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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三年級 

釋見吾 

一、 前言 

在華嚴思想史中，初祖社順（558-641）、二祖智儼（602-668）、三祖法藏

（643-712）、四祖澄觀（738-839）到五祖圭峰宗密（780-841），都是對《華嚴經》

相關的經典作著述，所以將他們歸為華嚴宗。有些人認為法藏才是此宗派的創始

人，又因法藏受封為「賢首大師」，因此也以「賢首宗」來稱呼。1 

圭峰宗密將禪教合一後，經五代至宋朝，華嚴宗經百餘年間的中斷，宗派衰

微，到身為華嚴祖師之一的長水子璿（968-1038），卻沒有對《華嚴經》做論述，

反而對《大佛頂首楞嚴經》（以下簡稱《首楞嚴經》）做義疏注解，一方面是因為

《首楞嚴經》是到神龍（705-707）年間才譯出，要做論述也不大可能；澄觀（738-839）

致力於《華嚴疏鈔》；圭峰宗密則以《圓覺經》契入華嚴境界，又對禪門典籍的收

集等。再則經過會昌法難，華嚴宗傳承的中斷，讓人想探究長水子璿如何接續傳

承華嚴宗？傳承的正統性是怎麼認定的？是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使得《首楞嚴經》

與華嚴宗有了密切關係？本論文則藉由對長水子璿的了解，以及清朝以前《首楞

嚴經》的註疏中，嘗試去了解其脈絡。 

華嚴世界重重無盡的思想，透過融通、會通而相融，先有圭峰宗密的禪教合

一，而後永明延壽的禪淨雙修，華嚴宗與其他宗派的相融有軌跡可循，但華嚴與

天台的相融，長水子璿對《首楞嚴經》的註疏是否有影響？此結果對賢首的影響

是什麼？又與其他宗派是什麼的衝擊？是相融合？還是互相批判、對抗，互相詆

訶？還有這樣的融合或對抗，使得佛教走向興榮或衰退？都非常值得藉由長水子

璿的傳記去慢慢爬梳了解，由他的師承，去理解宗派的正統性與合理性。 

本論文也想藉由對《首楞嚴經》註解疏的理解，探究《首楞嚴經》如何融入

華嚴的世界，它們彼此的連結是什麼？在不斷地以經解經，是否造成必須創造出

                                                      
1 宋宗鑑之《釋門正統》卷 3：「所謂賢首教者，初杜順和尚弘範華嚴宗旨，著《法界觀》以授儼

師，儼師傳賢首藏師。藏師立五教判經，一曰小乘教，二曰大乘始教，三曰終教，四曰頓教，五曰

圓教。幾百年而清涼澄觀國師追宗其學，造《華嚴疏》。圭峰密嗣之，號賢首五祖。」CBETA, X75, 

no. 1513, p. 287c7-11 // Z 2B:3, p. 390b5-9 // R130, p. 779b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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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經典來支持學派的說法？這也是相當有趣的議題研究。 

最後由於時代的變遷，已無法回到過去，怎麼去還原事實，也只有藉由古德

對《首楞嚴經》的註疏，解讀內容，理解實相，做為以後學習傳承時，還能開創

出佛教的新風貌。 

二、 長水子璿傳記 

（一）有關傳記文獻整理 

有關長水子璿的文獻資料，整理如下表： 

 
著撰者 年代 書名 卷數 出處 歸類 經號 備註 

1 懷遠 1061 首楞嚴經義疏釋要鈔 卷一 卍續藏經 楞嚴大師 X0267 
 

2 章衡 1088 重修長水疏主塔亭記 卷十 
卍續藏經 楞嚴大師、

法師 
X0287 首楞嚴經疏解蒙鈔 

3 正受 1204 嘉泰普燈錄 卷三 卍續藏經 講師 X1559 琅邪覺禪師法嗣 

4 宗鑒 1237 釋門正統 卷八 卍續藏經 賢首 X1513 
 

5 普濟 1253 五燈會元 卷十二 卍續藏經 講師 X1564 琅邪覺禪師法嗣 

6 志磐 1269 佛祖統紀 卷廿九 大正藏 法師 T2035 賢首宗教 

7 華亭念常 1341 佛祖歷代通載 卷十八 大正藏 法師 T2036 
 

8 覺岸 1354 釋氏稽古略 卷四 大正藏 法師 T2037 
 

9 元極居頂 1404 續傳燈錄 卷七 大正藏 禪師、講師 T2077 琅邪覺禪師法嗣 

10 元極居頂 1401 續傳燈錄目錄 卷一 卍續藏經 禪師(目錄) X1572 琅邪覺禪師法嗣 

11 如巹 1489 禪宗正脈 卷六 卍續藏經 講師 X1593 
 

12 睢汝稷 1602 指月錄 卷廿五 卍續藏經 禪師(目錄) X1578 琅邪覺禪師法嗣 

13 朱時恩 1633 佛祖綱目 卷三六 卍續藏經 
 

X1594 參慧覺禪師 

14 郭正中 1633 教外別傳 卷九 卍續藏經 講師 X1580 琅邪覺禪師法嗣 

15 通容、行元 1653 五燈嚴統 卷一二 卍續藏經 禪師(目錄) X1567 琅邪覺禪師法嗣 

16 續法 1680 記主長水大師略錄 卷一 
卍續藏經 

 
X0767 

起信論疏記會閱

卷首 

17 紀陰 1689 宗統編年 卷廿 卍續藏經 法師 X1600 
 

18 乘時 1622 楞嚴經講錄 卷四 卍續藏經 講師 X0299 
 

19 道忞編修 1631 禪燈世譜 卷三 
卍續藏經 

 
X1601 

琅邪慧覺禪師法

嗣 

20 明河 1641 補續高僧傳 卷二 卍續藏經 義解 X1524 
 

21 錢謙益 1658 楞嚴經解蒙鈔 卷十 卍續藏經 法師 X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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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永、超揆 1693 五燈全書 卷廿四 卍續藏經 講師 X1571 琅邪覺禪師法嗣 

23 達天通理 1758 楞嚴經指掌疏事義 卷一 卍續藏經 法師 X0309 
 

24 景林心露 1804 賢首傳燈錄2 卷二 大乘精舍 法師 
 

靈光敏法嗣 

25 杜潔祥編 1980 玉岑山慧因寺志 卷三 明文書局 法師 
  

以上資料前十七項參考王頌著《宋代華嚴思想研究》，3後八項則是筆者補充加

入。 

由上表子璿傳記的出處，可分為史傳、宗派、《首楞嚴經》註疏及寺志四類。

最早的文獻是懷遠在其著作《楞嚴經義疏釋要鈔》中。較早且內容較完整的資料

則是宋章衡（1025-1099）撰《重修長水疏主楞嚴大師塔亭記》，收錄於明錢謙益

（1582-1664）所編《首楞嚴經疏解蒙鈔》中。章衡，字子平，北宋浦城人，章惇

（1035-1105，宋朝政治人物，新舊黨爭的要角，徽宗時封申國公。）的侄子，嘉

祐二年（1057）進士。元祐三年（1088）應子璿弟子淨源（1011-1088）之請撰寫

《塔亭記》。 

 

在參閱以上有關長水子璿傳記時，發現作者們對於子璿的歸類各個不同，大

略有講師、禪師、賢首和義解。是長水子璿的師承有問題，不如說是長水子璿的

多重身分，使他難以被歸類？或是編撰者各憑所好而編？更有趣的是多數的燈錄

是稱「禪師」，但最早的燈錄《嘉泰普燈錄》卻是記載「講師」，有的燈錄目錄編

撰是「禪師」，內文標示卻是「講師」，不過應可以很明確的說子璿應是講經說法

的法師」，因此《補續高僧傳》將他歸類為「義解」類的高僧。另一有趣的現象是

王頌對子璿是琅邪覺禪師法嗣的說法，提出了質疑，這也是有待後續再深入探討。 

（二）長水子璿的師承 

而最早有關子璿傳記是懷遠的《楞嚴經義疏釋要鈔》卷 1 記載： 

 

子璿者即疏主之高諱也。本名子玄，字仲微，梓里在錢塘，俗姓鄭

氏，投師落髮於南山普門寺，因受學于嘉興僧判官洪敏法師，故以

長水標號。天禧中（1017-1021）天台僧正崇教大師慧恩奏請入山，

講演此經，敕賜紫衣。天聖年中（1023-1032）錢塘府主胡侍郎請於

祥符寺開講，道俗聽眾近一千人，薦賜徽號曰『楞嚴大師』。然疏主

天與其性妙悟茲經，早因諸方禪德虔命消經，制單消經科一本，現

行于世。凡講茲經，迄三十遍後，遇海監保壽院慶南大師敦請制疏，

                                                      
2 景林心露（1804，1996），《賢首傳燈錄》，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頁 26。 
3 王頌，《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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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往彼院，九旬秉筆，一疏告成，宇內僧英、朝中卿彥靡不欽奉，

