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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隋唐佛教，極盛一時，惟君臣之中屢有崇佛與排佛之事例。唐
人之排佛，尤以初唐傅奕、盛唐狄仁傑、姚崇、中唐韓愈、晚唐蕭
倣、李蔚諸人為最，歷代史書佛典皆有詳細記載。五代政權多排抑佛
教，至後周世宗復有廢天下佛寺之舉；趙宋立國，諸帝多為崇佛護法
之君，扶持佛教遠超前代。在兩《唐書》紀傳之載述，史臣對佛教多
持批評之態度，《舊唐書》所立僧人傳記亦未能反映唐代佛教之盛況；
《新唐書》則盡刪僧人傳記，對釋家事迹亦多刪削，此與朝廷崇佛立
場頗為異趣。唐憲宗朝君臣迎佛骨，韓愈凜然極諫而幾遭處死，後雖
得免，亦流貶潮州。韓愈的排佛觀點，實始傅奕之說，其事雖震動人
情而未及佛理，但對後世卻有深意影響。兩《唐書 • 韓愈傳》皆全文
載錄《論佛骨表》，頗見鄭重其事。本文試以兩《唐書 • 韓愈傳》排
佛事例為切入點，對比觀照五代排佛與北宋崇佛的不同政治環境與文
化氛圍，具體辨析韓愈奏疏的史料價值，以及史臣甄選史料的考量因
素、史學意義與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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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隋唐佛教，自為門戶，開宗立派，極盛一時，歷朝君臣屢有崇佛與排佛的事

例。唐代儒釋道之間的“三教論衡”制度，1 主旨不在於探討高深的學理，僅為三教

人物提供一個“求同存異”的思想緩沖區，其要點在“衡”而不在“論”，此雖屬

於較低層次的思想交流，但卻能夠維繫較為融洽的文化氛圍。然而，對於始終堅持

儒家本位者如傅奕、韓愈諸人，則無法認同此種“論衡”方式與結論，他們主要從

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考量而反對佛教，鮮有直接觸及佛理之核心內

容；這種論辯方式雖然無法根本動搖佛教學理或教義，但卻往往遭遇釋家與奉佛者

異常激烈的反駁，最終導致難以收拾的殘局。唐代士人排佛事例中，尤以韓愈影響

最為深遠，兩《唐書》紀傳皆有載述，而兩《韓愈傳》全文載錄《論佛骨表》入

史，以見鄭重其事。五代政權排佛，故《舊唐書》史臣對佛教多持批評態度；北宋

朝廷崇佛，《新唐書》史臣卻刻意刪削佛教事迹，兩者頗為異趣，值得深入考辨。

一、唐代排佛言論之藍本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555-639）呈奏《上

廢省佛僧表》，極論佛法之弊，掀開唐代士大夫排佛之序幕。次年，沙門法琳

撰《對傅奕廢佛僧事》、《破邪論》，普應撰《破邪論》，東宮學士李師政撰《內

德論》、《正邪論》等，嚴厲駁斥傅奕奏表。2《舊唐書 • 傅奕傳》稱，武德七年

（624），傅奕再奏《請除釋教疏》，亟言佛法害國，自西晉以來“政虐祚短，皆由

佛教致災”，足以為鑒；沙門明概撰《決對傅奕廢僧事》，逐項駁斥傅奕謗佛毀僧

之事。武德九年（626），傅奕又上疏請除佛法，詞甚切直，高祖遂命群臣詳議，

惟群臣中奉佛者眾，只有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則與傅奕爭

論不已。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3

 唐太宗嗣位，嘗召傅奕問佛法之事，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於

1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曰：“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北周衛元嵩撰《齊
三教論》七卷。見《舊唐書》肆柒《經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國家有慶典，則
召集三教之學士，講論於殿廷，是其一例。”（《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83）

2 傅奕《上廢省佛僧表》、法琳《對傅奕廢佛僧表》、《破邪論》，見載《廣弘明集》卷十一；李師政《內
德論》，見載《廣弘明集》卷十四。朝臣虞世南又為法琳《破邪論》作序，見載《全唐文》卷一三八。

3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七十九《傅奕傳》，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2715-2717。關於
傅奕排佛事例，詳見張遵騮《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范文瀾《唐代佛教》附，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頁 1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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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聞後“頗然之”。4《舊唐書 • 傅奕傳》又載，貞觀

十三年（639），傅奕臨終誡勉其子，曰：

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
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嘆，眾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
汝宜行之。5

