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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佛祖傳》中伯亭續法之教觀思想初探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講師 

張愛萍 

摘 要 

伯亭續法是華嚴宗雲棲袾宏一系在清初於南方弘傳華嚴的重要代表人物，其

一生講經傳法，著述頗豐，尤於華嚴教觀著力甚多。在其傳世著述中，有關其教

觀思想的主要有《賢首五教儀》六卷，《五教儀開蒙》、《五教斷證三覺揀濫圖》、

《法界宗蓮花章》、《華嚴鏡燈章》各一卷，《五教儀科注》四十八卷。另在《華

嚴宗佛祖傳》一書中還收有能體現其教觀思想的部分內容。本文即是以十四卷的

《華嚴宗佛祖傳》一書為底本，試對其中涉及到續法教觀思想的部分內容作以初

步分析。通過分析可見，續法繼承了自華嚴三祖法藏、四祖澄觀以來的以華嚴宗

判教學說會通諸家判教學說的風格，雖然其在不同的地方，通過不同的歸納闡釋

了諸家判教，但其遵循華嚴宗的圓融會通的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另外，續法在《華

嚴宗佛祖傳》第七〈諸家教觀篇〉中首先歸納了西域和中土包括小乘宗、律宗、

臺宗、慈恩相宗、密宗、淨土宗、禪宗、造懺等共十家派系的祖師傳承，其主要

參考材料為《佛祖統紀》、《正法眼藏》等，尤其是其在慈恩相宗部分，除慈恩

三祖外，還列舉了明末蓮居庵一系弘傳并著有唯識著述之人，可為研究此一時期

的唯識學提供又一線索。最後，本文還介紹了續法對西域三宗和東土七宗教觀的

總結，從中可見續法似有以「依時判教」為標準來統一諸宗教觀的意圖。 

關鍵詞：《佛祖傳》、續法、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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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亭續法是雲棲袾宏五世法孫，亦是該系在清初弘傳的代表人物，其一生著

述九十餘種，大多佚失，現《卍新纂續藏經》中僅收有其《賢首五教儀》等十六

種著述，另有《五教儀科注》、《首楞嚴經灌頂疏》（含《圓談》）等個別著述

雖未入藏，卻有傳世。特別是筆者於偶然之中曾於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有幸尋得署

名為「成法灌頂」的十四卷的《華嚴宗佛祖傳》一書，經筆者初步分析，目前可

基本確定該書當為徐自洙在《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中所記續法所作《華嚴宗佛

祖傳》十四卷。因其內容龐雜，限於篇幅，本文僅擬對十篇十四卷1的《佛祖傳》

一書中第五〈時會教觀篇〉及第七〈諸家教觀篇〉中的內容，對續法在《佛祖傳》

一書中的教觀思想進行初步分析。 

一、對古德判教的總結 

《佛祖傳》一書第五篇為〈時會教觀篇〉（第六卷），其主要內容為現收於

《卍新纂續藏》第 58 冊的《賢首五教儀》開篇的《賢首時儀教觀圖》、《法界觀

境普融無盡圖》二圖，以及同收在第 58 冊的《五教儀》的略本──《賢首五教儀

開蒙》一卷。《時儀教觀圖》、《普融無盡圖》與《開蒙》圖文並茂，再現了華

嚴一宗三時、十儀、五教、六宗、三觀之教儀體系，此處不再贅述。 

 

 

                                                             
1 十四卷的《華嚴宗佛祖傳》一書共分為十篇，分別是第一〈□□三寶篇〉（卷一），第二〈釋尊

說經篇〉（卷二），第三〈西土佛祖篇〉（卷三），第四〈賢家宗乘篇〉（卷四〜五），第五〈時

會教觀篇〉（卷六），第六〈決疑生信篇〉（卷七〜八），第七〈諸家教觀篇〉（卷九〜十），第

八篇因缺頁其名尚不得知（卷十一），第九〈□論頌章篇〉（卷十二〜十三），第十〈靈應因果篇〉

（卷十四）。其在第六〈決疑生信篇〉中對臺賢諸多諍論的回應，如從五個方面對比分析臺賢二宗

在諸多問題上的諍論，並藉此指出臺宗之失，以及賢宗之得，特別是在其中第五個方面即「取群非

質辯失」中，續法選取了《佛祖統紀》、《金剛錍》、《四明指要鈔》等臺宗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

對賢宗的質疑之語，站在賢宗的立場上各個擊破。對這一部分內容進行研究，可與對續法《賢首五

教儀》一書的研究互相配合。限於篇幅，當另撰文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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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會教觀篇〉的一開篇，續法為引出華嚴宗判釋如來

一代聖教之體系，曾簡單概括了中土十八家和西域性相二宗之判教：「古德判教，

列開八門。一，立一音教，羅什、流支。二，立二種故四家，曇牟、遠師半滿；

延師頓漸；印師平道屈曲。三，立三種教三家，南中諸師頓、漸、不定；光統律

師圓、漸、頓；吉藏法師根本輪、枝末輪、攝末歸本輪。四，四種教二家，光宅

權教三車三乘，實教牛車一乘；元曉別、通、分、滿四教。五，五種教三家，波

頗觀行、四諦、守護、無相、安樂；武丘岌師頓、不定，漸開三：有相、無相、

常住；真諦三藏開三，立轉、照、持三輪。六，六種教，頓、漸、不定，漸開四：

有相、無相、同歸、常住，乃宋朝岌師一家也。七，七種教二家，隱士劉虯頓、

漸、不定，漸開五：人天、有相、無相、同歸、常住；道場慧觀，去人天而加抑

揚於無相之後。八，八種教，天臺智者大師化儀四教：頓、漸、秘密、不定，化

法四教：藏、通、別、圓。清涼贊曰：……上來諸師共十八家。西域判教性相兩

宗2。戒賢相宗，初有、次空、後中。智光性宗，初時心境俱有，中時境空心有，

後時心境俱空。」3圖示如下頁： 

                                                             
2 此處之「西域判教性相二宗」與法藏在《探玄記》及澄觀在《華嚴經疏》中所記載之西域性相二

宗判教相同，即指那爛陀寺戒賢、智光二師所傳之相性二宗之教判。 
3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六，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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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 

