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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特質與師匠的宗風 
——以禪史與天台教史為例 

 
 

賴 建 成
∗ 

摘要： 
佛教的史觀，是有別於通俗歷史觀與傳統說教性的歷史。就傳統式

的歷史來看，孱雜著佛教意識與信仰的歷史作品，存在著一種非歷史事

實的觀點。在研究立場上，佛法對於研究佛教史固然是重要的，但研究

者必須區別歷史事實與某些具有加工程序事實的意義，所敘說的歷史才

能貼近真相。事實、文獻或富有想像的瞭解是歷史學家所絕對需要的，

但我們不必將它們奉為偶像來崇拜。 

以哲學或佛學的角度，來談論或研究佛教的史事，容易墮入以偏蓋

全的困境；然以傳統的歷史觀點看佛法興衰，則常有成敗與勝出、衰亡

的論調出現，而跟教界或叢林的見解是有別的。真實的人生與佛教史，

依靠有方向意識的人來寫。而人生的成就與歷史內容，只在親身體驗與

努力耕耘中獲得。本論文主要是談論佛法與史觀、王法與佛法的問題，

以及佛法的遷流現象；藉著禪門與天台宗的發展史，舉一些史事來闡發

佛教的特質與師匠的宗風。 

關鍵詞：傳統式的歷史、佛教史家、佛教特質、政教關係、禪、天台學派、

師匠的風尚、佛教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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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Characteristics and Masters’Activities: 
Examples of Chan and Tiantai Schools 

 
Lai, Cheng-cherng ∗ 

   

ABSTRACT: 

Buddhist version of histor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s it carries some unhistorical material－Buddhist 
faith or thought. Buddhist faith or thought is very important for Buddhist 
research, but a researcher still has to distinguis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from 
those miraculous events discounted as later accretions in order to get closer 
to the truth. For historians, the fact, record and an ability of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 if they are necessary, are not absolute. 

With philosophical outlook or religious views on Buddhist history, 
there will be some phenomena coming out: confessions, systematic theology 
and creeds. Reliable Buddhist history depends on historians’ “sense of the 
direction in history.” Achievement and conclusions could be gained only by 
deep feeling for the lives and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Zen and 
Tiantai school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uddhist 
version and conventional standards of history, to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of 
Buddhist masters and imperial power and to manifest Buddhist 
characteristics and Masters’ activities. 

Keywords: conventional history, Buddhist historian, Buddhist characteristics,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Zen and Tiantai 
schools, activities of Masters,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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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研究歷史有方法及理論存在，方法可以讓學人知道如何去搜集資

料、確認事實與史實之後，建構歷史事件的某些輪廓，從而對於某歷史

人事或事件有進一步的解釋與理解。至於史觀，則有先入為主的義理，

如道德批判或依據宗教、學派觀點等；還有，從證據中找出某事件發生

的脈絡，讓史事來說明一切、解釋一切。但不論其人的研究，是先入為

主的義理，或是用後驗的釋史作法，都勢必會面臨到對某一事件有不同

的史觀與見解。客觀中的主觀，成為研究史學的主要心態，而方法則會

隨著其人的研究而日漸增上與寫作精練；所以，史觀跟史法比較之下，

其人有綜觀的學養以及求真相的精神，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研究宗教或思想史，因為存在著行止、思想與志行問題，所以跟政

治史或經濟史相較之下，更有其難度。此外，有些史事常被隱晦不提，

或割裂一些史事以突顯奇特事，這在教史或僧家傳記中是常見的現象。

以佛學研究佛法，被人詬病為哲學；然以佛學研究佛事，則古人稱之為

世學。研究宗教史，以教法與史法來探求是必要的，因為後世不忘前事

之車，史事有可以採借之處，其文也可以載道。然研究宗派史，還要明

白佛法的特質、遷流以及教派的宗本、俗諦與真諦問題。 

二、教法與宗本 
自晉末之際，鳩摩羅什與佛馱跋陀羅在禪法上發生嚴重的分歧之

後，1以禪為宗的僧侶就很重視禪法的傳承。達摩禪法傳到道信、弘忍的

                                                 
1 釋慧皎，〈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羅傳〉，《梁高僧傳》卷 2，《大正藏》冊 50，
頁 33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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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法門時期，信奉者漸多，而禪的概念大變，禪僧背經違律的情形也

愈加顯現，引發政府的干涉與義學律僧的責難。由東山法門到神會入京

以定南方宗旨這段時期，禪宗「藉善知識開示真法」、「藉師示道」，使

學人由迷轉悟的聲浪日益增上，而《壇經》的出世完成其理論的根據。2 

《壇經》中除了慧能在大梵寺說法部份外，在神會關於「言下便悟，

即契本心」的基礎上，提出了運用語言而「不失本宗」的實用原則──

即使用毘曇學、地論學和法相學盛行的所謂三科（五蘊、十二入、十八

界）與般若學與三論學的三對（外境無情對、言語法相對、自信起用對）。

慧能示徒：「說一切法，莫離於性相，若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對

法，來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更無去處。」3又言：「共人言語，出外

於相離相，入內於空離空。著空即惟長無明，著相即惟長邪見。」4關於

《壇經》中慧能示徒「為一方頭」說法時運用「對法」與「明暗」交馳

而「不失本宗」事，這表明禪宗仍是不離定、慧二學的。5 

慧能之後諸家競起，南陽慧忠傳九十七種圓相給耽源應真，耽源又

傳仰山慧寂。6牛頭宗人，禪理中充滿玄虛，且此禪系之人大抵讀經好

                                                 
2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年），頁

191。 
3 釋法海集記，《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若波羅蜜經六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

寺施法壇經》，《大正藏》冊 48，頁 343。 
4 同上註，頁 25。 
5 杜繼文、魏道儒〈壇經的宗體本與道德化傾向〉文中云：「《壇經》的這些概

括，還沒有反映禪宗在方法論，特別是運用語言藝術上的特殊成就，但卻是一

個標誌，表明禪宗內部已經有將義學講說納進禪行的流向，同教門義學僧侶間

的距離大大縮小了。」（同註 2，頁 190） 
6 釋普濟，〈溈山祐禪師法嗣〉卷 4，《五燈會元》卷 9（臺北：德昌出版社，1976
年），頁 20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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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7洪州宗人除強調「隨緣運用」之外，大珠慧海為洪州禪系提供了理

論基礎，並為頓悟門立下以「無念」為宗、「妄心不起」為旨、「清淨」

為體、「智」為用。8而百丈懷海建立叢林，使禪由行住坐臥進入生產勞

動領域，在勞動中隨機發問，但不離本宗。石頭希遷著《參同契》，其

禪系由是重視「以語示理」，並帶動了禪語錄體的發展。9而荷澤禪系則

以《壇經》傳宗，後遭慧忠國師與洪州宗的駁斥。然洪州宗人對慧能的

體認，係依叢林口傳宗旨，而不依敦煌本《壇經》。10 

禪門重視根器，隨學人根器而應機設教，言下忽然默契，乃知祖師

                                                 
7 同註 2，頁 225-226。 
8 釋慧海，〈頓悟入道要門論〉，《大珠禪師語錄》卷上，《卍新纂續藏經》冊 63，
頁 18 下。 

9 同註 2，頁 286。 
10 據裴休《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云：「問：『六祖不會經書，何得傳衣為

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為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論，云何不傳衣？』

師云：『為他有心，是有為法，所修所證，將為是也，所以五祖付六祖，六祖

當時祇是默契得，密授如來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不見道：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若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行，

