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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遼代佛教盛行，信仰者眾多，有些寺院不僅本身經濟力量雄

厚，又能獲得皇族、貴族、二稅戶、千人邑等團體捐助土地、財物和人

力，因此在遼代修建寺院的舉措很頻繁。 

本文即是根據遼人所撰碑銘的記載，論述遼代修建寺院與經費的來

源，以期使讀者對於遼代佛教的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並且能提昇學者

對於研究中國修建寺院史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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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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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at that time. Some Buddhist temples had become 
economically powerful, and could obtain the donation of lands, properties 
and manpower from the royal families, the nobles, two-taxes households, 
thousand- people citie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According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Liao dynasty.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the inscriptions left behind by Liao people, this 
text is to discu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its funds 
sources as well, with an aim for readers to comprehend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but also to draw the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emples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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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長期以來，中外學者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似乎比較偏重於各宗派

的佛學思想、佛經的譯錄、高僧的事蹟、教義的傳佈等，而對於歷代修

建寺院的研究，則顯得比較忽略。其實以中國佛教發展史來看，寺院不

僅是僧侶修習、弘法、起居的場所，也是信徒禮佛、拜佛的地方，可謂

是佛教傳佈的一個重要基地。但是寺院會隨著年代的久遠，遭受風雨、

戰火的破壞，或因僧侶的增多，而必須加以重新修建或創建。因此筆者

認為，從中國修建寺院史的角度，來探討中國佛教史的發展，應該也是

一項可行的辦法。1 

論及修建寺院一事，又與經費來源是否充足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須

要有相當的財力、人力、物力支援，才能使修建寺院的事宜順利進行。

因此筆者擬以遼代為例，論述遼代修建寺院的盛況與經費的來源。其寫

作的動機有二，一是據筆者所知，目前似乎尚未有學者撰寫專文，針對

遼代此方面的問題作過探討；二是在遼代立國的 210年（西元 916－1125

年）當中，佛教受到社會各階層高度的推崇，上自皇族、貴族，下至平

民、奴隸，信仰佛教者眾多。2因此在信徒以大量的財力、人力、物力捐

                                                
1 關於研究中國修建寺院的專書，可參閱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1-792。 

2 遼代社會各階層信仰佛教的情形，可參閱韓道誠，〈契丹佛教發展考〉，《東北
論文集》第 5輯（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2年），頁 105-143；唐統天，〈遼
道宗崇佛原因初探〉，《東北地方史研究》1期（1991年），頁 78-86；唐統天，
〈遼道宗對佛教發展的貢獻〉，《社會科學輯刊》4 期（1994 年）頁 96-100；
王月珽，〈遼朝皇帝的崇佛及其社會影響〉，《內蒙古大學學報》1期（1994年），
頁 49-57；張國慶，〈論遼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響〉，《北京師範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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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下，遼代修建寺院的舉措進行得很頻繁，正可謂是一個研究中國歷

代修建寺院與經費來源的典型例子。 

而遼代修建寺院的事蹟大多記載於遼人所撰的碑銘中，因此筆者特

別以「從碑銘探討遼代修建寺院與經費來源」為題，在本文中引用較多

《全遼文》3和《遼代石刻文編》4所收錄的碑銘拓文，作為論述遼代修

建寺院盛況與經費來源的舉證。希望藉著本文的發表，能幫助讀者對於

遼代佛教的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並且能提昇學者對於研究中國修建寺

院史的重視。 

二、遼代修建寺院的盛況 

由於遼代佛教盛行，僧侶、信徒眾多，使佛教寺院廣佈於全國各地，5

在遼人所撰的碑銘中，對於此種盛況也多有記載，例如耶律興公，〈創

建靜安寺碑銘〉： 

……三教並化，皇國崇乎至道，則梵剎之制，布域中焉。6 

王鼎，〈薊州神山雲泉寺記〉： 

                                                                                                              
報》6期（2004年），頁 67-73。 

3 陳述輯校，《全遼文》，收錄於楊家駱主編，《中華全書薈要》（台北：龍文出
版社，1991年），頁 1-427。 

4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 1-755。 
5 遼代寺院分佈全國各地的情形，可參閱神尾弌春，〈契丹の寺院〉，《契丹佛教
文化史考》（東京：第一書房，昭和 57年），頁 17-55；李家祺，〈遼朝寺廟分
佈研究〉，《時代》12卷 8期（1972年），頁 37-41。該文將遼代皇帝祖廟也計
算在內，另外有些重複（例如興國寺）或錯誤（例如監寺、前監寺）之處。 

