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业”（cetanā karma）与“思已”（cetayitvā）
——从印度到中国的考察
张晓亮 a

【摘要】早期佛教认为业是“思”，被分成二类“思”及“思已”。“思已”
（cetayitvā）是独立式（Gerund），表示“思之后，思在身语意上活动”，显示出“二思”
和“三业”的关系。阿毗达磨时代，譬喻师、经量部、上座部阿毗达磨坚持“业是思”
的观点，有部提出了身语业是色的观点，并一致将“二思”对应于“二业”即思业
（cetanā karma）和思已业（cetayitvā karma），“二思”和“三业”的关系转化为“二
业”和“三业”的关系。早期的“二思”，上座部阿毗达磨用“思业—思相应法”
（cetanā-karma、cetanā-sampayuttā dhammā）及“思业—心所业”（cetanā-karma、
cetasika-kamma）诠释，身语业分别对应于前者，意业对应于后者。北传则正好相反。
经部持业是思，思已业是身语意业的观点；有部持思业是意业，思已业是身语业的
观点。经部用“思惟思”“作事思”，有部用“二等起”对“二思说”进行诠释。
早期佛教中，思业及思已仅存在着时间的前后关系，“思业”在前，“思已”在后。
阿毗达磨佛教继承此一观点，思有前思、现思、后思的时间前后，或思惟思、作事
思的前后，因等起、刹那等起的前后，但更增加了“思”及“思已”的推动关系，“思
已”由“思”推动，身语业由意业推动。瑜伽行派及唯识宗更提出了三思及四思的
说法，对“二思”及“三业”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本文对“思业”及“思已”

a

作者单位：科伦坡大学，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佛教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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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思说”，二思与三业之间的关系，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
【关键词】 思；思已；思相应法；心所业；因等起；刹那等起

业作为意志活动——思（cetanā），表现为身口意三种行为，这是早期佛教的
看法。阿毗达磨佛教则对“什么是业”的问题出现了重大分歧，特别是说一切有部
更提出身语业是色的观点。早期佛教经典中将“业”分为身语意三业，又有“思业”
（cetanā karma）与“思已”（cetayitvā）的说法。阿毗达磨时代对二业 / 三业、二
思 / 三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复杂的讨论。瑜伽行派延续阿毗达磨时代的问题，至中
国唯识宗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早期佛教的“二思”

早期佛教的“二思”即“思业”和“思已”，分别见于《中阿含经》卷 27 的
“达梵行经”，及对应的《增支部》（Aṅguttara-Nikāya）第 6 集 63 经 Nibbedhikasutta。
云何知业？谓有二业：思、已思业，是谓知业。a(《中阿含经·达
梵行经》)
cetanāhaṃ, bhikkhave, kammaṃ vadāmi.cetayitvā kammaṃ karoti: kāyena vācāya
manasā.b（Nibbedhika-sutta）
从以上《增支部》引文可看出 , “业”都用的业格 kammaṃ，“思”（cetanāhaṃ）
作 宾 格，“ 思 已”（cetayitvā） 是 一 个 独 立 式 (Gerund)， 可 译 为“having thought/

a

[ 印 ] 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 27，《大正藏》第 1 册，第 600 页上。

b

AN.3.PTS.P415“It is volition, bhikkhus, that I call kamma.For having willed, one acts by

body, speech, or mind”.Bodhi Bhikkhu.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n anthology of Suttas from the
Aṅguttara Nikāya[M].AltaMira Press, 2000.p.963. 元亨寺版译为：“诸比丘！我说思业，思已而以身、语、意造业。”
《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22 册 , 第 149 页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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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d”。“karoti”是第三人称单数动词，“活动、造作”。“身口意”三者都用
具格形式 kāyena、vācāya、manasā，“通过身口意”，或“以身口意的方式”。“独
立式”在巴利语或梵语中，一般用来描述一个以上的动作，动作主体是同一个，当
第一个动作已经完成，动作主体做另外的动作。在句中，“cetayitvā”和“karoti”
的动作主体都是第三人称单数“他”，“思已”（cetayitvā）表示第一个活动完成，
接着做另外的动作（karoti）。所以此句可译为：
诸比丘！我说业是思。思已，（某人 / 他）以身口意造业。
从译文可清楚知道：第一，业是“思”。某人有了意志活动之后，某人造业，
而造业通过身、口、意表现出来。这中间包含两类活动，意志的生起及意志在身
语意上的表现。从“思已”作为独立式的语法来考察，这两类活动具有时间的先
后——“思”及“思已”。前者是内在的动机，后者是具体的行为。第二，“cetayitvā
kamma”非复合词，可译作“思已，（某人）造业……”汉译作“已思业”或“思
已业”，并进而将业分为“思业”和“思已业”两类，似乎将其当作复合词。《达
梵行经》译作“已思业”，由于没有可资参考的梵文原本，所以这一点很难得到确
认 a。不过世亲的《俱舍论》曾引用如下经文：
sūtra uktaṃ “dve karmaṇī cetanā karma cetayitvā ca ti”|b
【玄】故契经说，有二种业，一者思业，二思已业。c
从《俱舍论》梵本看来，如《增支部》一样使用的是“思业及思已”（cetanā
karma cetayitvā ca），而玄奘译作“思业、思已业”，并说有二业（dve karmaṇī）。
但《增支部》经文并未把“思业及思已”分成二业，业仅是“思”，这种内在的动
机表现为三类行为。

a

一般来说，梵语或巴利语的独立式译作“……已”，过去被动分词译作“已……”《达梵行经》没有梵

文原本可资参考，所以很难知道梵文是独立式还是过去被动分词。

b

AKBh IV 1b.

c

[ 印 ] 世亲著，（唐）玄奘译：《俱舍论》卷 13，《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67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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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思或二业与三业成立的时间先后，日本学者池田练太郎认为，身语意“三
业说”与“思业、思已（业）“二业说”分别成立，且成立次第应是“三业说”较
早，“二业说”较晚。a 笔者认为，就以上所引梵巴经文来看，二思的说法可能具
有共同来源，即“思业”和“思已”。至于二思和三业出现的先后，并无证据能够
证明“二思说”晚于“三业说”。业是“思”，“思”之后，在身口意三者上表现
出来即是“三业”，“二思说”和“三业说”这二者应同时存在于早期佛教之中。

二、阿毗达磨时代的“二思说”

