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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關孔子之形象固應以《論語》所載為主、為準，然而卻不應以《論語》為限。

《禮記．檀弓》分為上下篇，大約有兩百則記事，堪稱中國第一篇生活故事選編。

綜觀全篇記事，絕大多數與喪事有關，且多載變禮之起，固可補〈士喪禮〉之未備，

然訾議者甚多，夏炘更以為其中多誣聖人之言；迨及宋代以後，學者自敘事文學之

角度審視之，則又推崇備至，譽之為敘事典範，可謂毀譽參半。由於全篇記錄孔子

生活故事之篇章甚多，本文藉由點點滴滴對孔子真性情之記錄，補充孔子在《論語》

之外的形象，並隨文對夏炘說進行商榷。 

關鍵詞 

禮記  檀弓  孔子形象  夏炘  檀弓辨誣  敘事  論禮 

（一）前言 

《論語》因為直接或間接記錄孔子之言行，向來被認為最能顯現孔子之思想與

形象，歷來並無疑議。然而由於書寫者之觀察記錄角度不同，於是影響後人對孔子

形象之塑造；此外，編纂團隊所制定之編輯原則、選材標準以及體例考量，更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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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其書寫紀錄之被選錄與否。就常理而言，孔子數十年與弟子、時人之相互談

論，有如恆河沙數，其中值得流傳後世之內容，也必然多到難以算計，無法一一收

錄進《論語》，這是正常而可理解的現象。因此，若僅僅以《論語》中的孔子形象作

為全方位之孔子，則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失；若能以《論語》中的孔子形象為核心，

再以其他傳世文獻，乃至於出土文獻之不同記載作為參考資料，將可看見更多元而

整全之孔子形象。對於《論語》外之論述，其與《論語》所載孔子形象相同或類似

者，正可驗證或強化《論語》中之孔子形象；至於與《論語》矛盾抵觸者，雖有可

能是後人訛造的「誣聖」之言，但也有可能是書寫者之觀察記錄角度不同，或者是

書寫年代差異所致，不宜以「凡與《論語》所載不同者皆誤」為單一判斷標準。 
舉例言之，《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

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

《論語》。」1 而皇侃（488-545）《論語義疏．敘》則云：「《論語》者，孔子沒後，

七十弟子之門人共所撰錄也。」2 二者記載不盡相同，故無法判斷二者孰是，很可

能二者都有片面對之部分，但又都不夠具體、完全。畢竟詳加審視《論語》上、下

論之內容，僅從〈鄉黨〉專記孔子日常生活態度及瑣事，不與其他各篇之內容相類，

已可發現全書乃經由不同人之手，在不同時期編纂而成，自然有不同面向之孔子形

象書寫。倘若再參照皇侃敘述孔子弟子編纂《論語》之動機，乃是門人在「痛大山

長毀，哀梁木永摧」之心情下，唯恐「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

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故其目的，主要在於「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3因

此衡量各書寫內容與「垂軌萬代」距離較遠者，則宜其不列入《論語》矣！故欲求

較多元而整全之孔子形象，自然有待其他相關資料。 
由於《禮記》多源自「禮古記」，且經戴聖揀擇，唐以後更躋身於「五經」之列，

其資料自較可信。固然，由於《禮記》屬叢書性質，其中內容不免有彼此矛盾之處，

然而多由於資料涉及之時空環境與書寫者觀察角度不同所致，不能逕以表象之相忤

而否定其價值。檢視〈檀弓〉中記錄孔子之相關資料極多，故本文取之以為補充孔

子形象之文本，透過〈檀弓〉中許多孔子之生活敘事以及有關喪禮記事，更可凸顯

                                                
1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717。 
2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敘》，收入《叢書集成簡編》第 1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1。 
3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敘》，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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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真性情，並融合禮學與敘事文學之角度合併解讀，形成較多元而客觀之孔子

形象，並隨文對夏炘（1789-1871）之不同說法進行商榷。 

（二）〈檀弓〉在學界之地位與書寫特色 

〈檀弓〉全篇大約 200 章，字數大約萬字，佔《禮記》全書之 1/10 稍強，因篇

幅過長，故區分為上下兩篇，其篇幅僅次於同樣有上下篇之《禮記．曲禮》，成為

49 篇中的第 3、4 兩篇。從〈檀弓〉所佔《禮記》全書比重之高，以及排序之前，

可相對說明其在全書之重要地位。〈檀弓〉不僅以分章較多為其特色，其最特別之處，

乃是全篇多敘述不同人物之生活故事，堪稱中國第一篇生活故事選編。更特別的，

是全篇之記事，絕大多數與喪事有關，且多載變禮，不但可補〈士喪禮〉之未備，

也因為喪禮主哀，所以更能看到許多當事人的真情流露。由於〈檀弓〉與全書其他

各篇之內容與體例都大不相同，可見其必然經過特殊挑選而成篇。由於〈檀弓〉多

記載喪事與生活故事，歷來研究〈檀弓〉者，亦分從禮學與文學兩個不同角度探討

之。從禮學進路切入者，訾議居多，甚且有以為誹謗聖人者；至於自敘事文學角度

切入者，則對此篇推崇備至，譽為敘事典範。一種記載，有如此天壤之別之評價，

其中必有值得探究之處。 
自禮學進路切入者，對〈檀弓〉之評價並不高。首先，可舉沈約（441-513）回

答梁武帝思弘古樂之奏章所言為例： 

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

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樂記〉取《公

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己經邦之切，故前

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

見詳議。4 

可見沈約認為《禮記》多非聖人之言，書中多有雜取他書加以編次者，又特別點名

〈檀弓〉，認為是殘雜之編，又非典誥之餘，評價當然不高。繼此之後，宋、明以及

清代多位學者，都對〈檀弓〉存疑5，其中以夏炘之《檀弓辨誣》攻擊最為猛烈： 
                                                
4   唐．魏徵等撰：《隋書．音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88。 
5   宋．朱熹《朱子語類》、明．徐養相《禮記輯覽》、清．邵泰衢《禮記疑問》、毛奇齡《檀弓訂誤》

等，都對〈檀弓〉所載深表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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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弓〉一書，專為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六篇之中，

後儒雖有疑其說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訐，但以為記禮者之失而已。余

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為記

禮者之失，不應所失盡在孔氏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6 

夏炘篤信《論語》中之孔聖人形象，凡與《論語》所載稍有出入者，皆視之為詆毀

孔氏及高門弟子之論。夏氏護聖之心固然令人感動，然其評論是否客觀公正，則不

能不慎重考慮。 
至於從文學角度觀察〈檀弓〉者，據邵博（?-1158）《邵氏聞見後錄》記載，子

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

之。」邵氏遂認為世稱蘇氏之文出於《檀弓》，實為不誣之事。7 由此可以推知北宋

時期，應已流傳蘇東坡（1037-1101）認為學習寫作需熟讀〈檀弓〉之說法。8 洪邁

（1123-1202）也認為：「〈檀弓〉上下二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前所論次，其文

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9 稍後，王應麟（1223-1296）也說：「〈檀

弓〉筆力，左氏不逮，於申生、杜蕢二事見之。」10 王氏將〈檀弓〉之文學地位抬

得極高。此後，明清兩代持續各有學者從文學之角度研究〈檀弓〉，且都給予極高之

評價。11 例如宋濂（1310-1381）認為：「文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

                                                
6   清．夏炘：《檀弓辨誣．自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0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頁 1。《檀弓辨誣》之作，乃在曾國藩化解漢、宋對立而兼採漢、宋之學的號召下，夏炘乃

以「禮」貫通漢宋學的觀點，對《檀弓》進行全面辨析。根據「華夏經緯網」之〈出生在馬鞍山

的名人〉所載（http://big5.huaxia.com/mastb/zjsc/mrcs/2011/02/2306055.html），曾國藩看到夏炘寫

的《述朱質疑》、《檀弓辨誣》兩本書，十分感慨，認為他是東南一帶的古經學巨匠。皇帝以「年

屆耄耋，篤學不倦」的諭旨，命武英殿將《易解》刊刻頒發，其餘兩書留下閱覽。左宗棠奏請國

史館立傳，奉皇上「學有經術，通知時事」的批示，將夏炘入婺源名宦祠和當涂鄉賢祠。 
7   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卷 14（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07。 
8   2015 年 11 月 20 日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搜尋清．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得見所

載：潘大臨雖蚤負盛名，然屢不得志於有司，黃庭堅遂以「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

妙論」勉勵潘大臨。網址如下：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74481&searchu=%E5%AD% 
90%E7%9E%BB%E8%AB%96%E4%BD%9C%E6%96%87%E6%B3%95。 

9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 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580。 
10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 5，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頁 12431。大約與此同期，亦有題名為謝枋得之《批點檀弓》，以文章評點方式討論〈檀弓〉

之章法與內容。 
11  明楊慎《檀弓叢訓》、姚應仁《檀弓原》、清孫濩孫《檀弓論文》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都

對〈檀弓〉評價極高。另外，〈檀弓〉不但成為文學評點之對象，而且也是《古文觀止》、《古文析

義》一類書中必選之篇章，被認為是敘事短文之重要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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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12 已特別標明〈檀弓〉

