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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透過郝敬的《禮記通解》及相關著作闡抉其禮學主張暨《禮記》
學論點，同時置諸明代經學之研究脈絡，勾勒晚明禮學發展之大較。研究所
得的結果為：郝敬聯貫《五經》、《四書》、《三禮》而成的「九經」體系，蓋
由其「以《記》為正」之禮學主張引導建構；並藉〈大學〉、〈中庸〉之回歸
「四十九篇」涵括《四書》，而以《禮記》做為併合《五經》與《儀禮》、《周
禮》及《論語》
、
《孟子》之樞軸，體現其禮學視野下之經學觀。次揭郝氏「反
訓詁而宗《論語》」、「切日用而因人情」之禮學主張，同時經由《通解》「訓
詁之士，鑿以附會；理學之家，割以別傳」之撰作動機，闡釋其「駁難鄭玄」
及「〈學〉
、
〈庸〉回歸」諸論點之潛在預設。前者蓋延續明代《禮記》學研究
中「去鄭玄化」之脈絡傾向，並將其推向極端，象徵明人始終意欲擺脫「禮
是鄭學」之制約心態。後者則藉〈中庸〉之回歸宣揚其「闢佛」之主張；藉
〈大學〉古本之回歸攻訐朱子之《章句》
〈補傳〉
。一方面針對晚明王學流行所
致二氏竄走科場之現象；一方面挑戰朱子《四書》學之正統地位；同時因四
十九篇「全貌」之恢復，預啟了日後註解《禮記》時對「原典文本」的要求。
在晚明宋學依舊、漢學漸興的學術環境中，
《通解》之駁鄭難朱表現了郝敬不
專主漢、宋的批判立場，亦彰顯其《禮記》研究徘徊在傳統與新變中之鮮明
特色。

關鍵詞：郝敬、
《禮記》
、明代、駁鄭、
〈學〉
、
〈庸〉回歸

-----------------------------------------2016 年 6 月 20 日收稿，2017 年 3 月 10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8 月 14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本文承蒙《漢學研究》匿名審查委員之悉心指正，惠我實多，謹致由衷之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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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字仲輿，號楚望，1558-1639）作《九部經解》
，年六十二而書始
1

「三百年來，雕龍繡虎，作者實繁，而含經味道，
行， 為其晚年力著，蓋嘆：
2

羽翼聖真，寂乎無聞」， 頗有以道自任之意味，故又云：「某一介腐儒，有
3

志未酬，十年閉戶，揣摩粗就，而瓠落無用，抱璞求沽」， 復見郝氏對書成
「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
之自負，日後更贏得黃宗羲（字太冲，1610-1695）
4

為巨擘」 的美譽。至於特取《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
《儀禮》
、
《周禮》
、
《論語》
、
《孟子》九經為解，不惟與《四書》
、
《五經》有別，
亦與正德、嘉靖以來屢刊之《十三經注疏》不同。郝敬雖解釋道：
「經五而九
何也？《三禮》皆禮也，《論》、《孟》皆傳也，猶之五也，五用九，天則
5

6

〈乾．文言〉
：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 而
也」
， 卻僅交代了數用九來自《易》
未詳加道出擇取《儀禮》
、
《周禮》
、
《論語》
、
《孟子》四經的緣由。其中關竅，
蓋可由郝敬的《禮記》學論點尋繹，仲輿主張〈大學〉
、
〈中庸〉應自《四書》
回歸《禮記》，其云：「自二篇孤行，則道為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
7

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 可知郝敬的回歸主張非徒以

-----------------------------------------1 敬自云：
「（《九部經解》）起草於乙巳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
見明．郝敬，
〈九部經解叙〉
，
《小山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濟南：
齊魯書社，2001）
，卷 6〈雜著〉
，頁 96。書成後六年，纔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
刊行。
2 明．郝敬，〈送九經解啓〉，《小山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卷 7
〈尺牘〉，頁 114。
3 同上註。
4 清．黃宗羲，
《明儒學案》
（《黃宗羲全集》第 8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卷 55〈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頁 654。
5 明．郝敬，〈九部經解叙〉，《小山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卷 6
〈雜著〉，頁 96。
6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卷 1〈乾．文言〉，頁 16。
7 明．郝敬，
《禮記通解》
（《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書前〈讀禮記〉，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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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中之二篇等而視之，乃是以〈學〉
、
〈庸〉為四十九篇之樞要，故註解
《禮記》時特於二篇前另加〈大學總論〉及〈中庸總論〉
，並一再重申此意云：
「更贅以〈大學〉、〈中庸〉，在《論》、《孟》得此，未必增重；在《禮記》失
8

此，則四十二〔七〕篇都無根蔕」。 就郝敬對〈學〉、〈庸〉之看重，再合九
9

經中之《論》、《孟》以觀，《四書》已然涵括其中， 差別只在孰為輕重之
10

、
《孟》皆傳也」
，實則乃以另種方式納入《四書》，
緩急次第。 故所謂「《論》
思為周全其九經之體系，此方為郝氏未明言之潛在預設也。
換言之，郝敬雖然解構了《四書》的詮釋系統，使〈學〉、〈庸〉與之脫
鉤，但九經中仍盡數保留了舉業諸經，故蔣秋華即根據《九部經解》的刊行
時間云：
「這是先刻當時科考所用的五經，再及其餘四經，其刊刻與所述論撰
11

的次序略有不同。」 《五經》先行，代表郝敬仍顧及現實之制義考量；然
九經中見收《儀禮》
、
《周禮》
，則非《四書》
、
《五經》所固有，宜據郝氏之禮
學觀相續推闡。仲輿雖云：「《三禮》皆禮也」，然其所謂「禮」，實有層次之
別，〈九部經解叙〉載：
（或問曰）：「次《禮》，何也？」「記也，非經也。」
「次《儀禮》，何也？」「儀也，非禮云也。」

-----------------------------------------8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
卷 4〈中篇〉，頁 784。
9 按：董玲以為：
「郝敬在注經解經的過程中，獨尊《論語》
，重新以『五經』取代『四
書』，就更是對宋學的一種全面反動。」見氏著，《郝敬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11）
，頁 190。郝敬的九經中自有原不屬《五經》之《論》
、
《孟》
，且
〈學〉、〈庸〉亦未被摒除，以《五經》取代《四書》云云，顯非實情。另須留意郝敬
雖身處漢學逐漸復興的晚明，然所謂對宋學的反動，並不代表其主漢學的立場；尤其
表現在《禮記》的研究上，郝敬更是不遺餘力地批評鄭注，此點在後文會有更深入的
討論。
10 郝敬云：「今欲接孔氏之傳，惟以《論語》二十篇為宗，以孝弟、忠信、好學、時習
為入門，二十篇之外，不得旁走。
《孟子》七篇，為輔翼可耳。
〈大學〉
、
〈中庸〉亦是
約禮之言，併可從緩。」見氏著，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4〈中篇〉
，頁 785。可知其所認定之為學次第乃主《論》
、
《孟》而次〈學〉
、
〈庸〉。
11 蔣秋華，
〈郝敬著作考〉
，
《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
頁 608。按：敬解《易》
、
《書》在《詩》
、
《春秋》後，卻先刊行之。參同前揭書，頁
60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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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周禮》，何也？」「非周公也。」
12
「非周公而經，何也？」「昔人經之，因也。」

敬以《禮記》非經，故於《五經》中最晚作註；然向被視為經的《儀禮》
，卻
又謂其非禮；再以《周禮》非周公作而下之，敬陪末座。可知郝敬之禮學觀，
乃以《禮記》為宗，故云：
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為經，欲割《記》以為傳。夫三書皆非古
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
繁 ，未甚切日用。惟此（按：指《禮記》）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
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
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為正。今之學官守此
13
程士，良有以也。

郝氏認為《周禮》不純，間雜謀國異術，而《儀禮》不切日用，故同置於《禮
記》之後，並再三強調：
至欲引《儀禮》、《周禮》為經，屈《記》為傳。夫《記》為傳猶可，而
《周禮》、《儀禮》烏可以為經乎？萬世常行之謂經，《二禮》不行于天下
後世，今十且九矣；《二禮》詳于器，而《記》詳于義。……器者，隨時
14
變通；而義者，百世不易。

以《周禮》、《儀禮》所載禮文有時代侷限，不符「萬世常行」之旨，故不可
15

為經； 《記》則兼禮義而詳之，如〈大學〉
、
〈中庸〉等篇，故得涵融經傳，
16

為《三禮》之正。 按仲輿一再反對《周禮》、《儀禮》與《禮記》之經傳關

-----------------------------------------12 明．郝敬，〈九部經解叙〉，《小山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卷 6
〈雜著〉，頁 96。
13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1。
14 同上註，頁 75-76。
15 按：明人主張《周禮》
、
《儀禮》非經者，不獨郝敬，如黃輝（字平倩，1556-1612）
即嘗言：
「《儀禮》
、
《周禮》非經也、非疏也，然而得稱經，繫于經也。」見氏著，
〈重
刻十三經註疏序〉
，清．黃宗羲編，
《明文海》
（北京：中華書局，1987）
，卷 215〈序
六．著述〉，頁 2175。
16 按：郝敬且云：
「凡禮者，義而已，古今不同時，而禮可以義起。
《三禮》所載，不必
盡同，損益之義，百世可知。」見氏著，
《周禮完解》
（《續修四庫全書》第 78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書前〈讀周禮〉，頁 114。《禮記》詳於義，正是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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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要乃針對朱子（熹，1130-1200）之《儀禮經傳通解》，其於《儀禮節
解》便明指：
「朱仲晦欲以《儀禮》為經，夫儀之不可為經，猶經之不可為儀
17

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 重申十七篇為可損益之節文，
既可損益，便非百世不易，是以〈九部經解叙〉謂：「儀也，非禮云也」。蓋
18

