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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肅禮學義理及其時代意義 

撰寫本章主要目的乃是欲釐清王肅提出的禮制主張及其背後抽象層次的禮

學義理內涵究竟為何。由於具體禮制儀文的探討涉及了該儀典的「執行程序」，

故本文在處理時，將盡量先依三《禮》文獻的記載，試圖進行禮制的「重建」。

此工作的目的在設立一參考基準，以便於作為討論王肅禮制主張對照的依據。至

於具體儀文背後反映了何種抽象的意義，此部份的討論則可歸入「禮意」的討論

範圍。我將對王肅的各項具體的禮制主張進行爬梳對比之後，進而予以歸納、分

析，以見其禮學義理的內容。1

由於今存王肅相關文獻有限，且多所闕殘，導致文意不甚完整，為避免過

度臆測之嫌，故僅將禮制討論的焦點鎖定在王肅現存文獻中多所論及的兩大類禮

制：「吉禮」、「凶禮」。以下將立三節分別處理王肅吉禮、凶禮之主張，並於第三

節歸納其禮學義理。 

第一節  王肅吉禮主張 

就現存古典文獻而言，對於「吉禮」一詞的內涵及外延意義有較為明確且

具體描述者，可見於《周禮‧春官‧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神人鬼地示之禮，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禮事邦

國之鬼神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辰，以槱燎祀司中、司

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沈祭山、林、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裸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2

雖然對於《周禮》一書內容所反映的時代至今仍多所爭論，3不過這段文獻的記

載對於後世而言，卻具有相當之影響，以至於歷代多以此作為國家禮制建構或是

禮學義理討論時之依據。4因此，將這段文獻視為歷來各代對於「吉禮」之基本

                                                 
1 關於禮意、禮文二者的區別，可參考黃侃（1868~1933）：〈禮學略說〉，《黃侃國學文集》（新竹：

理藝出版社，2002 年），頁 449~486。黃侃提出禮意、禮具、禮文三個觀念。黃以為「禮意」乃

是聖人制禮時所賦予的微旨；「禮具」則是禮典施行所需的名物器具；「禮文」則是隆殺進退原則。

本文將「禮學義理」約略等同於黃侃所說的「禮意」。 
2 ﹝清﹞孫詒讓（1848~1908），王文錦點校：《周禮正義》（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第 5 冊，

卷 33，頁 1296~1344。 
3 有關《周禮》一書的「真偽」及其成書年代，現代學人也多所關注，例如顧頡剛（1893~1980）、

錢穆（1895~1990）、徐復觀（1903~1982）、金春峰（1935~）等人。大致說來學界初步斷定此書

應成於戰國時代，相關資訊可參考余英時先生（1930~）：〈《周禮》考證和《周禮》的現代啟示〉，

收入《猶記風吹水上鱗》（臺北：三民書局，1991 年），頁 137~168；楊志剛：《中國禮儀制度研

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11~112。 
4 國家儀典規範的代表，可以目前所見首本具有完整體系之禮制典籍《大唐開元禮》為代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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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根據這段資料可以了解到吉禮的諸多儀典，主要的對象是與「國家」有關

的「非人」力量，如：神鬼或是已過世之先人。而此類禮制具有的實質功能，主

要在於「佐王建保邦國」，鄭注：「建，立也」、「保，安也」，即創立、維持之意。

因此吉禮的實質功能主要在幫助統領者維持政體之穩定運作。5誠如鄭玄此處所

言： 

目吉禮於上，承以立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神，重人事。6

這類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之典禮，不可單純地僅視為屬於宗教領域的儀式行為，它

更具有實質的政治作用。因此，在儀式祭典呈現與進行的背後，其實更值得玩味

的是其中權力意識的互動過程。根據以上的說明，大致可以了解所謂的「吉禮」，

實際上便是以祭祀鬼神為主，且具有政治功能之禮儀制度。7以下依據現存王肅

的相關文獻中保留較為完整，且與吉禮相關的資料，依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對

象的不同進行分類，依序進行說明。 

一、 祭天郊禮 

古代國家諸多祭禮中，首以「郊禮」為重。8郊禮何以如此重要？或許可先

                                                                                                                                            
元禮》中將「吉禮」列為第一大類。觀其規模建制，仍是以〈大宗伯〉此段所言為基礎，而予以

分疏、系統化。禮學義理類文獻討論吉禮，受〈大宗伯〉此段說法影響之代表，則可以清代禮學

研究著作《五禮通考》為代表。有關二書對於吉禮的敘述，可見﹝唐﹞蕭嵩等奉敕撰：《大唐開

元禮》（北京：民族出版社，2000 年影印﹝清﹞洪氏公善堂刊本），卷 4~78，頁 35~386，討論「吉

禮」的部份；﹝清﹞秦蕙田（1702~1764）：《五禮通考》（中壢：聖環圖書，1994 年影印﹝清﹞

味經窩初刻試本），卷 1~127，無頁碼。至於《開元禮》在歷代國家禮制沿革發展中的地位以及

意義，請參考楊志剛：《中國禮儀制度研究》，同上注，頁 171~176。 
5 我此處所謂的「國家」，係指以天子皇權運作機制為中心，以及皇權所能發揮影響力之界域。

古典中國語境下的國家觀念，有別於現代契約論意義之下的國家意涵，即凡具有人民、土地、政

府、主權 4 要素者，便可視為國家。相關資訊可以參考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

家」概念及其正當性基礎》（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 年），頁 2~7。 
6﹝清﹞孫詒讓，王文錦點校：《周禮正義》，同注 2，第 5 冊，卷 33，頁 1296~1297。底線為筆

者所加。據孫詒讓考，宜將「目」改為「自」。 
7 其實，吉、凶、賓、軍、嘉五種禮制，皆與邦國運作有關，如《周禮‧春官‧大宗伯》對於五

禮的記載，言「以吉禮事邦國之鬼神示，以凶禮哀邦國之憂，以賓禮親邦國，以軍禮同邦國，以

嘉禮親萬民」，見﹝清﹞孫詒讓，王文錦點校：《周禮正義》，同注 2，第 5 冊，卷 33，頁 1296~1420。

在此舉幾位現代學者對於「吉禮」的界說，以為參考，例如周何（1931~2003）：「吉禮以祭為主，

凡祭有禮於天神，有禮於人鬼」，見氏著：《春秋吉禮考辨》（臺北：嘉新水泥公司文化基金會，

1970 年），頁 4。又如彭林（1949~）：「吉禮是指祭祀之禮。古人祭祀為求吉祥，故稱吉禮」，見

氏著：《中國古代禮儀文明》（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頁 21。 
8 這句話所以成立，主要是依據古代國家正式禮制典章編撰時，對各項儀典的排序而來。例如：

唐代《開元禮》卷 4 吉禮第 1 條為「皇帝冬至祀圜丘」；宋代《政和五禮新儀》卷 25 吉禮第 1
條為「皇帝祀昊天上帝儀」；清代《欽定大清通禮》卷 1 吉禮第 1 條為「南郊」。當然，根據這樣

的線索而推斷古代國家祭典當以郊禮為首重，前提是相信多數古人在進行編纂、書寫時對於論述

對象所安排的先後次序，乃是透露了意義演成的順序、價值評價的高低、實踐過程的次第…等不

在場訊息。見﹝宋﹞鄭居中奉敕撰：《政和五禮新儀》（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影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47 冊，卷 25，頁 1a，總頁 231。﹝清﹞來保奉敕撰：《欽定大清通

禮》（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55 冊，卷 1，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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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例作為說明。《漢書‧郊祀志》中記載成帝之時，僅僅對於郊禮當於何處舉

行一事，便造成滿朝文武各執己見、爭辯不已。在紀錄這段事件發展的相關文獻

中，可以約略看出當時重視郊禮的原因。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案‧匡衡）、御史大夫譚（案‧張譚）奏言：「帝王之事

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9

依照匡衡等人的看法，君主所擁有的諸多職掌權責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便是建

立郊祀儀典的規模，主要原因乃在於郊祀之禮所反映的意義是「承天之序」──

也就是具有宣稱君主擁有與上天緊密聯繫的獨特屬性的政治功能。類似的觀點也

可以見於《白虎通》當中： 

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10

父與子藉由「血緣」為基礎所建立的「生命一體觀」，強調繼承、共享同一血緣

的每一個生命個體，其本質皆具有相同的屬性。11在這樣的前提預設之下，認為

君主當以侍奉、追享父親的方式與態度來祭祀上天的說法，正是暗示著君主與神

聖的上天在本質上具有如同父與子一般，無庸置疑的一體性。因此，君主親自執

行郊天之禮，便是一種宣稱自身具有與上天相同神聖屬性的行為，這也正是為其

權力來源做了最好的說明。12既然郊天之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且現存王肅相關

文獻資料也有部份觸及郊天禮制的內容，故以下將針對王肅對郊天之禮的看法進

行梳理及釐清。這工作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了解王肅的禮學思想、經典詮釋的立

場等相關問題。 

王肅對郊祀的看法，根據傳世文獻加以歸納，大致可以統整為以下幾點：

（一）郊祀舉行的時間；（二）郊祀舉行的地點場所；（三）郊祀的對象；（四）

郊祀配樂舞。以下分別說明。 

有關郊祀當於何時舉行，以及舉行頻率等問題，可以根據王肅對於《禮記‧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總頁 20。 
9 ﹝漢﹞班固（32~92）撰，﹝唐﹞顏師古（581~645）注，楊家駱（1912~1991）主編：〈郊祀志〉，

《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1997 年），第 2 冊，卷 25 下，頁 1253~1254。 
10 此句乃莊述祖（1750~1816）據《北堂書鈔》卷 90 補。見﹝清﹞陳立（1809~1869）撰，吳則

虞點校：《白虎通疏證》（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下冊，卷 12，頁 561。 
11 有關「生命一體」的觀念，請參看林師啟屏（1963~）：《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與國家》

（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5 年），頁 97~98 關於「復讎」的討論。 
12 當然，若以後設研究的角度來分析古代郊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除了上述具有說明君主統治

合法性來源的功用之外，當然還包括其他功能，例如〈禮運〉當中所言「夫禮，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禮，必本於天，殽於地，列於鬼神，達於喪祭射

御冠婚朝聘」，一切制度及社會運行機制，在古人眼中，皆本於天。故統治者若擔心禮制無法順

利運行於人間世界，便必須要行祭天之禮，故〈禮運〉曰：「故先王患禮之不達於下也，故祭帝

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列地利也…」。至於郊禮的其他政治功能，於後文相關處

再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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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日以至」13此段經文的詮釋而窺得一二： 

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

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榖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

也。14

王肅認為周代郊禮當從周正而於歲首建子之月舉行。所謂的「迎長日之至」，王

肅以為是指冬至之時。何以冬至為「長日之至」？茲引孫希旦之語以為解釋。 

迎長日之至，謂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陽生，而日始長，故迎而祭之。15

冬至之時陰氣極盛，陽氣極衰，顯現於自然現象則是白晝最短，黑夜最長，故古

人認為冬至乃是「日至冬至極短，從此漸長，是所以迎長日之至也」。16依照周

曆，王肅認為周代行郊祀當於歲首子月陽氣始升冬至之時，並且宜擇「辛」日舉

行。古人用干支紀日，且有時只記天干而省略地支，因此「辛」日則包括「辛未」、

「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等幾日的可能。17採用辛日行祭，

主要是取一陽「新生」之義。 

除此之外，王肅認為「周之始郊」一句，似乎暗示著當時郊祀不只一次，

所以纔稱「始郊」，他根據《左傳》〈桓‧五年〉、〈襄‧七年〉：「起蟄而郊」、「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18等記載，推斷一年當中另一次郊祀當於寅月「啟蟄」19之

時舉行，王肅說： 

魯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20

                                                 
13 ﹝漢﹞鄭玄（127~200）注，﹝唐﹞孔穎達（574~648）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臺北：

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記》本），卷 26，頁 1a，總頁 497。 
1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6，頁 2a，總頁

497。 
15 ﹝清﹞孫希旦（1736~1784），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年），

上冊，頁 689。 
16﹝清﹞齊召南：〈郊特牲考證〉，﹝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齊召南：《禮記

註疏》（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5 冊，卷 26，頁 1a，

總頁 554。 
17  有關古人紀日如何使用天干地支相配，並且常記天干不記地支等說法，請參看王力

（1900~1986）：〈第八單元：古漢語通論十九〉，《古代漢語》（北京：中華書局，1995 年），第 3
冊，頁 840~841。 
18 王肅《聖證論》：「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見﹝漢﹞

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6，頁 3b，總頁 498。 
19 楊伯峻（1909~1992）以為「啟蟄」猶今言「驚蟄」。楊氏考證，古之驚蟄在雨水前，為夏正

正月之中氣。見氏著：《春秋左傳注‧桓公五年》（臺北：洪葉文化事業，1993），上冊，頁 106。

案‧夏正建寅，因此楊氏所說的「夏正正月」指的便是寅月，這也與王肅之說相符。 
2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6，頁 2b，總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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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附帶說明一點，王肅在《禮記‧郊特牲》注文中所說的是「周郊」，而在《聖

證論》中所說的則是「魯郊」。雖然「周郊」乃是周天子所行之禮，而「魯郊」

則是施行於魯國，但就二禮可以互相說明及彼此遵行的曆法一致地情況看來，我

們可以推斷王肅認為魯國與周王室所行的郊禮應該大致相同。21

其次，有關郊祀的舉行場所，王肅的主張可參考《孔子家語‧郊問》，原文

如下： 

（定）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

郊，故謂之郊焉。」 

王肅注曰： 

兆丘於南，謂之圜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築為圓丘以象天

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之人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說，學者謂

南郊與圜丘異。若是，則《詩》、《易》、《尚書》謂不圜丘也，又不通。泰

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虛妄之言，皆不通典制也。22

「兆」，意指於祭壇四周封土為界，推測王肅所說，主要是認為「圜丘」、「郊」、

「泰壇」所指相同。類似的看法也可以見於《聖證論》中： 

                                                 
21 之所以要提到王肅認為周魯行郊之時相同，主要是因為與王肅同時期之鄭學學者馬昭，甚至

是反映唐代官學立場的《禮記正義》，皆對於周魯二郊有不同於王肅的說法，詳後。關於魯國得

行周王室之禮，可見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祭統》，同注 13，卷

49，頁 22b，總頁 840 所言「昔者周公旦有勳勞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念周公之所以

勳勞者，而欲尊魯，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

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樂也，康周公，

故以賜魯也。子孫纂之，至于今不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此外，王肅於《孔

子家語‧大婚解第四》「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下注云：「魯，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也」，同樣也認為魯國有別於其他一般的諸

侯國，而具有行天子之禮的資格。楊朝明（1962~）：《孔子家語通解：附出土資料與相關研究》

（臺北：萬卷樓圖書，2005 年），頁 38。 
22 楊朝明：《孔子家語通解：附出土資料與相關研究》，同前注，頁 344。案‧過去認為《孔子家

語》一書乃出於王肅之手的說法，隨著這幾年新出土文獻的逐漸增加，受到了重新的檢討與質疑。

相關的討論請參看李學勤先生（1933~）：〈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李學勤集──追溯‧

考據‧古文明》（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89 年），頁 372~379。本文文旨並非進行文獻學

式的考訂工作，礙於學力，目前我也無法對此問題進行分判。然而為了能更加掌握王肅思想的相

關訊息，但又避免過度浮氾的擴大解釋，因此對於《孔子家語》的材料，我選擇僅採取王肅注文

的內容作為討論判斷的依據。此外，附帶提出一點說明。現代研究者相對於古代而言，更能夠掌

握到新出土文獻訊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如果仍然採取傳統認為《家語》一書屬於「偽書」這

樣全稱命題式的看法，那麼將過於輕率。畢竟，所謂「偽書」的觀念能夠成立，是後人以自己所

屬時代下流傳、經眼的文獻為依據，而以檢證的態度去斷定某書是真是假。然而這是屬於歷史意

義下的「真假」，因為它的前提是假設曾有一固定不變的「作品」存在，並且以固定不變的形式

進行傳播，因此凡與此「作品」不符者，便貼上「偽書」的標籤。然而，若以傳播接受的角度重

新思考，就會發現「文本」的形塑，是一種動態、互相徵引、交互影響的歷程，尤其在漢代之前，

官方力量尚未正式介入典籍編撰過程，因此我們很難去假定有一固定不變的「作品」存在，而僅

能設想有一開放變動的「文本」在進行流傳。因此，上述歷史意義下的真偽問題，便不是本研究

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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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

之，本諸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

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禮》云：「冬至祭天於圜丘」，23知圜丘與

郊是一也。24

王肅認為「郊」是指祭祀的所在地，「圜丘」則是「於郊為壇，以象圜天」，25故

曰「象天自然」、「本諸天地之性」。而「泰壇」一詞，則是指為了祭祀而建築的

祭壇。所以三者其實為一。26

第三就祭祀對象而言，根據現傳本《禮記》、《周禮》所論郊禮諸說，或稱

祭祀對象為「天」；或云祭祀對象為「帝」、「上帝」。27而王肅對「帝」與「天」

二者間的關係，則有以下的看法，《孔子家語‧五帝》「五行佐成上帝，而稱五帝。

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王肅在此注曰： 

天至尊，物不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28

因此，具有最高神聖性的「天」，也兼具有「上帝」的稱號。帝、天異名同實的

意見，也同樣可見於《孔子家語‧郊問》「大旅具矣，不足以饗帝」王肅的注文

之中： 

饗帝，祭天。29

「旅」指的是祭上帝於四望之禮，但規模較郊禮為簡略。王肅認為「饗帝」之禮

便是祭天之禮，通過上述可以推斷王肅認為郊祀的對象便是上天，也可稱為上帝。 

最後，關於王肅郊禮配樂舞之說，可見於清人嚴可均（1762~1843）自《通

                                                 
23 「冬至祭天於圜丘」一句在當時常被參與討論郊禮的學者所徵引，然查今傳《周禮》，並無此

句。不知是所見版本不同，或是由於古人徵引文獻模式多舉其大意即可，無須如今日學術規範的

要求。 
2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6，頁 3b，總頁

498。 
25 《孝經‧聖治章》：「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為圜丘，言於郊為壇，以象圜天。圜

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見﹝唐﹞唐玄宗（685~762）注，﹝宋﹞邢昺（932~1010）疏：《孝經

注疏‧聖治章第九》（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5，頁 3a，總頁 37。 
26 此外，《聖證論》中也另外記載郊與圜丘二者之間的關係：「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為圜丘，

言於郊為壇以象圜丘。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孔穎達則認為「圜丘」與「泰壇」實則有別。

「《爾雅》曰『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工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漢﹞鄭玄注，﹝唐﹞孔

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6，頁 2b，總頁 497。依孔之說，可以知道《禮

記》中所謂的「泰壇」，實為人工所築置的郊禮建築物；而「圜丘」則是天然形成，作為圜丘之

禮的祭祀場所。 
27 稱郊禮為祭天、報天者，例如〈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

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稱郊禮為事帝、上帝者，例如〈禮器〉；「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祀帝於郊，敬之至也」。﹝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郊特牲〉，《禮記註疏》，

同注 13，卷 26，頁 1a，總頁 497；〈禮器〉，卷 24，頁 7a、16a，總頁 470、474。 
28 楊朝明：〈五帝第二十四〉，《孔子家語通解：附出土資料與相關研究》，同注 21，頁 294。 
29 楊朝明：〈郊問第二十九〉，《孔子家語通解：附出土資料與相關研究》，同注 21，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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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以及史書禮樂志中輯錄而得〈議祀圓丘方澤宜宮縣樂八佾舞〉、〈又議（祀圓

丘方澤宜宮縣樂八佾舞）〉30、〈郊廟樂舞議〉三篇奏議： 

王者各以其禮制事天地，今說者據《周官》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不

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樂。

言盡用者，謂盡用宮縣之樂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不文爾。不

謂庶物當復減之也。禮，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

設宮縣之樂，八佾之舞。31

「宮縣」之樂，當是指〈春官‧小胥〉所言： 

正樂縣之位，王宮縣，諸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 

鄭玄注：「樂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32而舞「八佾」則可見於《禮記‧祭

統》：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

以舞《大夏》，此天子之樂也。33

由此可知，樂宮縣、舞八佾，都是天子之禮文。王肅根據禮經中的記載，建議當

時行郊禮時當配以天子規模之樂舞。後有衛臻、左延年、繆襲等附和王肅之說，

遂終為採納。34

以上大致說明了王肅對於郊祀的基本看法及主張。綰合上述，茲將王肅對

於郊祀的主張條列如右：（一）周、魯依周正，一歲二郊禮，一次於子月冬至辛

日之時舉行，另一次則是於寅月啟蟄之時。35（二）郊祀當行於南郊（或稱圜丘）

所築之泰壇。（三）郊祀主要祭祀對象為天（或稱帝、上帝）。（四）郊祀進行時，

                                                 
30 《通典》將此二篇合稱為〈郊廟宮縣備舞議〉。見﹝唐﹞杜佑（734~812），王文錦點校：《通

典‧樂七》（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第 4 冊，卷 147，頁 3741。 
31 ﹝清﹞嚴可均輯：〈議祀圓丘方澤宜宮縣樂八佾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

（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第 2 冊，卷 23，頁 5b~6a，總頁 1178。嚴氏所輯，文句與《通典》、

《宋書‧樂志》略有不同，今據《宋書》改。 
32 ﹝清﹞孫詒讓，王文錦點校：《周禮正義》，同注 2，第 7 冊，卷 44，頁 1823。 
3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祭統》，同注 13，卷 49，22b，總頁 840。 
34 此事見於《宋書‧樂志》，然未明確記載發生於何時。根據《通典》所書，最末標有「咸熙」

