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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禪宗認識禪宗認識禪宗認識禪宗    
壹、禪宗與禪─ 

一、禪宗又名佛心宗，亦云心宗，以心傳心，傳佛心印故，雪峰禪師云：

「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惟分別之所能到，此即是禪(禪

宗之禪)」。古德亦云：「一切修行在使自悟其無念時之本來面目而已，

故曰歸宗」。此中「無念之本地風光，非斷滅之無念，而是離著有著

空之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不染萬境，體用一如，定慧一體之常住真

心」。 

二、禪： 

(一)禪之一字是禪那簡稱，可說是一種修定心的學問、方法與境界，漢

譯靜慮、思惟修、棄惡、功德叢林。 

1.靜慮：即置心一處(止)，寂靜審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觀)，

成就定慧等持(請參考寶鏡法師所釋，智者大師所著之「修習止

觀坐禪法要講述」)。 

2.思惟修：思惟正理而修習，其修習目的及思惟之理，則各有異，

有大乘小乘及世間禪等，如小乘禪法之大安般守意經，四念住

觀。大乘禪之華嚴六相十玄、法界三觀、天台一心三觀、淨土十

六觀等。 

3.棄惡：捨棄一切惡法，遠離一切煩惱如呵五欲、棄五蓋，乃至斷

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等諸煩惱。 

4.功德叢林：以修學禪定能開顯自性智慧神通妙用等諸功德。 

(二)禪修證入境界之層次差別： 

1.世間禪：如四禪、八定，未出三界生死煩惱等皆屬之。 

2.出世間禪：如斷見思二惑之二乘及權教菩薩所証。 

3.出世間上上禪：即實教菩薩與十方如來所証之如來禪，即自性本

具之首楞嚴大定。「首楞」譯一切事竟，嚴譯堅固。謂一切事竟

而得一堅固的理體。 

(三)中國禪宗以前之禪，是依教修觀的禪，而禪宗則是直下會取本地風

光之如來禪。 

(四)禪宗之「禪」 － 禪宗之「禪」字，譯義皆同，然解釋不同。 

1.靜慮：定慧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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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惟修：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運作。 