郝敬之「禮」尚義， 義則常行，世代相因，方可稱「經」。故宗《禮記》而
次《儀禮》，儀之不可為經，正猶儀之不足稱禮。
要之，郝敬所謂「《三禮》皆禮也」，乃就廣義而言，有禮文、有禮義；
若加分殊，
《儀禮》
、
《周禮》殆屬禮文，
《禮記》則兼有禮義，故當以《記》
為正。然而九經中仍存《儀禮》不去，乃另有世教之考量，郝氏云：
聖學端本澄源，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故賢人用禮執其上。凡民識
卑累重，既失其大而益忽于小，鹵莽滅裂，乃禽乃獸，故凡民學禮執其下。
飲食、衣服、升降、裼襲，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微，制其外而
19
養其中。

敬註《禮記》若為「解經」
，註《儀禮》則為「用經」
，故又云：
「讀十七篇而
20

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 《儀禮節解》不專為研經士子所
21

、
《儀
設可知也， 故刊刻亦在《五經》之後。至於加入《周禮》而次《禮記》

-----------------------------------------以其為《三禮》正之主因。
17 明．郝敬，
《儀禮節解》
（《續修四庫全書》第 8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書前〈讀儀禮〉，頁 546。按：郝敬於他處亦反覆申明此意云：
「《儀禮》十七篇，禮
之節文耳，先儒欲引以為經，夫儀烏可以為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百世相
因。」見氏著，〈九部經解叙〉，《小山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
卷 6〈雜著〉，頁 96。
18 按：郝氏尚義之禮學觀，除註 16 所引，另可見《時習新知》
：
「《三禮》多後人補葺，
聖人傳禮，唯曰：
『義以為質』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大人議禮，質諸義
而已。」見氏著，《時習新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卷 6〈後篇〉，
頁 823。
19 明．郝敬，《儀禮節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85 冊），書前〈讀儀禮〉，頁 545。
20 同上註。
21 按：關於郝敬「用經」的註解立場，張曉生亦曾指出：
「郝敬是主張經學在於致用，……
更應知道他注經的主要思想立場為『道在人倫日用』，也就是說解經要從平實日用處
著眼，而經義要旨也要能為現實所用。」見氏著，
〈郝楚望生平考述〉
，
《書目季刊》
36.3(2002.1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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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郝敬則云：
《周禮》非專為禮設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周官》三百六十，惟政與刑耳。如司
徒之十二教、宗伯之五禮，亟數其物而按其蒞官行事，未有教民之實蹟、
22
孝弟仁讓之實事。故《周禮》之禮，未可為禮也。

認為《周禮》不具世教之功，亦無化民之用，「與大道相違遠矣，《六經》言
23

道德，是書專言名法」
， 故更置其於《儀禮》後。然敬亦同意是書「去古未
甚遠，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六官名法，多因先王舊典補葺成章，其
24

間馴雅正大可通行者，是先王之舊也」。 《周禮》雖於世道無補，然若因得
25

「非專為禮設」、
上古之典章精要，亦可謂善讀者。 此仲輿一面強調《周禮》
「未可為禮」，又一面倡言「《三禮》皆禮」之內在理路而待廓清者也。

26

郝敬作《九部經解》
，於《五經》外加入《儀禮》
、
《周禮》
、
《論語》
、
《孟
子》
，建構「經五而九」之九經體系，而以其禮學觀做為詮釋之樞紐。先是回
歸〈學〉
、
〈庸〉為《禮記》根柢，轉化涵納《四書》之系統；再參合《三禮》，
重新定義經傳，擢《記》而黜《二禮》；終藉其《禮記》學論點貫聯《五經》
與《四書》
、
《三禮》為《九部經解》
。此意既明，可進而闡抉郝氏《禮記》學
之實質內涵，同時將他的《禮記通解》置於明代《禮記》學之發展脈絡中，
見其特色，並與晚明學風相互發明，勾勒郝敬個人暨一代之禮學樣貌。

-----------------------------------------22
23
24
25

明．郝敬，《周禮完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78 冊），書前〈讀周禮〉，頁 109。
同上註，頁 110。
同上註，頁 109-110、112。
如郝敬云：「讀是書者，觀五官布置，經緯錯綜之意；脩內謀外，藏鋒蓄銳之機；令
行禁止，除姦剔蠧之法；課功計吏，勵精振作之權；理煩治劇，通明練達之識。秦漢
而降論吏事，未有能過之者。若夫區區辨六曹之職掌，訂簡編之殘闕，是守章句之鄙
儒、抱案牘之迂吏，烏足與譚《周禮》乎！」同上註，頁 112。
26 按：趙克生雖指出：
「但他以為《周禮》非『禮』不僅因為它為立法、設官之書，……
沒有體現出『禮教』的特徵，也就表明《周禮》沒有體現出禮義精神，不符合郝敬對
禮的定義：
『禮以義為質』
、
『凡禮者，義而已』
。這就是他為什麼一再反對『以官為禮』
的真正理由。」見氏著，〈郝敬禮學初論〉，《社會科學》2014.4: 169。卻規避了郝氏
同時亦有「《三禮》皆禮」之說，而無法有效調和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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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ະ۞ᖃጯ៍ᄃĮᖃ఼ྋį!
郝敬既認為「《三禮》以《記》為正」
，允其主要的禮學思想當表現在《禮
記》相關著作中；而敬之《禮記》論著，除《九部經解》之一的《禮記通解》
（簡稱《通解》）外，尚有《談經》中《禮記》一卷十三條。按《談經》原名
《經解緒言》
，乃仲輿於天啟年間重刊時改題，蔣秋華已指出：
「由於《九部經
解》全書過於龐大，郝敬乃將各經解的序言合併，先行刊印《經解緒言》一
27

28

書」， 故《談經》中之十三條實即《通解》前〈讀禮記〉之內容。

（一）反訓詁而宗《論語》
至於《通解》之撰作，郝氏自述動機云：
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於俗，而亡者未覩其全。蓋《記》非一世
一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之權。訓詁之士，鑿以附會；理學之家，割以
別傳。辭有醇駁，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記通
29
解》，部第五。

「訓詁之士」云云，蓋專對鄭玄（字康成，127-200）而發，即《四庫全書總
30

目》所揭：「敬作此注，於鄭義多所駁難」， 《通解》中亦時見此議，如：
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
鄭康成解《禮》多强作，俗士詑為辯愽，小有異同，輒云：「學問未到康
成地，焉敢高聲議漢儒？」
世儒耳食康成，以為知禮，不復思索，轉相傳習。凡今之禮，非古之禮，
31
皆鄭康成之禮也。

-----------------------------------------27 蔣秋華，〈郝敬的詩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2(1998.3): 263。
28 按：經本文比對，兩書所載十三條內容大致相同，僅一二用字稍有出入，未見關鍵性
之增刪或觀念之改易。
29 明．郝敬，〈九部經解叙〉，《小山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卷 6
〈雜著〉，頁 95-96。
30 清．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卷 24〈禮類
存目二．禮記通解提要〉，頁 490。
31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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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輿之特針對康成，要在病其以「訓詁」之法解《禮》，李維楨（字本寧，
1547-1626）即點出：
門人郝仲輿，……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即諸大儒訓詁，
32
世所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聖經之理而止。

「詳於博物而失之誣」一句，可謂準確掌握了郝敬之批評核心—即對訓詁
方法之不信任，蓋經之重點乃在「不失聖人之心」，是以仲輿每多強調：「漢
33

唐而下，經教之崇，無如今日。但昔之明經，茫昧訓詁，其功難」、 「苟無
34

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隨人短長，則逐處成滯矣」
、 「今議《禮》之家，
35

《通解》之
苦執章句文字，較異同，豈聖人之意！」 不尚訓詁、不守章句，
註經方式已可想見。然此種對訓詁所抱持之負面態度，卻非創自郝敬，早在
丘濬（字仲深，1421-1495）時便已挑明：「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
36

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
， 與敬之「昔之明經，茫
「世之學
昧訓詁」可謂同調；爾後王陽明（守仁，1472-1528）更趨激進道：
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
37

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
， 「考索」、
「牽制」之謂，正與敬之「苦執章句文字」同出一轍，至於漢儒之「詳於博物」
，
在陽明看來，亦不過是「淺聞小見」
；郝敬之後，猶見艾南英（字千子，1583「其最陋者，厭薄成祖文皇帝所表章欽定之《大全》
，而
1646）發揮此意云：
驕語漢疏以為古，遂欲駕馬、鄭、王、杜於程、朱之上。不知漢儒於道，十

-----------------------------------------32
33
34
35
36
37

81。
明．李維楨，〈舊刻經解緒言跋〉，明．郝敬，《談經》（《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書前，頁 637-638。
明．郝敬，〈送九經解啓〉，《小山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卷 7
〈尺牘〉，頁 114。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1。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6〈後篇〉
，頁 824。
明．丘濬，〈一道德以同俗．一〉，明．黃訓編，《名臣經濟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4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7〈禮部．儀制下〉，頁 556。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7
〈文錄四．稽山書院尊經閣記〉，頁 255。

261

黃羽璿∕郝敬的《禮記》學
38

未窺其一二也。」 艾氏所訾，雖屬制義本位之發言，然仍在反訓詁之立場
「經學
下嗤漢疏之近古；迨至明清之交，鄒漪（字流綺，1615-?）更是直言：
39

之蕪也，一靡于帖括，再荒於騷賦，三陋于訓詁」
。 是自明中葉以來，隱然
有一反訓詁之解經脈絡形成，一路發展至晚明，郝敬即在此脈絡中直對鄭玄，
並順理成章地表現在《通解》裡。若衡以乾嘉之考據標準，此法自不得《總
40

