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学术界对禅宗 “东山法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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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介绍并评析有关禅宗及 “东山法脉”研究的英文学术论著。

首先概述近来禅宗研究的趋势；然后，重点评述 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ｐｐｅｌｌ、Ｊｏｈｎ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与 Ｊｏｈｎ

ＭｃＲａｅ对于流行的所谓禅宗法脉及东山法脉疑问及研究，以及相关研究议题的异同之

处；之后再以英语学界近来对中国佛教 “ｌｉｎｅａｇｅ”（世系、师承、法脉、宗派）观念的

研究为背景，对于东山法脉的特色与历史定位略作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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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东山法系 （即法脉）为题的研究并不多，或者更确切地说，英语学术界

倾向于把 “东山法门”视同于后来中国佛教研究所指称的 “北宗”，而这个北宗禅相对

受到比较多学者的关注。①有一派重要的西方禅学家 （如ＪｏｈｎＭｃＲａｅ及 ＢｅｒｎａｒｄＦａｕｒｅ等

学者）认为，现存被归为四祖与五祖所撰的著作，大半出于更晚数十年的北宗门徒之

手。此外，许多学者主张，早期的禅宗宗派，乃至于 “法脉”此一概念，通常是出于

宗教团体 “溯源”的再造，藉以巩固内部团结及适应外在的主流社会趋势。

但我要先申明一点：我不是禅宗研究的专家，更不是唐代禅宗研究的专家。本文主

要是评介前人的研究成果，出于我本人的新意并不多。我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做到 “述

而不作”，并且在 “述”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地传达。不过，文中有些关于

当代中国禅宗的反思，则是出于我自己的看法。

一、禅宗研究近况及趋势概览

当代的西方佛学研究，乃以禅学研究为大宗，且对禅宗的研究，显然远比对净土

·０５３·

① 在现存史料中，神秀最早使用了 “东山法门”一词，来命名他从道信与弘忍所继承的禅法

（ＭｃＲａｅ２００３，３３—３４，４７）。然收入 《大正藏》的早期敦煌版的 《坛经》（Ｔ２００７）却连 “东山”两

个字都未出现。不过，辑于元代的 《坛经》流通版则有三处提到 “东山”：一处在德异法师

（１２３１—？）的序文 （“开东山法门”），另两处则在经文之中：“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及

“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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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天台宗等其他东亚佛教宗派的研究还多。早期的的西方学者之所以对禅有所向往，

一部份是缘于如铃木大拙 （１８７０
?

１９６６）之流的日本僧人或学者对禅的推广，其中有
些人本身也学习坐禅。西方学术界的禅学研究原本是跟着如柳田圣山等日本学者的研究

轨迹走的，甚至可以说是源自日本的禅学研究。之后，这些早期的西方禅学研究学者进

入各大学任教，并且指导很多研究生撰写有关禅宗的博士论文。因此，近年陆续不断地

有资深或新进的学者，出版有关禅宗的学术著作。

不过，如前面所说的，有关道信 （５８０
?

６５１）、弘忍 （６０１
?

６７４）或惠能 （６３８

?

７１３）（即当前禅宗正统所谓的四祖、五祖与六祖）的近期研究数量很少。现在学界
的焦点已经很明显地从唐朝的禅宗转向宋朝的禅宗，从哲学义理的研究转向历史的研

究。这是由于学者日益相信，就禅宗特有的制度、教义与修行法门的创造而言，宋朝远

比唐朝更重要。此外，学者们还认为，有关唐代与唐代之前的禅宗史料，数量稀少又难

以尽信，无法藉以做扎实的历史研究，反之，宋代的史料则丰富得多。①

不过，近期还是有两本有关唐代洪州宗的著作出版，与上述的趋势反其道而行：一

是ＭａｒｉｏＰｏｃｅｓｋｉ的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ｉｎｄａｓｔｈｅＷａｙ：Ｔｈｅ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２００７），一是ＪｉｎｈｕａＪｉａ的Ｔｈｅ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ＩｎＥｉｇ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即便如此，这两位作者也意识到现存的史料不足
以厘清洪州禅的全部样貌，更别说要论更早的禅宗发展脉络了；事实上，这两本书对于

