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儀禮正義》撰著考 

單周堯* 

摘要 

陸建瀛《校勘儀禮正義序》云：「……績溪胡農部（胡培翬）撰正義……〈士昏

禮〉及〈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十二卷，則其門人楊君大

堉所補也。」《清史稿》及《清史列傳》均採是說。惟胡培翬之從姪肇智曰：「道光

乙巳，智奉諱南歸，見〈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已成。〈特

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草藁粗具。其餘各篇，皆經攷訂，尚

未排比。……是年四月，患風痹，猶力疾從事，左手作書。以族姪肇昕，留心經學，

命助校寫。己酉夏，嘗寄智書曰：『假我數月，全書可成。』詎意背疽復發，遽於七

月棄世。尚有〈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未卒

業。江甯楊明經大堉，昔從先叔父學禮，因為補綴成編。書中有『堉案』及『肇昕

云』者，即二君之說。餘皆先叔父原藁。」 
又培翬之族弟培系云：「乙巳春，又病偏中，右手不能握管，乃以左手箸書。病

中嘗謂培系曰：『脫不幸填溝壑，他無所戀，惟《儀禮正義》未成，為可惜耳！』培

系從容言：『兄盍命子弟輩助兄薈輯眾說，以俟折衷，為力較省。』公瞿然曰：『誰

可者？』培系以從子肇昕對，公深以為然，乃以〈士昏〉、〈鄉飲〉、〈鄉射〉、〈燕禮〉、

〈大射〉諸篇授肇昕，命為采輯諸說，鱗次排比，如有己見，並令附後。公易簀時，

《正義》尚缺五篇，其後陸笠夫制府為刊於江甯，屬公弟子楊君大堉為之補纂，即

據肇昕所輯之底本也。」 
柳向春〈《儀禮正義》成書考〉據胡肇智之說，遂謂〈士昏禮〉等五篇之作者署

名，或可改題為「績溪胡培翬學，受業績溪胡肇昕增補、江寧楊大堉校正」。陳功文 
〈胡培翬《儀禮正義》撰著考論〉所言與柳氏大致相同。陳曙光《胡培翬〈儀禮〉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文學院院長暨中文系主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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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則認為胡培系所記較接近事實，〈士昏禮〉等五篇之初稿基本由胡肇昕所輯。