若不信，云何明上座走來大庚嶺頭尋六祖。六祖便問：汝來求何事，為求衣，

為求法？明上座云：不為衣來，但為法來。六祖曰：汝且暫時斂念，善惡都

莫思量，明乃稟語。六祖云：不思善，不思惡，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

母未生時面目來。明於言下忽然默契，便禮拜云：如人飲水，冷暖自知。某

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年功夫，今日方省前非。六祖云：如是，到此之時，

方知祖師西來，直指人心見性成佛，不在言說。豈不見阿難問迦葉云：世尊

傳金襴外，別傳何物。迦葉召阿難，阿難應諾。迦葉云：倒卻門前剎竿著。

此便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阿難三十年為侍者，祇為多聞智慧，被佛訶云：

汝千日學慧，不如一日學道，若不學道，滴水難消。』」（《大正藏》冊 48，
頁 383 下-3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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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傳「直指人心、見性成佛、不在言說」之不虛。仰山慧寂在溈山靈祐

會下所體得的亦如是，體得「從上宗風」後，乃知「學有師承宗旨」。「從

上宗風」配合「師說」、「化門」與接機之「施設」，道法乃能圓融，11正

法眼藏由之能傳久遠而不為學人所輕謗。此乃禪門五家宗派異於他家師

說的旨趣。 

三、佛法與史觀 
禪門五宗的發展，根據太虛大師的見解，係依隨前期「超佛祖師禪」

而來，超佛後要越祖，越祖後要分燈。12禪家普遍依據《寶林傳》，認為

「一花開五葉、結果自然成」之由來，係達摩所預記。13然在史學與佛

法立場，實有必要先深入辯析疑偽說詞，以及依據何種態度與典籍去研

究五宗的形勢。另外對於公案，古來禪家認為「言語道斷」而「心行處

滅」，如大珠慧海認為：「語言是緣，不是心。」14黃蘗認為如是個人「一

超直入如來地」，但因迷而著有為法，乃須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15諸

佛所說之千經萬論與諸家之化門行錄，只為眾生迷故而作。16 

                                                 
11 關於禪宗修行功夫的理論，參見：黃連忠，《禪宗公案體相用思想之研究》（臺

北：台灣學生書局，2002 年），頁 334-339。 
12 釋太虛，〈法藏──佛學總論（三）〉，《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

員會印行，新北市：海明佛學院，1983 年），頁 617。 
13 釋智炬，〈達摩行教游漢土章布六葉品第三十九〉，《寶林傳》卷 8，柳田聖山

主編，《禪學叢書》之五（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 年），頁 134。 
14 釋慧海，〈諸方門人參問〉，《大珠禪師語錄》卷下，《卍新纂續藏經》冊 63，

頁 29 中；〈頓悟入道要門論〉云：「當觀前人，有誠信心，堪任不退者，如是

之人，乃可為說，示之令悟。」（《卍新纂續藏經》冊 63，頁 23 上） 
15 裴休集，《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冊 48，頁 383 下。 
16 慧海《諸方門人參問語錄》云：「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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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到慧能，強調「定慧等」，開展出「直指當前一念本來解脫自

在」（無住）的簡便法門，而得普及。慧能有感世人因緣心迷而不自悟

「菩提般若之知本有」，乃發展達摩的「藉教悟宗」，為「藉師示道見性」。

因此自慧能之後，求善知識示道與「作用見性」的施設大行，學人競以

師說為尚。另禪門自達摩入中國起，到百丈懷海折衷大小經論，創清規、

離律院別立禪居，海眾效法懷海禪師創建叢林，禪門依叢林逐漸繁興起

來。會昌法難後，歷經晚唐五代以迄宋初，由曹溪慧能下出五宗，其後

禪宗的演變不離五宗範圍。 

而宗門禪之所以繁興，晁公武在《郡齋讀書志》〈釋書類〉云：「夫

禪學自達摩入中原，凡五傳至慧能，慧能傳行思、懷讓，行思、懷讓之

後有五宗，學徒遍於海內，迄今數百年，臨濟、雲門、洞下，日愈益盛。

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亂之濟，意者亂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

施其能，故憤世疾耶，長往不返。而其名言至行，猶聯珠疊璧，雖山淵

之高深，終不能掩覆其光彩，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17晁

氏不似歐陽修謂「五代無完人」，而稱許禪者之功業，但仍以傳統儒者

的立場，來加以抑揚。此外，在晁氏撰此書時（紹興 21 年，1150 年），

雪峰下三世靜、筠所編之《祖堂集》、律宗贊寧之《宋高僧傳》、法眼宗

德韶下道原之《景德傳燈錄》、臨濟宗人李遵勗之《天聖廣燈錄》、王隨

之《傳燈玉英集》、雲門宗契嵩之《傳法正宗記》、雲門宗惟白之《建中

靖國續燈錄》、臨濟宗惠洪之《禪林僧寶傳》等已為世所知，晁氏之後

                                                                                                                   
是以解道者，行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執

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行求佛者俱迷，離心求佛者外道，執心

是佛者為魔。」（《卍新纂續藏經》冊 63，頁 25 中-下） 
17 晁公武，〈釋書類〉，《郡齋讀書志》卷 4（臺北：弘文館，1986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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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臨濟宗悟明之《聯燈會要》、雲門宗正受之《嘉泰普燈錄》、天台宗

志磐之《佛祖統紀》與臨濟宗普濟之《五燈會元》出世，然因以所宗為

尚，所以皆沒按禪門五宗在時代發展中的順序論述。 

《五燈會元》卷第九到卷第十六，分述溈仰、法眼、臨濟、曹洞、

雲門等五宗。陳垣庵在《中國佛教史籍概論》卷四論述《五燈會元》時

云：「最可異者，法眼宗成立最遲，應列雲門之後，今乃列臨濟之前，

頗為世所譏。試解釋之：蓋以法眼先絕，止於青原十二世，不溯其始，

而計其末，應列在臨濟之前也。」18《五燈會元》係以從上涅槃妙心之

付囑與公案為主體，來體現祖師心傳，所以沒按歷史發生的先後來談論

傳主的生平，書中亦因別出心裁而不重事件之發生是否為史實。以史學

立場視之，是書訛落與前後矛盾之處實多，在敘述史實方面不如聚眾碑

碣之文以成的《宋高僧傳》，然在公案的整理上猶優於《景德傳燈錄》。

在傳主生平與公案的描述上，也不如《祖堂集》樸實。而燈錄所隱晦不

談的，在《宋高僧傳》與《佛祖統紀》中得窺一些訊息。 

由此顯見禪家與史家作傳之意旨有別，禪家的作風誠如中國傳統思

想──「重經說之旨歸，而輕史傳之事實。」然在考究禪宗的發展及晚

唐宋初間五宗的情勢，《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祖堂集》、《景德傳

燈錄》、《五燈會元》、《佛祖統紀》及諸師語錄等為不可或缺的史料，不

像契嵩之書重己宗山門旨意而大肆批判前賢。19 

                                                 
18 陳垣庵，《中國佛教史籍概論》（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1 年），頁 102。 
19 釋契嵩，《傳法正宗論》卷下第四篇云：「初宣律師以達磨預之習禪高僧，而

降之已甚，復不列其承法師宗者，蒙嘗患其不公。而吾宗（當為宋）贊寧僧

錄，繼宣為傳，其評三教乃曰：『心教義加。』故其論習禪科，猶尊乎達磨之

宗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又曰：『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

