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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華嚴蓮社，臺灣首座以「華嚴」為名的佛教寺院，亦是近現代少數「專研、
專修、專弘華嚴」的道場，而中國、港澳，乃至全球近現代華嚴宗的弘揚與傳承，
與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有著最直接、密切的關聯。若考江蘇海安觀音禪寺與泰州
光孝律寺法系人，於辦學、講學及弘化領域的成就，正是維繫近現代華嚴教學弘
化持續推陳出新、多元發展的關鍵因素。
為探究近現代華嚴教學弘化復興之議題，本文首先就江蘇海安觀音禪寺和泰
州光孝律寺的付法師資源流進行考察，探討華嚴蓮社所傳《光孝律寺傳法卷》中
記載的內、外號世系傳承根源與發展。其次，從上海華嚴大學之興辦與成果，探
討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於華嚴教學弘化及華嚴宗門延續的具體貢獻；同時並考華
嚴蓮社所傳華嚴宗雲棲法系之世系傳衍，更論易幟後華嚴教學弘化在台復興的過
程與開展。

關鍵字：華嚴蓮社、泰州光孝律寺、華嚴宗、華嚴大學、華嚴專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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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蓮社，臺灣首座以「華嚴」為名的佛教寺院，亦是近現代少數「專研、
專修、專弘華嚴」的道場，而中國、港澳，乃至全球近現代華嚴宗的弘揚與傳承，
與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有著最直接、密切的關聯。六十多年來，蓮社匯集了數以
萬計熱心於推動華嚴法化的信眾，特別是華嚴專宗學院的教育志業，培養了一批
又一批專弘華嚴的優秀僧才，致使華嚴一宗的教法與薪火，於臺灣、大陸、東南
亞得以延續，甚至歐美地區都獲得了法雨的滋潤與恩澤。
華嚴思想，在中國流傳超過一千五百年歷史，可說是印度佛教東傳後，適應
此方眾生的民族性格、文化特質，並深入現實生活後，所融合、開展出最具華夏
文明特色的中國佛教思想代表。不可否認的，華嚴思想是璀璨亮麗、登峰造極的
人類文明，其所呈顯多元、和諧、整體、開放的精神領域，更是當今全球化趨勢
下既契理又契機的實踐哲學！隨著華嚴宗歷代祖師大德對於《華嚴經》的注疏和
宣揚，華嚴教學體系的詮釋與建置，於唐代五位華嚴祖師的努力下構建完備。
唐武宗會昌法難（845）之際，佛教受到了最大的摧殘，包括華嚴宗在內的各
大宗門式微，華嚴義學思想發展停滯。逮至北宋長水子璿（965-1038）為報佛恩，
勵志扶持久衰不振的華嚴宗，專就華嚴教觀深究其奧旨，依賢首教，疏楞嚴經，
以此開導僧俗；並據宗密《起信論疏注》詳加解釋，著有《起信論疏筆削記》
；同
時，亦主張「教禪一致」，契合宗密思想，華嚴法脈賴以不墜。其徒晉水淨源
（1011-1088）繼之而起，振興華嚴宗風，久已散佚的《華嚴經疏鈔》
，因高麗僧統
義天持來咨決所疑，得以復傳於神州大陸，1 時人稱為「中興教主」；現存《法界
觀門助修記》
、
《金師子章雲間類解》
、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
、
《華嚴經疏注、
科》、《華嚴原人論發微錄》、《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等著作。繼二水後，兩宋期
間《一乘教義分齊章》注釋者中，尚有道亭、師會、觀復和希迪四人，被後世尊
為「宋代華嚴四大家」。
元代普瑞大師會集澄觀大疏、演義鈔、懸談、諸疏等，編著《華嚴懸談會玄
記》，算是集宋、元兩代華嚴之大成。明代憨山德清撰《華嚴綱要》，並有蓮池袾
宏（華嚴雲棲法系）
、三懷洪恩（華嚴雪浪法系）
、不夜照燈（賢首寶通法系）
、高
原明昱（賢首兼慈恩法系）等明代四大華嚴宗傳法系人，闡揚華嚴宗旨，兼弘華
嚴思想教義。傳至清代，柏亭續法（1641-1728）深研杜順、法藏、澄觀祖師之義
學思想，並大力弘揚華嚴教法、組織華嚴宗教觀體系，著如《賢首五教儀》、《五
教儀科注》
、
《賢首五教儀開蒙》
、
《賢首五教斷證三覺揀濫圖》
、《法界宗五祖略記》
及《華嚴宗佛祖傳》等作品，其傳法弟子有培豐（1681-1751）
、慈裔、正中、天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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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磬，《佛祖統紀》卷 14，CBETA, T49, no. 2035, p. 223, b28-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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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十餘人。2 培豐下，民國有月霞（1858-1917）和應慈（1873-1965）二老，於
滬上創建「華嚴大學」
，堪稱近代振興華嚴宗的代表人物，而近現代華嚴宗之發展
亦由此轉向嶄新的契機，華嚴教學的弘揚與法脈傳承之薪火，自此綿延不絕！
大陸易幟後，隨著華嚴高僧的先後渡台。智光（1889-1963）
、南亭（1900-1982）
創建華嚴蓮社，講誦《華嚴》未曾中斷，更得成一和尚（1914-2011）承此志業，
創辦「華嚴專宗學院」及「華嚴專宗研究所」
，後有傳人賢度法師（1960 迄今）積
極培育專研、專修、專弘華嚴之現代僧才，並成立「國際華嚴研究中心」
，於海峽
兩岸、國際之間弘傳華嚴法教、推廣華嚴教學研究。然而，當筆者反覆推敲近現
代華嚴宗雲棲法系師資傳承時，發掘近現代華嚴教學弘化之復興，與江蘇海安觀
音禪寺和泰州光孝律寺的法脈傳衍，兩者間有著緊扣發展的關係。換言之，觀音
禪寺與光孝律寺法系人，於辦學、講學及弘化領域的成就，正是維繫近現代華嚴
教學弘化持續推陳出新、多元發展的關鍵因素。
為探究此一議題，本文首先就江蘇海安觀音禪寺和泰州光孝律寺的付法師資
源流進行考察，探討華嚴蓮社所傳《光孝律寺傳法卷》中記載的內、外號世系傳
承根源與發展。其次，從上海華嚴大學之興辦與成果，探討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
於華嚴教學弘化及華嚴宗門延續的具體貢獻；同時並考華嚴蓮社所傳華嚴宗雲棲
法系之世系傳衍，更論易幟後華嚴教學弘化在台復興的過程與開展。茲就上述研
究進路，分別敘述如后。

二、付法師資源流考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泰州分院特約研究員范觀瀾所著《尋踪名僧的搖籃》書中，
題為〈泰州──名僧搖籃〉及〈華嚴宗近現代弘揚傳承與泰州〉兩篇文章，分別
記載近現代佛教名僧與江蘇泰州的淵源與連結、泰州地區「華嚴會」的興起始末、
各地以華嚴為名的寺庵紛紛出現，以及月霞、應慈兩位華嚴巨匠創辦華嚴大學、
弘揚華嚴法教過程中與泰州和尚（海陵沙門）的緊密關係。3 古海陵佛教高僧輩出、
佛法昌隆，從泰州到外地弘化的僧伽幾乎都是住持一方的法門龍象；於中，關係
著近現代華嚴宗門傳衍和華嚴教學弘化的主要法系人，正是源出於海安觀音禪寺
和泰州光孝律寺，筆者先就兩間寺院的法脈傳承進行考察。

（一）江蘇海安觀音禪寺：傳臨濟禪宗
海安觀音禪寺，位於江蘇省南通市海安縣孫莊鎮營溪村（原泰州東鄉營溪），
2

3

清‧徐自洙誌，《伯亭大師傳記總帙‧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誌銘》卷 1，CBETA, X88, no.
1656, p. 397, c15-19。
參閱：中國‧范觀瀾，〈泰州──名僧搖籃〉
，《尋踪名僧的搖籃》
，頁 1-7；以及〈華嚴宗近現代
弘揚傳承與泰州〉
，《尋踪名僧的搖籃》
，頁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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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於何時已無從稽考。民國初年，因寺內僧人不善經營，致使道場衰落不堪，
地方賢達迎請曲塘宏開寺尊宿玉成長老（1854-1936）出任住持。玉成老就任後，
修築整治殿宇，重塑佛像金身，廣設法宴，弘化鄉里，古寺為之煥然一新。

