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闞正宗 

 

一、前言 

中國華嚴宗傳承與發展在唐代進入高峰期後，特別是在唐武宗滅佛之後，

與各宗一樣進入潛浸期。唯歷代皆有華嚴行人輩出，特別是有明一代，出家僧

如圓鏡（？-1465）為著名華嚴宗學人；李卓吾（1527-1602）著有《華嚴合論

簡要》，曾官拜刺史，後祝髮出家。四大師中的華嚴研究始於雲棲祩宏

（1535-1615）而終於憨山德清（1545-1623）。雖然雲棲入禪出淨，沒有直接

有關的華嚴著作，但是，其教理著眼於華嚴宗，將念佛判為小始終頓圓五教中

的頓教，兼通終圓二教。蕅益智旭（1599-1655）雖是禪宗代表人物，也無直接

與華嚴有關著作，但最後歸於華嚴、天台、法相。憨山德清晚年專講華嚴，圓

寂前一年完成《華嚴經綱要》八十卷，關於此書《曹溪憨山大師自著年譜》記

載：「萬曆四十七年已未，予七十四歲，乃至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

其繁廣，心志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乃此方撰述之祖，茍棄

之則失其宗矣。但取疏文，提筆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披閱筆

削始。」1清初至中葉僧侶以明源及其弟子柏亭續法（1641-1728）為代表，2居

士則以彭際清（1740-1796）為首，華嚴宗頗見復興。 

晚明以降，由於禪宗祖師們見法脈漸衰，為彰顯宗風而以演字為自宗定

位，從而帶動其他宗派傚仿，其中之一就是華嚴宗的宗譜的釐訂。根據研究，

主要三大系為「寶通法系」、「雲棲法系」、「傳賢首‧慈恩法系」。3  

清末民初華嚴代有才人出，如楊文會（1837-1911）在與日本南條文雄

（1849-1927）的書信往返中提到：「大乘之機啟自馬鳴，淨土之緣因於蓮池，

學華嚴則遵循方山（李通玄）。」故可知楊文會是融會《華嚴經》教理與淨土

之觀法，除淨土觀門受雲棲之影響外，華嚴則遵李通玄、法藏、澄觀、一脈相

                                            
1 [日 ]湯次了榮，《華嚴大系》（東京：國書刊行會， 1915），頁

98。 
2 參見拙稿，〈清初華嚴學的復興──以柏亭續法（ 1641-1 728）

為中心〉，收在《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二）》。  
3 釋滿貫，〈明末華嚴宗法脈傳承之考察〉，《諦觀》第 84期（ 1996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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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理論。4民國肇建，弘揚華

嚴學者如雨後春筍，如月霞法師（1857-1917）於民國 3 年創辦華嚴大學於上

海，泰州光孝法系傳人智光、南亭、常惺、靄亭、成一等諸師，或直接或間接

傳自華嚴大學。 

戰後臺灣，弘揚華嚴有成者當推「雲棲法系」法燈的華嚴蓮社，而 2008

年「傳賢首‧慈恩宗法系」的海雲繼夢法師（1949-）有逐漸崛起的趨勢。     

二、華嚴‧賢首傳承三大系 

北方的「寶通法系」、「傳賢首‧慈恩宗法系」與南方的「雲棲法系」，

各從若干代之後衍傳不同。「寶通法系」與「雲棲法系」最大轉折為「寶通

法系」稱二十三世而「雲棲法系」稱二十五祖的魯菴普泰（？-1511）以下完

全不同。「傳賢首‧慈恩宗法系」與寶通法系第一至十七世完全相同，但自第

十八世後分支，寶通法系由春谷元遇（？-1311）傳下，而「傳賢首‧慈恩宗」

法系則由獨溪蘭公別傳，其中尤以第卅一世懷一慶餘（？-1740）為一新轉折。 

（一）、寶通法系  

清嘉慶 9（1804）年 10 月，燕京（北京）香界寺興宗祖旺・雞足觀音菴

景林心露・玉極菴在輝明月・拈花寺體寛通申等僧侶編鐫《寶通賢首傳燈錄》。

由景林心露（1745-？）所撰的〈緣起序〉說： 

      昔自釋迦如來，始成正覺，與十方諸佛恒沙菩薩演大華嚴。首傳文殊，

馬鳴、 龍樹繼之。至晉義煕，大經始傳震旦。杜順大師遥禀龍樹，肇

開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雲華承之，立六相十玄，以授賢首。賢首

分判五教十宗，造記弘經，復撰新經疏。清涼襲之，廣演疏鈔。圭峯相

承，繼序著述講説一宗。清涼疏鈔，有針芥之合，是為華嚴五祖。自賢

首造記弘經，分判五教後學宗之，是為第一世焉，以傳清涼國師為第二

世……自杜順大師生於陳高祖永定元年丁丑，歷隋唐、五代、宋元明至

我大清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凡二十二周甲子歷一千三百一十八年。其間

若祖宗若宗正傳旁出代不乏人，不可悉數。今就管見，惟寶通下四支而

已。……嘗考明之宋文憲公濂序別峰法師塔銘曰：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

士創立法界觀門，以傳雲華，雲傳賢首，賢之徒靜法苑等悉叛師說，後

有百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軌，丕弘教緒，國師傳圭峰密，密傳

奧，奧傳朗，以至春谷遇傳別峰大，同等文凡二十一傳，徵之文則有墖

                                            
4 [日 ]  中村熏，《中国華嚴淨土思想の研究》（京都：法藏館，

2001），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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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取夫獻則有名賢，徵而足信，信以傳信，可剖群疑矣！ 5 

