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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張居正對中國傳統的佛、儒、道等思想都有深刻的瞭解，精闢的論

述，而禪學在其思想構成中尤其重要。張居正禪學思想的形成受到家

庭、地域和時代文化環境的多方面影響，而通過心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禪學思想深刻地影響了張居正的政治人格，使他獲得對政治進行反思的

能力，同時，成為他突破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儒教意識形態，推動政治改

革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最後，本文分析張居正的宗教政策，表明一個

對宗教有充分理解的政治家對宗教在政治領域的影響所能容忍的邊

界。張居正的現象，可以說是佛學影響人類政治生活的一個典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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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Zhang Ju-zheng’s Chan Thought and 

the Meaning of His Buddhism Policy 
 

Fu, Qiu-tao ∗ 
   

ABSTRACT: 

Zhang Ju-zheng ha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 exposi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moreover, Chan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ought. Zhang Ju-zheng’s Chan ideology received 
influences from his family and was conditioned in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especially under the impact of Wang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Chan deeply affected Zhang Ju-zheng’s 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ability of reflection. Chan provided him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resisting dominant Confucian ideology and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an analysis of Zhang Ju-zheng’s Buddhism policy, 
examining his political ideal of religious tolerance as a politician with full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The phenomenon of Zhang Ju-zheng provides an 
example of how Buddhism influences human political life, which is a model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anci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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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以其籍貫湖廣省荊州府

江陵縣，故人們又稱之為張江陵。始祖張關保，鳳陽人，洪武初以軍功

授千戶，落籍荊州。祖張鎮，是遼王府的一個下級軍官。父張文明，是

一個久試不第的秀才。張居正卻是少年得志，二十三歲考中進士，授翰

林編修。四十三歲時，即以禮部尚書入內閣，時為隆慶元年（1567）。

六年後，隆慶皇帝去世，張居正即以首輔的身份輔佐年僅十歲的萬曆皇

帝，成為大明王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張居正執政期間積極推行政治

改革，試圖挽救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被梁啟超稱為中國古代「六大政

治家之一」。1在其一生之中，受到王陽明心學的影響，博學強識，涉及

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各個主要流派，而融會貫通，自為一家之學。不過，

儘管張居正的思想具有廣泛的包容性，但佛學無疑構成了他政治人格的

重要支柱。在他的文集中，可以發現經常引用佛學語言來闡釋自己的政

治觀點。通過對張居正的研究，可以對佛學影響人類政治生活的情形略

窺一二，也是很有意義的。 

學術界有關張居正的研究雖然成果豐富，但對張居正所受禪學思想

的影響卻並未有足夠重視。到目前為止，涉及張居正禪學思想較有深度

者，仍為熊十力在《韓非子評論‧與友人論張江陵》中的有關論述。熊

氏認定張居正「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以來一切迷

妄」，2以成就其經世精神，誠為有見。張居正的禪學思想中間經過王陽

                                                 
1 梁啟超所編《中國六大政治家》（上海：廣智書局，1909 年），所述分別是：

管仲、商鞅、王猛、諸葛亮、王安石、張居正。 
2 熊十力，《韓非子評論‧與友人論張江陵》（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年），

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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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學的影響，因此有關他與心學關係之研究，仍為本文重要的參考對

象。論述張居正與陽明心學之關係，代表性的作品有嵇文甫《晚明思想

史論》中〈異軍特起的張居正〉一章，該文通過對張居正思想淵源的探

討，論定張居正通過心學的影響而融會佛老、申韓，故「能把王學中最

粹美的精神發揚光大起來」，3亦為中的之談。上述兩家皆肯定張居正能

自為一家之學，正面肯定了心學、禪學對張居正的積極影響，大致符合

實際。惟其對張居正學術源流未能明確論定，則不為無憾。最近的一些

研究，對張居正與心學的交往有更加精確的考證，代表性的成果有左東

嶺的《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4中〈張居正與陽明心學〉一節，黃卓越

〈張居正與王學關係之考辨〉一文等。5不過這些研究的立論點皆從張居

正是如何從政治實用主義立場出發，使之由親近王學轉而採取鎮壓的措

施，實未窺張居正思想的真正精神。而包括《張居正評傳》的作者劉志

琴在內，認為身處權力之巔的張居正時時流露禪者的灑脫，不過是某種

故作姿態而已。6凡此種種，皆由於缺少對禪學的深入了解。 

本文將通過對張居正思想發展的佛教文化背景及其與心学学者思

想交流的具體情况的研究，還原其禪學思想形成的具體過程，論述他把

禪學思想應用於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所臻之境界，討論他的佛教政策對佛

教作為一種宗教，其行為的邊界的劃定，並因其對宗教邊界之劃定顯示

其對心學以及儒教態度真正的意義。 

                                                 
3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年），頁 81。 
4 左東嶺，《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年)。 
5 黃卓越，〈張居正與王學關係之考辨〉，王曉昕、李友學編著，《王學之魂》（貴

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5 年）。 
6 劉志琴，《張居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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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居正禪學思想的形成 
與程朱理學影響下絕大部分士人視佛教為異端而極力排斥不同，張

居正對佛學表現出相當程度的尊崇。他讚揚佛學說：「遠道之懷，出世

之想，啟我愚蒙。」7概括地說，張居正的禪學觀的形成有三方面的來源：

早年主要受其地域、家庭、學校的文化環境影響；中年時在官場上受到

儒、禪互釋的陽明心學影響；以及後期在心學的影響下對佛學的再認識。 

（一）張居正禪學觀形成的地域和家庭因素。荊州為天下名區、人

文之都，自南北朝以來，就一直是佛法傳播的中心之一，歷代高僧相繼

在此傳法，對此地的民風產生了深刻的影響。在佛教史上影響很大的名

寺玉泉寺、天皇寺，就在附近。後來張居正的墓地也選在離天皇寺不遠

的地方。8在佛教眾多流派在此地的流布過程中，石頭希遷（700－790）

禪學的影響尤為顯著。本地人士袁宏道（1568－1610）說：「昔石頭道盛

時，每數十里置一僧郵，而荊最要，故叢林稱盛。」宏道又勸告地方官

復興本地佛教文化：「興青原之道，而繼劉虬、羅含之業，此其時也。」9

這也表明，盛極一時的石頭道場，在荆州已是頹敗不堪，若存若亡。 

不論如何，佛教的精神影響還是遺留在普通百姓之中。張居正的曾

祖就是受佛教影響最為典型的一位民間信士，他直接稱引佛經的言論，

在張居正人格的形成過程中發揮了重要的作用。在張居正為其父親所寫

                                                 
7 張居正，〈答周鶴川鄉丈論禪〉，《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

1987 年），頁 1301。 
8 袁中道，《游居杮錄》卷 5，《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

頁 1208。 
9 袁宏道，〈眾香林疏〉，《袁宏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年），頁

119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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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念文章中，就提到其曾祖懷葛公「得錢即以周貧乏，或施僧供」。10