而躭閱者也。4 

 

由上資料得知子璿曾經受學於洪敏，天台僧正崇教大師奏請入山，講演《首

楞嚴經》，但未提及禪宗和華嚴宗的受學。 

章衡的《重修長水疏主楞嚴大師塔亭記》：「依洪敏法師，5傳賢首教觀，探道

覩奧，而於楞嚴尤明隱賾。」6章衡的記載是說子璿依止洪敏法師，傳賢首教觀的

說法，是子璿傳，還是洪敏傳，則解讀不同。明．錢謙益則認為子璿依洪敏學賢

首教觀，7清．達天通理8則認為是子璿傳賢首教觀。但根據《佛祖統紀》9、《釋氏

稽古略》10、《慧因寺志》11有關子璿傳記，子璿是跟他學習《首楞嚴經》，而非賢

首教觀。因此子璿受學於洪敏是確定的，但所學是天台教理或賢首教觀則有待商

確。 

正受（1147-1209），又名雷庵、虛中，著有《楞伽經集註》四卷（《卍續藏》

X17）、《楞嚴經合論》十卷（德洪造論、正受會合，《卍續藏》X12），正受的《嘉

泰普燈錄總目錄》（1204），則將子璿歸類於琅邪慧覺禪師座下的講師。講師一般

而言：「法華會最勝會等講經義之人也。每講會選其人。」12由此可了解，禪宗門

下，有參禪，也有講經，講經之人為講師。子璿在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有參禪學

講的歷練，後代人依其成就，做不同的分類。 

《嘉泰普燈錄》卷 3：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 

                                                      
4 CBETA, X11, no. 267, p. 79, c11-21 // Z 1:16, p. 417, c18-d10 // R16, p. 834, a18-b10 
5《佛祖統紀》卷 24、25、29；《五燈會元》卷 12；《佛祖歷代通載》卷 18。 
6 《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0，(CBETA, X13, no. 287, p. 841c22-23 // Z 1:21, p. 365c15-16 // R21, p. 

730a15-16)。 

即是靈光洪敏，又名擕李，是北宋台衡名師，屬天台山外派，生卒年不可考，著《首楞嚴經證真鈔》、

《光明玄義記》。 
7《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長水初依靈光敏師，學賢首教觀，尤精於楞嚴。」(CBETA, X13, no. 287, 

pp. 503c24-504a1 // Z 1:21, p. 41d12-13 // R21, p. 82b12-13)。 
8《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卷 1：「長水子璿法師義疏(師傳賢首教觀，尤精於楞嚴，悟心法於瑯琊。」

(CBETA, X16, no. 307, p. 9, b22 // Z 1:24, p. 82, c7 // R24, p. 164, a7) 
9 《佛祖統紀》卷 29：「法師子𤀹。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CBETA, 

T49, no. 2035, p. 293c25-26) 
10 《釋氏稽古略》卷 4：「嘉興(秀州也)[8]長水法師。名子璿。秀州人。初依本州洪敏法師學楞嚴

經。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CBETA, T49, no. 2037, p. 864b25-27) 

[8]長水。 
11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 3．長水法師》：「子睿，嘉禾人。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20 冊，頁 0037)。 
12《丁福保 - 佛學大辭典》。講師、讀師宜昇之高座，在佛前左右。講師之座在佛右，讀師之座在

佛左，而相對。讀師讀經題，講師講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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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之嘉興人也。自落䰂，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一云擊竹)，尚落筌蹄，

舉目揚眉，已成懷議。」去此言端，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

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瑘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瑘？」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瑘。」謂曰：「汝

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分也。」乃如教，

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四眾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

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甞疏《楞嚴》等經，

盛行於世。13 

 

在宗鑒，《釋門正統》（1237）和志磐，《佛祖統紀》（1269）中，將子璿歸於

賢首宗。其實，子璿並沒有《華嚴經》相關著作，也沒有賢首宗的師承，不過他

註疏的《首楞嚴經義疏註經》是以賢首的判教方式來註疏。加上他的弟子晋水淨

源（1011-1088），依海達得度，初受華嚴於五臺承遷，次學於橫海明覃之門，其後

還南，師事長水子璿，依子璿學習《首楞嚴經》，著有《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

《華嚴原人論發微錄》等，被譽為華嚴宗在北宋的中興之祖。由於長水子璿的弟

子淨源的華嚴傳承相當完整，《重修長水疏主楞嚴大師塔亭記》也是淨源拜託章衡

而作的，因此這也是讓後人認可長水子璿具有華嚴宗的傳承原因之一。淨源對子

璿的追封認定，使得長水子璿是華嚴宗的傳承，不容置疑。 

（三）著作 

現存有關長水子璿的著作如下所列： 

一) 治定《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二卷（宗密 述，《大正藏》T33）  

二) 脩定《起信論疏科》一卷（《嘉興藏》J07）  

三) 述《楞嚴經義疏注經科》一卷（《卍續藏》X10）  

四) 錄《起信論疏筆削記》二十卷（《大正藏》T44）  

五) 錄《釋金剛經纂要疏分三》一卷（《中華藏》冊 97）  

六) 錄《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七卷（《大正藏》T33）  

七) 集《首楞嚴義疏注經》十卷（《大正藏》T39）  

子璿雖沒有著作關《華嚴經》的註疏，但因他以賢首教法，集《首楞嚴

義疏注經》十卷，其所治定《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二卷及錄《起信論疏筆

                                                      
13 CBETA, X79, no. 1559, p. 306, c9-19 // Z 2B:10, p. 38, b14-c6 // R137, p. 75, b14-p. 76,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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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記》二十卷，是依宗密所述而著作的，故後人認為具有宗密之思想的延續，

也是對其華嚴宗的傳承認定原因之一。 

三、《首楞嚴經》相關議題 

（一） 傳譯的問題 

《首楞嚴經》最早的文獻記載於《開元釋教錄》與《續古今譯經圖記》，這兩

本同為智昇於開元庚午年（730）的著作，但是對《首楞嚴經》的譯出時間和譯經

成員的說法不同，而引起後世的爭議與探討。《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的記載則依《續

古今譯經圖紀》的記載為根據，以下就此三者所敍述有關《首楞嚴經》的記載，

製成下表以利分析： 

 

《開元釋教錄》卷 914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1415 《續古今譯經圖紀》卷 116 

開元庚午年(730) 貞元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799) 開元庚午年(730) 

唐  智昇 唐  圓照（718-805?） 唐  智昇 

沙門釋懷迪，循州人也。住本

州羅浮山南樓寺，其山乃仙聖

遊居之處。迪久習經論，多所

該博，九流七略，粗亦討尋。

但以居近海隅，數有梵僧遊

止。迪就學書語，復皆通悉。

往者三藏菩提流志譯寶積

經，遠召迪來，以充證義，所

為事畢，還歸故鄉。後因遊廣

府，遇一梵僧(未得其名)，齎

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

卷，即《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

是也。迪筆受經旨，兼緝綴文

理。其梵僧傳經事畢，莫知所

之。有因南使，流經至此。 

沙門般剌蜜帝，唐云極重，中

印度人也。懷道觀方，隨緣濟

度，展轉遊化，達我支那(印度

國俗呼廣府為支那名，帝京為

摩訶支那)。 

乃於廣洲制旨道場居止。眾知

博達，祈請亦多。利物為心，

敷斯祕蹟。以神龍元年龍集乙

巳五月乙17卯二十三日辛丑。遂

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譯成十

卷，即前萬行首楞嚴經是也。 

 

烏萇國沙門引伽釋迦(釋迦稍

訛，正云鑠佉，此曰：雲峯)譯

語。菩薩戒弟子前正儀大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

沙門般剌[刺>剌]蜜帝，唐云

極量，中印度人也。懷道觀

方，隨緣濟度，展轉遊化，達

我支那(印度國俗呼廣府為支

那名、帝京為摩訶支那)。 

乃於廣州制旨道場居止，眾知

博達，祈請亦多，利物為心，

敷斯祕賾。以神龍元年龍集乙

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

丑，遂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

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

(十卷)。 

烏萇國沙門彌迦釋迦(釋迦稍

訛，正云：鑠佉，此曰：雲峰)

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

                                                      
14 CBETA, T55, no. 2154, p. 571c17-26。 
15 CBETA, T55, no. 2157, p. 874a16-27。 
16 CBETA, T55, no. 2152, pp. 371c24-372a6。 
17 神龍元年五月應為己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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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脩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

