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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佛學學者對中國佛教史 

分期的商榷 

藍日昌∗ 

【提要】 

中國佛教史的發展歷程，向來以朝代的特色而分為六朝、隋唐、

宋元及明清四個時期，若以各時期的特色，大致又判定六朝為發展

階段，隋唐為宗派佛教發展興盛之時，宋元則呈現保守之勢，而明

清則是呈現衰頹的趨勢。 
對於中國佛教史的分期初始於日本明治時期，日本佛教學者以

宗派佛教觀點來判定興盛與衰頹，這種論點也影響了中國的佛教研

究者，亦即以隋唐為盛，宋元為保守或衰頹，幾乎是共通的看法。 
中國佛教發展的各階段皆有其特色，六朝是義學論疏發展時

期，隋唐的興盛則是很明顯，但宋元是東亞佛教國際交流最盛之時，

影響日本佛教最深遠的禪宗即是自南宋傳入，影響至今仍然未見衰

減，而明清則是三教合一的趨勢。每時期各有其發展特色，以興盛

衰頹來論中國佛史，嚴重地失於偏頗。 

 
關鍵詞：宗派佛教 佛教史分期 佛教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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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本明治元年（1868）三月十三日下達王政復古的布告命令，著

意於神道與佛教分離，將神道與佛檀分開，恢復神道崇高的地位，同

時進行毀佛滅釋等政策，政府連續下達了數道毀佛滅釋的命令，目的

在於提高神道教的地位，並抑制佛教的勢力，佛教遭受嚴重的打擊，

各處的山門、經典及文物等皆蒙受摧破，可謂是日本佛教千年的一大

劫難。1 政府同時設立大教院以統轄佛教，給予教化之責，這是把佛

教納入政府的行政體系之內。但日本佛教各界很快團結起來，對抗不

利的現實環境，其作法除了極力與政府抗爭之外，同時廣設佛教教育

機構，培育人才，以應世局的變化。2 

東亞的佛教是由印度傳進中國，再由中國傳進日本，日本佛教除

了接受中國佛教的教義之外，也將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融合進來，日

本佛教的教法儀式及僧團組織結構是明顯與中國佛教有很大的差異

性。但在近代史上，中日同遭西方的侵略，日本對於局勢適應很快，

迅即調整自己步驟以回應西方。日本佛教在局勢穩定之後，極需找尋

日本佛教自身的定位，日本佛教內部也在討論著，日本佛教究竟是中

國佛教的分支？亦或是不同於中國佛教而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佛教。 

日本重新審視自己在東亞的位置，日本本來是受中國文化影響，

但如今日本顯然各方面逐漸凌駕於中國之上，尤其在日俄戰爭中取得

勝利，強化了日本脫亞入歐的心態，因此，日本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中

的位階一直是明治之後討論的課題。明治六年（1873）真宗東本願寺

派開始向中國佈教，真宗西本願派則自明治十九年（1886）也開始向

                                                 
1 辻善之助，〈神仏佛分離の概観〉，收入《日本佛教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91）第四卷，

頁 142-242。 
2 小川原正道，〈大教院の崩壞－島地默雷の大教院分離運動〉，收入《大教院の研究－明治

初期宗教行政的展開と挫折》（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2004），頁 143-178。南條文雄，

〈神仏混淆大教院時代〉，收入《懷旧錄》（東京：平凡社，1979），頁 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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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佈教，淨土宗則自明治廿七年（1894）向海外佈教，向海外佈教

顯然以真宗及淨土宗最為積極。與中國佛教方面結盟或向中國佈教，

再度理解中國佛教，是這些日本佛教宗派的當務之急。  

日本佛教逐漸復興之後，採取了幾個步驟，除了設立各宗派的佛

教研究及教育機構，而真宗教團中的本願寺派及大谷派大舉派員到海

外佈教，3 在駐中國佈教這一線，一方面進行宣教的工作，一方面打

算聯合中國的佛教團體共同對抗西方宗教勢力，4 除此之外，派出學

者到歐洲學習梵文及藏文，直接研究印度的宗教，此中最有名者如南

條文雄（1849-1927）、高楠順次郎（1866-1945）、木村泰賢（1881-1930）

等人不僅享譽國際，同時對東亞近代佛教的研究有所影響。當然最主

要的還是藉由對於印度佛教發展史的深入探討，透過源頭的研究而不

再借助於中國的經典，一時之間，對於印度佛教的研究著作大量出刊。 

除此之外，明治時期對於中國佛教研究的著作出版最多的是凝然

（1240-1321）的《八宗綱要》一書，此書是鎌倉時代（1185-1333）

東大寺僧凝然為龜山天皇（1259-1274 在位）所述中日佛教的簡史，

此書成為往後日本了解中國佛教最重要的基礎著作。明治時期，此書

的注釋本大量出版，因此就產生了一個弔詭的現象，對於印度佛教採

用最新的資料及研究方法，而對於中國佛教則採用舊式而不甚正確的

典籍，在新舊研究法的衝擊下，重尋日本佛教的定位。5 

                                                 
3 日本佛教在中國的佈教權在中日戰後取得優勢，這方面的問題可參考佐藤三郎，〈中国における

日本仏教の佈教権をめぐって〉，收入《近代日中交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頁 221-276。藤井健志，〈仏教者の海外進出〉，收入末木文美士編，《近代国家と仏教》（東

京：佼成出版社，2011），頁 110-159。淨土真宗二派在中國的佈教研究，參考小島勝編，〈中

国における真宗大谷派開教〉，收入《アジアの開教と教育》（京都：法藏館，1992），頁 23-86。 
4 這方面的立場見小栗栖香頂所撰《北京護法論》一書，書中即談論到真宗想到中國佈教及結盟共

同對抗西方之意，書在明治三十六年（1903）出版，由於是非賣品，所以未有出版社之名。又關

於明治時期日本僧團往海外佈教的情形，參考藤井健志，〈仏教者の海外進出〉，收入末木文美

士編，《近代国家と仏教》，頁 110-159。川邊雄大，〈明治期の中国佈教〉，收入《東本願寺

中国佈教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2013），頁 99-166。 
5 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概説》（東京：好學社，1948），頁 242。日本佛教既有本地垂跡的說

法，言及天台智顗（538-597）轉生至日本傳佛教，又與日本本地的宗教信仰、神道教結合，這

皆與中國或印度的佛教不同，也就是說日本佛教是獨立於中國佛教，且能與中國佛教並立，日本

佛不再是中國佛教的附庸，這即是自身定位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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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對印度佛教作源頭式的研究，重新觀視日本佛教的定位，日

本學者重新審視中國的佛教，並為其定出發展過程，這都是一個自我

定位的過程。這就產生一種現象，近代以來研究中國佛教最熱切，出

版著作量最多的是日本學者，以至於中國方面的學者也深受日本學者

的影響。6 

中國佛教發展分期史的論斷自明治時期的日本佛教學者開始，但

各有其論斷標準及看法。在研究中國佛教發展史的議題上，大致以六

朝、隋唐、兩宋、元明清各分期，各時期各有其特點，而這些日本學

者的中國佛教分期史的論斷，最後大致為中國學者所接納及採用。  

二、探索中國佛教現況與尋求自身的定位 

明治政府下達神佛分離令之後，日本佛教界歷經一段時間的動盪

不安，在穩定之後，日本各佛教團體努力向外傳教，而這之中尤以淨

土 真 宗 的 僧 侶 往 海 外 佈 教 最 為 積 極 。 以 東 本 願 寺 派 的 小 栗 栖 香 頂

（1829-1905）為例，小栗栖香頂奉派到北京佈教，同時要認識中國

佛教界中有力人士，希望達到中日佛教合作共同對抗基督徒在東亞的

勢力。  

小栗栖香頂在 1873 年初到北京，7 創設東本願寺別院，一方面

尋求佈教的機會，一方面尋找能與中國佛教界對話的僧侶，初時尚未

能通北京話，所以是到北京之後才開始學習北京話，觀察北京的人

事，並以日文加以註釋。小栗栖香頂特別注意北京白雲觀中的喇嘛教

                                                 
6 例如胡適（1891-1962）對於荷澤神會的禪學思想的論述是受到忽滑谷快天（1867-1934）《禪學

思想史》（東京：玄黃社，1923）一書的影響，矢吹慶輝（1879-1939）對於三階教深入研究，

並撰有《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27）一書，對於湯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的論述深有

