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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家族組織、學術群體與濟助活動 

一、 前言 

  在第二章中，我們看到了建寧地區災荒問題問題的形成以及臨時性的權

宜措施。面對著南宋以來經濟發達與貧富分化所帶來的社會問題，臨時性的

賑貸措施及中央緩不濟急的救濟工作已不敷使用，建寧地區遂有長期性濟貧

機構、制度的產生，這是第三章的重點所在。無論是地方官員的權宜之策，

或是長期性制度的形成，人事運作顯然是濟助工作背後的重要推動力量。在

這當中，建寧地區的家族因向來有參與地方事務的傳統，對於濟助工作自然

是不容忽視的力量，前文所提五夫社倉的創置，建陽當地望族劉氏便出力不

少。 

  建寧地區除了有類似劉家參與長期性或制度性濟助事業的情形外，以家

庭或家族內部人群為主的濟助事業，例如不定期的周濟親故以及設立義莊、

義田，常規性地提供族人經濟上與教育上的協助，亦不乏見，而且在一般士

人的心目中，其濟助順序，顯然先於鄉里、乃至於國家層次的濟助事業。對

於濟助對象之所以產生親疏內外階差式的分別，乃是理學宗法理念與理想社

會秩序的表現。在財力與能力有所限制之下，家族內部成員在從事濟助工作

時，多半先考量家族本身的延續，行有餘力才兼及血緣關係較疏遠的族人、

鄉里，及社會上的陌生人。因此，在探討建寧地區家族、士人與賑濟方式時，

當考慮當地家族與理學宗法概念結合，造成濟助事業的同心圓式向外推展的

特色。在這當中，建寧地區理學逐漸發達、科舉文化漸興，以及朱熹所推行

的書院、精舍教育，對於當地閩學流派的形成助力頗多，此種文化氣氛原本

便有利於理學中宗法與仁之理念的推展與擴散。另方面，建寧地區的家族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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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書院、宅地等場所彼此切磋問學、交友往來，地緣因素加上相近的文化價

值觀，家族間的往來更形密切，理學理念的擴散更行迅速，對於當地濟助事

業的推動，自是一股不容忽視的力量。 

  其次，誠如劉子健所言，鄉紳或平民臨時性的賑災，等於是代官行事，

用私人的力量去做官吏所應該做而不做的事，他們只有名望，較佳的人事資

源，沒有權力。1如果能有來自官方在財力、行政或人事上的支持，這些民間

的濟助活動的推展自然會較為順利。值得注意的是，建寧地區文風、理學漸

盛，以及朱熹閩學大師的背景，直接及間接地將官方力量引進當地的濟助事

業之中，使當地名士、家族的濟助理念得以進一步落實，濟助事業也更制度

化。濟助工作制度化的同時，亦開啟了另一個管道：協助濟助事業運營，供

當地士人或家族有其他的選擇一遂學道愛人的理想。綜而言之，建寧地區官

方與民間力量的合作，形成推動地濟助事業的不容小覷的動力，家族參與當

地救濟事業的方式也有了嶄新的面貌。   

  本章的目的，便是奠基於前二章的基礎，以家族的角度切入，探究人事

運作與社會救濟事業的關係。就中，朱熹所扮演的聯繫角色以及建寧地區的

文化、理學背景都是不容忽視的主題。 

二、 由自衛團體到儒業傳家 

  福建地區，尤其是包括建寧地區在內的西北山區，在宋代以前，一直被

視為亂事不斷、迷信落後的地區，處於中央統治體系的邊陲地區。此種與中

央聯繫有限的情形，主要與福建的地理位置、交通閉塞以及人口組成有關。

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境內崇巒相疊，與外區的聯絡較為不便。此外，福建原

本並不是漢族的居住區，與北方中原文化有異，距離與文化上的隔閡遂擴大

了與中央的距離。西漢元封年間(110-105B.C)，閩越北遷之後，移民入閩，

曾帶來漢文化，但是移民的數量與規模有限，對於當地的開發幫助不大。孫

 
1 劉子健，〈劉宰與賑饑——申論南宋儒家的階級性限制社團發展〉，頁359。 



家族組織、學術群體與濟助活動 91 

                                                     

吳、東晉與南朝，皆立國南方，而西晉之後，中央也開始增設行政區域，對

福建採取較積極的治理態度。後來的宋、齊、梁、陳政權為了鞏固統治，發

展勢力，也積極開發福建，使得福建有較快速的發展。這些南方政權所引進

的移民與文人，開始為福建的發展奠定基礎。另方面，福建與政治中心空間

距離的縮小，也逐漸打破福建的封閉、獨立性。不過，在隋唐之前，福建的

開發與文化發展仍相當有限，我們從於福建任官以及遊歷過閩的官宦、文

人，對當地土地貧瘠、荒涼景色的形容，以及急思離開福建的心情，便可得

知，福建的自然與人文並不具太大的吸引力。2到了隋唐時期，政權、經濟中

心的南移與中央文教政策的推行，使福建的發展逐漸改觀。隋唐政權的統一

與致力於官學教育的背景，原本就有助於福建的發展，而到了中唐時期，大

歷七年(772)李椅與建中元年(780)常袞的兩次興學，以及安史之亂後政治中心

南移，中央對於福建相對地較為重視，再加上大批的衣冠氏族遷入福建，使

得福建地區發展的腳步加快。其次，貞元年間(785-804)福建南選的取消，大

大刺激當地士人北上參加科舉的決心，閩人中進士的人數因而增多，也是福

建文教發展的重要關鍵。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中期之前福建科考及第

者的人數，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而且這時期的福建進士

也主要來自當時是發展中心的沿海地帶，閩北例如建寧地區的進士只有兩

名，文教發展仍相當遲緩。3

  唐末五代時期，福建的發展又進了另一個轉折期，為兩宋的繁榮奠定了

基礎。唐末五代有頗多外地人移民入閩，也有不少外來文人流寓。後來王潮、

王審知的王閩政權為鞏固統治，一方面實行軍事統治，一方面又訴諸柔性手

段，致力於水利興修、鼓勵農桑，重新興學、延攬文人。這段期間，福建這

 
2 林拓，〈從化外之地到兩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福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

《中國歷史地理論叢》 16.1: 35-38。 
3 江宜華，《唐、五代時期福建地區與中央之互動關係》(嘉義縣：國立中正大學歷史研究所

碩士論文，1994)，頁75-78。林拓，〈從化外之地到兩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
福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歷史地理論叢》 16.1: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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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外之地，逐漸成為人文薈萃之所。另方面，因戰亂而入閩的北方士民為

了取得自己的生活空間與政治社會利益，在一定程度上必須以宗族的實力作

為後盾。他們通常舉族南遷，在兵荒馬亂的遷移過程中，相互扶持。遷入福

建山地之後，由於生產與生存的需要，使得這些原本在遷移過程中，便具有

高度凝聚力的移民選擇聚族而居。4這些避亂入閩的家族，由於經歷過戰亂時

衣冠氏族被迫害的經驗，加上對王閩政權的恐懼，使他們紛紛捏造譜牒，假

稱家世。方大琮所說「見鄉人凡諸姓誌墓者，皆曰光州固始」，但是考究其

祖望、時間又有所矛盾，陳振孫(1183-1261)也「嘗怪閩之士族，推本家世，

輒言出自固始」，他們所共有的疑問，實緣自「王氏初建國，人不自保，謾

言鄉人，幸其不殺」的自保心態，以及王氏政權因系出光州固始，在任用人

才上「獨優固始」，而閩人希望假借同鄉之名，得到拔擢的心理。而無論是

自保或是求得拔擢的心態，後世子孫承襲先世假稱的家世與譜牒，時間一

久，「并與其初而忘之爾」，真正的家世淵源也不復記憶，反而對假稱的家世

與長久居住的土地逐漸產生認同感。5因此，在王氏政權剛柔並濟的統治下，

家族因生產、生存需要而出現的聚居形式與假造譜牒，強化了當地居民的族

系與地域認同。隋唐以來，門閥士族制度逐漸衰亡，福建卻一反常態，以家

族自我標榜，乃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與歷史背景有密切的關係。6

  福建對家族的認同，不僅是來自於家族本身對自我的標榜與評定，還來

自於他人與其他的家族的認可。福建，尤其是閩北的建寧地區，在當時開發

仍有限。另方面，王氏政權雖然為拉攏人心而大興水利、文教事業，但是仍

 
4 李錫全，《南宋福建路的經濟活動》，頁8-9。陳支平，《近五百年來福建的家族社會與文

化》，頁1-15。 
5 方大琮，〈方詩境敘長官遷莆田事始〉，《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37，頁1-3。陳振孫，
《直齋書錄解題》，收入於《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237冊(台北：世界書局，1986)，
卷17，頁16-17。 

6 關於王氏政權對當地的統治以及人才任用方式等可參閱：佐竹靖彥，〈唐宋期福建の家族

與社會—閩王朝の形成から科舉體制的展開まべ—〉，頁387-393。林拓，〈從化外之地

到兩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福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歷史地理論

叢》 16.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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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軍事統治為主，陳振孫文中的「人不自保」、「幸其不殺」等文字便說明

了時人對王氏政權的恐懼。在開發有限，政治環境不平穩，以及人民對統治

政權仍心存恐懼的情形下，聚族而居，而又可以號召武力的豪富家族，很自

然便成為當地對外禦敵，對內維持秩序、開發土地的領導者。當地人對於這

些有功於地方的家族自然也會心存感謝，興起敬意。甚至在戰亂之際，依附

當地豪富家族，集結武裝，共同保衛鄉里。換言之，當地居民對於家族的認

同與依賴，也會強化族系認同的傾向。《八閩通志》所說「篳門圭竇之士」

亦「皆能挾族譜以推流派」的情形，可能便與當時福建的開發狀況與王氏政

權下，移民者必須憑藉家族力量，謀求生存，以及家族成為當地保衛者的歷

史背景有密切關係。7 浦城楊家便是一個例子。北宋著名文學家楊億先世，

在永嘉之亂播遷於上饒，唐代遷至建安吳興(按：即宋代的浦城縣)，並於當

地「斬木誅茅，築室治產，以財力雄于州里」。在唐末兵荒馬亂之際，為了

保衛家族，「於是募鄉民之拳勇者數百人，受署於本郡為義軍」，其動機雖是

為了維繫家族的生存，但浦城縣民也蒙受其利，楊家的義行因而「為鄉黨所

稱」。8  

   這種地方豪富家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由於資料所限，我們無法真正明

瞭宋代以前的情形。但是從五代到唐以前有為數不少的具有武力的家族移入

的記載，以及宋代建寧地區有不少關於亂事發生，當地人民便集結義軍、結

社的資料來看，這種以鄉民依附豪富家族的情形應該由來已久，而且是維持

當地社會秩序的重要力量。舉例來說，建炎三年(1129)王王燮軍隊進入崇安，

引起當地擾亂不安，崇安籍人士翁績毅然迎敵，「諭以逆順」，王王燮遂「戒其

徒，假道而從」，崇安得以無事。而隔年建陽弓手王延勝等人嘯眾作亂，翁

 
7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上，卷3：地理，頁43。佐竹靖彥，〈唐宋期福建の家

族與社會—閩王朝の形成から科舉體制的展開まべ—〉，頁394-401。 
8 楊億，〈故信州玉山府君神道表〉，《武夷新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3) ，卷8，頁14。楊億，〈行狀二首〉，《武夷新集》，

卷11，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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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又「糾集義甲」與官府合作，捕捉盜賊。多次的舉兵平亂，消弭民間不安，