迪證譯。其僧傳經事畢，汎舶

西歸。有因南使，流通於此。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

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

懷迪證譯。其僧傳經事畢，汎

舶西歸。有因南使，流通於

此。 

由上表可看出圓照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不是依智昇的《開元釋教錄》記

載，而是採取智昇的另一部著作《續古今譯經圖紀》記載。 

宋贊寧（919-1001）所著的《宋高僧傳》卷 2 也記載《首楞嚴經》是般剌蜜帝

所譯。18長水子璿則對此爭論而表示有兩個本（「懷迪本」及「房融本」），各據流

行，而且二本是相同，只是目錄書寫得不同，內容則大同小異，而子璿也強調其

《首楞嚴義疏注經》是以「房融本」為主。19明錢謙益則反駁了長水子璿的說法，

認為只有一本，無二本之說。20現今林敏在〈日本古寫經本《續古今訳經図紀》の

發見とその意義—《首楞嚴經》に着目して—〉21提出日本寫本中，興聖寺一切經

本有《續古今譯經圖紀》的寫本，內容大致與《開元釋教錄》相同，林敏認為有

竄改之嫌，究竟是誰竄改的？那一個本才是正確的？就筆者了解，古德經錄家不

會隨意竄改他人之文，推測圓照應知道有兩種的說法，而圓照應經過了考量後，

而選擇了《續古今譯經圖紀》的說法，至於是什麼考量，則有待研究，不過圓照

可能是有校勘後，發現與現況不符，所做的修訂。而日本的寫本雖是很早的寫本，

但寫經的時間推測應不會在圓照之前，因為沒有抄寫人的資料，很難判別此人校

勘時，只是粗淺的發現與《開元釋教錄》不同，就直接更改，或者是真的深入研

究判別後，所做的變更，不過從抄寫的內容，錯字很多，推測應不是深入的研判

結果，所以筆者對其真實性，有所保留。 

                                                      
18 CBETA, T50, no. 2061, p. 718c3-17。 
19《首楞嚴義疏注經》卷 1：「八、傳譯時年。下云：大唐神龍元年乙已歲五月二十三日，中天竺沙

門般剌蜜帝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先是，三藏將梵本，汎海達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銓，聞

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筆受，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翻經纔竟，三藏被本國來取，奉王嚴制，

先不許出。三藏潛來邊境被責，為解此難，遂即去迴，房融入奏。又遇中宗初嗣，未暇宣布，目錄

闕書。時禪學者，因內道場得本傳寫，好而祕之，遂流此地。大通在內，親遇奏經，又寫隨身歸荊

州度門寺。有魏北舘陶沙門惠（慧）振，搜訪靈迹，常慕此經，於度門寺遂遇此本，初得科判。又

據開元中沙門智昇，撰《釋教目錄》二十卷，其第九云：《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大唐沙門懷迪，

於廣州譯，迪循州人，住羅浮山南樓寺，久習經論，備諳五梵，因遊廣府，遂遇梵僧，未詳其名，

對文共譯，勒成十卷。經之題目、紙數、文句與今融本竝不差異。迪筆受經旨，緝綴文理等。今詳

二經，譯人雖別，譯本是同，或恐迪因證義，各據流行，故今目錄書寫有異。不爾，豈無一處差別？

譯主名字何得未詳耶？二本既同，今解融本。」(CBETA, T39, no. 1799, p. 825b28-c20)。 
20 CBETA, X13, no. 287, p. 520a17-b9。 
21 林敏（2011），〈日本古寫經本《續古今訳經図紀》の發見とその意義—《首楞嚴經》に着目

して—〉，日本：印度學佛教研究第五十九卷第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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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首楞嚴」一詞之記載 

最早使用「首楞嚴」（梵文：Śuraṅgama）一詞，於經錄中記載，應是支婁迦

讖，於西元 186 年於洛陽譯出《首楞嚴經》二卷，22但已經失佚。漢譯《首楞嚴三

昧經》，梵文：śūraṃgamasamādhinirdeśaḥ有十種譯本，大都失佚，現存只剩鳩摩

羅什之譯本。「首楞嚴」又譯做「首楞伽摩」、23「勇伏」、「勇行」、「健相」、「健行」，

目前現存經典，使用「首楞嚴」一詞，則是竺法護所譯出的《修行道地經》卷 7

〈30 菩薩品〉： 

超越次第阿惟顏  勇猛力休首楞嚴24 

與「首楞嚴」一詞現存相關經典，按譯出時間先後，整理列表如下： 

經號 
 

經名 譯者 譯出時間 譯出時間出處 

606 諸集 修行道地經 竺法護 284 《出三藏記集》25 

459 經集 佛說文殊悔過經 竺法護 266-313 《古今譯經圖紀》26 

222 般若 光讚經 竺法護 266-313 《古今譯經圖紀》 

463 經集 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聶道真 280-313 《古今譯經圖紀》27 

221 般若 放光般若經 無羅叉 291 《大唐內典錄》28 

1856 諸宗 鳩摩羅什法師大義 
慧遠 問  

羅什 答 
406-409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29 

                                                      
22《出三藏記集》卷 2：「首楞嚴經二卷(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出今闕)」(CBETA, T55, no. 2145, p. 

6b11-12)。 
23 《一切經音義》卷 50：「首楞伽摩(梵語，此云：健行定，亦云：健相，舊云：首楞嚴也)」(CBETA, 

T54, no. 2128, p. 640b2)。 
24 CBETA, T15, no. 606, p. 230a12。 
25《出三藏記集》卷 2：「《修行經》七卷(二十七品《舊錄》云：《修行道地經》太康五年二月二十

三日出)」(CBETA, T55, no. 2145, p. 7b21)。 
26 《古今譯經圖紀》卷 2：「自晉武帝太（泰）始元年歲次丙戌（266），訖于愍帝建興元年（313）。」

(CBETA, T55, no. 2151, p. 353a28-29)。 
27 《古今譯經圖紀》卷 2：「晉武帝太康年（280-290）至懷帝永嘉末年（307-313）。」(CBETA, T55, 

no. 2151, p. 354c9-10)。 
28 《大唐內典錄》卷 2：「還遇于殿僧無羅叉、竺叔蘭等，當惠帝世元康元年五月十日，於陳留倉

垣水南寺譯之。」(CBETA, T55, no. 2149, p. 236b9-11)。 
29 吳孟謙，〈對慧遠在《大乘大義章》中佛學立場的再檢討〉，註腳 6，此一年代的勘定，兼參考涂

豔秋：《鳩摩羅什般若思想在中國》，頁 139，以及張志強：《慧遠與羅什關於法身諸問題的討論》，

收入《中國佛教學術論典》（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4 月）第 23 冊，頁 61～6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9%99%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3%A9%E6%91%A9%E7%BE%85%E4%BB%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3%A9%E6%91%A9%E7%BE%85%E4%B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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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般若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鳩摩羅什 403-404 《開元釋教錄》30 

657 經集 佛說華手經 鳩摩羅什 406 《開元釋教錄》31 

1509 釋經論 大智度論 鳩摩羅什 402-406 《開元釋教錄》32 

642 經集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鳩摩羅什 402-412 《眾經目錄》33 

402 大集 虛空藏菩薩經 佛陀耶舍 408-413 《出三藏記集》、《開元釋教錄》34 

376 涅槃 佛說大般泥洹經 法顯 416-418 《開元釋教錄》35 

387 涅槃 大方等無想經 曇無讖 414-421 《古今譯經圖紀》36 

397 大集 大方等大集經 曇無讖 414-421 同上 

374 涅槃 大般涅槃經 曇無讖 414-421 《開元釋教錄》37 

157 本緣 悲華經 曇無讖 414-421 《古今譯經圖紀》38 

642 經集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佛陀跋陀羅 420-423 《眾經目錄》39 

                                                      
30 《開元釋教錄》卷 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亦[7]名《大品般若經》。祐云：《新大品經》

[8]第三出與《放光》等同本，或三十卷，或二十四，或二十七。弘始五年癸卯四月二十三日出，

至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訖。見《二秦錄》及《僧祐錄》)」(CBETA, T55, no. 2154, p. 512b4-7)。 
31 《開元釋教錄》卷 4：「《華手經》十三卷(或為《華首》，一名《攝諸善根經》，亦名《攝諸福德

經》，或十卷、或十一卷、或十二卷，弘始八年譯見《二秦錄》及《僧祐錄》)」(CBETA, T55, no. 2154, 

p. 512c22-23) 
32 《開元釋教錄》卷 4：「《大智度論》一百卷(或云：《大智度經論》，亦云：《摩訶般若釋論》，或

七十卷、或一百一十卷，弘始四年夏於逍遙園出，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訖。見《二秦錄》及《僧祐