1. 上座部的“思—思相应法”及“思业—心所思”
在觉音的《法集论》注 Atthasālinī（《注释书》）中，曾引用以上《增支部》
经文及《思经》（Cetanā Sutta），将“业”分为思（cetanā）和思相应法（cetanāsampayuttā dhamma）。b 即是说，业不仅仅包括“思”，还包括“思相应法”。
根据 Atthasālinī 的解释，“思”是“思业”；“思相应法”指与“思”相关的
一些心理因素，共计二十一种，包括七觉支、八正道及主要的六种心理活动—贪、
恶意、邪见、无贪、无瞋、正见 c。这六种“思相应法”和某种特殊的“思”同一
心且同时生起；当某种特殊的“思”在“意门”（意识）活动时，“思”带起这六
种“思相应法”。这种特殊的“思”被认为是意业（mano-kamma）d，因为这六种“思

a

[ 日 ] 池田练太郎：《思业と思已业》，《印度学佛教学研究》30，1981 年，第 298-302 页。

b

“ Tīṇi hi kammāni – kāyakammaṃ vacīkammaṃ manokammanti.Kiṃ panetaṃ kammaṃ nāmāti? Cetanā ceva,

ekacce ca cetanā-sampayuttakā dhammā.”Atthasālinī, AS88.
“These are the three kammas: bodily kamma, vocal kamma, mental kamma.And what is this kamma ? Volition, as well
as some states associated therewith.”Tin PE MAUNG, Davids R.The Expositor (Atthasālinī):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Dhammasangani[J].PTS, 1976, p.117.

c

“covetousness, ill-will, wrong view, non-covetousness, good-will, right view—should be understood as states

associated with volition”.Davids R.The Expositor (Atthasālinī), PTS, 1976，pp.118-119；AS89.

d Yā pana tasmiṃ manodvāre siddhā cetanā yāya abhijjhābyāpādamicchādassanāni ceva anabhijjhāabyāpādasam
mādassanāni ca gaṇhāti, idaṃ manokammaṃ nāma.“The volition which is accomplished in that door, by which we tak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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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法”由“思”生起也被归类于“意业”，而“思业”则被归类于身、语业。a“意
业”不仅活动于意门，还可活动于身门和语门；当意业在身语门活动时，以偷盗为
例，此时有相应的“偷盗思”使偷盗的行为生起，作为“意业”的“贪”则被表现
在偷盗的行为上。身语业各自只能在身门和语门活动，且伴随着身语业都有某种特
定的“思”，如“偷盗思”等。概而言之，就二思（思和思相应法）和三业的关系
来说，三业都由某种特别的“思”生起，于身语门活动的“思”是“思业”和身语
业，于意门活动的“思”及“思相应法”是“意业”。Nalini Devdas 认为，觉音之
所以如此区分业为“思业”和“思相应法”，目的在于强调“思”与身口意“三业
门”的不可分离。“思”是行为的动机，身口意的行为是“思”在业门的表现。所
以，经典所说的“思是业，思已，某人活动通过身口意”，其中的“思已”被诠释
为“思在业门产生效果”。b
和 Atthasālinī 相 类 似， 在 Nettippakaraṇa（《 引 导 论》） 中 将 业 分 为 思 业
（cetanā-karma）、心所业（cetasika-kamma）两类，分别对应于“思业”和“思
已”。十业道中前七是思业，后三种是心所业，即“思业”归于身语业，“心所业”
归于意业。c 在 Atthasālinī 中，又将思分为三个阶段，前思（Pubba-cetanā）、现思
（Muñca-cetanā）与后思 (Apara-cetanā)。前思推动行为，是行为的动机、打算。现
思发起、支持行为。后思是对行为的反映或者行为完成的确认。以布施为例，在布
施前有前思决定布施，现思促使布施行为发生，布施行为之后布施者感到喜悦，这
是对后思对布施行为完成的反映。

covetousness, ill-will, wrong views, or non-covetousness, good-will and right views:—this volition is an act of thought”.
Aṭṭhasālinī, PTS, 1976, p.117.

a

As116-117.

b

Nalini Devdas.A study of cetanā and the dynamics of volition in Theravāda Buddhism[D].

Concordia University, 2004.p.376.

c

Bhikkhu Ñāṇamoli, The Guide(Nettippakaraṇa), PTS, 1977, P67-68, Note 238-239.Nalini Devdas.

A study of cetanā and the dynamics of volition in Theravāda Buddhism[D].Concordia University, 2004.
pp.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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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部与有部的“二思说”
2.1 经部的“二思说”
经部认为“业”是“思”，分为“思惟思”（saṃkalpa-cetanā）及“作事思”（kriyā
cetanā），分别对应于早期佛教的“二思”。“思惟思”之后名“思已”，“思已”
也是“思”—“作事思”。在《俱舍论》卷 13，世亲对“二思”进行了详细地说明：
kāyādhiṣṭhānaṃ karma kāyakarma, yā cetanā kāyasya tatra tatra praṇetrī|
evaṃ vāṅmanaskarmaṇī api yathāyogaṃ veditavye| yat tarhi “cetanā karma
cetayitvā ca”ity uktam? saṃkalpacetanā pūrvaṃ bhavati- ‘evaṃ ca evaṃ ca
kariṣyāmi’ iti| tathā cetayitvā paścāt kriyā cetanotpadyate| yayā kāyaḥ preryate
sāsau cetayitvā karmety ucyate|a
【玄】若业依身立为身业，谓能种种运动身思，依身门行故名身业。
语业、意业随其所应，立差别名当知亦尔。若尔，何故契经中说有二种业，
一者思业，二思已业。此二何异？谓前加行起“思惟思”，“我当应为如
是如是所应作事”名为“思业”。既思惟已起“作事思”，随前所思作所
作事，动身发语名思已业。b
首先是二思。“思惟思”在先（pūrva）生起，“我将作如是如是事”（evaṃ
ca evaṃ ca kariṣyāmi）c。
“思已”
（cetayitvā），即“作事思”在后或“接着”
（paścāt）
生起。思惟思、作事思分别等同于思业、思已业。
其次是三业。“运动身思”（cetanā kāyasya）、“依身”（kāyādhiṣṭhāna）活
动是“身业”。称友解释“依身”为“身所缘”（kāyālambana）。kāyasya 用的属格，
cetanā kāyasya 意为“思属于身”或“属于身的思”，所以“身业”就是“运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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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KBh, IV

b

[ 印 ] 世亲著，（唐）玄奘译：《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13，《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68 页下。

