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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傳統之經學自晚清以來連番受到西方知識的衝擊，其過去崇高的地位因

而受到根本的動搖，然而在這段時間中，仍有部分經學家以維護傳統經學之

價值為目的，重新闡發經書中的微言大義。本文旨在研究皮錫瑞《王制箋》

一書的思想內容，通過分析皮錫瑞如何提升《王制》一文的地位、以及由此

而提出之經學觀點，一方面釐清《王制箋》所隱藏之經學思想；另一方面則

透過這一分析，嘗試為研究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提供一條可行的路徑。 

學界過去在研究皮錫瑞之今文經學以及相關經學觀點時，其重心往往放

在《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二書之上，而忽略了皮錫瑞在注疏體的經學

著作中所表現的經學觀點，既有可與二書互證的地方，亦有與二書稍有不同

之處。本文將透過研讀皮錫瑞《王制箋》這部注疏體之經學著作，分析其把

對於《王制》稱為「素王之制」之書這一主張上所引起的連帶若干問題，以

及是書中對於有關經學名詞在不同語境中的運用情況，揭示皮錫瑞晚年今文

經學思想的深化，以及他其「通經致用」的實踐。 

本文共分五章，除了第一章緒論和第五章總結外，正文共分為三章，其

中以「素王之制」為主軸，每章集中討論一個問題：第二章指出皮錫瑞於《王

制箋》一書中有意識地稱《王制》一篇為「經」，藉此探討皮錫瑞晚年之經典

觀，以及解釋為何本為《禮記》四十九篇之一的《王制》可被稱之為「經」。

第三章以「素王」一詞於《王制箋》的多重涵意為中心，指出該詞在是書中

既可屬之於孔子，亦可屬之於《春秋》，並藉著皮錫瑞「尊孔」這一思想對「素

王」多重性的涵意進行闡釋。第四章討論《王制》在單獨成篇以後，在皮錫

瑞的經學思想中，其與作為「經」的《儀禮》的關係為何，並探討「禮」與

「制」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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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lli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Classics Studies (jingxue 

經學)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Although the practicality of 

Classical Studies has been questioned by some people in late Qing, other scholars 

reinterpreted and revitalized the Confucian values in the Classic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Classics Studies. Among them, Pi Xirui 皮錫瑞 (1850-1908) is 

one of the scholars who had made contribution in the study of Classics Studies.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se Pi Xirui’ s idea of New Text (jinwen 今文) tradition  

by examining his Wangzhi jian 王制箋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Royal 

Regulations), which was written by him in 1907,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study on the Classics. In modern scholarship, Pi’s study of 

the chapter of Wangzhi (Royal Regulations) in Liji 禮記(Book of Rites) has been 

neglected. Modern scholars often pay attention to Pi’ s Jingxue lishi 經學歷史 

(The History of Classics Studies) and Jingxue tonglun 經學通論 (Th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lassics Studies) as they believe that Pi chiefly 

expresses his viewpoints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two books. Some of these 

scholars do not take notice of how Pi applies his viewpoints, which are presented 

in both Jingxue lishi and Jingxue tonglun, in while interpreting the Classics. 

Indeed, some viewpoints drawn from the two books might b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angzhi jian which has a quite different writing format in contrast with the two 

book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viewpoints between the two books and Wangzhi jian 

do not suggest that Pi Xirui’s thought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however, this 

issue reveals the fact that his idea of New Text tradition has becom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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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than before. The purpose of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his viewpoint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chapter of Wangzhi in Liji,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fic terminologies in Wangzhi jian, is twofold: to enable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i Xirui’s idea of New Text tradition, and to provide us a new 

approach for studying Pi Xirui’s scholarship on the Classics. 

The present thesis contains five chapters. Apart from Chapter 1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5 “Conclusion”, Chapter 2 to 4 concentrate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regulations of an uncrowned king”(suwang zhi zhi 素王之制). 

Chapter 2 discusses Pi Xirui’s views on of the Classics. In Wangzhi jian, Pi Xirui 

often uses applies the term jing 經 when referring to the chapter of Wangzhi.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Wangzhi was edited by Han scholars, Pi Xirui 

believed suggests that Wangzhi was the book, which was written by Confucius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part of the jing (Classcis), representing the idea of 

suwang zhi zhi. Chapter 3 shows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 suwang has two ways in 

Wangzhi jian. It can refer to Confucius or to “establishing the rule of the king out 

of the void”. Because of his thought of “venerating Confucius”(zun Kong 尊孔), 

Pi Xirui applies the both ways when interpreting Wangzhi jian. Chapter 4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zhi and Yili 儀禮 (Rites and Ceremonies), and 

Pi Xirui’ s principle of Etiquette. This chapter tries to discuss how Pi Xirui defines 

the concept of li 禮 (rites) and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i's definition of 

li and that which is frequently employed by modern scholars. Meanwhile, I will 

also point out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e of the 

two terms zhi 制 and li, however, in Pi Xirui’ s study on the Classics, the two 

terms have a similarity that form a connecting point between Wangzhi and Y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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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 晚清今文經學及《王制》研究簡述 

           中國經學自清末開始受到連番衝擊，其傳統以來崇高的地位因此而受到

根本的動搖，特別是公元 1905 年清政府廢除以傳統經書為考試內容的科舉後，

經學更失去一直以來賴以生存的制度，再也沒法回復昔日的盛況。其時更有

人主張將傳統的經書「付之一炬」，由此可見經學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1本

文旨在研究清末湖南學者皮錫瑞(公元 1850-1908 年)最後的一部經學著作：《王

制箋》一書，通過分析《王制箋》一書中所呈現的若干觀點及現象，一方面

希望深入理解皮錫瑞今文經學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則希望藉此提供一條用

以研究皮錫瑞乃至其他經學家的經學思想的新途徑。 

          學者在討論晚清的經學發展史時，往往集中於研究今文經學於當時的復

盛，雖近年已有學者試圖從另一個側面重塑晚清經學史之面貌，然大多數的

研究亦以今文經學的發展為主。2晚清今文經學的復興，論者多謂可追溯至莊

存與重視《公羊》學的經說為伊始。3雖然學者蔡長林近年已質疑此一說法，

                                                      
1
 皮錫瑞於《經學通論．自序》中雲：「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

聖經。」，先不論皮氏之言是否有誇大之處，然是說實說明了當時傳統知識分子對於經學地

位受到動搖的憂慮。見氏著：《經學通論．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 
2
 黃梓勇的博士論文：《章太炎、劉師培《春秋左傳》學研究：清末民初經學轉型抉微》一

文便嘗試從向為研究者所忽略的古文經學入手，分析和釐清晚清今古文經學的若平問題。見

氏著：《章太炎、劉師培《春秋左傳》學研究：清末民初經學轉型抉微》，(香港：香港浸會

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2011 年)。 
3
 最先提出此一觀點者，乃清末民初學者梁啟超。梁氏於《清代學術概論》中謂：「今文學

啟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也。」見氏著：《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頁

64。他後來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重申其說：「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

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學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新合為一。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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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清代今文經學之復興，常州莊氏的重要性實不容忽視。4及後孔廣森撰《春

秋公羊經傳通義》，以及劉逢祿撰寫《公羊春秋何氏釋例》、《公羊春秋何

氏解詁箋》，都分別強調《公羊傳》作為解讀《春秋》經玄門正宗的地位，

使長久以來備受忽視之《公羊傳》重新得到重視，並成為當時今文經學學說

的中心。5其時，作為《禮記》四十九篇的其中一篇的《王制》一文並未受到

今文經學家廣泛留意。至俞樾始認為《王制》乃孔子「素王改制」之書，及

後經廖平、康有為等人的提倡，《王制》逐成為抗衡古文經學之大宗：《周

禮》之文獻，其地位亦因而得到鞏固。以下先簡述《王制》在晚清時期地位

轉變的過程，藉此明瞭皮錫瑞撰寫《王制箋》以前的經學史背景。 

事實上，早於俞樾(公元 1821-1906 年)之前，學者宋翔鳳(公元 1774-1860

年)已經察覺到《王制》一文的重要性，他曾言： 

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

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

經於屋壁，西漢之末錄之中秘，謂是周公所作……或者戰國諸人，刓

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毀壞并兼之術，故何君譏為戰

國陰謀之書……積疑未明，大義斯蔽。
6
 

                                                                                                                                                 
經學是《公羊》家經說——用特別的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莊方耕(存與)、劉申受(逢

祿)開派。」見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頁 36。梁啟超

的觀點，深深影響後來治晚清經學史者。如湯志鈞在〈清代經今文學的復興〉中便直言：「清

代今文經學的開創者是莊存與。」見氏著：〈清代經今文學的復興〉，收入氏著：《經學史論

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 年)，頁 4。 
4
 學者蔡長林在其博士論文《常州莊氏學術新論》一文中，就認為學界每謂莊存與為清代今

文經學復興之推動者此一說法有誤。在考察莊存與有關《春秋》的學說後，他指出莊氏之學

與晚清今文學雖有其相通之處，然莊氏家學之所究心，與晚清今文學所注目者，實有相當大

的差異性。故他認為學界過去放大了常州莊氏對於清代今文經學復興的重要性。詳見氏著：

《常州莊氏學術新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0 年)。 
5
 有關晚清《公羊》學的發展，以及當時今文經學家有關《公羊》學的研究，可參陳其泰：

《清代公羊學(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及孫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然而，正如學者蔡長林在《論崔適與晚淸今文學》第二

章〈公羊與今文之間——晩清今文學發展的兩個面向〉中指出，晚清之今文經學除了以專治

《公羊》學為中心的一路外，亦必須包括以輯佚、考證、辨偽三者為中心的一路。詳見氏著：

《論崔適與晚淸今文學》（臺北：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頁 27-64。 
6
 [清]宋翔鳳：《論語說叢》，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55 冊，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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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翔鳳並沒有對《王制》再作更為深入的討論。後俞樾於《達齋叢說．

王制說》中，始有以《王制》為孔子遺書一說： 

《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

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

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7 

俞樾認為孔子在準備作《春秋》的時候，先修訂王法，後這些內容再由孔子

的門徒編輯而成《王制》一書。由於《王制》的內容均為孔子修訂先王之法

的具體內容，故他認為此書的地位可媲美在宋時從《禮記》單獨抽出的《中

庸》一文： 

宋儒於《戴記》中表章《學》、《庸》二書，愚謂《王制》一篇體大

物博，或猶在《中庸》之上乎？8 

俞樾之說，深深地影響到後來的學者。皮錫瑞更分別於《經學通論》和《王

制箋》中明言自己受到俞樾之說的影響。由於下文將詳細討論相關論述，為

免累贅，故此處從略。 

誠然，俞樾有關《王制》的研究成果或許不及後來的廖平(公元 1852-1932

年)，9而且其有關「《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的觀點在後來亦有所改變，10但

這一觀點實超越前人。蓋前人有關《王制》的論述，均沒有將是書與孔子拉

上太大的關係，更遑論是發現其中所記為孔子修訂先王之法的具體內容。即

使是上文提及之宋翔鳳，雖已發現《王制》的價值，亦沒有對此作更進一步

的討論。至於更早的一些清代學人，在研究《王制》時，均採用盧植(？－公

                                                      
7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三卷，頁 41。 

8
 同上註。 

9
 僅就筆者所見，俞樾並無有關《王制》的專著。相反，一如本章稍後所引，廖平有關《王

制》的專著數量頗多。從數量上比較，廖平對於《王制》的重視程度比之俞樾更甚。 
10
 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見，俞樾在後來亦推翻了這一看法：「案俞語見《達齋

叢說》，其《湖樓筆談》。又謂《周禮》乃周衰有氏之士所為，亦欲自成一次之制，以詒百王

之法，非周制。又謂《中庸》為秦書，蓋皆中年時新說，後即不作此等語。詳見中國科學院

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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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92 年)之說，主張《王制》一篇是漢文帝時博士所作。11例如乾嘉時期的

孫希旦(公元 1736-1784 年)於《禮記集解》中指出： 

愚謂：「《史記》言漢文帝令博士剌『六經』作《王制》，謀議

封禪巡守事」，則此篇作於漢時明矣。其中言封建、授田、巡守、朝

覲、喪祭、田獵、學校、刑政、皆王者之大經大法，然獨封禪不見於

篇中，豈二戴之所刪去與？漢人採輯古制，蓋將自為一代之典，其所

採以周制為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為損益，不純用古

法者。鄭氏見其與《周禮》不盡合，悉目為夏、殷之制，誤矣。12 

從上可見孫氏對於《王制》成書於漢文帝時的觀點的認同。其他如任啟運(公

元 1670-1744 年)《禮記章句》、朱彬(公元 1753-1834 年)之《禮記訓纂》等，

都認為盧植之說為的論。13清代學人對於《王制》作者的這一觀點，使《王制》

的地位遠不如由孔子，或者是由周公所作之「經」般重要。故此，俞樾之說，

使《王制》與孔子產生了直接的關係，大大的提高了《王制》在今文經學家

心目中的地位。這對於後來《王制》於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和意義。 

自此，晚清研究《王制》者漸多，吳仰湘曾對當時研究《王制》的專書、

專文作過一不完全統計，他並指出當時研究《王制》的熱烈程度並不遜色於

《周禮》。14其中，尤以廖平對《王制》所作之研究最為廣泛，而《王制》的

地位亦由廖平得以確立。廖平有關《王制》研究的著作數量頗多，包括：《今

古學考》、《王制學凡例》、《王制訂》、《王制集說》等。另外，廖平其

他經學著述亦有論及《王制》者，如《何氏公羊春秋三十論》、《經學四變

                                                      
11
 盧植之言，見於《禮記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

疏》本)，頁 212。 
12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09。 

13
 參[清]任啟運：《禮記章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第 99 冊，頁 99。及[清]朱彬撰；饒欽農點校，《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63。 
14
 吳仰湘：〈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年 1 月)，

頁 46。又見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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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15在他的眾多著述中，《今古學考》尤為重要，原因在於廖平於此書中

明確地提出以禮制為區分今、古文經學，而且主張「《王制》為今學之祖」，

「《周禮》為古學之主」之說，從而使《王制》成為區分今、古文經學的主

要依據。16廖平於是書中提到： 

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

於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於是，以心所

欲為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當時名流，莫不同此議論，

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為孔子手訂之文，專學此派，

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為孔

子少壯之學，「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17 

又云： 

按《王制》即所謂繼周之王也。因於《周禮》，即今學所不改，

而古今同者也，其損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勝之弊，因

其偏勝，知其救藥也。年歲不同，議論遂異。春秋時，諸君子皆欲改

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為今學之本旨。何君解今《禮》，

以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

耳。18 

廖平於上述兩段文字中提到孔子早年與晚年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轉變：從「從

周」到「因革」，而他認為不論是何者，均只是孔子前後思想之不同而沒有

矛盾，故此兩者不存在孰是孰非的問題。孔子於早年「從周」，即遵從周制。

然至晚年，因發現周制「文勝之弊」，遂以其意更周文以「挽弊補偏」，並

將這些思想寄予於《春秋》一書中，而《王制》即為具體的救世方法。因此，

《王制》乃孔子晚年思想轉變的代表作。而所謂：「孔子《王制》即用此意，

為今學之本旨」更明白地指出了《王制》的內容為今文經學的宗旨，確立了

                                                      
15
 見趙沛：〈廖平的《王制》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 06期，頁 106-114。 

16
 詳參參平《今古學考》一書。見[清]廖平：《今古學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 年)。 

17
 同上註，頁 83-84。 

18
 同上註，頁 88-89。 



6 

 

《王制》崇高的地位。而廖平後來其他有關《王制》的著作，亦是建基於這

一論調而撰寫的。19 

    與廖平同時的康有為(公元 1858-1927 年)對《王制》亦有所研究。康有為

早年偏好《周禮》，認為：「《王制》為後儒採定之制，不盡合周制，不足

據也。」20由此可見康有為早年並不重視《王制》一文的價值，認為它只是孔

子之後的儒生所定的制度，故此與《周禮》中所記的周制不盡相同，亦因此

對《王制》的內容不以為然。但是讀到廖平的《今古學考》，並於 1889 年與

廖平見面後，21康有為的思想出現了很大的轉變，盡棄以前的古文經學說而專

信今文經學，並有一系列有關《王制》研究的著作面世，包括：〈考訂王制

經文序〉、《王制義證》、《王制偽證》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我們固

然不應誇大廖平對於康有為思想上的轉變的重要性的。但康氏與廖平的交流，

對他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一點是無容置疑的。在這些有關《王制》的

著作中，康有為的態度明顯有別於他過去的論述，其中他於〈考訂王制經文

序〉中云： 

《王制》者，蓋孔子將修《春秋》，損益《周禮》而作。王者，

謂素王；王制者，素王改制之義……漢世政事，昔用孔法，至今兩千

年，士夫無世官，郡國興科舉，皆出《王制》之禮。22 

                                                      
19
 由於本文並非以廖平之《王制》研究為主，故這裡不再詳述其有關觀點。然而學界對於廖

平的《王制》研究數量頗多。除上文所引趙沛的論文外，較重要者有郜積意：〈清代今、古

學的禮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學考》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7 期(2006 年 3 月)，頁 33-77。 
20
 [清]康有為撰；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第一冊，頁 83-84。 
21
 《廖季平年譜》於 1889 年廖平的事跡中有以下記載：「到廣州居廣雅書院，張之洞重申風

疾馬良之誡。南海康有為從沈子豐得先生《今古學考》，引為知己。至是同黃季度過廣雅相

訪。時有為講學於廣州長興學舍，先生以《知聖篇》、《辟劉篇》示之。別後馳書相戒，近葛

餘言，斥為好名騖外，輕變前說，急當焚毀。並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先生答以面談

再決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黃季度以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畧，於是康乃盡棄其

學而學焉。」可為二人見面證。見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成都：巴蜀書社，1985 年)，

頁 45。 
22
 [清]康有為撰；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二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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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於此指出《王制》一書為孔子「素王改制」之書，是孔子為後世所立

之「新法」。康有為此說雖有為增強其變法的合理性的意圖於其中，然而卻

不能否定他於提倡《王制》的價值方面所作的努力。 

    以上簡單地回顧了皮錫瑞在撰作《王制箋》一書前，《王制》地位的提

升，以及有關學者對於《王制》所作出之觀點。從中可知，皮錫瑞晚年對於

《王制》一篇的愈加重視是有學術史之根據的。而研究當時學者有關《王制》

所作之論述，對於了解該名經學家的經學思想亦有其重要性。故透過此一回

顧，筆者相信研究皮錫瑞《王制箋》一書，這一部以箋釋《王制》為「素王

之制」之書的經學著作，對於了解皮氏經學思想之內涵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 皮錫瑞的治經歷程 

    皮錫瑞，字鹿門，又字麓雲，長沙府善化縣人。生於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

年)，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為晚清今文經學家之一。他因為仰慕

西漢今文經學大師伏生，故以「師伏堂」為其書齋之名，後學亦多尊稱他為

「師伏先生」。 

    皮錫瑞早年醉心科舉，惜多次無功而還，在經歷多次科舉失敗後，他逼

不得已將注意力集中在經學研究上， 他於甲午年(1894 年)七月初一的日記中

曾言： 

所論經學，雖屬根柢，然年少有才者，多不願治樸學。仆少亦好

議論、詞藻，壬秋先生勸專治一經，不肯聽。近以才華漸退，自分詞

章不能成家，又困於名場，議論無所施，乃不得已遞入訓詁。23 

可以見出他最初是不太情願地走進研治經學的道路的。他甚至曾經懷疑治經

                                                      
23
 [清]皮錫瑞：《師伏堂日記》第 1 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頁 47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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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功用為何。例如〈送汪頌年往山東省覲〉中他有言：「欲往山東尋大師，

遺經獨抱竟何補。」24 其中的「山東大師」，即指伏生而言。可見即使是他一

生最尊崇的歷史人物也好，他也懷疑研治這位歷史人物的著作到底有何功用。

雖然如此，這正好看出他即使從專文章之學轉而研治經典，其希望達到經時

救世的理想仍沒有半分減退，這亦是他為何後來提出「通經致用」這一口號

的思想基礎。25 

皮錫瑞一生所著之經學著作甚多，今按成書年份順序地排列如下： 

1. 《師伏堂經說》四卷，是書於 1884 年(甲申年)陸續成稿，其中《禮記淺說》

與《左傳淺說》於 1899 年(己亥年)由湖南思賢書局刻印出版。是書稿本現

藏於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2. 《易林證文》二卷，是書於 1890 年(庚寅年)成稿，惜沒有出版。是書稿本

現藏於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26 

3. 《古文尚書疏證辨正》一卷，是書於 1892 年(壬辰年)定稿，並於 1896 年(丙

申年)由湖南思賢書局刻印出版。 

4. 《經訓書院自課文》三卷，首二卷於 1893 年(癸已年)刊。而第三卷則於

1895 年(乙未年)刊。 

5. 《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成稿於 1894 年(甲午年)10 月。於 1897 年(丁酉

年)由善化師伏堂初次刻印出版。 

6. 《尚書古文考實》一卷，於 1894 年 11 月定稿。於 1896 年由湖南思賢講

                                                      
24
 [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2012 年)，頁 241。 

25
 皮錫瑞於《經學通論．自序》中曰：「經之大義微言亦易甚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

辨及其瑣碎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為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

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見氏著：《經學通論．自序》，頁 2。 
26
 有關《易林證文》的內容介紹，可參李鵬連：〈皮錫瑞手稿本《易林證文》述略〉，《文獻

雙月刊》，2013 年 01 期，頁 41-45。 



9 

 

舍刻印出版。 

7. 《尚書大傳疏證》七卷，1894 年 12 月成稿。於 1896 年(丙申年) 由善化

師伏堂初次刻印出版。 

8. 《考經鄭注疏》二卷，是書於 1895 年(乙未年)由善化師伏堂初次刻印出

版。 

9.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定稿於 1895 年 12 月。1899 年(己亥年) 由

湖南思賢書局刻印出版。 

10. 《鄭志疏證》八卷附《鄭記考證》一卷，《答臨考存《周禮》難》一卷，

成稿於 1896 年(丙申年)，並由湖南思賢書局於 1899 年刻印出版。 

11. 《六藝論疏證》一卷，成稿於 1898 年(戊戌年)，並由湖南思賢書局於 1899

年刻印出版。 

12. 《南學會講義》十二篇，載於 1898 年(戊戌年)《湘報》中。 

13. 《聖證論補評》二卷，成稿於 1898 年，於 1899 年由善化師伏堂初次刻印

出版。 

14. 《尚書中侯疏證》一卷，成書於 1899 年，並於同年由湖南思賢書局刻印

出版。 

15. 《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成書於 1899 年，並於同年由湖南思賢書局刻

印出版。 

16. 《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三卷，成書於 1899 年，並於同年由湖南思

賢書局刻印出版。 

17. 《漢碑引經考》六卷，附《漢碑引緯考》一卷，成稿於 1903 年(癸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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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04 年(甲辰年)由善化師伏堂初次刻印出版。 

18. 《經學歷史》一卷，成書於 1905 年(乙巳年)，由湖南思賢書局於 1906 年(丙

午年)刻印出版。 

19. 《經學通論》五卷，1907 年(丁末年)成書，於同年由湖南思賢書局刻印出

版。 

20. 《王制箋》一卷，1907 年 6 月定稿。於 1908 年(戊申年) 由湖南思賢書局

刻印出版。 

21. 《師伏堂春秋講義》，1909 年(己酉年)由善化師伏堂鉛刻出版。 

 

僅據上述所引，皮錫瑞有關經學的著作便有 21 種之多。而從其著述之次

序，我們亦可窺見其治學之路徑。學界每謂皮錫瑞的治經生涯可分作三個階

段，最先提出者為張舜徽先生，他主張將皮錫瑞的治經歷程分作「始攻《尚

書》」、「中治鄭學」和「博覽群經」三個階段： 

綜其一生，學凡數變，而著述亦因以日豐。始攻《尚書》，有《今

文尚書攷證》三十卷、《尚書大傳疏證》七卷、《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二卷、《尚書古文疏證辯證》一卷、《尚書中候疏證》一卷、《史記引尚

書考》一卷。中治鄭學，有《孝經鄭注疏》二卷、《鄭志疏證》八卷、

《附鄭記攷證》一卷、《聖證論補評》二卷、《六藝論疏證》一卷、《魯

禮禘祫義疏證》一卷、《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疏證》一卷。晚歲博

貫群經，創通大義，有《經學通論》五卷、《經學歷史》一卷、《春秋

講義》二卷、《王制箋》一卷。而《經學通論》，自抒心得，多發前人

所未發。
27
 

而已故學者丁亞傑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亦完全繼承了張舜徽先生的觀點。28誠然，

                                                      
27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74-575。 

28
 丁亞傑：《淸末民初公羊學硏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002 年)，頁 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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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的分期實有其合理之處，這從上文所引皮錫瑞所撰的經學著作中亦可

見出，在 1895 年以前，皮錫瑞之經學著作多以《尚書》學為主；後來則主要

為對東漢大儒鄭玄之著作進行疏證；晚年之《經學歷史》(為免累贅，下文一

概稱之為《歷史》)、《經學通論》(下文簡稱《通論》)可謂囊括眾經，以論文

形式對各個經學問題進行討論，抒以己見。丁氏亦認為，皮錫瑞在最後一個

階段中所著之著作，其核心即是今文經學。29而吳仰湘亦言： 

通過檢視皮氏(錫瑞)《王制》研究及其對待鄭注的態度，可以相當清

晰地看出他從專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後獨尊今文的治經歷程。30 

吳氏這裡所謂之「古文」，與「學界」所謂之「漢學」，是否同一概念，這並

非本文之關注點。然從文意推斷，此處所「古文」是從思想取態上言而非從

方法上言的。31而蔡長林認為，皮錫瑞在前兩個階段：初治《尚書》以及戊戌

政變後專攻鄭學都沒有太多個人的觀點，到後來撰寫《歷史》和《通論》二

書，才「寓有強烈現實之感，還有治經大誼之寄託。」 32然而，他後來亦對

此一觀點作出修正，認為皮錫瑞在治《尚書》之時，對於經學已有一定的個

人見解，並非人云亦云。
33
雖然蔡氏沒有就此再作更深入的討論，但可以肯定

的是，皮錫瑞在撰寫二書時其今文經學意識十分強烈，且二書融會了今文經

學的現實感，對於以上兩點蔡先生基本上是沒有異議而且是非常認同的。綜

觀四人之意見，可發現四人都主張皮錫瑞在其晚年，即撰成《歷史》和《通

論》二書之時，是以今文經學作為其治經之價值根源。周予同先生曾將皮錫

                                                      
29
 同上註，頁 79。 

30
 吳仰湘：〈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年 1 月)，

頁 46。又見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428。 
31
 黃梓勇曾指出，晚清經學家，乃至學界在使用「漢學」、「宋學」、「今文經學」和「古文經

學」這四個概念時，均時有混淆，他們對於各個名詞的概念均沒有清晰的界定。見氏著：〈論

章太炎的今古文經學觀〉，《漢學研究》，第 29 卷 04 期(2011 年 12 月)，頁 223-224。 
32
 蔡長林：〈皮錫瑞「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平議〉，收入林慶彰，錢宗

武主編：蔣秋華編輯：《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45。 
33
 蔡長林先生在本論文的答辯會議中，指出了舊說的失當，並以《今文尚書考證》等書中對

於經文的見解，指出了皮錫瑞在很早的時候已有自己個人的觀點。故特此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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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歷史》和《王制箋》二書歸納為清代今文經學後期的作品，其主要特徵

在於以「綜合研究、發揮微言大義為特徵」34。然而，若僅從皮氏之著作目錄

來看，我們很難判斷周氏、丁氏、吳氏和蔡氏四位學者對於皮錫瑞後期經學

著作中今文經學意識的提高是否能夠成立。有關問題固然將會在本論文稍後

的地方提及，但筆者這裡先指出一點，是皮錫瑞後期的著作中確實包含了很

強烈的今文經學意識，這為不爭的事實。這一今文經學的意識，一如周予同

先生所言，在稍後的《王制箋》一書中亦能清楚地看出來。而且在筆者往後

的論述中可見，皮錫瑞這一今文經學的意識在《王制箋》一書中更有愈趨深

化的傾向。 

吳仰湘曾對皮錫瑞的《王制》研究進行過一歷時性的考察，而且一如上

文所引，吳氏從皮錫瑞研治《王制》的歷程中，得出皮錫瑞治經生涯所經歷

的三大轉變。因此，筆者這裡無意再覆述吳氏的觀點和論證，而只希望帶出

一個現象：從皮錫瑞研治《王制》一篇的歷程可見，在早期皮錫瑞對於《王

制》的研究是並不系統的，其有關《王制》的論述多以札記的形式記錄下來，

而且有關論述亦非以專著的形式發表。35要晚至 1907 年，始有系統地以一部

專著的篇幅表達其對於《王制》內容的意見。筆者以為，此一現象與他對於

《王制》性質的理解以及其重視程度有很密切的關係。正如《經訓書院自課

文》以及《鄭志疏證》中，皮錫瑞認為《王制》一篇乃在戰國赧王後成書，

而且其內容多為殷制。36而在《鄭志疏證》中雖已提及俞樾有關《王制》為《春

                                                      
34
 周予同先生指出，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的今文經學派崛起於莊存與、

成立於劉逢祿，而下終於戴望；後期的今文經學派則創始於龔自珍，發展於康有為，而下迄

於崔適。其中皮錫瑞則為後期今文經學家的代表之一。詳見朱維錚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362-363。 
35
 在《師伏堂經說．禮記淺說》中，皮錫瑞已對《王制》的內容作過一共 14 條札記，然內

容多為指出鄭玄之注解、孔穎達疏中的不當之處，而鮮有其對《王制》性質的論述。見[清]

皮錫瑞：《禮記淺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36
 例如在《經訓書院自課文》卷二〈齊、魯二國封地考〉中，皮錫瑞便表明了他對於《王制》

性質、成書時代的理解：「《周禮》，古文說。《王制》，今文說。其說多不可通，惟鄭康成能

疏通證明之……能兼疏今、古文，皆不背其說……明乎二國有益封之事，則《周禮》、《王制》

皆不誤。《孟子》與《戴記》、《史記》、鄭《詩譜》義皆可通。後人不能證明，或以《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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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素王之法的觀點，37然誠如吳仰湘所言，皮錫瑞在《鄭志疏證》中提及俞

樾之說，其目的在於論證鄭玄以殷制解《王制》的合理性而已，故此此時他

對於《王制》的認識，仍沒有根本上的轉變。但及至撰《經學通論》之時，

皮錫瑞卻主張《王制》為孔子的遺書，38再由孔子後人編輯而成。其中的內容

乃是孔子所定之新法，所謂「素王之制」，故此應從今本《禮記》中抽出並單

獨成篇。39而這一轉變以及對《王制》性質的理解，正是皮錫瑞在《通論》一

書成書的同年撰寫《王制箋》之主因。《師伏堂日記》有這樣一段記載： 

閱《王制注疏》，欲改定一過，以《王制》為孔子素王之制，可解周與

夏、殷之紛，不知書能成否。40 

這一則日記清楚表明了皮錫瑞撰寫《王制箋》的主因，在於希望以「素王之

制」為出發點，糾正鄭注及孔(穎達)疏對於《王制》一篇的錯誤。從上述簡

單的回顧可見，皮錫瑞之所以會撰寫《王制箋》這一專著以系統地對《王制》

的內容進行疏解，其原因在於他對於《王制》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轉變。由

此證明了皮錫瑞治《王制》的歷程是從不系統到系統的，而其中他對於《王

制》的認識的轉變是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 

本文無意剖析皮錫瑞，以至以上所論今文經學家對於《王制》的認識，

是否符合經學史之史實。問題的癥結，為學界在討論皮錫瑞的今文經學思想

時，往往只集中於分析他所著之《歷史》與《通論》二書中的經學觀點，從

                                                                                                                                                 
《王制》疑《周禮》……案：鄭君謂孟子在赧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是《王制》

即本於《孟子》。《周禮》雖未必周公手定，亦嘗出於週末，與《孟子》、《王制》相後先。」

見[清]皮錫瑞：《經訓書院自課文》，第二卷，(南京：江蘇敎育出版社，1995 年)，頁 37-39。 
37
 皮錫瑞在《鄭志疏證》中謂：「鄭解《王制》，多以殷制為說，『《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云云，乃公羊家言。近人謂《王制》即《春秋》立素王之法，王者即謂素王。證以爵三

等、歲三田之類，其說有據。《王制》是殷制，自與《周禮》不同。」這裡的所謂「近人」，

即指俞樾而言。 
38
 詳見《三禮通論》「論《王制》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一條。[清]皮錫瑞：《經

學通論．三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69。 
39
 見《三禮通論》「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一條。

同上逵，頁 79。 
40
 [清]皮錫瑞：《師伏堂日記》，第六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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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略了皮錫瑞在《王制箋》一書中的經學思想，以及當中所呈現的今文經

學意識比之二書有更為深化的一面。箇中原因，與相對於與同時代之廖平和

康有為而言，皮錫瑞在《王制》的研究上著力不多不無關係。然而，縱使皮

錫瑞在推動《王制》一書的地位上成就不及廖平，亦不能因此而忽視皮錫瑞

在有關方面的研究以及《王制箋》一書的價值。主要原因，在於《王制箋》

為皮錫瑞將其今文經學思想實踐於疏解傳統經書的第一部著作，其中的觀點

和現象對於我們理解皮錫瑞的經學思想甚有作用。事實上，自《王制箋》一

書成書以來，學界對是書已作過一些評價。如梁啟超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中認為是書「有所新發明」41。意謂《王制箋》一書有不少皮錫瑞個人獨

到的見解，發前人所未發。然或許因為篇幅所限，其書沒有就此作詳細之解

釋。而胡玉縉亦謂： 

其書義據閎深，條例明晰，雖屬一偏之說，要自不可廢也。42 

由此更足證若要了解皮錫瑞之經學思想，絕不能忽視此書之價值。然而，學

界即便有對《王制箋》一書作過研究，但是書中仍有一些較為重要的經學問

題亦有待後來者解決。箇中原因，正如筆者之後將會提及，學界有關皮錫瑞

經學思想的研究，多以皮氏之《歷史》和《通論》二書為中心，對於《王制

箋》一書的研究相對地較少，致使我們無法全面了解《王制箋》一書以及皮

錫瑞於其中所反映之經學觀點，例如，梁啟超和胡玉縉均盛讚《王制箋》一

書中的思想，然《王制箋》一書的思想創新在哪裡？又如何閎深？學界似乎

對這些問題所論不多；同時，對《王制箋》一書的忽視，亦淹沒了皮錫瑞在

兩種模式的經學著作(學術史討論模式的著作和傳統經學疏證模式的著作)中

所提出的經學觀點的些微差異，以及無法看出兩種不同模式之著作之間是如

何互證的。因此，本論文針對上述問題，以皮錫瑞《王制箋》為研究中心，

                                                      
4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裡仁書局，2009 年)，頁 265。 

42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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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皮錫瑞如何在《王制箋》一書中突顯《王制》的價值以及由此而引

申出的經學觀點，一方面補苴學界過去長期忽略該書之研究傾向，重新理解

《王制箋》一書所涉及的若干經學觀點以及皮錫瑞在是書中所表現的「通經

致用」的今文經學思想的底蘊；另一方面則試圖為當今學界研究皮錫瑞的經

學思想提供一條可能的途徑。 

     

第二節 相關研究成果 

上文已指出，學界對於皮錫瑞在《王制》方面的研究著墨不多。除此以

外，學界對於皮錫瑞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生平考證或是經學思想方面，都沒

有其他同時期之經學家，如康有為、廖平、章太炎、劉師培等豐富。43最早注

意到皮錫瑞的學者為周予同。他於 1928 年出版的《經學歷史》注釋本，對《歷

史》的內容進行了註解，並且對皮錫瑞於《歷史》一書中所反映的經學思想

進行評論。其後皮錫瑞之孫皮名振所撰之《皮鹿門年譜》，亦於 1939 年出版，

雖然其中有不少與事實不符者，但長久以來均為學界研究皮錫瑞生平和思想

的必讀書籍。44往後雖亦有學者開始撰寫單篇論文介紹皮錫瑞的生平和經學思

想，以後者為例，如張火慶於 1971 年所撰〈皮錫瑞《經學歷史》析論〉，對

《歷史》一書進行介紹；45蔡榮婷於 1981 年所撰〈讀皮錫瑞《經學歷史》書

後〉，然內容與一般書評類近；46陳全得於 1992 年所撰之〈皮錫瑞「魏晉為經

                                                      
43
 以章太炎為例，據學者陳學然於三篇〈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的徹引，截至

2013 年，有關章太炎的中文和日文著作，包括專書和單篇論文，共有 1214 篇。詳見氏著：〈章

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3 卷 01 期(2013 年 3 月)，

頁 195-231。〈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3 卷 02 期

(2013 年 6 月)，頁 233-262。〈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23 卷 03 期(2013 年 9 月)，頁 227-258。 
44
 吳仰湘於其專著中曾對《皮鹿明年譜》中的錯誤作出糾正，詳見氏著：《通經致用一代師——

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2 年)，頁 293-305。 
45
 張火慶：〈皮錫瑞《經學歷史》析論〉，《孔孟月刊》，第 17 卷 4 期(1978 年 12 月)，頁 17-22。 

46
 蔡榮婷：〈讀皮錫瑞《經學歷史》書後〉，《孔孟月刊》，第 20 卷 2 期(1981 年 10 月)，頁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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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衰時代」觀點之評述〉，主要分析皮錫瑞對於魏晉時期的經學的觀點是否

與史實相符，47但是自皮錫瑞死後的數十年間，學者都未對他有太大的關注。

這一情況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始有所轉變。許英才於 1992 年完成其碩士論文，

題為《皮錫瑞經學史觀及其經學問題之探討》，為學界第一部以皮錫瑞為研究

對象的學位論文。48其後以皮錫瑞為對象之學位論文亦相繼出現，如高志成的

《皮錫瑞《易》學述論》、49胡靜君的《皮錫瑞《詩經通論》研究》、50張國華：

《皮錫瑞經學陳其變法思想述論》，51和近年趙婕妤的《皮錫瑞《孝經鄭注疏》

研究》等。52另在美國，Stuart V. Aque 亦以 “Pi Xirui and Jingxue lishi”(《皮錫

瑞與《經學歷史》》)為其博士論文之題目。53這些學位論文中最為重要的，分

別為吳仰湘的〈皮錫瑞的生平和思想考述〉和丁亞傑的〈清末民初公羊學研

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而且他們的論文亦各自出版成書。54筆者之所

以認為二人之學位論文最為重要，在於他們相對於其他人而言，在運用材料

上，以至研究的角度均較為優勝(有關內容筆者在下文會作詳細的描述)。除

此以外，近年亦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皮錫瑞的行列，如胡楚生、蔡長林和潘

斌等。55總體而言，探討皮錫瑞的經學思想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才逐漸增加，故

                                                      
47
 陳全得：〈皮錫瑞「魏晉為經學中衰時代」觀點之評述〉，《孔孟月刊》30 卷 7 期，1992 年

3 月，頁 24-33。 
48
 許英才：《皮錫瑞經學史觀及其經學問題之探討》，(臺灣：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1992 年)。 
49
 高志成的論文後已出版成書，見著氏：《皮錫瑞《易》學述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1 年)。 
50
 胡靜君：《皮錫瑞《詩經通論》研究》，(臺灣：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5 年)。 

51
 張國華：《皮錫瑞經學及其變法思想述論》，(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院，2006 年)。 

52
 趙婕妤：《皮錫瑞《孝經鄭注疏》研究》，(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13 年)。 

53
 Stuart V. Aque, “Pi Xirui and Jingxue lish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2004).  
54
 吳仰湘之論文經修改後，名為《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長沙：嶽

麓書社，2002 年)。而丁亞傑的則名為《淸末民初公羊學硏究 : 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

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 年)。 
55
 學者胡楚生有關皮錫瑞的研究論文很能概括出皮錫瑞的經學著作中的主要觀點，然所論往

往只將皮氏之言重複一篇而無太多新見。詳見氏著：〈皮錫瑞南學會講義〉探析，收入國立

中山大學淸代學術硏究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

頁 325-336。及氏著：〈皮錫瑞《春秋通論》析評〉，收入國立中山大學淸代學術硏究中心編：

《清代學術論叢》，頁 337-352。至於學者潘斌有關皮錫瑞的研究相比吳、蔡二人有明顯不足。

在文獻徵引的廣泛度而言，他主要是取材於《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二書，其論述的模

式與吳仰湘相近，惜後者所徵引之文獻數量比前者多。而在深度上，其論述多屬泛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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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時間上抑或是數量上，相對於其他晚人經學定而言，有關的研究仍處

於起步階段。以下筆者將集中討論吳氏、蔡氏和丁氏三人有關皮錫瑞經學的

研究成果。筆者之所以選擇三人為回顧的對象，一則由於他們的研究成果最

為突出，而且其成果與本文的主題關係較為密切；二則為他們的研究方法有

其值得參考之處。至於其他學者的單篇論文，礙於篇幅所限，故無法詳細交

代其中的得失。 

 

一、 吳仰湘：以文獻考證為主的研究 

    學者吳仰湘為現今學界對皮錫瑞作過最全面研究的學者。原因在於吳氏

的研究並不局限於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方面，而包括其生平事跡，如戊戌變法

時的史事等方面的研究。由其博士論文改編成書的《通經致用一代師——皮

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運用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特別是當時未刊之《師伏

堂日記》，對皮錫瑞的生平和思想進行了詳細的考證，釐清了很多前人的誤解，

很能完整地還原皮錫瑞思想本來的面貌。故無論是希望了解皮錫瑞的經學思

想，或者是他一生之際遇，都捨是書而莫由。然而，由於是書是以皮錫瑞的

生平為主軸，故對於皮氏的經學思想著墨不多，但是書所提供的有關皮錫瑞

的生平資料，對於了解他的經學思想的形成和當中的轉變亦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而吳氏對於皮錫瑞經學思想的研究，則見於他的第二部有關皮錫瑞的著