二字，若依此，則此次議禮最後定案當在王肅身後 8 年，約是魏元帝咸熙年間（264~265）。然根

據《三國會要》所錄，清人楊晨將王肅奏議郊禮宜宮縣舞八佾並為採納一事繫於魏明帝太和初年

（太和元年為西元 227 年），二者所記似有出入。﹝清﹞楊晨（1845~?）：《三國會要》（北京：中

華書局，1998 年），卷 11，頁 204。 
35 關於王肅主張周代曆法行周正建子而非行夏正建寅之說，清人趙翼於《陔餘叢考》中亦有間

接的証明：「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

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不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

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不過王肅此說並未得到

時人接受。﹝清﹞趙翼（1727~1814）：〈三正〉，《陔餘叢考》（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第 1
冊，卷 1，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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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有符合天子規模的宮縣之樂以及八佾之舞。36

二、 祀地社禮 

現存文獻中有關王肅針對社禮所提出的言論，主要環繞在社禮祭祀對象等

相關問題。以下，將對此一問題進行剖析，以說明王肅看法。 

約略與王肅同時期的著名文人魏陳思王曹植（192~232）曾作有〈社頌〉，

茲引述於下，以為話資。 

於惟大社，官名后土。是曰勾龍，功著上古。德佩帝皇，實為靈主。克明

播植，農政日舉，尊以作稷，豐年是與。義與社同，方神此宇。建國承家，

莫不修序。37

曹植此頌，大致可以反映當時官方對於社祭的看法。根據此頌可以暸解所謂的「社

稷」之禮，實際上包含了兩個成素：社與稷。而社禮所涵蓋的祭祀對象除了「土」

之外，還包括了上古歷史人物「勾龍」。38有關勾龍與社禮之間較為詳細的說明，

可見於《後漢書‧祭祀志下》： 

《孝經援神契》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禮記》

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句龍，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

列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

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39

勾龍，或作句龍。相傳為上古共工氏之子，任后土之官，40因其有平定天下九州

                                                 
36 至於郊禘二者間相關的問題，將於下段一併處理。 
37 ﹝清﹞嚴可均輯：〈社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卷

17，頁 2b~3a，總頁 1144~1145。黃侃在說明禮學難治的幾項理由時，其一是「名稱之難壹也」，

黃侃曰：「一社稷也，或為地示之號，或為配祭之人」，明確地揭示了自古以來對於社稷禮制爭訟

不休的癥結所在。見氏著：〈禮學略說〉，《黃侃國學文集》，同注 1，頁 451。 
38 有關社祭土之說，可見於《禮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正義》曰：「土，謂五土，

山林、川澤、丘陵，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揆度此說，可知「土」當泛指自

然大地。﹝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5，20a、21a，

總頁 489、490。 
39 ﹝劉宋﹞范曄（398~445），﹝唐﹞李賢（651~684）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駱主編：

〈祭祀志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北：鼎文書局，1999 年），第 5 冊，頁 3200。 
40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自顓頊以來，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黎、句芒、祝融、后土、蓐

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應劭注曰：「少昊有四叔，重為句芒，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

頊氏有子曰黎，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句龍，為后土。故有五行之官，皆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上公」一詞，本有二義。一為秩位名，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及《後漢書‧百官志》可

知，「上公」一職乃貴為三公之上；另一則為爵名。據《左傳‧昭公二十九年》「故有五行之官，

是謂五官，實列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句芒，火正曰祝融，

金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杜預注曰：「爵上公」。推測應劭所言似承《左傳》而

來，故可以假設早在先秦時期，句龍等上古歷史傳說人物已受到政治力量的滲透，而賦與神格屬

性。這種情形至東漢時期依舊延續著。陳槃先生（1905~1999）以為「古代五行之官，爵為上公，

得以配食社稷、五祀，則其有『公』稱（漢以來，民間有『社公』之稱，見《後漢書‧方術傳》

下〈費長房傳〉、《禮記‧郊特牲‧正義》引《五經異議》），亦不為妄」，見陳先生：〈讀《五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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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故受到後世尊崇。41是以〈祭祀志下〉遂云：「大司農鄭玄說，古者官有

大功，則配食其神。故句龍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42職是，句龍乃是因其有

功於世人故得「配食」於社主。43

欲探討王肅對於社禮的說法，較具有實質助益的文獻首推清人所輯佚的《聖

證論》，另有部份訊息可自嚴可均所輯得的相關文章中獲得。總結諸說，擬以下

述兩步驟說明王肅對於社禮的看法。44

首先，《聖證論》中記載： 

祭天牛角繭栗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牢，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

社稷絺冕，又唯天子令庶民祭社，社若地神，豈庶民得祭地乎？45

牛角「繭栗」，依孫希旦所言乃是「牛角初出，若蠶繭、栗實然也」，46祭天獨用

牛角初出之犢，祭社用大牢等說皆可見於〈郊特牲〉、〈王制〉二篇。47推測王肅

此處對列祭天、祭社所用犧牲的用意，主要是說明祭社之禮不僅與祭天之禮不

同，更要強調的是，依照「以小為貴」48的制禮原則來說，祭天之禮較祭社之禮

                                                                                                                                            
徵》札記〉，《澗莊文錄》（臺北：國立編譯館，1997 年），下冊，頁 677。前引《漢書》、《左傳》

相關資料，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駱主編：〈百官公卿表〉，《新校本漢書并附

編二種》，同注 9，第 1 冊，卷 19 上，頁 72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二十九年》，同注 19，

下冊，頁 1502。 
4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祭法》，同注 13，卷 46，頁 14b，總頁 802：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42 ﹝劉宋﹞范曄，﹝唐﹞李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駱主編：〈祭祀志下〉，《新校本後

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同注 39，第 5 冊，卷 19，頁 3200。 
43 然而，句龍究竟是直接尊為社主，又或只是居於配食之地位，歷來爭論不休。根據《後漢書‧

祭祀志》晉司馬彪等注便指出，漢儒對句龍在社禮中的定位到底為何，爭訟不已。注文中記載著

荀彧、鄧義與仲長統之間對於句龍究竟為社主亦或是配食之位的兩造說法。文長在此不便徵引。

見﹝劉宋﹞范曄，﹝唐﹞李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駱主編：〈祭祀志下〉，《新校本後

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同注 39，第 5 冊，卷 19，頁 3202~3203。 
44 我在此提出的兩個步驟，是站在後設理解的角度區分而得，主要是為了便於說明。故此兩步

驟只能視為我個人理解之順序，而不必然代表著王肅討論社禮定位問題時理論建構之順序。 
4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5，22a，總頁 490。 
46 ﹝清﹞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王制》，同注 15，上冊，頁 354：「愚謂繭栗，謂

牛角初出，若蠶繭、栗實然也。祭天地之牲用犢，貴誠之意也。宗廟卑於天地，故牛角握。賓客

又卑於宗廟，故牛角尺。此禮之以小為貴者」，以下將根據孫希旦所示「禮以小為貴」之說進行

推演。 
4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21a，總頁 245：

「天子社稷皆大牢」；〈郊特牲〉，同注 13，卷 25，頁 1a，總頁 480：「郊特牲而社稷大牢」。此外，

尚須說明的是有關祭社用角尺之牛的說法，今可見於﹝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

疏‧天官冢宰下》（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

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5，頁 14b，總頁 78。賈公彥疏曰：「〈王制〉『宗廟之牛角

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用握」，

然今本《國語》未見「山川之牛角尺」之句。﹝清﹞沈廷芳：《十三經注疏正字》（臺北：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 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92 冊，卷 24，頁 2b，總頁 308：「《國語》

山川之牛角尺。案〈楚語〉觀射父云，郊禘不過繭栗，烝嘗不過把握。所引無文」。 
48 禮以小為貴之說出於《禮記‧禮器》篇。此篇舉出了「以多為貴」、「以少為貴」、「以大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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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禮制結構中更具優位性。倘若進一步配合〈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栗」

一語來看，祭天、地與祭社所使用的牲體有所區別，所反映的不只是祭天與祭社

之禮不同，更可以說祭地之禮與祭社之禮也有所不同。據此，王肅更舉天子祭天

地與祭社稷時服制上的差異來證明祭地之禮與祭社之禮不可混為一談。 

關於王肅有意提高祭地之禮在國家禮制結構中的層級，尚可另舉一事以為

證明。根據清人楊晨《三國會要》所載，魏文帝駕崩之時，尚書薛悌呈上〈靈命

瑞圖〉，博士秦靜認為可在行告郊之禮時，以此圖祀天皇大帝以及五精之帝。時

王肅獨倡告天皇大帝當以地配，見嚴可均所輯〈告瑞祀天宜以地配議〉： 

禮有事于王父則以王母配，不降于四時常祀而不配也。且夫五精之帝，非

重于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于義未通。以地配天，于義正宜。49

王肅此議明確地針對當時看重祭祀五精之帝的意見提出修正，強調「五精之帝，

非重于地」，這種強調國家祭典當以祭天、祭地為第一優先的想法，可引《周禮‧

天官‧酒正》以為說明：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在貳，小祭壹貳，

皆有酌數。唯齊酒不貳，皆有器量。 

鄭注曰： 

鄭司農云：三貳，三益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50

鄭眾將國家祭典簡要地區分為三個層次，祭天地屬於大祭，祭祀先人則為中祭，

至於奉祀其他神靈則是屬於小祭。這種將祭祀天地視為「大祭」層次的看法，與

王肅之見類似，或許可以作為推測王肅禮學義理淵源的旁證之一。上述乃是王肅

處理社禮定位問題的第一步驟：証明社禮與祭地之禮並不相同。 

其次，王肅根據經典文獻中的記載，探討社與句龍之間的關係。他首先比

較了《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禮記‧祭法》「共工氏之霸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51二種記述的筆法： 

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不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年《傳》

云：句龍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不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句龍也。52

                                                                                                                                            
「以小為貴」、「以高為貴」、「以下為貴」、「以文為貴」、「以素為貴」8 種制禮的禮義原則。 
49 ﹝清﹞嚴可均輯：〈告瑞祀天宜以地配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卷 23，頁 6b，總頁 1178。發生於魏明帝時期的這樁議禮之事，可見於﹝清﹞楊晨：

《三國會要》，同注 34，卷 11，頁 205，可一併參看。 
50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天官冢宰下》，同注 47，卷 5，頁 13b，總頁

78。 
51 ﹝唐﹞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聖治章第九》，同注 25，卷 5，頁 2a，總頁 3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祭法》，同注 13，卷 46，14b，總頁 802。 
5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5，22b，總頁 490。

今以王肅《聖證論》所言「句龍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覆覈現傳《禮記》、《左傳》，查無所得。 

  



王肅禮學義理及其時代意義  - 59 - 

根據林慶彰老師的研究指出，中國古典語境中，多數人皆「相信」儒家經典的成

形與聖人集團有著密切的關係。53在當時以近於宗教信仰式的情懷面對經典之

下，較少有人會以類似於現代純粹知識活動的態度去研究、追問經典的「作者」

究竟為誰？經典乃是聖人集團所為，而聖人集團內的成員普遍存在著本質上的一

致性，成為中國傳統中不言自明的根本前提。在此條件下，相信即使是不同經典

中的文字記載、語詞使用，彼此間皆是通同而無悖，也便成為古代多數士人的共

識。54在此王肅認為既然《孝經》中有明確記載著后稷配天之說，而〈祭法〉中

卻未明言「祀句龍以配社」，反而是說「祀以為社」，因此王肅根據文獻不一致的

情況而推斷社禮便是祭祀句龍之禮。更進一步的說，社祭的對象即是句龍。 

王肅認為「社即句龍」之說，可另舉《尚書‧召誥》為例： 

若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洛，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55

                                                 
53 此說乃根據林慶彰老師（1948~）於民國 95 年 5 月 8 日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二樓演講廳

演說，題目為「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後刊載由日人藤井倫明所譯日文稿：〈中國經學

史上の原典回歸運動〉，《中國哲學論集》第 31、32 合併號（2006 年 12 月），頁 1~21。 
54 根據李淑珍〈當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註疏傳統的研究〉一文對於美國漢學家韓德森《典籍、

正典與註疏：儒家與西方註疏傳統的比較》的介紹指出，韓氏認為東漢時期的幾位重要的經學家，

諸如馬融、賈逵、鄭玄乃至於王肅等人「他們援引諸經互相參照，視五經為一互補整體，並與宇

宙秩序對應，以證明經典並非斷簡殘編之彙集」，因此對當時經生士人而言，各類儒家經典的作

者、義理、思想乃至於行文筆法，皆應該是具有一致性而不會發生相互牴觸的情形。請見氏著：

〈當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註疏傳統的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 卷 3 期（1999 年 9 月），

頁 3~31，引文請見頁 6。此外，車行健老師在其博士論文中，也曾根據鄭玄解經模式，提出了「六

經一體觀」的說法，也可一併參看，見車行健：《禮儀、讖緯與經義──鄭玄經學思想及其解經

方法》（臺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6 年），頁 156~157。 
55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召誥》（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清﹞

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5，頁 3b，總頁 219。

關於〈召誥〉篇這段文獻，歷來學者意見皆有所不同。我統整了《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

等《疏》、清人孫星衍（1753~1818）《尚書今古文注疏》及皮錫瑞（1850~1908）《今文尚書考證》

等人的說法，歸納出以下幾種說法。 
有關「用牲于郊，牛二」共有以下幾類說法：（a）「牛二」乃是因帝牛一、（后）稷牛一，主此說

法者有：孔安國、孔穎達、孫星衍。（b）使用二牛屬於加牲。因此祭是告徙新邑，非一般郊天。

皮錫瑞同意王商等議，乃主此說。然而，是否僅使用二牛為祭，彼此間也存有歧見。（c）認為除

了二牛之外，后稷配食乃用大牢，故除了牛一之外，還有羊一、豕一。《疏》曰：「（后）稷是人

神，祭用太牢，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不

見，可知也」，主此說者有孔安國與孔穎達。（d）主張除了帝牛、稷牛之外，別無犧牲。主此說

者有孫星衍、皮錫瑞。 
有關「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一語，由於直接關涉到社稷犧牲使用的禮制問題，因此

也引發爭論。根據我目前經眼的諸家之見，謹歸納如下（a）使用三牲乃因報重功。此說出自《孝

經援神契》「以三牲何？重功故也」，主此說者，例如《白虎通‧社稷》。（b）使用太牢三牲主要

象徵著社禮在國家禮制的層級較郊禮為低，在「以多為貶」的原則下，郊用特牲，故社用太牢。

此說可見於﹝清﹞王鳴盛（1722~1797）：《蛾術編‧說制五》、《尚書後案》。（c）使用三牲主要是

為了「立社位祀句龍，緣人事之也」主此說者，例如﹝漢﹞鄧義〈難社土神〉一文。與此說相似

者，亦可見於《尚書‧召誥》孔穎達《疏》曰：「稷是人神，祭用太牢」。本注所引諸書版本茲列

如下。﹝清﹞孫星衍著，陳抗等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召誥》（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

下冊，卷 10，頁 393~394。﹝清﹞皮錫瑞著，陳抗等點校：《今文尚書考證》（北京：中華書局，

2004 年），卷 17，頁 335~337。﹝日﹞安居香山（1921~1989）等輯：《緯書集成‧孝經援神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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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根據此段文獻中郊、社牲禮有別而提出己見：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曰：「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句龍，更無配祭之人。56

郊牲用二牛，一為帝牛一為稷牛，此說與孔安國《傳》無異。至於使用三

牲太牢祭社，何以能推演得出必是祭祀句龍的看法，由於其他相關文獻不全，又

或是王肅在此本無意進行分析說明，因此今無法窺其全貌。但為了對於王肅討論

祭社之禮可能的論述歷程作較為完整的展示，故採摭清人簡朝亮《尚書集注述疏》

對於〈周書‧召誥〉「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的解說以為補充說明。 

社者，后土之神，所以神地之道也，而非祭地之大禮也。今此經言社者，

蓋所謂「大社」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栗」。又云「天子社稷

皆大牢」。則社不與祭地同也。角如繭如栗者，所謂騂犢也。祭地尊之，

禮從其質而少者也。禮以羊豕為少牢，則大牢者三牲牛羊豕也。祭社親之，

禮從其文而多者也。57

簡氏舉《禮記‧王制》當中的兩段經文作為立論之依據，藉由使用的牲禮不同，

以證明祭社與祭地有別。此外，簡氏還闡明了祭地與祭社之禮性質上有著「尊」、

「親」之別。由於親尊有別，故「祭地尊之」遂依「以少為貴」的原則，僅用一

犢為牲。「祭社親之」，則依「以多為貴」而使用三牲太牢為祭。58觀察簡氏說解

方式與王肅之旨頗有異曲同工之處，且由於簡氏之說較王肅現存文獻資料更為完

整，故引述於此，以為旁證。 

職是，匯納上述所言可以得知，王肅以提升祭地之禮所屬層級的方式試圖

與祭社之禮分割，進而提出社禮的祭祀對象實際上便是句龍。以上殆王肅解祭社

禮制之義旨。 

三、 祭祖之禮 

現存王肅著述中關於宗廟祭祖禮制的討論，主要環繞在兩大議題：（一）天子

廟數問題；（二）禘祫之祭的內涵討論。以下分別說明之。 

                                                                                                                                            
（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中冊，頁 970。﹝清﹞陳立著，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

證‧社稷》，同注 10，上冊，卷 3，頁 85。﹝清﹞王鳴盛：《蛾術編‧說制五》，收入楊家駱主編：

《王鳴盛讀書筆記十七種》（臺北：鼎文書局，1979 年），冊 3，卷 67，頁 1873。﹝清﹞王鳴盛：

《尚書後案‧周書召誥》，收入《皇清經解尚書類彙編》，（臺北：藝文印書館，出版年不詳），冊

1，頁 840~841。﹝漢﹞鄧義：〈難社土神〉，見於﹝劉宋﹞范曄，﹝唐﹞李賢等注，﹝晉﹞司馬

彪補志，楊家駱主編：〈祭祀志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同注 39，第 5 冊，頁 3202，

注 8。 
5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5，22a~b，總頁

490。 
57 ﹝清﹞簡朝亮（1851~1933）：《尚書集注述疏‧召誥》（臺北：鼎文出版社，1972 年），上冊，

卷 18，頁 399。 
58 ﹝清﹞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同注 15，上冊，頁 635。「有以少為貴者：天子

無介，祭天特牲」，孫云：「宗廟社稷用大牢，而祭天惟特牲…皆貴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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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宗廟廟數的爭議，在王肅之前便已存在。其中最著名的例子，可以西

漢元帝時期罷祀昭靈后、郡國廟所引發丞相韋玄成等人議禮事件為代表。59其後

儒生對此議題皆有不同意見。在這爭訟未絕的傳統中，王肅主張天子宗廟建制當

以七廟為是。要了解此一說法之來由依據，則可自王肅詮解《禮記‧王制》的說

法作為討論的出發點。 

〈王制〉篇中有如下的記載：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60

依照經文之意，其實非常明確地說明天子宗廟廟數為七。七廟構成要素為太祖祖

廟一，昭穆各三廟。太祖乃「始封之君」，61太祖廟又稱為祖考廟。以周制而言，

祖考廟所奉即為周代始祖后稷。此外，昭穆之法則是順應遷主毀廟之習而來，近

人章景明論周代昭穆之法時，即言： 

蓋宗廟之制若有定制，則七世五世之後，新主入廟，遠廟於親已疏，必依

次而遷，以符合廟數有定之制。62

因此，除了祖考廟所奉之主不會有所變動之外，其餘六廟則會依序祀奉已故之六

代先王。一旦有新亡之君，則會依同昭穆之序，毀遠祖廟主而迎祀新主。 

王肅的主張與此說接近。較為具體的說法，可見於王肅注「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之語，茲引述於下。 

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並始祖及親廟四為七。63

王肅在此對「三昭三穆」六廟作了更為細緻的區分。他將六廟分為「二祧廟」與

「四親廟」。「四親廟」，指的是禰廟、祖父廟、曾祖廟與高祖廟。64有關「祧廟」

之內涵，章景明統計經傳注疏中使用的方式，總共歸納出 7 種意義。65這也反映

                                                 
59 近期相關研究，請參看貝克定：〈西漢晚期宗廟制度中的宗教意涵：《漢書‧韋賢傳》中的

論辯〉，收錄於祝平次（1962~）、楊儒賓（1956~）合編：《天體、身體與國體》（臺北：國立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年）。 
6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13b，總頁 241。 
61 韋玄成、鄭玄皆主此說。有關韋玄成之說，請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駱主

編：〈韋賢傳〉，《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同注 9，第 4 冊，卷 73，頁 3118。鄭玄之說可見﹝漢﹞

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13b，總頁 241；﹝漢﹞

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夏采〉，《周禮注疏‧天官冢宰下》，同注 47，卷 8，頁 22b，總頁 132
鄭玄注引鄭司農之語。孫希旦則主張「得姓之祖，謂之始祖；始封之君，謂之大祖」，見﹝清﹞

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同注 15，下冊，頁 903。 
62 章景明先生：《殷周廟制論稿》（臺北：學海出版社，1979 年），頁 64~65。有關前人討論昭穆

之制，可參看﹝清﹞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同注 15，上冊，頁 343~346。 
6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14a，總頁 241。 
64 《禮記‧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正義》：「當祫之年，則祝迎高、曾、祖、

