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禮學 

    所謂「禮」，本指古代人們的日常生活規範以及名物制度，因其影響人倫日

用，故也是古代貴族和士人必修的課程，亦是封建王朝維持其社會秩序的工具。

隨著西周王朝的崩解，典藏於中央的禮、樂逐漸散失，孔子乃廣收流落於周、魯

等各地的周代禮儀，定為教材以傳授門徒1，就形成了最早的禮經─《儀禮》。至

戰國時代2，則有學者參照西周王室典藏史料，並增入自己的設想，擬出一部專

論周代政治制度的書─《周禮》，至西漢時由河間獻王購得，獻之朝廷，然〈冬

官〉已亡，遂取〈考工記〉補入3，王莽時立古文《周禮》博士，遂取得「經」

之地位。至於《禮記》，一般指四十九篇《小戴禮》，乃是由先秦至漢初儒者學習

《儀禮》之時，對經文的闡述或發揮己見的補充資料，非一時一人之作，至東漢

鄭玄為其作注，其地位因此提高，至唐代更取得「經」的地位。 

唐代將《儀禮》、《周禮》、《禮記》皆立於經，號稱「三禮」，成為禮學研究

的中心，而鄭玄的三《禮》注也成為後世治《禮》必讀之經注，戴震即云：「鄭

康成之學，盡在三《禮》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4足見鄭玄之禮學已受

到學者公認，地位不在《春秋》三傳之下。另外，漢代亦有儒者輯錄八十五篇釋

《禮》之「記」，名曰《大戴禮》，亦可補三《禮》之不足，宋人史繩祖更主張增

併《大戴禮》為「十四經」。故後世治《禮》之學者，三《禮》之外，亦須留意

                                                 
1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禮樂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禮，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禮吾能言之，杞不足徵也；殷禮吾能言之，宋不足

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2 關於《周禮》之成書時代，歷來說法不一，有說為周公所作，或為劉歆偽造，皆不可信。梁啟

超《古書真偽及其年代》以為「必為戰國末至漢初人」，洪誠《孫詒讓研究》以為「成書最晚不

在東周惠王後」，劉起釪《古史續辨》以為《周禮》初步成于春秋，然「全書的補充寫定當在戰

國時期」。綜觀以上各家，以成於戰國時代為宜。 
3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云：「河間獻王時，有李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按：即〈冬官〉)
一篇，乃購千金不得，取〈考工記〉補之，獻於朝。」 
4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集，1936 年)，附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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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禮》。 

戴震極為重視禮學，嘗云：「為學須先讀《禮》，讀《禮》要知得聖人禮意。」

5又云：「古禮之不行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不可不講也；況冠、婚、喪、祭之

大，豈可與流俗不用禮者同。」6可見東原以為士君子為學須先研讀禮書，因其

中蘊含古聖賢之意。 

戴震考釋禮學之作，今存有《考工記圖注》二卷、《中庸補注》一卷、《深衣

解》，以及《文集》所收錄之單篇有關禮學論文，如：卷一〈周禮太史正歲年解〉

二篇、〈大戴禮記目錄後語〉二篇，卷二之〈明堂考〉、〈三朝三門考〉、〈記冕服〉

等十七篇論名物制度之文，卷三之〈與盧侍講召弓書〉、〈再與盧侍講書〉，卷七

之〈釋車〉、〈旋車記〉、〈自轉車記〉，卷九之〈與任孝廉幼植書〉、〈答朱方伯書〉，

卷十之〈考工記圖序〉、〈考工記圖後序〉，卷十一之〈序劍〉、〈代程虹宇為程氏

祀議〉、〈鄭學齋記〉等。其次，《經考》、《經考附錄》卷四亦收錄四十六篇論禮

之文，其中十九篇有按語，乃東原早年研究禮學之心得札記。再者，東原晚年在

四庫館從事校定禮學之作，如《儀禮釋宮》、《儀禮集釋》、《儀禮識誤》、《大戴禮》

等，皆其精心校勘考正者，段玉裁云：「《儀禮》、《大戴禮》二經古本，薶蘊已久，

闡發維艱。先生悉心耘治，焚膏宵分不倦。至於身後，館臣乃以《大戴》、《方言》

二種進呈。」7又東原亦有《儀禮考正》、《葬法贅言》、《大學補注》等論禮之作，

已佚，今未見。 

另外，算數之學，亦為古代禮學之一，《周禮‧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六藝：一曰五禮，二曰六樂，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六書，六曰九數。」

鄭眾注：「九數，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不足、旁要。

今有重差、夕桀、句股也。」則「九數」自古為士人所習之「六藝」之一，算數

                                                 
5 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集，1936 年)，
附錄。 
6 參見戴震〈答朱方伯書〉，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7 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集，1936 年)，
附錄。 
 

 235



之學可說是經學的基礎學科。東原早年即用心於算數之學，如二十二歲即作成《策

算》一書，乃介紹西洋納皮爾算籌進行乘除和開平方等方法，略取《周易》、《考

工記》、《漢書律曆志》等經史中有資於算數之例，以提供研治算學者之用。又如

三十三歲時作成的《句股割圜記》一書，更是東原最完整、篇幅最長的算學著作，

其書主要在以中國傳統的句股弧矢、割圓術為立法根據，推演三角學的基本公

式，以求中西算學之會通。東原五十一歲至四庫館參校《四庫全書》時，更用了

四、五年的時間，校定《九章算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

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緝古算術》、《數術記遺》

等算經十種，均有提要說明，對發掘保存中國古代算數之學貢獻極大，也喚起了

學者重新注意中國傳統數學之成就。 

綜觀戴震禮學，遍及三《禮》及大戴禮，深入文字訓詁、名物制度、曆法歲

時、數學算法、禮治思想等各層面，其中頗有改正前人誤說，釐清歷來紛擾禮學

難題者，並能提供後學研治禮學之助。今就其禮學之大要，分述於以下各節。 

第一節、 名物制度 

一、《考工記圖》 

    《考工記》原不屬於《周禮》，至西漢始附入，然亦先秦古書，郭沫若云：「《考

工記》無疑是先秦古書，且看那開首的〈敘記〉裡說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

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可知時已不屬於西周，而書亦非周人所作。又說到

『鄭之刀，宋之斤，魯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良』；鄭、宋、魯、

吳、越等國入戰國以後都先後滅亡，其技藝亦早已『遷乎其地』；可知這所說的

還是春秋時代的情形。……再看書中所用的度量衡多是齊制，如〈冶氏〉為殺矢

的『重三埦』，埦據鄭玄注即東萊稱重六兩大半兩(大半兩即三分之二兩)的環；

如〈栗氏〉為量的釜豆等量名都是齊制。……據此我們可以斷定：《考工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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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年間的齊國的官書。」8可見《考工記》雖非西周之制，然也非晚至戰國，

最遲應在春秋、戰國之際成書。 

    《考工記》乃記古代工匠之事，凡攻木之工七、攻金之工六、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玉石工)五、搏埴之工(陶工)二，分別記述各種生產工具、

兵器、交通工具、飲食用器、樂器以及各種建築物的設計和製造工藝，是當時一

部有關手工業製造的科學技術知識的匯編，反映出春秋戰國時代的科技工藝文

明。《考工記》歷來之注疏，以鄭眾、鄭玄以及賈公彥、孔穎達等人為主，然一

來對於各種古代器物僅止於文字敘述，且亦頗有訛誤；二來雖亦有學者繪製禮

圖，然或失傳或疏略，皆令學禮者深感困惑難讀，戴震乃廣收旁要，輔翼鄭學，

以推求古制，遂作《考工記圖》，其云：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裡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 

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為圖者，又往往自成詰詘， 

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即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 

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 

疏舛。同學治古文詞，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 

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奧曲。鄭氏注善矣，茲為圖，翼贊鄭學， 

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圖傅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9

    因此，其書是以補正舊圖、考究經注為出發，將《考工記》中禮樂諸器、車

輿、宮室、兵器、食器等古器物制度，詳考其記文及各家注疏，對部分訛誤之處

予以糾謬補充；又繪製五十九幅古代器物簡圖，圖中注明尺寸、部件，使從事此

學者能有所依據，而解除疑惑。 

    至於此書的成就與價值如下： 

(一)、考明古器之制 

                                                 
8 參見郭沫若《十批判書》之〈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郭沫若卷》(石
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6 年 8月)，頁 543-544。 
9 參見戴震〈考工記圖序〉，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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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詳考《考工》諸器，尤詳車制，錢玄云：「《考工記圖》中關于車制，特