懷葛公由於信仰佛教，講話很有水準，得到鄉人的敬信，用其言論以教

育子弟。張居正說：「昔念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為蓐薦，

而使人寢處其上。」11據張居正後來的解釋，此種精神實為《華嚴經》

的核心精神。袁中道也提到，張居正在少年時代即自號「太和居士」，

閱讀《華嚴經》。12這並非只是傳說，即使在後來廣泛涉獵諸經後，張居

正仍然對《華嚴經》評價最高。他說：「向曾誦《華嚴》，祗見莽若廖廓，

使人心滉神搖。……佛所說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然廣大含攝，解

脫無礙，則是經為長。」13年幼即能夠讀到這部並不是很通俗的佛書，

則可知在張氏家族以及周圍文化環境中，佛教的影響是比較深厚的。與

《華嚴經》的關係進一步說明，張居正的佛學思想深受曾在此地興盛的

石頭禪法的影響，因為石頭禪法與《華嚴經》實有甚深的淵源。石頭希

遷《參同契》中「理事回互」的觀點，即是來自《華嚴經》「理事圓融」

的觀點；經直接傳承其禪法的法眼文益（885－958）的光大，愈益明確。

直接繼承石頭禪法的法眼文益通過對華嚴六相義的論述來表達自己的

思想，並把其全部禪學理論「建立在理事圓融之基礎上」。14 

在張居正少年時代，還有一個對他影響很大的人物，就是著名學者

李元陽（1497－1580）。李元陽號中溪，張居正為秀才時，他正是荊州

                                                 
10 張居正，〈先考觀瀾公行略〉，《張居正集》冊 3（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629。 
11 張居正，〈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閭〉，《張居正集》冊 2，頁 234。 
12 袁中道，〈答錢受之〉，《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1027。 
13 張居正，〈答奉常陸五臺論禪〉，《張居正集》冊 2，頁 259。 
14 洪修平，〈論惠能門下的禪法特色〉，《南京大學學報》，1991 年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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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知府。在府學考試中，李中溪讀到張居正的卷子，讚歎道：「此子

當為太平宰相！」李中溪關於儒、佛關係有他自己的判斷，他說：「格

物致知之學，惟此（佛學）剖析無遺，惜吾儒不究也。」15上述李中溪

傳記中特別提到其先祖曾著《華嚴疏抄》四十卷，自然對李中溪思想產

生一定的影響，可見他與張居正在佛學修煉路徑方面的一致性。李中溪

高夀，親眼見到張居正在政壇上崛起，兩人的關係也一直保持到生命的

最後歲月。 

（二）受到流行的心學思潮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中，張居正對禪學

的理解主要是通過當時流行的陽明心學實現的。心學一般都主張儒、佛

互釋，與禪學大有合流之勢，但在早期都諱言其名。從現存的文獻資料

來看，張居正最早接觸的心學前輩是所謂「江右王門」中的人物，如徐

階（1503－1583）、聶豹（1487－1563）等人。這些人一般避諱言禪。

在寫給聶豹的書信中，張居正肯定聶豹「心虛則寂，感而遂通」的良知

「歸寂說」，並表達自己對學問的理解說：「學欲信心冥解，若但從人歌

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16可以明顯看出，張居正對

心學的理解是在與佛學（禪學）的比較中進行的。而通過與王門後學的

接觸，他對王陽明的思想成就予以充分肯定。一篇寫於嘉靖二十九年

（1550）的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出，張居正完全接受了王陽明對漢儒以

下儒學傳統的批判： 

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溺於見聞，支離糟粕，人持異見，各

信其說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真切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辭章之習

                                                 
15 李選，〈李中溪行狀〉，焦竑，《國朝獻徵錄》卷 89，《明人傳記叢刊》（臺北：

明文書局，1991 年），綜錄類 26，冊 113，頁 429-430。 
16 張居正，〈啟聶司馬雙江〉，《張居正集》冊 2，頁 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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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有宋諸儒，方詆其弊，然議論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

至於白首猶不殫其業。而獨行之士，往往反為世所姍笑。嗚呼！

學不本諸心，而假諸外以自益，祇見其愈勞愈敝也矣。17 

不過，即使是對王陽明的複述，張居正也表現出某種獨特的傾向。對於

個別學者而言，學問也許只是一種純粹的心靈遊戲；而對於一個時代的

思潮而言，對於張居正這樣的實幹家而言，學問的探求則是現實的邏輯

在思想中自然的呈現。那個時代，社會與個人，沉淪於程朱理學的官方

意識形態所帶來的黑暗之中，思想的突破迫在眼前。王陽明提倡心學，

就是這種突破的一個結果。心學直接針對時代問題進行思考的基本立

場，張居正是積極肯定，自覺繼承的。 

此外，張居正與泰州學派特別是趙大洲（1508－1576）有密切的交

往。大洲曾與張居正非常要好，後來由於政治利害衝突，纔處於對立的

立場。大洲寫給張居正的信中說：「僕嘗自謂，早歲識公，如永叔之服

子瞻也；晚年視公，如深源之比安石矣。」18趙大洲是心學人物中第一

個公開倡言「禪學」者，大洲之言曰：「夫僕之為禪，自弱冠以來矣，

敢欺人哉！」19這與王陽明以來「陰採二氏之微妙而陽諱其名」的「陽

                                                 
17 張居正，〈宜都縣重修儒學記〉，《張居正集》冊 3（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

1987 年），頁 564。張居正雖然對王陽明從祀之事不甚積極，但是對別人的攻

擊則不以為然：「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答文宗謝道長〉，《張

居正集》冊 2，頁 366。） 
18 趙貞吉，〈謝張太嶽閣老書〉，《趙文肅公文集》卷 2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濟南：齊魯書社，1997 年），集部，冊 100，頁 581。趙大洲與張居正關係

惡化是在隆慶四年（1570）被迫致仕回鄉之際。 
19 趙貞吉，〈與趙浚谷中丞書〉，《趙文肅公文集》卷 22，同上書，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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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陰釋」的道學立場的標榜，明顯不同。20在張居正被佩服為子瞻時，

趙大洲正在京中講授良知之學。張居正是否參與過趙大洲的「良知講

席」，不得而知，但受其禪學影響則是可以肯定的。自趙大洲始，心學

人物不再以禪學為諱，在張居正的言論中就有非常明顯的表現。即前述

張居正對佛學的讚揚就是其真心的表達，而絕非對佛教徒的客套應酬。

由下文可知，禪學語言更被張居正用來表述其政治人格理想。而趙大洲

在佛學上影響的最明顯的證據，則是張居正對李通玄（635－730）《華嚴

合論》的推崇。《華嚴合論》在明代盛行一時，其發端處即在趙大洲。21焦

竑（1540－1620）說：「其書世不甚傳，獨金陵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

刻本。趙大洲學士見而奇之，屬五臺陸公梓於嘉興。」22趙大洲收到五

臺寄來此書後，極為高興，寫信給胡廬山（1517－1585）說：「僕近得

李長者《華嚴合論》善本，擬以衰殘身命供奉法界總持，不自計其根莖

之大小矣。凡遇同好，以此妙義告之，乃性命之極談也，況公乃同好之

極選乎？」23此時已是萬曆初年。而趙大洲在南京的時間約在嘉靖三十

五年（1556）至三十九年（1560）間，那麼，他「以此妙義」告諸同好，

絕不僅僅在收到陸刻本之後。既然趙大洲如此熱衷於向同好推薦此書，

張居正自然也早就知道這本書，故而纔有後來在陸本正在印刷之時即寫

信索取之事。 

                                                 
20 四庫館臣，〈存目提要〉，《趙文肅公文集》卷 23，同上書，頁 607。 
21 比較全面的論述，可以參考荒木見悟著、廖肇亨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

