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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管理法

星雲大師

前言

「天堂」，即是一般所說的天上宮殿，常被喻為可以隨心享樂

的美妙境地。宗教家常說，人行善，死後當升天堂，受諸福樂。

人作惡，死後則入地獄，受諸痛苦，所以天堂是每個人嚮往的安樂

處。

而這其中最應娑婆眾生的，不外是彌勒菩薩的「兜率淨土」，

兜率淨土在兜率天，所謂「生天自有生天福，未必求仙便是仙」。

生天即指天堂，但天堂也有其法治規範，有其運作的管理方法。

如：投生天堂其條件，一定要薄淫欲，欲心輕者、清心寡欲者，才

有可能投生到高層的天界。

而投生天堂的資格，據《辯意長者子經》載，行五事可以生天

界：一、慈悲，不殺生，進而放生護生；二、賢良，不偷盜，進而

布施濟貧；三、貞節，不邪淫，進而護持戒律；四、誠信，不妄語，

進而說善良語；五、明智，不飲酒，進而勸人不飲。

就此五事細分，即是一般所謂的十善業，不僅是消極的止惡，

更要積極的行善。奉行此五事，將來可以投生到欲界的四天王天、

忉利天二天。而投生欲界的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

則要多加修禪定，然此四天的定功只要「未到定」（尚未至根本定）

特
集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3

即可。若投生色界天及無色界天，其定功則要入根本定才可。如果

能遵守這些升天堂的「生活公約」，自能離墮惡道的畏懼，有一個

安住的修行場所。

天人是因修十善業的果報而感生天界，在三界中地位最高，福

報也最大。天人和凡夫不同的地方，據《金光明經》記載：

天人形象︰身體極為清淨，像琉璃一樣充滿著光明，牙齒如瓔

珞自然潔白無垢，亦無大小便利不淨。

天人壽命︰由四天王天的五百歲，一直遞增，至非想非想天的

八萬大劫。

天人飲食︰欲界天人隨其福報，有好惡的不同，色界天人則以

禪悅法喜為食。

天人僕乘︰有象、馬、孔雀、諸龍乘騎及天鳥等。

天人語言︰皆作聖語，乃至以發光為語言。

天人眷屬︰四天王天有九十一子，忉利天有千子，夜摩天以上

則不可細數。

天人婚禮︰欲界有男、女相，故有嫁娶。色界皆丈夫相，無嫁

娶。

天人衣服︰天人的衣服是一體成型無縫，也就是「天衣無縫」。

天人奏請︰天人時常在六齋日觀察人間善惡，奏聞帝釋及忉利

天。

天人住處︰四天王天在須彌山腰處；三十三天在須彌山頂；夜

摩天以上則在須彌山頂之上，已離地而依空而居；無色界天因無色

身故，無別住處。

天人貧富︰欲界的四天王天、忉利天，依福報多少而有厚薄、

貧富之別；夜摩天以上乃至色界諸天，則貧富皆等。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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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身光︰欲界天人因修布施、持戒、禪定等，故身常光明，

不需日月光明。色界天人常在定中已離欲，心非常清淨，故身上所

散發出來的光，其光明勝於日月。

天人送終︰天人不老、不病，永不疲倦，諸天若眷屬往生，不

送、不燒、不棄、不埋，如光焰，沒有屍骸，以化生故。

天人福樂︰享樂、長壽，具備五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

他心通、宿命通。

凡夫生死往來的世界，一般我們說是輪迴六道，統括來說就是

三界。在這三界的有情世間，其中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十八天，無

色界有四天，共有二十八天。以下就三界的內容做說明：

一、欲界

欲界的範圍，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畜所居的四大洲，下至無間

地獄。生活在欲界的天人，有身體形相，故有物質生活的需求與精

神生活的享樂。又因是男女相參，還存有飲食欲、男女欲、睡眠欲

等欲望，因此稱為「欲界」。

又欲界六天，都有君臣、男女的國家形態，與人間差不多，只

是其長壽、端正、多樂三事勝閻浮提。

欲界有六天：

1、四天王天─守護世間，廣學多聞

四天王就是中國民間俗稱的四大金剛，常駐在寺廟的大門口，

像守衛一樣，屬佛教護法神之一。四大天王位於須彌山腰，各居在

世界一方守護天下，令諸惡鬼神不得侵害眾生，故四天王又稱護世

或護國四天王。

（1）東方持國天王，「持國」就是護持國家、人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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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天王對國家的護持非常盡職，

