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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智圓與其時代
──佛教與宋朝新王道的關係[*]
蔣義斌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提要
北宋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北宋真宗朝一個新的王道政府，即將有可能完
成。智圓認為佛教是王道建立的基礎之一，他曾用鼎的三足，來說明儒、釋、
道三者，是建立王道的基礎。
智圓於天臺宗屬山外派，為回應其時代，採取儒、佛對話的態度。智圓的態
度，常被誤用「融合」一詞來說明他的態度。然而本文認為智圓仍十分清楚儒
佛的差異，他仍是種對話的態度，來面對儒家的資源，有時他將儒家視為「方
法論」，運用其原理，但其實質仍是佛教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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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孤山智圓（976-1022）過著隱居的生活，但對他所處的時代有敏銳感受，除了
參與宋代佛教（天臺宗）內部教義的爭論，在當時儒學尚未全面復興之際，[1]
即已感受到儒學可能的價值，錢賓四先生認為智圓在歐陽修之前，即已感受到
韓愈古文運動的力量，並且是宋人中，最早重視《中庸》者。[2]
經過五代的紛亂，宋王朝因應時代大勢而建構符合王道的新政權。建構新政權
的資源，有取於儒、釋、道三教。在此情勢，佛教高僧智圓，對三教關係的論
述，是有時代意義的，而與唐代宗密的三教觀，有所不同。

智圓主張儒佛互為表裏，常被人理解為「融合儒釋」、「三教合一」，[3]這可
能是過分簡化的論點。智圓儒佛互為表裏的論述，用他其他的表述即，儒、
釋、道三教如鼎之三足，既是鼎之三足，三足是三個不同的組成分子，[4]則是
可以理解的。因此，本文由智圓所處的時代背景，分析他所謂儒佛互為表裏的
意含。

二、智圓所處時代
宋承五代，五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歐陽修曾說：「五代之際，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
[5]又說：「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
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
者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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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代同時又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轉折期，唐朝所立的典章制度面臨崩解，
而新的可作為一代之制的典章制度尚未建立，社會秩序是由武人主導，形成了
所謂「武人世界」。[7]
孤山智圓（976-1022）是江南人，他也認為五代是亂世，說 「唐祚既滅，五
代之間亂亡相繼」，而南方的吳越，也只是「稱霸」江南的政權，並未能行
王道，他說：

錢氏霸吳越，奉王室者凡百年，羅昭諫、陸魯望、孫希韓輩既沒，文
道大壞，作雕篆四六者，鯨吞古風；為下俚謳歌者，掃滅雅頌。大夫
士皆世及，故子弟恥服儒服，恥道儒言，而必以儒為戲。當是時也，
孰肯作苦澁辭句，張皇正道，速謗於己，背利於時，為世之棄物耶。
[8]
他認為吳越統治江南，不只未能以行王道為念，反而「鯨吞古風」、「掃滅雅
頌」，而「大夫士皆世及」，導致「子弟恥服儒服」、「必以儒為戲」的現
象。
智圓對宋代能結束亂世，建立「新王道」之治，發自內心予以支持。他生於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主要活動於真宗朝。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
智圓七歲時，宋廷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建譯經院。[9]智圓四十四歲時，曾參
考史傳，[10] 撰《翻經通紀》二卷，於該書序言中，智圓論及自漢代以來，各
代均有譯經之舉，而 「（自）李唐憲宗以降，其務（指譯經）寢者，凡
一百七齡，絕聞傳翻。」由智圓看來，唐末、五代的政權，對佛教並未由基
本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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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宗成立譯經院，對佛教則有「繼絕存亡」之功。他說：

我大宋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欽承佛記，扶起墜風，由是象胥之學
重光，能仁之道益振，闡揚之利，蓋不可得而思議焉。（略）太宗之
於我教也，有繼絕存亡之道與！[11]
「繼絕存亡」是中國傳統政治，建立王道的要件。宋代建立的典制，為追求
「繼絕存亡」而有新的發展。[12]宋太宗之成立譯經院，智圓是用「繼絕存
亡」來加以肯定，無疑地他是承認宋朝是個遂行王道的政權。
宋太宗之後為真宗，真宗朝應是北宋諸帝，人民「痛苦指數」最低的時期。這
可能和一般人觀感不同，因此須略加以說明。真宗之前太祖、太宗時，仍處於
天下粗定的局面，仍不時有戰爭，真宗之後的仁宗朝，政府已出現大量的財政
赤字，[13]而有慶曆變法的呼聲。英宗在位僅四年，繼位者為神宗，神宗朝的
大變法，雖欲解決社會問題，但也引發了政爭，終至北宋滅亡。
對真宗朝的昇平樂利，當時應是大多數人的感受，如邵伯溫曾轉述長老們對真
宗朝的看法說：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間為盛，時北虜通和，兵
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
之「棚車鼔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14]
「北虜通和，兵革不用」是指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遼簽訂澶淵之盟，爾
後百姓，在「家給人足」的環境，過著較安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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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或許認為澶淵之盟是個屈辱的條約，然而該條約結束了自五代以來紛
爭，「中國」正式進入一個較平和的時期。在此之前，因為唐朝崩解，進入五
代十國，五代時「中國」的混亂，常受到異族的侵略，中原王朝甚至在後晉時
淪為「兒皇帝」。屈辱、恐懼是當時中原人民的普遍感受。不僅如此，中原地
區的統治，事際上是由節度使、鎮將所構成的「武人世界」所掌控。宋朝的成
立，雖有建立新文明的可能，但太祖、太宗朝，尚須面對遼國的武力壓迫，太
宗親征失利而歸。因此澶淵之盟的訂定，使宋朝國民，舒解了自五代以來所累
積的壓迫感。邵伯溫時長老的追憶，說「北虜通和，兵革不用」，洛陽的百姓
「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歡慶的原因，應是五代以來的混亂、屈辱，
得到抒解所造成。
真宗朝因百餘年的壓抑得到舒解，澶淵之盟簽訂時，智圓二十九歲。真宗時百
姓的經濟生活，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富足之餘，漸趨於浮華。《燕翼詒謀
錄》對此有所描述說：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
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
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為首飾，許人糾告，
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齎金銀並工價，就文思院換易。」
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
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
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
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
金、縷金、間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
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
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15]
宋代立都於開封，開封城的興起，其實也反應了自唐末、五代商業、經濟的發
展。在壓力舒解，經濟活耀，生活轉趨侈華。雖然《燕翼詒謀錄》用「粉飾太
平」來說明當時的社會，但事實上，如本文前所述，應是百餘年來，中國社會
所面臨的壓力，得到抒解的反應，而宋政府也不斷有禁浮華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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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圓對真宗朝宗教活動的反省
真宗朝民間宗教活躍，大量民間新興宗教出現，而一些未得到政府認可的民間
宗教廟宇，往往被冠以「淫祠」之名。宋代淫祠多的原因，有些人認為和真宗
的天書符瑞有關，如陳畧在《福建金石志》說：

