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子與降等──儆居學派論為人後者之親服 

吳飛* 

摘要 

為人後是喪服禮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不僅在歷代禮學家當中有激烈的爭論，

而且經常影響到君位傳承的大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一個關鍵的入手點是為人後

之親服。《儀禮．喪服》中談到了為人後者的一些親服，但另外一些就沒有談到了。

這些親服當如何服，歷代分為三派，分別以鄭玄、馬融、敖繼公為代表。清代禮學

家力辨其說，段玉裁、胡培翬等人都有很大貢獻，而到儆居學派，黃以周、張錫恭、

曹元弼相繼發揚了鄭玄、賈公彥的說法，特別是到曹元弼將為人後之服分為若子與

兩等兩類，將小宗宗法與喪服制度結合起來討論，認為為人後者當於所後者若子，

於自己所屬之小宗降等，最終清楚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並對明代大禮議雙方都給出

了公允的評價。 

關鍵詞 

為人後  若子  降等  儆居學派 

為人後之服是喪服禮制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涉及到對整個喪服制度乃至宗法

制度的理解，不僅歷代禮學家討論極多，且往往關係到君位傳承的大問題，經常成

為國家禮制的討論焦點，至明代大禮議達到了頂峰。到了清代，禮學昌明，大家輩

出，對為人後之禮的討論也非常熱烈，水平遠遠超過了明代。如毛奇齡（1623-1716）、

程瑤田（1725-1814）、褚寅亮（1715-1790）、段玉裁（1735-1815）、胡培翬（1782-1849）、

夏炘（1789-1871）等多有新見。到了清末，黃元同先生（名以周，1828-1899）對

先儒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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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精練但有力的批判，張聞遠（名錫恭，1858-1924）與曹叔彥（名元弼，1879-1953）

兩先生發揚師說，對先儒諸說做了系統的總結與澄清。張先生有〈讀胡氏儀禮正義

二〉、〈宋濮議論〉、〈漢廟制論〉、〈親死不得為人後議〉等文章討論相關問題，曹先

生則在《禮經校釋》中備述為人後之禮。其後曹先生在《禮經學》中，張先生在《喪

服鄭氏學》中，都對此做了系統的概括。筆者認為，兩位先生發前人所未發，解決

了禮學中聚訟紛紜的一個關鍵問題，對濮議、大禮議等禮制難題的討論，也做出了

極大的貢獻。 

《儀禮．喪服》中關於為人後的有這樣幾條服制： 

一、〈斬衰章〉：「為人後者。」傳： 

為所為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二、〈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 

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

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

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

後大宗。 

三、〈大功章〉：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四、〈殤小功章〉：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五、〈小功章〉：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六、〈記〉：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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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禮記．喪服小記》中又有相關的一條：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歷代為人後喪服之爭論，均圍繞此七條展開。下文談及此上七條，均以以上標號指

