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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科判──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觀業品第十七〉 

全論組織全論組織全論組織全論組織／／／／顯義顯義顯義顯義／／／／別觀別觀別觀別觀／／／／觀世間集觀世間集觀世間集觀世間集／／／／行事空寂行事空寂行事空寂行事空寂／／／／行業行業行業行業────────觀業品觀業品觀業品觀業品：：：： 

 

          ┌標宗…………………………（最初二頌）……………┐ 

          │    ┌總觀┬觀集無生…………………………………┴觀 因 緣品（01） 

          │    │    └觀滅不去……………………………………觀 去 來品（02） 

          │    │            ┌……………………………………觀 六 情品（03） 

          │    │    ┌觀世間┼……………………………………觀 五 陰品（04） 

          │    │    │      └……………………………………觀 六 界品（05） 

          │    │    │                  ┌染則生┬…………觀染染者品（06） 

  全論組織全論組織全論組織全論組織┤    │    │        ┌惑業所生┤      └…………觀 三 相品（07） 

          │顯義顯義顯義顯義┤    │        │        │      ┌…………觀作作者品（08） 

          │    │    │        │        └作則受┼…………觀 本 住品（09） 

          │    │    │        │                └…………觀然可然品（10） 

          │    │    │觀世間集觀世間集觀世間集觀世間集┤生死流轉┬無三際……………觀 本 際品（11） 

          │    │    │        │        └非四作……………觀  苦  品（12） 

          │    │    │        │        ┌諸行………………觀  行  品（13） 

          │    │    │        │        │觸合………………觀  合  品（14） 

          │    └別觀別觀別觀別觀┤        └行事空寂行事空寂行事空寂行事空寂┤有無………………觀 有 無品（15） 

          │          │                  │縛脫………………觀 縛 解品（16） 

         │          │                  └行業行業行業行業………………觀觀觀觀  業業業業  品品品品（17） 

          │          │        ┌現觀……………………………觀  法  品（18） 

          │          │        │    ┌…………………………觀  時  品（19） 

          │          │觀世間滅┤向得┼…………………………觀 因 果品（20） 

          │          │        │    └…………………………觀 成 壞品（21） 

          │          │        │        ┌人…………………觀 如 來品（22） 

          │          │        └斷證──┤  ┌………………觀 顛 倒品（23） 

          │          │                  └法┼………………觀 四 諦品（24） 

          │          │                      └………………觀 涅 槃品（25） 

          │          └觀世間滅道┬正觀緣起……………………觀 因 緣品（26） 

          │                      └遠離邪見…………………┬觀 邪 見品（27） 

          └結讚……………………………………（最後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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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中論中論中論》》》》卷三卷三卷三卷三〈〈〈〈觀業品第十七觀業品第十七觀業品第十七觀業品第十七〉．〉．〉．〉．科判科判科判科判────────印順導師印順導師印順導師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中觀論頌講記中觀論頌講記中觀論頌講記》》》》──────────── 

 

科判科判科判科判 偈頌偈頌偈頌偈頌 

壬一壬一壬一壬一 敍說 今當復更說 順業果報義 諸佛辟支佛 賢聖所稱歎 

癸一癸一癸一癸一 標章 不失法如劵 業如負財物 

子

一

子

一

子

一

子

一 

不
失
法 

此性則無記 分別有四種 

見諦所不斷 但思惟所斷 以是不失法 諸業有果報 

若見諦所斷 而業至相似 則得破業等 如是之過咎 
壬
二
壬
二
壬
二
壬
二 

正
說 

癸
二
癸
二
癸
二
癸
二 

別
說 

子
二
子
二
子
二
子
二 

諸
行
業 

一切諸行業 相似不相似 一界初受身 爾時報獨生 

如是二種業 現世受果報 或言受報已 而業猶故在 

若度果已滅 若死已而滅 於是中分別 有漏及無漏 

 

三三三三 

 

說 

 

 

一一一一 

 

 

壬三壬三壬三壬三 說 雖空亦不斷 雖有而不常 業果報不失 是名佛所說 

 

 科科科科    判判判判   偈偈偈偈    頌頌頌頌  

壬一 業 大聖說二業 思與從思生 是業別相中 種種分別說 

壬  三業 佛所說思者 所謂意業是 所從思生者 即是身口業 
辛

一 

立 壬三 七業 身業及口業 作與無作業 如是四事中 亦善亦不善 

從用生福德 罪生亦如是 及思為七法 能了諸業相 

 

者
的
諸
業
說

庚

一 

破

一
切
有   業住至受報 是業即為常 若滅即無常 云何生果報 

癸一 

 

如芽等相續 皆從種子生 從是而生果 離種無相續 

從種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先種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 

壬一 業  

癸  

 

如是從初心 心法相續生 從是而有果 離心無相續 

從心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先業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 

辛

一 

立 

壬  業 能成福業者 是十白業道 二世五欲樂 即是白業報 

人能降伏心 利益於眾生 是名為慈善 二世果報種 

戊
五 

觀
業
品 

己

一 

遮
妄
執 心

相
續
說 

庚
二 

破
經
部
譬
喻
者
的   若如汝分別 其過則甚多 是故汝所說 於義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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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科科科    判判判判 】】】】 【【【【 偈偈偈偈    頌頌頌頌 】】】】 

癸一 顯不失之真 諸業本不生 以無定性故 諸業亦不滅 以其不生故 

子一 不作破 

若業有性者 是則名為常 不作亦名業 常則不可作 

若有不作業 不作而有罪 不斷於梵行 而有不淨過 

是則破一切 世間語言法 作罪及作福 亦無有差別 

壬

一 

業

力

無

性

破 

癸二 

子二 重受破 若言業決定 而自有性者 受於果報已 而應更復受 

     

的
不
失
法 

庚
三 

破
正
量
者 

辛
二 

破 

壬二 業 不實破 
若諸世間業 從於煩惱生 是煩惱非實 業當何有實 

諸煩惱及業 是說身因緣 煩惱諸業空 何況於諸身 

一  無明之所蔽 愛結之所縛 而於本作者 不即亦不異 

己

一 

遮
妄
執 

作
者
說 

庚
四 

破
有
我
論
者
的 

二 破 業不從緣生 不從非緣生 是故則無有 能起於業者 

無業無作者 何有業生果 若其無有果 何有受果者 

戊
五 

觀
業
品 

二 顯  

如世尊神通 所作變化人 如是變化人 復變作化人 

如初變化人 是名為作者 變化人所作 是則名為業 

諸煩惱及業 作者及果報 皆如幻與夢 如炎亦如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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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卷三〈觀業品第十七〉 
（《中觀論頌講記》p.277〜313） 

院長指導 第二組編 2003/5/28 

◎◎◎◎序說序說序說序說：：：：（《中觀論頌講記》p.277〜278） 

本品是觀世間集的最後一品。世間集，主要的是說煩惱與業；不過說到惑業，就要談到

起煩惱造業，由業感果的經過。所以經中觀苦，即觀蘊、處、界的無常故苦；觀苦集，

就涉及從業感果的因果相續了。集諦中，煩惱雖是生死的推動力，但直接招感苦樂果報

的，是由煩惱發動造作種種業所引起的業力。所以，以業力結束這一門。而且，品題說

觀業，實際上談到了由惑起業，由業感果，作作者、受受者的全部問題；所以本品可看

作苦集的總結。 

一一一一、、、、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 

１、招感來生的生死苦果，業是最主要的；果報的或苦或樂，是由行為的或善或惡

所決定的。但是，現在造業，怎麼能感將來的苦果？ 

２、這是有業力的存在不失。業力到底是什麼？ 

３、﹝業力﹞存在，到底是怎樣地保持，怎樣地存在呢？ 

二二二二、、、、各學派提種種理各學派提種種理各學派提種種理各學派提種種理論之說明論之說明論之說明論之說明：：：： 

（一）說一切有部：成立色法的無表業，以三世實有的見地去說明他。1但有的以為

無表業是假色。2 

（二）經部譬喻師：根據世間植物種果相生的現象，說業是熏習於相續心中而成為

種子。3 

                                                 
1 法寶撰《俱舍論疏》卷十三云：「有部難〔經部〕：能表示心名為表業，依其表業發無表業，二業

唯是意思，思非是表，故無表業，既無表業無表亦無，便成大過。」（大正 41,631a20〜23）。五

百羅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二十一云：「我說諸因，以作用為果，非以實體為

果。又說諸果以作用為因，非以實體為因。諸法實體，恒無轉變，非因果故。」（大正 27,105c10
〜1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三十九云：「有因緣故無轉變者，謂一切法各住自體。……無

有轉變。有因緣故有轉變者，謂有為法得勢時生，失勢時滅……故有轉變。」（大正 27,200a20
〜29）。《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六云：「三世諸法因性果性。隨其所應次第安立。體實恒

有無增無減。但依作用說有說無。」（大正 27,395c28〜396a1）。 
2 參見悟殷法師著《部派佛教》（上篇）〈實相篇、業果篇〉，台北市，法界出版社，民國 90年 3 月

初版。請先見於（p.238〜241）後接（p.227〜231）。 
3 婆藪盤豆造．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二十二云：「若爾，云何從業相續轉異勝類果生？

譬如種子果，如世間說從種子果生，此果不從已謝滅種子生，非無間生。云何生？從種子相續轉

異勝類生。」（大正 29,310a25〜28）。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三十四云：「何謂

彼宗？謂譬喻宗，故彼宗說。如外種果感赴理成，如是應知業果感赴。謂如外種，由遇別緣，為

親傳因，感果已滅，由此後位遂起根芽莖枝葉等。諸異相法，體雖不住，而相續轉，於最後位，

復遇別緣，方能為因，生於自果。如是諸業，於相續中，為親傳因，感果已滅，由此於後自相續

中，有分位別異相法起，體雖不住而相續轉，於最後位，復遇別緣，方能為因，生於自果。雖彼

外種非親為因令自果生，然由展轉如是諸業，亦非親為因令自果生，然由展轉力內外因果相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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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量部學者：根據如字在紙的券約，說業的不失法。4 

（四）犢子與經量本計（說轉部）：主張有我，以我為作者受者。5 

※導師：種種說法，雖各各自圓其說，然在性空正見的觀察下，這都是似是而非的，

意見更多困難更甚的，不能解決此重要教義。所以頌中一一的洗破，讓樸

質而純潔的佛教本義，顯發出來。 

◎◎◎◎正釋正釋正釋正釋 

戊五戊五戊五戊五  觀業觀業觀業觀業 

己一己一己一己一  遮妄執遮妄執遮妄執遮妄執 

庚一庚一庚一庚一  破一切有者的諸業說破一切有者的諸業說破一切有者的諸業說破一切有者的諸業說 

辛一辛一辛一辛一  立立立立（（（（說一切有部的業說說一切有部的業說說一切有部的業說說一切有部的業說────────────二業二業二業二業、、、、三業三業三業三業、、、、七業七業七業七業）））） 

壬一壬一壬一壬一  二業二業二業二業（（（（p.278〜〜〜〜279）））） 

《中論》頌：大聖說二業大聖說二業大聖說二業大聖說二業    思與從思生思與從思生思與從思生思與從思生    是業別相中是業別相中是業別相中是業別相中    種種分別說種種分別說種種分別說種種分別說。。。。（01） 

《講記》釋： 

一、這頌之前，什譯還有『人能降伏心……二世果報種』6一頌。這突如其來的成立善業

頌，文義是不相順的。西藏的《無畏論》，此頌在第十頌之後說。7清辨的《般若燈

論》長行中，雖也先提到此頌，但正式的解釋，還是在後面。8所以現在也就把這頌

留到後面去說。9 

                                                                                                                                                              
同，外謂種根芽等，不斷名為相續，內法相續，謂前後心，恒無間斷，故無外道所難過失。」（大

正 29,535a2〜15）。 
4 真諦譯《顯識論》卷一云：「小乘義正量部名為無失，譬如券約，故佛說偈：諸業不失，無數劫

中，至聚集時，與眾生報。」（大正 31,880c15〜18）。窺基撰《成唯識論述記》卷四：「《成業論》

正量部舊云：不失法如券是也。」（大正 43,289b8〜9）。世親造．玄奘譯《大乘成業論》卷一云：

「謂執過去業體實有，先有後無名為過去，如何可執其體實有？若爾世尊何故自說：業雖經百劫，

而終無失壞，遇眾緣合時，要當酬彼果。」（大正 31,783a1〜4）。德慧造．真諦譯《隨相論》卷

一云：「若正量部，色不念念滅，有暫住義，種子未生牙時，只是一種子耳，若當分論生果，正

生牙果，若約相續，亦有生莖葉等義，後去類皆如此，業則不爾，業雖自滅，有無失法在，攝其

果令不失。……若正量部戒善，生此善業，與無失法俱生，其不說有業能業，體生即謝滅，無失

法不滅。」（大正 32,161c11〜29）。 
5 五百羅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十一云：「有執補特伽羅，自體實有。如犢子部，

彼作是說：我許有我，可能憶念本所作事，先自領納今自憶故；若無我者，何緣能憶本所作事。」

（大正 27,55a18〜21）。世友造．玄奘譯《異部宗輪論》卷一云：「有犢子部本宗同義，……諸法

若離補特伽羅，無從前世轉至後世。依補特伽羅，可說有移轉。」（大正 49,16c14〜18）。《異部

宗輪論》卷一云：「其經量部本宗同義，……執有勝義補特伽羅。」（大正 49,17b2〜6）。 
6 龍樹造．青目釋《中論》卷三〈觀業品第十七〉云：「人能降伏心，利益於眾生，是名為慈善，

二世果報種。」（大正 30,21b25〜26）。 
7 寺本婉雅譯《中論無畏疏》，東京，昭和 49 年 2 月，国書刊行會，p.272、286，及《藏要》第一

輯（四）第十五種《中論》p.39，似乎《無畏論》此偈頌是置於本品之首？ 
8 清辨造．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卷第十云：「人能降伏心，利益於眾生，是名為慈善， 

