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

(kamma)



什么是业?

kamma, 源于字根√kar - 做。

字面意思是行为，造作，做。



什么是业?

任何在身、语、意方面有意志的
行为 (好或不好) 都是业。

在究竟意义上，业是指所有善与
不善之思 (kusala akusala cetanà)



什么是业?

• Cetanàhaü, bhikkhave, kammaü
vadàmi. cetayitvà kammaü
karoti – kàyena vàcàya manasà.

——A.6.63

诸比库，我说思即是业。因思而
造作身、语、意之业。



什么是业?

除了佛陀与诸阿拉汉之外，
任何的思都称为业。

无意的、无念的、无心的行
为并不构成业，因为没有造
业的重要因素——思。



业的定律
(kammaniyàma)

Sabbe sattà, kammassakà, kammadàyàdà, 
kammayonã, kammabandhå, kammapañisaraõà, 
yaü kammaü karissanti kalyàõaü và pàpakaü 
và, tassa dàyàdà bhavissanti.

一切有情都是業的所有者，業的繼承
者，以業為起源，以業為親屬，以業
為皈依處。無論所造的是善或惡之業，
都將是它的承受者。



业的定律
(kammaniyàma)

• 同类相应定律——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犹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因果相续定律——自作自受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业的分类

一种业

• 思即是业。



业的分类

两种业

• 善业——善思

• 不善业——不善思



心依本性分为四类：

1. 不善心 (akusala)

2. 善心 (kusala)

3. 果报(异熟)心 (vipàka)

4. 唯作心 (kiriya)



业的分类

三种业

1. 身业
2. 语业
3. 意业



诸法意先行，意主意生成；

若以邪恶意，或说或行动，

由此苦随彼，如轮随兽足。

Manopubbaïgamà dhammà,
manoseññhà manomayà;
manasà ce paduññhena,
bhàsati và karoti và;
tato naü dukkhamanveti,
cakkaüva vahato padaü.

——Dhammapada.1



诸法意先行，意主意生成；

若以清净意，或说或行动，

由此乐随彼，如影随于形。

Manopubbaïgamà dhammà,
manoseññhà manomayà;
manasà ce pasannena,
bhàsati và karoti và;
tato naü sukhamanveti,
chàyàva anapàyinã.

——Dhammapada.2



业的分类

四种业——依成熟之地

1. 不善业 (akusala)

2. 欲界善业 (kàmàvacarakusala)

3. 色界善业 (råpàvacarakusala)

4. 无色界善业(aråpàvacarakusala)



业的分类

不善业 (akusalakamma)依身、语、意
三门可分为十种。即：

身不善业

杀生、不与取、欲邪行
语不善业

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
意不善业

贪婪、瞋怒、邪见



业的分类

善业 (kusalakamma)依身、语、意三
门也可分为十种。即：

身善业

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
语善业

离虚妄语、离离间语、离粗恶语、离杂秽语
意善业

不贪婪、不瞋怒、正见



十种作福德之事

1. 布施
2. 持戒
3. 禅修
4. 恭敬
5. 服务
6. 回向功德
7. 随喜功德
8. 听闻佛法
9. 弘扬正法
10.正直己见



八种欲界善心

1. 悦俱智相应无行心，
2. 悦俱智相应有行心；
3. 悦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4. 悦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5. 舍俱智相应无行心，
6. 舍俱智相应有行心；
7. 舍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8. 舍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影响善业功德的三项要素

1. 悦俱或舍俱——
欢喜地做还是中舍地做

2. 智相应或智不相应——
做时是否拥有智慧

3. 无行或有行——
主动还是被动



五种色界善业

1. 寻、伺、喜、乐、一境性俱的初禅善心；

2. 伺、喜、乐、一境性俱的第二禅善心；

3. 喜、乐、一境性俱的第三禅善心；

4. 乐、一境性俱的第四禅善心；

5. 舍、一境性俱的第五禅善心。



四种无色界善业

1. 空无边处善心；

2. 识无边处善心；

3. 无所有处善心；

4. 非想非非想处善心。



业的分类

四种业——依作用

1. 令生业 (janaka kamma)

2. 支持业 (upatthambaka kamma)

3. 阻碍业 (upapãëaka kamma)

4. 毁坏业 (upaghàtaka kamma)



令生业
(janaka kamma)

在结生时及生命期间产生果报
名法与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



支持业
(upatthambaka kamma)