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曾子問》，同

注 13，卷 18，頁 21b，總頁 368。 
65 章先生統計而得「祧」的七種意義，略引如下：（1）遠廟，見〈祭法〉、《左傳‧昭元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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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經傳注疏中對於「祧廟」並無統一之見。至於王肅對於「祧廟」的看法，可以

《家語‧廟制》王肅注文為例。《家語‧廟制》「遠廟為祧，有二祧焉」，王肅注

曰： 

祧，遠意。親盡為祧。66

另外，他在注〈祭法〉「有二祧，享嘗乃止」時，對於祧廟有更詳細的解說： 

祧者，五世六世之祖。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67

父、祖、曾、高四世之外的先人，由於歷時過於長久，且血緣關係也過於疏遠，

因此將四世之外，定位為「親盡」，這樣的觀念在古代喪服制度體現得最為明顯。

《禮記‧大傳》有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殺同姓也」，68緦麻之

服，是五服制中最輕之服。由於四世之親尚在九族之內，因此需為彼服緦麻；五

世之親已在九族之外，不能歸入九族之親，僅能視為同姓而已，因此為彼袒免即

可。69

既然五世、六世之祖已在九族之外，那麼何以還須設廟祀奉？王肅引〈祭

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來孫」為據，70對君主祀

五世、六世等族外之祖的禮制提出說明。《聖證論》言： 

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此為下祭五代來孫。則下及無親

之孫，而祭上不及無親之祖，不亦詭哉！71

王肅認為，依據〈祭法〉所載，君主可向下祭祀至四世「玄孫」之外的第五世「來

孫」，那麼依照同樣的道理，何以不能奉祀四世高祖之外的五祖、六祖。〈祭法〉

                                                                                                                                            
子家語‧廟制》（2）諸侯始祖之廟，如《左傳‧襄 9 年》（3）曾祖之廟，如《左傳‧襄 9 年》服

注（4）遷主所藏之廟，《周禮‧小宗伯》鄭注、《儀禮‧聘禮》鄭注（5）祭先祖，如《廣雅‧釋

天》（6）升遷，〈祭法〉鄭注（7）祭遷主，《周禮‧守祧》鄭注。參章先生：《殷周廟制論稿》，

同注 62，頁 58~61。 
66 楊朝明：〈廟制第三十四〉，《孔子家語通解：附出土資料與相關研究》，同注 21，頁 397。 
67 此乃賈公彥轉引之語，見﹝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守祧〉，《周禮注疏‧春官》，同

注 47，卷 21，頁 17a，總頁 329。 
6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大傳》，同注 13，卷 34，頁 7a，總頁 619。 
69 此處依孫希旦之說，「五服之殺，至緦麻而終也。同高祖之親謂之族，以在九族之內也。五世

在九族之外，不得為同族，但同姓而已。同姓既疏，故殺其恩誼，但為之袒免而無服也」，見﹝清﹞

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同注 15，下冊，頁 909。「袒免」依彭林之說，乃是「出

殯時左袒、著免（wenˋ，「著免」是在頭上結一條一寸寬的喪帶）」。見彭林：《中國古代禮儀文

明》，同注 7，頁 194。 
7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祭法》，同注 13，卷 46，頁 14a，總頁 802。

案，「適」與「嫡」相通。 
71 上引為《玉函山房輯佚書》之版本，見﹝清﹞馬國翰（1794~1857）：《玉函山房輯佚書》（臺

北：文海出版社，1967 年影印﹝清﹞同治 10 年（1871）辛未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本），第 4 冊，

頁 18b，總頁 1959，與《通典》所引在字句上有所出入，然意義上無太大的差別，茲錄於下：「〈祭

法〉又曰：『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孫、嫡玄孫、嫡來孫』，此為下祭五代來孫，則無親

之孫也，而上祭何不及無親之祖乎？」。見﹝唐﹞杜佑撰，王文錦點校：《通典‧禮七‧沿革七‧

吉禮六》，同注 30，冊 2，卷 47，頁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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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獻正好可以為王肅主張二祧廟乃祀五世、六世祖之說提供解釋基礎。 

綰合上述，王肅認為天子七廟乃是以太祖之廟為一；五祖、六祖之廟為二

祧廟；禰（父）、祖、曾祖、高祖廟為四親廟。此七廟中，除了太祖廟主乃常設

不遷之外，其餘六廟之主皆須依昭穆之制依序遷毀。故王肅云： 

祧者，五世六世之祖。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

而遷，文武為祖宗不毀矣。72

以上對於王肅主張天子七廟之說稍作梳理，以明立場。以下將對於宗廟之祭禮─

─「禘祫」之制進行討論。 

王肅對於禘祭的看法，首先可引王肅注〈商頌‧長發序〉「長發，大禘也」

所言： 

大禘，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73

王肅注文對後人欲了解禘祭內容實有所裨益，且其中「殷祭」一詞的釐清將有助

於抉發禘祭之具體內涵。關於「殷祭」一詞，亦可見於其他經傳。例如《禮記‧

曾子問》「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不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

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禮也』」，74孔穎達《正義》對於「殷祭」有所闡

釋： 

殷，大也。小大二祥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

謂之殷祭。75

歸納經傳中述及「殷祭」之見解，大體上皆認為殷祭之「殷」，有規模盛大之意。

然而，若要深究其中具體細節，則各家說法略有不同。以下舉王肅相關說法以進

一步推測王肅主張的殷祭內容。 

                                                 
72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守祧〉，《周禮注疏‧春官》，同注 47，卷 21，頁 17a，總

頁 329。 
73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長發〉，《毛詩注疏‧商頌》（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

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20 之 4，

頁 1a，總頁 800。 
7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曾子問》，同注 13，卷 19，頁 4a~b，總頁

376。 
75 同上注，頁 4b，總頁 376。經文中稱言「殷祭」者，尚有《公羊傳‧文公二年》「八月，丁卯，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奈何，毀廟之主，陳于大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年而再殷祭」，﹝漢﹞何休（129~182）注曰：「殷，盛

也」，見﹝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傳：《春秋公羊傳注疏‧文公二年》（臺北：藝文印書館，

1981 年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3，頁 6b，總頁 165。另外，《周禮‧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玄《注》曰：「魯禮，三年喪畢，而

祫於大祖；明年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率五年而再殷祭，一祫一禘」，賈公彥《疏》曰：「殷，

大也」，見﹝清﹞孫詒讓，王文錦點校：《周禮正義》，同注 2，第 5 冊，卷 33，頁 133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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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武帝卞皇后76於明帝太和 4 年崩殂後，太和 6 年時，由於 3 年喪期將屆

滿，卻因為何時當舉行禘祭，引起了朝廷眾臣爭議。在這場爭議中，王肅的奏議

內容對於何謂「殷祭」，有所申論，茲述如下： 

鄭玄言各于其廟，則無以異四時常祀，不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

具為殷之者，夫孝子盡心于事親，致敬于四時，比時具物，不可以不備，

無緣儉齊其親，累年而後一豐其饌也。夫謂殷者，因以祖宗竝陳，昭穆皆

列故也。77

〈商頌‧玄鳥〉序：「玄鳥，祀高宗也」，鄭玄箋云：「古者君喪三年既畢，禘於

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78王肅對於禘祭各行於其廟的說法無法苟同。宗廟

祭祀本重在追遠先人，以盡人倫，79王肅認為禘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將平時常祀

時無法一併祭祀的先人，藉由禘祭來聊表後人追祀先人之情。此可舉王肅詮解〈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之言以為賡述： 

〈祭法〉禘黃帝，是宗廟五年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

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為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80

上述「虞氏」一詞，指的是「虞舜」。王肅此處所說，主要在釐清虞舜與黃帝之

間的血緣關係，以及虞舜禘祭黃帝的理由。根據王肅的看法，黃帝是虞舜的九世

祖，而顓頊則是虞舜的七世祖，若進一步對照〈五帝本紀〉所記，可以勾勒出由

黃帝至虞舜的血緣傳承關係：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陵之女，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

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降居江水；其二曰昌意，降

居若水。昌意娶蜀山氏女，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

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立，是為帝顓頊也。81

                                                 
76 武帝卞皇后，魏文帝之母。文帝踐阼後，尊曰皇太后。明帝即位後，尊曰太皇太后。於太和 4
年崩。 
77 ﹝清﹞嚴可均輯：〈又奏（禘祭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卷 23，頁 5a，總頁 1178。 
78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玄鳥〉，《毛詩注疏‧商頌》，同注 73，卷 20 之 3，頁 12b，

總頁 792。鄭玄解禘祫祭之內容，據﹝清﹞孫詒讓所言，皆具見於《禮記注》、〈禘祫志〉之中。

不過鄭玄所言，前後多有矛盾。孫氏將鄭玄之詩禮箋文相對參，舉出兩項疑迕之處。另又歸結鄭

玄之說與眾說有異之處，共舉出 21 條，茲不贅述。詳參﹝清﹞孫詒讓，王文錦點校：《周禮正義‧

春官‧大宗伯》，同注 2，第 5 冊，卷 33，頁 1340~1343；〈鬯人〉，第 6 冊，卷 37，頁 1503~1504。 
79 《禮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

穆，別之以禮義，人道竭矣」，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大傳》，同

注 13，卷 34，頁 3a~b，總頁 617。 
8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祭法》，同注 13，卷 46，頁 2a，總頁 796。 
81 ﹝漢﹞司馬遷（B.C.145~B.C.86）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唐﹞張守節

正義，楊家駱主編：〈五帝本紀〉，《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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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太史公所言，黃帝的兩個孩子玄囂與昌意的後代，皆曾居掌天下大位。依照

〈五帝本紀〉的記載，玄囂後代曾居大位者，有玄囂之孫高辛（帝嚳）、曾孫摯

（帝摯）與放勳（帝堯）；而昌意一系居掌天下者，則有昌意之子高陽（帝顓頊）、

及虞舜。〈五帝本紀〉詳盡地追溯了昌意以至虞舜，各代祖先名單。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句望，句望

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

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82

若綜合〈五帝本紀〉所記及上引王肅所言，大致可以將黃帝至虞舜間的世系關係，

圖列如下： 

黃帝九世─昌意八世─高陽【帝顓頊】七世─窮蟬六世─敬康五世─句望四世

─橋牛三世─瞽叟二世─重華【帝虞舜】 

前注 61 曾引孫希旦「得姓之祖，謂之始祖；始封之君，謂之大祖」之說，所謂

「得姓」一詞，其意涵側重於強調「血緣傳承」之義；83而「始封之君」，則是

著眼於政治權力的來源。84依此架構來看，對於虞舜而言，顓頊乃是政治權力之

源頭，故為「大祖」；而黃帝是血緣的根本，故為「始祖」，也就是〈喪服小記〉

中所言的「祖之所自出」，意即此一血緣世系皆源自於黃帝。在確立了黃帝、顓

頊所代表的意義之後，重新理解王肅對於禘祭的看法，可以看出王肅以為虞舜在

位之際施行禘祭，乃是以代表著皇室血緣根本的黃帝為主要祭祀對象，並以象徵

政治權力來源的始封之祖作為主要配享成員。因此基本上，在王肅的禮學結構

中，禘祭的根本性質，宜定位為祭祀祖先之禮。 

綜合上述兩部分的闡述，大抵上可以歸結禘祭所祭祀的對象，乃是以皇室

眾祖先之所自出者為禘祭主要對象。85此外，對於禘祭所祭的其他對象，王肅另

引逸禮之說為據： 

                                                                                                                                            
第 1 冊，卷 1，頁 10。 
82 ﹝漢﹞司馬遷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駱主編：

〈五帝本紀〉，《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同上注，第 1 冊，卷 1，頁 31。 
83 雁俠（1964~）曾考察先秦姓字的用法，歸結出「姓」字使用多強調「血緣傳承」意義。見氏

著：《中國早期姓氏制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年），頁 8~11。 
84 章景明先生曾對於「始封之君」一詞進行研究，歸納三種情況：「王之子弟封為諸侯者」、「異

姓始封者」、「先代王者之後改封者」。見章景明先生：《殷周廟制論稿》，同注 62，頁 46。而大陸

學者李衡眉（1942~）則主張，「始祖」一詞，西漢以前尚未出現，直至東漢儒者班固、鄭玄等人

杜撰，纔為後人逐漸承襲使用。見李衡眉：〈歷代昭穆制度中“始祖＂稱呼之誤釐正〉，《昭穆制

度研究論集》（濟南：泰山出版社，2004 年），頁 78~89。 
85 孫希旦解〈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時，引述了朱熹（1130~1200）

對於禘祭之說，在此參看，更可發明禘祭之義，茲引如下。「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

自家身心未相遼絕，祭祀之理亦自易理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不敢不盡其心。

至祭其始祖，己自大斷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茍非察理之精微，

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見﹝清﹞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同注 15，下

冊，頁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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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引禘於大廟，《逸禮》「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

並列。《逸禮》又云「皆升合於其祖」86

黃以周（1828~1899）《禮書通故》對此有所疏解，其曰： 

其引禘於大廟，逸禮云云，欲以難鄭二世室四親廟，不竝升合食也。故據

祝辭孝子孝孫之稱，以為父子並列於大廟。又以逸禮「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于其祖衹及毀主」，不兼未毀主，與己說不合，故去「毀廟之主」四字，

而引其下句以為己證。87

且不論黃以周所徵引之逸禮原句是否為真；或是王肅是否真的有意刪減逸禮的原

句以為己用，不過黃以周的說法卻可以作為後人理解王肅禘祭之說的例證，即以

為禘祭對象除了祖之所自出者外，尚必須包括「未毀之主」及「毀廟之主」兩大

類。就此規模來看，禘祭定當有別於一般四時常祀88的陣仗。而稱禘祭為「殷祭」，

主要用意就是在說明禘祭之時，不論其排場陣仗，或是列祀先人的數量而言都是

極為盛大。此外由於昭、穆、祖、宗等未毀廟之主，以及已毀之主皆於禘祭之時

一同受祭於大祖祖廟，這種合祭的模式，王肅以為即是「祫祭」一詞之意。因此

「禘」、「祫」實乃一祭二名之禮。王肅曰： 

天子諸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不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

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兩祭之名。89

王肅強調禘祭並非祭天，而是祭祖之禮；此外，由於此禮典具有審諦昭穆的功能，

故稱為「禘」，又就其舉行的方式來說，乃是以合祭的方式進行，故又稱其為「祫」。

承上，王肅繼此再進一步說明禘祫之祭的舉行週期。 

三年一祫，五年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年再殷祭，不言一禘一祫，斷

可知矣。90

有關「三年一祫，五年一禘」之說，歷來皆舉鄭玄之說為代表。91遞嬗相承

已久，後人不辨，遂以為此說乃出於鄭玄，元人馬端臨《文獻通考》曾對此進行

考證，以為此說乃出於緯書。今覆覈《緯書集成》所輯之《禮含文嘉》、《禮稽命

                                                 
8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20a~b，總頁

244。或曰「其」作「大」，見﹝清﹞阮元（1764~1849），﹝清﹞盧宣旬摘錄：〈禮記注疏卷十二

校勘記〉，《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7b，總頁 252。 
87 ﹝清﹞黃以周：《禮書通故‧第十七肆獻祼饋食禮通故一》（臺北：華世出版社，1976 年影印

﹝清﹞光緒 19 年（1893）刊本），上冊，頁 434。 
88 所謂四時常祭，指的是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以為此乃夏商二朝之祭

名，周時已改春礿為祠，夏禘為礿。詳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

制》，同注 13，卷 12，頁 16a，總頁 242。 
89 ﹝唐﹞杜佑，王文錦點校：《通典‧禮十‧沿革十‧吉禮九》，同注 30，第 2 冊，卷 50，頁 1395。 
90 同上。 
91 有關鄭玄解禘祫之內容，於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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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皆見此說，92故知此說當出於緯書無誤，且早在鄭玄之前便已流傳。93由於

禘祫實乃一禮，因此王肅以為「三年一祫，五年一禘」之說，其實就是在討論禘

祭之禮的舉行週期時間。北魏太和 13 年，著作郎崔光與中書監高閭曾在孝文帝

面前對於禘祭的內涵有所爭議。在辯論中高閭無法同意崔光所主張「禘祭」一詞

乃指涉「大祭圓丘」、「大祭宗廟」、「時祭」3 種禮制的說法，遂援引王肅此說並

加以闡發： 

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不異也。禘祫一名

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不欲數，數則黷。一歲而三禘，予

以為過數。94

禘祭乃合而祭之，故稱祫，禘祫不二，前文對此已有說明。在此高閭更強調的是

禘祭當遵守「以少為貴」的制禮原則，不宜過於頻繁而流於黷（浮濫），因此王

肅的主張更能切合此義。 

總結上述「總而互舉之，故稱五年再殷祭」、前引王肅詮解〈祭法〉所言「〈祭

法〉禘黃帝，是宗廟五年祭之名」，以及唐代黎幹以「十詰」非議薛頎等人主張

「禘謂冬至祭昊天於圓丘」時說道「王肅云：『禘謂於五年大祭也。』」95等 3 筆

資料，大抵可以推斷王肅認為應當每間隔 5 年舉行一次禘祭。96

上述言及太和 6 年群臣議禮事件，由於禮典職司擬於當年 4 月行禘祭，然

距卞皇后崩殂僅 23 個月，尚不及 3 年喪期，故王肅兩次奏議此事。王肅云： 

今宜以崩年數。按《春秋》魯閔公二年夏，禘于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

                                                 
92 見﹝日﹞安居香山等輯：《緯書集成‧禮含文嘉》，同注 55，中冊，頁 505；〈禮稽命徵〉，中

冊，頁 508。 
93《文獻通考》：「三年一祫，五年一禘之說，先儒林氏（﹝宋﹞林之奇）、楊氏（﹝宋﹞楊復）皆以為

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年有祫，僖公定公八年有禘，遂約略想像而立為此說。……然光武二十六年

詔問張純禘祫之禮，而純奏禮三年一祫，五年一禘，然則其說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

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禮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用之」。見﹝元﹞馬

端臨（1254~1323）：《文獻通考‧宗廟十一》（臺北：新興書局，1963 年），第 1 冊，卷 101，頁

921。有關「三年一祫，五年一禘」出於緯書之說，亦可見於〈王制〉孔疏，見﹝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18b，總頁 243。此引《文獻通考》

之語，意強調此說在鄭玄以前業已傳播。 
94 見﹝北齊﹞魏收（506~572），楊家駱主編：〈禮志〉，《新校本魏書附西魏書》（臺北：鼎文書

局，1996 年），第 4 冊，卷 108 之 1，頁 2741~2743。 
95 見﹝後晉﹞劉昫，楊家駱主編：〈禮儀志〉，《新校本舊唐書附索引》（臺北：鼎文書局，1989
年），第 2 冊，卷 21，頁 836~842。 
96 根據目前搜得王肅著述中，以禘祭為討論中心之文獻共有 11 條：4 條出自《聖證論》，1 條出

自《孔子家語‧廟制》注文，1 條出自《毛詩注疏‧長發序》、1 條出自《左傳注疏‧閔公二年》、

1 條出自《禮記注疏‧王制》，其餘 3 條則是其奏議〈禘祭議〉、〈禘祭議又奏〉及〈答尚書難〉。

其中對於禘祭週期當間隔多久舉行的相關說明，除了在此所徵引《聖證論》的文句之外，另有《孔

子家語‧廟制》「其所謂禘者，皆五年大祭之所及也」，王肅注曰「殷周禘嚳，五年大祭而及」1
條。對於禘祭當於何時舉行的說明，有〈禘祭議〉一文以及《左傳注疏‧閔公二年》可供參考。

其餘對於禘祫之祭的相關說明，多在強調禘祭實祭宗廟之禮而非祭天之禮，以及禘祫乃異名同實

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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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月大祥便禘，不復禫，故譏其速也。去四年六月，武宣皇后崩，二

十六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行事。今當計始除服日數，當如

禮須到禫月乃禘。97

在此，王肅舉《春秋》所載魯閔公 2 年禘莊公一事以為話資。《經》曰：「夏五月，

乙酉，吉禘于莊公」，98自魯莊公 32 年 8 月薨至閔公 2 年 5 月，唯 22 個月而已，

3 年喪期未滿，因此《左傳》評曰：「『夏，吉禘于莊公』，速也」，99王肅以為「是

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便禘，不復禫，故譏其速也」，閔公禘祭莊公被視

為不合禮制之由在於，一是在 3 年喪期未滿便行禘祭，二是未行禫祭便行禘祭，

故「譏其速也」。若上述分析無誤，則可推論王肅認為合乎禮制規範的行禘時間

當是舉行禫祭宣示三年喪期結束之後。且王肅說明《左傳‧閔公二年》「吉禘于

莊公」云： 

二十五月除喪，即得行禘祭。100

因此，王肅認為 25 個月的喪期在舉行完禫祭宣告 3 年喪期結束之後，便可舉行

禘祭。類似的看法，另可見於與王肅約略同時的經學家杜預之說。閔公 2 年禘莊

公，杜預注曰： 

三年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

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立廟，廟成而吉祭，又不于大廟，故詳書以

示譏。101

禘祭行於 3 年喪期結束，引新主入廟而使遠主遷入祧廟之際。於此時舉行禘祭最

基本的現實考量乃是為了要重新確認昭穆次序。「審諦昭穆」的看法同樣也可見

於王肅之說，《聖證論》言： 

賈逵說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

引禘於大廟。102

前文徵引《聖證論》另一段文獻「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

不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兩祭

                                                 
97 ﹝清﹞嚴可均輯：〈禘祭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

卷 23，頁 5a，總頁 1178。 
98 ﹝晉﹞杜預（222~284）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閔二年‧經》（臺北：藝文印