錄》)」(CBETA, T55, no. 2154, p. 513a4-6)。 
33  《眾經目錄》卷 1：「《首楞嚴三昧經》二卷(或三卷)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CBETA, T55, no. 2147, 

p. 151b15)。 
34 《出三藏記集》卷 2：「右四部，凡六十九卷。晉安帝時，罽賓三藏法師佛馱耶舍，以姚興弘始

（399-416）中，於長安譯出。」(CBETA, T55, no. 2145, p. 11b5-7)。 

《開元釋教錄》卷 4：「即以弘始十年戊申，譯《四分律》并《長阿含》等經，至十五年癸丑方訖。」

(CBETA, T55, no. 2154, p. 517a25-26)。 
35 《開元釋教錄》卷 3：「《大般泥洹經》六卷(經記云：《方等大般泥洹經》，或十卷，第四譯，義

熙十[7]二年十月一日，於道場寺，共覺賢出，寶雲筆受，至十四年正月二日訖。見道祖、僧祐二

錄)」(CBETA, T55, no. 2154, p. 507b3-5)。 
36 《古今譯經圖紀》卷 3：「遂以玄始三年歲次甲寅（414）記譯，至玄始十年辛酉（421）。」(CBETA, 

T55, no. 2151, p. 360b24-25)。 
37 《開元釋教錄》卷 4：「《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或三十六卷第五譯玄始三年出，十年十月二十三

日訖，梵本具足有三萬五千偈，今所譯者止萬餘偈，三分始一耳！見竺道祖《涼錄》及《僧祐錄》)」

(CBETA, T55, no. 2154, p. 519c11-13)。 
38 《古今譯經圖紀》卷 3：「遂以玄始三年歲次甲寅記譯，至玄始十年辛酉。譯《大般涅槃經》一

部(四十卷)，《大方等大集經》一部(四十一卷)，《悲華經》一部(十卷)。」(CBETA, T55, no. 2151, p. 

360b24-26)。 
39 《眾經目錄》卷 1：「宋永初年（420-423）佛陀跋陀羅於揚州譯」(CBETA, T55, no. 2147, p. 151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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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涅槃 大般涅槃經 慧嚴 等 424-452 《開元釋教錄》40 

1634 論集 入大乘論 
堅意菩薩 造 

北涼道泰 等譯 
445-446 《歷代三寶紀》41 

1909 諸宗 慈悲道場懺法 諸大法師 集撰 503 《釋氏稽古略》42 

2063 史傳 比丘尼傳 寶唱 撰 517 《比丘尼傳》、《釋氏稽古略》43 

2059 史傳 高僧傳 慧皎 519 《高僧傳》序、《釋氏稽古略》44 

158 本緣 大乘悲分陀利經 失譯 
  

396 涅槃 佛說法滅盡經 失譯 
  

                                                      
40 《開元釋教錄》卷 11：「(其《涅槃經》宋文帝代元嘉年中，達于建業時有豫州沙門范惠嚴、清

河沙門崔慧觀、陳郡處士謝靈運等，以讖前經品數，疎簡乃依舊《泥洹經》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

亦改治結為三十六卷，行於江左，比於前經時有小異有論一卷，略釋大經，又論一卷釋，本有今無

一偈)。」(CBETA, T55, no. 2154, p. 591a3-5)。 
41 《歷代三寶紀》卷 9：「入大乘論二卷(堅意菩薩造) 

(元魏北臺)淨度三昧經一卷(第二出，與寶雲譯二卷者同，廣略異耳。見《道祖錄》) 

《付法藏傳》四卷(見《菩提流支錄》) 

右三部合七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446），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皇帝信納崔皓，

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為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至庚寅年（450），太武遭疾，方始感悟。

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啟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452），太武帝崩，子文成立，即起浮

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462）。詔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欣今載興。故於北臺

石窟寺內，集諸僧眾，譯斯傳經，流通後賢，庶使法藏住持無絕。」(CBETA, T49, no. 2034, p. 

85a23-b6)。 

《開元釋教錄》卷 4：「(又《長房》、《內典》二錄云：於其涼代，復有沙門曇覺，於高昌國譯《賢

愚經》一部。即當宋元嘉二十二年也（445）。今謂不然，元嘉十六年己卯（439）涼國已絕，如何

二十二年乙酉（445）仍有譯經？故知二錄誤也。今依靖邁《經圖》 編在元魏之代魏宋，雖並宋居

建業魏都，恒安以地而論，合屬《魏錄》)。」(CBETA, T55, no. 2154, p. 522a18-21)。 

高昌北涼 

姓名 廟號 諡號 統治時間 年號 

沮渠無諱  無 無 443 年-444 年 承平 443 年-444 年 

沮渠安周  無 無 444 年-460 年 承平 444 年-460 年 

 
42 《釋氏稽古略》卷 2：「（天監二年）《慈悲懺法》 梁帝初為雍州刺史時，夫人郗氏性酷妬，既

亡至是，化為巨蟒入後宮，通夢於帝，求拯拔。帝閱佛經，為製《慈悲道場懺法》十卷。請僧懺禮，

夫人化為天人，空中謝帝而去。其懺法行於世，曰： 《梁皇懺》。」(CBETA, T49, no. 2037, p. 

794c23-27)。 
43 《比丘尼傳》卷 4：「梁天監十五年卒矣！」(CBETA, T50, no. 2063, p. 948a23-24) 

《釋氏稽古略》卷 2：「（天監十六年）勅沙門寶唱撰《比丘尼傳》四卷。」(CBETA, T49, no. 2037, 

p. 796b3)。 
44 《高僧傳》卷14：「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CBETA, T50, no. 2059, p. 418c21-22) 

《釋氏稽古略》卷 2：「（天監十八年）《高僧傳》 梁帝勅御史裴子野撰《名僧傳》二十卷。會稽

釋慧皎著《高僧傳》十四卷，始漢永平，終于是歲，凡四百五十餘載，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

餘人，入大藏流行(葦江集)。」(CBETA, T49, no. 2037, p. 796c3-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9F%E8%9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B%A1%E8%9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4%E8%9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AE%E6%B8%A0%E7%84%A1%E8%AB%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BF%E5%B9%B3_%28%E5%8C%97%E5%87%89%2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AE%E6%B8%A0%E5%AE%89%E5%9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BF%E5%B9%B3_%28%E5%8C%97%E5%87%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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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看出竺法護、法顯、鳩摩羅什及曇無讖等人對首楞嚴的譯作頗多。除了

《首楞嚴三昧經》對「首楞嚴」提出最多外，次應是《大般涅槃經》，對「首楞嚴」

做了以下之解釋： 

首楞者，名一切畢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固名首楞嚴。以是故

言首楞嚴定名為佛性。45 

首楞嚴三昧者，有五種名：一者、首楞嚴三昧，二者、般若波羅蜜，三者、

金剛三昧，四者、師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隨其所作，處處得名。46 

在《大智度論》提到： 

首楞嚴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別知諸三昧行相多少深淺，如大將知諸兵力

多少。復次，菩薩得是三昧，諸煩惱魔及魔人，無能壞者，譬如轉輪聖王

主兵寶將，所住至處無不降伏。47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提到唯有十地、一生補處受佛正位菩薩，都具有首楞

嚴三昧。48在《慈悲道場懺法》卷 6：住首楞嚴三昧得金剛身，以一念頃，遍應六

道，更相濟度，使無遺餘。同坐道場，成等正覺。49依《大般涅槃經》：「如來之身，

即金剛身。」50法顯譯之《佛說大般泥洹經》卷 2〈6 金剛身品〉：「爾時世尊復告

迦葉：『善男子！如來身者，是常住身、是不壞身、是金剛身，非穢食身，是則法

身，當作是觀。』」51《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4：「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

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52此似乎是我們常說之金剛身即佛身，佛

身即法身的說法。《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 世間淨眼品〉：「佛身清淨常寂然，

普照十方諸世界，寂滅無相無照現，見佛身相如浮雲。一切眾生莫能測，如來法

                                                      
45 《大般涅槃經》卷 27〈11 師子吼菩薩品〉，CBETA, T12, no. 374, p. 525a9-11。 
46 《大般涅槃經》卷 27〈11 師子吼菩薩品〉，CBETA, T12, no. 374, p. 524c23-25。 
47 《大智度論》卷 47〈18 摩訶衍品〉，CBETA, T25, no. 1509, pp. 398c27-399a2。 
48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 1：「唯有住在十地菩薩，乃能得是首楞嚴三昧。」CBETA, T15, no. 642, 

p. 631a20-21。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 2：「佛言：「名意！其諸菩薩得住十地、一生補處受佛正位，悉皆得是首

楞嚴三昧。」」(CBETA, T15, no. 642, p. 643c8-10)。 
49 CBETA, T45, no. 1909, p. 947b1-3。 
50 CBETA, T12, no. 374, p. 383b12。 
51 CBETA, T12, no. 376, p. 866 a16-18。 
52 CBETA, T19, no. 945, p. 123c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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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禪境界，無量方便難思議，是智慧光照法門。」5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20 

兜率天宮菩薩雲集讚佛品〉：「如來一法身，出生諸佛身。」54 《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15〈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無量無邊自在受生法身，遍至不壞法界，平等

