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平議 

王鍔* 

摘要 

孫希旦一生博覽群書，史學造詣極高，尤精《三禮》。孫氏《禮記集解》廣搜博

稽，闡述禮意，考索禮制，依據詳明；群經互證，《三禮》會通，總結禮例，條理清

晰，確實是一部對清代以前研究《禮記》的成果進行認真清理總結的著作，是清代

學者研究《禮記》的代表作。 

關鍵詞 

孫希旦  《禮記》  《禮記集解》  禮學 

自漢以降，對儒家經典，不斷有人作注作疏，訓詁經文，疏解經注，考察制度，

闡釋義理。此項工作，因時代、學術背景、著書宗旨和作者的不同，差別很大。不

同時期，對「注解類」文獻如何評價，因人而異，因書而有別。然大致而言，考察

作者的著書宗旨、對前人成果的抉擇去取、徵引資料的廣博與否、是否注重專書特

點等，應該是評價「注解類」文獻的基本標準。 

孫希旦（1736-1784）《禮記集解》（下簡稱《集解》）是清代《禮記》研究的代

表作。對《集解》學術價值之評判，前人雖有評介，仍感不夠具體。故本文在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集解》的成書及序跋、《集解》研究綜述、《集解》註釋之

優點、《集解》之缺點等方面，對《集解》進行平議，總結孫氏《禮記》研究之成績

和缺陷，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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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解》的成書及序跋 

孫希旦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一甲第三賜進士及第，歷任內閣中書、四庫

館纂修官、翰林院編修、武英殿分校官、國史館和三通館纂修官，曾參與纂修《四

庫全書》，一生博覽群書，尤精《三禮》，後專治《禮記》
1
。 

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後，孫氏專心研治《禮記》，遇鄭《注》孔《疏》有未

當者，以己意解釋，爲《禮記注疏駁誤》；乾隆四十四年（1779）丁母憂期間，主講

中山書院，參考諸家之書，注解《禮記》全書，更名爲《禮記集解》五十卷。然十

分可惜的是，《集解》在孫氏生前並未刊行。 

清道光十三、四年間（1833-1834），孫詒讓（1848-1908）的兩位舅爺項鴈湖（生

卒年不詳）、項几山（1798-1858）兄弟開始整理孫氏《集解》，然項几山祗校勘了前

十卷，未果而罷。咸豐三年（1853），孫詒讓叔父孫鏘鳴（1817-1901）從孫氏曾孫

孫裕昆（生卒年不詳）處拿到《集解》稿本，以及孫氏研讀過的《三禮注疏》、衛湜

（生卒年不詳）《禮記集說》等書，參考校訂，整理寫定《集解》爲六十一卷。咸豐

十年（1860），孫詒讓父親孫衣言（1814-1894）攜弟孫鏘鳴刊刻《集解》，適逢太平

天國運動，已刻書版焚毀十之五六，後經補刻，至同治七年（1868）三月，《集解》

全部刻完刊印，距離孫氏去世已八十四年了。 

最早對《集解》進行評介者是阮元（1764-1849），其《禮記集解．敘》曰： 

《禮記》四十九篇，傳於小戴，漢橋元之七世祖橋仁，始傳其學。迨漢

末高密鄭氏始爲之注，精核簡貴，後人莫及。直至趙宋開禧間，衛湜始復爲

《集說》一百六十卷，所採集者鄭以下一百四十四家，可謂博且精矣。乃此

百餘家，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因固陋而棄古籍，是可慨

已！蓋自元陳澔雲莊《禮記集說》成，明人樂其簡便明顯，遂以取士，而衛

氏說退。自是學者不求它解，日益固陋。所以朱竹垞詆陳書爲兔園冊也。瑞

安孫敬軒前輩，不欲以詞林文采見長，而以學禮爲事。《曲禮》三千，一言

以蔽之曰：『毋不敬。』故自號敬軒，能於三千求其說，不厭其繁，於是統

四十篇，而日尋繹之，自鄭氏以下孔沖遠、朱子以來，其□□□□家之說，

用其所長，舍其所短，辨其所誤，析其所疑，復自下己意，以發明昔人所未

                                                 
1  孫延釗：〈孫敬軒先生年譜〉，《甌風雜誌》1934-1935 年 4-6、11-16、23-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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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又於每節之下作爲釋文，於是《禮記》之義畢著矣。瑞安後學項氏傳霖，

將欲槧之於木，來乞序言，誠嘉事也，固述大略歸之。道光十八年四月，館

後輩儀徵阮元敘。2 

據阮元《禮記集解．敘》，蓋項几山在整理《集解》時，請阮元作序，阮〈敘〉作於

道光十八年（1838），當時《集解》尚未整理完成。 

孫鏘鳴〈序〉曰：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羅最博，而

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易徧觀。自雲莊陳氏《集說》出，明人樂其簡

易，遂列學官，至今承用，然於禮制則援據多疏，禮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

心饜也。我家敬軒先生，乾隆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

精研覃思，於書無所不窺，旁涉天官、地輿、鍾律、曆算，而致力於《三禮》

尤深，著《禮記集解》六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兩先生屢謀鋟版而未果。

咸豐癸丑，鏘鳴自粵右歸，被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

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精校，錄藏其副，餘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

蓋稿雖屢易，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落，往往而是。乃索先生

所治《三禮注疏》本及衛氏《集說》於裕昆所，皆逐字逐句，丹黃已徧，讎

勘駁正之說，劄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爲之參互考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六

月開雕，中更寇亂，迄同治戊辰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之力爲多。夫

《禮》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

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不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

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來諸儒之說，

靡不博觀約取，茍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度之詳，必求確有根據，

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茍爲異同者也。至其闡明禮意，往復曲暢，必求即乎

天理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易簀時，年未逾五

十，於是書已三易稿。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不及百年，其在館閣

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讀是書，抑可想見先生之爲人也。族子鏘鳴

                                                 
2  孫詒讓著，潘猛補校補：《溫州經籍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年 9 月），上冊，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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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序。
3 