6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199；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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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西來，天下響應。……故今海內塔廟相望。7 

佚名，〈安次縣祠垡里寺院內起建堂殿并內藏碑記〉： 

……自漢明帝創建白馬寺以還，迄至於今，法宇不絕也。我國家

尊居萬乘，道貫百王，恆崇三寶之心，大究二宗之理，處處而敕

興佛事，方方而宣創精藍。8 

沙門志延，〈景州陳公觀雞寺碑銘〉： 

……我鉅遼啟運，奄有中土。……浮圖為勝，……故今昔相沿，

歷朝所尚，城山勝處，列剎交望矣。9 

耶律劭，〈興中府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銘〉： 

……我國家右文敷治，偃革濟時，……闡二宗而禪定，傳佛燈於

有生，廣樹仁祠，大宏慈蔭。10 

沙門行鮮，〈涿州雲居寺供塔燈邑記〉： 

昔我釋迦氏出世也，聲教被於大千世界。……自炎漢而下，迄於我

朝，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塏之所，尠不建於塔廟，興於佛像。11 

張嗣初，〈靈感寺釋迦佛舍利塔碑銘〉： 

……能解生死之縛，而得不生不滅者，唯釋迦而已。……皇朝定

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

                                                
7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204；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358。 
8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9，頁 233；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418。 
9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188；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452。 
10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295；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592。 
11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308；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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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凡民間建立佛寺，靡弗如意。12 

從以上各項記載，使我們知道遼代的寺院確實很多，尤其自從遼

太宗取得燕、雲十六州之後，燕京本來即是「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

因此更形成了「梵剎之制，布域中焉」、14「海內塔廟相望」、15「列剎交

望」16的盛況。 

但是我們也可想而知，遼代有一些寺院固然是隨著當時佛教的發展

而創建，然而也有相當多的寺院是承襲了前代的基礎，再加以重新修建

（包括重修、重建、擴建等）而成。因此筆者將遼代修建寺院的情形，

概略分為重新修建和創建兩項。 

（一）遼代重新修建寺院舉例 

遼代寺院有很多是前代所建，但是或因歷經風雨，年久失修；或因

戰火破壞，多有殘破；或因居留的僧侶增多，不敷安置，因此必須重修、

重建、擴建。此種情形在遼代的寺院中很普遍，筆者在此依其碑銘所記

年代的先後，舉例如下： 

1、崇聖院（遼穆宗應曆 10年，960年） 

據王鳴鳳，〈大都崇聖院碑記〉： 

……時有范陽僧人惠誠，……逕過此處，地名三盆山崇聖院，見

                                                
12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1，頁 325；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661-662。 
13 葉隆禮，《契丹國志》，收錄於《遼史彙編》（七）（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
卷 22，四京本末，頁 189。 

14 同註 6。 
15 同註 7。 
16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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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殿宇頹毀，古蹟猶存，石幢一座，乃晉唐之興修，實往代

