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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導導導導言言言言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歷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僧侶各種傳布方式，逐

漸邁入隋唐時代的全盛期。其中最重要的傳布方式，是為數不少的僧侶將佛教

經典翻譯成漢文。1從此，佛教在中國有了漢化的經典文字。這在佛教史上極具

意義，由於當時佛教僧侶的努力，賦予了佛教一種鮮明的學術意義；正因為佛

經被大量翻譯，使得佛教在六朝以降出現各種不同的學派。2
 

    具有學理特質的佛教宗派在南北朝以後前仆後繼地被創立，而禪宗自唐代

的慧能以後發揚光大，是漢傳佛教史上極為重要的契機。3近代有學者指出，禪

宗實乃中國佛教史上的大革命，甚至下開宋代的新儒學。此番說法雖然有欠細

                                                
1
 佛教何時傳至中國，有許多不同傳說，但一般認為漢明帝永平（58-75）年間遣使至西域求佛

法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發端。湯用彤認為，此等說法的真相雖然不明，但還是有其根據，而非被

憑空虛造。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16-30。又據《高

僧傳》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僧侶弘法形式可略歸於十類：「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

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見釋慧

皎，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14，頁 524。 
2
 佛教的譯經事業在南北朝進入盛況。隨著佛教經典被翻譯為漢文，開始流行經論講習的風

氣，並且以不同的經典為思想與信仰的依歸，各種學說與學派應運而生。舉例而言，曾受學於

鳩摩羅什的道生及其追隨者因研究《涅槃經》，而形成了「涅槃學派」；在鳩摩羅什翻譯《中論》、

《百論》、《十二門論》等經典以後，以這幾本佛經為基礎而展開的「三論宗」，在南北朝至唐

初一度曾經盛行；也有一批僧侶在中國北方發起對《成實論》的研究風氣，因而發展出「成實

學派」。其他在南北朝形成的學派，還包括「地論學派」、「毘曇學派」、「俱舍學派」等等。隋

唐之世則又因不同的經典為基礎，而演化出天台、法相、慈恩、華嚴等諸宗。有關六朝隋唐佛

教發展史的專著，以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與《隋唐佛教史稿》(台北：木鐸出

版社，1988)二書為早期的全面性著作，其後中日學界研究中國佛教發展史的專著甚多，然其

論點大抵未離湯氏之作。較細緻的研究則可參照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四卷：南北朝の仏

教》下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3
 這裡參酌李四龍對於中國佛教的分類：學理型與民俗型佛教。佛教入漢地之後與中國傳統思

想結合，以其說理、談玄的特色，使中國文人學士得以親近，而產生儒釋道三家鼎力的文化格

局，李四龍將具有這種特質的佛教稱為「學理型佛教」。另一方面，對於民間社會具有現實影

響，諸如僧尼在寺院的規律作息，與一般人民在生活上所參與的佛事等等，將具有此類影響的

佛教稱為「民俗型佛教」。李四龍認為，在五代北宋之際學理型佛教逐漸過渡到民俗型佛教。

見李四龍，〈民俗佛教的形成與特徵〉，《北京大學學報》1996 年第 4 期(北京，1996 年 8 月)，

頁 55。以此對照，本論文所論及的佛教宗派，主要指其「學理型」的一面。但我們也不能將佛

教諸派斷然分為「學理型」或「民俗型」，例如天台宗二祖慧思（515-577）提倡「一心三觀」，

將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為天台建立理論典範；但由於天台因為以《法華經》為思想基礎，而

以觀音菩薩為信奉的對象，因此也不能忽略其與民間神靈信仰的關係。見湯用彤，《隋唐佛教

史稿》，頁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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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但仍頗具啟示。4禪宗之外，天台與華嚴二宗各以《妙法蓮華經》與《華嚴