之昇等妙，率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寧所撰《鷲峰聖賢錄》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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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與贊寧為佛教史家，作傳謹慎，而契嵩則護法心切，好論佛法

真實義及異聞，乃特重《寶林傳》及《付法藏因緣傳》。太虛大師對佛

教以傳法偈相傳心印的記載問題，就勝義諦而說。其認為為避免世人生

疑謗法而生種種因果，乃說：「古來禪師亦只好答係出達摩口傳。」「因

為這樣重口傳不依教典，故稱為達摩宗門禪。」20太虛大師對於五宗的

認知，亦依據史實的發展而述，揚棄了傳統的譜系；其在《中國佛教》

一書中，把越祖分燈禪區分為溈仰之邃密、臨濟之徒徹、洞曹之回互、

雲門與法眼來談其發展。21這確實符合五宗的發展。 

關於公案語錄，太虛在談到如來禪與祖師禪的差別時，也依慧能「法

本一宗、見有遲疾」立意而謂：「不過這不是口頭上講的，是要自己契

悟的。」22禪師們以悟入自心為指歸，而有「肯與不肯是兩頭語」，但學

人總要禪家說破，但說破了的東西「不是家珍」而成「知解」。慧海要

學人「自修」，莫倚他佛力。23到雲門、法眼的祖師德山，則自覺突顯自

                                                                                                                   
論傳法宗祖，蓋旁乎《寶林》、《付法藏》二傳矣，非有異聞也。然所斷浮泛，

是非不明，終不能深推大經大論，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

二古之短也。」（《大正藏》冊 51，頁 783） 
陳垣庵在《中國佛教史籍概論》卷 5 論述《傳法正宗論》時云：「（契）嵩蓋

工於為文，疏於考史，又往往為感情所弊，於偽史料既不能割愛，於前輩復

肆意譏評。四庫《鐔津集》提要謂其恃氣求勝，東坡謂其常嗔，未見其笑，

蓋天生性格使然，無足怪矣。」 
20 釋太虛，〈法藏──佛學總論（三）〉，《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

員會印行，新北市：海明佛學院，1983 年），頁 566。 
21 同上註，頁 532-533。 
22 同上註，頁 617。 
23 釋慧海，〈頓悟入道要門論〉，《大珠禪師語錄》卷上，《卍新纂續藏經》冊 63，

頁 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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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依佛不依祖，其示學人，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

靈，空而妙。其且云：「我先祖見處即不然，這裏無祖無佛，達摩是老

燥胡，釋迦老子是乾屎橛，文殊菩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

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

地，是守古塚鬼，自救不了。」24 

禪門由重視「禪智」與「師承」的問題，并隨教說的傳習，逐漸走

上了偏重本覺、本知，乃至強調無事以言語表理，或主張隨緣任運以勢

表義的禪行，師說競起，莫衷一是。在佛教的研究上，印順法師認為不

當「以事論佛」、「以佛學論佛教」，當「以佛論佛」，所以對於禪史的研

究其在《中國禪宗史》中云：「禪史應包含兩大部分：禪者的事跡與傳

承，禪法的方便施化與演變。」依據印順法師的見解，我們研究禪宗史，

除了要觀察其法緣的流傳之外，還要瞭解禪師們「超時空的自心體驗」、

「現實時空（歷史）中的方便演化」，才能恰當處理禪宗的歷史事實。25

                                                 
24 釋普濟，〈龍潭信禪師法嗣〉，《五燈會元》卷 7（臺北：德昌出版社，1976 年），

頁 144 下-145 上。 
25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序〉云：「古代禪者的共同信念，自己的體悟（禪），

是從佛傳來的。重視傳承的法脈不絕，所以除中國的遞代相承，從佛到達摩

的傳承，也受到重視。達摩禪越發達，傳承法統的敘列也越迫切。……祖統

說的逐漸形成，是由於達摩禪的盛行，為了滿足一般要求，及禪者傳承的確

實性而成立的。……弘忍以下，付法是『密付』，受法是『密受』，當時是沒

有第三人知道的。優越的禪者，誰也會流露出獨得心法的自信，禪門的不同

傳承，由此而傳說開來。到底誰是主流，誰是旁流，要由禪者及其門下的努

力（不是專憑宣傳，而是憑禪者的自行化他），眾望所歸而被公認出來的；這

就是歷史事實。……禪法的方便施設與演變，這應該是禪史的重要部份。佛

法（禪）不但不是考據所能考據的，也不是理論所能說明的。說禪理，談禪

味，都一樣的不相干。然佛法不止是自心體驗（宗），怎麼說也說不了，還是

說了，表示了（教），佛法已成為現實（時空中）人間的佛法。指雖不是月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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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初行時，修禪定發慧的行者，因「南北禪宗罕不承緒」，其會下

的師匠後來被教界稱他們為教下的觀心宗。他們的師匠有禪講的習慣存

在。在禪教的傳習上來看，他們在某些層面上是不同於禪門大德們的行

持，所以晚唐之後其師匠被稱為講經說法的法師，不同於之前修定、慧

的禪師。但究實言之，他們修止觀，說一心三觀六即之說，禪講也頗盛

行，所以從廣義上來看他們也算是禪師。因為有別於宗門的禪宗與淨土

宗，才會被稱為教下。 

至於我們研究觀心宗的天台宗史，則要重視天台宗的特質，尤其是

祖道與別子為宗，還有天台宗匠跟佛教其他宗派在禪法與思想上交涉或

融攝的狀態；探究山家宗與山外宗的歷史，除了師友關係以及所住持或

講學的寺院、來往的僧家之外，還要注重上述的問題與王法與教法、三

教合會與交涉問題。 

四、宗風與法緣 

（一）禪門 

禪門五宗係會昌沙汰後，才漸次成立。南岳懷讓系下出溈仰、臨濟

                                                                                                                   
但確能引人去注意月亮，發見月亮。所以自心體驗的內容，儘管『說似一物

即不中』，卻不妨表示出來。語言文字（正說的，反說的，無義味話）也好，

默不作聲也好，都是用來引人入勝的敲門磚。體悟是屬於自證的，是『不由

他教』，『不立文字』與『心傳』的。從引導的方便來說（「不立宗主，不開戶

牖」，「一法不立」，也還是接引學人的方便），存在於人間，成為一時代，一

地區，一宗一派的禪風。這是可尋可考，可以看出禪在發展中的歷史事實。……

禪宗史的研究，必須弄清楚超時空的自心體驗，現實時空（歷史）中的方便

演化，才能恰當處理禪宗的歷史事實。」（《中國禪宗史》[臺北：廣益書局，

1971 年]，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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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宗，青原行思係下出曹洞、雲門、法眼三宗，通稱禪門五家。下至宋

初，溈仰、法眼兩宗才漸趨沒落，終使法脈斷絕，而臨濟、曹洞、雲門

三宗則依然傳播。這五宗誠如學者們所云：「這五派的思想，一般來說

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差別，只是由於門庭設施不同，特別是接引後學的方

式各有一套，從而形成不同的門風而已。」26這五宗的學人，較之前禪

師更加重視師承宗旨，會下僧人常問家風為何，承嗣何人，有何佛法因

緣。以哲理來說，「禪師語言，多超越常識」，27「直指心性，故遣相第

一」，28雖「因人施教，方式不同，但其目的，則在實證本體。」29至於

僧家認為，各家宗風雖有別，但行人只要老實修行。30 

禪門中人大底知曉「法即一宗」，因地域、見解而有所區別。然一

宗派的盛衰，不在法有強弱，而在相承是否得人。31晚唐五代以迄宋初，

                                                 
26 弘文館出版社編輯部，〈慧能傳〉，《中國佛教思想資料選編》卷 4（臺北：弘

文館，1986 年），頁 4。 
27 周中一，〈行持〉，《佛學研究》（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77 年），頁 300。 
28 同上註，頁 301。 
29 同上註。 
30 釋明暘在〈什麼是五家〉文中說：「五家宗派的主要特點，天隱修祖概括為下