1、玉成尊宿重僧教育‧龍象輩出代代獅吼
若論百年泰州名僧，首推清末民初曾任泰州僧正司、泰州佛教會主席，幕後
推動佛教教育工作，積極栽培子孫後輩，哺育出大批近現代佛教高僧，令世人無
法忘懷的尊宿──玉成老人。4 玉成老俗家姓沈，泰州黃柯莊人，家庭世代務農，
幼年入私塾啟蒙，受儒家傳統教育。十七歲時，隨父出門遠行，渡江覆舟，體悟
世事無常，萌生出家之意，即赴泰縣曲塘鎮宏開寺，依應懷和尚出家，字玉成，
號脫山，法名嚴璞。於宏開寺中學經三年。同治末年滿二十歲，於句容寶華山隆
昌律寺受具足戒，隨入金山江天寺、揚州高旻寺住禪堂。繼而行腳參訪，朝禮九
華、普陀、天台諸大名山，拜謁大德以為印正，先後數年。後於焦山定慧寺，聞
通智法師講《楞嚴經》，恍然有悟，故而陳偈印證，遂得通智法師之認可。
玉成和尚本想追隨通智法師繼續深造，但忽得剃度師慶懷老人來信，玉成和
尚於是遵循師命，返回宏開寺住持道場。於時，玉老親承師座，料理一切，寺務
井然有序，並重新建造、翻修宏開寺，令寺宇面貌一新，而常住僧眾則是以戒律
謹嚴出名。此外，玉成老人尚有修覆殘破廟宇的事蹟，而南距宏開寺二十里外的
大營溪莊觀音禪寺，正是在玉老的細心照料下，重振富興。然逢廟產興學風潮，
作為泰州僧正司的玉成和尚，長年出入內外奔走，後由玉老之奏章，朝廷遂令各
省設立「僧教育會」
，由出家人自行興辦僧侶學堂，以此方式捍衛佛教寺院及僧伽；
正因重視僧伽教育之理念，玉成老人的徒子、徒孫、徒曾孫輩人等，全都接受過
良好的教育，而各有成就。但以無暇顧及觀音禪寺常住法務，遂將住持職務交付
其徒道如和尚掌理。
道如和尚秉承師願，悉心經營道場，並得文心、以心（智光）二徒，在玉老
的支持下，傾全力栽培之。二師行解並進且學有所成，文心法師後任泰州北山開
化禪寺方丈，智光法師後主焦山定慧禪寺法席；自此觀音禪寺又開出兩個法脈傳
承，龍象輩出，化度大江南北、跨越兩岸三地。此後，文心法師得徒靄亭（曾任
鎮江竹林寺方丈）、靄公得徒存遠（曾主儀徵寶光寺法席）、存公得徒自一（曾住
棲霞山及普德二寺）和守一（曾住持宜興澄光寺）
，此為一脈。智光法師得徒南亭
（曾任泰州光孝寺方丈）
、南公得徒善遠（曾主泰州覺正寺法席、營溪觀音禪寺住
4

相關玉老生平事蹟，可參閱：中國‧范觀瀾，〈泰州近代和尚之祖──玉成尊宿〉
，《江淮名剎泰
州光孝寺》
，頁 211-217。以及〈玉成老人追悼專號〉
，《人海燈》雜誌‧第四卷第四期，
「東蓮覺
苑佛門網──數碼佛典古籍藏室網」
。1937.04.01，http://library.buddhistdoor.com/title/53a051e581。
以及〈華嚴法脈‧民國以來弘傳華嚴代表人物〉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網站」
。2014.04.16，
http://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2157&modid=422&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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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善公得徒成一（弘化寶島，宗主華嚴）和果一（曾主泰州雨聲寺法席），此
又一脈。5 真可說是人才輩出、龍象滿門。
另外，由玉成老人的子孫輩所創辦佛學院有：焦山智光大師創焦山佛學院、
鎮江靄亭和尚創竹林佛學院、泰州南亭和尚辦光孝佛學院、南京爽亭和尚辦毘盧
佛學院、自一法師的棲霞佛學院、普德佛學院；香港靄亭法師的青山佛學院、東
蓮覺苑、寶覺女子佛學研究社；台灣南亭和尚倡辦台中佛教會館的佛學研究社、
台北成一和尚承南老之命創辦的華嚴專宗學院暨研究所等。一門子孫，先後興辦
十一所佛學院者，舉世無多！更有望亭、旨遠、定遠、良遠、春遠、厚遠、恆遠
諸師，或助教於佛學院，或襄輔於各道場。所謂師出名門，正是出於海安觀音禪
寺玉成尊宿一門！
根據《南亭和尚全集》南老自述：
「玉太老人知道佛教徒必須有知識。宏開寺
有經懺佛事，需要有人當家，經管其事。玉老寧可請鄰庵的人來當家，是可以造
就的徒子、徒孫，皆讓他門出外求學。自我師公道老人以下五十餘口，皆玉太老
人一手栽培。…… 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是泰縣的僧閥。」6 並說：
「曾師祖玉太老
人不知道怎麼樣地看上我，命令我師公道如老人讓我去上學，當然祇有唯命是從。」
7
諸如此等皆說明了玉成尊宿的高瞻遠矚，及其注重僧伽教育、積極培育僧才的行
動證明。
又，有別於當時一般廟宇的趕經懺風氣，觀音禪寺的道風嚴謹，並重視僧眾
知識水平的提升，如《成一法師傳》中記載：
「觀音禪寺的道風非常嚴謹，且是堅
持吃素的。當時，進一般寺廟去出家，就只有敢一輩子經懺的份。而在觀音禪寺
出家，就有機會出外嚴求佛學，將來有可能當上法師，有做上大寺廟住持的機會。」
8
而此寺與華嚴的深刻因緣，則可見於沙彌教育及五堂課誦中，如《成一法師傳》
提及：
「作為一個小沙彌，出家後的第一天，道如和尚就教導讀經，但他拿的不是
《金剛經》
，也不是《彌陀經》
，而是《華嚴發願文》
，並且希望一天就能將其能夠
9
背熟。」 時至今日，華嚴蓮社的單日早課課誦中，仍舊依循觀音禪寺此一慣例，
而華嚴專宗學院學僧入學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背誦《華嚴發願文》
。或許，正是
沙彌階段的熏習和養成，註定了海安觀音禪寺的後代子孫，同時是華嚴宗的法脈
繼承人。

2、傳臨濟禪宗‧普陀後寺第四十七世下續演字派

5

6
7
8
9

參閱：
〈海安營溪觀音禪寺〉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網站」
。2014.04.16，
http://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2046&modid=357&mode。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
《南亭和尚全集（十二）
‧南亭和尚自傳》
，頁 22。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
《南亭和尚全集（十二）
‧南亭和尚自傳》
，頁 13。
范觀瀾，《成一法師傳》
，頁 23。
范觀瀾，《成一法師傳》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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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海安觀音禪寺之法脈世系傳承，根源於臨濟自義玄禪師立宗，後傳第八世
慧南，十二世大慧宗杲，十九世碧峰性金，廿五世突空智板下，演派十六字後，
普陀後寺從突空下通字派接續演四十八字，而江蘇曲塘宏開寺、海安營溪觀音禪
寺玉成嚴樸禪師是為第四十七世傳人。10 此後，舉凡依止玉成尊宿座下，於曲塘
宏開寺、海安觀音禪寺披剃出家的僧眾及子孫輩，其剃度字號（外號）與譜名（內
號）
，即依師資傳承之輩份，接續命名。
關於傳承譜名（內號）所演字派，如清代守一法師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
記載，11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禪師演派十六字：
智 25 慧 26 清 27 淨 28
真 33 如 34 性 35 海 36

道 29 德 30 圓 31 明 32
寂 37 照 38 普 39 通 40

又，普陀後寺從突空下「通」字派，接續演四十八字：
湛 41 然 42 法 43 界 44 方 45 廣 46 嚴 47 宏 48 彌 49 滿 50 本 51 覺 52
惟 57 靈 58 廓 59 徹 60 體 61 用 62 周 63 隆 64 聞 65 思 66 修 67 學 68
傳 73 持 74 妙 75 理 76 繼 77 古 78 賢 79 公 80 信 81 解 82 行 83 證 84

了 53 悟 54 心 55 宗 56
止 69 觀 70 常 71 融 72
月 85 朗 86 天 87 中 88

至於傳承字號（外號），據考為「成 1 如 2 心 3 亭 4 遠 5 一 6 度 7 果 8」
。
譬如：文心大師接續之世系傳承，字號「文心」、譜名「彌彬」；智光大師，
字號「以心」、譜名「彌性」，為臨濟宗法第四十九世、觀音禪寺第三代傳人；靄
亭和尚，字號「靄亭」、譜名「滿祥」；南亭和尚，字號「南亭」、譜名「滿乾」，
為臨濟宗法第五十世、觀音禪寺第四代傳人；成一和尚，字號「乘一」（就讀醫學
院時改號「成一」）
、譜名「覺因」
，為臨濟宗法第五十二世、觀音禪寺第六代傳人；
賢度法師，字號「賢度」、譜名「了行」，為臨濟宗法第五十三世、觀音禪寺第七
代傳人。據台北華嚴蓮社最近一次的傳法（2014/03/29）法卷記載，目前海安觀音
禪寺的世系傳承，已演字派至臨濟宗法第五十四世、觀音禪寺第八代子孫。

（二）江蘇泰州光孝律寺：承南山律宗
「敕建光孝律寺」
，12 始建於東晉義熙（405-418）年間，寺院初名現不可考。
北宋崇寧二年（1103），徽宗賜名「崇寧萬壽寺」；政和元年（1111），因年號更動
10
11
12

參閱：華嚴蓮社‧釋成一，
《光孝律寺傳法卷》
，頁 6。
清‧沙門守一，《宗教律諸宗演派》卷 1，CBETA, X88, no. 1667, p. 560, a4-16。
相關光孝律寺的歷史記載，可參閱：范觀瀾，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頁 1-30；以及〈泰州光孝寺歷史上的三次復興〉，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頁 70-83；以及〈泰
州光孝律宗尋考〉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頁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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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賜「天寧萬壽寺」；南宋紹興八年（1138），高宗敕改名為「報恩光孝禪寺」。南
宋時期，由於泰州在全國經濟地位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並隨佛教發展的日益昌盛，
泰州光孝寺成為江淮名剎，備受重視。南宋慶元二年（1196）
，德範和尚出任住持，
發心大規模修復光孝寺；此後，光孝寺方丈室即稱為「碧雲丈室」
，而大雄寶殿則
依《華嚴經》命名為「最吉祥殿」
；並更請詩人陸游撰寫《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
祥殿碑記》，記其修復始末，13 成為古光孝寺之象徵，流傳至今。
清初康熙乾隆年間，殿宇因年久失修而衰頹。金陵寶華山慧居寺（今隆昌寺）
上座炳一性慧律師，泰州裏下河人士，因返鄉省親必經泰州，掛單光孝，睹見寺
宇頹廢、住僧寥落，甚為憂慮。乾隆九年（1744）
，炳一律師受地方士紳邀任住持，
肩負中興光孝古剎之重任。炳師為南山律宗寶華山千華派法系傳人，光孝寺因之
改禪為律，成為寶華律宗分燈祖庭，易名為「泰州光孝律寺」沿習至今。晚清至
民國年間，每隔一至二年傳戒一次，於時之規模為歷來的極盛時期，僧眾人數逾
千人之多，成為「泰州九大叢林之首」
，14 並以歷史久遠、名僧輩出、崇尚律範而
蜚聲海內外。如今的古光孝律寺，亦是遵循古制、呈現一派復興之榮景。