〈緣起序〉將華嚴祖師推至馬鳴、龍樹，接著中土依序由杜順、智儼、法藏、

澄觀、宗密相承「是為華嚴五祖」。繼而說「自賢首造記弘經，分判五教，後

學宗之，是為第一世焉」，將法藏列為賢首第一世，故依《寶通賢首傳燈錄》

各祖師至 28 世傳承如下： 

    第一世法藏（ 643-713）──第二世澄觀（ 738-838）──第三世宗密

（780-841）──第四世妙圓奥（生卒年不詳）──第五世開明朗（生卒年不詳）

──第六世圓顯現（生卒年不詳）──第七世靈光洪敏（生卒年不詳）──第

八世長水子璿（？-1038）──第九世晉水淨源（1011-1088）──第十世神鑑

希冲（生卒年不詳）──第十一世道鳴妙觀（生卒年不詳）──第十二世玉峯

師會（？-1167）──第十三世心（生卒年不詳）──第十四世竹坡悟（生卒年

不詳）──第十五世方山介（生卒年不詳）──第十六世珍林慧瓊（生卒年不

詳）──第十七世南山萃（？-1260）──第十八世春谷遇（？-1311）──第

十九世別峯大同（1290-1370）──第二十世汴梁古峯（生卒年不詳）──第二

十一世棲巖慧進（1355-1436）──第二十二世達菴廣通（生卒年不詳）──第

二十三世魯菴普泰（？-1511）──第二十四世一江真灃（1501-1582）──第

二十五世月川鎮澄（1547-1617）──第二十六世顓愚觀衡（1579-1646）──

第二十七世不夜照燈（1604-1682）──第二十八世玉符印顆（1633-1726）6  

第二十八世玉符印顆（1633-1726）山東濟南人，出家於本鄉觀音寺，22

歲時承寶通不夜照燈之印可傳為賢首宗第二十八代。7其弟子有耀宗圓亮、濱

如性洪、波然海旺、有章元煥四人，即〈緣起序〉所說「惟寶通下四支」。 

比《寶通賢首傳燈錄》正編刊錄約晚 20 年，清道光 3（1823）年，杭州真

寂寺儀潤法師撰的《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卷 7 之 8〈大衆章‧賢首教觀一宗〉

載：「賢首一宗，盛宏華嚴，自文殊結集，乃至龍樹親往龍宮，遍讀華嚴。我

東土賢家五祖，遥相承接，則應如台宗，遥禀龍樹為初祖。」（X63，N1244，

p0498b） 

                                            
5 [清 ]興中祖旺、景林心露，《寶通賢首傳燈錄》（臺北：大乘精

舍， 1996），頁 1-4。  
6 [清 ]興中祖旺、景林心露，《寶通賢首傳燈錄》，頁 1-47。  
7 [清 ]興中祖旺、景林心露，《寶通賢首傳燈錄》，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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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潤法師以龍樹為初祖，其所擬傳承如下：8 

一祖龍樹──二祖杜順帝心──三祖智儼至相──四祖賢首國一

（643-713）──五祖大休清涼國師（738-838）──六祖圭峯宗密（780-841）

──七祖玄珪真奥徹微（生卒年不詳）──八祖海印月朗炳然──九祖守灯德

現──十祖長水子璿（？-1038）──十一祖淨源寂海潛叟（1011-1088）──

十二祖希冲神鑑乘照（生卒年不詳）──十三祖妙觀道鳴湛仁（生卒年不詳）

──十四祖師會歸元玉峯（？-1167）──十五祖了心深道慧珠（生卒年不詳）

──十六祖道悟本覺觀慧（生卒年不詳）──十七祖清介一如潔菴（生卒年不

詳）──十八祖慧瓊良璧珍林（生卒年不詳）──十九祖妙萃超倫真翠（？-1260）

──二十祖際遇春谷力申（？ -1311）──二十一祖大同一雲普濟別峯

（1290-1370）──二十二祖明山賢仙古峯（生卒年不詳）──二十三祖棲巖慧

進行成止翁（1355-1436）──二十四祖廣通達菴（生卒年不詳）──二十五祖

魯菴普泰野菴（？-1511）──二十六祖真圓大方遍融（1506-1584）──二十

七祖雲棲蓮池祩宏佛慧（1532-1612）──二十八祖土橋紹覺廣承明理（？-1606）

──二十九祖蓮居新伊大真（1580-1650）──三十祖寶輪德水明源（？-1664）  

   《寶通賢首傳燈錄》與《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祖師傳承最大不同，前者

第 23 世、後者第 25 世魯菴普泰以下完全不同，主要是華嚴系脈地方分派所致。

《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是撰寫於南方杭州，《寶通賢首傳燈錄》則是於北方燕

京所集録。而《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無法一一立傳，因而導致魯菴普泰以下

的人物籍貫及活躍區域不明，不過《寶通賢首傳燈錄》第 24 世載一江真灃

（1501-1572）傳曰：「京師佛法，號為中興」云，他傳承北方燕京華嚴法脈，

《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第 26 祖真圓大方遍融則是存續南方杭州華嚴法脈。一

江真灃中興賢首宗約在 16 世紀中葉，後其門人弘化於浙江省、江蘇省，其系脈

就是最後在清朝由寶通寺四支所繼承，《寶通賢首傳燈錄》未採納南方杭州所傳

的系脈，而是採傳於北方自家法系一師一徒的傳承，這是完全是遵循禪宗祖統

傳統。9 

   