作：《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是書主要為吳仰湘過去所發表的部分

單篇論文的結集。按筆者統計，吳氏已發表的有關皮錫瑞的論文(不論是獨著

還是合著)，計有 15 篇之多，而有關經學者便有 8 篇。當中有 5 篇單篇論文

                                                                                                                                                 
對比蔡長林而言對於有關經學觀點討論得不多深入。故此筆者於下文對潘氏之研究不再作詳

細的介紹。有關潘氏之著作內容，詳見參氏著：〈皮錫瑞「三禮」學的今文經學觀〉，《古代

文明》，第 01 期(2012 年 1 月)，頁 106-111、〈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109-113 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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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此書之中。吳氏這些論文對皮錫瑞不同的經學著作都作過介紹，使讀者

對於皮錫瑞的有關著作和其中的思想內容有一基本之認識。其中有些經學著

作，至今仍未出版，如皮錫瑞早年的《師伏堂經說•公羊傳》。56而吳氏最近

期所出版的〈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一文，則與本文主題關係甚大。吳

氏此文，正如筆者上文所言，對皮錫瑞的《王制》研究作了一歷時性的探討，

得出皮錫瑞早年、中年和晚年有關《王制》的觀點出現很大的轉變，即從殷

代舊制到素王改制，並且簡介了《王制箋》一書的內容和特色，其中以「素

王改制」說駁正鄭玄的注解為其最主要的部分，最後再評價此書之得失，並

認為《王制箋》一書上承當時多位今文經學家之舊說而有所創新。57然而，礙

於篇幅的關係，吳氏多篇有關皮錫瑞論文都未能就其中的所有問題作出深入

的探討。再以〈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一文為例，雖然吳氏於文中指出

了皮錫瑞早年對《王制》的理解與晚年的有所出入，但箇中原因為何，吳氏

卻沒有交代；而且雖然他意識到「素王改制」為《王制箋》一書的中心思想，

然「素王改制」的具體意思為何？他並沒有明確說明。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然若要充分掌握皮錫瑞之經學思想，吳氏的研究成果實不容忽視。 

 

二、 蔡長林：以經學本質為思考角度的微觀研究 

    學者蔡長林近年亦開始其有關皮錫瑞經學思想的研究，撇除未正式出版

之會議論文，58已出版的有關皮錫瑞的論文總計有三篇，分別為〈臺灣學界硏

                                                      
56
 詳見氏著：〈皮錫瑞對《春秋公羊傳注疏》的批評——稿本《師伏堂經說•公羊傳》例說〉，

《求索》，第 03 期(2006 年)，頁 205-208。又見於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202-224。 
57
 吳仰湘：〈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年 1 月)，

頁 40-46。又見於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380-428。 
58
 僅就筆者所見，蔡長林先生未發表的有關皮錫瑞之會議論文有 2009 年 5 月 29-30 日，〈皮

錫瑞的鄭玄評論〉。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11 年 3 月 18-19

日，〈皮錫瑞的《春秋通論》的經學本位論述〉。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文學院。2012 年 3 月 16-18 日，〈皮錫瑞《詩經通論》對《詩經》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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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皮錫瑞概況〉、59〈皮錫瑞「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平

議〉60和〈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

除了第一篇是有關臺灣皮錫瑞研究的介紹外，另外兩篇均是以《經學通論》

一書為中心，對皮錫瑞的今文經學思想進行微觀的分析。61然而，瞥看之下兩

篇論文無一與皮錫瑞的《王制》學有直接的關係，但其中亦富有很多具啟發

性的觀點和見解，特別是他從「經學的本體到底為何？」這一問題出發，對

皮錫瑞今文經學意識的分析，對於了解皮錫瑞《王制箋》一書背後所隱藏的

經學思想十分重要，故非常值得參考。筆者這裡集中討論後兩篇論文。二文

主要以《經學通論》的《尚書通論》和《易經通論》為材料，剖析皮錫瑞於

其中所隱藏之經學思想和今文經學意識。在欲探明經學自身的價值的前提下，

蔡氏於兩文中一再強調，「經學」與「史學」兩門學科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別，

研究皮錫瑞之經學，亦應抱持這一宗旨，不能以「史學」的角度去批評皮錫

瑞的經學，否則便不能對對他的經學思想有一客觀而全面的了解。故他的研

究，並非以揭示皮氏的論述與史實不符者為目的，而是解釋皮錫瑞相關觀點

背後的原因。在分析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時，他同時亦對上文所提及的中心問

題：「經學是什麼？」進行探析。而蔡氏向來以晚清時期之今文經學為其主要

的研究對象，而且早已取得相當的成果。62在研究皮錫瑞的今文經學意識時，

                                                                                                                                                 
經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暨研究所。蔡長林，2013 年 7 月

27-28 日，〈皮錫瑞的《禮》學論述及其對今文經學的意義－－以《三禮通論》為討論中心〉。

經學與社會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Confucian Canon Studies and its Social Applications）。特里

爾：特里爾大學漢學系。2014 年 3 月 7-8 日，〈皮錫瑞《詩》主諷諭說探論〉。「經學之傳承

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惜有關論文筆者均無緣及見，故無法加以

簡述。 
59
 蔡長林：〈臺灣學界硏究皮錫瑞概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113-119。 
60
 蔡長林：〈皮錫瑞「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平議〉，收入林慶彰，錢宗

武主編：蔣秋華編輯：《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45-160。 
61
 蔡長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載《正統

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283-316。 
62
 詳參氏著：《論崔適與晚淸今文學》，(臺北：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及：《從

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年)中

有關晚清今文經學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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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皮錫瑞的今文經學意識，與其說是一種門

戶之見，不如說是皮氏對於二千多年以前，西漢時候的經學黃金時代的一種

嚮往。他這一種對於皮錫瑞的今文經學意識的分析甚為獨到。吳氏雖云皮錫

瑞主張治經須宗漢學，但這只是從方法論而言，而並沒有在理想的層面上指

出皮錫瑞對西漢時代的幻想。然而暫時所見，由於蔡氏有關皮錫瑞的研究主

要是以《通論》一書為主，而《通論》之後所寫成的《王制箋》則非蔡氏的

主要討論對象，故此蔡氏之研究尚未能觸及有關皮錫瑞經學思想的所有方面，

特別是《王制》之問題。而筆者此文，一方面效法蔡氏微觀的研究方法和其

對經學本質的思考，對《王制箋》一書以陳其相關的經學思想進行研究，另

一方面亦採用歷時性角度，探討皮錫瑞於《歷史》、《通論》和《王制箋》三

書中所反映之經學思想，以及其中可能出現的差異或轉變，並解釋箇中的原

因。 

 

三、 丁亞傑：立足思想史上的考察 

    最後為已故學者丁亞傑的研究。他有關皮錫瑞經學研究的著作，為上文

所提的《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一書，此書以皮錫

瑞、廖平、康有為三人為代表，藉著研究三人之《公羊》學思想，試圖勾勒

出清末民初《公羊》學發展的面貌。它是首部揭示皮錫瑞(以及廖平和康有平)

《公羊》學思想的著作，正如筆者在本文稍後將會指出的，皮氏《公羊》學

的思想與《王制》中「素王改制」的思想關係實甚為密切，故丁氏的著作對

於了解皮錫瑞《王制箋》中的思想有一定的作用，實不容忽視。同時，是書

亦著力於探討皮錫瑞的《公羊》學思想如何連繫其變法主張，從而突顯皮錫

瑞「通經致用」的學術取向，這亦是其《王制》學的另一個側面。而且是書

嘗試將三人的《公羊》學思想放在同一個論述框架之中進行分析，從宏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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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角度而言，這一方法比吳、蔡的微觀方式更能看出皮錫瑞於當時思想

史的定位為何。但撇除緒論和結論不計，是書幾乎所有章節都是由三大部分

組成的，每一部分集中討論其中一位人物。故此整部著作只有三分之一的篇

幅是以皮錫瑞為討論對象的。這種章節鋪排固然可以讓我們對於三人，乃至

清末民初之《公羊》學的基本內容有一理解，然而這一方法卻受制於篇幅的

限制，無法對個別研究對象作深入分析。就本文的討論對象而言，丁氏此舉

難免未如吳、蔡二人專以皮錫瑞為研究對象所用到的方法般深入。而且就筆

者所見，丁氏在其著作中並沒有將三人的《公羊》學思想作一詳細的比較，

或探討三人的《公羊》學思想是否互為影響。但綜合而言，雖然丁氏之研究

或許有其不足，但丁氏在他的著作中對於皮錫瑞思想的分析，特別是他對皮

錫瑞《公羊》學思想的整理，對於筆者準確掌握皮錫瑞之經學思想實甚為重

要。 

    又本文以皮錫瑞的《王制》學為主題，然學界對有清一代有關《王制》

的研究，多為概論性的介紹，而少有專門討論個別學者有關《王制》的研究。

如章句〈《禮記．王制》的地位升降與晚清今古文之爭〉和王鍔〈清代《王制》

研究及其成書年代考〉都不是以個別經學家有關《王制》的研究為主題。總

括而言，學界有關皮錫瑞的《王制》學的研究仍有幾點有待補充：一、皮錫

瑞《王制》學的轉變及原因；二、《王制箋》一書所反映的「素王改制」思想

具體的涵義為何？又其中隱藏了皮錫瑞什麼樣的經學思想？三、皮錫瑞《王

制》學，特別是《王制箋》一書在當時今文經學界的重要性為何？這些都是

過往學界沒有留意而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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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以上學者對於皮錫瑞的經學和《王制箋》研究的不足，本文將對皮

錫瑞《王制箋》一書的經學思想作一深入的分析。正如筆者上文對皮氏的治

經歷程所作之概述所見，皮錫瑞正是由於發現《王制》作為「素王之制」之

書這一價值，才使其有關《王制》的研究愈趨向系統化：由最初只以札記之

形式記其有關《王制》之研究，到最後以專著《王制箋》闡釋他對《王制》

內容的理解。故此，本文即主要以「素王之制」這一視角分析皮錫瑞於《王

制箋》一書中所反映的今文經學思想，以及「《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此一

經學觀點所帶來的若干涉及《王制》的定位的問題。為此，本文主要從兩個

思考的維度切入，透過微觀的方法研究皮錫瑞《王制箋》一書，一方面藉此

探討皮錫瑞的經學思想；另一方面亦希望為學界研究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提供

一條可行的路徑： 

    一是從《王制》的價值進行思考。前人雖然亦涉及皮錫瑞有關《王制》

的研究以及《王制箋》一書之討論，然所論並不深入。尤其沒有留意到，當

皮錫瑞以及其他晚清的經學家提出提升《王制》一篇的地位這一經學主張時，

所可能引起的若干問題。而這些問題，對於理解《王制》的價值而言卻是甚

為關鍵的。例如《王制》與「六經」，特別是《儀禮》的關係為何？有關學者

對此都沒有加以留意。亦因此，學界沒有注意到面對這些附帶的問題時，皮

錫瑞將如何處理。故本論文將會帶出皮錫瑞在主張將《王制》應從《禮記》

抽出，獨行成篇的同時，所產生的若干連鎖問題，並分析皮錫對有關問題作

何種回應，藉此填補過去有關皮錫瑞《王制》研究，以及其《王制箋》一書

的研究的空白。 

    二為概念的釐清。學界在討論和分析皮錫瑞《王制箋》時，往往指出並

引用當中一些較為關鍵的概念。例如「素王之制」中「素王」一詞的內涵為

何？然而，對於這些關鍵概念，學者過去均沒有進行釐清，致使我們未能準

確地理解在《王制箋》一書中所體現的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此一傾向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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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一則有關概念皮錫瑞在某些經學著作中早有論及，二則有關概念

已是學界共識，故研究者們認為沒有討論的必要。然而，皮錫瑞本人對有關

概念的理解，又是否與學界的共識相同？此為第一問題。其次，同一經學家

在兩種文章中運用和解釋同一名詞時，其所表達之概念又是否完全相同？筆

者相信，若以上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回答，對於準確地掌握皮錫瑞在《王制

箋》中所表達的經學思想會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礙。即是之故，本文將對皮錫

瑞《王制》研究中的若干概念進行釐清，藉以糾正學界過去在討論有關問題

時的不準確處。 

    在說明本論文將會使用到的研究方法和思考維度後，筆者隨即面臨的問

題是有關取材方面的問題。王啟發在討論鄭玄的《三禮注》時指出經注家與

思想家不同，原因在於前者不是以專門著述立說來表達思想。但不能因此而

說經注家沒有思想，他們對經典的認識及所作之說明就包含了他們的思想，

故他們往往是在有限的空間內進行引申和發揮，從而將其思想濃縮在經注之

中。63王氏之言雖旨在說明我們亦可在鄭玄所著之《三禮注》之中窺探其學術

思想，然其說亦告知我們一個事實，即傳統的注疏體所提供給經學家表達其

思想的空間是甚為局限的。事實上，在閱讀《王制箋》一書時，筆者已發現，

礙於體例的局限，皮錫瑞很多經學觀點在《王制箋》一書中均無法得到仔細

的論證，尤有甚者，皮錫瑞在是書中只提出其觀點，而沒有對有關觀點作任

何說明。這一現象，在本論文稍後的論述中即可看見。故本文在討論皮錫瑞

《王制箋》一書的經學觀點時，並不僅限於以《王制箋》為主要討論對象，

實亦包括皮錫瑞其他論說式的經學著作，特別是《歷史》與《通論》二書，

藉由二書中所記皮錫瑞有關經學觀點的詳細論述，從一歷時性的角度去闡釋

他於《王制箋》中所表達之觀點。蓋二書成書年代與《王制箋》接近，而後

者更與《王制箋》一樣，於 1907 年定稿。然而，這裡有一問題需要解決，即

                                                      
63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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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中所反映的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是否與他在《王制箋》所表達的完全相

同？在比對三書的觀點後，即可發現《歷史》與《通論》中一些經學觀點，

或是對某些經文的理解，與《王制箋》中所表達的不盡相同，這在後文將會

作詳細的討論。那麼，以二書中的理論來闡釋《王制箋》一書中皮錫瑞的經

學觀點是否精準？筆者在通讀三書後，雖發現皮錫瑞於其中有部分觀點不盡

相同，然而這些差異，相對於皮錫瑞從撰作《歷史》至《王制箋》這段時間

的核心思想來說，是屬於比較節枝性的問題，並不妨礙我們理解皮錫瑞在《王

制箋》一書中所表達的今文經學思想的核心內涵。而透過分析這些細微的差

異，筆者相信更能令我們全面掌握皮錫瑞的經學思想。 

為此，本文擬分成五章：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皮錫瑞晚年的經典觀——以《王制》從「傳」到「經」為討論

中心。「經」為傳統經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然不同經學家因著其立場之不同，

對於那些文獻方可稱為「經」亦有不同的意見。皮錫瑞在箋注《王制》時經

常以「經」指代《王制》一文。然《王制》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之一，且

皮錫瑞向視《禮記》為詮釋《儀禮》十七篇之「傳」而已。皮錫瑞為何會稱

本為「傳」的一部分的《王制》為「經」？他對於「經」的標準為何？本章

將就此作一分析，並指出皮錫瑞之所以稱《王制》一文為「經」，與其中所表

現的「素王改制」思想不無關係。 

第三章，皮錫瑞「尊孔」的經學態度——從《王制箋》中「素王」之義

說起。「素王」一詞為歷來治《春秋》學者所關注之問題。皮錫瑞既然認為《王

制》為一素王之制之書，即《王制》一篇在他而言必包含「素王」的涵義於

其中。然皮錫瑞對「素王」有何理解？筆者在細閱《王制箋》一書以及皮錫

瑞其他經學著作時，發現在他的論述中，「素王」一詞似有多於一重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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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涵義為何？又為何皮錫瑞對「素王」一詞有多於一種的理解？本章

先歸納《王制箋》中使用「素王」的情況，並從「素王」一詞的歷史緣起，

以及近人的研究作為討論的起點，著手分析皮錫瑞在《王制箋》一書中使用

「素王」一詞時，當中的意思為何。隨後，筆者將嘗試從皮錫瑞的「尊孔」：

既是一種態度，亦是一種治經的目的，的經學態度中對有關問題加以解釋。 

第四章，「禮」與「制」的分途與融合：從《王制》與《儀禮》之相通論

皮錫瑞的禮學思想。皮錫瑞主張《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應從今本《禮記》

中抽出，這意味著傳統以來「經」、「傳」的從屬關係已不能再套用到《儀禮》

與《王制》之上。過去學者對於皮錫瑞的禮學思想，並沒有作詳細的研究。

本章即欲在《王制》與《儀禮》的關係上，討論皮錫瑞的思想中，《王制》所

記之內容是否可稱之為「禮」，藉此了解皮錫瑞對於「禮」的理解。因而，本

章先從《儀禮》的內容入手，疏理皮錫瑞對「禮」的理解，並在此基礎上討

論《王制》內容的性質，並解釋二經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 

第五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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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皮錫瑞晚年的經典觀——以《王制》從「傳」

到「經」為討論中心 

 

「經」作為經學研究的對象以及經學研究之基礎，其內涵因著各個經學

家自身獨特的經學立場而有所不同。64由西漢時期伊始之由官方所定的「五經」

(「六經」中的《樂經》亡佚，故當時只立五經博士。)到宋代所確立之「十

三經」，甚至是各個時代不同治經者所稱之「十四經」或「二十一經」等，65凡

此種種，均反映出在這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傳統經學所研究之對象：「經」

本身的內涵並非固定不變的。而其中之演變為整個中國經學史發展中重要而

不容忽視的一環，故此十分值得治經學者留意，一如張壽安所言： 

「經數」與「經目」的變易，是經學史上的重要事件。從這當中

不僅可以發現所謂正統乃一不斷變遷之概念，更可以觀察出歷代學術

性質之屢易屢變。66 

按筆者理解，張氏所言之「經目」是指統攝所有稱為「經」的文獻的分目，

而「經數」則是稱之為「經」的文獻的總數，從張氏之言可見此一現象的重

                                                      
64
 事實上「經」一詞並非傳統經學壟斷之詞彙，其他思想或宗教，如道家/教、佛教以及天

主/基督教均各自稱呼他們當中最重要、最神聖的文獻為「經」。例如道家思想家稱呼《老子》

一書為《道德經》；道教除稱《老子》為《道德經》外，亦稱道家文獻《莊子》為《南華經》。

至於其他如《太平經》、《黃庭經》和《上清大洞真經》等更比比皆是，為免累贅，此處從略。 
65
 主張「十四經」的，如宋代史繩祖(公元 1192-1274 年)於《學齋佔畢》卷四「成王冠頌」中

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

見氏著：《學齋佔畢》；《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第 854 冊，

頁 55。而主張「二十一經」的，著名者為清人段玉裁(公元 1735-1815 年)，他於《經韵樓集》

卷九〈十經齋記〉中曰：「昔人倂《左氏》於經合集爲『十三經』，其意善矣。愚謂當廣之爲

『二十一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

《周禮》「六藝」之書數，《爾雅》未足當之也。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

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旣久，於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憭然，無道學

之名而有其實，余持此論久矣。」見氏撰；鍾敬華校點：《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236。從二人之例可見不同學者對於哪些文獻可稱之為「經」

有不同的態度。 
66
 張壽安：〈清儒段玉裁「二十一經」的學術史意義〉，載《正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

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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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及其中之意義，在於由此看出不同時代學術的氛圍和轉變。近年學界無

論是從宏觀的歷史發展入手，分析「經目」在歷代的轉變，67抑或是就個別經

學家對相關問題的理解作一微觀式的探討，68都已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到底傳

統經學所研究的對象為何？此一問題，為所有治經學者所必然會面對的，被

譽為晚清今文經學集大成者的經學家皮錫瑞亦不例外。69因此，本文藉著皮錫

瑞對《王制》的定位，分析他的經典觀，並揭示其經典觀背後之價值根據。

本文之「經典觀」，其範圍只局限於經學之中，而不及其他思想學派的「經典

觀」，這也符合皮錫瑞作為一經學家對傳統儒家經典的尊重的性格。為此，必

須先對以下數個問題進行解答：一．研究皮錫瑞晚年的經典觀有何意義？二．

為何以他對《王制》的定位作為研究的切入點？為什麼？三．為何將時間劃

定在皮錫瑞晚年？又應以什麼文獻資料為研究對象？在回答以上問題前，不

妨先看程蘇東的一番說話： 

無論是出自朝廷的經目制度、還是出自士人的某種經目學說，都

是他們基於特定的經學思想，為了達到某種特定的政治或學術理念而

提出的。70 

程氏之言，指出了每一個經學家在劃定其心目中之經典時，背後均有其學術

或政治之理念為支撐。此一觀點正好回應上文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到底皮

錫瑞的經典觀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價值意識？這對於我們全面了解皮錫瑞的

                                                      
67
 程蘇東近年就有關問題提出了一些頗為獨到的見解，值得參考。詳參氏著：〈「經目」釋

論——以經學史為論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期(2012 年 11月)，頁 41-48。

〈南宋以來「十四經」說考述〉，《史學月刊》，第 10 期(2010 年)，頁 42-48。及：〈《孟子》升

經考——並論兩宋正經與兼經制度〉，《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99 期(2010 年)，頁 137-167，397。 
68
 例如張壽安：〈清儒段玉裁「二十一經」的學術史意義〉，載《正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

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237-247。及氏著：〈從「六經」到「二

十一經」——十九世紀經學的知識擴張與典范轉移〉，《學海》，第 1 期(2011 年)，頁 146-163。 
69
 吳仰湘曾言：「皮氏(錫瑞)以其治學主張與成就，使今文義例之學、典制之學、經世之學融

為一體，堪稱清代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見氏著：〈《師伏堂日記》所見皮錫瑞之經學觀〉，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11 月)，頁 42。然而，吳氏於該文中卻沒有詳細分

析皮錫瑞如何成為清代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另范文瀾剛認為當時可稱為今文經學家者，只

有皮錫瑞一人而已。見范文瀾：〈經學講演錄〉，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范

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79 年），頁 330。 
70
 程蘇東：〈「經目」釋論——以經學史為論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12 年 11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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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思想有極為重要之意義，亦是本文的第一重意義。而由此意識出發，皮

錫瑞如何定義「經」一詞？又提出了什麼標準？筆者發現，皮錫瑞雖曾提出

過一很嚴格的標準，然在實際注解古書的時候，卻有意識地突破其所設立之

標準。《經學歷史》〈經學流傳時代〉中，皮錫瑞曾言： 

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

為經。71 

在這一句說話中，皮錫瑞明確地指出只有《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藝，亦即是「六經」是孔子所手定，故只有它們可以稱之謂「經」。

皮錫瑞所理解之「六經」，特別是《禮經》具體所指為何，筆者隨後將會再作

說明。然而皮錫瑞在箋注《王制》一文時，則不時以「經」作為《王制》之

代名詞，或者直稱《王制》一文為「經」。此為本章選擇以他對《王制》的定

位為切入點之原因。但這一矛盾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又能否從這一矛盾

之中重新為皮錫瑞所定立之標準作一修正？這為本章之第二重意義。當我們

爬梳皮錫瑞有關《王制》的論述時，可發現《王制》一文之性質與「六經」，

或者是同樣稱作「經」而不在「六經」之列的《孝經》一書的性質有一定的

差異。透過對這些差異的分析，筆者相信我們可對皮氏之經典觀有一新的認

識，故此本文將以皮錫瑞對《王制》一文的定位為切入點，對他的經典觀作

一論述。 

    本文以皮錫瑞晚年之經典觀為討論中心，然「晚年」的準確時限為何？

又為何以皮錫瑞的晚年為範圍？這裡所謂之「晚年」，是指皮錫瑞撰寫《歷史》、

《通論》和《王制箋》三書的年份。據吳仰湘的分期，皮錫瑞的晚年，所指

為 1898 年 9 月戊戌變法結束後至 1908 年去世這十年的時間。72而皮錫瑞的經

                                                      
71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67。下文為方便

計，正文凡引用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時引文時，只標明篇節之篇名而不引書名。 
72
 吳仰湘的《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書第六章：〈「商量舊學，啟發

新知」——皮錫瑞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其時間起自戊戌政變，終至皮錫瑞過身為止，前後

共約十年時間。詳見氏著：《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長沙：嶽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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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亦於這一段時間開始定型，其名著《歷史》和《通論》亦成書於這一

段時間。73二書可說是皮錫瑞多年研治經學的精華，其中包含了他在接近三十

年的治經生涯中所領略出的重要經學觀點，可以說二書中所反映出的觀點是

皮氏治經的歷程中最為成熟的見解。然而一個人的思想轉變並不能截然地劃

分成多個時段，原因在於人的思想轉變是一漸進之過程。即使勉強劃分，一

個人的思想在同一個時段之最初和結束時亦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若如依吳氏

之分期，以皮錫瑞生命告終前的最後十年為一個階段，我們便無法準確地得

出皮錫瑞在撰寫三書時，所持之經典觀究竟為何。是故本文所謂之晚年，指

的是由皮錫瑞開始撰寫《歷史》一書開始至他去世該年為止，即是 1905-1908

年二月，前後共約三年時間，其範圍比之吳氏的為小。而誠如本論文第一章

所言，皮錫瑞於此三年所撰寫的經學著作，包括：《歷史》、《通論》和《王制

箋》三書，其中的思想內容雖有小部分的差異，然而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一章

中所言，其中最為核心的思想均沒有太大的轉變，74故以此三年為時限應能比

較準確地反映出皮錫瑞在離世前的經學思想。而本文所主要運用到的文獻，

即為上文所提及之三書：《歷史》、《通論》和《王制箋》。 

 

第一節 皮錫瑞於《王制箋》中有關「經」的論述 

    皮錫瑞乃至晚清很多今文經學家均十分重視《王制》一文，75皮錫瑞甚至

                                                                                                                                                 
社，2002 年)，頁 234-292。 
73
 據《皮鹿門年譜》所記，《經學歷史》一書成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時為公元 1905 年。而

《經學通論》則成書於光緒三十三年，即公元 1907 年。見皮名振編著：《皮鹿門年譜》，(臺

北：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94-95。 
74
 三書之中，以《通論》一書所花的撰述時間最長，據《年譜》所記，1905 年七月皮錫瑞撰

成《歷史》一書，於四個月後，即該年十一月已打算撰寫《經學提綱》，亦即是《通論》一

書之前稱。而《通論》一書直至 1907 年正月方撰成。從構思到成書，當中花了約十五個月

的時間。而隨後之《王制箋》，則由 1908 年二月開始撰寫，到該年六月完成，前後只有四個

月而已。見《皮鹿門年譜》，頁 95、97。 
75
 如廖平、康有為、俞樾等均有專著討論《王制》者。詳見吳仰湘：〈皮錫瑞《王制》研究

評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40-41。又見氏著：《皮錫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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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王制》一文應該從《禮記》之中單獨分出： 

《王制》為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分篇別出。76 

然分篇出來的《王制》是否為「經」？皮錫瑞雖然於這一條之中並沒有交代。

筆者於上文曾言皮錫瑞於《王制箋》一書中多次以「經」作為《王制》一文

的代名詞，甚至直呼《王制》為「經」，可以看出單獨分篇出來的《王制》在

皮錫瑞看來已可稱之謂「經」。但皮錫瑞是否有意識地稱《王制》一文為「經」？

抑或只是一時疏忽而已？筆者之所以有此一疑問在於上文所引皮錫瑞所謂之

「六經」並不包括《王制》一文在內；而且《王制》原先所隸屬的文獻：《禮

記》亦非「六經」之一。故此，本節筆者擬將相關的條目以條列出來，以茲

證明皮錫瑞稱《王制》為「經」並非大意所致，而是明確地將《王制》歸入

「經」之列。為此，必先對《王制箋》一書的體例有一認識。《王制箋》一書

將《王制》一文共分為五十七條，其中皮錫瑞認為最後的第五十三條至五十

七條為漢人之言： 

古者以下當為漢人之言，《禮》家附入記中……而以此概全經，則誤矣。
77 

每條先於正文下列引鄭玄注及孔穎達疏，最後加上皮錫瑞本人對於該條內容

的箋解，內容可以是對《王制》一文的內容分析，或者是對鄭注孔疏的批駁。

了解《王制箋》一書的體例後，則可在此一基礎之上將皮錫瑞稱《王制》為

「經」的箋注以表格的形式條列出來： 

                                                                                                                                                 
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81。又王鍔：〈清代《王

制》研究及其成書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25。章可：〈《禮

記．王制》的地位升降與晚清今古文之爭〉，《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124-131。 
7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79。 

77
 [清]皮錫瑞著；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頁 155。但對

於《王制》的前半部分，他卻認為是出自孔門無疑，而且前半部分所載的都是孔子有關素王

新法的內容，直將《王制》的前半部分的著作權歸之於孔子。本文所討論者，即是《王制》

一篇的前半部分，但為了論述的方便，故統一使用《王制》一詞代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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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數 正文 箋注 

1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

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此經所謂王者，謂為後世王者立法，

非謂三代之王者也。 

此經王朝不連天子，以子、男為二，

故凡五等……此經之不連天子與君言

者，所以見人君獨立之尊，初非臣下

所敢並。78 

4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

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

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注》、《疏》以出會解經甚詳。徐師

曾謂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

錯簡在此，乃宋明入移易經文之習，

未可信從。79 

6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

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

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80 

鄭以經稱縣內，與殷、周稱畿不同……

鄭據《周禮》，與此經不合……此經

(《王制》)與《孟子》合。81 

9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

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

十國以為卒，卒有正……八伯各以

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 

畿內不置牧，與《王制》畿內無伯

同……何如以經釋經不必牽引之易明

也。82 

                                                      
78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4。 

79
 同上註，頁 28。 

80
 此處「間田」作「閒田」，疑誤。然由於本文是以皮錫瑞的觀點為中心，故這裡依皮氏之

寫法作「閒田」，而特立此註而說明之。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

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疏》本)，頁 217。 
81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32。 

82
 同上註，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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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

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專據《周禮》而盡廢群經，真夏蟲之

見也。83 

《疏》解經、注極詳，特未知此為素

王之制……84 

13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

嗣也。 

三傳(《公羊》、《穀梁》、《左傳》)義不

相背，《公》、《穀》譏世卿，正謂不世

爵，非謂不世祿，與此經義亦相合也。

85 

14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

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

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若此經所云制出於素王，又未必書同

於《周禮》。86 

18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經云大、小聘與朝，或是本於殷、周，

或是損益殷、周之制。87 

19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

祀山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

禰，用特。 

《疏》解經甚明，云先儒以同為齊同，

是鄭君之前無解陰呂者。88 

21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

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

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

經云「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

樂則」，皆以「則」字絕句。89 

                                                      
83
 同上註，頁 44。 

84
 同上註，頁 46。 

85
 同上註，頁 50。 

86
 同上註，頁 54。 

87
 同上註，頁 61。 

88
 同上註，頁 65。 

89
 同上註，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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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鼗將之。……未賜圭瓚，則資

鬯於天子。 

22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癰，

諸侯曰頖宮。 

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古左宗廟

右社稷……90 

此經以師氏統保氏，故言左不言

右……91 

《疏》引經下文以解此，皆非是。92 

25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

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

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注》、《疏》不解冢宰當是，即以《同

官》之冢宰解之。證以《白虎通》，則

此經冢宰，必非《周官》冢宰。93 

二說(《白虎通．禮樂篇》、《春秋繁露》)

與此經文略同……(《穀梁傳．莊二十

八年》)與經文正同。94 

26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喪從

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孔疏經文「大夫、士三月而葬，庶人

葬，不為雨止，喪不二事，喪從死者，

祭從生者」，剖析同異者，皆極名通。 

《公羊》說「賤不能以雨止」，與此經

同。95 

《白虎通》云庶人樹以楊柳，與此經

庶人不樹違異，或「以楊柳」三字衍

文。96 

                                                      
90
 同上註，頁 79。 

91
 同上註，頁 80。 

92
 同上註，頁 82。 

93
 同上註，頁 93。 

94
 同上註，頁 96。 

95
 同上註。 

96
 同上註，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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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經無此文，疑逸。97 

27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疏》解經、注甚明，七廟申鄭斥王

尤確。98 

28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王制》損益三代，故或從周、或從

夏、殷。以經解經，不必多引異議。99 

30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皇氏(皇侃)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每

年祫祭，此經當依皇氏解之。100 

38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

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

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

後興學。 

此以上皆說司空事，以下說司徒、取

馬，此經以司空、司徒、司馬為三公

之明證。
101

 

39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

馬，曰進士。 

《疏》所推論鄉人及邦國貢士，足以

補經。102 

41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關執

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注》、《疏》引《周禮》三刺三宥，

以解此經意，皆可通。103 

此經上文明云「天子三公九卿」……104 

43 天子齊戒受諫……然後，休老勞

農，成歲事，制國用。 

此經與《周禮》或同或不同。蓋經聖

人損益，兼採前代之制。105 

                                                      
97
 同上註。 

98
 同上註，頁 106。 

99
 同上註，頁 111。 

100
 同上註，頁 117。 

101
 同上註，頁 128。 

102
 同上註，頁 133。 

103
 同上註，頁 138。 

104
 同上註。 

105
 同上註，頁 140-141。 



35 

 

44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

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

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

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注》云：「國，國中小學，在王官之

左。學，大學也，在郊。」與經上文

合……經文「有虞氏以燕禮」云云……

此皆經本分明……106 

46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鄭誤解學制，皆由誤會此經，其實此

經義極明。107 

48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

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經所云，比《外傳》尤為仁政，今

外國有盲啞院，亦仁政也。108 

50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

器。 

此經與《周禮》多不同，未可以《周

禮》解此經也。109 

53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

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

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

分。 

古者以下當為漢人之言……而以此概

全經，則誤矣。110 

    由上表可見，在《王制箋》57 條之中，皮錫瑞曾在箋注 25 條《王制》

的經文時以「經」指稱《王制》一文，並且稱《王制》為經的次數多達 32

次。由此可見皮錫瑞稱《王制》為「經」並非一時之失，而是有意識地將《王

制》一文包含在「經」的範圍之內。然正如吳仰湘所言，皮錫瑞對於「經」

的稱呼有嚴格的限定。111但傳統以來《王制》一篇只是《禮記》四十九篇的

其中之一而已。而據皮錫瑞的理解，《禮記》是屬於「傳」或「記」，作用是

                                                      
106

 同上註，頁 143。 
107

 同上註，頁 146。 
108

 同上註，頁 149。 
109

 同上註，頁 151-152。 
110

 同上註，頁 155。 
111

 吳仰湘：〈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收入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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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禮經》：《儀禮》的，故不屬於「六經」之一。這裡必須補充一點，據

皮錫瑞所言，《儀禮》古單稱《禮》或《禮經》。而「禮記」一詞在漢代則指

《儀禮》各篇篇末中的附記，並非指今本《禮記》四十九篇。以「禮記」一

詞指稱今本《禮記》四十九篇是後起之說。為方便論述，下文統一以《儀禮》

一詞代表《禮經》，以《禮記》一詞代表解釋《儀禮》的《小戴禮記》，即今

本《禮記》四十九篇。112那麼，為何從《禮記》中單獨分篇出來的《王制》

一文可以稱之為「經」？其原因不論在《三禮通論》抑或是《王制箋》中均

沒有詳細交代。為此，下文先分析皮錫瑞對於「經」和「傳」的理解，從中

看出這種文獻在本質上有何區別；之後再結合皮氏對於《王制》的闡釋，說

明他稱《王制》為「經」的理由。 

 

第二節 皮錫瑞對「經」的判斷標準 

皮錫瑞於〈經學流傳時代〉中有言： 

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輾轉相授謂

之說。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

定，得稱為經。如釋家以佛所說為經，禪師所說為律論也。《易》之《繫

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而《史記》稱《繫辭》為傳，以《繫

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喪服傳》，子夏作，

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

於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為傳；漢人引《論語》多稱傳。《孝經》雖名為

經，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漢人以《樂經》亡，但

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後增《論語》為六，

                                                      
112

 皮錫瑞於《三禮通論》「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當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

《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一條中開宗明義地說：「『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

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即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

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即《儀禮》與篇中之

記，非今四十九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為四十九篇之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

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為《周禮》，合稱『三禮』，蓋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

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故《禮記》一名，初非指今本之《小

戴禮記》。見氏著：《經學通論．三禮》，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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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增《孝經》為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

為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皆不知

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也。113 

皮錫瑞於此一方面對過去「經」的內涵所出現的轉變作一概要式的描述，另

一方面亦道出了他判斷「經」的標準。據皮錫瑞所言，西漢定立「五經」博

士：《易》、《詩》、《書》、《禮》、《春秋》(由於《樂經》經已失傳，故並沒有

立官)；到東漢時增設《論語》和《孝經》為「七經」，後唐代設立「九經」(除

《易》、《詩》、《書》外，將《禮》和《春秋》各分為三：《儀禮》、《禮記》、《周

禮》、《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和《左氏春秋》)；至宋代，本來不屬於漢初

「五經」的文獻：《孟子》、《論語》、《孝經》、《爾雅》的地位得以提升至與原

先之「五經」一樣(後者原本是屬於子學之書，到宋代一躍擁有「經」之名)，

並一同成為今天所謂的「十三經」的成員之一。《歷史》一書，向來被學者視

為一部非經學史的著作，而是一部「借史立論」的著作，其中更有很多與史

實不合的地方，114但上文所描述之歷史發展，卻與史實相符。 

但這一段文字最重要的訊息並非這些描述性的文字，而是「借史立論」

中「論」的部分，即是皮錫瑞為判斷經所提出的標準。皮錫瑞此段一開首便

言：「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輾轉相授謂之說。」

皮錫瑞於此提出了三種體例：「經」、「傳」或「記」(從皮錫瑞的論述可知兩

                                                      
113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68。 
114

 最早對皮錫瑞《歷史》一書作出批評的是周予同。見《經學歷史》序。後來許英才之《皮

錫瑞經學史觀及其經學問題之探討》一文亦對皮錫瑞的經學史觀作出批評。而吳仰湘於〈皮

錫瑞《經學歷史》非經學史著作〉一文的結論亦表示：「後人雖不妨以《經學歷史》為研究

中國經學史的重要參考書，但它並非敘述中國經學變遷的史部之書，而是借史立論的經論之

作。」參氏著：〈皮錫瑞《經學歷史》非經學史著作〉，《史學月刊》，2007 年第 3 期，頁 11。

又見氏著：〈皮錫瑞《經學歷史》新論〉，收入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320-379。

後蔡長林亦依吳氏之言推斷出《經學通論》一書亦是一部帶有鮮明個人立場之經學論著：「須

知通論性與的著作，旨在導引初學者對所學有整體之認識，理當不偏不倚，以傳世成說為據，

不宜犀入過多個人色彩。然正如吳仰湘所論，皮錫瑞《經學歷史》絕非經學史書，而是一本

借史立論的經學論著。那麼，出以相同撰述之目的，欲學者更明瞭經學門徑的。《經學通論》

會帶有鮮明的個人見解，也就不足為奇了。」可見，蔡氏的意見是承吳氏的意見得來的。詳

參氏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載《正統與

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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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語義內涵相同。為方便論述，下文統一以「傳」稱之。)和「說」，而三者

各自有不同的性質。「經」是孔子所定的；「傳」是弟子就孔子所定之「經」

所作的解釋性文獻，它必然附屬於「經」之下；而「說」在傳統上有不同說

法，115當中其中兩種與解釋經典較有關係，一則是孔門弟子之間傳授的對於

「經」的解說；其二則與前文所言之「傳」相同，它同樣是對經文所作之解

釋性文獻，《漢書．藝文志》曾舉行一些用作解釋六經的「說」體文獻，如《書

經》有《歐陽說義》，《詩經》則有《魯說》、《韓說》等。116若詳文義，皮錫

瑞這裡所謂的「說」應是指第一種而言。蓋他嘗謂：「弟子輾轉相授謂之說」，

即是說「說」乃弟子之間相傳承的。若果這裡的「說」是指與「傳」相同性

質的文獻，則皮錫瑞並不需要不額外增添「說」體以使治經學者混亂，而且

既然已著於竹帛之上成為一部文獻，那根本不需要弟子之間相傳承方可得知，

而是只需閱讀有關文獻即可得知該「說」之大概。故可推斷，皮錫瑞這裡所

謂之「說」，應只是指口耳相傳的解釋經典的說話而已，而不包括如《漢書．

藝文志》所載之文獻一類。從這句之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即

皮錫瑞判斷一本文獻是否為「經」的標準，與該文獻的作者有很大的關係。

簡言之，只有孔子所定的文獻方可稱之謂「經」。隨後皮錫瑞指出眾多文獻之

中，只有六藝(即六經)是孔子所手定，故它們可稱為「經」；至於孔門弟子所

作的解釋孔子著作的文獻，則只能稱為「傳」。最後，皮錫瑞在這一種定義的

基礎上，對上述歷朝歷代對於「經」的範圍的轉變的歷史作出了一個簡潔的

批評，他指出「皆不知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也。」由此將兩種

不同性質的文獻截然劃分，對過去將本應為「傳」的文獻如《禮記》、《左傳》、

《論語》等視之為「經」，並擁有與最初的「六經」同等地位的做法不以為然。 

孔子所定的方可稱為「經」，此為皮錫瑞晚年經學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觀

                                                      
115

 有關「說」體的種類，可參考胡大雷：〈《文選》不錄「說」體辨——「說」的文體辨析

與小說的形成〉，《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6 年)，頁 50-55。 
116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頁 1701-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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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類似的言論，亦見於皮氏著作的其他地方。如〈經學昌明時代〉有言：「六