1、常惺和尚中興光孝‧放戒講經振僧教育
泰州光孝寺於歷史上，除了硬體建設的復興以外，炳一律師改禪為律所帶來
的鼎盛局面，為光孝律寺的中興注入了深厚的實質內涵。後經圓能、明慈、定遠
及近代法成、德厚、谷鳴、培安等幾代僧人的努力，更以培植世學、出世學涵養
兼俱的優秀僧才而顯赫一時。二十世紀初，中國佛教經歷了一段推陳出清的革新
時期，即從隱居清修邁向人間佛教的巨大轉變；又，當面臨佛教社會化的同時，
僧教育的提倡於此波復興聲浪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清末戊戌變法（1898）
、清廷政變之際，湖廣總督張之洞作〈勸學篇〉上奏朝
廷，主張利用全國寺廟資產，用以開辦學校的風潮，史稱廟產興學。於時，由於
部分知識份子及政府官員對佛教缺乏暸解，又有土豪、劣紳等野心份子覬覦寺產，
故假興學之名，行併吞寺廟之實，造成寺產毀損或為有心人士所強佔，佛教僧尼
被勒令還俗等迫害佛教的不良後果。當時的光孝寺住持谷鳴和尚，應勢召集全縣
寺廟住持開會，禮請玉成尊宿出山，任泰州佛教會主席和泰州僧正司職務，綜理
佛教事務；為此成立的僧衙門，正式設於泰州光孝律寺內，並有僧差一類的配置。
玉成尊宿十四年的僧官生涯中，大倡僧伽教育，強調佛教僧人不該趕經懺，應著
重發展佛教弘化、教育、文化事業，並積極推動社會慈善救濟工作。
由此，光孝律寺在玉成尊宿的敦促下，於民國十五年（1926）
，創辦覺海學院，
學制三年，每期擬招收青年僧約四十名，但未具體落實。民國二十一年（1932），
13
14

碑記銘文，請參閱：范觀瀾，
〈陸游與泰州光孝寺修復碑記〉
，《尋踪名僧的搖籃》
，頁 120-121。
宋代泰州佛教鼎盛時，有東山、南山、西山、北山、光孝、雨聲、永寧、覺正、淨因九大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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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惺和尚於光孝寺住持的任期內，創辦光孝佛學研究社，由南亭主持教務，肇源、
成一為監學，沿襲覺海學院相關制度。在光孝寺二十年的辦學中，造就了中國佛
教界另一批優秀僧才，諸如：前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佛教會會長真禪和尚
（曾任上海玉佛寺、靜安寺、開封大相國寺住持）
，蘇州寒山寺監院楚光和尚、常
州天寧寺住持敏智和尚、香港鹿野苑方丈悟一和尚、菲律賓隱秀寺住持自立和尚，
美國美東佛教會會長、紐約東禪寺住持浩霖和尚，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美國
暨台灣華嚴蓮社董事長成一和尚，台北善導寺董事長妙然和尚等人，皆為泰州光
孝佛學院學僧出身。
常惺和尚（1896-1939）
，於近代中國佛教史上，是位聰穎過人，精通華嚴、天
台、唯識教門，又受持禪、律、密乘的佛學大師。 15 十八歲畢業於省立如皋師範
學校，後往上海就讀華嚴大學，畢業即至寶華山受具足戒並研習律法三年，又赴
常州天寧寺習禪，繼而往詣浙江寧波諦閑法師所創辦的觀宗學社修學天台教觀，
復跟隨持松法師於上海學習唐密。另於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常惺法師可說是僅次
於太虛大師的一位人物，曾先後綜理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教務（1919）
、出任安慶
迎江寺安徽佛學院校長（1922）、創辦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1925）、擔任北
平柏林教理院院長（1930）、創辦光孝佛學院（1933）、回任閩南佛學院院長並建
立佛教青年僧養正院（1933）。此外，抗日戰爭開始後（1937），因任中國佛教會
秘書長職務，從事佛教僧侶救護隊、僧侶掩埋隊的訓練工作，並辦理佛教醫院、
收容所等，帶領佛教界襄輔抗戰時期之救護醫療工作。一生之中，為了振興僧伽
教育，推行佛教文化、弘法及慈善志業，足跡遍及江蘇、上海、安徽、江西、福
建、雲南、河北等地，堪稱中國佛教界一代領袖人物。
泰州光孝律寺的軟實力復興，除前述興辦光孝佛學院、積極培植法門龍象外，
更有弘法佈教、文化傳播、慈善救濟、開戒傳法等實質內涵。常惺法師最初受聘
出任光孝寺副寺時（1924）
，隨即代表江蘇出席參與世界佛教聯合大會。會後邀約
太虛大師前來泰州，與常惺法師輪流講學，並設立「泰縣念佛社」領眾焚修，為
日後「泰州佛教居士林」前身；當人們逐漸通曉佛教義理後，發心皈依者多達數
百人，隨著士紳名流對佛教態度的良善轉變，佛教於泰州的社會地位亦獲得相對
的肯定與認同，乃至競相前來光孝寺閉關修煉、進修深造。又，皈依弟子中錢誠
善、王誠普二位居士，發心接手太虛大師《海潮音》雜誌的編輯工作，三年多的
時間，總共出版二十八期刊物，其後該雜誌前進上海持續經辦，成為《中國佛教
百年大事輯錄》中延續至今的一段文化出版軌跡。
當常惺和尚正式就任泰州光孝律寺住持（1931）
，那年夏季，蘇北正巧遇上了

15

相關常惺和尚生平事蹟，可參閱：范觀瀾，
〈中國佛教高僧常惺〉
，
《尋踪名僧的搖籃》
，頁 175-187；
以及〈中國近代高僧常惺法師〉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頁 198-203。以及釋慧雲主編，《常惺
法師年譜》
，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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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罕見的大水災，災民遍地，和尚便於光孝寺成立災民收容所，救扶了數以千
計的災民，光孝寺從而博得社會的一致好評。1933 年春天，為紀念光孝寺谷鳴和
尚舉辦千佛三壇大戒傳戒會，常惺為此寫下《光孝寺同戒錄序》
，仁山法師與當時
國民政府江蘇省省長韓國鈞先生則作《光孝寺傳戒序》
，總有戒子 262 人納受淨戒。
戒期圓滿日，常惺和尚更為他所器重的三位弟子──南亭、葦宗、脫煩──傳法
授記。此次傳戒暨付法盛會回聲響徹泰州及周邊地區，排斥佛教的風氣獲得改觀，
一掃前僧於地方上官司訴訟、負債累累的經營窘境，而常惺法師中興光孝、弘化
利生之恩德，至今猶為人們所稱道。1936 年秋天，常惺和尚雖將住持職務交付法
子南亭，但仍持續關照著泰州的佛教事業，甚至於北京萬壽寺、廈門南普陀寺住
持期間，專程返回泰州開講《維摩詰經》
，以其淵博的佛學素養和善說的無礙辯才，
深得泰州人民的景仰與欽佩。
隨著僧伽制度之建置、付法授記之傳衍，常惺大師交付南亭和尚的不僅是泰
州光孝寺改禪為律後的法派世系傳承，更有源自上海華嚴大學月霞老和尚弘傳華
嚴聖教和承繼法脈薪火的使命與責任。也正是此一重大的交付，致使臨濟禪宗和
南山律宗的傳人，繼而接續了近現代華嚴法系師資傳承的歷史發展。關於華嚴宗
傳衍之探討，筆者於后「華嚴法脈之承繼」章段中，再行解析。

2、承南山律宗（千華派）第二十一世下續演字派
論泰州光孝律寺之法派傳人，即依止此寺受法的出家僧人暨再傳子孫屬之。
南山律宗，自終南山道宣律師為律門第一世，傳十三世至金陵古水庵慧雲如馨律
師；慧雲馨公大和尚傳三昧寂光律師，為寶華山千華第一代，從如字起演五十六
字；江蘇泰州光孝律寺炳一性慧律師，為南山律宗第二十一世、寶華山千華第八
代、光孝堂上第一代；常惺和尚，為南山律宗第三十四世、寶華山千華第二十一
代、光孝堂上第十四代；南亭、葦宗、脫煩和尚，嗣常公法為南山律宗第三十五
世、寶華山千華第二十二代、光孝堂上第十五代；成一、妙然、松林、禪耕等和
尚，為南山律宗第三十七世、寶華山千華第二十四代、光孝堂上第十七代；弘法
和尚、賢度法師等，為南山律宗第三十八世、寶華山千華第二十五代、光孝堂上
第十八代。16 此後，舉凡依此南山律宗法系人座下，於相關法系寺院受法的出家
僧眾及再傳子孫輩，其受法譜名（內號），即依師資傳承之輩份，接續命名。
關於傳承譜名（內號）所演字派，如清代守一法師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
記載，17 南山律門下，十三世傳至金陵古林庵慧雲如馨律師，十四世三昧寂光律
師為寶華山千華第一代。從「如」字起，演派五十六字：

