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理解晉代廟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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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晉末東晉初，有一場廟制爭議，賀循提出親廟當祭六代祖，以及兄弟不算兩

代之說，成為後代廟制的基本原則，影響甚為深遠。不少學者曾經試圖從經學學說、

政治集團等背景闡發爭論雙方的立場，但因反對派刁協的奏議已經失傳，上述學者

的推論未能令人信服。本文通過分析賀循的奏議，重新推尋刁協的主張，認為刁協

不過遵循西晉大廟的運營舊例，而賀循則從理論的角度指出刁協說之不合理，議論

層次不同，兩者之間並不構成針鋒相對的爭論。本文又指出禮官議禮，往往因襲前

朝故事或奏議，不適合從經學學派、政治立場等角度去討論。 

關鍵詞 

晉代  廟制  賀循  刁協  兄弟異昭穆 

包曉悅、張曉慧、鄭憲三位學者 近撰文討論晉代廟制，文章尚未定稿，筆者

有幸先睹，知道他們綜合梳理相關文獻記載，也較全面地分析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

果，借此一文，可以瞭解他們所提出的觀點，受益匪淺。後來直接閱讀相關文獻記

載，發現自己的看法與其他學者有較大差距。本文介紹筆者鄙見，同時提出分析歷

代禮制的視角問題，至於歷史背景及當代學者觀點的詳細情況，可待包、張、鄭三

位的文章正式發表後再談，於此不贅。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重大項目《北平圖書館舊藏宋元版研究──近代版本學發

展史研究之一》成果之一（項目號：12JJD77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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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反思自己的看法與當代學者有所差距的緣由，大概可以歸結為筆者未嘗學

歷史，而當代史學家則比較容易關注並且拘泥於下列問題： 

（一）史書上常見的廟制相關概念。其中兄弟昭穆異同、太祖虛位等問題，似

乎避不開。 

（二）經學學派的消長。學者往往試圖從鄭玄（127-200）學說、王肅（195-256）

學說消長的角度理解問題。 

（三）政治派系的思想傾向。學者往往試圖在制度背後尋找相關集團、人物的

政治傾向。 

筆者閱讀相關記載之後，認為（一）兄弟昭穆異同、太祖虛位等可以說是假問

題，通觀相關記載，當時人從來沒有以這些問題為爭論點；（二）經學學派對相關問

題沒有直接影響，而且當代史學家使用的經學史概念大都不過人云亦云，以訛傳訛，

經不起檢驗；至於（三）則筆者缺乏瞭解，不敢評論。依筆者淺見，西晉廟制的問

題集中表現於東晉元帝（司馬睿，276-323，317-323 年在位）即位前刁協（?-322）

與賀循（260-319）之間的爭論，這是一場堅持因襲舊例的禮官與有理論思考能力的

學者之間進行的技術性爭議，其中並不存在禮學理論上針鋒相對的兩派觀點，沒必

要套上經學史、政治史等因素演繹發揮。 

《宋書》、《晉書》〈禮志〉敘述晉武帝（司馬炎，236-290，265-290 年在位）時

七廟之制， 後加一句評語云：「其禮則據王肅說也。」《通典》卷四十七有同樣內

容，以「其禮據王肅說」爲小字注。讀到此句，筆者感到十分突兀，因為所述七廟

制度距離王肅學說相當遠，當時人不可能根據王肅學說設計這套實際制度。既然如

此，這句評語從何而來？筆者認為這一句是後人據賀循奏議附加的，其實賀循並非

認為武帝朝依據王肅學說設計廟制。或說晉 武帝爲王肅外孫，因此晉制皆遵王肅

說。這種說法不過是想當然的單純概括，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故黃以周

（1585-1646）亦云：「《宋書．禮志》言晉郊祀一如肅議，亦未考」（《禮書通故．

郊禮通故》第四條）。 

下面簡述筆者對刁協與賀循之爭論的理解。武帝時創設太廟，立七主： 

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宣帝──景帝 

 ─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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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王肅禮說，太祖一廟、三昭三穆乃爲七廟。今無太祖（太祖虛位），而不廢景帝（司

馬師，208-255），故仍巧合「事七」之數。宗法，兄弟不相爲後，文帝（司馬昭，

211-265）繼宣帝（司馬懿，179-251），則景帝當改爲旁系。武帝不能爲景帝另立別

廟，仍與先公、先帝並列。對此制度，容有兩種不同的理解。 

（一）《宋書》、《晉書》、《通典》等言「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爲七廟」，是根據

傳統理論的理解。無太祖，六親廟，本來應該六廟，但變禮加景帝，故七廟。（「七

廟」其實是太廟中有七室七主而已。） 

（二）另一種更單純的理解是，認爲依次排先公、先帝共七主，是「事七」。 

隨後，武帝祔廟，惠帝（司馬衷，259-307，290-306 年在位）祔廟，都依次上

遷而已，沒有任何問題。只有到愍帝（司馬鄴，300-318，313-316 年在位）祔懷帝

（司馬熾，284-313，307-311 年在位），問題才出現，因為懷帝是惠帝之弟。依宗法，

懷帝替惠帝繼武帝爲後，惠帝不當在廟中。刁協因襲武帝祔廟、惠帝祔廟的先例，

不考慮宗法，即依照上述第二種理解，主張遷潁川，廟中列七帝之主。（經學家或謂

宗法不及天子，天子無所謂大宗、小宗。本文仍用「宗法」、「大宗」等概念，從說

明之便。） 

京兆──宣帝──景帝 

 ─文帝──武帝──惠帝 

 ─懷帝 

賀循注意到照此做法，雖有七主，其實僅存五代，將來類似情況再發生，則皇帝只

能祭三代祖、兩代祖的情況也會發生，顯然不合理。因此要回歸到「事七」的本義，

依宗法祭六代祖先。 

潁川──京兆──宣帝──（景帝） 

                     ─文帝──武帝──（惠帝） 

                                     ─  懷帝 

宣帝未就太祖位，六代本當祠六主。景帝、惠帝既非大宗所在，本當另立別廟。依

照傳統宗法，自然得到如此結論。但景帝祔廟已久，不可能排除在太廟之外，惠帝

也不便冒然排除，只好作為權宜之法，在原本只有七室的廟中特闢一間，共存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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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路，其實與上述第一種理解相合。 

