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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唯识学根本经典仅提到意表业的说法，对于意无表业则无明文提

及。那么，于唯识学中，意业是否无表？假如有意业无表，意无表业之体是什

么？本文对唐代唯识宗及日本律宗方面对此问题的解释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表、

意表业、意表业之体、意业无表、意业无表之体等相关问题的厘清，发现对意

表业之体有属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二思（审虑思、决定思）、一

思（决定思）三种观点。意业是否发无表有发与不发两种观点。就意业发无表

之中有以三思种子（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二思种子（审虑思、决定思）、

一思种子（决定思或动发思）为体的说法。于一思种子为体中有两种观点：以

决定思种子为体（包含以决定思种子为体，以决定思位动发胜思种子为体两种

说法），以动发思种子为体（包含以身语业同时之动发思种子为体，以身语业别

起之动发思种子为体两种说法）。虽然唯识学根本经典无明确意无表业的说法，

但后代对此问题的解释符合经典的精神。意业是否发无表的分歧主要来自于窥

基，意无表业之体的分歧来自于慧沼。

【关键词】业 表 意表 意无表 三思

一  表（vijñapti）与意表（mano-vijñapti）

（一）表（vijñapti）与意表之体

梵语“vijñapti”是一个阴性名词，来自于动词词根 √jñā（知道），加上前缀 vi-

（分析、分割），形成动词词干“vijñā”，再加上词尾“ti”形成动词“vijñati”（“分



·94·　唯识研究（第七辑）

别而知”）。前缀“vi”在这里起到将“知者”与被知的对象即“知识”二元分开的

功能。“vijñapti”进一步经由“vijñāti”的使役形式变化而来，即由动词“vijñāti”加

上词缀“-p”（长元音 ā 之后要加“p”）及“-aya”（使役动词标志）形成使役动词

“vijñāpayati”或“vijñapayati”（“使分别而知”）。a由此进行抽象名词化后，转义为

阴性名词“vijñapti”，含义为“使（某人）分别而知（某事）的行为”。其构词方式

总 结 为：vi+√jñā+ti=vijñāti → vijñā+p+aya+ti=vijñāpayati/vijñapayati → vijñapti， 即

“vijñapti”由动词“vijñati”的使动形式“vijñāpayati/vijñapayati”抽象名词化而来。

在阿毗达磨佛教中，涉及业的理论时，玄奘将其译为“表”，属于说一切有部阿毗

达磨专门的术语。唯识学派在特殊意义上将其挪用、重新定义，与“识”是同一个

词。b“表”（vijñapti）根据世亲《成业论》的解释有两层含义：第一，“表示”，身业

和语业能够表示内心的善恶。第二，“表知”，内心的善恶能够令他知道。c以受戒为

例，从他人受戒者通过礼佛、发愿等身语的行为表示自己受戒的决心，同时受戒和

尚通过受戒者身语的行为知道受戒者的内心；受戒者“表示”于和尚，和尚“表知”

于受戒者。

在对“表”与身、语、意三业关系的看法上，有部、经部、唯识学派存在着某

些差异。有部认为身、语行为的性质是物质性的色法，物质能够表示精神所思称之

为“表”，故身、语二种行为称之为“表业”。由“表业”及心引起的一种无法表示

的法处所摄色即“无表色”称之为“无表业”。无表是色法，而意业属心所法，其本

身不能表示自身，故意业无“表”与“无表”之区分。d经部认为，业的性质是精神

性的思心所，虽然承认身体、语言能够表示内心，即承认有“身表”、“语表”之说，

但不承认身表、语表是业。而相当于有部“无表业”概念的是思心所种子上的功能。

至于意业是否有无表，具有经部倾向的《成实论》说意业通“表及无表”，而无表属

于心不相应行法。e唯识学随顺有部、经部的说法，但有自派独特的发挥。从世俗层

a　Jñā 的使动形式 jñāpaya 或 jñapaya，二者皆可。参见 A. F. 施坦茨勒：《梵文基础读本》，季羡林译，段晴、

范慕尤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71 页。

b　Bruce Cameron Hall, “The Meaning of vijñapti in Vasubandhu’s concept of mind,”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9: 1 ( 1986): 7–23.