孫衣言《敬軒先生行狀》曰： 

其於諸經，尤深於《三禮》。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說有未

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益

取宋、元以來諸家之書，推廣其說，爲《集解》五十卷，其大指在博參衆說，

以明古義，而不爲詭詞曲論。故論者謂先生之言禮，其於名物制度，考索精

詳，可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制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

儒所不逮也。4 

孫詒讓評介《集解》說： 

家敬軒先生，當乾隆初，經學大師提倡未盛，先生獨闢途徑，研精《三

禮》，博考精思，於禮經制度，參互研覈，至多心得。其釋《戴記》，兼綜漢、

唐、宋諸儒，及近代顧炎武、戴震之說，擇善而從，無所偏主。校正經文，

若《曲禮》「醯醬處內」，從《釋文》定作「醢醬」。「豚曰腯肥」，據《注》

及《釋文》，當作「豚肥」。《樂記》「志微、噍殺之音作」，據《漢書》當作

「纖微」。「使之行商容而復其位」，據《家語》當作「使人」。《祭法》「七代

之所更立者，禘郊宗祖」，俗本多作「祖宗」，據孔《疏》正之（此與《唐石

經》及宋本合），並確有依據。至於鄭《注》，間有訛誤，輒爲糾正。如《雜

記》「女子祔於王母則不配」，又「兄弟之殤則練冠祔」，證殤不限適庶，皆

有祔與除服之祭，正《曾子問》注謂「庶殤不祭」之誤。（《注》說據祭法推

之。先生此說則謂「祭法自《國語》展禽語外，多不可信」。）據《燕禮》

無賓酢主君之禮，定《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謂饗禮，正《注》

「以介爲賓，賓爲茍敬」據《燕禮》爲說之誤。據《顧命》天子路寢之制與

《覲禮》在廟言「几俟於東箱」，正《玉藻》注天子廟及路寢與明堂同制之

誤。若此之類，並貫穿經文，推玩得之，不爲意必之說。其餘記文關涉《儀

禮》、《周禮》兩經者，皆一一疏釋其義，注義簡奧，孔、賈兩《疏》疏鄭，

                                                 
3  孫鏘鳴：《禮記集解．序》，載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5 月），上冊，頁 1-2。 
4  孫衣言：《敬軒先生行狀》，載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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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違戾，亦爲疏通證明。其學求之近代，當與張稷若、江慎修相頡頏。雖

復禘主人鬼，論襲趙匡；祧非遠廟，義違祭法，不免小有疏舛。然精審之處，

終非方靈皋諸人所能及也。原稿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勘時，析爲六十

一卷，今以五十卷著於錄，從其朔也。5 

孫鏘鳴在項几山整理本基礎上，參考孫氏讀《禮記注疏》批閱的劄記，歷時一年多，

將《集解》整理寫定，並與其兄孫衣言，付梓梨棗，刊刻流傳。孫氏兄弟及孫衣言

之子、經學大師孫詒讓，皆盛讚《集解》之價值，孫詒讓認爲其學問超越方苞

（1668-1749），與張爾岐（1612-1678）、江永（1681-1762）相等，《集解》「擇善而

從，無所偏主」，「校正經文」、糾正注疏之誤，大多結論，皆「貫穿經文，推玩得之，

不爲意必之說」。在祖父、叔祖父和父親的影響下，孫詒讓之子孫延釗（1893-1983）

又編撰《孫敬軒先生年譜》，表彰其學術成就。正是在孫詒讓家數代人之關注和表彰

之下，孫氏《集解》，始漸爲人所知。 

（二）《集解》研究綜述 

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先生（1873-1929）在談到清代《禮

記》學研究時，章太炎先生認爲清人於《禮記》沒有新疏
6。梁啓超先生在論述清代

學術時說：「清儒於《禮記》，局部解釋之單篇小書不少，但全部箋注，尚未有人從

事。其可述者，僅杭大宗世駿之《續禮記集說》。其書仿衛湜例，為錄前人說，自己

不下一字。所錄自宋、元人迄於清初，別擇頗精審，遺佚之說多賴以存。例如姚立

方的《禮記通論》，我們恐怕沒有法子再得見，幸而要點都采擷在這書裏頭，才能知

道立方的奇論和特識，這便是杭書的功德。次則郭筠仙嵩濤的《禮記質疑》，對於鄭

注所匡正不少。將來有注《禮記》新疏的人，這兩部書總算最好的資料了。朱彬的

《禮記訓纂》未見，不敢批評。《禮記》單篇別行之解釋，有皮鹿門錫瑞《王制箋》、

康長素有為之《禮運注》、劉古愚光蕡之《學記臆解》，各有所新發明。……（《禮記》）

這部書始終未有人發心做新疏，總算奇事。」
7 

民國時期，章、梁二位爲何沒有談到孫氏《集解》，緣由不得而知。然高明先生

                                                 
5  《溫州經籍志》，上冊，頁 135-136。 
6  章炳麟著，徐復注：《訄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165。 
7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18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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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92）撰〈禮記概說〉，對《集解》推崇備至，他說： 

