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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作為教派的淨土宗 
──以普度及其《蓮宗寶鑑》為中心 

 

劉霞羽 

杭州職業技術學院教師 

 

提要：南宋時期，僧人茅子元以念佛法門為主體，創立白蓮宗，從教理、教制、傳法等方面

建立了一個淨土宗派的組織體系，並設立在家人傳持佛教的「白衣傳授」制度，得到迅速發

展。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其教派組織自身的缺陷突顯出來，派內漸趨混亂，導致屢屢被禁，

難以為繼。元代白蓮宗宗主普度面對教內混亂狀況，乃集《廬山蓮宗寶鑑》一著，旨在「救

其法之衰邪，扶其教之不振」，對於促進後世淨土教派的形成產生了頗為深遠的影響。普度

依據《蓮宗寶鑑》論述的思想，通過一系列的努力，促成了白蓮宗的改造及其轉化，形成淨

土教的教理修行體系，使淨土教取得了獨立於其他各宗的地位。普度突出淨土教的「宗派」

特點，強化「教派」意味，從而促使淨土宗逐步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教派，達到興復淨土教

乃至整個佛教的目的。 

關鍵詞：《蓮宗寶鑑》 白蓮宗 茅子元 普度 淨土教 念佛三昧 

 

一、引言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到隋唐進入鼎盛時期，出現了天台宗、三論宗、華嚴宗、唯識宗、

律宗、密宗、禪宗、淨土宗等佛教宗派，逐步完成了對印度佛教的消化吸收，從而形成了中

國化的佛教。在上述宗派中，如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都是極具中國哲學色彩及修證特色的

宗派。唐末戰亂之後，非常平民化的禪宗迅速傳遍中土，逐步成為中國化佛教的主流宗派。

故北宋時期，禪宗在整個社會發展中至為普遍，影響也至為深遠，在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中

間都有廣泛的影響。而淨土宗自中唐以後也廣泛流行，並於宋初之後，出現了禪淨合流的趨

勢。 

白蓮宗是南宋初期由僧人茅子元所開創的一個佛教宗派。茅子元創宗的時候正是禪宗、

淨土盛行之時，而其他各宗派均屬守成，故於此時另立宗派並不容易。然而茅子元就是在這

樣的宗教發展背景下別立宗派，其中的原因值得仔細推究。自茅子元創派之後，在社會下層

民眾中迅速發展，並在隨後的幾十年中廣泛傳播於江、浙、閩等地區。茅子元去世後，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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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漸趨混亂，數次被當時朝廷查禁。在茅子元去世約一百多年後的元朝，優曇普度繼之而起，

重新興復白蓮宗，遠承廬山慧遠正系，撰《廬山蓮宗寶鑑》，並呈元仁宗閱覽，獲准刊行，

使得一度沈寂的白蓮宗又大興，明朝道衍稱其為「中興蓮教」[註 1]。 

本文擬從淨土教發展的視域來審視白蓮宗在淨土教發展中所具有的位置，並以此視角探

討普度將白蓮宗回歸慧遠念佛正系並重新組織淨土教的努力，以探討普度及其《蓮宗寶鑑》

在淨土教發展史中的意義。 

二、白蓮宗的創立 

關於白蓮宗創始人南宋‧茅子元的事跡，宋人留下的記載不多。《釋門正統》、《佛祖

統紀》、《至正昆山郡志》中均有記載，但極簡略。普度在《廬山蓮宗寶鑑》中對茅子元事

跡進行搜訪，是目前最為詳細的資料[註 2]。 

茅子元的出生、示寂年代均不詳。據日本學者竺沙雅章的研究，茅子元生於紹聖三年（一

○九六），政和四年（一一一四）十九歲時剃度，大約於紹興初年建白蓮懺堂，淳熙八年（一

一八一）示寂，世壽八十六歲。[註 3]本文關於茅子元的生平及生卒年代即依據此研究結果敘

述。 

根據《蓮宗寶鑑》的記載來看，茅子元在悟道之前一直是學習天台止觀，而在悟道之後

即轉向以淨土法門行化，開始使用「蓮宗」一詞，並對蓮宗理論作了新解釋，編訂了新的蓮

宗懺儀。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史上學理圓熟的黃金時代，在這個階段佛教的幾大宗派都已形成，

有學者稱此時期為「宗派佛教」時期。到宋朝時期，宗派觀念已比較成熟，若於此時創立一

新的宗派，面對的阻力會非常大。而茅子元恰恰在此時創立一新宗派，這是令人驚奇的。他

何以要開宗立派？對此問題，釋印謙在〈白蓮宗析論〉中認為，茅子元創教的目的主要是為

了應對儒道對佛教的攻擊。印謙認為：「雖然宗密、契嵩等均著書以會通三教，但那都只是

義理疏通的『一家之言』，對『出家、剃髮』二事並未有任何妥協作為，所以三教之爭一直

未獲解決。」而茅子元則另辟蹊徑，從實踐角度建立「僅受五戒的在家弟子可以傳教的體制」

以解決這一問題。[註 4]對於印謙論文中「調融儒釋」的解釋觀點，從目前關於茅子元創教思

想的資料中很難找到直接的證據，印謙所舉論據實際上是後來普度的觀點，而並不是茅子元

的思想。故將調融儒釋作為茅子元創宗的主要原因，顯然論據不足。對此問題的瞭解，從茅

子元的經歷及其所處時代背景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一)從子元的個人經歷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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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徽宗崇道事件。子元剃髮四年即二十三歲時，宋徽宗崇奉道教，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宣和元年（一一一九）詔稱：佛教屬於「胡教」，「雖不可廢，而猶為中國禮義之害，故不

可不革」，強制僧尼改稱道教名號，改僧尼寺院為道教宮觀，改佛菩薩稱謂為道教名號。

[註 5]此次事件不久因徽宗下台而告終，但對當時佛教也有較大的衝擊。 

2. 流放江州。茅子元於四十六歲時以事魔之罪被流放江州，宗鑑的《釋門正統》與志磐

的《佛祖統紀》中均記載其事。茅子元在其流放其間，「逆順境中未嘗動念，隨方勸化」

[註 6]。乾道二年（一一六六），茅子元被高宗詔回，演說淨土法門，並有很多榮賜。[註 7] 

一個人經歷的沈浮，對其思想抉擇具有不可忽視的重要影響。茅子元出家後不久即逢徽

宗崇道之時，中年以事魔之罪被流放江州，後來又被詔回並受榮賜。這些人生經歷對他的影

響是不言而喻的。作為一個宗教家，他不可避免地會思考佛教在中國社會生存的合法性問題，

這從茅子元受賜不久後即回老家創立宗派中可看到一些端倪。 

(二)從子元所處時代背景來看 

1. 三教調融思潮的興起。北宋初年，儒佛交融已成潮流，三教融和成為當時的社會大背

景。茅子元身處這個時代，也必不能迴避此時代問題。 

2. 南宋時甚強的宗派觀念。南宋時佛教內部具有非常強的宗派觀念，宗派之間的爭端，

不僅僅是因為思想體系的不同，尚有信眾、經濟、傳法地域等方面的利害關係，僧人的生活

空間越來越依賴於固定的寺院。[註 8] 

3. 風行一時的結社念佛。宋代隨著民眾現實生活苦難的增長，淨土信仰流行，結社念佛

之風盛行。這些結社名目繁多，但都以稱名念佛為基本活動內容。對此馬西沙研究認為： 

 

結社之風由名僧倡導，達官顯貴推波助瀾，帝王欽許，愈演愈烈。北宋神宗熙寧、元

豐年間，……結會之風漸漸下移，遍及社會各階層。於是俗人倡導的淨業組織亦隨之

出現。[註 9] 

 

在結社念佛盛行的宗教發展背景下，茅子元也創立了白蓮懺堂，勸人歸依三寶，受持五

戒，並編訂了晨朝懺儀。這些做法與當時社會流行的念佛結社之風是一致的，其懺堂最初也

只是一個普通的結社念佛團體而已，並無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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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茅子元的經歷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作為一個宗教家，茅子元必會從自身的境遇中

