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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禮起源於人民的日常生活，其內涵包括禮義與禮儀二者。經周公系

統化後，禮成為歷代統治者穩定社會的重點教化內容。由於禮的內容複

雜繁瑣，一般庶民難有相應的條件來履行當中的種種禮節，故有「禮不

下庶人」之說。至宋代，由於市民階級的興起及文化事業的發達，一般

庶民對禮的需求日顯殷切，代表地方「小傳統」的家族文化便開始與作

為「大傳統」代表的儒家文化相結合。宋明兩代家禮的撰作，便是回應

民眾訴求的結果，呈現大小傳統文化的整合情況。家禮作為一種庶民日

常家庭生活的常規要求，既要包含許多傳統道德規範，同時也要配合當

時的社會風俗。如何磨合協調二者，讓傳統禮學能配合時代所需而加以

發展，得以活化，令禮的要義能真正落實，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

也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本文將以儒家哲學精神為切入點，探究《書儀》、《文公家禮》、《家

禮儀節》這三本同一體系但不同朝代的家禮著作，歸納其儀節內容如何

配合社會的轉變，以貫徹儒家重人情的傳統思想特點。從而辨析司馬

光、朱熹、丘濬等人如何訂定冠、昏、喪、祭諸儀，並探究其在變更儀

節的同時，能否保留當中的禮義，以延續與活化儒家的傳統思想。藉由

本文的討論，期望能進一步明瞭《書儀》、《家禮》、《家禮儀節》三

書，如何兼容時代的特色及需要，延續與活化儒家的倫理禮教；希望通

過歸納當中重點，重申儒家的普世價值，為今天的社會如何復興儒學提

供一個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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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arly China, li-rituals stands for a totality of social norms, governing the 

individual, the family, the rural community, the state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f the “civilized world”—Huaxia.  However, the li-rituals 

are mainly practiced among nobles with the exclusion of commoners. 

Though commoners could be promoted to the ruling class since the 

Warring-State period, such cases are relatively rare.  A great majority of the 

bureaucrats are from learnt families presumably well-versed in li-rituals.  This 

situation has changed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keju-examinations in full-

swing, many commoners have joined the upper class and the need for practice 

of li-rituals, as a symbol of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upwardness, becomes 

urgent.  To meet this need, Sima Guang, Zhu Xi and Qiu Jun, all scholar-

bureaucrats in the Song-Ming Dynasties, endeavored to set a modern version 

of li-rituals with reference to those in the classics. 

As li-rituals are by nature conservative and very sensitive to changes, all 

new practices must be well-justified.  This is a study on how these scholars 

revitalized the li-rituals by making changes appropriate to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and according to what criteria, analyzed how these changes 

facilita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ritual behavior which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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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國家禮傳統源遠流長，是古人向後代傳播修身治家、為人處世道

理的最基本方法，也是中國古代家長教育子女的最基本形式。「家禮」

一詞最早可見於《周禮‧春官‧家宗人職》「掌『家禮』與其衣服、宮

室、車旗之禁令」1，然而按鄭玄所注，當可發現此「家」並非後世所指

的庶民之家，而是大夫之家（即其封邑采地）。四史之中，亦只有《史

記‧高祖本紀》「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2、《史記‧呂太

后本紀》「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

之禮」3、《後漢書‧鍾離宋寒列傳》「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

4等文獻記有家禮之詞。 

及後，隨著文化的下移和普及，本為大夫之家的家禮也逐漸走向庶

民之家，當中以日常所行的冠、婚、喪、祭諸禮為主要項目，內容偏重

禮儀節文之建設，其立禮之原則態度則在於參酌時宜，使俗眾易於遵行

等方面，與三禮所載的莊嚴古禮明顯不同。降至兩宋，因市民階級興

起，庶民行禮之需求日殷，大量的家禮著作湧現民間。《書儀》及《文

公家禮》標誌著宋代家禮之成熟。元明以來，地方官紳多刊行《文公家

禮》，以期能化民成俗；近代方志亦記曰：「冠、昏、喪、祭，悉遵

《文公家禮》。」5儒生士子在《文公家禮》的示範指導下，分別編撰四

禮（冠婚喪祭）、家禮、家儀等書籍。明代大儒丘濬，更因應當時的社

會需求，以《文公家禮》為基礎，編撰《家禮儀節》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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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禮作為一種庶民日常家庭生活的常規要求，既包含著許多傳統道

德規範，但同時又要配合當時的社會風俗。二者如何磨合協調，以令傳

統禮學能配合時代所需而加以發展，使禮的要義在今天儒家文化價值逐

漸失落的社會中得以活化（revitalize），從而得到新的生命力，是一個

十分有意義的課題。針對這個課題，本章擬先闡述禮學實踐在今天社會

的重要性，以明本文之研究意義，其次就學者有關宋明兩代家禮的相關

研究作一回顧，最後說明本文之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傳統文化思想的流傳與實踐，一直以來都是不同學術界別的討論核

心之一，不同學者先後就傳統文化思想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杜維明深信

儒學會成為世界文明的重要的一支，儒家傳統會對現代社會有積極的意

義。劉述先也指出儒家的精神理想，有其普世意義，不因時地的不同而

有所改變： 

親親、仁民、愛物，這是儒家的懷抱；生生、和諧，這是儒家的

理想。人世現實的情況可以改變，典章制度可以改變，但這樣的

精神理想是不可以磨滅的，不因時、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這

乃是我們信念之所繫。6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泰勒也持同樣的意見，並被湯恩佳於聯合國的會議

中轉述發表： 

如果人們思索一下孔子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意義，人們很快便會發

現，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在過去的二千五百多年裏，其變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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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是令人驚奇的。不管我們取得進步也好，或是缺少進步也好，

當今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創

立和闡述過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超越國界、超越時

代的；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過去，也會鑒照今天和未

來。7
 

雖然不同學者皆肯定儒家的恆常價值，可是仍有不少學者對傳統文化思

想如何適應時代環境表示憂慮。因為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社會的新一

代對傳統文化並不認識；又由於不認識而被過往的歷史所牽制，認為傳

統文化思想迂腐守舊，只會窒礙社會的發展，故對其予以全盤的否定，

不認同傳統文化的優異之處。 

錢遜便就此提出了儒學在當前現實及將來世界中，可能面臨的一些

困境：如何與現代經濟社會相適應？如何使現代青年去接受這些儒家的

恆常價值？8由此可見，如何令新一代認識傳統文化及將其實踐，乃現今

社會的一大重要問題。余英時也在其〈現代儒學的困境〉一文中提出相

關的憂慮： 

沒有社會實踐的儒學似乎是難於想像的。如果儒學僅僅發展出一

套嶄新而有說服力的道德推理，足以與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學抗

衡，然而這套推理並不能造就一個活生生的人格典範，那麼這套

東西究竟還算不算儒學恐怕總不能說不是一個問題。9
 

他擔心儒學在當前和將來會成為「遊魂」，無法於現今社會落實。是以

他近年著力於研究儒家思想如何於日常人生中實踐，寄盼傳統文化思想

有一現代詮釋，並能加以落實，使儒家在社會的轉變過程中，仍能開創

新的精神資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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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何落實儒家思想、實踐當中所提倡的道德價值，一直為學者

們所關心的論題。孔子、孟子、荀子三人為儒家不同時代的重要人物，

他們思想核心的側重點或有不同，但皆認為道德的實踐往往離不開禮的

範疇。《說文》亦有言：「禮，履也。」11可見在中國傳統思想中，

「禮」是人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是實踐道德的其中一個法門。 

孔子認為各種倫理道德都要以禮為規範，主張「為國以禮」，認為

禮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倡禮治可挽救當時征戰不休、僭越違制

的社會局面。禮治的其中一個關鍵為「正名」，《論語．子路》中有

云：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

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12
 

孔子認為治國先要「正名」，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3，社會各

人各安其分，天下方可享得太平。孔子十分痛恨僭越違禮的行為，如魯

國季氏「八佾舞於庭」一事，便認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14。

因為孔子明確地意識到，「禮」不只是一種動作、姿態，更是一種制

度、一種秩序的象徵。季氏的違禮之行，不但是無德的表現，更破壞了

社會的秩序，加速其崩壞的速度。相反，若人民能依禮而行，展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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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其自身德行，則有助社會秩序的建立，構建大同世界。葛兆光在其著

作中便指出禮儀實踐與德行培養的關係： 

保證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對於禮儀的敬畏和尊重，而對禮儀

的敬畏和尊重又依託著人的道德和倫理的自覺，沒有這套禮儀，

個人的道德無從寄寓和表現，社會的秩序也無從得到確認和遵

守。15
 

《論語》中也有不少相關的論述：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16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17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

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18
 

「仁」、「知」、「莊」、「恭」、「慎」、「勇」、「直」皆為儒家

所稱頌的德行，然而孔子認為諸類德行，在「無禮」的情況下，都是

「未善的」；若「動之不以禮」，便會變成「勞」、「葸」、「亂」、

「絞」。各種德行需加上「禮」，方能算「成人」。有關觀點也可見於

《禮記》之中：「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19由

此可見，孔子認為「不學禮，無以立」20（《論語．季氏》），禮乃道

德實踐可依的法則，無禮便不能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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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繼承孔子的「仁學」，主張行「仁政」。雖然相對於「仁政」

學說而言，「禮」在他的整體思想中處於較次要的地位，但孟子並沒忽

視其價值。孟子所論的「禮」非宗法制中規定階級名分的「禮」，而是

由心性之善來釋禮，認為「禮」本具於人心，「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21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生而即有仁、禮等善端，

是人的本性。是以一般人都有實踐道德的自覺，若將當中的善加以實

踐，便能成為「以仁存心、以禮存心」22的君子。 

孟子和孔子一樣明白「禮」與國家社會制度秩序的關係，是以強調

「禮」於個人修養的重要性。《孟子．離婁上》云：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滅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23
 

孟子認為城牆不堅固、兵甲不充分、田野不墾辟、物資不富裕，如此等

等都算不上國家的災害；然而如果在上者缺少禮義，在下者沒有教養，

便會令不軌之民日漸猖獗，最後國家將會很快滅亡。正因為認為「禮」

與國家社會制度秩序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是以孟子強調個人修養應以禮

義為重，「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24，「禮」更是成為君子的必經之

門，「夫義，路也；禮，門也。」25與道德實踐有緊密的關係。 

相對於孟子，荀子對禮的討論則比較深入。荀子以重禮著稱，主張

「隆禮」，認為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是治理國家的根本，

《荀子．大略》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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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者，政之挽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26
 

《荀子．王霸》亦言：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

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27
 

荀子認為禮的起源，乃在於制欲治亂；先王制禮義的目的，便是要按人

們的等級地位，有節度的分配社會有限的物質財富，維持等級社會的正

常秩序，以「養天下之本」，28從而教化人民，讓「貴賤有等，長幼有

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29荀子的禮論與孔孟有別，此差異便是源於

對人性的不同看法。孟子認為人先天具有仁、義、禮、智「四端」，但

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如果順著人性欲望要求而不加限制，便會出現很

多紛爭悖亂，令社會秩序混亂： 

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

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

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30
 

在性惡論的影響下，荀子的禮論強調禮的教化功能，治惡的同時化性導

善，希望通過禮教來改變人類的本性，由惡變善，讓天下歸寧： 

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

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

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31
 

由於禮對國家社會的平穩發展如此重要，所以荀子將「禮」視為「人道

之極」32，並多次在其學說中強調學習禮樂法度的重要性：「禮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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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身也」、「故學也者，禮法也」33。荀子認為人們通過學禮，才能

掌握調節利欲衝突的準則，從而保證社會生產和生活正常進行；禮義的

掌握不能只停留於理念層面，還應該付諸實踐，方能「既得其養，又好

其別」34。荀子在〈修身〉有云：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

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

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35
 

強調人們凡事皆應以禮作為行事的原則，方能進退有度，令國治民安。

修身之道在此，治國之道也在此，「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

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36
 

孔孟荀三位先儒的禮學思想淵博精深，前文所提及的只為三子禮學

思想中的一個片段。儘管三人的思想核心側重點並不相同，但皆認為道

德的實踐往往離不開禮的範疇，由仁出發，以義為準則，並通過禮得以

實踐；禮不只是個人進德修業的規範，而且是社會安定，國家興盛的重

要基礎。儒家思想認為「國之本在家」37，強調「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38，這樣才能向外推展，做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39。因為每一個人首先接受教育的地方，

http://ctext.org/book-of-poetry/zh
http://ctext.org/book-of-poetry/chu-ci/zh?searchu=%E7%A6%AE%E5%84%80%E5%8D%92%E5%BA%A6%EF%BC%8C%E7%AC%91%E8%AA%9E%E5%8D%92%E7%8D%B2%E3%80%82&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ctext.org/book-of-poetry/chu-ci/zh?searchu=%E7%A6%AE%E5%84%80%E5%8D%92%E5%BA%A6%EF%BC%8C%E7%AC%91%E8%AA%9E%E5%8D%92%E7%8D%B2%E3%80%82&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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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從家庭開始，如何「修身」便成為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禮運〉有

云：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

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

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

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40
 

孫希旦在《禮記集解》中指出： 

十義，先父子而後兄弟、夫婦，先尊而後卑也，先兄弟而後夫

婦，先天合而後人合也；先閨門而後鄉黨，先鄉黨而後朝廷，先

近而後遠也。情不治則亂，義不治則壞，信睦非講且脩則廢，争

奪非尊尚辭讓則不能去此四者﹐非禮則無以治之也。41
 

若想達到「天下為一家」的理想情況，必先要懂得「人義」，這樣人與

人之問方能懂得如何相處合度，免於「爭奪相殺」，令社會秩序得以確

定和遵守。「人義」當由最近的人際關係開始，只要教以禮義，讓人懂

得「講信修睦」，然後再慢慢由家的層面擴展到國層面，相信便能令天

下大治。 

由於家庭教育的好壞直接關涉到國家統治及社會秩序的穩定發展，

所以遠溯至上古三代，中國早已有相關家庭教育的記載，明確訂立了倫

理思想之準則，希望從孩子的家庭教育著眼，要求他們從小懂得做人處

事的分寸，長幼能和，父子相親，君臣上下各安其份，從而培養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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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令社會興起禮義之風。漢代以後，家教更受到普遍的重視，相繼

出現了家訓、家範、家儀、家規、治家格言等家教書籍。當中，家儀、

家禮諸書以日用常行的冠、婚、喪、祭等禮節為主要內容，偏重禮儀節

文之設，其精神則貫徹儒家合乎人情的哲學特點，禮儀制度多參酌時

宜，配合民情的需要，以便俗眾遵行。 

降至宋代，隨著市民階級的興起，一般民眾對行禮的需求日殷，家

禮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時宋儒治《儀禮》學之重點，不

單專注於傳統經學的範疇，其另一重點，乃在於審度時弊，因應時變，

創制規範，而進行禮儀改革，一改「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書儀》及

《文公家禮》標誌著宋代家禮的成熟。明代學者丘濬更以《文公家禮》

為基礎，斟酌損益，修訂改編，著有《家禮儀節》。 

《書儀》、《家禮》、《家禮儀節》三書不但是中國古代家禮中甚

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且當中所涉及的內容，都是有關古代社會中的治家

之法，其社會影響極為廣泛。雖然三書的內容有其統一性，但若我們細

心比較三書篇目設立、關注重點、治家原則等諸多方面的差別，我們當

可發現三書對《儀禮》的傳承並不是機械式的墨守成規，而是有其創造

性，強調儀節與時人內在情感、現實需要的配合。當中的配合是否得

宜，更直接影響有關書籍的流傳情況。 

本文擬以古代家庭倫理教育作一切入點，以《書儀》、《家禮》、

《家禮儀節》這三本同一體系，在中國古代甚具代表性的家禮著作為主

要探討對象，希望透過三書的對比研究，讓我們能深入瞭解家禮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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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考察其相應的時代內涵，並歸納當中重點，看其如何延續與活

化儒家的倫理禮教。我們可由此進一步思考傳統家庭禮儀對於推動當代

家庭道德建設，強化家庭的教化功能，促進社會穩定，所具有的積極借

鑒價值和啟迪意義。 

第二節 相關研究與問題的提出 

斐德（Robert  Redfield）在《鄉民社會與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書中提出「大傳統」與「小傳統」這兩個概念，藉以說

明在比較複雜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兩個不同層次的文化傳統。斐德自 19

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對被西班牙統治的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農村，進行了

十多年的考察研究，最後發現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差

別。農村的社會流動是極其緩慢的，當中的文明是封閉的，並受到傳統

習俗支配，在農村中流行的傳說、宗教、民間藝術、道德構成了當地的

小傳統。都市文明則剛剛相反，社會流動的速度較快，是由生活在都市

中的社會精英建構的大傳統，當中包括科學、哲學、倫理學、藝術等。

斐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區分大、小傳統，認為大、小傳統是構成整個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們之間的發展存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差異。小

傳統提供著真實的文化素材，大傳統則引導文化的走向。42
 

斐德的大、小傳統理論，為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多元性、層級

性的理解框架，不少學者將有關理念廣泛運用於文化研究諸多領域。本

文雖然引用斐德有關大、小傳統的概念，但就大、小傳統的界定卻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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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不盡相同。有這樣的不同，是因為斐德建立其大、小傳統學說的研

究對象，是被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農村，由於自身特殊的歷史政治背

景，使這些地區的上下階層文化之間呈現顯著的差距。可是當我們研究

中國古代社會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文化雖然也接受大、小傳統分

化的前提，但是由於中國自周代以來就是以血緣為中心的宗法社會，城

市只是農村的集中與放大；生活在宗法制度下、以農民為主體的民間傳

統，很多時都對大傳統的基本觀念是認同的，「小傳統基本上是大傳統

的變相」43，並不像斐德所說的有那樣大的差別，所以我們不宜機械式

的按照斐德所建立的模式來說明中國的清況，而應根據中國的歷史文化

背景來分析中國的大、小傳統：「大傳統」是指在一個社會裏，士紳、

知識份子所代表的文化，這多半是由思想家、宗教家深思反省後所得的

精英文化；「小傳統」則是指一般的社會大眾，特別是鄉民或俗民所代

表的生活文化。 

簡單來說，大傳統是由已接受教育的的社會成員所組成，通常以經

典文化或社會主流價值的面目出現；而未曾獲得教育機會的所有社會成

員的傳統，則統統歸入與大傳統相對應的小傳統之中，多出現於國家控

制力相對薄弱的地區，並以獨特的形式流行於民間。這兩種傳統在宋代

以前出現較多的分裂和對抗；及至宋代，由於教育的普及和市民階級的

興起，代表地方文化的小傳統開始與儒家的核心文化相契合，而有關文

化的整合情況，我們可在宋代的家禮著作中略窺一二。然而我們若與其

他學科相比，便不難發現學界對家禮的研究其實相當有限。 



13 

 

家禮與家規、家教三者雖同為家訓文獻，但側重點各有不同。家禮

是古代家訓中規定的居家禮儀，包括日常的起居和婚、喪、冠、祭諸禮

儀， 也是家庭中的一種行為規範，如宋代司馬光《涑水家儀》、元代鄭

泳的《鄭氏家儀》等。家規主要是強調家族成員所應遵守的事項，將諸

如為人處世及護家保族之類的事項以規條的形式列出，對家族成員有較

強的規範性，如元代鄭太和的《鄭氏規範》、清代孫奇逢的《孝友堂家

規》等。家教則是向家人講為人處事的道理，告誡家人哪些該做、哪些

不該做，如明代楊椒山的《楊忠湣公遺筆》、清代朱用純的《朱伯廬勸

言》。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合在一起，就是家訓的全部內容。 

可是學界前人卻往往未將三者嚴加分類。如《中國叢書綜錄》44這

用於研究古籍的目錄學權威，便將《顏氏家訓》、《百行章》、《太公

家教》、《蘇氏族譜》、《真西山先生教子齋規》、《家範》、《涑水

家儀》、《居家雜儀》、《司馬氏書儀》、《家禮》、《家訓筆錄》、

《放翁家訓》、《朱子訓子帖》、《戒子通錄》、《袁氏世範》、《集

事詩鑒》、《石林家訓》、《鄭氏家範》、《旌義編》、《鄭氏家

儀》、《曹月川先生家規輯略》、《許雲邨貽謀》、《楊忠湣公遺

筆》、《蘇氏家語》、《五經孝語》、《四書孝語》、《誦經威儀》、

《孝經彙目》、《孝友堂家規》、《楊園先生近古錄》、《朱伯廬勸

言》、《治家格言繹義》、《家政須知》、《叢桂堂家約》等家規、家

教、家禮篇目，同收錄於家訓條目之下；並混淆了家訓文獻與非家訓文

獻的區別，將《五經孝語》、《四書孝語》、《誦經威儀》、《孝經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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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非家訓文獻收錄其中。45如此種種，皆可見學界對家禮的定位還

存在著認識上的模糊，欠缺有系統的科學分析，令在收錄家禮文獻的篇

目時便出現了偏差，這對我們研究家禮的進路，無疑是一大障礙，更枉

論進一步探討有關其儒家思想的延續與活化。 

再如另一目錄學權威《叢書集成初編》46，將《顏氏家訓》、《黑

心符》、《家訓筆錄》、《放翁家訓》、《袁氏世範》、《旌義編》、

《鄭氏規範》、《庭幃雜錄》、《許雲邨貽謀》、《楊忠湣公遺筆》、

《家誡要言》、《訓子言》、《龐氏家訓》、《藥言》、《溫氏母

訓》、《孝友堂家規》、《孝友堂家訓》、《蔣氏家訓》、《恆產瑣

言》、《聰訓齋語》、《德星堂家訂》等家訓文獻，同收錄於社會科學

類「家庭教育」此一條目之下，可是卻未有收錄任何一本家禮著作。即

使《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這三本在宋明兩代影響甚巨

的家禮著作，亦未有在當中提及。47由此可見，人們對「家禮」這種文

化現象及其作用並沒有傾注太多關注。 

至近代，雖多了研究這一方面的學者，但大多論述的研究重心，多

為宗法思潮的平民化趨勢、「家禮」建設的依據與原因、「家禮」與宗

族祭祀的關係等，鮮有從整合的角度探討家禮內容演變所呈現的文化意

義。48間或有學者從實踐的角度來審視《家禮》的當代意義，但焦點往

往聚焦於儀節如何在今天社會落實踐行，對當中的禮義卻少有深入的探

討。49可是我們研究禮的時候，我們當注意禮的內涵，是包括禮義和禮

儀二者。前者是思想，後者是形式，二者不能割裂。以人倫日用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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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喪、祭為例，每一個禮典都含有禮儀、禮器和禮義；禮義乃憑藉器

物和儀文來呈現，禮儀的轉變將影響禮義的表達，所以我們不能也不應

抽空其中一方來研究，而應結合二者作討論，探究禮義如何在禮儀中得

以落實。禮儀會隨著朝代的變更、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演變，這驅使禮義

或會在落實的過程中，因種種不同的因素而與經典產生極大的落差，甚

至與之相違。如何在變化的禮儀中貫徹經典的禮義，乃歷代學者所關注

的課題，故本文希望能從這一角度出發，並以《書儀》、《文公家禮》

及《家禮儀節》這三本同一體系但不同朝代的家禮著作為研究對象，探

討當中是如何活化與實踐儒家傳統禮義，從而補足前人以往研究的不

足。 

司馬光、朱熹、丘濬分別為宋明兩代的大儒，著作甚豐。三人同樣

意識古禮不行的問題，十分關注禮學的傳承與實踐，希望能對舊有的禮

制作若干調整及變化，開啟新的氣象。然而前人多注意司馬光的史學地

位、朱熹的理學成就及丘濬的政治理念，而少就三人的家禮觀念作深入

的研究。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及丘濬的

《大學衍義補》等巨著便被廣泛深入研究，而少有人研究他們有關家禮

的貢獻，特別是丘濬對家禮的貢獻，尤為少人提及。當中或較多人論及

有關朱熹禮學的研究，但多以《儀禮經傳通解》為主要研究對象，可是

《儀禮經傳通解》中所涉及的並非庶民之禮，對宋明兩代的家禮研究，

未能有太大的指引作用；禮學成就不及朱熹的司馬光及丘濬，相關的論

述便更少。而且近人研究家禮時，部分仍會將家禮結合家訓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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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多偏向於概述式的研究，分陳其成因、發展、內容等等，而少有深

入的探討，說明當中禮儀與禮義的關係。《文公家禮》一書反在推崇朱

子學的日韓兩地得到普及重視。日本學者小島毅在其著作《中國近世に

ぉけゐ禮の言說》中，便指出《文公家禮》一書在朱熹死後至 16世紀這

一段期間（即南宋後期至明代），如何在日本社會上生根，從而被日本

國民所接受、實踐。50相類的情況也可見於李朝時代的韓國。韓國學者

盧淑仁於《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一書中，論述《文公家禮》於明初

傳入朝鮮後，於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並指出流行韓國

的家禮版本，皆為《性理大全》的翻刻。51小島毅更注意到《家禮》並

非以其原本形態被接受，事實上流行於日本的《家禮》是 15世紀後半期

明儒丘濬所改編的《家禮儀節》。改編後的《家禮》較原文更為民眾所

接受，可見《家禮》當有其不足之處，未能與民眾世情相配合，此也為

本研究關注的地方。 

美藉學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先後出版了兩本有關《文

公家禮》的專著。52他除了翻譯了《文公家禮》一書外，更討論了《文

公家禮》編纂及流傳到清代的過程，指出明代的禮學十分興旺，有一

「由上而下」的趨勢。伊沛霞雖然未有就《文公家禮》作思想源流的討

論，但卻關注到禮在當中的實踐，並在書中探究時人是如何通過《文公

家禮》的冠昏喪祭來實踐儒家理論，並得出與小島毅相同的結論：《文

公家禮》在明代獲得民間普遍實踐，雖然當中的禮典屢經改編，並已滲

入佛道形式，但儒家的傳統禮教思想仍能透過冠昏喪祭等儀典構建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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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禮教秩序。53可惜的是二人並未就當中的流傳演變作進一步詳細的討

論。為何流行於後期並得以實踐的是《家禮儀節》而非《文公家禮》？

為何改變後的禮儀仍能傳承經典禮義？一切種種，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

探究的議題。 

間或有學者研究家禮當中的流傳與演變，可是大多停留於禮節上的

今昔對比，而未作禮義上的探究。54如學者楊志剛撰寫了不少有關中國

歷代禮儀制度的文篇，並於〈《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研究〉一

文中，討論了二書的成書背景及相關內容；55其後，再在其著作《中國

禮儀制度研究》中，以少量的篇幅，比較《書儀》、《文公家禮》二書

中有關婚嫁喪葬的禮儀。56學者吳萬居亦在其著作《宋代三禮學研究》

中，用較多篇幅考察朱熹的《文公家禮》，探究其成書的真偽，以及辨

析其內容與《儀禮》、《書儀》的異同。有關家禮論述的篇幅雖然不

短，但究其著作目的，乃在於說明宋儒治《儀禮》的重點，為匡正弊

俗、教化群倫，而未能說明當中如何體現傳承、活化傳統的重要性。57

日本學者吾妻重二於《朱熹家禮實證研究》一書中，結集自己以往對

《家禮》的研究，希望通過對《家禮》思想內容的考察，來闡述朱熹禮

學思想的變化發展。該書除了釐清《家禮》的版本系統外，還歸納了

《家禮》於東南亞不同國家中的研究成果，及其對日韓兩地文化的影

響。可是該書內容側重於喪祭儀禮，以宋代家廟、祠堂、木主、牌位、

深衣等制度為討論重心，對其他儀節則欠缺全面性的討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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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研究，我們可知前人鮮有以家禮為主體對象的研究，而

傾向於家訓層面的討論；當中，又或只以家禮的某一面為探討重點。對

《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三書的研究，又局限於禮節儀

文方面的對比。有見於此，本文擬以三書儀節內容的轉變，當中所呈現

的「仁－義－禮」的關係為進路，看其如何在參照古代禮法的同時，配

合時代人情的轉變與需求，對之作出大量刪繁就簡的改造，以適應急速

變化的宋明兩代；並由此找出延續及活化傳統儒家觀念的種種可能性，

期盼為今天的社會如何復興儒學，提供一個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恢復先朝的禮樂制度而奮鬥，但在當時禮壞

樂崩的局面下，禮賴以存在的價值基礎已經衰敗，首先需要解決的是重

新確立禮的深層基礎的問題。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59就是表示禮樂不僅僅是「玉帛」、「鐘鼓」這

一套形式化的東西，而有更深一層的內涵。孔子把這深一層的意義落實

在以仁為核心的內在道德情感上，認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60，強調情感與禮儀上的配合。本文將以此儒家哲學精

神為切入點，而非以文本考據的角度出發，探究《書儀》、《文公家

禮》、《家禮儀節》三書的流變過程，從中歸納其儀節內容如何配合社

會的轉變，以貫徹儒家重人情的傳統思想特點。在第二章中，本文將仔

細分析儒家思想中，「仁－義－禮」三者的關係，及其承傳原則，以探

究禮之文與禮之本如何在多變的時代中得以傳承與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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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對三書有一基礎的認知後，便可得知三書中冠、昏、喪、祭

之儀，乃依據《儀禮》的內容，再參考諸家之說，斟酌損益，其中有與

古禮相合者，也有變而從俗者。有此一的轉變，乃因古禮難行，或多有

殘缺，令一般庶民難以遵行；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民眾對禮的

需求日殷，一些名家大族，更自設禮書，教導後代種種禮制上的要求。

在這種時代的需求下，實有需要一些有識之士，將古禮加以整理，讓普

通的百姓也能跟從及實踐。雖然《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

節》三書處於不同的時代，但由於面對同樣的時代訴求，故三書的成書

動機，大有相同之處，值得我們探究，此亦為本文第三章的重點所在。 

隨後，本研究將簡介三書的內容，整理其版本淵源，觀其禮之根

本，究其特色，以求對書中的儀節，有一概括而全面的認知。眾所周

知，《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三書之間有一傳承關係，

《文公家禮》乃以《書儀》為藍本，丘濬的《家禮儀節》又以《文公家

禮》為基礎而成。本文第四章將先整理三書的版本資料，以釐清《書

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的版本淵源，之後再簡介三書內

容。但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光及丘濬分別為《書儀》及《家禮儀

節》的著者，這在學界中並無異議，可是由於朱熹的文集、語錄中，除

〈家禮序〉外，只有〈答蔡季通〉提到「已取《（文公）家禮》四卷，

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61之說，故不禁令人懷疑，《文公家禮》

一書是否由朱熹親筆所撰，如清代學者王懋竑便先後撰寫了〈家禮

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等文章，明確否定《文公家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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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所作。《文公家禮》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議，不少

學者曾撰寫專文，對此事加以辯證。在第四章中，本文將就歷代學者對

《文公家禮》是否由朱熹親撰的意見作一簡單的整理歸納，以探究《文

公家禮》成書之真偽；並在此一研究基礎上，整理《文公家禮》及《家

禮儀節》的版本資料，以釐清三書的版本淵源。 

第五章為本文的核心所在。《左氏．昭公二十五年》云：「夫禮，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62原則、理念是屬於抽象的思想意

念，而規範、制度則是比較具體的形式表現。具體的形式必須依賴思想

理念方能保有其價值；而抽象的思想理念，又必須寄託於形式的表現，

然後才能存在。兩者之間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禮在實質上，應

包括「義」和「儀」這兩部份。「儀」必須以「義」為基礎，而「義」

也必然包在人為形式的「儀」中。有不少堅持恢復古禮的禮學家便認為

義與儀既是如此密不可分，故強調禮儀的不可刪減；否則，便會影響禮

義的表達與傳遞。然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時為大」，禮制應配合人情社

會的轉變而作出修訂，方切合社會所需，發揮禮制的社會功效，否則，

只會令人民「不知禮，無以立」63。變與不變，為禮學思想傳遞的其中

一個重要課題。本文第五章擬辨析宋代家禮中，冠、昏、喪、祭諸儀的

內容，以探討司馬光、朱熹二人如何參考諸家之說，配合時代所需而作

出修訂，並探究其在變更儀節的同時，能否保留當中的禮義，以延續與

活化儒家的傳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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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章中，本文擬以《家禮儀節》為討論重點，作為宋代家禮的

後續研究，看其如何於明代通過不同傳統的非文本方式，配合時人所

需，活化家禮內容，讓家禮經典得以於明代延續。明政府為重整整戰後

的社會秩序，於開國之初便參照《文公家禮》的內容來修訂《明集

禮》，成書後便頒行全國，希望藉著家禮的推廣，來規範民眾的日常生

活，重塑社會秩序。可是由於《明集禮》卷帙浩繁，《文公家禮》禮文

又深奧難明，一般民眾已難以收藏及理解，因此《文公家禮》需要一定

程度的修訂才能於民間深入推廣。丘濬《家禮儀節》在此便擔當重要的

角色，對《文公家禮》中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了簡化及變通，讓家禮有

真正的機會正成為民間的通用禮。 

最後，第七章將歸納各章所得，研究三書在延續與活化禮節時的種

種啟示。期望藉由本文的討論，能進一步明瞭《書儀》、《家禮》、

《家禮儀節》這三本在中國古代甚具代表性的家禮著作，如何延續與活

化儒家的倫理禮教；並希望通過歸納當中重點，能為今天的社會如何復

興儒學，提供一個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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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鄭玄注，孔穎達疏、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周禮注疏》（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

昌府學刊本；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65年）卷27，〈家宗人〉，頁423。本文研究所

採用的《十三經注疏》皆為同一版本，下文同，不再贅述。 

2
 司馬遷：《史記》（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2009年）卷8，〈高祖本紀〉，頁196。本文研究所採用的古籍，除特別註明外，皆引

用「中國基本古藉庫」內的要籍，下文同，不再贅述。（「中國基本古藉庫」為國家

重點電子出版物，由北京大學策劃、編纂及監製，再由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

心開發製作，提供古籍數碼全文讓使用者瀏覽檢索。） 

3
 司馬遷：《史記》卷9，〈呂太后本紀〉，頁204。 

4
 范曄：《後漢書》（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卷41，〈鍾離宋寒列傳〉，頁559。 

5
 金鉷：《廣西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2，頁478。再如明代學者柯潛及孫

楊也分別記有時人行禮，悉從《文公家禮》的記載。「……又禮賓爲之冠，其三加訓

醮，悉遵《文公家禮》。」見柯潛：《竹巖集》卷9，清雍正十一年柯潮刻本，頁56。

「喪祭悉遵《文公家禮》。」見孫揚：《孫石臺先生遺集》（清乾隆四十四年盧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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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念概說 

「禮」無疑是儒家哲學的重要範疇，因此，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

統文化，又被稱為禮樂文化。世代不同，社會對禮的要求也有不同。禮

的內容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轉變，其中的演變脈絡，顯示儒家的禮

學思想具備守經及權變這兩個特質。本章擬先就禮的起源，作一概括敘

述，之後再以孔孟荀禮論思想的轉承與發展為重點，探討儒家禮學因革

損益的特性，並在此一基礎上，闡述禮的本質內涵及其嬗變原則。 

第一節 禮緣何而作 

關於禮的起源，從古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言禮源於祭

祀，1或言禮源於飲食風俗，2或言禮源於適應人情。3以上所說都有其依

據，而事實上一種概念的形成，不可能單統地只有一種起因，很可能每

種原因都有，不過中國禮的起源無疑與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動有密切關

係。從「禮」的字形中，亦可反映此一意義。 

禮字在小篆寫作「 」，像豆4中盛滿了食物，象徵祭祀時所用的器

皿，是「禮」的原始字形；後來到楷書時加上「示」之偏旁，寫作

「禮」，變成了從示豊聲的形聲字。《說文解字》收入了「豊」「禮」

二字： 

豊，行禮之器也，從豆，象形。5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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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本身就表示祭祀、祈福的意義，而《說文解字》從聲訓的角度，

以「履」釋「禮」，說明「禮」的要點在於實踐履行。從上面的字形分

析可以看出，禮的最初含義是敬神、祭神，這含義在《禮記．禮運》中

也有相關的說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

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7
 

《禮記》指出最初的禮起源于原始初民生活中衣食住行的風俗習慣。這

種風俗習慣又往往和原始宗教形式相一致，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同時，

也滿足了人類的精神需要。不同的生活環境又會衍生不同的生活習慣，

形成不同的地方風俗：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

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

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

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

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8
 

古時中國五方之民，因為居住環境不同，生活習性也有異；某一行為習

慣在眾多的不同的生活習性中，得以約定俗成，乃因該行為習慣配合人

民生活所需，人民認同當中的合理性，願意並樂於沿習，最後方成為風

俗。就如郭店楚簡中所言：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

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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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北方為例，因為兩地天氣寒冷，不產五穀、絲麻，故戎狄兩族

習慣「不粒食」，並以身邊走獸禽鳥的皮革羽毛來作衣服，用以保暖蔽

體，這些生活習慣後來便慢慢成為他們的風俗特色。 

由於風俗代表人民行為的合理性及規範性，若能瞭解人民風俗特

性，將有助國家的統治：「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

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10可是人性（「民之

性」）、人情（「民之情」）又非具體可觸之物，如何「知之」、「達

之」，對當時的統治者而言，確是統治上的一大課題，實在需要一個合

適的外在形式將之表達實踐。統治者於是配合民間的各項風俗人情，制

訂形形色色的禮儀制度來表述之。以祭禮為例，先民認為一切自然存在

的事物和現象都各有神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們的生活；而那些已遠

離現實世界的人類祖先和死去的人都化為神靈或鬼魂。所以先民的敬神

思想中有濃厚的祖先崇拜成分，先民不僅要表達對神靈的誠，還要表達

聖賢的敬、對祖宗的孝；而先民便藉著不同的禮儀來表示當中抽象的情

感。如先民在進行祭祀之前，都會齋戒數日。齋戒的目的，是希望藉著

齋戒靜修的過程，讓自己的心在紛擾的日常生活中好好沉澱下來，靜心

思念祭祀的對象，以達致內心的虔誠恭敬，而誠、敬、孝等德目後來也

成為家禮所涉及的重要內容， 

起源於風俗習慣並伴隨著原始宗教而產生的禮，在進入人類的階級

社會之後，一方面作為傳統的風俗習慣保存了下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

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原始宗教祭祀在此時被推到古禮中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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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祭禮在眾多禮制中尤為重要。及至周代，周公從維護西周政治

統治的立場出發，對遠古流傳下來的原始禮儀及傳統習俗進行了大規模

的整理和改造，利用固有的風俗形式，保留當中的合理成份，11再使之

系統化、制度化，成為一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中心的行為規範及典

章制度，確定了以親親、尊尊之等為基本原則的人倫關係，「使人以有

禮，知自別於禽獸」12。 

周公制禮作樂，乃配合人情風俗，將禮落實在社會制度層面上，讓

人民願意及樂於沿習，從而確立宗法制度。然而至春秋戰國時期，隨著

周天子地位的衰落，維繫這一制度的核心被動搖。面對這一個禮崩樂壞

的局面，孔子有一個理想，就是要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孔子在此作了

一個重要的創新，就是在理念層面上落實「禮」的內在精神。中國的

「禮」文化，並非始於孔子開創的儒家，但正是孔子賦予其全新的內

涵，使其在後來的封建社會得以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節 從「仁禮」到「禮法」 

《禮記‧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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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見禮包含了社會政治制度的結構形式和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與

人類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14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先秦儒家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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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雖身處於不同的時代背景，其禮論亦各有不同的側重點，但皆明白

禮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強調「禮」與國家存亡的關係，主張以「禮」

來重塑當時混亂不堪的社會秩序。 

孔子身處春秋時期，其時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如何重新恢復禮

治，成為孔子首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孔子提出了「為國以禮」的主張，

把禮治作為救世的良方，認為只有在周禮的規範下，才能遏制春秋這種

禮崩樂壞的局面，杜絕「禮樂征伐自諸侯出」15此等僭越的行為，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6的社會秩序得以重新建立。在孔子看

來，周禮是對夏商兩代制度損益的結果，《論語．為政》有云：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7
 

孔子認為周禮是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典範，是夏、商、周「三代之治」的

總結，是最適合當其時社會的禮節。但孔子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現

實，不得不對周禮作更深層次的思考：為何如此周密的周禮仍不能適用

於當時的社會？是否當中的合理性已不復存在，不能配合當時的風俗人

情？是以孔子對禮的反思和重建重心，不是針對具體的禮儀規範，而是

作為普遍社會價值原則的禮義，探求其合理性與人民本性的關係。在

此，孔子為禮找到了一個內在價值的依據──仁。18
 

孔子思想中的「禮」，已不是周禮的原意，乃是以「人情」為出發

點的「禮」。孔子雖以周禮作為禮的典範，然而孔子並非盲目崇古。孔

子認為人如果沒有仁愛之心，禮樂制度是無從談起的，「人而不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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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9
 是以強調「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

儀」。20在此，仁、禮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禮以仁為價值依據和內在本

質，仁以禮為外在表現形式。禮必須以仁為本，禮若無人的內在道德情

感為其根本，則禮將不能成為禮。因為如果離開了人性、人情之心，禮

就會成為單純的「鐘鼓」、「玉帛」之類的虛文。21
 

孔子的「仁禮」思想促成孟子「仁政」的主張。孟子掌握孔子以

「仁」為禮的內在精神重點，講究仁、義、禮、智，強調君子要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明白禮對治理國家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禮的權變之

道，認為禮的實踐不能單一盲從，而應配合特殊情況而作一折衷，若盲

目履行禮制，只會偏離當中的禮義：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

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22
 

《孟子．離婁上》中，曾記載孟子與淳於髡的對話，正好說明孟子的權

變之道： 

淳於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23
 

在此，孟子並沒否定固有禮節的重要性，但指出了在特殊情況下，我們

應有特殊的對應；善於權變，方能更合乎禮義。孺子遇險跌入井中，我

們尚且不作考慮去救助他，何況現在遇難的是自己的親嫂？所以孟子認

為，在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親，是合禮合宜的表現；但親嫂遇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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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援，則是有乖人性的行為。如此「執一」而「賊道」，又怎會是儒家

真正合禮的表現呢？ 

孟子的仁義說除了應用於修養心性的範圍，還運用於政治教化的層

面，強調「仁心」為「仁政」的基礎，重視人君應「以德行仁者王」，

24推崇德、禮，將「政刑」置於次要地位。孟子指出每個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不希望他人受苦，此惻隱之心為仁之端也，強調「仁心」為「仁

政」的基礎，「愛人」25放於國家的治理層面便是「惠民」26，「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27。孟子認為一般人都有實踐道德的自覺，只

要能夠將當中的善加以實踐，便能成為「以仁存心、以禮存心」28的君

子。所以孟子認為只要君主治國時，以自己為施政的參照點，做到「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29、「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30，真正的推

己及人，施行同感之政，「仁」便能從個人道德層面貫穿至君主施政的

層面。可惜孟子出生於戰國中期，縱然孟子遊歷了齊、宋、滕、魏、魯

等不少國家，並曾一度擔任齊宣王客卿，然而當時各諸侯國之間征戰連

年，客觀環境不能為他提供施行「仁政」的平臺，讓其仁政、性善說等

理念，得以真正實踐。 

孔孟以仁義釋禮，荀子的「禮法」論點則與他的性惡論學說相連

貫。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與孟子提倡性善的主張恰是相反。不過，孟

子、荀子的主張雖然不同，但他們制禮的目的卻是一樣的──導人向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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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

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31
 

為了導人向善，荀子便強調禮的外在規範，希望以禮來制約人的性情，

讓天下得以大治。荀子以重禮著稱，禮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佔有相當

重要的地位。荀子提出禮之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32
 

說明禮無所不包，天、地、君、親、師均是禮的本源：禮涵蓋了人的一

切社會關係，又是各關係的準則：「禮者，節之準也」33，強調禮的外

在規範，希望以禮來制約人的性情，讓天下得以大治，成為理想中的

「王制」社會： 

王者之人，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

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

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

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

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

不賞，無罪不罰。……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法)，等賦，政

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

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

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是王者

之法也。34
 

荀子希望治國者能夠以禮治來統治天下：以「禮義」修飾自己，遵行先

王之法，選賢拔能，制定有益於民生的政策。然而荀子明白單純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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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教已經不能在戰國時代起任何作用，故其禮治思想主張禮法並用，從

禮衍生出法的概念，「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35。 

荀子認為若能以禮治國，實施王道，當然是儒家思想的治道。但

是，如果王道真的無法在現實中推行，他認為以法治國也是統治者可以

用以強國的另一選擇。36荀子於〈彊國〉中指出： 

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

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

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

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

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37
 

荀子仍然重視禮的重要性，但他明白實踐禮治時要關注時代的限制與需

要，所以對舊有的禮治制度作一損益，在禮的基礎上開展法的層面，希

望禮法並用，以修復社會的秩序。 

孔子、孟子、荀子的禮論皆強調「禮」對國家存亡的重要性，主張

以「禮」來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但是，由於

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不同，對禮治的需求亦有異，因而提出不同的禮

治主張。若我們初步歸納他們禮治思想的轉承與發展，便可發現其因革

損益的原則，在於其雖提倡恢復禮制以重塑社會秩序，但並非盲目從

古，而是根據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

儀」，此亦為禮其中一個重要的嬗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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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儒家重禮，其制禮原則，乃在於希

望禮制能文飾與調節人情，使情感與道德規範皆能維持中道，人們的情

感能通過恰當的禮儀而得到正確的抒發。《禮記》云：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38
 

從《禮記》可見，隨「時」而變是禮自身發展完善的必然要求。禮的嬗

變既要遵循禮的本質，遵循一定的原則和規律的，但也要符合時代發

展，與時俱進。《禮記．大傳》云：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

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

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39
 

人類社會乃由不同的關係所組成，而我們會就不同的關係，以不同的形

式去表達當中的情感。儒家提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類的禮法綱常，讓

人們能有所依據去表達相互之間的尊重與關懷。在儒家看來，禮緣人情

而作，所以禮的實施必須順應人類最普遍的道德情感，而隨著世情變

遷，禮制自有損益，但當中有可變革者和不可變革者。禮儀雖每代不

同，但其實質內容卻永遠不會變。禮所規定和宣導的親親、尊尊、長幼

有序、男女有別等倫理道德思想，即屬於「不可得與民變革者」，是禮

之本，為禮當中最具有傳承性之因素，也是禮義之所在；而度量、文

章、正朔、服飾、徽號、器械等，則是禮之文，是「可得與民變革

者」，可以隨時代推移而變遷的典章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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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禮的內涵：禮之文與禮之本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六藝為其主要教學內容，當中以禮樂最為重

要。孔子認為「不知禮，無以立」40、「不學禮，無以立」41，強調禮是

作為人的一個普遍的行為準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42；而孔子認為周公制禮，乃參夏商二代之禮，加以損益而

成，是三代以來最為完備的禮制，故積極提倡恢復西周之禮制，並常對

之加以讚美：「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43但孔子所希望

恢復的禮制並非原封不動的周公禮制，其主張是「復禮」，而非「復

古」。這是因為隨著時代的轉變，生活風俗上的細節已有所不同，孔子

意識到盲目「復古」並不能真正「復禮」，需對周禮的內容作出補充或

修改，方能配合時人所需，彰顯禮的功能價值。孔子重視的乃禮之根

本，強調如何通過恰當的禮儀將當中的禮義實踐出來，以傳承箇中精

神。孔子認為若合乎禮的內在道德精神（禮之本），禮儀（禮之文）是

可以作出恰當的調節。 

孔子提出的仁的重大價值，就在於回到人類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最

原始的自然情感中，以尋找人類最真實最牢固的道德和理性基礎，試圖

從血緣親情關係中找尋解決一切社會和人生問題的答案。《論語．八

佾》記載孔子之言：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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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弟子討論「禮之本」時，以喪禮為例，認為禮要出於人的真實感

情，故喪禮要以哀戚為本。從中，我們可見孔子著重禮的態度，非要求

舖張奢華的形式，認為只要合宜便可；在形式之外，更要求行禮者的內

心誠敬。可見儒家認為禮的具體表現，不只要求行為的實踐，更講求內

心的誠敬，種種禮儀乃人心的萌發，其實踐並非為取悅他人，純粹是出

於自身的情感；強調「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如此方可通過

禮教來「率性合道」。45儒家肯定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即在於其人性

的光輝；種種仁心的表現，乃由心而發，而「非由外鑠我也」，46這也

是孟子所謂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47
 

然而，有不少人未能細究儒家重禮背後的真正意義，誤以為儒家只

重視禮節的實踐，而批評儒家不合時宜，所要求的皆為吃人的禮教，如

「三年之喪」便為其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論題。古時父母去世，人子應守

喪三年，期間衣喪服、食粗食。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開始有人質疑服

喪三年的時期太長，不利社會發展，若盲目跟從古代禮節，只是不合時

宜的表現。《論語．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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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孔子對宰我的批評中，我們可見孔子和宰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

喪期的長短。宰我從社會發展的效益角度言之，認為服喪三年之期過

長，一年即可。孔子則從人情的角度言之，認為人子因喪親之痛，將食

不知味，聞樂不樂，故服喪期間的安排，只是配合人子的內在情感。孔

子再進一步指出守喪三年，只是回報父母懷抱三年之恩；當中種種儀

節，都是合乎人性，順乎人情的要求。故當宰我認為「食夫稻，衣八

錦」並無不妥時，孔子才認為他的言行不合人情（「予之不仁」），未

能「稱情而立文」，49有違禮之根本。 

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儒家既強調依人情而制禮，而在孔子及宰我

二人的對話中，宰予的行為明顯是「安而為之」，故稱其情而立其文，

認為只需守喪一年即可。既然宰我其情與其文相稱，孔子要求宰我履行

三年的服喪期，豈不是有違「緣人情而制禮」的原則？ 

正如前文所言，禮制緣自人情風俗。人民悅而行之，習而定之，方

能慢慢演變成共同約定的社會制度。人情雖然是禮制內容的重要依據，

但這裡的情並非指個別獨立之情，而應是社會大眾共同認同的情；禮制

再跟從當中的合理性（「稱情」）而加以制定（「立文」）。宰我的行

為有違常人之情，不合社會價值的普遍原則，其對父母的「寡情」自然

不能成為禮制的依據。是以，孔子要求宰我服喪三年，並未有違「緣人

情而制禮」的原則，相反，孔子對宰我的批評（「予之不仁」）其實是

十分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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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包括禮之文與禮之本兩個層面，相同的理念，

我們在其他經典中也可找到。《禮記．效特性》：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

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50
 

文中的禮數是指禮的表現形式，禮義則是指禮的內在精神，亦為禮之根

本，是與禮的具體形式相應的內容意義。禮所著重的，當為其中的根本

精神。若社會各人能好好掌握當中的禮義，並通過不同的禮儀將之實

踐，天下當能大治。儒家要求人們合禮的同時，更講求盡心，並非形式

上的迎合便可。孟、荀二人，同樣認為禮的實踐乃源於人的情感，是配

合人情的表現。《孟子．公孫丑下》：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

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

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51
  

儒家認為葬親乃孝道的萌發，這種孝行並非為取悅他人，純粹是出於自

身的情感。《孟子．滕文公上》：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

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

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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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子「不葬其親」到「掩之」，此一過程顯示了人在動物世界中的自

我挺立，突顯人性的所在。人子見到親人的屍首為蟲獸所毀，不禁額上

出汗，不敢正視。人子有此反應，乃因為自身對親人的情感所產生的愧

疚感而來的。所以人子隨後急忙將親人的遺體掩葬，免其再受蟲獸所

毀。正正因為希望先人屍體免受蟲獸騷擾，故儒家對先人棺槨的設置特

別重視。《禮記．喪大記》：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

士容甒。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53
 

為更好地保存先人的遺體，故在棺以外套上槨；而棺槨所用的材料、棺

槨間的間隔和裏襯，也必須要依照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士大

夫以下的庶民，家庭經濟環境或無力置槨，故《文公家禮》於〈葬禮〉

一卷中，便依據儒家的制禮原則，建議庶民在棺內「作灰隔」54，其用

意與槨同，希望能進一步保護棺木，讓先人遺體免受蟲蛀水淹之禍。 

荀子也認為禮出於人的情感，並以喪禮為例，說明禮緣於情，而用

以飾情，希望人的情感能通過禮節而有恰當的宣洩表達，《荀子．禮

論》：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

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

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

猶有啁焦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

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

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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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

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55
 

荀子認為禽獸在痛失同類時，也會有感悲慟；當人類失去至親的時候，

其悲哀之情當更甚，三年之喪則由此而來，希望用於調適人們喪親的悲

愴之情。荀子進一步指出履行禮節的原則，乃「稱情而立文」：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