普入，同佛身藏，不生不滅。」55由以上經文可看出首楞嚴三昧與佛身、佛性、金

剛身、法身等有密切關係，此外懺法對首楞嚴三昧的重視，往後有因緣可再深入

探討。 

（三） 《首楞嚴經》經文中的用語 

《首楞嚴經》用了許多非佛教用語或與傳統佛教不同的說法，如： 

《首楞嚴經》卷三提到地、水、火、風、空、根、識的七大，在此之前只談

四大或六大。卷四提到流變一千百千之說法，卷七則說眾生有十二類，卷八中的

十種神仙，地行仙、飛行仙、遊行仙、空行仙、天行仙、通行仙、道行仙、照行

仙、精行仙、絕行仙。卷九中說有七趣，加入了神仙趣，這都非佛教的用語。望

月信亨則認為這些與道教思想的混入有關。56 

（四） 疑偽的諍議 

疑偽的認定，從古至今有些不同的認知，目前佛教經錄文獻，最早提出有疑

經說法的應是道安法師（314-385），在編經錄時，特別提出〈疑經錄〉，在《出三

藏記集》卷 5 記載道安法師之文： 

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

字異者，共相推挍，得便擯之，僧法無縱也。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憙

事者以沙摽57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真偽乎？農者禾草俱在，后

稷為之嘆息。金匱玉石同緘，卞和為之懷恥，安敢預學次？見涇渭雜流，

龍蛇並進，豈不恥之？今列意謂非佛經者如左，以示將來學士，共知鄙信

焉。58 

道安法師認為經典由外國傳來，一字異者，就要共相推校，擔憂佛典被疑經

混淆，有損於佛教，故將當時所懷疑的經典列出〈疑經錄〉，盼未來學者多加注意，

就像如果農人讓稻禾和雜草混合成長時，農神憂心而感嘆般。如果好壞不分，同

                                                      
53 CBETA, T09, no. 278, p. 399a29-b3。 
54 CBETA, T09, no. 278, p. 486b13。 
55 CBETA, T09, no. 278, p. 495b19-21。 
56 望月信亨（1946），《仏教経典成立史論》，日本：法藏館。頁 508。 
57 《趙城金藏》及《高麗藏》為摽，《大正藏》為標，筆者認為應為摽，故更正之。 
58 CBETA, T55, no. 2145, p. 38b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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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等同存放，就是卞和也會感到羞恥，看到涇水和渭河氾濫雜流，龍和蛇混合並

進，那能不感到心痛呢？故將非佛經的經典錄出標示，徵信大眾。 

 

接著僧佑（445-518）覺得以道安法師的認定，怕人誤解，又詳加說明，同時

將〈疑經錄〉改名為〈疑偽撰雜錄〉，在《出三藏記集》卷 5： 

長阿含經云：「佛將涅槃，為比丘說四大教法。59若聞法律，當於諸經推其

虛實，與法相違則非佛說。」又大涅槃經云：「我滅度後，諸比丘輩抄造經

典，令法淡薄。」60種智所照，驗於今矣，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

以構偽，或飾虛以亂實。昔安法師摘出偽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

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挍閱群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

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

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於錄，并近世妄撰，亦標于末，並依倚雜經，

而自製名題。進不聞遠適外域，退不見承譯西賓。我聞興於戶牖，印可出

於胸懷，誑誤後學，良足寒心，既躬所見聞，寧敢默已。嗚呼來葉，慎而

察焉。61 

而最早將經錄中疑偽的經錄區辨分類出來的是《眾經目錄》，62此目錄是由法

經法師（531?-605?）所編撰，共分為五個部份：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

賢聖集傳第四，疑偽第五。這些古德為了護法，有感而散發出的關懷，讓後學者，

也奉為圭皋。 

《首楞嚴經》是唐神龍二年（706）譯出，最早於《開元釋教錄》入藏，前面

傳譯的問題已提及，此不再敍述，而有關《首楞嚴經》的疑偽，日僧玄睿在《大

                                                      
59 《長阿含經》卷 3(CBETA, T01, no. 1, pp. 17b29-18a22)。 
60 《大般涅槃經》卷 9〈4 如來性品〉：「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

流布。是時當有諸惡比丘，抄略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誦讀，如

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

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

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雜以世語，錯定是經，令多眾生，不得正說、正寫、正取，尊重讚歎，

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為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

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無乳味。」(CBETA, T12, no. 374, pp. 421c26- 422a9)。 
61 CBETA, T55, no. 2145, pp. 38c17-39a5。 
62 《眾經目錄》卷 1：「佛法東行，年代已遠，梵經西至，流布漸多。舊來正典，並由翻出，近遭

亂世，頗失原起。前寫後譯，質文不同，一經數本，增減亦異，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採要事，

更立別名；或輒搆餘辭，仍取真號；或論作經稱，疏為論目。大小交雜，是非共混，流濫不歸，因

循未定。將恐陵遲聖說，動壞信心，義闕紹隆，理乖付囑。皇帝深崇三寶，洞明五乘，降勅所司，

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詳定經錄。隨類區辯，總為五分：單本第一，重翻

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偽第五。」(CBETA, T55, no. 2147, p. 150a21-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4%E7%9D%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4%B9%98%E4%B8%89%E8%AB%96%E5%A4%A7%E7%BE%A9%E9%88%94&action=edit&redlink=1


H-14 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乘三論大義鈔》中記載日本國沙門普照63請回日本的《首楞嚴經》受到了爭議，聖

武皇帝（756-757）請法相宗和三論宗的法師考證檢驗相勘，兩宗的法師均認為是

真經，但是到了龜寶年間（770-781），又遣請德清法師到中國再次檢驗，德清法師

依法詳居士所說，認為是房融偽造的。64龜寶十年（779）大安寺僧人連署，認為

《首楞嚴經》是偽經，要求戒明法師一同連署銷毀，但戒明法師不認同，才讓此

大乘經典得存，繼續在日本流傳。65 

近代學者梁啟超、呂澂、望月信亨、鎌田茂雄等又再將此問題提出，認為《首

楞嚴經》是偽經，但印光、太虛、虛雲等認為此經是真經。在此爭論不休之下，

水野弘元則提出了真經的意義是什麼的說法。66在探求真偽的過程中，對於真理的

追求，也考驗對佛法的信心。就如聖嚴法師所說：「為了法義而爭，不論誰是誰非，

都是值得鼓勵的，理不怕辨，辨則進步，辨則越明。晚近中國佛教界，能為法義

的真偽而撰文論辨者，實在不多。」67 

四、 各朝代《首楞嚴經》註疏與華嚴宗系譜 

（一） 有關《首楞嚴經》之註疏 

有關《首楞嚴經》的註疏，從唐至今有百餘家的著作，各時代也有心人士的

搜集與分類，如錢謙益的《楞嚴經疏解蒙鈔》中，可以看到錢謙益對明代以前各

註疏資料的收集及評判，近代韓國學者崔昌植的《敦煌本楞嚴經の研究》也參考

錢謙益的《楞嚴經疏解蒙鈔》中古今疏解品目及李治華之〈《楞嚴經》的哲學研究〉，

加上明朝之後的註疏，果濱居士的《《楞嚴經》傳譯及其真偽辯證之研究》雖收

集的註疏資料比崔昌值的多，但沒有系統的分析，看起來有些雜亂。因此本論文

                                                      
63 《佛光大辭典》，日本法相宗僧。籍貫不詳。初住奈良興寺（一說大安寺）。因日本戒壇未完

整，天平五年（733，即開元二十一年），奉敕與榮叡等一同跟隨遣唐使丹墀真人廣成入唐。來華

後，依洛陽福先寺之定賓受具足戒，深究律部。且受唐玄宗之禮遇與供養。其後，至揚州，于大明

寺參謁鑑真，懇請鑑真東渡開化。乃于天平十五年（即天寶二年），與鑑真同返日本，途中倍經艱

辛，于天平勝寶六年（754）始歸日本。曾講律于東大寺，聲名遠播。寂年、世壽均不詳。﹝佛祖

統紀卷四十、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十五、釋氏稽古略卷三﹞。 
64 玄睿，《大乘三論大義鈔》T70, no. 2296, p. 151b22-c4：「言僞造者，此經本是先入唐沙門普照法