反省到整個佛教的生存問題。固步自封的宗派觀念以及僧人被緊緊束縛於寺院的景況，使得

佛教的生存與朝廷的政策緊密地聯繫在一起，在遭受三武滅佛式的法難時是沒有絲毫的抵抗

力的。如何才能擺脫這種潛在的危機？那就是將佛教紮根於民眾中！在當時結社念佛盛行的

大環境下，建立在家組織也具有了適合的土壤與條件。 

1. 創建適合民眾的教理體系。茅子元關注的是佛教如何在民眾中紮根的問題，所以必須

有適合下層民眾理解與修行的理論與方法。當時天台宗、華嚴宗的教理教義以其高深，是難

以在下層民眾中推展的。天台宗止觀學的玄妙教義，甚至淨土宗觀想念佛、實相念佛皆深不

可測，不是下層民眾能夠接受的，只有念佛一法方便善巧，而且淨土念佛法門在當時民眾中

也已有了相當的基礎。潘桂明在《中國居士佛教史》中指出： 

 

淨土信仰和念佛實踐在宋代已不再是一宗一派的事，而是佛教各宗派的共同歸向和佛

教徒的普遍要求；立社目的也已不再是傳統意義上的福田和修證，而以念佛往生西方

為根本。[註 10] 

 

故而茅子元選擇了淨土念佛法門創立教派。作為一個教派，必有其獨特的教理體系，而且其

教理體系往往是支撐其組織生活的根本。因此，天台宗出身的茅子元以天台教理對於淨土宗

的理論作了適合民眾的新解釋，主要體現在他寫的〈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中。 

〈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是唯一比較完整地保存下來的茅子元的作品，收在《蓮宗寶鑑》

卷二中，普度評價此文為「開示蓮宗眼目」。〈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基本是以天台宗教理

解釋淨土，故普度稱其「依仿天台」而出。其特別之處在於，把複雜深奧的佛學理論以直觀

的圖表形式表達出來，並配以生動通俗的解釋，但被當時天台宗人斥為「率皆鄙薄言詞」。 

茅子元的淨土思想從根本上說是依據天台宗理論，因為他自己是天台宗出身。所以在他

看來，各種法門只是「權」、「跡」的不同，而根本則是殊途同歸。但與一般天台宗講的以

佛之心地為「實」為「本」不同，他從勸化人們學修淨土的角度出發，把殊途同歸的目標定

為「淨土」。所以，他的思想有濃厚的調融各家的意味。他在〈禪教相成〉中有詩曰： 

 

天台賢首慈恩教，達磨南山意不殊， 
法門頭數無窮盡，不離毫端絕妙麤。[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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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子元雖以天台宗理論解釋淨土，但他作為一個具有濃厚實踐精神的宗教家，又不拘於

天台宗理論。茅子元的根本目的是要接引廣大下層信眾入教，所以他特別重視突顯四土中的

「凡聖同居土」，稱同居土「總攝四土」，是「橫出三界」。《蓮宗寶鑑》卷二曰： 

 

凡聖情差智有殊，須憑修證契毗廬，恐人力少行疲倦，權指西方住半途。橫出三界少

人知，易修易往勿狐疑。塵垢未除求解脫，一心信願念阿彌。臨終正念分明去，三朝

七日預知時。既生淨土常聞法，何愁不得悟心機？[註 12] 

 

為排除信眾對圖中「凡聖土」直觀顯示為「下下品生」的疑慮，他對「凡聖同居土」給

出了特別解釋：「……而祇引下下品者，蓋祖師明其易修易往也。其餘品位高低，各隨行願

修證而成也。」[註 13]解釋淨土法門的殊勝之處在於： 

 

……但有信願念佛，不斷煩惱，不捨家緣，不修禪定，臨命終時，彌陀接引，皆得往

生淨土，便獲神通，得不退轉，直至菩提。[註 14] 

 

茅子元用最直觀的圖解形式、最直白的語言著重說明了淨土法門的殊勝，確實適應了下

層民眾的文化層次、心理特徵，因此才有白蓮宗的迅速發展。 

2. 組織以在家信眾為主體的教制體系。茅子元本人是出家僧人，但他以「普化在家清信

之士」為宗旨，創立了以在家信眾為主體的傳教組織，並以「普覺妙道」為宗派排立字輩，

確立分散在各地的信徒之間的宗門關係，產生了一大批職業白蓮宗徒[註 15]，稱「白蓮道人」。

這些職業白蓮宗徒不像一般信眾那樣各有營生，而是以傳教維生；他們又不同於一般的佛教

僧人，因為他們可以娶妻生子，僅嚴持五戒，叫做「在家出家」，又叫做「不剃染道人」。 

白蓮宗信徒按照茅子元命名的「普覺妙道」取法名，有點像世俗宗族按輩分取字。實質

上白蓮宗是建立了法嗣制度。而淨土宗所缺乏的正是法嗣制度，由此才缺乏組織，常被人視

為一個學派。白蓮宗有了法嗣制度，有了比較固定的甚或是牢固的組織，並有其活動方式及

行儀，這應是其發展的一個飛躍，即由結社念佛發展而為獨立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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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訥在其《元代白蓮教研究》中認為： 

 

茅子元最大的創新是在組織方面。先前的白蓮社，參加者之間只是鬆馳的「社友」關

係，即使在主持人和一般參加者之間也是如此。各地的念佛結社，除了信仰上的共同

性以外，沒有組織上的關係。白蓮教則把這種關係發展為師徒關係、宗門關係。[註 16] 

 

從現有文獻，我們無從知道茅子元所建傳教組織中普字輩、覺字輩、妙字輩、道字輩之

間的相互關係，但從此四字之間並無上下關係，而且相同字中又有師徒，可以猜測似乎是按

不同的傳法來畫分的。[註 17]但無論哪個輩中，都允許世俗男女同於懺堂之中共修淨業，不必

落髮為僧。 

釋印謙〈白蓮宗析論〉中認為，白蓮宗組織內存在兩個傳法系統，一個是在家系統，一

個是出家僧人系統，並認為「白蓮宗以僧為主」[註 18]。白蓮宗內有出家僧人是毫無疑問的，

但這是否表明白蓮宗有兩個傳法系統還值得探討。從相關史料中，可以看到白蓮道人有僧人

弟子，如吳澄《會善堂記》記載堂主劉覺度之徒有僧法祚等。如果有兩個傳法系統，在家眾

皈依僧人做弟子是可以理解的，但僧人做在家眾的弟子就實在令人難以理解了。或許也正是

有僧人做在家眾的弟子，才會出現志磐所講的「相見傲僧慢人」[註 19]的現象。 

「但有信願念佛，不斷煩惱，不捨家緣，不修禪定，臨命終時，彌陀接引，皆得往生淨

土，便獲神通，得不退轉，直至菩提」[註 20]。這是茅子元創宗立派的本意，就是通過建立這

樣一個嚴密的具有宗門關係的在家傳法系統，使佛教的觸角深入到社會各個角落，成為廣大

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以強化教派的社會生存能力。對此馬西沙評論說： 

 

家居火宅，婚喪嫁娶，無異於人。既適應了一般群眾的世俗生活，又合於中國社會儒

家倫理的固有傳統，同時滿足了大批信眾的宗教要求，這是白蓮宗興旺發達的最根本

原因。[註 21] 

 

印謙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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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白蓮道人可以傳教且其庵堂是由私宅改建而成，自亦比其他宗派或佛寺更能普及

於庶民間，所以北起察哈爾的開平，南抵廣西的柳州，東到上海松江，西至四川成都，

東南及於福建建寧，都有白蓮宗的蹤跡。[註 22] 

 

茅子元創宗立派以及傳法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普化在家清信之士」，「願大地人普

覺妙道」。他另立教派，重整教理，獨創教制，均是圍繞這個中心而展開的。在其行化過程

中，也體現了這一特色。  

儘管茅子元為善巧接引民眾入教而有曲從俗眾的一面，並因此招致非議，甚至官方禁令，

但他作為一個虔誠宗教家的出世本懷卻並沒有絲毫改變。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信眾脫離世