「敬乃恃其聰明，不量力而
目》青睞， 故黜其書於「存目」中，同時諷曰：
41

與之角，其動輒自敗，固亦宜矣。」 然明末的黃宗羲卻與《總目》意見相
左，大相逕庭地稱道：「《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
42

為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 《明儒學案》所論依憑當世音聲，

43

「一洗訓詁之氣」的肯定，意味著郝敬的經解並非閉門造車的一家特立之言；
反之，其對訓詁方法之否定及對漢儒暨鄭玄之檢討，則有與彼時學風交相呼
44

應者。

-----------------------------------------38 明．艾南英著，清．張符驤評點，
《天傭子集》
（《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2 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 8〈序二．皇明今文待序中〉，頁 293。
39 清．鄒漪，
《啓禎野乘．一集》
（《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4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卷 7〈郝給事傳〉
，頁 489。
40 如《總目》於敬之《儀禮節解》便直云：「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
也。」見清．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
，卷 23〈禮類存目一．儀禮節解提要〉，
頁 480。
41 同上註，卷 24〈禮類存目二．禮記通解提要〉，頁 491。
42 清．黃宗羲，
《明儒學案》
（《黃宗羲全集》第 8 冊）
，卷 55〈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頁
653-654。
43 按：錢謙益（字受之，1582-1664）有別於南雷評價而云：
「若近代之儒，膚淺沿習，
繆種流傳，嘗見世所推重經學，遠若季本，近則郝敬，踳駮支蔓，不足以點兔園之冊，
而當世師述之，令與漢、唐諸儒，分壇立墠。」見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
標校，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
《牧齋初學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卷 79
〈書〉
，頁 1707。雖不認同郝敬的學術成就，然「世所推重經學」
、
「當世師述之」
、
「分
壇立墠」等語，足見仲輿於時之地位及影響。
44 按：須加說明的是，此處所揭明人之「反訓詁」，並非置訓詁不用，乃在質疑訓詁之
法是否能明於道，合乎聖人制作之意。故李維楨強調敬之解經「要以不失聖人之心、
不悖聖經之理而止」；艾南英也明言：「不知漢儒於道，十未窺其一二也」。他如王樵
（字明遠，1521-1599）云：
「經之有說起於漢儒，不過訓詁文義；至於得經之意而能
見之用，則存乎其人。」見明．王樵著，〈今述序〉，《方麓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12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3〈序〉，頁 168。戴士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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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既無意以訓詁之法考《禮》，《通解》則取徑於義理之發揮，而以《論
語》為其宗主。郝氏云：
45

《論語》二十篇，道德之統會也。「下學而上達」五字，聖教之宗領也。
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
46
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為切近。

「由禮入」之謂，庶幾下學上達之意也。故又云：
「《三禮》諸儀文，多後儒補
47

緝，非聖人之舊。聖人惟曰：
『約之以禮』而已，若枝葉，不謂之約矣」
， 知
郝敬說《禮》乃以《論語》為依歸，又視禮文為枝葉，故特看重《禮記》中
之義理。如《知言》云：「《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為聖
48

功之本」， 《通解》復云：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四語，為四十九篇之綱，禮之本
也。……其容貌端莊，儼然若心有所思，內志惺惺，貌與心符，所謂「正
49
顏色，斯近信」也。……禮之體約而功博，如此。

先是並《論語》
〈為政〉孔子語（思無邪）同尚之，再證以〈泰伯〉曾子（參，
505-436? BCE）言（正顏色，斯近信），終歸乎其「約禮」之主張，無處不
以《論語》驗其說。是得形塑郝氏註解《禮記》之策略，乃宗主《論語》
，以
經證經，而為《通解》鮮明之解經特色也。他如解「太上貴德」云：
「太上，
50

謂聖人。貴德，謂從心不踰矩」、 解「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
有妻，有妾」云：「按《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故妻者，

------------------------------------------

45
46
47
48
49
50

伯玉，萬曆三十三年（1595）進士）云：「乃漢儒不解此理，襲經而訓詁之。」見氏
著，〈聖人論下〉，清．黃宗羲編，《明文海》
，卷 98〈論十五〉，頁 967。話中皆隱含
了漢儒訓詁無法得道之預設。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4〈中篇〉
，頁 784。
明．郝敬，《知言》
，引見清．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第 8 冊），卷 55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頁 657。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5〈中篇〉
，頁 807。
明．郝敬，《知言》，引見清．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第 8 冊），卷 55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頁 659。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1〈曲禮上〉，頁 83。
同上註，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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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判合齊體之名，其於天子則后也，以次婦、嬪下，頗不倫」
， 一引〈為政〉
注釋，一取〈季氏〉駁斥，皆據《論語》解《禮記》之明證也。然其缺失，
或即如《總目》所訐：「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則非有授受
52

淵源，不能臆揣也」
， 故仲輿註《禮記》雖以發明義理為要，仍躲不過《總
53

目》「敬之解經，率憑臆度」 之批評。

（二）切日用而因人情
「理學之家，割以別傳」，為郝氏撰作《通解》之另一契機，即《時習新
知》所云：「儒者專談心性，以為理學，摘取《禮記》〈大學〉、〈中庸〉二篇
54

為理學精蘊，合《論語》、《孟子》謂之《四書》。」 郝敬先於〈讀禮記〉反
對：
「先儒以〈大學〉
、
〈中庸〉兩篇為道學之要，別為二書。夫禮與道，非二
55

物也」、「自二篇孤行，則道為空虛而無實地」， 再於〈中庸總論〉申說：
天人性命，誠明顯微，費隱有無，皆發自此篇；明德至善，定靜安，
心意知，皆發自〈大學〉，而皆寓諸《禮》，範諸規矩，錯諸實地，
56
非空譚也。

認為以朱子為首之理學家，單行〈學〉
、
〈庸〉
，使道無可履之實地，障蔽其實
踐性。必將二篇回歸《禮記》
，以「禮」做為實踐之準則，方不致空蹈，否則
57

「離禮單提此二篇，教學者徑趨上達，轉覺下學無基」
。 鄒漪指郝敬「解《禮
58

記》，即道學之書」， 即此意也。仲輿既以禮為下學之基礎，其禮學觀自以
實踐為第一要義，故云：
「利用出入，藏身制行之要，莫急於禮。禮者，履也；
59

履者，行也」
、
「禮者，履也，行曰履，中行即禮也」
， 並稱揚「張子厚教人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同上註，卷 2〈曲禮下〉，頁 110。
清．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
，卷 24〈禮類存目二．禮記通解提要〉
，頁 490。
同上註，卷 14〈書類存目二．尚書辨解提要〉，頁 304。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4〈中篇〉
，頁 783-784。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3、74。
同上註，卷 18〈中庸總論〉，頁 459。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4〈中篇〉
，頁 784。
清．鄒漪，《啓禎野乘．一集》，卷 7〈郝給事傳〉，頁 489。
明．郝敬，
《時習新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
，卷 4〈中篇〉
，頁 794、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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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禮，正容謹節，變化氣質，此庶幾下學而上達之意」
。 而郝氏亦將此觀念
做為衡量經學之標準，其云：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
61

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
， 據此便不難理解何以《儀禮》不可
為經，蓋嫌其「枝葉繁

，未甚切日用」也。且儘管仲輿「以《記》為正」，

對於篇中所載亦非照單全收，如於〈曾子問〉便云：
禮之為用，洋洋萬殊，非盡成法可拘。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即矩，眾人以
為細微曲折皆有舊音，設局求合，故其問迂闊，而其答亦委 ，非曾子守
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議禮之家所以託而傳也，讀者裒聚而會其通、裁
62
其當焉，斯可矣。

「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即矩」者，乃指篇中孔子「隨事剖決」、「遇變而能權」
之問答表現，強調非是諸吉凶之禮原存曲折之變儀；蓋郝敬所意「聖人一貫
63

之旨」無他，惟「博文約禮」而已， 故不欲讀者深究篇中瑣屑之儀文變節，
依行仿效，其要在能「會其通、裁其當」，使之能用，並再三強調「《禮》非
64

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互相矛盾，達觀者自能折衷」
。 正由禮須
切日用，故能折衷，不因其為聖經而弗改，此郝敬之禮學思想運用在經學觀
65

而特出者。
《總目》批評《通解》
：
「經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議古？」 不知此
正為郝氏禮經學

66

之特色—為切日用，議古何妨？敬於〈曲禮上〉「臨財

毋苟得」章即重申：
「君子用禮義以為質，苟生今反古，矯世絕俗，非禮之禮，

-----------------------------------------60
61
62
63

同上註，頁 789。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4。
同上註，卷 7〈曾子問〉，頁 220。
如敬云：
「今欲統一聖真，惟守下學上達、博文約禮之訓」
、
「孔顏傳受，不過約禮」。
分見同上註，卷 18〈中庸總論〉，頁 459、明．郝敬，《時習新知》（《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子部第 90 冊），卷 6〈後篇〉，頁 836。
64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1。
65 清．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
，卷 24〈禮類存目二．禮記通解提要〉
，頁 490。
66 按：
「禮經學」做為本文之工具觀念詞彙，係指「禮學」研究意義下之《三禮》研究，
故「
《禮記》學」乃統攝在「禮經學」之範圍中。對此，楊志剛亦嘗界定道：
「它（禮
經學）的研究對象是禮經以及其它儒家經典中記載的禮，屬於經學的範疇。禮經是指
《周禮》、《儀禮》、《禮記》這三部禮書。……要而說之，禮經學即研究這些禮經的專
門之學，其主幹是『三禮』學。」見氏著，〈中國禮學史發凡〉，《復旦學報（社會科
學版）》1995.6(1995.1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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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人弗為」
， 認為不當學《記》中古禮，蓋其不全適於今世，故以「非禮之
禮」謂之；後續云：「蓋禮强世則難行，宜民則可久，此處世羣俗，毋不
68

