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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一般所說，最後身菩薩在下降人間成就佛果之前，都是

住在兜率天。諸佛出世，可以從空間與時間觀察。 
就空間而言，《阿含經》及《尼柯耶》已經看到「三千大千

世界」的教說，《瑜伽師地論》等論書進一步說「三千大千世界」

一起成壞；「三千大千世界」的構成，最高只說到梵世

（brahmaloka），因此語可以僅指初禪天，也可廣及色界諸天，

甚至兼及無色界天，所以「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蘊含了佛

教宇宙論的多元思想，包括世間的結構，成住壞空的過程，人

壽的增減等等。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土，也就是出一位佛陀教化的自然

場域，這延續了「一世無二佛」的經說，但佛陀的教化可以跨

出其佛土，這也可以思考世界有邊無邊的意義。 
佛土的概念預示了「現在十方佛」的存在。「唯一佛說」強

調一切世界只有一位佛陀，應化無數，足以度化應機眾生。單

從「十方有佛」，還不足以彰顯如《攝大乘論本》說的「同時無

量圓；次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強調菩薩行，可以有多數菩

薩在不同佛土成就，才是大乘佛教菩薩教理的指標。 

                                                 
∗ 本文為特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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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時間而言，《阿含經》及《尼柯耶》已經開示未來無量諸

佛的可能性，但經說的「賢劫」，究何所指，有不同的理解，後

代出現「賢劫千佛」、「賢劫五百佛」的說法，甚至有人以賢劫

諸佛就是「同時有多佛」。 
彌勒是下一位要在人間出世的佛陀，這是佛教一致的傳

說，而現在居住於兜率天的彌勒菩薩，究竟何時下生，有三種

脈絡來理解：一、世間成住壞空的循還；二、兜率天壽；三、

末法思想。 
以《阿含經》及《尼柯耶》所傳為本，兜率天壽為人間五

億七千六百萬年（576,000,000），以此檢視漢譯佛典相關傳說，

也只能如志磐所說的「佛所說義，不應有異，要是部主聽受機

見有別，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 
 

關鍵詞：宇宙論、三千大千世界、賢劫諸佛、佛土、彌勒、

兜率天壽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上)   7 
 
 

    § 0.1.在內容上，本文延續拙文〈釋迦菩薩「三祇百劫成佛」

與「始願佛道」〉（郭忠生[2011]）的說明，茲為使題名與內容

更為貼切，特就此一部分另立新題刊出。 
  

    § 0.2.依《長含》第 1《大本經》所傳，「過去七佛」的第

一位毗婆尸佛（ViparZya；VipassI），他以菩薩的身份，「從兜

率天降神母胎，從右脅入，正念不亂。當於爾時，地為震動1，

放大光明，普照世界」，經文稱這些現象是「諸佛常法」（參看

郭忠生[2004a]，25－44）。 
  此一《阿含經》及《尼柯耶》的教說，意味著：「預定」要

成佛的菩薩，他的前一生（一生所繫菩薩）必定生在兜率天

（Tusita；Tusita）2。為何如此呢？《大毘婆沙論》與《大智度

論》都提出解說3。 

                                                 
1 依《長部》第 14《大本經》，菩薩入胎及出胎，都有「一萬世界震動」（《漢

譯南傳》，第 6 冊，頁 282－頁 286；Walshe[1995]，203－205）；又見《中

部》第 123《希有未曾有法經》（《漢譯南傳》12 冊，頁 106、頁 109－頁

110；Banamoli & Bodhi[1995]，980、983）。  
2 玄奘譯《俱舍論》（卷 11）稱作：「住睹史多天一生所繫菩薩」（大正 29，

頁 62 上），真諦譯本作「住兜帥多天一生補處菩薩」（大正 29，頁 219 下）；

參看郭忠生[2002]，49－51。  
3 《大毘婆沙論》（卷 178），大正 27，頁 892 下－頁 893 上。《大智度論》（卷

38），大正 25，頁 341 下－頁 342 上。參看《佛本行集經》（T 190），大正

3，頁 676 中；《大般涅槃經》（T 374，卷 32，頁 558 中－下）；《瑜伽師地

論》（卷 37）的「俱生威力」（大正 30，頁 459 下－頁 496 中）、《瑜伽師

地論》（卷 45）菩薩「究竟清淨方便善巧」（大正 30，頁 542 中－下）。《大

品經》（T 223）〈發趣品〉所說九地菩薩的「菩薩胎生成就」等（大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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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理論而言，一生所繫菩薩究竟會在兜率天生活多久？這

確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在現實與信仰的層面，《阿含經》及《尼

柯耶》既已經預示彌勒菩薩將會在人間成佛，信眾自然想要知

道：彌勒菩薩何時到來？ 
 
    § 0.3.彌勒如來會來到人間，而《中含》第92《青白蓮華喻

經》說：「猶如青蓮華，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

不著水。如是，如來世間生，世間長，出世間行，不著世間法。

所以者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一切世間」（大正1，頁575 
上），此處所說的「世間」有多種意義（參看郭忠生[2010]，

278－282）。 
又，《中含》第181《多界經》說：「若『世』中有二如來

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如來者，必有是處」（大正1，

頁724上）4。 
玄奘譯《法蘊足論》所傳的這段經文是：「無處無容，非前

非後，有二如來生一世界。有處有容，非前非後，有一如來生

一世界」（大正 26，頁 502 中）。這樣的譯文，顯示兩個條件：

                                                                                                        
頁 259 中－下），按照《大智度論》的解說（大正 25，頁 418 下－頁 419

中），也有此一意義。  
4 關於「多界經」的意義，參看印順法師[1968]，73－74。又見《四品法門

經》（T 776），大正 17，頁 713 中。《中部》第 115《多界經》（《漢譯南傳》，

第 12 冊，頁 45；Banamoli & Bodhi[1995]，929）。除了各種傳本的「多界

經」外，「一世無二佛」的教說，也可見諸《長含》第 3《典尊經》（大正

1，頁 31 上）、《長含》第 18《自歡喜經》（大正 1，頁 79 上）及其相對應

的《長部》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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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前非後」是就時間而論；「一世界」，則指空間的層面。依

《中部》第 115《多界經》的說法5，可以清楚的看出「非前非

後」（apubbam acarimam）；至於「世界」，則是 lokadhatu。辭

書中，如 PED 在 loka 項下，說 lokadhatu 此一複合詞是指宇宙

的成素、要素（constituent or unit of the Universe, 
"world-element"），也可指一個世界界域（a world, sphere），

輪圍世間（cakkavala）的別名。 

    Banamoli 認為：《清淨道論》所說的輪圍世間（cakkavala），

是指「世界界域」（world-sphere）或宇宙（universe），這語詞

是用來指稱一個完整的宇宙，而這樣的宇宙在數量上是難以計

算的。這不是佛教所特有的宇宙觀，是（印度）早已共認的概

念。依最狹義的解說，Lokadhatu 是指一個「世界界域」（one 
world-sphere），但可以延伸到不同的任何數量，例如說：某梵

天所能自在支配的 lokadhatu6。 
                                                 
5 Atthanametam anavakaso yam ekissa lokadhatuya dve arahanto 

sammasambuddha apubbam acarimam uppajjeyyum, netam thanam vijjati’ti 

pajanati; ‘thanabca kho etam vijjati yam ekissa lokadhatuya eko araham 

sammasambuddho uppajjeyya, thanam etam vijjati’ti pajanati.（Banamoli & 

Bodhi[1995]，929 的譯文：'He understands: 'It is impossible, it cannot happen 

that two Accomplished Ones, Fully Enlightened Ones, could arise 

contemporaneously in one world-system - there is no such possibility.' And  

he understands: 'It is possible that one Accomplished One, a Fully 

Enlightened One, might arise in one world-system - there is such a 

possibility）。  
6 Banamoli[2011]，199，note 14。Banamoli 所舉的例子是《中部》第 120《行

生經》（（《漢譯南傳》第 12 冊，頁 85－頁 86；Banamoli & Bodh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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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圍世間（cakkavala）就是指以須彌山（Sumeru）為中心，

往外依次有七山、七海，在第七山之外圍第八大海，人類所居

住的南贍部洲（Jambudvipa）等，就位在其中，最外層則有鐵

圍山為界限，圍成一個空間，再加上諸天所居住的空間，構成

有情的器世間（bhājana-loka；國土世間）7。 
    另一方面，《阿含經》及《尼柯耶》也說到了「小千世界」

（sahassi culanik  a lokadhatu）、「二千中千世界」（dvisahassi 
majjhimika）、「三千大千世界」（tisahassi mahasahassi lokadhatu） 
    《青白蓮華喻經》所說的「世間」究何所指？「多界經」

所說「二如來生一世界」（「一世無二佛」）的「世界」（lokadhatu）

是指如何的範圍？ 
    誠如 Banamoli 所說：輪圍世間（cakkavala）所指的宇宙

觀，不是佛教所特有的，本文即以 Gombrich 對古代印度宇宙觀

的觀察，作為討論的起點。 

 
    § 1.1.1. Gombrich（[1975]，110－112）對印度宇宙論的特

色有這樣的說明：「（但）傳統印度宇宙論最令人感到棘手的，

並不在於其出於想像，「和稀泥」的特色（fantastic and uncritical 

                                                                                                        
960－961），經中說到於百千（即 10 萬世界）（satasahassi lokadhatu）自在

的梵天（the Brahma of a Hundred Thousand abides intent on pervading a 

world-system of a hundred thousand worlds）。  
7 參 Hardy[1853]，2－3、8；Banamoli[2011]，199，note 14。《俱舍論》（卷

11）：於金輪上，有九大山，妙高山王，處中而住，餘八周匝繞妙高山。

於八山中，前七名內，第七山外有大洲等，此外復有鐵輪圍山，周匝如輪，

圍一世界（大正 29，頁 5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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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反而是其複雜的程度（complexity）。事實上，本文

的題目既然叫“Ancient Indian Cosmology”，就不可避免的要提

到四種宇宙論，而不是僅有一種。吠陀宇宙論是目前已知，最

早的印度宇宙論，其不同於西元前五百年前後所興起的諸種古

典宇宙論：印度教、佛教與耆那教。而印度教、佛教與耆那教

三者之間的宇宙論，雖不至於截然全無關係，卻又各具特色。

更棘手的是，這四種主要的宇宙論系統本身，看不到直接明瞭

的單一圖像（，反而是諸說並起）。Kirfel 教授的大作《印度宇

宙論》（Die Kosmographie der Inder），厚達四百餘頁，但幾乎

全部只是文獻的引述，以及圖表，而且所處理的只是宇宙構成

論（cosmography），也就是宇宙在空間上的結構。因篇幅的限

制，筆者不得不選擇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說明吠陀與印度教的宇

宙論，這不是說佛教與耆那教此一部分的思想比較不重要，單

純的只是因為絕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是印度教徒。 
但是先要談及，印度宇宙論為何這麼複雜？印度系統的社

會組織，種姓制度，在歷史上所看到的發展，是透過堆疊與融

攝（aggregation and inclusion）；並不是消除新近被溶入那群人

的慣例，而是在整個社會大架構中，於比較下層的地方，賦予

一定的位置。印度的宇宙論正也是如此。在印度神話傳說中，

宇宙論的論題，是印度神話傳說的一支，幾乎很少捨棄某種理

論或概念，而是與新的概念併存共生，即使彼此之間有不一致

的地方。印度是廣袤又多元的地區，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

政治上，群雄競起，各據一方。大約歷時兩千年，梵語的文明

才遍及整個印度次大陸。事實上，直到今天，在比較偏遠的地

區，有些人幾乎很少受其所影響。然而，印度有若干典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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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從西元一世紀陸續集出的《往世書》（Puranas），此類作品

談論的主題有五個8，其中有兩個就是關於宇宙的時間與空間，

這就是宇宙論。《往世書》也嘗試要調合不同版本的宇宙論，以

呈現一個系統化的圖像。但不同的調合，卻又呈現不同的結論。

系統化的進行，就是透過堆疊與融攝；譬如說，大體上是把不

同的宇宙論看成是接續發生，而不是把某一故事情節看成是另

一情節的隱喻（allegorical alternative）。各種印度古典宇宙論所

見的空間與時間的面相，都是極盡誇張的龐大，此一現象的成

因，很大部分的原因是這種堆疊與融攝的態度。要調合兩個系

統，是把其中一個塞進去另一個系統，而形成一個更大的整體，

我們所看到的是如同「多寶格」9（Chinese boxes）一樣的宇宙。

                                                 
8 此處所說的，就是《往世書》的 pabcalaksana。西元 1803 年，Henry Thomas 

Colebrooke 寫到：Every Puráná treats of five subjects: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s progress, and the renovation of worlds; the genealogy of god and 

heroes ; chronology, according to a fabulous system ; and heroick 

history, containing the achievements of demi-gods and heroes

（Colebrooke[1803]，202，注解部份）。按 Colebrooke 在注解部份提出這

樣的解說，但沒有揭明其根據。之後，Horace Hayman Wilson 說：

Colebrooke 是依據印度字書《甘露藏》（Amarakosha）的看法：Pancha 

Lakshana（pabcalaksana）是《往世書》的同義詞，也就是說 that which has 

five characteristic topics，並引經據典的對此有進一步的說明

(Wilson[1864]，I，vi-vii)。這樣的看法，長期以來被學者所援用（如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ranas），但 Matchett([2003]，134－138)對

此提出相當程度的反省。  
9 參看故宮博物院〈子子孫孫永寶用──清代皇室文物的典藏〉展覽說明：

「典藏趣味──遊戲空間──多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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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感到憂心的是，本文也許會傳達這樣的印象：古代印度宇

宙論的龐大與複雜性。但筆者有一芻蕘之見可供讀者參酌，也

就非常單純的：其龐大與複雜，就好像印度的社會系統一樣，

同時例示出，印度人傾向運用結構的層次，把新、舊的文化元

素併存，而不會排擠新的元素」。 
 

    § 1.1.2.怎麼看待 Gombrich 對印度古代宇宙論的說明呢？ 
有人認為：「當英國學者（British scholars）在嘲弄印度文學充

滿想像、誇張的情節，古怪又荒繆（fanciful, hyperbolic, and 
absurd），他們心中所想的，就是《往世書》。在諸王系譜（「王

統」）中，有的國王被說成在位統治數千年，或是數萬年如一剎

那等概念，這一些都讓英國學者無法把《往世書》看成是理性

的宗教典籍。然而要欣賞《往世書》，須要不同的眼光，以及解

釋的方法。如果不能理解「數目」（numbers）在印度人想像力

中的地位，以及「數目」所能帶來的詮釋的、解釋的，以及創

造的功能，那麼就會認為印度人真的相信有”330 百萬男女眾

神”」10。 
    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 2001 年發射一枚「魏金

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簡稱 WMAP）的人造衛星，專門觀測宇宙微波背景輻

射在小尺度的各向異性，在其所發佈的報告中，對於宇宙論

                                                                                                        
（http://www.npm.gov.tw/exh96/imperial_collection/subject01_zh-tw.html）

（其英文網頁稱多寶格是 curio boxes）。  
10 引自 http://www.sscnet.ucla.edu/southasia/Religions/texts/Puranas.html（點

閱日期 March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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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logy）的定義是：整體宇宙（universe）大尺度性質（the 
large scale properties）的科學研究，以科學方法理解整個宇宙

的起源、發展與最後命運。如同其他科學領域，宇宙論涉及宇

宙的理論或假設，提出現象的某些預測，經由觀測

（observations）加以驗證，依據觀測的結果，再來修正、捨棄

或延伸這些理論，以符應相關資料。關於我們的宇宙的起源與

發展，通說採所謂的「大爆炸理論」（Big Bang theory）
11
。 

    在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中，Carr（[2006]，139）則說：宇宙

論的目標在理解宇宙的大尺度結構（the large-scale structure）

與全盤的發展。這涉及觀測（分類、條理宇宙的各種內容）與

解釋這些觀測所得的模型。宇宙論學者特別關心宇宙的起源，

以及何種初始條件可以發展出如目前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大部

份學者採行熱爆炸模型（hot big bang model），假定宇宙始於

百億年前的一個大壓縮狀態。但宇宙究竟會崩塌？還是一直擴

散下去；或是宇宙的範圍有限？無限？迄無定論。 

    在宗教研究的領域裏，Bolle（[2005]）先廣泛討論宇宙論

（cosmology）內容之後，補充說到還要參看包括Cosmogony（宇

宙發生論）、Eschatology（末世論）與Ages of the World（世間

的「時期」）、Metaphysics（形上學）等等詞條。由此可見，宇

宙論涉及的範圍很廣，而這一些論題都有其內在的關連。 
McGovern[1923]的書名是A Manual of Buddhist Philosophy, 

副標題是Cosmology，而依其說明，佛教的宇宙論可以分成三部

份：1.宇宙構成論（cosmography），現象世界的性質，大小與

                                                 
11 http://map.gsfc.nasa.gov/universe/（點閱日期 October 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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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2.宇宙的分析（cosmic analysis），世界構成要素的分析，

例如三科（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各種心所法的分析等等；

3. 宇宙的動能（cosmic dynamics），業力論與緣起

（McGovern[1923]，8－12）。依據這樣的理解，以《俱舍論》

來說，其〈界品〉、〈根品〉、〈世間品〉、〈業品〉、〈隨眠品〉等

五品，都屬宇宙論的範疇。不但如此，《俱舍論》是以四聖諦作

為討論的架構，而〈賢聖品〉、〈智品〉與〈定品〉，分別討論解

脫者及解脫的方法，這也可說是宇宙論的一部分。佛教對宇宙

的成素的觀察，特別重於心心所的討論，是佛教宇宙論的特色

（Gethin[2004]，185－186）。 
 
    § 1.1.3.印度的四姓階級（種姓）制（婆羅門、剎帝利、吠

舍、首陀羅），不但是世俗的，而且與宗教結合。佛教認為：「四

姓皆等，無有種種勝如差別」。因為無論從財力說，從法律說，

從政治說，從道德說；從女人所生說，從隨業受報與修道解脫

說，四姓完全是平等的，是機會均等的，四姓不過是職業分化。

佛教主張的四姓平等，即種族優劣的根本否定。這在宗教中，

佛法即為一切人的宗教，所以四姓「出家學道，無復本姓，但

言沙門釋迦弟子」。不但是這樣，釋尊說他的教化是「普入八

眾」，八眾是剎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四天王眾，

忉利天眾，魔眾，梵天眾。「八眾」──人四眾、天四眾，源出

《雜阿含經》的〈八眾誦〉。人中，婆羅門教說四姓階級，佛法

不承認首陀羅為賤民，以沒有私蓄的出家者──沙門來替代。

天四眾是：梵、魔、三十三天、四大王眾天，四王天統攝八部

16   正觀第六十三期/二Ο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鬼神。八眾，統括了人與神的一切12。 
      
    § 1.1.4.古代印度社會，婆羅門、剎帝利與吠舍族三者，是

所謂的再生族（dvija），他們除了日常生活的行事作務外，在宗

教生活上有其權利與義務，針對這一方面的修行，發展出修行

生涯四階段（awramas）的機制（「四期制」）：梵行期

（Brahmacarin）、家住期（Grhastha）、林棲期（Vanaprastha）

與遁世期（Samnyasin），並詳細規定其內容（高楠/木村[1975]，

316－331）。 
    Olivelle 固然認為：此一系統並不是經過堆疊的歷程（a 
process of aggregation）而形成，它本質上是由一個或好幾個大

膽的吠陀相關經典詮釋者，所創造（invented）出來的四分架構，

並不是很單純的，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成立（an 
unconscious historical process）（[1993]，111）。Olivelle（[1993]）
從文獻中，探索關於「四期制」從起源，到古典時期，乃至中

古時期的種種爭論與變遷，其中，確實有三期、四期，乃至五

期的爭論。Olivelle 說到： 
     

印度文化有一根深蒂固的傾向：把物品，各種機制、制度，

以及一般的知識，加以分類。這是長久以來一般所共認

的。再者，一旦某分類系統建立之後，又常見另立一種類

別，來超越既成的系統，用意在表示比原有系統所設想

者，更為完美的狀態。這可方便的稱作是「x + 1 症候群」

                                                 
12 參看印順法師[1949]，172－173；[1981]，263－264 的說明與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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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1 syndrome）。比較常見的是，在原本是三的組合加

上另一成份，而成為四的組合；也可看到在四法加一而成

五法的例子，如所謂的第五吠陀。本書所討論的四 awramas
之說，就有這種傾向，成立第五 awrama（Olivelle[1993]，

223；see also 107）。 
 
    這裏可以看到，要解釋文化現象，有許多的可能性。 
 
    § 1.1.5.釋尊一生說法數十年，在不同場合，面對各種根器

的弟子，開示了許多法門。佛弟子很早就對這些教法，加以條

理，分類。依印順法師（[1968]，73－78）的說明，佛陀教法的

「隨順纂集，別為部類」有三類方法：一、以某些綱目為架構，

把經典所說的法門，集在一起（如「多界經」）；二、類集而又

依數目編次的，從一到十（「增一法」），如《長含》第 10《十

上經》，是舍利弗為眾比丘說，內容為：多成法、修法、覺法、

滅法、退法、增法、難解法、生法、知法、證法。每一法都從

一到十而編集，共為五百五十法。三、純為增一法編次的，如

《長含》第 9《眾集經》，這種純為法數的增一編次，擴大纂集

而成的，就是「增含」。 
    由此可見，這種「x + 1」的作法，佛典所見的事例很多。 
    依《增含》（卷 42）〈結禁品〉第 8 經所傳13，釋尊告訴諸

比丘：如果外道問佛法的特色，「汝等應持此語報之：一論，一

義，一演，乃至十論，十義，十演」；外道對於這樣的說法，「設

                                                 
13 大正 2，頁 778 中－頁 780 上；參看《雜含》第 486 經－489 經，大正 2，

頁 124 中－頁 12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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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持此語往問者，彼人則不能報之，彼外道異學遂增愚惑，所

以然者，非彼所有境界」，釋尊接著開示「一論，一義，一演」，

乃至「十論，十義，十演」的內容。 
    所以「x + 1」不必然是「症候群」（syndrome）。 
 
    § 1.1.6.在漢語佛教界，「六道輪迴」是耳熟能詳的用語，

而六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加上四聖（聲

聞、緣覺、菩薩、佛），構成十法界，這成為「一念三千」思

想的重要內容。 
    有情眾生究竟是要分為六道（六趣），還是五道（五趣），

印度佛教部派之間，有不同的見解。依《大毘婆沙論》所傳14，

主張六道的是犢子部，而《大毘婆沙論》本身主張五道，因為

「契經唯說有五趣」。 
    依南傳《論事》所述，案達羅派（Andhaka）與北道派

（Uttarapathaka）都是主張六趣15。 
    《大毘婆沙論》所引的「契經」只說五趣，但也有許多大

乘經典明白的說六趣，《大智度論》對此問題有相當程度的討論
16。 

                                                 
14 《大毘婆沙論》（卷 1），大正 27，頁 8 下；（卷 172），大正 27，頁 868

中－下。  
15 《漢譯南傳》，第 62 冊，頁 57。Shwe Zan Aung & Mrs. Rhys Davids[1915]，

211；Bareau[1955]，94（案達羅派 34）、248（北道派 11）  
16 《大智度論》（卷 10），大正 25，頁 135 下；（卷 30），大正 25，頁 280

上－中；Lamotte[1976]，1953－1958 注解部分，可以看到相關資料的說

明。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上)   19 
 
 

    從內容來說，六道與五道之爭論，只在於：是否要把阿修

羅（asura）另立為一道？這是對阿修羅的性質，有不同的意見。

關於阿修羅的判攝，《大毘婆沙論》提到兩種見解：天趣所攝與

鬼趣所攝。在前一見解裏，論文說到阿修羅不能得「正性離生」： 
 
「問：若爾，何故不能入正性離生？ 

答：諂曲所覆故。 

其事云何？ 

答：彼常疑佛朋黨諸天：若佛為其說四念住，彼作是念：

佛為我等說四念住，必為諸天說五念住。乃至若佛為說三

十七助道法，彼作是念：佛為我等說三十七，必為諸天說

三十八。 

以為如是諂曲心所覆故，不能入正性離生。 

復次，不可以不能入正性離生故，便謂惡趣所攝。如諸達

絮及篾戾車人亦不能入正性離生，而非惡趣所攝。彼亦應

爾」（大正 27，頁 868 下）。 
 
    阿修羅生性「諂曲」，老是懷疑：釋尊偏袒諸天，為阿修

羅只說四念住，卻為諸天說五念住等等。 
    《增含》〈八難品〉第 4 經也傳述：「阿須倫（阿修羅）便

作是念：應有五諦，今世尊但說四諦，與諸天說五諦」（大正 2，

頁 753 中）。 
    阿修羅這種心理特質，就是「x + 1 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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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7.數目的增減，《大毘婆沙論》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17： 
    A. 問：眼耳鼻處，何故唯二，不增不減？ 
    B. 問：何預流唯經七有流轉往來，不增不減？ 
    C. 問：何故大種唯四？ 
    D. 問：何故尊者以二十二根而作論？ 
    E. 作論者於佛所說中不能增一說「十一想」，不能減一說

於「九想」。 
    F. 問：何故淨居唯五，不增不減？ 
    G.. 問：何故大丈夫相唯三十二，不增不減耶？ 

 
    就這些法數的問題，《大毘婆沙論》首先都提到脇尊者的

說法：「一切生疑，故不應責」、「此不應責。所以者何？若增若

減，俱亦生疑，不以疑故便違法相」等等，再進一步提出不同

的解說。 
    由此可見，數目的增減，有其不同的考量，不能一概而論。 
 

§ 1.1.8.1.這種數目增減的五道與六道的諍論，其實是佛教

宇宙論本身多元發展的縮影。Gombrich 在前文（本文§ 1.1.1.）
說到：所謂「古代印度的宇宙論」，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到四種宇

宙論云云，意指古代印度有四種宇宙論（最少）18。其實，所

                                                 
17 A.大正 27，頁 62 中；B.大正 27，頁 240 下；C.大正 27，頁 663 上；D.

大正 27，頁 728 下；E.大正 27，頁 837 上；F.大正 27，頁 881 下；G.大正

27，頁 889 上。  
18 印度吠陀文集所呈現的宇宙論，參看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1975]，62－

66、137－164；Klostermaier[2007]，86－90，而 Klostermaier 在同書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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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佛教宇宙論」也不能看成是單一而又一致的思想內容，佛

典所見的宇宙論雖有諸多共同的成素，但其內容也是有多樣化

的發展。 
     Kloetzli（[2005]）開宗明義就說：佛教宇宙論沒有一個

單一的系統（There is no single system of Buddhist cosmology），

事實上，佛教傳統的每一個教理主流，都依其特有的觀點，提

出相關宇宙論的敘述，把宇宙（universe）看成是進行解脫的場

域。 
中國的古德在面對與宇宙論有關的種種傳說裏，看到這一

些多樣化的發展，唐朝的普光，在解說過去七佛出世時的人壽

時，因為傳說不一，所以評為「部別不同」（本文 § 1.1.9.1.）。 
佛典所說世間毀壞，是分成二大前後接續的階段：一、先

是眾生「毀壞」（sattvasamvartani，但不是真正的「滅絕」，而

是「遷移」到另外的處所），二、接下來才是山河大地等器世間

的毀壞（bhajanasamvartani），但佛典對這二大階段所需的時間，

說法不一，唐朝道倫認為「見聞各異，難可會釋」（本文 § 
1.1.9.2.）。 
    宋朝志磐《佛祖統紀》（卷 31）的〈世界名體志〉別立一

小項〈土、水、風輪會異〉，摘述若干經論所說的風輪等厚度，

數值不一，所以其看法是：「經論所出，皆不能一，唯《俱舍》、

《立世》略同。佛所說義，不應有異，要是部主聽受機見有別，

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大正 49，頁 306 中）（本文 § 
                                                                                                        

note 1 認為 Macdonell[1897]此一作品仍是討論此一內容的典範。《往世書》

的宇宙論，參看 Klostermaier[2007]，91－100；Kloetzli[1987]，109－111。

耆那教的宇宙論，參看 Jaini[1979]，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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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以下將可以看到，在佛教宇宙論的相關論述，有許多不同

的見解。 
 

§ 1.1.8.2.彌勒是下一位要在人間出世的佛陀，這是佛教一

致的傳說。從《阿含經》及《尼柯耶》等早期佛典，就已經傳

述此事，嗣後關於彌勒的傳說，不斷集出。 
大體說來，關於彌勒的傳說（「彌勒傳說」），可分成三類：

一、彌勒的過去世，也就是「彌勒本生」，這是顯示彌勒成佛的

正當性，就如同釋尊的本生一樣；二、彌勒的現在世，這是釋

尊住世時，彌勒的生活、修行事蹟，重點在釋尊給予彌勒記說

成佛（授記）的情節；三、彌勒的未來世，也就是彌勒將來成

佛的情節，說明彌勒菩薩自兜率天下降，當時的自然環境，社

會情狀，人民的壽量；彌勒菩薩父母家世，當時的國王；彌勒

出家修行、成道；彌勒的教法，彌勒弟子與釋尊弟子的連結；

大迦葉的事緣。漢譯佛典的「下生經」與「上生經」，就是傳述

彌勒的未來世。 
「彌勒傳說」中，在彌勒下生時人民的平均壽命，以及自

然環境，乃至於如何進入這樣的時代，就涉及佛教的宇宙論。 
 
§ 1.1.8.3.依《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的傳述，彌

勒佛出世時，人類的壽命是八萬歲。《中含》第 66《說本經》

也是說：「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有佛，名彌勒如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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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也是如此19，嚴格說來，這三

部《阿含經》／《尼科耶》並不是專門開示「彌勒傳說」。 
    「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第十品〈彌