影響，像這樣的例子在近代中國佛教的研究上頗為常見。忽滑谷快天，《禪學思想史》（東京：

玄黃社，1923）。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27）。 
7 小栗栖香頂於 1873 年 7 月先由長崎搭船至上海，再搭海船至天津，8 月至北京，關於此行程可

參考小栗栖香頂著，陳繼東、陳力衛整理，《北京紀事．北京紀游》（北京：中華書局，2008），

頁 6-27。前有陳繼東序文，對於小栗栖香頂在北京旅遊時所記錄的事件，對於了解百年前中日交

往的狀況是有相當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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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的言行，小栗栖香頂以為喇嘛教是在中國境內最有勢力的宗教，

這樣的誤解是有原因的，喇嘛教即是西藏密教，密教是在日本頗具勢

力的團體，密教教義也滲透到日本佛教各宗派中，而真宗或淨土真宗

是其中的代表，所以小栗栖香頂特別觀注北京喇嘛教的發展。8 

小栗栖香頂在北京並未碰到能與他對話的宗教團體，事實上他的

北京話也尚未精通到可以自由對話的地步，因此，北京之行對於小栗

栖香頂而言並未能達成其目的。雖是如此，小栗栖香頂寫了一本《北

京護法論》（1903），書名為護法，即尋求與中國佛教界結盟共同維

護佛法，共同對抗基督教勢力之意，此書為內部出版，並未對外公開。

書中除彰顯日本政府的聖明之外，同時也看到了中日佛教的不同，所

以書中介紹了日本的佛教發展，同時特別標示出淨土真宗的教義。小

栗栖香頂在到中國之前已撰述《十二宗綱要》（1886），9 因為小栗

栖香頂對於中日佛教之間的觀念衝突認為是可預見之事。《北京護法

論》及《十二宗綱要》二書其目的都是在於內部的教學所需，以作為

其他真宗僧侶到中國佈教所可能碰到的中日佛教對話的知識。  

小栗栖香頂與楊仁山（1837-1911）的爭論則彰顯了中日佛教的

歧異，清末之時的楊仁山對於佛教的復振甚為著力，並透過南條文雄

（1849-1927）從日本找回大量流失於日本的隋唐佛教論著，南條文

雄本身也是淨土真宗的學問僧，彼時正在英國學習梵文，楊仁山與南

條文雄結識後，希望回到日本的南條文雄促成他購書的心願，南條文

雄果然不負使命，大量購進唐宋的佛教論著後，對於楊仁山的復興佛

教幫助甚巨。  

小 栗 栖 香 頂 經 由 南 條 文 雄 而 與 楊 仁 山 進 行 中 日 佛 教 思 想 的 對

話，10 日本淨土真宗的基本要籍為《選択念佛集》及《真宗要指》

                                                 
8 小栗栖香頂撰有《喇嘛教沿革》三卷，此書也是內部出刊，做為宗門內的參考。 
9 小栗栖香頂，《佛教十二宗網要》（東京：佛教書英譯出版社，1886）。 
10 南條文雄與小栗栖香頂同屬東本願寺派，南條文雄在中國旅遊時，在上海即停留在小栗栖香頂所

創設的東本願寺別院。見南條文雄，〈支那歷遊〉，收入《懷旧錄》（東京：平凡社，1979），

頁 237-250。 



．東海中文學報． 

 ．34．

二書，楊仁山看到這二本書之後，著文大肆批評，這主要是日本的淨

土觀念全然是他力救助的意思，中國的淨土宗對於他力淨土及自力淨

土皆有論述，而楊仁山所偏重的無寧是自力淨土。中日的佛教對話不

僅在於淨土的觀念，此外還涉及對於佛教名法的解釋皆不一致，楊仁

山特地寫了《評撰択集》及《評真宗要旨》二書加以批評，小栗栖香

頂則作《念佛圓通》及《陽駁陰資辨》，楊仁山再作《評小栗栖香頂

陽駁陰資辨》，往復論爭皆說明了中日佛教的差異性逐漸呈現，有意

思地方是在雙方的論辯中，同屬真宗一脈的南條文雄則不涉入論爭。

小栗栖香頂與楊仁山的論辯，雙方各自看到了中日佛教基本精神的差

異。11 

另一位真宗僧侶河口慧海（1866-1945）則是深入西藏探查的日

本第一位僧侶，他在明治三十二年（1899）偷偷潛入西藏，在西藏旅

行了一個月的時間，據其所言的目的是為探求佛祖未傳的佛典，但也

是為了解藏密的發展情形。彼時西藏仍禁止自行旅行，河口海慧的西

藏之旅受到在印度的英國政府相助，當時的英國政府對於西藏頗有染

指之心，所以贊助河口慧海也是想了解西藏地理及西藏風情的目的，

而這是當時日本政府常常派出知識份子或僧侶到中國各地去勘查的

目的。河口慧海將其遊記撰述成《西藏旅行記》並搜括了一些西藏文

物，至今仍是重要的遊記。12 而其所撰述的《西藏傳印度佛教史》

則提供了當時對西藏佛教研究的第一手資料，對於日本學者學習西藏

文以直接研習西藏佛教帶來風潮，同時也引起中國學者開始注意西藏

                                                 
11 關於小栗栖香頂與中國佛教的衝突及與楊仁山的論辯，參考陳繼東，〈日本淨土真宗との論爭〉，

收入《清末仏教の研究－楊文会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山喜房佛書林，2003），頁 203-273。

陳繼東，〈小栗栖香頂－中国体験と日本仏教の再発見〉，收入小川原正道編，《近代日本の

仏教者－アジア体験と思想の变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株式會社，2010），頁 53-90。

中村薰，〈楊仁山と小栗栖香頂の二十一の問答〉，收入《日中淨土教論爭－小栗栖香頂『念

佛圓通』と楊仁山》（京都：法藏館，2009），頁 76-172。 
12 河口慧海，《西藏旅行記》（東京：博文館，1904）。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河口慧海師將來

西藏品圖錄》（東京：畫報社，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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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於藏密在近代中國的復振也有一定的作用。13 