別詳盡。將車子分成若干部件，分別繪輪、轂、輻、蓋弓、輿、輈、衡、軸八張

圖，並繪一張車的全圖。這種制圖的方法是比較合乎科學的。」10例如古代戰車

上插有旌旗，旗之正幅曰「縿」，又有撐開旌旗旗幅的竹竿，其形為弓，稱為「弧」，

弧外又有保護的衣袋，稱為「韣」，《考工記‧輈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注：「〈覲禮〉曰：『侯氏載龍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

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行，有毛目。此云枉

矢，蓋畫之也。」 

按：枉矢即弧矢星也，共有九星，位於天狼星東南，《史記正義》云：「弧九

星，在狼東南，天之弓也。」鄭注云：「此云枉矢，蓋畫之也。」鄭玄未說畫弧

矢星於何處，唐賈公彥《周禮正義》云：「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幅非弦，

不可著矢，以畫於縿上也。」賈氏以為畫弧矢星於縿幅上，戴震《考工記圖》則

云：「畫矢於韣」
11，又云：「交龍鳥隼之屬，皆畫於縿」12，是戴震以為弧矢星乃

畫於韣上，而非縿幅上，蓋縿幅上已畫有交龍鳥隼之屬也。孫詒讓《周禮正義》

亦云：「案：賈、戴二說不同，未知孰得鄭旨。今依金榜說，旞旌即日月為常等

七旗而注羽，則縿上自各有正章，不得復畫枉矢以混廁其間，戴說於經義較合也。」

13因此，戴震之考究，應較賈公彥說為長，符合《考工記》弧韣之制，也能補鄭

注之不足。 

又如辨輈、轅之制【參見附圖一】，蓋《考工記‧輈人》云：「輈人為輈」，

鄭注：「輈，車轅也。」《說文‧車部》：「輈，轅也。」「轅，輈也。」《方言》：「轅，

楚、衛之間謂之輈。」皆以為輈、轅為同物異名。戴震則以為二者有別，其《考

工記圖》云：「小車謂之輈，大車謂之轅。人所乘欲其安，故小車暢轂、梁、輈，

                                                 
10 參見錢玄《三禮通論》(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年 10月)，頁 66。 
11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341。 
12 同上注。 
13 參見孫詒讓《周禮正義》(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月)，頁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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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車任載而已，故短轂直轅。此假大車之轅，以明揉輈使撓曲之故。」14自戴氏

辨輈、轅之制，後學多從之，如王宗涑《考工記考辨》云：「析言之，曲者為輈，

直者為轅。小車曲輈，一木居中，兩服馬夾輈左右。任載車直轅，兩木分左右，

一牛在兩轅中。」《說文》云：『輈，轅也。轅，輈也。』渾言之也。」15孫詒讓

《周禮正義》云：「案：小車曲輈，此輈人所為者是也；大車直轅，車人所為者

是也。散文則輈轅亦通稱。」16錢玄亦云： 

輈與轅有別。轅用于大車，輈用于小車。大車為載貨物之車，駕一牛，左 

右兩轅，轅形直。小車為乘車、兵車，駕兩馬或四馬，祇用一輈，其形穹 

隆而曲，兩馬在輈旁。輈亦曰軒轅，軒言其隆起而高。亦曰梁輈，言其如 

橋梁。輈於前端以束纏之，凡五束，曰楘。《詩‧秦風‧小戎》：「五楘梁 

輈。」毛《傳》云：「一輈五束，束有歴錄。」歷錄，文采分明。古行軍 

或田獵時，如須止宿於野，每列車作屏藩，出入之處，豎置兩車，以轅為 

門，故稱轅門。《史記‧項羽本紀》：「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
17

    因此，可見戴震考釋《考工記》器物的成果，已得到學者的認同。 

(二)、正補鄭注之失 

    鄭玄《三禮注》，向稱精善，多為後世治《禮》者所宗，然亦有部份訛誤者，

戴震乃加以補正，例如《考工記‧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眾云：「軓，

謂式前也。書或作　。」鄭玄注：「玄謂軓是。　，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

式之所尌，持車正也。」蓋先鄭以為軓通　，皆車軾之前也。後鄭則以為軓書作

　乃取法正之意，軓乃車輿三面弇版所樹立者，而非單指軾前之弇版。戴震則考

辨云： 

      式前謂之軓。〈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故書軓為範，杜子春云：『軓 

當為𠕇。』」𠕇，謂車軾前也。⋯⋯〈少儀〉：「祭左右軌範」，注：「《周禮‧ 

                                                 
14 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340。 
15 參見《續經解三禮類彙編》二冊，頁 1005-1067。 
16 參見孫詒讓《周禮正義》(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月)，頁 3205。 
17 參見錢玄《三禮通論》(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年 10月)，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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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邶風》：「濟 

盈不濡軓」，毛《傳》曰：「由輈已上為軓」，今《詩》軓作軌，以合韻改 

之也。《說文》：「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 

今《周禮‧大行人》作前侯，又訛為疾，與《說文》所引不同。軓與輢皆 

輿揜版，輢之言倚也，兩旁人所倚也。軓之言範也，範圍輿前也。後鄭說 

誤，辨見前。18

    按：古代車輿前之橫木曰「軾」，「軾」與「輈」相連之板稱為「軓」，而車

輿左右兩面之板稱為「輢」，輢上之橫木稱為「較」，輢兩邊縱橫相貫之欄木稱為

「軹」【參見附圖二】。戴震考究軓、輢有別，軓可通「　」，　即範也，故軓之

言範，範圍輿前也，此說合於實物，清楚地辨正鄭玄「三面之材」之誤也。故《說

文》：「軓，車軾前也」，段玉裁注：「戴先生云：『車旁曰輢，式前曰軓，皆揜輿

版也。』軓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軓。」段氏引戴震之說為證，足見此說甚

確也。又戴震推測繪製之古代車輿圖，亦合於出土之實物【參見附圖三、四】。 

    又如古鐘之制，《考工記‧鳧氏》云：「鳧氏為鐘，兩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

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

之鉦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鄭玄注： 

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 

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為脩，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 

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 

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 

為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為長短大小也。凡 

言間者，亦為從篆以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 

    戴震則云： 

      銑與鉦之脩也。古鐘體羨而不圜，故有脩有廣。橢圜，大徑為脩，小徑為 

                                                 
18 參見戴震《考工記圖‧釋車》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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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以舞脩六廣四例之，脩十者其廣六又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一。 

鐘體下大上斂，銑之脩廣，據銑下鐘口也。鉦之脩廣，據鉦下界於銑鼓之 

處，當鐘體之半也。銑間、鼓間，同為鐘體之下半。銑以兩旁言，鼓以中 

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鐘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舞者， 

鐘體上覆。其脩六，是為橢圜大徑。其廣四，是為橢圜小徑。鐘之羨宜準 

此為度矣。19

    戴震更駁鄭玄之說云： 

      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 

鐘或無鉦間。」既為圖觀之，直知其說誤也。句股法，自銑至鉦，八而去 

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去二。銑為鐘口，舞為鐘頂。《記》曰銑、曰鉦 

者，徑也；曰銑間、曰鼓間者，崇也；曰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 

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間因銑、鉦、舞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 

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為圖者矣。
20

    按：古鐘之制，如【附圖五】，鄭玄誤以銑十為鐘口之橫徑，鉦八為鉦之橫

徑，銑間八為鐘體下半之直徑，又誤以鼓間為鼓之直徑，舞脩為鐘體近頂處之橫

徑，亦誤鐘分三體，鉦上別有舞，凡此皆不合經義。東原則辨正鄭誤，以舞之廣

脩為鐘頂平體縱橫之度，古鐘本無舞間而有鉦間，鄭誤以舞為鐘直體之一，故據

鄭說，有難為圖也。程瑤田、孫詒讓亦同意戴氏之說21，於此有辨正鄭注之功也。

戴震又云：「《考工記圖》既成，後來乾隆某年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說合。」22足

見東原說鐘之制，合於出土實物也。 

(三)、開創後學之風 

                                                 
19 參見戴震《考工記圖》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361。 
20 參見戴震〈考工記圖後序〉，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461-462；
本文亦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21 參見孫詒讓《周禮正義》(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月)卷七十八，頁 3266-3277。 
22 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期，1936 年)，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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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禮之圖，最早見洪适《隸續》載東漢碑刻《六玉圖》，其後鄭玄、阮諶等