                                            
8  [清 ]儀 潤 ， 《 百 丈 叢 林 清 規 証 義 記 》 X63， N1244， p049 8b08 -  

p0498c 06， C BET A。  

9 [日]吉田剛（叡禮）〈中国華厳の祖統説について〉，收在鎌田茂雄博士古希記念会

編，《華厳学論集》（東京：大藏出版，1977），48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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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棲法系  

   「雲棲法系」之成立，可溯自明末之雲棲蓮池大師，至清初浙江華嚴巨匠

柏亭續法（1641-1728）繼之，關於「雲棲法系」清‧守一編的《宗教律諸宗演

派》載：「自圭峰傳二十二世至雲棲蓮池袾宏大師立雲棲派二十字：果與因交徹  

心隨境廓通 玄微機悉剖  理性妙咸窮。」10 

清初柏亭續法參考儀潤法師撰的《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不溯龍樹為華

嚴初祖而尊法順，原來三十祖的寶輪德水明源，成為二十九祖。然儀潤法師所

列之六祖、柏亭續法所尊之五祖圭峯宗密（780-841），其實是首開演字偈，意

欲為華嚴宗法脈化的第一人，清‧守一編的《宗教律諸宗演派》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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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首傳清涼澄觀國師，清涼傳圭峰宗密大師，為第三世。演派二十字：

宗福法德義 普賢行願深 文殊廣大智  成等正覺果。」 

但依儀潤法師所擬自圭峰宗密以下分別為：七祖玄珪真奥徹微、八祖海

印月朗炳然、九祖守灯德現、十祖長水子璿、十一祖淨源寂海潛叟、十二祖

希冲神鑑乘照等，演字如□所示，這些華嚴宗承，和圭峯宗密演字無一字相

符。可見依儀潤法師所擬之華嚴宗傳承是採私淑華嚴的成就者，而非嚴謹的宗

派傳承。 

至柏亭續法仿禪宗祖師大德，續演六十字：「憶念常清淨 聞思悟睿聰 戒

定忍慧力 萬善總歸功 華藏圓融觀 安養聖賢宏 壽光照無量 能仁教道隆 京兆

總持旨 海印炳現胸 如勤靜思慮 永振祖宗風」，而後世徒眾則尊柏亭為華嚴宗

第三十祖。11 

    清初江南華嚴宗的復興以柏亭續法為重鎮，近人評析柏亭續法對華嚴宗學

的貢獻至少有三：12 

（1） 重訂華嚴傳法世系，促成華嚴傳法世系的全面確立。  

（2） 回應天台教觀學者對華嚴「無斷無證」，以及禪門宗人對華嚴「有

教無觀」的批判，站穩華嚴圓教之立場。 

（3） 順應清代佛教注意信仰與儀式實踐的特點，於寺院弘傳華嚴教學

時，將信仰、懺儀與民眾教化結合，擴展佛教在江南地區的影響

                                            
10 [清 ]  守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 X 88， N 166 7， p056 6a 09，

CB ET A。  
11 參見拙稿，〈清初華嚴學的復興 ──以柏亭續法（ 1641- 172 8）為

中心〉，收在《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二）》。  
12  賴 永海 主 編， 《中 國佛 教通 史 》（ 南 京： 江蘇 人 民出 版 社，

2010），頁 33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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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柏亭續法付法弟子二十餘人，有：長明、月標、姚園、悅峰、仁壽、旭如、