c

kariṣyāmi 为第一人称单数的未来时态，玄奘译为“我当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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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语业、意业随其所应”（yathāyoga），据称友解释，语业立名和身业类似，
即是说有某种“思”“依语”是“语业”（vāgadhiṣṭhānaṃ karma vākkarma）。意
业的情况则不同，“但意是业称为意业，意或相应是业称为意业”（“manaskarma
tu manasaḥ karma.manasā vā saṃprayuktaṃ karma manaskarma”）。a“依身门行”
是玄奘增译，可能为了解释“依”的含义。早期佛教三业的称呼，身语意分别用具
格，即“通过”“依”身语意。这里身业、语业分别使用“依”（dhiṣṭhāna）一词，
含义基本相同。另外，为了突出身业、语业的性质是“思”，使用了属格的形式，
“属于身的思”——“运动身思”，“属于语的思”——“发语思”。若按称友的
“依”即是“所缘”（ālambana），经部三业可表述为：“意”即是业，或与“意”
相应称为意业；有某种运动身思、运动语思分别以身语为所缘，这种“思”是身语
业。那么，是否有某种推动或依于识的“思”呢？称友并未讨论。据舟桥一哉调查，
流传西藏的安慧及满增《俱舍论》注也均未提及。b 世亲的《成业论》中有“思”
称为“作动意思”，能令“识”造作，因而被称为“意业”；或“思”是识相应的
心所，“意相应业”称为“意业”，和称友解释相同。不过这种“作动意思”在《成
业论》中是审虑思和决定思，这两种“思”被认为是“意业”。由此看来，确实存
在某种“思”能推动“识”造业而被称为“意业”，这也符合早期佛教的说法。
再次是二思和身语意的关系。“身由什么发动的，这个‘它’被叫作思已业”
（yayā kāyaḥ preryate sāsau cetayitvā karmety ucyate），yayā 使用具格指代 “运动
身思”（cetanā kāyasya），即作为“思已业”的“作事思”。玄奘译为“动身发语
名思已业”而增译“发语”，真谛译本忠于原本 c。从玄奘的翻译及其弟子的解释
看来，玄奘师徒似乎认为，动身思、发语思的身语业是思已业，“思已业”不包括

a

【 称 友 】kāyādhiṣṭhānam iti.kāyālambanam ity arthaḥ.yasya hi kāyaḥ pravartyaḥ.tat kāyādhiṣṭhānaṃ karma.

tenāha.yā cetanā kāyasya tatratatra pranetrīti.yathāyogaṃ veditavye iti.vāgadhiṣṭhānaṃ karma vākkarma.manaskarma tu
manasaḥ karma.manasā vā saṃprayuktaṃ karma manaskarma.tena yathāyogam ity uktaṃ..

b

[ 日 ] 舟桥一哉著，余万居译：《业的研究》，台湾：法尔出版社，1999 年，第 47 页。

c

[ 印 ] 婆薮槃豆造，真谛译：《阿毗达磨俱舍释论》：“能引身作种种事，是名故意所造业。”《大正藏》

第 29 册 , 第 226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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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业。a 这可从下文玄奘对 “无表”问题的翻译清楚地知道。若按照玄奘及普光的
分类，意业是思业、身语业是思已业。二思和身语之间的关系，思惟思即意业是身
语的远因等起，作事思是身语的近因等起。b 在玄奘翻译的《顺正理论》中，也能
看出这种痕迹。众贤将经部的“思惟思”看作“欲动发身语思”，“作事思”看作
“正动发身语思”，c 似乎对应于这里的“远因等起”和“近因等起”。笔者认为，
“身由什么发动的，这个‘它’被叫作思已业”（yayā kāyaḥ preryate sāsau cetayitvā
karmety ucyate），这句对应上文“语业、意业随其所应”。语业、意业立名随身业，
那么意业也应如同身业一样被称为“思已业”，即“思已业”—“作事思”包括身
语意三业。d 在“二思”中，和身语意发生直接关系的仅仅是作事思。虽然“思惟思”
的特征是“我将作如是如是事”，似乎“思惟思”是“事”（身、语、意）的“远
因等起”，但即使如此，“事”也包括身语意三者，非如玄奘及普光认为的仅仅是
身语二者。
舟桥一哉引用安慧、满增的注释，以证明玄奘以上分类的合理性：“如果身语
意三业的体都是经部所认为的思，那么，是否身业和语业都同时是意业呢？有关这
个疑问的答复是，因为意业无法促使身和语去运动，所以能够加以区别。”又谈到“思
惟思”和“作事思”的关系，“作事思是思惟思之后的思，思惟思是意业，作事思
是身语业，由此认为经部也可能和有部一样承认，在身语业的根柢里有意业的作用。
意业的思是思惟之思，身业和语业的思则是先有了思惟之思以后，再起作事之思，
这便是两者的区别。”e 舟桥一方面引用安慧、满增的证据证明意业和身语没有关
系，一方面又说经部同有部一样认同意业对身语业发生联系。笔者认为，对于安慧、
满增的证据，意业是“作意思”能推动意识活动，自然和身语不发生关系。“思惟

a

（唐）普光著：《俱舍论记》卷 13：“身语二业即作事思，名思已业。”《大正藏》第 41 册 , 第 205

页上 。

b

《俱舍论记》卷 13：“思惟思是远因等起，作事思是近因等起。《大乘成业论》说：一审虑思，二决定思，

当此论思惟思摄是思业。三动发思，当此论作事思摄”。《大正藏》第 41 册 , 第 205 页上。

c

[ 印 ] 众贤著，（唐）玄奘译：《顺正理论》卷 34，《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537 页 -538 页。

d

经部“思已业”包括身语意三业，池田练太郎《思业と思已业》一文也持此观点。

e 舟桥一哉，第 4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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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作事思之前发生，“我将作如是如是事”和身语意业具有间接联系，但和身
语意的关系则更远。舟桥在文中还引用玄奘及普光的观点，认为思惟思可能是“审
决胜思”，作事思是“动发胜思”，并将《成业论》中的三思说归于经部的观点。a
很多学者确实如舟桥将《成业论》归为世亲站在经部立场的著作，但笔者下文将要
讨论到三思说可能在有部也有这种说法，《成业论》的三思说和经部的观点并不一
致。b
经部将身语业和意业一样归为“思”，遭到了有部的反对：如果说身语业是“思”，
那么应没有“表”，因为精神性的“思”不能表示；如果“表”无，那么“无表”
也没有。c 经部进行了正面的回答：“表”是色、声能够“表示”，但并不意味着色、
声是“表业”，因为“表业”是“思”。而经部所说的“无表”是“思差别”，即
“种子”。如《俱舍论》卷 13 说：
若尔，表业则为定无。表业既无，欲无表业亦应非有，便成大过。
如是大过，有理能遮。谓从如前所说二表殊胜思故起思差别名为无表。此
有何过？此应名为随心转业，如定无表心俱转故。无如是过。审决胜思、
动发胜思所引生故。设许有表，亦待如前所说思力，以性钝故。d
以上“从如前所说二表殊胜思故起思差别名为无表”，梵本为“yadi tasmād
eva kāyakarma saṃśabditāc cetanāviśeṣādavijñaptiḥ syāt”，可译为“设如被称为身业，
无表则是思差别”。真谛译本忠于原本 e，玄奘增译为“二表”，和上文提到的“运