我們綜觀清代學者有關《禮記》的著作，深覺納喇性德的《陳氏禮記集

說補正》、朱彬的《禮記訓纂》和孫希旦的《禮記集解》尤應特別引起我們

的注意。元明以來，陳澔的《禮記集說》爲政府規定的應考士子必讀的書，

已成爲權威的著作，但這書實在淺陋，自有納喇性德的書，纔打破了它權威

的地位，而使後人可以開拓心胸，對《禮記》作更深入的探討，這種摧陷廓

清的功勞是不可淹沒的。朱彬的《禮記訓纂》，是薈萃乾隆、嘉慶以來學者

研究的成果，來與注疏相發明，是足以代表清代考據學派研究經學的風氣。

孫希旦的《禮記集解》，則由考據而入義理，儼然要容漢宋於一鑪，而自成

一家了。這三部書實在可以代表清儒研究《禮記》的三個途徑，所以我們應

該特別予以注意。……孫希旦的這部書，對於名物制度的考索，顯然是當時

考據學派所提倡的漢學；而對於禮制義理的追尋，則又顯然是歸依程朱的宋

學。他是想鎔冶考據與義理、漢學與宋學於一鑪的，這樣地研究《禮記》，

較之朱彬的偏重考據，確是更進一步；雖然他和朱彬同時，年輩且較高，但

他的成就確實是走在朱彬前面的。8 

一九八九年二月，沈嘯寰、王星賢二位先生將孫氏《集解》點校整理，由中華

書局出版；一九九○年一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將《集解》在臺灣再版，《集解》逐

漸受到學術界重視。沈嘯寰先生〈本書點校說明〉說： 

清人對《二戴記》的研究成果超過前代，著述頗豐，有王聘珍的《大戴

禮記解詁》、孔廣森的《大戴禮記補注》、朱軾的《禮記纂言》、朱彬的《禮

記訓纂》等等，其中孫希旦所著的《禮記集解》尤爲著稱。……孫氏的《集

解》共六十一卷，以各篇《記》文分隸於其下。除《學》、《庸》二篇僅著篇

目，下標「朱子《章句》」，不錄《記》文外，其餘四十七篇，每篇篇首基本

上都作了題解。每節除沿用鄭《注》、孔《疏》而外，更博采宋、元以來各

家之說，旁搜遠紹，頗爲詳備。末加己見，對每一節的字、詞、句幾乎都作

了詮釋，析疑解惑，大有助於研究古代經濟、政治、文教以及禮俗、制度。

                                                 
8  高明：〈禮記概說〉，《禮學新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1963 年 11 月），頁 8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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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前人之說有異議者，則提出辯難，亦頗有創建。故其書頗爲晚近學者所

採用，《辭海》中也有不少條目援引其說。對於文句的斷讀，孫氏亦時有新

解。9 

沈先生之評說，符合《集解》實際。 

一九九六年，呂友仁先生撰〈指瑜爲瑕的校記何其多——讀點校本《禮記集解》

劄記之一〉一文，糾正了沈氏點校本的一些「校記」失誤。一九九九年六月，在林

慶彰先生指導下，黃智信先生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朱彬〈禮記〉學研究》
10，文章

第七章「朱彬、孫希旦〈禮記〉學之比較」，介紹了孫氏生平、著述和《集解》的整

理刊刻經過、體例等概況，並將《集解》和朱彬（1753-1834）《禮記訓纂》進行比

較，黃智信先生認爲： 

我們將朱彬《禮記訓纂》與《禮記集解》作比較，以看出兩書之異同：

一、孫書考據與義理並重，長於義理之發揮；朱書由考據以明義理，精於字

義訓詁之考訂；二、孫書詳明，朱書精審；三、孫書易懂，朱書可據。因爲

孫、朱二氏治學途徑的不同，所以《集解》與《訓纂》各有特色，合則兩立，

分則兩傷。兩書可以互爲補充，但任何一書，都無法取代另一書。11 

黃先生對《集解》和《訓纂》比較之結論，是可信的。又，筆者拙著《三禮研究論

著提要》對《集解》版本曾做過考察
12。 

除上所述外，一直沒有人對《集解》進行專書研究。有見於此，二○○四年九

月，筆者命弟子萬麗文以《孫希旦〈禮記集解〉研究》爲題，對《集解》進行專題

研究，歷時三年，完成碩士論文。該文分孫希旦的生平和著述、《禮記集解》的成書

及其版本、《禮記集解》的內容體例和特點、點校本《禮記集解》校讀劄記等四部份，

考察了孫氏的生平、著作，尤其是對《集解》的體例、特點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爲，

《集解》的特點和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9  《禮記集解》上冊，頁 4-5。 
10  黃智信：《朱彬〈禮記〉學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林慶彰先

生，1999 年 6 月。2010 年 11 月 14 日，「2010 年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在馮曉庭先生

之協助下，林慶彰先生惠贈此文，得以閱讀，謹致謝意！ 
11  《朱彬〈禮記〉學研究》，頁 152-154。 
12  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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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學宋學並重，漢宋兼采；2. 註釋既重校勘訓詁，又重義理闡釋；