本文則以為胡肇昕所完成者，為〈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

〈覲禮〉諸篇之采輯、排比、校寫工作；至於胡肇智所謂未卒業之五篇，肇昕僅完

成部分采輯、排比、校寫工作，大部分工作則由楊大堉完成。 

關鍵詞 

儀禮  《儀禮正義》  胡培翬  胡肇昕  楊大堉 

清代《儀禮》之學，名家輩出，其中以胡培翬（1782-1849）為最著。胡氏積四

十餘年之力，撰《儀禮正義》，其門人汪士鐸（1802-1889）譽之為二千餘歲之絕學1。

另有《燕寢考》、《研六室文鈔》、《儀禮宮室提綱》、《儀禮賈疏訂疑》等，均為扶翼

《儀禮》之作。 
羅惇衍（1814-1874）《儀禮正義．序》云：「昔鄭君自以年老，乞於禮堂寫定經

說，後遂夢徵起起，歲阨龍蛇。今先生（胡培翬──引者）亦力疾成書，書甫成而

遽歸道山。」2 羅序撰於道光己酉（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即胡氏之卒年。

梁啟超（1873-1929）據羅氏之言，遂謂《儀禮正義》成於道光二十九年3。惟陸建

瀛（?-1853）《校勘儀禮正義序》曰：「……績溪胡農部（胡培翬──引者）撰正義，

以鄭注為宗，而萃輯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輔翼鄭氏，嘉惠來學。因屬陳君奐詳校

授梓，仍依原帙分四十卷。〈士昏禮〉及〈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

五篇十二卷，則其門人楊君大堉所補也。」4 陳奐（1786-1863）《師友淵源記》亦

曰：「《儀禮正義》廣採博收，成書最富。業未竟而病卒。〈士昏〉、〈鄉飲酒〉、〈鄉射〉、

〈燕〉、〈大射〉五篇，其門人江甯楊大堉□□5為之補編，成四十卷。」6 又其《流

翰仰瞻小傳》略同，並曰：「大堉，字正（疋）侖，江寧人，廪生。胡竹邨（胡培翬

                                                
1  參汪士鐸：〈戶部主事胡先生墓誌銘〉，載於《胡培翬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頁 11。 
2  見《儀禮正義．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 
3  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 年），頁 197。 
4  見《儀禮正義》卷前。 
5  所缺當為「雅輪」二字，楊大堉字雅輪，見《清史列傳》卷 69。 
6  見《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學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第 8 冊，頁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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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弟子，為竹邨補《儀禮正義》五篇。」7《儀禮正義》各刻本在此數篇諸

卷（卷三、卷五至十五，共十二卷）卷端亦皆題為「受業江寧楊大堉補」，故此五篇

似當為楊大堉所補編。《清史稿》及《清史列傳》亦採是說，《清史稿》及《清史列

傳》皆曰：「培翬覃精是書，凡四十餘年。晚歲患風痺，猶力疾從事，尚有〈士昏禮〉、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未卒業而殁。門人江寧楊大堉

從學《禮》，為補成之。」8 則胡培翬所成者，非全帙也。 
楊大堉於胡培翬生前，即蒙其賞識，《研六室文鈔》卷三《論語居必遷坐解》胡

氏自注曰：「楊生大堉為余舉一證曰……」9 同卷《儀禮姑姊姊妹說》自注云：「楊

生大堉、汪生士鐸據《烈女傳》……楊生、汪生俱金陵人，貧而力學嗜古，余主鍾

山講院，常從余問難經義，多有足以益余者。爰記之於此。」10 楊氏紹其師未竟之

業，補編《儀禮正義》，非無可能。 
惟胡培翬之從姪肇智曰： 

道光乙巳，智奉諱南歸，見〈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

禮〉四篇已成。〈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草藁粗具。

其餘各篇，皆經攷訂，尚未排比。先叔父初意專解〈喪服〉，故從喪祭諸禮

起手也。是年四月，患風痹，猶力疾從事，左手作書。以族姪肇昕，留心經

學，命助校寫。己酉夏，嘗寄智書曰：「假我數月，全書可成。」詎意背疽

復發，遽於七月棄世。尚有〈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

射儀〉五篇，未卒業。江甯楊明經大堉，昔從先叔父學禮，因為補綴成編。

書中有「堉案」及「肇昕云」者，即二君之說。餘皆先叔父原藁。11 

又培翬之族弟培系（1822-?）曰： 

乙巳春，又病偏中，右手不能握管，乃以左手箸書。病中嘗謂培系曰：

「脫不幸填溝壑，他無所戀，惟《儀禮正義》未成，為可惜耳！」培系從容

                                                
7  見《蘇州史志資料選輯》（蘇州：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編輯部，2009 年），總第 35 輯。 
8  見《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43 冊，頁 13273；《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第 18 冊，頁 5620。 
9  見《研六室文鈔》卷 3〈論語居必遷坐解〉，載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507 冊，頁 391。 
10  同上，頁 395。 
11  見〈儀禮正義書後〉，載《儀禮正義》頁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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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兄盍命子弟輩助兄薈輯眾說，以俟折衷，為力較省。「公瞿然曰：「誰

可者？」培系以從子肇昕對，公深以為然，乃以〈士昏〉、〈鄉飲〉、〈鄉射〉、

〈燕禮〉、〈大射〉諸篇授肇昕，命為采輯諸說，鱗次排比，如有己見，並令

附後。公易簀時，《正義》尚缺五篇，其後陸笠夫制府為刊於江甯，屬公弟

子楊君大堉為之補纂，即據肇昕所輯之底本也。12 

二君所述，互有同異。據胡肇智所述，則胡培翬於道光乙巳（1845），已完成〈喪服

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等四篇；〈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

