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博簡《內禮》發覆 

賈海生* 

摘要 

上博簡《內禮》所述是君子立孝所貴之禮，包括言語之威儀和事親之威儀。就

傳統禮學對禮的分類而言，二者皆屬於曲禮。「內禮」之題有兩層意思，就禮之踐行

而言，表明所述言語之威儀和事親之威儀是行於閨門之內、路門之內的曲禮；就當

時的禮學觀念而言，表明朝廷之上的君臣之禮衍生於閨門之內。《內禮》所引五條「君

子曰」云云，本是七十子後學者撰作的解經之作，《內禮》引之以足成己意，説明其

作者是七十子後學者之後學，其名已佚。《內禮》在社會上流傳以後，不斷被傳抄研

習，後有曾子後學撰作〈曾子立孝〉等記文，將《內禮》散入各篇之中，托名曾子

以示珍重。通過對《內禮》與〈曾子立孝〉等記文文本的嚴格審核，種種證據都表

明〈曾子立孝〉等記文，相對於《內禮》而言，皆是次生文本。 

關鍵詞 

竹書  內禮  發覆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四冊刊布了一篇可與《大戴禮記》中的〈曾子

立孝〉、〈曾子事父母〉等其他傳世禮文對讀的文獻，全篇存完簡、殘簡 10 支，附簡

一支。第 1 簡爲完簡，簡背倒書「內禮」二字，無疑就是本篇篇題，故原整理者即

以「內禮」名篇。依照古書往往摘取文中的詞語作爲篇名的通例，文中既不見「內

禮」一詞而又題名「內禮」，究竟是原有的篇題，還是抄寫者或藏書者後來所加，已

難以辨明。無論出於哪種情況，都是戰國時人對簡文內容的概括，反映了當時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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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念，仍可據以爲論。然而自簡文刊布以來，學者們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文字的考

釋、簡序的調整等方面1，對於簡文題爲「內禮」的意蘊、所記禮儀的性質、次生文

本的形成、是否七十子後學者所撰等問題，陋見所及，稍感不足，故擬在時賢研究

的基礎上，針對上述問題略作討論。 

（一）立孝所貴言語之儀 

簡文第一句「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既與下文爲總目，又表明用愛、

貴禮皆是爲了立孝。君子立孝，不離身心。心中用愛，貴禮而身行之，即是立孝。

立孝而敦行不怠，即是君子。從簡文的內容來看，立孝所貴之禮並非儀式隆重、繁

文縟節的禮典，而是儀式典禮或日常行爲中踐行的兩種威儀：一是言語之儀，一是

事親之儀。所謂威儀，威可畏、儀可象之意。《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有威而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關於言語之儀，第 1 至 6 簡云： 

故爲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 1其君

者；故爲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

故爲人父者，言人之 2父之不能畜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爲人子

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3 故爲人兄者，言人

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爲人弟者，言人之弟之

不能承兄 4〔者，不與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君子〕曰：與君言，言使臣；

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慈弟；5

與弟言，言承兄。反此亂也。2 

七十子後學者所撰釋禮的記文，先是在弟子之間傳習，後又在社會上流傳，其後又

有記人再據以撰作釋禮的記文時就往往援引舊有記文爲説。引舊有記文或是足成己

意，或是證己之是，或是增廣異聞。因舊有記文絶大多數都是佚名的七十子後學者

所撰，引其文而無法舉其名氏，就稱「《記》曰」、「《傳》曰」、「君子曰」、「或曰」

等，以此類標識明確表明是舊有記文，舉例説明如下。例一，《禮記．文王世子》云：

                                                
1  有關的論述散見於書刊、網站，本文在論述過程中若有采擇或受其啓發則隨文注出，恕不於此具

列清單。 
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圖版頁 71-82，

釋文考釋頁 219-229。按：括號內的文字乃整理者所補，下文凡引整理者之説，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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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

也。」據孔穎達（574-648）疏，「語使能也」一句是記人釋舊《記》要義之語。記

文述師、保之責，引舊《記》之文證唯在得人，即是足成己意。例二，《禮記．服問》

云：「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税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

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記文述身有重喪而行求見人不免絰、税齊衰之禮，累引兩條舊《傳》之文既證己意

之是，又增廣異聞。皮錫瑞（1850-1908）云：「弟子所釋謂之傳，亦謂之記。」3 例

三，《禮記．檀弓上》云：「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記文述忠臣不離王室之禮，引君子之言明反葬似禮

樂以足成己意。例四，《禮記．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

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孔疏

云：「言『或曰』者，作記之人爲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

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記文述肉腥大切、細切異名之事，引或人

之言增廣異聞。上引《內禮》簡文亦是引舊有記文以足成己意的釋禮之文，自「故

爲人君者」至「不能承兄」爲記人所述禮儀，自「曰：與君言」至「言承兄」爲所

引舊有記文。因簡文的第 5 支簡上半段殘缺，原整理者在「曰」前補一「故」字，

馮時則改「故」爲「君子」，以「與君言」以下爲「君子曰」云云4，與下文言事親

之儀累引「君子曰」云云補記文之不足的體例一致，再證以釋禮的記文引不具名氏

的舊有記文而稱「君子曰」云云屢見於《禮記》的〈檀弓上〉、〈文王世子〉、〈禮器〉、

〈學記〉、〈樂記〉、〈祭統〉等篇，可知在「曰」前補「君子」二字良是。 
七十子後學者最初撰作的闡釋禮義的記傳，本都是解經之作，在行文的過程中，

或是引述經文而釋其義，或是概述經文要意而有引伸發揮。如《禮記．燕義》云：「賓

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據孔疏，唯「禮之」一句是記人之辭，釋君

屈身禮賓之義，其餘皆是引述的經文，見於《儀禮．燕禮》，原作「賓入及庭，公降

一等揖之」。再如《禮記．祭統》云：「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

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沈文倬（1917-2009）指出，

                                                
3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9。 
4  馮時：〈戰國竹書〈內禮〉考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第 3 輯，頁 2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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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周人貴肩」是概述《儀禮．少牢饋食禮》言羊俎、腊俎「肩在上」的要意，

其餘均是記人據以引伸發揮出來的禮義5。上引《內禮》簡文中的「君子曰」云云， 

既是舊有記文，當也是七十子後學者最初撰作的解經之作，早在《內禮》之前已成

文並廣泛流傳。「君子曰」云云所據經文，原整理者已指出，見於《儀禮．士相見禮》。

其文云：「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

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是記士相見之禮

而言及言語之儀的經文。鄭玄（127-200）注云：「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賈公彥