間現實之苦，趨入出世極樂，亦即修行是為了解脫。他在〈淨土十門告誡〉的「臨終三疑」、

「臨終四關」[註 23]裡對人臨終時的現實關懷，非常鮮明地體現了這一點。也正是這一點，符

合了當時兵火癘疫頻仍使人們產生的對現實生活苦難的厭棄，以及人們對彼岸世界的嚮往；

也正是這一點，才真正使得「愚夫愚婦皆樂其妄」。 

綜上所述，茅子元所創之教派體系是自慧遠念佛結社以來真正具有淨土教宗派意義的教

派，他不同於此前淨土諸祖僅是倡淨土念佛，沒有發展為教派。而茅子元從教理、教制、傳

法等方面組織了一個較為完備的教派體系，儘管他自己沒有自覺地發展淨土教，但卻是實際

意義上的淨土教的萌芽。正如陳揚炯先生在其《中國淨土宗通史》中所說的，「宋代已形成

淨土教取代大乘佛教的態勢，而其萌芽則是白蓮宗」[註 24]。也正是從這個角度上講，茅子元

可以說是開端性的人物，只是由於他的組織在其去世後不斷異化衍變，所謂「白衣輾轉傳授，

不無訛謬」，而沒有被人注意罷了。但茅子元開創的在家人可以住持佛法的先例，在佛教的

發展史中則是一個特別的嘗試。 

三、普度復教 

宋元時期，佛教內部禪淨教調融一直是時代之潮流。蔣維喬在《中國佛教史》中寫道： 

 

宋以後之佛教，唯禪獨盛，以無所羈束為高，其弊在放浪，因惹起其他教律之抗爭，

不易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謂禪、教一致，或唱三學一源，以企其融合。其教中則

以天台、華嚴、法相、念佛四者為要也。[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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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儒釋二教合一思想在儒佛二家內部也不斷得到提倡。儒家對佛教批評最多的當是其「出

家剃髮」、「不孝」之類，對此佛教也以多方面的措施來應對。在對待政權的態度上，不依

國主則法事難立的思想更加濃厚。普度在〈上白蓮宗書〉中也直稱「臣僧」。可見身處此時

代大背景下，普度也必須將調融禪淨教、會通儒釋作為一項重要工作。 

關於世俗化，茅子元的做法可說是走的最遠的，建立了在家傳教系統，也受到當時少數

儒者的稱讚。如當時之熊禾就對道人留髮奉佛給予肯定。[註 26]但茅子元卻走過了頭，破壞了

佛教內部固有的傳統，打亂了僧俗之間固有的關係，導致白蓮宗的迅速混濫。普度則順應當

時儒佛融和之主流，以佛教之五戒對應儒家之五常，定位於輔助王道「廣其教化」[註 27]。 

宋代以來，隨著結社念佛的盛行，佛教重心轉向庶民階層。宋元時期由於朝廷宗教政策

寬鬆，還產生了不少雜糅佛、道與民間信仰的靈驗神跡、民間秘密宗教等。這些秘密教派往

往打著佛教的旗幟在地方上私置庵堂，有些也與白蓮宗教徒混在一起難以分辨，給佛教本身

帶來不小的壓力。從某種程度上說，白蓮宗內部的所有問題也是佛教內所存在的普遍問題。

元朝之時佛教已現衰微之象。這些情況反映到白蓮宗上就是出現了邪風熾染的情況。 

茅子元在世時，白蓮宗內部修行還較嚴謹，庵堂道人大多能守本分。茅子元去世不久，

白蓮宗內部開始出現一些不如法之事。《釋門正統》中說：「小茅闍黎復收餘黨，但其見解

不及子元，又白衣展轉傳授，不無訛謬……。」[註 28]到元代時問題已經非常嚴重，普度在《蓮

宗寶鑑》卷十中列出有二十三條，表明白蓮宗內已雜糅了許多民間宗教、道教的東西。 

茅子元創白蓮宗後，發展非常迅速，所謂「歷都過邑無不有所謂白蓮者」。逮至元代，

教內混亂，出現了許多背離教本的現象。普度在其《蓮宗寶鑑》中歸納為二十三條進行辨辟

[註 29]。從其內容看，他所舉出的白蓮宗內部所出現的問題，一部分是因為一般民眾不明佛理，

只從字面理解附會佛經；一部分為道教中的一些修養方法雜糅進來，重在身體上下功夫；一

部分為民間俗信混入，多講災祥；還有一部分則是別有用心者借佛教之名、以佛教之語而行

己事者。 

普度認為除了像彰德之朱幀寶、廣西之高仙道這樣的「非本教念佛之人而妄稱白蓮道」

者之外，白蓮宗徒眾出現這些亂象主要是由於一些妄濫之徒佯修善事，苟求衣食，以邪作正，

以偽雜真，致使一般信徒邪正不分，玉石混淆，真偽難辨。而白蓮宗內又宗派林立，各爭短

長[註 30]，所以東林寺雖有祖宗之名對此也難以「撿而束之」[註 31]。 

面對此種情況，身為白蓮宗主的普度，具有深深的危機感。他在〈上白蓮宗書〉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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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竊恐其人而今而後益無所守，邪風轉熾，因而別生事端，有犯朝廷刑禁，用是常寢

不安，食不甘。[註 32] 

 

這並不是普度上書時之矯情，是他發自內心的深深憂慮。普度也因此而展開了他的復教與革

新活動。 

在普度《蓮宗寶鑑》寫成後四年，即元至大元年（一三○八），白蓮宗遭到元廷禁止。

直接原因是有人用白蓮教的名義和組織從事反元活動。如都昌杜萬一事件，柳州高仙道和彰

德朱幀寶事件。[註 33]普度聞訊驚呼：「吾承其教將三十載矣，而亡於吾之世乎？」即白佛發

誓，必復其教。 

造成白蓮宗混亂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白衣傳授」這一制度。在茅子元之時，為使教法普

及於一般大眾，允許在家弟子傳教，創建庵堂，產生了大批可以不事生產專行教務的職業白

蓮教徒，他們可娶妻生子，代代相傳。這是茅子元創宗初期的一個美好設想。但白蓮宗的過

於世俗化，以及當時寬鬆政策給予白蓮道人的經濟、賦役等方面的種種好處，使「冒名蓮社

假求衣食者往往有焉」，不可避免地產生了「叨濫者眾」的問題，[註 34]甚至被人利用從事反

元活動。如此種種問題實際上已經嚴重危及白蓮宗的生存。 

普度可能早已意識到了問題的嚴重性與癥結所在，如他在〈上白蓮宗書〉中說： 

 

臣竊恐其人而今而後益無所守，邪風轉熾，因而別生事端，有犯朝廷刑禁，用是常寢

不安，食不甘……。[註 35] 

 

所以，改造白蓮宗，使之回歸正統佛教成為普度的必然選擇。他的措施主要有兩點：一是在

名義上承接廬山慧遠蓮社，使得白蓮宗回到慧遠所創立的蓮社正統一系中來；二是摒棄「白

衣傳授」制度，回到僧團住持正法的佛制中來。 

(一)名義上的回歸正系 

普度甚重視傳法源流，在談到教門之弊害時第一條即是「師授不明」。「大凡為人之師，

欲度弟子，要當觀照從上佛祖修行之因地，得道之源流，傳宗之正印，念佛之法門，一一考

究明白，自信自行……」[註 36]。故在其立教示阿彌陀佛、釋迦佛修行因地後，即述淨業源流。

《蓮宗寶鑑》卷四〈念佛正派說〉中列有慧遠、曇鸞、智者、善導、法照、少康、省常、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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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宗賾）、延壽、慈雲（遵式）、文潞公、宗坦疏主、慈照宗主（茅子元）、楊提刑、王

龍舒、王敏仲等。從其對淨業名僧傳記內容之取捨來看，普度多重其淨土行持，而少法相義

理；對人之取捨亦有此意，如唐時弘淨之懷感、迦才頗多涉及相宗教義，普度不取。蓋普度

目的不在於闡發義理，而是要重建淨土之教，是想通過對「教」的強化來達到扶傾佛教之目

的。故而普度更重實踐，既便融攝諸宗，也直以修行法門來完成，而少嚴密的法相義理，這

更符合他的復教宗旨，也符合淨土教之特點。 

普度首先在名義上承接廬山慧遠蓮社，追紹慧遠所結之白蓮社，將慧遠認作祖師，將茅

子元創立的白蓮宗納入慧遠念佛正系，並反反覆覆地強化這樣的提法，使得人們能夠認可，

這樣，他所主的白蓮宗也就自然地成為慧遠正系了。這就是普度在各種書表及著作中要反覆

舉東晉‧慧遠為祖師的深刻用意。如他在〈上白蓮宗書〉中說： 

 

東晉遠公祖師，因聽彌天法師講般若經，豁然大悟。入於無量甚深三昧，遊止廬山，

與高僧朝士結緣修行。故云諸教三昧，其名甚眾，功高易進，念佛為先，因以白蓮名

其社焉。 

 

