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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四以來，在舉國向西之浪潮中，錢賓四先生毅然向東，對思想界猛烈抨擊之

禮樂文明作全方位學術辯護。本文主要評介先生三篇集中論述禮樂文明之作：（一）

《禮與法》──從多種角度與不同層面對比、剖析中國禮治與西方法治之緣起與特

點，認為前者顯然優於後者；（二）《禮樂人生》──闡發孔子關於「成人」（即成就

理想人格）之標準，於技能、智慧、德行之上尚有「禮樂」一項，禮樂為「成人」

之 高境界，故先生於所主持之新亞書院，宣導禮樂人生；（三）《一堂中國文化課》

──此乃美國學者對錢先生之訪談錄，先生從禮與風俗之差異論中西文化，指出西

方以方言與風俗劃分國家，故多小國寡民，中國在風俗之上尚有「禮」之層面為全

民族認同之準則，「禮」標誌著中國文化之特殊性，乃中國之核心思想。 

關鍵詞 

錢穆  禮治  禮樂  中國文化  風俗 

西學東漸以來，中國人始終面臨文化抉擇之苦惱：是追隨歐洲文化（無論西歐

文化抑或東歐文化），還是守望本位文化？此一選擇之根本，在於如何認定與評估中

國文化之特質。梁任公（梁啟超，1873-1929）先生將中國文化之特質歸結為禮，錢

賓四先生（錢穆，1895-1990）對此深表贊同：「梁任公以中國重禮治與西方重法治

相對，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1 可惜，任公未能就禮與法孰優孰劣之

問題作進一步闡發。有鑑於此，錢先生對中國禮樂文化深入探索，於其各著述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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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穆：〈中國知識分子〉，《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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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及；而集中之闡述，則有〈禮與法〉、〈禮樂人生〉與〈一堂中國文化課〉等三

篇。重溫錢先生宏論，其睿智卓識依然令人深為悅服。 

（一）禮與法 

1948 年春夏之際，錢先生在家鄉無錫太湖之濱休養。其時，正值中國政局行將

發生劇變之前夜，中國將嚮何處去？為海內外所關注。內地各黨派紛紛發表政見，

試圖對時局施加影響。錢先生素與各政黨保持距離，其更為關注對本位文化之研究

與詮釋。文化乃民族精神寄寓之所在，是拉動民族向上之引繩，惟有正確認識本位

文化，方能作出合乎歷史大勢之抉擇。此一期間，錢先生以精神與物質、藝術與科

學、自由與干涉、鬥爭與仁慈、科學與人生、經驗與思維等涉及中西文化比較之論

題深入思索，撰文凡三十篇，後結集為《湖上閑思錄》一書出版。其中〈禮與法〉

一篇，踵武任公之說，從表像到實質，對禮治與法治之得失、優劣作透闢之比較。 

治國理民，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還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簡言之，

是法治還是禮治，早在春秋時代即有爭議。孔子（前 551-前 479）選擇禮治。其後

經孟子（前 372-前 289）、荀子（前 313-前 238）等弘揚，禮治逐步成為全社會主流

意識與古代中國思想界之基本理念。 

近代中國學界經歷西方文明洗腦，觀念為之丕變，在回顧往古歷史時，多覺禮

治觀念悖逆國情，一無是處，不可思議，以為「中國是一大農國，以一個中央政府

統治惹大一個國家，應該有一種普遍而公平的法律，才能將全國各地攝合在一起。

而且農業社會比較穩定，不多變動，那一種法律，因而也必得有其持久性以相適應，

因此中國政治從其客觀要求論，實在 易走上一條法治的道路。」然而不無吊詭者，

「中國思想界卻總是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尤其是儒家可為代表」2。先秦知識精英

何以選擇禮治？禮治之於中國，其合理性究竟何在？近代學對此作平心討論者絕

少，而吠影吠聲，輕率斥責「禮教殺人」者，則大有人在。 

錢先生之〈禮與法〉，從「外面像」與「深層像」兩個層面比較禮與法，從平等、

自由、社會性、政治性等角度考察兩者得失： 

禮之外面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實則

                                                 
2  錢穆：〈禮與法〉，《湖上閑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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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級的。禮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制人的行為的。禮是一種