使他深受推崇。朱熹之師，亦是當地頗具聲望之士劉子翬還為他寫詩，感懷

他的功德。另外，建炎、紹興年間的葉濃叛變，「長溪與建安接，境中慮衝

突」，知長沙縣的浦城人士潘中民「乃命鄉人結忠義社，預為之備。」9在范

汝為亂事中，我們可以看到更多當地人士糾集鄉民、保衛鄉土的例子。崇安

人士江灝，宣和年間進士，因平靖康年間盜賊有功，官至劍浦丞，但並未赴

任。在范汝為亂事發生時，「率義兵平之，盡搗其巢」。而另一名崇安人士吳

必明，因父蔭授侯官丞，居官廉潔。後來改判汀州，亦未赴任，在這次亂事

中「散家募士，防衛鄉井」。而在真德秀為浦城葉文炳所寫的墓誌銘中，也

提及其「大父顯仁當范汝為俶擾，募鄉丁保里，人高其義。」10在亂事發生

時，當地有力人士募集鄉勇，保衛鄉里的例子並非只是建寧地區獨特的情

形。但是建寧地區僻遠封閉的地理環境，從秦以來區域獨立性較高，加上王

閩政權所型塑的區域向心力，以及移民入閩家族為自保而群居的特性，加強

當地的族系與地域認同，並形成當地人民依附有力人士與家族，尊崇有力家

族的現象，對於當地的社會結構，卻是具有特殊意義的。 

   唐末以來政治環境的動盪不安，致使人們對於具有武力，或是可以募集

鄉勇的地方有力之士與家族，十分尊敬。若是這些個人及家族又具有輕財喜

施的豪俠性格，在當地的聲望自然又提高不少。五代移入建寧，分居崇安五

夫(東族)、建陽麻沙(西族)的劉家，東族世代顯宦，敦禮信義，當中劉韐及其

子劉子翬、劉子羽因抗西夏、金兵有功，深得民心，東族遂以忠義之名聞於

鄉里。根據游九言的記載，劉子羽英勇抗敵的事蹟，以及平時於家鄉「捐金

指廩，築室分田以居，故舊煢獨，四方士夫蒙被不可勝數」的樂善好施性格，

在他年幼之際「已熟聞鄉老談道」。而在朱熹為劉子羽所寫的墓誌銘中，也

 
9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下，頁48。李葆貞(明)修，梅彥騊(明)等纂，

《浦城縣志》，卷8：人物考．忠貞，頁9。 
10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頁28-29；卷7：人材志，頁119。真德秀，
〈通判知州葉氏墓誌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6，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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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他「好賢樂善，輕財喜施」的豪俠性格，深得部下及當地人民民心。至

於西族在當地亦具有相當聲望，從劉民先因「敦信義，里人有爭，或不謁吏

而決于民先者」看來，11劉家因其權勢與聲望，在某種程度上對於當地事務

比官員還具有公信力。而後來西族族人劉純，在調往湖北的途中，「聞盜賊

之擾迫切鄉里(按：建陽)」，遂轉而歸家，花費家財、招募兵馬以平定亂事。

由於保衛當地有功，在他死後，邵武及建陽麻沙兩地皆立廟祠之。12

   雖然劉子羽、劉純等人募集鄉勇保衛鄉里、周濟鄉黨是個人行為，但是

他們的財力、武力來源就跟楊億先世一樣，與家族累世的經營息息相關。另

方面，在當地重視家族、譜牒風氣的燻染下，人們也很自然會將這些個人行

為與家族名聲聯繫在一起。真德秀為劉家寫〈劉氏傳忠錄後序〉中認為劉家

三代個人忠孝行為，乃是氣脈連續之故，以致「三世傳忠」，以及熊禾〈麻

沙劉氏族譜〉以東族三忠(劉韐、劉子羽、劉珙)、西族二忠(劉頷、劉純)標榜

劉家軍功等，都說明了個人行為與家族名聲間的關係。13

   而值得注意的是，從唐到北宋初期，建寧地區絕大多數的家族，經營重

心不在科舉、教育，而在宗教信仰。正如前文所提，唐中後期閩人的進士人

數與全國相比，仍相差甚遠。地處僻遠、發展較為遲緩的建寧地區，進士人

數更是屈指可數。即使是在戰亂時遷入福建，曾經參加科考、具有仕宦經驗

的家族，戰亂的經驗，也大大降低了他們培養子孫參加科考、出仕的意願。

另方面，王氏父子據閩四十年間，大力倡導和扶持佛教，熱中建寺造塔，塑

像寫經。由於王氏政權的推崇佛教，福建民間也崇佛成風，舍宅為寺、捐錢

 
11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下，卷65：人物．士行，頁544。 
12 馮繼科(明)，《建陽縣志》，卷6上：藝文志．廟堂類，〈忠烈劉侯廟記〉頁67。魏時應(明)
修，張榜(明)等纂，《建陽縣志》，卷6：人物誌．「劉世家」，頁26-27。游九言，〈跋
劉少府與諸將書〉，《默齋遺稿》，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館，1983) ，卷下，頁32-33。朱熹，〈少傅劉公神道碑〉，《朱熹集》，

冊8，卷88，頁4510。 
13 真德秀，〈劉氏傳忠錄後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頁13-14。熊禾，〈麻
沙劉氏族譜〉，《熊勿軒先生文集》，卷2，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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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寺的情形相當普遍。梁克家對於福建佛教勢力最大、僧尼人數最多的福

州，記載道：「⋯⋯雖歸朝化，頹風弊習，浸入骨髓，富民翁嫗傾施貲產以

立院宇者無限」，說明了寺院經濟絕大部分是仰賴當地的富戶。14建寧地區的

宗教勢力雖然不如福州，但寺院之多也令人瞠目，楊億說：「吾鄉建州，山

奇水秀，⋯⋯，而巖谷幽勝，土人多創佛剎，落落相望。⋯⋯今所管六縣，

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

松溪四十一，關隸五十二，僅千區。」15從北宋初年建州佛寺數量之多，以

及文中「土人多創佛剎，落落相望」可以判斷，建寧地區寺院的創設與經濟

來源，應與福州一樣，很大部分是來自民間的捨地、捐資。當地民間既然信

佛成風，再加上家族遷族南下避難，不肯出仕的心態，可以想像的是，當地

家族對於科舉、教育的關心相對較少。16

   綜上所言，由於建寧地區宋代之前特殊的歷史與地理背景，具有武力能

力，可以集結鄉勇的個人及家族，是當地人民所需要而且尊崇的對象。而另

方面，在王閩政權的統治下以及避難心態的驅使下，當地的家族所關注的焦

點是宗教信仰，對於科舉、教育的關心較少。 

   這樣的情形，到了宋代逐漸產生變化。在家族長期扮演保衛者，具有聲

望，以及北宋國基甫立，中央權力仍難鞭及福建的情形下，當地的家族仍具

有相當的地位。不過，家族經營方式與重心卻逐漸轉變，當地不少家族開始

轉武業儒，關注的焦點也逐漸轉移到科舉與教育。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很

多，戰亂平息，鄉里組織重整，以豪富為樞紐的社會結構逐漸瓦解，是原因

之一。17而理學南傳，朱熹大倡閩學以及宋代興學等諸多背景，也是重要因

 
14 梁克家，《淳熙三山志》，收入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六集》，108-111冊(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館，1976)，冊111，卷33，寺觀類一，頁2。 
15 江少虞，《宋朝事實類苑》，共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冊2，卷61，「風俗
雜志．建州多佛剎」，頁816。黃云，〈淺論宋代福建佛教的鼎盛〉，《福州師專學報(社
會科學版)》 21.1(2001.02): 79-81。 

16 L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 yang, Fu-chien, 1000-1400,” 頁10。 
17 關於地域社會與領導者的議題，日本學界有相當多的討論。針對中國秦漢以及十六國時期



家族組織、學術群體與濟助活動 97 

                                                                                                                                      

素。 

   理學得以傳入福建，主要與二程弟子的將樂楊時和建陽游酢(1053-1123)

有關。楊時與游酢北上求學，並將二程學術傳入福建，形成學術流派。其中

被程顥稱為「吾道南矣」的楊時，在閩北傳道的聲勢極大，胡寅、胡宏、劉

勉之等人都紛紛投入門下。另外，以崇安胡安國為首的胡氏五賢及其門人，

也在建寧形成學術集團。胡安國是羅從彥同輩，又是楊時的講友，曾從學於

孫復的門人朱長文，與謝良佐有深刻的學術淵源，以胡安國為首的學術集團

也是二程洛學傳入福建的重要力量。洛學的南傳福建，使得北宋末年的建寧

已有一些儒學家族，並且逐漸形成學術群體。18不過，建寧文教大興、理學

於當地盛行並自成一個流派，而致使當地大量家族轉而業儒，當是朱熹與當

地關係逐漸密切後的發展。   

  朱熹與當地關係的建立可以追溯到朱熹的年幼時期。少年喪父的朱熹侍

奉母親到崇安縣五夫里定居之後，便遵奉父親死前的囑咐，依靠劉子羽生

活，同時師從劉勉之和另外兩名崇安籍的儒者劉子翬、胡憲。19朱熹的三位

老師都是當地有名的家族出身，劉子羽及劉子翬為前文所提崇安、建陽望族

 
所出現的鄉民依附豪富，由豪富之家提供保護、賑恤等情形，川勝義雄、森正夫、谷川

道雄等人提出「豪族共同體」之說。雖然這項論點仍有爭議，但許多論說頗有啟發。他

們的研究指出，豪族共同體的出現與地方社會的分化，關係密切。以漢代為例，漢代以

來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鄉村逐漸出現豪富地主與貧農兩個階層。東漢末年的動亂，致

使社會結構急速重整，出現了以地方豪富為中心的特殊結構。不過，隨著戰亂平息，鄉

里組織重整，這類社會結構也自然面臨解體。而這頗類似建寧地區的情形。相關豪族共

同體的論述，可參閱：伊藤宏明撰，秦欣譯，〈六朝隋唐時期地域社會研究動向〉，《中

國史研究動態》 7(1996.07): 23-31。尹建東，〈豪族共同體論辨析〉，《華中科技大學學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2002.02): 90-93。 
18 L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 yang, Fu-chien, 1000-1400,” 頁20-24。林拓，〈兩宋

時期福建文化地域格局的多元發展態勢〉，《中國歷史地理論叢》 16.3: 89。另外，劉樹

勛對於北宋理學與閩學的淵源探討頗多，可參考劉樹勛，《閩學源流》(福建：福建教育

出版社，1993)，頁50-121。 
19 朱熹，〈屏山先生劉公墓表〉，《朱熹集》，冊8，卷90，頁4585-4586。束景南，《朱子
大傳》，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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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家的成員。劉勉之先世劉滋、劉元振以儒學起家，20劉勉之亦鑽研伊、洛

之學，與理學學者楊時有所來往。劉勉之放棄舉業歸鄉之後，於建陽近郊「結

草為堂，讀書其中」，並「日以講學為事」，其高超品德與深厚學問使「賢士

大夫莫不注心高仰之」。21至於胡憲則是著名理學家胡安國(1074-1138)的子

侄，胡安國及其子侄輩：胡寅(1098-1156)、胡寧、胡宏(1106-1162)、胡憲皆

以理學著名於世，胡憲的學問品德亦使「賢士大夫高仰之」。這三個家族在

建寧地區都享有一定的社會聲望，而且彼此切磋往來，關係十分密切。22朱

熹在崇安五夫里定居之後，便時常往來於劉子翬所創建、「鄉人子弟均聚而

學」的屏山書院與劉勉之的草堂之中。23

  朱熹與此三家族不僅有師生、叔侄般的關係，後來劉勉之還「以女妻

之」，與朱熹有婚姻上的關係，而劉氏族人劉如愚致仕歸鄉後「日與朱晦翁

相酬唱」，與朱熹有深厚的朋友關係。24另方面，由於這三家都與理學有所淵

源，並致力於問道講學，朱熹在屏山書院、勉之草堂學習，結識了不少當地

鄉人子弟。換言之，藉由這幾家家族在當地的學術影響力，朱熹與建寧地區

子弟建立起同門、學友的關係，這種層層擴散的人際關係，是朱熹救濟理想

形成以及將來從事濟助工作的重要媒介。當中，劉氏族人以及就學於屏山書

院的魏掞之、黃銖(1131-1199)、劉珙對於朱熹濟助工作的推行，影響至大，

這在後文將會詳細討論。 

 
20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上，頁5-6；人材志下，頁24。 
21 楊應詔(明)，《閩南道學淵源》，收入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92冊(台南縣：莊嚴出
版社，1996)，卷8，頁5。 