敬也」， 强世則難行，故禮可議可改，使之切於日用則宜民，此即《總目》
所訾敬之「居今議古」，然而神聖經典之觀念亦在此主張下解構殆盡。
禮既要切於日用，常行而宜民，則其制作必因人情而調節之。故郝氏有
云：
禮以節人情，非遠于人情也。人情樂簡便而趨驕惰，不防檢則淪于禽獸，
故不得不以禮節之。若遂强之以其所難，而盡易其所安，辛苦勞頓，將并
其所謂節者棄之。……有如〈曲禮〉、〈雜記〉諸篇之煩 ，則雖日撻而
69
求，人豈從之？故人皆知放佚驕惰之非禮，而不知牽强煩 者之害禮也。

在郝敬看來，所謂因人情而節之者，是不以繁文瑣節強人施行。禮若苦人，
70

則遠於人情，必有礙其推廣，且難切日用。 在此前提下，
《三禮》不論經傳
與否，皆要能折衷、調節，方能契其所意，故仲輿批評《儀禮》則云：
「其辭
繁而事

71

，或强世而違情」
， 是以不可為經。郝氏此論，全從「用經」之立

場著眼，古禮儀文之曲折因革，似不在其考量中，故可稱為「禮的實用論」，
並云：
聖人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
知則存乎賢者。縱不知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故聖人制禮，
72
因人情而節文，小大由之，正以此。……故道者卑近平常人情而已。

踐禮即是行道，禮又因人情而作，使尋常百姓皆得時刻履之。如此，則道不
遠人，下學即是上達，是為「禮的實用論」的積極效應。郝氏又別云：

-----------------------------------------67
68
69
70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1〈曲禮上〉，頁 84。
同上註。
同上註，書前〈讀禮記〉，頁 74。
按：如解「子夏既除喪而見」章，敬即云：「故禮者，中也，先王緣人情而為制；不
然，雖賢者不能，況凡民乎？」同上註，卷 3〈檀弓上〉
，頁 135。故知郝氏所意「因
人情調節」之為用，確有便於儀節施行之考量。
71 明．郝敬，〈九部經解叙〉，《小山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3 冊），卷 6
〈雜著〉，頁 96。
72 明．郝敬著，郝洪範錄，田必成、彭大翮校，
《四書攝提》
（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
究所藏崇禎元年（1628）本），卷 2，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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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貴情，行禮不貴禮貴義。……
今之行禮者，但言不飲酒不食肉之文，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貪饕
朶頤之夫，能忍不飲食，即謂知禮；毀行敗節者，三日水漿不入口，皆稱
73
曾參。嗟夫！是烏得為禮乎！

仲輿本其實用論之立場，認為行禮貴乎有心，而非儀節之難度。
「聖人言禮不
貴文貴情」等二句，又同時暗示了敬之禮學觀，乃無意於禮文之考索，而致
力於禮義之發揮；故其言禮則重實踐，註禮則重義理、不重訓詁，鄒漪所謂
「解《禮記》，即道學之書」，在此立場下，更形顯著。
要之，本節闡釋郝敬《通解》之撰作，特揭「訓詁之士，鑿以附會；理
學之家，割以別傳」數句為論述主軸。發現其批評對象，恰為以鄭玄與朱子
為代表之漢、宋儒者，正符其師李維楨對《九部經解》之觀察：
「病漢儒之解
74

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宋儒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而自為解」
， 敬
之不專主漢、宋可知也。進而敷演其說，拈出其禮學思想中之「反訓詁」
、
「宗
《論語》」與「切日用」、「因人情」等四項特點。下則試以《通解》為依歸，
進一步闡抉郝敬之「駁難鄭玄」與「主張〈學〉、〈庸〉回歸」所引發之禮學
暨經學效應，及其與明代《禮記》學發展之關係。

ˬăᅺᙱዑϛ!
前言郝敬本其反訓詁之立場，對鄭玄多致不滿之意，今試據《通解》中
之實例評述之，以見其《禮記》研究之特色。郝敬云：
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
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
異世，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左右兩可；解
釋不得，則託為殊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强穿鑿，殊乖本初。蓋鄭以《記》
75
為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

-----------------------------------------73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5。
74 明．李維楨，
〈舊刻經解緒言跋〉
，明．郝敬，
《談經》
（《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 冊），
書前，頁 637。
75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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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輿蓋以康成之訓詁為穿鑿，然「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云云，則非實情，
因鄭玄於《禮記》向無此說，郝敬蓋欲藉此重申其《禮》非孔子（丘，551-479
76

BCE）手筆，不具聖經地位，故能折衷之信念。 郝敬向反對《周禮》、《儀
禮》為經，於四十九篇亦只言「以《記》為正」
；合稱則謂「《三禮》皆禮」，
堅不以「經」稱。蓋立基於此，方能契其「禮切日用」之說，任意裁緝，故
不屑屑於鄭注。茲舉《通解》中數例如下：
郝敬解「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數句云：
青龍、白虎、招搖等名，後世緯稗小說，非聖人雅言所執之禮。鄭康成輩
77
每屈經從緯，禮壞經訛，由訓詁始也。

認為經書之誤解殆始於訓詁之法，正與陽明「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
78

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 說相應和，況又證以讖緯乎！故郝氏於〈讀禮記〉
再批評：
「鄭康成解《禮》專引讖緯附合，……其說怪誕，非聖人立教務民義
79

之意。」 又如解「天子祭天地」章，敬云：
鄭康成言鬼神甚沓雜，祭亦煩 ，……緫之，事鬼之禮，歲無虛月，月無
虛日，果若斯，先王之治國家，鬼為政耳。大抵《傳》、《記》襍据舊聞，
彙緝成《禮》
，而鄭康成援引緯書附會，雅俗混陳，所以紛挐多端，莫適所
80
從。獨此節之言，馴雅簡要，為可信耳。

仍對鄭玄解《禮》之附會讖緯，不以為然。然而，出人意表的是，此章郝氏
竟以康成所解可信，隱然與《總目》：「大抵鄭氏之學，其間附會讖文以及牽
81

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則貫串羣籍」 相暗合，
「貫串羣籍」云
云，不過「雅俗混陳」、「紛挐多端」之正面另說。是仲輿對此章之首肯或可

-----------------------------------------76 按：如解「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章則云：
「自《六經》道喪，百家橫議，惑世誣民，
不可勝數。鄭玄之徒，一切以為聖經，附會其說，而不折諸理，可怪也！」同上註，
卷 3〈檀弓上〉
，頁 122。不滿鄭玄等不分經、記，皆以聖經視之，專事訓詁以粉飾附
會，而不敢以理質之。
77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1〈曲禮上〉，頁 101。
78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7〈文錄四．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頁 255。
79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81。
80 同上註，卷 2〈曲禮下〉，頁 115-116。
81 清．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
，卷 24〈禮類存目二．禮記通解提要〉
，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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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其駁詰鄭注自有理據，不全出偏見，故即使引讖緯附會，亦能是其可
取處。
今若根據前述，重加審視《總目》謂《通解》之議鄭「得者僅十一二，
82

失者乃十之八九」， 恐為過言。蓋如解「縣子

曰：『吾聞之：古者不降，

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章，
郝敬云：
滕伯文，滕國大夫，伯文其字也。孟虎、孟皮皆伯文之叔父，為士庶人
者也。……鄭康成拘泥「古者」之語，以滕伯為殷諸侯，其揣摩附會，
83
類此。

反對鄭玄解「古者」為「殷時」，及以「伯」為「爵稱」。其後清儒如陸奎勳
（字聚緱，1665-1740）亦斥云：「鄭註以為殷之諸侯，近鑿。……『其叔父
84

也』
，兩句文同，不應異訓，二『其』字當俱指滕伯言。」 姚際恆（字立方，
1647-1715?）同云：
「孔氏謂上『其』字指滕伯文，下『其』字指孟皮，……
85

郝仲輿謂皆指滕伯文，郝說似長。」 皆是郝說而非鄭孔，則敬之所駁，不
為私意妄斷可知也。又如解「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數句，郝敬
86

云：「鄭註謂以水澆榆白皮汁，灑地滑車。迂鑿可笑！滑車何必榆汁也？」

清儒方苞（字鳳九，1668-1749）即從郝說而釋云：
「若播榆皮之汁以澆地，
87

則車且溓土而不利于行矣。」 同駁鄭注又一例也。再如解「季子臯葬其妻，
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章，郝敬云：「君子
88

謂子臯知大體，鄭康成謂恃寵虐民，是何言與？」 鄭注蓋以孟氏之不罰為
「恃寵」
，子臯之不償為「虐民」
。清儒孫希旦（字紹周，1736-1784）乃從郝
說而詰云：
「愚謂子臯不從申祥之言者，蓋以為上有體，不欲行小惠以悅民爾。

-----------------------------------------82
83
84
85
86
87
88

同上註。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3〈檀弓上〉，頁 141。
引見清．杭世駿，
《續禮記集說》
（臺北：明文書局，1992）
，卷 14〈檀弓上〉
，頁 758。
同上註。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4〈檀弓下〉，頁 162。
引見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 18〈檀弓下〉，頁 965。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4〈檀弓下〉，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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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鄭氏以為恃寵虐民，非也。」 同駁鄭注再一例也。復如解「晉獻文子成室」
90

章，郝敬云：
「獻文子，趙武謚也。鄭康成以獻為賀，鑿也。」 反對鄭玄解
「晉」為「晉君」
，及訓「獻」為「賀」
，使句意變成「文子成室，晉君往賀」。
「獻，舊謂晉君獻于文子
清儒姜兆錫（字上均，1666-1745）同郝說而質疑：
91