（唐人，生卒年不詳）疏云：「此總説尊卑言語之别。」據沈文倬考證，《儀禮》的

撰作，上限是魯哀公末年（前 468）、魯悼公初年（前 467），即周元王（?-前 469）、

定王（?-前 586）之際，其下限是魯共公十年（前 373）前後，即周烈王（?-前 369）、

顯王（?-前 321）之際，成書在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到四世紀中期的一百多年中6。簡

文所引「君子曰」云云，是立君臣、父子、兄弟三個合耦對應關係闡釋禮之威儀的

舊有記文，撰作於《儀禮》成書之後，以簡文所引「君子曰」云云與〈士相見禮〉

相較，其中「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是引述〈士相見禮〉中的經文，

至於「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慈弟；與弟言，言承兄」則

是據經文引伸發揮出來的內容。簡文的作者撰作釋禮的記文，因舊有記文不僅是引

述經文而有引伸發揮的解經之作，而且還與己意相合，故引之足成記文而不再直接

引述經文爲論，實際上是將舊有記文視爲經文。又因爲舊有記文的作者已不爲人所

知，故稱「君子曰」云云。 
上引《內禮》簡文所述僅僅是君子立孝所貴言語之儀，包括兩種威儀，作者自

撰的記文述人之身份不同而言亦各有所宜之儀，所引「君子曰」云云的舊有記文述

所與言之人不同而言亦各有所當之儀。雖然二者的主旨略有不同，但皆不出言語之

儀的範圍。言語之儀自來爲世所重，不僅貫穿於各種儀式典禮或日常行爲之中，而

且在不斷踐行的過程中成爲各個階層共同遵循的行爲準則。檢討傳世禮書，各種儀

式典禮或日常行爲應當奉行的言語之儀，主要見於《禮記》。爲便於觀覽，也爲使下

文的討論有所依憑，制表於下： 
 

                                                
5  沈文倬：〈宗周歲時祭考實〉，《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上冊，頁 348。 
6  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菿闇文存》，上冊，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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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 言語之威儀 説明 

任職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

朝言朝（〈曲禮下〉）。 

朱軾云：「在，在此職也。在此職即

謀此事，無容怠，亦無容越也。」按，

此表「説明」一列中所引諸家之説，

除鄭注、孔疏外，皆采自杭世駿《續

禮記集説》，下表同。 

議事 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

議。……朝言不及犬馬。……在朝言

禮，問禮，對以禮（〈曲禮下〉）。 

孔疏云：「『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者，朝事既重，謀政不輕，殷勤誡之，

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 

問疾 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曲禮

上〉）。 

內容相同的記文，亦見於〈表記〉。 

死喪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

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死曰「薨」，

復曰「某甫復矣」。……天子死曰

「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壽

考曰「卒」，短折曰「不禄」（〈曲禮

下〉）。 

孔疏云：「生時尊卑著見可識而死蔭

爲野土，嫌若可棄而稱輕褻之，故爲

制尊卑之名，則明其猶有貴賤之異

也。」又云：「壽考，老也。短折，

少也。若有德不仕老而死者，從大夫

之稱，故曰『卒』也。若少而死者，

則從士之稱，故曰『不禄』。」 

居喪 居喪不言樂。……天子未除喪，曰「予

小子」。……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曲禮下〉）。 

據孔疏，「適子孤」是諸侯在喪擯者

接對賓客之辭。 

弔喪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曲禮

上〉）。 

內容相同的記文，亦見於〈表記〉。 

祭祀 祭事不言凶。……踐阼，臨祭祀，內

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臨諸侯，軫於鬼神，曰「有天王某

甫」。……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

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

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夫曰「皇辟」（〈曲禮下〉）。 

因尊神致敬，祭時祝告之辭爲人、爲

神皆更設稱號以異於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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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

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

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

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

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

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

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曲

禮下〉）。 

孔疏云：「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

法。」易祓云：「易其常名以爲美稱，

其致美於牲齍，乃所以致敬於鬼神。」 

助祭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曲禮

下〉）。 

鄭注云：「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

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 

賞賜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曲禮上〉）。 

姜兆錫云：「此章言交以誠敬之禮。」 

朝覲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

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五

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

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

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

舅」。……其在東夷、北狄、西戎、

南蠻，雖大曰「子」。……庶方小侯，

入天子之國曰「某人」。……諸侯見

天子，曰「臣某侯某」（〈曲禮下〉）。 

據鄭注，「天子」、「予一人」皆是擯

者之辭。天子、二伯、五等諸侯、上

大夫、下大夫、世子、公子、列士自

稱或擯者之辭，亦見於〈玉藻〉。 

聘問 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

之老」。……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

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曲

禮下〉）。 

據孔疏，寡君之老、某士皆是擯者之

辭。 

避諱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徧

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

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

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

大功、小功不諱（〈曲禮上〉）。 

大夫之所、廟中、教學、臨文諱與不

諱的記文，亦見於〈玉藻〉。父諱、

母諱從與不從的記文，亦見於〈雜記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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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親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

稱父拜之（〈玉藻〉）。 

陳澔引方氏云：「不敢私交，不敢私

受故也。」 

事師 毋勦説，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曲禮上〉）。 

楊鼎熙云：「勦説則蹈襲之心勝而少

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

衷之詞。」姜兆錫云：「諾者應之遲，

唯者應之速。」 

館客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

上〉）。 

內容相同的記文，亦見於〈表記〉。 

納女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

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曲禮下〉）。 

鄭注云：「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

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 

賀婚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

客，使某羞。」（〈曲禮上〉） 

吳澄云：「此言爲彼取妻而致饋遺，

其辭如此也。」 

辭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

有負薪之憂。」（〈曲禮下〉） 

孔疏云：「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

但當自稱有疾也。所以然者，夫射以

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

則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己

也。」 

去國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

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曲禮

下〉） 

孔疏云：「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

留之辭。」 

稱呼 

群臣 

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

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玉藻〉）。 

孔疏云：「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

所言群臣之法。」 

問品味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少

儀〉） 

陳澔引方氏云：「問品味，不可斥之

以好惡而昭其癖。」 

問道藝 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

某乎？」（〈少儀〉） 

陳澔引方氏云：「問道藝，不可斥之

以能否而暴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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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長幼

之問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

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

「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

「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

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

「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

「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

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

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曲禮下〉） 

姜兆錫云：「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而

天子止對以服之尺數者，不敢質言至

尊之意也。」〈少儀〉亦載國君、大

夫、士之子長幼的問答之辭，與此略

有不同。 

答富饒

之問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

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

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

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曲

禮下〉）。 

姚際恒云：「先王之法，制禄分田。

諸侯、大夫以及士庶，凡封地、爵禄、

田里、樹畜皆有品節限度，不可過，

不可不及，故各有其富如此。設爲問

富，各以其富答之者，所示先王之法

也。如是則上下相安于禮制而天下均

平矣。」 

 
從上表來看，《禮記》所記言語之儀幾乎都集中在〈曲禮〉上下篇中，即使偶見

於〈玉藻〉、〈少儀〉、〈表記〉等其他篇章，也往往與〈曲禮〉上下篇所載記文內容

相同，文字略有差異而已。實際上，早在今本《禮記》中的〈曲禮〉被編輯成爲文

本之前，已有一篇〈曲禮〉流傳於世。《禮記．曲記上》開篇云：「〈曲禮〉曰：『毋

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鄭注云：「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説〈曲禮〉者