22 脫脫(元)等撰，《宋史》，冊38，卷459，列傳第218，隱逸下，頁13463-13464。 
23 劉子翬在出任興化軍通判三年之後，對於仕途心灰意冷，加上父親劉韐於靖康之難殉節，

悲憤難耐，遂棄官歸鄉，潛心於講學，建立屏山書院。而按《劉氏宗譜》載，書塾創立

之初，本於有教無類的宗旨，凡是來求學的鄉人子弟，不論貧富均予以收授，頗得鄉人

稱頌。朱熹後來亦入學就讀，不少學生也慕名前來，致使書塾不足容納眾多學生，因此

劉子翬又於紹興十四年(1144)自資擴建書塾，定名為屏山書院。管聲駿(清)纂修，《崇安
縣志》，卷7：人材志下，頁114-115。關於《劉氏宗譜》之相關記載及記述則轉引自武夷

山朱熹研究中心編，《武夷勝境理學遺跡考》(上海：三聯書局，1990)，頁156-157。 
24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下，頁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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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與建寧地區關係深厚的淵源不止於此，朱熹成年之後，游宦他處，

並成為理學的領導者。在他重新回到建寧地區後，便致力於當地文化、教育

事業的推動。朱熹在建寧地區先後以武夷山、建陽縣蘆峰以及建陽縣三桂里

的考亭為住所，並以住所為中心創設諸多的精舍、書院：在建陽縣三桂里有

考亭書院，建陽縣崇泰里有雲谷書院及寒泉精舍，崇安縣武夷山區則有武夷

精舍。25朱熹於此著書講學，培養了大批學生，其中，不乏當地家族子弟，

他們或有志舉業，或潛心學問。朱熹的思想因而得以傳播，從而形成一個具

有影響力的學派，一些著名的學者如蔡元定、劉爚(1144-1216)、黃榦、詹體

仁等，便是出身於武夷書院。26朱熹及其弟子藉精舍、書院推廣理學，因之

而帶動當地印刷、藏書事業。 

  理學的南傳與朱熹所領導的閩學流派之所以能在當地發揮如此大的影

響力，不僅在於理學本身，更在於宋朝統一全國，將福建納入統治，推行重

教興學及科舉取士，自北宋以來已為建寧地區帶來了轉變的契機。在宋代三

次大規模興學運動以及科舉取士的獎掖下，加上建寧地區本身理學學術集團

的成形，建寧地區的文教事業逐漸蓬勃發展。徽宗崇寧五年(1106)，「建州浦

城學生，隸籍者至千餘人」；南宋中葉以後，學風更盛，樓鑰(1137-1213)說

建寧府每年「薦送率八十餘人」，儒風之盛致使知府必須增建紫芝書院，以

容納府學過多的學生。27讀書與從事舉業人數的增加，在一定程度上反映了

當地家族關注焦點與經營重心的轉變。而史料上諸多具有武力的家族轉而業

儒的記載，也說明了這種傾向。前文所提楊億先世自唐到五代「家世尚武」，

 
25 朱熹所創建的精舍、書院，以及建寧地區其他書院之發展概況請參見附表二。 
26 劉樹勛認為，閩學有幾個形成與發展階段，北宋理學的傳播是閩學形成的重要背景，但閩

學的真正形成應是始自南宋時期，也就是朱熹創設精舍書院，培養諸多子弟後，閩學才

真正形成一個具有影響力的學派。閩學之淵源與發展可參閱：劉樹勛主編，《閩學源流》，

福建：福建教育出版社，1993。 
27 脫脫(元)等撰，《宋史》，冊11，卷157，志第110，選舉三，頁3666。樓鑰，〈建寧府紫

芝書院記〉，《攻媿集》，收入於《四部叢刊》，第55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79)，
卷54，頁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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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財力、武力雄於州里，到了楊億的祖父楊澄則「折節為儒」。楊億的父親

楊徽之與鄉人江文蔚則以文學馳名，並中進士甲科。楊徽之與楊億父子在學

術上的成就，被真德秀譽為「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從這些記載都可

看出楊家關注焦點與經營重心的變化，也看出到了宋代，楊家乃是以學術，

而非以往的財力、武力馳名州里。28南宋著名理學家熊禾先世最先也是以武

功立家，唐朝熊秘「以唐兵部尚書繇南昌提兵入閩，愛武彝山水」，29其子熊

袞「精通韜略，武勇過人，立朝屢建奇功」30，入宋之後，熊家開始鑽研學

術，熊袞四世孫熊知至「隱德不仕，立書院於鼇峰之下」，以詩聞名於世，

著有《鼇峰隱人集》。31而族人熊節則是學於朱熹門下，整修鼇峰書院「以延

師友」。至於著名的理學家熊禾，在咸淳年間高中進士，後來因元朝入主，

遂放棄宦途，闢建書院潛心於求道教學之中。32楊家、熊家原本都是以武力

見長的家族，他們經營重心的轉變，對科舉與教育的關心，應與宋代以來建

寧地區儒學的發展，以及宋代重教興學的背景有關，而類似的例子應不在少

數。 

  可以想見的是，在宋代統一全國，政治環境較為穩定的情形下，當地對

武力保衛鄉里的需求相對降低，以及建寧地區逐漸與中央文化合流的趨勢

下，越來越多的家族會將重心逐漸由宗教信仰轉移到科舉與教育。依附地方

具有武力、財力之個人或家族的情形仍有，能夠在亂事中率勇抗敵的人物與

 
28 李葆貞(明)修，梅彥騊(明)等纂，《浦城縣志》，卷8：人物考．儒林，頁8；真德秀，〈楊
文莊公書堂〉，《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6，頁11。 

29 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1，卷34：建置志，頁856。 
30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七人材下：忠義，頁8。 
31 關於鼇峰書院創立的時間，《閩書》與丘錫的〈鼇峰書院記〉有些許出入，閩書所載為熊

秘所建，而丘錫則載為熊知至所建，這可能是因為鼇峰書院建於熊秘入閩之際，惟當時

主要建以為子孫肄業之所；至熊知至則可能增修書院，授徒對象擴大。這樣的推測在於

鼇峰書院每有增修或是擴大授徒對象，便有「創鼇峰書院」的記載，例如《閩中理學淵

源考》中亦有熊禾「創鼇峰書院，扶樹教道，講學著書」的記載。丘錫，〈鼇峰書院記〉，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6，頁83。李清馥(清)，《閩中理學淵源考》，卷32，頁4。 
32 林偰，〈勿軒先生傳〉；李讓，〈題勿軒先生行狀〉，收入於《熊勿軒先生文集》，卷6，
頁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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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也仍受到尊敬，但是在文教大興、理學漸盛的背景下，另一種以學術威

望、德行見長或是擅長科考的儒士長者形象，則是日益受到推崇與尊敬。北

宋晚期名學者江汝舟便是一例。江汝舟，建陽人，前文所提將二程理學引進

福建的游酢以及葉祖洽皆是其父親江側的高徒。江側與江汝舟父子二人號二

江先生，以學問著稱於世。在葉祖洽為江汝舟所寫的墓誌銘提到他「以文學

馳名州里，未老退居山林，事母以孝聞。宗族稱其仁，鄉黨稱其弟。非有名

位以動人，財利以交人也，而少者見之如其父兄，老者見之如其子弟。從容

里閭為先生。長者所謂無爵而貴，處窮而容者歟。」33江汝舟之所以被視為

長者，不是因為位高權重、家財萬貫，也不是前文所提具有財力、武力可以

保鄉衛里，因而贏得人民尊敬，而是本身的學術聲望以及道德高超，受到宗

族鄉黨的敬重。另外，在曾丰的〈浦城耆舊錄序〉中談到他在紹熙五年(1194)

巡視南浦時，見到記載當地人物的冊子，名曰《耆舊錄》。此書評定當地人

物的標準乃是「渾其所蓄曰德，赫其所建曰功，華其所命曰爵。三者全，大

書之。偏特書之太上太德，其次上功，又其次上爵。故不得已，寧遺爵毋遺

功，寧遺功毋遺德。」34由此可知，《耆舊錄》對人物評比的標準乃是依照德、

功、爵的順序，與前文江汝舟因「無爵而貴處窮而容者」之長者形象而受到

敬重，都說明了具有「德」行的人物在建寧地區受到尊重的情形。 

  這種以德行作為評比人物的標準，與當地儒家文化的漸佈以及文教的發

展，關係密切。游九言(1142-1106)認為：「詩書之澤大矣，孝弟自此與禮義

自此出」，亦即禮義孝弟等個人道德涵養，乃是自儒學經典汲取而來。這種

情形與前文所提宗族鄉黨稱許江汝舟具有仁、弟精神，以及浦城人民以「德」

作為評比人物的最高標準，都應是在儒學，包含了理學文化逐漸發展下的結

果。在向來便十分重視家族的建寧地區，評比人物的標準，很自然也會成為

評定家族的依歸。游九言〈藍橋記〉說到「藍橋取里中著姓而名之也，里中

 
33 馮繼科(明)，《建陽縣志》，卷12：列傳．儒林類，頁5。 
34 曾丰，〈浦城耆舊錄序〉，《緣督集》，冊2，卷18，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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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姓多矣，何以獨著藍氏」，原因便在於藍家「挾詩書為士」，可以進而「表

倡鄉曲，使農工商之民得所視效」。35游九言認為，讀書為士不僅可以培養個

人道德，還可以感化他人，使之仿效，因此是值得尊敬的對象。這種以具有

儒學道德的人物、家族為樞紐，領導鄉里，是士大夫心中社會統治的理想模

式。而宋代建寧地區對具有儒家德行之人物、家族的推崇與尊敬，似也說明

了士大夫精神的逐漸普遍。 

  理學的逐漸普遍，是具有道德、學術聲望的長者類型逐漸受到重視的重

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讀書亦是獲取功名，走向仕途的重要手段。在

宋代統一中央，大力推行學校教育、科舉取士之後，越來越多的人以及家族，

將讀書受教育視為邁向科舉入仕的敲門磚，而藉由讀書獲取功名的人物與家

族，自然也會受到重視與尊敬。這些背景也都是當地家族轉而業儒，致力於

教育、科舉的重要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在宋代中央重教興學與建寧地區本身文教事業的發展

下，當地家族逐漸以學術、教育為經營重心，以讀書取士為目標。在崇尚儒

學、重視士大夫精神的影響下，相對於以往以武力保衛鄉里、輕財喜施的豪

俠人物、家族，另一種以學術、道德聲望見長的儒士長者類型，日益受到重

視。這種以儒家仁義孝弟精神評定人物、家族的情形，我們很難說出確切的

轉變時間，但這應是北宋以來當地儒學、教育逐漸蓬勃，士大夫精神日益普

遍下的產物。 

  讀書與從事舉業人數增加的意義之一，在於表示建寧已逐漸可以與中央

進行和諧的對話；36而另方面，這也意味著建寧地區仕宦人數開始增加。其

中部分官員於退閒居鄉之日，或藉由其財富，或憑其社會聲望與地位，致力

於當地濟助工作的推動，成為不容忽視的一股力量。37崇安縣人虞大中「家

 
35 游九言，〈藍橋記〉，《默齋遺稿》，卷下，頁31-32。 
36 L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 yang, Fu-chien, 1000-1400,” 頁1-2。 
37 梁庚堯師認為，鄉居官戶與士人可以憑藉其身份與財富作惡或為善，而有豪者與長者兩種

