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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派佛教或佛教宗派既是中國化佛教的最大創造，也是中國佛教傳統留給佛

教界的最大特產。其中，華嚴宗（亦稱賢首宗、法界宗等）是中國化佛教中最富

理論特色的宗派之一。唐代既是華嚴宗的創建時期，亦是其弘傳的鼎盛時期。其

後，隨著禪宗大盛，及行歸彌陀的淨土信仰風行，華嚴宗與同屬教門的天臺宗都

相繼沉寂，然其法脈皆綿延不斷，影響至今。本文透過圭峰宗密等基於「教內別

傳」而「禪化」闡釋華嚴教理的「兼弘」品格，回顧與評述中國華嚴教觀的義學

闡釋傳統及其歷史特質，集中呈現了近一百年來中國華嚴從「教內別傳」到「華

嚴專宗」的歷史演進及其思想影響。 

關鍵詞：佛教宗派、「教內別傳」、華嚴專宗、思想闡釋、百年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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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嚴禪」：「教內別傳」之兼弘 

唐代華嚴五祖圭峰宗密所開創的「華嚴禪」，是一條雙向並進的通路。既是「教

外別傳」的禪宗接通華嚴圓教法門之路，也是「教內別傳」的華嚴圓教法門圓攝

禪修法門的通路。宗密把荷澤禪法的宗旨概括為「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不僅對

後世理解南宗禪法有著定論式的導向作用，而且還擴展到更廣泛的思想文化領域，

擴大了禪教統觀的社會影響。 

所謂「華嚴禪」，並不是意指中國佛教的特定宗派，而是中國化佛教的一種融

合思潮或佛教傳統。華嚴禪首先並最主要的是指禪門的一種融合方法。狹義而言，

「華嚴禪」特指宗密所推進的華嚴與禪宗荷澤系的融合；廣義上的「華嚴禪」，則

涵括禪教、禪密、禪淨、頓漸乃至三教會通的思想融合。「華嚴禪」的思想特質，

在於以一心法界為原則的教禪一致論。「華嚴禪」思想，展現了佛教中國化更豐富

的面向，客觀上推進了佛教中國化的社會影響。 

在華嚴判教系統中，澄觀把南北禪宗安於頓教，尚與華嚴別圓之教存在落差。

宗密順應時勢的需要，依荷澤禪的頓悟漸修論，立直顯心性宗與顯示真心即性教，

轉向禪（南禪）教（華嚴）並置，同樣維護了華嚴在當時佛教修行格局中的應有

地位。在此意義上，宗密應無愧於華嚴祖師的稱譽，而不致完全掩沒於「華嚴宗

主」賢首法藏、「華嚴論主」長者李通玄和「華嚴疏主」清涼澄觀的唐代華嚴學僧

之林。 

從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看，宗密的教禪一致論，雖然可以理解為處理華嚴與禪

宗之關係的折衷之論，但其實際效果卻賦予了華嚴圓教法門以「教內別教」之義。

從宗密到永明延壽《宗鏡錄》100 卷的禪教關係論述，即可讓人關注唐末五代至北

宋初在禪宗「教外別傳」與華嚴圓教「教內別傳」之間的微妙平衡。這是宗密在

禪教一致論下闡釋華嚴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 

自宗密以降，由於唐末五代的兵亂，教典殘毀，禪宗以其新興法門的後發優

勢，綜合運用其機鋒的便捷、靈活，輔之以叢林制度建設的積極推進，迅速躍為

社會諸階層普遍接納的修行法門。宗密以華嚴圓教為主體立場的禪教一致論，亦

隨著弘法環境的變遷，而成為宗門更有效擴展其社會影響的輔佐法門。而天臺與

華嚴作為中國化佛教的兩大圓教系統，由於教典殘毀、法脈凋落，正處於暗淡時

期。入宋後，天臺在江南地區先於華嚴而中興，並一直佔據著先機地位，如長水

子璿受于天臺宗僧洪敏，即可部分說明當時的情勢。因此，宋初華嚴，首要的是

必須直接應對天臺教家的全方位挑戰，導致宗密的禪教一致論逐漸讓位於天臺與

華嚴之間的義理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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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華嚴專宗弘傳之特質及其反省 

