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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對歐陽修的傾慕 

黃欣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碩二年級 

 

摘要 

        北宋身處儒學興盛而佛學衰微之時，契嵩自歎：「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

而毀之者紛然」。契嵩畢生以維護佛教的身分自居，為捍衛佛教的教義與地位，撰

〈非韓〉三十篇，反對排佛最激烈的韓愈，並著有《輔教篇》等文，央求士大夫推

廣其書繼而不排斥佛教。同一時間，歐陽修繼韓愈而起，高舉排佛的旗杆，作〈本

論〉等文反對佛教的入侵，卻也同時糾正韓愈排佛過激的態度，倡議「修本以勝

之」，反求諸己。 

        契嵩和歐陽修（同樣 1007 年出生，1072 年卒）皆以文章盛名當世，兩人衛佛和

反佛的立場截然相反。然而有趣的是，契嵩雖強烈反對韓愈排佛文章，卻對同樣排

佛的歐陽修表示傾慕。他怒斥韓愈〈原道〉、〈原人〉、〈論佛骨表〉等文「滅佛

之太過也」，卻不提歐陽修的〈本論〉，反倒稱頌歐陽修「著書深切著明，推衍聖

賢之道」，并以得意之作〈武林山志〉相送，視之為知言審音者。 

        對於這有趣的現象，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展開探討以尋求解答。（一）從韓愈和

歐陽修的反佛文章，比較兩者的排佛觀點、態度和影響的異同，以窺探契嵩反韓愈

不反歐陽修之因。（二）比較契嵩寫給歐陽修和士大夫的書信內容，探尋契嵩對歐

陽修反佛身分的顧忌，並從契嵩〈上歐陽侍郎書〉、〈文說〉和〈紀復古〉等推崇

歐陽修之文，進一步探尋契嵩欽慕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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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契嵩（仲靈，潛子，1007-1072）在北宋儒學昌盛而佛學沒落時期，著《輔教

篇》等文章，援儒以衛佛。耐人尋味的是，契嵩反對唐代排佛最著名的韓愈1 （退

之，昌黎，768-824），著有〈非韓〉三十篇，卻欽慕繼韓愈反佛的歐陽修（永叔，

文忠，1007-1072）。 

        契嵩和歐陽修身處同一時代，是時天下之士慕韓愈排佛而尊孔子，歐陽修亦繼

韓愈起而排佛，著〈本論〉（1043 年作）以匡世救弊；契嵩則患佛教於時甚衰，著

《輔教篇》（1049 至 1056 年作）2 以解諸儒之譏，其中〈勸書〉更是勸諭君子不要

排佛。二人立道截然相反，但皆以文章著稱當世。釋懷悟（？-？，北宋末僧人）

〈鐔津文集序〉記載歐陽修等諸儒曾大稱契嵩之文；契嵩則撰文稱頌歐陽修「著書

深切著明，推衍聖賢之道」，其文「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大率仁信禮義

之本」。契嵩撰文亦主張「為文載道」，是受其時歐陽修和古文運動風氣的影響。 

        下文將從兩個面向展開論述。歐陽修雖繼韓愈排佛，但兩者排佛的立論和態度

亦有不盡相同處。本文將比較韓愈和歐陽修排佛論之異同及其影響，探究契嵩反韓

愈不反歐陽修之故，並從契嵩〈上歐陽侍郎書〉、〈文說〉和〈紀復古〉等推崇歐

陽修之文，進一步窺探契嵩欽慕歐陽修之因。 

 

 

                                                           
1
學界有不少文章討論契嵩對韓愈的反對，如洪淑芬，《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復興——以智圓、契嵩

、宋杲為例》，頁 123-174；柯萬成 ，〈調和和反響：契嵩批韓愈《論佛骨表》〉，頁 53-68；張清

泉，《北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頁 121-140。 

2
《輔教篇》收錄了〈原教〉（1050 年作）、〈孝論〉（1053 年作）、〈壇經贊〉（1054 年作）、

〈廣原教〉（1056 年作）和〈勸書〉（1056 年作）五篇文章。詳見陳士強，《佛典精解》，頁 1153-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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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愈與歐陽修排佛論之異同 

        陳寅恪論韓愈平生功績有六，其中兩項和反佛有關，一為排斥佛老，匡救政俗

之弊害，二為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3 韓愈生平排佛最為激烈，為佛家所忌

憚，闢佛影響可謂深遠。歐陽修稱韓愈「以力排釋老為己任」 4 ，并繼韓愈排佛之

舉，作〈本論〉以救時弊。蘇轼（1037-1101）稱歐陽修為韓愈的繼承者，其曰「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