經皆孔子手訂」。117除此之外，《易學通論》中亦有：「凡孔子所作謂之經，弟

子所作謂之傳」118、「既皆孔子所作，則皆當稱為經，並無經傳之分」119、以

及： 

不知經皆孔子手定，凡出於孔子之後者，不得為經，即出於孔子之前

者，亦不得為經。120 

《易學通論》這三段文字除了說明孔子所定的文獻都稱為「經」外，也包括

了孔子所作者。而《春秋通論》亦有：「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修之則為經」

121，這一句亦指出只有經過孔子的修訂的文獻方可稱為「經」。 

以上這些資料都將「經」直接與孔子拉上關係。但「作」、「定」和「修」

這三個動詞之間有何差別？簡言之，「作」是一從無到有的過程，而「定」和

「修」則是將既有的東西加以整理，使之有質的提升，從而成為「經」。而這

兩種過程在皮錫瑞看來均是「經」產生的途徑。〈經學開闢時代〉一開始便言： 

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

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易》

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為

蔔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為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

不得為經矣。《春秋》，魯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

楚《檮杌》止為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為經，則魯

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

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周禮》出山岩屋

壁，漢人以為瀆亂不驗，又以為六國時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禮》

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數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數

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

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篇，刪《書》為百

                                                      
117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94。這裡的「六經」是否完全等同「經」一詞的內涵，這在

後文會有更詳細的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六經」必然是「經」。 
118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易學》，(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2。 
119

 同上註，頁 14。 
120

 同上註，頁 41。 
121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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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彖》、《象》、

《文言》，闡發羲、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為占筮之用。《春秋》自

孔子加筆削褒貶，為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為記事之書。此二

經為孔子所作，義尤顯著。122 

皮錫瑞於此開宗明義強調傳統的經學以孔子刪定「六經」為其開端，並指出

孔子之前已有不少文獻存在，其中一些與後來由他所定之「六經」內容有所

重複。但是，由於它們未經刪定，故此不是每一篇均有意義於其中，這些文

獻只是一堆無意義的文字而已。如《詩經》有三千首之多，孔子去其不重要

或無意義者，使之成為今本之三百零五篇，這便是上文「定」和「修」的意

思。同時，「六經」也不一定完全是經由對現存文獻的刪定而成的，其中亦有

由孔子所作者，如文末提到《春秋》和《易》均是孔子所作的。故此，姑勿

論其過程或方式如何，在皮錫瑞的話語裡，只要是經過孔子之手的文獻，均

可稱為「經」。皮錫瑞甚至斷言： 

故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

可以言經學。123 

他認為唯有承認「經」是孔子所作的方可談論經學。 

為何孔子只有孔子所定的方可為「經」？這可以從孔子定「六經」的目

的以及「經」一詞所代表之意思分析之。就前者而言，按照皮錫瑞的理解，

孔子刪定「六經」的目的，是希望可為後世立法。於〈經學開闢時代〉之中，

皮錫瑞有言：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

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

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

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

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

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為

                                                      
122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19-20。 
123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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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124 

皮錫瑞認為孔子作「六經」的目的在於為後世設立準則。據他瞭解，由於孔

子仕途上的失意，故他晚年唯有退出當時之政治舞臺並著手刪定「六經」，將

一些可作為「萬世之準則」的微言大義寄託在「六經」之中，以待後世將之

實踐出來。而他認為，所有治經學者均有責任知道孔子作「六經」的目的為

何，否則根本無談論經學的資格。這些微言大義之所以可以作為「萬世之準

則」，在於這些微言大在往後的不同時代之中均適合於當時的環境，並且時人

必定能夠將之實踐出來。但為何孔子賦予了微言大義，這些文獻就能配上「經」

一字？而這與傳統上對於「經」一詞的詞義關係密切。《說文解字》說：「經，

織從絲也。」125是指布帛的直線。古代在織布時，先固定直線，後再配上橫

線。前者固家不動，後者則相反。故「經」一詞漸漸有恆久、不變之義。而

「六經」之所以稱為經，正是取其恆久不變之義。正如皮錫瑞所言： 

或當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126 

按照皮錫瑞的思路，「經」恆常之義與孔子刪定「六經」之旨亦相當符合，因

孔子刪定「六經」的目的，正是希望為後世或萬世立法。127從名實相符的角

度看，「經」之名所包含之實有二，一是孔子所定，另一個則是包含了可為萬

世之準則的微言大義。 

從上可見，皮錫瑞將「經」的著作權歸屬於孔子身上，而且其中必須有

孔子所賦予的，可為萬世之準則的微言大義，唯有滿足以上兩個條件，一部

文獻方可稱之謂「經」。然而若細加分析，則前者比後者更為重要。箇中原因

可從以下問題著手：孔子為何能創立微言大義，並賦予於「六經」之中？要

                                                      
124

 同上註，頁 26。 
12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 年)，頁 650。 
126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39。 
127

 有關「經」一詞的意義，可參考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合著之《經學通論》一書第一

章第一節。見氏著：《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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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問：皮錫瑞是如何形容孔子的？簡言之，孔子在皮

錫瑞看來是一位「聖人」。以「聖人」一詞來形容孔子，於皮錫瑞的著作中隨

處可見，今以《春秋通論》為例，抽取其中部分文字以證明之： 

聖人作《春秋》，因王靈不振，夷狄交橫，尊王攘夷，是現世主義，不

得不然者也。128 

聖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有一字之褒貶，三大夫

之書及，所謂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書弑，所謂一字之貶。129 

《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

秋》之失亂。」《經解》引此為夫子自道，是猶孟子兩引孔子之語，皆

聖人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最可憑信。130 

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乃謂其全先例義，則於檔案簿錄，比後儒之著書

作文者，猶不逮焉，誠不知何說也。131 

聖人之作經為萬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132 

後之修史者，又不知非聖人不能作經，而誤以史書擬之，於是史法亦

亂。133 

以及：「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134等。正如上文所引，只有孔子方刪定或所

作者，方可稱為「經」，上述引文卻將孔子作「經」或作《春秋》寫成聖人作

「經」或《春秋》。由此可見皮錫瑞很多時是有意識地用「聖人」一詞來直稱

孔子的。我們知道，「聖人」在傳統經學之中，不論是從能力言或是從道德言，

都是對古人的一個最高之評價，即使後來賢如孟子、荀子，皮錫瑞都只不過

稱他們為「大賢」而已，今觀《王制箋．後序》有言： 

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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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25。 
129

 同上註，頁 28。 
130

 同上註，頁 53。 
131

 同上註，頁 56。 
132

 同上註，頁 66。 
133

 同上註，頁 77。 
134

 同上註，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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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言與《王制》合，而略焉弗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

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為素王之制，似可無疑。故雖孟、

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為漢博士作，不亦遠乎？135 

相對於「聖人」來說，「賢人」一詞在程度上顯得稍為遜色。而且即使皮錫瑞

對於西漢時代的經學有著烏托邦式的嚮往，他也承認當時的儒生不如孟子和

荀子二人，更遑論可與孔子相比了。例如西漢著名的儒生董仲舒，皮錫瑞認

為他「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醇。」136「醇」即是質樸之意。這裡董仲舒的

地位可能比荀子為優，但是皮錫瑞亦沒有以「聖人」和「賢人」稱讚董仲舒，

則可知董仲舒的地位極其量只能與孟子、荀子媲美，而不能如孔子享有同等

地位。董仲舒如此，更遑論與董仲舒同時之其他儒生了。從這些對比之中，

更可見出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之中，孔子聖人的地位。正因為在皮錫瑞眼中

孔子是一位聖人，故此他才有能力創立微言大義並賦予於「經」之中，以待

後人將之實踐。而孔子的門生，極其量只可以對孔子所創的微言大義進行闡

釋，而不具備創立微言大義的能力。故上文雖云「經」必須既是孔子所定，

亦要有微言大義於其中，但若從皮錫瑞對孔子的描述可知，上述所提及的兩

個條件，以前者更為關鍵。 

    必須注意的，是皮錫瑞認為「六經均由孔子所定」這一描述是否符合史

實，這對本文而言並不重要，因如只執著於他的論述與史實之間的一致性，

便很難對皮氏之思想或者是他立論背後的理念作出客觀的分析。筆者很認同

學者蔡長林以下的一段說話： 

對皮錫瑞而言，真正對其學術建構發生影響的，並非歷史的事實，

而是自身所選擇之信念，進而方得構築了其個人的經學世界。因此，

對筆者而言，探討皮錫瑞經說能否成立，絕非第一企求，而是那些經

說背後藏匿著的個人視野，及其所架構出來的經學觀點，方為需要迫

                                                      
135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65。 
13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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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注的焦點。137 

蔡氏之言，道出了他所認為研究皮錫丙的經學思想所應毒有之態度。事實上，

Stuart V. Aque 亦曾指出，皮錫瑞的論述的不客觀性，正是其個人特色之所在。

138筆者相信，皮錫瑞的論述當中的主觀性，或許更能令我們認識皮錫瑞經學

思想的真正內涵，因此這裡不打算對皮錫瑞的描述作一歷史之考察，反而著

力於探求其論述背後之價值根源。 

但皮錫瑞這一論斷背後有何價值意識？從其經學思想而言，他的價值取

向和他的今文經學立場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必須澄清者，是皮錫瑞的今文

經學立場並不是一種單純的門戶之見，他個人是很反對學者治經時抱有很強

烈的門戶意識的，正如他自己在〈經學復盛時代〉所言：「學求心得，勿爭門

戶；若分門戶，必起詬爭。」139他認為若治經只求門戶之爭，便很容易流於

口誅筆伐的互相批判而使真實被掩飾起來。他更認為古文經學有一些觀點仍

然是可取的，《尚書通論》有言： 

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140  

即為明證。那麼他的今文經學意識為何？蔡長林曾言： 

與其說皮氏對今文學立場的堅持是一種學術門戶上的偏執，不如

說他的今文學意識是對一種美好時代的想像。141 

結合上文筆者對皮錫瑞思想的分析，筆者認為蔡氏此言甚是。他認為皮錫瑞

之今文經學意識即為他對「美好時代」即是西漢時期的嚮往。(更準確地說，

                                                      
137

 蔡長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載《正

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314。 
138

 有關英文原文如下：“Pi Xirui was not always totally objective and ever-handed in his history, 

but for our purpose it hardly matters, and in fact makes things more interesting as it helps to bring 

out his personality.” See Stuart V. Aque, “Pi Xirui and Jingxue lish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2004), pp. 933.  
139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313。 
14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尚書》，頁 98-99。 
141

 蔡長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載《正

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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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漢十四博士仍未分立之前的時代)皮錫瑞之所以對當時如此愛好，原因在

於當時是經學和政治得以相互輝映的時代，皮錫瑞於〈經學開闢時代〉早已

指出了漢代政治的清明與重視經學有很大的關係： 

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為漢定道，為漢製作。當

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為弘亮洪業、讚揚迪

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

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為

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

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

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視為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歷

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142 

皮錫瑞認為，中國經學的黃金時代為西漢時期，特別是武帝、宣帝時候，所

謂： 

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數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143 

以及： 

愚以為明、章極盛之時，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144 

他之所以認為明、章兩朝這一「經學極盛時代」的經學不如武、宣兩朝的經

學，在於武帝、宣帝時期經學家數未分，而古文經學又未抬頭，其時之儒生

都能有效地運用孔子所定之「六經」治國，真正能做到「通經致用」，使孔子

的微言大義得以彰顯，而不是單純將精力投放在章句，字詞的訓釋之上，使

身為「萬世教科書」的「六經」用不得其所，令經學成為無用之學。而且他

相信經學必須「愈古愈好」，145相反，時代愈後，存在於「經」之中的微言大

                                                      
142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6。 
143

 同上註，頁 90。 
144

 同上註，頁 139。 
145

 皮錫瑞於《詩經通論》「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一條中

有言：「凡經學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見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師承有自，去七十子之

傳不遠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遠，俗說沉溺，疑古說不近人情也。後世說經有二弊，一



46 

 

義反而「闇忽不章」，經學亦因而不復西漢時候之強盛。146 

基於對西漢時期(或是武、宣時代)的嚮往，故凡是當時所寫成的有關經

學的書籍和解說均是可信的。而皮錫瑞有關孔子刪定六經的觀點，也是建立

在對西漢經學的絕對信任之上，試觀《通論．自序》一文：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訂「六經」

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為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

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

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

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為天下一治，其證明矣。

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為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為漢定道。太

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

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教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

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

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

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為孔子作。《易》則以為文

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為出周公；《周禮》、《儀禮》

皆以為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

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為萬世師表者安在…… 

大旨以為：一當知經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

初去古未遠，以為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

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

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

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

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為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

經。147 

從《自序》一文可見，皮錫瑞之所以認為孔子刪定「六經」為一事實，在於

此為西漢儒生之通論，他並引用司馬遷和董仲舒為例以證明之。又〈經學開

闢時代〉有言：「漢初舊說，分明不誤」148與《通論．自序》的說法相通。西

                                                                                                                                                 
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可見他認為經學應該

愈古愈可信的思想。見氏著：《經學通論．詩經》，(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9。 
146

 這一觀點亦與他認為學術凡久必變的觀點相發明。 
14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2。 
148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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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儒生之言之所以可信，因為當時離孔子時代尚近，加之當時古文經學等異

說亦未抬頭，經學至為純正，故此當時有關孔子刪定「六經」的言論以及其

他有關經學的記載均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說，這是皮錫瑞今文學意識下所產

生的必然結論。 

也是基於這一情懷，他對於自東漢以後不相信西漢儒生之說，認為六經

非由孔子所定的說法以及宋儒疑經改經的風氣很不以為然，他於〈經學開闢

時代〉中曰： 

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蓋取諸益」、「蓋取諸噬

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謂《卦

爻辭》為文王作。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於岐山」，謂

非文王所作，而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為孔子作；孔《疏》

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為經，孔子所作為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魯，

見《易象》與魯《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

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為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為舊例，孔

子所修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

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

成矣。149 

以及： 

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為孔子手定，而屬之

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150 

以上兩段文字，所陳述的都是同一觀點：西漢以後由於不相信「經」為孔子

所定，或將「經」的著作權屬之於文王、周公，結果這些觀點使傳統經學衰

落，人們不再真正的尊敬孔子。從中可見出他對於東漢以前的西漢時候的經

學的嚮往和信任，而西漢以後之經學則漸漸積衰而不復西漢時之興盛。 

至於宋人疑經改經的風氣，皮錫瑞曾多次批評他們之所以如此，乃由於

                                                      
149

 同上註。 
150

 同上註，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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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孔子刪定六經這一事實，故恣意改動經文的行為。例如： 

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己，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

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世譏鄭康成好改字；不知鄭《箋》改

毛，多本魯、韓之說；尋其依據，猶可征驗。注《禮記》用盧、馬之

本，當如盧植所云：「發起紕繆」；注云：「某當為某」，亦必確有憑依。

《周禮》故書，不同《儀禮》；今古文異，一從一改，即以《齊》、《古》

考《魯論》之意。《儀禮》之《喪服傳》，《禮記》之《玉藻》、《樂記》，

雖明知為錯簡，但存其說於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說經，如此其

慎，豈有擅改經字者乎！唐魏征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序，張說

駮之，不行，猶得謹嚴之意。乃至宋而風氣大變。朱子注《論語》，不

刪重出之章；「與其進也」三句，不鉤轉其文，但存其說於注。注《詩》

「爰其適歸」，雲《家語》作奚，而不改為奚；據古本「上帝甚蹈」，

雲《國語》作神，而不改為神；體例猶未失也。獨於《大學》，移其文，

又補其傳；《孝經》分經傳，又刪經文；未免宋人習氣。而移《大學》

先有二程子，刪《孝經》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則未可盡為朱子咎。

若王柏作《書疑》，將《尚書》任意增刪；《詩疑》刪《鄭》、《衛》，《風

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

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經學至斯，可云一厄。他如俞廷椿《復古編》，

割裂五官，以補冬官；吳澄《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顛倒割裂，私竄

古籍，使無完膚。宋、元、明人說經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為之

俑始。151 

皮錫瑞指出宋人之所以有如此傾向，在於他們不如西漢儒生一般相信經皆孔

子所定之故。「經」既是由孔子親手所定的，自不能任由後儒任意刪改。這亦

是他對於西漢經學的嚮往的另一旁證。 

由此我們解決了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皮錫瑞是如何理解「經」一詞的

語義內涵？從上可見，必須是孔子所定或所作者方可謂之「經」。而皮錫瑞之

觀點乃得自西漢儒生的言論。他之所以相信西漢儒生之言，關鍵在於他所抱

有今文經學意識，認為西漢是中國經學的黃金時代，其時但凡有關經學之言

說都是值得相信的。然而，一如上文所介紹，皮錫瑞所理解的「六經」卻不

包括《王制》在內。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六經」是否等於「經」

                                                      
151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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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內涵？ 

 

第三節 皮錫瑞對「經」內涵的補釋 

如果我們細心留意皮錫瑞的說話，不難發現他經常將「經」與「六經」

畫上等號。例如《通論．自序》所言：「一當知經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

有經」152，如果結合上文所引〈經學開闢時代〉他有關孔子刪定六經的描述

的話，很明顯《通論》這一句是呼應孔子刪定「六經」這一史實而寫的，故

此皮錫瑞《通論．自序》中所謂之「經」，應是指「六經」而言。而且一如上

文所引，他在〈經學流傳時代〉中更明言在眾多的文獻之中，只有他所認為

的「六經」才是孔子所手定的。故皮錫瑞在有關的文句中，將「經」的範圍

限定為「六藝」，亦即是「六經」，並強調只有「六經」方可稱之謂「經」。葉

國良、夏長樸和李隆獻所合著之《經學通論》亦就此推斷出皮錫瑞對於「經」

的理解，應該只包括「六經」而已。今摘錄如下： 

皮氏(錫瑞)認為：孔子為了創制立教，而作六經——即所謂刪《詩》、

《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所以經學即是研究

孔子著作及其學說的學問。至於後世也列為經書的《爾雅》、《孝經》

等，非孔子所作，皮氏認為不夠資格列為經，所以皮氏撰寫《經學通

論》，只論五經(按：《樂》亡)，不及其它。皮氏提出的書因孔子所作

或曾經孔子修訂而成為經的看法，代表著部分今文學家的立場，這也

反映出孔子在他們心目中的「先聖」地位。153 

這段說話明顯是建基於上文所引皮錫瑞之言而得出的。此段文字大致上可分

作兩個部分，頭一部分交代了在皮錫瑞的應然世界中，傳統經學的研究對象

和目的。但在實然層面而言，皮錫瑞對經學的這一方面的理解又是否完全正

確？這一問題雖很有討論的價值，但礙於此並非本文之主旨，故存而不論。

                                                      
15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頁 1。 
153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合著：《經學通論》，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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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章而言，上述引文的關鍵反而是後一部分。他們認為，除了「六經」之

外，皮錫瑞不認同後世視之為「經」的其他文獻有資格擁有「經」之名，原

因在於它們不得其實，即它們均非孔子所作，且其中沒有由孔子所賦予之微

言大義。他們進而指出，由於皮錫瑞並不視其他文獻為「經」，故所撰寫之《通

論》一書只立「五經」(其中《樂經》已亡佚)而不及其他。 

    然而，如果皮錫瑞所認定的「經」只包含「六經」的話，則他視為《王

制》一篇為「經」的做法就顯得不太合理。正如上文所言，「六經」並不包括

《王制》在內。為此我們要問，在皮錫瑞的論述之中，是否有其他文獻既非

「六經」之一，而又能稱之為「經」？這將是解答以上矛盾的線索。皮錫瑞

在提出「惟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為經。」這一觀點之後補充說道： 

          《易》之《繫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而《史記》稱《繫

辭》為傳，以《繫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喪

服傳》，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論語》記孔

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於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為傳；漢人引《論語》

多稱傳。《孝經》雖名為經，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
154 

這裡皮錫瑞分別舉出了《繫辭傳》、155《喪服傳》、《孝經》和《論語》為例，

指出他們在漢代均是稱為「傳」而不是「經」。然其中有關《孝經》的部分十

分值得留意。皮錫瑞說《孝經》雖名為經，但在漢代卻稱之為傳。原因在於

它並不屬於「六藝」，即「六經」之中。但觀看稍前的〈經學開闢時代〉一篇

                                                      
154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67-68。 
155

 這裡的《繫辭》與皮錫瑞其他地方所理解之《繫辭》有所分別。《易學通論》「論卦辭爻

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一條中，皮錫瑞言：「以卦辭爻辭為孔子作，疑無明文可據，

然亦非盡無據也。古以《繫辭》即為卦辭爻辭，漢儒說皆如是。而今之《繫辭》上下篇，古

以為《繫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蓋古本皆如是。宋吳仁傑：「古周易以爻為《繫辭》，

今考《繫辭》有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

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

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明是指卦爻辭謂之《繫辭》，若謂《繫

辭》中四處所云繫辭，即是今之《繫辭》，孔子不應屢自稱其所著之書，又自言其作辭之義，

且不應自稱聖人，蓋《繫辭》即卦辭爻辭，乃孔子所作，今之《繫辭》乃繫辭之傳，孔子弟

子所作。從中將今本之《繫辭傳》與漢儒所說之《繫辭》分別開來。前者是孔門弟子所作，

後者則是孔子所作之卦、爻辭。而這裡除前者之意。見氏著：《經學通論．易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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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孝經》的論述的話，則〈經學開闢時代〉中的論述與這裡的似乎有矛

盾的地方： 

「六經」之外，有《孝經》，亦稱經。《孝經緯．鉤命訣》「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是孔子已名其書為《孝經》。其所以稱經者，《漢書．藝文志》曰：「夫

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注《孝

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

經者，不易之稱。」鄭注《中庸》「大經大本」曰：「大經謂《六藝》，

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

《孝經》並稱。《史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

《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蓋以《詩》、《書》、

《易》、《禮》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鄭康

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

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

經為最要，故稱經亦最先。156 

皮錫瑞在這裡指出了「六經」之外亦有《孝經》一書可稱之謂「經」。但《孝

經》之「經」是否單純是書名而已，而不包含任何意思？如果是的話，為何

要用「經」為書名而不用其他字詞，如「書」等等？為此，皮錫瑞先徵引漢

代緯書為證，指出孔子一開始已稱《孝經》一書為「經」，之後分別引用《藝

文志》和鄭玄的注解指出《孝經》之所以稱為「經」的原因是因為它所記的

內容是「天之經、地之義」，是歷世而不變的道理，這與上文所言「六經」的

可作為萬世法則的微言大義相同。並從而指出漢人因為尊敬孔子，故《孝經》

與《春秋》二書並稱，證明《孝經》一書的地位可與《春秋》媲美。但是，

這只能見出《孝經》的地位很高，而不能因此證明《孝經》即是「經」的一

種。故此更重要的，是皮錫瑞及後分別引用了《史晨奉祀孔子廟碑》和《百

石卒史碑》兩篇漢時的刻碑為證，證明漢人已知道《孝經》是經由孔子所作

的。最後引用鄭玄認為《孝經》為「視諸經為最要」，亦即在鄭玄眼中《孝經》

比「六經」還更重要。先不論《孝經》是否比「六經」更重要，但從以上資

                                                      
156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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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看來，漢人相信《孝經》的性質與「六經」實甚為一致，它既是孔子所作，

亦與「六經」一樣有作為萬世準則之微言大義於其中。 

    筆者之所以說皮錫瑞這一段有關《孝經》的論述與〈經學流傳時代〉對

於《孝經》在漢代不立官而不能稱為「經」的論述有矛盾的原因在於，從〈經

學開闢時代〉中可見，漢人似乎對《孝經》一書頗為重視，而且並沒有簡單

地將之視為由孔門弟子所作的「傳」。那麼皮錫瑞在〈經學開闢時代〉所引的

資料在他眼中又是否可信？如果這些資料在他而言只是一些不太可信的文獻

的話，則以上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但正如上文所言，皮錫瑞的今文學意識使

他對漢代的經學十分嚮往，連帶當時有關經學的文獻，不論是傳世文獻或出

土文獻，均表現出相當大的信任。故上文所引的漢代緯書和石碑中所記載的

有關當時經學思想的內容，在他而言也是可以相信的。他於《歷史》一書中

分別解釋其相信之原因： 

漢儒增益秘緯，乃以讖文牽合經義。其合於經義者近純，其涉於

讖文者多駮。故緯，純駮互見，未可一概詆之。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
157 

以及：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自書丹，使工

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鹹取則焉。尤為一代大典。使碑石

尚在，足以考見漢時經文。158 

第一段引文是就緯書而言的，後一段則是對碑文而言的。159由此可見皮錫瑞

認為兩種文獻都有可信之處。而且上文在徵引兩類文獻的過程中，皮錫瑞似

乎沒有表現出任何懷疑的態度。可以推斷〈經學開闢時代〉中有關《孝經》

                                                      
157

 同上註，頁 109。 
158

 同上註，頁 117。 
159

 應該注意，皮錫瑞雖然意識到「纖」和「緯」是兩種不同的文獻，但對二者的理解卻時

有混淆。詳見梁秉賦：〈清末民初學人的纖緯觀——1890-1930〉，載《經學的多元脈絡——文

獻、動機、義理、社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8 年)，頁 35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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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據都是皮錫瑞所接受的。 

    那麼，皮錫瑞的思想本身便有一不能解決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凡是孔

子所作和所定的文獻都是「經」；另一方面指出只有「六經」才是孔子所定，

故只有它們才可稱之謂「經」，並將「六經」以外的文獻完全排除出經典範圍

之外。因此，當面對「六經」以外的，由孔子所作的文獻時，皮錫瑞的立場

顯得搖擺不定，這或許是皮錫瑞沒有注意到的地方。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

以從中找出一個標準出來：凡是「經」都必須是孔子所定或所作的，且須有

由孔子所賦予之微言大義，否則便不能冠以「經」之名。 

 

第四節 《王制》由「傳」到「經」的原因：從「傳」的

性質和功能出發 

解決了皮錫瑞論述中所出現的矛盾後，我們便要處理以下一個問題：屬

於《禮記》的其中一篇的《王制》在皮錫瑞眼中為何可以從「傳」一躍而成

為「經」？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要先知道「傳」這一體例之性質，並瞭解

它和「經」之間的差別。正如上引，「傳」是孔門弟子所撰寫之釋經文獻，但

單憑一句說話，實在很難全面理解皮錫瑞對於「傳」的認知，而且當中亦衍

生出不少問題，如：為何會有「傳」的出現？「傳」的內容與「經」有出入

時又當如何處理？「傳」能否成為「經」？本節將就皮錫瑞對於「傳」的理

解作一分析，以此為基礎分析為何《王制》可以從「傳」成為「經」。 

皮錫瑞曾引張杓之言，指出張氏分「傳」為兩類的說法亦屬合理：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

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

所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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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穀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為儉，通經為長。』此

而例之訓詁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

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為傳

與《春秋》相表裡，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

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為經發；據高氏祐、賀氏循，則並目之為史。

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為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

錫瑞案：……此獨分別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其說亦通。160 

據此，「傳」有兩種不同的性質：訓詁之傳和載記之傳。訓詁之傳即是解釋「經」

的文獻。如皮錫瑞所言：「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即是說「傳」的功用

在於解釋「經」，具體而言而則是解釋隱藏在經文之中的，由孔子所賦予的微

言大義。除了以上所言，用作解釋《春秋》之《公羊傳》屬於訓詁之傳外，

依皮錫瑞對於訓詁之傳的解釋，則在他而言，其他各經均有所屬之訓詁之傳。

以《易》為例，《繫辭傳》則是用作闡釋《易經》之訓詁之傳。有關這一點，

上文中已有提及，在此不再申述(詳見本文頁 50)。至於載記之傳，是以記事

為主，而不以解經為主，例如《左傳》即為載記之傳之代表，所謂：「以《左

傳》為載記之傳，其說亦通。」161兩者之間，明顯皮錫瑞是特別看重訓詁之

傳的，正如上所言，訓詁之傳主要為解釋「經」，在經學言其意義比著重記事

的載記之傳更為重要。以《左傳》為例，由於《左傳》內容不是以解《春秋》

一經為主，而是記載史實為本，故此皮錫瑞認為它在經學領域上並不如「訓

詁之傳」，即以解釋《春秋》微言大義之《公羊傳》和《穀梁傳》般重要，而

《公羊》、《穀梁》又以前者為重，原因為：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王立

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162 

《穀梁傳》相對《公羊傳》而言，所闡發的經義較少，故此其重要性又不如

《公羊傳》般重要。可以說從經學言，《春秋》三傳之中，以《公羊傳》為最

                                                      
16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41。 
161

 同上註，頁 42。 
16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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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穀梁傳》次之，《左傳》最次。 

但不論是訓詁之傳還是載記之傳，「傳」的內容必須依「經」而立，並不

能與「經」有任何差別。如果兩者之間有差別的話，則必須抱有一個宗旨：「經

可以正傳記，傳記不得難經。」163一定要以經的內容改正傳的錯誤。治經者

不能因為「傳」與「經」之間的矛盾而認為是「經」的失誤，並以「傳」的

內容懷疑「經」本身，甚至更改經文。又以屬於「載記之傳」的《左傳》為

例，皮錫瑞在討論《左傳》之於《春秋》時曰： 

自漢後，《公羊》廢擱，《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為聖經，

甚且執杜解為傳義。不但《春秋》一經，汨亂已久；而《左氏》之傳，

受誣亦多。孔疏於經傳不合者，不雲傳誤，反雲經誤。劉知幾《史通》，

詆毀聖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垂教

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

合，而必欲混合為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

反信傳而疑經矣。164 

皮錫瑞指出漢代以後專以解釋《春秋》一經的微言大義的《公羊傳》已為人

所棄，取而代之的是以記史事為主之《左傳》。他隨後指出，後代之儒生如孔

穎達等在面對《春秋》經與《左傳》不同或相矛盾的地方時，竟以為是作為

「經」之《春秋》之誤而非《左傳》之誤。由此他指出，《春秋》「經」是立

一字之褒貶，並有微言大義於其中，以便垂教於後世；至於《左傳》則是「史」，

以記錄史實為中心，後人將兩種性質不同的文獻強合為一，本已屬不智之舉，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清楚「經」和「傳」之間的差別，致使他們不相信「經」

的神聖而反以「傳」之記錄懷疑「經」的內容。所謂：「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

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從上可見，「經」相對於「傳」而言

更為重要，且其內容是絕對正確的，不容後人懷疑或修改。 

    然而，為何「經」之外會有「傳」的出現以解釋「經」的內容？這涉及

                                                      
16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56。 
164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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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傳」的功能。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孔子的微言大義在「經」之中並沒

有得到很詳細的闡發，故必須要有「傳」為之解，微言大義方可為人所知曉。

皮錫瑞曾在討論《儀禮》不應視之為「曲禮」時曰： 

以《周官》為經禮三百，不過仍以其數偶合。以《儀禮》為曲禮

三千，則以所引在經禮三百下，而強坐為曲禮。據其說三千條此存十

七篇，即篇有數條，亦比十七篇幾增加百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

百倍當有數百萬言，當時如何通行，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

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165 

從《儀禮》的文字總數只有「五萬言」一語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訊息：孔

子所定之經的篇幅並不長。除《儀經》外，《春秋》一經總計只有一萬六千餘

字，但所記者為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加上一字之褒貶，其義極為

豐富，以這樣的篇幅而言，根本沒法圓滿地對孔子之微言大義詳加解釋。這

一點皮錫瑞已有所留意，「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

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一條中有言： 

孔子是為萬世作經，而立法以垂教，非為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徵

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數萬，其旨數千。」張晏曰：「《春秋》

萬八千字。」李仁甫曰：「細數之，尚減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與王氏《學

林》雲萬六千五百餘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萬六千餘

字，計當時列國赴告，魯史著錄，必十倍於《春秋》所書，孔子筆削，

不過十取其一，蓋惟取其事之足以明義者，筆之於書，以為後世立法，

其餘皆削去不錄，或事見於前者，即不錄於後，或事見於此者，即不

錄於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數事，或大事而不載，或細事而詳書，

學者多以為疑，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166 

皮錫瑞此段文字本只想從《春秋》一經的篇幅證明《春秋》非記事之書，而

且指明《春秋》筆法之用例。但從所引的董仲舒之言，可見字數僅一萬六千

餘字的《春秋》當中包含了數千個微言大義。以此篇幅計，《春秋》自然無法

詳細地對各個意義再作解說，而必須有人對之進行解說。我們固然不應拘泥

                                                      
165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 
16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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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數字之上，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經之中的微言大義實在非常豐富，非

其載體所能完全解釋。這樣，便需要有一媒體去對經中之微言大義作一解釋，

方可有利學者掌握經中之微言大義，並將之實踐出來，於是「傳」便因此而

生。 

    以上我們對皮錫瑞對於「傳」的本質的理解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從中

可見「傳」的地位不可能比「經」更重要，因它只是解釋「經」的文獻，而

不能與「經」的內容有所違背。可以說「傳」是附屬於「經」之下的文獻。

然而，在《通論》一書中，我們卻發現皮錫瑞有時會將「經」和「傳」放在

同一水平之上作論述，甚至認為「傳」可以為「經」。最明顯的，是《公羊傳》

之於《春秋》和《禮記》之於《儀禮》二例。其中原因為何？筆者以為這與

「傳」的功能有關。今分別引述如下： 

就前者而言，皮錫瑞在《春秋通論》「論《春秋》家、《左傳》家當分為

二，如劉知幾說」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熹平《石經》《公羊春秋》，有傳無經，漢時專主《公羊》，故直以

《公羊》為《春秋》。後世孤行《左傳》，又直以《左傳》為《春秋》。

《公羊》字字解經，經傳相附，以《公羊》為《春秋》可也。《左氏》

本不解經，經傳不相附，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以《左氏》為《春

秋》，不可也。167 

皮錫瑞在這裡指出漢代的儒生十分推崇本屬於「傳」的《公羊傳》，故此時人

直接以《公羊傳》為《春秋》一經。而後來的儒生則以《左傳》為《春秋》

經。皮錫瑞認為，由於《公羊傳》一字一句都是解釋《春秋》一經的，加上

經文和傳文相附合，故認同漢代人視《公羊》為《春秋》的做法；至於以《左

傳》為《春秋》經，他認為《左傳》原本不是以解釋《春秋》而生的，再者

                                                      
16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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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傳文的內容並不一致，因而對這一做法不以為然。168 

就後者而言，《三禮通論》「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一條

中皮錫瑞曾言及：「而《禮記》網羅浩博，與十七篇亦當並行。」169認為屬於

「經」的《儀禮》和屬於「傳」的《禮記》應當並行，即是兩者重要性相當。

傳統以來，「傳」都是附屬於「經」之下的一種體例，皮錫瑞提出《儀經》和

《禮記》應當並行，加上上文他對漢人以《公羊傳》為《春秋》經這一做法

表示認同，凡此種種，似乎暗示了「經」和「傳」的分別在他的思想中變得

不再重要。如果這一說法成立的話，則皮錫瑞一開始為「經」所定下的標準

以及上文所言他對於「傳」的理解便被他自己一手推翻。要解決這一看似矛

盾的現象，唯有結合上文所論皮錫瑞對「傳」的功能的認識。而透過這一方

法我們可發現，皮錫瑞以上之「經傳並行」的觀點亦有其合理之處，而且並

不與其對「經」、「傳」的理解有所矛盾。 

    就前者而言，正如皮氏所言：「《公羊》字字解經，經傳相附」170，既然

《春秋》一經無法對其微言大義作詳細的闡述，故能包含《春秋》微言兼大

義的《公羊傳》便應受到重視。因為它是讓後來治《春秋》者瞭解《春秋》

一經微言大義的途徑。這是從《公羊傳》之功能而言的。而且在《春秋通論》

的其他地方，亦不乏「《公羊》知《春秋》大義」的相關描述，如： 

《春秋》立一王之法，其義尤為顯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

王改制，為能發明斯義。171 

以及： 

                                                      
168

 皮錫瑞認為，《春秋》屬經，《左傳》屬史，兩者不應混淆而又不可偏廢。這在《春秋通

論》一書中隨處可見，例如「論《穀梁》廢興及三傳分別」中曰：「《春秋》有大義，有微言。

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

傳大義；《左氏》並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故三傳並行大廢，

特為斟酌分別，學者可審所擇從矣。」同上註，頁 19。 
16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70。 
17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66。 
171

 同上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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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使後之讀《春秋》者，曉

然知其大義所存。較之徒託空言而未能徵實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

三傳惟《公羊》家能明此旨。172 

又：「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173等等，更明顯地指出了《公羊傳》所

含之意義與《春秋》相同。亦因此皮錫瑞認同漢代儒生的做法，是因為唯有

《公羊傳》，後人方能明白《春秋》經之微言大義。雖然《公羊傳》部分內容，

如有關占驗的描述在皮錫瑞眼中是《春秋》學的別傳，與微言大義無關，174但

其書之主要內容與《春秋》之大義最為接近。正如上文所引：「《春秋》有大

義，有微言……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175而且皮錫瑞隨後亦有言： 

古者經自經，傳自傳。漢熹平《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是其證。176 

同樣引用了熹平《石經》，但這裡皮錫瑞卻指出了古代嚴格分別經是經，傳是

傳的情況，「經」、「傳」二者不可以完全等同。故此準確地說，皮錫瑞所認同

的，是漢人以《公羊傳》所載之微言大義為《春秋》之微言大義，而不是說

他認同將作為「傳」的《公羊傳》視之為《春秋》一經，因為《公羊傳》並

非由孔子所手定的文獻。 

而《儀禮》的情況亦與《春秋》相同。《儀禮》所記，主要是周代貴族的

一些重要的禮儀，包括成年禮、婚禮、喪禮、祭禮等。其書對於禮儀中的過

程、器物等都有詳細的記載。據皮錫瑞所言，《儀禮》所包括之貴族，並非只

有士這一貴族階層而已，「論古冠、昏、祭之禮，士以上有同有異」一條曰： 

十七篇古稱《士禮》，其實不皆士禮。純乎士禮者，惟冠、昏、喪

相見。若祭禮，則少牢饋食、有司徹為大夫禮。鄉飲、射，士大夫所

                                                      
172

 同上註，頁 22。 
173

 同上註，頁 51。 
174

 皮錫瑞於《春秋通論》「論《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驗皆非大

義所關。」中曰：「《公羊》氏亦齊學，故董子書多說陰陽五行，何氏解詁說占驗亦詳，要皆

《春秋》之別傳，與大義無關。」同上註，頁 29-30。 
175

 同上註，頁 19。 
176

 同上註，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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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為諸侯禮。覲禮為諸侯見天子禮，

並非專為士設。其通稱士禮者，蓋以士冠列者，遂並其下通稱為士，

而不復分別耳。177 

可見《儀禮》的涵蓋面相當廣泛。然而，由於《儀禮》一書主要在記錄周代

貴族禮儀的詳細過程，加上字數上的所限(只有五萬字左右)，故禮儀細節中

所包含的意義則無法有詳細的交代。皮錫瑞對於禮儀背後之義理實十分看重，

認為它們對於治經者而言更為重要，因為儀式會因時而變，唯有禮儀背後之

義理歷久不衰。《通論》曾記有皮錫瑞批評陳振叔之言： 

陳振叔《說儀禮》雲：「此乃儀，更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

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之類，說大經處，這

是禮，須更有個文字。」則猶未知《禮經》關繫之重，更在制度之上

也。178 

從他對陳振叔的批評可見，皮錫瑞並不認為《儀禮》單純是一記載禮儀之書，

更重要者是這些禮儀背後的義理。故此《禮記》的作用，則在於闡釋《儀禮》

所記之禮儀背後的意義，使之更為明確易明。正如皮錫瑞所言： 

治《禮經》者，雖重禮之節文，而義理亦不可少，聖人所定之禮，

非有記者發明其義，則精意閎旨，未必人人能解，且節文時有變通，

而義理古今不易，十七篇雖聖人所定，後世不盡可行，得其義而通之，

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禮意，則古禮猶可以稍復，後世用《禮記》取士，

而不用《儀禮》，誠不免棄經任傳之失。179 

皮錫瑞於此解釋了，聖人孔子所定之《禮經》如果沒有後來的《禮記》去闡

發隱藏在經文之中的義理的話，則後人未必全都能明白《禮經》一書的微言

大義。加上《儀禮》所記的禮儀未必能通行於後世，唯有所記之禮儀背後之

意義可為後人所學習。如果沒有《禮記》對《儀禮》的微言大義進行闡發的

話，則《儀禮》一書便很容易因其所記之禮儀不合時宜而為人所忘。故所謂

                                                      
17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20。 
178

 同上註，頁 13。 
179

 同上註，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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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禮記》網羅浩博，與十七篇亦當並行」應從這一角度來思考，才不致

於誤會皮錫瑞認同《儀禮》一經和《禮記》一傳地位等同。加上，皮錫瑞在

「論《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當從朱子採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

分節尤明」一條中亦曾言：「分別經、傳，當從朱子之說。」180可見經、傳兩

個概念應分別清楚，不應混淆。又他對於後來以《禮記》而非《儀禮》取士

這一舉動十分不滿，認為這是「棄經任傳」的錯誤行為，足證作為「傳」的

《禮記》即使與作為「經」的《儀禮》同樣重要，但都不應將之視為「經」，

因為它只是後人所撰的文獻中最能反映孔子所定之「經」中的微言大義的解

釋性文字，而不是「經」的本身。 

以上為皮錫瑞對於「傳」的性質的分析，可見「傳」即使如何重要，又

或者其功能與「經」如何接近，它亦不能擁有「經」之名，因為它們沒有「經」

之實。即是說，《王制》作為《禮記》之一篇，它即使如何重要，按照以上的

思路，理應不能成為「經」。但正如筆者前文所言，在皮錫瑞的論述中可見出

他對於本身作為「傳」的其中一篇的《王制》十分關注，這裡再次引用《三

禮通論》「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一條為例： 

《王制》為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分篇別出。《禮運》

說禮極精，應亦分篇別出。181 

這裡皮錫瑞認為應將《王制》和《禮運》二篇從《禮記》之中分別出來。其

原因在於它們「義之精」。由於《禮運》非本文探討的對象，故不作深究。但

有一點需說明者，是若我們細閱《通論》和《歷史》二書，可發現其中均沒

有稱《禮運》為「經」的證據。182而《王制》之所以「義之精」，是因為它為

                                                      
180

 同上註，頁 24。 
181

 同上註，頁 79。 
182

 《歷史》一書中只有一處提到《禮運》：「雖《春秋》太平之義，《禮運》大同之象，尚有

未逮；而三代後政教之盛，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見氏著：《經學歷史》，頁 104。這