更早期的东山法脉，同样也着墨甚少。另一个例外就是，由于１９００年敦煌文献的出土
提供了较丰富的北宗史料，许多早期的研究皆把焦点放在唐朝的北宗，而此一研究传统

仍然维持至今。例如ＷｅｎｄｙＡｄａｍｅｋ最近发表的ＴｈｅＭｙｓ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ｎＥａｒ
ｌｙＣｈ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２００７），就是以描述历史短暂的保唐系的 《历代法宝记》

为主题。

有几本论著确实直接地探讨了被归属为东山法门的著作，虽然这部份的研究，大多

是在１９８０年代所做的。例如ＤａｖｉｄＷ．Ｃｈａｐｐｅｌｌ的 “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Ｃｈ’ａｎ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Ｔａｏ－ｈｓｉｎ（５８０

?

６５１）”（１９８３）；ＪｏｈｎＭｃＲａｅ的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ｈ’ａｎ（１９８６）和 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Ｚｅ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２００３）；以及 ＢｅｒｎａｒｄＦａｕｒｅ’ｓＴｈｅＷｉｌｌｔｏ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１９９７）。②有关惠能及其后来被纳入的
宗派，Ｊｏｈｎ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亦有重要著述，分别是 “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ＬｉｎｅａｇｅｏｆＣｈ’ａｎＢｕｄ
ｄｈｉｓｍ：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Ｃｈ’ａｎ’ｓ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Ｌｅｇｉｔｉｍａ

·１５３·

①

②

有关宋代佛教的相对重要性，请参看如Ｆｏｕｌｋ１９８７、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Ｇｅｔｚ１９９９及Ｓｃｈｌüｔｔｅｒ２００８等
著作。

Ｆａｕｒｅ的Ｗｉｌｌｔｏ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在网上有中文翻译，名为 《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

（蒋海怒译）。Ｆａｕｒｅ的那本英文著作来自其１９８４年的法文的博士论文。就某些部分而言，ＭｃＲａｅ
２００３即是ＭｃＲａｅ１９８６的通俗版。ＭｃＲａｅ２００３的第一章同样在网上有中文翻译：《审视传承──陈述
禅宗的另一种方式》（关则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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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９８７）这篇论文，以及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Ｈｕｉ－ｎｅ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ｔｈ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ａｎ（２００５）这本书。此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其出版的 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ｓ：Ｑｉｓｏｎｇ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２０１０）一书前两章中，亦针对中国宗教的 “宗派／法脉”观念的发展的最新研究，做
了实用的综合探讨。

二、关于 “东山法脉”传承的质疑性研究———以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与 ＭｃＲａｅ的研究为焦点　　　　　

　　以下，我将摘要叙述这些有关 “宗派”研究的重点，并以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及 ＭｃＲａｅ的研
究为焦点。

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ｐｐｅｌｌ（１９８３）认为，现存最早的中国禅师著作是道信法师的 《入道安心要

方便法门》，收录在 《楞伽师资记》（Ｔ２８３７）的敦煌写本中。Ｃｈａｐｐｅｌｌ姑且把菩提达摩
与慧可视为历史人物，并且认为透过 《二入四行论》我们也可得知菩提达摩的教法。

但是基于推算一些著作的年代以及 《续高僧传》的内容，Ｃｈａｐｐｅｌｌ还认为，所谓三祖僧
璨与其撰写的 《信心铭》，以及与道信的关系都非常可疑。并且，根据史料及其他学

者，如关口真大与印顺法师的研究，并对天台宗的著作与传统被认为道信的著作的内容

分析，Ｃｈａｐｐｅｌｌ主张：“不太有理由认为道信与菩提达摩的关联比道信从天台宗所接受
的传承更紧密。《入道法门》① 连提菩提达摩及其师承都不提”（１９８３，９１）。例如，道
宣法师的 《续高僧传》的道信传，根本也不提及僧璨这个人物。还有，Ｃｈａｐｐｅｌｌ和其他
学者指出，道信的著作与天台宗相关初学者的禅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如此，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还是假设有一种从菩提达摩到道信的 “次要影响”的线路，或者是 “共同主题