入宋後，華嚴教觀的弘傳中心漸移江南。從洪敏開始，江南華嚴教之中興，

則實由長水子璿開其端。但據蔣維喬觀察，宋代時期，講求學問的華嚴宗，已非

為純粹之華嚴宗，因其或受天臺之影響，或與禪宗相混合。其實，無論是受天臺

影響或混融於禪學，並非始于宋代，早在法藏、澄觀時代的華嚴學，受天臺影響、

與禪學混融的傾向，即已顯端倪。 

總體來說，宋代華嚴宗義學闡釋的相繼展開，堪稱為繼唐代華嚴學而興的復

振運動。從這場復振運動的推進過程上看，至少體現出如下四個內容特徵： 

其一是宋代華嚴具有明確自主性、教院化的宗派建構意識。  

宋代華嚴諸學僧，不再擁有如唐代法藏、澄觀、宗密等祖師那樣貴為「國師」、

「帝師」的顯赫身份和政治地位，不能再藉朝廷或官府的行政優勢推進教法弘化，

華嚴宗的社會影響力大為削弱，致使這些學僧不得不轉向更自主而民間的宗派建

構，通過教團的整體建設，來彌補個體魅力的缺省，嘗試以教團化的組織力量，

興建教院並加強教院的制度建設，通過修證儀式的規範努力，強化華嚴傳法世系

的法脈認同，更內在地探究華嚴宗義的教理體系，最大限度地擴展華嚴宗的影響，

等等。上述這些內容，成為宋代華嚴復振的最突出特徵。因此，有些佛教史家認

為宋代華嚴不純，或受天臺影響，或混融於禪學，僅是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

而未能注意到宋代華嚴針對天臺、禪宗的抗辯舉動，持論似欠公允。 

其二是宋代華嚴的弘揚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 

與唐代華嚴大盛於北方不同，宋代華嚴復振運動特別典型地集中於浙江、江

蘇等江南地區，其中尤以杭州慧因教院為著稱。儘管這些賢首教院，從規模上大

都不及當時大盛於世的著名禪刹，數量上不如密佈江南的天臺講寺，但蘇州昆山

能仁院，在義和住持時期，亦曾出現住僧達千眾的盛況，而晉水淨源所住持折杭

州慧因教院，則更以「高麗寺」聞名於朝鮮佛教界，成為當時佛教文化對外交遊

的典型之一。 

其三是專宗華嚴的教學活動相當活躍，學僧輩出，代不乏人，撰著數量大增，

且涉及領域頗為廣闊。這些學僧的弘化活動及其撰著成果，對日本華嚴、朝鮮華

嚴均產生了較大影響，對東亞華嚴學的整體推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中國佛教

文化對外交流的一大構成。 

其四是宋代華嚴的復振還表現於教理闡釋的多取向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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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來說，長水子璿較忠於宗密「教內別傳」的圓教闡釋，注重《大乘起信