代。 

為人後之喪服聚訟紛紜，頭緒甚繁。看上去，爭論似乎往往集中於前兩條，即

為人後者當如何對待所後者與本生父母。但若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不能僅在第一

和第二條上做文章，其關鍵反而在對第五、第六條的討論上。第六條道出了為人後

之服的兩個關鍵詞：降等、若子。為人後之服的癥結，即在於如何理解這兩個詞。 

要之，為人後之喪服所爭，不過「降等」與「若子」兩端。為本生父母降等，

為所後父若子，這就是前兩條的服制。若子，因重所後之大宗，由尊尊之義而來；

降等，是因尊尊而抑親親，故不得不降本生父母，其意瞭然。此理雖明，而明世宗

（朱厚熜，1507-1567）、張璁（1475-1539）等不行此禮，以為世宗入承大統不是為

人後之禮，以致以親親害尊尊。欲知世宗非禮之處，須明宗法體制中，並非僅為所

後父母若子，也並非僅為本生父母降等。降等者有昆弟、姊妹等，若子有所為後之

兄弟之子，此經記中所見。為人後之禮，《儀禮》、《禮記》中雖有七條之多，卻仍有

很多未能講到之人，比如為祖父母、叔父母等。對這些人當服何服，就成為歷代爭

論的焦點。張聞遠先生在評論胡培翬《儀禮正義》時，即以胡氏對第六條的解釋進

入，批評自敖繼公（元人，生卒年不詳）至胡培翬對為人後之親服的理解。其後，

曹叔彥先生進一步發明其義，將為人後之親服說得更加明晰，由此而有了對為人後

喪服之制，以致宋明議禮的一個新看法。 

（一）親服三說 

為人後之親服，禮學中大抵有三派主張。 

第一派是鄭玄（127-200）的說法。前述第五條「為人後者為姊妹適人者」，言

姊妹而不言姑，與〈喪服〉中「姑姊妹」往往連言之通例不合，先儒疑其必有因，

而有不同說法，並以此推斷為人後者餘親之喪服。鄭君以為，「不言姑，舉其親者，

而恩輕者降可知也。」1 鄭意似乎以為姑亦當降，但並非執定之辭，降不降、如何

                                                 
1  本文所引十三經注疏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經注疏》本，下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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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當視具體情況而定，但皆可由恩輕重推出。 

陳銓（生卒年不詳）說：「姑不見者，同可知也。猶為人後者為其昆弟，而不載

伯父，同降不嫌。」2 陳說似由鄭說發展出來，卻失去了鄭說的彈性，而執定姑必

與姊妹同為降等。陳氏此說僅能解釋為姑服，而不能解釋餘親之服。 

賈疏發明鄭說，卻與陳氏不同。但賈氏的意思，主要見於對第六條的疏中。他

疏解「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說：「謂支子為大宗子後，反來為族親兄弟之類

降一等」；解「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說：「此等服，其義已見於〈斬章〉」。賈

氏認為這兩句記文完全沒有問題，第一句中的「兄弟」不是指親兄弟（因〈喪服〉

中一律稱親兄弟為「昆弟」），第二句中的「若子」，指的是大宗之親，同於〈斬衰章〉

傳所說的「為所為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從與

下列兩派的對比中就可看出，以第六條第一句指為本親族兄弟降等，第二句指為大

宗親若子，就嚴格遵循了鄭氏之說。其詳細發明，見後文的儆居學派3諸儒。 

第二派以馬融（79-166）為代表。馬融以為：「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
4 若以馬融此說而推，則惟有一體之親降服，而〈喪服〉中所列出的為人後者親服，

包括父母、昆弟、姊妹，均為一體之親，餘親不列，以其皆非一體之親。此說給出

了相當強的理論解釋，勝過陳銓所謂「同可知也」的簡單推論。5 

第三派以元儒敖繼公為代表。敖氏同樣注意到，〈喪服〉經中所列為人後者之親

服僅限於一體之親，但他的解釋卻和馬融不同：「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

所以然者，以其與己為一體也。然則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

之親疏為服，不在此數矣。」6 敖氏給出的，也是一個相當強的理論，即認為，除

去所列出的三種親服是從本服降一等之外，餘皆按照此人於所後之人的親疏遠近為

服，這樣就有可能降的不止一等，但也有可能根本不降。 

比如表一所示，趙伯、趙叔為趙祖之二子，趙姑為趙伯之妹、趙叔之姊。趙伯

無子，趙甲若出後為趙伯之子，為其父並己之昆弟姊妹（趙弟、趙妹）並降一等之

服，而趙姑仍為其姑，不降服；同樣，趙祖仍為其祖，亦不降。設如表二所示，錢

                                                 
2  杜佑：《通典》，卷 92〈凶禮十四〉，中華書局點校本，第 3 冊，頁 2502。 

3  儆居學派之名，從徐世昌《清儒學案》，指定海黃薇香、黃元同父子及其弟子之學派。 

4  杜佑：《通典》，頁 2502。 

5  亦見《通典》同卷，頁 2502。 

6  敖繼公：《儀禮集說》（長春：吉林出版集團影印四庫全書本），卷 11 下，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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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甲為錢子乙之從曾祖世父，錢子乙出後為錢父甲之子，若依降等之服，則為錢姑

