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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三界繫業三界繫業三界繫業三界繫業     ( ( ( (〈〈〈〈繫業繫業繫業繫業品品品品〉〉〉〉第第第第 103 103 103 103 ))))    

((((一一一一))))    三界繫業三界繫業三界繫業三界繫業    

        1.1.1.1.    名稱與名稱與名稱與名稱與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業業業業                    行行行行    

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    在欲界受報的業在欲界受報的業在欲界受報的業在欲界受報的業    如如如如：：：：1.1.1.1.在三界中造不善業在三界中造不善業在三界中造不善業在三界中造不善業    

    2.    2.    2.    2.在三界中散心所造善業在三界中散心所造善業在三界中散心所造善業在三界中散心所造善業    

      (      (      (      (下品善業下品善業下品善業下品善業))))         

色界繫業色界繫業色界繫業色界繫業    在色界受報的業在色界受報的業在色界受報的業在色界受報的業    如如如如：：：：四禪所攝善業四禪所攝善業四禪所攝善業四禪所攝善業    ((((中品善業中品善業中品善業中品善業))))    

無色界繫業無色界繫業無色界繫業無色界繫業    在無色界受報的業在無色界受報的業在無色界受報的業在無色界受報的業    如如如如：：：：四無色定所攝善業四無色定所攝善業四無色定所攝善業四無色定所攝善業    ((((上品善業上品善業上品善業上品善業))))    

                    ((((〈繫業品〉第 103，頁 432：若業從地獄至他化自在天於中受報若業從地獄至他化自在天於中受報若業從地獄至他化自在天於中受報若業從地獄至他化自在天於中受報，，，，名名名名

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從梵世至阿迦尼吒天受報從梵世至阿迦尼吒天受報從梵世至阿迦尼吒天受報從梵世至阿迦尼吒天受報，，，，名色界繫業名色界繫業名色界繫業名色界繫業。。。。從虛空處至非從虛空處至非從虛空處至非從虛空處至非

有想非無有想非無有想非無有想非無想處受報想處受報想處受報想處受報，，，，名無色界繫業名無色界繫業名無色界繫業名無色界繫業。。。。))))    

((((〈繫業品〉第 103，頁 438：善業有上善業有上善業有上善業有上、、、、中中中中、、、、下下下下，，，，下者受欲界報下者受欲界報下者受欲界報下者受欲界報，，，，中中中中

者色界報者色界報者色界報者色界報，，，，上者無色界報上者無色界報上者無色界報上者無色界報。。。。又又又又，，，，有人言有人言有人言有人言：「：「：「：「四禪所攝善業四禪所攝善業四禪所攝善業四禪所攝善業，，，，受色界報受色界報受色界報受色界報；；；；

四無色定所攝四無色定所攝四無色定所攝四無色定所攝，，，，受無色界報受無色界報受無色界報受無色界報；；；；餘餘餘餘散散散散心起業心起業心起業心起業，，，，受欲界報受欲界報受欲界報受欲界報」」」」。。。。))))    

  2.   2.   2.   2. 《《《《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與有部之比較與有部之比較與有部之比較與有部之比較    

《《《《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    有部有部有部有部    

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    

通於欲通於欲通於欲通於欲、、、、色色色色、、、、無色三界無色三界無色三界無色三界    

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    

唯在欲界唯在欲界唯在欲界唯在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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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大乘義章》卷 7，大正 44，頁 602 中~下：依如毘曇依如毘曇依如毘曇依如毘曇，，，，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

唯欲界起唯欲界起唯欲界起唯欲界起，，，，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受報之時，，，，亦在欲界亦在欲界亦在欲界亦在欲界。。。。色界繫業色界繫業色界繫業色界繫業，，，，起在欲起在欲起在欲起在欲、、、、色色色色，，，，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受報之時，，，，

唯在色界唯在色界唯在色界唯在色界，，，，不通餘處不通餘處不通餘處不通餘處。。。。無色界業無色界業無色界業無色界業，，，，三界通起三界通起三界通起三界通起，，，，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受報之時，，，，必在無色必在無色必在無色必在無色。。。。……………………

若依成實若依成實若依成實若依成實，，，，三界繫業當地亦起三界繫業當地亦起三界繫業當地亦起三界繫業當地亦起，，，，在他界中亦得寄起在他界中亦得寄起在他界中亦得寄起在他界中亦得寄起。。。。如在欲界修起八如在欲界修起八如在欲界修起八如在欲界修起八

