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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5 min)
1 礼敬佛陀、佛法和僧团（三称）

2 缘起

● 有关义理和实修的争论；缺乏实修的现状

● 目前中国传统佛教禅净；净；金刚乘

● 大乘、上座部、金刚乘的止、观禅修

3 本次研讨会的形式

● 主题发言：苟嘉陵和谌飚

● 主持：谌飚

4 止观禅修介绍和学习的系列研讨

长期的主题

● 佛陀的止观禅修；止观的介绍和学习；不采取宗派的立场

大乘止观

● 如来藏 / 真常唯心  / 虚妄唯识 / 中观 / 大乘经论；天台宗（止观

宗）；重视义理和行事

上座部止观

● 当代上座部的禅修学派；注重 实际行事

金刚乘止观

● 金刚乘噶举派的“大手印”禅修、宁玛派的“大圆满”禅修等



天台宗的修行方法介绍  
(25分钟)

苟嘉陵

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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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台山国清寺



天台宗的建立

天台宗奉龍樹論師為初祖。但宗派的實際創始人是被稱為智者大師的四祖智
顗。他俗姓陳，法名智顗，法號智者(晉王楊廣贈)。生於荊州華容。因曾居於
天台山國清寺，人亦稱天台大師。

他寫下「天台三大部」：《法華文句》、《法華玄義》、《摩訶止觀》。對中國佛教影
響甚鉅。

在漢傳佛教中，天台宗特重止觀，故又被稱為「止觀宗」。止即奢摩他 
(samadhi )，觀即毘婆舍那(vipassana)。另外因天台教義以法華經為主要依
據，所以也被稱為「法華宗」。



初始的發展與傳承 

最早的天台思想創造者，應是二祖慧文大師。俗姓高，活動年代約在東魏和北
齊之間(534-577)。

慧文大師因讀龍樹《 中論 》裡的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
中道義」而有所體悟。

由此發展出著名的「一心三觀」— 空觀、假觀及中觀。

也因而有了後來天台宗裡「圓融三諦」— 真諦、俗諦及中道諦 — 思想的建立。



天台三祖為慧思大師(515-577)。俗姓李，豫州汝陽郡(今河南上蔡)人。

他從慧文禪師處學習禪法，白天隨眾僧事，夜間專心修習禪觀。因讀《法華
經》而悟「法華三昧」。

他依《法華經·方便品》而特重「唯佛與佛乃能窮究諸法實相」。此為大乘法義
在止觀修行上的重要法理依據。

從此所觀實相的範圍不再只侷限於一己的呼吸與身心，而是包括了「如是
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報、如
是本末究竟」。



天台宗裡有四部止觀 ，皆為智顗所著。

止即「定」，也就是「寂」。功能是止息妄念。觀即「慧」
，也就是「照」。功能是如實觀諸法。二者在八正道裡
就相當於「正定」與「正念」。

(一) 小止觀：《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二) 不定止觀：《六妙門》—— 數、隨、止、觀、還、淨

(三) 漸次止觀：《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

(四) 圓頓止觀：《摩訶止觀》

智顗 (天台宗)



讨论 (10 min)



大乘止观与慧思禅师 (一) （25分钟）

谌飚

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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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简史和教义演化

