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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宋代禪林筆記是以零散隨筆的方式記錄禪僧日常言行的瑣事片段
，包括惠洪『林間錄』，道謙編『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曉瑩
『羅湖野錄』、『雲臥紀談』，道融『叢林盛事』、圜悟『枯崖漫
錄』等，透過禪林筆記可以具體了解宋代禪師的生活樣貌，以及禪
林發展實況，過去學界較少關注此範疇，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本文
先說明宋代禪林筆記產生的文化環境，鳥瞰宋代禪林筆記的創作發
展，進而透過禪林筆記的主要內容，歸納其史料文獻價值有四個面
向。一，宋代禪林筆記保留許多未見載於宗門文獻或文人詩集的墜
簡遺文、禪師詩偈，以及禪師與禪師或禪師與文士之間的詩偈贈答
，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二，禪門筆記往往透過瑣事的描述來彰顯
人物風神，使禪僧的形象和性格躍然紙上，是掌握宋代禪僧最直接
的史料。三，宋代禪林筆記記錄了當時禪僧與文士往來談禪逗機的
遺聞軼事，展現二者互動的言語慧黠和機智風度。四，禪林筆記除
具有瑣聞記錄的史料價值，作者往往於敘述中吐露其個人評斷，由
之體現筆記作者對於叢林興衰的關切或針砭。上述內容具體反映宋
代禪林文化現象，是建構宋代禪史的第一手史料，甚具史料價值和
歷史意義。

中文關鍵詞： 禪林、筆記、禪僧、禪宗史料、宋代

英 文 摘 要 ： Abou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Zen Buddh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are Zen  notes that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the past.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field has
relatively few special studies on Zen note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notes of the various anecdotes of Zen.
Including "Lin Jian Lu", "Zong Men Wu Ku", "Luo Hu Ye Lu",
"Yun Wo Ji Tan", "Cong Lin Sheng Shi", "ku Yai Man Lu" are
the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ing the Special Last Words
of Zen Masters in the Zen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Gentry
talks about Zen and demeanor, Author's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Zen forest in the
Song Dynasty. Facing the Zen Notes as the firs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constructing the Zen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it has the value of reflecting the reality of Zen
Buddhism.

英文關鍵詞： Zen Notes, Zen , Zen Buddhism Monk, Zen Historical
Materials,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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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禪門筆記中的遺聞書寫及評斷研究」精簡結案報告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中⽂摘要 

    宋代禪林筆記是以零散隨筆的方式記錄禪僧日常言行的瑣事片段，包括惠洪《林間錄》，道謙編《大

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曉瑩《羅湖野錄》、《雲臥紀談》，道融《叢林盛事》、圜悟《枯崖漫錄》等，透

過禪林筆記可以具體了解宋代禪師的生活樣貌，以及禪林發展實況，過去學界較少關注此範疇，研究

成果相對較少。本文先說明宋代禪林筆記產生的文化環境，鳥瞰宋代禪林筆記的創作發展，進而歸納

禪林筆記的主要內容有四個面向：一，宋代禪林筆記保留許多未見載於宗門文獻或文人詩集的墜簡遺

文、禪師詩偈，以及禪師與禪師或禪師與文士之間的詩偈贈答，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二，禪門筆記

往往透過瑣事的描述來彰顯人物風神，使禪僧的形象和性格躍然紙上，是掌握宋代禪僧最直接的史料。

三，宋代禪林筆記記錄了當時禪僧與文士往來談禪逗機的遺聞軼事，展現二者互動的言語慧黠和機智

風度。四，禪林筆記除具有瑣聞記錄的史料價值，作者往往於敘述中吐露其個人評斷，由之體現筆記

作者對於叢林興衰的關切或針砭。上述內容具體反映宋代禪林文化現象，是建構宋代禪史的第一手史

料，甚具史料價值和歷史意義。 

 

關鍵詞：筆記、禪林、禪僧、禪宗史料、宋代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Study on the Notes of the Zen Buddhism in the Song Dynasty 
Abstract 

Abou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Zen Buddh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are Zen  notes that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the past.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field has relatively few special studies on Zen 

note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notes of the various anecdotes of Zen. Including "Lin Jian Lu", "Zong 

Men Wu Ku", "Luo Hu Ye Lu", "Yun Wo Ji Tan", "Cong Lin Sheng Shi", "ku Yai Man Lu" are the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ing the Special Last Words of Zen Masters in the Zen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Gentry 

talks about Zen and demeanor, Author's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Zen forest in the 

Song Dynasty. Facing the Zen Notes as the firs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constructing the Zen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it has the value of reflecting the reality of Zen Buddhism. 

 

Key Words : Zen Notes, Zen , Zen Buddhism Monk, Zen Historical Materials,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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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筆記」是一種隨筆記錄各種見聞雜感的書寫體裁，往往各篇獨立，並無整體架構。這種寫作型

態在宋代大為盛行，逐漸被視為一種獨立的文類，然而也因其內容駁雜多樣而難以定位。宋代筆記內

容多是書寫文人的生活軼事或趣味言行，這種瑣事趣聞的雜錄，反而更具體而細微地反映出一個時代

文人生活及其環境的真實面貌。不過，「筆記」文體的界定，一直以來頗為尷尬，因為文人將之作為隨

筆記錄，包含了散體、詩句、敘事、故事、對話、考證，乃至議論，皆兼而有之，並未特別注意或拘

限任何文體的運用，後代面對這些筆記撰作該歸屬何種文類，便有不同的看法。由於筆記文體性質駁

雜，不若詩、小說等明確，所以學界過去對於筆記的研究關注相對有限。中國學者劉葉秋在『歷代筆

記概述』中，按筆記內容屬性分為三類：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和考據辯證類，其共通的特點便在

