樣啊？你豈不是真的長命點？是嗎？你的壽啊，八十歲都沒

享完，那麼你可能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歲)都死不了啦！你的福沒(享)完啊！

所以這世人啊，有福不可享盡啊！那麼就是說，這些人說得都有道理的，對吧！

這說第四禪天有些 生，由於他已經滿額了，就是這個第四禪天的平均壽命差不多衆

了，他要死了，或者業盡了，或者福盡了。那麼他呢，要死了，「從彼沒已」，

「彼」是(指)第四禪天，從第四禪天，「沒」即是死，在第四禪天死了，「已」就是

之後，死了之後呢，「生第三靜慮」，降級了，他在第三靜慮那處出世了。這樣他未

曾死呢，他的第八識已經先創立第三靜慮了。是吧！

所以有些人呢，譬如你生在非洲的話，死了之後(會這樣)呢，你都還沒死，沒扯

(喘)氣啊，你的第八識已經變了非洲，先變了非洲，如果沒有先變了非洲，你怎樣生

得到啊？生在第三靜慮。「餘一切處，漸次亦爾。」這是「戌二、例餘品生」。第三

靜慮都有很多層天的啊！有上中下的啊，上品的是如此，其餘中品、下品的呢，「漸

次亦爾」，漸次生長了，這些 生生了，「亦爾」即也是一樣。衆

那麼第三靜慮，就是這個世界成呢，第四靜慮的始終沒動，死了之後就在第三靜

慮，他而且等到這個世界成呢，他生在第三靜慮。那麼除了第四靜慮天之外呢，就是

第三靜慮呢，最初了。這第四靜慮的人怎樣呢？第四靜慮只得幾個天而已，有五個淨

居天，那些人呢，多數是給那些出家人住的。那些出家人今世修行已經證到第三果

了，不還果了，不還果是不能再生欲界了，他再修一下就入涅槃了，但又未修得入涅

槃，半天吊(不上不下)的，那他怎樣啊？他又死了，又要做一世 生啊，那些呢，就衆

生在第四禪(天)，因為那些人的定力很好的。那些不還果的人啊，可以入到第四禪

的，生時可以入第四禪，死了可以生第四禪天，他可以生在第四禪(天)，第四禪。

第四禪有五個淨居天，這五個淨居天又由這班不還果的人的第八識共變的，他

(們)就在這裏住。五個淨居天，這些淨居天(人)的神通很大的，這樣他(們)就在這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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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到功行完滿了，就成阿羅漢，就在那處入涅槃。這樣五個淨居天。五個淨居天