3. 以經注經、以經證經；4. 對名物制度，考釋精詳；5. 融會貫通，總結禮

例；6. 從內容入手，分析篇名含義；7. 博采眾說，發表己見；8. 對鄭《注》

孔《疏》之訛誤，輒爲糾正。孫希旦《禮記集解》是在對前人研究成果認真

研讀和總結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在某種程度上來講，孫氏對乾嘉以前主要

學者研究《禮記》的成果，進行了一次認真清理，無論從其注解《禮記》方

法，抑或考釋禮制和名物，訓詁字詞，糾正前人之失誤等方面，都有超越前

人之處，這也正是《禮記集解》的價值所在。13 

碰巧的是，在二○○七年六月，臺灣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研究生徐瑋

琳完成《孫希旦〈禮記集解〉駁議鄭注之研究》一文，該文分緒論、孫希旦生平及

《禮記集解》原委、孫希旦駁議鄭注——禮制篇、孫希旦駁議鄭注——訓詁禮器篇、

結論等五章，重點研究孫氏對鄭《注》之駁議。徐瑋琳的結論是： 

孫希旦所處清中葉時期，正是漢學、考據學蔚爲風尚時，而當時官方和

民間宋學仍擁有極大勢力，以致孫希旦《禮記集解》雖博採鄭注、孔疏及宋、

元諸儒之說，然實亦漢、宋兼采之作，這點從其引書中，以漢、宋時人爲多，

漢唐時期引書約有三十三人，宋元時期則有四十三人，而清人僅有五人，且

除引顧炎武有十一次之多外，其他如萬斯大二次，胡渭二次，李光地一次，

戴震四次，皆未超過五次。由此可知，此書受清代考據學風影響所作之考訂，

並不明顯，反而較偏宋學。……孫希旦《禮記集解》針對鄭注中禮制、禮義

之考證欠詳、望文生訓，或穿鑿附會處，加以指證並辯駁其非，其駁議方式

又可分「直言鄭注之非」、「婉言鄭注之非」、「並存、待考」三種，「直言鄭

注之非」者共計九十二條，「婉言鄭注之非」者共計三十一條，「並存、待考」

共計三十一條。孫希旦對《禮記》之注解，長於義理之發揮。14 

萬麗文、徐瑋琳二位的文章，不僅考述了孫氏生平、著作，尤其是對《集解》

                                                 
13  萬麗文：《孫希旦〈禮記集解〉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指導

教師：王鍔，2007 年 6 月，頁 16-38。 
14  徐瑋琳：《孫希旦〈禮記集解〉駁議鄭注之研究》，臺灣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

文，指導教授：林平和先生，2007 年 6 月。2010 年 11 月 14 日，「2010 年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期間，在馮曉庭先生之協助下，林慶彰先生惠贈此文，得以閱讀，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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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點、價值進行研究，結論基本符合實際。但是，徐瑋琳文章通過孫氏注解，逐

條辨析，主要揭示孫氏駁議鄭《注》之非，這是其優點；然其缺陷是未能將孫氏《集

解》置於《禮記》研究史中，總結《集解》之優點。萬麗文文章對《集解》進行綜

合研究，總結了《集解》之優點和缺陷，超越以往，這是文章的亮點；然因作者缺

乏對清代學術史和《禮記》研究史的整體把握，總結略顯空泛，不夠具體。因此，

再次對《集解》進行平議，仍有必要。 

（三）《集解》註釋之優點 

漢學重考據，宋學重義理，似乎是學界的共識。然清代學者，對此早有不同之

卓見。清胡培翬（1782-1849）說： 

人之言曰：「漢學詳於訓詁名物，宋學詳於義理。」以是歧漢、宋而二

之，非也。漢之儒者，未嘗不講求義理；宋之儒者，未嘗不講求訓詁名物，

義理即從訓詁名物而出者也。特漢承秦焚書之後，典籍散亡，老師宿儒之傳，

不絕如綫。漢儒網羅蒐討，務期博采而兼收之，故於名物訓詁特詳。宋承五

代之弊，人心盲昧，正學不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爲急。此亦運會使然，非

其有偏重也。考據之學，至今特盛者，宋之大儒研求性命精微之旨，先其大

者，而亦不遺乎小。後人得其糟粕，耳食空談一切，儒先古誼，輕於背棄，

以致聲音、訓詁之不詳，而訛文脫字日多，制度、名物之不講，而蔑古荒經

者衆。國朝諸儒乃特矯正之，詳加釐訂，一一必求其實據，不敢逞私臆斷，

亦運會使然，非以爭勝於前人也。15 

漢學未嘗不顧義理，宋學未嘗不事考據。客觀而言，漢學偏重於字詞名物之訓詁考

證，宋學傾向於經傳義理之發揮闡釋，二者殊途同歸，主旨皆是明經傳之義理，戴

震（1724-1777）等學者也有同樣之見解16。 

                                                 
15  胡培翬著，黃智明點校，蔣秋華校訂：《胡培翬集》（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

11 月），頁 164。 
16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說：「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

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茍可以舍

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

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

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向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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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1736-1795），正是宋學日漸式微，乾嘉考據學逐漸興盛之時。孫氏

專治《禮記》，大概始於乾隆三十六年，即辛卯年（1771），至乾隆四十九年，即甲

辰年（1784）去世，除校勘《玉海》等工作外，主要精力在撰寫《集解》。通過研讀

《集解》，筆者認為，與朱彬（1753-1834）《禮記訓纂》相比，《集解》最突出的優

點有四： 

1.  偏向宋學，闡述禮意 

嘉慶（清仁宗顒琰之年號，1796-1820）以前，經學研究，呈現四大特點。一是

清政府以「崇儒重道」爲基本國策，表彰經學，尊重先儒，尤其推崇朱子（朱熹，

1130-1200）和程（頤，1033-1107）朱（熹）理學。爲了樹立朱子學說的正統地位，

康熙年間（1662-1722）命朱熹配享孔廟，並先後組織學者編定《朱子全書》、《日講

四書解義》等書，宣揚朱熹理學；科場考試，士子作答不得逾越朱注，程朱理學被

官方確定爲正宗學術，炙手可熱，湯斌（1627-1687）、李光地（1642-1718）等理學

名臣，成爲士民的楷模。二是因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等學者

之提倡，學主實證的漢學也逐漸興起，惠棟（1697-1758）撰《易漢學》，公開打出

「漢學」旗幟，沈彤（1688-1752）、余蕭客（1729-1777）、錢大昕（1728-1804）、江

永、戴震等學者的出現，標誌着漢學進入鼎盛時期。三是惠棟、錢大昕、戴震、段

玉裁（1735-1815）等學者雖然崇尚漢學，然亦未擯棄宋學，輕薄宋儒。戴震曰：「僕

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
17 戴震將《孟子字

義疏證》排列爲第一，也反映其學術傾向。四是禮學研究的興盛。《日講禮記解義》、

《讀禮通考》、《五禮通考》、《三禮義疏》、《大清通禮》的相繼完成，張爾岐、李光

坡（1651-1723）、徐乾學（1631-1694）、方苞、江永、秦蕙田（1702-1764）、杭世駿

（1696-1773）、蔡德晉（生卒年不詳，清雍正四年 [1726] 舉人）等禮學研究大家的

出現，清政府對禮學研究的重視，尤其是「三禮館」的建立等，都是禮學研究繁榮

的表現
18

。 

                                                                                                                                      
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

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

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214。 

17  《戴震集》，頁 452。 
18  皮錫瑞說：「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爲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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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談及清代經學研究，多言「漢宋兼采」是重要特點。皮錫瑞（1850-1908）