又，傅奕編集“魏晉已來駁佛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從傅奕生平事迹

而言，其由隋入唐，始終堅持排佛之立場，即使臨終之際仍不忘誡勉其子，勿學

“妖胡”之言。唐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起兵之初，曾得武僧之助而化險為夷，

傅奕雖屢因排佛奏疏而遭致釋子與奉佛者之駁難，然二帝皆崇尚文治武略，而非

好佛之君，故傅奕終能免於仕途上之謫遷。兩《唐書 • 傅奕傳》的纂修方法則是

備載其事，採摭傅奕奏疏、言論入史，凡此除了具有補史之作用，同時亦可彰顯

兩《唐書》史臣對佛教的褒貶評價。

 繼傅奕之後，狄仁傑（630-700）、姚崇（651-721）、張廷珪（ ？ -734）、辛

替否（生卒年未詳）等亦是著名的排佛者。久視元年（700），武則天將造大像於

白馬阪，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錢以助成之，狄仁傑上疏諫阻，力

陳佛事害國，則天乃罷其役。6 長安年間（701-705），武則天又將造大像，勞役

尤甚，張廷珪、蘇珦（635-715）、李嶠（644-713）等上疏切諫。7 中宗景龍年間

（707-709），“時又盛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辛替否上疏切諫，惟

疏奏不納。8 中宗朝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

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姚崇奏曰：

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
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

4 張遵騮《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曰：“《隆興佛教編年通論》、《佛祖統紀》兩書均載太宗以此不齒傅
奕，與上記相反。”又引《貞觀政要》卷六辨證，太宗謂諸臣曰：“梁武父子好佛老以致亡國，足為鑒
戒。”（頁 123）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亦申辨高祖、太宗“抑佛”之所由。（《湯用彤全集》第 2 卷，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 13-21） 可知上述佛氏二書，當是釋子或奉佛者為張揚其說而編改
太宗原意，不可為據。

5 [後晉 ]劉昫：《舊唐書》第 8 冊，頁 2717。《新唐書》卷一〇七《傅弈傳》所載事迹近同。（[宋 ]歐
陽修等，第 1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4061）

6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第 9 冊，頁 2893-2894。
7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九十四《李嶠傳》、卷一〇〇《蘇珦傳》、卷一〇一《張廷珪傳》，第 9、10
冊，頁 2994-2995、3116、3150-3152。

8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第 10 冊，頁 3155-3158。[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
卷一一八《辛替否傳》，第 14 冊，頁 4277-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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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 9

姚崇晚年“遺令以誡子孫”，間中關涉排佛言語頗多，曰：“夫釋迦之本法，為蒼

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

得為此弊法。”兩相對照，傅奕、姚崇臨終誡勉子孫勿學“妖胡弊法”之語，頗

能反映出傳統士人對佛教認知的不足，直至臨終亦無法釋懷。又，代宗大曆十三

年（778），朝廷集議“澄汰佛道”之事，彭偃參議其中，《舊唐書》本傳載其奏

議甚詳，幾近全傳四份三之篇幅，確見重要作用。10 兩《唐書》載述諸人的排佛事

例基本近同，皆長篇載入奏疏、言論，惟文字或有刪節，繁簡不同。

 由是觀之，傅奕的排佛事例導其先鋒，對後繼排佛者的本位思考與論辯觀

點，頗有淵源關係，韓愈《論佛骨表》尤受啟發，深遠影響。邵博《邵氏聞見後

錄》卷八曰：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喝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
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皆矯云
由佛。”又云：“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
明帝始立胡神，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
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
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
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
咸致夭促，何其乖刺也。”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11

據邵氏所述，韓愈《論佛骨表》的觀點，乃以傅奕奏疏為藍本而“廣”之，實非

一己之創見。此一說法，陳善《捫虱新話》、徐文靖《管城碩記》、趙翼《陔餘叢

考》、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亦有相關論證。12 韓愈撰表之際，其對唐人排佛

事例必然熟知於胸，必將斟酌參考，“諸人用功未有昌黎之勤，議論未若昌黎之

9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第 9 冊，頁 3021-3029。[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一二四《姚崇傳》，第 14 冊，頁 4381-4388。