宋自真宗以天書罔黔首，迨道君（徽宗）而淫祀益多。[16]
陳畧認為宋朝「淫祠」盛行，導源於真宗朝「以天書罔黔首」之故。
《宋史》認為真宗奉天書，是因為遼帝自稱「天」，故真宗亦以神道設教，進
行政治宣傳，《宋史》〈真宗本紀〉論謂：

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
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
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
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

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鳴呼賢
哉！[17]
這可能是由真宗的政治動機，來推測奉天書的原因，但這並不能充分說明當時
社會各界支持真宗奉天書的事實。
真宗奉天書、行封禪，尚有社會需求等因素，若由近世中國民間新興宗教的發
展趨勢看來，民間新興宗教的興起，並不全然和統治者的宗教立場有關，例如
海洋貿易的興起，導致出現海洋保護神，[18]而商業神祇的出現，應和商業活
動的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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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欲行王道的宋代朝廷，在經濟生活富裕後，反而有「浮薄」的憂
慮，智圓曾撰〈湖西雜感詩〉，該詩即為「傷風俗之浮薄而作」，詩中說：

草堂閑坐念編民，多尚浮虛少尚真。
禮讓不修難致福，唯知燒紙祭淫神。
陰陽家說惑常民，孝道從茲盡失倫。[19]
富裕的物質環境，引發了浮薄的宗教生活，也有些新興宗教，應運而起，詩中
說一般民眾，不知應由自身修養以致福，而只知「燒紙祭淫神」。
宋代因經濟發展，而有新神祇出現，這是近代學者相當關注的現象。進入市場
體系的人愈來愈多，[20]他們所供奉的神祇也被帶入市場。例如福建埔田的天
妃（媽祖）、安徽婺源的五通，因為當地商人的經商，而將家鄉的神祇，帶入
全國。[21]
智圓對真宗朝的整體環境有所體會，真宗朝在 「夷狄輯睦，黎元樂康」[22]
的背後，有浮薄的危機，並對杭州附近的宗教環境有所反省。於真宗大中祥符
九年（1016）四十一歲時，購西湖孤山瑪瑙坡之瑪瑙院以養病，[23]瑪瑙院之
之東廡下，即有土地、五通之土偶三座，智圓因此對民間的「淫祀」有感而
發，他說：

民好淫祀者久矣！故仲尼曰：「淫祀無福」，又云：「非其鬼祭之諂
也」。古之民果無斯弊，則聖師孔子豈有是誡哉！今之風俗甚於古萬
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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閭巷室家，悉立其土偶，曰土地者，曰五通者，佛寺亦如之。吾買山
得瑪瑙坡之地，而院亦以瑪瑙為名。院之東廡下，有斯三土偶，因命
撤其二，存其號土地者，易其名曰「護伽藍神」，遂為文以告之。[24]
瑪瑙院初建於後唐二年，該院之東廡下有土地、五通神像。智圓卜居於瑪瑙坡
後，將五通神像撤去，而僅留土地神，並改名為「護伽藍神」。
將土地神改名為護伽藍神，在宋代是常見的現象，如僧惠臻即稱土地神為「土
地伽藍」，[25]另外遼道宗時的縉陽寺中，亦有「土地伽藍堂兩位」。[26]智圓
曾撰〈撤土偶文〉一文，說明他將土地神改名為護伽藍神的理由：

吾也，釋氏之徒歟！吾佛有制伽藍之地，則立其廟而日祀之曰「護伽
藍神」者，不亦宜乎！嘻！吾學佛以修心，學儒以治身，豈敢遵非
禮，用訛名邪？神如有靈，其知我也必矣。
土地神並非佛教的神祇，但佛教有伽藍神，因此他認為將土地神改名為護伽藍
神，是符合佛教的教義。
於上引文中智圓說： 「吾學佛以修心，學儒以治身」，此一觀點，在他其
他作品中亦常見，不過於〈撤土偶文〉中，他引用儒家制禮的原則，認為 「今
民悉祀其土地，又非禮也。」因此，很明顯地，他是將儒學，作為「治
身」處世的「方法」。
智圓的弟子在撤去三座土偶中的二座後，原本擔心會帶來禍害，但一個月過去
了，並無禍事發生，因此弟子請示是否將土地伽藍亦拆除，以增加僧人的屋
舍。智圓卻反對說：

不可也。吾之去彼二者，黜非禮冒名也。留此一者，遵佛制度以報德
也。彼也，萬萬能為禍害，吾亦當去之也。此也，萬萬不能為害，吾
亦固留之也。且吾與爾群居於是，晏息乎是，講道於是，立身於是，
地之於吾恩不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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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留方丈之地，日崇其祀以報德也，豈懼禍求福之謂乎。[27]
他之所以撤去五通等神像，是因為不合「禮」，依禮 「非其鬼祭之，諂
也」，而留下土地神，則是因為佛教有護法伽藍之制。再者，智圓及其門人，
生活作息於土地，土地有德於生活於斯土之人，因此相反地，要 「日崇其
祀，以報德也」。
智圓撤去孤山瑪瑙院的五通神像，需要進一步加以說明。五通神原為安徽南部
木材商及江西商人崇拜的神祇，後因該地商人的行商，而廣為流傳，[28]約在