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禮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

由政府而下行之於社會的。無論如何，禮必然承認有對方，而且其對對方又

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法則只論法，不論人。殺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那

曾來考慮到被罰者。因此禮是私人相互間事，而法則是用來統治群眾的。禮

治精神須寄放在社會各個人身上，保留著各個人之平等與自由，而趨向於一

種鬆弛散漫的局面。法治精神則要寄放在國家政府，以權力為中心，而削弱

限制各個人之自由，而趨向於一種強力的制裁的。3 

在錢先生看來，禮之大旨為：平等的，社會性的，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導

人走向自由的，禮至少承認對方且懷有敬意，禮治精神須寄放在社會各個人身上、

保留著各個人之平等與自由；而法治精神正好處處與之相反。依錢先生之見，禮治

顯然優於法治。此說徹底顛覆性世俗之見，讀之者無不為之驚訝！然細加體味，不

能不佩服其識見之過人。此說對沉溺於西方文明無力自拔之近代思想界，不啻當頭

棒喝！ 

錢文進而論證，東西方治國之道不同，並非事出偶然，而有其學理上之原因：

兩者訴求之主旨大相徑庭，前者注重情感，後者注重權利： 

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利。而禮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

利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靈上的。人類相處，不能保衛其各自物質上之

權利，固是可憂，然而不能導達其相互間之情感到一個恰好的地位，尤屬可

悲。權利是對峙的，而情感則是交流的。惟其是對峙的，所以可保衛，也可

奪取。惟其是交流的，所以當導達，又當融通。因而禮常是軟性的，而法則

常是硬性的。中國社會沉浸在此尚禮的風氣中，一切講交情，講通融，像是

缺乏力量。但弱者在其間，卻多迴旋轉身之餘地，因此一切可以滑溜前進，

輕鬆轉變。若在尚法的社會，遇到權利相衝突的當口，法律雖為保護權利而

設，但既是雙方權利相衝突了，保護了甲方，便不能同時保護到乙方。4 

錢說深中儒家文化肯綮。人為萬物之靈長，情感 為細膩豐富，一生一世，一

                                                 
3  錢穆：〈禮與法〉，《湖上閑思錄》，頁 48。 
4  同上，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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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行，無不為情感所左右，情感不正，則行為失當，人生多舛。人非聖賢，情感

之外發，豈能自發地及於無過無不過之境界。唯其如此，常人每每陷於大喜大悲、

狂躁暴怒、頹廢消沉之地。禮樂文明關注之重心，是如何用道德理性制約心性情志5，

消除殘留於自身之動物之野性。儒家經典論禮與人情關係者時有所見，如「禮者，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禮記．坊記》），「禮生於情」（《郭店楚簡．語叢二》）等

皆是，故自古即有「緣情制禮」之說。《中庸》為中國思想史之核心經典之一，大旨

是在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已發」之間立意，教人喜怒哀樂之情當「發而皆中節」，

與《詩》教「發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序》）之說一致，要旨在以禮制情。故錢

先生以禮說《中庸》，指其「也是中國古代一篇講究禮的文章」6。 

1969 年至 1971 年，錢先生在臺灣文化學院研究所為博士班講授中國史學名著，

在論及杜佑（735-812）《通典》時，錢先生再次強調中國是禮治社會：  

諸位要知，中國政治是一個禮治主義的。倘使我們說西方政治是法治主

義，最高是法律，那麼中國政治最高是「禮」，中國傳統政治理想是禮治。

甚麼叫做「禮」？今天我們豈不一點也不知。還是鞠躬舉手就算禮了呢？倘

使諸位讀《通典》，研究經濟史的，只翻它〈食貨志〉。研究選舉制度的，只

翻他〈選舉志〉。研究政治組織的，只翻他的〈職官志〉。卻沒有人去翻它大

半部《通典》所講的禮。可是一部《通典》裡，很大的貢獻就在這裡。他把

禮分了吉、凶、軍、賓、嘉五種，中國人一向稱為「五禮」。不讀古書，就

不曉得這五禮所包括的範圍。7 

其後，錢先生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談及古代音樂時又談及禮，「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皆須禮。禮之和合範圍大，故中國人極重禮。」8 