勒從兜率下降人間〉就是「彌勒（下生）傳說」，也是說彌勒下

生時，人壽八萬歲20。 
古于闐文的「彌勒傳說」也是說彌勒成佛時，人壽八萬歲21。 
傳為竺法護譯出的《彌勒下生經》（T 453），鳩摩羅什譯的

《彌勒下生成佛經》（T 454）、《彌勒大成佛經》（T 456），失譯

的《彌勒來時經》（T 457），這幾部「彌勒（下生）傳說」都說

彌勒是在人壽八萬四千歲出世22。 

                                                 
19 《轉輪聖王修行經》，大正 1，頁 41 下－頁 42 上；《說本經》，大正 1，頁

510 中；《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漢譯南傳》，第 8 冊，頁 71；

Walshe[1995]，403；Collins[1998]，612－613。  
20 耿世民[2003]，102：「現在正是人活八萬歲時」，參 Geng et al[1987]，366。

西元 1959 年 4 月，在中國新疆哈密天山區，發現了回鶻語《彌勒會見記》

（Maitrisimit）寫本（學者稱為「哈密本」），此一作品與所謂的「彌勒授

記」（Maitreya-Vyakarana）有關。西元 1974 年在中國新疆焉耆發現了吐火

羅語《彌勒會見記》（Maitreya-samiti，其全名是 Maitreyasamiti-nataka，

所以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是劇本，學者稱為「新博本」，因收藏在新

疆博物館）的寫本，季羨林[1998]就是介紹此一本子，但另又相當詳盡的

介紹漢語、巴利語及梵語的多種「彌勒傳說」。  
21見 Emmerick[1968]，307，即寫本第 336 頁背面 123 頌；關於于闐文的「彌

勒傳說」，參季羨林[1998]，90－116（季羨林[1998]，97－111 即是

Emmerick[1968]第 22 章的中文翻譯）。關於于闐文「彌勒傳說」與《彌勒

會見記》的比較，參看 Kumamoto[2002]。  
22 《彌勒下生經》（T 453），大正 14，頁 421 下；《彌勒下生成佛經》（T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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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義淨譯《彌勒下生成佛經》23（T 455）是說：「時彼國中

人，皆壽八萬歲」（大正 14，頁 426 中）。 
    這樣看來，彌勒佛出世時的人壽，有八萬歲與八萬四千歲

兩種不同說法24。但問題不只是這「四千歲」的差距。 
 

§ 1.1.8.4.《彌勒上生經宗要》（T 1773）說： 
 
    「問：依此論文，輪王與佛出世時異，云何輪王與佛同世？ 
    解云：輪王生時，未減八萬，末及始減，故得相值。 

    如《賢劫經》言：稍增至六萬歲時，有轉輪王，輪王相次，

經第七王時，人壽八萬四千歲，彌勒出興。 
    《大彌勒成佛經》亦云八萬四千； 
    《阿含經》及《賢愚經》中，止論八萬。 

    《俱舍論》云：長極八萬，短至十歲。 

    案云：言八萬者，舉其大數，不至九萬，故言極八。 

    又，佛出時，始減數十，大數未闕，所以猶言八萬四千。

若依此經，六萬歲時，亦有輪王，如何論說不減八萬者，

經說增時，論說減時。由是道理，不相違也」（大正 38，

頁 301 上）。 
 

                                                                                                        
大正 14，頁 423 下；《彌勒大成佛經》（T 456），大正 14，頁 429 上。  

23 這就是劉震[2009]所說的「百頌體《彌勒授記經》」；參看 Hartmann[2006]。 
24 參看郭忠生[2004a]，16－23 的討論。比較特殊的是，《長含》第 1《大本

經》說：「毘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但在隨後的偈頌卻作：「毘婆尸時

人，壽八萬四千」（大正 1，頁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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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上看，這段引文只有一小部份說到彌勒佛出世時的人

壽，但涉及複雜的佛陀出世時節相關問題。 
    依《俱舍論》所說25：世界（有情世間與器世間）的成、

住、壞、空，各歷經二十「劫」26，合計八十「劫」。但真正可

能作為計算歷時長短的，只有「住劫」，其餘的成、壞、空「劫」

的久暫，是比照「住劫」而來。 
在「住劫」的二十「劫」裏面，第一「劫」是「唯減」；最

後一「劫」是「唯增」；中間的十八「劫」是由「一增一減」所

構成（「中間劫」）。 
    所謂的「增」，是人壽從十歲遞增到八萬歲；「減」，是人

壽從八萬歲遞減到十歲。引文中的「《俱舍論》云：長極八萬，

短至十歲」，就是指這一點，而這也是人類壽命可能的上限與下

限（唯一的例外是，「住劫」第一「劫」從無量歲遞減到十歲）
27。 

關於諸佛出世的時節28，《俱舍論》認為「從此洲人壽八萬

                                                 
25 《俱舍論》〈分別世間品〉（卷 12），大正 29，頁 62 中－頁 63 中；參看《大

毘婆沙論》（卷 133），大正 27，頁 690 下、（卷 135）大正 27，頁 700 下。 
26 此處單稱「劫」，是因在名稱上，會有「小劫」、「中間劫」或是「中劫」

的說法。  
27 《俱舍論》（卷 12）：謂從風起，造器世間，乃至後時，有情漸住。此洲

人壽經無量時，至住劫初，壽方漸減。從無量減至極十年，即名為「初一

住中劫」（大正 29，頁 63 上）。但西元六世紀初在中國集出的《經律異相》，

對此有不同的理解：「劫初時，人壽四萬歲，後轉減促，止於百年，漸復

不全，乃至十歲（《雜心》同《小劫經抄》云：十二餘歲）」（大正 53，頁

4 中）。  
28 《俱舍論》〈分別世間品〉（卷 12），大正 29，頁 64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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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漸減乃至壽極百年，於此中間諸佛出現」，這是指佛陀出世

時，人壽的範圍。至於轉輪聖王則是「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

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減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眾

惡漸盛，非大人器，故無輪王」。《大毘婆沙論》的說法是「唯

於『減時』佛出于世，於『唯增時』輪王出世，於『增減時』

獨覺出世」29。這樣的見解認為：人壽在八萬歲以下，就不可

能有轉輪聖王。 
    如此一來，就有這樣的疑問：佛陀與轉輪聖王是否可能同

時存在？ 
    在《彌勒下生經》（T 453）、《彌勒下生成佛經》（T 454）、

《彌勒下生成佛經》（T 455）、《彌勒大成佛經》（T 456）、《彌

勒來時經》（T 457），這幾部漢譯「彌勒傳說」中，都有一位轉

輪聖王，而且還讓位給其子，在彌勒佛座下出家修行。 
 

§ 1.1.8.5.《阿含經》與《尼柯耶》中（《增含》除外），最

常被提及與「彌勒傳說」有關的是：1.《長含》第 6《轉輪聖王

修行經》、2.《中含》第 66《說本經》及 3.《長部》第 26《轉

輪聖王獅子吼經》等三部，但如果涉及轉輪聖王的議題30，還

要加上 4.《中含》第 70《轉輪王經》，合計四部。 
依 Analayo（[2010]，95－128）的研究，這四部經典代表

三個不同的階段： 

                                                 
29 《大毘婆沙論》（卷 135），大正 27，頁 700 下－頁 701 上。如果從嚴格的

字面來看，只有「第一劫」（「唯減劫」）會有佛陀出世；只有第二十「劫」

（「唯增劫」），會有輪王出世；辟支佛則在中間十八個「增減劫」出世。  
30 關於轉輪聖王的論題，參看 Analayo[2010]，109，note 36 所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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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是《中含》第 70《轉輪王經》，這部經只單純的

說到轉輪聖王的代代相續，從最早的名叫堅念的轉輪王開始，

「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

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之後堅念的轉輪王把王位傳給其

子，自己則「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經文接著描述繼位者其實未能把握「相繼之法」，國家治理不

彰，社會生活每下愈況，人心不安，人壽遞減，甚至到了人壽

十歲的狀態。後來之人「幡然改悟」，社會狀態改善，人壽遞增。

到了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螺（Wavkha），為轉輪王，聰明智

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而

且描述當時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的理想情狀。 
《中含》第 70《轉輪王經》說的是社會的興衰，道德良窳，

人壽遞減遞增的各種情形，完全沒提及彌勒成佛之事。 
二、第二階段是《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與《長

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這二經都是在人壽遞增到八

萬歲時，除了有儴伽（Wavkha，即「螺」）轉輪王之外，還有彌

勒如來出世。 
這兩部經都沒有提到誰會是將來的彌勒如來，換言之，只

說到「彌勒傳說」的未來世。 
三、《中含》第 66《說本經》是第三階段，此經完全沒有

說到人壽遞減遞增的各種情形，只是「預記」說：「未來久遠，

當有人民壽八萬歲」，會有「王名螺，為轉輪王」，同時還會有

彌勒如來出世。不但這樣，在場聽法的比丘中，尊者阿夷哆發

願：自己將來成為螺轉輪王，釋尊雖對尊者阿夷哆這樣的發心

有所教斥，但還是給予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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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的尊者彌勒則發願：自己將來成為彌勒如來。 
釋尊授記尊者彌勒將來就是人壽八萬歲時的彌勒如來（詳

Analayo[2010]，115－116）。 
    所以《中含》第 66《說本經》同時說到「彌勒傳說」的現

在世與未來世。 
    Analayo（[2010]，112－113）認為：此處提及未來佛彌勒

是後出的添附（a later addition），「轉輪聖王經」原有的本子中，

應該沒有授記未來佛的情節。 
 

§ 1.1.8.6.這幾部「轉輪聖王經」，提到了人壽從八萬歲漸次

遞減到十歲，再從十歲次第遞增到八萬歲，這樣的上下界限與

循環，就是如同《大毘婆沙論》與《俱舍論》所說的一樣。從

這個角度來看，現存的三部「轉輪聖王經」（《長含》第 6《轉

輪聖王修行經》、《中含》第 70《轉輪王經》與《長部》第 26
《轉輪聖王獅子吼經》），也是佛教宇宙論的經典，由人壽的增

減循環，顯示出世間的成住壞空（人壽遞增遞減的循環，參看

下文 § 3.1.4.）。 
如《中含》第 70《轉輪王經》所說： 
 
「人壽十歲時，當有七日『刀兵劫』，彼若捉草，即化成

刀。若捉樵木，亦化成刀，彼以此刀各各相殺。彼於七日

『刀兵劫』！過七日便止」（大正 1，頁 523 中） 
 
這一段經文的前後（大正 1，頁 523 上 12－中 17）所描述

當時社會的情狀，同於《長含》第 30《世記經》第 11 品 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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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劫品〉所說的「刀兵劫」（大正 1，頁 144 上 19－中 25）。 
    《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也說：在人壽十歲時，

會有七日的「刀兵劫」（Satthantarakappa）。《長部注》又提及

Dubbhikkhantarakappa（饑饉劫）與 Rogantarakappa（疾疫劫）
31。這三者對應的梵語是32：wastrqntara-kalpa、

durbhiksqntara-kalpa、rogqntara-kalpa。而這正是《長含》第 30
《世記經》〈三中劫品〉開頭所說：「佛告比丘：有三中劫。何

等為三？ 一名、刀兵劫；二名、穀貴劫；三名、疾疫劫」。 

    再者，《長部》第 27 Aggabba Sutta，在 Rhys Davids（[1921]，

77－94）譯成”A Book of Genesis”，這是仿《聖經》〈創世記〉

的概念；Nattier（[1992]，11－13）則稱是”Primeval Sutra”；

Collins[1993]譯作”The Discourse on What is Primary (Aggañña 
Sutta)”；Walshe（[1995]，4 70 －415）是作” On Knowledge of 
Beginnings”；Gethin（[2008]，116－128）則譯為”The Origin of 
Things”；Tan[2010]是”The Discourse on the Foremost”，《漢譯

南傳》（第 8 冊，頁 74－頁 91）逕作《起世因本經》，這是採用

漢譯佛典已有的名稱33。 
    這部經一再的被譯成英語（或其他語言？），意味著現代

                                                 
31 經文部分見 Walshe[1995]，402；又見 Walshe[1995]，601，note 798 的說

明。  
32 分見《荻原梵漢》，1319A、594A、1137A。又見 Kajiyama[2000]，186。  
33 嚴格說來，這樣的譯名，略有誤導。《長部》第 27Aggabba Sutta 應相當於

《長含》第 5《小緣》經，這是在說婆悉吒（Vasettha）、婆羅墮（Bharadvaja）

二位婆羅門，自恃種姓優越，釋尊則開示「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須種姓，

不恃吾我憍慢之心。俗法須此，我法不爾」，以及「四姓本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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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同的觀點。Gombrich（[1992/2005]）就把 Rhys Davids 的

解讀，看成這是要讓歐洲讀者知道，佛教也有類似於〈創世記〉

的說法，更重要的是，Gombrich 嘗試「追本朔源」，從《梨俱

吠陀》（Rig-Veda）、Brhad-aranyaka Upanisad 等早期印度典籍

的宇宙生成論，來看 Aggabba Sutta 與之相近似的文句，推論其

關係34。Collins[1993]不但對此經有所解說，Collins[1998]又有

所討論。依 Gethin（[1997]）說法，則把佛教的禪定（靜慮等）

與宇宙論聯結一起35。Benavides[2005]，從《Aggabba Sutta》探

討了佛教所說稻米、勞動與私有財產起源的神話，對人類經濟

行為的描述（金錢貨幣、資本累積、交換）。從這一些學者的引

述，可以管窺現代學者對此經的重視。 
    不論其名稱是什麼，本經的內容是為了批判「種姓優越

論」，進一部開示世間初成之後，地球上人類的「演化」，以及

婆羅門等社會（種姓）制度的形成，是基於古代同一人類的職

業分化，社會分工。 

    這樣的內容，是佛教宇宙論的一環。《長部》第 27 Aggabba 
Sutta 這一部分的內容，相當於《長含》第 30《世記經》第 12

                                                 
34 參看越建東[2010]的說明與評論。  
35 靜慮及無色各有二種：生（upapatti）與定（samapatti），就顯示出禪修與

宇宙論的關聯。參看《俱舍論》〈分別定品〉：「先辯靜慮差別。此總有四

種，謂初、二、三、四。四各有二：謂定及生。生靜慮體，〈世品〉已說」；

「此（無色）與靜慮數自性同，謂四各二；生如前說，即〈世品〉說：由

生有四」（大正 29，頁 145 上－下）。《大毘婆沙論》（卷 84），大正

27，頁 432 中。又參 Wynne[2007]延續探 Gombrich 的論述，探討了早期

Brahminism 的禪定與宇宙論的關係，進而說明其對佛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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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世本緣品〉的一部分36。 
    《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與《長部》第 27Aggabba 
Sutta 這兩部關於世界興替盛衰，人間社會（種姓）制度的經文

被編在一起37，在此架構之下，「預記」未來彌勒佛出世的情節，

這樣的思考，對於後代的「彌勒傳說」有一定的影響。此一問

題涉及的層面很廣，宜另以專文討論，此處只引宋朝志磐《佛

祖統紀》來說明。 
    西元十三世紀中葉（約 1258-1269）成書的《佛祖統紀》，

在其〈三世出興志〉第十四，廣引經論，在世間成住壞空的架

構中，說明前後相續的過去佛、未來佛出世的情況。現在是賢

劫的「第九小劫」，人壽減至五萬歲、四萬歲、二萬歲與百歲時，

分別有拘留孫佛、俱那含牟尼佛、迦葉佛與釋迦牟尼佛出世。

等到「第十小劫」，人壽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佛出世（詳大正

49，頁 299 上 21－頁 301 上 7）。 
    志磐在說明彌勒佛出世情節之後，又引經文說： 

 

                                                 
36 大正 1，頁 145 上－頁 149 下；《大樓炭經》第 13〈天地成品〉，大正 1，

頁 305 中－頁 309 下；《起世經》第 12〈最勝品〉，大正 1，頁 358 上－頁

365 上；《起世因本經》第 12〈最勝品〉，大正 1，頁 413 上－頁 420 上。  
37 相當的《長含》第 5《小緣經》與《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也是

編在一起。在 Gilgit 發現的根本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梵本，似乎沒有

編入這兩部經典（參看 Hartmann[2004]；劉震[2010]，23－29 所引圖表），

至於《中含》第 154《婆羅婆堂經》與《中含》第 70《轉輪王經》被分編

在不同的架構，應該是集出的理念不同。關於此二經的關聯，又參

Collin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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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處胎經》去彌勒世有五十六億七千萬歲。 

《處處經》五十億七千六十萬歲。 

《彌勒下生經》、《上生經》並云：五十六億萬歲。 

《莊椿錄》：自佛滅取彌勒生，有八百八十萬九千二百年。 

諸說不同，未曾校算」。 
 
    志磐所引出處不明的《莊椿錄》

38
明白的算出：釋尊滅度後

八百八十萬九千二百年，應該就是按照人壽增減計算而來，而

這是在器世間成住壞空的脈絡說明彌勒佛出世的時間。 

 

§ 1.1.8.7.在佛典裏，「記說」（vyakarana；veyyakarana）有

多種的意義，《中含》第 66《說本經》等經，就是關於未來佛

的記說： 
 

「從甚深的教說與證德，而通於因果業報，未來佛德的『記

說』，在宗教解脫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對信者來說，

這不是『世論』，不是學者的研究、演說，也不是辯論，

而是肯定的表達佛法的『真實義言』，能使聽者當下斷疑

生信，轉迷啟悟的；這是充滿感化力的『記說』」（印順法

師[1971]，532）。 
 
    依這樣的理解，「從甚深的教說與證德，而通於因果業

報」，未來佛的記說（授記）並不是一般理解的「預言」。 
                                                 
38在 CEBTA 2011 版光碟，以「莊椿」二字全文檢索，共出現 32 次，宋朝

開始就有人引用，但無法確認這是何人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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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含》第 66《說本經》的前半段，是眾比丘在一起討論

與布施有關的法義，阿那律尊者（Anuruddha，無滅，阿泥盧馱）
39自述其本生因緣：他自己在過生中曾供養辟支佛，因而獲得

無數利益。 
    針對這段事緣，《大毘婆沙論》一共提及三個教理上的思

考40。其中有二個與下引經文有關： 
 
「諸賢！我因施彼一缽食福，七反生天，得為天王；七反

生人，復為人王。 

    諸賢！我因施彼一缽食福，得生如此釋種族中，大富豐

饒，多諸畜牧、封戶、食邑，資財無量，珍寶具足。 

    諸賢！我因施彼一缽食福，棄捨百千垓金錢王，出家學

道，況復其餘種種雜物。 

    諸賢！我因施彼一缽食福，為王，王臣，梵志，居士．一

切人民所見識待，及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所見敬重。 

    諸賢！我因施彼一缽食福，常為人所請求，令受飲食，衣

被，氍氀．毾[毯-炎+登]．床褥．綩綖．病瘦湯藥，諸生

                                                 
39 《印佛固辭》，47－51；DPPN，I，85－90。  
40 《大毘婆沙論》（卷 1）：如於「異熟因具」立「異熟因」名，如彼尊者無

滅所說：「我由一食異熟因故，七生天上七生人中，於最後身得盡諸漏」。

非即一食是異熟因，勝義異熟因者，謂諸不善善有漏法。然彼尊者即說一

食為異熟因，是彼具故（大正 27，頁 3 下－頁 4 上）；《大毘婆沙論》（卷

37）：如尊者無滅言：我若知彼有此威德應更多施，何大少耶？（大正 27，

頁 191 中）。及此處所引（卷 21）。  

34   正觀第六十三期/二Ο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活具，非不請求」。 
 
    阿那律因為供養辟支佛「一缽食」，得到這麼多福報，特

別是「七反生天，得為天王；七反生人，復為人王」，的確是殊

勝難得。 
    《大毘婆沙論》認為：「一剎那業，唯能引一眾同分」，也

就說：一次的作為，只能得到一次生天作天王的福報。如何理

解「七反生天」、「七反生人」？《大毘婆沙論》的解說是： 
     
    「01 彼顯初因，故作是說。謂彼先以一食施故，生富貴家，

多饒財寶。由宿生念或本願力，復以百千財食布施，如是

展轉經於多生，常好布施，受大富樂。彼依初因，故作是

說。 

譬如農夫以少種子多年種殖，展轉增長至百千斛，唱如是

言：我殖少種，今獲百千。又如商客以一金錢多時貿易至

於千萬，唱如是言：我用一錢經求滋息，今至千萬。此等

皆依最初因故作如是說，尊者亦爾。 

02 復次，或彼尊者於一生中先施一食，後復數施，由此引

發多人、天因。彼依最初，故作是說。 
03 復次，或彼尊者施一食時起多思願，由此引得天上、人

中多異熟果。 
04 復次，或彼尊者因施一食，起下、中、上三品善業，由

下業故，生在人中得為人主；由中業故，生於天上復作天

王；由上業故，於最後身生釋氏家，多饒財寶，出家修道

成阿羅漢」（大正 27，頁 9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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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供養辟支佛「一缽食」只是「初因」，在往後得

到福報的受生當中，還要「展轉經於多生，常好布施」，這樣不

斷的累積，展轉精進。如果把本生中供養辟支佛看成是起點，

那麼到最後漏盡之間，還要經過多生（甚至是多生多劫）的努

力，並不是單憑供養辟支佛「一缽食」。 
 

§ 1.1.8.8.在《中含》第 66《說本經》後半段，釋尊加入討

論。阿那律是就「過去事」而說，釋尊則開示「未來事」。 
    在這一段記說未來佛的經文，不算太長，但其敘述卻有巧

思（機鋒？）。 
    首先，在「彌勒傳說」中，彌勒與阿逸多（阿夷哆），究

竟是同一人？還是不同人，在佛典裏傳說不一（郭忠生[2003]，

56－68），《說本經》刻意以尊者阿夷哆發願成為轉輪聖王，又

以尊者彌勒發心成為彌勒如來，也許要表達「轉輪聖王」與「佛

陀」之間的多元思考。 
    其次，最令人好奇的是：釋尊為什麼要記說尊者彌勒就是

未來的彌勒如來？而釋尊在記說之後，回頭要阿難取出「金縷

織成衣」交給尊者彌勒，又要求尊者彌勒將此頂「金縷織成衣」

供養三寶。這樣的情節是否突兀？ 
    《大毘婆沙論》（卷 178）對此的解說是： 
 
    「爾時，世尊聞彼語已，起『前際智』，審觀慈氏三無數

劫修四波羅蜜多得圓滿不？，即如實知：皆已圓滿。 

    復審觀彼百大劫中修相異熟業得圓滿不，即如實知，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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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業，餘皆圓滿。 

    由此佛告大生主喬答彌言：汝今可以此金色衣，布施眾

僧，若供養僧，當知亦名供養於我。 

    佛時預知眾僧得此金色衣已，有是因緣應慈氏得，慈氏得

已必當施我，乃至廣說，由此因緣金色業滿」（大正 27，

頁 894 上）。 
 
    依論文的解說，釋尊並沒有立即記說，而是先觀察尊者彌

勒是否已經圓滿修習四波羅蜜多？「相異熟業」是否已經圓滿？

結果發現尊者彌勒還缺「金色相業」，所以釋尊命尊者彌勒以「金

色衣」供養僧眾。 
   不但是這樣，釋尊又觀察二事： 
 
    「世尊起前際智，觀慈氏前際已，復起『後際智』，審觀

未來人壽八萬歲時，氏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依身

不？即知彼有。 
    復審觀察，彼於爾時為有堪能得菩提不？即知彼能」（大

正 27，頁 894 中）。 
  
    經過這樣的周折之後，釋尊才給予記說：「如汝所願，汝

於來世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佛，名曰慈氏如來應正等覺」。 
    所以釋尊的記說，顯有所本。釋尊只是「確認」尊者彌勒

本身具足的「甚深證德，而通於因果業報」41。 
                                                 
41 《大毘婆沙論》緊接著對「前際智」與「後際智」的性質，有所說明（大

正 27，頁 894 中 2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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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8.9.依《大智度論》（卷 42）所傳42：釋尊住世時的六

師外道，「六師皆自稱一切智。不蘭迦葉有大名聞，是大眾師，

其弟子死，若小若大，皆不說其生處；餘五師弟子死，若小若

大，皆說其生處。佛亦是大師，有大名聞，其弟子死，小者說

其生處，大者不說其生處」。 
    先尼梵志（Wrenika）對此感到疑惑。釋尊的回答是：「我

法甚深，微妙難解！汝等長夜著諸異見、異欲、異法，汝於我

法不能疾見！」；「若我弟子是法中不了了知者，說有後生，本

來有我慢等殘故」；「若我弟子了了解知是義者，不說其生處，

本來我慢等無殘故」。 
    佛教的解脫者是「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後

有」，則其在命終之後，當然沒有往生之處，所以不予記說。 
    依《阿含經》及《尼柯耶》，佛弟子在修道上有成就，例

如證得初果，都可以「自記說」，也就是「將自己從智證而得深

信不疑的境地，明確無疑的表達出來」。 
    對於某一人是否有果證（「他記說」的一種），卻不是簡單

的事。 
    在《雜含》第 1148 經43，波斯匿王看到好幾個外道，「身

皆麤大，彷徉行住」在祇樹給孤獨園外。之後，波斯匿王向釋

                                                 
42 大正 25，頁 368 中－下，參看 Lamotte[1976」，2141，note 1 的說明，又

《雜含》第 105 經（大正 2，頁 31 下－頁 32 下）是說：這六師「悉不記

說其所往生處」。  
43 大正 2，頁 305 下－頁 306 上；參看《相應部》〈拘薩羅相應〉第 11 經（《漢

譯南傳》，第 13 冊，頁 141－頁 143；Bodhi[2000]，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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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表白，他認：「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斯等則是」。釋尊的開示

是： 
 
    「汝今且止！汝亦不知是阿羅漢，非阿羅漢，不得他心智

故。 

    且當親近，觀其戒行，久而可知，勿速自決。 

審諦觀察，勿但洛莫，當用智慧，不以不智。 

經諸苦難，堪能自辯，交契計挍，真偽則分。 

見說知明，久而則知，非可卒識，當須思惟，智慧觀察」。 
 
    要認定某人是否已得阿羅漢果，並非易事，更何況要確知

某人將來是否成就佛果。 
    依這樣的理解，《大毘婆沙論》（卷 178）的解說，應該是

《說本經》集出者的真意。 
 

§ 1.1.8.10.雖然如此，上引《大毘婆沙論》（卷 178）說，「金

色衣」是取自大生主喬答彌（佛陀姨母），有別於《說本經》。

但論文還提及： 
 
「此中或說：佛欲令彼金色業滿，告阿難陀言：汝可為我

覓新金色衣，吾欲持與慈氏。 

時，阿難陀如教即得，尋時跪進。 

世尊得已，命慈氏言：汝可取此新金色衣。 

慈氏承命，然不敢取。 

佛言：但取！任汝奉施佛上首僧，所以者何？汝於未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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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福饒益世間故。 

慈氏敬諾，取已，奉施佛上首僧，由此因緣，金色業滿」

（大正 27，頁 894 上）。 
 
    這一情節，近於《說本經》的說法。在「彌勒傳說」的現

在世部分，「金色衣」或「金縷織成衣」是經常出現的情節44。

在《說本經》與《大毘婆沙論》所傳的事緣都是說，尊者彌勒

在受持之後，又供養三寶，自己不再持有。 
    值得注意的是，西元五世紀中葉，中國的慧覺、威德等八

人，西行求法，到了于闐的大寺，遇見當地五年一次舉行的「般

遮於瑟會」。會中長老各講經律，他們八人分別聽了記錄下來，

譯成漢文，於西元 445 年回到高昌，綜集成為這一部經，又經

過流沙，送到涼州，涼州名僧慧朗將它題名《賢愚經》45。 
    《賢愚經》〈波婆離品〉傳述了彌勒傳說結合了多種傳說，

描述彌勒的現在世、未來世與過去世（大正 4，頁 432 上－頁

436 下）。其中，彌勒在取得金色僧衣之後，穿在身上，外出乞

食。這引起信眾的注意，有一穿珠師引領彌勒回住處接受供養。

穿珠師為了聽法，把一份可以得到十萬錢的工作放在一旁。這

就引起這樣的思考：「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

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萬錢？」，緊接下來就是如同《中含》

                                                 
44 參看郭忠生[2003]，75－82。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三品）的說法，

參看耿世民[2003]，86，又參 Analayo[2008]，106－108 的評論。  
45 見《出三藏記集》（卷 9），〈賢愚經記〉，大正 55，頁 67 下。關於于闐的

佛典，參看 Kumamota[1993]，Skjærvø[1993]；又參看 Mair[1993]對漢譯

《賢愚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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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說本經》的情節。但《說本經》，只有阿那律講述其本

生世緣，在〈波婆離品〉則由釋尊開示了彌勒與勝伽轉輪王

（Wavkha，即儴伽、「螺」）的本生事緣，這樣就給彌勒如來與

轉輪王同時存在，提供了事實上的依據46。 
《賢愚經》的彌勒傳說，是慧覺等人於西元五世紀中葉在

于闐聽聞而來，但現在所看的收在 The Book of Zambasta
（Emmerick[1968]，301－341）的「彌勒傳說」，卻只說到彌勒

的未來世47。 
 

§ 1.1.9.1.前文談過（§ 1.1.8.6.），宋朝志磐在《佛祖統紀》

〈三世出興志〉說：現在是賢劫「第九小劫」，人壽減至五萬歲、

四萬歲、二萬歲與百歲時，分別有拘留孫佛（Krakucchanda；

Kakusandha）、俱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KoNAgamana）、迦

葉佛（KAZyapa；Kassapa）與釋迦牟尼佛出世（大正 49，頁 299

上 21－中 4）。 
不過，玄奘弟子普光在《俱舍論記》（卷 12）討論佛陀出

世的時節，有這樣的說明： 
 
「於八十劫中，二十成劫，二十壞劫，二十空劫，無佛出

世。唯於二十住劫中，有佛出世。 

                                                 
46 同樣的彌勒本生，亦可見諸《根有律藥事》（大正 24，頁 25 上－頁 26 上）；

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 16 品也收錄此一本生（耿世民[2003]，249－258）。 
47 依 Encyclopædia Iranica 網路版，現在所看的 The Book of Zambatsa 不可能

早於西元七世紀，見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book-of-zambasta-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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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於二十住劫中，十九增位無佛出世，十九減位有佛出世。 

