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論 

第一節 研究意義 

發生於明代嘉靖朝（1522-1566）時期的大禮議，1又稱為「大禮」之議。「大

禮」是議定興獻王朱祐杬（1476-1519）2稱號一事。大禮議的背景，緣起於正德皇

帝朱厚照（1491-1521）駕崩後，既無子嗣，又無同胞兄弟能繼承皇位，也沒有事

先安排過繼嗣位的其他人選，代表君統宗統合一的大宗帝系自此斷絕。經過昭

聖皇太后張氏（？-1541）與閣臣楊廷和（1459-1529）等人的商議後，決定由興獻王

朱祐杬的世子朱厚熜（1507-1566）以孝宗皇子的身份入繼大統，即皇帝位，是為

嘉靖皇帝（1521-1566）。3嘉靖皇帝即位後，堅稱自己以藩王身份繼承帝位，拒絕

承認自己是孝宗弘治皇帝（1470-1505）的繼子身份，也不願意接受內閣楊廷和等

人的勸說，還一再地提高對親生父親朱祐杬的崇敬儀式。更而甚者，當他獲得

張璁（1475-1539）等人倡議「人情論」的支持後，竟不顧禮部諸臣的反對，直接

                                                      
  1 在本文，大禮議事件的時限是正德十六年三月十四日武宗皇帝駕崩，至嘉靖二十四年六

月北京新太廟落成，廟制重歸同堂異室制，獻皇帝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廟為止。若有文句

有引號，則為專有名詞。「大禮議」意指大禮議事件的第一階段，也就是正德十六年至

嘉靖三年七月左順門事件為止。筆者的目的為的是以長時間觀察大禮議如何對嘉靖朝的

名分禮秩、皇權重塑、禮制改革三者對政治文化的關係與影響，瞭解史家怎樣解釋大禮

議政治文化性質和人物評價的基準。 
  2 興獻王朱祐杬是憲宗成化皇帝第四子，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為憲宗第三子。成化皇帝寵
愛第四子朱祐杬，但基於明帝國在繼承王位上採取「立嫡立長」的不成文規定，因而朱

祐杬無權繼承皇位。 
  3 正德皇帝死後，興獻王一脈與大宗帝系倫序關係最近，但興獻王早在正德十四年薨逝，

內閣首輔楊廷和只好向下推衍人選，故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為正德皇帝的皇位繼承人。

可是朱厚熜與朱厚照兩人是堂兄弟關係，世系同屬一輩。若強定朱厚熜為正德皇帝後嗣，

則以弟後兄，稱呼有所困難，而且楊廷和持《皇明祖訓》的「兄終弟及」之文，故朱厚

熜必須稱正德皇帝朱厚照為皇兄，才會有朱厚熜是否要後嗣弘治皇帝的身份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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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令賜興獻王予「皇帝」尊號，引起內閣與文武大臣群起反對。君臣雙方在「大

禮」的問題上僵持不下，漸生嫌隙，衝突日劇，終以「左順門事件」（1524）作

為大禮議第一階段的落幕。 

「左順門事件」後，約二十年的時間，嘉靖皇帝「遂以制作禮樂自任」，4

以尊崇《周禮》、恢復「祖制」為由，大幅改易國家禮制的政治象徵，為的是

要強調自己受「天命」得位。他一方面編纂《明倫大典》，防止士人批評「大

禮議」的不當措施，強化君主在文化上的控制權，建構自身世系在皇位繼承的

正當性，5鞏固眾臣對他身份的認同，提高皇帝的神聖性，使皇權得以跨足至

文化領域。另一方面則利用郊祀禮的改革，暗示自己是上天選擇的中興令主，

並趁機改變了宗廟建築與昭穆位次的宗法慣例，企圖模糊宗統（孝宗一脈）與家

系（獻皇帝）的界線，再讓獻皇帝「稱宗祔廟」，重塑明帝系的宗統認定，建立

起新的大宗帝系，使嘉靖一脈自此從小宗家系變為大宗帝系，孝宗、武宗二帝

淪為贅疣旁枝。 

眾所皆知，中國人對於親屬的稱呼既繁複又嚴格。因為各種不同稱謂的背

後代表著雙方關係的界定，也規範著其應守的本分。用傳統的儒家詞彙來說，

即是「正名定分」。人唯通過「正名」（身份的判定）始能「定分」（身份所賦予的職分義

務得以確定），唯有遵守「定分」所隱含的禮秩規範，才能「止爭」，使政治秩序

與社會秩序得到合理的安排。換言之，只有當名分禮秩的概念真正落實於國家

禮制之中，才能讓政治社會有一穩定秩序，也才能讓君臣民三方有一克己奉公

的公共規範。 

當嘉靖君臣討論「大禮」時，雙方皆牽引出「天理」是否重於「人情」及

「尊尊」是否重於「親親」的討論串，其爭執的中心點顯然在於嘉靖皇帝身份

（identity）的判定。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政治權力與名分禮秩本為一體兩

面的關係，一旦錯置名分，禮秩將日趨瓦解，使皇權脫離禮法規範的軌道，同

                                                      
  4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北京：中華書局，武英殿本，1997），卷一百九十六，

列傳第八十四，〈張璁〉，第十七冊，頁5178。 
  5 趙克生，〈明朝嘉靖時期國家祭禮改制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論

文，2003），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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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破壞了朝廷原本的權力分配原則，權力的安排不再有一合理的標準，臣子

只好尋求皇帝的支持，喪失「為王者師」的政治理想，使嘉靖朝的政治秩序日

益惡化。因此本文擬以明代大禮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切入點，

試圖透過名分禮秩的角度去分析大禮議牽涉的「七爭」6、頒佈《明倫大典》7

及國家禮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力、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禮制三者的關

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論的理論體系，說服

士人接受「大禮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易國家禮制，證明政權

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來隆慶朝至崇禎朝的歷朝皇

帝如何處理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來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立了

自身世系的正當性。 

二是嘉靖君臣面臨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

係與權力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力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

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

禮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力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論

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禮議的不滿輿論，探討皇權伸入官僚體系的

政治效應。  

三是大禮議的結果將使名分禮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禮秩的危機又會使

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禮秩的意義去討論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

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利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

共性質隱晦不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什麼樣的後果。並且探索士人們如

何依循政治權力、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

式，力圖讓名分禮秩回歸「合禮」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

與社會秩序回復合理的安排。 

                                                      
  6 ［明］張孚敬，《太師張文忠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7冊（臺南縣：
莊嚴文化，據湖北省圖書館藏明萬曆四十三年張汝紀等刻增修本影印，1997），奏疏卷
三，〈再議〉，頁19b。 

 7 ［明］楊一清等奉敕撰，《明倫大典》（據明嘉靖七年內府刊本微捲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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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回顧 

明清學者對大禮議的評價不一，聚訟紛擾，各抒己見。從評論者所處的時

代背景來看，可知明人評論者對於大禮議的批評似乎比清人評論者來的委婉許

多，一部份原因可能是害怕觸犯君上忌諱所致，更重要的是，明代史家引用的

史料大多是採自官方有意詮釋的《明倫大典》，使大禮議的歷史評價偏向官方

論點。自毛奇齡（1623-1716）《辦定嘉靖大禮議》一出，史家開始改變對大禮議

的評價，並從禮學的角度去批評「大禮」實為非禮。尤其是《明史》採用毛奇

齡的看法，對大禮議多有批評，直視「大禮」為嘉靖皇帝最大的政治過失，使

嘉靖朝產生了許多不良的政治效應，「輿論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8 

民國以降的史學界則大多承襲《明史》的論點，尤其是明清史專家孟森

（1868-1938）便認為大禮議是嘉靖朝皇權與閣權衝突的政治事件，使大禮議常被

歸類為政治史研究的範疇，也使後繼研究者多半止於政治史方面的討論，較少

另闢路徑去觀察嘉靖朝政局變化的政治文化因素。此外，有些學者認為大禮議

事件是明代中葉朱、王學派互相衝突的思想體現，以「大禮」衍生的天理、人

情之爭，從而檢討明代陽明學的興起背景、發展及衰落，因而在思想史範圍內

開啟一新的視野。9 

近年來，研究明史的專家學者為了瞭解明帝國遽然中衰的原因與過程，漸

漸地改變研究起點、方法或議題，不再侷限於明代初年的政治制度以及明代末

年黨爭紛亂的政治史範疇，轉而將討論重點放在明代中葉的社會經濟、思想文

化以及地方士紳的轉變。10對嘉靖朝的研究大多專注於剿倭禦寇的軍事部分，

                                                      
  8 《明史》，卷十八，本紀第十八，〈世宗二〉，第二冊，頁250。 
  9 中山八郎，《明清史論集》（東京：汲古書院，1995）；小島毅，《中国近代におけゐ
礼の言說》（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6）；楠本正繼，《宋明時代儒學思想の研究》
（東京：池學園，1985）；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上海人
民，1997）；荒木見悟，《明清思想論考》（東京：研文，1992）；呂妙芬，《陽明學士