3.棄惡：轉一切法成無上菩提。 

4.功德叢林：自性法爾如是，即體即用，體用一如。 

禪宗之禪，其體為涅槃妙心，亦即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之如來上

上禪(如來禪)。 

所謂如來禪是指頓悟本心，元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一切法，毫

無欠缺，與佛平等無二，不假外修，此為達摩祖師所傳之禪，故達

摩祖師云：「明心見性之謂禪」。 

貳、禪宗的起源── 

此記載於「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經文記載：佛在靈山，大梵天王

請佛說法，以金色波羅花獻佛，佛拈花示眾，直示佛性，大眾根淺未識，

迦葉領旨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乃至多子塔前，分座令坐，以袈裟圍之，告

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予汝，付汝衣法，汝當守護」，故迦葉尊

者為禪宗初祖。迦葉尊者傳二祖阿難尊者，依次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

者，西來中國傳授心法而有了東土的禪宗。 

參、中國禪宗的由來及發展── 

一、佛教於東漢明帝(西元 67 年)傳入中國，其後經魏晉宋齊梁陳六代之譯

傳，至隋唐而成熟，且中國化，由譯傳之佛學，一變而為論註之佛學，

各抒所見而開宗、立派、參綜合併而得大乘八宗小乘二宗。 

性、相、台、賢由講解而起信，由教理而起行，是為佛「學」的主幹，

禪、淨、律、密是行法，是為佛「法」的主幹。隋唐時代二者俱全，

有學有行，是為中國大乘佛教的全盛時代。 

二、禪宗在中國始於梁武帝時達摩祖師西來，真正的弘傳，可說始於六祖

惠能大師於曹溪開堂說法，時約唐高宗鳳儀二年(西元 677年)以迄宋末

(西元 1276 年)為時約五百餘年，「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亦可

說是禪宗的黃金時期。 

三、在達摩祖師西來以前，我國自東漢恆帝建和二年(西元 148年)就有小乘

之禪學的翻譯。如安士高所譯之「大安般守意經」，教以把心安住一

處，攝心不亂。「禪定方便次第」教導調身、調息、調飲食、調睡眠、

調心之方法；而後經三國、西晉、東晉至南北朝約四百年間，不斷有

梵僧來華傳譯禪經，漸漸由小乘禪法演進成大乘禪法。而當時印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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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入侵，大乘佛法日漸衰微，達摩祖師依其師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

者指示，見東方大乘氣象成熟，故泛海東來，傳授心法，而成中國禪

宗初祖。 

四、菩提達摩為南印度香至王之第三王子，原名菩提多羅，遇二十七祖般

若多羅尊者付法後，把「多羅」二字更名為達摩，以避師名。菩提達

摩，漢譯「覺法」。當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遊化至香至國時，國

王奉為上賓，非常禮遇，並以國寶之摩尼寶珠供養尊者，般若多羅尊

者以寶珠試其三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及第二王子

皆云：「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熟能受之」，唯第

三子云：「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法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

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不足為上，於諸明中．心

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以智光來辨於此，寶不自寶，珠

不自珠」，祖知是法器，後付之予法。師得法後，復問祖曰：「我即

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祖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

南天，待吾滅後 67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祖滅後六十

餘年，師見東方有大乘氣象，遂於我國南北朝時代，從南印度泛海東

來，經今日之馬六甲、暹羅、柬埔塞等沿海，備極辛苦，經三年時間，

於梁武帝普通七年，亦有說普通元年，約西元 520年(有爭議)，始達中

國之南海，即今廣州海岸，於當年九月二十一日廣州刺史蕭昂迎接祖

師，並奏聞梁武帝，武帝於同年十一月一日迎至金陵(今之南京)，問祖

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祖曰：「實無功德」，

帝曰：「為何實無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

不於世求」，帝又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諦？」祖曰：「廓然無

聖」，帝曰：「對朕者誰？」祖答曰：「不識」，帝不悟，祖見話不

投機，遂渡江至魏，於後魏孝明帝正元元年，至河南登封縣西北嵩山

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等待機緣，時稱壁觀婆羅門。世俗亦有一說：

因祖師終日坐禪，故所傳之法，取名為禪宗(此非正說)。後遇慧可，斷

臂求法，而後傳法於慧可。達摩祖師將傳法時，乃命門人曰：「時將

至矣！汝等蓋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

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

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我肉」，

道育曰：「四大本空，六塵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

「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乃顧慧可而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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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娑，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

可知矣」。達摩祖師付法後，於梁武帝大通二年(西元 528年)示寂，葬

於熊耳山，葬後三年，魏使宋雲從西域返魏，遇師於蔥嶺，見手攜隻

履，宋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宋雲歸，奏其事，帝令啟墳，

唯見空棺，一隻草履存焉。 

五、故西土二十八祖，達摩祖師為中國禪宗初祖，初祖傳法二祖慧可大師(河

南虎牢人，原名神光，俗姓姬)。二祖傳三祖僧璨大師(江蘇徐州人，俗

姓無可考)。三祖傳四祖道信(湖北人，俗姓司馬，十四歲禮師，服勤九

年，披剃受具)。四祖傳五祖弘忍大師(原栽松道人，入周氏女胎轉世，

於孩童時在黃梅縣域遇四祖問曰：「子何姓」，答云：「姓即有，非

常姓」，師問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

耶？」答曰：「性空故無」，師知其甚深因緣，向周氏女乞兒，收為

弟子)。五祖傳六祖惠能大師(本籍河北省范陽縣人，於唐貞觀 12 年，

西元 638年生於廣東省新興縣，俗姓盧)。六祖慧能大師以後只傳心傳，

不傳衣法(得法嗣者 43 人)如達摩祖師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吾

本來兹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六、自六祖大師以後，其後世弟子，依各人修行的方式不同，發展為五宗