之遺踪。……遂迺發心，募化眾緣。……於大遼應曆二年（952

年）戊辰歲三月內興工，至應曆八年（958年）甲戌歲八月中秋，……

今則殿宇一新，金碧燦爛，山門廊廡，俱已克備。……銘曰：應

曆年間重建，……殿宇金碧交輝，聖容燦爛爭鮮。……大遼應曆

十年（960年）丙子歲四月吉日立碑。17 

從此碑記內容來看，當時崇聖院的重新修建，前後共費時近 7年之久始

得完成，因此規模不小，「山門廊廡，俱已克備」。18 

2、雲居寺（遼穆宗應曆 15年，965年） 

據王正，〈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 

……致此雲居之寺，多以石經為名。……寺主謙諷和尚……見風

雨之壞者，及兵火之殘者，……故建庫堂一座，……故建廚房一

座，……故建轉輪佛殿一座，……故建暖廳一座，……建講堂一

座，……建碑樓一座，……建飯廊二十三間四架；次又建東

庫，……次建梵網經廊房，……次蓋後門屋四座。餘有捨短從長，

加朱施粉，……。19 

由此碑文所記，可知雲居寺自古即以典藏石經聞名，但是因長期以來受

                                                
17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4，頁 79。引文中提到三個年代和干支紀年，但是都
不相符合，例如應曆 2年「戊辰」，應為「壬子」；應曆 8年「甲戌」，應為「己
未」；應曆 10年「丙子」，應為「庚申」；另見〈三盆山崇聖院碑記〉，向南，
《遼代石刻文編》，頁 30-31、註 2。 

18 同上註。 
19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4，頁 80；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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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風雨、戰火的破壞，因此至遼代有寺主謙諷和尚進行重新修建，終於

成為遼代頗具規模的寺院之一。20 

3、祐唐寺（遼聖宗統和 5年，987年） 

據李仲宣，〈祐唐寺剏建講堂碑〉： 

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蓟門為上，……有盤山者，……此境舊

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爰自大兵之後，竝已燼滅，……

寺主大德……覽斯基址，……壞碑毀塔，……徐興同造之心，爰

起從新之務，……應曆十二年（962 年）化求財賮，蓋佛殿一

座，……保寧四年（972年），又建廚庫僧堂二座，……其堂（講

堂）也，保寧十（978 年）年剏建。……統和五年（987 年）歲次

丁亥四月八日。21 

顯然祐唐寺也是曾經受到戰火的破壞，只留殘址，幸好至遼代由寺主大

德進行重新修建，先後建造了佛殿、廚庫、僧堂、講堂等。 

4、仙露寺（遼興宗重熙 9年，1040年） 

據張震，〈仙露寺碑〉： 

……（仙露寺）唐高宗乾封元年（666 年）所建，……至遼聖宗

太平十年（1030年）鳩工重修，倚碣石之故基，面築金之遺蹟。

重熙九年（1040年）二月尚書戶部侍郎張震譔記。22 

                                                
20 關於雲居寺典藏石經情形，可參閱陳燕珠，《新編補正房山石經題記彙編》（台
北：覺苑文教基金會，1995年），頁 1-483。 

21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5，頁 96；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89-91。 
22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7，頁 151；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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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仙露寺，從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創建，至遼聖宗太平 10年（1030

年），已歷 365 年，必然已多有殘破，因此在遼聖宗時進行重新修建，

使其恢復舊觀。 

5、超化寺（遼道宗清寧 2年，1056年） 

據劉師民，〈涿州超化寺誦法華經沙門法慈修建實錄〉： 

案地誌，燕南良鄉縣黃山之陽，有古院□□，……歷載頗深，遺

垧靡具，廊宇圮毀，垣墉廢傾，……逮重熙十祀（1041 年），有

瓦井村邑人王文正三十餘眾，特以茲院，施以懋郡，超化招提，

為上院之備也。乃有綱首沙門守能等，愍此荒穢，……特於正面

建慈氏堂一坐，……西位蓋僧堂一坐，□□□□□□□二十坐。

定光佛舍利塔一所，……清寧二年（1056年）。23 

超化寺既然為一古代寺院，因此至遼興宗重熙 10年（1041年），在已殘

破不堪的原址上，進行重新修建。 

6、淨覺寺（遼道宗大安 2年，1086年） 

據邢希古，〈易州太寧山淨覺寺碑銘〉： 

……淨覺寺也，本諸經始，乃沙門制止，俗高其惪，稱曰呂上人，

曁門弟子協力而成矣。……今繼呂上人綱紀其事者，……寺之

造，始重熙十八年（1049年）也，告成之時，清寧二年（1056年）

也。……詔賜淨覺為額。……乃為銘曰：古建招提，……今創精

舍，……寺曰淨覺，……。24 

                                                
23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172；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277-278。 
24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9，頁 229；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40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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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淨覺寺乃是古已有之，在遼興宗重熙 18 年（1049 年）開始重新