司徹〉諸篇，則草藁粗具。其餘各篇，皆經考訂，尚未排比。是〈士冠禮〉、〈士相

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

禮〉、〈大射儀〉諸篇，雖已經胡培翬攷訂，尚未排比，草藁未具也。是年四月，培

翬患風痹，猶力疾從事，左手作書，並命族姪肇昕，協助校寫。培翬之族弟培系於

此有所補充，據其所云，肇昕所協助者，乃采輯諸說，鱗次排比，非如肇智所言，

僅協助校對及抄寫而已。惟培系謂培翬「以〈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

射〉諸篇授肇昕」，則有所遺漏，蓋此數篇之外，〈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

〈公食大夫禮〉、〈覲禮〉諸篇，亦未排比，草藁未具也。越四載，培翬於己酉（1849）

夏寄書肇智，謂數月後全書可成。詎料七月培翬棄世，尚有〈士昏禮〉、〈鄉飲酒禮〉、

〈鄉射禮〉、〈燕禮〉、〈大射儀〉等五篇未卒業，是胡肇昕於 1845 至 1849 四年間，

所完成者為〈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諸篇之采輯、

排比、校寫工作。其所謂未卒業之五篇，蓋亦早經培翬攷訂，尚未完成采輯、排比、

校寫耳。楊大堉為之補綴成編，據胡肇智云，書中有「堉案」及「肇昕云」者，為

楊大堉、胡肇昕之說，其餘皆胡培翬之原藁。其說似非13，蓋此數篇，培翬雖已作

攷訂，惟采輯諸說，以及排比、校寫，則有待他人相助也。胡培系謂「楊君大堉為

之補纂，即據肇昕所輯之底本」，其說亦有可商，蓋胡肇昕於 1845 至 1849 四年間，

所完成者為〈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諸篇之采輯、

排比、校寫工作，而〈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

則尚未卒業。今細觀之，肇昕僅完成此數篇之部分采輯、排比、校寫工作，大部分

                                                
12  胡培系：〈族兄竹邨先生事狀〉，載於《胡培翬集》頁 19-20。 
13  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7 月提交）頁 92 曰：「據胡

培系所言，則胡培翬並未正式參與撰寫〈士昏禮〉等五篇」，其說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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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則由楊大堉完成。何以知之？謹述所據如下： 

（一）署名作「受業江寧楊大堉補」之〈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

禮〉、〈大射儀〉等五篇，其禮說有異於胡培翬於道光乙巳年（1845）已完成或草藁

粗具之〈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

禮〉、〈有司徹〉諸篇，亦有異於由胡肇昕協助采輯諸說，以及排比、校寫之〈士冠

禮〉、〈士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等五篇，蓋〈士昏禮〉等五篇，

主要成於楊大堉之手，故與由胡培翬及胡肇昕寫成諸篇異也。茲舉例如下： 

（1）鄭玄（127-200）之《儀禮》及《禮記》注謂天子與諸侯等「人君」均有

「左右房」14，至於大夫與士之制度如何，鄭君未有明言。其後賈公彥及孔穎達

（574-648）發明鄭說，以為大夫、士之制度乃「東房西室」15。惟自宋代以後，禮

學家多疑「東房西室」之說。胡培翬繼承自宋以來學者之意見，認為大夫、士亦為

「左右房」，與賈、孔異說。今觀胡培翬於道光乙巳年（1845）已完成或草藁粗具之

〈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

司徹〉諸篇，皆持此說，由胡肇昕協助采輯諸說，以及排比、校寫之〈士冠禮〉、〈士

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等五篇亦然，惟署名「受業江寧楊大堉

補」之〈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等五篇，則多持大

夫、士「東房西室」之說，與胡培翬及胡肇昕寫成者異，故〈士昏禮〉等五篇，主

要當成於楊大堉之手。 

考「左右房」（或稱「東西房」）之說，最早見於〈大射儀〉鄭注，胡培翬為〈大

射儀〉作疏時，理應加以辯解。考其最早完成之〈士喪禮〉，於「婦人之帶，牲麻結

本，在房」下云：「士之正寢，亦有東西房，詳〈大射儀〉」16，是胡氏本計劃於疏

解〈大射儀〉時詳加探討。然今存〈大射儀〉（署名「受業江寧楊大堉補」五篇之一）

「宰胥薦脯醢，由左房」下，《正義》但引敖繼公之說云：「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

特於君見之耳。」17 於「東西房」全無討論，與《正義》互詳之例不合，顯非胡氏

                                                
14  《儀禮》所載古人居所均設有東西階，階上有堂，堂之後有房與室。室為古人日常居所，室之兩

旁則為房。房者，行禮時陳設所需器物之所，亦為婦人避立、行禮之處。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