書館，1981 年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卷 11，頁 5a，總頁 189。 
99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閔二年‧經》，同上注，卷 11，頁 7a，總

頁 190。 
100 ﹝晉﹞范甯（339~401）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梁傳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清﹞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6，頁

20a，總頁 66。 
101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閔二年‧經》，同注 98，卷 11，頁 5a，

總頁 189。 
10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王制》，同注 13，卷 12，頁 20a，總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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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103其中也有說明禘祭乃為審諦昭穆之用，因此可以合理的推斷，在禘祭

的討論中，王肅與杜預的立場基本上是一致的。 

總結上述推演，可以約略了解王肅認知中每 5 年所行的禘祭其內容為：禘

祭當在 3 年喪期結束新主入廟之際，假大祖廟中舉行。祭祀的對象包括皇室血緣

譜系中可溯及之最遠祖、毀廟之主以及未毀之昭、穆、祖、宗。由於採取合祭的

祭祀形式，故又稱「祫」。此種祭典最主要的功能有二：一是為了再次確認新舊

主的昭穆次序；另一則是藉由祀奉歷來的列祖列宗，以盡追遠之情。而其可能引

申出的政治效應，主要在於藉由禘祭儀式得以宣示、強調皇室血緣發展的完整

性。以上為王肅禘祫禮制的相關說明。 

第二節  王肅喪禮主張 

本節主要目的在考察王肅主張的喪禮內容，其中尤以喪服禮為本節研究核

心，並試圖根據實際的儀文內容歸納出背後抽象的禮學精神，故本節首先將陳

述、整理文獻中所記載王肅的喪禮儀文看法，以知其大略；其次將針對其中部分

儀文進行討論；最後將根據討論結果以釐清王肅喪禮主張所反映的抽象精神。 

一、 文獻層面的展示與歷史背景的說明 

由於王肅著述散佚情形嚴重，清人輯佚成果雖然不菲，然各家所輯皆略有

出入，較難見其全貌，故筆者重新檢索唐人杜佑《通典》「凶禮」，自其中鉤揀王

肅佚文。舉凡摘錄王肅原說著述，或是後人的徵引、稱述，皆納入揀選範圍。此

工作對本研究至少具有二層主要功能意義：1.藉由檢索的結果，較可以見王肅凶

禮主張之全貌；2.檢索的結果也有助於了解王肅凶禮主張在後世議禮時的徵引情

形，這將有助於本研究以較為實證的角度暸解王肅禮學義理在中古時期傳播、產

生效應的情形。此外，檢索結果另有一附加價值，即可依此結果重新驗證清人輯

佚成果有無缺漏，然此工作與本研究關涉較小，故暫不涉及。茲將檢索結果表列

於下。 

 

《通典》卷 97~105 
 凶禮條目 著錄情形 備註(卷數/頁碼）

1.  大喪初崩及山陵制  79/2142 

2.  喪期 ﹝宋﹞王準之徵引 80/2166 

3.  奔大喪 ☆﹝魏﹞與盧毓議 80/2171 

4.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81/2202 

5.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后服 ﹝宋﹞庾蔚之徵引 81/2202 

6.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 ☆﹝魏﹞陳群、司馬 83/2254-2256

                                                 
103 ﹝唐﹞杜佑，王文錦點校：《通典‧禮十‧沿革十‧吉禮九》，同注 30，第 2 冊，卷 50，頁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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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高堂隆、韋誕、秦

靜、蔣濟、杜希 

7.  三不弔議  83/2258 

8.  禫變  87/2386-2389

9.  五服成服及變除  87/2392 

10.  臣為君斬衰三年，君至尊 ☆﹝魏﹞與陳群議 88/2418 

11.  妻為夫斬衰三年，夫至尊  88/2424 

12.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斬衰三年  
88/2424 

以上斬衰三年 

13.  妾從女君而出，則不為女君之子服  
89/2440 

斬衰二年 

14.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貴終  
89/2452 

齊衰杖期 

15.  為祖父母周，至尊  90/2464 

16.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不二斬  90/2465 

17.  
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周，婦人雖在外， 

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周 
 90/2466 

18.  

大夫之子為伯父母、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姑姐妹女子子 

適人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不報

 
90/2468 

以上齊衰不杖期

19.  宗子之母在，則不為宗子之妻服  90/2470 

20.  繼父不同居者 ﹝唐﹞徐堅徵引 90/2473 

21.  
曾祖父母，小功者兄弟之服，不敢以兄

弟之服服至尊 
 90/2474 

22.  大夫為舊君 
﹝晉﹞與淳于睿問答徵

引 

90/2476、2478

以上齊衰三月 

23.  論長殤所服之纓絰形制  91/2491 

24.  大夫之妾為他妾之子大功九月  91/2494 

25.  
同母異父昆弟相為服（繼父同居服周）

 

☆﹝魏﹞與武竺議 
﹝宋﹞庾蔚之徵引 

91/2494-2496

案‧禮無明文 

以上殤大功 

26.  夫之姑姐妹，娣姒婦，報  92/2502 

27.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女子子適人者  92/2503 

28.  
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君母在則不敢 

不從服，君母不在則不服 
 

92/2504 

以上小功五月 

29.  庶孫之中殤  
92/2509 

殤緦麻 

30.  為父後為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宋﹞崔凱、庾蔚之徵 94/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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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31.  為出繼母不服議  94/2549 

32.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97/2605 

33.  生不及祖父母不稅服議  98/2619 

  ?﹝晉﹞蔡謨徵引 98/2621 

34.  小功不稅服議 ﹝晉﹞徐邈徵引 98/2622 

  ﹝宋﹞庾蔚之徵引  

35.  喪遇閏月議 ﹝齊﹞王儉徵引 100/2658 

  
﹝北魏﹞崔鴻、元珍徵

引 
100/2659 

36.  師弟子相為服議  101/2670 

37.  朋友相為服議  101/2671 

38.  改葬服議  102/2677-2678

  ﹝晉﹞賀循徵引 102/2678 

  ﹝晉﹞殷仲堪徵引 102/2679 

  ﹝晉﹞何琦徵引  

39.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魏﹞荀俁議 102/2682 

40.  改葬反虞議 
﹝晉﹞尚書、韓虯、賀

循徵引 
102/2684-2685

41.  父母墓毀服議 ﹝晉﹞荀組上表徵引 102/2686 

  ﹝晉﹞曹耽、胡訥徵引 102/2687 

42.  三年而後葬變除議  103/2693 

  ﹝宋﹞庾蔚之徵引 103/2695 

43.  婦喪久不葬服議 
﹝宋﹞蔡廓問雷次宗時

徵引 
103/2699 

44.  疑墓議  103/2705 

  ?﹝晉﹞蔡謨徵引 103/2705 

45.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案‧有 2 條 104/2725 

  案‧有 4 條 104/2726 

46.  以遷主諱議  104/2730-2731

47.  內諱及不諱皇后名議  104/2735 

48.  庶子父在為出嫡母服議 ?﹝晉﹞殷仲堪徵引 94/2546 

【表 1】 

雖然《通典》所輯得的文獻多為隻字片語，不甚完整；然而根據檢索的結

果可約略得知王肅著述內容至少觸及 48 種具體的凶禮儀文。此外，根據上表也

可看出，王肅之說在兩晉與劉宋時期較為時人注意，這項發現將可作為討論王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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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學義理接受歷程的切入點。104

在檢索成果中也可以發現另一現象，即王肅凶禮之說真正參與曹魏時期凶

禮討論者，就目前檢索看來有「奔大喪議」、「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為君斬

衰議」、「同母異父昆弟相為服議」、「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5 項，

僅佔其 48 項凶禮之說 10%，可見王肅凶禮之說在曹魏時期尚未完全受到注意，

此現象反映了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原因即王肅凶禮之說在當時影響力有限；第

二種可能原因乃是曹魏時期對於凶禮的討論尚未蔚為風潮，故王肅之說與當時各

家凶禮主張皆未成為時人關注的議題。前一種原因屬於個別特殊的現象，後者則

是一種共時具有普遍性的現象。而筆者以為後者的解釋可能較貼近當時歷史實

情。用以支持此說的相關佐證，可以議論喪禮為主題的著述佔當時總文獻之比率

作為依據。今以清人嚴可鈞所輯《全三國文》為本，進行考察。茲將結果表列於

下。 

 

 著者 篇名 備註 

1.  魏武帝 終令  

2.  魏文帝 殯祭死亡士卒令延康元年 11 月癸卯  

3.  魏文帝 武帝哀策文  

4.  魏文帝 終制黃初 3 年冬 10 月  

5.  魏明帝 弔陳群母詔  

6.  魏明帝 諡山陽公為孝獻皇帝詔青龍 2 年 4 月丙寅  

7.  魏明帝 皇后崩稱大行詔青龍 3 年春  

8.  魏明帝 詔亭侯以上稱薨  

9.  魏明帝 甄皇后哀策文青龍 2 年 3 月  

10.  魏明帝 告祠文帝廟青龍 2 年 4 月丙寅  

11.  高貴鄉公 令公卿議司馬師喪制詔 2 年 2 月  

12.  曹羲 ☆申蔣濟叔嫂服議  

13.  王朗 ☆論喪服書  

14.  王肅 請為大司馬曹真臨弔表太和 4 年  

15.  王肅 請山陽公稱皇配諡疏  

16.  王肅 已遷主諱議  

17.  王肅 ☆諸王國相宜為國王服斬縗議  

18.  王肅 ☆王侯在喪襲爵議  

19.  王肅 弔陳群母議  

20.  王肅 答劉氏弟子問  

21.  王肅 ☆答尚書訪  

                                                 
104 此次檢索乃依北京中華書局王文錦 1988 年版點校本。加註「☆」者，表示與王肅同時或是約

略前後之議禮事件。加註「?」表示該條可能性極大然尚無法確切證實為王肅之說，為求完備，

故一併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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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肅 ☆答武竺訪  

23.  鍾繇 處士君號諡議  

24.  陳群 諫諡皇女淑平原公主疏  

25.  陳群 諫追封太后父母  

26.  陳群 ☆諸王國相不應為國王服斬縗議  

27.  韓暨 ☆奏外祖母無服  

28.  韓暨 臨終遺言  

29.  司馬芝 ☆答劉綽問  

30.  劉曄 議追尊宜不過高皇疏  

31.  楊阜 諫帝送葬平原公主疏  

32.  衛顗 奏論賜諡  

33.  田瓊 ☆答劉德問六首  

34.  蘇林 皇后崩稱大行議  

35.  裴潛 遺令子秀儉葬  

36.  高堂隆 諸侯稱薨議  

37.  高堂隆 對或問藏主  

38.  高堂隆 ☆對尚書祠部問同母異父昆弟服  

39.  蔣濟 ☆奏會喪不宜去冠  

40.  蔣濟 ☆答何晏夏侯玄叔嫂服難  

41.  蔣濟 ☆萬機論‧禮記叔嫂無服  

42.  沐竝 豫作終制戒子儉葬  

43.  沐竝 又戒（終制戒子儉葬）  

44.  沐竝 又敕（終制戒子儉葬）  

45.  樂詳 ☆外祖母服依周禮議  

46.  孫欽 追崇始祖議  

47.  劉輔 論賜諡啟  

48.  王觀 遺令  

49.  王澹 與從叔征南將軍昶書 嘉禮 

50.  鹿攸、韓蓋 奏議臨葘侯求祭先王  

51.  郝昭 遺令戒子凱  

52.  繆襲 ☆奏對詔問外祖母服漢舊云何太和 6 年  

53.  繆襲 處士君號諡議  

54.  荀閎 賜諡議  

55.  何晏 明帝諡議  

56.  何晏 ☆與夏侯太初難蔣濟叔嫂無服論  

57.  趙咨 奏論賜諡  

58.  趙咨 ☆奏明帝外祖母服  

59.  薛諝 王澹母出還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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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杜布（杜希） ☆會喪宜去冠議  

61.  張敷 薨卒不祿議  

62.  武申 ☆奏論鍾毓為出母服  

63.  闕名 魏令  

64.  闕名 喪葬令  

65.  闕名 奏諡文昭皇后  

66.  闕名 奏外祖母喪制  

67.  闕名 鍾繇諡議太和 4 年 4 月  

68.  闕名 ☆以劉康襲爵素服奪情議  

69.  闕名 膠東令王君廟門斷碑二黃初 5 年          以上全魏文  

1.  蜀後主 詔諡趙雲建興 7 年  

2.  蜀後主 詔諡陳祗景耀元年  

3.  諸葛亮 上言請宣奉遺詔章武 3 年 4 月  

4.  諸葛亮 合葬昭烈皇后上言章武 3 年  

5.  蔣琬 已亡佚 喪服要記一卷

6.  姜維 議諡趙雲                        以上全蜀文  

1.  吳主權 詔議奔喪嘉禾 6 年正月  

2.  吳主權 追贈步皇后策命赤烏元年閏月戊子  

3.  吳主休 改葬諸葛恪等詔  

4.  張昭 宜為舊君諱論  

5.  顧譚 議奔喪  

6.  胡綜 議奔喪  

7.  徐整 ☆答問大夫子降服  

8.  射慈 ☆喪服變除  

9.  楊泉 請辭                            以上全吳文  

【表 2】105

根據本表可以得知嚴可鈞所輯之全魏文中，共有 69 篇文章論及凶禮。約佔

全魏文總數 1330 篇之 5%。議凶禮之人共 36 位，約佔全魏文所收總人數 178 位

之 20%。而其中專門討論喪服禮的篇章比例僅有 1.5%。此外，另參考日人木島

史雄〈六朝前期の孝と喪服─禮學の目的‧機能‧手法〉106的研究成果，更可以

幫助我們以較為宏觀的禮學發展史角度進行思考。木島氏在文中考察了姚振宗

（1842~1906）《三國藝文志》、文廷式（1856~1904）《補晉書藝文志》、聶崇岐

（1903~？）《補宋書藝文志》、陳述（1911~1992）《補南齊書藝文志》四書中禮

                                                 
105 檢索之底本乃依北京中華書局 1999 年版《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第 2 冊。加註☆記號

者為專論喪服禮制之篇目。統計嚴可均輯佚結果可以發現曹魏時期凶禮討論保留最多者，首推王

肅。 
106 ﹝日﹞木島史雄：〈六朝前期の孝と喪服─禮學の目的‧機能‧手法〉，﹝日﹞小南一郎（1942~）

編：《中國古代禮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 年），頁 35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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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書目，並且統計其中喪服書目所佔的比例。統計結果如下： 

時間 禮類書目數 喪服相關書目數 比例 

三國時代 40 7 約 18% 

兩晉時代 103 25 約 24% 

劉宋時代 41 9 約 22% 

南齊時代 34 12 約 35% 

【表 3】 

結合木島氏與筆者兩項統計的結果，大致上可以看出，曹魏時期對於凶禮乃至於

喪服禮的討論風氣相對來說較不興盛。清人沈垚《落颿樓集》嘗謂：「六朝人禮

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異於古之宗法，然與古不相遠。史傳中所載，

多禮家精粹之言」，後有民國大家錢穆於〈略論魏晉南北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

之關係〉一文中說明喪服禮對於門第結構具有維持內部秩序的功能意義。107以下

筆者將試圖說明何以曹魏時期在喪禮發展歷程中處於相對不發達的景況，也依此

展顯王肅討論喪禮的時代背景。 

為了要較為細緻地說明曹魏時期喪禮的發展情形，筆者歸納整理《通典》「凶

禮」中曹魏時期議論喪禮的記載，並將參與議禮的人員、時任官職，以及各議禮

事件可能發生時間點予以統計，藉以觀有魏一朝喪禮討論的情形。茲將結果表列

如下。 

 

禮制條目 參與人員 時間 出處（卷/頁） 

大喪初崩及山陵制 魏武帝 魏武帝 79/2141 

大喪初崩及山陵制 魏文帝 黃初 3 年 79/2141 

大喪初崩及山陵制 尚書孫毓、侍中蘇林 魏明帝 79/2141 

大喪初崩及山陵制 尚書某、王肅 景初中 79/2142 

論喪期 魏武遺詔 魏武帝 80/2159 

                                                 
107 見氏著：〈略論魏晉南北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論叢（三）》

（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94 年），頁 247~329，所引出於頁 253~254。錢穆先生另在《國史大

綱》第三編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中論及東漢士族 8 項風尚，其中第一項便是「久喪」，東漢

時期重視三年之喪的實踐，是有別於前代西漢時期。錢氏的研究有助於說明喪禮發展與士族階層

成形之間具有聯繫，見氏著：《國史大綱（修訂本）》（北京：商務印書館，2002 年），上冊，頁

187。另外筆者曾考察《世說新語》中喪禮與士族間的相關記載 31 條，發現喪禮之於士族門第的

功能除了如錢氏所言對內具有穩定成員身分秩序的功能外，似具有另一項功能，即對外而言，喪

禮施行時，對於儀文的確切講求或是刻意地棄毀，皆有展示、突顯個人（或本族）的功能，而外

人也常藉由觀看某人於服喪期間的形象表現，以作為品評月旦時的話資，類似的看法，可見﹝日﹞

谷川道雄（1925~）：〈六朝士族與家禮──以日常禮儀為中心〉，收入高明士（1940~）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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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制條目 參與人員 時間 出處（卷/頁） 

奔大喪 尚書盧毓、王肅 嘉平後 80/2171 

天子不降服及降服議 田瓊 ？ 80/2177 

天子為母黨服議 
明帝、太常韓暨、尚書趙咨、 

散騎常侍繆襲、博士樂詳 
太和 6 年 81/2200 

天子弔大臣服 蔣濟、博士杜布（希） 魏明帝 81/2201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大司馬曹真薨，王肅上表 太和 5 年 81/2202 

皇后降服及不降服議 田瓊 ？ 81/2212 

天子諸侯大夫 

士弔哭議 

魏明帝弔陳群，尚書司馬孚訪韋誕、 

王肅、高堂隆、秦靜、蔣濟、杜布（希）
魏明帝 83/2254 

論含 魏文帝 黃初 4 年 84/2269 

設銘 魏皇后崩，繆襲議、劉劭、趙怡 ？ 84/2273 

斬衰三年： 

臣為君 
王肅、司空陳群 魏明帝 88/2418 

齊衰杖周： 

繼母嫁，從為之服 
王肅 ？ 89/2452 

大功成人九月： 

大夫之妾為他妻之子服 
王肅 ？ 91/2494 

大功成人九月： 

同父異母昆弟相為服 

尚書祠部、太常曹毗、博士趙怡、 

高堂崇、王肅《聖證論》 
景初 91/2495 

叔嫂服 
太尉蔣濟、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 

中領軍曹羲 
齊王芳 92/2506 

緦麻成人服： 

貴臣貴妾緦 
劉德、田瓊 ？ 92/2512 

三公諸侯大夫降服 〈魏制〉 ？ 93/2529 

諸侯大夫子降服 田瓊 ？ 93/2532 

諸侯夫人及大夫妻降服 田瓊 ？ 93/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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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制條目 參與人員 時間 出處（卷/頁） 

貴不降服 田瓊 ？ 93/2533 

為父後出母更 

還依己為服議 

魏郡太守鍾毓、郡丞武申、 

成洽、吳商 
嘉平元年 94/2546 

為出繼母不服議 王肅、季祖鍾 ？ 94/2549 

為人後議 劉德、田瓊 ？ 96/2581 

居親喪既殯遭 

兄弟喪及聞外喪 
王肅、鄭記、王瓚 ？ 97/2605 

君父乖離不知死亡服 劉德、田瓊 ？ 98/2624 

郡縣守令遷臨 

未至而亡新舊吏為服 
河南尹丞劉綽、河南尹司馬芝 ？ 99/2641 

秀孝為舉將服議 傅玄、光祿鄭小同、司徒鄭公 景元元年 99/2645 

郡縣吏為守令服 〈魏令〉 ？ 99/2646 

師弟子相為服 王肅 ？ 101/2670 

朋友相為服 劉德、田瓊 ？ 101/2671 

改葬服議 王肅 ？ 102/2678 

有小功喪及兄喪 

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荀俁、王肅 ？ 102/2682 

禁遷葬議 魏武帝 魏武帝 103/2700 

疑墓議 王肅《聖證論》 ？ 103/2705 

諸侯卿大夫諡議 
劉輔、尚書衛覬、尚書趙咨、 

黃門侍郎荀俁 
太和中 104/2716 

已遷主諱議 王肅 ？ 104/2730 

【表 4】108

根據以上的統計結果，至少可以得到下列幾項訊息：1.曹魏時期士人所關注

喪禮制度的內容條目；2.曹魏時期參與喪禮制度討論的成員；3.曹魏時期哪些官

職參與喪禮制度的建構過程；4.喪禮制度討論的活動於各君主在位時之發展情

形。此四點中尤以第 4 點與此處討論曹魏時期議喪禮的發展過程最具關係，故在

                                                 
《東亞傳統家禮、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禮與教育》（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年），頁 3~21，尤其頁 18。 
108 本檢索依北京中華書局 1988 年王文錦點校本。時間欄中加有底線的年代，乃筆者根據議禮成

員官職就任之時間予以推測而得。而與王肅相關之議禮事件，依其任職經歷，則可約略定於文帝

之後，以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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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針對第 4 點進行梳理。 