（18 家） 

一音教 羅什、流支 

二種教 

曇無讖：半、滿 

慧遠：半、滿 

延師：頓、漸 

印師：平道、屈曲 

三種教 

南中諸師：頓、漸、不定 

光統律師：圓、漸、頓 

吉藏法師：根本輪、枝末輪、攝末歸本輪 

四種教 
光宅：權教三車三乘，實教牛車一乘 

元曉：別、通、分、滿 

五種教 

波頗：觀行、四諦、守護、無相、安樂 

武丘岌師：頓、不定、漸開有相、無相、常住 

真諦三藏：轉、照、持三輪 

六種教 宋朝岌師：頓、漸、不定，漸開有相、無相、同歸、常住 

七種教 
劉虯：頓、漸、不定，漸開人天、有相、無相、同歸、常住 

慧觀：頓、漸、不定，漸開有相、無相、抑揚、同歸、常住 

八種教 智者：化儀四教、化法四教 

  西域 

（2 家） 

戒賢相宗 初有、次空、後中 

智光性宗 初時心境俱有，中時境空心有，後時心境俱空 

這與其在《五教儀》一書中的記載稍有出入。續法曾在《五教儀》卷一解釋

為何立三時教判時記有：「折衷諸說，三為中故。若盡理言之，亦可合為一二，

開為九十。今則總相會通，分為十重。」4見下表5： 

 說法時 不違諸教 

一音時  菩提流支等 

二時教 
本教時、末教時 《教章》6 

頓教時、漸教時 護、延諸德7 

                                                             
4 《賢首五教儀》，X58, no.1024, p.658a6-658a8。 
5 此表內容乃根據續法《五教儀》卷一相應內容整理。 
6 當指法藏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中以「教起前後」所言之稱法本教和逐機末教之說。 
7 淨影慧遠《大乘義章》中記「誕公雲：佛教有二，一頓二漸。」法藏《教義章》中記「依護法師

等，依《楞伽》等經，立漸頓二教。」慧苑在《刊定記》中記「隋朝誕法師等，亦立漸頓二教。」

關於護法師、誕法師是否為一人，日僧凝然在《五教章通路記》卷十一中記有：「《章》《疏》雲

誕法師等，非唯一人所立而已，即如大衍等四宗，南中諸師三教等。是故彼能立之人中，或舉誕師，

或舉護師，隨舉即得，不可相違。或可誕師亦名護師，如天臺師名智顗智者德安，香象名法藏賢首

等。或可護字寫誤即作誕字。《大疏》延師，亦如上通。」據聖凱法師《地論學派的判教思想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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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道時、屈曲時 印、敏等師 

三時教 
根本時、起末時、歸本時 吉藏法師 

圓說時、漸說時、頓說時 光統律師 

四時教 
頓教時、小教時、權教時、實教時 光宅雲師 

圓滿教、有相教、無相教、常住教 虎丘岌公 

五時教 

華嚴時、阿含時、般若時、深密時、法華涅槃時 相宗 

華嚴時、阿含時、深密時、妙智時、法華涅槃時 性宗 

稱性教、有相教、無相教、同歸教、常住教 宋朝岌師 

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 智者大師 

六時教 

圓頓教時、人天教時、有相教時、無相教時、同歸教時、

常住教時 

隱士劉公 

（劉虯） 

圓頓教時、有相教時、無相教時、抑揚教時、同歸教時、

常住教時 
道場慧觀等 

七時教 

華嚴時、梵網時、阿含時、方廣時、般若時、法華時、

涅槃時 
海東曉師 

華嚴時、阿含時、大集時、深密時、妙智時、法華時、

涅槃時 
波頗三藏 

八時教 
圓頓教時、人天教時、有相教時、無相教時、抑揚教時、

同歸教時、常住教時、不定教時 
南北諸師 

九時教 
華嚴時、提胃時、阿含時、方廣時、般若時、深密時、

妙智時、法華時、涅槃時 

真諦、唐三

藏等 

十時教 
華嚴時、梵網時、提胃時、阿含時、大集時、淨名時、

深密時、妙智時、法華時、涅槃時 

大衍、護

身、耆闍師

等 

這是以華嚴三時教判開合會通中土西域之判教學說，以示華嚴三時教與諸家

判教不相違背、圓融會通。 

另外，續法在《五教儀》卷三解釋為何立五種教時，記有：「然雖立五，若

融通之，亦可合為一二，開為七八。葢由聖教意趣無邊，不可局執而為其是故今

                                                                                                                                                                                   
朝佛教》一文考察，此誕法師當指與慧隆（429-490）同時代的高僧江西智誕，其在注釋 14 中注明：

「「誕」在《大正藏》經本即宋本是‘護’，而《和本五教章》是「誕」，故改為誕。」然而，續法

在《五教儀》卷三中卻記載：「對三顯一，前三是漸，後二是頓，則不違護、延二師漸頓也。」應

將護、延（誕）師視為二人。 

file:///C:/Users/pi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707&B=X&V=58&S=1024&J=3&P=&332837.htm%230_0
file:///C:/Users/pi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707&B=X&V=58&S=1024&J=3&P=&332837.htm%230_0
file:///C:/Users/pi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707&B=X&V=58&S=1024&J=3&P=&332837.htm%230_0
file:///C:/Users/pi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707&B=X&V=58&S=1024&J=3&P=&332837.htm%230_0


38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遍收諸釋且略勒為五重。」8見下表9： 

 不違諸教 華嚴五教 

一圓音教 菩提流支、鳩摩羅什立一音教 
圓教攝前四教，本末融合，同為如來

攝生之善巧方便 

二種教 

曇無讖、慧遠所立半滿二字教 對小顯大 小教為半字，後四為滿字 

信行禪師所立三一教 對權顯實 前二為三乘，後三為一乘 

護、延二師所立漸頓二教 對三顯一 前三是漸，後二是頓 

印、敏二師屈曲、平道二教 對末顯本 前四為順機，後一為直顯 

三種教 

戒賢、真諦、玄奘所言三輪教 小教為二乘，始教為三乘，後三為一乘 

南北朝諸師所立教 前三為漸，頓教為不定，圓教為頓 

光統律師三教說 前三為漸，頓，圓 

吉藏所立三教 
前四為枝末，同教為攝末歸本，別教

為根本 

四種教 

光宅雲、元曉四乘教 
初為別教小乘，二為同教三乘，三四

為同教一乘，後一為別教一乘 

大衍四宗教 初為小教，二三為漸，四為頓，五為圓 

天臺四教 
初為小乘，二中分無相、法相二教，

後三為法性 

竺道生四輪教 
初名小教，二名權教，三四名實教，

五為圓教 

五種教 

波頗三藏五教 漸中有始終 

護身五宗教 
初名小乘，二名大乘法相，三名大乘

無相，四名一乘真性，五名一乘圓融 

宗密《原人論》 

初名人天因果教，次名二乘斷滅教，

三名大乘法相，四名大乘破相，五名

一乘顯性 

這是以華嚴五教判開合會通諸家判教，以示華嚴五教判與諸家判教不相違背、

圓融會通。 

由此可見，按照不同的標準，若以所說經典的先後順序來看，續法將古德判

                                                             
8 《賢首五教儀》，X58, no.1024, p.637a。 
9 此表內容乃根據續法《五教儀》卷三相應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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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總結為十種；以所說經典在教義上的高下來看，續法又將古德判教總結為五種，

