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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学中的梦及其业果

余翔 a

【摘要】梦境由于其虚幻性，在唯识中常用来作为心外之境的比喻。但是做梦本

身是一种心理活动，心识及其活动并非不存在。本文在唯识学语境中梳理梦这一特殊

的心识活动，就其主体、认知正误、业果等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梦的主体为眠心所、

第六识及其他相应心所。通过梳理唯识典籍中关于梦的描述，可以得知梦中也可以生起

闻慧、思慧等符合《瑜伽师地论》中所说的正教量的正确认知。通过对从《瑜伽师地论》

到《成唯识论了义灯》中思业的分辨，发现思业这一概念随着唯识义的强化，不断在唯

识典籍中得到完善，由此，梦所造业这一无关身体语言行为的意业也由《瑜伽》中的不

感异熟果，变为后期唯识典籍中的不定感果。

【关键词】梦；眠心所；加行善；闻思慧；三种思；意业

梦境在唯识中常常被用来作为心外之境虚幻不实的比喻。虽然梦境并非真实的存

在，在唯识的三类境中，属于只有识内相分，而无本质境的“独影境”，因此能作为“唯

识无境”这一理论的典型比喻。但是能产生梦境的心识及其活动却并非不存在。作为一

种心理活动，梦虽然暗昧混沌，却与觉醒时的心理活动一样，也具有记忆、概念等认知

活动，以及善恶等伦理性质。那么由此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果梦也是心识活动的产物，

那么梦中的认知活动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以及既然梦有善恶，那么从佛教的因果论来

说，这些善恶性质的心理活动是否会产生相应的果报等。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

是修行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在唯识学语境中对梦这一特殊的心理活

动进行梳理，来厘清上述种种问题。

a　 作者单位：江苏省佛学院清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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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的主体

先来看梦的主体，《瑜伽论记》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问：梦以何为体耶？答：《婆沙》六说，评家取心、心所为体为正。今

大乘中亦以眠相应心、心所法为体。a

勘《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以下简称《婆沙》）三十七卷，应为五说，其余四

说分别为“意为自性”“念为自性”“五取蕴为自性”“一切法为自性”b。《婆沙》

此处下文中还问道：“梦在意地，非五识身，如何梦中能见色等？”c之所以有这样的

问题，是因为有部认为梦中所见都是真实，所谓“缘无心不生”，没有识外的认识对象

心就不会生起。在唯识中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第六意识的认识活动可以没有意识

外的疏所缘缘，梦中所见色等只是第六意识内的相分。由上述问题可以得知，《婆沙》

认为梦只是第六意识的活动。《瑜伽论记》说大乘中梦以与眠相应的心和心所为主体，

此“眠”即眠心所。在唯识的百法中，眠心所只与第六意识相应。《瑜伽师地论》（以

下简称《瑜伽》）也说意识有十五种不共业：“又诸意识望余识身有胜作业，谓分别所缘、

审虑所缘、若醉、若狂、若梦、若觉、若闷、若醒、若能发起身业语业、若能离欲、若

离欲退、若断善根、若续善根、若死若生等。”d因此，在梦的主体为何这一点上，有

部与唯识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都以第六意识及其相应的心所为主体。《瑜伽论记》中说“以

眠相应心、心所法为体”，而没有说“以意识及其相应心所为体”，是因为眠心所是区

分梦中意识与觉醒意识的标志。

眠心所也称睡眠，其作用在唯识各种典籍中的说法都相同，如《瑜伽》说：“睡眠者，

谓心极昧略。”e《显扬圣教论》说：“睡眠者，谓略摄于心不自在转为体，能障毗钵

舍那为业，乃至增长睡眠为业。”f《成唯识论》说：“眠谓睡眠，令身不自在昧略为性，

障观为业。谓睡眠位身不自在，心极暗劣，一门转故。昧简在定，略别寤时，令显睡眠

非无体用。”g因此，眠心所的作用是使身心不能自在地活动，使心处于一种暗钝的状

a　 [ 新罗 ]遁伦集撰：《瑜伽论记》卷一，《大正藏》第 42 册，第 320 页。

b　 参见（唐）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七，《大正藏》第 27 册，第 182 页。

c　（唐）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七，《大正藏》第 27 册，第 193 页。

d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一，《大正藏》第 30 册，第 280 页。

e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十一，《大正藏》第 30 册，第 329 页。

f　（唐）玄奘译：《显扬圣教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483 页。

g　（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七，《大正藏》第 31 册，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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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从而与定中意识及觉醒时的意识活动相区别。而眠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