就劫減位，始從八萬乃至百年，於此中間有佛出世。故《賢

劫經》第十說
48
：妐留孫佛人壽四萬歲時出世，妐那含牟

尼佛人壽三萬歲時出世，迦葉佛人壽二萬歲時出世，釋迦

牟尼佛人壽百歲時出世。 

若依《西域記》第六：妐留孫佛人壽六萬歲時出世，妐那

含牟尼佛人壽四萬歲時出世，迦葉波佛人壽二萬歲時出

世，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出世。 
此應部別不同」（大正 41，頁 194 下）。 

 
    玄奘在（《西域記》卷 6）「室羅伐悉底國」與「劫比羅伐

窣堵國」兩地聽到這樣的傳說49，應有所本。就是這樣，其弟

子普光就只能說「此應部別不同」！ 
    《大智度論》（卷 31）則說50：「拘樓餐陀佛，壽六萬歲；

迦那伽牟尼佛，壽三萬歲；迦葉佛，壽二萬歲；釋迦文佛，壽

百歲，少有過者；彌勒佛，壽八萬四千歲」，又是另一種傳說。 
    《長含》第 1《大本經》傳述：「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

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大正 1，

頁 2 上），這是相當普遍的說法，《賢劫經》沿襲下來。 
    《雜含》第 956 經（大正 2，頁 243 中－下），與對應的《相

                                                 
48 大正 14，頁 50 中－下。  
49 大正 51，頁 900 下、頁 901 中，但《西域記》並沒有說「第九劫」。玄奘

弟子窺基的《瑜伽論劫章頌》說：「六萬四萬二萬時，拘留那含迦葉興」，

即是受此影響。  
50 大正 25，頁 311 下；Lamotte[198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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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部》〈無始相應〉第 20 經51，也傳述相同的說法，特別的是，

Bodhi（[2000]，797，note 264）引用注解書所說：經文的「拘

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不能看

成從四萬歲直接遞減到三萬歲，正確的理解是：拘樓孫佛入涅

槃後，人壽漸次遞減到十歲，之後遞增到「阿僧祇歲」

（asavkheyya，無數歲），再漸次遞減到人壽三萬歲時，拘那含

佛才出世。這樣的模式適用於後續之佛陀，包括彌勒佛在內。 
    巴利語注解書此一看法，相當於《大毘婆沙論》所說的「減

劫時佛出」；但所謂人壽遞增到無量歲，這與「長極八萬，短至

十歲」，並不相同（本文 § 1.1.8.4.）。這意味著，前後相續的諸

佛是在人壽增減的循環中出世，而且不是在同一個「減劫」出

世（但從 Bodhi 比丘此一引文，看不出是否有「住劫」二十「劫」

的意思）。 
    現在是賢劫「第九小劫」的說法，參看下文的討論（本文 
§ 3.1.5.～§ 3.1.6.）。 
     

§ 1.1.9.2.佛典所說的世間毀壞（「壞劫」），分兩階段進行：

首先是絕大部分的眾生「毀壞」（但不是真正的「滅絕」，而是

「遷移」到另外的處所），接下來才是山河大地等器世間的毀壞

（「人去」而後「樓塌」）。 
這兩階段各費時多久？ 
《大毘婆沙論》（卷 134）認為：「如是說者：十九劫壞有

情，一劫壞器。別業難轉，非共業故」，而且提到另兩種見解「有

                                                 
51 《漢譯南傳》14 冊，頁 237－頁 240；Bodhi[2000]，65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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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十劫壞有情，十劫壞器。有說：十五劫壞有情，五劫壞器」

（大正 27，頁 691 中）。《俱舍論》也是採「十九劫壞有情」的

見解（大正 29，頁 63 中）。 
真諦譯的《立世阿毘曇論》則說：「散壞有二：一者、眾生

世界散壞；二者、器世界散壞。十小劫中，眾生世界散壞，次

十小劫，器世界散壞」（大正 32，頁 221 下），這正是《大毘婆

沙論》（卷 134）所列出而不採的說法。  
    這樣的歧異，如何會通？玄奘門下道倫（即遁倫）在《瑜

伽論記》（T 1828）針對這樣的疑問，說到「見聞各異，難可會

釋」（大正 42，頁 326 上）。 
佛典所見各種與宇宙論有關的見解，這類「部別不同」或

是「見聞各異，難可會釋」的情況，為數不少。 
 
    § 1.2.1.Gombrich（[1975]，135）認為，對佛教徒來說，空

間與時間二者，都是無限的（both space and time are infinite）。

這裏的空間是「無限」，究何所指？ 
    在《雜含》第 1307 經，赤馬天子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

能夠「行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處不？」 
    釋尊的回答是：「無有能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

處者」。 
    赤馬天子向釋尊報告：他回想自己在過去生中，曾經是外

道仙人，修得大神通，能夠「登一須彌至一須彌，足躡東海，

越至西海」，就想要以這樣的神通力，找尋世間的盡頭。在經過

百年之後，命終之前，還是無法達到世間的盡頭，「不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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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之處」（大正 2，頁 359 上─中）
52
。 

    赤馬天子一開始的提問，其實涉及兩個問題：「世界邊」

與「不生不老不死處」，而依經文的意旨，赤馬天子認為這二者

是同一個地方。之後，赤馬天子提到自身過去的經歷：以大神

通非常快的速度，經過百年的追逐，還是未能如願。 
    經文的世界（loka）與邊（anta），有多樣化的意義。赤馬

天子所說的，顯然是一種空間世間，所以才會一直的往外追尋。 
    釋尊所開示的：「赤馬！若比丘於世間苦若知，若斷。世

間集若知，若斷。世間滅若知，若證。世間滅道跡若知，若修。

赤馬！是名得『世界邊』，度世間愛」，說的則是另一種意義的

世間53。 
    赤馬天子以神通力，在百年之間所到達的地方，應該是非

常、非常遙遠，但還稱不上是「無限」。 
 
    § 1.2.2.依《相應部》〈梵天相應〉第 14 經所傳54，尸棄佛

（Sikhi）的上首弟子之一 Abhibhu 比丘，以神通力上昇到梵世

（brahmaloka），承尸棄佛之命而向諸梵天說法。Abhibhu 比丘

                                                 
52 另見《增含》〈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大正 2，頁 756 上；《別雜》第 306

經，大正 2，頁 477 中－下；南傳〈天子相應〉第 26 經（Bodhi[2000]，

157－158；《漢譯南傳》，第 13 冊，頁 111－頁 112）【Bodhi[2000]，1413，

note 96 認為：〈六處相應〉第 116 經也許可看成是本經的注解】；《增支》

四集 45 經、46 經（《漢譯南傳》，第 20 冊，頁 84－頁 88）。  
53 參看《雜含》第 234 經（大正 2，頁 56 下－頁 57 上）以及郭忠生[2010]，

224－226 的討論。  
54 《漢譯南傳》，第 13 冊，頁 257－頁 260；Bodhi[2000]，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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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一千世界（sahassilokadhatu）聽到他的聲音。 
    此一事緣的其他傳本，有助於理解梵世（brahmaloka）的

意義： 
    一、《中含》第 131《降魔經》55說：「尊者音住梵天上，以

常音聲滿千世界，更無有弟子音聲與彼等者，相似者，勝者」

（大正 1，頁 620 下）。 
二、單譯《魔嬈亂經》（T 66）說：「尊者毗樓者，住梵天

上，能以香聲，滿千世界，無有弟子與此等者與聲等者，無相

似者，謂能說法」（大正 1，頁 864 下）。 
    三、單譯《弊魔試目連經》（T 67）作：「何故賢者名曰洪

音？住於梵天，謦揚大聲，聞于三千大千世界」（大正 1，頁 827）。 
    四、《立世阿毘曇論》（T 1644）：「過去有佛，名曰尸棄。

時，有弟子，大神通第一，名曰阿毘吼，是比丘坐在第四禪梵

處，以一指光，照一千世界，一音說法，一千世界俱解正義」

（大正 32，頁 174 上）。 
    〈梵天相應〉第 14 經的「梵世」，在《立世阿毘曇論》明

說是第四禪梵處，而除了《弊魔試目連經》說其聲音及於「三

千大千世界」，其餘都說 Abhibhu 比丘的聲音及於「一千世界」。 
    此一事緣在《增支》三集 80 經有同於《立世阿毘曇論》

引述的情節56：阿難請問：如果 Abhibhu 比丘能讓一千世界聽

到他的聲音，那麼佛陀的聲音究竟可以達到何處？有哪些世界

的人可以聽到？ 
                                                 
55 依《中含》第 131《降魔經》、《魔嬈亂經》、《弊魔試目連經》，這是拘樓

孫佛時代之事。  
56 《漢譯南傳》，第 19 冊，頁 323－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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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涉及佛陀論（佛陀的殊勝）以及佛教的宇宙論。經文說：

「如來（佛陀）若希望，則所發之音聲，可令三千大千世界得

知，或復希望，可令更遠者得知」。如果願意的話，佛陀可以讓

他的聲音被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人聽到。 
    鳩摩羅什譯的《大品經》（T 223，〈四攝品〉）可以看到

這樣的文句：「佛音聲遍滿三千大千國土；若欲大聲，則遍滿

十方無量阿僧祇國土，隨眾生多少，音聲遍至」（大正8，頁395

下），而且在〈初品〉勸勉「菩薩摩訶薩欲發一音，使十方如

恆河沙等世界聞聲，當學般若波羅蜜！」（大正8，頁219下），

用語可能不完全一樣，但顯然是出於同樣的理路。 
《立世阿毘曇論》與《增支》三集 80 經文在作這樣陳述之

前，先解釋「三千大千世界」的意義。 
    《雜含》第 424 經、第 425 經、426 經也可看到相同的「三

千大千世界」定義，事實上，佛典對三千大千世界的定義，包

括《瑜伽師地論》（卷 2，大正 30，頁 288 上）、《大智度論》（卷

7）的說法，基本架構都很一致57，但因涉及「梵世」（brahmaloka）

的意義，佛典裏往往可以看到不同的表述。 
    最廣義的 brahmaloka，兼指色界及無色界諸天，廣義的則

                                                 
57《雜含》第 424 經、第 425 經、426 經（大正 2，頁 111 下－頁 112 上）；《大

智度論》（卷 7），大正 25，頁 113 下（Lamotte[1944]，447－448）；《長含》

第 30《世記經》，大正 1，頁 114 中－下；《大樓炭經》，大正 1，頁 277

上－中；《起世經》，大正 1，頁 310 中－下；《起世因本經》，大正 1，頁

365 中－下；《立世阿毘曇論》，大正 32，頁 174 上－中。  

《增支》十集第 29 經則說到「小千世界」（《漢譯南傳》，第 25 冊，頁 242）。

《雜含》第 504 經，也只說到小千世界（大正 2，頁 13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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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色界諸天，狹義的僅指色界初禪之天58，而「三千大千世界」

之「中千世界」、「小千世界」，會因 brahmaloka 的意義，而有

不同的內容。 
    依《雜含》第 424 經的說明： 

 
「如日遊行，照諸世界，乃至千日、千月，照千世界，千

須彌山；千弗婆提，千閻浮提，千拘耶尼，千鬱單越；千

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炎魔天，千兜率天，千化樂天，

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名小千世界

（Sahasracudikalokadhatu）」（詳見大正 2，頁 111 下－頁

112 上）59。  
 

                                                 
58 PBD, s.v. brahma-loka；PED, s. v. brahma-loka。  
59 《增支部》三集 80 經的用語：“Yavata, Ananda, candimasuriya pariharanti, 

disa bhanti virocana, tava sahassadha loko. Tasmim sahassadha loke sahassam 

candanam, sahassam suriyanam, sahassam sinerupabbatarajanam, sahassam 

jambudipanam, sahassam aparagoyananam, sahassam uttarakurunam, 

sahassam pubbavidehanam, cattari mahasamuddasahassani, cattari 

maharajasahassani, sahassam catumaharajikanam, sahassam Tavatimsanam 

sahassam yamanam sahassam tusitanam, sahassam nimmanaratinam, 

sahassam paranimmitavasavattinam, sahassam brahmalokanam– ayam 

vuccatananda, sahassi culanika lokadhatu.  

“Yavatananda sahassi culanika lokadhatu tava sahassadha loko. Ayam 

vuccatananda, dvisahassi majjhimika lokadhatu.  

“Yavatananda, dvisahassi majjhimika lokadhatu tava sahassadha loko. Ayam 

vuccatananda, tisahassi mahasahassi lokadh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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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雜含》第 425 經的說明，「二千中千世界」 
（Dvisahasramadhyamakalokadhatu）就是 1000 個「小千世界」 
（1,000×1,000），也就百萬個（106）以須彌山為中心，人類與

其他諸趣（含天趣）所居住的器世間（以下簡稱「器世間」）；

依《雜含》第 426 經，「三千大千世界」

（Trisahasramahasahasralokadhatu）是 1000 個「二千中千世界」

（106×1,000），也就是十億個（109）器世間。 
     
    § 1.2.3.以現代的算法，「三千大千世界」是十億個（109）

器世間。《瑜伽師地論》（卷 2）的說明是： 

 
「如是百拘胝四大洲、百拘胝蘇迷盧、百拘胝六欲天、百

拘胝梵世間，三千大千世界，俱成俱壞。 

即此世界有其三種： 

一、小千界，謂千日、月乃至梵世，總攝為一； 

二、中千界，謂千『小千』； 

三、大千界，謂千『中千』； 

合此名為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四方上下，無邊無際三千世界，正壞正成。 

猶如天雨，注如車軸，無間無斷，其水連注，墮諸方分。

如是世界，遍諸方分，無邊無際，正壞正成。 

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佛土，如來於中，現成正覺；於

無邊世界，施作佛事」。 
 
    此段文字的重點有：一、「三千大千世界」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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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千大千世界」內的器世間是「俱成俱壞」（但應注意「壞」

的範圍）；三、四方上下，有非常多（無邊無際）的「三千大千

世界」；四、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個佛土，但佛陀能「於

無邊世界，施作佛事」。 
    百拘胝四大洲、百拘胝蘇迷盧、百拘胝六欲天等等，現存

梵本作：eva  j krtv  a koti-wata  j catur-dvipikan  aj koti-wata  j

sumer  unaj koti-wata  j sa  nnaj kamavacaran  aj deva-nikayanaj 

koti-wataj brahma-lokanaj60
，「百拘胝」這樣的數目，究竟是多

少？另一個問題是：「梵世（間）brahma-loka」的內容是什麼？

先說數值的問題。 

窺基在《瑜伽師地論略纂》(T 1829）的解說是： 
 
「結成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化境。 

中云『俱胝』者，《俱舍》第十二：五十二數中第八數，

名俱胝，謂一、十、百、千、萬、洛叉、度洛叉、俱胝。 

以十相乘，洛叉，當一億；度洛叉，當十億；俱胝，當百

億。 

然西方有四種億：一、十萬為億；二、百萬為億；三、千

萬為億；四、萬萬為億
61
。 

今《瑜伽》《顯揚》數『百萬為億』，十億為俱胝，故言『百

俱胝為一佛土』。 

                                                 
60 http://ybh.ddbc.edu.tw/ui.html（YBh Yo-BB p. 44, 03~05）。  
61 窺基《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T 1772）（卷下）說：西方「億」有三數

（大正 38，頁 295 上）。又，《三彌勒經疏》（T 1774）說：西方億有二數

（大正 38，頁 3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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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千萬為億，名為百萬億。 

《智度論》十萬為億，名百億。勘於《華嚴》二十五〈勝

王菩薩品〉」（大正 43，頁 17 中－下）。 
 
    玄奘譯《俱舍論》（卷 12）說到 60 數的數目系統，是十進

位。以現代的用語來說，洛叉（lakSa）、度洛叉（atilakSa）、俱

胝（koTi）分別是十萬（105）、百萬（106）與千萬（107）。 
    窺基的理解是：「以十相乘，洛叉，當一億；度洛叉，當

十億；俱胝，當百億」。事實上，窺基在同書稍前已明說：「洛

叉，是億也」（大正 43，頁 16 上 8）。但他也注意到，漢字「億」

可以指西方所說的四種數值62。 
    窺基認為《瑜伽師地論》與《顯揚聖教論》63，都是以「百

萬」（106）為「億」，而「十億」（10×106）為「俱胝」（107），

所以說「百俱胝」（100×107＝109）為一佛土。 
    這樣的算法，未免周折勞費，只要直接說俱胝（koTi）是

千萬（107），百俱胝就是十億（109）了。Kajiyama（[2000]，198）

在英譯《瑜伽師地論》這一段文字時，說：a billion（kotiwata）

worlds，就是此一數值64。 

                                                 
62 關於梵語洛叉（lakSa）、俱胝（koTi）以及佛典所見漢字「億」的數值，

參看郭忠生[2011]，225－229 的討論。  
63 參《顯揚聖教論》（T 1602）：「已成熟者令解脫故，於三千大千世界百拘

胝贍部洲，同時顯現如來變化」（大正 31，頁 517 中）。  
64 同見 Gethin[2004]，184b：According to north Indian traditions, the last of 

these embraces a total of one billion world systems；Kloetzli[2005]，2027：

one billion universes 無獨有偶的，漢字「億」可以看到被看成不同數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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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4.《大智度論》（卷 7）對於「三千大千世界」的計算

方式，說的更詳細： 
 

「問曰：云何為三千大千世界？ 

    答曰：佛《雜阿含》中分別說： 

    千日，千月，千閻浮提，千瞿陀尼，千鬱怛羅越，千弗婆

提；千須彌山，千四天王天處，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天，

千兜率陀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世天，千

大梵天，是名小千世界，名周利。 

    以周利千世界為一，一數至千（1,000×1,000＝106），名二

千中世界。 
    以二千中世界為一，一數至千（1,000×106＝109），名三千

大千世界。 
    初千小，二千中，第三名大千。 

    千千重數，故名大千； 

    二過復千，故言三千； 

    是合集名。 

    百億日月，乃至百億大梵天，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生、

一時滅」。 

 
    「百億日月」、「百億大梵天」，此處「億」的數值應該是

「千萬」（107），則「百億」就等同於現代通行的十億（109）65；

                                                                                                        
用例；Billion 此一拉丁語字形，也有二種數值：十億（109）與兆（1012）。 

65 Lamotte[1944]，448 把「百億」譯成法語 milliard（英語同形），也就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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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同時生滅，也就是《瑜伽師地論》

說的「俱成俱壞」。 
用「百億」這樣的數詞，來譯解「三千大千世界」的構成，

漢代支婁迦讖譯的《阿闍世王經》（T 626）就說到：「譬若三千

大千剎土，含受百億國土，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大海，

盡入三千大千。亦不凡法亦不道法盡入其中
66
，聲聞、辟支佛法，

若菩薩法盡入其中，何以故？悉總持諸行故」（大正 15，頁 398

上）。稍後三國時期支謙所譯《菩薩本業經》（T 281）就說的更

清楚： 
 
「是時，佛放足下相輪光明，悉照佛界諸小國土。 

一小國土者，一須彌山，日月運繞照四天下，東弗于逮，

南閻浮提，西拘耶尼，北欝單越，四周大海，鐵垣圍表，

上有二十八天
67
。如此者為一小國土，周匝十方合有百億。。 

                                                                                                        
億（109），同見 Lamotte[1962]，395；Lamotte[1965]，223（Boin-Webb[1999]，

197 英譯成：there are a thousand million (kotiwata) Caturdvipakas…..），都

明確的表達其數值。  
66 參看異譯《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T 627）：「若凡夫法及餘學法，若聲聞

法，緣覺法，若菩薩法及與佛法，悉來入歸菩薩篋藏。所以者何？菩薩篋

藏一切攝護，聲聞緣覺將養大乘」（大正 15，頁 417 下）。《未曾有正法經》

（T 628）：「所有凡夫法、聲聞法、緣覺法，乃至諸佛法，亦不離菩薩藏

攝。所以者何？聲聞乘、緣覺乘、諸佛乘，皆同一故」（大正 15，頁 439

中－下）。  
67 依辭書所說，二十八天是大乘主張三界諸天的總合【如丁福保《佛學大辭

典》、網路版《佛光大辭典》；但依《大毘婆沙論》（卷 69）所傳，「應理論

者」說：經但說有二十八天，謂四大王眾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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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悉現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及四天王天、忉利天、

炎天、兜術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天、梵眾天、梵

輔天、大梵天、清明天、水行天、水微天、水無量天、水

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微妙天、廣妙

天、極妙天、福愛天、愛勝天、近際天、善觀天、快見天、

無結愛天、識慧天、無所念慧天，至二十八無色天，各有

百億。此為一佛剎」（大正 10，頁 447 上－中）。 
 

在以「百億」來說明「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還涉及梵世

（brahmaloka）的意義。 

    前引《雜含》第 424 經（千梵天）、《瑜伽師地論》（百拘

胝梵世間）、《增支》三集 80 經（sahassam brahmalokanam），先

說到「小千世界」是千日、千月，乃至於千「梵天（梵世）」，

而「中千世界」是一千個「小千世界」；「大千世界」是一千個

「中千世界」，最多只提到梵天（梵世）。 
「梵世」可以有不同的意義，就此而論，《立世阿毘曇論》

說的很明確： 
 

「若一日月所圍繞處，名一世界。 

    從一至千，此中，有千日月，千須彌山王，千四大天王，

千忉利天，千夜摩天，千兜率陀天，千化樂天，千他化自

                                                                                                        
27，頁 357 中），而「應理論者」是說一切有部毘婆沙師的自稱（印順法

師[1968]，409）】，但經文緊接下來所列出者，不只二十八天，在現代學者

考定同樣是支謙所譯的《般泥洹經》（T 6；參看本文 § 2.5.9.6.）確有列出

二十八天的名稱（大正 1，頁 182 中），可供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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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千梵輔天，千梵眾天。 

    此處大梵王，為一千世界主，王領自在，不係屬他，知成

他事。 

    初禪上上品，故得自在，大梵天王，住於是處，得稱第一」

（大正 32，頁 174 中） 
 

《立世阿毘曇論》此處所說的「梵世」，特別提及大梵王是

「一千世界主」，顯然是最狹義的68。《大智度論》明說是「千

梵世天，千大梵天」，雖有「梵世」之語，但最終是大梵天，有

意限定在初禪天69。 

鳩摩羅什譯的《首楞嚴三昧經》（T 642）說的「三千大千

世界」（大正 15，頁 640 上－中），包括了第二禪以上的色界諸

天。唐朝「中天竺」沙門地婆訶羅所譯《方廣大莊嚴經》（T 187）

的譯語，也是如此（大正 3，頁 563 下），這是廣義的「梵世」

                                                 
68 同見《起世經》（T 24），大正 1，頁 310 中；《起世因本經》（T 26），大正

1，頁 365 中－下。  
69 參看《悲華經》（T 157，卷 3）：「爾時，忉利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

各各悉與百千無量億那由他天子、天女、童男、童女，及餘眷屬，前後圍

遶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及比丘僧，聽受妙法。第二天下，五阿修羅王、天

魔波旬、大梵天王亦復如是。第三、第四、第五，乃至三千大千佛之世界，

百億忉利天、百億夜摩天、百億兜率天、百億化樂天、百億他化自在天、

百億五阿修羅王、百億魔波旬、百億大梵天王，及無量億百千那由他眷屬，

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佛力故，皆共來到此四天下，至於佛所，

頭面禮佛及比丘僧，聽受妙法。爾時，大眾悉皆遍滿此間，三千大千世界

無空缺處」（大正 3，頁 182 上）。此經只說到初禪的大梵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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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菩薩本業經》說的包括了色界天與無色界天，顯然是最

廣義的說法。 
在佛教宇宙論，梵天是色界初禪天，如果以《立世阿毘曇

論》的說法，那麼二禪天、三禪天與四禪天，在「三千大千世

界」中，位在何處？（詳見下文 § 1.2.8.3.） 
    傳為竺法護譯的《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T 815，卷下）

說：「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王，

百億四天下，是則名曰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國土」（大正 17，

頁 795 下），此處只說到「四天下」！稍前所引的《阿闍世王經》

（T 626）71，連色界初禪天也沒說到。《大樓炭經》（T 23）在

描述「小千世界」，也是如此（大正 1，頁 277 上）。單單「四

天下」，只有欲界人間，如何成立一個「輪圍世界」與「三千大

千世界」？此等經文可以看成如《方廣大莊嚴經》（T 187，卷

4）所說：「如是四天下成一世界。百億四天下成一『三千大千

                                                 
70 參看《大方廣佛華嚴經》（T 278，卷 5，如來光明覺品〉：「爾時，世尊從

兩足相輪放百億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閻浮提、百億弗婆提、百

億拘伽尼、百億欝單越、百億大海、百億金剛圍山．．．．須彌山王、百

億四天王天、百億三十三天、百億時天、百億兜率陀天、百億化樂天、百

億他化樂天、百億梵天、百億光音天、百億遍淨天、百億果實天、百億色

究竟天，此世界所有一切悉現」（大正 9，頁 422 中）。此處包括了二禪天，

三禪天與四禪天。  
71 參看異譯《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T 627）：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

下大地，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王，百億大海，悉卷合入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大正 15，頁 41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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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中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百億四天

王天，．．．．百億無熱天，百億善見天，百億善現天，百億

阿迦尼吒天；如是名為三千大千世界」（大正 3，頁 563 下）。 
    這些用例可以看出，佛典對「三千大千世界」的說明，有

所不同。而《雜含》第 424 經等等，與《菩薩本業經》的差別，

可能涉及構成「三千大千世界」的各個世界，究竟是在一個平

面上併排一起（「鄰次傍布」），還是高下交錯（「上下重累」）（詳

見下文 § 1.2.8.7.）。 
 
    § 1.2.5.從現存的譯例來看，漢譯佛典對於「百億」這樣的

數詞，來譯解「三千大千世界」的構成，有相當高的共識。在

「三千大千世界」的脈絡中，「百億四天下」等等，是現代算法

的十億個（109）器世間，也就是說，這裏「百億」的「億」，

其實是現代算法的一千萬（107）。 
但這不是漢譯佛典對漢字「億」，唯一的理解。下文將會討

論到，在玄奘譯的《大毘婆沙論》（及《發智論》）、《俱舍論》

裏，把現代的「十萬」（105）看成是「億」（本文 § 2.1.1.～§ 2.1.2.；

本文 § 2.2.1. ～§ 2.2.2.4.）。 
    另外，在《阿含經》／《尼柯耶》已經開示了兜率天的預

期生命值，而這也是一生補處菩薩「住在」兜率天的年數，但

在漢譯佛典，我們可以看到「億」分別被看成是現代算法的十

萬（105；本文 § 3.2.4.）、一千萬（107；本文 § 3.2.5.）與億（108；

本文 § 3.2.2.）的用例。 
    佛典所見種種數詞的數值，唐朝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22）有這樣的解說：「此方『黃帝筭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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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

京、垓、稀、瀼、溝、[澗-日+月]、正、載。從萬已去，有三

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變之」

（大正 54，頁 447 上）。中國中古時期所見的算法，在「萬」

之後，有「億」、「兆」等十個數詞，其數值的計算方法有三種。

不但是《一切經音義》，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希麟《續

一切經音義》，乃至中國古傳的《數術記遺》，《孫子算經》等算

經，都說到類似的計算方法。這一些計算方法，有時會引起不

同的解讀（參郭忠生[2011]，223－233）。就佛典來說，在明朝

萬曆年間，此一問題似乎還是沒有明確的答案，莫衷一是。仁

潮《法界安立圖》（卷中之下）的〈大千增數之圖〉，就是解說

「三千大千世界」的數值72： 
 

「一世界(一日月之所照臨也)  ○(此方黃帝算法增數) 

十世界(十日月)              十 

百世界(百日月)              百(十十) 

小千千世界(一小千)          千(十百) 

                                                 
72 見 CBETA, X57, no. 972, p. 465, c24-p. 466, a10 // Z 2B:23, p. 480, d18-p. 

481, a10 // R150, p. 960, b18-p. 961, a10。依 CBETA 電子版本所見，仁潮

自序稱：「萬曆丁未仲秋沙門仁潮集於天目蘭若」。萬曆丁未是明神宗萬曆

35 年（西元 1607 年）。另，《法界安立圖》說到：「又自釋迦世尊滅至宋紹

興，已二千一百年(新算自宋高宗紹興元年至我朝萬曆丙午，又四百七十

六年)」(CBETA, X57, no. 972, p. 475, a8-9 // Z 2B:23, p. 489, a8-9 // R150, p. 