没有机会成熟以产生结生的业，
但它能支持令生业，延长其产生
的乐报或苦报，或支持其产生的
五蕴。

好的越好，坏的越坏



支持业
(人类)

好的支持业能助人长寿、丰衣
足食、健康、富贵等。

不善的令生业使人多病，其他
的不善业则可能会支持它，使
他医疗无效，延长病痛等。



阻碍业
(upapãëakakamma)

没有机会成熟以产生结生的业，
但它能阻碍令生业，缩短其产生
的乐报或苦报，或对抗其产生的
果报。



 善的令生业 – 投生为人

 不善的阻碍业 –下贱、多病、钱财损失、
亲友离散等。

 不善的令生业 – 投生为狗

 善的阻碍业 – 获得美食、照顾、医疗等



毁坏业
(upaghàtakakamma)

能中止其他较弱之业的善或不善
业，不让它继续产生果报，从而
引生自己的果报。



迭瓦达答的例子

• 令生业——出身王族
• 支持业——从小养尊处优
• 阻碍业——被僧团隔离后，失去
供养、名声

• 毁坏业——破僧堕落无间地狱



业的分类

四种业——依成熟顺序

1. 重业 (garuka kamma)

2. 惯行业 (àciõõa kamma)

3. 近死业 (àsanna kamma)

4. 已作业 (kañattà kamma)



业的成熟

不善重业

1. 弑母

2. 弑父

3. 弑阿拉汉

4. 出佛身血

5. 分裂僧团

6. 否定轮回或业报的顽固邪见



造下不善重业的果报

• 今生不可能证得禅那和涅槃

• 下一世必定堕入地狱

迭瓦达答的例子

未生怨王的例子



重善业

证得禅那至临终不退失

黑天隐士(Kàëadevila)的故事

菩萨的禅定老师âëàra Kàlàma和
Uddaka ràmaputta



2.  惯行业
经常造作的善或恶的行为

业的成熟

善的惯行业





Dhammika居士
往生都西答天
的故事



恶的惯行业



法句·15-16偈

Idha socati pecca socati, pàpakàrã ubhayattha socati;
so socati so viha¤¤ati, disvà kammakiliññhamattano.

Idha modati pecca modati, katapu¤¤o ubhayattha modati; 
so modati so pamodati, disvà kammavisuddhimattano. 

此悲死后悲，作恶两处悲；

见自业污染，他悲他苦恼。

此喜死后喜，作福两处喜；

见自业清净，他喜他满足。



3.近死业

在临死前所造下或忆起之业。

业的成熟

• Soõa尊者父亲的故事



临终关怀

• 劝勉放下对眷属、财产等外物的执着。

• 提醒他忆起曾做过的善行。

• 帮他做善事，然后让他随喜。

• 教导他禅修业处，如佛随念等。



临终关怀

• 适当的临终关怀能帮临终者投生善趣。

•不适当的临终关怀则是杀人！



4. 已作业

•不包括於上述三种业、但又
强到足够导致结生之业。

业的成熟



业——依成熟的时间

1. 现法受业 (diññhadhammavedanãya kamma)

2. 次生受业 (upapajjavedanãya kamma)

3. 后后受业 (aparàpariyavedanãya kamma)

4. 无效业 (ahosi k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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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意门心路过程

业即是由七个速行心中的思心所造下的



现法受业

• 第一个速行心所造的业是最弱的，它
只能在当生带来果报。假如因缘不具
足则成为无效业。

•本那(Puõõa)成为多财长者的故事



次生受业

• 第七个速行心所造的业是第二弱的，
它必须在下一生带来果报。假如因缘
不具足则成为无效业。



后后受业

• 中间五个速行心所造的业，只要因缘
具足，能够从它被造下的第二世以后
的任何一世成熟。只要还在生死轮回
当中，这种业永远不会成为无效，没
有任何有情能逃避这种业的果报，即
使连佛陀也不例外！



无效业

• 没有获得足够因缘成熟的现法
受业及次生受业。

• 佛陀及诸阿拉汉入般涅槃之后，
过去所造作的所有业都将成为
无效，因为已不再有承受果报
的五蕴(身心)。



影响果报成熟的四种因素

• 趣成就 (gatisampatti)

• 趣失坏 (gativipatti)

• 外貌成就 (upadhisampatti)

• 外貌失坏 (upadhivipatti)

• 时成就 (kàlasampatti)

• 时失坏 (kàlavipatti)