的睡眠，因为在唯识中，睡眠分为有心睡眠与无心睡眠。如《成唯识论述记》中所说：

世间、圣教有于无心之位亦名睡眠，此假立也。如论说言，无心睡眠，

此则是也。由眠所引，似起眠时，故亦名眠。a

唯识学认为，第六识在五种状态下不生起，其中之一就是无心睡眠。无心睡眠是

由眠心所引起，所以也称为睡眠，但只是假立睡眠的名称，并非论中所说的睡眠心所，

由此《成唯识论述记》认为眠心所有单独的主体，属于实法。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有心睡眠都是梦呢？《婆沙》认为假如醒后能回忆起所曾梦见

的事，并且能为他人述说的称为梦。假如醒后回忆不起来，或者能回忆但不能为他人述

说的，也是梦，但是不圆满，不是论中所要讨论的梦的含义。在唯识典籍中，对此没有

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在《成唯识论》中说生死状态时说道：“谓生死时身心昏昧，如睡

无梦、极闷绝时，明了转识必不现起。”b而关于“如睡无梦”，《成唯识论述记》的

解释是：“如睡无梦，即五位中无心睡眠。”c既然无梦睡眠就是无心睡眠，那么反过

来说，有心睡眠就是有梦睡眠，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唯识中有心睡眠都可称为梦。此梦

以眠心所、第六意识及其他相应心所为主体。

二、梦的认知活动

据《成唯识论》及《成唯识论述记》所说，与眠相应的心所有除了轻安之外的所

有遍行、别境、不定、善、烦恼、随烦恼六类心所。因为轻安不属于欲界，眠则只存在

于欲界。由此可见，与眠相应的意识及其心所具备所有进行思维活动的心理因素，如进

行思维简择的慧心所，能产生确定性理解的胜解心所，能产生回忆的念心所，能寻求伺

察的寻伺心所，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显扬圣教论》及《成唯识论》等中都说眠心所能使心暗昧，能

障碍“观”，而进行观想这一思维活动的正是慧心所。既然眠心所能障碍观，为什么还

能与慧心所相应呢？对此，《成唯识论义蕴》解释说：

问：前言悔障止，眠障观，此即悔眠与定慧不得俱起，如何论说行相无违？答：

前据等引及殊胜慧，故说为障。此约等持，闻思劣慧，悔眠可与俱也。d  

a　（唐）窥基撰：《成唯识论述记》卷七，《大正藏》第 43 册，第 467 页。

b　（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三，《大正藏》第 31 册，第 16 页。

c　（唐）窥基撰：《成唯识论述记》卷四，《大正藏》第 43 册，第 364 页。

d　（唐）道邑集：《成唯识论义蕴》卷四，《卍續藏》第 49 册，第 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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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引与等持都是定的意思，但是等引只是指定位，等持还通散心位。二者的区别