若依目前已知各議禮事件之時間點粗略進行歸納，可以發現魏武帝時期共

有 3 條；魏文帝時期（黃初）共有 2 條；魏明帝時期（太和、青龍、景初）共有

9 條；齊王芳（正始、嘉平）共 3 條；高貴鄉公時期（正元、甘露）共有 0 條；

元帝時期（景元、咸熙）共 1 條。109就議禮事件次數、發生頻率來看，皆以魏明

帝時期最為興盛。何以致之？以下擬自外緣成因試作分析。 

第一點乃就整體政治發展形勢而論。歷來史學界對於曹魏政權的討論，多

立足於曹魏內部派系鬥爭的角度進行論述。自近人陳寅恪（1890~1969）揭櫫曹

魏政治發展即寒門與豪族二元勢力相互傾軋的角力過程後，就筆者目前經眼有關

曹魏政治結構的論述，遂多在此格局下復行推衍。110例如陳氏高足萬繩楠所著〈曹

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降〉，遂將其師寒族豪族對抗說予以深化，重之以地域

的視野，提出「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之說。毛漢光（1937~）在其《中國

中古社會史論》書中討論曹魏集團初期之社會勢力，以及其統治階層的社會成分

時，雖然未如陳、萬二氏過於強調二階層勢力的「鬥爭」，不過整體而言，其論

述重點仍在說明曹魏政權發展過程，乃是初期由地方豪族作為主要官僚結構組成

份子，演變至曹丕、曹植時，開始重視士大夫這股潛伏的舊勢力，最終在司馬懿

誅殺曹爽，士大夫取得絕對優勢之後，社會結構正式邁入「中古型門第社會」，

直至唐末。111以上三人研究成果至少揭示出一項總體趨勢，即自武帝至明帝時期

政治發展中，士族力量是逐漸地在權力核心中發揮影響力。因此作為維繫士族結

構力量的喪服禮制，也就在這樣的外在環境下，逐漸成為當時士人關注的議題之

一。112

                                                 
109 魏文帝在位期間西元 220~226，歷時 6 年；魏明帝在位期間西元 227~239，共 12 年；齊王芳

在位期間西元 240~254，歷時 14 年；高貴鄉公在位期間西元 254~260，歷時 6 年；魏元帝在位

期間西元 260~265，歷時 5 年。若就議禮事件發生頻率來看，明帝時期依舊為曹魏時期議論喪禮

活動之高峰。 
110 有關陳寅恪「寒門豪族對抗說」可以見於氏著：〈書世說新語文學類鍾會撰四本論始畢條後〉，

《陳寅恪先生文集（一）‧金明館叢稿初編》（臺北：里仁書局，1981 年），頁 41~47；陳寅恪主

講，萬繩楠（1923~）整理：《陳寅恪魏晉南北朝史講演錄‧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臺北：雲

龍出版社，2003 年），頁 1~33；萬繩楠：〈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降〉，《歷史教學》1964 年

1 月號，頁 2~11。基本上，陳氏之說與萬氏之說最大的不同在於，在陳氏的論述架構下，豪族在

司馬氏尚未取得實權之前，都是受到曹家宗室壓抑打壓的對象。而豪族地位所以上升的動力因，

便繫於司馬氏奪權成功一事。然陳寅恪使用「豪族」、「寒門」二詞，其內涵指涉與後人用法不全

然相同。此外，萬氏將汝潁集團所代表的勢力界定為「代表傳統的世族門閥勢力」，見〈曹魏政

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降〉，頁 6。在這裡可以“約略”將其與陳寅恪所謂的「豪族」、毛漢光所謂「漢

末士大夫集團」相連繫。而「譙沛集團」，萬繩楠以為「是庶族地主集團」，其興起的原因乃是漢

末黃巾民亂四起，各地擁有武力之豪強遂擁兵四起，而既有世族勢力為求自保，遂與此新興勢力

相妥協。曹操的興起便是「譙沛集團」的最好示例。 
111 毛漢光之說，見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論‧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臺北：聯經出版公司，

1997 年），頁 113~117、121~125。 
112 然而，在此問題的討論中，歷史學者的研究成果所能提供的解釋效力是稍嫌不足的。筆者之

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乃是認為士族的文化特徵之一便是關注喪禮，但是根據歷史學者的說法，

士族力量自文帝即位起便逐漸在政權核心中膨脹，進而取得絕對優勢，然根據筆者統計曹魏各帝

討論喪服禮制的情形，卻發現明帝之後喪禮討論的情形卻遽然萎縮，並未隨著士族力量的不斷擴

  



王肅禮學義理及其時代意義  - 79 - 

其次，就學術史發展的角度來看，自武帝提出求才三令之後，有能者不必

有德的官方用人觀點，正式衝擊了過去以儒家價值為代表，強調品德操守為優先

考量的用人標準。113雖然筆者目前無力進一步證實曹操此詔的實際影響效應究竟

有多深遠，不過此官方宣言的象徵效力直到明帝時纔正式解消。太和 2 年明帝詔

曰： 

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

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114

上自朝中博士，下至各郡國舉才，取才標準皆改以對儒家經典義理熟悉程度，以

及實踐能力的高低作為取捨依據。因此官方用人立場又正式重回漢代以來的基

調。在經學復明，儒家價值重振的正向條件下，明帝時期議禮之風得以蔚為大國，

此其二也。115總結上述兩點，可以約略說明魏明帝時期議禮之風盛行之可能成

因。116

此外，筆者在此對於「議禮」活動想附帶一提的是，禮制之所以需要被討

論與議定，其實是因應現實的需求而來，其中又可區分為兩種型態：一是「自無

到有」，另一則是「自不備到完備」。所謂「自無到有」，指的是本無該項制度，

然由於無法回應現實需求，故必須進行發明創設；所謂的「自不備到完備」，乃

是指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動，既行的禮制無法切合實際需要，故必須予以調整。在

這兩種狀況之下，皆必須對於禮制的禮義精神進行再次確認，對於具體儀文進行

討論與調整，故《禮記‧禮器》有云： 

天不生，地不養，君子不以為禮，鬼神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禮，居澤以

鹿豕為禮，君子謂之不知禮…禮，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

次之。117

                                                                                                                                            
張而更加頻繁，因此，筆者嘗試在此提出第二點以求進一步之說明。 
113 當然也有部份學者認為曹操此令實際影響層面不大，大致上只能說是「當時一小部份統治者

的價值觀念，不是當時統治階級的主導觀念，因而這一觀念及與之相應的選舉標準即使在曹操集

團內也不能真正貫徹」，見汪征魯（1947~）：《魏晉南北朝選官體制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

社，1995 年），頁 263。不過，汪氏乃就其實際影響層面而論，筆者則著眼於此詔書之政治象徵

意義而說。 
114﹝晉﹞陳壽（233~297）撰，﹝劉宋﹞裴松之（372~451）注，楊家駱主編：〈明帝紀〉，《新校

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臺北：鼎文書局，1997 年），第 1 冊，卷 3，頁 94。 
115 太和 2 年之詔書，有助於曹魏時期經學地位的再次確立，同樣的看法也可以參考劉海峰

（1959~）等箸：《中國考試發展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28。 
116 必須再次說明筆者在此關注的焦點乃是：「何以魏明帝時期議論喪禮的情形遽增？」，此問題

與「六朝時期士人重視喪禮制度之成因為何？」是不同層次的問題。不少研究者已對於後者多所

著墨，例如日人藤川正數（1915~?）：《魏晉時代喪服禮の研究》（東京都：敬文社，1960 年），

頁 6~52。藤川氏分別從政治、文化與社會三個方面進行探討。然而構成後者成立的條件，對前

者問題來說，只能是一充分條件，尚不足為必要條件。筆者在此是針對構成前者之必要條件中的

外緣成份進行梳理，特再次說明。 
11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禮器》，同注 13，卷 23，頁 2b~4a，總頁

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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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禮制的根本精神乃是一種順時適宜的表現。職是，魏明帝時期士人對於喪

禮制度的關注，極有可能是由於既行之喪禮制度無法相應於現實的外在環境。較

為具體的陳述，見於以下討論各項具體喪禮儀文之處。 

以上爬梳王肅所處時代環境之大概，茲另據《三國志‧魏書》本傳記載，

將王肅畢生任職經歷表列如下，以為賡述。 

 

 官職名稱 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散騎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常侍領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 

廣平太守 

議郎 

侍中 

太常 

河南尹 

持節兼太常 

中領軍，加散騎常侍 

文帝黃初中 

明帝太和 3 年 

明帝青龍至景初間 

齊王芳正始年間 

 

 

 

 

齊王芳嘉平 6 年 

齊王芳嘉平年間 

【表 5】 

將王肅仕途與曹魏政治發展脈絡聯繫來看，其一生在政治場域中真正發揮

影響力的時期，約略是在明帝、齊王芳二朝。而觀察王肅歷任官職，多居文官系

統，擔任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等職務，雖不典事，但此類官職掌侍奉皇帝

出入、供君主參議、顧問規諫，其性質相當於貼身幕僚，因此多能參與一朝之典

章制度的規劃與執行。118又曾領祕書監一職，據楊晨《三國會要》記載，祕書監

職掌與位次為： 

祕書監：第三品。武帝初置秘書，典尚書奏事，兼掌圖書祕記。文帝改為監，

掌藝文圖籍，初屬少府，及王肅為監，乃不復屬。119

王肅曾於明帝時期領祕書監，其性質類似於今日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可知其在

當時掌握全國最重要之文化資源。另外也同時兼任崇文觀祭酒。《會要》曰： 

崇文觀，魏青龍四年置，以王肅為祭酒，由祕書監兼。徵善屬文者以充之。120

王肅既身居要津，且統掌當時國家學術資源，在當時士人階層應當具有一定的影

響力量。此外，齊王芳時期，王肅曾擔任太常一職，則更是直接掌管國家禮儀祭

祀制度的運行。並且統領當時國家博士、太史、太廟、太樂令等官員。121由此可

                                                 
118 孫文良（1933~1995）：《中國官制史》（臺北：文津出版社，1993 年），頁 114~115。 
119 ﹝清﹞楊晨：《三國會要》，同注 34，卷 9，頁 160。 
120 ﹝清﹞楊晨：《三國會要》，同注 34，頁 161。 
121 《三國會要》記載「太常卿一人。第三品。《續漢志》：中二千石，掌禮儀祭祀。魏國初置奉常，黃初

元年改太常，銀章青綬，進賢兩梁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同注 34，頁 140。又孫文良《中國

官制史》，同注 117，頁 115：「太常，……其屬有丞，主簿、協律都尉、博士、祭酒及太史、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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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齊王芳時代，王肅對於當時國家禮制的規劃同樣具有一定的影響力。 

綰合上述自文獻資料的統計、王肅歷任官職內容的探討，可以約略得知王

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在明帝、齊王芳時期討論喪禮成員中的政治地位。然

而根據以上推論可以得知，王肅在明帝時期雖然身居要職，在官方禮儀制定過程

中有著一定程度的影響力，且在議論喪禮的時代風氣中，王肅的相關論述也算不

少（見【表 2】），然誠如【表 1】的統計結果顯示，王肅的主張在當時真正參與

到公眾討論的比例頗低，僅佔其喪禮主張的 10%。從王肅著述的數量可以推測王

肅本身關注喪禮制度甚深，且其職掌又能有助於自己主張的落實與推動，那麼何

以在當時卻未能盡量地傳播自身想法呢？據筆者推斷，可能原因有二：第一，王

肅對於喪禮制度的反思並非全然源自於現實外在的需求，換言之，王肅針對喪禮

制度思考的範圍遠大於當時現實世界中需要重新議定的儀文範圍，在這個意義之

下，思考喪禮制度對於王肅而言，就不僅僅是回應現實致用層面的需求，而更有

可能是出於一己智識興趣層面的個人需求。122第二種可能便是王肅在當時也曾試

圖傳播自己的喪禮主張，然即便王肅所居職位皆能參與喪制的討論，但卻受制於

古代制禮採眾議建立共識的方式，故難以推展其志。123若是如此，可以推知當時

王肅的主張與制禮成員多數看法交集不大。然而筆者所見有限，且在資料不甚完

整的情況下，在此僅能提出可能的解釋原因，而不宜強作判斷。以上對於王肅所

處之時代環境進行說明。 

二、 具體儀文的討論 

為了儘可能貼近王肅當時議禮的時代氛圍，我在前文經由文獻層面的量化

統計，試圖展現王肅在當時可能所處的現實情境。以下將針對王肅與時人對具體

儀文的討論內容進行分析，以窺其禮儀主張背後可能的立場與精神。當然，會選

擇與時人對於具體儀文的討論作為研究進路，除了一方面受制於相關材料不全這

項客觀現實的外在條件；更有另一項原因是在於，倘若我們純粹地就王肅經注的

內容來進行分析，受限於注經者面對具有神聖性格的經典時，多有以闡述經文本

意為首要目標的根本心態，因此必須在不違背經典文句的最大前提下進行陳述。

對於將這類注疏文句，全然視為足以反映研究對象思想立場的研究方式，我採取

                                                                                                                                            
廟、太樂、園邑令等」。 
122 倘若如此，則此或許可以回應余英時先生對於漢魏之際士人的觀察。余先生以為當時士人基

於個體自覺意識，因此有追求眾多事象背後抽象原理的趨向，見氏著：〈漢魏之際士之新自覺與

新思潮〉，《中國知識階層史論（古代篇）》（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97 年），頁 287~288。王肅

對禮制的眾多議論不全然回應當時實際社會的現象，是否展現了禮家在個體自覺的時代氛圍下，

具有一種從具體禮文儀節事例轉向抽象禮學義理思辨的發展歷程。而王肅所舉諸多禮說，在此意

義下或許可視為邁向抽象思辨時所需的資源。此處僅是提出一種臆想，尚不足以構成假設，還望

指教！ 
123 甘懷真（1963~）曾經就東漢章帝時期曹褒制《漢禮》未遂一事，揭示漢代制禮的正當性來源

有三：天命、祖德與當代經學家共識，而經學共識又往往具有關鍵性地位。王肅的意見未能見行

於當時，似乎也突顯a.政治權力序位在議禮過程中並未具有最終決定之作用；b.王肅主張與當時

“主流＂看法出入頗大。甘氏之說，見氏著：《皇權、禮儀與經典詮釋》（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2004 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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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保留的態度，因此我在此處遂以非經典注疏的文獻作為第一優先的材料，其

次纔輔以王肅經解注疏之說。124以下討論將根據前文【表 1】中註記「☆」者，

作為討論對象，逐項試析之。 

1. 奔大喪 

大喪的內容，主要是說明君王駕崩後的各項後事處理儀文，今傳之《儀禮》

與《禮記》鮮見相關記述，而《周禮》一書雖有多處提及大喪，但僅說明與此禮

制相關之官職，對於行禮之程序與儀文細節，也多付之闕如。清人徐乾學

（1631~1694）在《讀禮通考》中便說明了歷來討論大喪時的侷限所在。 

《儀禮》十七篇但有士之喪禮而天子大喪無之。《禮記》則間載一二而始

末不全，無從考見。《周禮》之所載者不過諸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行

禮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魚仲《通志》諸書則但掇拾數語而條貫闕

如，人不謂善也。唯黃勉齋《續儀禮經傳通解》以《小戴禮》〈喪大記〉

為主，而博采諸書以足之，最為詳盡，然又不專主大喪，而諸侯大夫士之

禮雜陳其中，則頗失之混。前〈士喪禮〉中已列〈喪大記〉諸篇，而此更

重出之，則又失之複。逮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

次第以禮經條列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禮原殘闕不完。則後人編輯不

過如是而已。125

王肅與時人盧毓曾就臣子奔喪之事進行討論。相關內容摘錄於下。 

                                                 
124 經典能成功地在經典注疏者心態上產生制約效應，主要來自於經典具有的神聖性及權威性。

根據林慶彰老師的說法，所謂的經典神聖性，主要是指經典具有超歷史且放諸四海皆準的性質；

而經典的權威性指的是經典內容具有指導、規範之特性。除此之外，聖人之意對於經典注疏者亦

產生了「第一讀者」的接受效應，原因在於以﹝梁﹞劉勰（465~520）《文心雕龍》所揭櫫的「原

道」→「徵聖」→「宗經」的義理構成模式來看，經典的意涵，即是聖人體道時所證得的內容，

因此對於後世的經典注疏者而言，迄及道的途徑唯透過聖人體證後的文字敘述──「經典」，方

能觸及。因此，聖人之意遂成為一種不可迴避而必須面對的議題。這樣的看法可引《漢書‧匡衡

傳》為例：「臣聞六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惡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不

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六藝之指，則人天之理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不易之道也。

及《論語》、《孝經》，聖人言行之要，宜究其意」，在此強調的便是六經的意旨與聖人之意關係密

切。有關經典神聖性與聖人之間的關係，請參考楊師晉龍（1951~）所著：〈〈中國經學史上的回

歸原典運動〉簡評〉、拙著：〈林慶彰先生〈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一文述評〉；林慶彰

老師的回應請見氏著：〈對楊、劉兩先生文評的回應〉。三文皆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6
卷 3 期（2006 年 9 月），頁 133~157。有關「第一讀者」的說法，請見尚永亮（1956~）、洪迎華

（1976~）：〈柳宗元詩歌接受主流及其嬗變──從另一角度看蘇軾第一讀者的地位和作用〉，《人文

雜志》2004 年第 6 期，頁 92~100。上述引自匡衡傳者，請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楊家駱主編：〈匡衡傳〉，《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同注 9，第 4 冊，卷 81，頁 3343。對於經

典注疏文句不可全然等同於注疏者經學思想的觀念，要特地感謝曾聖益學長在民國 95 年 11 月

24 日上午於中研院文哲所 2 樓告知筆者，討論清代經學家思想時，除了要注意其對於經典注疏

的內容之外，更應該要參考雜文筆記類的文獻，纔能見其全貌。此點對筆者頗具啟發，謹此一併

致意！ 
125 ﹝清﹞徐乾學：《讀禮通考》（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 113 冊，卷 67，頁 21a~22a，總頁 578~579。 

  



王肅禮學義理及其時代意義  - 83 - 

魏時禮官議奔喪禮，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陵。尚書盧毓以禮

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不哭。王肅曰：「既言除喪，豈有服哉？

雖除，始見墳，斂髮袒絰，言除斂髪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墓，有宿

草而不哭焉』，朋友未踰年，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

得不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年之喪也，故三年之後，行禘祫之禮。

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若有禁，乃止，此不得與哭陵相妨害也。」又

答難云：「前説遂除，謂除斂髪袒絰耳，不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髪也。責以

玄衣冠，又其所不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帢也。」126

其中王肅之說主要環繞著兩個焦點：其一是關於奔君喪之臣，若於途中便逢喪期

將要或已經屆滿，則奔喪之臣要如何自處；其二是有關大喪期間，來自於他方之

弔唁、奔喪、進貢127、上表128等交流活動，是否應該維持正常運作。以下試分

述之。 

由於經書當中直接對奔大喪禮制的記載闕如，因而造成此處盧毓與王肅對

於奔大喪儀文的解釋產生了歧異。不過推測二人共同所依據的經典文本，當是《禮

記‧奔喪》中的此段文字： 

若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

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不哭。129

依照孔穎達《正義》之說，此段乃是「明除服之後，奔父母之喪節」，主要本是

就奔父母之喪而說，然而就服制輕重來看，父母之喪與君主之喪皆服斬衰重服，

輕重一致，130因此當時推斷有關君主大喪的諸般儀文，便以父母喪制作為衡度的

依據。在此先舉一般理想情形下的奔喪禮制以資對照。《禮記‧喪服小記》：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降，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不括髮，

袒於堂上，降，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

哭三袒。131

                                                 
126 ﹝唐﹞杜佑撰，王文錦校點：《通典‧禮四十‧沿革四十‧凶禮二》，同注 30，第 2 冊，卷 80，

頁 2171~2172。 
127《周禮‧天官‧大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鄭玄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

凶禮之五事」，見﹝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天官‧大府》，同注 47，卷 6，

頁 14b~15a，總頁 95~96。 
128《昭明文選‧表上》李善注：「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

上得盡其忠曰表」，見﹝梁﹞蕭統（501~531）撰，﹝唐﹞李善（？~689）注：《文選‧表上》（臺

北：藝文印書館，1957 年影印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卷 37，頁 1a，總頁 340。 
129﹝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禮記注疏‧奔喪》，同注 13，卷 56，頁 9a~9b，總頁 944。 
130 有關父母之喪與君喪服重相同，其背後所反映的禮義精神，可參考〈喪服四制〉所言「門內

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見《禮記

注疏‧喪服四制》，同注 13，卷 63，12b，總頁 1032。 
131 《禮記注疏‧喪服小記》，同注 13，卷 33，頁 18a~b，總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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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鄭玄所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來也」，132在已居殯卻尚未成服之前返