一書〈李通玄在明代〉、〈趙大洲的思想〉兩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年）。 

22 焦竑，〈華嚴新論序〉，《澹園集》（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頁 786-787。 
23 趙貞吉，〈寄廣西憲長胡廬山書〉，《趙文肅公文集》卷 22，《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濟南：齊魯書社，1997 年），集部，冊 100，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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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趙大洲與張居正在北京同事的時間，第一次是嘉靖二十六年至二

十九年，第二次是在嘉靖四十年以後。趙大洲向張居正推薦《華嚴合

論》，當在嘉靖四十年之後。而張居正向陸五臺寫信，又在隆慶五年

（1571）。那時，此書尚未刻成。在信中，張居正表達對該書的渴求說：

「聞以《華嚴合論》梓行，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24約

在第二年，再一次寫信，稱《華嚴合論》為「入法之大導師」，敘述接

觸此書的經過，並捐助印刷資金，說： 

後於友人處，見《合論》抄本，借閱一過，始於此（《華嚴經》）

中稍有入處。……今得聞無上甚深妙義，歡喜無量。聞公將鏤梓

以行，大有利益。謹以俸金二鋌少助工費，雖塵露之微，無裨山

海，聊以表信心云耳。25 

按此信中全文的意思，張居正說他雖然感覺到《華嚴經》的偉大，但無

法透徹地理解其思想，而李通玄則提示了一條具體的路徑，從而掌握了

進入其中的鑰匙。張居正在此雖未明言此一抄本之具體來處，但正如陸

五臺刻印《華嚴合論》一樣，與趙大洲是有直接關係的。而趙大洲早年

對張居正的佩服，從其學生鄧豁渠的觀感也可以略窺一二。嘉靖三十八

年（1559），鄧豁渠到江陵時，對張居正極為傾倒：「己未三月，到荊州，

與張太和共談半晌，如在清涼樹下打坐。」26 

而隨著學術修養的不斷提高，張居正在與同輩的心學學者如胡廬

山、羅近溪（1515－1588）、耿定向（1524－1596）等人交流時，已經

                                                 
24 張居正，〈答奉常陸五臺〉，《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231。 
25 張居正，〈答奉常陸五臺論禪〉，《張居正集》冊 2，頁 259。 
26 鄧豁渠，《南詢錄》（武漢：武漢理工大學出版社，2008 年），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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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從禪學的理路出發，對他們提出批評了。胡、羅二人都曾以禪僧為

師，浸淫於其中既久且深。而因為耿定向後來與李卓吾（1526－1602）

對抗，以攻異端的姿態為人們所熟悉，一般人皆認為他對禪學沒有什麼

瞭解。對此，耿定向本人就很不服氣，回答其弟定力勸讀佛書時說：「子

謂余不屑觀佛書，余於佛書雖未盡覽，友朋所共覽者，廿年前亦曾涉獵

一些。」27由於他們對禪學的修養，使張居正可以與之自由表達自己的思

想。查張居正與上述諸人來往的文獻，張居正與耿定向從禪學的角度討

論過事、理關係。他說：「此中靈明，雖緣涉事而見，不因涉事而有。」

28云云。耿定向當時如何回答，不得而知，但此問題一直縈繞於心，萬

曆初任福建巡撫時，寫作〈牧事末議〉寄與張居正，其中批駁「世儒者

類粗簿書而高談性命」，斷言：「性命之精在簿書。」29也算是一種回答。

在晚年他還多次提及「事理無礙法界」30這個話題，只是所提的角度已

有所不同。事實上，張居正還以此與羅近溪交流：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見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

紛處，不得穩貼。如火力猛迫，金體乃現。僕每自恨優遊散局，

不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理，雖妄謂本覺可以照了，然終是紗

窗裏看花，不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

                                                 
27 耿定向，〈與子健第一書〉，《耿天臺先生文集》卷 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

南：齊魯書社，1997 年），集部，冊 131，頁 174。 
28 張居正，〈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張居正集》冊 2，頁 1284。 
29 耿定向，〈牧事末議〉，《耿天臺先生文集》卷 1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部，冊 131，頁 438。 
30 耿定向，〈大事譯〉、〈讀塘南先生語錄〉，《耿天臺先生文集》卷 8、19，頁 216、

461 等處，試圖以儒學的「下學上達」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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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人，非意之也；必洞于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

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理不悉，便是學問不透。31 

上述言論都發表於嘉靖四十一、二年（1562、3）之際。此時，張

居正志在時代的政治事業，希望秉承禪學的思想精神，在直接面對百姓

的具體政務中做好其職務所要求的事情，使政治成為其自身。這與羅近

溪等人試圖依靠禪學修養一種超越性的道德，並以之感化人民對自己的

感性欲求進行超越，從而消除社會矛盾，達到措刑政而用之的儒學理

想，完全不同。故而張居正的言論對羅近溪等人而言，直如秋風過牛耳，

難以引起他們的共鳴。 

（三）直接受到佛教文化氛圍的影響。通過心學的陶冶，張居正對

禪學的興趣更濃，即前述向陸五臺索取《華嚴合論》，就是此一心態的

表現。而他與佛教直接接觸最值得關注的事件，則是嘉靖三十五年

（1556）十月前往南嶽的朝聖之旅。短短數日時間內寫了十餘首詩，如

〈瀟湘道中〉、〈謁嶽廟作〉、〈暮宿田家〉、〈祝融峰〉、〈半山亭〉等等，

在他一生的述懷之類創作中佔有很大的比重。這說明他在此行中思想感

觸之深，變化之大。在這些詩文中，表達了受到佛教精神洗禮後的精神

境界。其中一首訪南嶽方廣寺禪僧的詩中寫道：「煙雨曉微微，山堂未

啟扉。花壇分石髓，苔壁掛雲衣。揮麈頻問難，停輈已忘歸。曹溪一宿

後，真覺夙心非。」32而在為此行所作的總結性的〈後記〉中，論述心

之開悟，就是讓萬物當下各成其自身。對於萬物的顯現，則認為「過而

留焉，與逐而移焉」，都會使人的心靈陷入謬誤，使心靈為外物所蔽而

                                                 
31 張居正，〈答羅近溪宛陵尹〉，《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1288。 
32 張居正，〈訪大方禪僧，次念庵先生韻〉，《張居正集》冊 4，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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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顯現萬物。33而其中所說「何以知之」，則正是因為其對本心的深刻