於「雜」，不拘內容，隨宜記錄。1張暉《宋代筆記研究》一書，已對宋代筆記的體裁特色，兩宋筆記

的發展變化及史學、文學價值，乃至宋代筆記文體的缺點等，做了系統性論述。2鄭繼猛「近年來宋代

筆記研究述評」一文，對中國近年筆記研究成果有整體的考察。3傅璇琮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整理的

『全宋筆記』序文中，肯定宋代筆記內容在歷史瑣聞和考據辨證的價值和意義，強調應該將筆記視為

獨立文類進行研究。4 

    在這些可觀的筆記文獻中，有一部份出於禪僧之手的禪門筆記，是在宋代禪宗文化蓬勃發展的背

景環境下，受到宋代筆記創作風氣的寖染，由禪僧所撰作具有反映宋代禪林實況的筆記型態。由於禪

宗發展到了宋代進入文字闡釋的時代，一方面對前代禪師的機緣話語進行系統性的文字記錄和整理而

產生大量的語錄、燈錄的結集；另一方面，發展出各種拈、頌、代、別、評唱等新的文體形式，以對

古德公案進行各種詮釋活動。其中，關於禪門發展的史料文獻，除了僧傳、燈錄、語錄之外，其實還

有一種過去較少被關注，內容卻更為活潑多樣的書寫體製，那便是禪林筆記。相較於筆記體製，僧傳

以記錄高僧完整的生平事蹟為主；燈錄則主要記錄禪師開悟的關鍵過程，以及師徒特殊的禪機話語、

逗機言行；而筆記則主要記錄本朝禪僧那些公案話語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特定片段，這些片段看起來

零散瑣碎，很容易被忽略，所以過去對於禪林筆記的討論相對較少，然而，透過這些禪林筆記的片段

記載，可以更具體了解宋代禪師的尋常生活樣貌。 

禪林筆記的產生，有其文化背景的積累。宋代雖然與外患相終始，但統治階層對佛教的發展多採

取寬容和保護的政策，由朝廷支援的譯經活動持續進行，佛教文化一方面普遍地與庶民生活相結合，

一方面僧侶也與士階層保持緊密的互動關係。尤其朝廷的扶植，使得寺院經濟實力雄厚，出家僧尼都

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有僧官專門管理，並徵收度牒費以充實國庫。宋代禪宗延續唐代鼎盛勢力，除

溈仰宗傳承已中斷之外，法眼宗在北宋逐漸湮沒，雲門宗傳承至南宋轉衰，臨濟宗法門隆盛，出現許

 
1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5-6頁。 
2 張暉，《宋代筆記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3 鄭繼猛，〈近年來宋代筆記研究述評〉，《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 4期，37-41頁。 
4 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傅璇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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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禪宗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力的禪師，如黃龍慧南（1002-1069）、楊岐方會（992-約 1049）、大慧

宗杲（1089-1163）等，而曹洞宗一直保持穩定的傳承。 

    臨濟黃龍一脈在北宋後期十分盛傳，主要傳法於江西、湖南一帶。《禪林僧寶傳》卷 22「黃龍南

禪師」云：「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大智。」5《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2 和 13 記慧

南法嗣共有 76 人，其中 48 人有傳錄，晦堂祖心（1025-1100）、東林常總（1025-1091）、真淨克文

（1025-1102）並是其重要弟子。北宋黃龍派禪法興盛，宗門禪師不僅活躍於叢林，並與當時社會文士

菁英如王安石（1021-1086）、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張商英（1044-1122）密切往來。

王安石禮請克文為報寧寺住持，蘇軾與東林常總往來密切，黃庭堅嗣法於晦堂祖心，在「黃龍心禪師

塔銘」中讚祖心「脫略窠臼，游戲三昧」。6張商英學法於克文弟子兜率從悅（1044-1091），形成一個禪

師與當時文化圈的菁英文士之間的互動圈。7 

臨濟楊岐派稍後於黃龍一脈逐漸興盛，圓悟克勤（1063-1135）等禪師往來傳法於江蘇、四川等地，

到南宋勢頭更盛，最具影響力的大慧宗杲師事圓悟克勤之前，原是先在真淨克文弟子湛堂文準

（1061-1115）座下學禪，文準往生之前叮囑其轉往克勤處參學，可見當時宗門支派之間存在著交流互

動的關係。8而曹洞一脈雖不若臨濟盛傳，卻也能保持傳承不絕，乃至有芙蓉道楷（1043-1118）一支法

孫宏智正覺（1091-1157）提倡默照禪法，標舉曹洞禪的特色而能穩定發展。 

傳法工具的運用方面，禪宗發展到了宋代進入文字闡釋的時代，一方面對前代禪師的機緣話語進

行系統性的文字記錄和整理而產生大量的語錄、燈錄的結集；過去禪師接引弟子的事蹟被整理成一則

則的公案，提供後人參究。另一方面，發展出各種拈、頌、代、別、評唱等新的文體形式，以對古德

公案進行各種詮釋。然而宋代禪僧將過去禪師接引弟子的「公案」門路摸熟了便容易成為套路，難在

禪機上產生啟發，如同忽滑谷快天所說，這是一個「禪機熟爛」的時代。9 

 

⼆、研究⽬的 

 

宋代禪門鼎盛，各種人才皆備，當然存在各種性格特質的禪僧。《宗門武庫》卷下，記圓通法秀云：

「雪下有三種僧，上等底僧堂中坐禪，中等磨墨點筆作雪詩，下等圍爐說食。」10凸顯宋代禪僧有或真

為參究生死者；或流於拾人牙慧，附庸風雅者；乃至如同俗人只知聊著衣食雜瑣者。後來，宗杲在虎

丘親見這三種僧，不覺啞然失笑，方知前輩所言不虛。所以，透過禪林筆記可以了解當時禪僧真實的

生活樣貌。加之宋代文士與禪僧交流往來頻繁，禪林筆記記錄了士僧互動的種種軼聞趣事，這些內容

 
5 《卍新纂續藏經》第 79冊，535頁中。 
6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24，267頁上。 