臣竊謂吾祖廬山東晉遠公法師，自太行恒山來止九江……，殆至宋朝，有茅子元法師，

憫蒙俗之幽錯，以此念佛之道平等勸修……[註 37]  

 

但僅僅名義上的回歸是不夠的，必須使白蓮宗自身做一轉變，以真正回歸慧遠正系，這

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而白蓮宗自身的問題主要在於「白衣傳授」這一傳法制度，普度對此

進行了根本性的變革。 

(二)摒棄「白衣傳授」制度 

在白蓮宗被禁之前，普度已意識到「白衣傳授」所帶來的問題，並試圖能夠解決這一問

題。這從其對「普覺妙道」的解釋可以看得出來。[註 38]普度對「普覺妙道」的解釋是對當時

白蓮教內支派林立，「有執我宗普字覺字者，有言彼宗妙字道字者」的一種回應。他的解釋

實則是對「普覺妙道」組織的消解，一變而成為修行之理，將「普覺妙道」義統攝於「念佛

三昧」的「念佛之宗，正心之法」中。但這種說理性的轉化在實際中能起到多大作用，從不

久後白蓮宗被禁就可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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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白蓮宗被禁的消息傳來後，給普度的震動還是巨大的，同時也給了他一個從根本上解

決這一問題的契機。大概就在此時，普度下決心對白衣傳授制度徹底革除，回歸慧遠正系。

在〈上白蓮宗書〉中，普度將白蓮宗內問題歸納為十不應： 

 

假道好閑，不事生理，一不應也；傳授邪言，夜聚曉散，二不應也；男女混雜，悖亂

人倫，三不應也；私用給由，各黨其黨，四不應也；妄建庵堂，群居竊食，五不應也；

密傳生死，誤人性命，六不應也；行業不修，攙僧應副，七不應也；妄談般若，亂說

災祥，八不應也；妄撰偽經，自稱《真宗妙義歸空集》、《達磨血脈金沙論》等，九

不應也；庶俗僭稱活佛如來，婦人擅號佛母大士，十不應也。[註 39]  

 

其中前五不應──「不事生理」，「夜聚曉散」，「男女混雜」，「私用給由」，「妄

建庵堂」均是茅子元創宗所允許的，也是其組織特色。而現在普度將祖師創宗特色作為問題

加以批評，說明白蓮宗的實際情況與當初茅子元創宗時已經發生了很大的變化。在「十不應」

中，其中如「密傳生死」、「亂說災祥」、「妄撰偽經」條的內容實際上屬於民間宗教的一

些特點，說明白蓮宗在發展過程中已經羼雜了許多非佛教的內容，不能夠維持純正的佛法了。

第十條「庶俗僭稱活佛如來，婦人擅號佛母大士」則是竊取藏傳佛教的一些內容，這大概是

元朝時的一個特別現象。普度可能認為：造成這些「不應」的根本原因在於「白衣傳授」制

度，故他在〈上白蓮宗書〉中直指此問題的焦點。〈上白蓮宗書〉說：「臣嘗見近世遊蕩之

民眾矣，既非出家，亦非在家，多是詐稱白蓮名色，不知理法，妄修妄作……。」[註 40]這樣，

由茅子元特意開創的「在家出家」、「白蓮道人」的組織形式被普度直接摒棄於外，視為「詐

稱白蓮名色」而不予承認。 

普度指出問題的目的不是對教內人勸說，他期望借皇帝之手將所有弊端禁革，從根本上

解決問題。故在〈上白蓮宗書〉中普度向皇帝提出了革除邪偽之教的建議：「……除受廬山

三皈依五戒念佛正宗外，其餘邪偽之教並皆禁革。」[註 41]這條要求看似想革除白蓮宗之外的

其他邪偽之教，實則這裡的其他邪偽之教也包括「在家出家」、「不事生理」、「夜聚曉散」、

「男女混雜」、「私用給由」、「妄建庵堂」的已不純正的白蓮宗庵堂。由此可見，在普度

看來，此時的白蓮宗實際上已經與邪偽之教不能區分，甚而已經墮落為邪偽之教了。如果經

過這樣的清理，教內就只剩下「受廬山三皈五戒念佛正宗」了，確實純潔了許多。可以說，

普度的努力非常有效果，當時的朝賢宿衲甚至皇帝、宣政院都已當然地認為普度是承慧遠之

教，其興復的也是慧遠之正教。 

袁桷〈妙果寺記〉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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廬山東林寺以遠法師為祖庭，其教行乎海宇，閱年滋多，龐幻雜糅，壞宮夷址，將絕

其遺教。寺僧普度慨然興復，率弟子十人，芒履草服，詣京師上書，演為萬言。又集

歷代經社緣起，作《蓮宗寶鑑》十卷。……[註 42] 

 

袁桷乃普度同時代人，在他看來，朝廷禁的是廬山慧遠之遺教，而普度興復的也是此遺

教。這應是當時人們的共同看法。 

皇帝聖旨〈抄白全文〉： 

 

……自東晉時分遠公法師起立來的體例裡念阿彌陀佛，精持齋戒，到今一千餘年。其

間為別教的人躲避差發，推稱「俺也是白蓮宗」麼道，夜聚曉散的上頭。……[註 43] 

 

宣政院榜則稱： 

 

皇帝聖旨裡。宣政院據僧普度優曇狀告：系江州路廬山東林寺善法堂白蓮宗為頭和尚，

本宗系是東晉遠公法師起祖，與漢楚王孫劉遺民等一十八賢人結盟白蓮，禮念阿彌陀

佛，精持齋戒，自行化他人行，迨今一千餘年。近為一等別教邪宗冒稱白蓮名色，假

道好閑，躲避差發，攙僧施利，妄言惑眾，夜聚曉散，至蒙上司禁治。[註 44] 

 

這樣，白蓮宗也就可以真正融入慧遠念佛正系之中，化為普度理想中的淨土教，而白蓮

宗自身不再獨立顯現於世。 

四、重新組織淨土教 

淨土念佛法門自慧遠以來，代有祖師大德提倡。但因淨土宗不是依據教理的不同而立宗，

也沒有獨立的傳承法統，故其發展總要依託其他宗派，沒有獨立的傳教中心與傳法體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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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寓宗」。茅子元以淨土為法門，建立起了一套嚴密的宗派組織體系，得到迅速發展。

但茅子元本身並沒有自覺地將所創宗派置於淨土教的發展脈絡中，而是獨創宗派，不但遭到

其他正統宗派的反對與排斥，而且在很短的時期內，其教派組織自身的缺陷突顯出來，導致

屢屢被禁，難以為繼。 

普度面對此種狀況，自覺地擔當起傳續正統、光揚祖道之任，以紹襲慧遠正脈者自居，

欲重整教門，興復其教。《蓮宗寶鑑》記載說他「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註 45]，

「發揮佛祖之道，捨我輩而誰歟」？「是大導師，作不請友，擲出龍宮之寶，均施群生；撤

開祖門之關，普容來者。蠲滌邪病，指歸妙源，俾昏鏡以重磨，若垢衣而再淨，使真風復振，

福及大千，睹慧日增明，輝騰萬古。可謂法主真子，可謂大丈夫焉！以此而奉西方大聖人之

教者，復何愧歟」？[註 46]普度之復教，最終以白蓮宗回歸慧遠正系而達興復淨土教之目的，

並進而客觀上達到興復漢傳佛教的目的。 

普度與慧遠相隔千年，何以興復慧遠之教？白蓮宗的回歸正系與興復慧遠正教還有相當

的距離。因此，普度必須重新組織起一個真正的淨土教，興復此淨土教才是普度的真正目的。 

(一)淨業高僧名士的標出 

《蓮宗寶鑑》卷四〈念佛正派〉載： 

 

吾祖遠公，行位昭昭，功德廣大，愚忝與其教，為末流之裔……未能紹襲先宗，實乃

有孤慈廕，嘗讀明教記，不亦甚慚乎？[註 47] 

 

慧遠之晉代到普度之元代已有近千年，這千年一系如何聯繫起來，以體現自己承續慧遠之教

由來有自？或許是受契嵩「憫禪門之陵遲，因大考經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

的啟發，普度也遍求歷史上弘揚淨土高僧名士的事跡，編訂淨土宗的傳法正宗序列。《蓮宗

寶鑑》記載： 

 