得二世果報。」（大正 30,100b22〜23）。（《般若燈論釋》是將此頌放在該品的第十一頌中。） 
9 另參見三枝充悳《中論偈頌總覽》，日本東京，第三文明社，1985年 12月初版一刷，p.44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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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這是一切有者，也是一般學者，直依經中的敘述而解說諸業。假名諸業，雖可作此

說，但討論到諸業的如何感果，就顯然有問題了。 

三、「大聖」指佛，佛所「說」的業，根本只有「二」種「業」：一、思業，二、思已業。
10 

思（意業）：「思」是心所法，以造作為用，能推動內心去造作，發動身體的活動，

口頭的說話。思是意志的，從思慮到決定去做，所以他是業的動力。 

思已業：因思心所的發動而能表現於身體的動作與語言，這是「從思」心所「生」

的，即是思已業。 

※舟橋一哉：可是，這種思業和思已業的分類，只有在漢譯中可以看到，巴利文的

《尼柯耶》裏就看不到，僅在相當於《中阿含》一一一的《增支部》

六．六三中，有一句「比丘們啊！我說業就是思、思已，依身、語、

意造業。」11依這句話來看，業之體為思，確已十分明顯，而且身、語、

意三業都是在思已業的分類之下。12 

四、有部與經部對二業同、異的看法13： 

                                                 
10 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二十七〈達梵經〉云：「云何知業，謂有二業：思、已思業。」(大

正 1,600a23〜24)。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二〈分業品第四之一〉云：「世別由

業生，思及思所作，思即是意業，所作謂身語。」（大正 29,67b9〜10）。《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

三〈分業品第四之一〉云：「契經中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此二何異？謂前加行起

思惟思，我當應為如是如是所應作事，名為「思業」；既思惟已起作事思，隨前所思作所作事，

動身發語名「思已業」。」（大正 29,68c13〜17）。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三十

三云：「業其體是何？謂：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思已業

者，謂思所作，即是由思所等起義。應知思者，即是意業。思所作者，即身語業，如是二業。」

（大正 29,531b18〜22）。 
11 《增支部》〈六集．第六，大品〉（六三）云：「諸比丘！我說思業，思已而以身、語、意造業。」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22 冊，p.149）。（《日譯南傳大藏經》第二十卷，p.179）。 
12 舟橋一哉著．余萬居譯《業的研究》，台北市，法爾出版社，民國 88 年六月第一版三印（p.32） 
13 A、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三〈分別業品第四之一〉云：「汝等經部宗立何為

身表？立形為身表，但假而非實。既執但用假為身表，復立何法為身業耶？若業依身立為身業，

謂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身業，語業、意業隨其所應，立差別名，當知亦爾。若爾何故

契經中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此二何異？謂前加行起思惟思，我當應為如是如是所

應作事，名為「思業」；既思惟已起作事思，隨前所思作所作事，動身發語，名「思已業」。若爾

表業則為定無，表業既無，欲無表業亦應非有，便成大過。如是大過有理能遮，謂從如前所說二

表殊勝思故，起思差別名為無表，此有何過？此應名為隨心轉業，如定無表心俱轉故，無如是過。

審決勝思動發勝思所引生故，設許有表，亦待如前所說思力，以性鈍故。毘婆沙師說，形是實故，

身表業形色為體，語表業體謂即言聲，無表業相如前已說。經部亦說，此非實有，由先誓限唯不

作故，彼亦依過去大種施設，然過去大種體非有故，又諸無表無色相故。」（大正 29,68c8〜28）。 
B、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三十四「何法為身業耶？彼說業依身立為身業，謂

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身業；語業、意業，隨其所應，立差別名，當知亦爾。若爾何

故契經中，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彼作是釋，謂前加行起思惟思，我當應為如是如

是所應作事，名為「思業」；既思惟已起作事思，隨前所思作所作事，動身發語，名「思已業」。

此中為攝一切業盡？為攝少分差別業耶？有言：此中「攝一切業」。有作是說：不攝無漏，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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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佛教學者，對這二業是共同承認的。 

（二）異：有部：說思業是以心所為體，思已業以身表色及語表為體。14 

經部：說這二業，身體的動作與語言的詮表，不過是業的工具。 

※導師《唯識學探源》： 

「從有部流出的經部譬喻師，對業力的見解，和有部不同。……《《《《俱舍論俱舍論俱舍論俱舍論》》》》

卷一三卷一三卷一三卷一三15，《《《《順正理論順正理論順正理論順正理論》》》》卷三四卷三四卷三四卷三四16，都有譬喻者的業力說。大意說：考慮、

決定時的「思維思」，是意業。因「思維思」而引起的「作事思」，能發動

身體的運動，言語的詮表。這動身發語的「作事思」，是身業與語業。身體

的運動與言語的詮表，只是思業作事所依的工具。」17 

這二「業」的「別相」，在經論中又作「種種」的「分別說」。此下的三業、七業，即

是從二業分別而來。 

 

壬二壬二壬二壬二  三業三業三業三業18（（（（p.280）））） 

《中論》頌：佛所說思者佛所說思者佛所說思者佛所說思者    所謂意業是所謂意業是所謂意業是所謂意業是    所從思生者所從思生者所從思生者所從思生者    即是身口業即是身口業即是身口業即是身口業。（。（。（。（02020202） 

《講記》釋： 

一、「佛所說」的「思」業，就是通常講的「意業」；「從思」所「生」的業，「即是」通

常講的「身、口」二「業」。所以二業開出來就是三業。 

二、思與意相應，說名意業。這樣，業的眷屬，都包括在裡面。由分別思慮的意業，發

現於外所有的身體動作是身業，語言詮表是口業，也稱語業。 

                                                                                                                                                              
非與經義相符，此中不應攝意業故，謂為動發身語二種，起思惟思及正動發身語二種起作事思，

此二俱依身語門轉，並應攝在身語業中。既爾此中，何名意業若依身語二門轉思？亦許一分名意

業者，是則立業。」（大正 29,537b14〜27）。 
14 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三〈分別業品第四之一〉云：「然心所思即是意業，思

所作業分為身語二業，是思所等起故。」（大正 29,67b26〜27)。 
15 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三〈分別業品第四之一〉（大正 29,68c8〜28）。 
16 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三十四（大正 29,537b14〜27）。 
17 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146 〜 p.148) 。 
18《大集法門經》卷一云：「三業是佛所說，謂一者身業，二者語業，三者意業。」（大正 01,227c8

〜9）。《舍利弗阿毘曇論》卷七云：「云何思業？意業是名思業。云何思已業？身業、口業是名思

已業。」（大正 28,580a12〜13）。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三〈分別業品第四之

一〉云：「業其體是何？謂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思已業

者，謂思所作。如是二業分別為三，謂即有情身、語、意業。如何建立此三業耶？為約所依？為

據自性？為就等起？縱爾何違？若約所依應唯一業，以一切業並依身故；若據自性應唯語是業，

以三種中唯語即業故；若就等起亦應唯一業，以一切業皆意等起故。毘婆沙師說：立三業如其次

第由上三因，然心所思即是意業，思所作業分為身、語二業，是思所等起故。」（大正 29,67b17
〜27）。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三十三云：「業其體是何？謂：心所思及思所作。

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如是二業，於契經中，世尊說為三，謂身、語、

意業。如是三業，隨其次第，由所依自性等起故建立。謂：業依身故名「身業」；業性即語故名

「語業」；此業依意復與意俱，等起身語故名「意業」。」（大正 29,531b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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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三壬三壬三壬三  七業七業七業七業（（（（p.280〜〜〜〜283）））） 

《中論》頌：身業及口業身業及口業身業及口業身業及口業    作與無作業作與無作業作與無作業作與無作業    如是四事中如是四事中如是四事中如是四事中    亦善亦不善亦善亦不善亦善亦不善亦善亦不善。。。。（（（（03）））） 

                    從用生福德從用生福德從用生福德從用生福德    罪生亦如是罪生亦如是罪生亦如是罪生亦如是    及思為七法及思為七法及思為七法及思為七法    能了諸業相能了諸業相能了諸業相能了諸業相。。。。（（（（04）））） 

《講記》釋： 

 一、七業的內容： 

（一）這兩頌，成立七業。但頌文隱晦，很難確指是那七業。青目論中沒有清楚的說

明，19清辨釋也同樣的含糊。20 

（二）嘉祥對七業的分法： 

１、嘉祥疏中舉出幾種不同的解說，但只採取了一種。就是身、口、意三業中，

意業在七業中名思；身、口分為六種，就成了七業。身、口的六業，前四種

在頌文中可以明白的看出，是「身業」、「口業」、「作」業、「無作業」。但也

可解說為身有作業、無作業，口有作業、無作業，成為四業。作與無作，或

譯表與無表。21 

２、嘉祥說：善惡各有七種業：善善善善的七業是身、口、作、無作、作時善、受用善、

思業；惡惡惡惡的七業是身、口、作、無作、作時惡、受用惡、思業。（印順導師：

但這樣講來，似乎不止七種業了。）22 

（三）導師對七業的分法： 

七業應該是身、口、作、無作、善、不善，與思。23 

二、身口的作業與無作業釋義： 

（一）〔〔〔〔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正在身體活動、語言談說的時候，此身語的動作，能表示內心的活動，

是身口的作業。 

                                                 
19 龍樹造．青目釋《中論》卷三云：「口業者，四種口業。身業者，三種身業。是七種業有二種差

別：有作作作作、、、、有無作有無作有無作有無作；作時名作業，作已常隨逐生名無作業。是二種有善不善善不善善不善善不善：不善名不止惡，善

名止惡。復有從用生福福福福德：如施主施受者，若受者受用，施主得二種福：一、從施生，二、從用

生。如人以箭射人，若箭殺人有二種罪罪罪罪：一者、從射生。二者、從殺生。若射不殺〔死〕，射者

但得射罪，無殺罪，是故偈中說罪福從用生。如是名為六種業，第七名思，是七種即是分別業相。」

（大正 30,21c17〜 22a3）。 
20 清辨造．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卷十：「云何名受用自體？謂檀越所捨房舍、園林、衣

服、飲食、臥具、湯藥資身具等。云何名福？謂撈漉義，見諸眾生沒溺煩惱河中，起大悲心，漉

出眾生置涅槃岸，故名為福。非福者，謂作種種不善之事，能令眾生入諸惡道。云何亦是受用自

體？謂違背福故，名為非福，解福非福已。次解思義，以何法故名之為思？謂功德與過惡及非功

德與過惡，起心所作意業者名思。彼論如是以七種業說為業相，乃至坐禪誦經聽聞記念等，亦名

為業，皆攝在七種中故，而不別說有此業故，見業與果合，與果合者。」（大正 30,99c5〜16）。

※撈漉：從水中取物（p.940）。漉：使乾涸，淘乾（p.1013）。《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0年 10月第一版第六刷。 
21《中觀論疏》（大正 42,117b13〜118a11）。 
22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281〜282）。 
23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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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作業無作業無作業無作業〕：〕：〕：〕：因身口的造作，生起一種業力，能感後果，他不能表示於外，故名

身口的無作業。 

（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作業是色法的，由色法所引起的無表業，所以也是色法的，不過是無

所表示罷了。這無表色，毘婆沙論師說是實有的，24《雜心論》說是假有的。25 

三、善、不善業（各有〔自己〕造時成業與〔他〕受時起業）： 

（一） 在這「四」種業當「中」，有「善」業「不善」業，而善不善業，又各有兩類，

一是造作時候所成的業，一是受用時候所起的業。 

（二） 〔譬喻〕：如甲以財物布施財物布施財物布施財物布施乙，在甲施乙受時，即成就善業；乙受了以後，在受

用時，甲又得一善業。青目釋舉射箭喻說青目釋舉射箭喻說青目釋舉射箭喻說青目釋舉射箭喻說：放箭射人，射出去是一惡業，箭射

死了那個人，又是一惡業；如沒有射死，那只有射罪，無殺罪。前者前者前者前者是約能作

者方面說的，後者後者後者後者是約所受者方面說的。 

（三） 上一頌（身業及口業，……亦善亦不善。）約能造作說，「從用生福德，罪生亦

如是」，即是約受用業而說。但這樣講來，似乎不止七種業了。 

四、善（福）、不善（罪）的定義： 

（一）從用生福德，罪生亦如是二句，是身口業所以成為福業罪業的說明。意思是說：

作無作業的善惡，不僅在於內心的思慮，也不僅在於身口的動作，要看此一動

作，是怎樣的影響對方，使他人得何種受用而定。 

（二）譬喻： 

１、布施布施布施布施，決不單單作布施想，也不單是用手把財物丟出去，必須施給人，人受

了受用快樂，受者能得到好的受用，所以成為善的福德業。 

２、殺人殺人殺人殺人，他人受痛苦以至命絕，所以也就成為罪業。所以，善惡二業的分別，

就看對方受用的結果是怎麼樣。 

３、醫生醫生醫生醫生的針割病人，不是罪業；以毒施人，使人或病或死，也不是福業。罪福

必須注意對方的受用。 

（三）凡說明業力，至少要講這七種：內心的動機，表現於身口的動作，及因此而起

的無作，影響他人而成善不善的分別；明白了這七業，佛法中所說種種的業，

就能正確了解。所以說：「及思為七法，能了諸業相」。 

                                                 
24 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三云：「毘婆沙師說：有實物名無表色，是我所宗。」

（大正 29,70a21〜22）。 
25《雜阿毘曇心論》卷一云：「無作假色者。」（大正 28,871c24〜25）。另參（大正 28，888c）。導

師於《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云：「《雜心論》說「無作假色」，意義是異常重

大的。關於無表色，各論的意見，出入很大，如：《大毘婆沙論》──無表是色，意業是思；《心

論》──無表假色，意業無表；《優波扇多釋論》──無表是色，意業無表；《雜心論》──無表

假色，意業是思。無表色實有；意業是思，無所謂表與無表，這是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論宗的正