面五句話：臨濟是『怒雷掩耳』。溈仰是『光含秋月』。曹洞是『萬派朝宗』。

雲門是『乾坤坐斷』。法眼是『千山獨露』。這樣看來五家在度生方便、隨機

接物的風格上，略有不同，而歸根到底，同出一源，本無差別。這是真『等

閑識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圓瑛大師有一首詩，楬示了曹溪門下的

禪風。『轟轟烈烈似雷霆，棒喝交馳不暫停，迫得頂門開正眼，相逢原來本來

人。』此外，臨濟宗的行棒喝。溈仰宗的示圓相。曹洞宗的傳寶鏡。雲門宗

的一字觀。法眼宗的明六相等玄妙機鋒，這裏不再一一枚舉，只要我們老老

實實驀直參去，自然會有破顏含笑的一天。」（《佛法概要》[新北市：能仁家

商，1993 年]，頁 381） 
31 契嵩（1007─1072）在《傳法正宗記》卷 8〈正宗分家略傳下〉評曰：「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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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家師說繁盛，如雪峰、巖頭、趙州等皆為時人所仰重，而標舉溈仰、

臨濟、曹洞、雲門、法眼五宗，在此五宗門人雖門庭施設與接機有別，

但其宗旨、師承是一貫的，這可由師徒間話語與諸師上堂開示語句得以

窺見。所以說：「法不孤起，仗境方生；道不虛行，遇緣即應。」32百丈

「作清規創叢林」意在方便，而「天下禪宗如風偃草」。33百丈會下溈山

靈祐（771－853）敷揚宗教四十二年，34在會昌法難前「其有問者，隨

語而答，不強所不能」，「數十年言佛者，天下以為首。」35其弟子仰山

（814－890）依止溈山十五年，年三十五（大中二年，848 年）領眾出

世，36初住大仰山，後住洪州觀音院，前後三十六年接機利物，為禪宗

標準。37溈、仰兩師之時，門戶之見已興，當時學必有所宗，宗必有師，

                                                                                                                   
至大鑒（慧能）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其師之說。天下於是異焉，拜上競各

自為家，故有溈仰云者，有曹洞云者，有臨濟云者，有雲門云者，有法眼云

者，若此不可悉數。而雲門、臨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溈仰已熄，

而曹洞者僅存，綿綿然猶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豈法有強弱也，蓋後

世相承得與不得人耳。書不云乎，茍非其人道不虛行。」（〈史傳部三〉，《大

正藏》冊 51，頁 763） 
32 釋明暘，《佛法概要》（新北市：能仁家商，1993 年），頁 357。 
33 釋贊寧，〈唐新吳百丈山懷海傳〉贊寧「系」，《宋高僧傳》卷 10，《大正藏》

冊 50，頁 771 上。 
34 釋靜、釋筠編撰，〈溈山和尚傳〉，《祖堂集》卷 16（日本花園大學圖書館高

麗覆刻本影印，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年），頁 309。 
35 董誥等，〈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全唐文》卷 820（清嘉慶

19 年刊本，臺北：大化書局影印，1987 年），頁 3880。 
36 釋靜、釋筠編撰，〈仰山和尚傳〉，《祖堂集》卷 18（日本花園大學圖書館高

麗覆刻本影印，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年），頁 339。 
37 釋道原，〈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傳〉，《景德傳燈錄》卷 11，《大正藏》冊 51，頁

28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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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必有傳，而得從上以來宗風之心傳者稀少。38 

溈仰宗的禪門五家之中，最先興起。溈山由百丈處，得領從上宗風

的深密玄旨。晚唐時溈山靈祐、仰山慧寂兩師揚舉此家深密家風於湖

南、江西，而使四方禪徒湊泊，互舉各家風範以證心地。溈仰兩師寂後，

學徒隨緣弘化。五代時，本宗大抵行化於吳越間，甚得吳越國錢氏所仰

重，但至忠懿王在位期間（947－978 年），因錢王特尊法眼宗天台德韶

與永明延壽師徒，奉之為國師并常參問，因此氣勢旋被法眼宗所奪。本

宗在宋初，雖仍不墜師道，但事跡已多不可考究。南山律虎贊寧（919

－1001 年）寫《大宋高僧傳》時（982 撰－988 年書成），仍見人傳仰山

法，展示仰山慧寂視為「但用得不可執本」用火燒掉的圓相圖，流行於

世。39 

此宗之盛，初因開山兩師的道法玄妙及其接引學人不遺餘力，且獲

王公檀越的護持，然兩師歸寂，門下諸方遊泊，宗風及法緣漸衰。至契

嵩（1007－1072）撰《傳法正宗記》時，此宗法脈已斷絕。此宗因得人

而盛，後道法乏人承嗣而絕。法子難求，道不虛行。百丈下之上足除溈

山外，另有黃蘗希運。黃蘗由百丈處，聽聞百丈被馬祖道一喝事，不覺

                                                 
38 鄭愚於咸通七年（866）二月撰〈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序〉云：「天

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其所宗為是。……然至於盪情累，外生死，出於有

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不可以擬議，勝妙不可以意況，則浮屠之言禪者，

庶幾乎盡也。……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

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不能得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

龐偉絕之度也。……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

惑，無補於學者，今不論也。……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諡曰大智，

其傳付宗派，僧牒甚明，此不復出。」（董誥等，〈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

師碑銘并序〉，《全唐文》卷 820，頁 3880） 
39 釋贊寧，〈唐袁州仰山慧寂傳〉，《宋高僧傳》卷 12，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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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舌，不承馬祖而嗣百丈，得百丈首肯。40黃蘗由百丈處體會從上宗風

與機用，太虛大師云：「這就是表示親從百丈得見馬祖大機大用，故應

嗣百丈而不嗣馬祖。」41黃蘗遇會昌法難，待大中初年（848）其門風始盛

江表，「然施設皆披上機，中下之流莫窺涯涘」，以大中年終於本山。42其

道法為臨濟義玄所承嗣，下開臨濟宗。 

青原系石頭下出曹洞宗。青原下三世雲巖曇晟，初參百丈不契，侍

左右二十年，百丈逝世，乃謁藥山。43在百丈時，雖隨侍聞法，「身若中

涓，心居散位，續受藥山舉發，全了無疑。」其「化徒孔勤，受益者眾」

以太和三年（829 年）十月二十六日示寂。44雲巖由藥山處，由反覆問答中

深體從上宗風，雲巖著有《寶鏡三昧》，洞山付法曹山時，將此密傳，45

而下開曹洞宗。後曹山的法系，四傳而絕，僅靠雲居一系傳到太陽警玄

（948－1027）託臨濟宗人浮山法遠代覓法子，得投子義青（1032－

1083），洞上宗風乃得續傳。 

雲門、法眼宗後起，源於與臨濟（787－866）、洞山（807－869）

同時的德山（782－865）。雪峰先在洞山處未悟洞上玄旨，洞山指其參

                                                 
40 釋普濟，〈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傳〉，《五燈會元》卷 3（臺北：德昌出版社，

1976 年），頁 56。 
41 釋太虛，〈法藏──佛學總論（三）〉，《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