師所奉請也。經本東流，衆師競諍。則於奈樂宮御㝢勝寶感神聖武皇帝御代仲臣等，請集三論、法

相法師等，而使撿考。兩宗法師相勘云：『是眞佛經。』《掌珍》比量，與經量同，不可謗毀等。論

定竟，即以奏聞，奉勅依奏已畢。然寶龜年中，使徳清法師等，遣唐檢之。徳清法師承大唐法詳居

士云：『《大佛頂經》是房融之僞造，非眞佛經也。智昇未詳謬，編正録。』然彼法詳所出僞經之由，

甚可笑也。恐繁不述，徳清法師效詳士妄，而泥犁語亦傳本朝，可傷之深矣。」 
65 果濱（2009），《《楞嚴經》傳譯及其真偽辯證之研究》，台北：萬卷樓，頁 45。 

  望月信亨（1946），《仏教経典成立史論》，日本：法藏館，頁 499。 
66 水野弘元，劉欣如譯，《佛典成立史》，P39-40。 
67 聖嚴法師，《法鼓全集》2005 網路版 (第 3 輯第 5 冊, 頁 76, 行 2-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4%B9%98%E4%B8%89%E8%AB%96%E5%A4%A7%E7%BE%A9%E9%88%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4%E7%9D%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4%B9%98%E4%B8%89%E8%AB%96%E5%A4%A7%E7%BE%A9%E9%88%94&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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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明錢謙益的《楞嚴經疏解蒙鈔》、李治華之〈《楞嚴經》的哲學研究〉、崔昌植

的《敦煌本楞嚴經の研究》、果濱居士的《《楞嚴經》傳譯及其真偽辯證之研究》

等資料彙編，藉由古今目錄的查閱，現代人的整理，整理出有關《首楞嚴經》的

註疏，加以校讎、分類，按朝代和參考各高僧傳記及參閱註疏文脈等，推敲其宗

派法脈傳承，製表如下，以利往後分析研究。 

1. 唐代《首楞嚴經》的註疏 

書名 作者 序號 著書年 作者生卒年 分類 

玄贊(二十卷) 興福惟慤 1 766 717-767 ?? 賢首系始祖(義解) 

玄贊(六卷)或(三

卷) 興福惟慤 2     賢首系始祖(義解) 

科判(一卷) 館陶慧振 3     賢首，科判之祖 

疏（十卷）68 館陶慧振 4 

  

“ 

疏(六卷) 資中弘沇 5     天台系始祖 

說文 長慶道巘 6   ??-999 禪宗系始祖 

以上資料現今已失，在《常曉和尚請來目錄》卷 1： 

《大佛頂經疏》一部六卷(弘抗69法師造) 

《大佛頂經玄贊》一部三卷(惟慤法師造) 

已上六部。依三論宗學頭法師等申求請來。70 

 

由以上資料可了解，在唐之前《大佛頂首楞嚴經》是以《大佛頂經》為簡稱，

而非《首楞嚴經》為簡稱，因為在唐之前《首楞嚴經》是《首楞嚴三昧經》的簡

稱。《首楞嚴三昧經》古今有十種漢譯本，而現存只剩鳩摩羅什所譯。宋以後也將

《首楞嚴經》作為《大佛頂首楞嚴經》的簡稱，可能是經過五代十國等的戰亂，

經典的流失，及流行於民間的經典不同，而產生的現象。 

弘抗法師應是弘沇的筆誤，《玄贊》的卷數有二十卷、六卷、三卷之說。考證

義天（1055-1101）《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 1，有關唐宋對《首楞嚴經》的註疏的

資料如下： 

 

《首楞嚴經》 

《玄贊》二十卷(全寫經文，隨科贊釋，與六卷本大同) 

                                                      
68 李治華，〈《楞嚴經》的哲學研究〉。 
69 弘抗可能是弘沇之抄寫訛誤。 
70 CBETA, T55, no. 2163, p. 1069a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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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贊》六卷(標舉科節者，略經文，或三卷) 已上 惟慤述71 

 

有關道巘的《說文》，目前最早的文獻應是南宋法應的《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卷 40 有關樓子和尚的頌，72是出自長慶巘禪師《注楞巖經說文》。 

2. 宋代《首楞嚴經》的註疏 

藏別 

卷(冊)別 

-經號 書名 作者 

序

號 

著書

年 

作者生卒

年 分類 

    玄贊科（三卷）73 非濁 1   ？-1063 感應、律宗、淨土74 

    鈔 亡名 2       

    集要鈔 亡名 3       

    宗鏡錄 智覺延壽 4    904-975 禪(法眼宗)、淨土 

    刪補疏 真際崇節 5     惟識 

    證真鈔(六卷) 靈光洪敏 6     天台、賢首 

大正 39-0823 義疏注經(十卷) 長水子璿 7 1030 965-1038 賢首、天台、賢首 

續藏 16-0437 科(一卷) " 8  "  " " 

    標指要義(二卷) 泐潭曉月 9     賢首、禪宗臨濟 

    要義(二卷) 僧應乾 10     賢首、禪宗臨濟 

    搜玄鈔(十二卷) 蘇台元約 11     賢首、天台山外 

    手鑑(五卷) 道歡(道觀) 12     賢首 

    釋要 " 13     賢首 

續藏 16-0833 義疏釋要鈔(六卷) 懷遠 14 1061   賢首 

續藏 88-0858 箋(二十卷) 惟愨科釋, 可度箋 15 1038 南宋 賢首 

    進退合明章(一卷) 道璘 16     賢首(慧因寺首座)、禪 

    顯贊鈔記(十四卷) 孤山無外智圓 17   976-1022 天台山外 

                                                      
71 CBETA, T55, no. 2184, p. 1169b15-18。 
72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 40：「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 

『你既無心我便休』，聊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出長慶巘禪師《注楞巖經說文》)。 頌曰：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啾啾。(慈受深)。 

偶聞清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從茲演若不迷頭。(本覺一)。 

你既無心我也休，此心無喜亦無憂。飢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逐水流。(寶峯明)。 

【續收】你若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童為問深深意，咲指紗窻月正秋。(寶華鑑)。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你若無心我也休。([仁-二+幻]堂仁)。」(CBETA, 

X65, no. 1295, p. 728b8-21 // Z 2:20, p. 254b18-c13 // R115, pp. 507b18-508, a13)。 
73《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 1：「玄贊科三卷 非濁述」(CBETA, T55, no. 2184, p. 1169, b18)。 
74 李銘敬，http://www.seijo.ac.jp/graduate/gslit/orig/journal/japanese/pdf/sbun-034-05.pdf。 

〈遼代淨土宗〉，http://www.fxwz.net/fxwz/fxwz182/wz182/15.htm。 

http://www.seijo.ac.jp/graduate/gslit/orig/journal/japanese/pdf/sbun-034-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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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十卷) " 18     " 

    鈔(十卷) " 19     " 

    集要鈔(三卷) " 20     " 

    谷響鈔(五卷) " 21 

 

102075   " 

    科(六卷) " 22     " 

    疏解(一卷) " 23     " 

    單科(一卷) 曇永 24       

    注(十卷) 法朗 25       

    
集解(十卷) 

淨覺仁岳 26 

 

106676 992-1064 

天台（後山外）、淨土、

義解 

    文句(三卷) " 27   " " 

續藏 17-0547 熏聞記(五卷) " 28   " " 

    說題(一卷) " 29   " " 

    說題科(一卷) " 30   " " 

    
禮懺儀(一卷) 

" 31 

 

107777 " " 

    說題通要(二卷) 慈梵 32     天台 

續藏 95-1477 壇場修證儀(一卷) 晋水淨源 33   1011-1088 賢首 

    新解(十卷) 王安石 34   1022-1086 禪宗、儒家 

    補註(二卷) 張商英 35   1044-1123 禪宗、儒家 

    尊頂法論(十卷) 石門覺範 36   1071-1128 禪宗-臨濟(黃龍) 

續藏 18-0001 合論(十卷) 雷庵正受 37 1203 1147-1209 禪宗-臨濟(德山) 

續藏 17-0681 要解(二十卷) 溫陵戒環 38 1120 ?-1128? 天台、賢首、禪宗 

永樂 

北藏 168-1581 義海(三十卷) 閩僧咸輝 39 1165   賢首 

    補註(四卷) 神智可觀 40     天台 

    補遺 雲間竹庵 41     天台 

續藏 17-0005 釋題 北峰宗印 42   1149-1214 天台山家 

續藏 17-0001 集註(十卷) 桐州思坦 43 1276   天台 

藏外 06-0051 楞嚴解冤釋結道 祖照 44       

                                                      
75 《閑居編》卷 5〈谷響鈔序〉：「聖宋天禧四年庚申仲春二十有七日於瑪瑙坡錦繡亭序越明年春續

之成五卷。」(CBETA, X56, no. 949, p. 875, b5-7 // Z 2:6, p. 37, a4-6 // R101, p. 73, a4-6) 
76 金希泰（2006），〈浄覚仁岳の著作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印度學佛教研究第五十五卷第二號。 
7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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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場儀(八卷) 

    註 莫伯虛 45       

3. 元代《首楞嚴經》的註疏 

藏別 卷(冊)別-經號 書名 作者 序號 著書年 作者生卒年 分類 

  

註 李之純78 1   1177-1223 禪宗79、儒家、道家80 

  