美之云耳。」據此可以斷定舊時已有〈曲禮〉而「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就是

原本〈曲禮〉中的文句，記人引之而以「安民哉」釋其義，遂成爲釋禮的記文，後

又被編入今本〈曲禮〉中。孫希旦云：「〈曲禮〉者，古《禮》篇之名。《禮記》多以

簡端之語名篇，此篇名〈曲禮〉者，以篇首引之也。」7 今本〈曲禮〉中的記文引

舊有〈曲禮〉爲説，有時亦省稱「《禮》曰」云云。如〈曲禮上〉云：「《禮》曰：『君

子抱孫不抱子。』」孔疏云：「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

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若今本〈曲禮〉上下篇是據原本

〈曲禮〉類聚釋禮的記文，説明自古以來的禮家就認爲言語之儀屬於曲禮。江永

                                                
7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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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1762）撰作《禮書綱目》，立嘉禮、賓禮、凶禮、吉禮、軍禮、通禮、曲禮、

樂八個門類以爲綱目，獨立曲禮一類而在其下列言語之儀，又説明清代學者關於言

語之儀的歸屬與自古以來的禮家有相同的認識。曲禮並不是儀式隆重的禮典，甚至

不是儀式典禮上的儀注，僅僅是行禮時曲折表現尊敬、忠孝、謙讓等禮義的威儀。《禮

記．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二者相互參證，則曲禮即威儀。吕大臨云：「然則曲禮者，

威儀之謂，皆禮之細也。」8 因此，根據表中所列各種儀式典禮上都有言語之儀而

皆被編入〈曲禮〉的現象，可證上引《內禮》簡文所述言語之儀屬於曲禮。據簡文

所述言語之儀根植於〈士相見禮〉，再聯繫鄭注、賈疏，又可證簡文所述是君臣、父

子、兄弟燕見時的言語之儀。若再綜合〈禮器〉、〈中庸〉所言及吕氏所論，又可進

一步得知，簡文所述屬於曲禮的言語之儀，僅僅是燕見時小小的威儀而已。 
合觀《大戴禮記》和《禮記》，有些篇章或段落彼此互見。如《大戴禮記》中的

〈哀公問於孔子〉、〈投壺〉，《禮記》亦有此二篇；《大戴禮記》中的〈曾子大孝〉、〈諸

侯釁廟〉，分别見於《禮記》的〈祭義〉、〈雜記〉；《大戴禮記．禮察》自「夫禮之塞」

至「倍死忘生之禮衆矣」，見於《禮記．經解》；《大戴禮記．四代》自「天子曰崩」

至「庶人曰死」，見於《禮記．曲禮下》；《大戴禮記．朝事》自「聘禮」至「諸侯務

焉」，見於《禮記．聘義》；《大戴禮記．本命》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

見於《禮記．喪服四制》。凡兩見於大小《戴記》的篇章，文字多有不同。即使單就

《禮記》而論，內容相同的記文，往往也是重見於不同的篇章，如有關養老之禮的

記載，既見於〈王制〉，也見於〈內則〉。再如「袗絺綌不入公門」一語，既見於〈曲

禮下〉，也見於〈玉藻〉。前引《內禮》述言語之儀的簡文也不例外，與其內容相同

的記文，原整理者已指出，還見於〈曾子立孝〉。其文云：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

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

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

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

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8  轉引自衛湜：《禮記集説》卷 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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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與記文皆立三個合耦對應的關係闡釋言語之儀，除文字略有差别外，不同之處

主要在於三個合耦對應關係的順序不同。簡文先君臣，次父子，後兄弟，〈曾子立孝〉

則是先父子，次兄弟，後君臣。就同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撰記文既見於《大戴禮記》

也見於《禮記》或內容相同的禮文重見於不同篇章而言，可以推知七十子後學者中

一人據經釋義先撰作了一篇記文，因其膾炙人口，相互傳習，廣爲流傳，另一人撰

作記文時往往將已有的記文融入新作的記文中，又根據所要表達的思想，往往删改

原來的記文，凡此皆可證舊有的釋禮記文廣泛流傳以後，不斷被徵引而融入不同的

記文之中。《內禮》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之後，别有記人撰作〈曾子立孝〉，因君臣之

間以忠爲義，父子之間以孝爲義，故爲了突出君子立孝的主旨，不僅將簡文所述三

個合耦對應關係的順序作了調整，而且還將簡文所據〈士相見禮〉設立的三個合耦

對應關係的順序也作了調整，目的是爲了使記文與經文的意義相貫而不相違。之所

以斷定〈曾子立孝〉是據簡文《內禮》而作，是因爲簡文所述三個合耦對應關係的

順序與〈士相見禮〉所記合耦對應關係的順序基本一致。另一個原因是簡文引舊有

記文足成己意，尚以「君子曰」爲標識表明是舊有記文，在〈曾子立孝〉中則抹煞

了引舊有記文的標識，渾然一體，修飾的痕迹不言自明。因此，就簡文與記文而言，

〈曾子立孝〉所記言語之儀是次生文本。 
就《大戴禮記》與《禮記》中所載內容相同而皆言「曾子曰」云云的記文略加

比較，即可判明何者是原始文本，何者是次生文本，可用以作爲判斷〈曾子立孝〉

是據《內禮》重新撰作的旁證。如〈曾子大孝〉全見於《禮記》的〈祭義〉，除文字

略有不同外，主要有兩點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祭義〉有「亨孰羶薌，嘗而薦之，

非孝也，養也」一句，所謂「羶薌」，指天子宗廟之祭薦熟時，取乾蒿合牛牲腸間脂

膏同燒而使香氣飘浮於室外，此即禮書所謂「周人尚臭」。「羶薌」本是祭祀時言語

之儀對芬芳香氣的特殊稱謂，猶如上表中所列祭祀告神時言語之儀稱牛爲「一元大

武」、稱豕爲「剛鬣」一樣，亦見於《禮記．郊特牲》。其文云：「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但在〈曾子大孝〉中，「羶薌」被改爲「鮮香」，