而賀其成室也。陳注謂君賜，無稱獻之理。『獻文』二字，疑皆趙武謚。」
92

孫希旦亦從之云：
「愚謂獻文蓋二諡也。」 俱不以鄭注為是。要之，前揭諸
例從郝說者，自姚際恆以下，陸奎勳、姜兆錫、方苞等人，無一不是清儒，
無一不駁鄭玄；尤其精於《三禮》而專治《禮記》之孫希旦，所為駁議當具
93

代表性。 是郝氏之駁難鄭義，非徒逞私智而形臆斷，漫與康成為難，亦不
如《總目》所言「得者僅十一二」般不堪，否則有清學者豈皆無見而盲從焉？
蓋不遺餘力地駁詰鄭玄，於郝敬所處時代之經學暨禮學發展實具有學術史上
之象徵意義。
前文曾論及明中葉以後隱然有一反漢儒訓詁之解經脈絡形成，謂之「隱
然」，蓋因學風變易，漢學漸興，林慶彰即指出：
明中葉以後，學者有感於宋人之言的不合理，和經注的種種闕失，提倡漢
學的學者也日漸增多。
當時經注的兩個趨向是：其一，刻意表彰漢人的注經方式；其二，突破宋
94
人經說的束縛，而傾向漢、宋學兼採。

明代中晚期之經學發展在表彰漢學之學術氛圍下，反對漢儒訓詁之言論相對
掩斂。惟須注意的是，漢、宋之抑揚並非絕對，
「揚漢」者不見得便「抑宋」，

-----------------------------------------89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卷 11〈檀弓下第四之二〉
，頁 289。
90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4〈檀弓下〉，頁 166。
91 引見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 18〈檀弓下〉
，頁 1006。
92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禮記集解》
，卷 11〈檀弓下第四之二〉
，頁 299。
93 按：孫氏既為乾隆時期學者，亦曾參修《四庫全書》
，孫詒讓（字仲容，1848-1908）
嘗稱云：「其學求之近代，當與張稷若、江慎修相頡頏。……然精審之處，終非方靈
皋諸人所能及也。」見清．孫詒讓著，《溫州經籍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918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4〈經部．禮類．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頁 196。
94 兩段引文分別見林慶彰，
〈明代的漢宋學問題〉
，
《明代經學研究論集》
（臺北：文史哲
出版社，1994），頁 25；〈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同前揭書，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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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漢」者亦未必即「揚宋」
，郝敬之不專主漢、宋即為顯例。其註《禮記》
亦與林氏所揭「兩個趨向」背道而馳，蓋明代之《禮記》研究，自頒《大全》、
95

宗《集說》而取代古註疏後，即有「去鄭玄化」之傾向， 不因漢學復興而
96

97

有改， 所以《通解》中時見批評康成之激烈言論。 據此復觀黃宗羲「一
98

「一洗前人訓詁之習」 的稱
洗訓詁之氣」及黃宗炎（字晦木，1616-1686）
揚，便蘊涵對彼時經學發展之觀察。蓋明代註《禮記》之書，郝敬以前，乃
糾結於鄭孔訓詁之依違；延至郝敬，則直接取消鄭注而自為解，加以其切日
用而因人情調節之禮學觀，註解自向義理一端靠攏。要之，黃氏兄弟「一洗
訓詁之氣」的評價其實即隱含了對漢學之貶抑，而《禮記》學發展至晚明郝
敬時，則更明確了去鄭玄化之脈絡，仲輿將之極大化並推向極致，再再昭顯
明人亟欲擺脫「禮是鄭學」的制約心態。

αă
Ĳጯĳ
ăĲĳаᕩ!
郝敬作《通解》
，一對漢儒暨鄭玄之訓詁如前述；一由宋儒暨朱子之單行
〈大學〉
、
〈中庸〉
。敬云：
「夫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堮，

-----------------------------------------95 關於此點，拙另有專文詳述，此不贅。
96 按：林慶彰即不諱言地表明：「如從個別的經書來觀察，以《周易》和《詩經》二書
的漢學傾向最為明顯。」見氏著，
〈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
，
《明代經學研究論集》
，頁
97。意指若分經而論，諸經之間的漢學傾向並非一致。另楊晉龍亦曾考察《詩經》的
狀況而言：「明代後期的詩經學表現的是多元而不專一家，各吹各的調，漢學固然較
前面兩期為盛，但事實上只是漢學自身對比的盛，而非全面性的興盛。」見氏著，
「明
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6），頁
232-233。可知所謂漢學復興，不只各經各期之表現不同，亦未全面籠罩晚明學界。
97 如解「外事以剛日」章云：
「鄭之譸張附會，類此」
；解「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章
云：「鄭之紕繆，如此」；解「叔孫武叔之母死」章云：「鄭康成、賈公彥解禮以髦為
事親之飾，……其謬戾又何遜於武叔也」
；解「君復於小寢、大寢」章云：
「鄭據《周
禮》謂各如其命數，……其迂尤甚」
。分見明．郝敬，
《禮記通解》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7 冊）
，卷 1〈曲禮上〉，頁 103；卷 3〈檀弓上〉，頁 124、137、146。
98 清．黃宗炎，
《周易尋門餘論》
（《叢書集成續編》第 2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卷 1，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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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禮有範圍」， 離禮而道〈學〉、〈庸〉，「則道為空虛而無實地」，故當「亟還
《禮記》舊觀」，此其主張〈學〉、〈庸〉回歸之前提也。至謂回歸論之內涵，
綜觀其同，郝氏於二篇有共相兼容之理據；細究其別，又有各自冀求之目的，
今試分述其同異如下。

（一）「闢佛」主張下的〈中庸〉回歸論
郝敬於《通解》〈中庸〉篇前作「總論」，首述〈中庸〉於《禮記》中之
位置云：
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是孔門之的旨也。子云：「博文
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即中庸不可
須臾離，執禮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
發之中也。……故中庸者，性命之奧，禮教之原，其來遠矣。至宋程正叔、
100
朱仲晦諸子摘取此篇，與〈大學〉別為二書，離《禮》獨行，愚竊疑之。

一本其宗《論語》之解經路線，取孔子之禮說相發明，認為「中庸」乃禮教
之原，而禮有具體之規範可依循，學禮就道，下學而上達，是謂「執禮與執
中無二」也。故續云：
「今欲割此二篇獨行，舍禮專譚性命，將有空言無實，
101

薄視名法，若老聃、瞿曇之為者矣。」

自以其「禮的實用論」融貫，認為

〈學〉
、
〈庸〉若不置於《禮》之列，將失去實踐之動能而不近人情，其空言性
102

命則視二氏之學為無別。

又云：「今儒者離《禮》獨言〈中庸〉，身蹈二氏

之癖，又詆二氏為異端。及其不勝，遂舉性命宗旨，一切割以予之，曰：
『此
禪耳！玄耳！』」

103

復藉〈中庸〉之獨行，攻訐程（頤，1033-1107）、朱一

脈學者，體現黃宗羲對其思想之觀察：
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為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真能行習，未有
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窮理主靜之學，皆以為

-----------------------------------------99
100
101
102
103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書前〈讀禮記〉，頁 73。
同上註，卷 18〈中庸總論〉，頁 457。
同上註，頁 458。
郝敬云：「佛老所以惑世誣民者，正惟其空譚性命，非有他也。」同上註。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18〈中庸總論〉，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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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

在郝敬看來，宋儒之窮理主靜，缺乏下學之實踐義—即執禮之教，如此便
無異於仲輿對佛老之批評：
「二氏執途之人，責以明心見性，致虛守靜，未可
得，反使世人迷謬不知所趨。」

105

總的來說，〈中庸〉之必然回歸，實與郝

氏之「闢佛」息息相通，故於「總論」中處處牽合，除前所引述外，文中尚
反覆重申：
當時列在諸《禮》中，要將禮來填實，將此去浸透那禮。篇中言周公制作、
孔子為政，皆禮本色。不檢還《禮》，單看無巴鼻，馴成一箇佛老。
時佛教未入中國，聖賢已先覺其敝。況今佛教充塞，儒者欲舍禮，孤譚性
106
命而詆禪寂為害道，嗟乎！言性命而離禮樂，其誰非禪寂也與哉！

無不以二氏之學為假想敵，亦無不強調離《禮》而談〈中庸〉則近禪之危殆，
並總結云：「彼二氏語上遺下，自不能出吾範圍矣，予故挈此篇還之《記》
107

者」
。

可知郝敬之歸還〈中庸〉於《禮記》
，並不是基於一種「回歸原典」
108

意識下的「正經」工作，

而是出於思想詮釋的需要—藉由禮學觀的加入

進一步區分儒、釋，達到其闢佛的目的。
郝敬的闢佛，若置於思想史的詮釋脈絡，則有岡田武彥（1909-2004）以
宋明理學為背景的觀察：

-----------------------------------------104 清．黃宗羲，
《明儒學案》
（《黃宗羲全集》第 8 冊）
，卷 55〈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頁
654-655。
105 明．郝敬著，明．郝洪範錄，明．田必成、彭大翮校，《四書攝提》，卷 2，葉 22。
106 同上註，頁 463-464。
107 明．郝敬，《禮記通解》
（《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18〈中庸總論〉，頁 459。
108 林慶彰認為明末清初曾出現經典研究的「回歸原典」運動，並舉清初的姚際恆為例，
以為〈中庸〉
「與孔門重視人倫日用的思想並不相合，實非孔門之書，而是二氏之書」，
故「應黜回《禮記》之中」，是為「正經」。見氏著，〈明末清初經學研究的回歸原典
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 350-353。按：單就現象言，主張回歸〈中庸〉於
《禮記》不迨至清初，晚明的郝敬早為之，張曉生已先指出：
「至於郝敬質疑《大學》、
《中庸》不應離禮孤行，當回歸《禮記》的意見，則是清初陳確、姚際恆等人考辨《大
學》
、
《中庸》之先聲」
。見氏著，
〈郝楚望生平考述〉
，
《書目季刊》36.3(2002.12): 68。
次就內涵言，郝氏之歸還〈中庸〉
，並非「黜回」
，而是藉此提升《禮記》於《三禮》
中之經傳位置。且與姚際恆意反的是，郝敬認為正因〈中庸〉乃孔門之書，故得為四
十九篇之根柢。反之，若〈中庸〉果為二氏之書，豈得以「正經」稱其回歸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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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望非難宋明理學的理由，是因為他把宋明理學看作以心性為宗而執（原
註：佛之）心法、並遺棄外物（原註：即民物經世、實事實踐）的學說。
他特別擔心捨禮而談性命、心性，從而陷於空言無實、輕視名教的佛老。……
特別是强烈攻擊了離禮而談〈中庸〉，……並認為他們自相矛盾，即一方
109
面排斥佛老、一方面又空談心性而尊奉佛老、貶低聖學。
110