形象。其中長者便是以善於施財以濟人的形象最為突出。梁庚堯師，〈豪橫與長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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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時與晦翁創利義倉」，以及「其鄉(按：崇安縣五夫里)之耆艾左朝奉郎」劉

如愚出力協助朱熹處理賑災事務，都是例證。38此外，這些仕宦之士若剛好

擔任與鄉里濟助工作有關之職，見到鄉里有難，自然會多費心於此。政和年

間(1111-1117)擔任福建提舉常平的浦城縣人黃靜，任上適逢福建大饑，於是

「殫力救濟」，並「置常平倉於遷陽鎮(按：浦城縣)以惠艱食之民，請求朝廷

從之，遂出錢數千緡為資。」另一名於北宋末年擔任福建提舉常平的浦城縣

人楊公度，「會歲歉，八州艱糴，公度出入阡陌，勸富民散糴，民賴不饑。」

39從這些例子可以看出，建寧地區中舉及仕宦人數增加之後，這些仕宦之士，

對於當地濟助事業的進行，助益不少，是濟助事業推動的新興力量。40

  建寧地區文教事業及閩學大興，導致官宦人數增加，對於當地濟助事業

產生固然有其影響，但是朱熹及其所塑造出的閩學流派，影響不止於此。朱

熹所倡導的宗法制度，與人人各遂其生的仁之理想相互結合，藉由以朱熹為

中心所建構出的交友、家族、學術關係輻射而出，促進了當地家族經營與濟

助工作的實踐。此外，這種人際圈非但只是家族、仁之觀念傳播的媒介，亦

是當地濟助工作實際推動時的重要網絡。因此，接下來所要探究的是，在向

來便重視家族的建寧地區，理學家所倡導的家族觀念，對於當地家族及濟助

活動所產生的影響。 

 
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兩種形象〉，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論集》，冊下，頁499-502。 

38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下，頁41。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

倉記〉，《朱熹集》，冊7，卷77，頁4051。 
39 李葆貞(明)修，梅彥騊(明)等纂，《浦城縣志》，卷8：人物考．才猷，頁34；卷8：人物
考．瑞介，頁19-20。 

40 根據《嘉靖建寧府志》選舉志中的「進士」所載，建寧府從唐代至五代中進士的人數僅有

5人，而北宋年間則已有800多人登科中舉。唐至五代年間登科中舉的人數有限，任官的

情形相對較少，自然不會是推動當地濟助事業的主要力量。但是，隨著宋代以來中舉與

仕宦之士的增加，鄉居官員的情形大為增加，對於當地濟助事業的推動，遂成為不可輕

忽的力量，而且應是一股前朝所未有的新興力量。夏玉麟、汪佃(明)等修纂，《嘉靖建

寧府志》，卷15：選舉上，頁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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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族內外的濟助活動 

  如前所提，建寧地區重視家族的傳統由來已久，家族在當地具有維持秩

序、仲裁糾紛等功用。而北宋末年以來，建寧地區理學漸盛，南北宋之際，

理學便已傳入建寧，張載(1020-1077)、程頤(1033-1107)等人所提出的宗法制

度，透過閩學先驅，多少都會對當地產生影響。41張載與程頤等對於古代宗

法制度與宗法思想的內容，並未做出全面的介紹與闡述，他們的目的，主要

是希望藉由古代的宗法制度來解決並重整當時的社會情況與政治秩序。例如

張載說：「譜牒又廢，人家不知來處，無百年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

亦薄。」程頤亦說：「宗子法壞，則人不知來處，以至流轉四方，往往親未

絕，不相識。」他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辦法之一便是恢復或重建宗法

制度，即他們所說的宗子法。張載說「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

人不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立宗子法。」程頤說「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

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立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根據兩

人的看法，只要重建宗法制度，規範好人與人之間的血緣關係，倫理關係一

旦井然有序，爭鬥便不易發生，就能達到風俗淳厚，宗族團結的理想境界。

在他們的構想中，立宗子、立家廟、設族會等方式是達成敬宗收族的具體方

法。42張、程二人對宗法思想的鼓吹，隨著理學的傳入福建，在相當程度上

勢必會對當地產生影響。 

  不過，對建寧地區家族觀念影響更為深遠的，應是接續這些理學先驅，

致力於當地文教、書院教育的朱熹。張載、程頤對於宗法思想的重視，到了

朱熹更是集其大成。朱熹對於宗法制度的影響主要是建構宗族意識，以及確

定了建祠、祭祖、設置族田等相關儀式。為了使宗族意識普遍，朱熹一方面

 
41 游九言，〈藍橋記〉，《默齋遺稿》，卷下，頁31-32。 
42 張載著，章錫琛點校，〈經學理窟．宗法〉，《張載集》(北京：中華書局，1985)，頁259。
程頤，〈入關語錄〉，《河南程氏遺書》，卷15，收入程頤、程顥著，《二程集》，共2
冊，冊上(台北：里仁書局，1982)，頁150。徐揚杰，《宋明家族制度史論》(北京：中華
書局，1995)，頁46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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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的上書皇帝，請求皇帝頒佈《政和五禮》以端正社會風氣。另方面又揉

合張載、程頤的宗法思想，親自編寫《古今家祭禮》、《家禮》等書，制訂了

詳細而具體的家族禮節，作為規範家族、家庭內部人們行為的具體準則。並

將張、程所構想的家廟改稱「祠堂」，作為家族祭祀祖先、團聚族人的中心，

輔以祭田，以作為祭祀實行的保證。43朱熹的宗法理想為後世理學家，包括

閩學昌盛的建寧理學家所推崇並且落實。浦城真德秀認為家族「譬之巨木，

百圍枝葉扶疏，而根榦則一，豈容異觀哉？」建陽熊禾為江氏族譜寫序所提

「天之生物，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常豐而溉常厚，不敢有一毫侵軒而

斬艾之。」及建陽游九言所說「人之生始於父母，推而大之，世數雖遐，皆

同一氣也。」都說明了這些理學家自覺家族成員源於同一祖先，應小心經營

使氣脈得以延續。44這批受到朱熹理學思想薰陶的理學家不只是內心存有理

想，他們還進一步地將聚族同居、氣脈永續的理想加以落實，並體認到自身

對家庭、家族的責任感，盡己之力活宗贍族，在金錢及教育上等扶助族人。

熊禾先世熊慶冑先後向朱熹弟子蔡淵(1156-1236)、真德秀、劉垕求道問學，

與當地道學人物往來頻繁。熊氏一族於唐代自南昌赴閩定居後，便築有鼇峰

書院「為子孫肄業之所」，熊慶冑接續熊家家族傳統，並發揚光大，他對於

「族姻鄉黨，情意尤篤」，每年都會回到故居「會集族中長稚，宴飲餽遺，渠

渠款款，各盡其歡。」並創立敬思齋以教導族人子孫，設置孝友莊以賑濟貧

乏族人。熊禾及其族人受益良多，成年之後，感念不已，並屢思效法。45至

於真德秀，為了使後世子孫能「親奉其先之祀」、「追念本始而知其祖之一」，

歸鄉之後，先築西山精舍以奉先瑩，之後便興築睦亭，作為真家合族祭祀、

 
43 關於張載、程頤與朱熹宗子法的概念、原則以及宋代宗族法的形成與組織，可參考王善軍，

《宋代宗族和宗族制度研究》(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2000)，頁35-138；徐揚杰，《宋
明家族制度史論》，頁474-475。 

44 真德秀，〈睦亭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頁18；熊禾，〈江氏族譜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1，頁16；游九言，〈建陽麻沙劉氏義莊記〉，《默齋遺稿》，

卷下，頁31。 
45 熊禾，〈熊竹谷文集跋〉，《熊勿軒先生文集》，卷2，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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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念祖先的場所。此外，他對於族人，甚至族人以外的友人、陌生人都能伸

出援手，予以救濟，他「事嫠姊，廩孤甥，里中老病乏絕，待公爨者常數十

人」。真德秀竭盡心力扶助他人，以致「雖貴而無餘資」，以及熊慶冑建立義

莊、義學扶助族人的行為，可以說是理學宗法制度與仁之理想結合之後，具

體落實於生活之上。46游九言亦十分響往設立義莊、義學扶持族人的理想，

在他為建陽麻沙劉淵義莊所寫的記文中說到：「獨有義莊一事，猶能稍合家

族而收其流散」，表現出對於族人間貧富相恤的欽羨之情。不過儘管他「嘗

有其志」，但「貧弗暇」，因為經濟方面的困頓致使他的理想無法實現。47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道學人士，有能力者則竭力周濟族人，創立義莊、

義學等具體組織以遂氣脈永續的宗法理想。力有未逮者則訴諸文字，鼓吹聚

族教養的理想。對於原本便十分重視家族的建寧地區，前者具有示範、強化

家族組織作用，而後者則藉由對敬宗收族的欽慕之情，間接鼓勵當地家族聚

族生活，而另方面也賦予了原本可能沒有理學淵源的家族組織以宗法理想。

例如建陽麻沙劉淵創立義莊的主要動機，乃是因為年少時「孤且貧，自艱難

中偶致豆羹柸飯之給，而思寒宗之不自食也，蓋嘗分而餉之，願得文字以垂

子孫」，有感於自身年少孤貧的經驗，遂創義莊以避免族人遭遇同樣的不幸。

他設立義莊的動機與道學中氣脈永續的理想關係不大，但是在游九言的筆

下，遂被賦予強烈的氣脈相通、貧富相資的道學理想。48另外，崇安理學家

江塤(1169-1233)是真德秀及魏了翁(1178-1237)的弟子，從史料中，並無法看

出其父親江燾與道學或道學人物有特殊淵源或來往。但魏了翁在撰寫江塤墓

誌銘時，特別提到江燾「創義莊，闢塾延師，具族教養」的事蹟，足可見理

學家對聚族教養此理想的嚮往，亦會投射在與道學淵源較遠的家族之上。49 

 
46 真德秀，〈睦亭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頁19；劉克莊，〈西山真文忠

文公行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68，頁1502。 
47 游九言，〈建陽麻沙劉氏義莊記〉，《默齋遺稿》，卷下，頁29-31。 
48 游九言，〈建陽麻沙劉氏義莊記〉，《默齋遺稿》，卷下，頁29-31。 
49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下，頁49；黃宗羲(明)，《宋元學案》，冊
下，卷81，〈西山真氏學案〉，頁1533；魏了翁，〈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塤墓誌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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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道學人士率身自行，或是訴諸於文字之中以表達個人對聚族共居的理