之外呢，另外有一個叫做摩醯首羅天，又叫做色究竟天，是色界最高的天，那處就有

一個叫做摩醯首羅天王在統治。摩醯首羅天王就不像我們的樣子，你如果想看一下摩

醯首羅天王的像呢，最好你走去跑馬地的墳場，養和醫院，養和醫院旁邊，養和醫院

旁邊有一間摩羅廟，那處有一個三頭六臂那樣的神像，騎在一隻白牛上面的那個就是

摩醯首羅天王了。這摩醯首羅天是色界最高的天，就是色究竟天，即色界最後的，最

高的天，色究竟天，而譯音就是摩醯首羅天，又叫做甚麼啊？大自在天。

摩醯是梵文的Mahe，首羅呢， varaś ，Mahe就是大， varaś 就是自在，這個大

自在天，他呢，是天王中最高級的。這樣，在這大自在天裏面呢，中間就劃分了，中

間有一個世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報土，釋迦牟尼佛的報身佛就住在這裏，釋迦佛的

報身佛就叫做毘盧遮那佛，東密的人就叫做法身佛，其實就不是，說是法身呢，是廣

義的法身。法身有狹義的法身，廣義的法身，廣義的法身連報身都當(做)法身的。其

實這個毘盧遮那佛呢，就是釋迦佛的報身佛，釋迦佛就由他成佛了之後分開了，就好

像由總公司分開分店那樣。那麼第四禪天，這個就是水災、火災、風災都不能壞的三

災之頂，那麼這處的人死呢，那時第三禪天就有世界就沒人住啊，那些人就生到那處

了。

那麼之後又怎樣呢？第二靜慮的 生了，又分兩點，「戌一」、「戌二」，「戌衆

一、舉上品生」，「戌二、例餘品生」。現在我們看「戌一、舉上品生」，「復從第

二災頂，生第二靜慮。」又有些 生呢，在第二災頂，第二災頂即是甚麼？第三禪衆

天，是吧！他先生了在第三禪，在那過一世，在第二災頂好久的了，這段時間，(死

後)就生在第二靜慮天。第二靜慮有好多層天的啊！這所以有上、中、下三品了，舉

上品(生)。「(戌二、)例餘品(生)」，「餘一切處，應知亦爾。」也是一樣了。這樣就

是說甚麼？就是第三禪天有了，第二禪天都有了。這就初禪天了，「酉三、初靜

慮」，又分二，「戌一」、「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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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一、大梵生」，大梵天王，佛家說這個就是天主教裏面的那個天主。「戌