員會印行，新北市：海明佛學院，1983 年），頁 598。 
42 釋道原，〈洪州黃蘗希運禪師傳〉，《景德傳燈錄》卷 9，《大正藏》冊 51，頁

153-154。 
43 釋道原，〈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傳〉，《景德傳燈錄》卷 14，《大正藏》冊 51，頁 84。 
44 釋贊寧，〈唐灃州雲巖寺曇晟傳〉，《宋高僧傳》卷 11，《大正藏》冊 50，頁

279。 
45 釋普濟，〈瑞州洞山良价悟本禪師傳〉，《五燈會元》卷 13（臺北：德昌出版

社，1976 年），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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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山。在德山處發問，遭棒打，德山且曰：「我宗無語句，實無一法與

人。」46雪峰有省，但悟得不澈底，後與巖頭行方，經巖頭一席「從門

入不是家珍」當「從胸襟流出」話下，雪峰大悟從上宗風。門下以玄沙、

雲門為上首，唱「唯心之旨」，一舉「直下無事」為化門。雲門行化廣

南，廣主劉氏請居雲門山。「其聲遂大聞，四方學者歸之如水趨下，然

其風教峭迅，趣道益至」，「天下尚之，號為雲門宗。」47雪峰與玄沙的

關係，如溈山與大安，玄沙（835－908）在福州三十年演化，禪侶七百

許人，得其法者為羅漢（867－928）。48羅漢自得玄沙「密付授」，「處眾

韜藏」，後住漳州開導，「南北禪徒喪疑而往者，不可殫數。」得上足曹

山文益，因不改嗣雪峰，受神晏國師所讒，其道不振。49文益初參雪峰

下之長慶，已解疑情，遊方遇羅漢，羅漢「銳意接之」，導之由玄沙之

路，後得江南國主李氏仰重，以周顯德五年（958）閏七月五日寂，私

諡大法眼。50法眼宗由玄沙唱大乘初門「三界唯心」以接機，經羅漢至

文益，下開法眼宗風，贊寧撰《宋高僧傳》時尚言：「至今浙之左右山

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51契嵩撰《傳法正宗記》時猶言：「而雲門、

臨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52可見在宋仁宗皇祐年間（1049－

1054），法眼宗人尚在弘化。入宋後，此宗法緣漸被天台宗所取代。 

五家的興起，依宗門禪的「悟由自心」為基礎，再唱導師門「救一

                                                 
46 釋道原，〈朗州德山宣鑒禪師傳〉，《景德傳燈錄》卷 15，《大正藏》冊 51，頁 92。 
47 釋契嵩，《傳法正宗記》，《大正藏》冊 51，頁 757 中。 
48 釋贊寧，〈梁福州玄沙院師備傳〉，《宋高僧傳》卷 13，《大正藏》冊 50，頁

786 上。 
49 釋贊寧，〈後唐漳州羅漢院桂琛傳〉，《宋高僧傳》卷 13，前引書，頁 329。 
50 釋贊寧，〈周金陵清涼文益傳〉，《宋高僧傳》卷 13，前引書，頁 335。 
51 釋贊寧，〈梁福州玄沙院師備傳〉，《宋高僧傳》卷 13，前引書，頁 325。 
52 同註 47，頁 76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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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弊的方便」，悟得「本性」透澈則化門法要圓滿，建化圓滿則會下學

人易於領宗得意。得人相承，則道法昌隆如臨濟、曹洞；失人扶宗，則

終歸頹滅如溈仰、法眼、雲門。天台宗在會昌法難之後，也產生枝脈分

流與扶宗的問題。 

（二）台教 

除了與禪宗有所關係之外，天台學人與律宗、華嚴、淨土、法相與

真言密都有所接觸。所以在五代之時，天台宗人亦受禪、教合流與禪、

淨雙修趨勢的影響，尤其是山外宗；而宋初的山家宗，在教內批判山外

宗，教外則批判華嚴與禪宗，卻與淨土與真言宗有合流的趨勢。此外，

山家與山外兩宗因為跟律師的關係與法相之學吸收頗深，所以不似湛然

嚴厲地批判律宗與法相宗。五代宋初之時，天台師匠的一些特質，都跟

會昌法難後禪、教、律、密、淨都在吳越地區行化的關係，增強了宗派

之間彼此交流上的方便，而逐漸形成合會與融攝的現象。 

總體而言，天台宗的佛性思想特點，是不囿於經論而敢直陳「己心

中所行之法門」，天台宗在其止觀學說及判教思想中，都貫徹了這種精

神。但矛盾的是天台宗的行人不論是「圓解頓了」或「能致其遠」者，

都很強調傳承與祖道。 

中唐之時，有湛然會下的元浩與道邃間的問題，到了晚唐以及五代

末年有十祖的定位與追諡諸祖的問題。唐末至五代兵亂連年，國無寧

日，再加上會昌法難，天下寺院盡被毀滅，宗教典籍慘遭堙滅。江南一

帶因吳越錢王的庇護，天台宗尚留一脈在傳習台教。忠懿王遣使高麗訪

求天台教典，高麗沙門諦觀送來若干論疏和著述，天台宗教典因而從堙

滅中得以復興，天台宗人從而卻產生了知見上的分歧。吳越國時期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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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宗教的管制甚為嚴密，對天台宗人的請諡諸祖，雖然同意，但傳法定

祖之說在教內儼然已成了一種不可擋的趨勢。到了宋初，天台宗的人材

已經輩出，爭法統與揚師說的風氣已經囂乎塵上；當時天台宗人不再爭

代表信物的鑪拂傳授，而是爭誰能代表天台正義，爭誰才是天台正宗，

由是山家、山外之諍論登場了，其間還關涉到政教的情結與王公、仕宦、

信士的護持，以及個人修持上的風格問題。53 

至於天台祖師的傳承，可以從譜系以及祖師像的流傳、祖師齋忌禮

贊文上去考察。祖師像的流傳，同時也象徵衣缽的意義。54天台宗的山

外派，從五代中葉發展到宋代中葉，其法緣隨之息滅，從此天台宗的祖

師傳承變成以山家宗的說法為正宗，而後世所繪製的十六祖師像，也是

根據志磐的《佛祖統紀》一書中所提及的東土十六祖。而台灣所出版的

天台宗高僧傳，其目次分東土九祖、興道下八祖、諸祖旁出世家、諸師

列傳、思想特殊列傳、未詳承嗣傳、明代高僧傳、清代高僧傳及近代高

僧傳。55該書顯然是繼承南宋以來山家史書以及其傳承的說法。然在遵

式作〈天台大師齋忌禮讚文〉時，其所奉請的祖師仍是當時山家們共稱

的九祖，即從高祖龍樹到九祖湛然止。56九祖以下的傳承，因為當時有

諸山門流派的關係，祖師的傳承各有其譜系；且因學人多方參學，其傳

承勢必有多重的說法，這在法眼宗的紹岩以及天台宗的願齊、華嚴宗的

子璿、高麗國的義天以及律師擇梧的身上得見。如智圓的祖師忌，只推

崇慈光院的晤恩，而不上推到志因或皓端，乃至於不遠溯到清竦或時稱

                                                 
53 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新北市：花木蘭出版社，2010 年），頁 132-135。 
54 黃錦珍，「法華宗祖師像」，〈開敷的蓮華──《法華經》十類圖說〉，《香光莊