人社群—歷史、思想與實踐》（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張璉，〈從大

禮議看明代中葉儒學思潮的轉向〉，《明清史集刊》，3(香港大學，1997.06)，頁51-68。 
 10 近年關於明史研究之著作與著述，詳細可見下列工具書或專文。李小林等著，《明史研

究備覽》（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張璉，〈近三十年海外明史研究學術期刊概

介〉，《明代研究通訊》1（臺北，1998.07），頁15-28；吳智和，〈二十世紀臺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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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針對陽明學的發展，作一學術思想史的討論；11或者看到了江南地區集中

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或是以萬曆朝（1572-1620）作為研究主體，將嘉靖朝

作為背景式的討論。12 

由於大禮議事件為貫穿本文的主要脈絡之一，為求回顧的完整性，本文擬

對大禮議事件，政治權力與經典詮釋的關係及明代國家禮制變革三方面，分別

考察過去學者的研究成果，整理各家對大禮議的解釋，並參考政治文化研究的

相關資料，希望能夠立基於學界前輩的研究基礎上，得到一些幫助與啟發，從

而探討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意義。 

(一) 大禮議事件 

大禮議事件的重要性，以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首先注意，認為大禮議事件

對嘉靖朝政治有著莫大的影響力，並指出「嘉靖一朝，始終以祀事為害政之樞

紐，崇奉所生，以及憎愛之私，啟人報復奔竟之漸矣」。13然若以嘉靖皇帝欲

崇敬本生父母的「私心自用」來作為大禮議爭論二十年的動機，似乎很難全盤

解釋嘉靖君臣發起大禮議的動力，故後有美國學者Carney Thomas Fisher，臺

灣學者張治安及朱鴻先生，三人皆於孟森先生的研究基礎上，試圖做出更深入

的分析，以探討嘉靖朝的政治變化。 

張治安先生在〈明代嘉靖初年的議禮與黨爭〉論及議禮人物之分析、事件

經過與其歷史意義，認為大禮議之影響為嘉靖朝黨派鬥爭開端，並開啟了明代

                                                                                                                                       
史研究回顧介述〉，《明史研究專刊》14（宜蘭縣，2003.08），頁285-354。  

 11 出版者眾，限於篇幅，僅列出與本文研究大禮議主題或嘉靖一朝政治研究有關之著述，

如下：懷效鋒，《嘉靖專制政治與法制》（長沙：湖南教育，1989）；中山八郎，《明清
史論集》（東京：汲古書院，1995）；左東岭，《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北京：人民

文學，2000）。 
 12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9），頁3；懷效鋒，
《明清法制初探》（北京：法律，1998）；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
（上海：上海人民，1997）；小島毅，《中国近代におけゐ礼の言說》（東京：東京大學

出版社，1996）；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上海古籍，2000）。 
 13 孟森，《明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2002），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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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葉之後各朝以「拂帝意」為氣節表現並視為榮耀的風氣，造成黨爭不斷、派

系傾軋連連，最後導致政治混亂、國力內耗的結果。14 

Carney Thomas Fisher 的博士論文是西方學界在大禮議研究上的代表

作。Fisher 先對漢代三項案例（西漢宣帝、哀帝與東漢光武帝）與宋代濮議案進行禮學

上的理論分析，再分析明代大禮議的「七爭」的內容與禮學理論，最後探討王

陽明的心學、道德與情慾的衝突及明代大禮議事件的關係，認為明代中葉學術

思想變化、社會現實與政治事件三方面實有緊密的互動作用。15 

朱鴻教授的碩士論文〈「大禮」議與明嘉靖初期的政治〉是臺灣學界在大

禮議研究上的重要成果。16朱鴻先生強調楊廷和為首的濮議派存有正統思想與

道統精神，又以心理史學探討嘉靖皇帝孝親思想的形成及其影響，再利用量化

統計分析濮議派與考獻派兩派人士結合的地緣、血緣及黨派特性。17朱鴻先生

指出大禮議讓嘉靖皇帝得以擴張皇權，明代君主專制的勢力終達到頂峰，首輔

的權勢也獲得了空前發展，文官集團的道統意識卻降到最低點，以致日後文官

集團不斷黨爭，資源內耗，終至明亡。 

以上四文雖時間斷限不一，但多側重在正德十六年至嘉靖三年「大禮議」

的事發經過、權力結構的變化及政治史意義的闡述，資料來源多取於《明實

錄》、《國榷》及《明史紀事本末》，將有關大禮議的繁複人事糾葛作一清楚的

說明，釐清了大禮議過程中繁瑣紛亂的史實時序，使得後繼研究者節省不少爬

梳史料的時間，同時也突顯出大禮議對嘉靖朝政局的影響。尤其是朱鴻先生對

議禮雙方作一背景分析的成果，讓筆者在處理「左順門事件」造成的朝廷人事

變遷問題時，有極為便利的參考。 

                                                      
 14 張治安，〈明代嘉靖初年的議禮與黨爭〉（臺北：國科會六十一年補助論文，油印本，

1972）。 
 15 Carney Thomas Fisher, 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7). 
 16 朱鴻，〈「大禮」議與明嘉靖初期的政治〉（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

1978），頁2。 
 17 朱鴻先生認為濮議派人士結合原因乃是該派人士的結合基礎，大多有地緣、科舉同年及

師生的關係，而考獻派雖然在地緣上多屬於南人，但該派結合的真正原因乃因該派人物多

處於政治上的失意、久蓄奪權心理及該派人士對於「大禮」有共同主張所致。 



緒論 ．7． 

 

然而，他們的說法也非沒有再思考的空間。例如，近年新起的大陸學者田

澍先生《嘉靖革新研究》進一步地發揮其指導老師蔡美彪先生對大禮議的看

法，試圖推翻過去學界的成說，又大量採用議禮諸臣張璁、桂萼等人的文集，

重新檢討大禮議的功過是非，對張璁等人給予正面的評價，否定楊廷和等人的

定策之功。他指出張璁等人成功地完成了新興勢力取代舊勢力的歷史性轉變，

奠定了張居正（1525-1582）萬曆變法的基礎。18由於田澍對大禮議事件的說法恰

與大陸近年勵倡改革的風氣相互呼應，又加上他發表踴躍，著作頗豐，故成一

家之言。 

筆者以為，羅輝映等人似乎刻意突出正德政局乃由宦官掌權的大環境，將

正德弊政歸咎於楊廷和為了保全自己的權位、不敢違抗宦官的後果，還針對他

聯合宦官、包庇親友及排除異己等行徑進行批判，以致對楊廷和的歷史評價過

於負面。尤其是田澍先生為了凸顯萬曆年間張居正實行改革的歷史脈絡，以致

過份抬高了張璁等議禮新貴改革的動機。更嚴重的問題是，田澍為了讓張璁等

人推行的嘉靖革新作為張居正推行萬曆改革的理論依據，卻完全忽略了嘉靖朝

政爭的人事糾葛，既沒有解釋張璁等人制訂該項政策的前因後果，也沒有說明

這些改革政策造成哪些政治變化，以致過度美化張璁等人政治行動的目的。田

澍推衍出來的結論雖說言之成理，卻不免讓人感覺以偏概全、難以信服。 

相較於專書，大禮議事件的專文研究顯得十分豐碩，茲列舉其要者，加以

闡述。這些專文討論的主題可分為： 

其一，強調大禮議事件乃是皇權與閣權進行政治鬥爭的導火線。大部分學

者認為嘉靖皇帝以外藩入繼大統，權勢尚未鞏固，故發起大禮議，藉以打壓手

握實權的內閣首輔楊廷和，企圖奪回實權，樹立皇帝的威望，重申皇權的絕對

力量。19 

                                                      
 18 田澍，《嘉靖革新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6。 
 19 張治安，〈明代嘉靖初年的議禮與黨爭〉；鄭克晟、傅同欽，〈王陽明與嘉靖朝政治〉，