7 參考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四、慧南的主要弟子，324-335頁。 
8 參考土屋太祐，〈真淨克文の無事禪批判〉，《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1卷第 1期（2002.12），206-208頁。 
9 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五編禪道熟爛時代(後期)，255頁。 
10 《大正藏》第 47冊，956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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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見載於其他禪史或文人雜錄，可視為瞭解禪僧或文人日常生活形象彌足珍貴的補充史料。因此，

從禪林筆記可以獲得禪宗發展具體而微的觀察。即使禪林筆記作者本身可能發生記憶或書寫的誇飾或

錯誤，個人視野或好惡的侷限，乃至宗派觀點的偏向等問題，皆具體反映了宋代禪林的問題，其存在

價值與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宋代禪林筆記從惠洪《林間錄》肇始，繼之者有道謙編《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曉瑩作《羅湖

野錄》、《雲臥紀談》，道融作《叢林盛事》、圜悟作《枯崖漫錄》，以上筆記多以宋代禪僧日常言行、話

語的瑣事片段為主要內容。而淨善重集《禪林寶訓》，惠彬《叢林公論》、曇秀《人天寶鑑》，雖屬筆記

體，多以指點禪林修道方向為主要內容。《禪林寶訓》主要彙編過去燈錄、語錄等禪宗文獻中的嘉言懿

行記載，非無意識的逐條收錄，有其編次宗旨；《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主要是以議論方式來指

點禪子修道方向，此三書重點不在人事記錄，與前述以隨筆記錄遺聞軼事為主要敘述內容的禪林筆記

性質不同，所以不在本計畫討論範圍。 

    宋代雖有這些禪林筆記作品傳世，過去關於禪史研究，卻甚少將焦點放在禪林筆記所提供史料的

闡釋作用，因此，本計畫以宋代記錄禪林各種遺聞逸事的筆記，包括《林間錄》、《宗門武庫》、《羅湖

野錄》、《雲臥紀談》、《叢林盛事》、《枯崖漫錄》為對象，探究其中呈現了哪些宋代禪林的真實樣貌？

以及結合這些敘述片段，呈現了禪門哪些時代性的問題？ 

    這些宋代禪林筆記整體的內容，或者記錄禪僧的高言特行，參悟慧黠；或者記錄名人文士與當代

禪僧參禪互動的詩偈酬對或往來軼事；有些筆記作者在敘事的同時，往往也會在每則之末，對所記言

行事跡或當時叢林現象加上個人見解或提出針砭。有些雖不見這種文末評語，但於行文始末，隱隱然

流露筆記作者的個人識見和批評。所以，從宋代禪林筆記可以一窺宋代禪師的具體形象和生活樣貌，

以及當時禪林文化風尚和發展弊病，具有反映禪宗發展的史料價值。 
 

三、⽂獻探討 

 

由於筆記文體性質駁雜，不若詩、小說等明確，所以關於筆記研究的成果相對有限。大陸學者劉

葉秋在《歷代筆記概述》中，對筆記的內容屬性做了分類。張暉《宋代筆記研究》一書，對宋代筆記

的體裁特色，兩宋筆記的發展變化，及史學和文學價值，乃至宋代筆記文體的缺點等，做了系統性論

述。11鄭繼猛〈近年來宋代筆記研究述評〉一文對大陸近年筆記研究成果有整體的考察。台灣關於宋人

筆記研究，清華大學中文系 2016年舉辦過「筆記與宋人的知識建構」國際研討會，但是並無會後論文

集出版。學位論文有銘傳大學應用中文所邱世芬的博士論文《宋代筆記中文人文創生活考述》（2015）。 

    大陸對宋代筆記文獻整理出版貢獻頗多，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上海古籍 2001

年出版《宋元筆記大觀》，收錄宋代筆記六十九種；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 2003 年陸續整理出版《全宋

筆記》（大象出版社），計畫完成五百部宋代筆記的整理。傅璇琮在序文中肯定宋代筆記內容在歷史瑣

 
11 張暉，《宋代筆記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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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和考據辨證的價值和意義，強調應該將筆記視為獨立文類進行研究。12 

    本計畫以宋代禪門筆記中記錄禪林遺聞逸跡的文本為研究範圍，以便具體的理解宋代禪林各種瑣

聞片段中的真實樣貌。過去學界對於《林間錄》、《宗門武庫》、《羅湖野錄》、《雲臥紀談》、《叢林盛事》、

《枯崖漫錄》的研究關注較少，多只視之為輔助史料，直接聚焦於這些禪門筆記的研究成果相當有限。

筆者 105 學年執行科技部計畫「禪與本草的結合：〈禪本草〉、〈炮炙論〉及相關衍生創作研究」，此二

文即是出自於《羅湖野錄》。已刊登期刊論文：〈曉瑩《羅湖野錄》中所保存佚文及其評說〉（《中國學

研究》韓國 KCI第一級期刊），以整理《羅湖野錄》所記禪門遺文，並考察〈禪本草〉、〈炮炙論〉之現

存諸版本，以及曉瑩對這些遺文的評說意見。 

    目前關於宋代禪門筆記的研究成果，以基礎題解介紹居多。如陳士強〈《林間錄》蠡測〉，〈《大慧

普覺禪師宗門武庫》燕語〉，〈《羅湖野錄》摭言〉三篇短論文，就是對此三本禪門筆記作基礎的題解說

明，包括版本、作者、創作時間和背景、內容體例，以及書寫特色等。小早川 浩大〈《林間錄》の諸

本について〉，是關於《林間錄》流傳諸版本的考察；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研究（六）羅湖野錄、感