（二）禮樂人生 

先生平生服膺宋儒。宋儒積極創辦書院，為國家培養人才， 受錢先生激賞。

                                                 
5  参見拙作：〈始者近情，终者近義〉，《中國史研究》2001 年 3 期。 
6  錢穆：〈禮樂人生──為《新亞雙周刊》六卷首期作〉，《新亞遺鐸》（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

頁 518。 
7   錢穆：〈杜佑《通典》下〉，《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51。 
8   錢穆：〈略倫中國音樂〉，《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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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踐行宋學精神，存中國文化之一脈於嶺南，1949 年錢先生於九龍創辦新亞書院，

苦心經營十七年，成為其人生中極具亮色之時期。錢先生將自身尊奉之學術理想滲

透於辦學理念之中，要求學生有「禮樂人生」，便是其重要特色之一。 

1963 年 4 月，作為新亞書院第三期校舍建築之禮堂落成，錢先生在慶典講演詞

中談及孔子理想中之完人問題。《論語》載，子路（前 542-前 480）向孔子請教「成

人」，即如何成就完美之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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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引述此語，認為孔子所說知、

不欲、勇、藝、禮樂等目不可等量齊觀，五者有輕重之別，核心在禮樂： 

孔子理想中之完人，則須於技能、智慧、德行之上，更有禮樂一項。惟

有禮樂人生，始是經過文化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之最高境界。禮樂，非技

能，非智慧，亦非品德。乃在三者之上，而亦在三者之內。若使人類日常生

活沒有了禮樂，縱使各人都具備才藝、智慧與品德，仍不理想。未經禮樂陶

冶的個人，不得為成人。無禮樂的社會，將是一個不安的社會。無禮樂的天

下，將是一個不安的天下。9 

錢先生在此提出一鮮有學者論及之問題：技能、智慧、德行三者備具，是否即

是完人？在常人而言，此幾乎是不成問題之問題。錢先生引孔子語為證，認為三者

兼具，尚嫌不足，還應加上禮樂一項，因為「惟有禮樂人生，始是經過文化教育文

化陶冶的人生之中之 高境界」，「未經禮樂陶冶的個人，不得為成人」。夫子此語，

學者幾無人不知，然其與人格教育之意蘊，鮮有能剔發者，人多「視而不見，聽而

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大學》）。錢先生以禮樂置為完人教育之頂點，不僅深契夫

子之意，而且極具現實意義。 

次年，《新亞生活雙週刊》第六卷首期出版，錢先生為該期所寫引言，以「禮樂

人生」四字為標題，旨在對新亞禮堂落成時所作演講詞做進一步補充。此文主題，

一是詮釋儒家宣導「禮樂心情」之內涵，二是闡發禮樂心情與群體生活之關係。錢

先生說： 

我們學校，一向提倡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重視人生最高哲理之探究與實

踐，一向鼓勵同學們自主自發的團體活動。綰合此三者，而求揭示出一項統

                                                 
9  錢穆：〈第三期新校舍落成典禮講演詞〉，《新亞遺鐸》，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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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則，我想首舉此「禮樂」二字。10 