想，隨著理學在建寧影響力日增，以及當地家族選擇業儒的情形日益增加

下，家族組織與道學宗法制度意義的結合，自是與日俱增。建寧地區重視家

族的傳統依舊存在，只不過，在理學的影響下，家族組織已不單是宋以前聚

族以圖生存的保衛性意義。道學中氣脈永續，使族人各遂其生的宗法制度、

仁之觀念，當是入宋以來建寧地區家族聚族而居形式得以延續的關鍵之一。 

  聚族而居的家族，在考量家族的經濟情況之下，有些會以家族的利益為

優先考量，先求家族自保，不過度涉入地方事務或周濟族人以外的人士。例

如浦城章甫(1045-1106)一家「羈旅起家，閤門千指，有宅以居，有田以食，

悉沈(按：章甫之妻子沈氏)力也。⋯⋯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沈每戒其子曰：

『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貽吾憂。』⋯⋯。」章家是否從事

濟助族人之外的人士，或是參與鄉里濟助工作，我們不得而知。50但是從資

料中可以看到，章家雖然族人繁多，卻仍有宅可居，有田以食，經濟狀況應

該不差，但為了避免家族捲入不必要的危險，章家對外採取不過度涉入的態

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道德責任感較重或經濟能力較佳的士人，

不僅只向族人伸出援手，還會旁及社會上亟需幫助的陌生人。而這與理學家

將宗法思想擴大到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的理想，關係密切。宋代程頤、張載與

朱熹的宗法思想，乃是以儒學為根本，以孝睦為內涵的倫理宗法。這種倫理

宗法秩序不僅是家庭的基礎，也是政治社會的基礎。對於士人而言，保家只

是保國的基礎。重視家族經營的同時，他們仍未忘記淑世治國的理念。張載

對於「家」與「國」之間的關係，提出這樣的見解： 

宗子之法不立，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

相，宗法不立，既死遂族散，其家不傳。宗法若立，則人人各知來處，

 
校鶴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04-207冊(上海：上海書局，1989)，
卷83，頁1。 

50 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5，卷142：閨閤志，頁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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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大有所益。或問：「朝廷何所益？」公卿各保其家，忠義豈有不

立？忠義既立，朝廷之本豈有不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年

之計，造宅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裂，未幾蕩盡，則家遂不存，

如此則家且不能保，又安能保國家！51

張載認為，追溯家族起源、設立宗法制度是為了凝聚家族。家族既得以生存，

人人皆知保家的重要性，此種愛家的忠義之心，便會進而成為忠君愛國之

心，國家基礎便得以永固。從這段文字可以發現，張載試圖把以孝睦倫理為

內涵的宗法思想引伸到政治，認為倫理宗法以穩定家庭、家族，以及政治秩

序。他在《西銘》中，則是將宗法與政治的關係進一步延伸：「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又說：「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連無告者也。」52在張載的理想政治模式中，君主是大宗，所

有國人是小宗，因此國人之間都有類似宗族血緣關係般的擬宗法關係，應該

互相扶持。朱熹的理想政治社會秩序也是以宗法倫理秩序為基礎，而且更強

調個人關係與親人關係外的社群關係中，推動新儒學的實際方法。對朱熹以

及一些士人而言，家族與國家之間的鄉里社會，是落實其社會理想的重要領

域，53他並且主張社會秩序的安定，必須奠定在人人自發性對禮儀的實踐，

以及堅固的親屬關係之上。他們認為經由父子之間親愛的關係開始，可以培

養出一種親近與互敬的涵養，並向外延伸到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如此

便可達到安定社會的目標。因此朱熹十分推崇宗法與孝道，他將孝與睦聯繫

在一起，又將孝睦與同居共財聯繫在一起，他認為：「照對禮經，凡為人子，

 
51 張載著，章錫琛點校，〈經學理窟．宗法〉，《張載集》，頁259。 
52 張載著，章錫琛點校，〈正蒙．乾稱篇第十七〉(章錫琛的點校本將張載〈西銘〉歸於〈正
蒙〉篇中)，《張載集》，頁259 

53 狄百瑞及Hymes便認為，王安石改革的失敗，以及伴之而生的新舊黨爭，使士大夫對社會
的關懷由全國轉向地方，他們以介於家 (family)與國家權力所轄的底限處 (the lowest 
reaches of the state apparatus)，亦即鄉里社會(community)， 通常是屬於縣、社的範疇，
做為基盤，施展報復與理想。書院、社倉、鄉約等地方性組織的日益增多便是士人自我

期許以鄉里社會進行社會改革之精神的表現。狄百瑞著，李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頁28-35。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pp.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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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蓄財產，而律文亦有別籍異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

專有，豈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為己物？」他又認為，作人「務修孝弟

忠信之行，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54另外，又進一步

將孝睦引伸到政治關係之中，以父子宗法關係比擬為君臣關係。我們可以看

到，張載與朱熹的理想社會模式，乃是將以孝悌為中心的宗法制度，希望以

聚族而居為前提，經由個人修身，層層向外延伸，達到齊家、睦族、安定社

會的社會秩序。 

  朱熹延襲張、程二人的宗法制度，經由他與當地的特殊情誼以及理學大

師的身份，的確對當地產生影響。朱熹曾經提到浦城周嗣恭修葺先人的書舍

「學古齋」，「以教育宗族子弟」，並請朱熹為之寫銘。朱熹在《學古齋銘》中

首先感嘆「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不然，為人而已。」朱熹所認同的是古代

「學以為己」的態度，根據朱熹的看法，學以為己必須「先誠其身，君臣之

義，父子之仁，聚辨居行，無怠吾忽，至足之餘，澤其萬物」由個人進而擴

大到族姓，再到社會其他人物。這種為學態度與朱熹以宗法思想揉合政治關

係而層層並進的社會秩序等級，可以說是相同而且相輔相成的。周嗣恭修葺

學古齋，正符合了朱熹「為己之學」以及以孝睦為內涵的宗法理想。周嗣恭

是否是因為受到朱熹影響而興起聚族教養的想法，我們無法確定，但無論如

何，周嗣恭聚族教養，以及朱熹為之寫銘，表倡孝睦理想的行為，對於當地

或多或少都有所影響，而周嗣恭的行為似也說明了以理學為根本的宗法思想

對當地所產生的影響力。另一名浦城人張彥清在朱熹於當地推行書院教育

時，向朱熹問道求學。後來在光澤縣任官時又與朱熹學友李呂切磋學問，真

德秀說「公(張彥清)之學淵源蓋如此，故見理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

見於制行，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廉勁挺為質榦。親蚤沒，恨養之弗逮也，

 
54 朱熹，〈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朱熹集》，冊8，卷99，頁5059。關於朱熹對於宗子法
的推廣可參閱：李文治、江太新，《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0)，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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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茹甘服美者終其身。女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不自留。」55根據真德

秀的看法，張彥清所具有的孝友忠信、廉潔正直等美德，以及孝睦親族、扶

助族人等行為，與其學派淵源，也就是師承朱熹以及與理學中人交往的關係

密切。而他潔身自愛並進而扶助族人的善行，應與朱熹所大力宣揚的宗法思

想，關係密切。這兩個例子說明了當地的士人受到朱熹或理學的影響，以個

人修養自期，並進而將族人的生存與教養，視為己任。 

  這種修身、齊家、治國由內而外的串連順序，從建寧地區理學家的文字

中也可略見。熊禾為平山姚氏一族寫跋時，引姚仲一之語：「士大夫未能善

世，猶當善於其鄉；未能善鄉，猶當善於其家。善於其身，德者身之蘊，言

者身之符。顧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在吾所樹立何如耳。」游九言

認為敬宗收族以培養友愛忠厚之心，才是「聖人治天下，自家治國篤近舉遠

之原也」。56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修身、齊家、治國的等級順序，實際上就是

把以孝悌為中心的宗法制度理論化，用之於政治、社會。在聚族而居的條件

下，把孝悌引申為睦族，由一家族擴大到一個族姓，加強家族與宗族的聯繫，

進而聯繫到鄉鄰，穩定社會。57因此，在士大夫的理想社會模式中，聚族而

居，具有儒家德行的個人與家族，是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核心，因此游九言

說建陽陳氏家族孝悌友睦的行為，「宗族必有聞而興起者」，給予極高評價。

而他本身先世聚族而居的行為，「鄉老至今誦之」，並特別記載其祖先以道德

感化鄉里惡霸的善行。58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他們所欲建構的乃是以道德、

宗法為樞紐的社會，並期許這些有德之士與家族，經由個人、家族、鄉里的

順序產生感化力量。這些以謹遵道德、宗法秩序自期的個人或家族，在理學

風氣漸熾的建寧地區中，原本便是受人尊敬的對象。有些經濟能力較佳或是

 
55 真德秀，〈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6，頁18。 
56 熊禾，〈跋姚氏族譜〉，《熊勿軒先生文集》，卷2，頁26。游九言，〈原譜〉，《默齋
遺稿》，卷下，頁17-20。 

57 李文治、江太新，《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頁34。 
58 游九言，〈陳氏族譜序〉，《默齋遺稿》，卷下，頁29。游九言，〈游氏世譜〉，《默齋
遺稿》，卷下，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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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責任感較重的士人，在理學宗法與仁之理念的驅使下，也會由近而遠，

推而廣之，使社會上同於一氣，但卻遭逢不幸的人們也能暢遂其生，並贏得

更多的尊敬。 59待朱熹如子侄的劉子羽，朱熹描述他「居家見人，孝友樂

易⋯⋯，好賢樂善，輕財喜施，于姻親故舊貧病困厄之際，尤孜孜焉。」童

年時期「已聞鄉老談道」劉子羽善事的游九言，則提到他「捐金指廩，築室

分田以居，故舊煢獨，四方士夫蒙被不可勝數」，如此樂善好施，以致於「公

薨之日，家無餘資」。60此外，前文所提熊禾之伯父熊慶冑，除了創敬思齋、

孝友莊等義學、義莊以贍養族人外，舉凡「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力穀之，

雖屢空不顧也。」61還有，在劉爚所寫的〈熊氏義莊記〉提到了乾道四年的

飢荒，鄉里人士有人藉機圖利鄉民，但是鄉人熊知至： 

力田積穀，不矢見近利，歲小侵則小發其藏，大侵則大發其藏，環其民

數十里如有年逮是歲，其功卓然，一邑歸德。邑聞之郡，郡達之朝，

公終不言也，蓋務厚積而薄施。蓋嘗因饑發粟，以遺其里之人家至數

斛，歲至發斛且千而了無靳色，其里之人依而愛之，猶饑年之母。蓋

其視人之饑如己之饑，出於誠心而無邀福之意，故又能遺其子孫之餘

力及其族人，曰義齋以教之，曰義庄以養之，于以尊祖而睦族，使子

子孫孫世守之，其為德不既厚矣乎。62

此外，真德秀又記載崇安人詹景憲「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修己治人之

大致」又與朱熹高弟蔡家講學切磋，真德秀形容他「為人溫良汎愛，其於鄉

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不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力

 
59 梁庚堯師，〈豪橫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兩種形象〉，頁521。梁庚堯師，〈南

宋的貧士與貧宦〉，頁379。 
60 朱熹，〈少傅劉公神道碑〉，《朱熹集》，冊8，卷88，頁4510。游九言，〈跋劉少府與

諸將書〉，《默齋遺稿》，卷下，頁32-33。 
61 熊禾，〈熊竹谷文集跋〉，《熊勿軒先生文集》，卷1，頁23。 
62 劉爚，〈熊氏義莊記〉，《劉文簡公雲莊文集》，12卷本(明弘治間劉煓刊嘉靖間增補本)，

卷8，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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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之如己忻感，故里閈之人稱思至今。」63從游九言對於劉子羽的善行乃是