山雲臥紀談〉，對二書由宋明以來，乃至在日本的版本流傳有詳細的梳理，肯定其保存許多禪門遺行逸

事，具有補充史傳記錄的史料價值。金建鋒〈南宋江西禪僧釋曉瑩和《雲臥紀談》考〉，考察《雲臥紀

談》的版本和內容介紹。 

    進一步有關於禪門筆記的文獻價值考察，如小早川 浩大〈《林間錄》に關する一考察—その內容

と問題點について〉，討論透過書寫以見惠洪敘述觀點的問題；鄭驥〈惠洪禪林筆記《林間錄》及其文

獻價值〉，討論此書在佛教史料上的價值和在後代流傳，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惠洪禪學思想；金建鋒〈論

釋曉瑩《羅湖野錄》與《雲臥紀談》的關係及史料價值〉，考察二書的成書先後及史料價值。這些都是

基礎性的研究。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張姿的碩士論文《《羅湖野錄》與佛教》（2010），對文本

記事、詩偈、語言特色以及宋僧儒化等面向作討論，但多屬泛論。 

    對於禪門筆記與其前後期的史書的關係討論，如小早川 浩大〈《林間錄》の《禪林僧寶傳》への

引用について〉；〈晚年の覺範慧洪の五家宗派観の變化について--《林間錄》に見える記述との相違か

ら〉。前者討論《禪林僧寶傳》（1122）對《林間錄》（1107）的引用；後者討論惠洪後期對於禪宗發展

觀點與前期的《林間錄》之間的差異變化。或者將筆記視為小說之一種，鄭群輝〈惠洪《林間錄》與

宋代禪林佚事小說〉，受限於作者將禪林筆記視為文言小說之一類，討論其敘事視角，作者如何塑造高

僧形象，以及小說所反映的禪林盛景，主要強調此文本在小說史上的價值。 

    涉及宋代禪門筆記中的士僧交流，僅有金建鋒〈論宋代禪僧與士人的交游－－以釋曉瑩《羅湖野

錄》和《雲臥紀談》為中心〉，討論士僧交游的特點和原因。祁偉〈宋代禪林筆記的憶古情結與書寫策

略〉一文比較有獨特的詮釋視角。作者認為宋代筆記有種共通的傾向，那便是對於唐代禪門典範的一

種傾慕懷念，所以在敘述宋代禪師的各種悟道或生活點滴時，總是不經意地流露出對過去偉大禪德的

懷想作為對照。這種今古對照，形成宋代禪門筆記共通的書寫特徵。作者指出這種宋代禪門筆記的憶

古情結，來源於禪宗末世的焦慮，起因於禪門獨立品格的喪失，樸素作風的遺落和識見氣度的庸俗，

 
12 朱易安，《全宋筆記》，傅璇琮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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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說是作者獨特的閱讀體會所歸納出的結果。但是本文未能正面看待宋代禪門筆記中所反映宋代禪

林的獨特性風格特色，對於禪門筆記中禪師獨特的言行內容所含括的禪悟寓意的理解仍有待掘發。 

    台灣關於筆記中與佛教相關的研究，學位論文僅有鄭喬云碩士論文《唐五代筆記小說之唐代佛教

研究》，目前尚未見禪門筆記的相關學位論文或單篇論文。  

    綜合而言，關於本計畫所涉及個別禪門筆記的研究多集中於《林間錄》，其次是《羅湖野錄》，其

他筆記研究成果極少，甚至無有。這些宋代禪門筆記的研究成果多屬零星的基礎性介紹，缺乏整體性

的考察視角來看待禪門筆記的內容特點和存在價值。本研究計畫的執行，整理了宋代禪門筆記中每一

則敘述的主題內容，從中挖掘禪林筆記所承載宋代禪林史料的存在意義，提供學界更細膩地瞭解宋代

禪林的諸多面貌。 

 

四、研究⽅法 

 

本計畫以宋代禪門筆記為對象，以文獻脈絡考察為主要研究方法，首先蒐集宋代所有筆記，包括

禪門筆記，以及其前代或後代相關史料並比對其內容，梳理禪門筆記的材料來源，或者被後代史籍所

採用的情形。進一步探究禪門筆記所呈現的內容主題，以及作者於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史評意識，乃至

其所關切的宋代禪林積弊，以瞭解當時禪林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歸納出以下四個面向進行探究： 

1. 考察宋代禪門筆記的史料文獻價值 

2. 考察宋代禪門筆記中禪師特殊的遺言逸跡 

3. 考察宋代禪門筆記所反映的士僧談禪軼事和風度 

4. 探究宋代禪門筆記對禪林實況的觀察和針砭 

因此，本計畫先了解宋代禪林筆記產生的禪林實況，進而鳥瞰宋代禪林筆記的創作發展及其主要

內容，從而反省這些禪林筆記的特殊史料價值和意義，以及作者於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史評意識，乃至

其所關切的宋代禪林積弊，具體體現宋代禪林的真實面貌。 

 

五、結果與討論	

此部分完整結案報告中有詳細論述說明，待兩年後即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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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9 月 20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於 108/8/18 從桃園機場搭機前往研討會舉辦地點澳門大學報到，從

108/8/19-21 參與聆聽不同場次和主題的議程，我在 8/19 下午場，擔任論文評議

人，8/20 上午第一場進行了自己的論文報告，於 8/21 搭機返國。 

二、與會心得 

    「世界漢學研究會第三屆學術論壇」是由國際漢學研究組織「世界漢學研究會」

所主辦的國際漢學年會，「世界漢學研究會」是一個成立近四年算是尚在發展中的新

興研究會，由哈佛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法國人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擔任榮譽副主席，協會副主任包括來自於美國的商偉（Shang Wei）、

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003-098 - 

計畫名稱 宋代禪門筆記中的遺聞書寫及評斷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黃敬家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8 年 8 月 18 日

至 
108 年 8 月 21 日 

會議地點 
澳門大學 

會議名稱 
世界漢學研究會第三屆學術論壇暨中國新文化百年史與澳門漢學的發

展國際研討會 

發表題目 
從《禪林寶訓》、《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看南宋叢林風規的

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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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法國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包括著名的漢學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路易士·愛德華（Louise P. Edwards）、雷金慶（Kam Louie）、