佛陀、印度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与佛教分裂

初期大乘；改革与创新

大乘教义：性空唯名(中观

学派)、虚妄唯识(瑜伽学

派)、真常唯心(如来藏学

派) - 印顺法师

佛陀的核心教义

佛陀教义的各自传承；感情圣化；般若

经时代

龙树主张：无自性空、离一切见；统一

缘起、空、假名、中道；对大乘作继往

开来

虚妄唯识的阿赖耶；如来藏的空其所

空，有其所有



止观之源

❏ 佛陀所说的禅修

❏ 止(Serenity)和观(Insight) - 修习禅定的两种方法

❏ 宁静和彻观；三学中的定学和慧学

❏ 修行的方法(Methods)；修行的状态、境界(States)
❏ 完整的禅修 ：

（1）持守戒(sila)，戒除杀、盗、邪淫、妄语和麻醉品，以便使

「心」得到基本的平静；（2）定训练心的专注：使心可以稳定持

续地专注在某个对象（所缘或业处），经过适当的训练，获得

某个程度的专注力；（3）进行慧的开发：以高度敏锐的心力，不

带价值判断地（无分别），客观地观察身心，去穿透事物的表

相，获得真正的智慧（修慧），这个建构在实际体验的智慧，其

威力远超过信仰和理智层面的理解，能够改变身心失衡的行

为模式，化解掉潜藏在内心的压力、不安、恐惧等等根深蒂固

的情结。

止和观

止，巴利语 samatha，意为平静。为心处于平静、专一、无烦

恼、安宁的状态，亦即禅定 / 禅那 (四色界禅；四无色界禅) 的
修行法门，以求进入三昧(三摩地; 三摩提; Samādhi; 心一境

性；心不散乱; 等持)的修行方法。古音译作奢摩他。注意修习

方法和状态的区别。

观，巴利语 vipassanà，音译为毗婆舍那。「用如此的方式去

看」、「由此看」、「专注深入的观看」、「周遍观看」。意为以智

慧来观察，直观觉照一切名色法（身心现象）的无常、苦、无我

本质，亦即培育智慧的修行法门。古音译作毗钵舍那、毗婆奢

那。其理论依据为「四念住」（三十七菩提分法之一）。



禅那
禅修
禅宗
禅 

达摩

弘忍

慧能 (禅宗)

龙树

智顗 (天台宗)

慧文

慧思



慧思禅师 - “大乘止观法门”禅修的奠基者

中国阿含经-大乘经的开始

永平十年(67)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 
；东汉汉桓帝建和元年 (147)安息太子安世高东来

洛阳桓帝末年支娄迦谶至洛城，译有经典十四部二

十七卷，皆大乘佛学。 

慧思禅师前后的佛教人物

东晋慧远 (334-416)；庐山东林寺莲社；净土初祖

后秦鸠摩罗什 (344-413)
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382-536)
陈真谛 (499-569)《大乘起信论》

大魏慧思 (515-577) ；天台三祖
陈智顗 (zhì yǐ) (538－597)；智者大师；天台四祖

唐玄奘 (602-664) ；法相唯识宗

弘忍 (601-675) 禅宗五祖

神秀 (606-706) 禅宗北祖

慧能 (638-713)；禅宗六祖

慧思禅师之前
● 已是大乘；僧侣多为禅师
● 很多思想有道教和儒学的成分
● 修行方法有念佛和类似上座部的禅修
● 北朝重视禅修，而南朝重视义理

慧思禅师之后
● 天台智者大师创立中国本土佛教天台宗 (法华宗、止观宗)
● 玄奘大师取经；贞观十九年后，由于玄奘的请求，不许再讲旧所

翻经。陈真谛所译《起信论》及《摄大乘论》，正好属于旧翻之列，
以此旧翻之论书为基础的中国著作如本书者，也可能受到了流
通的禁止。创法相唯识宗，近瑜伽、唯识。

● 达摩一派禅宗禅师，至弘忍法师的弟子神秀仍提倡义理和禅修
并重的禅法。

● 禅宗慧能，开启唯心禅宗，不重文字，强调自性和顿悟。大开禅
宗方便。神会到北地推广慧能禅法，从此禅宗心法流行。

● 宋朝之后，天台宗在中国衰弱，多数门徒归于禅宗。
● 禅宗禅法越来越简，各类学人越来越多；禅净合一；禅修完全衰

落。



慧思禅师 - 生平介绍

慧思禅师的际遇

多次蒙难：34岁时在河南兖州，为人下毒；39岁时在湖北郢州，受恶众毒杀，本
人受重伤，三位弟子死；42岁在广州讲大乘义，被恶论师们骚扰；43岁在定州
讲大乘义遭恶论师们断绝饮食供养 - 可能是他发自悟境的言论，与一般人的
思想观念有矛盾。他对佛法的理解态度，比之于当时其他的论师们，有特异、
优胜之处，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佛教界的同道之间：

● 《续高僧传》卷一七：「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
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

● 「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众杂精麁，是非由起。
怨嫉鸩毒，毒所不伤；异道兴谋，谋不为害。

● 《神僧传》卷四，又有如此的记载：「自思南度，定慧双举，道风既盛，名称
普闻。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陈主，诬师乃北僧，受齐国券。」

当时仅重义理之学，而慧思禅师行解并重、定慧双举，固然能为真正的佛法开
出新的气象，却为当时的流俗比丘之所不容。

慧思禅师小传

慧思禅师 (515-577)，大魏国南豫州汝
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人，南北朝
佛教禅师，为天台宗二祖。十五岁出家
，专诵法华等大乘经典，精进于学行。
曾师当时著名的慧文禅师，从受观心禅
法。自此，听讲、参禅，昼夜研磨，不敢
懈怠。慧思禅师因此得力而开悟北齐天
保五年(554)，慧思至光州(今河南省涉
川县)，为众说法达十四年余久，声闻远
播。又于河南南部大苏山法传智顗(yi3)
，世称智者大师。 陈光大二年(568)，慧
思始入衡山，遂有“南岳尊者”之称。因
居于南岳衡山，也称南岳慧思。