之書寫特色，乃以敘事著稱，且將〈檀弓〉與《易》、《春秋》、《儀禮》、《書》相提

並論，盛讚其精嚴有加。13 孫濩孫（1668-1738）更進而以為〈檀弓〉不論在全文宗

旨與文章神氣之表達，均深具特色，最有利於舉業之事。其文云： 

今（《禮記》）所存四十七篇，……其中可與《易》、《詩》、《書》、《春秋》

匹者，惟〈檀弓〉乎！其旨粹，其氣穆，其神微，且駸駸乎闖四子之室焉。

故讀五經者殿《禮記》，而讀《禮記》者當最〈檀弓〉。……其所記皆孔門威

儀文辭，擬之作《論語》文，則氣象口吻摩畫科肖，一也；說理精實幽深，

而出之以空靈雋快，師其用意用筆，作《學》、《庸》文，則不落學究窠臼，

二也；議論波瀾奇變百出，而醇乎其醇，無戰國縱橫之習，作《孟子》文，

又當效之，三也。至於單句、排比、截講、挨敘、起伏、照應、虛縮、吞吐、

鉤聯、映帶，凡制藝中大小題所有格局法律，無一不備。14 

孫氏謂「最有利於舉業」，乃從策論為文可取法〈檀弓〉各類型作法著眼。至於〈檀

弓〉恆久之價值，實在於其作品具有「其旨粹，其氣穆，其神微」之本質，且能以

言簡意賅之書寫模式，發揮人物或事件幽隱而重要之神髓，故能成為先秦上乘敘事

短文之代表。劉毓慶更視〈檀弓〉為軼事類文章與筆記小說之祖15，認為影響後世

文學之發展甚為深遠。倘若再深入分析，〈檀弓〉乃以質樸之文字，寫出最真誠實在

之人情世故，故可傳諸久遠。姚應仁（生卒年不詳）之簡短說明，最能凸顯〈檀弓〉

之特點： 

〈檀弓〉一書，大抵為喪、葬、祭發也。其味溫，其辭文，其所述動容

                                                
12  明．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收入《叢書集成簡編》第 8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17。 
13  歷來從文學角度討論〈檀弓〉之價值者，可參考吳慧玲：《禮記檀弓篇之性質與文學表現研究》（玄

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2 年碩士論文），第一章第二節「文獻探討」部分。該論文之「文獻探討」

提供本文背景資料相當多檢索上之便利，謹此致謝！ 
14  清．孫濩孫：《檀弓論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0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頁 563-565。學界通常以 49 篇的《禮記》，扣除〈曲禮〉、

〈檀弓〉以及〈雜記〉3 篇因篇幅過長而分成上下篇者，習慣上稱有 46 篇題。由於《檀弓》明代

多有單行本，此處所稱 47 篇，或緣於此。 
15  劉毓慶：《古樸的文學》（太原：北岳文藝，1988 年），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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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旋曲而中，於私心嚮往者久之。16 

孟子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17 可知孝親敬長之人倫實

踐，固然重在彼此有生之年，然而親人相處之情，絕非止於其中任何一方氣絕身亡

之時。因此，如何安頓生者對死者之情感聯繫，如何繼續維繫生者與死者之外的親

族關係，的確有賴人死之後進行的喪葬祭祀一系列活動能夠處置得宜。倘若能妥善

處理，使喪親者皆能盡其哀，葬禮儀節皆能合於理，祭祀又能各致其敬，則庶幾可

達到曾子所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8 社會倫理道德，由是達至完善。今

檢視〈檀弓〉，通篇，不外乎記錄許多歷史人物與喪葬祭祀有關之軼事，其性質與《論

語》有別。〈檀弓〉以「味溫辭文」之方式，婉轉陳述「以事明禮」、「因事見義」之

事實，非僅可使讀者對當事人有更深之認識，也對禮儀、禮義與人倫日用行為有更

具體之連結，同時更呈現〈檀弓〉如此大的篇幅，在《禮記》全書中所佔的重要地

位。 
綜上所述，經由禮學與文學兩個不同角度解讀〈檀弓〉，竟然得到極其兩極化之

評價。然而禮學與文學，是否僅能是兩條平行線，各說各話？或許並不盡然。以下

即綜合禮本於人情，且考慮其注重因時制宜之特性，並結合文學乃抒情與敘事之載

體的事實，重新思考過去從單一面向進行解讀所產生之矛盾衝突，指出兩者其實是

可以相互融通，而不一定要彼此相忤。 

（三）從〈檀弓〉之點滴紀錄勾勒孔子的真性情 

《論語》中的孔子，積極入世，乃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憂國憂民的政治家，

又是作育英才無數之大教育家。《論語》展現出孔子之本色，為後世稱聖作註腳。相

對於《論語》，〈檀弓〉則從生活瑣事中隱約透露孔子之真性情，展現日常生活中孔

子之仁德面貌，成為塑造有血有肉，極具人格魅力之孔子典型的重要素材來源。將

《論語》與〈檀弓〉所展現之孔子形象參互研究，則可見到孔子更多元之形象。 

                                                
16  明．姚應仁：《檀弓原》，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92 冊，

頁 742。 
17  《孟子．離婁下》，見於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

《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頁 144。 
18  《論語．學而》，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

《校勘記》）》，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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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孔子葬母修墳以見人子孝親之情 

在《論語》中，孔子自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曰：「吾不試，故藝。」
19 由是知坎坷之命運造就孔子成為技藝精湛的多能之士。然而屬於孔子個人的生命

際遇，在「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之《論語》中，自然不會也不必收錄此

部分之資料。然而若要激勵後人如何在惡劣環境下奮勉以進，則非常需要這些紀錄

來引領後進者努力，〈檀弓〉所載之軼事，正好提供這些可貴的補充資料。以下透過

幾則紀錄，以見其詳：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

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20 

針對此則記載，夏炘大加抨擊：「〈檀弓〉欲誣孔子不能盡孝道，而造此不知父墓之

事也。」其所持之理由，大體有四：其一，孔子雖三歲失怙，惟顏母之卒，孔子已

24 歲（〈孔子世家〉則以為 17 歲），竟不知父墓所在，尚得謂人子乎？其二，郰曼

父之母既與徵在相善，又長期與孔子為鄰，竟未嘗過而問焉？其三，母卒，始殯母

於外，以發其（曼父之母）問端，不近人情之事，孰過於此！其四，古者，士禮三

日而殯，三月而葬。殯者在家，葬者在外。殯母於外，則將畫宮而受弔，有是禮乎？
21 

夏炘之多抬出人情之說法進行質疑，固然也有一定之道理，然而其所謂之人情

是否能代表所有的人情而無遺漏，則還有待深入探討。與夏炘同樣反對此章紀錄，

而年代稍早的孫希旦（1736-1784），則認同孔穎達（574-648）將「野合」解釋為「不

備禮」之說法，認為「不備禮而婚」未足深恥，還認為「恥野合而諱葬地」亦非人

情，而且殯於五父之衢的行為，與棄於道路無異，因而主張此記所言，蓋事理之所

必無。22 孫氏與夏氏雖都以人情辯駁此記之非，然而兩人所持之人情理由不盡相

同，反對之強度也有所不同，時間稍後之夏炘是否找出比孫希旦所持之理由更充分

之證據，從資料來看，顯然沒有。如此差異現象，正好說明禮與法的根本差別，不

                                                
19  《論語．子罕》，頁 77。 
20  《禮記．檀弓上》，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

阮元《校勘記》）》，頁 112。 
21  其詳參見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16-20。 
22  其詳參見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頁 171。孫氏另引陳澔所說，

認為此雜出諸子所記，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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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成文法之法條固定。禮之本於人情，其可貴之處，即在於禮更具有彈性，且在人

情之外，仍需考慮其是否能近於義，此即〈性自命出〉「始者近情，終者近義」23 之

道理，倘若所持的僅是相近之理由，而只知加強火力開砲，縱使砲火再猛烈，也難

以近於義。畢竟智者千慮，亦有無法周全之失，更無法僅以少數人之人情為準，仍

需綜合其最終是否合乎義，方可為較周延之判斷。 
孔穎達雖為聖人之後，然而不去鄭玄（127-200）「野合」之注，其客觀明理之

態度值得肯定，只是未說出最重要之關鍵所在，導致後代仍然紛擾不休，則不免有

些遺憾。所謂「不備禮而婚」，不單單指不合乎結婚六禮之程序與禮數而言，其實還

應包括男女是否處於適婚年齡，且兩人之年齡差距是否恰當之基本要件24。叔梁紇

當時已年逾 60，不但超過男子適婚年齡甚遠，且可能也已逼近《黃帝內經》所載一

般男子可以生育之年25，即使叔梁紇備禮向顏家求婚，還獲得顏父同意，然而以年

邁老翁而娶未滿 20 之少女，年齡差距過大乃眾所周知的事，故而司馬遷（前 145-
前 86）謂之「野合」。配合古代婚齡推算，顏氏在孔家，極可能比叔梁紇之九女及

孟皮之年紀都還輕。故而當叔梁紇在世之時，顏徵在母子即使衣食無虞，然而因為

年齡差距之關係，顏徵在與叔梁紇之子女間終不免有些尷尬。此從叔梁紇去世後，

孤兒寡母無法在孔家立足即可想而知。孔子 3 歲失怙後，顏徵在只能離開郰邑而到

曲阜另謀生路，孤兒寡母生活的艱辛也盡在不言中。在孔子 17 歲尚未成年時，顏徵

在雖僅有 34 歲，卻因操勞過度而撒手人寰26，使孔子成為失恃失怙的孤哀子。試想

                                                
23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79。 
24 《周禮．地官．媒氏》，見於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

阮元《校勘記》）》，頁 216-217 載：「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

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由此可以推知，考量當時之平均壽命，男女之適婚在男三十，女二十以內，若超過此限，媒氏則

須辦理「相親」之會，促成男女能減省禮儀而較快締結姻緣。 
25  唐．王冰次注，宋．林意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卷 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7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10：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