以讓人民安和樂利為己任。其身為

白色，穿甲戴冑，手持琵琶。琵

琶是一種樂器，樂器的弦，不能調

得太緊或太鬆，一定要調到恰到好

處，才能彈出和悅音。此喻護持國

家時，必須要行中道，不偏於一

邊。故琵琶即代表「調」和。

（2）南方增長天王，「增長」

就是增長眾生的善根。增長天王每

天都自我要求要進步，能進步不落

伍，才能幫助眾生增長善根。其身

為青色，穿甲戴冑，手持寶劍。劍

表智慧，故常稱慧劍，所到之處，

能斷除一切煩惱魔障。而舞劍能生

風，劍即代表「風」。

（3）西方廣目天王，「廣目」

就是廣學多聞的意思。廣目天王常

以清淨天眼，隨時觀察世界變化，

以增長見聞。其身紅色，穿甲冑，

右手纏一龍，左手持珠，以忿怒相

震攝群魔。龍在一般人的認知，是

能千變萬化的，表示世間上一切

人事物，隨時都在變化中，但只要

掌握著不變的原則，在隨順眾生

東方持國天王

南方增長天王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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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必能應付自如。故龍即代表隨

「順」。

（4）北方多聞天王，「多聞」

就是見聞廣博，知道的事情很多。

多聞天王因常親近十方如來及諸大

菩薩，聽聞法要，故相對的了知很

多法義。其頭戴毗盧寶冠，一手持

傘，或坐或站，腳下踩夜叉鬼。多

聞天王也是掌管財富的善神，能令

眾生施福獲財，衣食無缺，所以又

稱為「財寶天」、「施財天」。北

方多聞天王執傘，傘有遮日防雨、

驅惡避邪的象徵，又雨能令眾生澤

雨無偏。故傘即代表「雨」澤。

北方多聞天王因為見聞廣博，

知道的事情很多，被尊為是四天王

裡的首領，其他的三個天王，隨時

都接受多聞天王的號令、指揮。此

四大天王，雖貴為天子，但都是佛

教的護法神，各領導一方，正直無

私，破除邪惡，掌管世間鬼神，以

保護人間善良的眾生，很受信眾們

的愛戴。

四大天王，手持法器分別是

「劍、琴、傘、龍」，有「風調雨順」

西方廣目天王

北方多聞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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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故四天王天對國土的管理不外是風調雨順，讓天下太平、五

穀豐收、人民安樂。

能受持十善業，心地自然光明，對他人沒有惱害，自然能獲得

諸天的護持，將來必定能投生到四天王天。

2、忉利天─統理諸天，請法供僧

忉利天位於須彌山頂，是世界的

中心，天主名釋提桓因，簡稱帝釋

天。就是民間所信仰的玉皇大帝。忉

利天的東西南北四方，好比是一個國

家的諸侯或院會，每一方有八天，共

有三十二個天臣（名字經論不載）。

連同居中猶如中央政府的帝釋天，合

稱為「三十三天」。

在三界二十八天中，大都是一層

一層拾級而上，唯獨三十三天，是平

行的劃分三十三個區塊，猶如三十三

個聯合王國。

帝釋天非常崇尚和平，護持佛

教，釋尊要下生娑婆時，帝釋天化現

七寶金階，讓釋尊從忉利天一級一級

地下來。下來時，帝釋天在釋尊的左

前方，手執寶蓋，隨侍著佛陀。也常

率諸天評論法理、供養僧眾。若見到

欲界凡夫有人發心學佛，都能隨喜讚

歎並真心護持。
帝釋天畫像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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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為了統治天國和人間，偶爾也發動戰爭，但對敵人並不殺