慧思禅师 - 思想介绍

4「有相行」及「无相行」的两者之中，以「无相行」为毕竟究极之禅观的
根本。禅风之异于当时流行的类似上座部的禅修。

5 渐次、不定、圆顿的三种止观。此所谓的圆顿止观，便是不共于上
座部的大乘止观，此后也为中国的禅宗思想开了先河。

6 为中国禅宗的先声，更是中国天台宗的源流：《续高僧传》卷一七
「慧思传」中称：「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
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

7 《大乘止观法门》基于《起信论》和宣扬如来藏的大乘经，思想的最
后成熟。可能是口头讲述，由人记录。现传版本由日本返回。唐末五
代的兵乱相继，本书即与许多其他的佛典在中国散佚，却在海外的日
本等地保留。北宋四明知礼再兴中国天台宗风。南宋咸平三年(1000)
，日僧寂照，将本书送到了中国的浙江省奉化。经过一百余年，南宋
宣和三年智涌了然，为本书撰写《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五卷；又过五
百多年，明末蕅益智旭，撰有《大乘止观法门释要》四卷。再过二百六
十八年，民国的癸亥(1923)夏，宁波观宗寺谛闲，述作了《大乘止观述
记》。

思想

1 因受佛教中人迫害，作佛法将灭的末法观。在中国佛教
的思想史上，也可称作末法观的先驱者。

2 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作四十四岁《立誓愿文》：
“我今入山修习苦行。忏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
悉忏悔。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馀趣。愿诸贤圣
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
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
丹。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

3 慧思禅师「定慧双举」。四十岁之后极力阐扬定业的禅观
之学，为了自修，也为了劝人修行。对于慧业的功力，也是
藉著禅观之学的阐扬而表露出来。一位禅师 ─ 定慧双开的
禅师，而非仅玩纸面工夫及口头工夫的论师，也非只顾盲
坐瞎参的禅师可比。



小结

4 天台宗在后世的衰落。天台宗的问题在于体系庞大而
无法推广。

5 大乘禅修止观实修是否能够在扬弃过度哲学化、主体
论化和如来藏化的过程中得到复兴？

6 定慧一体是否是佛教现代化主题下实修的一部分？

1 慧思禅师的“大乘止观”禅法的际遇：唐末流落海
外日本，不为人知和推广。后由日僧寂照携返中
土。而六祖慧能禅法势力已经蔚为大观，成为禅
宗主流。南岳衡山之后已经成为慧能弟子南岳怀
让道场。

2 北朝重视禅修，南朝重视义理。而南岳慧思禅
师禅修义理兼修。应该是集大成者。而达摩一派
至慧能成为唯心禅学，与慧思的高举定慧的止观
禅修成为对照。

3 即使到了唐朝，五祖弘忍之前和禅宗北宗的神
秀，仍然坚持实修。而慧能弟子神会在北方大量
宣扬唯心的慧能禅法，使得简易的适合大众的禅
法终成禅宗的主流。

【参考资料】

1. 圣严法师，《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2. 维基百科止、观等条目
3. 《佛教简史和教义演化》

http://ddc.shengyen.org/mobile/toc/01/01-02/index.php
https://chanworld.org/community/materials/%e8%b0%8c%e9%a3%9a%ef%bc%9a%e4%bd%9b%e6%95%99%e7%ae%80%e5%8f%b2%e5%92%8c%e6%95%99%e4%b9%89%e6%bc%94%e5%8c%96-pdf%e6%96%87%e4%bb%b6/


讨论 (10 min)



总结和廻向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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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佛法修学的功德和利益廻向
给众生。

愿新冠疫情早日结束！

愿众生离苦得乐！



参考 

（2020-05-22）第5回 天台宗-大乘止观和慧思禅师
（2020-05-08）第4回 五四运动对佛教现代化的启示
（2020-04-24）第3回 学佛和心理学浅谈
（2020-04-10）第2回 疫情下的玄学与佛学-生态佛学
（2020-03-27）第1回 疫情与佛学-冠状病毒与佛法

19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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