a 舟桥一哉，第 49 页。
b 参见下文“瑜伽行派三思说”。
c 意业是否有“表”“无表”，在有部内部有不同的说法，以众贤《顺正理论》意业不立表与无表为克什米
尔有部正确正统的观点。而有部譬喻师健陀罗系有部《心论》持意业无表的观点。
《杂心论》继承克什米尔有部而与《心
论》代表的健陀罗系有部对立。经部意业“表”“无表”的观点，笔者没有相关明确文献。但具有经部倾向的《成实论》
说意业通“表及无表”（作无作 kriyā /a-kriyā），而无表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关于表、无表的问题，参看笔者《唯
识宗关于意业无表的问题》，《唯识研究》第七辑，2020 年。

d

《俱舍论》卷 13，《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68 页下。

e

《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卷 10：“若无教业，从如向所说名身业，故意差别生。”《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226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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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思”的“身业”增译为“动身发语”相对应。“审决胜思、动发胜思所引生故”
梵本为 “cetanāviśeṣeṇa tadākṣepaviśeṣāt”，可译为“那引生差别由思差别。”真
谛译本忠于原本 a。可见在世亲创作《俱舍论》阶段，“三思说”——审虑思、决
定思、动发思并不存在，乃是玄奘的增译。联系前句，可理解为“设如（前面运动
身思）被称为身业，无表则是思差别，引生差别由思差别”。“思差别”是无表，
是种子；“引生差别”无非有两种理解：第一，“思惟思”“作事思”二思是“引
生差别”；第二，仅是“作事思”的差别，包括动身思、发语思、作动意思是“引
生差别”。“设如被称为身业”（yadi tasmād eva kāyakarma saṃśabditāc）对应于
上文的“运动身思”是身业，那么这里应指“作事思”是“引生差别”。“引生差
别”玄奘增译为“审决胜思、动发胜思”，这和其翻译的《成业论》保持一致。b
普光据此认为，《成业论》中审虑思、决定思对应于思惟思，动发思是作事思。从
玄奘译文看来，无表应是“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思惟思”“作事思”
所熏的种子，若审虑思、决定思是意业，那么经部也应承认意业有无表，意业无表
是审虑思、决定思的种子，身语无表业是动发思所熏的种子。c 如果我们回到以上“作
事思”包括三业，“引生差别”是“作事思”的观点，那么三业无表就仅仅是作事
思所熏的种子。“思差别”的“引生差别”也仅仅是“作事思”的差别，而非是二
思（思惟思、作事思）或玄奘说的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的差别。
就二思和三业的关系据《俱舍论》梵本所示，经部似乎认为“作事思”是思已
业，依身语意活动，包括三业。我们知道，早期佛教的“思已”与身语意的关系，

a

《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卷 10：“由随本故意差别所引及依事，故意差别生故。”《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226 页中。

b

按《俱舍论》梵本所示，世亲在《俱舍论》创作阶段尚无三思的说法。动发思、决定思、审虑思的分类

出现在《成业论》中，最早出现在《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对比《成业论》真谛译本及藏文本，确有此三思
说法。可以猜测《成业论》梵本确有三思的说法：“思有三种，所谓思量、决定、进趣。”真谛译，世亲著《业成
就论》卷 1，《大正藏》第 31 册 , 第 780 页下。“Sems pa ni rnam pa gsum ste, agro ba dang, nges pa dang,
gyo bar byed pa’o.”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唯识部“shi”函第 77 册第 378 页上。

c

山口益也认为《成业论》中的审虑思、决定思相当于经部的“思惟思”，动发思相当于“作事思”。见 [ 日 ]

山口益著：《世亲の成业论》，京都：法藏馆，1951 年，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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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已”指思之后，“思”通过身语意表现。在经部这里，“思已”阶段在身语意
表现的“思”被认为是“作事思”。除了“通过”或“依”的关系，还明确的表述
为“作事思”与身语意的推动与被推动关系，称友更解释为能缘所缘关系。如果这
样理解，经部和早期佛教基本保持一致。若按照玄奘的翻译，思惟思是意业，作事
思是身语业，思惟思或意业间接推动身语活动，作事思直接推动身语活动，则与原
始佛教的基本精神相差较远。
另外，在具有经部倾向的《成实论》中有不同的说法，“思”是意业，而“思
已”则包括“从思集业”（cetanāsañcita karma）、身业、语业三种。a“从思集业”
何指，还不得而知。针对经部二思和三业的分类，众贤在《顺正理论》里也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批评，认为经部立业有杂乱过。在众贤看来，不管是“欲动发身语思”
还是“正动发身语思”，都依赖于身语二门而运作。如果“正动发身语”的“作事
思”被看作是身语业的话，为何“欲动发身语”的“思惟思”被看作是意业而非身
语业？因为二者都依赖于身语二门而运作故。又思生起的时候，就已经是身业和语
业，何须再依赖身语的行为？ b
2.2 有部的“二思说”与“等起说”
如上 《
, 中阿含经》提到“二思”的说法，汉译《中阿含经》被认为是有部的著作。
在《舍利弗阿毗昙论》中也将身业、语业作为思已业，意业作为思业。c《大毗婆沙论》
在讨论“业蕴”的一个原因即是要诠释经中的“二思”d，将思业与思已业均归为

a

Tattvasiddhi-śāstra: sūtre coktaṃ dvidhā karma-cetanā vā cetayitvā vā [karme] ti| cetanā mānasaṃ karma|

cetayitvā [karma] trividham-cetanāsañcitaṃ karma kāyikaṃ vācikaṃ karmeti| [ 印 ] 诃梨跋摩著，（姚秦）鸠摩罗什译：《成
实论》卷 7：“又经中说二种业，若思若思已。思即是意业。思已三种，从思集业及身口业”，《大正藏》第 32 册 ,
第 289 页下。

b

《顺正理论》卷 34：“唯思业宗说，思业起不待身语，即思生位已成身业，何假动身？”《大正藏》第

29 册，第 538 页上。

c

[ 印 ] 昙摩耶舍、昙摩崛多等译：《舍利弗阿毗昙论》卷 7：“云何思业？意业是名思业。云何思已业？

身业口业是名思已业。”《大正藏》第 28 册 , 第 580 页上。

d

《大毗婆沙论》卷 113：
“为分别契经义者，谓契经说业有二种：一思业、二思所起业。彼所说业，今欲广释。”