戮，皆以寬恕為主。經典曾載，帝釋天主面對敗戰的阿修羅王不停

的破口大罵，都能安忍而不起瞋，受到佛陀的認同，要大家學習帝

釋天的忍辱。

又有一次，帝釋天與阿修羅交戰，帝釋天軍敗退逃離，途經一

座叢林時，見樹上有不少金翅鳥巢，帝釋天心想若軍隊經過，一定

會顛覆鳥巢，因不忍踐殺巢中的幼鳥，且明知回頭一定會被阿修羅

軍殺害，但還是堅持軍隊掉頭往回走。不料阿修羅看到帝釋天的軍

隊回頭，以為有什麼新戰略，害怕的爭相逃離。佛陀知此事後，教

示弟子們應當常修習慈心，具慈悲心者所到之處無障礙。

所謂「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雲外有神仙」，意思就是忉利天

以上，還有更多的天神。喻處眾不要自大、傲慢，人外有人，天外

有天。世俗亦以「三十三天」來喻地位極高、財富極多、處境極好

的地方。摩耶夫人生下悉達多太子後，即往生到此天，佛曾至忉利

天為母說法。四天王天和忉利天在三界中，都處於最低層，雖然它

們也是「天」，但並未脫離對須彌山的依附，因此均被稱為「地居

天」。

能受持十善業，對三寶恭敬，對父母孝順，且能隨力布施，待

人處眾具忍辱柔和，將來必得投生忉利天。

3、夜摩天─不假日月，自身發光

夜摩天，又稱「燄摩天」，此天高於須彌山頂之上，已離地而

依空而居，為空居天之最初層。此天因日月的光芒照射不到，所以

以蓮華開合來分其晝夜，紅蓮花開時是白天，白蓮花開時是晚上。

夜摩天天人，自身能放光明，互相照耀，彼此相親相愛，晝夜六時

都會唱歌自娛，享受各種歡樂。平時又以修福修慧來增進自己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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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以夜摩天又稱為「善時分」、「妙善天」。

能受持十善業，禪功至「未到定」，不與人諍論，也常勸人要

和順，自己能持戒，也能教他人持戒，無時都在修善法業者，將來

必得投生夜摩天。

4、兜率天─資具具足，彌勒說法

兜率天此天的飲食、衣服等資具莊嚴，非常具足，且無憂無慮

沒有煩惱，故又稱「知足天」。兜率天分有內、外二院：

外院為天人所居，享受一切的男女飲食、富貴功名的生活。

內院為補處菩薩的住處，也是即將成佛的大菩薩所居的處所，

釋迦牟尼佛在補處菩薩位時，也曾在該處弘法。現在的彌勒菩薩常

在內外兩院說法，教化眾

生，故彌勒內院又稱為「兜

率淨土」。

在西方阿彌陀佛淨土

法門尚未倡行時，兜率淨土

因為有《彌勒上、下生經》

的弘揚，早在南北朝時代，

「兜率淨土」的思想在中國

就非常盛行。故發願往生

到彌勒淨土的人很多，如：

晉朝道安法師，在翻譯

佛經時，常常有不明之處，

頗難解釋，所以他發願要

往生兜率淨土，聽聞彌勒

說法。 彌勒菩薩唐卡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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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仰山慧寂禪師，有一天在夢中，來到彌勒內院，場中的座

位都坐滿了，唯獨第二個座位空著，所以他自然就入座，虛心的等

待彌勒菩薩說法。這時，維那一邊敲槌，一邊說：「今天輪到坐第

二個座位的人，為大眾說法！」仰山慧寂禪師雖有點意外，但仍從

容上前，不慌不忙敲槌一聲，對大眾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

百非，諦聽諦聽！」大眾聽完，法會就結束了，紛紛散去。後來仰

山慧寂將夢中的經過，對師父溈山靈祐說，溈山一聽，覺得徒弟已

經有「逢佛殺佛」的無畏見地，讚許他說：「你已入聖位了。」

玄奘大師要往生時，也發願：「要將此譯經所有功德，回向法

界眾生，同生彌勒淨土。」

民初的虛雲老和尚在他的《虛雲和尚年譜》記載，他在定中來

到兜率內院，讚歎兜率內院的環境，莊嚴瑰麗世間少有。虛雲老和

尚讓弟子們記下他的口述：「……我看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

還見幾位舊識的朋友，如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臺山融鏡法師、

岐山恆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

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我向這些賢者合掌致敬，他們指示我坐在

東單的第三個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和我的座位非常靠近。我聽

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還未聽完，彌勒菩薩指著我說：『你回

去！』我回道：『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菩薩說：『你

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

近代的太虛大師在他的書中，也讚揚彌勒淨土的殊勝：一是有

緣，彌勒菩薩將在娑婆世界成佛，可見與娑婆眾生非常有緣。二是

很近，兜率淨土在三界中的欲界第四天，離欲界眾生很近，不像西

方極樂世界要過十萬億佛土。三是普攝，兜率淨土攝受眾生根機最

普遍，可以不用離欲（斷貪瞋痴的煩惱），只要發增上心，不造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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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修五戒十善即可。對生活順遂、富裕的人，要其觀苦、空、無