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

行步不正，而無子耳。根據劉厚琴：《家族春秋》，收入《孔子家族全書》（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
年），頁 29，叔梁紇當時為 60 多歲的武士。雖然另有傳聞 66 歲，或 72 歲之說法，不過無論何種

說法，叔梁紇都在 60 歲以上。 
26  顏徵在去世之年有兩說。《史記．孔子世家》，見於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

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 年），頁 744，記在「孔子年十七」之前。然宋．胡仔的《孔

子編年》，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7；明．

陳鎬的《闕里誌．年譜》卷 4，收入《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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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17 歲尚未成年的青少年，怎會想到年僅 34 歲的母親會突然離開人間？孔子平

時忙於求學謀生尚且來不及，又怎會想到向母親詢問其父下葬時靈柩擺放位置的詳

情？又怎會追問昔日幫忙父親葬事的人有哪些，而向其詢問相關詳情？孔子有「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27之說，恐怕正源於自己切膚之痛的

深刻感言。 
孔子不知父墓，孔穎達以為乃「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

是比較客觀之說法，因為欲合葬父母，必須正知處所之詳。若參照〈王風〉所載「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28，則周之時應該已有夫妻合葬之習俗。尤其綜合〈檀弓〉最

末一章之內容以觀，該章以孔子所說：「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

夫！」29 收攝全篇，具有前呼後應之效果。從其特別指出孔子讚賞魯人祔葬採取合

而不離之方式，則孔子認為孝子應該設法合葬父母是相當重要的。至於所謂「正知

處所」，乃是想正確知道其父靈柩之位置，以免驚動長眠於地下十餘年之父親。孔子

之父母去世相距多年，想要依循魯之習俗將父母合葬，當然困難重重30，不過其先

決條件還是必須詳知父親靈柩之確切安置處。蓋因古之墓葬，靈柩放入坎穴之方式，

不僅有橫豎擺放之不同，還有挖掘深淺不同之差異31，若非詢及當時參與其事者，

                                                                                                                                 
則記錄顏徵在死於魯昭公十四年（前 528），孔子 24 歲之年。雖然清代學者多有不認同司馬遷之

說法者，不過現在學界仍以司馬遷之時間距離孔子較近，且曾實地走訪曲阜，在孔子活動區域詳

加考察訪問，故採信者多。由於 17 歲距離成年尚有一段時間，而司馬遷將孔子喪母列在 17 歲其

他活動之前，說明孔子未成年而喪母之印象，在當時人之心目中還相當清晰。即使退一步說，孔

子 24 歲喪母，顏徵在也僅有 41 歲，若相較於叔梁紇以及孔、孟、荀之壽命，無可否認仍屬極明

顯的短命。若相對於世所公認的顏淵短命，卒年 32（一說 41），則顏徵在 34 而卒，無疑為短命之

類。 
27  《論語．里仁》，頁 38。 
28  《毛詩．王風．大車》，見於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收入《十三

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頁 154，述說征夫在外，夫妻相隔兩地的生離之苦，即使無法

再生聚，亦期待死能同穴，由此可反襯出當時已把夫妻能「死而同穴」，當作是人生最終美好之結

局。 
29  《禮記．檀弓下》，頁 202。 
30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2：徐乾學認為徐師曾以為一椁而兩棺共之之說，必需同時共葬，如不同時，豈有因後

葬而開先葬之椁？因此認為〈檀弓〉「離之」、「合之」之說，蓋以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離」；

兩椁相並而不隔，謂之「合」，斷非一椁而兩棺共之也。 
31  清．孫濩孫：《檀弓論文》，頁 572-573 認為：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則為二者之別。若

叔梁紇當日為淺殯，則可備物成禮，而與顏徵在合葬。若已深葬，則不忍復啟其柩。根據夏炘：《檀

弓辨誣》，頁 18 所載，稍後之江永（1681-1762）亦認同孫氏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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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法確知靈柩安放之具體情形。倘若不知其父靈柩安放之詳細情形，不但無法正

確達到合葬父母之心願，且會驚擾父親安息之所，自然非孝親者所應為。因而此章

所載，正凸顯孔子之思慮細密，行動謹慎之處，不願驚動父親之心意相當明確。孫

濩孫以下之說法最能彰顯孔子行動之慎： 

按《家語》云：「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

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玩此則正

見當日躊躇審量之意，可為本文「慎」字明証。細玩「然後得」三字，正與

「慎」字相應，非茫然不知其墓所在，而今始得之也。32 

孔子有姊有兄，的確應先詢及兄姊，然而以時間推論，恐有難處。因叔梁紇再

娶顏徵在，已近古稀之年，則孔子九姊一兄當時之年紀想必也都不輕，孔子應該與

子姪輩之年紀較接近，因而在叔梁紇去世至少 14 年後，其兄姊尚存，且又與孔子保

持聯絡者恐怕也有難尋之處。尤其孔子想要合葬父母，其兄姊即使尚存，是否同意

仍有大變數，是否願意清楚告知孔子，也還是一大問題。既然合葬父母是孔子最大

之心願，所以孔子也只能權衡輕重，希望能在即將下葬前作最後之努力，殯母於五

父之衢，欲啟人疑竇而問之，以便適時找到當時幫忙其父之葬事者。倘若不能，孔

子亦已盡其心力，退而求其次，葬其母於父墓之旁，也算是稍慰為人子者之孝心。

固然殯引飾棺以輤，而葬引飾棺以柳翣之些微差異，會導致當時人批評與貶抑孔子

不知禮，不過若能引發旁人之質疑，而得以詢問當時參與或確知其父之葬事者，然

後得以合葬父母於防，而完成孝子之心願，則雖貶損自己也算值得。孔子如此做法，

雖無關乎生死存亡之重大抉擇，但仍可合乎《公羊傳》對「權」之大部分定義，因

為「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33 
縱然孔子殯母於外之作為有違於一般情理，然而其貶抑自己而終於成就合葬父母之

善果，則應視為孔子知權、行權之表現。孔子如此知權、行權之表現，實可與《論

語》所載孔子自言行權之難相對應34，也可與其秉持「無可無不可」之行權態度彼

                                                
32  清．孫濩孫：《檀弓論文》，頁 573。 
33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見於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

《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頁 63。 
34  《論語．子罕》，頁 81：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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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呼應35，總以合於時之需要而動36。 
孔子合葬父母之後，〈檀弓〉又記載孔子在墓之上封土修墳一事。夏炘不但批評

「古也墓而不墳」之說無據，還有害於世教，並提出「墓既久遠，則不免牛羊之踐，

蛇虺之穿，獾狐之穴。如之何可以不脩？孝子慈孫之心，古與今無異」之說為理由，

斷定該章乃「譏孔子之修防墓為大有戾於古人」37。夏炘之說能以「孝子慈孫之心」

為本，已經把握喪禮盡哀、祭禮主敬之重點，然而以此章為譏刺孔子之說，則不免

為衛道者捕風捉影所產生的反射性過激言論。蓋孝子慈孫之心，縱使可以古今無異，

然而具體之孝親行為，向來存在古今不同調之狀況。例如：人類社會在崇尚敬老之

前，棄老也曾是被認可而群起遵行的文化現象，同樣的，「古也墓而不墳」，乃反映

較早時期之人對於先人死後居所之處理模式。墓上是否修墳，與當時之物質條件、

生產技術等客觀因素直接相關，而非判斷人子孝或不孝之標準。 
追溯夏炘所持譏孔子之說，或緣於孔疏以「以其非禮」釋「孔子不應」之由，

又以「自傷修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解釋「孔子泫然流涕」之

因，只能說孔疏多流於浮面解說，且不夠精準，然究實而言，夏炘亦難辭其不能明

辨是非之失誤。蓋禮制之訂定，乃以合乎時、順、體、宜、稱為主38，一旦時代變

遷，則禮數亦會相應而變。夏炘無法理解禮與時而變之道理，又過度泥於或墓或墳

必然存在絕對是非，且與人子孝或不孝直接對應，遂在其僵化觀念下，凡是有違其

想法者，必然要嚴加批判、大肆攻擊，藉以維護其所認定之孔子形象。 
若能嘗試轉換夏炘之觀察角度以看待此章，深入探討全章簡練敘事背後潛藏之

涵義，其實已能彰顯孔子孝親之真性情，凸顯孔子平凡而可親的一面。茲嘗試分析

如下： 
孔子雖能圓滿合葬父母之心願，然而又恐自己東西南北四處奔波，不可不在墓

之上封土為標誌，以便日後辨識之用，凸顯在墓上堆土起墳，乃人文理性覺醒後的

人情所需。堆土起墳之做法始於何時雖已不可考，然而周代重文，早有墓上封土為

墳之習俗，此與孔子曾聞「古也墓而不墳」之說，並不存在矛盾衝突之關係。夏炘

                                                
35  《論語．微子》，頁 166：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36  《孟子．萬章下》，頁 176：孔子，聖之時者也。 
37  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20。 
38  《禮記．禮器》，頁 450：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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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察此則記載所提「古也」之重要字眼，而將孔子「曾聞之古」當作孔子當時之「今」，

混淆古今之變於一爐，遂有似是而非之判斷。《周禮》已載有「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之制度，而賈疏則引《春秋緯》「天子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

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進行疏釋39，

說明堆土為墳之習俗已進入區分細密之階段，代表當時埋葬制度之實施已久，故而

會進一步按照社會地位詳加區分。不過〈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
40之載，則與《春秋緯》稍有不同，又可說明禮制並無絕對約束力，庶人因不能備