的发展。”他还认为，同样主张方便法门的菩提达摩与道信，跟批评方便法门的 《坛

经》之间有更大的落差。总之，Ｃｈａｐｐｅｌｌ把道信视为有历史根据的最早的禅宗祖师，并
且认为我们可以从道信学自天台宗的 《入道法门》了解他的教法，而菩提达摩的楞伽

宗的影响反而只是次要的。

ＪｏｈｎＭｃＲａｅ（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同样质疑菩提达摩的楞伽宗与道信和弘忍早期的禅之间
的师承关系，也同样主张 《二入四行论》与弘忍的东山法门有些教理与修行上的 “共

同主题”。例如，ＭｃＲａｅ举例比较说：

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 …… 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

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Ｔ
２０６０：５０．５５１ｂ２７

N

２９）

·２５３·
① 即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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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忍的 《修心要论》要更接近些，如 《修心要论》的一段显示：

“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所

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一切众生清静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

见重云所覆。但能显然守心，妄念不生，涅盘法日自然显现。（ＭｃＲａｅ１９８６，附录

之一页、二页；还参考ＭｃＲａｅ２００３，３８
N

３９）

不过与Ｃｈａｐｐｅｌｌ不同，ＭｃＲａｅ怀疑我们目前所有关于菩提达摩生平的任何细节的史

实性，并且指出多种版本的菩提达摩传，往往是他本人过世几百年后才出现的，并且互

相矛盾。他甚至臆测在中国早期的楞伽宗的主要领袖是慧可，而不是菩提达摩。ＭｃＲａｅ

也怀疑道信 （５８０
?

６５１）的 《入道法门》的史实性，并且指出它是７１０
?

７２０年间才

出现的。那已经是比他所推断弘忍 （６０１
?

７４）的 《修心要论》出现的 ６８０年代末

（他推断可能是法如 （６３８— ６８９）过世后不久）还晚几十年，大概是弘忍过世后十几

年后。就像Ｃｈａｐｐｅｌｌ等学者怀疑出现在僧璨过世百年多的 《信心铭》，并不代表僧璨所

教的法门。ＭｃＲａｅ还认为，道信的 《入道法门》也包含很多后世门人认为道信 “应该

会如此教导”的 “回溯”想象。尽管如此，ＭｃＲａｅ还是接受 《入道法门》中包含着部

分道信所教内容的可能性，不过主要的内容还是由弘忍的弟子在入京后 （７００年后）撰

写的，就是后来所谓 “北宗”；这点可以从内容上 （《入道法门》不像弘忍所教的前

身）与年代上 （在所谓作者已经过世半个世纪多才出现的）看得出来。①

最后，ＭｃＲａｅ跟着柳田等学者，对 《坛经》所描述的事件的史实性表示高度的怀

疑。例如他写道：“读者可能想知道，例如，有没有任何可能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在

这点上我们可以很确定：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而这个叙述该被视为一个精彩且含宗教

意义的虚构故事”（２００３，６７）。为了支持这种说法，他提出了一些理由以论证 《坛经》

的内容缺乏史实性：神秀 （６０６？
?

７０６）与惠能根本没有同时住在弘忍的寺院；禅宗

祖师的代代单传的观念当时还没出现；以及神会的著作根本不曾提及 《坛经》的故事

或诗句等。ＭｃＲａｅ认为，此著作是约７８０年编写的，也就是比它描述的时间晚一个世纪

以上之多。并且他认为大概是牛头宗的门人为了缓和神会及其 “南宗”对他们所谓

“北宗”的攻击所造成的敌意而编撰的。为了折衷，牛头宗制造了一个包含神会的许多

想法但却排除了神会本人 （ＭｃＲａｅ２００３，５６
?