奧德什赫·格拉爾（Oldřich Král）、高利克（Marián Gálik）。名譽理事有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名譽會長有饒宗頤、葉嘉瑩等。過去兩屆與德國維藤大學、維也納大

學合辦過兩屆研討會，本屆與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以及澳門韓國互動交流

協會、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共同協辦。所以除了原有的當代全球國際漢學各領域的

新研究成果發表和交流，還加上中國新文化百年史與澳門漢學的發展等主題作為今

年國際研討會的子題。 

    「世界漢學研究會」的漢學學術論壇成立和發展時間不算長，本屆有來自俄羅

斯、兩岸四地、韓、日等大學教授、研究生和漢學專家參與會議，三天會議期間，

每天上下午各有三-四場論文發表和討論，發表的論文篇數和與會學者有五十來篇。

會議規模和發表論文質量、面向都相當廣泛，長久發展可望成為穩定的國際漢學研

究推動的組織。 

在此非常感謝科技部的經費補助讓我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研

究成果，擴大筆者研究的視野和見識，收穫豐碩。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從《禪林寶訓》、《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看南宋叢林風規的轉向 

（研討會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黃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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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中語系交換教授 

 

 

摘    要 

 

    南宋淨善重集《禪林寶訓》、惠彬作《叢林公論》、曇秀作《人天寶鑑》，此三書雖屬筆記體，

多以指點禪林修道方向為主要內容。《禪林寶訓》主要彙編過去燈錄、語錄等禪宗文獻中的嘉言懿

行之記載片段，非無意識的逐條收錄，有其編次宗旨。透過這些片段，呈現對禪林學子修為以道德

為重的指引，凸顯其融合儒、禪的傾向和立場。《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主要是以議論方式來

指點禪人修道方向，《叢林公論》書名之「公論」，可知其以議論為主，乃欲對古今禪林種種是非

弊病提出公允的評論。然而，凡作評論難免有其立場，其中關於釋、儒關係之隨筆討論所佔比例頗

多，而其觀點亦頗多爭議。《人天寶鑑》主要依內典及儒、老之說，編集學道須知、修行龜鑑等佳

言秀句數百條而成。意欲融合禪、教、律，乃至援引儒、老之學相為印證，以平息三教之爭。此三

書與其他隨筆記錄遺聞軼事為主要敘述內容的禪林筆記性質不同。過去對於這三本禪宗文獻的研究，

除了《禪林寶訓》累積些許成果，目前尚未見到關於《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的研究成果。此

三書正好反映了南宋禪林對禪師修行方式和道德生活的要求準則。因此，本文主要針對南宋這三本

禪林筆記的內容，探究其對叢林行事的規範和古德風規的嚮往，以及禪宗的發展由過去禪師重視自

性覺悟的內在體驗，轉向重視各種外在生活行事規範的建立，以見南宋禪宗修行方向的轉變。 

 

關鍵詞：《禪林寶訓》、《叢林公論》、《人天寶鑑》、禪林筆記、南宋 

 

 

一、前  言 

 

    關於禪門發展的史料文獻，除了僧傳、燈錄、語錄之外，其實還有一種過去較少被關注，內容

卻更為活潑多樣的書寫體製，那便是禪門筆記。相較於筆記體製，僧傳以記錄高僧完整的生平事蹟

為主；燈錄則主要記錄禪師開悟的關鍵歷程，以及師徒特殊的禪機話語、逗機言行；而筆記則主要

記錄本朝禪僧那些公案話語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特定片段，這些片段看起來零散瑣碎，很容易被忽

略，所以過去對於禪門筆記的討論相對較少，然而，唯其透過這些禪門筆記的片段記載，可以更具

體了解宋代禪門的發展樣貌。 

    宋代禪門筆記肇始於惠洪（1071-1128）《林間錄》，繼之者有道謙（生卒年不詳）編《大慧普

覺禪師宗門武庫》，曉瑩（1122-1209）《羅湖野錄》、《雲臥紀談》，道融（生卒年不詳）《叢林盛事》、

圜悟（生卒年不詳）《枯崖漫錄》，以上筆記多以宋代禪僧日常言行瑣事片段為主要內容。這些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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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宋代禪宗叢林中的各種瑣聞逸事為主體之禪門筆記的內容，或者記錄禪僧的高言特行，參悟慧黠；

或者記錄名人文士與當代禪僧參禪互動的詩偈酬對或往來軼事；除了軼事記載，更多是對從當時叢

林實況的記錄、剖析和提出針砭。所以，從宋代禪門筆記可以一窺宋代禪師的具體形象和生活樣貌，

以及當時禪林文化風尚和發展弊病。有些筆記作者在敘事的同時，往往也會在每則之末，對所記言

行事跡或當時叢林現象加上一些個人見解或批評。有些雖不見文末評語形式，但於敘述事件之行文

始末，隱隱然流露筆記作者的個人識見和觀點。所以，可以說這些禪林筆記不僅具有反映禪宗發展

的史料價值，也具體體現宋代禪林社會文化的真實面貌。 

    除了上述以敘述禪師日常言行的筆記之外，另有以雜錄論述來指示禪師生活規範為主的筆記類

型。《禪林寶訓》主要彙編過去燈錄、語錄等禪宗文獻中的嘉言懿行記載，非無意識的逐條收錄，

有其編次宗旨；《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主要是以議論方式來指點禪子修道方向，此三種筆記

雖亦逐條收錄，並無編次結構，但與以宋代禪師之遺聞軼事為主要敘述內容的禪林筆記性質略有不

同。這些記載本身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歷史意義，體現了宋代禪林內部的文化現象，對於叢林興