16

17

參閱：華嚴蓮社‧釋成一，
《光孝律寺傳法卷》
，頁 5-6；以及光孝律寺‧釋成一，
《光孝律寺傳
法卷》；以及光孝律寺‧釋弘法，《光孝律寺傳法卷》
。
清‧沙門守一，《宗教律諸宗演派》卷 1，CBETA, X88, no. 1667, p. 566, a1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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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3 寂 14 讀 15 德 16 真 17 常 18 實 19
海 27 印 28 發 29 光 30 融 31 戒 32 月 33
支 41 岐 42 萬 43 派 44 律 45 源 46 遠 47
法 55 紹 56 南 57 山 58 宏 59 正 60 脈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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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20 性 21 圓 22 明 23 定 24 慧 25 昌 26
優 34 曇 35 現 36 瑞 37 續 38 天 39 香 40
果 48 結 49 千 50 華 51 宗 52 本 53 長 54
燈 62 傳 63 心 64 地 65 永 66 聯 67 芳 68

至於傳承字號（外號）
，則據受法人「原出家之剃派世系」或「原受法之法派世系」
的傳承演字名之。然值得一提者，正因光孝堂上第十四世常惺和尚兼俱華嚴法系
人之傳承，故自台灣台北華嚴蓮社成一長老傳法時起，即代表光孝堂上第十七世
法系人，同時授予南山律宗和華嚴宗雲棲法系之世系傳承演字，也就是以華嚴雲
棲的譜名演字為外號起名。18 又，關於華嚴宗之世系傳承演字，本文於后詳之。
譬如：谷鳴和尚，原出家道場之世系傳承字號「谷鳴」、譜名「戒振」；培安
和尚，原出家道場之世系傳承字號「培安」、譜名「月海」；常惺和尚，承繼自上
海華嚴大學之法諱「常惺」為字號（後詳）、譜名「優祥」；南亭和尚，原出家道
場之世系傳承字號「南亭」、譜名「曇光」；葦宗和尚，原出家道場之世系傳承字
號「葦宗」、譜名「曇影」；成一和尚，原出家道場之世系傳承字號「成一」、譜名
「瑞定」；妙然和尚，原出家道場之世系傳承字號「妙然」、譜名「瑞清」。又，自
光孝堂上第十八世法系人起，即雙傳華嚴雲棲及南山律宗法脈，而以華嚴宗譜名
演字為字號（外號）、律宗傳承演字為譜名（內號），譬如：全度法師，華嚴演字
「思濟」、律宗譜名「續法」；弘法和尚，華嚴演字「思同」、律宗譜名「續照」；
賢度法師，華嚴演字「思齊」、律宗譜名「續因」。據台北華嚴蓮社最近一次的傳
法（2014/03/29）法卷記載，目前泰州光孝律寺的法派世系傳承，已演字派至南山
律宗第三十九世、寶華山千華第二十六代、光孝堂上第十九代，以及華嚴宗雲棲
法系第三十八傳子孫。
中華文化地大物博，對於座落泰縣東南鄉的海安觀音禪寺而言，蓮社祖輩法
系人出家道場之世系師資傳承考察，後人據此得以知曉長老們師出何門、學思養
成等背景因緣；然就位處泰縣縣城的泰州光孝律寺而言，相關法派世系師資傳承
之推敲，吾人藉此得以明白蓮社法系人師承何處、修持行願等出世歸宿。華嚴蓮
社《光孝律寺傳法卷》，之所以記載「現華嚴蓮社子孫取名內號，根據南山宗 OO
世字派演字」以及「華嚴蓮社子孫取名內號，根據臨濟宗 OO 世字派演字」等相關
內容，正是根源於南亭老及成一和尚二位創社祖師，於海安觀音禪寺玉成嚴璞尊
宿及泰州光孝律寺炳一性慧律師的法脈世系傳承。
至於被尊為華嚴蓮社第一代祖師的智光老和尚，雖依玉成老人剃染，字號以
心、譜名彌性，復受焦山定慧禪寺曹洞宗記莂，字號智光、法諱文覺，並以此傳
18

參閱：華嚴蓮社‧釋成一，
《光孝律寺傳法卷》
，頁 6；以及光孝律寺‧釋成一，《光孝律寺傳法
卷》
；以及光孝律寺‧釋弘法，
《光孝律寺傳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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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授記予雪煩鐙明、東初鐙朗（為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和尚剃度恩師）
；但智光老與
華嚴大教、華嚴宗傳之因緣甚深，更以剃派世系傳承法脈之親，而被尊為華嚴蓮
社第一代祖師。另外，關於華嚴蓮社付法子孫之外號演派，亦二：一、傳臨濟禪
宗者，即據海安觀音禪寺所演字號，如南亭、成一、賢度等名屬之；然自觀音禪
寺第八代（華嚴蓮社第五代）子孫起，由於所傳衍的字號、譜名甚多，故不再特
別起名作為外號。二、承光孝律宗者，即據光孝堂上第十四世常惺和尚，依其所
承繼華嚴宗雲棲法系世系傳承，續演字派以為外號。

三、華嚴大學之興辦與成果
西元一九一三年，月霞（1858-1917）、應慈（1873-1965）二位老和尚於上海
興辦華嚴大學，乃中國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學。華嚴大學的成立，除以辦學之舉回
應清末民初全國廟產興學的風潮外，同時帶動佛教僧團革新、振興僧伽教育的局
面。又，元明以降華嚴宗門不振，雖有傳人，猶若星火，尚不足以燎原。二老自
創辦大學到培育僧才，步步醞釀出華嚴子孫、恰恰接續了華嚴法脈，於華嚴大學
先後受教者，多達三百餘人，華嚴奧義，從斯昌明，堪稱近代振興華嚴宗的代表
人物，而近現代華嚴宗門之發展亦由此轉向嶄新的契機，華嚴教學的弘揚與法脈
傳承之薪火，自此綿延不絕！如今台北華嚴蓮社的華嚴宗法系傳承，以及華嚴專
宗學院的創辦宗旨，正是延續自上海華嚴大學的正宗法統與僧教育革新。

（一）華嚴大學成立緣起與沿革
辛亥革命（1911-1912）後，月霞和尚應上海佛教眾居士之請，至滬上宣講《大
乘起信論》
。時有維新派名士狄葆賢於上海創辦《佛學叢報》
，邀請月老參與編輯，
並為各報主筆，宣揚佛法教義；月老允其所請並經其介紹，至猶太富商哈同建造
之愛儷園講經。19 哈同夫人羅迦陵乃虔誠佛教徒，聽經之餘，便萌生迎請月霞老
創辦佛教大學之心念，遂與熱衷於佛學研究的康有為等商議，共同舉薦、資助月
霞老於哈同花園創辦一所華嚴大學，培養專門弘揚華嚴的佛教人才。然此正好符
合月霞和尚棲心華嚴宗學、專弘華嚴宗義之本願發心！20 於是，即在同為常州天
19

20

相關月霞法師生平事蹟，參閱：釋應慈，
〈月霞顯珠禪師行略〉
，
《武進天寧寺志》卷七，頁 255，
「中國佛教寺廟志數位典藏網」
。2014.04.28，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fosizhi/ui.html?book=g035。以及于凌波，〈創辦華嚴大學的
月霞法師〉
，
《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一）
》
，頁 88-92；和〈華嚴宗卷‧常熟虞山興福寺釋月霞傳〉，
《民國高僧傳初編》，頁 235-245。
據于凌波〈華嚴宗卷‧常熟虞山興福寺釋月霞傳〉記載，月霞與應慈二師，志在弘法，不願作
叢林方丈，雖受常州天寧寺冶開上人傳授衣缽，為臨濟宗第四十二世法嗣，但卻稟明冶開老，
請允二人放棄方丈之位，出外參學弘化，輾轉至上海創辦華嚴大學。月霞和尚更於病危之際，
執應慈手告言：「應弟！善弘華嚴，莫作方丈。」在在顯示月霞及應慈和尚棲心華嚴之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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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寺住持冶開和尚法嗣──法兄弟應慈和尚──的協助之下，決心以弘揚華嚴為
己任，並隨即策劃校舍籌建、擬定學制規劃、進行招生事宜。
華嚴大學辦學章程，總為十四則。21 於中明定：
「本校以提倡佛教，研究華嚴，
兼學方等經論，自利利他為宗旨。」校址位於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
花園內。學制有預科班（三年）、正科班（三年），課程分為讀經、講經、講論、
講戒、修觀、作文、習字等七科。具體傳授內容以華嚴經論、華嚴教義為主軸，
正科班教授《普賢行願品》、《一乘教義分齊章》、《賢首五教儀》等科目，預科班
需加修中印佛教史、中觀學、唯識學、天台學、顯密二教論等大小乘經論課程。
招收對象不限僧俗，唯出家人必須具備「住過禪堂，品行端正，無諸嗜好者」資
格，若在家人須具「佛教居士」資格者；並且要求學員必須「文理通達，能閱經
疏」且「年齡在二十歲至三十五歲之間」
，方能錄取。全校學員所有學雜費、膳宿、
經書、紙墨及醫藥費等，全數由校方提供。招生簡章一出，全國各地前來報考者
甚眾，試後錄取六十餘人。就整體學制而言，以月霞和尚曾任江蘇省僧教育會副
會長，主持江蘇省僧師範學堂之經驗，華嚴大學取法於新式教育體系的意味甚明，
並為近現代佛教界內興辦佛學院暨佛學研究所之因循。
西元 1913 年，華嚴大學正式於哈同花園開學，由月霞和尚親授華嚴教義，擔
任主講；應慈法師在校襄助，擔任副講。然卻以地主哈同六十壽誕時，要求華嚴
大學師生於朔望向哈同商人行跪叩禮，致使華嚴大學面臨解散危機。於時，常州
天寧寺住持冶開老和尚（月霞之師）不忍見此弘法大業遭受摧殘，邀集滬上發心
佛教人士商議對策；後得杭州海潮寺住持虛孔和尚、下院留雲寺住持應乾法師之
協助，決定由三方合作，持續興辦華嚴大學；月霞和尚負責課程教學，杭州海潮
寺作為華嚴大學新校址、提供學生房舍，留雲寺則承擔經費之募集。22 至 1916 年，
首屆六十名畢業生結束本科學業，華嚴大學停止續招第二屆。1917 年夏天，月霞
奉冶開上人命，任常熟虞山興福寺住持，並續辦華嚴大學，而法兄弟應慈也隨著
到了常熟，協助月霞老籌備興福寺華嚴學院（為華嚴大學之延續）。