（普度）謹按高僧傳記，遍求前哲真蹤，究其源，摘其實，理之所當，事之所存

者，……。……庶千載之下，修淨業者因言思道，飲水知源，……傳真燈而有永。[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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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蓮宗寶鑑》卷四〈念佛正派〉中，普度列有慧遠、曇鸞、智者、善導、法照、少康、省

常、慈覺（宗賾）、延壽，慈雲（遵式）、文潞公、宗坦疏主、慈照宗主、楊提刑、王龍舒、

王敏仲等眾多出家在家念佛得道名行之士的傳記。 

當然，普度所列諸大德當不是隨便拈入，應是「深有意焉」。其所列者有禪有教有淨也

有名卿居士，這裡實則隱藏著普度重新組織起真正獨立的淨土教的深層用意。 

宋元時期是禪淨教、儒釋道大爭論又大交融的時代，內倡禪淨一致、教淨一致者代不乏

人，但大多是各宗提倡。台宗有台淨合一，禪宗有禪淨合一，華嚴有華嚴之淨土信仰，而以

淨土宗自身立場融攝諸宗者則不多。茅子元似有此味道，但不明顯，普度當算是第一人。而

普度對淨業高僧名士的取捨正體現了淨土教的融攝特色。 

(二)以念佛三昧為核心的教理整合 

作為淨土教來說，無自己獨特的義理是其特點，但正因如此，也為淨土教調融各宗義理

提供了條件。各宗派無論義理如何精深，落歸到修行實踐目標，還是要歸於淨土，只是歸於

何種淨土可以揀擇。茅子元已邁出重要的一步，以心為宗，依心之迷悟表出圓融四土圖，已

有調融禪教淨的意思，但並未達到理論上的自覺。普度則在茅子元的基礎上，更進一步擷取

各家念佛理論精華，直接以「念佛三昧」作為融攝各宗的契入點，形成淨土教自己的教理修

行體系，不僅使淨土教獨立於其他各宗，而且又將其他各宗含攝其中，從而突出了「宗派」

的味道。[註 49] 

就淨土來說，禪宗稱唯心淨土，教下總不出四土，而無論禪還是教，均不能離開「心」

之探討。故而茅子元特標出圓融四土圖，其核心概念是「心」。在唯心思想的理論基礎下，

茅子元以凡聖同居土總攝四土，從而導歸淨土。 

而普度的觀點又不同。因各宗雖入門不同，目標卻無差異，都是「自利利人」，「普令

超出世間」，所以選一簡單易行、上中下根均宜之法則最符合修行實際。所以，普度直就修

行法門講，突顯出念佛三昧。此處「念佛」二字，包含了進趨「持名念佛」、「觀想念佛」、

「觀念頭的念佛（參禪）」的各種法門，是一個很好的可以融攝各宗的修法概念。由此也可

以說明，普度要回歸慧遠正系的根本原因，普度認為最適合於當時所有人根器的法門是念佛

法門，而這正是慧遠要極力提倡的。可以說，是念佛法門的一致，使得普度能夠接續慧遠以

來的淨土正系。 

普度承襲了慧遠之「念佛三昧」，以「念佛三昧」通達一切境界，涵攝一切法門。他於

「念佛三昧」涵攝上根、中根、下根之不同法門，上根頓超直達實相，中根依止觀禪修證乎

一心，下根亦可十念往生。故從「念佛三昧」的角度，參禪、修止觀的難行道與持名念佛的



《普門學報》第 39 期 / 2007 年 5 月                                               第 15 頁，共 27 頁 

論文 / 論作為教派的淨土宗──以普度及其《蓮宗寶鑑》為中心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易行道都可以講得通，「念佛三昧」是一個可以融攝禪與教、難行道與易行道的圓通法門。

在《蓮宗寶鑑》中，普度解釋說： 

 

雖云念佛一門，其實意含無盡，是故祖師立教，利鈍俱收，有實有權，有深有淺，有

頓有漸，皆可修持。上根者，參究坐禪；中根者，觀想持念，六時修禮，日夜精專；

下至十念成功，總在一心履踐，各有行相，次第階梯，隨力行持，皆可進趨。[註 50] 

 

此之念佛三昧法門，權實頓漸，折攝悟迷，圓攝一切，會歸真宗，猶車之有輪，如鳥

之有翼，入道之由，可謂至矣！可謂盡矣！[註 51] 

 

這裡，念佛三昧可以是參禪法門，可以是止觀法門，也可以是持名念佛法門，是有實有

權，有深有淺，有頓有漸，利鈍俱收，這樣各宗之修行法門都可包羅其中。可以一圖來概括

普度融攝諸宗之理路：  

 

頓超（上）唯心淨土 
禪                  法── 三觀（中）證乎一心 

                         十念（下）十念往生 
                                

教──  
 

 
淨                  人 ── 

 

這種理論抉擇彰顯了以淨土教理論圓融各派修行法門的念佛三昧圓通法門，對於形成獨

立的淨土教具有十分重要的理論意義。普度通過一系列的轉化發揮，以念佛三昧統攝諸宗之

修行法門，達於實相彌陀之體，歸宗於佛國淨境，使淨土宗也具有能夠融攝各宗的系統的教

理教義，成為一個完全獨立的宗派。 

普度組織淨土教是前所未有的，但欲使此教傳承下去困難很多。一則淨土教沒有較多固

定的傳法區域，二則沒有一貫的法脈傳承。雖然普度在這兩方面均有所作為，但在宗派佛教

仍然盛行之時畢竟發展空間不大。而茅子元白蓮宗發展之迅速普度當是感受甚深的，在其組

淨    土 
（念佛三昧）

上中下普被 
「念佛三昧」普攝一切人 

悟入如來 
知見（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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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維繫與發展中，經懺起到了不可忽視的作用。「儀軌是宗教行為的指南」[註 52]，經懺儀軌

往往會突出「教」的意味，具有凝聚信徒的作用。普度看到了這一點，《蓮宗寶鑑》敘中說：

「……不思淨土門乃出輪迴之捷徑，其直如絃，其朗如日，奧旨在於經懺之間。」[註 53]並在

《蓮宗寶鑑》卷二〈懺罪念佛功德繫念法門〉中詳細標出懺悔之法： 

 

凡修持者，先當嚴淨壇場，燒香燃燈，廣設供養，請一比丘及諸上善人同壇尊證，白

佛陳意，絕慮去憂，勿預家事，勿近內人，齋戒修持，繫念彼佛名號，一晝一夜，每

佛一千聲，誦《彌陀經》一卷。如是三次，志心懺悔回向云：我今自憶有生以來，造

諸惡業……。[註 54] 

 

從其文中也可看出經懺所具有的強烈的宗教感，此是普度維繫淨土教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同時，普度也認識到儀軌經懺的作用不僅僅是凝聚信徒，更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懺法儀軌來

提高修行者自身的修行： 

 

慈照云：有行無願，其行必孤……此乃佛祖修淨業之根本也。備觀今時信人歸投佛會，

或為病苦而發心……皆是表獻神明，消災延壽而已，故與經懺本意相違，不合諸佛本

願。[註 55] 

 

此經懺本意、諸佛本願是指修行者從此處入，「悟自性彌陀，達唯心淨土，入諸佛境界，成

就無上菩提」[註 56]。通過提高自身的素質而達提高整體僧團的素質，這才是佛教真正的希望

所在，離開了這一核心，一切形式的熱鬧都是表面的，都不能使佛教全面振興。 

五、《蓮宗寶鑑》文本解讀 

《蓮宗寶鑑》在白蓮教被禁之前就已完成，而且是傾十年之功，可見普度對教內出現的

問題非常熟悉，且有非常深入的思考。普度慨嘆當時稱蓮宗者多，然不能基於初祖慧遠之意，

不能了悟白蓮宗祖師茅子元的本旨，而且為邪說謬解所惑，為救此流弊，用十年工夫，廣泛

採集各種經論及淨土大德關於淨土念佛要言，於成宗大德九年（一三○五），撰寫成《蓮宗

寶鑑》十卷，廣述念佛要旨。從普度「發揮佛祖之道，捨我輩而誰歟」之語，可以感受到他

光揚祖道、續佛慧命的使命感與決心，而普度直取「寶鑑」為書名，也可看出他對此書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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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的續佛慧命的自肯與自信。至大元年（一三○八）白蓮宗被禁行，普度針對情勢，上進本