《經學歷史》說：「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

由後人論之，爲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

也。」
19 清人註釋儒家經典，必須要認真研讀漢、唐、宋、元、明人著作，擇善而

從，這是經學研究之趨勢。孫氏註釋《禮記》傾向於宋學，《集解》大量徵引宋人著

述，推崇朱子學說，表現出濃厚的宋學風格，故孫衣言說：「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

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五十卷」。究其緣由，一則深受宋人治學風尚之影響，

二是乾隆以前經學研究思潮之必然。 

孫氏注重闡釋禮意，則與《禮記》的內容相關。就《三禮》而言，《周禮》、《儀

禮》主要記載周代官職和禮制，《禮記》除記載禮制外，多言禮意。古聖先賢之微言

精義，屢見《禮記》，小則可以正心修身，大則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古及今，上

自天子，下至百姓，無不取材於此書。孫氏精研《禮記》，對《禮記》的內容有更深

刻之理解。 

《曲禮》上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

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鄭玄（127-200）《注》：「敦，厚也。歡，謂飲食，忠，

謂衣服之物。」孔穎達（574-648）《正義》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飲食是會樂之

具，承歡爲宜，衣服比飲食爲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各有所以也。明與人交

                                                                                                                                      
幟矣。惠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傳經。棟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書考》、《春秋補注》、

《九經古義》等書。論者擬之漢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宗孔、

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戴震著《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孟子字

義疏證》、《儀禮正誤》、《爾雅文字考》，兼通曆算聲韻，其學本出江永，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

罕其儔匹。永嘗注《朱子近思錄》，所著《禮經綱目》，亦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戴震作《原善》、

《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牴牾，亦祗是爭辯一理字。《毛鄭詩考正》嘗采朱子說。段玉裁

受學於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學》云：『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非朱子所云，此

言尤悖。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段以極精小學之人，

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小學》。是江、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宋人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

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爲漢學幟志，皆不

敢將宋儒抹殺。學求心得，勿爭門戶；若分門戶，必起詬爭。……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

方萌芽，皆以宋學爲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爲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正、鄭之

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尟。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爲專門漢學。」皮氏對嘉慶以前學者於

漢、宋學態度之總結，可謂客觀。詳參皮錫瑞著，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 12 月），頁 313、341。 
19  《經學歷史》，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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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接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20 孫

氏《集解》曰： 

識，記也。博聞强識以窮理，而居之以讓，則不自滿假，而所知益精。

敦善行以修身，而不至於怠，則日新不已，而其德日益進，斯可爲成德之君

子矣。 

呂氏大臨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

難全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好於我者，望之不深，則不至於

倦而難繼也，『酬酒不舉三酌，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不要其必力

致，則不至於不能勉而絕也，『每有良朋，烝也無戎』是也。」愚謂歡以情

之見於外者言，忠以意之主於中者言。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應之者難而

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21 

鄭玄、孔穎達對「博聞强識而讓」一句，除註釋「識」字外，沒有進一步解說。孫

氏則直接解說，認為博聞强識可窮理，謙讓自持，則所知益精；敦行善行，堅持不

懈，德行日進，則爲成德君子。鄭玄和孔穎達對「歡」、「忠」字的解釋，顯然有誤，

但孔穎達有補充說明。呂大臨（1044-1091）的解釋要比鄭、孔清晰很多，但比較而

言，孫氏「以情之見於外者」解「歡」，「以意之主於中者言」解「忠」，更加符合經

文本義。正如孫氏所言：「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應之者難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

之。」 

孫氏如此解說《禮記》禮意，在《集解》中比比皆是。 

2.  博稽約取，裁以己意 

《禮記》是儒家經典中之大經，自鄭玄撰《禮記注》以後，《禮記》在儒家經典

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唐貞觀年間（627-649），《禮記》超越《儀禮》，成爲《五經》

之一，自此以後，未有改變。宋代以來，無論談及《四書》或《五經》，均與《禮記》

關係密切。《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儒行》等篇，也深受政府和學者之關注。

                                                 
20  鄭玄注，孔穎達疏，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1 月），上冊，

頁 94-95。 
21  《禮記集解》，上冊，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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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東漢至清代，歷代研究《禮記》的著作很多，超過《周禮》和《儀禮》。 