977, a8-9)。萬曆丙午是明神宗萬曆 34 年，但《佛光電子大辭典》說成書

於萬曆 12 年（西元 15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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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千界(十小千)              萬(十千)           (「億」數有四等) 

百千界(百小千)              億(十萬)          ○(此億，大千則有萬億

須彌) 

中千千千界(千小千為一中千)  兆(十億亦百萬)    ○(此為億，大千有千億須

彌) 

十千千(十中千)              京(十兆亦千萬)    ○(此為億，大千有百億須

彌) 

百千千(百中千)              姟(十京亦萬萬)    ○(此為億，大千有十億須

彌) 

大千千千千(千中千為一大千)  秭(十姟亦億萬)」 

 
   仁潮《法界安立圖》所採的「黃帝算法」是十進位，而「億」

的數值是十萬（105），但他也提及：「億」數有四等，可說是源

自前引窺基的《瑜伽師地論略纂》的說明。 
 
    § 1.2.6.1.在《大品經》（T 223），「三千大千世界」是經常

出現的用語。以〈序品〉佛陀放光的情節來說（大正 8，頁 217

中－頁 218 下）： 
佛陀「從足下千輻相輪中，放六百萬億光明」，接著是全身

各部位，「各各放六百萬億光明」，「從是諸光，出大光明，遍照

三千大千國土」；「世尊舉身毛孔，皆亦微笑而放諸光，遍照三

千大千國土」；「世尊以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國土」；「世尊出

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國土」；「世尊故在師子座入師子遊戲

三昧，以神通力，感動三千大千國土」；「世尊在師子座上坐，

於三千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世尊以常身，示此三千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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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一切眾生」；「世尊在師子座，熙怡微笑光從口出，遍照三

千大千國土」 
 
   可見「三千大千世界」被看成是一個重要的範圍，是發生

與佛法有關事項的場所。例如〈問住品〉說：「爾時，三千大千

世界諸四天王天等，各與無數百千億諸天，俱來在會中。三千

大千世界諸釋提桓因等，諸忉利天須夜摩天王等，諸夜摩天、

兜率陀天王等，諸兜率陀天須涅蜜陀天王等，諸妙化天婆舍跋

提天王等，諸自在行天各與無數百千億諸天，俱來在會中。三

千大千世界諸梵天王等，乃至首陀婆諸天等，各與無數百千億

諸天，俱來在會中」（大正 8，頁 273 中），以及前引〈四攝品〉

所說佛陀的聲音（§ 1.2.2.），也是如此。 
    《大智度論》（卷 9）認為： 
 

「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名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

恆河沙三千大千世界，是名為一佛世界」（大 25，頁 125

中）。 
 
但《大智度論》（卷 92）說的略有不同： 
 

「佛土者，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王等諸天，

是名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無量無邊三千大千世界，名為

一佛土」（大正 25，頁 708 中）。 
 
《大智度論》（卷 50）還提及屬於「華嚴經」所出的「世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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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種」73： 
 

「復次，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世界，一時起、一時滅；如

是等十方如恆河沙等世界，是一佛世界。 

    如是一佛世界，數如恆河沙等世界，是一佛世界海。 

    如是佛世界海，數如十方恆河沙世界，是佛世界種。 
    如是世界種，十方無量，是名一佛世界。 

    於一切世界中取如是分，是名一佛所度之分」（大正 25，

頁 418 下）。 
 
    這樣的「一佛世界」，遠大於《瑜伽師地論》所說的「即

此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佛土，如來於中，現成正覺」74。 
 
    § 1.2.6.2.在本文的討論中，將以一「三千大千世界」為「一

佛土」，作為基礎。 
    首先，《長含》第 30《世記經》在說明如前引《雜含》第

424 經的「小千世界」（本文 § 1.2.2.）後，又說： 
 

「如一小千世界，爾所小千千世界，是為中千世界。 

                                                 
73 大正 25，頁 418 下；參看印順法師（[1981]，1026－1036）的討論（其中

也說到：大千世界，有百俱胝 koti 四天下、日月等。或）譯為「百億」、「萬

億」，其實是一、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個四天下）。  
74 佛典裏還是可以看到，以「恒河沙剎（土）」作為區分不同佛土的說法，

如《首楞嚴三昧經》（T 642）、《央掘魔羅經》（T 120）、《如來師子吼經》

（T 835）等等，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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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中千世界，爾所中千千世界，是為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世界周匝成敗，眾生所居，名一佛剎」（大正 1，頁 114

中－下）。 
  
    顯然是把「三千大千世界」看成是一「佛土」，《大樓炭經》、

《起世經》、《起世因本經》，也是如此75。 
    其次，本文前引的支謙譯《菩薩本業經》（T 281）與傳為

竺法護譯的《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都明白的說「三千大千

世界」是一佛土。 
    除了聲聞佛典與大乘佛典的明文，就概念上而言，「三千

大千世界」可說是非常廣大，而從《增支》三集 80 經所說：「如

來（佛陀）若希望，則所發之音聲，可令三千大千世界得知，

或復希望，可令更遠者得知」（本文 § 1.2.2.），或是《大毘婆

沙論》所說佛陀的天眼「不作加行，見大千界。若作加行，能

見無量無邊世界」，佛陀的神境通「不作意，極大千世界；作意，

能極無邊世界」，乃至於《大品經》（T 223，〈四攝品〉）所

說：「佛音聲遍滿三千大千國土；若欲大聲，則遍滿十方無量

阿僧祇國土，隨眾生多少，音聲遍至」，顯然都有意以「三千

大千世界」，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場域，佛陀施行教化的主要場

                                                 
75 分見大正 1，頁 277 上、頁 310 中－下、頁 365 中－下。關於佛土

（buddhaksetra）的一般意義，參看 Lamotte[1962]，395－401；巴利語佛

典的佛土（buddhakhetta），Endo（[2002]，33）認為：佛土（buddhakhetta）

可能是見諸《譬喻經》（Apadana）的後出用語，而土（khetta）與境界（visaya）

的概念，則經注釋家在注解書（Atthakatha，義論），大肆擴張，又見

Endo[2002]，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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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嚴格說來，在「現在十方佛」的架構之下，更能突顯佛土

的意義。佛土標示出一位佛陀施行教化的自然場域，但佛陀可

以前往目前沒有佛陀出世的其他「佛土」；即使是目前有佛的其

他佛土，佛陀之間可以相互協力，釋迦牟尼佛開示阿彌陀佛世

界、阿粊佛國76，就是如此，甚至是透過「信使」，相互往來。 
在巴利佛典，佛土（Buddha-khetta）並不全然是注解書的

用語，《長老偈》1087 頌讚歎：在佛剎土中，大迦葉尊者

（Mahakassapa）是頭陀支第一（《漢譯南傳》28 冊，頁 214），

Endo（[2002]，103－104）認為：經典開示了未來佛與過去佛，

這種多佛的概念是前後相續出現此世間；諸佛在「輪圍世間」

出現是前後相續，並不是同時有多佛，這是上座部一貫的立場。

雖然《譬喻經》（Apadana）〈佛譬喻〉說到：「此世有十方，運

行無限際，無論何方位，佛國不知數」（《漢譯南傳》29 冊，頁

6），這已接近梵語《大事》（Mahavastu）的說法，但巴利語佛

教的傳統還是堅持「唯一佛說」。 
 

    § 1.2.7.1.《瑜伽師地論》認為：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就

是「一佛土」，但也說到：佛陀能「於無邊世界，施作佛事」。 
這樣的概念，在《大品經》（T 223）〈序品〉佛陀放光的情

節，具體的呈現出來。佛陀的放光不但「遍照三千大千國土」、

                                                 
76 參看《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 362）：「阿彌陀作佛已來，

凡十小劫。所居國土，名須摩題，正在西方，去是閻浮提地界千億萬須彌

山佛國」（大正 12，頁 303 中），而粊佛國經》（T 313）則說：「東方去

是千佛剎，有世界名阿比羅提，其佛名大目如來」（大正 11，頁 75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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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進一步往外延伸： 
 
    「從三千大千國土，遍照東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南、

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世尊舉身毛孔，皆亦微笑而放諸光，遍照三千大千國

土。復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國土」； 
    「世尊以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國土。亦至東方如恒河沙

等諸佛國土，乃至十方亦復如是」。 
 
    釋尊所放的光明，不但遍照自己的佛世界，還遠至「如恒

河沙等諸佛國土」，而「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光明出過東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南西北方四維上

下，亦復如是」，這就是佛陀在他方佛世界「施作佛事」。 
     
    § 1.2.7.2.《瑜伽師地論》與《大智度論》所說的「一佛世

界」，範圍不同，南傳的《清淨道論》說到三種佛（剎）土

（buddhakhetta）： 

 

「佛的剎土有三種：誕生剎土（jatikhetta）、威令剎土

（anakhetta）、境界剎土（visayakhetta）： 

「誕生剎土」──是如來入胎等時所震動的一萬輪圍世

間。（jatikhettam dasasahassacakkavalapariyantam hoti.） 

「威令剎土」──是百千俱胝的輪圍世間（Anakhettam 
kotisatasahassacakkavalapariyantam），是他的寶經、蘊護

咒、幢頂護咒、稻竿護咒、孔雀護咒等的護咒威力所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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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 

「境界剎土」──是無邊無量的世間（Visayakhettam 
anantamaparimanam.），或說「以願望為限」，這便是說，

如來所願望之處都能知道。 

如是在這三種佛的剎土中，（壞劫是）一威令剎土的滅亡。 

在它滅亡時，則誕生剎土亦必滅亡。因為它們滅亡必同時

滅亡，成立亦必同時成立之故」（葉均[2005]，414；

Banamoli[2011]，408）。 
 
    輪圍世間（cakkavala）就是指以須彌山為中心，人類與其

他諸趣所居住的器世間。而「壞劫是一威令剎土的滅亡」，《大

智度論》明說「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生、一時滅」、《瑜伽師地

論》說「三千大千世界」（百俱胝）「俱成俱壞」，那麼範圍更大

的「威令剎土」（百千俱胝），是否指「三千大千世界」？ 

 

    § 1.2.7.3.「誕生剎土」──是如來入胎等時所震動的一萬

輪圍世間。如來（其實是最後身菩薩）入胎、出胎時，會有大

地震動，這是《阿含經》與《尼柯耶》「地動經」教說
77
，經文

都只單純說這是八種地動的中的二個原因，但《增含》的版本

說到器世間的構成是： 

 

                                                 
77 《增支》八集 70 經，見《漢譯南傳》第 23 冊，頁 226；《增含》〈八難品〉

第 5 經，大正 2，頁 753 下。此一教說也見諸釋尊入滅前三個月「最後遊

行」的《大般涅槃經》（《漢譯南傳》第 7 冊，頁 59；大正 1，頁 16 上），

而《中含》第 39《地動經》（大正 1，頁 477 下），只說到地動的三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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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閻浮里地，南北二萬一千由旬，東西七千由旬，厚六

萬八千由旬，水厚八萬四千由旬，火厚八萬四千由旬；火

下有風，厚六萬八千由旬，風下際有金剛輪，過去諸佛世

尊舍利盡在彼間」。 
 
    在大地之下，依序有→水（輪）→火（輪）→風（輪）→

風下際有「金剛輪，過去諸佛世尊舍利盡在彼間」。這是非常特

殊的說法。 

    《清淨道論》的「誕生剎土」是一萬（dasasahassa）輪圍

世間
78
，《大毘婆沙論》則引述到一種未見諸「地動經」教說的

大地震動： 
 

「昔菩薩吉祥人邊受吉祥草，詣菩提樹，自敷為座，結跏

趺坐，作是堅固願言：若未諸漏永盡及證無上菩提，我終

不起此座；無上菩提從未來世，將入現在。爾時，三千大

                                                 
78 這是引用《長部》第 14《大本經》（《漢譯南傳》第 6 冊，頁 282－頁 285；

Walshe[1995]，203－205）、《中部》第 123《希有未曾有法經》所說，釋

迦菩薩入胎、出胎時，「一萬世界」（dasasahassi lokadhatu）震動（《漢譯

南傳》第 12 冊，頁 106－頁 110；Banamoli & Bodhi[1995]，980－983）。 

相對而言，《中含》第 32《未曾有法經》（大正 1，頁 740 上－中）、《長含》

第 1《大本經》（大正 1，頁 3 下－頁 4 中），《施設論》（T1538，大正 26，

頁 517 上－頁 518 上），只說大地震動及光明普照，並沒有指明其範圍。《瑜

伽師地論》的諸佛菩薩「俱生威力」只說到入胎時「放大光明普照世界」，

涅槃時「大地振動，眾星晃耀，交流而隕」（大正 30，頁 495 下－頁 496

上）。同樣的，「地動經」在說到菩薩入母胎、出母胎時會有大地震動，但

沒有說到「一萬輪圍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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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世界六種震動，菩薩毛髮亦不動搖，由此故知菩薩身

力，猶如意力量無邊際」（大正 27，頁 155 下）。 
 
    § 1.2.7.4.《清淨道論》的「威令剎土」是佛陀的「護咒威

力所能保護的」範圍79，其大小是「百千俱胝」（kotisatasahassa）
的輪圍世間，純從字面來說，這比《瑜伽師地論》「三千大千世

界」的「百拘胝」（koṭi-wata）（109），大了 1,000 倍，也就是一

兆輪圍世間（1012）。 

Pe Maung Tin（[1923]，481）譯成：The field of his authority 
is bounded by the myriad hundred thousand world-system where 
prevails the power of these protection Suttas。 

在英文的用例，myriad 可以指非常多、難以計算；也可指

ten thousand（一萬），不知 Pe Maung Tin 的真意為何？如果是

後者，「威令剎土」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10,000×100,000

＝109）！ 

Banamoli（[2011]，408）譯成：The field of authority is limited 
by 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world-spheres where the following 
safeguards are efficacious。這是把巴利語的 koti 解為「百萬」，

這樣得出來的數值是 1011（＝105×106），比《瑜伽師地論》「三

千大千世界」的「百拘胝」（koṭi-śata）（109），大了 100 倍。 
    最令人意外的是，La Vallée Poussin 解釋成：威令剎土有

「一俱祇又十萬」輪圍世間80。 
                                                 
79 參看《大毘婆沙論》所說「佛於三千大千世界有威勢者，皆尸羅力」（大

正 27，頁 230 上）。  
80 Poussin[1923－31]，II，200，note 1：anâkkhetta, un koti et 100,000 cakkava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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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現代譯者對這段文字的理解，並不一致81。但《清淨

道論》使用「百千俱胝」（kotisatasahassa）的地方，主要在說

明世界的毀壞（葉均[2005]，414－421；Banamoli[2011]，408

－414），如果以漢譯佛典所說「三千大千世界俱成俱壞」來看，

不得不把《清淨道論》的 koti 看成是「百萬」。 
就古代的傳述看來，錫蘭的佛教文獻，固然不乏把 koti 解

為「一千萬」的用例，但也有人認為是「十億」82。 
    如果巴利語 koti 是「一千萬」（107），「威令剎土」的範圍

就比「三千大千世界」大多了。 
 
    § 1.2.7.5.《清淨道論》所說的三種佛（剎）土，也可見諸

巴利律藏注解書：Samantapasadika，而且用語完全一致（高楠

順次郎／長井真琴[1975]，159－160）。西元 489 年僧伽跋陀羅

在中國譯出的《善見律毘婆沙》譯作： 
                                                                                                        

où régnent ses parittas, formules magiques de protection（Pruden[1988-90]，

II，546，note 507）。  
81 Gethin[1997]對覺音所說「百千俱祇輪圍世間一時俱壞」的理解是：he 

speaks of a billion (koti-sata-sahassa) world-systems contracting at a time。又

參 Endo[2002]，102：隨著不同時代的進展，世間（loka-dhatu）的劃分，

也有差異。在「義論」文獻，就有不同的算法，這意味隨著「義論」佛陀

概念的擴張，佛陀與空間的關係也擴充，可能是指佛陀對宇宙世間有更大

的「威力」。  
82 參看 Bodhi（[2000]，439，note 409）所引注解書 Spk 的解說，以及 Hardy

（[1853]，6-7）的引述【這二位所指的似乎是指同一個數目系統，也都認

為 koti 是一千萬，但之後同一數詞的值就不相同】；又參

Burnouf[1852/1925]，857（如郭忠生[2011]，200 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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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問曰：佛境界云何？ 

答曰：「生境界、滅境界
83
、知境界。 

問曰：何謂為生境界？ 

答曰：十千世界，若佛生者，十千世界皆悉震動。 

佛威德百億世界，若佛說寶呪、聚呪、他闍呪、阿咤呪、

無羅呪。聞不從者，即出風飄落百億世界外。 

知境界者，不可度量。 

佛三境界，滅境界與生境界，皆悉崩壞，若興盛者亦俱成

立，我今略說，於《淨道毘婆沙》自當知」（大正 24，頁

703 上－中）。 
 
    譯文「聞不從者，即出風飄落百億世界外」，這樣的用語，

既未見諸現存巴利語本；在《清淨道論》的相關段落，也看不

到，不知根據何來？ 
    就在這段文字稍後，釋尊自述自己生在兜率天，「身黃金

色，飲食甘露，受天之樂，壽命五十七億六萬世間歲。從天宮

下託生白淨飯王家，於摩耶夫人受胎」（大正 24，頁 703 中），

其中「五十七億六萬世間歲」，與現存巴利語本的

sattapabbasavassakotisatthivassasatasahassayupariyanto（五十七

俱胝六十『百千』歲），有所不同，但其中的「億」確是 koti，
那麼漢譯《善見律毘婆沙》的「百億世界」，是否即是「百 koti」，

而相等於《瑜伽師地論》「三千大千世界」的「百拘胝」？ 
                                                 
83 依大正 24，頁 703，校註 13，「滅」應作「威」；又參 Bapat[1970]，116，

not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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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百千俱胝（kotisatasahassa）輪圍世間」，並不是南

傳《清淨道論》特有的用語。 

《大毘婆沙論》（卷 31）就說：「復次，捨大安樂，救大苦

難，故名大悲。謂佛世尊棄捨殊勝增上熾盛，無量無邊不共佛

法大安樂事，逾越『百千俱胝大海輪圍山』等諸險難處，遊歷

十方，救眾生苦，作安樂事，如是皆由大悲威力」（大正 27，

頁 159 下）。《大毘婆沙論》（卷 83）也說84：「復次，捨大法樂，

故名大悲。謂佛棄捨最上勝妙圓滿清淨不共法樂，數數踰越『無

量百千俱胝輪圍山』等，為他說法，不辭勞倦，故名大悲」（大

正 27，頁 428 下）。 

「百千俱胝輪圍世間」與「百千俱胝大海輪圍山」，二者所

指涉的範圍相同；不過在《清淨道論》，這是佛陀各種護咒的保

護所及之處，《大毘婆沙論》卻是以佛陀能跨越此一範圍去渡化

眾生，表示佛陀的大悲。 
假設佛典所說的「俱胝」有共通的數值，特別是就「三千

大千世界」的範圍而論，那麼「百千俱胝（kotisatasahassa）輪

圍世間」、逾越『百千俱胝大海輪圍山』，是指佛陀跨出一個「三

千大千世界」的佛土，到十方世界施行教化，才會有『無量百

千俱胝輪圍山』之語！而這種教化範圍的擴大，反應出「現在

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之間的關係。 
 

    § 1.2.8.1《瑜伽師地論》的「三千大千世界」是「百拘胝」

                                                 
84在《鞞婆沙論》（T 1547，卷 11）則作：「捨妙禪樂，捨極妙佛法，為教化

故，過百千億鐵圍山大鐵圍山，至恒沙國土，一切由大悲故。是謂大士能

入大考掠中，名為大悲」(大正 28，頁 496 下）。  

70   正觀第六十三期/二Ο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09）四天下至梵世間（同時也是一佛剎土
85
）；《清淨道論》

的「威令剎土」是「百千俱胝」（kotisatasahassa）的輪圍世間；

《大智度論》的用語雖是「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等，名為

「三千大千世界」，其數值其實也是十億（109）。 

    這一些為數不少的器世間都是同時生，同時滅。這是怎樣

的狀態？ 
《雜含》第 954 經說： 

 
    「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譬如普天大雨洪澍，東、西、南、北，無斷絕處。 

    如是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

天大雨，普雨天下，無斷絕處。 

    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大正 2，頁 243

上－中）。 
 

《別雜》第 347 經的用語是： 
     

「死生長遠，如上所說。 
    復告比丘：天雨密緻，如縛掃篲，東西南北，及以四維，

間無空處。 

東方無量世界眾生熾盛安樂；無量世界悉皆碎壞；無量世

界眾生滿中；無量世界悉皆空虛，無有眾生在中居止。 

                                                 
85 《長含》第 30《世記經》（大正 1，頁 114 中－下）、《大樓炭經》（大正 1，

頁 277 上－中）、《起世經》（大正 1，頁 310 中－下）、《起世因本經》（大

正 1，頁 365 中－下）等等，也都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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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大正 2，頁 488

中）。 
 
    《雜含》第 954 經與《別雜》第 347 經有一可以注意的差

別：前者只說「東南西北」四方；後者則說到「東、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十方。此二都是被編入〈無始相應〉，其

要旨是「死生長遠」，更進一步是「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

不知苦之本際」86， 
   「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在概

念上，顯示有許多「國土」處於「劫成」的狀態，有的則是「劫

壞」。 

    《雜含》第 954 經與《別雜》第 347 經，這個「四方」與

「十方」的差別，涉及世間的構造。 

 

    § 1.2.8.2.「三千大千世界」的結構，使這其必然「俱成俱

壞」。《增支》三集 80 經、《雜含》第 424 經、《瑜伽師地論》（卷

2）、《大智度論》（卷 7）對於「小千世界」的說明，都是從人

類居住的四大洲，到欲界六天（二地居天、四空居天），最高到

                                                 
86 這是佛教對生命的單純描述（但也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更進一的提法則

是如《雜含》第 133 經所說：世尊告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繫

著？何所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繫我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

流轉，不去本際」（大正 2，頁 41 下）；《雜含》第 133 經：於何所是事有

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諸比丘！令彼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

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不知本際」（大正 2，頁 4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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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世間」87。 

佛教說的宇宙結構，梵天是色界初禪天，那麼在色界第二

禪天、第三禪天、乃至第四禪天，乃至於無色界天，在「三千

大千世界」中的位置何在？ 
《順正理論》更明說：「此中小千，唯舉至梵世故，少光

（ParIttAbhas）等非小千界攝。積小千等為中大千，故中、大千

亦不攝彼」（大正 26，頁 520 上－中）。 
少光天位在第二禪天最下沿，那麼「三千大千世界」指的

是十億（109）個梵天以下的世界，所謂「同時生、同時滅」，

只限於梵天以下的器世間。 
    前文已經提及（本文 § 1.2.4.），《菩薩本業經》的「三千

大千世界」，包括了色界天與無色界天；《首楞嚴三昧經》則僅

包括色界諸天。 
    部派論書所傳述關於諸天的面積，以及諸天的高度距離，

有助於理解此一問題。先說明面積的問題。 
在欲界六天中，忉利天（Trayastrimwas，三十三天）是地

居天，住在須彌山（妙高山）頂，往上就是空居天，其最下沿

是夜摩天（Yamas），《俱舍論》提到了幾種見解88： 

                                                 
87 但參看《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 362）所說阿彌陀佛土

的構造：「其國中無有須彌山，其日、月、星辰、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

天，皆在虛空中。其國土無有大海，亦無有小海水，亦無江、河、恒水也。

亦無有山林、溪谷，無有幽冥之處，其國七寶地皆平正」（大正 12，頁 303

中－下）。  
88 《俱舍論》（卷 12），大正 29，頁 60 下－頁 61 上；在《大毘婆沙論》（卷

134）是說：從夜摩天至色究竟，所依雲地其量如何？而其回答是把《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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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摩等天宮依處，量有幾？ 
    01 有餘師說：此上四天依處量，同妙高山頂。 
    02 有餘師說：上倍倍增。 
    03 有餘師言：初靜慮地宮殿依處等一四洲，第二靜慮等小

千界，第三靜慮等中千界，第四靜慮等大千界。 
    04 有餘師言：下三靜慮，如次量等小、中、大千；第四靜

慮量無邊際」。 
 

    這一些不同見解，代表佛教內部對宇宙的結構，其實有相

當多樣化的看法。但在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十億（109）個

梵天（初禪天）之外，二禪天（第二靜慮），三禪天（第三靜慮）、

四禪天（第四靜慮），究竟各有幾個，並不清楚。 
    前引《大智度論》與《瑜伽師地論》說「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時生、一時滅（或俱成俱壞）（本文 § 1.2.3.；§ 1.2.4.），

這又必須探討「世間壞」的內容。 
 

    § 1.2.8.3.佛教認為，造成世間毀壞的直接原因，有「火災」

（tejasamvartani）、「水災」（apsamvartani）與「風災」

（vayusamvartani）（三災）。「火災」會毀壞初禪天（含）以下

的世界、「水災」會到第二禪天、「風災」會到第三禪天（「災頂

（wirsa）」；samvattasima）
89
。只有第四禪天是火、水、風災所

                                                                                                        
舍論》四個「有餘師說（言）」，併合成二說（大正 27，頁 692 中；參看《阿

毘曇毘婆沙論》（T 1546，卷 7），大正 28，頁 49 中－下）。  
89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133）所傳述的「有（人）說」：若處有內災者，

便有外災，第四靜慮無內災故，外災不及。謂初靜慮內有如火尋、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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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到達的處所。在這樣的理論之下，第四禪天具有安置世間

有情眾生的功能，完全不會受三災的影響
90
。 

    「小千世界」最高如只到梵天（初禪天），「三千大千世界」

是指十億個（109）「小千世界」，在「火災」的情況，只會毀壞

初禪天（含）以下的世界，但在「風災」，會讓包括第三禪天（第

三靜慮）以下的器世間，全部毀壞。在此意義之下，「三千大千

世界一時生、一時滅」的範圍是指《俱舍論》所引的第四說。

但此說所謂「第四靜慮量無邊際」，究竟是一個「四禪天（第四

靜慮）」可以通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甚至是一切世間的「天

                                                                                                        
外有火災；第二靜慮內有如水喜悅，故外有水災；第三靜慮內有入出息風，

故外有風災；第四靜慮更無內災，是故外災皆不能及（大正 27，頁 690

上）。《雜阿毘曇心論》（T 1552，卷 11〈擇品〉）也是先說到「火災」的範

圍是「如是音聲遍至梵天，餘諸眾生亦復如是，乃至初禪無一眾生住，是

名眾生世劫盡」，之後再說「水災所漂乃至第二禪；風災所壞，乃至第三

禪，百億四天下一時俱壞」（大正 28，頁 959 下）。《俱舍論》（卷 12）的

解說就是此一見解：第二靜慮為火災頂，此下為火所焚燒故。第三靜慮為

水災頂，此下為水所浸爛故。第四靜慮為風災頂，此下為風所飄散故（詳

見大正 29，頁 66 下－頁 67 上）；同見《清淨道論》：「這裏有三種壞：水

壞、火壞、風壞，這是三種壞的界限：（第二禪的）光音天，（第三禪的）

遍淨天，（第四禪的）廣果天。這便是說，為劫火所毀時，光音天以下都

給火燒了；為劫水所毀時，遍淨天以下都給水淹沒了；為劫風所毀時，廣

果天以下都給風滅了」（葉均[2005]，414；Banamoli[2011]，408）。  
90 這不是說第四禪諸天「常住不變」，他們是基於個別的原因而毀壞，見《雜

阿毘曇心論》（T 1552，卷 11〈擇品〉，大正 28，頁 959 下）、《俱舍論》（卷

12，大正 29，頁 67 上）；《大毘婆沙論》（卷 134），大正 27，頁 692 中；《瑜

伽師地論》，大正 30，頁 28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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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還是指「四禪天（第四靜慮）」存在另一種空間？這還可

以從無色界天的位置來思考。 

 

    § 1.2.8.4.《大毘婆沙論》（卷 134，大正 27，頁 692 中）說： 
 

「外器世間至色究竟，上無色故，不可施設」。 
 

也就是説，器世間最高只到第四禪的色究竟天

（Akanisthas），在此之上，沒有色法可言，所以無法指明其具

體的位置91。以現代的觀點，至少可以把無色界天看成是在另

一種空間向度的存在。 

    「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品〈彌勒從兜率天下降人

間〉，描述彌勒菩薩在兜率天下生之前，「八萬四千毛孔放光，

上至有頂，下至地獄，一直達到三千大千世界」。文中的「有頂」
92
，回鶻語對音 akaništa，這是色究竟天（Akanisthas； 

                                                 
91 又見《俱舍論》（卷 8），大正 29，頁 41 上－中。《雜阿毘曇心論》（T 1552）：

「無色界有四者，謂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處眾生不

受色身，離色欲故，名無色界」（大正 26，頁 934 下）；至於《瑜伽師地論》

（卷 4）所說：「無色界有四處所，或無處所」（大正 30，頁 295 上），依

注解家的意見，同於《大毘婆沙論》的見解（《瑜伽論記》，大正 42，頁

337 中－下；《瑜伽師地論略纂》，大正 43，頁 25 下）。  
92 耿世民[2003]，98；德文譯本作 Akanisthabhavana，見 Geng[1987]，364。

有頂（bhavagra）有二義：一是第四禪最高的阿迦尼吒天，也就是有形世

界之最頂；二是指非想非非想天（Naivasamjbanasamjbayatana），有情之

概念上的最高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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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nittha），意指第四禪天也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範圍93。 
    四禪天（第四靜慮）雖不是與三禪以下的世間「一時生、

一時滅」，但還是佛陀施行教化所及的範圍。 
    依《長含》第 1《大本經》的傳述，釋尊回想起：在過去

生中，曾經轉生於各處，唯獨沒有經歷首陀會天

（ŚuddhAvAsikas），也就是淨居天，所以就去到無造天（無煩

天；AvRhas、Avihas）；在該處的諸佛弟子，也都前來作禮，講

述他們在諸佛座下修持梵行，而來生此處94。 
    又依《雜含》第 594 經所傳，生在無熱天（Atapas）的手

天子（Hatthaka）95來到人間，作禮釋尊，並說： 
    「如世尊在閻浮提，種種雜類，四眾圍遶，而為說法。彼

                                                 
93 依「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一品〈菩薩降生〉的描述：彌勒菩薩從

「母腹中出生」，其無比的光輝，照亮了三千大千世界，當菩薩登上大地

時，三千大千世界震動，海水震動，須彌山震動，連淨居天的天宮也震動

（耿世民[2003]，141－142）。  
94 大正 1，頁 10 中－下；《長部》第 14《大本經》，《漢譯南傳》，第 6 冊，

頁 320－頁 325；Walshe[1995]，219－221。  
95 大正 2，頁 159 上－中；參看《別雜》第 188 經，大正 2，頁 442 上－中；

《增支》三集第 125 經（《漢譯南傳》，第 19 冊，頁 399－頁 400）。經文

說：「時，彼天子天身委地，不能自立，猶如酥油委地，不能自立。如是，

彼天子天身細軟，不自持立。爾時，世尊告彼天子：汝當變化作此麤身，

而立於地」，顯然在《阿含經》與《尼柯耶》，已經對色界諸天存在的形式，

有所開示。  

這位手天子，就是《中含》第 40 經、41 經《手長者經》的手長者（大正

1，頁 482 下－頁 485 上），釋尊讚歎手長者具有「八未曾有法」。參看 Bodhi

（[2000]，812，note 328）解說〈利得供養相應〉第 23 經所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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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四眾聞佛所說，皆悉奉行。 