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

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

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56
 

禮緣情而作，而用以飾情，情越重，禮節便越趨繁複。古代繁縟的喪禮

制度，便是緣於生者對死者的深切哀思。生者經由招魂的復禮、沐浴、

飯含、襲斂、停殯、埋葬與葬後的虞禮安魂等等儀節，表達對死者的真

誠感情，並藉此一連串的禮儀，舒解生者對死者哀痛的情緒。喪禮的儀

節便是因應人情所需而趨於繁複細密，《禮記‧禮器》曰： 

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

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57
 

儒家認為若喪禮的進行能依據「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原則，人子對

待親人能終始如一地盡孝，那麼這份由孝道所激發的溫情便能滿佈人

間，使人道良善的一面長存於社會，達至民德歸厚。是以荀子認為禮與

人情的關係緊密，禮之所重乃在於其能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孰知夫

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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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視情感的教育，強調禮的內在精神，肯定禮與人的內在道德

情感上的關係。孔子亦以此為出發點作為其制禮的原則：「緣人情而制

禮，依人性而作儀」，期盼禮之文能與禮之本相結合，從而令社會天下

得以大治。周禮雖是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總結，但嚴格的禮制在

現實社會日益脫節，不可能涵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當中的合理性已

不復存在，於是在禮制的實踐過程當中，遇到許多具體的細節問題，故

在春秋以後，出現禮崩樂壞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禮制需要根據禮的

基本精神，配合人情種種，方能靈活處理種種現實的問題，以彌合禮制

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衝突。 

第四節 仁、義、禮的整合 

從孔子至荀子的先秦儒家學派皆強調情的作用，認為情是禮的根

據，但禮同時也對情起著巨大的制約作用。儒家學者一致認為，如果對

情不加限制，則必然會使禮制混亂，社會崩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59如何恰當地表達情感，便成為儒家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

以儒家最重視的喪禮為例，喪禮中有關棺槨禮儀的設置，便是由於在生

者不忍心看到已故親人的遺體為蟲獸所毀而來的。荀子曾有言：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

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

義之文也。60
 

出生與死亡，為人生的大事，我們必須謹慎面對及處理。喪葬制度中的

禮義之文，便是為了幫助生者敬始慎終，恰當地發揮孝心而設，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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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喪事的主要內容有兩方面：一為喪葬之禮儀，一為當中的哀

戚之情。死亡對死者而言是個體生命的消逝，對生者而言，卻不但要承

受喪親之痛，還要面對死亡所帶來的恐懼與徬徨。因此，人子在喪親之

時，擗踴哭泣、哀痛惻怛是最自然的反應。儒家根據生者與死者的關係

制訂喪葬儀文，提出喪服制度，61並規定居喪期間，生者應變更日常的

社交活動。喪葬儀式的訂立，是希望藉由一連串的儀式幫助生者表達內

心的哀痛，使生者能在這段期間內逐步調適心情，從而度過死亡帶來的

變化與徬徨。 

由是觀之，喪葬禮制有其道德價值，貫連人子對親人生前死後的珍

惜之情，合乎人情的原則；而恰當地表達感情，則為儒家喪葬禮制的另

一個原則。《禮記．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62
 

「發而皆中節」為儒家表達情感的理想標準。儒家為免人子在突然痛失

親人的情況下，行事有所缺失，故才配合人性，順應人情，訂下種種嚴

謹的喪葬儀節，希望給予人子一個指引，盼望人子通過不同的禮儀，恰

當地表達對先人的哀思，不要因情傷己，真正能達到「發乎情，止乎

禮」。63是以儒家認為人子內心對父母的思念當然永久長存，但行止作

為上則須有所限制，故服喪的長短應有一定的期限，不能永無限制。

《禮記．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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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64
 

因此孔子聽到兒子在服喪期過後仍將自己視為喪家，乃「直情而徑行

者」，行為上當為「戎狄之道」，未能合禮而斥言之。伯魚囿於感情，

想延長服喪期限，孔子認為應以禮為準則，不應因情而壞禮。 

通過以上簡單的討論，我們可知喪葬乃是關於人情的議題，而儒家

正是講求發諸天性，合乎人情的思想哲學，當中所強調的，乃是以「人

情」為出發點的「禮」。然而我們雖以「人情」為出發點，但所謂「過

猶不及」，65若任由人的內在心性隨意發展而不加節制，將會引發很多

的問題，因為若「人之好惡無節」，則必然會「滅天理而窮人欲」，導

致天下大亂。66儒家制定喪葬禮制的原則，乃在於希望禮制能文飾與調

節人情，使情感與道德規範皆能維持中道：人子能真實表達喪親之痛，

但不能因哀痛而傷生，更不能因為表達孝心而逾越規範。67禮一方面是

「因人之情」，但同時也要用來制約人情，故《禮記．坊記》有云：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68
 

但如何方能配合內在心性，合理行事，好惡有度？儒家在此提出另一行

為價值的道德標準──義。《禮記．冠義》曰：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

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

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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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注疏》有云：「義者，宜也。」70禮義者，便是以恰當的禮來對

待別人，看雙方的關係感情來釐定合適的相處方式。只有各人按其身份

與地位而各行適宜的事情去表達情感，方可合義，使一切變得合理，方

可令個人以至天下處於一個恰當的秩序之中。周禮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

為中心，其內容與當時每個人的社會身份地位密切相關，要確定一個人

守什麼「禮」，行什麼「義」，就必須先要確定這個人在社會中的身份

地位是什麼。孔子批評季氏「八佾舞於庭」71，乃在於「八佾」這一禮

制與季氏的身份和地位並不符合，是不合理的行為，有違臣下對君主的

應有情感，是不敬的表現。由此可見，義的內在根據，乃以人情為依

歸；事情是否合義合禮，乃取決於該行為是否合乎仁心，順乎人情。

《左傳》中亦記載了不少相類的批評，如《左傳．桓公三年》：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薑氏，非

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

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

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72
 

又如《左傳．桓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

不私求財。73
 

再如《左傳．莊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

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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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

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74
 

上述「非禮」的行為，皆因施行者未能細慮自身的身分，從而做出不合

彼此身份關係的決定，在行為上未能表達應有的情感，所以未能合乎禮

以「整民」，重塑社會秩序，回復當中的合理性。 

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儒家提倡以仁行事，義則以人情

（仁）為內在根據，並提供了待人處事的參考標準，若人們能按其身份

地位恰當地去表達情感，便能讓個人以至國家處於一種恰當的秩序之

中，天下由是得以太平。有不少學者因此認為仁內義外當為二者的關

係，而早於《孟子》一書中，亦記載了孟子與告子有關仁內義外的爭

論。75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仁與義皆為人的內在心情，義不但是仁的行

事準則，也是求諸內心道德本性──羞惡之心。孟子以「孺子將入於井」

為例，以證仁義禮智皆為人的道德本性，其是非感、道德感皆源於內在

價值的自覺訴求：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76
 

人之所以為人，乃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此「愛人」77之心便將人獨

立於其他動物，為人禽之辨的最大分別。由於人有此道德的自覺，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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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他人受苦，所以當看見孺子將跌入井的時候，便會伸出援手，所求

的非名非利，而只是一種道德價值的追求。孟子由是推論，人有四善

端，只要擴而充之，便能四德俱備，天下能享太平。孟子的性善說對後

世影響甚巨，但我們若細心分析當中話語，當能發現由於孟子推論過

快，「孺子將入於井」一例其實只能說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卻未能

說明為何人有仁，便能同時具備義禮知等德目，當中的內在關係，確有

補充說明的需要。 

如前所言，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其道德性，讓其卓立於生物界之

中，與禽獸分別開來。但我們承認並欣賞人的道德性的同時，並不能忘

記人同時兼具的動物性。人類在面對苦難，發揮人性光輝的同時，其實

有沒有曾經因恐懼而產生退縮的念頭？儒家提出「愛人」78，其實踐之

道為推己及人，以自己為出發點、參照點，凡事將心比己，「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79、「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為「仁之方

也」80。可是援救孺子的時候，我們或許不求任何回報，但我們總會討

厭受傷，害怕死亡，這相信也是大部份人的正常心理；然而古今中外有

不少殺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們貫徹此一違反生命本

能的行為？ 

若果我們以推己及人為「愛人」的原則，在「討厭受傷，害怕死

亡」這個生命本能的大前提下，我們為免自己受到傷害，必定停止所有

相關的行為，不再危害自己的生命。然而我們卻選擇繼續，這明顯在仁

以外，有另一道德追求的自覺驅使我們作出如斯決定──捨生取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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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再只是人們行事的行為準則，而是內化成為一種道德價值的追

求：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應該這樣做，我們追求事情的合理

性以提昇自身生命的價值，讓生命得到最高的安頓。捨生取義，雖有違

人的動物求生本能，但在面對大是大非的情況下，因為始於不忍人之

心，本於道德價值的自覺訴求，人們即使會受到傷害甚至死亡，但仍會

通過追求事情的合理性，讓仁心得以真正實踐，以作為人生的最高安

頓。 

孟子秉承孔子的仁學思想，同時強調義的重要性，將仁義禮智四者

並列。雖然仁義禮智很多時候四為一體，看似難以絕然劃分，但其實四

者各有其統攝德目，層次性質並不相同。仁作為人的內在心性，並以義

為行事準則；義則以仁（人情）為內在根據並以此作為行事的合理指

標；禮為依仁由義的合理行事方式，智則是行為取捨的判斷能力。81以

叔嫂關係為例，二人雖沒有血緣關係，但這位來自另一個家庭的女性，

卻是自己兄弟的妻子，將來子侄的母親，能「合二姓之好」82，延續家

族血脈，是特別而重要的存在。對兄嫂，做叔叔的一方面應愛屋及烏

（仁），但另一方面卻又知道兄嫂的身分不同於母親姊妹（智），不應

僭越男女之大防（義），所以二人日常雖「相與居室」83，但禮制上卻

是「嫂叔不通問」84（禮）。然而若兄嫂遇險，生命危在旦夕，我們便

應權變而行，方為合情合宜。兄嫂在此不但是一個生命的個體，而且更

是我們的親人，始於不忍人之心，我們當然不忍其受苦遇害（仁）；而

本於自身的道德感、是非感，我們也自覺應救其於苦難之中（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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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番行事取捨後，我們知道我們不應再「執中無權」，而應作一權變

（智），故「援之以手」（禮）。否則，就如孟子所言「嫂溺不援」，

只是猶如「豺狼」的行為而已。85《禮記．禮運》進一步說明禮與仁、

義、禮三者的關係：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

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

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

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

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

而弗耨也；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

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

也。86
 

「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87這裡形象地說明，人情只是一塊田

地，只有用聖王的禮樂來耕種、改造它，方有所成。但儒家所讚頌的

禮，並非只是徒具虛名的禮儀，而是在禮儀之外，具有思想內涵的禮

義。此禮義，以人情為本（「仁者，義之本也」），而用以飾情（「義

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並通過禮節得以具體呈現（「禮也者，義

之實也」）。此禮義又當為大眾所認同的社會價值（「協諸義而

協」），故若之前如未有相應的禮文（「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但民

眾仍可順應人情風俗而制定當中的內容（「可以義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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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人民不能「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88那麼所有的行為皆只是徒具虛形的「非禮」行為。《左傳．

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

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

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

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89
 

魯昭公往晉國訪問，從抵達時的「郊勞」之禮，到離開前的「贈賄」之

禮，一直都表現良好，毫無「失禮」之處。可是晉國的女叔齊卻認為魯

昭公並不知禮，因為對於女叔齊來說，行為表現上的無失禮數，只能夠

歸於「儀」的領域，但卻「不可謂禮」。因為禮為治國之根本，此根本

之核心在於體恤民情，方能不失其民，令國家強大。荀子更認為「禮義

者，治之始也」，90若「禮義不修」，則會導致「內外無別，男女淫

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襖。」91然而魯昭

公「不恤其所」，未能明白禮的核心價值所在，所以女叔齊稱其「習

儀」只是「禮之末」，距「禮之本」甚遠，未能言其「善於禮」。以上

凡例，皆說明仁、義、禮三者的關係密切，仁以義為標準，義以仁為根

據，若行事不合仁義，則為非禮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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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禮要配合人情，所以孔子雖提倡復行周禮，但他同時明白隨著

世情變遷，禮制當自有損益，故主張與時俱進，禮應隨「時」而變：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92孔子認為凡天下

種種，沒有什麼硬性的規定，強調因時而變，以尋求最合適的應對方

法。《禮記．檀弓下》有以下一段記載：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

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

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93
 

喪禮之制，未成年而死曰殤。汪踦為殤子，依禮不得以成人之禮葬之。

然而魯人認為汪踦雖未成年，但能有成人之行為國捐軀，所以欲為其舉

行成人之葬禮，而此舉亦得到孔子的認同。孔子認可魯人以成人之禮葬

殤子汪踦，正說明施禮的基礎是道德精神，只要配合道德情感，禮儀是

可以作出權變的，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94由此可

見，孔子乃以「禮義」作為行事之依據，「進以禮，退以義」95，故孟

子稱其為「聖之時者」96，做到〈中庸〉所提及的「時中」97，能「治亂

持危，朝聘以時」98。 

綜合上文所述，依仁由義是禮的內在精神，「禮之本」也：禮儀則

是禮的表現形式，「禮之文」也。二者需相互配合，方為真正的合禮。

然而由於禮義為抽空無象之物，一個人是否真的依仁由義去行禮，我們

實在難以明確釐定。我們只能依靠一個人的外在行為去判斷其是否合

禮：人們是否合禮，便是以他們有否按禮法行事來作依據。禮儀由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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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意義的表達手段，變成行為意義的判斷標準，成為另一種「禮

義」。 

先王制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99。可是如前文所言，禮制應

隨世情變遷，方可與時俱進，配合民情。禮之文應如何改變，應改變到

什麼程度，才可配合時代所需，而仍可體現禮之本？《禮記‧禮器》指

出禮之文的設置其實有不同的準則，當中有「以多為貴者」、「以少為

貴者」、「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以高為貴者」、「以下

為貴者」、「以文為貴者」、「以素為貴者」，100可見體現禮之本的方

式，其實並沒有一定的客觀標準，而是需要根據行禮者當時的具體情況

來進行調節，重視的是禮之文的設置是否配合行禮者的內心素質及身份

地位：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

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子之物

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101
 

是以制禮者制定禮制時，不但要掌握制禮的準則，還要懂得靈活應用，

權而稱之，按當時人情所需來權衡變通，這樣方能制定適用於當時的儀

文制度。 

朱熹秉承儒家的制禮原則，強調「文」、「本」對「禮」的重要

性，於〈家禮序〉開首便指出： 



53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102
 

認為制作儀禮時，必須把握禮的根本，並詳訂禮節儀文，讓人易於跟

從。禮之文與禮之本為禮制的一體兩面，兩者需相互配合，方為合禮。 

第五節 制禮原則的相互協作 

禮緣情而作，民眾根據不同的身份關係，按不同的禮儀來恰當地表

達箇中情感。禮涵蓋了人的一切社會關係，是一切行為的準則，若不能

配合雙方的身份關係來行事，便容易「失禮」人前。但是社會的人際關

係千絲萬縷，再周密的禮儀也難以全然概括。以師生關係為例，「君師

者，治之本」，師長為「禮之三本」103，其傳統角色擔起「傳道、授

業、解惑」等重任，對人文社會的發展極為重要，故師生關係縱使不屬

五倫之一，但仍極受我們所重視，是特殊而重要的人際關係。可是中國

自古並無師服之制，假若師長有朝一離開人世，在講求合禮的傳統社

會，我們當如何表達心中哀思方為合適？當中又涉及哪種制禮原則？就

這個問題，儒家秉持其嬗變原則，提出「心喪」：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104
 

按鄭玄所注，「心喪」即「戚容如父而無服也」。105由於古時並無師服

之制，縱使師生關係情同父子，可是畢竟不是真正的父子關係，弟子想

為恩師服喪，也需遵照禮制來行事；而心喪便是學生最合適表達對恩師

哀悼之情的行為方式。所謂心喪，即在生者以自發的禮儀活動來表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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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情感，守心喪三年；服喪者不服喪服，只在心中悼念死者。孔子的

學生在孔子死後，也是服心喪三年，以表達其哀思：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106
 

孔子門人為孔子守「心喪三年」，其喪服形式為「無服不為衰，弔服而

加麻」。107由此可見，為師守心喪實質上是把為父、君所服的最長喪期

（三年），和為朋友所服的最輕的喪服形式（弔服加麻）糅合在一起的

喪服變禮，以表現居喪者對恩師的尊敬和情感。孔子的學生雖無齊衰之

制，但卻懷有三年之哀，以心喪表達當中的情感，恰當地表達對老師的

思念。於其他典籍中，我們亦可見有關孔子學生為其服心喪的記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108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109
 

由於心喪只為俗禮而非禮制，服心喪與否是個人的自發行為，故當中的

內容並無硬性的規定，服喪期的長短也可因人而異，如子貢因對孔子感

情深摯，於三年心喪期滿後，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以悼念恩

師。到漢代，心喪繼續用於師喪，但其對象範圍已逐漸擴大到親屬層

面： 

http://www.esgweb.net/Article/Class58/Class59/Class60/200605/24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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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郃）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三年，

時人異之。110
 

棱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

卒無子，棱心喪三年。111
 

心喪的對象範圍在後來已逐漸擴大，但心喪之禮在先秦兩漢並不是一種

正式的喪禮，而是由少數人自發實施、「緣情而作」的權宜之禮，並未

普及，故當李郃門人為其服心喪的時候，仍有「時人異之」。直到西晉

武帝大力提倡恢復三年之喪，112並身體力行服心喪三年，心喪之制方有

機會成為一項正式的喪禮，並於後世逐漸流行開來，並慢慢成為一種國

家制度，在服喪物件、喪期、喪服、喪儀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制度內容。

113
 

心喪由風俗成為禮制，並非一朝一夕可成之事，其演變過程是十分

漫長的。然而無論制訂新禮，還是復興舊禮，我們都要配合多方制禮原

則，方能訂定最合適的禮制內容。從《晉書》的記載，我們可知道當時

的大臣並不支持晉武帝為晉文帝服喪三年，晉武帝最後只好改為服心喪

三年。就這件事情，晉武帝曾與其臣下就服喪的問題，展開一連串的討

論，當中涉及多個喪禮的制禮原則： 

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

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

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

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

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

哀。」……詔曰：「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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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

悲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

衷，明恕而行也。」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

之。 

（泰始二年八月）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

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曰：「臣

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

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

制，釋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

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

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

孚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

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

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

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 

（泰始四年）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

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

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

也。……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不能

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

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

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

迺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114
 

通過晉武帝與臣下的對話，我們可以知道西漢文帝主張短喪，並成為定

制。晉武帝認為此舉「不使天下盡哀」，故有意復行三年之喪，可是其

意見不獲群臣的支持，晉武帝於是一方面「從漢魏之制」，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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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服心喪三年。

期間雖不斷有大臣進諫勸阻，但仍無改晉武帝服心喪的決心，「後居太

后之喪，亦如之」。 

君臣雙方對於是否復行三年之喪持有不同的意見，而雙方所據的原

則可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 禮緣人情而作； 稱情而立文； 禮用以

制約人情；禮，時為大；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晉武帝主張復行三年之喪，而「禮緣情以作」便是其主要的復禮依

據。晉武帝認為「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父母不但對子女有三

年懷抱之思，更是有「終身之愛」，若子女在父母死後「無數年之報，

奈何葬而便即吉」，豈是人子對父母應有之情？服喪三年，乃人子「情

所不忍也」，「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故晉武帝認為

「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能「稱情而立文」，「誠聖人稱情立衷，明

恕而行也」。所以當晉武帝面對群臣的勸阻時，他便著臣下再三省悟

「孔子答宰我之言」，希望臣下能支持他的行為。 

群臣則主要從「禮，時為大」為其主要論點，配以其他制禮原則，

來反對晉武帝復行「三年之喪」。群臣指出聖人制作禮典軌度，「必從

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虞夏商周各朝禮制「咸不相

襲」，「質文所以迭用」是有其理據的。以喪禮為例，「上古喪期無

數」，但有關制度已不適合社會發展日漸頻繁的後世，故漢文帝才會

「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大晉紹承漢魏」，當中的禮制

亦應「有革有因」，以興化國家，而不應「從當時之宜」，「皆返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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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同規上古」。若晉武帝不能「隨時之宜」，而執意復行古禮，不但

「情過乎哀」，未能「制約人情」而陷於「戎狄之道」。如此不合理的

行為，更會令「義無所依」，有違「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若欠缺禮

義的支持，勉強推行的禮儀最後亦只會失敗，晉武帝亦只好聽取群臣的

勸諫，不再要求復行三年之喪。 

從上可見，制禮涉及多方面原則，原則相互協作制衡。晉武帝雖然

最後未有復行三年之喪，但並不代表其所持的主要原則「禮緣情而作」

為其他原則所凌駕，亦不是如晉文帝所言，禮典質文皆「限以近制」，

只是我們要知道，「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禮制最後得

以制訂，非由一時之宜、一人之情而定，「誠有由然，非忽禮也」，禮

制乃是由多方的約定而成，心喪如是，三年之喪如是，其他禮制亦如

是。情為禮之根本，這是易世不變之事，群臣亦對晉武帝的孝心加以肯

定：「追尊谅闇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殷宗!」115只是禮涉

及太多重要的原則，故我們制訂禮制時，不能「執中無權」，而需要兼

顧多方原則，方能選擇最合適的禮儀來表達當中的情感。 

小結 

孔子鼓勵「守喪三年」，荀子更認為，三年之喪，不可易也。儒家

並非提倡繁文縟節，而是認為我們行禮，應「稱情而立文」。當時的社

會環境，仍許可人民服喪三年，以表哀思，故守三年之喪於當時而言，

既配合人情的需要，也適應世情的要求。至晉代，社會已逐步發展，人

民已難以再守喪三年，若不配合世情而勉強行之，也只會令當中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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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形式，真正變成吃人的禮教。事實上經過數千年移風易俗的人文演

進，許多禮儀的具體內容已發生很大變化：當中的儀式不能過繁，因為

現今時代進步，一日千里，已沒有時間可容人可根據繁縟的古禮行事，

並守喪三年；也不能過簡，因為過於簡單便難以容人通過合宜的方法去

抒發失去至親的哀思。是以今天的喪祭儀式雖然趨向簡單，但我們仍要

求內心誠敬，希望通過祭奠之禮來表達對先祖長輩的尊重、思念。 

雖然先秦儒家未能得知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人情發展將會是

如何，但儒家先哲早已關注這個問題，孫希旦在其《禮記集解》中指

出，孔子曾與學生多次討論守經與權變的問題，如於《禮記．曾子問》

中，便詳細記載了孔子和曾子就許多禮制具體問題的討論： 

蓋先王所著之為禮者，其常也，然事變不一，多有出於意度之

外，而為禮制未及備者。曾子預揣以為問，夫子隨事而為之處，

蓋本義以起夫禮，由經以達之權，皆精義窮理之實也。116
 

並引應鏞曰： 

（曾子）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意料所

可及者，或講明不素而猝然遇之，則應之難以中其肯綮，故歷舉

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

遂使千百載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宜焉。

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117
 

孔子及其弟子明白社會禮制會隨「時」而改變，故我們應「遇變事而知

其權」，有一權變的考慮，這樣方能「處經事而不失其事」，讓發乎人

情的禮義，能通過恰當的禮儀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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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隨世代而有所轉變，及至漢代，經禮與變禮已成為儒家禮學思

想中，兩個重要的概念。董仲舒於《春秋繁露》有言： 

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

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

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

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

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118
 

禮有與時俱變的一面，有經禮、變禮，二者禮制的細節或有改變，但當

中禮義不變，「於道無以易之」。只要人民明白當中的差異，權衡輕重

後小心為之，這樣在現實生活中便能擴大了禮的運用範圍，完善了禮的

功能。 

禮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起源於人類的生活而應用於人類生活，並

會因應不同的時代要求而有所調節，強調「稱情而立文」。牟宗三於

《政道與治道》中有云： 

由倫常、性情，進而點出道德的心情，曰仁與義……禮樂，若徒

自外部看，猶只是外在的虛文，然若通過倫常、性情，而至道德

的心情之「德」，則不是虛文，而是實文，即一是皆「真實心」

之流露。禮樂，若從其為文制方面，則可隨時斟酌損益，此可與

民變革者，儒家之所以為儒家，不在死守這些文具。然由之所見

之倫常、性情，乃至道德的心情（此亦即禮樂之所本），則不可

與民變革，此是亙古之常道，定然之大經。119
 

牟宗三在此重申儒家禮學的嬗變原則：當中的儀文（禮之文）雖在時間

的洪流中，因要配合世情而作出了不少轉變，方能使禮的施行更加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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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人情，但當中強調的道德情感（禮之本）卻是歷世不變的，這也為

當中的人文精神所在，體現了儒學的人文性與現實性。 

儒家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國之昇平，源自個人

道德的提升，而家庭教育在當中擔當重要的角色。千百年來，人們重禮

制、守禮儀、講禮教、行禮義、興禮俗、尊禮法，把懂禮守禮作為一種

美德的追求。在儒家的教化下及家庭教育的推動下，禮已經內化為人們

一種自覺的意識，並貫穿於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之中，有其具體內涵及意

義。家禮作為禮的其一個類別，當中的內容主要是為家族成員日常起居

及冠、昏、喪、祭等禮節、儀式的訓誡事項，對家族成員的行為提供一

個模版，如《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便是其中代表。當

中大部份的儀節皆以《儀禮》的內容作一藍本，若我們細究書中內容，

當可發現宋明社會「禮下庶人」的主張，以見儒家文化與民間文化的融

合。而三書的傳承關係，及民眾對三書的認受程度，每每說明了「稱情

而立文」的重要性，禮文的建立，不但要配合世情，也要適應人情，此

也為活化傳統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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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此說為「禮」起源諸說中的大宗，史學大師王國維、劉師培、郭沫若、杜國庠等皆主

此說。該說立論依據主要有二：一是根據古文字「禮」的構形，從文字學角度進行解

讀和詮釋；二是運用考古學上的墓葬、祭祀遺存等立論，認為祭祀是最原始、最狹義

的禮，早期的祭祀禮節是古禮的來源。 

2
 先秦時期，人們已認識到禮和俗之間的關係。近代以來，受西方文化人類學、民俗

學、社會學等影響，禮源於俗的看法開始盛行。該說以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

成果以及文獻記載等立論，亦為禮制起源諸說中影響較大的一宗，現代學者楊寬、錢

玄、彭林、常金倉等學者贊同此說，並撰文論述。如楊寬指出，中國古代的禮起源於

氏族制末期的習慣：在氏族制時期，人們有一套傳統的習慣，作為全體氏族成員在生

產、生活各個領域內遵守的規範，等到貴族階級和國家產生，貴族們利用其中某些習

慣加以改造和發展，逐漸形成各種禮，作為穩定階級秩序和加強統治的一種制度和手

段。楊氏還對各種禮儀作了系統而深入的探討，對學界有著較大的影響。見楊寬：

《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34。 

3
 黃遵憲、柳詒徵、鄒昌林等學者皆認同此說。黃遵憲論及禮的起源時說：「禮也者，

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因人情而為之者也。」見黃遵憲：《日本國志》卷34，〈禮俗

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819。柳詒徵在《中國禮俗史發凡》中

論及禮的起源時說：「禮非盡循俗也，俗之甚弊，不可不革，而又不能盡革者，則有

禮以適其情而為之坊。」見柳詒徵：《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1年），頁615。鄒昌林在《中國禮文化》中依據《禮記》中相關論述考察了禮

的歷史起源。他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原生道路的文化，禮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文

化植根於禮，而禮是一個完整的表意系統。它的起源，依據《禮記》中「反本修古」

的說法，「所謂本，就是人的本性」。見鄒昌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61至78。 

4
 高腳的盛器。 

5
 許慎：《說文解字》卷5上，頁71。 

6
 許慎：《說文解字》卷1上，頁1。 

7
 《禮記注疏》卷21，〈禮運〉，頁416。 

8
 《禮記注疏》卷12，〈王制〉，頁247。 

9
 涂宗流、劉祖信著：〈性自命出〉，載《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市：萬

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頁290。 

10
 戴德：《大戴禮記》（四部叢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卷8，〈子張問入官〉，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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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據《周禮》所載，其制訂的先後原則為先「辨五地之物生」，再「因此五物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焉」，並「以本俗六安萬民」。由此可見，周公制禮，並不是單純的強

行禮儀，而是配合當時的人情風俗，再作出適度的調節而成。見《周禮注疏》卷10

〈大司徒〉，頁149。 

12
 《禮記注疏》，卷 1〈曲禮〉，頁 15。 

13
 《禮記注疏》卷 50，〈經解〉，頁 845。 

14
 Martin Ker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125. 
15

 《論語注疏》卷 16，〈季氏〉，頁 146。 

16
 《論語注疏》卷 12，〈顏淵〉，頁 106。 

17
 《論語注疏》第 2，〈為政〉，頁 16。 

18
 陸玉林：《中國學術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92至

93。 

19《論語注疏》卷 3，〈八佾〉，頁 26。 

20
 司馬遷：《史記》卷 23，〈禮書〉，頁 265。 

21
 馮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28。 

22
 《孟子注疏》卷 13，〈盡心上〉，頁 238。 

23
 《孟子注疏》卷 7，〈離婁上〉，頁 134。 

24
 《孟子注疏》卷 3，〈公孫丑上〉，頁 63。 

25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見《論語注疏》卷 12，〈顏淵〉，頁 110。 

26 《孟子注疏》卷 1，〈梁惠王上〉，頁 22。 

27
 《孟子注疏》卷 3，〈公孫丑上〉，頁 65。 

28 《孟子注疏》卷 8，〈離婁下〉，頁 153。 

29 《論語注疏》卷 12，〈顏淵〉，頁 106。 

30「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見《論語

注疏》卷 6，〈雍也〉，頁 55。 

31
 錢大昕：〈荀子跋〉，載王昶：《湖海文傳》（清道光十七年經訓堂刻本）卷 71，頁

817。 

32
 荀況：《荀子》卷 13，〈禮論〉，頁 136。 

33
 荀況：《荀子》卷 9，〈致士〉，頁 97。 

34
 荀況：《荀子》卷 5，〈王制〉，頁 55。 

35
 荀況：《荀子》卷 1，〈勸學〉，頁 4。 

36
 李振綱：《中國古代哲學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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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荀況：《荀子》卷 11，〈彊國〉，頁 110。 

38
 《禮記注疏》卷 23，〈禮器〉，頁 450。 

39
 《禮記注疏》卷 34，〈大傳〉，頁 617。 

40
 《論語注疏》卷 20，〈堯曰〉，頁 180。 

41
 《論語注疏》卷 8，〈泰伯〉，頁 71。 

42
 《論語注疏》卷 12，〈顏淵〉，頁 106。 

43
 《論語注疏》卷 3，〈八佾〉，頁 28。 

44
 《論語注疏》卷 3，〈八佾〉，頁 26。  

45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見《禮記注疏》卷 52，〈中庸〉，頁 879。 

46 《孟子注疏》卷 11，〈告子上〉，頁 195。 

47
 《孟子注疏》卷 8，〈離婁下〉，頁 145。 

48 《論語注疏》卷 17，〈陽貨〉，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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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禮書的社會需求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承上啟下的轉型時期。宋代雖然有積貧積弱的

一面，但宋人通過對先秦、漢唐以來傳統文化的總結，將中國古代文化

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作為宋代文化發展的一個方面，宋人的制禮活動極

其興盛，就文本規定而言，既有頻繁的官方編修，如《開寶通禮》、

《太常新禮》、《太常因革禮》、《政和五禮新儀》；也有大量的私家

撰作，而當中又以《司馬氏書儀》和《文公家禮》最為有名，對後世影

響最巨。 

禮制文本在當時得以盛行的原因，乃因當時商品經濟空前繁榮，令

人民具備實踐禮學的基本條件，造就「禮下庶人」的真正機會；此外，

刻書事業逐漸盛行和科舉制度日趨成熟的優勢，令社會階層得以上下流

動，門閥世家最終成為歷史的產物。國家其時主要以科舉制度來選拔人

才，傳統的世家大族及新晉的庶人階層為了維持競爭能力，紛紛注重自

身的家庭教育，於是對家禮的需求日殷，造成了家禮文獻的興盛。本章

將從民間經濟力量、科舉選士制度及文化事業發展三方面，探討宋人對

禮制文本的需求，希望能就《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三

書的成書背景，有一基本的認識。 

第一節 民間經濟崛起 

《禮記．中庸》有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1，可見古代典禮的

名目繁多，如非有專門訓練並且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輕易經常舉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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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典禮。《周禮》、《儀禮》、《禮記》三書，合稱三禮，分別闡述禮

的不同內容。《周禮》又稱《周官》，主要講述官制和政治制度；《儀

禮》則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制度；《禮

記》則是一部有關儒家各種禮儀制度的論著選集，其中不但有禮儀制度

的記述，也有關於禮的理論及其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的論述。 

三書雖然論及禮的不同內容，但當中的記載，主要為天子、諸侯、

大夫、士等階級的的禮儀，卻沒有專門針對庶人之禮的文本規定。加上

《禮記．曲禮》中，又有「禮不下庶人」的記載，2由是有學者認為「禮

不下庶人者，不為庶人制禮也，制禮自士以上……庶人有事假士禮以行

之，而有所陳條焉」，3指出禮是貴族士大夫之間的事，統治者不會對庶

人講禮；4甚或有學者認為禮是賦予各級貴族的權利，乃世襲特權，平民

和奴隸一律不得享受。5
 

然而，古人視禮為古代的行為準則，「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6上至貴族，下至庶人都必須遵循禮的規範。若我們細

究《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的內容，當可發現周代庶人行禮

的記載顯見於其中： 

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鶩，皆執以相

見，是往來也。7
 

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8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

不食珍。9
 



70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

妻。……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10
 

從上可見，三書記載了有關庶人行禮的簡單條文，只是當中所提及的內

容，大抵都是與天子、諸侯、大夫、士的對比中出現的。這不但說明了

庶人屬於禮制系統中最低的一個等級，也同時反映要明確庶人行禮內容

之目的，乃在於防止出現僭越的違禮現象。禮在此的功能，對於士以上

的貴族階層而言，是讓他們在周旋揖讓的儀式中，陶冶其性情；對於庶

人而言，其側重點則是識別等差。《禮記．曲禮》有云：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11
 

故士以上的階層皆訂有詳盡的禮文，讓與禮者浸淫其中，以作修德之

用；而庶人則只有極其簡略的條文，讓其明白該行何禮，以表明與其他

等級的差異。 

根據周室的制度，天子以下，依次為卿、大夫、士及庶人，庶人為

沒有官爵而具有自由身份的勞動者。然而除了原生於平民家庭的庶人

外，尚有出生自貴族家庭旳庶人，因為依西周的宗法制，大夫之宗子為

大夫，庶子為士，而士人之庶子則為庶人。因此，從血統上看，這些庶

人還是屬於貴族的苗裔，擁有貴族的血統；不過，他們既然已從貴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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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分化出來，就意味著沒有爵位和財富的依靠，只能和出生於平民家

庭的庶人一樣，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計。 

按現實的需要，沒有官爵的庶人不可能與其他貴族階層一樣，可以

花許多精力去研習不同禮儀的繁文縟節。可是禮的內容十分繁富，其內

容事實上遠遠超過《周禮》、《儀禮》、《禮記》所能記載的。即使貴

族、士大夫要真正融會貫通眾多的禮，以及當中所有的繁文縟節，也並

非易事，它需要一個人花畢生的精力去研習。可是禮又極其重要，作為

一種行為準則，禮無所不統，包羅萬象，既約束貴族，也約束庶人，若

不遵守或逾越之，都會受到嚴厲懲處。庶人一方面不能置於禮治之外，

可是另一方面，作為統治者，卻不能漠視庶人所處的實際狀況，而對他

們提出過高的要求。孔子的學生冉有，曾就此兩難局面向孔子作出提

問：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

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

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

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

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婬亂、男女無別者，不

謂之婬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

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

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

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

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

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

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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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

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

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

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

而記之。12
 

孔子的解釋並非排除庶人必須遵守禮的普遍行為準則，他只是認為庶人

因忙於生計，故不應要求庶人完全按照禮的細節去行事。是以先秦所言

的「禮不下庶人」，並非指庶人可以全不行禮，或不受禮制的約束，可

以超然於禮的基本行為準則之外；其真意乃是統治者對庶人在禮的要求

應有所調節：體諒庶人或匆忙於生計，或窘迫於財用，故在某些禮儀或

某些縟節方面，不要求庶人全然習備，「以其質野，於節文有所不能

習：以其卑賤，於儀物有所不能備。」13由於生活條件的不同，禮雖同

為貴族和庶人的道德準則和行為標準，然而現實的種種卻令「禮不下庶

人」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唐代。官方僅為貴族制禮，庶人始終不是制禮的

對象，僅在區別和強調等級差異時，才於相關條文以附記形式，用片言

隻語指明庶人該行何禮。14
 

到了宋代，民間經濟力量的崛起，導致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社會結

構出現根本上的改變。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士農工商等級制之間均有一

定的差別，而當中又以士商這兩個等級的差別最大，在社會政治上的各

種待遇最為不同。可是宋代的商品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不少庶人得以

致富，大大改善其生活環境。這批庶人在數量上佔社會人口的絕大多

數，經濟上擔負著社會絕大部分的生產勞動，政治上則是官府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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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廣大的社會基礎。擁有財富的庶人在滿足生活上的基本要求後，開

始要求提昇自身生命的素質，不甘於長期屈居人後的地位；他們已不滿

足於對物質財富的佔有，他們更希望在精神上能與以往的貴族保持某種

程度上的「平等性」。15越來越多有經濟能力的庶人與權貴往來、與士

宦聯姻，並通過納財買官和培養子弟科舉入仕等各種方法，來提昇自己

的政治地位、社會身份。另一方面，由於經濟重心的轉移和封建政治結

構的調整，官僚士大夫階層，出於各種目的，也迫切尋求與致富的庶人

交結。由是，士、農、工、商等級制在宋代「賤不必貧，貴不必富」的

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漸被民間經濟力量所摧毀；發展到了後來，士農工

商已同是一等齊民。 

宋代政府意識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庶民階層的地位得以提昇。庶民

一方面已具備「充禮」、「備禮」的能力，另一方面亦希望通過禮的追

求來提昇自身素質。面對社會的要求及基於政治的考量，宋徽宗於政和

新元（1111年）三月頒行《政和五禮新儀》，讓其在民間通行，「刊本

給天下，使悉知禮意。」16《政和五禮新儀》依照傳統，將皇帝和皇室

成員作為禮制的一大等級，又改變《開元禮》細分官員品級高下的原

則，將所有品官都劃歸為禮制的一大等級，再加上庶人此一大等級，構

成一個三元的等級結構。《政和五禮新儀》以禮典的形式將三個階層的

等級模式加以確立，清楚說明在宋代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中，庶人已

佔有重要的位置。17以古代皇帝耕籍之禮為例，唐代的《開元禮》和宋

代太祖朝的《開元通禮》於耕籍禮中均不設庶人耕位；及至編訂《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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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禮新儀》，則修改儀注，增設庶人耕位。此外，《政和五禮新儀》增

訂了庶人禮，明確標有「庶人婚儀」18、「庶人冠儀」19、「庶人喪儀」

20等專門為庶人制訂的禮文，以回應庶人社會對禮的追求。 

由唐代《大唐開元禮》中庶民禮儀的闕略到宋代《政和五禮新儀》

中專門針對庶人禮文的出現，我們看到官方禮制對庶民禮儀的關注是一

個逐步增強的過程，可說是「禮下庶人」的一大進程。透過《政和五禮

新儀》中庶民禮儀的專門規定，原是官方禮制的體系開始涵蓋社會各個

階層。不過《政和五禮新儀》所修訂的朝廷禮制條文中，有關庶民禮儀

仍然不十分完備，例如當中還是沒有制定任何與庶民祭祖相關的禮儀規

定。此外，官方修訂的禮文始終偏於繁瑣，令民眾難以貫徹遵行，未能

真正達於庶民生活之中並發揮影響，故《四庫全書總目》對其所下的評

價為： 

惟官民之制特詳焉。是書頗為朱子所不取，自中興，禮書既出，

遂格不行，故流傳絕少。21
 

是以民眾仍需要有另一本更貼近民眾生活的著作，以配合其對禮的追

求，而《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注》三書，便是回應民眾需

求而衍生的禮制文本。 

第二節 科舉制度成熟 

西周時期，社會制度階級分明，天子、諸侯、卿、士各階層按照倫

常，依其血緣世襲。然而東周時期，由於穩定的封建制度開始崩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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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現「客卿」、「食客」等選士制度以外的人材，依照自己的意向為

各國的統治者服務。到了漢朝，隨著分封制度的瓦解，皇帝得以集中其

統治權。皇帝為管理國家，於是便採用察舉制在民間選拔人材，由各級

地方薦舉才德兼備者。可是由於察舉制欠缺客觀的評選準則，故雖有連

坐此監察制度，但後期仍不斷出現地方官員徇私不實的情況。 

魏文帝時，創立九品中正制，依據出身、品德等項目選拔民間人

才，再分為九品錄用。九品中正制改良了察舉制的不足之處，把地方官

的察舉之權，改由中央特定的官員負責。中正官身兼品評士人及銓敘之

重責，擔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是「寄雌黃於一人之口。」22。

加上後來政治腐敗、門閥士族勢力不斷膨脹，中正之職幾乎為豪門世族

所把握，影響人才的考核。發展到後期，所憑藉的準則甚至僅限於門第

出身。家世出身遂變成品評士人的唯一標准，九品中正制已逐漸成為鞏

固門閥制度、擴大士族勢力、強化等級差別的工具，最終造成「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勢族」23的局面。這不但未能選拔民間人材，更令社會不

同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幾乎陷於停頓，讓世家大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的

權力。 

至隋代，為了一改九品中正制之弊端，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

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其後在此基礎上，於大業

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唐朝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確立了科舉

取士的制度，並在選士體制中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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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途徑。當時進士出身而「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24，其中不少人

更有機會成為宰相，可見科舉的成效。25
 

然而唐代的科舉除了武則天主政的一段時間外，並沒有「糊名」的

習慣。不作「糊名」的原意是希望可以跟漢代舉察一樣，考官在評卷

時，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以考生的名聲作為考慮的因素之一；但

這亦同時無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因為這提供了機會，讓士子在應試

前，可以用「行卷」的方式，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託付名流向

主考推薦自己。這無疑對處於名流豪門中的世族士子更為有利，也因而

更容易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此弊病

更為嚴重。此外，科舉亦並非唐代政府招納人材的唯一方法，世家士族

仍可通過「門蔭入仕」26的方式來獲得官職。由此可見，唐代科舉雖已

是選士制度的一大進步，但仍未能真正實現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垂直流

動。 

宋代進一步改良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了一套相當公平完整的選士

體制，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令當時的考試規則更趨完善。27為避免世

家士族繼續把持朝政，宋代君主對於貢舉的防禁極為嚴格，規定凡官僚

及世家子弟在參加科舉初試後，還要複試一次，並另派考官監考，該試

稱為「別頭試」。其實這種做法於唐代時已有，可是並不是定制，而且

只限於省試：至宋代時方成為一種制度，範圍也擴大到省試和州試。 



77 

 

此外，為網羅天下致治之具，朝廷大大放寬了應考的條件，不設財

富、聲望、年齡的限制，更給予偏遠地方的考生路費來應考。太宗淳化

三年（992年），朝廷明詔規定： 

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采其鄉典之譽，登於俊造之

科……如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

或舉人內有鄉里是聲教未通之地，許於開封府、河南府寄應。28
  

這使過去一直被排斥於仕途之外的「工商、雜類」子弟和邊遠地區的士

人也有了應舉的可能。士人應舉，幾乎已無任何出身限制，廣大的中下

層知識份子得以登上政治歷史舞臺，逐步形成以庶族階層佔主導統治地

位的政治局面。 

科舉制的實行，一方面為處於社會中下層的讀書人敞開了方便之

門，讓其有機會躋身於官僚體系之中。另一方面，則打破了世家士族對

社會政治經濟權力資源的壟斷，令自東漢開始的貴族門第隨著科舉制的

興盛而逐漸衰落，門閥士族原有的特權地位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過去集

財富與聲望於一身的門閥士族「名雖著於州閭」，「自號膏梁之胄」，

但已「身未免於貧賤」，最終成為歷史的產物。據南宋學者王明清《揮

麈錄》的記載，入宋以後，「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

蟬聯圭組，世為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29。以前家世有士庶之別，通

過科舉，農家子弟可有一躍而成為士大夫的機會；相反，士大夫亦可因

失其先業而降為庶民。門閥世族不再把持選舉壟斷特權，與社會其他階

層的界限日趨泯滅。這無疑令當時的階級劃分變成一種半開放式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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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會階層可以上下流動。世家大族在此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便是如

何在歷史的洪流中，保持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 

由於門閥世族不再享有世襲固定的官職和田產的特權，他們為了在

經濟、政治體系中保持競爭能力，於是更注重自己家庭的教育，勸勉家

族子弟應謹遵當中內容，免失家業。然而，至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科

舉不再考核《儀禮》後，已鮮有士人學子加之研習，「後來人都不知有

儀禮」30。家禮廢棄已久，宋儒其時大多不能如實地履行禮數，是以進

退無度。朱熹曾就此有所慨歎：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

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

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31
 

他們實在需要一本能指引其重新習禮的禮書，導其方向。一些士大夫的

家訓，由於禮法嚴謹而受到許多世家大族歡迎，並被廣泛傳抄。以宋代

司馬光的《家範》為例，當中雜採古今治家教子的典型事例及先賢言

論，並摻以自己的論說，詳細地闡述了封建家庭倫理道德教育的原則和

方法，被許多家庭奉為家教經典，南宋趙鼎在《家訓筆錄》中便曾要求

子孫「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為法」32。而司馬光的另一部具有家

法性質的家訓《居家雜儀》，當中內容集中體現了封建社會家族禮法的

精神，而被士大夫階層視為居家之道的經典之作，成為家庭教育的典

範。書中提倡以禮治家，「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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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33《文公家禮》亦將之收錄其中，可見其實用價值，能為時所

用。 

第三節 文化事業起飛 

作為文化知識的物質載體與傳播媒介，書籍是影響知識生產、傳

播、積累的重要因素。從這一意義上看，在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書

籍可以視為衡量知識於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傳播與積累等情況的重要指

標。在西周時期，物質技術條件十分有限，書籍是極為稀缺的資源，只

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接觸，知識的生產、消費均由官方壟斷，知識只能

在有限的範圍內傳播，是以有云「學在官府」。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傳

播受到很大的阻礙，平民階層的成員難以得到獲取知識、接受教育的機

會。 

至漢代，雖有蔡倫改良造紙術，大大降低了造紙的成本，為紙張造

就了普及的條件，但當時的書籍仍主要以手工抄寫的方法流傳，耗費大

量人力物力；而且抄寫書籍需時，無法批量生產，所以書籍的成本、價

格均很高，書籍仍為皇家貴族壟斷。及至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大幅降低

了書籍的成本，擴大了書籍的生產規模。34大量雕版印刷的書籍相繼出

版，統治者甚或將之賜予朝廷官吏，共享文化成果。如宋太宗便於淳化

元年「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眾官共閱之。」35
 

宋代的活版印刷術，標示印刷術的成熟，進一步促進印書業的發

展。活版印刷大大降低書籍的價格，迅速增加書籍的數量，提供了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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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的條件，對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原本在宋代只為皇

室官員所掌握的書籍，至真宗時，已「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36。

出身寒門的讀書人有機會獲得許多原本只能夠在有限範圍內流傳的書

籍，文化知識由是得以加速傳播，學術研究不再是門閥世家的專利。37
  

書籍刻板既多，流傳日廣，大大方便民眾閱讀收藏，當時社會上已

形成了一種聚書的風氣。據統計，兩宋藏書家七百餘人，接近周至唐代

藏書家總數的三倍，其中藏書萬卷以上者達二百多人。38藏書家有不少

著名學者，在收藏書籍期間，對圖書進行了保護校訂等整理工作，大大

提高藏書的品質。如北宋的著名藏書家宋敏求，藏書三萬卷，並再三將

之悉數校訂，是品質較高的藏書；南宋晁公武根據其藏書撰寫了《郡齋

讀書志》，其二萬四千多卷的藏書同樣都經過他的校訂；陳振孫亦盡其

一生精力研究自己的藏書，最後撰成《直齋書錄解題》。這些都是宋代

極具代表性的提要書目，為日後的學者研究古籍時，提供重要的依據。 

書籍收藏越來越多，就必須建造較大的院子來安置藏書，以方便讀

書人，於是便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書院」。書院這個名稱始於唐代，

其時「或因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

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視學校。」39；「書院

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中者也。」40有

別於傳統口耳相傳的講學形式，書院的本質特徵正在於它擁有一定數量

的圖書，生徒可以憑藉藏書，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研習。可以說，藏書、

讀書和講學是構成書院的「三大事業」，而書籍正是書院各項事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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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為人們築堂聚書、開館授徒提供了條件，是書院發展的核心要素。

不少當時著名的書院在成立之初，藏書已很豐富。如四大書院之一的應

天府書院，成立時便「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41。書院藏

書量的多寡，也成為書院發展的重要標誌與契機。各書院皆努力聚集藏

書，經營書院，朝延亦十分注意民間書院的發展，並會賜書以豐富其藏

書量。42
 

書院的盛行，除了因為民間藏書量的遞增外，還因為科舉制度的成

熟及官學的息微所致。其時，官學的開支全部由政府負擔，而這時的政

府內有農民起義的憂患，外有遼、金入侵的威脅，財力實在捉襟見肘，

未有足夠的經費去興辦學校來滿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君主

提倡下，讀書人不論家世，皆可參與科舉來獲取功名利祿，以提高自身

社會地位，科舉又以考試結果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能否在科試中考取

功名，就直接取決於參試者自身的水平。士人學子如果希望在社會階層

重構中處於有利地位，就必須博覽群書、熟讀典籍。可是由於官學息

微，體制內的學校教育不能滿足大眾求學的需求，廣大學子自然只能將

目光轉向體制之外、私人聚徒講學的書院。由是教育之權由公家移於私

家，各地名儒、學者和地方官吏，紛紛興建書院，以培育人才。書院成

為士人學子個人讀書、治學之所。 

科舉的成熟、書院的興盛，造就新的知識階層的出現。廣大庶民有

機會參與科舉，獲取功名利祿，提高社會地位。然而地位的提昇，身份

的改變，卻讓庶民明確認識自身的不足。身份地位不同，生活上的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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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不同。身分越高，需注意的禮節便越多。可是上層社會中的繁文

縟節，若不經過長期的學習，實在難以跟從。有意晉身上層社會的庶民

階層，實在急需一些指導他們生活的禮書，以補其禮學上的不足，讓其

能真正適應上層社會的種種儀節。然而有別於傳統的世家大族，一般庶

民階層難以擁有屬於自己家族的家禮內容，需要外力的協助。大量的家

禮著作便應此要求而湧現，並廣為流傳，如：司馬光《書儀》、《居家

雜儀》、《涑水家儀》，朱熹《文公家禮》、《鄉約》，袁采《袁氏世

範》，陸游《放翁家訓》、《緒訓》、趙鼎《家訓筆錄》，劉清之《戒

子通錄》，葉夢得《石林治生家訓要略》，曹淇《訓兒錄》等等。 

當然，其中部份作品，因產於民間，流傳於民間，其內容或不符合

國家禮制的規範，只能屬於一種「俗禮」，未能真正適用於新晉的庶民

階層。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特別是官僚士大夫的撰作，其內容比較嚴

整，得到政府的承認，甚至推廣，如《文公家禮》的內容對古制進行了

大膽的革新，所定的禮儀因情循俗，禮節簡約實用，便於人民操作易

行，對現實社會具有指導作用，曾作為官方的禮學內容來向民間推廣：

「洪武元年，令民間婚娶，並依《朱子家禮》」43；至永樂年更「頒

《文公家禮》於天下」44。而《家禮儀節》則在《文公家禮》的基礎

上，進一步解釋當中儀節的內容，令一般民眾能更明確地跟從當中儀

節，實踐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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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書著作動機：回應社會需要 