人續有禮圖，至宋代聶崇義撰《新定三禮圖》，並加集注，禮圖之制始稍具其形，

然其註解多疏舛。另外，宋人楊復亦著《儀禮圖》十七卷，繪制 205 圖，並有簡

注，然亦粗略。至清代戴震，感舊禮圖之疏略，尤以《考工記》諸器物圖注多所

舛誤，乃整理前說，雖以鄭注為主，然亦時加補正，禮圖之制始稍完備。 

    與戴氏同時的學友程瑤田，嘗讀戴震《考工記圖》，其後乃撰作《考工創物

小記》，其書繪製 130 餘圖，並能廣收出土古代器物與之印證，故比戴氏之書更

勝一籌。其後，阮元《考工記車制圖解》、王宗涑《考工記考辨》、黃以周《禮書

通故‧名物圖》等書，均受戴、程之影響，對於考工諸器作深入之研究，陳澧乃

云：「《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戴東原，復為之圖，有草創之功。

阮文達、程易疇，治之益精，為古人所不及。其最精者，車人之事。」
23最後，

孫詒讓撰《周禮正義》，集各家之大成，其中關於考工諸器之考釋，亦頗多採用

戴震之說。 

二、明堂考 

    古代有所謂「明堂」之制，乃古代執政者進行祭祀或處理政務之處，夏曰世

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周禮‧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屋，堂脩二七，

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

屋。周人明堂，度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北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注：「世室者，宗廟也。……堂上為五室，象五行也。……重屋者，王宮正堂

若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此言明堂有五室，然《大戴禮‧明堂》云：「明堂者，

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六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此則以明堂有九室。《禮記‧明堂位》：「天子居青陽左个」，其制乃分東

                                                 
23 參見陳澧《東塾讀書記》(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年 6月)卷七，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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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陽、西總章、南明堂、北玄堂、中太廟或太室等五堂，除太廟外，其餘四堂又

可分左个、右个、太廟三室，如此乃成五堂十二室之制。因此，明堂之制似乎甚

為分歧，未有定論。戴震乃詳考「明堂」之制云： 

      明堂法天之宮，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 

    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  

    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 

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 

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 

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 

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 

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 

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 

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 

無房，宜也。
24

    按：戴震認為明堂除一正中太室外，可分青陽、總章、明堂、玄堂等四堂【參

見附圖六】，似乎近於《禮記‧月令》之說法。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亦贊同

明堂為四堂一太室之制，以為《大戴禮》九室之說乃秦制25。然而，近年來出土

的西周宮室遺址則推翻了戴、王之說，據出土的岐山鳳雛西周甲組宮室基址26【參

見附圖七】，王恩田、尹盛平認為乃西周王室所有27，觀其形並未有五堂之制，

而是由南而北，依序為門、庭、堂、室四個部分，兩旁再圍繞著廊廡、廂房等，

其正中的堂，即為太室28，乃宮室主體，亦為祭神祭祖之處，應相當於《禮記》

                                                 
24 參見戴震〈明堂考〉，收入《戴震文集》卷二。 
25 參見王國維《觀堂集林》(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12月)卷三，頁 125。 
26 參見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 年 10期。 
27 參見王恩田〈陜西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初探〉，《文物》1981 年 1期。尹盛平〈周原西周宮室
制度初探〉，《文物》1981 年 9期。 
28 如杜正勝云：「『堂』之名晚起，堂字未見於甲骨和金文，但殷商與西周文獻有『大室』。西周

冊命彝銘通例稱王在某宮，旦格大室，以行策命典禮，也有逕稱在某大室的，此『大室』即是某

宮主體建築，也就是後來的堂。」(見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北：允晨文化，1992 年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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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說之太室，但絕無其他四堂之制。錢玄亦云： 

      關於明堂之形制，如九室五室之辯，堂室之分，戶牖之繁，脩廣之數，眾 

      說淆雜，難以考定。凡此皆系秦漢間推衍陰陽五行之說，侈言其制，逞臆 

區劃，形如棋格，在先秦非必實有此類建築。先秦明堂、宗廟、王寢三者 

似應同制，亦即明堂應同於《儀禮》中所述，其正屋僅有南向一面堂室之 

制。29

    雖然東原以明堂為四堂一太室不合西周制度，不過，東原言明堂乃採前堂後

室，有夾30，有个31，則符合西周宮室遺址之實況。 

三、深衣考 

    所謂「深衣」，乃古代衣裳相連之服飾，其衣裳滾邊有采飾也，乃諸侯、大

夫、士燕居之服，亦可為庶人之吉服【參見附圖八】。《禮記‧深衣》鄭玄注：「深

衣者，連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穎達《正義》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

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餘

服則上衣下裳不相連，此深衣衣裳相連，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戴震詳考「深衣」之制云：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以采者；素純 

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 

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缟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 

螈緣」，鄭氏以為「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 

                                                                                                                                            
頁 181。) 
29 參見錢玄《三禮通論》(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年 10月)，頁 185。 
30 戴震云：「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兩頭，故曰夾也。』」《儀禮釋宮》云：「堂

之東西墻謂之序，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皆以夾為夾室。江永則以為所夾者堂，不

可謂之夾室，其《增註》云：「按序外之室，《儀禮》及〈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

蓋此處所夾者堂，不可謂之夾室。注疏或有言夾室者，因〈雜記下〉釁廟章及《大戴禮‧釁廟篇》

而誤耳。……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釁廟不可遺，先儒讀者誤連之，

則事神之室胡獨不釁？而序外夾室之處謂之夾室，亦名不當物矣，當正其名曰東夾、西夾。」按：

夾之意，以江永之說為宜。 
31 《左傳‧昭公四年》杜注：「个，東西箱。」箱通廂，故廂房謂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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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為人子者，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 

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 

衣裻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尺，是其度也。長衣、中衣 

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圍二尺四寸。 

規胡下剡衣之幅。《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胡下也，剡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 

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 

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 

為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 

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 

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綼，裳下緣謂之緆，與純袂廣各寸半。
32

    按：戴震言「深衣」之制，甚為詳盡，並據鄭注分析深衣、中衣、長衣之異，

亦頗明確。戴震嘗與江永相與問學，有關「深衣」之制，亦頗有與江永《深衣考

誤》同者，如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此意或得自永者，如戴氏曾作

〈江慎修先生事略狀〉云： 

      後儒為《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 

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 

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 

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 

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 

邊若今曲裾也。」33

    由此文可知戴氏「深衣」之考，部分內容實受江永之啟發也。 

                                                 
32 參見戴震〈記深衣〉，收入《戴震文集》卷二。 
33 收入《戴震文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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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字訓詁 

一、軓、軌、軹、　考辨 

戴震考釋禮書文字，發現其中頗有訛混難辨者，例如「軓」、「軌」、「軹」、「　」

四字禮注多混同，戴震詳考之云： 

  《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軓。」鄭注曰：「故書軹為𠕇，軓為軌。」 

杜子春云：「𠕇當為軹，軹謂兩　也。」「軌當為軓，軓謂車軾前也。或讀 

𠕇為簪筓之筓。」震謂𠕇讀如筓，是也。杜君改為軹，與輢內之軹，二名 

溷淆，非也；以　釋轂端之𠕇，亦非也。後代字書，併𠕇字無之。《考工 

記‧輈人》：「軓前十尺」，鄭注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軓 

謂式前也，書或作𠕇』，玄謂𠕇是𠕇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 

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　頭 

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 

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式前也，從車凡聲， 

音犯，車　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孔沖遠於此亦曰：「〈少儀〉 

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軓，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 

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軹也。」孔君 

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為定。34

    按：《周禮‧大馭》：「右祭兩軹、祭軓」，鄭注：「故書軹為　」，則「軹」當

為「　」字之誤，「　」乃車輪之轂末，經書多誤作「軹」，如此則與「輢」內縱

橫相貫之欄木之「軹」相混，宜加辨正。《考工記》：「六尺有六寸之輪，軹崇三

尺有三寸也。」鄭注：「玄謂軹，轂末也。」戴震考辨云：「轂末之軹，故書本作

　，讀如簪筓之筓。轂末出輪外，似筓出髮外也。」35又云：「轂末小釭謂之　。」

所謂「釭」，《說文》：「釭，車轂中鐵也。」《釋名》：「釭，空也，其中空也。」

                                                 
34 參見戴震〈辨詩禮注軓軌軹　四字〉，收入《戴震文集》卷三。 
35 參見戴震《考工記》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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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與「　」有別，「　」為軸末，兩　則在　外，故杜子春以　當兩　，