論》、《楞嚴經》、《金剛經》等大乘經論的義理圓攝。自晉水淨源開始（還有其繼

承者義和圓證），則更關注唐代華嚴文獻的廣泛蒐集，轉向對澄觀、特別是法藏華

嚴觀門的詮解，體現為對華嚴教義學及華嚴宗義學的再疏釋。而北宋末年的道亭

及屬於南宋華嚴的觀復、師會、希迪、善熹諸家，則與淨源、義和等北宋華嚴學

僧又有所不同，他們不僅重視法藏的教理闡釋，更追溯到智儼的華嚴別教義，以

至於表現出華嚴教理「經院化」的闡釋取向。 

總之，在宋代江南地區，以教團組織、教院建設為基礎，以宗派教理與宗派

思想的「宗義」闡釋為側重，湧現了一批深受唐代華嚴思想綜合影響的沙門學僧，

最終匯成宋代華嚴的復振現象。其中，長水子璿是宋代華嚴復振的先導學僧，而

北宋華嚴宗的真正中興，則推晉水淨源。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列晉水淨源為宋

代華嚴四大家之首（另三家為道亭、師會、希迪），而黃懺華《中國佛教史》則歸

之為承長水子璿而起的華嚴大家，並稱「二水」，而別列道亭、觀復、師會和希迪

為宋代「華嚴四大家」。並指出，在「華嚴四家」之後，「有義和、復庵、鮮演、

戒環、淨真、祖覺等，相次敷揚。」1 「二水四家」及其後繼者的持續弘化，大致

勾勒出宋代華嚴復振的具體情形。 

三、明清華嚴傳承的江南風格 

降及清代，當時佛教界，傳習華嚴者，仍分佈南、北。故從地域分佈上看，

大致可以區分為南、北二系。 

南方華嚴以雪浪洪恩（1545-1608）一系為主，其門下巢松慧浸、一雨通潤的

再傳弟子蒼雪讀徹、汰如明河、含光等人集中於吳中地區弘傳華嚴，其性質屬於

禪僧兼弘華嚴，通過以教證禪、禪解華嚴，繼承了唐代華嚴「四祖」清涼澄觀、「五

祖」圭峰宗密等人「禪化」華嚴教理的思想闡釋。這是明末華嚴弘傳的主流，在

當時佛教界影響較大。此外，在南方系華嚴中，還有曹洞宗僧為霖道霈（1615-1688）

的「禪化」華嚴之學。 

除了這些「兼弘華嚴」的禪僧之外，清代初期更有伯亭續法（1641-1728）在

浙江杭州等地力闡華嚴，長達 50 餘年，致力於華嚴教法的通俗化疏釋，力求恢復

賢首教觀，提升華嚴宗在佛教界的地位，成為清代華嚴宗重興的代表教僧。續法

轉益多師，博聞多識，精進向道，行化于康、雍盛世，以其充沛的精力及淵博的

學識，講經，尤在存續華嚴宗上功不可沒。他一生所完成的許多佛教撰著，無不

                                                 
1 黃懺華：《中國佛教史》第 4 章，上海書店影印本，第 3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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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華嚴教學加以疏釋，擴大了佛教經典的普及，推展了華嚴教學的影響，成為