隨著宋代地方家族門戶的形成，平民的經濟勢力逐漸抬頭，新晉的

庶民階層對生活行事的需求及禮儀的重視日益提升。在地方士紳的引領

下，民間遵禮行事的意識愈來愈明顯，禮已非世家大族所專有。為了迎

合民間行禮如儀的社會需求，除了官家的法典禮制之外，宋代社會先後

出現了不少私家儀禮的著作。這類以私家的立場進行撰作的禮書，並不

同於一般常見的章句注解，不是以詮釋經典為主要工作，而是以見用當

時為其最主要的寫作目的。45此外，散見於宋人筆記、文集、遺書中的

家訓文獻更是舉不勝舉，可見當時社會各階層均十分注重培養家族子弟

的道德行為，以提升家族素質，加強競爭能力。在云云私家儀禮的著作

之中，司馬光《書儀》的出現可記是當時一枚鮮活的印記，開創後世家

禮著作的先河，印記了宋代社會對家禮的重視程度。 

司馬光出掌地方時，發現民間有許多不按禮法而行的習俗，導致當

地風俗敗壞。據其《傳家集》「序賻禮」條所載： 

喪禮之廢壊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食聚於其家，

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

常，恬不知怪。46
 

司馬光所遇到的情況，正是反映百姓不知昏喪禮儀而恣意妄行，未能明

白每一項禮儀背後的真正意義。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況，司馬光如何

才能確保其子弟能「去弊俗而入於禮」47呢？為了令家中弟子能在日常

生活中實踐儒家的禮學思想，司馬光曾編撰過三本與家族教育有關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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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別是《書儀》、《居家雜儀》及《家範》；其中《居家雜儀》又

是《書儀》的一部份，而以禮治家，便為司馬光家庭教育的核心觀念。

《居家雜儀》開首即有言：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眾。分之以事，授之以

職，而責其成功。48
 

司馬光希望家中子弟，能通過日常生活的種種禮儀，實踐儒家的禮學思

想。司馬光在書中詳細制定了每一項儀式細節、規定了每一位與禮者的

角色及舉止，行禮過程十分繁複，令《書儀》的形式色彩似乎十分濃

厚，但是若我們細思其背後的禮制原則，當可發現司馬光著《書儀》的

目的，是希望閱讀者可以藉著這些禮儀的實踐，體現儒家思想中有關長

幼尊卑、親疏遠近的人倫理念，從而貫徹司馬光以禮治家的主張。49
 

雖然司馬光強調禮學，講究當中儀節，希望家中子弟在學習的過程

中，能達到內情外禮，然而由於《書儀》一書對古禮的刪削頗為有限，

難以通行至閭里，未能發揮真正的功效。這是因為儒家的種種禮節，已

在社會的發展中，隨著時日的流逝而變得息微，鮮有官吏士大夫能知禮

行儀。以祭禮為例，朱熹便曾在〈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一文中批評當時

職司其事的官吏未能知禮行儀：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際，民

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

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

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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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禮的性質為吉禮，是古代五禮之首，在古代所遵行的典章制度上是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51，上至帝王貴冑，下至士大夫，皆視之為家

國的要事，需依禮合儀地隆重的舉行。然而宋代擔任有關職位的官吏卻

不能嫻習祭祀的不同儀藉。歐陽修、朱熹為此深致慨歎，亦足以顯示當

時的儒家官僚對於祭祖禮儀的忽視。朱熹曾撰有專文〈乞頒降禮書狀〉

與〈乞增修禮書狀〉，一再向宋政府申請頒降禮書與增修禮書，要求統

治者頒行《政和五禮新儀》；52並跋三家禮範，希望朝廷再次重視禮學

的重要性。但由於有關請求未被朝廷所重用，朱熹乃退而求其次，將

「國既不設，鄉亦不講」的禮學，改為實踐於家族之內，希望能編訂出

適用於各時代各地域的家禮類書，在基層社會裡形成一種行禮如儀的風

尚，此亦為《文公家禮》的基本制定原則。 

《文公家禮》有感古禮中的許多儀文已不適合於宋代53，故參照前

人之作，企圖將有關社會生活規範的各種儀節，以及這些儀節所依據的

義理綜合為一，作為平常百姓在日用常行中的參考手冊，使讀者對社會

的生活規範能有充分的理解，以增加其實踐的決心。朱熹在〈家禮序〉

中申明此正是其制訂家禮的動機： 

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

之節皆已不宜於世。……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

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54
 

司馬光所撰的《書儀》，為家禮的世俗化開一先河。《文公家禮》以其

書為底本，並按時代所需，對內容作一增損。55《文公家禮》研究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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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文並探究其義理，目的就在尋找那些不可變的，以編纂一部適用於

宋代的家禮。鑑於當時的社會風氣，「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

於文……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所以《文公家

禮》又以「略浮文、敦本實」作為為文原則，希望社會上各階層的人，

不論貧富，都能普遍地施行《文公家禮》的內容。56經過筆削而成的

《文公家禮》，已徹底改變了原來儒家禮經文義古奧、儀節繁耨的貴族

面貌，而成為當時最為簡明適用的庶民之禮。 

《文公家禮》一書的出現，正順應了當時儒者有意振興古禮以求自

強的時代潮流。由於《文公家禮》所定的禮儀皆於古有徵且簡約易行，

配合人們傳統禮學觀念及居家禮儀實踐的發展需要，故很快便得到當時

及後世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採用，在社會上廣泛傳布。至宋元以降，更成

為一般家庭和宗族公認的治家禮範和行為準則，對後世的社會家庭禮儀

影響甚大。秉承《文公家禮》的成書宗旨，丘濬著《家禮儀節》時，也

有相同類的著作意向： 

浚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

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

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

是以不揆愚陋，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

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57
 

丘濬於〈家禮儀節序〉中明言自己對《文公家禮》的推崇，指出自己自

少便有志於禮學，而《文公家禮》集結司馬光《書儀》及宋代諸儒的見

解，「實萬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認為《文公家禮》一書，「誠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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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正人心之本也。」丘濬認為若時人能「誦此書」、「行此禮」，儒

道必能振興。58可是丘濬北仕中朝後，有鑒於世人鮮行《文公家禮》，

而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乃因為《文公家禮》「禮文深奧，而其事未

易以行也」，因而「竊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為儀節」，希望能「以

淺近之言」，將《文公家禮》一書之內容再簡易化，令儀節愈為詳明具

體，文字更加淺顯易懂，「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

士」，最後得以通用於庶民之間，以正時風。 

小結 

綜合而言，兩宋以來由於民間經濟力量的崛起，讓人民得以真正充

實「行禮」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科舉選士制度的成熟、書院及印書

業等文化事業的高度發展，亦有助社會上下階層得到真正的流動。為保

持競爭力，不論固有的世家大族，還是新晉的知識階層，都提倡家庭教

育，翼求一本能指導他們生活的書籍，好讓他們行禮如儀。《司馬氏書

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三書便是回應了當時社會對禮制文

本的需求，而制定出來的禮書；三書內容同中有異，而當中的不同，正

表示不同時期的社會需求，有關的內容將在後部分的篇章再作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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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禮記注疏》卷 53，〈中庸》，頁 897。 

2 《禮記注疏》卷 3，〈曲禮〉，頁 55。 

3
 孫希旦：《禮記集解》卷 4，頁 3。 

4
 周密：《中國刑法史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20、121。 

5
 張國華：《中國法律思想史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31、32。 

6
 《春秋左傳注疏》卷 51，〈昭公二十五年〉，頁 888。 

7
 《周禮注疏》卷 36，〈秋官司寇〉，頁 540。 

8
 《儀禮注疏》卷 7，〈士相見禮〉，頁 73。 

9
 《禮記注疏》卷 12〈王制〉，頁 245。 

10
 《禮記注疏》卷 5，〈曲禮〉，頁 94、99。 

11
 《禮記注疏》卷 1，〈曲禮〉，頁 14。 

12
 王肅：《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卷 7，頁 62。 

13
 孫希旦：《禮記集解》卷 4，頁 3。 

14
 以唐玄宗編修的《大唐開元禮》150卷為例，當中主要分皇帝、皇室成員、三品以

上、四品五品、六品以下五個階級來撰述禮文，其制禮對象依舊局限為貴族士大夫階

層。 

15
 劉欣：〈宋代「家禮」——文化整合的一個範式〉，《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7卷第 4期，（2006年 11月），頁 332。 

16 脱脱：《宋史》（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 98，〈禮志〉，頁 1065。 

17
 這個等級結構於仁宗時已經出現。當時有一詔文規定：「（景祐三年八月己酉條下）天

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毋得為四鋪作及鬭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

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樑柱、窗牖，雕鏤柱礎。」見李燾：《續資治

通鑒長編》，卷 119，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398。《宋史》中亦有相類的記載：「私

居，執政、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可見當時的私宅名稱也按此三大等級

加以區分。見〔元〕脱脱：《宋史》卷 154〈輿服志〉，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627。 

18
 當中婚儀的內容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見祖禰、見舅姑、醴婦、饗

送者諸項。 

19
 冠禮細分為皇太子冠儀、皇子冠儀、品官嫡子冠儀、品官庶子冠儀、庶人嫡子冠儀、

庶人庶子冠儀。儘管庶人子冠禮的步驟只有告禰、行事兩部分，較品官子冠禮步驟少

之又少, 但是相對前朝的禮儀紀載來說，內容已經算得上具體細緻。 

20《政和五禮新儀》的凶禮中，品官喪儀與庶人喪儀各佔其三，除品官葬禮中有「祔」

的內容之外，兩者的其他步驟名目均一致，只是在具體內容和細節中存在尊卑等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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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一品一百十二人，五品以上七十二人，七品以上三十二人，八品二十六人，九

品二十人，庶人一十六人」;「明器四品以上五十，六品以上三十，九品以上（升朝官

准六品）二十，庶人一十」。又「墓一品方九十步，二品方八十步，三品方七十步，四

品方六十步，五品方五十步，六品方四十步，七品以下方二十步，庶人方十八步；墳

一品高一丈八尺，二品高一丈六尺，三品高一丈四尺，四品高一丈二尺，五品高一

丈，六品以下高八尺，庶人高六尺；墓域門及四隅四品以上築闕，六品以上立侯，七

品以下（庶人同）封塋」。另外，「虞祭，三品以上七虞，五品以上五虞，九品以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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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書內容概說 

《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為宋明兩代，有關家庭禮

儀的重要著作。三書在其時被奉為家庭教育的經典，是當時公認的治家

禮範和行為準則，其影響遠至東南亞、日本、韓國等地。以韓國為例，

據《高麗史》所述，《文公家禮》一書隨性理學傳入高麗，得到當時君

主恭愍王的肯定，「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1《文

公家禮》在當地得以普及，成為自政府以至大夫、庶人的標準禮式，

「行禮儀式，一依朱文公《家禮》，隨宜損益。」2至李朝統治，《文公

家禮》進一步得到官方的肯定和大力提倡，最後更成為當地通行的居家

禮範。《文公家禮》影響範圍甚廣，可是其真偽卻備受爭議，為歷代學

者的討論重心。本章擬先就《文公家禮》的作者作一考訂，以回應該書

成書真偽的問題。之後再引介三書的不同版本，探究其流傳情況，並就

三書內容作一簡單概說，為之後的討論提供一個初步的框架。 

第一節 作者考訂 

學界對宋儒司馬光及明儒丘濬分別為《書儀》和《家禮儀節》的著

者一般並無異議，然而《文公家禮》一書是否由朱熹所著，學界則一直

爭持不休，至今仍未有定案。可是由於朱熹的文集、語錄中，除〈家禮

序〉外，只有〈答蔡季通〉提到《文公家禮》成書一事：「已取家禮四

卷，幷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3，不禁令人懷疑，《文公家禮》一書

是否由朱熹親筆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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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家禮》成書之初，其實並無人懷疑此書非朱熹所著，朱熹的

諸多弟子及其子朱在，都有朱熹親撰此書的說法。如朱熹門人兼女婿黃

榦便曾於〈書晦庵先生家禮〉一文中提及，朱熹著《家禮》的原因，是

因為朱熹認為司馬光著有《書儀》十卷，其用意雖善，但內容卻未能針

對時弊，認為「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故以《書儀》為基礎，再「斟

酌損益，更為家禮」，希望能「從本實以惠後學」。4《文公家禮》一改

古代禮書的煩瑣面貌，內容簡便易行，因而備受當時社會歡迎，「世多

用之」5。可是由於《文公家禮》不斷被翻刻印行，為之作注的亦有不少

版本，如楊復的《家禮附注》、劉垓孫的《家禮增注》、劉璋的《家禮

補注》等。由於注者有異，注釋的內容亦隨之有所不同，「其後亦多損

益，未暇更定」6，後世之閱讀者就此亦應多加注意。朱熹另一弟子李方

子則於《朱子年譜》提及《文公家禮》的修書時間，當在「乾道五年九

月」（1169年，即朱熹居母喪之年），而成於乾道六年（1170年）。7

可惜《文公家禮》一書，「既成，未嘗為學者道」8，便「為一行童竊以

逃」，至朱熹會葬之年方再出現，「先生既沒，而書始出」9。 

自朱熹死後十年至理宗淳祐五年（1210至 1245年），楊復考訂刊

行其所注的《文公家禮》這三十年間，包括朱熹兒子朱在、黃榦及其他

弟子在內的南宋諸家，皆未曾懷疑《文公家禮》之真偽。然而，到了元

代至正年間，卻有武林應氏作《家禮辨》，疑《文公家禮》非朱熹所

作，從而引發有關《文公家禮》一書真偽的論爭。應氏提出《文公家

禮》若真的成書於宋孝宗乾道己丑五年（1169年），朱熹當於宋光宗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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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甲寅五年（1194年）著〈跋三家禮範〉時，提及著有《文公家禮》一

事，然而現在卻未有提及，反稱「顧以衰病不能及已」；而且黃榦更曾

於〈家禮後序〉明言「未及脫稿而先生殁」，故應氏認為《文公家禮》

絕非文公所編，更懷疑《朱子文集》中的〈家禮序〉，當為朱熹「門人

編入以為張本耳」。10
 

至清代，朱學權威王懋竑在撰《朱子年譜》的同時，進一步推廣應

氏之說，明確否定《文公家禮》為朱熹之書，認為〈與蔡季通書〉中

「已取《家禮》四卷並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一語，「所云《家禮》乃

《經傳通解》中之《家禮》，亦非今《家禮》也。」11故在其著〈家禮

考〉中，直言「《家禮》非朱子之書」。王懋竑在文中指出，有關《文

公家禮》的記載於《朱子行狀》、《朱子年譜》、〈家禮序〉、〈家禮

附錄〉中並不統一，「《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

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

故認為朱熹兒子門人之言，「參錯不可考據」12；而《朱文公文集》、

《朱子語錄》中亦少有提及《文公家禮》一書。王懋竑表示若《文公家

禮》作於朱熹居祝孺人喪時，朱熹的〈家禮序〉中當有言及此事，然而

現今卻沒有提及。再者，若《文公家禮》一書真的如朱熹門人陳淳、黃

㽦所言，乃失而復得之書，黃榦亦當於〈朱子行狀〉一文中言及此事，

但現今只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

定。」13。根據以上種種推論，王懋竑就朱熹親撰《文公家禮》一事感

到十分懷疑，認為於記載中為行童所竊走的著作，乃《祭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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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而非《文公家禮》；而於當時通行社會的《文公家禮》則絕非朱

子所作。至於當為何人所作，王懋竑則認為「必有因〈三家禮範跋

語〉，而依仿以成之者」14，並假託朱熹之名以佈行於世。王懋竑又撰

〈家禮後考〉、〈家禮考誤〉等文，引古禮來加以辨證其說，指出《文

公家禮》與《儀禮》、《書儀》等舊典及朱熹晚年的一些觀點有所不

合，並從此疑竇再推出《文公家禮》非為朱熹親撰之說。王懋竑此說於

後來更受到《四庫》館臣所贊同： 

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其考證最明．．．．。又有

〈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説以相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

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精核有據．．．．。懋竑之學，篤信朱子，獨於

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

可灼然無疑．．．．．。
15

 

由於《四庫》在當時的權威性，故經此裁斷後，《文公家禮》之偽便成

為鐵案。然而，雖然王懋竑的論證邏輯性很強，但這並不能否定《文公

家禮》乃朱熹所著。如王懋竑從文獻記載的角度提出疑點，指出朱熹除

了在《朱文公文集》所收錄的〈家禮序〉外，《文公家禮》的編撰在朱

熹的其他篇目中從未提及。其實，這種情況在其他著作家身上也曾出

現。況且《文公家禮》一書又曾經遭竊，至朱熹殁後方得送還，故此書

不見及於朱熹的其他篇目，並非不可理解。 

〈家禮序〉為朱熹所寫，並且收於《朱文公文集》中，這是無可置

疑的事實；當中的文字和後期所傳的十卷本所載的雖略有出入，但這可

能是因寫序與編集的時間不同，而稍有變更。《朱子行狀》、《朱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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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家禮附錄〉並非出於一人之手，當中難免有些參錯不一的內

容。若我們細心研讀王懋竑的論證內容，我們可發現王懋竑主要是從內

容的角度來否定《文公家禮》為朱熹所作的，然而，這種推論忽視了

《文公家禮》的成書原因。朱熹的禮學研究有其體系，不但對傳統的

「貴族之禮」加以整理闡釋，撰有《儀禮經傳通解》一書，還關注「庶

民之禮」的制定和推行，並為此撰寫《文公家禮》。朱熹曾於〈家禮

序〉中表示： 

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

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

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

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

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盖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

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

16
 

朱熹認為禮之不行，乃因古禮不宜於後世，故酌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書，著作《文公家禮》自然不會拘於古禮。由於其側重點的不同，《文

公家禮》與一些古禮在內容上偶有不合，應是不足為怪的。王懋竑誤引

古禮來辨難，可說是不知古今之變。至於《文公家禮》與朱熹本人晚年

的觀點也有所不合，自亦可從這一角度加以解釋。因為，雖同是朱熹本

人的禮學體系，但由於側重點的不同，此處之「家禮」與《儀禮經傳通

解》中的「家禮」，不可能沒有差異。家禮是朱熹為當世所作，這與

《儀禮經傳通解》裏的家禮部份著重古禮的探究不同，不應混為一談。



97 

 

清儒中亦有學者駁斥王懋竑〈家禮考〉之說，如夏炘便廣泛引錄諸家之

說並提出反論： 

夏炘指出朱熹曾言：「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

川。」又言：「某定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與《文

公家禮．昏禮》中，「親迎用《書儀》，入門以後用伊川說」相合；17

另《朱子文集》中有〈答汪尚書書〉、〈答張欽夫書〉、〈與蔡季通

書〉諸篇，皆有提及朱熹曾參酌程氏、溫公之說，而嘗修《祭禮》一

書。若以《文公家禮》檢視之，則可見與《朱文公文集》所言亦吻合，

故夏炘認為雖當有《祭禮》一書，但也不能否定《文公家禮》為朱熹親

撰之說。 

隨著近代學術研究日漸深入，已有許多學者撰寫專文對此事加以析

述，使王氏之說漸漸走向式微。近代學者錢穆便承夏炘之說，撰有《朱

子新學案》一書，對《文公家禮》之真偽作進一步的考辨： 

《家禮．附錄》黃㽦曰：「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

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者，故未

嘗為學者道也」。則朱子平日所以少言及《家禮》，其門人固已

言之。又陳淳曰:「嘉定辛未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

《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

日攜來，因得之。」朱子卒及其葬，距其跋〈三家禮範〉先後不

過六年。又值黨禁方嚴，謂有人焉，據其〈跋文〉，偽造〈家

禮〉，又偽作〈序文〉，及朱子之卒而獻之其家，有是人，有是

理乎﹗黃榦〈行狀〉則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

有損益，未及更定」。是亦謂《家禮》乃未定之稿也。白田竭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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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力為《朱子年譜》，世推精審，然遇大節目，考覈每見紕

繆。尤甚者，如其定《中和舊說》之年歲，與其辨《家禮》之偽

皆是。此乃限於識力，無可強求也。18
 

王懋竑於《家禮考》中，疑有人仿《三家禮範跋語》而作《家禮》，再

假託為朱熹親撰，以流傳於世：而《家禮》中的序文，也是仿〈禮範跋

語〉而作。然而錢穆認為王懋竑此說乃毫無證據的臆測之說，因為朱熹

晚年遭慶元黨禁，更列為偽學之魁，落職罷祠。《宋史》記曰： 

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

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19
 

在這一種情況下，又怎會有人據朱熹之跋文，再偽造專禮，偽作序文，

於朱熹會葬之時攜來獻之？而就王懋竑質疑朱熹為何不在〈跋三家禮

範〉中提及二十年前已著《文公家禮》一事，錢穆指出不同的文章有其

要旨，〈跋三家禮範〉乃朱熹為亡友張敬夫之書而作，故朱熹未有論及

自己舊著，以配合該文的體要，當為合宜之事。 

在崇尚朱學的日本學界，不少研究朱學的學者如阿部吉雄、兼永芳

之、上山春平、樋口勝諸位，都能廣搜朱熹本身的相關資料，考辨古今

學者就《文公家禮》論辯的正反意見，然後一致確定朱熹確曾撰述《文

公家禮》，且為其晚年擬進行編修儀禮之學的基本工作，只是屬於未完

成之稿而已。20而當代學者陳來也就此論題作出考議，在綜合諸家的論

辯之後，針對這一爭論已久的公案，作出與前人大體類似的共同結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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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古今學者就《文公家禮》之論辯，大抵仍停留於推理階

段，而缺乏直接有力的證據。《文公家禮》撰於朱熹這一事實，在無一

足以動搖其基礎的確證的情況下，僅據王懋竑一家之言，是無法推翻

的。雖然《文公家禮》曾在不知何種情況下一度失竊，而於朱熹會葬之

日才再出現，但朱熹在《朱子語類》中也自承「嘗定諸禮可行者」22；

再加上其兒子朱在、女婿黃榦及朱子門人也承認《文公家禮》為朱熹所

親編，對《文公家禮》一書採堅信不疑的態度。故我們有理由相信朱子

曾有撰修《文公家禮》之事，只是未能在生前定稿，僅通行於論學諸友

及門生弟子之間。《文公家禮》的真偽問題，雖為朱子學其中一個重要

的課題，然而若我們能擺脫此一制肘，視其為歷史條件下的文化產物，

當可發現其成書動機及原則，更有值得我們深究的地方，因為其內容所

重的，乃如何應時而變，從而在守經與權變之間取得平衡。23
 

第二節 三書的不同版本 

《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三書分別為宋明兩代甚具

影響力的家禮著作，三書同樣意識古禮不行的問題，十分關注禮學的傳

承與實踐，希望藉著對舊有的禮制的若干調整及變化，開啟新的氣象。 

一、書儀 

據《四庫全書總目．書儀提要》所言，「書儀」乃「古私家儀注之

通名」24，早於隋唐代已出現於一般士紳及百姓之家，如唐代鄭余慶

「嘗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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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宋初胡瑗撰有《吉凶書儀》二卷：「略依古禮，而以今體書疏儀式

附之。」26由此可見，司馬光取「書儀」之名，當為「從舊稱也」。27

《書儀》所撰的年月已不可詳考，但據《古泉山館題跋》所載，當《書

儀》問世時，「元豐（1078 至 1085 年）中薦紳家爭相傳寫，往往皆珍

祕之。」28由此可推論《書儀》或成書於司馬光（1019至 1086年）晚年

期間。 

《書儀》全書共分為 10卷，〈表奏〉、〈公文〉、〈私書〉、〈家

書〉為 1卷，〈冠儀〉1卷，〈昏儀〉1卷，〈喪儀〉6卷，可見其主要

內容是冠婚喪祭的禮儀，暨以其他日常儀節，如卷 2的「深衣制度」、

卷 4的「居家雜儀」、卷 9的「居喪雜儀」及卷 10的「影堂雜儀」等，

書札體式僅佔全書很小的比重，而《書儀》大部份內容本於《儀禮》，

再參當時可行者而撰之。「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

者要之。」29雖然《書儀》的內容己對傳統的禮儀制度進行了一些刪

減，並結合社會的現實情況作了一些變通，可是由於當中仍保留大量古

雅繁複的禮節，所以《書儀》在當時雖然被一些庶民階層所遵奉，但由

於自身的局限性，《書儀》對於廣大百姓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未能發揮

重大的指導意義，故朱熹於〈跋三家禮範〉中評之曰： 

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

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 儀物之盛，而竊自

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筐筒之藏，未有能舉

而行之者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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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書儀》「與古不甚遠」，只「是七八分好」31，但它對傳統禮制

卻作了一定的省簡和調整，形成了一個相對具體完整的家庭禮儀體例，

影響後世有關家禮的編訂。32《文公家禮》便是以《書儀》為基礎，參

考當中的體例著作而成，書中一半以上的文字語句乃援引自《書儀》的

內容，而《文公家禮》中的〈居家儀節〉更直接挪用了《書儀》中〈司

馬氏居家雜儀〉此一部份。 

二、文公家禮 

如前文所言，《文公家禮》對司馬光的《書儀》非常讚賞，認為其

有助開拓庶民習禮之風。然而司馬光的《書儀》雖已對古禮進行不少刪

削，但當中所記載的節文仍然比較複雜，難以通行於尋常百姓家。有見

及此，《文公家禮》便在司馬光《書儀》的基礎上，參考諸家之說，裁

訂增損，撰寫一部可以下適用於庶人階層的家庭禮書。可惜此書於朱熹

有生之年，仍未能成書於世，至朱熹死後，方出現了一部題為《文公家

禮》的著作。 

《文公家禮》亡而復出之後，朱熹的門人皆一致肯定其價值，並在

南宋時刊行了不同的版本，其卷數、版式雖略有不同，而內容卻大體一

致。據《直齋書錄題解》33、《宋史．藝文志三》34等書目的著錄，最初

《文公家禮》的版本當為一卷，然而此宋代一卷本的實物今已不傳。而

據明末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中所載，《文公家禮》曾有「四本

一套」的宋刻本，由「楊復附註，劉垓孫增注」。35此外，據方大琮

《家禮附注後序》所載，南宋嘉定四年（1211），朱熹門人廖德明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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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所刊《家禮》應為已知的最早版本。36此本僅有《文公家禮》正文，

沒有注釋，且分卷不明。其後，楊復和劉垓孫為此書作《附注》，並於

淳祐元年（1241）刊於廣州。可是此南宋廣州楊注本也與前述的廖德明

刻本一樣，均已不傳，故其分卷情況亦不明。此外，《四庫全書》收有

朱熹的《家禮》五卷、〈附錄〉一卷。37另參之於清瞿鏞《鐵琴銅劍樓

書目》38、蔣光煦《東湖叢記》39，都載有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

十卷，題門人秦溪楊復附注、後學復軒劉垓孫增注，凡〈通禮〉一卷、

〈冠禮〉一卷、〈昏禮〉一卷、〈喪禮〉五卷、〈祭禮〉二卷，前有朱

熹手書的自序一篇，可見宋時《文公家禮》已有五卷、十卷兩種刊本。 

由於《文公家禮》是一部流傳極廣、影響甚大的儒家禮儀讀本，故

而後世及東亞各國刊刻者甚眾，其版本情況也頗為復雜。40除以其為藍

本的《家禮儀節》外，明朝一代尚出現了不少根據《文公家禮》內容增

損改定的版本，如翁正春補選的《重鎸郡官板翁太史補選文公家禮》八

卷、彭濱校補的《重刻申閣老校正朱文公家禮》（又名《文公家禮正

衡》）八卷、羅萬化編的《新刻朱文公先生考正家禮通行》八卷、馮善

編的《晦庵先生家禮集說》十二卷等等。清代王復禮又撰有《家禮辨

定》十卷。然而這一類書，皆是就《文公家禮》內容加以增損改定，已

失原書的面目，41非本文的研究焦點，故在此不作深入研究。 

三、家禮儀節 

明代《家禮儀節》以宋代《文公家禮》為藍本，參之當時的禮制，

再加以損益。黃佐〈大學士丘公濬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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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

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

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為二十

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所著

《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

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42
 

《家禮儀節》原序亦有云其成書原因，乃因著者「自少有志於禮學」，

後來北仕中朝後，鑒於世人鮮行禮節，「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

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因而「竊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為

《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

士」43。 

由此觀之，《家禮儀節》的內容當較《文公家禮》更簡易，書中儀

節更為詳明具體，文字更加淺顯易懂。《家禮儀節》所引用的書目自

《儀禮》以下達四十種之多，其中官書包括唐《開元禮》、宋《政和

禮》、明《集禮》，而對宋以來的私家著作亦有廣泛涉獵44。相較於

《文公家禮》的五卷本，《家禮儀節》基本上依照《文公家禮》的脈

絡，由通禮至冠、昏、喪、祭等禮皆有論及，並在此之上「復衍以圖，

參酌編次」45，使各篇幅愈為充溢，將內容擴充為八卷，各卷包含儀節

（及書式）、考證、附圖三部分。46
 

《家禮儀節》增附禮圖一舉，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禮學當中涉及不

少名物制度，除可藉文字記載外，禮圖也為常用的輔助方式。因為禮圖

目驗最明，其說明效果有時甚或勝於文字敘述，讓人們更容易掌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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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從而加以實踐。47丘濬同鄉薛有孚受其影響，以《家禮儀節》作

參考，作有四禮圖： 

瓊山薛有孚氏教吾邑，嘗取朱子冠昏喪祭書（即《家禮》），參

以丘氏《儀節》，編為四圖，詳盡明白，據圖以觀者，真如身出

其間而與之周旋也，先生教人導俗之意，可謂得其本矣。48
 

然而《家禮儀節》禮圖並非全無缺點，如清《四庫全書》既疑《文公家

禮》非朱熹所作，故對《家禮儀節》附圖一舉，也採取批判的態度，並

認為其禮圖粗糙無可取之處： 

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

者，多不合於本書，……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龐雜錯落，殊無倫

敘。……其圖尤為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導四樂工鼓吹而隨

之，真無知之坊賈所為矣。49
 

清代學者郭嵩燾亦曾指出： 

邱氏所訂《家禮》為今世通行本，頗刪削原文，參以己意，而益

病其繁， 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50
 

此外，《家禮儀節》雖名為「儀節」，可是篇末卷八卻錄有大量文書範

例，這當然是丘濬希望從實用層面出發，以便利實踐的民眾，但這卻顯

然夾雜「書儀」類著作的用意，令體例稍嫌混雜。 

儘管《家禮儀節》有其缺失，甚或受《四庫全書》質疑其所撰者是

否丘濬本人。可是《家禮儀節》的作者為誰並不影響其禮學價值，而且

《四庫全書》也未能提供進一步證據論證其立場。故除了《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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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疑外，坊間對《家禮儀節》的所撰者為丘濬一事其實並無異議。

《家禮儀節》刊布以來也一直受時人所重視，多作刊行，較之於原本的

《文公家禮》更為廣用於世，甚至被混稱為《文公家禮》，並流傳至日

本、朝鮮兩地。如日本《倭板書籍考》卷二便曾著錄日本後西天皇萬治

二年（1659年）種秀堂刊印《文公家禮儀節》八卷，並注曰︰ 

大明成化中，邱文莊以《朱子家禮》為本，加以儀節考證雜錄，

而儒家之禮法成章詳也。51
 

朝鮮〈奎章總目〉亦有云： 

家禮儀節七本。宋朱子著，明瓊山丘濬儀節……冠昏喪祭之文，

詳載儀禮。朱子出而集其大成，命曰家禮。明丘文莊公衍之為儀

節，先曾伯祖莊敏公成四禮初藁，大約以紫陽家禮為經，以瓊山

儀節為緯，而略加損益。52
 

綜合上文，我們可知《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三書

的刊刻版本甚多，是一部流傳極廣，影響甚大的家庭禮儀讀本。三書一

方面根據前書的內容而著作，另一方面則補正當中禮儀內容或未能實踐

於當時的缺憾，以使書中禮節能適用於世，延續儒家的倫理禮教，這也

為三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著書原則。若其內容越能貼近時人所需，則其

流傳的範圍便越廣。以《家禮儀節》為例，由於書中的儀節清晰易懂，

讓民眾易於實踐，所以此書在問世不久後，不但流傳於中國的庶民階

層，而且更傳播到東亞儒教文化圈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並產生了很大的

影響，成為近代家禮學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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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書內容梗概 

《禮記》曰：「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

鄉，此禮之大體也。」53可見禮的內容不限冠婚喪祭，更包括其他日常

性的禮儀實踐，如相見禮、射禮及鄉飲酒禮等儀節。儒家強調禮學，講

究儀節，便是希望人民在日常生活的習禮過程中，通過應有的社會行為

實踐，學習真正的內情外禮。禮的內容雖不限冠婚喪祭四禮，但由於朝

聘與鄉射諸禮皆為諸候之禮，普通的庶民家庭不能具備，故《書儀》只

談此四禮，以行於庶民之家。《文公家禮》以《書儀》為藍本，參考諸

家之書，裁訂增損而成： 

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

氏，……及論祔遷，則取橫渠；……祭禮兼用司馬氏、程

氏，……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54
 

《文公家禮》一半以上的文字，可以說是出於《書儀》。《家禮儀節》

則按《文公家禮》的內容，再根據當時的社會需要而作一增刪，55並就

當中一些重要的儀節，詳加細述，令民眾更容易跟從實踐。 

由是可見，《書儀》是《文公家禮》的雛形，而《家禮儀節》則以

《文公家禮》為基礎，三書為同一體系，以文字簡潔、大綱明瞭、內容

淺近易行為著作原則，期望補前人之不足，令家禮不論在形式還是內容

上更臻完善。三書內容主要分為通禮、冠禮、昏禮、喪禮及祭禮等部

分，現將各卷的內容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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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禮 

通禮，即居家日常通行之禮。《書儀》並無此章，《文公家禮》將

之編訂，主要分為祠堂、深衣制度和居家雜儀三部分。 

《文公家禮》的祠堂制度，啟發自司馬光的影堂制度。按古禮，不

同階層會按其身份於不同場所祭祀祖先，如天子諸侯士大夫祭於家廟，

庶人則祭於寢。56司馬光的影堂制度，便是指庶人在家中的正寢位置懸

掛祖先的遺像，並在遺像前舉行祭祀儀式。《書儀》規定，影堂內需存

放先公遺文、祠版等物；「影堂門無事常閉。每旦，子孫詣影堂前唱

喏，出外歸亦然」、「有時新之物，則先薦於影堂」，強調「敬宗收

族」的功能。57
 

《文公家禮》延續《書儀》的影堂制度，並將之改稱為祠堂，認為

「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

之」，以配合社會中下層家庭的祭祖需要；又因為祠堂是家人祖先魂魄

的歸依之處，是家庭名分和精神的根本所在，是整個家庭和家族活動的

中心，最能體現「報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是「開業傳世之

本」，所以朱熹特別將「本合在祭禮篇」的〈影堂雜儀〉，「冠於篇

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58。  

《文公家禮》認為履行祠堂制度，一方面可以培養子弟報本返始、

慎終追遠的孝敬之德，另一方面，又可以達到凝聚宗族、建立和諧家庭

的實際作用。《文公家禮》祠堂之制為以後的祠堂發展提供了藍本，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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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世祠堂在形式上各有所不同，但在原則上一般都以《文公家禮》的

規定為准。59《家禮儀節》繼承《文公家禮》的編撰原則，強調祠堂制

度「尊祖、敬宗、收族」的功用，於《家禮儀節》中多引用《文公家

禮》的內容。 

至於深衣制度和司馬氏居家雜儀，因為二者皆是不可一日而不修

者，所以《文公家禮》將之同列於通禮篇。《禮記．深衣》引《玉藻》

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60可見深衣是古代諸

侯、士大夫家居常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禮服，但後世並不流行。北

宋司馬光有意復興此制度，便據《禮記．玉藻》所存的深衣遺制，著有

〈深衣制度〉一篇。朱熹在此一基礎加以參酌，並以其為「平日之常

服」61而作為通禮，供人們冠婚、祭祀、宴居、交際時穿用。深衣同時

也是死者的襲殮之具，可見其函蓋面十分廣泛。《禮記．深衣》孔氏正

義曰： 

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

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62
 

可見深衣為上衣下裳相連的一種服裝。而據《文公家禮》所載，深衣的

剪裁要求為「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

於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圓袂、方領、黑

緣、大帶、緇冠、幅巾、黑履」，63其用色、尺寸，皆有其意義，如衣

十二幅，代表一年十二個月的意思，當中具有「應規矩，繩權衡」的深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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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

之及肘……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64
 

由是可見深衣的用意，乃在於提醒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修身治己的應有

態度。 

司馬光「居家雜儀」內的儀節共有二十條，本在〈昏儀〉之後，

《文公家禮》將之全文收錄，並指出其對教化民眾的重要性： 

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

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65
 

當中的內容主要關於一些家庭日常生活規矩、規範和準則，如家庭職份

方面，便要求家長能對各家庭成員「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

功。」66讓民眾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也知其規矩，知禮行禮；又結合

《禮記．內則》的一些說法，要求父母兄長必須重視子女的教育，並根

據孩子年齡的不同和男女的差別，訂下非常細致的規定，總的是要求子

女「恭敬尊長」，男子重在讀書明理，「誦《詩》、《禮》、《傳》，

為之講解，使知仁義禮知信」，女子重在「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

者。」67《家禮儀節》的〈溫公居家雜儀〉則只收錄其中兩節有關節

日、家宴的儀節： 

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

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眾多，冬至、朔望，聚於堂

上。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向，共為一列，各

以長幼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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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

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

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68
 

司馬光「居家雜儀」中的其他儀節，《家禮儀節》則按其特點，與其他

有關冠、昏、喪、祭等雜儀，一同收錄於《家禮儀節》卷八的「家禮雜

儀」之中。 

大體而言，《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三書的內容皆

以實踐性的儀文為主；而《家禮儀節》在每節或每篇之末，以正文的內

容為基礎，或另附餘註，或輔以考證，說明儀節內容的有關禮意，讓民

眾能以茲參考。如《家禮儀節》卷一〈通禮〉便設有「通禮餘註」、

「通禮考證」及「宗法考證」，當中引《周禮》、《禮記》等其他經典

學說，以證其儀節用之有度。《家禮儀節》又認為當時「古之廟制不見

於經，且今士庶人之家亦有不得立者」，故《家禮儀節》卷末又附通禮

圖，詳列各圖樣式，希望以不同的「尺式主圖」，能令時人「易曉」當

中儀節，「明親屬序立之位」，以能真正實踐家禮。69
 

二、 冠禮 

冠禮是古代的成人禮。加冠表面上看來好像只不過是個人備服的小

事，但其實當中蘊含「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理念，故被稱為

「禮之始」，可見其重要程度，《禮記‧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在於禮義；而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

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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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

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70
 

冠禮主要分為〈冠〉、〈笄〉兩章，冠指的是男子結髮（把頭髮綰起

來）加上冠，笄就是女子結髮加上笄。冠笄之禮一般分別由父母主持。

一場完整的冠禮有不少儀式，僅加冠就有始加、再加、三加等儀式，前

後還要告於祠堂、致請賓客、拜見尊長等等。由於其儀節繁多，所以當

時冠禮並不流行，不少學者所纂集的家禮也不載冠禮之事。 

司馬光認為冠禮之不行，使得「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世人

皆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他認為「其禮不可以不

重」，行之方能「責成人」也。71司馬光便在其《書儀》中，制訂了冠

禮的儀式：男子凡年十二至二十歲，只要父母沒有期以上之喪，便可以

舉行冠禮。《書儀》冠禮儀式基本同於《儀禮．士冠禮》，但為了順應

時變，司馬光將《儀禮．士冠禮》的內容加以簡化，將「三加」的緇布

冠、皮弁冠、爵弁冠，代之以宋代通行的巾、帽、襆頭，以配合當時的

生活習俗，使冠禮易於為大眾所掌握。 

《文公家禮》秉承司馬光的立場，認為冠禮乃人生的一個重要環

節，它意味著少年男女已長大成人，開始享有家庭、社會中應有的權利

和履行應盡的義務，諸如入祭、服役、結婚等，故《文公家禮》對當中

的禮節甚為重視。朱熹認為冠禮既富於意義，且簡便易行，值得提倡： 

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卻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云，

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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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家禮》便沿用了《書儀》中的主要儀節，而在若干細節上有所轉

變，如古人冠無常月，筮日以謀行禮之期，《文公家禮》則認為「古禮

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73，可見其配合時代變化的行

禮原則。 

《家禮儀節》則更詳細列明當中儀節，認為「既有定日」之後，當

「訪求合用之人，措辦當用之物」74，方令「行禮之時，不致失誤」。75

《家禮儀節》又於〈冠禮〉卷未附「冠禮餘註」、「冠禮考證」，以說

明當中儀節的意義。此外，為了讓民眾便於理解進行冠禮時的陳設位

置，《家禮儀節》於卷二末又設長子冠圖及眾子冠圖，以讓民眾易以跟

從。76
 

三、 昏禮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77說明人類社會的一切人倫道德，都是由男女通過婚姻結為夫婦而派生

出來的，故認為婚禮是「禮之本」78。《禮記．昏義》：「昏禮者，將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79可見儒家對婚禮特別

看重，賦予婚姻一種神聖的意義，並以不同的儀節加以表達。《儀禮‧

士昏禮》便齊備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六禮。80
 

《書儀》基本上遵從《儀禮．士昏禮》，不同之處在於儀節更貼近

民眾的生活所需，如在迎親前一日，增設「鋪房」此一儀節，「女氏使

人張陳其婿之室」，有此一改變，乃因「鋪房，古雖無之，然今世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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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可廢也」；又如〈士昏禮〉規定婿「乘墨車」親近親娘，但司馬

光體恤庶民家庭的經濟能力，改「乘墨車」為「婿乘馬」，並允許新婦

若乘毡車會嘔吐者，可改乘擔子。如是種種，我們皆可見司馬光秉持務

實的態度來編著禮書，考慮人民的現實需要，令禮節得以真正實踐。81

此外，〈士昏禮〉定新婦「三月而廟見」，新婦在行廟禮之前，不能算

是夫家的正式成員，如果在此期間不幸離世，便要歸葬女家。《書儀》

針對此點，取消「三月廟見」之禮，並將之改為新婦入門，即可與新婿

一起拜祖先，並明言：「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亦不可廢也」82。

司馬光此舉大大改變了傳統婚禮的禮儀，頗受一些禮學家的非議。 

《文公家禮》承襲《書儀》鋪房、婿親迎乘馬等新設的儀節，並將

「三月廟見」和「拜先靈」折衷為迎親後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

83。《文公家禮》又將「六禮」省併為納采、納幣和親迎此「三禮」，

以從簡便，其正文十分簡略，主要分為議昏、納采、納幣、親迎、婦見

舅姑、廟見，婿見婦之父母七節。《文公家禮》將「六禮」併為「三

禮」，這一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婚姻制度。《家禮儀節》的

婚禮大體跟從《文公家禮》的內容，而略作增刪： 

濬按：古有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

納幣、親迎，以從簡省。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請併

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然進於書辭之間，略及其名而已，其實

無所增益也。84
 

並設有「昏禮餘註」、「昏禮考證」、醮壻圖、醮女圖等，以輔佐正文

內容，如針對當時重視經濟的社會風氣變化，參照《書儀》、《文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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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內容，強調男女雙方談論婚嫁時，當以家法品德為重，以不應以

對方的家勢作考慮條件： 

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

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

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

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

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

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85
 

可見《家禮儀節》並非盲目復興古禮，乃在社會當時的變化上而有所調

適。86
  

四、 喪禮 

《儀禮》、《禮記》之學，向以喪禮、喪服為重，先秦以來儒家即

提倡三年之喪。雖然歷史上曾有反對「厚葬久喪」的聲音，因應統治者

的好尚而提倡「薄葬短喪」87，但喪禮在中國文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確為不容爭辯的事實。究其原因，乃由於吉凶禮異，而凶喪之禮多

行於倉猝急迫之間而每多禁忌。對比其他專禮，喪禮是最為保守而不輕

改變的，其中的禮節也最為繁雜，如喪禮從始死直至期滿除喪，依古禮

為時當長達二十五月，當中的儀節極其複雜；再者，中國人對孝親、敬

宗的觀念十分重視，儒家認為生養死葬，當為人子應盡之孝道，同時也

是家人親情至性之表現，每每藉喪服制度來辨別親疏之遠近，所以自古

便十分重視有關儀節，當中有很多細微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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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儀》〈喪儀〉將《儀禮》中有關喪葬的〈士喪禮〉、〈既夕

禮〉、〈士虞禮〉和〈喪服〉四篇內容，加以簡約，並對當中的儀禮作

了很多變通。例如，《儀禮》本設有「受服」，《書儀》則無，而按世

俗不備「受服」： 

古者既葬，練、祥、禪都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

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

也。《書儀．．》：按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為除服即著禪服，今從．．

眾．。
88

 

再如《書儀》雖循《儀禮》有「卜宅兆葬日」一節，但同時又提出「今

若不曉卜筮，止用杯珓可也。若葬於祖塋，則更不卜筮」89，減省當中

儀文，以方便時人行禮。 

《文公家禮》〈喪禮〉承襲《書儀》〈喪儀〉的內容，亦無受服，

並提出「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認為「今人不曉占法，且從

俗，擇之可也」，進一步減省治喪的禮文，貫徹《書儀》方便時人行禮

的原則：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理

會教簡要易行。90
 

可是由於當時的喪禮頗受遼、夏、金等異族火葬習俗的影響，再加上自

佛教傳入中土後，引入荼毘之法（火葬），民間百姓不復以火葬為大不

韙91，如此種種，令當時的葬禮，不論在儀節方式還是精神風貌方面，

都與傳統禮書的制定頗有出入92。《文公家禮》決意捍衛禮本，希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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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禮矯正時弊，本其弘儒排佛的立場，強調「治喪以至公行之，不作佛

事」93。因此《文公家禮》部份禮節有別於書儀，重守古禮，如強調應

恪守葬後三虞、卒哭等舊制。再如五服的布料，《書儀》只有斬齊跟從

古制，「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94；《文公家禮》則要求五

服皆全遵從古制，斬齊功緦仍依次用生、粗到熟、細的麻布。 

《文公家禮》〈喪禮〉的內容以古禮為經常，以時俗為變異，《家

禮儀節》喪禮的內容亦應世約取，大體如《文公家禮》般遵從《儀禮》

節目，除了記載喪禮的過程和儀節外，又附有祝文，共分三卷，包括有

初終、小殮、大殮、成服、弔喪、聞喪、奔喪、治葬、居喪等儀節；卷

末附「喪禮餘註」、「喪禮考證」及喪禮圖於三卷之中，讓民眾可跟從

實踐。95本附於卷末的「居喪雜儀」，丘濬則將之收錄於卷八的〈家禮

雜儀〉之中。 

五、 祭禮 

《說文》釋禮曰：「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96說明了禮儀與祭

祀活動有密切的關係，而最早形成的禮便是祭禮。《禮記．祭統》謂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97，乃因「祭者，教之本也」98，意謂它是人生

道德教育的根本：民眾通過祭禮，一方面可以追繼未盡不及之孝養，另

一方面又可以培養返始報本之孝心。 

《書儀》參照《儀禮》、《開元禮》99，在〈喪儀〉中以時祭為祭

祀重心，制定了家祭的程序和規則。《文公家禮》則專設〈祭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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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以《書儀》的內容為基礎，並採用程頤的主張，根據所祭的祖先以

及時節的不同，共分「六祭」：四時祭、初祖祭、先祖祭、禰祭、忌日

祭和墓祭，又會因應不同的對象而於不同的時節進行祭祀，如「時祭用

仲月」100、「冬至祭始祖」101、「立春祭先祖」102、「季秋祭禰」103，

墓祭則於「三月上旬擇日」104。以上六祭的名目雖然不同，但禮儀卻大

致相同，只是根據不同的祭祀性質而略有增刪。如六祭均有齋戒、設

位、具饌、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

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等節目，而忌日祭則強調祭祀當日「不

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105希望

藉此培養與禮者誠敬之心。 

《家禮儀節》祭禮的禮儀與《書儀》、《文公家禮》大體一致，書

中仍仔細記載了當中的儀節，並附有祝文，以便利民眾跟從。卷未設

「祭禮考證」、正寢時祭之圖、每位設饌舊圖、兩位並設饌圖，以輔佐

正文內容。如《家禮儀節》於「祭禮考證」便引《禮記‧王制》的內

容，指出當中雖有「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的說法，但《家

禮儀節》認為「後世非世貴富者，不復有祭田，苟有祿食及財產者，皆

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也。」106，指出民眾於入祭時並非必須完

全合乎禮儀的規範，而只需按其能力來行禮便可。這正正貫徹《家禮儀

節》深明禮教大義，又順應世態民情的務實態度：「凡祭，主於盡愛敬

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

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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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家禮雜儀 

〈家禮雜儀〉為《家禮儀節》的內容，《書儀》、《文公家禮》皆

無此章。丘濬在當中除收錄〈司馬氏居家雜儀〉和〈居喪雜儀〉的內容

外，還「倣喪儀則例，補入冠、昏、祭雜儀」108，補入〈冠禮雜儀〉、

〈昏禮雜儀〉、〈祭祀雜儀〉及〈居鄉雜儀〉等「人家日用之不可無

者」109，並引用其他經典學說中有關儀節，以供時人遵從。如於〈昏禮

雜儀〉中，便引《禮記‧曲禮》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

幣，不交不親」、「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等內

容110，以補卷三《昏禮》未有提及之儀節，以作警醒。再如〈居喪雜

儀〉引《禮記‧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

禮》。喪復常，讀《樂章》。」111提醒時人喪禮前後應注意的日常禮

儀。《家禮儀節》又參朱熹〈增損呂氏鄉約〉，補入〈居鄉雜儀〉： 

按：《呂氏鄉約》有四，其一曰禮俗相交，而朱子增損禮俗相交

以為目，而又有四焉。曰尊幼輩行，曰造請拜揖，曰請召送迎，

曰慶吊贈遺。今本呂氏舊條，而折衷以朱子之所增損者，其間又

稍酌以時俗之宜，揭綱分目，使人易曉，附書于〈家禮雜儀〉之

後，雖曰鄉儀，是亦人家日用之不可無者也。112
 

當中詳言輩行之等、相見之禮、往還之數、名帖之式、進退之節、迎送

之禮、拜揖之禮、道塗之禮、請召之禮、齒位之序、獻酢之禮、勞餞之

禮、慶吊之禮、獻遺之禮等禮。如於〈輩行之禮〉中，便仔細說明年齡

輩份的劃分，以讓時人知輩行，懂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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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謂長於己三十嵗以上者。父之友及無服親，在父行者及異

爵者，皆是。長者，謂長於己十嵗以下，在兄行者。敵者，謂年

上下不滿十歲者﹐若長於已爲稍長，少於以為稍少。少者，謂少

於己十歲以下。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者。113
 

此外，《家禮儀節》在〈家禮附錄〉中，收錄了不少有用的書儀、墓志

及祭文，以供時人於必要時使用。當中可分為：通禮的家書；冠禮的字

辭、字說；昏禮的聘定啟及回啟；喪禮的書疏、墓志、祭文；祭禮的書

簡、祝告。凡此種種，皆讓民眾於倉促迫遽之間便於應用，避免觸犯禁

忌。如喪禮書疏之一的〈慰人父母亡疏〉114，提供範文的同時，更於文

中指出不同的對象應用不同的修辭。凡此種種，皆可見其便利性、實用

性。 

小結 

從三書各卷的內容可見，《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

三書皆是以一種務實的態度來整頓推行繁瑣的禮節，《文公家禮》和

《家禮儀節》更希望能以淺近之言，將本為繁瑣的禮節，通用於庶民之

間，使人易曉可行，以挽救當時禮節不行的社會世風。三書經過一再的

修訂後，體例漸趨完備而且綱領清晰，禮儀安排緊湊、連貫，加上文字

表達簡潔，這些都便於其著作發揮對現實生活的指導作用，達到「崇化

導民」115的目的。 

就形式而言，三書篇章的架構設置，基本上依循司馬氏《書儀》，

而內文及附注之編排大體承襲舊籍經傳，分通禮、冠禮、婚禮、喪禮、

祭禮、家禮雜儀等章節。至於禮制內容方面，《文公家禮》及《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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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皆敢於對古制作大膽革新，而對傳統禮儀的更新具有較強的自覺意