書，此書遂得御覽刊行。 

〈上白蓮宗書〉中普度自述作此書的目的是：「臣今欲救其法之衰邪，扶其教之不振，

乃集《廬山蓮宗寶鑑》一部，類分十卷，蓋以破惑顯理，辨偽證真。」[註 57]對於前述白蓮宗

內部以至整個佛教內部產生的種種弊端，普度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 

 

一曰師授不明，邪法增熾而喪其真；二曰戒法不行，綱常紊亂而犯其禁；三曰教理未

彰，謬談非義而惑其眾；四曰行願不修，迷入邪岐而墮於魔。[註 58] 

 

故《蓮宗寶鑑》一書基本上是圍繞四個問題而展開：明師授，行戒法，彰教理，修行願。

但因普度認為「在事則不能卒除，在理則不能頓曉」，蓋邪正不分，玉石混淆，若以政令的

形式一概禁止，則又有「邪人不知其為邪，善人不得以為善」之弊，[註 59]故要分清邪正，就

必須使人人明正邪，所以普度之重點又在彰教理上。 

蓋佛教教法衰邪，教門不正，此是普度真正關心的，故而著書，發明淨土念佛三昧之真

義，以期通過復蓮宗之教旨，而達於扶宗立教之目的。 

《蓮宗寶鑑》共分十卷，每卷初置總說，以下則接經論要文、古德行狀、教語等。普度

在其序中對此有說明： 

 

凡一十篇：其首曰念佛正因，謂入室必由戶也；次曰正教，乃示念佛法門漸偏頓圓，

使進修者隨根器而歸乎至道也；又其次曰正宗，蓋示念佛三昧，正心之理，俾修習者

明其宗而達其本也；又其次曰正派，蓋明佛祖暨諸宗師得道之本末，欲令後學知有其

自也；又其次曰正信、正行、正願，俾信正法，修正行，發正誓而求生西方也；次曰

往生正訣，蓋示臨終生淨土之路也；次曰正報，蓋明修行所得淨土依正之功德莊嚴也；

次曰正論，蓋引諸佛誠言，破群邪異見，欲令改不善而從善也，非敢有助於宗風，為

益於未聞者也。[註 60] 

 

佛教諸經論均不外教理行果四法，普度在其《蓮宗寶鑑》中也不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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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理、行、果，即指能詮之言教、所詮之義理、能成之修行、所成之證果。佛教一

般修證之次第多為依教詮理，依理起行，依行剋果，故又連稱為教理行果。[註 61] 

 

普度《蓮宗寶鑑念佛正教卷第二》中有云： 

 

……其教也，指佛國為歸趣，華池寶地，勝妙莊嚴，令忻彼而厭此也；其理也，示彌

陀即自性，念念圓明，心心實相，如大海之混百川也；其行也，開示十六觀門，攝心

妙境，了性相空，如明鏡之見面像也；其果也，九品次第化生，普攝利鈍，登不退階，

至無上之菩提道也。[註 62] 

 

《蓮宗寶鑑》一書的結構安排也是以教理行果為綱。 

(一)先明落處 望果以修因 

卷一〈念佛正因說〉云： 

 

深信極樂真解脫之妙門，諦想彌陀實眾生之慈父。先明落處，故望果以修因；漸履玄

途，是從因而至果。故知集群賢而結社，有其旨焉；專念佛以勸人，興其教也。[註 63] 

 

此「落處」即是指「淨土」，淨土本是佛教各宗派的歸趣處，但有不同，有彌勒淨土，阿閦

淨土，有多少法門即有多少淨土，即使如禪宗「一乘極唱」，最終明心見性，見性成佛，也

必歸至於淨土。即普度所說「故云一乘極唱，終歸獲至於樂邦」[註 64]；而阿彌陀佛淨土「華

池寶地，勝妙莊嚴」，且因阿彌陀佛「願廣緣強，法尊理備」，以其「普攝群機，利鈍全收」

而為最勝。普度贊之為「萬行圓修，最勝獨稱於寶號（即阿彌陀佛名號）」[註 65]。這即是普

度所立之「教」。並舉釋迦佛為父王說念佛、善財五十三參首見德雲比丘說念佛及智首菩薩、

龍樹大士之例以增信。 

(二)漸履行途 從因而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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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度確立彌陀之教後，即展開依教詮理，依理起行，依行剋果之全過程。 

1. 依教詮理 

上面已明普度之目的是要廣宣淨土教來振復佛教，故他更重視實際效果，對教理的取捨

也基本上是此態度。所謂「書不必孔丘之言，藥不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良，君子

博取眾善以輔其身」，此為牟子〈理惑論〉中之語，但將其用在普度的態度上非常合適。「……

應須量己才能，隨力演布，達則兼濟為善，窮則專門是宜，雖各播於宗猷，而皆處於慈濟，

同歸於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床」。「吾教之群宗競演」，猶如「國家之百吏咸修」，「各

有司存」，「夫如是，則迷途之司南，教門之木鐸也。奈何源遠流別，大道澆漓，好朱者，

憎其素，愛甘者，惡其辛，未契圓宗，各權所據……」。[註 66]故而，在普度這裡，重視各宗

教理並存，而於各種觀點之不同處則予以圓融。 

普度於《蓮宗寶鑑》中共引四十種經論之多，顯明在普度這裡，各宗派之種種經論均可

作淨土之解門；各宗派之種種修法均可作淨土之行門，但可根據根機不同而各歸其類耳。 

2. 依理起行 

普度在引（僧）肇、道生、羅什、清涼等諸法師以及諸經「廣說淨國之行」後，得出結

論說：「諸經雖廣說淨國之行，未明行之階漸，今此詮明，至極深廣，不可頓超，宜尋之有

途，履之有序。」[註 67] 

《蓮宗寶鑑》卷六〈修進工夫〉中詳細講述了如何入行： 

 

欲證此道，當以正信為入門，以修心為正行。正行者，即所施之功，所行之行也。此

之功行，名為淨業，即往生西方之資糧也。此之行業，隨人所修，蓋一切人力量有大

小，機智有淺深，所以行業不等。上上根智人直下自悟，識自本心，見自本性即是彌

陀，此則是如來無住無依最上乘境界，萬中無一也。其未能頓悟之人，須是諦信淨土，

一心念佛，漸次進修，仗阿彌陀佛願力攝持，自己一念真實下工，正如抱橋柱澡洗，

萬無一失也。[註 68] 

 

淨土一般多以念佛為正行，五戒十善六度萬行為助行，而普度以修心為正行，是基於他

以念佛三昧和會諸宗而來。若以念佛為正行，則只能攝念佛之人，而以修心為正行，則上根

之參禪者、中根之止觀者、念佛者均攝於中，這是普度與其他淨土祖師倡念佛之不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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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淨土法門，必須具足淨土資糧。淨土修行之資糧即是信願行，由信生願，由願導行。

普度於此淨土三資糧非常重視。在《寶卷》十卷中，信、願、行各佔一卷，「俾信正法、修

正行，發正誓而求生西方也」，此不贅述。 

3. 依行剋果 

此果是「修因得果」之果。《蓮宗寶鑑》卷八〈念佛往生正訣說〉中曰：「專心念佛為

因，往生淨土為果。」[註 69]但能否往生淨土，或往生品位高下則在於修行。普度在《蓮宗寶

鑑》卷八〈念佛往生正訣說〉中詳示了因感果報及臨終心要，在《蓮宗寶鑑》卷九〈念佛正

報說〉中闡揚了修行所得淨土依正之莊嚴功德。 

綜觀《蓮宗寶鑑》全書，普度所引先賢之多（約三十七人），所引經論之廣（約四十二

種），在此之前實屬少見。 

從普度所引先賢、經論可以看出：普度更重視實踐，其所有理論是圍繞念佛法門這個中

心而來，所以對當時大家關注的理論問題並沒有予以討論，也不打算去解決什麼理論問題。

故而他在資料引用當中並未有詳細的分判，很多時候是諸經論並舉，諸祖並提，但對於淨土

教來說，這些都可作為趨向淨土的資糧，故普度以實用的態度兼收並蓄，是可以理解的。 

六、普度及其《蓮宗寶鑑》之影響 

普度傾十年之功寫成《蓮宗寶鑑》，以及興復淨土教之種種努力，最終因皇帝稱美，下

旨刊版印行而在當時產生了重大影響，這從當時朝賢宿衲之讚頌中也可看出。普度的成功不

僅「振復東林遠公祖師已墜之風於千古之下」（大中德合語），而且「洗佛日重光於聖世」

（大仰山希陵語），實是整個佛教興復的標示。 

普度復教及其《蓮宗寶鑑》對後世也產生了頗為深遠的影響。這從元代以後對《蓮宗寶

鑑》的引用即可看出。 

    明‧道衍（一三三五－一四一八）《諸上善人詠》，較詳細地記載了慈照宗主、優曇宗

主的傳記。[註 70] 