於大道」5
 ，葉夢得（1077-1148）亦謂歐陽修闢佛之道出於韓愈。6 歐陽修雖繼韓愈

闢佛之說，但兩者排佛立論亦有不盡相同處。韓愈和歐陽修的排佛觀點為： 

（一）佛道和儒家倫常禮教不符 

        韓愈排佛持「夷夏之防」的觀點，其曰「佛者夷狄之一法」，歐陽修亦曰「佛

為夷狄，去中國最遠。」 韓愈和歐陽修視釋道為夷教，因其和儒家倫常禮教不符。

佛道流入中國後，仁義禮樂相繼而廢。韓愈〈原道〉曰：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

                                                           
3
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23-329。 

4
韓愈排佛，柳宗元喜佛，歐陽修認為二人因道不同，不能以「韓、柳」並稱，有「尊韓抑柳」之

謂。歐陽修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1064 年作）言：「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

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

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

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詳見宋•歐陽修撰，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

注》卷 142，頁 526。以下簡稱《歐陽修集》。 

5
宋•蘇轼撰，周裕鍇等編，《蘇軾全集校注》卷 34，頁 978。 

6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

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倡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

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詳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

上，收於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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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7 

 

歐陽修〈本論〉說： 

 

      及周之衰，秦併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

 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

 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遊惰之奸

 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

 廢。（《歐陽修集》卷 17） 

 

韓愈〈原道〉從周道衰世、佛老乘間而出論起，其所帶來的弊端亦相繼而顯。歐陽

修〈本論〉亦如此立說，兩者論調頗為相似。《文章規範》解析〈原道〉曰：「入

于楊墨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

聖人之道為汙。」8
  聖人之道遭佛老奴役和汙辱，致使儒家仁義道德不得聞，教民

之禮儀亦相次而盡廢，是為韓愈和歐陽修最為擔憂的事。 

        其次，為佛者棄君臣父子，致使儒家倫理天常滅。〈原道〉曰「外天下國家，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韓愈另有一篇〈誰氏子〉，嚴厲

斥責拋母棄妻而學仙的呂炅：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

 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又云

 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昌黎集》卷 5） 

 
                                                           
7
唐•韓愈撰，宋•朱熹考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 11，頁 95。以下簡稱《昌黎集》。 

8
宋•謝枋得批選，《文章規範》卷 4，頁 581。 



5 

 

呂炅不知神仙傳說的妄語，盡信靈妃和蕭史的仙人故事，拋棄白頭老母和新婚妻子

做道士。呂炅棄其妻母，是違反儒家的倫理天常，韓愈知其姓名而題曰「誰氏子」

者，蓋「著其無母之罪。」9
 佛者為出家拋棄倫理更甚，此為夷狄流入中國之禍。因

此歐陽修〈本論〉亦謂「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 

        韓愈認為佛法以福田利益愚民，使民「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

至暮」，甚者更有「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不僅愚民百姓盲信事佛能得福，朝

臣亦陷於此惑。故〈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

 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

 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

 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

 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昌黎集》卷 23）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應當是一篇弔御史武君喪其配的祭文，然此篇並非單純的弔

唁文，文反以敘述武侍御請浮屠畫佛文的事蹟為主。蔣之翹於此文曰「退之闢異端

不遺力」10
 ，柯萬成謂此是一篇「排佛的弔文」。武儒衡11 元和 15 年（820）喪妻哀

悼過度，一浮屠見此而以西方世界的大樂土誘使武儒衡。武儒衡初時尚還猶豫，陷

入儒佛之矛盾，後請浮屠畫佛文。韓愈知曉後曰，「晢晢兮目存，丁寧兮耳言。忽

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悲兮慰新魂。」生的人已不

在世，浮屠所謂的生死環復不窮又有誰會知曉。請佛畫佛文，只是惑民「以妄塞

                                                           
9
柯萬成，〈韓愈攘斥佛老的弊政〉，頁 38。 

10
 明•蔣之翹，《唐韓昌黎集》，引自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 5，頁 1602。 

11
 武侍御有武少儀和武儒衡之說，柯萬成考之為後者。詳見柯萬成，〈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探

析〉，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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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和「慰新魂」而已。韓愈是不求亦不信佛教福田利益之說的，他在〈與孟尚書

書〉辯說他與大顛的交遊時曰：「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論佛骨表〉則謂：「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韓

愈能出此誑語，蓋其不信佛能作禍福之事。 

        歐陽修亦譴斥「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其〈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1057 年作）記載仲父捕浮屠、毀寺廟的事蹟： 

 

      ……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為其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

 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

 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唱呼前後，擁之以

 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

 盡捕其徒，詰其奸民，誅數人，遣還鄉裡者數百人，遂毀其寺。（《歐陽修

 集》卷 29） 

 

僧人誘惑民眾相信求法需斷臂、投水才能顯其專誠，歐陽修的仲父是在天禧二年

（1018）出知泗州時看到此幕慘劇，因此將禍害人民的浮屠逮捕。歐陽修將此段事

蹟寫入仲父的墓誌銘，一則顯浮屠禍害之深，二則頌揚仲父匡救時弊之舉。關於信

佛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的真人事蹟，歐陽修另在〈唐于敻神道碑〉書寫此

事以為憑證： 

 