孫氏在撰寫《集解》時，可供參考的《禮記》研究著作甚多，如何取捨，就顯

得特別重要。根據徐瑋琳先生統計，孫氏徵引前人著作甚多，漢唐時期有三十三家，

宋元時期有四十三家，明清時期十五家，合計九十一家
22，可謂豐贍。但孫氏對前

人成果，並非如宋衛湜《禮記集說》一樣，祗作簡單的排比羅列，而是在廣博稽考

的基礎上，比較得失，謹慎選擇，裁以己意。 

孫氏註釋，先列鄭玄、孔穎達等人之說，次列宋元人之說，然後以「愚謂」開

頭，發表己見；或直接選取前人之說，也有直接發表己見者。通讀《集解》，孫氏對

前賢紛紜之說，慎擇約取，以己意裁斷。 

《曲禮》上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鄭玄《注》曰：「言

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視貌正。磬且聼也。齊，謂祭祀時。

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亦事不可常也。牲

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飬，君子不以為禮，鬼神不饗。』」

陸德明《釋文》曰：「夫，方于反，丈夫也。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注

同。丐，本亦作『匄』，音蓋。還，音旋，後放此。使，色吏反。幣，徐扶世反。饗，

許两反。」
23孫氏《集解》曰： 

《釋文》：夫，方于反，丈夫也。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使，

色吏反。○今按夫當音扶，發語辭。舊讀爲「丈夫」之夫，非是。 

鄭氏曰：「坐如尸，視貌正。立如齊，磬且聼也。齊，謂祭祀時。事不

可常也。」孔氏曰：「尸居神位，坐必矜莊。言人雖不爲尸，所在坐處，必

當如尸之坐。人之立時雖不齊，亦當如祭前之齊，磬折屈身。案《士虞禮》

云：『無尸者，主人哭，出，復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

法。」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有坐而無立，故坐以尸爲法；祭者有立

而無坐，故立以齊爲法。」愚謂齊，鄭氏以祭時言，孔氏以祭前言。祭時有

立無坐，故立言如齊，注說爲長。又注以磬且聽言如齊，蓋謂祭祀之時，主

人磬折致恭，而僾見、愾聞，如將受命然也。《疏》引《士虞禮》「祝闔戶，

                                                 
22  《孫希旦〈禮記集解〉駁議鄭注之研究》，頁 36-42。 
23  《禮記正義》，上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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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食間」，以釋注義，亦非是。尸之坐，齊之立，因事而致其敬者也。君子

之坐立常如此。則整齊、嚴肅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朱子曰：劉

原父云：「《大戴禮·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若夫坐

如尸，立如齊，弗訊不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此篇蓋取彼文，而『若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不知其然，乃謂二句爲丈夫

之事，誤矣。」 

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若男女授受不親，而祭與喪乃授受之類。俗，

謂彼國之俗，若魏李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意。愚謂

禮之爲體固有一定，然事變不一，禮俗不同，故或權乎一時之宜，或隨乎他國

之俗，又有貴乎變而通之者也。24 

孫氏解釋此段文字，徵引鄭玄、孔穎達、陸德明（556-627）、劉敞（1019-1068）、

朱熹、吳澄（1249-1333）等人之說，並對前人註解依據己意節選，同意者直接徵引，

不同意者，辯駁申說，發表己見。「若夫」同意劉敞、朱熹之說，認爲當刪去。「立

如齊」，同意鄭玄、吳澄之解釋，並指出孔氏之非。對「禮從宜、使從俗」，在朱熹

基礎上，進一步申說，認爲禮俗不同，貴乎變通。 

3.  依據詳明，考索禮制 

《禮記》與《周禮》、《儀禮》一樣，記載了許多周代禮制。有些禮儀制度，記

載簡略，或與他書記載不一，或因後人解釋的不同，多有歧義。凡遇到此類問題，

孫氏常引經據典，考索禮制。如《檀弓》上曰：「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

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對此經文，孫氏解釋說： 

鄭氏曰：拜而後稽顙，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稽顙而後拜，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重者尚哀戚，

自期如殷可。孔氏曰：拜者，主人拜賓。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不逆

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先賓後己，頹然而順序也。頎，惻隱貌也。

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知二者是殷、周之喪

拜者，以孔子所論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

                                                 
24  《禮記集解》，上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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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哭而弔，殷已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

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

皆拜而後稽顙，殷尚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不杖期以下乃

作殷之喪拜。  愚謂拜者，以首加手而拜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蓋拜所

以禮賓，稽顙所以致哀。故先拜者於禮爲順，而先稽顙者於情爲至，蓋當時

喪拜有此二法，而孔子欲從其至者。鄭、孔以二者爲殷、周喪拜之異，非也。

《士喪禮》、《雜記》每言「拜稽顙」，皆據周禮也，則拜而後稽顙非專爲殷

法明矣。○《周禮．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先拱兩手至地，加首於手，

又引首至地，稽留而後起也。二曰頓首，如稽首之爲，但以首叩地而不稽留

也。三曰空首，加首於手，首不至地，故曰空首。四曰振動，謂長跪而不拜

手者，蓋凡人有所敬則竦身而跪，以至其變動之意，若秦王於范睢，跪而請

教是也。五曰吉拜，如頓首爲之，而尚右手者也。六曰凶拜，即拜而後稽顙，

稽顙而後拜是也。拜而後稽顙者，亦如稽首之爲，但稽首尚左手，稽顙尚右

手；稽首以首平至於地，稽顙但引其顙以觸地也。若稽顙而後拜，則先以顙

觸地，而後以首加手，爲空首之拜也。七曰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褒拜，謂

再拜也。凡稽首皆再拜，稽顙皆一拜，頓首、空首則或一拜，或再拜，各視

其輕重而爲之。九曰肅拜，跪引手而下之也。吉拜以稽首爲至重，頓首次之，

空首爲輕。稽首者，臣拜君之法。故《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自敵以上用頓首，尊者答卑者之拜則空首。若振動，則因事爲之，

非常禮也。喪拜以凶拜爲重，吉拜爲輕。凶拜惟施於三年，自期以下皆吉拜

耳。婦人吉事皆肅拜，凶拜則稽首爲重，手拜爲輕。手拜，即空首也。但婦

人之肅拜施於吉事則尚右手，稽顙空首，施於喪事則尚左手，與男子相反也。

肅拜惟婦人有之，男子則或肅而已，不肅拜也。立而下手曰肅，跪而下手曰

肅拜。介胄之士不拜，而郤至三肅使者，故知但肅者不名肅拜也。凡拜皆跪，

凡再拜者，皆跪而一拜，興又一拜。婦人有俠拜，無再拜。25 

此章記載孔子之言，是三年之喪中孝子的兩種不同拜法，先拜而後叩頭表示對賓客

之尊敬，於禮爲順；先叩頭而後拜突出孝子哀痛之情，於情爲至。三年之喪，應該

強調哀痛之心，故孔子同意第二種拜法。鄭玄、孔穎達認爲「拜而後稽顙」是殷商

                                                 
25  《禮記集解》，上冊，頁 167-168。 



清孫希旦《禮記集解》平議 

 