常，發出離心不容易，只要在學佛道上不退墮，彌勒法門最為適合。

除此之外，道宣律師、法顯大師、窺基大師、慈航菩薩等，也

皆以往生兜率淨土為臨終大願。這些高僧大德，都是開悟的祖師，

絕不會妄語誑人，可見真有兜率淨土，真有彌勒菩薩。乃至世尊介

紹的西方極樂世界，更不會是假的。

能修持十善業，禪功至「未到定」，平常喜歡多聞正法，讚歎

他人功德，專修解脫慧（脫離生死苦海），將來必得投生兜率天。

5、化樂天─化現五欲，享受樂事

化樂天的天人，依福德和神通力，自己能隨願變化五欲之樂，

如：品嘗美食快樂、讓人臣服的領袖欲快樂、發表高見的快樂、修

道的快樂、欣賞藝術品的快樂、把玩古物的快樂、遊山玩水的快樂、

打扮得光鮮亮麗的快樂、把居處隨時變化裝潢的快樂、受人恭維讚

美的快樂、飛行自在到其他天去拜訪的快樂……完全隨心所欲，要

怎麼快樂馬上就可以化現，故名「化樂」。

除此還可以天馬行空的遐想，隨意轉變自己的外貌、環境，只

要喜歡的都能實現滿足自己。在這化樂天裡，有求即應，所以人民

生活非常優裕充實，景象更是和樂自在。

能修持十善業，禪功到「未到定」，本性對布施、持戒、忍辱

及一切善法都能精進，且信受奉行，將來得生化樂天。

6、他化自在天─假他樂事，自在遊戲

他化自在天的天人，不用像化樂天要自己變化快樂，而能將其

他天天人的快樂，很自然的轉移成為自己的快樂，自在遊戲，故稱

「他化自在」。

他化自在是依他人的快樂而有，因此，此天天人非常注重團隊

天堂的管理法



《　　　　　》學報‧藝文│第二十五期

12

精神，因快樂是要靠大家共同成就，所謂人我和敬，你幫我我幫你，

大家和諧，才能彼此共享共樂。

他化自在天位於欲界天最高處，為欲界之主，與色界之主摩醯

首羅天，皆為妨害正法之魔王，就是一般所稱的天魔。佛成道時，

就是受此天魔嬈亂。

所謂「天魔」，亦即經典中常見的「魔王波旬」。天魔認為欲

界眾生是他的子民，如果有人學佛證果，得涅槃、出三界，就等於

他的人民被佛法吸收而流失。因此，他常率其眷屬，經常從事破壞

佛法的行動，所以常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魔並非十惡不赦，

也是從修十善業中，才升

此他化自在天。為什麼還

成為魔？主要是因為我

慢、嫉妒、貪欲此三重障

未放下，才變成魔。

天魔原本與一般修行

者一樣，不僅護持佛法，

也非常精進用功。可是因

為樂著於五欲，不積極想

解脫，知見受到了歪曲，

以及對於成佛的認知不

足，自以為是，對權力的

欲望非常強烈，見到他人

比自己強時，會因嫉妒而

起瞋心，尤其對於即將成 日本千葉縣觀福寺天魔波旬御影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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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涅槃的精進修行者，深感自己崇高的地位會受到威脅，常用種種

恐怖的景象、美色或破壞性行為，來動搖修行人的心智，因此而成

魔。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若常在我慢、嫉妒、貪欲下薰習，久之就容

易轉變成天魔。

天魔一定要有大成就者的指引，來修正錯誤的想法、觀念和行

為，才能從歧路轉回正道，將來才有成佛的機會。故學佛一定要依

法不依人，要有正確的修行方法，自然不會進入天魔的思惟中。世

界是一半一半的，有佛自然也有魔，三界也是魔王的領土，凡夫欲

出三界，脫離天魔的魔掌，魔自然會來阻撓。故壞人善事的天魔外

道，正是堅固我們道心的逆增上緣。

能修持十善業，禪功至「未到定」，修持出家的清淨梵行，增

長解脫的善法，將來可得投生他化天。

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此四天依禪定力，脫

離對須彌山的依附，不須依地，屬空居天。要生此四天，基本除要

修十善業外，更要修禪定。不過，欲界天的禪定是屬「未到定」（尚

未至根本定），只是把五欲伏住，如同以石壓草，五欲根沒有斷。

如果欲念完全伏住，對五欲不動心、不起念頭，達到初禪定功，自

然就能夠生到色界天。

生活在欲界的天人，跟人間一樣尚有情欲，但不像人間需要肉

體接觸，從夜摩天開始往上，每一層天的天人，情欲一層天比一層

天淡薄。故云：

四王忉利欲交抱，夜摩執手兜率笑，

化樂熟視他暫視，此是六天之欲樂。

四天王天和忉利天的情欲，和人間一樣，以身體的接觸欲交為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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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夜摩天的天人情欲，是互相握個手（執手）就算是行淫欲了。

