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祖惠能

專輯

六祖惠能夙慧早成，但其人生經歷，並不順遂，而是充滿了許多考驗與挑戰。

重讀大師一生，在環顧自身現狀的當下，只是全然的接受與明白—

修行，正是在人間不離人間的歷練過程。

【六祖惠能】專輯

本來
無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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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大師年表
編輯組整理 插圖 蔡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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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少
年
貧
苦

鬻
薪
供
母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3歲）

喪父，隨母移居南海。

母親以賣柴、織布維生。

家貧又無恆產，

惠能稍長，

便賣柴以供家計。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華嚴宗初祖杜順寂（年84）。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善導造《彌陀經》，畫淨土變
相壁畫於寺。
書法家歐陽詢卒。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法融建禪室於金陵牛頭山。
華嚴宗三祖法藏生。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玄奘由印度攜經返抵長安。
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
卷。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

太宗駕崩。
子高宗李治嗣位。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禪宗四祖道信寂。
神秀弟子普寂生。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禪宗五祖弘忍開始在黃梅弘
法。
牛頭宗初祖法融在南京建初
寺講《大品般若經》。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並更
換儲君。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

神秀來禮五祖弘忍。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牛頭宗初祖法融寂（年64）。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1歲）

惠能於嶺南新州出生。

俗姓盧，其父行 ，母親李氏。

原籍范陽（今北京城西南）。

父於高祖武德年間貶官

至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

惠能出生時，有二僧來訪，

對能父言：

「夜來生兒，專為安名，

可上惠下能。⋯⋯

惠者，以法惠施眾生；能者，能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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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初
聞
佛
法

辭
親
參
法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22歲）

一日，

惠能送柴至旅店，

有一人在誦讀

《金剛經》，

惠能聞至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時，心明便悟。

得知客從蘄州黃梅縣

東山禪寺五祖弘忍處來，

惠能覺「宿業有緣，便即辭親。」

客人取銀十兩

給惠能安排老母生活，

之後，便動身前往黃梅。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

於岐州法門寺建造與帝等身
之阿育王像並修塔。　　　　　

◎唐高宗顯慶五年（660）

高宗遣使詔五祖弘忍入京，
忍固辭不赴。
法如來禮五祖弘忍。
神秀弟子景賢生。
帝詔沙門靜泰、道士李榮辯
《老子化胡經》之真偽。

高宗下詔迎法門寺佛骨至東
都，入內供養。
八月，佛道二教論爭於洛陽
宮內。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王玄策等奉持佛頂骨歸國。
彥悰撰《大唐京寺錄傳》。
帝敕令修理五臺山寺塔。
新羅僧義湘入唐，從智儼學
法。後為新羅華嚴宗初祖。

◎唐高宗龍朔二年（662）

敕令僧尼、道士禮拜君親，
道宣、彥悰上書抗議。
佛道二教論爭於長安蓬萊
宮。
唐高宗詔慈恩寺沙門靈辨入
宮講《淨名經》。
唐高宗令中使送並州二寺大
象袈裟，將五台縣畫師等十
餘人同往，並繪山寺諸圖。
淨土宗善導和尚入京化人，
說法光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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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參
學
經
歷

高宗顯慶四∼五年（659∼660）（22∼23歲）

惠能先至韶州曹溪，與村人劉志略

義結金蘭。

劉志略有姑出家為尼，

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

惠能白天勞動，

晚上便聽無盡藏尼念經，

並為之講解。

鄉人皆歎其神悟，

後被迎至寶林寺。

高宗顯慶四∼五年（659∼660）（22∼23歲）

惠能亦從智遠禪師學禪，

因聽惠紀禪師誦《投陀經》

而感悟空坐無用，

便在惠紀指點下前往東山

禮拜五祖弘忍。

弘忍大師（602－675）

弘忍為我國禪宗第五祖。蘄州（湖北蘄春）黃梅人，俗姓

周。七歲，從四祖道信出家於蘄州黃梅雙峰山，年十三，

正式剃度為僧。在道信門下，日間從事勞動，夜間靜坐習

禪。道信常以禪宗頓漸宗旨考驗他，他觸事解悟，盡得道

信的禪法。永徽三年，道信付法傳衣，遂得其心傳。同年

九月，道信圓寂，由他繼承法席，世稱「五祖黃梅」，或

僅稱「黃梅」。

因為四方來學的人日多，便在雙峰山的東面馮茂山另建道

場，名東山禪寺，時稱他的禪學為「東山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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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黃
梅
禮
祖