二、餘梵生」，他那些民 出世了，生了。現在就「戌一」大梵天王生了，大梵天王衆

呢，印度教叫他做 br hma aā ṇ ，婆羅門，梵，這個「梵」字在古代讀「bra」，吧，

古代沒有「f」音，沒這個「梵」字音，「梵」在古代就是「bra」了，這個婆羅

門，br hma aā ṇ 的這個「b」字就(讀)「brā」，中國人是沒有震舌的這個音，就

「bra」這樣，人家的 br hma aā ṇ 就「bra」這樣，所以譯做「梵」字。現在講大梵

天王先生了，「復從第一災頂，」第一災頂即是第幾禪天啊？第二禪天了，那處的衆

生其中有一個在那死。

「有一有情，」有一個 生，這個 生怎樣啊？「由壽等盡故，」壽盡、業盡、衆 衆

福盡，隨便一種，盡故。「從彼沒已，」彼是指第二禪，從第二禪天死了，死了之後

呢？「生初靜慮」，生在初禪天，生初靜慮的哪處啊？「梵世界中」，是大梵天王所

統治的世界中。他做甚麼啊？他第一個啊，「為最大梵。」這個最大的婆羅門了。

那麼他呢，只有他一個呀，「由獨一故，而懷不悅。」因為他太過寂寞了，獨一

啊，他的心呢，覺得不高興，要找人陪一下。「便有希望：今當云何令餘有情亦來生

此。」於是，他有一個希望啊！這個「希望」即想，他想這樣，他想怎樣呢？「云

何」，云何即怎樣，怎樣令有些 生亦生在這來陪一下我呢？亦來生此呢？他一應念衆

之後呢，發生的時候，就有眾生生在他那處了，這樣。「戌二、餘梵生」，其餘那

些，他的那些助手出世了，生了。「當發心時」，當他起這個心念，想找人陪的時

候。「諸餘有情由壽等盡故，從第二靜慮沒已，生初靜慮彼同分中。」

當他發心的時候呢，其餘的眾生由於壽盡，「等」是等甚麼？等甚麼？福盡，業

盡，是嗎？這原故呢，就從「第二靜慮沒已」，在第二靜慮天死。死了之後呢？「生

初靜慮」，生在初禪，初靜慮。「彼同分中」，他這個社會裏面「同分」，這個「同

分」應該譯做甚麼啊？差不多那個 society，差不多，大家有份的那處，或者譯做同

類也可以，那一類，總之最好譯做他那個社會，生在他那個社會裏面。這樣他就安置

15



了他那些助手在下一層天，就叫做梵前益天。另外還有些民 陸續生到那處，他又另衆

外安置了那些民 在另外一個天，就叫做梵 天。如果你們有機會呢，或者讀大學，衆 衆

讀研究院，或者寫博士論文之類，拿一些搜羅世界宗教的資料，世界各宗教創造宇宙

的神話的比較研究，寫一本這樣的書，肯定拿到博士學位的，那麼拿到之後還可以拿

去賣，肯定很多人看的，是吧？最低限度那些牧師與神父肯定買來看，不知你怎麼說

呢，肯定要買(來看)的。

那些好奇的人也買的，這種是生意經來的。你如果有空，你搜羅很多觀音菩薩的

資料，寫本書專門研究觀音菩薩的，你拿去賣，都不知有多少人來買。收得的！你會

收得的！你想在文化上賺錢實在都不是很難，很容易！很多辦法的。好了，這就色界

先成立這個世界，是吧？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就是色界了。欲界呢？我們人間是

欲界啊！欲界呢，欲界有很多東西的呀！欲界有地獄、有餓鬼、有鬼界、有很多畜

生，又有人間，又有四大天王天，又有帝釋那個三十三天，又有閻羅王那個夜摩天，

又有彌勒菩薩住的兜率天，有化樂天，有魔王住的他化自在天，全部都是欲界的。那

麼你看一下，到欲界出現了，產生了。

「未二、欲界諸趣」，為甚麼欲界要加「諸趣」這兩個字啊？色界與無色界只是

天趣而已，沒有諸趣的，對吧？欲界就不同了，有地獄趣、餓鬼趣、畜生趣、人趣、

天趣，五趣齊全。欲界諸趣。「攝」即是屬於，屬於欲界諸趣的，他說。這樣看看，

又分兩點 這茶很好，龍井茶！欲界天呢，不是！欲界諸趣呢，有些是天趣，天趣⋯⋯

有兩種，欲界的天趣都有兩種，一種「空居天」，在這個虛空住的；一種就「地居

天」，有地下給他住的。這樣就怎樣呢？你看，先講「(申一、)空居四天」，空居有

四個天，哪四個天呢？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這四個空居天，空居

四天。

然後「申二」講「地居諸趣」了，不只天了，地居，在須彌山頂的地上面住的

呢，就是三十三天，不是三十三個天啊！這個天叫三十三啊！是吧！三十三天，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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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忉利天，梵文 Tr yastri aā ṃś 這個字就是三十三的解釋，忉利天。須彌山腰呢，

有四大天王天，有四個天，合起來我們叫做四王天。那麼(以上)這些就叫做地居天。

到人間了，人啦！除了天、人之外，還有畜生，有鬼界，還有地獄。現在先講「空居

天」，「空居天」的成立也是先成立這個物質世界，然後再成立，然後再有些 生生衆

在那處。

你看，「酉一、器世間」，物質世界，「如是下三靜慮器及有情世間成已，於虛

空中，欲界四天宮殿漸成。」一句。「如是」即這樣。「下三靜慮器及有情世間」，

下三靜慮的器世間與有情世間，「器世間」即物質世界，「有情世界」即是 生，都衆

成立了，成了之後了，「已」是之後。「於虛空中」就有欲界那四天的宮殿先成。那

麼你不要以為宮殿就好像我們香港建的那麼多層樓一樣啊！那些宮殿可能甚麼樣我們

不知道，你生一下才知道，是吧？如果你沒有生過，你就入定啊，看一下它怎樣，或

者你看得到的，入定會看得到啊！到底是怎樣的，你修定看一下。我有一個朋友，他

不知道有沒有說謊，不知，他說入定看到天上的宮(殿)屋(子)不像人間那樣的，好像

石岩一樣，嶙嶙峋峋的那樣，有些三角形的，好像金字塔那樣的形狀，有些金字塔那

樣的形狀，他(進)入到裏面呢，金字塔那樣，(進)入到裏面，裏面很大，他遊過。

這樣有本書，我舊時看過一本這樣的書，我的英文程度就不是很好，它就(用)英

文寫的，可惜，我就模模糊糊地看它，這本就叫做甚麼？《聖德肋撒的經驗錄》，宗

教的經驗，即是聖德肋撒修女把她與神接觸的經過記錄的。她說，當她很虔誠祈禱的

時候，她就見到她自己心裏的情景，她心裏的情景就是天的情景，她見到大座的，很

大很大的mansion，大廈，她就走進去，這樣，見到裏面有天主在那，又見到有聖

母在那，又見到有耶穌在那。但是，她很明顯地感覺到除了神的力量外，還有些魔鬼

的力量可以進入的，這樣進去見到了，見到了。見到之後呢，再這個心一定了，繼續

進，就是她的精神繼續見到第二個mansion 了，原來還有第二座大廈。(在)這第二

座大廈，她又見到天主，又見到聖母，又見到耶穌，這個天主與聖母與耶穌比較(之

前見到的)，華麗很多的，光明很多的，比較第一座大廈裏面，但仍然有魔鬼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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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但勢力很弱了，很弱了。於是，她沒多久就再進到第三座大廈，進到去又見到