乙服小功，若依若子之服，則為錢姑乙服緦麻。 

 

表一 趙氏宗親表 

趙祖 

趙伯 趙姑 趙叔 

無子  趙甲 趙弟 趙妹 

 

表二 錢氏宗親表 

錢曾祖 

錢祖甲 錢祖乙 

錢父甲 錢父乙 錢姑甲 錢父丙 錢姑乙 錢父丁 

無子 錢子甲  錢

子

乙 

錢

子

丙 

錢

妹

甲 

 錢

子

丁 

錢

子

戊 

錢

妹

乙 

 

比起馬融來，敖繼公就考慮得周詳了很多，因為他意識到，因所生父與為後父

同在一宗，故一個親屬可能無論從本生父母這邊算，還是為後父母那邊算，都在五

服之內，在五服內的位置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必須考慮到這一層。馬融未能考

慮到這一層，故其說雖能解趙家之服，卻無法解錢家之服。 

敖氏以同樣的理論來解釋第六條，即〈記〉中的「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首先他以為，為人後者為兄弟降一等，指的都是同父兄

弟，那麼，這一條就和第三條，即〈大功章〉「為人後者為其昆弟」相同，既然相同，

爲什麽重出？而且如果只是為同父兄弟，則應該只有一種情況，即未出服期，出後

降一等為大功，直接如〈大功章〉言降為大功即可，何必說「降一等」？敖氏解釋

下一句「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時，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煩，於是他認為「若子」

二字為衍文，此處說的是「於所為後之兄弟若子」，敖氏解釋為「凡己所降一等之外

者皆是也，其有服若無服皆如所後者親子之為」。仍以錢家為例，錢子乙出後為錢父

甲之子，錢父甲必無子，而錢子丙與錢妹甲俱降一等為大功，則若子者當指錢子甲、

錢子丁、錢子戊、錢妹乙，為錢子甲大功，為錢子丁、錢子戊、錢妹乙小功。此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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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可通，但有兩個問題：一是改了〈記〉文，一是認為一條之中的兩個「兄弟」

所指不同。 

清儒段玉裁、胡培翬等人皆從敖說。胡氏於「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一條

釋云：「敖氏此說極是，後儒多駁之，由未明《儀禮》後大宗之義耳。」文長不具錄，

僅列其主要理由：古者為人後惟後於大宗。故於大宗之正親、外親、旁親，服之一

如親子，服術以所後為斷，不以本生為斷，正如孟子所云：「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重大宗以抑小宗，即一本之矣。惟為父母、昆弟、姊妹降一等，以其為一體之親。 