懷
石
踏
碓

高宗龍朔元年（661）（24歲）

惠能往黃梅禮弘忍，

二人展開一場「佛性無南北」

饒富禪趣的對答。

弘忍對惠能深以為法器。

◎唐高宗龍朔三年（663）

中天竺沙門那提（福生）譯
有《八曼荼羅經》，密教理論
較系統地得以介紹。譯完數
經後，再赴南海真臘國。　
百濟滅亡。
唐破日本軍隊於白江口。
（此為中日第一次戰爭）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

玄奘寂（年63、一說年65）。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

牛頭宗五祖智威出家。
道宣撰《釋迦氏譜》。
唐僧會寧由海路前往印度。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

王玄策等人著《西域志》六
十卷、《畫圖》四十卷。　
唐高宗受道士煽動，傾向道
教，封泰山，尊老子為「玄
元皇帝」，並限制佛教度僧。
唐僧智由攜指南車到日本。

高宗龍朔元年（661）（24歲）

惠能在弘忍門下隨眾作務，

劈柴踏碓八月有餘。

惠能自覺身輕，便在腰上綁大石，

增加踏碓時的重量，

腰與腳因此而受傷。

弘忍問起時，

惠能答：「不見有身，誰言之痛？」

唐遣李勣攻高句麗。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

南山律宗初祖道宣寂 （年

72）。曾著有《廣弘明集》、
《續高僧傳》等，於佛教多所
貢獻。　
日本沙門定慧來長安，入慧
日道場從神泰學。　
新羅僧人順璟入唐，學唯識
之義。



香光莊嚴【第九十四期】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11

六祖惠能

專輯

唐高宗龍朔二年（662）（25歲）

弘忍要弟子們作偈。

若悟大意者，將付衣法，

稟為六祖。

神秀得一偈題壁：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五祖告神秀：

「只到門前，尚未得入。」

作
偈
呈
心

神秀禪師（606－706）

神秀，俗姓李，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少

年時就博覽經史，熟讀詩書，出家後又精通佛教三

藏，是一個博學多聞、勤奮刻苦之人。唐高祖武德

八年（625），在洛陽天宮寺受具足戒。

五十歲時，到黃梅來禮拜弘忍，深得弘忍的器重，

曾親口讚美他說：「東山之法，盡在秀矣！」

弘忍將衣缽傳給惠能之後，神秀離開東山禪寺，

「後隨遷謫，潛為白衣」，「又在荊州天居寺十餘

年」，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8）在當陽山（今

湖北當陽縣）玉泉寺傳法，歸之者甚眾。

周則天久視元年（700），武則天詔神秀進京供養，

則天親迎跪禮。至中宗時，更加寵重，神秀被推為

「兩京法主，三帝門師」。

數日後，

惠能亦作偈：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弘忍知惠能已悟佛法，

但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

曰：「此偈亦未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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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付
法
授
衣

◎唐高宗總章元年（668）

沙門道世撰成《法苑珠林》
一百篇，又著《善惡業報信
福論》及《諸經要集》等十
部。
華嚴宗二祖智儼寂（年67）。
法明奏聞《化胡經》屬偽
經，帝下令搜聚全國之《化
胡經》。
李勣滅高句麗，置安東都護
府於平壤。

◎唐高宗總章二年（669）

新羅僧信惠任政官大書省，
為沙門拜官之始。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

玄賾禮五祖弘忍。
吐蕃大舉攻中國，連陷西域
十八州，唐遣薛仁貴、郭待
封統軍攻之，大敗而還。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

