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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晉禮法秩序與官僚體系下的

五等爵制 

  在前兩章中，已針對五等爵的歷史脈絡與爵制運作提出初步的說明。至

於本章所討論的重點，是爵位在禮法與官僚秩序中的地位，及制度參考的來

源背景。 

  首先，在官僚體系方面，漢代官爵仍呈現分離狀態，制度上兩者亦無法

直接對應；魏晉之際所推行的官品制度，將爵納入官品秩序中，使官職與爵

位在制度上可相互援引比附。但因爵制與官制剛開始磨合，在對應上並不明

確，如同為二品，驃騎將軍、車騎將軍金印紫綬，侯伯子男則為金章朱綬；

同為三品，散騎常侍、光祿大夫銀印青綬，縣侯金印紫綬等，皆為其例；經

過南北朝的磨合調整，至唐代官爵之間的對應才趨於健全。加上士族對周制

的嚮往，使得爵制在官品秩序中，時常超越同品之官，而比擬於周代諸侯；

但在某些方面，西晉時期五等爵的規定未必以周制為參考，而是依照漢魏故

事或配合當時政治局勢來進行安排。 

  在禮制方面，開建五等是「恢復」周制的成果之一，雖然沒有實際的分

土與分民，至少制度中士族已擁有「諸侯」的身份。因此士族可以諸侯的身

份，來實踐儒家經典中的各項制度，如立廟、朝覲等，這是漢代士人、儒生

無法達到的。由於這些制度過去只存在於經典之中，在士人實踐諸侯禮時，

常發生經典記載與現實情況衝突之例；為了化解理想與現實的衝突，魏晉南

北朝的世人對諸侯禮的討論相當熱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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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制方面，西晉律令已有專門的〈諸侯律〉與〈王公侯令〉，顯示西

晉君臣相當重視對諸侯的規範；而在法制上對諸侯的特殊待遇，諸如八議、

贖刑等，也是恢復周制的表現之一。但諸侯犯法在制度上仍須加以處罰，爵

位只是減刑或抵罪之用，不能因擁有爵位而無罪，所謂「禮不下庶人，刑不

上大夫」的儒家理想，在現實中並未真正實踐；另一方面，皇權推翻朝議的

情形時常出現，其干涉的結果常使有罪者大罪化小、小罪化無，無罪者有時

反遭受懲罰，這也是兩漢以來皇權凌駕於法律之上的延續，也象徵當時皇權

仍有一定勢力。 

  整體來看，西晉五等爵在禮法官制中的安排，所參考者包含儒家經典、

漢魏故事，以及配合當時政治環境而制定，但在不同的情況，則有不同的依

循原則。如果是攸關皇權威望的大事，甚至牽涉到「封建」與「郡縣」的問

題，基本上會採取漢魏故事或另設新制；至於一般朝覲、元會之禮，或八議、

贖爵之法，則多援引周制。所以西晉的五等爵，與周制、漢制皆不相類，似

為折衷二者的創新體系，其背後原因為何，則是個可以討論的課題。本章企

圖從皇權與士族間的利害衝突與彼此調整來解釋西晉的官僚體系與禮法秩

序。 

第一節  五等爵在爵制秩序中的安排 

  在許多儒家經典中，都記載著周人之五等爵制，不論這些制度是否確實

在周代施行過，已成為後世士人所仰望的典範，歷來許多改制多以復周制為

名而展開，也成為漢儒提倡改制的依據。但在王莽改制失敗後，東漢的儒生

不敢再大聲疾呼復五等爵，只能從其他方面體現其支持的一面，直到漢末曹

魏時期，才再次出現公開呼籲恢復五等爵的聲音。漢魏士人對五等爵抱持高

度的興趣與嚮往，其表現方式有兩種，一是在奏議或論述中提到五等爵，宣

揚五等爵制的優點，其中以《白虎通》最具代表性。《白虎通》綜合經典對

五等爵的解釋，可以發現這些儒者不只是在讚揚過去的制度，同時也希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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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制度能落實於當代，這也反映出漢魏士人對「恢復」五等爵的期待。另一

種情形，就是以當時爵制比附五等爵。漢代士人儒生在理解周爵時，是同時

包含「內爵」與「外爵」的，即《白虎通》云「公卿大夫何謂也？內爵稱也。

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量其職，盡其才也」，1鄭玄亦云「爵謂

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2代表漢儒視官（卿大夫士）為爵制的一環，似藉

此彌補漢代無五等爵及漢儒無爵之情形。而魏明帝時，高堂隆將大司馬、大

將軍、山陽公、衛公、郡王、縣王比擬為公侯伯子男之命，3同樣是以當代制

度來比擬周制，亦為其例。可知在西晉開建五等之前，已有許多公開或私下

期望復五等爵的聲浪，故西晉五等爵在制度上是創新，但在理念上則是完成

漢魏士人的期望。 

  在現實層面，兩漢的高爵為列侯、關內侯，在制度上的規定僅金印紫綬、

執璧，以及在朝會典禮之位次，4與五等爵無直接關係；在現有資料中，曹魏

時期列侯制度的史料亦不多。至曹魏後期司馬氏掌權後，由於復五等爵是司

馬氏家傳的政治理想之一，5因此在禪代之際，便「革魏餘弊，遵周舊典」，6

除恢復五等爵外，也作了許多制度上的安排與調整，使爵制秩序更加完整。

以下將針對西晉時期之爵制秩序進行考察，並對照經典及漢魏故事，試圖釐

清西晉改制在爵制方面的走向。 

一、 五等爵之等級與禮儀秩序 

1.置妾（附車前司馬、旅賁） 
  在漢代已見王侯置妾的規定，如「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良人，徹

 
1 《白虎通疏證》卷一〈爵〉，頁16-17。 
2 《周禮》卷二「天官太宰」，頁22。 
3 《通典》卷七十五〈禮三十五〉「天子上公及諸侯卿大夫士等贄」，頁2049-2050。 
4 《後漢書》志二十八〈百官五〉，頁1610-1611。 
5 參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頁143。 
6 《晉書》卷三十七〈宗室傳序〉，頁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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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得置孺子、良人」，7即為其例。西晉對置妾的規定，似只是對漢制加以調

整，而非創新；至於置妾的多寡，則取決於身份的高低。《魏書》云：  

（元孝友嘗奏表曰）《晉令》：諸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六人。《官

品令》：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六有二

妾，第七、第八有一妾。8

又根據《太平御覽‧封建部》，公妾六人，侯妾五人，伯妾四人，子妾三人，

男妾二人。9由上可知，縣級公侯伯子男之妾數呈等差遞減，而郡公、郡侯與

縣公同，皆有妾六人。 

  《太平御覽》又舉出了公侯伯子男可擁有之車前司馬與旅賁數，同樣是

按照等級而遞減，參表4101「西晉五等爵制度規範表」。由此可見，西晉諸

侯制度在置妾與司馬、旅賁人數方面是以爵等高低作為考量。又公為一品，

侯伯子男為二品，其妾數與卻與第一、二品之官不同，也代表即使「爵入官

品」，官與爵在部分制度規定上仍為不同系統。 

2.宮城 
  兩漢王侯雖就國，似無王侯宮城高度大小的相關規定。至西晉時期，博

士孫毓、段暢等人曾經對諸侯之宮城提出意見： 

公之城蓋方九里，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里，宮方七百步；子男

之城方五里，宮方五百步。……又如禮，諸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

五丈。又禮，諸侯以為殷屋。今諸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理舊城，

不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立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異

於今儀，步數之限，宜隨時制。10

 
7 參《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二年律令‧置吏律〉，頁163。 
8 《魏書》卷十八〈臨淮王譚附彧傳〉，頁423。 
9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九〈封建部二〉，頁958-959。 
10 《通典》七十一〈禮三十一〉「諸王公城國宮室服章車旗議」，頁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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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即諸侯的宮城大小與高低，應依照古禮加以施行。但一方面諸侯多

未就國，如此措施在耗費人力物力之餘，諸侯實際上少能入居其中；另一方

面若皇權給予諸侯一定程度的宮城，相當於培植諸侯在封地的勢力，可能會

造成類似春秋時期魯三桓的情形。因此在現實因素的考量下，這項制度未被

採用。 

3.墳高與樹種 
  在經典中，可見對於墳高與所種樹之規定，《禮系》云「天子墳高三雉，

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

榆，尊卑差也」，11即明確規定身份不同者之差異。又《周禮》云「以爵等為

丘封之度，與其樹數」，鄭玄引《漢律》云「列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

庶人各有差」，12 也就是說，在漢代根據身份（爵位）的高低，墳高亦有所

不同。西晉則缺乏史料加以比較，可能有此制度而不見記載。 

4.諸侯之國官 
  《周禮》規定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而子男之卿再命，

大夫一命，士不命。13根據《晉官品》，王郡公侯的三卿、國將軍為六品，諸

侍郎、諸雜署令為八品，諸署長為九品，14並未因王、公、侯的差異，而有

等級的區隔；且《周禮》三命相當於《晉官品》之七品，與王郡公侯之卿六

品亦不合；再加上伯子男似未有卿，15故西晉時期之卿在品位排序上與《周

禮》所記有所不同。要到蕭梁與北魏之時，對於五等爵之卿在品位上的排序，

才作了明顯的區隔。16至於西晉國官制度與漢魏不同之處，在於漢魏列侯唯

 
11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七〈禮儀部三六〉引《禮系》，頁2520。 
12 《周禮》卷二十二「春官冢人」，頁139。 
13 《周禮》卷二十一「春官典命」，頁135。又《左傳》僖公二十九年云「在禮，卿不會公

侯，會伯子男可也」，杜預的解釋是「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然

而公侯伯之卿為三命，子男為五命，並不相當，未知其所指為何。參《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僖公下〉，頁129。 
14 《通典》卷三十七〈職官十九〉，頁1005-1006。 
15 其論證請參照第三章第二節。 
16 參《隋書》卷二十六〈百官志上〉，頁728-729；（北齊）魏收撰，《魏書》（北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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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丞、庶子，而西晉之郡公侯雖為異姓，亦有三卿及國官，故西晉較之漢

魏，可謂更接近經典所記周制。 

5.世子 
  漢魏似無以列侯之子為世子之制，亦無世子監國及相關禮儀之規範，其

襲爵者要在繼承爵位後，才有列侯的身份。至西晉開建五等後，方有與經典

相近的世子制度。晉博士孫毓等曾對世子之制有所討論，試引如下： 

按《周禮典命職》：「凡諸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

等。」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周制，

諸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理其國事。今諸王公侯受任天朝，而

嫡子攝其君事，車服禮數，國封大小，領兵軍數，自當如本制，而王

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車服，與古禮不同，依禮

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令。

17

又《晉書‧輿服志》記載「王公之世子攝命理國者，安車，駕三，旗旂七旒，

其封侯之世子五旒」，18即如前所述「下其君一等」，公旗九旒，其世子七旒；

侯旗七旒，其世子五旒。故世子之制與周禮可謂相近。 

6.封地大小與食邑數 
  在封地大小與食邑比例上，漢魏似未見明確規定，至西晉方有固定之

數。《晉書‧地理志》云： 

晉文帝為晉王，命裴秀等建立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度

如魏諸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里，大國侯邑千六百戶，

地方七十里，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六十五里，大國伯邑千二百戶，

 
華書局，1974）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頁2971-2976。 

17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諸王公侯留輔朝政嫡子監國議」，頁1961。 
18 《晉書》卷十五〈輿服志〉，頁762。又《通典》卷六十五〈禮二十五〉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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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六十里，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里，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

五十里，次國子邑六百戶，地方四十五里，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里。

19

再加上《太平御覽》所載，次國男邑二百戶，地方三十五里，西晉之封地與

食邑制度大致如此。20先論封地。根據上述史料，則縣級公侯伯子男之封地，

自七十五里至三十五里不等，而《周禮》規定公侯伯子男的範圍自五百里至

一百里不等，21《禮記》則謂「公侯田方百里，伯七十里，子男五十里」。22在

這當中，西晉制度與《周禮》、《禮記》制度皆不相同，可能因為咸熙改制時，

司馬昭尚為晉王，並非皇帝；又當時尚未平吳，荊、揚、徐等州仍為前線，

又需要許多軍事物資；且當時封五等爵者有六百餘人，若按照經典記載分

配，則封地明顯不足。因此在領地的部分，可謂配合當時需求而設計，與經

典有所差距；然而相較於漢魏，在等級上仍有一定的秩序。23

  在食邑方面，晉制縣級五等爵自一千八百戶至二百戶不等，食邑比例則

為三分食一；24《周禮》規定「凡頒賞地，參之一食」，鄭玄的解釋是「賞地

之稅，參分司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25也就是諸侯所食為三分之二，

而國家（天子）為三分之一。而西晉時期，則為諸侯食三分之一，國家有三

分之二。《周禮》又云公之食邑比例為二分之一、侯伯三分之一、子男四分

之一，共三等，26與前述之差別，則為前云「賞地」，後云「邦國」，似後者

方為周爵食邑之制，然西晉未採取此類等差比例之制，統一以三分食一為

 
19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頁414。 
20 參《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九〈封建部二〉，頁958-959。 
21 《周禮》卷十「地官大司徒」，頁70。 
22 鄭玄為調和二說，即云《禮記》所記乃殷制，《周禮》所記乃周制，故並不衝突。見《禮

記》卷四〈王制〉，頁41。 
23 當然，也有封地超過此數者，如桓溫死後追「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里」，然而此乃

東晉之事，西晉則未見其例。參《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頁2580。 
24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頁415。 
25 《周禮》卷三十「夏官司勳」，頁187。 
26 《周禮》卷十「地官大司徒」，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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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等差食邑比例之制，要到北魏才得以實現。27另外，漢代已出現「分

民」的型態，即《晉書‧地理志》所云「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若乃跨州連

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為差降，略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

28因此西晉的食邑制可謂繼承漢代而來，與古「分土」不同。總之，在封地

或食邑數上，除「分民」的概念一脈相承之外，晉制多與漢制不同，更加制

度化、等級化，而又與經典有所差異。 

7.近郊田 
    在經典中，諸侯在王畿內亦有采田，而兩漢無載。到了西晉，王侯在京

師附近占田的情形相當嚴重，故有司提出依等級限田之建議： 

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不宜復有田宅。今未暇作諸國邸，當使城

中有往來處，近郊有芻蒿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

宅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宅城

外有者，皆聽留之。29

在這當中所提及者，唯王公侯，未及伯子男，且大國、次國、小國之分，亦

只適用於公侯，未知伯子男是否有近郊田。但相較於改制前王侯任意占田的

情形，這次改制至少在名義上對官僚占田的數量作出現至。 

8.明堂 
  明堂是儒家經典中的周制之一，而《禮記》在記載明堂位時，亦云「明

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且詳細記載三公與侯伯子男之位： 

三公，中階之前，北面東上。諸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北上。諸伯

之國，西階之西，東面北上。諸子之國，門東，北面東上。諸男之國，

 
27 參《魏書》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頁2971-2976。 
28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頁413。 
29 《晉書》卷二十六〈食貨志〉，頁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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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西，北面東上。30

而東漢亦行明堂，如漢明帝時「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31未提及諸侯

是否陪位。不過《通典》記載東漢公卿諸侯之冠冕時，又云「助天子郊祀天

地、明堂則冠之。魏因漢故事。……晉因之」，32可知東漢皇帝行明堂禮時，

公卿諸侯應參與助祭，唯不知諸侯所立之位是否與《禮記》所載有所差異。

魏晉亦行明堂，制度與東漢相近，公卿亦參與陪祭。可知在明堂制度中，東

漢已依古禮行之，晉承漢制，亦與古禮相近。 

9.贄 
  執贄亦為古禮之一，是每年再次確認君臣關係的重要禮儀，33《周禮》

即載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七寸，子執穀璧五寸，男執蒲

璧五寸；34又云「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贄」，35按照不同身份，所獻之物

也不同。東漢亦有獻贄之禮，後漢書即載每年正月「及贄，公侯璧，中二千

石、二千石羔，千石、六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36與周禮大體相合。西晉

執贄制度仍繼承東漢，〈咸寧注〉所記獻贄之物與《後漢書》全同。37然而漢

晉之制唯言公侯執璧，未知五等爵施行後，諸侯所執之璧是否如《周禮》所

載，有九寸、七寸、五寸之別，以及圭、璧之分。 

10.封爵季節 
  在封爵的季節上，《禮記》云在立夏之日「行賞，封諸侯，慶賜遂行」，

38而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39東漢曹魏士人亦主張此說，故鄭玄曰「今封

 
30 《禮記》卷九〈明堂位〉，頁115。 
31 《後漢書》志八〈祭祀中〉，頁3181。 
32 《通典》卷五十七〈禮十七〉，頁1602。 
33 關於每年元會委贄與君臣關係的討論，參渡邊信一郎，《天空　玉座—中國古代帝國　朝

政　儀禮》，頁116-118。 
34 《周禮》卷三十七「秋官大行人」，頁240。又同書卷十八「春官大宗伯」略同。 
35 《周禮》卷十八「春官大宗伯」，頁120。 
36
《後漢書》志五〈禮儀中〉，頁3130。 

37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2。 
38 《禮記》卷五〈月令〉，頁55。 



．126．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立的歷史考察 

                                                                                                                           

諸侯則違古」，40而王肅〈聖證論〉亦云「孟夏之月，天子行賞，封諸侯，慶

賜，無不忻悅，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41仍以春夏作為封爵時節。到

了西晉，則有不同看法。如張融云「按〈洛誥〉，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以

周之正。《易屯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不以秋夏也。」42束

皙則云「〈月令〉所記，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

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令〉以非〈祭統〉，鄭

宗〈祭統〉而疑〈月令〉，無乃俱未通哉！莫若通以三代說兩氏而不俱一也。」

43簡析兩人意見，張融認為根據《書》、《易》所記，周人封爵應在春（正月）

而不在夏秋；束皙則以為夏秋之封乃三代通制，未必為周制也。再從魏末晉

初幾次較大規模來看，咸熙元年七月建五等爵，泰始元年十二月百官增封進

爵，咸寧三年八月徙封諸王，太康元年五月封平吳功臣，太康元年十一月徙

封諸王出鎮。44在上述諸例中，四季皆有封爵情事，看不出有集中於某季的

情形，故張融、束皙之言，也可以說是為「封爵不時」的情形，作出較合理

的解釋。 

11.就國 
  在儒家經典中，除了為王卿士者外，封諸侯者皆需就國。東漢時期諸王、

列侯無官者仍須就國；至曹魏時期，由於受爵者身份結構的改變，同時具有

官爵身份者甚多，故「以侯就第」的情形屢見不鮮。45西晉時期，諸王公侯

多聚集於洛陽，直到咸寧三年，調整封國制度，遣諸王公侯就國，故「諸公

皆戀京師，涕泣而去」；46到了太康十年，又改封諸王，「並假節之國，各統

 
39 《禮記》卷五〈月令〉，頁59。 
40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春夏封諸侯議」，頁1954。 
41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春夏封諸侯議」，頁1954。 
42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春夏封諸侯議」，頁1954-1955。 
43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春夏封諸侯議」，頁1955。 
44 以上並見《晉書》卷三〈武帝紀〉。 
45 關於就國的討論，請參第三章第一節。 
46 《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頁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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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州軍事」。47雖然遣諸侯之國，並加以方任，會產生一些問題，故荀勗云「諸

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戀本，必用嗷嗷，

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48似已預見此舉將導致諸侯割據的局

面。不過就國委方任者唯有諸侯王與公侯，似未包含伯子男以下爵；至太康

元年平吳後，方面都督幾以同姓宗室為主，少以異姓出鎮，應為晉武帝有心

的安排。49除此之外，西晉制度之本意為「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

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年已壯者，皆遣蒞國」，50而強制就國制

度是在武帝中後期所推行，並非改定禮儀時之原意。因此，在現實因素考量

下，西晉初期的王侯多未就國，與儒家經典、漢魏故事皆異。 

12.朝覲 
  所謂「朝覲」，《禮記》解釋為「天子當依而立，諸侯北面而見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立，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51《周禮》釋為「春朝