修建，至清寧 2年（1056年），歷經 8年才修建完成。 

7、聖塔院（遼天祚帝乾統 3年，1103年） 

據沙門惠察，〈易州重修聖塔院記〉： 

夫聖塔者，幢誌塵昏，莫能詳究。……續有清信耆老劉楷者，……

崇重空門，好興佛□，欣繼其後，銳志光前，以廣其居，……復

展故址，……上建甎塔一坐，……正位西構屋三間，……巽位造

僧舍三間，東序之北□淨廚一所，院之四周，砌以甊甎，招提告

成。25 

由於此一碑文損壞嚴重，漏字頗多，因此只能從殘餘內容，知其為一古

代寺院，也是經過遼人重新修建，始稍具規模。 

8、演教院（遼天祚帝乾統 3年，1103年） 

據韓溫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記〉： 

……有精藍，古老相傳號演教院。……至景福間，有沙門道誨居

焉，絫石成垣，葺茅為舍，……自是所居之眾，相繼不絕。次有

沙門弘幽居焉，……時有縣之豪士董生，數詣參訪，……遂罄其

家產，構大藏一座，……及建僧房數間，……有四村人等於山下

建此下院，……前左道場房各□□□邊僧舍數間，東北廚房一

座，……次有沙門弘昇志霞，……與闔院大眾及近鄰檀越田辛

等，於亭子後建正堂五間，……乾統三年（1103年）癸未歲十月

丁未朔十五辛未日乙未時建。26 
                                                

25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278；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531-532。 
26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281；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5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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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演教院亦為一座古老寺院，至遼興宗景福年間（1031－1032 年），

由於所居僧侶逐漸增多，因此進行了幾次的擴建。 

（二）遼代創建寺院舉例 

1、沽漁山寺（遼興宗重熙 17年，1047年） 

據佚名，〈薊州沽漁山寺碑銘〉： 

沽漁山院者，自統和紀曆二十有八載（1010 年），苾芻釋義訕創

建也。……簷廡悉成，巍峩前殿，掩映後堂，……上建無垢淨光

塔，……邇後采亭村創建下院，……燕山村亦起建到下院，……逮

至重熙紀號十有七歲（1047年），……特建六門陁羅尼幢一座。27 

由此碑銘所言，可知此一沽漁山寺在遼聖宗統和 28年（1010年）創建，

並且在遼代時期又有幾次的擴建。 

2、靜安寺（遼道宗咸雍 8年，1072年） 

據耶律興公，〈創建靜安寺碑銘〉： 

今蘭陵郡夫人蕭氏主之，……遂卜此地，肇開勝藍。……眾工衒

勤，百事偕作。起於清寧八年（1062年）庚子歲，成於咸雍八年

（1072 年）壬子歲，辰次一周，元功告畢。……咸雍六年（1070

年）冬，事達黈聽，上（遼道宗）用嘉之，勅賜曰靜安寺，獎勤

意而賁山藍也。28 

                                                
27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7，頁 162；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254-255。 
28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199-200。引文中所提「起於清寧八年（1062
年）庚子歲」，年代和干支紀年不符合，應以「清寧六年（1060 年）庚子」
才為正確，而且文中提到「咸雍八年（1072年）壬子歲，辰次一周，元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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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碑銘的相關資料，陳述先生在其所輯錄的《全遼文》中，有按語，