雖然此十重、五種並未全部涵蓋古今判教，且劃分標準前後不一，10但其以華嚴三

時判和五教判會通古今諸家判教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這是符合華嚴宗圓融無礙

的特徵的，且視華嚴三時判和五教判優於其他諸家判教。所謂「然十重中，一則

太簡，十則太繁，繁則膠於名相，簡則味其源流。是以今家遍收開合，判立三時，

則與教理自不違也。」11「立五教者，有多義意。一，釋尊說法，開五乘故。二，

諸佛利生，多五行故……三，世出世教，並用五故……四，眾經論中，常明五故……

五，結集法藏，類成五故……六，乘教相攝，唯有五故……七，行位理等，五無

多故……八，會通諸說，五無盡故，謂諸德分判或多或少，少則不足，多則枝蔓。

今家取中，會為五教，庶於教理不容餘議矣。」12 

早在法藏之時，就曾於《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敘今古立教」十家，13言

「此等諸德豈夫好異，但以備窮三藏，覿斯異軫，不得已而分之。遂各依教開宗，

務存通會，使堅疑碩滯，冰釋朗然，聖說差異，其宜各契耳。」14這與天臺智者大

師在「出異解者，即為十意」15之後明「南三北七」之難，在此基礎上才提出天臺

之教相判釋之說不同。法藏更加強調「古今諸賢所立教門差別非一」的「不得已

而分之」，以及「聖說差異，其宜各契」的「務存會通」。 

另外，在法藏的《教義章》和《探玄記》中尚未見其按照所判教的數目對古

今立教進行排列，此一做法在慧苑時出現，慧苑在《刊定記》之〈立教差別〉中

總結了古德判教共十九家，16在此基礎上提出其四教判。到澄觀時，其在《華嚴玄

談》中曾借鑒慧苑的做法，總結了古今判教共十七家，17引出華嚴五教十宗說。續

                                                             
10 如以說法時來劃分，續法將天臺智者判教歸為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

等五時教，而以說法內容的高下則將其歸為四種教，但在《佛祖傳》中卻將其概括為八種教。再如，

其在《五教儀》一書中謂華嚴三時教判不違諸家判教時，稱劉虯為六時教，而我們常稱其為「二教

五時七階判」，二教為頓漸二教，五時為漸開五時，續法依此將其稱為六時教，即頓教加漸教五時。 
11 《賢首五教儀》，X58, no.1024, p.637b。 
12 《賢首五教儀》，X58, no.1024, pp.637c-658a。 
13 此十家為：菩提流支所立一音教，護（誕）法師等立漸頓二種教（淨影慧遠等多同此說），光

統律師立三種教，大衍法師立四宗教，護身法師立五種教，耆闍法師立六宗教，南嶽思、天臺智者

立四種教，江南湣法師立屈曲、平道二種教，梁朝光宅雲法師立四乘教（信行禪師依此立一乘、三

乘二教），玄奘法師立三法輪教。 
14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T45, no. 1866, p. 481a29-481b4。 
1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801a17。 
16 十九家為，一音教兩家，為菩提流支、鳩摩羅什所判教，二種教四家，為齊劉虯、隋誕法師、

曇無讖、南朝印法師所判教，三種教四家，有光統、玄奘、真諦、吉藏所判教，四種教五家，有齊

大衍、天臺智者、梁光宅雲、笈多、元曉所判教，五種教三家，有齊護身、波頗、法藏所判教，六

種教一家，為陳耆闍法師所判教。詳見慧苑《刊定記》。 
17 十七家分別為，一音教兩家，為菩提流支、鳩摩羅什所判教，二種教四家，曇無讖、慧遠、南

朝印法師、齊劉虯所判教，三種教三家，為南朝諸師所判漸頓不定三教、光統、吉藏所判教，四種

教四家，為梁光宅雲、智顗、元曉、慧苑所判教，五種教兩家，為波頗、法藏所判教，西域判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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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繼承了澄觀的這一做法，先概述中土和西域古德判教，後引出華嚴判教，並高