錢先生將禮樂作為綰合提倡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生 高哲理之探究與實踐、

鼓勵同學自主自發團體活動等三者之「統一原則」，此一辦學理念，為近代中國任何

高等學校所僅見。錢先生指，禮樂之重要性，不在鐘鼓、玉帛之類器物上，乃至行

事上，「主要還在人之內心，在一切群體生活中，感於要用器物和行事來表現禮樂之

本原的心情上」11： 

我將稱此種心情為禮樂性情。中國儒家對此不斷有闡釋，舉其最淺顯易

明者言：禮是一種節制心，樂是一種和順心。由於有此節制與和順的心情的

內涵，而始引生出禮樂。鐘鼓玉帛，則只是表現此類心情之工具，而非其本

真。 

人是具有社會性之動物，無人可以離開群體而獨立生存，故而便有如何協調個

體與群體關係之問題。西方文化以個人利益為本，故不免時有衝突發生。中國文化

以群體為重，強調個體與群體之諧和，禮樂心情之價值正在於，通過培養個體之節

制心與和順心來融入群體生活，達到「己安群亦安」之境界。較之西方文化專以法

律管制人，無疑高明許多，所以禮樂心情「主要必在群體生活中始有。亦必在群體

生活中，乃見此類心情之意義與價值」，「人若沒有群體生活的心情，便不能有禮樂

的心情。也可說，人若沒有群體生活，便不能有禮樂生活。」為何群體生活之中之

個人必須要有禮樂心情？錢先生說： 

人在群體生活中，必然須對自己有節制，對外能和順，然後己安而群亦

安。若在此群中，各無節制，互不和順，則群不安而己亦不安。憑法律來束

縛人、管轄人，如中國有法家，他們心中亦知有群，而不知群中仍當有人，

即個人之存在。豈能使人生僅有群性，而無個性。人不能安，終於群亦不安。 

「不學禮，無以立」，立便立在禮樂上，立在自己心有節制能和順上。

但此從群體生活中來。諸位且莫從字義上來解釋此節制與和順，諸位應從群

體生活中來體認各自之內心，如何是節制，如何是和順。若各自心上無節制，

                                                 
10  錢穆：〈禮樂人生──為《新亞雙周刊》六卷首期作〉，《新亞遺鐸》，頁 518。 
11  同上，頁 516。 



《能仁學報》第十三期 

 