曹源、可久、筏喻、劍眉、東來、弘苑、報國、與安、興福、玉山、馬鞍、默

聞、鳳山、明藏、拈花、大振、北京、體閑、慈雲、啟南、上竺、培豐、慈裔、

正中、天懷，13而其中「四傑」為培豐、慈裔、正中、天懷。14 

（三）、傳賢首‧慈恩宗法系  

    「傳賢首‧慈恩宗」一系，其第一世賢首法藏至第十七世南山真萃

（？ -1260）與寶通法系相同，自第十八世後分支，寶通法系由春谷元遇（？

-1311）傳下，「傳賢首‧慈恩宗」法系則由獨溪蘭公別傳，其法燈如下：15 

    第十八世獨溪蘭公（生卒年不詳）──第十九世德巖淨行（生卒年不詳）

──第二十世能仁一清（生卒年不詳）──第廿一世玉峰永琮（生卒年不詳）

──第廿二世石庵德王臣（生卒年不詳）──第廿三世南中定興（生卒年不詳）

──第廿四世虎丘清公（生卒年不詳）──第廿五世汾陽清遠（生卒年不詳）

──第廿六世高原明昱（？-1614）──第廿七世御生明善（生卒年不詳）──

第廿八世樂修慧善（生卒年不詳）──第廿九世心珠海貴（生卒年不詳）──

第三十世若水超善（生卒年不詳）──第卅一世懷一慶餘（？-1740） 

    晚清更從懷一慶餘起，演字二十字：「慶性善正宗  祖道德興隆  慧輪光普

照  妙覺本圓融」。16 

    臺灣傳此脈者為北京「廣善寺法派」傳「賢首四十世兼慈恩宗十六世」，後

來臺於樹林建福慧寺之慧三和尚（1901-1986）。17 

三、晚清民國華嚴人物 

晚清至民國法宗華大德者頗不乏其人，北方系統將以民國 19 年全朗法師

編之《寶通賢首傳燈錄‧續刊》為主，南方系統分傳「雲棲法系」與非傳「雲

棲法系」，非傳「雲棲法系」以弘揚華嚴大家為探討對象，如楊文會（仁山，

1837-1911）、月霞（1857-1917）、應慈（1873-1965）、持松（1894-1972）等

                                            
13 [清 ]徐自洙，《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誌銘》X8 8， N165 6，

p0397 b17， C BE TA。  
14  [ 清 ] 柏 亭 續 法 ， 《 上 竺 灌 頂 大 師 囑 法 語 》 X8 8 ， N1 656 ，

p0398 b24， C BE TA。  
15 大華嚴寺「無盡藏燈」付法會，《賢首宗付法師資記》（臺北：

大華嚴寺， 2008），頁 51-52。  
16 [清 ]  守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 X 88， N 166 7， p056 6a 05，

CB ET A。  
17 大華嚴寺「無盡藏燈」付法會，《賢首宗付法師資記》，頁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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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師；傳「雲棲法系」者以智光（1889-1963）、常惺（1896-1939）、南亭

（1900-1982）、成一（1914-2011）等人。 

  （一）、《寶通賢首傳燈錄‧續刊》華嚴人物  

代別 法號 出家寺院 嗣法 著作 

35 世 脫塵無坤（1859-1926） 直隸法源寺 慈海通文  

35 世 達理覺天（1831-1879） 直隸拈花寺 懷珠深端  

36 世 法安本明（1848-1909） 河北承恩寺 晟一行存  

36 世 毓泉恒山（1852-？） 梓潼文昌廟 晟一行存 

達理覺天 

 

36 世 智寬廣性（？-1880） 河北普門寺 敬泉心煜  

36 世 清然放真（？-1898） 河北關帝廟 敬泉心煜  

36 世 永常淳壽（？） 山東資福寺 敬璋寂光  

36 世 鑑海淮通（？） 天津茶棚庵 理悟真詮  

36 世 寬廣覺平（1875-？） 河北六合庵 心純空淨  

36 世 普超海峰（1845-？） 河北慈祥庵 誠和清緣  

36 世 福海靜體（？-1892） 河北萬安寺 徹觀覺明  

36 世 方遠悟證（？-1886） 河北嘉興寺 慧海明  

36 世 慧證密果（？） 河北行宮廟 脫塵無坤  

36 世 秀山續峰（1866-1915） 河北普門寺 德明覺天  

37 世 俊然淨安（1866-1914） 河北藥王廟 成祥續旺  

37 世 德修恆全（1862-？） 河北火神廟 法安本明  

37 世 性真心定（？-1922） 太原三義廟 清然放真  

37 世 善果常海（1860-？） 河北梓潼廟 毓泉恆山  

37 世 蓮生無染 1889-1920） 河北通明寺 鑑海淮通  

37 世 岫山昌海（？） 河北妙雲寺 善明覺修  

37 世 慧塵妙熙（1857-？） 山東永慶寺 普超海峰  

37 世 慧安貞泰（1867-1926） 河北淨業寺 永常淳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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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世 靜月廣法（1848-1926） 河北壽因寺 亮達圓明  