經》為判教的依歸，在唐代形成具有影響力的大乘宗派。 

    另一方面，儒家在中唐以後也有新動向。韓愈（768-824）和李翺（774-836）

二人亟欲重振儒學，他們在經學事業上的前輩，是劉知幾（661-721）、啖助

（724-770）等人對於漢唐經學注疏強烈不滿的學者。正好此時禪宗、天台等佛

教宗派盛行，所謂的「心性之學」反而為沙門所宗，而漢唐儒家對這樣的課題

卻不甚關懷。因此，韓、李主張排佛，希望將心性之學導回儒家的主流領域。

然而，韓、李二人對於儒家要兼通內外之學的想法，不僅是同時代的「異端」，

而且本質上來說，也是基於對成為知識份子內心依歸的佛教一種「反擊」。他們

主張建立道統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有別於佛家的「法統」而樹立儒家的正統

地位。韓愈就在〈原道〉一文特別強調「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5。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佛教已經深刻地影響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層面，

無論他們對於這樣的現象是樂見的或是感到憂慮的。6
 

    唐宋之際不少士大夫熟知佛學並且不排斥以佛老為內在的精神價值，例如

白居易（772-846）、柳宗元（773-819）、劉禹錫（772-842）、李商隱（812？-858？）、

楊億（974-1020）、范仲淹（989-1052）等士大夫，不枚勝舉。對那些親近佛教

的士大夫而言，除了佛學在思想上有種「方外」的魅力，「佛教常能利用文學美

術吸引智識分子」7恐怕也是佛教在文學界能大受歡迎的重要因素。至於佛門亦

有出家前就曾通習儒家經典的僧人，如天台宗九祖湛然（711-782）「家本習儒」

8，其見識在孩童時代就已超越同儕。宋代的天台宗山外的孤山智圓（976-1022）

更是深究《中庸》，而自號中庸子；雲門宗禪僧契嵩（1007-1072），因熟稔儒家

的經書章句，以至於在歐陽修（1007-1072）、李覯（1009-1059）等古文家力倡

闢佛時，猶能以古文與之進行學術論辯。9
 

                                                
4
 錢穆，《中國思想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頁 168-170。 

5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頁 18。 

6
 此段說法參考自以下論著：吳雁南，《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262-267；

張分田，〈隋唐儒家政治哲學與政治批判思想〉，收入於劉澤華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修

訂本)》(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頁 378-381；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新

史學》5:1(台北，1994 年 3 月)，頁 1-49。 
7
 鄺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台北：里仁書局，1995)，頁 336。 

8
 釋志磐，《佛祖統記》(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 7，頁 386。 

9
 契嵩在曾自言：「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見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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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初期的部分士大夫也承繼前代韓愈等對於佛教排拒甚力的思想家，提