《明史研究專刊》，11（臺北，1994.12），頁19-39；朱鴻，〈「大禮」議與明嘉靖初期

的政治〉，頁161、163、166、167、173；孟廣軍，〈從嘉靖朝大禮議等事看閣權對皇權

的制約〉，《北方論叢》，131(哈爾濱市，1995.03)，頁91-93；陳超，〈明代大禮議前後

的內閣體勢變化〉，《東北師大學報》，201(長春，2003)，頁38-42。前文多有闡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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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本學者中山八郎認為大禮議的結果代表了社會思想的轉變，反映

了明代中葉社會風氣逐漸商業化，也反映了當時思想文化界要求個性解放，重

視人的私領域的主張。臺灣學者張漣也接受中山八郎的說法，認為大禮議乃是

程朱、陸王學派理論的衝突體現，也就是「天理」與「人情」之爭。她指出，

由於陽明學發展、流傳與影響，才會使「人情論」勝過官方朱子學所主張的「宗

法論」，不但獲得了大禮議的勝利，也改變了《儀禮》中對於「為人後者」的

舊說法，從而促進了民間宗族組織的發展。20不過，大陸學者歐陽琛、鄧志峰

和鄭克晟等人對陽明學發展的普及化提出了不同意見，較為偏重嘉靖朝廷打壓

陽明學發展的事實，強調國家權力介入學術界的專制層面，故不同意中山八郎

的說法。他們認為陽明學在嘉靖朝尚未獲得朝廷的認同，士人只能私下信仰或

學習，而嘉靖朝屢禁陽明學是作為打擊士人、黨同伐異的政治手段。21 

其三，《劍橋中國明代史》負責撰寫正德、嘉靖時期的作者蓋傑民（James 

Geiss）認為大禮議事件為王位繼承的偶然事件。嘉靖君臣卻因禮儀觀念的不

同，從而開啟一連串的禮學爭論，22引起嘉靖皇帝與首輔楊廷和的激烈衝突，

演變成兩個主張不同的官僚集團互相敵對，展開一場激烈的權力鬥爭。嘉靖皇

帝的勝利即代表了專制皇權的復興和文官集團的退敗。此外，《劍橋中國明代

史》的作者也認為大禮議中群臣使用的迂迴辯論法，引起了當時學者對語言學

和文句分析的興趣，從而開啟了清代的考古訓詁之風。23 

                                                                                                                                       
不再贅述。 

 20 中山八郎，〈明の嘉靖朝の大礼問題の発端〉和〈就び「嘉靖朝の大礼問題の発端」に

就いて〉，收入《明清史論集》（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85-153；張璉，〈從大禮

議看明代中葉儒學思潮的轉向〉，《明清史集刊》，3(香港大學，1997.06)，頁51-68。 
 21 歐陽琛，〈王守仁與大禮議〉，《新中華》，12:7(臺北，1949)，頁97-102；鄧志峰，〈誰
與青天掃舊塵—大禮議思想背景新探〉，《學術月刊》，7（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頁97-103；鄭克晟、傅同欽，〈王陽明與嘉靖朝政治〉，《明史研究專刊》，11
（臺北，1994.12），頁19-39。嘉靖朝打壓陽明學的例子可見《明世宗實錄》，卷九十八，

頁7a-7b，嘉靖八年二月甲戌條；或見《明世宗實錄》，卷二百一十八，頁13a，嘉靖十七

年十一月辛卯條。 
 22 有些學者認為大禮議由禮儀之爭而起者，茲舉要者有：Carney Thomas Fisher, 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 p.349.及閻愛民，〈大禮議之爭與明代的宗法思想〉，《南

開史學》，1（天津，1991），頁33-55。 
 23 牟復禮(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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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如同前引田澍之論點，某些學者擺脫了傳統史學對大禮議的看法，

將大禮議置於明代社會問題的背景下來進行討論。他們認為大禮議是「改革派

取得政治權力的手段」，24對楊廷和依據《世宗即位詔》而推行的「嘉靖新政」

評價不高，反而對張璁等議禮諸臣皆給予極高的評價。又認為嘉靖皇帝為擺脫

守舊貴族與官僚的箝制，才會發起大禮議，重振皇權，使得張璁等人得以施展

抱負，推行新政。25田澍先生的文章大多收錄於前引的專書《嘉靖革新研究》

中，故不再贅述。 

關於「嘉靖革新」的問題，筆者以為田澍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其中最明

顯的錯誤是，田澍為了解釋萬曆新政的淵源，似乎過於強調張璁等人的革新

性，以致未能對楊廷和等人進行客觀論證，也忽略了兩派為何在「大禮」爭論

的前因後果、諸人的思想脈絡、學術思想的變化及大禮議隱含的政治文化意

義，故把大禮議直接視為振興皇權的鬥爭工具。這樣的論點不但與歷史事實脫

節，也輕忽了「大禮」在思想文化上的意義，因而招致許多學者的質疑。如劉

祥學曾就楊廷和的評價問題，對田澍等人提出相當不客氣的批評。2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2），頁489、497；萬揆一，〈「議大禮」與楊升庵〉，《昆明師院學報》，

1(昆明，1981)，頁53-57。楊慎乃楊廷和之子，為明代大儒，在諸經皆有專著，著述甚多。

學界推之為清代考據學之遠源。關於楊慎的學術，可見林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

北：學生，1986）；韋家驊，《楊慎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4 羅輝映，〈論明代「大禮議」〉，《明史研究論叢》，3(江蘇，1985)，頁168。 
 25 朱鴻，〈「大禮」議與明嘉靖初期的政治〉，頁200-202。持此觀點最力者，為新進學者

田澍先生。田澍先生曾發表許多專文，大多持「嘉靖革新」論點。另外，對大禮議採取與

田澍相似觀點者，如下：羅輝映，〈論明代「大禮議」〉，《明史研究論叢》，3(江蘇，
1985)，頁95-102；李洵，〈大禮議與明代政治〉，《東北師大學報》，5(長春，1986)，
頁48-62；李洵，《下學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47-172；張顯清，
〈明嘉靖大禮議的起因、性質和後果〉，《史學集刊》，4（吉林，1988），頁7-15；張
立文，〈論張璁的大禮議與改革思想〉，《浙江大學學報》，32:4(北京，2002.07)，頁12-19。
此外，張顯清指出權臣嚴嵩正是藉著附和嘉靖皇帝一連串的制禮活動，得以平步青雲而專

擅朝政多年，見張顯清，《嚴嵩傳》（安徽：黃山書社，1992），頁26-77。 
 26 楊祥學，〈楊廷和與嘉靖初年的政治革新〉，《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6:2（廣西，2000.03），
頁122-128。 



．10． 名分禮秩與皇權重塑—大禮議與明嘉靖朝政治文化 

 