胡氏以為，馬鄭皆誤。馬融以為除一體之親外皆不降，失其抑小宗之義，而鄭

君以為「舉姊妹可以該姑」，似姑亦或降。陳銓之誤來自鄭注，而賈疏云：「本宗餘

親皆降一等」，更是誤導後人。 

胡氏又引用汪均之（生卒年不詳）之說，解釋後人何以被誤導。古者惟後大宗，

而後世「無論大宗小宗，皆為置後，甚至有利其貲產，舍大宗而爭為小宗後者」。出

後之後，不忍為本宗無服，故紛紛增議，以本生降一等為服。7 

於〈記〉之一條，胡氏卻不再從敖說，而以為〈記〉文無誤。既如此，則〈記〉

文二句「一言其本宗服，一言其所後服，兩兩相應。」則於本生降一等，於所後若

子，似乎與前說已不同。胡氏遂又不得不把第一個「兄弟」釋為「昆弟」，為同父昆

弟，則與〈大功章〉重出，於是引段玉裁說，以為此處兼姊妹言，而〈大功章〉不

兼姊妹，此處言報，而〈大功章〉不言報。而第二個「兄弟」只能是族兄弟，以出

後父無他子。此說雖避免了敖氏改經之弊，卻仍頗為牽強。8 

敖氏一系的說法長期佔統治地位，但也多有生疑者。如褚寅亮就指出：「假使爲

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9 如表三中所示李氏，李庚出後

為李父甲，按照為後之宗算，其本生祖李祖庚和曾祖李曾丁俱無服，似乎於情難安。 

（二）黃張辨敖說之誤 

對以上所列三說，黃元同先生有一個非常精當的評價：「馬說失之厚，敖說失之

薄，鄭說為長。」10 馬氏以為除一體之親外皆不降，所以過厚；敖氏以為除一體之

                                                 
7  以上所論，具見胡培翬：《儀禮正義》，卷 24，頁 1532-1535。 

8  見《儀禮正義》，卷 25，頁 1583-1585。 

9  褚寅亮：《儀禮管見》，卷中之 5。 

10  黃以周：《禮書通故》，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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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外，皆依所後大宗而為服，所以過薄。二說雖看似相反，卻都以為餘親之服有一

定之法，思路很類似。鄭氏說當從姊妹之服推出，但陳銓以為與姊妹同服，雖從鄭

說而來，卻失去了鄭說的彈性，反而流入馬氏、敖氏的思路。 

黃先生進一步闡述其說云： 

經惟見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下〈記〉云：「為人後者於兄弟

降一等」，是降不止一體矣。賈疏「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云「本宗餘親皆降

一等」是也。段懋堂、胡竹村並申敖說，不可信。傳、〈記〉兩言「若子」，

並謂於所後之親若子，未嘗謂於所生之親，亦以所後之子服之也。 

按照「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這一條，為人後者不僅要為一體之親降等，而且要

為族兄弟降等。無論對馬說還是敖說，這都是一個相當有力的反例，因為這一條若

成立，就不可能除一體之親外皆不降，更不可能除一體之親外皆按大宗若子之服。

所以敖氏、胡氏在解釋這一條時，都顯得捉襟見肘。若如賈疏之信〈記〉，則既不能

從馬說，亦不能從敖說，更不可像陳銓那樣簡單地解釋鄭說。 

黃先生以為，〈記〉中這一條一言降等，一言若子，與經傳中之降等、若子相配

合，則承鄭注、賈疏之意，將為人後者之親服分為降等、若子兩類，而不是像馬氏、

敖氏那樣，以為親服僅有一法。 

張聞遠先生在〈讀胡氏《儀禮正義》〉第二篇11中本其師說，詳論胡氏為人後者

親服之誤。張先生的入手點，仍然是對第六條的解釋。他首先講明：「他經昆弟亦稱

兄弟，惟《禮經》必別而言之。」在《儀禮》當中，同父與同祖之兄弟必稱為「昆

弟」，而「兄弟」指小功之兄弟，這是通例。12 敖氏、胡氏之說若通，必違此例。

其次，張先生進一步指出，〈記〉是用來補經的。經中既然說過為人後者為昆弟之服，

〈記〉中怎麼需要再說一遍呢？段玉裁、胡培翬都以為，經中沒有「報」字，〈記〉

補上「報」字，故重出。但此說甚為牽強。張先生說：「按，〈不杖期章〉『為人後者

                                                 
11  光緒十二年九月，張先生完成此經學課藝，其中包括〈讀胡氏《儀禮正義》〉三篇和〈讀焦循《孟

子正義》〉，獲得超等第壹名，時張先生年僅二十八歲。黃先生評道：「《讀胡氏正義》詳述淵源，

窮搜根柢，菁華畢露，毫髮燦呈，求之於古則晁公武、陳直齋諸人未能如此精審；擬之於今，則

顧千里、嚴鐵橋、錢警石諸先生可與伯仲頡頑。閱卷至斯，喜甚佩甚。訂正為人後者為本宗降服

一條，是有關實用之學。楊氏補成其書，而《士昏禮》、《覲禮》，記中未能述燕寢殊制之說。得此

表微，胡氏亦含笑於九泉矣。」此文後收入《南菁講舍文集二集》、《清儒學案》，亦存於《茹荼軒

文集》，均可參照。本文中引文均從筆者所藏張先生手稿而來。 

12  夏炘以為，經、〈記〉體例並不相同，經中有緦麻之親亦稱昆弟。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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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父母，報』，則其昆弟姊妹皆報，可以互明，記無須補言報也。」 