37 世 悟雲常法（1856-1914） 河北萬安寺 德明覺天  

37 世 瑞光貞體（？） 河北法華寺 德澐真法  

37 世 灋棽了義（1870-？） 河北觀音庵 普超海峰  

37 世 慈雲普參（1838-1892） 河北天空寺 敬修慧寬  

37 世 瑞山昌壽（1663-1911） 河北賢良寺 福海靜體  

37 世 悟靜本立（1853-1905） 徐州關帝廟 方遠悟證  

38 世 福興續明（？） 河北關帝廟 瑞山昌壽  

38 世 靈遠澄缽（1869-1916） 河北廣濟寺 崇岫祥亮  

38 世 吉安圓徹（1849-1892） 河北天空寺 慈雲普參  

38 世 文成本實（1872-1924） 河北海潮安 悟靜本立  

38 世 洪濤顯果（1788-？） 河北關帝廟 瑞光貞體  

38 世 道生無玷（？） 河北慧照寺 善果常海  

38 世 潤波顯塵（1887-？） 河北關帝廟 俊然淨安  

38 世 星朗隆瑞（1891-？） 河北關帝廟 性真心定  

38 世 月潭量闊（1898-？） 河北文昌廟 蓮生無染 續修《寶通賢

首傳燈錄》 

38 世 懷遠澄山（？） 河北賢良寺 ──  

38 世 全朗普志（1888-？） 河北大慧寺 秀山續峰 續修《寶通賢

首傳燈錄》 

38 世 靜遠本崑（1883-？） 山東湧泉寺 秀山續峰  

38 世 祇園本樹（1896-？） 河北普門寺 慧安貞泰  

38 世 普福覺省（1890-？） 徐州關帝廟 悟雲常法  

38 世 玉叢玄啟（1880-？） 河北興隆庵 灋棽了義  

38 世 樂然續旺（1874-？） 河北壽因寺 靜月廣法  

38 世 鍾缽悟靜（？） 河北觀音庵 灋棽了義  

39 世 越宗顯範（？） 河北隆安寺 妙慈覺航  

39 世 月珠心福（？） 河北天空寺 吉安圓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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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世 崇輝通印（1886-？） 河北大慈庵 文成本實  

39 世 照蘊本容（？） 河北天齊廟 福興續明  

39 世 量源實淮（？） 河北龍華寺 全朗普志  

39 世 慧深生海（？） 河南神邱寺 祇園本樹  

39 世 魁亮密順（1886-？） 北平雷音寺 顯塵潤波  

39 世 雲通能順（？-1899） 河北觀音堂 魁月昌杰  

39 世 靜修寂安（？） 河北增福寺 祇園本樹  

40 世 振遠一默（？-1903） 河北娘娘廟 雲通能順  

40 世 亮海仁明（？-1916） 河北觀音堂 雲通能順  

40 世 慧明源智（1896-？） 河北天空寺 月珠心福  

40 世 方瑞覺圓（1902-？） 河北海潮庵 越宗顯範  

41 世 嵩山聖月（？） 河北觀音堂 振遠一默  

42 世 慧果密禪（？） 河北隆安寺 嵩山聖月  

（資料來源：[清]興中祖旺、景林心露，《寶通賢首傳燈錄》） 

《寶通賢首傳燈錄‧續刊》所載華嚴人物，以傳承「寶通法系」為主，衍

傳於北京直隸為主，但仍不乏傳至南方，如浙江嘉興地區亦有分燈，此法系僧

材輩出，惟皆住持建設、開壇授戒之傑出人物，於華嚴之講述及著作，僅月潭

量闊（1898-？）、全朗普志（1888-？）等續修《寶通賢首傳燈錄》。但亦足

以印證「寶通系」之華嚴宗脈在河北京畿之廣傳不輟。  

 （二）、直接間接出自華嚴大學之人物  

  民國月霞法師（1857-1917）所創辦的華嚴大學於上海，雖從上海而杭州而

常熟，三次遷移，但數年間華嚴人材輩出，造成此一現象之勃發者，首推晚清

華嚴中興人物石埭楊文會（1913-1911）。華嚴之著述，經楊文會一再搜尋於日

本，十得五六，所輯之華嚴著述輯要，大半為中土九佚之本，如二祖之《搜玄

記》，三祖之《探玄記》，乃輯賢首法集一百數十卷，以《探玄記》為首，此書

自宋元以來，無人得見，復歸本國後，於賢首一脈相傳之經疏，至此復備。楊

文會於賢首教理「深造自得，古義頗有發揮」，被推為晚近中興華嚴宗之學人。18 

                                            
18  蔣 維喬 ， 《 中 國佛 教 史》 （ 臺 北 ： 常 出 樹書 坊 ， 1986） ， 頁

368-3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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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霞法師，名顯珠，湖北黃岡人，俗姓胡，生於清咸豐 7（1857）年。17