(二) 政治權力與經典詮釋的關係 

本文試圖從《明倫大典》的頒佈過程、內容解釋與頒佈天下的後續發展，

觀察嘉靖皇帝如何利用張璁等人的論述，建構一套合理化「大禮議」的理論體

系，用以確定自身地位的正當性。並且探究《明倫大典》的內容解釋，分析嘉

靖朝的士人如何利用儒家經典中的語言符號進行政治爭鬥，說明《明倫大典》

在文化領域的影響力，從而解釋《明倫大典》的政治文化意義。 

那什麼是經典詮釋呢？政治權力與經典詮釋之間又有何關係呢？根據中

國古代政治史的研究，27可知儒學作為一種「政治論述」，並沒有固定的內涵，

需視使用者如何理解自身所處的歷史環境，根據自身的理念與現實的需求為思

想基礎，進而做出「經典詮釋」。 

王健文先生認為古代中國的國家形態與社會結構隱含有一套特殊的天人

觀與詮釋系統，不但可以使既定的結構與事實得到合理化的解釋，也使國家、

社會裡的每一成員都會相信那樣的結構形式與內容是合理的，此即為國家的正

當性（legitimating）。28 

甘懷真先生認為「漢唐間的皇權努力藉由儒家經典詮釋以獨佔一些禮儀符

號」29，並且強調「禮」作為儒家政治學說的核心觀念，士人為了現實政治鬥

                                                      
 27 關於儒家與儒家經典詮釋的相關研究，可以參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臺北：聯經出版社，1987）；余英時，《中國知識階層史論（古代篇）》（臺北：聯經，

1980）；甘懷真，《皇權、禮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北：喜瑪拉雅基

金會發行，2003）；杜奎英，《中國歷代政治符號》（臺北：政大，1963）；林素英，《古

代祭禮中之政教觀──以《禮記》成書前為論》（臺北：文津，1997）；王健文，《奉天
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念及其正當性基礎》（臺北：東大，1995）；Lucian W. Pye ,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1985)；黃俊傑，〈「中國經典詮釋學的特質」學術座談會記錄〉，《中國文哲研究

通訊》，10:2=38(臺北，2000.06)，頁251-266；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儒
家詮釋學芻議〉，《臺大文史哲學報》，53(臺北，2000.11)，頁69-99；黃俊傑，〈從儒
家經典詮釋史觀點論解經者的「歷史性」及其相關問題〉，《臺大歷史學報》，24(臺北，

1999.12)，頁1-28；魏偉森，〈一個被忽略學者所留下之不可磨滅印記：漢學詮釋學之重

構〉，《臺灣社會研究》，29(臺北，1998.03)，頁131-152。 
 28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念及其正當性基礎》，頁8。 
 29 甘懷真，〈中國古代君臣間的敬禮及其經典詮釋〉，《臺大歷史學報》，31(臺北，2003.06)，
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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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需要，利用儒家經典中的文本與符號，30於是「禮」的概念不斷地被詮釋，

也不斷地產生質變。31誠然，中國古代與明代時距久遠，社會結構變異甚大，

其政治環境、思想文化、社會經濟、士人主體等各方面也有所不同，因此中國

古代政治史的研究理論與成果能否應用於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仍是一個值得

討論的問題。 

在明代政治史範疇裡，黃進興先生最早注意到有關政治權力、祭祀制度與

儒家道統內在糾結的問題，曾就此問題發表過許多文章。32在〈道統與治統之

間：從明嘉靖九年孔廟改制談起〉一文中，黃進興先生認為大禮議是對君權及

其合理性的考驗，藉著操控文化系統的解釋以壓制道統概念所象徵的制衡力

量，並打擊文人集團的士氣，故嘉靖九年的孔廟改制一事，實隱含了大禮議「尊

親為上」的深意，使得明代專制政治在治統的義理方面占盡上風，成功地壓制

了士人的道統精神。33 

王汎森先生則從明代的豐坊（1500-1570）與其偽作的石經《大學》進行考察，

以探討石經《大學》引起當時大批學者進行討論，可見當時思想界對程朱、陸

王學派的爭議有著高度的焦慮與關懷，也代表了當時存在著一股修正陽明學的

思想潮流。34 

                                                      
 30 當代文學批評的用語常使用「文本」一詞。「文本」的普遍解釋為：「書寫或口語的說

明整體，它具有一種特有的一至性與擬聚力」。本文對「文本」的解釋採取「交互文本性」，

意指「是在一種文本中，藉由抄襲、引述、影射、不同詮釋，而將另一種文本再次佔據」。

參考尚‧勒狄克（Jean Leduc），林錚譯，《史家與時間》：Les historiens et le temps（臺
北：麥田，2004），頁214。 

 31 甘懷真，〈「舊君」的經典詮釋-漢唐間的喪服禮與政治秩序〉，《新史學》，13.2(臺北，

2002.06)，頁1。 
 32 黃進興，〈毀像與聖師祭〉，《大陸雜誌》，99:5(臺北：1999.11)，頁1-8；黃進興，〈道
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靖九年孔廟改制談起〉，頁917-941；黃進興，〈權力與信仰--孔廟
祭祀制度的形成〉，《大陸雜誌》，86:5(臺北，1993.05)，頁8-34；黃進興，〈學術與信
仰：論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識〉，《新史學》，5:2(臺北，1994.06)，頁1-82。 

 33 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靖九年孔廟改制談起〉，《史語所集刊》，61:4（臺
北，1990.12），頁917-941。 

 34 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論--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6.4(臺北，

1998.12)，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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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國家禮制的研究 

目前有關明代民間禮儀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大部分就社會層面多有探

討，或由地方士紳鼓勵興建宗祠、團結宗族等角度加以延伸，與本文偏重討論

國家禮制的直接關係不大，故不贅述。目前學界對嘉靖朝國家禮儀制度、宗法

制度與政治權力三者關係的研究成果尚稱不足，因此筆者能蒐集到的資料不

多，但皆能與本文有直接關係，尤其是大陸學者閻愛民便從宗法制度、皇帝制

度及當時的思想背景三個層面去探討明代大禮議的歷史意義，對本文的撰寫實

有相當大的助益。35 

閻愛民先生認為大禮議事件的起因是兩派對宗法倫理的看法、皇帝制度的

性質及思想脈絡的不同，說明嘉靖朝對宗法制度的看法已偏向「重一本」的尊

祖觀念，因而構成了嘉靖朝更定禮制的背景因素。 

關於專論嘉靖朝禮制改革的論文，筆者蒐羅的資料有三。 

一是大陸學者王柏中〈明嘉靖年間的廟制變革問題試探〉一文，則對廟制

變化的過程作了些簡單的介紹。王柏中強調嘉靖皇帝變革宗廟制度，是為了讓

獻皇帝得以睿宗身份進入太廟，從而否定孝宗、武宗二帝的宗統地位，達到變

更帝統的目的。36 

二是日本學者小島毅先生接受中山八郎及美國學者Carney Thomas Fisher 

兩人對大禮議的觀點，37針對嘉靖朝國家禮制的改革，從天地、宗廟、孔子之

祀及皇后參與先蠶禮四個部分進行考察。38他認為嘉靖皇帝為了證明政權的正

當性，於是以實踐太祖遺志和正統朱子學的忠實信徒自居，並以恢復古禮、祖

制為名，企圖開創政治新局面。接著，說明整個嘉靖朝禮制改革不但是嘉靖皇

帝復興古禮的表徵，也是明代陽明學崛起、要求人性解放運動的具體現象之

                                                      
 35 閻愛民，〈大禮議之爭與明代的宗法思想〉，《南開史學》，1（天津，1991），頁33-55。 
 36 王柏中，〈明嘉靖年間的廟制變革問題試探〉，《社會科學戰線》，2（長春市，2001），
頁141-146。 

 37 小島毅，〈嘉靖の禮制改革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7(東京，1992)，
頁419，註2。 

 38 小島毅，〈嘉靖の禮制改革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7(東京，1992)，
頁38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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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的國家禮制則是繼承了嘉靖朝禮制改革的精神與成果，再度重視「儀

禮原理主義」，使地方社會的宗族制度包容於國家禮制體系之中。 

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趙克生的博士論文〈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禮改