誤也。「　」之部位，乃車輪之轂末內穿，見圖，與輢內之「軹」有別，經注混

淆「　」、「軹」二字，遂使一車有兩處同名而異實之部位，學者又以「軹」代「　」，

於是經書、字書不復有　字矣。 

    又「軹」亦與「軌」相混，如《禮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此與《周

禮‧大馭》：「右祭兩軹、祭軓」當為同一事，范與軓聲同，軌、軹則明顯不同，

蓋「軓」乃軾前之揜輿版，「軹」為輢內交錯之欄木，二者皆為車輿之部件，宜

一同為祭也。至於「軌」乃車轍，乃車輪輾過之痕跡，與軓、軹關係甚遠。因此，

〈少儀〉「祭左右軌范」，「軌」當是「軹」之誤也，故孔穎達《詩正義》云：「其

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軹也。」又因「軌」、「軹」相混，「軹」又代「　」為

字，「　」又被誤釋作軸末之車　，《經典釋文》乃誤以「軌」為車　頭也。 

    「軌」既非車　頭，而是車轍，則《詩‧邶風‧匏有苦葉》：「濟盈不濡軌」

毛《傳》：「由輈以上為軌」，鄭《箋》：「軌，舊龜美反，謂車　頭也，依《傳》

意，直音犯。」蓋毛《傳》誤混軌、軓為一字，故云「由輈以上為軌」，實則「由

輈以上為軓」也，〈匏有苦葉〉「軌」應是車轍也，與「軓」無關。故戴震辨毛《傳》

之誤云：「震謂：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韻考之不合。疑漢時軌軓二字譌溷莫辨，

毛君讀此詩，豈聲從軌而義從軓，誤併二字為一歟？」36

    最後，戴震總結云： 

      《詩傳》誤溷同「軌」、「軓」二字，《禮》注誤溷同「𠕇」「軹」「軌」三 

字，而軌字遂有車𠕇頭之說，謬也。「軓」者式前，「軌」者車轍，「軹」 

者車軨，「𠕇」者轂末，「𠕇」者軸末，治其名，詳其制，庶可以正譌文交 

錯，謬說因循矣。37

    按：戴震辨正《詩傳》、《禮注》混淆軓、軌、軹、　四字，不僅有釐清名物

制度之功，且對於四字確實的文字意義，有析明古訓之助，此可說是由訓詁名物

                                                 
36參見戴震〈辨詩禮注軓軌軹　四字〉，收入《戴震文集》卷三。 
37 參見戴震〈辨詩禮注軓軌軹　四字〉，收入《戴震文集》卷三。  

 247



考究文字本義的最佳典範。 

二、鍰、　考辨 

    「　」音刷，乃古代度量名，古字亦通率、選、撰、饌，《周禮‧考工記‧

冶氏》云：「戈廣二寸，⋯⋯重三　。」鄭司農云：「　，量名也。讀為刷。」戴

震考之云： 

      《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平準書〉 

「白選」，《索隱》曰：「《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 

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蕭望之列 

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 

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𠕇。」
38

    戴震又云：「　，讀如刷，六兩太半兩。率、選、饌，其假借字也。」39三分

之二為太，一　則為六又三分之二兩。 

    至於「鍰」，古書多以為與「　」同，如《說文》：「鍰，　也，從金爰聲。」

《周禮‧冶氏》鄭注：「今東萊稱或以太半兩為鈞，十鈞為鍰(按：原誤作環)。

鍰重六兩太半兩，鍰、　似同矣。則三　為一斤四兩。」《漢書》顏師古注：「字

本作　，　即鍰也。」《書‧呂刑》孔穎達《正義》引馬融注云：「　，量名，當

與〈呂刑〉鍰同。」因此，馬、許、鄭等漢人注疏多認為　、鍰二字義同也。然

而，戴震則不以為然，其云：「鍰、　篆體易譌，說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鍰』

讀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其假借字也。『　』讀如刷，六兩大半

兩，『率』『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兩，三　而成二十兩。」

40因此，戴震以為「鍰」、「　」二字有別，鍰小而　大，「鍰」讀如丸，《周禮‧

考工記‧冶氏》：「冶氏為殺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　。」「　」即是

                                                 
38 參見戴震《考工記》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354。 
39 同上注 
40 參見戴震〈辨《尚書》《考工記》鍰　二字〉，收入《戴震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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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之假借字也。 

    古文字學家唐蘭亦認為「鍰」、「　」二字不同，其云： 

      「爰」是鍰的原始字，是上下兩手授受一塊銅餅的形狀。銅餅畫成橢圓形 

的點，也可以畫成空心的圓圈，所以大孔的玉璧和門環叫做瑗和鍰，正因 

為這圓圈和璧字、環字中的圓圈是一樣的。古文字對這種圓圈，有時用帀 

字來代替(如衛作衞)，所以《虢季子白盤》的爰字寫作  ，後來把不字寫 

得像  (于)字，就是小篆的   字。有些人把爰字釋作𠕇，是錯的。𠕇字 

原作   ，是捋的原始字，與爰字來源不同。但由于戰國時爰字或變成  ， 

兩字就很難分別，所以漢人常以鍰𠕇為一。41

    戴震既以「鍰」讀如丸，通「　」，則以為《考工記‧弓人》「膠三　」，「　」

字當為「鍰」，一弓之膠為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又以「　」讀如刷，通

「率」、「選」、「饌」，以為《書‧呂刑》「其罰百鍰」，「鍰」字當為「　」。然而，

唐蘭則以為爰字本像授受銅餅，銅的重量應作爰，古書上罰多少鍰的字也只作鍰

字，故唐蘭認為戴震說罰鍰的鍰應作　，〈弓人〉的　應作鍰，其說甚誤也42。二

者孰是孰非，尚俟辨正，惟「鍰」、「　」二字古代原本有別，應可確定。 

第三節、 曆法歲時 

    戴震嘗撰〈周禮太史正歲年解〉二篇，闡明《周禮‧春官‧太史》「正歲年

以序事」之義，其云：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太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 

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 

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 

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為 

                                                 
41 參見唐蘭〈陜西省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收入《唐蘭先生金文

論集》(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年 10月)，注 16，頁 203。 
4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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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為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 

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 

周為四月；繫仲秋者，周為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 

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 

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 

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 

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 

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 

禮》有之，其為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 

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 

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43

    按：《周禮》之「太史」一職，掌歷日天時之書，並「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使天下臣民知所遵循。另有「馮相氏」一職，「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

辰、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敍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

四時之敍。」鄭注：「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辰、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

候。」孫詒讓云： 

《爾雅‧釋詁》云：「會，合也。」謂推歲日月辰星宿五者所在次度，合 

而課之，以推時之早晚，為行事之候，若後世推步家所為。《大戴禮記‧ 

曾子天圓篇》云：「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 

謂之厤。」44

    因此，「馮相氏」乃依據日月星辰以及春夏秋冬四時，以推步之法算出合於

民用之曆法，其功能相當於後代之推步家及曆法家。《周禮》又有「保章氏」之

職，「掌天星，以志星辰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則保章氏乃

                                                 
43 參見戴震〈周禮太史正歲年解一〉，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44 參見孫詒讓《周禮正義》(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月)，頁 2107-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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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日食、月食等天象變化，以為人事吉凶之依據，其功能頗類後代之星相家。如

此，戴震以為「馮相氏」掌曆法，「保章氏」掌星象之變，與「太史」有別，故

「正歲年以序事」非指觀象推步之事也。 

    戴震引《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年。」證明〈太史〉「正歲年以序

事」，所正之「歲年」即謂夏歲、周年。蓋夏歲得天，合於農時，故民間多用之。

周改正朔，官府則用周之紀年。故周代實兼用夏、周兩種曆法。周之正月，相當

於夏之十一月。戴震又引《周禮》本經為證，〈凌人〉：「凌人掌冰正，歲十有二

月，令斬冰。」此「歲」即用夏時。按：據日人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研究》一

書考證，中國在春秋以前所用為接近夏正之曆法，春秋前期為接近殷正之曆法，

春秋後期至戰國中葉為接近周正之曆法，故曆有所謂「三正」，乃春秋後期始有

之觀念。 

又以干支紀月，始於《逸周書‧周月篇》，其云：「惟一月既南至，⋯⋯是月，

斗柄建子。」則周正以建子之月為首；又云：「夏數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

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異械，以垂三

統。」這裡就出現所謂「三正」、「三統」之說。至於〈周月篇〉之時代，當不早

於戰國，如黃沛榮認為《逸周書》之〈周月篇〉、〈時訓篇〉詳記一年二十四節氣

及七十二候，此在先秦文獻中毫無記載，乃襲取《禮記‧月令》而成，《禮記‧

月令》又是後世禮家抄合《呂氏春秋‧十二紀》首章敷衍而成45，故其時代必在

戰國以後46。因此，所謂「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之「三正」，應為戰

國晚期以後之觀念，並非西周、春秋之制也，至西漢《尚書大傳》乃云：「夏以

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三正說」雖為晚出，春秋時

代則已兼用夏、周二曆，如晉國用夏曆，其他各國用周曆，《論語‧衛靈公篇》：

「顏淵問為邦，子曰：『行夏之時』」，可見孔子亦認為治國於天時宜用夏曆。因

                                                 
45 鄭玄嘗指出《禮記‧月令》乃後世禮家抄合《呂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而成，其中官名、