110 

不和順，便在其個人生活中不可能有此群體之存在。此層當深深體會。 

受惠於群體之種種好處，卻漠視群體利益，處處強調個體存在與自身利益，則

無法與群體融合為一。錢先生說：「今有人賴此群而生，他本身內心卻不屬此群。這

是說，在他內心，不認此群和他是一體。若在如此情況下此人若果誠是人，則只得

稱為一個人，終不得與群為一體。」這種離心離德之狀態，勢必引發各種爭端，

終影響到彼此相處，「在此世上有大眾的個人，各為本身功利起見，來在此群中鬥爭

奪取，那此群亦自然只是一堆物。此群即是一堆物，在此群中之那些大眾個人豈不

也盡是一堆物。物與物相爭，縱使有組織，相互間也只是各為工具，也終難於和平

共存」。 

錢先生說，中國古代禮樂或有已經失傳，或不再適用於現實生活者，「但中國古

代人所言禮樂精義，及中國社會一向所遵行的禮樂人生之實踐，則迄今仍存」，禮樂

之本源在心，不在形式或器物，因此，「有了節制和順，便是禮樂人生尚存在」。作

為新亞學生，理應理解如下道理：即人是萬物之靈，質性理應高於萬物，禮樂，便

是人高於萬物之所在。錢先生說「人即在萬物之上，則應有一些在人分上有，而他

物所不同有的，如禮樂與明誠皆是」。孔子將禮樂作為「成人」之 後層次，大有深

意在。技能、智慧、德行具足，才能出眾，而又有節制心與和順心，能與群體和諧

相處，則可以為人楷模，影響世人。因此，錢先生說，「禮樂人生可以救此世，亦只

有禮樂人生可以救此世。在禮樂中生活的人，自具有明誠之德。具有明誠之德，自

可進入禮樂人生。」 

道家亦好談性情，主張率性由情，它們與儒家之差別在於，道家「忽視群體生

活。他們想能遠避或脫離此群體生活，而來保持吾心之節制與和順」，「他們似乎認

為，人類的群體生活，乃是導致人心無節制與不和順的主因。因此，他們想追求一

種隱避的、孤獨的，乃至山林的生活，甚至是一種遠古的、原始的、自然的生活」，

「希望此群體範圍愈縮小愈好」。道家思想之矛盾在於「想違逆自然來崇重自然」。 

禮與樂，是人類普遍之文化現象，西方人亦有之，但彼此對禮與樂之認識，以

及禮與樂之使用，判然有別，錢先生說，「西方人生亦有禮，亦有樂，但禮與樂必互

相分別」，中國人「禮必有樂，樂中亦必有禮。和合凝成，融為一體」。禮與樂是分

是合，「此亦中西文化一大分別所在」。先生之言，真乃大悟大徹之論。 

錢先生將中國傳統之禮樂教育融入當代之大學教育，為近百年中國大學教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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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見，新亞而外，再無任何一位大學校長論及於此。新亞辦學理念之獨特，於此可

見一斑。 

（三）禮與俗 

錢先生畢生研索之 大課題，乃中西方文化之比較，《中國文化史導論》即為先

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在這一領域之力作。此書在極為寬宏之視野中比較兩者，新見迭

出。1965 年，錢先生離開香港到臺灣定居後，依然不改初衷，繼續深入探討中西文

化之差異。1983 年 7 月，錢先生在臺北接待美國耶魯大學傑里．鄧爾麟教授

（Dennerline, Jerry），談及中國文化之特點以及中西文化之區別，先生高屋建瓴，縱

論中國之禮。 

若說錢先生 1948 年所撰〈禮與法〉，重在比較禮治與法治之利弊得失，則八十

年代這篇談話，是從禮與俗之角度揭示中西文化異同，識見之高妙，可謂喝破鴻蒙，

迄今無人企及： 

與歐洲的文人不同的是，中國士人不管來自何方都有一個共同的文化。

在西方人看來，文化與區域相連，各地的風俗和語言就標誌著各種文化。但

對中國人來說，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謂鄉俗、風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區。

要理解這一區別必須理解「禮」這個概念。 

正因為西語中沒有「禮」這個概念，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異來區分文化，

似乎文化只是其影響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如果你要瞭解中國各地

的風俗，你就會發現各地的風俗差異很大。……然而，無論在哪兒，「禮」

是一樣的。「禮」是一個家庭的準則，管理著生死婚嫁等一切家務和外事。

同樣，「禮」也是一個政府的準則，統轄著一切內務和外交，比如政府與人

民之間的關係，徵兵、簽訂和約和繼承權位等等。要理解中國文化非如此不

可，因為中國文化不同於風俗習慣。 

當實踐與「禮」不同之時，便要歸咎於當地的風俗或經濟，它們才是被

改變的物件。12 

                                                 
12  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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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是舉世均有之文化現象，各國皆然。由於世世代代浸潤其中，人們對風俗

之本質以及利弊，大多習焉不察，聽其自然，任由其慣性行走。中國知識精英對風

俗之研究甚早，至遲在戰國已有討論，認為其基本特點有二，一是地域性，二是原

始性。《說文解字》云：「俗，習也。」俗，是指人們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之某些

生活習慣。同樣是人，彼此風俗為何不同？鄭玄（127-200）詮釋說：「俗謂土地所

生習也。」（注《周禮．地官．大司徒》）人們無不在某一特定「土地」（即地域）上

生活。地域不同，生存環境自然不同，包括地理、生態、氣候、人文、物產等皆有

顯著差異。人們為適應環境，而有各自之生活方式，此即為俗。《禮記．王制》描述

四方風俗如下：「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表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