禮〉學研究》，頁 251-252。 
15  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252-253。 
16  見《儀禮正義》，頁 1723。 
17  同上，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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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18 
有關房室問題，《正義》曾四次提及「詳〈士昏禮〉」19。今考〈士昏禮〉（署名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五篇之一）「婦洗於北堂」《正義》云：「謂天子、諸侯有左右

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者，此鄭義也20。陳氏祥道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

諸侯相同，非也。」21 胡氏於房室問題多次批評鄭義，於〈公食大夫禮〉（由胡肇

昕協助采輯諸說，以及排比、校寫之五篇之一）中亦肯定陳祥道之見22，而〈士昏

禮〉竟據鄭義批評陳氏，與胡培翬之主張明顯有異；又〈燕禮〉（署名「受業江寧楊

大堉補」五篇之一）「膳宰設折俎，升而西階」《正義》云：「注引〈大射禮〉者，賈

疏云：證此脯醢從左房來。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言左房，大夫、士無右房，故

言東房而已。」23《正義》認同賈疏之說，以東房西室為大夫、士之寢制，亦有異

於培翬之說；又〈鄉飲酒禮〉（亦署名「受業江寧楊大堉補」五篇之一）「眾賓之席

皆不屬焉」《正義》云：「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就其私家言之也。鄉飲酒行禮

于庠，鄉射于序，庠序皆學舍，與私家之制異，安見其必無西房乎？」24 此處《正

義》亦支持鄭義，以為就其私家而言，大夫、士只有東房西室，而庠序皆學舍，與

私家之制異，故或有東西房，亦與胡培翬之一貫主張迥異。25 

由此可見，〈士昏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諸篇（俱署名「受業江

寧楊大堉補」）有關「東房西室」之意見，皆與胡培翬及胡肇昕寫成者異。質疑「東

房西室」，乃胡培翬得意之作，胡氏撰《東房西室疑問》，《清史稿》載「王引之見而

喜之」26。1813 年，胡培翬完成《燕寢考》，詳考古代燕寢之制。其書附載《附考注

疏東房西室誤說》一文，列舉歷代學者房室之說。《研六室文鈔》亦把《東房西室疑

問》置於卷首，足見胡氏對此說之自信。即使由胡肇昕協助采輯、排比、校寫之〈公

食大夫禮〉，亦用培翬之說，謂「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27。故〈士昏禮〉

                                                
18  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4。 
19  見《儀禮正義》，頁 1095、1252、1641 及 1946。 
20  由此可見，胡培翬認同賈公彥及孔穎達發明之鄭義。 
21  見《儀禮正義》，頁 211。 
22  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5。 
23  見《儀禮正義》，頁 693。 
24  同上，頁 286-289。 
25  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4-95。 
26  見《清史稿》，頁 13272。 
27  見《儀禮正義》，頁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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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篇，非成於培翬，亦非成於肇昕，主要乃成於楊大堉之手。 
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亦以為〈士昏禮〉、〈大射儀〉等五篇有關房

室制度之內容，均非胡氏所著初稿，不屬於胡氏之禮學主張，最有可能為補綴者之

意見。28 然陳君從胡培系說，認為今存〈士昏禮〉諸篇乃胡肇昕所輯29，陳君之說，

似未得其實，蓋其說不能解釋由胡肇昕協助采輯、排比、校寫之〈公食大夫禮〉，何

以同於胡培翬所撰部分，而異於〈士昏禮〉諸篇也。 

（2）有關「碑制」之理解，亦可證〈士昏禮〉諸篇主要成於楊大堉之手。古人

入門常有「三揖」之例，鄭注解「三揖」之例，分別見於〈士冠禮〉、〈士昏禮〉、〈鄉

飲酒禮〉、〈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士冠禮〉《正義》（由胡肇昕協助采輯諸說，

以及排比、校寫之五篇之一）引《禮經釋例》曰：「碑是庭下大節，碑在堂下，三分

庭一在北，又宜揖。」30 又〈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亦俱由胡肇昕協助采輯、

排比、校寫）皆云：「詳〈士冠禮〉『至於庿門揖入三揖』下」31，與〈士冠禮〉《正

義》所述不異。至於〈鄉飲酒禮〉，雖署名「受業江寧楊大堉補」，惟亦引禇寅亮之

說曰：「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遙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32 