倡儒家的道統，例如古文家柳開（948-1001）將韓愈置於孔、孟、揚雄等人之

後，認為主張古文的韓愈是近世最了解聖人之道的文學家。相反地，柳開對於

自己的先祖柳宗元評價不高，他說：「吾祖多釋氏，於以不迨韓也。」10說明柳

宗元對聖人之道的體認不如韓愈。稍晚於柳開的北宋古文家多半也持類似的看

法，不過態度和焦點各有不同。例如王禹偁（954-1101）和歐陽修主要攻擊佛

教僧尼對國計民生的弊害；排佛態度激烈的石介（1005-1045）則在學理上攻擊

佛家甚力；同時也有如范仲淹這樣的士大夫對於佛理之研究甚深，或晚年一心

參禪的富弼（1004-1083）等人。 

綜合以上所述，宋代初期的儒學發展，其動力除來自士大夫階層內部，以

天台、禪宗為主流的佛教學界動向，似也帶給新興儒家思想上的影響。由此引

發筆者的研究興趣，故選擇經學為主要焦點，以探討北宋儒佛交涉的歷史脈絡。 

二二二二、、、、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 

    早在陳寅恪為馮友蘭審查《中國哲學史(下冊)》一書時，曾提到過智圓倡

《中庸》於司馬光（1019-1086）闡《中庸》廣義之前，他認為「新儒家產生之

問題，猶有未發之覆在。」11陳氏此段文字可說是本研究產生之契機之一。下

述將促成本論文形成的各個相關問題，逐一回顧過去的學術成果。 

（一）唐宋之際的儒學與佛教 

    除了陳寅恪之外，同時代的其他史家也注意到佛教與宋代儒學的關係。謝

無量的《朱子學派》曾提到禪宗之南宗諸派在宋代蓬勃的發展，其僧徒與北宋

名士交遊甚密，儒家士人自得其佛學淵源。12對於佛典、佛學考證甚力的錢穆，

則進一步指出在宋明理學發展之前，當時的學術思想只存在於「道院」、「禪林」

之間；而欲重振儒家教化之功的理學家，正是因襲於那些儒家之外的學術文化。

                                                                                                                                    

嵩，〈輔教篇中〉，《鐔津文集》，卷 2，《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2 冊(台北：世樺，1990)，頁 654。 
10

 柳開，〈東郊野夫傳〉，《河東集》，卷 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5 冊(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1983)，頁 246。 
11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

頁 252。 
12 謝無量，《朱子學派》(上海：中華出版社，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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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強調宋代前期已有士人欲重整儒家的舊傳統，並藉著復興儒學以取代

佛家作為人生指導。錢氏對於宋代前期儒學的觀點，除了在《宋明理學概述》

一書中有所闡述，亦散見他的其他著作中。13
 

    自民國初期的史家之後，關於北宋早期的儒學研究，現今學界之論著多未

脫宋明理學之論述，很少以晚唐至宋代初期的儒學為中心進行全面的探討。由

於抱持著「以宋初儒學為淵源，重點則是理學的發展」觀點，以致一般儒學史

或思想史的論著對於唐宋之際的儒學，都直接置於理學或道學的脈絡去討論，

使得這段時期的儒學多少喪失鮮明的意義。儘管如此，若干對於宋代儒學進行

全面性論述的著作，仍舊能夠給予宋初儒學一個概括面貌。漆俠的《宋學的發

展與演變》是其中代表之一。14該書以唯物史觀出發，認為唐代中葉以後社會

經濟關係的變化是導致儒學轉變的重要因素。此外，在「宋學的形成階段」中，

漆氏以釋智圓和晁迥之兩名對於儒釋道三教會通致力頗深的佛、儒學者為例，

說明當時知識份子對儒釋道三教思想的認識。接著，並以歐陽修、宋初三先生

的胡瑗（993-1059）、孫復（992-1057）、石介，以及李覯等為人中心，敘述宋

學的奠基時期。漆氏這部晚年集大成之作對於本研究提供最基本的面向。張躍

在《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則對於中唐以後的儒學階段有較完整的論述。他

從天人關係、三教關係與性情論等問題探討出唐代後期儒學的基本樣式：力求

擺脫兩漢經學的束縛、推翻傳統經學的天命觀、排斥異端與三教合一等。15
 

（二）宋代前期的儒釋調和 

    唐宋之際一直有知識分子不斷主張儒釋調和，直到整個北宋時期，學術界

持續處於這樣的氛圍。蔣義斌的《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

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指出宋初儒釋交涉的主流是調和二教，王安

石（1021-1086）承接此種學風，並特別探討「性」、「情」關係。以儒釋融合思

想為起點，該研究繼續討論兩宋理學家，尤其程朱學派因王安石而起的批判與

排佛，而陸象山（1139-1193）則予以平反。由此可一窺以理學為中心的宋代學

                                                
13

 參見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國學概要》(台北：蘭臺

出版社，2001)、《經學大要》(台北：蘭臺出版社，2000)、《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 5 冊(台

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等諸本專著。 
14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15 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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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史的其中一面。16 