c　世亲造，玄奘译《大乘成业论》卷 1：“何故名表？此能表示自发业心，令他知故。”（《大正藏》第 31 册，

第 781 页中）

d　至于意业是否能够表示，在有部内部有不同的说法，以《顺正理论》意业不立表与无表为有部正统的观点。

而在有部譬喻师，如《阿毗昙心论》说“意业无教假色”。见《阿毗昙心论经》卷 2 业品第三：“意业唯无

教者，意业唯无教，性非如色教。此业不可示他故名无教，有言辞故名教。”（《大正藏》第 28 册，第 840
页上）

e　诃梨跋摩造，鸠摩罗什译《成实论》卷 7：“问曰：但身口有无作，意无无作？答曰：不然。所以者何？是

中无有因缘但身口业有无作，而意无无作。”（《大正藏》第 32 册，第 290 页上）卷 2：“心不相应行者，无

作业也。”（《大正藏》第 32 册，第 252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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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说，身语表色能够表示内心令他所知，称之为“假身表业”、“假语表业”。从

究竟意义上来说，三业以思（cetanā）为体，即身语业同时意识相应之思心所；“思”

有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三种a，“动身思”为身业，“发语思”为语业，“审虑思”、

“决定思”及“余思”为意业。另外，于三业中仅靠“表示”、“表知”二义，并不能

完美解释某些现象。比如，受戒时若从他人受，身语表业之“表”可说有表示、表

知二义。若是自然受，则不具备“表知”义。又对于“不律仪戒”而言，杀生可以

说有表示、表知的含义，但是偷盗恐为人知，并不具有“表知”义。另外，意业只

能自表、自知，不能令他知。身语业体之动发思，不能说表与非表，而仅能就身语

业所依之色、声来说身语“表”，就动发思种子说身语“无表”。b基于此，后代更

以“表彰”来解释“表”。“表彰”，即是自身表现自身，但非令他知。所以，在唯识

宗内部的传承上，“表”有“表示”、“表知”、“表彰”三义 c，或表知、表彰二义 d。

但是，虽然唯识宗后代提出“表彰”的说法，但“表示”、“表知”、“表彰”在使用

时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往往混用。总体来说，“表”的二义或三义的说法，是为了解

决“表”，仅仅能够显示（“表示”、“表彰”）及非但能显示且所显示的东西能为人

所知（表知）的问题，“表”不仅向他人表示，同时也向自己表示。这和有部是不同

的。其中，意业之“自表”是核心问题。

意表业只能自我“表彰”或“表示”，无“表知”义；或从自知而有“表知”义。

其与意无表的区别在于，意无表既不能表示也不能自知，意表不能表示但可自知。对

此意表业之“自表”问题，《表无表章诠要钞》总结传统观点，共有四种解释 e：

前后念相望释。智周《成唯识论演秘》说“后思表前思”，即前念思心所表示后

念思心所，后念思心所表知前念思心所。定泉、英心的《表无表章显业钞》解释为

后念决定思表彰前念审虑思。《表无表章诠要钞》更分为二释：决定思表知审虑思所

缘之受戒事，决定思表知审虑思行相。虽有二释，作者认为决定思以决定胜解为行

相，不可能以审虑思之疑虑行相为所缘，故前释为好。然而，笔者认为，《诠要钞》

此种解释和以下“能所缘相望释”重复。

四分中后三分相缘释。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及智周《成唯识论演秘》有此

说法。身表为眼识所缘的相分表色表示见分、语表为耳识的相分声处表示见分，意

a　《瑜伽师地论》卷 53 的称呼稍有不同，即加行思、决定思、等起思三思。另外，有四思说即审虑思、决定

思、动发思、刹那思。

b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276 页上。

c　窥基：《表无表章诠要抄》卷 1，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国家图书馆”善本佛典第 29 种，第 5 页中。

d　定泉谈，英心记：《表无表章显业钞》卷 1，中野慧达等编：《日本大藏经》第 34 册，东京：日本大藏经编

纂会，1916 年，第 581 页。又元轮：《表无表详口抄》卷 1，《日本大藏经》第 34 册，第 539 页。

e　元轮：《表无表详口抄》卷上，《日本大藏经》第34 册，第542 页。窥基：《表无表章诠要钞》卷1，第6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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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则为身语业同时意识相应之思心所的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互相表示。