制研究〉，著重討論嘉靖時期祭禮改制的過程與意義，尤其對就祭禮制度的變

革部分有相當清楚的介紹。39他認為所有祭禮改制皆圍繞著興獻王稱宗祔廟的

目的，無益於民生經濟，反給國家財政帶來沈重的負擔，甚至助長了朝廷內部

黨爭不斷的歪風，進而強化了皇權專制的基礎。此外，在孔廟祭禮改制的部分，

趙克生與臺灣學者黃進興先生的說法有所不同。他認為改革孔廟祭禮的主要原

因，不單純只是皇權擴張而已，而是與儒學內部的變化有關，視為陽明學興起

的前奏，而撤廢元代帝王配享一事，則與嘉靖朝屢有蒙古民族衝突有關。 

以上三文多側重於廟制改革的制度層面，對於禮制改革的意義闡述則略嫌

單薄，且將國家禮制直接視為皇帝操弄權力的工具，本文將對此進行再檢討的

工作。然而，三文資料來源多取於《明實錄》、《大明會典》及《明史》，已把

史書有關禮制記載的繁文縟節作一清楚的耙梳工作，釐清了禮制改革中瑣碎的

儀式安排，讓筆者節省了許多整理史料的時間，也讓本文得以奠基於他們的研

究基礎之上，從而探討嘉靖朝禮制變革的政治文化意義。 

關於郊祀的研究回顧，小島毅先生的〈郊祀制度の変遷〉著重探索歷代郊

祀制度的變遷與爭議、郊祀制度與太廟祭禮制度的配套措施及郊祀制度與各朝

社會思想變遷的關係。40小島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歷代郊祀制度的變遷過程，

說明宋代以前的郊祀制度，其舉行目的並非是為了祭祀上天，反而偏重於與太

廟制度的配套關係。自宋代以後，由於理學十分強調天人關係，相對地降低了

太廟在國家祭禮中的地位，故郊祀制度不再附於太廟祭典，成為一個正式的國

家祭典。至明代中葉嘉靖年間，由於陽明學的興起，使得「天理」的「理」意

義質變，故郊祀制度轉為天地分祭，更加地提高了天的地位。到了清代，天的

意義已經轉為一個抽象的祭祀對象，使皇帝身兼天子的意義越來越薄弱，天的

                                                      
 39 趙克生，〈明朝嘉靖時期國家祭禮改制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論

文，2003）。 
 40 小島毅，〈郊祀制度の変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8(東京，1989)，頁12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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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轉化成至高無上的真理代表者（昊天上帝），不再是皇帝的祖先。 

此外，在嘉靖朝禮制更定的過程，明太祖所定下的「祖制」實有舉足輕重

的政治效應。文化大學史學所研究生蕭慧媛的碩士論文〈明代祖制爭議〉，更

進一步地發展其指導教授吳智和先生的論點，指出「祖制」乃是明代政治的最

高法典，具有最崇高的地位。明代的文官體系時時援引「祖制」言事，試圖阻

止皇帝的私欲或怠政，「祖制」成為制衡皇帝的重要力量。不願意遵守「祖制」

的皇帝時常與臣下發生爭議、甚至重新詮釋「祖制」的定義，導致經後人詮釋

過的「祖制」與明太祖洪武皇帝的原意漸行漸遠，也使得皇帝越來越不受到「祖

制」的束縛，皇權逐漸不受拘束，日益專制。41 

第三節 欲提出的問題 

歷時長達二十四年的大禮議，雙方爭執的焦點有二：一是爭論「繼統不繼

嗣」與「繼統必繼嗣」的問題。二是如何為生前從未當上一日皇帝的興獻王建

構足以進入太廟的合理性問題。42姑且先不論嘉靖皇帝的策劃手段為何，我們

從爭議的結果可知，「繼統繼嗣之爭」與「獻皇帝稱宗祔廟」兩項爭論均由嘉

靖皇帝獲勝。也就是說，嘉靖皇帝憑藉著錦衣衛的武力與經典詮釋的文化權

威，以乾剛獨斷的態度，強行排除朝廷眾臣的反對意見，終於達到了獻皇帝升

祔太廟的目的，同時也完成了宗統轉移、皇權重塑的建構工程。 

關於第一項焦點，爭論時間大約從正德十六年（1520）武宗駕崩、嘉靖皇帝

即位開始，直到嘉靖三年九月初五正式更定興獻王尊稱為獻皇帝為止。學界前

輩李洵、朱鴻、田澍等學者對「大禮議」的發生原因、過程及結果已有相當的

成果，因此筆者不再多談，僅作提綱挈領的背景式討論。筆者關懷前人較少論

及的「繼統不繼嗣」與「繼統先繼嗣」兩種論點，希望能從中瞭解「大禮議」

的政治文化意義，因而在第一章中，筆者欲討論的問題是：首先，分析贊同嘉

                                                      
 41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臺北：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論〉，《史學集刊》，3（吉林，1991），頁20-29。 

 42 本文由於中國古代王朝並非現代政治學上所認定的法治國家，故不用「合法性」一術語，

而採用「正當性」為眾人認同其價值與地位的抽象概念或是類似於「合法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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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皇帝尊崇本親的議禮諸臣所持的論點為何？反對者所持的論點為何？再

者，探討諸臣上疏論禮所引用的《皇明祖訓》與《武宗遺詔》有何法理上的地

位？為什麼與嘉靖皇帝繼位的合理性有關？再次，觀察雙方各自從什麼角度或

依據何種論點證明嘉靖皇帝繼位的正統性？最後，則省視雙方如何看待、論證

崇敬興獻王尊號地位的合宜性？ 

第二項焦點的發生時間，大約從嘉靖四年（1525）五月何淵提出為興獻王神

主立廟的建議開始，直到嘉靖二十四年（1545）七月北京新建的太廟落成，以詔

旨明告天下，正式將興獻王神主附於太廟系統為止。在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

章中，筆者欲討論的問題是：首先，《明倫大典》如何能合理化「大禮議」及

「左順門事件」？再者，《明倫大典》是否有重新詮釋雙方論點的可能性？明代

史家如何看待《明倫大典》的史料價值？是否會影響他們審視大禮議的評價？

再次，探討嘉靖皇帝如何透過更定禮制的手段，逐步確定皇權至上的威嚴與權

勢？更定禮制又將會帶來何種政治文化的問題？第四，觀察嘉靖皇帝藉由恢復

祖制、依循古禮，欲將獻皇帝稱宗祔廟時，朝臣又是如何反應嘉靖皇帝這種「假

公濟私」的政治行動呢？最後，則觀察大禮議如何破壞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基

礎—名分禮秩，從而影響整個嘉靖朝的權力結構、君臣關係及政治秩序，以瞭

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 

第四節 研究路徑 

(一) 研究方法 

本文以明代大禮議事件為例，試圖從大禮議所引起的一連串政治鬥爭、經

典詮釋及國家禮制改革等問題，探討時人對嘉靖皇帝的身份與權力的認同問

題，討論嘉靖皇帝透過提高本生父地位以獨立世系、頒佈《明倫大典》以控制

經典詮釋權及改革各種禮儀制度43
（主要是吉禮）等一連串企圖建構自身政權正當

                                                      
 43 古代有吉、嘉、賓、軍、凶五種禮儀。《周禮․春官小宗伯》：「掌五禮之禁令與其用

等」。《隋書․禮儀志一》：「周公救亂，弘制斯文，以吉禮敬鬼神，以凶禮哀邦國，

以賓禮親賓客，以軍禮誅不虔，以嘉禮合姻好，謂之五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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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4的問題。本文使用的方法，主要採用政治史與文化史交互為用、相互支援

的政治文化研究，並採用大量的文獻資料，以瞭解嘉靖朝政治運作的狀況。 

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是現代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相當於英文”political 

culture”，關於它的定義迄今仍然眾說紛紜。45政治文化研究大多著重於政治系

統賴以生存的文化條件或背景，即以某個特定時期的社會環境為背景，探索大

多數人認同的政治價值觀念、政治理想、政治信仰和政治心理等問題，故政治

文化有多層次性，兼有個人、階級、社會等多重屬性。 

然而，歷史型態的政治文化主體已經消失，無法像現在政治文化研究一樣

使用抽樣調查、行為測量、心理分析、統計等方法進行研究，於是我們只能從

各項政治事件中去觀察權力結構及其運作過程，再從依據文獻資料的分析、考

證與推論，企以尋找傳統政治文化對時人的主觀意識，最後把時人所顯現的人

格特質與行為模式與政治機構或制度聯繫起來，從中觀察傳統政治文化的變動

將如何影響政治運行狀況。46 

關於中國傳統政治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三種不同的看法。 

一是以索羅門（Richard H. Solomon）為代表，他強調中國人具有依賴性社會取

向，不但缺乏對自我進取和自主判斷的自信心，常在道德方面聽從權威者的指

示，而且把集體利益凌駕於個人利益之上，說明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對權威的

服從與依賴由來已久，乃是一種具有權威性格的政治文化模式。47 

二說以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為代表，他受到帕深思（T. Parsons）共同價