禮，故而或樹或不樹，亦隨順人之所需而行。 
基於此重要背景，故而〈檀弓〉該章記錄孔子為父母合葬之新墓封土四尺以為

墳，乃參酌周以來的制度，以盡人子之孝心。然而遺憾的是墳頭尚未來得及夯土填

實，即大雨傾盆，新墳耐不住大雨沖刷而崩塌，故須弟子重新修治，以致孔子傷心

不已，也感悟「古不修墓」自有其緣由。思索「古不修墓」之因，可大別為二：其

一，處於《易》所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41

之時期，葬親乃以藏體為主，旨在避禽獸啃食與人為毀損，抱持入土為安之觀念。

由於既無高墳，自然也無修墓之必要。其二，初進入以棺椁為葬之時期，多保有〈喪

服四制〉「苴衰不補，墳墓不培」之類的習俗，旨在凸顯「告民有終」之意42，故也

不提倡修墓。倘若對照另一則「易墓，非古也」43之記載，則相當清楚由於時代之

變遷，導致對於墓之修治與否有不同的做法，因而進行任何判斷時，不可忽略時代

變遷之因素。 
然而隨著古人面對洪水猛獸之壓力減輕，人文理性逐漸提升，家族之間感恩懷

舊的人倫之情也日趨濃厚，則「墓而墳之」以便日後掃墓之辨認，乃至於類推活人

修葺屋瓦之理，以為先人修治墳墓之情況，自然會伴隨人情之所需與能力之許可而

生。由於此狀況之改變，乃歷經長期間之緩慢變化，故難知其始生之期。全章欲記

錄後代墓而墳之以及修墓之重要變禮所由，卻又無法確知其始變之時期，故藉由孔

子所言「今丘也，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之人情所需，為變禮緣起之主軸，

                                                
39  《周禮．春官．冢人》，頁 334。大夫樹以藥草，惠校本作：樹以欒。《說文》亦曰：大夫欒。 
40  《禮記．王制》，頁 239。 
41  《周易．繫辭傳上》，見於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

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頁 168。 
42  《禮記．喪服四制》，頁 1033。 
43  《禮記．檀弓上》，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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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入禮地以孔子替父母起墳為敘述事例，不但記錄禮儀之變遷，還兼記孔子生活

之不同面向，達到由事見禮、以事明義之作用。 
至於全章敘述之方式，則以孔子開頭所言：「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以及結

尾再言「吾聞之：古不修墓」前後呼應之巧妙方式，反襯墓而墳之以及修墓之變革

也算由來已久。中間有關孔子生活之部分，則點出周制之士的墳高，達到暗示墳高

已建立制度之事實，同時又以「雨甚」之天候原因，側寫墓上是否起高墳，涉及起

墳之材料、技術等實務工作搭配之諸多變數，並非徒有孝心即可解決。然後再以孔

子聞「防墓崩」，而以「不應」為反應，且以如是者「三」之傳神敘述，極寫孔子聞

言後神情之木然。最後終以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結束全章，留

下孔子心痛無言，唯有淚雙行之反應，映襯其自傷不能謹於始之深沉內咎。全章以

極短篇之文辭，不僅將有血有淚、有情有義之孔子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且以相當

精簡之筆法記錄喪事之重要變禮所由，是極難得之敘事精品，不但重點反應〈檀弓〉

全篇之重要宗旨，且隱約呈現禮義固然有其不變之恆久性，然而欲求「通情達理

（禮）」，則必須深明禮數應時而流轉之不易道理。由於〈檀弓〉多記載變禮之起，

以供後代理解禮如何應時而流轉，因而其標明時代之事例即應特別注意，由於殷尚

質，因而〈檀弓〉另有一章明指殷道之作法：「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

宗躐行，出于大門。」44 至於周家尚文，改採比較斯文之方式，則浴用盤承浴汁而

不掘中霤，以燕几綴足而不毀竈，即葬之時，亦不毀宗躐行而出。凡此〈檀弓〉與

〈士喪禮〉所載不同之處，多涉及時代變遷與地區風俗不同之緣故，不應僵化看待

之。 
綜上所論，夏炘以此章乃「譏孔子之修防墓為大有戾於古人」之說法，實為不

能深究禮之本的表象說法，其衛道之心雖令人感佩，然而過於激烈之防衛過當言論，

不僅孳生文義困擾，且引發後世對〈檀弓〉全篇之懷疑與貶抑，恐怕才是如其所言

的「有害世教」！ 

2.  從生活瑣事凸顯孔子與高門弟子的師生濃情 

《論語》中多記載孔子與「四科十哲」高門弟子師生之問答紀錄，經電腦檢索，

問答次數最多的 4 位，依次是子貢 36 筆、子路 35 筆、子夏 19 筆、顏淵 14 筆，多

                                                
44  《禮記．檀弓上》，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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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反映師生教與學之互動熱絡，少數從生活瑣事反映師生情誼的親密關係。〈檀弓〉

所涉及之孔門弟子極多，因篇幅關係，僅選擇高門弟子，且能從生活瑣事中彰顯師

生真摯、質樸之情者為例。其中尤以提及季路（子路）者最多，最能凸顯孔子對子

路之摯愛與不捨之情。 
〈檀弓〉中記錄孔子與子路之互動，共計 4 章，另有一章記錄子路之死，都可

見師生之關係極為親近，且足以彰顯孔子之真性情。 
從「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一章45，可見子路一如往常之直率，而

孔子則以「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告誡子路不該輕

率批評人，應該體諒人服喪之辛苦。然而在子路離開後，又轉而言「又多乎哉！踰

月則其善也。」並非孔子前後矛盾，而是顯現孔子處處調教子路之用心，希望子路

能多體諒人。然而站在提倡回報父母三年之恩的立場上，仍希望為人子女者能有始

有終，以敦厚人倫。 
從「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服而弗除」以及「子路感傷貧而無以盡養」章，46彰

顯子路在勇武尚義的強者之風外，另有特重人倫之情與敬親盡孝之一面，更可見孔

子對於服喪以及處理喪禮之重要態度。前章記錄子路因為家中寡兄弟，而弗忍及時

為姊除服之手足情深，雖然孔子嘉許其重情義，然而孔子更以「先王制禮，行道之

人皆弗忍也」之理，強調服喪必須有節以合乎義之重要性，致使子路聞言而除之。

透過此章，可見能深知子路之重情義者莫如孔子，而子路也拳拳服膺於孔子行禮須

盡義之說。後章，則可參照《孔子家語》所載，而知孔子嘉許子路事二親雖常食藜

藿之實，然而能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已可謂「生事盡力」47。孔子安慰子路人子

孝親重在能盡心盡力，若能盡父母之歡心，縱然只是啜菽飲水，都算盡孝。至於親

沒而家貧，處理喪事亦以盡哀為主，只要能稱其財者，即使「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椁」，都謂之合禮，並不必拘泥於固定的禮數。如此說法不但可以與《論語》「喪思

哀」、「喪致乎哀而止」相合48，也與〈檀弓〉所載子路自言聞於夫子之「喪禮，與

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49如出一轍。此說又可與「子游問

                                                
45  《禮記．檀弓上》，頁 116。 
46  分別見於《禮記．檀弓上》，頁 120；《禮記．檀弓下》，頁 186。 
47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致思》，卷 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5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9。 
48  分別見於《論語．子張》，頁 171-172。 
49  《禮記．檀弓上》，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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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具」章合觀50。孔子主張喪具之備辦，應稱家之有亡，遵循「有，毋過禮；茍亡

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之重要原則，若能如此，則人豈有非之者哉！凡

此所載，都清楚可見備辦喪禮，孔子始終以恪盡心力以遂哀情為主，即使是固定之

禮數尚且不必拘泥，何況是後世主張厚葬之說法，更非孔子所提倡者。綜合此數章，

對於排除孔子主張厚葬之說法，有重要的澄清價值。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章51，記錄孔子聞訃告者言子路死狀之慘，悲痛而不忍

再食醢，遂命覆醢。夏炘主要因為反對鄭注「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的驚人之

語，而連帶抨擊〈檀弓〉作者之不仁，「造此誣子路遭衛人之難，不僅『不得其死也』」
52。夏炘護衛孔子與子路之心雖令人不忍苛責，然而以鄭注殺雞儆猴式驚人之語的

不合理，而反譏〈檀弓〉作者之不仁，則不免為張冠李戴、亂槍打鳥一片混亂之狀

態。夏炘引《左傳》記「子路結纓而死」固然不錯，且謂之「致命遂志，忠於所事」，

也的確不差，然緊接而來的「並非衛人殺之，誣以為醢。甚矣！〈檀弓〉作者之不

仁也！」則不免令人啼笑皆非。推夏炘之意，既然認為子路並非衛人殺之，又認同

《左傳》子路結纓而死之載，則其「致命遂志，忠於所事」之意，乃指子路實踐「食

焉，不避其難」之言。此說尚屬不差，只是又泥於子路在結纓而死之前曾言：「君子

死，冠不免。」遂自行以死明志，則實在錯看子路。倘若如其所言，則夏炘不僅沒

讀懂〈檀弓〉，也沒讀懂《左傳》，且既不知孔子，也不知子路！試言一二於下： 
子路之個性直率，剛強勇武，重信守義，片言可以折獄，孔子讚美有加。然而

因為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之性格，總讓孔子為之捏把冷汗，想盡辦法勉

勵其應該「臨事而懼，好謀而成」53。孔子也曾經因子路之問強，直接明告子路：「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

