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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a Tangut doctrinal taxonomy composition known as The Dharma 

Gate of the Mind-Ground.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text, the 

sources involved in its compos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sudden and gradual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as presented in the tex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is an 

original Tangut composition, essentially related to the realm of Sinitic Buddhism, but 

probably been influenced by Tibetan Buddhist compositions, probably of the ati-yoga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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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流傳的漢傳佛教法門中以圭峰宗密的

「華嚴禪」思想最為興盛，自唐以來，華嚴佛

教在華北地區廣泛傳播，五代、北宋乃至元代

華北地區都曾流傳過宗密《諸說禪源諸詮集都

序》（下文簡稱《禪源序》）的不同版本，為元

代官方本《禪源序》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西夏

自然也受其影響，宗密的華嚴禪在西夏境內傳

播，與北宋以法界觀為主的華嚴中宗並行。到

了西夏晚期，西夏佛教體系中形成了一種獨特

的禪宗傳承體系（圖 1）：宗密─裴休─白雲

釋子─張禪師，關於白雲釋子和張禪師的身份

學術界雖然尚存爭議，但不能否認其在西夏的

重要影響。此外，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作為西

夏兩種主要的佛教脈絡，二者並行圓融，到西

夏晚期形成所謂的「漢藏佛教」，「漢藏佛教體

系」的合併不同於漢藏法門，其高峰可見於西夏晚期至元代初期的大和尚一行慧覺

的著作中，一行慧覺所提出的思想以華嚴宗性起緣起為結構，來分配不同顯密法

門，這些法門同樣包括漢藏法門、禪修、法界觀、密咒真言、藏傳密教本續等思想

和修行儀軌。 

禪宗史上所謂「頓漸悟修」的關係問題較為敏感，此問題的討論亦可見於圭峰

宗密的《禪源序》以及宗密本人其他的著作中。考慮到西夏曾流傳《禪源序》、《禪門

承襲圖》的漢文原本及西夏譯

本，可推知西夏學僧必然對這一

問題的相關爭論有所了解。宗密

所撰《禪源序》既是一部判教著

作，也是一部漢傳佛教資料書，

在西夏頗為流行。同時，西夏最

晚在 12 世紀 50 年代之後開始流

傳藏傳佛教的「宗義書」，也是

一種判教著作。宗密《禪源序》

與藏譯宗義書結構和內容雖然

不同，但二者同為判教著作，

所涉及的問題有一定交叉。同

時，漢藏佛教並行也引起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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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佛教之間的互動，促進西夏本土佛教的發展，其中一個例子是本文中所涉及的

《心地法門文》（ ）1。該資料為蝴蝶裝，共 51頁，草書寫本（圖 2）。 

《心地法門》與「頓漸」的討論 

除了《心地法門》之外，黑水城文獻中另可見西夏文本《諸說禪源集都序擇炬

記》，是宗密《禪源序》的注釋，草書卷子，現存內容大致與《大正藏》版卷下之二

的內容相符合。《諸說禪源集都序擇炬記》主要集中在「漸頓悟修」等主題的討論

上，該資料尚待研究。如前所述，《心地法門》為判教論著，主要以「漸頓圓融」典

範為主，不同法門的分配結構是所謂九種根機（上上，上下，上中云云）。《心地法

門》判教有漸、頓二門，則：頓修漸悟，漸修頓悟，漸修漸悟，為下根眾生之上中

下；頓門乃是「頓悟漸修，頓悟頓修」為中品人之下中根器。此外頓悟頓修另分為

「順性修行頓」（文中有翻譯），和「斷正平竟頓」（文中無翻譯）者，為中上根人修

行法門。上上根人修「圓融漸頓」，總共九門。 

本文主要討論《心地法門》中「頓漸悟修」的結構。文中提到的最理想的法門

乃是所謂「圓融」思想，據《心地法門》的最後幾句內容初步考證，在《心地法

門》中「圓融」與「大寂」（ ）同義。「大寂」一詞在西夏佛教術語中頗為重

要，一般翻譯藏文 རྫོགས་ཆེན （「大圓滿」），屬於藏傳阿底瑜伽的範疇。目前對文本的解

讀程度尚顯不足，因此 「圓融」 和「大寂」代表漢藏圓融趨勢只不過是一個初步的

考證，但卻有助於說明《心地法門》的內容特色。此資料雖然受到宗密思想的影

響，但其判教體系與宗密不同，主要差別在於上文已及的「圓融」：據宗密的判教

觀，在「宗教」典範中所謂「頓悟頓修」最為殊勝，屬於「上上根機」之人，如

《禪源序》：「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智根性樂欲俱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