 敻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

 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

 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敻每非之。」敻，于頔

 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敻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向者未必獲

 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歐陽修集》卷 8） 



7 

 

 

歐陽修以好儒道之哥哥于敻和篤信佛教的弟弟可封的兩人際遇作強烈對比，圖以稀

釋民眾對信佛老則獲福的愚昧想法。在〈唐御史台精舍記〉，歐陽修亦以作為佛教

信徒的崔湜卻「傾邪險惡，不可勝紀」，反駁「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

為惡」（《歐陽修集》卷 6）之言為虛語，不足一信。歐陽修與韓愈同樣不信佛能作

禍福之事，反佛觀點之同又為一例。 

（二）浮屠對社會經濟之害 

        韓愈和歐陽修排佛觀點之同亦在浮屠不事生產，對社會經濟帶來迫害。〈原

道〉曰：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昌黎集》卷 11） 

 

古之民為六，當爲士、農、工、商，加佛、老為六；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

韓愈在〈送靈師〉亦有同樣的論述，且在不事生產的弊害又添一項——「齊民逃賦

役」。《舊唐書•彭偃傳》道出僧道不事生產對經濟利益帶來的迫害，其曰： 

 

            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

 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

 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12
 

 

彭偃與韓愈為同時代人，因僧道不耕不織，致使國家經濟負擔沉重，因而他建議僧

道每年應當輸絹幾疋。陳寅恪〈論韓愈〉說：「唐代人民負擔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

                                                           
12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27，頁 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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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丁』，其得享有免除此種賦役之特權者為『不課丁』，『不課丁』為當日統

治階級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而宗教之中佛教徒佔最多數，其有害國家財政社

會經濟之處在諸宗教中尤為特著，退之排斥之亦最力，也非無因也。」13 韓愈亦在

〈錢重物輕狀〉嚴厲警告「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

物者，皆罪死不赦。」韓愈因當下「錢重物輕，為弊頗甚」，提出了四個匡救的方

法，其中一項為「在塞其隙，無使之洩」。若錢財外流助建佛像和鐘磬，則當罪死

不赦。 

        論佛道造成國家經濟之害， 歐陽修在〈本論〉僅是提及「井田最先廢，而兼併

遊惰之奸起」。他在早前另一篇〈原弊〉（1040 作）則有論述： 

 

      何謂眾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併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

 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

 可以去……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

 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其耗之一端也。（《歐陽修集》卷 9） 

 

這是一篇談養生之道的時論，因昔者耕食常用有余而今不足，歐陽修總結為三弊

害，開頭即強調坐華屋、享美食而沒做事的浮圖有誘民之弊。歐陽修文章未提及浮

圖逃賦役的事蹟，宋祁則有言浮屠「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14
 的弊

害。  

        韓愈闢佛的方法，其一為勸僧還俗。他在〈送僧澄觀〉讚譽澄觀「公才吏用當

今無」，「一座競吟詩句新」，因此「我欲收斂加冠巾」。歐陽修在〈酬學詩僧惟

晤〉亦引韓愈之言曰「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勸惟晤揚棄佛法改學儒道。韓

                                                           
13
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25-326。 

14
元•脫脫，《宋史》卷 284，頁 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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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排佛最激烈之舉為晚年向憲宗直諫佛骨，甚至帶來殺身之罪。他在〈論佛骨表〉

勸誡帝王不當迎佛骨於鳳翔，致使愚民誤以為帝王真心奉佛，這將導致民眾「轉相

仿效」，甚者更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至時則「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他在文末語氣更為激昂，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 〈原

道〉亦有同樣的論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昌黎集》卷 11） 

 

歐陽修雖然贊同韓愈「人其人」的作法，但對「火其書，廬其居」卻持有異見，

〈本論〉曰： 

 

 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

 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

 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歐陽修

 集》卷 17） 

 

歐陽修見世雖有用力闢佛的人，但佛法始為中國之患，是未知其方。他所提的方法

即是反求諸己，「修其本以勝之」。若能使天下之士知禮儀，佛即無法趁間而出。 

        上文已言韓愈和歐陽修皆視佛道為夷狄法，而前者的抨擊又更為激烈，如下文

所引三條論述： 

 

 夫佛本為夷狄之人……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

 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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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論佛骨表〉，

 《昌黎集》卷 39）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

 者，孰為而孰傳之邪？（〈送浮屠文暢師序〉，《昌黎集》卷 20）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

 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

 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同仁，

 篤近而舉遠。（〈原人〉，《昌黎集》卷 11） 

 