時、事，多不合周法。 
46 參見黃沛榮《周書研究》，台灣大學博士論文，1976 年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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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周禮》「太史」之職「正歲年以序事」，乃因春秋戰國時代兼用夏、周二曆，

必須由太史辨正二者之不同，才能「頒之於官府及都鄙」，使天下臣民知所遵循。 

至於鄭玄注云：「中數曰歲，朔數曰年。中朔大小不齊，正之以閏，若今時

作厤日矣。」蓋中數者，乃自前年冬至，數至今年冬至，日行天一周，是為一歲

二十四氣之數；朔數者，乃自今年正月朔，數至明年正月朔，月會日於十二次一

周，是為一年十二月之數。因此，鄭玄乃以二十四節氣言「歲」，以十二月朔言

「年」，則似乎以「太史」乃調和中、朔之職。然而，戴震乃辯駁曰：「中朔之法，

馮相氏職之矣」，清楚地指出鄭氏說法有誤，則〈太史〉之「正歲年」非指中朔，

明矣。故戴震認為《周禮》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然周之頒

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年，太史按其從夏時所行之事，合以周

之歷日，此之謂「正歲年以序事」也
47。 

戴震又以為《周禮》之「正月之吉」乃指周正月也，非用夏時，其云： 

  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三其凌。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為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 

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 

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此《周 

禮》之義例也。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 

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群吏考 

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 

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 

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 

子為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

                                                 
47參見戴震〈周禮太史正歲年解二〉，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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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按：《周禮》「正月之吉」，指周之正月朔日也，〈大司徒〉、〈鄉大夫〉、〈州長〉、

〈大宰〉、〈大司馬〉、〈大司寇〉等頒布憲令，皆言「正月之吉」，乃用周之正朔

也。如《周禮‧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玄注：「正月，周

之正月。吉，謂朔日也。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夏炘《學禮管

釋》云： 

      《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 

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 

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 

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 

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 

賈逵《左傳‧文十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 

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 

    又〈大司徒〉先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末文又云：「正歲，

令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鄭玄注：「正歲，夏正月朔日。」

蓋周之正月朔日頒布朝廷憲令于各邦國都鄙，使天下各地臣民共同遵循；又各地

官屬因時制宜，各以夏時正之，以行王命，遂又有「正歲」之事，凡此皆《周禮》

紀時之制。戴震綜理《周禮》「正月之吉」、「正歲」之義云： 

      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 

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 

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 

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 

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故因時制宜， 

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 

                                                 
48 參見戴震〈周禮太史正歲年解二〉，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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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為邦用夏時，而作《春秋》 

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 

矣。49

    戴震詳考《周禮》歲、年之別，頗得古人制禮之意，既符合政治體制，亦能

切合人民日用。 

第四節、 數學算法 

一、 策算 

    此書著成於乾隆九年(1744)甲子，東原二十二歲之年。書原名「籌算」，後

改為「策算」，東原云： 

      《漢書‧律曆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 

為一握。」古算之大略可考如是。其一枚謂之一算，亦謂之籌。〈梅福傳〉： 

「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所謂九九，蓋始一至九， 

因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 

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是也。以九九書於策，則盡乘除之用， 

是為策算。策取可書，不曰籌而曰策，以有別於古籌算，不使名稱相亂也。

50

東原因「籌」為古代算法之竹枚，「籌算」乃以竹枚進行排列，是中國古代

算數之法。爲運用西法來進行乘除和開平方運算之便，東原乃將西洋籌算改為「策

算」，與中國傳統籌算作區別，以「不使名稱相亂」也。 

蓋西洋算法自明末傳入中國，由傳教士羅雅谷、湯若望介紹英國數學家納皮

爾(J.Napier,1550-1617)發明的一種用於乘除運算的算法，著成《籌算》一卷。納皮

爾籌算與中國傳統籌算完全不同：中國傳統籌算主要是用來擺數字，有時一枚當

                                                 
49 參見戴震〈周禮太史正歲年解二〉，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50 參見《策算》東原自序，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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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時又當 5，看是什麼數字和擺的位置及擺法來確定；納皮爾籌算是用若干

個長方形板條作成，兩面一般分別分成均勻的九段或若干段(格)，每格按同方向

畫對角線，分為兩個相等的直角三角形，其上寫阿拉伯數碼。羅雅谷撰寫的《籌

算》根據中國人的習慣改為漢文數字，其法能計算乘除、平方、立方，也能開平

方和開立方51。清初數學家梅文鼎(1633-1721)，亦採納皮爾籌算之法，撰成《籌

算》二卷，其書作了兩項改變，一是爲符合中國人直書的習慣，乃將以前的直籌

橫書改為橫籌直書；二是將以前的直線斜格改為半圓形格。 

東原此書，仍採梅氏橫籌直書之法，但將梅氏半圓形格改回以前的直線斜格

【參見附圖九】。其書內容在介紹西洋納皮爾算法之乘、除和開平方法，但未介

紹開立方法，乃因「算法雖多，乘除盡之矣。開方，亦除也。平方用廣，立方罕

用。故《策算》專為乘、除、開平方。」
52因此，東原《策算》一書乃以乘、除、

開平方這三項運算為主要內容，並以《周易》、《論語》、《考工記》、《呂氏春秋》、

《漢書》等古籍為例加以說明。例如「乘」法之介紹，東原云： 

  凡兩數相乘，任以一為實，一為法。列實從右向左，橫書之。法有幾位， 

則用幾策。列策從上而下。凡上策之下位與下策之上位，相并成一數，滿 

十則進之於上數。策之九位，上下合為九行。視實某數，於策某行取數， 

書所列實之上。列乘數，從實首至末，每行低一位；從實末至首，每行陞 

一位，以次列畢，橫并之，書於左，有空行空位，必以圜表而識之。定位 

法：視策所取之數，最上一位當法首萬、千、百、十、單之位；自上而下 

至單數之下一位，以實首之萬、千、百、十、單命之。如《易》二篇之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凡老陽策數四九三十六，老陰策數四六二十四，上下 

經陽爻、陰爻各一百九十二。其策數各若干？術以一百九十二為法，用第 

一、第九、第二策；以三十六為實，視第三、第六行之數，并之，得陽爻 

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又以二十四為實，視第二、第四行之數，并之，得陰 

                                                 
51 參見李迪《中國數學通史》(明清卷)，頁 115。 
52 參見《策算》東原自序，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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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四千六百八策。53     

二、 句股割圜記 

    《句股割圜記》，乃乾隆二十年(1755)乙亥，東原三十三歲時所作，即今段

刻經韻樓《戴震文集》卷七之《句股割圜記》上中下三篇。其後又於乾隆二十三

年(1758)戊寅增改擴大，加上託名吳思孝54之注與圖，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

云：「是年歙人吳行先(名思孝)為序刻《句股割圜記》成，記其後曰：『總三篇，

凡為圖五十有五，為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十七字。因《周髀》』首章之言，

衍而極之，以備步算之全。」此三篇又被收入《原象》之五、六、七篇，成為《七

經小記》之一55，始成今日《戴震全書》所見之三卷本。 

    東原於託名吳思孝之〈序〉中闡釋著書之由與作注之因云： 

      《句股割圜記》之書三卷，余友戴君東原所撰，戴君之於治經，分數大端， 

各究洞原委，步算其一也。余嘗謂儒者仰不知天道，不可以通經，如命羲 

和，為〈堯典〉之端，首一啓卷蓋已茫然。《詩‧大雅‧十月之交》鄭氏 

箋為周正，虞𠕇推之在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劉原甫乃云宜用夏正。《春 

秋》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比月連書日食，推步家姜岌、一行皆言無 

比月頻食之理，楊士勛《穀梁傳疏》以為疑古有之。而漢初高帝、文帝二 

十八年之間，比月日食者再，此經史不決之大疑。他端未易剖析者，遽數 

之不能終其物也。⋯⋯《記》中立法稱名，一用古義，蓋若劉原甫之禮補 

亡，欲踵古人傳記之後，體固不得不爾也。余獨慮習今者未能驟通古，乃 

附注今之平三角弧三角法於下。又以治經之士能就斯記卒業，則凡疇人子 

                                                 
53 參見《策算》，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頁 7。 
54 吳思孝(行先)，乃戴震自己之偽託，段玉裁云：「注亦先生所自為，假名吳君思孝。」 
55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云：「《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即先生之《釋