（二）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教育弘化事蹟
華嚴大學於上海僅維持數個月，後雖遷往杭州海潮寺續辦，然於連年之戰亂
和凋敝的民生中，勉強維繫了二年多時間，彷彿是曇花一現。但也因於華嚴大學
21

22

華嚴大學相關學制及課程，參閱：釋慧雲主編，
〈第四章‧華嚴一脈〉
，
《江蘇常熟虞山興福寺簡
介》
，頁 107。以及釋覺醒，〈月霞法師倡導僧伽教育〉
，《香港佛教》月刊 471 期，
「香港佛教月
刊網」。1999.08.01，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471/471_07.html。
華嚴大學遷校沿革，參閱：朱少偉，
〈留雲寺散記〉
，《香港佛教》月刊 580 期，
「香港佛教月刊
網」
。2008.09.01，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80/580_14.html。以及于凌波，
〈華嚴宗卷‧
常熟虞山興福寺釋月霞傳〉
，
《民國高僧傳初編》
，頁 235-245。以及范觀瀾，
〈當代僧皇──智光
大師〉
，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頁 219-220。以及榮密支，
〈興福寺法界學院創社始末〉
，
《常熟
史志》，頁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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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優秀畢業生在佛教事業領域的耕耘，一時之間，分燈大江南北，弘法、佈教、
興辦各式型態的華嚴大學、法界學院及清涼學院等。其中，諸如慈舟（1877-1958）
、
了塵（1851-1914）、戒塵（1878-1948）、智光（1889-1963）、靄亭（1893-1947）、
持松（1894-1972）、惠宗（1892-1973）、常惺（1896-1939）等佛門法將，對於民
國初年的佛教復興，特別是近現代華嚴宗雲棲法系的中興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
茲就前考華嚴蓮社祖庭相關法系人之華嚴教學、弘化事蹟，略述如后。

1、智光大師：教觀行持歸宗華嚴‧革新佛教根植寶島
於華嚴大學畢業後，智光和尚曾追隨月霞老人赴北京、安徽、湖北、江蘇等
地，弘揚大乘經論，由敷小座而代座，對華嚴教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著有〈華
嚴大綱〉論文，惜燬於抗日兵火。1921 年，曾於泰州北山寺掩華嚴關，專究華嚴。
1929、1930 年，應香港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之請，兩度前往香港宣講〈普賢行願
品〉
，開香港佛教之新風氣，並帶動婦女學佛思潮。1934 年，智老接任鎮江焦山定
慧寺住持，翌年創辦焦山佛學院，自任主講，法子雪煩、東初及玉泉三師為助教，
對僧青年施以佛教教育，時有學僧百二十餘人。1937 年抗戰期間，日軍焚燒定慧
寺，焦山佛學院因侵略屠戮之火被迫停辦。其後，由智老剃度徒南亭和尚（時任
泰州光孝律寺住持）之請，移錫泰州光孝律寺，集故鄉弟子，教以佛學及愛國思
想，創福田工讀社，提倡生產報國，並於出生地黃柯莊宣講〈普賢行願品〉
。待 1939
年時局稍穩，佛學院重新復課，成為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優良佛學院；後有太虛大
師假焦山佛學院，開設「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
，集九省市百二十位英僧，繫中國
23
佛教將興之望。
爾後，國共內戰日益激烈，戰事迫及江南，智老與弟子南亭避亂於上海沉香
閣。1949 年，受曾孫徒成一和尚之函電催促，赴台寄寓十普寺。1952 年，弟子南
亭創辦台北華嚴蓮社，迎請智老任創社導師暨第一代住持，歷講大乘諸經。1953
年，智老於中佛會領導下台灣光復後的首度傳戒大典，應台南大仙寺之聘，任說
戒阿闍黎；此外，更赴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台中寶覺寺傳授三壇大戒，為寶島
佛教僧伽教育奠定律制軌範。1954 年，華嚴蓮社成立「華嚴誦經月會」
，由智老親
自主持每月兩次的華嚴共修會，並隨宜開示《華嚴經》經義法要，歸依信眾數以
千計；另為鼓勵社友子弟及青年學子升學，編定《華嚴供會儀軌》
，每逢正月初九
啟建「華嚴供會道場」
，集資作為獎助學金之用，此舉延續至今。1955 年，中華佛
教文化館邀請智光、南亭、道源、東初、煮雲、成一等十餘人，為影印大正藏經
事宜開會研議，決定成立「大藏經印藏委員會」，由章嘉大師領隊環島宣傳。

23

相關智光和尚生平事蹟，參閱：范觀瀾，〈當代僧皇──智光大師〉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頁 218-224。以及于凌波，
〈華嚴宗卷‧焦山定慧寺釋智光傳〉
，
《民國高僧傳初編》
，頁 26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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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智光和尚的一生，從「大鬧金山寺事件」24 開始，積極投入佛教革新運
動，振興僧伽教育、弘揚華嚴不遺餘力，除為剃度恩師玉成尊宿之栽培外，確實
於華嚴大學受月霞和尚潛移默化的影響甚深。誠如上海蓮航法師〈革新〉悼文記
載，智光和尚於太虛大師所辦「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講習會，教授「僧伽制度」
課堂的開場白：「佛教的革新，是我一向的志願。我為此志願已經奮鬥了幾十年，
而且我將永遠如此奮鬥下去。今日佛教的氣象沉悶，佛教本身太過懷古，忘記時
代潮流。要革新，必先從僧伽制度革新做起；制度不良，一切事業無法舉辦。」25
此即說明智老對於革新佛教僧制、振興僧伽教育的志向，以及始終如一的熱忱！
又說：
「佛教的革新，單靠僧伽的力量，太孤單了；必須得到社會大眾對佛教的了
解和支持，才能獲得成功。大專的學生，是未來國家各領域的重要份子，借獎學
金之方便，灌輸救人救世的佛教思想，除對未來建國治國有很大幫助，對佛教也
有正確的認識。未來佛教的革新，他們是一大助力！」26 此一觀念，正是今日華
嚴蓮社藉大專青年獎助學金，發展「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會」及「國際青年華嚴
學者論壇」
，積極推動青年學者投入華嚴經論教義、華嚴祖師思想等研究之濫觴！

2、靄亭和尚：一乘教義由斯大明‧華嚴種籽遍灑香江
靄亭和尚，27 於泰州曲塘鎮宏開寺玉成尊宿座下剃染，以文心、以心（智光）
二師為依止。1913 年，靄亭隨師智光大師同入上海華嚴大學就讀，並隨眾遷往杭
州海潮寺至修學圓滿。爾後，追隨智光聽月霞老和尚於多處講學，並任鎮江焦山
定慧寺副講，專究賢首與禪，旋任該寺知客、衣缽、出納等重要執事。1927 年，
夾山竹林寺妙智老和尚選為法嗣，並授記莂，法諱大觀；待妙智引退繼任竹林寺
方丈，同時創辦竹林佛學院，擔任第一任院長。竹林佛學院，弘揚華嚴、毗尼，
禪教雙修，歷經幾代人的努力下，人才輩出，諸如震華、雪煩、東初、禪耕、真
禪、浩霖等皆為一方龍象。當時的鎮江佛教，亦由守培、智光、靄亭等相繼興辦
教育，成為革新佛教示範地區，而僧徒就學之多，亦可謂全國僧教育示範地區。
靄老與香港佛教的因緣，可追溯至 1922 年，南京栖霞山住持若舜老和尚，為
建設栖霞寺長年至香江啟建水陸大法會，每每必請靄亭和尚協助；以其身相威儀、
態度雍容，深得香港名流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女士之景仰。直至 1929 年，張蓮覺
專程邀請智光老及靄亭和尚，兩度赴港澳弘法，為港澳地區見聞佛法之嚆矢。1932
24