10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二七《彭偃傳》，第 11 冊，頁 3579-3581。惟《新唐書》無《彭偃傳》，其
事迹附見《新唐書》卷二二五中《逆臣傳 • 朱泚傳》，全文僅三十五字，極為簡略，亦不載其刪汰僧道之
議。（第 20 冊，頁 6449） 究其所由，當是彭偃於“朱泚之亂”時為賊所得，“偽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
皆偃為之”，史臣不齒其行，遂簡附其事迹於“逆臣傳”後。對於《新唐書》而言，“附逆”罪名之下，
豈容見載“賢臣”奏議？兩《唐書》對排佛事例的不同考量，《彭偃傳》可說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

11 [宋 ]邵博撰、劉德權 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64。
12 [宋 ]陳善《捫虱新話》卷五“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條；[清 ]徐文碩《管城碩記》卷
三十“韓文公《諫佛骨表》”條；[清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四“《諫佛骨表》有所本”條；[清 ]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傅奕詆浮圖法”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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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烈”，但“顧其言多與昌黎之表大同”。13 雖然韓愈的排佛觀點新意不顯，但其

排佛事例對於唐代政治與士人思想，卻激發意想不到的廣泛影響。

二、兩《唐書 •韓愈傳》之載述

 元和十三年（818），功德使奏言，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有釋迦文佛指骨一

節，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次年正月，唐憲宗“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

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

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14 韓愈

素不喜佛，遂上《論佛骨表》勸諫。檢閱韓愈所論，其要者有四：一、漢代以前

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二、佛法入中國以後，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三、

今迎佛骨，“傷風敗俗，傳笑四方”；四、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

之情”，乞以此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15

 《舊唐書 • 韓愈傳》曰：

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
“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
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
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
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為潮州刺史。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
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16

《新唐書 • 韓愈傳》所載亦同，惟文字較為簡略。前引邵博所述，韓愈的觀點乃

“廣傅奕之言”，早有前跡可鑒，那麼，韓愈究竟是因何事而觸怒憲宗呢？韓愈內

懷忠懇而勇於進諫，敢言群臣百官所不敢言，17 但卻落得“將加極法”、“固不可

13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五節《韓愈與唐代士大夫之反佛》，頁 39。
14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第 13 冊，頁 4198。
15 [唐 ]韓愈著、屈守元 常思春主編：《論佛骨表》，《韓愈全集校注》第 4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6，頁 2288-2290。
16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第 13 冊，頁 4200、4202。
17 據《舊唐書 • 馮宿傳》曰：“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第 13 冊，頁 4389） [宋 ]
趙令畤《侯鯖錄》卷八曰：“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史。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
韓家，蓋宿教令上疏，遂貶焉。嗚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君子使人必信，難矣。”（孔凡
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94） 馮宿與韓愈同年進士，曾同在張建封幕下供職，有書信往
來。韓、馮當時或曾討論諫迎佛骨之事，其言已有傅奕藍本在前，未必須待馮宿“教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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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之遭遇，確是出乎意料之外。憲宗所謂韓愈的“乖刺”之言，其實並非韓愈