裡雖然將《禮運》和《春秋》一同列出，但亦沒有直接稱《禮運》為「經」。至於《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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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大宗，而用其內容足夠管治天下。為此我們便要從皮錫瑞對於《王制》

的成書和內容的相關論述著手，分析皮錫瑞將《王制》一篇稱為「經」的原

因。 

如果我們細察皮錫瑞對《王制》一書的論述的話，可以發現皮錫瑞認為

《王制》一篇應該單獨分別出來這一觀點有其合理之處，原因在於《王制》

一篇並不符合「傳」的性質。我們可以在《通論》和《王制箋》二書中找到

不少相關的證據。在二書之中，皮錫瑞都曾對《王制》一篇的成書和其內容

作過兩段頗為類似的討論。首先是《三禮通論》「論《王制》今文大宗，即《春

秋》素王之制」一條，皮錫瑞曾言： 

《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

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

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

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

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雖

無漢儒明文可據，證以《公羊》、《穀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

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聖門學

者原本聖人之說，定為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

與《春秋》說頗相同，而於《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

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

之患，治經者能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據鄭君說，出在赧

王之後，《周官》據何劭公說，亦出戰國之時，是其出書先後略同，而

為說不同，皆由聖門各據所聞，著為成書，以待後世之施行者。183 

皮錫瑞引用了與他同時的愈樾對於《王制》成書的觀點，認為《王制》由於

是一部「素王改制」之書，其內容「體大物博」，且用《王制》一書足以治理

天下，故不可能是漢代博士所能夠作成，而一定是孔門的作品。對於《王制》

為漢代博士所作這一觀點，皮錫瑞在《王制箋》一書最後一條中曾作過批評： 

                                                                                                                                                 
一書則有十五處提到《禮運》，同樣沒有明確指出《禮運》是「經」。詳參氏著：《經學通論》

一書。 
18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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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疑「古者以周尺」以下為後人附記，故此數節皆上文所已言而

未詳者。當時義本口授，恐後人不能盡知，乃更詳言以告後人，如《儀

禮》諸篇之有「記」。此節尤曉然易見，以上文不詳其目，故列其目以

附於末也。後儒因「古者周尺」之文疑此經全篇皆出漢儒，此聖人定

制之意所以不明，而其所定之制，後世亦未見之實行也。184 

上述引文中的「後儒」，即指以盧植為首的相信《王制》為漢代博士所作這一

觀點的學者。皮錫瑞在這裡強調他們之所以誤以為《王制》非孔子所作，其

原因在於他們未能分別《王制》第 52 條以下的內容為後人所作之用作補充說

明《王制》一經之「記」。故以「記」中之內容為據，錯誤地將《王制》之經

文的著作權歸於後儒。同時，皮錫瑞認為《王制》不可能是由西漢博士所作，

亦可見出皮錫瑞雖然十分憧憬西漢時代的經學，但始終覺得他們的能力不及

之前的孔子和孟、荀等人，原因正如上文所言，在於西漢時候的儒生只是實

踐了孔子之微言大義，而無所創發。相同的觀點在《王制箋》一書亦有所及： 

俞樾曰：「《王制篇》盧植謂漢文帝令博士生作，然據《史記索隱》，

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王制》也。鄭

康成答臨碩雲：『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亦

以意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

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

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錫瑞案：俞說近

是。鄭《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則

已知《王制》之出於孔門。185 

這段說話基本上是重複《通論》的論調。皮錫瑞同樣引用了俞樾的說法，認

為他的說法與事實接近，由此說明了《王制》一書是由孔門弟子將孔子所言

之素王改制之法記錄下來而成的。至於具體成書的年代，皮錫瑞認為鄭玄說

《王制》見於戰國後期之說可取。即是說，《王制》一篇是由其門人在孔子之

後，「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的。但皮錫瑞曾言：「凡出於孔子之後者，

不得為經。」凡是出自孔子之後的文獻，均不能稱為「經」，因為「經」必須

                                                      
184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62 
185

 同上註，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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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孔子所定和所作的。如果《王制》是出自孔子之後的話，那麼它在皮錫瑞

的思想體系之中便不能稱為「經」，而極其量只能稱為「傳」而已。但正如上

文所言，《王制》並不是解釋《儀禮》的詮釋性文獻，那麼皮錫瑞提出了什麼

理據，認為《王制》是屬於「經」？ 

    要處理上述問題，筆者認為俞樾：「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一句對於

理解為何皮錫瑞稱《王制》一篇為「經」甚為關鍵。皮錫瑞認為「俞說近是」，

則他對俞氏之言亦很信服。186孔門弟子所「與聞」者，為孔子所立之素王改

制之法。俞樾亦言：「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

即是說孔子在作《春秋》一經前，先將當時的「王法」整理一過。「王法」具

體意思為何？即是虞、夏、殷、周四代之法，透過斟酌四代之法，可取者保

留，不可取者將之捨棄，最後成為一條條新法，所謂： 

《王制》即素王之制，其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孔子斟酌四代(虞、

夏、商、周)，未嘗不采夏、殷。187 

學者丁亞傑曾解釋為何皮錫瑞認為孔子在作《春秋》前先修定《王制》，他於

其書中指出： 

春秋實際歷史的變化是時代愈後愈見衰亂，但三世說卻顛倒言之，

以為愈後愈治，最後終達太平世。處理此一矛盾，《公羊》家通義，均

以假託當之，皮錫瑞知之甚稔，故以借事明義解經。治國理政，不能

僅憑褒貶，褒貶可以導出對歷史人物、事件的價值判斷，但不能導出

治國理政的制度。三世說的不足，就在此處。皮錫瑞選擇《王制》作

為制度的憑藉，正可補足此一缺失。188 

丁氏之說，指出了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王制》與《春秋》兩者是互相補

                                                      
186

 吳仰湘認為，皮錫瑞並非百分百肯定俞樾之說。見氏著：〈皮錫瑞《王制》研究評析〉，

收入氏著《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421。筆者這裡先不論吳氏之見是否屬實，因

這一點並不影響我們對於皮錫瑞有關《王制》性質的理解。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此即

《王制》一篇在皮錫瑞眼中是由孔子所定的素王之制之書。 
187

 同上註，頁 13。 
188

 丁亞傑：《淸末民初公羊學硏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002 年)，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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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存在。而據上文所引皮氏之言，孔子在作《春秋》前先定《王制》，其用

意亦在於此。但是在這一階段，孔子並無意識將這些法制整理成一部完整的

文獻，原因在於這些整理後之王法只是為作《春秋》一經所作的準備，而且

這些王法背後之微言，即是素王改制之義亦將賦予到《春秋》一經中，正如

皮錫瑞所言： 

綜而論之，《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

王立法。189 

「為後王立法」，即是素王改制之意，這與《王制》一篇的經義相同。
190
可見

《王制》一篇之義，在《春秋》中均得到充分的表達，分別只是《王制》一

篇所記者為具體之法制，而《春秋》是借事以明義，但當中的微言均是相同

的。由於沒有整理成一部完整的文獻，故此孔門弟子只能從孔子口中「與聞

緒論」。到後來，部分孔門弟子將孔子所整理過的各條新法加以編輯而成《王

制》一書，此即：「私相纂輯而成此篇」。 

    因此，根據上文皮錫瑞對於「經」的理解，則《王制》一篇雖然是孔子

之後才得以成書，但是孔子在作《春秋》以前便早已將當中的內容加以整理，

即「斟酌損益」，並且「具有規條」，只是並未將之加以整合成一部完整的文

獻並冠以《王制》一名而已。又這些未經整合成書的法制，都早已由孔子賦

予了素王改制之意於其中，到後來才在孔門弟子的手中編輯成書，而且弟子

編輯《王制》並不是用作解釋《儀禮》一經，而是希望將孔子所立之新法得

以保存下來。故此《王制》相對「傳」而言，更為符合「經」的標準：由孔

子所定。雖云《王制》一書不像其他各經(「六經」和《孝經》)一樣在孔子

時已經成書，但在皮錫瑞看來，它依然經過孔子的整理和有由孔子所賦予之

「微言大義」：素王改制之法，於其中，故可以稱之謂「經」。或者可以說，

                                                      
18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9。 
190

 有關觀點，筆者在本論文第三章會作更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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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皮錫瑞所理解的，稱為「經」的文獻之中較為特別的一部文獻。 

 

第五節 結論 

    歷來治經學者均因為他們經學立場的差異而對「經」的內涵有不同的理

解。皮錫瑞作為一位「立場堅定的今文經學家」，191對於西漢時候的經學充滿

了憧憬。而西漢的經學之所以被他視為經學的「極純正的時代」，在於當時的

儒生和統治者均尊奉孔子所定之文獻，並以此作為治國之標準： 

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

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192 

而孔子刪定六經，可說是西漢儒生的共識。故此皮錫瑞很自然地將「經」的

著作權歸之於聖人孔子，認為只有經過孔子所定由孔子所作的文獻方可冠以

「經」之名。雖然皮錫瑞在論述自己對於「經」的理解時有未能妥善解決的

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將「經」的神聖性歸於孔子身上，這一點在《歷

史》、《通論》二書，以及稍後的《王制箋》中均沒有改變。而《王制》一篇

之所以能從作為「傳」的《禮記》之中分別出來，並一躍而有「經」之名，

其原因在於它雖然在孔子之前未成為一部完整的文獻，但其中的內容均已經

過孔子的整理，每一條均有《春秋》之微言：「素王改制」於其中。皮錫瑞於

《王制箋》一書中反覆稱《王制》為「經」，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可以說，這

是皮錫瑞所發現的，《王制》一篇的價值之所在。故此才於晚年撰成《王制箋》

一書以闡發《王制》當中的由孔子所賦予之微言大義。而皮錫瑞既稱《王制》

為「今文之大宗」，並在《通論》稍後的《王制箋》一書中稱《王制》為「經」，

實可見其今文經學意識變得更為強烈，但凡與孔子產生直接關係的文獻，均

                                                      
191

 蔡長林：〈皮錫瑞「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平議〉，載《首屆國際《尚

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45。 
192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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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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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皮錫瑞「尊孔」的經學態度——從《王制

箋》中「素王」之義說起 

 

本論文的第二章探討了皮錫瑞以《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這一特質，從

而主張將是篇從《禮記》四十九篇中單獨抽出，並賦予其作為「經」的神聖

的地位。本章即對「素王之制」中「素王」這一名詞的內涵作出分析。本章

之所以對「素王」的內涵作出剖析，是基於兩個原因。一，「素王」一詞對於

本論文的論述發展而言甚為重要。蓋本論文所討論之若干問題，如上一章所

討論的《王制》為何屬於「經」，以及第四章將討論到《王制》與《儀禮》的

關係，都是建基於皮錫瑞認為《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這一觀點而來的，故

筆者認為對於「素王」一詞的涵意，有釐清之必要；其二，更為重要者，是

筆者在通讀《王制箋》一書後，發現因著不同的語境，「素王」一詞有著多於

一重的理解。 

學界在討論《王制箋》中皮錫瑞認為《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時，並沒

有注意到「素王」有多重解讀這一現象。如吳仰湘在〈皮錫瑞的《王制》研

究〉一文中云： 

全書(《王制箋》)主旨就是闡述《王制》何以是素王新制，聖人如何

為後世立法，同時辨明今、古文家法……193 

吳氏全文沒有再就「素王之制」，特別是「素王」一詞的涵意作出任何解釋。

而王鍔在泛論《王制箋》一書時曰： 

                                                      
193

 吳仰湘：〈皮錫瑞的《王制》研究〉，載《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長沙：湖南大

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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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據俞樾之說，撰《王制箋》一卷，謂《王制》乃素王之制。194 

又章可在討論皮錫瑞撰作《王制箋》時亦言： 

皮(錫瑞)也明言，自己受到俞樾的啟發，他稱讚：「俞氏以《王制》為

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甚至在《王制箋》的序文末直接說：「今

據俞樾說《王制》為素王所定之制。」195 

王、章二人與吳氏同樣地了解到皮錫瑞在撰《王制箋》一書時以「素王之制」

作為詮釋的視角。然而亦同樣地，他們都沒有就「素王之制」中「素王」一

詞作過任何申述。這相信皮錫瑞在《王制箋》一書中對此沒有作過說明有關，

196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在這些學者的腦海中，「素王」一詞

是一人所共知而不言而喻的概念。筆者這一假設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學界

長久以來，或許是受到康有為的影響，在提及到「素王」一詞時，都不約而

同地將素王與孔子拉上直接的關係，亦即是「素王即孔子」。197然而，學者對

「素王」一詞有何理解，才使他們以之指稱孔子本人？又皮錫瑞於《王制箋》

一書中所使用的「素王」一詞，其意思到底為何？又既然筆者指出「素王」

一詞於是書中有多於一重的意思，那這一現象又該如何解釋？正如筆者在本

文第二章所言，正是由於皮錫瑞相信《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他才會

如此重視《王制》的價值。筆者相信，解決以上有關「素王」內涵的問題，

對於理解《王制箋》的內容有一定的裨益。至於解釋「素王」多重意義的關

鍵，筆者相信與皮氏「尊孔」的思想有很大的關係。這一點實源於皮錫瑞「通

                                                      
194

 王鍔：〈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書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1 期(2006 年 1 月)，

頁 20。 
195

 章可：〈《禮記．王制》的地位升降與晚清今古文之爭〉，《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128。 
196

 綜觀《王制箋》一書，皮錫瑞雖經常使用「素王」一詞，但於是書中卻沒有對「素王」

一詞作過任何清楚的界定。詳見氏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北京：華夏出版

社，2005 年)。 
197

 康有為於《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有一節名為〈孔子為素王考〉，其中條列所有記載到「素

王」一詞的文獻資料，並認為這些文獻中都明確指出了孔子為「素王」這一事實。其說是否

合理自當別論，但後來的學者，如待會會介紹和引用到的，都不約而同地繼承了康有為的觀

點。參見[清]康有為撰；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第三集，頁 2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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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致用」的經學態度。 

 

第一節 《王制箋》中「素王」一詞的使用情況 

    為方便討論，筆者先把《王制箋》中提及「素王」的句子抽出，並分析

當中「素王」一詞的意思，藉此為下文的討論作鋪排。據筆者統計，皮錫瑞

於《王制箋》一書中共使用「素王」一詞 15 次(其中 2 次出現於同一段說話

之中)，今茲引錄如下： 

1 今據俞樾《王制》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

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為主，若有

不同，便外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

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

後儒之說或採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198 

2 俞說近是。鄭《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

則已知《王制》之出於孔門。又以《王制》為多殷制，引《春秋》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則已知《王制》之通於《春秋》，特未明言為素王之

制耳。199 

3 此經所謂「王者」，謂為後世王者立法，非謂三代之王也。孔子立《春

秋》素王之制，以待後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非徒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實亦斟酌四代，虞、夏、商、周，與答顏淵問為邦，兼取夏時、黎

輅、周冕、韶舞相類。《王制》即素王之制，並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

                                                      
198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頁 7-8。 
199

 同上註，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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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斟酌四代，未嘗不採夏、殷，然既已經孔子損益，定為一王之法，

則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矣。200 

4 孔《疏》解注「設法」，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是鄭、孔亦知是假非

實。特未知「設法」即素王之法，必引《周禮》事事傅會，以致多增葛

藤。201 

5 鄭以經稱縣內，與殷、周稱畿不同，故以為夏時，未知此為素王之制。

202 

6 《疏》以為《王制》及《春秋說》文據此。足徵《王制》與《春秋》相

通，皆素王所立之制也。203 

7 《疏》解經注極詳，特未知此為素王之制。損益三代，而不盡與夏、殷

同，與周有合有不合。204 

8 此亦《春秋》素王之制。說《春秋》者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於天子」，

正天子使大夫為三監之明證，與管、蔡監殷不同。205 

9 此分別甚明，二義當互相見，皆《春秋》素王之法也。206 

10 (鄭玄)雖善於傅會，然皆周制，不可以解《虞書》。若此經所云制出於素

王，又未必書同於《周禮》。207 

11 《解詁》正引《王制》之文。疑此亦是素王所定之制，與《周禮》不合

者，不當以《周禮》疑之，亦不必以殷制解之。208 

12 《公羊》說與《王制》正如，此《王制》為素王定制之一證。209 

                                                      
200

 同上註，頁 12-13。 
201

 同上註，頁 30。 
202

 同上註，頁 32。 
203

 同上註，頁 37。 
204

 同上註，頁 46。 
205

 同上註，頁 47。 
206

 同上註，頁 49。 
207

 同上註，頁 54。 
208

 同上註，頁 58。 
209

 同上註，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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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云大、小聘與朝，或是本於殷、周，或是損益殷、周之制，素王立法

不當以不合《周官》疑之。210 

14 董子明言《春秋》立義，正素王立法之明證。211 

在上述所引《王制箋》的原文中，第 1 條乃出自〈《王制箋》自序〉，皮

錫瑞於此段中旨在交代其箋注《王制》時所採用的詮釋角度以及方法，以此

解決歷代學者(特別是鄭玄)對於《王制》一文的誤解以及闡發其中的經義。

然而，較令筆者關心的，是第 1 條引文中的第一句說話：「今據俞樾《王制》

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其中皮錫瑞明確地指出他認同俞樾對於

《王制》性質的觀點，認為《王制》是素王所定之制。學者馬宗霍於《中國

經學史》一書中有言： 

皮錫瑞撰《經學通論》，則以《易》、《禮》皆孔子作；其箋《王制》，

亦謂素王所定，通於《春秋》。212 

劉氏之言明顯是根據皮錫瑞〈《王制箋》自序〉一文而發的。然而，這裡的所

謂「素王」是何所指？皮錫瑞於序文中沒有明確交代，但至少可以肯定，「素

王」所指的必然是一個人，故「素王」一詞於此便是對某人所作之稱呼。但

這個人到底是誰？若根據王錦民所作之校箋，這裡「素王」所指的人物乃是

孔子，即是皮錫瑞所認為的，《王制》的作者。213事實上，王氏之觀點亦不無

文獻上的根據。試觀《王制箋》一書較後的部分，我們不難找出與「《王制》

為素王所定之制」相類似的句式，如在討論「口率出泉」為漢代之法時，皮

氏有曰：「《王制》為孔子所定，必無此等弊法。」214皮錫瑞於此點明《王制》

一篇的內容為孔子所定，結合〈自序〉中的句子，我們不難得出〈自序〉中

                                                      
210

 同上註，頁 61。 
211

 同上註，頁 113。 
212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50。後來劉百閔在撰寫《經

學通論》時，亦一字不漏地引用了馬氏之文字。特此說明。見氏著：《經學通論》，(陽明山：

國防硏究出版部，1970 年)，頁 401。 
213

 有關論點，詳參第二章的內容。 
214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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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王」即等於孔子的結論。 

事實上，在上述引文第 6、10、11、12、13 和 14 條中，「素王」一詞所

出現的句子，與〈自序〉中的句子在句式上均很相近。如第 6 條：「素王所立

之制也」中，如果「素王」一詞並非是一對某人的稱號的話，則此句在語法

上便難以成立。由此可見，皮錫瑞在撰《王制箋》時，是有意識地以「素王」

這一稱號以稱呼孔子的。然而為何皮錫瑞，以及過去治《公羊》學的經學家，

均以「素王」稱呼孔子？「素王」作為尊稱孔子之時，其中含有什麼意思？

又，筆者在引言中指出，《王制箋》中「素王」一詞有多重的意思，其原因為

何？對於第二個問題，一則在《春秋通論》中，皮錫瑞已對「素王」作過闡

釋；二則，而且更重要者，為若《王制箋》一書中「素王」一詞均全作孔子

解，則上述所引第 3 條《王制箋》的原文在語意上便顯得相當不合適。據上

述所引，第 3 條中有「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如果這裡的「素王」作孔

子解，則整句意思便是：「孔子立《春秋》孔子之制」即是說孔子藉著《春秋》

立一個自己的制度，在句意上有重複之餘，也沒有必要。雖然其他各條，如

此第 8 條所云：「《春秋》素王之制」，在意思上似乎亦有其合理性。但筆者認

為，如果配合《春秋通論》中的解釋，則這些句子的解讀便會變得更為通順。 

以下筆者先從歷來學者對於「素王」的研究說起，先解決本段所提及的

第一個問題：為何皮錫瑞和其他經學家均以「素王」尊稱孔子？再對於《王

制箋》中「素王」一詞的多樣性作出解釋。 

 

第二節 「素王」的歷史由來 

在討論前有一點是必須澄清的，筆者之所以花去一節的篇幅以對有關問

題進行概述，其原因在於，如果單純地滿足於「素王就是孔子」這一論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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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則會產生一個問題：學者們在指出「素王即孔子」時，他們對「素王」

一詞有何理解，從而使他們以「素王」一詞指代孔子？筆者以為，若能回應

這一問題，則能更準確地掌握到皮錫瑞的聖人觀，此中所謂之聖人，正如本

文第二章所言，即指孔子而言。是故本節將對「素王即孔子」中的「素王」

作一解釋。 

    「素王」一詞，語出《莊子．天道》：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

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下，玄聖素王之道也。215 

然而，《莊子》一書中並未將「素王」與孔子拉上任何關係。要到《淮南子．

主術》篇，才有將「素王」與孔子合在一起使用的情況。216但是，以上所述

之兩部文獻均非儒家類文獻。要到西漢武帝時的董仲舒，才有將本非儒家所

提出的「素王」一詞納入儒家思想體系之中的情況出現。《漢書．董仲舒傳》

載有董仲舒與武帝的〈對策〉，其中有以下一句：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217 

黃開國在說明董仲舒是第一個明確地提出孔子素王說的人時，便引用這一句

說話。他並證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順命〉和〈三代改制質文〉中

的文字，認為董仲舒所謂之「素王」的其中一義便是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

位的孔子。218 

    黃氏之所以認為《漢書》所引董仲舒之對策中的「素王」是指孔子，乃

                                                      
215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457。 
216

 《淮車子．主術訓》有言：「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效菟，力招城關，

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是現存所見最早

一部將孔子與素王拉上關係的文獻。詳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頁 695-697。 
217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2509。 
218

 黃開國：〈《公羊》學的孔子改制說〉，《齊魯學刊》，第 3 期(2004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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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羊傳》對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一事的詮釋而來的。《公羊傳》

對於孔子「西狩獲麟」一事作了以下的詮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

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

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

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

亦有樂乎此也。219 

誠然，不少學者，包括黃開國在內，都認為此段文字乃當時《公羊》學者借

「天命」的概念來說明孔子受天命而為王，這是孔子本應為王的主觀條件。220

然而，客觀條件上孔子卻不得位，故此唯有藉撰作《春秋》「以俟後聖」。黃

氏認為這是當時《公羊》學者的普遍觀念，目的旨在證明孔子雖無帝王之位，

卻有聖王之德，能夠代天立法，為後世制定法度。
221
而董仲舒〈對策〉中「素

王」應在這種語境之下理解方為正確。 

事實上，黃氏「孔子素王」之論並非什麼新的觀點，早在他提出有關觀

點以前，學界便已指出西漢時候的《公羊》學者都認為孔子是「素王」，即有

帝王之實而無帝王之位的王者。例如錢穆先生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

                                                      
219

 [漢]何休；[？]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疏》

本)，頁 355。 
220

 孔穎達在疏解《左傳》有關「西狩獲麟」一句時言：「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

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

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見[晉]

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疏》

本)，頁 16。而學者方介亦藉由此句總結過去學者對於孔子為「素王」的觀點：「孔子為素王

之說，就是由獲麟之事推衍而生。這些說法充斥於先儒著述中，如滿天迷霧，益使獲麟之事

玄奧難解。」見氏著：〈韓愈〈獲麟解〉析論：由「形」與「德」看韓愈之所以為韓愈〉，《臺

大文史哲學報》，2003 年 59 期，頁 274。 
221

 黃開國：〈《公羊》學的孔子改制說〉，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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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所以說《春秋》是「新王」，又說孔子是「素王」。「素」，猶近代

語說「空」。孔子並沒有真個當新王，《春秋》褒貶，也不是當時真有

一個新王朝，真定了那樣的法律來褒貶，於是孔子《春秋》只成為是

「素王」了。這猶如說是一「無冕的王者」，或是一「空頭王者」了。
222 

而何佑森先生亦曰： 

(漢武帝時期)人人尊孔，孔子不但成為公羊家心目中的「素王」，

到了東漢，甚至成為讖緯學者心目中的神化人物。223 

同時，周予同先生亦嘗謂： 

(今文家)他們以為孔子決不僅僅是一合古代文化保存者﹗如果孔

子只是這麼規模狹小的史學家，那決不成其為「素王」的孔子了。六

經大部分是孔子作的；這裡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這是孔子「託古

改制」的手段。224 

周予同先生此段文字對「素王」的解釋比錢穆先生和何佑森先生所論的更深

一層，原因在於他帶出了「素王」除了是空王之外，更重要是其說帶出了稱

孔子為「素王」代表了孔子「託古改制」的目的。簡言之，即為後世立法。

而徐復觀先生於《兩漢思想史》中，在對《春秋繁露》一書加以分析後，指

出了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孔子實已受天命而王，應當改制以正前代之不止。

故此他認為董仲舒所謂之「素王」，亦即是將孔子視為繼周之後的「新王」。

他並指出，董仲舒與當時其他《公羊》學者對於「素王」的理解上的分別乃

在於，前者以「素王」為「新王」，而孔子則是為漢制法之「空王」。225徐氏

之論是否屬實，這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

                                                      
222

 從句意上看，錢穆云「於是孔子《春秋》只成為是『素王』了」一句又似將《春秋》定

為「素王」。但從整段的意思來看，則與「素王」產生關係者，應是孔子而非《春秋》。詳見

氏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272。 
223

 何佑森：《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儒學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60。 
224

 朱維錚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5。 
225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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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治《公羊傳》的學者和董仲舒之間就「素王」是否有不同的理解，徐氏的

觀點卻大致與上文所提的學者，如錢穆等相同，即他們都認為西漢的學者都

認為孔子在主觀條件上乃有作為帝王的資格，然而在客觀條件，即實際的歷

史中，卻沒有得到作為帝王的地位和權力，故此唯有以「素王」尊稱孔子，

代表他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實，唯有藉「六經」以為後世制法。226 

    雖然近年已開始有學者，如英國學者魯惟一 (Michael Loewe)，對於西漢

時候的儒家學者，包括董仲舒在內，在使用「素王」一詞時是否用以指代孔

子本人，抱持與上述學者相反的意見。227但這不是本文的主題，故筆者於這

裡不打算就孰是孰非作詳細的分析和比較。筆者在這裡藉著對不同學者對於

「素王」在西漢時如何為當時學者所用的理解作出介紹，目的在於指出以「素

王」尊稱孔子時，其背後包含的意思是說明孔子是一位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

之位的聖人，故唯有藉立經而為後世制法。而這一點亦是皮錫瑞對於孔子的

理解，在〈經學開闢時代〉中，皮錫瑞曾言： 

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

                                                      
226

 持相同意見的學者，謂包括葉國良、夏長樸和李隆獻等。三位先生所合著之《經學通論》

中在談到西漢時期的《公羊》學理論時曾謂：「當時(西漢)人又以為，春秋時代周天子已名存

實亡，代周而王者為孔子；但孔子有德無位，是有其實而無其名的『素王』。孔子作《春秋》，

即是以素王之位立王者之法。」參見氏合著：《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頁 283。又洪春音在分析「孔子素王」說的起源和發展時亦有言：「公羊學者董仲舒進而謂孔

子素王，受天命作《春秋》，欲不改制之義；故「孔子素王說」乃漢人之說。見氏著：〈論孔

子素王說的形成與發展主向〉，《興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7。另阮芝生

亦認為素王即孔子。見氏著：《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

年)，頁 65。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學者，然礎於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將之一一條列出來。 
227

 在《董仲舒：儒家遺產及《春秋繁露》》(英文書名：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中，魯惟一在分析西漢時代記有「素王」一詞的文獻後，作出如下結

論：「綜合上被歸類為『儒家』學派的文獻，沒有證據顯示孔子曾參與『素王』這一概念的

使用和形成的過程。孔子並沒有自號『素王』，而董仲舒在使用有關概念時亦不是指稱孔子

本人，同時董仲舒並不認為孔子以『素王』自居。」英文原文如下： “From the foregoing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Kongzi took part in the formulation 

and use of the concept of su wang 素王, which appears in texts that can in no way be categorized 

as ‘Confucian’. He did not style himself as su wang; and Dong Zhongshu’s use of the term need in 

no way imply a reference to Kongzi or his own belief that Kongzi had applied the term to himself.” 

Michael Loewe, 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pp.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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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萬世。228 

相同的言論，亦見於《通論》一書中：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訂六經以教萬

世。229 

於上述兩句中，他明確道出孔子是一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之人，只是沒

有直接以「素王」尊稱孔子而已。 

 

第三節 皮錫瑞《王制箋》及俞樾對「素王」的界定 

上文對於「素王即孔子」背後的意義作出了解釋，說明了皮錫瑞在《王

制箋》中尊稱孔子為「素王」時意謂孔子是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之聖人

後，隨即衍生出一個我們必須要回應的問題：俞樾是否認為「素王」即等於

孔子？正如本文最初所言，皮錫瑞認為《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這一觀點乃

承繼自俞樾而來的，而本節所提出之問題，實涉及到皮錫瑞是否有斷章取義

的成分，故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對這一問題作出梳理。 

    為了回應以上的問題，我們不妨先將重點集中於俞樾對於《王制》一篇

的性質的有關論述。俞樾有關《王制》為孔子「素王之制」的論述，集中見

於《曲園雜纂》的〈王制說〉和〈說項〉兩文中，茲節錄〈王制說〉的內容

如下： 

《王制》篇盧植謂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然據《史記索隱》，文帝

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

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亦以意

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託魯史成《春秋》，立素

                                                      
228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9。 
22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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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法，垂示後世……吾意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

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230 

至於〈說項〉一文的內容，大體與上文相同，為免累贅，此處便不加徵引。231

而俞樾的相關文句，皮錫瑞亦幾乎一字不漏地在《通論》和《王制箋》二書

中加以引用。232然而，俞樾，以及接受其說的皮錫瑞在論證《王制》是否「素

王之制」之書時，其所運用之論證方法，即證之以《公羊》等後來的文獻，

是否有說服力卻有待驗證。233而且其說是否符合事實亦是另一問題。但這本

非本文所欲探討者，而且其說之論證方法和與事實的一致程度，也不影響我

們對於俞樾和皮錫瑞思想之理解，故這裡將不再就此作討論。上述引文中，

俞樾主要是反駁盧植和鄭玄之觀點，並提出《王制》為「孔氏之遺書」的說

法。與本文相關，尤為值得關注者，為俞樾對於《王制》中「王」字的解釋。

俞樾於上文指出：「王者孰謂？謂素王也。」認為《王制》一篇的「王」應作

「素王」解，故《王制》的完整意思便是「素王之制」。他隨後又云孔子透過

作《春秋》立了「素王之法」。然而，第一個「素王」所指的究竟是何人？是

                                                      
230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卷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頁 41。 
231

 同上註，卷三，頁 183。 
232

 學者章可早已察覺此一現象，在〈《禮記．王制》的地位升降與晚清今古文之爭〉一文中，

他便曰：「如果我們比對俞樾《王制說》和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

秋素王之制』一文，就會發現後者基本上是把整則《王制說》都照錄了進去，從申述《王制》

是孔子所作，到論證《公羊》和《王制》的幾個相合之處，甚至連中間的連接語句都沒什麼

改變。當然這並不奇怪，就《經學通論》中前一篇『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也基本

是照搬陳壽祺的同名文章。皮錫瑞可能是不滿足於《經學通論》照錄他人之說，於是在暮年

之際再自撰《王制箋》一書，作更全面具體的闡釋。」見氏著：〈《禮記．王制》的地位升降

與晚清今古文之爭〉，《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128。若試觀《三禮通論》

中「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一條的內容，即可發現皮錫瑞幾乎一字不漏地將俞

樾的內容抄錄到《通論》一書中。詳參氏著：《經學通論．三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69。故章可有關皮錫瑞《通論》照搬俞樾文字之說誠為確論。然而，皮錫瑞是否因

為不滿足於《通論》只引錄他人之言而無自己之創見才撰寫《王制箋》一書？此一問題，章

可也沒有十足的把握，故才稱皮錫瑞可能因此之故才撰寫《王制箋》一書。有關論述，詳參

章可〈《禮記．王制》的地位升降與晚清今古文之爭〉一文。 
233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已就此一觀點作過批評，章氏於〈駁《王制箋》平議〉中曰：「先師俞

君以為素王制法，蓋率爾不考之言，皮錫瑞信是說，為《王制箋》，所不能通者，即介恃素

王以為容閱……《王制》者，博士鈔撮應詔之書，素非欲見之行事，今謂孔子制之，為後世

法，內則教人曠官，外則教人割地。此蓋管、晏之所羞稱，賈捐之所不欲棄，桑維翰、秦檜

所不敢公言。誰謂上聖而制此哉﹗」章太炎對於稱《王制》為素王之制之書，以及皮錫瑞作

《王制箋》一事甚不以為然，並且認為《王制》中所記之內容實不能接受，若稱此書為孔子

所定，這是對聖人的一種侮辱。見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 (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2 年)，第四冊，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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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如皮錫瑞所言，是定《王制》一篇的孔子？俞樾並沒有對此加以解釋；

另外，「託魯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中的「素王」與「王者孰謂？謂素

王也。」中的「素王」所指的又是否一致？俞樾並沒有在〈王制說〉一文詳

細討論。 

    很明顯，若單純地分析俞樾於〈王制說〉一文中的論說的話，是不可能

回答本節最初所提出的，以及上段最後所提出的問題。幸運的是，俞樾於《茶

香室經說》卷十六〈丘民〉一篇中對「素王」一詞作過解釋： 

《莊子．天道》篇：「元聖、素王之道。」注曰：「有其道為天下所

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素亦空也。」《廣雅釋詁》：「丘與素並訓。」

空王而無爵謂之素王，民而無爵謂之丘民矣。得乎丘民，對得乎天子。

言天子至貴也，民至賤也。然命猶未極其賤，故必極之丘民也。愚前者

著《群經平議》，讀「丘」為「區」，而訓為小，今又為此說，未知就是。
234 

這段文字中，俞樾謂「空王而無爵謂之素王」，其意思即為有帝王之實但無帝

王之名或位者便應稱之為「素王」。但是這個有帝王之實而無帝王之名者是否

就是孔子本人？在《茶香室經說》的另一篇解釋《論語．子罕》中「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的文章中有以下論述： 

文王未有天下，而一王制度已備，是無王天下之名，而有王天下

之實。孔子際蒼姬之末運，建百王之大法，作《春秋》一經，借魯以

立王者之制。是文王為有周一代之文王，孔子為繼周萬世之文王。235 

上述段落中，俞樾以孔子比附周文王，認為二人都是具有作為帝王的德性但

不具有作為帝王的地位。這與〈丘民〉一篇中所謂之「素王」若合符節，由

此足證〈丘民〉中「空王又無其爵謂之素王」中的「素王」便是孔子本人。
236

                                                      
234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卷七，頁 207。 
235

 同上註，頁 201。 
236

 有關俞樾的《公羊》學思想及其對「素王」的理解，可參蔡長林：〈俞樾《公羊》學初探——

以「王魯」說為討論中心〉，載氏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下的常州學派》，(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年)，頁 427-462。及羅雄飛：《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年)。 



81 

 

而〈王制說〉中「王者孰謂？謂素王。」中的「素王」，亦應從這一角度去理

解。237故此，從這一角度出發，則皮錫瑞在採用俞樾的說法時，並不是以己

意斷章取義，而是在保留俞說之本來面目的情況下加以採納的。 

 

第四節 從《春秋》的性質論「素王」之義 

據上文的分析，一方面可見皮錫瑞在《王制箋》一書中是有意識地以「素

王」尊稱孔子；另一方面證明了皮氏這一對「素王」的解釋亦與俞樾相同。

但是，皮錫瑞於《通論》這一部與《王制箋》同年成書的經學著作中，卻對

「素王」一詞有著不同於上文所言有關「素王」的解釋。238由此回到筆者本

章第二節中所提出之第二個問題：除卻「素王即孔子」之外，「素王」的另一

重意思為何？在回應這一問題時，我們亦同時面對以下兩個問題：為什麼會

出現這一差別？這一差別是否意味著皮錫瑞在短短的數個月內，思想出現了

變化？為對以上一連串的問題有更清晰和準確的理解，本節擬先就第一個問

題：「《通論》中對『素王』的解釋為何？」入手，以期逐一回應有關問題。 

 

一、 《春秋》之性質 

為回應上述的問題，我們必須知道皮錫瑞在《通論》一書中是在怎樣的

一個語境之下解釋「素王」之涵義。這一問題的另一面是：為何皮錫瑞會於

《通論》一書中對「素王」作出解釋？皮錫瑞希望藉著對「素王」的解釋以

                                                      
237

 當然，在俞樾的思想之中，「素王」一詞除了是一稱謂之外，實有稱謂以外的其他意思。

這在本文稍後將再作討論。 
238

 據吳仰湘所定《皮錫瑞年譜簡編》所記，《經學通論》一書成書於 1907 年 2 月。而《王制

箋》一書則於同年 6 月定稿。見吳仰湘：《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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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什麼問題？僅就筆者所見，皮錫瑞有關「素王」的解釋均是出自於《春

秋通論》中。學者蔡長林曾言，皮錫瑞撰作《易學通論》的目的，在於泛論

在其時代之前，各類治《易》學之主張，並以其個人見解，評論歷代《易》

說得失，展現學術理念。239事實上，蔡氏有關《易學通論》內容與性質的理

解亦適用於分析《通論》一書其他講及他經的部分。這從各經《通論》所討

論的問題之中便可見一斑。故此，作為《通論》一書的其中一部分，《春秋通

論》的內容與性質實與《易學通論》相一致。即是說，按照對於《通論》內

容的理解，皮錫瑞於是書中對「素王」一詞所作的解釋，都是為了回應有關

研治《春秋》經的問題而提出的。而這一問題在皮錫瑞眼中，亦是整個《春

秋》學中極具重要性的問題：《春秋》一經所包含的微言大義。 

筆者之所以認為《春秋》一經的微言大義於皮錫瑞的《春秋》學中而言

甚為重要，主要是基於對《春秋通論》內容的先後次序的認識而來的。《春秋

通論》第一條為「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與

《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皮錫瑞將對《春秋》微言大義的討論

置於《春秋通論》中最首要的部分，從「以授生徒弟子」、「窺治經之門徑」

的角度來看，《春秋》微言大義這一問題，與下文將會討論到的《春秋》是經

非史的問題一樣，是學者治《春秋》時最急需明瞭的內容。筆者這一推斷並

非無的放矢，若觀乎《通論》一書另外三卷(包括《易學通論》、《書經通論》、

《詩經通論》以及《三禮通論》)，可發現皮錫瑞都是先將，至少在他而言，

研治各經至為重要的問題置於該經《通論》中稍前的地方。其中，第一、二

條尤為研治該經最為重要的問題。240而皮錫瑞對於「素王」一詞的解釋，便

                                                      
239

 蔡長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載《正

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283。 
240

 就筆者所見，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各卷開始時均是先探討該經最為關鍵的問題。如

《易經通論》首條為：「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所討論者為《易經》之大義在於變與

不變。見[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易經》，頁 1-2。又如《三禮通論》第一條為：「論漢初無

《三禮》之名，《儀禮》在當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目名其學」所論

者為《儀禮》一經在漢代之名稱，以及《三禮》之夠要到鄭玄時方才出現的問題。見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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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春秋通論》的第一條中。這亦可推斷出對於「素王」的理解對於掌握

《春秋》的關鍵作用。 

《春秋》之所以有微言大義，又與皮氏對於《春秋》的性質的理解有關。

從整個《春秋》學發展史而言，自杜預以來，學者對《春秋》屬經抑或屬史

便各有分歧，而《春秋》之性質又直接影響到它所包括的意義。241皮錫瑞對

此一問題亦有其個人的看法。在他而言，《春秋》必然是經無疑。《春秋通論》

第二條「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

陸淳駁之甚明」中，皮錫瑞便對《春秋》是經非史的性質作了申述：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

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不是為一代作史。經、

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

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

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

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若如杜預「經

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

字之鈔胥，皆能為之，何必孔子？242  

《春秋》是經非史這一觀點，實為貫穿整部《春秋通論》一個十分重要的命

題。除了上述這一條外，皮錫瑞亦於《春秋通論》其他地方就有關觀點作出

申述。243事實上，皮錫瑞有關《春秋》的一切言論，均是建基於《春秋》是

經非史這一前提之上。若果此一前提並非屬實的話，則皮氏所有有關《春秋》

的言論都未能成立。244但《春秋》到底是屬於經還是屬於史，並非本文所望

                                                                                                                                                 
《經學通論．三禮》，頁 1-2。 
241

 有關杜預視《春秋》為史的討論，可參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敎育出版社，

2004 年)，頁 282-286。 
24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2-3。 
243