說：「按靜安寺在大寧故城南十家兒村，遼咸雍間蘭陵郡蕭夫人建。……

今大寧城南里許，有古寺基址，周圍數十畝，碑文尚存，額書『大遼義

州大橫帳蘭陵夫人蕭氏創建靜安寺碑』……。」29因此可以確知靜安寺

為遼道宗時期，前後約歷 12年創建而成的寺院。 

3、臥如院（遼道宗大康 7年，1081年） 

據沙門行闡，〈義豐縣臥如院碑記〉： 

……斯院也，創建清寧癸卯之年（清寧 9年，1063年），特興太康

辛酉之歲（太康 7年，1081年）。30 

可知臥如院在遼道宗清寧 9年（1063年）創建，至太康 7年（1081年）

已頗富盛名。 

4、靈巖寺（遼天祚帝乾統 8年，1108年） 

據耶律劭，〈興中府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銘〉： 

安德州靈巖寺者，……初統和中，有山主僧可觀與其同志，……

因遂出家，卜築結菴，……太平五年（1025 年），復有邑里趙延

貞、……等三十有三人，狀施烽臺山四面隙地，以廣布金之淨

域，……增大給孤之園，……清寧四載（1058 年），特賜淨覺之

名。咸雍六年（1070 年），復錫靈巖之號，……乾統八年（1108

年）歲次戊子九月朔庚申日建。31 
                                                                                                              
畢」，可印證「清寧八年」與「庚子」不符合。 

29 同上註，頁 200。 
30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9，頁 225；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395。 
31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295；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5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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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巖寺在遼聖宗統和年間初建時，僅為一菴房，後來在遼代太平、清寧、

咸雍年間，逐漸擴大規模，並且獲得賜名曰靈巖。 

以上為遼代創建寺院舉例，但是另有一種情形是由皇族、貴族的館

第改建而成，筆者也將其視為創建。 

5、大昊天寺（咸雍年，1067年） 

據王觀，〈燕京大昊天寺碑〉： 

……燕為大邦，……中有公主之館第，雕華宏冠，甲於都會。改

而為寺，遵遺託而薦冥福也。詔王行己督轄工匠，……三霜未逾

而功告畢。32 

可知大昊天寺是由公主捐贈其館第改建而成，也顯現出遼代皇族推崇佛

教的熱忱。 

以上所列，雖然僅是遼代修建寺院事例部分的舉證，但是應該已足

以說明當時確實修建了頗多的寺院，包括重修、重建、擴建、創建或改

建等，均使寺院煥然一新，規模擴大，也使僧徒禮佛、講經等活動更能

方便進行。 

三、遼代修建寺院的經費來源 

遼代修建寺院的風氣很盛，筆者認為其原因固然與遼人崇信佛教有

關，但是與經費來源充足以及多元化也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將其經費來

源，除了平常化緣的收入之外，分為下列幾項加以論述： 

（一）遼代有些寺院本身經濟力量雄厚 

                                                
32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186；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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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有些寺院中的僧侶，因為和皇族、貴族有密切的關係，33常可

獲賜大量的良田和民戶，因此這些寺院往往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34遇

有需要修建寺院時，在經費的供應上，比較不會有所困難。例如遼國景

州陳公（宮）山觀雞寺，其經濟情況為「廣莊土逮三千畝，增山林數百

餘頃，樹菓木七千餘株，總佛宇僧房，泊廚房舍次，兼永濟寺店舍共一

百七十間，聚僧徒大小百餘眾。」35擁有如此廣大的寺田和菓林，當然

容易擴大規模，不必擔心經費短缺。 

薊州上方感化寺的經濟情況則為「松杪雲際，高低相望，居然緇

屬，殆至三百。自師資傳衣而後，無城郭乞食之勞。以其剙始以來，

占籍斯廣，野有良田百餘頃，園有甘栗萬餘株，清泉茂林，半在疆

域。……先于薊之屬縣三河北鄉，自乾亨前有莊一所，闢土三十頃，

間藝麥千畝，皆原隰沃壤，可謂上腴。營田距今，即有年禩，利資日

用，眾實賴之。」36顯然感化寺的經濟力量相當雄厚，不僅擁有寺田一

百多頃，和廣大的菓林，而且都是良田沃壤，因此收入頗豐，足以自給

自足，僧侶不必有乞食之勞。 

                                                
33 關於遼代上層僧侶與皇族的關係，可參閱張國慶，〈略論遼代上層僧侶之特
色〉，《松遼學刊》3期（1993年），頁 57-64。 

34 有關遼代寺院經濟的文章，可參閱白文固，〈遼代的寺院經濟初探〉，《社會科
學》4期（1981年），頁 54-59；田華，〈淺談遼代寺院經濟的一些問題〉，《北
方文物》7期（1986年），頁 74-76；拙作，〈遼代佛教寺院經濟初探〉，《空大
人文學報》7期（1998年），頁 191-205；神尾弌春，〈契丹寺院の經濟〉，《契
丹佛教文化史考》，頁 55-61。 

35 沙門志延，〈景州陳公（宮）山觀雞寺碑銘〉，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8，頁
189；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453。 