    我亦如是，於無熱天上，為諸天人大會說法，彼諸天眾悉

受修學」。  
 

    無煩天與無熱天都屬於第四禪的五淨居天，釋尊曾經到該

處，淨居天子也會到人間
96
，而淨居天子有說法、修學。 

    所以《首楞嚴三昧經》等，把第四禪以下諸天，列為「三

千大千世界」的一部分（本文§ 1.2.4.），有其根據。 
 
    § 1.2.8.5.《大毘婆沙論》不標示無色界天的處所位置，涉

及教理的爭議97。雖然如此，《長含》第 30《世記經》說98： 
    「過善見天（SudRZas）由旬一倍，有大善見天宮。 

過大善見天（ŚudarZanas）由旬一倍，有色究竟天宮； 

    過色究竟天（Akanisthas）上有空處智天、識處智天、無

                                                 
96 又參《雜含》第 595 經的「無煩天子」，大正 2，頁 159 中－下；《別雜》

第 189 經，大正 2，頁 442 中－頁 443 上。  
97 《大毘婆沙論》所說：「或有說：無色界有色，如分別論者。或復有說：

無色界無色，如應理論者」，而《大毘婆沙論》的論主是「應理論者」（卷

83，大正 27，頁 431 中－頁 432 上）；又見《俱舍論》（卷 28），大正 29，

頁 145 下－頁 146 中。依《異部宗輪論》所傳，大眾部主張「色、無色界，

具六識身」（大正 49，頁 15 下 13；Masuda[1925]，22），而從《異部宗輪

論疏述記》的解說，大眾部認為無色界有「極細色」。CBETA, X53, no. 844, 

p. 580, b23-c10 // Z 1:83, p. 224, a8-b1 // R83, p. 447, a8-b1。  
98 大正 1，頁 115 中；又見《大樓炭經》，大正 1，頁 277 中－下；《起世經》，

大正 1，頁 311 上－中；《起世因本經》，大正 1，頁 36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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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處智天、有想無想處智天。 

 齊此名眾生邊際、眾生世界。一切眾生生、老、病、死、

受陰、受有，齊此不過」。 
 
    在色究竟天之上，還有「空處智天」（空無邊處，

Akawanantyayatana），從字面上來看，色究竟天的「上面」還有

空處智天等四種天，似乎意味著確實有這樣的空間處所存在；

到了這個地方，就是「眾生邊際、眾生世界」，一切眾生都是在

此範圍內輪迴生死。《世記經》並沒有對「空處智天」的內容有

所說明，此處的「上」是就概念而言，並沒有一個空間處所可

以稱得上是「空處智天」（空無邊處），這就是如《俱舍論》所

說：「無色界中，都無有處。以無色法，無有方所；過去、未來

無表、無色，不住方所，理決然故」，而無色界之所以細分為四

種，「非由處有上、下，但由生故，勝劣有殊」（大正 29，頁 41

上－中）。 
    依《大毘婆沙論》（卷 193）的解說，佛教把世界分成三界：

欲界（Kamadhatu）、色界（Rupadhatu）、無色界（Arupadhatu），

是依「愛斷」而建立，既不是從「地」，也不是從「處」： 
 
    「同類愛斷故，唯立三界。謂： 

從無間地獄，乃至他化自在天，皆由欲愛所差別，故建立

欲界。 

從梵眾天，乃至色究竟天，皆由色愛所差別，故建立色界。 

從空無邊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由無色愛所差別，故建

立無色界」。（大正 27，頁 96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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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三界的劃分，不是建立在空間處所的差別；只

有欲界與色界，才可能標示空間位置的。《大毘婆沙論》探討了

三界是否聯接在一起（「接壤」）的問題： 
 

「問：三界中間有物間不？ 

若有者，彼有二物界應成五，即五中間復有四物，界應成

九，如是展轉便為無窮。 

若無者，云何不三界合成一耶？ 

答：應言彼中更無物間。 

問：若爾，三界云何不成一耶？ 

答：於彼中間雖無物間而不成一，如十八界、十二處、五

蘊、三世、四大種等，雖無物間而不成一，此亦如是。 

復次，性相異故，物類別故，雖無物間而不成一」（大正

27，頁 966 下）。 
 
嚴格說來，無色界既然沒有「方所」，不是一般的空間向度

99，不必考慮其與欲界、色界是否接壤的問題，從《大毘婆沙

論》的說法，可知欲界與色界是聯接一起的，但如何劃分？《大

毘婆沙論》接著又說到： 
     

                                                 
99 參看《法苑珠林》（卷 3）：如婆沙論說：天雖有三十二，住處但有二十八

重，以彼四空，絕離形報，故無別處，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但隨欲色二

界眾生成就四空無色業者，隨命終處，即便受彼無色界報故，無別處不同。

大乘說有色也」（大正 53，頁 2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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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若爾，他化自在天上，初靜慮下，中間懸遠，有無

量空界色，云何可知此是欲界、此是色界分齊差別耶？ 

答：二界輪際俱有光網，二光分齊麤、妙不等，由此了知

此是欲界、此是色界。 

復次，若欲界生得天眼所能見處是欲界，不能見處是色界。 

復次，若欲界生得神通所能到處是欲界，不能到處是色界。 

復次，若處欲界愛所緣是欲界，色界愛所緣是色界。 

是謂二界分齊差別」（大正 27，頁 966 下－頁 967 上）。 
 
    這是從不同角度來判別欲界、色界的接壤區域。 
 
    § 1.2.8.6.《俱舍論》的說法則標示出（大正 29，頁 60 下），

以大海水面為起點的諸天位置的距離。 
 
    「如彼去下量  去上數亦然 
    論曰： 

    一一中間踰繕那量，非易可數，但可總舉彼去下量，去上

例然。 

隨從何天去下海量，彼上所至與去下同。謂妙高山從第四

層級，去下大海四萬踰繕那，是四大王本所住處。從彼上

去三十三天，亦如彼天去下海量。 

如三十三天去下大海，上去夜摩天，其量亦爾」。 
 
   三十三天（忉利天）住在妙高山（須彌山）頂，距離海平

面 8 萬由旬（yojana，踰繕那），其高度也是 8 萬由旬。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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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上一層的夜摩天距離海平面 16 萬由旬，高度也是 16 萬由旬。

按照這樣的模式，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

（Paranirmitavawavartins）位在距離海平面 128 萬由旬，初禪最

下的梵眾天（bramakAyika）則是 256 萬由旬。也就是說，站在

他化自在天，往上 128 萬由旬，就是梵眾天的範圍。 
    「往上倍增」的模式，常用於佛教宇宙論具體事物的數值
100。而《立世阿毘曇論》的描述是101（大正 32，頁 199 上）： 
 
    「從剡浮提（Jambudvipa）向上四萬由旬，是四大天王天。 

    從剡浮提向上八萬由旬，是三十三天住處。 

    從剡浮提向上十六萬由旬，是夜摩天住處。 

    從剡浮提向上三『億』二萬由旬，是兜率陀天住處。 

    從剡浮提向上六『億』四萬由旬，是化樂天住處。 

    從剡浮提向上十二『億』八萬由旬，是他化自在天住處」。 
 
    先要說明的是，《立世阿毘曇論》譯文中的「億」，其數值

是 10 萬（105）（參看下文 § 2.2.2.4.），所以「十二『億』八萬

                                                 
100 就諸天[上天下地]的問題而言，《長含》第 30《世記經》（大正 1，頁 115

上－中）、《起世經》（大正 1，頁 311 上）、《起世因本經》（大正 1，頁 366

中－下）等說法相同，但沒有標明起算點。《大樓炭經》（大正 1，頁 277

－下）的對應部分則看不出其距離。諸天的身長、壽命是「倍增」，天衣

的重量則「倍減」（如《長含》第 30《世記經》，大正 1，頁 133 上－中）。 
101 大正 32，頁 199 上；巴利語《世間施設》（LokapaJJatti）所傳，兜率天

位在剡浮提上方 320,000 由旬，化樂天 640,000 由旬，他化自在天 800,000

由旬（Denis[1977]，I，traduction，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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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旬」，是現代算法的 128 萬由旬。 
    數值都是 128 萬，立足點稍有不同：《立世阿毘曇論》指

剡浮提洲（閻浮提），《俱舍論》則是海平面。雖然如此，如果

可以算出空居天的高度及面積，加上以須彌山為中心的九山周

圍的體積，風輪、水輪等支撐大地部分的體積，這樣就可以大

體算出一個佛教器世間的體積。 
    但《立世阿毘曇論》不是全部適用「往上倍增」的原則，

如說102： 
 
    「有比丘問佛世尊：從剡浮提至梵處，為若近遠？ 

    佛言比丘：從剡浮提至梵處，甚遠甚高，相異相離。 

    比丘！譬如九月十五日月圓滿時，若有一人，在彼梵處，

放百丈方石，墜向下界，中間無礙，到後歲九月月圓滿時，

至剡浮提。 

    梵處、剡浮提，近遠如是！」（大正 32，頁 199 上）  
 
    從梵天處，以一塊「百丈方石」103下墬，經過整整一年，

才會到達剡浮提洲，這就是人間與梵天的距離，之後又回復「往

                                                 
102 大正 32，頁 199 上：Denis[1977]，I，texte，66（（Denis[1977]，I，traduction，

65－66）。  
103 巴利語《世間施設》（Lokapabbatti）作 kutagaramatta  j sila，在 Denis

（[1977]，I，traduction，65）譯作：la dimension d’une maison à étage。南

傳《彌蘭王問經》作 kutagaramatta sila，而 Horner[1963]，113 譯成 a rock 

the size of a gabled house；Rhays Davids[1890]，126 譯成 a rock, the size of 

an upper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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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倍增」的原則，但此段論文的最後，又說到104： 
 
   「從阿迦尼吒，至剡浮提地 

   放大密石山，六萬五千年 

   五百三十五，中間若無礙 

   方至於剡浮」。 
 
    《那先比丘經》（T 1670）也提到這樣的「測量」方式105： 
 
    「王又問那先：第七梵天，去是幾所？ 

那先言：甚遠！令大如王殿石，從第七梵天上墮之，六日

乃墮此間地耳」。 
 
    南傳《彌蘭王問經》則說106： 
 
    「王言：尊者那先！梵天界由此有幾何之距離耶？ 

                                                 
104大正 32，頁 199 上－中，但巴利語《世間施設》（Lokapabbatti）並沒有這

樣的頌文，而且按照《立世阿毘曇論》本身的「百丈方石」來計算，僅有

32,786 年。  
105 大正 32，頁 702 上，另一種版本說「六月日」（大正 32，頁 717 下）；

Demiéville[1924]，167。  
106 Horner[1963]，113；Rhays Davids[1890]，126；《彌蘭王問經》第 63 冊，

《漢譯南傳》，頁 145。《彌蘭王問經》此處用的是 brahmaloka，其所涉的

範圍可能不僅限於初禪天（參看本文 § 1.2.2.），但漢譯《那先比丘經》明

說是「第七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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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梵天界由此很遠。如重閣之石，一晝夜落四萬八千

由旬，於四個月止於地上」。 

 
    《增含》則在不同的場景下，提及這樣的譬喻：有一「大

方石，長百二十步，廣六十步」，釋尊舉在手上，擲向空中，轉

眼之間，這巨石就這樣在梵天（經文沒有說耗時多久）。以一般

的方式，「設復有人往梵天上，取此石投閻浮地者，十二年乃

到」，但因佛陀神力，「然今如來威神所感，正爾當還。如來說

此語已，是時彼石尋時還來」（大正 2，頁 749 上－中）。 
    《大智度論》（卷 9）在討論有無「現在十方佛」的問題中，

主張「唯一佛說」者以佛陀能以「種種方便，一時頓能度十方

無量眾生」，所以不須要「現在十方佛」，其所引的頌文提及107： 
「如是展轉化，乃至淨居天。若欲知近遠，當以譬喻說。 

                                                 
107 大正 25，頁 124 下；Lamotte[1944]，534，note 1：此一數值（一萬八千

三百八十有三歲）是 Jbanaprasthana（《發智論》）所說，cf. Beal，Catena, p. 

83。按《發智論》（T 1544）或異譯《阿毘曇八犍度論》都沒有說到此一

問題。Lamotte 所說的 Beal，Catena（即 Beal[1871）有一大部分是翻譯仁

潮《法界安立圖》佛教宇宙論相關部分。《法界安立圖》兩次提及此一內

容：「依《智論》，從色界下一大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年，方始至地，

約此上方名為一佛所王土也」(CBETA, X57, no. 972, p. 435, b10-12 // Z 

2B:23, p. 450, b10-12 // R150, p. 899, b10-12)；「《智論》云：從色界初際，

下一丈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秊，方始至地」（CBETA, X57, no. 972, 

p. 460, b12-14 // Z 2B:23, p. 475, b15-17 // R150, p. 949, b15-17)。仁潮的引

述本身並不一致，Beal（[1871]，17，83）也原文照譯（分別譯成 18382 years、

18383 years），但 Beal 是把《智論》（《大智度論》）看成《發智論》，還原

為 Djnâna prasthâna Sh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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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大方石，縱廣如大山，從上放令下，直過無所礙， 

    萬八千三百，八十有三歲，如是年歲數，爾乃得到地。 

    於是兩中間，化佛滿其中，其光大盛明，踰於火日月」。 
 
    《大智度論》此處並沒有明說從何處放下「縱廣如大山」

的巨石，勉強解讀的話，也許是指淨居天。但唐道宣的《釋迦

方志》引述作「如《智度論》，從色界天，下一大石，經一萬八

千三百八十三年108，方始至地。約此上下方維，名為一佛所王

土也」（大正 51，頁 948 下），道宣又在《法苑珠林》說：「《智

度論》云：譬如從色界初際，下一丈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

三年，方至於地」（大正 53，頁 285 下）。依道宣的理解，「色

界天」就是「色界初際」，但這與淨居天指涉的範圍，並不一致。 
    依《大毘婆沙論》（卷 193）的問答，佛教所說的三界，並

不是建基於具體空間處所的劃分，但因三界的確可以由不同有

情所居而顯示的種種「處」（sthAna）。欲界空居天與色界天的

「接壤」，《大毘婆沙論》（卷 193）是以光明等性質來說明，但

無法算出其距離。《俱舍論》嘗試說明具體的數值（初禪最下的

梵眾天 brahmakAyika 距離海平面 256 萬由旬），《立世阿毘曇論》

也嘗試以「往上倍增」的方式，說明諸天與閻浮提的距離，但

在梵天卻出現計算的斷點，改以一塊巨石墜落的時間來說明，

《那先比丘經》、《彌蘭王問經》、《增含》、《大智度論》等，都

是「以譬喻說」，無意算出其具體的數值109，可以看出對此問題

                                                 
108 依《大正藏》校訂腳注，【宋】、【元】、【明】本作「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

年」。  
109 《大樓炭經》經文之後又出現一段文字，其中說到：從是人間，上至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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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切。 
    Horner（[1963]，113，note 2）認為，前引《彌蘭王問經》

的問答，把梵天看成是位在上方，可以計算與地球的距離，那

麼梵天就不是一個超越時間與「歷史」的事件（It is not a world 
therefore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 historical " events.）。反面言

之，梵天可以是超越這一些框架的。前文討論空居天的面積（本

文 § 1.2.8.2.）及器世間毀壞的範圍（本文 § 1.2.8.3.），第四禪

天既然是火災、水災及風災所不及，不會與第三禪天以下的器

世間「俱生俱滅」，如果把第四禪天看成是另一種空間的存在，

應可避免三千大千世界是否共用一個第四禪天的問題。 
 

§ 1.2.8.7.《大毘婆沙論》（卷 193）有這樣的設問：「問：

所說三界云何安立？為上下重累？為鄰次傍布？」（大正 27，

頁 966 中－下），從形式上看，所問的是欲界、色界與無色界的

相對位置，但《大毘婆沙論》（卷 134）已經說明無色界沒有具

體處所可言，而且討論了「從夜摩天至色究竟，所依雲地其量

如何」問題，意指色界是在欲界上方的位置，類似的問題在《俱

舍論》（卷 8）則是就各個器世間的位置來說110： 
 

「世界當言云何安住？ 

                                                                                                        
天，亦五百二十億萬里（大正 1，頁 309 下）。  

110 大正 29，頁 42 上；參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T 1606）（卷 6）所說：

如是東方無間無斷，無量世界或有將壞，或有將成，或有正壞，或壞已住，

或有正成，或成已住。如於東方，乃至一切十方亦爾（大正 31，頁 71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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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言：傍住故。 

    契經言：譬如天雨，滴如車軸，無間無斷，從空下澍。如

是東方無間無斷無量世界，或壞或成。如於東方，南、西、

北方，亦復如是。 
    不說上、下。 

    有說：亦有上、下二方。 

    餘部經中說
111
十方故；色究竟上，復有欲界。於欲界下，

有色究竟」。 

 

    由此一問答可知，如果說「十方」，那就是「上下重累」，

因為在某一個欲界之下，會有另一個器世間的色究竟天，反之

亦然。如果只說「四方」，可能是指「鄰次傍布」。從嚴格的文

義解釋，《雜含》第 954 經顯示的是「鄰次傍布」（併排一起）

的世界觀112，而《別雜》第 347 經是「上下重累」（高下相錯）。 

                                                 
111 La Vallée Poussin[1923－31]，II，10，note 7：Par exemple Samyukta, 17, 11, 

Madhyama, 11, 5.（Pruden[1988-90]，II，500，note 24，雖指出這分別指

大正 1，頁 493 中 8；大正 2，頁 120 中 26，但這與此處的論旨無關）。  
112 現代學者認為，《俱舍論》此處所引的《阿含經》是指《雜含》第 954 經，

見藤田宏達[1984]，8（番號 3004）；Honjō [1984]，30。La Vallée Poussin[1923

－31]，II，10，note 4：Ce Sûtra est Samyukta 34, 7【Pruden[1988-90]，II，

499，note 21：似乎未能找出《大正藏》的編號，所以原文照引：This Sutra 

is Samyukta, 34.7】。參看《俱舍論記》（T 1821）：「說一切有部答：說有八

方世界傍住，經中既說四方，不說上、下，明知傍布，經說四方，攝四維

也」、「有說：亦有上、下二方，餘法密部經中說十方故」（大正 41，頁 1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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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度論》可以看到《別雜》第 347 經的另一種用例113：  
 

「復次，聲聞法中有十方佛，汝自不解，如『雜阿含經』

中說：譬如大雨連注，渧渧無間，不可知數，諸世界亦如

是。我見東方無量世界，有成、有住、有壞，其數甚多，

不可分別；如是乃至十方」（大正 25，頁 125 下）。 
 
    內容上而言，《大智度論》所引的「雜阿含經」與現存《別

雜》第 347 經相合，而從此一角度來看，意味著「十方」有非

常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分別處於「成、住、壞」的狀態。 
《俱舍論》〈分別世間品〉在引用《雜含》第 954 經（及《別

雜》第 347 經）之前，有這樣的問答： 
 

「如是三界，唯有一耶？ 

    三界無邊，如虛空量。故雖無有『始起有情』
114
，無量無

邊佛出於世，一一化度無數有情，令證無餘般涅槃界，而

不窮盡
115
，猶若虛空」（大正 29，頁 42 上）。 

 

                                                 
113 Lamotte[1944]，542，note 3：我在此一引文應該出現的 T 99（即《雜含》），

並沒有發現此一經文；除非認知有誤，此經也未見諸巴利《相應部》。  
114 參看《俱舍論記》（T 1821）：若依化地部，即有「始起有情」，不從業、

惑生，第二身已去，方從惑、業生，由數生故，佛度難盡」（大正 41，頁

151 上）。  
115 《大毘婆沙論》（卷 21）有這樣的問答：蘇迷盧山、洲、渚等物有情共

業所起，於中若有涅槃者，何故此物不減少（大正 27，頁 10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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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論文在說明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後，有這

樣的疑問：「三界」是否只有一個？因為論文說「三界無邊，如

虛空量」，又進一步發問：這麼多的三界「云何安住？」的問題。 
    在「三千大千世界」的範圍裏，固然會有「鄰次傍布」，

還是「上下重累」的問題116，但就無量「三千大千世界」而言，

應該是「上下重累」，也就是說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併

排在一起。 
    《大智度論》基於無量「三千大千世界」的觀念，主張在

「十方」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應該有其他的佛陀出世。不

過，《雜含》第954經只說「四方」，《別雜》第347經才說到「十

方」117。 

                                                 
116 依《瑜伽師地論》（卷 2），支撐有情居住器世間的風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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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正 30，頁 286 下），似乎意指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都是「鄰次旁布」。又，參

看《華嚴經探玄記》（T 1733，卷 4）的問答：「問：此大千界，依餘經論：

大圍山內平滿有百億四天下，上方、下方不得更有四天下。若上下皆有，

則一一四天下皆有上下，故應有三百億。云何仍說唯百億耶？」（大正 35，

頁 171 上）。  
117 佛教關於地獄的說明，也涉及「上下重累」或「鄰次旁布」的不同見解：

一、依《長含》第 1《起世經》（大正 1，頁 121 下）所說，在圍遶「輪圍

世間」的金剛山外，還有第二大金剛山，地獄就在這二金剛山之內【同見

《大樓炭經》（大正 1，頁 283 中）、《起世經》（大正 1，頁 320 中－下）】。

二、Banamoli & Bodhi（[1995]，1331，note 1162）在說明《中部》第 123

《希有未曾有經》的「日月光明所及處」，引注解說書：「每三個世界系統

（world system）之間會有一處.8,000 由旬的空隙處所；這就好像三個臨接

的車輪或是缽器，在臨接處所形成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就是地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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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8.那麼《雜含》第954經只說「四方」，是否有意省

略？其實《雜含》本身對四方、四維上下，有充分的認知。 
    一、《雜含》第471經以種種風起，來比喻有情的種種受： 
 

「譬如空中狂風卒起，從四方來，有塵土風、無塵土風、

毘濕波風、鞞嵐婆風、薄風、厚風、乃至風輪起風。 

    身中受風，亦復如是，種種受起：樂受．苦受．不苦不樂

受」。  
 

    經文長行只說「四方」，在偈頌卻說：「譬如虛空中，種

種狂風起，東西南北風，四維亦如是，有塵及無塵，乃至風輪

起，如是此身中，諸受起亦然」，而且在偈頌部分，另又增添

了本經長行部分所沒有的教說
118

，可見這樣的添加，並不是無

                                                                                                        
【參看《清淨道論》，葉均[2005]，204；Banamoli[2011]，201】。三、《大

毘婆沙論》（卷 172）則說地獄「多分在此贍部洲下」，而八大（熱）地獄

之間，有「上下重累」或「鄰次旁布」的不同見解，除了八大（熱）地獄

外，「贍部洲上亦有邊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中、或在山上、或在曠野、

或在空中」，「於餘三洲唯有邊地獄、獨地獄，無大地獄」（大正 27，頁 865

下－頁 866 上）。  
118 即頌文中的：「比丘勤方便，正智不傾動，於此一切受，黠慧能了知；了

知諸受故，現法盡諸漏，身死不墮數，永處般涅槃」。而這樣的詩頌也出

現在《雜含》第 470 經、第 472 經、第 473 經，與第 468 經（但此經的譯

語，與其他 4 經，明顯不同）。《相應部》〈受相應〉第 12 經說，虛空中吹

的是吹東風、西風、北風、南風、含塵垢之風、不含塵垢之風、寒風、暖

風等種種風（《漢譯南傳》，第 16 冊，頁 278；Bodhi[2000]，1272），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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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作
119

。 
    二、《雜含》第39經所描述解脫者的境界是120： 
 

「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

後有。我說彼識不至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

所至趣，唯見法，欲入涅槃、寂滅、清涼、清淨、真實」 
 
    三、關於四無量心的修持，《大毘婆沙論》（卷82）引「契

經」說： 
 

「慈俱行心無怨、無對、無惱、無害、廣大、無量善修習

故，與樂勝解，遍緣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上下、若

豎、若橫，緣此世間，遍一切分，遍一處，一切有情。慈

俱行心與樂勝解遍具足住，乃至廣說」。 
 
   《雜含》第743經對此一法門的描述是121： 

                                                                                                        
只說到四方，其詩頌部分也只說到四方。又，〈受相應〉第 12 經的詩頌部

分也出現與《雜含》第 471 經相同的詩頌。  
119 關於《雜阿含經》所見，經文中長行與偈頌的種種關係，見郭忠生[2010]，

259－270 的討論。  
120 大正 2，頁 9 上；又見《雜含》第 64 經，大正 2，頁 17 上；又依《雜含》

第 1091 經所傳，瞿低迦比丘在自殺捨報之後，魔王波旬「周匝求其識神」，

一無所獲，經文的用語是：「上下及諸方，遍求彼識神，都不見其處，瞿

低何所之」（大正 2，頁 286 中）。又參《中含》第 6《善人往經》，大正 1，

頁 42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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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慈俱，無怨、無嫉、亦無瞋恚，廣大無量，善修充

滿；四方、四維、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

無嫉、亦無瞋恚，廣大無量善修習充滿。如是修習悲，

喜，捨心俱，亦如是說」。 
 
    § 1.2.8.9.《雜含》第954經只說「四方」，但《雜含》本身

對「十方」有充份的認知，那麼《雜含》第954經的省略應是有

意的省略，這是主張「鄰次傍布」的世界。就此角度而言，「方」

（梵diw；巴disa）是重要的概念。 
    事實上，在印度「六派哲學」裏，「正理－勝論派」

（Nyaya-Vaiwesika）被認為是主張實在論的學派，該派有所謂

的說明世界構造的「句義」（padartha）
122

，其第一個「句義」

                                                                                                        
121 大正 2，頁 197 中；又見《雜含》第 916 經，大正 2，頁 232 上；《雜含》

第 567 經所說的「無量三昧」，沒有說到「四維」（大正 2，頁 149 下）。《清

淨道論》對此一法門也引用聖典文句，並加以解說（葉均[2005]，305－306；

Banamoli[2011]，302－303），並參漢譯《法蘊足論》對四無量心的解說（大

正 26，頁 485 上－頁 488 中）。漢譯《大集法門經》：「復次，四無量是佛

所說。謂若苾芻發起慈心，先於東方行慈，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然

行慈。而彼慈心，於一切處，一切世界，一切種類廣大無量，而無邊際，

亦無分限，此名慈無量。悲喜捨三，亦復如是」(大正 1，頁 228 下），則

直接譯出東西南北方。  
122 在《勝論經》（Vaiwesika-sutra）中，此一語詞並未出現，參 Hattori（[1977]，

693，note 7）的說明；姚衛群[2003]，1－2。而現代學者都把 padartha 英

譯為 category（範疇），關於其意義，參看 Mülle（r[1899]，99－101）、

Potter（[1977]，49）、郭瓊瑤（[2009]，41，註 9）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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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實體」（dravya），而「實體」有九種，其第七種就是

「方」（diw；dik）
123

。 

玄奘譯《勝宗十句義論》稱：「東南西北等詮緣因，是為

方」（大正54，頁1262下）。 

    Dasgupta（[1922-1955]，I，311）的說明是：第七種實體

是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dik），因為此一實體，事物能被

認知在右，左，東，西，上，下；時間（kala）與「相對空間」

都是只有一個，但傳統上可以看到「八方」與上下。 

     
    § 1.2.8.10.在「正理－勝論派」，「方」固然有其重要地位，

而《大智度論》在討論現在同時多佛的議題時，也一再使用「十

方佛」之語。 
    但在《大品經》〈序品〉所描述諸方佛世界的菩薩前來拜

訪、問候釋迦佛的部分，卻只說到東方、南方、西方、北方、

                                                 
123 郭瓊瑤[2009]，35－41；姚衛群[2003]，1－2、10－11；Chatterji[1912]，

54－61；Dasgupta[1922-1955]，I，310－313；Gough[1873]，6、60－64

（姚衛群[2003]所收《勝論經》就是譯自此書）；Keith[1921]，179－237；

Müller[1899]，582－583。現代學者對此一 diw 或 dig 的譯語，極不一致：

或作 space（Gough[1873]，6；Müller[1899]，582－583；Keith[1921]，184、

232－237；Dasgupta[1922-1955]，I 在本文所引之段落譯作 relative space，

但在別處逕稱為 space）；Chatterji（[1912]，58－61）則說：the Power, Force 

or Principle of relative position，而且還嘗試說明 akawa（虛空）與 dik 的區

別。Potter（[1977]，91－93）也譯成 space（與 time 合論），但同一本書

內的 Hattori（[1977]，213）譯成 place（diw）；Lamotte（[1944]，595）

則譯為 les《régions》（d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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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與上方，只有六方
124

，《大智度論》（卷10）在解說這一

段經文時，不但沒有對「六方」有意見，反而闡述「方」但名

無實的概念125： 
    「問曰：如佛法中，實無諸方名。何以故？諸五眾、十二

入、十八界中所不攝，四法藏中亦無說方是實法，因緣求

亦不可得，今何以故此中說十方諸佛、十方菩薩來
126
？ 

    答曰：隨世俗法所傳，故說方，求方實不可得。 

    問曰：何以言無方？汝四法藏中不說，我六法藏
127
中說。

                                                 
124 大正 8，頁 218 上－下，而《光讚經》（大正 8，頁 148 中－下）與《放

光般若經》（大正 8，頁 2 上－下），也都是只說到六方。在 Dutt 所校的《二

萬五千頌般若經》（PaJcaviMZatisAhasrikA PrajJApAramitA）明白說到十方

（Dutt[1934]，15），Conze 的英譯本也是如此（Conze[1975]，43）。以上

所舉的各種傳本都只詳細描述東方多寶世界，其餘的部份只是開列其名

稱，在玄奘譯的《大般若經》第二會，則每一方向的佛世界都有詳細說明

（大正 7，頁 2 下－頁 7 上）。  
125 詳大正 25，頁 133 中－下（Lamotte[1944]，595－597），此處只引其中

一部分。  
126 《大品經》只說到「六方佛土」、「六方菩薩來訪」，不知此處的「問曰」

何以有此說法？應該注意的是，「他方菩薩來訪」只說到六方，但佛陀的

放光不但「遍照三千大千國土」，還「從三千大千國土，遍照東方如恒河

沙等諸佛國土，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大正 8，頁 217 中

17～18）。  
127 Lamotte[1944]，596，note 1 只說：關於「六法藏」，我（Lamotte）是第

一次「聽到」。Lamotte 對此並沒有進一步說明，但此處的「六法藏」應是

後來所說的勝論學派「六句義」。《勝論經》（Vaiwesika-sutra）沒有提及「句

義」（padartha）之語，而且早期的勝論學派說的，只有「六法」；第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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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眾、入、界中不攝，我陀羅驃中攝
128
。 