個人的“狂妄”舉措，而是歷來排佛士人的共同觀點；況且，韓愈《論佛骨表》

中對憲宗迎佛骨之舉亦多回護之詞，其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

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可惜的是，當時憲宗“聖明”不在

於此，韓愈亦無可如何。

 據《舊唐書 • 憲宗本紀》“史臣蔣係曰”載：“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

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 18 因此，

憲宗對於“列聖”朝臣的排佛言論自然不會感到陌生，但卻未能深察韓愈所謂

“夭促”“年促”之舊說，反而兩次藉此怒責其為“狂妄”與“不當”，似乎刻意

凸顯韓愈“固不可赦”之罪，以掩飾自身“不善聽諫”19 之嫌。如果結合韓愈於元

和十四年前後的諸項要事觀之，例如《平淮西碑》遭致“碑辭不實”之訴，後遭

詔令“斫磨韓碑”之厄，諫迎佛骨而遭貶潮州等，前後相隔不過數月；因此，憲

宗“將加極法”之震怒，或可理解為“韓碑事件”之餘波，20 韓愈則為一次“宣泄

情緒”而付出沉重代價，其排佛“盛名”也廣為流傳。

 韓愈諫迎佛骨乃“廣傅奕之言”，但其終究純粹文人，未能對當時佛教的哲

理思辨產生摧堅之作用。21 元和十四年正月之際，京師內國戚士庶的崇佛活動已

達最高潮，韓愈《論佛骨表》的撰寫動機，已不同於《原道》諸篇的明道之文，

其於佛教的哲學意義、世界觀意義已降至次要地位，而政治、倫理和行政秩序的

意義則顯得格外突出。22 是此，其諫佛結果震動一時，乃至國戚諸貴“人情驚惋”，

又傳為佛教史公案，遠勝傅奕諸人的影響。兩《唐書 • 韓愈傳》全文採摭《論佛

骨表》入史，俱載備述，可證史臣對此事例之重視。

 兩《唐書》對此事例的評價亦可玩味。《舊唐書 • 韓愈傳》“史臣曰”：

18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十五《憲宗本紀下》，第 2 冊，頁 472。
19 [宋 ]陳善《捫虱新話》卷五“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條曰：韓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
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忌之深也。”“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為明帝，死
為明神。顧成之廟，名為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
庶幾其說得行哉。”（《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十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頁 47-48）

20 余曆雄：《韓愈〈平淮西碑〉與“國史之文”之辨析》，收錄《舊傳統 • 新詮釋――第二屆馬來西亞傳
統漢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08，頁 320-328。

21 [清 ]林雲銘《韓文起》卷一曰：昌黎此表“至‘投諸水火’數語，分明是雲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
舍利之意。謂其有功吾道可也，即謂其有功佛法亦無不可也”。陳寅恪《論韓愈》曰：“退之道統之說
表面上雖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啟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禪學於退之之影響亦大矣
哉！”（《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321） 韓愈崇儒而排佛，及其反受當時佛教思
辨之影響，二者本末頗為異趣。

22 卞孝萱、張清華、閻琦：《韓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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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
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23

五代時期烽火仍頻，儒學處於“陵遲之末”，日益式微，而佛教於北方契丹、南

方十國的影響方興未艾，中原的士人社會普遍未能感受到韓愈崇儒抑佛的功績。

《舊唐書》史臣身處後晉“衰世”之際，雖然理解韓愈、李翺崇儒抑佛的不懈努

力，但二人的作為終究是“於道未弘”、“道未果也”。《舊唐書 • 韓愈傳》又曰：

“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

孔、孟之旨。”又以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諱辨》、《毛穎傳》等為“文章之甚

紕繆者”，總體評價不高。如此則折射出韓愈“排佛事例”雖於唐代有一時的影

響，但其持身弘道與文學成就的歷史定位，尚未得到五代史家文士的正面認可。

 《新唐書 • 韓愈傳》曰：“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

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

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贊曰：韓愈文章“障

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

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新唐書 • 文藝傳序》讚譽韓愈倡導古道文

章，“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

此其極也”。《新唐書 • 韓愈傳》“贊曰”對韓愈崇儒抑佛事迹予以高度評價，曰：

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
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
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
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24

《新唐書》對韓愈崇儒抑佛的貢獻備加贊揚，並將韓愈與孟子相提並論，認為兩

者“撥衰反正”之功乃伯仲之間，而其振興儒學之功猶在荀子、揚雄之上，其文

章成就遠超前代諸賢，成為唐代文章的典範。凡此崇高的“道統”“文統”評價，

此前正史傳記資料中從未見聞，至於“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語，

則反映宋真宗、仁宗朝以來（998-1063），“道統思潮”日益興盛、“尊韓運動”

23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第 13 冊，頁 4215-4216。
24 以上詳見 [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卷二〇一《文藝傳》，第 17、18 冊，頁

5265、5269、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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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形成的情況。

 哲宗元祐後期（1091-1092），蘇軾撰《六一居士集敘》、《潮州韓文公廟碑》，

稱韓愈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稱歐陽修為“今之韓愈”，以繼儒

學道統之排序，25 則是將正史中的褒揚評價擴展至集部作品，具體展示了《新唐

書》史論的影響。

三、韓愈以後之排佛事例

 據《舊唐書 • 蕭倣傳》載，咸通三年（862），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

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蕭倣（796-875）上疏直諫，列

舉前朝故事，以辨“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亦“非為帝王之所能慕

也”。《舊唐書》全文載錄蕭倣諫疏，文末即以韓愈自況，曰：“昔年韓愈已得罪於

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奏罷，懿宗僅表示“甚嘉之”，未納其言。26《新

唐書 • 蕭倣傳》亦載此事，惟文字較簡略。27 又，《舊唐書 • 李蔚傳》載，咸通六

年（865），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贊唄。以旃檀為二高座，賜安

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李蔚（？ -879）上疏切諫，“略採本朝名臣啟奏之言，

以證奉佛初終之要”。《舊唐書》全文載錄李蔚諫疏，文曰：

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
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
流，妙崇佛事，其為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渺鑒昔賢之敷
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28