顯然是以訓詁代原文，猶如司馬遷（前 145-前 86）撰《史記》引《尚書》等以訓詁

代原文一樣，可證〈曾子大孝〉是據〈祭義〉重新撰作的記文。第二、〈祭義〉分五

個層次廣明孝道，前四個層次皆以「曾子曰」提起下文，最後以樂正子春傷足而憂，

藉以明不可損傷父母遺體之事，明顯是圍繞孝道雜采衆辭以成文。然而在〈曾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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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中，除保留了開篇第一個「曾子曰」外，删除了以下三個提起下文的「曾子曰」

而以開篇的第一個「曾子曰」爲總領，顯然是爲了整齊劃一而重新撰作的記文。鑒

於以上兩點，不僅可以斷定〈曾子大孝〉是次生文本，而且可據以推斷〈曾子立孝〉

是據《內禮》重新撰作的記文。 
實際上，關於《大戴禮記》中自〈曾子立事〉以下十篇所謂曾子（前 505-前 436）

的作品，皆爲曾子後學者所撰，前人已有論述。王聘珍（生卒年不詳，清乾隆年間

人）於《大戴禮記目錄》之「曾子立事第四十九」下有明確説明：「此以下十篇，題

首並云『曾子』者，蓋曾子之後學者，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

物之理，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並出於孔氏壁中者也。《漢書．藝文志》儒

家有《曾子》十八篇，班氏自注云：『名參，孔子弟子。』是即《禮記》中之本。自

劉氏析群書爲《七略》，乃從《禮記》類中出之於儒家者流，〈藝文志〉乃因劉氏之

舊耳。當日大戴定《禮記》，祇就古文二百四篇，或删或取，未嘗汎及諸子也。」9《內

禮》的出土證實了〈曾子立孝〉是次生文本，因而是否曾子的作品也就值得懷疑了，

因爲簡文中並没有「曾子曰」之類表明是曾子所作的標識。 

（二）立孝所貴事親之儀 

君子立孝所貴之禮，除言語之儀外，還包括事親之儀。血屬之親，天性至極，

致孝雖出於天然，崇尚質略而不假修飾，然亦當曲盡種種威儀。《內禮》第 6 至第

10 簡云： 

君子事父母，無私樂，無私憂。父母所樂樂之，父母所憂憂之。善則從

之，不善則止之。止之而不可，憐而任。6 不可，雖至於死，從之。孝而不

諫，不成〔孝；諫而不從，亦〕不成孝。君子〔曰〕：「孝子不倍，若在腹中

巧變，故父母安 7之，如從己起。」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力，行

不頌，不卒立，不庶語。時昧，攻禜行祝於五祀，幾必有益。君子以成其孝，

8是謂君子。」君子曰：「孝子事父母，以食惡嬍下之。……9君子曰：「弟，

民之經也。在小不争，在大不亂。故爲少必聽長之命，爲賤必聽貴之命，從

                                                
9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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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歡然則免於戾。10」
10 

簡文所記是君子立孝事親之儀，自「君子事父母」至「不成孝」爲記人所述事親之

儀，累引四條「君子曰」云云以補記文之不足。其中前三條「君子曰」云云補充立

孝事父母之儀，最後一條「君子曰」云云補充立孝弟弟之儀。從形式上看，上引簡

文如同《禮記》中的〈坊記〉、〈中庸〉、〈表記〉、〈緇衣〉等篇，先述一義，然後累

引《詩》、《書》爲證一樣，只不過不具書名、篇名而以「君子曰」代之。簡文既引

「君子曰」云云以補充所作記文之不足，則君子所言當也是早於簡文的解經之作，

辨析如下。 
第二條「君子曰」云云中有「攻禜行祝於五祀」一句，與此內容相同的文句見

於《儀禮．既夕禮》篇末所附之《記》，作「乃行禱于五祀」。關於《儀禮》經文與

篇末所附記文的關係，沈文倬據甘肅武威出土漢簡本《儀禮》經記之間無「記」字，

認爲今本《儀禮》經文篇末所附記文是行文過程中將不便插入正文的解釋性、補充

性文字置於篇末，經文與記文不是前後撰作的兩種書而是同時撰作的一書的兩個部

分11。以此而論，〈既夕禮〉經文與其記文成於一時，記文具有經文的性質。後有記

人據〈既夕禮〉篇末所附記文「乃行禱于五祀」撰作了此條父母有疾時事父母之儀

的記文，本是引經而有引伸發揮的釋禮之文，意是闡釋事父母能成其孝則爲君子，

因所記事父母之儀是應當普遍遵循的行爲準則，故此條記文得以廣泛流傳。《內禮》

的作者引之以補充所作記文之不足，故稱「君子曰」云云。因〈既夕禮〉是〈士喪

禮〉的下篇，所記是士喪父母之禮，士卑不能備禮，不得祭禱五祀，故鄭注云「士

二祀，曰門、曰行」，其意以爲士禱疾時僅祭禱門、行二祀。賈疏云：「今禱五祀，

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其言五祀，則與諸侯五祀同，則〈祭法〉云諸侯五祀是

也。」據《禮記．祭法》及鄭注，諸侯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爲五祀，

禱疾時依廟祭禱五祀；諸侯中下之士得以立一廟，若禱疾亦依廟祭禱五祀12。因祭

禱五祀是諸侯至於列士之禮，庶民無廟不得行之。因此，後又有記人撰作事父母之

                                                
10  上引簡文與原整理者的釋文不盡相同，根據馮時的考釋，改讀「君子孝子，不食若災，腹中巧變」

爲「君子曰：『孝子不倍，若在腹中巧變』」，改讀「不依立」、「豈必有益」、「從人勸，然則免於戾」

爲「不卒立」、「幾必有益」、「從人歡然則免於戾」。 

11  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菿闇文存》，上冊，頁 37。 
12  吳澄掇拾先秦逸文所輯《中霤禮》對五祀之祭的神位及主要儀節有記載，其文收入《儀禮逸經》，

可以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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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的記文，就删除了「父母有疾」、「祭禱五祀」的內容而增加了適用於各個階層因