抬華嚴判教：「備前人之未備，發古師之未發，振古振今，盡善盡美。」18據此篇

目前所留存的文字看，主體內容為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58 冊的《賢首五教儀

開蒙》，並在《開蒙》之前附有《賢首時儀教觀圖》、《法界觀境普融無盡圖》

（此二圖現收於《賢首五教儀》開篇），此處不再贅述。 

二、對中西十家派系傳承祖師的列舉 

《佛祖傳》第七篇為〈諸家教觀篇〉，主要內容有二，一是總結梳理了西域、

中土各派祖師傳承，二是概括了西域三宗和東土七宗的「教觀綱目」。續法在〈諸

家教觀篇〉一開篇即謂：「儒論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釋典云：若不傳法度

眾生，畢竟無能報佛恩。故此今列諸家教觀，隨人意樂各種法門。若依諸教開示，

各各自然悟入佛知。人隨一門信解，不久必得圓證覺果。切勿執少為足，博學深

造是幸。」19可見其列諸家教觀之意圖。事實上，續法本身就是一個博學之人，據

目前有關續法生平記載的材料來看，其一生著述約九十餘種，內容涵蓋佛教經律

論三藏疏鈔、宻咒懺儀、佛寺志等等，對華嚴、淨土、天台、唯識禪宗等各派經

典以及儒家經典皆有涉獵，可見其博學。 

續法在〈諸家教觀篇〉的第一部分，即第九卷，總結了西域和中土共十家派

系祖師傳承，分別為第一小乘宗二十部、第二律宗諸祖、第四臺宗諸祖、第五慈

恩相宗諸祖、第六密宗諸祖、第七淨土蓮宗諸祖、第八禪宗諸祖、第十造懺諸祖

等。20其中，第一小乘宗二十部即指西域小乘教之二十部派，包括上座十一部和大

眾九部，但續法在這裏僅羅列了二十部派之名，未列其思想。接下來的幾個派系

祖師的傳承，續法多取《正法眼藏》、《佛祖統紀》的相關記載。如第二「集律

宗諸祖」中，續法就羅列了包括曇柯迦羅、曇無德、曇諦、曇摩持、竺法念、卑

摩羅叉、僧祐、光統等人在內的或翻譯戒律經典、或弘揚律學的高僧。在第四「集

臺宗諸祖」中，續法照《佛祖統紀》卷六記載，羅列了天臺宗九祖，分別為龍樹、

慧文、慧思、智者、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並在九祖後記有四明知禮、

慈雲遵式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集慈恩相宗諸祖」中，續法先遵《佛祖

統紀》〈慈恩宗教〉部分，羅列了戒賢、玄奘、窺基三位祖師，之後，還羅列了

蓮居庵一系弘傳並著有唯識學著述之人，分別為「土橋紹覺大師廣承，《唯識音義》

                                                                                                                                                                                   
家，為戒賢三時教、智光三時教。詳見《華嚴玄談》。 
18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六，頁 2。 
19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1。 
20 第九卷第 17 頁至第 20 頁缺頁，因而尚不知第三和第九分別是何派系祖師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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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十卷。21蓮居新伊大師大真，《唯識合響》疏十卷。22偁山內衡法師智銓，《唯識述

義》十卷刊行。23香光聖宣法師智胤，《唯識補遺》十卷刊行。24乳峰德水大師明源，《唯

識合義》十卷笥稿被燼。25高原輔慈大師明昱西蜀人，《唯識俗解》十卷淨寺印行，萬歷

時外有八要解。26雲棲似空法師廣印，《唯識訂正》十卷刊行。27肻堂王居士，《唯識

                                                             
21 紹覺明理亦即華嚴宗雲棲袾宏一系傳人，由袾宏傳明理，再傳新伊大真、德水明源，再由明源

傳至續法。明理因長居土橋蓮居庵，故又稱土橋法師。有關紹覺廣承的生平材料主要有：《蓮居庵

志》之〈蓮居庵紹覺法師塔銘（有序）〉、《華嚴宗佛祖傳》卷四「第二十七世土橋法師」、周克

復《法華經持驗記》卷二之「明釋廣承」、《雪關禪師語錄》卷八之「紹覺法師行序」等等，茲不

贅述。其著述有《淨土文》、《法華文句記會本》、《毘尼珍敬錄》、《楞嚴音義》、《楞伽日記》、

《金剛經科疏》、《因明論記》、《觀所緣緣論記》、《成唯識論音義》、《唯識開蒙疏》、《心

經廣略解》等。 
22 新伊大真住蓮居庵，在《佛祖傳》中被續法稱為蓮居法師，著有《唯識合響》。有關新伊大真

的生平材料主要有：藕益智旭作《蓮居庵新法師往生傳》、徐繼恩《新伊法師壙志》、《華嚴宗佛

祖傳》卷四「第二十八世蓮居法師」、《淨土聖賢錄》之〈大真〉等，茲不贅述。 
23 偁山內衡法師，為蓮居蓮居庵第四世傳人之一，（《蓮居庵志》卷三〈法脈圖〉中示蓮居庵的

祖師傳承為：大覺瓏→紹覺承→靈源惠、新伊真、海眼觀→閒標、內衡、本金鉚、德水源、智素先，

後有本金鉚傳式如度、省石，式如度再傳舍貞等人，舍貞傳聖哲禮；智素先傳聞立、深符密中等人。

詳見詳見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70 冊《蓮居庵志》，第 76 頁。）兼通天台、唯識之

學。《宗統編年》曾記載：「庚寅七年……蓮居大真新伊法師寂……本金、聖先兩法主相次繼其席，

講凈並不替。其時西溪、天竺，古德、內衡兩法師，皆宏台宗教觀，行業藹著。」詳見《宗統編年》，

X86, no.1600, pp.305c14-306a1。「餘如內衡、閑標、深符、密中諸師，或襄助著述，或校讎詮次，

皆唯識之功臣，蓮居之孝子也。」詳見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70 冊《蓮居庵志》，

第 75 頁。現《卍新纂續藏》第 59 冊收有《瑜伽燄口註集纂要儀軌》，該著由苕水法師子若淨觀攷

正，偁山法師內衡智銓較閱，秀州後學巨徹寂暹纂書。偁山法師當指內橫智銓曾住偁山傳法。 
24 香光聖宣法師當指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51 冊作《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的智素法師，據《蓮

居庵志》記載：「智素法師，諱聖先，新師之弟子也，宿根聰明，於唯識深入堂奧。新師著《唯識

合響》，嘗與討論講求，並較讐詮次焉。後歸苕溪，與其高足聞立、深符、密中諸法師重複查究大

部，續《成唯識補遺》二十卷，父作子述，其有功於紹新二老人豈淺鮮哉？節遺著《補遺》自序」

詳見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70 冊《蓮居庵志》，第 73 頁。據《宗統編年》記載：「庚

寅七年……蓮居大真新伊法師寂……本金、聖先兩法主相次繼其席，講凈並不替。」詳見《宗統編

年》，X86, no.1600, pp.305c14-305c24。可見，智素聖先曾於主法蓮居庵。又董漠策在《成唯識論

音響補遺序》中亦記載：「古杭紹覺老人，乃雲棲蓮大師嫡裔也，闡釋全文，有《唯識音義》。法

嗣新伊師廣搜奧旨，有《合響》。而我苕聖先法師，實為伊公入室弟子，重加集注，是正有《補遺》。

茲三集皆以演釋唯識精義，實相宗之寶炬矣。」詳見《成唯識論音響補遺序》，X51, no.825-A, 

pp.454b13-454b17。現《卍新纂續藏》中未見紹覺明理之《唯識音義》和新伊大真之《唯識合響》

的單行本，但可從智素《補遺》中得見二書之內容。 
25 德水明源（1610-1666），伯亭續法之師，有關其生平材料，有戴京曾《德水大師塔志並銘》，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邵泰衢《重建上天竺大講寺碑記》、徐自洙《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蓮

居庵志》、續法《五教儀序》、真立《五教儀序》等等。《唯識合義》為其著述之一，尚未見存世

流通。 
26 高原明昱，其生平可參見《錦江禪燈》卷二十「輔慈沙門，高原昱蓬溪人」條，《唯識俗解》

當指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50 冊的《成唯識論俗詮》，另有《大乘百法明門論贅言》、《唯識

