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

(loka)



三种世间 (tayo lokà)

1. 行世间 (saï khà ra-loka)

2. 有情世间 (sattaloka)

3. 空间世间 (okà sa-loka)



四种生存地 (catasso bhå miyo)

1. 恶趣地 (apà ya-bhmi)

2. 欲善趣地 (kà masugati-bhmi)

3. 色界地 (rpà vacara-bhmi)

4. 无色界地 (arpà vacara-bhmi)



四恶趣地 (apà yabhå mi)

• 地狱 (niraya)

• 畜生 (tiracchà nayoni)

• 鬼 (peta)

• 阿苏罗 (asura)



为何称为地狱?

Tato eva ramitabbaü assà detabbaü tattha
natthīti dassento à ha ß niratiatthena
nirassà daññhena nirayoû ti. 

当知对于可喜欢的、可快乐的，在那里却
没有，所以说:“以毫无可喜处、无乐味处
为地狱”。



等活地狱 (sa¤ jãva niraya)



黑绳地狱 (kà ëasutta niraya)



众合地狱 (Sanghà taniraya)



号叫地狱 (Roruva niraya)



大号叫地狱 (Mahà roruvaniraya)



大燃烧地狱 (Mahà tà pana niraya)



无间地狱 (avīci niraya)



寒冷地狱

• 阿菩达地狱 (Abbuda niraya)
• 尼拉菩达地狱 (Nirabbuda niraya)
• 阿拔拔地狱 (Ababa niraya)
• 阿嗒嗒地狱 (Añaña niraya)
• 阿哈哈地狱 (Ahaha niraya)
• 黄莲花地狱 (Kumuda niraya)
• 香莲花地狱 (Sogandhika niraya)
• 青莲花地狱 (Uppalaniraya)
• 白莲花地狱 (Puõ ó arika niaya)
• 红莲花地狱 (Paduma niraya)



为何称为畜生?

Tiriyaü  a¤ chità 'ti tiracchà nà . Tesaü  yoni 
tiracchà nayoni. 

牵引至四方为“傍生”。该处之生为“畜
生”。











为何称为鬼?

Peccabhà vaü pattà naü visayoti pettivisayo. 

死后所落得的境地为“鬼界”。







为何称为人?

Manaso ussannattā manussā. 

意增盛故为“人”。







为何称为天?

Pa¤ cahi kà maguõ ehi attano attano 
à nubhà vehi ca dibbantīti devà . 

通过五欲功德以及各自的威力
消遣故为“天”。







1. 四大王天 (Cà tumahà rà jika)

2. 三十三天 (Tà vatimsa)

3. 亚马天 (Yà ma)

4. 都西答天 (Tusita)

5. 化乐天 (Nimmà narati)

6. 他化自在天 (Paranimmitavasavatti)

六欲天



四大王天 (Cà tumahà rà jika)

1.持国天王(Dhataraññha)，守护东方，统领甘塔拔

2.增长天王(Virå ëhaka)，守护南方，统领瓮睾鬼

3.广目天王(Virå pakkha)，守护西方，统领诸龙

4.韦沙瓦纳天王(Vessavaõ a)，守护北方，统领亚卡



三十三天 (Tà vatiü sa)

• 由三十三位天王统领，其天主为沙咖天帝

• 沙咖天帝：巴利语Sakka devà naminda，直
译作沙咖诸天之主。沙咖，意为“能”，
乃天帝之姓。为三十三天之主，居住在须
弥山顶善见城(Sudassana)中的最胜殿
(Vejayanta)，亦是佛教的护法主神。

• 沙咖天帝有多名：如Maghavà , Purindada,  
Sahassakkha, Và sava, Sujampati, Vajirapà õ ī



3. 亚马天 (Yà ma)

4. 都西答天 (Tusita)

5. 化乐天 (Nimmà narati)

他们享受自己创造出来的五种欲乐目标。

6. 他化自在天 (Paranimmitavasavatti)

他们享受他人创造出来的五种欲乐目标。

六欲天



1. 四大王天——500天年

• 四大王天1天日 = 人间50年

• 30天日 = 1天月

• 12天月 = 1天年

• 500天年 = 人间9,000,000年

六欲天人的寿元



1. 四大王天——500天年

2. 三十三天——1,000天年

3. 亚马天——2,000天年

4. 都西答天——4,000天年

5. 化乐天——8,000天年

6. 他化自在天——16,000天年

六欲天人的寿元



色界十六地

初禅天三地

1. 梵众天 (Brahmapà risajja)

2. 梵辅天 (Brahmapurohita)

3. 大梵天 (Mahà brahma)





色界十六地

第二禅天三地

1. 少光天 (Parittà bha)

2. 无量光天 (Appamà õ à bha)

3. 光音天 (â bhassara)



色界十六地

第三禅天三地

1. 少净天 (Parittasubha)

2. 无量净天 (Appamà õ asubha)

3. 遍净天 (Subhakiõ ha)



色界十六地

第四禅天三地

1. 广果天 (Vehapphala)

2. 无想有情天 (Asa¤ ¤ asatta)

3. 净居天 (Suddhà và sa)



色界十六地

五净居天

1. 无烦天 (Aviha)

2. 无热天 (Atappa)

3. 善现天 (Sudassa)

4. 善见天 (Sudassã)

5. 色究竟天 (Akaniññha)



无色界四地

1. 空无边处天 (â kà sà na¤ cà yatana)

2. 识无边处天 (Vi¤ ¤ à õ a¤ cayatana)

3. 无所有处天 (â ki¤ ca¤ ¤ à yatana)

4. 非想非非想处天 (Nevasa¤ ¤ à nà sa¤ ¤ à yatana)



无色界梵天人的寿元

1. 空无边处天——20,000大劫

2. 识无边处天——40,000大劫

3. 无所有处天——60,000大劫

4. 非想非非想处天——84,000大劫



世界周期——四种无数劫(kappa)

• 坏劫 (saü vañña-kappa)

• 坏住劫 (saü vaññaññhà yã-kappa)

• 成劫 (vivañña-kappa)

• 成住劫 (vivaññaññhà yã-kappa)



世界为三种所毁坏

• 火所坏 (tejosaü vañña)
——光音天以下被劫火烧毁

• 水所坏 (à posaü vañña)
——遍净天以下被劫水淹没

• 风所坏 (và yosaü vañña)
——广果天以下被劫风毁坏



劫将坏时，大地下了一场大雨

但是，这是世界的最后一场雨。
从此以后，经过几百千万年，天不再下雨……



当第二个太阳出现时，大地干枯，所有众生都死了



当第三个太阳出现时，五大河也干枯了……



当第四个太阳出现时，大河的源头也干枯了……



当第五个太阳出现时，连大海也干枯了……



当第六个太阳出现时，轮围世界变成一团烟……



当第七个太阳出现时，轮围世界变成一团火焰……



劫火烧尽一切，直至光音天为至……



一切物质皆灭尽，宇宙成为一大黑暗……



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世间现起大云…… 



降了大雨后，有大风起，将水吹成一团……



大水减退时，出现了轮围世界……



大地变得高低不平……











世界的毁坏

• 一大劫分为四个无数劫，并为
火所毁。连续七次为火所毁 ，
第八次为水所坏 。经七次为水
所毁后，第八次为风所毁。如
此，每八劫为水所毁一次，每
六十四劫为风所毁一次。



Idaü me pu¤ ¤ aü à savakkhayà vahaü hotu.
Idaü me pu¤ ¤ aü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萨度！萨度！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