清代華嚴宗復興的代表僧人。 

續法順應清代佛教注重佛教信仰與儀式實踐的時代特點，在寺院弘傳華嚴教

學的同時，還把懺儀活動、民眾教化與佛教信仰結合起來，從而擴展了佛教在江

南地區的影響力量。自宋代以來，佛教信仰在江南地區的民眾生活中有著廣泛影

響。而主導民眾佛事活動的則是以懺儀著稱的天臺宗一系。續法沒有規避這一現

實，而是充分正視，並積極參與華嚴為歸的懺儀推廣，影響甚廣。時人嘗評續法

之學稱：「師生當順治，寂在雍正，行道於康熙之年。平生向道殷殷，久為後學模

範。輪參乳峰，智流香海，出入大部，扶豎賢首。著刻傳通，約有五十餘般。帙

分卷列，不下二百餘本。五祖面目重開，諸佛心宗圓現，師之功大矣。」2 

在北地，則主要有承續於顓愚觀衡的寶通賢首一派，影響廣泛，遠及清末民

初。這也是清代華嚴宗相傳承續的主流。作為兼弘華嚴的臨濟禪僧，顓愚觀衡對

後世華嚴宗的影響，主要是他與清代北方寶通系賢首之間的傳承關係。儘管在觀

衡的傳記文獻中，或許由於其撰著者歸屬於禪派傳承的原因，觀衡受戒弟子中並

未記載其弘傳華嚴的弟子。但在《寶通賢首傳燈錄》中，觀衡嗣法于空印鎮澄，

為賢首第 26 世，鎮澄則為第 25 世。觀衡再傳不夜照燈，則為賢首下傳第 27 世。

清代北方華嚴，即以不夜照燈（1604-1682）所開創的華嚴宗寶通系為主體。 

清代寶通賢首一派，始創於不夜照燈。照燈為顓愚觀衡弟子，北游開法於通

州寶通寺。門下出玉符印顆，遂開賢首教寶通一系。 

若從華嚴法系上看，正傳旁出，錯綜複雜，制約了清初弘傳華嚴宗的法脈傳

承。不過，當時在南北兩地都有眾多在家居士修學華嚴觀行，推崇華嚴信仰，華

嚴淨土觀念更是盛行一時，其中尤以彭際清的《華嚴念佛三昧論》影響最著。 

四、民國華嚴復興的歷史特質及其影響 

佛教是注重經教的文化體系。隨著製版技術的成熟，佛經刊刻與流通，向來

受到佛教界的重視。由於清末歷年動盪，佛教典籍損毀嚴重。自清末以來，揚州

刻經處、金陵刻經處等相繼創設。民國初期，大江南北湧現出更多的佛經刊刻機

構，部帙繁多的華嚴教典刊刻，也得到了極大重視。其中，南京楊文會、北京徐

文蔚正是當時代表二位佛教文化活動家的成就，尤為卓著。 

民國時期的華嚴復興，始于華嚴宗典籍的搜集。 

                                                 
2 談玄《賢首宗諸祖略傳》，《海潮音》第 13 卷第 11 號，第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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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歷經戰亂，佛教凋敝，典籍損佚嚴重，幾無可存。這對注重經教

闡釋的華嚴宗來說，情形更是如此。因此，民國時期的華嚴復興，首先注重華嚴

典籍的搜集與刊刻。這些華嚴典籍的搜集，主要集中于唐代華嚴祖師智儼、法藏、

澄觀等人的疏釋之作，同時也涉及到宋明時期的一些華嚴教典。經過楊文會等人

持續多年的不懈努力，不僅使許多華嚴典籍從日本折返回中國，同時多方蒐集國

內流存的文獻，分別刊行於在南北各佛教刻經機構。當時，在「廟產興學」下，

各地通過舉辦僧教育，專設華嚴宗的課程，培養出家僧人對華嚴宗的學識，提高

了對華嚴義理的傳講水準，最終促成了民國華嚴宗的復興。 

自唐代華嚴宗闡立教說之後，歷經宋、元、明、清，皆代有復興。民國時期

的華嚴復興，與此前的華嚴復興相比，既有對前代傳統的承緒，同時也體現自身

的特點。總體來說，以佛教界為主導而推進的民國華嚴宗復興，對於前代華嚴宗

的繼承，主要表現於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民國弘傳華嚴宗的佛教僧人，除講演《華嚴經》、闡解華嚴教義之外，