《大正藏》第 27 册 , 第 586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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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即是业，故将“行”分为二种。a 在《俱舍论》中，除引用经典中“二
思”的说法，进一步解释什么是“思已”：
kiṃ punas tat karma? ity āha cetanā tat kṛtaṃ ca tat | sūtra uktaṃ
“dve karmaṇī cetanā karma cetayitvā ca ti”| yat tac cetayitvā cetanākṛṭaṃ
ca tat | te ete dve karmaṇī trīṇi bhavanti |kāyavāṅmanaskarmāṇi |…tatra
punaḥ cetanā mānasaṃ karma, cetanā manaskarma iti veditavyam| tajjaṃ
vākkāyakarmaṇī||yat tac cetanā janitaṃ cetayitvā karma ity uktam…b
【玄】此所由业其体是何？谓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经说有二种业，
一者思业，二思已业。思已业者谓思所作。如是二业分别为三，谓即有情
身语意业。……然心所思即是意业。思所作业分为身语二业，是思所等起
故。c
【今】然彼业是何？彼思及彼已作。经说：“二业即思业及思已”。
何谓彼“思已”及“思所作”？二业成为三，即身语意业。……然此中“思
即意业”。从那出现的身语业，彼“思等起”是思已业。
首先是二思。早期佛教的“二思”，有部解释为思及所作（kṛta）/ 思所作
（cetanākṛṭa）。cetanākṛṭa 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的“kṛṭa”是过去被动分词，可译为“思
已作”（玄奘译为“思所作”）。“思已作”（cetanākṛṭa）等同于“思已”（cetayitvā）。
早期佛教经典 “思业”和“思已”仅仅有时间的先后关系，思业在前，“思已”在后，
“思已”阶段“思”在身语意表现；经部“思已业”和身语意之间具有推动与被推
动的关系。在这里，有部强调“思业”对“思已业”（身语业）具有一种作用关系，
这和早期佛教和经部都是不同的。这种作用关系具体用“思等起”（cetanā janita）
表述。

120

a

《大毗婆沙论》卷 23：“无明缘行亦有二种，一思业、二思已业。”《大正藏》第 27 册 , 第 119 页上。

b

AKBh, IV.

c

《俱舍论》卷 13，第 67 页中。《顺正理论》卷 33，《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531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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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二思和三业。“思”是意业，从意业或思出现（tajja）的是身语业。“从
思出现”即是“思等起”，等同于“思已业”。将意业等同于思业，身语业等同于
思已业，这和早期佛教及经部也是不同的。
第三，“思等起”与“思已”。janita“已被生的”，使用的是过去被动分词形式，
作形容词修饰 cetanā。“思等起”和“思所作”都使用的过去被动形式，“思已业”
使用的是表时间先后的独立式。将作为独立式的“思已”（cetayitvā）等同于作为
过去被动分词的“思等起”（cetanā janita），可看出有部对“思已”解释的变化，
二思的前后关系被转化为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对有部而言，“思已”或“思等起”
并非“思”，这和经部认为“思已”仍是“思”不同。“等起”（sam-uṭṭhāna）是“思”
或“意业”相对于身语而言的，“思”生起身语称为“思等起”，分为两种：因等
起（hetu-samutthāna）和刹那等起 (tatkṣaṇa-samutthāna)a。在前能生起身语的“思”—
“意业”是“因等起”，属于“能转”（pa-vartaka），对身语的功能是“能引发”
（ākṣepakatva）；在第二刹那之后，由前一刹那的“意业”或“思”发起的身语业
相应的“思”及其他心心所称为“刹那等起”，属于“随转”（anu-vartaka），第
二刹那的“思”与身语业同时不相离（anu-vartanāt）。b 如果只有因等起无刹那等起，
表业仍然不能生起。身语业的善恶属性由因等起而非刹那等起。c 总之，意业在前，
身语业在后，在前是“思业”，在后是“思已业”，二者不俱时。
但是，根据有部的说法“六识不俱起”，“思”作为大地法与“识”俱起。“刹
那等起”阶段的“思”与身语业俱时，一定是前五识相应的“思”。因为在《大毗
婆沙论》卷 117 涉及前六识作转、随转时提到三种观点：第一，五识不能发身语业
不能作转、随转，第六识能作转、随转。第二，五识能发身语业，五识不能作转但
作随转。第三，尊者僧伽伐苏观点，五识能发身语业，能作转、随转。前两种观点
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即造身语业时，眼耳识能同时认识即看到自己身体的形色、听

a

刹那等起，使用的是 tatkṣaṇa 一词，应译为“怛刹那”，表示立刻。真谛译为“共刹那缘起”。

b

《大毗婆沙论》卷 117，大正藏第 27 册 , 第 610 页上。《俱舍论》卷 13，《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71 页下。