生前後際斷」，與《心地法門》的判教觀有明顯的差異：從下文可見，《心地法門》

僅把「頓悟頓修」排在「中之中根器」範圍之內。至於「圓融」一詞，據 CBETA 搜

尋結果，僅在《禪源序》中出現兩次，並非是圭峰禪師所討論的核心概念，但在

《心地法門》中似乎代表了判教的最高境界。綜上可知，《心地法門》代表了一種比

較獨特的判教體系。 

文本來源及其時代問題 

據目前學術界對《心地法門》的了解程度，其成書時段尚無法確定，至於該文

本究竟是譯自漢文本還是西夏本土所造，可作如下考證：《心地法門》中引用的佛典
                                                           
1
 Tang 166,7169，克恰諾夫目錄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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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禪源序》、《法華經》、《寶積經》、《大智度論》、《金剛般若經》、《大般若

經》、《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等漢傳經典，此外還引用了

《真實名經》、《聖佛母所說經》（應該指的是《八千頌般若經》），以及兩種「本

續」，分別是《普造王經》（ཀུན་བེད་པའི་རྒྱལ་པྫོའི་མདྫོ）和某種「梵行本續」，這兩種「本續」的

引文來源尚未確定，需要進一步考察。至於漢語材料，據筆者考證，文中引用的

《禪源集都序》的語句與現存的《禪源序》的西夏譯文完全一致，其中最明顯的例

子如下： 

《 》 「

」。 

漢譯：「故《禪源序》說：『如登九層臺，層層漸漸高，則境界亦漸漸見遠』。」 

此句在《心地法門》和西夏譯《禪源序》中完全相同，漢文原文作：「如登九層

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西夏譯《禪語序》把原文中的「所見」譯為「境界」

（ ），符合西夏語法，但不是唯一的譯法，這說明《心地法門》作者參考的是

《禪源序》的西夏譯文，而不是漢文原典。《心地法門》中引自《寶集經》的內容雖

然尚未全部核對，但也顯示出了同樣的情況，據孫伯君教授考證，《心地法門》中的

引文亦與現存《寶集經》西夏譯文完全相同。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 

「 」。 

字面翻譯為：「學佛之禪定，得菩薩名稱，正定導引故，成就定心佛」。 

此句在《心地法門》和夏譯《寶集經》中完全一致，原文作：「學佛舍摩他，菩

薩得名稱，正定導引故，成就定心佛」，西夏譯者把「舍摩他」（śamatha）譯為「禪

定」（ ）。說明《心地法門》的引文可能來自於夏譯《寶集經》。 

再次，《心地法門》文本中還引用了《真實名經》中的句子： 

《 》 ：「 」。 

此處譯作：「決定出於三乘者，住在於彼一乘果」（字面譯為：「決定以三種乘而

出，住在一種乘之果」）。 

《心地法門》中此句既同與釋智譯《真實名經》漢文版本，又同與現存《真實

名經》的西夏文本，並且兩種西夏文本皆保留同樣的語法標記（如動詞前綴）和詞

彙（如「種」字），這又說明《心地法門》的作者參考的是《真實名經》的西夏譯

本，而非漢譯本或藏文原典。同時也說明釋智的漢譯基於西夏譯本，很可能是西夏

時期所譯，而非元代。另有部分引文來源尚不明確，其中包括《普造王本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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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普造王經》是藏傳寧瑪派的主要經典，筆者迄今尚未發現西夏語引文的藏文

來源，因此《心地法門》與西夏流傳的藏傳佛教關係問題尚待考證。綜上，可以肯

定的是，《心地法門》是西夏本土著作，而非譯自漢文本，文中所見藏傳「本續」引

文也恰恰代表西夏晚期佛教的發展趨勢。 

《心地法門》「頓漸」判教 

本文的介紹僅限於「漸頓、悟修」之間的關係問題，錄文表示文本殘缺或筆

者無法識別的西夏字，佛字表示筆者構擬的字。 

前六頁初步錄文、翻譯如下： 

《 》 ：「

□ 」2 《 》 ：「 □

」  

頓修漸悟求，流三無數世時，能竟圓滿理。故《禪源序》說：「如人學射，頓者

箭箭直注，意在中的。漸者日久方始，漸親漸中。此說運心頓修，不言功行頓畢」；

又《大智度論》說：「有人前世，少有福德利根，發心漸漸行[六波羅蜜]，若三、若

十、[若百]阿僧祇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乘馬者，必有所到]3。」 

□□□□

□□□□ 《 》 ：「

」4 □□ 《

》 ：「 □□□□
5」 《 》 ：「

6」 

二，漸修頓悟，下之中根人，三賢十地，以漸□□□，百千無數世界，後來佛

                                                           
2
 此處《心地法門》中引用了《禪源序》的西夏譯文。見：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