家，必須要經過括髮、袒、踊、襲、哭等步驟，這與除喪後纔歸哭者的奔喪儀文

對照，大抵一致。然而行禮的地點卻有明顯不同：一是在家裡停柩之肂，另一則

是在室外墓地。而且依照〈奔喪〉的記載來看，記述者有意識地強調在除喪之後

奔喪者的各項儀式步驟，皆必須在墓地完成，不可牽延入戶。133

不過，藉由上引〈奔喪〉、〈喪服小記〉兩段粗略的比較，可以看出奔喪禮

的主要構成儀式是括髮、袒、踊、襲、哭這幾個步驟。134王肅同樣掌握到奔喪禮

的主要儀式便是上述五個儀式，因此面對盧毓在議論奔喪禮時考慮到奔喪者的身

分，而要依服制親疏加以區分，進而規定各別行為規範的這種繁複的釋禮方式，

感到不妥。王肅指出，所謂的「遂除，於家不哭」的「遂除」，其實便是希望奔

喪者能在歸哭於墓，行禮如儀之後，便能恢復常態，以維持既已平靜的社會秩序。

依照王肅的主張，只要是未能及時在喪期之內趕回京師之人，即便在除喪之後，

也都能在帝陵之前宣洩一己哀傷的情緒。綰合上述王肅對奔大喪禮的主張，可以

看出王肅與盧毓同樣有意維持大喪過後的社會秩序，然而王肅之說更照顧到每位

急於奔喪歸哭於君陵前的臣子之情。但目前礙於資料不足，無法進一步斷定這種

人情優先的態度是否為王肅議禮之預設，進而影響了王肅對於〈奔喪〉「遂除，

於家不哭」的詮釋。 

此外，王肅與盧毓的議禮過程中，也透顯出另一值得探討的問題，即王肅

何以要特地說明「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若有禁，乃止」，我認為其中正呼

應了當時關於奔喪禮的另一項時代議題。 

清人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郡國守相得自置吏」條中曾記載漢代

至隋代時期，地方官員的產生方式多是經由郡國守相各自遴選任命而成，因此「未

仕於朝者猶為私臣也」，並且在後漢六朝時期衍伸了許多為舉主長官持服的政治

現象： 

甚至有為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荀爽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不應，及逢卒，

爽制服三年。桓鸞為太守向苗所舉孝廉，除膠東令，始到官而苗卒，鸞即

去官奔喪，終三年。此為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至者，獨屬

                                                 
132 同上注。 
133 這種要求或許也正透露了生者心中其實對於即便是家人的死者，或多或少存有忌諱、迴避，

甚至是嫌惡的心情。這部份的說明可參考宗教民俗學者的相關研究，筆者目前所見包括有蒲慕洲

（1952~）：〈神靈與死後世界〉，《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頁 193~225；以及日人谷田孝之（1915~?）：〈禮經の儀禮主義──宗教學的考察〉，《中國

古代喪服の基礎的研究》（東京都：風間書房，1970 年），頁 506~508。 
134 此處將同一禮制在不同情境之下的表現進行對比，進而確認該禮制「主要儀式」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基於我目前觀察禮制後的一種設想：傳統認為禮制的構成包含著禮文與禮意兩大部分，這

裡我試圖對於「禮文」再做進一步分析，試著釐析一項禮制中的「主要儀式」與「輔助儀式」。

在確認「主要儀式」的內容後，進而探討「主要儀式」可能被賦予的內涵，如此以說明該禮制的

核心意義。類似的處理模式想必前人已有所關注，也當多所發明；然礙於我目前涉獵有限，尚不

知前賢何人已有觸及，敬請諸方不吝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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吏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年。…此為長吏持服者也。…可見六朝猶沿漢時

長官得自置吏之制，而為所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

何益於公家？135

為故主長官服喪本是人之常情，然當時却屢屢發生因私情而廢公職之事，趙翼所

言「究何益於公家」之說，正揭示了此種禮儀現象，背後可能存在著公私兩造的

緊張關係。136且這種為故主奔喪的現象不僅見於地方侯國，更可見於中央朝廷舊

君駕崩之時，例如東漢順帝時期，尚書左雄上疏陳事，奏曰： 

臣愚以為守相長吏，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不

得去官。其不從法禁，不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令，不得齒列。…137

雖說左雄之說倡以嚴刑峻罰，然而此種情形似從未杜絕，因為在桓帝之時便發生

了趙典棄官而奔君喪之事。 

會（桓）帝崩，時禁藩國諸侯不得奔弔，（趙）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

致位上列。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

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寮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

書許之。138

直至三國時期，因奔喪而廢公職的現象還是屢見不鮮，其中《全三國文》便曾記

載，吳國孫權有鑑於當時奔喪對於國家運作所造成的影響，遂下詔要求群臣議禮

定則。 

夫三年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遭喪不奔，非古也。蓋隨時

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吏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

坐，猶已曠廢。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

而不恭承，甚非謂也…。139

就目前文獻記載可知，參與此次議禮之人至少包括顧譚以及胡綜二人。其中胡綜

之言在此頗具參考價值，茲徵引如下： 

                                                 
135 ﹝清﹞趙翼：《陔餘叢考‧郡國守相得自置吏》，同注 35，第 1 冊，卷 16，引文見頁 298~299。

近人錢穆遂針對此現象提出了「二重君主觀」的說法。詳見氏著：《國史大綱（修訂本）》，同注

107，上冊，頁 217。 
136 同樣的意見也可見於甘懷真：《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禮儀之研究》（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

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3 年），頁 200~210。 
137 ﹝劉宋﹞范曄，﹝唐﹞李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駱主編：〈左周黃列傳〉，《新校本

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同注 39，第 3 冊，卷 91，頁 2018。其實，即使君主駕崩，仍要盡量維

持社會正常運作的想法，早在西漢文帝，以及東漢光武帝時便已存在。例如東漢光武帝遺詔中便

道：「朕無益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度，務從約省。刺史、二千石長吏皆無離城郭，無遣吏及因

郵奏」，〈光武帝紀第一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同注 39，第 1 冊，頁 85。 
138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列傳〉，《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同注 39，第 2 冊，卷 17，

頁 948。 
139 ﹝清﹞嚴可均輯：〈詔議奔喪〉，《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

卷 63，頁 5b，總頁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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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紀之禮，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不得行。方今戎事，軍國異容。而長

吏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念聞憂不奔之恥，不計為臣犯禁之罪，

此由科防太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立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

臣不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若故違犯，有罪無赦，以殺止殺，

行之一人，其後必絕。140

胡綜與孫權皆是立足於整體國家運作的立場上進行思考，認為故舊為長吏奔喪乃

是以私廢公，有危及整體國家安全之虞。胡綜更在此立場上主張當處之大辟極

刑，以收殺雞儆猴之效。 

不同於上述立足於國家全體、公眾利益為關懷的看法，王肅對奔大喪的現

象則採取「遠方弔貢表，皆宜通，若有禁，乃止」的通融態度。然而，僅根據這

段文獻中的隻字片語，便要確立王肅主張此說的真正用意與立場為何，可能稍嫌

單薄，但若將王肅的說法置入前文所梳理為舊君奔喪的歷史發展脈絡，以及當時

議禮的討論之中，相信可以略為突顯王肅在此議題中的相對位置。以下，另外藉

由王肅與司空陳群的議禮事件，來進一步探求王肅論禮時的關懷與立場。 

當時尚書左丞王煚新除陳相，然在尚未到達陳地就任時陳王便死，此一情

形引發了當時對於王煚究竟當服與否的討論。141有服無服的差異其實象徵著死者

與生者之間是否存在著私恩或是公義的聯繫，例如〈喪服四制〉言：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年，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

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

君亦斬衰三年，以義制者也。 

恩與義的厚薄多寡是衡量喪服輕重的依據，因此根據恩與義的兩種角度，可以推

展出下列兩種服制討論的可能模式：a.以私恩的立場出發；b.以公義的角度出發。

另參考孔〈疏〉所言： 

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行私恩，不

行公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

義斷絕私恩。142

「恩」「義」的差別，除了以其分別關注於政治公眾場域及私人親情場域作為區

別的依據之外，甘懷真的研究則說明了此二者各自成立的社會因素。甘氏以為政

治上的官職品階，權力從屬等關係是「名」（也就是此處所謂的「義」）能成立的

現實要素；而經過實際的人際交往互動所引發的實質感情，則是形構「恩」的現

                                                 
140 同上注。〈議奔喪〉，《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卷 67，頁

7a，總頁 1418。 
141 此次事件的相關記載，見《通典‧禮四十八‧沿革四十八‧凶禮十》，同注 30，第 3 冊，卷

88，頁 2418~2420。 
14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喪服四制》，同注 13，卷 63，頁 12b，總

頁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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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條件。因此「名」（義）是會因為權職官銜的變化而有所改變；而「恩」則是

「一旦雙方締結了這類關係之後，終身不變」。143以下我將以這兩種型態作為指

標，對於此事件中王肅的主張進行定位。144茲先摘錄《通典》對於此次議禮事件

的前半部份記載。 

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案漢景帝時，貶為相；成帝時，使理人。

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為王臣，但王不與理人之事耳。而云相專

為理人，不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煚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

未交，君臣未禮，不責人之所不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若夫未策名，未委質，不可以純君臣之義也。…… 

根據前述「奔大喪」的討論中可以看出，相對來說，王肅是站在個人情感

的立場，以強調舊君故吏關係中個人恩情的面向。而察王肅此處所說，可以得知

當時曾有部份的意見是從官員產生方式的立場出發，認為王國之相的產生乃是中

央委任，且王煚尚未行委質就任之事，因此雙方之間並無恩義可言。可注意的是，

當時措詞行文中，採用「純臣」一語作為判斷的表準，似乎可供我們藉由分析「純

臣」一詞的使用，以略探發言者的立場。「純臣」一詞，在此處雖然是「副詞＋

動詞」雙音詞組，然而「純臣」作為一專有名詞，卻早已見於經籍之中，例如《左

傳‧隱公四年》描述石碏能大義滅親而殺其子石厚，贊曰「純臣也！」；145又如

《三國志》論袁紹謀臣田豐，孫盛注曰：「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

以盡忠規，烈士之於所事，慮不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

乎！」。146可以看出，在純臣的討論中，屬於個人的、親情的，似乎都成為當對

治、去除的對象。更明顯呈現「純臣」一詞內部公與私張力的例證，則以《晉書》

「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147一語最為深刻。 

                                                 
143 有關甘氏之說，請參氏著：〈魏晉時期官人間的喪服禮〉，《中國歷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7 期

（1995 年 9 月），頁 161~174。 
144 此處處理方式是參考了理想型態的研究方法，所謂理想型態的研究方式，可參考韋伯（Max 
Weber,1864~1920）對於官僚制的研究方法。楊師晉龍曾在其〈從理想層面論兩種兒童讀經法的

功能〉一文中借用渝之：〈書評書介：摯愛與欲愛〉，《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 2 期（1995 年春季），

頁 288~303 的說明來解釋何謂理想型研究法，以及理想型與歷史類型研究法之間有何不同等問

題。楊師之文請見〈從理想層面論兩種兒童讀經法的功能〉（民國 95 年 8 月 21 日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所所內演講），頁 8，上述見注 6。當然以理想型或類型學的研究方式所提供的模型，與現

實世界中的各種實踐狀況，必定有不能若合符節之處，然而這並不妨礙此研究之有效性，主要原

因在於，此研究方式主要目的在於藉由理想型態的提出，作為現實對象之參照座標，依此而得知

該研究對象之相對性的位置，進而更能呈顯該對象成形的複雜性。有關理想型態研究法之功能意

義，請見陳弱水（1956~）：〈中國歷史上「公」的觀念及其現代變形──一個類型的與整體的考

察〉，收入氏著：《公共意識與中國文化》（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05 年），上述請見頁 118。 
14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隱公四年》，同注 98，卷 3，頁 17b，總

頁 57。 
146 ﹝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董二袁劉傳〉，《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

書》，同注 114，第 1 冊，卷 6，頁 201。 
147 ﹝唐﹞房玄齡（578~648），楊家駱主編：〈禮志下〉，《新校本晉書并附編六種》（臺北：鼎文

書局，1987 年），第 1 冊，卷 21，頁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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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梳理可以得知，「純臣」一詞的使用，象徵使用者的立場是以朝

廷公務為優先，而非以個人倫理私情取向作為依歸。148職是，可以約略推得當時

稱「相專為理人，不純臣於王」者，乃是就一國家整體運作的角度對此事進行理

解與議論。且時人以為諸侯國之相乃由中央委派，故非國王之純臣，但王肅對此

說法並不同意。149然而就「姓名未通」150的儀式程序面，以及「恩紀未交」的

個人情感層面來說，王煚皆未正式與陳王建立君臣關係，是以王肅遂主張「未正

服君臣之服」。所謂「君臣之服」，依照《儀禮》當中的記載可知是「斬衰」。而

王煚與陳王間的情形則可類比於《禮記‧曾子問》中，孔子認為新婦在行廟見之

禮前便死亡，則其夫雖服齊衰，但是必須將原本為期一年的喪期縮短至「既葬而

除」。 

……禮，婦人入門，未三月廟見死，猶歸葬於其黨；不得以六禮既備，又

以入室，遂成其婦禮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不得備其臣禮也。曾子問曰：

『娶女有吉日而女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

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煚

為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女未入門夫死同，則煚宜服斬縗，既葬而除

之，此禮之明文也。《禮》曰『與諸侯為親者服斬』，雖有親，為臣則服斬

縗也。臣為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不亦遠於禮乎？」詔如肅議。 

依照《儀禮‧喪服經傳》的記載，臣為君服斬衰，而根據《禮記‧坊記》「喪父

三年，喪君三年，示民不疑」之說及他處的記載可知，君喪喪期亦為三年。151王

肅在此接受〈曾子問〉對孔子的記載，故而主張「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

弔之，既葬而除之」，此應當就是王肅所謂的「未正服君臣之服」、「不得備其臣

禮」的意思。 

通過以上的爬梳，可以得知在此次議禮過程中，王肅考量的因素包括了「策

名委質」的禮儀程序，以及人際交往所產生的實際情感兩個層面。此二者前者指

向政治場域，後者則是偏向個人的內心層面。王肅議禮時兼顧了政治事務運作的

程序規定，更兼顧當事人的內心感受，若以前述私恩與公義為兩端的光譜來檢視

                                                 
148 前引陳弱水先生之文，文中將古籍中「公」字的使用進行分類，並且與西方「公」（public）

進行比較。陳先生此文將中國古典語境中的「公」字使用歸納為 5 大類。而我在此處對於「純臣」

一詞使用情形進行歸納後的結果，若參酌陳先生研究成果，更可以看出此一詞彙在中國傳統公私

論述中的位置及其意義。若將「純臣」的觀念置入公私對列的格局中予以定位，那麼使用「純臣」

一詞強調的是從政治事務的公共立場確認其身分。 
149 此種認為王國之臣非隸屬於封國國君，而是直接隸屬於中央天子的看法，可以陳群為代表。

相關的討論請參考甘懷真：〈魏晉時期官人間的喪服禮〉，同注 143。不過自王肅與陳群的分歧，

可以約略看出在中央與地方兩股政治勢力的拉扯中，王肅所處的相對位置。 
150 「姓名未通」指的是當時君臣關係建立時必行的「策名委質」的禮典。有關策名委質的實際

流程，請見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的國家型態〉，《皇權、禮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

治史研究》，同注 122，上述請見頁 236~242。 
151 請參考林素英老師（1955~）：《喪服制度的文化意義──以《儀禮‧喪服》為討論中心》（臺

北：文津出版社，2000 年），頁 117~118；丁鼎（1955~）：《《儀禮‧喪服》考論》（北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3 年），頁 134，皆有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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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議禮的立場，我認為相對於陳群等人，採取全然的公義角度，王肅議禮的立

場是更顧及到「私恩」的一端。 

2. 同母異父昆弟相為服（繼父同居服周） 

由於魏晉時期戰爭飢饉頻繁，造成社會上家庭破碎的情形屢見不鮮，因此

衍伸出許多孤兒及異性收養之後禮制層面的問題。152《通典》便記載時人尚書郎

武竺，曾經向王肅請教同母異父昆弟之喪的服制問題。 

魏尚書郎武竺有同母異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

之子，達於禮乎。繼父同居則服周，則子宜大功也。153

王肅認為在與繼父「同居」的前提之下，當為異姓兄弟著服大功。同樣的看法也

可見於王肅《禮記》注之中，〈檀弓〉言「公叔朱有同母異父之昆弟死，問於子

游。子游曰：其大功乎？」154王肅注曰： 

母嫁則外祖父母無服，所謂絕族無施服也。唯母之身有服，所謂親者屬也。

異父同母昆弟不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為繼父周，故為其子大功也。

禮無明文，是以子游疑而答也。155

基於血緣親屬的立場，異姓兄弟之死，本無需著服，然在與繼父同居之恩的前提

下，若遇繼父過世，則當著齊衰；而繼父之子過世，則殺之為大功，王肅云： 

同母異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降一等，故服大功。156

觀察王肅答武竺之說及《禮記》注，皆提及「繼父同居」此一條件，而這種觀點

與《儀禮》大致相同。《儀禮‧喪服‧齊衰不杖期‧繼父同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

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財貨，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

妻不敢與焉。若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異居，則服齊衰

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為異居，未嘗同居，則不為異居。157

                                                 
152 此說乃參考日人藤川正數的意見，請見氏著：《魏晉時代喪服禮の研究》，同注 116，頁 23。 
153 《通典‧禮五十一‧沿革五十一‧凶禮十三》，同注 30，第 3 冊，卷 91，頁 2496。今可見王

肅相關著述中稱引《子思書》者，另有《太平御覽》引錄《聖證論》言「學者不知孟軻字，按《子

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而這是否與《隋書‧

經籍志》當中所記「子思子七卷」相同，俟考。上引文見﹝宋﹞李昉（925~996）等奉敕撰：《太

平御覽‧人事部四‧字》（臺北：新興書局，1959 年據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珍本重印），

第 5 冊，卷 363，頁 2a，總頁 1706。 
15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檀弓上》，同注 13，卷 8，頁 10a，總頁

146。 
155 《通典‧禮五十一‧沿革五十一‧凶禮十三》，同注 30，第 3 冊，卷 91，頁 2494~2495。 
156 《禮記注疏‧檀弓上》，同注 13，卷 8，頁 10b，總頁 146。 
157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儀禮注疏‧喪服》（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清﹞

嘉慶 20 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31，頁 1，總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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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景明解讀上段經文，提出構成「同居」的三項條件：第一、當事人沒有大功以

上的親屬；其次，繼父也沒有大功以上的親屬；最後，繼父要以財貨為當世人建

築宮廟，以便當事人祭祀本宗的祖先。符合上述三項條件，繼父與繼子的關係纔

能定位為「同居」，如此繼子當為繼父著齊衰期服。倘若，繼父有子，代表著不

符合條件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如此則不能算是同居，僅能算是「異居」，

為繼父異居者，則服齊衰三月。158王肅對於「同居」的界定，是否完全依照《儀

禮‧喪服傳》的說法，目前已不得而知，不過可以確定的是，同居之恩是否成立，

是王肅決定繼子當為繼父及其子服喪與否的關鍵。 

然而，若審視現實的歷史脈絡，其實可以發現，對於繼父之子與繼子親屬

關係建立模式的說明，事實上另外存在著一套詮解模式，這套方式純粹自血緣親

疏的角度進行判斷，此種模式可以舉反映唐代官方立場之《禮記正義》為例。上

述《禮記‧檀弓》公叔木問子游同母異父昆弟死當著何服時，子游答曰「其大功

乎」，鄭玄注曰「親者屬大功是」，《正義》予以進一步說明： 

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

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降一等，而服

大功。159

推想其義，當是認為由於繼父之子與己皆同出於一母之身，因此雙方之間親屬關

係所以能夠建立，乃是淵源於血緣聯繫之故。其實約略與王肅同時之人，亦有主

此立場者： 

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異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毗述

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禮，外親正服不過緦，

殊異外內之明理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服而已。

外兄弟異族無屬，疏於外家遠矣，故於禮序不得有服。若以同居從同爨服，

無緣章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實先賢之過也。」160

高堂隆的說法便純粹是從血緣親疏與喪服形制聯繫的角度進行思考，故而認為異

姓兄弟純粹屬於異族身分，故不得有服。其末云「若以同居從同爨服」，或許可

以反映當時有部份人士將「同居而服」的服制原則與「同爨而服」相類比看待，

進而認為當為同母異父之兄弟服喪。 

                                                 
158 此部份採用章景明先生之說。見章先生：《先秦喪服制度考》（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6 年），

頁 100。丁鼎：《《儀禮‧喪服》考論》對於此段經文的解讀與章氏相同。同注 149，見頁 149。 
15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註疏‧檀弓上》，同注 13，卷 8，頁 10b，總頁

146。 
160 《通典‧禮五十一‧沿革五十一‧凶禮十三》，同注 30，第 3 冊，卷 91，頁 2495。案「高堂

崇」當為高堂隆。《三國志‧蜀書‧劉璋傳》裴松之注曰：「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隆答曰：『聞

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復所能生於事也。』」而《通典》記為高堂崇。見〈劉二牧

傳〉，《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蜀書》，同注 114，第 2 冊，卷 31，頁 869；《通典‧禮四十三‧沿

革四十三‧凶禮五》，同注 30，第 2 冊，卷 83，頁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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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同爨而服之理，似依據《禮記‧檀弓上》「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