６９）。

我们已经看过，Ｃｈａｐｐｅｌｌ认为或意指菩提达摩和道信各自是楞伽与禅运动的创始

人，以及传统上认为他门的著作基本上准确地展现他们曾教过的法门。相形之下，

·３５３·

① 注意道信的 《入道法门》所被容纳的 《楞伽师资记》列出八代祖师，而且后代的名单是跟

着北宗的传统，并且不假设后两代的代代单传的师承。这八代的祖师列为：（１）求那跋陀罗，（２）
菩提达磨，（３）慧可，（４）僧粲，（５）道信，（６）弘忍，（７）神秀、玄赜、老安，（８）普寂、敬
贤、义福、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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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Ｒａｅ认为在中国的楞伽宗的重心可能在于慧可，并且弘忍的著作的史实性比道信的著

作要可靠得多。假如我们想要了解所谓 “东山法脉”以及把它认定为道信、弘忍及惠

能所构成，由以上的研究成果的意旨看，有关弘忍的法门，资料似乎更可靠，而道信与

惠能的所谓法门大体上是后来构造的。

三、关于 “东山法脉”宗派主张与其他宗派的比较研究

现在我们要检视英文研究对于中国佛教宗派的学说主张的比较研究，而且把重点放

在 “东山法脉”与其他宗派的观念的比较。以下我写的内容主要是引述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的新书 （２０１０）。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研究说明，无论是南亚佛教还是宋朝以前的中国佛教都曾有好多种有关宗

派与传承的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ＪｉａｎｇＷｕ（２００８）有关十七

世纪的佛教与 ＨｏｌｍｅｓＷｅｌｃｈ（１９６３、１９６７）有关二十世纪的佛教，皆有讨论诸多种类的

传法与宗派组成过程。很显然的是 “宗派”的观念很多，而且不管在过去或现在，一直

在变化当中。不过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宗派与权威有关联。也就是说宗派的成员获得权

威或是将来可能的权威 （例如，约定到了某某年纪之后生效）。在中国这可包含以下的

权威：（１）弘法、（２）成为十方丛林的方丈及 （３）传承法脉的权力。

在一些早期的印度传记，释迦牟尼本身也称得上某种 “宗派”或 “师承”的成员，

就是七佛其中的第七佛。不过，身为佛的他还需要靠自己重新发现佛法。① 早期的经典

描写佛陀为刻意拒绝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甚至不赞成有继承人这种想法。因为他涅?后

僧伽要以佛法与戒律为指导。不过，在斯里兰卡出现了对经论具有诠释权威的大师的名

单。例如约公元一世纪有律学专家的权威名单 （所谓六位 ｖｉｎａｙａｐａｍｏｋｋｈａ，“律学泰

斗”）以及毗昙专家的名单 （所谓二十位 ａｂｈｉｄｈａｍｍａｃａｒｉｙａ， “毗昙师”）。而且，在南

亚，由未曾中断师承的戒师执行僧人的受戒，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如今这种要求仍然是

藏传与南传佛教的比丘尼僧团能成功建立的障碍。跟中国的发展更有关连的是公元二世

纪西北印度梵文文本中的五位 ｄｈａｒｍａｃａｒｉｙａ（即 “法师”）的传统。就如后来与禅宗的

说法类似，这五位法师的首位是摩诃迦叶。并且这些法师不仅仅传达如何正确地了解特

定的经论；他们似乎自己本身就是佛法的体现。

在中国从公元三百年左右，记载有历代权威大师的名单的传记，开始出现在中译或

编辑的印度文献中。这些文本包括提及从佛陀到阿育王帝师优婆
M

多的师承的 《阿育

王传》（Ｔ２０４２），提及九位尊者的 《达摩多罗禅经》（Ｔ６１８）及提及从前述的五位 “法

·４５３·

① 以下的总结主要来自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０的第一章。根据中国佛教唐朝高僧的了解，有关释迦牟尼
佛与古佛的 “世系”，从他所继承的各种古佛的文物 （特别是法衣）的角度来分析，请看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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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始的二十四位梵僧的名单的 《付法藏因缘传》（Ｔ２０５８）。①至少两本律本列出自
己的师承，而这些师承都追朔到佛陀。后来吉藏法师制定了有关三论宗的构思，而灌顶