父母有疾而應當奉行的威儀。重新撰作的記文，見於《禮記．曲禮上》，其文云：「父

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以此與簡文所引第二條「君子曰」云云相較，

既没有直接援引〈既夕禮〉所附記文「乃行禱于五祀」，也没有概述其大意，顯然是

根據簡文所引第二條「君子曰」云云重新撰作的記文。因爲釋禮的記文，大多是解

經之作，在行文的過程中，或明或暗地引述經文，然後闡發其中蘊含的禮儀或禮義。

前文既已論證簡文所引第二條「君子曰」云云是據〈既夕禮〉所附記文「乃行禱于

五祀」而撰作的解經釋禮之文，則〈曲禮上〉所載與簡文內容相的記文就是次生文

本。由簡文所引第二條「君子曰」云云上推下推，則簡文所引其他三條「君子曰」

云云當也是據經釋禮的記文，只不過因《儀禮》經文亡逸而不知所據經文，或在三

百散亡之中。據《漢書．藝文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六篇。《儀禮》現存十七篇，

本非完璧，其逸而見於其他典籍的篇章僅有〈投壺〉、〈奔喪〉、〈諸侯遷廟〉、〈諸侯

釁廟〉等。因此，傳世禮書中凡是與簡文所引「君子曰」云云內容相似的禮文，當

皆是據其發揮而重新撰作的記文，如〈內則〉所云「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就

與簡文所引第四條「君子曰」云云義同，當是據簡文重新撰作的記文。經過對簡文

所引「君子曰」云云的審核與辨析，可知簡文所引「君子曰」云云，皆是舊有的釋

禮記文，早在簡文撰作之前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簡文累引四條「君子曰」云云以

補充事親、事長之儀。簡文引舊有禮文補充所作記文之不足，不具篇名而稱「君子

曰」云云，可見七十子後學者所撰記文大多本無篇名。合觀簡文所述事父母之儀與

言語之儀，二者的形式完全相同，先述禮儀，然後撮取舊有禮文要義爲證，或直接

引用舊有記文補充所作記文之不足。因此，就前引簡文述事親之儀一段而言，可以

推定爲簡文作者撰作的記文就只有「君子事父母」至「不成孝」幾句。 
即使是推定爲簡文作者自作的釋禮之文，檢討《大戴禮記》，內容與之相似的禮

文也見於不同的篇章。〈曾子本孝〉云：「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曾子立孝〉云：

「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又引孔子（前 551-前 479）之言曰：「可入也，吾任其

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曾子大孝〉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以上所引

皆與簡文「善則從之，不善則止之。止之而不可，憐而任。不可，雖至於死，從之。

孝而不諫，不成〔孝；諫而不從，亦〕不成孝」相似，不難看出相互傳抄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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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爲複雜的情況，仍見於《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云：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

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

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

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善，故父母安之。 

執此文與簡文相較，其中「孝子唯巧善，故父母安之」一句在簡文中是所引君子之

語，文字略有不同，至少可以斷定這一句本是舊有記文，曾子後學者撰作〈曾子事

父母〉時，取來融入文中而不以「君子曰」之類的標識表明是舊有記文，猶如簡文

述言語之儀引舊有記文以「君子曰」爲標識，而曾子後學者撰作〈曾子立孝〉時抹

煞引舊有記文的標識一樣。因此，〈曾子事父母〉當也是據舊有記文重新撰作的次生

文本。以〈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而推，〈曾子本孝〉、〈曾子大孝〉當也是曾子

後學者據舊有禮文撰作的記文，皆是次生文本。正因爲〈曾子本孝〉等十篇所謂曾

子的作品是次生文本，歷代許多學者從字裏行間覺察到其中摻雜着與曾子的思想不

符的因素，故對作者、著作時代提出質疑。方孝孺（1357-1402）云：「意者出於門

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説間有不純。」13 梁啓超（1873-1929）亦

云：「《大戴》所載十篇，文字淺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漢初。」14《內

禮》的出土，提供了次生文本所依據的原始文本，彌補了文獻傳承中的缺環，證明

了方、梁等學者的判斷接近事實真相。因爲次生文本並非憑空臆造，而是以原始文

本爲據重新撰作的釋禮之文，托名曾子而已，仍有認識價值。 
簡文所引第二條「君子曰」云云，是據〈既夕禮〉所附記文撰作的釋禮之文，

原記文作「乃行禱于五祀」，君子述其意則作「攻禜行祝於五祀」，因二者略有不同，

有必要對「攻禜行祝於五祀」的儀式略作補充説明。簡文「攻禜」之「攻」，原作「 」。

包山 224 號簡有「攻尹之 」，而 225 號簡則作「 尹之 」，原整理者云：「 ，讀

如攻。」15 據此則「 禜」可讀爲「攻禜」。鄭玄注《周禮．翦氏》之「以攻禜攻

之」云：「攻禜，祈名。」因「行禱于五祀」與「行祝於五祀」相同，皆是禱疾儀式，

則簡文中的「攻禜」似不當解爲祈名。《左傳．昭公元年》云：「山川之神，則水旱

                                                
13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 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  陳引馳編校：《梁啓超國學講錄二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35。 
15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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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賈逵（30-101）注謂禜祭是營欑用幣以祈福祥，杜預

（222-284）從之。孔疏云：「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欑

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欑，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此與《説文》解「禜」

爲「設綿蕝爲營」相同。前文已指出，禱疾所行五祀之祭皆依廟行禮。天子至於列

士有廟，固當依廟行禮。若庶民無廟，因父母有疾而祭禱五祀，則臨時布置祭所而

稱爲「攻禜」。金鶚（1771-1819）云：「禜字从營省，取營域之義，外爲營域，其中

則有壇也。」16 因此，簡文所謂「攻禜行祝於五祀」，當是庶民無廟因父母有疾臨

時布置祭所而行五祀之祭的禮典，其禮傳世文獻與考古所見新材料皆有可資參證的

記載。《尚書．金縢》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周公布置祭所，先清除一地而築三壇，

在三壇的南方另築一面向北方的壇，周公立於其上爲武王禱疾。包山第 224 號簡云：

「攻尹之攻執事人叜與、衛妝爲子左尹佗舉禱於殤東陵連囂子發肥豜，蒿祭之，臧

敢爲位，既禱致命。」李學勤曾指出，在殷墟、西周甲骨刻辭及德方鼎等銅器銘文

中，「蒿」讀爲「郊」17。執事人在郊區爲位，爲左尹佗舉行禱疾儀式。所謂「三壇

同墠」、「爲位」，與「攻禜」相同，皆指在郊區臨時布置祭所，規模大小不同而已。

綜上所論，可據想見「攻禜行祝於五祀」的情形。 
事親之儀與言語之儀一樣，都不是儀式隆重的禮典而是各種儀式典禮或日常行

爲中應當踐行的小小威儀。雖然上引簡文中第二條「君子曰」云云是據〈既夕禮〉

篇末所附記文撰作的禮文，説明是父母有疾應當奉行的禮儀，但不能據以將事親之

儀歸於凶禮，因爲事親之儀並不限於凶禮而是貫穿於各種儀式典禮，況且父母有疾

行禱五祀是有事而祭，又稱因祭，本屬吉禮。爲了對事親之儀的性質作出合乎禮學

分類的判斷，再將各種禮儀應當踐行的事親之威儀表列如下，以爲參證： 

                                                
16  金鶚：《求古錄禮説》卷 6，《續修四庫全書》第 110 冊，頁 277。 
17  李學勤：〈釋郊〉，《文史》第 36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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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 事親之威儀 説明 