在宋代前期主張儒釋調和的人物當中，天台宗的孤山智圓是佛教的代表人

物之一。學界有少數論文針對智圓與儒釋關係專文研究。蔣義斌〈孤山智圓與

其時代――佛教與宋朝新王道的關係〉指出，智圓主張除了儒、道以外，佛教

也能成為王道建立的基礎。基本上，智圓仍體認到儒、釋之間的差異，並不力

主儒釋調和或三教會通的論點。然而，智圓確實對於儒家六經涉入甚深，也認

為佛教於「治心」的功用在當時是強於儒家的。17劉貴傑〈從智圓思想看佛法

與儒學之交涉〉一文則傾向傳統的論述，認為智圓向儒家士大夫強調佛法與儒

學的相通處，倡導儒釋合一，對於佛家思想的「儒學化」功業頗有貢獻。18
 

    除了智圓，契嵩也出入於佛、釋二家。黃啟江在〈從范仲淹的釋教觀看北

宋真、仁之際的儒釋關係〉一文，注意到范仲淹這位在政壇與學界舉足輕重的

人物，對佛教有獎掖保護的功勞，可說是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外援。19另一方

面，雲門宗的禪僧契嵩是北宋佛教史上的傑出人物，他遍讀儒家經典，對於儒

學也自有一番獨到的見解，並為同時代的儒家人士所贊嘆。因此，黃啟江以契

嵩的《夾註輔教編要義》為主要研究材料，說明契嵩融會儒家的觀點。契嵩重

新詮釋佛家的基本教義，並為當時被士大夫抨擊的佛教辯護。20張清泉的《北

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透過契嵩的思想研究，以探討儒佛二學的相融性與差

異性。除了說明契嵩對抗與回應排佛論的外在表現，張氏主要集中研究契嵩在

儒學與佛學的理論基礎，並且討論契嵩在會通儒釋思想之後，所提倡的各種理

論與實踐方式。21 

    智圓與契嵩對於儒家的認識，還涉及到同時期的儒學復興運動。魏鴻雁的

兩篇論文〈宋代僧人對儒家經學的認識與回應――從釋智圓和釋契嵩談起〉與

                                                
16 蔣義斌，《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17

 蔣義斌，〈孤山智圓與其時代――佛教與宋朝新王道的關係〉，《中華佛學學報》第 19 期(台

北，2006），頁 233-270)。 
18 劉貴傑，〈從智圓思想看佛法與儒學之交涉〉，收入於《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

六壽慶論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2002)，頁 237-254。 
19

 黃啟江，〈從范仲淹的釋教觀看北宋真、仁之際的儒釋關係〉，收入氏著，《北宋佛教史論稿》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133-152。 
20

 黃啟江，〈論北宋明教契嵩的《夾註輔教編要義》〉，收入於氏著，《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153-200。 
21

 張清泉，《北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6                                                       宋初智圓與契嵩對儒學的回應 

                                           