25
26
27

宣統三年，與仁山、太虛二尊宿，發起佛教革興運動，首擬改鎮江金山江天禪寺為學校，可謂
佛教界內名符其實的廟產興學運動。
參見：蓮航，
〈革新〉
，《智光大師法彙‧智光老和尚紀念集》，頁 456-457。
參見：蓮航，
〈革新〉
，《智光大師法彙‧智光老和尚紀念集》，頁 457。
相關靄亭和尚生平事蹟，參閱：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
〈夾山竹林寺靄亭和尚傳〉
，
《南亭和
尚全集（十一）
‧結緣類：紀念文》
，頁 188-193；
〈靄亭法師事略〉
，
《南亭和尚全集（十一）
‧結
緣類：紀念文》
，頁 196-202。以及范觀瀾，〈靄亭和尚與香港佛教〉，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
頁 22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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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靄老退席竹林寺，應何東夫人之請，創辦東蓮覺苑；後於院內設置圖書館，
流通佛經，發行《人海燈》雜誌，從事佛教文化工作。又於九龍、旺角、澳門創
辦法雲、植信、寶覺義學，以佛法化導貧民，協助地方推行教育，開創港澳佛教
教學之風氣，對整體江南佛教的推進貢獻良多。另由靄亭和尚的推動，假故居海
雲蘭若，成立寶覺女子佛學研究社，造就南中國佛教女眾人才，譬如澄真法師及
其再傳弟子等。1935 年，支持張蓮覺創辦青山佛學院，十年內人才遍布諸方。
誠如香港張蓮覺居士所敘述：
「靄亭法師，近數年佐余主辦寶覺佛學社，造就
南中國之佛教女眾人才，其功尤偉。將來南中國佛教女眾教育發達，胥皆由于老
之賜也！」28 亦如東蓮覺苑已故苑長林楞真居士，悼靄亭和尚文記載：
「本苑的成
立，老人是奠基人。本苑之得以維持至今，稍具規模，也全仗他老人家的努力和
幫助。…… 沒有他，東蓮覺苑便沒有今日。老人把全副精神放在造就人才的事業
上面；是我們熱誠的策劃者，也是我們唯一的嚴正導師。」29 由此可知，東蓮覺
苑之成立，乃至香港佛教的新生命，皆有靄亭和尚的大力推動，實則功不可沒！
此外，靄老更曾遊歷東瀛，搜得多種《華嚴》注疏，以醉心於華嚴一乘教義，
數十年殫精竭慮，於弘法之餘，著有《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解》及《栖雲文集》
傳世，利益將來。同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靄亭老法
師〉文中說：
「靄老法師是純粹的華嚴宗的弘傳者。我們希望香港佛教同人，設法
把他（《五教章集解》）早些印行出來，使華嚴宗義光大於這個多苦多難的時代，或對
世界和平會有幫助。」30 而香海蓮社對靄老的祭文更直言：
「戰火炎炎，民情昧昧，
撥亂反正，端在真詮。闡華嚴法界之觀，立普賢無涯之願。言行如一，宗說均通，
數遍華南，群推軌範！」31 在在顯示靄亭和尚一生，矢志於華嚴法化的志向和行
願，秉賢首之宗風，寄青山以息塵，令法界聖教成為香島人海之明燈。

3、常惺法師：禪律門人兼繫法脈‧再傳法嗣專宗華嚴
常惺和尚一生之中，振興僧伽教育，推行佛教文化、弘法及慈善志業等事蹟，
敘如前文，不再贅述。於此所欲著墨者，正要闡明常惺就讀華嚴大學期間，從於
月霞老和尚所傳衍華嚴宗法嗣之傳承。古來付法者，重在傳教，傳教同時傳宗。32
華嚴宗三祖法藏（643-712）直傳門人慧苑（673-742），再傳法詵（718-778），但
因清涼澄觀（737-838）發揚了賢首法藏的華嚴正統，後世尊奉澄觀為華嚴四祖者，
28
29
30
31
32

范觀瀾，〈靄亭和尚與香港佛教〉，
《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
，頁 230。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
〈靄亭法師事略〉
，
《南亭和尚全集（十一）
‧結緣類：紀念文》
，頁 202。
釋覺光，〈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靄亭老法師〉
，《靄亭和尚紀念特刊》
，頁 38-39。
香海蓮社，〈祭文〉，
《靄亭和尚紀念特刊》
，頁 34。
清‧沙門守一，《宗教律諸宗演派》卷 1，CBETA, X88, no. 1667, p. 565, c22-p. 566, a1。
「自唐初杜順帝師閱《華嚴經》得道，傳教與雲華大師，雲華傳與賢首法師，為賢首教第一世
（華嚴宗三祖）
。賢首傳清涼澄觀國師，清涼傳圭峰宗密大師，為第三世（華嚴宗五祖），演
派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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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最好之例證！近代月霞和尚（1858-1917）創辦華嚴大學，被尊為「華嚴座主」
，
乃近代弘揚華嚴之大家，傳教亦兼傳宗，接續了清代江南地區專弘華嚴的柏亭續
法大師（1641-1728）及其再傳弟子憶敏培豐（1681-1751）的雲棲法系傳承，成為
中興華嚴法脈之宗祖，居傳衍華嚴宗之正統地位。民國以來弘揚華嚴者，大都出
此門下。時至今日，常熟興福寺雖為臨濟禪宗分燈道場，但仍依舊高掛「華嚴本
山」之招牌；且於寺內祖堂──四高僧殿──門口，可見「華嚴戒壇」之匾額。
根據 2014 年興福寺彙編《常惺法師年譜》之記載：「常惺法師與破山興福寺
有大淵源，早年與持松、惠宗同投月霞珠公大和尚座下，與興福寺法脈最為親近，
又應聘為本寺法界學院教務長、名譽院長。」33 又當常惺法師盛年圓寂荼毘之時，
應慈和尚老淚縱橫說道：
常惺師子兒，生本雉水，得度福成。驅烏之歲，投考我華嚴大學，汝得親
教師月霞和尚，契若掌珍。畢業後，送汝寶華山求具。民六，汝師移華嚴
大學於虞山興福寺，汝與持松子等，同荷法界家珍，招生教授，至今延綿
不絕。…… 扶律宗於光孝，倡僧學於海陵，繼起賢者，有南亭、葦宗等。
34

今考常惺和尚，江蘇如皋人，幼年歸依福成寺自誠長老。老和尚禪律兼暢，並得
慧眼識才，見其器量淵弘，是為可造之材，故未即令落髮易服，而先培養其外出
讀書，以備日後弘法之需。年十七歲，大師畢業於省立如皋師範學校，後赴上海，
考入華嚴大學就讀。常惺初入華嚴大學時，仍著俗裝，後得月霞和尚啟示，比丘
必須落髮受戒，始能住持佛法；故於華嚴大學遷校停課期間，返回如皋福成寺，
請自誠長老為其落髮（1914）
，並由應慈和尚之推薦，趕上南京寶華山戒期（1915）
，
於隆昌律寺受具足戒。35 於時，常惺大師，剃度法名「寂祥」，字號「常惺」；故
常自署「雉水寂祥」或「桑門寂祥」；而「常惺」一名，即是沿用上海華嚴大學就
學期間所使用之名諱，以為外號。經查華嚴蓮社第三代祖師成一長老親筆記載，
當年就讀於上海華嚴大學的首屆畢業生，有著根源於月霞老接續華嚴宗雲棲法系
所演「常」字派名號，譬如：智光和尚，法諱「常法」
；常惺大師，名諱「常惺」，
本身即是華嚴宗雲棲法系的世系傳承演字。又，靄亭和尚，因為智光老宏開寺、
觀音禪寺一系剃派門徒，故接續「清」字派，法諱「清和」。
承此因緣，成一長老於西元 1993 年，首度在台復傳華嚴宗法脈，延續雲棲法
系二十六傳蓮池袾宏大師、三十傳柏亭續法和尚一脈之薪火，由華嚴蓮社受法門

33
34
35

釋慧雲主編，
《常惺法師年譜》
，頁 76。
釋慧雲主編，
《常惺法師年譜》
，頁 76。
釋慧雲主編，
《常惺法師年譜》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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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續演字號。正以三十一傳培豐憶敏和尚下，當前史料多無記載、已不可考，故
尊月霞和尚為華嚴宗雲棲法系三十二傳，其華嚴大學首屆受業門生智光常法、寂
祥常惺等諸師為三十三傳。另更於西元 2003 年，祖庭江蘇泰州光孝律寺復建後，
首度在大陸地區復傳華嚴宗法脈，為當時的住持弘法大和尚舉行傳法儀式，授記
為華嚴宗雲棲法系三十七傳法嗣，實欲令華嚴大學月霞和尚、常惺法師之華嚴法
燈，能夠薪火相傳、淵遠流長於世間！
民國五年（1916）秋天，修業期滿，成為華嚴大學首屆畢業生。常惺法師受
月霞老辦學之影響深遠，於其重要著作《賢首概論》中，對華嚴教義多所闡述。
誠如南京支那內學院王恩洋先生讀常惺所撰〈《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後，深為
其於華嚴教觀之浸潤而嘆言：
「讀之，佩其於賢首宗義寢饋深沈。」36 亦如師於華
嚴大學至交契友、月霞老臨濟禪宗法嗣持松法師所言：「師泛涉於佛教各宗系門，
博綜群藉，貫徹百家，而總納於賢首一脈宗承之內。造詣既深，乃發願廣育僧才。」
37
常惺和尚一生對佛教僧伽教育之巨大貢獻，與其出自上海華嚴大學有著莫大的
關係！
西元 1923 年，泰州光孝律寺培安和尚授常惺法師記莂。1931 年春，常惺入主
光孝律寺。1933 年，授南亭、葦宗、脫煩三人記莂，成為法嗣，法諱曇光、曇影、
曇華。南亭和尚（1900-1982）
，38 自 1923 年考入安徽安慶迎江佛學院，親近常惺
法師時起，隨即開出近現代專宗華嚴、專研華嚴、專修華嚴、專弘華嚴的發展氣
象！首先，於迎江佛學院教研《賢首五教儀》；畢業後 1926 年，因常惺法師引薦
任應慈和尚所創常州清涼寺佛學院（清涼學院）助教，講授《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和《賢首五教儀》
；1927 年，隨應慈老至上海清涼寺續辦華嚴學會，從應老攝
受《華嚴經疏鈔懸談》等諸經論，課餘並為大眾講授《賢首五教儀》
；於 1929 年，
假常州永慶寺，旁聽應慈老開講八十卷《華嚴經》
，並往來各大寺院學講《華嚴經》
，
奠定日後於台灣華嚴專宗學院宣講《華嚴經》之教學模式基礎。
易幟後 1949 年，隨智光上人抵寶島台灣。1952 年，南亭創建台灣首座以華嚴
為名的寺院，名「華嚴蓮社」
。除前述由智光老發起的「華嚴誦經月會」外，自 1957
年起，南亭和尚首次啟建「華嚴誦經法會」延續至今，春秋二季僧信共修不輟。
1958 年，南老更掩華嚴關於台中，一字一拜禮誦《華嚴經》
，關期長達一年。1975
年，命徒成一（1914-2011）創立「華嚴專宗學院」
，由南亭老任創院導師、成一和
尚任創院院長，積極培育專研、專修、專弘華嚴思想之弘法、教學人材；希冀以