  明‧雲棲袾宏（蓮池大師）（一五三五－一六一五）《往生集》也錄有子元事跡。[註 71]

在〈略舉尊宿〉中稱普度「著蓮宗寶鑑。奉旨板行。為淨土中興云。贊曰。始百丈。終優曇。

歷代尊宿。無不奉行淨土。嗚呼盛哉」[註 72]。 
  明‧袾宏述、古德演義之《佛說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第三中對慈照之「不退」義有所

涉及發揮。[註 73] 

  明‧元賢（一五七八－一六五七）《淨慈要語》卷上，〈兼修眾福〉、〈念佛正願〉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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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均直接引用了《蓮宗寶鑑》之語，〈臨終正念〉一節雖無直接引用，但依文可知是對《蓮

宗寶鑑》〈臨終三疑〉與〈臨終四關〉之大意概括。[註 74] 

  明末‧一元宗本《歸元直指》開篇〈念佛正信往生文〉即直接引用《蓮宗寶鑑》卷五〈念

佛正信說〉及〈勸發信心〉文之內容，第三篇〈孝養父母報恩文〉則採用《蓮宗寶鑑》卷一

〈孝養父母〉一節，除此之外，還載有〈慈照宗主示念佛人發願偈并序〉、〈優曇祖師戒殺

文〉、〈臨終三疑〉、〈臨終四關〉。從其稱優曇為「祖師」可看出對普度之重視。[註 75] 

  清‧濟能纂輯《角虎集》除有子元、普度傳記外，還載有二人之修行法語及子元之臨終

三疑與臨終四關。[註 76] 

  清‧周克復集《淨土晨鐘》，更是大段摘引《蓮宗寶鑑》中的相關修行內容，計有八處

引用。[註 77] 

  清‧古昆《蓮宗必讀》總序中曰： 

 

……飛錫、永明、四明、慈照、優曇、天如、妙叶、楚石、幽溪等，乃傳宗列祖，闡

教聖師，皆撰文述偈，深勸往生。當細心玩味，而詳擇之。 

 

並於該書中直接載有〈慈照宗主勸發願偈〉及〈優曇和尚蓮宗寶鑑〉二節。[註 78] 

清‧彭際清集《重訂西方公據》卷下〈蓮宗開示〉中載有慈照宗主的〈勸人發願偈并敘〉。

[註 79]其侄彭希涑《淨土聖賢錄》中有子元、普度之詳細傳記。[註 80] 

民國淨土宗大德印光大師在〈復永嘉某居士書五〉提及《蓮宗寶鑑》之數息念佛法，〈與

諦閑法師書〉中有：「……而蓮宗寶鑑亦載此法（概指隨息念佛法）。足見古人懸知末世機

宜，非此莫入，而預設其法。」[註 81] 

印謙在〈略論元代白蓮宗對後世淨土之影響〉一文中論述了對於中國佛教淨土宗的影響。

文中說： 

 

而其影響本國後來淨土者，……甚至現今佛門早晚課誦裡的「自性眾生誓願度，自性

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誓願成」偈頌也是出自茅子元之語。[註 82] 

 

釋印謙還通過對「蓮社、蓮宗、淨土宗」等詞之延用轉變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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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現今雖無法確定明清以來稱彌陀淨土為「蓮宗」是否是直接受《蓮宗寶鑑》之影

響或啟發，但以白蓮宗在當時是一大盛行宗派，後世淨土著作有為茅子元、優曇立傳

及引用《蓮宗寶鑑》之資料，明永樂十五年、宣德四年均有勸募印《蓮宗寶鑑》，宣

德四年更將《蓮宗寶鑑》編入藏經，明末無異元來在〈重刻蓮宗寶鑑序〉一文稱讚《蓮

宗寶鑑》「大有功於學者也」，紫柏弟子錢士升也讚歎《蓮宗寶鑑》「標真正偽，尋

香討根，實淨土之指南也」。乃至光緒五年仍有性能、性本勸印《蓮宗寶鑑》單行本

等等資料顯示，《蓮宗寶鑑》對後世淨土之影響是一直持續未消失。[註 83] 

 

普度及其《蓮宗寶鑑》的影響所及不獨中國本身，同時也影響到高麗與日本。據楊訥研

究，幫助普度復教成功的一個重要人物即是高麗王王璋。普度在京活動時，他正在京。普度

弟子果滿所編《廬山復教集》中收集了高麗王王璋之〈開宗念佛發願文〉，裡面有「況見優

曇現瑞，寶鑑開明」之語。還收集了〈高麗王勸國人念佛疏〉，可知其於本國創建了壽光寺

白蓮堂，普勸國人同修淨業。[註 84] 

日本僧澄圓在日本文保元年（一三一七）入元，立即入廬山東林禪寺，從普度受慧遠白

蓮之教，從受《蓮宗寶鑑》、《龍舒淨土文》等書。他在元亨元年（一三二一）歸國，在　

建旭蓮社，以把廬山之風帶進日本的淨土宗而知名。[註 85] 

七、結語 

從淨土教本身發展的歷史來講，並無宗派傳承，到宋代才把異代同修淨業而功德高盛的

大德立為淨土祖師。但此時之所謂淨土宗仍只具有學派意義而不具有真正的教派意義。茅子

元創宗已略顯端倪，但並無自覺，且不突顯；而到普度卻可明顯看出其淨土教本位立場，他

自覺地通過一系列的努力完成了對白蓮宗的轉化，強化了「教」的意味，從而使淨土成教，

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教派。周叔迦稱：「淨土一宗，創建於南宋子元，至元時而更臻完備。」

[註 86]此當是本文的最好註解。「淨土宗」這個名稱也是從普度之後才得以通行，由此顯明了

普度及其《蓮宗寶鑑》在整個淨土教發展史中的重要意義。 

 

【註釋】 

[註 1] 明‧道衍，《諸上善人詠》，《卍新纂續藏經》（CBETA 網路版，下同）第七十八冊，第一七六頁中。 

[註 2] 參見〈念佛正派〉，《蓮宗寶鑑》卷四，《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一四頁。 



《普門學報》第 39 期 / 2007 年 5 月                                               第 23 頁，共 27 頁 

論文 / 論作為教派的淨土宗──以普度及其《蓮宗寶鑑》為中心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註 3] 竺沙雅章，〈關於白蓮宗〉，《世界宗教研究》（一九九二年）第二期。 

[註 4] 參見釋印謙，〈白蓮宗析論〉，《圓光佛學學報》（二○○二年）第五期。 

[註 5] 杜繼文主編，《佛教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年）第四七九頁。 

[註 6] 〈念佛正派‧慈照宗主〉，《蓮宗寶鑑》卷四，《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一○頁。 

[註 7] 參見熙仲，《歷朝釋氏資鑑》卷十一，《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六冊，第二四一頁。 

[註 8] 參見李四龍，《天台智者研究──兼論宗派佛教的興起》（北京大學出版社，二○○三年）第二二六頁

註二。 

[註 9]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四年）上冊，第一○一頁。 

[註 10]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年）第五九○頁。 

[註 11] 〈念佛正教〉，《蓮宗寶鑑》卷二，《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六十四頁。 

[註 12] 〈念佛正教〉，《蓮宗寶鑑》卷二，《大正藏》第四十七冊，第三一三頁下。另見同 [註 11] ，第四十

九頁。 

[註 13] 同 [註 11] ，第五十頁。 

[註 14] 同 [註 13] 。 

[註 15] 學者對稱「白蓮宗」或是「白蓮教」意見不一，尚無定論。從稱謂的使用上也大體可看出研究者的研究

取向。稱「白蓮教」者往往與明清之際白蓮教聯繫緊密；稱「白蓮宗」者大多較中性，多指茅子元、普

度時期。普度本人多用「蓮宗」一詞，但又與「白蓮宗」、「蓮宗之教」、「蓮教」、「淨土之教」、

「念佛之教」混同使用，這是他重塑淨土教之用意。故本文在述茅子元思想時用「白蓮宗」一詞，而在

述普度思想時則多用「白蓮教」、「淨土教」，以突顯其意圖。 

[註 16] 楊訥，《元代白蓮教研究》，第二十四頁。 

[註 17] 一些學者包括印謙認為「普覺妙道」四字與家族輩份一樣，這種說法只是猜測，並無根據。若按輩份，

當普高於覺，覺高於妙，妙高於道，但在何夢桂的《童道人立庵》（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研究》，