嚴》86 期（嘉義：香光尼僧團，2006 年 6 月 20 日）。 
55 釋慧岳編集，《天台宗高僧傳》（臺北：天台教學研究所，2003 年）。 
56 釋遵式，《天台智者大師齋忌禮讚文》，《大正藏》冊 46，頁 96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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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教十祖的玄燭。《釋門正統》與《佛祖統紀》的十七祖之說，也僅是

法智知禮系的傳承師說而已。 

所以研究晚唐到宋代中葉的天台教史，尤其是論及天台祖師問題，

不能倒果為因，一味地只運用法智子孫的說法，要儘量回歸到史實之上

去論述。57 

伍、分立、興衰的特質 

（一）禪宗的分流 

南北禪宗的頓、漸問題，因學人的直超頓入而趨向南宗，在後世產

生教學法上的問題，以及參禪者的行履常被教下學人批判為野狐禪、默

照禪或只是義解僧徒。關於南、北禪宗的行化，《宋高僧傳》在〈神秀

傳〉中云：「禪師身長八尺，厖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

學能禪師與之德行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

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不能起。謂使者曰：『吾

形不揚，北土之人見斯短陋，或不重法。又先師記吾以嶺南有緣，且不

可違也。』了不度大庾嶺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為北，能宗為南，

南北二宗名從此起。」58頓、漸行法，是隨人根器設教，法本無高下，

                                                 
57 吳世英，〈晤恩法師的行實與天台分之研究〉（香港：珠海大學中國歷史博士

班論文，2012 年 1 月），頁 70。 
58 釋贊寧，〈唐荊州當陽山度門寺神秀傳〉，《宋高僧傳》卷 8，《大正藏》冊 50，

頁 756 上。〈神秀傳〉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不勝苦，則純苦乘

時。苦不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為藥治病，偏重必離也。昔者達摩沒，

而微言絕。五祖喪，而大義乖。（神）秀也，拂拭以明心。（慧能）能也，俱

非而唱道。及乎流化北方，尚修練之勤。從是分岐南，服興頓門之說。由茲

荷澤行于中土，以頓門隔修練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者。空費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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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高下因人而有。 

對於荷澤神會，贊寧在〈神會傳〉後「系」曰：「修其教不易其俗，

齊其政不易其宜者，貴其漸也。會師自南徂北，行曹溪之法。洛中彌盛，

如能不自異，外護已成則可矣。況乎旁無力輪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可

得乎。或曰：『其過不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不在大。失

其所適，過不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歟。』是以佛萬劫學化行者，

知化行難耳。無令固己而損法，慎之哉。」59學佛法，在學自行化他，

由是知曉自行化他之難，不會為了固執己之見地而損壞道法，而敗了自

己的德行。 

禪門貴在禪的教學，而不是誰的法緣最盛，因為佛法的遷流如同

成、住、壞、空四相，有堙滅之時，唯有真心不變。至於天台宗跟禪門

不一樣，它是中國化很深的宗派，重視祖道與師說。五代之時，晤恩與

義寂各走各的途路，自行化他，在他們兩位師匠以及皓端的努力之下，

乃能使天台宗的祖風在宋初更加地振興起來。後之山家、山外分宗並

流，也是「當徒繼祖者」的心態使之然的。對於禪宗與天台宗的祖說傳

承，學者強調要回歸到歷史的面貌，破除偽史的迷思。60 

                                                                                                                   
致令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盧奕之彈奏，神會之徙遷。伊蓋施療，專其

一味之咎也，遂見甘苦相傾之驗矣。理病未效，乖競先成。秖宜為法重人，

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見。其是之喻歟。」 
59 釋贊寧，〈唐洛京荷澤寺神會傳〉，《宋高僧傳》卷 8，《大正藏》冊 50，頁 757 上。 
60 關口真大在《中國的禪思想》〈禪宗的發生與成立〉文中說：「關於中國禪宗

與天台宗早期的歷史，向來都依據《景德傳燈錄》、《傳法正宗記》，或《釋門

正統》、《佛祖統紀》等家以考述。但這些書全是遲至宋代，在對禪宗與天台

宗之間何者為佛祖正統發生激烈諍論後的時代，以激烈的對立抗爭的觀念為

基本方針而撰述的。所以，根據這些書，禪宗與天台宗本來是完全個別發生，

獨自成立，互相無關而形成的。即這些書都追溯歷史而製造出它們那種傳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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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台的分宗 

研究晤恩與天台分宗的歷史，也是一樣，不能局限在山家宗的立場

去閱讀與思維。清竦門下志因，於開運初（944 年）居錢塘慈光寺，時

人稱為義虎，出弟子晤恩（912－986）繼踵開法。天台宗內部因爭論智

者大師所撰的《金光明玄義》廣本之真偽，分裂為山家、山外兩派。先

是，晤恩著《金光明玄義發揮記》，解釋《金光明玄義》略本，主張「真

心觀」；知禮起而難之，認為廣本是智者之真作，而主張「妄心觀」，於

是兩派展開為期七年的諍論。知禮弟子梵臻、本如（982－1051）、尚賢等

人本著師說，自號山家；晤恩、源清、昭慶、智圓之學，被貶為山外。61 

天台宗除了跟禪宗爭佛門正統之外，其教內也有紛爭，引發學者們

的注目。據曹仕邦〈論佛祖統紀對紀傳體裁的運用〉62（以下簡稱「論統

紀」）一文及〈論釋門正統對紀傳體裁的運用〉63（以下簡稱「論正統」）

一文所考，知道天台宗自隋代建立以來；一向以今日浙江省境的天台山

                                                                                                                   
的系譜、傳記和傳說。在近來的學術研究上，這些偽史的迷妄逐漸被打破。」

（玉城康四郎主編、許洋主譯，《佛教思想（二）在中國的開展》[臺北：幼

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 年]，頁 206-207。） 
61 釋志磐，〈十七祖法智尊者知禮傳〉，《佛祖統紀》卷 8，《大正藏》冊 70，頁

348。另見〈慶昭法師傳〉，《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70，頁 370。 
62 曹仕邦，〈論佛祖統紀對紀傳體裁的運用〉，《新亞學報》9 卷 1 期（1966 年）。

南宋釋宗鑑（1237 時人）的《釋門正統》八卷，南宋釋志磐（約 1258－1269
時人）的《佛祖統紀》五十四卷。這兩部書，前者收在《卍字續藏經》第 130
冊，後者則見於《大正藏》編號 2035 及《卍字續藏經》第 131 冊，它們都是

天台宗的史書。《釋門正統》分本紀、世家、志、列傳和載記五部份，而《佛

祖統紀》則分為本紀、世家、列傳、表和志五部份。 
63 刊於《新亞學報》11 卷上冊（1974 年）。又收在《中國史學論文集》上冊（臺

北：華世出版社，197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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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部（因此稱為「天台宗」）。及至南宋定都臨安（今杭州），兩浙成