99

的拜法，「稽顙而後拜」是周代的拜法。孫氏認爲，這兩種拜法是當時通行的兩種拜

法，但對於三年之喪而言，孝子「稽顙而後拜」，更合乎孝子當時之心情，故孔子認

同此種拜法。二者之差異，並非殷、周拜法之不同。 

孫氏依據《周禮．春官．大祝》，考辨九拜之同異。段玉裁年長孫氏一歲，撰有

《釋拜》一文。孫氏考索「九拜」之意，是否早於段氏，不得而知。然孫氏對「九

拜」之解釋，有自己創建。何爲振動？自漢杜子春（約前 30-約 58）以來，衆說不

一，杜子春認爲是踊，鄭興（生卒年不詳）以爲是擊掌，鄭玄認爲是拜時振動，孫

詒讓認爲是與音樂節拍相應之拜禮，而孫氏認爲，振動是「長跪而不拜手者，蓋凡

人有所敬則竦身而跪，以至其變動之意」，甚有新義。對拜禮之總結，也非常清晰。 

4.  《三禮》互證，總結禮例 

《禮記》記載的禮制，多與《周禮》、《儀禮》關係密切。孫氏在注疏《禮記》

時，經常《三禮》互證，群經互證，以「凡」、「凡言」開頭，或以「愚謂」起始，

總結禮例。如言稽首、稽顙、頓首、空首之拜數曰：「凡稽首皆再拜，稽顙皆一拜，

頓首、空首則或一拜，或再拜，各視其輕重而爲之。」又曰：「愚謂凡拜，男尚左手，

左，陽也。其拱亦然。凶事則尚右手，反吉也。婦人則吉事尚右，凶事尚左。」
26 

《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

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而不禘，禘而不嘗，嘗而不烝，烝而不礿。諸侯

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段文字，涉及禘、祫等祭祀之不同，前人解

說不一，紛紜複雜。孫氏徵引《三禮》、《三傳》等記載，總結說： 

愚謂禘有大小，祫亦有大小，禘之大者，惟天子得行之；其小者爲夏祭，

天子則祫禘，諸侯則一犆一祫者也。大祫則天子、諸侯皆有之；其小者，則

三時之祭，升群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而不及毀廟者也。祫者，合祭之名。三

時之祫，合群廟之主而祭於太廟；大祫，合群廟及遷廟之主而祭於太廟，所

祭有多寡，而其爲合祭則一也。且礿、禘、烝、嘗者，祭名之異也；曰犆曰

祫者，祭禮之別也。犆礿者，謂以犆祭而爲礿也；祫禘、祫嘗、祫烝者，謂

以祫祭而爲禘、嘗、烝也。天子則言祫於禘、嘗、烝之上，諸侯則言祫於禘、

嘗、烝之下，記者文便，非有義例也。……大禘大祫之說，先儒聚訟，其所

                                                 
26  《禮記集解》，上冊，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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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大約有四：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年，四曰祭之月。

然以《大傳》、《公羊傳》及《周禮·司勳》之所言考之，則禘大祫小，禘止

於天子，祫殆於諸侯；禘惟祭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祫祭則合祭群

主，而並及於功臣。若其祭之年月，則祫祭五年再行。然禘本夏祭，而大禘

因其名，則禘必於夏行之可知也。烝祭謂之大烝，則天子之大祫因冬烝行之

也。諸侯之大祫因秋嘗行之也。諸侯之大祫不於烝而於嘗，辟天子之禮也。

大禘大祫皆因時祭之月：大禘以夏；大祫，天子以冬，諸侯以秋。遇大祭之

月，則時祭不復舉，祭不欲數故也。惟大禘之年不可考，然以祫祭五年再行

推之，亦必不每歲行之可知也。27 

據孫氏總結可知：礿、禘、嘗、烝是春夏秋冬之祭名。祫者，合祭之名。禘、祫之

祭，皆有大小。就大禘、大祫而言，大禘祭祀祗有天子可以舉行，時間是在夏天，

祭祀對象是始祖所出之帝，以始祖配祭，多少年舉行一次，不得而知；大祫祭祀天

子、諸侯皆可舉行，天子大祫祭祀在冬天舉行，諸侯大祫祭祀在秋天舉行，祭祀對

象是合祭群主，兼及功臣，每五年舉行一次。就小禘、小祫而言，小禘祭祀是夏天

舉行，天子的小禘祭祀每年都是合祭，而諸侯的小禘祭祀是一年合祭一年分祭，輪

換進行；小祫是三時之祭祀，升群廟之主合食於太廟，毀廟之主不參與祭祀。 

禘祫之祭，聚訟已久，孫氏歸納，是否正確，尚可討論
28。然如此清晰的歸納，

對於閱讀《三禮》以及其他經典，是非常有意義的。 

綜觀孫氏《集解》的特點，筆者認爲，孫氏在註釋《禮記》時，對經學研究的

目的十分清晰，即小學祗是讀書研經的工具，紬繹經典之「義理」，力圖踐行，方是

終極目的；對於專書研究者而言，把握該書內容及其特點，十分重要，孫氏對《禮

記》研讀有年，深知該書「記禮言義」之特徵，尤致力於對禮制、禮意、禮例的考

察，所以，其註釋特點，與他書迥異。 

                                                 
27  《禮記集解》，上冊，頁 348-352。 
28  錢玄先生說：「一、祫不是祭名，祗有禘祭。二、《春秋》所記祗有閔公二年、文公二年爲三年喪

畢之禘祭。《禘祫志》所舉極大部分《春秋》無文，或與喪畢之祭無關。三、『五年一禘，三年一

祫』，『五年再殷祭』，爲漢讖緯之說，先秦無此文，亦無此禮。總之，鄭玄《禘祫志》所述不可信。

考諸先秦文獻，春秋時，天子、諸侯于喪畢，行一次禘禮，或集衆廟之主合祭於太廟，或祭於新

死者之廟，以審定新死者昭穆之位。」《三禮通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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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解》註釋之缺點 