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

之慮」，52在實際運作方面，《周禮》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

也，世相朝也」，53又云「令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其國之籍禮

之」，54《禮記》則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年一小聘，三年一大聘，五年一

朝」。55綜合二書所記，可知諸侯應定時面見天子。而曹魏之時因猜忌諸王，

使「藩王不得朝覲」；56至西晉泰始年間，方制定朝覲之法： 

諸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更始。

 
47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79。 
48 《晉書》卷三十九〈荀勖傳〉，頁1154。 
49 參唐長孺，〈西晉分封與宗王出鎮〉，頁127-137。 
50 《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頁745。 
51 《禮記》卷一〈曲禮下〉，頁13。 
52 《周禮》卷三十七「秋官大行人」，頁239。 
53 《周禮》卷三十七「秋官大行人」，頁242。 
54 《周禮》卷三十七「秋官小行人」，頁242。 
55 《禮記》卷四〈王制〉，頁43。 
56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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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臨時有故，卻在明年。明年來朝之後，更滿三歲乃復朝，不得違本

數。朝裡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不朝覲之歲，各遣卿奉聘。57

此處云三年一朝，與《禮記》「五年一朝」有異，然至少朝覲體系已重新建

立。不過要行朝覲之禮，最重要的前提是諸侯必須就國，然後從封國至首都

朝覲。然而在咸熙、泰始之初，諸侯多未就國，而是留在中央或至地方任官，

因此直至咸寧三年定就國之論後，朝覲制度才較為完備，在咸寧三年以前，

大抵以世子或三卿代為獻禮。在咸寧三年以王公侯就國後，朝覲之制應有一

定的實際效用，如王浚「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年來朝」，58便符合三

年一朝的規定，又是受爵者本人前來朝覲，即為其例。總之，朝覲制度至西

晉日趨完備，與經典相近。 

13.傳封 
  所謂傳封，即除了自身之爵傳與嫡子（世子）外，將舊爵（進封前之爵）

留給次子；及因功或皇帝賜與而另有一爵，可將其爵傳給次子或兄弟、兄弟

之子。將舊爵留給次子者，即如泰始二年詔「五等之封，皆錄舊勳。本為縣

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

59以功另封爵者，如劉弘「論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

許之」，60紀瞻「論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降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等。61此制乃漢魏時期所無，經典亦未記載，應是當時環境背景下之新產物。 

14.立社 
  在封地立社方面，《禮記》云「諸侯為百姓立社，曰國社；諸侯自為立

社，曰侯社」，62，又云「諸侯為國立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

 
57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1-652。 
58 《晉書》卷三十九〈王沈附浚傳〉，頁1146 
59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53。 
60 《晉書》卷六十六〈劉弘傳〉，頁1766。 
61 《晉書》卷六十八〈紀瞻傳〉，頁1823。 
62 《禮記》卷十四〈祭法〉，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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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曰公厲；諸侯自為立五祀」。63但西晉時期少有提及諸侯立社者，而從晉

惠帝策封何攀文有「錫茲玄社，苴以白茅」之語，疑西晉有諸侯立「社」之

制，然不知所立者為「國社」或「侯社」。 

二、 五等爵的輿服制度 

1.車飾 
  後漢制度，「公侯乘安車，朱班輪，飛軨，倚鹿較，伏熊軾，皂繒蓋，

黑轓，右騑，旂九斿，鏤鍚叉旄，朱鑣朱鹿，朱文，絳扇汗，青翅鷰尾。」

64而晉制「郡縣公侯，安車駕二，右騑。皆朱班輪，倚鹿較，伏熊軾，黑輜，

皁繒蓋。」65由上文來看，晉制與漢制相當接近，大體為沿襲而來。不過上

文所記為郡縣公侯，伯子男是否與公侯同，暫無法得知其詳。 

2.駕 
  關於西晉車駕之制，可由以下兩段文字略知一二。據《通典》卷六十四

「安車」所載： 

（安車）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六，其餘並駕四。三公下至九卿，

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66

同書卷六十五「公侯大夫等車輅」又云： 

（晉制）諸公給朝車駕駟、安車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令史，皆皂

零。特進以下，諸將軍非持節都督者，給安車黑耳駕二。三公、九卿、

二千石，皆大車立乘，駕四。去位致仕告老，賜安車駕四。……中二

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兩轓，銅五末，駕二。千石、六百石，朱

 
63 《禮記》卷十四〈祭法〉，頁168。 
64 《通典》卷六十五〈禮二十五〉「公侯大夫等車輅」，頁1824。 
65 《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頁762。又《通典》卷六十五〈禮二十五〉略同。 
66 《通典》卷六十四〈禮二十四〉「安車」，頁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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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轓。王公之元子攝命理國者，安車，駕三。67

由上引兩段文字看來，西晉車輿制度表面上似無法整理出明確的區別。不過

在後段文字（暫稱「乙文」，後同）中三公、九卿、二千石部分為「大車」

駕四，並非安車。若將前段文字（暫稱「甲文」，後同）「其餘並駕四」句移

除，加上甲文又云郡縣公侯安車駕二，重新將甲乙兩文加以排比，則可約略

看出晉制排序，參見表4101「西晉五等爵制度規範表」。也就是天子駕六，

去位致仕告老者駕四，諸公、王公元子攝命理國者駕三，郡縣公侯、特進、

諸將軍非持節都督、中二千石、二千石駕二，卿駕一。當中須注意者有二，

一為卿秩數為中二千石，然中二千石駕二，而卿駕一，其因未詳；一為郡縣

公侯駕二，而王公元子攝命理國者駕三，公之元子（世子）駕數較其父（諸

侯）為高，與《周禮》規定「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

之禮一等」不同，68也因此孫毓等人才會提出「今（嫡子）之車服，與古禮

不同，依禮應下其君一等」之語。69

3.旗物 
  東漢時期，對公侯的規定是「旂九斿」，70大概只要是列侯，不論縣鄉亭

侯，皆為九斿，無等級之區別。至晉則有所改變，《晉書‧輿服志》云：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降龍。71

  又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云「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

朝祀之車，宜路車駟馬，建大旂九斿，畫交龍」，72則當時公侯卿各有等差。

而《周禮》將旗物分為數類，其中「日月為常，交龍為旂」，73又云公之車旗

 
67 《通典》卷六十五〈禮二十五〉「公侯大夫等車輅」，頁1824。 
68 《周禮》卷二十一「春官典命」，頁135。 
69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諸王公侯留輔朝政嫡子監國議」，頁1961。 
70 《通典》卷六十五〈禮二十五〉「公侯大夫等車輅」，頁1824。 
71 《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頁762。又《通典》卷六十六〈禮二十六〉略同。 
72 《晉書》卷六十一〈禮三十一〉「諸王公城國宮室服章車旗議」，頁1957。 
73 《周禮》卷二十七「春官司常」，頁172。又同書卷二十九「夏官大司馬」所云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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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74又云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

子男五斿；75而《儀禮》亦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立」，76《博雅》亦云

「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77也就是儒家經典規定的

旗物數為為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與晉制略同，因此西晉旗物之制應是參

照儒家經典所定。至於伯子男是否有旗物之制則不確定，至少上文中似未包

含伯子男在內。然而在實際上，這個制度似乎並未實踐。《晉書‧禮志》云： 

（新禮）諸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不建旗。摯虞以為：「覲

禮，諸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

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禮，建旗如舊禮。」詔可其議。然終晉

代，其禮不行。78

這在表在西晉制度規範中，諸侯朝覲之時應備旗物，然而在現實因素的考量

下，「其禮不行」，制度與現實間仍有差別。 

4.服飾 
  古代對綬帶、章、冕等的規定，主要作用是區分等級與地位的高低。79在

東漢時期，對官爵服飾有等級上的限制，如《漢官儀》即對皇帝、王、侯將

軍、九卿、二千石等不同的官僚層級，有相應的服色及長度規定；80在列侯

部分，基本上是金印、紫綬。81而至漢末曹魏之時，在服色方面並無明確的

 
74 《周禮》卷二十一「春官典命」，頁135。 
75 《周禮》卷三十七「秋官大行人」，頁240。 
76 《儀禮》卷十〈覲禮〉，頁154。又杜預云「諸侯建大斿，杠七仞，斿至地」，則可能是

引《禮緯》之說。參《通典》卷八十四〈禮四十四〉「設銘」，頁2274。 
77 《北堂書鈔》卷一百二十〈武功部八〉引《博雅》，頁529。 
78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3。又《通典》卷五十三〈禮十三〉略同。 
79 朱和平指出，漢代綬除了用作裝飾外，主要作用是用來區分等級與地位高下。而此功用似

仍為後代所繼承。參朱和平，《中國服飾史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頁
156。 

80 《北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一〈儀飾部〉「綬」引《漢官儀》對漢代官僚的綬色有清楚的描

述，如諸王綬四采絳地黃羽青黃綠，侯綬三采絳地縹紺等，頁596-597。  
81 栗原朋信認為，兩漢的列侯是金印紫綬，而關內侯則無確切資料顯示其印綬。參栗原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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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區分，故夏侯玄對當時的服制有所批評： 

今科制自公列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綾錦羅綺紈素、金銀

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

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是故宜

大理其本，準度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禮度，車輿服章，皆

從質樸，盡除末俗華麗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不復有錦綺之

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

已，勿使過一二之覺。82

因此在咸熙改制之際，司馬氏集團便針對許多服制上的規定加以調整，使服

制秩序更加完備。由於西晉服飾的相關資料相當分散，在此先引數段較重要

之史料，並列表整理，再分類討論之。另外可單獨討論者，則獨立論之。 

五等諸公，周官。金章、朱綬，朱質四宋玄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

長一丈六尺。朝服，進賢三梁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里，位視三

公班次，邑三千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六人，車前司馬十四人，旅

賁五十人。83

（後漢）孝明帝永平初，詔有司採《周官》、《禮記》、《尚書皋陶篇》

夏侯氏說，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綠裏，玄上，前垂

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三公諸侯

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色綬為組

纓，旁垂黈纊。助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則冠之。魏因漢故事。……晉

因之。84

晉制，（天子）盛服則雜寶為佩，金銀校飾綬，黃赤縹紺四采。太子、

 
《秦漢史　研究》（東京：吉川弘文館，1960），頁172-173。 

82 《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附玄傳〉，頁139-140。 
83 嘉靖刊《藝文類聚》卷五十一引〈晉百官表注〉，轉引自《晉令輯存》（西安：三秦出版

社，1989），頁241。 
84 《通典》卷五十七〈禮十七〉「冕」，頁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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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相國綠綟綬，三采，綠紫紺。郡公玄朱，侯

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內侯

紫綬，皆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令僕射、中書監令、祕書監

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然。85

（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曰）禮，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鱉冕而

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繅三色九就，丹

組纓，玄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群臣助祭

者，皆長冠玄衣。其位不從公者，皆以七為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

依漢魏故事，皆遠遊冠，五時服，佩山玄玉，不復以國大小為差。其

群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令也。86

綜合上述，可略分為以下數類： 

A. 綬色：分為三等，公玄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 

B. 章：五等爵皆為金章。 

C. 采：五等爵皆為綠、紫、紺三采。 

D. 冕：五等爵皆為七旒。 

E. 朝服：五等爵皆遠遊冠、五時（朝）服、山玄玉。 

  透過以上整理可知，在服飾印綬之別上，除綬色外，五等爵皆為同一階

層，無內部分別。在綬色部分特別作出區分，亦有實例，如山濤卒後，贈「新

沓伯蜜印青朱綬」，87可知當時制度確實如此，參見表4101「西晉五等爵制度

規範表」。 

5.祭祀服章 
  所謂祭祀的範圍，包含祭祀天地、明堂等。《晉書‧輿服志》記載： 

及中興後，（漢）明帝乃始採《周官》、《禮記》、《尚書》及諸儒記說，

                                                 
85 《通典》卷六十三〈禮二十三〉「天子諸侯玉佩劍綬璽印」，頁1755。 
86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諸王公城國宮室服章車旗議」，頁1957-1958。 
87 《晉書》卷四十三〈山濤傳〉，頁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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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備袞冕之服。……（晉制）天子備十二章，三公諸侯用山龍九章，

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88

可知東漢已備「袞冕之服」。至西晉時，諸侯王與五等爵助祭郊廟皆為九章，

89仍繼承漢制。 

6.皮弁 
  據《晉書》所記，「皮弁，以鹿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纂，結也。

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天子則縫有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

大夫三。」90當中公侯伯子男內部分為三等，分別為九、七、五，合於《周

禮》所記之數。而諸侯之纂則皆為三采，未有內部區別，即西晉皮弁制度乃

繼承《周禮》而來。 

7.進賢冠 
  據《晉書‧輿服志》記載：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

八寸，有五梁、三梁、二梁、一梁。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梁

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梁。卿、

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兩梁。91

又《通典‧禮十七》云： 

（晉制）天子元服，始加則冠五梁進賢冠。三公及封郡公、縣侯、鄉

亭侯則三梁。卿大夫下至千石則兩梁。中書門下至門郎小吏，並一梁。

 
88 《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頁765。又《通典》卷六十一〈禮二十一〉「君臣服章制

度」略同。 
89 《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頁765。 
90 《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頁770。 
91 《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頁767。 



西晉禮法秩序與官僚體制下的五等爵制 ．135． 

                                                

92

綜合上述兩段文字，可知當中三公、五等諸侯及縣鄉亭侯皆為三梁，卿大夫、

關內侯兩梁。三公與縣鄉亭侯在漢代已為三梁，93至晉雖品數不同，然仍維

持三梁不變。而五等諸侯亦為三梁，已是人臣中梁數最高者，與三公列侯同，

故制度雖為新設，大體仍承襲漢制。 

  上述西晉服飾的相關規定，大體較漢魏時期更為詳細，諸侯與公卿大夫

士之等級區別亦更加明確。然而五等爵內部秩序並無定制，有制度皆同者，

有分三等者，亦有分五等者，未詳其中原因為何。或許是在這些制度中，有

些是復周朝舊典，有些是襲漢魏制度，才造成如此結果。 

三、 其他 

1.總國數 
  在總國數方面，《禮記》所記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94魏晉之際五等爵只

有五六百國；即使到了太康元年平吳，新封許多五等爵，似仍未至一千七百

之數。至惠帝時期，政局漸亂，封爵大幅增加，雖然總數可能達到甚至超越

此數，並非出於皇權主觀意志封爵，多為掌權者濫封，因此不能相提並論。 

2.縣內縣外之分 
  根據《禮記》所載，「天子之縣內諸侯，祿也；外諸侯，嗣也」，鄭玄認

為即給予賢德之人內爵之卿大夫或關內侯爵號，俸祿如諸侯，然而不能世

襲；有功之人才能獲得封爵，並傳於後代。孔穎達則釋為縣內諸侯之子可繼

承「故國采邑」，而不能繼承公卿大夫之位。95也就是說，在漢末鄭玄認為賢

德之人爵號無法世襲，而唐初孔穎達則以為縣內諸侯可以繼承采邑。當中的

 
92 《通典》卷五十七〈禮十七〉「緇布冠」，頁1606。 
93 《後漢書》志三十〈輿服下〉，頁3666。 
94 《禮記》卷四〈王制〉，頁42。 
95 參（清）朱彬撰，饒欽農點校，《禮記訓纂》（北京：中華書局，1996）卷五〈王制〉，
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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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就在於鄭玄並未解釋內外之分，所謂縣內、縣外，指的應是天子之縣

（即王畿）內外的區別，孔穎達即以畿內、畿外加以區分。以鄭義而論，鄭

玄是東漢末年人，未及見漢魏禪代，因此尚不知日後會出現普遍封爵之情

形，96其言論乃是主張賢德之人應有爵號。曹魏西晉時期，以事功或普遍封

爵者日益增多，又可世襲，97雖與鄭玄之論不同，從另一角度而言，亦可說

是實踐鄭玄士人應有爵祿之議。就孔義而言，漢魏時期，王畿之內（司隸）

已多有列侯之封；到了西晉，又由於現實因素的關係，98西晉之司州（相當

於王畿）仍有相當數量之封爵，且封司州者可襲爵，與孔穎達義相異。故《禮

記》之文無論以鄭義或孔義來解，都與西晉之制不同，晉制可說是繼承漢魏

制度，並配合當時的情形加以施行。 

  若前述縣內諸侯之祿可以《禮記‧王制》之文「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

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加以詮釋，99諸侯在天子縣內為湯沐邑，為

祿而不得傳封，亦符合西晉制度。《晉書‧食貨志》即云國王公侯「近郊田，

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100其田相當於湯沐邑。若然，則晉

制之意近於禮也。 

3.貢士 
  《禮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101在儒家經典中，貢士為諸侯的任務之一，且未確實執行貢士職責之諸侯尚

會遭到處分。然而自東漢以來，諸王列侯並無地方人事實權，在地方進行貢

舉者為國相，而非受爵者本人。西晉時期亦然，一方面就國比例較東漢為低，

 
96 其論請參第二章第二節。 
97 漢代關內侯不得襲爵，近於鄭玄所論。但至魏晉時期，關內侯似亦可襲爵，如邢友、牽嘉、

楊豹等，皆繼承其父關內侯之爵；不能世襲爵位者，幾為女性封君，這些人並非因賢而

得爵。參《三國志》卷十二〈魏書‧邢顒傳〉，頁383；同書卷二十六〈魏書‧牽招傳〉，

頁733；同書卷二十五〈魏書‧楊阜傳〉，頁708。 
98 其論請參第三章第一節。 
99 《禮記》卷四〈王制〉，頁50。 
100 《晉書》卷二十六〈食貨志〉，頁790。 
101 《禮記》卷二十〈射義〉，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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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封地之人事權仍為國相、內史所掌握，故諸侯仍無貢士之責，與漢魏

略同，而與經典相異。 

四、 小結 

  現將上文所論簡短作成以下結論： 

1.西晉爵制秩序所參考的標的 
  在西晉爵制秩序參考背景部分，主要以儒家經典（周制）與漢魏故事（漢

制）為主，亦有配合當時政治需求而調整的部分。在「恢復」周制部分，包

含立世子、近郊田、明堂、獻贄、朝覲、皮弁等；在繼承漢制方面，包括置

妾、車飾、車駕、服章、進賢冠等；至於現實考量，則包含國官、食邑數與

封地、封爵季節、就國與否、傳封、服飾等。大體看來，參照周制部分較多

屬於朝廷之禮，參考漢制部分多為諸侯本身的輿服等級，而在封爵的實際運

作上，則以現實考量為主。102此外尚有部分制度是由朝臣提出，欲比附經典

而遭擱置者，如立宮城之議、封地籍田之制、旗物設置等。這些制度都可能

會影響國家秩序與皇權威嚴，因此皇權未直接否定朝臣之議，實際上並未加

以推行。此外尚有許多儒家經典所載之制，如射儀、封疆等，由於資料不足，

不知在西晉時期是否施行，參表4102「儒家經典所載五等爵相關制度表」。

因此，西晉改制雖號稱恢復周禮，103實際上與儒家經典仍有相當落差。 

  綜合來看，西晉五等爵的制度來源，雖出於多門，但有依稀可辨的區別，

就是非涉及實際爵制運作者，包括諸侯在朝之禮及輿服等級等，主要參考經

典或漢魏故事；攸關諸侯制度在地方運作的部分，則多以現實考量為主。就

士人角度而言，復五等爵為其長期以來的理想，其目的之一是在於以德為封

 
102 陳寅恪指出，「所謂周禮者乃託附於封建之制度也，其最要在行封國制，而不用郡縣制，

又其軍隊必略依周禮夏官大司馬之文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制。」實際上

西晉、北周都只是用其皮毛，施行部分《周禮》所載制度，而未實踐其封國制之精神。

參陳寅恪，《隋唐制度淵源略論稿》（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頁96。 
103 參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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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原則，以及士人得受五等之爵，以制定諸侯禮法。開建五等後，中高級士