所言與胡肇昕協助采輯、排比、校寫之〈士冠禮〉、〈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同，

則此條乃出自肇昕之手。本文謂〈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

射儀〉等五篇大部分工作由楊大堉完成，惟非謂全部也，〈鄉飲酒禮〉此條即非出自

楊手。以上四處言「三揖」之例皆同，以為碑在堂中三分之二，獨〈士昏禮〉引吳

廷華（1682-1755）之說曰：「碑在中庭，當云二分庭一在北，賈疏本下記言之，不

知彼原非中庭，此注明言當碑，不當取以為證」33，與他說異，蓋出自楊大堉手故

也。 
（二）彭林教授〈評楊大堉、胡肇昕補《儀禮正義》〉一文，謂對〈士昏禮〉、〈鄉

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等五篇殊覺失望，因該五篇有下列問題： 

（1）違背胡培翬所定體例──《儀禮正義》自述其書體例有四：曰補注，補鄭

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注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恉，義可旁通，

                                                
28  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5。 
29  同上，頁 97。 
30  見《儀禮正義》，頁 62。 
31  同上，頁 1014、1192。 
32  同上，頁 299。 
33  同上，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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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而存之，廣異聞、佉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詳為辨正，別是非、

明折衷也。34 彭教授謂鄭注為《正義》一書之靈魂，故竹邨（即胡培翬）一循漢唐

舊疏體例，經文之下，全引鄭注；疏文則區隔為二：前半疏通經文，後半逐字詮釋

鄭注。鄭注簡奧，名物度數繁雜，旁徵博引，始得其旨。故《正義》解鄭注，不僅

篇幅遠大甚於解經，而且傾力最多。讀者翻閱竹邨之文，即可領會其體例。楊、胡

（楊大堉、胡肇昕）二氏，踵武竹邨，自當嚴格遵循既定之體例，此為題中應有之

義，無需贅言者。二氏不然，疏解鄭注，甚為簡略，甚至有不引不論者。35 彭教授

舉〈士昏禮〉一例、〈鄉飲酒禮〉一例、〈鄉射禮〉一例以說明之。36 
（2）排棄賈公彥之說──彭教授謂〈士昏禮〉等五篇，每每明斥賈氏，而暗引

賈疏；或者明明賈疏在前，後儒沿襲其說，惟該五篇往往不引賈疏，而逕引後儒之

說。凡此對賈疏均甚不公。彭教授舉〈鄉射禮〉三例、〈大射儀〉三例以說明此一問

題。彭教授復謂鄭注亦間有受此對待，並舉〈鄉射禮〉二例為證。37 
（3）引用文獻不當──彭教授謂若某一字句之解釋，諸家前後承襲，理應先提

及首倡此說者，然而〈士昏禮〉等五篇屢屢不循此規，引用諸說亦較為隨意，識見

甚為低下。彭教授舉〈鄉射禮〉四例、〈士昏禮〉二例以證其說。38 
（4）失於裁斷──彭教授謂凡以《正義》為名者，都有集大成之意。所謂集大

成者，必須匯集眾說，折中裁斷。匯集眾說是基礎，折中裁斷是指歸。如果僅有前

者，便是羅列資料，而非學術研究。而〈士昏禮〉等五篇之《正義》，羅列諸說每每

不足，而折中裁斷也往往欠缺，彭教授舉〈鄉射禮〉二例之胡肇昕說為證。39 
（5）前後失照──彭教授謂《儀禮》17 篇，內容繁複，但內部有「例」貫穿，

有條而不紊。《正義》為詮釋《儀禮》之作，所解所論，尤其要前後一貫。《儀禮正

