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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惠能禪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 

孫亦平 

南京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惠能大師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有影響的佛教人物之一。惠能開創的南宗是中國佛教史

上流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禪宗派別，也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佛教宗派，它不僅發展成為中國

禪宗的唯一正宗，而且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惠能及其所創的禪宗南宗成為中國傳統

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年來對中國人的思想和社會生活產生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且

還遠播海外，以其獨特的魅力對世界文化的繁榮也作出了一定的貢獻。 

早在唐代時，隨著中國佛教的日趨興盛，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八方學僧

匯聚長安，使中國佛教由過去的傳入為主變成了輸出為主。隨著中外僧人的四方遊學，頻繁

往來，文化交流日益增多，佛教的傳播範圍也越來越廣闊。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的

派別，以其特殊的魅力不斷地征服著人心。在惠能後學及南宗弟子的努力下，惠能禪的勢力

不僅席捲全國，而且傳播及影響到周邊的國家和地區──越南、韓國和日本等。惠能禪不僅

被這些地區的人民所接受，而且與當地的文化相融相會而形成了具有民族特色的禪宗新派

別。今天，人們常說的中國禪宗走向了世界，這裡所說的禪宗，主要的就是指以惠能為代表

的南宗禪。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對禪宗走向世界的歷史軌跡的考察，重點顯示惠能南宗在海外

的傳播與影響。 

一 

禪作為一種特殊的修行方法，在中國得到極大發展以後，很快就由禪僧帶到了鄰邦越南，

並在那裡形成了具有越南文化特色的禪派。據《大南禪苑傳燈輯錄》記載，越南早期流傳的

禪法是由隋代的毘尼多流支（？－五九四）傳入的。毘尼多流支為南天竺人，相傳曾到中國

跟隨禪宗三祖僧璨學禪，並得「心印」，後至交州（今越南北部）法雲寺弘禪，宣揚「真如

佛性不生不滅」、「眾生同一真如本性」，創毘尼多流支禪派，也稱滅喜禪派。其弟子法賢

（？－六二六）以《楞伽經》為傳法心要，法賢的弟子後來又以《金剛經》為傳法心要，在

發展中其教法與惠能南宗的頓悟禪法日趨接近。這被稱為越南禪宗前派。唐元和十五年（八

二○），百丈懷海的弟子無言通（？－八二六）將惠能南宗禪正式傳至越南，創立了無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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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派，也稱越南禪宗後派。該派主張佛性無所不在以及「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等思想，