人官僚多得爵位，在典禮與輿服上又達到區分等級的目的，已基本滿足士人

的需求。就皇權角度而言，只要不影響國家運作與皇權威嚴，大體上皆可依

照士族期望恢復周制或參考漢制；另外有些可能會影響國家整體運作的制

度，皇權多以現實因素為考量，盡量降低個別諸侯在地方上的勢力。因此，

在皇權與士人各有所需的情形下，西晉五等爵制便如同傅玄〈元會賦〉所云

「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104呈現多

樣的特徵。 

2.五等爵等級區分的不同 
  五等爵的等級區分，可分為外部與內部兩類。外部區別，即五等爵與其

他官爵規定有所差距，或僅針對五等爵的規定者，如籍田推數、立明堂之位、

朝覲之制、車駕、服章、皮弁、進賢冠等。內部區別，即公侯伯子男本身亦

有三等或五等之差，如置妾、食邑數與封地、執璧長短、旗物等，公侯伯子

男內部各有差別。但在某些部分，未必依照經典或漢魏故事，同樣是依照現

實考量加以制定，如侯伯子男皆列二品、國官、世子就國之制、近郊田、車

飾、服飾等。上述五等爵制外部與內部的區分，也代表當時制定爵制的過程

中，似未有一貫體系，而是各依不同需求而定制。 

3.五等爵在等級秩序中的定位 
  如同《禮記》所云「序爵所以辨貴賤也」，105對爵制秩序作各種規定的

目的，就是要清楚界定等級的區分，不同的爵位應有各自的規定，如此國家

秩序方能更加健全。然而西晉五等爵所恢復周制部分，多為禮儀輿服制度，

而於食邑、封國、行政等相關方面則仍舊繼承漢魏故事；也就是說，西晉改

制致力於禮制與官僚秩序的建立，而未實行所謂的「封建」制度。因此荀勗

云「其五等體國經遠，實不成制度，然但虛名，其於實事，略與舊郡縣鄉亭

 
104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49。 
105 《禮記》卷十六〈中庸〉，頁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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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106而劉頌亦云「今諸王裂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

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

率由舊章，一如古典。」107雖然西晉政權在制度上作了許多安排，讓爵制秩

序更加健全，然而當時諸侯僅在禮制、身份及食邑等方面較漢代有進一步的

擴大，仍無實際上的權力。在制度依循來源多門的情形下，五等爵的等級區

分也呈現相對混亂的狀況。 

第二節  西晉禮儀中對五等爵的規定 

  禮儀一直是儒家經典及學者所關注焦點之一，尤其在魏晉南北朝時期，

對禮更加重視。108在先秦的經典中，已有許多對禮的闡述，如《禮記》云「夫

禮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異、明是非也」，109而《荀子》理想中的

國家型態為「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110可發現在儒

家理念中，相當重視「禮」的地位，並以為禮是區分身份與責任的重要標準。

禮作為維護貴賤、尊卑、長幼等社會差異的工具，可達到儒家所期望的社會

秩序，所以儒家相當重視禮，欲以禮作為治世的手段。111漢魏時期，由於儒

生、士人在對於禮制的討論日趨頻繁，而鄭玄、王肅為集大成者。然而漢魏

時期在國家典制上，僅視需要作部分調整，並未作大幅的變動。至魏末晉初，

士族集團掌權，針對禮制作整體的更動。《晉書‧禮志》記載： 

魏氏承漢末大亂，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

 
106 《晉書》卷三十九〈荀勖傳〉，頁1154。 
107 《晉書》卷四十六〈劉頌傳〉，頁1299。 
108 此點前輩學者多有論及，如藤川正數整理清人所輯之藝文志，指出西晉（及整個魏晉南

北朝時期）對禮學的研究相當豐富，遠超過其他諸經。參藤川正數，《魏晉時代　　　

　喪服禮　研究》（東京：敬文社，1960），頁63。 
109 《禮記》卷一〈曲禮上〉，頁1。 
110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十三〈禮論〉（北京：中華書局，1988），頁347。 
111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收入氏著《瞿同祖法學論著集》（北京：中國政法

大學出版社，1998），頁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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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禮，參考今古，更其節文，

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六十五篇，奏之。112

也就是西晉士族參考了儒家經典及漢魏故事，並配合現實需求來加以改制。

但從長遠來看，魏晉之際的改制是中國儒家禮法體系建構的初步階段，制度

中尚有許多模糊不清或窒礙難行之處。因此到了太康年間，摯虞便提出了異

議： 

鄭（玄）王（肅）祖經宗傳，而各有異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

（荀）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說，其事不可得行。

113

由於西晉初年所制定的禮制尚未完備，摯虞便針對新禮中有疑問之處加以討

論，「以元康元年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六宗及吉凶王公制度，凡十五

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

注〉，是其遺事也。」114在魏末晉初所定之禮中，往往就是照抄經文，再加

上鄭玄、王肅對經典的解釋有許多不同，因此在西晉，甚至延伸到東晉時期，

摯虞、束皙等人提出許多意見，朝議對禮文也有多次討論，可知當時對禮的

重視，及其內容之不確定性。 

  另外需提出說明者，上節所論強調的是等級與秩序的安排，本節則對於

禮的內容及實質意義進行討論。漢魏原無五等爵，至魏末晉初方置，與新禮

同時實施，因而在初創的過程中，產生許多新禮、漢魏故事與經典間的衝突。

本節即以吉凶軍賓嘉五禮為分類，針對西晉新禮中關於五等爵之部分及其來

源、發展加以討論，並附論東晉、劉宋之議，試圖明瞭當時諸侯之禮及其可

能意義。 

 
112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81。又同書卷三十九〈荀顗傳〉亦略記之，而共刪改者

多孔顥一人，頁1151。 
113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82。 
114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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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禮 

1.籍田先蠶 
    籍田是天子親自率百官耕作，先蠶是皇后率官僚之夫人世婦蠶桑，皆是

象徵為民表率的儀式，即華嶠所云「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

夫人躬蠶桑」。115在籍田儀式中，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各有推數，即「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116也就是朝廷籍田禮中，是包含諸侯的。

儒家經典已有關於籍田的記載，《禮記‧月令》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117之後蔡邕、杜佑等人皆采此說。118東漢亦有籍田之儀，「天

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數如周法」，119可知東漢籍田儀乃

參照周制而來。到了曹魏，「雖天子耕籍，藩鎮闕諸侯百畝之禮」，120天子仍

有籍田禮，而諸侯遭受禁錮，無籍田之制。到了西晉，晉武帝在泰始四年正

月親耕籍田，並下詔云「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率

先天下」，而「自惠帝之後，其事便廢」。121不過在晉武帝的詔書中僅云公卿

士，未知是否包含諸侯。122到了武帝末年，有司建議「今諸王臨國，宜依修

耕籍之義」，但「竟未施行」。123可知籍田制度原本包含在中央的籍田千畝之

禮，及各地諸侯百畝之禮。在中央部分，天子親率王公卿士籍田，東漢之制

包含諸侯，而西晉則不知是否仍有此禮。在地方部分，漢晉皆未聞其詳，疑

 
115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90。 
116 《蔡中郎集‧外集》卷四〈獨斷〉，頁15。 
117 《禮記》卷五〈月令〉，頁52。而《白虎通》卷六〈耕桑〉引〈祭義〉云卿大夫七推，

未知孰是。 
118 參《蔡中郎集‧外集》卷四〈獨斷〉，頁10；《通典》卷四十六〈禮六〉「籍田」，頁

1284。 
119 《通典》卷四十六〈禮六〉「籍田」，頁1285。又《後漢書》志四〈禮儀上〉略同，而

無「推數如周法」句。 
120 《通典》卷四十六〈禮六〉「籍田」，頁1285。 
121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89。 
122 又《晉書》卷三〈武帝紀〉，泰始四年正月詔書云「朕親率王公卿士耕籍田千畝」，仍

未見五等諸侯。 
123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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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諸侯籍田之禮。也就是說，魏晉籍田制度基本上是依照舊典，但當中諸侯

之角色甚為模糊，與經典「諸侯九推」及「諸侯籍田百畝」似有所不同。此

外，從皇后先蠶之禮亦能看出天子、諸侯、公卿大夫之排序。《晉書》云： 

取列侯妻六人為蠶母。……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諸太妃、太

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

筐鉤從蠶。124

也就是說，諸侯（與諸侯妻）在籍田與先蠶禮中，是佔有一席之地（諸侯九

推），與公卿大夫分庭抗禮。但魏晉時期諸侯在朝廷籍田之制不明，125在地

方上「諸侯百畝」之制似亦不見施行，表示諸侯在封地上仍無自主性。 

2.立廟 
    按照經典記載，諸侯可自置家廟，如《禮記》即云「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大祖之廟而五」。126因此在魏晉時期，對於立廟問題亦多有討論。 

(1) 諸侯廟議 

在西晉禮典施行後，對諸侯相關制度的討論相對較多，立廟即為一例： 

或問諸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禮，諸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

今之諸王，實古之諸侯也。諸侯不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

百代不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紹位未踰年而薨

者，依漢舊制不列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127

由上文可知，孫毓以諸侯王比古之諸侯，因此不得祖天子，而以始封君為太

祖，世世祭祀；其餘二昭二穆之廟，親盡則毀；而漢制規定，若年幼者繼諸

侯（王侯）位不滿一年即去世，則不入宗廟，只能祭祀於寢，因此孫毓認為

 
124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590。 
125 請參本章第一節對籍田之制的討論。 
126 《禮記》卷四〈王制〉，頁44。 
127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1-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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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參考漢制而行。孫毓所論雖為諸侯王，封五等爵者身份亦為諸侯，在這部

分應比照諸侯王而行。 

(2) 祭祀廟數（代數） 

  根據《禮記‧王制》所載，諸侯應立五廟；128蔡邕《獨斷》亦云「天子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129可知在經典

記載中，諸侯可立五廟。故漢獻帝建安十八年，曹操封魏公，「始建宗廟于

鄴，自以諸侯禮立五廟也，後雖進爵為王，無所改易」，130即為其例；又《通

典》記東晉王氏問謝沈語，亦云立五廟。131一般情況下，立五廟則應祭五代，

如車胤言「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即是。132然而當時亦見諸侯非祭五代者。

如《通典》云「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六代」，133又引晉安昌公荀氏〈祠

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六代，暫以廳事為祭室，須立廟如制備物」，

134為祭六代之例。又有立四廟之例，如邵戢議桓宣武公立廟云：「禮，父為

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則宜立親廟四。」135按現有史料記載，兩晉唯潘

尼在隨齊王冏起義後封安昌公，136未見有荀氏封安昌公者。而前兩段文字皆

云荀氏封大國，祭六代，多於儒家經典所載諸侯五廟，又非天子七廟。若僅

荀氏〈祠制〉如此記載，或為誤記，然東晉邵戢論桓溫立廟亦云四廟，經典

中未見立廟有二、四、六之數，而兩晉有立四廟、祭六代之制，應有其他原

 
128 《禮記》卷四〈王制〉，頁44。 
129 《蔡中郎集‧外集》卷四〈獨斷〉，頁8。 
130 《晉書》卷十九〈禮志上〉，頁601。又《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

略同。 
131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2。詳細討論請參後述。 
132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9。 
133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0。 
134 《通典》卷五十二〈禮十二〉「未立廟祭議」，頁1445。又《通典》卷四十八〈禮八〉

「諸侯大夫士宗廟」引荀氏《祠制》云：「今祭六代，未立廟，暫以廳事為祭室。須立廟，

如制備。」所云略同，頁1340。 
135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2。 
136 《晉書》卷五十五〈潘岳附尼傳〉，頁1515。又同書卷四〈惠帝紀〉云元康四年「安昌

公石鑒薨」，據《晉書斠注》云「以石眇、石定二墓碣證之，『安昌』當作『昌安』。」

故石鑒為昌安公，非安昌公。參《晉書》卷四〈惠帝紀〉校勘記，頁109。 



．144．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立的歷史考察 

                                                

因。《禮緯》云「諸侯五廟，親四，始祖一」，137簡言之，即〈王制〉雖言五

廟，然在始封君入太祖廟之前，皆只能立四廟，以空出始封君之位，至五世

以後方得立五廟，故邵戢議立桓溫親廟四，應即扣除桓溫本人。《禮緯》又

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六；周六廟，至子孫七」，138然而

此所規定者為天子而非諸侯，在其他經典中似亦無諸侯六廟之論，實不知荀

氏立六廟之因為何。 

(3) 自置家廟 

  按照經典，諸侯應可自置家廟，然實際之例甚少。前引荀氏〈祠制〉僅

云「暫以廳事為祭室」，未置家廟；而殷仲堪亦祭其祖於廳事，亦未立廟；139

東晉更有自置家廟而違禮者： 

江州刺史王凝之上言曰：「……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范）

甯自置家廟。……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禮典。」……（范甯）以此

抵罪。140

按范甯前封陽遂鄉侯，並非無爵之人。王凝之云設廟「各有品秩」，則《晉

令》中當有相關規定。141然而王凝之後言范甯「自置家廟」，不知是范甯未

向朝廷申報便設家廟，還是所設廟數超過規定，或是有其他原因，則不甚清

楚。總之在制度上諸官爵可依品秩設置家廟，應無疑義。此外，王凝之云此

事應下太常，而非廷尉（管刑法）或大鴻臚（管諸侯事），表示這個事件是

與禮相關，范甯所違背的是禮的規範，范寧所違者是「自置家廟」而受罰，

或是立廟超過規定數目，則不得而知。 

 
137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禮志二〉，頁2770。 
138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禮志二〉，頁2769。 
139 《通典》卷五十二〈禮十二〉「未立廟祭議」，頁1445。詳論見後。 
140 《晉書》卷七十五〈范汪附寧傳〉，頁1988。 
141 張鵬一將本文歸為《晉令》中之〈祠令〉，並云此「是晉各官有家廟，依品秩定也」。

見《晉令輯存》，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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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異姓立廟 

  異姓立廟之制，東漢似未見施行，至漢獻帝時「封曹操為魏公，依諸侯

禮立五廟於鄴」，142才有異姓立廟之明確記載。日後劉裕封為宋王，「建宗廟

於彭城，依魏、晉故事，立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

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禮也」；143又蕭道成封

為齊王，「依舊立五廟」，144皆為其例。但除了改朝換代前之權臣外，魏晉時

期似未見實際立家廟之例，如荀氏「以廳事為祭室」，或殷仲堪「常以廳事

為烝嘗之所」，本應立廟，實以廳事作為祭祀之所。不知魏晉時期除權臣外，

一般異姓五等爵者是否得立家廟。 

(5) 非嫡子立廟之議 

  晉武帝時，曾有針對非嫡子立祖廟的問題進行討論： 

（司馬）睦自表，乞依六蓼祀皋陶、鄫杞祀相立廟，事下太常，依禮

典平議。博士祭酒劉熹等議：「《禮記‧王制》，諸侯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而五，是則立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立耳。假令支弟

並為諸侯，始封之君不得立廟也。今睦非為正統，若立祖廟，中山不

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立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禮

文不明，此度大事，宜令詳審，可下禮官博議，乃處當之。」145

按司馬睦當時封為中山王，其兄司馬遜為譙王。理論上兄弟爵位相等，應由

司馬遜祭祀其父司馬進（司馬懿之弟）於譙王祖廟中；而司馬睦則為中山國

之始祖，其後代世世祭祀之。而司馬睦以六蓼祀皋陶、鄫杞祀相為例，請求

立廟祭祀其父祖，所引應出於《左傳》文公五年「臧文仲聞六與蓼滅，曰：

『皋陶庭堅不祀，忽諸，德之不建，民之無援，哀哉。』」杜預注云「蓼與六，

 
142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0。 
143 《宋書》卷十六〈禮志三〉，頁449。 
144 （梁）蕭子顯撰，《南齊書》（北京：中華書局，1972）卷九〈禮志上〉，頁130。 
145 《晉書》卷三十七〈高陽王睦傳〉，頁111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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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皋陶後也」。146又《左傳》僖公三十一年「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公命祀相，甯武子不可，曰：『……杞鄫何事，相之不享於此久矣，非衛之

罪也，不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杜預注云「諸侯受命，各

有常祀」。147也就是說，六蓼同以皋陶為祀，杞鄫同以相為祀，乃是儒家經

典所記之例，因此譙國與中山國應可同以其父為祀。議者以為若使中山國立

祖廟，則司馬睦將不為中山國始祖，而中山國亦無始封之君（百世不毀）可

祭，因此主張不應立廟。然而晉武帝卻下詔云「禮文不明」，要求禮官詳議，

荀顗以為「宜各得立廟」，而詔書從其意見。148由此亦可看出禮制運作在理

想與現實之間仍有部分落差。 

  關於非嫡子可否立廟的問題，當時亦有另外的意見，如徐禪云「若列國

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禮有兼享，所以致孝也。」149

即非嫡子之爵較庶子為高時，應該兩者皆可立祖廟；而刁協則謂「漢梅福云

『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150

反映出直至東晉，對這個問題仍未有定見。 

(6) 立廟之相關問題 

    東晉之時，尚有對於諸侯立廟之問答： 

王氏問謝沈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陵亭恭侯應立五廟不？」沈答：

「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諸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

入特進恭侯廟不？」答：「父為士，子為諸侯，尸以士服，祭以諸侯

之禮。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151

 
146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九上「文公五年」，頁311。 
147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七「僖公三十一年」，頁287。 
148 《通典》卷五十一〈禮十一〉「兄弟俱封各得立禰廟議」，頁1428。 
149 《通典》卷五十一〈禮十一〉「兄弟俱封各得立禰廟議」，頁1429。 
150 《通典》卷五十二〈禮十二〉「奪宗議」，頁1442。 
151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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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問謝沈其祖父是否可以立廟，152謝沈云特進似諸侯，則特進並非諸侯，

而可比照諸侯立五廟；謝沈又云「亭侯雖小」，則亭侯之位不如諸侯（五等

爵），其意似為若僅有亭侯而無特進身份，則不得立五廟。 

  另外就是王氏之曾祖父是否可入廟的問題。既然是王氏之曾祖父，就是

海陵亭恭侯之父，曾為侍御史者。其時王氏尚未有爵，至其子始受封海陵亭

侯，故有是否應以父入廟之問。謝沈的解釋是葬從死，祭從生，應可入廟。

然而魏晉時期多有子有爵而父無爵之情形，當時之解決方式應為無爵之父祖

立廟，如前述荀氏祭六代即是；在此可能是因為海陵亭恭侯王氏並非以五等

諸侯身份立廟，因此有此疑問。 

(7) 諸侯立別室而祭 

  在東晉之時，尚有對於未除服是否須祭於別室提出疑問： 

殷仲堪問庾叡：「綱紀有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

當得於廳事上祭不？」按殷宗有五等封。庾叡等答曰：「宜在別室。」

又問曰：「依禮，祭皆於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

封，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共家常以廳事為烝嘗之所。今一朝忽移

別室，意殊不安。」153

此處所云「綱紀」，可能是指殷仲堪之僚佐，制度規定葬畢即除，較早除服，

而殷仲堪尚未除服，故不知是否要移於別室上祭。「綱紀」亦可能指其兄或

從兄，身為宗子，又有五等爵，在宗子服喪完畢後，殷仲堪另有喪服，因此

不知是否可以喪服之身於廳事上祭。由前後文意看來，似乎其從兄的可能性

 
152 就目前可見之資料，未見有王氏封海陵亭侯者，而謝沈在晉康帝初年因「朝議疑七廟迭

毀」而被徵，不久即卒，則王氏提問大約不出成帝、康帝之時。又在東晉初年王氏為（或

贈）特進、衛將軍，可見者唯王彬。不過王彬在生前「以營創勳勞，賜爵關內侯」，卒

後「諡曰肅」，爵非亭侯，諡亦非恭，不知王氏之祖父是否為王彬。故此處王氏可能為

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或其他郡望之王氏。參《晉書》卷八十二〈謝沈傳〉，頁2152；《晉
書》卷七十六〈王廙附彬傳〉，頁2006。 