義》雜出三人之手，未能細心檢照，故間有前後失照之處。彭教授舉〈士昏禮〉三

例、〈鄉飲酒禮〉二例、〈燕禮〉一例為說。40 
彭教授結論云： 

                                                
34  見《儀禮正義．序》，頁 1。 
35  參〈評楊大堉、胡肇昕補《儀禮正義》〉，《清華大學學報》2007 年第 2 期，頁 114。 
36  同上，頁 113-115。 
37  同上，頁 115-117。 
38  同上，頁 117-119。 
39  同上，頁 119-120。 
40  同上，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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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一書，粗讀之，竹邨（胡培翬──引者）之文與楊（大堉──

引者）、胡（肇昕──引者）所補渾然如一；細審之，便知兩者高下懸隔，

豈可一概而論。梁任公諸前賢表彰《正義》，未知諦審其間異同否？41 

彭教授謂胡培翬之文與《士昏禮》等五篇高下懸隔，殊為卓識。彭教授又云： 

據本文開頭稱引之資料，「書中有『堉案』及『肇昕云』者，即二君之

說，餘皆先叔父原稿」。據此，則〈士昏禮〉等五篇，胡培翬已有初稿，但

未及進一步整理。然楊、胡補《正義》之缺憾，部分出現在楊、胡氏之案語

中，但大多出在其外。可見胡氏之初稿部分，問題也不在少數。如此，上述

問題屬於竹邨本人，抑或屬於楊、胡二氏？鄙見以為，胡氏初稿所引諸家之

說，與其完稿部分相比，數量極少，故可推測其尚未采擷殆盡。竹邨若有機

會將此工作做完，某些問題可得以糾正。楊、胡氏作為續補《正義》者，居

然未能發現初稿中之諸多缺憾，甚至新增某些低級錯誤，二氏《儀禮》學之

水準究竟如何，筆者不得不存疑也。42 

彭教授謂胡培翬「初稿所引諸家之說，與其完稿部分相比，數量極少」，其說是也。

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亦謂〈士昏禮〉諸篇雖亦有胡培翬之意見，然比

例甚少，故與其他各篇體例牴牾之處甚多。43 陳君認為胡培翬逝世後，楊大堉以胡

肇昕輯本為基礎，補編而成今見之〈士昏禮〉諸篇，胡培翬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

逝世，而《正義》則於三十年（1850）開始校刊，估計〈士昏禮〉等五篇，乃在極

倉促下完成，考證之質素及體例之系統，均無法與胡培翬親自完成之十二篇相比44，

其說近是。趙之謙（1829-1884）《漢學師承續記》曰：「戶部（案即胡培翬）之撰《儀

禮正義》也，未成而感疾，命之（胡肇昕──引者）補作，及書成，為戶部刻之，

攜摹至江寧，戶部弟子楊大堉實任校讎，及刻成，則某（楊大堉──引者）竊君（胡

肇昕──引者）按語為己有，君見之夷然不問也。」45 陳君曙光據趙氏之說，懷疑

                                                
41  同上，頁 121。 
42  同上，頁 121-122。 
43  見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8。 
44  同上，頁 99。 
45  趙之謙撰，漆永祥整理：《漢學師承續記》，《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第 7 輯，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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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存「堉案」之語句，亦很可能出自胡肇昕之手。46 陳君所疑，似為非是，蓋

