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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寺庙林管理制度初探

吴昌东 田信桥

［摘 要］清代寺庙林管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民间组织( 以佛教寺院为主)。造成这种双层管理模

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许多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所必须承当的林业管理事务概不承当，而都

由民间的森林管理主体承担，官府则主要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因此，清代寺庙林的管理是一种双层的

管理结构。长期以来，国家管理机制与民间管理机制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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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林( 本文所指称的寺庙林主要指由佛教寺院所拥有的森林资源) 是指为寺院所控制，并由其管

理的森林资源，它是寺院庙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有林的一种，寺庙林在我国林业经济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
关于寺庙林管理的史料十分稀少，主要散见于留存至今的护林碑、历代官府的告示及地方志中。笔

者亦将从所搜集到的较有典型意义的护林碑、官府告示及地方史志等资料出发，以对清代寺庙林的双层

管理模式进行探讨，虽不能视得全貌，但亦能窥得一斑。

一、寺庙林的国家管理

为了维护当地风水，发挥森林防灾功能，同时也鉴于毁林事件的出现以及解决有关寺庙纠纷的需

要，清政府对寺庙林施以管理。
首先，禁止外人侵占寺庙林。寺庙林做为寺院庙产的一部分，在清代一般都受到政府的承认与保

护。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外人非法侵占寺庙林的行为一般负有禁止及惩戒的职责。如杭州临安县正堂

针对西天目山寺庙林的告示中称: “外人不得霸占……”［1］206。其次，划定寺庙林的区域范围。寺庙林

在长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时常出现范围界限不明的情形，导致纠纷时有发生。禁伐鼎湖山林木碑的

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官府在经过细致调查后，对庆云寺寺庙林范围所作的划定:“鼎湖山庆云寺，……后

至牵系过脉等处，周围所植树木，均应永远封禁，毋得藉有坟墓，擅自砍伐”［2］。第三，限制对山林的滥

砍滥伐。康熙皇帝巡视五台山时，就曾告诫寺院方丈，不得砍伐山中树木; ［3］69清光绪十三年，於潜县知

事所颁发的禁规中有“山脚远近居民，暨在寺僧俗人等，均不准私擅砍砟，侵害枝苗”［1］119 之语。第四，

对寺庙林的用途进行限制，同时官府允许寺院基于特定用途而进行砍伐。如清光绪十三年，於潜县知事

所颁发的针对西天目山寺庙林的禁规中有“所有寺中山场，蓄养竹木，或为屏障，或为观瞻，或备寺用，

或藉收殖”［4］56之语; 光绪二十八年，杭州临安县正堂针对西天目山寺庙林的告示中称:“外人不得霸占，

寺僧不得盗卖; 寺山培养竹木，为荫庇丛林及建筑本寺之用，不准寺僧无故砍砟与人，并不准远近居民盗

砍及强砟柴薪。”［1］115第五，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如苏州虎丘禁碑称:“如敢勾引棍徒，通同盗卖，好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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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索究”［4］49。惩治毁林行为是一种事后的惩罚性措施，需要以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因而在通常情

况下，惩治措施一般都由官府实施。

二、寺庙林的民间管理

在传统社会，由于对民间基层控制能力的不足，国家的管理职能主要限于与其统治秩序密切相关的

事务上，由此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便由民间组织填补。这一特点对当时的森林管理制度产生了重要影

响，森林的民间管理现象十分盛行。
作为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林管理最主要的管理机制便来自于民间传统的林业习惯法。

这些习惯法规则是佛教寺院在对寺庙林进行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是对国家森林管理

职能缺失的一种有效补充。其管理的主要形式及内容为:

首先，专门的管理制度和人员。在清代，许多较大寺庙都有专门的寺庙林管理制度，有专门的僧侣

对其进行看护。天目山历代寺院都有专职“巡山和尚”，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常年巡护山林［1］114。其

次，禁止滥砍滥伐的行为。禁伐是佛教寺院维护寺庙林的主要措施之一。比较典型的事例如《僧众护

山碑》中规定:“禁男女在界内斩伐竹木并做工，不许带藤笏等物下山; 禁男女在界内采取干柴; 禁妇女

在界内采割牛草”［2］; 对于山林中的其他动植物，寺庙也严加限制，如盘山地区的寺庙有时允许当地居

民到林中拾柴、采集中草药和蘑菇等森林产品，并对他们的活动和采集时间严加控制［3］68。第三，积极

营林和育林。佛教寺院与官府在寺庙林管理上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不仅实行消极的禁伐措施，而且还