北宋初，五通神即已在安徽以外的地區出現。[29]宋代臨安附近便有五通祠，
[30]但並未載明建於何時，若由智圓《閑居編》的記載，早在真宗時臨安附近
的孤山已有五通神的信仰。南宋朱熹回安徽故鄉掃墓，即發現皖南新興宗教發
達，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而鄉人認為「五通廟，最靈怪」，鄉親規
勸朱熹須稱弟子謁廟，朱熹原本抗拒，但其後發生了些怪事，鄉親責怪朱熹未
謁廟之故，因此朱熹妥協，入廟參謁，並告誡弟子說：若有賜額的廟宇，不可
輕易地拆去。[31]
對民間新興宗教的廟宇，宋朝政府是採取審核制，由地方上有力人士，出面呈
報所奉神祇的實際靈驗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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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經政府查核後，才頒予寺額。擁有賜額的廟宇，才允許從事公開的宗教
活動，否則即屬淫祠。然而一座廟宇是否能得到賜額，往往是地方有力人士、
官員、政府三者力量妥協、整合的結果。
朱熹與智圓，對五通神的態度，有些不同，但不宜作過度的解釋。一方面因為
二人相處的時代不同，智圓為北宋人、朱熹為南宋人；再者智圓之撤去五通神
像，是因為五通神像就置於瑪瑙院之故。宋元方志的資料，佛教寺院中確有安
置五顯（五通）之其他例子，[32]亦可見民間宗教，有依附於佛教寺院的情
形，智圓撤去五通神像的原因，於其〈撤土偶文〉中說：

昔李唐狄梁公（仁傑）廢江淮淫祀一千七百，而所留者唯會稽大禹、
錢唐子胥、姑蘇太伯、毗陵季札四廟而已，吾知梁公實率此道而行
也。抑又五通之名，出吾釋氏，謂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身如
意，神仙之人咸備是五，以煩惱之未除，故無漏之通則無有也。代俗
竊其名以號，其魍魎妖孽，不亦謬乎！則名既無實，復非祀典之族，
則爾土偶又安得僥倖而於此乎？[33]
引文中的狄公，即狄仁傑。史稱狄仁傑任江南巡撫使時，曾奏請拆毀淫祠一千
七百所。[34]宋代對新興宗教的管制，是採取賜額制，對未經申報、審核的廟
宇，則採取拆除的手段。南宋《名公書判清明集》，即收有不少有關拆毀淫祠
的判例，[35]這些判例亦常引用狄仁傑拆淫祠的史實。
智圓於〈撤土偶文〉也說明「五通」神，是竊用佛教的「六通」之說。六通是
指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身如意、漏盡通等，他認為五通神，竊用佛教的
五通，但忽略了佛教更注重第六通（漏盡通），五通神有五通之名無其實，又
不合祀典禮法，因此理應拆除，[36] 拆除五通等神偶，是合於禮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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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界、持戒與法王之域
宋代因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漸趨於浮華，智圓及其祖師等天臺山外諸大師，
是以清修的節操，來喚起世人的覺醒。關於智圓及屬天臺宗山外派的傳承，表
列於下：

荊溪湛然……高論清竦──慈光志因──慈光晤恩──奉先源清─
─梵天慶昭、孤山智圓
清竦弟子中志恩系，形成後世所謂山外派。[37]另外宋代天臺宗，尚有山家
派，其傳承如下：
┌─寶雲義通─四明知禮─廣智尚賢
荊溪湛然…‧…‧‧高論清竦──螺溪義寂│
└─天臺宗昱─慈雲遵式─照本如[38]
唐末會昌毀佛，後周世宗又有禁佛之舉，其中會昌毀佛，對佛教造成重大負面
影響。天臺宗的典籍在會昌毀佛後，教典散失，贊寧說： 「智顗（天臺）教
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39]會昌毀佛後，天臺宗數代僅能
傳止觀，而無法掌握義學。[40] 螺溪義寂（919-987）請求法眼宗人德詔（891972）說服吳越忠懿王，遣使至海外，抄回天臺宗散失之典籍，[41]螺溪義寂略
早於孤山智圓之師奉先源清（？-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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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源清從學於慈光晤恩（912-986），由山外的傳承來論，晤恩是智圓的祖
師。智圓對這位祖師，充滿了敬意，也一直恪遵他所建立的宗範。晤恩初學南
山律，後於錢唐慈光寺志因法師處學習天臺止觀。他繼承天臺宗學，在義學方
面有所闡揚，是天臺宗散失文獻尚未請回前，為因應時代需要，闡揚天臺教義
的高峰，[42] 並信仰西方淨土，而 「偏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43]
慈光晤恩的貢獻，不只是對天臺教義的闡述，更重要的是他所樹立的僧人風
範。贊寧《宋高僧傳》對他的風範描述說：

（晤）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缽，不畜財寶，臥必右脅，坐必加
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
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黌堂。每一布薩，則潜洒不
止。[44]
晤恩的事業，除了闡揚天臺大旨，使之「全美流於（當）代」，更重要的是他
持律嚴謹，他所建立的僧團，特別強調布薩。持戒嚴謹，不畜財寶、臥必右
脅，坐必伽跌，同時又強調禪修，過著隱逸的生活，史傳說他： 「不喜雜交

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迂趨其門乎。」
[45]

五代時江南佛教界，重振南山律學，是值得重視的現象。律學的重振，有整頓
佛教內部，防止僧人的腐化的作用。另外，這些律師又多通外典，甚至有人講
說《易》、《論語》。[46]
總之，五代時江南佛教界對經論、禪修、持戒三者並重，是佛教各宗派的共
見。例如禪宗於五代時新成立的法眼宗，即強調禪修、經論、持戒。[47]晤恩
的闡揚天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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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處如禪師、持戒嚴謹的風範，實延續江南佛教的主流。
雖然我們對智圓的老師奉先源清的了解有限，但源清的另一弟子梵天慶昭，[48]
在其師圓寂後，即 「徙居石壁山，陶然林下」，作長久隱居的打算，後在
梵天寺寺主遇明的堅請之下，才至梵天寺之講院居住。智圓為他所寫的〈行業
記〉中說：