的了悟。不過，張居正儘管在最高的思想境界上認同禪學，但對禪宗正

派臨濟的子孫，並沒有很高的評價。嘉靖四十三年（1564），寫給一位

同鄉禪客的信中，對俗禪加以抨擊說： 

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所講研窮究，

言語印證，吾教也。若夫宗門之旨，非略象忘詮，真超玄詣，詎

可易言？然宗由頓契，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隨根領受。而

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量，執之為是。纔欲略象，而不

知已涉於象；意在忘詮，而不知已墮於詮。此豎拳棒喝、狗子矢

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34 

張居正認為普通人學禪，必須通過對經典的學習而逐漸契悟。但是，學

習經典不在於死守書中僵硬的教條，而要達到自我心靈的解脫。而禪學

末流，根本就沒有通過理論學習的洗禮，模仿禪宗大師的一些外在行

為，任意揣摩其意義，完全走向了事情的反面，也直接導致了禪宗自身

的沒落。而追究其根本原因，還在於禪宗對自性的極端追求，削減了自

身的宗教性。這就引起了教內教外的反思，轉而強調「教門」的重要性。

關於李通玄的意義，正如覺范慧洪所論：「當此時，曹溪之說，信於天

下，非教乘之論所當雜。……棗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為百世師者，知

宗用妙而已。」35到了禪宗流弊已經充分顯現的明代，則此書以既知宗

用之妙，復擅教學之實，適值其會，故而大受禪者的歡迎。 
                                                 

33 張居正，〈後記〉，《張居正集》冊 3，頁 547。 
34 張居正，〈答周鶴川鄉丈論禪〉，《張居正集》冊 2，頁 1301。 
35 慧洪，〈題隆道人僧寶傳〉，《石門文字禪》卷 26，《嘉興大藏經》冊 32，頁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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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佛學的學習的深入，張居正的思想也更加全面性。禪宗提倡

單傳直指，不僅不立文字，摒棄義理的講究；對佛教自來所特別重視的

「標宮建刹」，也以其著於法相而加以拒絕。百丈清規所確立的「禪居」，

與傳統寺院比較，其最大的特色就在於惟樹法堂，不立佛殿。但張居正

認為莊嚴的寺廟能生起大眾的信心，其作用也不容否定。他說： 

佛氏之教，以毗盧檀那為體，以宏施普濟為用。本其要歸，惟於

一心。心之為域，無有分界，無有際量。其所作功德，亦不住於

有相，不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恒沙有量，而

此心無量。至於標宮建刹，崇奉頂禮，特象教為然。以植人天之

勝因，屬群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36 

在標舉禪宗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張居正實際上對傳統佛教的各個方面都

作了相應的肯定。而在與禪友私下的交流中，張居正所表現的則是純粹

禪者的心胸：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勞諸相，

皆由是自觸。識得此體，則一切可轉識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

不起淨心，不起垢心，不起著心，不起厭心，包羅世界，非物所

能礙。37 

追溯張居正禪學思想發展的過程，乃在早年即對佛學有濃厚的興

趣，從而使他很快接受了借鑒禪學思路的心學思想；而受到心學思想的

啟發又加深了他對佛學的理解，使他進一步深入地研討佛學的精微。 

                                                 
36 張居正，〈敕建慈壽寺碑文〉，《張居正集》冊 3（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218。 
37 張居正，〈寄高孝廉元谷三首〉，《張居正集》冊 2，頁 1293-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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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居正禪學思想對其政治行為的影響 
張居正是為解決現實的思想問題而探求學問者，則其學問的效果必

然直接體現在其政治生活中，人們感興趣的是影響的方式如何。最早對

張居正的佛學思想影響其政治行為的問題加以關注，是其稍後的同鄉袁

中道（1570－1623）。袁氏評論說：「江陵少時留心禪學，見《華嚴經》

『不惜頭目腦髓，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行』，故立朝時，於稱譏毀

譽，俱有所不避；一切利國福民之事，挺然為之。」38又論張居正的禪

學修養在處理世俗事務時表現出來的果敢決絕的精神說：「江陵相公，

少時便有氣魄，曾讀《華嚴經》，悟得諸佛菩薩以身為世間牀座，經河

沙劫，救度一切有情，便有實心為國為民之志，刀刀見血，不作世間吐

哺下士虛套子，可謂有大人相矣。」39吐哺下士為儒教始祖周公的作為，

這裡指張居正在佛學的啟發下，完全拋棄儒教的禮教來論政治。在張居

正的文集中，亦屢見其引用佛學的觀點批駁俗儒的謬見。 

禪學對於張居正政治行為的影響，也可以從三個方面來討論。第一

點是禪學深刻地影響了他的政治人格，使他在進行政治抉擇時具有一種

大雄無畏的精神；第二是禪學使他認識到自己政治行為的有限性，從而

能夠使他在熾熱的官場生涯中多一分反思，多一分灑脫；第三點則是禪

學為他的政治改革提供了思想支持，使他能洞察政治的本性。 

（一）禪學催生了張居正政治進取的精神。張居正提到其曾祖懷葛

公以《華嚴經》的精神自勵，在其一生中又多次表示要繼承與發揚其祖

德。他說：「二十年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

                                                 
38 袁中道，《游居杮錄》卷 5，《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

頁 1208。 
39 袁中道，〈答錢受之〉，《珂雪齋集》卷 24，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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溲溺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

詆毀而已乎！」40可以說，《華嚴經》的精神影響了張居正的一生，使他

在險惡的政治鬥爭中能夠放下一切個人的利害得失之心，不致於迷失本

性。在萬曆元年（1573）寫給李中溪的信中，張居正即提到《華嚴經》

的思想在他初執國柄、心情激烈波動時的鎮靜作用。他說： 

前年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省，即時發一弘願：願以

深心奉塵刹，不於自身求利益。去年，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

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不復計身為己有。幸

而念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寧謐。而正以退食之餘，

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41 

《華嚴經》所宣導的獻身精神，使張居正能夠超越個人利益，認清政治

的方向。他對陸光祖說：「僕一念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省肫誠專

一；其作用處，或有不合於流俗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

耳。僕嘗有言：『使吾為劊子手，吾亦不離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

『高崗虎方怒，深林蟒正嗔。世無迷路客，終是不傷人。』丈深於佛學

者，豈不知此機乎？」42也就是說，能夠排除一切精神干擾，做好自己

的職業本身所要求做好的一切事情。 

上述的精神實是晚明禪者共同的特性，43而張居正也不過是借《華

                                                 
40 張居正，〈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

1987 年），頁 379。 
41 張居正，〈答李中溪有道尊師〉，《張居正集》冊 2，頁 349。 
42 張居正，〈答奉常陸五臺論治體用剛〉，《張居正集》冊 2，頁 581。 
43 聖嚴，《明末佛教研究》（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年），頁 223、224 等

處，對明末禪者的普遍精神有所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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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的詞語，以表現其禪者的胸懷而已。或者說，《華嚴經》的精神