並運用中國禪宗的現成公案和體驗方法，對越南佛教的發展產生了很大的影響，並一直流傳

至現代，成為越南禪學的主流。宋代時，惠能南宗雲門宗雪竇重顯（諡「明覺大師」）門下

的草堂禪師從中國來到越南升龍（今河內）開國寺，主要傳《雪竇百則》，並倡禪淨一致，

創立了「雪竇明覺派」，亦稱「草堂禪派」。草堂禪師後來被李朝聖宗尊為國師，在越南影

響很大。西元十三世紀，越南陳朝皇帝陳太宗隨中國赴越南傳教的天封禪師和德誠禪師學禪，

又將臨濟宗禪引入了越南。三傳而至陳仁宗，仁宗更喜好禪學，曾到安子山東究寺出家。登

基之後，他把朝政交給太子陳英宗，自己卻周遊全國傳禪說法，後於安子山東究寺創立了竹

林禪派。其教法以臨濟為主，又融和了無言通禪派和草堂禪派的思想，成為越南化的臨濟禪。

竹林禪派後來逐漸走上了禪淨合一的道路，成為越南禪宗後派的一個支流。從歷史上看，在

越南流行的種種禪派與惠能南宗禪都有著千絲萬縷的聯繫，這在客觀上顯示了惠能禪對人的

影響力是可以超越民族文化制約的。惠能禪以其獨特的宗教精神，真真切切地滲透到了越南

文化與越南人的生活習俗之中，成為越南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的內在支柱。 

二 

佛教在韓國已有一千五百餘年的傳播歷史，而禪宗是在各佛教宗派中創立比較早，且非

常興盛的一支。據說，早在東山法門初期，就有新羅僧人法朗於唐貞觀（六二七－六四九）

中入唐，從四祖道信學禪。法朗有新羅弟子信行，一般認為也就是神行 [註 1]。關於神行（約

七○四－七七九），據〈海東故神行禪師之碑并序〉記載，他也曾渡海入唐，來到中國的長

安，師事志空和尚。志空是大照禪師普寂的入室弟子，普寂又是神秀的上首弟子，因此，神

行所傳的是神秀北宗禪法。志空寂滅後，神行回韓國傳禪。據《祖堂集》卷十七和《禪門寶

藏錄》卷中等介紹，唐德宗建中五年（七八四）又有道義禪師入唐求法。當時正值力倡「頓

悟」的惠能禪法風行中土，道義就來到惠能禪的祖庭曹溪禮祖師之堂，後師事惠能南宗的弟

子西堂智藏和百丈懷海，學惠能南宗禪法。道義的禪法以倡導「無念無修」、「無為任運」

為特色，與馬祖、西堂一脈相承。道義於唐穆宗長慶元年（八二一）回國後，傳惠能南宗「直

指人心，見性成佛」的禪法，由於與此前神行所傳的北宗禪不同，因而不為時人所理解，反

被「嗤為魔語」，只好「韜光廡下，斂跡壺中，罷思東海東，終遁北山北」[註 2]。道義傳禪

不成，最終只有隱遁於北山。但由於後來海東所傳的禪宗基本以南宗為主，因而最早將南宗

傳入的道義在海東禪宗史上的地位仍為人所重，其傳承後形成迦智山一派，他也就成為海東

迦智山初祖。據《祖堂集》卷二十載，大中十二年（八五八），還有新羅國順支禪師入唐，

隨仰山學禪，回國後就把中國的溈仰宗傳入了新羅，他自己也成為新羅溈仰宗的初祖。 

另外，據《楞伽師資記》和《曆代法寶記》等記載，五祖弘忍門下有一位「揚州高麗僧

智德」，其地位與神秀和惠能一樣居於弘忍「十大弟子」之列，亦為「堪為人師」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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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雖然現在尚無資料明確說他後來是否回到了自己的國家？但東山法門所倡的山林佛

教的禪風，後來也成為韓國禪宗的特色，這卻是事實。 

韓國禪宗不僅以惠能南宗為主流，而且還與惠能和《壇經》之間有著許多特殊的關係。

「新羅人一開始就非常崇敬六祖，在《六祖壇經》的形成中，新羅佛教也扮演了極特殊的角

色」[註 3]。典型的例子是，在韓國全羅南道智異山麓的雙溪寺現仍聳立著一座供奉中國禪宗

六祖惠能頭顱的石塔，稱「六祖頂相（項）塔」，它成為惠能禪與韓國關係密切的重要見證。  
《雙溪寺記》記載了有關此古塔來源的傳說。據說有新羅和尚名三法，心慕六祖，無緣師事，

讀《六祖壇經》中惠能預言「吾滅後五、六年，當有一人來取吾首」時，發願成就此事，以

化新羅。因此，他赴唐竊回了惠能的頭顱，在智異山建塔供奉，並精進習禪，後於西元七三

九年在禪坐諷誦《六祖壇經》時圓寂。此後韓國流通的各種《壇經》都有類似的記載。這一

傳說竟與中國有關史料中的某些內容不謀而合。不僅敦煌本之外的各本《壇經》，而且《宋

高僧傳》卷八和《景德傳燈錄》卷五等中都有類似的記載，只是中國的記載都認為惠能的頭

顱最後並未被竊走。由於六祖惠能的真身像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廣州南華寺，而《雙溪寺記》

本身現在也沒有任何其他歷史文獻足以佐證，「尤其是新羅人成功地將六祖頂相帶回並建塔

供奉的故事，更不易證實」。因此可以推論，「新羅僧『偷竊』事件乃確有其事的史實，然

而，偷竊卻失敗了」[註 4]。但「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間，韓國所出版的各種《壇經》版本，