類似河口慧海藉旅行來踏查以了解中國真實國情者實為不少，例

如 常 盤 大 定 （ 1870-1945 ） 對 中 國 佛 教 古 蹟 的 踏 查 ， 竹 添 光 鴻

（1842-1917）的《棧雲峽雨日記》等，14 雖懷有政治目的，但對當

時的實際民情的記錄，也可供後人參考。但其中成績最著名的當屬大

谷光瑞（1876-1948），大谷光瑞為日本淨土真宗東本願寺大谷派的

僧人，被派駐在旅順負責華北一地的佈教工作。此時的中日國勢差距

拉大，日本一躍成為東亞的強權，而清朝正陷外患內亂之中，國勢岌

岌可危，大谷光瑞既有負責佈教的使命，同時也觀察清朝的變化，自

然也趁機搜集或巧奪文物。大谷光瑞著有《支那の現狀》（1921）15、

《支那の将來と我帝國の使命》（1937）16、《支那の國民性》（1932）

17 等書，這些都是演講集稿，在這些文章中透露出大谷光瑞或者說

是 淨 土 真宗 對 中 國的 真 實 意圖 。 18 大谷光瑞也組織一隊新疆探險

隊，實為勘查及搜括佛教文物，並從瀋陽故宮中劫掠、搜購不少文物，

劫掠文物之多足以開設為大谷文庫，以帶著政治的眼光從事於亞洲事

務的規劃，在中日的不同視野來看，評價兩極，但又不得不承其眼光

獨到，所搜括者實為精品。19 

在眾多充滿著佈教、侵略等計算之下的宗教僧侶及學者中，另有

以學術交流為主的宗教學者，在近代中日學術的交流中發揮正面的作

用，其中當屬南條文雄及鈴木大拙最為有名。南條文雄在梵文研究方

                                                 
13 河口慧海，《西藏傳印度佛教史》（京都：貝葉書院，1922）。 
14 竹添光鴻撰有《左傳會箋》一書，以漢學家知名於世，但其另一名字為竹添進一郎，年輕時就順

著長江旅行，撰有《棧雲峽谷日記》，記錄長江各地的人物活動，實有間諜的目的，後來也涉入

日本與朝鮮之間的政爭，壓迫清朝退出朝鮮，實為活躍的政府官員。此時，很多的日本漢學者大

都兼有多重身份。 
15 大谷光瑞，《支那の現狀》（無出版社資料，1921）。 
16 大谷光瑞，《支那の國民性》（東京：大乘社，1932）。 
17 大谷光瑞，《支那の将來と我帝國の使命》（東京：有光社，1937）。 
18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ロシア－ウラジオストク本願寺をめぐって〉，收入《大谷光瑞の研究

－アジア広域における諸活動》（東京：勉誠出版社，2014），頁 3-24。 
19 高本康子，〈大谷光瑞とチベット研究の動向〉，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

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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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成就甚為中國學者所信服，此時南條文雄自與楊文會交往開始，

對於到日本的中國學者也多所交往，包括不同立場的梁啟超及章太炎

等人皆有一定的交情，不過以與楊仁山的交往最為人所熟悉，楊仁山

透過南條文雄而購進不少已遺佚的隋唐佛典，進而促進近代佛教的復

興。此外，南條文雄也到江南各地旅行，採訪各地佛寺古蹟，其中自

也認識不少有名的中國學者，從南條文雄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宗教者

兼學者的氣氛。20 南條文雄回日本後的主要業務在於發展宗務及培

養人才，對於中日佛教的理念之爭並不涉入，這一態度使他在中國學

者群中，受到一定的尊重。  

鈴木大拙《支那仏教印象記》記錄了他在中國的旅行過程，以及

與中國學者的交往，鈴木大拙在與胡適之間對於禪宗的討論尤膾炙人

口。鈴木大拙自浙江開始，一路往北至北京，再至旅順而回日本。鈴

木大拙在浙江的寧波先至天童寺及阿育王寺及雪竇寺參觀，於杭州時

則到靈隱寺參訪，這二地四座寺院對於日本中世紀的禪宗發展有重大

意義。鈴木大拙在江南寺院旅行時，即已明確指出日本佛教的肉食帶

妻的行為絕不見中國的佛教體係，甚至於普陀山時的寺院中絕少見到

婦人走動，鈴木大拙對於中國佛教能維持傳統而不變，僧侶之間的地

位相當平等，這與日本佛教的僧侶之間的階級顯然相當不同，對於這

些，鈴木大拙是抱持著肯定的態度。21 

鈴木大拙在中國的遊歷中，一邊參訪古寺，一邊結交善緣，例如

於江南與虛雲法師結識，於北京與胡適、湯用彤一般文人等交往。鈴

木大拙與胡適還有一場針對禪學問題的筆戰，這是當時學術界的盛

事。22 鈴木大拙是少數往返中日之間的學者中對中國抱持友善的態

度者。  

                                                 
20 南條文雄〈支那歷遊〉一文記錄其至北京、寧波及蘇杭各地參訪古寺的心情。見南條文雄，〈支

那歷遊〉，收入《懷旧錄》（東京：平凡社，1979），頁 237-250。 
21 鈴木大拙，〈支那佛教印象記〉，收入《鈴木大拙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第 30 卷，

頁 507。 
22 鈴木大拙，〈支那佛教印象記〉，頁 46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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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著作尤為興盛，在明治至昭和期間，

日本出版了不少的中國佛學研究，最早的當從吉水智海《支那佛教史》

（1906）23 開始，接下來如境野哲《印度支那仏教史要》（1907）24、

伊藤義賢《印度支那仏教通史》（1907）25、渡邊海旭《歐米の仏教》

（1918）第三章簡介中國佛教發展、山內晉卿《支那仏教史之研究》

（1921）26、松本文三郎《支那仏教遺物》（1919）27、水野梅曉《支

那仏教近世史の研究》（1925）28 及《支那仏教の現狀に就いて》（1926）

29、橘惠勝《支那仏教思想史》（1921）30、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

（1923）31、《支那仏教史蹟踏查記》（1938）32 及《支那仏教の研

究》（1938）33、宇井伯壽《支那仏教史》（1936）34、塚本善隆《支

那仏教史研究－北魏篇》（1944）35 等。 

這些著書的目的不一，既有希望與中國佛教界結盟以共同對抗基

督教勢力的入侵東亞者，36 也有視中國佛教已趨衰頹，終結中國佛

教史正彰顯日本佛教的興盛，也有為了解中國佛教界的發展以作為日

                                                 
23 吉水智海，《支那佛教史》（東京：金尾文淵堂，1906）。 
24 境野哲，《印度支那仏教史要》（東京：鴻盟社，1907）。境野哲，號黃洋，在中國學界通常以

境野黃洋之名最為人所知，其著作尚有《印度支那仏教小史》（東京：鴻盟社，1915）、《支那

仏教史講話》（東京：鴻盟社，1929）、《支那仏教史の研究》（東京：鴻盟社，1930）、《支

那仏教精史》（東京：境野黃洋博士遺稿刊行會，1935）等。 
25 伊藤義賢尚有《印度支那仏教通史》（東京：顯道書院，1910）、《支那仏教正史》（東京：竹

下學寮出版部，1923）。 
26 山內晉卿，《支那仏教史之研究》（京都：佛教大學出版部，1921）。 
27 松本文三郎，《支那仏教遺物》（東京：大鐙閣，1919）。 
28 水野梅曉，《支那仏教近世史の研究》（東京：支那時報社，1925）。 
29 水野梅曉，《支那仏教の現狀に就いて》（東京：支那時報社，1926）。 
30 橘惠勝，《支那仏教思想史》（東京：大同館，1921）。 
31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東京：金尾文淵堂，1923）。 
32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踏查記》（東京：支那仏教史蹟踏査記刊行会，1938） 
33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38）。 
34 宇井伯壽，《支那仏教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36）。 
35 塚本善隆，《支那仏教史研究－北魏篇》（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 
36 日本佛教團體與中國佛教曾結盟組織「中支宗大同連盟」，當然這是以日本佛教為主，試圖控制

中國佛教，以作為日本佛教在中國的佈教及侵略的準備，相關意見參考末木文美士及辻村志のぶ

合撰，〈戦爭と仏教〉，收入末木文美士編，《近代国家と仏教》，頁 21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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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入侵的認知者，37 不管目的為何，大致可以如是評斷，近代以來，