食者矣。」東方、南方均為近海之地，為避免蛟龍傷害，民眾有雕題文身之習慣；

在飲食習慣上，則是生食蚌蛤，不避腥臊。西方不產絲麻，多食禽獸，故以獸皮為

衣，當地氣候寒冷，不產五穀，民眾乃「不粒食」。北方多鳥，人們以羽毛為衣，又

因林木稀少，故多穴居。地域環境之多樣性造成民俗多樣性。錢先生說，在中國文

化中，「鄉俗、風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區」，至確。 

俗在歷史長河中逐步形成，沉澱於社會 深層。當時代向前發展之時，俗往往

依然故我，表現出極大惰性。因此，社會愈是走向文明，俗之原始性就愈顯分明。

例如，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界百家爭鳴，呈現百川奔流之勢，但社會上猶存人殉與

食人之風，此種陋俗至少可以直推到商代，甚或可以上溯至石器時代。到二十一世

紀猶在流行之儺戲與文身，亦有數千年歷史。 

中國幅員遼闊，南北東西，生存環境各呈特色，風俗差異更是錯綜複雜，遠非

小國寡民之歐洲國家所能想像。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交通閉塞之偏遠地區，文化

發展往往滯後。改造這些地區之積習陋俗，走嚮道一風同之目標，乃是儒家希冀之

社會目標之一。 

積習陋俗並非四夷所特有，在文化較為發達之中原地區同樣存在，對儒家而言，

同樣需要變革，甚或更為急切。《漢書．地理志》乃地理著作，但作者並未停留在單

純之區域劃分，在記載中原各地山川地理狀況之後，亦詳細記載當地民俗之諸種習

氣： 

邯鄲北通燕、涿，南有鄭、衞，漳、河之間一都會也。其土廣俗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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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精急，高氣勢，輕為姦。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力相傾，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娶

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殺伐為威。父兄被誅，子

弟怨憤，至告訐刺史二千石，或報殺其親屬。 

鍾、代、石、北，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不事農商。自全晉

時，已患其剽悍，而武靈王又益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13 

〈地理志〉認為風俗厚薄好惡，除地理環境因素之外，還與當地執政者之引導

相關，而風氣一旦形成，在很長時期內都難以消除： 

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

子，好稼穡，惡衣食，以致畜藏。14 

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亂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

起則椎剽掘塚，作姦巧，多弄物，為倡優。女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諸

侯之後宮。15 

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樸。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

六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不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誇

奢，上氣力，好商賈漁獵，藏匿難制禦也。16 

潁川，韓都，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烈，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

爭訟生分為失。17 

（鄭國）土陿而險，山居穀汲，男女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

其東門，有女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女方秉菅兮。」「恂盱

且樂，惟士與女，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劄聞鄭之歌，曰：「美哉！其

                                                 
13  《漢書．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656。 
14  同上，頁 1664。 
15 同上，頁 1655。 
16  同上，頁 1654。 
17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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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18 

〈地理志〉意識到居處與風俗關係密切，故將人文傳統、民間風俗與地界等同

視之，並在文末用專門篇幅論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不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惡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易俗，莫

善於樂。」言聖王在上，統理人倫，必移其本，而易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

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19 

〈地理志〉將由水土影響而形成之性格稱為風，而將好惡、取捨、與君上情欲

之影響稱為俗。聖王君臨天下、推行王教之根本任務，在「統理人倫」，「混同天下

一之乎中和」，實現這一目標，「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標本兼治，這就需要移風易

俗，消除社會上種種陋俗惡習，使各地文化在更高、更雅之層面上認同，而推動這

一進程之工具，便是體現道德理性之禮。持續用禮改造或者替代陋俗，乃是儒家推

動社會進步之基本理念。離開禮，儒家一切學說都將成為空談。錢先生說，「當實踐

與『禮』不同之時，便要歸咎於當地的風俗或經濟，它們才是被改變的物件」，所指

正在於此。西方由於小國寡民，國土狹小，加之沒有中國文化層面上是禮，故不可

能提出禮俗關係問題。 

 

（四）禮是中國文化之心 

錢先生與鄧爾麟此次談話， 鮮明之觀點，是將博大精深之中國文化歸宗於

「禮」，直言禮為「中國之心」，是中國文化之「核心思想」： 

中國文化是由中國士人在許多世紀中培養起來的，而中國的士人是相當

具有世界性的。 

在西方語言中沒有「禮」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裡一切習俗行

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 

                                                 
18  《漢書．地理志下》，頁 1652。 
19  同上，頁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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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因為「禮」為全中國人民樹立了社會關係準則。 

要瞭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更高來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