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161孫希旦徵引張載（1020~1077）之說，

解釋何以要為從母（姨）之夫以及舅之妻服緦麻： 

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不可無服。所以為此

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乃甥為二人者服也。162

依據張橫渠之說可知，雖然依照血緣親疏關係，姨丈與舅母已在五服制度涵蓋範

圍之外，然而為回報切身的養育之恩，因此仍需著服緦麻三月以聊表感念之心。

高堂隆認為當時有部份人士將同居而服與同爨而服等同看待，這或許也可以作為

探究王肅「同居」之說的線索。不過，高堂隆認為，即便是思及養育之恩而欲為

繼父甚至是繼父之子服喪，卻也不應著大功之服，倘若如此，豈不重於為外祖父

母所著之小功五月服，而不符血緣親疏的比例原則。 

在中國古典語境之下，「禮」的存在，其功能意義在安頓宇宙萬殊的存有秩

序以及人間世界的倫理秩序（雖然二者在當時並無截然的區分）。而維持現實社

會中倫理秩序的方法之一，便是訴諸於人我之間的血緣紐帶以為維繫，透過服喪

的儀式行為，以象徵彼此身份上的結構關係。但依此例而言，王肅制禮主張所反

映的禮意原則是在血緣紐帶之外，另外考量到當事人實際的情感需求，除了思及

以血緣關係為核心，伴隨而來的應然份際之外；更考慮到現實世界中因人際互動

而衍伸出千絲萬縷的恩情牽連，以及伴隨的回饋需求。余英時曾於〈名教危機與

魏晉士風的轉變〉163一文中，條列了魏晉時期有關「緣情制禮」的相關言論 9
條，雖然並未窮舉當時所有文獻，但也足以說明當時確實對於情禮間的關係提出

諸多反省。王肅制禮的立場與態度或許也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之下進行理解。 

3.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足以反映王肅議論喪服是以人情為優先的立場，另可舉王肅對「兼服」的

相關討論為例。由於三國時期戰亂頻繁，人命往往危在旦夕，因此當服喪期間又

突逢變故之時，究竟要如何權衡，成為當時議論服制的焦點之一，也就是後世所

稱「兼服」的相關討論。《通典》當中記有一則王肅與時人荀俁討論若服小功時，

適逢改葬父母之事，服制上要如何自處？ 

荀俁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便服小功。」王肅以

為宜服改葬緦，卒事反故服。164

改葬父母，依《儀禮》所記，當著緦服。165然而眼前的難題在於應當是要繼續著

                                                 
161 《禮記注疏‧檀弓上》，同注 13，卷 8，頁 3b，總頁 143。 
162 ﹝清﹞孫希旦，沈嘯寰等點校：《禮記集解‧檀弓上第三之二》，同注 15，上冊，頁 212。 
163 氏著：〈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知識階層史論‧古代篇》，同注 122，頁 364。 
164 《通典‧禮六十二‧沿革六十二‧凶禮二十四》，同注 30，第 3 冊，卷 102，頁 2682。 
165 改葬緦究竟要著服多久，是歷來討論鄭王之辨的焦點之一。近人相關論述可參考簡博賢：《今

存三國兩晉經學遺籍考》（臺北：三民書局，1986 年），頁 28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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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服，或是改服緦麻？按照〈間傳〉所言，以後喪變前喪之服時，易服的原則

乃是「輕者包，重者特」。166

何為「輕者包」？〈間傳〉本文為「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

輕者包，重者特」，鄭玄注： 

既虞卒哭，謂齊衰可易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

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167

依照喪制，隨著喪期即將接近尾聲，喪家在服制上也漸進式地逐漸恢復常服，故

有「受服」之制。168男子在卒哭之祭結束後，遂可將象徵重喪的麻制腰帶改為象

徵輕喪的葛制腰帶（去麻服葛）。然若此時需要兼著齊衰服時，則男子可以麻帶

覆於葛帶上而服之，此為「輕者包」之義，也就是荀俁所謂「服以重包輕」之義。 

有別於荀俁之見，王肅則認為應隨父母改葬之事而改服緦麻，當改葬之事

結束後復行將小功之喪服畢。王肅引述子思之言：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禮，父母改葬，緦而除，

不忍無服送至親也。」169

正因為考量到當事人的「不忍」之情，因此纔會提出不同於經傳的「以重包輕」

之說。而這種以當事人實際的情感接受為優先考量的議禮精神，其實也陸續體現

在其後的兼服討論中。例如西晉蔡謨討論兄喪在前而遇改葬父母，應當如何著服

之時，蔡謨也主張當服緦麻而往哭之。蔡謨曰： 

凡喪相易，皆以重易輕。至於此事，則以輕易重。所以然者，臨其喪故也。

卑者猶然，況至尊乎！170

「緣情制禮」成為後來六朝門閥結構社會進行議禮的基調，推其成因，似

可上溯至曹魏時期便已具有此觀念的王肅。稱其具有開創之功，乃是有鑒於【表

1】的統計結果顯示王肅對於禮制提出的諸多主張，在當時只有 10%納入當時禮

家論域，就當時看來，王肅禮說或許略有邊緣化之嫌，然就中古禮學推演痕跡來

看，王肅所論，對於後世禮學義理及禮制實踐，當具有一定影響、指引之效，這

也可以視為王肅在中古禮學發展史上的價值定位。 

                                                 
166 《禮記注疏‧間傳》，同注 13，卷 57，頁 11b，總頁 956。 
167 同上注。 
168 有關「受服」較為細緻的說明，可參考林素英老師：《喪服制度的文化意義──以《儀禮‧喪

服》為討論中心》，同注 151，頁 202~213。章景明先生：《先秦喪服制度考》，同注 158，頁 262~280。 
169 《通典‧禮六十二‧沿革六十二‧凶禮二十四》，同注 30，第 3 冊，卷 102，頁 2678。 
170 《通典‧禮六十二‧沿革六十二‧凶禮二十四》，同注 30，第 3 冊，卷 102，頁 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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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曹魏皇權語境下的王肅禮學義理 

 

中國古典文化語境之下，以血緣作為核心意義的倫理與以皇權運作作為內

涵的政治，其實存在著幾近辨證的互動模式。政治的功能意義本是為了成就倫理

世界的完成，然而卻常常在實際的運作中過度膨脹，由「手段」異化而成「目的」，

此時倫理存在的意義遂淪為附屬於政治之工具。兩造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卻又

互相傾軋的張力關係。171透過前文爬梳王肅喪服禮實踐的事例，說明其制禮立場

乃是以倫理人情作為制禮時的優先考量，而此立場是否也能在他討論國家禮典的

過程中窺得一二呢？且果真如此，那麼王肅的禮學義理在曹魏政權場域中又是否

產生影響效應？這將是本節立論的主要目的。 

雖然王肅各項著述及言論的確切年代難以確實考定，不過藉由《通典》「吉

禮」中有關王肅的相關記載，就可以發現王肅討論國家祭祀儀典的時間分布狀

況。今將整理結果條列如下【表 6】。172若將王朗過世時間與王肅兼具秘書監及

崇文祭酒雙重身分的年代一併納入考量，並配合有魏一朝以明帝時期文治臻極鼎

盛的外在政治環境來看，那麼最適合觀察王肅禮學與曹魏政權互動的時間點，將

是魏明帝時期。173

                                                 
171 這種矛盾又互相構成的關係，張煥君有所說明：「就禮與情的關係來說，魏晉時代似乎形成一

種悖論：禮，尤其是喪禮看似得到極大的尊重，但這種尊重的結果卻是對儒家傳統教義的破壞。

禮雖然緣情而制，但禮的一項重要功能又是要對情加以節制，然而魏晉時代由於情的突出地位，

禮的節制功能遭到削弱，甚至可以說，在一定的範圍內，禮的作用反而常常表現為對情的助長與

提升。」見張煥君：《魏晉南北朝喪服制度研究》（北京：清華大學歷史學博士論文，2005 年），

頁 62~63。 
172 此次檢索乃依北京中華書局王文錦 1988 年版點校本。加註「☆」者表示與王肅約略同時的議

禮事件。 
173 王朗過世象徵著其政治影響力正式傳承至王肅，是年為明帝太和 2 年（228），王肅時 34 歲。

秘書監與崇文祭酒身分在士大夫階層所具有之象徵意義，前文已述及，此不贅，推測當在青龍至

景初（233~239）年間，約 39~45 歲。而明帝時期可謂曹魏政權中文治鼎盛的說法，除了前文藉

由議禮事件數作為判斷依據外，教育措施及律令制定也在明帝時期有所發展。以國家律令發展為

例，明帝時期正式將僅具臨時法典性質之「魏科」進行刪約，並且有系統地參考漢律，而制定了

《魏律》18 篇。此外明帝時期也以鄭玄章句為主，統一各家律章句之說，並且設置律學博士，

以促進律學研究。而明帝太和 2 年「貢士以經學為先」之詔，勢必對當時經學發展有所影響。職

是而推論明帝一代可為曹魏文治鼎盛時期。前論明帝時期國家律令發展，見張建國：《兩漢魏晉

法制簡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年），頁 1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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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四二--五五 

 吉禮條目 著錄情形 備註（卷數/頁碼） 

1 

 

郊天（上） 

郊天（下） 

 

﹝唐﹞長孫無忌徵引 

42/1167 

43/1193-1194 

2 大享明堂 ﹝唐﹞長孫無忌徵引 44/1223 

3 禋六宗 ☆﹝魏﹞與明帝議 44/1233 

4 

 

 

 

 

社稷 

 

 

 

 

 

 

☆﹝魏﹞與明帝議 

﹝晉﹞傅咸徵引 

﹝齊﹞何佟之徵引 

45/1264 

45/1266 

45/1268 

45/1268 

45/1269 

5 

 

 

 

天子宗廟 

 

 

 

☆﹝魏﹞馬昭駁王 

﹝晉﹞杜佑注文徵引 

﹝齊﹞蕭子顯徵引 

﹝唐﹞岑文本徵引 

47/1299-1300 

47/1306 

47/1307 

47/1311 

6 諸侯大夫士宗廟  48/1335-1336 

7 

 

 

 

 

 

 

 

禘祫（上） 

 

 

 

禘祫（下） 

 

 

 

 

☆﹝魏﹞尚書難王肅 太和六年 

☆﹝魏﹞王肅議武宣皇后禘太和六年 

☆﹝魏﹞王肅奏 太和八年採納 

﹝北魏﹞孝文帝詔 高閭徵引 

﹝北魏﹞孫惠蔚徵引 

﹝北魏﹞崔亮徵引 

﹝唐﹞韋縚徵引 

49/1379 

49/1380-1381 

49/1381 

49/1381-1382 

50/1395-1396 

50/1396 

50/1397 

50/1399-1400 

8 孔子祠 ﹝唐﹞貞觀列為先師 53/1480 

9 巡狩  54/1500 

10 

 

告禮 

 

 

☆﹝魏﹞尚書奏徵引 明帝時期 

55/1536-1537 

55/1537 

11 禳祈 ☆﹝魏﹞與何晏議 約在齊王時 55/1550-1551 

【表 6】 

欲探求王肅議論國家祭禮與當時政治場域可能的互動關係，則必須先對明

帝政權結構稍作梳理，以見其梗概。今覽明帝一朝內政作為，當以兩項議題：「皇

權正統之建立」及「諸侯勢力之制衡」為其關注之焦點。以下分別加以說明。要

知道明帝（曹叡）即位的過程其實並不順遂，自建儲之始便困難重重。首先是生

母甄后因郭后而失寵於文帝（曹丕），慘遭賜死。又文帝見郭后無子，故使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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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曹叡，明帝心中情緒的糾結可以想像！又曹丕本欲以他子為嗣，故拜太子一

事，懸而未決，遲至最後於病榻上時，纔宣告立叡為太子。174而在即位之後首先

便必須面對既有諸侯王的勢力。其中值得一提的乃是雍丘王曹植與當時太皇太后

卞皇后所串聯而成的政治勢力。要說明這股政治勢力則必須溯及文帝之時，《通

志》中記載曹操子嗣為： 

武帝二十五子。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

植、蕭懷王熊。175

卞皇后是曹丕與曹植之生母，然而卞太后較寵愛曹植，這可從《魏書》所記卞太

后一事看出端倪： 

《魏書》曰：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

帝令太后弟子奉車都尉蘭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不意此兒所作如是，

汝還語帝，不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見帝，不以為言。176

由卞太后的兩面手法可看出其政治手段之巧妙。177裴松之注此事時，另徵引了〈周

宣傳〉當中一事，由此更可看出卞太后在政治層面對文帝所產生的影響： 

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更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

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不聽。」178

觀周宣本傳所記，可以發現當時有不少政治人物皆求助於他解夢的特殊能力。且

不論解夢能力是否可信，不過至少可以看出在當時文帝與卞太后之間的緊張關係

可說是「公開的秘密」！這也反映出卞太后在當時的政治影響力，而文帝夢中所

見「欲使文滅」之景象足見文帝心中對其所生之焦慮。卞太后與曹植相掛鉤的這

股政治勢力也持續蔓延至明帝初年，根據《魏略》所記，太和 2 年，明帝前往長

安時曾一度面臨政治危機： 

《魏略》曰：是時譌言云（明）帝已崩，從駕群臣迎立雍丘王植。京師自

卞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

                                                 
174 ﹝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明帝紀〉，《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

同注 114，第 1 冊，卷 3，頁 91；〈后妃傳第五〉，第 1 冊，卷 5，頁 160。 
175 ﹝宋﹞鄭樵（1104~1160）：《通志‧宗室傳第二》（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影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第 375 冊，卷 79 下，頁 23b，總頁 167。 
176 ﹝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后妃傳〉，《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

同注 114，第 1 冊，卷 5，頁 157，裴松之注引《魏書》語。 
177 卞太后擅於心計之事，或許可以從其他記載窺得一二。《魏書》曰：「后性約簡，不尚華麗，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數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

『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見﹝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

主編：〈后妃傳〉，《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同注 114，第 1 冊，卷 5，頁 157，裴松之注

引《魏書》語。而太祖便曾稱讚卞后為「怒不變容，喜不失節，故是最為難」見〈后妃傳〉，頁

156。 
178 同前注，〈后妃傳〉，頁 157。 

  



- 96 –  王肅禮學義理及中古傳播歷程 

「天下皆言，將何所推？」179

明帝當時初掌天下，在政權基礎尚不穩定的情況之下，發生此謠傳並不意外；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群臣所擁立的對象。從這則記載除了可以看出當時曹植勢力

對明帝政權極富威脅性之外，事後卞太后與明帝的互動也頗堪玩味。卞太后主動

提出追查發放消息來源，然而明帝卻輕描淡寫的「冷處理」，或許暗示著明帝早

已知道就算真的徹查，恐怕也僅是徒勞無功。面對強枝弱幹的現實困境，明帝初

期也思有所作為以為反制，例如太和 3 年 7 月〈禁外藩入嗣復顧私親詔〉、太和

5 年 8 月〈令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入朝詔〉似皆依此而發。我們也可以

在反映明帝官方立場的詔書當中，見到卞太后造成若有似無的不在場影響。例如

太和元年〈封聊城王詔〉便言： 

聊城公茂少不閑禮教，長不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立諸侯也，皆命賢者，

故姬姓未必侯者，是以獨不王茂。太皇太后數以為言。如聞茂頃來少知悔

昔之非，欲脩善將來。君子與其進，不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

太皇太后下流之念。180

曹茂乃武帝之子，而據卞太后本傳所記，曹操總將諸子無母者，命卞太后撫養，

而在策封卞太后為王后時，還讚其「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或許卞后對曹茂

也因有養育之恩，而多所懸念。根據此詔書我們一方面可看出，即便在明帝掌權

之後，卞太后在人事決策過程中還是具有相當影響力；另一方面也可猜想卞太后

既然對非出於己身之子都能如此關心，更何況親身骨肉曹植的仕途，其關切程度

自然不在話下。 

面對卞太后、曹植，以及其他諸侯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危機，明帝當然有許

多途徑可以進行攻防，但其中最為根本的方法，便是宣示並強化己身統治的合法

性。181而這也和他在東宮時期，思考曹魏政權的正統地位如何建構的問題一致。

《魏書》記載： 

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於漢，因循漢正朔弗改。（明）帝在東宮著論，

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禮不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182

基本上，曹魏與舜同德的看法，在漢獻帝禪位予曹丕時便已定調。183然而在此前

                                                 
179 同前注，〈明帝紀〉，頁 95，裴松之注引《魏略》。 
180 ﹝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武文世王公傳〉，《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

魏書》，同注 114，第 1 冊，卷 20，頁 589。 
181 彭美玲先生（1961~）亦注意到明帝即位的曲折過程，進而認為明帝與文帝對於天子之位有臨

深履薄的危機意識。見彭美玲：〈曹魏禮制因革述略〉，收入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系，國立成功大學

中文系，「六朝唐宋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六朝唐宋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臺北：里仁書局，2004年），頁153~192。所引見頁174~175。
182 ﹝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明帝紀〉，《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

同注 114，第 1 冊，卷 3，頁 108，裴松之注引《魏書》。 
183 漢為火德堯後，魏乃土德而與舜同祖的說法，可見於《獻帝傳》徵引眾臣勸進曹丕受漢帝禪

位的相關文獻中。其中蘇林、董巴於辛酉上表的內容可為代表，其奏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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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之下，曹叡要如何能夠提出更具說服力，更能收強化一己統治合法性之效的措

施，這是亟需面對並且予以解決的政治問題。透過文獻記載，可以發現明帝乃採

用整定制度的方式以促成眾人對其統治地位的認同。184例如《魏書》所記明帝於

景初元年於洛陽南營圜丘時，曾下詔曰： 

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

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神，以太祖武皇

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185

另外參考《資治通鑑》所記：「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

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

皇地之祗於北郊，以武宣皇后配」，186略將上述祭典內容稍加整理，其結構可見

於下表。 

 

景初頒布國家祭祀結構表 

祀圜丘（圓丘） 皇皇帝天 始祖舜配祀 

祀方丘（方澤） 皇皇后地 舜妃（伊氏）配祀 

天郊（南郊） 皇天之神 武皇帝（曹操）配祀 

地郊（北郊） 皇地之祇 武宣卞太后配祀 

【表 7】 

從明帝景初提出的祭祀禮典結構來看，以天地作為祭祀對象，實際上是自漢武帝

時期便確立下的儀式結構。187這裡值得注意的是配祀名單的構成。其中尤以舜妃

                                                                                                                                            
與舜同祖，見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行運會於堯舜授

受之次」，見﹝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文帝紀〉，《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

魏書》，同注 114，第 1 冊，卷 2，頁 70。 
184 其諸多制度議定可見於〈明帝紀〉：「（明帝）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復著言宜改，乃詔三

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六百石博議，議者或不同。帝據古典，甲

子詔曰：『夫太極運三辰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行於下，登降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

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

正月。考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龍五年三月為景初元年四月。』」，見﹝晉﹞陳壽撰，﹝劉宋﹞

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明帝紀〉，《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同注 114，第 1 冊，卷 3，

頁 108，裴松之注引《魏書》。 
185 ﹝晉﹞陳壽撰，﹝劉宋﹞裴松之注，楊家駱主編：〈明帝紀〉，《新校本三國志附索引‧魏書》，

同注 114，第 1 冊，卷 3，頁 110。 
186 ﹝宋﹞司馬光（1019~1086）撰，﹝宋﹞胡三省注，章鈺校記：〈魏紀五〉，《新校資治通鑑》

（臺北：世界書局，1987 年），第 4 冊，卷 73，頁 2320~2321。 
187 郊天祀地格局的確立乃是漢武帝時期由史官司馬談、祠官寬舒所議定而成。見﹝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楊家駱主編：〈郊祀志〉，《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同注 9，第 2 冊，卷 25
上，頁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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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氏與武宣卞太后皆列入配祀行列需要在此說明。 

若我們向前追溯，上一個以舜後土德自居的政權，乃是王莽新朝。《漢書‧

郊祀志》記載王莽議定郊祀之禮如下： 

莽又頗改其祭禮，曰：「《周官》天墬之祀，樂有别有合。其合樂曰『以六

律、六鍾、五聲、八音、六舞大合樂』，祀天神，祭墬祇，祀四望，祭山

川，享先妣先祖。……。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

墬合精，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墬位皆南鄉，

同席，墬在東，共牢而食。髙帝、髙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北，亦同席

共牢。……188

此處王莽以《周禮‧大司樂》「乃奏夷則，歌小呂，舞〈大濩〉，以享先妣」為制

禮的經典依據，在既有祭祀天地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先妣、高后列入配祀行列的儀

式格局。189這種藉由改制的行為以確立統治地位的方式，正好與明帝的處理模式

極為類似。190而觀察明帝將舜妃與卞太后一併納入配祀行列的舉措，也與王莽新

制的內容相同。今查《全魏文》與《三國志》，唯高堂隆曾就此有所議論： 

古來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以

高帝配，唯王莽引周禮享先妣，為配北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

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191

若就禮制規模來看，明帝景初所頒布的郊祀之制，基本上是遵從鄭玄「郊丘二分」

的禮制架構。馬端臨《文獻通考》對此有所說明： 

以郊與圜丘為二處，用鄭玄之説。其時康成所註二禮方行，王子雍雖著論

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説。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

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為周祀天於

圜丘，以嚳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

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神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

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

帝時，復逺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

                                                 
188 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駱主編：〈郊祀志〉，《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同

注 9，第 2 冊，卷 25 下，頁 1265~1266。 
189 這種以后配地的祭祀模式，至東漢光武帝時期仍在施行。見《通典‧禮五‧沿革五‧吉禮四》，

同注 30，第 2 冊，卷 45，頁 1258。 
190 透過禮制改造的方式以確立己身統治合法性的例子，其實存在於各個新政權建立之際。關於

國家禮制改革與統治權力彼此間如何運作，可參考趙克生（1967~）：《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禮改

制》（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年），頁 2~11。 
191 ﹝清﹞嚴可均輯：〈后妃配郊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三國文》，同注 31，第 2
冊，卷 31，頁 3a，總頁 1226。﹝清﹞王夫之（1619~1692）：《讀通鑑論‧三國 22》（北京：中華

書局，2002 年），第 1 冊，卷 10，頁 280~281，亦論及此事：「魏主叡之詔曰：『漢承秦亂，廢無

禘禮，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舜配天，以舜妃配地。』其亢地於天，離妣於祖，亂乾坤高卑之