值論的影響，反對索羅門的行為理論，指出儒家思想中本有「道」、「勢」不相

                                                      
 44 歷來學界對正統的論述甚多，各家見解不同。在本文，「正當性」又可作為「正統性」

使用，指的是統治權在意識形態上的合理化與被統治者對統治權的認可。參考伍德 (John 
Thomas Wood)，《權力》（臺北：種籽文化，2000），頁2；朗 (Dennis H. Wrong)，《權
力：它的形式、基礎和作用》（臺北：桂冠，1994）。 

 45 羅森邦 (Walter A. Rosenbaum)，《政治文化》（臺北：桂冠，1991），頁1-2。 
 46 劉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傳統社會與思想特點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頁157。 

 47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pp.4、14、75-79、113-129。該說影響美國與中國的行為主義學者

們甚大，在歷史學界卻是毀譽各半，其論點不但常被思想史家質疑，甚至被視為是西方

中心論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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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論述與歷史事實，強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道德自主性常與現實的政治

權力發生激烈衝突（困境意識），乃是一種具有權威批判性的政治文化模式。48 

三說以艾森斯塔得（Shmuel N. Eisenstadt）為代表，他試圖融合政治學、社會

學及比較歷史學，從各種政治群體的動態運動（政治系統）來看，認為中國的皇

帝與儒家士大夫常存有目標不同的各種緊張，但皇帝也有權勢或文化力量可以

迫害或貶低這些反對者在文化上的價值，故雙方在儒家的框架下，較多時候更

強調文化取向或使用儒家的詞彙，暗自進行著政治行動的調整或鬥爭。49 

綜合三者的看法，本文擬將討論的重心擺在政治結構與文化價值的互動關

係，採取墨子刻和余英時先生的說法，把「政治文化」定義為：「政治思維的

方法與政治行動的風格」。50然而，本文並不打算從道統與治統互有衝突的角

度去詮釋嘉靖朝的政治文化，而是從名分禮秩的角度去觀察大禮議的影響，並

分析大禮議如何干預政治行動的動態運作，以瞭解政治鬥爭或廟堂爭論不完全

只是基於奪得權力的目的，而是有其更深層的政治文化意義。為了避免論述模

糊化的弊病，筆者需要先說明政治文化研究與政治思想研究的比較，以免產生

語意或邏輯上的混淆。事實上兩者在研究起點上來說，兩者是大同小異，卻會

產生小同大異的研究成果，因而兩者的差異著實需要仔細辨識，以免出現錯亂

的可能。51 

政治文化研究主要討論某時期的政治價值觀念、政治理念、信仰、心理及

時人對其抱持的態度，這些問題與政治思想史研究有著密切的關係，兩者的研

究取徑均是從文本中去解釋文化上的抽象概念，卻有明顯不同的問題取向。政

治思想史的研究關切某一時期各學者在政治理論上的解析。52傳統政治文化則

                                                      
 48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著，顏世安等譯，《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
演進》：Escape fo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2-3、29-31、155-178。 

 49 艾森斯塔得（S. N. Eisenstadt），閻步克譯，《帝國的政治體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50 余英時，《宋明理學與政治文化》（臺北：允晨文化出版社，2004），頁23。 
 51 黃俊傑、蔡明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論〉，《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6
（中壢，1998.06），頁1-43。 

 5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941、942、946、947、948。 



．18． 名分禮秩與皇權重塑—大禮議與明嘉靖朝政治文化 

 

探索某一時期的政治價值觀念與政治理念將如何控制人們的政治行為與思維

方式。換句話說，兩者的研究取徑與問題取向均看似相同，但是政治思想的研

究把抽象的概念作為主要討論的對象，而傳統政治文化的研究則是重視文化史

中的抽象概念如何反映政治史上的歷史事實，並偏重分析當時人們如何重構文

化概念的過程。因此兩者確有不同的研究目的、對象及角度，著實不可混同視

之，否則容易產生與研究動機大相逕庭的結論。 

(二) 時間斷限 

本文以大禮議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切入點，有必要確定大禮議的起

迄時間。大禮議結束的時間有三種說法。一是止於嘉靖三年（1524）九月，興獻

王尊稱議定時；53二是止於嘉靖七年（1528）七月，《明倫大典》修成時；54三是

止於嘉靖十七年（1538）九月，獻皇帝稱睿宗、祔太廟。55本文擬將延長大禮議

結束的時間，把普遍認定的嘉靖十七年延至嘉靖二十四年（1545）七月太廟落

成，布詔天下為止。 

本文之所以採取嘉靖二十四年作為大禮議事件的結束時間，其原因是嘉靖

十七年後禮制更定的爭論依舊進行著。例如，嘉靖十七年十二月，嘉靖皇帝為

了是否改遷遠在安陸（嘉靖十年八月辛丑，改安陸州為承天府，今湖北鐘祥）興獻王的陵墓

問題，56下令群臣集議，最後決定不遷顯陵，嘉靖皇帝奉章聖皇太后的靈柩歸

                                                      
 53 陳捷先，〈明清地位繼承制的因襲與創新〉，《歷史月刊》，116(臺北，1997)，頁59；
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論--豐坊與《大學》石經〉，頁5。 

 54 ［明］張孚敬，《太師張文忠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7冊(臺南縣：莊嚴
文化，據湖北省圖書館藏明萬曆四十三年張汝紀等刻增修本影印，1997)，奏疏卷三，〈進
明倫大典初藁〉，頁19b-20b；李洵，〈大禮議與明代政治〉，《東北師大學報》，5(長
春，1986)，頁48-62。 

 55 朱鴻，〈「大禮」議與明嘉靖初期的政治〉，頁227。 
 56 《明史》，卷十七，本紀第十七，〈世宗一〉，第二冊，頁228-229。與本文討論主題有

密切相關的〈明朝嘉靖時期國家祭禮改制研究〉則是針對嘉靖皇帝在嘉靖二十九年祧仁

宗，祔孝烈皇后為止。筆者以為將嘉靖時期的禮制改革活動拉至嘉靖二十九年，時限太

長。因為嘉靖二十九年的活動僅是確定廟制位次的最後一步驟，但是在嘉靖二十四年時

廟制早已由嘉靖皇帝親自確定下來，且已經脫離了主要爭議廟制的活動脈絡，故筆者將

嘉靖二十九年的祧仁宗一事設為確定廟次後續事件，而非爭議廟制的主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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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安陸顯陵。又如，嘉靖二十年夏四月辛酉，北京九間太廟焚燬，因而重建太

廟，並且在嘉靖二十四年恢復原本的「同堂異室制」（所有神主放置一廟），再度更

改嘉靖十一年議定的「都宮別殿制」（每神主各立一廟）。 

從上述兩事件來看，可知嘉靖十七年後，朝廷上下仍舊因改遷陵墓、太廟

廟制及廟位昭穆等事，再掀波瀾，因此大禮議事件的時間斷限應以嘉靖二十四

年北京新太廟落成為佳。再者，大禮議的政治效應不可僅以嘉靖朝為限，應宏

觀隆慶朝至崇禎朝的各朝君臣對獻皇帝祔廟的討論、政治解釋及有關大禮議之

評價。或許拉長觀察大禮議事件的時限，將能有助於瞭解大禮議對嘉靖朝的政

治文化意義，故本文將大禮議的時限拉長至嘉靖二十四年為止，並論及各朝君

臣對祧遷睿宗問題的爭論理由，以瞭解大禮議的影響層面。 

(三) 史料的運用 

清人谷應泰（1620-1690）的《明史紀事本末》57較《明史》成書早七十餘年，

其內容與《明史》的記載不盡相同，且史事皆按事體不同加以整理彙編，條目

清楚，檢索便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稱讚「其排比纂次，詳略得中，首

尾秩然，于一代事實，極為淹貫……集眾長以成完本，其用力亦可謂勤矣」，58

故《明史紀事本末》成為研治明代史事的重要典籍之一，經常被後來的治史者

視為明代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資料，其史料價值自然不可言喻。經過近代學者對

《明史紀事本末》的考證，發現《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問題有相當多疑點，

所以此書也是最多遭到後人質疑的一部史書，不但有人指責谷應泰剽竊他說、

酬金盜書，也有人貶詆該書取材冗濫、史料不明。59 

                                                      
 57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北：三民書局，影印本，1985）。《明史紀事本
末》，記載明代重要史事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該書成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而且