153 《通典》卷五十二〈禮十二〉「未立廟祭議」，頁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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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至於庾叡等云殷仲堪應於別室上祭，即認為服喪之身不宜於廳事（代

替祖廟）祭祀，應移至別室。另外殷仲堪之父殷師封沙陽男，154殷仲堪或其

兄應有襲爵，故云「吾家五等封」；殷仲堪之家並未立廟，與宗子共以廳事

作為「烝嘗之所」，對於不得與宗子共祭於廳事，而要移至別室之議，似乎

不甚願意。也就是說，在兩晉時期對於身有五等爵而未除服者，是否得入家

廟或廳事祭祀，未有定論，因此殷仲堪才會對此提出疑問。 

(8) 祠制 

  晉朝既有諸侯祭祀之制，應具備相關之實體內容，然今所留存資料不

多，試列舉如下： 

A. 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

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蠟油炙，令

入理，刮拭之。」155 

B. 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裹盛，如婚禮囊板。板與囊合

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156 

C. 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臘，歲凡五祭。」157 

  由上述資料可知，在實際的層面，包含神板、神座及祭祀時間等，雖未

見官方之解釋，亦不見朝臣針對這方面的制度有所爭議。因此只要具有封爵

（未知是否包含列侯），得「立廟」祭祖，在技術面並無太大問題。 

二、 凶禮 

  凶禮乃是與喪葬相關之禮。雖然「古者天子諸侯喪禮粗備，漢世又多變

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158然而漢魏時期並未全面「以禮

 
154 見《晉書》卷八十四〈殷仲堪傳〉，頁2192。 
155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卿大夫士神主及題板」，頁1346。 
156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藏神主及題板制」，頁1348-1849。 
157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侯大夫士宗廟」，頁1340。 
158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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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故西晉時期「禮—律—令」體系建立後，產生許多過去不曾發生的

問題與疑惑，故當時對禮（尤其是喪禮）之討論甚多，其目的即在於處理諸

侯實踐禮制時的問題。以下便針對兩晉時期對於諸侯凶禮之議論，來觀察兩

晉士人對凶禮的實踐歷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 

1.諸侯薨 
  五等爵的身份為諸侯，死時稱薨；而儒家經典對於諸侯之凶禮記載甚

詳，如《禮記》云「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159又云「諸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160又云「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等，161皆為其例。而王之親屬與嗣王所服為何，在不同的情形下，亦有不同

的意見。 

(1) 弟紹兄爵之服 

  在晉武帝時期，曾對於弟紹兄爵應服何服展開討論： 

咸寧二年，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

服。博士張靖答，宜依魯僖服閔三年例。尚書符詰靖：「穆王不臣敦，

敦不繼穆，與閔僖不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不之國，敦不事諸

侯，不應三年。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諅而除，主穆王喪祭三年

畢，乃吉祭獻王。毓云：「禮，君之子孫所以臣諸兄者，以臨國故也。

禮又與諸侯為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

也。今穆王既不之國，不臣兄弟，敦不仕諸侯，無鄰臣之義，異於閔

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

162

安平穆王司馬隆為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孫，在咸寧二年死後，無子，以隆母弟

 
159 《禮記》卷一〈曲禮下〉，頁14。 
160 《禮記》卷四〈王制〉，頁44。 
161 《禮記》卷四〈王制〉，頁44。 
162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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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敦為繼。163不過按照慣例，諸王之子孫多都有爵位，164故司馬隆、司馬

敦二人皆應有爵，只是等級不同，司馬敦並非安平國之吏民。而張靖以魯僖

公服其兄閔公喪三年為例，認為司馬敦應為其兄隆服三年喪；而孫毓、宋昌

認為，司馬隆並未就國，而司馬敦不為諸侯之臣，兄弟間無君臣之義，與魯

僖公服其兄閔公三年之例不同。故敦應為其兄隆服一年喪，但必須主持司馬

隆三年之喪祭，一年後除服；等到三年喪祭結束，才能對開國始祖司馬孚（獻

王）行吉禮。由此可知，兄弟之服雖有記載，然若弟紹兄爵，則又要視情形

的不同來決定喪服與喪祭的時間。 

(2) 嗣王與國妃之服 

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年，嗣王乃來繼，不復追服，群臣皆已

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

為變禮也。婦人傳重義大，若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年

之禮。孫盛以為：「廢三年之禮，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

若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

之制乖易於內外，無乃情禮俱違，哀樂失所乎！」165

東海哀王司馬沖為晉元帝之子，死於咸康七年，隔年晉成帝以其子司馬奕紹

封。由於司馬奕紹封時已超過一年，按照前述司馬敦之「故事」，司馬奕只

須為司馬沖主喪祭，不必服喪。又群臣已在葬畢後除服，故亦無服。而國妃

卻以「傳重義大」為由，服喪三年。首先要瞭解的是「國妃」是司馬沖之妃

 
163 按《晉書》卷二十七〈安平獻王孚附衡傳〉云司馬衡死於泰始二年，以司馬敦為嗣。而

校勘記引周家祿《晉書校勘記》云繼司馬衡者為司馬殷，非司馬敦，見頁1116。又同書
同卷云司馬隆於泰始九年為安平王，死於咸寧二年，「無子國絕」，而此云以其弟司馬

敦為繼，並不衝突，故安平國在咸寧二年後仍然存在，見頁1085。 
164 以諸王之子為五等爵之制雖定於咸寧三年，然在泰始之初即已有封諸王子孫為王侯之

例，只是並未制度化。如司馬隆在泰始九年襲爵安平王之前為平陽亭侯，司馬寔在繼廣

漢王（後改封北海王）爵前為長樂亭侯，皆為其例。 
165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7-628。 



西晉禮法秩序與官僚體制下的五等爵制 ．151． 

                                                

還是司馬奕之妃。司馬沖卒於咸康七年，時年三十一，雖無子，有妃則為合

理之事；司馬奕卒於太元十一年（西元386年），時年四十五，則司馬奕生於

咸康七年（西元341年），咸康八年紹封東海王時，年僅一（或二）歲，無娶

妃之理。可知此處之國妃是司馬沖之妃，而非司馬奕之妃。其次是婦人服三

年喪的問題，孫盛以為國臣（大夫）以王事為由而不必為國主（諸侯）服三

年喪，是「開偷薄之源」；而婦人為其君服三年喪，則是「吉凶之儀雜陳於

宮寢」；且孫盛說這是漢魏之失，則漢晉以來皆是如此。也就是說，西晉時

期諸侯死時，國臣不必服三年喪，「葬畢即除」；而婦人須為國君服滿三年。 

(3) 天子喪禮 

  在天子喪禮之時，如同元會、朝覲，諸宗室、官僚皆有其位次，各依其

位而立。後漢已有此一制度，略引如下： 

（後漢）晝漏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立殿下。謁者引諸侯王立殿下，

西面北上；宗室諸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北上。治禮引三公就位殿

下，北面；特進次中二千石；列侯次二千石，六百石、博士在後；群

臣陪位者皆重行，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

貴人、公主、宗室婦人以次立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

退在南，北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群臣皆哭。166

又後漢對於就國之宗室、列侯與關內侯則另有規定： 

部刺史、二千石、列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吏及因郵奉奏，諸侯

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露布，奏可。167

即列侯在朝者須參加喪禮，而就國者則遣吏奉奏，不必奔赴京師。而魏晉對

於喪禮並無明確記載，或許與東漢相近，故《晉書》、《通典》等書並未提及。 

 
166 《通典》卷七十九〈禮三十九〉「大喪初崩及山陵制」，頁2135-2136。 
167 《通典》卷七十九〈禮三十九〉「大喪初崩及山陵制」，頁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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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鴻臚設九賓，隨立陵南羨門道東，北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北

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列侯直九賓東，北面西上。168

(4) 天子為諸侯（大臣）發哀 

  在經典中，已有君為臣服喪之語，《周禮》即云「王為三公六卿錫衰，

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169不過漢代似無天子為臣制服之制，只有在

少數情形，如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170是為其例。

至晉武帝時，則對於發哀作了制度化的規定： 

咸寧二年十一月，詔「諸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樂，其

一朝發哀者，三日不舉樂也。」171

當中雖云「王公大臣」，然而可稱「薨」者，除諸侯王、諸公（第一品之官，

非爵）外，唯有封爵者（包含五等爵與縣鄉亭侯）；即使被發哀者僅限二品

以上官爵，亦應包括五等之爵。172而發哀三朝、一朝之別，大概是大臣與皇

帝關係遠近及其對國家貢獻大小而有所差異。總之，天子為諸侯（大臣）發

哀的制度化，至少在表面上君臣關係又更加的密切。 

(5) 寄公為所寓（諸侯）服 

  〈喪服記〉，［寄］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禮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

摯虞以為：「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禮之

 
168 《通典》卷七十九〈禮三十九〉「大喪初崩及山陵制」，頁2138。 
169 《周禮》卷二十一「春官司服」，頁136。 
170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9-630。 
171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9-630。 
172 就《晉書》所載，西晉天子所發哀之異姓臣子甚多，如王祥（太保、睢陵公）、何曾（太

宰、朗陵公）、鄭沖（太傅、壽光公）、石苞（司徒、樂陵郡公）、王沈（驃騎將軍、

博陵縣公）、荀顗（太尉、臨淮公）、鄭袤（光祿大夫、密陵侯）等，而上述諸人皆為

二品以上之官，又為公侯之爵。又如〈賈充傳〉雖未言武帝發哀，然以賈充之重要性，

又武帝「為之慟」，疑武帝亦為賈充發哀，而〈賈充傳〉未載。其他如魏舒（帝甚傷悼）、

盧欽（朕甚悼之）等，亦為其例。疑在大臣死後有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及錢

絹者，皇帝（武帝）亦為其發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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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宜定新禮自如舊經。」詔從之。173

  這是根據《儀禮‧喪服》所云：「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

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174而摯虞所引王朗之例，《三國

志‧王朗傳》未直接言及寄公之事，但有提到王朗於漢獻帝初年為會稽太守，

後孫策敗之，遂暫歸孫策，不久便徵入朝廷（許昌）。而在暫歸孫策的期間，

「流移窮困，朝不謀夕」，175自稱寄公之事，大約就發生於此時。不過當時王

朗身無列侯爵位，大概是由於漢末尚無五等爵，故以太守比擬之，即如卞搉

所云「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禮相況，輕重宜矣」，176並非諸侯失地之實

例。而摯虞以此為例，或許是為了與經典更加貼近，又或是預防將來有類似

事件發生，177因此主張保留寄公為所寓之君服喪三月之制，而朝廷也表示同

意。這也表示在西晉禮制中，有部分制度雖有明文規定，但無實際執行之情

形（前節引諸侯建旗之制亦是）。 

(6) 諸侯服其親 

  在漢魏之時，無五等爵制，因此官員為其親人服喪，與親人為官員服喪，

都是依照親疏遠近來制服。至西晉則有所轉折，《晉書‧禮志》云： 

漢魏故事無五等諸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禮王公

五等諸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諅，而傍親為之服

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為：「古者諸侯君臨其國，臣

諸父兄，今之諸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不宜便從絕諅

之制，而令傍親服斬衰之重也。諸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

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異，皆不施行，施行

 
173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31。 
174 《儀禮》卷十一〈喪服〉，頁162。 
175 《三國志》卷十三〈魏書‧王朗傳〉，頁407。 
176 《通典》卷八十八〈禮四十八〉「斬縗三年」，頁2418。 
177 東晉亦有許多人流寓至江東，然東晉政府之解決方式為置僑州郡，故鮮少「寄公」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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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著在魏科。大晉采以著令，宜定新禮皆如舊。」詔從之。178

與漢魏之制不同的是，晉之新禮規定王、（諸）公與五等爵皆為其傍親服一

年喪，而傍親則為王公與五等爵服斬衰。因此摯虞認為古今諸侯不同，不應

令彼此所服因爵位而異，故主張恢復漢魏舊制，即以親疏遠近來決定服喪等

級，而朝廷也同意。179姜輯以為： 

昔秦滅五等，更封列侯，以存舊制。稱列侯者，若云列國之侯也，故

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憲章舊

物，雖國有大小，輕重不侔，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

與王公同。又以為列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諸侯，使絕周服。

180

  不過至東晉時，雖有許穆依據經典提出「凡諸侯之禮，服斷旁親，以國

內臣妾並卑故也」，181然而據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

復降殺」，182表示東晉仍依照摯虞所議而行。另一方面，至少在荀顗等人制

定新禮之初，的確打算將王公諸侯之地位加以凸顯，以增加其特殊性。不過

如藤川正數氏所云，當時一方面因為諸侯多未就國，與周制不同；另一方面，

兩漢以來並無諸侯諸侯「服斷旁親」的習俗，故此制無法施行。183另外，由

於時人認為「君臨其國」的諸侯才符合服斷旁親的規定，也就是只有「成國

置卿」的公侯才有可能「君臨其國」，即使服斷旁親之制確實施行，朝議亦

將針對未開國者是否適用而有爭論，間接說明當時五等爵成國與未成國之差

 
178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31。又《通典》卷九十三〈禮五十三〉「三公諸侯大夫

降服議」略同。 
179 關於本例，藤川正數亦有相關討論，見藤川正數，《魏晉時代　　　　喪服禮　研究》，

頁84-85。 
180 《通典》卷九十三〈禮五十三〉「三公諸侯大夫降服議」，頁2529。 
181 《通典》卷八十二〈禮四十二〉「諸王出後降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頁2229。 
182 《通典》卷五十二〈禮十二〉「公除祭議」，頁1445。 
183 參藤川正數，《魏晉時代　　　　喪服禮　研究》，頁35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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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7) 為庶母服 

  在正常的情形下，士庶皆應為母服喪三年。然而在某些情形下，雖然是

生母，仍須降服。如東晉汝南王司馬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年，顧

和便上疏云：「案汝南王統為庶母居廬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疏屬，開國之

緒，近喪所生，復行重制，違冒禮度，肆其私情。……皆可下太常奪服。若

不祇王命，應加貶黜。」184由於司馬統以庶子的身份襲爵，而衛崇則是由疏

屬過繼，因此兩人應為嫡母（即所嗣王之妃）服三年喪，而為庶母（即生母）

降服。然而兩人仍行三年之喪，因此顧和才會提出降服之議，而朝廷也遵從

之。又東晉「咸和中，瑯琊王（司馬）昱母鄭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繼，宜

降。國相諸葛頤坐不正諫，被彈。」185由於司馬昱是出繼琅邪，按制度不得

為生母服三年喪，然而司馬昱並未降服，因此國相諸葛頤受到彈劾。不過到

了太元十七年，車胤上言「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

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溺情傷教，縱而不革，則流遁忘返矣」，

186隔年車胤又重申一次這個觀點，代表即使到了東晉中期，仍有諸侯為庶母

服三年喪之情形，可知為庶母服三年喪雖經朝議加以否定，實際上仍無法明

確落實。187總之，庶子繼位或疏屬紹封的情形，在西晉甚多，至東晉方對於

不得為庶母服三年喪有較嚴格的要求，似代表西晉對於為庶母服喪降服與否

的問題，可按照規定而行，及當時違禮者較少。此外，如神矢法子所言，因

王公侯有繼位襲爵的問題，因此「庶子為後，為母緦麻三月」的執行必須更

加嚴格，才能鞏固「嫡子相續制」的推行。188

 
184 《晉書》卷八十三〈顧和傳〉，頁2165-2166。 
185 《通典》卷八十二〈禮四十二〉「諸王出後降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頁2230。 
186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9。 
187 神矢法子認為，在經典與禮制皆有所規範的情形下，東晉庶子為母服喪三年的情形依然

普遍，顯示了西晉「庶子為後，為母緦麻三月」的規定，在東晉不具備約束力。參神矢

法子，〈晉時代　　　　王法　家禮〉，載《東洋學報》60-1‧2，1978，頁41-43。 
188 神矢法子，〈晉時代　　　　王法　家禮〉，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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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臣為其君服 

  由於五等諸侯在其國為君，與其國臣有君臣之義，因此當諸侯亡故時，

其國臣亦須為諸侯服喪。曹魏未有五等之爵，故〈魏令〉僅云「官長卒官者，

吏皆齊縗，葬訖而除之」，189而無國相、家丞、庶子為列侯服喪之文，不知

列侯國官是否要為國君服喪。至於曹魏諸王地位雖低，然亦有表面的「君臣

之義」。如「魏尚書左丞王煚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宜齊縗，

或以為宜無服」，最後皇帝下詔認為應有服。190既然未到國就官都須服喪，

則已到國任官者亦須服喪。晉行五等爵後，自然對於五等諸侯君臣之禮有較

明確的規定。晉〈喪葬令〉云： 

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令長丞尉，皆服斬

縗，居倚廬。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臨。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

其非國下令長丞尉及不之國者相內史即令長丞尉，其相內史吏，皆素

服三日哭臨。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

及以列侯為吏令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191

在〈喪葬令〉中，針對王及郡公侯之國臣，列出數項不同之服： 

A. 若為國相官屬（如三卿、諸署令等），以及屬於國內管轄之縣令長丞

尉（如樂陵國下之厭次、陽信等縣），皆服斬縗，葬畢除服。 

B. 所謂「非國下令長丞尉」，未詳所云為何，可能是指王公侯封國之下

之縣級封國，或僅有名號而無國相的伯子男國令長。又未之國之諸

侯國臣及國下令長丞尉，與非國下令長丞尉，皆素服三日。 

C. 若是國相（內史）本人及國官、國下令長為列侯者，則不必著喪服，

只發哀三日。 

也就是說，諸侯就國代表「君臨」其土，與其臣民建立君臣之義，因此國臣

 
189 《通典》卷九十九〈禮五十九〉「郡縣吏為守令服議」，頁2646。 
190 《通典》卷八十八〈禮四十八〉「斬縗三年」，頁2418-2420。 
191 《通典》卷八十八〈禮四十八〉「斬縗三年」，頁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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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服斬縗；如未就國，則僅為名義上的臣屬關係，其國臣不必服斬。192若國

臣具有列侯身份，則與諸侯同為金印紫綬，兩者與天子之關係亦近，故不必

著喪服。由此可知，西晉對於諸侯國臣之服，有明確且層次分明的規定。不

過在實際執行之時，有時仍會受到一些干擾。如晉武帝時，李含為秦國郎中

令，後秦王司馬柬卒，李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卻因與尚書趙浚有隙，

而被劾不應除喪，傅咸便上表云： 

天王之朝，既葬不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不除，乃當責

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

迄於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諒闇，

以終三年，率土臣妾，豈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不可而踰，故於

既葬，不敢不除。193

李含依制葬畢除服，卻因違背當道，而遭貶抑。雖有傅咸提出異議，李含之

鄉品還是被「割為五品」。這一方面反映了當時禮志規定雖較漢魏明確，施

行之時仍易受到現實政治影響；一方面也代表在一般狀況下，諸侯國官通常

會依照〈喪葬令〉之規定，葬畢除服。 

  到了東晉，仍有國官為諸侯服喪的討論。晉元帝時，丁潭為琅邪王郎中

令，不久琅邪王司馬裒卒，丁潭上表希望能行三年之喪，而賀循議以為： 

今法令，諸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令文言之，明諸侯不

以三年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苟謂諸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

自不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年不攝吉事，以尊令制。若當

遠跡三代，令復舊典，不依法令者，則侯之服貴賤一例，亦不得唯一

 
192 越智重明亦認為在封王與五等諸侯就國之時，內史、相方為天子之陪臣、封君之直臣。

參越智重明，《魏晉南朝　貴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頁145。 
193 《晉書》卷六十〈李含傳〉，頁164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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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論。」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年。194