強者居之。」54 甚且還因其「行行如也」不知收斂之舉止，而警告其「不得其死然」
55，充分表達孔子對子路之個性瞭若指掌，且多所擔心憂慮之意。以子路「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以及「衽金革，死而不厭」之個性，注定死在激烈的戰場是毋庸

置疑的。「結纓而死」以及「醢之」，都用以描寫子路在激烈之衛國內戰中，不但纓

                                                
50  《禮記．檀弓上》，頁 148。 
51  《禮記．檀弓上》，頁 112。 
52  其詳參見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41。 
53  《論語．述而》，頁 61。 
54  《禮記．中庸》，頁 881。 
55  《論語．先進》，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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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被割斷，子路更是創傷累累，幾近體無完膚、血肉模糊之狀態。然而在一片混亂

之戰局中，子路仍堅持「君子死，冠不免」，積極維護武士之尊嚴，臨死，仍要戴好

冠，繫妥纓帶。參照《左傳》所載，從孔子一聞衛亂，即言：「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56 而果然不出孔子所料，子路的確在衛國內亂中殉難，且死狀極慘，則孔子心中之

痛，又豈是言語所能形容！孔子昔日所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乃是師生情深，

深刻表露老師對學生之擔心憂慮，絕非孔子之詛咒應驗，且還過而甚之！此乃夏炘

之無識，而無關〈檀弓〉之不仁。 
「顏淵之喪，饋祥肉」章57，不計句讀，僅有 19 字，是極短篇中的極短篇。鄭

注曰：「彈琴，以散哀也。」夏炘以〈檀弓〉記此「誣孔子哀樂之事不能得性情之正，

其慟顏淵亦始迫而終懈也。」58 夏說之盲點，乃固著在「彈琴而食」，認為非人情

而斷斷以為不可。夏炘之病，仍因僵化解讀文句之表象意義，無法深究〈檀弓〉極

簡約之章法結構與內涵意義，而輕率歸咎為〈檀弓〉之誣記、誣造，誠為憾事。 
今嘗試結合《論語》以及喪禮要義以為紓解： 
首先，應釐清顏淵死時之喪事操辦情形。顏淵是孔子最讚賞之弟子，可惜短命

而死，孔子及弟子們都為之悲傷不捨。《論語．先進》連續數章記載顏淵死，孔子以

「天喪予！天喪予！」抒發其內心之沉痛，不但哭之慟，且言「非夫人之為慟而誰

為？」清楚表達其厚愛顏淵之情極其篤摯。雖然孔子厚愛顏淵，然而對其喪禮之安

排卻始終保持高度理性，以「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回

絕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為顏淵椁的無理要求，說明喪禮雖以盡哀為主，然仍需考慮彼

此親疏遠近之關係。孔子又以「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

二三子也。」59 反對門人厚葬顏淵，並表達對門人違禮之舉極深的無奈。因為顏淵

家貧，如今孔子之門人逕行厚葬之，乃陷顏淵於違禮之狀態，不符合君子愛人以禮

之正道。 
其次，顏淵早死，喪家乃顏家，且其父顏路尚在，因此當時主喪者乃顏路。雖

然孔子與顏淵具有猶如父子之情誼，然而兩人畢竟不具備五服之內的宗族關係，孔

                                                
56  《左傳．哀公十五年》，見於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

疏（附清．阮元《校勘記》）》，頁 1036。 
57  《禮記．檀弓上》，頁 130。 
58  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22。 
59  其詳參見《論語．先進》，頁 96-97 有連續四則關於顏淵死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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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為顏淵本無服喪之禮。然因禮本於人情，孔子與顏淵師生情誼既篤，且哭之慟，

因而子貢回憶當時之狀況，孔子乃採取「若喪子而無服」之方式以盡哀情，且於喪

子路時亦然60，說明如此方為衡量親疏遠近關係使哀情合於義之方式。再從〈三年

問〉說明喪期之規劃，乃效法天地四時運行之週期變化，因而制定「至親以期斷」

為服喪最重要之基本原則，而三年之喪則為「加隆焉爾」之加服現象61，故知小祥、

大祥之祭乃服三年之喪者特有之過程，旨在協助服喪者能日趨舒緩其悲傷之情，逐

漸學習將悲傷化為尊敬思念的悠久之情，更要提醒服喪者應準備返回正常之工作岡

位，為大孝尊親繼續努力。因此即使在顏家，舉行大祥之祭已屆顏淵去世兩年之期，

當時最重要之事，即是進行上述心情之轉換，而非聽任悲傷之情繼續傾瀉不止。至

於孔子，雖然在顏淵始死之時哭之甚慟，然而歲月驟逝，即使至親尚且要以期斷，

更何況本無喪服之孔子，老早就已恢復君子無故不撤絃之生活常態，天天彈琴以怡

情養性。 
固然接受顏家餽贈之祥肉，的確會使孔子勾起過去的回憶，然而此時之重憶當

年往事，已非悲傷，而是藉由滿懷的思念，希望能再找到像顏淵一樣好學有禮的好

青年。因此孔子之「彈琴而后食祥肉」，非僅不是夏炘所言「哀樂之事不能得性情之

正」，而是透過極簡約之文字，宣達孔子年紀雖老大，仍然不畏嚴苛之命運，懂得以

積極之態度面對人生。尤其孔子在孔鯉死後，隔年又遭遇顏淵之死，再隔一年，又

遭遇子路之死，老年喪子以及兩位得意高足之相繼去世，自然都使孔子哀傷不已，

倘若不能以高度理性化解哀傷，而在這連續數年間皆把自己沉浸於深重的哀傷之

中，則非聖人制定喪禮儀義，力行區分親疏遠近之本意。孔子將顏淵與子路之死，

視為若斷其左右臂，且都哭之甚慟，雖流露他老人家對此文才武將兩位弟子期望之

深的真性情，但也都能以合乎義之方式抒情。此章之簡短內容很能彰顯孔子情理平

衡之生活態度，雖然哀傷，卻不能長期陷溺於悲傷之苦海之中而無法自拔。 
「孔子在衛，觀送葬者」章62，深深嘉許送葬者「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之行動表現，認為該行為足以為學子所效法，而非子貢所主張的「豈若速反而虞乎？」

此章很能彰顯孔子與子貢所觀深淺之別。蓋「其往也如慕」，乃形容人子宛如嬰兒般

緊跟在父母之後，而唯恐不及之樣貌；「其反也如疑」，則形容人子在親人入壙，而

                                                
60  其詳參見《禮記．檀弓上》，頁 131。 
61  其詳參見《禮記．三年問》，頁 962。 
62  《禮記．檀弓上》，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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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靈欲返回行使虞祭之時，由於哀親人之在外，不知神靈之是否歸來，故徬徨不進，

遲疑而不忍返還之樣貌。子貢雖能從理性思考而知葬後返家進行虞祭之重要，非僅

可藉以安亡者之神靈，亦可賴以慰生者徬徨之心，然而卻無法深入送葬者往返墓地

之間的兩種情思。孔子則能觀察入微，非僅能深入禮儀安排細節之意義，又能與生

活周遭之實際狀況相聯結，還自謙「我未之能行也」，應是其真性情之投射，也是同

理心之高度發揮，故能對送葬者之內心知之甚深。孔子之所以會特別嘉許送葬者不

忍與親人相離而相依相偎的連繫之情，又哀傷其親人獨自在野之淒涼艱苦，更懷疑

親人之神靈是否能隨著「重」63而同歸受祭，顯示孔子能以其真性情而參悟送葬者

內心深處之感受。 
綜合上述幾章紀錄，其共同之特點，乃以極簡短之篇幅蘊藏喪禮細節極豐富之

涵義，具有極高超之文學書寫能力表現。讀者若不因一些注疏之無端連累，則無論

從經學或禮學之角度而言，都足以體現「禮本於情，而終於義」的深刻義理。 

3.  從與當時人之互動凸顯孔子之真性情 

孔子之真性情，不獨表現在他與門弟子之頻繁接觸中，同時也流露在他與當時

人之往來互動中。以下主要舉三章為例說明之，餘者，讀者可依此類推之。 
「孔子遇舊館人之喪」章64，相較於「顏淵之喪，饋祥肉」章之 19 字極短篇，

幾近於 4 倍之多，不但記錄子貢之質疑，而且記錄孔子之回應，可見師生對該事件

之不同看法有待釐清。孔穎達雖已就子貢之質疑，補充「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

之說法，然而夏炘仍不同意。夏炘認為「遇於一哀而出涕」，無論為主人之哀或孔子

自遇其哀，皆陷孔子於偽哭狀態，故不可通。至於說驂而賻之，認同子貢之質疑，

以為無論是孔穎達、張子或輔廣之種種不同議論皆為〈檀弓〉所欺，並附記朱子（朱

熹，1130-1200）「萬一無驂可說時，又如何？」之疑，而堅信實無是事。夏炘明顯

認為若能明乎孔子無是事，則一切皆可釋然，因而斷言〈檀弓〉記此「誣孔子不必

出涕而出涕，為用情之失正；不必賻而行賻，為用財之不稱也。」65 
〈檀弓〉孔子說驂為賻一事，乃記載助喪之禮有時應注意通權達變之原則，同

時也兼記孔子與子貢師生之間真誠相待，有疑必問，有問必答之親切互動關係。章

                                                
63  《禮記．檀弓下》，頁 168：重，主道也。 
64  《禮記．檀弓上》，頁 129。 
65  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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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小子行之」，以「小子」為稱，不是老師對學生的輕忽與不尊重，而代表師生