如《成唯识论了义灯》所说：“等引通有无心，唯定非散。《瑜伽》十一云：非于欲

界心一境性。等持有心，通定及散。” a在唯识中，定与定心所含义并不相同，定只

是指色界、无色界定以及无漏定等；定心所则是指心专注于一境的心理活动。在欲界，

心专注于所缘对象上时，也能生起定心所，但欲界属于散心位。眠心所只存在于欲界，

所以可与定心所相应，但不能与定相应。《义蕴》中所说的殊胜慧是与闻思慧相对的修慧，

修慧属定中之慧。因此，《成唯识论》等中说眠障碍观，是从等引及修慧的角度来说，

眠不能与定俱起，但不妨与等持、闻思慧等散心状态相应。

既然梦中也可以进行记忆、推理、判断等认知活动，那么梦的认知是正确还是错

误的呢？《宗镜录》明确说梦是非量，即错误的认知。关于认知的真谬，涉及因明量论

的范畴。因明与量论实际上各有各的内涵和指向，本文无意在此展开。大致说来，在陈

那以前的古因明大多立三种正量，即现量、比量、正教量（又叫圣教量、圣言量等），

而陈那以后的新因明只立现量、比量，将正教量归入二量之中。在《瑜伽师地论》中，

没有出现非量这一说法，只是立了现量、比量、圣教量三种正量。其中现量认识被认为

是正确认知最可靠的来源，如《唯识二十论》中说：“诸法由量刊定有无，一切量中现

量为胜。”b现量认识的特点是无分别，即《瑜伽》中所说的“非不现见、非已思应思、

非错乱境界”，《因明正理门论》中所说的“现量除分别”等。因此，现量认识首先是

五识缘五境时未加名言概念等分别的直接的感性认识，第六意识只有在与五识俱起共同

缘境时才具有现量认识。梦中前五识不生起，第六意识只是独散意识，也不与定相应，

所以梦不可能为现量认识。

再来看比量和圣教量。虽然唯识典籍中大都认为睡眠心所会导致昏沉，障碍修行，

从而将其定为五盖八缠等烦恼之一，但也有对有心睡眠，即梦的积极性描述，如《瑜伽》

中说：

云何正念巧便而卧？谓若诸法已闻已思已熟修习，体性是善，能引义利，

由正念故，乃至睡梦亦常随转。由正念故，于睡梦中亦常记忆，令彼法相分

明现前，即于彼法，心多随观。由正念故，随其所念，或善心眠，或无记心眠，

是名正念巧便而卧。c

这里是说瑜伽修习者经过初夜分的经行、宴坐、观想净修之后，如法以正念进入

a　（唐）慧沼撰：《成唯识论了义灯》卷四，《大正藏》第 43 册，第 753 页。

b　（唐）玄奘译：《唯识二十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76 页。

c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二十四，《大正藏》第 30 册，第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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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由于先前的净修，使得睡梦中也能回忆起先前所修之法，并随之而作观想。如果

说“亦常记忆，令彼法相分明现前”只是一种由于先前的长久串习而任运生起的记忆景

象，那么“心所随观”便含有主动观察、加功用行的意味。因此，《瑜伽论记》说梦中

也能生起加行善：

又若《婆沙》第三十七卷云：问：此睡梦中所起善法为加行，为生得善耶？

答：唯生得善，以惛微故。有余师说：亦加行善，以于文义亦简择故。今大

乘中亦通加行善。a

《成唯识论》在说到四种不定心所与善法相应的问题时有两种观点，第二种观点

认为眠心所通加行善：“有义：初二亦加行善，闻思位中有悔眠故。”b窥基在《杂集

论述记》中判此说为正，之后窥基的弟子们也都遵循此说。

《瑜伽师地论》对善法有多种分类，其中之一是分为两类：“或立二种，谓生得

善及方便善”c。方便善就是加行善，唯识典籍中经常两者互用，《成唯识论疏义演》

中更是明确说明：“方便性者，是方便善也，亦云加行善”。d加行善是与不由思维、

任运生起的生得善相对的善法。《集论》的解释为：“何等加行善？谓依止亲近善丈夫故，

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修习净善，法随法行。”e即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进行

思考，并跟随此清净善法修行。《大乘法苑义林章》在说闻思修的《三慧章》中说：“此

三种慧皆非生得，非暗昧故，并加行得，加行善故。”f即闻思修三慧都是加行善。这里，

闻、思、修慧可与《集论》中所说的“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修习净善”一一对应。《大

乘法苑义林章》还说：“实义闻思亦悔眠俱，闻思悔恶、睡眠位中听闻教法，思虑义故，

如《成唯识》第七卷说。”g即在有心睡眠状态中也能生起闻思慧听闻教法、思虑法义。

这里说到梦中可以有闻慧，并不是说在梦中也能生起耳识来听闻教法 h。《成唯识

论义蕴》解释说：“闻思位中有悔眠故者，问：眠无耳识，因何有闻？答：因先所闻，

睡眠位中有慧生故，亦名闻慧。故《瑜伽》说闻谓比量。睡眠时既无说者，实不闻教，

但第六识思惟听教，似耳识闻，故亦名闻也。”i即由于先前曾听闻过教法，所以到了

a　 [ 新罗 ]遁伦集撰：《瑜伽论记》卷一，《大正藏》第 42 册，第 320 页。

b　（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七，《大正藏》第 31 册，第 36 页。

c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三，《大正藏》第 30 册，第 292 页。

d　（唐）如理集：《成唯识论疏义演》卷十，《卍新续藏》第 49 册，第 769 页。

e　（唐）玄奘译：《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二，《大正藏》第 31 册，第 669 页。