都將盜取惠能頭顱的事錄於跋文，這類軼聞和史料，都顯示惠能和《壇經》對韓國佛教徒的

信仰影響深遠」[註 5]。事實上，現在韓國佛教的主要宗派「曹溪宗」，也就得名於惠能創宗

的韶州曹溪山。 

另外還有韓國學者認為，契嵩本等《壇經》中所說的惠能去世後七十年「有二菩薩從東

方來，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立吾宗」的懸記，其中「從東方來」指的就是從新羅

來，「二菩薩」指的就是先後來中國，後又回新羅極力弘揚禪法的道義和慧昭。換言之，所

謂惠能有關二菩薩的預言，是圍繞道義和慧昭二人編織的故事，由此也可見得惠能及《壇經》

與韓國佛教的關係。[註 6]這裡的慧昭，即與道義大致同時代的真鑒慧昭（七七四－八五○），

來中國後，從滄州神鑒大師受禪法，並四處參學。由於神鑒是惠能南宗的弟子，因此，慧昭

傳承的禪法也就直接來自惠能，即惠能－南嶽懷讓－馬祖道一－滄州神鑒－雙溪慧昭。崔致

遠在其所撰的〈真鑒國師碑銘〉中稱之為「曹溪之玄孫」，視其為惠能南宗禪在韓國的傳承

者。西元八三○年，慧昭回到新羅，後在智異山花開谷三法和尚建寺之處，重建佛剎，並在

寺中建造了「六祖影堂」，擴大了惠能在韓國的影響。 

新羅時期，韓國佛教中逐漸形成了所謂的「禪門九山」，即禪宗的九個派別──迦智山

派、實相山派、闍崛山派、桐裏山派、聖住山派、師子山派、曦陽山派、鳳林山派及須彌山

派。這九個禪派都是由來華學禪的新羅僧回國後創立的，並皆出自惠能南宗門下，這標誌著

惠能禪在韓國的初具規模。高麗時期，禪門的發展一度受挫，但很快恢復，十二世紀時，學

一、坦然、智訥等集九山禪門而創曹溪宗，倡頓悟本心，禪教兼修。後一度與天台宗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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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禪宗。李朝肅宗五年（一六七九），正式改稱曹溪宗，以示繼承六祖惠能之法脈。二十

世紀初，日本吞併韓國後，曹溪宗受日本佛教的影響，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所改變，甚至出現

了娶妻食肉的情況。一九四一年，韓國僧伽以太古寺為總本山，舉起統一的曹溪宗的旗號，

希望全國的僧侶能在曹溪宗的旗幟下統一起來。一九七○年，蓄髮帶妻的一派從曹溪宗分離

出去而另成立了太古宗。為了適應現代宗教與社會發展的要求，曹溪宗還創辦了佛教大學─

─東國大學，對現代韓國佛教的發展產生了重要的影響。目前韓國佛教十分盛行，派別眾多，

其中以曹溪宗的勢力最大。 

三 

由於朝鮮半島特殊的地理位置，「在中、日、韓三國組成的東亞佛教文化圈中，韓國的

佛教既處於仲介的地位，是中國佛教向外傳播的中轉站和集散地，又是會通中日佛教的結合

點」[註 7]。因此，日本的一些僧人往往取道朝鮮半島來到中國學佛，韓國佛教也對日本佛教

有一定的影響。 

早在唐代時，一些僧人如道昭、道璿、最澄和圓仁等就已將禪學傳入日本，但一般認為，

日本僧人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入宋參禪，回國後創立了日本臨濟宗，才為惠能南宗

禪在日本的正式弘傳奠定了基礎。榮西曾兩次來華，遊學於天台、廬山、和天童山等處，受

傳臨濟心印，回國後大弘南宗禪法。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一二○○－一二五三）在南宋嘉

定十六年（一二二三）也來中國學禪，後受天童山長翁如淨的啟發而開悟，蒙印可，回日本

後，在永平寺開山，創立了日本的曹洞宗。此後，中國禪僧去日本行化傳禪，日本僧人來中

國參禪，兩國禪僧之間的交往十分頻繁，由此而推動了惠能禪在日本的傳播。柳田聖山曾形

容說：「宋代的禪可以說像洪水一樣湧進日本，而在中國中斷的傳統卻在日本發展起來了。」

[註 8] 

明清之際，中國福建黃檗山高僧隱元隆琦（一五九二－一六七三）應日本長崎崇福寺僧

超然的邀請，與十餘名弟子東渡去日本弘化，在日本京都宇治開創黃檗山萬福寺，並以此為

基地廣傳禪法，高揚黃檗宗風，形成了日本黃檗宗，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歡迎，以至於日本