 如在「論據朱子之說足證《春秋》是經非史。學《春秋》者當重義不重事」一條中，皮

錫瑞在引錄朱熹的觀點後謂：「錫瑞案，據朱子之說，可知學者當以《春秋》為經，不當以

《春秋》為史。當重《春秋》之義，不當重《春秋》之事。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

褒貶』，即借事明義也。謂『一字不敢胡亂下』，即一字褒貶也。謂『書字‧書名，皆就其事

而為之義理』，亦即一字褒貶之旨。正誼明道，權衡萬世，惟在《春秋》一經，若置經而求

傳，舍義而論事，則不過較量齊、魯之短長，宋襄、晉悼之霸事而已。」見同上註，頁 72。 
244

 事實上，《春秋》是經非史這靦點並非皮錫瑞所首創。例如宋人劉敞在《春秋權衡》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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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問題。這裡指出皮錫瑞對於《春秋》性質的理解，旨在說明皮氏是在

怎樣的語境之下討論「素王」一詞。既然皮錫瑞認定《春秋》為孔子所作之

經，則誠如他在《經學歷史》中所言，《春秋》一經必然有為後世所用之微言

大義於其中。245  

 

二、 《春秋》微言與「素王」 

那麼，《春秋》一經的微言大義為何？於《春秋通論》第一條中，皮錫瑞

便開宗明義地對此作出解釋：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

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素王之法，

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

四十年南面之權。」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

法，垂于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魯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趙注：「竊取之，以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歷敘群聖，因以

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

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為萬世

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

                                                                                                                                                 
「《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脩之則為經，經出于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為經，

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産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産於沙必

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

與玉也。金玉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劉敞認為《春秋》

所記雖為魯國舊史，但既經聖人筆削，其意義便是「經」非「史」。見氏著：《春秋權衡》，(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卷 4，頁 204。另外，被認為是清

代《公羊》學復興之先導，元代之常汸在《春秋屬詞》中亦有與劉敞接近的看法。參[元]趙

汸：《春秋屬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卷 13。 
245

 皮錫瑞於〈經學開辦時代〉中有言：「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

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見氏著；周予同注釋：《經學

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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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徒舜明於庶物，說到

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

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

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

兩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

之功，孟子又明著之。246 

皮錫瑞認為，《春秋》的「大義」與「微言」各有不同，前者在於要誅討亂賊

以戒後世，而後者則是要改立法制以致太平。筆者上文已經指出，皮錫瑞於

這一條中對「素王」作解釋，其目的乃在於說明《春秋》之微言大義：誅討

亂賊以戒後世和改立法制以致太平。但「素王」與《春秋》微言大義如何產

生關係？從上述引文所見，其關鍵在於漢人趙歧對孟子言論的注解。皮錫瑞

用以證明《春秋》之微言大義時，主要是以孟子之言作為論據。如皮錫瑞在

道出《春秋》之微言大義以後，他便云：「此在《孟子》已明言之」，加上「兩

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一語，從句子的用語看，皮氏對《孟子》中有關《春

秋》微言大義的描述是堅信不移的。皮錫瑞之所以相信孟子之言，一則與其

認為經學愈古愈可信有關，247二則為孟子「亞聖」的身份，三則孟子的《春

秋》學與《公羊傳》，這部皮錫瑞認為最能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的著作相通。

248誠然，皮氏引用《孟子》一書中孔子之言來論證《春秋》之微言大義，其

                                                      
24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 
247

 有關觀點，詳見《詩經通論》中「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一條。[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經》，(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9。 
248

 例如，在「論黃澤、趙汸說《春秋》有可取者而誤信杜預，仍明昧參半」一條中，皮錫

瑞便將孟子與杜預作一比較，以論證孟子有關《春秋》的言論可信的原因：「凡經學所以不

明者，由為前人之說所壓，不知前人與前人說各不同，有是有非，所當審擇。其審擇是非之

法，當視前人之年代先後，與其人之賢否。如杜預解《春秋》，與孟子全然反對。以年代論，

則孟子在五十餘年之前，杜預在一百餘年之後。以賢否論，則孟子為命世亞聖，杜預為黨逆

亂臣，其所說之是非，自不待辨而決。」故無論從時代看，抑或從身份看，孟子的言論都比

杜預可信。見氏著：《經學通論．春秋》，頁 84。類似的言論，亦見於《經學家法講義》中：

「《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又《儒林傳》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以學顯於當世。』誠以列國時，學最純正而有功聖門者，厥惟二賢。」從中可見，皮錫瑞認

為戰國時期，惟孟子與荀子之學最純正，故其經說甚為可信。見氏著；潘斌選編：《皮錫瑞

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86。然而，由《經學家法講義》增補而

成的《經學歷史》雖亦有引用《漢書．儒林傳》之文字，卻沒有「誠以列國時，學最純正而

有功聖門者，厥惟二賢。」此一說話。除卻孟子身處的時代與其身份外，從家法的角度出發，

孟子之《春秋》學又與《公羊傳》合，於《春秋通論》第一條中，皮錫瑞便言：「『其事則齊

桓、晉文』一節，亦見於《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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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力是不足夠的。249但《孟子》中所記孔子之言是否屬實並不妨礙我們對

皮錫瑞經學思想，以及他的《春秋》學的理解，故筆者此處不再贅述。筆者

這裡所關注的，是趙歧如何注解孟子有關《春秋》之言，以及他的注解如何

使「素王」成為解釋《春秋》微言大義的重要部分。 

    據皮錫瑞所引，趙歧主要是對《孟子》一書中孔子所說的兩經詞組進行

詮釋：「天子之事」與「竊取之」。正如皮錫瑞自言：「趙歧注《孟子》，兩處

皆用《公羊》『素王』之說。」250就「天子之事」而言，趙歧的注解為：「設

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251；至於趙歧對「竊取之」的解釋則為「竊取之，

以為素王也。」252而以上兩組名詞，據皮錫瑞於同一條稍後的分類，均屬於

《春秋》之微言： 

孔子懼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

秋》大義，「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竊取」，是《春秋》微

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

                                                                                                                                                 
羊》同一師承，故其表彰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見氏著：《經學通論．春秋》，頁 1。

於《春秋》三傳中，皮錫瑞認為《公羊傳》為最能闡發《春秋》微言大義者，孟子之《春秋》

學與《公羊傳》既出於同一師承，則按理孟子自然能對《春秋》之微言大義有足夠的把握，

故皮錫瑞在《通論》中又稱讚孟子善說《春秋》：「今據《公羊》之傳，推孟子之義，而知孟

子之善說《春秋》也。」見氏著：《經學通論．春秋》，頁 91。又對於杜預有關《春秋》性

質的理解，皮錫瑞於《王制箋》一書中亦曾作過這樣的評論：「杜預乃據倡短喪之邪辭，反

疑孔門之書，不合《春秋》，不知其所謂《春秋》者，皆《左氏》之文，非孔子之《春秋》

大義也。」可見他對於杜預以《春秋》為史的觀點的不滿。見氏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

箋》校箋》，頁 7-8。 
249

 筆者之所以認為皮錫瑞此處的說服力不足，原因在於我們若綜觀《論語》，這部被認為是

最能反映孔子言論的著作中，我們實找不到任何有關孔子作《春秋》之記載，而且也沒有出

現《春秋》一經之名。故孟子所引的孔子的言論是否孟子所編造出來，這一點仍是一待解決

的疑問。詳見[魏]何晏、[宋]刑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

疏》本)。而且，從史實的角度言，即使《孟子》一書中亦有引用一些他所謂的「六經」的

文獻，但其中一些被認為是「六經」的文句卻不見於今本的「六經」之中。故此，皮錫瑞在

此引用孟子之言是否可信？在史實的層面而言筆者有所保留。當然，摒除這一點來看，皮錫

瑞對於孔子定「六經」這一「史實」是百分百相信的。這在本文已不斷重複，故在此不再申

述。 
25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2。 
251

 原文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

疏》本)，頁 117。又[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 
252

 原文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46。又[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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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253 

皮錫瑞在這裡一方面指出《春秋》之大義：「誅討亂賊以戒後世」顯而易見，

故孔子不用特別說明；另一方面，唯獨《春秋》之微言：「改立法制以致太平」

則因為十分隱晦而不易為人所見，故孔子必須要特別說明之，這也是皮錫瑞

於這一條中花較多篇幅解釋《春秋》的微言之原因。但從本文的論述脈絡出

發，這一段更為重要的，是皮錫瑞將「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竊

取」三者歸為《春秋》之微言。是故趙歧在注中以「素王」解釋「天子之事」

與「竊取之」兩者時，便意味著「素王」一詞的意思與《春秋》的微言是相

通的。254 

    趙注中「素王」的究竟意思為何，使之能成為解釋《春秋》微言的概念？

簡言之，皮錫瑞認為「素王」即是「空設一王之法」。皮錫瑞於是條稍後的部

分就此作出解釋： 

趙歧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

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稱魯為王。後人誤

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安國)《傳》曰：「無其位而托

南面之權」，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

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

羊》久成絕學，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

深信，而於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為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

                                                      
25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2。 
254

 雖云在皮錫瑞的理解中，「素王」是專就《春秋》之微言而發的，但《春秋》所改立之法

行亦有與其大義：「誅討亂賊以戒後世」相通者，如「譏世卿」。《公羊傳》對《春秋》隱公

二年的內容有以下的解釋：「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

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這裡《公羊傳》認為「世卿非禮」。見[漢]何休；[？]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27。《公羊傳》之所以有譏世卿之義於其中，據陳其泰所言，

在於闡揚《春秋》大一統，尊王室之義，故自然對大臣世襲、專擅國政、威脅君權加以讒眨。

見氏著：《清代公羊學(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7。例如在《王制》

這一部被皮錫瑞視為「素王之制」之書之中，其中的制度亦有「讒世卿」之意。如在箋注「天

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一段經文時，皮錫瑞謂：「三傳義王相背，《公》、

《穀》讒世卿，正謂不世爵，非謂不世祿，與此經義亦相合也。」皮錫瑞指出《王制》這一

內容與《公羊傳》及《穀梁傳》有關「讒世卿」的思想相合。見[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

箋：《《王制箋》校箋》，頁 48-50。而《王刲》作為素王之制之書，當中亦包含有《春秋》的

微言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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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是非則解《孟子》不能通也。後人於《公羊》「素王」之說，群怪

聚罵，並趙岐注亦多詬病，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

知二五而不知十乎？255 

皮錫瑞將「素」字作「空」字解。據其說，「素王」一詞的完整意思即為「空

設一王之法」，以現代漢語解之，「素」即為「虛設」之意；而「空設一王之

法」的意思，一如丁亞傑先生所言，為：「以理想中的觀念建立王者理論。」

256故此孔子並非實際地建立了一套管治制度並施行於世，而只是建立了一套

管治理論，供後來的王者借鑒，並以此理論治國。正如皮氏於《師伏堂春秋

講義》所言：「空空為後王立法」而已，257此即孟子所謂：「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的意思。258皮錫瑞更以此批評過往以「孔子自王」質疑《公羊傳》的學

者。在這一理解之下，「素王」一詞便不再是對於某人的稱呼，而是一動賓詞

組，即「虛設一個統治的理論」了。事實上，皮氏在他治經早年時便已對「素

王」一詞有此認識。《師伏堂經說．公羊傳》中，皮錫瑞在解釋《公羊傳》隱

公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一條時便云： 

說者以《春秋》爲素王。素王，非自爲王也，亦非以王予魯也。

素者，空也，謂空設一王之法也。空設一王之法，不得不有所託，乃

可以立褒貶，乃可見之行事。259 

由此可見，「素王」等於「空設一王之法」這一觀念在很早的時間便植根於皮

錫瑞的腦海中。雖然吳仰湘曾指出皮錫瑞的治經生涯經歷了專守古文到兼宗

今、古最後獨尊今文三個歷程，260但是我們在皮錫瑞不同時期所撰寫的著作

之中，亦不難發現皮錫瑞多年以來都認為「素王」等於「空設一王之法」這

                                                      
255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2。 
256

 丁亞傑：《淸末民初公羊學硏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002 年)，頁 232。 
257

 [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卷一，(長沙：嶽麓書社，2012 年)，頁 416。 
258

 皮錫瑞認為孔子是空設一王之法，供後來的王者取法。然這一「王者」到底具備什麼條

件？皮錫瑞於此沒有加以說明。 
259

 《師伏堂經說．公羊傳》稿本現藏於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感謝吳仰湘教授惠賜部分稿

件，使筆者能順利完成本論文。 
260

 見吳仰湘：〈皮錫瑞的《王制》研究〉，載《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長沙：湖南

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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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釋是合理的，其說法並未因皮錫瑞的治經取向而有所改變。以下取 1898

年皮錫瑞於南學會主講時之《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八次講義》、1903 年成稿

之《漢碑引經考引緯考》為例以證明之。 

在《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八次講義》中，皮錫瑞有言： 

夫所謂「素王」者，「素」者空也，「王」即天子之事也。《春秋》

有褒貶予奪，即王者之賞罰之權。孔子不得位，不能行法，於是空設

一王之法，以行賞罰之權。而空設一王之法，孔子是魯人，魯是周公

之後，周公聖人，嘗攝王位，成王賜魯天子禮樂，是故魯，王禮也，

又不能以無是公、烏有先生當之也，故因魯史之文，而即托王於魯。

托王於魯，非王魯也，更非孔子自王也。不假托一王，則褒貶之法無

所寄耳……孔子作《春秋》在晚年，因道不行，著書立法，以俟後世，

有王者作，舉而行之。261 

這裡的論述或許比上文所引《通論》和《師伏堂經說》的更為詳細。原因在

於，上文所引之《通論》以及《師伏堂經說》有關「素王」一詞的解釋的文

字多集中於討論「素」字應作「空」字解，但卻沒有對「素王」之「王」字

作過解釋便直接推論出「素王」的意思為「空設一王之法」。而皮錫瑞於此則

對「素王」二字均有作解釋。除了「素」字的意思與上文所言相同，均為「空」

外，其中「王」字的意思，據皮錫瑞解釋，即為孟子所言之「天子之事」。所

謂「天子之事」者，即下文所云之「褒貶之法」，亦即是統治之方法。至於為

何「王」字可作「天子之事」解，筆者隨後將會再行討論。這裡筆者所希望

帶出者，為「素王」等於「空設一王之法」這一皮錫瑞早年便相信的解釋在

皮錫瑞於南學會主講時依舊為他所接受。 

及至數年後的《漢碑引經考引緯考》中，皮錫瑞亦有重申「素王」為「空

設一王之法」之意。在《漢碑引緯考．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後碑》中，皮錫

瑞有言：「素王謂空設一王之法以待後，本非孔子自王。」262其對「素王」的

                                                      
261

 [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卷一，頁 378。 
262

 [清]皮錫瑞：《師伏堂叢書》，(善化：皮氏師伏堂，1893-1908 年)，卷 6，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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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與《師伏堂經說》及《南學會講義》同，並誌為素王不是指孔子自立為

王。而在是書定稿的四年後，《通論》一書亦告面世。從上述所引皮氏的著作

中我們可以看見，「素王」為「空設一王之法」這一解釋從他早年治經伊始便

一直為他所沿用。 

然而，一如筆者上文所言，就著「素王」為「空設一王之法」這一觀點

我們亦有一些地方需要再作深入的解釋，其中包括兩點：一、「素王」的「王」

為何作「天子之事」解？二、如果「素王」一詞等於「空設一王之法」，那麼

「素王即孔子」這一觀點，皮錫瑞又如何處理？這裡先就第一個問題作出回

答。在《春秋通論》「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為後王立

法，即云為漢制法亦無不可」一條中，皮錫瑞作出了以下的論述： 

《釋文》於《左傳序》「素王」字云：「王，于況反。下『王魯』、

『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為「王天下」之「王」，

並不解為「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即此可證。263 

此部分皮錫瑞主要對「王」字進行音韻學上的訓釋，皮錫瑞於此處引用了《經

典釋文》的文字為證，說明為何「素王」的「王」字不是作稱號解，而是作

「天子之事」，亦即統治之理論或方法解。據其所引《經典釋文》的文字，「素

王」之「王」與「王魯」之「王」發音相同，其反切均為「于況反」，故應讀

為「王天下」之「王」。《師伏堂春秋講義》中對此亦有描述： 

「素王」之「王」，讀去聲，言王天下之道，並非爵稱，可無疑於孔子

自王矣。264 

《師伏堂春秋講義》中的解釋可謂補足了《春秋通論》的內容。據其說，反

切為「于況反」的「王」字讀作去聲。而這一讀法的「王」字便不再是作「王

號」解，而是作「王天下之道」解。而因為只有天子才有資格「王天下」，故

                                                      
26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0。 
264

 [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卷一，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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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下之道」其實與「天子之事」的內容相同。因此，「素王」一詞在這種

讀法之下，其真正意思就不是一用以指代孔子的稱號，而是一如皮氏所言，

是「空設一王之法」之意。 

從上可見，皮錫瑞在論證「素王」為「空設一王之法」的過程上，所運

用的都是考據的語言。正如學者葛兆光所言，包括皮錫瑞在內的今文經學家

之所以用歷史學的方法從事學術活動時，其目的在於強調一直處於邊緣的今

文經學的真實性和真理性，從而使今文經學更有活力。265而學者陳其泰在《清

代公羊學》中對於皮錫瑞的論證手法作過以下一段評論： 

皮氏(錫瑞)是從有根據地詮釋古代文獻講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人

們不覺得穿鑿離奇，而能進一步認識當前變法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266 

然筆者對於陳氏之言仍有所保留。究其原因，在於皮錫瑞所謂之考證並非客

觀的，而是主觀的。最明顯者，是他並不按著「素」與「王」二字之本義，

以及「素王」在《莊子》一書中的意思來進行訓釋。另外，若果「素王」之

「王」字一如皮錫瑞所引用的《經典釋文》的解釋讀若「王天下」之「王」，

則孔穎達於《左傳注疏》中所言：「無位而空王之」267的解釋似乎比「空設一

王之法」更為合理。因讀去聲之「王」字在古漢語中一般作動詞用。而據皮

錫瑞之言，「素王」為「空設一王之法」，其中「王」字的詞性應為名詞。268但

皮錫瑞對於孔穎達之解釋卻有這樣的看法： 

孔《疏》解「素」為「空」，是也，但云「無位而王」，不云「空設一

                                                      
265

 葛兆光所謂之「歷史學的方法」，根據他在其著作中的描述，是指「古文經學慣用的歷史

學語言學技術和方法」。簡言之，這種方法即是我們所謂的考證學的方法。參見氏著：《中國

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8 年)，頁 482。 
266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75。 
267

 [晉]杜預汪；[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

經汾疏》本)，頁 17。 
268

 蔣慶曾對《公羊》學家對於「王」的理解作過哲學上的詮釋，見氏著：《公羊學引論》，(瀋

陽：遼寧敎育出版社，1995 年)，頁 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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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法」，則猶未得《春秋》之旨。269 

皮氏認為孔氏之解釋並未盡得《春秋》之旨。先不論二者的解釋孰是孰非，

皮錫瑞以考據的方法來帶出其經學的觀點，這或許一方面證成了學者蔡長林

所言晚清之今文經學家在治學方法和目的之間的分歧的說法；270另一方面，

皮錫瑞不是就「素王」之原初義作訓釋，而是以有利其解釋的證據以訓釋「素

王」之義為「空設一王之法」，這亦是蔡氏所言，皮錫瑞的主觀考據傾向的一

個明證。271 

    事實上，與其說皮錫瑞在《通論》其他著作中認為「素王」應作「空設

一王之法」解是建基於考據之上，倒不如說這一解釋乃建基於其對「素王」

的歸屬則更為合理。正如上文所述晚清今文經學者將「素王」屬之於孔子，

故以「素王」為對孔子之尊稱，皮錫瑞之所以會得出上述所言之主觀考據，

以及由此而得來的對「素王」的解釋，亦是建立在他認為「素王」應屬之於

《春秋》而非孔子的基礎之上。在「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

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即此意」中，皮錫瑞開宗明義便指出「素

王」本來是屬之於《春秋》而非孔子的： 

《春秋》有「素王」之義，本為改法而設。後人疑孔子不應稱王，不

知「素王」本屬《春秋》，《淮南子》以《春秋》當一代，而不屬孔子。
272 

所謂「『素王』之義，本為改法而設」，當中的「改法」即是上文所言《春秋》

之微言，而「素王」正是由《春秋》的微言衍生出來的詞語，表達的是「空

設一王之法以待後世王者起而取法之」之意。而後人不知此義，正是誤將「素

                                                      
269

 同上註，卷二，1129。 
270

 蔡長林：〈俞樾《公羊》學初探——以「王魯」說為討論中心〉一文，載氏著《從文士到

經生——考據學風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年)，頁 430-431。 
271

 蔡長林：〈皮錫瑞「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平議〉，收入林慶彰，錢

宗武主編：蔣秋華編輯：《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59。 
27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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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屬之於孔子之故，如「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為後

王立法，即云為漢制法亦無不可」中皮氏所論：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義，董、何皆明言之，而後世疑之

者，因誤以「素王」屬孔子……錫瑞案：據杜、孔之說，則「《春秋》

素王」非獨《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賈逵亦言之，至杜預始疑非

通論。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為孔子自王，此本說者之誤。若但

云：「《春秋》素王」，便無語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

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謂非通論。試以孔疏解「素」為「空」解

之，何不可通？杜預《序》云：「會成王義，垂法將來」，其與「素王

立法」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273 

皮錫瑞認為只要將「素王」屬之於《春秋》而不是將之屬之於孔子，後學便

能了解「素王」之義為「空設一王之法」，並進而知道《春秋》之微言。正是

基於這一對《春秋》素王的理解，皮錫瑞於《通論》和其他著作中才會有如

此精彩的主觀考據，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素王」為「空設一王之法」的觀點。 

 

第五節 「素王」兩種解讀意義之並行 

    以上專就《通論》中「素王」為「空設一王之法」這一點作分析，指出

這是建於皮錫瑞認為「素王」原本是屬之於《春秋》，故對「素王」之義有此

一理解。並由此解決了「皮錫瑞於《通論》中對「素王」作何解釋？」這一

問題。簡言之，在《通論》一書中，皮錫瑞是將「素王」一詞屬之於《春秋》

的。這在上文所引《王制箋》曾出現「素王」一詞的段落中亦可見出「以素

王屬之於《春秋》」的現象。如第 3 和第 8 段引文中，皮錫瑞均言：「《春秋》

素王」，直接將「素王」一詞屬之於《春秋》。至於其他地方所言之「素王」，

除卻那些明確意識到是用作尊稱孔子之用的稱呼之外，我們均可以「空設一

王之法」解之。如第 4 條中以「設法」等於「素王之法」，則明顯地與「空設

                                                      
273

 同上註，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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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之法」相同。故第 3、8 段以外的其他地方中，皮氏雖只單獨說出「素王

之制」，但這些地方的「素王」一詞與第 3、8 條均相同，是屬之於《春秋》

的。由此可見，在《王制箋》一書中，皮錫瑞在使用「素王」一詞時，並非

只有單一的意思，而是按不同語境在兩種解釋(「空設一王之法」和孔子)之

間作出選擇。但為何會出現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筆者本節欲先交代一點，

此即皮錫瑞是否晚至 1907 年撰寫《王制箋》時，皮錫瑞才第一次以「素王」

稱呼孔子？ 

 

一、 「《春秋》素王」與「孔子素王」 

    以上問題的答案，若我們翻閱皮錫瑞的著作的話，則發現皮錫瑞在其治

經早年雖已提出「素王」作「空設一王之法」解，但在這三十年的治經生涯

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實有以「素王」尊稱孔子的情況，而並非要遲至撰寫《王

制箋》時才首次以「素王」尊稱孔子。 

    《師伏堂駢文》一書中收有一篇皮錫瑞於 1894 年所撰寫的文章——〈《史

通．惑經》篇書後〉，皮錫瑞於此文中便以「素王」作為孔子的稱號，茲引原

文如下： 

尼山一老，師表萬世。論德在庶，施功無所。惟以述作之功，獨

冠帝王而上。《易》、《書》肇前古，不過編次其文；《詩》、《禮》創元

公，亦非專精之業。繄維赤鳥受命，獲麟絕筆，裦譏一字，並非沿襲

斟酌四代，詎同鈔胥？所見所聞，微言傳於齊學；知我罪我，大義發

於鄒賢。蓋《春秋》爲萬世作經，非爲列邦作史。文成數萬，其旨數

千。玄聖綴學，不必皆爲赤制。素王垂法，自當保以墨守。274 

此段文字主要是論述孔子作《春秋》並非為一國記史，而是要垂法後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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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卷一，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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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段落末句分別出現了「玄聖」和「素王」兩組名詞。而從文章的脈絡可

以推斷，這兩組名詞都是指代孔子的。所謂「玄聖綴學，不必皆爲赤制。素

王垂法，自當保以墨守。」都是指孔子手定「六經」以為萬世作教科書之事

跡。這裡的情況與〈《王制箋》自序〉的情況相一致，皮錫瑞均是在沒有說明

的情況下便用「素王」一名尊稱孔子。但正如學者吳仰湘所言，皮錫瑞的治

經生涯共經歷了三次的轉變，故皮錫瑞於不同時期對某一經學問題的取態或

許有不同。作於 1894 年的〈《史通．惑經》篇書後〉，皮錫瑞於其中對於「素

王」的理解與他早年《師伏堂經說》以及其後的《南學會講義》和《通論》

一書中的理解有所不同亦可能是他經學思想或取態改變的結果。故此，〈《史

通．惑經》篇書後〉一文實為一孤證，未必能充分地解釋到為何皮錫瑞於《王

制箋》一書中對「素王」的理解會與《通論》一書有所矛盾。 

    然而幸運的是，除了〈《史通．惑經》篇書後〉一例外，我們尚能在其他

地方找到皮錫瑞認同以「素王」作為對孔子的尊稱的例證。而且這一例證乃

出自上文曾經引用到的《南學會第八次講義》之中。在《南學會第八次講義》

中，皮錫瑞曾謂： 

中國教主孔子，外國教主佛與耶穌、謨罕驀德，惟回教之謨罕驀

德及身而王，天主教至十數傳後乃有教皇，佛至後世亦稱覺王。我孔

子在當時，太史子余即云：「天其素王之乎。」此孔子「素王」所自始，

而其說尤著於《春秋》。275 

在這段說話之中，皮錫瑞認為孔子在中國的地位有如耶穌之於天主教、謨罕

驀德之於回教以及佛祖至於佛教般崇高。其中，太史子余所謂之「素王」明

顯是用於稱呼孔子的，以此證明孔子在世時已被時人稱之為「素王」。而從皮

錫瑞的行文中可見，他對於太史子余稱孔子為「素王」一事並沒有加以反駁

之餘，更認為因孔子在世時已經被稱為王，故其地位比耶穌、佛祖和謨罕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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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卷一，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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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更為崇高。276吳仰湘曾對《南學會第八次講義》的內容作過分析，認為皮

錫瑞於是次講義中依據亞聖孟子的言論，又援引漢學權威鄭玄和宋學權威朱

熹的注解，來論證孔子為素王，托王於魯，寄褒貶之法於《春秋》，其做法比

康有為在論證上更為堅實。277吳氏的論點是否完全正確尚有商榷的地方，但

他認為皮錫瑞於是次講義中引用不少權威以論證孔子為素王這一點，明顯是

源於剛才所引《南學會第八次講義》的內容的。皮錫瑞於此雖然沒有明確地

以「素王」指代孔子，但他在是次講義中明顯地是認同齊太史子余以「素王」

尊稱孔子的行徑，其原因在於證明孔子於當時的崇高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筆者於上一節所引，皮錫瑞於同一次講義之中，便

曾對「素王」一詞作過解釋，即為「空設一王之法」。即是說，皮錫瑞於同一

次講義之中，一方面既認同將「素王」屬之於孔子，另一方面亦將之屬之於

《春秋》，由此指出其意思為「空設一王之法」。當然，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

亦可用上述吳仰湘的分期的方法加以解釋。皮錫瑞在南學會主講時，正值他

兼宗今古文經的時期，與後來專宗今文經學時的經學取態或有不同，故對於

「素王」的理解或許不盡與在專宗今文經學時所完成之《通論》所論的相同。

皮錫瑞於其時對於「素王」的理解是否與撰寫《通論》和《王制箋》時有所

不同，這在下文會作詳細討論，但從《南學會第八次講義》這一例來看，至

少皮錫瑞在以「素王」屬之於《春秋》時，並不排斥以「素王」屬之於孔子

的做法。 

                                                      
276

 有關太史子余這段史事，最先見於《孔子家語》一書中：「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

子與之言道，子與悦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

而後知㤗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

遂退而謂 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

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

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 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

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

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見[魏]王肅：《孔子家語》，下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64。 
277

 吳仰湘：《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硏究》，(長沙：嶽麓書社，2002 年)，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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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認同《春秋》素王的同時亦不排斥孔子素王的做法在晚清並非

皮錫瑞如此，俞樾對於「素王」的理解亦有相同的傾向。在《詁經精舍自課

文》中，俞樾曾謂： 

《春秋》一經，聖人之微言大義，公羊氏所得獨多，嘗於孟子言

見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即《公羊》家託王於魯

之說也。趙氏《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魯史記，

設素王之法。」蓋孔子當定、哀之間，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欲著一

經，為後王法。而又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

因魯史而作《春秋》。所謂設素王之法者，非自為王也，亦非以王予魯

也。素者，空也，謂空設一王者之法也。夫空設一王者之法，豈可如

後世詞賦家所云亡是公、烏有先生哉﹗其事其文不得不有所託，而魯

父男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它國可據，故託之也。

魯之隱公，非受命之君也，而《春秋》於是乎始，則以為始受命也。

魯哀公時非太平也，而《春秋》於是乎終，則以為人道浹、王道備，

功至于獲麟也。是故《春秋》所書二百四十年之事，皆孔子所立素王

之法，則皆天子之事也，非為魯十二公作載筆之史也。278 

據本文稍前部分對於俞樾〈王制說〉的分析，俞氏在該文中在提到「素王」

一詞時，是將之屬之於孔子的。但俞氏在《詁經精舍自課文》提到「素王」

時，卻解釋為「空設一王者之法」，兩處的解釋正好不同。故此皮錫瑞在《南

學會講義》中對於「素王」意思的不同取態，並非只有他一人如此。 

 

二、 皮錫瑞有關「孔子素王」的討論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皮錫瑞在很早以前，便已經尊稱

孔子為「素王」。這一點在他撰寫《王制箋》一書時亦不曾改變。然上文在討

論皮錫瑞是基於「《春秋》素王」的前提下對「素王」作出釋義時，曾引用到

皮氏對於「孔子素王」的態度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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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卷二，頁 63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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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有《春秋》「素王」之義，董、何皆明言之，而後世疑之者，

因誤以「素王」屬孔子。279 

皮錫瑞認為將「素王」屬之於孔子是一錯誤的做法。由此句中皮錫瑞的態度

可以推斷，皮錫瑞對於「孔子素王」所持的立場應該是負面的。但我們是否

能一概以論之？又皮錫瑞對於「孔子素王」說，主要是站在什麼角度來進行

批評？現先就第二個問題將申述，期望這一問題的答案能提供回答第一個問

題的線索。 

皮錫瑞在《春秋通論》中認為，《春秋》之微言大義在漢代以後愈加隱晦

的原因，固然與《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280有關，但更為重要者則有

二：其一在於學者未能分辨《春秋》是經，《左傳》是史的分別；其二在於杜

預對於《左傳》又有曲解，至使《春秋》之微言大義長久以來都無法為人所

知曉。在「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

例，陸淳駁之甚明」一條中有這樣的一段說話：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

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不是為一代作史。經、

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

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

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

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281 

在這種情況下，杜預便成為阻礙《春秋》學發展之罪人。筆者於此之所以引

皮氏對於杜預之評價，在於皮錫瑞對於杜預有關《春秋》的觀點的評價可以

作為回應上述問題的出發點。在上文筆者引用皮錫瑞《春秋通論》的文字以

討論皮錫瑞如何解釋「素王」一詞時，在「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

王，《春秋》為後王立法，即云為漢制法亦無不可」一條中，皮氏有這樣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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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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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註，頁 22。 
281

 同上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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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為孔子自王，此本說者之誤。」皮錫瑞認

為杜預以為孔子自號為「素王」，故此連帶不相信「素王」之說實不能成立。

這裡我們先不論「孔子自王」是否真的是說者之誤，而將焦點集中於「孔子

自王」一詞上的話，則可以從這樣的一個思考點出發：如果「孔子素王」中

「素王」是對孔子的稱呼的話，那麼是孔子本人以「素王」稱呼自己？還是

後人對孔子之尊稱？而皮錫瑞是反對何種？ 

如果細讀上述所引皮錫瑞所寫的文字的話，則明顯可見，皮錫瑞是絕對

不會認為孔子自稱自己為「素王」的。例如：「素，空也，謂空設一王之法也……

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稱魯為王」，「說者以《春秋》爲素王。素王，非自爲王

也，亦非以王予魯也」以及「孔子非自稱『素王』，即此可證」等都是反對孔

子自號為「素王」的言論。皮錫瑞認為，正如上文所言，《春秋》一經的大義

在於討伐亂臣賊子，以之警戒後世，故此孔子是絕對不會犯上與亂臣賊子一

樣「僭越」的罪行的，此所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必不自蹈僭妄」

是也。 

但若查閱相關文獻，則早在杜預以前，鄭玄便提出了「孔子自號素王」

的言論。
282
而正如上文所說，皮錫瑞亦是留意到鄭玄這一說法的。然而，對

於鄭玄之見，皮錫瑞在《通論》一書中僅以「語質」帶來，而並沒有就此再

加以討論。而鄭玄於《六藝論》中的「孔子自號素王」又是探討皮錫瑞對於

「孔子自王」的觀點的批評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故此有必要在此對此加以

分析和梳理。 

雖云皮錫瑞在《通論》一書中對於鄭玄此一觀點沒有著墨太多，但他在

《六藝論疏證》解釋「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

王之法」一句時便有比《通論》更為詳細的說明，茲節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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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在《六藝論》中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見[清]皮錫瑞撰；吳仰湘校點：《皮錫瑞集》卷二，頁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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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疏》又引大史子余之言，謂非孔子自號「素王」，意在駁鄭，

說亦近是。而推鄭君之意，似乎不必過泥。鄭《釋廢疾》曰：「孔子雖

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

藏之以傳後王。」據鄭君說，孔子不敢顯然改法教授，又豈敢明目張

膽自號「素王」？《公羊疏》引答賈逵《長義》曰：「《春秋》藉位於

魯，以托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為公，何以為不正

名？何以為不順言乎？」據此，則孔子作《春秋》不明進魯稱王，又

豈有「素王」之理？然則鄭所謂「自號素王」，亦即自謂空設一王之法，

以待後世之行耳。漢人文義簡質，辭不別白，說者不以文害辭，以辭

害志可也。283 

若比較此一段落和《通論》中的文字，則可知《通論》中皮錫瑞對於鄭玄「孔

子自號素王」的看法是一直沿用他在《六藝論疏證》(定稿於 1898 年)中的解

釋而不曾改變。兩者都強調孔子不可能僭越而自號為素王，皮錫瑞認為，因

為鄭玄「語質」，故才會有「自號素王」一句出現。這裡所謂的「語質」，指

「文義簡質」，即是說漢代人用字簡潔樸實，很多概念有時因此而未能加以仔

細分別，故此造成了後人閱讀上的困難，甚至是誤解的可能。而鄭玄《六藝

論》中「自號素王」一句，按皮錫瑞的解讀，應解釋為「自謂空設一王之法，

以待後世之行耳」方為合理。皮錫瑞此處的解釋或許是有意識的誤讀，但無

論如何，從他對鄭玄「自號素王」的另類詮釋中可見，他是無論如何都不認

同孔子自號為素王的說法的。雖然熊十力對皮錫瑞不認同孔子自號素王之觀

點表示不以為然，但我們從皮錫瑞反對「孔子自王」的論描述中亦可見出，

皮錫瑞對於維護《春秋》大義之堅持。284 

從上可見，若從「孔子自號素王」一角度來看，皮錫瑞是決然反對「孔

子素王」這一對「素王」一詞的解釋的。其原因，一如上所言，這是一僭越

的行為，故孔子是絕不會為之的。那麼，若「素王」是後人對孔子的尊稱，

                                                      
283

 同上註。 
284

 熊十力謂：「孔子為《春秋》制作之主，亦以素王自命，乃當仁不讓之義。後人必謂孔子

不合自號素王，則以俗情而度聖心，大謬不然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

孔子以素王自居之證也。」見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局，1960 年)，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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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又如何回應？本文第二節曾討論過近代乃至當今學者對於「孔子素王」

說的研究，其中，如黃開國等，認為西漢之《公羊》學者之所以尊稱孔子為

「素王」，在於說明孔子是受天命之帝王，只是客觀環境不給予他帝王之名而

已，由此而將孔子改制正當化和探求理論上的依據。285皮錫瑞本人亦意識到

孔子「有德無位」的事實。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皮錫瑞曾謂：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

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286 

可見皮錫瑞同樣是認同孔子是一位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的思想家。然而，

皮錫瑞卻認為沒有必要稱呼孔子為「素王」藉此確立其改制之合法性的。《春

秋通論》「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

秋》亦即此意」中，皮錫瑞便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春秋》有「素王」之義，本為改法而設。後人疑孔子不應稱王，

不知「素王」本屬《春秋》，《淮南子》以《春秋》當一代，而不屬孔

子。疑孔子不應改制，不知孔子無改制之權，而不妨為改制之言。所

謂改制者，猶令人之言變法耳。法積久而必變。有志之士，世不見用，

莫不著書立說，思以其所欲變之法，傳於後世，望其實行。自周秦諸

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諸公皆然。亭林《日知錄》明

云：「立言不為一時」，船山《黃書》、《噩夢》，讀者未嘗疑其僭妄，何

獨於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287 

皮錫瑞在這段引文中指出，孔子之「改制」與他當時身處的時代所言之「變

法」實為一事。而法或制之所以要改，是因為舊有的制度沿用已久，故此有

改變的需要。288但是，此段最為重要的，是皮錫瑞認為，雖然孔子沒有帝王

之位故無法在客觀世界推行其改制之主張，但是這卻不妨礙他有提出改制之

主張的權利。皮氏後再引先秦時候的思想家，以及明清之際的學如王船山、

黃宗羲等人為例，證明即使沒有帝王之位，思想家們仍有提出各自對於改制

                                                      
285

 黃開國：〈《公羊》學的孔子改制說〉，《齊魯學刊》，第 3 期(2004 年)，頁 76。 
286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6。 
28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2。 
288

 有關皮錫瑞認為制度會因時而變這一觀點，筆者將於下一章再作分析，今先存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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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的權利的，故後人不應以僭越之名質疑孔子改制之合理性，也沒有需

要替孔子尋找一個改制的合理依據。 

除此之外，就筆者所見，至少在《通論》一書中，皮錫瑞沒有再對後世

尊稱孔子為「素王」一事提出任何的批評。但我們卻不能單純地以上述所說

孔子不因其沒有帝王之位而阻礙其提出對於改制的看法的論點而斷言皮錫瑞

同樣反對他人以「素王」尊稱孔子。其原因在於，皮錫瑞反對「孔子自稱素

王」，是因為這對於皮氏而言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孔子以外的人以「素王」

尊稱孔子，只是沒有需要的問題，而不妨他認同以「素王」尊稱孔子的可能

性。 

這裡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儘管已有學者質疑漢代並沒有儒生以「素王」

尊稱孔子，但學界過去均採取舊說，認為漢人確有以「素王」稱呼孔子。假

設他們的立場成立，那麼皮錫瑞這裡的陳述是否與他宗漢學的經學立場背道

而馳？筆者認為，皮錫瑞雖宗漢學，但並非完全的相信，這在對「素王」一

詞的解讀上亦然。筆者有這一推斷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正如筆者上文所言，

皮錫瑞認為經學愈古愈好，亦愈可信。那麼最古之經學，對他而言一定是最

為可信的。這一「最古之經學」在時間上而言，一定是經學剛形成的最初期，

而一時間正是孔子立「經」的時間。289至於西漢時期，在經學的發展史而言，

相對於後來的朝代，如唐、宋等而言，西漢固然是一個很早的時期，與孔子

定立各經的時間也較後來的接近。但是，在皮錫瑞的理解中，西漢並非經學

最古之時期，而且在西漢以前，經說己有所傳承，只是大部分經說如《公羊

傳》等要到漢代才著於竹帛之上而已。在流傳的過程中，或許有誤傳的情況，

這一點一如上文所言，皮錫瑞亦是留意得到的。二，承接第一個原因，皮錫

瑞之所以如此嚮往西漢時期，並不是因為當時的經說是百分之百可信，而是

他相信可藉由研究西漢之經學，可掌握到孔子在各經之中所賦予的微言大義。

                                                      
289

 有關這一觀點，詳見本文第二章的解說。 



103 

 

故此，西漢的經學，在皮錫瑞而言與其是目的，不如說是手段或方法，或許

會更貼近皮錫瑞的治經理念。故此，對於西漢之經學解說，筆者推斷皮錫瑞

並不會完全相信，因它畢竟並非與孔子之原意完全吻合，而且在治經的層面

而言，它不過是一個方法而言。故此，漢人雖或許以「素王」稱孔子，但這

一尊稱又是否「素王」最初之意義？這一問題皮錫瑞在上述引文中已給出答

案：「素王」本屬之於《春秋》，到後來才亦屬之於孔子。 

 

第六節 以「尊孔」為宗的經學取態 

    綜上而言，「《春秋》素王」以及「孔子素王」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是

並行不悖的兩組概念，這也解釋了為何在《王制箋》一書中「素王」一詞可

有多於一重的解讀。然正如上文所引，皮錫瑞認為「素王」這一概念原本是

屬之於《春秋》的。那麼為何他依然認同並接受將「素王」屬之於孔子這一

做法？筆者以為，其原因在於不論是「《春秋》素王」抑或是「孔子素王」，

兩者都十分強調變法改制這一思想。前者的意思為「空設一王之法」，其變法

的思想不言而喻；而後者的出現，正如上文所論，後來之治經者之所以以「素

王」稱孔子在於突出其有帝王之息而無帝王之位，藉此強調孔子所言之變法

的權威性。而這一點亦與皮錫瑞「尊孔」的經學思想甚為吻合。這亦是「《春

秋》素王」以及「孔子素王」得以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並行的主要原因。

然而，據筆者的理解，所謂的「尊孔」，在皮錫瑞的思想中似乎並非單純是一

態度而已，其中亦包含了他「通經致用」，以及復興西漢今文經學的經學思想

於其中。本節以下部分將就此作一討論。 

    「尊孔」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具體意思為何？筆者以為，「尊孔」一

方面為指尊敬孔子這一態度；另一方面亦為指實踐孔子寄予於六經之微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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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然筆者之理據何在？在解答這一問題前，我們不妨先看《經學通論．自