衰的關切，吐露作者個人歷史評斷，這當中有其深刻的宗教關懷。 

    目前關於宋代筆記雜錄的研究成果，以基礎題解介紹居多，包括版本、作者、創作時間和背景、

內容體例，以及書寫特色等。其中祁偉〈宋代禪林筆記的憶古情結與書寫策略〉一文比較有獨特的

詮釋視角。作者認為宋代筆記有種共通的傾向，那便是對於唐代禪門典範的一種傾慕懷念，所以在

敘述宋代禪師的各種悟道或生活點滴時，總是不經意地流露出對過去偉大禪德的懷想作為對照。這

種今古對照，形成宋代禪門筆記共通的書寫特徵。作者指出這種宋代禪門筆記的憶古情結，來源於

禪宗末世的焦慮，起因於禪門獨立品格的喪失，樸素作風的遺落和識見氣度的庸俗，這可說是作者

獨特的閱讀體會所歸納出的結果。 

    學位論文有林素瑜中國文化大學哲學所博士論文《《禪林寶訓》研究》，主要討論《禪林寶訓》

的主旨、三教關係、修行法門和叢林規範等問題。單篇論文有許文筆的〈 試 論 宋 代 儒 禪 形 成 的

因 緣 --以 《 禪 林 寶 訓 》 為 例 〉
1
；〈 宋 代 《 禪 林 寶 訓 》 的 叢 林 論 探 討 〉

2
， 分別從叢林論、

住持論和人品論討論宋代禪宗叢林的文化環境；再從禪修論和儒禪論討論宋代禪林修證的特色。多

面性地藉由《禪林寶訓》來討論當時禪林的發展狀態。還有蔣九愚〈《禪林寶訓》五種古注本述評〉

3
；〈《禪林寶訓》禪修思想述評〉

4
；徐小躍〈《禪林寶訓》研究〉

5
等。日文方面有椎名宏雄〈《禪林

寶訓》の諸版系統〉
6
；篠原壽雄〈《人天寶鑑》の編纂をめぐつて‐‐三教交涉による宋代宗教史の

一面〉
7
等。綜合而言，這些宋代禪門筆記的研究成果多集中於《禪林寶訓》，其他筆記研究成果極

                                                 
1 《 宗 教 哲 學 》， 80， 2017.06， p.117-155。  
2 《 新 世 紀 宗 教 研 究 》 10:2， 2011.12， p.139+141-172。  
3 《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14-20。 
4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頁 37-41。 
5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7 年第 1 期，頁 102-107+165。 
6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4(1)，1995.12，頁 82-87。 
7 《柴田道賢教授古稀記念》(宗教學論集)，通號 7，1974.12，頁 17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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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甚至無有。多屬零星的基礎性介紹，缺乏整體性的考察視角來看待禪門筆記的內容特點和存在

價值，可見關於禪門筆記中所反映宋代禪林的獨特性和發展問題的理解仍有待掘發。 

    因此，本文以南宋淨善（生卒年不詳）重集《禪林寶訓》，惠彬（生卒年不詳）作《叢林公論》、

曇秀（生卒年不詳）作《人天寶鑑》為主，此三書正好反映了南宋禪林對禪師修行方式和道德生活

的要求準則。雖屬筆記體，重點不在人事記錄，多以指點禪林修道方向為主要內容。因此，本文主

要針對南宋這三本禪林筆記的內容，探究其對叢林行事的規範和古德風規的嚮往，以及禪宗的發展

由過去禪師重視自性覺悟的內在體驗，轉向重視各種外在生活行事規範的建立，以見南宋禪宗修行

方向的轉變。 

 

二、宋代禪門筆記雜錄產生的文化環境 

 

    宋代禪門筆記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宋代文人筆記寫作風氣鼎盛，禪林也受此風尚寖染；一方

面筆記敘事重點不同於僧傳、燈錄和語錄，僧傳囿於兼顧高僧一生首尾俱全的固定敘事模式，有時

不免欠缺獨特性，尤其《宋高僧傳》非以收錄宋僧為主，其後亦無記錄宋代僧人為主的僧傳出現。

燈錄著重於禪門師徒關鍵性對話機緣，至於禪師日常生活中的樣貌，非其記錄焦點；乃至語錄也只

是禪師上堂開示的話語記錄。筆記體製剛好可以彌補上述宋代禪門人物史料的缺點，它著重於一些

具體事件的細節或來龍去脈的描述，從這些事件中可以更具體展現一位禪師真實的日常生活細節和

品貌，而又不用宥限於禪師一生首尾俱全的交代，特別具有集中敘述來彰顯人物風神的優點。 

    宋代禪宗的發展趨向，延續唐代鼎盛勢力，除溈仰宗傳承已中斷之外，法眼宗在北宋逐漸湮沒，

雲門宗傳承至南宋轉衰，獨臨濟宗法門隆盛，出現多位對宋代禪宗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力的大禪師，

黃龍一脈在北宋後期十分盛傳，主要傳法於江西、湖南一帶。《禪林僧寶傳》卷 22〈黃龍南禪師〉

云：「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大智。」8《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2 和 13 記慧南（1002-1069）

法嗣共有 76 人，其中 48 人有傳錄，晦堂祖心（1025-1100）、東林常總（1025-1091）、真淨克文

（1025-1102）並是其重要弟子。黃龍派禪師不僅活躍於叢林，並與當時社會文化菁英，如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保持緊密的互動關係。王安石禮請克文為報寧寺住持，蘇軾與東林常總往來

密切，黃庭堅嗣法於晦堂祖心，在〈黃龍心禪師塔銘〉中讚祖心「脫略窠臼，游戲三昧」。9張商英

學法於克文弟子兜率從悅（1044-1091），形成一個禪師與當時文化圈的菁英文士之間的緊密互動關

係。10楊岐派稍後於黃龍一脈逐漸興盛，圓悟克勤（1063-1135）等禪師往來傳法於江蘇、四川等地，

到南宋勢頭更盛，最具影響力的大慧宗杲（1089-1163）師事圓悟克勤之前，原是先在真淨克文弟

子湛堂文準（1061-1115）座下學禪，文準往生之前叮囑其轉往克勤處參學，可見當時宗門支派之

                                                 
8
 《卍新纂續藏經》第 79 冊，頁 535 中。 

9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24，頁 267 上。 

10
 參考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四、慧南的主要弟子，頁 32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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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非壁壘分明，而是存在著交流互動關係的。11而曹洞一脈雖不若臨濟盛傳，卻也能保持傳承不