二派，五宗為臨濟宗、溈仰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二派為黃

龍派、楊岐派。因二派出於臨濟宗，後又歸入臨濟宗，故今人皆云五

宗，少言五宗二派。 

五宗宗風──接引要路 

臨濟宗 － 戰機鋒論親疎為旨，嚴峻激烈。 

溈仰宗 － 明作用論親疎為旨，溫文儒雅。 

曹洞宗 － 究心地論親疎為旨，親切綿密。 

雲門宗 － 擇言句論親疎為旨，出奇言句。 

法眼宗 － 先利濟論親疎為旨，因材施教。 

五宗接人契入本性之門徑方法，雖然不同，但掃除情識，徹證心源則

無二也。後溈仰宗滅於唐朝末年，法眼宗流入高麗，今惟臨濟宗、曹

洞、雲門存，而以臨濟宗為盛。 

七、中國禪宗從達摩祖師至道信大師皆是單傳續佛慧命，至弘忍大師以後

而有南慧能、北神秀之南北二宗，後北宗日漸消萎，而六祖惠能大師

心法之傳承則發揚光大，正合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旨意，見傳

承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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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 六祖慧能  道璿 行表 日本最澄(或云:最澄傳「牛頭」「北」兩系的禪) 

弘忍 北宗神秀 普寂 惟政 志真 

   智洗 

   慧安 破竈墮 俊極 

    道亮 

   靈山大顛 三平義忠 

   興國振朗 侍郎韓愈 

   大川和尚  (曹洞宗) 

六 青 石 招提慧朗 雲巖曇成 洞山良价 大光居誨 白雲善藏 

    道吾圓智 石霜慶諸 慧空存德 谷山有緣 

祖 原 頭 藥山惟儼 刺史李翱 漸源仲興 九峰道虔 伏龍一世 

    藥山高沙彌  張拙秀才 

慧 行 希  華亭德誠 夾山善會 洛浦元安 青峰傳楚 

   潭州華林 

能 思 遷 京兆尸利 

   法門佛陀   巖頭全豁 羅山道閑 

   天皇道悟 龍潭崇信 德山宣鑒 雪峯義存 雲門文偃（雲門宗） 

       鼓山神晏 

       太原孚上座 

       保福從展 

       安國弘瑫 

   丹霞天然 丹霞義安 清平令遵 三角開山令珪 龍華靈照 

    翠微無學 投子開山大同  長慶慧稜 （法眼宗） 

       玄沙師備 羅漢桂琛 法眼文益 

   華嚴智藏 黃州齊安 

   歸宗智常 刺史李渤 

   魯祖寶雲 高安大愚 末山尼了然 

   興善惟寬 長沙景岑 雪竇開山常通 

   大珠慧海 陸亘大夫 嚴陽善信 

   南泉普願 趙州從諗 光孝慧覺 長慶道巘 

   鵝湖大義  國清院奉 

   五洩靈默 新羅迦智 

六 南 馬 大梅法常 天龍 俱胝 竪指頭童子 

    徑山鑑宗 

祖 嶽 祖 塩官齊安 宣宗皇帝 

    關南道常 關南道悟 

慧 懷 道 佛光如滿 白居易 

   西堂智藏 虔州處微 烏石靈觀 

能 讓 一 盤山寶積 鎮州普化 睦州陳尊宿 刺史陳操 

   汾州無業  千頃楚南 

    黃檗希運 相國裴休 

   百丈懷海 溈山靈祐(溈仰宗) 羅漢宗徹 

    大慈寰中 臨濟義玄(臨濟宗) 靈樹如敏 

    長慶大安  文殊圓明 

      靈雲志勤 

   章敬懷暉 龜山智真 石霜性空  大隨法真 

      崇福慧日 

      國歡文矩 

   龎蘊居士   壽山師解 



7 

肆、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達摩祖師西來，尚以四部楞伽經印心，以印證所證為如來禪(如來上上