和諧，氣氛輕鬆之一面；「行之」，也非不顧學生質疑，而蠻橫命令使其執行，實帶

有勉勵年輕人應多從各方面思考的期許之意。按理，喪贈之厚薄，乃因彼此情誼之

別而各有差異，故而《儀禮》所載「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

者贈，知生者賻。」66乃一般喪贈之原則。然而遭遇突發狀況時，自當順應時局之

變以求其宜，不可泥守成規。 
孔子與顏淵的師生情誼既深且厚，當然重於與舊館人之情。然而顏淵之死在魯，

當時孔子亦在魯，自應依循正常喪贈之方式以為禮。顏淵為孔子之得意愛徒，孔子

還視之猶子，然而顏淵家貧，故孔子當然希望顏淵之喪禮能「稱其財之有無」，因而

深以弟子厚葬顏淵為憾。由於孔子葬伯魚，亦緣於財力有限，故僅能稱其財，有棺

而無椁，因此拒絕顏路請求賣車以為顏淵椁，總以合乎喪禮之常為宜。若對照《禮

記》「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與「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

之類似記載67，都說明喪贈必發自贈者內心之誠，且須講求合稱其財之重要，不應

虛有其表、鋪張浪費。 
然而在特殊之狀況下，如此章之「遇舊館人之喪」章，不但於章首已特別標明

一「遇」字，且於文中又提及孔子以「遇於一哀而出涕」向子貢解釋，則此兩處「遇」

字，不但不應被忽視、省略，還應該是突發狀況之重要標誌。由於孔子多次出入衛

國，衛靈公雖不能重用孔子，然而招待孔子尚稱優厚68，此所謂舊館人，或許即舊

日受國君之命而盛情接待孔子者。如此舊館人之去世，當然不可能命人至魯告知孔

子，而孔子也不可能在魯接獲訃告而專程前來弔喪。因此章首所載乃「孔子之衛，

遇舊館人之喪」，而非「舊館人之喪，孔子之衛」，已準確敘述孔子在客行途中，正

好碰上舊館人之喪，而非早已備妥贈禮而前來，這是解讀者應明察秋毫之處，不可

任隨己意而說。有感於昔日接待之情，不意幾年之間舊館人卻已作古，不免悲從中

來，遂前往弔唁而哭之哀，此乃人情之常，不應將孔子排除於正常人情之外。另一

方面，因喪家並未訃告孔子，當然也想不到孔子會前來弔喪，因此一見孔子弔喪之

                                                
66  《儀禮．既夕禮》，頁 463。 
67  分別見於《禮記．曲禮上》，頁 55；《禮記．表記》，頁 919。 
68  《孟子．萬章下》，頁 183：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

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史記．孔子世家》，頁 751：衛靈公問

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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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更是倍受感動而哭之盡哀，此也是人情之自然。由於孔子與喪家都各盡其情地

哭喪，不覺涕泗縱橫淚流滿面，孔子終因客行無他物，故只能說驂以為禮。 
由於鄭玄僅以「遇，見也」之常用詞義解釋之，而未能深入兩處「遇」字之書

寫義蘊，導致朱子有「萬一無驂可說時，又如何？」的膚淺之疑，而陳澔（1261-1341）

則以為「迂其說」69。至於夏炘，由於無法深入孔子與喪主各自動情而哭之哀的隱

微之理，只知單從字表大發議論，故無法得其確解，已難辭識見褊淺固陋之失，竟

還採取刪除法以求釋然，則不免為武斷而情理皆失。 
同樣屬於喪贈之問題，另有「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一章可供

對照70。然而此章與「孔子遇舊館人之喪」章之最大差別，在於「伯高死於衛，赴

於孔子」，故而孔子應備禮弔喪致哀，而非前章之突發偶遇狀況。夏炘依循陳澔「冉

子知以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

冉子」71之說，然後更進而攻之。夏炘先陳述此章本事乃源自《論語》記載子華使

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一事72。然後再提出全章格礙難行之疑：孔氏之賻賵為何物？

孔氏使者至衛，再賻賵乎？或使人至魯，止孔氏不必使人乎？同時附帶提出最重要

之疑點應在於：孔子不賣車以賻顏淵，豈有乘馬賻伯高之理？且四馬為重賻，亦非

孔子所能賻者73。夏炘基於此諸多疑問，遂以此章為貶抑冉子之誣作。 
其實夏炘所提之四項質疑都極有道理，其中前三項正是孔子感嘆「徒使我不誠

於伯高」之真正原因，最後一疑則尚待討論，至於以此章為誣之結論則需要重新深

入思考。可惜因為夏炘維護聖人及其高門弟子之心切，不希望冉子遭受貶抑，故而

對此看似不利於孔子與冉子之篇章，即採取視之為「誣」的一貫作法，實有失公允

而不足為取。夏說最根本之問題，在於其無法證明《論語》記載冉子為子華之母請

粟一事到底有何關係，更無法證明〈檀弓〉作者為何要根據《論語》該章而另造此

章以誣蔑冉子。畢竟每個人都有優缺點，冉有雖然多才多藝，當然也有其缺陷。《論

語》中，記載冉有之缺點者何止為子華之母請粟不宜一樁！大凡客觀之人都不會為

冉有文過飾非，而會任其自然呈現。 
                                                
69  元．陳澔：《禮記集說》（臺北：世界書局，1990 年），頁 35。 
70  《禮記．檀弓上》，頁 128。 
71  元．陳澔：《禮記集說》，頁 33。 
72  《論語．雍也》，頁 51：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73  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41-42。 



《禮記．檀弓》對孔子形象之補充：兼與夏炘說商榷 

 

 

91 

孔子雖讚賞冉有具備主宰千室之邑或百乘之家的能力74，然而亦只言其堪稱具

臣而非大臣75。冉有雖曾在強齊伐魯之戰役中有極佳的軍事表現，孔子稱許其義，

可惜因季氏不同意乘勝追擊，無法獲得更輝煌之戰果76，然已讓季氏對冉有刮目相

看。日後季氏以哀公之名，命冉有以幣迎孔子回魯，即直接緣於冉有之鄭重推薦。

孔子深知冉有之能力雖強，但個性比較退縮，因此鼓勵其「聞斯行之」77，不要以

自己力不足為託辭，否則會中道而廢，自我設限78。正因為冉有雜揉各項優缺點，

因而在進退之間亦時有無法準確拿捏之處，例如未能阻止季氏旅於泰山之無禮，孔

子即以「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79責備之。當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之，孔子則嚴

厲地批評其「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80 由此可見孔子知冉有甚深，

嘉許、勉勵與責備兼而有之，師生之情誼甚篤。尤其從孔子之嚴厲督責，更能顯露

孔子毫不矯飾之真性情，冉有也能深深體會孔子之用心。 
或許因為孔子距離伯高治喪之處不甚近，以致孔子之使者尚未抵達，而冉有又

想實踐「有事，弟子服其勞」之禮，遂「攝束帛、乘馬而將之」。然而正因為「乘馬」

乃厚禮，冉有之財力即使能承擔，卻未考慮該做法既非孔子本意，也不稱於孔子財

力，徒使原本之美意，淪為虛飾門面之不合禮行為，相當令人遺憾。當然以「乘馬」

為喪贈，還有另一種可能，即是所贈為「明器」而非實物。若參照孔子贊成以「明

器」陪葬，則當時之喪贈，甚至更有可能是以「明器」之方式為賻。然而無論「乘

馬」是實物抑或「明器」，都無法改變冉有既已代孔子行使喪贈之禮，則縱然孔子之

使者於稍後趕到，亦無法再以孔子之名義獻禮盡哀，故而孔子有「徒使我不誠於伯

高」之感嘆。此感嘆正是鄭玄所言「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之

意。孔子與冉有都能表現各自之真性情，可惜夏炘無法包容真性情中所存在無法十

全十美的部分，欲刪之而後快！殊不知如此一來，乃適得其反，既喪失事件之真，

也無法得當事人之誠，更無法成聖門之美。 

                                                
74  《論語．公冶長》，頁 42。 
75  《論語．先進》，頁 100。 
76  其詳參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頁 1015-1017。 
77  《論語．先進》，頁 99。 
78  《論語．雍也》，頁 53。 
79  《論語．八佾》，頁 26。 
80  《論語．先進》，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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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弗聞」章81，夏炘以《論語》「夷俟」一章乃「小

德之出入，聖人猶必切責，豈有天良喪盡，當母喪未葬之先，遽爾發歌，併發歌於

聖人之前，絕不知衰絰之在身也者。」故認為此為必無之事。同時還舉阮籍（210-263）

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乃名教罪人之例，以明此章誣原壤以名教不齒之罪，並誣聖

人之德教不足化人。82 可惜夏炘只知阮籍居母喪時飲酒食肉的無禮，卻不知其乃強

忍壓抑哀傷而故作違背禮法之行。事實上，阮籍於其母即將下葬之際，早已悲傷攻

心而幾乎崩潰，不但吐血數升，且險些喪命。夏炘如此說，堪稱只知其一，未知其

二之淺識。83 固然阮籍居喪而故作違禮之舉實不可取，然而夏炘若不知阮籍內心深

處滿腔的抑鬱之情，則不免無知；倘若明知其自我壓抑悲情，而仍於此處舉以為例，

且一再批評其為名教之罪人，則其居心顯然可議。此章之說，還是應以孫希旦所言

近於原意： 

原壤母死而歌，與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臨喪而歌相類，蓋當時為老

氏之學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特以為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居

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略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