識，能因人、因地、因時而對古禮作大幅度的刪減，如《文公家禮》併

婚姻「六禮」為「三禮」（納采、納幣、親迎）；正文不訂「廳寢戶

牖」、「庭階升降」等繁禮縟文，僅為主體過程的描述，方便民眾參考

使用。此外，《家禮儀節》更從實用層面出發，在篇末卷八附錄大量文

書範例，便利民眾依循實踐。其中《家禮儀節》較明顯的創發為儀禮圖

的設置，讓人們能更容易掌握禮儀細節。雖然不同學者對有關書儀及儀

禮圖的設置頗有微言，認為《家禮儀節》「頗刪削原文，參以己意，而

益病其繁，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116，令體例稍嫌混雜；然而究其用

意，乃因從實用層面出發，以便利民眾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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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鄭麟趾：《高麗史》（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卷 30，〈高麗史‧鄭夢周〉，頁 1779。 

2 鄭麟趾：《高麗史》（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卷 17，〈高麗史‧大夫士庶人祭禮〉，頁

978。 

3
 朱熹：《晦菴續集》卷 3，〈答蔡季通〉，頁 37。 

4
 「……始以禮為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之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

也。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

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

國、王朝之謹，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稿而先生殁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

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卷 20，〈書晦庵先生家禮〉，頁 176。 

5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 34，〈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

夫謚文朱先生行狀〉，頁 347。 

6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 34，〈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

夫謚文朱先生行狀〉，頁 347。 

7
 「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

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見楊復：《家禮附錄》，載朱傑人、嚴佐

之、劉永翔編：《朱子全書》，頁 947。此數語當為李方子於《紫陽年譜》中的原本語

句，但《紫陽年譜》三卷已於明時亡佚。近代學者束景南則從南宋真德秀《西山讀書

記》卷三十一中輯出李方子的《紫陽年譜》。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1511。 

8
 「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

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未嘗為學者．．．．．

道．，易簀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榦直卿云：『《家

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李方子：《紫陽年譜》

〈乾道庚寅六年條下〉。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1513。 

9
 「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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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代家禮的延續與活化 

禮包括禮義和禮儀這兩部份，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禮儀必須

以禮義為基礎，而抽象的禮義則通過具體的禮儀方能呈現人前。由是有

學者認為禮儀不可刪減，否則將影響禮義的表達與傳遞。可是，禮一方

面為「天之經，地之義」1，當中的禮義不應也不能輕易改變，但另一方

面，禮也需以「時為大」2，配合社會人情的轉變而作出修訂，方切合民

眾所需，好讓禮制發揮應有的社會功效。禮應如何嬗變，便成為禮學思

想傳遞的其中一個重要課題。 

本章擬辨析宋代家禮與傳統儀禮相合相異之處，探討前人先賢如何

權衡審度，對傳統禮節作出變更修訂的同時，又保留當中的禮義，以延

續與活化儒家的傳統思想。由於《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

節》三書為同一體系，而《家禮儀節》多沿襲《文公家禮》的內容，只

是就當中一些重要的儀節詳加細述，二書的主要內容分別不大，故本章

將以《書儀》及《文公家禮》為本課題的討論重心，詳細闡述了《書

儀》及《文公家禮》中，有關通、冠、昏、喪、葬諸禮的實踐，及其背

後彰顯的意義，希望通過以上的說明，辨析《書儀》、《文公家禮》與

古代禮書的延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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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通禮：日修其德 

〈通禮〉的內容，皆為居家日常通行之禮。《書儀》並無此章，朱

熹將之編訂，將本在〈祭禮〉的「影堂」3、〈冠禮〉的「深衣制度」和

〈昏禮〉的「居家雜儀」這三部分，結合成為《家禮》〈通禮〉的內

容，「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4，讓眾人可依書中內容，於日常生活中依

禮修德。《家禮》中的「深衣制度」和「司馬氏居家雜儀」多沿襲《書

儀》的內容，唯朱熹認為以影像祭祀先人，有違敬意，主張專用祠版祭

祀，又將影堂改名為祠堂5，並將「祠堂」一節置於《家禮》之首，強調

與禮者報本返始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禮制只認可貴族能建廟祭祀祖先，而庶人並

沒有這個權利。《禮記．祭法》中曾概括了有關建祠祭族的觀念：王立

七廟一壇一墠，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大夫立三廟兩壇，士立二廟一

壇，官師一廟，而庶士庶人無廟。6由此可見，自古以來，只有貴族方有

家廟進行祭祀，祭祀的場所與祭祀者的身份息息相關。若庶民要進行祭

祀，則只能「祭於寢」7。影堂的設置無疑是對古代祭祀制度的一大變

更，揭示了宋代社會庶民階層地位逐漸提昇此社會現象。《文公家禮》

以司馬光《書儀》中的影堂為藍本的祠堂制度，更對南宋以後的宗族制

度產生了深遠影響。本節擬先就宋代的家廟制度作一概括的引介，並在

此基礎上探究《書儀》和《文公家禮》如何一方面配合其時社會的轉

變，回應民眾訴求，提出新的禮法制度，另一方面同時配合禮義原則，

以延續儒家的祭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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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家廟以別貴賤 

祭祀禮儀自古已是中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份，所謂「天子七廟，諸

侯五廟，大夫三廟，庶人祭於寢」。一直以來，王朝的禮制只認可皇

帝、貴族、士大夫能有不同的權利來建廟祭祀祖先，而庶人沒有這個權

利。立廟祭祀此制度可說是貴族身份的象徵，司馬光曾對此做過簡練的

概述：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

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

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

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

營，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8
 

從司馬光這段話可見，立廟祭祖與身份地位有著直接的關聯，是官員地

位的象徵，是國家禮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家廟有相當嚴格的設置規

範。可是時至五代，原本根據國家法令規範下的家廟祭祀制度被破壞殆

盡，「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為遑，禮頹教哆，廟制遂絕。」9經歷

唐末五代的混亂，前朝諸多禮制多已荒廢，自古的家廟制度已失去了規

範。 

宋朝建國之初，統治者又忙於平定割據勢力，安撫民眾，根本無暇

重建家廟制度。在缺乏統治者的帶領下，人們開始自行摸索宗族祭祀的

形式，根據自己家族的實際情況，締造適合自己宗族的祭祀祖先的方式

和場所。由於經歷五代的紛亂局面，社會經濟普遍未能復興，即使本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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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廟來祭祀祖先的諸侯將相，在經濟未興的情況下，便不論自身身份地

位，以簡便的祭祀方式，採用祖先的畫像進行祭祀，「唐季以來，為人

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於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10由是寢

祭這種不合封建禮制的祭祖儀式，便成為北宋前期，人們祭祀祖先的主

要形式。 

宋仁宗在位期間（1023－1063），宋代社會秩序相對平穩，朝野內

外的士大夫開始思考重建禮制規範。雖然宋代家廟制度尚未確立，但一

些世家大族仍希望能繼承前代傳統，根據傳統的尊卑觀念，按本族的實

際情況，建立自己的祭祀場所，以圖改變當時社會中不論貴賤「多祭於

寢」的現象。如曹州濟陰任氏家族「自唐後、五代、晉、漢、周傳官不

息」11，是名副其實的官宦世家，熟悉前朝祭祀之法，為了祭祀先人，

任氏家族便在府第旁邊建起一座新堂，專門供奉先人，以表示其對當時

不論身份地位的祭祀形式有所不滿，認為這樣有違傳統禮教： 

患其先庙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于神明，故制器服立

宗庙以祠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寝，蓋亦

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久矣。12
 

宋代政府雖然未有確立家廟制度，然而祭祀之事不能草率，是以他們便

參考當時的情況，自設新堂進行祭祀： 

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

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

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无因而立……按前代私廟並置

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于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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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氏一族更將這個新堂取名為「家祠堂」，由是「家祠堂」便成為任氏

一族在宋代家廟制度確立之前的「一時之禮」，以實踐其「奉先之

道」。14
 

除了一些世家大族外，朝中有影響力的士大夫也對這種尊卑不分的

情況感到不滿，他們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議，希望能通過政府的力量來

重建封建道德體系，要求恢復家廟祭祀制度。如校書郎張方平曾向仁宗

提出建議，希望能仿效唐朝典故，允許功臣立私廟：「如三朝配享功臣

及曾為將相，雖巳歿，有功徳於世者，今其子孫雖微，不應立廟，宜令

史臣先具功狀，申中書疇其勲跡之著者，許令本家追為修營」，並希望

仁宗皇帝能命令「禮官詳定立廟典制」。15
 最後，仁宗終在慶曆元年

（1041）十一月二十日的南郊赦書中，首次提出建立家廟制度，下詔令

「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16
 

慶曆元年的這道詔書，是宋代政府對於大臣祭祖方式的第一次明文

規定，在制度上允許官員修建家廟來祭祀祖先。然而，這只是一個原則

性的規定，從某種程度上說，僅僅具有象徵意義而已，並沒有實際操作

所需要的細節性方案。由於當時距家廟盛行的唐朝已年代久遠，不論是

宋朝政府相關部門，還是士大夫，都不甚清楚有關家廟制度的諸多具體

內涵。正如司馬光所說，「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

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17是以仁宗於慶曆元年所下的詔令，

實際上僅僅是一紙空文，並未得以推行，故於至和二年（1055），仁宗

再參宰相宋庠之議，令「禮官詳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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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

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院事以上，見任同宣徽使、佝

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18
 

希望能真正「建宗佑，序昭穆，別貴賤之等」。19其後，宋徽宗於大觀

四年（1110）再採納了議禮局的建議，對大臣祭祀廟數進行調整，提出

相關的細節，並明確規定「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

陞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20，以正八品為界限，正八品之上的官員立

三廟，其餘官員立二廟。這一規定大大降低了立廟的官品，使得大部分

有品級的官員都有資格立廟祭祖21，家廟制度得以在全國貫徹執行，並

一直沿用至南宋時期。 

地方官員作為特殊的階層，他們的言行多成為普通民眾學習的榜

樣。官員家廟的設置，對當地普通百姓的祭祀行為必然產生或大或小的

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宋代世族階層的沒落，新型官僚階層的崛起，擔

當民間經濟重要角色的豪門大族也逐漸仿效在上者的行為模式，建立自

己的宗族祭祀場所。家廟作為一項區別身份貴賤的制度，其身份差別標

誌在宋代正逐漸弱化，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間祭祀場所的興起奠定了基

礎，民間也逐漸出現了以影或神主22為祭祀物件的祠堂祭祀。 

二、影堂的創建 

祭祀儀式所表達的，主要就是基於人們對生命傳承的尊重、後人對

祖先的追思緬懷之情，此崇敬之心，思念之情，也正是人與禽獸有別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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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

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23
 

程頤認為「祭先本天性」24，祭祀乃以人的內在情感作基礎，再將之外

化為種種禮儀的行為，「聖人因而裁成禮法」25。是以祭祀祖先的種種

禮儀，其實是充滿人情味的行為規範，民眾應如何祭祀祖先，不單是禮

法制度的問題，更是品德培養的問題。故程頤把不進行祭拜祖先的人比

作鳥獸，指責他們失卻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情感道德。 

古時的祭祀禮儀有相當嚴格的禮制規範，一直以來只認可士大夫以

上的貴族階層方能建廟祭祀祖先，而並沒有為庶人定下詳細的祭祀規

範，只簡單言及庶人可在家中進行祭祀的場合：「庶人祭於寢」26。當

中所指的「寢」，便是當時民眾居室中的「正廳」27：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

以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28。 

可是，隨著宋代社會身份地位流動性增強，庶民階層的身份得以提升，

他們有意識地進一步追求自身的權利，希望通過禮教來提高自身家族的

素質。以往那種具有嚴格身份規定的祭祀制度，已經不能滿足新興階層

祭祀祖先的需要，需有一新制度來取締，這亦為宋代家禮的重點內容所

在：「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29。

禮制應如何訂定，方能配合民眾的訴求並延續當中禮意？庶民應怎樣才

能「心怵而奉之以禮」30？宋代士大夫在此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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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于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31也就是

說沒有官階的普通民眾可以建影堂來祭祀祖先。 

所謂影堂，其實仍是民眾居室中的正廳，只是於正廳中存放先人的

畫像或塑像，從而成為祭祀祖先的場所。32影堂制度其實並非由司馬光

所創，早於唐朝已有關於影堂的記載，《舊唐書》曰： 

文昌於荊、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

荊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

祭即以音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33
 

唐朝宰相段文昌生於荊州江陵，為當地的世家大族，其先人亦安葬在

此。由於段文昌早年要到其他地方做官，可是家廟祖墳無法遷移，為了

能繼續按照時節祭祀先人，段文昌於是便在新居另建影堂以供奉祖禰。

由於影堂規模不大，經濟負擔小，加之沒有身份方面的限制，這種影堂

祭祖的方式，於宋代便逐漸廣為人們所接受，如宋代名臣劉溫叟及王安

石家中均設有影堂34，後來更成為民間固定的祭祖場所。 

「祭者，教之本也」35，依時祭祀先人以表示對生命本源的追思，

此乃人們最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國先哲特別著重喪祭二禮，是因為通過

禮儀的實踐，便能培養民間的孝道精神，「慎終追遠，民德歸厚」36，

讓人民能報本反始，「事死如事生」37。是以不論家廟還是影堂，其首

要功能便是祭祀先祖。影堂雖非古代祭禮的常規內容，然而「凡禮，以

義起之可也。」38，影堂的創建乃回應了宋代新興階層返本之心的人情

訴求，是「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39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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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廟到影堂，我們可知道其中一項重要的制禮原則為緣情制禮。

但若我們再細心審視其內容，當可發現尚有其他制禮原則，有待我們深

思探究：影堂的設置乃回應時人報本返始的人情訴求，可是如果禮制的

訂定是以人情為重，那麼當可不用拘泥於祭祀場合的所在，而每個地方

皆可用於祭祀先人，這亦無改一己思念之情、返本之心。可是現在不但

訂明祭祀的埸合，更明確訂定當中儀式的細節，讓民眾進退有度，可見

在此當有另一些制禮原則，需要我們協作考慮，方能「稱情而立文」。

那麼，我們當如何判斷怎樣才是與情相稱的禮節儀文呢？儒家在此提出

了另一個制禮原則：「稱其財，斯之謂禮」40。  

儒家認為禮的實踐源於人的情感，是配合人情的表現，要求人們應

「發乎情，止乎禮」41，若民眾能「發而皆中節」42，便是達到儒家表達

情感的理想標準。不少人便因此認為禮既緣情而作，那麼情越重，理當

禮越隆；甚或認為若未能隆禮，便是「非禮」的表現，意圖以禮節的多

寡去判斷禮意的有無。宋代《禮記集説》中記有時人對備禮的一般看

法： 

禮以縟爲隆，財以嗇爲裕。禮之文難極，財之實有盡，而制禮之

節與用財之數常不能相知……夫儉則不及禮。不及禮，則朴固野

陋而無所觀，及禮，則財不足以稱之。43
 

當時不少人認為「財不足而禮有未至也」，所以常常認為應「求富以備

禮」44，可是，在現實環境中，每個人的身份、地位、能力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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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只以禮節的多寡去判斷禮意的有無，其實是有欠全面，也有違儒

家的禮學精神。以顏淵之死為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45
 

顏淵為孔子的得意弟子，雖然家境清貧，但其人安貧樂道，德行屢次得

到孔子的肯定：「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46顏淵與孔子情同父子，所以當顏淵不幸早死的時

候，孔子十分傷痛，「子哭之慟」，甚至發出「天喪予」的感喟，認為

自己的理想「今也則亡」47。  

由於家貧，顏淵的父親顏路為顏淵籌備身後事時，只能有棺而

無槨。顏路於是向孔子請求，希望孔子能賣掉其車子，好為顏淵籌

備葬禮。然而孔子卻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為由，拒絕為

顏淵賣車。孔子最後雖然沒有賣車為顏淵準備棺槨，可是孔子的其他門

人卻另行準備棺槨，讓顏淵得以厚葬。孔子曾就此事責難門人，認為因

為他們的緣故，使顏淵死時不能如自己的兒子孔鯉般得到禮葬，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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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視（顏淵）猶子也」。就顏淵之死，曾有不少人詬病孔子迂腐薄

情，認為孔子階級觀念過重，只懂維護與自己身分相稱的禮節（「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而忽略與顏淵的深情厚意（「回也視予猶

父也」）。然而我們若結合孔子其他言論一起作討論，我們當可發現，

孔子並非因其階級身分的因由而拒絕為顏淵準備棺槨，而是因為這樣有

違禮的本意，才有此決定的。儒家認為喪祭儀式合禮與否，並不是講求

禮節之有無，而是應該看所履行的禮節內容是否與自己的身分地位能力

相稱：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

財，斯之謂禮。」48
 

子路在此問及貧家如何方能養生為孝，事死為禮。孔子認為只要能「盡

其歡」，讓父母在生時生活愉悅，即使只能以豆粥、清水供養父母，也

為孝的表現；若能「稱其財」，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為父母籌備葬禮，

即使最後有棺而無槨，只能以衣棺這些基本禮節「斂其頭首及足，形體

不露」49，但由於已盡一己的能力，故也為禮的表現。相關的思想，我

們同樣可見於孔子與門人的其他對話之中：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

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茍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

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50
 

由此可見，孔子並不提倡隆禮，主張治喪之家應「稱家之有亡」去安排

種種禮節。若能如此安排喪葬禮節，定當沒有能「非之者」；否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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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不及」，才是不合宜的表現，這又怎會合禮呢？所以當孔鯉過世時，

孔子也是按其「家之有亡」而去準備喪具，「有棺而無槨」。至情同父

子的顏淵逝世時，孔子也想為其禮葬，所以才不答應顏路的請求，賣去

其車子為顏淵籌備喪具，並且出言勸阻門人不要厚葬顏淵。這並不是孔

子迂腐薄情，只以階級身分為重，而是因為他考慮到顏淵的家庭環境，

若其喪禮過於隆重，反未能與其「家之有亡」相稱，這才是不合宜的表

現。另一方面，顔淵生前「簞食瓢飲無求於外，死而薄葬則稱其德」，

所以孔子才會責難厚葬顏淵的門人，認為他們的行為反陷顏淵於不義，

令其「家貧而厚葬，不循理也」。51
 

禮緣情而作，喪禮的設置便是緣於生者對死者的深情厚意，希望能

「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亦為禮制的禮義所在。「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52，我們為先人設置棺槨，「非直為觀美也」，而是

「盡於人心」的表現，希望親人的遺體免受蟲獸所毁。由是儒家認為若

我們經濟能力許可，「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53，我們也應當盡

一己之力，「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54，而「無所留餘也」55，好好

為親人籌備後事，而不應「儉其親」；若「無財，不可以為悅」56，那

麼民眾亦只要能滿足最基本的要求，做到「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

封」57，「無使土親膚」58便可，並沒有要求民眾一定要設置棺槨。由是

可見，禮節的多寡與禮意的有無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是否「稱其財」、

「盡於人心」，才是制訂禮制的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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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宋代社會階級改變的社會發展，人民的生活相對得以改善而漸

趨富裕，較有能力去滿足禮節上的不同需求。縱使宋政府在開國初期未

有復建家廟制，但一些世家大族，已有意識地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來祭

祀祖先，以表孝思。如上文提及的曹州濟陰任氏家族，他們建「家祠

堂」的原因，一方面是「盡其心」，所以「制器服立宗庙以祠其先示誠

潔也」，另一方面則是基於經濟上的考慮：「禮，稱有其財」，並根據

此制禮原則來安排種種當中的禮節。59一般普羅大眾當然不能如世家大

族般，可另建地方來祭祀先人，但他們也根據其能力，善用家庭空間，

在家中的正廳設置影堂，並按日常需要來祭祀先人，以培養家中成員的

品德。 

司馬光後來更將影堂納入家禮的範疇，影堂正式成為一種祭祖場

所，承擔了祭祖場所應具備的諸多功能，舉凡家族大事，都要到影堂內

告知祖先，是家族各種儀式的核心場所。例如家中有男丁將要舉行冠

禮，便應要在影堂門外占卜吉日，以定行禮的日期： 

主人盛服，親臨筮日於影堂門外西向，若不吉，則更筮他日。60
 

昏禮中不少儀節也須於影堂進行，如在納采前的一天，男女雙方須至影

堂告知祖先： 

前一日，主人以香酒脯醢先告於影堂，主人北向立，焚香酹酒，

俛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

之子某，敢告祝興。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

氏。女家主人亦告于祖、彌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婿父之

儀。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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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迎娶之日，男方須到女方家迎娶新婦，並在迎娶當天到影堂拜見祖

先，以告訴祖先家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員： 

婿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

醢於影堂，舅姑盛服立于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

者，導婿與婦至於階下，北向東上，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酹

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搢笏，出辭跪讀之

曰：某以令月吉日迎婦某婚事見祖彌，祝懷辭出笏，興，主人再

拜，退復位，婿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62
 

除了冠昏二禮外，部分的喪祭儀式也是在影堂進行的： 

啟殯之日。夙興、執事者縱置席於影堂前階上，及廳事中央，仍

帷其廳事。備功布。長三尺。五服之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

位哭。63
 

啟殯儀式結束後，還要在影堂舉行朝祖的儀式： 

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立視。如啟殯。役者舉柩，詣影堂前，

祝以箱奉魂帛在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柩次

之。主人以下皆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

後，各以昭穆長幼為敘，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之右、女

居女之左，不與主人主婦並行，婦人皆蓋頭。至影堂前，置柩於

席北首，役者出。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於柩西，東向。64
 

並在影堂內舉行禫祭、時祭等祭儀： 

主人以下應拜者再拜哭，盡哀，祝匣祠版奉之還於影堂，主人以

下從至影堂不哭，退執事者徹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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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族中冠、婚、喪、祭等重大禮儀之事外，在日常生活中，影堂也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主人以下皆盛服，男女左右敘立如常儀，主人主婦親出祖考置於

位，焚香。主人以下俱再拜，執事者斟祖考前茶、酒，以授主

人，主人搢笏跪酹茶酒，執笏俛伏興，帥男女俱再拜，次酹祖

妣，以下皆徧納祠版出徹，月望不設食，不出祠版，餘如朔儀。

影堂門無事常閉，每旦子孫詣影堂前唱喏，出外、歸亦然，出外

再宿以上，歸則入影堂，每位各再拜。將遠適及遷官大事，則盥

手焚香以其事告，退各再拜。有時新之物，則先薦於影堂。遇水

火盜賊則先救先公遺文，次祠版，次影，然後救家財。66
 

《書儀》規定，人們在祭祀祖先之時，需身穿盛服，家中成員必須按照

一定程序來拜祭祖先。此外，家中成員每天早上、外出歸來皆要去影堂

向祖先行禮作揖；如有出遠門或是遷官之類的大事，則要焚香以告。家

中有時新之物，要先供奉給祖先。家中如遇天災人禍，要先救祖先的遺

物，其次是祠版，再次是畫像，最後才是家財。從以上幾段資料可見，

司馬光《書儀》將影堂與家族的日常生活緊緊地結合一起，要求人們平

日於影堂向先人行禮作揖，遇事必告，行儀時長幼有序，以實踐「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67，體現儒家「祭如在」68的祭祀精神。 

三、祠版的現實需要 

司馬光於《書儀》中詳定影堂所行的各種禮儀細節，讓人民進退有

度，以回應民眾所需，此亦為朱熹日後祠堂制度的藍本。《文公家禮》

延續司馬光的思想，認為報本返始之心，乃人之根本，是以尊敬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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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先人乃家族最為著重的事情，也為每日應做的事情，為「日用之常

禮，不可一日而不修者」69，故將之收於〈通禮〉之中，並將之置於

《文公家禮》之首： 

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所以開業

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

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

考焉。70
 

《文公家禮》認為人之所以有家，其開業傳世之本便是先祖，為了報答

祖先的無窮恩德，表現後人尊祖敬宗的厚意，就必須設廟祭祀祖宗；而

通過當中的種種禮儀，後人的崇敬之情得以恰度抒發，宗族精神由是得

以凝聚，這也是開創家業、傳承家統的根本所在。可是，由於「士庶人

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所以《文公家禮》不把庶民祭祖的場所稱為

「廟」，而將之改稱「祠堂」，而「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71

《文公家禮》未有沿襲《書儀》「影堂」的稱謂，乃因其反對使用影

祭，主張以祠版72進行祭祀。 

雖然當時祭祀同用祠版和影的現象已十分普遍但仍有不少學者反對

用影，如宋代學者張載便認為影祭有兩大缺點，一是畫像不真實，二是

時間長了，畫像就會磨損褪色，這無異於褻瀆祖宗：「影像繪畫不真，

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73，主張使用祠版進行祭祀。

朱熹亦反對用影進行祭祀，他認為祭祠中若有祠版又有影，將會使祖先

的精神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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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其原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

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也。74
 

所以反對影祭的方式，主張專用祠版。然而祠版其實與畫像一樣並不真

實，若不好好保存，也會磨損褪色，二者並無二樣；此外，若言使用祠

版及影像，便會使祖先的精神渙散，未免流於迷信之談。可見張載朱熹

二人主張專用祠版之理據，實有不足之處，需作一補足。 

「按古禮，廟無二主。」早於祠版及影祭普及以前，古人主要以尸

祭為祭祀儀式：「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

尸。」75尸祭的歷史源遠流長，《禮記》中便記有夏、商、周三代關於

尸祭的情況：「周坐尸， 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

祭，殷坐尸。」76尸祭是一種以尸象神的禮儀制度，《禮記．郊特牲》

有云：「尸，神象也。」77當中的「尸」，便是指代替祖先接受祭祀、

享用祭品的活人。究其立尸以祭的原因，鄭玄認為是由於「孝子之祭，

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78希望以尸來象徵被祭祀

的對象，讓與禮者的情感能有一具體的連繫。 

儒家主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79，認為祭祀者進行祭祀時的態

度應是嚴謹而恭敬的，祭祀者應「事死如事生」，假設祭祀的對象就在

眼前來進行祭祀。然而死者已矣，形象渺渺而不可及；若祭祀對象和拜

祭者的年代相距甚遠，祭祀者對其印象或有模糊，難以凝聚情感以顯思

念，孝敬祖考之精神由是散渙。有見及此，古人便立尸以祭，希望藉著

把所祭的對象真實地呈现在祭祀者面前，幫助祭祀者萃聚精神以表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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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祖崇敬、告慰之情，「祭有尸，即有形可見，有象可想，故設尸以

為先祖之象。」80
 

根據《儀禮》的記載，尸祭的程式是極其複雜的。「尸」一般由死

者孫輩充任，祭祀者迎「尸」入室後，主祭人便請「尸」安坐。祭祀者

親自拿鸞刀割取祭牲的內臟獻給「尸」品嘗，勸「尸」就食，待「尸」

進食後，方與族人進食剩餘的供品，以示祖先普施恩澤。除準備供品讓

「尸」享用外，祭祀者又會舉行樂舞以娛「尸」，以示敬意。81然而隨

著戰國末期戰亂頻仍，人民難以再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物來進行

儀式繁瑣的尸祭，他們不得不改用簡便的方式向鬼神致敬。「尸禮廢而

像事興」，於是開始出現了人民以木像或神主代替「尸」作為祭祀對象

的情況。82至漢代，以木像和神主來進行祭祀的情況已十分普遍。據

《漢舊儀補遺》載，漢高祖劉邦死後，他的廟裡便出現了替代「尸」的

神主和木偶神像： 

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

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

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

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陷

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幾、杖、竹

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83
 

漢高祖的宗廟不僅藏有神主，還設有神像以作祭祀，可是古時並不是每

個人都可以擁有神主的，「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

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84至唐宋時期，方規定三品以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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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家廟可有神主，85並根據晉安昌公荀氏祠制，規定神主的樣式為

「長一尺一寸，慱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

座』、『夫人某氏之神座』。書訖，蠟油炙，令人理，刮拭之。」86
 

至宋代，一般庶民不能立神主的規定，隨著社會階級的消弭而發生

變化。有學者提倡人們不論貴賤皆可立神主，並根據神主的樣式來設計

祠版，如司馬光便主張庶民可使用桑木為祠版來進行祭祀： 

題云某官府君之神座，某封邑夫人郡縣君某氏之神座，續加封

贈，則先告貼，以黃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神座，版下

有趺韜之，以囊籍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為一匣，今從之禮，虞

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于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

栗木為之。87
 

由是，影與祠版便通用於民間，甚至出現神主和影像並存的情況。綜觀

上述資料，不論是尸、影還是祠版的設置，其最終目的乃在於幫助後人

凝聚情感以顯孝思敬意。後人只用祠版而不用影的原因，並不是由於祠

版較能將祖考之精神「萃聚於此」88，而是基於現實的考慮而有此安

排。由於影祭的設置最初是以一位先人一幅畫像為單位，可是後來祭祀

的對象隨著歲月而不斷增加，加上人像所佔的空間不少，祠堂內難以將

之全部懸掛，於是後來逐漸出現了數位或數輩祖宗共用一幅畫布的現

象；部份家族甚或由於經濟實力不足，無法延請畫師繪製人像，於是便

省去人像，專書文字，以祠版為其祭禮的形式。89
  



147 

 

從以尸作祭，到神主和影像並存，再到只提倡使用神木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見禮儀是需要配合現實境況而作出調節，而這一轉變從具體

到抽象，又與人類思維演變的過程相配合： 

語言文字建構了人們意識中的世界，在語言文字中可以呈現一個

民族深層的思維和意識結構……漢字是現在世界唯一還在使用

的，以象形為基礎的字，這種象形文字當然是從圖畫抽象、規

範、滋生而成的。……早期文明時代的文字符號表明，古代中國

人不習慣於抽象而習慣於具體。90
 

中國古文字以象形為基礎，字體的歷史愈為古舊，字形愈像圖畫。這些

圖畫符號的線條經過不斷的抽象化、簡化及標準化，最後成為我們今天

所使用的文字。從文字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知道具體物像為思維的原

始根據。「尸，神象也」，尸祭即為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具體表現，古

人需「祭有尸」，方能「有形可見，有象可想」91。後來慢慢將祖先的

形象抽象化、線條化，成為立體的神像、平面的影像，最後成為抽象的

符號，以文字──祠版成為祭祀的對象。 

《文公家禮》除了將影堂改稱為祠堂，主張以祠版作祭祀外，又將

祠堂訂立於「正寢之東」，其制為： 

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

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為遺書衣物．．．．．．

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

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

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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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問

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92
 

從《文公家禮》的內容可見，該書強調祠堂敬宗收族的功用，其建築面

積要能容納所有家族成員，讓「家衆敘立」，並要有收藏祖先遺物的地

方，以作紀念，而祠堂所在的房屋由本族宗子世代守護，不得拆分，讓

宗族各支能清楚地祭祀他們應該供奉的對象，以保證家族祠堂的世代延

續。 

《文公家禮》所設想的祠堂，又特別強調宗子在家庭禮儀中的重要

地位，在各種活動中，我們都能看到宗子的身影，宗法色彩十分濃厚，

如冠禮「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93；昏禮「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

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94；喪禮「若宗子自為喪主，則敘立如虞祭

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宗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

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95等等；而每到初一十五，

族人要定期參拜祠堂，「正至、朔望則參」，族人在宗子的率領下，在

祠堂內按照輩分、長幼秩序排列： 

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

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

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

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

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内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

東上。立定。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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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序立位置為家族的男性成員排在宗子之後，如有叔伯或兄長，則

並排在宗子右側稍前方向；女性成員則排在宗子妻子之後，如果宗子的

母親健在，則排在主婦之前，有叔伯母、姑、嫂、姐等，則排在主婦左

側稍前方向。排序妥當後，便開始祭祀的儀式。從這一仔細的排序內

容，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大家族中每一個家族成員的人物關係。《文

公家禮》提出如此詳細的規劃，無非就是劃出家族中嫡庶長幼的關係，

以規範各種宗族倫理。 

為了進一步加強祠堂敬宗收族的功能，《文公家禮》又規定只有嫡

長子有權祭祀父親的亡靈，而其它與嫡長子同居的庶子，在其死後，其

子孫可為其另建祠堂，經歷數代以後，其祠版便可納入該房祠堂的神

龕，從而保證了每個宗族都能祭祀自己直接的祖宗： 

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

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

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為祠

堂。97
 

《文公家禮》除了強調祠堂敬宗收族的功能外，也延續《書儀》中「祭

如在」的祭祀精神，認為家族成員的所有重要活動都應圍繞祠堂進行，

要求「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98。遇有族人授官、追贈前代

官、冠、婚、喪、祭等等情況，族人都要到祠堂告知祖宗，「有事則

告」99，祠堂由是成為宗族活動的核心場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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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家禮》根據傳統禮教，配合當時的社會狀況，提出祠堂制

度。當中的理論除了主要參照了司馬光的「影堂制度」，也參詳了之前

「家廟制度」的內容，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儀式過程皆依照宗子法，

強調長幼有序。祠堂制度的確立，對於南宋以後，尤其是明朝中後期蔚

為大觀的祠堂修建產生了深遠影響。最值得注意的是，祠堂制度原為庶

民而設，以讓他們能進退有度，守禮依法。然而由於《文公家禮》影響

範圍甚廣，至明一代，統治者除參考經典禮書以制禮外，《文公家禮》

亦為其參考對象，如明初著成的《明集禮》，當中有關品官的家廟制度

便參考了《文公家禮》的內容：「行先儒朱子約前代之禮，創祠堂之

制，為四龕以奉四世之主」，要求「士大夫之家遵以為常」，其內容

為： 

凡品官之家，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屋三間，外為中門，中門為

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

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

外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 

同段又云： 

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

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

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

時饗於寢之禮，大概略同於品官焉。100
 

《明集禮》中有關祠堂制度的內容，除了加上「凡品官之家」等字句

外，與《文公家禮》中所規定的祠堂制度內容近乎相同，當中更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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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進一步說明《明集禮》

中所說的「家廟」，其實就是《文公家禮》中的「祠堂」。由是可見，

禮非一僵化的內容，可隨「時」而變，以回應社會所需：古時的家廟制

度隨民眾所需演變成宋代的祠堂，而明代政府又參其精要，使之成為品

官家廟制度的綱領內容，這也正是國家禮制與世俗習慣相互協調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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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1，〈昭公二十

五年〉，頁 888。 

2《禮記注疏》卷 23〈禮器〉，頁 450。 

3
 影者，畫像也；影堂，則是存有畫像之室。 

4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 

5
 祠堂一詞早見於戰國時期的歷史文獻。如屈原便在其《楚辭章句》中提及：「楚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見王逸：《楚辭》（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卷 3，〈天問．離騷〉，頁

66。 

6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

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

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

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

之，去王考曰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見《禮記注疏》卷 46，〈祭法〉，頁

796。 

7
 《禮記注疏》卷 12，〈王制〉，頁 235。 

8
 司馬光：《温國文正公文集》（四部叢刊景宋紹興本）卷 79，〈文潞公家廟碑〉，頁

586。此處提到的私廟，即家廟，是品官大臣祭祀祖先的場所。 

9
 司馬光：《温國文正公文集》卷 79，〈文潞公家廟碑〉，頁 586。 

10
 王禹偁：《小畜集》（四部叢刊景宋本配吕無黨鈔本）卷 15，〈畫紀〉，頁 103。 

11
 穆修：《河南穆公集》（四部叢刊景述古堂景宋鈔本）卷 3，〈穆參軍集．任氏家祠

堂記〉，頁 19。 

12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 3，〈穆參軍集．任氏家祠堂記〉，頁 19。 

13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 3，〈穆參軍集．任氏家祠堂記〉，頁 19。 

14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 3，〈穆參軍集．任氏家祠堂記〉，頁 19。 

15 張方平：《樂全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0，〈論事．功臣許立私廟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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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冠禮：責以成人 

《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1冠禮於儒家禮制中如斯

重要，是因為它是古代社會「凡人之所以為人」2的重要標誌，象徵少年

男女已長大成人，開始享有家庭、社會中應有的權利，同時也需要履行

一己之義務，如結婚生子的權利和傳宗接代的責任，便是加冠後才有

的：「冠而生子，禮也。」3冠禮由一系列繁瑣的儀式組成，當中的儀節

大致可分別如下：冠禮前的準備，包括筮日、戒賓、筮賓、宿賓、為期

等；正禮則包括陳服器、就位與挽髻、加冠、賓禮冠者、拜見母親、命

字等；正禮之後，冠者需見兄弟、贊者、姑姊，再執摯拜見國君、鄉大

夫和鄉先生；最後以醴酬賓，贈送束帛、儷皮予賓，送賓離開，並命執

事把俎上牲肉送到賓的家中。至此，冠禮才全部結束。那些看似繁雜的

儀節，其實蘊涵著極強的道德觀念，《禮記‧冠義》曰： 

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

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4
 

冠禮中的加冠，不只是冠者個人備服的小事，其背後更隱含「正君臣、

親父子、和長幼」的倫理理念，是一切「禮義之始」5。受冠之後，冠者

便藉著自己的身體姿勢、言語聲調等日常舉止行為實踐當中的禮義。禮

的道德精神便藉著具體的禮儀活動得以展現。 

可是由於冠禮儀節繁多，與生活節奏日漸急促的宋代社會不合，所

以當時冠禮並不流行。司馬光認為「其禮不可以不重」，行之方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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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6，故於《書儀》中，制訂了冠禮的儀式，將之簡化，把「三加」

的緇布冠、皮弁冠、爵弁冠，配合當時的生活習俗，代之以宋代通行的

巾7、帽8、襆頭9，使冠禮易於為大眾所掌握。其後，《文公家禮》進一

步將之簡化，轉變《書儀》的若干細節，如不再筮日筮賓，以配合時人

所需，希望能讓冠禮再次得以通行。 

可是「禮之所尊，尊其義也」10，禮儀的更改或會變更了其中所蘊

含的禮義，禮之文與禮之本應如何配合，方能保留當中的傳統道德意

義？如何緣情而作禮而「於道無以易之」11，便成為《書儀》、《文公

家禮》編纂時的重要課題。本節擬先就冠義的符號化作一探究，並在此

基礎上說明《書儀》、《文公家禮》如何秉承儒家制禮的嬗變原則，編

定新的冠禮要目。 

一、冠義的符號化 

文化人類學者認為，人類的社會乃一象徵符號體系，人類非常依賴

象徵符號，並賦予它們深刻的意義以建構自身的文化；而儒家禮學中的

「禮」，其實就是人類基本概念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是一套具有本土化

特點的象徵符號體系。12冠禮便是一套通過種種器物、服飾、言辭等象

徵符號設計而成的精密儀節體系，蘊含儒家道德教化的價值指向，簡單

如加冠前的步驟「束髮」13，便含有「約束」之意，提醒冠者已為成

人，應有責任遵守社會的道德規範。髮式的改變象徵冠者身份的不同，

古人用髮式作為成年的標誌，區分兒童與成年人的分別，培養冠者明確

的社會角色意識。《禮記．冠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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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

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

治人也。14
 

冠禮的重要意義就在於通過這項儀式，讓冠者明白社會對自己的期許及

遵行自己社會角色的責任：為人子則孝，為人弟則悌，為人臣則忠，為

人少則順。冠禮中一系列的具體儀節，皆表達了儒家此道德要求，而

「三加」之禮更明確地標示了這種道德意圖。 

三加之禮是冠禮的主要儀式，主要由三「加冠」、三「易服」和三

「祝辭」組成。主賓每次加冠時都會有不同的祝辭，以示其對冠者的勸

勉與祝願，「諭其志也」15。在加冠的過程中，主賓依次為冠者載上不

同的冠：「緇布冠」、「皮弁」和「爵弁」，冠者則依次更換三套與冠

相配的禮服，這稱為「三加」。加冠三次，意味著對受冠者一種漸進的

引導與不同的期待。冠服越加越尊貴，三種冠各有不同的形式與意義，

其意在勉勵他有所成就，這即《冠義》中所云的「三加彌尊，加有成

也。」16
 

冠禮開始的時候，冠者即席入坐，助手先為他梳頭、挽髻、加笄，

然後用緇纚纏住髮髻。17主賓向冠者致祝辭，初加的祝辭為「棄爾幼

志，順爾成德」18，其意義在於告誡冠者需收斂兒童時期的嬉戲怠惰之

心，勉勵冠者要慎重遵守成人之道，盡己之責完成自身的使命與職責，

為人子則孝，為人臣則忠。主賓然後為冠者戴上緇布冠，冠者隨之回到

房中換上玄端，繫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出房面南站立，此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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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緇布冠」為一般百姓成人時戴的黑色布冠。古時，人們以白麻

布做冠，齋戒的時候才把它染成黑色戴上，貴族子弟在冠禮中首加緇布

冠，既表示重古，也表示由兒童轉變為成人，從此擁有治權。 

「再加」和「三加」的禮儀與「初加」的一樣，只是主賓的祝辭和

冠服的等級不同。「再加」的祝辭為「敬爾威儀，淑慎爾德」19，勸勉

冠者應通過端莊嚴整的儀錶，體現自身的德性，並於日常行為中加以踐

履；再加的冠為皮弁，冠者配以白色而腰間有褶皺的裳，繫白色蔽膝。

「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帽子，古人穿著這種服裝去打獵或戰鬥，表示

冠者可參加武事，象徵青年人從此要有承擔捍衛國家安全的責任與義

務。「三加」的祝辭為「兄弟具在，以成厥德。」20勸勉冠者要謹記德

性之培養是從兄友弟恭開始擴展開去，強調人倫的重要性。三加的冠為

爵弁，冠者配以纁裳，繫上赤黃色的蔽膝。 21「爵弁」乃「宗廟之

冠」，一般為助祭天子、諸侯之祭禮時的衣著，但士在特定的儀式上也

可穿戴，這表明冠者從此有參加祭祀的特權。22三種不同的冠由個人、

家庭到社會，象徵地表達了社會對冠者的期望，也表明他從此可以享有

成人的權利，並需承擔成人的責任。23
 

冠者每次加冠，都要穿著相配的服裝，並演示相應的辭令儀容。這

其實是希望冠者通過外在形象的改變，於揖讓進退之間，明白並踐行

「凡人之所以為人」所應該具備的儀態和辭令，進而提昇自身內在的道

德自覺：「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是以

冠禮的意義乃在於其「既以修德，又以正容」。衣冠的整肅，也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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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而尊人，被人敬重的效果：「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4若衣冠不正，未能自重，又怎可能得到

別人的尊重？《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便記有齊景公因衣冠不正，而遭

臣下非議一事： 

景公正晝被髮，乗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

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25
 

齊景公因未有戴冠而披髮出城，被守門人（刖跪）指責，言其違禮，非

其君也，景公也因此慚愧得未有上朝。作為一國之君，理應儀表天下，

重視自己的衣冠容飾，齊景公既「不飾而無貌，無貌則不敬」26，所以

連一個看門人也出言指責他違禮的行為。冠不單是衣飾名物，更表示冠

者對禮的尊重，其重要的象徵意義，甚或等同生命，《左傳．哀公十五

年》便記載了子路至死捍衛君子不免冠的尊嚴：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27
 

由是可見，「三加」的儀節乃冠義的符號化，把髮型、服飾等外在特徵

作為成年的標誌，通過外在符號變化把個體人生階段加以區分。冠義與

冠儀緊密聯繫，不能也不應輕易改變，該戴冠而不戴，是「非禮」的行

為。三次加冠後，賓以成人之禮向冠者敬酒，冠者首次得到成人的禮

遇。冠者帶上乾肉去拜見母親，行禮回來後，賓為冠者取字並致祝辭。

冠禮上給冠者取字，便是冠義符號化的另一種實踐：「已冠而字之，成

人之道也。」28在古代，名、字是區別社會個體的符號，兒童是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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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名由父親所取29；字為尊稱，由主持冠禮的正賓所取，是一個人

成年的標誌，用於成人的交際社會。取字的象徵意義，乃在於通過稱號

此一符號的改變來表明冠者社會身份的改變，也表明社會對其成人身份

的尊重與認同：「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30
 

冠禮中一系列的象徵符號，每每提示冠者社會身份的轉換，而與角

色相應的道德規勸則滲透在每一項儀式的細節中。冠者受過冠禮後，就

表明冠者有其社會地位，有資格開始不同的禮儀交往：「冠為行禮始，

自是授之室則有昏禮，賓於鄉則有射、鄉，仕於朝則有燕、聘，皆於是

基之矣。」31《國語．晉語六．趙文子冠》便詳細記載了趙文子冠畢拜

見尊長之時，各尊長告慰、勸誡、勉勵之言辭，表示了他們對趙文子新

的社會身份的肯定及期許：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 

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 

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

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

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

臚言于市，辨祅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

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

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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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

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

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

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于襄、靈，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

之文，事君必濟。」 

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 

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

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

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32
 

從上文的記載看來，諸人對趙文子的告誡是圍繞著個人的修身和治世展

開的。所謂的成人，強調的並不只是將會獲取的社會權利，更重要的是

冠者在整個人倫關係中，要時刻遵行「忠順之道」。這種忠順之行並非

是一種單純的義務，它更是自身道德品性的內在要求。若此道德品性能

與人倫之道相配合，驗之於身，則身修，推之于國，則國治。是以冠禮

為人生大事，「冠則以成男女之德也」，33禮節與倫理道德相互依存，

通過具體的禮儀活動，冠者進一步明白自己社會身份的權利和義務，體

現當中的道德精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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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冠庶人巾 

冠禮既為「禮之始」，自古便是中國最為重要的禮義之一，為歷朝

所重視。35然而冠禮並非貴族階層的專利，《禮記》曾記曰：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36
 

明確指出即使身為庶人，只要祖廟仍在，他們在舉行冠禮和婚禮時，都

要到祖廟去祭拜先祖，以示對先祖的尊敬，以責成人之道。只是庶人的

冠禮儀式相對簡樸，不像士族階層那樣隆重、繁瑣。至魏晉南北朝，因

為戰事連連、民族融合、佛教傳入等等因素，才令冠禮開始衰微。發展

到唐宋兩代，冠禮已不甚流行。《柳宗元集．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記

曰：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

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

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

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 「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

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37
 

孫昌胤為其子行冠禮，可是由於「數百年來，人不復行」，所以當孫昌

胤按古禮告知同僚時，旁人多不能理解而大驚小怪，最後更被大家嘲

笑，這說明當時社會已不再重視冠禮。可是孫昌胤的同僚並非尋常百

姓，而是朝廷任命的官員，為何士大夫階層的他們，竟不知冠禮的重要

性，反嘲弄實踐冠禮的孫昌胤？這是由於其時的選士制度，已隨著時代

的演變而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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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根據《周禮》的封建制度，採用分封制管理國家，社會階級分

明，天子、諸侯、卿、士各階層依照血緣世襲。在位者去世後，嫡長子

無論年紀長幼，都可以繼承其位。但是，繼承人需行冠禮以示成人後，

方能行使治權：「冠而聽治，其教至也」。38如范甯於《榖梁傳注疏》

中引譙周之語曰： 

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國不可以久無儲貳，故天子、諸候

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

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為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

體，故因以為節。39
 

再如劉向《說苑》有云：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40
 

從以上的文本記載看來，歷代雖有「二十曰弱冠」41的說法，但是冠者

行冠禮的時間並非一定是二十歲，而應是與其繼位的年齡相關。冠禮不

僅對於天子諸侯具有特殊的意義，一般士人如果還沒行冠禮，也不能擔

任重要官職。據《後漢書》〈周防傳〉所記，周防十六歲時已為「仕郡

小吏」，適逢世祖「巡狩汝南，召椽史試經」，見周防「尤能誦讀」，

欲「拜為守丞」。周防因尚未行冠禮，「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42。由

是可見，一個人行加冠禮，並非單純是到達某個年齡後的一個形式上的

認定，它更多成為一象徵性事件，表明行冠禮之後，冠者已經成人，可

擁有相關的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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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以後，分封制度逐漸被察舉制、九品中正制所取代；隋代設明

經、進士兩科取士，成為以後科舉的藍本，43治權逐漸從世族手中開放

出來。科舉選士的制度於唐代漸趨成熟，依血緣世襲的分封制度已不復

存在，社會階層得以垂直流動。由於科舉所考取科目的範圍甚廣，考取

功名實非易事，考生寒窗苦讀十年而未得功名者比比皆是，至取得功名

之日，考生早已過了弱冠之年，是以其時有言：「三十老明經，五十少

進士」。44選士制度的改變，令在位者已無需亦不能通過進行冠禮，來

標示自己的成人資格，以取得政治的權利；也因為冠禮與治權已無直接

關係，所以當時社會已不再重視冠禮。是以當孫昌胤為其子行冠禮時，

便被同僚嘲笑，認為其迂腐守舊。 

由於社會行冠禮的需求發生變化，至宋仁宗時，大臣蔡襄於朝上更

議曰：「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覆議。」45熙寧年間，

宋神宗接納王安石的意見，進一步改革科舉制度，宣佈罷黜詩賦及明經

諸科，《儀禮》由是成為廢罷之列。由於誦習者少，《儀禮》之學日漸

息微，時人更難以跟從當中禮儀，明解箇中禮義。司馬光其後也於其

《書儀》中以冠禮為例，直言宋代儀禮的頹靡之勢： 

冠禮之廢久矣，吾少時聞村野之人尚有行之者，謂之「上頭」，

城郭則莫之行矣，此謂禮失求諸野者也。……近世以來，人情尤

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

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故往往自

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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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有見冠禮的不行，認為有需要重新加以推行，於是便在其《書

儀》中，重新制訂了冠禮的儀式，簡化《儀禮．士冠禮》「三加」之禮

的內容，希望能夠配合北宋人民的生活習慣，讓人民易於掌握。當中最

大的變動，是把「三加」之禮的緇布冠、皮弁冠、爵弁冠，改為通行於

宋代社會的巾、帽、襆頭。 

司馬光以巾代冠，一方面是配合庶人的經濟考慮，另一方面也切合

冠義的要求。庶人和貴族階級不同，他們並沒有太大的財力去制置冠

弁，而且統治階級也沒有賦予他們戴冠弁的權利。「冠」 之所以如斯重

要，乃因為冠有其象徵意義，不但「既以修德，又以正容」47，更具備

禮法正名分、別次序的制約功用，人們應選擇與自己身份相符的冠弁來

配戴。按古禮，隨著爵位、官職的高低不同，弁冕上的絲帶、玉器和彩

飾也漸次遞減，有一形制上的差異，標誌不同地位的尊卑次序。《左

傳．僖公二十四》：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

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48

 

《史記．魏公子列傳》：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

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

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

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

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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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

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

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49
 

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見冠不但是成年人的象徵，也是身份地位的標

誌，有其重要意義。《左傳．僖公二十四》記子臧因為戴了不合禮法的

「鷸冠」，僭越違禮，終被人所殺。《史記．魏公子列傳》則記平原君

因事得罪了信陵君，信陵君準備離開趙國，於是平原君便「免冠謝，固

留公子」，平原君在此摘去冠此一行為，是表示自己有過錯，願意自降

身份向信陵君賠罪。  

冠既如斯重要，既不能不戴，也不能輕易更改，否則皆是違禮的行

為，輕則受人指責（如齊景公），重則甚或招至殺身之禍（如子臧）。

司馬光配合庶人的身份能力，提出庶人可以巾代冠。一方面，庶人能切

合自身的地位行禮，因事而行，沒有造成非必要的鋪張浪費；另一方

面，以巾覆在髮髻上，也便於庶人日常的勞動生活。50此外，以巾代

冠，也切合冠禮的禮義。《釋名．釋首飾》曰：「巾者，謹也。二十成

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於四敎也。」51用「巾」覆髮髻，是取其為

「謹」字之諧音，以勸勉冠者成人之道，責以成人，能篤行「文、行、

忠、信」四教52。在《書儀》中，庶人行禮的冠儀雖與士冠禮不盡相

同，但其冠義相通，皆是強調當中「責以成人之事」53，故「冠而敝之

可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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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人」的真正意義 

司馬光簡化《儀禮．士冠禮》的內容，配合庶人的身份能力、生活

習俗，把「三加」的緇布冠、皮弁冠、爵弁冠，改為於宋代社會通行的

巾、帽、襆頭，希望古代的冠禮能得以重新推行，可是由於簡化的儀式

有限，人民仍是難以跟從。有見及此，《文公家禮》便在《書儀》的基

礎上，進一步簡化冠禮的儀節，並強調冠者的內在素質，建議冠者「自

十五以上」，「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

可也」；然而《文公家禮》深明禮儀不能「遽革」，否則將令人民難以

適從，故只是從關鍵處落墨，當中最大的改變，便是不再進行筮日、筮

賓這些難以切合社會步代的冠禮儀節。55
 

古人每遇到重要事情，都先要卜問吉凶，然後根據占卜的結果行

事。由於冠禮是家庭成員的成年禮，與家族的傳承發展息息相關，所以

古人對冠禮極之重視，在進行冠禮之前，古人都會占筮來決定舉行冠禮

的日期及主持加冠的主賓：「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

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並會在家廟進行冠禮，以示其重

古之心，象徵其乃奉祖先之命來行禮：「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56
 

簡而言之，「筮日」就是通過卜筮的辦法，選擇一個吉日作為行禮

的日子。進行筮日的時候，主人和各位有司都要「玄冠朝服」，「筮於

廟門」，如果所卜日子不吉，則需重新占卜選擇一個吉日。占筮吉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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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冠禮，是希望冠者從此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日期確定後，作為冠禮