由於法令明定葬訖除服，加上賀循認為不宜因一人之請而使國官皆服三年

喪，因此元帝下詔命丁潭葬畢除服，僅服心喪三年。又孫文以為「新主出廟，

國官拜送」，195則東晉對於諸侯與國臣之關係仍有討論。 

(9) 諡號 

  諡號是給予已死的受爵者名稱，所謂「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茂勳；

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諡，風流百代，於是乎在」，196正可作為諡號的解釋。

由於漢代重視軍功，封爵者多以軍功，因此「自漢魏以來，賜諡多由封爵，

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例不加諡」。197至魏末由荀顗等人制定禮典，便針

對賜諡的範圍進行討論： 

魏劉輔等啟論賜諡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諡，必考行跡、論功業而

為之制。漢不修古禮，大臣有寵乃賜之諡。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

今諸侯薨於位者可有諡，主者宜作得諡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

「舊制，諸王及列侯薨，無少長皆賜諡。古之有諡，隨行美惡，非所

以優之。又次以明識昭穆，使不錯亂也。臣以為諸侯王及王子諸公侯

薨，可隨行跡賜諡；其列侯始有功勞，可一切賜諡；至於襲封者則不

賜諡。」尚書趙咨又奏云：「其諸襲爵守嗣無殊才異勳於國及未冠成

人，皆不應賜諡。」黃門侍郎荀俁議以為：「古之諡，紀功懲惡也，

故有桓文靈厲之諡。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

賜諡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祿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

身在本位，類皆比列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諡所及，

皆可闕之。若列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不蒞官理事，則當宿衛

                                                 
194 《晉書》卷七十八〈丁潭傳〉，頁2063-2064。 
195 《通典》卷四十八〈禮八〉「諸藏神主及題板制」，頁1348。 
196 《晉書》卷六十五〈王導傳〉，頁1753。 
197 《晉書》卷六十五〈王導傳〉，頁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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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諡。其襲餘爵，既無功勞，官小善微，皆

不足錄。」八座議以為：「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敘五等列侯以上，

嘗為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諡。」198

  首先是此論議在於何時。當中劉輔、趙咨未詳；衛覬為衛瓘之父，約卒

於曹魏中期；荀俁為荀彧之子，亦約卒於曹魏中期；而八座議提到荀顗所撰

之禮，則為咸熙元年或咸熙二年之議。也就是說，上述論議貫串曹魏時期之

議論，並非同時所言。其次是關於賜諡標準的問題，上述諸人對於賜諡的標

準各有意見，最後八座所議便成為西晉賜諡之標準，即須曾任郡國太守等官

（即五品以上官），且具有五等爵或列侯之身分，皆可賜諡；反過來說，未符

合標準之人，皆不得賜諡，無爵者依然不得加諡。因此在晉武帝太康年間，

曾對於是否應與無爵者諡號的問題有過討論： 

羽林左監北海王宮上疏曰：「……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於

行而不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列侯則皆沒，而高行不加之諡，至使

三事之賢臣，不如野戰之將，名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

列爵之舊限，使夫功行之實，不相掩替，則莫不率賴。若以革舊毀制，

非所倉卒，則毅之忠益，雖不攻城略地，論德進爵，亦應在例。臣敢

惟行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行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

宮議。奏寢不報。199

如前所述，至少在諡號部分，仍為有爵者所獨享，無爵者不得有之，因此有

「德」無「功」之人無法得諡。雖然八座多以為可，然而「奏寢不報」，在整

個西晉時期依然只有有爵者得有諡。至東晉時，王導建言「武官有爵必諡，

卿校常伯無爵不諡，甚失制度之本意也」，而朝廷改之，故「自後公卿無爵

 
198 《通典》卷一百四〈禮六十四〉「諸侯卿大夫諡議」，頁2716-2717。 
199 《晉書》卷四十五〈劉毅傳〉，頁1279-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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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諡，導所議也」，200才對此項制度進行調整，將賜諡的範圍加以擴大。201由

此亦可看出，即使魏晉擴大了封爵的範圍，但在某些部分仍然只有得爵者才

適用，反映了爵在當時仍有一定的重要性，以及有爵與無爵者在身份上的差

異。 

(10) 諸侯（及其嗣子嗣孫）未成年而亡之服 

  西晉由於世子之地位較為明確，又有就國之制，故若世子在繼位之前死

亡，則他國諸侯（在五服範圍內者）是否需要服喪，所服為何，便成為討論

議題之一。如晉武帝時，安平王司馬孚之世子司馬邕早卒，以其子司馬崇為

世孫，又早卒，朝廷疑諸王所服為何，姜輯認為「諸侯以尊絕周，今嗣孫見

在臣子之例，諸王公宜從尊降之禮，不應為制服也。」202即世孫仍為臣子，

並非諸侯，因此諸王公不應為世孫制服。 

  此外，東晉也有針對年幼而亡之君，他國諸侯所服為何的討論。《通典》

云： 

晉新蔡王年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亮議：「⋯‥東海與

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

議：「諸侯體國，備物典事，不異成人，宜從成人之制。」203

當然這種情形在魏晉應有類似的情形，如廣漢殤王司馬贊年六歲而亡，204東

海沖王司馬祇年三歲而亡，205皆為其例。因此在東晉以前，應有所謂「故事」，

然而東海王仍須問太常應為四歲而亡的新蔡王之服為何，且博士與國子祭酒

之議亦不同，因此在魏晉時期，對於此一問題，不是各自判斷，未有定制，

 
200 《晉書》卷六十五〈王導傳〉，頁1750。又《通典》卷一百四〈禮六十四〉「諸侯卿大

夫諡議」所論略同。 
201 這裡所稱加諡者，乃指朝廷所賜予者，不包含門生弟子之私諡，如陳寔為文範先生等。 
202 《通典》卷九十三〈禮五十三〉「三公諸侯大夫降服議」，頁2529。 
203 《通典》卷八十二〈禮四十二〉「為諸王殤服議」，頁2234。 
204 《晉書》卷三十八〈齊王攸傳〉，頁1136。 
205 《晉書》卷六十四〈東海沖王祇傳〉，頁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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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當時不重視此一問題。上述二例雖為同姓諸王，然對於異姓之五等諸侯

亦適用，如一族之中有二爵以上，或是封爵者之間有姻親關係等。 

三、軍禮 

  在漢魏舊典中，諸王列侯無成軍之制，唯有吏士，如曹植之國有兵一百

五十人，及「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206西晉雖王公侯國皆置軍，然

「皆中尉領兵」，207諸侯並不直接掌管軍隊。又軍禮包含講武、田獵、鄉射等，

其中唯旗物與諸侯相關，西晉又未施行，鄉射、田獵亦無與諸侯相關之記載，

因此在這個部分可討論之點較少。 

四、賓禮 

1.元會 
  元會是每年正月所舉行的年度朝會，官僚依照各自的身份列位獻贄，藉

由元會儀式來重新確認君臣之間的關係。208這個制度在漢代即已存在，曹魏

西晉則繼續沿用。《晉書》即記載： 

漢儀有正會禮，正旦，夜漏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夾庭，

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樂宴饗。魏武帝都鄴，正會文昌殿，

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更定元會儀，〈咸寧注〉是也。

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

定元正之嘉惠。」此則兼採眾代可知矣。209

由上文可知，曹魏元會制度大體與東漢相同，至西晉則略作調整，兼採殷周

 
206 《三國志》卷十九〈魏書‧陳思王植傳〉，頁575。 
207 《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頁744。 
208 關於元會制度的性質與內容，詳參渡邊信一郎，《天空　玉座—中國古代帝國　朝政　

儀禮》第二章〈元會　構造—中國古代國家　儀禮的秩序〉，頁105-194。 
209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49。 



．162．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立的歷史考察 

                                                

秦漢之儀，也就是所謂的〈咸寧注〉。關於〈咸寧注〉的內容，《晉書》有具

體的的記載，略引如下： 

（咸寧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漏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燎

起火。……漏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群臣就位定。……

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金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

石、千石、六百石當大行令西，皆北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

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

掌禮引公至金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

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復再拜。成禮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

公置璧成禮時，大行令並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禮訖，以贄授

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謁者引王公二千

石上殿，千石、六百石停本位。210

在經典及漢制皆有諸侯獻贄之文，不過文中只見王、公（三公）、特進與二

千石等，未見五等爵之情形。可能因西晉官僚多同時具有官與爵，故元會時

官僚多以官的身份參加，例外者如張華因故免官，「遂終帝之世，以列侯朝

見」，211與漢代公侯亦參與元會的情形有所不同。但即使如此，西晉諸侯仍

有朝覲之制，但不知是由在朝之受爵者親自參加朝覲，還是由代攝國政的世

子或國卿由封地至中央進行朝覲。總之，由於士族同時具有官、爵兩種身份，

其與皇帝之君臣關係是一重或二重，換句話說，士族除了在元會時與皇帝作

君臣關係的確認外，是否另須以諸侯的身份再進行一次確認的動作，則是可

另外討論的問題。 

 
210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49-650。又《通典》卷七十〈禮三十〉「元正冬至受

朝賀」略同。 
211 《晉書》卷三十六〈張華傳〉，頁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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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朝覲 
  朝覲是君臣之禮的重要項目之一，《周禮》云春為朝，秋為覲；212又《禮

記》云「天子當依而立，諸侯北面而見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公，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曰朝」，213則朝為公卿諸侯於春季所行，而覲則僅有諸侯於

秋季所行。漢代與魏晉朝覲之制似有所不同，漢制為十月朔「受賀及贄，公

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六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魏晉則「冬

至日受方國及百僚稱賀」。214當中的差別是漢代在十月朔同時接受賀與贄，

因此官與爵同時進行；而魏晉在冬至時僅受賀，不在此時受贄。也就是說，

魏晉賀與贄的時間是不同的。又《晉書》云： 

魏制，藩王不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不得以為常。及

泰始中，有司奏：「諸侯之國，其王公以下不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

三歲而周，周則更始。若臨時有故，卻在明年。明年來朝之後，更滿

三歲乃復朝，不得違本數。朝禮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不朝之歲，

各遣卿奉聘。」奏可。215

由上文可知，至泰始中，諸侯就國不入朝者，應三年上朝一次；又晉之新禮

云「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216皆代表西晉時期確有朝覲制度，

但不知當時諸侯朝覲是否在元會之時。 

3.世子 
  諸侯之嫡長子通常就是繼承爵位之「第一順位」繼承人，通常不會有太

多爭議。但如同諸侯身份需要與朝廷確認，嫡長子也需要透過天子之命，才

 
212 《周禮》卷十八「春官大宗伯」云「春見曰朝．夏見曰宗．秋見曰覲．冬見曰遇」，頁

118。 
213 《禮記》卷一〈曲禮下〉，頁13。 
214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2。 
215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1-652。 
216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53。又《通典》卷七十四〈禮三十四〉「天子受諸侯

藩國朝宗覲遇」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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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具有正式繼承資格的「世子」，如《白虎通》云「代子三年喪畢，上

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之義」即是。217因此「嫡長子」

與「世子」之間，其實多少還是有一些差距，拜世子之禮也就有其重要性。

《周禮》即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禮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218又晉惠帝之時，謝衡云「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

尊卑體殊」，219皆代表兩者身份上有所差異。然而漢魏無五等爵，列侯亦無

世子之制（除權臣外），因此普遍的異姓封爵世子，至西晉方才出現。觀西

晉史料，異姓諸侯世子之例甚多（舉例），可知西晉拜授世子之制已甚普遍，

而東晉仍有其例，如： 

安帝義熙七年，將拜授劉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吏

佐臨視。至拜日，國僚不重白，默拜於廄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

大以為恨，免郎中令劉敬叔官。220

劉毅相當重視拜授世子之禮，因此無法接受拜授草草結束的結果，亦可看出

即使到了東晉，「世子」身份的取得仍相當重要。 

4.二王三恪 
  所謂的二王與三恪，指的是前朝的後代，杜預注《左傳》云：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

禮轉降，示敬而已，故曰三恪。221

也就是說，對周來說，夏、殷是前二朝，故封其後代，為二王；至於虞舜則

為前三朝，與二王後並稱三恪。在東漢以殷、周為二王，而當時無異姓封王

 
217 《通典》卷九十三〈禮五十三〉「未踰年君稱議」，頁2527。 
218 《周禮》卷二十一「春官典命」，頁135。 
219 《晉書》卷二十〈禮志中〉，頁625。 
220 《晉書》卷二十七〈五行志上〉，頁820。 
221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六「襄公二十五年」，頁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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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制，故封殷後為宋公，周後為衛公；222曹魏以周、漢為二王，故周後仍為

衛公，而以漢獻帝為山陽公。223到了西晉，仍有其制： 

（晉武帝泰始）三年，太常上言：「博士祭酒劉喜等議：漢魏為二王

後，夏殷周之後為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

數，應降稱侯，祭祀制度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留王、山

陽公為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禮。《易》稱『有不速之客三人來』，

此則以三為斷，不及五代也。」224

與漢魏不同的地方，是由於西晉行五等爵，一般臣子皆可為公，公不再具有

特殊性，必須將二王後封為更高的爵位（也就是王），以與一般異姓臣子區

別，所以封曹魏之後曹奐為陳留王；至於山陽公（漢後）為舊爵，故仍保持

為公，未進爵為王。至南朝以後，二王之後皆為王，故西晉山陽公為制度轉

變時之過渡情形。225此外，周後（衛公）對西晉來說為三恪，本應降號，然

魏後為王，則周後為公，已較王為低，故仍為衛公。226又殷後已非三恪，故

又低一級，封為宋侯，227即不在三恪之數內。由此可知，一方面東漢魏晉對

於二王與三恪的制度有一定程度的遵行，另一方面，則是由另一側面看出西

晉對於王公侯（伯子男）之為皆有所區別，故封公封侯（封伯子男）所代表

的身份仍有些許差異。 

 
222 對東漢來說，夏應在三恪之數，不過現有資料未見東漢封夏後之例，未詳其情形。 
223 在曹魏時期，按理殷後為三恪，故應降封為侯，然而現有資料無宋侯之記載。 
224 《通典》卷七十四〈禮三十四〉「三恪二王後」，頁2026-2027。 
225 劉宋以魏（陳留王）、晉（零陵王）為二王後；蕭齊以晉（零陵王）、劉宋（汝陰王）

為二王後；蕭梁以劉宋（汝陰王）、蕭齊（巴陵王）為二王後；陳以蕭齊（巴陵王）、

蕭梁（江陰王）為二王後，皆以前二朝為二王後。 
226 如《晉書》卷三〈武帝紀〉云「（泰始七年）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薨」即是，頁61。 
227 《晉書》卷二十六〈食貨志〉杜預上疏有宋侯相應遵，頁789；又同書卷十四〈地理志上〉

豫州汝南有宋國侯相，頁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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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嘉禮 

1.冠禮 
  冠禮是象徵男子成年之禮，其施行應有相當之年月，如《晉書》云： 

《周禮》雖有服冕之數，而無天子冠文。又《儀禮》云，公侯之有冠

禮，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亂，篡弒由生，故作公侯

冠禮，則明無天子冠禮之審也。……然漢代以來，天子諸侯頗採其儀。

正月甲子若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禮是也。228

則漢代諸侯亦有冠禮也。魏晉並無明文規定異姓諸侯是否行冠禮，唯有同姓

諸王之例： 

泰始十年，南宮王承年十五，依舊應冠。有司議奏：「禮，十五成童，

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諸王，非古典。」於

是制諸王十五而冠，不復加使命。229

按照上述文字推斷，西晉異姓諸侯似亦行冠禮，至於天子是否遣使冠之，則

不得而知。 

2.婚禮 
  婚禮亦為重要禮儀之一，當中亦可看出爵之地位。《晉書‧禮志》即有

相關記載： 

太康八年，有司奏：「婚禮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

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為

庭實，天子加以穀珪，諸侯加大璋，可依周禮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

玄纁如故。諸侯婚禮，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

 
228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62-663。 
229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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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令夫家自備。惟璋，官為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

王娶妃、公主嫁之禮，天子諸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諸侯

加以大璋。」……詔曰：「公主嫁由夫氏，不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

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230

文中有司所云「王侯」，對照下云「大夫」，則應包含異姓封爵；而朱整所論

漢魏故事，應為同姓諸侯，不知包含異姓封爵否。有司云諸侯納采、告期、

親迎加帛五匹，納徵加馬四匹，「皆令夫家自備」，而官府只需替諸侯準備璋。

這表示納采、告期、親迎之禮本已有帛，納徵本已有馬，而有司建議加其數，

至於問名、請期則未詳。231有司所議是否施行，從文中不得而知，至少可由

此一窺諸侯婚禮之皮毛。 

3.朝臣上禮 
  在東晉孝武帝之時，有對於朝陳奉賀上禮的討論： 

太元十二年，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禮與不？」國

子博士車胤云：「……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不上禮，朝臣奉璧而已。」

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案咸寧三年始平、濮陽諸王新拜，有司奏依故

事，聽京城近臣諸王公主應朝賀者復上禮。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

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禮奉賀。」徐邈同。232

當中所引西晉故事，始平、濮陽諸王是在咸寧三年八月受封，並非正月，並

非正月朝賀時節，因此王侯上禮與否另有規定。除了諸王、公主以外，所謂

的「近臣」應指在京師（附近）之臣，當中亦包含具有諸侯身份之官僚。這

些朝臣既然在元正大慶時要「奉璧」朝賀，身份自然是五等諸侯，233反過來

 
230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64-665。又《通典》卷五十八〈禮十八〉「公侯大夫

士婚禮」略同。 
231 關於魏晉告廟六禮版文，可見《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王彪之所定之儀，頁666-667。 
232 《晉書》卷二十一〈禮志下〉，頁669。 
233 《周禮》卷十八「春官大宗伯」即云諸侯執璧，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可知執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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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若朝臣當時並不在京城附近，如任刺史太守者，似不能上禮。可知異姓

諸侯除了正月要奉璧朝賀外，在咸寧三年故事中，亦得因皇子新拜而上禮。 

4.世子之禮 
  在西晉時期，由於封爵者多任官職，並無就國，故多以世子監國。而監

國之禮，不見於漢魏，故在施行之初，亦有不同於古典之處。如晉博士孫毓

等議云： 

按《周禮典命職》：「凡諸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

等。』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周制，

諸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理其國事。今諸王公侯受任天朝，而

嫡子攝其君事，車服禮數，國封大小，領兵軍數，自當如本制，而王

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車服，與古禮不同，依禮

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令。

而嫡子但知其政，不干其位，君不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見嫡子，

宜如臣而不稱臣。又禮，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

子宜答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其公侯嗣子，繫於父爵，明

不專國也。其燕見則稱第，下文書表疏，皆臣禮而不稱臣。今之監司，

上官文書皆為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群臣官文書宜稱告，不言命稱教。

234

從上文可略整理為以下數點： 

A. 在周制中，嫡子監國者，其禮下其君一等。 

B. 當時實行的制度，世子監國之禮並未下其君一等，大概是與其君相

等。 

C. 有鑑於此，孫毓等建議將世子監國下其君一等之禮制度化，並明訂

在國內之文書禮儀用詞，及世子與國臣子關係，亦較封爵者為低。 
 

者為諸侯。詳論參本章第一節。 
234 《通典》卷七十一〈禮三十一〉「諸王公侯留輔朝政嫡子監國議」，頁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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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五等爵與禮制制訂之初，在世子監國部分並無很明確的規範，其