〈宋代僧人對北宋文學革新的認識與回應――以釋智圓和釋契嵩為中心的考

察〉，將這兩位宋代初期最重要的高僧放置儒學復興的脈絡上，做一淺顯的考

察。例如他們對經學注疏有不受傳統儒家束縛的立場，進而強調「微言大義」

的重要性；同時，他們站在佛教的角度，對宋初「文」與「道」提出批評。22魏

鴻雁的研究對於本論文具有相當大的啟發，儘管筆者認為還需要對於此前的經

學流變以及唐代佛教（特別是禪宗與天台）的轉型進行歷史的考察。洪淑芬的

〈論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復興―以智圓、契嵩、宗杲為例〉，則分別從智圓、契

嵩與宗杲（1089-1163）三位宋代高僧為出發點，探討他們在宋代儒佛交涉的階

段當中扮演的角色。該研究認為三僧分別在宋初的「尊儒復古」、北宋「心性之

學」初開以及雜佛學的南宋理學三個階段中，皆以其深厚的儒學素養回應當代

的儒學發展。就「儒佛交涉」的具體行動而言，洪氏指出智圓的「尊儒復古」

態度對儒學復興具有相當大的貢獻；契嵩抗儒護法的行動則體現出其儒釋會通

的思想體系；宗杲則透過與理學家的交遊，以禪法吸收儒家的義理，同時將其

影響力滲入理學家群體。23 

    心性之學在宋代以後被作為儒釋融合的其中一座橋樑。但在宋代之前，心

性之學雖是佛教諸宗派共同的思想體系，卻不是士大夫最熱烈探討的話題，即

便本來也就是孔孟學說的一部份。對於唐代大部分的士大夫而言，「仕途」顯然

是淑世濟民最重要的途徑。至於內在世界的終極價值，他們可以藉由修行佛法

而體認到。不過也有少數儒家份子對於此風相當不滿，並力主以傳統儒家的心

性觀，取代佛家在士人心中的內在價值。陳弱水在〈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

一文對中唐士人的兩種典型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當時已有儒士欲以儒代佛，成

為士子的信仰依歸，代表人物即是韓愈。然而。當時儒士最普遍的價值觀仍以

「外儒內佛」或「外儒內道」為基礎，柳宗元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並不排斥

佛教教義，而是更關心儒家應該如何重建倫理秩序，以達成士人濟世的任務。

                                                
22

 魏鴻雁，〈宋代僧人對儒家經學的認識與回應――從釋智圓和釋契嵩談起〉，《青海民族學院

學報》2005 年第 2 期（西寧，2005 年 4 月），頁 38-41；〈宋代僧人對北宋文學革新的認識與回

應――以釋智圓和釋契嵩為中心的考察〉，《青海民族研究》17 卷第 4 期（西寧，2006 年 9 月），

頁 68-72。 
23

 洪淑芬，《論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復興―以智圓、契嵩、宗杲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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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韓愈積極以儒家取代釋老的觀念在當時顯得特立獨行。24張檿弓在《漢

傳佛教與中古社會》一書中，也花了不少篇幅說明唐代士人在儒佛調和學風之

下的轉變。在他劃分的數個時期當中，在中唐後期以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

等人為例，他們參習禪法而得到心靈歸宿的最終理想，並實踐「和合儒釋」的

思想。25張氏指出唐代士人「始儒終佛」的特色，與陳氏的「外儒內佛」說法

大體上是一致的。 

（三）宋代前期的儒學發展：以經學為中心 

    佛教帶給儒家的影響不僅是在思想層面的心性論，文本上的經典注疏也可

能是佛教在大量翻譯注解佛經之後，給予兩漢以降的傳統經學一種新學風，而

非特儒家內部的自省力量。關於此一課題，文史學界幾乎沒有論著予以專門討

論，但史家們仍普遍同意，最晚到了宋代，經學已有明顯的轉變。皮錫瑞在《經

學歷史》一書中指出，經學到了宋代已是「變古時代」，尤其到了慶曆(1041-1048)

年間，學界的解經風氣丕變。26皮氏的論點在學界可謂開先河，其後研究著作，

大抵不出此等見解，至多是在細部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27
 

    儘管經學確實到了宋代產生變化，但並非意味著唐代的經學一味承襲漢代

的傳統經學。在《五經正義》編纂之後，唐代仍有知識份子在經學的領域企圖

力闢新徑，使得中唐以後的經學風氣有所突破。稻葉一郎在〈中唐新儒學運動

的一種考察―劉知幾的經書批判和啖、趙、陸氏的《春秋》學〉一文中指出，

自《五經正義》編纂之後，以王元感為首的經學家批判其註釋。以此為基礎，

劉知幾對於經書及其注疏，尤其是《春秋》，也表明他的疑惑與批判。他以及之

後的啖助、趙匡、陸淳（？-825）等人針對《春秋》三傳的批判，正是欲跳脫

六朝時代經學思想的表現。與他們的研究相通，韓愈與李翺二人直接以《大學》、

                                                