36
37

38

釋慧雲主編，
《常惺法師年譜》
，頁 16。
持松法師，〈常惺法師傳〉，
「顯密文庫網」。2014.05.01，
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72382。
相關南亭和尚生平事蹟，參閱：闞正宗，
〈華嚴蓮社沿革志〉
，
《華嚴蓮社六十周年慶紀念特刊》，
頁 69-72。以及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全集（十二）‧南亭和尚自傳》
。以及于凌
波，
〈華嚴宗卷‧台北華嚴蓮社釋南亭傳〉
，《民國高僧傳初編》
，頁 27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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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術精神、運用當代研究方法，探究佛教高深哲理，並期以更專精的涵養，
迎接二十一世紀。1983 年起，增設「華嚴專宗研究所」
，延長學僧修業期間，提供
學生繼續留院深造，培植專門弘法、教育人才，冀其能向國際弘傳華嚴聖教。
時至今日，華嚴專宗學院暨研究所，於院長賢度法師（1960 迄今）的領導下，
更以「走向專宗一門的教學體系‧提升專精教育之辦學定位」為學院經辦特色，
一方面承襲華嚴宗祖師所留下的道統與宗風，另一方面造就佛教高階專業教學暨
學術研究人才，以因應高科技、高學歷、高知識環境的轉變及時代需求。今 2014
年，於華嚴專宗學院下，並設立「國際華嚴研究中心」
，此中心創辦宗旨是為結合
海內外志同道合的專業研究者，有組織、有計畫性地推展「華嚴學」研究，具體
工作項目如：執行研究計畫、拓展學術交流、推廣華嚴解行、研發教案教材、翻
譯重要文獻、接軌現代學術、厚植華嚴文化、建置數位典藏、培育青年人才，及
匯聚十方資源以從事華嚴研究、教學、推廣之工作。希冀藉此令「華嚴學」成為
二十一世紀的顯學，提升全人類整體幸福感，促進世界永續和諧發展，同時培育
新生代青年僧伽、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材，以承先啟後、續佛慧命、共謀時代福祉。
2014 年 10 月，江蘇常熟興福寺方丈慧雲和尚秉承月霞老和尚「善弘華嚴」之
遺訓，特地率團前來台北華嚴蓮社參訪，並向華嚴專宗學院暨研究所的豐碩成果
請法、取經。此行雙方更簽署合作備忘錄，在月霞和尚致力弘揚華嚴宗派、創立
華嚴大學及法界學院的基礎上，共同攜手延續華嚴法化之正統，共創華嚴弘化之
願景，讓「華嚴本山」恢復其歷史定位、使命及價值；並規劃於 2015 年 09 月，
進行「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華嚴研究所」的首屆開班授課事宜，另有「百年華嚴
回顧論壇」和「海峽兩岸共同祭祖」等活動之開展。
誠如成一和尚自述：
「我在完成南公圓寂坐龕傳供讚頌會典禮之後，繼承佛學
院的華嚴講習，多年來常在華嚴專宗學院主講《華嚴經》諸品經文，又在所屬分
支道場宣講〈淨行品〉、〈普賢行願品〉、〈華嚴發願文〉、《華嚴綸貫》、《華嚴金師
子章》等，每於華嚴共修會中，為信眾開示華嚴要旨，其目的就在弘揚光孝庭訓。」
39
其中，關鍵在於光孝律寺法脈兼繫有華嚴雲棲法系之傳承。自大陸變色，佛教
首當其災，緇林名德相率南遷，依舊不忘恢復祖庭。尤以易幟後，華嚴蓮社於泰
州光孝律寺的祖庭復興工作，除了寺院硬體設施的重建工程浩大以外，更有維繫
華嚴法脈傳承的重責大任，及恢復華嚴大學教育事業、弘法教學人才培育等歷史
使命，真是百事待舉！

（三）華嚴法脈之承繼：繼華嚴宗‧雲棲法系第三十二傳下續演字派
華嚴宗雲棲法系，自法順帝心和尚（杜順）為初祖，二十六傳雲棲蓮池袾宏

39

卓遵宏採訪、廖彥博紀錄，
〈第七章‧智光、南亭二老來台〉
，《成一法師訪談錄》
，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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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三十傳慈雲柏亭續法和尚，續演六十字。40 三十一傳培豐憶敏，上海華嚴
大學月霞和尚為三十二傳，華嚴大學首屆受業門生智光常法、寂祥常惺等為三十
三傳。自常惺法師下，再傳法嗣曇光清濟（南亭）為三十四傳，瑞定（成一）和
尚接華嚴宗法為三十六傳，法名聞虛。41 時至今日，華嚴蓮社子孫取名外號，即
是根據華嚴宗雲棲法系師資傳承之輩份，接續命名。
關於傳承法諱所演字派，如清代守一法師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記載，42 自
唐初杜順帝師閱《華嚴經》得道，傳教與雲華大師，雲華傳與賢首法師，為賢首
教第一世（華嚴宗三祖）
。又，賢首傳清涼澄觀國師，清涼傳圭峰宗密大師，為賢
首教第三世（華嚴宗五祖）
。自圭峰傳二十二世（華嚴宗二十六傳）至雲棲蓮池袾
宏大師，立雲棲派二十字。又，華嚴宗三十傳柏亭續法大師，續演六十字：
憶 31 念 32 常 33 清 34 淨 35
萬 46 善 47 總 48 歸 49 功 50
壽 61 光 62 照 63 無 64 量 65
海 76 印 77 炳 78 現 79 胸 80

聞 36 思 37 悟 38 睿 39 聰 40
華 51 藏 52 圓 53 融 54 觀 55
能 66 仁 67 教 68 道 69 隆 70
如 81 勤 82 靜 83 思 84 慮 85

戒 41 定 42 忍 43 慧 44 力 45
安 56 養 57 聖 58 賢 59 宏 60
京 71 兆 72 總 73 持 74 旨 75
永 86 振 87 祖 88 家 89 風 90

譬如：培豐和尚，譜名「憶敏」，為華嚴宗三十一傳；其後，法脈中斷不可考故，
特尊上海華嚴大學華嚴座主月霞和尚，為華嚴宗三十二傳；常惺和尚，華嚴雲棲
譜名「常惺」，為華嚴宗三十三傳；南亭和尚，華嚴雲棲譜名「清濟」，為華嚴宗
三十四傳；沛霖和尚，華嚴雲棲譜名「淨普」
，為華嚴宗三十五傳；成一和尚，華
嚴雲棲譜名「聞虛」
，為華嚴宗三十六傳。自華嚴蓮社成一長老傳法時起，即代表
光孝堂上第十七世法系人，同時授予南山律宗和華嚴宗雲棲法系之世系傳承演字，
除以南山律宗世系演派為譜名（內號）起名，並據華嚴宗雲棲世系演派為字號（外
號）起名。43 如：全度法師，律宗法諱「續法」、華嚴譜名「思濟」，為華嚴宗三
十七傳；弘法和尚，律宗法諱「續照」、華嚴譜名「思同」，為華嚴宗三十七傳；
賢度法師，律宗法諱「續因」、華嚴譜名「思齊」，為華嚴宗三十七傳。據台北華
嚴蓮社最近一次的傳法（2014/03/29）法卷記載，目前華嚴宗雲棲法系之世系傳承，
已演字派至華嚴宗三十八傳子孫，以律宗譜名「天」字派為內號、華嚴譜名「悟」
字派為外號。
40

41

42
43

相關華嚴宗雲棲法系世系傳衍師資，參閱：賢度法師，
〈唐末以後華嚴弘傳之系統概況〉
，
《華嚴
學專題研究》，頁 256-257。
參閱：華嚴蓮社‧釋成一，
《光孝律寺傳法卷》
，頁 6；以及光孝律寺‧釋成一，《光孝律寺傳法
卷》
；以及光孝律寺‧釋弘法，
《光孝律寺傳法卷》。
清‧沙門守一，《宗教律諸宗演派》卷 1，CBETA, X88, no. 1667, p. 566, a13-17。
參閱：華嚴蓮社‧釋成一，
《光孝律寺傳法卷》
，頁 6；以及光孝律寺‧釋成一，《光孝律寺傳法
卷》
；以及光孝律寺‧釋弘法，
《光孝律寺傳法卷》
；以及華嚴蓮社‧釋賢度，
《光孝律寺傳法卷》，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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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智光與南亭乃剃派師承關係，常惺與南亭為法派師承關係，今日
華嚴蓮社所接續的華嚴宗法脈傳承，正是根源於泰州光孝律寺常惺優祥和尚，故
得於南亭和尚圓寂供讚「宗傳宣律，教演華嚴，戒乘俱急步前賢，道法廣流傳，
興學濟貧，恩澤遍大千」44 當中，見曉近代律宗門庭兼繫華嚴法化傳承之情況。
尤有進者，華嚴蓮社自南亭長老下，成一和尚、賢度法師等則開出當代專宗華嚴
的發展新象。同時，更為 1949 年后，華嚴法脈於大陸中斷的毀滅性危機，及上海
華嚴大學的教學復興，在寶島台灣留下一線生機，傳衍至今！希冀華嚴聖教能於
華嚴蓮社法系人的奮力耕耘下，光大普揚，再創中國唐代華嚴宗門帶給國家社會
高度文明的盛世氣象。