f　（唐）窥基撰：《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大正藏》第 45 册，第 356 页。

g　 同上。

h　 除了佛典中所说的极少数依佛菩萨神通力的例子外。

i　（唐）道邑集：《成唯识论疏义演》卷四，《卍新续藏》第 49 册，第 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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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梦中第六意识及慧心所等生起，思维所听过的教法，此时似乎是有耳识生起来听闻，

所以也叫闻。《大乘法苑义林章》说：“闻慧唯取意识相应慧性，所引伴类亦通五识相

应慧性。”a因此，听闻教法只是闻慧生起的条件，闻慧本身还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慧

心所。

《瑜伽》对闻思二慧的定义是：

云何闻所成地，谓若略说，于五明处名、句、文身无量差别，觉慧为先，

听闻领受，读诵忆念。又于依止名身、句身、 文身义中，无倒解了，如是名

为闻所成地。b

云何思所成地？当知略说由三种相：一、由自性清净故，二、由思择所知故，

三、由思择诸法故。c

从“无倒解了”“自性清净”等描述中，很难说闻思慧是不正确的认知，至少符合《瑜

伽》中正教量的定义。《瑜伽》说：

正教量者，谓一切智所说言教，或从彼闻，或随彼法。此复三种：一、

不违圣言，二、能治杂染，三、不违法相。d

正教量不仅仅是指佛等圣者所说的教法，听闻佛法，或随法而修行，只要符合“不

违圣言”等三项原则，也都能称为正教量。所以圆测《解深密经疏》在解释《瑜伽》中的“见

闻觉知”四种言说时说：

所言闻者，闻他所说，闻思慧等以为自性，此即意识相应心聚以为自性。

问：若尔，如何《瑜伽》说闻为圣言量？答：圣言量自有二种：一、圣者言

教为圣言量，此即圣言即量，名圣言量，是持业释。二、闻慧等名圣言量，

此即圣言之量，故言圣言量，是依主释。《瑜伽》依此故说闻慧等为圣言量。e

所以，圣言量一是从教来说，佛陀等圣者所说教法为圣言量；一是从量来说，思

量佛陀等圣者所说教法的闻慧等也称为圣言量。因此，《瑜伽》中说闻思慧是圣言量。

到了窥基及其后的中国唯识宗的典籍中，认为闻思慧是比量：

a　（唐）窥基撰：《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大正藏》第 45 册，第 350 页。

b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十三，《大正藏》第 30 册，第 345 页。

c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361 页。

d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大正藏》第 30 册，第 358 页。

e　（唐）圆测撰：《解深密经疏》卷二，《卍新续藏》第 21 册，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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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了义灯》：“问：三种练磨通能、所治及以所练，各以何法