有個天主，又有個聖母，又有個耶穌在那處，不過更莊嚴，更華麗，那處幾乎魔鬼的

勢力弱到極了，幾乎不成勢力那樣了。

再進入第四座大廈，這第四座大廈的魔鬼勢力沒有了，那個聖母與那個天主更莊

嚴華麗過之前的，講不出來了，她說我們用世間的形容詞是沒辦法形容到的。這樣她

又進入第五座大廈，不知是第五座大廈還是第六座，第七重啊，更加華麗，以後那些

都沒法說了，沒辦法用世界上的東西來比較，用來說明都沒辦法了。這樣，到最後那

層呢，進到最後這座大廈呢，她說用言語就講不到了，她說她與神怎樣了？marry

了，結合了，就好像這樣差不多了。這就結婚啊，她的那種結婚當然不是好像我們娶

老婆那樣了，就是與他怎樣啦？一致到這樣而已。這就是說那些修女啊，那些之類

的，一樣可以在定中看到那些境界。

所以說這部書呢，彌勒(菩薩)做的，就說那位無著菩薩入定，有很多問題解決不

到，他入定就去到兜率天見到彌勒菩薩就問，彌勒菩薩為他解答，他很高興，他將彌

勒菩薩解答的內容，出定之後就記錄下來，是告訴人家是彌勒菩薩講的，人家不信，

這於是他又入定找彌勒苦薩，他說：「最好你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啦！」

這樣，於是彌勒菩薩答應他，在每 三更天的時候，就在那個大殿現一個大圓晩

光，彌勒菩薩就在裏面，他呢，只有他能夠接近彌勒菩薩左右，其他的人都給那種光

茫干涉到不能走近，有些人善根成熟的，又聽到彌勒菩薩講話，又看到他的樣子；有

些人善根力量弱些的呢，就只是聽到聲，看到圓光就看不見樣子；又有些人只是看到

樣子，(卻)聽不到聲；有些人只是見到一團光，又沒聲又沒影；有些人就甚麼都見不

到。那本《無著菩薩傳》，在《大藏經》裏面是這樣子說。這樣看起來，現在那些用

科學方法來說話的人，尤其是歐洲那些人呢，就以為這些是神話而已，其實不是的，

那些宗教家有時啊，宗教的經驗很難說的，他真是會見到，真真正正會見到的，他一

入定就見到了，見到的是不是真的呢？這個當然不知了，但他會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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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用了，你叫個人給催眠你之後，很多東西你會見到的，催眠了之後啊！如果