三十論約意》、《觀所緣緣論會釋》、《觀所緣緣論釋記》、《因明入正理論直疏》、《三支比量

義鈔》、《相宗八要解》、《八識規矩補註證義》等收於《卍新纂續藏》。 
27 雲棲似空法師廣印即指聞谷廣印（1566-1636），號似空，又號掌石，七歲於杭州開元寺剃度，

後曾往雲棲，「盡得蓮池大師之益」，或因此被續法稱為雲棲似空法師。其生平詳見宗統編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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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義》十卷刊行。元義臺寺通濟大師雲峰上下二卷，《唯識開蒙問答》。28魯山普泰

法師明弘治間，《百法論解》。29二楞庵一雨潤師，《唯識集解》十卷。30普德勖伊

法師，《相宗八要解》。31靈源惠法師，《唯識自考錄》十卷。32」33可為我們研究

明末清初蓮居一系唯識弘傳提供線索。 

 

在第六「集密宗諸祖」中，續法照《佛祖統紀》卷二十九「瑜伽密教」的記

載，羅列了金剛智、不空、慧朗、龍門無畏、大慧一行等人之名，另還引用了《佛

祖統紀》、《釋氏稽古略》《釋門正統》等文獻中有關此五師的記載，並在最後

附有續法本人及他人的密宗著述，「伯亭成法準密部譯釋十種：焰口、大悲、準

提、楞嚴、法華、尊勝、如意、往生、藥師、心經各出咒解。華嚴字母別行記註。
                                                                                                                                                                                   
31 卷、《五燈全書》第 34 卷「杭州真寂聞穀廣印禪師」等。 
28 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55 冊。 
29 魯山普泰，曾參學於兼通華嚴、唯識的達庵廣通，法嗣有遍融真圓、一江真澧、無極悟勤、天

璽祖印，開明末華嚴宗三支弘傳，其中，遍融真圓開華嚴宗雲棲袾宏一系之傳承，一江真澧開寶通

一系傳承，無極悟勤開雪浪洪恩一系傳承。其著述《百法明門論解》現收於《大正藏》第 44 冊。 
30 二楞庵一雨潤師即一雨通潤（1565-1624），為雪浪洪恩上首弟子，因其曾住鐵山二楞庵，故又

稱二楞法師，其生平材料主要有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賢首宗乘》之一雨法師傳記、《華嚴

宗佛祖傳》之二楞法師傳記。其著述《唯識集解》現收於《大正藏》第 50 冊。 
31 普德勖伊法師即勖伊佛閑（1602-1663），俗姓朱，西蜀人，剃度後投月潭廣德習華嚴宗旨並承

其嗣，主法南京天界寺，後還曾主法城南普德寺，這當是續法在《佛祖傳》中稱其為普德法師的原

因。其生平傳記詳見《賢首宗乘》、《華嚴宗佛祖傳》、錢謙益《普德寺募修禪堂疏》等文獻。據

《賢首宗乘》記載：「月為雲棲高弟，雲棲門下，臺、賢、慈恩三宗並傳，月師專弘賢首。」詳見

了惪，《賢首宗乘》卷六，頁 20。月潭廣德為雲棲袾宏門下於天界寺專弘華嚴之人。 
32 靈源惠，蓮居庵紹覺廣承之嗣法弟子，其生平詳見《蓮居庵志》、《新續高僧傳》、《釋氏疑

年（1564-1628）錄》等。其著述《成唯識論自考錄》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51 冊。 
33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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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食儀軌：乳峰德水法師科註，天溪景淳法師詮要。」34在第七「集淨土蓮宗諸祖」

中，續法照《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蓮社七祖」的記載，羅列了蓮社七祖之名，

分別為：廬山慧遠、長安善導、南嶽承遠、長安法照、新定少康、永明延壽、昭

慶省常，續法另加雲棲袾宏為八祖，謂：「雲棲蓮池袾宏法師，海內推為八祖。撰

述《彌陀疏鈔》，康熙南巡五幸。」35另外，續法還在袾宏之後記有「曲水古德法師，

維摩折衷疏三卷，彌陀演義記四卷。」36在第八「集禪宗諸祖」中，續法記菩提達

摩為中土禪宗初祖，其生平介紹參照《傳法正宗記》、《大藏一覽》。記僧璨法

師為二祖。其餘諸祖由於缺頁未見。 

在卷九第三十七頁第十造懺諸祖前，續法記有第九派系三－七祖之名：「三

祖晉竺法護大法師《正法華經》等，四祖秦鳩摩羅什法師《維摩》、《金剛》、《彌陀經》

等，五祖晉佛陀跋羅法師《華嚴》六十卷等，六祖唐三藏玄奘法師《藥師》、《般若》、

《心經》等，七祖居實叉難陀法師《華嚴》大經八十卷等」，37由此可推測第九或為「譯

經諸祖」。 

                                                             
34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26。「伯亭成法準密部譯釋十種」當是指續法九十餘種著述

中有關宻咒類的著述，如《焰口施食廣略解》、《大悲咒釋》、《準提咒釋》、《楞嚴經灌頂疏》、

《法華圓談科疏》、《尊勝咒經音釋》、《如意經疏》、《藥師疏鈔》、《心經解》等等，「華嚴

字母別行記註」當指《華嚴字母釋》。另外，德水明源還當作有《施食儀軌科註》，天溪景淳當作

有《施食儀軌詮要》，現《嘉興藏》第 19 冊收有唐不空譯、(西夏)不動金剛重集、清天溪香乳行

者受登詮次的《瑜伽集要燄口施食儀》，當指續法此處記載的天溪景淳的《施食儀軌詮要》。天溪

景淳（1607-1675），諱受登，俗姓鬱，嘉禾秀水人，出家後受沙彌戒於天童密雲法師，圓比丘戒

於曲水古德大賢，著述有《藥師行法》、《準提行法》、《大悲懺科》、《瑜伽詮次並註》、《會

刻法華文句》等，其生平參見《隨緣集》卷二「天溪和尚傳」。 
35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28。 
36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28。曲水古德（？-1639），諱大賢，字古德，晚號一行道人，

苕溪人，俗姓陸，投雲棲袾宏出家，曾於崇禎元年（1628）創曲水庵，故稱曲水古德法師。見《西

溪梵隱志》第 72 頁。《賢首宗乘》曾記載緣中普經法師「次游古德、新伊二師之門，受法相宗旨。」

藕益智旭亦曾聽其講《成唯識論》（見《八不道人傳》），可見，古德通唯識。又《佛祖傳》中在

「淨土諸祖」中記有古德法師，其撰有《維摩折衷疏》三卷，《彌陀演義記》四卷，且《卍新纂續

藏》第 22 冊收有署名為雲棲古德法師演義，門人慈帆智願定本的《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彌陀