能所缘相望释。有《瑜伽师地论略纂》、《瑜伽师地论记》中提到的窥基、景

法师两种观点，分歧在于窥基认为“前表知后作此事”，景法师认为“内心表了前

法”。a善珠《大乘法苑义林章义镜》认为二者观点相同，前念审虑思、决定思表知

后念动发思位受戒事，审虑思、决定思以动发思位之受戒事为所缘对象，即窥基、

景法师提到的“前后”指的是“前后相缘”。《表无表章报恩吼》认为二者不同，窥

基依前后念解释“表知”，不讨论对所缘境；景法师以意识相应思心所缘前境为表，

不论前后。基辨《大乘法苑义林章师子吼抄》对“能所缘相望”的观点并不认同，

认为二者共依现前决定思表知后念动发思而言，“前后”指的是“前后相续”而非

“前后相缘”。笔者也赞同基辨的观点。因为后念未起，前念决定思如何以其所缘为

所缘？

王所缘相望释。最行《法苑林章集解》认为，审虑思、决定思两种思心所表知

心王意识。b此种观点不符合传统解释，不被《诠要钞》作者所认同。

（二）意表之体

于三业中“审虑思”、“决定思”为意业，意业能自表知、表彰故有“意表”，意

表业体即是三思中的前二思，这是唯识学的主流说法，如《瑜伽师地论》、《成业

论》、《成唯识论》都持这种观点。唐代唯识宗及日本律宗方面则对意表之体具有不

同观点，大致有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二思（审虑思、决定思）、一思

（决定思或动发思）三种观点。

1．二思为体 ：《瑜伽论》、《成业论》、《成唯识论》

《瑜伽师地论》以不引发身语业之“思”为意业；对应于三思中，发身语思者是

动发思，前二思不发身语业，故意表业之体为审虑思、决定思。c世亲《成业论》说

动身思是身业，“除此余思名为‘意业’”，即除动发思外，审虑思、决定思及其他思

为意业。接着说意业不能动发身语业，这和《瑜伽师地论》是一致的。d以不引发身

语业之“思”为意业，这是经部对有部“如果三业皆以思为体，那么三业该如何区

a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3：“意唯自表。如发身语业时必有意表以为方便，自意表知我作如是事，即前表知

后作此事，意俱表业名意表业。”（《大正藏》第 43 册，第 185 页中）《瑜伽论记》卷 14：“景云：此是总明

三性意业，不欲显示他，但自内心三性心起表了前法，名意表业。”（《大正藏》第 42 册，第 616 页中）

b　最行：《法苑林章集解》卷上，《日本大藏经》第 34 册，第 303 页下。

c　《瑜伽师地论》卷 53：“若有不欲表示于他，唯自起心内意思择，不说语言，但发善染污无记法现行意表业，

名意表业。……唯有发起心造作思名意表业。”（《大正藏》第 30 册，第 589 页中）

d　《大乘成业论》卷 1：“除此余思名为意业，意相应故，不能动发身及语故。”（《大正藏》第 31 册，第 786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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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问难的回答，即发身语业之思为身语业，不发身语业之思为意业，这是三业的

区别。a唯识学大抵承经部而来，所以同样有此说法。b

另外，《成业论》中又有“作动意思说名意业”之说。c《成业论》以前二思为意

业，那么“作动意思”应当指前二思，审虑思、决定思能推动意识造作善恶，故称

之为“作动意思”。《成唯识论》卷 1 也说：“审、决二思意相应故，作动意故，说

名意业。”d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大乘法苑义林章》同样认为“意表以前二思为

体”。e由此可知，在唯识学所依的经典中，“作动意思”是审虑思、决定思，为意表

业之体，是没有争论的。

2．三思为体

根据太贤《成唯识论学记》记载，圆测说思有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刹那

思四种，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同样有此说法。前三思如前，“刹那思”为与身语业

同时之思。根据四思与三等起相搭配 f，审虑思、决定思为远因等起，动发思初念为

近因等起g，动发思第二念之后为刹那等起h。由此看来，“刹那思”应相当于“刹那等

起”心，即发身语业同时之动发思第二念之后的思心所。动发思初念为身语业，其

他审虑思、决定思、刹那思三思为意业。i若按照以上理解，刹那思即身语业同时之

第二念动发思，只是力量薄弱不发身语业。根据唯识根本经典对意业的解释，不发

身语之思为意业，圆测应该以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第二念为意业体。这种说法

也符合《成业论》，将刹那思列入“余思”范畴，意业包括“刹那思”。

3．三思、二思为体 ：慧沼、守千

首先是三思之说。慧沼认为，意业包括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在《成唯识

论了义灯》中慧沼表达了此种看法：

a　舟桥一哉：《业的研究》，余万居译，台北：法尔出版社，1999 年，第 47 页。

b　《成唯识论述记》卷 2：“五十三云，不发身语思名意表业，自有表知故，此二种思是发身语远近加行，动发

胜思正发身语，是三差别。”（《大正藏》第 43 册，第 276 页上）

c　《大乘成业论》卷 1：“作动意思说名意业，令意造作善不善等种种事故。具足应言‘作意之业’，除‘作’