韓愈稱佛骨為「枯朽之骨」，馬其昶引張裕釗曰：「筆力斬絕。」15 契嵩大怒而斥

韓愈曰：「此韓子滅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叡智，亦真古之聖人

也，又安可概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16 下兩條的論說更為過激，以儒家聖

人傳道暗諷浮屠「孰為而孰傳之」，是其無父、無君，幾與禽獸無異。17 浮屠即為

夷狄、禽獸，則該當由身為「人」的儒者主之，一視同仁，不論親疏遠近同樣給予

關愛，能使夷狄、禽獸亦「得其情」。司馬光謂韓愈排佛「其言多矯激太過」，

                                                           
15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639。 

16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非韓》卷 19，頁 605。 

17
孟子〈滕文公〉屢言堯、舜、禹、武王、周公拯救中國之人脫離洪水、猛獸之迫害，得以安居樂業

，又教以人倫，使與禽獸別。並痛斥楊、墨「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欲上承三聖以拒楊、墨，

韓愈此序謂聖人教民宮居粒食，並歷述堯、舜、禹至周公、孔子之相傳，顯自孟子而來，而此序曰：

「有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遊乎？」亦顯以墨比浮屠，而上承孟子之說，暗斥浮屠無父、無君

，幾與禽獸無異。詳見方介，〈韓愈五原作於何時？——兼論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頁 274-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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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浮屠文暢師序〉最得其要。18
 契嵩對〈原人〉之論亦不滿，他辯解說：「彼夷

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19 

         韓愈闢佛的激烈態度多引起世人的詬病，歐陽修「修本以勝之」則「此意高於

退之百倍」20 。陳善亦言：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

 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也哉？此語一出，〈原道〉之論幾廢。21 

 

陳善這段話道出一個重要的訊息，果真〈本論〉此語一出，〈原道〉之論幾廢？若

考韓愈在當時的地位，則可知陳善所說並非實情，或更確切的說，並非北宋的實

情。22 錢鍾書〈宋人論韓昌黎〉一文指出： 

                                                           
18
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

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其

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 240，頁 2376。 

19
宋•契嵩，《鐔津文集•非韓》卷 18，頁 586。 

20
李塗《文章精義》曰：「韓退之闢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屠無來歷，不過辨邪證而已；歐陽永叔

闢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見宋•李耆卿，《文章精義

》，頁 808。亦有將韓愈和歐陽修排佛功勞等同的論述，如南宋林駉〈排異端〉曰：「釋氏之學漢明

帝無故開其端……唐憲宗又從而實其怪異之迹，而吾道又再厄矣。韓昌黎火其書，廬其居，欲巾澄觀

，欲冠靈師。〈原道〉一篇名教砥柱佛骨，一䟽羣疑氷釋，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昌黎之

功也。……宋興七十餘年而舊梁未洗也，自歐陽公攻於前，石徂徠排於後……今觀之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歐陽公之〈本論〉然也。大論一出，而天下始知勝之之道」。見宋•林駉，《古今源流

至論（後集）》卷 8，頁 285。 

21
宋•陳善，《捫蝨新話》卷 11，收於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頁 87。 

22
陳善所言「〈本論〉此語一出，〈原道〉之論幾廢」當為南宋的情形。南宋之時韓愈地位下降，歐

陽修的排佛影響力則有上升之勢，佛教代之而起的是「非歐陽」的聲浪。見洪淑芬：《儒佛交涉與宋

代儒學復興——以智圓、契嵩、宋杲為例》，頁 17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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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歐陽永叔尊之為文宗，石

 徂徠列之於道統。即朱子〈與汪尚書書〉所斥為浮誕輕佻之東坡門下，亦知

 愛敬。子膽作碑，有「百世師」之稱；少年進論，發「集大成」之說。故釋

 契嵩激而作〈非韓〉三十篇，吹毛索瘢，義正詞厲，而其書尟稱道者。23 

 

且，歐陽修〈本論〉作於 1043 年，契嵩《輔教篇》和〈非韓〉24 是 1049 至 1056 年

之作，〈本論〉已出，契嵩卻撰〈非韓〉三十篇詆毀韓愈而未抨擊歐陽修，則可知

〈原道〉的排佛影響力并未在〈本論〉出後而衰退。另，從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

行業記〉（1075 作）亦可得當時的情形： 

 

 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

 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

 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

 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

 者浸止。（《鐔津文集》卷首） 

 

且不論契嵩的文章是否使排佛勢力浸止，契嵩因韓愈勢力龐大而著書撰文的目的則

清楚可見。韓愈為說明排佛的立場而作〈原道〉，所以後人有說「闢佛老是退之一

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25 〈原教〉亦是契嵩《鐔津文集》開宗明義之

文，闡明佛教「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於方今」，並處處調和闢佛者對佛教的詆

                                                           
23
錢鍾書，《談藝錄》卷上，頁 187。 

24
契嵩在〈非韓〉的最末篇自稱年已五十，可見〈非韓〉的撰作時間，最遲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