兜率天的天人，情欲很輕，互相對笑即是行淫欲，因笑即是一種情

欲作用。化樂天的天人，男女只要深深的對看（熟視）即是行淫欲。

他化自在天天人，只要眼睛短暫的對視，就是行淫欲了。

欲界天人的長壽也是其福報之一，愈高層的天愈高壽，分別

為：

四天王天，壽五百歲，此天一晝夜，人間五十年。

忉利天，壽命一千歲，此天一晝夜，人間百年。

夜摩天，壽命二千歲，此天一晝夜，人間二百年。

兜率天壽命四千歲，此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

化樂天壽命八千歲，此天一晝夜，人間八百年。

他化自在天壽命一萬六千歲，此天一晝夜，人間一千六百年。

二、色界

色界在欲界之上。色即色質，指的就是身體。色界是已進入禪

定的境界，皆以禪悅法喜為食，故無飲食、睡眠、男女等欲望，只

有清淨色相的身體，無男女，皆具丈夫相。精神上的情愛，及居住

在有國家型態、社會組織的環境，因此稱「色界」。

生到色界的天人，除了要修十善外，還要修禪定，及培福的四

無量心。又依每個人禪定的深淺、粗妙、修福多少，而分為初禪、

二禪、三禪、四禪等四級不同的精神世界。四禪合計有十八天，皆

遠離欲界欲望，具妙色身，故統名為色界天。

1、初禪─無言無語，無憂無欲

初禪有三天。初禪已出離欲界之苦，不再貪戀世俗五欲，心地

非常清淨，故而得「梵」名，故初禪天也可以稱為「清淨天」。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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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同是在初禪，因福報享受不一樣，而有人民、

大臣、國王的分別，即有國家的型態和社會的組織。

（1）梵眾天（梵王的庶民百姓）

梵眾天的「眾」，即大眾多眾，不是少數人，如同寺院、團體、

軍隊不限人數，愈多愈好。初禪天主以平等互助、彼此友愛的管理，

讓人民在語言上無諍，在共處上和諧，在思想上共識，在守法上無

偏，讓大眾都能在人我一如中，過清淨和悅的生活。

（2）梵輔天（梵王的大臣、官吏）

梵輔天就如同世間上各階層領域的主管、

官吏，負起實際的督導工作，管理大眾要增

長知識多讀書，管理大眾為人要正派心不可

以邪，管理大眾要廣結善緣多說好話，管理

大眾行為要正當多做善事，管理大眾提升自

我要精進用功……以此監督的方式來調伏、

成就一切梵天的庶民百姓。

（3）大梵天（統攝梵天的大王）

大梵天是初禪天的天主，其名尸棄，主

領各天上及大千世界。大梵王用清淨的思想、

清淨的念頭、清淨的言語、清淨的行為、清

淨的生活環境、清淨的處事方式、清淨的領

導風格……來管理國家，讓梵天的臣民，人

格增長，都能在清淨安樂中快樂生活。

所謂「初禪」，即是用種種法門，幫助

你消除種種煩惱欲望，到無憂無欲的境界，

身心會有解脫、昇華之感，那便是初禪。 大梵天王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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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種種煩惱欲望，皆離不開從貪瞋痴慢所引發出來的，

如：

「貪」，貪名位、貪利益、貪財富、貪美色、貪吃、貪睡、貪

感情、貪供養、貪恭敬、貪享受等。由貪還會生出其他煩惱，如侵

占、竊取、藉口、綺語、諂媚、慳吝、抵賴債務、吞沒寄存、覆藏

自己的錯誤等。

「瞋」，是瞋恚無忍，對逆境不能忍受，對所求不如意、事與

願違、看到別人比自己好、或他有我無……就起了瞋心。在生氣、

嫉妒、不滿、怨恨中又生出其他煩惱，如諍鬥、殺生、毀一切功德、

沒有朋友、無好因好緣等。

「痴」，由痴生出來的煩惱，如昏沉、散亂、不正見、打妄想、

不辨是非邪惡、不信三寶功德、不信因果輪迴等等。

「慢」，是和他人相比，對自我的家世、財產、地位、權勢、

學識、美貌、能力、聰明、年少、富貴，產生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心

態。由慢生出來的煩惱，如輕蔑他人、目空一切、難遇善知識、法

水不住、獨處無友、廣結惡緣等。

如何去除這些煩惱？不外凡事往好處想、親近善知識、聽聞佛

法、發心作務、念佛抄經、對人慈悲、給人信心、給人安慰、心中

有佛、禪修打坐，修慈悲觀、白骨觀、緣起觀等正思惟。用這些方

法把種種煩惱欲望去除，到無憂無欲的境界，便進入色界的初禪。

初禪以上已不食人間煙火，心中常能清淨，已經「離」去欲界

之苦，精神上會「生」起輕安歡「喜」，身體上會有舒服快「樂」

的感覺。故稱初禪天的人得清淨喜樂，是住在「離生喜樂地」。

2、二禪─無覺無觀，歡喜輕安

二禪有三天。二禪以上，都是離群獨居的，世界就是自己的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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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不像人間有一共同的器世界，所以就沒有國家、王臣、庶民和