若者，聖人豈容之哉！84 

孔子的確曾言「鳥獸不可與同群」，然而所謂「鳥獸」者，乃指當時動亂社會中具鳥

獸行之敗類，而對於長沮、桀溺，乃至於楚狂接輿、荷蓧者一類之隱者，雖欲與之

交談而不可得，故有「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感嘆，孔子對於此類隱者仍然

表達高度尊重之意。85 尤其在禮壞樂崩之時局中，的確多有智者選擇避世或採特異

獨行之方式處世，即孔子所主張「君子和而不同」86之處世態度。孔子對於原壤母

喪而歌異於一般常禮之行為，以「弗聞」之方式反應，說明其能包容人在極度哀傷

                                                
81  《禮記．檀弓下》，頁 199。 
82  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24-26。 
83  其詳參見以下資料都有相關記載：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王粲傳》（北京：中華

書局，1982 年），頁 604，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

性。」《晉書．阮籍傳》：「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

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

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世說新語．任誕》：「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

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84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卷 11，頁 303。 
85  《論語．微子》，頁 165-166，有三章記錄孔子與弟子遇見不同隱者之情形。 
86  《論語．子路》，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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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有不同反應之情形。甚且從原壤先言「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繼而再歌「貍

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已隱約可見其許久未以歌聲抒發內心之情感。如今面對

故友幫忙修治的椁材，其文采宛如貍首之華，不禁感慨良深，寄託歌詞以傳達當時

複雜之情感。至於在章末特別提出「丘聞之」的說法：「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也說明孔子能理解遭遇親喪時，的確會有人因為思想認知之差別而

產生不同的反應，雖不見得合乎禮道87，亦只能保持緘默，故而僅以自己認可、自

盡其情之方式向故友表達弔唁之意。 
孔子對原壤之歌採取「弗聞」之反應，其實不必如夏炘所言，認為與孔子在《論

語》對原壤夷俟之反應矛盾。因為從孔子所言「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清楚可

見彼此生活態度之偏向不同，一重人倫秩序與社會成就，另一則不以為然，故夷俟

以待孔子。此章說明如此秉性不同之兩人相交已久，且皆能以各隨其性之方式相對

待，彼此都不必也無法勉強對方。孔子之所以說「老而不死，是為賊」，且又以杖叩

其脛者，或可代表積極入世之孔子對於不居於禮之故舊，雖不能勉強其非改不可，

卻不忘提醒勸戒故友，且以危言警之，庶幾對方可免於「老而不死，是為賊」之譏。

因此在原壤遭母喪之時，由於原壤不為禮所拘之性已成自然而無法改變，故孔子亦

只能「助之沐椁」，以盡故舊之情。 

4.  從數則與死亡相關之敘事凸顯孔子對生命之態度 

〈檀弓〉之記事多與喪事有關，且藉此以明世人對生命之態度，進而確定人生

應追求之目標，成為支撐個人形象之重要支柱。以下舉三章為例說明之： 
「孔子蚤作」章88，夏炘不認同鄭玄所言「明聖人知命」之意，認為自《朱子

語類》起，已懷疑《論語》「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似乎太謙，而〈檀弓〉「夢奠兩

楹間」之後的「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似乎太高，乃後儒雜記，未必

得真。朱子太謙與太高之疑，乃將前後兩事放在同一靜止之平面而看待之，明顯忽

略其發生背景。「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發生在與學生討論處世為學之正常狀

況，故孔子自謙以勉勵弟子學習，然由此亦可反襯當時已流傳孔子為聖與仁者之說。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之說，則發生在孔子年紀老邁，且生病多時的

                                                
87  《禮記．檀弓下》，頁 175，記載之禮道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

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88  《禮記．檀弓上》，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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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狀況之後，因自忖來日無多，而志業尚未完成，故有非常之語。此從章末「蓋

寢疾七日而沒」之紀實，與章首「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之對應，可知

此乃首尾呼應之重要記事法，點出當時「負手曳杖，消搖於門」之孔子，乃在生病

一段時間後突然好轉，遂把握難得之機會消搖於門前，急於等待愛徒前來。由於兩

章記事之情境不同，不可僅就字面而言其異，更不可因其字面之異，而連帶懷疑原

文所載失實。倘若對照孔子自衛歸魯，將其主要工作放在經籍之修訂，希望六藝之

學能永世流傳，已可窺知一二。倘若對照孔子畏於匡之時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89 則孔子自詡為文王沒後的「斯文」代表也已顯然可見。如今六藝之學的傳播尚未

臻於理想之境，故不免有壯志未酬而「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之憾。 
尤其從《孟子》不但引孔子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又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90，隱然已將孔子的春秋之筆視

為正義之化身。若再參照司馬遷記載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則孔子猶如泰山、梁木、哲人之形象在孔子晚年之時已相當明顯91，

實可與後世所盛傳孔子之春秋大義，乃「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

鉞」兩相對應，可見〈檀弓〉所載並非溢美之辭，實可表徵對孔子崇敬之高度。固

然孟子與司馬遷都是戰國以後之人物，然而此二人都以表彰、取法孔子自居，此乃

世所周知而無人置疑者，可見不必多疑〈檀弓〉泰山、梁木、哲人之喻。 
至於吳澄（1249-1333）以此章所載之事與辭有三妄之說，可商榷如下：其一，

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之說，不免將孔子視為毫無七情六慾等情感變化之抽

象存在，乃何晏主張「聖人無情」之另一種說法，然而該說早已被王弼（226-249）

「聖人有情而無累」此一更高明之說法取而代之。92 誠如〈大學〉所言，「唯仁人

為能愛人，能惡人。」93 僅從《論語》所載，早已可見孔子具有明確的好惡，也有

                                                
89  《論語．述而》，頁 77。 
90  《孟子．滕文公下》，頁 117。 
91  《史記．孔子世家》，頁 763。 
92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頁 795，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

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

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

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93 《禮記．大學》，頁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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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樂等正常情感反應。在前述孔子對冉有、原壤之情感反應外，對宰我以三年

之喪太久而主張期喪，批評其「不仁」；對於其晝寢，更嚴加斥責「朽木不可雕也，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94，諸如此類之事例不少。吳澄此說之弊，在於不能正視人於

理性之外，尚存在極大的感性，以至奇怪地以為既是聖人，則不能存在任何一點情

感反應。倘若所載稍有可疑，不待明辨其疑之所起，即以為妄說，則所失亦大矣。

其二，類似朱子太謙太高說之部分，已毋庸再辨。至於無法接受聖人自為此歌而自

稱自比者，同樣限於「聖人無情」之累。其三，認為「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針對此妄，孫希旦已駁之曰：「占夢

而知其將死，是即志氣如神之效。若謂生死固所自知，而無待於夢，則夫子豈管輅、

郭璞之流耶？」95 只不過孫氏沿用吳澄「占夢」之辭，而不能捨「占」而正其名，

依循〈檀弓〉原文之「夢」，則未免有些遺憾。畢竟「占夢」與「夢」之意義有別，

孔子之夢，的確可以因其清明之氣志發用，遂透過夢境而顯露徵兆，而成就〈檀弓〉

此章之重要本事。 
夏炘質疑此章之說法，乃直接上承鄭《注》以「欲人之怪己」解釋孔子「負手

曳杖，消搖於門」之不當說法而來，再繼承朱、吳之說，認為此乃誣聖人於死生之

際未能釋然，自夢奠而後，動止輒改乎其度。96 鄭玄該說只為浮面之辭，的確如夏

炘所說「皆不得〈檀弓〉之意也」。然而夏炘所謂「聖人於死生之際宜無所動於其中」

始為知命之說，仍然限囿於何晏「聖人無情」之說，且受到吳澄極大之影響。夏炘

以為「負手曳杖」為「頓露頹靡之容」，與孔子「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之形

象矛盾，其實已忽略此時之孔子已 73 高齡，且為生病多時之老翁，能在病中稍瘥之

早晨，還能「負手曳杖，消搖於門」，若非其知命，且傳道之意志力強，孰能如此？

只可惜夏炘無法體恤聖人仍是血肉之軀的實情！ 
透過此章之記錄，不但清楚可知孔子在去世一週前之心志還極其清明，因而預

知其來日無多，而諸多大事尚未完成，故有「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之

感慨，且「當戶而坐」，說明期盼愛徒速來之殷切。再透過子貢一聞孔子異於平常之

歌，隨即有「夫子殆將病也！」之反應，一以交代章首「蚤作」乃指病中稍瘥之狀

況，因而本來應該拿在前面，用以扶身之杖，此時由於體力尚未恢復，無法發揮手

                                                
94  分別見於《論語．陽貨》，頁 157-158；《論語．公冶長》，頁 43。 
95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197。 
96  清．夏炘：《檀弓辨誣》，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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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之正常功能，只能採取「負手曳杖」勉強拖曳之備用方式，代表孔子自覺身體好

轉之下意識反應，殷切盼望弟子前來。如此書寫，乃敘事之細膩處，可惜朱子、吳

澄、夏炘等讀者多未盡明察秋毫以觀之之責，又豈能反而責怪作者！緊接其後，更

記錄子貢「遂趨而入」，說明子貢與孔子似有靈犀相通之精誠感應，連忙前往探望老

師。至於夫子一見子貢即曰：「賜！爾來何遲也？」雖僅透過幾個簡單的動作以及簡

短幾字的對話，卻已道盡師生情誼之厚、默契之高！子夏尚且能據其所聞而說「死

生有命」97，更何況孔子！孔子最後所說之「予殆將死也！」不是寫聖人怕死、不

願意死之「未能釋然」，而是透過與章末「蓋寢疾七日而沒」的連結，說明孔子把握

迴光返照之機會與子貢相見，宣示其矢志不忘的傳道大業以及殷切期待弟子傳承之

心願。此章其實可為後來子貢在孔里廬墓六年然後去的事實98，留下重要之伏筆。

綜合以上所說，則此章是否果真如上述諸人之疑無此事，客觀之讀者應可分辨之。 
另有「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與「為明器者，知喪道」兩章記錄孔