童幼時期「已聞鄉老談道」，熊知至設義莊施濟鄉人，致使「一邑歸德」、「其

里之人依而愛之」，以及詹景憲災荒時出粟以惠困窮，「使里閈之人稱思至

今」，種種情形可以看出，這些理學家將以孝悌為中心的宗法倫理，延伸到

鄉里鄰人，而受到恩惠的鄉人們，自然也會對這些延續他們生命的長者懷抱

謝意，稱頌不已。而既然這些具有德行，施財濟人的長者，往往是在聚族教

養的條件下，由內而外，先接濟族人，在延伸到鄉鄰里人，鄉人們在稱頌這

些長者的背後，也往往對其家族持以肯定的態度。  

四、 人際關係與濟助活動 

(一) 朱熹與當地的濟助活動 

  除了對當地家族觀念及濟助理念產生影響外，朱熹與當地家族的深厚關

係，以及居鄉之時大倡理學、培養子弟等諸多活動，以其為中心輻射而出的

種種師生、交友、同門關係，構築出一張綿密而且具有類似價值觀的人際網

路，對於當地濟助工作的推動，具有相當的作用。 

   前文已經談過，入宋以來，隨著中央重視科舉，以及幾位理學家引進理

學，建寧地區因而文風漸開，閩學逐漸萌芽。不少士人或為切磋學問，或為

求取功名，開始有結廬讀書的風氣。北宋治平、熙寧年間(1064-1077)，江側

便隱居建陽集公山讀書。葉祖洽、游酢及施述相繼來此讀書，並登科中舉。

64類似集公山讀書求友的例子在北宋還不普遍，但隨著部分建寧地區登第士

人以及理學家人數的增加，書院自北宋末年以後逐漸增加。 

   書院除了具有讀書求友的功用外，隨著入宋以來當地家族開始注重子孫

 
63 真德秀，〈監車轆院詹君墓誌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5，頁12-14。 
64 參見附表二：「集公山」及「龜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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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培養子孫亦成為建寧書院大量興起的原因之一。建陽麻沙劉家於宋

代所闢建的瑞樟書院，培養子孫讀書，走向仕宦之途便是重要的動機。65游

酢〈誨子詩〉：「三十年前宿草廬，五年三第世間無。門前獬豸公裳在，只恐

兒孫不讀書。」便說明了游酢對於子孫在讀書及科舉上的期望，元符元年

(1098)所築的薦山書院，除了用以講道讀書外，教育子孫恐怕也是目的之一。

66

   這些日益增多的書院，不僅是切磋學問、教育子孫的重要場所，由於書

院所招收的學生並不只限於族人子弟，還可能有鄉里子弟及慕名而來的士人

求學其中，書院遂間接地成為人際交流之處，對於當地士人及家族間的往

來，以及公共事務的經營等提供了一個絕佳的環境。朱熹與當地人際的關

係，諸多便是以書院為媒介所建立的，這種人際關係在後來還成為推動濟助

工作的重要推力。 

   舉例來說，與朱熹一同於屏山書院求學的同門友魏掞之，朱熹推行社倉

時，諸多靈感及想法便來自於他。67另一名同樣也是師事劉子翬，與朱熹為

同門友的崇安人黃銖，由朱熹寫給他的信中提及「(黃銖)所說賑貸事(按：賑

 
65 參見附表二：「瑞樟書院」部分。另外洪邁〈麻沙瑞樟記〉寫到「建安之陽有麻沙鎮，實

居上游。唐有劉開國公(按：劉翱)，卜築於鎮之溪南，曾手植樟木，其後長茂，大數十圍，

根盤屈曲，委地成池，潯州太守劉中因創樟塘書院於其旁(按：宋嘉熙三年[1239]朝廷賜
匾名為瑞樟書院，遂改名)……嘉定癸酉(1213)一夜，聞樹間有聲，啟戶視之，拾得樟實

三枚，徑三寸有餘。是年，以《易經》領鄉荐。寶慶乙酉(1225)魁鄉荐。越三年戊子，又

魁鄉荐。⋯⋯咸淳庚午(1270)，幹生黃花三朵。是年，劉氏領鄉荐者二人，領漕舉一人。

劉門有登科除擢，必有先兆，信異人言不誣矣⋯⋯。」《閩書》亦提及時人言：「此木

榮枯，闢劉盛衰」。從洪邁及《閩書》中所記載瑞樟書院樟木與劉氏子孫中舉間的關連，

間接說明了劉氏一族對子孫教育與科舉的關心與期望，於瑞樟書院就讀的劉氏子孫，讀

書以中舉的動機似已昭然若顯。洪邁，〈麻沙瑞樟記〉，轉引於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編，

《武夷勝境理學遺跡考》，頁247。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1，卷34：建置志，頁
856。 

66 參見附表二：「薦山書院」部分。游酢，〈晦子〉，《游薦山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

庫全書珍本四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35)，卷4，頁15。 
67 梁庚堯師，〈南宋的社倉〉，《史學評論》 4: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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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崇安地區)，想以蒙念矣。」以及文中諸多相關崇安賑米事宜可以推測，68

黃銖這位同門友應是幫助朱熹實踐濟助事業的幫手之一。至於對朱熹有教養

之恩的建陽劉家，對於當地濟助工作的參與更是不遺餘力，除了前文所提與

朱熹交往密切的鄉居官員劉如愚，與朱熹共董乾道四年的災荒之外，朱熹還

薦舉劉家的族人劉琦、劉坪(1138-1185)參與五夫社倉的經營。而從淳熙十

二、十三年間(1185-1186)，朱熹〈答劉韜仲〉中提到「社倉條目適平父(按：

劉珙)攜已見過，已商量一一奉報矣。」說明了這位與朱熹是同門友、又為恩

師劉子羽之子的劉珙亦參與社倉的運營外，還可看出與朱熹有師生、同門、

朋友等深厚關係的劉家，從乾道到淳熙年間都與社倉的運營關係密切。劉家

之所以積極參與當地濟助工作，原本熱衷於地方事務的家族傳統是原因之

一，但朱熹在當中的聯繫與推動，應也是關鍵之一。 

  魏掞之、黃銖、劉珙都曾與朱熹一同於屏山書院求道問學，書院對於朱

熹結識當地人士，以及後來推動濟助事業，是重要的媒介。在朱熹成為閩學

大師，並於當地推廣書院教育之後，書院對於建寧人際關係的構築及濟助工

作的推動，依然具有同樣的功用。朱熹之所以在建寧地區設置多所書院，著

書講道的理想以及自幼與建寧的特殊情誼自是原因之一，但建寧地區重巒疊

翠、林壑清幽，世外桃源般的環境，除了是道家隱居的福地外，69也是士人

築室居住、讀書求友的理想地點，朱熹亦不免於外。朱熹寓居崇安五夫期間，

便「築書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後築室建陽蘆峰之巔，曰雲谷」，「晚

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先後以武夷山、建陽縣蘆峰、建陽縣三桂里的考

 
68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下，卷65：人物．士行，頁542。朱熹，〈答黃子厚銖〉，
《朱熹續集》卷7：書，收入《朱熹集》，冊9，頁5263。 

69 崇安縣武夷山的諸多山巖，便流傳諸多道家煉丹成仙的相關傳說，這些傳說最早可以追溯

到秦代。這些傳說之所以如此多以及淵遠流長，與漢代以來歷朝皇帝多遣使設壇祭祀武

夷君，武夷山成為道教文化的重心有密切的關係。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1，卷
15：方域志，頁338-357。高令印，〈朱熹與中國文化重心南移〉，收入於楊儒賓主編，

《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台北：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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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為住所，並以住所為中心廣闢書院、精舍。70建陽縣三桂里有考亭書院(初

名竹林精舍，又名滄洲精舍)，建陽縣崇泰里有雲谷書院、寒泉精舍，而崇安

縣武夷山區則有武夷精舍與紫陽書院。 

  藉由書院，朱熹培養出諸多道學弟子：劉爚、劉炳、祝穆、葉味道等曾

於雲谷書院求道問學，蔡元定、蔡沈(1167-1230)、劉爚、黃榦、葉味道、陳

淳、范念德、劉擇之、陳植等人都曾於考亭書院求學或幫助朱熹著述。71當

中的劉爚、劉炳乃是朱熹之師劉勉之的兒子。蔡元定、蔡沈父子先世自唐代

入閩定居，與興化軍莆田蔡充之、蔡襄同為一族，都是福建具有相當聲望的

業儒家族。72除了這些見諸於史書、較有名的理學人物外，可以想見的是，

朱熹所收弟子應不乏當地家族的子孫。透過書院與學術流派的形成，朱熹與

當地的關係更為密切，其所宣揚的宗法制度、推己及人的仁之理想，影響更

為深遠。另方面，這也使得朱熹推動濟助工作時，所能運用的人事資源更為

豐富。 

(二) 以道相交：學術群體與濟助活動 

  以朱熹為中心輻射而出的人際關係，並沒有及身而止。朱熹的弟子、師

友、同門等，奠基在相近價值觀的基礎上，因為地域相近、學問切磋、公事

往來等因素，各自再發展出綿密的人際關係。 

  朱熹在崇安、建陽建築諸多書院，吸引不少人向之求學問道。當中，學

道有成或是不事科舉、絕意於仕途之士，也會將重回求學的書院任教或另闢

書院，作為謀生之道之一。以建陽地區而言，朱熹弟子蔡沈便於蘆峰山下建

有蘆峰書院，劉爚及劉炳建有雲莊書房，至於熊禾則將先世所建的廬峰書院

改變門向，與雲谷相對，以示接續朱熹道統之志。至於武夷山區，蔡沈便建

 
70 黃宗羲，《宋元學案》，冊中，卷49，〈晦翁學案下〉，頁889。 
71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編，《武夷勝境理學遺跡考》，頁251、275。 
72 李清馥(清)，〈備考〉，《閩中理學淵源考》，卷25，頁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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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山書堂，熊禾則建洪源、長林兩書院。73我們可以看出，繼朱熹在建陽、

武夷構築精舍、書院之後，隨之築室講學與著述的弟子人數相當多，建陽與

崇安遂成為著名的理學中心。而書院作為學術交流與教育子孫的場所，可以

想見的是，當地士人與家族往來應隨書院的增多與密集而更形密切。舉例來

說，熊慶冑先後向蔡淵、真德秀、劉爚之子劉垕問學，與蔡模、翁泳等人為

同門友，日後劉垕便與弟子熊慶冑「講道終老」，劉炳之孫劉應李又與熊禾

「講明正道於洪源山」。74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直接、間接受學於朱熹的幾個

家族成員：熊家、劉家、蔡家，由於皆是業儒家族，又有師生、同門的情誼，

藉由各種途徑，包括書院講學，彼此間建立了長久而密切的關係。這種人際

關係的建立，可以說是經由朱熹及其所領導的閩學流派所衍生而出的，易言

之，因為朱熹，當地的部分家族在價值觀相近的背景，藉由書院等多種途徑，

形成了地方上的學術群體。從這些再傳弟子「門人受業者，四方雲集」、「聚

徒講授、學者雲集」以及「從游者多矣」士人們爭相投入門下的盛況，75不

難想像這張因朱熹而形成，具有共同價值觀所建構出的人際關係之綿密程

度。 

  這種經由道學建立而出的人際關係，是朱熹宗法制度與仁之觀念擴散與

傳承的重要媒介，亦是推動濟助事業的有利因素。 

  建陽業儒家族的成員之一蔡元定，結廬在西山山頂平曠之處，與寒泉精

舍隔山相對，是朱熹著述講論學問的親密道友，朱熹與他有著亦師亦友的情

誼。76蔡元定之孫，也就是蔡沈之子：蔡杭(亦作蔡抗)累遷諸王教授，官至參

知政事。官暇居鄉之餘，發揮儒家兼善天下的仁心，協助建陽當地居民處理

 
73 請參閱附表二。 
74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下，卷65：人物．儒林，頁535。 
75 熊禾，〈鼇峰書院記〉，《熊勿軒先生文集》，卷6，頁83。馮繼科(明)，《建陽縣志》，
卷11：列傳．儒林類，頁10-11。黃榦，〈書蔡西山家書〉，《黃勉齋先生文集》，卷6，
頁121。 