位，固不足道矣。妄自祖虞而以廢禘譏漢，尤不知禘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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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離之説，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復上取之遙遥華胄以足之，

然後可以行禮耳。192

「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

之比」，我們無法確知魏晉時期的各代君王是否真的如同馬端臨所言，認為自己

的父祖無配天之功？倘若果真如馬所言，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探問，竟然認知到

己身先人條件與鄭玄所立無法相符，那麼何以要強行鄭說？是否為一種焦慮之下

的刻意選擇？那麼支持他們願意採取鄭玄說法的原因是什麼？相反地，更可能的

情形是馬端臨的說法乃是出於以今度古的立場而發，那麼這段文獻便提點出一個

更饒富趣味的思索方向，就是「父祖有無配天之功德」的議題究竟在明帝景初制

禮過程中發揮了什麼效應？而這與明帝取鄭捨王的決定是否有關呢？ 

王明珂（1952~）以族（祖）源傳說與族群（國族）意識建構的互動過程作

為觀察切入點，揭櫫了族（祖）源傳說「蘊含著血緣、政權與領域三者一體之隱

喻」功能。193依此思路推想，統治者對於同具血緣關係的祖先系譜的追認與敘述

（narrative），將會影響自身統治的權力基礎。因此欲釐清明帝取鄭捨王其中的可

能成因，在排除當時雙方學說傳播影響程度的前提下，或許可以從二人對於帝王

祖先的相關論述，以及其中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功能進行觀察。故以下將透過探討

鄭玄、王肅二人圍繞著《孝經‧聖治章》「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相關的詮釋異

同作為切入點，以展示二人詮釋經典時各自立場的差別。此工作之目的主要是為

了釐清雙方禮學義理系統的差異，因為禮制實踐的根源依據，便是其禮學義理的

內涵精神，禮制能否得到施行，便意味著該禮制所象徵的禮學義理是否為人所接

受。禮制層面取鄭捨王的選擇結果，代表著當時官方對於王肅禮學義理的無法認

同，故透過以下分梳，對此議題進行說明。 

《孝經‧聖治章》言「人之行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194鄭玄對此段文獻的理

解，可見於《禮記‧大傳》之注文。〈大傳〉：「禮，不王不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曰：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

                                                 
192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郊社三》，同注 93，第 1 冊，卷 70，頁 631。另外卷 76 對於景

初郊祀制度亦有說明：「鄭康成分圜丘與南郊為二，方澤與北郊為二，而所祀天地亦各有二名。

曹魏郊祀，遵用其説。然鄭説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

天之神。鄭説祀地則有崑崙、有神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地，北郊所祀曰皇地之祗。徃徃見

靈威仰及崑崙等名不雅馴，故有以易之。然不知皇天之與天神，后地之與地祗，果可分而為二乎！

可笑也」，見〈郊社九〉，第 1 冊，卷 76，頁 695。 
193 王氏曾就黃帝傳說的功能以討論近代國族意識如何建構，另討論后稷傳說在周人族群意識形

成過程中所具有之功能意義。前者見氏著：〈論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3 分（2002 年 9 月），頁 583~619，引文見頁 595。後

者見氏著：《華夏邊緣：歷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北：允晨文化，1997 年），頁 191~225。 
194 ﹝唐﹞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聖治章第九》，同注 25，卷 5，頁 1a~2a，總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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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太微五帝之精以生，蒼則靈威仰，赤則赤熛怒，黃則含樞紐，白則白招

拒，黑則汁光紀。……《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靈威仰也。「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195

對鄭玄而言，帝王先祖的誕生，多具有某些神秘色彩。以周人為例，傳說中周人

的始祖乃是后稷（棄），其誕生的過程頗為神異。而周屬木德，其感生之帝乃東

方青帝之靈威仰，196因此在郊祀靈威仰時，必須以后稷配享。鄭玄對后稷的敘述，

在在強調著其有別於常人的「感生」事蹟。例如《詩‧生民》鄭箋曰： 

祀郊禖之時，時有大神之迹，姜嫄履之，足不能滿。履其拇指之處，心體

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197

根據曹書傑（1954~）就歷來今古文經學家對於〈生民〉「履帝武敏歆」之「帝」

的解說進行歸納，得出四類解釋：「上帝、天帝」，「大人、巨人」，「大神、神人」，

「青帝靈威仰」四大類，而單就鄭玄一人之說，便涵蓋有第 1、2、4 類。198且不

論鄭玄之說是否產生內部相互牴觸的情形，但基本上可以看出鄭玄解經的立場較

傾向於自神秘、神聖的角度出發，試圖將皇室血緣紐帶與外在超越的神道力量予

以聯繫。199

王肅對於始祖感生說的態度則較為保留。〈生民〉孔疏徵引王肅曰：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契，次妃陳

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契。下妃三人，皆已生子，

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

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

為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為眾所疑，不可申說。姜嫄知后稷之神奇，必

不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神，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

肅以融言為然。200

與鄭玄之說相同處在於，王肅同樣認為姜嫄能夠得子的必要條件之一乃是得到了

                                                 
19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注疏‧大傳》，同注 13，卷 34，頁 1a，總頁 616。 
196 邢昺疏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靈威仰。

周為木德，威仰木帝。」見《孝經注疏‧聖治章第九》，同注 25，卷 5，頁 3a，總頁 37。 
197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生民〉，《毛詩注疏‧大雅》，同注 73，卷 17，頁 2a，總

頁 587。鄭玄提及感生之說者，至少還包括《儀禮‧喪服》「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

自出」下注語，《詩‧玄鳥》，《禮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注語等

處。 
198 曹書杰：《后稷傳說與稷祀文化研究》（吉林：東北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論文，2003 年），

頁 142~144。 
199 楊師晉龍〈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說」異解探義〉文中曾說明這類「神奇記載」，乃

是具有「申告天下，他已取得政權的合法身分與依據，以阻絕他人的效尤之心」的政治功能。楊

師晉龍：〈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說」異解探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 期（1993
年 3 月），頁 487~526。引文出自頁 505 及注 32。 
200 《詩經注疏‧生民》，同注 73，卷 17，頁 8b~9a，總頁 59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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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的保證。然而進一步分析鄭玄、王肅對姜嫄產子事件的敘述模式，可以發現

在“鄭玄式＂的姜嫄產子敘事模式中，以神聖屬性的「天神」擔任父親的的角色，

因此姜嫄產子事件是由「天神─姜嫄─后稷」三位行為者建構而成；而王肅則是

在姜嫄產子事件中，選擇以能娶妻生子、命終老死的凡人──「帝嚳」作為父親。

試將鄭、王兩方建構姜嫄產子事件的行為者及其具備的功能進行對比，201表列如

下【表８】。 

 

 
角色的功能： 

提供屬性 

角色的功能： 

體現屬性 

鄭玄 天神【神】 姜 后 

王肅 帝嚳【人】 嫄 稷 

【表 8】 

在王肅的敘事模式中，暗示著后稷這位在帝堯時期能「黎民阻飢」甚有功於天下

的「周之始祖」，202其實也是出於凡人父精母血的結合，其本質與一般常人並無

不同。王肅強調的是：上古聖王后稷或是契的事蹟，之所以會被後人傳頌、影響

深遠，其原因不是因為他們秉性異於常人，而是他們曾有功於社會人群： 

〈奏〉云：稷契之興，自以積德累功於民事，不以大迹興燕卵也。且不夫

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喪滅。203

有德與否，端賴於是否能對公眾領域的福祉做出具體且正面的貢獻，故王肅所言

之「德」，重在無待於天命，出於能自主而完成的事績功業。因此，此「德」方

能因自力所為而有所積累，是可依自身行為之結果而進行積累的「修業之德」。204

陳啟雲（1933~）在《荀悅與中古儒學》書中曾對於這種類型的德位觀有說闡發，

頗可以為王肅之說下一註腳： 

                                                 
201 此處係將構成「事件」的諸多條件視為一具有目的之結合，因此形塑事件的各個條件皆可看

成具有以滿足事件之完成為最高目的的功能性意義。而所謂的「功能」，孫廣德（1929~）根據功

能派人類學家馬凌諾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1884~1942)之說而給予一界定，即「所謂功能，

是一個自我持續的系統中，部分對全體發生的作用。功能是因果關係的一種，限於同一系統之內，

超出系統的因果關係，不是功能關係，其作用不能稱為功能」，見氏著：《政治神話論》（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頁 132。有關敘事學中以功能的角度解釋人物意義，可參考譚君強

（1945~）：《敘事理論與審美文化》（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年），頁 196。 
202 上述后稷的功業事蹟，乃據邢昺《孝經》疏中徵引〈周本紀〉內容而來。見《孝經注疏‧聖

治章第九》，同注 25，卷 5，頁 2a~2b，總頁 36。 
203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生民〉，《毛詩注疏‧大雅》，同注 73，卷 17，頁 9a，總

頁 591，引王肅《毛詩奏事》語。 
204 若就前文鄭玄對於后稷的相關論述進行推測，鄭玄所言之「德」，當是物類「屬性」義。也就

相當於《國語‧晉語》司空季子論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陽、夷鼓二人與黃帝同姓，其中言及

「異姓則異德，異德則異類」、「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此處所說的「德」，便

是指某一族群之共通屬性的「受命之德」。有關「德」義的演變，及其在政治權力運作過程中的

功能討論，可參考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念及其正當性基礎》，同注 5，

頁 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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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備了善良意志並為被統治者所接受，一個王朝纔能享有它的權力。

要想獲得大眾對王朝的接受，王朝的君主及其在此王朝建立之前的祖先必

須積累政治品德和道德範行。他們對公共之善的累積貢獻越大，王朝享受

天命而進行統治的時間會越長。205

王肅禮學義理精神傾向於自現實人間層面進行思考，除了可以從上述對於

周始祖后稷的相關敘述中窺得一二外，另可引王肅主張社禮祀句龍之說以為佐

證。前文處理王肅吉禮祭社之禮時，曾整理出王肅認為社禮的祭祀對象乃是句龍

的看法，這也與鄭玄的說法有所不同。孔穎達曾對此二者看法有所說明： 

社稷之義，先儒所解不同。鄭康成之說以社為五土之神，稷為原隰之神。

句龍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故知社

即地神，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神。

故賈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句龍，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神。206

鄭、王二人雖然皆未脫離固有「神道設教」的方式以塑立君王統治合法性，然而

鄭玄強調祭祀對象的性質屬於非人之神；而王肅則主張祭祀對象的本質為一般凡

人，因其有功於社會故受後人景仰、尊奉，進而神格化成為祀奉對象。207

根據上述王肅禮學義理系統的討論，可以歸納出三項特點：（1）王肅在進

行帝王始祖的相關論述時，不主張感生之說；（2）各代始祖被後人祭祀之目的，

主要在感懷其對於社稷族群的貢獻，而不在塑造、強化其神聖屬性；（3）受到奉

祀的對象，其本質與一般凡人無異。此三項內容與鄭玄之說相對照，王肅禮學義

理的特色缺少了神秘的色彩。日人坂出祥伸（1934~？）在其〈方術傳的立傳及

其性質〉一文中，分析古代方術之士之所以對帝國統治造成威脅，其原因在於方

士掌握各類方術，而這類技術知識多屬隱晦知識，難以言傳，故具有不可知的神

祕特色。而在一般人心中，容易因此產生敬畏之感。208若以此角度來檢視王肅禮

學的三項特點，可以發現王肅禮學體系由於缺乏神秘特性，因此對於接受者而

言，較難產生敬畏感。以皇權希冀強化統治的角度來說，若根據王肅之說制禮，

較不易形塑天人中介者──「君王」的特殊地位與神聖屬性，進而較難讓百姓接

收到君王擁有優越身分的不在場訊息。209

                                                 
205 陳啟雲著，高專誠譯：《荀悅與中古儒學》（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79。 
206 《禮記注疏‧郊特牲》，同注 13，卷 25，頁 22a，總頁 490。 
207 日人藤川正數曾針對這兩類不同的看法在漢代政治場域中的功能進行研究，進而提出了「人

神」說（如淮南王劉安、許慎、王肅）與「超人神」說（如鄭玄）兩種解釋框架。氏著：《漢代

にぉける礼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坊，1968 年），頁 62~74。藤川氏進一步將此二說與漢人對

於當時政權的立場進行聯繫，提出以「超人神」說國家祭祀，有助於塑造皇帝地位的絕對化，進

而達到強化中央集權的政治效應；以「人神」說國家祭祀者，則有反抗中央集權的傾向，反映了

地方豪族的政治立場。此說或許可以間接說明何以在魏明帝急需鞏固、強化統治勢力的政治氛圍

下，官方制禮會採取鄭玄之說而放棄王肅之說的部分原因。 
208 氏著：〈方術傳的立傳及其性質〉，收入岡田武彥（1908~?）等箸：《日本學者論中國哲學史》

（臺北：駱駝出版社，1987 年），頁 204~220。 
209 有關神秘形象之於皇權運作的功能意義，另可參考杜正勝先生（1944~）對物怪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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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師晉龍〈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說」異解探義〉文中，曾歸納

鄭王二人四項義理相同之處，其中第二項言道：「二人皆認為『大位』的獲得，

都是歷代積德累功所致，亦即重視『德』與『功』的配合」，210配合上述鄭王對

於后稷之德有「受命之德」與「修業之德」不同的理解，可以推想在思考德位問

題時，王肅認為修業累功之德是取得大寶的必要條件，也是唯一條件；然而在鄭

玄的理解中，修業之德是取得帝位的充分條件之一，但除此之外尚需「受命之德」

此必要條件的支持方能成立。因此就鞏固皇權的角度來看，相對於王肅對德位問

題採取開放的解釋模式，鄭玄則認為取得大位的條件除了要訴諸於實際的修業進

德之外，更要有一具有最終決定的外在超越力量──「天命」以為確認。然而「天

命要如何確認」，以及「君王是否具有受命之德」這兩大命題以現代知識論角度

來說，既不具有可證偽性，且此二命題又足以相互證成而構成封閉的循環論證系

統，因此官方透過獨佔德位解釋權的優勢，重以採取鄭玄的封閉解釋架構，更能

收鞏固皇權之政治效益。 

通過以上對於王肅祭禮、喪禮各項主張的分析，可以看出王肅在喪禮制度

各項主張的背後，呈現出以顧及當事人實際情感需求為優先的精神。而歸納其祭

禮制度的主張，則可以見到他關注人間倫理世界勝於神聖他界的學說底蘊。岡村

繁（1922~）曾於民國 84 年 2 月 20 日假中研院文哲所發表之演講「孝道與情欲

──後漢末期儒教的苦惱」， 211 演講中藉由說明幼年深具孝子形象的孔融

（153~208）最後竟提出大逆孝道之「親子無親論」的歷史社會背景，企圖說明

東漢社會以來，因戰亂而缺乏實際親情與家庭基礎的生命，竟然要被迫去服膺對

於他們而言甚為空洞的儒家基本信念──孝。這種現實處境與形式規範（教條）

之間的斷裂，充斥在漢末以來的時代氛圍。因而逐漸有部份儒家信徒（如孔融、

禰衡之輩）願意自抽象的倫理德目抽離，而正視現實社會的實際狀況。若將孔融

這種以現實時代現象為第一優先考量的傾向，配合余英時所言漢晉之際士之個體

自覺的時代趨勢，212以對照王肅禮學義理的精神，其共通之處在於體現不以既定

                                                                                                                                            
古典文獻中所言之「物」，其形象多非一般經驗界常見的生物，而帶有怪異成分。古代一般認為

聖主君王特殊之處在於具有非比尋常的能力（德），能夠面對百物而不受迷惑。這種傳說可能反

映的現實心態是認為，真正能掌天下大寶之人，不僅能安頓人間各種有形可知的勢力，更具有控

制非人間的各種存有的能力。杜先生的研究似乎可再進一步延伸，即古代君王神秘形象的建構除

了透過感生神話的方式之外，這種服百物能力的刻劃，似乎也是另一種策略。這種君王統治合法

性的建構模式，頗似於韋伯（Weber, Max,1864~1920）討論三種支配類型中的「卡理斯瑪」

（Charisma）型。有關杜氏的研究，請參考氏著：〈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

化史的探索〉，《大陸雜誌》第 104 卷第 1 期（2001 年 12 月），頁 1~14；104 卷第 2 期（2001 年

12 月），頁 1-15；104 卷第 3 期（2002 年 3 月），頁 1~10。 
210 楊師晉龍：〈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說」異解探義〉，同注 199，頁 509。車行健老師

在其博士論文中，則對歷來學者將鄭玄視為權威主義者的說法，提出回應，請參見車老師：《禮

儀、讖緯與經義──鄭玄經學思想及其解經方法》，同注 54，頁 111~115。 
211 此演講稿經整理後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6 卷 4 期（1996 年 12 月），頁 1~16。其中

對於戰亂之下許多出於母親非自願因素而產出的生命，他們心中對於社會上要求盡孝的普遍輿論

壓迫所產生的掙扎刻畫甚深之處，可參考頁 13。 
212 余英時參考瑞士歷史學家雅克布‧布克哈特（Burckhardt, Jacob,1818~1897）研究義大利文藝

復興時期人之自覺的相關論述，界定「士之個體自覺」為「即自覺為具有獨立精神之個體，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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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教條、政治權威作為個人價值取捨的依據標準，而願意正視個別倫理情感

需求的時代特色。 

一般經學史論述王肅經學義理無法在曹魏時期成為官方學說主流，多認為

主要原因有二，或是就學術創發的角度說明，主張王肅因解經之法與鄭玄無異，

皆是採取混同今古文家法之說，故難「標新立異」以開創新局，因而難遂其功；

或是自個人品行這種非學術性的原因立論，認為王肅為求駁鄭，故偽著《家語》

以逞其私，故難為時人接受。213本章試圖另自歷史脈絡重新思考，勾勒當時王肅

所處的政治語境，將政治環境的現實需求納入討論。藉由本節對於鄭王二家禮學

義理內涵的分析，可以說明：由於鄭玄禮制主張足以反映出感生帝觀念的義理內

涵，而此說對皇權運作所產生之政治效應，在於能增加帝王形象的神聖性格，進

而強化其統治之合法性，故在當時能獲得官方青睞；反觀王肅對感生帝說法的態

度較為保留，且其禮學義理表現出人間性格的特色，214在政治權力運作中無法有

效地確保皇權統治的獨占地位，故在當時政治場域中遭到邊緣化，這也可作為後

人在討論曹魏時期，王肅義理接受表現的參考依據。多數經學史論著在論述魏晉

時期鄭王之爭時，多強調王肅之說乃是依附司馬氏的政治勢力方能成為官學主

流，215這種說法便是暗示著在司馬氏奪權之前，鄭學勢力在曹魏時期具有絕對影

響力，而王肅在當時難成氣候的訊息。檢視此類論述的發言立場，乃是基於「鄭

學中心」及「學派競爭」的前預設下而立說。本文重新透過「脈絡化」的處理，

將論述視野轉移至王肅禮學義理與皇權互動的角度，嘗試提出不同的說明。誠如

葉維廉（1937~）先生借用法國思想家傅柯（Foucault,Michel,1926~1984）及美國

歷史學家懷特(White,Hayden V.,1928~)等人的說法，以闡釋「歷史敘述」此一觀點

時所說： 

我們讀到的歷史只是一家之言，是被凸顯、強調的層面，而不是全部。……

有些被刪除或壓抑下的東西不見得不好，只是某種意識形態將之排斥在外

而已。法國歷史學家福柯認為歷史有許多斷層，是當時意識形態將其壓抑

下去，因此歷史不是單線的發展，而是多元的交替。……歷史是一種書寫，

                                                                                                                                            
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識之義」，見氏著：《中國知識階

層史論‧古代篇》，同注 122，頁 231~232。 
213 這類說法，可參考﹝清﹞皮錫瑞，周予同注：《經學歷史》（臺北：藝文印書館，1987 年），

頁 161~167。近作則可以臺大中文系教授葉國良先生（1949~）等人所著《經學通論》為例證。

詳見葉先生等著：（臺北：大安出版社，2005 年），頁 511。 
214 這裡所謂的人間性格，指的是拒絕從宗教神話等超驗的觀點進行思考；而選擇自可經驗、符

合個人理智與情感的倫理層面，對事物進行理解與說明。相關的說明乃參考日人加賀榮治

（1915~?）「合理主義」一說。見氏著：《中國古典解釋史‧魏晉篇》（東京：勁草書房，1964 年）。

其中專論「合理主義」一詞之內涵，請參考頁 758~760。 
215 此見解可以皮錫瑞《經學歷史》為代表。見《經學歷史‧經學中衰時代》，同前 213 注，頁

166~167。而這類看法也影響至近代經學史著作，如蔣伯潛（1892~1956）：《經與經學》（臺北：

世界書局，1983 年），頁 190~191。而日人本田成之（1882~1945）受到皮氏之說的影響後，對

此進行批判與反思，見﹝日﹞本田成之，孫俍工（1894~1962）譯：《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

書店，2001 年），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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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有書寫必然發生的設限。歷史論者海頓‧懷德提到歷史書寫的三種設

限：（一）意識形態的設限……（二）道德的設限……（三）美學策略的

設限……。216

既然一切歷史敘述的成形，皆是書寫者在其自覺或不自覺的預設條件下建構的結

果，那麼後人在接受、承襲之餘，是否更當自覺地進行反省，如此方能察前修之

未密，而締轉精之功業。 

                                                 
216 引文見葉維廉主講，曾秀華整理：〈有效的歷史意識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1 卷第 4 期（1991 年 12 月），頁 10~17，引文見 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