奉養 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

晨省（〈曲禮上〉）。事親有隱而無犯，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檀弓上》）。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

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

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火，

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

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

芼、羹、菽、麥、蕡、稻、黍、粱、

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

堇、荁、枌、榆、免、牓、滫、瀡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

之而後退（〈內則〉）。 

〈內則〉記事親奉養之禮既詳且備，

所引僅是一節，尚有未冠笄者奉養之

儀、命士以上奉養之儀、婦事舅姑奉

養之儀及畏敬父母舅姑的種種威

儀，文長不錄。 

奉席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

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內

則〉）。 

孔疏云：「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

將臥奉席之禮。」 

餕餘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

恒餕。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

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內

則〉）。 

孔疏云：「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

婦餘之禮也。」姜兆錫云：「佐餕者，

當餕而勸之食也。恒餕者，已食而食

其餘也。」 

去訟 在醜夷不争（〈曲禮上〉）。 鄭注云：「醜，衆也。夷，猶儕也。」

同輩之間，一時之忿，或忘身及親，

遜讓不争即是以孝事親之儀。 

游方 所游必有常（〈曲禮上〉）。 有常則不貽親憂。 

習業 所習必有業（〈曲禮上〉）。 有業則不貽親辱。 

應召 父召無諾（〈曲禮上〉）。父命呼，唯

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玉藻〉）。 

孔疏云：「應之以『唯』而不稱『諾』，

『唯』恭於『諾』也。」 

受命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曲禮

上〉）。 

據鄭注、孔疏，人子僅受三賜之命而

不受副命之車馬，是因爲不敢以其成

尊比逾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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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曲

禮上〉）。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玉藻〉）。 

陳澔云：「易方，則恐召己而莫知所

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 

燕居 爲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

不中道，立不中門（〈曲禮上〉）。 

徐師曾云：「居必别室，坐必偏席，

行必近左右，立必倚棖闑，皆自卑以

尊其親也。」 

待賓 食饗不爲概（〈曲禮上〉）。 陳澔云：「不爲概量，順親之心而不

敢自爲限節也。」 

祭祀 祭祀不爲尸（〈曲禮上〉）。 朱軾云：「祭祀不爲尸，爲父爲主人

者言，蓋主人北面拜尸，人子所不

安，故不爲也。」 

慎身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髙，不臨

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

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

以死，不有私財（〈曲禮上〉）。 

陳祥道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則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

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

危，所以全其體。」 

飾貌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上〉）。

親癠，色容不盛（〈玉藻〉）。 

姜兆錫云：「當室，謂爲父後者。冠

衣之緣，皆謂之純。素凶采吉，不忍

混也。」 

稱名 父前子名（〈曲禮上〉）。君子已孤不

更名。……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曲

禮下〉）。 

孔疏云：「『已孤不更名』者，不復改

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

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

其父。」 

侍疾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

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

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

止復故（〈曲禮上〉）。 

姜兆錫云：「不櫛，不爲飾也。不翔，

不爲容也。不惰，無雜語也。不御，

無樂意也。食至厭飫則口味變，飲至

醺酣則顏色變，笑至矧是大笑，怒至

詈是甚怒，皆爲忘憂，故戒之也。」  

居喪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

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

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

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

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

內（〈曲禮上〉）。 

任啓運云：「居喪而不飲酒食肉，哀

戚之至情也。疾而飲食，身也者，親

之遺也，敢不敬歟！愛其生將以事死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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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謚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曲禮下〉）。 孔疏云：「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

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

之父也。」 

復讎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

（〈曲禮上〉）。 

類似的記文，亦見於《檀弓上》。 

諫諍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曲禮下〉）。父母有過，下氣

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説則復諫。不説，與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説，而

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內

則〉）。 

孔疏云：「父子天然，理不可逃。雖

不從則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

之。然《論語》云『事父母幾諫』，

此不云者，以其略耳。《檀弓》云『事

親無犯』，相互耳。」  

嘗藥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曲禮下〉）。 程子云：「親病委諸庸醫，比之不孝，

故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税人 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則以父兄之

命（《檀弓上》）。 

鄭注云：「不專家財也。税，謂遺予

人。」 

思親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

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

爾（〈玉藻〉） 

鄭注云：「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

忍用也。」 

 
通觀上表，《禮記》所記事親之儀，除了莫詳於〈內則〉、散見於其他篇章外，

主要集中在〈曲禮〉上下篇中，可據以斷定事親之儀屬於曲禮。朱熹（1130-1200）

云：「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

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

之等。」18 以此而論，《禮記》中除〈曲禮〉上下篇外，若統而言之，〈少儀〉、〈內

則〉、〈玉藻〉、〈弟子職〉等篇所記皆可概稱爲曲禮。黄以周（1828-1899）引先君子

之言就明確指出：「〈少儀〉、〈內則〉、〈玉藻〉，統言之皆爲曲禮。」19 因此，據傳

世禮書及諸家所論，事親之儀當歸屬於曲禮。 
最後，再討論一下《內禮》篇末所附殘簡的問題。原整理者因有一段殘簡，存

                                                
18  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目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黄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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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字，字體與《內禮》相同，但與其他簡文不能連讀，故附於文後。簡文云：「亡