社會的模式。且二禪天人以身能放光為其特色，身上的光色，可隨

意變化顯現，不像人間有種種不同膚色人種，真正達到人人平等的

世界，分為：

（1）少光天

人在定中心清淨，自然就會放光，二禪的天人，其光明有的是

從身上放出來的，有的是從口裡放出來的，有的是從胸前放出來

的，有的是腳趾頭放出來的……所以每天都像攤在陽光下，光明磊

落得沒有什麼祕密，更沒有黑暗的恐懼感。在光明的環繞下，能量

非常充足，日子自然就過得踏實。但和其他天比起來，此天在二禪

天中，光明算是最少的，故稱「少光」。

（2）無量光天

此天光明是由定中所發出來的，隨著定的境界深入，光遍照無

窮無盡，不僅身上能放光外，心中也放光、路上有光、庭院有光、

林中有光、山谷有光，視野所見，所到之處都光光相照，真正是處

在光明世界，沒有黑暗，此天其光明無限量的倍數，難以測量，遍

地變成琉璃之色，故稱「無量光」。

此天天人皆因昔時心愛清淨，歡喜布施持戒，所得來的福報，

倘若還能夠在黑暗地方點燈，給人方便，或者在佛前、塔中、寺中，

點燈供養佛、菩薩，更是可以得到無量光明的好福報。

（3）光音天

光音天又稱「極光天」，凡夫用語言來溝通，有時還會詞不達

意，或答非所問，不但很累，話多還會傷氣。光音天則用智慧的光

明，以放光方式代替音聲，如白光、藍光、紅光、紫光、綠光、黃

光、金光，乃至彩色的光……來作識別，故名「光音」。光音天如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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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彩色的世界，淨光

所照到的地方，令心

清淨，都能教化那些

愚痴邪見的眾生。

佛經說劫初的人

類，就是由光音天來

的。

所謂「二禪」，

是指在初禪還有思

想，還要用腦，若再

把一切覺觀都去除，自然得到一種歡喜，那便是二禪。

初禪已離欲界之苦，沒有恐懼心，亦無一切憂慮，心地清淨而

得「梵」名，但初禪對身體接觸外境，有冷熱、脹痛、苦樂等感受

（覺），及每個念頭的來去都知道（觀），還是有思想，故到了二禪，

用禪定力把這些感受、思想都去除。念頭已不再來去，身體上的腰

痠、背痛、腿麻、腿脹，都沒有了，此時心靜如水，身心所攝受的

喜樂，是由定而產生，這種喜樂比初禪更為清淨，而得名「定生喜

樂地」。

3、三禪─無歡無喜，舒服自在

三禪有三天。三禪天的天人，已經能夠達到沒有念頭的清淨境

界，故得「淨」名。

（1）少淨天

此天天人依禪定力，心純善不汙染，能自淨其意的清淨自己的

言語和行為，從內心得到靜定的快樂，然此淨妙之樂在三禪天中，

算是最少的，故名「少淨」。

佛經記載，劫初的人類由光音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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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量淨天

此天清淨無量，說話也清淨，耳根也清淨，頭腦也清淨，眼所

見的也清淨，心裡想的也清淨，做的事也清淨，沒有人我的分別，

做事都不會拖泥帶水，在光明、清淨、美好的環境中，輕安遍於身

心，境界又更上一層樓了，故名「無量淨」。

（3）遍淨天

此天天人清淨之樂，普遍一切，除了周遍身心外，與外在世界

打成一片，已滅一切歡喜心，純粹的樂著清淨，在三界中之樂，以

此天為第一，故名「遍淨天」。

所謂「三禪」，是指在二禪時，還有歡喜的感受，現在連歡喜

也沒有了，只有一種心平氣和，舒舒服服的「妙樂」從心中流出，

此內樂遍滿全身，便是三禪。

三禪的境界是進入更深的禪定，意識已無作用，常在定中念念

分明，一切喜怒哀樂的情緒都不起，超越二禪喜的境界，而感受到

一種心平氣和，有樂無喜，非常舒服的上妙樂境，這就是「離喜妙

樂地」。

經中常說「世間第一樂事」是在三禪。因三禪以上已再沒有樂

受。也常有人說禪修可以袪病，但一定要到了三禪境界，才有可能

去除疾病。

初禪、二禪、三禪皆依雲住，到四禪才真正空居。

4、四禪─無出入息，安穩調適

四禪有九天。前四天為凡夫天人所居，後五天為三果聖人所居

住的地方。

（1）無雲天，此天在雲之上，居無雲之首，故稱「無雲」。

（2）福生天，此天苦的種子已斷，生出清淨的福，一切福中，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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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禪定之福最勝，故名。