序》中的一段描述： 

錫瑞竊以為，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歷史》以授生徒弟子，

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

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捄燔經之禍，鑚仰既竭，不知所裁，尚冀達者

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290 

這一段說話旨在說明自己為何在完成《歷史》一書後，亦再撰寫《通論》這

一部屬於教科書之讀物。但其中較為筆者所關注的，是首句：「尊孔必先明經」

這一句說話。皮錫瑞指出，如要「尊孔」，則必須「明經」。這一句說話包含

了一個條件關係，即「明經」是「尊孔」的必要條件。如果「尊孔」是一種

態度的話，那麼為何要「明經」之後方可以「尊孔」？這裡的「明經」又是

什麼意思？細讀皮錫瑞的著作，所有治經者在最初接觸經學時，便應該尊孔。

他在《歷史》一書中有言： 

故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

可以言經學。291 

皮錫瑞認為生徒必須先知孔子制訂六經並以此教萬世，才可有資格談經學。

另上文所引皮錫瑞提醒初學者治經時必須遵守的六大原則，一方面固然要學

者治經須宗漢的思想於其中，292但更重要者是皮錫瑞一開始便要後學知道六

經乃孔子所制訂。而皮錫瑞於二書之中，就是透過這種反覆的提醒，務求使

生徒知道孔子之偉大處在於制訂六經及賦予作為萬世準則之微言大義，並因

而知道尊敬孔子之必要。 

                                                      
29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頁 1-2。 
291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7。 
292

 在《經學歷史》中，皮錫瑞對於治經必須宗漢作了解說：「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

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

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

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見同上註，頁 89-90。皮錫瑞

之所以強調「治經必宗漢學」，其原因在於西漢時的經學能真正做到通經致用。所謂：「勉為

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

頁 2。詳細內容，見本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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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果「尊孔」是指一種態度的話，那根本不需要任何先決之條件

方可行。故筆者推斷，皮錫瑞所言之「尊孔」有更深一層的涵義：即筆者本

節最初所提到的，將「六經」之微言大義實踐於現世。為論證筆者之推測，

我們必先要清楚明瞭「尊孔」的條件：「明經」的意思。所謂「明經」，簡言

之，即是明白六經的內容，亦即其中之微言大義。要如何才能做到「明經」，

這本非本章所欲集中討論者，故此處不作討論。然而有一點需說明者，是皮

錫瑞本人曾說過要達至「明經」，則必須要花上一定的時間方可成功。在《歷

史》一書中，他曾勸勉後學： 

而學之簡明者有用，繁雜者無用，則不可以不辨。《漢書．藝文

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簡明有用之學也。

又曰：「後世便辭巧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繁雜無用之

學也。今欲簡明有用，當如《漢志》所云「存大體，玩經文」而已。293 

皮錫瑞於此引用《漢書》的說話，指出要通一藝，即一經需要花上數年的時

間。而且在皮錫瑞身處之時代，離上古極遠，若要明白一經之義，所參考之

書籍必比《漢書》成書時為多。在〈經學復盛時代〉中，他便言： 

漢注古奧，唐疏繁複，初學先看注疏，人必畏難，當以近人經說先

之。如前所列諸書。急宜研究。或猶以為陳義太高，無從入手，則《書》

先看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詩》先看陳奐《毛氏傳疏》亦可。294 

由此可知，在當時若要完全掌握一經之微言大義，必然要花上好一段時間方

可達至。由此證明「尊孔」必定不是單純一種態度而已。而結合皮錫瑞的經

學立場，他所強調之「通經所以致用」這一治經立場，正好證明了筆者的推

斷。皮錫瑞之所以要求後學以「存大體，玩經文」的方法治經，295在於這一

方法能最有效地掌握一經之微言大義，而掌握經書之微言大義的目的，就是

                                                      
293

 同上註，頁 341。 
294

 同上註，頁 344-345。 
295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一書中曾以漢代之例子解釋何謂「存大體，玩經文」：「漢初申公

《詩》訓，疑者弗傳；丁將軍《易》說，僅舉大誼；正所謂存大體、玩經文者。」所謂：「僅

舉大誼」，當中「誼」字據周予同先生注作「義」。即是說只就其大義而說經。見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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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之實踐於現世中。而這一點，亦是他認為治經學者的最終目的，例如他

在《三禮通論》中曾勸勉當時的學者應努力研治《王制》一經，並說出其目

的在於： 

學者誠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

可以甄殷陶周矣。296 

認為後學如能明瞭《王制》一篇的微言大義，即使不是完全遵從《王制》所

記之內容，仍可達至如三代時的境況。皮錫瑞這種「通經致用」的經學思想，

與他心目中的西漢時期的經學盛況是完全相同的。據筆者在本文第二章所言，

皮錫瑞之所以如此嚮往西漢中期的經學，一方面在於其經說純正，但同時亦

因為當時儒生能做到「通經致用」，將孔子所手定之「經」運用到實際的政治

操作之中。而皮錫瑞所相信的治經的最終目的，亦是如西漢之儒生一般。這

一點，除了剛才所引《通論．自序》的文字外，從《歷史》一書各章的標題

亦可見一班。《歷史》最後一章，皮錫瑞題為：〈經學復盛時代〉，這裡所言之

經學，即是指西漢中期之今文經學。而他認為有清一代乃西漢今文經學之復

盛，正透露了他對於當時知識分子的期許，希望他們能在正確的方法之下治

經，並將經書之中的微言大義實踐出來。葛兆光曾對《歷史》最後一章作出

分析，認為皮錫瑞之所以將敘述結束在今文經學的崛起，在於希望經學在今

文經學大盛的時代重新復蘇並昌盛。297簡言之，這一希望代表了皮錫瑞經學

思想的傾向，即令中斷接近二千年的今文經學可在當時得以復興，其說誠為

的論。相反，彭明輝雖將皮錫瑞歸入經生派的今文經學家之行列之中，認為

他是以研究今文經學為主。298然筆者認為，彭氏此說卻忽略了皮錫瑞研究今

文經學的最終目的，在於使當時之經學恢復至西漢中期時那樣，經學可以真

的為世所用。 

                                                      
29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9-70。 
297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78 
298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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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者蔡長林曾謂以通經致用視經生有本末倒置之嫌，299但筆者認為，

如要全面地解釋為何「素王」一詞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有多重之涵義，則

不得不連繫其治「通經致用」的性格，蓋從他的論述脈絡中可見，如他對《春

秋》一經的性質，以及其中微言大義的理解，均可見出他欲將經書中的微言

大義付諸現實的想法。故筆者相信此一視角對於我們理解「尊孔」之深層意

義，以及由此而理解「素王」一詞的多義性甚為有效。 

    總之，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尊孔」一詞有兩層涵義，一為尊敬孔子的態

度，二為將六經之微言大義實踐於現實，這樣方能達至孔子刪定六經的目的：

為後世垂法。而這一思想亦正是皮錫瑞治經之最主要目的。基於以上的分析，

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皮錫瑞容許「素王」這一本來屬之於《春秋》的概念可以

同時屬之於孔子本人。原因在於，一方面以「素王」尊稱孔子可表現出治經

者尊孔的態度；另一方面，以「素王」尊稱孔子的背後，代表了治經者欲將

孔子賦予六經之微言大義實踐於當下的企圖，而這正好符合皮錫瑞對於研治

經學的目的的理解。 

 

第七節 結論 

    綜上而言，本章從《王制箋》一書中對「素王」一詞的使用出發，探討

皮錫瑞如何繼承俞樾對《王制》一篇性質的理解，同時亦藉由比對皮錫瑞曾

論及「素王」的不同經學著作中，發現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春秋》素

王」以及「孔子素王」二者是同時並存的。前者據皮錫瑞所言，是「素王」

一詞本來的用法；而後者絕非孔子自稱，而是後人以此尊稱孔子的。雖云皮

錫瑞認為此舉並無必要，但他卻並不反對如此。他所反對的，是「孔子自王」

                                                      
299

 蔡長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載《正

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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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認為是有乖「史實」的。事實上，在《王制箋》以及其他經學著作

中我們可以見到，皮錫瑞亦偶有以「素王」尊稱孔子的情況。這一現象之所

以出現，筆者認為，與皮錫瑞「尊孔」的經學取態不無關係。而所謂之尊孔，

絕非單純是一種態度，筆者認為，「尊孔」從宏觀的角度言，有將孔子賦予六

經之微言大義加以實踐之意。故「素王」一詞的多義性，在這種理解之下，

亦反映了皮錫瑞「通經致用」的經學性格。總之，透過本章的討論，筆者一

方面認為可以補充說明學界在討論《王制箋》一書時所忽略到的問題：即皮

錫瑞的經學思想中，「素王」一詞到底代表些什麼；另一方面，通過同一詞彙

的不同解釋，我們可以對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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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禮」與「制」的分途與融合：從《王制》

與《儀禮》之相通論皮錫瑞的禮學思想 

 

第一節  《王制》獨立成篇後其與《儀禮》的關係 

    本章承接第二、第三章的討論，分析在皮錫瑞的經學體系中，作為素王

之制之書的《王制》一篇自《禮記》單獨抽出以後，其與《儀禮》一經的關

係為何，並藉此探討皮錫瑞的禮學思想。 

正如筆者在第二章所言，《王制》為今文經學之大宗，亦即為《春秋》素

王之制，300此一論斷為皮錫瑞在晚年對於《王制》一篇性質的定論，而皮錫

瑞亦因《王制》此一性質而將它從《禮記》一書中抽出，並將之提升至擁有

「經」的地位，使之能與傳統之「六經」媲美。而作為「經」的《王制》，其

與《春秋》的關係亦十分密切。在《三禮通論》中，皮錫瑞便曾抄錄了俞樾

有關的的考證，藉此證明《王制》一篇因是素王之制之書，與《春秋》之微

言相通，故二「經」能因此而相合。而後來皮錫瑞在撰寫《王制箋》一書時，

亦致力於藉「素王之制」這一本來屬之於《春秋》之微言去詮釋《王制》當

中的文字，以證明《王制》與《春秋》相通這一觀點的合理，301亦由此令傳

                                                      
300

 相關內容，詳見《三禮通論》「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一條。見

氏著：《經學通論．三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67-70。 
301

 如在箋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

一巡守。」一段文字時，皮錫瑞便對《公羊傳》的文字與《王制》的文字進行互證，以證明

後者與前者相通。唐人孔穎達在疏解《王制》這一段內容時，曾徵引許慎《五經異義》與鄭

玄《駁五經異義》對於《公羊傳》中：「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

這一段記錄到底是屬於文、襄時期之制還是夏、殷之制的不同解釋。在《王制箋》一書中，

皮錫瑞雖對孔《疏》內容加以刪減，但亦保留了許、鄭二人的有關說法。然而，皮錫瑞在隨

後的箋注中對於《公羊傳》乃至《王制》有關的內容卻有著與許、鄭完全不同的解釋：「《公

羊》說與《王制》正同，此《王制》為素王定制之一證。」由於皮錫瑞認為《公羊傳》所載

的均為孔子所定之新法，故此與之相通之《王制》中的內容也必定是孔子所定之後王之法無

疑。見氏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頁 60。類

似的論述，亦見於《王制箋》其他地方，然礙於篇幅，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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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來都認為無太大關係的兩部文獻產生了直接的關係。 

    在理解到《王制》與《春秋》的關係以後，筆者隨即產生了兩個疑問：

一、《王制》在脫離《禮記》一書後，其與《儀禮》是否還存有關係？其答案

是肯定的。於《三禮通論》有關《王制》的描述中，皮錫瑞曾有言： 

(《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

頗相同，而於《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與《春秋》

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302  

這裡皮錫瑞明言唯有清楚掌握《王制》作為「素王之制之書」這一性質，方

可令《春秋》與《禮經》，即《儀禮》相通。即是說，《王制》的角色猶如一

道架於《儀禮》和《春秋》二經之間的橋樑，而二經亦要透過《王制》一經

方能得以相通。故此，如果《王制》與二經其中一經本身無法相通的話，則

它根本不能充當作為橋樑的角色。但這裡何謂之「相通」者為何？事實上按

照皮錫瑞的理解，任何由孔子所定或所作之經均有由孔子所賦予之微言大義

於其中。如果相通只是停留在這種層面上的話，則六經中任何一經，以及《王

制》均可以相通，原因在於各經均有微言大義於其中，而《春秋》與《儀禮》

二經亦不需要《王制》方「有可通之機」。故此，筆者認為，皮錫瑞這裡的相

通，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概念。而這種所謂「更高層次之概念」，簡言之即是二

經所共同擁有之相同特徵，而這種特徵是其他各經所沒有的。由此二經方可

產生比諸他經更為密切之關係，而藉此方能相通。《王制》與《春秋》相通，

誠如前述。而《王制》與《儀禮》相通這一點，亦可從上述《通論》的文字

中得到引證。然而問題在於，《王制》與《儀禮》二者是如何相通的？皮錫瑞

在《通論》一書中並沒有就此再詳加說明。在皮錫瑞的論述之中，《禮記》原

為孔子之後不同人所撰寫，再經後來漢代戴聖所傳之書，其本身是用以解釋

《儀禮》十七篇的文獻，故只能擁有相比於「經」為次要的「傳」的地位。 在

                                                      
30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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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傳」從屬於「經」的系統底下，作為《禮記》其中一篇的《王制》本

來是從屬於《儀禮》的。但皮錫瑞既然認為《王制》因其作為素王之制之書

而可以單篇獨行，並且擁有「經」的地位，即意味著以上所論「經」、「傳」

之關係便不能再用作解釋《王制》與《儀禮》的關係了。那麼作為「經」的

《王制》是怎樣與《儀禮》相通的？這是本文第一個核心問題。  

二，《王制》既然已從《禮記》中分別出來，那麼它是否仍屬於「禮」，

或者是禮學範疇內的文獻？這一問題一方面涉及到皮錫瑞對於「禮」的內涵

的認識，另一方面亦是解答上述問題的線索。蓋若《王制》在單篇獨行以後

仍然是「禮」的話，則其與《儀禮》為何相通便很容易理解。反之，我們便

需從另一維度思考有關問題。僅就筆者所見，皮錫瑞在論述的過程中，對於

「禮」的內涵似乎有別於今人的理解。這一點亦牽涉到《王制》一篇內容的

定位。以上兩個問題，正是筆者本章所欲解決之中心問題。而透過對上述兩

個問題的解答，筆者同時希望可對皮錫瑞的禮學思想有更深入的認識。 

    相對於皮錫瑞的鄭學以及《尚書》學之研究而言，學界在討論皮錫瑞的

經學思想時，很少將焦點放在他的禮學思想上。僅就筆者所見，除去有關皮

錫瑞《王制》研究的論文外，只有潘斌曾撰文討論皮錫瑞的禮學思想。
303
而

楊君之碩士論文〈晚清今文禮學研究〉亦有對皮錫瑞的禮學思想進行分析。304

然而，二人的研究都有著同一問題：他們主要是泛論皮錫瑞之禮學思想，但

對其中若干議題：如皮錫瑞對三《禮》的重新界定、「禮」的內涵、禮之作用

等，都沒有作詳細的討論。箇中原因，或許和皮錫瑞有關禮學的著作，相對

                                                      
303

 事實上，潘斌有關皮錫瑞禮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只有〈皮錫瑞「三禮」學的今文經學觀〉

一文。而且其主要的材料都是《三禮通論》一書，而沒有引用到《王制箋》一書的內容。詳

見氏著：〈皮錫瑞「三禮」學的今文經學觀〉，《古代文明》，2010 年第 1 期，頁 106-114。 
304

 事實上，楊君之碩士論文並非以討論皮錫瑞的禮學思想為其主要目的。皮錫瑞之禮學只

佔其一一個章節的內容而已。而既有關皮錫瑞禮學思想的部分，他逞要是就皮錫瑞對三《禮》

不同的態度入手作討論，並分析皮錫瑞的禮學思想與廖平的禮學思想的關係，以及皮氏禮學

思想的近代性。但由於章節篇幅有限，他的討論都顯得搔不到癢處。詳見氏著：《晚清今文

禮學研究》，(中國：山東師範大學，2004 年)，頁 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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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的鄭學和《尚書》學的著作而言為數較少這一事實有很大的關係。305然

而，皮錫瑞對禮學實甚為重視，這從其弟子夏敬觀的評論即可見出： 

先生(皮錫瑞)精《禮經》、考《詩》四家、《禮》二戴、《春秋公羊

傳》、叵馬《史記》記禮之辭相出入者，以證伏《傳》。於鄭君著書，

始緯次經，先今後古，明其學術先後異同之故，篤信鄭君，多詳古禮。

故又兼治鄭學，疏通其一家言。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

超越乾嘉諸儒，而為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也。306 

其說雖有誇讚之嫌，然從中可以肯定的，是皮錫瑞對於「禮」的重視程度並

不亞於其對鄭學和其對《尚書》學的。據夏說，皮錫瑞對於《儀禮》、大小二

戴《禮記》，以致《史記》一書中的「禮」均有研究，由此可知他對禮學的重

視程度。故筆者相信，掌握皮錫瑞之禮學思想對於全面地理解其經學思想實

甚為必要。307即是之故，本章希望以上述有關《王制》的兩個問題為出發點，

一方面對《王制》的內容性質，以及它在皮錫瑞的思想體系中，與《儀禮》

的關係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亦藉此對皮錫瑞的禮學思想有更為堅實

的把握。 

 

                                                      
305

 僅就筆者所計，皮錫瑞有關鄭學的著作分別有：《孝經鄭注疏》二卷、《鄭志疏證》八卷

附《鄭記考證》一卷《答臨孝存《周禮》難》一卷、《六藝論疏證》一卷、《駁五經異義疏證》

十卷、《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三卷、《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而有關《尚書》學的著

作，則包括：《尚書大傳疏證》七卷、《尚書古文疏證辦正》一卷、《尚書古文考實》一卷、《今

文尚書考證》三十卷、《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尚書中侯疏證》一卷和《尚書通論》。

其中《尚書中侯疏證》一書可說是同時包括鄭學和《尚書》學於其中。而皮錫瑞有關禮學的

著作(這裡所謂的禮學，取其廣義，即凡是所有有關傳統三《禮》學的著作亦包括其中)，除

了上文提及之《魯禮禘祫義疏證》一書外，只包括《禮記淺說》二卷、《三禮通論》以及《王

制箋》一卷。故從數量上可見，皮錫瑞有關禮學的著作相比起鄭學和《尚書》學而言是較少

的。詳見吳仰湘：《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頁 460-463。 
306

 夏敬觀：〈善化皮鹿門先生年譜序〉，載皮名振編《皮鹿門年譜》，卷首，(臺北：商務印書

館，1939 年)，頁 1。 
307

 事實上，誠如本論文第一章所言，學者蔡長林亦有一篇會議論文是集中討論皮錫瑞之禮

學思想的。見蔡長林，2013 年 7 月 27-28 日，〈皮錫瑞的《禮》學論述及其對今文經學的意

義－－以《三禮通論》為討論中心〉。經學與社會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Confucian Canon 

Studies and its Social Applications）。特里爾：特里爾大學漢學系。唯有關論文仍未正式出版，

故筆者無緣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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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儀禮》的內容論皮錫瑞對「禮」之內涵的

認識 

 

一、 「禮」之內涵的界定 

    為方便討論，這裡先就學界對「禮」的內涵的認識作一簡述。從字源考

察，「禮」一詞本是指祭祀用的禮器而言。308「禮」這一概念發展下去，其範

圍亦慢慢擴大。僅就筆者所見，學界在界定「禮」所包含的範圍時，其標準

是不甚統一的。與皮錫瑞同時之章太炎則認為禮之範圍甚廣，他在《檢論．

禮隆殺論》中開宗明義指出： 

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制、形法、儀式是也。309 

這裡章太炎只是簡單地交代了「禮」為法度之通名而已，但從中可見他對於

判定「禮」的標準：但凡一切法度皆可以禮稱之。而學者張壽安在其著作中，

就先引用學者馬宗霍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一書中對於三《禮》的內容作過

分類和簡介：《周禮》所論多為立國的典章制度，《儀禮》所論乃人倫鄉黨之

倫理規範和生活禮俗，《禮記》則是關於禮之理論的討論，之後再指出，現今

學界對於「禮」之界定，多以三《禮》(《儀禮》、《周禮》和《禮記》)之內

容為標準。她更在馬氏的基礎之上，對於「禮」的內容加以現代的解釋，認

為今人所言的「禮」共包括三個部分：一是禮制，指國家、社會、家族的組

                                                      
308

 有關「禮」的起源，可參看何炳隸先生〈原禮〉一文。何先生於當中對於「禮」之起源，

以及其在古代社會之作用作了深入的分析。見氏著：〈原禮〉，載氏著；范毅軍、何漢威整理：

《何炳隸思想制度史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55-170。 
309

 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三冊，

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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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和規範；二是禮儀，指婚、冠、喪、祭等特定典禮的儀式；三是禮義，指

在制度儀文之上的倫理準則和價值取向。310另外，錢新祖、311葉國良、312張麗

珠313等學者亦有有關「禮」的內涵的討論。但他們卻沒有明確地提供界定「禮」

的標準。但可以肯定者，是他們對於「禮」的界定，均包括了以上三者。故

筆者很認同學者王汎森所「禮」不限於三《禮》的觀點。314簡言之，他們在

界定「禮」一詞時，其標準或許不一致，而且「禮」的理解也或許有一定程

度的不同，但從他們的論述之中，我們可以肯定「禮」的內涵一方面既包括

了三《禮》的內容於其中，另一方面又不只限於三《禮》，其內容實相當廣泛

的，舉凡一國之典章制度、禮儀習俗以至其背後的義理都可稱之為「禮」。 

基於這種對於「禮」的理解，即可知《王制》一篇雖然已從《禮記》中

分別出來，但它所載之主要內容，實是上文所言之「禮」的其中一種，而《王

                                                      
310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淸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4-5。另外，周予同先生則認為，三《禮》的內容多為典章制度，但是，他亦不否定

三《禮》的內容中有禮儀於其中。見朱維錚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 年)，頁 163 及 634。 
311

 錢新祖先生嘗謂：「『禮』這個觀念與仁一樣，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意義。狹義的禮是

指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為和儀容的規範，這種狹義的禮有點像法律，是可以把它制度化

而具之於文的；也就是說，狹義的禮就是可以把它條文化的，我們《禮記》裡面所謂的『禮

經三百，威儀三千』，就是這種可以被條文化的狹義的禮。廣義的禮不一樣，廣義的禮所涉

及的不是我們日常行為和儀容的細節，而是我們遵行禮儀規範這種行為的道德意義。這種賡

義的禮，在我們道德修養的過程之中是不可或缺的。」見氏著：《中國思想史講義》，(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頁 71。 
312

 葉國良先生對於「禮」曾作以下分析：「華夏禮學的禮傳統，可以區分為『經禮』、『曲禮』

的研究與『禮意』的詮釋三部分。『經禮』和『曲禮』，古人之為『禮文』；『禮意』即是『禮

文』的精神所在。」見氏著：〈戰國楚簡中的「曲禮」論述〉，收入周鳳五主編：《先秦文本

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頁 26。 
313

 張麗珠在討論到「禮」時曾有言：「禮的內涵歷經演進而包括下列數個層面的意義：禮的

意義一開始是由『行禮之器』、象形祭品與祭器的『豐』(後來被簡化成『豊』)字發展出來的

『事神祈福』儀節；後來才形成具有『道德』價值的莊敬之德等道德行為；再後來又擴展成

為法制、規範等國家社會『禮制』而言。」見氏著：《中國哲學史三十講》，(臺北：里仁書

局，2008 年)，頁 26。 
314

 王氏之論，一方面是建塑於章太炎在《檢論》中的論述，同時又建基於皮錫瑞有關「六

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的觀點。筆者將在稍後討論皮錫瑞之論述。但有趣的是，王氏在引

述皮氏之觀點時，對於錫瑞所運用之名詞的具體內涵似有不能完全掌握的地方。其中皮錫瑞

所謂：「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當中的「禮」是否如王氏所言，其範圍甚廣？有關這一

問題，筆者在本章稍後的討論中自會解答。但這裡可先說明者，是王氏似乎未能完全掌握皮

錫瑞這裡的論述的真正意思。但是，王氏錯誤理解皮氏之言並不妨礙他有關「禮的意涵極廣」

這一觀點的合理性。有關王氏之言，見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的

討論。見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

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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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篇本身亦因而可說是禮學範疇內的文獻。鄭玄於《三禮目錄》中，曾

對三《禮》中各篇的內容作過分類和簡述，其中《王制》一篇與《禮記》中

的另外四篇：〈曲禮〉、〈禮器〉、〈少儀〉和〈深衣〉同樣被鄭玄劃入「制度」

之列。315他更對《王制》一篇的命名作了以下的分析： 

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316 

簡言之，亦是重申《王制》一篇所記為制度之事。即是說，從鄭玄對《王制》

性質的歸類，我們可以猜想《王制》所記之內容應以制度為主的。事實上，

皮錫瑞對於《王制》的性質的認識亦與鄭玄相同。在〈《王制箋》自序〉一文

中，皮錫瑞曰： 

《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可以治天下。317 

皮錫瑞認為三《禮》之一的《周禮》與《王制》都是制度之書，分別只在於

《王制》所記為孔子損益四代以後所創之新制，318而《周禮》所記的則是周

代舊法。319即是說，兩者所記之內容都是以制度為其中心的。320在撰寫《王制

箋》時，皮錫瑞亦不斷以「制」指稱《王制》一篇之內容。例如於第 22 條中，

在箋注「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

雍，諸侯曰頖宮。」321一段經文時，皮錫瑞先引《白虎通》的文字，並言： 

《白虎通》引《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不

                                                      
315

 鍾肇鵬編：《古籍叢殘彙編》，第四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年)，頁 7-34。 
31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

疏》本)，頁 212。 
317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6。 
318

 皮錫瑞曾謂：「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以待後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非徒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實亦斟酌四代……《王制》即素王 1 之制，其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鄭君見其

與《周禮》不合，別之為夏、殷禮。孔子斟酌四代，未嘗不採夏、殷，然既已經孔子損益，

定為一王之法，則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矣。同上註，頁 12-13。 
31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8。 
320

 必須注意的，是這句說話僅就二書之總體性質而言的。正如上文所言，《周禮》為一專記

官制之書，而官制乃制度之一種。而《王制》所記，正如筆者在附錄一中所作的歸類，其中

雖亦有很多關於官制之內容，然當中亦有很多官制以外的制度。 
321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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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三代異同，當是三代通制。鄭君以為殷制，孔《疏》又引下文之注

以解之，遂致學制糾纏不明。322 

皮錫瑞此處以「制」指稱有關內容，認為《王制》此處所言為一有關制度之

事。相類的情況，亦散見全書，茲不贅述。誠然，皮錫瑞認為《王制》與《周

禮》同為詳制度之書這一觀點，一方面固然是繼承自鄭玄，但另一方面皮錫

瑞亦明顯是受到朱熹的影響。在《三禮通論》中，皮錫瑞便曾引用到朱熹的

說話：「《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323兩相對照，可見皮錫瑞對於《王

制》和《周禮》性質的了解與朱熹的理解實若合符節。而且，根據筆者對《王

制》所記內容的理解，可以推斷不論是皮錫瑞，抑或是朱熹和鄭玄，他們所

論的有關《王制》內容的性質均為事實。《王制》一篇所記的確是集中在制度

之上。關於這一點，筆者在本章稍後將有更深入的討論。 

然而，筆者這裡輕易地將從《禮記》分別出來的《王制》中所記的內容

視為「禮」，並進而將是書歸入禮學範疇之內，實是建基於學界普遍對於「禮」

的內涵的認識之下所作出之判斷。那麼，皮錫瑞個人對此的意見為何？他對

此的觀點是否與筆者所舉之學者相同？這一問題，關係到皮錫瑞對於「禮」

的內涵的理解。到底皮錫瑞是否與大多數學者一樣，認為「禮」的內涵實包

括制度、儀式和義理三者？如果不是的話，則他對於「禮」的內涵有何認識？

以下部分筆者將對此作更為詳細的討論。 

 

二、 《儀禮》的內容及皮錫瑞論「禮」之內涵 

筆者於上文中曾指出學界普遍認為「禮」一詞的內涵包括制度、禮儀(典

                                                      
322

 同上註，頁 78。 
32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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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和儀式)以及禮義三者。324然而，我們不能在沒有充足的證據下就認為皮錫

瑞亦認同這種理解。事實上，在《三禮通論》一書中可見，皮錫瑞對於「禮」

的內涵自有其獨特的見解。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理解的「禮」的範圍並沒有

上文筆者所言的如此廣泛。 

在解釋以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皮錫瑞就三《禮》所作之論述作一概述。

其原因在於，當我們審視其對三《禮》的改動後，即可發現皮錫瑞並不認同

《周禮》，這一部傳統以來均視為三《禮》之一的文獻，當中所記之內容均可

稱之為「禮」。透過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了解得到皮錫瑞所言之「禮」究竟

為何。誠如筆者上文所言，學界現今對於「禮」的內涵的理解，多是從三《禮》

的內容而來的。而歷來學者對三《禮》地位的高下亦各自有不同之見解。例

如遍注三《禮》之鄭玄，325則認為《周禮》為周公所作，可稱為經，而《儀

禮》只能算是《曲禮》。326然而，皮錫瑞對此卻有著有別於鄭玄的理解。正如

筆者前文所言，皮錫瑞認為只有孔子所手定的文獻可以稱為「經」。而六經(當

中包括：《易》、《詩》、《書》、《禮》、《樂》和《春秋》)中的《禮》所指的，

乃今本《儀禮》十七篇。在〈經學開闢時代〉中，皮錫瑞曾謂： 

                                                      
324

 學者劉百閔認為，「禮儀」中的「禮」與「儀」其實是有一定的分別的。在《經學通論》

一書中，他曾謂：「儀與禮亦有別……禮儀合言，皆名為禮；分言之，則禮為體，儀為履。」

見氏著：《經學通論》，(陽明山：國防硏究出版部，1970 年)，頁 245-246。據其說，「禮」，即

典禮為禮之體，而典禮中所實踐之儀式為禮之履，即表現形式。為方便討論，本文一律以禮

儀一詞指稱古代之典禮禮儀。 
325

 事實上，要直到鄭玄遍注三《禮》，方有「三《禮》」之名的出現。《後漢書．儒林列傳》

有以下一段記載：「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

十九篇，通為三《禮》焉。」見[南朝．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頁 2576。而皮錫瑞在《三禮通論》「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

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一條中亦曾謂：

「《禮》分為三，實自鄭君始。《周官》古別為一書，故《藝文志》附列於後。賈《疏》謂其

書：『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即高堂、蕭、孟、後、

二戴。是西漢禮家無傳《周官》者。二戴所傳《禮記》亦附經，不別行。自鄭兼注三書，通

為三《禮》，於是《周官》之分經別出者，與《禮》合為一途。《禮記》之附經不別出者，與

經歧為二執。鄭君三《禮》之學，其閎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自此以後，阮諶之《三禮圖》，

王肅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莫不以三《禮》為定名矣。」見氏著：《經學通

論．三禮》，頁 4。 
326

 鄭玄嘗謂：「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見[漢]

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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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數而孔子刪定，

或並不及此數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

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篇，

刪《書》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327 

認為今本《儀禮》必定經過孔子手定，故此可列為「經」。而在《三禮通論》

中，皮錫瑞亦有重複以上的觀點，328並認為： 

《儀禮》本經禮，而謂之「曲禮」，鄭說稍誤。329 

皮錫瑞指出三《禮》中只有《儀禮》是經，故認為鄭玄將《儀禮》視為「曲

禮」，而《周禮》為經這一做法是不合理的。330至於三《禮》餘下的《周禮》

和《禮記》，皮錫瑞認為二書的地位(除了《禮記》中《王制》一篇外)均不能

與《儀禮》相媲美，蓋其原因，在於二書均非經由孔子所手定之經。前者是

六國時人所制之書，其目的乃是模仿素王改制之意。331而且，據史書記載，《周

禮》一書要到劉歆時方擁有「禮」之名；332而後者則是孔子死後，出自多人

                                                      
327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20。 
328

 在「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當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目名其學」中，皮

錫瑞開宗明義便曰：「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即

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

皮錫瑞指出西漢時期的儒生視《儀禮》為經，故此有時會以《禮經》一名以尊之。見氏著：

《經學通論．三禮》，頁 1。 
329

 同上註，頁 5。 
330

 在「論《禮》十七篇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禦』之誤，當作『射

鄉』尤為精確」一條中，皮錫瑞便對邵懿辰之說予以認同：「邵氏此說，犁然有富於人心，

以十七篇為孔子所定，足正後世疑《儀禮》為闕略不全之誤。以《儀禮》為『經禮』，足正

後世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之誤。」同上註，頁 15。 
331

 《三禮通論》「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難行於後世」一條中，皮錫瑞對於《周禮》

有以下的評價：「《周禮》體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筆，而能作此書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

典禮之遺，非盡憑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劉歆增竄，亦非歆所能獨辦也。惟其書是一家之學，

似是戰國時有志之士，據周舊典，參以已意，定為一代之制，以俟後王舉行之者，蓋即《春

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國之大，設官之多，與各經不相通。」同上註，頁 57。相同

的觀點，亦見於《王制箋》一書：「《周禮》一書，何休以為六國人作，蓋亦當時有志之士採

摭周法，參以己見，定為一代之制，竊比素王改制之意。」見氏箋；王錦民校箋：《王制箋

校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頁 20。 
332
《漢紀．孝成皇帝紀二》中有以下的記載：「(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

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見[漢]荀悦、[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

局，2002 年)，頁 435。對此，皮錫瑞在「論周官改稱周禮始于劉歆武帝盡罷諸儒即其不言周

官之證」亦謂：「《儀禮》非古名，《周禮》亦非古名，漢初名為《周官》……《周官》改稱

《周禮》，蓋即始於劉歆，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為《周禮》。』

陸德明《序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是其明證。」見氏著：《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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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極其量只是用作解釋《儀禮》的文獻。333故此皮錫瑞在撰寫《通論》

一書時雖沿用鄭玄之安排以三《禮》為目，但是對於傳統的三《禮》，皮錫瑞

實是有高下之分，而《儀禮》一經因是經由孔子所手定的，用以教萬世的「萬

世教科書」，故此比諸其餘兩部文獻顯得更為重要。334但皮錫瑞有關三《禮》

的論述並不僅限於此，他不單認為傳統之三《禮》有高下之別，更重要者，

是他認為傳統所謂之三《禮》有誤。在「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為經，《禮

儀》為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一條中作出以下的結論： 

今若改正三《禮》之名，當正名《儀禮》為《禮經》，以《大戴禮

記》、《小戴禮記》附之，而別出《周官》自為一書，庶經學易分明，

而禮家少聚訟矣。335 

認為傳統所言之三《禮》的錯誤在於將《周禮》歸入三《禮》之中，故他《周

禮》一書應別出，而改以《大戴禮記》代替之，這一與《小戴禮記》性質相

同的文獻，使之成為為三《禮》之一。然為何皮錫瑞會有這一主張？箇中原

因，一方面固然與《周禮》為古文經學之宗有關。但若細讀皮錫瑞的文字，

更重要的原因，乃在於《周禮》所記之大部分內容均非皮錫瑞所認為的「禮」。 

皮錫瑞在作出上文所提之結論以前，在同一條中他曾有以下論述： 

《周禮》言官制，不專言禮，不得為《儀禮》之綱。《儀禮》專言

                                                                                                                                                 
通論．三禮》，頁 47-49。 
333

 在「論《禮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者。惜孫炎、魏徵之書不傳」中，皮錫

瑞云：「《禮記》四十九篇，眾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雜采成書，亦非專言一事……

平心而論，《禮記》非聖人手定，與《易》、《書》、《詩》、《春秋》不同。且《禮經》十七篇，

已有附記，《禮記》文多不次，初學苦其難通，〈曲禮〉一篇，即其明證。」從上文中可見，

雖云《禮記》是用作解釋《儀禮》的，但皮錫瑞卻認為《儀禮》十七篇各篇本身已有附記於

篇末(雖然有數篇的篇末沒有這種「附記」)，而這些附記比《禮記》各篇更易明白，故此在

釋經的層面上，皮錫瑞似乎亦認為《禮記》比這些附記作用較為細。見同上註，頁 71-73。 
334

 [清]皮錫瑞；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26。然而，有關《儀禮》的作者，近年學者葉

國良已提出新見，而且其觀點亦與皮錫瑞截然相反。在〈駁《儀禮》為孔子手定完書說及其

延伸之中道統說〉一文中，葉國良便對孔子手定《儀禮》一說作出批評，認為《儀禮》一書

乃陸續成書於春秋末期及戰國時代。見氏著：〈駁《儀禮》為孔子手定完書說及其延伸之中

道統說〉，收入氏著：《禮學研究諸面向》，(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6-43。 
335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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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古稱《禮經》，不當為《周官》之目。336 

皮錫瑞之所以作如是言，在於批評鄭玄將《周禮》視為《禮經》，而將本為孔

子所手定的十七篇《儀禮》視為《曲禮》這一做法。皮錫瑞認為《周禮》的

內容多以官制為主，而「禮」則非其主要內容。相反，孔子所手定的《儀禮》

則是以「禮」為其主要內容，故此前者不應視為後者之綱，後者也不應視為

前者之目。皮錫瑞這一觀點，實乃承襲自朱熹，在隨後的「論《儀禮》為經，

《禮記》為傳，當從朱子，採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分節尤明」一條

中，皮錫瑞便引用到朱熹之言： 

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為禮設也。至於

《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

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337 

可見皮氏之論與朱熹的觀點實同出一轍。兩人論述的中心，固然是希望證明

鄭玄以《周禮》為經之錯誤，但同時卻向我們透露了另外一個重要的訊息：《周

禮》與《儀禮》在內容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他們看來，只有作為經的《儀

禮》是專明討論「禮」的。相反，《周禮》一書所記的則主要是設官之制，並

非以「禮」為主。這一點亦是為何皮錫瑞主張《周禮》不應為三《禮》之一

的主因。這裡所謂的「禮」，明顯比一般學者所理解的(包括制度、典禮禮儀

和禮義)在範圍上更為狹窄。原因在於不論是皮錫瑞，抑或是朱熹，他們都將

《周禮》所記載的政治官僚制度剔除在「禮」的範圍之外。《周禮》一書的核

心內容，誠如皮錫瑞和朱熹所言，是以官制為主的。就筆者所見，今本《周

禮》每篇開首均會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338 

                                                      
336

 同上註，頁 6。 
33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24。 
338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孔：《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疏》

本)，頁 10-12、138、259、429、51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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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句句子，此句可說是對每篇內容的簡要，亦正好說明了《周禮》一書

的內容，就是以「設官分職」為主的。《周禮》內容的這一特點，既解釋了為

何皮錫瑞主張對傳統之三《禮》作出更改，另一方面亦幫助了我們理解皮錫

瑞對「禮」的認識。而我們若對《儀禮》的內容加以分析的話，則皮錫瑞這

裡所謂之「禮」，明顯不包括《周禮》所記之官制在其中，而是指古代各種典

禮而言。 

皮錫瑞既認為《儀禮》是專言「禮」的，則若我們要對皮錫瑞所言之「禮」

有清晰的掌握，最有效地便是對《儀禮》一書的內容加以審視。清人姚際恆

嘗謂：「《儀禮》，言儀之書也。」339其意謂《儀禮》所言之內容為典禮過程中

的禮儀。而上文所引學者張壽安的意見亦與姚氏所論相同。又據葉國良等學

者所言，今本《儀禮》十七篇，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

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

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和〈有

司徹〉，都是用來記載不同典禮中的儀節，以及不同場合中，不同身份的人應

該有什麼行為，即行為之規範。340可見歷來不同學者在研讀《儀禮》時，都

發現《儀禮》是一部以記載古代禮儀為主之文獻。這些禮儀所涵蓋的範圍，

大體而言則包括上引朱熹所言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禮八種。《儀

禮》之所以以這八種禮為其主要的記載內容，誠如《禮記．昏義》所言，在

於它們均是各種典禮之始：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341 

                                                      
339

 [清]姚際恒：《儀禮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86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籍出版社，

1995 年)，頁 17。 
340

 例如，〈士冠禮〉所記為士之階級舉行成年禮的具體儀節。〈士昏禮〉所記為士之階級舉

行婚禮的具體儀節。〈士相見禮〉所記為士之階級正式拜見友人、糾紳、君及友人回拜的具

體儀節。〈鄉飲酒禮〉所記為士、大夫以敬老尊賢為宗旨的聯誼酒會的具體儀節。見葉國良、

夏長樸、李隆獻合著：《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頁 188-190。 
34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

疏》本)，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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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但皮錫瑞卻認為《儀禮》所記之典禮已足夠涵蓋天下所以種類的