歲於南京大鐘寺出家，自 39 歲至 41 歲時於安徽翠峰茅蓬任講《八十華嚴》；

1914 年，54 歲，由報人狄楚卿薦入哈同花園，時康有為寓上海，正敦促哈同

夫人辦學，1915 年遂開辦華嚴大學，招生 60 名，分預科三年，正科亦三年，

不料預科三年甫告畢業，有異教徒從中破壞，全體師生移至杭州海潮寺，繼續

三年正科教育；1917 年 10 月，60 歲，寂於杭州西湖玉泉寺。19其以「教宏賢

首，禪繼南京」為大江南北人士所稱許，晚年養病於玉泉寺，「日間耳聞弟子

朗誦華嚴，夜間主伴入華嚴法界觀」。20其入室弟子有常惺、持松、智光、靄

亭，21月霞法師之華嚴大學人才輩出，其有成者簡略如下：  

（1）釋應慈（1873-1965）  

    應慈法師，字顯親，安徽歙縣人，俗姓余，生於同治 12（1873）年。光緒

24（1898）年，年 26，投南京三聖庵出家；光緒 32（1904）年，與月霞法師同

受記莂於冶開法師，號顯親；1914 年與月霞法師同入上海哈同花園，翌年開辦

華嚴大學，不久遷杭州續辦；1916 年，月霞分燈常熟興福寺，興辦法界學院，

師為輔佐，是年 11 月，月霞寂後，由師領導，1919 年由門人持松法師繼任；

1927 年，於上海清涼寺下院之清涼學院主講《華嚴經》；1929 年，學院遷至常

州永慶寺，續講《華嚴經》；1930 年冬，學院三遷無錫龍華庵，始將《華嚴經》

講畢；1939 年，上海名流居士蔣維喬、黃妙悟、李圓淨等，倡組「華嚴大疏鈔

編印會」於上海，應慈法師被舉為理事長，主持編印清涼國師之《華嚴經大疏

演義超》，歷六年而成其事。應慈法師一生弘揚華嚴，秉承月霞遺教，其二人堪

稱民國中興華嚴兩大巨擘。22 

（2）釋慕西（生卒年不詳）  

    慕西法師，名性徹，河南信陽賢首山寺僧，1915 年就讀於華嚴大學，親近

月霞法師，專究華嚴教義；1920~1923 年，曾與戒塵創辦華嚴大學於漢口九蓮

寺，後於信陽本山創辦佛教養成學校；1931 年，創辦河南省佛學院，推太虛法

師為院長，師任副院長。23 

（3）釋妙闊（生卒年不詳）  

    湖北人，1915 年入上海華嚴大學，親近月霞法師，與了塵、戒塵等同學；

1920 年，與了塵、戒塵創華嚴大學於漢口九蓮寺；1928 年秋，應靄亭同學之邀，

                                            
19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臺北：東初出版社，

1989），頁 755-756。  
20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369。  
21 成一，〈中興華嚴宗的月霞祖師〉《慧日集三編》（臺北：華

嚴蓮社， 1996），頁 5。  
22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 765-76 7。  
23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 839-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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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竹林寺佛學院主講；1929 年，應常熟法界佛學院邀請，主講該院。妙闊法

師教宗華嚴，行在毘尼，畢生致力於華嚴教學。24 

（4）釋智光（1889-1963）  

    智光法師，江蘇泰州人，13 歲於本縣依宏開寺道如和尚披剃；17 歲，受戒

於寶華山；1914 年，入上海華嚴大學，親近月霞法師，與妙闊、慈舟、戒塵、

了塵、持松、常惺、靄亭等人同學，未幾遷杭州，繼續三年而結束，得月霞法

師器重，隨侍各地講經，由小座而代座，得賢首教義，深入精微。25智光法師

（1889-1963）於華嚴大學「長期肄習，深有領悟」，曾著《華嚴大綱》，後燬於

抗日兵火；1921 年，掩關泰州北山寺，專究華嚴；1929~1930 年，應香港何東

夫人張蓮覺居士之請，兩度蒞港講《普賢行願品》諸經；來臺後，1952 年卓錫

華嚴蓮社，平日主持華嚴月會，並發起華嚴供會，集資為獎學金。26智光不僅

修持華嚴，亦鼓勵行者修持華嚴，受智光啟發而於華嚴用功的李子寬居士

（1882-1973）曾表示：「智老三遷於華嚴蓮社，我拜謁時，常在閱華嚴經，定

期集弟子奉誦……」，又說：「智光長老，是深入華嚴界者，其普光明智如毘盧

舍那，其無依性──妙智，如文殊，其依智行悲，行果圓滿，如普賢……。」27  

（5）釋靄亭（1893-1947）  

    靄亭法師，江蘇泰縣人，名滿祥，受竹林記莂，別號栖雲，19 歲依文心、

智光出家。1914 年，聞上海創辦華嚴大學，以資淺不得入，乃由智光法師攜其

文卷，先為通融；1917 年，聽月霞法師講《法華經》兼攻賢首；281928 年，創

辦竹林佛學院，迎聘妙闊、慈舟、粟庵三法師為主講，專弘華嚴、毘尼，師醉

心華嚴大教，數十年殫精竭慮於一乘奧義，乃著《華嚴教義章集解》。29 

（6）釋持松（1894-1972）  

湖北荊門人，俗姓張，字持松，號密林，又仰慕玄奘大師自號「師奘沙門」。

1910 年，投荊州鐵牛寺出家；1914 年冬，於湖北省漢陽歸元寺受戒，戒畢，留

寺聽講，因聞月霞法師於上海儷園創辦華嚴大學，一試得中，學習賢首宗義。

後華嚴大學遷到杭州海潮寺，師亦隨校到杭州，深受月霞所倚重，其中抗日期

間所編撰《華嚴宗教義始末記》為代表作之一。30 

                                            
24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 841。  
25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 848-84 9。  
26 蔡運辰，〈智光和尚傳〉《智光老和尚紀念集》（臺北：華嚴

連社， 1963），頁 3-4。  
27 李子寬，〈智光長老上生〉《智光老和尚紀念集》，頁 65-66。  
28 南亭，《靄亭法師紀念刊‧夾山竹林寺靄亭和尚傳》（香港佛

教聯合會， 1948），頁 1-2。  
29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 886。  
30 拙著，〈持松法師略傳〉，收在《華嚴宗教義始末記》（臺北：

華嚴蓮社， 200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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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釋常惺（1896-1929）  