• 努力成就 (payogasampatti)

• 努力失坏 (payogavipatti)



果报如此，速行可变

• 我们现有的生命和每天的境遇只是果报而已。
• 所谓的生命，只是一系列因果的不断相续。
• 任何众生都无法逃脱业的果报。当果报成熟时，
我们只有承受的份。然而，在体验果报的同时，
我们却可以左右速行，决定造何种业。

• 果报心主要生起于五门，意门心则以造业为主。
• 通过主观努力(加行)，可以促使支持业成熟。
• 明白了业果法则，应学会坦然地承受果报、接
受现实，也应学会掌握现在、改变未来！



四种结生：

1. 恶趣结生 (apàya-pañisandhi)

2. 欲善趣结生 (kàmasugati-pañisandhi)

3. 色界结生 (rpàvacara-pañisandhi)

4. 无色界结生 (arpàvacara-pañisandhi)



十九种结生心与四种结生

• 不善果报舍俱推度心——恶趣结生

• 善果报舍俱推度心——欲善趣无因结生

• 八大果报心——欲善趣结生

• 五种色界果报心——色界结生

• 四种无色界果报心——无色界结生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不善业与果报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欲界善业与果报(一)



三因与二因善心

1. 悦俱智相应无行心
2. 悦俱智相应有行心
3. 舍俱智相应无行心
4. 舍俱智相应有行心

5. 悦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6. 悦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7. 舍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8. 舍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无贪、无
瞋、无痴

无贪、
无瞋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欲界善业与果报(一)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欲界善业与果报(二)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欲界善业与果报(三)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色界善业与果报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第四禅天的投生法则



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
无色界天的投生法则



离心路过程

(vãthimutta)



死生的过程

(cutipañisandhikkama)



四种死亡

1. 寿尽 (àyukkhaya)

2. 业尽 (kammakkhaya)

3. 两者皆尽 (ubhayakkhaya)

4. 毁坏业 (upacchedakakamma)



死亡之相

1. 业 (kamma)

2. 业相 (kamma-nimitta)

3. 趣相 (gati-nimitta)



1.业 (kamma)
– 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



2. 业相 (kamma-nimitta)
- 与过去造作的善业或恶业有关的影像或工具



3. 趣相 (gati-nimitta)
- 下一世将投生的去处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 有情临终之时，在心路过程末端或有分灭
尽时，死亡心生起，代表一生的终结。

• 死心灭尽时，无间断地生起结生心，标示
着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 因为将两世连接起来，故称结生(pañisandhi)

无间断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通常是意门心路过程，
但也可以是五门心路过程。
•死亡心之前通常是有分，但也可以是速行
或彼所缘。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欲界善趣结生



•今生——人
•有分所缘——莲花——业相
•无明、爱、取——天人
•行、业——礼佛并作布施
•临死速行所缘——礼佛——业
•下一生——天人
• 天人结生、有分所缘——礼佛——业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欲界善趣结生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欲界善趣结生



•今生——人
•有分所缘——莲花——业相
•临死速行所缘——杀生——业
•下一生——鱼
• 鱼的结生、有分所缘——杀生——业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欲界恶趣结生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欲界恶趣结生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色界结生

•今生——得禅修行人
•有分所缘——莲花——业相
•临死速行所缘——禅相——业相
•下一生——梵天人
• 梵天人结生、有分所缘——禅相——业相



临死速行心路过程
——色界结生



• 在《增支部》中佛陀说：色界梵天的凡夫
在过完天寿，命终后还会往生到地狱、畜
生和鬼(A.4.123)。同时也提到空无边处、识
无边处和无所有处天的凡夫在过完天寿命
终后还会往生到地狱、畜生和鬼(A.3.114)。

• 但该经的义注说：由于色地、无色地的凡
夫梵天人还沒有捨断导致往生到地狱等之
业故，在命终之后还会辗转地（顺后生）
往生到恶趣。又因为他们临终時的近行定
不可能存在较强力的不善业，所以不会直
接（无间）地投生到地狱等处。

投生的法则



投生的法则



投生的法则



投生的法则



投生的法则



投生的法则



投生的法则



Idaü me pu¤¤aü àsavakkhayàvahaü hotu.
Idaü me pu¤¤aü nibbà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abhàgaü sabbasattànaü bhàjemi,
te sabbe me samaü pu¤¤abhàgaü labh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dhu! Sàdhu! Sàdhu!
萨度！萨度！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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