奏罷，懿宗“優詔嘉之”，未納其諫。相比之下，懿宗佞佛較之憲宗尤甚，蕭倣、

李蔚進諫之言亦頗直切，且以韓愈自況，但卻沒有步上韓愈“將加極法”的後

塵，懿宗終亦“不悟”。如此，不知是蕭、李之幸，抑或懿宗之不幸邪？

 《舊唐書 • 懿宗本紀》“史臣曰”又云：

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然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
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其可得

25 [宋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15-317、508-510。
26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七二《蕭俛傳》附《蕭倣傳》，第 14 冊，頁 4480-4482。
27 [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〇一《蕭瑀傳》附《蕭倣傳》，第 13 冊，頁 3960。
28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七八《李蔚傳》，第 14 冊，頁 4624-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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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然猶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凈業。……是以干戈布野，蟲旱
彌年，佛骨才入於應門，龍輴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土德淩夷，
禍階於此。雖有文、景之英繼，難以興焉，自茲龜玉之不昌，固其宜矣。29

上述引文中，所謂“臣常接咸通耆老”語，當是《舊唐書》史臣直接抄錄“唐人

紀載之詞”而未暇刊正之跡，並非《舊唐書》史臣文筆。30《舊唐書》史臣直以

“唐人紀載之詞”入史，當是認同唐人觀點。由是觀之，《舊唐書》對唐代君臣佞

佛非常不滿，其纂修方法即是採摭唐人諫佛資料入史，大抵全文載入，以備史

闕。懿宗“奉佛太過”之例，說明晚唐以來佞佛情況尤甚，朝臣勸諫無功，《舊

唐書》未能得見韓愈排佛之功，遂有“於道未弘”、“未果”的評價。

 《新唐書 • 李蔚傳》載述李蔚諫佛事例後，亦採奏疏入史，但文字較簡略。

所不同者，《新唐書》增載咸通十四年（873）懿宗“詔迎佛骨”之事，文曰：

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
“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剎，珠玉為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
丈，高至倍，刻檀為檐注，陛墄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
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
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
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裒土
為剎，相望於塗，爭以金翠抆飾。傳言剎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
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為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
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
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31

對照其文，《新唐書》當是摭自蘇鶚《杜陽雜編》卷下“十四年春”條、康駢《劇

談錄》卷下“真身”條而文飾之。32 蘇鶚，生卒年不詳，咸通間舉進士，十試而未

29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十九上《懿宗本紀》，第 3 冊，頁 684-685。
30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十七《舊唐書 • 懿宗紀》“臣嘗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條，按曰：
“《舊唐書》於石晉開運二年奏上，距咸通末年，已七十三歲矣。且以晉臣而述唐史，當於恭惠上加
‘唐’字。”同書卷六十《李德裕傳》“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條，按曰：“史局非
一人之手，而論辭稱臣總角時，果何人之語乎？且自開運二年史成，上溯會昌之末，已百年矣，蓋
沿唐人紀載之詞，而未及修正也。”（《嘉定錢大昕全集》第 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1122、1173） 曆雄按，錢氏在後一條材料中明確辨析其為“唐人紀載之詞，而未及修正也”，於前一條
材料則認為當加“唐”字以修正，卻不察此亦“唐人紀載之詞”也；何況彼以“晉臣而述唐史”而稱
“唐恭惠皇帝”似乎亦未允當，或直稱“懿宗”即可。

31 [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八一《李蔚傳》，第 17 冊，頁 5354。
32 [唐 ]蘇鶚撰、陽羨生校點：《杜陽雜編》；[唐 ]康駢撰、蕭逸校點：《劇談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397-1398、1495-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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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好學忘倦，喜聞前代故實，乾符三年（876）撰成《杜陽雜編》三卷；康駢，生

卒年不詳，咸通中應進士試，乾符五年登第，六年舉博學宏詞科，乾寧二年（895）

撰成《劇談錄》二卷。33《新唐書》列傳史事，多採筆記小說，《李蔚傳》中採摭咸

通士人所述的咸通時事，作者親身經歷，描繪細緻，所述情境當較傳聞者翔實可

據，亦能凸顯懿宗佞佛之甚，而有“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之語，確為史家妙筆。

 《新唐書 • 李蔚傳》“贊曰”對懿宗佞佛予以嚴厲鞭責，文曰：

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
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概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
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
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華人之譎誕者，又
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
妄相誇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