76 束景南，《朱子大傳》，頁275。脫脫(元)等撰，《宋史》，冊37，卷434，列傳第193，儒
林四，頁12875-1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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糴米糾紛。根據方大琮的記載，建陽五十七都與五十一、五十三都鄉民「一

則不欲混糴，一則不欲分糴」，「非獨爭食，蓋爭氣也」，向來水火不容，「若

榜曉稍緩，片時將立見鬥鬨」。然而在蔡杭「肯任分糴之責」，居中調解的幫

助下，「鄉鄰頓解分拏之禍」。鄉人之所以願意接受蔡杭的調解，與其出身於

具有學術聲望的家庭背景和官宦身份，不無關係。至於蔡杭出面調解鄉里糾

紛的動機，根據方大琮的說法，蔡杭「達則兼善」的行為，乃是蔡家「以三

世(按：蔡元定、蔡沈、蔡杭祖孫三代)之積學而發用於執事之身」，亦即落實

儒家齊家以治國、士人達則兼善天下的結果。但另方面，我們也不能忽視士

人確認文化身份的動機，以及參與地方事務所可能帶來的種種好處，例如提

昇家族聲望，增加家族發展的機會等，可能也強化了蔡杭參與地方事務的意

願。77而無論如何，這個例子說明了理學理想與家族或是個人聲望結合，有

助於地方事務與濟助工作的推動。 

  另外，在方大琮任福建轉運判官的任內嘉熙元年至四年(1237-1240)造訪

了建陽地區。業儒家庭出身的他，78特別經過考亭書院及蔡家住所，結識了

蔡模、蔡杭兩兄弟，方大琮後來薦舉蔡模掌管建安書院，當時恰逢福建災荒，

方大琮將上四州(包括建寧)「委寓事蔡君抗措置糴事」，可以說是將道學交友

人際關係具體運用於地方事務與救濟工作之上。從方大琮勉勵蔡杭「昔文公

嘗以諸司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以朱熹乾道四年

 
77 從史料之中，我們無法看到蔡杭善行的確切動機，但是根據Ebrey與Waston的研究，南宋
部分家族為了使家族永續經營，避免家道中落，他們會積極參與地方事務，以鞏固家族

地位，實現家族目標。另方面，Ebrey對南宋家譜的研究也指出，這種新風氣的出現，具
有族群認同(group identity)的文化象徵意義，對內可以凝聚族人，對外則可顯示家族的優
越。蔡杭的善行可能多少也具有這樣的動機。方大琮，〈蔡知縣杭〉，《宋忠惠鐵庵方

公文集》，卷20，頁36-38。Ebrey and Watson, “Introduction,” in Ebrey and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pp. 2-3. Ebrey, “Early Stages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Ebrey and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pp. 44-45.

78 關於莆田方家的文風、學術及家族發展狀況可參閱：簡杏如，《宋代莆田方氏家族》(台北：

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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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賑災經驗及仁民愛物的仁之動機，動之以情的話語，似更可進一步看出，

雙方同屬於以道學為核心的文化圈。79這是蔡杭、方大琮積極從事濟助工作

的原因之一，亦是雙方得以結識，進而在濟助事務上合作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談可以發現，宋代之前的建寧地區因地處偏遠，亂事不斷，成為

中央權力難以觸及的地區，家族是當地開發、保衛乃至於賑濟工作推行的重

要力量。一些家族在當地享有相當的社會聲望與地位。入宋之後，文教漸興，

理學日盛，在閩學大師朱熹推廣書院、精舍教育，並構築出一張具有相近價

值觀而綿密的人際網絡後，家族組織逐漸與理學宗法制度的概念結合。在仁

之理想的驅使下，推己及人。一些道德責任感較重與經濟能力較佳的士人，

除了會依血緣關係的親疏濟助族人外，也會旁及社會上的陌生人。另方面，

藉由朱熹及其弟子與當地的深厚關係，這些具有仁之理想的士人們也會彼此

合作，實現齊家治國的理想。 

五、 家族、士人與地方官的往來合作  

  不過，無論是士人或家族，乃是憑藉其社會聲望參與濟助工作的推行，

他們沒有實際權力。80建寧地區的社倉及各項長期性濟貧制度之所以可以推

動，家族的參與是原因之一。但是這些制度得以成立，以及有志之士與家族

的濟助理想之所以得以落實，握有實權的地方官當是重要的關鍵。因此，地

方官的角色應不容忽視。 

  宋代以來，當地家族、士人與地方官都有心於當地濟助工作的推行，而

更重要的是，原本各自為政、往來有限的雙方也開始相互合作。官方與民間

力量的整合，是宋代建寧地區濟助工作得以順利推動的原因之一。因此，以

下便就地方官力量的加入，對於當地濟助工作形式與家族從事濟助工作方式

 
79 方大琮，〈蔡覺軒(按：蔡模)〉，《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20，頁34-36。劉克莊，〈鐵

庵方閣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51，頁160。 
80 劉子健，〈劉宰與賑饑——申論南宋儒家的階級性限制社團發展〉，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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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進行討論，而促成這兩股力量整合的因素亦是討論的重點之一。 

(一) 朱熹與地方官的交往與合作 

  觀察建寧地區社倉及長期性濟貧制度的運營情形，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建

寧地區官民合作的例子。例如乾道四年崇安縣知縣諸葛廷瑞委請朱熹及鄉居

官員劉如愚共董賑災事宜，以及事後朱熹向建寧府知府建言設置五夫社倉；

建陽縣名士魏掞之向常平使者袁復一建議設立長灘社倉；常平使者宋若水請

名士周明仲恢復長灘社倉，以及周明仲後來向宋若水建議另外闢建大闡社倉

等。81此外，建寧地區社倉規約中的「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及舉子

倉「主之鄉官，給貸取息」，則反應出建寧地區出現了常規性的官民合作形

式。82建寧不是宋代唯一出現官民合作推動濟助工作的地區，但是值得深究

的是，如果在宋代之前，建寧地區是地方官不喜赴任，不為中央所注意的落

後地區，那麼，究竟是什麼因素促使地方官與當地名士、家族的往來，乃至

於彼此合作？這當中影響的因素頗多，政權的統一、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

當地社會結構的轉變都是重要背景，而朱熹與道學也是當中重要的關鍵。朱

熹閩學大師的背景，不只吸引了當地士人向之求學問道，不少游宦建寧地區

的地方官亦投入朱熹的門下。乾道初年知崇安縣的諸葛廷瑞便是一例：「時

朱文公方家食，廷瑞猶登其門，故其治邑以教化為先，邑人賢之。」83慕名

而來的地方官不只他一人，浦城縣知縣鄭昭先擔任主簿時，因有「學問未悉，

何以治人」之感慨，遂投入朱熹門下。84而經由問學與交往，朱熹仁民愛物

的關懷之情，對社會事務的關注之意，或多或少都會激發地方官對建寧地區

 
81 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7，頁4051-4053。朱熹，〈建

寧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集》，卷79，頁4117-4119。朱熹，〈建寧府建陽縣大

闡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9-4120。 
82 朱熹，〈社倉事目(敕命并跋語附)〉，《朱熹集》，冊8，卷99，頁5078。趙汝愚，〈申請
舉子倉事疏〉，《宋趙忠定公奏議》，卷3，頁2。 

83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上，卷36：秩官，頁791。 
84 翁昭泰(清)等纂，《浦城縣志》，卷19，〈宦蹟〉，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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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包括濟助事業的關心。曾擔任福建提舉常平的蔡幼學(1154-1217)

在朱熹居建陽之際「每事咨訪」，他之所以「日講荒政」，可能便多少受到朱

熹的影響。85在救濟事業的實際運作上，這些向朱熹求學問道的地方官，因

具有實際權力與威望，自是一大助力。例如擔任浦城縣主簿時，投於朱熹門

下、且受朱熹器重的任伯夷，便成為朱熹處理建陽縣賑貸事務的得力助手。

86乾道年間諸葛廷瑞之所以與朱熹商討崇安賑災事宜，福建安撫使趙汝愚之

所以向朱熹問舉子倉之事，87雙方私下的學術往來、交往及經此所塑造出對

地方濟助事務的共同關懷，應是重要原因。 

  朱熹一方面與當地有特殊的情誼，另方面又與地方官交往頻繁，很自然

的成為溝通兩者的橋樑，對於濟助工作的推動，幫助頗多。五夫社倉成立之

後，朱熹引薦劉家族人與地方官共同監管社倉是一例，而朱熹提供建寧府知

府災荒糴米相關意見時，舉薦臨縣名士張體仁，亦是例證之一。88

 
85 《八閩通志》提及蔡幼學：「字行之，溫州瑞安人。光宗朝為校書郎，寧宗將進用之。時

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異論者立黜。幼學遂力求外補，特除提舉福建常平。既

至官，日講荒政。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劉德秀劾罷，奉祠。」黃仲昭(明)
修纂，《八閩通志》，冊上，卷36：秩官，頁767。 

86 朱熹〈答黃子厚銖〉中便記載了朱熹請任伯夷協助召集建陽縣社首請米之事：「⋯⋯所說

賑貸事，想已蒙留念矣。今日復有數人來，云是六十二都人戶，不知與昨日狀子是同都

否？不免并煩契勘，令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狀來請。恐亦只有三百來石，勢亦不能廣

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不得，今一書至伯起（按：任希夷），託其喚集，幸為付此輩自

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見人數，即報彼縣般載來黃亭東岸，等候人來請貸也。」朱熹，

〈答黃子厚銖〉，《朱熹續集》卷6：書，收入《朱熹集》，冊9，頁5264。 
87 紹熙元年(1190)趙汝愚來福建擔任安撫使，朱熹正南下漳州經界，兩人便曾因為溺子不舉

的問題進行討論、策劃，趙汝愚的舉子倉便是參考朱熹的意見而設立的。關於趙汝愚與

朱熹商討舉子倉一事可參考：束景南，《朱子大傳》，頁809-810。 
88 朱熹在〈與建寧傅守劄子〉以邵武軍為例，建議建寧知府收糴米糧時應一同收糴糯秫(製酒
原料)，並在文中引薦張體仁，朱熹云：「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
仁昆弟同年。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朱熹，〈與建寧傅守劄子〉，《朱熹集》，

冊3，卷25，頁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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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士人與地方官的交往 

  上面已經提及，朱熹是促進建寧地方官與當地大族、士人合作的重要樞

紐。而另方面，建寧地區文教日益蓬勃、理學氣氛日盛與適合讀書聚友的幽

靜環境，亦是增進雙方彼此往來、合作的重要背景。 

  正如前文所提，隨著理學影響力日增、書院教育的逐漸推廣，以及登科

中舉人數的增加，建寧地區文風丕變，越來越多的家族選擇業儒，當地士人

與仕宦人數大為增加。而值得注意的是，游宦建寧的地方官們「或奮由科第，

或出於名門」，其中有些亦擁有「學道愛人之心」。89隨著建寧地區文教之發

展與士人數量的增加，這些兼具士人身份的地方官，與當地自然會有較頻繁

而良好的互動。 

  另外，前文已經提到，建寧地區，尤其是建陽、崇安武夷山區，因具有

優美僻靜的自然景色，加上朱熹於此廣建精舍、書院，成為了諸多士人築室

卜居、聚師取友的地點。這些文化氣氛與自然美景兼備的美景、宅第或是講

學場所，亦是游宦建寧的地方官遊憩、問學的理想場所，助長了地方官與當

地士人的交往。例如在寶慶元年至三年(1225-1227)間擔任建陽縣令、並以惠

政著稱於世的劉克莊(1187-1269)便曾說「余為建陽令三年，邑中士大夫家水

竹園池，皆曾遊歷，去之二十餘年，猶仿佛能記憶其處。」90而從劉克莊所

提「寶慶初元(1225)，余宰建陽，受齋莊簡游公方燕居里第，余數至似山堂

考德問政」，及「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年前余嘗為賦詞後又為作跋」

的情形看來，91劉克莊在擔任建陽縣令的期間，確實與當地士人因切磋學問、

交友往來而建立起深厚的情誼。這個例子說明了地方官到當地士人宅第遊

 
89 劉後村(按：即劉克莊)，〈州縣不當勒納預借稅色〉，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宋