天》也。……五篇、六篇、七篇，即《句股割圜記》上中下三篇。……《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
為，玉裁與《釋天》皆於癸未抄寫，則成書皆在壬午以前可知矣。至晚年合九篇為《原象》，以

為《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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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所守，以及西國測量之長，胥貫徹靡遺焉。56

    序文中，東原以為「步算」乃治經之基礎工夫，尤其有助於觀測天象，可謂

數學在天文學研究上之應用，故「儒者仰不知天道，不可以通經」，要熟知天道，

又得在數學方面下工夫。東原又有〈與是仲明論學書〉，可與上文相發明，其云：

「至若經之難明，尚有若干事：誦〈堯典〉數行，至『乃命羲和』，不知恆星七

政所以運行，則掩卷不能卒業。⋯⋯不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不能因文而

推其制。⋯⋯凡經之難明，右若干事，儒者不宜忽置不講。」57其言「不知恆星

七政所以運行」、「不知少廣旁要」，皆與步算之法相關，儒者必須做好此類基本

工夫，不宜忽略不講。因此，《句股割圜記》之作，當是東原為通經而作的基礎，

是用來通貫經書中有關天文、步算之義的工具。 

    關於書中內容，則以中法為主，而以西法附注，相關數學用語力求簡古，所

謂「《記》中立法稱名，一用古義」，此乃東原推崇中國傳統算學之用心，故嘗云：

「中土測天用句股，今西人易名三角八綫，其三角即句股，八綫即缀術，然而三

角之法窮，必以句股御之，用知句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
58可見東原

認為西法三角八綫之術，皆可在中國句股、缀術中找到相應之法，甚至「三角之

法窮，必以句股御之」，其尊崇中法可知矣。 

所謂「句股」，乃中國古代數學名詞，以直角三角形的底邊為「句」，豎邊為

「股」，斜邊為「弦」，《周髀算經》：「句股之法，先知二數，然後推一，見句股，

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趙君卿注：「句股，各

自乘，併之為弦實，開方除之，即弦也。」此與西方畢達哥拉斯定律相同。又所

謂「割圜」，即古代割圓之術，即於曲綫上取兩點相連為一直線，稱為「割線」，

若截圓而連成割線，可稱「割圓」。戴震的《句股割圜記》就是將句股與割圓結

合運用的一部數學著作，全書分上、中、下三卷，計有六十四圖四十九術，上卷

                                                 
56 參見《句股割圜記》之〈序〉。 
57 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58 參見〈與是仲明論學書〉，《戴震文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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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平面三角形的公式及解法，包括正弦定理與正切定理；中卷論球面三角形解

法，下卷論球面斜三角形的解法，包括球面三角正弦定理和正矢定理。 

至於東原在書中建立一套自己獨特的術語，如將「角」改為「觚」，「邊」曰

「距」，「切」曰「矩」，八綫之名除正矢、餘矢之外，其他六者則「正弦」改為

「內矩分」，「正切」改為「矩分」，「正割」改為「徑引數」，「餘切」改為「次矩

分」，「餘弦」改為「次內矩分」，「餘割」改為「次引數」。東原這種自創術語造

成後人閱讀之困難，如焦循云：「戴書務為簡奧，變易舊名，恆不易了。」59凌廷

堪亦批評東原之法其實大致略同梅文鼎，亦即略同西洋算法，只是變更新名而

已，其云： 

      戴氏《句股割圜記》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爲 

補梅氏所未及，其餘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如上篇 

即《平三角舉要》也，中篇即《塹堵測量》也，下篇即《環中黍尺》也。 

其所易新名，如角曰觚，邊曰距，切曰矩，分弦曰內矩，分割曰徑引數， 

同式形之比例曰同限互權，皆不足異。⋯⋯又《記》中所立新名，懼讀之 

者不解，乃托吳思孝注之，如矩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云今曰某 

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後於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法 

為今，何也？凡此，皆竊所未喻者。60

    按：自西方數學方法傳入中國之後，清初數學家梅文鼎曾運用中國傳統的句

股術論證西方幾何定理，著有《句股舉隅》、《幾何通解》論證之。梅氏又撰《平

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和《環中黍尺》、《塹堵測量》等書，其中《平三角舉

要》乃論說平面三角與幾何的基本概念，至於《弧三角舉要》和《環中黍尺》則

論述球面三角形之問題。可見東原之前，梅文鼎對於平面三角與球面三角已有深

入之研究，故凌廷堪認為東原此書所論大抵「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也。

不過，東原並非不知梅文鼎已曾會通中西三角之術，然不滿於梅氏過度推崇西

                                                 
59 參見焦循《釋弧‧自序》。 
60 參見凌廷堪〈與焦里堂論弧三角書〉，收入《校禮堂文集》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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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謂中法句股不能御三角，似有貶抑中法之嫌，故東原云： 

      近人殫精此學，如梅定九、薛儀甫諸家，兼通西洋之說，有八綫表、平三 

角、弧三角等法，雖別立名目，於古之句股弧矢不異。惜譯書時欲張其說， 

凡一語可該，必衍為千百言，多其端緒，使觀之者目眩，而莫測其涯涘。 

又諱言立法之本，出於句股弧矢，轉謂句股不能御三角，三角能御句股。 

以梅氏考論之，詳於《平三角舉要》論三角形用正弦為比例之理。凡為圖 

者十，而不能知其為共半弧背之句股，其他大抵類此。61

    可見東原不滿梅文鼎輩尊西法太過，乃欲發揚中法句股之術，足與西法三角

之術相抗衡。 

    至於書中所提出之術，玆舉例如下，如〈句股第一術〉云： 

      有句、有股，求其弦：句自乘，股自乘，併之，開方得弦。如句七丈，股 

二十四丈，句自乘得四十九丈，股自乘得五百七十六丈，相併共六百二十 

五丈，為弦實。開方，得弦二十五丈。
62

    此乃簡單的平面三角弦求法，而以傳統的句股之術可得之。又如〈五十四圖〉

【參見附圖十】後吳思孝注云： 

      今之斜弧三角形，有銳角，有鈍角。或三角俱銳，或兩銳一鈍，或兩鈍一 

銳，或三角俱鈍。其三邊或俱不滿一象，或一邊過之，或兩邊過一象，或 

三邊俱過。約其大致，有相對之邊、角，及對所求之邊、角，用邊角互求 

法。有相對之邊、角，又有一邊或一角非對所求之邊、角，則用垂弧法， 

截為兩正弧三角。若有兩邊一角求對角之邊，或有三邊求角，則用矢較法。 

不能直用三法者，如上前後二術，易大邊為小邊，易鈍角為銳角，及邊易 

為角，角易為邊。然後隨其體勢，總不出三法之範圍矣。63

    此乃將球面三角形的類型作了分類，又體現出對偶之原理，其中提到「三

                                                 
61 參見《句股割圜記》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頁 168。 
62 參見《句股割圜記》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頁 130。 
63 參見《句股割圜記》卷下，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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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邊角互求法、垂弧法、矢較法。如果不能用此三法，則可透過邊、角互易

進行解決。關於「邊角互求法」之運用，如〈句股第四十五術〉云： 

      以對正觚之距內矩分，乘對所求一距之觚內矩分，正觚內矩分除之，得所 

求之距內矩分。64

    吳思孝注云：「此邊角互求法，以對角求對邊。」又如〈句股第四十六術〉

云： 

      以正觚內矩分乘對所求一觚之距內矩分，對正觚之距內矩分除之，得所求 

之觚內矩分。若所求為倨於句股之觚，則所得為其外弧內矩分。以外弧減 

圜半周，得所求之觚。65

    吳思孝注云：「此亦邊角互求法，以對邊求對角。」以上略舉東原句股割圜

術之一二，可見東原整理傳統的句股割圜之術，以與西法三角之術相對應，而求

能以中法御西法，提振中國傳統數學之地位。故李開盛贊東原之學云： 

      戴震的《句股割圜記》，以特有的方式系統推演了平面三角形和球面三角 

形的句股原理，大大發展了自《周髀》以來的句股弦求法，戴震的傳統句 

股學以其個人的努力達到了同時代的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函數學的水 

平，是一了不起的奇迹。明清之際，我國傳統的研究因西學的傳入而趨於 

中斷，戴震崛起於日趨衰落的中法數學之壇，把傳統數學的研究推向一個 

新的或許是最後一個高峰，這是數學史上弘揚民族文化的盛事。66

    李開的評論或有過譽，但戴震的《句股割圜記》對恢復中國傳統的數學確實

有一定的貢獻，戴震結合西法闡述中法的方式，大抵繼承梅文鼎的路數，而更以

中法為尊，確有引領當時學者重新體認並研究中國傳統數學之功。 

三、 校定算經十種 

                                                 
64 同上注。 
65 同上注，頁 239。 
66 參見李開《戴震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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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在四庫館中校定群經，其中關於古代算數之書咸為大宗。戴震於早年從