因其禪者的體會，而變得更加純凈。禪者之所以獨特者，是因為他們確

信成佛祗在當下，無處躲避。張居正對自己身後之事也能預見，祗是有

不容迴避者在，遂坦然受之。他說：「孤數年以來，所結怨於天下者不

少矣。憸夫惡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孤哉？念己既忘家徇國，遑恤

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不畏也。」44張居正還以類此的思想

與其下屬相濡以沫，在一個非常實際的世俗官場中，傳播禪者的擔當精

神：「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不難破家以利國，隕首以求

濟，豈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行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

之臣者，國典俱存，必不容貸。」45 

（二）禪學使張居正獲得一種自我反省的能力。張居正對權力的追

求是直言不諱的，他肯定「戀之一字，純臣所不辭」，問題不在對權力

的欲望，而在使用權力的正當性。並以佛氏「超登果位，不過圓滿起初

一信字」為喻。46不過，張居正儘管是一個非常嚮往建功立業的政治家，

但即使是在其權力鼎盛之時，也仍然隨處表現出一種出世的精神，這使

他能夠對自己的政治行為具有一種反思的能力。在世俗社會中，人們一

旦認定某種人生目標，一生為之奮鬥，也算是一個有氣魄的人。若是能

更進一步，對自己的一生事業有所反思，認識到自己思想的局限性，一

生事業的有限性，則可以稱為聖人了。 

張居正在佛學的影響下，是向著聖人的方向努力的。如果說上面提

到的佛學的超越精神影響張居正對其個人利害的超越的話，下面顯示

                                                 
44 張居正，〈答河漕按院林雲源言為事任怨〉，《張居正集》冊 2，頁 737。 
45 張居正，〈答應天巡撫宋陽山論均糧足民〉，《張居正集》冊 2，頁 482。 
46 張居正，〈答憲長周友山〉，《張居正集》冊 2，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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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是佛學影響下張居正對其所獻身的政治功業的超越。這一超越是

奠基於對世事無常變幻的事物存在之時間性的認識之上的，所有的政治

舉措都如禪僧所言，「不過一時事耳」。張居正曾經對故鄉荊州府的施政

措施的演變進行過認真的思考。他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治理荊州的

政策措施也不斷地變化，即使是曾經所謂的「美政」，亦不能適應新時

代的需要，遑論其他！因此，張居正得出了「聖人不能違時的結論」，

並推論將來政治的發展「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47由荊州府自

然可以推斷當時的政治改革事業，也不過是如此，並不具備永久不變的

意義。因此，湖廣巡撫提出創建「三詔亭」為他歌功頌德時，張居正堅

決加以制止，即表現了他對政治本性的認識。48對待三詔亭的這種達觀

的態度，正是張居正對自己政治改革事業的態度的一個象徵。由此亦可

見出，張居正從來就沒有像一些淺器易盈者那樣，認為自己掌握了「為

萬世開太平」的絕對真理，可以一代代傳之下去。萬曆八年（1580），

在穩穩地掌握權力之時，張居正卻以「高位不可以久竊，大權不可以久

居」為由，向皇帝提出「歸政乞休」的要求。49因為在他看來，政治必

然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不進必退。 

正如張居正自稱：「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為時所羈絏，

遂料理人間事。」在料理人間事中，同時修養超越的胸懷，因為他堅信：

「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不同，靜躁殊途，其致一也。」50對超

越精神的追求，可以說是貫穿了張居正的一生。早年所寫作的適志詩中

                                                 
47 張居正，〈荊州府題名記〉，《張居正集》冊 3（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560-561。 
48 張居正，〈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張居正集》冊 2，頁 942。 
49 張居正，〈歸政乞休疏〉，《張居正集》冊 1，頁 419。 
50 張居正，〈答李中溪有道尊師〉，《張居正集》冊 2，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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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若雲煙浮。」51南嶽的

參禪詩：「法身清淨山長在，靈境虛無塵自稀。欲借一枝棲野鶴，深公

應笑買山非。」52在晚年與恩師李中溪的衡湘、太和之約，都是這種精

神的體現。這種超塵出世精神，使他對具體的政策措施不憚於改過，同

時也使他的政治實踐具有跨越時代的意義。 

（三）禪學為張居正把握政治的本性、駁斥俗儒的政治觀提供了思

想資源。張居正對俗儒政治觀的批駁，就是在「事理如一」的觀點下進

行的。隆慶年間，當有人批評當時的政治改革離開了王道理念，陷入了

虛無主義時，張居正的反駁就顯得相當具有思想深度：一方面，那種離

開日常事務而追求虛寂者，固然是一種大而無當的虛無主義；另一方

面，俗儒由孟子之類、「四端」之類先驗的道德理念，推導出以實現此

類道德理念為目的的「三代之治」，使政治在抽象的概念、名詞中迷失

自身，也同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病症。而《易經》所講的那種「虛以受人」

之虛寂，是指當體全空，直接面對事情本身，則並無不妥。他說： 

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誠虛誠寂，何不可者。惟不務實得

於己，不知事理之如一，同出之異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

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不通矣。審如此，豈惟虛寂之為病？

苟不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

亦豈得為無弊哉！53 

這裡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俗儒，是有來由的。由於張居正的政治改革觸

                                                 
51 張居正，〈適志吟〉，《張居正集》冊 4，頁 20。 
52 張居正，〈觀音岩，次羅念庵韻〉，《張居正集》冊 4，頁 315。 
53 張居正，〈答楚學道胡廬山論學〉，《張居正集》冊 2，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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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了官僚集團的既得利益，他們站在自己的立場上，對此進行了頑固的

抵抗。這批人熟讀孔孟之道，對於政治的走向引經據典，振振有辭，以

富國強兵為「霸術」而加以否定，高唱「王道」。但在張居正看來，他

們的仁義道德的王道「虛而無當」，沒有任何現實針對性，與佛氏所謂

「蝦蟆禪」相似，只是「獨揭一語，不度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54 

張居正「理事如一」的觀點，顯然是對《華嚴經》「事理圓融」思

想的發展，但他接受的角度則是南嶽禪的。據張居正的感受，《華嚴經》

「廣大含攝」固然是其所長，但也讓人產生一種茫然無措的感覺。不過，

在佛學史上，隨著《華嚴經》的流傳，到華嚴宗的澄觀（738－838），

就把「事理圓融」確立為此經的中心思想。荒木見悟認為，如以澄觀所

言「無障礙法界」作為《華嚴經》的主旨，那麼「要真正達到無所障礙，

徹底立足於障礙的世界，正確理解現實世界的方式、方法，……把握無

窮無盡地展開的現實世界的邏輯必須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其本來面目，各

個事物之間又能獲得自我滿足並互不妨礙本來性無窮無盡的邏輯。」55圓

澄的思想仍然屬於傳統的教學觀點，但他也認識到理論的研究必須落實

到心靈的覺悟，故而在晚年仍收研習荷澤禪的宗密（780－841）為弟子，

便是看中宗密可以完成華嚴宗的學術轉換。宗密的轉換，據魏道儒所

論：「澄觀是從理事關係提出四法界，宗密……實則從本體（心）和現

象（萬有）的關係方面提出四法界，是『本一心而貫萬法』的思路。」

而李通玄的特色，在於採用《華嚴經》與《易經》互釋的方法，「把《華

嚴經》的所有敘事都歸結為『託事以顯像』，把所有的形象描述都歸結

                                                 
54 張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論為學〉，《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