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
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
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
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陷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
場，丐庇百解之胔，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
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太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徇。嗚呼，運痑
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34

《新唐書》對唐代君臣佞佛與“華人之譎誕者”的批評態度，與《舊唐書》的立

場一致，兩者皆標舉憲宗、懿宗“迎佛骨”事例為誡，嚴斥懿宗“不君”，竟不

悟憲宗“俄晏駕”、“弗獲天年”的教訓，重蹈覆轍。兩《唐書》史臣對於佛者、

釋家與奉佛者的認知與諸種責難，大抵與傅奕、韓愈的排佛言論相近，《新唐書》

直將“唐德不競”的根本原因歸於“佛者”之弊。此種見解雖與佛教教義頗有出

入，但其於唐代士人對佛教的“認知”與“吸收改造”過程中，卻有著普遍之意

義。35 韓愈的排佛言論乃立足於儒家道統思想與政治、經濟利益之本位，鮮有觸

及佛教的核心義理，但卻能在唐宋士人的哲理思辨中產生深遠影響，遠超唐代諸

33 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敘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97-98、127-130。
34 [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八一《李蔚傳》，第 17 冊，頁 5355。
35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曰：“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
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絕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
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
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83） 是此，唐代士人對於佛教的

“認知”狀態，或可詮釋為中國思想史上“吸收改造之過程”的中介階段，至宋代理學而有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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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關鍵因素則是韓愈極諫、憲宗震怒的政治效應，以及宋代道統排序思

潮，而非韓愈《論佛骨表》的精闢見解。

 兩《唐書》採摭韓愈諸文入史，以《論佛骨表》篇幅最長，幾近千字，若從

撰史選材而言，此與兩《唐書》諸傳載入排佛奏疏的情況基本相同。舉凡關涉唐

人抑佛、反佛之詔令制疏，或君臣佞佛事例，《舊唐書》大抵連篇摭錄，又於文後

加載唐人諫議言論，36 篇數篇幅皆較《新唐書》為多。五代政權基於軍事、經濟利

益等因素，其政策條例多排斥佛教，對寺觀僧尼施加嚴格管制。37《舊唐書》載入

大量排佛奏疏，除了具有保存前代舊章的意義，亦有懲戒佞佛的反面教材作用。

四、《新唐書》與宋初佛教政策

 在唐代歷朝事例中，無論崇佛排佛，皆可窺見佛教對唐人生活的多方面影

響， 38 惟《新唐書》對此載述較少。歐陽修師法《春秋》義例，行文尚簡，纂修

《新唐書》本紀而刻意刪削佛教史料；宋祁纂修《新唐書》列傳，雖多採摭筆記增

補史事，然卻盡刪僧人傳記。歐陽修《本論》、宋祁《宋景文公筆記》與其他作

品，無論公私立場，皆對佛教始終抱持批評與否定的態度，至臨終之際亦未能釋

懷。39《新唐書 • 韓愈傳》載述排佛事例，高度評價韓愈崇儒抑佛之功，此與真宗、

仁宗朝以來的政治環境、社會思潮密切相關。北宋朝廷扶持佛教文化事業，《新

唐書》則刻意刪削佛教史料、不載僧人傳記，兩者明顯不同，值得深入辨析。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中國佛教經歷了一場“法難”。宋太祖受禪即位

後，積極崇佛護法，一反五代政權的排佛態度。例如建隆元年（960）下詔修復

僧尼寺院，乾德四年（966）派遣百餘名使者前往印度取經，開寶四年（971）命

人在益州依《開元釋教錄》次第雕刻《大藏經》等。據學界考辨，凡此關涉宋太

祖受禪的佛教讖言，及其所產生的連接紐帶作用。40 宋太宗崇信佛教，太平興國

七年（982）建立譯經院，詔西土高僧翻譯禁中所藏梵經。太宗自稱能“微究”

36 例如，唐高祖沙汰僧道詔、太宗貶抑蕭瑀手詔、傅奕請除釋教疏、傅奕與蕭瑀論辯佛教興廢、姚崇上
書請檢責僧尼、彭偃請澄汰僧道議、韓愈諫迎佛骨疏、武宗敕省佛寺、武宗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制等。