原有的臨濟、曹洞兩宗的信徒也紛紛轉投隱元門下。隱元去世後，其弟子將黃檗宗的禪法進

一步發揚光大，繼承該宗法席的歷代禪師，從木庵至杲堂等十餘人，全是東渡日本的中國高

僧，至第十四世以後，才有日僧繼任。在禪行生活中，黃檗宗參禪念佛使用漢語，飲食生活

保持了中國的式樣，就連寺院的構造、禪堂的設備，也仿照中國的禪寺而建造，具有唐風宋

骨之韻，比起臨濟與曹洞兩宗更多地保留了中國特色和惠能南宗的傳統。據說「日本黃檗宗

所屬各寺，至今仍保持有中國近代禪林的風範」[註 9]。 

總之，惠能南宗禪於十二世紀正式傳入日本，並先後形成宗派，其中臨濟、曹洞和黃檗

三宗至今興盛不衰。它們雖然各具特色，但都是在繼承發揚惠能禪精神的同時，又與日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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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融為一體。由於惠能禪宗本身是印度佛教與中國儒、道等思想融和的產物，因此，惠

能禪與日本文化相結合，便導致了「日本的禪宗是哲學和三種不同文化的特殊混合物，它具

有典型的日本生活方式，反映了印度的神秘主義和道家對於自然性和自發性的熱愛，並且貫

穿著孔子思想的實用主義」[註 10]。禪風在日本大盛，對日本的佛教和思想文化，乃至對日本

人的生活都產生了一定的影響。日本的許多國粹，如花道、茶道、柔道、劍道、武士道等都

蘊含著濃鬱的禪的精神。 

十九世紀下半葉，隨著華人下南洋謀生的人逐漸增多和禪僧的前往弘法，惠能禪也隨之

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來西亞、印度尼西亞一帶得到傳播。[註 11]雖然這時所傳的禪大多與淨

土信仰相結合，同時也融入了媽祖等中國民間宗教的信仰，但禪的信仰與禪修方法畢竟開始

在東南亞地區人們的宗教生活中出現，並與當地的宗教與文化相融和。本世紀初，中國禪宗

的一些著名僧人如圓瑛、太虛等法師都積極去南洋弘法傳禪，在推動當地佛教發展的同時，

也促進了惠能禪的傳播。五○年代以後，惠能禪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勢頭未減，還進一步傳

入了緬甸、泰國和斯里蘭卡等國。 

四 

隨著東西方文化的廣泛交流，禪宗也漂洋過海傳到美國和歐洲大陸，並對西方文化產生

了深刻的影響。一般認為，臨濟宗禪師釋宗演是美國禪宗的開山祖。一八九三年，世界宗教

會議在芝加哥召開，日本代表釋宗演首次向西方學術界介紹了東方文化的重要結晶──禪

宗，引起了西方學者的極大興趣。一八九七年，釋宗演將自己的高足鈴木大拙（一八七○－

一九六六）推薦到美國。鈴木大拙到美國後，與美國學者卡魯斯合作用英文寫出了許多介紹

禪宗的著作，使西方人初步感受到東方禪文化獨特的魅力。從這一意義上說，鈴木大拙是將

禪宗介紹至西方世界的重要人物。 

一九二七年，鈴木大拙的《禪佛教論集》在西方出版，標誌著他運用現代心理學等名詞

術語和方法對惠能禪的原始資料和宗教精神作出新的解釋和評價的開始。他一生在禪學史上

的一大貢獻是寫成了三十二卷《鈴木大拙全集》，其中一些代表作，都是用淺顯易懂的英文

句式把艱難深奧、具有思辨色彩的惠能禪學大眾化，用一種輕鬆風趣的演講故事的手法介紹

禪的無意識、惠能禪中的自我、見性和開悟等，強調「禪宗就是覺悟的修行」。鈴木大拙大

力宣揚以非理性為特徵的禪的探究方法，發掘禪宗中蘊含的人本主義和自然主義精神，這不

僅與西方社會流行的理性與邏輯的科學研究方法相區別，而且對現代社會的人的生活提出了

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迎合了生活於現代科學技術與理性主義高度發展的西方人的心理需

要，因而引起了西方人的廣泛注意。 

如果說，鈴木大拙比較注重從精神分析等層面上來對禪宗進行文化詮釋，讓西方人從宗

教文化的角度瞭解了禪宗，那麼，釋宗演的另一位弟子釋宗活，則主要通過創立禪宗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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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展禪修活動，引導西方人從實踐中去體證禪。釋宗活（一八七○－一九五四）於一九○

六年來到美國，後在舊金山創立了禪中心。一九二八年，他的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一八八