社，1987 年），頁 716。 
55 荒木見悟著，杜勤、舒志田譯，《佛教與儒教》（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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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像以表法』。」56若如上說法可以成立，則宗密似仍然停留在一種

由教至禪的轉換的理論思辨之中，而不如李通玄已經直接應用《華嚴經》

的思想來處理問題，又運用了中國傳統的哲學語言，自然更容易為人所

理解。由李通玄來看澄觀、宗密，對「理事圓融」的理解就更容易深入

了。 

而從禪宗在其發展歷史中與《華嚴經》「理事圓融」的關係演變，

也許更能把握張居正南嶽禪的視角。宗密以「一切皆真」來概括南嶽禪：

「洪州意者，起心動念，彈指動目，所作所為，皆是佛性全體之用，更

無別用。全體貪嗔癡，造善造惡，受樂受苦，此皆是佛性。」57這是他

所代表荷澤禪所不能贊同的，卻也因此見出兩者之間的區別。「洪州」

雖然具體指的是馬祖道一（709－788）系，但當時與石頭系互相來往，

且同樣受到懷讓的點化，直接繼承了懷讓在南嶽的法席，可指泛義的南

嶽禪。從張居正上述「不離法場而證菩提」、「如入火聚，得清涼門」，

以及勸羅近溪在「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見實際，顯然是與南嶽

禪「一切皆真」的精神相似，由南嶽禪「砍柴擔水，無非妙道」，而推

及到更加廣大的權力與慾望交集的政治領域。但馬祖與石頭兩家雖然法

脈相近，卻也有不同的側重點。呂澂作了如下分析：馬祖的宗風可以用

「觸目而真」來概括，要求「從全體（理）上顯出個別（事）來。這樣

的境隨心淨即是當念光透十方而萬法一如」。而石頭則是「即事而真」，

要求「從個別（事）上顯出全體（理）」。58由此看來，石頭門風更為實

在。而在禪宗發展中對《華嚴經》「事理圓融」思想的強調，則又是針

                                                 
56 魏道儒，〈從華嚴經學到華嚴宗學〉，《中華佛學學報》12 期（1999 年 7 月）。 
57 宗密，《禪源諸詮集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年），頁 117-118。 
58 呂澂，《中國佛學源流略講》（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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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俗禪的空疏化、膚淺化的病癥而發的。法眼文益正是因此而走出當時

的禪病，而獨具一格。而張居正當時所面對的正是儒學「蝦蟆禪」式的

仁義道德的虛談，與法眼文益面對的問題類似，故而說張居正「理事圓

融」有意借鑒石頭系禪法，亦很自然。而從地域文化傳統來看，荊州一

帶歷來就是希遷禪法重要的流布地。如此，說張居正受到南嶽禪法的影

響，不僅在他曾經鄭重地朝拜過南嶽，更在於本地思想傳統的影響。這

一影響，反過來看，或亦就是促成他朝聖南嶽的內在原因。 

上面簡要地回顧了「理事圓融」的思想在佛學中的發展過程，而張

居正的「理事圓融」思想，還受到心學的啟發。心學對禪學的發展在於，

禪學的論述限制在心性修養宗教範疇之內，而心學則把這一思想推演到

人類生活的一般領域。陸象山最常說的是：「道外無事，事外無道。」59

王陽明說得更直接：「道即事，事即道。」60雖然陸、王都沒有直接說明

其觀點的來源，但是與《華嚴經》的淵源，仍然讓人一看就知。心學論

述範圍的擴充，為張居正把禪學的思想運用於政治領域，提出「不離法

場而證菩提」之類的觀點，作了思想上的鋪墊。 

由《華嚴經》到禪宗，到心學，「事理如一」這一深厚的思想傳統，

為張居正準確地把握政治的本性提供了幫助，又成就了他反駁各種似是

而非的形而上學觀點的思想高度。在此制高點上，張居正能夠俯視自己

曾經參與其中的「良知講席」及其曾經的「同志」，剖析他們心中的「隱

情」。他說： 

                                                 
59 陸九淵，〈語錄上〉，《陸九淵集》卷 34（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頁 345。

此語置於語錄之首，可見其重要性。 
60 王守仁，〈語錄一〉，《王陽明集》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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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昔之為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論矣。然窺其微處，

則皆以聚黨賈譽，行徑捷舉。所稱道德之說，虛而無當，莊子所

謂「其嗌言者若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眾盛，異

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亂名實；小者匿蔽醜穢，趨利逃名。61 

張居正認為，官場上的講學朋友不僅是學術之偏，而且動機不純。他們

從維護自己的利益出發，上不對國家承擔義務，下不恤民間疾苦，學術

修養不再幫助他們如何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盡其職守，禪學的超脫與儒

學的道德相互配合，只成就他們拒諫飾非的令色巧言而已。不知國家已

經虛耗殆盡，人民亦生活在愁苦怨歎之中，超無可超。 

張居正的朋友或許沒有上面講的那麼不堪，但是以講學謀取自己在

官場上的利益，確是當時一種非常普遍的習氣。這不僅為政治家張居正

所不齒，亦為學者李卓吾所深惡。李卓吾曾與張居正在禮部同事，也親

歷「講學」的盛況，可是他後來卻說：「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

也。」而良知講席中的人，也大都是「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62當這種

情形發展到要控制國家政治時，即受到張居正的強力打壓，李卓吾也是

贊成的。 

四、張居正對佛教的政策所體現的政治與宗教的
分際 

從張居正有關宗教的言行來考察，他似乎並沒有特定的宗教立場，

對當時流行的佛、儒、道三教，都採取同樣尊崇的態度。作為一個儒教

                                                 
61 張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論為學〉，《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

社，1987 年），頁 716。 
62 李贄，〈又與焦弱侯〉，《焚書》卷 2（北京：中華書局，1974 年），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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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導地位的國家領導者，他固然熱衷於祭天祭祖，宣導儒學；他也贊

助過嘉靖皇帝玄修，追求白日飛升，長生不老；在任首輔時，皇帝的生

母慈聖李太后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於是在他的政治生活中便多了歌頌

佛功德的任務。但這也僅僅是表面現象。仔細研讀其祭天、求仙的詩文，

不難發現，張居正絕非隨便附和他人成見，從而阿諛之，而是從自己的

思想認識出發，對之作了新的闡釋。其論「敬天法祖」說：「一念公虛

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祖宗之靈，不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63又不外