還宣導華嚴與禪、華嚴與淨土、華嚴與密教的結合。通過華嚴禪、華嚴密、華嚴

淨土的兼弘，輔之以更有華嚴信仰的落實、華嚴經義講習與普及等形式，既使民

國華嚴宗的復興能夠繼續保持傳統的弘傳樣式，同時也使華嚴宗能夠與當時佛教

整體復興的趨勢相適應。這是之所以稱民國華嚴宗復興的重要表現。 

其次，以佛教界為主導的民國華嚴宗復興，既離不開以寺院為弘傳中心，更

離不開以祖師為弘傳核心。如月霞、應慈等人，都擁有弘傳華嚴宗的寺院。這也

是民國華嚴宗復興與傳統華嚴宗的相似之處。 

再次，推進民國華嚴宗復興的代表僧人，都具有參禪的背景。他們把華嚴經

教與參禪活動的結合，符合傳統佛教中教禪合流的歷史取向。民國華嚴學僧，雖

然大都注重禪講兼施，但與其他宗派相比，華嚴宗的影響力仍未理想。 

民國時期的華嚴復興，與此前的華嚴宗傳統相比，也表現出自身的一些特點。 

首先，在某種意義上說，民國華嚴宗的復興是一次綜合的復興。這種綜合性，

主要表現於民國華嚴宗的復興，其實是僧俗兩界通力合作的現實結果。清末民初，

先以在家居士通過華嚴教典的搜集、刊刻、流通，引起了佛教界對華嚴宗的普遍

關注。同時，佛教界弘傳華嚴的學僧，堅持以出家僧人為弘傳華嚴的主導力量，

與專弘華嚴的僧才培育相並進，最終促成了民國華嚴的全面復興。 

其次，民國華嚴復興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表現為通過僧教育，設置華嚴課

程，進行華嚴教僧的培養，既為弘傳華嚴宗培養僧才，又提高了廣大學僧們對華

嚴的整體認識。正是通過貫穿民國時期、持續展開的華嚴僧教育，使民國的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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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復興更具有綜合性與整體性。 

民國時期，月霞、應慈等弘傳華嚴宗的學僧們，先後創設了華嚴大學、常州

清涼學院、法界學院等僧教育機構，堅持以僧人為主導，致力於傳講華嚴經籍教

典。儘管這些華嚴專宗教育，大都規模小，條件較差，且持續時間不長，但無不

成為民國時期華嚴復興的重要內容，充分體現民國華嚴復興不同於前代的突出特

點。 

再次，民國時期的華嚴宗復興，還表現對華嚴宗的相關研究活動中。其內容

涉及華嚴經典的闡釋、華嚴教理的辨析、祖師思想的闡發、華嚴宗史的總結和宗

派思想的比較研究等諸多領域。 

隨著民國時期佛教僧教育的開展及佛學刊物的相繼創刊，華嚴教理的講習活

動得以普遍開展。與此同時，在各種佛學刊物上，闡釋華嚴教理、教義等內容的

研究文章，亦時有所見。至於其他佛教研究論著中，涉及華嚴宗的論述，則更為

常見。如太虛法師曾在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研究室講《賢首學與天臺學比較研究》。

這個專題講座，條理清晰，簡明扼要，深入淺出，頗具華嚴與天臺比較研究的學

術深度。如太虛高度評價了華嚴（賢首）與天臺的佛教地位，認為「台賢為中國

特創之佛學」、「台賢皆以禪為源」。同時分述「賢首學之根據」、「賢首學之先河」、

「賢首學之成立」、「賢首學之述要」、「賢首學與禪律淨密之關係與禪接近」、「賢

首學與天臺學之比較」等，可視為一部闡述華嚴宗教理及歷史的概論之作。3 

民國時期，僧俗兩界的佛教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華嚴經教典籍、教理教義、

宗派歷史等內容進行闡釋，為民國華嚴宗的復興帶來了全新的氣息。試以當時最

具影響力的佛學刊物《海潮音》為例，特辟「諸宗‧華嚴宗專號」，集中刊登華嚴

宗研究的文章。如「李玄通」發表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意》、紹奘《賢首宗教義

之特點》、黃懺華居士《華嚴宗的根本教理》、又琛《華嚴宗衰落之原因》、談玄《數

理學之十玄觀》、恒寶法師《賢首宗杜順三觀與論理學》、淩彥伯《賢首宗要義》

等。4唐大圓居士撰寫了《華嚴經與因淨土》，持松法師《賢密教衡》及《賢密教衡

釋惑》5。其中，談玄撰寫的《賢首宗諸祖略傳》6，凡分正傳五人，別傳八人，簡

述了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等「華嚴五祖」，及義湘、慧苑、李通玄、子

璿、淨源、續法、通理法師、月霞法師等八位華嚴大德的行曆與成就。上至杜順、

下及月霞，這種華嚴祖師譜系，其實就是試圖表明民國華嚴復興在宗派法系傳承

上的歷史正統性。總之，當時的佛教界相當關注華嚴思想、華嚴教理的闡釋，並

                                                 
3 《海潮音》第 13 卷第 11 號。 
4 《海潮音》第 13 卷第 11 號。 
5 《海潮音》第 9 卷第 4 期－第 6 期、第 10 卷第 4 期。 
6 《海潮音》第 13 卷第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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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確地置列於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演進脈絡中加以認識，甚至嘗試運用現代學