法师为了天台宗也做了同样的功夫。这两位僧侣似乎关心建立自己门派的法门与传统，

以及巩固继承权或帝王给已故前门人财产的赐予。为了加强天台宗的构造，灌顶还论及

宗门前世的身份 （即智靑法师曾出现过在佛陀在灵山的法会）即通过文本所传达的修

行法门 （即慧文法师看过了 《大智度论》之后而发展其修行方法，所以该文的假定作

者龙树被视为其嗣法人）。

现存的最早的禅宗师承名单出现在法如法师６８９年的墓志铭上。这是首次追朔到菩
提达摩的已知师承关系，也是首次提及所谓 “没有文字”的师承 （该墓志铭声称：“天

竺相承本无文字”）。墓志铭记载，菩提达摩继承了师承，然后经过了慧可、僧璨、道

信、弘忍及最后法如。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内出现了其他竞争者的师承主张。例如神秀

的７０９年的墓志铭含有类似的名单但把神秀本人放在第六位；《传法宝记》（约７１４年）
把神秀与法如两位都列在第六位；《楞伽师资记》（约７１６年）列三位继承人在相当的
第七位 （参看第５注脚）。

后来在７３２年神会批评普寂所设立的 “七祖堂”，因为在该堂中，神秀与法如都

摆列为第六代。神会辩称说，真正的第六祖师是惠能，并且每一代只能有一位祖师作

为继承人。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１９８７、２００５）的研究则引申地说明，神会的宗派观是从理想的
七世列祖的皇室宗庙拟制来的。每位祖师就像皇帝或转轮王，一个时期只能出现一

位。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认为神会在八世纪中叶渐渐地崭露头角，一方面是他对应了精英阶级的
喜好以及与有关朝廷仪礼争论的主流派 （所谓 “南学”，此名与后来的 “南宗”当然有

共鸣）缔结了关系。他出名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在安史之乱期间的劝募活动。过了

一段时间，由于神会的成功与 《坛经》的影响，惠能就由所有存留下来的禅宗宗派被

接受为唯一的六祖。因此中国禅宗的各个支派被趋同化了：从菩提达摩到惠能的代代单

传的六位祖师，及惠能之后的多传多派成了公认的史实。这种基本模型在后来的文本如

《宝林传》（８０１）、《祖堂集》（９５２）及 《景德传登录》（１００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宗
密 （７８０

?

８４１）溯源性地解释为什么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禅宗派，即一代一祖的单传宗
派，及一代多祖的普传宗派。虽然宗密首先支持神会的立场，认为每代应只有一位祖

师，后来他写道：

从第七代后不局一人，法宗既立，普令沾洽。初且局者，顺世规矩。世谛之法

多止于七，经教亦然。如此方七代先亡，或令持念一七二七乃至多七。（《圆觉经

略疏钞》，Ｘ２４８：９．８６３ａ）

·５５３·
① 有关优婆

M

多的传记，参看Ｓｔｒｏｎｇ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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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所说明，把祖先组成七人为单位似乎来自 《礼记》之 《王制》：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礼记·王制 ２６）

因此很可能禅宗建造过程的核心模式是基于帝王与儒家的沿例与影响。

在后来的禅宗，自惠能以后的几个师承都是被公认的。虽然后来的传记中有时候有

的师承被称为 “主脉”，而有的被称为 “支脉”，但在其他著作都被视为正统的流派。

宗密本人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意指这两种看法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０，７９
?