之言但名‘意业’。或意相应业名‘意业’，除‘相应’言但名意业。”（《大正藏》第 31 册，第 786 页上）

d　护法等造，玄奘译：《成唯识论》卷 1，《大正藏》第 31 册，第 5 页上。

e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276 页上。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3：“意表以

前二思为体。”（《大正藏》第 45 册，第 300 页下至 301 页上）

f　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841 页下。

g　近因等起，也有认为是欲发身语未发位最后一念，正发身语之前念，与身语业异时。

h　刹那等起，有认为近因等起初念之后第二念，也有认为通多念，第三念羯磨仍然是刹那等起等不同观点。

另外窥基认为，刹那等起即发业风。见《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大正藏》第 43 册，第 8 页中。

i　太贤《成唯识论学记》卷 1：“测云：思有四种，一、审虑思是远方便；二、决定思是近方便；三、动发思

正初发业；四、刹那思与身语俱转。然唯第三名身、语业，余三意业。第四于动身、语劣故。审虑、决定

意相应故名意，作动意故名业。”（《卍新纂续藏经》第 50 册，第 43 页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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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虽说前二思唯在意地，后一思是身、语二业。今据道理，意亦得有

动发胜思，云“作动意故”，发无贪等故。a

业有三思，身、语唯动发；意可通三，作动意故，亦有动发。b

从上可知，《成业论》、《成唯识论》中的“作动意思”，慧沼理解为意业的动发

思，而非审虑思、决定思的造作活动。另外，意业通三思的说法，慧沼在《金光明

最胜王经疏》中也同样提到：

一令作意，即是加行并审、决思即“应当策励”是。二明时节，“昼夜六

时”。明动发思正起三业此身、意、语，偏袒等是身业，一心专念是意业，口自

陈说是语业。c

言“决定至心”者，起决定思为近加行。“敷演”等者，即动发思正起行。

“至心”之言即是专念通加行及正行。审虑远劣略而不说。d

由上引文可知，慧沼认为，审虑思、决定思为起三业之加行，其中审虑思为远加

行，决定思为近加行。动发思正起身、语、意三业，似乎认为意业动发思为意业之根

本业道。由此，慧沼认为，意业包括三思，其中意业的动发思为意业之根本业道。

意业通三思，动发思为意业之根本业道，在宋代守千的《表无表章栖翫记》中

有更详细的说法。e

问：唯意表者有三思不？答：有如欲修于四无量者，先自审虑合与不合，

何时、何处当端寂定，自法作之名审虑思。既审虑已，知可宜为克择处，其心

决定更无改，名决定思。后至时、处，独坐静思，于苦有情想令离苦，于无乐

者想之与乐，诸如是等名动发思，作动意故。已前加行未正想与，不名根本。

如是亦成三思业道。问：唯身、语者与三俱者其相云何？身、语必须由意发故。

答：本发诚心，身礼语赞，虽由意发但名二业。其有发心至时专志，策身谛语，

并策其意谛想形像，名为三业之动发也。自从加行心便别故。

a　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1，《大正藏》第 43 册，第 667 页中。

b　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6，《大正藏》第 43 册，第 781 页上。

c　慧沼：《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3 灭业障品第五，《大正藏》第 39 册，第 242 页下。

d　慧沼：《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6 诸天药叉护持品第二十二，《大正藏》第 39 册，第 320 页上。