第五十六頁）中童覺定以童普興為法嗣，此說明普字輩份並不高於覺字。而且從每個字中又各有師徒來

看，也不可能是按輩份來排的。陳揚炯先生《中國淨土宗通史》中講妙字專指女性，不知依何資料。 

[註 18] 同 [註 4] ，第五十四頁。 

[註 19] 〈法運通塞志〉，《佛祖統紀》卷四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四二五頁上。 

[註 20] 同 [註 13] 。 

[註 21] 同 [註 9] ，第一○二頁。 

[註 22] 印謙，〈白蓮宗析論〉，第七十七頁。 

[註 23] 〈念佛往生正訣〉，《蓮宗寶鑑》卷八，《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六八、一六九頁。 

[註 24] 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第四六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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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5]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上海古藉出版社，二○○四年）第二六一頁。 

[註 26] 參見楊訥，《元代白蓮教研究》第四章。 

[註 27] 普度，〈上白蓮宗書〉，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資料彙編》，第一七八頁 

[註 28] 參見宗鑑，《釋門正統》卷四，《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五冊，第三一五頁中。 

[註 29] 參見〈念佛正論〉，《蓮宗寶鑑》卷十，《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九○－二二四頁。 

[註 30] 參見〈念佛正行‧淨業道場〉，《蓮宗寶鑑》卷六，《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四四－一四六

頁。 

[註 31] 同 [註 27] ，第一八二頁。（近代以來，對於僧伽與居士的關係問題多有討論，有學者提出「居士佛教」

一說。白蓮宗出現的問題與此問題頗有可比之處，耐人尋味。） 

[註 32] 同 [註 27] ，第一八五頁。 

[註 33] 詳見楊訥，〈白蓮教的被禁〉，《元代白蓮教研究》第六章。 

[註 34] 參見無慍，《山庵雜錄》卷二，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研究》，第七十八頁。 

[註 35] 同 [註 32] 。 

[註 36] 〈念佛正行‧自行化他〉，《蓮宗寶鑑》卷六，《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四八頁。 

[註 37] 同 [註 27] ，第一七七頁。 

[註 38] 參見〈念佛正派‧念佛正派說〉，《蓮宗寶鑑》卷四，《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八十、八十一

頁。 

[註 39] 同 [註 32] 。 

[註 40] 同 [註 32] 。 

[註 41] 同 [註 32] 。 

[註 42] 袁桷，〈妙果寺記〉，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資料彙編》，第二六○－二六一頁。 

[註 43] 〈抄白全文〉，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資料彙編》，第一八六頁。 

[註 44] 同 [註 43] ，第一八七頁。 

[註 45] 〈念佛正派‧念佛正派說〉，《蓮宗寶鑑》卷四，《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八十二頁。 

[註 46] 〈念佛正教‧佛為父王說念佛〉，《蓮宗寶鑑》卷二，《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三十二頁。 

[註 47] 〈念佛正派‧辯遠祖成道事〉，《蓮宗寶鑑》卷四，《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八十九頁。 

[註 48] 同 [註 45] 。 

[註 49] 此或是普度末法傾向所決定。在他看來，末法眾生之根器當以念佛救之，「佛說一大藏教，未嘗不以心

為宗也。嗟乎！眾生之根器異也，又安得以一法而明之？我佛平等設化，於是對其病而投其藥耳。且夫

淨土一宗，念佛之法，有實有權，有頓有漸……」，此「眾生之根器異也」暗指末法眾生之根器。又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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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於〈上白蓮宗書〉中講：「……今去佛世逾遠，教在季末，焉得無邪偽之人潛吾教中以竊食偷安也！」

（《彙編》，第一八三頁）《蓮宗寶鑑》卷五：「故佛世尊指西方示韋提之妙域，是乃廣長舌覆而同贊，

諸餘經盡而獨留。」此兩處所說乃指佛教中正法、像法、末法三時，正法時為釋迦寂滅後之五百年，像

法時指正法後之一千年，末法為像法後之一萬年。在末法時期，魔王將混入佛教，毀滅佛經，在所有佛

經滅後，獨《無量壽經》留世一百年。 

[註 50] 〈念佛正行‧修進工夫〉，《蓮宗寶鑑》卷六，《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三三頁。 

[註 51] 〈念佛正宗‧念佛正宗說〉、〈念佛正宗‧定明宗體〉，《蓮宗寶鑑》卷三，《佛光藏‧淨土藏‧纂集

部》，第六十九、七十頁。 

[註 52]  李四龍，《天台智者研究──兼論宗派佛教的興起》，第二三二頁。 

[註 53] 《蓮宗寶鑑》敘，《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十一頁。 

[註 54] 〈念佛正教‧懺罪念佛功德繫念法門〉，《蓮宗寶鑑》卷二，《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四十五

頁。 

[註 55] 〈念佛正願‧勸發大願〉，《蓮宗寶鑑》卷七，《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五五頁。 

[註 56] 〈念佛正願‧念佛正願說〉，《蓮宗寶鑑》卷七，《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五四頁。 

[註 57] 普度，〈上白蓮宗書〉，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資料彙編》，第一八三頁。 

[註 58] 《蓮宗寶鑑》卷十，《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八九頁。 

[註 59] 普度，〈上白蓮宗書〉，轉引自楊訥《元代白蓮教資料彙編》，第一八二頁。 

[註 60] 《蓮宗寶鑑》敘，《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十一、十二頁。 

[註 61]  參見《佛光大辭典》，「教理行果」條（電子版）。 

[註 62] 〈念佛正教‧念佛正教說〉，《蓮宗寶鑑》卷二，《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二十九－三十頁。 

[註 63] 〈念佛正因‧念佛正因說〉，《蓮宗寶鑑》卷一，《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十三頁。 

[註 64] 同 [註 63] ，第十四頁。 

[註 65] 同 [註 64] 。 

[註 66] 〈念佛正論‧辯明大小二乘〉，《蓮宗寶鑑》卷十，《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二○六頁。 

[註 67] 〈念佛正行‧念佛正行說〉，《蓮宗寶鑑》卷六，《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三二頁。 

[註 68] 〈念佛正行‧修進工夫〉，《蓮宗寶鑑》卷六，《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三三頁。 

[註 69] 〈念佛往生正訣，念佛往生正訣說〉，《蓮宗寶鑑》卷八，《佛光藏‧淨土藏‧纂集部》，第一六六頁。 

[註 70]  參見《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八冊，第一六六頁。 

[註 71] 參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冊，第一三四頁中。 

[註 72] 同 [註 71] ，第一五一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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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3] 參見華藏蓮社淨空會本（網路版）。 

[註 74] 參見《卍新纂續藏經》第六十一冊，第八二一頁。 

[註 75] 參見明‧一元宗本，《歸元直指集》，《卍新纂續藏經》第六十一冊。 

[註 76] 參見清‧濟能纂輯，《角虎集》，《卍新纂續藏經》第六十二冊。 

[註 77] 參見清‧周克復集，《淨土晨鐘》，《卍新纂續藏經》第六十二冊。 

[註 78] 參見清‧古昆，《蓮宗必讀》，《卍新纂續藏經》第六十二冊。 

[註 79] 參見清‧彭際清集，《重訂西方公據》，《卍新纂續藏經》第六十二冊。 

[註 80] 參見清‧彭希涑，《淨土聖賢錄》，《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八冊。 

[註 81] 印光，《印光大師文鈔》（宗教文化出版社，二○○○年）第八十七頁。 

[註 82] 印謙，〈略論元代白蓮宗對後世淨土之影響〉，《圓光新志》（二○○○年）第五十二期。 

[註 83] 同 [註 82] 。 

[註 84] 參見楊訥，《元代白蓮教研究》，第七章〈普度與白蓮教的復教〉。 

[註 85] 參見竺沙雅章，〈關於白蓮宗〉，《世界宗教研究》（一九九二年）第二期。 

[註 86] 周叔迦，《周叔迦佛學論著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一年）上冊，第二六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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