義淨等由廣州前往印度 。

◎唐高宗咸亨三年（672）

敕於洛陽龍門山雕刻八五尺
之石龕盧舍那佛像。
善導任檢校。
懷仁集王羲之書跡而成《聖
教序》，刻于長安弘福寺。
天台宗師左溪玄朗生。

◎唐高宗咸亨四年（673）

閻立本卒。曾為佛寺繪《孔
雀明王像》、《維摩像》、
《觀音感應像》等。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24歲）

弘忍於當晚三更時

喚惠能入堂，

為之講《金剛經》，

當解釋到：「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時，

惠能言下大悟：

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五祖確定惠能

已徹悟本性，

便將頓教禪法與袈裟

傳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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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24歲）

是夜，弘忍親自送惠能到九江驛搭船南下。

臨走前，又為惠能唸了一首短偈：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九
江
驛
送
別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

李治稱天皇，武則天稱天
后。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龍門奉先寺石窟鑿成，大盧
舍那佛像宏偉壯觀。　
禪宗五祖弘忍寂。代宗時敕
諡號「大滿禪師」。

◎唐高宗儀鳳元年（676）

義淨住印度那爛陀寺，歷經
十年研究律等。

日本僧人來求《大藏經》。

◎唐高宗儀鳳二年（677）

惠能弟子懷讓生。
建長安光宅寺，尉遲乙僧畫
其壁，所繪壁畫有立體感，
世稱「凹凸畫法」。　
智嚴寂（年78）。
於長安建景教之波斯寺。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天台宗六祖智威寂。　

沙門智運禪師于洛陽龍門山
刻石為一萬五千尊佛，因名
智運洞，又名萬佛洞。
河南浚縣千佛洞石窟開鑿。

◎唐高宗開耀元年（681）

淨土三祖善導寂（年69）。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法相宗「百疏論主」窺基寂
（年51）。
懷素撰《四分律開宗記》十
卷。

五祖要為惠能搖櫓渡江，

惠能請五祖坐，

言：「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度名雖一，用處不同。」

弘忍聽後非常高興，

便囑其速去：

「汝今好去努力向南，

不宜速說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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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唐高宗龍朔二年（662）（25歲）

弘忍弟子知道衣缽傳給惠能後，

便有百人來追，

欲奪回衣缽。

惠明在大庾嶺趕上惠能，

惠能將衣給惠明，

但惠明是「遠來求法，不要其衣。」

惠能為之說法後，

惠明言下大悟，

成為惠能的第一個弟子，

並助他脫險。

大
庾
嶺
奪
法

南
下
隱
遁

唐高宗龍朔二年∼乾封元年

（662∼666）（25∼29歲）

脫險後，

惠能來到懷集、四會交界處

（今廣東、廣西交界處），

隱居於獵人隊中五年。

並隨緣為獵人說法。

◎唐高宗弘道元年（683）

南天竺沙門菩提流志來長
安，後譯有《大寶積經》
等。
唐高宗李治崩，子中宗繼
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后，內
史裴炎輔政。

◎唐中宗嗣聖元年、唐睿宗文明

元年、則天武后光宅元年（684）

東塔宗始祖懷素律師寂。
武則天廢中宗李哲為廬陵
王，立四子李旦為帝，是為

睿宗，居於別殿，不使問政
事，武則天臨朝。　
徐敬業、駱賓王於揚州起兵
討武則天，兵敗被殺。

◎則天武后垂拱元年（685）

武后作《大唐新譯三藏聖教
序》。
武后敕任懷義為白馬寺住
持。

◎則天武后垂拱二年（686）

惠能弟子神會生。

弘忍弟子法如開始弘法於嵩
山少林寺。
福建福州開元寺創建。

◎則天武后垂拱四年（688）

彥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
傳》。　
琅邪王李沖、越王李貞，起
兵討武則天，兵敗被殺。　

◎周則天武后永昌元年（689）

武則天弘佛，高宗李治限佛
之風漸為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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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