遼金元史研究所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上下2冊(北京：中華書局，1987)，冊上，
卷3，頁65。 

90 劉克莊，〈題丘攀桂月林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02，頁883。 
91 劉克莊，〈游受齋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98，頁851。劉克莊，〈宋自達梅谷序〉，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01，頁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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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問學的情形。從這個例子又可以發現，除了書院之外，建寧地區的優美

景色、宅園林地也為這些文化背景相近的士人、地方官提供了一個交游往來

的場所。 

  而無論地方官與當地士人是經由朱熹的引薦得以相識，或是因價值觀相

近拉近了彼此的距離、或是因合適理想的場所得以相互唱和、交游，我們可

以發現，朱熹與朱熹所形塑出的人際關係與文化環境，應是縮短雙方距離重

要的重要因素。這些游宦建寧的地方官與當地士人交往日頻，對於濟助事業

的實際推動，自是一大幫助。 

(三) 官方力量的加入：家族對外濟助活動的改變 

  當擁有權力、威望的地方官納入了當地的交往圈，與當地士人、家族在

濟助工作上相互合作的同時，家族參與濟助工作的方式開始產生變化，而官

方與民間力量的整合，亦為建寧地區的濟助事業帶來了不同的風貌。 

  地方官的加入，使家族參與地方救濟工作的方式，更加制度化。官方力

量的加入，除了可以提供財力與人事上的幫助外，還能賦與地方推動的民間

濟貧事業法律效力，使之成為常規性或政府認可的制度。乾道四年朱熹與劉

如愚採取臨時性的借貸措施，緩解崇安災情之後，遂有設立社倉以抒民困的

構想。朱熹先後上書給前、後任建寧府知府王准、沈度，請求協助，於是王

准接受了朱熹社倉的構想，「報皆施行如章」，而「沈公(按：沈度)從之，且

命以錢六萬助其役，於是得坂籍黃氏廢地而鳩工度材焉。」社倉完工後，朱

熹與里中德高望重之士共同制訂規約、管理倉務，並取得福建安撫使陳俊卿

的支持。朱熹寫道：「⋯⋯方且相與講求倉之利病，且為條約，會丞相清源

公(按：梁克家)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其所為條約者，迎白於

公。公以為便，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來者。⋯⋯。」92因為有官方

的支持，社倉的經費、場所不成問題，社倉的推行自然順利許多。另方面，

 
92 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7，頁405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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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倉規約也因為獲得了官方的認同，而較具公信力。朱熹文中提到「於是倉

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不壞矣」，對於社倉營運抱持較樂觀、可以行之久

遠的態度，官方的支持是重要的關鍵之一。官方的參與，對於家族參與濟助

事業的方式也產生了變化。官方與民間力量的合作使原本為臨時性的賑貸措

施，成為了制度性的社倉，有志之士與有心於救濟工作的家族，可以藉由參

與社倉管理的方式，長期性地參與濟助工作，劉家從乾道四年到淳熙年間參

與五夫社倉的運營便是一例。在長期經營的情況下，對於經濟狀況較差之士

人及家庭，亦有較多機會參與社倉的管理。就某種程度上來說，社倉等制度

的成立，使得有志之士與家族有更多的機會與選擇投身於濟助工作。 

  再以舉子倉為例，舉子倉乃是淳熙年間(1182-1184)趙汝愚所創設，主要

的用意在於助民舉子，以遏殺嬰之風。朱熹對於趙汝愚舉子倉構想的形成，

影響極大，這在前文已經有所討論。然而，從朱熹〈與黃仁卿書〉：「買田舉

子之說甚善，此間周君晦、劉晦伯(按：劉爚)皆有此意。但愚意以為如此則

只做得一事，不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這段話可以發現，93建寧地

區當地人士如劉爚也有購買田地，以田租協助貧乏家庭舉子的想法，朱熹與

他們的構想只是在方法上略有出入而已。另外，《永樂大典》「舉子倉條」所

引《建安志》：「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於鄉先生及鄉大夫。」

94與前文相對照，則似乎更印證了買田舉子的構想，最先是來自民間，而經

由趙汝愚官員的身份與實權，也就是官方力量的加入，推廣了此一構想並且

制度化，而委請鄉居官員、當地名士勘驗貸戶資格、發放米糧的方式，亦如

同社倉一樣，提供給有志之士及家族另一條參與濟助事業的途徑。 

  前面所提的社倉及舉子倉之例，說明了官方力量的加入，對於當地家族

及有志之士從事濟助工作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可分為幾點來談：首先，因

為官方握有實權，擁有較多籌措經費、招募人力的途徑，有了他們的支持，

 
93 朱熹，〈與黃仁卿書〉，《朱熹集》，冊3，卷28，頁1093。 
94 姚廣孝(明)等編，《永樂大典》，冊6，卷七千五百一十三，「舉子倉」條，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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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有志之士或家族落實或推廣他們的救濟理想，使之成為可以行之久

遠的制度。朱熹說五夫社倉「可久而不壞」，以及其與劉爚等人買田舉子的

構想得以實現並推廣到福建其他地區，官方的支持是重要原因。其次，民間

濟貧工作制度化、官方化，為家族及當地人士參與濟助工作的途徑與方式，

提供了更多的途徑，貧民所能接受的服務與幫助也相對較多了。 

六、 小結 

  建寧地區自西晉以後的移民潮都肇因於戰亂，外地至此的移民，由於生

存與生產的需要，強化了他們聚族生存的意願。因生產、生存需要而出現的

家族聚居，加上五代時期王閩政權所實施的半軍事、半懷柔統治，當地家族

或為求自保，或希望獲得拔擢，紛紛假稱家世，捏造譜牒，形成了家族自我

標榜的情形，也強化了當地居民的族系與地域認同。另方面，在開發有限，

政治環境不穩定的情形下，擁有武力、財力，能號召當地鄉勇、捍衛家土的

有力人士與家族，很自然的便成為當地的重要領導人物。浦城楊億先世憑藉

家族財力、武力組義勇軍逐退亂民，建炎、紹興年間范汝為、葉濃亂事時，

諸多當地人士散盡家財率眾抗敵，並博得鄉人敬重的記載，都說明了建寧地

區以豪富人士、家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當時所見施濟鄉人的人物，亦多半

是這類輕財喜施的豪俠之士。這種以豪富之士、家族為主的社會結構，到了

宋代開始逐漸發生變化。隨著宋代統一全國，大力重教興學，以及北宋閩學

先驅游酢、楊時將理學傳入福建，隨後南宋理學大師朱熹於建寧地區大倡理

學、鼓勵文教等諸多影響，另一種以儒學道德：孝悌仁愛見長以及在科舉上

表現突出的儒士與家族，逐漸受到重視與尊敬。另方面，在這些閩學人物對

宗法觀念的大力鼓吹下，更加凝聚了原本便有聚居傳統的家族。並提供給當

地家族組織以道學理想，認為家族成員出於同一氣脈，應該相互扶持、共同

生活。朱熹等人的宗法理想不僅強化了當地家族聚居的意願，在齊家以治國

的理想與民胞物與、仁愛之心的驅使下，更進一步地將以孝睦為中心的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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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延伸到社會與政治。把孝悌引伸為睦族，由一家族擴大到一個族姓，加

強家族與宗族間的聯繫，進而聯繫鄉鄰，鞏固社會。朱熹等人的宗法理想揉

合政治關係，對當地產生了相當程度的影響力。它的具體表現，一是孝悌倫

理等儒家道德深入人心，成為個人與家族之間自我以及相互評判的順序，《浦

城耆舊錄》以德、功、爵作為評判人物的標準，以及諸多以德行評比個人、

家族的記載都是例子。另一則是同族協濟，濟助鄰里被視為一種美德。例如

劉子羽、熊如圭、熊慶冑等人除濟助族人外，還能拯救鄉鄰，便博得不少美

譽，當地鄉人「依而愛之」甚至視之為父母。雖然，這些多半是個人行為，

但是他們多半是受到宗法理想影響的士人，濟助的動機乃是出於天下之人同

於一氣，本屬同宗，應予以救濟的理念，另方面，這些扶助鄉人的義莊、義

學，與家族的經營又密不可分，因此，這些施濟鄰里的個人行為與家族之間

的關係，仍不容忽視。 

  朱熹及其所領導的閩學流派，對於當地家族組織以及濟助工作不單只有

觀念上的影響。以朱熹為中心輻射而出的人際關係，直接或間接的成為濟助

工作推動時的重要媒介。朱熹自幼受學於當地家族，以及成年後歸鄉推廣書

院、精舍教育的背景，使得朱熹與當地人士培養出師生、同門、婚姻、交友

等諸多情誼，這些情誼是朱熹推動當地濟助事業的一大助力。舉例來說，與

朱熹為同門友的魏掞之對於朱熹社倉藍圖的形成，影響頗大；另一位同門友

黃銖後來與朱熹共董崇安地區的糴米事宜；至於對朱熹有教養之恩的劉家，

其族人對於乾道四年崇安災荒之賑貸工作的協助，以及五夫社倉多年來的營

運，出力甚多。這些具有道學背景的士人受到儒學思想的薰陶，對於救濟工

作的參與，意願原本就不低，在朱熹的居中推動以及引薦下，更樂於投身其

中。 

  以朱熹為中心的人際關係並未及身而止，朱熹以及其弟子於建寧所創建

的諸多書院、精舍，是有心向學的士人及家庭求道問學、切磋學問的理想地

點，亦是無意於仕途的士人維持生計、教書取友的場所。影響所及，崇安與

建陽遂成為理學中心，一些志同道合的家族或士人，因為地域相近，又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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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為交游的媒介，彼此間得以建立起深厚的關係，熊家、蔡家、劉家彼此

間多代的交友、師生關係，便是得力於朱熹以及其培養出的道學環境。這些

家族多以業儒為理想，彼此的交往也可說是以道相交。他們或出自於道學家

學道以愛人的理想，或出於一種確認文化身份的動機，或是出於家族長久經

營的考量，對於濟助工作的推行，意願較高，也會進而在濟助工作上彼此合

作。 

  朱熹及閩學對當地家族濟助工作產生的另一個影響是，促進了地方官與

當地人士的來往與合作，進而使建寧的濟助工作，更加制度化；建寧人士及

家族參與濟助的方式，更加多元化。在朱熹大倡閩學以及建寧士人、官宦逐

漸增多的情形下，一些擁有「學道愛人之心」的地方官，開始與建寧人士有

較頻繁的接觸與來往。部分地方官在求取學問慾望的驅使下，或投身於朱熹

門下，進而與當地人士、家族有所接觸；或是在相近價值觀的背景下，以建

寧優美景點或是當地人士的宅地林園，彼此互相來往。無論如何，雙方的距

離因而縮短了，也能進一步在濟助工作上有所合作，諸葛廷瑞委請朱熹與鄉

居官員劉如愚共董賑災事務便是一例。有了官方的支持，使得由當地人士或

家族倡導的濟助構想與濟助工作得以推廣，並行之久遠。社倉與舉子倉便是

因為有了官方財力以及人事上的支持，得以順利推動。而另方面，民間濟貧

活動官方化、制度化的結果，便是需要更多民間人力投入濟助制度的管理，

而這又為當地家族及有志之士提供了參與濟助工作的另一條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