24
 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新史學》5:1（1994.03），頁 1-49。此文發表於《新 

史學》之前，陳氏已有英文專著之研究，見 Jo-shui Chen,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張檿弓，《漢傳佛教與中古社會》（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頁 242-254。 
26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 
27

 見吳雁南，《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姜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第

2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1980）等著作。此外，細部的研究則可參見以人物為中心的經學研究，茲不一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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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揭示出儒學的道統，而奠定宋學的基礎。28張國剛〈略論唐代學術史

的時代特徵〉一文則就經學、史學、宗教等方面分別探討，在唐代三教合流的

趨勢下，當時學術已呈現出鮮明的注疏學特徵，並逐漸趨向心性之學。29此外，

經學史學者也有不少研究同意中晚唐以啖、趙、陸《春秋》學為主，儒家形成

一股不守舊注的新思潮。30職是之故，唐代的學術應該也有其獨特的地位。 

三三三三、、、、研究取徑與章節架構研究取徑與章節架構研究取徑與章節架構研究取徑與章節架構 

    基於以上研究課題的背景，本研究以學術史為基本面向，在唐宋之際的儒 

家與佛教交會的歷史脈絡中，抉擇出經學此一課題為研究對象。 

儘管經學原本是「解釋、闡明和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但佛教的譯經事 

業自東晉六朝大盛，進而開展解釋佛典的學風。31佛教的譯經與解經的活動是

造成佛教宗派林立的直接原因，例如《法華經》的漢文本在中國流傳之後，成

為日後天台宗的指導原則。32再者，佛教搭乘著東晉六朝的玄學之風，以此打

入士大夫階層，儒釋兩界的交涉很早就已經展開。俟原本南北分立的經學因北

學消失而歸於一統，儘管經學仍因襲舊風，但又成為儒家的學術主流。33同時

佛教在唐代達到極盛，面對這樣的現象，儒家士大夫大部分接受佛法的薰陶，

只有少部分人士仍與之抗拒。當時影響士大夫最深刻的宗派無非是強調理論與

                                                
28

 稻葉一郎，李甦平譯，〈中唐新儒學運動的一種考察―劉知幾的經書批判和啖、趙、陸氏的

《春秋》學〉，收入林慶彰主編，《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02），頁 305-338。 
29

 張國剛，〈略論唐代學術史的時代特徵〉，《史學月刊》2003 年第 6 期（天津，2003 年 6 月），

頁 80-87。 
30

 學界這方面的研究不少，可參考林慶彰，〈唐代後期經學的新發展〉，收入於林慶彰編，《中

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上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 670-677；劉乾，〈論啖助學派〉，收

入於林慶彰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上冊，頁 678-701；葛煥禮，〈論啖助、趙匡、陸淳《春

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濟南，2005.年 9 月)，頁 40-45；章群，〈啖、

趙、陸三家《春秋》之說〉，收入於林慶彰、蔣秋華編，《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73-88；劉光裕，〈唐代經學中的新思潮――評陸

淳《春秋》學〉，收入於林慶彰、蔣秋華編，《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頁 89-111。 
31

 吳雁南，《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導論〉，頁 1。 
32

 許理和（Erich Zurcher）強調西晉來華的僧人竺法護（228-306）的譯經事業中，《法華經》

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因為《法華經》揭示了佛陀永恆的生命力，它善用譬喻的寓言，呈現詩歌

的文學手法，成為在漢傳佛教中最受尊崇且最為基本的經典之一。同時，它也是天台宗最根本

的學理基礎。見許理和（荷），李四龍、裴勇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頁 68-69。 
33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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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並重的天台宗，以及主張成佛無須依靠文字的禪宗。 