義。無表色是假，本為說一切有部中譬喻師的異說。《大毘婆沙論》集成以後，到《雜心論》的

時代，譬喻師已從說一切有部中分出，成經部譬喻師，在教理上，有著重要的發展，嚴重的威脅

到阿毘達磨論宗。努力復歸於毘婆沙正義的《雜心論》主，也同意無表色是假。這可見說一切有

部，阿毘達磨論宗的動搖，已是時代的趨勢了。」（p.525 〜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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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無作業──表、無表業： 

（一）表現的表現的表現的表現的身口業是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潛在的潛在的潛在的潛在的身口業是無作業無作業無作業無作業26。 

（二）意業為什麼不說他有作無作業呢？思是心內種種分別思慮，內心的造作，是不

能直接表示於人的，所以不名為表業；既非表業，當然也就沒有無表業。無表

業是依有表業立的。 

六、小結： 

（一）在這些上，可見佛教的業力說，是怎樣的重視身口，重視社會關係，並不像後

代的業力說，傾向於唯心論。 

（二）上面所說，本是佛經中的舊義。但有部有部有部有部他們，以為這些業是真實有自性的。明

白此等業性的差別，就可以建立起業果來了。27 

 

辛二辛二辛二辛二  破破破破（（（（論主破說一切有部的業說論主破說一切有部的業說論主破說一切有部的業說論主破說一切有部的業說 p.283〜〜〜〜284）））） 

《中論》頌：業住至受報業住至受報業住至受報業住至受報    是業即為常是業即為常是業即為常是業即為常    若滅即無常若滅即無常若滅即無常若滅即無常    云何生果報云何生果報云何生果報云何生果報。。。。（05） 

《講記》釋： 

一、論主並不說他所立的二業、三業、七業是錯誤的，因為這確是佛說，緣起法中是可

以有的。問題在他們主張實有自性，所以要破斥他。 

二、業住受報──常；業滅受報──無常： 

（一）﹝﹝﹝﹝難問難問難問難問﹞﹞﹞﹞：所說業能受報，是業住受報呢？還是業滅受報？ 

１、﹝﹝﹝﹝業住受報業住受報業住受報業住受報﹞﹞﹞﹞：「業住」，是業力存在不滅的意思；從開始造業一直到感「受」

果「報」，這業力都存在不失。那麼，所說的「業」，從作到受，不變不失，

就是「常」住的了。 

﹝﹝﹝﹝破業住受報破業住受報破業住受報破業住受報﹞﹞﹞﹞：但實際上，佛說業行是無常生滅的。佛說造業感果，不

但是前生造業，來生感果，是可以經過百千萬劫的。如經百千萬劫的常住，

太與無常相反了。如業是常的，常即不應有變化；受報就應該常受報，那

也破壞隨業流轉、苦樂推移的事實了。進一步說，業如果是常住的，那也

說不上造作了。 

２、﹝﹝﹝﹝業滅受報業滅受報業滅受報業滅受報﹞﹞﹞﹞：假定說，作了業在未到感果的時候就「滅」，那業就是「無常」

的。 

                                                 
26《佛光大辭典》(六)：「無表色：又作無表業、無作色、假色。或單稱無表、無作、無教。為「表

色」、「表業」之對稱。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以無表色皆由四大種所造，故為實色，含攝於十一種色之中。

俱舍宗之看法類似，認為無表色係由四大種所造，以色業為性，故名為色；然非由「極微」所成，

無見無對，故與五根五境等之色法相異。成實家成實家成實家成實家則以之為非色非心，攝於不相應行蘊。經量部及

大乘唯識家不認其為實有，於強勝之思的心所所發善惡表業而薰成之種子上假立。又菩薩瓔珞本菩薩瓔珞本菩薩瓔珞本菩薩瓔珞本

業經業經業經業經等以心法為戒體，故不別立無表色。其他古來異說甚多。」(p.5097.1 〜5097.3) 
27 法寶撰《俱舍論疏》卷十三（大正 41,631a20〜23）。五百羅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卷二十一（大正 27,105c10〜1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三十九（大正 27,200a20〜29）。《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六（大正 27,395c28〜396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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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業滅受報破業滅受報破業滅受報破業滅受報﹞﹞﹞﹞：業力剎那無常，業滅時果未生，滅了以後即無所有，那

又怎麼可以「生果報」呢？ 

（二）性空者破實有論者［有部等］的常與無常 

〔〔〔〔導師評導師評導師評導師評〕〕〕〕實有論者實有論者實有論者實有論者：：：：常與無常，都是邪見，都不能成立業果的相續。 

有部有部有部有部：：：：說身、口的作業是無常的，無作業雖也是剎那生滅的，但隨心轉。這就

是說：有無表色與心俱生俱滅相續而起，所以能相續到未來感果。同時，

又說在未感果以前，業得也是隨心而流的。所以有色界的有情，生到無

色界去，色法的無表業雖暫時沒有了，然而因為業得的關係，後生有色

界的時候，還可以現起無表業色。 

性空者性空者性空者性空者：若分析到剎那生滅，自性有者即不能成立前後的連繫。 

 

庚二庚二庚二庚二  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說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說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說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說 

辛一辛一辛一辛一  立立立立 

壬一壬一壬一壬一  成立業果成立業果成立業果成立業果 

癸一癸一癸一癸一  舉喻舉喻舉喻舉喻（（（（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業業業業））））說說說說 p.285〜〜〜〜286）））） 

《中論》頌：如芽等相續如芽等相續如芽等相續如芽等相續    皆從種子生皆從種子生皆從種子生皆從種子生    從是而生果從是而生果從是而生果從是而生果    離種無相續離種無相續離種無相續離種無相續。。。。（06） 

        從種有相續從種有相續從種有相續從種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從相續有果從相續有果從相續有果    先種後有果先種後有果先種後有果先種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不斷亦不常不斷亦不常不斷亦不常。。。。（07） 

《講記》釋： 

一、譬喻者不滿於一切有部的業力說，提出心心相續的業力說。以為心心相續的業力，

不斷不常，才可以從業感果。他的業力說，從世間的植物從種生果的現象，悟出傳

生的道理，成立他的不斷不常。28 

二、譬如黃豆，從種生果，是經過三個階段的：一、種子，二、相續，三、結果。一粒

黃豆放在土中，起初發芽，由芽生莖，從莖開花，由花結果。初是豆種，後是豆果，

中間相續的是芽、莖、花、葉，不是豆種豆果，而豆種生果的力量，依芽莖花葉而

潛流。所以，豆種生果，不是豆種直接生的；豆種子雖久已不存在了，但依芽莖等

相續，還可以生果，而且種果是因果相類的。 

三、所以說：「芽等」的「相續」，是「從種子生」的；由種子有相續，由相續「而生果」。

                                                 
28 五百羅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一三云：「譬喻者說：身語意業皆是一思。」

（大正 27,587a7〜8）。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四云：「此中何法名為種子？謂名

與色於生自果，所有展轉鄰近功能，此由相續轉變差別。何名轉變？謂相續中前後異性。何名相

續？謂因果性三世諸行。何名差別？謂有無間生果功能。」（大正 29,22c11〜15）。眾賢造．玄奘

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三十四（大正 29,535a2〜15）。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

論師之研究》云：「經部譬喻師的徹底業感說，一切立足於相續轉變差別的熏習種子說。依此，

解說無表業，隨眠，成就不成就等。流轉與還滅的說明，都依此為基石，這就達到了與說一切有

部，截然對立的地位。」（p.552）。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云：「經部師也是從業力潛在的思想，

慢慢的走上種子論。《婆沙論》中的譬喻師，還沒有明確的種子說。《婆沙》集成以後出世的龍樹

菩薩，在《中觀論》裡，才開始敘到業種相續說。種子說的成立，大概在《婆沙》與龍樹造．青

目釋《中論》的著作之間。」(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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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離」了「種」子，就沒有「相續」；相續沒有，果法當然更談不上的了。既然

是「從種」子「有相續，從相續有果」，那就是「先」有「種」子而「後有果」，「不

斷亦不常」。怎樣呢？從種生芽，從芽生莖，從莖發葉、開花、結果，豆種生果的力

量，是相續不斷不斷不斷不斷的；種子滅而生芽，種子是不常不常不常不常的。由此不斷不常的相續，豆種就

可以在將來生果。 

 

癸二癸二癸二癸二  合法合法合法合法（（（（p.286〜〜〜〜288）））） 

《中論》頌：如是從初心如是從初心如是從初心如是從初心    心法相續生心法相續生心法相續生心法相續生    從是而有果從是而有果從是而有果從是而有果    離心無相續離心無相續離心無相續離心無相續。。。。（08） 

        從心有相續從心有相續從心有相續從心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從相續有果從相續有果從相續有果    先業後有果先業後有果先業後有果先業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不斷亦不常不斷亦不常不斷亦不常。。。。（09） 

《講記》釋： 

一、譬喻者以上面所說的譬喻，成立他的業力說。他以為從業感果，也是這樣的。思心

所就是心。不但考慮、審度、決定的思是思心所，就是身體的動作，言語的發動，

也還是思心所（發動思）。不過假借身語為工具，表出意思的行為罷了。由作業的熏

發，就有思種子保存下來。作業雖是生滅無常的，業入過去即無自體，但熏成思種

子，隨內心而流，心心法卻是相續生的。 

二、如布施，不但布施的身口業不常，布施心也有間斷，有時也起殺盜等的心行；但熏

成施種，不問善心、惡心，他是可以相續而轉的。業體是思，熏成思種，也不離心。

所以，心心所法相續，作業雖久已過去，還可以感果。 

三、這樣，最初心起作什麼事業，將來就感什麼果。雖然最「初心」所起的罪福業，剎

那過去，但「心」心所「法」是「相續」而「生」的。從此思業熏發的心心相續，

就可以「有果」了。假使「離」了「心」心所法，就沒有「相續」；相續沒有，果法

自也不可得。 

四、既「從心」而「有相續」，「從相續」而「有果」，此「先」有「業」因而「後有」報

「果」的業果論，即能成立「不斷亦不常」的中道。所造作的業，一剎那後滅去不

見，這是不常；作業心與感果心的相續如流，有力感果，這是不斷。由業種的不斷

不常，能完滿的建立業果的聯繫。 

五、後期的大乘唯識學後期的大乘唯識學後期的大乘唯識學後期的大乘唯識學，說種子生現行，也還是從此發展而成。不過把他稍為修正一下，

不用六識受熏，而談阿賴耶受熏持種生現罷了。29 

譬喻者的思想譬喻者的思想譬喻者的思想譬喻者的思想，最初造作的時候，叫種子；作了以後，沒有感果之前，叫相續；最

後成熟的時候，叫感果。從現象的可見方面說，雖有種子、相續、感果的三階段，

但實際上重視心識的潛流不斷。 

造作（種子）   未感果前（相續）    成熟（感果）    心識潛流不變 

唯識者的思想唯識者的思想唯識者的思想唯識者的思想，最初熏成的力量，固然是種子；就是在心識不斷的相續中，也還叫

                                                 
29 《唯識三十論頌》卷一云：「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大正 31,60b4〜5）。另參《成

唯識論》卷二（大正 31,7c20〜10a24）。 《八識規矩補註》卷二，（大正 45，473a）。 《攝大

乘論》卷上（大正 31，1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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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種子；種子如暴流水一樣的相續下去。 

初熏（種子）    存心識（相續）    種子（如暴流水相續） 

 
譬喻者譬喻者譬喻者譬喻者從相續的心心所法上著眼， 

唯識者唯識者唯識者唯識者多注意種子的自類相生，兩者略有不同。 

 

壬二壬二壬二壬二  別立善業別立善業別立善業別立善業（（（（p.288〜〜〜〜291）））） 

《中論》頌：能成能成能成能成福業者福業者福業者福業者    是十白業道是十白業道是十白業道是十白業道    二世五欲樂二世五欲樂二世五欲樂二世五欲樂    即是白業報即是白業報即是白業報即是白業報。。。。（10） 

        人能降伏心人能降伏心人能降伏心人能降伏心    利益於眾生利益於眾生利益於眾生利益於眾生    是名為慈善是名為慈善是名為慈善是名為慈善    二世果報種二世果報種二世果報種二世果報種。。。。（11） 

《講記》釋： 

一、業有福業、罪業。「能」夠「成」為「福業」的，是不殺、不盜、不欲邪行、不妄言、

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不瞋、不邪見的「「「「十白業道十白業道十白業道十白業道」」」」。白，即清淨善的意

義。那現生未來「二世」的「五欲」快「樂」，就「是」十「白業」道的果「報」。

微妙的（色、聲、香、味、觸）五欲快樂，不能說他的本質不好。如說地獄苦痛，

就因沒有微妙的五樂。 

二、佛法所以呵斥五欲的原因： 

（一）五欲的快樂，還是不徹底的不徹底的不徹底的不徹底的；解脫的快樂，才是究竟的。為令有情離有漏有漏有漏有漏樂趣

無漏樂，所以不遺餘力的呵斥他。 

（二）是給有情受用的，有情自己沒有把握，不能好好的受用他，反而被他所用，這

就要不得了。如吃的飯，煮得好好的，適當的吃，可以充飢，也能增進健康，

有精力才能做自利利他的事業，這是誰也不能說他不對。但普通人貪食，吃了

還要吃，好了還要好，超過營養與維持生存的正當需要，那就成為不好了。眾

生的欲望無窮，佛才種種的呵斥五欲，免為五欲所包圍，埋沒自己。30 

三、就五欲境界的本身說，大乘佛法以之莊嚴淨土，這有什麼不好呢？二世的五欲樂，

為學佛者應積集而努力的去實現他，以作為自利利他的資糧。這是白業感得的妙

果，所以特別的成立他。 

四、十善業成就自利與利他： 

（一）十善業為什麼是善的？因為修十善業的「人能」夠調「伏」自己的內「心」，使

內心的煩惱，我見、我愛、瞋恨等不起；煩惱不起，使自己的身心高潔、安和、

喜樂、堅忍、明達，得身心修養的利益。 

（二）同時，修十善業道，也能「利益於眾生」的。不殺、不盜等的十善業，看來是

消極的禁止的善法，實際上也能利益眾生。如不殺如不殺如不殺如不殺，能使有情減少畏懼的心理；

不盜不盜不盜不盜，能使有情的生活安定；不邪淫不邪淫不邪淫不邪淫，能使人們的家庭和樂融洽，也能保持自

己家庭中的和樂，這不是有益眾生嗎？進一步，不但消極的消極的消極的消極的不殺、不盜、不邪

淫，而且積極的積極的積極的積極的救生，施捨，行梵行；不但自己行十善業，而且還讚歎隨喜別

                                                 
30 參考《雜阿含經》卷 9（250經）(大正 02,60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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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十善業道。 