典禮。在「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係」一條中，皮

錫瑞在引用淩廷堪於《復禮》篇中有關典禮的作用的論述後指出： 

淩氏作《禮經釋例》，於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賅

括一切禮文，即有不備，可以推致，與邵懿辰之說相近。淩氏年輩在

前，當為邵所自出，而其實皆本於《漢書》，其論禮所以節情復性，於

人心世道，尤有關係。342 

認為《儀禮》所記之「禮」可以「推致」，意即當中所記之八種主要典禮的內

容可推廣及其他不在《儀禮》一書所記之典禮之中。皮氏之論，乃承繼自淩

廷堪。淩廷堪於《禮經釋例．復禮》篇中曾謂： 

《記》(《禮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

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

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343 

可見，二人均認為《儀禮》當中主要記載了上述所言冠禮、昏禮、喪禮等八

種典禮。然而其指涉的範圍卻不僅限於此，而是可以普及到世界上一切典禮

的。箇中原因，在於禮儀背後的微言大義，筆者在本章稍後將會就此加以說

明。這裡較為重要的，是從《儀禮》的內容，以及皮錫瑞的論述中可見，縱

使《儀禮》所記之典禮種類或許不夠全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都是以古代

之典禮禮儀為其主要記錄對象。故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皮錫瑞所言「《儀禮》

專言禮」當中的「禮」是指古代之典禮禮儀而言的。 

 

三、 圓足義與原初義之「禮」 

                                                      
34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13。 
343

 [清]淩廷堪撰；紀健生校點《淩廷堪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 年)，卷一，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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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上文對《儀禮》和《周禮》的內容作討論，得出皮錫瑞所言之「禮」

是必然包括典禮禮儀的。至於《周禮》中所記之官制，則並不屬於「禮」。然

而，典禮禮儀本身在皮錫瑞的禮學思想中是否構成「禮」之充分條件？換句

話說，「禮」所涵蓋的範圍是否只有典禮禮儀？筆者之所以會提出這一疑問，

在於筆者以上之討論充其量只是集中在學者張壽安所指的禮制和禮儀方面而

已，344而沒有對她所提及之禮義(或禮意)，即禮儀背後之道德價值，進行討論。

為此，筆者將在本節就今人所謂之禮義在皮錫瑞的思想中是否為「禮」這一

問題進行分析。 

皮錫瑞謂「《儀禮》專言禮」，如果禮義本身是皮錫瑞所言之禮的話，那

麼《儀禮》一經理應包括了記有各種禮義的文字。但正如姚際恆所言，《儀禮》

一經所記者為是當時各種典禮禮儀。筆者在細讀《儀禮》的文字後，並不發

現《儀禮》有就禮儀背後的義理作詳細的描述。甚至每篇最後的「記」的部

分，亦多是記載禮儀為主，而非是對該篇所記之禮儀進行詮釋。345我們若再

細看《儀禮》和《王制》以外其他各經，如《易經》、《春秋》等，則我們可

發現這些被皮錫瑞視為孔子所定之經當中，亦沒有專門對其所包含的微言大

義進行說明者。346以《春秋》一經為例，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二章所言，它所

記的為春秋時期二百四十年之史事，但全書字數只有萬七言，347對於其中的

                                                      
344

 官制為制度之一種，可見於但皮錫瑞的相關論述中。他曾指出：「制度以設官為最重，執

政又為官之最尊。」見[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46。認為官制為制度中最為重要

者。可見官制為眾多制度之一，此為一不爭的實。同時，以上只集中討論了官制，至於其他

制度則不在上文討論之列。但從筆者上文的分析中可知，其他制度與官制一樣，均非皮錫瑞

所言之「禮」。 
345

 皮錫瑞於「論熊朋來於三《禮》獨推重《儀禮》，其說甚通」曾引用到熊朋友之說，其中

認為《儀禮》十七篇並非每一篇的篇末均有附記：「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

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

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

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疑『處』字誤)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

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

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並其記亦作傳焉。」見同上註，頁 28-29。 
346

 《易經》之微言大義，要靠《十翼》其義方通。至於《春秋》所記全為春秋時的史事，

如要對其中之微言大義有充分掌握，據皮錫瑞所言，則要靠《公羊傳》和《穀梁傳》方可做

到。 
34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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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義，卻沒有另外再用文字清楚說明。故此後人對於《春秋》微言大義

之掌握，據皮錫瑞所言，乃是透過師法和家法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或是透過

閱讀《公羊傳》等解釋《春秋》「經」的「傳」方能得以明白。348那麼今人所

謂之禮義是否並不包括在皮錫瑞所理解的「禮」之內？如果是包括的話，那

我們又應如何理解皮錫瑞「《儀禮》專言禮」此一對《儀禮》一書的性質的判

斷？ 

在回應以上一連串的問題以前，不妨先看皮錫瑞在《通論》一書中的一

段論述，筆者相信有關論述能有助解釋以上所提及之問題。在《三禮通論》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一條中，皮錫瑞在分析《儀禮》與

《禮記》一些篇章的對應關係後云： 

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為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義之發

凡。治《禮經》者，雖重禮之節文，而義理亦不可少……且節文時有

變通，而義理古今不易。十七篇雖聖人所定，後世不盡可行，得其義

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禮意，則古禮猶可以稍復。349 

皮錫瑞於此認為治《禮》者必須同時兼顧禮儀以及禮儀背後的義理，原因在

於唯有明瞭當中的義理，後來之治禮者才能使本來在後世不可行之古禮得以

在不改變內在之義理的情況下，有所變通，並行之於當世。相同的言論，亦

見於「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一條： 

古禮有明文，而可以斟酌變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禮，以及度數儀文之

末，皆可因時制宜。350 

然而，以上皮錫瑞對於治《禮》者所提出之建議，實包含了一個前題，即「禮」

包括了節文與義理在內。所謂節文，即禮儀的細節；至於義理，亦即今人所

                                                      
348

 除此之外，學者熊十力亦嘗謂：「使兩漢無董、何，則《公羊》之學遂絕，而《春秋》一

經之本意，終不得明於後世矣。」謂如後世沒有《公羊》之學，則《春秋》一經中之微言大

義便不可流傳於世。其說正與皮錫瑞之觀點吻合。見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

局，1960 年)，頁 139。 
34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70。 
350

 同上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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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禮義，也是由孔子所賦予之微言大義。禮義所反映的，是禮儀本身的價

值與作用。前者是見諸於經驗界之客觀事物，而後者則是抽象之概念。而從

上述的引文所見，對於禮義，皮錫瑞是甚為重視的，原因在於，《禮經》是孔

子所定之萬世教科書，故此必須有能應用於不同時代的微言大義於其中。351故

此，於皮錫瑞而言，《儀禮》一經所記的並非只是單純的外在條文而已。在《三

禮通論》「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係」中，皮錫瑞

於文末對於後人以《周禮》為本，《儀禮》為末的傾向作出批評： 

後人以《周禮》為本，《儀禮》為末，本末倒亂，朱子已駁正其失

矣。又引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儀，更有禮書。《儀禮》只載行

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之類，說大經處，

這是禮，須更有個文字。」則猶未知《禮經》關係之重，更在制度之

上也。352 

皮錫瑞此處批評陳振叔的觀點，認為陳氏並不了解《儀禮》一經的重要性。

究其原因，在於陳氏認為《儀禮》所記之內容只是單純的禮儀而已。所謂：「《儀

禮》只載行禮之威儀。」但皮錫瑞卻認為，《儀禮》一經的重要性在制度之上，

即是說《儀禮》一經並非只是單純的外在條文而已。否則，其中的禮儀只會

是徒具虛文，以及流於形式化的條文。而這一點，在《論語》所記有關孔子

的言行中，亦早已存在。353 

論述至此，我們一方面可知禮義在皮錫瑞的禮學思想中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可知禮義與禮儀一樣，同樣是在「禮」的涵蓋範圍之內。但如果這一結

                                                      
351

 必須注意一點，有關《儀禮》一經之微言大義，皮錫瑞沒有如解釋《春秋》時一樣分別

對「微言」與「大義」兩者作各自的論述，故本章在討論皮錫瑞對於《儀禮》之微言大義的

理解時，並不會如本文第三章一樣分而論之，而是按皮錫瑞的論述方式，將二者放在一起討

論。 
352

 同上註，頁 13。 
353

 《論語．陽貨》中記有孔子的一句說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利用反問的形式指出禮並非只徒具空文。見[魏]何晏、[宋]刑昺疏：《論語注疏》，(臺

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疏》本)，頁 156。另外，〈八佾〉中亦記有孔子年輕時

的事跡：「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同樣是指出禮不應只有虛文，而是應著重禮背後的義理。見是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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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屬實，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儀禮》沒有專門討論禮義這一問題？必須釐清

的一點是，正如筆者上文所言，不論是《儀禮》還是《春秋》，二經當中均沒

有就其所有之微言大義進行說明，但這並不代表《儀禮》和《春秋》二經沒

有微言大義於其中。因這只是《春秋》和《儀禮》沒有加以說明而已。就《儀

禮》方面言，皮錫瑞曾謂：「聖人所定之禮，非有記者發明其義，則精意閎旨，

未必人人能解。」354意謂如沒有作記者的幫忙的話，則後世便不能再掌握《儀

禮》一經之微言大義了。究其原因，在於《儀禮》沒有對各種禮儀背後的義

理作專門的討論。但這一句說話卻同時暗示了《儀禮》一經是有微言大義，

即禮義於其中的。故此，皮錫瑞一方面肯定鄭玄注禮對於禮學傳承的貢獻，

如「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一條中，他

便言： 

鄭於禮學最精，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

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355 

鄭玄對於中國禮學的貢獻，根據皮錫瑞所言，固不止於此，356但從皮氏的言

論中我們亦可見出，若非鄭玄對三《禮》，特別是《儀禮》一經進行注解，則

《儀禮》當中的微言大義便會因此而湮沒；另一方面亦因為《儀禮》在內容

上缺少對各種典禮背後義理之闡釋，故皮錫瑞更主張《禮記》應與《儀禮》

並行，這樣方能令治《禮》者充分明白《禮經》的微言大義，並將之落實到

現實生活中。357 

但以上內容僅說明了《儀禮》一經所記之禮儀本身，在皮錫瑞而言是必

然包含由孔子所賦予之微言大義，亦即所謂之禮義，但並未解釋為何《儀禮》

                                                      
354

 同上註，頁 70。 
355

 同上註，頁 7。 
356

 皮錫瑞同時認為，鄭玄於中國禮學發展的另一貢獻，正如註 319 所言，在於將《儀禮》十

七篇、《禮記》四十九篇將及古之《周官》，即《周禮》合稱三《禮》。雖然皮錫瑞本人對於

由鄭玄所定之三《禮》名目有不滿的地方，但對於鄭玄這方面的貢獻，皮錫瑞是予以肯定的。 
35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70。有關皮錫瑞如何論說《儀禮》與《禮記》應該並

行於世，詳參本文第二章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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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沒有對於這些禮義加以諸如當中所記的禮儀般詳細的記載。皮錫瑞謂

「《儀禮》專言禮」是否僅從「禮」的其中一面：禮儀言之？筆者認為之所以

如此，在於於皮錫瑞的禮學思想中，「禮」有其圓足之義，亦有其原初之義。

所謂圓足意義之「禮」，是指那些有義理包含其中的禮儀，如《儀禮》一經所

記的各種禮儀，而當皮錫瑞說：「《儀禮》專言禮」，其中的「禮」就是筆者所

云之圓足義的「禮」；而原初意義之禮，則只是單純地指實際的、客觀的禮儀，

而不顧及這些禮儀的背後是否一定有相對應的禮義。換句話說，即使是那些

徒具虛文的禮儀，亦是筆者所云之原初意義之「禮」。其中，禮儀，即客觀之

外在條文本身一方面是原初意義之「禮」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亦是圓足意

義之「禮」的必要條件。 

    筆者之所以有這一推斷，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在皮錫瑞的論述中，「禮」

與「理」為兩個不同層次之概念。在「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

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一條中，皮錫瑞有以下一段說話： 

禮與理本一貫，然禮必證諸實，合於禮者是，不合於禮者非，是非有

定，人人共信者也。理常憑於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無

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358 

在清代「以禮代理」的思潮底下，359皮錫瑞作出此言實不足為奇。這裡皮錫

瑞指出「禮」與「理」本來是一貫的，即相同之意。然而，皮錫瑞隨即指出

兩者在本質亦有所不同。前者「必證諸實」，故此為所有人所信服；而後者則

「常憑於虛」，而不同人心中所持之「理」亦各不相同，故此並非人人信服。

                                                      
358

 同上註，頁 25。 
359

 詳見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淸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一書。必須指出的，是「以

禮代理」的「理」與本章所言禮儀背後之義理在概念上並非完全等同。據學者陳來所言，所

謂之理，簡言之可分為「事物之規律」以及「道德之原則」兩種意思。見陳來：《宋明理學》，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77。但本章所言之「理」，則只取「道德

的原則」之義而不包含「事物之規律」於其中。另外，有關清代「禮治社會」的思想發展，

可參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的討論。見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

思想的形成〉，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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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這裡較為關注者，是「禮必證諸實」中，「實」的意思到底為何？為此，

皮錫瑞於此條稍後的地方，便引用了一件發生在宋代的史事作為論證。這一

史事來自《宋史》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其內容是宋寧宗的祖父死了，照

理說寧宗之父應該服喪繼位，但是其父又生病了，只好宋寧宗自己直接繼位

當皇帝。但他要不要代替他父親去替他祖父服喪呢？朝野就此一問題有各種

爭論。而朱熹則上疏建議寧宗應該替父服喪。但是，朱熹卻因此而「心常不

安」，因為他只是「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而已。而最後當

他稽核《禮記正義》中所引用的鄭康成注才知道他的建議的合理性。在這件

史事中，鄭玄之注解便是上文所云「必證諸實」中的「實」。但是，我們從何

得知鄭玄之注解是正確的？首先說明的，是皮錫瑞認為朱熹之做法的合理性，

其原因在於：「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此條，實由推致而得。可見禮為人

倫之至，而以推致言禮，為一定之法。必惜逸經之不具，而疑推致為無憑，

非知禮者也。」360此一段正好解釋了鄭玄之注解是否正確的問題。皮錫瑞認

為，鄭玄注解所用的方法，即為上文曾經提及的「推致」之法，並認為這一

方法是研《禮》之「一定之法」，其原因在於「禮為人倫之至」，即是說「禮」

本身是人倫推闡到極致而來的，故此即使《儀禮》沒有相關禮儀的文字記載，

亦可由推致而證明其做法是否合理。故此，雖然此處所言是鄭玄之注解，但

歸根結底，所謂之「實」其實是指《禮經》之文字，而《禮經》，即《儀禮》

的文字，正如筆者前文所言，即古代各種典禮禮儀。相反，「理」為一抽象之

概念，但因沒有客觀之條文以供證明，結果人人各持己見，而不同人之說法，

據皮錫瑞所言，雖屬一偏之見，亦有其合理之處。正如在宋寧宗的事件上，

朱熹所言之「人情」，便是皮錫瑞所言之「理」的其中一種。在理解皮錫瑞在

此條中對於「禮」與「理」的關係的解釋後，筆者認為，學者張壽安對於「禮」

與「理」之間的關係所作之解釋，正好與皮錫瑞所言的解釋相符合： 

                                                      
36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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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作為道德規範，胄後一定有一抽象原則(理)；而理，作為一

抽象原則，必然有實踐面的規範(禮)……禮與理乃相異層次之概念，

因此雙方的對話必須落實到歷史的現實面，從具體事例中進行觀察。361 

從上可見，於皮錫瑞的禮學思想中，「禮」與「理」之間的關係是：「禮」包

括了「理」於其中，但是「理」單獨並不可稱之為「禮」，原因在於它並不能

證諸於客觀的事物，即典禮禮儀。而「禮」本身與「理」是相同的，但它卻

有其實際的一面，因它同時包括了禮儀這一客觀之條文以證明其背後所言之

「理」的合理性，故此皮錫瑞才云兩者本一貫，而箇中亦有差異。 

事實上，僅就筆者所見，並不發現在皮氏的著作中，有以「禮」單獨稱

禮義者。換句話說，即今人所云之禮義，其本身並不能單獨地稱之為禮，禮

義必須與禮儀相連，方可稱為「禮」：圓足意義之「禮」。而上文所云「禮」

在皮錫瑞的思想中包括了禮儀與禮義二者，有可能會出現禮儀與禮義均可單

獨地稱為「禮」的情況。但筆者認為這並非皮錫瑞對於「禮」的內涵的理解。

另一原因，為如果說《儀禮》所記之禮儀有禮義包括其中，那麼那些沒有相

應的禮義於其中的禮儀，或者是無法中窺探出義理的禮儀，在皮錫瑞而言又

是否可稱之為「禮」？筆者上文言禮義必須與禮儀一起，方可為稱為「禮」，

但禮儀的情況又是否相同？它本身能否單獨地以「禮」稱之？ 

    以上問題，其答案是肯定的，對皮錫瑞而言，單純的禮儀本身即可稱之

為「禮」。究其原因，在於皮錫瑞並不否定沒有相對的禮義於其中，或是禮義

不明的禮儀，其本身即屬於「禮」。所謂相對應之禮義，是指每一種典禮本身

都是為了彰顯某種道德價值，特別是某種倫理關係而設的。而其中的細節，

同樣亦是以彰顯其中的禮義而設立的。今舉一例以證之，皮錫瑞曾言： 

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一見之禮，賓主五請。執摯必先固讓，執

玉必先固辭。入門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階。自常情視之，似乎繁而

                                                      
361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敎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硏究院近

代史硏究所，2001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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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省。見則竟見之矣，何必三讓？受則竟受之矣，何必三辭？故《老

子》以為近作偽，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禮》已明言之矣。《聘義》曰：

「上公七介。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禮器

曰：「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夫兩君相見，即須介紹，何必七介？而禮以為不然則已愨，其他三辭

三讓之禮，可以類推。362 

皮錫瑞認為，兩君相見之禮中之所以要七介，即七次介紹。而賓主之間的獻

禮，其中的三辭三讓這一儀式步驟，本身都是為了表達各人之間尊敬之意的。

互相尊敬，此便是獻禮和見禮的禮義所在。故此其中的禮儀雖繁，但均是有

其價值的。但事實上，並非所有的禮節均有相對應的禮義於其中的。以後世

之君臣之禮為例。在「論古禮情義兼盡，即不能復，而禮不可廢。」一條的

文末，皮錫瑞對於宋代以後之君臣之禮曾作過以下的描述： 

惟君臣則義重於情，當有禮以達情。自秦尊君卑臣，漢雖未能復

古，其君於將相大臣，猶有在坐為起，在輿為下之禮。後世此禮漸廢，

至宋並廢坐論之禮，故蘇軾有「禮節繁多，君臣義薄」之言。後世拜

跪之禮過繁，誠與古制不合，而矯其弊者，欲盡去拜跪而滅等威，則

無以辨上下、定民志矣。363 

皮錫瑞認為，秦漢以後的君臣之禮在兩點上卻與古禮不同。一是愈加偏離古

代君臣之禮的原意；二是其細節過分的繁瑣。就前者而言，皮錫瑞指出古之

君臣之禮的目的在於使「臣盡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364，但秦漢以後，特

別是宋代開始，其君臣之禮卻只強調君之尊，並變成君愈尊、臣愈卑的局面。

他並引用蘇軾之言，藉此指出後世之拜跪之禮所應彰顯的君臣之義已愈來愈

少。即是說，當時的君臣之禮已失去了部分應有的禮義。就後者而言，皮錫

瑞直謂當時的拜跪之禮已過於繁瑣。但有一點是必須釐清的，正如上文所言，

皮錫瑞並不反對禮儀繁瑣，但其中皮錫瑞是有一前設的，是這些繁瑣之禮儀

能彰顯其中相應的禮義，正如三辭三拜之禮。然而，皮錫瑞在談論宋代之拜

                                                      
36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19。 
363

 同上註，頁 18。 
364

 同上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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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之禮時，卻以「過繁」稱之，而且承接他之前的論述，其中的君臣之義已

愈來愈少，即是說，這些過繁的禮儀，其本身的繁瑣程度已不能與其中祇有

的禮義成一正比。此正是筆者上文所言，宋代之拜跪之禮無法彰顯與其相對

應的禮義。但是，面對這些已經變質的、沒有相對應的禮義於其中的禮儀，

皮錫瑞認為它們亦是「禮」，故以仍以「禮」稱之。但是，這種「禮」，卻與

「《儀禮》專言禮」中的「禮」在性質上有所不同。正如筆者所言，後者是指

圓足意義的「禮」，而前者，根據筆者的分類，則只屬於原初意義的「禮」，

因其中沒有相對應的禮義，甚至沒有禮義於其中，而漸流於形式化而成虛文。

又上文所引有關宋寧宗的史事，其中朱熹在未讀畢鄭注之前便已根據禮律、

人情建議宋寧宗應代父服喪。但是，由於朱熹找不到明確的證據證明其中的

合理性，故常心有不安。在找到鄭玄的注解作支持以前，「代父服喪」這一禮

儀本身並沒有道德價值的依據，故此並非所有人都信服。由此亦可見原初意

義之「禮」不像圓足意義之「禮」一樣有其共信性。 

    從以上所見，對於那些過於繁瑣，而且無法彰顯其本身所應該彰顯的倫

理價值的禮儀，皮錫瑞亦認為它們屬於「禮」。故此，一禮儀是否有相對應的

禮義存於其中，並不妨礙它為「禮」這一本質。然而，皮錫瑞在稱其為「禮」

時，是取其原初之意義，而非「禮」之圓足意義。究其原因，在於禮儀，即

外在之條文本身雖然是「禮」，但它卻只是構成圓足意義之「禮」的必要條件，

而這些禮儀加上與其相對應之禮義以後，方成為圓足意義之「禮」的充分條

件。而皮錫瑞謂「《儀禮》專言禮」，當中之「禮」即是指其圓足之意義，因

《儀禮》一經在他而言實是由孔子所手定，其中必然包含了孔子所賦予的，

能用於萬世的微言大義。 

 

第三節  《王制》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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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在皮錫瑞的思想中，《儀禮》和《周禮》

之中，只有《儀禮》中所記的內容：具有禮義之禮儀可以稱之為「禮」，而《周

禮》所記之官制則不可以「禮」之名冠之。那麼，《王制》一篇在這種基礎之

上，便不應稱之為「禮」。究其原因，一如前文所言，《王制》的內容性質與

《周禮》相同，它們同為詳制度之書。但既然皮錫瑞在《三禮通論》中已明

言《周禮》所記的並非專言「禮」，那麼與《周禮》性質相同之《王制》，按

理上也並不是一部專言「禮」的經。故在這一前提下，不能以「禮」指稱《王

制》所記之內容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我們是否可以因《王制》為一制度之

書而斷然否定其中所載的所有內容均不屬於「禮」？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若我們全盤否定《王制》的內容有皮錫瑞所謂的「禮」於其中的話，則

亦與我們對《王制》內容的認識有明顯的落差。 

為了證明筆者這一論斷，我們不妨重看上文所引「《周禮》言官制，不專

言禮」一句，或可尋找一個證明筆者說法合理的線索。皮錫瑞在陳述這一句

說話時，認為《周禮》專門記載的是官制，而它並不是專門討論「禮」的。

但是，此句並沒有否定《周禮》一書之中亦有記載「禮」的地方。因為「專

言」一詞，意謂專門討論、或者專門記載而已，並不是抹殺其記錄「禮」的

任何可能性。事實上，今觀《周禮．春官宗伯》一篇，當中除了記載掌握邦

禮的職官的劃分外，亦同時記載了各種禮儀之名稱、細節及其作用。365而此

部分，亦正與上文所說皮錫瑞所言「禮」的內涵若合符節。可見，《周禮》雖

為一制度之書，但無可否認的是其中部分內容亦為皮錫瑞所言之「禮」。而根

據筆者對於《王制》一篇內容的理解，《王制》的情況亦與《周禮》的相若，

其中亦有部分內容是記載各種典禮禮儀的。皮錫瑞在〈《王制箋》自序〉中曾

從六個方面批評鄭玄注解《王制》一篇時所犯下的錯誤，其中包括：土地、

                                                      
365

 詳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孔：《周禮注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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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國、官制、徵稅、禮典與學制，366其中一項便名為「禮典」。這一方面說明

了《王制》所記內容之廣泛外，另一方面亦說明了《王制》當中記載了有關

「禮」的內容。事實上，廖平對《王制》內容之理解，亦與皮錫瑞同。367筆

者曾以《王制箋》一書為基礎，對《王制》的原文加以歸類，由此證明《王

制》一文所記之內容實甚為廣泛。368以官制言，嚴格上來說，《王制箋》所記

的第 1-4 條、3699-12 條、37025、37136、37239-43373條所記的《王制》的原文均與官

制有關，其他如福利制度則有第 44-48 條。374有關《王制》內容的全面分析和

歸納，筆者在本文的附錄二中有詳鈿的分類，這裡則不再贅述。但筆者之所

以加上對《王制》內容的分類，其原因在於證明《王制》一文亦包括了「禮」

的內容。自《王制箋》第 18 條，即：「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伊始，至第 32 條「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寢不

逾廟。」為止，雖然其中亦有部分內容並非上文所言之「禮」而是屬於制度

的記錄，如第 22 條，但大體上其所記之內容均為各種不同種類之典禮禮儀。

試以第 26 條為例，《王制》此部分所講述的主要是有關葬禮和祭禮之內容。

根據《王制》的記載，天子、諸侯、大夫、士和庶人所舉行之葬禮因著他們

身份的不同而亦有所異。但是無論地位為何，守三年之喪是各人都需要遵守

的。除了第 18 至 32 條之外，第 44-46 條中亦有有關年老之人的各種禮儀，

包括夏、殷、周以何種禮供養年老者，以及年老者見國君時的應執行怎樣的

                                                      
366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3-6。 
367

 廖平於《今古學考》中曰：「《王制》一篇，以後來書志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志》

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志》也；其言巡狩、吉凶、

軍賓，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志》也；其言

司寇，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為一

王大法歟﹗」見氏著；李耀仙主編：《廖平選集》，上冊，(成都：巴蜀書社，1998 年)，頁 106。 
368

 筆者之所以以《王制箋》而非《禮記正義》為本，究其原因，在於本文所討論的對象為

皮錫瑞對《王制》內容的理解，故使用《王制箋》所記之《王制》原文作分析，或許更能貼

近皮錫瑞的想法。 
369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1-26。 
370

 同上註，頁 35-47。 
371

 同上註，頁 90-91。 
372

 同上註，頁 125。 
373

 同上註，頁 129-140。 
374

 同上註，頁 14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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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等等。另外，第 49 條所討論的，為在道路上與其他人相遇時或相處中所

應守之禮儀。由此可見，《王制》雖為一制度之書，但其中亦記載了各種典禮

禮儀的內容及其作用，而且這些典禮所適用的範圍，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

故此，《王制》雖然為一詳制度之書，但我們亦很難否定所記之內容沒有「禮」

在其中。 

事實上，細讀《王制箋》一書，我們發現皮錫瑞亦有以「禮」指稱《王

制》所記的內容。茲引二例以證之。如在上文曾討論過的第 26 條中，皮錫瑞

便謂： 

禮家各記所聞，或小有參差，或偏舉一面，全賴注家疏通證明，

考其參差之由，兼舉兩面為說，斯有功聖經矣。若胶滯尟通，聚訟無已，

與此非彼，執一書以盡廢群書，則上違聖經，下誤後學，古禮不明，皆

由於此。375 

這裡皮錫瑞指出若希望對文獻上所記載之禮有更為清晰的掌握，則不應堅執

一書中所記之禮而以此為唯一標準，盡廢其他文獻上所記之禮。其原因在於

古人在記錄當時的禮時可能只記錄了該禮的一小部分，或者他們的見聞有所

不同亦會使不同文獻中所記之禮有一定程度的差別。他強調，如果堅持以某

一部文獻為標準，最後只會令「古禮不明」。376隨後，皮錫瑞便以《王制》的

內容為例以引證其說： 

如此經明以「葬不為雨止，喪不貳事」，皆屬庶人，《公羊》說「賤

不能以雨止」，與此經同。《穀梁》說：「人君不為雨止」，與《公羊》

異。許、鄭皆謂《穀梁》說非。鍾文烝強護《穀梁》，謂：「『不為雨止』，

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為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為記述之疏

謬，《左氏》、《公羊》皆未可用。」正是執為一書而盡廢群經者，其胶

滯尟通不亦甚哉﹗377 

從篇章的結構來看，皮錫瑞在這裡以《王制》的文字作為例證，以證明他上

                                                      
375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99。 
376

 有關此一觀點的詳細論述，詳見本章稍後的內容。 
377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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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言：「執一書以盡廢群書，則上違聖經，下誤後學，古禮不明，皆由於此」

的合理性。明顯地，如果《王制》這一段內容在他而言不是「禮」的話，則

他這裡引用《王制》為例這一做法在論說上便有欠說服力。這亦從側面說明

了在皮錫瑞的思想中，《王制》這一段的內容必定是「禮」無礙。 

除此之外，在箋注《王制》第 28 條有關「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的一段經

文時，皮錫瑞曾言： 

孔《疏》於鄭《注》分別夏、殷、周，解說甚通。云夏、殷祭無

文，又云不可強解合之為一，足見禮家記載各異，有夏、殷禮，有周

禮，有周損益二代之禮，有孔子損益三代之禮。《王制》損益三代，故

或從周，或從夏、殷。以經解經，不必多引異義。鄭君改字，特以意

揣，亦未嘗不設疑辭也。378 

從文意推斷，可知皮錫瑞於此指出《王制》第 28 條中的內容為孔子損益夏、

殷、周三代之禮之後所定之禮。從以上二例可見，皮錫瑞在撰寫《王制箋》

一書時實已明白到《王制》一篇雖為一制度之書，但其中部分內容與《儀禮》

一樣，均是用以記載各種典禮禮儀的，而且這些禮儀本身亦有由孔子所賦予

之微言大義，故此是屬於筆者所言的，圓足意義的「禮」。 

 

第四節  《王制》與《儀禮》相通之可能 

從上文的分析可見，《王制》一篇中有部分內容的確是有關典禮禮儀的記

載。按照皮錫瑞對「禮」一詞的界定，不能是圓足義之「禮」抑或是原初義

之「禮」，《王制》這些內容毫無疑問均可以稱之為「禮」。故此從內容上看，

二經相通並非不無道理。但若從比例言，《王制》有關「禮」的記載佔全篇的

篇幅卻並不多。根據上文的統計，皮錫瑞對《王制》原文所分的 52 條中，只

                                                      
378

 同上註，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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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約 18 條的內容是關於「禮」的，僅佔全篇大約三分之一的比重而已 (事

實上，從字數上來說，有關「禮」的記載也只有約 2000 字左右，但《王制》

一篇全文共超過 6000 字) 。而且，在這些條目中，有些內容亦是專門討論某

官員之職責，而間中涉及「禮」者，如第 25 條本是記冢宰的職責，但同時亦

有記載國家不同禮儀所需的費用。故可以說，若按照皮錫瑞對「禮」的界定，

「禮」在《王制》一篇中的重要性其實並非如此之高。而以此證《王制》與

《儀禮》相通，似乎很難成立。蓋其原因，正如筆者在本章引言中所言，所

謂之「相通」，並不僅限於兩經同為具有由孔子所賦予的微言大義，而是指兩

經的關係比之他經更為密切，正如《王制》與《春秋》相通，原因在於《王

制》所記的具體制度，如皮錫瑞所言，是將《春秋》中的微言以制度的方式

加以具體化。在這一層面上，孔子寄予於兩經中的微言實是相同的：兩者均

為後王制法。而《王制》之於《儀禮》，雖然前者中記載了一些有關「禮」的

內容，但皮錫瑞在《三禮通論》早已明言各經均有「禮」存在於其中，故此

這一點並不足以完整地說明二經如何相通之由。在「論六經之義禮為尤重，

其所關係尤為切要」一條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於何徵之？

於〈經解〉一篇徵之。〈經解〉首節泛言六經，其後乃專歸重於禮。鄭

《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

錄》屬『通論』。」孔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

以為〈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禮教不同，

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陳澧曰：「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

其義已明矣。」錫瑞案：陳氏之說未盡，此篇自「禮之峴正國也」，至

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說禮。孔疏曰：「從篇首『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

記者錄之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

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謂。」據此則孔子說六經

畢，已特舉《禮》之重以教人矣。379 

                                                      
37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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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王汎森曾指出皮錫瑞這裡所謂之「禮」與章太炎相同，是泛指一切制度、

儀式。380但據筆者上文所言，制度本身並非「禮」，故筆者認為王汎森之言有

不準確處。皮錫瑞在此段中認為孔子所定之經，以《禮》一經尤關重要，並

認為六經的文字之中均有「禮」在其中。皮錫瑞此論，誠為事實。今以《詩

經》為例，其中便有不少是周代禮儀之記錄。但若照這一邏輯套路的話，則

《春秋》與《儀禮》二經根本不需要如皮錫瑞所言，要靠《王制》一經「方

有可通之機」。原因在於，《春秋》一經中已有「禮」於其中，其與《儀禮》

一經相通自是必然的。因此，若「相通」一詞只是指《王制》一經中記有「禮」

的內容的話，那麼皮錫瑞謂：「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始

有可通之機」便是多此一舉。由此可知，皮錫瑞所謂二經相通，其原因必定

不僅限於《王制》一經記有有關「禮」的內容，而是有比之更深層次的理由。

在本節，筆者將從內容性質的相同，以及二經中所包含的微言大義著手，試

圖對皮錫瑞認為二經可以相通這一觀點作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一、 「禮」與「制」的相同性質 

從內容的性質而言，《王制》雖記各種不同之制度，並偶有「禮」之記載，

而《儀禮》則專門記載各種禮儀，但二者的內容在性質上是頗為相近的。但

相近之處為何？在解釋以前，筆者希望先提出一個在《王制箋》一書曾出現

過的現象，期望透過此一現象回應以上的問題。上文曾指出，皮錫瑞認為《儀

禮》一經方是專門記載「禮」的文獻，而觀察《儀禮》的內容，則發現皮錫

瑞所謂之「禮」即指具有禮義之典禮禮儀而言，而《周禮》所記之官爵制度

則並不屬於「禮」。皮錫瑞更因此而改動三《禮》的內容，認為應加入《大戴

                                                      
380

 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的討論。見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

思想的形成〉，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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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而抽出《周禮》一書。但是，皮錫瑞本人又是否能完全遵守這一對「禮」

的規定？答案是否定的。筆者在研讀《王制箋》一書時，發現皮錫瑞在撰寫

是書時曾同時以「制」和「禮」指稱同一段內容的情況，兩者似乎並不能清

晰地得到劃分。例如在箋注第 27 條「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士一廟。庶人

祭於寢」一段經文時，皮錫瑞曾謂： 

《王制》七廟，盧植謂據周，與鄭同，孔子所定後王之法亦從周

禮。王肅以為七廟不專據周，未始不可特以文、武受命祧為權禮所施，

殷之三宗，亦不以為數，則沿劉歆「宗無數」之邪說，不知廟制不可

妄增。
381

 

皮錫瑞於此認為天子擁有多少所廟宇為一制度之事，故以「廟制」稱《王制》

這裡所記之內容。但在稍後的地方，他卻以「禮」指稱相同的內容： 

為臣者，誰敢正言如此？則天子無可毀之廟，故東漢後帝皆稱宗，

遂變為同堂異室。不知寓無二主，同堂異室，正是祧廟之制，名為不

祧，而其實已祧。後世皆沿其失而莫能正，天子七廟之禮遂不可

復……382 

皮錫瑞在這裡卻是用「禮」以描述「天子七廟」這一制度。即是說，古代不

同社會地位之人到底可有多少所廟在皮錫瑞的思想中既可為制，亦可為禮。

類似的情況，亦見於《王制箋》稍後的地方。 

    在箋注第 44 條「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一

段經文時，皮錫瑞云： 

          《注》云：「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

質經上文合，自是確解。而專以為殷制，則殊不然。經文「有虞氏以

燕禮」云云，分別四代。此不分別，自是通禮，何以知為殷制？《疏》

引下文右學、左學以證，不知學分左右，必在一處。若一在國、一在

                                                      
381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07-108。 
382

 同上註，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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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豈得遙遙相對為左右乎？383 

皮錫瑞認為此段經文的後半段：「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

於諸侯」一段並沒有分別是出自何代，證明這句內容是四代之通禮，但在反

問鄭玄為何認為這些內容是殷制時，所用的卻是「制」而非「禮」一詞。這

固然是因為皮錫瑞沿用了鄭玄的字眼，故出現以上所言之差別。384但為何皮

錫瑞不沿用鄭玄的用法，稱這一句的內容為「通制」，而稱其為「通禮」？據

筆者對《王制》這一段的理解，其中所記雖有涉及「禮」的地方，如不同朝

代以不同之禮養老，即是說明各種典禮的目的，但「五十養於鄉」一句卻明

顯是描述對待老人之福利制度，與典禮禮儀的具體內容卻不盡相同，故皮錫

瑞稱《王制》這一句的內容為「通禮」實頗令人費解。 

    事實上，「制」與「禮」不能截然劃分，或是相混淆的情況，在《三禮通

論》中亦早已有之。如在「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中，皮錫

瑞嘗謂： 

孔子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樂記〉云：「三王異世，

不相襲禮。」是一代之制度，必不盡襲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

號，《禮》有明徵。而非特後代之興，必變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

亦歷久而必變。385 

皮錫瑞於開首引用孔子之言，指出殷代因襲夏禮，而周又因襲殷禮，但其中

亦會有所損益。並用《禮記．樂記》之文指出不同朝代不會完全因襲前代之

禮。但是，在隨後的文句中，皮錫瑞透過這兩則資料指出一代之制度不會完

全因襲前代的。如果按前文所言，「禮」與「制」是如此清晰地得到劃分的話，

則皮錫瑞在這裡以論禮之證據作為論證有關制度伯因時而異之論點就顯得不

                                                      
383

 同上註，頁 143。 
384

 鄭玄在注解《王制》上述經文時曰：「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

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然而此處之「殷制」專指小學、大

學之所在，而非指「有虞氏以燕禮」一段經文的內容。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

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十三經注疏》本)，頁 263。 
385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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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合理。而且，在該條稍後的地方，我們亦可見「制」與「禮」互用的例子： 

周享國最久，必無歷八百年而制度全無變易者。三《禮》所載，

皆周禮也。《禮經》十七篇，為孔子所定，其餘蓋出孔子之後。學者各

記所聞，而亦必當時實有此制度，非能憑空撰造。《儀禮》、《周禮》言

聘覲之禮不盡合，《禮記．檀弓》言東方、西方之奠，齊衰大功之喪，

亦不盡合。《王制》、《祭法》言廟制、祭禮，尤不相符。386 

皮錫瑞在上述引文中，一開始是謂制度必定會按時而改變的。但隨後，他卻

同時以「禮」(如聘禮)和「制」(廟制)為例以引證其說法。誠然，如果其論點

是有關制度的話，則他以不同文獻中有關制度之不同作為例證，實為合理，

如《王制》與《禮記．祭法》廟制的差異。但他卻同時引用了三《禮》中屬

於「禮」的內容為例證，按上文對於「禮」內涵之界定，皮氏這一做法在說

理上卻不甚恰當。而且，一如上文所言，不同社會階層可擁有多少所廟在皮

錫瑞的思想中到底屬於禮還是屬於制，皮氏本人似乎也未能清楚的劃分。因

此，皮錫瑞這裡或有混淆概念之嫌。相同的情況，亦散見於其書之中，茲不

再作引述。387那麼在《王制箋》以及《三禮通論》中這種「禮」與「制」相

混淆的情況出現的原因為何？ 

上述的問題，我們或許可換一角度思考：會否有其他可能的原因，使皮

錫瑞在討論制度的問題時，引用「禮」作為論據以說理？而這一問題的答案，

正好能回應本章的核心問題：《王制》與《儀禮》是如何相通的？僅就筆者所

理解，皮錫瑞之所以謂《王制》與《儀禮》可以相通，以及在論述時有混淆

「禮」與「制」，或將二者等同的情況，其原因在於「制」與「禮」本身的性

                                                      
386

 同上註。 
387

 如在「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習謬」一條中，皮錫瑞嘗謂：「《禮器》：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禮坊民，不以諧俗為務。故禮文之精意，自俗情視

之，多不相近。又古今異制，年代愈邈，則隔閡愈甚，漢人去古未遠，疑經尚少。唐、宋以

後去古漸遠，而疑經更多矣。」見同上註，頁 38。這一段原本是在討論「禮」的，但皮錫

瑞卻在論述中謂「古今異制」，致使今人懷疑孔子所定之經所載之內容。從文意推斷，這裡

所謂的「古今異制」，與上文的情況相同，同樣是指同一種禮儀在古今已有所分別。可見皮

錫瑞在使用「制」與「禮」二詞時，很多時候都將二者之內涵混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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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頗為接近。筆者嘗謂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禮」可分為圓足之義與原初

之義之「禮」，而其中兩種意義之「禮」都必然包括外在之禮儀，即是說「禮」

本身有一個明顯的特質，便是它是一客觀之事物。至於「制」，一如在第二章

所言，是所有用以管治之制度，同樣亦是客觀之事物。而且每一制度之設置，

其背後亦有統治者之考慮。即是說，每一條制度都有其意義與作用於其中，

這一意義亦可說是一形而上之事物。其涵蓋的範圍甚廣。這裡先不論「禮」

與「制」形而上的部分，而專就其形而下的部分作討論。兩者在形而下這一

點而言實是相同的，此即兩者均是外在之條文，期望藉著有關條文約束人的

行為以維持社會之秩序。而且，正是因為「禮」與「制」均為外在之條文，

故此皮錫瑞才認為不同文獻中所記之禮儀制度亦會有相當程度的差別，故此

治禮者不應是此非彼。這一觀點，除了在《三禮通論》「論三《禮》皆周時之

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中有所陳述外，皮錫瑞於《王制箋》一書中，

亦不時以此一準則批評過去學者在過去研究《王制》的失誤，在於沒有理解

到這一事實而以其他文獻否定《王制》所記之內容。例如在箋釋《王制》「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一段經文時，皮錫瑞認為前人多以《孟