絕，乃至有芙蓉道楷（1043-1118）一支法孫宏智正覺（1091-1157）提倡默照禪法，成為曹洞宗的

主要特色。 

    傳法工具的運用方面，禪宗發展到了宋代進入文字闡釋的時代，一方面對前代禪師的機緣話語

進行系統性的文字記錄和整理而產生大量的語錄、燈錄的結集；過去禪師接引弟子的那些過程被整

理成一則則的公案，提供後人參究。另一方面，發展出各種拈、頌、代、別、評唱等新的文體形式，

以對古德公案進行各種詮釋活動。然而，門路摸熟了便容易成為套路，難在接引禪機上發生作用，

可以說這是一個禪機熟爛的時代。12 

    宋代禪門鼎盛，禪機熟爛，宗門內各種人才皆有，當然存在各種性格特質的禪僧。《宗門武庫》

卷下，記圓通法秀云：「雪下有三種僧，上等底僧堂中坐禪，中等磨墨點筆作雪詩，下等圍爐說食。」

13
凸顯宋代禪僧有或真為參究生死者；或流於拾人牙慧，附庸風雅者；乃至如同俗人只知聊些衣食

雜瑣者。後來，宗杲在虎丘親見這三種僧，不覺啞然失笑，方知前輩所言不虛，透過禪林筆記才能

看到當時禪僧真實的生活樣貌。宋代文士與禪僧交流往來頻繁，禪林筆記記錄了士僧互動的種種趣

聞軼事，這些內容或不見載於其他禪史或文人雜錄，可視為瞭解禪僧或文人日常生活形象彌足珍貴

的補充史料。因此，真實的宋代禪林究竟出現哪些現象使得禪宗發展產生變化，從禪門筆記正可以

獲得具體而微的觀察，甚至筆記作者夾敘夾議的敘述中早已警鐘先鳴。由上述所言可知，即使禪門

筆記作者本身可能發生記憶或書寫的誇飾或錯誤，個人視野或好惡的侷限，乃至宗派觀點的偏向等

等問題，作為由宋代禪僧所撰作，足以具體反映宋代本朝禪林實況的禪門筆記，其存在價值與研究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禪林寶訓》、《叢林公論》和《人天寶鑑》的成書宗旨及風規轉向 

 

    《禪林寶訓》共四卷，原是南宋妙喜宗杲(1089-1163)、竹菴士珪（？-1146）兩位禪師所共集，

二人同為五祖法演之法孫，宗杲嗣法於克勤，士珪嗣法於清遠，而克勤和清遠同為法演弟子。後因

經年散逸，首尾不全，南宋淳熙年間經東吳沙門善淨（生卒年不詳）重集，整理輯錄總共收得 42

位禪師 291 條語錄，各篇末皆言明出處，流通叢林。包含雲門宗、臨濟宗黃龍派、楊岐派等宋代禪

師之遺言警訓，全書所論集中於禪僧的道德修養、禪法的修行及叢林制度的恢復。 

    善淨〈禪林寶訓序〉云：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

                                                 
11
 參考土屋太祐，〈真淨克文の無事禪批判〉，《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1 卷第 1 期（2002.12），頁 206-208。 

12
 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五編禪道熟爛的時代，頁 255。 

13
 《大正藏》第 47 冊，頁 95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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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蠧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

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為詮次，大概使學者削勢利人我，

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

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14
 

 

由此可見其編輯宗旨在於強調修學者重視「道德仁義」，與過往禪林所編著以輔助參悟為重心的書

籍大不相同。此書皆輯錄自其他禪籍如語錄、燈錄、僧傳之片段，透過這些片段，呈現對禪林學子

修為以道德為重的指引，凸顯其融合儒禪的傾向。文字樸質懇切，深中時弊。也就是說，《禪林寶

訓》所指引的不再是覺悟自性之道，而更重視外在道德倫理和生活規範等外在條件在禪修中的重要

性，由此書在當時的流傳和受重視的程度，可以明顯見到禪門發展方向的轉變。 

    《禪林寶訓》所記一百多位禪師的嘉言懿行做為標舉道德行誼的典範，卷一記五祖法演和尚云：

「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清白，為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

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
15
充分反映當時叢林弊病，僧人自身無法潔身自持，如同

世俗人追求名利，便會失去世俗社會對他們作為超越世俗的修道者的崇高認知。所以，《禪林寶訓》

卷四云：「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
16
在這樣的禪林風氣下，

欲整頓叢林發展趨向，唯有從外在生活規則層面下手，讓社會對禪僧建立新的觀感，以掃除過去腐

敗的印象。 

    從南宋的筆記編輯趨向的變化，可以看到禪宗發展的現世化、倫理化，站在禪宗的立場，這樣

的發展究竟是世俗化，還是新的發展契機呢?《禪林寶訓》之所以重視道德倫理，實有回應時代思

潮之必須。蓋宋代儒學復興運動持續發展，到了南宋更有影響力，而知識分子又與禪門交流密切，

禪門內部面對當時主流的社會倫理和道德批判必須做出回應，而從《禪林寶訓》所收集的禪師話語，

以及禪師的嘉言懿行可知，南宋禪門的因應之道，是向儒門靠攏，由過去強調頓悟自性的事例，轉

向強調禪師的道德生活和行為品質。 

    者菴惠彬（生卒年不詳）作《叢林公論》一卷，淳熙己酉（1189）季春芋魁巖主宗惠〈叢林公

論敘〉云： 

 