屬私人著述，頗為當時人所重視。該書按時間順序編排，卷末附有作者的史論。該書詳於

政治，略於經濟和典章制度，有一定的史料價值。 
 58 ［清］永瑢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據萬有文庫版

本印行，1983），第二冊，卷四十九，〈史部‧明史紀事本末〉，總頁1083。 
 59 相關討論可見李光璧，〈谷氏《明史紀事本末》探原〉，《中和月刊》，3:11(1942.12)；
韓鐵寒，〈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一段公案—《明史紀事本末》跟張岱、談遷、徐倬、

陸圻等人關係的初步整理〉，《中央圖書館館刊》，2:1(臺北，1968.7)頁1；陳錦忠，〈《明



．20． 名分禮秩與皇權重塑—大禮議與明嘉靖朝政治文化 

 

由於《明史紀事本末‧大禮議》已把嘉靖朝有關「大禮」之史事收錄其中，

而《明史紀事本末‧更定祀典》把所有禮制祀典合撰為一卷，讓後來的研究者

得以省去不少耙梳《世宗實錄》繁多史料的時間，故後人常引用《明史紀事本

末》中「大禮議」和「更定祀典」二條記載，用來研究嘉靖朝大禮議及更定禮

制的發展過程。 

然而，據筆者於本文〈附錄二〉及杜淑芬小姐的考訂，可知《明史紀事本

末‧大禮議》的史源來自范守己的《皇明肅皇外史》，而《明史紀事本末‧大

禮議》不但簡化大禮議的時間記載，其中也出現許多時間錯置的問題，約有二

十多處的誤記或錯置月份，讓研究者難以辦別史事發生的前後順序。並且，對

許多史事的記載過於簡略，語焉不詳，還有敘述錯誤的情況，讓人無法清楚瞭

解史事的歷史意義。其中最為明顯的錯誤，便是人名記載失誤，如把石珤（？

-1528）錯寫成「石瑤」，或將楊應奎誤記為「楊應魁」（楊應魁實為永樂時人），李充嗣

卻記成「李克嗣」，此類錯誤甚多，導致研究者對人物辨識的困難。60又據何

淑宜小姐的考證，可知《明史紀事本末‧更定祀典》的史源大多引用《皇明肅

皇外史》和《皇明大政記》，參考底本多樣而豐富，卻有漏載史事和史事順序

混亂的問題，不但對某些儀式沒有記錄或說明，還把不同月份的事件皆置於同

一月份下，造成史事的前因後果無法清楚呈現，也會誤判其禮制更定意義的嚴

重後果。61 

本文為求史實之真，不願完全引用《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仍以《明世

宗實錄》的時間與記載，作為最根本的依據。再參考當時相關的奏章、國家政

書、明清時人私撰的史書及筆記小說，比對《明世宗實錄》是否有隱晦史事或

價值判斷或政治誣陷之處。並且，本文也會參考清人毛奇齡《辦定嘉靖大禮議》

                                                                                                                                       
史紀事本末》之作者與史源〉，《史原》，5(臺北，1974.10)；後又收入吳智和主編，《明
史研究論叢》第二輯，（臺北：大立出版社，1985），頁517-544；邱炫煜，〈谷應泰《明
史紀事本末》的史源新詮〉，《簡牘學報》，15(臺北，1993)，頁235-257。 

 60 杜淑芬，〈讀《明史紀事本末‧大禮議》〉，《中國明代研究學會「《明史紀事本末》

研讀成果發表會」》，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2005.3.20發表，未刊印。 
 61 何淑宜，〈讀《明史紀事本末‧更定祀典》〉，《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暨「《明史紀事本末》研讀成果發表會」》，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2002.4.27
發表，未刊印，詳文可見http://www.history.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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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段玉裁（1735-1818）《明史十二論‧世宗論》對大禮議的禮學考證，從中探索

國家禮制的經典依據、歷史沿革及文化象徵，以求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意義。 

史籍浩瀚，無法細述，故僅能簡述本文使用的基本史料，茲列舉如下： 

《明世宗實錄》，為本文釐清史事的主要依據資料，62但為了避免官方史

書隱惡揚善的可能性，而使得本文觀點流於片面、不夠客觀，因此兼採朝臣們

對於大禮議事件的奏疏和個人私下交流往來的書信文集，相互參照比對，以期

在客觀的基礎上進行研究。  

《明倫大典》，為贊同嘉靖皇帝意見的官員們對大禮議與相關禮制變革討

論的奏疏彙編。63《明倫大典》的修成，可以說是嘉靖皇帝與其贊同者在理論

上勝利的標誌，也是嘉靖皇帝在權力上進一步鞏固的象徵。藉著《明倫大典》

的一家說法，或許能夠全盤地瞭解張璁等人如何解釋並重構大禮議中的政治符

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明倫大典》可以讓我們瞭解議禮派對大禮議的相關

看法，但是在使用時仍舊必須避免被文本迷惑，盡量避免片面地採納議禮派說

法，因而偏離了本文欲討論的焦點。 

明清時人私撰的史書眾多，不但能比對《明實錄》，還可以補強《明史》

敘事的簡略。例如：《世廟識餘錄》64、《皇明嘉隆兩朝聞見紀》65、《皇明永陵

編年信史》66、《嘉靖以來注略》67、《國史唯疑》68、《國榷》69及《明通鑑》70。

                                                      
 62 吳晗，〈記《明實錄》〉，收入《吳晗史學論著選集‧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6），頁296-325、350-354；李晉華，〈關於明實錄問題材料彙輯〉，《大陸雜誌》，

43:3(臺北，1971.09)，頁41-57；謝貴安，〈《明實錄》修纂與明代政治鬥爭〉，《武漢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28(武漢，1997)，頁108-113。 
 63 《明世宗實錄》，卷五十九，頁1a。楊一清等奉敕撰，《明倫大典》（據明嘉靖七年內府

刊本微捲影印，24卷，共8冊）。 
 64 ［明］徐學謨撰，《世廟識餘錄》（臺北：國風出版社，據國立中央圖書館珍藏萬曆徐

氏家刊本影印，共2冊，1965）。本書對於嘉靖一朝政治、人物有詳細記載，以補正史之

不足，並可知道作者對於大禮議事件與參與諸人之評價。 
 65 ［明］沈朝陽撰，《皇明嘉隆兩朝聞見紀》（臺北：學生書局，明萬曆二十七年江東沈

氏原刊本影印，共3冊，1969）。本書對於嘉靖、隆慶二朝政治、人物有詳細記載，以補

正史之不足，並可知道作者對於大禮議事件與參與諸人之評價。 
 66 ［明］支大綸，《皇明永陵編年信史》（臺北：學生書局，明藍格鈔本，共2冊，1969）。
因其人低劣，史德有損，常藉撰史勒索他人錢財，或藉褒貶逞其私怨，故參考價值不高；

尤其是沈德符的批評最為激烈，以致後代學者治明史時，多不採用《皇明永陵編年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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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朝君臣間往來的奏疏也值得我們注意。透過這些奏疏，可以讓我們從中瞭