禪禪禪禪，，，，則是下界寄起上業則是下界寄起上業則是下界寄起上業則是下界寄起上業。。。。又又又又，，，，在上界起邪見等在上界起邪見等在上界起邪見等在上界起邪見等，，，，則是寄起下界不善則是寄起下界不善則是寄起下界不善則是寄起下界不善。。。。))))    

3. 3. 3. 3. 《《《《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主張主張主張主張欲界繫業的造作地欲界繫業的造作地欲界繫業的造作地欲界繫業的造作地點通於三界的理由點通於三界的理由點通於三界的理由點通於三界的理由：：：：    

                    (1) (1) (1) (1) 色界和無色界有色界和無色界有色界和無色界有色界和無色界有「「「「邪見邪見邪見邪見」，「」，「」，「」，「邪見邪見邪見邪見」」」」性性性性屬屬屬屬「「「「不善不善不善不善」，」，」，」，是是是是「「「「苦惱因苦惱因苦惱因苦惱因」」」」，，，，

屬於屬於屬於屬於「「「「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欲界繫業」」」」。。。。    

                    (2) (2) (2) (2) 色色色色、、、、無色界的天人無色界的天人無色界的天人無色界的天人亦聽亦聽亦聽亦聽聞佛聞佛聞佛聞佛法法法法、、、、禮禮禮禮敬敬敬敬佛佛佛佛陀陀陀陀，，，，此屬於此屬於此屬於此屬於「「「「欲界繫善業欲界繫善業欲界繫善業欲界繫善業」」」」。。。。    

((((〈繫業品〉第 103，頁 436~437：問曰問曰問曰問曰：：：：若在色若在色若在色若在色、、、、無色界無色界無色界無色界，，，，亦能起不亦能起不亦能起不亦能起不

善業耶善業耶善業耶善業耶？？？？答曰答曰答曰答曰：：：：彼中能起不善業彼中能起不善業彼中能起不善業彼中能起不善業，，，，經說彼中有邪見經說彼中有邪見經說彼中有邪見經說彼中有邪見，，，，邪見非邪見非邪見非邪見非不不不不善乎善乎善乎善乎？？？？

問曰問曰問曰問曰：：：：彼中邪見是無記彼中邪見是無記彼中邪見是無記彼中邪見是無記，，，，非不善也非不善也非不善也非不善也。。。。答曰答曰答曰答曰：：：：非無記非無記非無記非無記，，，，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佛經佛經佛經佛經

中說中說中說中說，，，，邪見是苦惱因邪見是苦惱因邪見是苦惱因邪見是苦惱因，，，，邪見人所起身口意業有所造作邪見人所起身口意業有所造作邪見人所起身口意業有所造作邪見人所起身口意業有所造作，，，，皆為苦報皆為苦報皆為苦報皆為苦報；；；；猶猶猶猶

如苦瓠如苦瓠如苦瓠如苦瓠，，，，所有四大所有四大所有四大所有四大，，，，盡為苦味盡為苦味盡為苦味盡為苦味。。。。如欲界邪見不善如欲界邪見不善如欲界邪見不善如欲界邪見不善，，，，色色色色界界界界、、、、無色界亦以無色界亦以無色界亦以無色界亦以

此相此相此相此相，，，，故名不善故名不善故名不善故名不善，，，，以相同故以相同故以相同故以相同故。。。。))))    

((((〈繫業品〉第 103，頁 438~439：答曰答曰答曰答曰：：：：是中無此因緣是中無此因緣是中無此因緣是中無此因緣，，，，若在欲界能若在欲界能若在欲界能若在欲界能

起色起色起色起色、、、、無色善業無色善業無色善業無色善業，，，，在色在色在色在色、、、、無色界不能起欲界善業耶無色界不能起欲界善業耶無色界不能起欲界善業耶無色界不能起欲界善業耶？？？？……………………又又又又，，，，經中佛經中佛經中佛經中佛

語手天子語手天子語手天子語手天子：「：「：「：「當念住心受當念住心受當念住心受當念住心受麁麁麁麁相相相相」」」」，，，，麁麁麁麁相相相相即即即即是欲界繫心是欲界繫心是欲界繫心是欲界繫心，，，，是人隨以善心是人隨以善心是人隨以善心是人隨以善心

聽法禮佛聽法禮佛聽法禮佛聽法禮佛，，，，皆是欲界繫心皆是欲界繫心皆是欲界繫心皆是欲界繫心。。。。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若不爾者，，，，不名不名不名不名麁麁麁麁相相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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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佛教業論與外道宿命論之不同佛教業論與外道宿命論之不同佛教業論與外道宿命論之不同佛教業論與外道宿命論之不同    