岡田指出在郝敬的認知中，宋、明儒者的理學主張與佛老頗相靠攏，

此從

本文前引〈中庸總論〉總總，概可得見。對於「離禮而談〈中庸〉」的攻訐，
亦是繫於彼此間的空談性命而無分別。換言之，仲輿的闢佛，就思想研究之
一端言，實乃著眼於朱子學與陽明學中的佛學成分而加指摘。可加注意的是，
郝氏既以回歸〈中庸〉於《禮記》為其闢佛之具體表現，此舉宜有經學史意
義的詮釋，下則試於此脈絡中進行不同面向的觀察。

（二）科舉視角下的回歸論述
《禮記》既為明代科考《五經》之一，而郝敬刊刻《九部經解》時亦不按
其撰作次序，特改以《五經》先行，顯然仍有為舉業用之考量。則〈中庸〉
以闢佛之姿回歸《禮記》
，或當蘊含與制義相關之潛在預設，須從晚明的科舉
流風論起。艾南英云：
嘉隆以前，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
竄聖者，故於理多合。……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
「《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意端兆於此矣，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
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張符驤註：戊辰會試首題「由！
誨女知之」章，呂子曰：「李石麓主試，極詆《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
111
後之人遂不自知其懵騰，流轉於狂禪，為可哀也。」）

-----------------------------------------109（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
《王陽明與明末儒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頁 338、345。
110 按：楊儒賓則另根據「經典詮釋」的立場指出宋、明理學家的此種傾向：「理學家往
往不顧文字的框位、章法的架構，自我作古。而其目的，則是想將佛老的觀點偷渡到
儒門義海裡來，完成抽樑換柱的工作。」見氏著，
《從《五經》到《新五經》》
（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52。
111 明．艾南英著，清．張符驤評點，
《天傭子集》
（《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2 冊），
卷 8〈歷科程墨選序〉，頁 297。按：顧炎武嘗於《日知錄》
〈舉業〉（卷 18）節引此
段文字，然未明示篇名，致使後人引用不免舛訛，或誤為亭林所言，或誤為艾氏〈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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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氏指出嘉隆以後科場文風「初變」之關鍵，蓋由隆慶二年（1568）李春芳
（字子實，1510-1584）為會試之主考官，徐階（字子升，1503-1583）充讀
卷官而起。二人皆尊陽明學，故呂留良（字用晦，1629-1683）直指李氏之
詆朱子《集註》，並以「狂禪」謫之；顧炎武亦特揭李氏之程文云：
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
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
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
112
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

復陳李春芳用《南華》入八股，新開風氣，遂使二氏之說漸盈場屋。合艾南
英、呂留良及顧炎武所言，適可理出晚明科舉「尊王」
、
「詆朱」而「近禪」
113

之脈絡流轉。據此回頭審視郝敬解〈中庸〉，分章依程、朱，

並云：「朱子

章句，大有分曉，較〈大學〉為近之，若鄭註孔疏，孟浪無足觀矣」，

114

便

可得到合理的解釋。蓋仲輿雖強調《通解》因「理學之家，割以別傳」而作，
反對程、朱之獨行〈大學〉
、
〈中庸〉
，然既嗤之，又何以表彰考亭之章句？此
乃繫於前述晚明八股文風之變易：蓋向王學靠攏則多禪語，詆《集註》則好
115

用佛、老。在此前提下，郝氏遂一本其「闢佛」之立場，
庸〉，藉此表明與王學之壁壘。

116

尊朱注以解〈中

蓋〈中庸〉之回歸雖因朱子而起，然回歸

-----------------------------------------明今文待序〉語，研究者當識之。
112 清．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卷 18
〈破題用莊子〉，頁 1021。
113 郝敬云：
「舊本不分章，今依程、朱本，畧加改訂如左。」見氏著，
《禮記通解》
（《續
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18〈中庸〉
，頁 464。
114 同上註，卷 18〈中庸總論〉，頁 459。
115 按：敬云：
「二氏出世，
〈中庸〉經世，嗟乎！世可出乎？徒罔人耳。其最舛者，以譚
鋒為頓悟，開末學狂騁之端，至莽蕩空虛，喜躐等而薄深造，是學問之害也！以出家
為脩行，作亡命逋逃之藪，至毀形滅倫，變中國而為夷狄，是世教之賊也！故韓愈氏
欲人其人，火其書，是尚足與議道德乎！」同上註，頁 464。可見其對闢佛態度之激
烈，甚至不以韓愈（字退之，768-824）之主張為忤，故其解〈中庸〉不顧矛盾地向
朱子靠攏而拒王學，亦是輕重權衡下的結果。
116 按：郝敬解〈中庸〉必從朱子，除不欲向王學靠攏外，乃在《章句》亦有區分二氏之
意識，王夫之（字而農，1619-1692）即嘗指出：「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
已病夫程門諸子之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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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的真正用意，卻是欲藉此區分儒、釋，而《中庸》既屬科舉考試中所
117

重首場之《四書》義，

廓清當中的佛學詮釋便相對緊要。在晚明因王學充

斥而以禪語入制義的風氣籠罩下，

118

郝敬寧可選擇標榜朱子以解〈中庸〉，

便成為另種意義下的闢佛宣示。
郝敬的《禮記通解》刻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而科場文字的佛、老
涉入自隆慶以還卻愈趨激烈而未稍減緩。艾南英對情況加劇的根源，有獨到
的觀察：
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歟？……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
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
始歟？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
之俑者，自斯人始。……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
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此〈中庸〉所以言性不
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
119
也。

張符驤評點艾氏文，揭斯人者誰云：
「謂楊復所也，公嘗言以釋氏之糟粕詁聖
120

賢之精微，開幻誕一門於制蓺中，復所不能無罪。」

按楊起元（字貞復，

1547-1599）乃隆慶元年（1567）鄉試解元，萬曆五年（1577）二甲進士，

------------------------------------------

117
118

119
120

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
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為
至嚴矣。」見清．王夫之，
《禮記章句》
（
《船山全書》第 4 冊，長沙：嶽麓書社，1991）
，
卷 31〈中庸〉，頁 1245。船山蓋得楚望心之所同然者也。
關於此點，詳參侯美珍，
〈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
，
《臺大中文學報》
23(2005.12): 277-322。
按：陳致即嘗指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其實二氏及諸子之學的孱入制義，也是由陽明
之學術及王門之後學在官學和科舉中的優勢地位借路而入。……正、嘉、隆、萬時期
釋老之學的大興及孱入科舉制藝是有王學興起為背景，陽明及其後學的理論為依託
的。」見陳致，〈晚明子學與制義考〉，方勇主編，《諸子學刊》第 1 輯（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7），頁 411-412、420。
明．艾南英著，清．張符驤評點，
《天傭子集》
（《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2 冊），
卷 8〈序二．皇明今文待序下〉，頁 294-295。
同上註，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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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為隆萬間八股文自陽明學說進展到用禪說之關鍵。可資注意的是，艾氏
特舉〈中庸〉言性不言心等說為對，實意有所指，蓋楊起元嘗云：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已百已千而後入；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此學失傳，獨
其文在耳，而莫知所用力，則妄為而妄說之，偏滯膚淺，智者舍而歸佛。……
今考佛之為說，雖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逾河漢之無極。而其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亦不外乎一誠，誠則無事矣。……竊謂儒學雖失其傳，然
121
有宗門之學，則吾儒之傳為不失。

楊氏以佛家義理印證〈學〉
、
〈庸〉之誠，並關聯儒家道統說，以為孟子之死，
雖不得其傳，而宗門之學乃可接續正統，意在牽合儒、釋。故天傭子同以〈學〉
、
〈庸〉、《孟子》應之，並藉心、性不同詰復所之「以禪竄聖」。按起元此說，
更復凸顯郝敬歸還〈中庸〉於《禮記》以闢佛之必然及必要，蓋〈中庸〉易
與佛理互證互明，故需憑藉可履之禮為實地，昭示儒學經世之實踐特色。楊
氏以後，果見禮部於萬曆十五年（1587）二月上奏云：「近日士子為文，不
122

用《六經》
，甚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為之，敝至此極」
，

並建言：

「于經義中引用《莊》
、
《列》
、
《釋》
、
《老》等書句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不
123

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

流風浸淫可知也，然即使

朝廷禁約已下，仍無法有效遏抑。故禮部於二十六年（1598）正月再議科場
124

文字，其略云：
「務根朱註，本經傳，禁佛、老之談及影入時事」
，

復以「根

朱註」及「禁佛、老」並舉，則二者於時之對立消長可知也。三十年（1602）
三月，禮部尚書馮琦（字用韞，1548-1603）復又上言：
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
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

-----------------------------------------121 明．楊起元，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9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7），卷 3〈知儒編跋〉
，頁 425-426。
122 明．顧秉謙等修，
《明神宗實錄》
（《明實錄》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卷 183，頁 3415。
123 明．王世貞著，魏連科點校，
《弇山堂別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卷 84〈科試
考四〉，頁 1597。
124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明實錄》），卷 318，頁 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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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非毀程、朱，惟《南華》
、西竺之語，是宗是競。……取佛書言心言性
125
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强同於禪教。