（慶昭）闍梨性厚重，不尚夸耀，講誦之外，端居靜室宴如也。不結
託以譽，而名亦傳於後；無財食以聚眾，而徒亦僅千百；不誑誔以駭
世，世或歸其仁。君子謂：絕此三病，得此三利，求之叔世，為難能
乎。[49]
慶昭不結託、不重財食、不誑誔，端居靜室宴如，和慈光晤恩如出一轍。
真宗咸平三年（1000）至景德三年（1006）梵天慶昭、孤山智圓與四明知禮，
進行長達七年的論辯。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智圓至西湖孤山瑪瑙院隱居，
瑪瑙院建於後唐天成二年（927），但尚未結界。
智圓在瑪瑙院主要 「以天臺三觀之學，訓於來蒙」，但有感於戒律對僧人
生活的重要，故說：

原夫能仁設教雖漸頓異轍，大小殊唱，至於垂戒律以齊身口，指定慧
以袪心惑，俾沿淺以究深，自凡以躋聖，其揆一也。吾不佞嘗從事於
斯矣，矧聖階之未升，身口之未淳，戒律之事，可一日而廢耶？於
戲！無則禽，異則貉，以吾學聖人之道，期以自正，安敢蔑而棄之
耶？世有自云達觀而咈戒律者，不亦惑哉！[50]
他認為 「聖道（佛道）以戒律為始」，[51]引文中說「達觀」者，不以戒律
為意，應是指世俗化的禪宗人士。他在〈結大界相迴向〉文中說：

我佛之出世也，立寺宇則隨處結界，令咸稟於律儀，……為伽藍者，
律儀不可廢，雖禪居、律寺之別，擁毳橫經之殊，既同奉法王，輒違
戒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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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他主張以禪居為主的寺院，亦需結界奉戒，因為他認為 「大雄氏（釋迦佛）
制苾芻之居，而必結其大界」。
智圓熱心於推動結界，其《閑居編》有不少為其他寺院結界而寫的結界牓文，
茲表列於下：
寺院名

地點

建寺年代

始建者

智圓撰文時期

智果院

錢唐孤
山

後唐同光三年
（925）

國清寺

天臺

會昌毀，851 年重
建

智顗

法慧院

杭州

後唐天祐四年
（907）

吳越武肅王
錢鏐

興聖院
（禪
院）

華亭

後漢乾祐二年
（949）

張嗣仁捨宅
為寺

大中祥符八年（1015）
[53]

兜率院

錢唐

太平興國元年
（976）

吳越忠懿王

大中祥符九年（1016）

真覺院

寧海軍

太平興國元年
（976）

董詢

法濟院

錢唐

吳越時

翁某

天禧五年（1021）
天禧五年

其中興聖院原是禪院，〈華亭興聖院界相牓〉一文中說，原本該院自建寺以來
已有百餘年，但並未結界，可能是因智圓弟子志筠、子華等，至該寺後，大力
提倡之故，該寺才舉行結界的儀式。錢唐法濟院原為禪寺，亦未結界，在齊政
時才向智圓請教結界之事。[54]
結界是佛教寺院「聖化」的儀式，將寺院的生活與世俗的生活區別出來，智圓
說： 「結界則畫分其方隅，標準其物類」，[55]又說： 「結大界者何？
所以指其封域，俾同遵於律範也。」[56]結界後，僧侶在寺院中，過著恪
遵戒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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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結界的重視不只在他入主瑪瑙院時即結界，並倡導其他寺院結界，在他所寫
的結界牓文，多敘述寺院的成立過程、發展，以期透過結界的儀式，闡明僧侶

生活與戒律的內在關連。結界文通常勒石以期不朽，結界牓文有紀錄、昭告寺
院「聖化」的目的。
由前文表列諸寺院看來，當時許多寺院並未結界，智圓特別強調結界形成場
域，對僧侶守戒的積極作用。他說： 「大界苟不結，則律範無以行，律範
不行則身、口無以齊，身口不齊則定慧無由著。」[57]僧人守戒，先由寺
院結界開始。
孤山瑪瑙院於大中祥符九年已結界，後來因為來依徒眾漸增，必須擴建。於天
禧三年，智圓再請律師擇梧為瑪瑙院結界，這次擇梧舉行「解舊界」儀式後，
才另「結新界」，智圓說：

自是亭臺、堂閣、泉石、華竹悉在作法之中矣！夫然則豈但行禪講
道、陶養天真而已哉！抑又受說安恣之事，悉得而諸，且無違於佛之
制也。[58]
結界的儀式，是形成以佛為「法王」的場域，在場域中僧人持戒生活著。智圓
雖亦承認眾生皆有佛性，但並不主張「（眾）生佛混一」。「生佛混一」的結
果，其實是有凡而無聖。眾生世俗的生活，是「迷倒」的生活，故寺院必須結
界持戒，始能完成法王的事業。這也是智圓為何 「專以（天臺）三觀訓
人」，但又「不敢忘戒律」之故。[59]
智圓所撰結界諸文，常引用儒典，將儒典討「禮」的原則，作為論證依據。
《閑居編》所收結界諸文，記錄了結界諸寺的始末，其儀式應純為佛教的，因
此智圓於結界文中引儒典，是將儒典作為「方法論」的論述，其實質仍是要形
成「法王」教誨的場域，當述之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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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圓儒佛關係的釐清
（一）報本與佛教
儒佛關係是中國學術思想史，相當重要的一環，魏晉以下的思想家，幾乎均須
觸及此問題。若以佛教而言，唐代宗密所提的「五乘佛教」，視儒、道為「人
天乘」，固是儒佛可能關係之一。然而至宋代，依歷史發展、情境，智圓提出
儒佛互為表裏的見解。
前述及，自五代至宋初，江南佛教界內部，即有講授「六藝」經典的事實。智
圓於其自傳──〈中庸子傳〉，說他八歲出家，至二十一歲時，原欲打算「受
周孔書」，「宗其道」以訓世，但因病而自訟、反省謂：