釋第六條的「兄弟」為昆弟，有不合經例、重出兩大問題。但若解「兄弟」為

小功以下之兄弟，就完全無此問題，但必須改變對為人後親服的理解。張先生解云：

「〈記〉言為兄弟降一等，言為小功者降服緦麻，推此而大功以上之皆降一等可知也，

舉輕以概重耳。」本親大功以上之服皆降，這是張先生對為人後者之本親服的基本

判斷，也是他對鄭注「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和賈疏「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的闡發。 

胡氏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孟子所說的「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為人後者必須厚

大宗，抑本宗，以體現一本之意，因此必須以所後之大宗為本，本宗之親當準此為

服。但張先生指出： 

是亦未思之故也。夫以服其本宗為二本乎？則為其父母，為其昆弟姊

妹，何以不為二本也？如謂降其本服即不為二本，則於餘親之服，鄭、賈亦

云降一等，非如馬氏融不降之說也。且一本之義，於父母為尤切。服父母不

為二本，服餘親乃反為二本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不必為胡氏掩也。 

若以為僅降一等就算二本，但一體之親皆降，難道不算二本嗎？若說二本之嫌，只

有馬融的不降之說才有，而鄭、賈都以為本宗親仍要降服，故孟子二本之說不可如

此解。 

於是，黃、張兩先生辨明了馬說、敖說之誤，重新回到了鄭賈之說，結合第六

第七兩條，將為人後之服分為若子與降等兩類。但究竟哪些人當服若子之服，哪些

人當服降等之服，卻尚未詳析，有待曹叔彥先生申明。 

（三）曹叔彥論親服 

曹叔彥先生最早刻於光緒十八年的《禮經校釋》，對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四

條都有非常細緻的分析，並對先儒諸說詳加剖析，於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明世宗

大禮議問題，大量參考段玉裁〈明世宗非禮論〉，於漢代廟制、濮議，則大段徵引聞

遠先生之說，而其最關鍵的部份，仍然是對第五、第六兩條的辨析。他在張先生〈讀

胡氏《儀禮正義》〉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澄清，清楚地指出，究竟何人當服若

子之服，何人當服降等之服，後於《禮經學》的明例部份列出為人後之服例。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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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論為人後者喪服之文長達六萬多字，此處我們將以《禮經學》所列服例為綱，輔

以圖表，盡可能簡練地講出他的基本意思。 

《禮經學》中概括說：「凡為人後者於本宗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親若子。」
13 此處已分別出降等與若子二服，是對黃、張二先生之說的繼續。曹先生又云：「凡