年）已完成。換言之，當契嵩在撰寫〈輔教篇〉以調和二教的同時，已經在為〈非韓〉構思了。詳見

洪淑芬，《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復興——以智圓、契嵩、宋杲為例》，頁 130。 

25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 9，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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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原教〉可謂有回應韓愈〈原道〉之意。契嵩作〈孝論〉十餘篇亦是爲了消除

儒者謂浮屠棄其父母的譏諷。 

        韓愈〈原道〉是他三十六歲（804 年）26 壯年所作，歐陽修〈本論〉亦是三十三

歲壯年之作；韓愈氣勢磅礴，火力強大；歐陽修則糾正韓愈激烈的做法，反求諸

己。若觀上文韓愈和歐陽修排佛論的比較，除了韓愈文章矯激太過，歐陽修捨弃這

種激烈的態度外，無論是從儒家倫常禮教和佛道不符或浮屠對社會經濟有害的排佛

觀點，以及勸僧還俗的闢佛方法，皆極為相似。所以黃震《黃氏日抄》才有「〈本

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為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自我修政

事者尓。」27 黃震此言當不為過。故佛教之害昌黎已盡說之，歐陽修則不過改易新

說，而且態度更是「消剛為柔」，契嵩非韓而不非歐陽修之因，於此得知。 

 

三、契嵩對歐陽修的欽慕 

        契嵩非但不抨擊歐陽修的排佛論，反倒欽慕歐陽修，究其原因，當從契嵩〈上

歐陽侍郎書〉、〈文說〉和〈紀復古〉等推崇歐陽修之文論起。 

        若據釋懷吾〈鐔津文集又序〉則可知，契嵩和歐陽修的認識和會面是由韓琦牽

引。其序文曰： 

 

      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

 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

                                                           
26
學界對韓愈〈原道〉的著作年份各有不同的說法，如羅聯添謂〈原道〉作於貞元二十年（804 年）冬

或稍前至二十一年夏秋未赴郴州前。地點應在陽山，韓愈時為三十七、八歲。見羅聯添〈韓愈原道篇

寫作的年代與地點〉，《唐代文學論集》下冊，頁 449。童第德《韓愈文選》說是韓愈四十六歲以後

的作品。見童第德選注，《韓愈文選》，頁 229。方介考定為韓愈三十六歲之作，是為 804 年。見方

介，〈韓愈五原作於何時？——兼論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頁 18-23。 

27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 61，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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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

 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鐔津文集》卷 22） 

 

這段事蹟只見於佛教典籍28
 ，不見於史書。歐陽修詩文中亦有記載他和僧人交往的

事蹟，對於有文采的僧人亦贈詩相送，但均未提及契嵩。但從契嵩〈上歐陽侍郎

書〉亦敘及兩人會面的事，可知兩者相互往來當爲實事，韓琦可說是契嵩護法的貴

人，除了向歐陽修推薦他的文章，亦助契嵩將其書上呈仁宗皇帝，使《輔教篇》得

以收入《大藏》。在契嵩的眾多書信中，其中有四書是寫給韓琦的。前三篇懇切說

明山中竊著書的用意，請求韓琦幫忙將《輔教篇》奏之天子。第四篇乃待《輔教

篇》得以收入朝廷大藏後寄給韓琦的謝答書。其〈又上韓相公書〉曰： 

 

      某昔者以禅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爲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

 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

 下莫不知。……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

 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爲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

 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辄，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

 忽之，故秘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鐔津文集》卷 10） 

 

經契嵩的多番懇求以及韓琦的幫忙引薦，《輔教篇》終得收入朝廷的《大藏》，這

對浮屠而言是佛教立勝事也。韓琦亦將《輔教篇》示之士大夫，其道則得以聞於天

下。這篇書信還道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的「有人」當為

誰？契嵩對此人稱譽有加，並與「雄才遠識」的韓琦並稱。若引〈上歐陽侍郎書〉

則可窺探其「有人」當爲歐陽修： 

                                                           
28
如南宋昙秀《人天寶鑑》、僧元敬和元复同撰《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以及清朝釋弘贊《觀音慈林集

》均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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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為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

 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

 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

 公必當。……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

 風。閣下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其讀書為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

 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

 治亂、評人物，故非其所能也。（《鐔津文集》卷 10） 

 

最顯著的證據為契嵩在於〈又上韓相公書〉和〈上歐陽侍郎書〉皆提到自己「放浪

世外」。若對照《鐔津文集》則可以確知，「放浪世外」在文集中僅出現兩次，即

上文所引的兩篇文章。契嵩稱自己「放浪世外」，在山林聽到的消息稱「伏山林竊

聆」，則可知他長期居住山林，出山只為將十餘萬言的著作送入京城。契嵩其他書

信亦稱自己為「世外幽人」（如〈上田樞密書〉），「幽陋之人」（如〈上曾參政

書〉），「野老幽人」（如〈謝太尉啟〉），在〈上歐陽侍郎書〉則稱「山林幽閉

之人」，用語可謂變化多段，但「放浪世外」一詞同用於兩封書信，可見這兩封書

信有密切相連之意。再者，契嵩稱他「其迹與世雖異辄」，是指他著佛書闡明佛道

和當時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的風氣不符。〈又上韓相公書〉未能知是契嵩何時之作，