二－一九四六）又受其委派到美國傳禪，並於一九三○年在紐約建立了「美國佛教協會」，

後改名為「美國第一禪堂」。釋宗演的另外一位弟子千崎如幻（一八七六－一九五八）也在

一九二九年於洛杉磯創立了一個禪中心。 

在臨濟禪傳入美國的同時，曹洞宗也開始在美國傳播。一九一四年，磯部峰仙從日本至

美國，在檀香山創辦了第一座曹洞宗寺院，他由此而有「北美曹洞宗第一開教使」之稱。

[註 12] 

禪宗在二十世紀初經日本禪僧的努力而傳至美國之後，其所倡導的超越二元對立與衝

突，追求內心平和與寧靜的精神就引起了美國人的極大興趣，並受到了普遍的歡迎。雖然在

美國流行的臨濟禪或曹洞禪都深深地打上了美國文化的烙印，但惠能禪的精神仍然是美國禪

宗的一個生長點。 

目前，美國各地都有禪宗學院，每一座大城市都有禪中心。社會習禪面更是日益擴大，

不僅知識分子、上層人士、學生、嬉皮士們認真習禪，就連企業家、商人和家庭婦女也都開

始坐禪，甚至猶太教會，基督教會、羅馬天主教會的教牧、神職人員也加入坐禪的行列。禪

師們應邀到天主教、基督教堂去講禪。基督教會則把佛教的禪定、氣功引入自己的宗教儀式

中，並稱之為「沈思」。著名的美國天主教領袖親自撰寫、出版了《天主教禪》一書，使禪

更為美國社會所接受。美國各大學校園裡經常舉行坐禪補習班和討論會，社會上坐禪的團體

比比皆是。[註 13] 

有人預言： 

 

隨著美國社會不斷出現的生態環境失衡、吸毒猖獗、心理、精神疾病增多等種種弊病，

禪宗將會更為深入人心，更為普及。[註 14] 

 

隨著佛教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惠能禪也引起了歐洲人的興趣。據一九九○年版《大英百

科年鑑》統計，歐洲現已有二二‧二萬佛教徒，其中包括禪宗的信仰者。例如，早在一九二

四年，英國人洪飛斯（一九○一－？）就成立「佛教中心」，後改為「佛教協會」，研究佛

學理論，並修習禪定，其所著的有關禪學的著作，流行於西方世界，使禪學在英國開始傳播。

七十年代初，曾在日本學禪的英國籍比丘尼肯妮特禪師（一九二四－？）等人通過建立各種

佛教禪定中心和禪學社，使禪宗在英國逐漸風行。在今天的英國佛教各派別中，禪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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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於藏傳佛教。 同時，禪宗也隨著佛教發展流傳到歐洲的其他國家，對那裡的宗教文化產

生一定的影響。 

   

【註釋】 

[註 1] 但也有認為信行和神行「可能並不是一個人，信行是法朗的弟子，而神行則不是，只是後人張冠李戴，

將信行從法朗學禪的事跡加在了神行頭上。或者，信行這個人根本就不存在」（何勁松，《韓國佛教史》

上卷，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七年，第二八四頁）。 

[註 2] 《全唐文》卷四十四〈有唐新羅國故曦陽山鳳岩寺教諡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 

[註 3] 韓國‧崔柄憲，〈雙溪寺記中六祖惠能的傳說〉，《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錄》第四○一頁、第四○二

頁。 

[註 4] 同 [註 3] 。 

[註 5] 見韓國‧朴相國，〈壇經在韓國的發行與流通〉，《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錄》第三九八頁。 

[註 6] 請參閱〈雙溪寺記中六祖惠能的傳說〉。 

[註 7] 黃心川，《韓國禪教史‧序》（忽滑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十三

頁。 

[註 8] 柳田聖山，《禪與中國》（三聯書店，一九八八年）第二一六頁。 

[註 9] 《中國佛教(二)》（知識出版社，一九八○年）第一九九頁。 

[註 10] F‧卡普拉，《現代物理學與東方神秘主義》（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年）第九十二頁。 

[註 11] 請參見《當代佛教》（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三年）第三四五頁。 

[註 12] 黃夏年，〈禪與禪宗六題〉對此作了簡要的介紹，並認為這是禪宗在世界上發展的第二個階段，見《中

國嵩山少林寺建寺一五○○周年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第三二八頁。 

[註 13] 《當代佛教》，第三四七頁。 

[註 14] 同 [註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