事算學研究，即深感古籍之殘缺，乃有志於發掘算學之古籍，然受到民間流傳書

籍不足所限，如王錫闡、梅堯臣等數學大家皆有甚多古籍不得及見。戴震雖料知

宮中或有藏書，然迄不得見，及至乾隆三十八年癸巳，東原奉詔入京參校《四庫

全書》，始有機會見到宮中所藏之《永樂大典》，並由其中輯校出《九章算術》、《五

經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

等古代算經七種，又從毛晉蒐得的宋本校錄出《張丘建算經》、《緝古算術》二種，

加上據兩江總督採進本所校定之《數術記遺》一種，合計古代算經十種，其後孔

繼涵刊刻《算經十書》，即依據東原所校本。東原嘗自言校定古算書之過程云： 

      古者六藝之教：禮、樂殘闕失傳，射、御則絕無師說，書者治經之本，僅 

僅賴許叔重《說文解字》，略見梗概；而所謂九數即《九章》，世罕有其書， 

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初、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余訪求二十 

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 

修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恆窹寐乎是。及癸 

巳夏，奉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 

訂其譌舛，審知劉徽所注，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既進，聖天子命即刊 

行，又御製詩篇冠之於首。古書之隱顯，蓋有時焉，誠甚幸也。67

    戴震所以花費甚多心力從事校訂古代算經，乃有鑒於自古以來九數列為六藝

之一，唐代科舉考試且有明算科，列有算經十種，宋因唐制，算學亦為科舉項目，

仍保有相當之地位。然而明代以後，科舉廢考算學，加上儒者亦不重視，甚至視

為小數而不願為，致使流傳不廣，甚至以為古籍已亡佚，乃造成傳統數學衰落。

及至明代末年，西方傳教士將西洋數學傳入，其法精良銳新、簡便明確，一時學

者趨之若鶩，反以中法不如西法也。戴震乃欲重新整理傳統數學古籍，以使國人

明瞭中法之精義，而能與西法相抗衡。戴震云：「唐取士有明算科，其《算經十

                                                 
67 參見戴震〈刊九章算術序〉，收入《戴震文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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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道藏攘而有之，儒者或嘆其書亡，非亡也，不知寶貴也。」68正因學者不知

傳統數學之寶貴，致使中不如西，故戴震乃要由大量校定古籍的工作，來發掘並

恢復傳統數學的面貌與價值。 

    戴震所校之算經十種，均於校畢之後著有〈提要〉一篇，此蓋《四庫全書》

之通例，由此〈提要〉也可窺知東原校書之原委以及本書之內容大要與價值。玆

舉《九章算術》一書為例，列其〈提要〉如下： 

      臣等謹案：《九章算術》九卷，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 

《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 

其理幽而微，其形祕而約。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 

云。今考書內有長安、上林之名。上林苑在武帝時，蒼在漢初，何緣預載？ 

知述是書者，在西漢中葉後矣。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考《晉書》稱 

「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引有「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 

之後，又有增損矣。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所作，考《唐書》稱：淳 

風等奉詔注《九章算術》，為《算經十書》之首。國子監置算學生三十人， 

習《九章》及《海島算經》，共限三歲，蓋即是時作也。北宋以來，其術 

罕傳。自沈括《夢溪筆談》以外，士大夫少留意者，書遂幾於散佚。至南 

宋慶元中，鮑澣之始得其本於楊忠輔家，因傳寫以入祕閣，然流傳不廣。 

迨明又亡。故二三百年來，算數之家均未睹其全。惟分載於《永樂大典》 

者，依類裒輯，尚九篇具在。考鮑澣之《後序》稱「唐以來所傳舊圖，至 

宋已亡」；又稱「〈盈不足〉、〈方程〉之篇，咸缺淳風注文。」今校其所言， 

一一悉合，知即慶元之舊本。蓋顯於唐，晦於宋，亡於明，而幸逢聖代表 

章之盛，復完於今。其隱其見，若有數默存於其間，非偶然矣。謹排纂成 

編，併考訂訛異，各附案語於下方。其注中指狀表目，如朱實、青實、黃 

實之類，皆就圖中所列而言。圖既不存，則其注猝不易曉，今推尋注意， 

                                                 
68 參見戴震〈戴童子壙銘並序〉，收入《戴震文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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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補圖，以成完帙。唐李籍《音義》一卷，亦併附焉。算術莫古於是書， 

雖新法屢更，愈推愈密，而窮源探本，要萬變不離其宗。錄而傳之，固古 

今算學之弁冕矣。69

    按：《九章算術》是中國傳統數學最重要的經典，書中的數學框架、成就與

體例，深深地影響中國傳統數學，其內容有關分數四則運算法則、比例問題算法、

盈不足術、開方術、方程術、正負術、損益術、解句股形方法與公式等，其成就

在世界數學史上占重要之地位，甚至超前其他文化傳統的數學成就好幾個世紀。

因此，東原校《九章算術》成，段玉裁稱之「古九數之學大顯矣」。 

    關於《九章算術》的時代與作者，魏人劉徽注云： 

      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 

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 

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 

    劉徽以為《九章算術》的作者是西漢初年的張蒼(卒於漢景帝前元五年)，戴

震則不以為然，在〈提要〉中指出書中存有「上林」之武帝時地名，故斷定書非

張蒼所作，成書時代應在西漢中葉以後。戴震之言甚確，考 1984年初大陸湖北

省江陵縣張家山 247 號漢墓出土一千二百餘枚竹簡，經整理後其中有《算術書》

一種重新面世。《算數書》的成書時代比《九章算術》更早，其下限據書中曆譜

所記最後一年是西漢呂后二年(西元前 186年)。比較《算數書》與《九章算術》，

前者匯集六十九個算題名和九十二道算題，後者則匯集了二百四十六道算題，內

容來說，前者略而後者詳，後者之〈方程〉、〈句股〉兩章更是前者完全沒有的。

因此，彭浩云： 

      從現存《算數書》與《九章算術》的差別來看，後者的形成確實還需要一 

段較長的時間來完成句股、方程兩章及其他各章的補充、歸納。70

    又據《後漢書‧馬援傳》謂馬續「博覽群籍，善《九章算術》」，以及東漢光

                                                 
69 參見〈九章算術提要〉，收入《戴震全書》第六冊，頁 634。 
70 參見彭浩《張家山漢簡算數書註釋》(北京：科學出版社，2001 年 7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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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年(西元 179年)《大司農斛》銘文：「依黃鍾律曆、九章算術，以均長短、輕

重、大小。」則《九章算術》應該淵源於西漢時期，而寫定於東漢之時。郭書春

總論戴震之功云： 

對《九章算術》的校勘，起碼可以追溯到李淳風、楊輝。然而，全面的校 

勘則是從戴震開始的。⋯⋯戴震輯錄、整理《九章算術》的貢獻極其重大， 

他也提出了若干正確的校勘。有了他的工作，我們今天才能看到全本的《九 

章算術》，並且基本上可以卒讀。⋯⋯戴震的工作引發了乾嘉時期研究《九 

章算術》，進而整理、研究中國古算的高潮。李潢、汪萊、李銳等分別以 

孔刻本為底本校勘《九章算術》。71

四、 成就與影響 

    戴震在算學上的成就，可分為兩方面來看，一是提升算數之學的地位，使當

時學者不敢忽置不論；二是帶動學者研究傳統數學的風潮，進而促使中西之學交

流、會通。關於前者，阮元云： 

      九數為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自暴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者，或 

雜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氣之說。由是儒林之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 

庶常以天文輿地聲音訓詁諸大端，為治經之本，故所為步算諸書，類皆以 

經義潤色，縝密簡要，準古作者，而又罔羅算氏，綴輯遺經，以紹前哲， 

用遺來學。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 

戴氏之功，又豈在宣城下哉？72

    東原將算數之學提升到治經的高度，使學者明瞭其為治經的基本工夫，非屬

世俗之小道也。東原在〈與是仲明論學書〉即申論此說，前文已有討論。東原所

以如此重視算數之學，乃因「數學徵諸於實，不可臆說。」數學推演，徵之於實，

其數之用甚廣，非空談之學也，故儒者以數為用，乃可通天地人之道，故古代經

                                                 
71 參見郭書春《匯校九章算術》(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4 年 8月)之〈增補版前言〉，頁 7-8。 
72 參見阮元《疇人傳》卷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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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多兼善數學，乃因其有利於通經明道也。阮元即指出類似的觀念云： 