專輯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30歲）

此年結束隱居。

惠能入廣州法性寺，

印宗法師正在宣說《涅槃經》。

惠能在座下聽，

後因「論風幡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

印宗聽後非常歡喜，

問：「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

惠能便出示衣缽。

風
幡
之
爭

出
家
開
法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30歲）

正月十五日，

印宗在法性寺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

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

◎周則天武后天授元年（690）

沙門懷義、法明進《大雲
經》，言武則天為彌勒下生，
當作閻浮提主。武則天藉
《大雲經》符命之說，正式稱
帝，改國號周。
武則天頒《大雲經》於天
下，詔東西兩都及各州建大
雲寺，以貯《大雲經》，度僧
尼千人。
武則天封僧人懷義、法明等
為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

武后篡唐即位，改國號為
周。

◎周則天武后天授二年（691）

恢復僧尼之位次，置於道
士、女冠之前。

◎周則天武后長壽元年（692）

義淨於室利佛逝託唐僧大津
攜《南海寄歸內法傳》、《西
域求法高僧傳》歸國。
甘肅敦煌西千佛堂第六窟開
鑿。

◎周則天武后長壽二年（693）

菩提流志等在長安上所譯
《寶雨經》，內有「菩薩殺害
父母」之語，武則天乃藉以
喻己殺唐宗室為天經地義之
舉。武周政權佞佛之風愈
盛。
武則天始令佛經制「卍」字
為如來吉祥萬德之所集，音
「萬」。

唐高宗乾封二年∼儀鳳元年

（667∼676）（30∼39歲）

惠能遂於法性寺開東山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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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儀鳳二年（677）（40歲）

惠能離開廣州法性寺，

至韶州曹溪寶林寺，送行的有數千人。

在當地官方僧尼的支持下，

擴建寺院，廣收門徒，

據說有「學徒十萬」。

惠能以韶州曹溪寶林寺為中心，

傳授頓教見性，

與主要活動於北方地區的

神秀北宗禪相區別，

史稱「南宗」。

隨著前來求法者日多，

惠能的名聲逐漸增大。 唐高宗儀鳳二年（677）（40歲）

韶州刺史韋璩，

禮請六祖到曲江城的大梵寺

為大眾開示，

並為大眾授無相戒。

弟子法海

集為《壇經》的主體部分。

◎周則天武后天冊萬歲元年（695）

牛頭宗三祖慧方寂（年67）。
義淨由天竺取經三百餘部歸
國，武則天親自迎接。
武則天遣使往于闐國迎沙門
實叉難陀在京都大內大遍空
寺，與菩提流志、義淨等重
譯《華嚴經》。並親臨譯場，
為制序文，至聖曆二年譯
成。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九十六窟
（南大像）開鑿。

◎周則天武后萬歲通天元年（696）

唯識宗師新羅僧圓測於佛授
記寺寂（年84）。　

◎周則天武后神功元年（697）

惠能弟子懷讓受具足戒。
懷素寂（年74）。

◎周則天武后聖曆二年（699）

懷讓來禮惠能。
實叉難陀譯出《華嚴經》八
十卷。　
法藏在洛陽佛授記寺講《華

嚴經》八十卷，受武則天禮
遇，「華嚴宗」因而創立。
重修敦煌莫高窟，禮懷讓撰
碑記事，即《敦煌莫高窟碑
記》。

◎周則天武后久視元年（700）

則天武后詔惠能師兄老安、
神秀、玄賾進京供養，則天
親迎跪禮。至中宗時，更加
寵重，神秀被推為「兩京法
主，三帝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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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則天武后長壽元年（692）（55歲）

則天敕請禪師入京

接受供養，

惠能託病不去。

德
音
遠
播

力
辭
詔
請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68歲）

因神秀的薦舉，中宗敕迎惠能入宮，

惠能表辭。

九月，

中宗賜與惠能磨衲袈裟、水晶缽。

◎周則天武后長安元年（701）

神會來禮惠能。
詩人王維（701－761）、李白（701
－762）出生。
阿拉伯帝國入侵印度。

◎周則天武后長安二年（702）

弘忍十大弟子之一智詵寂。
（609－702）

牛頭宗四祖法持寂（年68）。

◎周則天武后長安四年（704）

武則天詔工匠于洛陽北郊邙
山制大佛像。
重建慈恩寺塔，為磚結構樓
閣式。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