了畿內，隨著政治形勢的轉變，南宋境內的禪宗以兩浙為發展重心。由

於後來禪宗在吳越地區大盛，天台宗自然感到根基所在受人脅迫，64因

而終在南宋末年想借修史作為教爭手段，將佛陀與天台宗的祖師們都在

上述兩史書中為立「本紀」以述生平，借此標榜天台宗是「正統相承」

於佛陀的宗派，一如帝位的承襲。65 

此外，《釋門正統》倣效《晉書》將跟東晉對抗的五胡諸國君主的

傳記稱為「載記」的先例，將禪宗、華嚴宗、法相宗、律宗和密宗的祖

師們的事蹟都稱為「載記」，視之為非正統的佛教宗派，66藉此低貶異宗。 

《佛祖統記》則更為高明，它將上述異宗的事蹟放在「志」的部份

去敘述，在書中替它們設立〈淨土立教志〉和〈諸宗（禪、華嚴、法相、

密、律）教志〉。67由於「志」的用途是記述「（本）紀（列）傳以外」

的事物，諸宗人物生平入「志」，即謂連正式立傳的資格也沒有，於是

《佛祖統記》中為立本紀、世家和列傳以紀述生平的天台宗人物，他們

                                                 
64 曹仕邦，〈論釋門正統對紀傳體裁的運用〉，《中國史學論文集》上冊（臺北：

華世出版社，1976 年），頁 167。 
65 同上註，頁 122。按，《釋門正統》僅將佛陀與天台宗奉為始祖的龍樹菩薩立

「本紀」，而中土諸祖一律入「世家」。由於「世家」在俗世紀傳體史書中是

未能纘統的皇裔底傳記的名稱，因此作者宗鑑雖然有意力爭正統，反而自行

暴露了天台宗也不過是佛教的一支。志磐為救其失，於是將西天祖師與中土

祖師一律立為「本紀」，強調他們一如帝位的正統相承。至於「世家」，則改

為屬於中土每一代祖師的師弟們底傳記，參見同書之頁 152、155、166。 
66 同註 64，頁 164-165。至於《釋門正統》不立「淨土宗載記」，是緣於宗鑑並

未將淨土宗視為獨立宗派，參見同書之頁 158。 
67 同註 64，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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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門內的宗教地位便相對地抬高了。68 

陳援菴先生接觸到台、禪二宗衝突的問題而在《概論》中設立了「台

禪二宗之爭」一節，但其內容僅論及《景德傳燈錄》將天台四祖智者大

師列入禪宗人物所引起的天台宗反擊，及天台宗攻擊禪宗西天二十八祖

之說、拈花微笑與慧可立雪斷臂等故事為不確而已，根本未能道出天台

宗著書以爭正統的原因。然而，由於天台宗在現代僅屬一個不大顯著的

宗派，概論中卻有「山家山外之爭」一節，初學者讀了這一節，知道天

台宗本門之內也有正統與非正統之爭，69不獨跟禪宗爭認是獲得佛陀真

傳的正統宗派，而這倒是很有意義的。70陳援菴論天台宗時的疏漏處，

在於沒深入研究史實就加以論斷法智兒孫的問題。  

因為有了山家宗的史書出世，讓五代到宋代中葉的天台教史被寫成

是一家之學的演變，以及旁枝學派的輔翼。山家宗的獨盛以及其史書的

出現，使晚唐至宋代中葉，天台宗佛法的遷流狀況逐漸被叢林忽略了，

倒果為因的結果有幾種狀況產生，一是說會昌法難到知禮出世，佛法不

                                                 
68 同註 64，頁 133。 
69 曹仕邦，〈論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論》〉註 115 云：「最近始知本港尚有人

爭論釋寶靜還是釋倓虛（均已圓寂）纔是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師諦閑大師的

真正傳人──亦即真正的第四十四祖的問題。宗門傳法祖的爭議，非外人所

能置喙，不過仕邦其始訝於倓虛大師住世之時何以未見有人敢提出爭議﹖後

來得讀胡適之先生（1891－1962）〈荷澤大師神會傳〉一文（收在《胡適文存》

第 4 集，臺北：遠東圖書公司，1985 年），文中言及禪家南宗的神會禪師（686
─760）於北宗祖師神秀禪師（卒於 706）與普濟禪師（651－739）均已謝世

之後，始敢入長安爭南宗纔是禪門正統（頁 254-255，又頁 273-279）。大抵

如今台宗四十四祖之爭，亦跟唐代當年情況近似。」（《中華佛學學報》3 期，

1990 年 4 月） 
70 同上註，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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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其次是，此時期的宗匠講說不多；再次是，排斥晤恩及會下學人為

山外宗，其他山外學人是異端。由是再演變，說玄燭與皓端諸師為不明

承嗣。最後，山家內在分離出正宗的知禮系，以及輔贊的遵式系。天台

宗自從智者立教以來，天台學有許多不同的流派。會昌法難之後，天台

宗的佛法也跟著遷流，只剩下天台山系與不明承嗣的玄燭系在流傳。下

至五代，從天台系的志因與玄燭系的皓端，培養出一代宗匠晤恩法師，

使天台宗在錢塘的勢力大增，能與佛教其他諸宗派爭勝，而天台宗其他

流派的氣勢與光輝也因此都被他掩蓋住了。當時的山家內部，或許存在

著爭正統心行的山家在，尤其是遠離吳越國都城的天台山僧家，但當時

主流學派還是屬於慈光院晤恩所引領出來的錢塘山外系宗匠。佛教宗派

的更替、遷流情況，要深入去研究才能呈現出來。 

在晤恩一系看來，從晚唐到宋初天台宗人是「英彥間出」、「講說相

望」、「代不乏賢」、「祖風未墜」；但在山家知禮系下來看，卻是「微言墜

地者多矣」。71而台教命脈在義通會下的知禮與遵式，72他們只說晤恩，重

拾「談妙遺音」，列其在「荷負扶持傳」中，這與贊寧所說正好是顛倒，

贊寧說荷負扶持台宗以義寂最力。慶昭表示，知禮的構義，「雖與愚不同，

然亦各言其所解，顯其所承，斯何傷乎。」而知禮的立場，是顯煥本宗，

卻勸說慶昭莫違自心，「今逢正道，須改迷宗。」不然，定遭惡報。73兩

家都受禪法影響，74而真心觀與妄心觀雖殊途同歸，但山家雖亦云扶宗卻

                                                 
71 釋宗鑑，〈智圓傳〉，《釋門正統》卷 5，《卍新纂續藏經》冊 75，頁 828 上。 
72 〈義通傳〉云：「當是時，台道既微，賴師持之，授法智、慈雲起家焉，此所

謂台宗之命脈也。」（《釋門正統》卷 2，《卍新纂續藏經》冊 75，頁 763 上） 
73 釋知禮，《四明十義書》卷下，《大正藏》冊 46，頁 856 上。 
74 釋知禮亦如山外宗使用禪教，參見《釋門正統》卷 6〈本如傳〉云：「嘗請益

經王義，法智曰：『為我作三年監院，卻向汝道辦事訖。』又問，法智大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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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爭正宗，自茲二家觀法不同，各開戶牖，枝派永異。 