證》，收錄在《西夏文獻論稿二編》（蘭州：甘肅文化，2018）：226。直譯：「譬人學射，心下中

著目的，約漸，日流而後漸漸接近。」 
3
 西夏文簡略《大智度論》一部分內容，筆者以[ ]標記。《大正藏》，第 25 冊，1509：342c13。 

4
 原文：「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詣都城，步步漸行，一日頓到也」；聶鴻音《西

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226 錄文全同。 
5
 此引文來源待考證。 

6
 此引文來源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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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故《禪源序》說：「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去王城，漸漸

前行，一日頓到也」；又《□□□陀羅尼》，此陀羅尼中說：「持密計神咒者，佛處現

前，□□□□，漸習修菩薩行，疾近菩提方」；又《大智度論》說：「或人發心修

行，百千阿僧祇劫得菩提。」 

《 》 ：「

」7 《 》 ：「

」8 《 》 ：「 □

」9 《 》 ：「  

『 10 』

」11 

三，漸修漸悟，下之下12根人，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佛乘等，漸修游諸地

位，萬億無數世界，修止觀等行，悟時顯深深之理，以悟修求明滿成就，故《禪源

序》說：「如登九層臺，層層漸漸高，則境界亦漸漸見遠」；又《真實名經》說：「決

定出於三乘者，住在於彼一乘果」；又《法華經》說「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

大乘而度脫之」；又《大智度論》中說：「或眾生發初心，後初雖顯善愛，與惡混

雜，時時發起，說『我求成佛道』，後迴向諸功德為菩提；其人甚至經無數阿僧劫，

或至或不至。是初世福德薄以及根鈍，心不堅固也」。 

：「 ？」 ：「

？

                                                           
7原文：「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與西夏譯文相同：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

集都序〉譯證》：226。漢文與西夏譯文的差別僅在於以「境界」替代了「所見」。 
8
 此處《心地法門》引用西夏譯《真實名經》，《心地法門》的引文與現存西夏文全同。見：林英

津，《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2006）：207，第 281 行。相關漢

語見：釋智譯《真實名經》（大正第 20 冊，#1190：828c12），此句在《真實名經》的西夏譯本、釋

智漢譯本和《心地法門》的引文中全部相同，說明釋智漢譯參考了西夏流傳的譯本，其他漢譯本中不

見此句，可以證明：釋智漢文本譯自西夏時期或以西夏譯本為底本。 
9
 原文與《心地法門》引文全同，《大正》，第 9 冊，#262：13c14-15。 

10
 此字模糊不清。 

11
 原文見：《大正》，第 25 冊，#1509:342，c10-13，「有菩薩初發意，初雖心好，後雜諸惡，時時

生念：『我求佛道，以諸功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久久無量阿僧祇劫，或至或不至。先

世福德因緣薄，而復鈍根，心不堅固，如乘羊者」。可見西夏譯本為原典之略本。 
12

 文中似乎有錯誤，按照邏輯應該是「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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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曰：「此三漸門中，雖然說頓理，何故一樣是漸法？」答曰：「漸中頓者，即

是漸法，並且非頓法，此者如何？今來分別頓漸之理，則漸者，約人覺悟之性而

說。斷惡修善，捨妄取真，修因待果，除凡求證聖，有得有證，諸法便滅，有能見

所見心13，此乃是漸理。頓者，約真理之法而說，修善惡不斷，妄真不取捨，見因果

同源，得凡聖平等之證悟，不住相，諸法不便滅，無有能見所見之心，則此者是頓

理。據此漸中雖斷頓，唯斷修中疾慢不同。約因果差別，雖然說頓理，不能修真妄

平等，法體無取捨之理，則不成頓法，唯是漸法。此崇高三門皆是究竟法理。」 

「 」

《 》 ：「

」14 《 》 ：「

 」

《 》 ：「

」15 ：「

」16 《 》 ：「

」17. 