於禪學的境界。而張居正其與嘉靖皇帝論「長生之術」則是：「抱一含

虛，攝有歸真。」64視角不同，精神則無別。 

如果說前期還有點對普遍的社會輿論與絕對權力的迎合的話，那麼

在佛教的問題上，則表明其對宗教的提倡是一種積極主動的行為，而言

語也更坦率。此時，張居正已經佔據權力的主導地位，他曾經因為裁抑

宮中的用度多次駁回皇帝的旨意，但在花費浩繁的佛教建築的建設上，

則表現得非常大度。張居正在促進佛教事業的發展上，既出錢又出力，

並多次為佛寺的落成親自撰寫碑文。他認為，佛教對鞏固國家政權能夠

產生一種間接然而積極的影響，用他的話來說是「陰翊皇度」。萬曆六

年（1578），在為五臺山新建大寶塔寺所作之記中說： 

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燦然者，在先古帝

王垂成憲、著章程於世矣。乃有不言而信，不令而行，以慈陰妙

雲，覆涅槃海，饒益群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為宗，以

慈為用，而以一性圓明，空不空為如來藏。即其說不可知，然以

                                                 
63 張居正，〈答閱視司馬吳堯山〉，《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

1987 年），頁 369。 
64 張居正，〈得道長生頌〉，《張居正集》冊 3，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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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力總持法界，勞漉沉淪，闡幽理，資明功，亦神道設教者所不

廢也。65 

大寶塔寺的修建不是一件單純的宗教事件，而是為蒙古部落酋長俺答到

五臺山進香而起。俺答部落在嘉靖時經常侵入長城，有幾次甚至攻打北

京。隆慶年間由張居正極力主持封貢，招降了俺答。隆慶五年（1571）

又應俺答之請，資助他在海西建寺，由皇帝賜名「仰華」，並送去大量

佛經與說經的僧人。張居正除對蒙古人「淨修善業，皈依三寶」加以肯

定外，對選派僧人與挑揀佛經，也鄭重其事，以在京番僧「皆溷濁淫穢

之流，不通釋典」，要求派出真正高僧，佛經也要有「聖祖御制序言」

的。66由於張居正的正確決策，包括對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充分尊重，自

封貢以後，邊境一直安靜無事。這也使他更加相信宗教對政治能產生積

極的影響，故而又為俺答率眾朝聖，在五臺山大動土木。 

有人或許認為佛教是一種消極避世的宗教，張居正提倡佛教是要弱

化蒙古人，不懷好意。熊十力對此作了批駁。67其實，與大寶塔寺記作

於同一年的慈壽寺碑文，是為皇太后建於京城的佛教寺廟所作，其中對

佛教推崇備至，也說明張居正的佛教政策對內對外，是一視同仁的。由

於張居正推崇佛教的誠意，亦感動得與中原久已不通音問的西藏達賴三

世鎖南堅錯的歸化：「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例與我。」68

要與大明王朝重建朝貢關係。 

                                                 
65 張居正，〈敕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張居正集》冊 3，頁 240。 
66 張居正，〈答宣大巡撫言虜求佛經〉，《張居正集》冊 2，頁 246。 
67 熊十力，《韓非子評論‧與友人論張江陵》（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年），

頁 151。 
68 張居正，〈番夷求貢疏〉，《張居正集》冊 1，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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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曆初年，北京的佛教建築達到有明一代的高潮。據沈德符記載，

前十年內動工建成或稍後建成的佛教寺廟，計有京西承恩寺、阜成門外

慈壽寺、西直門外萬壽寺，又有仁壽皇太后主持建於城南的仁壽寺，以

及大事修繕與擴建之南城海會寺等，皆極為壯麗。沈氏讚歎說：「其藻

繪丹艧，視金陵三大剎不啻倍蓗。蓋塔廟之極盛，幾同《洛陽伽藍記》

所載矣！」又記其經費來源：「以上諸剎，俱帝、后出供奉之羨，鳩公

聚材，一以大璫蒞之，有司例不與聞。民間若不知有大役，亦太平之佳

話也。」69上文所提及之「大璫」即馮保。雖然此時國家財政大大改善，

但除了五臺山的大寶塔院、俺答的海西寺另有原因外，其餘皆由私人捐

建，故而被以為是「太平佳話」。 

不過，李太后從其宗教感情出發，對佛寺的建造缺乏節制，其經濟

來源也未必完全能算私人收入，故而張居正不得不有所勸諫。70張居正

不僅不跟隨李太后建寺的興致走，作為政治領袖，還注意維護國家宗教

政策設計中儒教的主導地位。萬曆七年（1579），皇帝出疹痊癒，李太

后要求在京城開設戒壇度僧，張居正以世宗皇帝曾經嚴旨禁革為由加以

拒絕，認為皇家正式的宗教活動要在郊廟、社稷等處舉行：「聖躬康豫，

合下敕禮部，遣官告謝郊廟、社稷，益助洪庥，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

71據周齊的有關研究，在張居正主政的萬曆初年所實行的佛教政策，在

總體上仍然沿襲了由朱元璋確立的「嚴厲禁約的主張」，沒有什麼明顯

                                                 
69 沈德符，〈京師敕建寺〉，《萬曆野獲編》（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年），

頁 736-737。 
70 張廷玉等，《明史》卷 114（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頁 3536。 
71 《明實錄‧明神宗實錄》卷 84（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

年），「萬曆七年二月」，頁 1761-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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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72 

但是張居正的佛教政策，與朱元璋所針對的對象則已有所不同。朱

元璋主要針對政權之外的社會力量利用宗教進行叛亂，而張居正則針對

政權內部以宗教為藉口干預政治的行為。萬曆五年（1577）九月，李太

后以皇帝大婚將近為由，下旨停止處決死囚，張居正則堅決予以駁回，

他上疏說： 

夫春生秋殺，天道所以運行；雨露雪霜，萬物因之發育。若一歲

之間，有春生而無秋殺，有雨露而無雪霜，則歲功不成而化理或

滯矣。明王奉若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行事。……若棄

有德而不用，釋有罪而不誅，則刑賞失中，慘舒異用，非上天所

以立君治民之意矣。73 

他認為，有待處決的犯人犯有不可饒恕的大罪，無有可赦之理。「所犯

至於如此，若為政者不加之以罪，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

亂。」是其一。其二，即使犯人處決有可憐憫之處，而受害者「含怨蓄

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不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不散，

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為害，又不止一

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其三，這些罪犯既經審問明白，即使不殺，最

後也不過是遷延時日，瘐死獄中，還不如明正典刑，伸張法律，以戒後

來。在這些理由之下，要求皇帝尊重天意與國法，「毋惑於浮屠之說，

毋流於姑息之愛」，恢復行刑。張居正論述充分，其中正體現了他所宣

                                                 
72 周齊，《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92。 
73 張居正，〈論決重囚疏〉，《張居正集》冊 1（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7 年），

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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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在法場而證菩提的精神。 

由張居正的佛教政策的論述可知，他對佛教的表彰與裁抑，都表明

了一個政治家在特定的歷史環境中清醒的頭腦，即使直接面對君權的壓

力也不退讓。這一點特別表現在他與道學政治勢力的較量中。與朱元璋

的時代相比，儒、佛之間的地位完全倒轉過來，故而對佛教的裁抑很容

易得到人們的理解，而對於儒教同類行為的打擊，張居正可以說是以性

命相拚，即使在今天也未能得到充分的理解。考察張居正與道學勢力博

弈的整個過程，不難看出雙方攻防的焦點所在，即儒教的道德教條，所

謂「綱常」，是否可以淩駕於國家政治生活之上？張居正在此問題上有

堅定的立場，故而對道學政治勢力以「綱常」為名向他發難，以及以此

干預地方司法與行政，傾向於採取鐵腕手段。由萬曆三年（1575）余懋

學、萬曆五年「奪情」事件，乃至萬曆七年備受爭議的「毀書院，禁講

學」，就顯示了這一鬥爭逐步激化的過程。 

事實上，關於宗教、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區分，張居正有明確的論述。

他引用《學記》「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加以闡釋說： 

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

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為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