      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 

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 

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為算。後之學者，喜空 

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為，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寖以益微。73

    戴震以乾嘉考據名家身分提倡算數之學，有效地提高了數學之地位，其始至

京師之時，秦蕙田方纂集《五禮通考》，聞其善於步算之名，乃邀其參與其事，

其中「觀象授時」部分，多採東原之說，並收錄其《句股割圜記》等數學之作。

其後阮元、凌廷堪、焦循等亦精於數學，殆乃受東原提振斯學之影響。 

    關於傳統數學之研究，乃針對西洋數學而發，前文已論述東原力主中法不輸

於西法，甚至主張以中法御西法，其《句股割圜記》即在發揮此意，錢大昕亦贊

賞東原此說云： 

      今人所用三角八綫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 

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 

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 

句股而止。八綫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
74

    所言尊信西術者，殆指梅文鼎之輩，東原不滿於其過度崇信西法而貶抑中

法。爲了與西法相抗衡，東原利用在四庫館校書之便，大量發掘宮中所藏歷代古

籍，輯錄纂校其中有關算數之書，乃有算經十種之校定。東原期望藉由校定古代

算經，恢復中國傳統數學之面貌，使學者重新認識傳統數學之價值，並證明中法

實有優於西法之處。持平而論，中法雖未必優於西法，但戴震對於恢復數學古籍

的確功勞甚大，也促使學者紛紛投入傳統數學研究之列，並能從中更清楚分辨中

西數學彼此之優劣，進而會通互補之。 

                                                 
73 參見阮元《揅經室三集》卷五。 
74 參見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入《戴震文集》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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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禮治思想 

    古人制「禮」，本為規範日常生活，亦須合於人倫日用，進而促使社會和諧

進步。然而，後人學「禮」，若執著於成文法規，則拘泥不可變通，至若欲以古

範今，則又有不合人情者。戴震對於古代經書所言之「禮」，不僅在探求其文字

訓詁，更欲探求古聖賢制禮之義，以切合人倫日用也。例如〈詩摽有梅解〉一文，

乃戴震考究《詩經》中存有古人禮意者，東原引證《周禮‧媒氏》：「媒氏掌萬民

之判，凡男女自成名以上，皆書年月日，名焉。令男三十而娶，女二十而嫁，凡

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令會男女，於是時也，奔者不禁。若無

故而不用令者，罰之。」戴震認為「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男自二十至三十，

女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又云： 

      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 

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 

使其屬稽之、覈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 

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奔之為妻者也。⋯⋯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 

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 

男女以正者也。75

    此言古人制禮，本為「順民之性」，故三十之男、二十之女尚未婚嫁者，許

其「殺禮」而行，亦可知權變也。故東原認為古人制禮之法，在順民之性，遂民

之欲，並參考各種政治、社會、經濟等之變化，以求合於人倫日用。 

    又如〈答朱方伯書〉一文，戴震辨明古今喪服之禮制用法云： 

      〈喪服〉：「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大功，此正服也；大夫為昆弟之子為士 

者大功，大夫之子為從父昆弟為士者小功，此降服也。」《記》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 

                                                 
75 參見戴震〈詩摽有梅解〉，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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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震竊觀後人於禮之名，無不從 

其重，未嘗聞大夫及大夫之子降旁期已下之為士者也；而於禮之實，幾蕩 

然不用。與其實去而名徒存，何如古人有正有降，一一各盡其實也。今欲 

講明古禮，而但從正服，不從降服，則是用其一不用其一，竊亦以為不可。 

以今準古，名為期，名為大功，古禮斷然為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後， 

即可以取妻，況越過大功除服之後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在 

大功之末，則可以冠子、嫁子，不可以取婦。凡言末者，謂卒哭之後，非 

謂除服之後。然則既虞、卒哭，服雖未除，可借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 

以取婦，大功既除服，固可取婦甚明。76

    按：戴震於此指出「喪服」之制，古禮有正服及降服之分，今人不明，皆從

其重，則有失古人制禮之意。故戴震認為用禮應「斟酌古今，名實兩得」，而不

應「執禮太過」，故「君子行禮，不求變俗，要歸於無所茍而已矣」。 

    再者，戴震在《中庸補注》一書中，更闡明古代聖賢「中庸」之意，乃是隨

時審處言行舉止，使其協于人倫日用，協于中也，如云：「庸，即篇內所謂『庸

德之行，庸言之謹。』由之務協於中，故曰中庸。君子何以中庸？乃隨時審處其

中。小人何以反中庸？乃肆焉以行」77，又云：「人倫日用之常，由之而協於中，

是謂中庸。」78又《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不見知而不悔，唯聖者能之」，

戴震補注云：「『依乎中庸』，於人倫日用之常道無不盡也。用之則行，舍之則藏，

故『不見知不悔』。」79蓋此「中庸」，須合於人倫日用之常，亦是所謂「道」。故

東原云：「凡人倫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率性之謂道』。」80又云：「道

不出人倫日用之常」、「人之為道若遠人，不可謂之道」、「君子治人之道，非自我

立之法，不過以心之所同然者喻之」，更釋《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云： 

                                                 
76 參見戴震〈答朱方伯書〉，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77 參見戴震《中庸補注》，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54。 
78 同上注，頁 56。 
79 同上注，頁 58。 
80 同上注，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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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叔重《說文解字》曰：「費，散財用也。」故其義為散之所廣徧。君子 

之道，雖若深隱難窺，實不過事物之咸得其宜，則不可徒謂其隱，乃費而 

隱也。後儒以隱為道之體，是別有所指以為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道即 

人倫日用，以及飛、潛、動、植，盈天地之間無或違其性，皆是也。故下 

推言所謂費，而不及隱，文理甚明。81

    蓋宋儒釋中庸之道多以之為天理之精微，似有玄虛化之傾向，如朱子云：「中

庸者，不偏不倚、無過不及，而平常之理，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至也，惟君

子為能體之。」82又云：「道也者，天理之當然，中而已矣」83，又朱子釋「君子

之道費而隱」云：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 

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 

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84

戴震則不同意宋儒側重以「隱」釋「道」，不認為「道」乃深隱難窺，相對

而言，東原重視「道」之普遍性，認為「道」同「中庸」，皆切於人倫日用之常，

要在皆得事物之宜，而非深隱難見也。由此「中庸」之辨，可看出東原論道已逐

漸與宋儒區別，段玉裁乃言此書「其言理皆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無纖微

不合者。」85段氏之言甚確，《中庸補注》言「道」、言「中庸」，已近於《原善》、

《孟子字義疏證》之「理」，如《原善》云：「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

中正，如是之謂理義。故理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86《孟子字義疏證》云：「古

聖賢之所謂道，人倫日用而已矣，於是而求其無失，則仁義禮有加於道也，於人

                                                 
81 同上注，頁 58-59。 
82 參見朱熹《中庸章句》。 
83 同上注。 
84 同上注。 
85 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期，1936 年)，
附錄。 
86 參見戴震《原善》卷中，收入《戴震全書》第六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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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日用行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為義，如是之謂禮而已矣」87，又云：「古

之言理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理；今之言理也，離人之情欲求之，

使之忍而不顧之為理。此理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

可勝言也哉！」88此乃反對宋儒將「道」、「理」歸為精微不可測之天理，而應普

遍及於人倫日用之理，合於人情，合於人心之所同然者，才不會落入天理與人欲

截然對立，有失人情的詐偽之弊也。 

又戴震云：「人之常情，於人易於求盡，以此反諸身，則盡道矣。凡所當盡

者，行之誠不易，亦可知勿責於人矣。自古施於人而不顧其難受，責於人而己概

未能，天下國家之所以亡也。」89此乃「己所不欲，勿施於人」之主張，亦同於

《孟子字義疏證》所謂「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不得其平」的「以情絜情」

之主張，也才能體諒人情，以公平之心待人接物，而合於「公理」也。 

因此，戴震在《中庸補注》中反映出一種切合人倫日用的禮治思想，明確指

出古禮之制乃爲服務人群，而非束縛人群，反對落入「以理(禮)殺人」的禍害，

凡此可見東原論禮與宋儒不同之處，也爲其義理學思想之發展奠定基礎。 

                                                 
87 參見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收入《戴震全書》第六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202。 
88 同上注，頁 217。 
89參見戴震《中庸補注》，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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