五、十善業的擴大，不是通於大乘行嗎？所以不要以為十善業道，是人天的小行；能切

實的履行他，是可以自利利他的。十善業，是道德律，確立人生道德的價值，指

出人類應行的正行。因為有了這，人們就能努力向上向解脫，提高自己的人格，

健全自己的品德，不會放逸墮落。這十善業道，為佛教的人生道德律。行十善業，

能夠自利利他，所以說他「是名為慈善」的事業。能實行這十善業，才能把握自

己，才能創造現生未來「二世」快樂的「果報」。唯有如此，才能受用福樂。善業

才是微妙五樂的因「種」；否則，受用欲樂，不過是欲樂的奴隸，那裡能得到有意

義的可樂的受用！ 

 

辛二辛二辛二辛二  破破破破（（（（論主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論主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論主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論主破經部譬喻者的心相續（（（（業業業業））））說說說說 p.291〜〜〜〜292）））） 

《中論》頌：若如汝分別若如汝分別若如汝分別若如汝分別    其過則甚多其過則甚多其過則甚多其過則甚多    是故汝所說是故汝所說是故汝所說是故汝所說    於義則不然於義則不然於義則不然於義則不然。。。。（12） 

《講記》釋： 

一、論主說：假使「如」譬喻者那樣的「分別」，說由業相續而感果報。「其過」失那就

太「多」了。所以「所說」心相續的業力說，是不合乎道理的。怎樣的不合理，有

怎樣的過失，論主沒有明白的說出。他的困難所在，仍舊是有自性；理解實有者的

困難，譬喻者的業種相續說，也很可以明白他的無法成立了。 

二、青目釋青目釋青目釋青目釋中又略為談到一點： 

（一）譬喻者譬喻者譬喻者譬喻者的中心思想，是不斷不常，所以就在這上面出他的過失。你說種子不

斷不常，試問從種生芽，是種滅了生芽？是種不滅生芽？ 

１、假使說種滅生芽，這是不可以的，種力已滅去了，還有什麼力量可以生

芽？這不脫斷滅的過失。 

２、假使說不滅，這也不可以，不滅就有常住的過失。所以，從剎那生滅心

去觀察他的種滅芽生，依舊是斷是常，不得成立。31 

（二）所以後來的唯識家唯識家唯識家唯識家，說有阿賴耶識，種子隨逐如流。無論從現業熏種子也好，

從種子起現行也好，都主張因果同時。32 

（三）以性空者性空者性空者性空者看來，同時即不成其為因果。而且，前一剎那與後一剎那間的阿賴

耶識種，怎樣的成立聯繫？前滅後生？還是不滅而後生？如同時，即破壞了

自己前後剎那的定義。33唯識者要不受性空者所破，必須放棄他的剎那論，否

則是不可能的。 

（四）青目說青目說青目說青目說：世間植物的種芽果，是色法的，可以明白見到的，他的不斷不常，

                                                 
31 龍樹造．青目釋《中論》卷三云：「復次，從穀子有芽等相續者，為滅已相續，為不滅相續。若

穀子滅已相續者，則為無因；若穀子不滅而相續者，從是穀子常生諸穀，若如是者，一穀子則生

一切世間穀，是事不然，是故業果報相續則不然。」（大正 30,22b13〜18）。 
32《成唯識論》卷二云：「能熏識等從種生時，即能為因復熏成種，三法展轉，因果同時。」（大正

31,10a4〜5）。另參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05 〜 107)。 
33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07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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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成問題；內在的心法，異生異滅，不可觸不可見，說他如種果的相續，這

是多麼的渺茫啊！所以說：過失眾多，「於義」「不然」。34 

 

庚三庚三庚三庚三 破正量者的不失法說破正量者的不失法說破正量者的不失法說破正量者的不失法說 (p.292) 

辛一辛一辛一辛一  立立立立 

      壬一壬一壬一壬一  敍說敍說敍說敍說 (pp.292 〜 293) 

《中論》頌：今當復更說今當復更說今當復更說今當復更說    順業果報義順業果報義順業果報義順業果報義  諸佛辟支佛諸佛辟支佛諸佛辟支佛諸佛辟支佛    賢聖所稱歎賢聖所稱歎賢聖所稱歎賢聖所稱歎。。。。(13) 

《講記》釋： 

正量者正量者正量者正量者說：一切有部、譬喻者的業力說35，都不能建立，我「今今今今」應「當當當當」「更說更說更說更說」一

種正確的業力觀，符「順業順業順業順業」力感「果報果報果報果報」的正「義義義義」。這是我佛所提示的，是一

切「諸佛諸佛諸佛諸佛」與「辟支佛辟支佛辟支佛辟支佛」，及聲聞「賢聖賢聖賢聖賢聖」者「所所所所」共同「稱歎稱歎稱歎稱歎」的。義理正確，

有誰能破壞他呢？(pp.292 〜 293) 

 

                                                 
34 龍樹造．青目釋《中論》卷三云：「汝說穀子喻者。是喻不然。何以故。穀子有觸有形。可見有

相續。我思惟是事。尚未受此言。況心及業。無觸無形不可見。生滅不住欲以相續。是事不然。」

（大正 30,22b9〜13)。 
35  A：一切有部的業力說，根據二經二理主張「三世實有，法體恆存」為主軸：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0：「頌曰：三世有由說，二有境果故，說三世有故，許說一切有。 論
曰：三世實有，所以者何？由契經中世尊說故。謂世尊說：苾芻當知，若過去色非有，不應多聞

聖弟子眾，於過去色勤脩厭捨；以過去色是有故，應多聞聖弟子眾於過去色勤脩厭捨。若未來色

非有，不應多聞聖弟子眾，於未來色勤斷欣求；以未來色是有故，應多聞聖弟子眾，於未來色勤

斷欣求。又具二緣識方生故，謂契經說：識二緣生，其二者何？謂眼及色，廣說乃至意及諸法……」

(大正 29，104 b2 〜 14。) 
楊白衣，《俱舍要義》：二經依於雜阿含如上述，二理是有境理和有果理。有境理是：心法的生起，

必須有所緣境，然在六識中，意識遍緣三世故，三世必實有，若不然，則意識亦無了。既有意識，

應有三世，故過去法為實有。當然這是把上敍的經理論化的。有果理是，凡是有了過去業，即能

招感未來的果報，這是業感緣起的必然法則。若說過去業非實有，即不應有未來果了，因異熟的

因果並非俱時並存故，其因必有過去的實有；故知過去業實有。依俱舍宗世友之位不同說：法未

作用時，即名未來；正作用是，即名現在；已作用，即名過去。所以三世是依法的作用位而定，

並非法本身有三世之別。有部立六因(能作、俱有、同類、相應、偏行、異熟因)四緣(因緣、等無

間緣、所緣緣、增上緣)五果(增上、士用、等流、異熟、離繫果)，概說因緣業果關係。(參考：

佛光，1998，pp.58 〜 68。) 
B：譬喻者的業力說：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經部譬喻師的根本思想，是種子熏習說。……
譬喻師的業功能說，重要在『相續』。剎那現在的相續不斷，為業功能所依。相續的生滅滅生，

不斷相續；功能也就不斷的傳生。這樣的相續轉變，到引發殊勝的功能，那時就感得果報了。以

剎那的相續為現實，不斷的新熏，不斷的感果。這是徹底的新熏說，業感說，達到一切從業感生

的結論，否認有異熟生以外的等流長養性，如《順正理論》卷五（大正 29，359a8 〜 9）說：『上

座此中，依十二處，立一切種皆異熟生』。……經部譬喻師的徹底業感說，一切立足於相續轉變

差別的熏習種子說。依此，解說無表業，隨眠，成就不成就等。流轉與還滅的說明，都依此為基

石，這就達到了與說一切有部，截然對立的地位。」(正聞，民國 81 年 10 月 7 版，pp.549 〜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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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壬二壬二壬二  正說正說正說正說 

癸一癸一癸一癸一  標章標章標章標章 (pp.293 〜 294) 

《中論》頌：不失法如券不失法如券不失法如券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物業如負財物業如負財物業如負財物。。。。36(14a,b) 

《講記》釋： 

一、 正量部的意見：「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37「如如如如」債「券券券券，業業業業」力「如如如如」所「負負負負」欠別人的「財財財財

物物物物」。(p.294) 

二、 正量部的業果聯繫者，就是「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經中佛也曾說過：業未感果之前，縱經百

千億劫，也是不失的38。 他根據佛說的『業力不失』，建立不相應行39的不失法。

                                                 
36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不失法者，當知如券，業者如取物。」（大正 30，22c5） 
37  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正量部，在「得」(薩婆多和犢子部系建立)以外，又建立了一個不

失法。它用債券作比喻，像《顯識論》說：「正量部名為無失，譬如券約。故佛說頌：諸業不失，

無數劫中，至聚集時，與眾生報」。  
正量部的不失法與得，在《顯識論》裡，是被看作種子的。正量部的《二十二明了論》，也認為

得與不失有同樣的意義。凡是攝屬有情的一切法，都有得，但不失法卻只限在業力方面。善惡業

生起的時候，就有得與不失法跟著同起。得的作用，在係屬有情；不失卻是業力變形的存在。這

樣，不失法與有部的無表色，經部的思種子，意義上非常的接近。正量部主張表色是戒，沒有建

立無表業。在它的意見，表色引生善惡業，業剎那過去，而還有感得未來果報的力量，這就是不

失法。不失法與善惡業同時生起，但不像業體的剎那滅，要到感果以後才消失，如《隨相論》說：

「業體生即謝滅，無失（不失）法不滅，攝業果令不失。無失法非念念滅法，是待時滅法，其有

暫住義，待果生時，其體方謝」。  
不失法的暫住不滅，依真諦三藏說：「是功用常，待果起方滅，中間無念念滅」，出《中論（業品）

疏》。這點，與無表色、種子思，都不相同。不失法雖與業俱生，並且是「攝業果令不失」，但它

本身不是業，不是善、惡，是心不相應行的無記法，它只是業力存在的符號……。(正聞，民國

81 年 3 月修訂 2 版，pp.154 〜 155。) 
38《大寶積經》卷 57：「……佛告諸大眾難陀苾芻。先所作業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說如餘。即說

頌曰：假使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 (大正 11，335b12 〜 15。)   
39 不相應行：乃俱舍家、唯識家等對於一切諸法所立五位分類中之第四位。又作心不相應行蘊、非

色非心不相應行法、非色不相應行蘊、心不相應法、不相應行法、不相應行、不相應。指不屬於

色、心二法，與心不相應之有為法之聚集。依小乘說一切有部之義，在色、心及心所之外，另有

與心不相應之實法，其體係有為法，又為五蘊中之行蘊所攝，故稱心不相應行。經部、唯識等則

主張不相應行乃於色心之分位所假立者，並非實法。 
 心不相應行之數，大小乘均有異說。小乘俱舍家舉出得、非得、同分、無想果、無想定、滅盡定、

命根、生、住、異、滅、名身、句身、文身等十四種不相應行法。《順正理論》卷十二加上和合

性，而立十五不相應行法之說。《品類足論》卷一則舉出得、無想定、滅定、無想事、命根、眾

同分、依得、事得、處得、生、老、住、無常性、名身、句身、文身等十六法。此外，分別部及

犢子部等，將隨眠亦計為不相應法。大乘唯識家中，《瑜伽師地論》卷三舉出得、無想定、滅盡

定、無想異熟、命根、眾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異生性、流轉、定異、

相應、勢速、次第、時、方、數、和合及不和合等二十四種不相應行法，《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卷一除去不和合而立二十三不相應行法之說。大乘五蘊論則舉出得、無想等至、滅盡等至、無想

所有、命根、眾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異生性等十四法。〔《俱舍論》

卷四、卷十九、《入阿毘達磨論》卷上、《顯揚聖教論》卷二、卷十八、《成唯識論》卷一、卷

二、《大毘婆沙論》卷二十二、卷四十五、《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二、《俱舍論光記》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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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3) 

三、正量部的正量部的正量部的正量部的「「「「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從世間事上推論出來從世間事上推論出來從世間事上推論出來從世間事上推論出來：如世人借錢，恐口說無憑，立一還債

的借券；到了約定的時期，還本加息，取還借券。在沒有還債以前，那借券始終

是有用的。他本身不是錢，卻可以憑券取錢憑券取錢憑券取錢憑券取錢。(p.293) 

四、正量者以為造業也是這樣，由內心發動，通過身口，造作業力，業力雖剎那滅去，

但即有一不失法生起。這不失法的功用這不失法的功用這不失法的功用這不失法的功用，，，，在沒有感果以前在沒有感果以前在沒有感果以前在沒有感果以前，，，，常在有情的身中常在有情的身中常在有情的身中常在有情的身中。。。。到到到到

了因緣會合的時期了因緣會合的時期了因緣會合的時期了因緣會合的時期，，，，依不失法而招感果報依不失法而招感果報依不失法而招感果報依不失法而招感果報。。。。感果以後感果以後感果以後感果以後，，，，不失法才消滅不失法才消滅不失法才消滅不失法才消滅。。。。(pp.293 〜 294) 

五、造業招果，不是業力直接生果。可說不失法是業的保證者不失法是業的保證者不失法是業的保證者不失法是業的保證者，，，，是保證照著過去所作是保證照著過去所作是保證照著過去所作是保證照著過去所作