36 南抃，〈上方感化寺碑〉，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290；另見向南，《遼
代石刻文編》，頁 56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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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據鄭□，〈添修縉陽寺功德碑記〉： 

粟一千碩，錢五百緡，每年各息利一分。37 

由於此一碑記拓文缺略頗多，筆者另據沙門守約，〈縉陽寺莊帳記〉，其

對於該寺田產有詳細的記載： 

迄至我朝興宗皇帝，乃賜縉陽之□□後□□□殿僧房共三百八十

餘架，地□園林曰□（下缺）小道之北，東連翠嶺，西接青嵠，

受具僧人百一十□勤□□□客五百已上，資生之物，盛興於□□

（下缺）成大寺，今為驗矣。傳有道側墳主高大王，合家施根後

莊田，託眾僧為遠嗣，至今仍爾。因此前後并□□□敏具（下缺）

頃六十畝，浮圖子地一段十畝，次北一段二十畝，又次北一段二

十畝，中間□寺主施二十畝，南道北一段，□□二十畝，北道北

一段，□□□（下缺）土共□□□西至澗□至官道，山東葛家峪

地一頃，東至澗，南西至張化，北至山頂，□□地一頃二十三畝，

（下缺）家坎地三十畝，四至懷霍，崔家安地一頃二十畝，東至

山，南至道，西北至翟公諒，中山□□一□二十畝□（下缺）可

言，南至呂廣俔，西北至道，林墓地四十畝，東至賈守諒，南至

墓，西至翟公諒，北至道，坊子□地三十□（下缺）道，南至翟

嘉進，次道西一段六十畝，東至□□于可言，西至張守仁，北至

道，次北一段四十畝，東至張守仁，南至□（下缺）韋謙讓次東

北地□□□□□□東□西至道，北至□懿次北一段四十畝，東北

至道，南至崔□西至河，次道□（下缺）四十四畝。38 

                                                
37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9，頁 246；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465 
38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2，頁 343-344；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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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縉陽寺也擁有廣大的寺田，多達十幾段，每段從二十畝至六十畝不

等，因此每年收入很可觀，甚至可以放利息增加收入。 

以上所舉三例，顯現出遼代確實有些寺院資產豐厚，擁有廣大田

園，因此不僅使其僧侶生活無缺，而且如有必要修建寺院時，均可提出

相當的經費來源。 

（二）皇族施捨宅第、土地和財物協助修建寺院 

遼代寺院的田產固然有些是源自隋、唐以來舊有的寺田，但是在當

時皇帝的崇佛之下，也有些皇族會施捨宅第、土地和財物來協助修建寺

院。此種施捨宅第的舉措，在南北朝即頗盛行，據《魏書》〈釋老志〉，

說：「……未幾，天下喪亂，……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

京邑第舍，略為寺矣。」39後來歷經隋、唐至遼，此種風氣仍盛。 

據沙門即滿，〈妙行大師行狀碑〉： 

……清寧五年（1059 年），大駕幸燕。秦越長（公）主首參（妙

行）大師，便云弟子以所居第宅為施，請師建寺。大率宅司諸物

罄竭，永為常住，及稻畦百頃，戶口百家，棗栗蔬園，井□器用

等物，皆有施狀。奏訖，准施。又□□□擇名馬萬匹入進，所得

迴賜，示歸寺門。清寧五年（1059年），未及進馬，造寺公主薨

變，懿德皇后為母酬願，施錢十三萬貫，特為奏聞，專管建寺。

道宗皇帝至□五萬貫，敕宣政殿學士王行己□□□□其寺。40 

                                                                                                              
466-467。 

39 魏收，〈釋老志〉10第 20，《魏書》卷 114（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
3047。 

40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301；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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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事，另據沙門廣善，〈妙行大師碑銘〉： 