外解 李之純 2   " " 

  

絕解 李純甫 3   " " 

  

玄覽(二卷) 柏庭善月 4   1149-1241 天台 

  

重治集錄 我庵本無 5   1286-1343 天台山家 

  

徵心並見辨問(一卷) 中峰明本 6   1263-1323 禪宗 

永樂 

北藏 185-1618 會解(二十卷) 天如惟則 7 1342 1286-1354 禪宗-徑山、天台 

  

擲丸(一卷) " 8    "  " 

  

新科(二卷) 高麗普幻 9       

  

環解刪補記(二卷) " 10       

  

纂要(十卷) 普瑞 11     賢首 

  

疏解 弘濟 12       

4. 明代《首楞嚴經》的註疏 

藏別 

卷(冊)別

-經號 書名 作者 序號 著書年 作者生卒年 分類 

    廣註(十卷) 融室淨行 1 1376   賢首 

    管見(一卷) 魯山普泰 2 1520-1601   賢首、惟識 

續藏 89-0353 說約(一卷) 陸西星 3 1601 1520-1606 道教人士 

續藏 89-0372 述旨(十卷) " 4   " " 

    百問(一卷) 真覺百松 5   1537-1589 天台 

續藏 20-0001 玄義(四卷) 無盡傳燈 6 1597 1554-1628 天台-高明寺 

續藏 19-0399 圓通疏(十卷) " 7 1619 " " 

                                                      
78 《佛法金湯編》卷 15：「李之純」(CBETA, X87, no. 1628, p. 440, b12 // Z 2B:21, p. 488, a9 // R148, 

p. 975, a9)。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79 萬松之徒，故歸為禪宗。 
80 《佛法金湯編》卷 15：「之純。字純甫。自號屏山居士。弘州人。章宗承安間進士。官至尚書右

司都事。資性英邁。天下書無所不讀。其於莊周．列禦𡨥．左氏．戰國䇿為尤長。文亦略能似之。

三十歲後徧觀佛書。既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為一。」(CBETA, X87, 

no. 1628, p. 440, b13-17 // Z 2B:21, p. 488, a10-14 // R148, p. 975, a10-14)。 

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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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藏 89-0491 圓通疏前茅(二卷) " 8 1573-1619 " " 

續藏 19-0001 摸象記(一卷) 雲棲袾宏 9 1602 1535-1615 淨土八祖、禪宗、賢首 

    新疏(十卷) 中川界澄 10     惟識、 

    正觀疏(十卷) 空印鎮澄 11     

賢首、壁觀三年、義

解 

    月川別眼 " 12     " 

    榮木軒贅言(一卷) 金陵秋溟 13   1512-1581 禪宗 

    溫陵要解輯補(十卷) " 14   "  " 

    質言 太倉東溟 15   1536-1608 賢首 

    覺迷錄 " 16   "   

續藏 19-0057 懸鏡(一卷) 憨山德清 17 1586 1546-1623 賢首、禪宗 

續藏 19-0086 通議(十卷) " 18 1614 " " 

續藏 19-0337 通議補遺(一卷) " 19   " " 

續藏 19-0069 通議提綱略科(一卷) " 20 1546-1623 " " 

    解(一卷) 達觀真可 21   1544-1604 賢首、禪宗 

    解科判(一卷) 雪浪三懷 22   1545-1608 禪宗、賢首 

續藏 25-0001 宗通(十卷) 曾鳳儀 23 1583 1604-1648 天台、禪宗 

續藏 18-0310 正脈疏(十卷) 交光真鑑 24 1596   賢首 

續藏 18-0257 正脈疏懸示(一卷) " 25 1596 " " 

續藏 18-0191 正脈疏科文(一卷) " 26 1596 " " 

    正脈疏鈔 陳元端巘 27     賢首81 

續藏 89-0471 截流(二卷) 戒山傳如 28 1592 1562-1624 天台 

續藏 19-0347 臆說(一卷) 湛然圓澄 29 1616 1561-1627 曹洞 

續藏 89-0541 直解(十卷) 雲棲廣莫 30 1613-1617   禪宗、天台、賢首82 

    索隱(四卷) " 31  "   " 

    文義(十卷) 鶴林大寂 32   ?-1630 徑山、禪宗 

續藏 22-0001 證疏廣解(十卷) 凌弘憲 33 1621   儒家、天台 

續藏 22-0271 合轍(十卷) 一雨通潤 34 1621 1565-1624 賢首. 禪宗. 寶華山 

續藏 89-0889 講錄(十卷) 柴紫乘時 35 1622   賢首、禪宗 

續藏 20-0761 如說(十卷) 鐘惺伯敬 36 1624 1574-1624 賢首 

    指月 王墨池 37     儒家、天台 

                                                      
81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卷 1：「海昌陳元端巘正脈疏鈔(或取交光正脈疏而鈔其隱微之義也)。」

(CBETA, X16, no. 307, p. 10, c1-2 // Z 1:24, p. 83, c10-11 // R24, p. 166, a10-11) 
82 http://hk.plm.org.cn/gnews/2009928/2009928166241.html 

 

http://hk.plm.org.cn/gnews/2009928/2009928166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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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釋 汪靜峰 38     儒家、天台 

    摘脈 乳峰德水 39     賢首、禪宗 

    翼解(二卷) 永覺元賢 40 1624 1578-1657 曹洞宗 (鼓山湧泉寺) 

續藏 23-0001 略疏(十卷) " 41 1638 " " 

    解 會稽惠印 42       

    句解 般若崇聖 43     天台 

    冥樞會解(十卷) 槃陰洪闊 44     禪宗(天台系) 

    科文(一卷) " 45     " 

續藏 90-0171 纂註(十卷) 悅堂真界 46 1594 徑山傳衣菴 禪宗(天台系) 

    合解(十卷) 燕中如相 47     天台 

國圖

善本 D-8862 四依解(十卷) 顓愚觀衡 48  1632 1579-1646 賢首、禪宗 

續藏 22-0944 懸談(一卷) " 49 1629 " " 

續藏 22-0929 擊節(一卷) 大韶智叡 50 1630   天台 

續藏 

24-0884 

勢至圓通章科解(一

卷) 體如正相 51 1630   天台、淨土 

續藏 90-0325 精解評林(三卷) 焦竑 52   1540-1620 儒家 

續藏 

129-0010 

依楞嚴究竟事懺(二

卷) 禪修 53   1577-1633   

續藏 20-0438 文句(十卷) 蕅益智旭 54 1640 1599-1655 淨土九祖、天台 

續藏 20-0389 玄義(二卷) " 55 1644 " " 

續藏 

20-0085 秘錄(十卷) 

一松說靈述

記 56     天台、禪宗 

續藏 21-0073 疏解蒙鈔(二十八卷) 錢謙益 57 1658 1582-1665 賢首、天台 

續藏 21-0703 疏解蒙鈔五錄(八卷) " 58   " " 

續藏 22-0631 直指(十卷) 天然函昰 59 1662 1608-1685 曹洞宗 

    直指科文(一卷) " 60   " " 

    楞嚴貫珠 寶華山戒潤 61       

    綱要 張風 62       

    纂注(十卷) 汪道昆 63       

    圓通品(四卷) 王應乾 64       

    會解(十二卷) 方允文 65       

    標指(十二卷) 俞王言 66     天台 

    約旨(十二卷) 沈宗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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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心百問(一卷) " 68       

    釋鈔 馮夢禎 69       

國圖

善本 17-8862 妙指(十卷) 弘演 70       

北圖

善本    旁訓(十卷) 祁駿佳 71      禪宗、淨土 

5. 清代《首楞嚴經》的註疏 

藏別 

卷(冊)

別-經號 書名 作者 序號 著書年 作者生卒年 分類 

續藏 23-0091 

貫攝(十卷)（亦名說

通） 劉道開 1 1640-1667    禪宗（臨濟） 

    灌頂疏(二十六卷) 浙水續法 2   1641-1729 賢首、淨土、真言 

  大乘精舍  楞嚴咒疏 " 3   " " 

續藏 

24-0890 

勢至圓通章疏鈔(二

卷) " 4 1678-1679 " " 

續藏 23-0591 觀心定解(十卷) 全彰靈耀 5 1681 1662-1722 天台 

續藏 23-0559 觀心定解大綱(一卷) " 6 1681 " " 

續藏 23-0531 觀心定解科(一卷) " 7 1681 " " 

    綱旨 卉堂旋煥 8     禪宗83 

續藏 24-0929 勢至圓通章解(一卷) 行策截流 9 1682 1682-1736 賢首、天台、渠土 

續藏 91-0001 正見(十卷) 濟時 10 1689   禪宗 

續藏 90-0540 寶鏡疏(十卷) 雲南溥畹 11   1644-1661 入滇 賢首 

續藏 90-0505 寶鏡疏科文(一卷) " 12   " " 

續藏 90-0520 寶鏡疏懸談(一卷) " 13   " " 

    會歸 無動蔡珽 14     賢首 

    修釋 無量慧海 15     賢首、禪宗 

    大成 廣修通元 16     賢首 

續藏 59-0272 答問(一卷) 俍亭淨挺 17   1615-1684 曹洞 

續藏 24-0168 指掌疏(十卷) 達天通理 18 1776 1701-1782 賢首、禪宗 

續藏 24-0147 指掌疏懸示(一卷) " 19 1776 " " 

續藏 24-0838 指掌疏事義(一卷) " 20 1776 " " 

                                                      
83 《續指月錄》卷 20：「金陵紫竹林卉堂旋煥禪師」(CBETA, X84, no. 1579, p. 155, c13 // Z 2B:16, p. 