外外外外道宿命論道宿命論道宿命論道宿命論    佛教業論佛教業論佛教業論佛教業論    

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現世所受一切苦樂    

都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都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都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都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    

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的來源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的來源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的來源現世所受一切苦樂的來源，，，，有三種有三種有三種有三種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1111.... 純粹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純粹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純粹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純粹是過去世所造業的果報    

2222.... 過去世所造業過去世所造業過去世所造業過去世所造業的影響加上的影響加上的影響加上的影響加上現世現世現世現世

作為作為作為作為而成的結果而成的結果而成的結果而成的結果    

3333.... 純粹是現世作為的結果純粹是現世作為的結果純粹是現世作為的結果純粹是現世作為的結果    

((((〈繫業品〉第 103，頁 433：一切欲界法盡是欲界繫業報一切欲界法盡是欲界繫業報一切欲界法盡是欲界繫業報一切欲界法盡是欲界繫業報。。。。問曰問曰問曰問曰：：：：若若若若

爾爾爾爾，，，，則是外道邪論則是外道邪論則是外道邪論則是外道邪論，，，，謂一切所受苦樂皆是先業因緣謂一切所受苦樂皆是先業因緣謂一切所受苦樂皆是先業因緣謂一切所受苦樂皆是先業因緣。。。。……………………答曰答曰答曰答曰：：：：汝言汝言汝言汝言

「「「「是外道邪論是外道邪論是外道邪論是外道邪論」，」，」，」，是事不然是事不然是事不然是事不然。。。。外道說苦樂好醜但是先業果報外道說苦樂好醜但是先業果報外道說苦樂好醜但是先業果報外道說苦樂好醜但是先業果報，，，，然則不然則不然則不然則不

應復假現在因緣應復假現在因緣應復假現在因緣應復假現在因緣，，，，而實見萬物從現在緣生而實見萬物從現在緣生而實見萬物從現在緣生而實見萬物從現在緣生，，，，如種子等如種子等如種子等如種子等，，，，故不得言一切故不得言一切故不得言一切故不得言一切

皆從先業因緣皆從先業因緣皆從先業因緣皆從先業因緣。。。。))))    

((((另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7，大正 30，頁 30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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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黑黑黑黑黑報業黑報業黑報業黑報業    等四種業等四種業等四種業等四種業     ( ( ( (〈〈〈〈四業品四業品四業品四業品〉〉〉〉第第第第 107 )107 )107 )107 )    

((((一一一一) ) ) ) 名稱與解釋名稱與解釋名稱與解釋名稱與解釋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成實論》》》》的解釋的解釋的解釋的解釋    有部的解釋有部的解釋有部的解釋有部的解釋    

1111.... 黑黑報業黑黑報業黑黑報業黑黑報業    

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純苦純苦純苦純苦惱惱惱惱處處處處」」」」的的的的

不善業不善業不善業不善業    

（（（（純苦純苦純苦純苦惱惱惱惱處處處處：：：：無間地獄以及少無間地獄以及少無間地獄以及少無間地獄以及少

部分惡鬼部分惡鬼部分惡鬼部分惡鬼、、、、畜生畜生畜生畜生））））    

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三惡三惡三惡三惡道道道道」」」」的不善的不善的不善的不善

業業業業    

    

2222.... 白白報業白白報業白白報業白白報業    

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無苦惱處無苦惱處無苦惱處無苦惱處」」」」的的的的

善業善業善業善業    

（（（（無苦惱處無苦惱處無苦惱處無苦惱處：：：：色界色界色界色界、、、、無色界無色界無色界無色界、、、、

少部分欲界天及人少部分欲界天及人少部分欲界天及人少部分欲界天及人））））    

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色界色界色界色界」」」」的善業的善業的善業的善業    

    

3333.... 黑白黑白黑白黑白黑白黑白黑白黑白    

報業報業報業報業    

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苦樂相雜處苦樂相雜處苦樂相雜處苦樂相雜處」」」」

的善惡二業的善惡二業的善惡二業的善惡二業    

((((苦樂相雜處苦樂相雜處苦樂相雜處苦樂相雜處：：：：部分的欲界天部分的欲界天部分的欲界天部分的欲界天、、、、

人人人人、、、、畜生畜生畜生畜生、、、、惡鬼惡鬼惡鬼惡鬼、、、、地獄地獄地獄地獄))))    

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能使投生於「「「「欲界人欲界人欲界人欲界人、、、、天天天天」」」」的的的的