汝浮圖子，髮既祝矣，形且毀矣，而不習釋氏，志慕儒學亡本背義，
又豈稱周孔之旨乎。[60]
故改變學習儒典的計畫，而從奉先源清學習天臺宗，也就是說他出家後，專心
於佛典，是基於「不亡本」、「不背義」的禮義。[61]另外智圓於〈出生圖
紀〉中說： 「儒禮食必祭其先，君子有事不忘本也。」[62]不亡本背義是
原理、原則，並不涉及個別的宗教、價值觀，任何倫理體系，均可引用，在相
當程度上，它是種為人處世的「態度」，這應是智圓說他「以儒處身」的真實
意含。
依「不忘本」的禮義，智圓歸本於智顗大師，於〈智顗大師忌文〉他說： 「伏

以達本還源，實無今而無古」，又說：「傳心授道，必有祖而有
宗」，[63]至於「祖」、「宗」的意含，他於〈南山大師（道宣 596-667）忌
文〉中說：
伏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則百世不除。能捍患而能禦災，則四時宜祀，矧以儒
教乃不刊之典，在吾宗為可則之規。[64]「祖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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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有德」是漢朝以來討論廟制的原則，[65]智圓引用此一禮義，作為「吾宗」
效法之規範。
慈光晤恩為智圓之師祖，圓寂後遣骨並未得到完善的照顧。智圓於隱居於孤山
後，即建塔收其遺骨，距晤恩圓寂之年已有三十二年。智圓撰〈祭祖師文〉中
引禮經說：

禮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
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所恥也。[66]
所引禮經出自《禮記》〈祭統〉，在〈祭祖師文〉他引用《高僧傳》「高僧」
之義，說明祖師晤恩，被收入《宋高僧傳》，[67]是因為晤恩有高行，為佛門
的典範，而智圓收其遺骨建塔以表彰之，是符合禮法的仁智之行。
智圓隱居於孤山瑪瑙院，透過結界的儀式，昭示該地是行「法王」教化的場
域，立晤恩塔，則是標舉晤恩的風範──在世俗裡 「繩之以戒律，照之以
理觀」。雖然報本等禮義，是儒家的典籍常出現的禮義，智圓之徵引，是出於
「對話」的需要。

（二）結界文與禮
結界牓文是《閑居編》中，相當引人注意的文類，在這些有關結界的文章中，
經常會出現引述禮經的情形。如〈華亭興聖院界相牓序〉中，起首即說 「古

者聖帝明王」，不可以獨治，故「分地建侯」、施教化，接著說：
「法王設化，豈不然耶！」[68]
〈寧海軍真覺界相序〉引〈樂記〉來論證「法王之化」，必須由結界開始，結
界的寺院，成為行「覺王（佛）」之制的場所，他說：

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誘於外而無窮，
欲動於內而無節，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是故覺王之制戒，律人為之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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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麤暴不作，則天理易復矣！故為宮而居，將行戒律，必以結界始。
[69]
〈樂記〉對禮樂的態度，是採「禮樂合論」建立制度的立場。在禮的秩序中，
將人的善心，感發出來。[70]因此他認為透過結界的儀式，成為形成「法王」
場域，應是建伽藍者的「急務」。他雖用儒家所宗奉的經典，來說明禮、樂的
重要，但只是方法論式的引證，在該文中，他又說： 「夫號仁祠、佛廟者，
蓋行佛之制度之謂也」，他並分析所謂佛寺，並不是外觀、建物、法器鏗鏘
聲，而是佛教律儀，所興起的感動。[71]
禮樂合論是儒家的特色，對此智圓也有所把握，在〈法濟院結界記〉之首，便
說： 「禮樂者，其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本與！」他引用〈樂記〉的論
述，說：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由禮檢而人所倦，樂和而人所歡。故曰：「禮
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亦猶佛氏之訓人
也，有禪慧、有戒律焉。由是禪慧修，則物、我亡；戒律行，則好惡
辨。然則禪慧虛通，人亦歡於所進；戒律檢制，人亦倦於所行，其於
人所歡而能反，於人所倦而能進者，是賢乎。[72]
在這篇結界記中，智圓較完整地將「禮樂合論」，作為論證方法，說明戒、
定、慧三學，其中戒是由外對自身的約制，禪慧物我兩忘則屬樂之和。
大中祥符九年〈孤山瑪瑙院界相牓序〉，應是智圓最早撰寫的結界文，他說瑪
瑙院結界後，使域內之 「攝食、護衣、安居、說戒各得其所」，[73]並
說： 「既而戒律外檢（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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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內修（樂），正法久住，何莫由斯道（結界）也。」[74]

（三）、懺悔與自訟
智圓於瑪瑙院結界，持戒布薩，並於每年結夏自恣，僧人結夏安居之最後一日
（七月十五日），在其他比丘面前坦露自己的過錯、懺悔。[75]智圓撰〈自恣
文〉謂： 「懺法著矣，釋子行焉」，他說：

人心多迷，罕能自訟，故必假他人之糾舉。……懺罪之法，其利博
哉。[76]
懺悔在天臺宗教義中有特殊地位，不過智圓在討論與懺悔有關的作品中，經常
如〈自恣文〉般，引用儒家「自訟」的論述。
如〈湖州德清覺華淨土懺院記〉中，他強調 「仲尼之教與能仁（佛）之教
共為表裏」，文中他說：