「禮。」 

錢先生這一論斷，當今學人聞之，多有莫名驚詫者。然錢先生此說並非空穴來

風，絕非標新立異，其於儒家典籍有充分依據。 

首先，禮是人自別於禽獸之標誌。自孔子提出「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

子》）之命題，七十子之徒相繼闡發之，以禮為區別人與禽獸之分水嶺，如：「凡人

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冠義》）又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

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

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知自別於禽獸。」（《禮記．曲禮》）是無禮者非人。 

其次，禮乃依道德理性要求制定之法則。禮之所以能成為全社會之規範，乃是

因為禮以道德理性為內核，此為春秋時期知識精英之共識，有關之論述，《左傳》《禮

記》俯拾皆是，如「禮也者，理也。」（《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禮記．樂記》）禮乃為政治國之大經大法，「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

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禮，國之幹也。」（《左傳．僖公十

一年》）「禮，政之輿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禮，王之大經也。」（《左

傳．昭公十五年》）禮乃君子立身之本，「禮，身之幹也。」（《左傳．成公十三年》）

禮乃衡量是非曲直之標準，「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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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

道德為萬事之本，仁義為群行之大，施行道德仁義之事，不由禮則無以得成。先秦

儒家文獻之中，禮，即理；非禮，即非理。兩者為表裡，幾乎通用不別。 

再次，禮乃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之體現。儒家設計之禮，處處依仿自然，以天

道為典範，藉此取得形而上之根據，見於文獻者屢見不鮮，如「夫禮必本於天，動

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事，協於分藝。」（《禮記．禮運》）「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

傳．文公十五年》）「禮以順時。」（《左傳．成公十六年》）類似之論述，《禮記》亦

觸目皆是，如「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等，無法盡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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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以禮為中國文化之心，在學理上足以成立，毫無問題。錢先生曾在許多

著述中闡述禮學源流，此下略舉數端。 

中國禮樂文化始於周公。周公制禮作樂，乃中國人文精神之重要開端。然學術

界對周公制作之真實性，多有置疑，或存而不論者。然茲事體大，涉及中國禮樂文

明源頭之所在，不可不辨。日人林泰輔（1854-1922）《周公及其時代》一書，力證

周公制作為史實。錢先生踵其後，撰《周公》一書，詳考周公事蹟，其中一節專論

周公制作，盛讚「周公是千古偉人」20，「周公孔子，不僅為中國史學主要的創始人，

也為中國文化主要的創始人」，「周公的天命論，周公的共主論，影響後世甚大。周

公首先提出天命無常的觀點」21。「周公只講文王不講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

為甚麼周公反而不講他？這裡便見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

『德』更重過『事』。」22 周公制禮作樂，是西周政治走向極盛的標誌，「欲使一代

政治達於高尚優雅之域，致太平之盛，不可不制禮作樂」23。 

孔子《春秋》精神在禮。孔子刪述六經以教授弟子，六經之中，錢先生對《春

秋》評價 高，認為《春秋》書法對後世史家影響極大。司馬遷（前 145-前 86）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一部《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計其數」。究其原因，司馬遷說：「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

又說：《春秋》，「禮義之大宗」。錢先生非常認同司馬遷將《春秋》與禮相提並論之

見解24。 

與司馬遷持相通立場之學者極多，如韓愈（768-824）在其名作《原道》中說：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認為一部《春

秋》，主旨無非是嚴夷夏之別，而夷夏之別無非是一個「禮」字。春秋亂世，本質上

是文明與野蠻之鬥爭，是「有禮」者與「非禮」者誰戰勝誰。歷史之進步，往往是

在文明戰勝野蠻之後。 

歐陽修（1007-1072）亦以禮為治國大綱：「禮義，治人之大法。」（《新五代史．

馮道傳論》）氏在《新唐書．禮志》中比較三代以上之治與三代以下之治，認為根本

                                                 
20  錢穆：《周公》，《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6 冊（臺北：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 
21  錢穆：〈尚書〉，《中國史學名著》，頁 10。 
22  同上，〈史記上〉，頁 52。 
23  錢穆：《周公》，《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6 冊，頁 75。 
24  錢穆：〈史記中〉，《中國史學名著》，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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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是在以禮還是以政理民，氏云：「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錢先