後受到經典與禮議的影響，世子監國之禮才逐漸完備。 

5.國內稱號 
  公侯伯子男在許多方面的禮儀規範，如妾數、旅賁、綬色等，皆有相當

明確的規定。不過在國內臣民對其稱號，似皆為公。如曹魏之時，博士祭酒

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乃與王者之後宋公同

號，然臣子褒崇其君父。」235然而曹魏時期尚未施行五等爵，故不能代表西

晉之制。東晉徐邈答徐乾書則云： 

故庶母為夫人，上之不得以干宗廟，外之不得以接侯伯，唯國內申其

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且妾除女君、

夫人，可為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236

可知晉制侯伯子男於國內被其臣民稱為公，與經典相近。 

6.襲爵 
  按照曹魏制度，皇帝死後，太子即天子位於柩前，雖仍須服喪，然已先

繼位，而諸侯之制似乎也是如此。此外，在嗣子襲爵之時，亦須皇帝遣使拜

策，才正式完成襲封的程序，如： 

A.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劉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

秦靜議：「……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縗絰，服素以承詔

命，事訖，然後反喪服。」237 

B. 王肅議：「……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禮，處三年之喪，

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

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於禮，又合人情。」詔從之。238 

 
235 《通典》卷七十二〈禮三十二〉「天子追尊祖考妣」，頁1970。 
236 《通典》卷七十二〈禮三十二〉「天子崇所生母」，頁1973-1974。 
237 《通典》卷七十二〈禮三十二〉「王侯在喪襲爵議」，頁1979-1980。 
238 《通典》卷七十二〈禮三十二〉「王侯在喪襲爵議」，頁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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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堂隆議）按舊典，天子遣使者齎車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禮：上卿為使

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勞於郊，館宗廟，致飧餼，告其日，

受命於祖廟。設喪主，布几筵於戶牖之前。命車設於庭，膝上，安車駟

馬皆在其車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設版策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

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立。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內

史贊之。嗣君降於兩階間，北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

君升，成拜。內史加詔版策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迓受於兩楹間。

皆旋復位。嗣君釋端委服，降，升，成拜如初。使者降出，升車。嗣君

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餞之禮。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

葛環縗絰袲，修奠祭之禮，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略

也，其他則同之。239 

上述三例皆為曹魏之事，大體來說，就是嗣子在服喪期間，天子遣使者策拜，

嗣子暫時除服行繼位之禮，禮畢然後反喪服，繼續服喪。這是曹魏的情形。

不過西晉之制似有不同，須先服喪期滿，然後襲爵。如荀邃「父憂去職，服

闕，襲封」，240即是一例。而在新國君尚未繼位前，則由上卿代理國事。 

7.異姓襲爵 
  西晉君臣雖相當重禮，然亦有因現實考量而公然違禮之情形。其實異姓

為子的情形在東漢即已出現，主要是因宦官襲爵的問題而設；在建安年間，

由於戰亂仍頻，曹操對異姓為後襲爵仍予以承認。241但隨著局勢逐漸穩定，

士族官僚勢力逐漸增加，對於異姓襲爵的態度，則與東漢士人相似，多持反

對態度。但曹魏時期仍有郭德以異姓繼甄氏爵之事，被孫盛評為「違情背典，

於此為甚」；242西晉亦偶有之，韓謐即為一例： 

                                                 
239 《通典》卷七十二〈禮三十二〉「王侯在喪襲爵議」，頁1981-1982。 
240 《晉書》卷三十九〈荀勖傳〉，頁1158。 
241 關於漢晉時期異姓為後的問題，可參見藤川正數，《魏晉時代　　　　喪服禮　研究》，

頁273-283。 
242 《三國志》卷五〈魏書‧文昭甄皇后傳〉，頁163-164。郭德襲亡公主封爵事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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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賈充）薨，（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為（賈）黎民子，奉充後，郎

中令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禮，大宗無後，以小宗之子後之，無

異姓為後文。」……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古者列國

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更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

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不同常例。太宰素

取外孫韓謐為世子黎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

合於人心。其以謐為魯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

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不如太宰，皆不得以為比。」243

晉武帝為了尊重賈充的「遺志」（實為其妻郭槐之意），以「外孫骨肉至近」

而「合於人心」為由，令韓謐襲爵，又云若非特殊條件下，不得與此為比。

其實這件事已然違禮，然而此乃皇帝下詔，故未見群臣有明諫之文。可知皇

權之干預，對於禮制之運作會產生影響。與此相對之例，即庾純在酒後與賈

充相爭，而被以「父老不求供養，使據禮典正其臧否」，雖然庾純並未違禮，

卻因與賈充有隙而險遭奪爵；244華廙亦因得罪荀勗而被指為收袁毅貨賕，不

得襲爵。245則當時封爵及相關事務受政治力干擾之情形仍相當明顯。相較之

下，東晉以後異姓養子襲爵的情形基本消失，246代表當時士人的意志較得以

貫徹；而西晉皇權仍有干涉朝議的可能，故無法徹底禁止異姓為後，也顯示

出西晉皇權仍有一定影響力。 

8.襲母（公主）爵 
  在兩漢時期，公主有湯沐邑，由於「婦人無爵」，按理在公主死後，爵

位不能繼承。然而在漢魏仍有子襲公主爵之例，如郭德以異姓襲公主爵： 

太和六年，（魏）明帝愛女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立廟。

 
243 《晉書》卷四十〈賈充傳〉，頁1171。 
244 《晉書》卷五十〈庾純傳〉，頁1398。此事之完整始末，請參本章第三節所論。 
245 《晉書》卷四十四〈華表附廙傳〉，頁1261。 
246 參藤川正數，《魏晉時代　　　　喪服禮　研究》，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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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文昭甄皇）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列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

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247

孫盛認為：「於禮，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甄）

德自異族，援繼非類，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248甄德一方面以

異姓紹封，一方面所襲又為亡公主之爵，當中許多地方都受到質疑，然而公

主爵依然可襲封與子。到了西晉，同樣有公主子襲母爵之事，如王聿襲公主

封為敏陽侯，249即為一例，故在這方面雖違背經典，仍可見漢晉相承之跡。 

9.讓爵 
  在東漢，讓爵也是士人表現美德的一部份，這種風氣到了西晉並未消

失，讓爵之事時有所聞，以下試舉數例： 

長樂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陽瘖不

能言，淑得襲爵。250（A） 

（衛）瓘六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251（B） 

（楊）駿誅，（裴頠）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裴）憬，帝竟封頠

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鹿，先帝恩旨，辭不獲命。武昌之

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不聽。252（C） 

太尉、臨淮公荀顗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從

子）序孤微，乃讓封與序，論者稱焉。253（D） 

 上述四例中，AB為武帝朝，C為惠帝朝，D為東晉時事，可知兩晉仍有其風。

當中衛瓘、裴頠二人本身皆有五等之爵，後因功另封他爵，按照制度，應傳

封給次子，而二人欲將爵傳給其弟或兄子；馮恢則是為了將父爵由弟繼承，

 
247 《三國志》卷五〈魏書‧文昭甄皇后傳〉，頁163。 
248 《三國志》卷五〈魏書‧文昭甄皇后傳〉裴注引孫盛語，頁164。 
249 《晉書》卷四十二〈王渾附濟傳〉，頁1207。 
250 《晉書》卷四十五〈崔洪傳〉，頁1287-1288。 
251 《晉書》卷三十六〈衛瓘傳〉，頁1057。 
252 《晉書》卷三十五〈裴秀附頠傳〉，頁1042。 
253 《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頁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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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陽瘖不能言」；荀崧則因哀其從子荀序孤微，故將族曾祖荀顗之爵讓

與荀序。然而最後的決定權由皇帝掌握，故馮恢、衛瓘、荀崧之例照准，而

裴頠之例則否。封爵雖為個人（或其家）之事，然而爵的身份要由天子來加

以確認，也顯示出了爵與天子之間的關連性。 

五、 結語 

    本節所論證依禮之制，頗為繁雜，茲依據相同討論，嘗試歸納如下： 

  首先，如本章第一節討論官僚秩序，在新禮施行之初，所參考者同樣是

儒家經典（周制）、漢魏故事（漢制）與配合現實環境為主。但與官僚秩序

比較而言，禮制基本上較不會直接影響皇權的運作。新禮制定過程中，多參

考周制為範本。但在實踐新禮的過程中，許多經典所載制度，與當時風俗民

情並不相符，如時人多以親疏遠近（即五服）決定服喪標準，而新禮規定諸

侯（受五等爵者）必須服斷旁親；又如為母服三年喪是孝道的重要原則之一，

而朝禮規定庶子繼爵者不得為生母服，皆為古典與現實之間衝突之例。因

此，魏晉南北朝時期對諸侯禮制的討論，部分原因即在於經典與現實之間的

矛盾。此外，除王莽短時間的實驗外，漢魏時期並未施行五等爵及其相關制

度，因此西晉在施行新禮之初，並沒有前例可資參酌，只能先參考經典記載，

或舊有漢魏列侯之制來加以規定。然而漢制與周禮畢竟有所不同，當兩者無

法調和之時，便出現關於諸侯禮制的爭議，而這些爭議或是漢魏並未發過的

問題（如漢魏無五等爵），或是因禮制的調整而有解釋上的不同。爭議的處

理原則，關於這種現象，余英時先生指出：西晉「在禮文不完備和條例的解

釋不統一的雙重困難之下，禮學專家祇有斟酌個別的情況隨時制訂新禮，或

賦予舊禮以新的意義。因此『變通』成為這個時代禮學方法論上的一個最重

要的原則」，254大體說明了西晉士人在解釋與制定禮學時所遭遇的困境，及

其所採取的解決之道。 
 

254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知識階層史論（古代篇）》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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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於漢代以軍功為主要封爵途徑，士人多無法獲得爵位，所以對

現實上的爵制（列侯、關內侯）態度相對冷淡，所關心者仍為經典中的五等

爵。陳寅恪先生認為：西晉時期復五等爵，是司馬氏與士族數十年或百年來

士人理想的實踐，255開建五等後，許多士大夫自身有五等爵，而五等爵又為

「周禮」的象徵之一，因此在漢魏時期較少提及的（異姓）諸侯相關禮儀，

在兩晉成為討論焦點之一。尤其對凶禮的討論最多，也符合當時重「孝」的

觀念。 

  魏末晉初所定之新禮，由於尚未完備，陸續為摯虞、束皙等禮官與朝議

所修改。但即使禮典與朝議相同，有時仍會受到皇權或重臣的干擾，而影響

最後的結果。如以韓謐繼賈充之爵，在明顯違禮、朝臣大多反對的情況下，

晉武帝仍允許賈謐以異姓繼承賈充之爵，即為其例。此事提示了西晉時期，

即使對禮的解釋權多在士大夫（士族）手中，皇權雖未必凌駕其上，但至少

有干涉的能力。也就是除了新禮本身與經典、漢魏故事的矛盾外，亦隨時面

對皇權可能給予的干擾。 

  雖然新禮制定之初，在理念上與執行上都受到不少阻礙，但不可否認的

是，西晉時期正式將禮納入國家重要典章之一，即基於儒家經典的禮之制度

化是在西晉時期首度以體系化的方式展開。祝總斌先生已提及西晉「司法中

禮、律並舉，同具法律效力」，256禮與令成為規範官僚行為的重要原則，若

違犯禮、令，則將入律，也就是以「禮—令—律」體系為主要原則，構成西

晉時期國家秩序的基礎架構。但西晉的禮令律體系只是初始階段，其中常有

無法相互配合的情形，直到唐代才有完備之禮律令系統。257無論如何，西晉

時期是中國禮制法典化、制度化的開端，影響日後各朝治國方針甚鉅。 

  最後，新禮、經典、漢魏故事與現實考量間的矛盾，亦與士人、皇權間

 
255 陳寅恪將司馬氏復五等爵之因歸於其士族背景的理想，而非從皇權與維繫國家秩序的角

度切入此課題。參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頁143。 
256 祝總斌，〈略論晉律之“儒家化＂〉，載《中國史研究》1985-2，頁111。堀敏一，〈晉
泰始律令　成立〉，載《東洋文化》60，1980。 

257 參陳寅恪，《隋唐制度淵源略論稿》（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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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相關。由於一般的禮制不會影響皇權運作，因此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皇權與士人在諸侯禮方面少有摩擦；但由於皇帝與朝臣間的親疏好惡各有不

同，因此不同身分之人面對同一禮制問題時，皇權有時會有不同程度的干

涉。如中山王司馬睦以支子身份欲立其父之廟，有司依據禮典否決，但晉武

帝以「禮文不明」為由，要求禮官再議；李含依制度為國君葬畢除服，卻因

與朝臣結怨而遭彈劾，即使李含並未違背禮法，仍遭受降品之罰。總之，士

人依據儒家經典來制定新禮，並以此原則對各案例加以論議；但皇權的介

入，也使得新禮在實際運作時，加入了現實政治因素的考量。 

 

 

 

第三節  西晉法律對五等爵的相關規定 

一、西晉律令的特色及其與五等爵的關係 

  上節已論及關於五等諸侯在禮制方面的規範，本節則將針對法律上的規

定加以探討。一方面由於漢末曹魏期間動亂仍頻，時人較注重對現實問題的

研究，因而律學有一定的進展；西晉律學已脫離政治學、哲學的範疇，出現

許多專門著作，並對許多法律名詞、概念作更加明確的界定。258另一方面，

漢代已有規定諸侯與列侯制度之律，如〈酎金律〉、〈左官律〉等，或是個別

對諸侯作出規範，如西漢「偽寫徹侯印棄市」的條文，259但並未如〈賊律〉、

〈盜律〉般匯集成篇，而是散見於各篇章。至魏明帝時，陳群等人編纂《魏

律》，針對漢律作部分修正，仍無專門規定諸侯之篇，可能還是依性質散列

於各篇之中。西晉所施行的律令，是由賈充等人所編之《晉律》、《晉令》為

 
258 參楊鶴皋，《魏晉隋唐法律思想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00-101；張
晉藩主編，《中國法律史》（北京：法律出版社，1995），頁149。 

259 見《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二年律令‧賊律〉，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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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晉律》中有〈諸侯律〉，《晉令》中有〈王公侯令〉，260都是專門針

對封爵者所設定，並將前朝對諸侯的相關規定集結而成。此外，如〈官品令〉、

〈吏員令〉等規範整體官僚的制度，亦有對受爵者的規定。261也就是說，西

晉君臣相當重視對諸侯的各項規範，除禮制外，在律令方面也獨立出專門規

定諸侯的篇章。這種對諸侯體系的詳細規定，之後仍可見其遺緒，如蕭梁之

〈王公侯令〉，262北周之〈諸侯律〉，263至唐代仍有〈封爵令〉，皆可看出西晉

對諸侯的重視與規定，也成為唐代以前諸侯律令的先河。 

然今完整之《晉律》、《晉令》已不可見，只餘篇目較為完整，試將今日

可見與諸侯相關之律文整理如下：264

公侯有罪，得以金帛贖。265

凡諸侯上書言及諸侯不敬，皆贖論。266

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留贖，勿髡鉗笞。267

吏犯不孝、謀殺其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掠人和賣、誘

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為民。268

  至於在規定當中，可略分為官人違禮與官人犯法兩種，根據官人違禮犯

 
260 見《晉書》卷三十〈刑法志〉，頁927；（唐）李隆基撰，（唐）李林甫注，《大唐六典》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卷六「刑部郎中員外郎」，頁137。 
261 關於《晉令》，富谷至指出，漢代的詔書多使用竹簡，至三國西晉之時，逐漸向紙張過

渡，書寫材料的變化，是《晉令》能完成的一個因素。因此漢代關於王侯的詔書無法彙

整集結的情形，在魏晉時期得以改善，這可能也是諸侯之律令能完成於魏晉之際的原因

之一。參富谷至，〈晉泰始律令　　道—第二部 魏晉　律　令〉，載《東方學報》（京

都）73，2001年，頁75。 
262 參《大唐六典》卷六「刑部郎中員外郎」，頁137。 
263 《隋書》卷二十五〈刑法志〉，頁707。 
264 關於晉令部分，由於多涉及服飾、冠冕之制，故於本章第一節通論之，另可參表4101「西
晉五等爵制度規範表」。 

265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省音注，《資治通鑑》（北京：中華書局，1997）〈晉
紀〉卷三十三。而程樹德以為此條即為晉律，參程樹德，《九朝律考》（北京：中華書

局，2003）。頁237。 
266 《北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中〉「贖刑」引《晉律》，頁171。 
267 《北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中〉「贖刑」引《晉律》，頁171。 
268 《太平御覽》卷六百五十一〈刑法部〉引《晉律》，頁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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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輕重大小，處罰也有所不同。在違禮方面，基本上對禮的規定都在荀顗

等人所編之《新禮》中，然而在其他地方仍有相關規定，如〈服制令〉、〈祠

令〉、〈喪葬令〉等，皆是與禮相關，大抵應根據《新禮》之規範而成；加上

「違令有罪則入律」，269違禮者有時亦會受到刑律或免官等處分。至於官人犯

法，則以〈諸侯律〉、〈王公侯令〉為主，配合其他相關律令，構成西晉諸侯

制度的大致規範。以下便針對諸侯律令的相關部分加以討論。 

二、西晉律令對封爵之規定 

1.八議與贖刑 
  雖然官人違禮或違法會受到處罰，但仍有一些方式使士庶有別，即《禮

記》所云「禮不下庶人，刑不上大夫」的概念，270如贖、八議乃至於大赦等。

關於魏晉南北朝時期官人在法律上的特權，學界前輩論述者甚多，如祝總斌

認為西晉減省法律條文是為了收買人心，「特別是拉攏統治集團中人支持司

馬氏」，271在此不加以詳述，僅針對與封爵相關的部分加以討論。 

  在《周禮》八辟之中，議賢、議能、議功、議勤較無客觀標準，而議貴

則以官（爵）之有無作為依據，較為明確。272曹魏時已有八議之概念，273如

許允謂袁侃云「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不憂死也」即是，274至西晉則有明

確規定，如《晉律》云「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留贖，勿髡鉗笞也」，275

此外，魏晉時期亦多有贖罪之例，如杜預、魏舒、王戎等，276而《晉律》更

 
269 《晉書》卷三十〈刑法志〉，頁927。 
270 《禮記》卷一〈曲禮上〉，頁8。 
271 祝總斌，〈略論晉律的「寬簡」和「周備」〉，載《北京大學學報》1983-2，頁56。 
272 《周禮》卷三十五「秋官小司寇」，頁222。 
273 馬志冰認為，魏明帝在制定「新律」之時，，已將「八議」納入法典，參馬志冰，〈從

魏晉之際官僚貴族世襲特權的法律化制度化看士族門閥制度的確立與發展〉，載《中國

文化研究》2000-1，頁62。 
274 《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附玄傳〉，頁143。 
275 《北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中〉「贖刑」引《晉律》，頁171。 
276 杜預之事見後。魏舒「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論」，王戎「坐遣吏脩園宅，應免官，詔

以贖論」，皆以贖論。見《晉書》卷四十一〈魏舒傳〉，頁1196；同書卷四十三〈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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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規定「凡諸侯上書言事及不敬皆贖論」，277加上諸侯可入八議，則在正

常情形下，官人違制或有罪通常不必直接受罰。 

  有爵者可入八議，還可以贖罪，等於又增加了一項封爵的實際功能。278

然而官僚在違禮違法之時，所受到的處罰多為免官、禁錮，不久多可復官，

真正奪爵或削爵土的情形較少，如羊琇有罪，「應至重刑」，而武帝只免其官，

後羊琇「以侯白衣領護軍」，不久便復職；279東晉孔嚴因不就揚州大中正之

職，亦遭免官，「詔特以侯領尚書」，280皆為其例。即使所違犯者為諸侯之律

令或以諸侯身份犯禁，真正剝奪其爵位或以爵抵罪的情形較為少見。因此在

（異姓）復爵相對困難的情形下，封爵既可作贖罪與八議之用，似乎使用後

還不會喪失爵位，如杜預原襲父爵為豐樂亭侯，因與石鑒有隙，被指為「稽

乏軍興」，而以侯贖論；不久武帝以杜預「以散侯定計省闥」，又與石鑒有所

衝突，因而免官，「以侯兼本職」。281若前以侯贖之時即已奪爵，則之後不應

有散侯與以侯兼本職之情形，或許由於杜預尚主，屬於特例，至少在西晉時

期，有爵者在受罰時有較多的緩衝空間。 

2.諸侯削爵土的層級差別 
  雖然有時諸侯違背禮律會受到處罰，但削爵土未必皆為奪爵，還要看違

禮或違法的程度及朝議（與皇帝意志）而定。以下試列處罰之級別： 

A.減封 

即爵位之等級與名稱不變，唯食邑數有所減少。減封所影響者為諸侯之財政

收入，其他方面並無影響，可謂較輕之處分。如曹據因私遣人作禁物，遭削

 
傳〉，頁1232。 

277 《北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中〉「贖刑」引《晉律》，頁171。 
278 如馬志冰即認為「八議」與「官當」正式進入魏晉律中，是當魏晉官僚司法特權的制度