                                                                                                        
義「非有」（abhava）是後代所添加，參看 Müller[1899]，100、493；

Dasgupta[1922-1955]，I，312；Keith[1921]，179－180 認為：the full step of 

reckoning the categories at seven had not yet been definitely accepted。郭瓊

瑤（[2009]，38）認為：十一世紀的 Udayana 在其作品《光之環》（Kiranavali）

正式承認第七句義「非有」（abhava）【依窺基《成唯識論述記》（T 1833）

所傳：「後其苗裔，名為惠月，立十句義」（大正 43，頁 255 下），這就

是玄奘所譯之《勝宗十句義論》】。漢譯佛典的用例：《方便心論》（T 1632）

卷一：「問曰：汝言解此論者，決了論法，今諸外道有論法不耶？答曰：

有！如衛世師有六諦：所謂陀羅驃、求那、總諦、別諦、作諦、不障諦，

如斯等比皆名論法」（大正 32，頁 23 下）。《成實論》（T 1646）卷二：

「又，隨所受法亦名為『有』，如陀羅驃等六事是優樓佉『有』。二十五

諦是僧佉『有』。十六種義是那耶修摩『有』。又若有道理能成辦事，亦

名為『有』，如十二入。又佛法中，以方便故說一切有、一切無。非第一

義。所以者何？若決定有，即墮常邊。若決定無，則墮斷邊。離此二邊，

名聖中道」（大正 32，頁 256 上－中）。吉藏在《百論疏》（T 1827）卷

上，也對衛世師（即勝論學派）的六諦（陀羅驃、求那、羯摩、三摩若、

毘尸沙、三摩婆夜），有精要的解說（大正 246 下－頁 247 中）。從這些

不同的用例，以及下文中「我陀羅驃中攝」的用語，此段的「六法藏」，

是勝論學派的主張，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六句義」。  
128 承前註，陀羅驃是指勝論學派的 dravya。Lamotte（[1944]，595－6）將

本句譯為：Si on ne parle pas des regions dans vos quatre Corbeilles da la loi, 

il en est question dans mes six Corbeilles de la loi; si elles ne sont pas 

contennues dans vos listes de Skandha, Āyatana et Dhātu, elles sont 

contennues dans mes Dhāranī à moi【英譯本 p. 466 作：If the directions are 

not in your four baskets of the Dharma (dharmapitaka), they are mentioned in 

my six baskets of the Dharma; if they are not contained in your li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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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法，常相故，有相故，亦有亦常！」。 
 

    《大智度論》的解說，是以勝論學派（Vaiwesika）與佛教

設問對談的方式進行，結論是「若一國中，日與東方合，是為

有邊，有邊故無常，無常故是不遍，以是故，方，但有名而無

實」。換言之，「方」並不是一種「實體」（陀羅驃）。 

    雖然如此，《瑜伽師地論》〈意地〉則把「方」列為24種

心不相應行之一
129

，依窺基《大乘百法明門論解》（上）的解

說：「方者，『色處』分齊，人法所依，或十方上下，六合四

極，亦隨所制」
130

。 

    《瑜伽師地論》雖把「方」列為心不相應行，但定義是： 

 

「問：何因緣故，名心不相應耶？ 

答：此是假想，於諸事中為起言說，於有色等二種俱非，

於有見等二種俱非。 

如是廣說安立道理一切當知」（大正 30，頁 593 中）。 

                                                                                                        
skandhas, āyatanas and dhātus, they are contained in my own dhāranīs）。顯然

是把陀羅驃看成是陀羅尼，不知根據何在？  
129 世親的《大乘廣五蘊論》主張的心不相應行只有 14 種（大正 31，頁 849

下）。  
130 大正 44，頁 51 下。《瑜伽師地論》〈意地〉（卷 3）雖然列出 24 種心不相

應行，但在〈決擇分〉（卷 52、卷 53）解說其意義時，卻只說到 22 種，

而沒有解釋「方」及「不和合」。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3，大正

43，頁 181 下）、遁倫（即道倫）《瑜伽論記》（卷 13，大正 42，頁 610 下）

都嘗試說明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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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假想」，「於諸事中為起言說」，其意義就與《大

智度論》所見「但名無實」的說法，沒有不同。 

    另一方面，從現存梵本看來
131

，《瑜伽師地論》的「方」

是dewa，這與《勝論經》（Vaiwesika-sutra）所採的diw，並不相

同，應是有特別的用意132。 

 
    § 1.2.9.1.赤馬天子以其神通之力，在百年之中，奮力前進，

還是找不到「世間」的盡頭（《雜含》第1307經）。赤馬天子是

想要以親身的經歷，抵達「世間」的盡頭（見本文 § 1.2.1.）。 
    佛陀說法的聲音，如果佛陀願意的話，可以讓三千大千世

界以外的有情聽到（《增支》三集80經），但佛陀的聲音究竟

可以傳到多遠的地方，此一經文沒有明說（見本文 § 1.2.2.）。

同一問題，在《大智度論》則說：目犍連「欲知佛聲近遠，即

時以己神足力，去無量千萬億佛世界」，停下來之後，卻是「聞

佛音聲，如近不異」。目犍連見到了該世界的佛陀，雙方寒喧

之後，佛陀說「汝尋佛聲，過無量億劫，不能得其邊際」（參

郭忠生[2010]，227）。 
《清淨道論》說：佛陀的「境界剎土」是無邊無量的世間

                                                 
131 《瑜伽師地論》這 24 種心不相應行法的梵語，見

http://ybh.ddbc.edu.tw/ui.html（YBh Yo-BB p. 68, 12~069, 07）。  
132 辭書對 dewa 的解說是：Macdonell[1893]，125B：point, spot, place, region, 

country；MW，496B：point, region, spot, place, part, portion, province, 

country, kingdom。而 dewa 的巴利語形是 desa，PED，165B 作：point, part, 

place, region, spot, country。  

98   正觀第六十三期/二Ο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Visayakhettam anantamaparimanam）（本文 1.2.7.2.）。 

    《大毘婆沙論》（卷 83）說：佛陀「數數踰越無量百千俱

胝輪圍山等，為他說法，不辭勞倦」（大正 27，頁 428 下，本

文 § 1.2.7.5.）。 
    《別雜》第347經說「東方無量世界眾生熾盛安樂；無量

世界悉皆碎壞；無量世界眾生滿中；無量世界悉皆空虛，無有

眾生在中居止」（本文 § 1.2.8.1）。 

    這類的教說，的確會產生如Gombrich（[1975]，135）所說：

對佛教徒而言，空間與時間二者，都是無限的（both space and 
time are infinite）。 
    McGovern（[1923]，49）就說：既然承認空間無限，而其

含攝了不可計算的世界，接下來是探討佛教如何加以配置安排

這些世界133。 
    更早的Hardy（[1853]，8）也說：空間是無限的，居住在

裏面的有情是無限的，輪圍世間也是無限的。這是唯佛陀所能

知
134

。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先引一段Gombrich（[1993]，147）的

說法：所有的佛教傳統都同意我作為討論起點的看法：佛陀是

一位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他把自己的教法看成是對治苦的

                                                 
133 The infinity of space and the countless number of worlds which it contains, 

being admitted, the next task is to discover how Buddhism sets about 

classifying them。  
134 That space is infinite; that the beings inhabiting it are infinite :and that the 

sakwalas are infinite, is known to Budha, and by him alone is it perceived.【按

sakwalas 就是輪圍世間（cakkav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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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眾生（我們所有的人）的苦，因我們的慾望與迷妄，而生

死死生的輪迴。就好像大海只有一味，也就是鹹味；佛陀的法

（dharma）與毘奈耶（vinaya）也是只有解脫這一味。有比丘請

問一些『大哉問』的形上學問題（some large metaphysical 
questions），包括世界是有限，或是無限（whether the world is 
finite or infinite）等，佛陀拒絕回答（he refused to answer），把

問這些問題的人，比擬成一個被箭所傷之人，在還沒知道射箭

之人以前，不願接受治療。 

    但在同一篇文章Gombrich（[1993]，145）還是說：佛教認

為宇宙的空間是無限的，時間沒有開端，而且無限存續

（Buddhism sees the universe as infinite in space, beginningless 
in time, and of unlimited duration）。 

    這樣看來，世界有限（有邊）？無限（無邊），須要從不

同的角度來觀察。 

 

    § 1.2.9.2.1.《大品經》〈序品〉在描述諸方佛世界的菩薩前

來訪之前，是佛陀放光。佛陀所放之光，究竟可以抵達何處？

經文是說： 
 
    「是時，東方過如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其世界最在邊，世

界名多寶，佛號寶積，今現在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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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onze 所見的梵本135，其英譯是：In the East, beyond 
countless world systems, at the very limit of these world systems, 
there is a world system called Ratnavatī（Conze[1975]，42）。《大

智度論》的解說是136： 
 

「是多寶世界，非一切世界邊，是釋迦牟尼佛因緣眾生可

應度者最在邊。譬如一國中最在邊，不言一閻浮提最在

邊」。 
 
     依此解釋，每一位佛陀所能度化的眾生，還是有其範圍，

並不是一般所認為的「度盡一切眾生」，所以佛陀身上所放出的

光明，在東方就是「多寶世界」。這可以參看《大智度論》的另

一說明137： 
 
    「復次，若一佛盡度一切眾生，餘佛則無所復度，是則無

未來佛，為斷佛種。有如是等過。 

    以是故，一佛不度一切眾生。 

    復次，是眾生性，從癡而有，非實定法，三世十方諸佛，

求眾生實不可得，云何盡度一切？ 

    問曰：若空不可盡度者，少亦俱空，何以度少？ 

    答曰：我言三世十方佛，求一切眾生不可得，故無所度，

                                                 
135 參看 Dutt[1934]，12；Lamotte[1944]，529。  
136 《大智度論》（卷 9），大正 25，頁 124 上；Lamotte[1944]，529－530 
137 《大智度論》（卷 20），大正 25，頁 210 中－下；Lamotte[1970]，1260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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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難言何以不盡度，是為墮負處！ 

    汝於負處不能自拔，而難言無眾生中，多少一種，何以度

少，是為重墮負處！ 

    復次，諸法實相第一義中，則無眾生，亦無度，但以世俗

法故，說言有度。 

    汝於世俗中求第一義，是事不可得，譬如瓦石中，求珍寶

不可得」。 
 
    這樣看來，《大品經》文的「其世界最在邊」，不單是指空

間的位置，還兼指佛陀度化因緣的眾生（的範圍）。 
 
    § 1.2.9.2.2.關於放光，漢譯佛典裏最為人知的是「阿彌陀」

（amitabha），也就是無量光。依《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

度人道經》（T 362）所說138： 
 

「阿彌陀佛光明最尊第一無比；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 
 
    這是源自阿彌陀的本願： 
 
    「第二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頂中，光明絕好，勝於

日月之明百千億萬倍；絕勝諸佛光明焰照，諸無央數天下、

幽冥之處，皆當大明，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見我光

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來生我國」。 
                                                 
138 大正 12，頁 302 中－頁 303 上；又參《無量清淨平等覺經》（T 361），大

正 12，頁 281 中－頁 2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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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所放光明勝過其他諸佛，顯示了諸佛差別（巴

vematta）的概念。《長含》第 1《大本經》（及《長部》第 14
《大本經》）所列出的諸佛壽命、出生種姓等等事項，就有諸

佛差別的意味，而在巴利注解書（義論）的確可看到諸佛身光

有差別的說法139，其「[身光」的巴利語是 ramsi。 
    在《大品經》（T 223）〈四攝品〉列出佛陀三十二相的第

十五是「身光面一丈」（大正 8，頁 395 下 10），經文還說： 
 

「是三十二相佛身成就，光明遍照三千大千國土，若欲廣

照，則遍滿十方無量阿僧祇國土；為眾生故，受丈光，若

放無量光明，則無日月時節歲數。佛音聲，遍滿三千大千

國土，若欲大聲，則遍滿十方無量阿僧祇國土，隨眾生多

少音聲遍至」（大正8，頁395下）。  
 

    佛陀的光明、聲音可以「無遠弗屆」，這與《增支》三集

80 經所說的聲音（本文 § 1.2.2.）是同一理路，但更正面、積

極的確認。 
    佛陀有三十二相，這是《阿含經》與《尼柯耶》的一致傳

說，依此說法，諸佛的光明就不可能有差別。但《大品經》說

了「身光面一丈」的理由：如果佛陀放無量光明，「則無日月

時節歲數」。 
    再進一步說，就如同《大智度論》（卷 34）在解說經文「欲

                                                 
139 Horner[1963]，xxxviii；Endo[2002]，214－216；郭忠生[2004b]，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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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壽命無量、光明具足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所提及的140： 
 

「如釋迦文佛常光一丈；彌勒佛常光十里。 

諸佛壽命、光明，各有二種：一者、隱藏，二者、顯現； 

一者、真實，二者、為眾生故隱藏。 

真實者，無量；顯現為眾生者，有限有量。 

實佛壽不應短，所以者何？諸佛長壽業因緣具足故
141

」。 
 
    此處的「釋迦文佛常光一丈；彌勒佛常光十里」，指在不

同的因緣時節中，佛陀為適應當時的眾生，而表現出不一樣的

「身光」，近於巴利注解書的諸佛差別事項。 
 
    § 1.2.9.2.3.《大品經》〈初品〉所描述佛陀放光等「神力」

示現部分，其中有一項是142：「世尊以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

國土，亦至東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國土，乃至十方亦復如是」。 

                                                 
140 大正 25，頁 311 下；Lamotte[1980]，2336。  
141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20）：佛雖財壽俱未盡故而般涅槃，然非橫死，

邊際定力所成辦故，功德威勢未窮盡故。諸餘有情於命終位威勢窮盡，佛

不如是（大正 27，頁 103 中）。  
142 大正 8，頁 217 中；Conze（[1975]，39）就梵本對應部分譯成：Thereupon 

the Lord again, with the natural splendour of the Buddhas, the Lords, 

illumined the great trichiliocosm. And so on, up to: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in 

each single direction, world systems as numerous as the sands of the Ganges 

were illumined by His splend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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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的解說是143： 
 
「問曰：云何為常光？ 

    答曰：佛身四邊各一丈光明，菩薩生便有此，是三十二相

之一，名為丈光相。 

    問曰：佛何以故光常一丈而不多？ 

    答曰：一切諸佛常光無量，常照十方世界。釋迦牟尼佛神

通身光無量，或一丈、百丈、千丈、萬億，乃至滿三千大

千世界；乃至十方，如諸佛常法。但於五濁世，為眾生少

德、少智故，受一丈光明；若受多光，今眾生薄福鈍根，

目不堪其明。如人見天身，眼則失明，以光盛眼微故。 

    若眾生利根福重，佛則為之現無量光明。 

    復次，有人見佛常光，歡喜得度。 

    譬如國王以常食之餘，賜諸群下，得者大喜。佛亦如是，

有人見佛種種餘光，心不歡喜，見佛常光，必至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大智度論》認為：經文的「常光」（prakrtiprabha），就是

三十二相中的「丈光相」（vyamaprabha）。《阿含經》及《尼柯

耶》已經出現三十二相議題，《長部》第 30《三十二相經》還

說明了三十二相的「業因緣」，這在嗣後的論書《大毘婆沙論》、

《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仍有所討論。經論所見的三十二

相內容，並不完全一致，此處的「丈光相」即未見諸《阿含經》

                                                 
143 大正 25，頁 114 下－頁 115 上；Lamotte[1944]，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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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尼柯耶》（Lamotte[1944]，454，note 1）。《大智度論》（卷

29）認為： 
 
    「佛法有二諦：一者、世諦；二者、第一義諦。 

    世諦故，說三十二相；第一義諦故，說無相。 

    有二種道：一者、令眾生修福道；二者、慧道。 

    福道故，說三十二相；慧道故，說無相。 

    為生身故，說三十二相；為法身故，說無相。 

    佛身，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自莊嚴；法身，以十力、

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諸功德莊嚴」
144

。 
    既然是「世諦故，說三十二相」，就可能有不同的「示現」，

所以《大智度論》（卷 88）又說： 
 

「有國土佛為現千萬相，或無量阿僧祗相，或五、六、三、

四； 

    隨天竺所好故，現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大正 25，

頁 684 上－中）。 
 
    往此角度思考，佛陀不一定要顯示三十二相。但之所以「一

切諸佛常光無量」，是因為佛陀福德因緣具足。 
 

                                                 
144 大正 25，頁 274 上；Lamotte[1976]，1913－1914。關於三十二相的問題，

參看 Lamotte[1944]，271，note 1；273，note 1（網曼相之問題）；

Lamotte[1944]，454，note 1；Lamotte[1949]，668，note 1；Lamotte[1976]，

1909，note 1；Lopez[2005]，18－33；Guang Xinag[2005]，24－35；Tan[2010]。 

106   正觀第六十三期/二Ο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2.9.3.「量」、「數」、「邊」等名言概念，相當常見的，

而與「無量」、「無數」、「無邊」，存有辯證的關係。 
前引《相應部》〈無始相應〉第 20 經的注解（本文 § 1.1.9.1.）

說到，在人壽十歲與「阿僧祇歲」（asavkheyya，無數歲）之間，

漸次遞增遞減之間，於遞減的時程中，會有佛陀出世。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阿僧祇歲」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

不是沒有盡頭的時程。同樣的，佛典所說成佛的時程有「三大

阿僧祇劫」、「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等等不同的傳說（印順法師

[1981]，134－136），如果把「阿僧祇劫」看成是數值上的無量

無數，豈非永無成佛之可能？「無量無數」怎會有三個？《大

毘婆沙論》在解說此問題時，引用一種 10 進位所構成的六十位

數目系統，依據這種算法，「阿僧祇」相當於現代通行的 52 位

數（1051；或說阿僧祇在第 60 位）；《俱舍論》相對應的部分，

就是這一種數目系統（大正 27，頁 890 下－頁 891 中；郭忠生

[2011]，207－210）。 

    所以「阿僧祇」不能單憑字面上的意義來解讀。同樣的，

《華嚴經》把「無量」、「無邊」看成是一個具體的數值（郭忠

生[2011]，219－223）。 

    在部派論書，二十二根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但「二十二根」

這一用語的經據是有爭議的（Gethin[2001]，105）。《大毘婆沙

論》（卷 142）對為什麼《發智論》要討論「二十二根」的質疑，

引述了一種見解： 

 
    「不應問彼尊者，以契經說二十二根，彼根契經是此論根

本，依彼經造論不可責其因緣，以彼尊者於佛所說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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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不能少減說二十一，不能少增說二十三。以佛所說無

增減故不可增減。 

如不可增減，不可多少，不可損益，無量無邊，應知亦爾。 

以佛所說無量無邊，不可於中作量、邊故。 

無量者，義難測故；無邊者，文難知故。 

譬如大海無量無邊，無量者深，無邊者廣，世尊所說應知

亦然。 

雖百千俱胝那庾多數，如舍利子等諸大論師，於佛所說二

句文義，造百千論分別解釋，盡其覺性，不得邊際，是故

不應責彼尊者」
145
。 

 
    此處的「無量無邊」，不是指空間大小，或是時間久暫，

而是「義難測」、「文難知」。 
 
    § 1.2.9.4.除了「空間」的大小、遠近之外，《大智度論》的

解說，更著重在「邊」的捨離： 
 
    「問曰：如佛所說一切世界，無量（apramana）無邊

（ananta），云何言『其世界最在邊』（sarvavasaniko 
lokadhatuh）？ 

    最在邊者，是墮有邊相；若世界有邊，眾生應盡。何以故？

無量諸佛，一一佛度無量阿僧祗眾生，令入無餘涅槃，更

                                                 
145 大正 27，頁 728 下；參看大正 27，頁 236 下（卷 26）、546 中（卷 105）、

頁 837 上（卷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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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新眾生
146
，故者應盡！ 

    答曰：佛經雖言世界無量，此方便說，非是實教。 

    如實無神，方便故說言有神。 

    此十四難
147
，世界有邊（antavan lokah）、無邊（anantavan 

lokah），俱為邪見。 

若無邊，佛不應有一切智。何以故？智慧普知，無物不盡，

是名一切智。 

    若世界無邊，是有所不盡；若有邊，如先說咎。 

    此二俱邪見，何以故？依無邊以破有邊故」。 
 
    依現存梵本，《大品經》的「其世界最在邊」是 sarvavasaniko 
lokadhatuh。而 Conze（[1967]，420）收有 sarvavasanika 詞條，

並解為 at the very limit of。《荻原梵漢》（146b）：avasana，意

為「竟、邊極、最後，為後」148，這與十四無記世界有邊（antavan 
lokah）、無邊（anantavan lokah）的「邊」（anta），並不相同，

                                                 
146 《大智度論》對談者在「問曰」所說的論述，參看《俱舍論》（卷 8）：「如

是三界，唯有一耶？三界無邊，如虛空量。故雖無有『始起有情』，無量

無邊佛出於世，一一化度無數有情，令證無餘般涅槃界，而不窮盡，猶若

虛空」（大正 29，頁 42 上）。「始起有情」是 apurva-sattva，真諦譯為「先

未有今有眾生」（大正 29，頁 199 上）。普光的解說是：三界無邊，所以度

生難盡。若依化地部，即有「始起有情」，不從業、惑生（大正 41，頁 151

上）。  
147 參看《大智度論》（卷 2），大正 25，頁 74 下－頁 75 上。  
148 Macdonell[1893]，30b 在 ava-sakta 詞條項下，列有 ava-sãna，並解為 

resting-place ; cessation ;end ; death ; end of a sentence or verse ; 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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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意避免混淆。 

 
    § 1.2.9.5.1.在印度哲學，吠檀多（Vedanta）原是指作為吠

陀（Veda）一部分的《奧義書》（Upanishads）。此詞的構成是

Veda-anta，也就是吠陀讚歌的附錄，並且被認為 Vedanta 是吠

陀（Veda）的目標或極致（the purpose or goal [end] of the 
Vedas）。西元八世紀之後，吠檀多，被拿來指稱印度哲學的一

個重要學派。吠檀多也可以當名詞使用，描述一個人精通嫺熟

四根本吠陀149。 

    在 Veda-anta 語詞構成中，可以看到 anta 的不同意義。 
    佛典也可以看到 anta 的許多用例150。在荻原雲來（編校）

的《梵漢對譯佛教辭典．翻譯名義大集》第 250 章〈世間數目

名〉所列出的數詞中，第 18 個是 AntaH（「千載」），其數值究

竟是多少，並不明瞭，但可以確定，anta 是被當成是一個很大

的數目；網際網路所見《維基百科》中 Indian numbering system

                                                 
149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danta。點閱日期：2012 年 4 月 5 日。   

Klostermaier[2007]，49：The Upanisads are also called the Vedanta, the end 

of the Veda: they mark the latest part of the Veda, and they are regarded as 

the end and aim of the Veda。又見 Bartley[2011]，134：The word ‘Vedanta’ 

literally means ‘the end of the Vedas’, where end means the Upanisads. 

Vedanta is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Upanisads(collectively termed 

‘wruti’ or ‘what has been heard’) either by direct commentary upon them or by 

elaboraye explanations of the aphoristic summaries of their contents in the 

Brahma-Sutra。參看黃心川[1989]，418－425。  
150 如 PED，s. v. anta 所示；又見 CPD，s. v. anta。  

110   正觀第六十三期/二Ο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條目所見以現代印度 Hindi 語表示的數目系統，可以看到 ant
（1029）的用例（郭忠生[2011]，203－205）。 
    這是把 anta 當成是一數目。 
《瑜伽師地論》（卷 2）說：「百拘胝四大洲、百拘胝蘇迷盧、

百拘胝六欲天、百拘胝梵世間，三千大千世界，俱成俱壞」。其

中的拘胝（koti）指現行的千萬（107）（本文 .§ 1.2.3. ）。 
依 PED 所說，koti 的意義有三種151。其第三種與數值有關，

PED 認為，其原義是度量衡的「盡頭」（”end” of the scale），指

很大的數值，「約相當於十萬（a hundred thousand）」。此一用例，

就是把 koti 看成一個數目（只不過其所說的數值與本文所引述

者不同）。 
    第一種與第二種解釋，koti分別指空間的頂端，巔峰

（extreme part, top, summit, point），以及時間的分割、過去未來

等（a division of time, with reference either to the past or the 
future）。但PED的解說一開始是說the end of space或是the end of 
time，這究竟是指空間或時間的盡頭，或是終結了空間或時間

（超越了時間或空間）？ 

    PED就時間的分割，提及pubba-koti（過去際、前際、先際），

purima-koti或pacchima-koti（後際、未來際），在佛典裏，

pubba-koti常被拿來說明生死輪迴。 
《雜含》第 937 經說

152
： 

                                                 
151 參看 Conze[1967]，156 與 Hopkins[2011]，215 的譯解。 
152 《雜含》第 937 經，大正 2，頁 240 中；《別雜》第 330 經，大正 2，頁

485 下；〈無始相應〉第 13 經（《漢譯南傳》，第 14 冊，頁 233－頁 236；

Bodhi[2000]，658）。《大智度論》（卷 28，大正 25，頁 266 上）引用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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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生死輪轉，

不知苦之本際」 
 

《別雜》第 330 經譯成： 

 
「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眾生，

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結所使，纏繫其頸，生死長途，流

轉無窮」。 
 
    《相應部》〈無始相應〉第 13 經則是： 
 

“this sajsara is without discoverable beginning. A first point 
is not discerned of beings roaming and wandering on 
hindered by ignorance and fettered by craving”

（Anamataggoyam, bhikkhave, samsaro. Pubba koti na 
pabbayati avijjanivarananam sattanam tanhasamyojananam 
sandhavatam samsaratam） 
 
在概念上，既然是「無始」153（without discoverable 

                                                                                                        
梨國四十比丘」的經文，但文字不同（參看 Lamotte[1976]，1835－1837）。

此一定型句，在《增含》的譯文可能是「（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

結其身，流轉世間，無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原」（大正 2，頁 738

下）。  
153 關於「無始」（anamatagga）的構詞，參看 Bodhi[2000]，795，note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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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當然「無終」，Bodhi 比丘把《雜含》第 937 經

的本際（purva-koti）譯成 first point（pubba koti），就顯示此

一意義。無始（開端）、無終（盡頭），當然就沒有中間。龍

樹《中觀論頌》（Mūlamadhyamakakārikā）第 11 品〈觀本際品〉，

漢譯本稱「本際」，但梵本稱 pūrvaparakotiparīksā，包括過去

（pūrva-koti）與未來（apara-koti）兩者154： 
 

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 

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 

   purv  a prajbayate kotir nety uvaca mahamuni /h   
   sajsaro ‘navaragro hi nasyadir napti pawcima / /j  

   naivagra  j navara  j yasya tasya madhya  j kuto bhavet/ 
   tasman natropapadyante purvaparasahakram / /ah  

    《中觀論頌》頌文所引的「大聖之所說」，相當於《雜含》

第937經等的定型文句，再進一步延申到無始、無終、無中間。

而且這樣的狀態，不僅單指生死輪迴，而是遍及一切法（下文 § 
1.2.9.5.9.）。 

 
    § 1.2.9.5.2. 龍樹《中觀論頌》〈觀本際品〉檢討了過去

                                                                                                        
在 BHSD（21b），anavaragra 可能是指沒有終點或開頭。  

154 大正 30，頁 16 上；梵本引自 McCagney[1997]，164。又，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lo 所建置的網站，可以看到頌文的梵、漢、

藏、英對照：

https://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library&b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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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ūrva）與未來（apara）之「際」（koti）。而《中觀論頌》

裏，「四句分別」（catus- koti）是主要的論式之一，現代學者

對此已有不少討論155。 
    Hopkins（[2011]，392）把catus- koti英譯成：four possibilities
（四種可能）； tetralemna（四難推理，四句，四句分別，四

句否定）；four permutations（四種排列組合）。 
    「四句分別」（catus- koti）並不是中觀學派特有的論式。

玄奘譯《俱舍論》〈分別世間品〉第8b頌說156： 
vijñānam na sthitih proktam catuskoti tu samgrahe 
「說獨識非住 有漏四句攝」 
這是指：在色受想行識等五蘊中，有識隨色住、識隨受住、

識隨想住、識隨行住等「四識住」，只有識蘊不能說是「識住」，

因為識是能住。「有漏、四句攝」是指「四識住」與「七識住」
157的關係。「有漏」是說七識住與四識住都是有漏的，至於「四

                                                 
155 楊惠男[1983]、Katsura[2000]、Westerhoff[2009]，67－90、Priest[2010]。 
156 大正 29，頁 43 中－下；真諦譯本，大正 29，頁 200 下。  
157 《集異門足論》（T 1536）：「七識住者，云何為七？答：有色有情，種種

身，種種想，如人及一分天，是名第一識住。有色有情，種種身，一種

想，如梵眾天劫初起位，是名第二識住。有色有情，一種身，種種想，

如光音天，是名第三識住。有色有情，一種身，一種想，如遍淨天，是

名第四識住。無色有情，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

邊空，空無邊處具足住，如空無邊處天，是名第五識住。無色有情，超

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如識無邊處天，是名第六

識住。無色有情，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如無

所有處天，是名第七識住」，而七識住中的識住是指「即此所繫，所有色、

受、想、行、識蘊，總名識住」（詳大正 26，頁 437 下－頁 4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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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攝」，則是在說明此二者的相攝關係（為七攝四？四攝七