e　守千：《表无表章栖翫记》卷 1，《卍新纂续藏经》第 55 册，第 216 页中。



唯识宗关于意无表业的问题　·99·

守千举修四无量心为例。其中，审虑思、决定思属于加行，动发思正发意业，

属于意业之根本业道。既然三业都有动发思，又身语业必须由意业（审虑思、决定

思）来推动，那么意业之动发思和身语业之动发思该如何区别？守千认为关键在于

加行心就有区别，即是说作为意业加行心之审虑思、决定思，和作为身语业加行心

之审虑思、决定思是有差别的。守千曾对慧沼的《了义灯》作过注释，其三思之说

有理由相信受慧沼影响。a

其次是二思之说。在《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十业道义林”中，慧沼认为决定

思为意业道，即属于根本业道而非加行。于三思中，审虑思为意业加行，决定思为

根本业道，故意业只包括二思。如《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卷 8：

然动发思为身、语业，无滥可知。意有二思，岂可二思俱意业道？准理俱应

决定一思为意业道，不尔，意业有重发故。总名业道者，相从说故，近加行故。b

由此，在慧沼的著作中有两种观点：第一，审虑思、决定思为意业加行，动发

思正起意业为根本业道。第二，决定思非意业加行，属于根本业道。慧沼有此两种

说法，这也是后来日本传承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因。

4．一思为体 ：日本律宗方面的说法

根据日本《表无表章诠要钞》、《表无表详口抄》等有以下几种观点：

A．良算等《成唯识论同学抄》：身语业同时之动发思。

B．中川实范（？—1144）：身语业动发思以后，别起意业相应的动发思。

C．海住山贞庆（1155—1213）、叡尊（1201—1290）：以决定思名意业，称意表。

总结以上共有两种说法：

第一，决定思属于意业加行，动发思正起意业属根本业道，意业之体应为动发

思。此有两种说法：（1）身语业动发思位同时之意业动发思为意业体。（2）身语业

动发思后，别起之意业动发思为意业体。此是 A、B 两种观点。

第二，决定思为意业根本业道。“动发思”指意业“决定思”位之“动发思”。c

此是 C 观点。

按照唯识学观点，只有前二思为意业，不涉及动发思，对于“作动意思”的解

释也限于前二思。慧沼将“作动意思”解释为意业的动发思，故意业通三思。又意

业的动发思正起意业，属于根本业道，所以有以上 A、B 两种观点。又慧沼有决定思

a　刘友恒：《北宋佛教慈恩宗大家——通照大师之碑考略》，《文物春秋》2016 年第 1 期，第 52—57 页。

b　慧沼：《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卍新纂续藏经》第 55 册，第 164 页中。

c　元轮：《表无表详口抄》，《日本大藏经》第 34 册，第 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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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本业道的说法，故又有以上 C 之观点。

二  意无表

身语无表业在欲界于动发思初念所熏思心所种子上防非止恶的功能而假立 a，定

共戒、道共戒依定中意识相应现行思心所而立，因其思本身具有殊胜的止恶之功能

故。b唯独意业无表在唯识的主要经典中很少提及。那么，意业是否有无表业？如果

意业有无表业，其无表业之体是什么？是否如身语无表业也是思心所种子上假立？

如果意业无表之体同样是思心所种子假立，意业之体有属于一思、二思、三思之说，

意无表业之体于三思中哪一思种上假立？

（一）意无表“三师说”

在唯识的主要经典中很少有“意无表”的说法。《瑜伽师地论》只说三业表业，

不说无表。《成业论》只说身语以表、无表为其自性，意业以思为性，不说意无表。

意业无表的诤论源自窥基《大乘义林章》“表无表色章”的三师说c，之后唐代唯识宗

及日本律宗方面围绕此三说曾进行繁复的讨论。又窥基“表无表色章”流传有慧沼、

智周所传本及道证《成唯识论要集》所览本（现流本）两个版本，后代因为采信的

版本不同，故对此解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表无表色章”三师说

在窥基“表无表色章”有三师说，唯善能发说、不善亦发说、不发无表说。其

中，慧沼、智周所传版本，认为窥基对此三说没有抉择，采取“任意为用”的观点。

而《要集》所览本即现流本，窥基则以第三说意业不发无表为正义。

a　智周《成唯识论演秘》有五解，取第四解为正义，即动发思初念近因等起思心所种子假立无表，在第三

羯磨结束后念之心是成就无表。慧沼《了义灯》同。见《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697 页。

b　《成唯识论》卷 1：“然依思愿善恶分限假立无表，理亦无违。谓此或依发胜身、语善恶思种增长位立，或依

定中止身、语恶现行思立，故是假有。”（《大正藏》第 31 册，第 4 页下）虽然动发思初念为身语业体，但

不能说其表、无表。身语表就色、声表示而说，身语无表就动发思初念所熏思种子而说。见《成唯识论述

记》卷 2：“问曰：若发身语思是身语业，表无表中何者所摄？如言色声假名表业，思种假名无表，此现行

思名为何法？答曰：此正业体，而非表无表。不示他故非表，自表知故非无表。又不恒续故。以色例表假

实相征，如理思择。”（《大正藏》第 43 册，第 276 页上）

c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3 合第一、第二说为一说，共二说，一者意表业发无表，一者不发无表。见窥基：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3，《大正藏》第 43 册，第 46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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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唯善能发说