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14 這是第二條的傳中的明文，故為人後者所降的是小宗，

而非僅是父母或一體之親。而其所在之小宗未必只有一個，所以曹先生又說：「小宗

有四，經舉父宗有定者以為例，而此外凡屬小宗者，皆可準之為服。」15 父母、昆

弟、姊妹確為一體之親，但馬、敖給出的理由都不對。《喪服經》之所以舉出這三者，

是因為為人後者必然有此一小宗，所以必有此三者之降服，卻未必有其他小宗。若

有其他小宗，為人後者自當降服。所以說：「為人後者小宗降服多少不定，則不悉著，

皆省文互見。鄭君熟於互見之例，故能得降等、若子兩服不相互之旨。」16 下更詳

釋其例。 

之所以會有為人後之禮，是因為宗法體制中的大小宗之分。大宗無子，取小宗

之支子後之。而小宗有四，有繼禰宗，有繼祖宗，有繼曾祖宗，有繼高祖宗，但並

非人人皆備四宗。曹先生云： 

然則别子為祖，别子之嫡子為大宗，别子之庶子皆宗之；至别子庶子之

子，則以别子庶子之長子為宗，所謂繼禰之宗，並大宗，是為大宗一小宗一；

别子庶子之孫，則又以别子庶子長子之子為宗，所謂繼祖之宗，與從兄弟為

宗者也，而别子庶子之眾孫，又各以親兄弟之長者為禰之宗長，大宗一小宗

二；别子庶子之曾孫，又以其長曾孫為繼曾祖之宗，是與再從昆弟為宗者；

而别子庶子之眾曾孫又各以其從兄弟之長者為祖宗，以其親兄弟之長為禰

宗，是大宗一小宗三；至别子庶子之元孫，又以其長元孫為宗，所謂繼高祖

之宗，與三從兄弟為宗者，而别子庶子之眾元孫又各以其再從兄弟之長者為

曾祖宗，其從兄弟之長者為祖宗，其親兄弟之長為禰宗，是為大宗一小宗四。

故人備五宗者，須至别子庶子之元孫。17 

                                                 
13  曹元弼：《禮經學》，宣統元年刻本，卷 1，頁 30。 

14  曹元弼：《禮經學》，卷 1，頁 28。 

15  曹元弼：《禮經學》，卷 1，頁 60。 

16  曹元弼：《禮經學》，卷 1，頁 51。 

17  曹元弼：《禮經校釋》，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卷 15，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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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李家之宗法釋之：李太祖有二子，李高甲，李高乙，李高甲為嫡子，持重

大宗；李高乙為別子，於是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李曾甲乙為李高乙之子，僅有繼

禰宗，而無其他小宗，為大宗一小宗一；李祖庚辛為李曾丁之子，既有繼禰宗，又

有繼祖宗，為大宗一小宗二；李父庚辛為李祖辛之子，有繼禰宗、繼祖宗，也有繼

曾祖宗，為大宗一小宗三；至李父庚辛之子，則兼備四小宗，而為大宗一小宗四矣。

大宗每一代之別子，如李曾乙、李祖乙、李父乙，皆另立一小宗，其子均僅有繼禰

宗，為大宗一小宗一，其子孫之宗，以此類推。為人後者為本親服當何服，即取決

於他有幾個小宗。曹先生更詳釋各種情況，請仍以李氏宗族言之。 

曹先生曰：「或祖爲大宗，而惟父爲小宗，當降。」這指的是只有一大宗一小宗

的情況，如李父甲無子，李父乙之次子李乙出後為李父甲之子，則降其本生父李父

乙及其妻之服，降昆弟李甲之服，餘親皆服若子之服，而其姑李姑甲之服不變，因

無論出後前後，她都是李子甲之姑。（見表四至六） 

「或曾祖爲大宗，而祖父皆爲小宗，當降。」設以李丙為李父甲之後，而李丙

不僅降其父李父丙之服，且應降其祖李祖乙之服一等，亦降其姑李姑乙之服一等，

餘皆不降。（見表七至九） 

「或高祖爲大宗，而曾祖祖父皆爲小宗，當降。」如以李丁入繼大宗，則不僅

降其父李父戊，且降其叔父李父丁，其祖李祖丙，從祖李祖丁，並曾祖李曾乙，以

其與大宗共高祖也。（見表十至十二） 

以上皆非備五宗者。 

「備五宗者而爲人後，則太祖之宗爲大宗，而已之高曾祖父皆爲小宗，當降。」
18 如以李庚為李父甲之後，則其四小宗皆降。父李父辛，同父兄李子己，妹李妹甲，

皆與己同為繼禰宗，降一等；其叔父李父壬，姑李姑丙並屬己之繼祖宗，亦當降一

等；其曾祖李曾丁，從祖李祖辛，從祖叔父李父癸，從祖姑孫姑丁，皆屬己之繼曾

祖宗，當降一等；李高祖乙，李曾丙，李祖戊，李祖己，李父己，李父庚，均屬己

之繼高祖宗，亦當降一等，餘親均為李高甲之後，並服若子之服。（見表十三至十

五）19 

                                                 
18  曹元弼：《禮經校釋》，卷 16，頁 26。 

19  黃式三先生嘗述張橫渠說：「五服之內不許為後。」五服之外若為人後，則必為不孝之人，孔子在

《禮記．射義》中的所謂「與為人後者」，其意或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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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人後喪服之禮意 