37 [宋 ]王溥：《五代會要》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95-202。
38 若就詩歌作品而言，《全唐詩》所收士人遊覽佛寺、研讀佛典、交接僧人的詩歌約兩千七百首，僧人
詩歌約兩千五百首，合計約佔《全唐詩》十分之一，數量可觀，亦見影響之鉅。郭紹林：《唐代士大夫
與佛教》（增補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229。

39 余曆雄：《兩〈唐書 • 方技傳〉考辨》，收錄《漢學的區域——第七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暨慶祝鄭
良樹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1，頁 155-174。

40 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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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意旨，嘗對宰相趙普曰：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
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釋氏所謂
利他者也。41

雍熙三年（986），太宗親撰《新譯三藏聖教序》，以冠群經之首。真宗即位，繼

續進行佛經翻譯工作，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大中祥符法寶總錄》，載錄

譯籍二百餘部；至仁宗朝，譯經院完成《天聖釋教總錄》、《景祐新修法寶錄》等

經錄。真宗親為佛經作註，其《釋氏論》曰：

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
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
茍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42

太宗認為佛教“有裨政治”，真宗稱儒釋“迹異道同”，確為宋初政教互濟提供了

現實基礎。由此可見，宋初佛教文化事業得到蓬勃發展，對宋人生活皆有多方面

的影響。43

 宋初詔令編纂諸項大型圖書，載存大量佛教史料。例如太祖建隆二年（961）纂

成《唐會要》一百卷，載有《議釋教》諸項三卷；44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纂成

《太平御覽》一千卷，載有《釋部》六卷；45 雍熙三年纂成《文苑英華》一千卷，載錄

釋氏詩文二十七家，計三百六十餘篇；46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纂成《冊府元龜》一千卷，

其《帝王部》、《總錄部》載有“崇釋氏”三卷，47 等等。凡此繁浩的釋家文獻典籍，

皆為詔修《新唐書》提供豐富史料，史臣當可據之纂成翔實可信的“唐僧傳”。

 太平興國八年，釋贊寧奉敕修撰《大宋高僧傳》，端拱元年（988）十月

書成，凡三十卷，接續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

一百三十人”。48 景德年間（1004-1007），釋道原撰成《景德傳燈錄》三十卷，“披

41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四“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冬十月甲申”條，第 1 冊，北京：中華
書局，2004，頁 554。

42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五“真宗咸平二年八月丙子”條，第 2 冊，頁 961-962。
43 徐吉軍等：《中國風俗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 566-586。
44 [宋 ]王溥：《唐會要》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 835-864。
45 [宋 ]李昉等：《太平御覽》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2917-2941。
46 此據《文苑英華作者姓名索引》，《文苑英華》附錄，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6。
47 [宋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第 1、10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頁 537-553、9549-9560。

48 [宋 ]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大宋高僧傳序》，《宋高僧傳》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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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世祖圖，採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49

