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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寺院通過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等經營積累必要的財富，可以為僧眾生活的改善、宗教修

行的開展提供重要的善增上緣。寺院經濟活動是謀求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同時也為社會生產

力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文化價值的傳播等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以南宋時期寺院經濟及其與社

會的關係問題為研究對象，可以發現此時期寺院經濟活動所具有的鮮明的世俗化傾向以及政治

彌撒性，體現出寺院與南宋政府即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政治關係，以及佛教在世俗社會發展

中其自身性格的兩面性：既有謀求自身獨立發展的強烈要求，同時又有服務體制、順應體制，

極力尋求與世俗政權積極合作的強烈願望。

以史為鑒，可以知古今，對南宋時期的寺院經濟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

義，一方面可以揭示南宋社會佛教與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貌，反映佛教歷史發展規律和文化傳統，

另一方面可以為當前寺院社會經濟文化建設，以及政府解決宗教問題提供重要的歷史參考，為

當前佛教在現代化社會中的未來尋求合理的出路。本書以南宋時期的寺院經濟為研究對象，立

於宗教文化、社會歷史以及政治經濟的綜合視角，將寺院的經濟活動狀況放置到包括寺院本身

在內的社會以及歷史發展中去考察，並結合宗教信仰理論、經濟活動行為、政治階級學說等等

理論學說，探討南宋時期寺院經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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