可見二氏之滲透科場，愈演愈烈；且依恃著王學的興盛，非毀程、朱自不在
話下；而以禪竄聖、強聖同禪的況狀亦層出不窮（此亦郝敬解讀〈中庸〉所
憂心者）。故神宗（朱翊鈞，1563-1620）即納禮部之言，詔曰：「祖宗維世
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
孔子，……覽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欵，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
126

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非毀宋儒之謂，即暗指陽明後學；詆譏孔子之稱，則為參用佛、老言者。故
通貶其為「異術」
，而與儒家聖學逕分上下。同年六月，禮部便奏陳取士條例
十五款，首款即是：「作文必依《經》傍《註》，參佛書者罰出」，

127

重申朝

廷主孔子《五經》
，從朱子傳註之立場。詔行後，亭林以為：
「自此稍為釐正，
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為陰德，亦不甚
摘發」，

128

雖有成效，但仍相當有限。故三十三年（1605）時，郝敬即在此

科舉流風為背景之前提下，開始撰作《九部經解》；至四十二年（1614）方
卒業，而還〈中庸〉於《禮記》以闢佛的發想便於此十年間建構完成。

（三）「古本」邏輯下的〈大學〉回歸論
郝敬解〈大學〉一同〈中庸〉，於卷前先作「總論」，抒其胸臆，而偏重
不同。開首即質疑道：
朱子謂此篇作于曾子，無據。祗因誠意章引曾子語，疑曾子門人記，遂分
「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為經，云夫子作。「所謂誠其意者」
129
以下為傳，曾子作，皆無據。

反對朱子屬〈大學〉於曾子之說。按「夫子作」、「曾子作」云云，雖近文公
意而稍有別，蓋其原文乃「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

-----------------------------------------125
126
127
128
129

引見清．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卷 18〈科場禁約〉，頁 1023。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明實錄》），卷 370，頁 6925-6926。
同上註，卷 373，頁 6989。
清．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卷 18〈科場禁約〉，頁 1024。
明．郝敬，《禮記通解》
（《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21〈大學總論〉，頁 565。

278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130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以經為曾子「述」夫子「言」
，傳則門人「記」
曾子「意」
；故云夫子作可也，云曾子作則嫌籠統。蓋以「門人」稱，則非盡
親炙之弟子可知也。朱子於此殆有意輕放，以留餘地；郝敬則逕冠之以曾子
作，直欲逼文公絕路。乍看仲輿所質，似出於考據經典之精神，然審觀其法，
則未足以考據稱也，而郝氏真意，亦確不在此。〈大學總論〉後文復詰：
故自「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所言無非致知格物，明明德
於天下之事。朱子截以為經，然焉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之非經乎？又
131
謂有闕文，未見其為闕文也。

接續開首的質疑，郝敬仍據《禮記》本〈大學〉批評朱子分經分傳之移次補
綴本，蓋自「大學之道」至「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所謂誠其意者」乃《禮記》本原文（即所謂「古本」）。朱子本則是以
「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為「經一章」
；並在「未之有也」與「此謂知本」
間插入古本後文，分為「傳四章」
；復在「此謂知之至也」與「所謂誠其意者」
間補入「竊取程子之意」之「傳一章」
（即所謂〈格物補傳〉）
；而「所謂誠其
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則成為「傳之六章」。郝敬謂朱子：「分『大學
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為經」、「『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為傳」，並提
出「焉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之非經乎」的質疑，雖是根據古本的系統外
批評，實則欲藉經典文本的「神聖性」與「權威性」力壓朱子，故於經文之
註解前復次強調：
「古本不分章，朱子分經傳共為十章，內以意割裂添補，今
132

悉遵古本」，

即此意也。「又謂有闕文，未見其為闕文也」二句便延續了此

一「推尊古本」的脈絡，隱約暗示對〈格物補傳〉的不信任。後文隨即進入
論述主軸，力加闡發：
脩齊治平，禮之用也；格致誠正，禮之本也，故〈大學〉為禮統會，列四
十九篇中，其來遠矣。朱子拈出，別為一書，教人以窮理為格物，是舍本
逐末也；為學以誠正為宗，是執理遺事也。其流弊與告子「不得勿求」、
釋氏「得本莫愁末」偏枯同。……此篇被其割裂攙補，牽强解說，不成義

-----------------------------------------130 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頁 4。
131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7 冊），卷 21〈大學總論〉，頁 566。
132 同上註，卷 21〈大學〉，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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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理。今按舊本尋繹，古人意思躍然，未見錯簡也。

「其來遠矣」
、
「按舊本尋繹」等句仍依循神聖經典的古本邏輯，做為「古人意
思躍然」的支撐，用以駁斥朱子對「錯簡」之「割裂攙補」
。終帶出〈大學總
論〉的核心意旨，於篇末總結道：
予未敢信，以此篇為曾子作者，焉知七十子無一人聞大學之道者乎？今祗
憑篇中引曾子語，遂謂出曾子門人手；據《孟子》書中文字合者，遂謂子
思以授孟子，皆影響猜度。而其補〈致知格物〉一傳，正坐曾子未唯以前
134
之病；疑其為曾子之書，不證曾子守約之學，亦不倫矣。

首尾連貫，重申郝氏不信「曾子作〈大學〉」說之立場；「焉知七十子無一人
聞大學之道者乎」一句則是對朱子：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
135

「補〈致知格物〉一傳」云云，正承前述「闕文」、
獨得其宗」 的復次質疑；
「錯簡」而來，在文公「曾子作」之預設中以「不證曾子守約之學」攻其矛盾，
收束全篇。縱觀〈大學總論〉全文，可知郝敬的批評實屬「文獻學」式的，
而非「義理學」式的。其策略蓋以系統外的文本根據，質疑朱子系統內的文
本正當性，而迴避其詮釋的合理性問題。藉由「〈大學〉作者」此一經典考據
之假題目，繞過文本內涵的論辯，自朱子《四書》的義理系統中抽還〈大學〉
於《禮記》
，可謂兵不血刃，得見仲輿之機巧。同時亦凸顯了〈大學〉回歸與
〈中庸〉回歸之偏重不同：〈中庸〉回歸面對的是儒家外部的三教問題，即如
何維持純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大學〉回歸面對的則是儒家內部的學統問
題，即如何在朝廷表彰朱子正學的前提下，解構《四書》的系統。前者的難
題在於對二氏之學高度涵容的王學流行，此從前述科場文風的轉變亦能得
見；後者的難題在於如何有效駁倒朱子暨其〈補傳〉的系統主張，提供更好
的詮釋框架。

136

換言之，郝敬的「〈學〉、〈庸〉回歸論」背後其實預設了對

-----------------------------------------133
134
135
136

同上註，卷 21〈大學總論〉，頁 567。
同上註。
宋．朱熹，〈大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 2。
按：楊儒賓即指出：「後代的學者不管贊成或不贊成朱子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他
們提出自己的理論時，背後總有朱子『即物窮理』的學說作對照面。但由於《大學》
一書的思想走向並不確定，其文過於簡略，朱子的〈補傳〉影響力又大，所以他們提
出與朱子不同的主張時，往往也採取類似朱子的手法，或作補傳，或移章句。」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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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家—包括朱學與王學—的批判，

雖然過程遭遇的難題不見

得能完全解決（甚至還有規避之嫌）
，但藉由經書的註解做為融貫其禮學思想
的表現，郝敬之主張〈學〉、〈庸〉回歸，宜有其位居明代經學暨《禮記》學
研究脈絡中之價值。
站在恢復經書原貌之立場，郝敬以前，雖已有陽明倡言古本〈大學〉
，但
仍是基於義理詮釋之需求，林慶彰已先言明：
「王陽明要解決朱、陸異同，乃
從經典的編輯考訂入手。其所以要恢復《大學》古本，即是因各種《大學》
138

今本，皆不足以解決義理上的種種困難」
，

楊儒賓亦指出：
「後世儒者即使
139

採用不動文字的『古本』
，其解釋模式依然走的是超越論的途徑」
，

而郝氏

反對《四書》本、改用《禮記》本〈大學〉的論述，很難說不是基於此種需
求。但較前人更進一步的是，仲輿的「恢復古本」乃是以「回歸《禮記》」為
前提的配套主張，此對明、清《禮記》學的發展而言，具有轉折性的革新意
義，蓋侯美珍嘗根據明代《禮記》科舉用書製表指出：
因朱熹自《禮記》錄〈中庸〉和〈大學〉，為之作章句，與《論》、
《孟》集
註合為《四書》
，廣為流傳，元代《禮記》已有不錄〈中庸〉和〈大學〉的
現象，……陳澔《禮記集說》亦不錄此二篇。……而為舉業編纂的用書，
因《禮記》義不再自兩篇中出題，則多捨棄不錄。從上表中，可見六部科
舉用書皆捨〈學〉、〈庸〉不錄、不解。此種現象在明、清似頗慣見，故清
140
人迭有批評。

由於陳澔（字可大，1260-1341）
《禮記集說》乃明、清科舉之普遍用書，其
不錄〈學〉
、
〈庸〉
，影響頗著；非但不錄，更於〈中庸〉及〈大學〉篇題下標
141