（3）廣果天，此天天人只要想要的、希望的，都能心想事成

的證得，果報最為殊勝。

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此三天，為四禪天天眾的居所。

（4）無想天，人之無明，大都是由想而來的，故有些外道就

用想的力量去想一個無想，用心把想念（煩惱）壓住，使它不生，

當把煩惱心壓制住，修成「無想定」，一期果報盡，即生此無想

天。

定慧等持才稱做禪定。如果只是一念不生，什麼都不知道，

有定無慧，人容易昏沉。或單修慧不修定，心易飄浮，妄想自然

會很多。單修偏在一邊，這是錯誤。佛弟子不修無想定，不進無

想天，所以進入此天者都是外道，故又稱「外道天」。無想天為八

難之一。

（5）無煩天，此天已離欲界之苦、色界之樂，苦樂兩滅，無

任何煩惱，故得清淨，故名「無煩」。

（6）無熱天，此天心境能離去種種見思煩惱的執著，達到清

涼自在，沒有熱惱，故名「無熱」。

（7）善現天，此天能變現一切善法，隨心自在無任何障礙，

故名「善現」。

（8）善見天，此天定力殊勝，外無塵境障礙，心無昏沉之垢，

禪的障礙已除去了，而得天眼通，能妙見十方世界清淨無染，故名

「善見」。

（9）色究竟天，為色界天之最頂，是色法最邊際的地方，為

最究竟的禪定，故名「色究竟」。

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已經離開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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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汙，得清淨之身，而居於清淨之處，所以這五天又叫「五淨居

天」。此也是三果阿羅漢阿那含所居住，阿那含叫做「不來」，因

為不會再退回到欲界受生，所以寄居在色界天，將來證羅漢果，超

越三界，故此五天也稱「五不還天」。為色界中最高妙的境界，此

九天，前五識俱無，亦無喜受，僅有捨受與意識相應。

所謂「四禪」，即是在初禪時還用思想，在二禪還有高興，在

三禪還覺得舒服，到了舒舒服服的樂都沒有了，即得「不動處」，

只是一種「調」，即達到安穩調適，心一境的境界，便到第四禪。

此時心靈空明寂靜，有如明鏡離垢，淨水無波，萬事萬物都顯現無

遺。

四禪，是因禪定的深入，讓人體的新陳代謝減緩，而停留在呼

吸完全都停止的境界，捨棄三禪的妙樂、憂喜、苦樂、尋伺、出入

息等妄想雜念，可以說一念不生，內心非常清淨，此離樂捨念，故

名「捨念清淨地」，又稱為「不動定」。相對於此，則初禪、二禪、

三禪為有動定。禪定中四禪是最為殊勝的，如：佛就是在四禪裡，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多數的聖者，也都是在四禪而啟發神通。四禪中的禪者，都

具有正知，能很正確的觀察世間事物的真相，不像凡夫是靠經驗、

回憶來判斷事情。

初禪名梵，離欲。二禪名光，離覺觀。三禪名淨，勝樂故。四

禪，捨樂出入息，色界十八天，皆遠離俗欲，具妙色身。

進入色界的色界天人，在情欲方面，已經擺脫了對欲望的執

著，只是尚未從形體的束縛中解脫。其情欲屬精神上，彼此以眉目

傳情，就可以了。

色界天人的壽命分別為：

天堂的管理法



《　　　　　》學報‧藝文│第二十五期

22

初禪，梵眾天壽半大劫，梵

輔天天壽一大劫，大梵天天壽一

大劫半。

二禪，少光天二大劫，無量

光天四大劫，光音天八大劫。

三禪，少淨天十六大劫，

無量淨天三十二大劫，遍淨天

六十四大劫。

四禪，福生天一百廿五大劫，

福愛天二百五十大劫，廣果天、

無想天五百大劫，無煩天千大劫，

無熱天二千大劫，善見天四千大

劫，善現天八千大劫，色究竟天

一萬六千大劫。

三、無色界

無色界在色界之上，又居在

三界之頂點，其天壽亦長於其他

天眾。

無色界即是無物質的世界，無身體、無宮殿、無國土，只有心

識住於深妙禪定中，是純粹精神的存在，故又稱「空界」。無色界

的有情，雖然沒有物質，但依禪定力的深淺和業報的不同，因此也

分為四級：

1.空無邊處天─與空相應，心中明淨

進入到了無色界以後，想到空處，把色界的一切都空掉。如眼

大多數聖者都在四禪啟發神通。圖為
清沈賢修所繪《達摩祖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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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的，鼻是空的，耳是空的，身體毛孔愈觀愈大，一一的想，逐