子對明器陪葬之態度99，清楚可見其對生命之態度，且可與「孔子蚤作」章所記錄

三代停殯位置之意義相聯繫。所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乃純粹以理

智之態度判定人一旦死亡，則精氣神魂脫離軀體，軀體即不再有任何知覺，故逕自

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故為不仁。反之，「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

也」，則完全聽任情感之作用，不願承認人已死亡之事實，仍以生人之禮對待之，則

無燭照之明，故為不智。是故孔子主張對待死者，應兼具情感與理性之要求，而在

仁與知之間尋求平衡之道，遂認為使用明器陪葬，應是最懂得喪禮之道者。所謂「竹

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

者，其中之竹、瓦、木、琴瑟、竽笙以及鐘磬等，即是盡量為死者備物，發揮愛親

之仁。然而另一方面，則這些器物皆為較粗糙簡陋而不成其用之明器，須待死者發

揮「神而明之」的能力而使用之各種備品，則不失為知者之意。如此區別，乃代表

死生有別，死者不用生者之器，則在滿足生者盡心為死者備物之同時，也可減輕資

源之耗費。 
孔子主張以明器陪葬，因其備物而不可用，乃以備物實踐人子孝親的仁德之情，

                                                
97  《論語．顏淵》，頁 106。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98  其詳參見《史記．孔子世家》，頁 764。 
99  《禮記．檀弓上》，頁 144；《禮記．檀弓下》，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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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客觀認知鬼神異於人，使用之器物也理應不同於生者，可謂仁知兼備，因此孔

子嘉許其為知喪道者。其實以俑偶陪葬，比起活殉、殺人為殉或殺牲為殉，已經是

較人道之辦法，然而孔子還是認為「為俑者不仁」，而特別讚美「為芻靈者善」。孔

子認為自古以來所流傳以塗車芻靈一類之明器，是較合適之陪葬物，因其不如雕琢

製作之俑偶已具備人之面目表情，呈現一定程度之生機現象。若旦旦而用俑偶陪葬，

極可能會進一步啟動殺生為殉的意念，故為不仁。孟子甚至在引用此說時，還進一

步轉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100 由此不但可

反映孔子愛護有情眾生之真性情，也代表孔子強調陪葬品之選擇，應注意仁與知之

間的平衡，不能苛薄死者，但也不能濫情、濫仁，當然也不會主張厚葬。 
對照目前出土之資料，殷代即有隨葬明器之現象。在殷墟周圍近 3000 座中小型

墓葬中，隨葬品以陶器為主，普遍多有陶觚、陶壺，且多為明器，而鬲、簋、豆、

觶、罐等，則多為實用之器。101 孔子特別看重以明器陪葬之方式，或許也與其知道

太多殷商時期動輒殺人為殉或殺牲為殉之殘忍事實有關，因而特別強調「為俑者不

仁」，且主張芻靈為善。既然殷代之地位不甚高，經濟條件不甚佳的階級，已開展出

以明器隨葬之習俗與方式，而這種方式不但能滿足人子孝親之情，也能避免無謂之

殺戮與資源浪費，再加上孔子時時自稱殷人之後，故而特重這種較能展現溫馨之情

的殷禮內容。 
孔子這種對死後生命之態度，也可與三代停殯位置愈去愈遠之轉移意義相聯

繫：「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

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說明三代人文思想之逐漸開展，依循夏代崇尚忠

厚質樸之概念，認為無論生死皆為吾之親，故將靈柩殯於代表主位之阼階；殷代則

推而漸遠，介於賓主之間，代表情感上不忍驟然將始死者逕以死者視之，然從理智

而言，卻又知道與生者有別，故人子夾雜在情感與理智之間徘徊，遂以停殯在兩楹

之間，最能得真實之一面；周代則確知死者已去，且不可復返之事實，故而殯於西

階之賓位，並強調盡心盡力為死者做最後之文飾，希望能透過鉅細靡遺之細節，盡

善盡美地恭送死者最後一程。昔日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即反映孔子時時自稱殷

人之後的心情，最能代表孔子認為人在處理喪禮時的心情，經常游移在情感與理智

                                                
100  《孟子．梁惠王上》，頁 14。 
10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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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是極為複雜的。 

（四）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檀弓〉之敘事的確可以補充孔子在《論語》中形象之不

足，且其味溫而辭文之敘事方法，將喪祭之禮最需情感涵詠之部分，透過精簡之文

句且刻畫細膩之表達，構成許多精彩之短篇，不但鮮活孔子與弟子之互動關係，彰

顯師生篤厚之情誼，也豐富了孔子有血有肉之形象，展現更多富有真性情的方方面

面。〈檀弓〉最能呈現日常生活中的孔子本色，讓讀者不再感覺孔子只是高高在神殿

上的聖者畫像，而是真正存在過的有情眾生，更是我們身旁可敬可愛的長者，他不

但有同於一般人的喜怒哀樂之情，也與弟子、時人等都有往來互動，且會真實地表

達自己的存在感受。他高於一般人的地方，在於其為求實現理想，始終有「知其不

可為而為之」的行動魄力，不過在確認與政治無緣後，又能不再執著，退而求其次，

希望藉由教育弟子六藝之學，而成就以教育化成天下之最大志業。 
孔子一生為人處世，其心願不在於徒然成為後世頂禮膜拜的偶象，成為一尊只

可仰望而高不可攀的雕像，而是希望能鼓舞世人力學而努力趨近於君子之人格典

型。可惜夏炘等一類之學者，或過於崇拜孔聖人無瑕之形象，或蠱於虛理之限囿，

而無視於因事行禮、事中見義之重要性，故往往膠著於幾個字之間而不能深入通貫

整體文本所載之內容，也無法仔細品味各篇敘事之精義。檢視夏炘之辨誣，固然也

有可取之處，然而其所謂「誣聖人」之說，雖然起心動念在於維護聖人之形象，然

而由於過分執著己見，率多隨興斷章取義，且就其既定立場與意識型態大肆發揮，

致使〈檀弓〉中諸多重要而精彩的篇章被冠上「誣聖之偽作」的標誌，且企圖刪之

而後快，結果適得其反。如此一來，不但影響〈檀弓〉應有之價值，更無端削除孔

子真正具有人情溫度之一面，大大降低孔子可以感動人的魅力，這是最可惜之事。 
其實經學、禮學與文學之間本非彼此不相干之兩條平行線，其中尤以在兩漢之

前更是密不可分。歷來從經學、禮學之角度解讀〈檀弓〉者，對〈檀弓〉之評價多

不高，而從文學之角度解讀〈檀弓〉者，卻推崇備至，則其間必然存在一些盲點有

待釐清。經由以上論述，即可發現對〈檀弓〉評價不高者，大多無法真正把握「禮

本於人情」此一核心問題，也無法將禮與生活密切結合，而徒然把「禮」當作「虛

理」來討論，當然會萌發許多莫須有之問題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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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炘所撰作之《述朱質疑》、《檀弓辨誣》兩書，雖然能合乎曾國藩主張化解漢、

宋之爭，兼採漢、宋之長的想法，因此這兩書曾先後受到曾國藩（1811-1872）、左

宗棠（1812-1885）之讚賞，但《檀弓辨誣》畢竟太把孔子當作神像看待，而頓然失

卻人間孔子之真。固然當時皇帝曾對夏炘有「年屆耄耋，篤學不倦」及「學有經術，

通知時事」之讚譽，而夏炘也的確在篤學不倦與學有經術具有一定之成就，可惜仍

然囿於當時理學盛行之限制。雖然書中也多出現「人情」之字眼，然而其所謂「人

情」之範圍卻過於狹隘，仍主從理學之立場思考問題，高度理學化孔子，致使更廣

泛之人情層面呈現極度乾枯狀態，導致《檀弓辨誣》全書遺漏非常多「禮本於人情」

應有之核心價值。倘若深信夏炘之說，將使孔子憑空降低不少可以感動人的真性情，

減低許多可以溫暖人心的熱度，也失去不少可以鼓舞人的血色，流失許多對後人的

影響力。此乃該時代理學氛圍極盛引致之遺憾，也是夏炘無法生活在更廣大學術視

野之遺憾。倘若夏炘生在今日，以其篤學不倦之習慣與態度，應該也會同意要重新

思考此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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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ING THE IMAGE OF CONFUCIUS 

VIA THE CHAPTER “TANGONG” IN THE BOOK OF RITES:  
AN ARGUMENT WITH XIA XIN 

 LIN SU-YING * 

Abstract  While the main authentic source of Confucius’ image remains the Analects 
(Lunyu 論語), it shouldn’t be limited to this one book. The “Tangong” 檀弓 
chapter of the Book of Rites (Liji 禮記),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d 
contains about two hundred accounts, may well be called the first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ife stories. Most of them concern funeral matters, especially those that 
give rise to deviant rituals, making it a good complement to the “Shisangli” 士喪

禮 chapter of th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Yili 儀禮). Yet it is met with 
much criticism – Xia Xin 夏炘, for instance, believes that Confucius was insulted 
therein.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from the Song 宋 dynasty onwards look at it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and praise it as a model of narrative. Based on the many 
real-life portrayal of Confucius therein,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supplement 
the missing pieces of Confucius’ image, and argue against Xia Xin’s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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