催眠了你之後啊，催眠了你，很深的催眠，問你：「你前世是在哪裏啊？」這樣假使

你前世是在非洲的，或者前世是做貓的，這當然沒得搞了。如果你前世是做人的，你

可以追尋的，前世做人，你在哪裏做人，你講的話是講中文抑或講英文，抑或古文，

叫你啊，「你回憶吧！」這催眠師這樣叫你，你回憶：「啊！我前世是說廣州話的

啊！」「你回憶前世住的地方在哪裏。」你記(憶)啊！一直回憶，「呀，我前世在西

營盤第幾街做人的啊！」「叫做甚麼名字？」這樣，有些催眠得夠深的時候，他連名

字也記得的。記得的時候，你即刻去查是不是有這個人，幾時(生死)，這個人怎麼樣

都可以查，肯定有這樣的事啊！你說這完全假的，又不是全假的啊，宗教的經驗呢，

就屬於這一類情形。

好了，那麼就看回這裏了，這個欲界的四天的天宮漸漸成立了。「當知彼諸 (虛

空)宮殿，皆如化出。」不是人工做的，不是用磚砌的，自然化出的，這樣。「酉

二」了，有了這個物質世界了，沒人住呀，就要 生生到這處了。「又諸有情，從極衆

淨光天 同分沒，而來生此諸宮殿中。餘如前說。」這說欲界那些宮殿成立了之後，衆

就在第二禪(天)裏面有個叫做極淨光天，那處是第二禪(天)或是第三禪(天)，我不記得

了。極淨光天，你自己再查一下《佛學大辭典》，大家如果不是很窮的話，你可以買

一套《佛光大辭典》，肯定要的，這些工具書肯定要的，如果你想看佛經。就等於這

樣，你讀英文，連英文詞典都不買的，這怎麼讀呢？你讀佛學也是一樣，你都要買一

套佛學辭典。

現在佛學辭典呢，我知在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兩套，一套是日本那套《望月大辭

典》，十三冊的，望月信亨編的《望月大辭典》，最權威的，世界上。但是呢，中國

現在編了一本，這個星雲法師真是聰明，他最聰明甚麼呢，星雲法師無甚麼聰明，最

聰明是這樣，這樣已經夠了，一世人一樣事聰明已經夠了，他叫那些手下給他編了套

《佛光大辭典》，最聰明，前無古人。他是怎樣呢？他就將《望月大辭典》那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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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需要的刪去了，中國人用得 的全部保留，翻譯了中文，找六、七個博士給他做着

功夫(意指工作)，有些中國有的，而《望月大辭典》沒有的呢，他補進去，所以(在)

我們中國人來看，它應該還權威過《望月大辭典》。這套書值得買，二千多元而已，

肯定要錢的了，你過海都要幾元錢才過得了海啊！你買那套這麼大的說，你想不要錢

嗎？是嗎？不可以的。是我就不用錢了，法師送給我的，去年我在這講課，是他送給

我的，我沒有花錢。

好了，那麼你查一查「極淨光天」是第三禪(天)還是第二禪(天)。「而來生此諸

宮殿中。餘如前說。」其餘好像其他一樣的講法了，這樣那些天上的「空居天」有人

了。還有「地居天」呢？那些 生是怎樣來的呢？你看了 這些看起來好像神話，衆 ⋯⋯

但他說的次序就好像很有道理那樣。那麼你看了，「申二、地居諸趣」，在地上居住

的不只(有)天啊，(有)諸趣啦！裏面分二，「酉一、一切器世間」，先講這個物質世

界；「酉二、一分有情世間」，一部份眾生先出現，為甚麼呢？你看下去就知了。

「一分」即一部份，一部份 生出現，其餘的就慢慢才出現。你看「酉一、一切器世衆

間」的成立，又分二，「戌一」、「戌二」。

「戌一、約居處辨」，這個「約」字即是依照的解釋，依照，約甚麼、約甚麼，

佛經裏即依照甚麼，依照甚麼那樣，依，是依照他所居住的地方來說明的。「辨」就

是說明。「戌二」就「約有情辨」，依據他所住的那些 生來說明的。現在「戌一、衆

約居處辨」，又分二，「亥一」、「亥二」。「亥一」就講「成之漸次」，這個「地

居天」的這個物質世界怎樣成立的。然後「亥二、成之差別」，「差別」即不同，這

個成立的情況有甚麼不同。現在「亥一」講「成之漸次」，又分三，由「A一」到

「A三」。

「A一」(講)先成立「風輪」，這個風輪是甚麼？這說最先是氣體。然後「A

二、水輪」，液體。「A三」，堅硬的固體，「地輪」。「輪」是甚麼啊？圓形的一

團那樣，肯定圓形的，這個世界肯定圓的，我們看當然是嶙嶙峋峋的，但是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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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亮是圓的，這個太陽不是圓的，但是我們看上去都是圓的，所以就用這個「輪」

字。在太空裏面呢，凡事一團東西，遠看都是一團圓的。

現在我們看了，先講「風輪」，「自此之後，有大風輪，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從

下而起，與彼世界作所依持，為欲安立無有宮殿諸有情類。」一句。「自此之後」就

是自從這個「地居天」 不是！先「空居天」，我講錯了。自從這「空居天」成立⋯⋯

了之後，以後有大風輪，這天下面的這個空間裏面呢，有個大的風輪，一塊一團，一

團那些氣體，我懷疑肯定很熱的那些氣體，好像那些星雲那樣，這氣體啊，大風輪是

一團星雲來的。這「團」呢，不是說一間屋、兩間屋那麼細(小)的，「量等三千大千

世界」，簡直就是星雲來的，是吧？還大過這個太陽系啊，「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那麼怎樣起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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