術方法，如數理學、論理學（即邏輯學）方法進行別開生面的闡釋，頗令人面目

一新。 

在此一提的是，在當時佛教刊物上刊登的華嚴研究論著中，不乏日本佛教學

者的相關著論，如《海潮音》第 30 卷第 3、4 期，曾連續刊登了日本學者龜穀聖

馨和河野法雲合著的《中國華嚴宗發達史》的部分內容。這可視是以另一種方式

體現了當時華嚴學的國際交流。 

總之，儘管華嚴宗在民國佛教諸宗中並非「顯宗」，在世間諸學中亦非「顯學」，

但通過三代華嚴學僧的持續努力，能夠契應於新佛教運動，特別通過寺院教育，

擴展華嚴宗的影響，展現了華嚴宗自身的思想特色。 

華嚴宗的復興，是民國時期佛教整體復興的重要構成部分。離開了華嚴宗的

復興，民國的佛教復興就不再完整、全面。 

民國的華嚴宗復興，是華嚴教典的再興。民國華嚴宗的弘傳過程，既伴隨著

華嚴教典的搜集與刊刻、華嚴經教的講習與闡釋，更有華嚴學僧的持續培養，終

於促進了佛教界對華嚴教理的研究興趣。早在楊文會的佛學堂如柏林佛學研究社

擬設法相賢首系，對於華嚴宗的專門研究，設置相應參考著疏，包括澄觀《華嚴

玄談疏鈔》、法藏《華嚴探玄記》、李通玄《華嚴經合論》、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

齊章》、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澄觀《法界觀玄鏡》、澄觀《普賢行願品疏鈔》

等。這充分表明其華嚴創教撰著的普遍重視。 

民國的華嚴宗復興，是教理傳統的再興。民國時期，不僅在華嚴專宗性質的

佛學院設置多種講習科目，而且在眾多佛學院同樣設有華嚴宗課程，使華嚴學成

為一門基礎課程，提升了華嚴教理研究的學術素養。 

民國華嚴宗的復興，是與其他佛教宗派齊頭並進的再興。當時關注華嚴宗的

佛教僧人，不僅繼續探討、疏釋、總結華嚴與天臺、法相等教家的關係，討論中

國華嚴宗衰落的歷史原因，同時還試圖更深入地理解華嚴與禪宗、律宗、淨土及

密宗之間的修持互補，從而擴大華嚴宗在佛教信徒中的現實影響。這種取向，既

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華嚴教理的學術研究，更使華嚴學僧們試圖契應時代情勢，

尋找華嚴再興的方向。 

總體來說，民國時期華嚴宗的復興，其影響主要集中體現於三個方面： 

首先，試圖超越中國佛教宗派的義理之諍，不再像歷史上那樣過分拘泥於華

嚴與天臺的教觀、修證等闡釋的對立性，而使佛教轉向專宗教育、專宗研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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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深入，使本宗經典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統。這種研習路向，其影響持續至今。 

其次，民國時期的華嚴宗復興，以華嚴典籍的整理、刊刻與流通為先導。這

一內容，貫穿於民國華嚴宗發展的全過程，這是繼北宋、明末之後，中國華嚴宗

發展史上經典整理的又一個高峰時期。以《重編華嚴疏鈔》為代表的華嚴教典整

理，即使在中國佛教藏經史也佔有一席之地。 

最後，民國華嚴宗的復興，使佛教界普遍意識到中國化佛教宗派必須作出適

應時代的弘化轉型，在保持其固有的思想傳統中，充分結合社會時代的現實變遷，

進行義理學說的新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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