第一说，《瑜伽师地论》有意表业的说法，自然应该有意无表业的说法。a

①“三支依业道故”。如果无意无表业，则菩萨不能持无贪、无嗔、正见三支

戒。据善珠《法苑义镜》解释，身、口、意三业摄十业道，十善业道中后三支无贪、

无嗔、正见被认为是意业。在《成唯识论》中，十一善心所中十遍善心，其中即包

括无贪、无嗔、正见。因为后三支遍善心，故后三支遍依十善业道，即对于善意业

道而言具有三善支，对于善身语业道而言同样具有此三支；而前七支唯依身语业道，

不依意业道。后三支遍善心有猛利作用，审决二思与三支相应，故意业有猛利作用

胜于身语业，从而得以发无表。故意业虽通三性，但是能发无表的唯是善意业，即

十善业道中后三支所发。《表无表章显业钞》解释，后三善支有两种功能：一，普

依三业功能，在意业审虑、决定思同时有此三支，在身语动发思同样有此三支。二，

遍善功能，同于善珠释。

②思有三品之分，只有上品思能发无表。后三善支业道相应思心所最极增上方

能发无表。

③善意业发无表包括别解脱律仪及处中律仪中的善律仪。处中律仪有上中下三

品，上品思能发无表。

（2）不善亦发说

第二说，善、不善意业能发无表。

①以上第一说既然认为，上品善意业可以发无表，上品恶意业也应发无表（不

包括二无记业）。“百行”皆可称为“律仪”，“律仪”是“无表”异名，即律仪无表。

善业有无表，恶业相反也有无表。

②“三罚业中意罚重故”。意罚成重罪。

③处中律仪不发无表。处中律仪上品思，相对于律仪、不律仪中下品思仍属于

下品，故不发无表。

（3）不发无表说

第三说，意表业不发无表。

①唯识学根本经典虽然说有意表业，但并没有明确地说有意业无表。

②动发思外发力量最猛，所以动发思为上品思，能熏种念念增长作为身语无表

业体。前二思内发，相比动发思外发而言，力量弱小属下品思，虽然熏种但不增长，

功能缺故不发无表。

③“意罚”虽成“重罪”，但不是“无表”，也非“不律仪”。就三者之中，“重

a　《瑜伽师地论》卷 53：“若有不欲表示于他，唯自起心内意思择，不说语言，但发善、染污、无记法现行意

表业名意表业。”（《大正藏》第 30 册，第 589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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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概念外延最宽，其次是“律仪”，最后是“无表”。根据唯识说法，只有以身语

为方便，另外发决定要做某事的心才是律仪或不律仪。仙人并没有发愿杀三国之人，

只是因为忿恨而成重罪，但不成律仪。就意识相应思心所而言，审虑思、决定思不

发身语业时，虽然熏种但只能称为“律仪”，不能称为“无表”。而动发思熏种既能

称为“律仪”，也能称为“无表”。故“无表”概念唯局限于身语业前七支，不通意

业后三支。即十业道支中，十支熏种有十种功能皆可称为“律仪”或“不律仪”，但

称为无表的仅在前七支。

2．后代解释

因采信的“表无表色章”版本不同，后代解释可以分为发与不发两种。

第一，窥基本人有发与不发两种观点。一，《成唯识论述记》同于《法苑义林章》

第二说 a，意业不发无表为正义。二，《瑜伽师地论略纂》坚持意业发无表的观点。b

第二，道证《要集》所据本。善珠、《表无表章报恩吼》等同。善珠（723—

797）认为，意表业发无表，即处中业。

第三，慧沼所据本。智周、清素、明诠、守千、叡尊等同。慧沼认为，意业发

无表，包括律仪、不律仪、处中律仪中的善恶律仪。认为窥基于三师说“任意为用，

不断后说义为决定”，《义林章》二说就处中无表中之上品善不善思而说，非就律仪

无表而说。c菩萨发心意乐广大，所以意业功能胜于声闻、独觉二乘；二乘只能成就

身语业七支无表，不成就意业无表。而菩萨意业功能殊胜，除前七支无表还成就意

业后三支无表。否则菩萨不能防贪嗔痴后三支，则不能成就菩萨戒。d智周同于慧沼，

观点类似，以意业发无表为正。e

第四，以上三师可从起业门、废立门两个方面来说，“师虽无异，义门有别”，

日本律宗方面多据此来诠释。以下以元轮《表无表详口抄》为例，对起业门、废立

门二门进行解释。f

第一，起业门。意业所熏种子是否起无表业，即意业种子是否如身语业种子有

遮防功能，能够遮十恶发十善。

a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 2：“此意表业现行者名表，然无无表。”（《大正藏》第 43 册，第 275 页下）

b　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3：“故三罚业中意罚重故。意三业道重前七故亦有无表，于理何违？意业无表