仲尼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噫！能自訟而改過，庶乎
為善人、君子者難矣哉！不然何聖師感歎激勵如是之甚也。且吾釋氏
之勉懺悔者，其實自訟之深者，改過之大者。[77]
自訟改過有其深刻的意含，但智圓認為佛教所強調的懺悔，其實是「自訟之
深」、「改過之大」者，比一般人所說的「自訟」，有更深刻的功效。
懺悔在天臺宗的宗教實踐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和天臺宗觀心說有密切關係，
落實觀心其實即是懺悔。智顗《摩訶止觀》解釋懺悔之意謂： 「懺名陳露先
惡，悔名改往修來。」[78]天臺止觀須具五緣，其中第一緣，即是「持戒清
淨」，[79]《摩訶止觀》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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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懺悔，令罪消滅，不障止觀耶？若犯事中輕過，律文皆有懺法。
懺法若成，悉名清淨。戒淨障轉，止觀易明。[80]
懺悔在天臺宗的宗教實踐的重要地位，應是很清楚的。
前文曾述及，智圓引《論語》「自訟」，說明懺悔是提昇自我的重要過程，而
且也說儒家與佛教，可以是「共為表裏」的關係，而且他也曾說： 「五戒五
常同歸」，[81]然而由前引他的論述，不難發現，他所用來改造自我的動力，
仍是佛教的懺悔，以「自訟」而言，佛教的懺悔，屬「自訟」之大且深者。這
和他於〈中庸子傳〉中說： 「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的論點相合。[82]在
〈四十二章經序〉他區分域內、域外，域內是指「治乎身」，域外則是「治乎
心」，儒道長於治身，而佛教則長於治心的「內學」。[83]儒家的教誨，僅是
他立身處世的方法。

（四）佛教的貢獻及三教不可混同
智圓曾由歷史發展，說明漢朝時行「雜霸」，而儒、道之教，或幾乎息，幸賴
佛教傳入，佛教以「三世報應」之說，又明「一心空寂」，發揮了救弊的功
用，補充了儒、道報應說的不足，使一般百姓，亦知周振、博濟，發揮了 「為
利於上下，救弊於儒道」的作用，而有助於禮讓、樸素的風俗形成。[84] 智
圓儒、佛互為表裏的論述，除了三教各有擅長的意含外，更重要的是，佛教對
儒、道，有實際的助益。
智圓認為儒、道與佛教相較，二者雖亦談性命，但均 「未極於唯心」，故不
如佛教來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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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圓的這個論述，在北宋是可以得到學術界的認可的，例如王安石即主張佛、
道有見於「退藏於，寂然不動」。[85]
智圓認為初傳入中國的經典為《四十二章經》，但歷來注疏該經的作品不多
見，因此基於「不忘本」的認知，他為該經作注，其〈四十二章經序〉謂：

「逮於後漢，其（佛）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仍與仲
尼、伯陽之為訓三焉。」[86]由歷史的論述，說明儒、佛、道三者並立的事
實，三者各有所長。[87] 儒、道雖也有「心性」的論述，但不如佛教。因此，
三教雖如鼎之三足，互為表裏，但三教旨趣不同，不能混同，他說： 「三教
混同焉，或幾乎失矣」；但若說三教存在著，無可溝通的差異，也非實情，
他說： 「或謂三教碩異焉，亦未為得也。」[88]

六、中道與治心
宋真宗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告示宰相：「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
人為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情偏見，觸目分別，則於道遠矣。」遂作〈感
應論〉以著其事。[89]
另外，《中庸》在宋代得到進一步的重視、發展，是學術界的大事。宋真宗景
德四年時，因邢昺的建議，而重視《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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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而後宋帝常有賜《中庸》予新及第進士之舉。[91]智圓亦感受到新的風氣，
因此自號「中庸子」，但他以「中庸子」自號，其實是為彰顯佛教的特色。
智圓曾撰〈中庸子傳〉，文中除了說明儒佛共為表裏，他自己是 「修身以
儒，治心以釋」。然而「中庸」一詞，是出自於儒典，佛教是否也有「中
庸」？智圓回答說： 「釋之言中庸者，龍樹所謂中道義」，他其實是用天
臺宗空、假、中三觀，說明佛教的一心三觀，其實是優於儒家。[92]

前文述及佛教之治心，論及三世，智圓臨終前，曾以「中庸子」的名義，撰
〈生死無好惡論〉，[93] 說明「常住真心」，[94] 因妄想而有生死輪迴。[95]
智圓主張天臺宗所說的「理毒」並非「性惡」（本具，不可消伏）之義。[96]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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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隨緣而有，因此智圓說： 「毒由理毒，故即有行毒、事毒也。」至於
心性本體，智圓主張 「諸法唯心染體悉淨」，[97]學界已指出智圓等山外諸
家，特別推崇《楞嚴經》，[98]與山外諸師的心性論主張有關。佛教認為輪迴
是出於一念之妄心，智圓〈首楞嚴經疏序〉謂：

夫覺理圓澄，杳無能所，真精湛寂，……一念之妄心既動，九界之幻
境遽現。[99]
他認為湛寂的真心，因一念之動，而造成認識的虛妄。
妄心出於一念之動，若心澄靜，即是真心，智圓曾註解《楞嚴經》，山家派往
往將智圓的主張，歸入「真心」，例如志磐《佛祖統紀》〈智圓傳〉便說智圓
注解《楞嚴經》是基於「真心」：

（智圓）並因《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一乘修證，為最後
垂範之典。門人有以撰疏為請，曰： 「此經解者，已二三家，學者未
安其說，師胡不以三觀四教約文申義，以啟後人。」師從之，研覈大
義。以為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契，淨覺謂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
及也。[100]
《楞嚴經》的真偽，非本文討論的重點，然而華嚴宗、禪宗均賦予該經相當關
注，則是事實。
前述及智圓常引「禮」來說明結界、戒律的重要，在〈寧海軍真覺界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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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圓引〈樂記〉「性靜情（欲）動」說明結界持戒的重要，他說：