化。按八議確出現於魏晉之時，然將「官當」開端直接列於西晉，則尚可商榷。參馬志

冰，〈從魏晉之際官僚貴族世襲特權的法律化制度化看士族門閥制度的確立與發展〉，

頁61。 
279 《晉書》卷九十三〈羊琇傳〉，頁2411。 
280 《晉書》卷七十八〈孔愉傳〉，頁2060。 
281 《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頁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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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二千戶，即為其例。282

B.削縣 

即爵位同樣不變，然而領地減少，租秩同樣受到影響。這種情形多發生於諸

侯王，因諸侯王「以郡為國」，283遭削縣後仍有封地；若是縣王或縣公以下，

所封唯有一縣，削去則無領地，故僅限於郡王。284此種處罰重於減封，然爵

位不變，其他方面仍維持相同。如梁王肜以任用國官非人，「詔削一縣」，即

為其例。285

C.降封 

降封或稱貶爵，是將封爵者之爵位下降一級以上，如五等爵降為縣侯，縣侯

降為鄉侯等。由於爵位下降，食邑數與租秩通常也可能減少，且地位與輿服

等皆會受到影響，可謂較重之處罰。如曹植以「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之罪，

由縣侯被貶爵為鄉侯，即為其例。286

D.奪爵 

奪爵是將爵位直接剝奪，使官人喪失爵位之意。由於官人無爵，則諸侯所享

之特殊待遇亦隨之喪失，是相當嚴厲的處分。但奪爵未必代表此家族從此喪

失此爵，如華異於喪中遭奪爵，而由其子華混襲封（其事見後），則奪爵有

時為將官人之爵轉與其宗之人。 

E.國除 

國除即是在奪爵之餘，又不許其家族之人繼承爵位，使得此家族在制度上永

遠喪失此爵，可謂最嚴重之情形。 

  總之，「削爵土」雖為當時經常出現之名詞，在不同的情形下，其處罰

之輕重大小亦有所差異，因此削爵土未必等於奪爵。 

 
282 《三國志》卷二十〈彭城王據傳〉，頁581。 
283 《晉書》卷十四〈地理志上〉，頁414。 
284 至於郡公、郡侯，按理亦有削縣之可能，然未見實例，不知是否有此規定。 
285 參《晉書》卷三十八〈梁王肜傳〉，頁1127。 
286 參《三國志》卷十九〈魏書‧陳思王植傳〉，頁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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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禮 

1.父老不奉養 
  庾純與賈充之爭為西晉政爭之著名案例。庾純在行酒時與賈充發生爭

執，後懼，乃自上官（河南尹）爵（關內侯）印綬，並上表云「請臺免臣官，

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敕身不謹，伏須罪誅。」武帝便以庾純「陵上無

禮，悖言自口」之名，免庾純之官。但這件事情並未因此結束，又以庾純父

老不供養為由，使朝議論之。何曾、荀顗、司馬攸等人認為： 

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禮、律。八十者，一子不從政；九十者，其家

不從政。新令亦如之。按純父年八十一，兄弟六人，三人在家，不廢

侍養，純不求供養，其於禮律，未有違也。……臣以為純不遠布孝至

之行，而近習常人之失，應在譏貶。287

也就是說，庾純由於其父年未九十，又有三位兄弟在家奉養，並不違背禮與

律令；然而庾純未能為人榜樣，因此應該要加以譏貶。石苞則認為庾純「榮

官忘親，惡聞格言，不忠不孝，宜除名削爵土」。龐札等以為庾純由醉得罪，

不至削爵土。最後晉武帝並未奪庾純之爵，又以庾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

侍。288

  就官僚角度而言，賈充一派自然希望能剝奪庾純之官爵，甚至其任官資

格；然而庾純未歸家奉養之事，既不違禮，又不違律令，若這樣還要被剝奪

爵位，那麼未來官人不但對是否或如何遵守禮律無所適從，甚至必須依附權

臣方能無恙，因此許多官員的意見都認為庾純因醉辱罵三公，應該受罰，但

不至於奪爵。 

  就國家整體角度而言，賈充是晉武帝親信之臣，當賈充受到侮辱之時，

晉武帝為其免庾純之官是正常之事。但若要進一步以「父老不奉養」為由，

 
287 《晉書》卷五十〈庾純傳〉，頁1398-1399。 
288 《晉書》卷五十〈庾純傳〉，頁1398-1401。又《通典》卷六十八〈禮二十八〉「居官

歸養父母」亦載此事，但不如《晉書》詳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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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庾純之爵，則以後成為常例，父年八十歲以上之官人，皆須歸家供養，不

得任官，其效力可能會與因父母喪而去官之情形相同。如此一來，會對於國

家（高級）官僚的構成產生影響，又這也牽涉到「忠孝先後」的問題，若父

親年過八十皆須在家奉養，則「孝」之地位又進一步提高，「忠」之地位進

一步的下降，對皇權而言，這恐怕是難以接受的。因此晉武帝僅以醉為由免

庾純之官，並未剝奪其爵。因此綜合來說，庾純之例為政治事件，並未違背

禮律，但由於是依照禮典議定，故列於此。289

2.國臣為國君葬訖除喪之議 
  晉惠帝時，李含為秦王司馬柬之郎中令，元康元年，司馬柬卒，李含按

照制度，「葬訖除喪」。尚書趙浚與其有隙，便舉發李含不應除喪，而雍州大

中正傅祇便「以名義貶含」。傅咸便為李含申辯： 

天王之朝，既葬不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不除，乃當責

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

迄於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諒闇，

以終三年，率土臣妾，豈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不可而踰，故於

既葬，不敢不除。290

不只是諸侯違禮要受罰，其國官違禮亦如之。但是李含是依照規定而行，理

應無罪，卻因得罪當道者，同樣遭到彈劾。與前例不同之處，庾純「為世儒

宗」，其父兄皆為官；291李含則家門寒微。故李含在遭受非常之罪時，除傅

咸外，未有官僚（士族）為其申辯，晉惠帝亦未聽從傅咸之議，仍將李含之

 
289 韓國磐在討論此例時指出，西晉初年的君臣口頭上說要以禮教設防，但「實際上破壞禮

教、濫用刑罰的就是他們自己」；羅宗強則認為「免庾純官的要害，在於他又把司馬氏

最忌諱的弒君問題提了出來，孝與不孝，只是一個藉口」，參韓國磐，《中國古代法制

史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62；羅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頁

163。 
290 《晉書》卷六十〈李含傳〉，頁1641-1643。 
291 庾純之伯父庾嶷為曹魏太僕，父庾道為太中大夫，兄庾峻入晉為秘書監、御史中丞，見

《晉書》卷五十〈庾峻傳〉，頁1391-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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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品退為五品，其原因便在於李含並非高級官僚（士族）集團之一份子，晉

惠帝不必怕本案會得罪士族官僚，士族官僚亦不必為一位寒門辯護。且惠帝

之初，朝政先歸楊駿，後歸賈后，恐怕此非惠帝自身意志，而為賈后及其黨

之意。292此外，李含所受之處分並非免官，亦非奪爵（本傳未有受爵之載），

而是以降鄉品的方式處罰，可能是因為李含所犯並非律令，無法以「罪」的

形式加以處罰，所以用相對無形之「名義」來處罰，與第二章所論封五等爵

以「事功」的方式，皆為跳脫原有制度，而高一階之標準。故李含之例仍未

依照加以裁處，一方面可與前述庾純之例對照，顯示士族與寒門的差異與皇

權的態度；一方面亦可知國官未依禮律為其君（諸侯）服喪之時，是會受到

處罰的。 

3.服繼母之服 
  東晉元帝之時，亦有一與禮有關之議值得討論。淮南小中正王式之繼

母，先嫁之時已有繼子，後嫁給王式之父；王式之父臨終前允許王式繼母之

請，在服喪完畢後，歸於前繼子之家。當王式繼母身亡之後，乃與其前夫合

葬，而王式為其「追服周」。此事在朝議中引發不同討論，杜夷、江泉、荀

崧、蕭輪等人所論雖異，大抵認為王式之母既非生母，又為出母，追服一年

之喪實為過厚，但不必受罰。而卞壺則有不同的意見，認為王式之父雖有遺

命，王式仍不應以其母為出母；而已出繼母不應服，王式是因內心有愧，才

為其繼母服喪，故「虧損世教」，應受處罰。此外，卞壺也針對其他官員提

出糾舉： 

案侍中、司徒、臨潁公（荀）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禮，

曾不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陸）曄，淮南大中正、散

騎侍郎（胡）弘，顯執邦論，朝野取信，曾不能率禮正違，崇孝敬之

教，並為不勝其任。請以見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

 
292 按楊駿於元康元年三月被誅，而司馬柬死於同年九月，可知李含事發生於賈后掌權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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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罪。293

也就是說，當官人違禮之時，鄉品系統之司徒、州大中正、郡中正皆有糾舉

之責，而荀組等人未盡其責，卞壺認為應該要免官削爵，以示警惕。最後荀

組見原，陸曄、胡弘「並貶爵免官」，而王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294

本例所論雖為王式違禮之事，而主司未盡督導之責，亦可能遭受削爵之議。 

4.未除服而請客奏伎 
  東晉初年，廬江太守梁龕喪妻，梁龕於喪畢除服之前一日「請客奏伎」，

邀請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劉隗奏以梁龕「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

之禮。請免龕官，削侯爵」，其他與會者則「各奪俸一月」，晉元帝從之。

295梁龕亦因違禮而免官削爵，然因所違似較前述王式為輕，故並未廢棄終

身，僅喪失官爵；而周顗等人之身分地位亦不如荀組，故仍受處分，罰俸一

月。 

5.襲父被黜之爵 
  東晉前期，高悝因（事）功封為建昌伯，後「以納妾致訟被黜」。高悝

死後，其子高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年不葬」，最後皇帝下詔「特

聽傳侯爵」。296按《晉令》規定「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者不得從例」，

297不知是否包括封爵；且《晉令》之規定僅適用於官員個人，就算可以故爵

之品封之，亦非由其子襲父被黜之爵。298而高悝在生前因納妾之事（疑與違

 
293 《晉書》卷卷七十〈卞壺傳〉，頁1869。 
294 卞壺議王式之事見《晉書》卷七十〈卞壺傳〉，頁1869；《通典》卷九十四〈禮五十四〉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為服議」，頁2553-2555。兩者互有詳略，故參引之。此外，

《通典》云「司徒揚州大中正陸曄」，參之《晉書》，陸曄當時應為侍中、揚州大中正，

並非司徒。又《晉書》云「詔特原（荀）組等」，而《通典》云陸曄、胡弘等並貶爵免

官，亦不相同。 
295 事見《晉書》卷六十九〈劉隗傳〉，頁1835-1836。 
296 《晉書》卷七十一〈高嵩傳〉，頁1895。 
297 《通典》卷九十〈禮五十〉「齊縗三月」，頁2476。 
298 除非是在官員死後，朝廷恢復其爵位，再命其子襲封，如張華即是。然照《晉書》之意，

朝廷似未復高悝之爵，而是直接以高崧繼承被黜之建昌伯爵位。在高悝未復爵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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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有關）被黜，似未及復官爵而亡，按理高崧是不能繼承建昌伯之爵，然因

高崧的行為使「帝哀之」，才特別令高崧傳爵。此云「特」，表示一般情形並

非如此；且所記為「傳爵」而非「襲爵」，則高悝並未復爵。可見一方面若

因納妾等事違禮（或違律令）被黜，可能不只免官，甚至奪爵；另一方面，

在一般的情況下，被奪爵者若未復爵（無論身前或死後），其子孫不得襲封。 

四、違法 

1.領軍戰敗 
  在曹魏時期，由於軍功尚受重視，加上「敗軍者抵罪，失利者免官爵」

的情形下，299領軍戰敗也是奪爵的原因之一。如司馬昭原封新城鄉侯，但在

東關之役時，失利退軍，司馬昭亦「坐失侯」；之後因討新平羌胡，才「以

功復封新城鄉侯」。300當時司馬氏已掌握曹魏權力，其兄司馬師為大將軍輔

政，而司馬昭仍須遭受奪爵處分，等到另立軍功，才能恢復爵位，可知當時

作戰失利者仍可能遭奪爵之懲處。這種情形至西晉似有所改變，雖仍有「失

利者免官爵」之規定，實則。如司馬亮征討關中失利，有司「奏免亮官，削

爵土」，而武帝僅免司馬亮之官，不久又拜撫軍將軍。301則在西晉時期，領

軍失利者似仍免官削爵，但因司馬亮為宗室之故，因而免受處罰。 

2.稽乏軍興與論功失實 
  在晉武帝時，杜預與石鑒不和，因而互相指稱對方之失，導致兩人皆被

免除官爵。先是石鑒奏杜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而杜預因娶司馬

懿之女（即晉高陸公主），在八議之內，故「以侯贖論」。不久杜預亦糾舉石

鑒「論功不實」，雙方互相攻訐，最後「並坐免官」。後石鑒又「坐討吳賊虛

張首級」，而武帝下詔「今遣歸田里，終身不得復用，勿削爵土也」，使石鑒

 
其碑及祭位應不得云「建昌伯」之爵。 

299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14-15。 
300 《晉書》卷二〈文帝紀〉，頁32。 
301 《晉書》卷五十九〈汝南王亮傳〉，頁1591。 



西晉禮法秩序與官僚體制下的五等爵制 ．185． 

                                                

仍得保有堂陽子之爵。302杜預與石鑒所坐之罪「稽乏軍興」、「論功不實」、「虛

張首級」等，皆與軍務相關。而杜預須「以侯贖」，石鑒雖保住爵位，然「終

身不得復用」，則上述罪名之處罰恐怕不輕，在正常情形下，官爵並免可能

是無法避免。雖然這些罪名並非作戰失利，但同屬「軍法」，違犯者似同樣

會免官奪爵，亦可看出西晉時期對於軍令仍有一定程度的重視，以及對姻

親、功臣的優遇。 

3.占官稻田 
  西晉時期，士族、官僚非法占田的情形相當嚴重，而李熹則兩度舉發非

法占田的情形。一次是舉發劉尚為裴秀占官稻田，故「求禁止秀」，而武帝

以裴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不可以小疵掩大德」為由，「解秀禁止」，

僅追究劉尚之罪。303另一次是舉發劉友、山濤、武陔、司馬睦等人「各占官

三更稻田」，因而請求將山濤、司馬睦等人免官，武陔則加以貶諡。而武帝

下詔云此皆劉友所作，「以繆惑朝士」，故加以致罪；至於山濤等人只要「不

貳過」，皆不加以處罰。304由於當時司州一帶非法占田的情形相當嚴重，故

李熹兩次皆以司隸校尉的身份加以糾舉。晉武帝兩次處理，皆將罪過推給低

階之官員，並未波及士族官僚及其功臣，亦反映司馬氏及其士族（與功臣）

集團關係之密切。305

4.招誘逋亡 
  晉武帝咸寧三年，中山王司馬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易

姓名詐冒復除者七百餘戶」，被冀州刺史杜友舉奏「招誘逋亡，不宜君國」。

有司認為此事在赦前，306不必處罰，武帝認為此事相當嚴重，「何論於赦令

 
302 杜預與石鑒相爭之事，參《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頁1027；同書卷四十四〈石鑒
傳》，頁1265-1266。 

303 《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頁1039。 
304 《晉書》卷四十一〈李喜傳〉，頁1189。 
305 鄺士元評論此事時，已指出「晉武私偏高門，但擇其門第較次之劉友代罪」，見鄺士元，

〈試論魏晉士風不競之成因〉，收入氏著《魏晉南北朝研究論集》（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1984），頁4。 
306 司馬睦被廢為丹水侯時間在咸寧三年七月，之前最近一次大赦，乃為咸寧二年十月丁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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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邪」，因而不管赦與八議，而將司馬睦貶為丹水縣侯。307與前述「占官

稻田」之事相較，晉武帝對於「民」較「地」為重視，因此裴秀、山濤等人

不必免官，而司馬睦則遭到貶爵。此外，司馬睦既占官稻田，又招誘逋亡，

而占官稻田無事，招誘逋亡則降爵，同一人而有不同結果，亦可見晉武帝對

編戶齊民的看重。 

5.任用國官非人 
  西晉諸王具有自選官屬（國相除外）之權，若任用非人亦會遭受處罰。

如梁王司馬肜以張蕃為中大夫之例即是，而張蕃之前曾與何晏往來，其妻又

為曹爽教伎，何晏與曹爽並死於高平陵政變時，即司馬懿之政敵，大概因此

成為被禁錮的對象。之後張蕃「變名自結於肜」，司馬肜便以張蕃為梁國中

大夫，而為有司所奏，武帝下詔削梁國一縣，以示處分。308或許是西晉律令

中，有明確規定某些身份之人不得擔任王國官屬，因此當司馬肜任用張蕃，

才會被有司糾舉，而削一縣之地。至於有哪些身份屬禁止之列，則不得而知。 

6.以賜客為奴 
  荀勖為晉武帝重臣之一，曾為其子求婚於華廙之女，華廙不許，荀勖因

而記恨。而華廙之父華表，曾有賜客在平原鬲縣（華表為平原高唐人），鬲

縣令袁毅在錄三客之名時，三客各以奴代之。之後袁毅「以貨賕致罪」，並

未交代清楚事情原委，而直云以奴給華廙。再加上先前荀勖對華廙不滿，便

密奏晉武帝，以為袁毅賄賂之人甚多，309宜以最親近之一人加以指責，因以

 
「立皇后楊氏，大赦」，則司馬睦招誘逋亡應為咸寧二年十月以前之事。見《晉書》卷三

〈武帝紀〉，頁67。 
307 《晉書》卷三十七〈高陽王睦傳〉，頁1113。 
308 《晉書》卷三十八〈梁孝王肜傳〉，頁1127。 
309 據《晉書》所載，袁毅所賂者有王恂、何遵、何劭、山濤、鄭默等人，其中王恂、鄭默

不受其物，山濤「受而藏於閣上」，何遵、何劭受之有罪，武帝以其父何曾為功臣的關

係，亦未處罰。此外其他受賂者甚多，為晉武帝時期之大案。參《三國志》卷十三〈魏

書‧王朗傳〉裴注引《世語》，頁419；《晉書》卷九十三〈王恂傳〉，頁2411；同書卷
三十三〈何曾附劭傳〉，頁998；同書卷四十三〈山濤傳〉，頁1228；同書卷四十四〈鄭
袤附默傳〉，頁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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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廙當其罪。再加上華廙之前曾忤武帝之旨，310故武帝在華廙服其父表喪之

時免其官，並削爵土。當時對於華廙之懲處問題，曾有一番爭論：  

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為庶人，不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