c

《顺正理论》卷 36：“所发诸业成善恶等，随因等起非随刹那。”《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547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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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声音。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如果造身语业跟前五识无任何关系的话，即前
五识不作转、随转，就没办法解释造自己身语业时，眼睛能看耳朵能听这样的常识。
“所以者何？若以意识作能转及随转，亦以眼识作随转者便见身表；若以意识作
能转及随转，亦以耳识作随转者便闻语表。”第二种观点为《大毗婆沙论》所认同，
五识作随转不能转，就是说五识只和身语业有关，和意业无关。第二刹那身语业起
时要保证眼识能看到，又此时没有意识，所以“第二刹那”相应“思”只和前五识
有关。相对应的，前一刹那作为“转”能推动身语业生起的意业一定属于第六识相
应的“思”。由此，意业只和意识有关，身语业只和前五识有关。第三种观点举本
能反应的例子。比如，一个人被他人打，自己不假思索地进行还击。此时没有我要
先考虑打他的“因等起”，然后再起打他的身业。即是说身业是直接发生的，同时
眼识能认识自己打他的行为，此时这种身业被称为“住身识打”。笔者以为，第三
种观点所说的例子，打的行为由于没有“因等起”的推动，所造的“身业”就没有
善恶的伦理属性，由此这种本能反应的“打”也就不能称为“身业”，因为身业的
伦理属性一定由“因等起”决定。由此，在有部“六识不俱起”，第六识能作转、
随转，前五识只能作随转的理论框架下，必然得出意业只和第六识有关，身语业只
和前五识有关的结论。换句话说，“意业”之“意”，仅指意识，作为意业的“思”
仅是意识相应“思”。如果第一刹那因等起的“思”属于前五识，那么身语业应在
第一刹那就生起。因为眼睛见身表形色，那么完全可以此形色作为身表。但是，身
表一定由“思”推动，所以第一刹那只能是意识相应“思”，第二刹那是五识相应
“思”。普光又将“因等起”分为近因等起、远因等起，“近因等起”是引发表业
的直接原因，“远因等起”仅仅能作为引发身语业的条件，而不能直接引发身语业，
并将“远因等起”等同于审虑思、“近因等起”等同于“决定思”“动发思”等同
于“刹那等起”。a 而这被唯识宗所接受，却造成了矛盾，引发巨大的争论。
如上，有部认为“思”是“意业”。但在分别说部、譬喻师认为，贪（abhidhy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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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普光：《俱舍论记》卷 13，《大正藏》第 41 册 , 第 216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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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vyāpāda）、邪见（mithyādṛṣṭi）是“意业”。经部也可能有此观点，因为经部
有派别认为其他的心所都是“思”的不同表现形式，“思”之外的其他心所都可被
视作“思”。但有部仅将这三者视作“意恶行”（mano-duścarita），并不是意业
（mano-karma）。意业是“思”，贪、瞋、邪见和“恶思”是不一样的。aJaini 认
为，有部是为了解决二思在同一时刻不能并存的问题。b 如果贪瞋邪见也是“恶思”，
则作为“思”的意业在推动身口业，与作为“恶思”的贪、瞋、邪见推动身口业，
在造业的同一时刻就有二思并存。这可看作是有部对譬喻师及经部的回应。在有部
看来，所有的“恶思”由贪、瞋、邪见三者之一推动。以杀生为例，由“瞋”产生
“杀思”伴随，直到杀业完成。如果“瞋”也是“思”，那么在同一时刻会有二思。
故有部将此三者仅仅当做烦恼而非“思”。这三种产生“恶思”，思生起“以彼为
门转”，而三种非就是“思”本身。

三、瑜伽行派的“三思说”

1. 二思与三业
《瑜伽师地论》中业分为“思及思已”c，“思已所起”是身业语业，d 和有
部对二思和三业的分类一致。在无著的《阿毗达磨集论》中有不同的说法，思业是
福、非福、不动业，思已业是身、语、意业。e《成唯识论》中业是福业、非福业、

a

《大毗婆沙论》卷 117，《大正藏》第 27 册 , 第 586 页中。《俱舍论》卷 16，《大正藏》第 29 册，第

84 页中。

b

Jain P S.The Sautrāntika theory of bīja[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9, 22(2):

237. 另见 “Introduction”, Abhidharmadipa with Vibhashaprabhavritti, ed.Padmanabh S.Jaini, Patna, 1977 , p.99

c

《瑜伽师地论》卷 64：“业者亦略有二种，谓思及思已。”《大正藏》第 30 册，第 656 页上。（唐）道伦著：

《瑜伽论记》卷 35：“业有二谓思及思已者，意业名思，身语名思已。”《大正藏》第 42 册，第 708 页中。

d 《瑜伽师地论》卷 9：“作业者，谓若思业若思已所起身业、语业。”《大正藏》第 30 册，第 319 页中。
kṛtaṃ karma katamat / yac cetitaṃ cetayitvā punaḥ kāyena vācā samutthāpitaṃ / (YBh, Yo-BC p.190.6-8)【今】“哪一个
是作业？然思、思已所起通过身语。”

e

karma katamat | cetanākarma cetayitvā ca karma saṃkṣiptaṃ karmalakṣaṇam || …cetanākarma katamat |

cittābhisaṃskāro manaskarma | puṇyam apuṇyam āniṃjyaṃ ca || cetayitvā karma katamat | kāyakarma vākk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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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业，即思业，同于《集论》。a
笔者认为，《集论》和《成唯识论》可能在强调“业是思”的观点，身口意三
业都称为“思业”，所以“思业”包括一切业在内的福、非福、不动业，不同于“意
业”，这和经部的观点一致。《瑜伽论》采用有部的观点，思业是意业，思已业是
身语业。b 二者角度不同。而道伦试图用“三思说”将二者不一致的说法进行会通，
一定会发生矛盾。对《瑜伽论》“作业者，谓若思业若思已所起身业、语业”，他
给出两种解释：
（1）审虑思、决定思是意业，动发思是思已所起身语业；
（2）动发思是思业，思已业是动发思所起的身语业，和无著《集论》说法一致。
但实际上，第一种解释是《成业论》的观点，第二种解释和《集论》并不相同。
第二种解释道伦认为和《集论》相同，而实际上《集论》中二思和三业是思业，思
已业—身语意业的关系。
2. 三思说
在瑜伽行派内部有两种“三思说”。一、《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的加行
思 (*abhisaṃskāra-cetanā）、决定思（*niścaya-cetanā）、等起思（*saṃuttḥāna-cetanā），
相对应的真谛《决定藏论》译为“思惟时思”“决定时思”“作业时思”；c 二、《成
业论》《成唯识论》的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d 从真谛的翻译来看，名称上这

manaskarma ca ||《阿毗达磨集论》卷 4：“云何烦恼增上所生诸业？谓若思业若思已业总名业相。……何等思业？
谓福业、非福业、不动业。何等思已业？谓身业语业意业。”《大正藏》第 31 册 , 第 678 页下，第 679 页上。【今】
“何谓业？思业及思已，已经被聚合的业是业相。……何谓思业？心造作是意业，福、非福及不动。何谓思已业？身
业、语业及意业。”

a

《成唯识论》卷 8：“诸业谓福、非福、不动，即有漏善、不善思业。”《大正藏》第 31 册 , 43 页上。

b 早期佛教经典中“思已”包括身语意业（cetayitvā kammaṃ karoti: kāyena vācāya manasā），而《瑜伽师地
论》沿用有部的观点“思已”仅包括身语业，cetitaṃ cetayitvā punaḥ kāyena vācā samutthāpitaṃ。

c 《瑜伽师地论》卷 54：“问：眼耳所行善不善色，彼何因缘成善等性，非余色耶？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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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藏论》卷 3：“何故眼、耳尘色有善、不善，余尘不尔。答：略说有三，软中上思。
何者为软？思惟时思、决定时思、作业时思，为善、不善身口业生。依极上思二色生故，是故业色有善不善。是故余
尘不得如此。”《大正藏》第 30 册 , 第 1034 页中。