尊經，乃蓮池大士疏注於前，古德大師演義於後。」（重刻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原序），可見，古德

亦通淨土。另《宗統編年》中曾記載，大玨玉庵法師嗣法古德賢，又有忍庵琰嗣法玉庵玨。則可知

慈帆智願、大玨玉庵為古德大賢之弟子。 
37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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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為「集造懺諸祖」，續法在這一部分羅列了「西域《萬佛》、《千佛》

二懺譯祖」菩提流支和畺良耶舍，以及「東土造懺祖師」及其所造懺法，見上圖： 

東土造懺祖師包括：「初祖梁志公和尚，《慈悲道場懺法》俗名《梁皇懺》十卷。

二祖唐悟達國師，《三昧雪罪水懺》三卷。三祖陳隋天台智者大師，《法華三昧懺

儀》。四祖宋四明知禮尊者，《大悲懺儀》。五祖宋慈雲遵式懺主，《彌陀淨土懺

儀》。六祖宋晉水凈源法師，《華嚴》《圓覺》《楞嚴》三懺儀法。」38另外，續

法還記天溪景淳作有《藥師懺行法》《準提懺行法》。此外，續法還羅列了自己

在懺儀方面的著述，包括《萬佛名懺》《七佛藥師懺》《彌陀佛懺》《報恩大懺》

《觀音佛懺》《華嚴懺》《法華懺》《楞嚴懺》《仁王懺》《蘭盆懺》。39值得注

意的是，續法在《佛祖傳》中有關西域和中土造懺諸祖的概括，尤其是有關中土

造懺六祖的概括，尚未見有其他文獻的記載。 

三、對西域三宗與東土七宗教觀的總結 

在〈諸家教觀篇〉的第二部分，即《佛祖傳》第十卷，續法總結了西域三宗

和東土七宗之教觀。西域三宗分別為小乘宗、相宗、性宗。東土七宗分別為律宗

                                                             
38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九，頁 41。 
39 其中《華嚴懺》《法華懺》《楞嚴懺》《蘭盆懺》之名，在有關續法的生平傳記中尚未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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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慈恩宗第二；□若宗第三；40第四宗因缺頁不得而知；第五宗名稱因缺頁未

見，但根據第二十五頁~三十四頁所示有關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

眼宗的介紹來看，第五宗當為禪宗；密宗第六；第七宗因缺頁不得而知。 

(一) 小乘宗教觀綱目。法藏在《探玄記》卷一「明立教差別」中除敘古來諸

德十家立教以外，還曾述西域判教：「真諦三輪，笈多四教，波頗五說，竝如別

說。又，法藏於文明元年中，幸遇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唐言日照，於京西

太原寺翻譯經論，余親于時乃問：西域諸德，於一代聖教頗有分判權實以不？三

藏說云：近代天竺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論師，一名戒賢，二稱智光……以所承

宗別，立教不同。謂戒賢即遠承彌勒無著，近踵護法難陀，依《深密》等經《瑜

伽》等論立三種教……第二智光論師，遠承文殊龍樹，近稟提婆清辯。依《般若》

等經《中觀》等論亦立三教。……」41是說西域判教有兩大家，一為戒賢之三時教，

一為智光之三時教。澄觀在《華嚴經疏》「藏教所攝」中採用了法藏的這一記載，

亦列舉了西域判教兩家：「敘西域者，即今性相二宗，元出彼方，故名西域。謂

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一名戒賢，二名智光。戒賢遠承彌勒無著，近踵護法難

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立三種教，以法相大乘而為了義。……二智

光論師，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辯，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亦立三

時教，以明無相大乘為真了義。」42宗密在《圓覺經大疏》卷一「權實對辯」中列

三種教時，亦將西域戒賢、智光兩種三教判列在其中。但均未見其列西域小乘宗

判教，續法在這裡專列了西域小乘宗之教觀綱目。謂：「西域小乘，上座大□葉等，

大眾婆尸迦等二十部師，依四《阿含》經教，修四諦十二因緣觀道，以因緣宗而

為了義。」43四經教為《增一阿含》、《中阿含》、《雜阿含》、《長阿含》。接

下來，續法主要參照了《天台四教儀》有關藏教的解說。「觀道二者：一聲聞乘

人修四諦觀……二緣覺乘人修十二因緣觀。」44聲聞乘人修四諦觀時，可令其厭苦、

斷集、證滅、修道；緣覺乘人可通過生起觀和滅盡觀修十二因緣。特別是有關緣

覺乘人修十二因緣觀的內容，續法的記載大同《四教儀》中的相關內容。謂「一

生起觀，謂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二滅盡觀，謂無名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

老死滅。」45亦即逆順觀十二因緣。之後，續法明四諦、十二因緣之開合，謂：「然

此因緣，與前四諦開合異耳。謂無明、行、愛、取、有五支，合為集諦，馀識等

七支開為苦諦，觀因緣智即為道諦，十二支滅即為滅諦。」46關於因緣宗的解釋，

                                                             
40 當為般若宗。 
41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111c7-112a3。 
42 《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510b23-510c12。 
43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 
44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2。 
45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2。 
46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2。《天臺四教儀》中有關藏教緣覺乘的記載中有：「與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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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法引用了《阿含》、《中論》〈染凈品〉、〈十二因緣品〉的內容，闡釋因緣