的主人（即冠者的父親），便要於舉行冠禮前三天通知自己的同僚及

朋友，邀請他們出席觀禮，這一儀節名為「戒賓」。傳統冠禮由冠者的

父或兄主持，但真正在冠禮儀式上為冠者加冠的，則需是另一位德高

望重或者是有福氣的來賓。主人會在邀請前來觀禮的來賓中，筮選一

位在冠禮上為冠者加冠的正賓，這一儀節名為「筮賓」。筮賓在冠禮日

的前三天舉行，其儀式和筮日相同。冠禮之日，正賓必須到場，否則

不能成禮，所以筮賓後，主人須到正賓家中作特別邀請，這一儀節名

為「宿賓」。除此之外，主人還要特別邀請一位「贊者」來協助正賓加

冠。57
 

通過占筮來確定冠日以及正賓的人選，都是鄭重其事的表現。然而

基於現實生活的考慮，當時的社會已難以再履行筮日、筮賓等重要的

儀節。按照傳統禮制，主人筮日戒賓後方筮賓，如果宿賓後正賓不能

前來，冠禮便不能舉行。可是宋代社會經濟急促發展，人民的生活步

代已不同於先秦的制禮時代，加上一般庶民需依靠自己的勞動去維持

生計，正賓或難以於冠日抽空參加冠禮為冠者加冠 ，這將增加舉行冠

禮的難度，令冠禮難以推行。《文公家禮》便修訂箇中儀節，認為

「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古禮筮賓，今不能

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58這無疑大大增加了冠禮的可行

性，也適合當時社會的生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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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現實的考慮，冠禮中未能筮日、筮賓，好像不再鄭重其事，有

違禮意，但從《文公家禮》所作出的修訂中，我們可知道《文公家禮》

並未有忽視其重要性。《文公家禮》雖基於實際所需而更改冠禮當中的

一些儀節，但仍關注冠禮中對道德的追求，強調所選的正賓當為「賢而

有禮者」，希望在賢德之人的領導下，冠者獲得新的道德啟迪和思想模

範。這一種對道德的追求，乃貫通於整個冠禮之中，我們在冠者受冠

前的教育中也可見之。 

冠禮為冠者成年的標誌，其義為「責以成人」。儒家就「成人」應

具備什麼條件有以下說法：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59
 

儒家所謂的「成人」，並不以年齡來區分，而是追求「人之所以為人

者」的內在道德。《左傳》中亦指明「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

人」60。為了培養冠者的德行，儒家十分重視冠者加冠前的教育活動。

《禮記．內則》云：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

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

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

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褲，禮帥初，朝夕學幼

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

《象》，學射御。二十而冠。61
 

http://ctext.org/book-of-poetry/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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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禮前的學習內容，既包括生活上的技能，如射箭、駕車、書寫、計算

等；也包括文化道德上的學習，如經書、禮儀、文學、舞蹈等。這些學

習都是讓冠者無論身心上都有作成人的準備，能夠有足夠的知識技能和

道德修為去面對社群，成為社會的一員。這也表示了冠禮並非是單純地

表示少年與成年間年齡的界限，冠禮更強調其背後的象徵意義：成人社

會的權利與義務。 

《禮記．檀弓下》記有童子汪踦為國而戰死，而根據儒家喪禮之

制，未成年夭折而死當曰殤：「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

62可是孔子認為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63

認為其治喪時亦可以成人之禮葬之。由是可見，儒家對成人的定義並非

單是一種的年齡界限，強調的當是個人的德能與責任：「所謂成人者，

非謂四體膚革異于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

其序之謂備。」64只有深刻認知社會的人倫之道，能按照社會期望與規

定去遵守人倫之序，「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方是儒

家所期許的「成人」。所以《文公家禮》並沒硬性規定應於什麼年齡舉

行冠禮，只是建議「男子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即可冠」，65反是講求冠

者行禮前的準備，強調冠者對禮義的追求，希望「其能通《孝經》、

《論語》」，達到內在的道德要求，這樣，冠者方備有受冠的資格。 

四、古代女性的成人禮 

相對於男子的冠禮而言，女子的成人禮便是笄禮。《儀禮》雖然詳

細記載了男子行冠禮的詳細儀節，但有關笄禮的論述則寥寥無幾，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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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詳細的描述。有關笄禮的記載，未見於《儀禮》中的〈士冠禮〉，

反見於〈士昏禮〉之中：「女子許嫁，笄而醴之。」鄭玄注曰：「笄女

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者」66由此可見，於古代而言，

笄禮雖與冠禮一樣，是成年的標誌，但當中所強調的意義是女子的婚嫁

年齡。在《禮記》其他條目中，我們也可窺見相關的意義： 

女子許嫁，笄而字之。67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有故，二十三年而嫁。68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 禮之。婦人執其禮。69
 

根據以上的記載，我們不難歸納出，相對於男子的冠禮而言，笄禮並非

嚴格意義上的成年禮，而是許嫁之後的一種儀式，並無固定的年齡要

求。《禮記．內則》雖言：「十有五年而笄」，但這只是指女子已值始

笄之年，可論婚嫁；在正式許嫁之後，便可行笄禮。70婦方接受男方納

徵禮，即為「許嫁」。許嫁之笄，由主婦、女賓主持；若女子到了二十

歲仍未許嫁，也要進行笄禮，表示今後要以成人相待，只是當中的禮儀

規格應較許嫁之笄為低。與男子冠禮相似，女子笄禮也要由女賓為其將

頭髮挽成髻，插上笄，再用醴酒敬笄者，之後取字，以示成人：「女子

許嫁，笄而醴之，稱字。」71
 

《禮記》有云：「夫禮，始於冠。」72又有云：「冠而生子，禮

也。」73男子通過冠禮後，就獲得了結婚生子、參加祭祀、做官治民等

權利和參加軍事行動等義務，而冠禮前所接受的教育，也是為了男子於

日後能真正實踐「成人之道」。可是，女子進行笄禮之後，只是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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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生育、侍候舅姑與丈夫等義務；笄禮前所接受的婦德教育，當中的

內容也是以此為一個重心。《禮記．內則》：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

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74
 

女子的笄禮顯然是從屬於婚姻的，冠笄二禮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反映於

儀節上，古籍對笄禮欠缺詳細具體的記載，根本無法與冠禮的莊重嚴肅

相對比。 

由於古籍對笄禮的記載甚少，時人已難以復行，故司馬光便將笄禮

的儀節，加入《書儀．冠禮》之中，希望時人據之有典，能重新復行笄

禮：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主婦、女賓執其禮。主婦謂笄者之祖母、母及諸母嫂，凡婦女之

為家長者，皆可也。女賓亦擇親戚之賢而有禮者，賛亦賓自擇婦

女為之。 

行之於中堂，執事者亦用家之婦女、婢妾。戒賓、宿賓之辭，改

吾子為某親或邑封。婦人於婦黨之尊長當稱兒。卑幼當稱姑姊之

類。於夫黨之尊長。當稱新婦。卑幼當稱老婦。 

陳服止用背子。無篦幧頭。有諸首飾。謂釵梳之類。 

席一背設於椸櫛，總首飾置桌子上，冠笄盛以盤，蒙以帕笄。如

今朶子之類，所以綴冠者。 

執事者一人執之。陪位者及擯亦止於婦女内擇之。 

擯立於中門内，將笄者雙紒襦。襦，今之褑子。 

主婦迎賓於中門内，布席於房外南面。如庶子之冠席。賓祝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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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及笄，贊者為之施首飾。 

賓揖。笄者適房。改服背。子既笄，所拜見者，惟父及諸母諸姑

兄姊而已。笄祝用冠者始加巾祝字辭去髦士攸宜一句。 

餘皆如男子冠禮．．．．．．．。
75

 

《文公家禮》沿襲《書儀》，把笄禮的儀節收錄於〈冠禮〉中，當中的

內容並無太大的更改：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母為主。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

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

以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辭如冠禮。但子作女冠作笄。吾子作

某親或某封○凡婦人自稱於己之尊長。則曰兒。卑幼則以屬於夫

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曰老婦。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為

稱。後倣此。 

陳設。如冠禮．．．。但於中堂布席。如衆子之位。 

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 

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将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如冠禮．．．。但不用賛者。主婦升自阼階。 

賓為将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略如冠禮。但祝用始加之

辭。不能則省。 

乃醮。如冠禮．．．。辭亦同。 

乃字。如冠禮．．．。但改祝辭髦士為女士。 

乃禮賓。皆如冠儀．．．。
76

 

《書儀》、《文公家禮》的笄禮內容，已較古籍所載的仔細，當中所使

用的儀節，多「如冠禮」，同樣著重道德精神，故所邀的女賓，亦建議

為「賢而有禮者」；而當中最明確的分別，當為行笄禮的年齡。據《禮



176 

 

記》、《儀禮》所載，女子「許嫁而笄」，明顯將笄禮從屬於婚禮；然

而《書儀》、《文公家禮》雖然認同女子許嫁當笄此古代禮節：「女子

許嫁，笄」，但另一方面卻明確標明了女子行笄禮的年齡：「年十五，

雖未許嫁，亦笄。」雖然笄禮並不像冠禮般設「三加」之禮，擁有成年

男子般的社會權利象徵，但確定女子行笄禮的年齡，則明顯肯定了笄禮

的自身意義，笄禮已不再是婚禮的從屬。此一改變，正是提醒時人，女

子笄後便應以成人自居，他人也該以成人相待，希望時人不論男女，

「自幼至長」，能明白「成人之道」，不再「愚騃如一」，一改其時

「近世以來，人情輕薄」的情況。 

小結 

從冠禮的儀程看，整個冠禮嚴密而有序，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及禮

教功能。冠禮標示冠者由孩童轉變為成人的角色，取得婚姻、治人、參

加祭祀等權力以及參加軍事行動的義務。《說苑》有云：「冠者所以別

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

必祝成禮，加冠以屬其心。」77通過成人儀式的實踐，冠者學會克己修

身、責己責人之道，讓人倫世界理得以確立，「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

焉也。責成人禮焉，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

焉。」正因為冠禮的教化功能如此重要，「故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

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所以歷代君王也十分重視：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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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禮雖然十分重要，但因為時代的變遷，當中的部份禮節於後世已

難以實踐。一些不合時宜的禮節，逐漸被歷史淘汰；而適合社會發展

的，有利統治需要的禮儀，則會幾經整合後被保存下來。79儒家制禮當

「稱情而立文」，《書儀》便根據時人的生活習慣，簡化三加之禮的內

容；《文公家禮》則配合社會的發展步伐，進一步刪除筮日、筮賓的儀

節，加強冠禮的可行性。此外，他們又標明了女子行笄禮的年齡，令笄

禮不再從屬於婚禮。儀節的簡化，讓時人不論男女都更容易掌握，令

「數百年來，人不復行」的冠禮重新通行。但尤為重要的是，儀節的簡

化並未有改變當中冠義，《書儀》、《文公家禮》仍強調當中禮節對道

德的追求，真正做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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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2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3
 《儀禮注疏》卷 1，〈士冠禮〉，頁 2。 

4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5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6
 司馬光：《書儀》卷 2，〈冠儀〉，頁 19。 

7
 巾最早不過是隨便裹髮的一塊布，不能在正式場合出現，只是士大夫在燕居時偶爾配

戴，後來逐漸通用於各階層，到漢末為文人武士所好，以戴巾為雅尚，並風行於唐

代，故後世又稱用作裹髮的軟巾也作唐巾。 

8
 帽則取冠巾二者之便，制約而成。帽與冠的區別在於戴法——帽戴法簡便，一般直接

覆扣於頭上，不需要像冠一樣專以衡笄固定；帽與巾的區別則在於形制——原始的帽

一般先做一個特定形狀的模型，再在外表貼覆料，而巾的本義則強調折疊縛裹。 

9襆頭，又稱袱頭，始創於後周：「襆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見嚴衍：《資治通鑒

補》（清光緖二年盛氏思補樓活字印本），頁 4073。唐開元以羅制之，至中後唐始用漆

紗裹之。至宋代襆頭已成為時人的主要頭飾，自天子至庶民皆可同戴，其形式有直

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五種，以後的官帽亦由此逐漸發展而成。 

10
 《禮記注疏》卷 26，〈效特牲〉，頁 504。 

11
 董仲舒：《春秋繁露》（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 3，頁 11。 

12人類學家主張，文化就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而所有人類都具備能力，把此一狀態以象

徵方式加以編碼分類（符號化），進而將這種抽象的概念傳遞給他人。見瞿明安：〈儒

家禮學的象徵人類學解釋〉，《思想戰綫》第 38卷第 3期，（2012年），頁 6至 11。 

13
 束髮是加冠前的步驟。冠者先把頭髮盤到頭頂上，再從根部束住，盤成髻，然後加冠

固定。 

14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15
 《儀禮注疏》卷 1，〈士冠禮〉，頁 37。 

16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17
 即用黑色的繒布束髮。 

18
 《儀禮注疏》卷 1，〈士冠禮〉，頁 31。 

19
 《儀禮注疏》卷 1，〈士冠禮〉，頁 31。 

20
 《儀禮注疏》卷 1，〈士冠禮〉，頁 31。 

21
 爵弁，即赤黑色的弁；纁裳，即淺絳色的下裳。 

22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見《禮記注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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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雜記上〉，頁 724。 

23
 概括言之，三加冠服的儀式賦予冠者的，分別是統治者、軍人、與祭者的身分。見楊

寬：〈冠禮新探〉，載杜正勝主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

年），下冊，頁 1087至 1110及楊明、楊海艷：〈中國古代冠禮的道德意蘊〉，《武陵學

刊》，第 36卷第 1期，（2011年 1月），頁 1至 5。 

24
 《論語注疏》卷 20，〈堯曰〉，頁 178。 

25
 晏嬰：《晏子春秋》（四部叢刊景明活字本），〈内篇雜上〉，頁 38。 

26「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

禮，無禮不立。」見戴德：《大戴禮記》（四部叢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卷 8，頁 38。 

27
 《春秋左傳注疏》卷 59，〈哀公十五年〉，頁 1036。 

28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29
 據記載，孩子生下來三個月，由母親抱著去見父親，父親握著孩子的右手，用食指輕

搔孩子的下巴，為他命名。這一儀式也叫「命名禮」，表明承認孩子來到人間，成為家

族中的成員。見《禮記注疏》卷 28，〈內則〉，頁 538：「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

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30
 班固：《白虎通德論》（四部叢刊景元大德覆宋監本）卷 8，頁 46。 

31
 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11412。 

32
 左丘明：《國語．晉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6，頁 409至 412。 

33
 王與之：《周禮訂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0，頁 444。 

34
 Martin Ker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 127. 

35
 周代即有冠禮，秦漢兩代對冠禮也非常講究，如漢惠帝行冠禮時便大赦天下，以重其

事；至漢昭帝行冠禮時，更重新製訂了專門撰寫皇帝加冠祝詞，以區別於臣下的冠

禮。 

36
 《禮記注疏》卷 20，〈文王世子〉，頁 401。 

37
 柳宗元：《柳宗元集》（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卷 34，頁 872。 

38「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見荀況：

《荀子》卷 19，頁 203。 

39
 范寧：《榖梁傳注疏》（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11，頁 148。 

40
 劉向：《説苑》（四部叢刊景明鈔本）卷 3，頁 18。 

41
 《禮記注疏》卷 1，〈曲禮上〉，頁 16。 

42
 范曄：《後漢書》卷 79，頁 1045。 

43
 明經科的主要考試內容包括帖經和墨義。帖經的試題一般是摘錄經書的句子，並遮去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96%E7%B6%9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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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幾個字詞，要求考生去填寫；至於墨義則是一些關於經文的問答。進士科的考

試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題目創作詩、賦，有時也會加入帖經。至唐代，雖然大大

增加了科目數量，但明經和進士仍是選拔官員的主要科目。 

44
 李昉：《太平廣記》（民國景明嘉靖談愷刻本）卷 178，頁 774。 

45
 蔡襄：《端明集》（宋刻本），〈國論要目．明禮〉，頁 106。 

46
 司馬光：《書儀》卷 2，〈冠儀〉，清雍正刻本，頁 19。 

47「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内

心脩徳﹐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徳，又以

正容。」見劉向：《説苑》卷 19，頁 134。 

48
  《春秋左傳注疏》卷 15，〈僖公二十四年〉，頁 258。 

49
 司馬遷：《史記》卷 77，〈列傳〉，頁 2382。 

50
 《玉篇》有云：「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後人著之於頭。」可見庶人的巾大約就是

勞動時擦汗的布，後來一物兩用，也當作帽子裹在頭上。 

51
 劉熙：《釋名》（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書棚本）卷 4，頁 17。 

52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見《論語注疏》卷 7，〈述而〉，頁 63。 

53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9。 

54
 《儀禮注疏》卷 3，〈士冠禮〉，頁 33。 

55
 朱熹：《家禮》卷 2，〈冠禮〉，頁 889。 

56
 《禮記注疏》卷 61，〈冠義〉，頁 998。 

57
 《儀禮注疏》，卷 1，〈士冠禮〉，頁 3至 7。 

58
 朱熹：《家禮》卷 2，〈冠禮〉，頁 889、890。 

59
 《論語注疏》卷 14，〈憲問〉，頁 125。 

60
 《春秋左傳注疏》卷 51，〈昭公二十五年〉，頁 891。 

61
 《禮記注疏》卷 28，〈內則〉，頁 538。 

62
 《儀禮注疏》卷 6，〈士昏禮〉，頁 60。 

63
 《禮記注疏》卷 10，〈檀弓下〉，頁 189。 

64 
 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141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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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儀禮注疏》卷 6，〈士昏禮〉，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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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昏禮：禮之本也 

《三禮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

時，陽往陰來，日入三商為昏。」1《白虎通》亦云：「婚姻者何謂也？

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日姻。」2由於古代有掠奪婚

此一風俗3，後世雖已不再流行，但古人仍保留了於黃昏進行親迎的習

慣，故名嫁娶之禮為昏禮，昏與婚二字相通。婚禮在中國古代意義極為

重大，標示著一個人進入了建立個人家庭、發展家族組織的新階段。

《禮記．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

重之。……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

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

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

也。4
 

「始，猶根也；本，猶幹也。」5可見中國古代的婚姻，並不專從兒女之

情上說，而是以家族為本位，強調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通過夫婦

一倫，自生的家庭可貫通於另一方的家庭；藉著家與家之連接，組織社

會。故夫婦一倫，乃社會宗族延伸的重要根本所在，古人十分重視，而

當中所涉及的婚禮儀節也十分繁瑣。《儀禮．士昏禮》便記述了先秦時

期的婚姻禮儀，是中國最早有關婚姻禮儀的系統記載，於後世被視為社

會倫理和禮儀規範而加以推行。婚禮儀節主要可分為婚前禮、正婚禮、

婚後禮，當中又包括納采、問名、醴使者、納吉、納徵、請期、將新迎

預陳設、親迎、婦至成禮、贊者醴婦、婦饋舅姑、舅姑饗婦、饗送者、



183 

 

舅姑沒婦廟見等儀節。 

至宋代，科舉制的成熟和經濟的高度發展，導致新婚姻觀念的出

現，社會對婚禮儀節的需要亦有所不同，一般的民眾已難以〈士昏禮〉

的內容去進行婚禮。司馬光《書儀》的婚禮儀節便大抵跟從〈士昏禮〉

的內容，並混合一定的民間禮節，以求配合當時社會的人情所需；至

《文公家禮》，則進一步作大幅更改，以求簡便。當中最為人爭議的，

便是《文公家禮》將婚禮儀節中的六禮合併為三禮，並把新婦廟見的時

間由三月變更為三日。有學者認為《文公家禮》此一改變，不但有違儒

家經典，更破壞當中禮意的傳承。6本章擬先就婚禮的主要儀節作一概括

引介，並以此為基礎，探究《書儀》、《文公家禮》的內容，能否配合

儒家的制禮原則，延續當中的傳統禮意。 

一、六禮的傳統意義 

婚禮的儀節非常繁複，當中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

迎，為古代締結婚姻的六個主要儀式，於《禮記》及《儀禮》中早有記

載，後世都以此為依據，統稱為六禮。春秋以來，中國婚禮習俗的發展

軌跡雖或隨時代、地域的不同而多有變異，或繁或簡，但大體仍不失六

禮之本。六禮的基本內容如下： 

昏禮。下達。納采，用雁。……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

入，授如初禮。 

納吉用雁，如納采禮。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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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主人爵弁，

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

如之，有裧。至於門外。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幾。女次，純

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

玄，纚笄，被纚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

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

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

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禦婦車，授綏，姆辭不

受。婦乘以幾，姆加景，乃驅。禦者代。壻乘其車先，俟於門

外。7 

除親迎一禮外，其餘五禮均由使者行之。納采，即納其採擇之禮，就是

由男方請使者到女家納雁為禮，表示男方有婚姻的意圖，請女家採擇。

其實在納采之前，已由媒氏交接進行議婚此一程式，待女方允許方行納

采一禮。納采又名為「言定」8、「敲門」9。古時締結姻親以雁作摯10，

乃因雁為候鳥，秋天向南飛，而春天則返回北方，來去有時，所以便依

雁的生態特性，取其當中「陰陽往來」11、「不再偶也」12之意，象徵男

女雙方守信不渝。然而隨著社會的改變，人口的增長，適合野雁生長的

地區漸次減少，雁於後來便成為非尋常可得之物。除上層社會仍保留以

雁作摯的傳統外，其他不同的階層也因應現實環境的改變，而準備不同

的納采禮品，雖然或未能以雁作摯，但每種用作替代的禮品都有近同的

象徵意義。《周禮．大宗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鄭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

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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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

而動。13
 

女家接受男方納采以後，接著就是問名。問名實際上是和納采同日進

行，主要問及女方的閨名、生辰八字、長幼排序、生母為誰等資料，待

男家在祖廟進行卜禱後，便決定雙方是否聯姻。如得吉兆，就再請使者

到女家，告知禱卜結果，此即為納吉。如卜兆不吉，則婚姻只好作罷。

是以納吉之後，男女雙方才初步議訂婚約。 

男女雙方確定婚姻關係後，便要進行納徵儀式。「徵，成也。使使

者納幣以成昏禮」14所以納徵又稱為「納成」15、「納幣」16。納徵是婚

姻關係中的關鍵儀式，若沒有經過納徵的男女，不僅「不交不親」17，

而且不能相見18。經過納徵這一項儀禮，婚約方算成立。有沒有納徵，

也影響女方婚後的身份：「聘則為妻，奔則為妾。」19古時娶妻必須明

媒正娶，若不備禮節、不納聘財而娶來的女子只能為妾，所以男女雙方

都視納徵為一件大事，不能免去。按〈士昏禮〉的內容，男家納徵當用

「玄纁束帛，儷皮」，但後世納徵的內容已隨著社會的演變而有所不

同，主要看雙方的身分地位而決定。隨後，待男方擇好成親的吉日後，

便派人告之女家，徵求對方同意，此即為請期。20
 

至婚期之日，新郎受父母之命，親往女家迎娶新娘。親迎為六禮的

最後一個程式，也是六禮中最重要的儀節，最為古人重視：「天子至庶

人娶，皆當親迎。」21按照古禮，古時婚禮「必以昏者，陽往而陰

來」。22新郎於「初昏」乘車到達女家，在其門口等候新娘父親迎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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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此時，新娘已梳妝整齊，以帕蒙首在房中等候，待新郎完成奠雁儀

式，便一起乘新婦車回夫家。由於昏禮屬陰禮，所以古人成婚也有尚黑

的禮俗，除了於入黑時進行婚嫁儀式，迎親者的服飾也以墨色為主，所

乘之車也為墨車。23至夫家，新人「共牢而食，合巹而酳」24，婚禮遂告

完成。六禮如此重要，乃因婚姻既是傳宗接代的需要，同時也是一種文

化的傳承。一對新人為兩個家族結合的交會點，當中每一個儀節也是以

兩個家族為「身份」進行。與禮者實踐當中禮儀時，「主人筵幾于廟，

而拜迎於門外，入，輯讓而升，聽命於廟」，男女雙方在進行婚禮的每

一個儀式之前都得謁見祖廟，表示昏禮的進行乃受先祖之命，而當中的

所有儀節，也得在禰廟中進行，以示雙方「敬慎重正」。25
 

二、允許昏禮用樂 

從六禮的內容可以得知，納采、問名是相親階段，納吉、納徵、請

期是定親階段，親迎則是成親階段，三個階段於婚姻而言是缺一不可

的。然而當中的過程恭謹有餘而喜慶不足，顯得不近人情，有違一般民

眾對辦喜事的期盼或印象；加上〈士昏禮〉當中所涉及的儀節，本是按

貴族階層的生活細則而制定，一般庶民百姓既無資格也無相應的財力，

去舉辦禮法所規定的那種嚴謹繁瑣的婚禮。雖朝廷間或對庶民的要求稍

寬，變通某些儀節，如針對納徵的內容，要求「諸王聘禮，賜女家白金

萬兩，敲門，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綵四十匹」26；「無雁奠者，三

舍生聽用羊，庶人聽以雉及雞騖代」27，以配合庶民的經濟能力，但對

庶民的生活仍造成一定的負擔。婚嫁過後，庶民階層往往是「富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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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貧者稱貸」28，「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29民間實在有需要

另一本更貼近庶民生活的禮書著作，以配合他們的現實所需。 

《書儀》、《文公家禮》便針對人民的訴求，制定新的婚禮細則。

如宋代官方提倡早婚政策，規定「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

嫁。」可是《書儀》、《文公家禮》卻反對早婚，並針對當時世俗的議

婚風氣提出批評： 

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

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饌，或喪服相仍，或從

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30
 

《書儀》、《文公家禮》皆認為過早訂定婚約，均對男女雙方帶來不能

預計的影響，故主張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並把成婚的年齡定為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從中我們也可窺見《書儀》、

《文公家禮》的著禮原則，乃建基於現實所需，「順人情立此制」，

「合人情宜也」。31
 

司馬光《書儀》基本遵循《儀禮》的〈士昏禮〉內容，六禮俱備而

要求稍寬，儀節多有變通，如納采之儀，宋代帝皇之家仍以生雁為摯，

但由於野雁難以捕捉，於後世的婚俗中，便出現以鵝代雁的情況： 

夫展禮之夕，壻執雁入奠，執贄之義也。又以雁是隨陽之禽，隨

夫所適。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者，亦曰奠雁。

《爾雅》云：『舒雁，鵞。』鵞亦雁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

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鵞矣，何以雁

為？是以雁為使代鵞為禮。雁為長物，典故将廢，何不正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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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鵝雖較雁容易獲得，但終究是「厚價」之物，非一般民眾可以負

擔，故司馬光便提出庶民之家「若無生鴈，則刻木為之。」33此外，司

馬光《書儀》又吸收部份民間俗禮如「鋪床」、「新人交拜」等，以配

合庶民的婚俗習慣： 

親迎。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俗謂之鋪房。古雖無

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廢也．．．．。
34

 

古無婿婦交拜之禮，今世俗始相見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

不可廢也．．．．。
35

 

從《書儀》更改的儀節可見，司馬光對傳統的禮儀制度進行了一些刪

減，並結合社會的現實情況作了一些變通，強調「世俗所用」，為「事

理之宜」，故「不可廢也」，能體現「禮，時為大」的制禮原則。可是

另一方面，《書儀》卻提出復行若干古雅繁複的禮節，如《書儀》強調

昏禮「不用樂」： 

《曾子問》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婚．．．

禮用樂．．．，殊為非禮．．．．。
36

 

其實早於漢武帝時代已經有了慶賀婚禮之俗。37漢宣帝五鳳二年，更正

式下詔頒告天下，百姓婚嫁可以舉樂慶賀：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

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

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勿行苛政。38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閒暇生活相對貧乏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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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只有待傳統節慶的時候，才有機會進行娛樂休閒等社會活動，所以

一般百姓十分珍惜日常娛樂的機會。39婚禮既為嘉禮，理應是值得慶賀

之事，人民也可從婚禮的過程中，間接得到娛樂的機會。但由於受掠奪

婚俗的影響40，古時便有「昏禮不賀」的情況出現。由於女方的女兒被

掠奪，故「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因為「思相離也」；而「娶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則是男方怕女家前來奪回女子，為保守秘密起見，故

「不舉樂」；而當中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因為娶親意味著自己父母的老

去，沒有可以相慶的理由，「思嗣親也」，這也是古代「昏禮不賀」的

最重要原因：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41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搶劫婚已成為歷史遺俗，若仍依照古代婚禮傳統

不祝賀、不舉樂，無疑令整件喜事變得嚴謹有餘，歡樂不足，顯得不近

人情；如果強行禁止百姓嫁娶相賀，甚或變成苛政，這便有違儒家制禮

作樂的原則：「禮節民心，樂和民聲。」42由於婚嫁宴請提供了娛樂的

契機，所以人民不論貧富，都願意大肆花費，舉行盛會來邀請親友參加

婚禮，分享家中的歡樂。 

儒家一方面以禮規範人的外在行為，教導人節制情感，使其合於中

正、中庸之道；另一方面則以樂培養化育人的內在情感，教育人適當地

宣洩情感，使其能達致內外順序和諧。《禮記‧樂記》曰：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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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也。43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群物皆別。44
 

婚禮用樂，一方面可讓人民藉著婚禮儀節的實踐，時刻「敬慎重正」，

提昇自身品格；另一方面，又可藉著婚嫁衍生的飲宴娛樂，調劑日常枯

燥乏味的生活，舒緩人民的情緒。漢宣帝由是下詔允許人民婚禮用樂，

此可謂順應民心人意的舉措，實踐儒家制禮作樂的社會功能。從此之

後，婚禮一改先秦婚禮冷冷清清的局面，變得熱鬧非常。漢代《鹽鐵

論》中便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儛趙

謳。」45的記載，描寫漢代富戶歌舞奏樂以慶賀的情形；此外，徐州漢

兵馬俑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塊東漢中期畫像石「親迎圖」，畫中新娘

身後有送親隊伍以樂相送，其中一人吹旎，一人吹笙，記載了漢代中下

層社會的婚俗狀況。46
 

文獻與畫像共同印證了漢代以樂送親的事實，可見酒宴慶賀，歌舞

助樂在當時已是婚禮中常見的場景，反映了古人已由以往的「昏禮不

賀」，變成全國上下皆以樂慶賀。這也見證了禮制應配合人情社會的轉

變而作出修訂，方能切合社會所需，發揮禮制的社會功效。若只盲目跟

從古制，只會變成苛政，未能配合人心：「今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

也」。今司馬光執意復行古禮，強調昏禮不應用樂，便未能順從民意

「緣情以制禮」，可見其制禮原則前後欠一致，有其局限性，故《書

儀》在當時雖被一些新晉的庶民階層所遵奉，但仍未能真正流通於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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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之中。至《文公家禮》，則從善如流，並沒依從《書儀》的要

求，而是配合社會人情，直接刪去婚禮「不用樂」此一欄目，讓民眾有

選擇的機會舉樂慶祝。 

三、併六禮為三禮 

《宋史．禮志》：「庶人婚禮，並問名於納采，並請期於納成。」

47由於一般庶民認為六禮繁雜，不合現實所需，所以將之加以省略，僅

行四禮，六禮只存納采、納吉、納徵、親迎四禮。至《文公家禮》，配

合民間的現實情況，再進一步省去納吉，拼六禮為三禮： 

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48
 

納吉雖為男女雙方議訂婚約的重要儀式，「若卜不吉」，雙方的婚姻

「便休也。」49可是如前言所述，在納采之前已進行占卜、再使媒氏作

代表議婚，問名、納吉其實純屬虛應的儀節：「納采之前已卜矣，於此

告女家，以成六禮也。」50所以《文公家禮》便乾脆把問名、納吉都併

入納采，以求簡便。納采、納幣、親迎三禮，分別代表婚姻中相親、定

親及成親三個重要的階段，禮節的併合既省去了不少複雜的婚儀，令時

人便於操作，節省了相對的人力物力，同時又保證了婚禮的意義，故

《文公家禮》此一改動受到民間的普遍歡迎，其影響之深，更及於後世

的官方之禮，如《明集禮》便仿《文公家禮》，婚儀只用納采、納幣、

親迎三禮。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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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家禮》一方面依據禮之根本，配合時人的婚姻習俗，大規模

地併六禮為三禮；另一方面，則針對當時的社會弊病，適當地制定三禮

的細節內容，如認為納幣所用，當「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

52，強調禮當「稱有其財」，以壓抑宋代當時婚姻論財的社會風氣。其

實婚姻納財並無不可，早於先秦時代，納徵便是六禮之一，象徵婚姻關

係的成立，「先納聘財，而後昏成」53。然而據〈士昏禮〉的記載，納

徵這筆財禮，當中的內容只是「玄纁束帛，儷皮」54而己。《周禮．媒

氏》也記：「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可見，周代婚禮甚

簡，即使是天子諸侯嫁娶，也是多加一塊美玉而已：「士大夫乃以玄纁

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55納徵雖是「六禮」中男家向

女家所贈最重的一筆財禮，但其所重，非其財富之多寡，乃當中所包含

的意義：「徵，成也。」56聘女以為妻，以顯示對女家的尊重，對婚姻

的重視，強調的是當中「敬慎重正」的意義。 

《文公家禮》有此訂定，是因為隨著歷代社會經濟活動的不斷發

展，「金屬貨幣的出現和使用，獸皮已失去原有的財富意義與交換價

值，婚姻聘禮也逐漸被其他財物所代替。」57納徵由原來的「玄纁束

帛，儷皮」逐漸轉變為金錢。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衝擊著人們原有的

價值取向，經濟因素在婚姻中逐漸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如唐代門閥婚

姻中的「陪門財」，便是經纃發展下的社會產物，朝廷禁而難止。58至

宋代，婚姻論財的風氣愈來愈嚴重，社會的婚姻觀念慢慢由「士庶不

婚」、「婚姻不問閥閱」發展到「婚姻論財」：「將娶婦，先問資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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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59、「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

聘之多」60；而當中以「進士賣婚」為最典型的以財論婚，這也是宋代

婚姻不問門第、「直求資財」的必然結果。61士人與富商聯姻在宋代已

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62如仁宗時期，吏部侍郎孫祖德便「娶富人妻，

以規有其財。」63婚姻在此完全淪為索取財產的手段。 

或有人認為，士人與富商聯婚，其實也只是實踐婚姻之道，「合二

姓之好」，取兩家之長以壯大家族，發揮婚姻的社會功能而已。可是婚

禮既為「禮之本」，其禮之大體為「敬慎、重正，而後親之」，之後方

能「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64

但「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

不為怨怒」，如果只以家中「姿裝之厚薄」65為婚姻的考慮，男女雙方

根本未能親之、重之、敬之，又何來夫婦之義？「若不敬慎重正，則夫

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66沒有夫婦之義，何來「父子有親」，「君

臣有正」？夫婦之義乃「人行最要者」，若只重視婚姻的社會功能，而

忽略當中更為重要的道德意義、教化功能，此乃「生民之大弊」。67司

馬光於《書儀》中便對當時婚姻論財的現象嚴加批評：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

乎?……子曰：「昏娶而論財，鄙俗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

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

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

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

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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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

力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

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

者，因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婚姻可也．．．．．．．．。
68

 

司馬光認為婚姻不應重財論資，如「鬻奴賣婢」般，指出男女雙方的關

係若建立於「資裝」之上，往往容易因財失義，結為「仇讎」，未能履

行婚姻的要義，「合二姓之好」。另一方面，司馬光亦關顧現實境況，

恐古禮作納幣之用的玄纁，「貧家不能辦」，故建議改為「雜色繒五

匹」，以配合庶民階層的經濟能力。69朱熹非常贊成司馬光對婚姻論財

的批判，認為納禮的品種、數量，應視貧富不同的情況而定，不須強行

復古。《朱子全書》：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

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敎誰變？ 

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

要。70
 

《文公家禮》全面引用了司馬光《書儀》有關婚姻論財的批評，並進一

步明確規定了納幣所用，當「稱有其財」： 

幣用色增，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逾十。今人更用釵、羊

酒、果實之屬，亦可。71
 

《文公家禮》希望藉著婚儀的修訂，可以抑制當時婚姻論財之風。由是

可見，朱熹並非簡單地將六禮併合為三禮，而是從原則著墨，「大節是

了」72，根據禮制自身的歷史發展，將宋代的四禮併為三禮，並緊守制



195 

 

禮原則，針對社會現況，修訂婚儀的若干細節。儀節的簡省不但令時人

容易跟從，儀節的修定也能有效針對時幣，幫助時人重新理解並踐行昏

禮的要義。 

四、「三日」廟見 

經過正婚禮後，男女雙方雖結成夫婦，但新婦必須到夫家家廟祭奠

祖先，以求先祖的接納後，才能成為夫家家族的成員，此即為廟見禮。

73「廟見」一詞不僅用於新婦的祭廟，還可見於帝王新立或祭天等宗法

祭祀的史書記載中，代表祭祀者需先得到祖先的肯定，才能成為合法的

繼承人以「事宗廟」。74這也再次明確說明古代婚姻是以家庭為本位，

婚姻的意義乃從家族的角度出發，以求「合二姓之好」。 

《說文》：「姓，人所生也。」75「姓」的本意為女子所生的子

女，因為在上古母系社會時期，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便跟隨母

姓。是以中國最早的姓，如姬、姜，姚，姒，媯，嬴等，其偏旁大都從

「女」，表示部落中不同老祖母所傳下的族群。至父系社會時期，子女

則改隨父姓，並以此辨別不同的族群以便進行通婚；而在古代的部落制

度中，不同的族群多是通過兩姓聯姻來結盟的，以求族群之間的和諧共

處。現代婚姻強調以個人情感為結婚基礎，可是古代婚姻的實質不僅關

乎婚姻二人的個體生命，而且更是家族的大事，是連接遠去的先祖及未

來的子嗣之關鍵，進一步深化了二姓結合的意義：「上以事宗廟，而下

以繼後世」，其宗法意義尤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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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婦相對於夫家來說，是一個來自另一族群的外姓者。一個外姓

者，如何能成為夫家家族的一員，除了得到父母的肯定外，得到祖先的

認同，以在夫家中取得宗法上的名份，無疑是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一

環。祭祀祖先於家族之中是十分重要的大事，而「廟見」便是新婦入門

後第一個參與的祭祖活動。新婦通過參與宗廟儀式而與夫家祖先產生連

結，以確定其宗法上的地位後，才可真正成為夫家的一份子。據〈士昏

禮〉記載，新婦在成婚後翌日便見於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於婚後三個

月到家廟奠菜；而不論舅姑存歿與否，新婦均須在婚後三個月告祭祖

廟。：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賛見婦於舅姑。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76
 

若未能廟見，新婦縱使已有夫妻之名，但因仍未有成婦之義，故尚不能

成為夫家成員，死後也不會被祭祀：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77
 

由是可見，新婦身份的確定不在於成為丈夫的妻子，而在於成為家族的

媳婦。是以，「夫婦」之名雖在「納徵」時已經確定，而「夫婦」之

「實」在親迎「合巹」時已經成立，但新婦「子婦」的地位，則必須待

完成「廟見」禮之後方能確立。78不少人認為儒家把未廟見而亡的新婦

歸葬女家，是不近人情的行為。甚至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古時娶婦，



197 

 

「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於房，合巹而就枕席焉。」與野合

之徒並無分別，「娶與奔何擇焉？」79然而，一對新人在正婚禮之前，

其實早已通過納采、納幣、親迎等程序，而當中的每一個步驟均已請示

祖先，禮節既備，當然與奔有明確的分別。若我們進一步仔細研究儒家

「三月廟見」的制禮原因，便當能明白這只是儒家一貫的制禮原則：

「稱情而立文」。 

新婦未廟見而亡，不視為成婦，死後「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

「歸葬於女氏之黨」，是因為對祖先來說，在宗法的意義上，新婦仍是

異姓者，新婦與他們的連結並沒有建立，彼此無異於陌生人，所以新婦

的遺體不能入祖廟，神主亦不能入廟受祭。另一方面，「婿不杖、不

菲、不次」，是因為從宗法的角度而言，婚姻的目的在於「上以事宗

廟，而下以繼後世」，對她的丈夫來說，婚姻的意義首重於祭祖與繼

後，現在新婦未廟見而亡，即表示未能盡妻子這兩方面的義務，因此男

女雙方雖不能說毫無恩情，但情義上的責任卻沒那麼重，所以其夫雖服

喪服，可是儀節上卻是有所簡省。80《儀禮經傳通解》： 

今未廟見而死，故以未得舅姑之命，而殺其禮，示若未成婦然。

其實已成婦，但以示其不敢自專也。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

功，以其非在家。壻已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81
 

此一情況，亦同樣見於女方為男方服喪。《曾子問》：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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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禮，夫為妻的服喪期應為「齊衰一年」、妻為夫則為「斬衰三

年」。現因為「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因此「既

葬而除之」即可。83由是可見，儒家乃按夫妻間的情義來制定禮制的細

節。若沒有經過廟見此一重要儀節，即使男女雙方已按程式締結婚姻，

而當中的每一個步驟皆已向祖先請示，沒有不告而娶的問題，但新婦卻

仍不可自專為婦。84因為古代的婚姻，並不是只強調夫婦二人關係的建

立，而是更強調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連繫。新婦需藉祭祀活動，方能與男

方家族真正連為一體，也只有經過此一儀式後，新婦在宗法上的身份才

得確立，在死後方可在夫家家廟受祭。 

隨著後世對祖宗崇拜的趨勢不斷加強，85加上《列女傳》對婦貞觀

念的宣揚，86而《左傳》又記有鄭公子因「先配後祖」而被譏為「非禮

也」一事，87在官方政府的大力宣揚及傳統經典的影響下，宋人多認為

婚禮應「先祖後配」，若「先配後婚」，便是不合禮法的行為。司馬光

《書儀》因而配合當時俗禮，規定成婚當日，新婦入門即要到影堂拜祖

宗，「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亦不可廢也」88，然後入室夫婦交

拜，第二日方婦見舅姑： 

婦見舅姑。婦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於堂阼

階下。若舅姑已沒，則古有三月廟見之禮，今已拜先靈，更不

行。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于東序，姑坐于西序，席婦于姑坐之

北。89
 

可是司馬光此從俗之舉，卻未能得到朱熹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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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公。婦入門以後，

從伊川。云：廟見不必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

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郷裡諸賢頗信．．．．．．．．

左氏先配後祖之．．．．．．．說．。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90
 

朱熹認為司馬光未深究「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而「棄可信之儀禮」

91，是有欠思慮的行為，表示當依從傳統禮法「先配後祖」，才合乎禮

法應有的次序。然而，為何《左傳》就昏儀的次序安排，竟有別於〈儀

禮〉的載？《春秋左傳．隱公八年》記鄭國公子忽迎娶陳國媯氏一事

曰：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

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

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92
 

隱公六年（前 717 年），鄭國攻打陳國，隨後二國議和，鄭國公子忽遣

使如陳求婚，兩年後至陳親迎媯氏歸鄭。陳鍼子作為陳國代表，送媯氏

到鄭國出嫁，當見到鄭公子忽依《儀禮》「先配而後祖」，便認為此乃

欺騙祖先的行為，不合於禮法。在《左傳》的影響下，一般民眾多以為

婚禮應「先祖後配」，認為若如鄭公子般「先配後祖」，乃「不為夫

婦，誣其祖矣」的失德之行。可是鄭公子依《儀禮》「先配而後祖」，

但竟被陳鍼子評為「非禮也」是「誣其祖」的行為，這說法明顯是不合

理的，可見有需要就鄭公子娶媯氏一事作進一步的解釋。 

按禮制要求，婚禮應事事請示祖先，以示其「敬慎重正」，故鄭公

子忽在迎娶媯氏之前必須告廟，回國後亦須告至，才可同居然後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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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然而今按孔穎達疏曰： 

杜（預）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

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

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

禀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

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

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

也。94
 

鄭公子忽親迎媯氏歸國之後，竟忽略了告廟的禮節，故才被陳鍼子譏諷

其重在逆婦，而忽略應有的禮法，指其未有「先祖（告廟）而後配」；

95而宋代統治者大力宣揚《列女傳》的事實，正正反映「先祖（廟見）

而後配」並非當時常態，故才會作為特殊例子，加以褒揚。 

朱熹認為即使當時時人「多先廟見舅姑然後配」96，新婦入門即廟

見已為普遍情況，但婚儀仍應沿襲《儀禮》的次序安排，強調新婦應

「從下做上」97，由夫婦一倫開始構建雙方關係： 

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

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98
 

新婦待「得舅姑意」後，才可行廟見之禮，正式成為家族的一份子。可

是如何才可「得舅姑意」？《禮記》提出「明婦順」，表示新婦只要能

「順於舅姑」便能取得其意。《禮記．昏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

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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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

聖王重之。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未毀，教於公宮，祖禰既毀，教於

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

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99
 

由於新婦有祭祖及繼後的責任，所以自古便十分重視新婦「婦順」的教

育。經過三個月的教導後，新婦婦順既成，逐步與夫家建立關係情義，

「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100，最後便成為夫家家族的一

員，取得宗法上的位置，「教成祭之」，便可進而「事宗廟之禮」。

101。 

朱熹一方面強調新婦應「從下做上」構建雙方關係，另一方面，也

明白「婦人入門即廟見」此一俗禮行之已久，「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

又似太久」，所以在思量過後，認為「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

姑，第三日廟見」，102這可說是在世俗與禮制之間取一平衡。《文公家

禮》： 

婦見舅姑。明日夙興，婦見於舅姑，舅姑禮之。 

廟見。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

逺，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103
 

然而「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期間將「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以成婦順」；今《文公家禮》改「三月廟見」為「三日廟

見」，雖能沿襲《儀禮》的安排次序並配合時代所需，可是如何「成婦

順」？《文公家禮》並沒有忘記此一要項，只是將有關「婦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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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收錄於〈通禮〉之中：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禄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

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潄，櫛，總，具冠

帶。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

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

共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

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

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

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貎必．．．

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

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

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104
 

強調女子出嫁前的教育，於她們年幼時，便「教之數與方名」，並「始

習女工之小者」，又「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

《女戒》之類」以明婦德；待其稍長，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

者」，為他日成婦作一準備。105由是，三月廟見雖改為三日廟見，但

《文公家禮》仍能在日常通禮中，「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以成婦順」，可見《文公家禮》著禮的周全思慮。 

小結 

宋代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而科舉制度的成熟代表門閥制度的衰

落，這些都令時人的婚姻觀念呈現極大的複雜性：一方面延續中國封建

婚姻觀念的本質特性，另一方面，隨著門第觀念的淡薄和財富觀念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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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使人們在擇偶時並不看重出身，婚姻不再「必由於譜系」106，然

而，婚姻論財的風氣卻是禁而難止。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古代婚

禮的儀式內容都顯得較為複雜，一般的庶民階層已經很難按照古代六禮

去籌辦婚禮。司馬光和朱熹二人便對婚禮的儀節內容，作出一定程度的

修正，以適應當時社會的現狀。 

司馬光《書儀》大部份的婚儀內容都是跟從《儀禮．士昏禮》，而

融入當時部份的俗禮，但為何復古、為何變更，司馬光卻欠缺周全的考

慮，因而未能貫徹其著禮原則，保留當中禮意，「只是各改一處，便不

是古人意」107，由是令人民無所適從，未能通用於民間。《文公家禮》

則以《書儀》為基礎，進一步簡化婚禮的儀節，拼六禮為三禮，以適應

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經濟的發展，迎合了社會變革的需要，令時人便

於操作，可是同時卻能保留當中的傳統禮意，令時人在實踐中得以瞭解

婚禮為「禮之本」，懂得「敬慎、重正，而後親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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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儀禮注疏》卷 4，〈士昏禮〉，頁 39。 

2
 班固：《白虎通德論》卷 9，頁 53。 

3
 掠奪婚俗稱「搶婚」，是母權社會過渡父權社會的一種強制用戰爭手段俘獲婦女的婚

姻形式，但後來大部份已由真搶變為假搶，為地方民族的特別風俗。 

4
 《禮記注疏》卷 61，〈昏義〉，頁 999。 

5
 《禮記注疏》卷 61，〈昏義〉，頁 1001。 

6
 如清代學者毛奇齡便於其著作《昏禮辨正》一書，細數朱熹《家禮》中，有違古代婚

禮禮意之處。 

7
 《儀禮注疏》卷 4，〈士昏禮〉，頁 39至 45。 

8
 「納采，納其採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見朱熹：《家禮》卷 3，〈昏

禮〉，頁 898。 

9
 「敲門。即古之納采。」見脱脱：《宋史》卷 115，〈禮志〉，頁 1220。 

10
 《禮記．郊特牲》：「執摯以相見。」摯通贄，古代初次見面時所送的禮物。 

11
 《儀禮注疏》卷 4，〈士昏禮〉，頁 39。 

12
 朱熹：《家禮》卷 3，〈昏禮〉，頁 899。 

13
 《周禮注疏》卷 18，〈大宗伯〉，頁 281。 

14
 《儀禮注疏》卷 4，〈士昏禮〉，頁 42。 

15
 脱脱：《宋史》卷 111，〈禮志〉，頁 1181。 

16
 朱熹：《家禮》卷 3，〈昏禮〉，頁 897。 

17
 「非受幣，不交不親。」見《禮記注疏》卷 2，〈曲禮〉，頁 37。 

18
 「無幣，不相見。」見《禮記注疏》卷 51〈，坊記〉，頁 871 

19
 《周禮注疏》卷 14，〈媒氏〉，頁 216。 

20
 從內容可見，請期並非夫家詢問女家婚期，而是由夫家決定後婚期後，再通知女家，

所以雖名為「請期」，實為「告期」，請期乃夫家表示謙讓之辭。 

21
 《毛詩注疏》卷 16，〈大明〉，頁 542。 

22
 《儀禮注疏》卷 4，〈士昏禮〉，頁 39。古時即是於白天進行迎娶，也要於車前持燭

執燈以象徵夜行。 

23
 婚禮，按類別來分，屬於五禮之一的嘉禮；按性質來分，則屬於陰禮。陰禮與陽禮相

對。凡婦人參與之禮，便為陰禮；婦人不可參與的，則為陽禮，如鄉射、鄉飲酒等純

男子之禮，便為陽禮。《周禮》記：「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鄭玄注曰：「陰

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見《周禮注疏》卷 10，〈大司

徒》，頁 151至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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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嫁娶喪葬過制〉，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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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喪禮：哀戚為本 

「道莫大於禮，禮莫重於喪」1，喪禮自古為儒家所重，《儀禮》、

《禮記》便收錄不少有關喪葬之禮的論述，深刻反映中國古代的人倫關

係和社會生活。2《儀禮》中的〈喪服〉、〈士喪禮〉、〈既夕〉，詳細

闡述了當時貴族從死亡到埋葬的喪葬儀節，奠定了後世喪禮的基礎內

容，如《書儀》、《文公家禮》中有關喪葬禮的儀節，便主要沿襲《儀

禮》中喪禮的內容，記述了自死者新亡至啟殯以前的主要儀節，如招

魂、沐浴、飯含、襲屍、小殮、大殮、朝夕哭、筮宅、卜葬日等。3可是

由於受佛教涅槃文化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宋代民間葬俗已變得多元

化，除傳統的土葬形式外，尚有火葬、塔葬等形式；人民又以豐侈為

孝、厚葬為尚，令當中的儀節方式及精神面貎，已與禮書的定制不盡相

同。是以《書儀》、《文公家禮》便一再強調不應火葬，並按當時的社

會情況，簡化若干喪禮儀節，以捍衛禮之根本。4
 

儒家一方面提倡土葬，並設置精密而有序的喪葬儀節，反映儒家對

形軀的重視；另一方面則提出當人們遇到兩難時應「舍生而取義」5，強

調凌駕形軀生命的道德價值。可見儒家對形軀似乎存有不同的價值取

向，值得我們細究。本節擬以此為切入點，探究儒家有關形軀的態度，

進而討論儒家的喪葬原則，分析《書儀》、《文公家禮》二書在不停變

化的宋代社會中，如何堅守儒家的制禮原則，以身訓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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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軀的道德意義 