清寧五年（1059年）十月初旬，車駕幸燕，有大長公主以宅為施。

後懿德皇后為母酬□□施錢十参萬緡。道宗皇帝又助賜錢五萬

緡，敕令宣政殿學士王行己相與建寺而提控之。41 

據此二引文互相對照來看，可知當時大昊天寺的創建，乃是先有公

主的施捨宅第、土地、財物，後來又有皇后（公主的女兒）、皇帝的施

錢、賜錢，因此使大昊天寺得以創建完成。其實此種事蹟在遼代並非少

見，例如至清寧 8 年（1062 年），又有「楚國大長公主捨諸私第，剏厥

精盧，奉勅以竹林為額。」42 

（三）貴族施捨土地、財物協助修建寺院 

由於遼代佛教廣佈於全國，信仰者眾多，因此貴族富豪也經常施捨

土地、財物協助修建寺院，以表示虔誠的心意。例如王鳴鳳，〈大都崇

聖院碑記〉： 

郡公王希道、張仲釗、蕭名遠、楊從實等同發誠心，各捨己資，

於大遼應曆二年（952 年）戊辰歲三月內興工，至應曆八年（958

年）甲戌歲八月中秋，營理大殿三間，……二堂兩廊，僧舍二楹，

鍾鼓二樓。43 

又例如義州靜安寺的創建，是由曾任檢校太師左千牛衛上將軍知涿

                                                
41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10，頁 302。此碑銘在《全遼文》中為一附錄，因此
《遼代石刻文編》未予收錄。 

42 佚名，〈奉國寺尊勝陀羅尼幢記〉，《全遼文》卷 8，頁 177；此拓文在《遼代
石刻文編》（頁 312）題為〈奉福寺陀羅尼幢記〉。 

43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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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軍州事耶律昌允之妻蕭氏出資所建，「凡巨細之費，……工徒之役，

算日酬庸，驅籍一毫不取，皆賢夫人鬻奩飾減衣御之為也。寺既成，必

假眾以居之，遂延僧四十人，有講則復益，二□□□僧既居，必資食以

給之，遂施地三千頃、栗一萬石、錢二千貫、人五十戶、牛五十頭、馬

四十匹，以為供億之本。咸雍六年（1070年）冬，事達黈聽，上（遼道

宗）用嘉之，勅賜曰靜安寺。」44可知其不僅施捨財物，資助創建靜安

寺，而且也為該寺僧侶日後的生活費用著想，又捐出土地、財物為寺田、

寺產，使其不虞匱乏。 

（四）二稅戶 

佛教寺院與二稅戶的關係，可能源自於北魏時期。當北魏高宗時，

有「曇曜（沙門統）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榖六十斛入僧曹

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

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

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45此種辦法至遼代，在統治

者的崇佛情況下，仍然被採行，因此元好問，《中州集》〈李晏傳〉： 

初，遼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

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輸租為官，且納課給其主，

謂之二稅戶。46 

另外，根據《金史》〈食貨志〉： 

                                                
44 同註 28。 
45 魏收，〈釋老志〉10第 20，《魏書》卷 114，頁 3037。 
46 元好問，〈李晏傳〉，《中州集》卷 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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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

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

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為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

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47 

同書〈李晏傳〉： 

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為奴，……遼

以良民為二稅戶，此不道之甚。48 

《中州集》與《金史》所言，雖然關於二稅戶的身分互有不同，但

是已足以說明遼代確實有二稅戶，其每年定期繳稅，一半繳予官府，一

半繳予寺院，而且又負有勞役，因此也成為遼代修建寺院時，提供人力、

財力的來源之一。 

（五）千人邑 

所謂「千人邑」，只是取其整數，為一通稱，並非每一邑都達一千

人，他們是由某一地區的邑眾，包括官吏、僧侶、百姓所組成。平時對

寺院即有定期的布施，另外當寺院有修建寺院、佛塔、刻佛經、辦法事

等活動時，又由這些邑眾給予支持，允諾捐助財物和人力，以期圓滿完

成。 

此種辦法在遼代以前，即因佛教在中國社會流傳而行之已久，至遼

代又因佛教在遼國盛行，以及佛教徒慷慨自願捐助，很自然地形成「千

                                                
47 脫脫，〈食貨志〉1，《金史》卷 46，志第 27（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頁 1033。 

48 脫脫，〈李晏傳〉，《金史》卷 96，列傳第 34，頁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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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邑」。49王正，〈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提到「千人邑」的結合： 

但以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唱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