《鐔津文集》只言「東歸後復致此書也」。他是在韓琦將書上奏天子後東歸回山

林，僅能確知〈又上韓相公書〉是在 1056 年《輔教篇》完成、游京師東歸後所作。

當是時歐陽修積極倡導古文運動，蘇轍（1039-1112）〈歐陽文忠公神道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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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

 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

 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歐陽修集》附錄卷四）29 

 

嘉祐二年為 1057 年，此時歐陽修繼韓愈、石介等儒者復興古文運動，大力提拔古文

新秀，是為古文運動的高峰。契嵩恰逢此盛，於是說他「其迹與世雖異辄」。契嵩

顯然清楚知道他的佛學著作將遭致譏諷和詆毀，他的護法行為是和歐陽修的古文運

動相抵觸，於是他說「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秘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

也。」因此他在寫給韓琦的書信只提「有人」而不言明為歐陽修，是對歐陽修的排

佛身分有所顧忌。〈上歐陽侍郎書〉公開道出對歐陽修的傾慕，則是此時歐陽修已

看過契嵩的文章並稱讚他「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釋懷悟說契嵩「由是師之聲德益

振寰宇」，則可見歐陽修的讚美已使他的聲望有所提昇。因此，公開說明他和歐陽

修的會面有助於進一步提高他的名聲，並進而可消除佛儒兩道劍拔弩張的對立面。 

        再者，「有人」當指歐陽修，從契嵩稱頌他人的內容可知。〈又上韓相公書〉

稱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與〈上歐陽侍

郎書〉稱「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當」如同出

一轍。〈文說〉和〈紀復古〉二文更進一步表達了契嵩對歐陽修文章的看法。〈文

說〉曰：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

 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

 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

                                                           
29
《宋史•歐陽修傳》亦載此事：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

斥排迎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

遂變。見元•脫脫：《宋史•歐陽修傳》卷 319，頁 1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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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

 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鐔津文集》卷 8） 

 

〈紀復古〉曰：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

 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

 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

 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

 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鐔津文集》卷 8） 

 

這兩篇文章說明了歐陽修之文冠於當世的盛況，葉夢得《避暑錄話》說「慶曆後，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30
 章表民將歐陽修的文章示於契嵩

觀，是為慶曆以後的事。文章有「言文」和「人文」之分，前者注重章句文字的寫

作技巧，後者重視寫作內容的思想。契嵩呼籲眾人當學習和效仿歐陽修的「人

文」，因「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靄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歐陽修的文學觀是

「文」與「道」結合，兩者皆具文章方能表見於後世31 。相對於此，契嵩更重視歐

陽修文章的仁義禮智信的內容。他在〈紀復古〉還推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

雄、柳宗元，甚至是韓愈的文章，因其人之文皆「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張清泉

《北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談契嵩的文學觀時說： 

 

                                                           
30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頁 237。 

31
歐陽修在〈代上人王樞密求先生集序書〉說：「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所

以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彰

；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彰。」（《歐陽修集》卷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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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宋代……幸賴歐陽修等人之力倡，遂有復古運動之興盛……契嵩恰好躬

 逢其盛，因也寄以厚望，蓋與其理想有相近之處者也。只是契嵩以出家身分

 而提倡古文，為恐有失其僧眾的立場，故其立言又稍與彼等不同，不但強調

 文章之功在「發仁義而辨政教」，還更進一步的把「文」的層次提昇至內在

 的「道」之境界，這樣便能與修道相結合，這就是他心中的最高理想了。32 

 

契嵩的理想和歐陽修有相近之處，是指「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

正乎世之治亂」。契嵩致士大夫的書信（觀表一）以及〈萬言書上仁宗皇帝〉多次

提及「古今文興，儒家以文排佛而佛道侵衰」的憂慮，《輔教篇》是為推衍佛家之

道而作。契嵩認為： 

 

      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于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

 盡心竭誠汲汲于岩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鐔津文集》卷

 10） 

 

契嵩的「求于宰教化」不正和歐陽修〈本論〉的「修其本」同意嗎？只是契嵩修的

是佛道，歐陽修修的是儒道，然兩者殊途而同歸，皆為「推彼聖賢之道」，「正乎

世之治亂」而作。契嵩顯然是受到歐陽修古文運動風潮的影響，因此撰文亦主張

「文為載道」。明代僧人文琇〈重刻鐔津文集後序〉（1410 年作）總結契嵩的撰文

用意為「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 

        契嵩雖然推崇歐陽修文章的「仁義」，但歐陽修的〈本論〉是以「仁義」立

論。〈本論〉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如此則契嵩為何又大

稱歐陽修的「仁義」？試觀〈原教〉可察其意： 

                                                           
32
張清泉，《北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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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于五戒謂之十善也……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