難，毋忘姑姊妹而遠敬之，則民有禮，然後奉之以中準。」馮時從許無咎之説改釋

「中準」爲「中庸」，引甲骨文、金文、郭店出土有關簡文爲證，並以此簡與第 9
簡連讀。第 9 簡引「君子曰」云云補充事親之儀，下半段殘缺，是否可以與附簡連

讀，因無其他文獻以爲參證，遽難作判斷，暫從原整理者的意見而不與第 9 簡連讀，

故僅就此殘簡的內容略作説明。從附簡殘存的文字來看，似是據喪服制度闡釋不忘

骨肉之親的記文。《儀禮．喪服》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

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因姑姊妹出適嫁人，

降至大功，則爲在室姑姊妹本服期。然而〈喪服〉不杖期服之下不見爲姑姊妹之文，

鄭玄注爲昆弟不杖期條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姑姊妹本是骨肉之親，在室爲之

服不杖期，即使出適嫁人，情猶不殺，仍爲之服大功，故簡文據以釋其禮義謂「毋

忘姑姊妹而遠敬之」。因出適嫁人故稱「遠」，又因雖出適嫁人仍爲之制服故稱「敬

之」。簡文大意是説若不忘出適姑姊妹而遠敬之，則民有禮，可以奉爲行爲準則。《禮

記．雜記下》引孔子之言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

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孔子釋踊絶地、不絶地之情的差異而舉爲

伯母叔母疏衰、爲出適姑姊妹大功爲例，也表明姑姊妹雖出適嫁人，骨肉之情不絶，

仍當毋忘而遠敬之。若此説不誤，可證殘簡本是據經釋義的記文。 

（三）內禮之題釋義 

傳統禮書對禮的分類，因標準不同，自然有不同的説法。從性質上分，有區别

吉、凶、賓、軍、嘉的五禮，見於《周禮．大宗伯》。從數量上分，有三百禮儀、三

千威儀，見於前引《禮記．禮器》。除此之外，禮書中還有所謂八禮、九禮、十禮。

《禮記．昏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

鄉。」《大戴禮記．本命》云：「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

此之謂九禮也。」《禮記．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嘗、禘之禮，饋、奠之禮，

射、鄉之禮，食、饗之禮。」凡此皆是舉例説明通行的禮典有八禮、九禮、十禮，

並不是從數量上對禮進行分類。就簡文題爲「內禮」而言，説明戰國時代關於禮之

分類還有內禮和外禮之説。然而檢討傳世文獻，既不見「內禮」，也不見「外禮」，

而有「內事」、「外事」之説。《禮記．曲禮上》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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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注云：「出郊爲外事。」前文的討論已辨明簡文所記是言語之儀和事親之儀，二者

皆屬曲禮。言語、事親之威儀的踐行，並不僅僅限於郊內的各種儀式典禮。如言語

之儀在郊外天地之祭、郊內社稷宗廟之祭上都有體現，表一祭祀一行中列《禮記．

曲禮下》謂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即是明

證。因此，不能準「內事」、「外事」是否出郊而將「內禮」理解爲郊內之禮。簡文

題爲「內禮」，《禮記》中有〈內則〉。鄭玄《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

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别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

則〉。」原整理者據以指出：「《內禮》或與〈內則〉有關。」從簡文內容看，所記事

親之儀固然可以視爲內則，而所記言語之儀則不限於事親，還包括君臣之間的言語

之儀。因此，若將「內禮」之題理解爲閨門之內可以法則的軌儀，則篇題與內容不

相應。若將「內禮」理解爲閨門之內的曲禮，可以概括簡文所述事親之儀，也可以

概括簡文所述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奉行的言語之儀，唯獨概括不了簡文所述君臣之

間奉行的言語之儀，因爲君臣是就朝廷之上而言，並不屬於閨門之內的合耦對應關

係。 
「內禮」之題既非郊內曲禮之意，與〈內則〉主要記載事親之儀亦不相符，當

别有更深的禮義寓於其中。簡文記言語之儀和事親之儀而題爲「內禮」，表明皆是在

內踐行的威儀。就父子、兄弟而言，在內踐行的威儀無疑指行於閨門內的種種威儀。

《禮記．仲尼燕居》引孔子之言曰：「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鄭注云：

「三族，父、子、孫也。」子上合父是父子，子下合孫亦是父子。父子有禮，即是

踐行閨門內的種種威儀，故三族和諧。古代文獻中，凡立父子合耦對應關係爲論，

總是限於閨門之內。《孟子．公孫丑下》載景子之言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荀子．性惡篇》云：「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

內外並舉，內據父子則指閨門之內，外據君臣指朝廷之上，父子之義在內，君臣之

正在外，皆可證父子屬於閨門之內的合耦對應關係。《荀子．樂論》則有更加明確的

説明：「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

則莫不和親。」以父子、兄弟爲論而限於閨門之內，故閨門之內父子之間、兄弟之

間所行種種威儀可以稱爲內禮。上引文獻除〈樂論〉並舉父子、兄弟外，其餘皆舉

父子而不言兄弟。《儀禮．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

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若以一體而論，舉父子則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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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該於其中，皆是閨門之內的合耦對應關係。就君臣而言，在內踐行的威儀當指行

於路門之內燕見國君的種種威儀。關於諸侯的門朝制度，禮書的記載相互違異，禮

家的衍述更加紛繁，可信的記載見於《儀禮．聘禮》。綜合鄭注、賈疏及歷代學者的

研究，諸侯有三門，從外向內依次是皋門、應門、路門；又有三朝，從外向內依次

是外朝、正朝（又名治朝）、燕朝（又名內朝）；外朝在皋門內，正朝在應門內，皆

係平地，無堂、無屋、無階；燕朝在路門內，有堂、有階；唯魯國因周公之故享用

天子制度而有五門。所謂燕見，指路門之內燕朝見君，凡有四事，江永論之甚詳：「路

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

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

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

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20 四種路門之內

燕朝見君之禮，規模有大有小，儀節有繁有簡，不可一概而論。其中君臣謀議、臣

有進言而行於內朝的燕見之禮，江永以《論語．鄉黨》所記當之。實際上，其禮〈士

相見禮〉亦有記載：「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

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此與〈燕禮〉所記群臣燕飲而立賓主之禮不同，因

是特見圖事而進言於君，雖然禮簡儀省，亦當矜莊自持而曲盡威儀。種種威儀雖不

得其詳，言語之儀則見於前引簡文及〈士相見禮〉。簡文所記君臣之間奉行的言語之

儀既是行於路門之內燕朝見君的威儀，故可以稱爲「內禮」。綜上所述，「內禮」之

題，表明是行於閨門之內、路門之內的曲禮。 
簡文「內禮」之題，不僅因爲所記言語之儀、事親之儀是行於路內之內、閨門

之內的曲禮，而且還反映了當時視君臣之間的言語之儀衍生於閨門之內的禮學觀

念。關於當時的禮學觀念，先秦至漢代的許多文獻都有明確的論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周易．序卦》） 

禮始於謹夫婦。（《禮記．內則》） 

                                                
20  江永：《鄉黨圖考》，《清經解》（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第 2 冊，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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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禮記．中庸》） 

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 

男女别生焉，父子親生焉，君臣義生焉。（郭店簡《六德》第 33-34 簡） 

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

正。（《禮記．昏義》） 

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

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列女傳．魏曲沃負》） 

夫婦有别，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王化成。（《詩．關雎》傳） 

閨門之內爲萬化之源，夫婦爲人倫之始、禮教之端。禮之所由生，原本於夫婦之所

由成。由夫婦有義以至於君臣有正，其序正如《序卦》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而禮亦隨閨門內夫婦之始達於朝廷之上君臣之間。

《逸周書．常訓》論「八政」，先夫婦，次父子，次兄弟，次君臣，也表明君臣之禮

衍生於夫婦有義、父子有親。若人倫之始不正，則君臣終將無義，故郭店簡《六德》

第 39 簡又云：「男女不别，父子不親。父子不親，君臣無義。」除前引文獻反復論

述君臣之禮衍生於閨門之內，歷代的許多學者對此也都有深入的闡釋。趙鵬飛（生

卒年不詳，宋微宗宣和六年 [1124] 進士）云：「蓋夫婦，人倫之始，父子、君臣繼

是而後正也。」21 方慤（宋人，生卒年不詳）云：「有夫婦之義於始，然後生父子

之親於終。有父子之親於內，然後達君臣之正於外。故曰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也，皆由乎男女之别、夫婦之義而已。」 22 郭嵩燾（1818-1891）