示頓者，則了悟有差，有二種門。一頓悟漸修，其修者中之下根人。頓了悟心

之真性本來清淨，煩惱業報，本來空寂，性相平等，理事不二。不依方便，無始煩

惱熏習力大惑，真道難說。因此，以修萬行，止滅熏習力，因位功故，果成佛也18。

                                                           
13

 直譯為「見能所心」。 
14

 與《禪源序》譯文全同：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226；原文：「初發心時

即成正覺，然後三賢十聖次第修證」。 
15

 原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方便善巧品」：「能覺實義故名佛陀，等覺實法故名佛陀」

（《大正》，第 7 冊，#220：700a11）。 
16

 原文《大正》第 7 冊，#220:257a8-10，「若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用無所得而為

方便，以無相俱行心修行如是一切佛法，必獲無上正等菩提」。 
17

 原文：「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正》，

第 8 冊，#235：751c25-26）。 
18

 此句含義是：「因為有因位之功德，故有成佛之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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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禪源序》說：「初發心時，成本正覺，然後三賢十聖者，以漸修得證」。又《大

佛頂經》說：「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

身」19，是頓悟。此後所說「乃至十信，游十地者」，乃是頓悟人者是漸修意趣。又

《大般若經》說：「佛告善現：『能覺實義故名佛陀，等覺實法故名佛陀』」；又說：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用無所得為方便，以無相俱行心，修行一切佛

法，必得無上正等菩提。」又《金剛般若》說：「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

 

「 」 《 》 ：「

」 20 《 》 ：「

」21 ：「 」 22

：「 」 23 ：「

」 《 》

：「 」 ：「

」 《 》 ：「

」 《 □ 》 ：「

」 

二，頓悟頓修者，分別者有二種：順性修行頓者，中之中根人性之真理，以頓悟

盡快□□□為本，順性頓修，不取其他方便之相。唯法住理性之修，如此煩惱斷，如

此證真證不斷，不著性相而常住，此者名頓修。故《禪源序》說：「即悟真心，若煩

惱微薄，慧解明利，即依本宗教一行三昧」；又《寶積》說：「覺了身見之體性，故名

佛出世」；又說：「了貪欲寂滅空寂，證其實性得菩提」；又說：「學佛之禪定，得菩薩

名稱，正定導引故，成就定心佛」。又《佛母所說法經》說：「彼不可起，本性清淨，

如此修行疾成佛道。」又說：「從一切法□□等起，無著則得等正覺」，又《普造王

                                                           
19

 原文：「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佛頂如來密

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三，（《大正》第 19 冊#1945：119b12-13）。 
20

 原文：「若悟真心，若煩惱微薄，慧解明利，即依本宗本教一行三昧」；《心地法門》引文全同與

《禪源序》的西夏譯文。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222。 
21

 原文：「覺了身見之體性故名佛出世」，《大正》第 11 册 #310：147a8-9；此處西夏引文與《寶積

經》夏譯文全同，感謝孫伯君教授提供信息。 
22

 原文：「了貪寂滅常空寂，證其實性得菩提」，《大正》第 11 册 #310：179b17。 
23

 原文：「學佛舍摩他，菩薩得名稱，正定導引故， 成就定心佛。」《大正藏》第 11 冊，#310：

395a17。漢文用「舍摩他」，《心地法門》用「禪定」的說法，與《寶集經》西夏譯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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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種智不生，自然居住者，不游地位能至明滿地。」又《梵□續》說：「自性

三身皆圓滿，能了此理，成四智，不離聞見故，自然必定及佛地」24。 

《心地法門》中頓漸分配如下： 

頓/ 漸 根器 印證經文 

漸悟頓修 下之下25 《禪源序》，《大智度論》 

漸修頓悟 下之中 《禪源》，《陀羅尼經》，《大智度論》 

漸修漸悟 下之上 《禪源》，《真實名》，《法華》，《大智度論》 

頓悟漸修 中之下 《禪源序》，《大佛頂經》，《大般若》，《金剛經》 

頓悟頓修 

（二種） 
中之中，中之上 

《禪源序》，《寶積經》，《佛母所說法經》，

《普造王經》，《梵□續》 

在結構上，《心地法門》與《禪源序》明顯的不同點在於「頓悟頓修」：《禪源序》中

此類別排位最高，屬於「上上智性」境界，而《心地法門》將之判定在「中根器」

範疇內，此即說明《心地法門》的作者認為「頓悟頓修」之上另有所謂「圓融」法

門，而「上根器」的修行全部屬於此種類型，據文本內容可知，這一類型是「大

寂」和「圓融」境界，即所謂「事事無礙」境界。另外，《心地法門》把根器判斷得

十分確鑿，這一點與宗密《禪源序》不同，但卻接近於西夏流傳的阿底瑜伽宗義書

的不同本子，考慮到文本中有引用寧瑪派主要經典之一──《普造王經》的內容，

可以假設《心地法門》的作者參考過相關材料，並且可能受到其判教立場的影響，

但這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24

 此二處引用的具體來源待考證。 
25

 本作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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