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誘於外而無窮，
欲動於內而無節，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不由結界則彝章不行，
則麤暴無由息，天理無由復，又安知佛之聖法之大、僧之高矣。[101]
智圓〈首楞嚴經疏序〉謂「真精湛寂」，但因「一念之妄既動」，而九界成幻
境，他引用〈樂記〉「性靜情動」，來輔成其心性論新說。〈寧海軍真覺界相
序〉強調結界持戒復理，才能顯現佛法之大、僧之高。

山家派基於佛性具惡說，回應社會救贖的需求，是提倡、開發懺儀。山外派諸
師則側重建立隱處、持戒清淨的風範，讓眾生感興向善。因此智圓相當重視
「詩教」，以感興善心。[102]他認為如此，才能更深化佛教對新王道建立的參
與。
智圓於天禧二年（1018）作《金光明經玄義表微記》，以延續自咸平三年
（1000）至景德四年（1007）與知禮的論爭。[103]天禧二年對智圓而言，有重
大意義，該年除了完成了《金光明經玄義表微記》以回應知禮，並在瑪瑙院立
智顗碑、荊溪碑，撰慈光晤恩塔記，此外，並寫有關佛教與「詩教」關係的
〈錢唐聞聰師詩集序〉。凡此均為彰顯對天臺宗的尊崇，並以修訂過的心性
論，參與宋朝新王道的宏規。次年，於〈湖州德清覺華淨土懺院記〉一文，他
又重申儒佛互為表裏，佛教的懺悔（而非懺儀）是「觀其心」，而知罪無相，
其實是「自訟之深」、「改過之大」。[104]
智圓並反對全然否定「性惡」說，如他曾說： 「隨應得度者。以性惡不可
斷故。」[105]又說：

問：諸佛不斷性惡，則果上三千九界無減，何名萬善之理耶。
答：修惡已盡，但性惡在，此惡即善，如云鏡明具醜像性，豈令明亦
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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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因此特重持戒、結界，然而他對天臺宗故說的修正，正彰顯出他認為佛教「長
於治心」，以持戒、止觀等修持，並將之「內化」。雖然智圓用儒家「禮樂」
的語言，來證明佛教的教義，但其目的是證成「佛聖法之大、僧之高」。

七、報應、令名與史
智圓三教如鼎三足、儒佛互為表裏的理論，並非否定佛教的獨特性，相反地他
認為，佛教在中國歷史中起了相當重要作用，且在歷史發展中，更加彰顯了佛
教長於治心的特色。另外，他對歷史思維的心得，也使他對報應等觀點有所創
新。
個人行善作惡，是否能得到恰當的回報？《史記》〈伯夷叔齊列傳〉對伯夷叔
齊的高行，未得到好的報應，而餓死於首陽山，因此對天道「常與善人」的說
法，甚感疑惑，[107]司馬遷是以著史為伯夷叔齊立傳的方式，彌補天道之不
足。[108]
另外，《易經》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惡延於
子孫的論點，應是天道報應不及時的補充。然而牛僧儒作〈善惡無餘論〉反對

善惡延及子孫之說，主張「善惡慶殃，俱無餘也。」[109]牛僧儒的論點，有其
事實的根據，而餘慶餘殃之說，雖有其誘人為善的功用，但牛僧儒質疑說：
「善人之子，能不有恃慶，怠於善者乎？惡人之子，能不有恣惡，俟其殃者
乎。」
智圓承認牛僧儒的論點，有其長處，但並未掌握住「餘慶餘殃說」的要旨，因
此作〈善惡有餘論〉說：

夫餘殃、餘慶之說，蓋繫於己，不繫於子孫也？何哉？且士有屐仁義
盡忠孝者之謂積善也，豈但享福於一朝，其實垂令名於百世也。垂令
名於百世，非餘慶邪！其悖逆殘賤者之謂積惡也，豈但速禍於一朝，
其亦垂醜名於百世。垂醜名於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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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餘殃邪！[110]
智圓認為善惡報應的原則，是「繫於己」，而「不繫於子孫」，在這點他和牛
僧儒的見解相同，但「餘慶餘殃」之說亦無誤，他將「餘慶餘殃」解釋為名聲
（令名）。桀紂之惡，未必如後世所說之大，而「天下之惡」，悉歸之於桀
紂，豈非「餘殃」。同樣地，天下將善均歸之於堯舜，豈非「餘善」。
智圓以「令名（源於令德）」、「惡名」證成「餘善」、「餘殃」，固維持了
佛教的善惡報應的學說，同時也賦予傳統「餘慶餘殃」說以新義。[111]在中國
學術傳統，司馬遷以著史留名，作為參贊天地造化的手段，已述於前。智圓評
司馬遷不純於儒，[112] 然而智圓以著「令名」，落實其「餘慶」說，則與司馬
遷以史參贊天地造化，有相似之處，[113]中國史學以著史來彰顯德行，是有悠
久傳統。智圓的作品，有不少是為彰顯佛教僧侶高行，同樣地是運用了中國傳
統資源於佛教的論述。
智圓對史的作用，有相當深入的理解。曾 「備覽史籍、博尋經疏」，作摘
要以貽後學。[114]四十四歲時撰《翻經通紀》，敘述佛教的譯經史，次年天禧
四年（1020）智圓撰寫師兄梵天慶昭行業記，是以 「執野史筆江湖間纖善
微惡」的心情，來記錄慶昭的事迹。在〈故梵天寺昭闍梨行業記〉，他說：

古君子有德善可稱者，子孫必銘之金石，而明著於後世焉。……吾執
野史筆江湖間纖善微惡，往往亦諸簡牘，以勸以懲，況闍梨之行業偉
異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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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其祖師慈光晤恩，贊寧《宋高僧傳》有傳，智圓於〈祭祖師文〉說明「高僧」
與「名僧」的不同，謂：

古之傳高僧者，有言曰：實行濳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
高。名而不高，則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鳴呼！吾祖識
見貞亮，道行淳正，不阿有位，不交時俗，不設奇以延譽，不用利以
進物，屏棄浮偽，介然自得，故世莫我知，而其徒實寡。所以盛業高
行，布于《大宋僧傳》者，蓋以高而不名取之耳。[116]
慈光晤恩高潔，介然自得，而世莫之知，因此《宋高僧傳》之所以為其立傳，
是基於「實行潛光」、「高而不名」之故。