記「朱子章句」四字，

示從文公說也。且此現象不僅止於舉業用書，今見

-----------------------------------------著，《從《五經》到《新五經》》，頁 256。
137 按：如岡田武彥即將郝敬歸入「批判、復古」一派，並云：「楚望把禪之心法及宋儒
和陸王之學一概當作心宗加以排斥，並據『時習溫故』之教批評朱子的窮理說和陽明
的致良知說。」見氏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286。
138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 90。
139 楊儒賓，《從《五經》到《新五經》》，頁 256。
140 侯美珍，
〈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
，
《臺大中文學報》47(2014.12): 118。
141 分見元．陳澔，《禮記集說》（臺北：世界書局，2009），卷 9〈中庸〉，頁 290；卷
10〈大學〉，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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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非舉業用之註《禮記》書，如徐師曾（字伯魯，1517-1580）
《禮記集註》、
湯道衡（字平子，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禮記纂註》等亦皆同澔書
142

於〈中庸〉、〈大學〉題下註明「朱子章句」四字，

而不錄其文。據此顧視

郝敬之《禮記通解》
，不但〈學〉
、
〈庸〉俱在，且〈大學〉更以古本替代朱子
章句本。單就經書之表現言，已足脫離昔所詬訾明人之移經、改經甚至偽經
之列，使《禮記》得以「全本」之姿屹立明代；並就思想之廓清言，〈中庸〉
之闢佛、
〈大學〉之訂朱，暨二篇之回歸，已先於「竊欲還〈學〉
、
〈庸〉於《戴
記》
，刪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復孔、孟」之陳確（字乾初，1604-1677）
四十餘年，

143

亦預視了日後將出現如姚際恆大發「『偽中庸』之言，旁趨于
144

老氏，預啟夫佛氏，故其言有類老者、有類佛者」

之言論者。要之，郝敬

的「〈學〉、〈庸〉回歸論」，既不是嚴格意義下的「回歸原典」主張，亦不是
基於「考據經典」之學術興味。但在其「闢佛」與「反《大學章句》」的指導
原則下，原先批判宋、明理學的思想層面預設，竟不若「推尊孔、孟」與「確
認原典」的經學層面效果鮮明，反而啟示了晚明以降《禮記》學發展的革新。

̣ăඕ ᄬ!
郝敬之學，以執禮為基，下學上達為的。是其經學觀之建構，率由禮學
思想聯貫，而表現在《九部經解》之撰作。中以《禮記通解》為《五經》之
殿軍，融滙《三禮》、轉化《四書》，開創其「經五而九」之九經體系，充分
體現「以《記》為正」之禮經學觀念。蓋由《儀禮》、《周禮》不切日用，而
《禮記》尚義；〈學〉、〈庸〉回歸，更添根柢；經傳易位，《禮記》扶正。
郝敬之禮學思想暨《禮記》學論點，除表現在經學著作如《通解》、《談

-----------------------------------------142 分見明．徐師曾，
《禮記集註》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濟南：齊魯書社，
1997），書前〈禮記篇目〉，頁 424、425；明．湯道衡，《禮記纂註》
（《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經部第 9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書前〈禮記纂註篇目〉，頁 607。
143 清．陳確，
〈書大學辨後〉
，
《陳確集．別集》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卷 14〈大學
辨一〉，頁 559。按：陳確《大學辨》成於清順治十一年（1654），〈書大學辨後〉則
作於十五年（1658），上距郝敬刻《禮記通解》
（1616）約四十年左右。
144 引見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 86〈中庸〉
，頁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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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經解緒言》）外，尚散見於《山草堂集》內編諸書如《四書攝提》
、
《時
145

習新知》（《知言》）、 《小山草》等，本文皆加條揭闡證，而得其特點四，
即：
「反訓詁」
、
「宗《論語》」與「切日用」
、
「因人情」
。反訓詁者，以漢儒之
廣徵博物難得聖人之心、聖經之道，故不屑於古禮之考索，而重義理之發揮。
並推尊《論語》
，取以為解《記》之依憑、經義之判準。宗《論語》而證《禮
記》
，信為《通解》之特色云。切日用者，敬之禮學觀以實踐為要義，並衡諸
《三禮》
，不可常行之禮文，皆得自意折衷，以求適於今，而弗問其經傳與否。
故禮之制作必因人情而調節之，不以其所難強之，禮愈易履可履，道則易親
易就，故云「道者卑近平常人情而已」。敬於《三禮》中特看重《禮記》，正
為其「貴情不貴文」之體現，而《通解》之義理偏向自亦可見。
敬撰《通解》
，蓋有二本：一曰「訓詁之士」
；一曰「理學之家」
。訓詁之
士殆指以鄭玄為首之漢儒，仲輿本其反訓詁之立場，對康成多所駁難，招致
《總目》不滿，黜其書於「存目」。實則敬之所詰，率皆以理折之，雖非訓詁
之事，猶中肯綮，故清儒如姚際恆、陸奎勳、姜兆錫、方苞、孫希旦等，皆
有是其說而非鄭義者。敬之駁鄭，一應明中葉以來所形成之反漢儒訓詁風氣，
蓋彼時漢學雖漸萌茁，卻未足撼動明代《禮記》研究之「去鄭玄化」傳統。
而仲輿取消訓詁之駁詰方式，更將此風推向極致，故得南雷「一洗訓詁之氣」
的揄揚。
理學之家者，則以程、朱一脈儒者之獨行〈學〉、〈庸〉為首事。郝敬以
為，離禮而道〈學〉
、
〈庸〉
，二篇將淪為心性空談而與佛、老之說無別，故必
回歸《禮記》
，以禮為道之著落，道、禮合一，正適其下學上達之意。是以乃
藉〈學〉、〈庸〉之回歸，發「闢佛」之議論，以抗王學之流行及所助長二氏
學說之充斥場屋；同時廓清以禪竄聖、強聖同禪之經說言論，謹守儒、釋疆
「較明之文成，不
界而分寸不讓，此即余廷燦（字卿雯，1729-1798）所譽：
肯逐異氏以浸淫。」

146

〈大學〉之回歸別於〈中庸〉者，則在對朱子《章句》暨其〈格物補傳〉

-----------------------------------------145 按：二卷本《知言》為六卷本《時習新知》之前身，詳參蔣秋華，
〈郝敬著作考〉
，
《張
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頁 647-648。
146 清．余廷燦，
〈郝京山先生傳〉
，
《存吾文稿》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6 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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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之反動。

仲輿透過回歸《禮記》之方式恢復〈大學〉古本，使考亭之說失

去文本依據，釜底抽薪，順勢解構其詮釋系統。蓋自《四書》流行，
〈學〉
、
〈庸〉
旁落，
《禮記》遂無完書，舉業著作亦不時視出題需求刪經節文。郝敬之「回
歸論」就《禮記》學發展之脈絡而言，一方面對經典文本之恢復有端正之功；
一方面則在理學及二氏之學籠罩的經典詮釋中，預先啟示了回歸孔、孟的解
經路線。
要之，郝敬之《禮記》研究做為明代《禮記》學發展之一環，其人其書
蓋具有兩種身分：一是延續中葉以來研經士子「貶鄭抑漢」之學術心態，表
現在《禮記》之註解，即對鄭義之質疑，殆至郝敬，更從原先之游移商榷進
展為全盤否定；一是突破開朝以來經書傳註「尊朱崇宋」之學術成規，自立
新義於朱學之外，起而與相抗衡。換言之，仲輿在朝廷尊文公為正學及晚明
漢學漸興之學術氛圍中，堅不專主漢、宋，頗有別開新路之意味。蓋禮學發
展至晚明，儼然流於漢、宋學交替衝擊下之鄭、朱正統之爭，而缺乏標榜「明
學」概念之意識。故《通解》雖郝氏回鄉閉門所著，仍預設彼時學風為其禮
學主張之背景，持續與學界對話。如在漢學復興聲浪中固守反訓詁之解經原
則，又如在朱學正統與王學興起暨二氏之學併相流竄之三面環伺下，用「回
歸論」包裝「闢佛說」
，粉飾其「孔、孟儒學淡薄」之危機感。本文試就郝敬
的一家之言勾勒晚明經學暨禮學之發展樣貌，並藉此脈絡化明代《禮記》學
之流變，形塑其研究框架，殆為本文價值所在。

͔ϡ३ϫ!
一、傳統文獻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
，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
學本影印。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

-----------------------------------------147 按：蔣秋華根據郝敬的《詩經》研究，亦得出相應的結論云：「郝敬能夠突破功令的
桎梏，勇於批評朱學，對於扭轉研究的風氣，有不小的貢獻。」見氏著，〈郝敬的詩
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2(1998.3):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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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徐師曾，
《禮記集註》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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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樵，
《方麓集》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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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湯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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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Jing’s Studies on the Liji
Huang Yu-hsua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scertain Hao Jing’s 郝 敬 views on
Confucian etiquette and the Liji (禮記 Book of Rit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ao’s Liji tongjie 禮記通解 and related works. This paper will also outline
the direction of late-Ming study of etiquette in the context of Ming dynasty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Nine
Classics 九經 system that Hao constructed in his Jiubu jing jie 九部經解,
interpreting and orien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Ritual Classics
三禮 in the context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Liji. Secondly, by examining
Hao’s motivation for completing Liji tongjie and the relevant parts of his
Shancao tang ji 山草堂集, this paper uncovers Hao’s scholarly position on
etiquette. By making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ao’s core thesis on the Liji
and linking this to the scholarly background of the late Ming, we can see the
ful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research and the contribution it ma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ng Liji stud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Hao’s Nine Classics system linking the Five Classics, Four Books, and Three
Ritual Classics was probably guided by his view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iji.
He advocated that the study of the Liji should be free of Zheng Xuan’s 鄭玄
influence and developed a completely new viewpoint. Hao Jing challeng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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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ce of Zheng Xuan and Zhu Xi 朱熹 in the Ming dynas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rguing against the orthodoxy of Zhu Xi’s Four Books.

Keywords: Hao Jing 郝 敬 , Liji 禮 記 , Ming dynasty, rebutting Zheng
Xuan’s theory 駁鄭, Returning the Altered Contents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Doctrine of the Mean to the Original Liji Texts 學
庸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