陳垣曰：“唐時佛教最盛，《舊唐書 • 方伎傳》尚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數

人，《新唐書》一概刪除。《通鑑》亦大都不載，故嚴衍《通鑑補》凡例，有補二

氏一條。此書（《宋高僧傳》）所載，十之九皆唐僧，可以補《唐書》、《通鑑》之

闕矣。”又曰：“一部《景德傳燈錄》，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傳，惜乎歐、宋二公

皆不喜佛，故《新唐書》及《五代史》皆闕失此等絕好資料焉。”50 是此，《新唐

書》刻意刪削佛教事例、不載僧人傳記，未能如實反映太祖以來扶持佛教的官方

立場，朝廷如何能接受獨闕“唐僧傳”51 的《新唐書》呢？

 趙宋政權是太祖“陳橋兵變”得於後周孤兒寡婦之手，其合法性大為可疑，

亟需重新建構正統地位以應天命。當時“麻衣讖言”與“定光佛出世讖言”之流

傳，頗能符合太祖“天意垂示”的需要，其開國崇佛護法的政策，遂有垂範子孫

嗣君而成“祖宗家法”的意義。52 故太宗、真宗朝的佛教政策皆因之。然自真宗

朝以來，政權正統地位與史學正統思想的建構與思考，正經歷著一場本位嬗變的

過程，尤其詔修《歷代君臣事迹》一書，後易名《冊府元龜》，又立《帝王部》、

《閏位部》、《僭偽部》，以別正偽，以“帝王”自居。其《帝王部》總序曰：“自伏

羲氏以木王，終始之傳，循環五周。至於皇朝，以炎靈受命，赤精應讖，乘火德

而王，混一區夏，宅土中而臨萬國，得天統之正序矣。”凡此皆展現真宗朝的史

學正統觀念正在樹立之中，其後歐陽修纂修《新唐書》，私撰《五代史記》，這種

正統史觀更見完整。53 這種正統史觀符合真宗朝政權道統與正統地位的需要，同

時也取代太祖受禪讖言之說，真宗、仁宗朝雖仍持續宋初佛教政策，但史家文士

對趙宋政權正統觀念的詮釋與確認，已不需借助佛教讖言，前後迥然不同。54 這

也昭示在仁宗朝扶持佛教的政策中，《新唐書》刻意刪削佛教事例、不載僧人傳

記，乃具有新時代的思潮特徵。

 《新唐書》史臣排抑佛教的前提背景，乃是延續慶曆（1041-1048）、嘉祐

（1056-1063）以來振興儒學、崇尚道統的社會思潮。宋初儒學未盛，然於士人社

49 [宋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784。
50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33、77。
51 曆雄按，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編纂義例觀之，“方技”、“僧道”之屬二分，或是真宗朝以來
漸次明確的細目歸類，《新唐書》“方技”分類或本於此，而將唐僧之屬從《方技傳》刪去。如此，
《新唐書》當另立“唐僧傳”，與《方技傳》並行；或者，《新唐書》慮及太宗敕撰《大宋高僧傳》，詳
載唐僧傳記，自成史冊，內典外學不雜，遂不入正史。

52 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頁 1-55。
53 周勛初：《冊府元龜（校訂本）前言》，《冊府元龜》（校訂本）第 1 冊，頁 1-5。
54 蔣義斌《司馬光對佛教的態度》一文，從司馬光之奏疏與佛教史籍對照辨證，探討司馬光對佛教
“教、德有別”的立場，頗能反映仁宗朝以來史家文士對佛教的普遍看法。（《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
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31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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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如柳開、孫復、石介等人，仍熱衷討論“明道繼統”，上繼《孟子 • 盡心》

與韓愈《原道》的道統排序，乃至“繼統自命”；治平二年（1065），歐陽修撰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文中仍然稱引石介所謂“自堯、舜直至韓愈”的道統名

單。55 及至歐陽修撰《記舊本韓文後》、蘇軾撰《六一居士集敘》，則明確奠定唐

代、北宋儒學繼統的排序。若從史官本位而言，《新唐書》史臣結合發展了真宗

朝以來日益繁興的“史學正統觀念”與“儒學道統思想”，而佛、老盛行乃振興

儒學的障礙，故須“崇儒抑佛”，以達“端士弘道”與“撥衰反正”之功。由此

則清楚勾勒出《新唐書》史學思想的兩條主線，一則以確立史學正統觀念而擺脫

宋初佛教讖言的糾纏，一則以振興儒學道統而掃除佛、老思想的干擾，這也完全

符合仁宗朝現實政治的需求。

結語

 綜上討論，在唐代士人的排佛言論中，傅奕確為源頭藍本，狄仁傑、姚崇與

彭偃等亦名顯一時，但彼於振興儒學卻是“於道未弘”，兩《唐書》本傳雖載入

諸人排佛奏疏，但僅作為採摭唐人史料入史，尚未切合史學與道統思想的意義。

至韓愈排佛事例與《論佛骨表》一文，其觀點並無明顯創見，但對憲宗朝佞佛事

例仍具補史價值，兩《唐書》將之全文載入本傳，以見鄭重其事；晚唐懿宗佞佛

尤甚，諫臣蕭倣、李蔚皆以韓愈自況，確見深遠影響。《舊唐書》史臣具有鮮明

的排佛立場，亦與後晉政權的官方立場一致，惟五代之際儒學衰微，韓愈崇儒抑

佛的歷史定位未顯，未能展現相應的史學與道統思想的價值。《新唐書》史臣排

佛立場堅定，此與宋初扶持佛教政策多有不同，然自真宗、仁宗朝以來日益確立

的“史學正統觀念”與“儒學道統思想”，韓愈崇儒抑佛事例則具有“泰山北斗”

的崇高地位，遠非往昔可比。因此，我們通過具體考辨兩《唐書 • 韓愈傳》的排

佛事例，適可釐清在不同政治環境與文化氛圍的視野下，史臣甄選史料的不同考

量因素，也可清楚展示中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史學與道統思想的發展脈絡。

55 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收錄《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頁 1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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