526, c1 // R143, p. 105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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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藏 90-0437 序指味疏(一卷) 諦閑 21 1903 1858-1932 天台 

  台中蓮社 易知錄(十卷) 默庵治定 22  1919 1839-1902 天台84、唯識 

上海中華鉛印 會歸 本輯注、廉兆倫評注 23       

北平中央刻經 淺說 陳法培 24 1933     

    開蒙(十卷) 通智尋源 25   1843-1907 禪宗 

    疏 海岸 26       

  

疏解辨證(三卷)85 顯親王衍潢 27 

   

  

說頌(一卷)86 徹悟際醒 28 

 

1741-1810 禪宗 

  

疏87 即中 29 

   

（二） 華嚴宗註《首楞嚴經》的系譜 

1. 唐代註《首楞嚴經》的系譜 

崇福寺惟慤法師在至德初年（756）開始鑽研《首楞嚴經》，經歷了十一年，

於大曆元年（766）完成《玄贊》，此應是最早《首楞嚴經》的註書。因《高僧傳》

惟慤在註解時，感得文殊菩薩（華嚴三聖之一）由口而入，振筆疾書由口而出。

永明延壽禪師（907-975）的宗鏡錄，引用惟慤的楞嚴六十聖位，深契華嚴要旨。

長水子璿依惟慤註疏，故後人將惟慤列位華嚴宗註《首楞嚴經》的祖師。 

館陶慧振是依惟慤而做科判，長水子璿採用館陶慧振的八段科判，88刪減為七

段，89所以唐代華嚴宗註疏《首楞嚴經》的就惟慤和館陶。 

資中弘沇依惟慤而作疏，義例則採取館陶，長水多引弘沇的舊文，但不舉其

名，錢謙益考證其是天台解此經之祖。90 

                                                      
84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7989.htm。 
85 保賢論文。 
86 徹悟大師遺集。 
87 李治華，〈《楞嚴經》的哲學研究〉，出自觀心定解。 
88 達天通理，《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卷 1：「魏北館陶沙門慧振(有本作震)科判(振公科此經為八段：

初段顯如來藏心，次段明修行方便，三段辨離魔業行，四段示地位階差，五段出聖教名殊，六段辨

趣生異同，七段陳禪那境界，八段示禪境差別。資中以下諸師，多承用之，乃此經科判之祖也)。」

(CBETA, X16, no. 307, p. 9b12-15 // Z 1:24, p. 82b15-18 // R24, p. 163b15-18)。 
89 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卷 1：「初有四段：一開妙解，二示妙行，三顯妙位，四立妙名。此四

即八段中前五科，開合之異也。次再陳中有二：一辨趣生差別，二示禪境差別，即八中後三段也。

然開判之設，各隨其人。吾今從古，依振公判，略沒第八，但取七名。」(CBETA, T39, no. 1799, p. 

831b11-16)。 
90 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蜀資中弘沇法師《疏(繼崇福而作疏者，資中也。義例則取

諸舘陶，古今疏解，惟此三師，導其前路矣。長水《疏經》多引沇師舊文，而不舉其名。以《義海》

諸書參之今《疏》，略可考見。其解奢摩他三法云：大意與一心三觀相應，此則原本止觀，即孤山

諸師用台觀解經之祖也)。」(CBETA, X13, no. 287, p. 503c9-11 // Z 1:21, p. 41c15-17 // R21, p.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79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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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慶道巘是臨濟趙州禪師之法孫，因此為禪宗最早解《首楞嚴經》之人，也

是溫陵之祖。91 

 

2. 宋代華嚴宗註《首楞嚴經》的系譜 

 

  長水子璿………蘇台元約              《搜玄鈔》十二卷 

《義疏註經》  道歡92                《手鑑》五卷、《釋要》 

              懷遠                  《義疏釋要鈔》六卷 

              可度                  《箋》二十卷 

              道璘（慧因寺首座）    《進退合明章》一卷 

              淨源（慧因住持）    《壇場修證儀》一卷 

               

泐潭曉月………應乾                  《要義》二卷 

《指標要義》  閩僧咸輝              《義海》三十卷 

              普瑞                  《纂要》十卷 

泐潭曉月和長水子璿同參瑯琊得悟，其徒應乾。93閩僧咸輝採《義疏》和《指

標》，附以吳興《集解》，雖採集眾解，還是以長水為綱骨。94 

可度之《箋》依惟慤科釋而做。 

3. 明代華嚴宗註《首楞嚴經》的系譜 

  （長水子璿）（宋）………融室淨行 

                                                                                                                                                            
82a15-17)。 
91 《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長慶道巘禪師《楞嚴說文》(巘師以趙州嗣孫，撰此經《說文》，宗

門引重，《義海》失載，《會解》遂沒其名，故其書不傳。今於海眼補註大藏一覽等書，採其零義，

略鈔數則。唐人以禪宗解經者，自長慶始，於振、沇二師之外，別標一宗，即溫陵諸師之祖也)。」

(CBETA, X13, no. 287, p. 503c12-14 // Z 1:21, p. 41c18-d2 // R21, p. 82a18-b2)。 
92 達天通理，《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卷 1：「蘇臺元約法師，《疏鈔》，道歡法師，《手鑑》、《釋要》(二

師皆稟承長水，《手鑑》、《釋要》亦《疏鈔》類也)。」(CBETA, X16, no. 307, p. 9b23-c1 // Z 1:24, p. 

82c8-10 // R24, p. 164a8-10)。 
93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卷 1：「泐潭曉月《標指要義》(月公與長水同參琅琊得悟，晚居泐潭道濟

庵，與其徒標指楞嚴《要義》。其科節一依長水，取其文之精要，刪掇附註)。」(CBETA, X16, no. 307, 

p. 9c1-3 // Z 1:24, p. 82c10-12 // R24, p. 164a10-12)。 
94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卷 1：「閩僧咸輝《義海》(咸輝書記，取長水《義疏》、泐潭《標指》，排

合經文，附以吳興《集解》，目為《義海》)。」(CBETA, X16, no. 307, p. 9c6-7 // Z 1:24, p. 82c15-16 

// R24, p. 164a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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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山普泰 

                       空印鎮澄………顓愚觀衡 

                       交光真鑑………陳元端巘………一雨通潤 

                       乳峰德水………（浙水續法）（清） 

                       鐘惺 

                       錢謙益 

 

雪浪洪恩及雲棲袾宏都具有華嚴宗的傳承，故列於下： 

                       雪浪洪恩………一雨通潤 

                       雲棲袾宏………柴紫乘時 

 

4. 清代華嚴宗註《首楞嚴經》的系譜 

（乳峰德水）………浙水續法 

                  雲南溥畹 

 

（交光真鑑）………無動蔡珽 

                  無量慧海 

                  廣修通元………達天通理………空元 

五、結論 

地論、華嚴和賢首宗，因依據的經典和人，在不同的時間而有了不同的名稱，

是一？是異？宗派的形成有很多的因素，而變得複雜。華嚴宗和賢首宗的關係，

由於弘揚經典的不同，與思想的改變，會造成宗派名稱的變更。《首楞嚴經》從譯

出至今，話題不斷，疑偽、傳譯、判教等的議題一再提起。長水子璿註疏《首楞

嚴經》，於祥符六年（1013）受封為楞嚴大師，而為華嚴宗師承中斷已久的承接，

傳承正統性的問題和理化的過程藉由本論文的的提出，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將

來有機會探討什麼是正統？典範的形成是如何形成的？傳承的方式是實質化？還

是儀式化? 

華嚴重重無盡的法界，如何會通？藉由各種的融會，將產生什麼的問題？禪

教的合一，禪淨的融合，天台與賢首教義的相通，是造成超宗派的形成？還是宗

派的沒落？在不斷地以經解經，是否也要有一部超宗派的經典的產生？怎樣的經

典才是真正佛的本懷？順著歷史的軌跡，讓我們理解，時代的不同，根機的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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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的方便，進入不同的世界，在關懷與理解中，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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