孫氏四十八岁仙逝，當時《集解》尚未謄清，祗是初稿，後經項几山、孫鏘鳴

等人之整理、校勘、謄抄，方雕刻付印。因此，難免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以

下三點： 

1. 過分依賴和相信宋學 

研讀《集解》全書，孫氏注解《禮記》，有明顯的宋學傾向，對宋元時期學者的

研究成果十分重視，前已論述。在《中庸》、《大學》二篇，注「朱子《章句》」四字，

未作註釋，起碼說明三點，一是尊崇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是當時學術風

尚，《欽定禮記義疏》也是如此；二是認爲朱熹的《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注解的

很好，無需再註釋；三是同意朱熹調整《大學》文句次序，將《大學》分爲一經十

傳。但《大學》、《中庸》作爲《禮記》中之兩篇，既然對《禮記》作「集解」，對《大

學》、《中庸》不作「集解」，是很遺憾的。 

《集解》於《儒行》第四十一篇解釋說：「孔子爲魯哀公陳儒者之行也。呂大臨

曰：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爲，非以是自多而求勝於天下也。此

篇之説，有誇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謂孔子

言之，殊可疑。然考其言，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

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也與？」孫氏徵引呂大臨之說，懷疑《儒行》言論的真實性，但

沒有充分的證據
29。 

2.  對清代初期研究成果重視不夠 

乾隆以前，清人研究《禮記》的著作有很多，著名者有王夫之（1619-1692）《禮

記章句》、李光坡《禮記述注》、納喇性德（1655-1685）《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張廷

玉（1672-1755）等《日講禮記解義》、朱軾（1665-1736）《校補禮記纂言》、方苞《禮

記析疑》、江永《禮記訓義擇言》、杭世駿《續衛氏禮記集說》、任啟運（1670-1744）

《禮記章句》、姜兆錫（1666-1745）《禮記章義》、《禮記義疏》等
30

。據藍瑤統計，

朱彬《禮記訓纂》徵引清人錢大昕、顧炎武、閻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14）、

                                                 
29  筆者曾經討論過，請參考《〈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3 月），頁 45-52。 
30  《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頁 32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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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江永、朱軾、惠棟、方苞、邵晉涵（1743-1796）、王念孫（1744-1832）、王

引之（1766-1834）、劉台拱（1751-1805）、段玉裁、金榜（1735-1801）、程瑤田

（1725-1814）、李惇（1734-1784）、盧文弨（1717-1796）等近二十家之說，非常重

視當代學者成果的吸收，其中徵引江永一百二十一次，王念孫一百零三次，王引之

一百一十八次。孫氏一直在京爲官，應該有比較好的條件讀到這些書，或與這些學

者有往來。然查看全書，徵引清人成果，只有五六家而已，名曰「集解」，對同時代

人成果參考如此少，是沒有看到，還是時間來不及，不得而知，但未免遺憾。 

3.  個別疏解不當 

《禮記》是記載周代禮儀制度之專書，孫氏以解讀禮制、禮意爲主，創見很多，

但仍有個別註釋不當。如《曲禮》上：「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集解》曰： 

鄭氏曰：「從，猶就也。」孔氏曰：「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

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呂祖謙曰：「古者弟子見

長者，不敢以賓客之禮見。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從養其

弟讓之心也。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若率爾而對，自以爲能，便是實了

此心，雖有法語之言，精微之理，亦不能入。」31 

陳澔（1261-1341）《禮記集說》卷一引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

執子弟之役，其禮然耳。」
32 呂祖謙（1137-1181）、應氏、陳澔所說，求之太過，

俱誤。鄭玄、孔穎達所言甚是。孫氏兼存鄭玄、孔穎達、呂祖謙三人之說，未加按

語，相互矛盾。操者，執也，持也。從，跟隨。操几杖以從之者，謂弟子請教於長

者之時，若長者起身移動，則持長者所使用之几杖以從，非謂持几杖去請教也。此

禮民間猶行，均可驗證也。 

（五）結語 

從作者的著書宗旨、對前人成果的抉擇去取、徵引資料的廣博與否、是否注重

專書特點等方面考察，筆者認爲：孫氏先後任職翰林院、武英殿、四庫館、國史館

                                                 
31  《禮記集解》，上冊，頁 16。 
32  陳澔：《禮記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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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通館，曾參與纂修《四庫全書》，校勘《玉海》，修纂《契丹國志》、《大金國志》，

一生博覽群書，史學造詣極高，尤精《三禮》。孫氏《集解》廣搜博稽，闡述禮意，

考索禮制，依據詳明；群經互證，《三禮》會通，總結禮例，條理清晰，確實是一部

對清代以前研究《禮記》的成果進行認真清理總結的著作，是清代學者研究《禮記》

的代表作。孫詒讓謂《集解》「貫穿經文，推玩得之，不爲意必之說。其餘記文關涉

《儀禮》、《周禮》兩經者，皆一一疏釋其義，注義簡奧，孔、賈兩《疏》疏鄭，或

有違戾，亦爲疏通證明。」高明先生謂孫希旦「是想鎔冶考據與義理、漢學與宋學

於一鑪的，這樣地研究《禮記》，較之朱彬的偏重考據，確是更進一步；雖然他和朱

彬同時，年輩且較高，但他的成就確實是走在朱彬前面的。」如此評價，是符合實

際的。 

            

ON SUN XIDAN’S LIJI J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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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n Xidan 孫希旦 (1736–1784) was well versed in the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and was particularly famed in his study of the three rite texts – Liji 
禮記, Zhouli 周禮 and Yili 儀禮. His Liji jijie 禮記集解 (“A Compendium of 
Annotations on Liji”) looks into Chinese rituals in great detail using materials from 
a broad range of sources, and is thus a conclusive monograph representative of 
Qing scholarship on L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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