宗從因緣而生、離因緣而滅的主旨；又引用澄觀《華嚴經疏》中釋華嚴十宗判中

「法有我無宗」因主張無我而異於外道的語言，釋因緣宗執法有，觀我空的主旨。

此小乘因緣宗所主張的因緣生法是實有，唯明人空不說法空的主旨相對於凡夫外

道為了義。由此可見，續法在前文曾記載西域小乘宗包括小乘二十部，但其在解

說小乘因緣宗所詮理趣或言所持教義時，其解說未能全部涵蓋小乘二十部的主旨。

如法藏在《五教章》十宗判中記，前六宗皆屬小乘，47但續法在這裡的解說似僅涉

及法有我無宗一宗。 

(二) 西域相宗、性宗教觀綱目。對西域相宗和性宗三時教的解說，續法實引

用了澄觀在《華嚴經疏》及《隨疏演義鈔》中對戒賢三時教和智光三時教的記載

和解說，又引法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中釋和會戒賢三時教和智光三時教的「攝

生寬狹」和「益物漸次」二門。對這兩門的引用，《佛祖傳》中雖記為「賢首云」，

但查其行文，實為澄觀《隨疏演義鈔》的內容。48之後，續法又記西域相宗的觀法

為：「觀門例知，義分為二。初義有二：一有觀，二空觀，三中觀。亦可一心境

俱有觀，二心境俱空觀，三境空心有觀。次義亦二：一遍計執空觀，二依他假有

觀，三圓成實有觀……亦可三法皆有性觀，一遍計執性觀，二依他起性觀，三圓

成實性觀。」49 性宗觀法為：「觀門義例時教可知，亦分為二。初門又二：一緣

生實有觀、似有即空觀、平等真空觀。二心境俱有觀、心有境空觀、心境俱空觀。

次門亦二：一遍計執有觀，二依他虛有觀，三圓成實空觀……亦可三法皆無性觀，

一遍計無性觀，二依他無性觀，三圓成無性觀。」50最後，續法還記載相宗還修人

無我觀和法無我觀，性宗還修人空觀、法空觀、俱空觀。 

(三) 律宗教觀綱目。該宗教觀分大小二乘。其中小乘以曇無德部、薩婆多部、

迦葉遺部、彌沙塞部、婆蹉富羅部五部律為教，（此五部律是別，摩訶僧祇部為

總，總別共有六部。）依拘留孫佛、迦葉佛、釋迦佛之頌得律宗小乘觀法：「開

                                                                                                                                                                                   
諦開合之異耳，雲何開合？謂無明、行、愛、取、有，此之五支合為集諦。餘七支，為苦諦也。既

名異義同，何故重說？為機宜不同故。緣覺之人，先觀集諦，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

死，此則生起。若滅觀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因觀十二因緣覺真諦理，故言緣覺。

言獨覺者，出無佛世獨宿孤峯，觀物變易自覺無生，故名獨覺。兩名不同，行位無別，此人斷三界

見思，與聲聞同，更侵習氣故居聲聞上。」詳見《天臺四教儀》，T46, no. 1931, p. 777a20-777b1。 
47 我法俱有宗為人天乘和犢子部等小乘所立，法有我無宗指說一切有部、雪山部、多聞部等部派，

法無去來宗為大眾部、雞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飲光部等所立，現通假

實部為說假部、《成實論》和其他經部之宗旨，俗妄真實宗為說出世部等所立，諸法但名宗為一說

部所立宗旨。詳見方立天《隋唐佛教》。窺基的八宗判亦大同此。 
48 澄觀在《華嚴經疏鈔》中對西域二宗判教的記載實源於法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中的記載，

但從行文上看，續法的記載當取自澄觀。 
49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6。 
50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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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觀：一止惡觀，理空也。二行善觀，事有也。三通持觀，止持作持，莫不融

通理事空有共相無礙中道第一心也。」51大乘以《梵網經》《地持經》《瓔珞經》

《高昌本》《新撰本》《制旨本》等六本律為教，（其中《梵網經》《地持經》

《瓔珞經》為根本律部，《高昌本》《新撰本》《制旨本》為枝末律部。）大乘

觀法為：「應作三觀：一止惡不生觀，二行善不滅觀，三一心嚴凈觀。亦可一名

無相觀，二名因緣觀，三名本源觀。」52最後，續法還羅列了大乘菩薩三聚凈戒。 

 (四) 慈恩宗教觀綱目。在這一部分，續

法概括了中土法相唯識宗的三時八宗教判說，

謂「唐慈恩寺窺基大師稟三藏元奘法師教

□□□□□」。53其中有關三時教的記載，續法主

要參照了元義臺寺通濟大師雲峰所作之《唯識

開蒙問答》卷一中有關有、空、中三教次第之

理以及「破之大義」的內容；而有關八宗的記

載，續法則主要參照了窺基《大乘百法明門論

解》卷一中的記載，謂前四宗唯局小乘，五六

二宗通大小乘，七八二宗唯局大乘。最後，續

法還列出了唯識宗的觀法，即遣虛存實、捨濫

留純、攝末歸本、隱劣顯勝、離相證性等五重

唯識觀。 

(五) □若宗教觀綱目。「約經名般若宗，約法名空宗，約人名彌天宗。□檀溪

寺彌天釋道安大師……」54此般若宗以道安為祖師，又屬「東土七宗」，則當指三

論宗。續法記載該宗依《般若經》立三時教：「初時小乘經，遍計執有故，中時

三乘經，依他似有故，后時大乘經，圓依實空故。……此一判釋，大同西域性空，

餘明如前。」55可見，續法認為該宗大同西域性宗宗旨。觀法如上頁圖示，因下缺

頁，尚不得見續法對該宗觀法的進一步解說。 

(六) 禪宗五家教觀綱目。56這一部分內容續法主要引用了《人天眼目》的相關

內容。1.溈仰宗。續法在這一部分列舉了《人天眼目》卷四中溈仰宗的「三種生」、

「圓相因起」、「暗機」的內容。2.臨濟宗。此處列舉了《人天眼目》中有關臨濟

                                                             
51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3。 
52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4。 
53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5。元奘即為玄奘。 
54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8。 
55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18。 
56 因缺頁，目前尚不知東土第五宗的確切名稱，但根據卷十第 25 頁－34 頁有關溈仰宗、臨濟宗、

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的介紹來看，第五宗當為禪宗。此處暫用「禪宗五家教觀綱目」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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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句」、「三玄三要」，以及《五燈會元》等書中有關「三下一噓」的記載。