武則天駕崩，中宗即位，復
國號曰唐。
禁止《老子化胡經》。
中宗邀請道亮等人至長樂
宮，並受菩薩戒。

◎唐中宗神龍二年（706）

禪宗北宗始祖神秀寂。唐中
宗詔賜諡為「大通禪師」。
設「試經度僧制」。
弘忍弟子老安受詔入京。

◎唐中宗景龍元年（707）

陝西西安小雁塔開建，呈密
簷式。
惠能弟子神會受具足戒。

唐中宗景龍元年（707）（70歲）

中宗派薛簡請惠能入宮供養，

惠能懇辭。

中宗敕韶州百姓重修惠能所居的寶林寺，

賜額「法泉寺」；

又以惠能新州的故宅為「國恩寺」。

周則天武后萬歲通天元年（696）（59歲）

再敕請禪師入京，亦託病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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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景龍二年（708）

唐中宗李顯廣營佛寺，勞民
傷財，時人有佛教「寺人之
家」，及「天下十分之財，而
佛有七八」之語。

◎唐中宗景龍三年（709）

弘忍弟子老安寂。（年128）
道岸使南山律宗興行於江
淮。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華嚴宗三祖法藏寂（年70）。　
敕令損毀無名額之寺院，其
銅鐵佛像由近寺收納。
唐睿宗傳位於子李隆基，是
為唐玄宗，自稱太上皇。
詩聖杜甫生（712－770）。
回教徒穆罕默德侵入印度河
下游流域。

◎唐玄宗開元元年（713）

義淨寂（年79）。
四川樂山大佛開鑿。
吳道子畫洛陽天宮寺壁畫約
於該年。
敕令淘汰僧尼偽濫者，還俗
達萬二千人。
惠能弟子懷讓住南嶽般若
寺，惠能弟子玄覺寂。印宗
寂。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75歲）

惠能命人於新州國恩寺造塔。

一年後墓塔建成，

便由曹溪寶林寺回歸國恩寺。

臨
終
付
囑

大
師
入
滅

唐玄宗開元元年（713）（76歲）

八月三日，惠能於新州國恩寺圓寂。

惠能的臨終付囑：

為十弟子說「三科三十六對法」。

為弟子說「真假動靜偈」，

只要認識自心的佛性，就是獲得佛法。

交代衣法傳承：

「法以《壇經》交付，衣則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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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之後，弟子們四處弘化，

分嶺南、中原、江南三大地域。

曹溪禪不斷開展，

到了後世「凡言禪，皆本曹溪。」

成了中國禪的代表。

其中五位較著名的大弟子分別是

青原行思、南嶽懷讓、

永嘉玄覺、南陽慧忠、荷澤神會。

神會禪師（686~760）

神會，俗姓高，湖北襄陽人。惠能五大弟子之一，惠能入滅

後，神會即前往北方闡揚曹溪頓法，確立惠能在北方的地位。

玄宗天寶四年，神會曾在洛陽荷澤寺力弘惠能禪法，故後世亦

以「荷澤禪師」稱之。他寫的《顯宗記》，流傳極廣。

神會年紀輕輕就精通儒道典籍，他曾在神秀的玉泉寺修行，又

熟稔經籍，恃才而驕。初見惠能便反問惠能，結果被惠能教訓

了一頓，後來成為惠能最虔敬的弟子之一。

唐玄宗開元元年（713）

開元元年十一月間，

廣州、韶州、新州三郡弟子

爭相迎請六祖的真身。

—廣州迎回法性寺，

是六祖落髮處；

韶州寶林寺開山祖師為六祖；

新州國恩寺為六祖故鄉。

後焚香祈禱，香煙直指曹溪，

故將六祖坐化的神龕及禪宗衣缽

送回曹溪寶林寺（今南華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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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大師後禪宗宗派源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