漸的就不見有身體了，只想到空，且是無邊的空空洞洞。

又譬如蓮藕，只想其藕孔，藕孔愈想愈大、愈想愈大，到最後

全不見蓮藕了，只想到空。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觀，觀到最後不

見世界了，進入到一片虛空中，不但身空，連住處亦空，此即是空

無邊處天。

2.識無邊處天─與識相應，清淨寂靜

「空無邊」是空想，還是有想。有想便是一種印象，想到末了，

連這空的印象都沒有了，也就是虛空都捨棄了，不再執著這個空

相。空雖捨棄掉了，但還有個識存在，便到識無邊處天。

3.無所有處天─空無所依，諸想不起

接下來連自己的心識都不需要了，一切皆無所有了。

在「空無邊」還有一個外在的世界，到「識無邊」還存有一個

心識，有識就會有分別。接下來把心識都出離、捨棄了，無外境、

也無心識，能所雙亡，一切的境界都沒有了，都放下了，心境俱泯，

便到了一無所有的「無所有處天」。

4.非想非非想處天─不見有無，恬然清淨

既到「無所有」處，你也沒有了，我也沒有了，連想這個「想」

也沒有了（捨棄一切想法），連「沒有想」也都沒有了（捨棄一切

都不想的想法），此名為「非想非非想」處。

空無邊處天是「空想」，識無邊處天是「識想」，無所有處天

是「無想」，到了非想非非想處天是進入「沒有想、也沒有無想」。

非想非非想，是沒有想，也沒有無想，是任何觀想都不存在的

絕對寂靜。如：很累靠在沙發上，說沒有睡，其實睡著了；說睡著

了，叫你時你還會回答。又如睡覺時，枕頭掉到床下，還沒有醒，

天堂的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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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手會主動去把枕頭檢回來。這也類似非想非非想這個境界。是心

理造成的一種狀況，沒有離開意識思想。

常言說「想入非非」，這個詞彙是由非想非非想處天而來。不

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難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無色界天人的情欲，超越了物質世界的存在，連看都不必，自

然沒有男女相之別。

無色界天人的壽命分別為：空無邊處天二萬劫，識無邊處天四

萬劫，無所有處天六萬劫，非想非非想處天八萬大劫（約等於世間

成住壞空八萬次）。

結語

雖然佛法常強調「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所以能得人身，是

非常殊勝的因緣，又佛成道也都在人間，故人道是最有機會修學佛

法；可是大多數的人，仍然非常嚮往能過著「天堂」的生活。

三界都是凡夫生死往來的境界，統統都有苦無樂。欲界的天

人，福盡時會有五衰相現：

（1）頭上花萎，頭上所帶的花冠漸漸枯萎。

（2）衣裳垢膩，華麗的天衣，會生出汙垢骯髒。

（3）身體臭穢，身上的光明不但消失，而且散發出臭的氣味

出來。

（4）腋下汗出，就是兩脅之下，會流出很多的臭汗。

（5）不樂本座，心煩氣躁，不再安住於自己的寶座，天女眷

屬也厭離他們而走開。

色界天人，福盡受報時，因世界成住壞空的劫難，還會產生火

燒初禪、水淹二禪、風打三禪的三災苦難。四禪天上有五淨居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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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還天），羅漢果證到三果以後，住在五淨居天裡證四果，羅漢的

定力在那裡，所以三災不能到，所有內外過患，一切均無，故云四

禪天是福天。

無色界的四空天，也逃不出國土危脆，諸行無常的現象，雖然

有長壽達到八萬劫的福報，但福盡命終時，必定墮落，因為已在最

高層了，沒辦法再停留在那一層，只有往下墮落，即一般所謂的「空

死墮」。

天道眾生因為過於安逸，而失去修學佛法的因緣，更沒有機會

培福、造福，所以命終之後往往命運乖舛。據《大智度論》記載：

欲界天眾，因為耽著於淨妙的五欲，所以心常狂惑，福盡則墮

地獄受諸種苦痛。

色界天眾，則耽溺在禪定的喜樂中，不想出離，從清淨處墮落

後，還受淫欲而生不淨中。

無色界天眾，因無色身，而無法修行。因著於樂境，命盡之後，

墮入欲界，受禽獸形。

生天固然有生天的福報，但福報是有限的，所以天界並不是一

個最好、最究竟的地方。故有偈云：

六欲諸天具五衰，三禪天上有風災，

任君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三界二十八天的果報雖然各有優劣、苦樂等差別，都屬於迷界，

仍然難脫生死輪迴之苦，又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修行

精進，以求出離三界，進而證悟涅槃，才能夠超越無限的生命，了

生脫死，這才是究竟解脫之道。

天堂的管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