 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

 號而一體耳。（《鐔津文集》卷 1） 

 

契嵩將儒家的「五常仁義」和佛家的「五戒」視為「異號而一體」，有「援儒入

釋」的用意。契嵩在〈原教〉處處調和儒佛兩道相抵觸的觀點，如以「仁義」解

「佛道絕情」之說亦是一列： 

 

      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佛之爲者既類

 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

 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于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

 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

 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聖人欲息

 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鐔津文集》卷 1） 

 

契嵩將佛之有情和儒家的「仁義」之情等同，則佛者亦有情，只是顧及人之情異則

會導致天下相競，故契嵩認為「情為其累也」，佛家欲「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於

方今」。 

         契嵩雖然推崇歐陽修，對他排佛的身分還是有顧忌的，如上文所舉〈又上韓相

公書〉只稱「有人」而不明言為歐陽修。本文又嘗試將契嵩寫給歐陽修和其他士大

夫的書信對看，則發現有趣的現象，契嵩在〈上歐陽侍郎書〉和寫給其他士大夫的

書信中明顯有不同的地方。契嵩除了前後四回致信韓琦請求將《輔教篇》上奏仁宗

皇帝，他亦寫了另八篇內容相似的書信給了八位士大夫，有〈上富相公書〉、〈上

張端明書〉、〈上田樞密書〉、〈上曾參政書〉、〈上趙內翰書〉、〈上呂內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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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曾相公書〉和〈謝李太尉啟〉。下文列舉〈上富相公書〉（詳觀表一）以

和〈上歐陽侍郎書〉作參照： 

 

      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于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爲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

 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爲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

 于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于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 

 

 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某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

 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

 編》，以發明扶持其道。（《鐔津文集》卷 10） 

 

在寫給富相公的書信中，契嵩首先對富相公讚譽有加，「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于

楊公遠矣」，後即直接說明致函的用意，富相公若對佛道不排斥則「稍取之」，又

說佛道有助于國家之教化，希望富相公垂意。在信中他亦娓娓道出「方今其教甚

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的憂慮，故作《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後

則將《輔教編》托一位叫關主簿的人投給富相公。契嵩致予其他士大夫的書信大致

上亦是如此。若該名士大夫對佛教有所關注的，契嵩在書信對他更是稱頌有加。如

〈上趙內翰書〉說他「伏惟閣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又特注意佛理力

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契嵩在〈上歐陽侍郎書〉當

然也有讚譽歐陽修德望崇高，但不同的是：（一）不提及他對佛道甚衰的憂慮和撰

文著書的用意，（二）他多番懇切地請求士大夫「以其書稱于聖賢、傳于君子」，

卻從未請求歐陽修的幫忙。契嵩對歐陽修排佛的身分是有所顧忌的，此又是一證。 

        契嵩將《輔教篇》、〈傳法正宗記〉和〈皇極論〉等闡明佛道的書廣傳給多位

士大夫，亦將《輔教篇》投於歐陽修。僅有〈武林山志〉一卷寄予歐陽修，是其他

士大夫所沒有收到的。釋懷悟〈鐔津文集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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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於〈武林山志〉。故後敘謂因風俗山川之

 勝，欲抛擲其思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

 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

 《輔教篇》而投之。至于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

 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辄可以口舌輕重之也。（《鐔津文

 集》卷首） 

 

如此〈武林山志〉特獻於歐陽修之意則明已，契嵩不僅欽慕歐陽修之文，亦將歐陽

修視為唯一的知言審音者。歐陽修在北宋儒佛兩道的聲望極大，不僅儒者推崇並學

習他的文章，僧人間亦相互討論他的文章，如契嵩在〈文說〉所提及章表民和他們

討論歐陽修文章的情形。僧人惠勤亦極力推崇歐陽修，說他：「公，天人也。……

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幾案間一物耳。」
33
 北宋儒釋所

推崇皆如此。 

 

 

 

 

 

 

 

 

                                                           
33
宋•蘇轼撰，周裕鍇等編，《蘇軾全集校注》卷 19，頁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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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契嵩因佛道甚衰而極力護法，因此他撰〈非韓〉三十篇，用意在於「韓氏之言