「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為世子，著在名簿，不聽襲嗣，此

為刑罰再加。諸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

罪，廢之為重，依律應聽襲封。」詔曰：「諸侯薨，子踰年即位，此

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

以肅貪穢，本不論常法也，諸賢不能將明此意，乃更詭易禮律，不顧

憲度，君命廢之，而群下復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

議者官，詔皆以贖論。311

因此華廙之子華混應襲封觀陽伯之爵，而華混乃逃避裝病，「故得不拜」。至

太康初年大赦，才允許讓華廙襲爵觀陽伯。312在本例中，首先要釐清華廙之

「罪」為何。據《晉書‧食貨志》，「品第六以上得衣食客三人」，又可蔭親屬，

及擁有數量不一的佃客，然未提及奴婢。313因此華表在西晉之官皆高於六

品，故得衣食客三人，即所謂「賜客」，此乃符合規定。而袁毅在錄三客名

時，三客各以奴代之，不知此奴為三客之奴，或是三客以財雇以代己，總之

當時情形為以奴代客。從文意來看，袁毅似知情而未告訴華表，而華表與華

廙應不知情。因此後來袁毅案發，袁毅直云以三奴與華廙，而未提及以奴代

客之事，華廙就等於是收了袁毅所與之奴，而非國家認可之衣食客。再加上

華廙先前得罪晉武帝與荀勖，因而在服喪時遭免官削爵土。後主管封爵之大

鴻臚何遵，又上奏華廙不得襲爵，應以世孫華混（即華廙子）襲爵；有司則

認為華廙符合八議條件，所犯又非「終身棄罪」，依照律文，應可襲爵；最

 
310 在泰始年間，華廙之父華表疾篤，華異歸家省親，有司「仍遭喪舊例，葬訖復任，異固

辭，迕旨」。事見《晉書》卷四十四〈華表附廙傳〉，頁1260。 
311 《晉書》卷四十四〈華表附廙傳〉，頁1260-1261。 
312 此事始末見《晉書》卷四十四〈華表附廙傳〉，頁1260-1261。 
313 《晉書》卷二十六〈食貨志〉，頁79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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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晉武帝仍裁決華廙不應襲封，連帶奏華廙可襲封之官員亦遭波及，必須「以

贖論」，可見晉武帝對此事相當堅持，且不願臣下有不同意見。314至於晉武

帝之所以堅決嚴懲華廙之因，一方面可能是華廙的「罪名」是受奴，與前述

司馬睦「招誘逋亡」情形類似，皆為非法占有勞動力，因此遭到重罰。另一

方面，平原華氏在曹魏為上層士族，華廙之祖華歆為魏初三公，又為配饗太

祖（曹操）功臣之一，地位可謂甚高；315至華廙之父華表，在高貴鄉公被弒

前「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316就算華表不是支持魏帝一派，

至少亦未明確支持司馬氏，因此華表至晉雖進封為五等爵，但並非司馬氏（帝

室）所親近之臣。加上華廙得罪之人為晉武帝之重臣荀勖，又曾忤晉武帝之

旨，因此晉武帝才對華廙加以重罰。 

7.買被盜御裘 
  司馬倫為晉武帝之叔，泰始初為琅邪郡王，因使劉緝「買工所將盜御

裘」，劉緝被判棄市，而司馬倫理應與劉緝同罪。有司奏司馬倫「爵重屬親，

不可坐」；劉毅則持不同意見，以為「倫知裘非常，蔽不語吏，與緝同罪，

當以親貴議減，不得闕而不論」。武帝同意劉毅之議，仍以司馬倫為皇親之

故，下詔赦之。317司馬倫之舉等於是變相使用御用物品，其罪甚大，又事先

知情，因而劉毅認為司馬倫應以八議之議親、議貴論之，而不應直接免除其

罪。若按八議減免，則司馬倫所受處分可能是削一縣或降封，但晉武帝最後

仍下詔赦之，則司馬倫未因此事受罰。 

8.便辟善柔 
  在晉惠帝之初，司徒王渾與侍御史劉敦因劉輿之事而「更相曲直」，劉

敦奏王渾「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並糾舉其屬「右長史、楊丘亭侯劉肇，

 
314 同樣的情形可由晉武帝對齊王出鎮議之態度，見《晉書》卷三十八〈齊王攸傳〉、同書

卷五十〈秦秀傳〉。 
315 見《三國志》卷十三〈魏書‧華歆傳〉，頁406。 
316 《晉書》卷四十四〈華表傳〉，頁1260。 
317 《晉書》卷五十九〈趙王倫傳〉，頁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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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318《晉書》雖未云劉肇之言行，

大抵應是曲事王渾，或為王渾申辯，因而遭劉敦糾舉。不過此處未云免官，

只云削爵土，可能是劉肇並未觸犯律令，只是在道德層面有瑕疵，因此劉敦

只建議削爵土，不必免官。後雖不知劉肇是否被削爵土，然「便辟善柔」亦

為削爵土之可能條件之一，代表爵制與道德（及其背後之政治權力）有相當

密切的關係。 

五、結論 

  儒家與法家在戰國與秦代是處於對抗的局勢，至漢代儒家留意律學並加

以研究，曹魏以後的儒者更直接參與制訂法律的工作，319使得儒家與法家的

聯繫日益密切，儒家思想也逐漸滲入於法律體系中。由於西晉律令有明顯的

「儒家化」趨勢，320因此在律令中對諸侯的規定也相對的寬鬆。其原因在於

儒家經典中，諸侯為各地的統治者，地位甚高，且有許多關於諸侯的禮法制

度規定：即使實際上西晉五等爵並無實權，僅有名義上之地位，然受五等爵

者多為世族，世族同時又為制定禮律者，對官員、諸侯的優待，就等於是對

自身優待。因此在西晉律令中，除了有專門針對諸侯設計的〈諸侯律〉、〈王

公侯令〉外，其他對於諸侯之規定與優待也不少，如此既可營造以儒家為中

心之國家秩序，又可使世族自身置於較有利之位置。 

  而從國家角度而言，西晉在處理諸侯違禮律之罪時，除各項優待外，亦

有「親親」的情形。即以皇權為中心，其外為同姓宗室，其次為異姓功臣（重

臣）及姻親，再其次為其他高級士族，再次為中下層豪族，其外寒門、庶人，

各有其等級秩序。在執行律令時，即使宗室、功臣違背禮法，可先以八議與

 
318 《晉書》卷四十五〈劉暾傳〉，頁1280。 
319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收入氏著《瞿同祖法學論著集》，頁337、352。 
320 陳寅恪指出，古代禮律關係密切，而西晉司馬氏為漢末以來的儒學大族，「其所制定之

刑律尤為儒家化」；韓國磐亦認為中國古代即禮刑交互為用，至西晉明確規定以禮教服

屬來定刑，更凸顯禮教在刑法中的形象。參陳寅恪，《隋唐制度淵源略論稿》，頁102；
韓國磐，《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頁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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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之方式減輕，若罪甚重，則皇權亦以下詔或其他方式，赦免其罪，使宗室

與功臣免受重罰。至於一般士族、豪族甚至寒門違禮犯法，則照常處罰；若

因與宗室、功臣有隙而致罪（無論是否確有其罪），其罪有時還會加重。因

此王導對曹魏西晉之評價為： 

自魏氏以來，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陵遲，不遵

法度，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王道。321

由於公卿世族多不遵法度，加上晉武帝的「親親」政策及律令上的優待，因

此西晉時期的諸侯（世族）雖以禮法自況，但其行則多與其言、其學不同。

不過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司馬氏以東漢末年之儒學大族統制中國，其所制

定之刑律尤為儒家化」，322而陳寅恪所謂西晉刑律之儒家化，祝總斌的解釋

是「指制定晉律遵循和吸收的是儒家經典中“禮＂的精神和規範」，323也就

是「以禮入律」，將「禮」的精神歸納入律令之中。此外余英時先生以為魏

晉時期的法律與禮相似，一方面要斟酌人情，另一方面又不能「任情」，324皆

代表西晉的律令改制有其時代背景的考量，似不能僅從士族為己或為私的角

度加以解釋。因此，士族在魏晉之際的律令改革，仍有禮制等級規範與儒家

理想性，只是在實踐的過程中，與理想有所落差。 

 

 

 

 

 

 
 

 
321 《晉書》卷六十五〈王導傳〉，頁1746。 
322 陳寅恪，《隋唐制度淵源略論稿》，頁102。 
323 祝總斌，〈略論晉律之“儒家化＂〉，載《中國史研究》1985-2，頁111。 
324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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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1  西晉五等爵制度規範表 

 天子 王 郡公 縣公 郡侯縣侯 伯 子 男 次國男 公嗣子 侯嗣子 三品侯 鄉亭侯 關內侯 三公 卿大夫 士  

地方    75里            覽 70里 60里 50里 35里 25里  御

食邑   3000 戶 1800 戶  1600 戶 1200 戶 800 戶 400 戶 200 戶         御覽 

妾  8 人 6 人 6 人 6 人 5 人 4 人 3 人 2 人          御覽 

車前

司馬   14 人 10 人  8 人 8 人 4 人 2 人          

御覽

魏書 

旅賁   50 人 40 人  36 人 28 人 20 人 12 人          御覽 

綬色 金銀 纁朱 玄朱 玄朱 青朱青朱 青朱 素朱 素朱 素朱 紫 青 紫 紫 紫    通典 

章印 玉璽 金印 金章 金章 金章金章 金章 金章 金章 金章   金章      通典 

采 

黃赤

縹紺

赤黃

縹紺 綠紫紺 綠紫紺 

綠紫

紺 綠紫紺 綠紫紺

綠紫

紺 

綠紫

紺 綠紫紺 二采 二采 二采 二采 二采    通典 

皮弁

縫 12  9 9 7 7 7 5 5 5       3 書   晉

旗斿   8 斿 8 斿 7 斿 7 斿     7 斿 5 斿     5 斿  

通典

晉書 

冕 12旒 7 旒 7 旒 7 旒 7 旒 7 旒 7 旒 7 旒 7 旒 7 旒       5 旒 

3

旒 通典 

助祭

郊廟  9 章 9 章 9 章 9 章 9 章 9 章 9 章 9 章 9 章       7 章 

7

章

通典

晉書 

冠 五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三梁 二梁    晉書 

纂 五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三采     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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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 王 郡公 縣公 郡侯縣侯 伯 子 男 次國男 公嗣子 侯嗣子 三品侯 鄉亭侯 關內侯 三公 卿大夫 士  

籍田 3 推 9 推               典 5 推  通

 天子 公 特進 卿 

郡縣

公侯

非持節

將軍 

致仕告

老 

中二

千石

二千

石 

王公

元子           

駕 

安車

駕六 駕三 駕二 駕一                

           

安車

駕三 駕二  

安車

駕二

安車駕

二 

安車駕

四 

安車

駕二 

安車

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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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2  儒家經典所載五等爵相關制度表 
 天子 諸侯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三公 孤 卿 大夫 士 

田方 1000

里 

 100里 100里 70里 50里 50里 視公

侯 

視伯 視子

男 

視附

庸 

禮記王制

封疆   500里 400里 300里 200里 100

里 

  周禮地官

大司徒 

食者   半 參之

一 

參之一四之一四之

一 

  周禮地官

大司徒 

城高 9仞  7仞 7仞 5仞 3仞 3仞   五經異義

城方 9里  9里 7里 7里 5里 5里   通典 

宮方 900

步 

 900步 700步 700步 500步 500

步 

  通典 

執贄 鎮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璧 皮帛 羔 雁 雉 周禮春官

大宗伯 

摯 鬯  圭 圭 圭 圭 圭 羔 鴈 雉 禮記曲禮

下 

命數   9命 7命 7命 5命 5命 8命 6命 4命  周禮春官

典命 

執贄   桓圭九

寸 

信圭

七寸 

躬圭七

寸 

穀璧五

寸 

蒲璧

五寸

   周禮秋官

大行人 

圭   九寸 七寸 七寸 五寸 五寸   禮記雜記

下 

繅藉   九寸 七寸 七寸 五寸 五寸   周禮秋官

大行人 

冕服   九章 七章 七章 五章 五章   周禮秋官

大行人 

建常   九斿 七斿 七斿 五斿 五斿   周禮秋官

大行人 

樊纓   九就 七就 七就 五就 五就   周禮秋官

大行人 

貳車   九乘 七乘 七乘 五乘 五乘   周禮秋官

大行人 

貳車   七乘 七乘 七乘 七乘 七乘 五乘

（三

乘） 

 禮記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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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 諸侯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三公 孤 卿 大夫 士 

介   九人 七人 七人 五人 五人   周禮秋官

大行人 

聘禮   七介 五介 五介 三介 三介   禮記聘義

禮   九牢 七牢 七牢 五牢 五牢   周禮秋官

大行人 

朝位

賓主

之間 

  九十步 七十

步 

七十步五十步五十

步 

  周禮秋官

大行人 

立當   車呎 前疾 前疾 車衡 車衡   周禮秋官

大行人 

擯者   五人 四人 四人 三人 三人   周禮秋官

大行人 

享王

禮 

  再祼而

酢 

一祼

而酢 

壹祼而

酢 

壹祼不

酢 

壹祼

不酢

   周禮秋官

大行人 

饗禮   九獻 七獻 七獻 五獻 五獻   周禮秋官

大行人 

食禮   九舉 七舉 七舉 五舉 五舉   周禮秋官

大行人 

出入   五積 四積 四積 三積 三積   周禮秋官

大行人 

問勞   三問三

勞 

再問

再勞 

再問再

勞 

壹問壹

勞 

壹問

壹勞

   周禮秋官

大行人 

繅 五采

五就 

 三采三

就 

三采

三就 

三采三

就 

二采再

就 

二采

再就

   周禮春官

典瑞 

冕   袞冕鱉

冕毳冕

希冕玄

冕 

鱉冕

毳冕

希冕

玄冕 

鱉冕毳

冕希冕

玄冕 

毳冕希

冕玄冕

毳冕

希冕

玄冕

   周禮春官

司服 

執鞭

趨辟 

八人  六人 四人 四人 二人 二人   周禮秋官

條狼氏 

玉色 全  龍 瓚 將   考工記玉

人 

明堂

位 

負斧

依南

鄉而

  阼階

之

東、西

西階之

西、東

面北上

門東、

北面東

上 

門

西、

北面

中階

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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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面北

上 

東上 北面

東上

樂縣 宮縣  軒縣 軒縣 軒縣 軒縣 軒縣 判縣 判縣 特縣 周禮春官

小胥 

旗物 大常  旂 旂 旂 旂 旂 旃 物 物 周禮春官

司常 

挽 6拂  4拂 4拂 4拂 4拂 4拂 2拂 2拂 1拂 御覽引杜

預要集 

死 崩  薨 薨 薨 薨 薨 卒 不祿 禮記曲禮

下 

殯 七日  五日 五日 五日 五日 五日 三日 三日 禮記王制

葬 七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三月 三月 禮記王制

葬制 五重

八翣 

 三重六

翣 

三重

六翣 

三重六

翣 

三重六

翣 

三重

六翣

 再重

四翣 

 禮記禮器

巷市 七日  三日 三日 三日 三日 三日   禮記曲禮

下 

墳高 3雉  1雉半 1雉半 1雉半 1雉半 1雉

半 

8尺 8尺 4尺 御覽引禮

系 

樹 松  柏 柏 柏 柏 柏 楊 楊 榆 御覽引禮

系 

祭祀 天地  山川 山川 山川 山川 山川 五祀 五祀 其先 白虎通引

禮 

祭品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羊 羊  白虎通 

下祭

殤 

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子 禮記祭法

廟 七廟  五廟 五廟 五廟 五廟 五廟 三廟 一廟 禮記王

制、祭法

壇 一壇

一墠 

 一壇一

墠 

一壇

一墠 

一壇一

墠 

一壇一

墠 

一壇

一墠

 二壇 一壇 禮記祭法

國社 大社  國社 國社 國社 國社 國社 置社  禮記祭法

家社 王社  侯社 侯社 侯社 侯社 侯社   禮記祭法

國祀 七祀  五祀 五祀 五祀 五祀 五祀 三祀 二祀 禮記祭法

家祀 七祀  五祀 五祀 五祀 五祀 五祀   禮記祭法

鄉射 熊 

 

 

 麋 麋 麋 麋 麋 虎豹 鹿豕 白虎通引

禮含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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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 諸侯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三公 孤 卿 大夫 士 

舞 八佾  六佾 四佾 六佾   公羊傳 

籍田 3推    5推 7推 7推  白虎通引

祭義 

 3推  9推 9推 9推 9推 9推 5推 9推   禮記月令

 3推  9推 9推 9推 9推 9推 5推 9推   獨斷 

 千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禮記祭義

籍田

服色 

朱紘  青紘 青紘 青紘 青紘 青紘   禮記祭義

殯 7日  5日 5日 5日 5日 5日 3日 3日 禮記王制

葬 7月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3月 3月 禮記王制

卒哭   7月 7月 7月 7月 7月 5月 3月 禮記雜記

下 

虞   七虞 七虞 七虞 七虞 七虞 五虞 三虞 禮記雜記

下 

廟 7廟  5廟 5廟 5廟 5廟 5廟 3廟 1廟 禮記王

制、禮器

豆 26  16 12 8（6）  禮記禮器

席 五重  三重 三重 三重 三重 三重 再重  禮記禮器

鼓 路鼓  賁鼓 賁鼓 賁鼓 賁鼓 賁鼓   周禮夏官

大司馬 

射法 六耦

三侯 

四耦

二侯 

四耦二

侯 

四耦

二侯 

四耦二

侯 

四耦二

侯 

四耦

二侯

 三耦

一侯

三耦

一侯

三耦

一侯 

三耦

豻侯 

周禮夏官

射人 

射儀 三獲

三容 

二獲

二容 

二獲二

容 

二獲

二容 

二獲二

容 

二獲二

容 

二獲

二容

 一獲

一容

一獲

一容

一獲

一容 

一獲

一容 

周禮夏官

射人 

射樂 騶虞

九節

五正 

貍首

七節

三正 

貍首七

節三正 

貍首

七節

三正 

貍首七

節三正

貍首七

節三正

貍首

七節

三正

 采蘋

五節

二正

采蘋

五節

二正

采蘋

五節

二正 

采蘩

五節

二正 

周禮夏官

射人 

節 騶虞  貍首  采蘋 采蘩 禮記射義

服袞

冕者 

六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周禮夏官

節服氏 

弓 合九

成規 

 合七成

規 

合七

成規 

合七成

規 

合七成

規 

合七

成規

 合五

成規 

合三

成規 

周禮夏官

司弓矢 

棘槐

之位 

  右九棘 右九

棘 

右九棘右九棘右九

棘 

面三

槐 

左九

棘 

左九

棘 

左九

棘 

左九

棘後 

周禮秋官

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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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 諸侯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三公 孤 卿 大夫 士 

告飽 一食  再食 再食 再食 再食 再食 三食 三食 禮記禮器

堂 九尺  七尺 七尺 七尺 七尺 七尺 五尺 三尺 禮記禮器

服 龍袞  黼 黼 黼 黼 黼 黻 玄衣

纁裳 

禮記禮器

冕 十二

旒 

 九旒 九旒 九旒 九旒 九旒 七旒

（五

旒） 

三旒 禮記禮器

彃 直  前後方 前後

方 

前方

後挫

角 

前後

正 

禮記玉藻

玉 白玉  山玄玉 山玄

玉 

水蒼

玉 

瓀玟 禮記玉藻

組綬 玄  朱 朱 純 縕 禮記玉藻

率帶   五采 五采 五采 五采 五采 五采 二采 禮記雜記

上 

飯 九貝  七貝 七貝 七貝 七貝 七貝 五貝 三貝 禮記雜記

下 

 天子 大國 次國 小國   

卿數 9卿 3卿 3卿 2卿   禮記王制

命于

天子 

9 3 2 1   禮記王制

卿命

數 

 三命 三命 一命   禮記王

制、周禮

下卿

命數 

 再命     禮記王制

下大

夫命

數 

 再命 再命 一命   禮記王

制、周禮

下大

夫 

27 5 5 5   禮記王制

上士 81 27 27 27   禮記王制

軍 6軍 3軍 2軍 1軍   穀梁傳 

命數  九命 七命 五命   禮記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