采取积极的营林措施。据《浙江建设月刊》民国 23 年记载，在西天目山，从禅源寺至开山老殿夹道两旁

之柳杉，为数百年间僧众所栽植［5］。第四，对滥砍滥伐行为的惩戒。在清代，一些佛教寺院与官府一

样，对毁林行为也有一定的惩戒权。如在西天目山，凡偷盗树木，一经抓获，必罚缴大米或白银，这种惩

罚权不限于针对外人，对于徇私犯规的巡山和尚，轻则杖责，重则赶出山门［1］115。做为寺庙林所有者的

寺院，在拥有惩戒权之后能使得寺庙林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但寺院的惩戒权也并不常见，一般只有较

大的寺院才拥有，更多的寺院一般还是需要求助于官府力量的救济。

三、双层管理模式的失衡与均衡

( 一) 失衡与冲突

首先，民间管理的异化。从一些官府所立护林碑的内容来看，寺院有时对寺庙林也会有盗伐行为，

从而导致官府力量的强制介入。如苏州虎丘禁碑:“今闻不肖寺僧，勾串奸棍，将山木任意盗卖，得价分

肥。”［4］49李文耕在梵净山金顶所立之护林碑中，有“前于道光三年，因寺僧私招奸徒，在彼砍伐山林，开

窑烧炭，从中渔利”［4］50之句。寺院盗伐寺庙林的行为可能有诸多原因导致，如为维持寺院的生计，或是

寺僧为了私利的考虑等。在此情形下，官府力量就有可能介入以对其进行强行矫正。其次，国家管理的

失效。这种失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时局动荡，国家的控制力明显下降，而寺院无法抵抗外界侵害

时，寺庙林就有可能遭受破坏。如在清初，由于时局动荡，西天目山林木一度遭到较大规模的破坏，玉林

法师塔铭有载:“兵燹后不轨徒妄加斫伐。”［1］114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清初与清末时期。另一情形是，国家

政策的反复变动也会使得原先的禁伐令出现失效的后果。如在五台山地区，政府曾经颁布禁令，以保护

当地的森林。但之后官府颁布的政令却与之相互矛盾，结果使得五台山地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3］70。
( 二) 均衡与合作

在清代，寺庙林双层管理模式失衡情况的出现是非常态，在大多数情形下，国家与民间之间能保持

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国家并未想彻底取代佛教寺院在寺庙林管理中的作用，而是试图以“最后一道

防线”的角色出现在双层管理模式中。正如光绪二十八年杭州临安县正堂告示内称:“寺内山场田地无

论有无施主，均照定例，由该寺僧管业收花。”［1］114 苏州虎丘康熙二年禁碑: “住持将二十八房寺僧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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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界，现存树木逐一查明，立簿收执，不时查考。”［6］究其原因，一方面清朝官府对寺庙林的管理大多具

有被动性，即往往在出现毁林现象之后才采取保护措施; 另一方面，寺庙林做为寺院庙产的一部分，官府

在通常情形下实无干涉过多之必要。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官府只在寺院管理机制发生异化或是出现障

碍时，才会采取管制措施。
佛教寺院在对寺庙林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也需要寻求官府力量的支持，以对各种强有力的外来侵扰

加以有效阻止。如甘泉寺禁碑中记载:“倘有不遵，已经拿获，概予工钱一千文; 过小提议众议处，过大

则禀官讯究。”［7］51僧众护林碑即是庆云寺在请求官府惩治毁林行为后所立，其中即有借助官府力量以

强化寺庙林保护之意。由此可见，寺庙林的民间管理机制对国家力量本身就存在依赖性。
总之，在清代，由于地方政府管理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本身就十分繁杂，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不可能面

面俱到，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官府不承担诸如营林等林政事务的管理，而主要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许多

林业事务都是由民间自发承担，由此也就形成了国家与民间双层的森林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显示出民

间力量在寺庙林管理中的重要功能，它在国家法因种种原因而难以触及的林政管理领域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这也是大量寺庙林得以留存至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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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onastery
Forestry in Qing Dynasty

WU Chang-dong，TIAN Xin-qiao
(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Zhejiang Forestry University，Hangzhou 311300，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subject of monastery forestry in Qing Dynasty included not only country，but also folk
organization with the power of Buddhism Temple． The reasons for such double-layer management pattern was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bear many forestry management affairs which government had to undertake in mod-
ern society． Such affairs were undertaken by folk organization，while government undertook punishment of defor-
estation． The management of monastery forestry had double-layer management pattern． For a long time，coun-
try’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folk management mechanism ha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relat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Monastery forestry; Management system; Country; 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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