耶？）。 
阿毘達磨論者，對經法，既總集資料而成部類；不同類的

分類法，又集成種種論門。依此，又進入相攝與相應的論究，

而這一相攝論門，對阿毘達磨來說，實際的意義，非常重大（印

順[1968]，79－81）。 
    七識住與四識住的相攝，可以「四句」（catuskoti）來說明：

一、是七識住而非四識住，指的是七識住中的識，因為這是識

蘊，所以是七識住，而不是四識住所攝；二、是四識住非七識

住，這是指三惡趣、第四禪（靜慮）、有頂天的受等四蘊158，因

為是四蘊，所以是四識住攝；因為是三惡趣等，所以不是七識

住所攝；三、是四識住也是七識住，這是七識住的色、受、想、

行四蘊，因四、七識住俱有；四、非四識住也非七識住，這是

指三惡趣、第四禪（靜慮）等的識蘊，因為是三惡趣等，所以

不是七識住所攝；因為是識蘊，所以非四識住所攝。 

    《俱舍論》是以四句來「窮盡」四識住與七識住的關係，

這是僅就二法的關係來說。這種以「四句」來論述諸法的關係，

是部派論書常見的論式159。《俱舍論》的確用了catuskoti之語
160

。

                                                 
158 從前一註解可知，三惡趣、第四靜慮、有頂（非想非非想天）、無所有處

天，都不在七識住的範圍，而七識住的識住是指五蘊；四識住僅指色、

受、想、行四蘊。  
159在 CEBTA 2011 版光碟，以「四句」二字進行全文檢索，在「毗曇部」共

出現 2573 次；縮小範圍，「毗曇部」中以「六足論」、「發智論」、「毘婆

沙論」、「毘婆沙綱要論」等翻譯的佛典來說，則有 1578 次（雖有「四句」

之語，不一定與此處「四句分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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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佛典所見的「四句」，其原語為何，因缺乏梵本可資比對，

無從確認161。 
    Katsura（[2000]，205－206）在討論《中觀論頌》的四句

分別時，特別提及阿毘達磨論書經常使用二法門（dvika/duka）

與三法門（trika/tika），而稱之為「論母」（Matrk /a Matika）。南

傳《法集論》（Dhammasamgani）就列了一百個叫作「因/非因」

（hetu/na hetu）、「煩惱/非煩惱」（kilesa/na kilesa）的二法門，

以及二十二個諸如「善/不善/無記」（kusala/akusala/avyakata）

的三法門。說一切有部的《品類足論》也有類似的二法門：「色

/非色」（rupin/ arupin）、「可見/不可見」（sanidarwana/ 
anidarwana）、「有對/無對」（sapratigha/apratigha）等等二法門，

乃至於三法門、四法門。而論母可能引生了佛教注解書

的”Method of Enumeration”（法數類集），而這些針對諸法所作

的論題為導向的分析，可以輕易的建構出二難（Dilemma、

dvikoti、二句）、三難（Trilemma、trikoti、三句）、四難

（Tetralemma；四句）等論式。 
    Katsura這樣的思考，是《中觀論頌》所見的論式往前銜接

                                                                                                        
160 玄奘譯《俱舍論》〈分別業品〉中，關於業的種類，「此有定不定，定三

順現等，或說業有五，餘師說四句」（大正 29，頁 81 下）；〈分別賢聖品〉

最後一頌：「厭緣苦集慧，離緣四能斷，相對互廣堅，故應成四句」（大

正 29，頁 134 上），依現存梵本，這兩個頌文的「四句」原語都是

catuskotika。  
161 平川彰編《俱舍論索引》第一部（梵．藏．漢）頁 153，可以看到《俱

舍論》中，catuskoti 或 catuskotika 的出處（東京：大藏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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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派論書的發展。就此而言，印順法師認為162：阿毘達磨者

的研究方法，先來一番「隨順纂集，別為部類」的工作。將一

切經中的內容，隨事而分別纂集，使佛法部類分明。然後依此

法門的纂集，分別論究，以獲得佛法的正確意義。阿毘達磨的

發展而面目一新，隨類纂集是最重要的一程。在《舍利弗阿毘

曇論》中，明白的發見出來。當時的隨類纂集，有二類： 
一、以一切法為對象，而作種種的分類。如有見與無見是

一類，善與不善及無記是一類。這是論師分別諸法而作的分類

法，將種種的分類綜集起來，作為論究一切法的根本。這就是

銅鍱部所說的「論母」，說一切有部等所說的「論門」。   
二、以一法門為主，廣為纂集，應用增一的編次法，共有

八品：「業品」，「人品」，「智品」，「道品」，「煩惱品」，「觸品」，

「假心品」，「定品」。如「業品」以業為論題，類集了二業到四

十業。這一類的纂集，是以經中所說的而為纂集。以現代的意

義來說，這是資料的搜集。要論究某一論題，先將有關該論題

的種種經說，集錄在一起。以增一法編次，又一一加以解說，

使意義確定。全部資料的集成，可作進一步論究的依據。 

                                                 
162 印順法師（[1968]，73－78），又見印順法師（[1968]，193－201）所說

「章」與「門」的關係（善惡無記等三法門、二法門，《法集論》稱之為

「論母」。據說一切有部的解說，「母」──摩呾理迦的古義，是標舉法

體，為諸門分別所依處，這就是道品及蘊、處、界、諦、根等。等到阿

毘達磨論盛行，這些論題是被稱為章的。與章相對的，依章而作問答分

別的──二法門、三法門等，是門。門，也是可以作為章來觀察的，但

在阿毘達磨論中，如標與釋那樣，章與門是相依而存立的，不會有章而

沒有門，也不能有門而沒有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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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來，《俱舍論》頌文中的「四句」（catuskoti），可說

是源遠流長，而其所謂的koti，沒有「邊際」的意思。 
    《阿含經》及《尼柯耶》可看到由兩個概念，排列組合顯

示出的「四句」，如《長部》第 33《等誦經》的四法所說163： 
一、四業（四業：有業黑而有黑報；有業白而有白報；有

業黑白而有黑白報；有業非黑非白而有非黑非白之報164，轉向

業之斷盡）（No. 29）； 
二、四自體得（自思所作用而非他思；他思所作用而非己

思：自思與他思俱作用；自思與他思俱非作用）（No. 38）165； 

                                                 
163 Walshe[1995]，492－494；《漢譯南傳》，第 8 冊，頁 244－頁 246。  
164 第四項的原語是：kammam akanha-asukkam akanha-asukkavipakam 

kammakkhayaya samvattati.。《中部》第 57《狗行者經》也出現此一分類，

Banamoli & Bodhi[1995]，495）英譯為：there is action that is neither dark nor 

bright with neither-dark-nor-bright result, action that leads to the destruction 

of action.，換言之，有一種「非黑非白之報」（akanha-asukkavipakam），

漢譯《舍利弗阿毘曇論》（T 1548）就作「非黑非白業非黑非白報」（詳

大正 28，頁 582 中－頁 583 上）。但在《中含》第 111《達梵行經》作「有

業不黑不白 無報業，業盡」（大正 1，頁 600 上 28），這是理解成「無報」，

玄奘譯的說一切有部《集異門足論》作「非黑非白 無異熟業，能盡諸業」，

並說「無異熟者，謂此業非如前三業能感異熟，故名無異熟業」（詳大正

26，頁 396 上－頁 398 下）。為什麼是「無異熟業」，參看《大毘婆沙論》

（卷 114，大正 27，頁 589 下－頁 591 中）、《俱舍論》（卷 16，大正 29，

頁 83 中－頁 84 上）、《大智度論》（卷 94，大正 25，頁 720 上）的討論。 
165 參較《集異門足論》（卷 9，大正 26，頁 403 下－頁 404 上：一、有得自

體，唯可自害非可他害。二有得自體，唯可他害非可自害。三、有得自體，

自他俱可害。四、有得自體，自他俱不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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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人（有一類人令自苦、勤自苦；有一類人令他苦、

勤他苦；有一類人令自苦、勤自苦又令他苦、勤他苦；有一類

人非令自苦、非勤他苦、又非令他苦、非勤他苦，彼不令自苦，

不令他苦，於現在世斷欲、滅盡、清涼、覺受樂、自為聖性而

住）（No. 47）166。 
    四、四人（有一類人，有自利行而非他利行；有一類人有

利他行而非自利行；有一類人，非自利行亦非利他行；有一類

人，有自利行亦有利他行）（No. 48）167。 
佛教的論述者，對於「四句分別」，顯然並不陌生。 

 
    § 1.2.9.5.3.《中觀論頌》〈觀法品〉第十八第8頌說168： 
 

   「一切實非實   亦實亦非實   非實非非實   是名諸佛法」 
 
   楊惠南（[1983]，279－281）認為這是一種「肯定的真實四

句」；依Katsura（[2000]，212－213），這是四個變項都被肯定

的四句，並引述月稱（Candrakirti）的見解，此詩頌意在表示

佛陀的依機設教，而龍樹也以肯定的態度採用「三句」或「四

句」，列出佛陀在一定的脈絡之下所可能開示的各種教法，這樣

的「三句」或「四句」是一種”Method of Enumeration”（法數類

集）；Westerhoff（[2009]，89－90）也認為這是「肯定的四句」

                                                 
166 參看《集異門足論》（卷 9，大正 26，頁 406 上－頁 407 中）。  
167 參看《集異門足論》（卷 9，大正 26，頁 404 下－頁 405 上）。 
168 大正 30，頁 24 上。現存梵本作〈觀我品〉（atmapariksa），McCagney[1997]，

181。參看印順法師（[1985]，214 及其注解）對這種品名變更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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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rming four alternatives, the positive Tetralemma），並且對於

把這詩頌判為「四句否定」的見解，略有評述。 
    《中觀論頌》〈觀如來品〉第廿二第12頌說169 
寂滅相中無   常無常等四    寂滅相中無   邊無邊等四 

    wawvatawawvatady atra kuta  h wante catustaya /j  

    antanantadi capy atra kuta  h wante catustaya / /j  
 
    楊惠南（[1983]，280－281）認為這是一種「否定的真實

四句」，而且引漢譯《中論》（青目釋）所說「諸法實相，如是

微妙寂滅﹔但因過去世，起四種邪見。世間有常、世間無常、

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寂滅中盡無。何以故﹖諸法實

相，畢竟清淨不可取。 空尚不受，何況有四種見！．．．如因

過去世有四種見，因未來世有四種見亦如是﹕世間有邊、世間

無邊、世間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大正30，頁30下），

認為此詩頌共含有八種錯誤的「見」(觀點)，而為龍樹所否定。

Westerhoff（[2009]，73－89）也從多種角度來討論四個變項均

被否定的情況170。 

                                                 
169 大正 30，頁 30 中－下。McCagney[1997]，194。   
170 《雜含》第 302 經對於苦自作、苦他作、苦自他作與「苦無因生」等四

項的否定，「（如來）離此諸邊，說其中道，如來說法，此有故彼有。此

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

聚滅（大正 2，頁 86 上－中）。此一經說不但否定了四個變項，還開示緣

起法的根本教說，同見《相應部》〈因緣相應〉第 17 經，【《漢譯南傳》，

14 冊，頁 21－24；Bodhi[2000]，545－548】，參看 Westerhoff[2009]，79，

note 52 的說明。又見《雜含》第 288 經（大正 2，頁 81 上－中）所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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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四句」（catuskoti）的koti，都沒有「邊際」的意思。 
依鈴木大拙的說明與引述，《楞伽經》所說的諸佛內自證

聖境（解脫的狀態）與世間諸法的本質，都是「離四句分別」

的（Suzuki[1930/1998]，116、122、134）。 
 
    § 1.2.9.5.4.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T 224）說到： 
 
    01「復次，須菩提！魔事一起時，令深學菩薩為本際作證，

便墮聲聞中，得須陀洹道，如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

（大正8，頁448中）。  
 

    在《道行般若經》，「本際」有好幾個不同意義的用例171，

此處「為本際作證」，現存梵本作”bhutakoti  j saksatkaroti”172，

與《雜含》第937經的「長夜生死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漢字

同為「本際」，但原語及意義有別。 
    鳩摩羅什譯的《小品》（T 227）就是作： 
 

02「復有魔事，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即證實際，取聲聞

果，如是，須菩提！菩薩當知亦為魔事」（大正8，頁557

                                                                                                        
二緣起中，「老死」至「名色」各支，都不是「自作、他作、自他作、非

自非他無因作」，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171 Karashima[2010]，27－28；大正 8，頁 422 下（清淨品第 6；

Karashima[2011]，185）、大正 8，頁 448 中（魔品第 9；Karashima[2011]，

245）、大正 8，頁 458 上（怛竭優婆夷品第 16；Karashima[2011]，338）。 
172 宗玉媺[2011]，217，note 7；Karashima[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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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菩薩修持般若波羅蜜，而不取證（實際），《道行般若經》

〈守空品〉第17說173： 
 
    03「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觀，當作是

觀，一心作是觀，不見法。如是不見法，於法中不

作證
174
。 

須菩提言：佛所說不於空中作證，云何菩薩於三昧中住，

於空中不得證？ 

佛言：菩薩悉具足念空不得證，作是觀，不取證。作是觀，

觀入處，甫欲向，是時不取證，不入三昧，心無所

著。是時不失菩薩法本，不中道得證。何以故？本

願悉護薩和薩故，為極慈哀故」。 
 
    Conze（[1973]，x）在討論《八千頌般若經》（Asttasahasrika 

                                                 
173 大正 8，頁 458 中；Karashima[2011]，343－345。鳩摩羅什譯本：菩薩

行般若波羅蜜，應觀色空，應觀受想行識空，應以不散心觀，法無所見，

亦無所證。須菩提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不應證空，云何菩薩入空三

昧而不證空？須菩提！若菩薩具足觀空，本已生心，但觀空而不證空。

我當學空，今是學時，非是證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爾時，菩薩不退

助道法，亦不盡漏。何以故？是菩薩有大智慧深善根故，能作是念：今

是學時，非是證時，我為得般若波羅蜜故（大正 8，頁 568 下）。  
174 Karashima[2011]，343，note 6：「於法中不作證」，現存梵本作：na 

saksatkuryad bhutakotij（”he can not realise the reality-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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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baparamita，約與《道行般若經》相當）的內容提及：「菩

薩道的特色之一，就是菩薩為利益眾生而延遲取證涅槃的時

間，技術上來說，這是『不證實際』。在相當時期內，『實際』

被看成是等同於涅槃，但在此脈絡之下，『實際』是小乘阿羅漢

的涅槃，有別於佛陀的究竟涅槃」。 
    為什麼不取證實際呢？《道行般若經》〈難問品〉說： 
 

04「是若干千萬天子樂者，聽！我當說。須菩提持佛威神，

持佛力，廣為諸天子說般若波羅蜜。何所天子未行菩薩

道，其未行者，今皆當行。以得須陀洹道，不可復得菩薩

道。何以故？閉塞生死道故。 

正使是輩行菩薩道者，我代其喜，我終不斷功德法，我使

欲取中正尊法，正欲使上佛」（大正8，頁429上）。 
 
這一段經文，在鳩摩羅什譯的《小品》（T 227）是說： 

 
05「我今當承佛神力，說般若波羅蜜。若諸天子未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應當發。 

若人已入正位，則不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

故？已於生死作障隔故。 

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終不斷其功

德。所以者何。上人應求上法」（大正8，頁540上）。 
 
    本小節所引的五段經文，大體上表達同樣意旨，但有些用

語可能表現一些差異。第01段「為本際作證」的「本際」，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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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實際」bhuta-koti；如果說「實際」就是涅槃的同義詞，

但「便墮聲聞中，得須陀洹道」，意義並非完全吻合，因為須陀

洹果還不能說是涅槃；第02段的「取聲聞果」，也是如此。第04
段的「以得須陀洹道，不可復得菩薩道」與及第05段的「若人

已入正位，則不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位」與「須

陀洹道」，也不相同175。 
    《道行般若經》與《小品》都說已經進入聲聞「果證」的

人，不可能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卻還說：如果他們有

這樣的發心，我還是歡喜讚歎。這樣的意旨，留下想像的空間。 

    第02段經文也見諸《大品》（T 223）及相當的經文176，此

                                                 
175 依《大毘婆沙論》的說法，在順決擇分（煖、頂、忍、世第一法）中，

在煖的階段，還可以轉「聲聞種性煖」，起獨覺或佛種性煖；轉「獨覺種

性煖」，起佛或聲聞種性煖，但「佛種性煖定不可轉」，「頂」也是如此。

到了「忍」的階段，還可以「轉聲聞種性忍，起獨覺種性忍」；但「非轉

聲聞、獨覺種性忍，能起佛種性忍。所以者何？忍違惡趣，菩薩發願生

惡趣故」（大正 27，頁 33 中）。但《大毘婆沙論》所要解釋的《發智論》

只說到煖、頂、世第一法三者，「忍」法很可能是妙音論師所加上去的，

而《大毘婆沙論》對妙音論師關於「忍」的見解，也有所爭論（印順法

師[1968]，243、286）。《大毘婆沙論》對於「忍」的看法，正是反應當時

思想的發展。  
176 現存《二萬五千頌般若經》相當的經文作：ye punar avakrantaniyamas te 

‘pratipal  a anuttray  aj samyaksambodhau cittam utpadayituj

（Kimura[1986]，2；參看《大品》，大正 8，頁 273 中－下；《放光》，大

正 8，頁 38 中；《光讚》，大正 8，頁 210 中）；荻原雲來校定的《現觀莊

嚴光明疏》（Tokyo, 1932）（Abhisamayalajkar’aloka）（頁 131）所見的

經文則作：ye tv avakrant  ah samyaktva-niyama na te bhavya anuttaray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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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正位」被用於批評聲聞的果證，但大乘本身也提出菩薩

的「正位」的概念。如《大品》〈初品〉所說：「菩薩摩訶薩欲

上菩薩位，當學般若波羅蜜」（bodhisattvena mahasattvena 
bodhisattvaniyamam avakramitukamena prajbaparamitay  aj

wiksitavyam）177。經文只說到「菩薩位」（bodhisattvaniyama），

《大智度論》認為「若言『正位』亦無咎」178。 
    如果說，聲聞佛法的「正位」，被理解成須陀洹果（04段），

而聲聞果（02段）或須陀洹果（01段）就是證實際，那麼相當

於聲聞「正位」的「菩薩位」，是否也可以看成是證實際（因中

說果）179？ 
 

                                                                                                        
samyaksambodhau cittam utpadayituj.  

177 大正 8，頁 219 上 26－27；《放光》，大正 8，頁 2 下 25－26；《光讚》，大

正 8，頁 149 中 16－17（《光讚》譯成「欲入寂然」）；Conze[1975]，49。

此處的梵語是引自 Lamotte[1976]，1788 的轉寫。  
178 詳見《大智度論》（卷 27），大正 26，頁 262 中－下；Lamotte[1976]，1793

－1794。「菩薩位」之「位」的原語，分別有 niyama、niyama 與 nyama

三種不同的讀法，參看 Lamotte[1976]，1783－1785、1791，note 3；

Conze[1967]，302－303 所列之詞條；Conze[1975]，6－7。可以注意的

是，Dutt（[1934]，21，lines 11-12）的這一段經文的菩薩位是作

bodhisattvanyama。  
179 參看《大智度論》（卷 18）：問曰：云何名般若波羅蜜？答曰：諸菩薩從

初發心求一切種智，於其中間，知諸法實相慧，是般若波羅蜜。問曰：

若爾者，不應名為波羅蜜。何以故？未到智慧邊故。答曰：佛所得智慧

是實波羅蜜，因是波羅蜜故，菩薩所行亦名波羅蜜，因中說果故。是般

若波羅蜜，在佛心中變名為一切種智（大正 25，頁 19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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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9.5.5.關於菩薩「不證實際」，《大智度論》（卷 15）在

解說「羼提波羅蜜」（忍辱波羅蜜）時，把「羼提」分成二種：

對有情眾生的「忍」以及對法的「忍」，並進一步說： 
 
「法有二種：心法，非心法。 

非心法中有內、有外：外有寒熱風雨等；內有飢渴、老病

死等。如是等種種，名為非心法。 

    心法中有二種：一者、瞋恚、憂愁、疑等；二者、淫欲、

憍慢等。 

    是二名為心法。 

    菩薩於此二法，能忍不動，是名法忍」（大正 25，頁 168

中）。 
 
    特別是，菩薩對煩惱的態度應是： 
 

「復次，菩薩於諸煩惱中，應當修忍，不應斷結。 

    何以故？ 

    若斷結者，所失甚多，墮阿羅漢道中，與根敗無異。是故

遮而不斷，以修忍辱，不隨結使。 

    問曰：云何結使未斷而能不隨？ 

    答曰：正思惟故，雖有煩惱而能不隨。 

    復次，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 

    「復次，菩薩智慧力，觀瞋恚有種種諸惡，觀忍辱有種種

功德，是故能忍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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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菩薩心有智力，能斷結使，為眾生故久住世間；知

結使是賊，是故忍而不隨。 

    菩薩繫此結賊，不令縱逸而行功德；譬如有賊，以因緣故

不殺，堅閉一處而自修事業。 

    復次，菩薩實知諸法相故，不以諸結使為惡，不以功德為

妙；是故於結不瞋，功德不愛。以此智力故，能修忍辱」

（大正 25，頁 169 上－中）。 
 
    菩薩抱持臨深履薄的態度，對於煩惱是能斷而不斷。《大

智度論》（卷74）對於阿鞞跋致菩薩描述，提及： 
 
    「是人功德智慧大故，隨意所往，若欲至諸佛世界，隨意

得生。 

    是菩薩雖離欲得諸禪定，以方便力故，為眾生生欲界有現

在佛處。 

    生欲界者，故為眾生留愛慢分，不以此禪定果報生色、無

色界；但以禪定柔和其心，不受其報」（大正 25，頁 578

下）。 
 
    不管是「菩薩於諸煩惱中，應當修忍，不應斷結」，或是

「故為眾生留愛慢分」，表示菩薩的自由選擇，「今是學時，非

是證時」，而專注於教化眾生、淨佛世界。 
 
    § 1.2.9.5.6.誠如宗玉媺（[2011]）所提出的問題「菩薩應不

應證實際？」，《大品經》〈初品〉所說的種種菩薩行中：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上)   127 
 
 

 
    「菩薩摩訶薩欲住六神通，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28）對此的解說180，先區分二兩種漏盡

通（AsravakSaya-jJAnaM）：「漏習俱盡」與「漏盡而習不盡」，

菩薩如果漏盡，應該是「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怎麼能繼續受生？ 

 
    「問曰：若菩薩漏盡，云何復生，云何受生？一切受生，

皆由愛相續故有。譬如米，雖得良田時澤，終不能生；聖

人愛糠已脫故，雖有有漏業生因緣，不應得生！ 

    答曰：先已說，菩薩入法位，住阿鞞跋致地，末後肉身盡，

得法性生身。雖斷諸煩惱，有煩惱習因緣故，受法性生身，

非三界生也」。 
 
    如果菩薩漏盡，因為還有習氣，能夠受生，聲聞的阿羅漢

如何呢？ 
     

「問曰：阿羅漢煩惱已盡，習亦未盡，何以不生？ 

    答曰：阿羅漢無大慈悲，無本誓願度一切眾生；又以實際

作證，已離生死故。 

    復次，先已有答有二種漏盡，此中不說菩薩得漏盡通，自

言欲得六神通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180 大正 25，頁 264 上－中；Lamotte[1976]，1817－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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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雜含》第 75 經已經明白表示，佛陀與「阿羅漢慧解

脫」是有差別的，《大毘婆沙論》一再表明「獨覺及諸聲聞雖斷

煩惱，而有餘習」181，換句話說，聲聞部派也承認阿羅漢猶有

習氣，但不影響其果證，仍是「不受後有」。菩薩雖然「漏盡」，

因有大慈悲，以及度眾生的本願，還能往來生死。 
    在前一段解說中，《大智度論》說到了「入法位（菩薩位）」

＝「住阿鞞跋致地」＝「得法性生身」，菩薩到了此一階段，已

經「非三界生」182。 
    在大乘佛法多元的發展中，條理出種種不同系統的菩薩行

位，即使是聲聞佛典，也有所著墨
183

，在《大智度論》就可以

看到不同內容的十地說或十住説，而菩薩「入法位」（菩薩位），

究竟相當於這些行位的哪一個階段，有不同的見解，以《大智

度論》所說，菩薩「入法位」（菩薩位）就是「住阿鞞跋致地」，

而阿鞞跋致（avaivartika）就是不退轉菩薩。《道行般若經》對

阿鞞跋致有不少說明，其〈阿惟越致品〉（第 15）就把阿鞞跋

致比喻成阿羅漢
184

： 

 

                                                 
181 大正 27，頁 42 中－下、頁 77 上－下、頁 158 上、頁 189 中、頁 531 上。 
182 《大智度論》（卷 27），大正 25，頁 263 上－下；《大智度論》經常區分

兩種菩薩，大正 25，頁 139 中（斷結使清淨、未斷結使不清淨）、頁 146

上（結業生身、法身）、頁 340 上（隨業生、得法性身）、頁 342 上（生

身、法身）、頁 580 上（生死肉身、法性生身。）  
183 參看印順法師[1981]，131－138、704－714；Lamotte[1980]，2373－2381。 
184 大正 8，頁 455 上；Karashima[20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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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是菩薩心不動轉者，知是深經空所致，作是思惟，終

不信他人語。 

譬若比丘得阿羅漢，不復隨他人語，悉明見經中證，是為

空所致，終不可動。如阿羅漢、辟支佛道所念法，終不可

復還，是菩薩為在阿惟越致地住，正住向佛門，終不可復

還，是為極度」。 
 
    或是把阿鞞跋致比喻成須陀洹185： 
 

「（阿惟越致菩薩）終不言：我是阿惟越致，亦不言：我

非，亦不疑：我非阿惟越致地，亦不言：我是阿惟越致地。 

譬若有人得須陀洹道，在其地終不疑，魔事適起，即覺知。

魔稍稍來，不聽隨，在阿惟越致地，終不疑，不懈怠」。  
 
    § 1.2.9.5.7.《大品經》〈初品〉又說： 

 
「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如、法性、實際，當學般若波羅蜜」

（bodhisattvena mahasattvena sarvadharmatathat  aj

dharmadhatuj bhutakotim avaboddhukamena prajbaparamitay  aj

wiksitavyam）186。 

                                                 
185 大正 8，頁 455 下；Karashima[2011]，319。  
186 大正 8，頁 219 下；Lamotte[1980]，2186；Dutt[1934]，24，lines 18-21；

《放光》，大正 8，頁 35 中 2－4（菩薩摩訶薩欲覺知一切諸佛諸法如者，

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諸法性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諸法

真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光讚》，大正 8，頁 150 上 3-4（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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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otte（[1980]，2181-2186）把這一段經文的解說，叫作

「知曉實相（dharmata）及其同義詞」，Lamotte 列出了

dharmata、tathata、dharmadhatu、bhutakoti 四個名相，並指明

鳩摩羅什譯成：實相、如、法性、實際；玄奘則譯為：法爾（法

性）、真如、法界、實際。不但這樣，Lamotte 還列出了《阿含

經》與《尼柯耶》所見的種種異名。 
    此一經文只列出 sarvadharmatathata、dharmadhatu、

bhutakoti 三者，而《大智度論》（卷 32）的解說，先解釋這三

者的意義，接著就是問到「如、法性、實際，是三事為一、為

異？若一，云何說三？若三，今應當分別說」，《大智度論》認

為「是三皆是諸法實相異名」（大正 25，頁 297 中－下）。 
   這三個名相是否為大乘佛法所創呢？《大智度論》認為「聲

聞法中亦有說處，但少耳」，論文並引用相當於《雜含》第 299
經的經文，即是說「如」（tathata）；《雜阿含》《舍利弗師子吼

經》（即當於《雜含》第 345 經）就是說「法性」（dharmadhatu）
187。「實際」（bhutakoti）的確是《阿含經》與《尼柯耶》所未

見： 
     
    「問曰：是處但說如、法性；何處復說實際？ 

    答曰：此二事，有因緣起故說；實際無因緣，故不說實際。 

    問曰：實際即是涅槃，為涅槃故佛說十二部經，云何言無

                                                                                                        
欲得親近一切如來，欲得觀解一切諸法，欲了諸法在於本際，當學般若

波羅蜜）；Conze[1975]，49。  
187 大正 25，頁 298 上；Lamotte[1980]，2190－2195 可以看到不同語言的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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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 

    答曰：涅槃種種名字說，或名為離（viraga），或名為妙

（pranita），或名為出（nihsarana）；如是等則為說實際，

但不說名字，故言無因緣」（大正 25，頁 298 上－中）。 
 
    既然《阿含經》與《尼柯耶》沒有說到「實際」（bhutakoti），

為什麼大乘佛典要說「不證實際」？ 
《大智度論》對「實際」的說明是（大正 25，頁 297 下）188： 

 
    「實際者，以法性為實證（bhutena saksatkrta），故為際

（koti）。 
    又如阿羅漢，名為住於實際（bhutakoty  aj vyavasthitah）」。 
 
    這表示「實際」有二種意義。就阿羅漢是「住於實際」來

說，Lamotte（[1980]，2188，note 2）引用《尼柯耶》所說：

Tinno parajgata thale titthati brahmano（渡過而達彼岸者，即是

住岸梵志），此處的梵志就是阿羅漢，而 parajgata（到彼岸）

就是 kotigata189。第二種解釋是「以法性為實證，故為際」，《大

智度論》在稍後說到： 

                                                 
188 又見稍後所說：實際者，如先說，法性（dharmadhatu）名為實（bhuta），

入處（pravewasthana）名為際（koti）（大正 25，頁 298 下 06；Lamotte[1980]，

2198）。  
189 Lamotte 引用的是 Mahaniddesa，I，20，PED 在 koti 詞條項下，也提及

此一例，解釋成：gone to the end, having reached the end, i. e. perfection, 

nib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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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名入法性中，知法性無量無邊，最為微妙，更無有

法勝於法性、出法性者，心則滿足，更不餘求，則便作證。 

    譬如行道，日日發引而不止息，到所至處，無復去心。 

    行者住於實際，亦復如是，如羅漢、辟支佛住於實際，縱

復恆沙諸佛為其說法，亦不能更有增進，又不復生三界。 

    若菩薩入是法性中，玄知實際若未具足六波羅蜜，教化眾

生，爾時若證，妨成佛道；是時菩薩以大悲精進力故，還

修諸行」（大正 25，頁 298 下－頁 299 上）。 
 

    「不證實際」，是大乘行者以一個未見諸《阿含經》與《尼

柯耶》的用語，表明自己行持的目標與內容，與聲聞行者有所

不同。 

    法性既是「無量無邊，最為微妙」，菩薩「入法性中」，

怎會有「邊際」？ 

 
§ 1.2.9.5.8.《雜含》第 61 經對須陀洹果的定義是「三結盡

斷知，謂身見、戒取、疑。比丘！是名須陀洹果。不墮惡道，

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後究竟苦邊」（大正 2，頁

16 上），《增支部》三集 85 經、86 經以可看到這樣的定義190。 

                                                 
190 《漢譯南傳》，第 19 冊，頁 331－頁 333；Woodward[1932]，212－213；

So tinnam samyojananam parikkhaya sotapanno hoti avinipatadhammo 

niyato sambodhiparayano.及 So tinnam samyojananam parikkhaya 

sattakkhattuparamo hoti Sattakkhattuparamam deve ca manusse ca 

sandhavitva samsaritva dukkhassantam karoti.。又，PBD，320－321，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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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六處相應〉第 116 經也說：「不到世間邊，不能