賀循之法，以宗法定六代，若有先帝已非大宗所在者（如景帝、惠帝之屬），則

仍存其主於廟中。元帝即位後，華恒（268-336）所議，即本賀循之法。因元帝繼武

帝爲後，故豫章至武帝爲六代親廟，又存景帝、惠帝、懷帝、愍帝曾爲帝者之主。 

豫章──潁川──京兆──宣帝──（景帝） 

 ──文帝──武帝──（惠帝） 

—（懷帝） 

—（愍帝） 

賀循曾議爲景帝、惠帝另立廟，華恒不取其說。其實賀循已知其說不可行，故謂當

存八主。賀循時，七室而立八主，故云當另闢一位。如今有十主，非闢一位之比，

故華恒謂「以容主爲限」，其意仍與賀循一致。 

我們閱讀《晉書．賀循傳》，不難理解賀循此議明確針對刁協等反對派意見進行

辨駁。刁協的議論不見史書記載，所以有些學者猜測刁協的禮學思想，以為刁協主

張兄弟異昭穆。（在唐代以前，「兄弟異昭穆」意味着邏輯矛盾，只會在批評錯誤時

才使用。意思是說，假設如某人所言，則會導致兄弟異昭穆的結果，故知其說謬誤。）

今據賀循議可以推知，刁協只是堅持遵從西晉禮官的傳統操作方式，即祔一主則遷

出一主，始終保持一廟七主的單純制度，所以主張若不遷出潁川府君，則廟數「盈

八」，違背「事七」之數。賀循對此辨析說，從經學理論的角度考慮，七廟制是王肅

的學說。然而王肅的學說是太祖一與三昭三穆爲七廟，三昭三穆必須是六代親廟，

並非單純湊七主即可。刁協只知道「事七」這個詞，卻不瞭解「事七」的學術理論，

故其說必需糾正。賀循又說，西晉已經有廟中八主的先例，廟主「盈八」這種表面

現象並非本質問題。可見賀循之意，不僅沒說西晉廟制是照王肅學說設計，而且明

確指摘西晉末年刁協等禮官的理解完全違背王肅學說。《宋書》、《晉書》、《通典》附

加「其禮據王肅說」這一句，很容易令人誤會。 

圍繞刁協與賀循的爭論，學者或設想有「兄弟異昭穆」的理論，或討論其與王

肅學說的關聯，又有學者推論不同廟制主張反映尊崇司馬懿和尊崇司馬昭的不同立

場，或者考慮元帝與王氏之間的政治緊張影響到廟制爭論。種種觀點，或許各有其

道理，但他們都沒考慮當事人可能甚麽都沒想的可能性。依筆者淺見，刁協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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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循西晉故事，用純粹機械的方式保持七主常數而已。賀循批評刁協的主張從

理論上不成立，反過來可以知道刁協的主張根本沒有理論依據。這樣看來，刁協與

賀循之間，並不存在針鋒相對的兩個理論或兩個立場，刁協只是主張用傳統習慣，

賀循只是要求理論上合理，如此而已。 

南宋寧宗（趙擴，1168-1224，1194-1224 年在位）朝諸臣主張遷禧祖（趙朓，

802-874）以正太祖（趙匡胤，927-976，960-976 年在位）東向之位，朱熹（1130-1200）

反對此舉，批評他們「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少

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稀聽得。」（見《語錄》第一百七卷）唐宋時期

的禮制議論，很容易看出其中多數言論都不過因襲前朝奏議，並沒有直接參考經書

或經學理論。禮官的主張因襲性很大，保護傳統往往是他們 重視的考慮因素，而

經學理論、政治情況等因素則被忽視。當今史學家討論禮制，意欲在禮制主張的背

後探索經學思想、政治立場等因素，以能夠發明其政治史意義為高明。但假設當事

人沒有這方面的考慮，拿古人上綱上線，有何意義？筆者謹以刁協為例，指出有些

禮議恐怕與理論、政治背景毫無關係。本人認為在評論歷史意義之前，有不少分析

文本的工作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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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EMPLE SYSTEM IN JIN DYNASTY? 

 QIAO XIU-YAN * 

Abstract Shortly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Eastern Jin 東晉, a dispute arose over 
the temple system. He Xun 賀循 proposes that the ancestral sacrifice should be 
offered to the sixth grand-parent, and that brothers should be counted as one 
generation. His proposition has founded the basic principle concerning this issue 
in later ages. Modern scholars tend to interpret this debate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t 
schools or political camps that the two sides belong to. These speculations are not 
convincing enough largely because the document of Diao Xie 刁協, the opponent 
of He Xun’s plan, has been lost. This article reconsiders Diao Xie’s argu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e’s memorial, and argues that Diao simply follows the 
convention of ancestral sacrifice in Western Jin 西晉, which He Xun criticizes on 
a theoretical basis. Another point to highlight here is tha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opinion of Confucian scholars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earlier ages, and it is 
therefore misleading to interpret ritual debat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or political 
conflicts. 

Keywords Jin dynasty, He Xun, Diao Xie, temple system, brothers vs. filial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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