日本佛教界對中國佛教的認知要勝於中國佛教界自身的理解。  

三、《八宗綱要》的宗派觀的影響 

鎌倉末期的東大寺律僧凝然為東大寺戒壇院円照（1221-1277）

弟子，十八歲時登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東大寺以華嚴為中心，但不

限一宗之學，因此，凝然在東大寺兼學八宗之學，尤以華嚴與律學為

其所長，其一生活動場所都與東大寺相連。  

凝然有二部著作對後世影響深遠，一為《八宗綱要》，由其跋文

來看，書成於文永五年（1268）的予州（今愛媛縣）円明寺，文永為

龜山天皇（1259-1274 在位）的年號，此年正逢元朝攻進日本的第一

場勝利，日本國內政局紛擾不定。凝然此年為廿九歲，為龜山天皇講

解日本佛教如何自中國傳來而作，當中提到了從平安時代（794-1192）

到鎌倉時代（1185-1333）流行於日本的八個宗派，最後附錄了在鎌

倉之時傳入日本的禪宗與淨土宗，這樣共有十宗才是，當中首先介紹

源於印度的宗教，繼之傳到中國形成宗派佛教，再傳到日本，敘述要

言不繁。38 

《八宗綱要》所述的宗派為盛行於南都（奈良）的六個宗派，即

三論宗、法相宗、華嚴宗、律宗、成實宗、俱舍宗等，以及盛行於平

安京（京都）的天台宗及真言宗二宗。書寫方式採用問答體材，天皇

與凝然一問一答，詳細介紹佛教從印度傳到中國，再由中國傳進日本

                                                 
37 明治時期，日本的地質測量學異軍突起，對於日本本土的空間測量成就很大，當然對於中國、朝

鮮及東南亞的空間測量皆所在意，土地空間測量的目的之一即是為侵略作準備，日本佛學研究者

對於中國佛教史跡的勘察自有其政治目的，但不可諱言的也是對於中國佛教的研究有正面的影

響。關於土地空間測量與政治侵略之間的關係，參考山室信一，〈空間認識の視角と空間の生產〉，

收入山室信一編，《空間形成と世界認識》（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18。 
38 平川彰，《八宗綱要》（東京：大藏出版社，1975，再版）上冊，在解題中對凝然生平及著作有

詳細的說明，可供參考。另玉城康四郎，〈八宗綱要〉，《初期の仏教》（東京：筑摩書房，1958），

頁 193-254，也對凝有的背景作了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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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及傳說，同時詳述各宗派的基本教義及祖師傳承。 

書末附錄了當時自宋朝傳進的禪宗及淨土宗，彼時日本的各宗派

之間相爭激烈，尤以天台宗與禪宗為甚，日本的天台宗勢力極盛，同

時擁有僧兵組織，是一支龐大勢力的佛教宗派，凝然將當時頗受政府

重視的禪宗置於附錄，顯然是不得罪日本天台宗之意。  

晚年之時重作《三國佛法傳通緣起》，此書可視為《八宗綱要》

的補充說明，書中再仔細詳述日本佛教自中印傳進來的因緣，宗派數

及名稱有作修正，宗派數位增為十三個宗派，這十三個宗派為毗曇

宗、成實宗、律宗、三論宗、涅槃宗、地論宗、淨土宗、禪宗、攝論

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及真言宗。《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上

云：  

佛法傳漢地，翻譯弘通，自爾已後，諸教漸傳，隨譯依行，講敷

流演，或從西土傳之。或於此國立義，皆以佛經為本據，以西天

論為所憑，漸次弘傳，遐世繁興，總有十三宗，則漸漸流傳。39 

按常理而言，《三國佛法傳通緣起》應是凝然思想最為成熟的作品，但一

般談論最多的反而是年輕時所作的《八宗綱要》一書，因此這本書就成為

日本了解中國佛教的入門書。 

東大寺於室町時代迭遭火損，此書也燬損過半，到了德川時期

（1603-1867）經僧侶重新抄寫，在抄寫過程中也產生不少謬誤，直

至 1571 年由華嚴僧成實據各抄本糾正謬誤而再重抄，因此，目前所

見最早的版本即為德川時代僧成實的抄本。  

德川時期的日本進入鎖國時代，中日之間除了少量的貿易外，文

化交流暫時中斷，宗教的來往也是處於衰頹，因此，《八宗綱要》一

書就成為了解中日佛教史的入門書。而到了明治時期，中日佛教交流

頻繁的狀況下，對於想要了解中國佛教的現況，作為入門書的《八宗

                                                 
39 凝然述，〈震旦佛法傳通〉，《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上，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佛

書刊行會，1922）第 101 冊，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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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又獲得重視，對於《八宗綱要》的各種譯註及詮釋大量刊行，

此書幾乎是各佛教學院中的必備課本。40 近百年來在討論隋唐佛教

宗派史時，受《八宗綱要》觀點影響者頗為深遠。  

四、中國史分期與佛教史的分期 

對於中國史的分期也是始自於日本學者，再由對中國史的分期討

論進而對中國佛教史的討論，這些的討論都是對自身地位的定位的需

求。  

市村瓚次郎（1864-1947）《東洋史統》41 卷一之中對於中國歷史

發展作了仔細的分期，其分期為：上世－上古至春秋戰國；中世再

分三期，中世中－南北朝、中世下－隋唐至宋金；近世上－明，

近世下－清至民國。桑原騭藏（1871-1931）《中等東洋史》42、那

珂通世（1851-1908）《那珂東洋略史》43 也略分三期，上古－太古

至戰國、中古－五代至明末、近世－清以後。宮崎市定《中国史》

古代－太古至漢、中世－三國至唐末五代、近世－宋世至清末、

最近世－中華民國以後。守屋美都雄（1915-1966）《亞細亞史概說

－中世編》（1940）粗略地將中國史劃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世三期，

古代指上古至戰國、中世則是由中世－秦漢至明末，近世則是近世

－清 初 至 現 代 。 這 樣 的 劃 分 歷 史 是 粗 略 些 了 。 再 者 ， 內 藤 湖 南

（1866-1934）《中国中古の文化》（1947）44 將中國史劃分為三期，

但有所調整，例如古代是由太古至後漢，中世則是中世－後漢至五

                                                 
40 如楠潛龍，《八宗綱要啓蒙》（東京：東派本山教育課，1878）、福田義導，《八宗綱要鈔講解》

（東京：護法館，1878）、藤井玄珠，《八宗綱要攷証》（京都：赤澤融海，1881）、黑田洞真，

《標註八宗綱要》（東京：鴻盟社，1885）、杉原春桐，《冠註八宗綱要鈔》（東京：四書堂，

1887）。 
41 市村瓚次郎，《東洋史統》（東京：富山房，1940）。 
42 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圖書，1898）。 
43 那珂通世，《那珂東洋略史》（東京：大日本圖書，1903）。 
44 內藤湖南，《中国中古の文化》（東京：弘文堂，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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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近世則是由宋以後迄今。這些著作對中國歷史分期者可說是各有