的業力而感果的的業力而感果的的業力而感果的的業力而感果的。憑券還債，等於照著不失法的性質而感果。(p.294) 

六、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與有部說的「得得得得」40是相似的；不過「得得得得」通於一切法，而「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唯

是業力才有。這因為正量部是犢子系的支派，犢子系與說一切有系同是從上座系

所出的。所以他們的思想，有著共同點。(p.294) 

 

癸二癸二癸二癸二  別說別說別說別說 

子一子一子一子一  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 (p.294 〜 p.297) 

《中論》頌：此性則無記此性則無記此性則無記此性則無記  分別有四種分別有四種分別有四種分別有四種。。。。41(14c,d) 

《講記》釋： 

                                                                                                                                                              
《成唯識論演祕》卷二末〕 (《佛光大辭典》，p.1396。) 

40  得：為俱舍七十五法之一，唯識百法之一。一切法造作成就而不失，稱為得；反之，一切法不

能成就，稱為非得。得、非得有表裏之關係，得僅與攝於有情自身中之有為法（即「自相續」之

有情法），及擇滅、非擇滅兩種無為法有關，與「他相續」、「虛空」無關。就「自相續」而言，

若與之呈現積極關係，即令之（法）合、令之持，稱為得；若與之呈現消極關係，即令之離、令

之失，則稱為非得。得有「獲」與「成就」，非得有「不獲」與「不成就」等之別。獲，即指未

得或已失而今得；得，則是「未來生相位」將入「現在位」作用之別名；成就，即指得而至今相

續不失；得，則是入現在位之際的別名。以此類推，不獲與不成就亦具同義。 
 凡有為法之得可分三種，即：(一)法前得，又作前生得，即在法之前而起之得，譬如牛拉車，故

又稱牛王引前得。(二)法後得，又作隨後得，即在法之後而起之得，譬如小牛跟隨在母牛後，故

又稱犢子隨後得。(三)法俱得，又作俱生得，即得、法兩者俱起之得，譬如形與影相隨不離，故

又稱如影隨形得。 
 又擇滅、非擇滅等無為法，乃非前、後、俱得，即所得之法與時間無關，為非前、非後、非俱，

而與上記有為法之三種得合為四種得。此外，使有為法之得能獲得成就，稱為得得，亦即由得中

復得之意。得得又稱小得、隨得；與之相對者，得稱為大得。 
 另據《成唯識論》卷一載，得係一種假有之存在，可分三種成就，即：(一)種子成就，即一切見

惑、修惑之煩惱、任運而起之諸無記法，及生得善等所有之種子，其未被損害者。(二)自在成就，

即由加行所生之善法，及工巧處、變化心、威儀路無記等之部分加行力所成者。(三)現行成就，

即善、不善、無記等三種法之現行者。〔《俱舍論卷四》、卷二十一、《入阿毘達磨論》卷下、

《大毘婆沙論》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五九、《品類足論》卷一〈辯五事品〉〕（參閱：《佛

光大辭典》，p.4548。） 
41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是不失法，欲界繫、色界繫、無色界繫、亦不繫。

若分別善、不善、無記中，但是無記。是無記義，阿毘曇中廣說。」（大正 30，22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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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失法雖是善不善業所引起的，而不失法本身卻是非善非惡「性性性性」的「無記無記無記無記」。因

為無記性的法，才能常常的隨心而轉，不問善心惡心的時候，都可存在。同時，

是善是惡，就可以感果報；不失法是感受果報的保證者，他本身不能再感果報。

否則，他能感果，他也更要另一不失法去保證他，推衍下去，有無窮的過失了。

所以是無記性的。(p.294 〜 5)  

二、以三界繫42及無漏不繫去「分別分別分別分別」，不失法是「有四種有四種有四種有四種」：欲界繫業，有欲界繫的不

失法；色界繫業，有色界繫的不失法；無色界繫業，有無色界繫的不失法；無漏

白淨業，有無漏的不失法，他是不為三界所繫的。(p.295) 

 

《中論》頌：見諦所不斷見諦所不斷見諦所不斷見諦所不斷    但思惟所斷但思惟所斷但思惟所斷但思惟所斷  以是不失法以是不失法以是不失法以是不失法    諸業有果報諸業有果報諸業有果報諸業有果報。。。。43(15) 

《講記》釋： 

一、以見所斷、修所斷、不斷的三斷分別，不失法是「見諦所不見諦所不見諦所不見諦所不」能「斷斷斷斷」，而「但但但但」

為「思惟思惟思惟思惟」道（即修道）「所斷所斷所斷所斷」的。見見見見所斷的，是惡不善法；不失法是無記的，

所以非見道所能斷。(p.295) 

二、見道後的初果，還有七番生死，而招感這生死的，是不失法。這可見見道以後的

修道位中，還有不失法存在。由於有這「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的存在，所以見道後的聖者，

還隨「諸業諸業諸業諸業」所應感的「有有有有」種種「果報果報果報果報」。(pp.295 〜296) 

 

《中論》頌：若見諦所斷若見諦所斷若見諦所斷若見諦所斷    而業至相似而業至相似而業至相似而業至相似  則得破業等則得破業等則得破業等則得破業等    如是之過咎如是之過咎如是之過咎如是之過咎。。。。44 (16) 

《講記》釋： 

一、「若若若若」不失法是「見諦見諦見諦見諦」道「所斷所斷所斷所斷」呢，那就有失壞業力感果的過失了。「而業至而業至而業至而業至

相似相似相似相似」，清辨與青目釋中，都沒有說明，意義不很明顯。可以這樣的解說：不失法

假使是見諦所斷，而又說業力還能夠感到相似的果報，如善得樂果，惡感苦果，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失法是業果的聯繫者，作業過去了，不能常在與果發生直

                                                 
42 三界繫：界指欲、色、無色三界；繫乃聯繫、關連之意。即繫縛於三界之煩惱。《大毘婆沙論》

卷五十二（大 27‧271c）：「繫在欲，故名欲界繫；繫在色，故名色界繫；繫在無色，故名無

色界繫。如牛馬等繫在於柱或在於栓，名柱等繫。」又同論卷五十謂，就界繫可分九十八隨眠，

即：欲界繫有三十六隨眠，色、無色界繫各有三十一隨眠。又《俱舍論》卷二謂，欲界所繫者具

足十八界；色界所繫者，除香味二境及鼻舌二識外，唯餘十四界；無色界所繫者唯意根、法境及

意識等三界之界繫。以上為小乘教之說。於大乘教中，唯識宗謂，繫縛三界九地之法者為與第六

識相應俱生之煩惱，分別諸識之界繫，而鼻舌二識僅存於欲界，不通於色、無色二界；眼耳身等

三識僅存於初禪，於二禪以上則無，故二禪以上唯有六、七、八等三識。無色界中無色法之故，

於第八識三種境之中唯緣種子而已。〔《顯揚聖教論》卷十八、《成唯識論》卷四、《百法問答

鈔》卷四、《略述法相義》卷上〕(《佛光大辭典》，p.3893。) 
43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見諦所不斷，從一果至一果，於中思惟所斷；是以

諸業，以不失法故果生。」（大正 30，22c8〜9） 
44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若見諦所斷，而業至相似，則得破業過；是事阿毘

曇中廣說。」（大正 30，22c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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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關係；所以可說由業感果，這就是因為有這不失法。現在說不失法在見諦也斷

了，這樣，作業久已過去，不失法也已滅去，修道位中的業果，如何建立？豈不

就成了「破破破破」壞「業等業等業等業等」感報的「過過過過」失了嗎？所以不能說他是見諦所斷的。(p.296) 

二、不失法中，有有漏的為三界所繫的有漏的為三界所繫的有漏的為三界所繫的有漏的為三界所繫的，有無漏的不為三界所繫無漏的不為三界所繫無漏的不為三界所繫無漏的不為三界所繫。解說斷的時候，也

應當說有漏的是修道所斷，不繫的無漏不失法是不斷的，為什麼頌中沒有說明他？

難道無漏的不繫不失法，也是修道所斷嗎？當然不會的。這不是分別有四種另有

解說，就是此中所說的不失法，主要是成立作業感果成立作業感果成立作業感果成立作業感果，所以唯約有漏的三界繫法，

分別他的何所斷。無漏不繫的，姑且不談。(pp. 296 〜 297) 

※正量部的正量部的正量部的正量部的「「「「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不失法」」」」與唯識家與唯識家與唯識家與唯識家「「「「阿賴耶阿賴耶阿賴耶阿賴耶」」」」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古代的三論學者，常以正量部的不失法，類例的說到唯識家的阿賴耶。阿賴耶的異

名叫阿陀那，陳真諦三藏譯為無沒無沒無沒無沒，無沒不就是不失的意思嗎！就是玄奘譯阿賴耶

名藏藏藏藏，藏的作用不也就是受持不失嗎？賴耶在三性中，是無覆無記的；在繫中分別，

也是三界繫及無漏不繫的；約三斷分別，有漏賴耶的種子，在修道位上一分一分的

滅去，是見道所不能斷的。再探究到建立阿賴耶的目的，主要也還是為了業力的受

持不失，使業果得以聯繫。所以唯識家的阿賴耶，與正量部所說的不失法，確有他

的共同性；不過唯識學說得嚴密些罷了。(p.297) 

 

子二子二子二子二  諸行業諸行業諸行業諸行業 (p.297 〜 301) 

《中論》頌：一切諸行業一切諸行業一切諸行業一切諸行業    相似不相似相似不相似相似不相似相似不相似    一界初受身一界初受身一界初受身一界初受身    爾時報獨生爾時報獨生爾時報獨生爾時報獨生。。。。45(17) 

《講記》釋： 

一、再說業。然論文的意義，實為解說業力，以說明不失法的性質。「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的「諸行諸行諸行諸行

業業業業」，有「相似相似相似相似」的、有「不相似不相似不相似不相似」的兩種。欲界與欲界的業相似，色界與色界的

業相似，無色界與無色界的業相似；善的與善業相似，不善的與不善業相似；有

漏的與有漏業相似，無漏的與無漏業相似：這是相似業。這業不同那，那業不同

這業，就是不相似的業了。(p.298) 

二、清辨說：不相似業不相似業不相似業不相似業，各有一個不失法；相似的業相似的業相似的業相似的業，有一共同的統一的不失法。也

就是凡業力的相同者，和合似一，有一共同的不失法，將來共成一果46。(p.298) 

三、印順導師以為此相似不相似業相似不相似業相似不相似業相似不相似業，也可以說是共業不共業共業不共業共業不共業共業不共業。屬於某一有情的，各各

差別，是不相似業。如眾生共業，將來感得眾生共得的依報等，即是相似業。每

一有情，現生及過去生中，造有很多的相似與不相似的業，但他在前一生命結束，

即死亡了以後，重行取得一新生命的時候，在無量無邊的業聚中，某一類隨緣成

                                                 
45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復次，不失法者，於一界諸業相似、不相似，初受

身時果報獨生，於現在身從業更生業。」（大正 30，22c11〜13） 
46  清辨(分別明菩薩)釋，《般若燈論釋》卷 10：「……一切諸行業  相似不相似 現在未終時 一

業一法起  釋曰：相似者，謂同類業，於現在命終時，有一不失法，起總持諸業；不相似者，謂

業種差別，如欲界業色界業無色界業，有無量種……」(大正 30，101b27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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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假使他生在欲界，就唯有「一一一一」欲「界界界界」的業生果；而欲界業中又有六趣的

差別，他如生在人趣，就唯有人趣的業生果；人中也還有種種。總之，作業雖很

多，而新生時唯是某一界一趣的業，最「初初初初」生起「受身受身受身受身」，「爾時爾時爾時爾時」就唯有某一

種果「報報報報」單「獨獨獨獨」的「生生生生」起；其他的業，暫時不起作用，再等機緣。(pp.298 〜 

299) 

 

《中論》頌：如是二種業如是二種業如是二種業如是二種業    現世受果報現世受果報現世受果報現世受果報    或言受報已或言受報已或言受報已或言受報已    而業猶故在而業猶故在而業猶故在而業猶故在。。。。47(18) 

《講記》釋： 

一一一一、、、、    果報現起，保證業力的不失法，也就過去不存在，而唯有此果報身的相續受果

了。「如是二種業如是二種業如是二種業如是二種業」，清辨釋48中說是上面說的作業無作業作業無作業作業無作業作業無作業49；青目更說這是輕業輕業輕業輕業

與重業與重業與重業與重業50；嘉祥(吉藏)疏51說有多種的二業多種的二業多種的二業多種的二業。也可說是相似不相似業相似不相似業相似不相似業相似不相似業，由這二業，

「現世現世現世現世」就可感「受受受受」正報、依報的「果報果報果報果報」了。(p.299) 

二二二二、、、、    正量部中的另一派說正量部中的另一派說正量部中的另一派說正量部中的另一派說：由業「受報受報受報受報」，果報現起了「已已已已」後，新生命固然一期的

延續下去，就是那保證「業業業業」力的不失法，也還是同樣的存「在在在在」。這與正統的

                                                 
47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是業有二種，隨重而受報；或有言：是業受報已業

猶在，以不念念滅故。」（大正 30，22c13〜15） 
48 清辨釋，《般若燈論釋》卷 10：「…..釋曰：二業者，謂思及從思生…..」(大正 30，101b6。)  
49 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關於「業力存在」的體性，有部是「無見無對」的色法；經部是思上