春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信，導其教，無貧富後先，無貴賤老

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於庫司，補茲寺缺。50 

沙門智光，〈重修雲居寺碑記〉，也說： 

皇朝應曆十四載，寺主苾芻謙諷，完葺一寺，結邑千人。51 

清人朱彝尊，〈遼雲居寺二碑跋〉，對於遼代「千人邑」有進一步的解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

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

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靈寺《石函記》，後有

「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

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52 

可見遼代千人邑乃是附屬於佛教自發性捐輸、布施、奉獻的社會團體。 

遼代千人邑對於寺院的貢獻很多，功能也有很多種，包括提供寺

                                                
49 關於遼代佛教千人邑的情形，可參閱王吉林，〈遼代千人邑之研究〉，《大陸雜
誌》35卷 5期（1967年），頁 16-18；拙作，〈遼代千人邑的探討〉，《空大人
文學報》8 期（1999 年），頁 143-152；野上俊靜，〈遼代の邑會にっいて〉，
《大谷學報》20卷 1期（昭和 14年），頁 46-61，該文另收錄於野上俊靜，《遼
金の佛教》（京都：平樂寺書店，昭和 28年），頁 121-141；井上順惠，〈遼代
千人邑會にっいて〉，《禪學研究》60號（京都：禪學研究會，昭和 56年）。 

50 同註 19。 
51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5，頁 104；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117。 
52 朱彝尊，〈遼雲居寺二碑跋〉，《曝書亭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卷

51，跋 10，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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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寺田，修建寺院、佛殿、佛塔、佛像、講堂、僧舍、香幢，雕印、

購置佛經，雕刻、修補石經，佈置法會以及念佛號等。其中施捨土地、

財物協助修建寺院一項，除了上文所提〈重修雲居寺碑記〉稱「完葺一

寺，結邑千人」之外，另據耶律劭，〈興中府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銘〉： 

（遼聖宗）太平五年（1025年），復有邑里趙延貞、王承遂、張塋、

焦慶等三十有三人，狀施烽臺山四面隙地，以廣佈金之淨域，遠

模靈鷲之風規。53 

以及佚名，〈水井村邑人造香幢記〉： 

維大遼國燕京易州淶水縣遒亭鄉水井村邑眾等，重修淨戒院，奉

為今聖皇帝，法界眾生，特建香幢一所，增無量福，齊登覺道。54 

依此二段引文，可知遼代千人邑的邑眾對於寺院的創建或重新修建

都曾經給予土地、財物的捐助，成為遼代修建寺院的經費來源之一。因

此野上俊靜在《中國佛教史概說》稱：「遼代邑會的特徵，例如房山雲

居寺的千人邑會，……對於巨額的造寺及造塔等費用的承擔，這種邑會

便負有很大的使命。」55 

四、結論 
綜合以上的論述，可知在遼代時期修建寺院的舉措蔚然成風，有些

寺院固然是當時所創建，但是也有很多寺院是在前代的基礎上，進行了

                                                
53 同註 31。 
54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 9，頁 244；另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頁 446。 
55 野上俊靜等著、釋聖嚴譯，《中國佛教史概說》（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頁 146。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四期 2010/9  22 

重新修建的工作，包括重修、重建、擴建等，因此使佛教寺院廣佈於遼

國各地。 

然而修建一座寺院，需要相當財力、人力、物力的支援，因此遼代

寺院的分佈能既多且廣，筆者認為應是在當時佛教廣受遼人的崇信之

下，獲得充裕的經費來源，包括寺院本身雄厚的經濟力量，以及皇族、

貴族、二稅戶、千人邑等團體的資助所形成的結果。誠如王鼎，〈薊州

神山雲泉寺記〉所說： 

佛法西來，天下響應，國王、大臣與其力，富商彊賈奉其貲，智

者獻其謀，巧者輸其藝，互相為勸，惟恐居其後也，故今海內塔

廟相望。56 

此段引文所言，可謂正是遼代寺院的修建，確實得到當時社會各階

層人士捐助、施捨、出力的寫照。因此論述至此，筆者認為遼人這種提

供充足經費協助修建寺院的表現，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其不僅促進了遼

代佛教的發展，也在中國修建寺院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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