看法。 

歷史的分期討論也延申至對於中國佛教史的分期，了解中國佛教

史的分期，對於日本佛教在東亞佛教史的定位是需要的。 

最早研究中國佛教的日本學者及僧侶，幾乎都有真宗教團的背

景，這也是近代日本佛教研究的一個特殊之處。真宗僧侶努力到中國

拓展其傳教的據點，同時也嘗試著結合中國佛教界共同對抗西方宗教

勢力的滲透，那麼對於中國佛教的研究當然是一件重要之事，對於中

國佛教史的分期則是了解中國佛教發展的初步工夫。  

以目前所見資料，最早對中國佛教史嘗試作分期歸類者為吉水智

海（1872-1904），吉水智海為越前（今日本福井縣）人，在明治三

十二年（1899）之時自淨土真宗大學畢業，任職於京都第五教校，三

十三年任教於江州海津西濱院，同年成為山口縣第七教校的校長，三

十六年得疾，三十七年四月去世，享年三十三歲。從簡傳中可以得窺

自卒業後至去世止，行政與教學並行，又需做研究，在五年之間即操

勞去世，其所留下的著作即《支那佛教史》一書。《支那佛教史》實

為其上課時的講義，因為講義的出書時間在明治三十九年（1906），

那 已 是 其 去 世 二 年 之 後 的 事 ， 由 同 為 真 宗 教 團 的 望 月 信 亨

（1869-1948）為其整理並作序，委由前田慧雲（1855-1930）為其出

書。45 

吉水智海在《支那佛教史》中對中國佛教發展分成五期： 

第一期：傳譯時代，後漢明帝到東晉安帝，約三百三十年。  

第二期：講究時代，東晉安帝到隋文帝，約二百年。  

第三期：立教時代，隋文帝到唐末五代，約三百六十年。 

第四期：存立時代，宋高祖至南宋末年，約三百十餘年。 

                                                 
45 吉水智海，〈支那佛教史序〉，收入《支那佛教史》（東京：金尾文淵堂，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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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漸衰時代，元世宗到清末，約六百二十餘年。46 

所謂傳譯時代自是印度原典播進中國及翻譯的時期，講究時代是

指六朝之時對於經論的探討，講究時代實際上是譯經與義解同時進

行，但義解論師也在此時期大量出現，所以以講究時代稱之也尚可。

而到了隋唐時，則是分宗立派，各宗派各有所宗的經論。而所謂的天

台宗、三論宗、禪宗、淨土教及四分律宗等在此時成立，所以稱之為

立教時代。宋代以後，唯禪宗獨盛，天台次之，至於賢首、四分律宗

及淨土教等則是宗派勢力續存而已，所以稱之為存立時代。至於元以

後到清末之間，法與世運興廢一致，無法與唐宋相比，所以稱之為漸

衰時代。  

在不到二百頁的文章中，共分為四十三章，實可當作中國佛教的

簡史來看。第四十三章標題即為「佛教の衰亡、異教の侵入」，其時

間點正寫到明末之時，也就是說明朝末年為佛教衰亡的終結，至於清

朝則根本未述及。吉水智海把元朝之後的佛教發展定位為衰頽時期。

明治時期的佛學研究者大都具有真宗僧團的身份，吉水智海的分期觀

念被後來大部份的佛教史研究者所接授。分為五期的見解也為鎌田茂

雄所接受。 

接在吉水智海之後，伊藤義賢在 1910 年刊行《印度支那佛教通

史》，這本書是其執教第三佛教中學時的講義，其目的是為中印佛教

的流變作一簡單的介紹，而在附錄中特地收進朝鮮佛教的發展，因此

這本通史之作是為了向日本學生介紹由印度至中國再至朝鮮的流變

史。書分為二編，第一編為印度的佛教簡史，第二編則介紹中國的佛

教簡史，另附錄朝鮮的佛教簡史。中國佛教史定章節次序：  

第一章：經典翻譯時代－東漢至西晉；  

第二章：印度佛教傳播時代－東晉至南北朝；  

第三章：支那佛教興起的時代－隋唐；  

                                                 
46 吉水智海，《支那佛教史》，頁 2-3。 



．近代日本佛學學者對中國佛教史分期的商榷． 

 ．43．

第四章：支那佛教保守時代－五代宋元明； 

第五章：支那佛教衰滅時代－清。47 

印度佛教傳播時代列舉了三輪宗、成實宗、禪宗、攝論宗、天台

宗、涅槃宗及地論宗，三輪宗實為三論宗的筆誤，成實宗、攝論宗、

涅槃宗及地論宗的觀念皆出自《八宗綱要》一書的論斷，印度有禪學

而無禪宗，禪宗是到了唐土之後才建立的宗派，因此將禪宗置放於印

度而非隋唐，顯然是誤置了。隋唐時代的佛教只舉了淨土宗ヽ法相

宗ヽ俱舍宗ヽ律宗ヽ華嚴宗及真言宗。由印度到唐朝，佛教宗派總數

有十三宗，明顯是依《八宗綱要》的看法。然而這樣的次序顯然相當

混亂，既不符前後次序的發展，同時宗派輕重也混淆錯誤。  

這個章節次序即是一種分期觀念的呈現，同樣也把五代以下至明

朝定位為保守時代，而清朝佛教則是衰滅而非衰減而已，用語之強烈

遠超過吉水智海。元代的佛教之下特別點出喇嘛教的發展。伊藤義賢

與吉水智海在五代至明清之間的分期點是不同的，但同樣用了保守及

衰滅這樣的評語，因此宋以下的中國佛教史基本上被定義為保守的時

代，這樣的看法影響了後來中國佛教史的大部份著作。  

橘惠勝《支那仏教思想史》（1921）一書也分為四階段： 

傳譯義解的時代：從東漢末到北周 

獨立組織的時代：從隋末到唐玄宗時期  

規範要求的時代：從唐玄宗時期至唐朝末期。橘惠勝以湛然、澄

觀及宗密為介紹對象。湛然為天台宗僧侶，澄

觀為華嚴宗僧侶，宗密則是禪宗與華嚴宗的中

間人物，確為中唐之時的重要僧侶，但不當只

是列舉這三位，因此，這也是簡單臚列而已，

作為上課的講義，雖是不足，但作為初期的教

材而言，還是可以的。 

                                                 
47 伊藤義賢，《印度支那仏教通史》（京都：顯道書院，1907）。伊藤義賢屬於真宗西本願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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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衰退步的時代：專指宋代，而且只有介紹四明知禮（960-1028）

及孤山智圓（976-1022）二人，知禮及智圓皆

是宋朝之時天台宗的重要僧侶。宋朝的天台宗

有山家山外之爭，亦即對於天台宗的路線之

爭，四明知禮是為山家派的代表，而孤山智圓

為山外派的代表，這一場天台宗的路線之爭，

最後是由四明知禮代表的山家派取勝，山家派

成為天台宗的正統。  

天台宗的路線之爭確為一件大事，但宋朝佛教大事不僅此一件事

而己，橘惠勝對於宋朝佛教只有天台宗可談，餘下則不加以多談了，

這實為便宜行事。  

京都平安專修學院在 1926 年出版《印度支那佛教史要》一書則

定出如下的中國佛教史分期說：  

一、佛教東漸及翻經時代：後漢到西晉；  

二、支那佛教傳播時代：東晉到南北朝；  

三、支那佛教大成時代：隋唐；  

四、支那佛教保守時代：五代至宋末；  

五、支那佛教漸衰時代：元至清末。48 

平安專修學院屬於京都西本願寺的佛教專修學校，49 西本願寺

也屬於真宗教團，這代表著以隋唐為大成時代，而五代以後則漸漸趨

向保守或衰頹，這是真宗教團的共通見解。  

六朝的傳播時代中已出現了宗派的基礎，這裡有毘曇宗、三論

宗、成實宗、律宗、涅槃宗、地論宗、淨土教、禪宗及攝論宗等，大

成時代自是宗派時代大成之意，關於隋唐的宗派，這裡介紹了三論

宗、天台宗、淨土教、禪宗、法相俱舍宗、宗嚴宗、律宗及秘密教等，

                                                 
48 平安專修學院編，《印度支那佛教史要》（京都：興教書院，1926）。 
49 本願寺教育部編，《本派本願寺學校一覽》（京都：本願寺教育部，1933），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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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裡對於宗派的敘述不脫《八宗綱要》之說。保守時代的佛教只介紹