的功能；成實、正量、大眾它們是心不相應行，但又有有別體、無別體的二派。有部把潛在的業

力，看成色法，確有極大的困難。色的定義，是變壞或變礙，無表色對這兩個定義，都不見得適

合。色法的定義，本是依據常識的色法而建立的，把這定義應用到能力化的細色，自然要感到困

難。這正像一般哲學家的唯心唯物的心、物定義，往往不是常識的心、物一樣。經部說業力是思

心所的種子，雖說它「此無別體」，「此不可說異於彼心」，到底業力沒有能緣覺了的心用，不能

適合心法的定義。這樣，還是放在心不相應行裡，但非色非心的又是什麼呢？  
我以為，潛在的業力，是因內心的發動，通過身語而表現出來；又因這身語的動作，影響內心，

而生起的動能。它是心色為緣而起的東西，它是心色渾融的能力。最適當的名稱，是業。身表、

語表是色法，因身語而引起的潛在的動能，也就不妨叫它無表色；至少，它是不能離卻色法而出

現的。不過，有部把它看成四大種所造的實色，把它局限在色法的圈子裡，是多少可以批評的。

潛在的業力，本因思心所的引發而成為身口顯著的行為；又因表色的活動，引起善不善的心心所

法，再轉化為潛在的能力。叫它做思種子，或心上的功能，確也無妨。不過，像經部那樣把業從

身、語上分離出來，使它成為純心理的活動，規定為心上的功能。唯識思想，誠然是急轉直下的

接近了，但問題是值得考慮的。 
不相應行，不離色心，卻也並不是有觸對的色法，能覺了的心用，可說是非色非心即色即心的。

釋尊對心不相應行，很少說到它，它在佛學上，是相當暗昧的術語。部派佛教開展以後，凡是有

為法中，心、心所、色所不能含攝的，一起把它歸納到不相應行裡。大眾系的隨眠、成就，正量

的不失法，有部的得和命根，成實論主的無作業，這些都集中到心不相應中來，它成了佛家能力

說的寶藏了。(pp.156 〜 158。) 
50 《中論》（青目釋）卷 3：「……初受身時，果報獨生；於現在身，從業更生業。是業有二種，隨

重而受報。」(大正 30，22c13 〜 14。) 
51 嘉祥(吉藏)，《中觀論疏》卷 8：「如是二種業--第四輕重門：一者即上似不似二業，二者似不似二

業中，復有輕重二業，三者依後長行從業更生業亦名二業。後當釋也…..」(大正 42，121 a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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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量學者，說得不同了：不失法沒有感果的時候，是存在的；一旦感受了果報，

立刻就不再存在。《明了論》說：『不失法待果起方滅』52。真諦三藏說：『不失

法是功用常，待果起方滅』53。都是主張感果即滅的。而現在說不但沒有感果是

存在的；就是感了果，保證業力的不失法，在所感果報沒有盡滅以前，也還是

存在的。(pp.299 〜 300) 

三三三三、、、、    正量部的正統者與旁支者的差異正量部的正統者與旁支者的差異正量部的正統者與旁支者的差異正量部的正統者與旁支者的差異： 

◎◎◎◎正量部正統者說正量部正統者說正量部正統者說正量部正統者說：因既生果，果體能一期繼續的生下去；因不再生果，所以感

果就滅了。 

◎◎◎◎旁支者說旁支者說旁支者說旁支者說：因生果後，果體的繼續生下去，有他一定的限度；有限度的延續，

不能說與因無關，此必有支持生命延續的力量。所以要在果報身滅時，不失法

才失壞。 

◎◎◎◎這兩派，以瑜伽師所說去批判他，正統注意生因正統注意生因正統注意生因正統注意生因54，，，，旁支又注意到引因旁支又注意到引因旁支又注意到引因旁支又注意到引因55。(p. 300) 

《中論》頌：若度果已滅若度果已滅若度果已滅若度果已滅    若死已而滅若死已而滅若死已而滅若死已而滅    於是中分別於是中分別於是中分別於是中分別    有漏及無漏有漏及無漏有漏及無漏有漏及無漏。。。。56(19) 

《講記》釋： 

一、 這樣，依旁流者的解說不失法依旁流者的解說不失法依旁流者的解說不失法依旁流者的解說不失法──業的失滅業的失滅業的失滅業的失滅，在兩個時候：A、聖者位中聖者位中聖者位中聖者位中度果度果度果度果

的時候，B、異生位中異生位中異生位中異生位中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的時候。(p.300) 

A. 聖者聖者聖者聖者度果度果度果度果：從初果到二果，從二果到三果，從三果到四果，這都叫度果度果度果度果。在

度果的過程中，每度一果，就滅去後一果所應滅的業力。如初果還有七番生

死；證得二果時，即有六番生死的不失法滅，只剩一往來了。到最後阿羅漢

                                                 
52 嘉祥，《中觀論疏》卷 8：「…..有人言：曇無德部辨心為能成就，心不當善惡名為無記，為能成

就善惡。又依正量部義，正量本是律學，佛滅後三百年中從犢子部出，辨不失法，體是無記。明

了論是覺護法師造，而依正量部義。論云：正量部有二種：一至得，二不失法。不失法但善惡有

之，外法則無，又但是自性無記，又待果起方滅。若是至得，逐法通三性，通內外法皆有。果未

起時若懺悔，則至得便滅。而不失法雖懺悔罪不滅，要須更待果起方滅也。」(大正 42，119 c5 〜 
15。) 

53 嘉祥，《中觀論疏》卷 8：「…..問：業是有為念念生滅，不失法亦是有為念念生滅，云何得不斷

不常耶？答：真諦三藏出正量部，明不失法是功用常，待果起方滅，中間無念念滅，譬如券還債

竟然後乃裂破耳…..」(大正 42，119a8 〜 12。) 
54 生因：與「引因」相對稱。謂生為近果與正果之因。近果，指近因之果報；正果，指修道而有所

證悟，蓋有別於外道之盲修，故謂學佛而證得之果為正果。 (《佛光大辭典》，p.2058。) 
55 引因：「生因」之對稱。生近果與正果之因，稱為生因；引遠果與殘果之因，稱為引因。就內種

而言，以現在之種子生現在之身，稱為生因；引其他枯喪屍骸等，稱為引因。就外種而言，生芽、

莖等為生因，引枯死之草木等為引因。此屍骸及枯草等之位皆無內外之種，或生於他界，或種既

久而滅。然由生因之作用力故，猶能引彼，即依其義，說彼生因之種，稱為引因，二因並無別體。

又十二有支中，能生支稱為生因，能引支及所引支皆為引因。即愛、取、有三支距生、老死之果

近，能生近果，故稱生因；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等七支離生、老死之果猶遠，引

遠果，故稱引因。〔《成唯識論》卷二〕(《佛光大辭典》，p.1392。) 
56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若度果已滅，若死已而滅者，須陀洹等度果已而滅，

諸凡夫及阿羅漢死已而滅。於此中分別有漏及無漏者，從須陀洹等諸賢聖，有漏無漏等應分別。」

（大正 30，22c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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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入無餘涅槃（死）的時候，就徹底的滅除有漏不失法了。 

B. 異生異生異生異生(凡夫)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壽盡命絕，這叫做死。一期生死既沒有了，感此一期果報

的業──不失法，也就隨之而消滅了。 

二、 所以說：「若度果已滅若度果已滅若度果已滅若度果已滅，，，，若死已而滅若死已而滅若死已而滅若死已而滅」。在這度果死已滅「中中中中」，應更「分別分別分別分別」他     

     的「有漏有漏有漏有漏」「無漏無漏無漏無漏」。即三界繫與不繫法。(pp.300 〜 301) 

A. 有漏業滅有漏業滅有漏業滅有漏業滅：異生死滅異生死滅異生死滅異生死滅，這是三界繫的有漏業有漏業有漏業有漏業。 

B. 無漏業滅無漏業滅無漏業滅無漏業滅：阿羅漢入涅槃滅阿羅漢入涅槃滅阿羅漢入涅槃滅阿羅漢入涅槃滅，也捨有漏的殘業；如捨無漏智業無漏智業無漏智業無漏智業，這是不繫的   

             無漏業無漏業無漏業無漏業。  

          度果滅的度果滅的度果滅的度果滅的，有三界繫的有漏業；捨前三果得後三果所滅的，即有不繫的無漏業。  

          這是應該分別而知的。 

 

壬三壬三壬三壬三  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pp.301 〜302) 

《中論》頌： 雖空亦不斷雖空亦不斷雖空亦不斷雖空亦不斷    雖有而不常雖有而不常雖有而不常雖有而不常    業果報不失業果報不失業果報不失業果報不失    是名佛所是名佛所是名佛所是名佛所說說說說。。。。57(20) 

《講記》釋： 

一、 清辨釋清辨釋清辨釋清辨釋58、佛護釋佛護釋佛護釋佛護釋、無畏釋無畏釋無畏釋無畏釋等說：「雖雖雖雖」諸行「空空空空」無外道所計即蘊離蘊的我，

但有不失法在，所以「不不不不」是「斷斷斷斷」滅的。「雖雖雖雖」然「有有有有」生死業果的相續，因

感果以後，不失法即滅，生死在無常演化中，所以也「不不不不」是「常常常常」住的。有

了這「業業業業」與「果報果報果報果報」聯繫的不失法，業果「不失不失不失不失」而不斷不常。這並不是我

新創的，而「是」「佛佛佛佛」陀「所所所所」宣「說說說說」的。他們這樣地解說本頌，以為此頌

是正量者總結上面所說的。(p.301) 

二、 青目釋青目釋青目釋青目釋以此頌前二句為論主自義，後二句是論主呵責正量部的不失法。(p.301) 

三、 古代的三論家古代的三論家古代的三論家古代的三論家，以全頌為論主的正義；就是以性空緣起的幻有思想，建立因果

的不斷不常，業果不失，作為中觀家的正義。(pp.301〜302) 

四、 《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智度論》59有幾處引到這頌，也是開顯業果不失的正義的。(p.302) 

                                                 
57 《中論》（青目釋）卷 3〈觀業品第十七〉：「此論所說義，離於斷常。何以故？業畢竟空寂滅相，

自性離，有何法可斷、何法可失！顛倒因緣，故往來生死，亦不常。何以故？若法從顛倒起，則

是虛妄無實，無實故非常。復次，貪著顛倒，不知實相故，言業不失。此是佛所說。」（大正 30，

22c15〜20） 
58《般若燈論釋》（清辨釋）卷 10：「雖空而不斷  雖有而不常  諸業不失法  此法佛所說 

釋曰：空者誰空？謂諸行空。如外道所分別，有自性法者無也。而業不斷者，有不失法在故。云

何為有？有謂生死。生死者，謂諸行於種種趣流轉故，名為生死。云何不常？業有壞故。云何名

不失法？謂佛於處處經中說。」(大正 30，101 b24 〜 c1。) 
59 《大智度論》卷 1：「……佛法中亦無有一法，能作能見能知。如說偈：有業亦有果  無作業果

者 此第一甚深是法佛能見  雖空亦不斷 相續亦不常 罪福亦不失 如是法佛說……」(大正

25，64c5〜10。) 
 《大智度論》卷 6：「……問曰：何等甚深法？答曰：如先甚深法忍中說。復次，甚深法者，於

十二因緣中展轉生果，因中非有果亦非無果，從是中出，是名甚深法。復次，入三解脫門：空、

無相、無作，則得涅槃常樂故，是名甚深法。復次，觀一切法，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無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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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印順導師：究竟這頌是中觀的正義，是正量部的結論，似乎都可以。現在且以

這頌為正量者的結論；到後顯正義的時候，也可以這一頌作為中觀家正義的說

明。(p.302) 

    

辛二辛二辛二辛二        破破破破    

壬一壬一壬一壬一        業力無性破業力無性破業力無性破業力無性破    

癸一癸一癸一癸一        顯不失之真顯不失之真顯不失之真顯不失之真（（（（pp.302pp.302pp.302pp.302〜〜〜〜303303303303））））    

《中論》頌：諸業本不生諸業本不生諸業本不生諸業本不生，，，，以無定性故以無定性故以無定性故以無定性故；；；；諸業亦不滅諸業亦不滅諸業亦不滅諸業亦不滅，，，，以其不生故以其不生故以其不生故以其不生故。。。。60（（（（21）））） 

《講記》釋： 

一一一一、、、、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 

這是從否定自性而顯示緣起的業相。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一一一一））））序說序說序說序說 

１１１１、、、、標釋尊之所說標釋尊之所說標釋尊之所說標釋尊之所說 

行業不失，確是釋尊所說的。他一方面是剎那滅的，一方面又是能感果不失的。 

２２２２、、、、問題之所在問題之所在問題之所在問題之所在 

剎那滅了，存在還是不存在？ 

（（（（１１１１））））存在之過失存在之過失存在之過失存在之過失 

假使存在，可以說不失，卻就有了常住的過失，與無常相違。 

（（（（２２２２））））不存在之過失不存在之過失不存在之過失不存在之過失 

不存在，可以說無常，但又有斷滅不能感果的過失，與不失相違。 

３３３３、、、、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這是佛法中的難題，各家種種說業，正量者立不失法，都為了此事，然都不離過

失。 

（（（（二二二二））））正釋正釋正釋正釋（（（（中觀家之正義中觀家之正義中觀家之正義中觀家之正義）））） 

１１１１、、、、序說序說序說序說 

依性空正義說，業是緣起幻化的，因緣和合時，似有業的現象生起，但究其實，

是沒有實在自性的。既不從何處來，也不從無中生起一實在性。 

２２２２、、、、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 

Ａ、Ａ、Ａ、Ａ、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一切「諸業本」就「不生」，不生非沒有緣生，是說「無」有他的決「定」的

自「性」，沒有自性生。 

                                                                                                                                                              
有作非無作，如是觀中心亦不著，是名甚深法。 如偈說： 因緣生法 是名空相 亦名假名  亦
名中道 若法實有 不應還無  今無先有 是名為斷 不常不斷 亦不有無 心識處滅 言說亦

盡於此深法信心無礙不悔不沒，是名大忍成就。」(大正 25，107a2〜16。) 
60 梵文文意為：「業何故不生呢？因為是無自性的緣故；又由於不生的緣故，因此也無有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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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Ｂ、Ｂ、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一切「諸業」也本來「不滅」，不滅即不失。他所以不滅，是因為本來「不生」。 