常惺法師，江蘇如皋人，名寂祥，後以光孝寺法派，易名優祥。12 歲依福

成寺自誠法師出家；1915 年，入上海華嚴大學，親近月霞法師，此後數年間遍

為涉獵，博綜群經，貫徹性相，融歸於賢首，成一家之範。31 

（8）釋戒塵（1878-1948）  

戒塵法師，俗姓邱，名滌吾，湖北漢川人，生於清光緒 4（1878）年，19

歲出家。1914 年入上海華嚴大學，後遷杭州繼續上課，1916 年畢業，離校後掩

關三年，雖篤志淨業，於華嚴方面著有《華嚴一滴》、《華嚴五周四分七處九會

圖》；1919 年出關，受請出任漢口九蓮寺住持；1920 年，與華嚴大學同學了塵、

慈舟等，秉承月霞法師遺教，於九蓮寺創辦華嚴大學，專弘華嚴。32 

（9）南亭和尚（1900-1982）  

江蘇泰州人，於 1923 年入安徽安慶迎江佛學院，親近常惺法師，教研《華

嚴五教儀》、《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畢業後，任常州清涼佛學院

助教，旋至上海華嚴佛學會，從應慈法師攝受法華、楞嚴、華嚴懸談諸經論，

課餘為四眾講授八識頌、五教儀、中觀論，33南亭於應慈法師「尊為親教師」，
34南亭和尚華嚴義學者承自智光、常惺、應慈等諸法師，諸師皆出身華嚴大

學。來臺後，1954 年 2 月，自泰國請回《八十華嚴》後，同年 6 月啟建每月兩

次的華嚴誦經月會，更於 1957 年 3 月啟建首次華嚴誦經法會，之後分春秋二

季，每次十天，分誦《八十華嚴》上下各四十卷迄今。  

（10）隆泉法師（1902-1973）  

浙江東臺人，俗姓王，16 歲出家於邑之安豐鎮義阡寺；23 歲於南京寶華山

受戒；27 歲親近應慈法師於上海清涼寺，入清涼學院，後遷永慶寺，聽應慈法

師講《華嚴經》，1954 年 3 月，由香港來臺；1961 年，於臺北市上海路建華嚴

講堂，初講《華嚴要解》；1965 年遷移至士林，後更名為華嚴寺，1973 年 2 月

圓寂。35  

（11）成一法師（1914-2011）  

 江蘇泰州人，15 歲時出家於同縣營溪鄉觀音禪寺，禮春遠和尚披剃，自

沙彌時即修習華嚴，他自承啟蒙於〈華嚴發願文〉。上海中醫學院就讀時期，課

                                            
31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 850-85 1。  
32 于凌波，《民國佛教高僧傳第五集‧雲南昆明筇竹寺釋戒塵傳》

（臺中：李炳南居士紀念文教基金會， 20 04），頁 23-26。  
33 華嚴蓮社董事會，〈南亭和尚傳〉，收在《江蘇泰縣光孝律寺

誌略》，頁 33-38。  
34 成一，〈功在華嚴的應慈老法師〉《慧日集三編》，頁 15。  
35  于 凌波 ， 《民 國佛 教高 僧傳 第 五集 ‧ 臺灣 臺北 華 嚴寺 釋 隆泉

傳》，頁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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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之餘，時於慈雲寺常預經筵。36來臺後，隨智光、南亭主持臺北華嚴蓮社，

1972 年 3 月，出任華嚴蓮社第三代住持；1975 年 10 月，創辦「華嚴專宗學院」；

1983 年又增設研究所；2011 年 4 月 27 日，示寂於泰州光孝寺，身後華嚴著作

有：《華嚴文選》、《華嚴綸貫略釋》、《華嚴會品大意淺釋》、《華嚴經如來隨好光

明功德品講記》、《華嚴十地品講錄》。37  

（三）、法承千華與華嚴的華嚴蓮社  

臺北華嚴蓮社的祖庭為泰州光孝寺，其近代法脈起於清初炳一律師，紹體

祖之法，經常往來於大江南北，偶過泰州，中興光孝寺，後傳西林律師，數傳

戒法，被尊為蘇北唯一之律宗叢林。西公而後，數傳而至少雲、德厚二祖，再

經厚公谷鳴、培安月海、常惺優祥諸祖，展轉相傳，以至於南亭為千華第三十

五世，光孝堂上第十五代。1964 年元月，傳法於成一、守成二人，為南山律宗

千華第三十七世、光孝堂上第十七代、華嚴宗第三十七世傳人。38 

南山律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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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傳三昧寂光律師，為寶華山第一代，從如字起演五十六字，