既有非，則其闢佛，亦自見其不可崇信也。」34 然歐陽修繼韓愈而起，亦撰〈本

論〉說明排佛的立場和「修其本已勝之」的方法，契嵩卻對他極力推崇。總結上文

所論，契嵩對歐陽修的不反對和推崇在於： 

（一）從韓愈和歐陽修對佛教批評的內容和闢佛的方法比較而觀，歐陽修只不過改

易新說、消剛為柔。契嵩為護法而抨擊排佛最激烈的人，此人當爲韓愈而非歐陽

修。 

（二）從韓愈和歐陽修排佛論在北宋產生的影響和他們當時的地位而觀，韓愈有

「千秋萬歲」、「集大成」之美稱，石介、歐陽修等人亦繼韓愈的排佛論而展開古

文運動，則可知韓愈並未因〈本論〉出而〈原道〉之論幾廢。 

（三）契嵩著書護法恰逢歐陽修古文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因而受「文為載道」的影

響。他推崇歐陽修「著書推衍彼十聖賢之道」，他撰《輔教篇》等文章，亦為推衍

佛道於士大夫。 

（四）契嵩主張以教化救佛道，亦與歐陽修〈本論〉修儒家仁義之本的用意相同。 

（五）契嵩將《輔教篇》等闡明佛道的文章廣發給士大夫，卻僅將文學之作〈武林

山志〉寄予歐陽修，是視歐陽修為唯一的知言審音者。 

（六）契嵩並非完全不在意歐陽修排佛的身分，從〈上歐陽侍郎書〉和他致給其他

士大夫的書信可知，他並未如其他書信般提及對佛教甚衰的憂慮以及央求幫忙推廣

《輔教篇》，是他顧忌歐陽修排佛身分之證。 

總體而言，契嵩不得不抵抗當時強大的反佛潮流，積極央求士大夫推廣《輔教

篇》，進而促使其著作收入朝廷《大藏》，以挽救佛教甚衰的局面。然他的護法行

                                                           
34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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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亦有所收斂，在韓愈和歐陽修皆為反佛領袖的擇取中，只選擇對抗反佛影響最為

深遠的韓愈，既達到維護佛教的目的，又不得罪歐陽修。更為重要的是，他可以在

儒佛對抗的夾縫中和他所傾慕的歐陽修有進一步的交流機會，這豈不是對「求世之

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的最大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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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表一：契嵩寫給士大夫的書信35 

書信 央求士大夫推廣佛教 說明士大夫排佛的情況 

1.上韓相公書 

 

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

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

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

不遠數千裏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

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龌龊自喜

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

天下之爲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

氏者也。 

竊患其教于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

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

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

之小人疑之。……某方憂其師法之

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

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

其聖人爲教之意。 

2.上富相公書 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于楊公遠

矣。苟不以佛爲無謂，而稍取之，

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

惡而爲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

勸。是不惟內有益于聖賢之道德，

亦將外有助于國家之教化，此又宜

閣下之垂意也。 

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

者紛然。某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

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

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

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 

3.上張端明書 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

重德能名爲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

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

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

然其書（《輔教篇》）大抵世儒不

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

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谕其

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 

                                                           
35
 《鐔津文集》卷九和卷十書各收錄了契嵩的書、啟和狀，卷九共收錄了 14 篇，其一為〈再書上仁宗

皇帝〉，另外 13 篇則寫給士大夫。詳閱了這 13 篇寫給士大夫的書信，內容大致相同，相信是釋懷悟

在整理《鐔津文集》時考慮到內容範疇相似而歸在同一卷。因此本文只引述這 13 篇文章來論述，其

中 4 篇是寫給韓琦的，僅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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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

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傥念其憂

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寬其僭越

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于君子，

得天下不沮其爲善之心，國家不失

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

佛之法得其所傳也。 

4.上田樞密書 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

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裏望風

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

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

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

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

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傥爲

不腆之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

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

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

也。 

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

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

且滅矣。……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

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

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

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

同，乃辄非之。 

5.上曾參政書 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

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爲

法不爲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

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爲教，君

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

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

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

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

執事者。 

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于治

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

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

爲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

爲之，不惟虧于國家教化之助，亦

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

明佛法要旨，將以谕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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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趙內翰書 伏惟閣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

節，以文章爲詞臣之宗，地近官

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

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

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敢以

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

賢君子。 

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爲大聖

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

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

然競爲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

者不惟沮人爲善，而又自損其陰

德，乃辄著書曰《輔教編》，發明

佛道，欲以谕勸于世之君子者。 

7.上呂內翰書 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爲意

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

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

僧致之下執事者。傥辱閣下谕之於

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

同之。 

 

 

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

其教法獲譏殞身，爲遠大者，又奚

恤流俗之譏耶！」 

8.上曾相公書 平生辄以護法勸善爲己任，每求缙

紳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

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

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貢于下執

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

盛備爲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

勸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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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謝李太尉啟 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

高華爲帝家至戚，猶屈采野老幽人

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

是不惟樂道人之善。……如閣下來

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

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

言之。……請益爲閣下言之。 

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

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憂吾聖人

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

所以決志扶持之耳。 

10. 上 歐 陽 侍

郎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