南蕩者菴老人，予之端友也，拜教聲前，踰越二紀。蹟其為人厚性體仁，寬中毓物，平居閑

澹，恂恂然似不能言者。逮說法則詆訶佛祖，談論則刻轢古今，公論一萬餘言，槩其緒餘，

非特起而作之也。予酌其理詣，騫闕一無抑，又所以究其黜訐，盪滅是非，區區覈其橾槮金

根之謬。深虞後學沿惑其說，誕妄相紏，舍正路而不由。及推其至公至當，優入聖域，明與

                                                 
14
 《禪林寶訓》卷 1，《大正藏》第 48 冊，1016 頁中。 

15
 《大正藏》第 48 冊，1018 頁中。 

16
 《大正藏》第 48 冊，1034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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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俱，大與天地竝，深與江海埒，峻與山嶽侔，宏曠穹崇，有本者如是。
17
 

 

    書名之「公論」，是知以議論為主，乃欲對古今禪林種種是非弊病提出公允評論，此敘盛讚惠

彬為人寬宏，於禪門之各種論述批評公允切當，不過為人作序不免有過讚之虞，從另一種角度來說，

也透顯出惠彬對禪林的批判在當時受到一定的肯定。 

    延寶庚申（1680）之夏洛西龍華道忠跋云： 

 

恕中慍公辯「叢林」兩字匪所當矣，然而失著作之體於題名，王勃蘇軾之徒猶未免焉。矧

急于談理而喪于禦侮者乎?書堂欲梓鏽公諸世而請予校讎，予嘉曰：論之公而書亦公者，公

之極也。揭實智之日，破叔世之闇者，設論之意也。此舉吾竊為彬師賀之，乃參攷於羣書

覈舊本，昭熱治活印逆施業卒而授焉。或謂叢林者說處，云「公論」說乎叢林故名焉。
18
 

 

    凡作評論難免有其立場，其中關於釋儒關係之隨筆討論所佔比例頗多，然而其觀點亦頗多爭議。

例如林伯謙便指出其中至少六則攻擊惠洪《禪林僧寶傳》、《冷齋夜話》、《智證傳》等作，全書對惠

洪全無一句讚詞。
19
 

    四明沙門曇秀（生卒年不詳）作《人天寶鑑》一卷，主要依內典及儒、老之外籍等，編集學道

之須知、修行之龜鑑等佳言秀句數百條而成。《人天寶鑑》多錄自他人語錄、燈錄、別集、僧傳等

材料，紹定三年結制日曇秀自作〈人天寶鑑序〉云： 

 

竊聞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如三教古德於佛法中有一言一行，雖載之碑

傳實錄及諸遺編，而散在四方不能周知徧覽，於是潛德或幾無聞。愚嘗出處叢林，或得之

尊宿提倡，或訪求採摭。凡可以激發志氣垂鑑於世者輒隨而錄之，總數百段，目曰人天寶

鑑。不復銓柬人品條次先後，擬大慧正法眼藏之類。且昔之禪者未始不以教律為務，宗教

律者未始不以禪為務，至於儒、老家學者亦未始不相得而徹證之，非如今日專一門擅一美，

互相詆訾如水火不相入。噫!古者之行非難行也，人自菲薄以謂古人不可及爾，殊不知古人

猶今之人也，能自奮志於其間則與古人何別。今刊其書，廣其說，欲示後世學者，知有前

輩典刑，咸至于道而已，高明毋誚焉。
20
 

 

    如此誠懇踏實於發揚前輩嘉言善行之典型，全然未見禪門專以求悟跳躍活潑的思路，意欲融合

                                                 
17
 《叢林公論》卷 1，《卍新纂續藏經》第 64 冊，頁 764 中。 

18
 《卍新纂續藏經》第 64 冊，頁 773 上。 

19
 參考林伯謙，〈惠洪非「浪子和尚」辨〉，《中國佛教文史探微》（台北：秀威資訊出版公司，2005），頁 465-466。 

20
 《人天寶鑑》卷 1，《卍新纂續藏經》第 87 冊，頁 1 上。 



9 
 

禪、教、律，乃至援引儒、老之學相為印證，以平息三教之爭。 紹定庚寅（1230）六月望日蘭庭劉

棐序：「 是集皆佛氏妙藥救世之書也，能令病者服之即愈，至有盲聾喑跛之徒亦得除瘥。四明道人

秀公久歷湖海，此藥備嘗，無不應驗，宜乎刊行，以壽後世。」
21
 

    紹定庚寅（1230）自恣前一日古岑比丘亦跋云： 

 

古之人以修心為要，心之正，行毋越思，言斯鳴道，使夫後進其可師模，有何禪教律儒釋

道之異也。盖至公則天下共之，四明禪者秀公，篤志于此，履歷叢林，玄機綜覽，隨所聞

見集成此書，闢人天眼目，因以「寶鑑」名焉。走大圓覺，求之刊行。非獨發明先輩幽德

潛光，將與同志力追此道。予嘉其說，遂跋其後云。
22
 

 

其所重之修心之道在於心正，心如何可正?在於行隨於心正，言以明道，這些主張幾乎就是宋代儒

者的修心之論。由此可見南宋禪門融合儒、禪的實踐方向。 

 

四、結  語 

 

    《禪林寶訓》、《叢林公論》、《人天寶鑑》的出現，乃在呼應其時代的課題。南宋禪門對於

宗門內戒律不持、道德不修，流於空泛的文字說禪的現象，欲救此弊而轉向從禪人的生活規律和道

德修養要求做起，輯錄古德禪師的嘉言懿行，以收見賢思齊之效。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手冊 

2.會議論文集光碟 

                                                 
21
 《人天寶鑑》卷 1，《卍新纂續藏經》第 87 冊，頁 1 上。 

22 《人天寶鑑》卷 1，《卍新纂續藏經》第 87 冊，頁 2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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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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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全體專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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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人 

 

擔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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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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