江蘇泰州光孝律寺常惺和尚為第三十四世，南亭和尚嗣常公法為三十五世，成

一接南山宗千華第三十七世，法名瑞定。現華嚴蓮社子孫取名內號，根據南山

宗三十八世字派續字開始。39 

除南山宗千華派外，清初柏亭續法中興華嚴，重擬江南華嚴宗脈，有別於

北方「寶通法系」、「傳賢首‧慈恩宗法系」，華嚴宗自杜順和尚為初祖，三十傳

柏亭續法和尚，續演六十字「憶念常清淨 聞思悟睿聰 戒定忍慧力 萬善總

歸功  華藏圓融觀 安養聖賢宏 壽光照無量 能仁教道隆  京兆總持旨 海

印炳現胸 如勤靜思慮 永振祖家風」，傳至江蘇泰州宏開寺玉成和尚為三十二

傳，成一接華嚴宗法為三十七傳，法名「聞虛」。華嚴蓮社子孫取名外號，根據

華嚴宗字派第三十八傳「思」字起。40 

四、結語 

華嚴宗可區分「寶通法系」、「雲棲法系」、「傳賢首‧慈恩法系」，「寶

通法系」與「傳賢首‧慈恩法系」主要傳於北方，「雲棲法系」主傳於江南一

帶，目前僅知臺灣傳有「雲棲法系」，如華嚴蓮社，與「傳賢首‧慈恩法系」，

                                            
36 成一，〈功在華嚴的應慈老法師〉《慧日集三編》，頁 15。  
37 闞正宗，《華嚴蓮社六十週年慶紀念特刊》（臺北：華嚴蓮社，

2013），頁 73-77。  
38 〈泰州光孝律寺傳法卷〉（華嚴蓮社內部資料， 1964）。  
39 〈泰州光孝律寺傳法卷〉（華嚴蓮社內部資料， 1964）。  
40 〈泰州光孝律寺傳法卷〉（華嚴蓮社內部資料，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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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樹林福慧寺、臺北大華嚴寺。而「寶通法系」是否有入臺，尚未發覺。清末

民初以降，弘揚華嚴而受矚目者當推「雲棲法系」，但也有為數不少的華嚴學

人，並未歸屬上述三大系下，而是秉持法義行門對華嚴義學的發明與推動。本

文的結論分為以下三項： 

一、法系各有特色 

（一）「寶通法系」特色：  

（1）將華嚴祖師推至馬鳴、龍樹，將法藏列為賢首第一世；（2）《寶通賢

首傳燈錄》與《百丈叢林清規証義記》傳承最大不同，前者第 23 世、後者第

25 世魯菴普泰以下完全不同；（3）《寶通賢首傳燈錄》第 24 世一江真灃中興

賢首宗約在 16 世紀中葉，後其門人弘化於浙江、江蘇，法採傳於北方自家法

系一師一徒的傳承 。  

（二）「雲棲法系」特色：  

其成立，可溯自明末之雲棲蓮池大師，至清初浙江華嚴巨匠柏亭續法

（1641-1728）繼之；（2）清柏亭續法，不溯龍樹為華嚴初祖而尊法順，原來

30 祖的寶輪德水明源，成為 29 祖；（3）柏亭續法仿禪宗祖師大德，續演六十

字，後世徒眾則尊柏亭為華嚴宗第 30 祖。臺灣「雲棲法系」的代表為臺北華嚴

蓮社。 

（三）「傳賢首‧慈恩法系」特色：  

（1）其第 1 世賢首法藏至第 17 世南山真萃（？-1260）與寶通法系相同，

自第 18 世後分支；（2）寶通法系由春谷元遇（？-1311）傳下，「傳賢首‧慈

恩宗」法系則由獨溪蘭公別傳（3）晚清更從懷一慶餘起，演字 20 字，來自北

京之臺北樹林福慧寺之慧三和尚（1901-1986）為其法脈傳人。臺灣「傳賢首‧

慈恩法系」代表為臺北樹林福慧寺、中和大華嚴寺。  

二、法系貢獻有別 

「寶通法系 」晚清至民初傳 35 至 42 世凡 61 人，主要衍傳於北京直隸。

此法系僧人多為寺院硬體建設、開壇授戒之傑出人物，於華嚴之講述及著作，

僅見月潭量闊（1898-？）、全朗普志（1888-？）等續修《寶通賢首傳燈錄》

一書。而江南「雲棲法系」者，自清初柏亭續法以降，多專注於賢首法義之闡

發弘揚，著作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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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法系之推動厥功甚偉 

晚清民國的華嚴弘傳者，有許多非華嚴三大系之門人，如月霞、持松、慕

西等，又如被推為晚近中興華嚴宗之學人石埭楊文會（1913-1911），一再搜尋

華嚴之著述於日本，輯賢首法集一百數十卷；徐文蔚（字蔚如，1878－1937）

先後刊刻《四十華嚴》、《華嚴搜玄記》、法藏《華嚴探玄記》及憨山德清《華

嚴綱要》；釋慈舟（1877－1958 年），1914 年入上海華嚴大學陸續創辦華嚴大

學、法界學院，並於鼓山法界學院主講《華嚴經》等。這些非法系門人，甚至

是以居士身份推動華嚴的弘傳，其重要性不亞於「雲棲法系」門人。  

戰後臺灣，除傳「雲棲法系」的華嚴蓮社外，尚有臺北華嚴寺隆泉法師

（1902-1973）、樹林福慧寺慧三和尚（1901-1986）等。慧三和尚徒欽因

（1928-），2008 年 9 月復傳「傳賢首‧慈恩宗法系」於海雲繼夢法師

（1949-）。41海雲繼夢是另一支在臺逐漸崛起的華嚴弘揚者，已舉辦兩屆以上

的國際華嚴學術研討會，值得關注。 

 

 

 

 

 

 

 

 

 

 

 

 

 

 

 

 

 

 

 

                                            
41 大華嚴寺「無盡藏燈」付法會，《賢首付法師資記》（臺北：

大華嚴寺，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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