了天台宗及禪宗的發展，漸衰時代的佛教則介紹了元朝對佛教的態度

及對喇嘛教支持，明朝佛教教運不振，漸至清朝而走向衰頹。從書的

介紹來看，很明顯這是一本真宗教團對中國佛教發展的簡史。  

布施浩岳在〈中国佛教の展望〉一文則認為可分五期：  

第一期：格義時代－（佛教初傳－四零零年）漢、三國及晉； 

第二期：學派時代－（四零一－五七三年）南北朝；  

第三期：折衷時代－（五七四－六四四年）隋；  

第四期：宗派時代－（六四五－八四四年）唐；  

第五期：祖述時代－（八四五－近世）五代以後。50 

在這個分類中，明顯是以唐代作為分界，唐以前既是格義、學派、

折衷及宗派時代，而唐末以下至清末則只能是祖述時代，這即是以唐

為宗派興盛時代，而唐末以下則未見宗派的創立，而且唐末以下的發

展也未見新開創的宗派，所以以宗派創立的角度來開，唐代顯然是一

分界線。在這個分類中，布施浩岳顯然認為自六朝至隋唐為中國佛教

的黄金時代，所以是由學派至宗派的發展，當然中國佛教宗派的創立

至隋唐已告一段落，五代以後只得一祖述時代，特指西藏佛教對中國

的影響，而傳統的中國佛教則是急速衰微的時代，所以用祖述而非衰

滅，那已是客氣地批評不足觀了。 

布施浩岳以格義及宗派代來界定唐以前的中國佛教史的重點，這

是比較明確之處。以格義來包容譯經時期及義解時期兩章，布施浩岳

明確以宗派發展的概念來論述隋唐的佛教發展史。  

另一種時代分判原則是以唐武宗會昌年間的滅法事件當作中國

佛教盛衰的關鍵，以會昌法難作唐宋佛教發展分歧的看法頗為很常見，

但以會昌法難而區分為前後期，最早者可推至山內晉卿（1866-1945）

的〈佛教東漸に關する宋以後學界の定說〉，這篇文章發表於日本大

                                                 
50 結城令聞編，《中国の佛教》（東京：大藏出版社，198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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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九年（1920），並收於次年出版的《支那佛教史之研究》。51 以

會昌滅法為分界線，前期又可稱之為教門時期，之後則是禪宗獨盛，

可稱之為宗門時期。52 高雄義堅（1888-1972）的《宋代仏教史の研

究》是以會昌法難事件做為中國佛教史的分界線，高雄義堅以會昌滅

法時期分為前後二期，前後期又各分為三期。其分期項目如下：  

前期：第一期：佛典翻譯時代－至羅什入關；  

   第二期：道佛對峙時代－至南北朝末；  

   第三期：宗派成立時代－至會昌法難。  

後期：第一期：禪宗勃興時代－至五代末； 

   第二期：儒佛對峙時代－至宋末；  

   第三期：融合大同時代－元以後。  

前後期的不同之處，在於前期佛教的發展是為哲理本位的學問佛

教，經會昌法難之後，大部份的宗派都被摧殘殆盡，因此進入宋代開

始，轉為實踐佛教，印度佛教完全蛻變而形成中國獨特形式的民眾佛

教。宋代史是為中國近世史的開始，高雄義堅認為傳統佛教史判定隋

唐佛教史為黃金時代或極盛時代，而鄙視宋元以下的佛教為一文不

值，這是有欠思慮的，因此高雄義堅把元以後的佛教發展稱之為融合

大同時代，其趨勢是儒佛不再對立，而且是走向三教合一，因此，不

認為這是衰退的時代。53 

又常盤大定（1870-1945）在 1933 年出版的《支那佛教の研究第

三》〈第一篇 中國佛教史概說〉則是細分為四期，54 這四期依次

為：一、傳譯時期：前漢末至羅什；二、研究時代：南北朝；三、建

設時代：隋初至唐前半；四、實行時代：唐後半、五代、宋；五、繼

紹時代：元明清至清末。  

                                                 
51 山內晉卿，《支那仏教史之研究》，頁 42-59。 
52 山內晉卿，〈宋以後の佛教宗派〉，收入《支那仏教史之研究》，頁 253-316。 
53 高雄義堅，《宋代仏教史の研究》（京都：百華苑，1975），頁 9-12。 
54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の研究第三》（東京：春秋社，1933），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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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分期時間其實與其他學者並無大不同，但名稱則較為特

別，所謂研究、建設及實行等名稱，實為常盤大定特有的分類名稱，

這在前後的日本學者之間並未被採用，至於繼紹時代與祖述時代則是

相同的意思。  

分類名稱與常盤大定相似者則有道端良秀（1903-？），道端良

秀區分中國佛教史為五期：第一期：傳譯時代－前漢至東晉初；第

二期：研究時代－東晉初至南北朝；第三期：建設時代－隋唐；

第四期：繼承時代－五代至明末；第五期：衰退時代－清朝以後。

55 
前三期名稱與時間大同於常盤大定，而第四與第五期則以清朝作

一分界線，從五代至明末是為繼承時代，這相當於常盤大定的實行及

繼紹時代，而道端良秀則認為清朝以下實為中國佛教頹廢時代，這時

明顯看到清朝至清末民初之時，中國佛教的窘境，所以直接冠以衰退

之名。簡言之，中國佛教到了隋唐之時始為建設時代，此後的五代至

明末只能是繼承而言，這裡雖然避開了黃金時期及保守時期等用法，

但其意並無差別，五代以後只當得繼承及至衰退，這與前面的用法是

相同的。但常盤大定對於中國佛教史的態度持平，而道端良秀以衰退

來形容清朝時期，似也看到清朝的佛教入世較深，而於教義的推廣無

力的狀況。 

宇井伯壽（1882-1963）《シナ佛教史》一書則簡略分為四期，

其分期時間點刖以唐作分界線，唐以前大致為傳播吸收階段，隋唐則

是興盛的黃金時期，宋以下則直接定位為後期，不再分階段，簡言之，

隋唐以後則不足觀之意。  

前期：六朝以前。  

中期：六朝之時。  

盛期：隋唐之時。  

                                                 
55 道端良秀，〈中国仏教史序言〉，收入《中国仏教史》（京都：法藏館，1948），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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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宋代－元、明、清時代。 