儒家學說以修身為人之道為重，強調人們於現世中道德品格的培

養，希望藉著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實踐，培養施禮者的德行。「朝聞道，

夕死可矣」6一語，正正道出儒家認為生命的價值在於道德真理的追求，

只要能對天道／道德有真正的領悟，生命便得以圓滿，即使形軀消失，

面對死亡亦已了無遺憾。故儒家以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為進

路，希望通過道德的實踐來建構自身生命的不朽價值：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7
 

孟子更明確提出：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8
 

指出道德價值實高於生命價值。然而孟子雖主張「重義輕生」，但並非

叫人輕易捨棄生命，而是提醒人們不應為求生存，便隨便放棄人之所以

為人的特質。 

儒家學說一方面強調生命的不朽在於價值的建立而非形軀的永恆，

凡事皆以追求德性為重，可是另一方面卻又設置繁複細密的喪葬儀節，

十分重視死後形軀的保存。以顏回的喪禮為例，顏回一生安貧樂道，即

使生逢亂世，居於陋巷，生活簡樸，但仍然「不改其樂」9，可見顏回向

以追求德性為重，形軀的苦樂得失並非其所重視。然而顏回死時，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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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同門卻為其喪禮模式（死者形軀的處理方式）而有所争論，當中雖

涉及其他禮義情感上的考慮，可是卻仍是以如何處理死者的形軀為討論

重心。若儒家學說不以生前的形軀為重，為何卻那麼重視死後的形軀

呢？此外，喪葬儀節的設置雖可反映儒家提倡的孝道精神，可是有關的

費用往往造成生者的極大負擔，實在有違儒家重現世的主張。10儒家就

形軀存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究其因由，與中國文化中的大傳統和小傳統

有密切的關係。 

1. 大小傳統的相互影響 

大體來說，「大傳統」是指上層知識份子所代表的文化，「小傳

統」則是指一般平民百姓所代表的生活文化。11我們從中國文化的歷代

發展可知道，中國文化很早便出現了大傳統和小傳統這兩個層次，而二

者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二分關係，它們一方面相互獨立，另一方面則不

斷交互影響。如《詩經》中的十五國風，乃蒐集自民間的歌謠，體現民

間的思想，而經官方整理後，便成為中國歷代教化人民的重要材料。由

是可見，大傳統中有不少偉大的思想乃起源於民間，在形成體系後再經

由不同管道回到民間。12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交互影響，我們於其他

經典中亦可看見。《周禮．地官司徒》：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

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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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為父系社會，而周室為了鞏固政權，便建立了不同的典章制度，並

制禮作樂，讓人民依禮行事，以維持社會秩序。當中的宗法制度，確定

嫡長子的繼承權，而吉、凶、軍、賓、嘉五禮的制定，更成為中國古代

禮學的根本，形成中國大傳統的軸心思想，影響中國文化的發展。如嘉

禮中的婚儀，便制定男女婚嫁的年齡，要求婚用六禮，強調男不自專

娶，女不自專嫁，二人的婚姻必須依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亦

成為中國傳統婚禮一直沿用的婚嫁原則。男女婚嫁若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14可是根據上述《周禮．地官司徒》

的內容，我們卻可窺見周代仍然保留古時母系社會婚姻習俗的遺風。 

古時的母系社會是按母系計算世系血統和繼承財產的氏族制度，其

婚姻制度以族外男女群婚為主，人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男女尋覓配

偶的途徑，主要是在聚會上以唱歌跳舞的形式向意中人表達心意，若

「令會男女」雙方情投意合，便可私訂終身，「奔者不禁」。15然而隨

著母系社會逐漸過渡成為父系社會，婚姻制度亦改以配偶婚為主，並以

父系血統確立氏族。至周代，周室進一步建立不同的典章制度，並設置

種種的婚禮儀節，要求人民根據當中的內容來舉行婚禮。可是大傳統非

頃刻之間便可取替各地的小傳統，而是需要經歷十分漫長的時間才能逐

漸形成；人民亦需經過長時間的教化，才能移風易俗。是以大傳統在形

成的過程中每每保留部份地方習俗，讓民眾得以慢慢調適。故周室雖然

一方面強調婚禮儀節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卻於「中春之月」復行母系

社會的婚配習俗。16《周禮．地官司徒》所記載的內容說明古代中國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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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傳統是一種雙行道的關係，大傳統一方面超越了小傳統，制定新

的文化內容；另一方面又包括了小傳統，讓民眾可逐步適從。17這一種

雙行關係亦可見於中國文化所提倡的孝道精神之中。 

《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18中國以農立

國，百姓世代務農為生，土地於人民而言，是生命之本，是其生存、生

活、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是以「中國人自始即感謝天覆地載之

恩而對天地有無限感謝和崇敬之情。」19這種對天地感恩之情逐漸演變

成鄉土情誼，人民對自己出生的土地衍生出一種近乎宗教和道德意識的

眷戀之情，期盼能「生於斯，長於斯則死於斯」20，最終「骨肉歸後於

土」21。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逐步形成了中國傳統「入土為安」的生

死觀：「眾生必死，死必歸土。」22加上中國人又十分重視孝親敬宗的

觀念，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23，認為子女應愛惜父

母所付予的身體；同一道理，子女對父母的孝思當生死如一，於生前應

敬之重之，於死後則應謹慎處理父母的後事，妥善收藏父母的遺體，令

其免受蟲獸所毁。24由是最能保存形軀完整性的土葬，便成為中國傳統

主要的下葬形式。 

儒家作為大傳統中的主流思想，同樣提倡孝道精神，然而其中內涵

與小傳統的不盡相同。《禮記．祭義》云：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

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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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謂能終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25
 

儒家同樣認為「身體髮膚」乃「父母之遺體」，父母「全而生之」，子

女便當「全而歸之」。然而儒家認為珍惜父母所付予的身體，免令父母

擔憂，這些都只是基本的孝道，「孝之始也」（小孝）；而孝道精神的

最大體現，乃將愛己之心向外推展，「始於父母，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以彰顯父母的教導，此方為「孝之終也」（大孝）26。儒家進而

提出人子躬行孝道的具體方法，乃在於「慎行其身」，居處恭，信其

友，敬其位，忠其君，將自己守護家人的同理心推廣到國家層面，即使

因為需要上戰場抗敵而令身軀受傷，也要盡自己的責任，努力保家衛

國。如果人子因愛惜自己的身體而「戰陳不勇」，便是「蒞官不敬」、

「事君不忠」，如此不忠不義的無勇之徒，只會有辱家聲，「遺父母惡

名」，既不能盡忠，也未能盡孝。 

由此可見，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並非只著眼於自身的父母、形軀，

而是強調當中道德層面的推展，希望人子能推己及人，從而己立立人，

己達達人；而形軀則用以展現行為所蘊含的社會道德價值。若沒有身體

成為道德行為的載體，儒家的禮學精神便將無從實現：「禮也者，猶體

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27形軀的社會價值乃在於讓人們履行

及體驗行為的道德屬性，所以儒家提出當人們遇到兩難時應「舍生而取

義」28，不應因惡死欲生，為求保全自身的生命形軀而捨棄道德，做出

不義的行為。相反，若能一生「立身行道」，即使其形軀已不復存在，

但其高尚的德性品行，仍是會千古流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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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未經過大傳統深刻洗禮的一般民眾，其認知受其生活經驗所局

限，認為形軀的存在即自身的存在，而未能如儒家學者般劃分形軀與意

識的分別。30即使父母離世，人子仍視父母的形軀為其存在的依據，而

非客觀理性地視其為單純的生物細胞組織，故人子十分重視父母死後形

軀於喪葬儀式中的保存，此為人子基於自然情感的直接反應，也為孝道

精神的萌發。31雖然儒家（大傳統）與民間（小傳統）就形軀的看法並

不一致，但任何大傳統也不能完全無視於民間的小傳統，因為小傳統就

其普遍性而言，可能才是真正的「大傳統」。32儒家有需要以此為基

礎，再以禮樂的大傳統來化民成俗。是以儒家於制定喪葬儀節的時候，

便參考了小傳統以形軀為重的民間葬俗，設置淋浴、襲屍、小殮、大殮

等一連串妥善收藏死者遺體的喪葬禮節，並強調禮學中道德精神的實

踐： 

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

埋，敬藏其形也。33
 

希望藉此培養生者對死者的誠敬之心，大小傳統雙並而行，期盼用循序

漸進的方式來教化人民。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知儒家就形軀的特殊態度，乃由於其同時受到

中國大傳統及小傳統所影響。大、小傳統在此進行了一次密切的交流，

並成為儒家日後制定喪禮的主要內容，強調追求德性的同時，並著重形

軀的保存，希望生者能依據相關的喪禮儀節，妥善收藏親人的遺體，從

而實踐儒家的孝全之道，「全而生之，全而歸之」34。《書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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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禮》亦以此為其禮書的著作原則，針對宋代盛行火葬的社會情況，

於書中提倡土葬，強調保存死者形軀的重要性。 

2. 土葬與孝道精神 

儒家一方面重視修身為人之道，希望人們關注個人的道德修養，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繼而由自身出發，關注社會國家的問

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35，以達致「內聖外王」36的理想境

界；另一方面則尊重民間小傳統的固有內容，「緣人情而制禮」37，藉

生者對先人遺體的慎重處理去彰顯尊親孝親之道，從而教化天下。是以

儒家制定喪禮儀節時，十分重視死者遺體的處理，提出應以生者之道文

飾死者：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

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髏飯唅，象生執也。38
 

希望人們通過儀式的實踐提昇道德水平，強調人們應以謹慎誠敬之心來

準備有關器具，如此方能善始善終：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

善，人道畢矣。39
 

而保持死者清潔的身軀與整齊的容顏，則為處理遺體的第一步工作。每

個人生時都是純淨而來，故死後亦希望能潔淨而去；於是生者便藉著替

死者淋浴淨身，使其能始於淨而歸於淨。此外，由於不忍親人空口離開

人世，所以生者便會在死者的口中放入米和貝，讓死者死後仍能得到奉

養，「飯用米貝，弗忍虛也。」40人們以侍奉生者的敬慎態度來為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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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嚴謹的喪葬儀節，說明生者對死者的關顧之情並不會隨著死亡而消

減，以此透現孝道精神。 

儒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喪葬原則，貫穿整個喪禮儀節，在

下葬前的其他喪儀之中亦可看見。《荀子．禮論》曰： 

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

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

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
41

 

人死之後，遺體難免僵硬變形，容貌與生時有別，讓人容易產生厭惡恐

懼之情，從而消減哀戚之意，未能恰當地表達傷感之情。然而「喪禮以

哀戚為本」42，生者若因生惡而未能哀之敬之，自然未能真正達禮，喪

禮便徒具儀式姿態。為讓生者在進行喪葬時能「必誠必信」43，儒家在

此便配合人性的具體考量，沒有要求生者強忍對死亡（屍體）的厭惡與

恐懼來進行喪儀，而是同時關顧生者與死者的感受，制定相應的喪禮儀

節，設襲與斂來妥善收藏死者的遺體，一方面維持死者的尊嚴，另一方

面則減卻生者的負面情緒，讓生者得以克服對死亡的厭惡與恐懼，以盡

其哀： 

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44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45
 

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46
 

進行襲與斂之前，由於遺體未加文飾，於是便設帷幔在靈堂之上，避免

陳於人前。此時親人便會為死者穿上襲衣，服如生時，並橐之以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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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絞衾；待遺體經過層層包裹後，整個形體已不可復見，便撤去帷障，

讓生者憑屍哭擗，以盡其哀。47《書儀》、《文公家禮》依循儒家的喪

葬原則，制定淋浴、飯含、襲等儀節，於潔淨遺體前，先設置帷障以維

護死者的尊嚴，「將沐浴，則以帷障臥內」48，之後再「陳襲衣、沐

浴、飯含之具」，侍者於帷障之外將儀具「遂舉以入」，待親人為死者

穿上襲衣後，便「覆以衾」，隨後「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49，供

親人憑弔致意。 

從淋浴、飯含、襲斂等一連串對死者遺體繁複細密的處理中，我們

可感受到生者對死者的尊重和關懷終始不變，也可從中得知儒家是如何

緣情而制禮。生者尚且不忍死者空口離世，又怎可能容忍其遺體有欠完

整呢？故最能保存遺體完整性的土葬，便成為中國主要的下葬形式，顯

現生者對死者的深情厚意，至死不易。可是，中國自古雖然以土葬為主

要的喪葬方式，但由於受佛教的涅槃文化影響，於宋代便開始盛行火

葬，嚴重衝擊儒家傳統文化精神。 

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受到當時統治者的推崇 50；至隋唐兩

代，佛教已發展得十分成熟，當時許多本土高僧潛心研究佛典，融合儒

家、道教的學說，創立了自己的宗派，如華嚴宗、法相宗、淨土宗、密

宗、禪宗等。不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標誌著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

成，51廣泛而深入地影響社會各個階層，「佛氏乃為逋逃淵藪，今看何

等人，不問大人、小孩、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

門。」52全國各地亦相繼舉辦大小不同的佛事活動，而火葬亦隨著佛教



220 

 

的發展於中國社會中盛行起來。53然而，火葬嚴重破壞遺體的完整性，

有違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的傳統孝道精神。針對當

時盛行火葬的社會情況，司馬光便於《書儀》中一再強調土葬的重要

性： 

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抇，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

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世人又有遊宦没於遠方，子孫火焚其

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藏之．．．．．，殘毁他人之

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

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

也。」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所在．．．．地可也．．．，不猶愈．．．

於焚之哉．．．．﹗
54 

司馬光引季子葬子一事，說明只要葬儀符合禮制的要求原則，「其坎深

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

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縱使未能歸葬，於他鄉進行土葬也是可以

的。55司馬光認為土葬乃生者對死者的深情厚意，「夫孝子愛親之肌

體，故歛而藏之」，而這孝敬之情，是不會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即使「家貧鄉遠，不能歸葬」，也不應進行火葬，否則便是「悖謬」之

輩，有違儒家的孝道精神。《文公家禮》同樣強調土葬的重要性，在治

喪一節中，縷述擇葬地、開塋域、穿壙穴等安排，使「其貌象室屋」

56，貫徹儒家「以生者飾死者」的喪葬原則；又針對「南方多螻蟻」的

地理環境，仔細教導民眾「作灰隔」的內容，讓死者遺體免受蟲害：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

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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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

歲久結為全石，螻蟻盜賊皆不能進也。57
 

朱熹進而引程子之言，指土葬乃「必誠必信」之行，生者理應妥善收藏

親人的遺體，「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耳」58，認為如此方合乎儒家喪

禮的孝敬之道，希望生者以誠敬之心履行喪葬之禮，謹慎妥善地收藏死

者的遺體，維持死者生前的尊嚴，讓生命得以善始善終，「大象其生以

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59。大小傳統在此相互配合，生者以事死如生的原則，來收藏死者的遺

體，藉此表達生者對死者的忠誠之意與仁義之情，《禮記．禮器》曰： 

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

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60
 

《書儀》及《文公家禮》亦以此為進路，制定沐浴、飯含等喪葬儀節，

強調土葬的重要性，「禮其本」，要求生者待死者終始如一地盡親盡

孝，貫徹儒家「以生者飾死者」的喪葬原則。 

二、建構現世價值 

儒家制定喪葬儀節時，一方面參考民間傳統的喪葬禮俗，十分著重

形軀的保存，另一方面則強調德性的追求，貫徹其重現世的主張。儒家

認為個人的自身價值應建立於現實社會之中，並「以一個人在社會上的

道德品格或功業成就為評判的基准」61，希望生者能藉著禮節的實踐，

「踐而行之」，培養誠敬之心，繼而「統之於心」，提昇自身的道德水

平。62是以儒家「不語怪力亂神」63，並不是儒家忽視死後的世界，或否

認鬼魂的存在，而是儒家更重視「死而不朽」的現世價值，強調當中的

價值不在於生死形軀本身，而在於當中所蘊涵的道德內容。64此理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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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於儒家的其他禮制之中，如復禮便是儒家就傳統招魂的觀念重新進

行詮釋，付予新的禮制精神和人文意義，強調當中現世道德價值的實

踐。 

1. 鬼神觀念的邊緣化 

生死乃自然之道，無人可以避免，然而對於失去親人的生者而言，

死亡所帶來的衝擊與痛苦，無疑是難以消弭。生者在面對親人死亡時，

其反應大約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哀痛否認、冀其復生、絕望接受。由

於生者短時間之內難以理性地接受親人離世的事實，對死者仍存有「若

將復生」的希冀，因此便舉行招魂儀式，期盼藉此喚回死者，「以俟其

生也。」65招魂儀式的設置，便是建立在靈魂信仰的前提下，基於親情

的無法割捨，企求親人死而復生的一種努力。 

殷人尚鬼，崇信鬼神之事，其種種占卜禱告的對象，大多為其已死

的祖先。殷人認為人死之後，雖然軀體腐化，可是靈魂仍然存在，故能

通過占卜禱告等儀式以示吉凶；66而死者始死不久，靈魂尚未走遠，若

生著憑藉死者的衣飾物品向天大聲疾呼，或可招回死者的靈魂，從而復

生於世，此即為傳統的招魂儀式。這種招魂風俗早存於民間，反映原始

先民對死亡的認識和魂魄的理解，也表達生者對死者的深厚感情，「人

子不忍死其親，冀希精氣之反而重生」67，希望藉「求諸鬼神之道」68來

挽留親人的生命。至周代，隨著人文意識的覺醒，人們的思想重心逐漸

由鬼神轉向人事，對杳冥不可知的鬼神之事採取敬而遠之的態度，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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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迷信；又強調人的自覺與價值，開始重視「禮」的社會功能。《禮

記‧表記》：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

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

用爵列，親而不尊。69
 

傳統的招魂儀式由是經禮制化，以復禮的形式成為喪禮儀節的一部份，

其目的和意義亦因而有所轉化。招魂儀式最初的施行目的乃在於冀望求

助鬼神之力來讓死者去而復生，這是建基於靈魂信仰和生者情感的雙重

考量。然而死者能否因此而復生的機會渺茫而不可知，「之死而致死

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70，故儒家便

以人文精神為基礎，就傳統招魂的觀念重新進行詮譯，希望使其能以復

禮的形式變得合理化而能行之久遠，71而如何疏導喪親者的悲痛，讓其

能「節哀，順變」72，便成了儒家設置喪禮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 

儒家重現世，主張「不語怪力亂神」73、「敬鬼神而遠之」74，可是

復禮是求助鬼神之力來讓死者去而復生，無疑與儒家重現世的理念相違

背。此外，儒家又強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75，十分重視祭禮的種

種儀節，認為與祭者祭祀祖先神祇時，態度需誠心誠敬，就像所祭祀的

對像如在面前一樣。這種避談鬼神卻又重視有關儀節的矛盾態度，曾受

墨子猛烈批評： 

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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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認為儒家既主張「沒有鬼神」的觀點，可是又為不存在的對象堅持

繁瑣的禮節，無疑只是著重形式上的追求，並不合乎儒家重現世的理

念。墨子由是批判儒家勸人學習祭禮，是沒有根據的行為。針對儒家對

鬼神的矛盾態度，若我們細究其重視箇中儀節的原因，當可發現其理念

並沒改變，所重視的仍是現世，而非彼岸。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是儒家進行祭祀時所依據的原則，要

求人們以祭祀對象「如在」目前相對的誠敬之心來行禮，以呈現表裡如

一的肅穆莊敬。儒家重視儀節中器具的準備，非因追求形式上的禮儀，

而是希望生者在準備器具的同時，能逐步調適自己的心志，於儀式中能

配合禮義以顯誠敬；生者在過程中進行反思，感謝上天先祖所付予的，

學習古聖先賢所經驗的，從而見賢思齊。《禮記．祭義》云：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

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77
 

《禮記．祭統》亦云：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

之以樂．．．，參之以時．．．．。
78

 

人們以誠敬之心準備儀式中所用的器具，再通過儀式將誠敬之心加以呈

現，「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79禮之文與禮之本在此得

以配合，人們的道德水平亦得以提昇。是以儒家十分強調祭祀者是否親

自參與當中的過程：「吾不與祭，如不祭。」80因為如果祭祀者未能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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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參與，只是由別人作代表去籌備或出席，那麼即使祭祀所用的器具如

何精美，也根本未能「盡物以盡志」。可見儒家所著重的乃祭祀者對自

身現世道德價值的追求，要求其處世態度表裡如一：「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81祭祀對象是否真正存在，並不影響儒家對

道德的追求；相反，若因此而受影響，「有客方學客禮」，這絕非真心

有意為仁行禮，只是受外界所影響的行為罷了，若非出自真心，即使依

禮行事，也只是小人之行，「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82所以儒家認為即是於獨處閑居的時

候，人們仍應謹言慎行，不應因一時一地的不同，而改變自己對道德的

追求，變得輕率放肆，「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83
 

是以復禮雖「求諸鬼神之道」，可是儒家所關心的，仍是人生於現

世的道德價值，強調復禮其實是生者對親人孝敬之情的具體體現，藉著

復禮的實踐來抒發生者對死者的情感，「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84在儒家的重新詮釋下，

傳統招魂中的鬼神觀念被邊緣化，復禮當中的孝敬之情則被強調，復禮

在此不再是單純「求諸鬼神之道」的招魂儀式，而是生者對死者的「盡

愛之道」85。復禮作為喪禮的第一道儀式，具有過渡死生的重要意義。

生者透過復禮以盡人子仁愛之心，盡一己的最後努力來祈求死者去而復

生，從而安頓痛失親人的情緒；舉行復禮之後，確定死者不能復生，便

漸次進行沐浴、飯含、襲、斂、殯、葬、祭等喪禮儀節，從中逐步接受

親人離世的事實。生者的孝心藉由復禮的儀節而得以實踐，其核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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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從求助於鬼神的宗教性行為，轉向關注現實世界中道德倫理的建立，

小傳統的鬼神觀念由是被邊緣化。儒家讓生者通過喪葬之禮，提昇一己

的道德水平，希望藉此達到以宗教行為實現教化天下的理想世界。 

2. 提出「不作佛事」 

儒家以重現世精神為基礎設置喪禮，希望人們通過有關儀節，逐步

接受親人離世的事實，從而調節自身的悲痛情緒；並期盼在準備儀節器

具的過程中，提昇自身的道德水平。可是由於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民間

傳統的鬼神觀念，又融入了佛教中因果輪迴的思想，認為人死後會轉世

投胎，死者將面臨天堂或地獄，福禍不定。86為了給死者積功德，免受

輪迴之苦，喪家紛紛請僧侶直接參與喪事，於儀式中誦經設齋，禮佛拜

懺，做佛事以資冥福，好讓死者最後可以進入天堂而不下地獄。87為死

者積功德以求往生之道的做法，明顯有違儒家重現世、強調個人的道德

價值應建立在現實社會之中的主張。然而當時上自朝廷，下達閭巷，

「治喪禮者，一用其法」88，傳統喪儀夾雜佛教的喪葬習俗，早已蔚然

成風，「自佛法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立不惑者，

不過數人而已。」89司馬光就此情況，一本其弘儒排佛的立場，作出猛

烈的抨擊： 

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

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此者，

減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銼燒

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

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其親實積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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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

地具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亦有之矣，何故無

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

者亦可以少悟矣。90
 

司馬光認為生者為死者做佛事積功德，即已承認其親必為失德之輩，死

後當入地獄，如此「付其親之不厚」，實在是有違孝道；而且當入地獄

之徒，其罪孽已非「賂浮屠所能免」，死後才為對方做佛事積功德，其

實已於事無補。是以司馬光反對做佛事，強調「勸告懲惡」、行善積德

應在生前而非死後，貫徹儒家重視現世修身立德的主張。《文公家禮》

認同司馬光反對佛事的立場，認為「喪最要不失大本」，若要保留喪禮

本意，便當「不用浮屠」91，故於《文公家禮》中進一步明言：「不作

佛事」92以維護禮之根本。 

宋代間或有不從佛事者，卻又拘泥於陰陽葬師之說，為求自身日後

的利益，或擇日而殮，或久喪不葬，令死者遲遲未能入土為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齎送不必厚，

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

忌則甚焉．．．．。……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

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

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

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93
 

這無疑有違儒家喪禮的本意，古人「以三日為之禮制」94，是因為生者

心存期盼，希望死者通過復禮有復生的可能；三天過後，死者若沒有復

生，生者亦應接受死者已經離世的事實，舉行小殮。小殮過後，便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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殮入棺，停厝待葬。95生者通過小殮、大殮、下葬等喪葬儀式，把至親

的遺體逐步妥善收藏，一方面表達自己對死者的深情厚意（孝），另一

方面也是對死者的尊重（敬），希望死者早日可入土為安。可是時人竟

篤信陰陽之說，「非此時」不斂，「非此地」不葬，令死者遲遲未能得

到真正的安息。司馬光於《書儀》中便對此嚴加指責，認為其行「悖禮

傷義」： 

世俗信葬師之説，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

貴賤、賢愚夭夀，盡繫於此。又葬師所有之書，人人異同，此以

為吉，彼以為凶，爭論紛紜，無時可決，其尸柩或寄僧寺，或委

遠方，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

棄捐不葬者。……且彼陰陽家謂人所生年月日時，足以定終身禄

命，信如此所言，則人之祿命，固已定於初生矣，豈因殯葬而可

改耶？是二説者，自相矛盾，而世俗兩信之，其愚惑可謂甚矣。

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不殯葬．．．．．．．．．．．．，

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96

 

希望為先人「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此「孝子之心」，本應值得嘉

許認同，可是時人卻因拘忌陰陽之說，為得福地以佑後世子嗣，「自求

其利」而令下葬地點定奪無期，這無疑是有違儒家禮義的行為。 

儒家緣情而制禮，每一個喪葬儀式皆為出自人子自身情感的行為。

人子希望親人能早日入土為安，是因為其不想親人的遺體為蟲獸所毀，

否則便會心生愧疚，此乃合乎人性的自然反應，亦為孝道精神的體現，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97三月而葬的安排，便是希望治

喪之家能有足夠的時間籌備喪事，以盡哀思，以顯誠敬。《禮論》曰： 



229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

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

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

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

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

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

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98

 

可是今人竟因自身的利益而相信欠缺根據的陰陽之說，而「直留死者以

安生」，不但「久過七十日」尚未能安葬死者，甚或竟「終身不葬」、

「累世不葬」，最後因停厝過久，歷經數代而遭遺忘，終結「棄捐不

葬」。如此種種，不但未能「至隆思慕之義」，孝敬之情亦不復存在。

如此不合人情，有違德行的安排，當然為儒家所鄙棄。 

有見及此，司馬光便於《書儀》「治葬」一節中，強調應遵行古禮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以秉承傳統禮意。但司馬光也明白時人對葬

地的重視，認同不可不擇，「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99，但鑑

於時人或已不知當中細節，故於「卜宅兆葬日」一節建議一切從簡即

可：「今若不曉卜筮，止用杯珓可也。若葬於祖塋，則更不卜筮。」100

以避免時人盲目附和陰陽葬師之說。《文公家禮》依循《書儀》的內

容，在「治葬」一節中規定「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並進一

步簡化卜地的程序：「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

俗擇之可也。」101讓時人容易依從，以針對時弊。司馬光又將《禮記》

中有關居喪的一些禮節、規定，抄錄成〈居喪雜儀〉，希望時人能量力

行之，以盡孝道：「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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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102《文公家禮》亦有收錄該篇全文，希望藉

復行當中儀節，讓時人再次瞭解喪禮的真正意義，明白當中的孝道精

神，從而提昇自身的現世道德水平。 

三、籌辦器具的經濟考慮 

儒家緣情而制禮，當中「事死如生」的喪禮制度，便是緣於生者對

死者的深情厚意。生者經由復禮、沐浴、飯含、襲斂、停殯、下葬等儀

節，表達自己對死者的悼念之情，亦可藉此舒解自身痛失親人的情緒。

儒家認為人子對待親人能終始如一地盡孝、嚴謹恭敬地準備有關器具，

孝道精神便能貫穿於整個喪葬儀節之中。那麼這份由孝道所激發的溫情

便能滿佈人間，使人道良善的一面長存於社會，令社會風氣歸於純樸，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103。 

由於喪禮意義重大，有關喪儀器具的設置自然不可懈怠輕忽，人子

對父母的喪事更應謹慎而行，因為父母與子女之間不但有血親之情，而

且更有養育之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儒家以三年

之喪為「天下之達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也會藉此來報答父母懷抱三年

之恩（養育之恩）。104儒家批評墨家薄葬其親是有違人情的行為，「墨

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105這是因為儒家認為若只葬親以薄葬，人

子根本未能回應父母的深情厚意，故人子應評量自己的能力來行禮，若

有能力為之，便應好好為父母準備身後事。《孟子．公孫丑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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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

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

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106

 

古時棺槨並無特定的限制，而棺槨的設置，非因求其美觀，或希望得旁

人的稱讚，而是因為出於人子的孝心，不忍自己的親人的遺體直接接觸

泥土，冒著受蟲獸所毁的危險。所以人子如果經濟能力許可，皆「不以

天下儉其親」，而這一種孝心是「自天子達於庶人」也有的。儒家所提

倡的孝道精神亦為歷代統治者所推崇，並積極表彰孝子賢孫的行為，鼓

勵人民「隆盛行禮」，希望人民通過學禮彰顯孝道，由「無方之民」成

為「有方之士」107，就此以正民德，利於統治，「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108
 

隆禮思想在統治者的支持下，成為治國的重要方針。可是人們卻因

此很容易形成一種簡單的看法，以為儒家事事要求繁文縟節。晏子便曾

批評儒家的禮學過於繁瑣，終其一生也未能有所掌握，「今孔子盛容

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109

這觀念反映在喪禮上，則以為儒家主張隆喪厚葬，並認為行孝就是要在

喪葬祭祀中用豐富的物質形式來展現。可是若我們細看儒家經典中有關

厚葬的記載，當可發現其立場，並非單純支持隆喪厚葬，而是貫徹其制

禮原則，希望禮制能文飾與調節人情，使情感與道德規範皆能保持中庸

之道，讓人們的情感能通過恰當的禮儀而得到正確的抒發。《論語．先

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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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110
 

顏回為孔子的得意弟子，顏回死時，孔子為之慟哭，可見二人的師生情

誼如同父子般親厚。可是當其他門人欲厚葬顏回時，孔子卻嚴加反對，

之後更直斥門人厚葬顏回的行為。孔子與顏回的感情既然如同父子，在

能力許可之下卻反對厚葬顏回，這豈非有違儒家「緣人情而制禮」的原

則？這正正再一次說明，禮制內容雖以人情為重要依據，但這裡的情應

是指社會大眾共同認同的情，而非個別獨立之情；我們應依據當中的合

理性（「稱情」）來制定相關禮制（「立文」）。111
 

周禮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中心，其內容與當時每個人的社會身份

地位密切相關，要確定一個人應行什麼禮，就必須先要確定這個人在社

會中的身份地位是什麼。按周禮規定，葬禮的級別要與死者的身份相

配。士大夫死後才可設棺置槨，顏淵生前未曾做官，並非士大夫，故不

該越禮置槨厚葬。是以顏回之死雖令孔子十分傷痛，但孔子卻未因情而

忘禮；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孔子拒絕了顏回父親的請求，沒有把

車賣掉來給顏回置槨：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112
 

孔子雖以自己為士大夫身份，出入不可無車為理由，拒絕顏路的要求，

其行為看似迂腐而不近人情，可是這卻正是孔子視顏回為兒子的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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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顏回與孔鯉一樣，未仕而死，故不能用槨，孔子於是一視同仁，配

合二人的身份來進行喪葬儀式。孔門其他弟子厚葬顏回，於同學的感情

而言雖是可以理解，但於禮制而言則是有所違背，並非合宜的行為。今

按孔穎達疏云：「義者，宜也。」113禮義者，便是以恰當的禮來對待別

人，只有各人能按其身份與地位而進行適宜的事情去表達情感，天下方

可行之有序。若所行的禮制與身份地位不符，便是不合義的行為；陷對

方於不義之中，又怎會是儒家所認同的、合情的表現呢？故《禮器》中

雖有云以「棺槨之厚」114為禮之貴者，但需知道過猶不及，「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115，即使經濟能力許可，

每個人也應按自己的身份地位來行禮去表達情感：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

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
116

 

即使出身顯赫世家，為名門之後，也應依禮行事；否則，若越禮而行，

即「設之不當，猶不備也。」117《禮記．檀弓下》亦云：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

財．，斯之謂禮．．．．。」118
 

可見禮之所重，絕非舖張奢華的形式，而是行禮者內心的誠敬：「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119只要行禮者能「以哀戚為

本」，即使其經濟能力未許可為死者隆喪厚葬，但只要已「稱其財」以

「盡其歡」，盡自己一己之力為死者辦理喪事，此已為合禮的表現，即

使「貧亦無傷哉」。孟子提出「不以天下儉其親」，其原意是以人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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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指出每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希望盡自己的能力來辦理親人的

喪事，而非要求人子勉強為之，做出不合乎自己身分能力的行為。是以

儒家認為只要合乎禮法，保持內心誠敬，喪具的設置能「稱家之有亡」

120便可。否則，如果未能恰如其分，有違一己的身份能力，勉強為之，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121。 

可是時人卻未明當中意義，隨著宋代社會的經濟急促發展，反以豐

侈為孝，不惜費盡家產來治喪： 

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

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

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122
 

佛事活動的時間一般為七天，而參加佛事的僧侶人數約需三數人便可；

但是當時有不少喪家自始喪便延請僧侶參加，佛事時間或長達一百天，

所請的僧侶人數更是數以千百計。由是舉行一次喪禮，所費不菲，經濟

能力稍弱的家庭往往未能負擔：「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資，聚而後辦。

貧者遂不克葬，權厝佛寺。」123喪家為了籌集喪葬費用，反令死者遲遲

未能入土為安。有部份喪家治喪時更只講究佛事是否舖張，而忽略喪禮

本應以誠敬為本，未明當中禮意，其行無疑是本末倒置。居喪者衣喪

服、食粗食，乃配合其痛失親人的心情；然而喪家現竟「大作佛事」，

希望藉極齋盛會以積功德，明顯與儒家修身立德的理念相違背，「不若

禮不足而哀有餘」124。 



235 

 

即使不從佛事者，由於受當時的厚葬風氣所影響，認為豐侈才是孝

道的表現，於是為籌備喪禮的費用，有治喪之家竟經年未能安葬先人。

125有見及此，司馬光除了於《書儀》中提出反對做佛事的立場外，更提

倡喪家應「稱其財」來籌辦喪具，認為相關置只要合乎所需便可，希望

能提醒時人喪禮之本意，解決儒家理念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矛盾： 

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家貧未能歸葬

故也。予應之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

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游問喪具，夫子曰：

「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亡過．．．

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亷

范千里負喪，郭原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近世河

中進士周孟家貧，改葬其親，騎驢出城，一僕荷鍤隨之，取其親

之骨掘深坎埋之而歸，此雖不及於禮．．．．．．，比於不能葬者猶賢矣．．．．．．．．．。在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

歸，故寢食不安，奈何捨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

哉？126
 

司馬光引用孔子與門人對話，說明葬禮所重的，乃內心的誠敬，而非外

在的奢華。只要行禮者恰如其份，內心保持誠敬之心，這樣即使因為家

貧而令葬禮的進行未能及禮（禮節），仍是「比於不能葬者猶賢矣」。

同一制禮原則亦可見於儒家的其他經典之中，《論語．子罕》記曰：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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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求門人日常亦要合乎身份來行事，否則便是違禮之行。然而在孔

子患病的時候，子路卻派遣自己的家臣去服侍孔子。孔子得知後，認為

此乃不合宜的行為，因為孔子自己本沒有任何家臣，可是子路卻派遣家

臣來服侍孔子，這無疑是不合自己身份能力的行為。孔子進而強調，自

己死時寧願由自己的學生來辦理自己的葬事，也不願意由官臣來為自己

籌劃氣派豪華的「大葬」，因為這根本不合乎孔子的身份能力，是違禮

的行為。 

宋人受豐奢的社會風氣影響，誤以為越是舖張的禮節，便越能發揮

孝道精神；可是若未能配合自身的身份能力，其實只是徒具儀式上的華

美，卻未能真正符合當中的禮義。針對宋代厚葬之風，《文公家禮》提

出喪葬應以務實為主，如於「治棺」一節中，《文公家禮》便建議時人

籌辦喪具時，不應浪費舖張，只要能「斂首足形」，合用即可，

「（棺）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為虛簷高足」；

又建議時人可考慮使用薄棺而不需用槨： 

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寛，

易致摧毁，宜深戒之。椁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

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為愈也……今不．．

欲用．．，非為貧也．．．．，乃欲保安亡者耳．．．．．．．。
128

 

而可使用別的方式取代槨來保存遺體，「另別用薄皮為灰隔，如椁之

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129，讓死者遺體免受盜賊蟲蟻所搔擾。

由是可見，司馬光及朱熹二人，雖不主張厚葬，但卻仍然十分重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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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死者的遺體，希望能「保安亡者」，讓其入土為安，遵循儒家「全

而歸之」的喪葬原則，以培養生者的誠敬之心。 

小結 

儒家十分重視喪禮，整個儀程的訂定十分嚴緊細密，並參考民間小

傳統的喪葬習俗來制定種種儀節，一方面以死者為大，十分重視遺體的

處理方式，貫徹儒家「以生者飾死者」的制禮原則；另一方面則以生者

為重，配合生者的實際情況來制訂禮儀，希望生者通過身體來實踐儀節

以提昇自身的道德修養，追求現世的不朽價值，以鞏固傳統儒家的社會

倫理道德價值。可是宋代宗教文化及社會經濟的轉變，嚴重影響時人的

喪葬觀念。他們或藉著不同的喪俗以求福蔭，或以為隆喪厚葬便是孝的

表現。然而「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130真正的禮，強調的是與禮者

的身禮合一，希望藉著禮儀的實踐來具體演示生者內心情感的誠心誠

敬，而不是單純追求儀節上的華美。《書儀》及《文公家禮》便依據

《儀禮》來撰寫內容，希望能提醒時人喪禮的真正意義在於「哀死亡」

131，當「以哀戚為本」。 

《書儀》及《文公家禮》雖然提倡恢復禮制以重塑社會秩序，沿襲

淋浴、飯含、襲斂、復禮、代哭等禮節，並支持土葬，強調應「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但二書並非盲目從古，而是因為當中的儀節皆有其深

刻的意義，合乎人子之情，能真正「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

故二書方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配合儒家重現世的精神，於細節上稍作

更改後，復行傳統喪禮的內容，希望讓時人重新掌握喪禮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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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李塨：《恕谷後集》（清雍正刻增修本）卷 11，頁 96。喪禮具體其實包括了喪、

葬、祭三個部分：「喪」是對活人在喪期內的行為規範，包括喪服、喪期、喪禮等儀

式；「葬」是規定有關死者應有的待遇，如葬式制度、墓式制度；「祭」是喪期內的

祭祀儀式，當中包括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等。 

2
 如《禮記》中，便有《檀弓》上下、《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

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喪葬禮為主要內

容的篇章。 

3
 喪葬程序的主要條目如下：初終、復、易服、訃告、沐浴、飯含、襲、銘旌、魂帛、

吊酹、賻襚、小殮、棺椁、大殮、聞喪、奔喪、成服、朝夕奠、卜宅兆葬日、穿壙、

碑志、明器、下帳、苞筲、祠版、啟殯、朝祖、親殯奠、賻贈、陳器、祖奠、遣奠、

在途、及墓、下棺、祭后土、題虞主、反哭、虞哭、卒哭、袝、小祥、大祥、禫祭。 

4
 朱熹曾有言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

可。」見朱熹：《朱子語類》，卷 89，頁 1503。 

5
 《孟子注疏》卷 11，〈告子上〉，頁 201。 

6
 《論語注疏》卷 4，〈里仁〉，頁 37。 

7
 《春秋左傳注疏》卷 35，〈襄公二十四年〉，頁 609。「立德」：用內聖外王之道修養，

體現道德圓融，留給後世一個永恆的人格楷模。「立功」：做出一件大事，功垂天地，

惠及後世。「立言」：著書立說，留下思想給後代作精神財富。 

8
 《孟子注疏》卷 11，〈告子上〉，頁 201。 

9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

之。」見《孟子注疏》卷 8，〈離婁下〉，頁 154。 

10
 是以墨家強烈反對儒家的久喪厚葬，認為過份講求「人之死利」實足以害「人之生

利」，一方面影響國家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則令國家的刑政未能得治，故墨家強調不應

把社會財富浪費在已死者身上，主張「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見墨翟：《墨

子》（明正統道藏本）卷 6，〈節用中〉，頁 32。 

11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譯》（臺北：聯經，1987年），頁 168。 

12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譯》，頁 170。 

13
 《周禮注疏》卷 14，〈地官司徒〉，頁 216。 

14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見《孟

子注疏》卷 6，〈滕文公下〉，頁 109。 

15
 《周禮注疏》卷 14，〈地官司徒〉，頁 216。 

16
 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孔子的父親孔紇便是在此一情況與孔母顏徵相識，並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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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孔子：「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

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

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但由於當時周室所制的禮樂

文化已成為主要的社會體系，故孔母一直就孔子生父的身份諱而不言。我們從中可見

中國大、小傳統的雙行關係，而隨著文化的自身發展，已弱化的一方有機會被成為主

流文化的一方取替或兼容。 

17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譯》，頁 175。 

18
 王弼：《周易》（四部叢刊景宋本）卷 7，頁 63。 

19
 吳森：《比較哲學與文化》（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年），頁 50。 

20
 王先謙：《東華録．天命三》（清光緖十年長沙王氏刻本），頁 42。 

21
 王欽若：《册府元龜》（明刻初印本）卷 287，頁 3436。 

22
 《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3。 

23
 《孝經注疏》卷 1，〈開宗明義章〉，頁 11。 

24
 相同的意見，可見於 Groot, Jan Jakob Maria.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ume 1.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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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祭禮：追養繼孝 

中國自先民時代已有進行祭祀的記載，《說文》云：「祭，祭祀

也。从示，以手持肉。」1根據《說文》就「祭」本字結構的解釋，祭祀

乃人們向神靈供奉犧牲（以手持肉），或向其表示敬畏、或討其歡心、

或求得到赦罪的宗教行為。2世間萬物皆可為先民祭祀的對象，因為先民

認為萬物皆有神靈，既供給人類生存的資源，又能帶給人類生存的威

脅。這種既畏且敬的心理便成為先民進行祭祀的重要因素。先民祭祀的

內容比較簡單，或在石岩繪畫、或用竹木泥土塑造神靈的形象，以作為

崇拜的對象；進行祭祀時，祭持者便於偶像面前陳列祭品、獻歌跳舞，

再進行祈禱，以示對神靈的敬畏。 

進入文明社會後，祭祀禮儀隨著物質的豐裕，越來越講究複雜，並

有了一定的規範。統治者將祭祀對象分為天神、人鬼和地祇，「夫禮，

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3，並訂定祭禮的內容，希望民眾能依禮

從事，提昇自我的道德修養，「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

親，不敢弗盡也」4，期望能「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5。儒

家有關祭禮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儀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

禮〉、〈有司徹〉三篇，《禮記》〈祭法〉、〈祭義〉、〈祭統〉等篇

章內容亦涉及祭禮，當中主要內容包括祭祀的物件、制度及意義。至

此，祭祀的意義已不是向神明求取外在功利，而是希望民眾通過祭禮的

實踐，能夠「反古復始」、「追養繼孝」6。至宋代，司馬光《書儀》便

參照《儀禮》及《開元禮》的內容，在〈喪禮〉中制定了家祭的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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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為《文公家禮》〈祭禮〉的藍本。 

然而，一般民眾卻不明白儒家祭禮的真正意義，以為儒家祭祀神明

之目的，乃在於祈福以避禍，而非涵養德性，以淑善其身，大小傳統由

是漸趨分隔。如何整合大小傳統文化，便成為當時儒者所需要面對的問

題。本節擬先就祭祀的意義及社會功能作一探討，分析其於大小傳統中

的價值定位，再以此為基礎，分析《書儀》及《文公家禮》如何配合儒

家的制禮原則，整合大小傳統文化內容，讓民眾能真正恪守祭禮的意

義，化民成俗。 

一、祭祀的禮制化 

祭禮就是舉行祭祀的典禮、儀式，屬於傳統五禮中的吉禮之一，是

古代社會一項非常重要的社會活動，具體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宗教文化觀

念。《禮記‧禮運》云：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

猶若可以致其敬以鬼神．．．．．．。
7 

《說文》亦云：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8
 

從文獻所記，我們可得知祭祀之始，乃由於古人希望得到神靈的庇護，

求取福蔭，於是藉著飲食與樂器等形式與鬼神接觸，以表達對鬼神之敬

意，以求福蔭；而究其深層意義，則源於人類對安全感之索求。遠古初

民的生活與大自然關係密切，自然環境對人民的生活影響極大，可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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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制於有限的知識及經驗，古人對自然缺乏深刻而理性的科學認識，

就很多自然現象都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他們一方面感謝自然對人

類有天覆地載之恩，另一方面卻對不可知的自然感到恐懼，只能憑藉祖

先所積存的經驗常識來面對大自然的種種挑戰。 

在依賴自然和服從權威的情況影響下，人們對各種不可解釋的力量

加以神化並進行崇拜。他們相信自然神靈和祖宗亡靈便在自己周遭，並

能以神明之威靈，福佑賢人或懲戒不肖。他們希望通過不同的祭祀活

動，來表達對天神地祇人鬼的虔誠和敬畏，祈求得到神靈的庇蔭，讓生

活得以風調雨順，免於災禍。由是可見，先民「對天神地祇人鬼的畏

懼、祈求與崇敬」，乃是古代祭祀制度的思想基礎。9祭祀者希望借助不

同的祭祀形式10，或求福去禍，或報恩致敬，是一種具有很強世俗功利

性的的宗教行為。 

然而隨著周代人文意識的覺醒，統治者加強了祭祀中的宗法倫理觀

念，強調當中的政治功能，並設大宗伯一職，輔佐王者治理天下。《周

禮‧春官宗伯》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

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11
 

統治者祭祀天神，在於推崇天命神授之合法性，藉以彰顯政治功能；祭

祀人鬼，乃在於緬懷祖先之功業德澤，用以加強社會倫理功能；祭治地

示，則在於感念天地對於物質資源之提供，進而教化人民。原本緣於滿

足人類心靈／精神需求而產生之自然性宗教意識，在周室制禮時，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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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化密不可分。祭禮不再是單純的宗教行為，而是用於教化人民，

加強他們「報本反始」12的觀念。凡於人文社會發展有幫助的天地神祗

人鬼，皆可為人們祭祀致敬報恩的對象，《禮記‧祭法》云：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穀、丘陵，民

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13

 

《論語‧為政》雖有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14認為若祭祀的對

象非其宗族祖先，乃為向他人之人鬼獻媚以求福的不當行為。然而《禮

記‧祭法》中卻又言，凡「有功烈於民者」皆能成為儒家的祭祀對象，

可見能為人所祭之人鬼，其實並不只限於與祭祀者有血親關係者。15儒

家不鼓勵人們祭祀他人之祖先，是因為他人祖先自有其子孫進行祭祀，

故不需外人代而祭之。這既可提倡人們報本返始之心，也可避免有人為

多求福蔭而違禮諂求。可是這些「有功烈於民者」，對人類社會均有

「極其深厚的情意與功德」，於人類的發展有莫大幫助，即使與祭祀者

未必存有血緣關係，但人們也每每念茲在茲，進而生思慕之情，希望能

祭而報之，以感謝其對人文社會的貢獻；16而此思慕之情，乃源於祭祀

者內心的自然情感，《禮記‧祭統》云：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

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17
 

祭祀者感時思恩，希望通過祭禮來表達其對天地先祖聖賢的思慕之情，

「心怵而奉之以禮」，此「怵愓之心」18與「不忍人之心」19一樣源於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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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者情感的自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非為外物所驅使。祭祀的對象

是否與祭祀者有血緣關係，並非儒家最關注的事情；儒家所關注的是祭

祀者是否出自內心旳自覺，希望通過祭祀來表示對神靈的敬重和追思。

是以，儒家強調「祭祀不祈」20，認為祭祀者進行祭祀的目的不應是祈

求世俗的幸福，對於以求福去禍等為求外在功利的祭祀並不苟同，指出

這些皆是為求一己之利而獻媚於鬼神的虛偽行為。 

經過儒家的重新詮釋後，祭祀者所關注的重心不再是祭禮中的神靈

信仰，而是當中的社會功能以及與其相關的精神價值。21儒家指出進行

祭祀的原因不應是基於外在功利性訴求，而應是出於祭祀者內心對祭祀

對象的誠敬，希望通過祭禮來「致其敬於鬼神」22，以表達其「志意思

慕之情」23。此誠敬之心，思慕之情，非由他受，而是源自人理性自覺

之意識，如此更能突顯當中以人為主的人文價值意義。為進一步教化人

民以便於統治，統治者又把祭祀劃分為不同的等級，用以突出其特殊地

位，以維護其治權來維持社會秩序。《禮記‧曲禮下》：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

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
24

 

統治者強調只有天子能成為普天下之代表，可舉行祭天儀式與天地神靈

溝通，「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25若「非其所祭而祭

之」，則為有違禮法之「淫祀」26。《論語‧八佾》記季氏祭泰山一事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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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27
 

泰山位於齊國和魯國的交界，按照制度，應只有周天子及齊、魯兩國的

國君可以祭祀泰山。可是季氏作為魯國的大夫，竟然祭祀泰山，此舉無

疑是僭越本分，有違禮法的行為。孔子由是發出感嘆，謂泰山之神不懂

禮法而接受季氏的祭祀，藉此側面批評季氏的行為有違宗法倫理。 

祭祀者的社會等級不同，祭祀的對象內容亦有所不同。儒家認為任

何人都應各安其位，遵行祭禮所制定的行事準則，而不應超越自己的地

位等级來進行祭祀，即使父子之間也應按其身份地位，履行相應的祭祀

內容，強調這樣方是合乎禮法的表現，以維繫社會的和諧秩序。《中

庸》：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28
 

是以進行祭祀時，祭祀者也須按宗族輩份依序排列行禮，《禮記‧祭

統》：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

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

之謂親疏之殺也。29
 

居左為昭，居右為穆，昭穆既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得以確立。30人

們由是從祭祀的過程中懂得尊卑有等、長幼有序的重要性，此秩序意識

亦為治國的原則所在。儒家希望通過當中的差序格局，來確定各人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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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關係，以助社會人倫義理的建立，「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

至矣。」31親親為仁，可以融合家族成員的關係，達到合同的果效，凝

聚社會家庭；尊尊為義，可以區別家族成員身分，達到別異的目的，建

立倫理秩序。這種親親尊尊的仁義思想，也是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若

能將之推己及人，應用於國家政事之中，便可本其孝親之心以事君，推

其敬長之意以待人。《孝經》有云：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32
 

《禮記‧祭義》中亦有云： 

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

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

天下，無所不行。33
 

教民以孝，由孝及順，於是臣子知所從君，人子知所從父，從而達到統

治者進行教化天下的目的，國家由是大治，「治國其如示諸掌乎」34。 

在等級極為嚴格的禮制規定下，祭祀祖先便成了庶民階層最普遍的

祭祀儀式，以祭祀人鬼為祭禮核心，透過理性之自覺，建立人子追養繼

孝、自盡其心的祭祀之道。祭祀在此已由向外索求安全感的宗教行為，

內化為提昇自我德行，以安頓生命的重要過程，而事君敬親的忠孝之

道，便成為當中要提倡的道德綱目。 

二、祭禮的內外原則 

由於祭禮當中所履行的禮節儀式可培養民眾的道德意識，讓人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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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尊祖報本，從而「追養繼孝」，是以儒家對祭禮十分重視，強調「凡