而为自性？答：能练总以闻思二慧而为自体，由闻于他，发心修行，引他例已，

策发自心，比量智故，故是闻慧。”a

《成唯识论疏抄》：“若独头意识及闻思慧等，或缘一法，或缘多法，

带名言故，智假解故，是比量心，总名共相。”b

《成唯识论疏抄》：“三慧者，若因位中，第六识中即有闻思修三慧。

闻思修中，是比量，修慧是现量。”c

还有上文所引的《成唯识论义蕴》等，都认为闻思慧是比量。《瑜伽》中说闻慧

等是圣言量，而到了窥基及其弟子这里则说为比量，或许是受到陈那新因明的影响。这

一点可留待以后再讨论。

总而言之，在唯识学中，认为梦中除了有不由作意、任运生起的生得善之外，也

可以由加功用行生起闻思慧等正确的认知。但这毕竟是少数情况，需要修行者在日常修

行中反复熏习正知正念，以及入眠之前作相应的观想净修等，才能将此正知正念延续到

梦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普通人来说，眠心所能使人身心昏昧，身在梦中而

不自知，将虚幻的梦境执为实有，从而生起种种烦恼。《宗镜录》说梦为非量，或许就

是依这大多数情况而言。

三、梦的业果

既然梦具有善恶等性质，那么梦中的心理活动是否会带来相应的果报呢？《唯识

二十论》（以下简称《二十论》）中有一颂说到这个问题，真谛译的《大乘唯识论》此

句颂文为：“梦识由眠坏，未来果不同”，下面的长行译为：“是正因能令梦心无有果报，

谓惛睡所坏故，心弱不能成善恶业。”意即梦中的心理活动不能造业，也不会受果报。

但是观另外几家译本，却并非如此。下面将陈真谛与魏菩提流支、唐玄奘三家译本并列

作一对比：

【魏】无明覆于心，故梦寤果别。

问曰：若如梦中虚妄心识无实境界，寤亦尔者，以何义故，梦中寤中行善恶法，

爱与不爱果报不等？

答曰：偈言“无明覆于心，故梦寤果别”故，此明何义，我已先说。唯有内心，

a　（唐）慧沼撰：《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七，《大正藏》第 43 册，第 794 页。

b　（唐）灵泰撰：《成唯识论疏抄》卷四，《卍新续藏》第 50 册，第 189 页。

c　（唐）灵泰撰：《成唯识论疏抄》卷五，《卍新续藏》第 50 册，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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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外境界，以梦寤心差别不同，是故不依外境界等成就善业、不善业故。a

【陈】若如梦识无境界，觉识亦如此者，云何梦觉二人行善作恶，爱憎两果未来

不同？

梦识由眠坏，未来果不同。

是正因能令梦心无有果报，谓惛睡所坏故，心弱不能成善恶业。b

【唐】若如梦中境虽无实而识得起，觉识亦然，何缘梦觉造善恶行，爱非爱果当

受不同？颂曰：

心由睡眠坏，梦觉果不同。

论曰：在梦位，心由睡眠坏，势力羸劣，觉心不尔，故所造行当受异熟胜劣不同，

非由外境。c

魏译本与唐译本都只是说由于睡眠的势力，导致梦中所造业和觉醒时所造业有差

别，所受的果报也有所不同。另外还可以以韩镜清先生据藏译本所译出的《二十论》作

为参考：

心者由眠遮掩故，是故梦与果不同。

彼者非是由有以此为因之义。d

此译本也只是说梦之果与醒时不同。

再看《二十论》的两部疏。《唯识二十论述记》对此句颂文及长行的解释为：“由

梦坏心，觉时不尔，故此二位所造善恶当受异熟，非梦果胜，梦果乃劣，非由外境其果

不同。”e《成唯识宝生论》的解释为：“心由睡眠坏，梦觉果不同者，然则梦心由睡

坏故，性不分明，即此善恶能招劣果。”f

对照其他几家译本来看，《二十论》的原本中当为梦时与醒时感果不同为妥。但

真谛译为不造业、不感果，应该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二十论述记》中也说：

梦时与觉无境是同，觉时与梦俱造众业，何故觉行感果苦楚，或有现报等；

梦时造行感果微劣，或无果等。g

其中说到“或无果等”。曾参加过玄奘译场工作的道世在《法苑珠林》中也说梦

a　（魏）瞿昙般若流支译：《唯识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69 页。

b　（陈）真谛译：《大乘唯识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73 页。

c　（唐）玄奘译：《唯识二十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76 页。

d　 韩镜清译：《唯识二十论》藏译本。据弥勒道场网站 http://www.mldc01.org/hlsft1.htm。

e　（唐）窥基撰：《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二，《大正藏》第 43 册，第 1003 页。

f　（唐）义净译：《成唯识宝生论》卷五，《大正藏》第 31 册，第 94-95 页。

g　（唐）窥基撰：《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二，《大正藏》第 43 册，第 10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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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业不受果报：“