對於這四期的分法，宇井伯壽對於當時的宗派分法有一看法，宇井伯壽認

為支那佛教古來有十三宗：毗曇宗、成實宗、律宗、三論宗、涅槃宗、地

論宗、淨土宗、禪宗、攝論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真言宗等。宗

派若指學問系統的話，毗曇宗外有俱舍宗，三論宗與四論宗相同，律宗除

四分律宗外尚有十誦律宗及僧祗律宗，般若宗尚可分出數宗，如果宗派是

指有統制的組織體的話，除了律宗、禪宗及淨土宗之外，其他各宗並無獨

立之點，此外，三階教並未列入宗派之中，因此十三宗的標準為何尚可討

論，而十三宗是東大寺凝然基於古傳所定，並未有確切的標準可言，而如

今也只能方便使用了。56 

至於較近的鎌田茂雄（1927-2001）則分四期，鎌田茂雄《中国

仏教史》第一卷云：  

第一期：初期翻譯時代－由佛教傳入到東晉道安。  

第二期：準備育成時代－由鳩摩羅什到南北朝末。  

第三期：諸宗成立時代－隋唐時代。  

第四期：同化融合時代－宋代以後。57 

定位隋唐為諸宗成立時代而宋以後則為同化融合時代，這已不同

於前面學者所分的黃金及保守二分法，而有比較融通的說法，亦即承

認宋元明清的佛教自有其價值，不過在鎌田茂雄所編的《中国仏教史》

套書中，共分為七卷，隋唐部份分為上下兩卷，分別是教義及歷史，

而五代至清末則只有一卷，這之中的輕重自有分別。  

在最近日本學者奈良康明等人所編的《新アヅア仏教史》書列了

三冊來討論中國佛教史，58 分別是第六冊《仏教の東伝と受容》、

第七冊《興隆．発展する仏教》及第八冊《中国文化としての仏教》，

                                                 
56 宇井伯壽，《宇井伯壽著作選集 2》（東京：大東出版社，1966），頁 197。 
57 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第 1 卷，頁 63-74。 
58 這三冊出書於 2010 年，東京：佼成出版社。中國佛教部份是由沖本克己擔當編集委員。 



．近代日本佛學學者對中國佛教史分期的商榷． 

 ．49．

第六冊討論南北朝的佛教史，第七冊討論隋唐佛教史，第八冊討論宋

元明清四朝的佛教史，定義隋唐佛教為興隆發展時代，而宋以下則是

中國化，雖然不談保守及衰頹，但對於日本學者而言，唐宋佛教的份

量區隔其實也可一眼看出。  

五、結語 

從日本明治時代到大正時代的中國佛教史敘述中，決定了往後日

本學者對中國佛佛教史的看法，基本上認為為從後漢到羅什來華為

止，是為譯經的階段，而六朝則是對經典研究及傳播的時代，隋唐之

時則一致認為是中國佛教的黃金時代，或則是研究的集大成階段，這

三階段的分析與實情相符，因此，諸學者的論斷大致無異詞。五代以

下究竟該如何分期，則眾說紛紜，不過大致認為五代以下至清末為

止，如果不是守成或保守，則被視為衰滅的時代。清朝之時，中日佛

教交流的確呈現衰頹之勢，除了日本的黃檗宗在初期還聘請中國的禪

師到日本來當住持，但隨著雙方交流不便，連聘請中國禪師的機會都

失去了，這就造成雙方交流呈現中斷的局面，因此，當時日本佛教界

對中國佛教的認識就到明朝為止，這就是為何在各種佛教史中都把清

朝的階段視為衰頹期或衰敗。  

這樣的論斷其實是以日本的宗派佛教發展歷程來觀察中國的佛

教發展，隋唐之時被視為佛教的集大成或黃金時代，除了佛教宗派的

興起，學術的發達之外，日本的佛教也在這時由中國傳入，並形成所

謂南都北嶺八宗的興起，這對中日而言，視為黃金時代並不為過。而

五代以下，則宗派凋零，除了禪宗、天台宗及淨土之外，其他都勢力

陵夷了，但對日本而言，則新舊佛教宗派皆保持平衡的勢力，以日本

佛教來看，中國佛教已是處於衰微的階段，這樣的看法並不是自清末

才開始，對日本禪宗而言，自榮西（1141-1215）入宋並將禪宗傳入

日本，日本禪宗才真正地發展，到道元（1200-1253）入宋也才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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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十年而已，當道元禪師到宋朝巡禮之時，就曾斷定宋朝禪宗的衰

微，如果在道元的眼光中，連方始傳入日本的禪宗都被視為衰微，那

麼其他各宗自不待言了。59 至於清朝之時的中國佛教，僧侶已流於

世俗化了，最後面對清末的變局，佛教僧團無法抗衡，幾玫覆滅，因

此清朝佛教被定義為衰減或衰減，其來有自。 

真宗教團在清末與中國佛教界接觸時，特別注意北京的喇嘛教，

喇嘛教既是藏密的一個分支，密宗在日本特別地發達，所以真宗教團

到中國時就特別觀注中國的密宗的發展，如小栗栖香頂到中國尋求與

佛教界結盟時，在北京的活動期間，就特別注意北京的喇嘛教。同時

由於對西藏的覬覦，所以留心於西藏佛教的發展，真宗本願寺派教團

的河口海慧不僅踏查了西藏的地形及人物風情，同時寫下有名的《西

藏旅行記》一書，這都由其目的所在。渡邊海旭《歐米の仏教》一書

特闢第四章為〈西藏佛教の研究－附蒙古〉，其份量在論述中國佛

教之上，其來有自。  

由以上歸納所得，日本佛教研究者對中國佛教史的發展約略有一

共同的看法：  

一、唐代之前是譯經及傳播的階段；  

二、隋唐是中國佛教史的黃金時期殆無異見，這一時期通常稱之

為宗派時期；  

三、宋代以下實為保守至漸衰時代；  

四、至元代以下，特別標出西藏佛教的重要性，這是由於日本的

密教的重視；  

                                                 
59 道元對於宋代所流行的三教一致論甚感不妥，以致云：「今大宋之諸僧日，頻談三教一致之言，

最非也，苦哉。大宋之佛法掃地而衰也。」參考大久保道舟編，〈道元和尚廣錄第五〉，收入《道

元禪師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下卷，頁 94。然而道元所以評論宋代的三教一致論之

不當，其因是對日本佛教而言，日本並不流傳道教，即便是神道教也在佛教之下，佛教勢力最盛，

當然對於三教一致之說不以為然了。參考何燕生，〈道元における三教一致說批判〉，收入《道

元と中國禪思想》（京都：法藏館，2000），頁 287-318。另可參考日本山禪僧對於儒釋的態度，

王明兵，〈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禪僧的“儒．釋＂論爭與其內部分化〉，《古代文明》第 8 卷第 1
期（2014 年 1 月），頁 7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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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代以下已是不足觀，甚或被標示成滅絕的時期。  

這樣的論點左右了一世紀的中國佛教史論述，尤其是隋唐佛教為

宗派時代的說法，或是為中國佛教發展中的黃金時期，這幾乎已成為

定論。宋代以下無傑出的論師，甚或再也無法形成宗派，因此定論宋

代為保守或漸衰的開始。元代則是異民族統治漢人的朝代，這一朝代

的很多現象至今仍未深入探討，佛教的衰退似乎也是理所當然的定

論。至於明代中葉之後，很明顯是佛教漸趨寂寥，甚或走向狂禪的情

形，明清兩代的衰頹是更為清楚了。事實上，一世紀以來，中日的中

國佛教研究仍然是聚焦在隋唐佛教，宋代佛教的發展研究已是不成比

例，何論明清兩代的佛教研究不管在質與量方面都無法與唐宋相比，

以此來觀察，日本的中國佛教史分期論述之說似乎有相當的準確度。 

然而這樣的分期史既是日本方面的觀察，論述是以日本佛教史的

發展來觀察中國佛教史，這裡並未考量到中日各自的社會發展的背

景，也未考量到中國各朝代中國佛教發展的特殊性。  

如以東漢至隋之時，譯經、傳播及形成各自的學派，這並無異議，

而以隋唐為宗派時代或黃金時期，這裡就有待商議了。隋唐佛教史對

日本佛教史特別重要，日本在隋唐之時陸續派遣了遣隋使及遣唐使，

作為一個向東亞文化先進國的學習，日本在隋唐之時傳入大量的書

籍、文化制度等，日本的佛教也在此時期成形，對於中國而言，從六

朝之時南北分離的佛教僧團，到了隋唐之時，政治統一，佛教的各種

異說也逐漸統合在幾支體系之下，並有各類僧團組織的出現，這在中

國佛教史是都是禪、律、論師匠輩出的時代，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階段。

對日本佛教而言，自隋唐之時傳入的佛教體系形成八個宗派，即所謂

的南都北嶺八宗，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礎。宋代之時傳入日本的只有禪

宗與淨土宗二家，以日本佛教的立場來看，宋代的宗派發展是遠不如

隋唐，因此判定宋代為保守時代，這對日本佛教的立場而言，也有其

意義。以此而言，定義隋唐為宗派佛教時期或是黃金時期，對日本佛

教史而言自有其意義。但對中國佛教史而言，宗派的論述是到了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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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葉之後才逐漸出現，到了宋代中葉之後宗派的祖譜才完成，隋唐僧