自黃元同先生，經張聞遠先生，到曹叔彥先生，終於將注疏中的為人後之服徹

底講清楚了，而其中的禮意在上面繁複的圖表中也可以顯露出來。喪服的基本禮意，

不過親親與尊尊兩端。若子之意在於重大宗以尊尊；降等之意，在於以大宗抑小宗，

首重尊尊，卻不可沒其親親。諸儒之所以在為人後問題上爭論不清，就在於無法平

衡尊尊與親親的關係。 

段玉裁〈明世宗非禮論〉立論極精。段氏指出，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不易之論，

明世宗入繼大統，當以武宗為父，世宗與張璁之論悖禮之甚；但同時，段氏又指出：

「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爲人後者，未有改其父稱，而伯父、叔父之者也。」20 張璁等

人以親親害尊尊21，程子（程頤，1033-1107）、楊廷和（1459-1529）等人以尊尊沒

親親，均有不妥處。故段氏云：「天性之父子，不奪於受重之父子，而易其名。受重

之父子，不狃於天性之父子，而去其實。」然段氏僅就仲嬰齊之事立論，未能講明

此中的道理。 

若以曹氏為人後之服視之，則此中禮意瞭然。其根本問題即在於，為人後者為

本生父母之服並不是為伯叔父母之服，而是降等之服。如程子、楊廷和改稱之說，

將本生父視同伯叔父，初看似亦可通，僅因出後者之本生父與所後父恰好為同父昆

弟，如李子乙入繼的情況。以此看來，程子、楊廷和之說竟以為本生父亦當按照大

宗若子之服，而被稱為伯叔父，以喪服學視之，竟連一體之父母均以若子之服服之，

尚没有達到敖繼公的水平。 

如李丙、李丁、李庚入繼，其本生父與所後之李父甲分別為從昆弟、從祖兄弟、

族兄弟，如服以若子之服，則所降不止一等，如李庚之情況，甚至於本生父無服。

但為人後之子不論本生父與所後父之親疏，均應為本生父服齊衰不杖期。 

聞遠先生於〈宋濮議論〉云：「蓋以不貳斬者，全所後之尊尊，而以稱父母者，

不没所生之親親也。」22 叔彥先生更於《禮經學》中明其例云：「凡為人後者降其

                                                 
20  段玉裁：〈明世宗非理論五〉，收入《經韻樓集》卷 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點校本），

頁 254。 

21  張璁在奏議中，總說楊廷和等人是想讓明世宗「與為人後」，有意混淆「與為人後」同「為人後」

的區別，其用心可見一斑。 

22  張錫恭：〈宋濮議論〉，收入《茹荼軒文集》，封氏簣進齋民國十二年刻本，卷 10，頁 21-22。 



《能仁學報》第十五期 

 

148

小宗之服，不改其本親之名。」23 

若子與降服兩端明確區分，看上去極為繁複，卻最好地體現了宗法與喪服制度

中的尊尊與親親二義之間的關係。以親親害尊尊，則大統不立；以尊尊沒親親，則

人情難安。而儆居學派的最後結論，卻正是回到了歐陽修（1007-1072）在〈濮議〉

中表達的觀點： 

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扵至仁，則

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扵制服也，

為降三年以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扵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絶者，以仁存也。24 

 

 

 

 

                                                 
23  曹元弼：《禮經學》，卷 1，頁 54。 

24  歐陽修：〈濮議〉，卷 4，收入《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點校本），第 5 冊，頁 1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