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為學者。74 

讀書人的「學」是指「志」，即學習者培養自己的人格、志向、精神，

所指範圍包括宗教的以及一般的學術修養、文學藝術的薰陶。當時的讀

書人以仕途作為主要的目標，故而張居正在此特別強調政治理論的學

習。而官員的「學」是指「事」，指做官以後的職業，如管理錢糧、聽

                                                 
74 張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論為學〉，《張居正集》冊 2（武漢：湖北人民出版

社，1987 年），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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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刑獄等等，就需要一些會計或法律方面的學問，官員就應該以此作為

自己學習的主要內容。而當時官場上的風氣則恰恰相反，對於如何做好

自己「本等職業」的學問，毫無興趣，而另講一些聳人聽聞的道德虛談，

以此獲取名聲。尤其令人難以容忍的是，這些道德虛談還試圖主導國家

政治，這纔引起張居正要對官場的「講學」進行整肅。 

本文認為，張居正能夠截斷眾流，以堅定果決的精神摒棄種種高妙

玄虛的道德論調，擱置事外之「道」，反對把宗教教條淩駕於國家政治

之上，確信即事即道，則又是得力於他在禪學的影響下對政治本性之透

徹把握。 

五、結論 
佛教在張居正的時代雖然極為衰微，但是從張居正接觸佛教的一系

列行為進行推論，石頭希遷一系的禪法，雖然其傳承已經模糊，卻仍然

在荊州這一個曾經非常重要的流布地，發生著極為廣泛的影響。張居正

少年時代即研讀非常深奧的《華嚴經》，而非像一般參禪者那樣從通俗

得多的《金剛經》入手，或許受到李中溪的影響，但與石頭禪法在此地

的影響，也自不無關係。希遷在《參同契》中所提出的「理事回互」的

思想，經過法眼文益的闡述，其與《華嚴經》「理事圓融」的關係昭然

若揭。而張居正朝聖南嶽，與他在「不離法場而證菩提」之類的表白，

與包括石頭、馬祖禪法在內的泛義南嶽禪的「一切皆真」的根本精神的

關係，都顯示了其學術本源所自。而由於對俗禪的空疏和膚淺的不滿，

使張居正更上溯在禪流氾濫時堅守教門特色、又包容禪者體驗的李通

玄，就很自然了。 

不過，禪宗講到「砍柴擔水，無非妙道」，已經達到它作為一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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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修養的宗教極限，超過這個限度，就不再是一種宗教學說，而是一種

世俗學術。南嶽禪實際上已經完全打通了世出、世間法之間的界限，徹

底實現了佛法自來所強調的融通兩者的精神。既然人類日常生活中的一

切行為，即所謂百姓日用，無非真性之體現，那麼人類道德原則、禮儀

制度、政治行為等等，又豈能有外於此？緊接禪學的思想繼續發展，就

產生了宋、明理學。而陸、王心學是比較明確地揭示這一思想發展路向

者，故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很快就贏得了知識精英的廣泛認可。張

居正把禪者的思想應用於對政治本性的認識、反思人類政治行為、並在

政治事務中保持自己的本性，從而推動政治事業的發展。這無疑又是繼

承陸、王心學的發展方向，而愈益發揚光大者。 

張居正的思想對王陽明心學之發展，乃在於他本人的政治閱歷使他

具有更為廣闊的視野。王陽明只承認心性之學，把軍事、外交等方面的

知識一概視之為「霸術」，斥為「欺天罔人，茍一時之得」75。王龍溪把

軍事知識、軍事計劃、軍事技術之類，一概視之為「意見」、「典要」、「能

所」、「格套」等等，以皆「非真良知也」，76加以否定。此等思想過於輕

靈，難以鋪陳一個時代的大業。與之不同，張居正則並不否定知識的作

用。格套、規則在政治事務中，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儘管他對程朱理

學的看法並沒有變化，對宋儒的蔑視貫穿始終77，並且以「三途並舉」

之類改革措施逐漸動搖科舉考試在官員選拔中的壟斷地位，但在正式的

                                                 
75 王守仁，〈語錄二〉，《王陽明集》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頁 55。 
76 王畿，〈維揚晤語〉，《王畿集》卷 1（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年），頁 7-8。 
77 張居正在私下所記的〈雜著〉中，一再貶稱宋儒議論為「晚宋之弊習」、「宋

時（略）老儒臭腐之迂談」等，見《張居正集》冊 3（武漢：湖北人民出版

社，1987 年），頁 656、659-660 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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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中，仍然重申科舉考試的既有規則，明確「國家明經取士」，以「宋

儒傳注為宗」。78在政治改革的總體方略上，張居正提出：「法不可以輕

變，亦不可茍因也。」79等等命題，在承認隨時變革的原則之下，仍然

主張國家制度、法律法規、政策措施的相對穩定性，要求政治行為必須

置於法律的嚴格約束之下，政治改革必須有秩序地進行，明顯高於王學

的境界，對禪學的運用達到了一個新的高度。 

由於認識到世界的事物既是互相融通的，又都具有各自獨立的存在

特性，並按照自身的規則運行，不可混濫，故而張居正能夠恰當地把握

政治與宗教的分界，遵循它們自身的規則，從而制定和實行合適的宗教

政策，並取得非常明顯的政治效果。由張居正的佛教政策，亦可以理解

他對官場「講學」的裁抑，並非僅僅由於威脅到其個人的地位，而是衝

擊了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分界。 

俗禪固然有其毛病，但自道學立場對禪學的攻擊，所謂遺倫棄物、

分體用為兩截等等，則是對禪者堅守自己宗教立場的攻擊，不值一駁。

趙大洲、張居正都以自己的禪學修養為榮，就是認為禪學自有其學術思

路與濟世追求。因為即使是出家的僧人，也絕非僅求自了。故而張居正

認為，說他不喜歡「蝦蟆禪」式的「講學」，就是一概「不喜講學者，

實為大誣」。他說：「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

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力行，是以虛談者無容耳！」80政治

人物的標準在其施政的成效，而非理論說得如何，何況連理論都說不上

的東西？概而言之，禪學不僅不妨礙世俗的學術、道德、政治，更是這

                                                 
78 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張居正集》冊 1，頁 175。 
79 張居正，〈辛未會試程策〉，《張居正集》冊 3，頁 147。 
80 張居正，〈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張居正集》冊 2，頁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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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思想資源，而張居正則在政治生活中樹立了這樣

的一個典例。不論是禪學對其政治人格的影響，乃至於他的佛教政策，

包括其打擊儒教勢力而備受爭議的「毀書院，禁講學」，在細節上不無

可議之處，其根本精神則自能為人所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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