问：梦为善、不善、无记耶？答：亦善、不善、无记。若梦见礼佛听法说法，

此是善功德。若梦见杀盗淫，此是不善梦。若梦见青黄赤白色等，此是无记梦也。

问曰：若尔者，应受果报？答曰：不受果报。何以故？以心业羸弱故不感报。a

那么，到底梦中能不能造业，受不受果报呢b？这涉及大小乘佛教复杂的业力论，

此处或许可以从唯识中思业及业道内涵的变迁这一角度来进行考察。

在《瑜伽》中，对业有多种分类，其中一类两分法将业分为增长业和不增长业：

增长业者 , 谓除十种业。何等为十？一梦所作业，二无知所作业，三无故

思所作业，四不利不数所作业，五狂乱所作业，六失念所作业，七非乐欲所作业，

八自性无记业，九悔所损业，十对治所损业。除此十种，所余诸业名为增长。

不增长业者，谓即所说十种业。c

其中，梦所造业为不增长业。关于不增长业受果报的情况，又牵涉到两种业：故

思业与不故思业：

作业者，谓若思业，若思已所起身业、语业。不作业者，谓若不思业，

若不思已不起身业、语业。d

故思业者，谓故思已，若作业若增长业。不故思业者，谓非故思所作业。e

此中故思所造业者，谓先思量已，随寻思已，随伺察已，而有所作。彼

或错乱，或不错乱。其错乱者，谓于余处思欲杀害，或欲劫盗，或欲别离，

或欲妄语及欺诳等。如是思已，即以此想别处成办。当知此中由意乐故说名

为重，不由事故说名为重。不错乱者，当知其相与此相违。若异此业，是即

名为非故思造。f

从《瑜伽》此处的描述可知，“故思”是指思量、寻思等思维活动，带有善恶性质，

本身也是业，即意业。“故思所造业”是指经过思考之后故意所造的身业、语业，也称“故

思业”。

a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二，《大正藏》第 53 册，第 533 页。

b　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能引未来世生命的引业及此业所招感的异熟果报。

c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九，《大正藏》第 30 册，第 319 页。

d　 同上。

e　 同上。

f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九十，《大正藏》第 30 册，第 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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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又根据受果报的情况将业分为两种： 

顺定受业者，谓故思已若作若增长业。顺不定受业者，谓故思已作而不

增长业。a

也就是说，在故思之后所造作的增长业是定受果报之业，而故思之后所造的不增

长业属于不一定受果报之业。在《瑜伽》的十种不增长业中，自性无记业不具有善恶性质，

无论是身语业还是意业，都不感异熟果。其余九种除梦之外都涉及身语业。其中无知所

作、无故思所作、狂乱所作、失念所作、非乐欲所作五种，都可以说是非故思、所作、

不增长，《瑜伽论记》说：“非故思造业是其不定”b。不利不数所作是偶犯的轻业，

是故思所作但不增长，属于不定受业。悔所损业和对治所损业也是故思所作，但之后被

忏悔和圣道所损坏，也属于故思所作不增长，是不定受业。只有梦所作业是故思而非所

作，不包含在上述两种业当中，也就是说，既非定受，也非不定受业，那就可以视为不

受异熟果报之业了。而到了《成唯识论了义灯》中则说：“然增长者，异熟定及时报；

不增长者，俱不定摄”c，就将梦所造业包含到不定业，即是否受异熟果报及受果报的

时间都不确定的业力中。

这里涉及唯识学中对思业的内涵不断完善的过程。思业与思已业是一对概念，在

小乘有部中，思业指意业，思已业指身语二业。身语二业分别立表业和无表业，都是以

色法为体，因此也叫表色、无表色。意业不立表业，因为无所表示。《瑜伽》关于思业

的观点与有部基本相同，即认为思业为意业，思已业指意业引发的身语业。不同的是，

《瑜伽》中立了意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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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虽然《瑜伽》由此来彰显心识造作的重要性，但还是随顺有部的说法，认为思只

是业而非业道：“复次，思是业非业道。杀生乃至绮语，亦业亦业道。贪恚邪见，业

道非业。”e业是有所造作之意；道具有游履和通生二意，即能作为业作用的场所以及

通往异熟果报之路。与《婆沙》的观点相同，《瑜伽》也认为在十业道中，只有身三、

语四既是业，也是业道，能招异熟果报。因此，在这里思业只是业，非业道，不能招感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九，《大正藏》第 30 册，第 319 页。

b　 [ 新罗 ]遁伦集撰：《瑜伽论记》卷二十三，《大正藏》第 42 册，第 837 页。

c　（唐）慧沼撰：《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五，《大正藏》第 43 册，第 767 页。

d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三，《大正藏》第 30 册，第 589 页。

e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大正藏》第 30 册，第 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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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熟果报。