d 《大乘成业论》卷 1：“思有三种。一审虑思。二决定思。三动发思。”《大正藏》第 31 册，第 785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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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三思说极其相似。不过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瑜伽论》三思都是“意业”属有
部观点，而《成业论》三思分属三业是唯识观点。早期佛教的“二思说”如何发展
成“三思说”？世亲的“三思说”是否受《瑜伽论》影响？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这里仅涉及一个问题，“等起思”是否等同于“动发思”？
（1）在《摄抉择分》中，根据“思”力量的强弱分为三种思（加行思 = 下品思；
决定思 = 中品思；等起思 = 上品思）。“等起思”力量最强为上品思，是善恶身语
业发起的直接动因。窥基认为，“等起思即因等起”。a 不过从《摄抉择分》前后
文来看，“三思”的讨论应属有部观点。有部认为，身语作为色法是身语业，其本
身善恶的伦理属性由“因等起”，即由作为意业的“思”的善恶性来决定，由此说
身语业虽然作为色法但本身具有善恶性。《摄抉择分》的观点和其一致。所以有理
由相信，《摄抉择分》的“三思说”属于有部，意业或思业包括三种思，其中“等
起思”是身语业的“因等起”，真谛译为“作业时思”，或许正是因为第三种思作
为“意业”能发起身语业。从这个角度来说，“等起思”是意业，并非身语业，是
身语业生起的直接原因，发生在身语业之前；身语业是“思已”之后生起的业即“思
已业”，“等起思”发生在前就不能说是“思已业”。
（2）世亲《成业论》中“动发思”是“思已业”是身语业，审虑思、决定思是“思
业”是意业。b《成唯识论》坚持一切业是思业的观点，同时认为审虑思、决定思
是意业，动发思是身语业，同于《成业论》，并没有讨论“思已”的问题。c 不过，
“动发思”是身语业本身，因此和身语业同时。玄奘于《俱舍论》中将无表的“引
生差别”增译为“审决胜思、动发胜思”，玄奘及其弟子，包括舟桥一哉、山口益
等人一致认为审虑思、决定思相当于经部的“思惟思”，动发思相当于经部的“作

a （唐）窥基著：《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4：“加行思者谓远欲起此事思。二决定必作此事之思。三等起
思即因等起，邻近刹那起心。令随成善恶，必依等起思，是上品思，故随此性。不依加行思及决定思，唯依上品故。”
《大正藏》第 43 册，第 196 页中。[ 新罗 ] 遁伦：《瑜伽论记》卷 14，《大正藏》第 42 册 , 第 636 页上。

b

《大乘成业论》卷 1：“若尔何缘经说二业，所谓思业及思已业？即前所说三种思中，初二种思名为思业，

第三一思名思已业。”《大正藏》第 31 册，第 786 页上。

c

《成唯识论》卷 1：“能动身思说名身业，能发语思说名语业。审、决二思意相应故，作动意故说名意业。”

《大正藏》第 31 册，第 43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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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思”，似乎《成业论》三思的说法属于经部无疑。不过正如上文笔者所得出的结
论，根据《俱舍论》梵本可知，经部无表的“引生差别”仅仅是“作事思”，“审
决胜思、动发胜思”乃是玄奘增译。经部关于业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思业”是“思
惟思”，这是强调一切业的性质是“思”。“作事思”包括身语意三业，这是强调
思在身语意上的表现。但是比较世亲《成业论》的观点明显和经部不同，“动发思”
不等同于经部的“作事思”，因此《成业论》中世亲的观点属于唯识的观点。
比较“等起思”和“动发思”可知，“等起思”在身语业之前，“动发思”和
身语业同时，前者是意业，后者是身语业本身，“等起思”非“动发思”。《摄抉
择分》的三思说和《成业论》的三思说名称上虽然相似，但前者属有部的观点，三
思同属于“意业”，身语属于身语业；后者属于唯识的观点，业属于三思，前二思
属于意业，第三思属于身语业。相对于身语业，有部“近因等起”是“意业”，在
经部“近因等起”是身语业。而唯识宗则努力对此二者进行会通，认为“动发思”
是“近因等起”，所以其中的矛盾则逐渐凸显出来。

四、唯识宗的“四思说”

唯识宗对《瑜伽论》的“三思说”少有提及，《成业论》及《成唯识论》的“三
思说”被广泛接受，进一步结合有部的“等起说”而提出“四思说”。
1. 四思说
“四思”即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刹那思。这可能受有部“等起说”的影响，
将审虑思、决定思作为“远因等起”，动发思作为“近因等起”，而刹那思即是“刹
那等起”。有部认为，近因等起是“转”，刹那等起是“随转”。唯识宗结合“三
思说”，认为“动发思”是身语业的近因等起，是“转”，刹那等起是“随转”。a

a

《成唯识论述记》卷 2：“发身语者简意业，不发身语者是意业故，又远近二思名为意业。非第三思

正发业者，今言‘正发’简初二思，又简远近及与刹那；第三思是近因等起，故说‘发’言。”《大正藏》第 43 册，
第 275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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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智周说，动发思通“转”及“随转”。因为决定身语业伦理属性的是近因等
起动发思，动发思第二念后的刹那思三性不定，如果伦理属性和前念动发思相同则
归入动发思是“转”，若与动发思不同则归于刹那思是“随转”。a 正如上文提到，
有部的“近因等起”是身语业的直接动因，非身语业本身。唯识宗将作为身语业本
身的“动发思”作为“近因等起”，有意将有部的“等起说”和《成业论》的“三
思说”进行会通。
在《成业论》中，审虑、决定二思作为“意业”不能发起身语业，所以不能称
为“转”，唯有动发思称为“转”。智周说“动发思”通“转及随转”，是因为“动
发思”中有一部分属于“刹那思”，故说“随转”。真正的“刹那思”，是动发思
第二念及其后生起之思，和动发思伦理属性不同。b 如果将“动发思”视为有部的“近
因等起”及“转”的话，则会出现以下的矛盾：有部的“近因等起”或“转”是意
业发生在身语业之前，而《成业轮》的“动发思”自身即是身语业与身语业同时，
动发思如何能够等同于“近因等起”或“转”？笔者认为，如前所述，有部的“近
因等起”是讨论意业和身语的关系，但经部的“近因等起”是讨论“动发思”身语
业和身语的关系。不管如何，二者都是在解决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即精神如何
能够推动物质？不同的是，有部的“近因等起”与身语异时，经部、唯识的“近因
等起”与身语同时。“动发思”或“近因等起”究竟和身语业是同时还是异时，此
问题被日本律宗及法相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c 正是由于唯识宗将“动发思”
等同于“近因等起”的缘故。
另外，“刹那等起”的问题。《瑜伽师地论》“意地”在论述意识的 14 种不
共业时（不共末那识及阿赖耶识），提到意识“能发起身业、语业”需要 4 个条件，