善業善業善業善業    ((((它與惡業交雜而起它與惡業交雜而起它與惡業交雜而起它與惡業交雜而起))))    

((((《《《《俱舍論俱舍論俱舍論俱舍論》》》》卷卷卷卷 16161616：「：「：「：「欲界善業名欲界善業名欲界善業名欲界善業名

為為為為「「「「黑黑黑黑白白白白」」」」，，，，惡所雜故惡所雜故惡所雜故惡所雜故」」」」))))    

    

    

4444.... 不黑不白不黑不白不黑不白不黑不白    

無報業無報業無報業無報業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無漏業無漏業無漏業無漏業    

十七學思十七學思十七學思十七學思：：：：    

((((1111)))) 見道見道見道見道位位位位之苦之苦之苦之苦、、、、集集集集、、、、滅滅滅滅、、、、道四道四道四道四

法智忍法智忍法智忍法智忍俱行無漏思俱行無漏思俱行無漏思俱行無漏思 

((((2222)))) 修道修道修道修道位位位位之之之之斷欲界斷欲界斷欲界斷欲界煩惱的煩惱的煩惱的煩惱的九個九個九個九個

無間道無間道無間道無間道俱行無漏思俱行無漏思俱行無漏思俱行無漏思        

((((3333)))) 修道修道修道修道位位位位之斷色界之斷色界之斷色界之斷色界初禪至四禪初禪至四禪初禪至四禪初禪至四禪

煩惱的第九無間道煩惱的第九無間道煩惱的第九無間道煩惱的第九無間道俱行無漏俱行無漏俱行無漏俱行無漏

思思思思    

   (   (   (   (〈四業品〉第 107，頁 455~456：黑黑報業者黑黑報業者黑黑報業者黑黑報業者，，，，隨以何業生苦惱處隨以何業生苦惱處隨以何業生苦惱處隨以何業生苦惱處，，，，如如如如

阿鼻地獄阿鼻地獄阿鼻地獄阿鼻地獄，，，，及餘苦惱無善報處及餘苦惱無善報處及餘苦惱無善報處及餘苦惱無善報處，，，，若畜生若畜生若畜生若畜生、、、、餓鬼少分餓鬼少分餓鬼少分餓鬼少分。。。。與此相違名第二與此相違名第二與此相違名第二與此相違名第二

業業業業，，，，隨以何業生無苦惱處隨以何業生無苦惱處隨以何業生無苦惱處隨以何業生無苦惱處，，，，如色如色如色如色、、、、無色界無色界無色界無色界，，，，及欲界人及欲界人及欲界人及欲界人、、、、天少分天少分天少分天少分。。。。黑白黑白黑白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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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名第三業雜名第三業雜名第三業雜名第三業，，，，隨以何業生苦惱不苦惱處隨以何業生苦惱不苦惱處隨以何業生苦惱不苦惱處隨以何業生苦惱不苦惱處，，，，若地獄若地獄若地獄若地獄、、、、畜生畜生畜生畜生、、、、餓鬼餓鬼餓鬼餓鬼、、、、人人人人、、、、

天少分天少分天少分天少分。。。。第四業名無漏第四業名無漏第四業名無漏第四業名無漏，，，，能盡三業能盡三業能盡三業能盡三業。。。。))))    

   (   (   (   (〈四業品〉第 107，頁 457：有人言有人言有人言有人言：「：「：「：「若不善業受惡道報若不善業受惡道報若不善業受惡道報若不善業受惡道報，，，，是名初業是名初業是名初業是名初業；；；；

色界繫善色界繫善色界繫善色界繫善，，，，名第二業名第二業名第二業名第二業；；；；欲界繫欲界繫欲界繫欲界繫天天天天、、、、人人人人中中中中，，，，雜受報業雜受報業雜受報業雜受報業，，，，是名第三業是名第三業是名第三業是名第三業。。。。無無無無

礙道中十七學思礙道中十七學思礙道中十七學思礙道中十七學思，，，，是第四業是第四業是第四業是第四業」」」」。。。。))))    

   (   (   (   (另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114，大正 27，頁 589 下~591 下；玄奘譯《俱

舍論》卷 16，大正 29，頁 83 中~84 上。))))    

((((二二二二) ) ) ) 「「「「黑黑黑黑」」」」、「、「、「、「白白白白」」」」的涵義的涵義的涵義的涵義：：：：        

  1.   1.   1.   1. 「「「「黑黑報業黑黑報業黑黑報業黑黑報業」」」」中中中中：：：：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黑黑黑黑」」」」是指能使人墮於黑闇之中是指能使人墮於黑闇之中是指能使人墮於黑闇之中是指能使人墮於黑闇之中的的的的「「「「罪業罪業罪業罪業」」」」，，，，    