生對此大為讚賞：「只看這兩句，便見史學家大理論。諸位要知，中國歷代史籍每有

許多大理論。如此兩句，我們便不容易懂得。如何是『前世禮樂本於一，後世禮樂

為虛名』，我們要『評史』，也要能發揮像這樣般的理論才是。」25 

宋儒以禮為中國文化核心者，比比皆是，如陸象山先生（1139-1193）云：「聖

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

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象山全集》卷 23）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五）餘論 

禮之特色，禮之功用，禮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錢先生之精彩論述已略如上述，

其對於澄清五四以來關於禮之種種誤讀，端正視聽，具有無可替代之價值。「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在舉國西化之時代，先生苦苦堅守中華民族傳統之價值觀體系與文

化模式，高倡禮樂文明，其勇氣與卓識，令人肅然起敬！ 

錢先生離開人世，忽忽已二十餘年，學界對百年以來盲目批判禮樂之思潮是否

有反思？對中國之文化精神是否已有真切之把握？此為學界無可回避之重要問題。

在此筆者引用錢先生講授杜佑《通典》時之一番歎息，作為本文之結束： 

諸位不要以為在中國古代孔子孟子時，儒家講禮樂，當知漢唐以下到宋

明，還是有講禮樂的，杜佑究是極好一證據。今天我們沒有一個講歷史講政

治的人再來講禮樂，這實已是一大變。只因外國沒有，自然今天的我們，也

就不肯再講了。可是在中國歷史上，明明是一路下來有此兩項，至少今天的

我們也該有人知道此所說禮樂者究是怎麼一回事。這些禮樂，又和政治有甚

麼一種關係？26 

錢先生語中流露出如下幾點傷感：一是傷感禮樂之衰，禮樂文化是古代中國文

明之核心，而「今天我們沒有一個講歷史講政治的人再來講禮樂」，豈非咄咄怪事！

二是傷感西方史學之強勢，中國無人講禮樂之根本原因，「只因外國沒有，自然今天

的我們，也就不肯再講了」，學者多以西方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之鏡鑒來修飾自己，處

                                                 
25  錢穆：〈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中國史學名著》，頁 172-173。 
26  同上，〈杜佑《通典》下〉，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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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西人為楷模，本位文化意識淡漠，令人浩歎；三是傷感中國史學前景堪憂，禮

與樂，乃中華文明之核心元素，「在中國歷史上，明明是一路下來有此兩項」，而如

今之學者竟然多不知「禮樂者究是怎麼一回事。這些禮樂，又和政治有甚麼一種關

係」。今日史界之氣象如此，對其究竟還能寄予幾多希望？ 

研究中國文化之學者，若能三讀錢先生論禮之作，細加品味，知所反思，有所

作為，則中國文化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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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MU’S ATTITUDE TOWARDS RITUAL 

 PENG LIN * 

Abstract Since the May-Fourth Movement, when the entire nation looked to the 
West, Qian Mu (錢穆,1895–1990) maintained an eastern perspective in his 
def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ritual in the midst of heavy bombardment from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pieces of Qian’s work that 
focus on the ritual culture: (1) Ritual and Law, which compares and analyses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ritual and the Western rule of law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former is superior to the later; (2) A 
Life in Ritual and Music, where Qian discusses the standards behind Confucian’s 
notion of a perfect personality, among which “ritual and music” rank above skill, 
wisdom and ethics – this is why the New Asia College, which he co-founded in 
1949, emphasizes on such a life; and (3) A Lesson in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an 
interview of Qian by American scholars, in which he differentiates ritual from 
custom, and points out that Western nations tend to be smaller as they are defined 
by language and custom, whereas ritual as a pan-ethnic standard sits on top of 
regional customs; accordingly ritual symbolizes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s thu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houghts. 

Keywords Qian Mu, Chinese rituals,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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