８０）。值得注意的
是，禅宗只建立了六位单传的祖师而不是七位。后来的禅宗祖师被视为宗派的成员与传

承人，而不为某代的唯一祖师。可见禅宗所建立代表全宗权威的祖师，只是溯源性的想

象，为了早已作古的前六代祖师。

后来的史料显示对于宗派与传承的各种各样的理解。①例如，传法或传法的证明未

必 “无文字”。到了宋朝，宗门习惯用所谓 “嗣书、法嗣书、嗣法书”等文献—基本上

就是列出师承的卷子—来证明自己得了法。民国时期，有些还颂扬得法人的美德的

“法卷”，也扮演着同样的功能 （Ｓｃｈｌüｔｔｅｒ２００８，６２
?

６５；Ｗｅｌｃｈ１９６３）。还有，传法不
见得为亲身面对面的过程。Ｗｕ（２００８，１０，２０１）的研究说明，通过明末清初的 “代

付”或 “遥嗣”的传法方式，一个人可以代替别人 （甚至是已过世的人）传法，也可

以声称由于看了别人 （包括已过世的人）的著作而获得了那个人的法。Ｗｅｌｃｈ（１９６３，
１２７

?

２８）提及民国时期的相似个案，例如一位和尚，代替了一位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
的临济宗接法人的方丈，把它的法传给六位和尚。Ｗｅｌｃｈ还陈述很多其他传法的制度，
其中有五位左右的长老把他们共同与某寺院有关系的法，集体传给五位左右的夏腊较轻

的和尚。另外一种禅宗的 “宗派”一直与梯度 （而不是跟传法）有关联。并且至少从

宋代至今，经常的与其说传法是有关证明某人开了悟或授权某人弘法，不如说传法等于

是颁给受者担任方丈的权利与责任。

在今日的汉传佛教，“宗派”的观念仍在持续变化吗？状况是如何呢？传法与

接法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跟方丈这个角色又有什么程度的关联？现在的出家人是

否觉得，自己应该弘扬与安住道场相应的法门？例如，栖霞山的出家人应该弘扬三

论宗，天台山的僧人应该弘扬天台宗，而四祖寺就该弘扬东山法门？如果是这样，

其中的缘由是什么？这是否相当于另类的 “遥嗣”，但不是跟文本相关，而是跟道

场连结的？话说回来，Ｗｅｌｃｈ曾举过一个例子 （１９６３，１２８）：有位和尚代传临济
某派的法，只因为那是他住持的寺院以往弘传的法门。这是关切道场法门延续的一

个较早的例证。

·６５３·
① 从这儿以后我的总结来自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０以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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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概括看，近年来英文学术界相关东山法脉的学术成果，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主要

关注点：第一，“东山”这个词在历史上是神秀率先使用的，并且与道信、弘忍及神秀

所领导的北宗有关系，而不是跟惠能的法门有关。不过，《坛经》的后期版本表示惠能

“开东山法门”，因而加强了弘忍与惠能一脉相传的关联。第二，传统被认为是四祖的

法门，虽然与一般认为的菩提达摩教法有一些连续性，但还是跟天台宗的法门与行门更

有关连。第三，三祖、四祖及五祖的教法，是由后来的北宗门人从弘忍开始，逐一倒溯

汇编的。所以，比起传统上被认为是道信或僧璨的法门，所谓弘忍的教法大致上是更接

近本人真实的教法。第四，无论那一版的 《坛经》，其所描述有关惠能的细节都是令人

质疑的。《坛经》本身大概是公元７８０年前后，为了调和北宗与南宗之间的冲突，而由
牛头宗编撰的。第五，禅宗初祖至六祖的传承谱系，是后世仿效皇室传承的模式而反推

编造的，故如皇族世系一般也是一脉单传，并且还传有 “圣物”（即达摩的法衣，即相

当于皇室的传国玺等）。不过因为各个支派无法在七祖的人选上达成共识，所以这个类

似 “开宗皇室”的禅宗谱系，终究无法达到如宗密与 《礼记》所主张的 “七祖”的理

想。由此可知，涵盖道信、弘忍及惠能的所谓 “东山法脉”，实则是一个由后世建构且

尚未完成的 “皇族世袭式”的禅宗谱系的下半部。

后注：作者在此要特别感谢周齐教授、常智法师及邓伟仁教授在翻译与润搞上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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