随业道故但有三支。”（《大正藏》第 43 册，第 46 页下）

c　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697 页中。又日本律宗方面对此三师是否就律仪、

处中律仪有无表兴起争论“律仪处中诤”有专题的讨论，详见元轮：《表无表详口抄》卷上，《日本大藏经》

第 34 册，第 550—551 页。

d　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697 页中。

e　智周《大乘法苑义林章决择记》卷 2：“问：今三说中何者为胜？答：虽言任用据实论许意发无表胜。何以

故？意胜身语，菩萨防意，意有无表故知为胜。”（《卍新纂续藏经》第 55 册，第 193 页上）

f　元轮：《表无表详口抄》，《日本大藏经》第 34 册，第 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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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境造业时，一定经历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这样的前后次第，即意识相应

的思心所（“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造十恶或十善。从能防思种子上来说，三

思所熏思种都有能防十恶的功能。故每造一业必具三思，每三思包含十支。如窥基

《略纂》卷十三说意业成就身语七支、身业成就七支、语业成就七支。

“然准论云，虽成身语无表，但意三不善根摄故。由意成身语七支无表。”

“若从他受戒，由身发七支，如往师所等。或由语发七支，如发语请师等。

若自然受者，唯有意表业，此不以身语为方便，唯以意为方便受得身语七支无

表也。”