a

（唐）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卷 2，《大正藏》第 43 册，840 页下，第 841 页下。

b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697 页上。（唐）道邑：《成唯识论义蕴》

卷 1，《卍续藏经》第 49 册 , 第 399 页中。

c

《表无表章诠要抄》卷 2，国家图书馆善本佛典第 29 册，第 57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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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业智前行、欲生、功用起、随顺第三功用起。a 唯识宗解释这四个条件（“发业
四缘”）分别对应于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及刹那等起。b 而“刹那等
起”是发起身语业的“风界”，随动发思而生起，与身语业同时，引发身语业。在
《俱舍论》中提到类似的引起身业的条件，不过顺序是忆念——乐欲——寻伺——
勤勇——风——身业。c 众贤在《顺正理论》中说有“动身风”及“发语风”。d
从这个角度来说，刹那等起又非刹那思，而是风界。
2. 四思与三业
对于四思与三业的关系，圆测和窥基都认为审虑思、决定思、刹那思是意业，
动发思是身语业。e 值得注意的是，将“刹那思”归入“意业”。
“刹那思”力量薄弱，
不发身语业，将刹那思和审虑思、决定思一同归入“意业”符合瑜伽行派经典的解释。
有部以发身语业之思为意业，经部恰好相反以不发身语业之思为意业。唯识学
大抵承经部而来，所以同样有此说法。《瑜伽论》卷 53 解释“意表业”，意表业
只起内心思惟，不发语言。f 窥基解释，审虑思、决定思不发身语业是意业，动发
思发身语业，是三业差别。g 另外，《成业论》说“动身思”是身业，“除此余思

a

《瑜伽师地论》卷 1：“云何发起身业语业？谓由发身语业智前行故、次欲生故、次功用起故、次随顺

功用为先身语业风转故，从此发起身业语业。”《大正藏》第 30 册 , 第 281 页上。《梵本意地》卷 1："kathaṃ kāya
a-vāk-karma pravartayati / kāya-vāk-karma-sthānīya-jñāna-pūrvaṅgamanatayā tataś chanda-jananatayā tato yatnārambhaṇatayā
tato yatna-pūrvaka-kāya-vāk-karma anukūla-vāyu-pravartanatayā //"(YBh, Yo-BB p.14.10-12).

b

（唐）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大正藏》第 43 册，第 8 页中。（唐）道伦：《瑜伽论记》卷 1：

《大正藏》第 42 册 , 第 320 页上。

c

《俱舍论》卷 30：“能生身业胜因者何？谓从忆念引生乐欲，乐欲生寻伺，寻伺生勤勇，勤勇生风，风

起身业。”《大正藏》第 29 册，第 158 页。

d

《顺正理论》卷 60，《大正藏》第 29 册 , 第 673 页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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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通邻近依主二释。”《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50 册 , 第 43 页上。（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 2：“今言
‘正发’简初二思，又简远近及与刹那；”《大正藏》第 43 册，第 275 页页中。窥基将刹那思也归入意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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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唐）窥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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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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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意业’”，即除动发思外，审虑思、决定思及其他思为意业。a 将“刹那思”
列入“余思”范畴，符合《成业论》的说法。
不同的是，慧沼提出审虑思、决定思、动发思属于意业。b《成业论》中“作
动意思说名意业”，有“思”能推动识活动为“意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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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作动意思”是审虑思、决定思，是
意业，是没有争论的。慧沼将“动发思”视作“作动意思”，由此认为于前二思之
外有第三种思能推动意识活动，所以意业如身语业一样也应该有“动发思”。审虑
思、决定思为起三业之加行，动发思正起身、语、意三业，意业动发思是意业之根
本业道。这类似于上文经部的观点。而从《成业论》及《成唯识论》看来，并没有
第三种思推动意识活动，仅仅是前二思推动意识称为“作动意思”。在《大乘法苑
义林章补阙》中，慧沼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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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由此，在慧沼
的著作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也是后来日本传承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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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唐）慧沼著：《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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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 43 册，第 667 页中。《成唯识论了义灯》
卷 6：“业有三思，身、语唯动发；意可通三，作动意故，亦有动发。”《大正藏》第 43 册，第 781 页上。慧沼著：
《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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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 39 册，第 242 页下。
《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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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 39 册，第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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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唯识论》卷 1，《大正藏》第 31 册，第 5 页上。
e

（唐）慧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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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续藏经》
第 55 册，第 164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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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之，在早期佛教中，业只是一“思”，即动机。有了动机之后，这种动机表
现为三类行为即三业。动机在前，三业在后。不过促使三类行为的动机分为生起时
及生起后，被称为“思业”及“思已”。业是“思”，故称为“思业”，并不能看
出具有“思业”“思已业“两种分类。另外，究竟是前阶段的动机在“思已”阶段
身语意上表现，还是另外有某种属于“思已”阶段的“思”对身语意有推动作用（如
经部的“作事思”）？或者“思已”阶段根本不是“思”（如有部“思已”是色），
属于“思”的仅是前阶段。这都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空间。阿毗达磨时代，将
“二思”等同于“二业”，除了二思或二业的前后时间关系，更明确增加二者主被
动关系。对于有部，“思已”阶段意味着已经不是“思”；“思”和“思已”的主
被动关系，主要表现在“思已”（cetayitvā）独立式转化为过去被动分词的“思等起”
（cetanā janita）的用法，具体则是意业和身语业之间的关系。对经部来说，“思已”
阶段仍是“思”—“作事思”，这种“思”不同于前阶段的“思惟思”；“思”和
“思已”之间不具有主被动关系，这层关系表现在“思已”和身语意之间。上座部
阿毗达磨“思”和“思已”之间也不具有主被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思”及作
为意业的“思相应法”对身语意的关系。在三业分类上，上座部阿毗达磨和北传阿
毗达磨截然相反。就上座部而言，“思—思相应法”及“思业—心所思”中，身语
业分别对应于前者，意业对应于后者。就北传而言，经部业是思，思已业是身语意
业，符合早期佛教观点。有部意业是思，而身语业是色，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观点。
思业是意业，思已业是身语业，与早期佛教也不同。瑜伽行派在二思基础上有三思
的说法，将动发思等同于有部的“近因等起”，则面临一定的矛盾，主要是“动发
思”“近因等起”和身语业是俱时还是异时，这成为唯识宗及日本法相宗主要解决
的问题。唯识宗更提出四思的说法，以求“二思”“三思”的问题得到圆满解答。
从“业”只是一思，到二思、三思、四思的诠释，可以看出“业”这一佛教重要教
义从印度至中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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