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黑黑黑黑」」」」是指是指是指是指在今世和後世所受的在今世和後世所受的在今世和後世所受的在今世和後世所受的「「「「苦報苦報苦報苦報」。」。」。」。    

  2.   2.   2.   2. 「「「「白白報業白白報業白白報業白白報業」」」」中中中中：：：：第第第第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白白白白」」」」是指純淨的是指純淨的是指純淨的是指純淨的「「「「善業善業善業善業」」」」，，，，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白白白白」」」」

是指是指是指是指今世後世的今世後世的今世後世的今世後世的「「「「樂報樂報樂報樂報」」」」。。。。    

  3.   3.   3.   3. 「「「「黑白黑白報業黑白黑白報業黑白黑白報業黑白黑白報業」」」」中中中中：：：：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黑白黑白黑白黑白」」」」是指是指是指是指「「「「善善善善、、、、惡業交雜惡業交雜惡業交雜惡業交雜」，」，」，」，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個個個個「「「「黑白黑白黑白黑白」」」」是指是指是指是指「「「「苦報苦報苦報苦報、、、、樂報交雜樂報交雜樂報交雜樂報交雜」。」。」。」。    

  4.   4.   4.   4. 「「「「不黑不白不黑不白不黑不白不黑不白無無無無報業報業報業報業」」」」中中中中，，，，所謂所謂所謂所謂「「「「不白不白不白不白」：」：」：」：    

    (1)     (1)     (1)     (1) 為了顯示無漏業不同於為了顯示無漏業不同於為了顯示無漏業不同於為了顯示無漏業不同於「「「「白白報業白白報業白白報業白白報業」」」」（（（（屬有漏善業屬有漏善業屬有漏善業屬有漏善業）））），，，，無漏業的無漏業的無漏業的無漏業的

「「「「白白白白」」」」是最殊勝而無相待的是最殊勝而無相待的是最殊勝而無相待的是最殊勝而無相待的，，，，故稱為故稱為故稱為故稱為「「「「不白不白不白不白」。」。」。」。    

    (2)     (2)     (2)     (2) 依白報依白報依白報依白報（（（（樂報樂報樂報樂報））））而將其業稱為而將其業稱為而將其業稱為而將其業稱為「「「「白白白白」，」，」，」，無漏業沒有報無漏業沒有報無漏業沒有報無漏業沒有報，，，，故稱為故稱為故稱為故稱為「「「「不不不不

白白白白」。」。」。」。    

((((〈四業品〉第 107，頁 456：若業二世所呵若業二世所呵若業二世所呵若業二世所呵，，，，今呵今呵今呵今呵、、、、後呵後呵後呵後呵，，，，是人為罪墮是人為罪墮是人為罪墮是人為罪墮

在黑闇在黑闇在黑闇在黑闇，，，，無有名聞無有名聞無有名聞無有名聞，，，，故名為故名為故名為故名為黑黑黑黑；；；；及及及及二世苦毒二世苦毒二世苦毒二世苦毒，，，，今苦今苦今苦今苦、、、、後苦後苦後苦後苦，，，，故名為黑故名為黑故名為黑故名為黑。。。。))))    

((((〈四業品〉第 107，頁 458~459：問曰問曰問曰問曰：：：：無漏實白無漏實白無漏實白無漏實白，，，，何故名不白耶何故名不白耶何故名不白耶何故名不白耶？？？？答答答答

曰曰曰曰：：：：此白相異此白相異此白相異此白相異，，，，不同第二業白不同第二業白不同第二業白不同第二業白，，，，是白最勝無相待故是白最勝無相待故是白最勝無相待故是白最勝無相待故。。。。……………………此業亦爾此業亦爾此業亦爾此業亦爾，，，，

勝餘白業勝餘白業勝餘白業勝餘白業，，，，故說不白故說不白故說不白故說不白。。。。……………………又又又又，，，，世間貴重有漏善業故名為白世間貴重有漏善業故名為白世間貴重有漏善業故名為白世間貴重有漏善業故名為白，，，，以第四以第四以第四以第四

業能捨此業業能捨此業業能捨此業業能捨此業，，，，故名不白故名不白故名不白故名不白。。。。……………………又又又又，，，，報白故業名白報白故業名白報白故業名白報白故業名白，，，，是業無報是業無報是業無報是業無報，，，，故不名故不名故不名故不名

白白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