问曰：即有无表不从表生，无身语故，自有意成表故。若尔，即自受时，

礼佛发言岂非表业？今解：无表他令知故说无身语，非自无身语业也，故亦有

表生。如遣他行事。或语业等为身等表故。身语得互相表。又此等约一切作法，

如重病者不能动身发语，虽从他受亦有无表不从表生。或自发期心唯有无表。

故为此论也。a

以上“意业三不善根”，玄奘解释为贪等种子而非现行，所以说意业种子成就身

语七支无表。b“身发七支”、“语发七支”指身语业种子互相成就七支。由此，三业

种子各带十支、七支功能，意业种子有十支或七支功能，身业、语业种子同样有十

支或七支功能。如重病之人不能动发身语从他受戒，或自然受戒，无身语等外在行为

时，可以通过意业种子而成就身语七支无表。或身为语表，语为身表，互相表彰。从

这方面，就不能说身三、语四配动发思，意三配决定思。以受戒为例，第三羯磨结束

一刹那决定思所熏种子上发七支十恶之功能立意无表，动发思种子上发七支十恶之功

能上立身语无表。于三师中，前二师意业决定思所熏种子上发七支十恶之功能为意无

表，第三师仅许身语业所熏种子之种子为身语无表，不许意业种子上立意无表。

第二，废立门。即十支中后三支是否发无表。三思和十支相配，前七支配动发

思，后三支配审虑、决定二思。在审虑思、决定思位，虽然誓愿防十恶，但是只与

后三业道相应未发身语，所以只为意业三支之体。动发思位时，虽然也愿止十恶，

正发身语。即后三支相应于审虑思、决定思为意业道，相应于动发思为身语业道。

故只为身语七支体。从这方面，三业种子唯防自业，不能说三思通十支、七支。于

三师中，前二师许意业三支发无表，第三师仅许前七支发无表。

a　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3，《大正藏》第 43 册，第 186 页中。

b　道伦《瑜伽论记》卷 14：“依如三藏云：初受事时，但成意地不信等六及成杀等七支方便所有种子，能生后

时根本业道名‘不善根’，非是贪等名‘不善根’。”（《大正藏》第 42 册，第 616 页下）



·104·　唯识研究（第七辑）

日本律宗方面，或说三师因起业门而有异论，或说因废立门而有异论，基本上

以此二门来解释以上“三师说”。

（二）意无表之体

如上，意业是否发无表有两种说法。的确因为“表无表章”的版本问题，不能

确定谁为正义，但后代一致认为意业发无表。即使依据不发无表的版本，也努力进行

会通，以证明窥基的观点为意表业发无表。如普寂《成唯识论略疏并悬谭》举出的例

子：第一，“以不发为正”就三乘来判定。若就大乘来说，意业发无表。第二，《法

苑》中有身语意三无表的说法。a第三，《法苑》三说中前二说，“于此二解不评是非”。

如果意业发无表，那么意无表业之体是什么？意表业之体有不同的说法，相应

地意无表业之体说法也有多种。根据基辨《法苑义林章师子吼抄》意无表业体有八

种说法：

（1）《成唯识论》、《义林章》：意表业以审虑思、决定思为体。

（2）慧沼：决定思种子为意表业体。

（3）中川实范（？—1144）：身语业动发思已后别起意业动发思种子为意无表体。

（4）贞庆（1155—1213）：决定思种子为意无表业体。

（5）《成唯识论同学抄》：身语业同时之动发思种子为意无表体，即一动发思种

子假立身、语、意三业无表。

（6）叡尊（1201—1290）：以决定思种子为无表体。

（7）觉盛（1194—1249）：身语同时意业动发思种子为无表体。

（8）守千：审虑、决定、动发思三思种子为意无表体。

基辨解释，以决定思种子为意无表体。第一，《成唯识论》只说意表业体，没有

提到意无表体。第二，慧沼取决定思种子为意无表体。第三，中川实范所说的“身

语动发思已后，别起意业动发思”，指的是身语业动发思之后，别起的意业决定思

位之动发思，故意无表之体仍是决定思种子，其实与第二说慧沼同。第四贞庆、第

六叡尊同于第二。第五，《同学抄》与第三中川实范义相同。第七，觉盛义也与之相

同。第八，守千义为不正义。

笔者认为，以上不同的说法可以总结为三种说法：

第一，以审虑思、决定思二思所熏种子为意无表业体。此从唯识的根本经典，

表业之体是前二思而推演出来。

a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3：“身语意三之无表皆依主释”（《大正藏》第 45 册，第 300 页中），卷 3：“既

许意有无表，即具十支”（《大正藏》第45 册，第303 页下），卷3：“大乘唯意表业发杀生无表”（《大正藏》

第 45 册，第 313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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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决定思所熏种子为意无表业体。此从慧沼决定思为意业之根本业道而

来。其中包括，将“作动意思”解释为意业之动发思，进一步解释为决定思位之动

发思。按照慧沼的观点，审虑思为意业之加行，决定思为意业之根本业道。若以决

定思所熏种为意无表业之体，则暗含意业之加行审虑思虽然熏种但不作为意无表业

之体，其中理由大抵是决定思相比审虑思而言属于上品思，作用强于审虑思，故于

决定思种上立意业之无表体。

第三，以身语业动发胜思位，意业动发胜思所熏种子为意无表体。此从慧沼动

发胜思正发意业，属于根本业道的观点而来。

审视以上意无表体的分歧则需要回到建立无表的原初意义上。“无表”即无所表

示、表知。唯识学于思心所种子上建立无表业体，种子不能表示故名“无表”。但是

一切种子都不能表示、表知，与无表业体如何区别？故于思心所种子功能逐渐增长

的意义上建立无表业体。所以，意无表业体的建立核心点在于，于意业二思或三思

中，哪一种思具有更强势的作用，从而于此强势作用所熏种子念念增长位上建立意

无表之体。以下从此方面对意无表业体三说进行分析。

第一说，因为有所依的经典依据，意表业体是前二思，故从此可以推演出意无

表业体为前二思所熏种之功能，符合经典的解释。

第二说，于前二思中决定思比起审虑思作用更强，故以决定思种子上立意业无

表之体。在《瑜伽师地论》中已经将三思按照势力强弱分为上中下三品，审虑思为

下品思，决定思为中品思，等起思为上品思。a所以，站在前二思为意表业体的立场

上，决定思比起审虑思作用强势，故可以作为意无表业体，也是符合经典的解释。

第三说，意业通三思的说法，是对《成业论》、《成唯识论》“作动意思”的诠

释，将其解释为意业决定思之动发思，或者身语业同时意业之动发思。“作动意思”

解释为意业决定思之动发思，尚符合经典意业以前二思为体的说法。所以，以意业

决定思之动发思所熏种子为意无表业体符合经典的解释。若将“作动意思”解释为

身语业同时意业之动发思，则不符合经典对意业的规定。故以身语业同时意业动发

思所熏种为意无表业体则不符合经典的解释。

以上就别解脱戒而言，若定共戒、道共戒，意无表体同于身语无表依现行思心

所立，同样的会有前二思、三思、一思之争论。又定、道无表依现行思心所立，按

照意表业的解释“自知名表”，而无表不能自知，这是否矛盾？守千解释，别解脱无

表自亦不知，定道无表唯就他人而言不知。这算是一种融通的解释。b

a　《瑜伽师地论》卷 54：“若略说由软、中、上品三种思差别故，一加行思，二决定思，三等起思。由此能起

若善不善身语表业。当知上品思为依止故能发善不善业。”（《大正藏》第 30 册，第 600 页上）

b　守千：《表无表章栖翫记》卷 1，《卍新纂续藏经》第 55 册，第 219 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