而到了《大乘成业论》中，强化了唯识的含义，在破除了形色等身语表色为实有之后，

立审虑、决定、发动三种思，与三种业相对应。认为审虑、决定思为意业，发动身语业

之思为身语业的主体。因此，思业为审虑思、决定思；思已业为发动思。发动思能熏成

善恶种子，在此种子未损害的状态上建立身语二种无表业，由此而将因果相续归于唯识。

《成业论》进一步彰显了唯识的含义，认为三业都以思为体，并且能含摄十业道：

思复云何得名业道？思有造作，故名为业。复与善趣恶趣为道，通生彼故，

得业道名。或所动身是思业道，三种思业依彼转故。a

这里思既是业，也是业道。其中也保留了《瑜伽》中的解释，以所发动的身业作

为思的业道。虽然这里的身语业是以思为体，与有部所说的色法在主体上完全不同，但

最终还是要身体及语言有所动作才能称为业道。

 《成唯识论》除了继承《大乘成业论》所说的三业分别以三思现行为体的观点之外，

对表与无表，业与业道的含义做了进一步完善：

表既实无，无表宁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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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尊经中说有三业，拨身语业岂不违经？不拨为无，但言非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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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身语思，有所造作，说名为业；是审、决思所游履故，通生苦乐异熟果故，

亦名为道。故前七业道亦思为自性。或身语表由思发故，假说为业；思所履故，

说名业道。b

这里进一步将无表业分为两种：一种是散心中的无表，一种是定心中的无表，即

定道戒。散无表依善恶性质的第三思的种子增长位而立。定道戒依能止恶身语的思心所

现行上立，因为定道戒是随转心，是依定心而起，所以依现行立。并且将第三思作为

前七业道之体。此外，《成唯识论》还会通了《瑜伽》的说法，即身语表是由思引发，

被思所履，所以假名为业及业道。这样就将身语意三业、业道全都归于思上，强化了唯

识的含义。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十业道中，前七身语业道以第三思为体，那么意业

呢？在有部及《瑜伽》中，后三意业道只是业道而非业，而思业只是业非业道。此处十

业道都以思为体，意业本以前二思为体，如果只有第三思是业道，意业是不是业道呢？

a　（唐）玄奘译：《大乘成业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786 页。

b　（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一，《大正藏》第 31 册，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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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成唯识论》中没有提到。

到了窥基的《成唯识论枢要》中，在解释“发身语思”这一条目下他说：“三思之中，

后之二思，二义名道，前思游履；其审虑思，唯生当果一义名道。”a这里就把前二思

也当作业道，认为其也能感召将来的异熟果。由此上述矛盾得到了解决，即以前二思为

体的意业也是业道。

到了慧沼的《大乘法苑林章补阙》中，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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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前二思中的决定思作为意业和意业道的主体，这样就没有二思俱行的过失。

到了这里，作为以前二思为体的梦所作业，也属于业道，也能招感异熟果报，只是由于

此业被眠心所势力毁坏，所受果报不定 c。由此慧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将包括梦在

内的不增长业都称为不定业。而真谛所译《大乘唯识论》中说梦不感果，或许是依小乘

有部及《瑜伽》的观点所说。《法苑珠林》中说梦不感果，也说是“如《善见律》云”d。

由此可见，随着思业内涵在唯识学中的不断强化，梦所作业是否能感异熟果这一

问题也在不断发展。在早期的唯识典籍如《瑜伽》中，思业只是业而非业道，所以不涉

及身体语言行为的单纯意业不能感召异熟果。到了后期的唯识典籍中，心识的作用得到

进一步强化，三业都以思为主体，思业既是业，也是业道。尤其是到了窥基及其弟子的

著作中，将三种思的作用进一步细分，十业道中，前七身语业道以第三思为主体，后三

意业道以前二思为主体。这样，三业含摄十业道，归于一思。由此，梦所作业也有了感

召异熟果的可能性。

a　（唐）窥基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23 页。

b　（唐）慧沼撰：《大乘法苑林章补阙》卷八，《卍新续藏》第 55 册，第 164 页。

c　 也有通过忏悔等来减轻业报从而不受果报的情况。

d　《善见律》为小乘律部五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