3.曹洞宗。此處列舉了《人天眼目》卷三中有關曹洞宗曹山「五位君臣」、「五位

君臣圖頌並序」「五位功勛圖」、「洞山功勛五位頌」的記載。4.雲門宗。此處續

法列舉了《人天眼目》卷二中有關「三句」、「一字關」等相關內容。5.法眼宗。

此處列舉了《人天眼目》卷四中有關法眼宗「華嚴六相義」、「六相義頌」、「論

華嚴六相義」、「三界唯心頌」、「萬法唯識頌」等等。就續法對南宗禪五家的

介紹來看，主要引用《人天眼目》的內容對五家宗旨做了介紹，如溈仰宗的三種

生思想、臨濟宗的三玄三要、曹洞宗的五位君臣、雲門宗的雲門三句、法眼宗的

華嚴六相義，卻未見其前幾宗般介紹禪宗五家的教觀體系。或許在正文的溈仰宗

之前，續法曾總括禪宗以何為教，觀門有幾，但目前暫不得而知。 

(七) 密宗教觀綱目。續法在這一部分謂密宗以三時四乘為教，有、空、中道

為觀。其中三時教取唐不空所譯《千臂大教王經》、《金剛不空三昧經》中所記

載的三時教說。《千臂大教王經》中曾記載：「即於當世之時說三時之教，是故

第一時中說有教……第二時中如來說空教……第三時中如來演說不空不有祕密法

教。」57《金剛不空三昧經》中記載：「經云而為說法初中後善者。所說何法，諸

大菩薩般若理趣。初善者，一切如來身密，一切契印身威儀也。中善者，一切如

來語密，真言陀羅尼法王教勅不可違越也。後善者，本尊瑜伽，一切三摩地無量

智解脫也。」58遵此，續法記密宗三時教為有教、空教、不空不有教；又言初中后

善。謂初時有教轉小乘法輪，中時空教轉大乘法輪，后時中道教轉一乘法輪。四

乘分別為聲聞乘、緣覺乘、方廣大乘、最上金剛乘，此四乘取自《大乘金剛寶王

經》，其中金剛乘即指密教，因其根本經典為《大日經》及《金剛頂經》，故以

金剛乘自稱。而一行在《大日經疏》中則記為：「略說法有四種，謂三乘及秘密

乘。」59其中秘密乘即指密教。觀法有三，取《大悲空智經》中所記：「又此漏法

於大樂處總有三種，謂羅羅拏，辣娑摩，阿嚩底。羅羅拏者即勝慧自性，辣娑拏

者謂善方便，阿嚩底者是中說，離能取所取。」60依次記密宗觀法為：「勝慧自性

觀，理也。□□□巧方便觀，事也。后名中離二取觀，無礙中道也。」61此觀法以總

相明，則為實相觀有、真如觀空、法界觀中道，此總相觀若以別相開之，又可各

開三觀。續法在這裡所概括的密宗判教，初看其有、空、中三教，大同前所述「慈

恩宗教觀綱目」中所記雲峰《唯識開蒙問答》中有關有、空、中三教的記載，但

實則不同。如前所述慈恩宗的中道教：「故第三時雙破之云：彼所執者實我實法，

                                                             
57 《千臂大教王經》，T20, no. 1177A, p. 748a27-748b5。 
58 《金剛不空三昧經》，T19, no. 1003, p. 608b1-608b5。 
59 《大日經疏》，T39, no. 1796, p. 671b14-671b15。 
60 《大悲空智經》，T18, no. 0892, p. 588a8-588a10。 
61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十，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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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計是無，所不執者，依他圓成，有而不無，故離有空而歸中道。」62此一中道乃

是在一時破有、二時破空的基礎上達到的唯識中道，即明了萬法皆為心識所變，

非是實有，內識非是實無，離此有執和空執，即可達到萬法唯識的唯識中道境界，

唯此萬法唯識的唯識中道才是了義。而此處密宗三時教中的中道教，則指的是秘

密教法。 

由此可見，續法在〈諸家教觀篇〉中對西域三宗和東土七宗教觀的介紹，並

非全是分別列舉各宗在教觀上具有代表性的教觀學說，如智者大師、法藏、窺基、

澄觀等人在總結諸家判教時的做法，63而是嘗試用「依時判教」的統一標準來闡釋

這幾宗之判教。對西域性相二宗及東土唯識宗的教觀體系的總結，續法大同前人，

列舉了性相二宗的三時教判和東土唯識宗的三時八宗判。但對其餘宗派教觀體系

的總結，續法卻並未按照這個思路。如對律宗教觀的總結，續法并未取道宣的化

教三教（性空教、相空教、唯識圓教）和制教三宗（實法宗、假名宗、圓教宗）

判，以及性空觀、相空觀和唯識觀的南山三觀，而是列舉了大小乘律所宗經典和

觀法。再如般若宗的教觀，續法並未取道生的四輪判（善凈、方便、真實、無餘

法輪），或吉藏的二藏（大小二乘藏）三輪（根本、枝末、攝末歸本法輪）判，

而是依《般若經》并參照了西域性宗的判教說。除西域小乘宗、東土律宗外，續

法對西域性相二宗、東土慈恩宗、般若宗、密宗64等五宗判教說的總結，實有一個

共同点──「依時判教」，即以佛教說法的不同時期為分判的標準，且此五宗的

判教均為三時教判，但其內涵卻有所不同，見下表65： 

 初時（第一時） 中時（第二時） 後時（第三時） 

西域相宗 
說諸有為法皆從緣

生（四《阿含》） 

說諸法自性皆空 

（諸部《般若》） 

具 說 三 性 三 無 性

（《深密經》） 

西域性宗 
為 下 根 說 諦 緣 小

乘，明心境俱有 

為 中 根 說 法 相 三

乘，明境空心有 

為 上 根 說 無 相 大

乘，辯心境俱空 

東土慈恩宗 
談有：以法破我 

（四《阿含》） 

談空：以空破法 

（八部《般若》） 

談中道：雙 □□□ 66

（《深密經》） 

東土般若宗 小乘經遍計執有故 
三乘經依他似有故

（三乘同稟） 

大乘經圓依實空故

（不共二乘） 

                                                             
62 《唯識開蒙問答》，X55, no. 0888, p. 342b22-342b24。 
63 諸家判教說或側重於釋迦說法的時間前後，或側重於說法的形式，或側重於說法內容的深淺高

下，或側重於說法對象的根機。 
64 東土七宗中第四宗因缺頁未知，第六禪宗五家前內容缺頁未知，第七宗因缺頁未知。 
65 該表內容依據續法在《佛祖傳》中的相應內容整理。 
66 缺，或為「雙破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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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土密宗 

轉小乘法輪，就境明

實有依他（《提胃》、

《阿含》、《緣生》） 

轉大乘法輪，約心說

盡空遍計（《方廣》、

《深密》、《般若》） 

轉一乘法輪，據性顯

中歸圓成（《妙智》、

《法華》、《涅槃》） 

由表可見，雖然五宗皆為三時判教，但因各宗所依經典和所宗旨趣的不同，

其說法時及不同說法時期所說經典的判分是有出入的。另因中間多有缺頁和文字

缺損，目前尚不能得見續法對東土七宗教觀總結的全貌。但其嘗試在各宗所依經

典中尋找「依時判教」的根據，67並借此「依時判教」試圖統一諸宗判教標準的努

力還是得以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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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如西域相宗主要依《解深密經》等經，《瑜伽》等論，西域性宗主要依《般若》等經，《中觀》

等論，東土慈恩宗主要依《解深密經》、《瑜伽論》等，此三宗之所依經典及三時判在法藏、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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