（三）興衰的問題 

從教史的演變來看，中晚唐之時，天台宗跟禪宗比較起來，禪門是

盛發而天台宗是衰落的。從天台祖師來看，五祖灌頂到九祖湛然之間，

以及會昌法難到宋初間的天台山祖道，也是墜落而不振的。這是史學家

以及天台史家的共識，但還是有學人從「道法」的立場來看問題，不同

意前面的觀點。其實一宗的興衰，從贊寧所謂的「更替數」或者是法緣

的傳續上來看，是最為客觀的。 

史法與佛法有別，如僅就義理或道法上說而沒有深入天台史實，對

於佛法的興衰問題容易引發不同的見解。75研究山家、山外的諍論與法緣

之發展，如比照安藤俊雄「論天台灌頂到玄朗間佛法的興衰」來說，那

是山家宗最後勝出；但如果按陳英善的見解，就無所謂誰勝出，而是兩

者分宗並流。因此，是哪位學人中興了教觀呢？是哪位宗匠扶持了宗教

呢？所謂的中興教觀該如何認定呢？這些問題真的要詳細考察；此外，

天台宗流派很多，祖師是否僅能由天台山僧家來當，也是個問題。所以

要剖清這些問題之前，當闡述的歷史背景很多，如天台宗的發展史上的

                                                                                                                   
師豁悟，有頌曰：『處處逢歸路，時時達故鄉；本來成現事，何必待思量。』」

《佛祖統紀》卷 12〈法師本如傳〉云：「嘗請益經正義，法智曰：『為我作知

事三年，卻向汝道。』暨事畢，復以為請，法智厲聲一喝，復呼云：『本如！』

師豁然有悟。」天台宗的教學，至宋初也運用禪教以悟入本心。 
75 安藤俊雄在《天台學：根本思想及其開展》書中談到天台二祖到五祖左溪時

代為天台宗第一個黑暗時代，而陳英善在〈湛然理具思想之探討〉一文則不

贊同他所提的三個原因，而著重在天台宗祖師的行化、佛法的融會與影響及

承繼問題之上。（《中華佛學學報》6 期[1993 年 7 月]，頁 27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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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佛教生成環境、學派的流轉、會昌法難等。 

而祖道與法門，則是天台宗內部的重要問題，例如九祖湛然（711－

782）會下學人眾多，為立祖之故，其他學人的功業被忽略了，這個問題

到了宋初之後，又再度發生。而天台宗學人也有法系傳承不明者，如晚

唐時行化京師的玄燭，他是否跟湛然會下有所關連，也當加以考察。因

為有玄燭的出世，影響到正統以及十祖的認定問題，連帶也影響到皓端

與晤恩的行實。山家宗以天台山所出僧家為正、以山外僧家為輔的理念，

影響到天台清竦會下慈光院的志因；而繼承志因法席的晤恩則被歸類為

山外之祖，也是天台宗山家們的心態與後來的情勢所造成了。 

默默潛修與功業顯赫的行人，只是其人的願行使然，並不防礙其人

的德行與教史上的地位。這種情況，在禪宗不成問題，因為禪宗以悟入

為主，行履次之。但這個問題，在著重有解有行、有教有觀的天台宗派，

卻不是這樣。 

天台宗從智者大師立下標竿之後，天台宗人就比禪匠大德更著重祖

道，天台宗人比禪宗行人更強調義學與禪講，後來的天台宗人從禪師趨

向法師之路是有其原因的。天台宗的建立，它是經過體悟、圓解、實證

歷程，到後來能夠判釋宗教與建立思想體系。此乃因為有了完整的教法，

也有實踐的法門，其實踐的法門就是這次第止觀、圓頓止觀、不定止觀

這三類止觀。76所以天台宗人除了修習止觀之外，要依據經典與文義去修

證，再配合念佛的行法。因此學人在觀行上不免會產生新的見解，尤其

是在抗衡其他宗派時，必然要瞭解對方所用的經典與行法，融攝的情況

由是產生，「法門改轉」的現象也勢必會形成。 

                                                 
76 釋法藏，〈天台教觀概述 3〉，http://rsbc.ehosting.com.tw/class/past-downloadclass/ 

TianTair/TianTair-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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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止觀強調妄心觀的理念，在晚唐到宋代中葉間曾經有所轉變，

這是因為學人跟流行的禪宗、華嚴宗所提舉的真心觀與禪悟的行法上有

合流的趨勢存在。宋初時四明知禮（960－1028）為了恢復祖道，又重新

走回強調妄心觀的理路，其學說如同九祖湛然，大部份是從批判他教與

山外而顯揚自家山門而成立的，所以在後來的山家宗立場來看知禮的歷

史地位，就如同九祖湛然在天台宗是佔有復興的地位一樣。反之，天台

宗的其他流派被忽視了，尤其是沾染真心觀的錢塘宗匠晤恩及其會下學

人更是被貶抑為山外宗，原是山家系統的宗昱系因與山外思想接近，連

嫡系的傳承都被拔除了，他們並遭受到同系山家們的排斥，法緣到了第

三代就斷絕了。77 

六、結論 
研究佛教史，有幾個重要的課題值得觀察，首先是佛教中國化的問

題。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包含許多主題，如禪宗思想與行持中國化，還

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以及佛教受中國正統論影響所產生的一些作為；

而佛教宗派，用文以載道的方式，爭正統、說祖道、寫譜系，乃至於衛

道排斥他教而寫教史，也是中國化的一種現象。佛教特別重視宗本，而

其所謂的宗本，雖然不外是強調解脫道，但也應合中國人情，而兼行教

化度人的利物情事；自行化他變成佛教的行持，也是宗本的特質，學佛

人不能或忘。學人修行之外，修道訓物成了他們追循的目標，修道訓物

的基礎除了佛法之外，就是儒學與道學，因此心與性之學問，有著合會

於儒、道的傾向。 

                                                 
77 吳世英，〈晤恩法師的行實與天台分之研究〉（香港：珠海大學中國歷史博士

班論文，2012 年 1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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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也有揚一家之學的情況出現，這如同古來的中國百家爭鳴，而

其教史同那司馬遷所云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學。」所載的一些史

事與範例，讓後來學人得以遵循、課徒或引為誡鑑。但因為強調通古今

之變，立祖道揚師說，而刪削史實，排他以尊己宗，讓佛教的許多史事

隱晦不明，所以研究宗教史要明白教界的特質以及叢林的說法。佛教各

宗為了成一家之學，而立譜系與僧傳，使得佛教的發展變得像是分立的，

佛教各宗行人與思想的交涉情況，要靠史家來加以考察，去重建歷史的

真面貌。 

佛法不離王公、士夫的護持，這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特質，但要注

意佛教古來的精神與僧家的傳統。道人高尚其志，守其宗本，他們離群

索居，閑居山林，不交俗世；其道雖然隱晦，但德行俱佳者的道法卻能

傳續下去；因此研究學派的發展，不單只是看佛法的遷流與更化問題，

主流與暗流的情況也要深加體察。中國佛子，學出多門，因此傳承問題，

成了教史上的重要課題。而僧家的宗本與行持、悟處與行履、本師與別

子為宗與所居寺院的特質、王法與教法，還有教派法緣之生滅，是研究

佛教史者要留意的現象。 

研究佛教史事，難以用佛法興衰的觀點來談論其事，宗派之間的興

衰問題也是一樣，而佛教慣用德行與法緣來說明一切。人物的歷史地位，

古人慣以「立德」、「立功」、「立言」為三不朽，而佛教的僧史如釋贊寧

的《宋高僧傳》則以「譯經」、「義解」、「習禪」、「明律」、「護法」、「感

通」、「遺身」、「讀誦」、「興福」、「雜科」來列傳說明高僧行誼。佛教把

經典、德行與護持教法，依次擺在前頭，也可以看出佛子同儒、道一樣，

是重視傳統與教法的。佛教的修行，除了依師、依法、依經教之外，重

在體悟與會取，而「勇於說出己心中的法門」，是中國佛教的特色之一，

然此揚己家之學與師說、祖道，似有不同之處，師徒間的學風與法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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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問題，成了研究禪法者的重要課題。而師徒間的學風不同，門人的

法門改轉是常見的現象，但在教界中卻出現了許多的諍詬。所以研究宗

教史，除了研究僧人的德行之外，也要瞭解人的習性與德行間的關係，

明白禪師與講師、佛法與世學、道人與俗僧之別。以佛法研究佛教，以

史法處理史事，是當前史家的要務，如是許多佛教史事方能重新顯現其

真實的一些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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