３３３３、、、、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 

我們所見到的業相生滅，這是因果現象的起滅，不是有一實在性的業在起滅；沒

有實在的業性生滅，唯是如幻如化的業相，依因緣的和合離散而幻起幻滅。如幻

生滅，不可以追求他的自性，他不是實有的常在，是因緣關係的幻在，幻用是不

無的。此如幻的業用，在沒有感果之前不失；感果以後，如幻的業用滅，而不可

說某一實在法消滅，所以說『滅無所至』61。 

三三三三、、、、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諸業不生，無定性空，雖空無自性，但緣起的業力，於百千劫不亡，所以又不斷。不是

實有常住故不斷，是無性從緣故不斷。行業不失滅，可以建立如幻緣起的業果聯繫。 

    

    

    

    

    

    

癸二癸二癸二癸二        遮不失之妄遮不失之妄遮不失之妄遮不失之妄    

子一子一子一子一        不作破不作破不作破不作破（（（（pp.304pp.304pp.304pp.304〜〜〜〜305305305305））））    

《中論》頌： 

若業有性者若業有性者若業有性者若業有性者，，，，是即名為常是即名為常是即名為常是即名為常，，，，不作亦名業不作亦名業不作亦名業不作亦名業，，，，常則不可作常則不可作常則不可作常則不可作。。。。62（（（（22）））） 

若有不作業若有不作業若有不作業若有不作業，，，，不作而有罪不作而有罪不作而有罪不作而有罪63，，，，不斷於梵行不斷於梵行不斷於梵行不斷於梵行，，，，而有不淨過而有不淨過而有不淨過而有不淨過。。。。64（（（（23））））   破未受果破未受果破未受果破未受果業業業業 

是則破一切是則破一切是則破一切是則破一切，，，，世間語言法世間語言法世間語言法世間語言法，，，，作罪與作福作罪與作福作罪與作福作罪與作福，，，，亦無有差別亦無有差別亦無有差別亦無有差別。。。。65（（（（24））））    （（（（吉藏吉藏吉藏吉藏）））） 

《講記》釋： 

一一一一、、、、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 

這是遮破有自性的業力，使他失去造作的性質。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一一一一））））釋釋釋釋 22222222 頌頌頌頌（（（（常則不可作常則不可作常則不可作常則不可作））））    

                                                 
61 《雜阿含經》卷 13〈335經〉云：「諸比丘！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

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除俗數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大正 2，92, c16〜20） 
62 梵文文意為：「如果業是自性有的話，無疑也應當是常住的；又應當不是所作的，原因是常住的

就不是所作的。」 
63 「罪」，梵文作 bhaya，即怖畏之意。 
64 梵文文意為：「如果業不被造作的話，則會有不作卻受果的怖畏，又會有[修梵行卻]住於非梵行

的過失。」 
65 梵文文意為：「無疑地與一切的世俗（習慣）相矛盾，又作善者和作惡者的區別也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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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１、、、、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如定執「業」是「有」他的實在自「性」的，自性有即自體完成的，那麼所說的

業，不能說從緣而生起，應該不待造作本來就有的了！如果說雖是本來就存在的，

不過因造作了才引生來現在，這就不對！實有自性的存在，「是」業就是「常」住

的； 

２２２２、、、、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常住的業，在「不作」以前，既已有此業的存在，已可以叫做「業」。業既本有「常」

有，那還有什麼作不作？常住法是「不可作」的。不造作，怎麼可以成為業呢？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23232323 頌頌頌頌    

１１１１、、、、正釋頌文正釋頌文正釋頌文正釋頌文 

如承認「不」經造「作」已有「業」力，那不是「不作」惡「而有罪」業了嗎？

不殺生的有了殺業，不偷盜的有盜業；如不作即有罪業，那縱然「不斷」的修習

清淨「梵行」，也是徒然。因為雖然不作，已「有」罪業「不淨」的「過」失了！ 

２２２２、、、、別釋別釋別釋別釋「「「「梵行梵行梵行梵行」」」」義義義義 

梵行，廣義的說，一切的清淨德行都是；狹義的說，出家人守持淫戒，在家人不

欲邪行，叫做梵行。梵行的反面，是不淨的罪業。 

（（（（三三三三））））釋釋釋釋 24242424 頌頌頌頌    

假使修梵行的人還有不淨業，那就「破」壞了「一切世間」的「語言法」了。語

言法，即世俗諦的名相習慣，是大家共同承認的。人格的高尚與卑劣，行為的善

惡，法制的良窳等。如照上面所說，那就承認不作而有罪惡，反之也可不作而有

善德，好壞善惡一切破壞了。持戒者就是犯戒者，犯戒者就是持戒者，「作罪」的

及「作福」的，也就沒「有」什麼「差別」，這是破壞世間的大邪見。 

 

子二子二子二子二        重受破重受破重受破重受破（（（（pp.305pp.305pp.305pp.305〜〜〜〜306306306306））））    

《中論》頌： 

若言業決定若言業決定若言業決定若言業決定，，，，而自有性者而自有性者而自有性者而自有性者，，，，受於果報已受於果報已受於果報已受於果報已，，，，而應更復受而應更復受而應更復受而應更復受。。。。66（（（（25））））     破已受果業破已受果業破已受果業破已受果業（（（（吉藏吉藏吉藏吉藏）））） 

《講記》釋： 

一一一一、、、、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 

再破業自性的不失，使他犯「受果無窮」的過失。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一一一一））））正釋正釋正釋正釋 

假定說：「業決定」是「自有性」的，這不但本來存在而不成造作，也應該永遠存在而

不再滅失，那就應該這生「受」了「果報」，此業不失，來生「更」「受」果報，再來

生還是受果報，一直受果無窮。如這樣，也就失去隨業受果的意義。人類不能再以新

作的善業，改善自己了！ 

                                                 
66 梵文文意為：「如果業是決定的而具有自性的話，則已熟的異熟會再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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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舉譬舉譬舉譬舉譬 

如世間犯罪的人，他犯了罪，受國家的法律制裁。除了死刑，在刑罰期滿後，他可以

回復自由，可以向善。因他的善行，或者又可以得國家的獎拔，社會的讚美、擁戴。

假定說制裁了以後還應該制裁，他的罪惡永遠存在，這豈非絕大的錯誤嗎？ 

（（（（三三三三））））結說結說結說結說（（（（兼舉飲光部之主張兼舉飲光部之主張兼舉飲光部之主張兼舉飲光部之主張）））） 

飲光部見到了這點，所以他主張業力沒有受報是存在的，受了報就不存在的了。67 

    

壬二壬二壬二壬二        業因不實破業因不實破業因不實破業因不實破（（（（pp.306pp.306pp.306pp.306〜〜〜〜307307307307））））    

《中論》頌：若諸世間業若諸世間業若諸世間業若諸世間業，，，，從於煩惱出從於煩惱出從於煩惱出從於煩惱出，，，，是煩惱非實是煩惱非實是煩惱非實是煩惱非實，，，，業當何有實業當何有實業當何有實業當何有實！！！！68（（（（26）））） 

諸煩惱及業諸煩惱及業諸煩惱及業諸煩惱及業，，，，是說身因緣是說身因緣是說身因緣是說身因緣，，，，煩惱諸業空煩惱諸業空煩惱諸業空煩惱諸業空，，，，何況於諸身何況於諸身何況於諸身何況於諸身！！！！69（（（（27）））） 

《講記》釋： 

一一一一、、、、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 

業從煩惱的發動而作，所以進一步的從煩惱不實中說明業性本空。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一一一一））））釋釋釋釋 26262626 頌頌頌頌    

１１１１、、、、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一切「世間」的善不善「業」，都是「從於煩惱」而造「出」的。有煩惱，才有世

間的諸業；有世間的諸業，才招感世間的諸果。有漏業的動因，主要的是愛，愛

自我的生命，愛世間的一切，由內心愛取的衝動，通過了身口，就造成業。這貪

愛的煩惱，是為因；諸世間業，是所引發的果；因果有著不相離的關係。假使能

生的因是實在的，所生的果或者可以說他是實有。 

２２２２、、、、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但「煩惱」因也是「非實」在的，從不實在的因中所產生的果「業」，那裡還可說

他「有實」在性呢？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27272727 頌頌頌頌    

１１１１、、、、正釋正釋正釋正釋 

同樣的理由，這「煩惱及業」，又「是」苦痛的果報「身」的「因緣」；身因緣的

「煩惱、諸業」，既已知他是「空」無自性的，「何況」是果報的「諸身」呢？不

消說，當然也是空的。 

                                                 
67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9 云：「或復有執：『諸異熟因，果若未熟，其體恒有；彼果熟已，

其體便壞。』如飲光部。彼作是說：『猶如種子，芽若未生，其體恒有；芽生便壞。諸異熟因亦

復如是。』」（大正 27，96b6〜9） 
另參見《異部宗輪論》卷 1，大正 49，17a27〜29。 

68 梵文文意為：「業是以煩惱為自體，而這些煩惱不是真實地存在；如果這些煩惱不是真實存在的

話，業如何真實地存在呢？」 
69 梵文文意為：「有云：『業和諸煩惱是諸身體的因緣。』如果業和諸煩惱是空的話，如何能說明有

諸身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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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這是以業性非實而推論到業因（煩惱）業果（身）的非實了。 

 

庚四庚四庚四庚四        破有我論者的作者說破有我論者的作者說破有我論者的作者說破有我論者的作者說    

辛一辛一辛一辛一        立立立立（（（（pp.307pp.307pp.307pp.307〜〜〜〜310310310310）））） 

《中論》頌：無明之所蔽無明之所蔽無明之所蔽無明之所蔽，，，，愛結之所縛愛結之所縛愛結之所縛愛結之所縛，，，，而於本作者而於本作者而於本作者而於本作者，，，，不異亦不一不異亦不一不異亦不一不異亦不一。。。。70（（（（28）））） 

《講記》釋： 

一一一一、、、、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生死流轉的主因釋生死流轉的主因釋生死流轉的主因釋生死流轉的主因）（）（）（）（pp.307pp.307pp.307pp.307〜〜〜〜309309309309））））    

（（（（一一一一））））序說序說序說序說 

在生死中流轉，是具有兩條件的：一無明，二愛。71 

（（（（二二二二））））正釋正釋正釋正釋 

１１１１、、、、序說序說序說序說 

無明是不正確的認識，不是無所知識，是不正確的認識，蒙蔽了真知灼見，永遠

見不到真理，永遠的亂碰亂撞在危險中。如以布蒙蔽了我們的眼睛，我們不辨方

向的走，時時有跌倒的危險。 

２２２２、、、、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 

（（（（１１１１））））無明所蔽無明所蔽無明所蔽無明所蔽 

「無明」「所蔽」的當中，主要的是在緣起幻相的妄現自性相中，直覺的見有

自性。外執事事物物的實在，內執五陰中自我的實在。以自我妄見去認識世

間的一切，自我與世間構成我我所的關係，就有貪愛的生起。 

（（（（２２２２））））愛結所縛愛結所縛愛結所縛愛結所縛 

這「愛結」，猶如一條繩索；因愛力，使我們在所有的認識經驗中，牢牢的被

他「所」繫「縛」，而不能獲得自由的解脫。 

３３３３、、、、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 

（（（（１１１１））））苦生起的過程苦生起的過程苦生起的過程苦生起的過程 

Ａ、Ａ、Ａ、Ａ、標標標標 

（Ａ）（Ａ）（Ａ）（Ａ）無明所蔽無明所蔽無明所蔽無明所蔽 

                                                 
70 梵文文意為：「被無明所覆又被渴愛所繫縛的有情，這些有情是受者，而他們與作者不相別異，

又與作者不為同一。」 
71 《雜阿含經》卷 12〈294經〉云：「諸比丘！彼愚癡無聞凡夫無明所覆，愛緣所繫，得此識身。

彼無明不斷，愛緣不盡，身壞命終，還復受身。還受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

惱苦。」（大正 2，84a7〜10） 
  另參見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pp173〜174：「說到煩惱的滅除，當然也要從根本的

煩惱去著手。如伐大樹一樣，專門斫枝摘葉，是不能達成目的的。如斷了樹根，那即使是暫時發

葉，也終究是會死去的。說到煩惱的根本，當然是愚癡無明了。無明，主要是迷於無我的無明，

還有染著於境界的貪愛。一是障於智的，一是障於行的。從修學佛法來說，應該先通達無我，得

到無我真智的契證。然後從日常行中，不斷的銷除染愛。但到圓滿時，這都是解除了的。」 
另參見《成佛之道》（增注本），pp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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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為中心去看外界，衡量世間，批評世間，一切都以自己作主宰； 

（Ｂ）（Ｂ）（Ｂ）（Ｂ）愛愛愛愛結所縛結所縛結所縛結所縛 

又以自我去追求新的未來，他又戀戀不捨於過去，所以就被時空的環

境緊緊的縛在世間。 

（Ｃ）（Ｃ）（Ｃ）（Ｃ）苦果生起苦果生起苦果生起苦果生起 

外在的環境發生變化，內在的心識也隨著變化，而產生無限的苦痛。 

Ｂ、Ｂ、Ｂ、Ｂ、譬譬譬譬 

如盆中開著一枝美麗的花朵，內心上起愛著，假使忽然被人折去了，或花

謝了，內心上立刻就生起懊惱、痛惜。 

Ｃ、Ｃ、Ｃ、Ｃ、結結結結 

人類所以多痛苦，就在於環境的一切，以貪著而與自我結合密切的聯繫。

非如此不得自由，也就因此而不得不苦痛。 

（（（（２２２２））））苦的根源苦的根源苦的根源苦的根源（（（（自我愛自我愛自我愛自我愛）））） 

未來是沒有著落的，未來還有未來；從現在的不安定，到了未來快樂安定的

環境，不久他又感到那環境不安定，不滿足，希望未來更美滿的環境了。如

渴飲鹽汁，終久是渴愛失望的。所以有自我愛的存在，要想沒有痛苦，這絕

對是不可能的。 

（（（（三三三三））））結結結結 

以無明的闇蔽，愛的貪著，為煩惱根本；由煩惱就造作種種的業，這業不論是善的、

惡的，都不離於無明愛的力量所支配。像這些，本是《阿含經》中所常說的，也是性

空者所同意的。 

二二二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有我論者的主張有我論者的主張有我論者的主張有我論者的主張）（）（）（）（pp.309pp.309pp.309pp.309〜〜〜〜310310310310））））    