八、結語
智圓秉承山外諸師的學說，對天臺宗的心性論作了修正，而不專主「觀妄心」
故說，作為天臺宗人，他同時尚須回應所處的時代。智圓所處的時代，是一個
結束亂世、蘊釀新王道的時代，當時江南已漸步入商品經濟，也出現了不少新
興宗教──淫祠。面對這些情勢，智圓過著清逸的生活，希望能以此感召日益
浮華的社會向道，並參與新王道教化的事業。
他認為佛教對新王道的建立，應有其地位，故認為儒、釋、道三教「如鼎之三
足」，他說：

三教之大其不可遺也，行五常正三綱，得人倫之大體，儒有焉。絕聖
棄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歸真，俾千變萬態，復乎
心性，釋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藥乎？矧病之有三藥可廢邪？吾
道其鼎乎，三教其足乎，欲鼎之不覆，足可折邪。[117]
宋初种放認為韓愈排斥佛教，猶如大禹之治水，排除洪水猛獸，智圓對种放的
論點，
p. 261
撰〈駁嗣禹說〉一文反駁，在文章的最後說：

皇朝三聖（太祖、太宗、真宗）悉奉其教（指佛教），太祖召僧往西
域；太宗修墜典、置譯場，翻梵書以廣其道，御製聖教序以發揮張大
之；今上（真宗）亦然。蓋知西聖清靜無為之學，可以毗於大政也。
翻不如韓愈而嗣禹功耶？徵君（种放）之悖德、悖禮亦甚矣。言偽而
辯者，徵君有之。[118]

智圓於該文中舉史實證明佛教有助於教化，並論述佛教「清靜無為之學」，已
獲宋太祖、太宗、真宗的認可。
宋代新王道立基於三教，是宋代真宗等皇帝的理念，[119]但智圓也感受到韓愈
古文運動的「威力」，佛教徒中甚至也有受到韓愈的感染，而 「反斥本教，
以尊儒術」的，他認為佛教徒，若真能「師韓」，應「演經律」、行戒律、
廣慈悲，「能仁」（釋迦）之於沙門，亦猶君父，因此佛教徒應效法韓愈忠君
的學說，更應 「率忠孝以事己君、己父（迦）」，[120]這才是智圓儒、佛
互為表裏的實際意含。
在智圓的作品中，「病」是相當令人注意的主題，他於〈病夫傳〉說明自己多
病，因此閉門不與世俗交，用藥調理身體，在該文並說： 「吾心其病乎，三
教其藥乎」，而三教如鼎之三足，實因「病」有三，固須有三教之藥。[121]
「心性」的昇華是解除病痛的根本，另外在〈病賦〉一文中，說： 「吾稟金
方（西方）之訓，學至真之法」，並推崇天臺宗的理觀為第一義治。[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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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儒家「禮」的原理、原則，將六經（六藝）儒家視為方法論，而非價值論
述，在智圓作品中，是常見的現象。如祭祀祖師、結界、懺悔等論述中，均將
「禮」作為方法論，予以引用。
另外，智圓對「六經」涉入之深，亦是僧人中所少見。六經實是「六藝」，是
六種自我管理的技藝，在《漢書》〈藝文志〉中，儒家是置於「諸子」，諸子
的自我完成均有取於「六藝」。智圓的作品，有時將六經視為儒家的經典，但
六經不專屬於儒家，而是中國文化中的自我認知、實踐論，雖然儒家對六藝的
解釋，取得主導地位，但不能否認「六藝」原本即有方法論的意含。智圓曾為
聞聰的詩集作序，其中謂： 「厚人倫移風俗者，莫大於詩教」，並提出
「詩之道何所出」的問題，他說道： 「出於浮圖邪？伯陽邪？仲尼邪？」
當時士人所作的詩多「不可以訓」，相反地聞聰的詩，把握到了「詩教」的
「善善惡惡」教化的主旨。[123]另外，智圓於〈（崇）遠上人湖居詩序〉中，
也由詩教論述崇遠上人的詩，有助詩教。[124]六藝作為自我完成的技藝，佛教
僧侶亦可參與，對智圓而言，是相當自然的。
智圓臨終前作〈挽歌詞〉謂： 「平生宗釋復宗儒，竭慮研精四體枯。莫
待歸全寂無語，始知諸法本來無」。[125]其中「平生宗釋復宗儒」，易令
人以為他是「融合」儒釋，由本文所述，智圓是將儒（或六藝）視為處世方法
論，其實仍宗主佛教。宗鑑《釋門正統》說智圓認為儒、道之談性命、報應，
不如佛教，[126]應是如實地陳述智圓的主張。
因為智圓認為佛教在新王道的建立過程中，扮演著「長於治心」的角色。這點
在當時學術界，是相當有說服力的。不過北宋中晚期興起的道學運動，即以
「心學」為主軸，作為對佛教論述的回應。雖如此，佛學長於治心的論述，在
往後的學術市場，仍有相當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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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odities economy was highly developed in Northern Song China. Emperor
Zhenzong 』 s administration was moving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benevolent government. Zhiyuan 智圓 used the metaphor of a three-legged vessel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hich could
serve as the foundations of that benevolent government.
Zhiyuan belonged to the Off-mountain sect of the Tiantai School. In order to respond
to his times, he was willing to dialogue with Confucianism. Some scholars treat him
as a synthesizer. However, we believ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was quite clear to Zhiyuan. Nonetheless, his attitude was one of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Confucianism; specifically, he sometimes employed
Confucian resources and principles as a 「 methodology, 」 but ultimately, his
thinking was Buddhist.
Keywords:1.Tiantai Buddhism
4.Song Buddhism 5.Zhiyuan

2.Home-mountain sect

3.Off-mountain sect

(English abstract edited by Eric Goo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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