侶的宗派屬性並不強，因此宗派佛教時期這一論述對日本佛教史是有

意義的，但對於中國佛教史而言，卻是誤導方向了。因此以宗派佛教

時期來判定隋唐佛教的發展，這是日本佛教研究者的觀點的誤導，這

種誤引導致今天對於隋唐佛教的宗派性爭論不休。  

至於宋代以下以未有傑出的論師，以及未能形成如隋唐般的僧團

學派風潮，因此判定為漸衰或保守時期，這也是以日本佛教方面的角

度來觀察，這樣的批判宋代佛學不振的態度由來甚早，早在道元入宋

問道求法之後，就曾對宋代佛教風氣批判一番。而對於日本佛教而

言，自宋傳入的宗派也只有淨土宗與禪宗二支，另外一支比較特別的

修行的普化宗也在此時傳入日本，但不佔主流地位，因此以日本佛教

史來看，宋代的佛教發展的確是偏於保守，漸趨衰頹，相對於隋唐之

時傳入的南都北嶺八宗而言，自是寂寞不少。 

但以宋代佛教發展而言，宋代卻是中國佛教走向國際化最盛的時

期，在五代戰亂平息之後，既自高麗與日本取回大量已佚失的佛經，

高麗的僧侶入宋巡禮求法，並取得相當的成績，例如高麗王子寶雲義

通到北宋學習佛教，教出四明知禮這一傑出的天台宗匠，寶雲義通最

後被編入天台宗祖譜之內，高麗諦觀法師隨護佛經到中國之後，與天

台學僧交往，並留下〈天台四教儀〉一文簡述天台宗的判教論，影響

甚為深遠。因此，這一時期宋與高麗佛教界之間來往甚為熱絡，不少

高麗僧侶在宋代留下相當好的印象。  

以中日而言，雖然日本不再以宋朝為文化上學習的目標，但仍有

不少日僧入宋巡禮求法，最有名者為奝然及成尋，對於中日佛教的交

流及雙方的認識都有一定的成績。榮西禪師（1141-1215）入宋求法，

開創日本禪宗中的臨濟宗一派，隨後，道元（1200-1253）入巡禮求

法，開創日本禪宗中的曹洞宗一派，臨濟宗與曹洞宗即是日本禪宗的

主流，勢力至今未減。其他入宋僧並把禪宗的相關制度、建築、僧規

等一併傳回日本，開啟了五山禪僧的發展，在鎌倉幕府及室町幕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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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形成山文學，影響甚為深遠，同時也有不少宋代的禪僧進入日本傳

法，並成為日本五山十剎的主持，從鎌倉幕府到室町幕府時間，日本

的佛教受宋元佛教的影響甚為深遠，這已是眾所承認之事。60宋日交

流一直是近代研究的熱門課題，同時已有不少佳作出現，以宋代不再

有所謂的宗派出現而判定為保守或趨於衰頹的時代，這是一種謬誤的

論點。61 

以整體來看，佛教自東漢末傳入中國，在六朝時把大小乘佛教各

體系的經典大致譯出，歷經六朝的研討，至隋唐之時終於形成數支適

合中土發展的僧團體系，這已經歷時六百多年之久，能討論或註疏的

經典已大致完成。宋代已下轉以實踐為主的淨土、律及禪等，這應是

自然之事。要以僧團派系遠少於隋唐，定位為保守或漸衰，實為不當

的論定。何況宋人政治性雖趨保守尊傳統，但對於佛教史而言，這是

亞州佛教接觸最為頻繁的時代，高麗的華嚴宗是自北宋之時傳入，而

日本的禪宗則自南宋之時傳入，高麗、日本皆以宋朝為中心進行國際

性的交流，這絕非隋唐所能比疑的。  

元朝與日本之間雖曾發生戰爭，間接導致鎌倉幕府的衰亡，但在

宋元之交，中土的僧侶或為了避亂，或為了到日本弘法，主動到日本

的僧侶實為不少，中日佛教界之間的交流之廣深遠非隋唐之時所能相

比，以中國佛教發展來看，唐宋佛教僧團的特性確有不同，但要斷定

宋代佛教為保守或漸衰的開始，這是不適當的判斷。  

明清佛教從表象來看，似乎是趨向世俗化，以宗派的眼光來判斷

可謂是衰頹至極，但從另一面向來看，明清的宗教走向三教合一的趨

                                                 
60 日本學者稱鎌倉時代的佛教為「新佛教」，正是受了宋朝傳入的禪宗影響之故，相關論述見末木

文美士，《鎌倉仏教形成論：思想史の立場から》（京都：法藏館，1988），田村芳朗，《鎌倉

新仏教思想的の研究》（京都：平樂寺書店，1988）等書。 
61 宋日之間的交流以禪僧為媒介，臨濟宗無準師範（1178-1249）的法嗣弟子在鎌倉播法者不在少

數，最後形成鎌倉五山及京都五山系統，鑄成一代的五山文學，影響最為深遠，相關文獻資料見

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聞閣，複刻本，1973）四卷，玉村竹二編，《五山文

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六卷，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別卷》（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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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不復有三教的紛爭，而且民間宗教蓬勃發展，雜揉三教色彩，並

且隨著海外移民，雜揉三教色彩的民間宗教向海外傳播。 

以中國佛教史的角度來看，在每個時期各有其特色，絕非以保

守、衰頹等語詞可以解釋的。日本學者的分期史只是站在日本僧侶或

佛學研究者的角度來看，但這樣的分期史並不能完滿解釋中國佛教史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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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History by 
Modern Japanese Scholars of 

Buddhism 

Lan, Jih-Ch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has always been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Six Dynasties, the Sui Tang Dynasties, the 

Song Yuan Dynasties, and the Ming Qing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eriod, it is classified as follows:, the Six 

Dynasties as a developmental stage, the Sui Tang Dynasties as a 

prosperous period of sectarian Buddhism,  the Song Yuan Dynasties as 

a conservative time, and the Ming Qing Dynasties as a deterioration and 

decline period. 

The Japanese scholars of Buddhism determine whether a period is 

of prosperity or decline by the perspective of sectarian Buddhism. These 

points of view also influence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of Buddhism. For 

example, both the Sui Tang Dynasties and the Song Yuan Dynasties are 

considered as conservative or decline periods in China.  

Alternatively, the various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Six Dynasties w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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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period for the Yi School. The prosperity was evident in 

the Sui Tang Dynasties. However, the Song Yuan Dynasties embrace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The most far-reaching 

Zen religion that affected Japanese Buddhism was exported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Until now, their impact has not yet seen 

attenuated. In addition, the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as observed in Ming Qing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 in a period, it can be seriously biased to 

characterize the period of Chinese Buddhism by judging if a time period 

is in a state of prosperity or decline. 

 

Keywords: Sectarian Buddhism, historical stage of Buddhism, Buddhist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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