（（（（一一一一））））結前生後結前生後結前生後結前生後 

但現在，有我論者要以此經文成立他的作者受者，以建立業果，這就不同了。 

（（（（二二二二））））正釋正釋正釋正釋 

１１１１、、、、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 

他們以為：無明與愛的闇蔽束縛，所以作者（我）作業，所以受者受果。受果者

與那「本作者，不異亦不一」的。 

２２２２、、、、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 

（（（（１１１１））））異之失異之失異之失異之失 

如果說作者與受者異，那就前後脫節，不能成立前造業後感果的理論。 

（（（（２２２２））））一之失一之失一之失一之失 

如說是一的，不能說有作與受的差別；作者在人間，也不能受天上的果。 

（（（（３３３３））））不一不異之成不一不異之成不一不異之成不一不異之成 

Ａ、Ａ、Ａ、Ａ、正說正說正說正說 

作者我與受者我，是不一不異的。前一能作者，與後一所受者，彼此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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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聯絡，所以非異。 

Ｂ、Ｂ、Ｂ、Ｂ、舉譬舉譬舉譬舉譬 

如小孩時做的事情，老時說是我從前做的；前生作的，到後生受，也說自

作自受。這是把前後生命當作統一性看的。雖說是不異的，但前後的果報

又有不同，所以又是非一的。 

（（（（三三三三））））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此佛教內有我論者，以作者我及受者我的不一不異，建立作業受果的聯繫。既有

作者與受者，怎麼能說業無自性呢？ 

 

辛二辛二辛二辛二        破破破破（（（（pp.310pp.310pp.310pp.310〜〜〜〜311311311311））））    

《中論》頌：業不從緣生業不從緣生業不從緣生業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不從非緣生不從非緣生不從非緣生，，，，是故則無有是故則無有是故則無有是故則無有，，，，能起於業者能起於業者能起於業者能起於業者。。。。72（（（（29）））） 

無業無作者無業無作者無業無作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何有業生果何有業生果何有業生果，，，，若其無有果若其無有果若其無有果若其無有果，，，，何有受果者何有受果者何有受果者何有受果者。。。。73（（（（30）））） 

《講記》釋： 

一一一一、、、、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 

外人以我成立業，論主就以「業不可得」去破他的作者、受者我。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一一一一））））釋釋釋釋 29292929 頌頌頌頌    

１１１１、、、、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業的生起，不出緣生、非緣生。非緣生就是無因自然生，緣生不出自、他、共的

三生。像這樣的緣生，在性空者看來是不可能的，所以說「業不從緣生」。自性法

從自性緣生不可能，而如幻法從如幻緣生，不是也不可以；所以說業也「不從」

無因而自然的「非緣生」。 

２２２２、、、、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這兩門觀察，如第一品中說。緣生、非緣生都不可，就知業的自性是沒有的。從

否定自性業的真實生起，歸結到「無有能起」這「業」的作「者」。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30303030 頌頌頌頌    

１１１１、、、、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沒有所作的「業」，能「作者」的人，那裡還可說「有業生果」呢？ 

２２２２、、、、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業所生的「果」報不可得，又怎麼可以說「有受」這「果」報的人呢？ 

３３３３、、、、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所以業、起業者，果、受果者，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可得的。 

 

                                                 
72 梵文文意為：「由於緣所生的業不存在，非緣所生的（業）也不存在的緣故，因此作者也不存在。」 
73 梵文文意為：「如果業和作者不存在，從業而生的果報怎麼會存在呢？若是果報不存在，怎麼會

有受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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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己二己二己二        顯正義顯正義顯正義顯正義（（（（pp.311pp.311pp.311pp.311〜〜〜〜313313313313））））    

《中論》頌：如世尊神通如世尊神通如世尊神通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所作變化人所作變化人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變作化人復變作化人復變作化人復變作化人。。。。74（（（（31）））） 

如初變化人如初變化人如初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是名為作者是名為作者是名為作者，，，，變化人所作變化人所作變化人所作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為業是則名為業是則名為業是則名為業。。。。75（（（（32）））） 

諸煩惱及業諸煩惱及業諸煩惱及業諸煩惱及業，，，，作者及果報作者及果報作者及果報作者及果報，，，，皆如幻如夢皆如幻如夢皆如幻如夢皆如幻如夢，，，，如燄亦如響如燄亦如響如燄亦如響如燄亦如響。。。。76（（（（33）））） 

《講記》釋： 

一一一一、、、、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總標頌文主旨 

作者，作業，受者，果報，這都是世俗諦中現有的。論主已一一破斥有自性見的作者、

作業、受者、受果，而正見的業果，需要成立。既可以答覆外人，也可以免他人落於斷

見，所以結顯正義。先說明緣起業的真相，後結歸到業力等是如幻如化。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一一一一））））釋釋釋釋 31313131、、、、32323232 頌頌頌頌（（（（pp.311pp.311pp.311pp.311〜〜〜〜312312312312））））    

１１１１、、、、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    

（（（（１１１１））））釋釋釋釋 31313131 頌頌頌頌    

Ａ、Ａ、Ａ、Ａ、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神通，不唯佛有，佛弟子中的羅漢聖者也有的，不過從化起化，是聲聞弟

子所不能作到的。經中說有六種神通，這裡說的「世尊神通」，指神境通而

說。由世尊神境通的力量，「作」出種種的「變化人」；77 

Ｂ、Ｂ、Ｂ、Ｂ、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由這所「變化」的「人，復」又「變作」各式各樣的變「化人」。 

（（（（２２２２））））釋釋釋釋 32323232 頌頌頌頌    

Ａ、Ａ、Ａ、Ａ、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釋上半頌 

此從化起化的比喻，即說明作者、作業的都如幻化。「如」最「初」以世尊

                                                 
74 梵文文意為：「譬如世尊的神通所幻現的變化人，此變化人又變幻出別的變化人。」 
75 梵文文意為：「作者，就如那變化人的形態；彼所作的業，就如被變化人所幻現的另一變化人。」 
76 梵文文意為：「諸煩惱、諸業、諸身、諸作者及諸果報就像乾闥婆城，又像光炎和夢。」在漢譯

諸本中，缺「諸身」一語。 
77 《大智度論》卷 54〈釋天主品第二十七〉云：「須菩提知諸天子心所念，語諸天子：『不解不知

耶？』諸天子言：『大德！不解不知。』須菩提語諸天子：『汝等法應不知。我無所論說，乃至不

說一字，亦無聽者。何以故？諸字非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中無聽者，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無字、無說。諸天子！如佛化作化人，是化人復化作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化人於四部眾中說法，於汝意云何，是中有說者、有聽者、有知者不？』諸天子言：『不也

大德。』須菩提言：『一切法皆如化，此中無說者、無聽者、無知者。諸天子！譬如人夢中見佛

說法，於汝意云何，是中有說者、有聽者、有知者不？』諸天子言：『不也大德。』須菩提語諸

天子：『一切法皆如夢，無說、無聽、無知者。諸天子！譬如二人在大深澗各住一面，讚佛法眾，

有二嚮出，於諸天子意云何，是二人嚮展轉相解不？』諸天子言：『不也大德。』須菩提語諸天

子：『一切法亦如是，無說、無聽、無知者。諸天子！譬如工幻師於四衢道中化作佛及四部眾於

中說法，於諸天子意云何，是中有說者、有聽者、有知者不？』諸天子言：『不也大德。』須菩

提語諸天子：『一切諸法如幻，無說者、無聽者、無知者。』」 （大正 25，447, c1〜24） 
  另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7，大正 8，275b18〜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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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本所「變化」出來的「人」，是變化的，還能起化，所以譬喻本「作者」。 

ＢＢＢＢ、、、、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釋下半頌 

那又由「變化人所」幻「作」出來的種種化人化事，是從幻起幻78，如以無

明愛而起作的「業」。 

２２２２、、、、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 

（（（（１１１１））））標契經說標契經說標契經說標契經說 

此中有一問題，如幻如化，經中所常說的。 

（（（（２２２２））））聲聞學者之見解聲聞學者之見解聲聞學者之見解聲聞學者之見解 

但執有自性的學者，以為所幻化的，可以是假，但幻化到底要有能幻化者才

能成立；此能幻化者，不能說是假有的。所以他們歸結到實有、自相有。 

（（（（３３３３））））唯識家之見解唯識家之見解唯識家之見解唯識家之見解 

這不但聲聞學者，即以大乘學者自居的唯識家，也還是如此。 

（（（（４４４４））））中觀正義中觀正義中觀正義中觀正義 

這本來自性見未盡，難以使他悟解一切皆空皆假名的。所以論主特出方便，

以從化起化的事象，譬喻作者作業的一切空而一切假。 

（（（（５５５５））））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讀者應了解論主深意，勿執著世尊是實有，否則如狗逐塊79，終無了期！ 

（（（（二二二二））））釋釋釋釋 33333333 頌頌頌頌（（（（pp.312pp.312pp.312pp.312〜〜〜〜313313313313））））    

１１１１、、、、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略釋頌文    

這「煩惱及業，作者及果報」，沒有一法是有實自性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夢、

如燄、如響」的。 

２２２２、、、、釋名相釋名相釋名相釋名相 

（（（（１１１１））））正釋正釋正釋正釋 

幻是魔術所幻現的牛馬等相；夢是夢境；燄是陽燄，就是日光照到潮濕的地

方，蒸發熱氣上升時，現出一種水波的假相；響是谷響，是人在深山中發聲，

這邊高聲大叫，那邊就有同樣的回響，並沒有真的人在那裡發聲。 

（（（（２２２２））））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這些，都是不實在的，都是可聞可見而現有的。 

３３３３、、、、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申論頌義 

                                                 
78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7，大正 8，275b18〜c11；《大智度論》卷 54〈釋天主品第二十七〉，

大正 25，447, c1〜24 
79 《大乘寶雲經》卷 7〈寶積品第七〉云：「云何名為如狗逐塊？譬如有人以塊擲狗，狗即捨人而

走逐塊。如是，善男子！有諸沙門、清信士、女怖畏色、聲、香、味、觸故，住阿蘭若空閑之處，

獨無等侶，離眾憒鬧，身離五欲而心不捨。是人存念色、聲、香、味、觸等，心貪樂著而不內察，

不知云何當離五塵。以不知故，有時來入城邑聚落，在人眾中還為五欲之所繫縛；若空閑處持有

漏戒，死得生天。又為天上五欲所縛，從天上墮，終不得脫於三惡道，所謂地獄、畜生、餓鬼。

是名沙門如狗逐塊。」 （大正 16，280b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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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１））））釋喻釋喻釋喻釋喻 

這比喻無自性空，但空不是完全沒有，而是有種種假相的；假使什麼都沒有，

也就不會舉這些做比喻，而應該以石女兒等來做喻了。所以，如幻等喻，譬

喻自性空，又譬喻假名有。 

（（（（２２２２））））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也就因此，一切法即有即空的無礙，開示佛陀的中道。 

三三三三、、、、結說結說結說結說 

這三頌，不特是總結本品；世間集的十二品，也都以此作總結。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論中論中論中論》〈》〈》〈》〈觀業品觀業品觀業品觀業品〉〉〉〉1〜〜〜〜12 頌之三種漢譯對照表頌之三種漢譯對照表頌之三種漢譯對照表頌之三種漢譯對照表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大聖說二業 思與從思生 是業別相中 種種分別說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大仙所說業 思及思所起 於是二業中 無量差別說 

 

１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思及思所生 大仙所說業 彼業有多種 次第而分別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佛所說思者 所謂意業是 所從思生者 即是身口業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如前所說思 但名為意業 從思所起者 即是身口業 

 

２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彼所說思者 此即是意業 從思所生者 所謂身語業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身業及口業 作與無作業 如是四事中 亦善亦不善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身業及口業 作與無作四 語起遠離等 皆有善不善 

 

３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受用故生福 施受用福生 非福亦復然 此名受用義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從用生福德 罪生亦如是 及思為七法 能了諸業相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受用自體福 罪生亦如是 及思為七業 能了諸業相 

 

４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并思為七種 了知諸業相 身語表無表 遠離不遠離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業住至受報 是業即為常 若滅即無常 云何生果報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若住至受果 此業即為常 業若滅去者 滅已誰生果 

 

５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業住至果熟 彼業即是常 若滅即成無 云何有果生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如芽等相續 皆從種子生 從是而生果 離種無相續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如芽等相續 而從種子生 由是而生果 離種無相續 

 

６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若芽等相續 芽等復生餘 種先而果後 不斷亦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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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從種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先種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  

７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種子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先種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若不先植種 果生即不能 因隨果法中 從芽等相續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如是從初心 心法相續生 從是而有果 離心無相續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如是從初心 心法相續起 從是而起果 離心無相續 

 

８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若心有相續 心法即現轉 果若離於心 無相續可轉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從心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先業後有果 不斷亦不常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從心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故業在果先 不斷亦不常 

 

９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從心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業先而果後 不斷亦不常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能成福德者 是十白業道 二世五欲樂 即是白業報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求法方便者 謂十白業道 勝欲樂五種 現未二世得 

 

10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求法方便者 是十白業道 此世及他世 得五欲勝果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若如汝分別 其過則甚多 是故汝所說 於義則不然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作是分別者 得大及多過 是如汝所說 於義則不然 

 

11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若如汝所說 次第而分別 彼有過失生 其過多復大 

中中中中              論論論論 今當復更說 順業果報義 諸佛辟支佛 賢聖所稱嘆 

般般般般 若若若若 燈燈燈燈 論論論論 諸佛及緣覺 聲聞等所說 一切諸聖眾 所共分別者 

 

12 

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大乘中觀釋論 今我復說此 順正理分別 諸佛及緣覺 聲聞等讚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