究竟苦邊」191。 
   《阿毘曇毘婆沙論》（T 1546，卷 25）對須陀洹果作了語義

的解析，「作苦邊際」（duhkhasyanta  m karoti；dukkhassantam 
karoti）是指192： 

 
「得盡苦際者： 

問曰：苦際為在苦中，為在苦外？若在苦中，不應言苦際；

若在苦外，世間現喻云何通？猶如金籌，初亦是金，中亦

是金，後亦是金。苦亦如是，初亦是苦，中亦是苦，後亦

是苦，何者是苦際耶？ 

答曰： 

或有說者：阿羅漢最後陰是苦際。 

或有說者：滅盡涅槃是苦際。 

（問）若作是說『阿羅漢最後陰是苦際』者，不應言苦際。

所以者何？體盡是苦故。 

答曰：以是事故，應言苦際。所以者何？更不生苦，更不

與苦相續，更不造苦因，是故名苦際。 

                                                                                                        
sotapann 也是引述此一定義。  

191 《相應部》〈六處相應〉第 116 經（Bodhi[2000]，1188－1190；《漢譯南

傳》，16 冊，頁 125－頁 129），參看《雜含》第 234 經（大正 2，頁 56

下－頁 57 上）。  
192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46），大正 27，頁 241 中；《俱舍論》（卷 23），

大正 29，頁 123 下（Poussin[1923－31]，III，205－206；Pruden[1988-90]，

III，962）；《俱舍論記》（卷 23），大正 41，頁 3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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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作是說『滅盡涅槃是苦際』者，世間金籌現喻云何

通？ 

答曰：此不必須通。所以者何？此非修多羅、毘尼、阿毘

曇，不可以世間現喻難賢聖法。所以者何？賢聖法異、世

間法異。」(大正 28，頁 186 下）。 
 

    不管是「苦邊」（duhkhasyanta；dukkhassanta），還是「世

間邊」（lokassa anta），固然都是 anta，概念上是指解脫的狀態，

而這一段問答，透顯出生死輪迴世間與涅槃解脫之間的微妙關

係。生死的盡頭（anta）是涅槃，其位置應該標在何處？這讓

人想起《中觀論頌》〈觀涅槃品〉第廿五第 19 頌、第 20 頌所說： 
 

涅槃與世間   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    亦無少分別 

    na sajsarasya nirvanat kijcid asti viwesana /j  

    na nirvanasya sajsarat kijcid asti viwesana / /     j  

涅槃之實際   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    無亳釐差別 

    nirvanasya ca y  a koti  [h koti ]  h sajsaranasya ca/ 
    na tayor antara  j kijcit susuksmam api vidyate// 
     

§ 1.2.9.5.9.《雜含》第 937 經等說的定型文句：「眾生 

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生死輪轉，不知苦之本

際」，《中觀論頌》〈觀本際品〉第十一第 1 頌引述而作「大

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本文 § 
1.2.9.5.1.），這樣的思考也見諸菩薩道的修行： 

    《道行般若經》（T 224）〈怛竭優婆夷品〉說：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上)   135 
 
 

 
「菩薩聞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卻後大久遠乃得

佛者，心不恐怖，從本際起，意學以來，用不為久也，譬

如人意一轉頃耳。何以故？無有本際故」（大正 8，頁 458

上） 
    鳩摩羅什譯的《小品》（T 227）作： 
 

「菩薩若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久乃可得』，不應驚

怖。何以故？世界前際已來，如一念頃，不應生久遠想。

不應念『前際是久遠』，前際雖為久遠，而與一念相應。

如是，舍利弗！若菩薩久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應

驚怖退沒」（大正 8，頁 568 中） 
 
    鳩摩羅什的譯文點出，從發心學菩薩道（「前際」）到現在，

只是「一念相應」，而從 Karashima（[2011]，337－338）的譯

解及引證193，這就是發心學菩薩道的「本際」不可得。 

                                                 
193 Conze[1973]，218－219：But he should not think that "it will be an 

excessively long time before I shall win full enlightenment," and he should 

not tremble at such a thought. For that thought-moment [which in reality has 

not been produced] is the extreme limit of something which has no 

beginning;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absence of a limit. A Bodhisattva should 

therefore avoid dwelling in his mind on difficulties, and he should think that 

"great and long is this limit which has no beginning, for it is connected with 

one single thought-moment,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absence of a limit." This 

will prevent a Bodhisattva from trembling at the thought that it will b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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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觀論頌》〈觀本際品〉第十一第 7 頌、第 8 頌： 
 

諸所有因果   及相可相法   受及受者等   所有一切法 

karya  j ca kara  n a  j caiva laksya  j laksanam eva ca/ 
vedan  a vedaka  w caiva santy arth  a ye ca ke cana// 
非但於生死   本際不可得   如是一切法   本際皆亦無 

    purva na vidyate koti  h sajsarasya na kevalam/ 
    sarvesam api bhavan  aj purv  a ko  ti na vidyate// 
 
    《般若燈論》（T 1566）說，此頌中的「一切法」，是指「能

量、所量；知及所知；得解脫者，解脫行等。如彼所立因果體

相，是皆不然」，並進一解說其意義，並引《般若波羅蜜經》所

說194（大正 30，頁 88 中）： 
 

「01 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不生不死，如是受、

想、行、識不生不死。若色、受、想、行、識無生無死，

是名般若波羅蜜。 

02 復次，極勇猛！如涅槃無際，一切法亦無際」。 
 

「本際不可得」，是就生死輪迴的世間法來說；就出世間的

                                                                                                        
before he will win full enlightenment. 

194 大正 30，頁 88 上－中。論中所引的《般若波羅蜜經》，見《大般若經》

（卷 93），大正 7，頁 1069 中；《大般若經》（卷 595），大正 7，頁 1079

上。「無際是名實際」的說法，參看《大品》〈方便品〉，大正 8，頁 371

下；《放光》〈漚和品〉，大正 8，頁 11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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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而言，雖名之為「實際」（bhutakoti），仍是「寂滅相中無，

常無常等四；寂滅相中無，邊無邊等四」（本文 § 1.2.9.5.3.），

超越「四句分別」。《般若經》等大乘經論的「實際」195，不單

指修道者解脫的狀態（涅槃），還通於諸法實相，諸法本來的面

目，而與「如」（tathata）、法性（dharmadhatu）併列。Conze
（[1967]，308）英譯為 reality-limit196

，但在概念上，應視之為

「無際」之際，「非際」之際。 

 
    § 1.2.9.6.在說一切有部的煩惱分類中，有所謂的五見197：

有身見（satkayadrsti）、邊執見（antagrahadrsti）、邪見

                                                 
195 參看 Conze[1967]，308 所列的出處；瑜伽行派的用例，參 Lamotte[1980]，

2186，note 1 的引述。  
196 又見 Hopkins[2011]，461；Karashima[2010]，28；Lamotte[1980]，2186

則法語譯為 la pointe du vrai。  
197 《俱舍論》是把六根本煩惱（貪、瞋、慢、無明、見、疑）中的「見」，

進一步細分為五見，而成為十種煩惱，這就構成「五見性煩惱」與「五非

見性煩惱」（見大正 29，頁 98 中－頁 99 中）。南傳佛典中固以可看到

antaggahika-ditthi 的用語，但似乎是指邪見（mitthaditthi）的特性。PED

（46B，s. v. anta）說：此一複合詞中的 anta，意義並不很清楚。但《雲井

巴利》，86 在 s. v. anta 項下提及 antaggahika-ditthi，並從巴利經典及注解

書，摘引：1.苦樂二邊；2.有、無二見 3.常見、斷見；4.自作、他作的用

例。而 CPD 在 1anta 項下的第 3 解說則說到：extreme, contrast; pl. opposite 

(or different) principles (cf. antaggāhikā ditthi and majjhimā patipadā)，而南

傳《分別論》（Vibhavga）的第 17 品 Khuddhaka-vatthu 把一般所說的「十

無記」看成是「十事邊執見」（dasavatthuka antaggahika ditthi.）（《漢譯南

傳》，第 50 冊，頁 130；參看 Fuller[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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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hyadrsti）、見取（drstiparamarwa）、戒禁取

（wilavrataparamarwa）。 

    依《大毘婆沙論》（卷 49）的解說，邊執見是指： 

 

「何故名邊執見？ 

此見執二邊故，名邊執見。謂於斷、常二邊轉故。契經說：

迦多衍那！若以正慧如實知見世間集者，則於世間不執為

無。執為無者，即是斷見。謂彼若見後身生時，便作是念：

『如是有情死此生彼，必定非斷。』 

若以正慧如實知見世間滅者，不執為有。執為有者，即是

常見。謂彼若見諸蘊、界、處別別相續，便作是念：『如是

有情有生有滅，必定非常。』」（大正 27，頁 255 中－下） 

 

    《大毘婆沙論》還說到「此見所執，極邊鄙故」、「此見所

執，極邊遠故」、「此執二邊行相轉故」，來闡釋此一名稱的由來。 

此處所引的「契經」，是《雜含》第 301 經（大正 2，頁 85

下），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第 15 經所說198
：「迦旃延！

『一切為有』，此乃一極端。『一切為無』，此乃第二極端。迦旃

延！如來離此等之兩端，而依中道說法」。 
    不過，在《雜含》裏，捨離「二邊」，有多種用例。 
    《雜含》第 297 經，對於「命即是身」與「命異身異」的

                                                 
198 “‘Sabbam atthi’ti kho, Kaccana, ayameko anto. ‘Sabbam natthi’ti ayam 

dutiyo anto. Ete te, Kaccana,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ena Tathagato 

dhammam deseti。（Bodhi[2000]，544；《漢譯南傳》，第 14 冊，頁 19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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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大

正 2，頁 84 下）。這是把「十四無記」中的兩種見解，看成是

「邊」。 
《雜含》第 300 經：「自作自覺」則墮常見，「他作他覺」

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大正 2，

頁 85 下）。這也是指斷見與常見是「邊」，但內容是「自作自覺」

與「他作他覺」。 
《雜含》第 912 經：「今者眾生依於二邊。何等為二？一者

樂著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五欲。二者自苦方便，不正、非義

饒益」。這一些都是不正確的，佛陀所提倡的是「如此現法永離

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現身緣自覺知者，為八聖道——

正見乃至正定」（大正 2，頁 228 下－頁 229 中）。這是從實踐的

角度來觀察，嚴格說來，已接近五見中的戒禁取見。 
《雜含》第 1164 經：好一些比丘弟子在講堂討論法義，「云

何邊？云何二邊？云何為中？」，諸弟子各陳己見，受到釋尊的

印可（大正 2，頁 310 中－下）。 
從這一些用例，可以看出，「邊」有多樣的內容，但這一些

用例，都不是指具體地理空間的盡頭。 
 

    § 1.2.9.7.依《雜含》第 168 經（大正 2，頁 45 中），所謂

「十四無記」是指： 
A.「我、世間」常，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

無常； 
B.世（間）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 
C.命即是身，命異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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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

有非無。 

    在《阿含經》與《尼柯耶》中，可以看到十無記、十四無

記、十六無記的不同說法，而 A 項與 B 項中的「世（間）」，也

有擴張成為「我、世間」的用例。 

    A 項與 B 項中的「世（間）」（loka），究竟是什麼？ 

    Bodhi（[2000]，1085，note 187）就《相應部》〈蘊相應〉

第 94 經的內容，提到了「眾生世間」（sattaloka；the world of 
beings）、「行世間」（saGkhAraloka；the world of formation）與「地

理空間世間」（okAsaloka；the geographic world）等三種不同意

義的「世間」。實際上，佛典可看到「世間」的不同分類（詳見

郭忠生[2010]，209－233 的討論）。 
    如果「世間」的內容有所不同，「邊」的意義也會有差別。 
    《大品經》〈佛母品〉199則對於「十四無記」的內容，進一

步細分，以「世間有邊」為例，經文說
200

： 

 

「神及世間常，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199 關於此品的品名，參看 Lamotte（[1980]，2367－68 注解部分；英譯本

p.1964－65）的討論。  
200 《大品經》（卷 14），大正 8，頁 324 下。應該注意的是，此處只說「世

間有邊」或「世間無邊」，但在前一項是說「神及世間常」或「神及世間

無常」。不過，玄奘譯《大般若經》第二會及第三會都沒有這樣的區別，

分見大正 7，頁 228 中－頁 229 上、頁 603 下 21－25【從《大智度論》的

解說：「如是等說神世間、國土世間無邊」，大正 25，頁 547 上 21，表示

此處兼指「神及世間有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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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及世間無常，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神及世間常亦無常，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神及世間非常非無常，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或說： 

「世間有邊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世間無邊，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世間有邊無邊，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是事實，餘妄語，是見依色。 

    依受、想、行、識亦如是」。 
 

    以五蘊來分析「神及世間常」、「世界有邊」這類見解的「所

依」，如此一來，「十四無記」就一變為「七十無記」。 

    《大智度論》（卷 70）對此有詳細的解說（大正 25，頁 546

上－頁 547 中），但先定義「神及世間」： 

     
「神及世間者，世間有三種： 

    一者、五眾世間；二者、眾生世間；三者、國土世間。 

    此中，說二種世間：五眾世間，國土世間；眾生世間即是

神」。 
 

    就有邊、無邊的議題來說，《大智度論》先解釋「有邊」

的意義：「有人求世間根本，不得其始；不得其始，則無中、無

後；若無初、中、後，則無世間：是故世間應有始，即是邊」。

這是把印度哲學所討論的世界構成基本元素，看成是「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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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引用了「僧佉經」201，摘述了數論哲學從「世性」

                                                 
201 《大智度論》雖稱作是「僧佉經」，但比較可能是《僧佉頌》（Sajkhya 

karika；《數論頌》）。干潟龍祥（[1958]，7－8）認為：現行所見，《大智度

論》這一些關於印度哲學「外道」所說的內容，不可能是「鳩摩羅什加筆」

云云。不過，應該注意相關作品的年代。Dasgupta[1922-1955]，I，222 認

為：現存最古老，且經後代學者所注釋的數論學派典籍，是《數論頌》

（Sajkhya karika）。至於《數論經》（Sajkhya sutra），則是在西元 15 世

紀，Aniruddha 加予注釋之前，從沒有人提到它。西元 14 世紀的 Gunaratna，

雖隱指好幾部數論學派的作品，卻完全沒有提及《數論經》（Sajkhya 

sutra），而據信是活躍在 Gunaratna 之前的學者，也沒有人提及。所以這一

些經文應該是稍後於西元 14 世紀時期的作品。Müller[1899]，122 也認為

現存的經文「始自十四世紀」（date from the fourteenth）；Larson[1987]，

16 見解相同。就《數論頌》（Sajkhya karika）的年代而言，

Dasgupta[1922-1955]，I，212－213 認為：《數論頌》（Sajkhya karika）（約

200 A.D.）是自在黑（Iwvarakrsna）所作。依此，而龍樹的生存年代約為

150A. D.－250 A. D.（參印順法師[1985]，201－204），那麼《大智度論》

所引用的，可能是自在黑的《數論頌》。但現代學者對於自在黑（Iwvarakrsna）

生存年代的見解，並不一致。Müller（[1899]，122）似乎認為《數論頌》

為西元六世紀初葉（It is clear at all events that it could not have been our 

Sqmkhya-Sûtras, nor even the Sqmkhya-kqrikqs which seem to have 

superseded the ancient Sûtras early in the sixth century, while our present 

Sûtras date from the fourteenth.），Larson[1987]，15、19－20 認為自在黑

大約是 ca. 350－450 之人，也算後出。如果採用後出的看法，《大智度論》

就不可能引用之。在鳩摩羅什的譯作中，還有《大莊嚴論經》（傳為馬鳴

所作）並舉數論學派與勝論學派（毘世師），加以評破（大正 4，頁 259

中－頁 260 上），而《百論》好幾次引述到「僧佉經」；《成實論》則明說：

「二十五諦是僧佉有」（大正 32，頁 256 上）。不僅如此，西元 390 年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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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krti）創生宇宙萬法的基本見解：有法名世性（prakrti），非

五情所知，極微細故。於世性中初生覺（buddhi），覺即是中陰識。

從覺生我（ahajkara），從我生五種微塵（tanmatras）。 

除此之外，還引用「有人言」的主張：「眾生世間有邊，如

說神在體中，如芥子、如棗，或言一寸，大人則神大，小人則

神小；說神是色法有分，故言神有邊」202。 
    這一些都是把萬法創生的源頭，或是普遍存在的「我」，

看成是「邊」。 
 
    § 1.2.9.8.在字面上，把「邊」看成是空間的「邊緣」，或是

「盡頭」，可說是相當自然的。《大智度論》解說「十四無記」

                                                                                                        
出的《鞞婆沙論》（印順法師[1968]，206；周柔含[2008]，8）已提及：復

有施設五根：香、味、眼、皮、耳根。香者鼻根，味者舌根，眼者眼根，

皮者身根，耳即耳根。施設如毘施師也。復有施設十一根：五覺根、五行

根。五覺根者，眼耳鼻舌身根。五行根者，手根足根口根大便根小便根，

（加）意根，為十一，如僧呿也」（大正 28，頁 440 中）。總之，西元四世

紀末葉，中國佛教已經知道印度有「僧佉」，以及佛教把數論與勝論學派

併舉（還有其他學派），作為論敵。如果說《數論頌》（Sajkhya karika）

是西元五世紀，甚至是六世紀的作品，那麼佛典所批判的對象究竟是什

麼？Müller（[1899]，294）的疑問就是：There is clearly a great gap between 

the end of the Upanishad period and the literary period that was able to give 

rise to the metrical work of Îsvara-Krishna. In what form could the 

Sâmkhya-philosophy have existed in that interval? 
202 類似的見解也出現在《大智度論》（卷 12），大正 25，頁 149 中（這是在

討論布施波羅蜜的「施者不可得」）。依 Lamotte[1949]，744，note 1 的說

明，這一些見解是隱指《奧義書》（Upanisad）的說法（英譯本 p.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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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忽略這一點。 

 
    「有人說：國土世間，八方有邊；唯上下無邊」； 
    「有人說：下至十八地獄，上至有頂，上下有邊；八方無

邊」。 
 
    《大毘婆沙論》（卷 193）在討論三界「鄰次傍布」，還是

「上下重累」的問題，提及陀羅達多（Dharadatta）所說的「下

方世界無邊，上方世界無邊」，（大正 27，頁 966 中），不知《大

智度論》所引述者，是否與此有關，但空間世間的有邊、無邊，

在《梵網經》就有很清楚的評論。 

    《長含》第 21《梵動經》說的很簡略，如與其他的傳本比

較，實在很難判斷真正的意旨。大體而來，此經是說：修行者

「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沒有說入什麼三昧），然後「以

三昧心」來觀察，得出「我及世間有邊」、「我及世間無邊」、「我

及世間有邊無邊」（此處是「上方有邊，四方無邊」），最後是以

「捷疾相智，善於觀察」，而得知「我及世間有邊無邊」（大正

1，頁 91 上－中）。 

    《大毘婆沙論》（卷 199）也對《梵網經》的六十二見，

有所討論。其中的「四有邊等論者」，就是關於世間及我是否有

邊的見解。此處列出前三種，可以看到這些見解的內容： 
 
一、由天眼，見下唯至無間地獄，見上唯至初靜慮天，執

『我於中悉皆遍滿』。 
彼作是念：『過此若有我及世間，我亦應見。既更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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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非有！』 
由斯便執『我及世間俱是有邊』，即是二種有分限義。 

二、由依止勝分靜慮，發淨天眼，傍見無邊，執『我於中

悉皆遍滿』。 
由斯便執『我及世間俱是無邊』即是二種無分限義。 

三、由天眼及神境通，由天眼通見下唯至無間地獄，見上

唯至初靜慮天。 

由神境通，運身傍去不得邊際，遂於上下起有邊想，

於傍世界起無邊想，執『我於中悉皆遍滿』由斯便執

『我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即是二種俱有分限，無

分限義。 
 

    依《大毘婆沙論》的看法，天眼等五通，只能依四種根本

靜慮（初禪到第四禪）生起，近分定及無色定都不能
203

。在四

種根本靜慮中，得初靜慮的修行者最遠只能「看到」梵世
204

，

也就是說主張「我及世間俱是有邊」的人，因為只得初禪，再

由初禪得天眼，雖有這樣的限制，卻誤以為世間的「盡頭」就

在於此。 

    持第二種見解的人，是依其天眼，「傍見無邊」，也就是平

面上併排一起（「鄰次傍布」）的世間，一望無際，就誤以為東

西南北四方的世界無邊。這是受限於其天眼所見有其限度。即

                                                 
203 《大毘婆沙論》（卷 141），大正 27，頁 727 中－下；（卷 149）大正 27，

頁 763 下。  
204 《大毘婆沙論》（卷 186），大正 27，頁 934 下；（卷 150），大正 27，頁

765 中；《發智論》（卷 19），大正 26，頁 102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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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佛教的聖者，「聲聞不作意傍極小千世界，作意極中千世界」
205，盡最大的努力，也只能「看到」中千世界！ 
    第三種見解則是：此人以初禪所起的天眼通，上下最遠「看

到」無間地獄、初禪天；又以神境通向旁邊「飛去」，卻無法越

過中千世界，因此主張「我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 

    《大毘婆沙論》所說的有邊、無邊，是以證得初禪的人為

例，如果把第二至第四禪（靜慮）加進來，就有相當多樣的說

法。 

 
    § 1.2.9.9.《梵動經》本身把六十二見分成兩大類：「本劫本

見」與「末劫末見」。玄奘在《大毘婆沙論》譯成：「前際分別

見」、「後際分別見」，也就是依過去所見而來的見解，以及關於

未來的見解。而「我及世間俱是有邊」等見解，屬於「本劫本

見」。 

    《大毘婆沙論》對此，有這樣的問答：「問：如是四種既

緣現在，云何說為前際分別？答：彼待未來，亦名前際」。 

    針對這樣的疑問，《大毘婆沙論》提及另一種見解（「復有

說者」）： 

 

    「由憶成劫、壞劫而建立故，皆得說為前際分別。 

謂第一論，由憶過去成劫之時，我及世間豎有分限故，便

起有邊想。 

若第二論，由憶過去成劫之時，我及世間橫無分限故，便

                                                 
205 《大毘婆沙論》（卷 186），大正 27，頁 93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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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無邊想。 

若第三論，由憶過去成劫之時，我及世間豎有分限，橫無

分限，起亦有邊亦無邊想。 

若第四論，由憶過去壞劫之時，我及世間雖不可得分量狹

廣，而是實有，起非有邊非無邊想」。 
 

    § 1.2.9.10.這樣看來，在佛典裏，可以看到「邊」（anta）

的不同用例。 
    在宇宙論中，空間世間是否有邊際的問題，依《梵網經》

與《大毘婆沙論》的解釋，「有邊」、「無邊」等等，都是有問題

的；而在《大品經》〈序品〉說，佛陀放光所及之處，其「最在

邊」是多寶世界。《大智度論》解釋說「佛經雖言世界無量，此

方便說，非是實教」，應該是佛教對此一問題的基本態度。現代

學者認為佛教主張 space is infinite 云云，應作如是觀。 
    Gethin（[2004]，183）認為，《尼柯耶》與《阿含經》（早

期經典）確認了佛教宇宙論四項原則：一、宇宙沒有特定的創

造者，緣起論已足以說明宇宙的存在；二、時間上或空間上，

宇宙沒有明確的「邊際」（There is no definite limit to the 
universe）；三、宇宙包含了各類型而具有科層式的存在；四、

有情依其業力，持續不斷在各類型間生死輪迴，唯一的解脫是

涅槃。 
    宇宙的空間沒有明確的「邊際」，顯然是綜合考量了，佛

典本身常說「無量世界」、佛陀對「十四無記」的種種態度、

諸如《梵網經》對「六十二見」的評論等等。 
    赤馬天子想要以其神通之力，親自找尋世界的盡頭（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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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十四無記」的對談者想要確認世間是否有邊；《梵

網經》（《梵動經》）的本劫本見者，以其天眼之所能見，而主張

世界有邊等種種見解。現代人對此問題，也有興趣。Joseph Silk
於 2001 年在歐洲太空總署（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位於

荷蘭 Noordwijk 的 European Space Technology Centre 接受訪

問，對於 Is the Universe finite or infinite?這問題，他認為我們

可能永遠無法知道宇宙是否有邊際
206

。同樣的，美國航空暨太

空總署（NASA）在前文所引 WMAP 的報告中（本文 § 1.1.2.），

討論了宇宙的形狀（shape），連帶的也說明「無限的宇宙」的

問題，但其結論是：「我們能真正確認的是：宇宙遠比我們能

直接觀測的範圍大了許多」（All we can truly conclude is that the 
Universe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volume we can directly observe.）
207。這種「實際存在」與「所能知」的差距，Polkinghorne（[2005]，
2031）也提到：光的有限速度（the finite speed of light）與宇宙

的有限年齡（the finite age of the universe），造成了僅有有限數

量的星星（a finite number of stars）能為吾人所見。 
《大品》〈初品〉釋尊放光，到了東方的多寶世界，經 

文說「其世界最在邊」。《大智度論》說「是釋迦牟尼佛因緣眾

生可應度者最在邊」，而《大智度論》（卷 20）又提及佛陀是否

度盡一切眾生的問題（本文 § 1.2.9.2.1.）。一切，是數量的問

題，所以又有這樣的疑問：「汝自言光明變化作無量身，度十方

無量眾生，今何以言有量因緣故，所度亦應有量？」。論主的回

                                                 
206 http://www.esa.int/esaSC/SEMR53T1VED_index_0_iv.html（點閱日期

March 29, 2012）。  
207 http://map.gsfc.nasa.gov/universe/（點閱日期 October 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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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208： 
 
    「無量有二種： 

    一者、實無量，諸聖人所不能量，譬如虛空、涅槃、眾生

性，是不可量； 

    二者、有法可量，但力劣者不能量，譬如須彌山、大海水，

斤兩、滴數多少，諸佛菩薩能知，諸天世人所不能知。 

    佛度眾生亦如是，諸佛能知，但非汝等所及，故言無量。 

    復次，諸法因緣和合生故，無有自性，自性無故常空，常

空中眾生不可得」。 
 

論文先區分出二種無量：一、性質上是無法量化的，沒有

「量」可量；另一種則是在世俗上確實可量，但因為能力或設

備等因緣不具足，所以無法認知，「力劣者不能量」，這就是一

種「實際存在」與「所能知」的差距。再者，論文又說一切法

都是因緣和合，「空中眾生不可得」，既無所度、能度之分別，

豈有「量」可得。 
 
 
 
 
 
 

                                                 
208 大 25，頁 210 下－頁 211 上；Lamotte[1970]，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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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ita and the births of the Buddha 
Kuo,chung-sheng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ast –life Bodhisattvas would stay in 

the Tusita before they descend to the human realm and obtain 
enlightenment (Buddha-hood). The births of the Buddhas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the aspects of space and time. 

From the aspect of space, the doctrine of the 

tri-sahasra-mahā-sahasra-loka-dhātu (trichiliocosm)” can be 
found in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The Yogacarabhumi-sastra and 
other texts further state that the world systems within 

trichiliocosm shall be renovated and destructed altogether. The 
highest realm of the trichiliocosm is said to be “brahmaloka”, 
however, this word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first dhyāna realm, 
or it can also go as broad as to include the whole Form Realms 
and even the Formless Realm.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trichiliocosm contains the diversity of Buddhist cosmology, 
including the world structure, the process of renovation, 
destruction and duration of both,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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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life-span etc. 
    A trichiliocosm is a Buddha-field, domain of one Buddha’s 
teaching career. This is in compliance with saying of the sutras; 
yet, Buddha’s activity can extend beyond his field. This can also 
lead 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 of this world being finite  
or infinite. 

The concept of Buddha-field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Buddhas in ten directions.  The doctrine of “one-Buddha-only” 
emphasiz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Buddha throughout the world, 
who can give teachings to countless sentient being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otentials. Yet merely from the concept of “Buddhas in 
ten directions” still is not enough to express what said the 

Mahayanasajgraha: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accomplish 
their practices simultaneously, and births of Buddha should not 
be only in a sequential order. the plurality of Buddha is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Mahayana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emphasis on bodhisattva practice and there are 
innumerable bodhisattvas simultaneously accomplished their 
practices in different Buddha-field. 

From the aspect of time, Early Buddhist texts confirms the 
possibility of many Buddhas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n what the term “bhadrakalpa(auspicious eon)” 
actually means. The concepts of Thousand Buddha of the 
Bhadrakalpa” , and “Five hundred Buddha of Bhadrakalpa” 
appeared in later times. Moreover, some opined that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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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s of Bhadrakalpa can be seen as the at-the-same-time 
Buddhas. 

According to the unanimous traditions of all the schools of 

Buddhism, Maitreya is the Buddha next to Gautama Buddha. 
There are three contexts to know the time Bodhisattva Maitreya, 

now living in Tusita, will descend to the human realm: 1. cycle of 
renovation,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2. life-span of Tusita beings. 
3. decline of Gautama Buddha’s dispensation. 

Life-span of Tusita beings is equivalent to 576,000,000 of 
human years according to early Buddhist texts, Chinese Buddhist 
texts, however, saw a variety of traditions as to when Buddha 
Maitreya will appear. We may see it same as what Chih-pan put: 
“Discourse of Buddha is consistent, the seeming discrepancy is 
due to the faculties of the disciples, and wordings of the 
translators through the ages.” 
 

Keywords：Cosmology、trichiliocosm、buddhas in the 
Fortunate Aeon、Buddha-field、Maitreya、life-span in Tus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