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35禮書中亦有不少關於

祭祖條文的記載，如《禮記‧祭義》便記有祭祀者於「孝子之祭」中，

所應具備的態度、儀容、器具等項目：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

之。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

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

與！36
 

儒家要求祭祀者進行祭祀時，要如同真正面對先祖那樣謹慎行禮，「祭

如在」，而這種恭順的態度乃源於對先祖的感激與敬愛，「洞洞乎其敬

也，屬屬乎其忠也」37。相反，如果進行祭祀時，祭祀者「立而不

詘」、「進而不愉」，毫無「敬齊之色」，即使勉強行禮如儀，但這樣

的祭祀卻只是無心之禮，乃「忘本」的表現。38由是可見，「誠信」與

「忠敬」之心乃儒家對祭祀態度的基本要求，也是祭祀禮文形成的內在

依據。《禮記‧祭統》曰： 

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39
 

又曰：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

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

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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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

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

之心也。40
 

儒家強調民眾進行祭祀時，應「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內外身心講敬

修誠而「不求其為」。這種道德意識既是祭祀者奉獻給受祭者神靈的，

也是祭祀者通過祭祀行為自盡其心而重新喚醒的，「明薦之而已矣」。

這種至死不敢遺忘的內心情感也正是忠孝精神的根本所在，而藉由祭祀

這一活動來加以體現，希望通過一套莊嚴隆重之儀式，以表達對先祖聖

賢之深刻懷念與由衷之尊崇，感謝其於宗族生命的德澤與社會發展的貢

獻，遂使單純之思親與孝親之情，得以擴展至綿延淵遠之列祖列宗，達

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41之效。學者錢穆就此有精闢的闡述： 

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張死後有靈魂之存在，然極重葬祭

之禮，因此乃生死之間一種純真情之表現．．．．．．，即孔子所謂之仁心與

仁道。孔門常以教孝導達人類之仁心。葬祭之禮，乃孝道之最後

表現。對死者能盡我之真情，在死者似無實利可得，在生者亦無

酬報可期，其事超于功利計較之外．．．．．．．．，乃更見其情意之真。明知其

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此即孟子所謂不忍之心。于死者尚

所不忍，其于生人可知。故儒者就理智言，雖不肯定人死有鬼，

而從人類心情深處立教，則慎終追遠，確有其不可已。42
 

儒家以「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為祭禮的行事原則，大大更改了祭禮

的宗教觀念，讓其更接近人道思想；而通過祭祀不同等級的差序格局，

讓民眾明白人倫義理，「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

親」，當中的種種設置乃植根於人情，是一種「超越功利計較之外」的



254 

 

「純真情之表現」。可是一般老百姓不明事理，卻以為是在祭拜鬼神，

消災祈福。中國祭祀的大、小傳統由是漸趨分隔，「祭：其在君子，以

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43
 

祭祀在表面上雖行鬼事，而其根本意旨卻在彰顯人道、提昇人倫義

理，希望通過規範嚴格的祭禮，藉此培養民眾「報本反始」44、「務施

報」45的思想，提倡忠、孝、敬等意識，以助社會整合。為了讓民眾明

白祭禮的真正意義，司馬光《書儀》便參照《儀禮》及《開元禮》的內

容，在〈喪禮〉中制定了家祭的程序和規則，提出以影堂代替家廟，按

日常所需來祭祀先人，以培養家中成員的品德；46又重定祭祖儀式，把

四時祭作為最重要的一項祭祀內容，以強調當中的孝敬觀念，「以申孝

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47《書儀》曰： 

凡祭用仲月，主人及弟子孫皆盛服。親臨筮日於影堂外。主人西

向立，眾男在其後，共為一列，以長幼為敘。48
 

按禮制，只有天子、諸候宗廟的正祭可於每季的孟月舉行。49故司馬光

按士庶的尊卑等級，把家祭中的四時祭定於每季的仲月，「私家不敢用

孟月」50；並規定人們在祭祀祖先之時，要身穿盛服，行儀時「以長幼

為敘」，按照一定的程式拜祭祖先，以體現儒家「祭如在」51的祭祀精

神。司馬光《書儀》詳定影堂所行的各種禮儀細節，讓民眾進退有度，

使影堂成為家族各種儀式的核心場所，用以「敬宗收族」，此亦為《文

公家禮》日後祠堂制度的藍本。 

《文公家禮》專設〈祭禮〉一卷，以《書儀》為基礎，再加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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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善，如訂立祠堂制度，確定時祭的程序和規則；又採用程頤的主

張，於四時祭以外，增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

禰」的祭祀內容52；並擬定「忌日」之祭和「墓祭」的程序、規則，從

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一套家祭內容。《文公家禮》延續司馬光的思想，

認為報本返始之心，乃人之根本，而尊敬祖宗、祭祀先人則為家族每日

也應實践的要事，為「日用之常禮，不可一日而不修者」53，故將祠堂

制度置於《文公家禮》卷首，以突出當中「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

意」54。《文公家禮》又依循《書儀》內容，要求祭祀者於祭祀前應進

行齋戒，並細心準備各項祭品器具： 

前期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

興，設蔬果酒饌。55
 

藉此讓祭祀者調攝身心，「致齊於內」，以示虔誠莊重。祭祀者於齋戒

準備期間，要時刻想念祭祀對象的生前種種，「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56如此這般，於祭祀時才能把祭祀

對象活現在心裡。《文公家禮》又詳列祭禮儀節的種種細項，要求民眾

進行祭禮時要「盛服」「敘立」57，希望他們通過祭禮的實踐，表達一

己尊祖敬宗之情，遵行當中的倫理秩序，宗族精神也因此得以凝聚，達

到「教民追孝」58的教化目的。由是，民眾通過祭禮培養自身品德，

「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59，讓自身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安頓。 

三、民間風俗與禮制變更 

《書儀》及《文公家禮》希望通過家庭禮書的具體內容，讓民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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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儒家的祭祀之道，乃在於「致其敬之鬼神」60，尊祖報本乃自盡其心

而不求外在功利的非宗教行為，希望民眾能通過書中儀節的實踐，提昇

自我品格，從而化民成俗，整合大、小傳統的文化內容。然而禮以義

起，大、小傳統的整合，並非一個簡略的單向過程。禮的制定（大傳

統）必須參照當時社會風俗（小傳統）的實際情況，才能確切於現實生

活中推行（文化整合）。是以制定禮制內容時，不能直接將禮經文本視

作推行禮教的現成藍本，而應按當時的社會環境作適度的轉化，加以損

益，這樣才能使之成為具生命力的大傳統。若只懂拘泥之古禮之中，便

會與現實生活脫節，未能真正以禮正俗。 

以祭禮為例，祭祀乃緣於滿足人類心靈／精神需求的宗教行為，具

有很強的世俗功利性，而各地因應不同的本土風俗，衍生出不同的祭祀

內容。作為大傳統代表的儒家思想，希望以儒家禮教來整合社會風俗，

於是便提煉當中的內在精神，統一祭祀的禮制儀節，以人道為依歸，強

調「誠」、「敬」等道德綱目，希望以禮正俗，從而達到化民成俗的目

標。可是傳統禮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主要以世家貴族的生活方式為依

據，內容相對零碎繁冗，並不適合發展迅速的宋代社會。若要真正於民

間推行禮教，便應根據時代所需，對傳統禮制損益裁減，隨俗從宜。 

司馬光明白「士大夫家祭」所用之祭器、祭饌「非私家所有」，是

以撰寫《書儀》祭禮內容時，一方面參照《儀禮》及《開元禮》的內容

制定有關禮節，另一方面則提出時人若無力行禮如儀，則可略作刪減，

「以從簡易」61，希望可鼓勵民眾躬身行禮，「以致其孝恭之心」。6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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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司馬光《書儀》雖然對古禮已有所簡化，但仍顯繁雜細碎，如《書

儀》對祭禮所備的祭饌要求如下： 

時蔬時菓各五品，膾 今紅生、炙今炙肉、羮今炒肉、殽今骨

頭、軒今白肉，音獻、脯今乾脯、醢今肉醬、庶羞猪羊之外、珍

異之味、麵食如薄餅、油餅、和餅、蒸餅、棗餻、環餅、捻頭、

餺飥之類是也、米食謂黍、稷、稻、粱、粟所為飯，及粢、餻、

團、粽、餳之類皆是也，共不過十五品。若家貧，或鄉土異宜，

或一時所無，不能辦，此則各隨其所有，蔬菓肉麵米食各數品可

也。63
 

按《書儀》所載，祭禮所需的祭饌種類多樣、數目繁多，一般庶族家庭

實在難以齊備，即是作一刪簡，仍需準備「蔬菓肉麵米食各數品」，可

見有關的要求，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還是難以操作，未能踐行當中禮

儀，這也為《書儀》被歷代學者所詬病之處。 

針對這個情況，《文公家禮》參照二程的主張，認為禮經所載的古

禮必須配合民間的現實情況，刪繁就簡，去難取易，方能於民間進行，

教化人民：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

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

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64
 

朱熹十分認同二程的觀點，認為民情民俗方是禮的真正根基。不同的時

代會有不同的社會風氣，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即使禮經儀典乃出自

聖賢之手，但古代先賢制禮時並不知道社會真正的未來發展。若想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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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進行禮教，便應參考今世百姓的習俗而為之節文，《朱子語類》： 

禮．，時為大．．．。有聖人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

易曉而行，必不至複取古人繁褥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

碎繁冗，今豈可行，人亦且得隨時裁損爾．．．．．。
65

 

〈家禮序〉： 

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

之節，皆已不宜於世。66
 

朱熹指出三代之禮「零碎繁冗」，已不適用於宋代社會，「不宜於

世」；古禮需「隨時裁損」，才能通行於社會之中。是以，朱熹認為行

禮的程序不能過於刻板繁雜，形式不能過於隆重奢華，提出禮制的修訂

應寬簡從宜方有利推行，「某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個限制，

須從寛簡。」67
 

可是禮的繁與簡不單是形式的問題，還涉及當中的內涵意義。「禮

者，以財物為用。」68貴族社會所行之禮，正是通過財物上的多寡精粗

來體現隆殺等威。由於經濟能力的不同，一般庶族既無能力也不合身份

來實踐禮制，「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69，所以古代禮制下不

達庶人，只能通行於貴族階層之間。可是隨著宋代庶族階層地位的提

昇，經濟能力的加強，貴族與庶族之間的界線逐漸被打破，開始出現士

庶通禮的情況，社會需要有一套切合庶民身份的禮儀制度。此一制度須

簡便易行，才能使一般庶族容易理解掌握，在經濟層面上也較能承擔實

踐，從而可以真正恪守遵行禮教規範。然而禮的程式器物度數無論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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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也必須有一個確定的標準，而此一標準難以普遍適合廣大的庶民

階層的實際情況。因此，朱熹又提出了「隨家豐約」70的變通原則，使

之成為「貧富可通行者」71，強調禮典的實行，最重要的是祭祀者內心

的誠敬，外在的形式及規模，可以根據其家庭具體條件作出調整，而不

用強求一致。《文公家禮》：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

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72
 

《文公家禮》在此主張明確履行儒家「稱其財」73的禮學思想，讓民眾

能按自己的能力來實踐禮儀而不失禮義，對重構宋代傳統禮教文化秩序

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外，為加強祭禮「敬宗收族」的倫理功能，《文公

家禮》提出設置祭產來提昇宗子的地位，利用祠堂維護宗族的穩固和傳

衍： 

置祭田。初立祠堂，則計見（每）田毎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為祭

田。親盡則以為墓田。後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

用……不得典賣。74
 

中國傳統以宗族為本位，根據族中的嫡庶關係，區分為大宗、小宗，

「繼別者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75。不論大宗、小宗，只有宗子才能

主持祭禮，率領家族祭祀共同的先祖，是等級特權的象徵。可是隨著朝

代更迭，社會的等級變化加快，貧富分化加劇，宗子於家族的經濟地位

處於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影響其對家族的權威性，每一個家族成員或未

能自覺服從宗子的領導管理，從以有礙家族秩序意識的建立。《文公家

禮》置祭田的方案，不但使祭祀祖先的家族支出有了穩定的來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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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宗子掌管祭田，能保證宗子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加強宗子對家族的

控制力。為了進一步讓民眾較易掌握禮制內容，回應人民所需，《文公

家禮》又主張「多用俗禮」： 

俗節則獻以時食。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

鄉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其節之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

果，禮如正至朔日之儀。76
 

《文公家禮》認為祠堂祭祀應注意民間俗禮，並作出配合，如遇「俗節

則獻以時食」，也就是說凡是民間要慶祝的節日，如清明、寒食、重

午、中元、重陽等，都要舉行祭奠儀式，禮儀如初一、十五。同時，在

這些節日中，「鄉俗」所重視的食品，也要用大盤盛給祖宗靈位，外加

一些蔬菜、水果，以配合民間習俗。 

《文公家禮》希望以儒家禮教來整合宋代的社會風俗，認為大傳統

要配合民間現況，才能真正於民間推行，化民成俗，若勉強為之，人民

根本無法依從，一切只會淪為空談。《文公家禮》結合現實所需，以祠

堂代家廟，確立祠堂為整個家族活動的中心場所，設辦祭產保證宗子於

家族的經濟地位，強調宗子於祭祀中的絕對權威，「非嫡長子則不敢祭

其父」77，指出全體族眾都必須以宗子為中心，恪守等級秩序，並明確

列明祭禮儀節的種種要求，使民眾易於跟從，讓大小傳統得以真正的融

合。 

小結 

祭祀之初，乃先民希望通過相關的活動，「致其敬於鬼神」，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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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福蔭，免於災禍，此亦為民間社會祭祀的主要目的。至周室制禮，

統治者提煉祭祀中的誠敬精神，希望藉著祭禮的推行，提倡民眾的忠孝

之心，以培養他們的秩序意識，利於統治，而當中的禮制內容，主要以

貴族階層的生活模式為依據。可是隨著宗法制的式微，庶族階層在政治

上、經濟上的地位得以提昇，開始出現士庶通禮的情況，宋代社會需要

有一套切合庶族身份的禮制以配合時代的變更，讓一般民眾能真正理解

及踐行祭禮的意義，「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 

《書儀》及《文公家禮》秉承儒家「時為大」的禮學原則，以祭祀

人鬼為庶族家祭的設計核心，簡化傳統祭禮的若干儀節，希望民眾能履

行當中儀節，提昇自我德行，建立人子「追養繼孝」的祭祀之道，讓儒

家的禮學精神，通行於民間社會之中。可是《書儀》雖已對古禮作一簡

化，但當中儀節仍顯繁瑣，一般民眾實難以依循；《文公家禮》則從大

處落墨，針對社會實況，提出民眾可「稱家之有無」，根據自身能力，

配合民間習俗來行禮；又置祭產來提昇宗子的經濟地位，凝聚民眾的宗

族精神，從而化民成俗，整合大小傳統文化，為後代規劃了一個相當完

整的祭禮方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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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禮包括禮義和禮儀，二者密不可分。抽象的禮義為禮儀的基礎，而

藉著具體的禮儀呈現人前，是以禮儀的增刪將有機會影響禮義的表達與

傳遞。可是，因應時代的不同，傳統禮制的某些內容已難於後世實踐，

需配合社會的發展作出修訂，方能切合社會需要，發揮應有的社會功

效。《書儀》及《文公家禮》便根據宋代社會的發展情況，就冠、婚、

喪、祭等諸禮作出修訂，以回應社會所需。 

綜觀《書儀》及《文公家禮》的撰寫內容，我們可歸納出儒家整合

大小傳統的主要兩項原則：一、「教訓正俗，非禮不備」79；二、「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80。前者強調移風易俗必須以禮儀為手段，以禮義

為標準，此為文化整合的基本原則；後者則強調傳統禮制（大傳統）與

社會風俗（小傳統）不是截然對立的關係，推廣禮教乃以禮正俗而非以

禮代俗，若能因俗以行禮，以禮來馭俗，當可更容易達到禮俗合一、化

民成俗的目標，此亦為文化整合的變通原則。 

《書儀》及《文公家禮》一方面根據宋代社會現況制定家禮內容，

一方面強調禮義的重要性，指出「禮之所尊，尊其義也」81。然而比較

二者內容，《書儀》雖能結合當時部份俗禮撰寫禮書，但就何者復古、

何者變更，卻欠缺周全的考慮，令民眾難以適從，故未能通用於民間。

《文公家禮》則以《書儀》為基礎，保留傳統禮義的同時，又能進一步

簡化諸禮儀節，迎合了社會變革的需要，令時人便於操作，而又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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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內容，真正做到以禮正俗，化民成俗，讓大小傳統文化得到真正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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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許慎：《說文解字》卷 6，〈豊部〉，頁 35。 

2
 「宗教的整個本質表現並集中在獻祭之中。」見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

（北京：三聯，1959年），卷 2，頁 462。 

3
 《禮記注疏》卷 21，〈禮運〉，頁 414。 

4
 《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9。 

5
 《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4。 

6
 《周禮注疏》卷 10，〈大司徒〉，頁 151。 

7
 《禮記注疏》卷 21，〈禮運〉，頁 416。 

8
 許慎：《說文解字》卷6，〈豊部〉，頁33。 

9
 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810。 

10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鄭玄注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

也。報，謂若獲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見《禮記注

疏》卷26，〈郊特牲〉，頁508。 

11
 《周禮注疏》卷 18，〈春官宗伯〉，頁 270。 

12
 《周禮注疏》卷 12，〈地官司徒〉，頁 188。 

13
 《禮記注疏》卷 46，〈祭法〉，頁 802。 

14
 《論語注疏》卷 2，〈為政〉，頁 20。 

15「在研究了族外祭的大量存在之後，我們認為祭祀活動還有另一個意思：向先烈致敬

而不問族內族外，純屬致敬而並無所求。」見陳戍國：《中國禮制史（秦漢卷）》（長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20。 

16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215、216。 

17
 鄭玄注曰：「怵，感念親之貌也。」見《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0。 

18「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

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見《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07。 

19「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見《孟子注

疏》卷 3，〈公孫丑上〉，頁 65。 

20
 《禮記注疏》卷 23，〈禮器〉，頁 458。 

21「在宗教觀念上的敬天，在倫理觀念上就延長而為敬德；同樣地，在宗教觀念上的尊

祖，在倫理觀念上也就延長而為宗孝。」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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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92年），卷 1，頁 93。 

22
 《禮記注疏》卷 21，〈禮運〉，頁 416。 

23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見《荀子》卷 13

〈禮論〉，頁 139。 

24
 《禮記注疏》卷 5，〈曲禮下〉，頁 97。 

25
 《禮記注疏》卷 46，〈祭法〉，頁 797。 

26
 《禮記‧曲禮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孫希旦注曰：「非

所祭而祭之，謂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也；淫，過也，或其神不在祀典，如宋襄公祭次

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魯季氏之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

不能福人，而非禮之祭，明神不歆也。」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6，頁106、107。 

27
 馬融注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

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見《論語注疏》卷 3，〈八佾〉，

頁 26。 

28
 《禮記注疏》卷 52，〈中庸〉，頁 885。 

29
 《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6。 

30
 古代宗廟制度，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宗廟的輩次排列，以天子而言，太

祖廟居中；二、四、六世居左，稱為「昭」；三、五、七世居右，稱為「穆」。祭祀

時，子孫也按此規定排列行禮。 

31
 荀況：《荀子》卷 13，〈禮論〉，頁 148。 

32
 《孝經注疏》卷7，〈廣揚名章〉，頁47。 

33
 《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1。 

34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見《禮記注疏》卷 52，〈中庸〉，頁 887。 

35
 《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0。 

36
 《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0。 

37
 《禮記注疏》卷 24，〈禮器〉，頁 478。 

38「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 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

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見《禮記注

疏》卷 47，〈祭義〉，頁 811。 

39
 《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1。 

40
 《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0。 

41
 《論語注疏》卷 1，〈學而〉，頁 7。 

42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聯經，1994年），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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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荀況：《荀子》卷 13，〈禮論〉，頁 148。 

44
 《禮記注疏》卷 25，〈效持牲〉，頁 489。 

45「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見《禮記注疏》卷 1，〈曲禮〉，頁 16。  

46
 有關影堂的設置及內容，詳見本文〈通禮〉部份。 

47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

慎終追遠之意。」見杜佑：《通典》（清武英殿刻本）卷49，〈禮九吉八〉，頁576。 

48
 司馬光：《書儀》卷10，〈喪儀六〉，頁113。 

49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見

《禮記注疏》卷 12，〈王制〉，頁 245。 

50「今國家惟享太廟孟月。自周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見

司馬光：《書儀》卷 10，〈喪儀六〉，頁 113。 

51
 《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08。 

52程頤、程顥：《二程遺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8，頁 153。 

53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有關《家禮》的祠堂制度，可詳見本文〈通

禮〉部份。 

54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 

55
 朱熹：《家禮》卷 5，〈祭禮〉，頁 937。 

56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見《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07。 

57
 「主人以下各盛服，……眾丈夫敘立，如告日之儀。」見朱熹：《家禮》卷 5，〈祭

禮〉，頁 938。 

58
 《禮記注疏》卷 51，〈坊記〉，頁 867。 

59
 《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0。 

60
 《禮記注疏》卷 21，〈禮運〉，頁 416。 

61「執事者設盥盆有臺于阼階東南，帨巾有架在其北，又設盥盆帨巾無臺架者于其東。

《少牢饋食禮》、《開元禮》皆如此。私家乏人，恐難備，今但設盥盆帨巾使，自盥手

帨手，以從簡易。」見司馬光：《書儀》卷 10，〈喪儀〉，頁 115。 

62「主婦帥衆婦女滌釡鼎、具祭饌……必身親之，所以致其孝恭之心。」見司馬光：

《書儀》卷 10〈喪儀〉，頁 114。 

63
 司馬光：《書儀》卷 10，〈喪儀〉，頁 114、115。 

64
 程頤、程顥：《二程遺書》〈附錄〉，頁209。 

65
 朱熹：《朱子語類》第84，頁1435。 

66
 朱熹：《家禮》，〈家禮序〉，頁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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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朱熹：《朱子語類》第 89，頁 1500。 

68
 荀況：《荀子》卷13，〈禮論〉，頁139。 

69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 

70
 朱熹：《晦菴集》卷63，〈答葉仁父〉，頁1462。 

71
 朱熹：《晦菴集》卷 33，〈答呂伯恭〉，頁 619。 

72
 朱熹：《家禮》卷 5，〈祭禮〉，頁 941。 

73
 《禮記注疏》卷 10，〈檀弓下〉，頁 187。 

74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 

75
 按宗法制度，天子世世相傳，每世天子都是由嫡長子繼承父位，奉戴始祖，是為「大

宗」；其餘諸子則封為諸侯，是為「小宗」。每世的諸侯也是由嫡長子繼承父位，奉始

祖為「大宗」，他的諸弟則封為卿大夫，是為「小宗」。諸侯對天子為小宗。但在其本

國為大宗。卿大夫對諸侯為小宗，但在其本族為大宗。 從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區分

「大宗」、「小宗」，因此貴族的嫡長子總是不同等級的大宗（宗子）。 

76
 朱熹認為祠堂祭祀應注意民間俗禮，並作出配合，如遇「俗節則獻以時食」，也就是

說凡是民間要慶祝的節日，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等，都要舉行祭奠儀

式，禮儀如初一、十五。同時，在這些節日中，「鄉俗」所重視的食品，也要用大盤盛

給祖宗靈位，外加一些蔬菜、水果，以配合民間習俗。見朱熹：《家禮》，〈家禮序〉，

頁 873。 

77
 朱熹：《家禮》，〈家禮序〉，頁 873。 

78
 如《明集禮》卷 6〈宗廟〉設「品官家廟考」、「家廟圖」、「祠堂制度」等條目，其中

「祠堂制度」一條便是全文錄自《家禮》。 

79
 《禮記注疏》卷 1，〈曲禮上〉，頁 14。 

80
 《禮記注疏》卷 4，〈曲禮下〉，頁 72。 

81
 《禮記注疏》卷 26，〈效特牲〉，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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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家禮活化在明代的持續發展 

宋代社會財富的急促增長，加上出版技術的不斷發達，令教育得以

逐漸普及，庶民階層對生活行事的需求及禮儀的重視也日益提升，一般

平民子弟更可藉科舉入仕。隨著傳統的貴族社會慢慢轉化為平民社會，

新興的科舉士族漸漸成為普通民眾與官方之間的聯絡橋樑，他們的態

度、行為具有很強的示範性，對民眾的生活起著導向性的作用。1在他們

的引領下，民間遵禮行事的意識愈來愈明顯。原本行用於士大夫之間的

家禮書儀，逐漸成為士庶共同遵循的禮儀規範，而《書儀》和《文公家

禮》正標誌著這一時期家庭禮書的成熟。 

《文公家禮》承司馬光《書儀》的餘緒，綜合古禮與兩宋諸家禮書

內容，反映當時平民社會對禮書的需求。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文公

家禮》於元代便被視作為國家禮儀規範的重要範本；至明代，統治者更

將《文公家禮》頒行天下，《文公家禮》正式成為國家之禮典。可是由

於《文公家禮》「禮文深奧」2，一般民眾已難以明白當中內容。明代學

者丘濬為令民眾能真正實踐家禮，便以《文公家禮》為底本，希望以

「淺近之言」3編撰《家禮儀節》，從而推廣家禮內容，讓時人能依書行

禮。 

一種思想經過官方規定而成為制度，落實於生活而成為習俗，再經

由普及而成為常識，往往經歷一段漫長的過程。4以往的研究多把注意力

投放於新思想和新文化現象的創造上，若我們兼顧一般民眾思想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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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我們便會發現其實很多思想內容都經歷了長時期的制度化、世俗

化、常識化，需與不同的思想文化相互妥協，最終才會為社會民眾所接

受，繼而成為常識。5本節擬先就明代家禮的頒行作一簡單的說明，再以

丘濬《家禮儀節》為探討重心，闡述明代的庶民階層，是如何通過禮

圖、禮生等不同於傳統禮學的傳播方式，整合大小傳統的文化思想，讓

家禮內容真正成為民眾的居家常識，「日用之常禮」6。 

第一節 國家禮典：《明集禮》、《性理大全》 

明太祖開國之初，孜孜以禮樂求治世，上自郊廟大典，下至士庶婚

喪，無不斟酌古禮時制，當中尤好以朱熹學說為其行禮的依據，希望藉

此整頓戰亂後的社會風氣，恢復道統秩序。據史書所載，明太祖於洪武

元年（1368），便有意於民間推行《文公家禮》，以民間婚儀為例，便

是要求其仿照《文公家禮》的內容來制定相關儀節，《明史》「庶人婚

禮」條下記曰： 

《朱子家禮》無問名、納吉，止納采、納幣、請期。洪武元年定

制用之；下令禁指腹、割衫襟為親者。凡庶人婚娶，男年十六，

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7
 

由是「凡民間嫁娶，並依朱文公《家禮》」8，當中拼六禮為三禮、男女

婚娶年齡等規定，皆參照了《文公家禮》的昏儀內容。洪武二年，明太

祖進一步下詔儒臣編纂禮書《明集禮》，當中的「士庶冠禮」、「庶人

昏儀」、「庶人喪儀」、「祠堂制度」等儀制，便是以《文公家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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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據。如當中的「士庶冠禮」便是「以《文公家禮》為準」，先加

冠巾，再加帽子，三加襥頭，其「總序」條下云： 

古者冠禮唯士獨存。後世之所謂冠儀，皆推士禮為之也。漢晉以

來士禮廢而不講，至於唐宋乃有士庶通禮。雖采士冠儀文，然失

之太繁。今以《文公家禮》為准．．．．．．．．．．，而定士庶冠禮。有官者，公

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

帶、履、櫛、須、掠。其筮日、戒賓、醴、祝之儀，一遵《儀

禮》，具著於後，以為今日通行之制。9
 

其實早於洪武元年，明政府已下令推行冠禮，「詔定冠禮，下及庶人」

10。然而由於有關儀節「失之太繁」11，故於一年後所頒行的《明集

禮》，便參照《文公家禮》來制定「士庶冠禮」的內容，希望簡明箇中

儀節，讓時人能易於踐行，除三加之禮外，「筮日、戒賓、醴、祝」便

為「士庶冠禮」的主要儀節。12
 

此外，明政府又根據當時社會所需，設定婚喪儀制的內容。明政府

了解一般庶民階層或未能如「有官者」般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能負擔

種種的繁文縟節，故制定相關儀節時，便依據《文公家禮》的制禮原

則，強調民眾可「稱家之有無」13來行禮。其「庶人昏儀」記曰： 

朱子《家禮》昏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過十，更

用釵釧羊酒果實等物。今擬國朝庶人昏娶。14
 

「庶人喪儀」亦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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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經所載，公卿士庶之禮，多可通行。而唐宋所定《家禮》之所

載，庶人與品官亦不甚懸絕。所不同者，衣衾、棺槨、儀物、器

饌之厚薄而已。今酌之于古，准之於今，務為可行，以著於

篇。……家禮諸奠饌，不過酒果脯醢；朔月之奠，則魚肉麫米食

羮飯。虞祭至禫，其饌具大概同，用羊則曰柔毛，用豕則曰剛

鬛，不用牲則曰庶羞。蓋力能辦者必當如儀，不然則稱家隨宜。

15
 

為鼓勵民眾躬身行禮，明政府一方面參考《文公家禮》的內容，給民眾

提供了一個詳細的儀節框架，讓他們能知所行禮；另一方面則保留選擇

的空間，讓民眾在不違禮的情況下，可配合自身能力，來選擇適合自己

的行禮內容，增加民眾行禮的可行性。 

《明集禮》的祭祖儀節又採用《文公家禮》的祠堂制度，設四時之

祭祀，置俗節之薦享，其「品官家廟考」云： 

……先儒朱子約前代之禮，創祠堂之制，為四龕，以奉四世之

主，並以四仲月祭之。其冬至、立春、季秋、忌日之祭，則又不

與乎，四仲之內，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為常。凡品官之家，立祠

堂於正寢之東，為屋三間。外為中門，中門為兩階，皆三級，東

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敘

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外垣，別為外

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

桌。……國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

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

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

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大概略同於品官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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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集禮》在此引用《文公家禮》祠堂制度的同時，又加上了「凡品官

之家」的字樣，可見其指涉的行禮對象，並非《文公家禮》所關注的庶

民階層。這是因為明代開國之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有意效法《文

公家禮》的祠堂制度「立祠堂於政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17，

擬以祠堂代替家廟的功能。按照禮制，只有士以上的階層方能在家廟

（祠堂）進行祭祀，「庶士庶人無廟」18，故《明集禮》今按古禮的規

定，若庶民要進行祭祀，只能「祭於寢」19，並只可祭祀兩代祖先，以

此識別不同社會階層的權利與義務。永樂年間，明政府纂修《性理大

全》，並將《文公家禮》全文直接收錄於《性理大全》之中，書成後刊

布天下，「永樂中，頒《文公家禮》於天下。」20《文公家禮》由是成

為明代家禮的權威文本，由宋元以來士庶之間私自傳授的私家禮書，轉

變為官修的國家禮典，經由《明集禮》、《性理大全》等官方傳播，突

破貴族門閥的限制，流傳於民間。不少關注禮教的地方官員及士紳，更

將之視為民間行禮的指南、化民成俗的範本。 

明朝政府頒行《文公家禮》，便是希望運用權力建構民眾的生活習

慣，將禮書中所表達的觀念轉化為民眾生活的規則和儀式，期望藉著政

令的推廣建立理想的社會秩序。他們希望通過規範民眾日常生活的家

禮，慢慢滲透當中的價值觀到民眾的生活常識之中，從而建設道德秩序

井然、風俗淳樸的社會。由於官方權力的介入，倫理成為制度，道德成

為規定（制度化）；而當中為庶民階層所認同的精英思想，就作為一套

生活的普遍「規則」，在權力的支持下漸漸從中心走向邊緣，從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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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擴張開來，流傳於庶民社會，民眾遵從政令的同時，又會按自身的地

方習俗履行箇中內容。最後，經過年月的實踐而形成富有地方色彩的風

俗習慣（世俗化）。這些風俗習慣，其實都是通過官方的制定，是精英

們認可的生活理念，蘊涵他們的社會價值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

當時為政者或者士大夫的社會觀」。21最後，這些概念就再也不是新的

東西，而是日用而不自知的規則、道理，成為民眾的共識（常識化）。

以喪葬中的種種儀節為例，儀節的設置便是源於生者對死者「事死如事

生」的道德情感，經過官方的管理及頒布後而成為制度。不同的地方又

會按其風俗特色而修定相關內容，如朱熹便針對「南方多螻蟻」的地理

環境，於《文公家禮》中教導民眾「作灰隔」，讓死者遺體免受蟲害

22。每地的風俗習慣或有所不同，但喪葬儀節中所蘊含的喪葬意義卻沒

有不同，仍是以「死者為大」作為民眾治喪的重要理念，是民眾共有的

道德意識。 

《文公家禮》雖然通過《明集禮》、《性理大全》等官方傳播的發

佈而見於地方社會，可是其傳播的深度及廣度卻是十分有限，未能真正

流傳於庶民階層。究其因由，乃因《明集禮》、《性理大全》卷帙浩繁

23，而《家禮》一書內容又禮文深奧、儀節簡略，一般庶民之家實難以

收藏和閱讀，更枉論將當中的內容思想世俗化、常識化。因此，《文公

家禮》需要一定程度的修定，把當中的家禮內容變得更簡易通俗，才能

於地方社會上傳播，然後為庶民所接受。不少庶民之家為了滿足自身對

禮的需求，以《文公家禮》為底本私修家禮，將當中的內容進一步「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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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以切合他們的生活所需。他們或節選部分內容，刪繁就簡，傳

佈家禮知識；24或對其儀文加以疏解，使之明白曉暢，通俗易行；25或以

明朝時制，補《文公家禮》之未及，來配合社會需要。26在明代眾多的

私修家禮之中，以丘濬的《家禮儀節》最為人所認識，其影響也為最

大。27
 

第二節 民間推廣：《家禮儀節》 

丘濬有感明中葉時期，佛道盛行，禮教不倡，為重新喚起時人對禮

教的關注，於是以《文公家禮》為底本，編著《家禮儀節》，其序云： 

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

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

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
28 

《家禮儀節》序言指出，由於後世禮學衰廢，先賢禮文卻又曲折難明，

一般民眾已難以理解禮書所記，故未能依書行禮。《家禮儀節》於是以

《文公家禮》本注為全書框架，再參考唐《開元禮》、宋《政和禮》、

明《明集禮》，以及宋以來諸本私家著述，對《文公家禮》不合時俗的

內容進行簡化及變通，並「衍以圖式，參酌編次」29，設置禮圖、禮

生，希望以通俗顯淺的語言來表述《文公家禮》的儀文內容，讓一般民

眾也能理解禮書的內容，從而知所行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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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圖索象 

《家禮儀節》共八卷，依次為通禮一卷、冠禮一卷、婚禮一卷、喪

禮三卷、祭禮一卷、家禮雜儀一卷30，內容基本以《文公家禮》本注為

正文，而對原文加以增刪，編撰「儀節」、「祝文」、「書式」、「按

語」、「考證」、「餘注」等內容，逐條綴於正文之下，其最大的特點

是以通俗的語言及禮圖的形式，表述行禮的內容，其關注的重點不在於

禮之文，而在於禮之用，希望能幫助時人「執禮」，於日常的生活行為

中，真正實踐禮書內容。31《家禮儀節》有此理念，乃由於他認為明代

儒學不興而佛道盛行的因由，是因為「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知執

禮」，若然儒者也未能躬身行禮，「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佛道之

說），安以為常也。」32《家禮儀節》希望藉由編纂《家禮儀節》，讓

時人重新認識家禮的重要性，以日用禮儀重定時人的生活規範，鼓勵時

人親身力行箇中儀節，從而頽救當時儒學不興之頽風。 

由於古禮涉及的禮儀名物瑣細繁多，一般民眾難以單從文字的說

明，去理解當中的內容，必須改變固有的傳佈方式，使其通俗易明，才

能流傳於民間社會。是以《家禮儀節》每卷之末均設有禮圖來說明家禮

的儀文內容，希望民眾能「索象於圖，索理於書」33，掌握儀節的具體

情況。以卷一「通禮」為例，其末有「通禮圖」，當中包括「大宗小宗

圖」、「祠堂三間之圖」、「祠堂一間之圖」、「祠堂時節陳設之

圖」、「家眾敘立之圖」、「義門鄭氏祠堂位次圖」、「五世並列之

圖」、「祭四世之圖」、「神主尺」、「神主全式」、「神主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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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櫝式」、「深衣前圖」、「深衣後圖」、「深衣掩袷圖」、「新擬深

衣圖」、「大帶、緇冠」、「幅巾圖」、「屈指量寸法圖」，其用意乃

「使始創祠立主者，有所考焉」34，讓民眾能按圖習禮，《家禮儀節‧

通禮》「祠堂」條下記曰： 

君子將營宫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祠堂制三間或一間。正寢謂前堂也。詳見圖 

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高曾祖考四代各為一龕。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簾。一長

桌共盛之。列龕以西為上。每龕前各設一桌 （或共設一長桌）兩

階之間又通設一盒之類。詳見圖35 

《家禮儀節》引《文公家禮》本注為文，而簡略當中的語言，讓一般民

眾更容易理解禮書的行禮內容。通禮圖圖次的編排更能展現《家禮儀

節》對《文公家禮》的理解與再詮釋。由於《家禮儀節》主要針對庶民

階層，因此不設「家廟之圖」，並將原先的「祠堂之圖」變更為「祠堂

三間之圖」（圖一）與「祠堂一間之圖」（圖二）36，以供貧富不同之

家使用；並設「祠堂時節陳設之圖」，具體交代不同神主器具的空間位

置，令民眾能按圖索驥，依書行禮。再如卷四〈喪禮〉，文中「成服」

部分詳言喪服之制，仔細說明五服應按不同的身份再分為正服、加服、

義服，其「成服」條下記曰： 

一曰斬衰。三年。 

正服。己子為父。女女在室及嫁父在室者為父。 

加服。己嫡孫父卒為祖。為髙曾祖父承重者。父為嫡子當為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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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服。婦婦為舅。夫承重則從服。夫為人後則從服。妻為夫。繼

為人 後者為所後父。為所後者承重其祖。庶妾為君。君謂夫37 

當中條目清晰簡明，有助「五服之人，各服其服」38；又於卷末設有喪

服圖像，說明喪服的裁製樣式供生者參考，當中包括「裁辟領圖」（圖

三）39、「裁衽圖」、「兩衽相疊圖」、「裳制」、「衰衣圖」（圖

四）40、「冠制」、「絰帶圖」（圖五）41，讓治喪之家能稱其情而服其

服，不因喪親的悲痛而失去方寸： 

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

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42 

由於禮圖具有圖像的特質，能以圖彰形，突破文字的障礙，有效地將文

字的內容具體呈現，直觀、凝練地呈現出經典要義，表達文字所不能言

明者，讓民眾更容易掌握禮儀進行的具體情形，特別是對文化程度較低

的民眾來說，他們往往直觀禮圖便能掌其要領，按圖習禮便成為他們學

習禮儀的最簡捷方法。禮圖由是成為傳播家禮知識的重要媒介，有效地

把家禮知識滲透於社會各階層之中，「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43，

有助明代家禮的普遍化、通俗化。 

《家禮儀節》根據社會的現實情況對《文公家禮》的內容加以修

定，其傳播途徑更突破文字的框框，加入禮圖以示禮，讓一般庶民階層

更容易理解禮書所記，是一部「實用性頗高的禮儀手冊」。44雖然清代

學者修《四庫全書》時，認為《家禮儀節》與《文公家禮》懸隔太甚，

指出「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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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合於本書。」故評其考證不精，經義不明，甚至質疑當中部分內容

「決非濬之所為」，而有機會是「坊刻所竄亂者也」。45可是我們當知

道「禮，時為大」46，禮儀制度隨時代的轉變而作出修定是必然的規

律，後代不可能一成不變地完全遵循前人所定之制，如今時人既已不明

古書內容，實在有需要轉變舊有的傳播方式，修定當中內容，才能將家

禮知識廣泛流傳於地方社會之中。《家禮儀節》非《文公家禮》的復

本，而是以《文公家禮》的內容為主導，配合時人所需，融入當時禮制

的禮儀手冊，而《明集禮》、《性理大全》的禮圖，也為《家禮儀節》

重要的參考要點；《家禮儀節》加入禮圖的目的，便是希望使時人易於

理解當中內容，讓家禮內容真正成為他們的居家常識，方便他們日常行

禮。 

二、禮生相禮 

為了推廣家禮的思想內容，傳播儒家的禮學觀念，以恢復儒家理想

的社會秩序，《家禮儀節》除了加入禮圖示禮外，更提倡於不同的儀節

中設置禮生相禮，讓民眾可有多一個有效途徑來觀禮演習。《文公家

禮》中並沒有設置專責的禮生，相關的儀節事務主要由「贊者」、

「祝」及「執事者」等相禮者承擔處理，從旁協助主禮者行禮。相禮者

主要由「知禮能幹者為之」47，他們必須具有良好的品行及嫻熟的禮學

知識，這樣才能保證每一個儀節的履行都是符合既定的規範，讓與禮者

能依據其安排「周旋升降」48，進而了解每一個儀節背後的意義。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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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了解禮之義的同時，也要對禮之用有牢固的掌握，當中包括儀節

程序的認識、儀式的唱諾及文書的寫作等等應用內容。 

家禮儀節內容繁細委曲，非素習者實在難以成禮。可是由於明代佛

道學說盛行，學者又多沉浸於禮文義理的研究之中而少有實踐，社會已

鮮有能熟習家禮儀節者，《家禮儀節》的序言中便曾對當時情況加以指

責，認為此乃推廣家禮的最大障礙，其序云： 

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

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為農工哉？夫儒教

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

也。時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

竊弄而不自覺。……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

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為《家禮》一書，誠辟邪

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

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49 

「禮者，履也」，禮之義需通過禮之文的實踐，才能達到禮之用，真正

發揮其意義。然而當時的儒者卻只懂在義理層面作口舌之爭，卻未能真

正行禮，「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致令儒學日漸息微，佛道之說盛行

於世。針對有關情況，丘濬提出社會應建立學校培養禮生50，強調禮學

實踐的重要性：  

禮廢之後，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鄉里中求其知禮者蓋鮮。必

欲古禮之行，必須朝廷為之主，行下有司，令每鄉選子弟之謹敏

者一人，遣赴學校，依禮演習．．．．．．．．．。散歸鄉社，俾其自擇社學子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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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禮生．．．。凡遇人家有喪祭事，使掌其禮．．．．。如此，則聖朝禮教行於

天下，而異端自息．．．．矣。51 

這些禮生於學校習得相關儀節，對禮學內容有一定的掌握後，便可回到

自己所屬的鄉社，傳播所得的知識，推廣儒家的禮學精神，「聖朝禮教

行於天下」；民眾有需要時，也能聘用禮生相禮，從中觀禮演習。《家

禮儀節》認為如果儀節中能聘請禮生從旁指導如何合宜行禮，不僅可以

讓儀式順利進行，更可以讓禮生擔任民眾的禮儀指導者，為民眾提供模

仿的典範或成為諮詢的對象，宣揚當中所蘊涵的道德倫理及思想價值，

從而化民成俗，「異端自息矣」。 

《家禮儀節》多次提出聘請禮生相禮的建議，讓民眾可從非文本的

途徑來觀演習禮，其〈冠禮〉記曰： 

今人家子弟未必皆習禮，況禮多曲折，非有引導、唱贊者，不能

一一中節。今擬請習禮者一人為禮生，引導唱贊，如官府行禮之

儀，先期演習，然後行之，庶幾無失。52 

〈喪禮〉亦記曰： 

今禮廢之後，儀文曲折，行者不無參差，今擬用引贊一人，通贊

一人，擇子弟或親朋子弟為之，先期演習，庶禮行之際不至差

失。53 

《家禮儀節》提議敦請「習禮者」作為禮生，於繁複的禮典儀節中指導

民眾如何行禮。禮生需先行演習，之後才於正式的禮典中擔任贊者，引

領禮儀的進行，以確保儀節程序的準確性，「庶幾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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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生在儀式中通過唱諾，引導與禮者升降進退，指示他們跪拜的方

式和次數，提示器具的呈進次序等，讓與禮者能按部就班地謹慎行禮，

以培養其誠敬之心。禮生又需按不同儀節的要求準備禮文，而不同的禮

文又有其固定的格式和體例。如禮生主持喪禮時，便需要準備祭文、祝

式、祝辭、吊文、告文、告詞、挽聯、挽幛等文書，並按不同的親疏服

制準備祭文的長短內容，不可稍有越制，因為當中所表達的除了是生者

對死者的情感深度，也體現了社會的等級與秩序。 

除了引領儀式的進行外，禮生更會於儀式中解答與禮者的種種疑

問。禮生由是成為大小傳統之間的文化中介，整合儒家思想與地方習

俗，在禮的「下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禮生的設置讓家禮的推

廣不再停留於禮文義理的階段，進一步強調家禮實踐的重要性。《家禮

儀節》希望能以禮生相禮此非文本的方式來傳播家禮內容，讓民眾通過

禮生於禮儀中的動作儀容，學習相關的禮儀，理解並接受當中所蘊含的

傳統精英倫理思想和道德價值觀，從而讓家禮能真正成為民間的通用

禮，「日用之常禮」54。 

《家禮儀節》融合了明朝禮制、民間習俗與現實的情況，讓時人易

於跟從，故於刊出之後，較原本《文公家禮》更大行於世，致《文公家

禮》反罕見流行。55《家禮儀節》在明代中後期不斷被重刻，當中不少

是由官方主持刊印的翻刻本。56地方官員希望藉著家禮的推廣，教化民

眾遠離異端。由於《家禮儀節》得到官方的關注，較其他私家撰述有更

好的流傳條件，故於晚明時有較大的影響力。流風所及，各種坊刻本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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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出現，而士人針對《家禮儀節》的刪節本或重訂本在萬曆以後出現尤

多。57因此，當時流傳的家禮範本，很大部份是丘濬所編撰的《家禮儀

節》，而非純粹的《文公家禮》。 

小結 

朱熹的《文公家禮》於明代雖成為國家禮典，但因為其思想內容未

能為一般民眾所接受，而未能通行於庶民階層，至丘濬將之庶民化，於

《家禮儀節》中加插禮圖、禮生等內容，讓家禮內容更貼近民眾生活，

方能讓傳統精英思想真正於民間廣泛流傳。由是可見，一種思想在社會

傳播的時候，須切合現實的需要而作出不同程度的妥協及修定，才可於

社會中實踐。在整個文化整合的過程之中，原於小傳統中固有的風俗事

物，對過份嚴謹的大傳統思想會有一定程度的抵制；而作為大傳統的精

英思想及文化，在進入地方社會時，也須向原有的民間風俗信仰作一讓

步，才能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現實。58面對現實的阻礙，傳統的知

識份子在作為地方官員處理實際事務時，「只好在儒家原有的儀式方法

基礎上，對釋道、民間傳統暫時容忍，或略加修改，並在其中注入儒家

的理念，從而恢復儒學對社會的全面控制。」59
 

在整合大小傳統的思想過程中，我們既要守經，也應在權衡輕重

後，按實際的情況作出適度的改變。只有配合時代所需，傳統知識分子

所提出的思想理念才有機會為現世時人所用。是以實踐儒家思想時，不

能「執中無權」60，而應權宜行事，只要當中妥協的內容大體不違經典

原則即可。61《家禮儀節》的著作目的，便是希望民眾經過長時間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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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實踐，慢慢理解和接受制度後的理念；大傳統的精英思想亦由是滲透

其社會秩序、風俗習慣、常識世界之中，最終達到化民成俗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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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西方學者稱這群新興的科舉士族為地方精英（local elite），指出他們在地方社會憑藉

自身的學識、能力而受到尊重，甚至有人因此擁有特權，成為權勢之家。他們以個人

或依托群體的力量，推動地方事務，是基層的意見領袖，為地方官府與普通民眾之間

的中間階層。見梁庚堯：《豪橫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兩種形象》，《新史學》

第 4卷第 4期；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 Fu-Chou Chiang-

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11. 

2
 丘濬：《家禮儀節》，〈家禮儀節序〉，頁 432。 

3
 丘濬：《家禮儀節》，〈家禮儀節序〉，頁 432。 

4
 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視域變化的意義〉，《歷史研

究》，第 1期，（2004年），頁 18至 32、191。 

5
 美國學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曾經發表一篇與墨子刻（Thomas A. 