〈士昏禮〉諸篇之禮說，有異於由胡肇昕協助采輯、排比、校寫之〈士冠禮〉、〈士

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諸篇，非出自胡肇昕觀點者似甚多也。

且〈士昏禮〉諸篇引述肇昕者，皆書「胡氏肇昕曰」，所述逾一百條，而楊大堉之案

語則約二十條，楊氏似無盜竊胡肇昕之按語也。 
楊樹達（1885-1956）《積微翁回憶錄》云： 

閱胡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為楊大堉補撰，條理不明，遠遜胡著。

法則在前，不肯遵循，乃自作聰明，甚矣，人之智力不可強同也！47 

蒙文通（1894-1968）亦云： 

（《儀禮正義》）書內部分是作者死後他的弟子楊大堉將作者稿本加以整

理補成此書，這部分就差一些。48 

楊、蒙二氏所指斥者，均為署名作「受業江寧楊大堉補」之《士昏禮》等五篇。由

胡肇昕協助采輯、排比、校寫之〈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公食大夫禮〉、

〈覲禮〉諸篇，則無人指斥，水平似遠在〈士昏禮〉等五篇之上，足證胡肇昕之禮

學造詣，實高於楊大堉也49。 
柳向春〈《儀禮正義》成書考〉一文，據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之說，謂〈士

昏禮〉等五篇，胡培翬亦有初稿，胡肇昕、楊大堉僅為增補校正而已，故此五篇之

作者署名，或可改題為「績溪胡培翬學，受業績溪胡肇昕增補、江寧楊大堉校正」50。

陳功文〈胡培翬《儀禮正義》撰著考論〉51所言與柳氏大致相同。陳曙光《胡培翬

〈儀禮〉學研究》認為胡培系所記較接近事實，〈士昏禮〉等五篇之初稿基本由胡肇

昕所輯52。本文則以為胡肇昕所完成者，為〈士冠禮〉、〈士相見禮〉、〈聘禮〉、〈公

                                                
46  見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8。 
47  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09。 
48  見蒙文通：〈對《辭海》徵求意見稿經學條目所提意見〉，《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頁 277；又參湯志鈞：〈蒙文通先生與《辭海》〉，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北

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31。 
49  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7 亦謂胡肇昕嘗校正胡培翬《儀禮正義》之錯誤，與門人胡

宣鐸合撰《儀禮正義正誤》一書，按理胡肇昕對《儀禮》各篇之熟悉程度，應遠在楊大堉之上。 
50  見柳向春：〈《儀禮正義》成書考〉，《文獻季刊》2005 年第 3 期，頁 203。 
51  參陳功文：〈胡培翬《儀禮正義》撰著考論〉，《古文獻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142-145。 
52  詳參陳曙光：《胡培翬〈儀禮〉學研究》，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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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大夫禮〉、〈覲禮〉諸篇之采輯、排比、校寫工作；至於胡肇智所謂未卒業之五篇，

肇昕僅完成部分采輯、排比、校寫工作，大部分工作則由楊大堉完成。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YILI ZHENGYI 

 SIN CHOW YIU * 

Abstract The Yili zhengyi 儀禮正義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the contribution of 
Hu Peihui 胡培翬, yet Lu Jianying 陸建瀛 reported that five of its passages “Shi 
hunli” 士昏禮, “Xiang yinjiu li” 鄉飲酒禮, “Xiang sheli” 鄉射禮, “Yanli” 燕禮 
and “Da sheyi” 大射禮 were actually written by Hu’s student Yang Dayu 楊大堉. 
Similar stories are echoed by Hu’s nephew Hu Zhaozhi 胡肇智 and his brother 
Hu Peixi 胡培系, although the latter also mentioned the effort of another nephew 
of Hu named Hu Zhaoxin 胡肇昕. Liu Xiangchun 柳向春, author of the Yili 
zhengyi chengshu kao 儀禮正義成書考, declares accordingly that the authorship 
of the five passages may well be shared among Hu Peihui, Hu Zhaoxin and Yang 
Dayu. While Chen Gongwen’s 陳功文 Hu Peihui Yili zhengyi zhuanzhu kaolun 
胡培翬儀禮正義撰著考論 agrees with Liu, Chen Shuguang’s 陳曙光 Hu Peihui 
Yili xue yanjiu 胡培翬儀禮學研究 put more weight on Hu Peixi’s account, 
believing that the five passages were first drafted by Hu Zhaoxin. The present 
article, on the other hand, believes that the passages Hu Zhaoxin put through are 
actually “Shi guanli” 士冠禮, “Shi xiangjian li” 士相見禮, “Pinli” 聘禮, “Gongshi 
dafu li” 公食大夫禮 and “Jinli” 覲禮. The five passage that Hu Zhaozhi did not 
finish were largely completed by Yang D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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