解嘉靖皇帝與臣下之間的對話與對某些特定事物的態度，例如：《皇明嘉隆疏

鈔》71、《皇明經世文集》、72《諭對錄》。73此外，明人的私人文集與筆記小說

例如：《嘉靖以來內閣首輔傳》74、《續藏書》75、《萬曆野獲編》76等著作，也

是本文大量採用的資料。因為這些作品中對大禮議多有議論，不但能比對《明

世宗實錄》的史事真偽，也能真實地反映了作者對大禮議的意見。 

                                                                                                                                       
之說法。詳見沈德符，《萬曆野獲編》，卷二十五，〈私史〉，頁631。 

 67 ［明］許重熙撰，《嘉靖以來注略》（北京：北京出版社，明崇禎六年刻本，2000）。
又名《五陵注略》，十四卷，為一編年體明代史書。書中多有論斷，以明得失。但惟取材

邸報，搜輯未廣。 
 68 ［明］黃景昉撰，《國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鑑堂彙鈔》抄本，1997）。
分記各朝人物及閩事，節錄明朝國史舊文，並提出見解，對於嘉靖、隆慶以來的社會經

濟與民情風俗研究，頗有價值。 
 69 ［清］談遷，《國榷》（臺北：鼎文，影印本，1978）。談遷生於明末，對萬曆以後的

明代歷史非常注意，遍搜當時的邸報、公文、方志及遺民著述，取其可信者，載入本書，

所以本書保存大量的明代史料，為其他史書所莫及。但是該書敘事過於簡略，有時前後

內容失於照應，為其不足之處。 
 70 ［清］夏燮，《明通鑒》（長沙：岳麓書社，1999）。《明通鑒》按年紀錄明朝歷史，

費時二十年，廣采野史數百種，因而保存了豐富的史料，反映了明代典章制度、政治情

況、手工商業、賦稅、鹽政、漕運等各方面發展情況，內容相當詳細。但是敘事過於龐

雜，有時內容失真，為其不足之處。 
 71 ［明］張鹵撰，《皇明嘉隆疏鈔》（明萬曆刊本，22卷，附萬曆新例6卷，共28卷）。本
書專錄嘉靖、隆慶兩朝臣僚奏疏，分三十七類，四百餘篇，為瞭解兩朝的政治、經濟、

文化和社會風尚等提供了重要資料。 
 72 ［明］陳子龍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北：國聯出版社，明崇禎間平露堂刊本，1964）。
本書總結明代兩百多年對於經世事務之奏疏、尺牘、雜文，涉及禮儀、宗室、諫諍等方

面，對研究明史有很高價值。 
 73 ［明］張璁，《諭對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成》集部第77冊（臺南縣：莊嚴
文化，據明萬曆三十七年蔣光彥等寶綸樓刻本影印，1996）。本書為嘉靖皇帝與張璁之

奏對，藉此以見嘉靖皇帝與張璁對大禮議之說法。 
 74 ［明］王世貞，《嘉靖以來內閣首輔傳》（北京：中華，四庫全書珍本，1991）。本書
記錄世宗、穆宗、神宗三朝閣臣事蹟，敘述詳細，可參作對嘉靖以降政治情況之重要著

作。 
 75 ［明］李贄撰，《續藏書》（臺北：臺灣學生，影印本，1974）。本書專錄神宗以前的

明代人物，按作者自身觀點分為14類，對於人物描寫相當詳細，值得參考。 
 76 ［明］沈德符撰，《萬曆野獲編》。本書記載多樣化，以萬曆時期為主，材料極為豐富，

為研究明代歷史之重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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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將《世宗實錄》與各項資料進行綜合式文本分析，重新探討隱含

於大禮議的政治符號與重構後的儒家經典詮釋，觀察政治文化將如何隨著經典

詮釋重構而發生變化，進而強化了皇權的正當性。 

其次，參考《世宗實錄》、《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通鑒》等史書，

將各書對大禮議事件的敘事手法與史家評論加以綜合列表，再分析嘉靖朝以降

的士人們對大禮議事件的史料來源與歷史解釋，觀察儒家經典與政治符號如何

被重構成新型態的政治文化，進而瞭解士人們會隨著自身所處的政治結構、社

會環境與思想文化去改變對歷史事實與人物臧否的切入點。 

最後，透過比照明代時人各自對大禮議事件解釋的差異，以分析嘉靖朝和

以降各朝所使用的政治符號會如何被重構，重構後的政治符號又如何影響權力

分配的結構，從而瞭解政治符號、儒家經典與政治權力之間的互動作用，揭示

各朝代的傳統政治文化如同兩面刀，可能具有對權力重新分配的功能，亦有反

過來限制權力擴張的效用。 

(四) 章節安排 

基於以上的研究方法與提出的問題，本文在章節的安排上，除了緒論與結

論之外，將分為四章。筆者將依照時間順序，以現實的政治權力情況為論述的

基礎，而各種不同的政治符號與思想意識形態，則在時人對話的脈絡中夾為論

述，以避免大而無當的疏漏。基於前人對於大禮議引發的政治史已有相當的研

究成果，故將焦點集中在「權力、禮制與政治文化」的概念之上，說明「禮」

與「政」的關係，並觀察嘉靖朝的政治生態，分析大禮議所帶來的權力變化，

以瞭解名分禮秩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 

第一章主要敘述「大禮議」的演變過程、禮儀爭論及政治衝突，著重說明

議禮雙方的主張，釐清兩種議禮方案的禮意差異處，並觀察嘉靖朝在「左順門

事件」後的權力重組，以瞭解「大禮議」對嘉靖初年政治生態的影響。 

第二章從《獻皇帝實錄》到《明倫大典》頒佈過程、內容解釋及文化影響

的層面，討論《獻皇帝實錄》與《明倫大典》在政治上的意義，對當權派掌握

話語解釋權的重要性，皇權與話語解釋權之間的關係，及皇權中「私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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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擴張的結果。並透過《明倫大典》對名分禮秩問題的討論，瞭解張璁等人

的態度，觀察他們如何調整天理與人情的衝突，批判「濮議論」的經典依據，

補強「人情論」的理論缺口，進一步將「人情論」建構一套完善的理論體系，

強化大禮議的正當性基礎。最後將依據本文〈附錄二〉的考訂結果，討論《明

倫大典》對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影響範圍。 

第三章則先觀察嘉靖皇帝如何廣採儒家經典與歷史舊例，以恢復洪武祖制

為名，大規模更定國家禮制的過程。再分析嘉靖朝君臣對更定禮制的態度、內

容討論及爭論焦點，以瞭解嘉靖朝君臣關係、朝廷內的權力更迭、禮制的象徵

意義及國家禮制與政治權力的關連性。尤其著重討論禮制改定的政治意涵，釐

清各種禮制改革的理論基礎，進而解析嘉靖朝更定禮制所隱含的政治文化意

義，說明大禮議雖達成了皇權重塑的目的，卻造成了名分禮秩崩壞的危機，使

皇權流於私化，因而破壞朝廷原有的權力分配原則。 

第四章則先從身份原則探討大禮議的政治文化意義，說明名分原則在中國

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以解釋皇權的正當性基礎實來自名分禮秩的合理安

排。再觀察「人在制度中的身份」，分別從皇帝、內閣與言官三種角色來討論

為君者的職分、人情天理與公私義利之辨及臣對君的「忠」倫理等問題，並兼

顧嘉靖朝內閣首輔權力擴張、內閣與言官的對立及結黨風氣肇始的現象，企圖

解釋明代君臣時有衝突的內在政治文化因素和外在政治結構因素，以說明大禮

議的政治文化意義。 

附錄一為明代諸帝系表，以表格和圖片的整理去說明明代帝系諸帝姓名、

生卒年、廟號、在位大事簡述及君統與宗統轉變的情形。 

附錄二為與大禮議相關史料的整理與考證，以七部史書為範本，對大禮議

的記載進行列表式彙整，按時間順序排列，並考訂時間、人名及史事，冀能清

楚釐清大禮議發展的歷史事實。 

附錄三則根據附錄二的考證，針對七部史書中有關「大禮」的論述，進行

史源考訂，證明《明倫大典》對明代史家的影響效力，解釋史家將隨著政治環

境、社會背景及思想文化的變化，隨時變易他們評論史事的觀點。而明代大禮

議正是一個明顯的案例，值得我們再綜合史家對大禮議的評論變化，予以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