Metager）論戰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批評墨子刻對於精英文化的研究思路，只偏重由

社會少數上層人士所提出的「創造性思想」（Creationary Ideas，也即為傳統精英思

想，如先秦時代的各家學說、宋代的理學等)，而未有深入探究精英思想與文化現實

「妥協」的現象。她指出，過去思想史文化史注意的精英思想和經典教育（如基督教

神學及希臘和拉丁的經典），其實對一般民眾的普通生活很難起決定作用。如何將精

英思想與文化現實結合，其實當中有一種妥協的思想與原則，這種「妥協性思想」

（Transigent Ideas）是由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組合而成，結合了經典、哲學和人們所處的

社會思想。很多被學界責難、沒有致力於德行教育的士人，可能恰恰是行為符合社會

文化實際狀況的精英分子。見 Patricia Buckley Ebrey ， Neo-Con 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 .American Asian Review ， vol.4，no .1 (1986)。 

6
 朱熹：《家禮》，〈通禮〉，頁 875。 

7
 張廷玉：《明史》卷5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575。需要注意的是，朱熹配合時人

習俗，將六禮拼為三禮，三禮當為納采、納幣、親迎，而非《明史》所載的納采、納

幣、請期。有關討論，可詳見本文第五章第三節〈昏禮：禮之本也〉。至《明集

禮》，真正仿傚《文公家禮》內容，行納采、納幣、親迎三禮：「先使媒氏通言，次

遣使納采、納幣，然後壻盛服親迎。」見徐一夔：《明集禮》卷28，頁372。 

8
 李善長：《大明令》（明鎮江府丹徒縣皇明制書本），頁9。 

9
 徐一夔：《明集禮》卷24，〈嘉禮八〉，頁306、307。 

10
 「明洪武元年，詔定冠禮，下及庶人，纖悉備具然。」見張廷玉：《明史》卷 54，頁

566。 

 



285 

 

 

11
 冠禮由一系列繁瑣的儀式組成，當中的儀節大約可分為冠禮前的準備（包括筮日、戒

賓、筮賓、宿賓、為期等）、正禮的進行（包括陳服器、就位與挽髻、加冠、賓禮冠

者、拜見母親、命字等）、禮成後的跟進（正禮之後，冠者需依次拜見家中成員及鄉里

長輩等），最後以醴酬賓，命執事把牲肉送到賓的家中。至此，冠禮才全部結束。 

12
 《明集禮》「士庶冠禮」的儀節條目如下：筮日、筮賓、戒賓、陳服器，加帽幞頭祝

辭、醴、祝辭、字辭、冠者拜見、醴賓、謁廟，最後配以士庶冠禮圖，可見當中的儀

節已趨簡明易行，較前人的繁文縟節大大不同。 

13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81。 

14
 徐一夔：《明集禮》卷 28，〈嘉禮十二〉，頁 372。 

15
 徐一夔：《明集禮》卷 37，〈凶禮三〉，頁 496。 

16
 徐一夔：《明集禮》卷6，〈吉禮六〉，頁78。 

17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876。 

18
 《禮記注疏》卷 46，〈祭法〉，頁 796。 

19
 《禮記注疏》卷 12，〈王制〉，頁 235。 

20
 張廷玉：《明史》卷 47，頁 486。 

21
 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載《新史學》，第13 卷第3期，（2002年），頁1至

20。 

22
 朱熹：《家禮》卷 4〈喪禮〉，頁 916。 

23
 據《欽定四庫全書》所載，《明集禮》共有五十三卷，《性理大全》則有七十卷，卷

十八至卷二十一為朱熹的《家禮》。 

24
 如朱廷立《家禮節要》、葛引生《家禮摘要》、朱天球《家禮易簡編》、王叔昊《家禮

要節》，這些節編文本的基本內容都是採輯自《文公家禮》，以易行、易從為節編文本

的宗旨，而按其家族的需要有所裁酌，適用的範圍有僅及家族的，也有廣佈郡縣的。 

25
 如馮善作《家禮集說》來注釋《家禮》，對於各條或有古今異宜及須釋義者，均以

「或問」的形式作出解說。《家禮集說》修成後，江南士庶家多遵用之，某程度上有

助家禮在地方社會的傳播。 

26
 如翁正春《補選家禮》、鄧元鍚《家禮詮補》，便是針對《文公家禮》中冠婚喪祭的內

容，就其以外的內容作一補充，以適應社會所需。 

27
 如前文所言，明代除《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此一體系外，尚有其他家禮

著作，但由於非本文研究重點所在，故在此不作詳談。 

28
 丘濬：《家禮儀節》，〈家禮儀節序〉，頁 432。 

29
 其實早於《明集禮》、《性理大全》的家禮部分已配載不少禮圖，主要可分為兩類：一

是包括冠履圖、喪服圖、五服圖、大小宗圖等，主要是圖示禮儀名物和親屬關係，為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120%5e1333631546%5e70%5e%5e%5e%5e@@1383676690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120%5e1333631546%5e70%5e%5e%5e%5e@@1383676690


286 

 

 

行禮作準備；一是家廟圖、祠堂圖、行冠禮圖、婚禮親迎圖、大小斂圖、襲含哭點陣

圖等，主要是圖示禮儀的空間展開，指導如何行禮。《家禮儀節》一方面沿用已有的禮

圖，另一方面亦會按時人所需而增補不同的禮圖。見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北

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 13。 

30
 丘濬把原附於通禮之後的司馬光「居家雜儀」部分獨立出來，增補禮經中的祭祀原則

為「祭祀雜儀」，並損益呂氏鄉約的內容為「居鄉雜儀」，最後合以上三種雜儀為第八

卷〈家禮雜儀〉。 

31
 倘若《家禮》中有不符合明人習慣的儀節，丘濬會根據現實情況，在原本儀節下另加

按語，對當中所用的供品、器物、祝詞等略作說明改變；又增註家禮圖，並按圖式的

主題穿插入各卷之中。 

32
 丘濬：《家禮儀節》，〈家禮儀節序〉，頁 431。 

33
 宋儒鄭樵很早便於《圖譜略》中，力言禮圖對於傳播知識的功能： 

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

圖于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

措之，如執左契。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

功，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置之行事之間，則茫茫然不知所向……天下之

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於世

者。 

見鄭樵：《通志》卷72，〈圖譜略第一〉，載《四庫全書》第374 冊，頁494。 

34
 丘濬：《家禮儀節》卷 1，〈通禮〉，頁 457。 

35
 《文公家禮‧通禮》原文本為： 

君子將營宫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祠堂之制，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

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

其東。繚以周垣，别為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厨

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

地狹，則於㕔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

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皆放此。 

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毎龕内置一卓。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

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曽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龕

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虚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虚

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虚其西龕，如小宗之制。神主皆藏於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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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

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

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

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為祠堂。主式見〈喪禮

治葬〉章。 

今丘濬將之簡化，讓時人容易理解及掌握，見丘濬：《家禮儀節》卷 1，〈通禮〉，頁

438。 

36
 見本文附錄二《家禮儀節》禮圖「圖一」及「圖二，頁 288。 

37
 丘濬：《家禮儀節》卷 4，〈喪禮〉，頁 518。 

38
 丘濬：《家禮儀節》卷 4，〈喪禮〉，頁 517。 

39
 見本文附錄二《家禮儀節》禮圖「圖三」，頁 289。 

40
 見本文附錄二《家禮儀節》禮圖「圖四」，頁 289。 

41
 見本文附錄二《家禮儀節》禮圖「圖五」，頁 290。 

42
 丘濬：《家禮儀節》卷 4，〈喪禮〉，頁 532。 

43
 鄭樵：《通志》卷 72，〈圖譜略第一〉，載《四庫全書》第 374 冊，頁 494。 

44
 何淑宜：《士人與儒禮：元明時期社先祭禮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博士論文，2007），頁 147至 149。 

45
 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25，〈經部‧禮類〉，頁403。有關《家禮儀節》作者的

討論，可參本文第四章〈三書內容概說〉，頁85、86。 

46
 《禮記注疏》卷 23，〈禮器〉，頁 450。  

47
 朱熹：《家禮》卷4，〈喪禮〉，頁902。 

48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 

49
 丘濬：《家禮儀節》，〈家禮儀節序〉，頁 432。 

50
 禮生（或稱相禮者）即禮書中負責「通贊」、「唱贊」之人物，於行禮時在旁提唱起跪

叩首諸儀。明代的禮生分兩類，一是職業性的禮生，主要服務於朝廷、王府的禮儀活

動，是一種職役；另一種是非職業的禮生，主要服務於府縣、儒學及民間禮儀活動，

由儒生充任，也有鄉間儒士、塾師及其他知禮者擔任。丘濬於《家禮儀節》中所提倡

的當為後者。 

51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 5，〈家鄉之禮〉，載《四庫全書》第 712冊，頁 611。 

52
 丘濬：《家禮儀節》卷 2，〈冠禮〉，頁 463。 

53
 丘濬：《家禮儀節》卷 7，〈祭禮〉，頁 583。 

54
 朱熹：《家禮》卷 1，〈通禮〉，頁 875。 

55
 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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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如弘治年間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便是為了教化嶺南邊遠之地而重刊《家禮儀節》，

見吳廷舉：〈重刊家禮儀節後序〉，載丘濬：《文公家禮儀節》，弘治 3年廣東吳廷舉刻

本，頁 1至 4。再如萬曆年間，錢時因感當時學風空疏，希冀能藉著家禮的推廣而扭轉

當時的情況，見錢時：〈家禮儀節序〉，載丘濬：《文公家禮儀節》，萬曆 36年常州府錢

時刊本，頁 2。 

57
 《家禮儀節》於明代的刊刻紀錄可詳見附錄一。 

58
 如朱熹雖然反對淫祀，強調民眾於喪葬時應「不作佛事」，可是當其於新安擔任地方

官員時，並沒有對當地民眾拜謁五通神作嚴厲的批評；此外，在擔任同安主簿時，雖

有「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舡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的

情況出現，但朱熹對此廟並未採取任何措施，只是以「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

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耳」為托辭將之輕輕帶過。（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06，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頁 1746。）這反映地方官府處理此類問題的基本態度：民

不舉則官不究。只要不對地方社會秩序產生太大危害，損害地方民生，地方官員對地

方信仰一般是從寬處理的。 

59
 皮慶生:〈祈雨與宋代社會〉（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60
 《孟子注疏》卷 13，〈盡心上〉，頁 239。  

61
 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視域變化的意義〉，《歷史研

究》，第 1期，（2004年），頁 18至 3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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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總論 

最初的禮起源於先民的生活風俗習慣，這些習慣代表先民生活行為

的合理性與規範性，與宗教信仰息息相關。至周公制禮作樂，從維護周

室的政權出發，對原始的禮儀習俗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使之系統化、

制度化，成為一套以宗法倫理為核心價值的禮儀制度，強調親親尊尊等

禮法觀念。然而此一套制度的核心價值，於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

地位的衰落，而逐漸被動搖。孔子為改變此一禮崩樂壞的情況，於是提

出了「為國以禮」的主張，希望重塑當時的社會秩序。然而「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1，古代禮目細密繁複，如非經常學習演練的貴族階層，

一般難以經辦相關禮目。孔子明白一般民眾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力來維持

生計，現實的制肘令他們欠缺充禮、備禮的能力，故表示不應要求庶人

完全按照禮的細節去行事，「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其禮，故不責之以

備禮也」2。由此可以知道儒家思想並非純粹的精神道德理念，也不是只

重視血緣宗法的政治制度，而是有其世俗化、生活化的一面，是「生命

生活生存之學、踐履之學，它對於人生的基本的、普遍的問題進行反

思、提升，而後落實於人倫日用之中」3。 

到了宋代，由於民間經濟力量的崛起，人民有了充禮、備禮的能力

和需求，《書儀》和《文公家禮》便回應民眾所需，制定適用於當時民

間社會的家庭儀禮內容；至明代，《家禮儀節》根據身處時代的社會狀

況，進一步簡化及變通《文公家禮》的內容，加設禮圖、禮生等項目，

希望民眾更容易踐行當中禮儀，理解箇中禮義。宋明家禮的編撰，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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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中國以往「禮不下庶人」的局面。《書儀》、《文公家禮》、

《家禮儀節》三書的內容特點雖各有不同，但都以經世致用為其寫作目

的，希望民眾能通過踐行書中的禮儀，掌握傳統禮義的精髓。禮制的世

俗化、生活化，無疑讓民眾更容易接觸及理解當中的儒家思想，當中的

協作原則，猶為值得我們借鑒參考。 

本章擬先歸納各章重點，總結儒家的制禮原則與社會需要的關係，

闡述司馬光等人如何以民眾的現實需要為其撰寫禮書的重要考量；再以

此為基礎，進一步探究他們如何調協不同的制禮原則，平衡民間禮俗與

傳統禮義。最後，希望從中得到一點啟示，尋找儒學復興的路向。 

第一節 制禮原則與社會需要 

孔子認為周禮是夏商兩代制度損益的結果，是管理國家社會的典

範。可是如此周密的周禮卻未能見用於當時的社會﹐可見其仍有其不足

之處。孔子就此對周禮的內容作出反思和重建，其重心不在於具體的禮

儀規範，而是在於探求禮制意義與人民本性的關係，希望為失範的春秋

社會重新建立人倫規範。孔子雖以周禮作為禮的典範，但並非盲目從

古，而是依據禮的內在價值，從中歸納制禮的原則：「禮，緣人情而

作」。孔子提出「仁」即為禮的內在本質和價值依據，而禮則為仁的外

在表現形式，強調禮之踐行應「依於仁」4。仁為人的道德本體，若禮缺

乏人的內在道德情感為其根本，禮便會只成為單純的禮儀虛文，而無從

表達其禮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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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掌握孔子以「仁」為禮的內在精神重點，指出人們不應盲目履

行禮制，而應配合當時的實際境況來行禮。孟子在此並沒有否定禮節的

價值，只是強調權變的重要性，因為無論如何周密的禮制，也難以涵蓋

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更枉論生活上的一些特殊情況，如果強行依禮行

事，那只會有違人情，抹殺禮當中所蘊含的合理性，未能「稱情而立

文」，這只會讓禮成為吃人的禮教規條。所以儒家認為禮並非僵化而不

可變者，而是可根據禮的基本精神，配合世道人情，作一權變，以處理

現實生活與禮制內容之間的衝突：「禮，可以義起也。」5孟子在此進一

步補充了孔子「仁禮」的思想，強調「禮之所尊，尊其義也」6，指出禮

的儀文或因時地的變更而有所改動，但只要禮的內在精神不變，人們仍

能遵行當中禮義便可。 

孔孟以仁義釋禮，指出人情為制禮時的重要考慮因素；荀子則從另

一角度，探視禮制與人情的關係，強調禮的作用在於制約人情。荀子有

此主張，是因為他明白單純的道德說教已不能在戰國時代起任何作用，

所以他貫徹其性惡論的主張，強調禮的外在規範可用於制約人情： 

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里，

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

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和，

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君子

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

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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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認為若沒有禮的節制規範，仁義皆無從實現，未能體現客觀的道德

意義。荀子又主張禮法並用，以修復社會秩序，讓天下得以大治。荀子

的禮治主張雖然有別於孔孟，並從不同的角度來訂定禮制調適人情的功

能。可是若我們細心歸納三人禮治思想的轉承與發展，便可發現其因革

損益的原則，都是以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為依據，履行「禮，時為大」

的制禮原則。 

不論任何時代，禮的實踐乃源於人的情感，是以儒家強調人們踐行

禮儀時，並不是形式上的迎合便可，而是要盡心而為。可是，禮的制定

雖然必須順應人類最普遍的道德情感，但仍需兼顧不同的制禮原則，方

能使情感與道德規範維持中道而行；如若對情不加限制，則容易造成禮

制上的混亂，往往加速社會秩序的崩壞，「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8如何恰當地（義）通過不同的禮儀（禮）來表達情感（仁），便

成為儒家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儒家認為仁以義為標準，義以仁為根

據，若行事不合仁義，皆為非禮的表現；而依據仁判斷何者為宜，則為

智的表現。禮的嬗變既要遵循禮的本質，也要符合社會時代的發展，其

價值取向乃建基於人文情懷、世俗關切，絕非單純的「形而上者」9，而

是有其形而下的考慮。隨「時」而變是禮自身完善發展的必然要求，而

當中有可變革者和不可變革者：典章禮儀或會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

同，但其禮義精神則永遠不會改變。是否遵從禮儀（禮之文）去實踐禮

義（禮之本），便成為儒家判斷人們是否合禮的兩個準則；而禮之文和

禮之本如何相互配合，便成為訂定禮制的重要考慮。因為禮義需通過禮

儀方能表達，如果禮儀過於瑣碎繁複，人民便難以跟從來實踐當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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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禮儀也需要禮義的支持，若只講求禮的外在形式，人民便難以明

白行禮的真正意義。《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這一系列

家庭禮書，便根據時代的不同需要，制定居家日用的禮節儀文。當中，

又以朱熹最能秉承儒家的制禮原則，把握禮之根本，配合不同的制禮原

則，制訂有關儀節。 

從禮的起源到儒家禮治思想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知道禮制原則

與社會需求息息相關。禮制在長時間的發展中，雖然已有一相對穩定的

固有模式，但每當時代迭變時，我們也應重新審視當中的適切性、合理

性，而不應盲目跟從。歷代統治者也會按時代的需要，參考前人的成

果，來訂定適用於其時的禮制。10禮制的不同，也揭示了禮制的內容若

未能配合時代的發展、人民的訴求，有關的體制終會被取締或淘汰；而

《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這一系列的家庭禮書內容的演

變，正正體現禮制訂定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 

科舉制度的成熟、文化事業的昌盛及社會經濟的急促發展，令宋代

的社會面貌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活版印刷術的發明及書院的興盛令文化

知識得以普及傳播，庶民階層更容易獲取接受教育的機會，並可藉著科

舉考試躋身社會結構的上層位置；而民間經濟力量的崛起，也讓這一群

新晉的知識階層具有「充禮」、「備禮」的能力。他們希望通過習禮來

提昇自身的素質，以配合身份地位的轉變。他們急需一些指導他們生活

的禮書，以彌補他們禮學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長期處於社會上層的世

家大層，由於不再享有世襲的特權，為了保持政治及經濟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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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注意家族子弟的道德教育。由是家庭禮書便成為當時社會各階層

需求甚殷的文化產物。 

由於儒家禮經大多文義古奧、儀節繁細，後世已難以掌握當中每一

項禮儀背後的真正意義。司馬光為了令家中弟子能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也

能踐行儒家禮學思想，於是編撰一套迎合宋代社會生活步伐的時代需要

的家庭禮書。司馬光《書儀》一方面簡省了部份禮制的內容，另一方面

則詳細制定了每一項儀式細節，強調以禮治家，希望閱讀者在習禮的過

程中，體現儒家思想的人倫理念。如《書儀》創建影堂制度，讓庶民階

層能按其身份，在適當的場所祭祀祖先，強調「敬宗收族」的功能；又

如提倡復行冠禮，將《儀禮‧士冠禮》的內容加以簡化，當中所使用的

器具──緇布冠、皮弁冠、爵弁冠，也配合當時的生活習俗，改用宋代

流通的巾、帽、襆頭，使冠禮更容易為時人掌層，從而理解當中的「成

人之道」。由於相關禮制的訂定簡便易行而能保留當中禮意，頗能適切

時人的需要，故《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便沿用當中的主要儀節，

只在若干細節上作一修改，使禮制更能貼近當時時人所需。如《文公家

禮》參照《書儀》的影堂制度，並將之改稱為祠堂，以配合庶民階層的

身份地位，「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

特以祠堂名之」11；《家禮儀節》則在每節或每篇之末，或加以附注、

考証，或輔以禮圖、書儀，希望民眾能進一步理解當中禮意，知禮行

禮。相類的情況，我們同樣可見於一般的居家雜儀。司馬光於《書儀》

中訂定了二十條居家雜儀，當中的內容主要關於一些家庭日常的生活規

範和行事準則，讓民眾在日常生中也知其規矩。由於司馬光的居家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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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眾旳日常行禮甚具指導作用，所以《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也

一直沿用，只是依據各自體例的不同，收錄於書中的不同卷次之中。 

司馬光《書儀》雖已對古禮進行了一定刪減，但當中所記的儀文仍

然比較複雜，未能通用於民間；《文公家禮》便在《書儀》的基礎上，

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編撰成書。由於《文公家禮》內容既能保留禮

儀意義，又能配合宋人習俗，故於宋代流傳極廣，致後世更被刊刻成為

不同版本，《家禮儀節》也是以其為藍本，撰寫書中內容。只是《家禮

儀節》為配合明代民眾的一般水平，其內容較《文公家禮》更為簡易，

用字也更為顯淺，而所載的禮儀也更詳細具體，甚至附加禮圖讓明代民

眾能按圖索象，令他們行禮更趨容易便利。《家禮儀節》刊出而來，甚

受明代民眾歡迎，並流傳至日本、朝鮮等地，對東南亞的禮學發展造成

一定的影響。 

三書的認受性、普及性雖然不同，但若我們細看三書內容，不難發

現書中儀式的宗教意識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漸次薄弱。由於殷人尚鬼，

每事必卜，故於禮制之中可見有不少卜筮之儀。但發展到宋代，民眾的

鬼神觀念已逐漸被淡化，而更多考慮現實的需要，強調禮制實踐的可行

性。如古代進行冠禮時，古人都會占筮來決定行禮的日期和主持加冠的

主賓，待確定日期後，再邀請親友前來觀禮，而冠者的父親會在來賓中

再筮選一位正賓來為冠者加冠。如果正賓不能前來，冠禮便不能舉行；

冠者需要重新進行筮日、筮賓等儀式，待確定正賓可以於冠日抽空參加

冠禮為冠者加冠，冠禮才可落實舉行。可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急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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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庶民又需工作來維持生計，筮得之賓或未能於冠日參加冠禮。由於每

一次占筮都有其不穩定性，這無疑增加了舉行冠禮的難度，為了配合時

人的生活步伐，《文公家禮》中提出省卻筮日、筮賓之儀，改以「擇

日」「選賢」12代之，以確保冠禮的可行性。再以喪禮為例，由於受

「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所影響，古人十分重視葬地的安排，為了求得

土厚水深之地，「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13。但由於宋人或已

不知卜地當行的種種細節，故司馬光便於《書儀》中建議一切從簡即

可：「今若不曉卜筮，止用杯珓可也。若葬於祖塋，則更不卜筮。」14

《家禮儀節》更進一步簡化卜地的程序：「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

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15
  

由嚴謹的卜筮儀式到「止用杯珓」，再到「不曉卜筮」、「不曉占

法」，最後「從俗擇之」。儀節的簡化，卜筮之不行，如此種種皆告知

我們社會於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轉變，揭示社會現實生活上的轉變。隨著

社會的急促發展，以往繁瑣的卜筮儀式已不能配合時人的生活步伐，必

需簡而化之，才能適用於社會的實際生活之中；時人「不曉卜筮」、

「不曉占法」此一事實，也側面透現了鬼神觀念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逐漸被邊緣化。由以往古人每事必卜發展到宋人不懂卜筮占法，可見時

人已不再重視，故不再因循學習，最後已沒有人懂得相關儀節。建基於

社會的鬼神觀念漸趨薄弱，家庭禮書的內容也需回應社會的轉變，刪減

了不少卜筮的儀文，以切合時人所需。至明代，《家禮儀節》進一步省

卻有關占筮儀節的安排，直接於書中表示擇日而冠16、擇地而葬17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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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在此已不再是以往與鬼神有密切關係的宗教性行為，而是以人為本，

關切其生活所需的人文表現。 

此外，三書同時針對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強調民眾行禮時，應

「稱家中之有無」，特別於昏、喪等儀節相對繁複的禮儀中，這情況尤

為明顯。由於宋代社會商貿頻繁，民間經濟急促起飛，讓庶民階層具備

「充禮」、「備禮」的能力，可是同時又衍生了另一個社會現象：人民

以奢侈為禮。為了炫耀自己的經濟能力，不少家庭在儀節上皆極盡其

事，以經濟因素為行禮的第一考慮，全然忽略了禮的真正意義。以喪禮

為例，中國人自古便十分重視孝親敬宗之道，向以喪禮為重，而「事死

如生」的喪禮制度，周密繁複的喪葬儀式，便是緣於生者對死者的深情

厚意。人子如果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皆希望能盡一己之力來籌辦親人

的喪事，而「不以天下儉其親」18。儒家認為喪禮的設置，是民眾由情

出發因應自身的能力，配合恰當的物質形式將之展現的行為模式。喪禮

本是出於人子孝心的人性表現，可是發展至宋代，宋人卻未有掌握當中

的意義，誤解「禮緣情而作」的制禮原則，竟以豐侈為孝，以為在喪禮

中所用的器具儀式，越是豐富奢華，便越能彰顯孝心；甚至有治喪之家

為表孝思，不惜費盡家產來籌辦喪事。可是此處之隆禮，已明顯不是出

自內心的表現，只是為了迎合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尋求得到別人的認

同而虛有其表的禮儀。 

即使有治喪之家出於真心情意，希望籌辦一個盛大的喪禮來表達對

死者的懷念與敬意。然而我們當知道過猶不及，制禮涉及多方面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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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原則之間又會相互協作制衡。禮一方面緣人情而作，另一方面則用

於制約人情。若情感過盛，超越禮的範疇，便應「斷之以禮」；若情感

有所缺失，未能達到禮所要求的應有水平，便應「引而致之」，這種

「發而皆中節」的情感，才是儒家所期許的禮。19為了讓民眾理解儒家

相互協作的制禮原則，明白喪禮的設置應該真正由情出發（禮緣人情而

作），再因應自身的能力（稱有其財），配合恰當的物質形式將之展現

（稱情而立文），司馬光便於《書儀》引用孔子與門人的對話，提醒民

眾喪禮所重，乃內心的誠敬，而非形式上的奢華，指出「稱其財，斯之

謂禮」20。《文公家禮》也提出喪葬應以務實為主，不應浪費舖張，指

出舖張的禮節其實只是徒具儀式上的華美，而未能符合真正的禮義；而

且喪具若過於華美，或會招惹鼠竊狗盜的注意，反令亡者死去被人搔

擾，不得安寧，故提倡喪具合用即可：「今不欲用（厚葬），非為貧

也，乃欲保安亡者耳。」21《家禮儀節》的喪禮也強調應世約取，大體

內容與《書儀》、《文公家禮》的相一致，認為只需按自身的能力來行

禮便可，而同樣的務實態度，也可見於其祭禮之中：「凡祭，主於盡愛

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

如儀。」22
 

再以婚禮為例，由於宋代有婚姻論財的情況出現，談婚論嫁者直接

以家中「資裝之厚薄」23為婚姻的考慮，全然忽視婚姻的真正意義。司

馬光便針對時弊，在《書儀》中嚴加批評，認為「議昏姻有及於財者，

皆勿與為婚姻」，並重申婚姻的意義乃在於「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

廟，下以繼後世也。」24提出一般民眾應按自己的經濟能力來籌辦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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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納幣只用「雜色繒五匹」25便可。《文公家禮》非常認同司馬光的

立場，更進一步明確納幣所用，「貧富隨宜」26便可。可是隨著社會的

不斷發展，民眾對經濟每加重視，婚配對象的家勢貧富，仍為明代民眾

談論婚嫁時的重要考慮條件，《家禮儀節》於是提醒民眾，對方的家法

品德，才是議婚時應考量的方向，「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

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27。 

《書儀》、《文公家禮》、《家禮儀節》三書為宋明兩代的家庭禮

書，雖為同一體系，但由於經歷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社會需要，故三

書的內容不盡相同，但這正正說明如「禮，時為大」、「禮緣人情而

作」、「稱情而立文」等制禮原則，皆是以民眾的實際所需為重要考

量。因為如果禮儀的內容過於脫離現實情況，只會令民眾未能實踐，又

怎可能希望民眾可踐行箇中禮義？是以禮制的內容必須因應民眾所需而

設定，否則有關的禮義只會淪為空談。 

第二節 堅守經典與權而後變 

禮源於民間風俗，訂定成禮制，規範民眾的行禮方式，而禮制於各

地實踐時又會因應當時的風俗，而有不同的發展，大小傳統在此相互影

響，展現禮制發展的生命力。可是當大小傳統之間出現矛盾時，我們當

如何判斷何者可變？何者不變？如何堅守經典，如何權而後變，便成為

儒家制定禮制時的考量重點。如前文所言，民眾的實際所需為制定禮制

的重要考量，可是這卻非唯一的考量重點，而是需要與其他制禮原則相

互協作，經過多方的考慮後，才可制定為最適合當時的禮制內容。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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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義起也」28，而「禮之所尊，尊其義也」29，可見禮義為制禮內容

的重要考量因素。即使因應民眾所需而訂定的禮文、禮俗，其內在精神

也須貫徹儒家的禮學思想，才是合理可行的，方可應用於大傳統的禮制

之中。 

《書儀》、《文公家禮》皆明白禮俗的重要性，知道禮俗是民眾行

禮的實時指標，所以編撰禮書內容時，除了參考傳統禮章典籍外，也參

之時俗，以務實的態度，希望能撰寫一套真正能於民間踐行的禮書。故

我們不難在兩本家庭禮書之中，看見「須從俗」30、「今且從俗」31、

「多用俗禮」32、「如世俗之禮」33等語。另一方面，《書儀》、《文公

家禮》也理解部份禮俗可能有違傳統禮意，需要小心辨正採用，若只隨

世俗之用而不加思考，便可能未能履行禮之本意，反成失德之行。以喪

禮例，由於宋代佛教盛行，時人又多聽從陰陽之說，故不少治喪之家多

作佛事，希望為亡者積功德以求往生之道；或為求福地以佑後代子孫，

而聽從陰陽葬師之說，「多殯於僧舍」34，待擇得所謂吉日福地後方可

安葬亡者，可是亡者最後卻因停庴過久，歷經數代而遭遺忘。這些世俗

之舉不但有違儒家重現世的人文精神，也為子孫不孝的表現，故遭《書

儀》、《文公家禮》強烈反對，指出如此行為乃世俗之弊，時人不應盲

目依從。此外，由於受佛教涅槃文化的影響，火葬開始成為宋代民間的

主要葬俗，可是火葬嚴重損壞遺體的完整性，從根本處與儒家「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35的傳統孝道精神相違，未能保安亡者，貫

徹儒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喪葬原則。為重新提倡儒家的喪葬原

則，《書儀》、《文公家禮》一方面強烈反對火葬，認為此乃悖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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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非孝子所為；另一方面則強調土葬的重要性，表示土葬乃「必誠必

信」36之行，指出生者應妥善收藏親人的遺體，這樣才合乎儒家喪禮的

孝敬之道。 

《書儀》、《文公家禮》二人反對佛事，不許火葬，看似未有考慮

民間的實際情況。然而二人制訂禮制內容時，其實並無漠視民眾的實際

需要，只是因為相關的喪俗葬儀有違儒家的禮制原則，與傳統禮義相違

背，《書儀》、《文公家禮》才堅守經典，決不依從禮俗內容。相反，

若民間禮俗與傳統禮義無相違之處，《書儀》、《文公家禮》則認為從

俗並無不可。如《書儀》、《文公家禮》明白宋代民眾已鮮有能卜筮

者，認為葬地、葬日等事宜「從俗擇之可也」37。因為禮節的從俗簡

化，不但大大提高了民眾行禮的便利性、可行性，而此方便時人的措

置，也正能針對時弊，配合儒家的重人精神，避免時人再聽從陰陽葬師

之說，為求福地而久喪不葬。再如宋人喪俗多用影，「世俗皆畫影，置

於魂帛之後」，由於與傳統禮義並無大不違之處，而且置影於魂帛之

後，也有助凝聚與禮者的誠敬之心，使其「有形可見，有象可想」38，

得以萃聚精神以表達對逝世者的崇敬與哀思，故《書儀》、《文公家

禮》對民間有此喪俗「猶無所謂」，只是指在此應注意男女之別，因為

古時女性容顏不應輕易被外人看見，「生時深居閨闥，出則乘輜軿，擁

蔽其面。」至死時，更不應容許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望

相，畫其容貌。」嚴守男女之防，認為此「殊為非禮，勿可用。」39由

是可見，只要時俗不違傳統禮義，《書儀》、《文公家禮》對一般時俗

也是採取較包容的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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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喪禮而言，《書儀》、《文公家禮》則在昏禮的儀文上有較大

的演變，從中也可看見《書儀》、《文公家禮》就堅守經典與權而後變

的制禮態度之異同。與其他民間習俗一樣，宋代民眾在漫長的生活過程

中，衍生不同的行為習慣、婚儀風俗，如新居舖床、新婿戴花、新婚用

樂等。何者經守禮儀以保留禮義，何者變更禮儀以配合時人生活，是制

禮者撰寫禮書時，應當考慮的重要內容，其制禮態度也應終始如一，方

可訂定明確的禮制讓時人有所依從。然而我們若細究《書儀》所訂禮制

的內容，卻可發現司馬光的制禮態度並不一致，就經守與變化禮儀上的

取態常常搖擺不定。 

司馬光制訂婚儀時，也會衡量民間禮俗與傳統禮意的關係，如婚俗

不違傳統禮意，大多也是採取包容的態度，如「俗謂之舖房，古雖無

之，然今世俗用，不可廢也」40，認為可配合時人的生活習慣修定禮儀

內容，以鼓勵他們守禮行禮；對世俗之弊則會採取較強硬的態度，如在

書中嚴厲批宋代婚姻論財的社會風氣，重申婚姻的意義乃「合二姓之

好」，而非論家中「姿裝之厚薄」。可是另一方面，司馬光又允許新婿

違反傳統禮義，可隨世俗戴花： 

新壻盛戴花勝，擁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體，必不得已。且隨俗

戴花一兩枝，勝一兩枚，可也。41
 

配合大、小傳統各方面的內容來訂定適合通用於民間的禮制，原是美

事，可是新婿戴花乃有失丈夫容體之事，容體不正，則顏色不齊，辭令

不順，這又豈是合乎禮義之事？今司馬光明確指出新婿戴花是不合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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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當不應為之，「必不得已」，可是又允許新婿「隨俗載花一兩

枝」，可見司馬光制禮時，部份禮節儀文會欠缺明確的準則來衡量何者

應變何者不變，致令禮儀呈現自相矛盾的情況。又如於婚禮中尤為重要

的廟見禮，其意義在於肯定新婦在夫家的宗法地位，新婦須在完成廟見

禮之後，方成為男家家族的一份子，確立其「子婦」的地位。《儀禮》

便按此「從下做上」42的原則，設定婚儀的程序當為「先配後祖」。可

是司馬光卻未有依從傳統禮義，反配合當時俗禮「先祖後配」，故被朱

熹評其「棄可信之儀禮」，認為當「從古為正」43。 

對比《書儀》而言，《文公家禮》就禮文儀節何者經守何者變更，

明顯有十分明確的制禮準則，強調經守傳統禮義的重要性。如就新婿戴

花此婚俗，《文公家禮》便明言「殊失丈夫之容體，勿用可也。」44又

對違反傳統禮義的風俗嚴加批評，如反對婚姻論財，明確規定納幣所

用，當「貧富隨宜」，即使行有餘力，但仍應「少不過兩，多不逾

十」，希望藉此抑制當時婚姻論財之風。45即使《文公家禮》大規模地

併六禮為三禮，也是依據禮之根本，配合時人的婚姻習俗來變更當中禮

儀，把問名、納吉、請期等虛應儀節加以省略，而無損原有的禮義。

《文公家禮》此制禮原則亦可見於廟見禮之中。 

《文公家禮》強調不應跟從當時俗禮「先祖後配」，而應保留傳統

禮義，依從傳統禮法的應有次序「先配後祖」，表示新婦應「從下做

上」，由夫婦一倫開始構建雙方的關係，按部就班與夫家建立關係情

義，最後取得宗法上的位置，成為夫家家族的一員。然而「先祖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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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俗禮行之已久，《文公家禮》也明白如果要求民眾完全復行古禮

「三月而廟見」並不合宜，故於民間禮俗與傳統禮義之間取一平衡，認

為今若「不能三月之久」，則「改用三日」，新婦入門之後，「須第二

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46，時間長短的更改既配合時人的生活步伐，

「先配後祖」的安排也能保留「從下做上」的傳統禮義。 

歸納《文公家禮》一書的內容，我們當可發現《文公家禮》明顯較

《書儀》更能從善如流，一方面秉承孟子權變的原則，允許民眾按自己

的能力自行調節相關的儀節，是以我們在《文公家禮》中不難看見「隨

時而變」、「隨俗為宜」等話語。另一方面，《文公家禮》則平衡各項

制禮原則，權而後變，制定新的準則，並成為新的經典，影響後世，其

影響更遠至東南亞其他地方。如明代官方禮書《明集禮》，便是以《文

公家禮》為主要的依據準則，制定了「祠堂制度」、「士庶冠禮」、

「庶人昏儀」、「庶人喪儀」等儀制；明政府後來更將《文公家禮》收

錄於《性理大全》中，作為新的經典刊布天下。可是，由於現實的種種

制肘，一般庶民階層仍難以收藏或理解《文公家禮》的全部內容。為了

進一步回應時人對禮的追求，傳佈家禮知識，提倡儒家思想精蘊，《家

禮儀節》便以《文公家禮》為藍本，增附儀節（及書式）、考證、附圖

等部分，希望以通俗顯淺之言來表述《家禮》內容，讓一般民眾也能理

解掌握，知所行禮。由於《家禮儀節》書中儀節清晰易懂，故成書後流

傳甚廣，不但流傳於中國的庶民階層，更東傳至日本及朝鮮半島等地，

於異地紮根成長，為當地人民迅速接受，其影響力較之於中國本土更為

巨大。47
 



305 

 

從宋明家禮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歸納當中大傳統和小傳統的相

互協作的軌跡，若民間禮俗與傳統禮義沒有太大的衝突，順從禮俗也無

不可，採取較包容的態度，因為這樣不但可鼓勵時人習禮，更有助他們

理解傳統禮義。可是若禮俗與傳統禮義嚴重相違背的時候，則不應輕易

退讓，甚或提倡復行古禮，重申禮之要義。由是可見，可變的是禮儀，

不可變的是禮義，然而由於禮儀是禮義的載體，是具體展示禮義的具體

行為，更是判斷是否合乎禮義的明確指標，故重新設置禮節儀文，也需

考慮所訂定的禮儀，是否真的能表示當中的禮義，並配合民眾的生活所

需，讓時人能習之行之。因為若有關的禮制未能應民所需，便會日趨僵

化，當中的內在精神也難以復再，終會變成吃人的禮教。這既為宋明家

禮延續和活化儒家倫理禮教的制禮原則，也為今天復興儒學的一個參考

點。 

儒家作為世界精神傳統之一，學者以往多從思想精神、政治制度以

及世俗生活這三個層面討論儒學復興的可能性。48在歷史文化發展的過

程中，我們知道禮起源於生活，經周公制禮作樂後，與政治密不可分，

成為統治者鞏固地位的手段。孔子繼承疲憊的周文，為其禮樂制度找到

仁此一內在的根據，強調「為政以德」、「為仁由己」，對禮樂文化重

新進行建構，此既為精神儒家的起點，也為制度儒家的雛型。至漢武帝

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儒家思想進而以經學的形式出現，一方面配合封

建統治的需要，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但另一方則進一步脫離民

眾，成為只有社會部份人士可共同擁有的精英文化。由是，儒家的道德

禮教思想，便被統治者制定成制度，只能經由不同的渠道發揮其影響



306 

 

力，滲透於世俗文化之中，改變民眾的生活模式。一直至滿清覆亡，中

國君主制度結束，制度儒家才被迫劃上句號。與政治制度兼容的儒家思

想，由於缺乏制度的保證，加上與民眾的疏離，未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

認受與支持，儒家思想便從中心位置走到邊緣之上，面臨各種各樣價值

觀念的挑戰。 

由於政治制度的改變，政治儒學已失去復興的基礎，故當代儒家學

者主要從思想儒學及世俗儒學這兩方面來尋求儒學復興的契機。有學者

認為儒學未能保持其中心位置的原因，除了因為失去制度上的優勢外，

還因為儒家思想一直作為精英文化，與民眾長期保持一定距離，未能為

民眾理解及實踐，民眾對儒學終始存在拒斥感，故建議儒學復興之路，

應避免思想儒學的取向，而應堅持世俗儒學的路向，講求形以下世界的

人文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49可是存在於世俗生活中的儒學不一定是儒

家思想的精華，而中國幅員遼闊，不同的地方民族皆有其風俗特性，世

俗儒學又會隨其社會發展而作出改變，此特性導致世俗儒學有極高的不

穩定性，由是有學者認為難以以世俗儒學為復興對象，而建議考慮思想

儒家為復興對象。50然而如果我們參照宋明家禮的流傳過程，我們當可

知道若只言思想精神上的復興，而缺乏實踐的考慮，終難以真正落實，

只會造成儒學與民眾再一次的疏離。可是若欠缺傳統儒家思想的調適和

指導，世俗精神又容易受其他理念、價值觀影響而變質。宋代社會佛道

盛行，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儒家學說未能適用於當時社會，導致民

眾世俗精神的失落，而尋求其他宗教精神的撫慰。為了讓儒家思想重回

道統中心，《書儀》、《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便結合社會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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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從生活層面上實踐儒家的道德理念，以儒家的人文情懷關切民眾

的現實所需，編撰此一系列家庭禮書。如司馬光《書儀》影堂之創建，

便是希望民眾能根據自身能力，於家中設置可祭祀先人的地方；影堂也

是民眾舉行家族各種儀式的核心場所，民眾可按日常所需來進行不同的

禮儀，藉此培養家中成員的品德，生活上的儒學和精神上的儒家在此相

互結合。相同的例子於三書中不勝枚舉，借鑒於今天，我們也應整合儒

家的不同面貌，才能結合大小傳統，使儒學能適用於現今社會。 

儒家思想雖已從中心位置走向邊緣，但當中的一些精神如仁義禮智

孝悌忠信等，甚具普世價值，可以繼承並適用於今天社會，成為人們日

用的指導思想。因為這些儒學的基本精神皆是由人出發，以人為本，教

人從最基本的細節做起，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這些基本精神不會因為

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的常理基

礎，具有恆久的價值。即使如「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等，這些看

似高深的儒家學說，其實也是由人生常道問題出發，經反思後提高個人

道德修養來達到社會的和諧穩定，當中強調的仍是社會對於個人的意義

和個人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是以只要我們確定儒學復興的路向，重新貫

通儒學精神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其精神思想便易於為現今社會所接受及

傳播。政治的儒家已經消弭，結合精神上及生活上的儒家，才是應走而

可行的方向。儒學在今天社會的復興必須謀求新的出路，不能只守護思

想，必須如宋明家禮般兼容時代的特色與需要，方能重拾生命力，使儒

家的普世價值再次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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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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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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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光：《書儀》卷 7，〈喪儀三〉，頁 7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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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注疏》卷 4，〈公孫丑下〉，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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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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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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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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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朱熹：《朱子語類》卷 89，頁 14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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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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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元修本 半頁十一行，每行十九字，小字二十四字，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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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錄》一書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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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朝，謂此書于世有益，持歸付建陽書肆，

俾其翻刻以廣其傳云。成化庚子秋八月吉日

謹識。」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

部鈴木文庫 

原鈴木虎雄等舊藏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68&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68&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68&class=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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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十二年

（1517）太平

府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十六字，黑口，四

周雙邊。 

復旦大學圖書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

館及甘肅省圖書館 

明正德十二年

（1517）應天

府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

邊。 

浙江圖書館 

明正德十三年

（1518）常州

府刊本 

八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成化甲

午瓊山邱濬序，次引用書目，次文公家禮

序。此刊本曾於《藏園群書經眼錄》有一著

錄。22究其細節，當與日本明成化年間本

同。 

不詳 

明正德十三年

（1518）常州

府重刻本 

八行，大字，十六字，小字，雙行十六字，

黑口，四周雙行。 

北京大學圖書館、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

館及台灣中央圖書

館 

明萬歷刻本

（1573） 

八行，十六字，細黑口，四周雙邊，無魚

尾。 

上海圖書館 

明萬曆年間

（1573 - 

1620）刊本 

楊廷筠校。共四冊。每半葉有界八行，行十

六字。小字雙行，行同正文。黑口，四周雙

邊。前有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

《序》。 

日本內閣文庫藏

本。原昌平板學問

所等舊藏。 

明萬歷三十七

年〈1609）錢

時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四周

雙邊。此刊本為現存最多的善本。 

分別有館藏於全國

十六所圖書館23
 

明萬歷三十七

年〈1609）錢

時刻本 

清丁丙跋。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十六

字，小黑口四周，雙邊有刻。 

南京圖書館 

明萬歷四十年

〈1612）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細黑口，四周

雙邊，有刻工。 

北京大學圖書館 

明萬歷四十六

年〈1618）何

士晋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四

周雙邊。 

國家圖書館、天津

市委黨校圖書館 

明天啟崇禎年

閒（1621 - 

1644）刊本 

共四冊。每半葉有界九行，行十八字。前有

明嘉靖九年〈1530年）楊慎《序》，並明成

化甲午（1474年）丘濬《序》。卷中有「江

雲渭樹」印記。此本原題「宋新安朱熹編，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原林羅山等舊藏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2&libNameId=0242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2&libNameId=0242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11&libNameId=11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79&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79&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17&libNameId=17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78&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78&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1&libNameId=014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1&libNameId=0143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1&libNameId=0143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4&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4&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2&libNameId=02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0&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0&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16&libNameId=16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1&libNameId=014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1&libNameId=01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3&libNameId=0343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3&libNameId=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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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都楊慎輯」。楊慎《序》曰︰「不佞自

甲申議禮獲戾，謫居滇中。己丑之外難，奉

旨滇還守制，讀禮之次，詳為較定是書

耳。」 

明抄本 今存六卷。（卷一至三、六至八。) 上海圖書館 

明刻本 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白口四周單邊。 西北大學圖書館 

明刻本 九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粗黑口四周雙邊。 江西省圖書館 

明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小字有白底黑字及黑

底白字兩種上下粗黑口四周雙邊無刻工］ 

湖南省圖書館 

明刻本 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邊。 國家圖書館 

明刻本 楊廷筠訂。八行字數不一綫口左右雙邊有刻

工。 

安徽省博物館 

明末刻本 楊慎輯。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 

 

復旦大學圖書館 

（重訂）文公

家禮儀節八卷 

（明）陳仁錫輯。明刊本，共四冊。 日本內閣文庫藏

本。 

除表列的版本外，尚有以《注解文公家禮》24本為代表的十二卷本

系統及以一些韓國古版本為代表的十四卷本系統、十八卷本系統等。然

而，由於這些版本系統只是分卷不同，故在此不再詳述。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90&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9&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10&libNameId=104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8&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19&libNameId=19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7&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7&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24&libNameId=240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5&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6&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86&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18&libNameId=188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35791&class=kind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2&libNameId=0241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etToBaseListByLibName&cityId=02&libNameId=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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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司馬氏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清雍正元年汪亮采刊本。清孫星衍據殘宋本

《三家冠婚喪祭禮》以朱筆校過，自卷第五喪禮大殮殯起至卷第九居喪雜儀止。（余

藏）」見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1983）卷 1，〈經部一〉，頁 62至

63。 

2
 在五卷本系統中，除表中所列的版本外，現存的主要版本還有︰清雍正十年（1732）

拙修齋刻本、《四庫全書》本、同治四年（1865）望三益齋刻本、光緒六年（1880）洪

氏據宋元本景刻《洪氏公善堂叢書》本、光緒十七年（1891）《西京清麓書院叢書》

本、思賢講舍刻本、日本須原屋茂兵衛刻本等。見王鍔編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

（蘭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頁 459；徐德明：《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北

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頁 109。 

3
 十卷本較之五卷本主要有三點不同︰首先在分卷上，十卷本將五卷本第四卷拆分為五

卷、將第五卷拆分為二卷，遂使《家禮》一書的卷目，變為〈通禮〉一卷、〈冠禮〉一

卷、〈昏禮〉一卷、〈喪禮〉五卷、〈祭禮〉二卷。再者，十卷本較之五卷本還增入了劉

垓孫之增注，故卷端題有「門人秦溪楊復附注，後學復軒劉垓孫增注」。此外，十卷本

的插圖較之五卷本為多。如此種種，皆顯示十卷本系統當晚於五卷本系統出現。 

4
 七卷本系統的出現也明顯晚於五卷本系統。其正文保持了五卷本的基本分卷格局，只

是將〈通禮〉中的〈深衣制度〉一節單獨抽出，另作〈深衣考〉一卷置於書末。同

時，又增加〈家禮圖〉一卷。其圖與纂圖本分散於各卷的附圖略同，不同者只是將各

圖集中後置於卷首。 

5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卷 20，〈書晦庵先生家禮

後〉，頁 176。 

6
 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淳祐本）卷 5，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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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最後的三位徐氏外，其餘均可肯定為南宋中期杭州地區的刻工。例如刊工馬良曾參

加《周易本義》、《論語纂疏》、《通鑒紀事本末》、《唐柳先生傳》、《吳郡志》、《營造法

式》、《真西山讀書記》、《施顧注蘇詩》、《渭南文集》、《北澗文集》、《春秋經傳集解》

等宋書的刊刻。何彬和沈宗則曾分別參加了《周易本義》、《詩集傳》和《通鑒紀事本

末》的刊刻。故此本可能與前文所述的南宋杭州本有較密切的淵源關係。 

8
 〈附錄〉一卷當為楊復附注，本在正文逐條之下，可是上饒周復因為恐怕其會間斷正

文，便將其收集一起，附於全書之末，終成〈附錄〉一卷。若我們再細心究之，則可

見〈附錄〉中有「楊復云」字句，如此看來，〈附錄〉應已非楊復手定之原貌。 

9
 「朱子家禮（鈔補），五卷（附錄一卷）」。見汪士鐘撰：《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清

宣統元年刻《晨風閣叢書》本），載賈貴榮、王冠輯：《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230。 

10
 「宋本家禮五卷附錄一卷三朋一函。紹曾案：總目『家禮』訪有『文公』二字。每半

葉七行，行十六字。卷一至卷三，影宋精鈔補。《附錄》後有淳祐五年上饒周復跋云：

『文公門人三山楊復所附注於逐條之下者，可謂有功《家禮》，復別出之，以附於書之

後，恐其間斷文公本書也。』卷中避宋諸諱，『廓』字闕筆，當是上饒原刻。瓊山所稱

南雝舊本，與此俱合，未知為明時重彫，抑即此本舊帙弆之監中者耶。有『竹東草堂

書畫印』。【補】此本為北圖收購天津鹽業銀行九十二種之一，《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著錄，題宋刻本，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傅沅叔云：宋刊本，半葉七行，行十六

字，白口，左右雙闡，版心記刊工姓名。字大悅目。抄配三卷。鈐有汪士鐘藏印。又

云：缺卷一至三，影宋精寫補完。（海源閣遺書，辛未二月十二日觀於天津鹽業銀行庫

房。《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第六三頁）周叔弢云：大版心，黃紙印。。（《楹書隅錄》

批校）又云：黃紙精，大字。（同上）」見楊紹和撰：《楹書隅錄》，載王紹曾、崔國光

等整理訂補：《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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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禮．．。朱子書．．．，宋刻者．．．。余所見極多皆疏行大字。形方板。此家禮一至三為抄補，

四、五卷附錄則皆宋刻本也。閱鈔補之序云：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乃取是書鋟諸木．．．．．．．

以廣其傳．．．．。是今所存者，當是餘杭本刻本．．．．．．．。上有竹東草堂書畫印，未知誰何。」見黃

丕烈撰：《百宋一廛書錄》，載賈貴榮、王冠輯：《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頁 677。 

12
 「家禮五卷。（題宋朱熹撰。）附錄一卷。（缺卷一至三，影宋精寫補完。）宋刊本，

半葉七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刊工姓名。字大悅目。鈔配三卷鈐有

汪士鐘藏印。（海源閣遺書，辛未二月十二日觀於天津鹽業銀行庫房）」見傅增湘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 1，〈經部一．雜禮書〉，頁 62至 63。 

13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文祿堂訪書記》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均定此本為

「宋刻本」，《藏園群書經眼錄》則將之定為「元刻本」。有此兩種不同的說法，參之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所記，乃因此「建安刊本」刻於「宋末元初」，時序難以截然劃

分之故。 

14「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宋刊本．．．。每半葉七行，行十四字，注雙行，二十一字。字

體古雅，板刻清朗。序文尚是朱子手書，與本集所載，多不合處。白田王氏以此序為

依，仿範跋語者，由未見是本故耳。卷首有『得樹樓藏書南書房史官查慎』行字。夏

重又曰：悔餘諸朱記。」見瞿鏞撰：《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四卷》（清光緒二十三

年江標刻本），載賈貴榮、王冠輯：《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頁 142。 

15「文公家禮十卷。宋楊復注，劉垓孫增注。宋建刻本．．．．。存卷五。半葉七行、行十四

字，注雙行低格，二十字。線口。有『毛晉』、『子晉』、『毛扆』、『斧季』印。」見王

文進著：《文祿堂訪書記》，載柳向春標點：《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7年），第 2輯卷 1，頁 30。 

16
 「纂圖集註文公家禮十卷 宋刻本．．． 劉思生 宋朱熹撰，門人秦溪楊復附註，後學復

軒劉垓孫增註。前有朱子自序。凡通禮一卷，冠禮一卷，昏禮一卷，喪禮五卷，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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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其圖散見各門中。其附註、增註，俱以陰文標明。字體古雅，板刻清朗，要為．．

宋刊中之佳者．．．．．．。」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

南：齊魯書社，1996），第 27冊，〈經部‧禮類〉，頁 57。 

17「文公家禮集註十卷。宋楊復、劉垓孫撰，存三卷。元刊本．．．，七行十四字，注雙行二

十一字，附注低大字一格，約十九字。附注中所引各家說其書名姓氏均以白文別之，

黑口，四周單闡。鈐有『毛晉之印』、『子晉』、『毛扆之印』、『斧季』、『汲古．．．．．．．．．．．．．．．．．．．．．．．．．．．．．

主人』各朱文印。．．．．．．．．（乙丑十一月朔維古山房送閱）」見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

卷 1，〈經部一．雜禮書〉，頁 62至 63 

18國家圖書館藏有兩部，一部為十卷足本，另一部則為殘本，僅存卷六、卷七兩卷，而

上海圖書館則僅藏卷五一殘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現亦藏有此宋末元初建安刊

本的殘本二卷，分別為卷三、卷四。 

19
 「文公先生家禮七卷。元刊本。」見瞿鏞撰：《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四卷》（清光

緒二十三年江標刻本），載賈貴榮、王冠輯：《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頁 143。 

20
 「……元刻本，易名《文公先生家禮》。都七卷，題門人楊復附註，劉孫增註，劉璋

補註。」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27冊，〈經部‧禮

類〉，頁 57。 

21
 此表乃參之《三禮研究論著提要》、《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及《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三

書而成。見王鍔編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蘭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462至 465；翁連溪編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市：綫裝書局，2005年）。頁

80；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上冊經部禮類（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年），頁

125至 126。 

22「文公家禮儀節八卷。明丘濬輯。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刊本，八行十六字，黑口，四．．．．．．．．．．．．．．．．．．．．．．

周雙闌。前有成化甲午瓊山邱濬序，次引用書目，次文公家禮序。．．．．．．．．．．．．．．．．．．．．．．．．．．．．．卷八末有書坊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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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錄左：『家禮儀節初刻于廣城，多誤字，後至京師，重校改正，然未有句讀也。竊

恐窮鄉下邑初學之士卒遇有事其或讀之不能以句，乃命學者正其句讀。適福建僉憲古

岡余君諒及事來朝，謂此書于世有益，持歸付建陽書肆，俾其翻刻以廣其傳云。成化

庚子秋八月吉日謹識。正德戊寅孟秋吉口直隸常州府重刊。（余藏）』」見傅增湘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 1，〈經部一〉，頁 62至 63。 

23
 現有善本於以下十六所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故宫博物院圖書館、

复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天津師範學院圖書館、山東師範學院圖書

館、曲阜師範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市圖書館、無錫市圖書館、揚州市圖書

館、浙江圖書館、天一閣文物保管所、福建省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 

24
 由於丘濬所輯的《家禮儀節》較原本的《文公家禮》更廣用於世，所以後來有不少人

將二者混稱。這反令《文公家禮》原本之版刻反罕見流行，只流傳了宋代以來所刊的

五卷本、十卷本及元刊七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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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家禮儀節》禮圖 

圖一：祠堂三間之圖 

圖二：祠堂一間之圖、祠堂時節陳設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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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裁辟領圖 

圖四：裁衽圖、兩衽相疊圖、裳制、衰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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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冠制、絰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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