云：「端本於一家而取則於天下，可以由閨門之內達之朝廷。和順成則家庭有法度，

禮儀肅則朝廷有紀綱，事相豫而道實相成也。」23 因此，就當時的禮學觀念而言，

禮爲人倫而設，無論是朝廷之上還是路門之內的君臣之禮皆衍生於閨門之內的男女

                                                
21  趙鵬飛：《春秋經筌》卷 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  衛湜：《禮記集説》卷 15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  郭嵩燾：《禮記質疑》卷 44，《續修四庫全書》第 106 冊，頁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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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夫婦有義、父子有親。正是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許多禮典都由閨門之內達

於朝廷之上，如凶禮在閨門之內爲父斬衰三年，達於朝廷則爲君亦斬衰三年，此即

《禮記．喪服四制》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語之儀也不例外，行於閨門之內言

畜子、言孝父则爲父子之間的言語之儀，達於燕朝之上言使臣、言事君則爲君臣之

間的言語之儀。君臣之禮既衍生於閨門之內，則君臣之間的言語之儀衍生於父子之

間的言語之儀也就不言自明。簡文「內禮」之題，追本溯源，表明所述君臣之間的

言語之儀衍生於閨門之內，反映了當時的禮學觀念。當然，在觀念上因君臣之禮衍

生於閨門之內，可以統而言之地概稱爲「內禮」，然而簡文所述君臣之間的言語之儀

並不僅僅限於觀念之中而是燕朝之上君臣應當奉行的威儀，故「內禮」之題又表明

是路門之內、閨門之內實際踐行的曲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內禮》和〈曾子立孝〉

雖然都反映了君臣之禮衍生於閨門之內的觀念，但是表現禮儀由閨門之內達於君臣

之間的衍生過程則有逆順之别，示意如下： 

君臣 ←—— 父子 ←—— 兄弟  （《內禮》） 

父子 ——→ 兄弟 ——→ 君臣  （〈曾子立孝〉） 

《內禮》與〈曾子立孝〉皆立君臣、父子、兄弟三個合耦對應的關係爲説，雖然都

能反映君臣之禮衍生於閨門之內的禮學觀念，但是以君臣居首、次父子、次兄弟的

順序表現衍生的過程稍嫌隱晦，以父子居首、次兄弟、次君臣的順序表現衍生的過

程則較顯豁。 

（四）結語 

《內禮》所述是君子立孝所貴之禮，包括言語之儀和事親之儀。就傳統禮學對

禮的分類而言，二者皆屬於曲禮。曲禮不是儀式隆重的禮典而僅僅是表現尊敬、忠

孝、謙讓等各種禮義的威儀，貫穿於各種儀式典禮和日常行爲之中。簡文「內禮」

之題，有兩層意思：就禮之踐行而言，表明所述言語之儀和事親之儀是行於閨門之

內、路門之內的曲禮；就當時的禮學觀念而言，表明朝廷之上的君臣之禮衍生於閨

門之內。 
《內禮》是一篇典型的闡述禮之威儀的記文，先以一語爲下文總目，繼而陳述

立孝所貴言語之儀和事親之儀。在行文的過程中，引五條「君子曰」云云以成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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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自作記文之足。從形式上看，猶如《禮記》中的〈坊記〉、〈中庸〉、〈表記〉、〈緇

衣〉等釋禮記文先述一義然後累引《詩》、《書》爲證一樣，表明在戰國時代釋禮記

文的撰作已呈現程式化的特點。所引五條「君子曰」云云都或明或暗地引述經文而

釋其義，體現了記傳本都是闡釋經文大義的特點，當是七十子後學者最初撰作的解

經記傳，早於《內禮》的撰作。《內禮》引「君子曰」云云，表明撰作時間晚於七十

子後學者，若以同時出土的〈緇衣〉成書於公元前 350 年前後爲參照24，似可斷定

是七十子後學者之後學所撰，其名已佚。《內禮》在社會上流傳以後，不斷被傳抄研

習，後有曾子後學者撰作〈曾子立孝〉等十篇記文，就將《內禮》散入各篇之中，

托名曾子以示珍重。通過對《內禮》與〈曾子立孝〉等記文文本的嚴格審核，種種

證據都表明〈曾子立孝〉等十篇記文，相對於《內禮》而言，皆是次生文本。 
在先秦時代，引經釋禮的記傳，本都是精言萃語，出於一人，成於一時，在經

歷了七十子後學至後學者之後學之間相互傳抄的過程後，必然會出現兩種情況：貪

多者雜采衆辭以成篇，《禮記》中有〈雜記〉上下篇即是顯例；好事者據舊有記傳重

新撰作記文，出現了許多次生文本，〈曾子立孝〉等篇可以爲證。次生文本往往是在

綜合、删改、潤飾許多原始文本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較之原始文本更爲順暢，也

更容易廣爲傳播，但同時也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摻雜着編撰者的思想。《內禮》本是

先秦「古文《記》」中的一篇25，或是在流傳的過程因故亡失，或是大小戴輯錄《禮

記》時因其內容與〈曾子立孝〉等篇相似而被剔除了。 
 

                                                
24  關於上博簡〈緇衣〉的作者與成書年代，虞萬里有精審的論證，此從其説。詳見其《上博館藏楚

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90-451。 
25  關於七十子後學者所撰釋禮的記文，《漢書．藝文志》説有百三十一篇，《經典釋文．序錄》注引

劉向《别錄》則謂「古文《記》二百四篇」，《通典》卷四十一又言河間獻王所得記文有百四十一

篇而劉向考校經籍時僅得百三十篇。歷代關於篇數不同的解説莫衷一是，使人不知所從。或許篇

數的不同，是因爲七十子後學所撰記文本都單篇流傳，類聚計算時有分有合，其詳難以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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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ATION OF THE TEXT NEILI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CHU BAMBOO SCRIPTS 

 JIA HAISHENG* 

Abstract The excavated text Neili 內禮 describes the rituals related to filial piety. 
The rituals include both verbal and behavioral etiquettes, both of which fall into 
the quli 曲禮 category. The title Neili bears two tiers of meanings: with respect to 
its application, it signifies that such etiquettes are confined to the household; in 
light of ritual concepts of the day, it reflects the household origin of the court 
rituals. The five quotes from the junzi 君子 demonstrate that the author of Neili 
is a fourth-generation Confucian student. Part of Neili was incorporated into 
Zengzi lixiao 曾子立孝, and the parallelism proves that the latter is derivative. 

Keywords bamboo script, Neili, ritual, Shanghai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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