四、結論
華嚴蓮社，自 1952 年創社至今，已陪伴台灣佛教走過一甲子歲月，亦荷擔了
中國近現代賢首聖教復興、宗門薪火傳衍之歷史使命。這一切的一切歸功於華嚴
蓮社祖庭法系人，對於佛教革新、僧伽教育，以及華嚴法化弘傳，那份始終如一
的熱忱與堅持。華嚴蓮社祖輩多數於海安觀音禪寺玉成嚴璞尊宿門下披剃出家，
為臨濟禪宗普陀後寺子孫，並肩負泰州光孝律寺常惺優祥和尚所傳南山律宗寶華
山千華一脈，以及上海華嚴大學月霞和尚所接續華嚴宗雲棲法系一脈。是則華嚴
蓮社子孫內號取名，乃根據臨濟禪宗和南山律宗世系傳承演字。而外號演派亦有
二，一者傳臨濟禪宗所演，即依海安觀音禪寺所演字號；二者承光孝律宗所演，
則據光孝堂上第十四世常惺和尚，依其所承繼華嚴宗雲棲法系世系傳承，續演字
派以為外號。

（一）從兼弘賢首到專宗華嚴之路
自故里曲塘宏開、海安觀音祖庭，出走至揚州天寧學堂、安慶迎江學堂、泰
縣光孝學堂，乃至上海華嚴大學，這是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必經的成長過程。亦
為清末廟產興學風潮下，由玉成尊宿、谷鳴和尚、月霞老人等一代高僧，所開展
出一條保全佛教基地、維繫僧伽命脈的革新道路，同時關係著近代賢首聖教中興，
以及禪律門庭兼繫華嚴法脈的發展態勢。
正當砲火轟隆、風雨飄搖之際，上海華嚴大學優秀學僧智光、靄亭、常惺及
後輩傳人南亭等，肩負月霞、應慈二老託以「善弘華嚴」之重任，並隨時局因緣
變遷，輾轉香江及寶島。於寶島台灣，經智光、南亭二老，及成一和尚、賢度法
師幾代人的奮力耕耘下，華嚴聖教宣揚和法脈薪傳，在華嚴蓮社、華嚴專宗學院、
華嚴專宗研究所相繼成立、創辦後，顯然從以往「兼弘賢首」轉向「專宗華嚴」
44

華嚴蓮社，《華嚴佛七儀》，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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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路發展。而台北華嚴專宗學院的創辦，正是上海華嚴大學法統的延續，可謂
華嚴大學在台復興；至今近四十年，果實累累慶豐收，既稀有難得、亦令人振奮！

（二）台灣華嚴教學之建立與開展
華嚴蓮社祖庭法系人的共通特點，全都特別重視僧伽教育，由於成長背景的
艱辛經歷，深知欲令傳統文化和法系命脈延綿不絕，就得靠一代一代的薪火相傳，
而興辦教育事業正是佛教興盛、宗門傳衍的基礎。華嚴蓮社於 1975 年，由南亭老
指示成一和尚創辦「華嚴專宗學院」
，目的不外提升僧伽教育水平、培養現代弘法
教學人才，更建立起當代台灣佛教教育機構的新式學制，併及兼善現代華嚴教學
體系之完備。更於 1983 年起，尤有「華嚴專宗研究所」之深耕，致令華嚴教學與
研究朝向「專研、專修、專弘」的專門人才培養發展，透過解行並重的課程規劃，
具體落實專宗華嚴、教觀雙美的華嚴教學系統。
當今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於賢度院長的領導下，更以「走向專宗一門的教學
體系‧提升專精教育之辦學定位」為學院經辦特色，強調課程規劃應著重於華嚴
宗所依之根本經典、祖師論著、哲學思想，以及自宗傳承的觀行法門，培養一門
深入的專業人才，而非一般佛教通才。於師資的選擇上，亦以由學院、道場一脈
相承所培養出來的後繼人才，或是對宗門領域有深入鑽研的專家、學者前來擔綱。
如此，一方面承襲華嚴宗祖師所留下的道統與宗風，另一方面造就佛教高階專業
教學暨學術研究人才，以因應高科技、高學歷、高知識環境的轉變及時代需求。

（三）延續前賢弘教育僧理念‧嫁接國際華嚴教研平台
一路走來，華嚴專宗學院持續秉持蓮社開山暨創院祖師弘教、育僧的理念，
心繫著華嚴法化於當代社會連結的契機發展，特於 2014 年進一步成立「國際華嚴
研究中心」。此中心創辦宗旨，是為結合海內外志同道合的專業研究者，有組織、
有計畫性地推展「華嚴學」研究，具體工作項目如：執行研究計畫、拓展國際學
術交流、推廣華嚴解行、研發教案教材、翻譯重要文獻、接軌現代學術、厚植華
嚴文化、建置數位典藏、培育青年人才等；簡而言之，即是匯聚十方資源以從事
全球華嚴研究、教學、推廣之工作。希冀藉此令「華嚴學」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
學，提升全人類整體幸福感，促進世界永續和諧發展，同時培育新生代青年僧伽、
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材，以承先啟後、續佛慧命、共謀時代福祉。
綜觀台北華嚴蓮社法脈傳衍發展過程，確實緊扣近現代華嚴教學弘化復興的
軌跡，透過臨濟、南山、華嚴三支法脈傳承法系人的無比毅力，於動盪之時局中，
脈脈相承延續下來。今專宗華藏莊嚴一脈而落地生根，並可預期在不久的將來，
勢必進一步推動國際性華嚴法化與宗傳的發展態勢，清涼聖教於華嚴蓮社法系人
之傳衍下，如日中天，光大普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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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禪宗‧普陀後寺（觀音）
第四十七世下

南山律宗（千華派—光孝）
第二十一世下

字號

字號【華嚴】

譜 名

炳一

21（8-1）性慧

西林

22（9-2）圓能

印公

23（10-3）明慈

發公

24（11-4）定遠

譜 名

駐 錫

F-23

因 時 局 動 盪 ， 25（12-5）～
「慧、昌、海、 29（16-9）
印、發」字輩等 缺「慧、昌、海、印、
五代法嗣不明， 發」字輩人的記錄
難以具述。
少雲法成

30（17-10）光公

德厚

31（18-11）融公

谷鳴

32（19-12）戒振

玉成
脫山

47（1）嚴璞 泰州僧正司
曲塘宏開寺
營溪觀音禪寺

道如

48（2）宏如 營溪觀音禪寺

文心

49（3）彌彬 北山開化禪寺

培安

33（20-13）月海

以心

彌性 焦山定慧禪寺
【華嚴雲棲 台北華嚴蓮社

常惺
【華嚴雲棲

34（21-14）優祥

33：常法】
（智光）
靄亭

50（4）滿祥 鎮江竹林禪寺
【華嚴雲棲 香港東蓮覺苑
34：清和】
（大觀）

南亭

滿乾 泰州光孝律寺
台北華嚴蓮社

33：常惺】
（寂祥）

南亭
【華嚴雲棲
34：清濟】

35（22-15）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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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世下

南山律宗（千華派—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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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

駐 錫

字號【華嚴】

譜 名

譜 名

爽亭

滿X

南京毘廬寺

葦宗

曇影

望亭

滿X

竹林寺
玉蓮寺

脫煩

曇華

潤亭

滿X

營溪觀音禪寺

肇源

曇空

存遠

51（5）本 X

儀徵寶光寺

36（23-16）現普

善遠

本X

霈霖
【華嚴雲棲
35：淨普】

春遠

本通

澄 真
【尼】

本性 香港東蓮覺苑
成一
【華嚴雲棲
36：聞虛】

37（24-17）瑞定

乘一
成一

泰州覺正寺
營溪觀音禪寺

52（6）覺因 台北華嚴蓮社
桃園僑愛佛堂
美國華嚴蓮社

自一

覺X

南京棲霞寺
南京普德寺

妙然

瑞清

守一

覺X

宜興澄光寺

守成

瑞棲

果一

覺X

泰州雨聲寺

松林

瑞如

惟一

覺X

曲塘宏開寺

禪耕

瑞文

全度

53（7）了根 北投光泉寺

賢 度

了行 台北華嚴蓮社

【尼】

美國華嚴蓮社

思濟
【華嚴雲棲
37：思濟】
（全度）

38（25-18）續法

思同
【華嚴雲棲
37：思同】
（弘法）

續照

思齊

續因

【華嚴雲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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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

駐 錫

字號【華嚴】

桃園僑愛佛堂

37：思齊】
（賢度）

譜 名

明 度

了參 桃園僑愛佛堂

【尼】

台北華嚴蓮社

X果

X 果
【尼】

54（8）悟上

悟常 台北華嚴蓮社

思濟

譜 名

續悟

【華嚴雲棲
37：思濟】
（明度）
悟上
【華嚴雲棲
38：悟上】
（親航）
悟常
【華嚴雲棲

39（26-19）天海

天演

38：悟常】
X 果
【尼】

悟華 桃園僑愛佛堂
台北華嚴蓮社

悟華
【華嚴雲棲
38：悟華】

天蓮

X 果
【尼】

悟華 美國華嚴蓮社

悟華
【華嚴雲棲
38：悟華】
（慧道）

天因

悟融

悟融

天承

X

果

【尼】

【華嚴雲棲
38：悟融】
（妙毅）

XX

55（9）心 X

睿X
【華嚴雲棲 39】

40（27-20）香 X

XX

56（10）宗 X

聰X
【華嚴雲棲 40】

41（28-21）支 X

XX

57（11）惟 X

戒X
【華嚴雲棲 41】

42（29-22）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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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

譜 名

字號【華嚴】

譜 名

XX

58（12）靈 X

定X
【華嚴雲棲 42】

43（30-23）萬 X

XX

59（13）廓 X

忍X

44（31-24）派 X

駐 錫

【華嚴雲棲 43】
XX

60（14）徹 X

慧X
【華嚴雲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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