    佛教的版圖因禪宗的流行而發生變動，儒家則因少數對傳統經學不滿的學

者而開始產生新學風。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儒釋發展的歷史背景，以考察真正

的核心問題：宋代初期儒學新動向與佛教的關係。智圓與契嵩固然有其儒學的

基礎，但天台宗與禪宗在唐代也成為許多士大夫內心的信仰。儒佛二教的彼此

之間的思想聯繫，必須從隋唐的轉變期開始考察。兩位北宋高僧所以積極參與

儒家復興運動及其論辯，置於佛教的歷史脈絡，似乎不是偶然。再者，儒家士

大夫對於佛教的認識，事實上也影響到他們要如何重新看待儒家的任務與定位。 

    本研究除了緒論與結論之外，共分為三章。第二章論述兩大主題，一為天

台宗與禪宗在中唐的發展。天台的九祖湛然與禪宗六祖慧能（638-713）可以說

是兩宗派的中興之祖，他們都為宗派本身的教義擴大理論基礎。湛然為《法華

經》注疏而有《法華經玄義釋籤》、《法華文句記》等書。相反地，禪宗因不立

文字而沒有規定教義的經典，但慧能的門人記下其事蹟與言教而編成《六祖大

師法寶壇經》，是禪宗最重要的著作。貫通儒釋思想的湛然與吸引儒家士大夫的

禪宗，在唐代是儒釋調和之下的具體象徵。在隋唐佛教盛行之下，士大夫的思

想表現出他們沾染佛法的特徵，尤其當他們以儒士的面貌試圖建構政治社會秩

序，卻以佛家思想形塑內心世界。第二個主題則是儒家內部的發展，劉知幾與

新《春秋》學派開啟中唐以降「疑古惑經」的風氣。再者，王通（584-617）力

圖重振儒學，並且尊崇孟子的地位。儘管王通至中晚唐才受到重視，但是韓愈、

皮錫瑞等人都想踐行孔、孟、揚雄、王通以來的「聖賢之道」。此外，鑑於佛教

的法統之爭，儒家內部的「道統」體系逐漸發展，最終由宋儒完成。以上為北

宋儒學發展的歷史背景。 

    第三章分別探討宋初的儒學發展與天台宗的智圓。首先在文壇方面，有柳

開、王禹偁、穆修（979-1032）等風格與對佛教立場稍有不同的古文家，較為

親近佛教的西崑派，是北宋最初數十年間較鮮明的文學群體。至於經學方面，

胡瑗、孫復、石介等士大夫再次對經典進行詮釋的工作，以求經世教化與王道

之治的效用。然而較宋初三先生稍早，與穆修、楊億同世代的智圓肯定儒家思

想的價值，而且不管是有助於建立外在世界的倫理價值的六經，還是講究個人

修身立德的《中庸》，他都對其有所深入的研究。智圓甚至認為沙門若能兼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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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典，有裨於佛學。透過對於智圓的認識，我們將瞭解到在儒學復興運動全

面開展之前，智圓已有相當透徹的體悟。 

    第五章的主題則是慶曆以後的儒學復興，與契嵩面對排佛論的回應。筆者

將儒學復興的焦點擺在經學，因為由宋儒對經學的研究，可以考察他們出排佛

的背景與理論基礎。當然，宋代初期的儒家不同於理學以哲學思維闢佛，他們

較關心佛教對人間秩序的弊害，此外當時諸儒也有從不同的角度來申辯佛教之

弊。智圓處於排佛尚未形成浪潮的時期，而契嵩則正好面臨排佛的顛峰期。為

了對抗儒家的排佛浪潮，契嵩與以歐陽修為代表的闢佛人士抗衡，並且特別以

宋代古文家所宗的韓愈為批判對象，重新詮釋「聖人」的觀點，大談佛教角度

的王道教化。透過對智圓與契嵩的研究，我們將發現他們兩人都會通儒、釋二

教的思想，而試圖闡釋佛教合乎人間秩序之處。另一方面，由於兩人所屬的宗

派與身處的學術環境不同，兩人論述的著眼點與對儒家的態度都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