禪)，及至中唐以後，盛行以棒喝機鋒、坐禪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直下承擔之禪法來接引眾生。故仰山慧寂禪師乃另立祖師

禪之名，以一念返照、契會本心，不立文字，直下會取，見性成佛道

之圓頓法門，為達摩祖師所傳之心印。而把如來禪視為教內之禪，故

太虛大師解為如來禪是落功勛漸次的，祖師禪是一念返照，頓悟本性

的。古德有云:如來禪是證悟佛性本體，祖師禪是發揮佛性妙用的。 

二、舉公案說明：智閑(香嚴和尚)參潙山禪師，溈山問云:「不問平生學解，

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智閑茫然莫答，泣辭潙山而去，

過南陽香嚴寺，乃獨居參究。一日鋤地擲瓦，擊竹作聲，廓然省悟，

乃作一偈，寄呈潙山，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祖見了，告仰山曰:「智閑徹悟也」。仰山言「尚待試過」。仰山乃謂

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答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

貧，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錐也無」。仰山乃謂曰：「師弟雖會如

來禪，祖師禪尚未夢見在」。智閑續答一偈曰:「我有一機，瞬目似伊，

若還不識，問取沙彌」。仰山聽後，方首肯道:「且喜師弟會得祖師禪」。 

伍、參禪悟道之方便：看話禪與默照禪 

禪宗極盛於中國唐朝及北宋，依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無上妙法，

實令許多根熟眾生得大受益，及至後來眾生根機漸微，故此直指人心，教

外別傳之圓頓妙法，漸流為口頭禪之文字遊戲，談道者多，證道者漸少矣!

故於南宋時代，臨濟宗門下之大慧宗杲禪師，倡導藉古禪德公案法則，來

契入心性徹悟之機，以此當作坐禪，故有參話頭之盛行，而當時曹洞宗之

宏智正覺禪師則主張以「坐空塵慮」來默然靜照，冗冗坐定，不必求其大

悟，唯以無所得、無所悟的態度來坐禪，此名「默照禪」。默指「沉默」，

專心坐禪；「照」即以「慧」來鑑照原本清淨之靈知心性，而自有水到渠

成，証入實相之時。而當時此兩宗，互相批評，大慧宗杲禪師貶稱「默照

禪」為「默照邪禪」、「枯木死灰禪」。而宏智正覺禪師則作「默照銘」

一文，提出「默照禪」是使慧的作用，活潑，能自然照徹心性之源底，乃

佛祖正傳之真禪。文中並譏諷大慧宗杲禪師之禪法，僅是拘泥於公案之「看

話禪」而已。實則二宗各有其長，看話禪主開悟，以公案為主；默照禪主



8 

空寂，以寂照無知為本，此皆隨各人之根性而各得其利，若肯認真參究，

皆有水落石出之時。 

陸、今日禪宗之修學法要 

禪宗在今日末法時期，由於知識爆炸，傳播事業的發達，物欲橫流，

以及人心的墮落，二障加深，可說是眾生慧淺障深。故時下禪宗行人實非

空(般若教理)、有(事上持戒六度)同開、頓(頓悟)、漸(漸修)兼具不可。故末

學主張一面以六祖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

論、楞嚴經、楞伽經，藉教悟宗，以契本心，並參學禪宗公案語錄以為助

緣。同時一面以斷惡修善，懺悔業障，省查心念並積極行事六度、增長福

慧的資糧。並配合靜中修坐禪，置心一處，動中依教理修止觀，攝心不亂，

日用平常生活起居，依止戒律(五戒、十善、八正道)以漸修。如此空、有、

頓、漸全開，方有徹悟心源，照見本地風光之一日；絕不可以少為足，以

慧解而誤為實證，而流於狂慧之邪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