子．萬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388為

證，認為《王制》中的記載有誤這一說法不甚妥當，並言： 

前人皆不知《王制》是孔子新制，與《孟子》言周室舊制不必盡

同，故此《孟子》所言遞降一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而無公，

《王制》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元士視附庸，在五等之外。但詳文

義，或以孟子缺公封為誤，或以《王制》不應別出三公，不知官制小

有損益，記者別有傳聞，此當各就其書解之，不必是此非彼。389 

皮錫瑞在這裡指出，研究官制者必須抱持一點，就是不應以一書所記有關官

制的內容否定其他文獻中與之不盡相同的官制，其原因在於「記者別有傳聞」，

認為記錄者或許因為他們所聽閒的官制有所不同，致使不同文獻中的官制亦

                                                      
388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79。 
389

 同上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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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異。而這一情況並不只限於官制，就禮儀而言，皮錫瑞亦有同樣之見解。

正如上文引用過的，皮錫瑞在箋注《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一段內容時所言，正是由於前人堅持以某一部文獻為標準去確認其他文獻所

記之禮的真偽，致使「古禮不明」。(有關原文和論述已見前文，為免行文累

贅，茲不再徵引。)但從以上所論可知，「禮」與「制」在形而下方面的性質

實是相同的，兩者均是外在之形式，而此亦是《王制》與《儀禮》所以相通

的其中一個原因。 

 

二、 《王制》與《儀禮》之微言大義 

    從上可見，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禮」為「制」在本質均與相近，兩

者皆為外在之條文。雖然皮錫瑞本人亦偶有混淆「禮」與「制」的情況，但

他亦清楚兩者間其實是有一定的區別的，否則他亦不會強調《周禮》並非專

言「禮」之文獻。那麼，《王制》之所以能與《儀禮》相通，其中的關鍵之一，

乃在於二經所記之內容性質相同，兩者所記均是外在之形式，分別只是《王

制》所記的制度較為廣泛，舉凡官制、田制、稅制、各種典禮等均有所記載，

而《儀禮》只集中於記載周代之典禮禮儀。但無論所記之外在形式多寡與否，

有一點可肯定的是，二經均有孔子所寄之微言大義於其中。 

    然而，僅憑兩者所記之內容在形式上的共通點便云二經相通，其論說是

否過於片面？事實上，《王制》與《春秋》所記之內容可謂大相徑庭，但皮錫

瑞亦謂二經可以相通。故可以說，二經所載之內容同為一些外在之形式這一

點並非二經得以相通最為關鍵的原因。但其最關鍵的因素為何？筆者以為，

當中最關鍵者，是二經以記載各種不同的外在制度以表達相同的微言大義，

這亦可解釋為何皮錫瑞時有混淆「禮」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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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二經所包括之微言大義是什麼？就《儀禮》一經而言，皮錫瑞於

《三禮通論》中曾對《儀禮》所被賦予之微言大義作過描述，而其主要之作

用，乃在於明人倫，所謂： 

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390 

並由此而維持社會之秩序。而其方法，則是透過外在的禮儀約束人的行為。

故此，每一種禮儀都能對應其中一種人倫，並使該人倫之義得以彰顯。如皮

錫瑞在「論六經之義禮為尤重，其所關係為尤切要」一條中所引《禮記．經

解》所云：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

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

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

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

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據《漢書》作先)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

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

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391 

皮錫瑞在引用《禮記．經解》對於《儀禮》所記各種禮儀所側重的不同倫理

秩序的解說後謂： 

觀此乃知聖人制禮，非故為是繁文縟節，實所以禁亂止邪。謂禮

猶坊，與〈坊記〉之義相通。〈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

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

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392 

皮錫瑞依據〈經解〉一文對「禮」的解釋，認為「禮」可比喻為「坊」，即隄

防之意，其目的在於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禁亂止邪」。類似的觀點，亦見於

                                                      
390

 [清]淩廷堪撰；紀健生校點：《淩廷堪全集》，卷一，頁 13。 
39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847。亦見[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

禮》，頁 81。 
39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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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習謬」一條，393及「論禮所

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係」一條中： 

其論禮所以節情復性，於人心世道尤有關係。據此，可見古之聖

人制為禮儀，先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非故以此為束縛天下之具，

蓋使人循循於規矩，習慣而成自然，囂陵放肆之氣，潛消於不覺。凡

所以涵養其德，範圍其才者，皆在乎此。394 

皮錫瑞認為人如果無禮約束的話，則會有過分之舉並令社會秩序失衡。如以

上《禮記．經解》所言，以及《漢書．禮樂志》： 

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395 

一句，即可證之。之所以如此，根據皮錫瑞所引《漢書．禮樂志》和凌廷堪

《復禮》中的解釋，乃由於人天生便有性與情。後者乃緣前者而生。但是，

後者卻時有偏失，如沒有得到適當的節制的話，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故必

須要算「禮」去節制人們的「放肆之氣」。亦因此，他主張禮儀雖然繁多，但

絕不能因此而省掉任何細節，否則只會出現如「啟妨貴淩長之漸，不肖者無

所檢束，遂成犯上作亂之風」396這種以下犯上的情況。另在「論禮雖繁而不

可省，即昏、喪二禮可證」一條中，他亦以昏禮和喪禮為例，指出若省掉二

禮及其中的細節，將會使人類從文明倒退至野蠻： 

夫親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節文，而禮哭踴有節，以無節為戎

狄之道。其他不若喪禮之迫切者，更可以類推。故常情所見為可省者，

皆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徑行，而欲盡廢繁文縟節，即以

昏、喪二禮證之。昏禮盡去六禮之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親迎，一切不用，則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

逾牆相從矣，可乎？不可乎？喪禮盡去附身、附棺、小斂、大斂之文，

卜兆封壙，一切不用，則將舉而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蟎姑嘬之矣，

                                                      
393

 詳見上文所引，茲不贅述。 
394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13。 
395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027。亦見[清]皮錫

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11。 
396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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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乎？不可乎？古無束帛儷皮之儀，有持弓毆禽之吊，配偶無定，不

葬其親，皇初榛狉，蓋非得已。由今觀之，非直近於野蠻，亦且比於

禽獸。《禮》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謂野蠻。〈曲禮〉曰：「是故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之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夫知有母不知

有父，親死委之狐狸、蠅蟎，非禽獸而何？」在古人特限於不知，後

世聖人已作為禮，而別於禽獸矣。伏羲漸近文明，及周為文明之極，

至文明已極，禮節不得不繁。若厭其太繁而矯枉過正，違文明之正軌，

從野蠻之陋風，非惟於勢有所不行，亦必於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禮有

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異於野蠻者在此，人之異於禽獸者亦在此也。397 

皮錫瑞認為若廢除昏禮和喪禮的話，會令社會風德敗壞，嚴重者更令人類社

會由文明倒退至野蠻的階段。故此唯有遵守禮儀的所有禮節，方能令社會有

秩序地發展，擺脫過去野蠻的環境。398 

    以上所論，為皮錫瑞認為《儀禮》一經微言大義之所在。那麼在他而言，

《王制》一經的微言大義為何？據皮錫瑞所言，《王制》一書可用其來向治天

下，所謂： 

《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者誠能考定其法，仿

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399 

眾所周知，三代乃歷代治經者認為中國歷史中最為黃金的時間，皮錫瑞於此

認為用《王制》以治天下的效果，就是可以媲美三代之時。由此可知《王制》

在他的心目中的重要性。據上文所言，《王制》一篇，是孔子在作《春秋》一

經前所定之文獻，其目的是將《春秋》之微言大義付諸於具體的制度之上。

而在本章第三章中，筆者嘗引用《春秋通論》中皮錫瑞有關《春秋》一經的

                                                      
397

 同上註，頁 19-20。 
398

 學者田漢雲於《中國近代經學史》一書中曾批評皮錫瑞對於儒家經典的作用的觀點，他

指出：「皮錫瑞發掘《儀禮》、《詩經》及《尚書》的大義，主要注目於儒家倫理教化學說。

他反複申述儒家綱常倫理是道之所在，不可廢置。其見識庸腐，故不作述評。」見氏著：《中

國近代經學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頁 364。田漢雲認為皮錫瑞對於儒家經典的

看法實是迂腐。然筆者卻認為，傳統知識分子在研習偶家經典的目的，正正是希望從經典之

中找出生命之意義，以及可實踐於現實中的道理。田氏之言，實是以今天研究經學者之角度

來批評古代經學家，其說或許有欠公允。 
399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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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義的論述，指出《春秋》一經之大義，或其政治之藍圖，在於「誅討

亂賊以戒後世是也。」400簡言之，即是希望營造一個上下有序之社會，這亦

是《王制》一篇所欲達至的效果。 

    筆者上文曾指出，《儀禮》一經旨在透過各種禮儀以明人倫，使上下有序，

並透過禮儀潛移默化地節止人之情，使之不會過份發展，使社會發生混亂。

皮錫瑞在撰《王制箋》一書時，其重點雖放在論證《王制》與《春秋》相通

這一點上，對於《王制》所記之所有制度沒有作太詳細的闡釋，但筆者據皮

錫瑞對於部分制度功能的解釋，亦可見這些制度設置之目的，與上述所言《儀

禮》的作用有所重疊。故可以說，《王制》與《儀禮》的作用是相同的。例如

據皮錫瑞的理解，《王制》一經在官爵的設置上，亦有希望強化五倫之秩序，

使社會井然的目的。例如在箋釋《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

男，凡五等」一段經文時，皮錫瑞指出《王制》這裡所言之五等爵制與《孟

子》所記的有差別，其原因在於《王制》所建立的五等爵制，是希望藉此確

立人君至尊之地位，使臣下不敢以下犯上： 

《孟子》之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明天位與共之義，當與臣下同

分勞。此經之不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見人君獨立之尊，初非臣下所

敢并。401 

皮錫瑞認為，《王制》在論述五等爵制時，並沒有包括天子與諸侯在內，其目

的在於彰顯王者的地位，令臣子不敢冒犯在上位者。從而確保君臣關係不會

因此而受動搖。 

    三倫秩序的鞏固方面，除了透過爵制的制定外，皮錫瑞認為，《王制》一

經中有關學制的安排，亦有強調長幼之序之意。如《王制》曾有以下的一段

記載： 

                                                      
40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1。 
401

 [清]皮錫瑞箋注；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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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凡入學以齒。402 

根據有關記載，不論是王太子還是俊士選士，都必須送到同一地方受學。對

此，皮錫瑞作出如下的箋釋： 

王太子與凡民俊秀同學序齒，明長幼有序，不以富貴驕人。太子

將來嗣位為王，同朝之臣皆同學之友，情誼尤固，材能素知。其制最

善，皆後世所當效法者。403 

皮錫瑞認為，《王制》安排王太子與國內的俊士選士在同一地方學習，其目的

在於強調長幼之序，即是其財富如何都不能有例外。而且因長期相處，故對

對方的才能有所把握，此制之善是值得後來者學習的。對於後一種功用，這

裡先存而不論，對於第一種功用，正如皮錫瑞所言，長幼之序是不因個人的

財富多寡而有所不同的，故《王制》此處的安排，正是希望維持社會上的長

幼之序而不致有混亂。 

    同時，正如上文所言，「禮」的作用猶如「坊」一樣，其中一種作用是「禁

亂止邪」。今觀《王制》一文，其所記之制度如法律制度的作用，亦是希望透

過外在約束人的行動，防止其過分地發展而影響社會秩序。而皮錫瑞在撰《王

制箋》時，亦明白當中部分制度的目的，在於對一些社會上的人物進行限制，

藉此防止他們因不受外在之限制而有不當之舉。如在注解《王制》有關田制

和祿制的部分時，皮錫瑞注云： 

明乎此義，則君祿亦有限制，不得以一國為己私，吏胥之祿亦無

盈餘，但可與農人同餬口。君不以一國為己私，則不能濫用國幣，吏

胥與農人同餬口，則不欺壓平民，此古義之最善者。404 

皮錫瑞認為《王制》「君十卿祿」的制度，限制了國君之俸祿，從而使國君不

                                                      
402

 同上註，頁 129。 
403

 同上註，頁 133-134。 
404

 同上註，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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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其國家為私人所有，進而濫用屬於公家性質的國幣；至於吏胥之俸祿亦

同樣，使他們不敢欺壓百姓。從上分析，可推斷皮錫瑞認為對國君和各級官

員之俸祿制度之目的，在於限制他們的行為，從而維持社會之秩序。 

    又社會秩序之安穩，亦取決於人民生活是否舒適。除了限制君祿之外，《王

制》亦從制度上保障人民之生活，希望人民生活安穩的同時，可避免在上位

者對人民進行過度的剥削，由此達致秩序之和諧。正如附錄二中所見，《王制》

第 33 條所記者，為有關徵稅之制度。皮錫瑞藉著孔穎達對於《王制》內容與

《周官》不合的觀點為開始，指出《王制》一書中所記之制度有不少與《孟

子》一書所記之相同，從而證明《王制》中的內容均為「仁政」：405 

《王制》一書與《周官》不合，與《孟子》多合，《孟子》言仁政，

以為市廛而不徵，關譏而不徵，耕者助而不稅。又以文王治岐，關市譏

而不徵，澤梁無禁。據《孟子》說，必無周公立法反徵關市、禁澤梁之

理。蓋此等苛政，始於春秋。406 

皮錫瑞認為，《周官》一書之所以認為苛政是定制，在於《周官》一書成書之

時為戰國時代，其時這些苛政已實行已久，407故作《周官》書已將其視之為

習以為常。但是《王制》所記的內容既然是損益三代之制，自亦承襲了當中

較好的地方。就上文所引的陳述可見，皮錫瑞認為在周代初年所立的制度均

可視之為仁政，若按此推論下去的話，由聖人所定的《王制》必定對這些良

好的制度加以效法，而所記之制度的目的，是希望人民可以生活安穩而不會

為生活憂慮，其最後的目的與限君祿一樣，都是為了維持社會之秩序。包括

其分別只在於，限制君祿是從上層人士入手，而稅制的設立則是從下層人士

方面入手促進社會之安穩。相同的例子，亦見於皮錫瑞在《王制箋》第 8 條

中的論述。皮錫瑞在該條中指出《王制》一文並不會包括漢代「口率出泉」

                                                      
405

 雖然他在《王制箋》較易的地方曾說《王制》並非盡出《孟子》，但卻不否定當中的內容

部分與《孟子》所記的內容是一樣的。詳見同上註，頁 14。 
406

 同上註，頁 123。 
407

 同上註，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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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即按人口徵稅的制度。原因在於此法為一弊政，由孔子所定之《王制》

必定不會將此一，至少在皮錫瑞而言，對人民造成極大影響的弊政。 

    另外，除了因為在上者的剥削外，貧富不均，亦是造成社會混亂的主因

之一。而《王制》第 35 條所記之制度，則是為了避免此一情況的出現而設的。

據筆者在附錄二中的分類，該條所記之制度屬於土地之制度，所謂：「田里不

粥，墓地不請」，意謂土地不可由人民私底下買賣。皮錫瑞認為，孔子在《王

制》設立此一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井田制之實行而作準備。眾所周知，井

田制度可說是儒家對古代制度的一種理想化的想像。其制之原意，在於避免

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從而減少貧富之間的差距，所謂： 

三代盛時，必無獻田粥田之事，春秋、戰國蓋已有之，所以井地

不均，兼併漸起，商鞅變法，逐廢井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孔子豫

防其弊，定為田里不粥之制，必如此而後井田可久行。後世如唐初定

制，永業、口分田，民得粥賣，不數傳而田制逐壞，由不守田里不粥

之戒也。408 

從過去的歷史中可見，歷朝大規模的民變多與當時貧富懸殊等經濟問題不無

關係。據皮錫瑞此段的解釋，《王制》之所以有「田里不粥」的制度，正是從

制度上防止土地得以買賣，令貧富問題加劇，從而使因社會經濟問題而引起

的社會動亂得以被消弭。 

    從上可見，《王制》一篇所記雖不限於「禮」，但其中其他制度設置之目

的，與《儀禮》一經實甚為接近，兩者均是希望從外在之形式確保人倫秩序

之穩定，並達至「禁亂止邪」的目的。故筆者推斷，皮錫瑞認之所以認為《王

制》與《儀禮》二經能夠相通，與二經所記內容的性質及其作用不無關係。

而《儀禮》與《春秋》可以相通，亦是由於作為「素王之制」之書的《王制》

以制度性的形式將《春秋》抽象之義理表達出來，而當中的義理，亦與《儀

                                                      
408

 同上註，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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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一樣，希望建立一個上下有序的社會。而本節中筆者所作之分析，同時

亦解釋了為何皮錫瑞雖認為制度並不完全等於「禮」，但偶然亦有混淆「禮」

與「制」的情況，在於兩者在形式以至其功用上都甚為接近。故此，我們或

許可以說《儀禮》一經所記的，在皮錫瑞眼中為嚴格意義上的禮，而其他制

度如官制、學制等則是廣義上的，非嚴格意義上的「禮」，它們並非皮錫瑞所

論之禮儀，而是用以確保社會安定的外在制度。409 

 

第五節  結論 

綜合而言，本章從《王制》與《儀禮》的關係入手，試圖對皮錫瑞之禮

學思想作一可能性的探討。據本章的分析，皮錫瑞對於「禮」的內涵有著有

別於現今大部分學者的理解。他認為，只有今人所言之禮儀方能稱之為「禮」，

故傳統的三《禮》中，以《儀禮》一經為專言「禮」之文獻。其他諸如官制

等內容不應算作為「禮」。那麼，單篇獨行後的《王制》一篇在脫離「經」、「傳」

的系統後，其與《儀禮》如要相通，則需要尋找二經的相近和相通之處。其

原因在於，《王制》一篇並非專言禮，它與《周禮》一樣，亦是一部詳制度之

書，這從《王制》一文的內容的分類中即可證之。而本章最後則嘗試為《王

制》與《儀禮》相通這一點，從內容性質的相近，以至微言大義之重疊入手，

給出一種可能的解釋。固然，本章有關皮錫瑞對於《王制》微言大義的理解，

以及其禮場學思想本還有很多可供討論的空間，但礙於篇幅，還有待將來對

此一問題再作更為深入的討論。 

                                                      
409

 筆者以上所論，乃據皮錫瑞著中的論述所作之推斷，誠然並非所有學者對制與禮均持如

此的看法。如對於制與禮的關係，王國維似有不同的看法。在〈殷周制度論〉一文中，王氏

曾謂：「由是制度，乃生典禮，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據此，則王國維認為禮

乃緣制而生之產物。制是禮得以運行的必要條件。其中制與禮的關係似並非一上下位之關係。

見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駱丹副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八卷，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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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傳統經學在晚清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皮錫瑞在經學面臨西學的嚴峻

挑戰時，亦強調經學的神聖性，並試圖在經典的詮釋中找出其中的生命力。

而其對於西漢今文經學的嚮往及其「通經致用」的經學思想，正是他對傳統

經學作用的一種肯定。其說雖可說是一種傾向於宗教式的迷信多於實證式的

總結，但這亦體現了皮錫瑞如何使已失去神聖地位的經學重新得到時人重視

所作出之努力。這從其所撰的《王制箋》一書中，便可出這一苦心。是故本

文即透過分析皮錫瑞有關《王制》的研究，窺探皮錫瑞的今文經學思想。皮

錫瑞《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二書，過去所論者甚多；而皮錫瑞的《尚

書》學研究，亦是論者的焦點所在。唯論者多未有看到皮錫瑞的《王制》研

究，對於了解他的經學思想的重要性。是故本文在討論其有關《王制》研究

的若干問題時，揭開了其隱藏於背後的經學思想，嘗試填補了學界過去有關

皮錫瑞經學思想的空白。 

筆者在緒論中提到，每一位經學家在提出各自的經學主張的同時，若有

關主張與過去的經學傳統有很大差別，則會引起一連串問題需待該經學家解

決。而筆者認為，經學家在處理有關問題時，其中亦反映了其獨特的經學思

想。本文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即從這一思考維度入手分析皮錫瑞的經學思想。

由本文第二章中看到皮錫瑞在主張《王制》可以單篇獨行時，其亦同時主張

《王制》一篇可以得到「經」的地位，究其原因，在於《王制》雖是孔子後

學所編輯而成的文獻，然其中的內容都是曾經過孔子所手定的，故此當中必

有由孔子所賦予的微言大義於其中，這就是皮錫瑞判斷一部文獻是否為「經」

的標準。而皮錫瑞之所以會有如此標準，乃建基於他對西漢時期的經學的絕

對信任有關。雖然在他心目中的「西漢時期的經學」或許與史實不符，但皮

錫瑞對於理想時代的經學的嚮往，正是其作為今文經學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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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文第四章所探討的，是當皮錫瑞主張《王制》應從今本《禮記》

抽出的時候，如何處理《王制》與《儀禮》一經的關係。正如筆者在第四章

所言，在「傳」從屬於「經」的系統上，《王制》本應是用作解釋《儀禮》的。

然《王制》自成為「經」後，這一論述模式便不可能再用作解釋二者的關係。

是故，筆者在第四章中先從《儀禮》的內容討論皮錫瑞對「禮」內涵的認識，

得出皮錫瑞所認識的「禮」的範圍比今人所言者為狹窄，並在此一基礎上，

得出《王制》與《儀禮》在內容上並非完全相同的結論。前者所記除典禮以

外，還包括各種制度；而後者則主要記載古代的典禮禮儀。而二經之所以能

夠相通，在於二經所記都是外在之條文，而其設立的目的均在於維持「上下

有序」的社會。 

另外，筆者在緒論中亦指出，一位經學家在論述的過程中，對於某一名

詞的內涵可以有多於一種的認識。故若無法釐清該經學家在不同場合使用有

關名詞的真正意思時，對於我們理解該位經學家的經學思想必然會造成一定

的障礙。是故本文即以此為第二個思考維度，分柳皮錫瑞有運用某些關鍵名

詞時，對其有何理解。本文第三章即是以此為中心，而第四章的內容亦有涉

及者。在本文第三章中，筆者指出學界過去在討論皮錫瑞認為《王制》為一

素王之制之書時，都沒有留意皮錫瑞對「素王」一詞有何理解。而在細讀皮

錫瑞不同時期的經學著作後，筆者發現皮錫瑞對於「素王」一詞有著兩種解

釋：一為屬之於《春秋》，其意為「空設一王之法」；二為屬之於孔子，其意

為「有德無位之王者」。這兩種解釋在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中是並行而不相悖的，

這在《王制箋》一書中便清晰可見。筆者進而指出，這一現象之所以出現，

在於皮錫瑞「通經致用」的經學思想。對皮錫瑞而言，治經的最終目的，在

於將孔子之微言大義實踐於現世，而以上兩種對「素王」一站的不同解讀，

都包括了孔子為後世立法的觀念於其中。即是之故，對皮錫瑞而言，雖云後

一種解釋並非必要，但基於「尊孔」的經學取態底下，他亦同意以上兩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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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王」一詞的解釋。 

而本文第四章指出了皮錫瑞雖對「禮」作過界定，然而他在論述時卻有

未能完全遵循的情況。是故「禮」與「制」既時有混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

因，筆者在第四章中認為，在於「禮」與「制」性質的相近，兩者都是外在

之條文，而兩者更形成一種上下位的關係。基於這一原因，致使皮錫瑞在論

述時偶有混淆二者的情況。但正如筆者所言，兩者設立的目的，都是希望維

持社會之秩序。 

本文對皮錫瑞有關《王制》的研究進行分析，並藉此討論其背後的經學

思想，其目的不在於對皮錫瑞的經學思想作一全面性的考察，而在於為學界

提供一種可行的研究路徑，使學界在討論皮錫瑞的經學思想時，可以從更多

的維度進行思考。此一研究路徑，有別於以單一文本為對象之研究方法，而

是從一歷時性的角度，對皮錫瑞晚年的經學思想作一分析。固然，礙於筆者

淺薄的學識，其中仍有不少問題，如皮錫瑞於何時接受俞樾《王制》為素王

之制之書之說等問題未待解決以及錯誤，還有待學界將來對此再作更為深入

的討論以及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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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王制箋》引今文經典資料整理 

 

在《三禮通論》「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一條中，

皮錫瑞嘗謂： 

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雖無漢儒明文可據，

證以《公羊》、《穀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

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410 

認為在漢代，這一在他眼中而言是中國經學史最為輝煌之年代的經學著作中

的一些相關文句中，可以找出《王制》為孔子所定的「素王之制」之書的證

據。今閱《王制箋》一書，皮錫瑞在箋釋《王制》不同段落的文字時，亦經

常引用上述所提及之文獻以證其為「素王之制」之書。在本附錄中，筆者將

按上述引文所列的文獻的次序，將《王制箋》一書中的相關文字引錄如下。411 

 

一、 《公羊傳》 

註：由於皮錫瑞於《王制箋》中亦有引用何休《公羊傳解詁》的文字，而《解

詁》的內容亦以證明《公羊傳》為中心。為節省篇幅，筆者於此將《王制箋》

中所引《解詁》與《公羊傳》一併列出。 

第 9 條 

《公羊．桓二年傳解詁》曰：「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

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足證《王

                                                      
410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69。 
411

 今文經典中有引用其他今文經典者，只引其中一次，不重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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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春秋》相通，皆素王所立之制也。412 

第 11 條 

《公羊．桓八年傳解詁》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413 

第 12 條 

說《春秋》者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於天子」，正天子使大夫為三

監之明證。註：此處所言之「說《春秋》者，即云《公羊》家之言。

王錦民於此處即引用《春秋公羊傳》的文字以證之：「《春秋公羊傳》

『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曰：『單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

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曷為使我主之？天子

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

者主之。』」414 

第 17 條 

《公羊．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傳曰：「閽者何，門人也，

刑人也。刑人則曷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

輕死之道也。」何氏《解詁》曰：「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

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解詁》正

引《王制》之文。疑此亦是素王所定之制。415 

第 18 條 

《公羊》說與《王制》正同，此《王制》為素王定制之一證。《公

羊．桓元年傳解詁》曰：「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

年使大夫一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416 

《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

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黜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形人見為煩擾，故

                                                      
412

 [清]皮錫瑞著；王錦民校箋：《王制箋校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頁 36-37。 
413

 同上註，頁 43。 
414

 同上註，頁 47。 
415

 同上註，頁 57-58。 
416

 同上註，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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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417 

第 46 條 

《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質家右宗廟，左社稷，文家加社稷，左

宗廟。」418 

 

第 24 條 

何氏《公羊解詁》曰：「不以夏水者，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

巢，走獸不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據何君說，

古本四時皆田，孔子作《春秋》，以夏乃長養之時，恐傷害幼稚，故為

後王立法，夏不田，止月三時田。419 

第 25 條 

《公羊．宣十五年解詁》曰：「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

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無近憂，

四海之內莫近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二說(包括《漢書．貨貨志》)

與此經文略同。三十年有年之儲，與孔《疏》正同。420 

 

第 31 條 

《公羊．莊二十三年傳解詁》曰：「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白

虎通．五祀篇》引《王制》曰「春荐韭」云云，與此同。421 

 

二、 《穀梁傳》 

                                                      
417

 同上註，頁 62。 
418

 同上註，頁 146。 
419

 同上註，頁 88。 
420

 同上註，頁 96。 
421

 同上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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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穀梁．隱十一年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

所以尊天子也。」422 

 

第 24 條 

《穀梁．桓四年傳》曰：「田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

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推尋《穀梁》之義，

似亦以四時之田止用三時。解者以下文「一為乾豆」云云為用三，似

非其義。劉子政治《穀梁》者也，《說苑》曰：「夏不田何也？曰天地

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蟲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

而況人乎哉？ 」此《穀梁》家妁為夏不田之明證。423 

第 25 條 

《穀梁．莊二十八年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與經文正同，此《穀梁》同《王

制》之一證。424 

 

三、 《尚書大傳》 

第 11 條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

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425 

第 22 條 

                                                      
422

 同上註，頁 77。 
423

 同上註，頁 88-89。 
424

 同上註，頁 96。 
425

 同上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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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為父師，

士為少師。」鄭注：「古者任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又曰：「上老

平明坐於加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

也。」《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宣十五年傳解詁》略同。

此鄉學在塾之證。426 

第 36 條 

《御覽》引《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論

衡》引《書大傳》曰：「城郭不繕，溝地不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

則責於地公。」427 

第 49 條 

《大傳》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併〝重任分，斑白者不

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428 

 

四、 《春秋繁露》 

第 11 條 

《繁露．官制象天篇》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士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

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元士。」429 

第 24 條 

《繁露．深察名號篇》曰：「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

秋搜，冬狩。」獨無夏田。430 

第 25 條 

                                                      
426

 同上註，頁 79。 
427

 同上註，頁 126。 
428

 同上註，頁 150。 
429

 同上註，頁 41-42。 
430

 同上註，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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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露．郊祭篇》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

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故其在《禮》，亦曰：

『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431 

《繁露》引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432 

第 28 條 

宋本《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

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今

本「春曰祠，夏曰禴」，疑後人據《周禮》改之。433 

《繁露．王道篇》曰：「《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稜，諸

山川不在封內不祭。」董子明言《春秋》立義，正素王立法之明證。434 

第 31 條 

《繁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機實，冬上敦

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麷也，夏之所受長也。機實，

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皆今文家說……

董子《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

之牛尺。」或後人改之。435 

第 33 條 

前非必殷法，此則殷、周所同，皆孔子為後王所定制也。《繁露．王道

篇》、《五行順逆篇》皆曰：「使民歲不過三日。」436 

 

五、 《說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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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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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說苑．臣道篇》曰：「湯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又《臣衛篇》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

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437 

第 17 條 

《說苑．叢說篇》曰：「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438 

第 24 條 

見上文所引《椒梁》之內容，此處不再引錄。 

 

六、 《白虎通》 

第 1 條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

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據天，故法三光；文家據地，故

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

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

也。」439 

《白虎通》引《王制》曰：「上大夫卿。」又曰：「諸侯所以無公

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

明卑者多也。」440 

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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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封公侯篇》曰：「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王

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441又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

千，並數邑居、山川至五十里。」442 

《白虎通．爵篇》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

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又有次，下又有第，中央故無二。

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

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

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443 

第 5 條 

《白虎通．封公侯篇》曰：「諸侯封不過百里，像雷震百里，所潤

雲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

罰為陽，像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444 

引《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云云。又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

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

無，贍其不足。」445 

第 6 條 

《白虎通》論制祿與此同，惟「不以朌」亦作「不以封」。446 

第 9 條 

《白虎通》曰：「州伯者，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

州，故謂之伯也。」引《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云云。又曰：「王

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極成也。」引《王制》曰「八伯

各以其屬」云云。又引《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邵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

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

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足證《王制》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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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皆素王所立之制也。447 

《白虎通》曰：「唐、虞謂之牧。」引《尚書》「咨十有二牧」，不云周

亦謂牧，是《周禮》建牧作牧之說，皆今文家所不用也。448 

第 11 條 

《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

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

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

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

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

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又論諸侯卿、大夫曰：「諸侯

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引《王制》「大國三卿」云云。

又引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449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

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

《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又《封公侯篇》曰：「諸侯有三卿

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引《王制》曰：「大國三卿」云云。450 

第 13 條 

《白虎通．封公侯篇》曰：「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菜

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

也。』今以盛德人輔佐，我兩食之。」引《王制》云云。451 

第 17 條 

《白虎通．爵篇》曰：「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

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引《王制》云云。是爵人當於朝，封諸侯當於廟，義各有當，非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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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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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囹，一為周法也。452 

《白虎通．五刑篇》：「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養，士與遇

路不與語，放諸磽不毛之地，與禽獸為伍。」453 

第 18 條 

孔《疏》引《自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

牧也。為天子巡行，守土牧民，道德太干，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

其所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

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故五年一巡守。454 

第 19 條 

《白虎通》引《尚書》曰：「遂觀東後」云云，又引《尚書大傳》

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

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則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

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為

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與《王制》正同，蓋伏生引以釋書者。

又云：「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逾時也。以夏之仲月者，

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引《尚

書》曰「二月東巡守」云云。455 

《王制》為今文說，解《王制》當從今文，以為霍山也。《白虎通．

改黜篇》曰：「先削地後絀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在也。

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

君絀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456 

第 20 條 

《疏》引《白虎通》不全，《白虎通》曰：「王者將出，辭於檷；

還格於祖、檷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引《王制》曰「王

者將出」云云。又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也，非出辭反面之

道也，與宗廟異義。」又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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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於祖檷。』《曾子問》曰：『王者、諸侯

出，親告祖檷，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

也。」引《王制》云云。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

尊尊之義。』」457 

《白虎通》又曰：「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泉於尊

者，然後乃辭出。」458 

第 21 條 

經云「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樂則」，皆以「則」字絕句。

《白虎通．三軍篇》：「《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徑伐。謂誅犯

百法者也。』」又《考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

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

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使民者，賜樂則；民眾多者，賜朱

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

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所引《禮說︿為《禮緯．

含文嘉》文。459 

何氏《公羊解詁》既引九錫之文，即云：「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

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為九錫即是九命……《白虎通》

云：「五十里不過五錫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錫而進爵土。能有小大，

行有進退也。」正同何氏《注》義。《白虎通》又云：「一說盛德始封

百里者，錫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

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秬鬯，堵爵為侯，益土百里。

後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

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則以九錫

分為三等，分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說又異。《王制》是今文說，

當與何氏《公羊注》、《白虎通》前說合。《白虎通》云：「距惡當斷刑，

故賜之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之弓矢，所

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

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

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

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

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

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又云：「喜怒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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誅伐刑刺，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

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故賜之玉瓚，使得專為暢也。」引

《王制》云云。又《朝聘篇》曰：「諸侯相朝聘何？為相尊敬也。故諸

侯剜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

也。」460 

第 22 條 

《白虎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

辟者壁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

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

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

之均平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

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

樂泮水，薄采其荇。』《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

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

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

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魯侯，克明其德。既作

泮宮，淮夷攸服。』」錫瑞案：《毛虎通》引《王制》曰：「小學在公官

南之左，大學在郊。」不言三代異同，當曷三代通制。461 

第 23 條 

《白虎通．三軍篇》曰：「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

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言

於祖廟命遣之義也。」462 

第 25 條 

《白虎通．爵篇》云：「《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

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何？冢

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冢宰一

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白虎通》雜採經傳，多以前一說為主，或曰云云，皆廣異同，或並

採古文說。此或曰引《周官》，正見古文說與今文不同，則其前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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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冢宰制國用」，又下引《王度記》冢宰是大夫非卿，此《王制》

冢宰亦必是大夫，故下文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卿，而無冢宰。

自今文說漸逸，人但知有《周古》冢宰，以為《王制》亦同，非《白

虎通》無以合其異矣。《白虎通．爵篇》引《王制》曰：「大喪三年不

祭，為祭天地社稜，為越紼而行。」463 

《白虎通．禮樂篇》曰：「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貧富不相懸也。」464 

第 26 條 

《白虎通．崩薨篇》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

大小，所供者不等。」引《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云云。又曰：「天

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

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465 

《白虎通》又云：「封樹者，所以為識。《含文嘉》曰：『天子墳高

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

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云庶人樹以楊柳，與此經

庶人不樹違異，或「以楊柳」三字衍文。《白虎通》又云：「《王制》曰：

『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

之義也。」引《王制》作「葬」，與「喪」字義不異。《白虎通》又引

《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於領；公侯五重，衣衾九

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稱。

單袷備為一稱。」今經無此文，疑逸。466 

第 28 條 

《白虎通．郊祀篇》云：「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

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谷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

為言眾也，冬之物成者眾。」或用古《周禮》說，與《王制》不合。467 

《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灶、

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據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

五祀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其祀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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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卿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

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

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謂大夫祭五祀，與《王制》同，與《祭

法》異。468 

第 31 條 

《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王制》曰：『天

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

廟大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為報功，著實一國所報者少故也。」469 

第 36 條 

《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馬主兵，司息主人，司空主地。」引《別

名記》同。470 

第 37 條 

《白虎通．禮樂篇》引《禮．王制》曰「東方曰夷」云云：「曰：

『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

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僔狄無禮義。東方者，

少陽易化，故取名也。蠻者，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強惡

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者也。北方，太陰，鄙吝，故少難化。』」
471 

第 39 條 

《白虎通．辟雍篇》云：「《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

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小學者，經藝之宮，大學者，

辟雍鄉射之宮。」472 

第 45 條 

《白虎通．致仕篇》引《王制》曰：「七十致政。」又曰：「几杖，

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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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

明尊賢者也。」473 

 

七、 《五經通義》 

第 9 條 

《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黜陟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三相黜陟也。何以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

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為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

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屆也。」以二伯

為三公在外，與《春秋傳》合。以為黜陟，與《白虎通》引《甘裳》

召伯詩合。皆今文說。474 

 

八、 《五經異義》 

第 11 條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

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為星晨，

在地為山川。」475 

第 22 條 

《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

示圓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1之內。明

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與《孝經．援神契》言明堂在國之陽七

里之內正合，乃明堂、太學同處之確證。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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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條 

按《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

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

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

許以《周禮》為非。477 

 

九、 《鹽鐵論》 

第 17 條 

《鹽鐵論．周秦篇》曰：「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

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引《王制》云云。漢五經今

文說皆如是。蓋素王改制，因吳子近刑人致禍，乃有不畜刑人之戒，

以視《周官》多設內官，啟後世閹人之患者，所慮為深遠矣。478 

第 45 條 

《鹽鐵論．未通篇》曰：「五十以上曰艾老，丈於鄉，不從力役，所以

扶不足而息高年也。」479 

 

十、 《韓詩外傳》 

第 36 條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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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主土，司徒主人。」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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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王制》內容分類 

《王制》一篇全長約 6000 多字，其中所記內容廣泛。為方便討論，今以

皮錫瑞《王制箋》一書為據，按筆者的理解，對《王制》一篇中的內容以表

格之形式進行歸類，以方便本論文之論述。 

《王制》原文 《王制箋》中的分段 內容性質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

子、男，凡五等……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

庸。481 

1-2 官制：官爵之分等及各級官

員的俸祿。 

制：農田百畝……小國之卿，

倍大夫祿，君十卿祿。482 

3 農制及官制：記述農民的分

級以及諸侯國中官職的分

等。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數各居其上之三

分。483 

4 官制：記載次國之官制。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

里……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

庸不與。484 

5-7 封國之制度：記載全國不同

地方分封的標準以及封國

的數目。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

內以為御。485 

8 財政制度：記載王畿之內的

物資分配準則。 

千里之外，設方伯……千里之 9-10 官制及地制：記載千里之外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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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

流。486 

官制的劃分以及千里之

內、外的名稱。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小國：二

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487 

11 官制：記天子以及不同大小

諸侯國內政府官職的劃分。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

伯之國，國三人。488 

12 官制：記載天子監察諸侯的

官員名稱及人數。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

侯，嗣也。489 

13 諸侯制：記不同地區諸侯所

享有的權利。 

制：三公，一命卷……小國之

卿與下大夫一命。490 

14-15 服飾之制：記不同地位之官

員的服飾規定。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屏之

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亦弗故生也。491 

16-17 銓選制度：記載選拔官員的

方法和標準。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歸，假於祖禰，用特。492 

18-19 聘禮：記天子之於諸侯之聘

禮，包括過程中應進行祭禮

等。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

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

造乎禰。493 

20 祭禮：記載天子與諸侯準備

出巡時所必須舉行之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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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494 

21 上半部 朝禮：記天子之於諸侯斤行

之寓禮及其中的細節。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

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

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495 

21 下半部 權力制度：記諸侯在什麼情

況下方可行使部分權力。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

曰辟癰，諸侯曰頖宮。496 

22 學制：記有關設立學校的制

度。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

社，造乎禰……反，釋奠于學，

以訊馘告。497 

23 記出征前後天子必須行的

典禮禮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麑，

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

巢。498 

24 狩獵之禮：記天子和諸侯狩

獵之禮，以及其中所必須遵

守的規則。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499 

25 官制及禮制：記冢宰的職責

為管理國家財政；同時記各

種禮儀需使用的費用。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

祭。500 

26 祭禮：記天子下至庶人祭禮

的不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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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

廟。庶人祭於寢。501 

27 廟制：記天子及各級階層人

士可有多少所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

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

以雁。502 

28-32 祭禮：記天子、諸侯以至庶

人在祭禮上的分別。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田

里不粥，墓地不請。503 

33-35 稅制、勞役和土地制度。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

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

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

食壯者之食。504 

36 官制：記有關司空的職掌。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

濕，廣谷大川異制……東方曰

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譯。505 

37 管治之制及民風：各地官員

在管治當地居民時所必須

考慮的因素；同時交代不同

地方，特別是外族的民風。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

居民……樂事勸功，尊君親

上，然後興學。506 

38 規劃：記長官如何規劃一地

的發展。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

以興民德……大樂正論造士之

39 官制：主要記載司徒和大樂

正的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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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507 

司馬辨論官材……仕於家者，

出鄉不與士齒。508 

40 官制：主要記載司馬的職

責。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509 

41 官制和法律：記司寇的職責

及法律條文。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510 42 官制：記太史的職責，其中

包括掌管一切的禮儀。 

天子齊戒受諫……百官齊戒受

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

制國用。511 

43 官制及儀式：記天子及百官

在年末時需報告一年之政

治情況，以及報告前所必須

行的儀式。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

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三月不從政。

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512 

44-46 福利制度：記有關養老的制

度，其中亦有涯及禮儀者。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

者謂之獨……侏儒、百工，各

以其器食之。513 

47-48 福利制度：記如何幫助社會

上有需要的人。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49 禮儀：各人面對不同輩分之

                                                      
507

 同上註，頁 129-130。 
508

 同上註，頁 134。 
509

 同上註，頁 136-137。 
510

 同上註，頁 139。 
511

 同上註，頁 140。 
512

 同上註，頁 141-146。 
513

 同上註，頁 148-149。 



193 

 

車從中央……庶人耆老不徒

食。514 

人時應有的禮儀。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

造燕器。515 

50 法律：記大夫有關祭器之規

定。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三分

去一，其餘六十億畝。516 

51-52 地理制度：有關全國各地田

地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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