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碧弩張兩眼對（｛！義禮〉之獨特見解 1 

張爾吱對〈甸勵之獨特見解＊

韓碧琴＊＊

摘要

儀禮一書自韓昌黎己噓其難，蓋其書未分章節句讀，難以明於詰

訓，詳其節目，以觀會通：且鄭註古質，賈疏冗漫，皆不易了讀。清

濟陽張爾岐取儀禮唐石經、明監本，互儷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

定其句讀﹔全錄鄭註，精擇賈疏，於段後標目，或附以己說，成儀禮

鄭註句讀。

張爾岐蓋以章句之儒自居，謙也。張氏針對鄭註賈疏質疑發明，

所見頗有確不可易者，且多前人所未發﹔後之學者因其句讀以明其文

，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禮容制度﹔誠禮學津梁寶佼也。斯文之

作，冒在將張爾岐禮學之獨特見解，前人所未發者，則腫陳語說，以

俟博雅。

張氏為時代所園，資料殘缺寡少，論說難免失於謬誤，然環不掩

瑜，其書堪稱治﹛義禮者最佳入門之書，清胡德琳謂其書為「鄭氏之功

臣，學者之津佼 o 」誠非過譽。

關鍵詞： 張爾岐，賈疏，鄭註，儀I禮鄭註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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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奧大台中夜間部早報

壹、前言

〈儀禮》古奧’先儒每多苦其難讀，又多為名物度數之學，非徒

空言可以馳騁者，是以古今治之者甚少少。羅有高〈張爾岐傳〉曰：「

（張爾岐）與人談〈儀禮》，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事，表次著位﹔〈

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次，東西階登

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

樂飲餵之算，衝口盟肥，而辭罔不順。」＠足見張氏對禮學之奧雅雄

深。

余於撰寫《儀禮鄭註句讀校記〉之際，得見張氏時於段後附以己

說，針對〈鄭註〉 〈賈疏〉多所發明、質疑，唯世人多以此書名為句

讀，遂視為研讀〈儀禮〉離經章句之書。殊不知張氏雖以章旬之儒自

居，然其潛心鄭、賈，務使注以釋經，疏以證注：章分節解，雖前承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楊復《儀l禮圖〉，然其節目較詳，對後學多

所啟迪。

張爾岐精於《儀禮》，前人多所讀譽，以「鄭、賈功臣」、「禮

經羽翼」況之，惜未見深入研究者。「《儀禮》張氏學」實為《儀禮

鄭註句讀校記》之後續研究，特重張氏之獨特見解，與張氏對《鄭註

〉、《賈疏》之發明、質疑，使張氏學系統化，彰顯張氏之儀禮學。

唯本文為篇幅所園，故特就張爾岐之獨特見解，輔以近世出土之資料

、文獻記載之徵驗，深入考竅，予以析疑辨謬，於其疑而不能解者，

則驢陳諸說，以俟博雅。

凡例

一、本篇所引 《儀禮》經文與〈鄭注〉，一以和衷堂本 《儀禮鄭註句

讀〉之章節句讀為據。

二、凡習見書之首出者，則稱全名，繼則並簡稱之。

三、武威漢簡本《儀禮〉九篇：〈士相見之禮〉、〈燕禮〉、〈泰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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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傳〉、〈特牲〉、〈少牢〉、〈有司〉（以上台稱甲本

），〈服傳〉（乙本），〈喪服〉（丙本）

四、書寫之格式，經文頂樁，注文低一格，疏文低二樁，張氏之言低

三格。

五、各節之前揖張氏所定之節目，文標以數字，以示行禮之次第 D

貳、張爾吱之獨特見解

張氏毓↑生儒風，學聾深厚，經緯萬端，莫窺涯岸﹔深明「唯聖人

為知l禮之不可以巴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記﹒

禮運》）著作〈儀禮鄭註句讀》一書，含有保存先民衣冠儷容之意﹔

若不發掘其根源來由加以闡述，提煉其精神面義加以發揮，又何以觀

瀾索源，彰顯其學乎！

張氏於《鄭註》則錄其全，於〈賈疏》則間有去取，而時於設末

附以己說，針對《鄭注〉 《賈疏〉質疑，所見頗有確不可喜者﹔「且

多前人所未發，誡昌黎所謂陳於眾人之所不味者。」~是書之價值已

超越句讀之範圍，而為研治「懂禮學」之南錯，差爬羅董理，縷分頭

聚於後，聲期張氏之儀禮學全豹悍然，張氏與《鄭註〉、《賈疏〉之

異間，得以抽絲剝繭，是非判然，庶雖無深膚淺售，信偽迷真之弊。

一、以別本校之

張之洞曰：「讀書不知要韻，勞而無功：知其書宣讀，而不得其

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張爾岐深明其

理，取《儀禮唐石經〉、明監本互鐘之，可司j誤辨疑﹔其例如下：

〈士昏禮〉 三六、姆辭蜻接經之辭

記：「婿授緩 ，姆辭曰： r 未教，不足與馬禮也。』 J

此節監本脫，據石經及吳（澄）本補入。

按： 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婿之紐云云十四字，監本脫

。」＠石經之字作授字，異於顧氏之說。此十四字，〈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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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興大台中夜間部早報

經》、宋嚴州本《儀禮鄭注〉（以下簡稱嚴本）、〈儀禮集

釋》 （以下簡稱集釋）、〈儀禮經傳通解》 （以下簡稱通解

）、楊復〈儀禮圖〉（以下簡稱楊氏禮圖）、教繼公《儀禮

集說〉 （以下簡稱集說）、《儀禮注疏〉 （筆文印書館景阮

刻本，以下簡稱藝文影本）俱有＠：足證張氏之說是矣。

〈士昏禮〉三八、不親迎者見婦艾母之禮

記：「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J

《唐石經》作某得以為昏姻之故。

按：張氏舉〈唐右經》證「以得」二字當作「得以」。《唐

石經〉、《嚴本〉、〈集釋》、楊氏〈禮圖》、〈集說》

《藝文影本〉俱作「得以」＠，〈集釋〉校云：「上言『某

以得為外昏姻之數』者，自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

乃云：『某得以為昏姻之故」，以者，指婿以之也 o 《唐石

經》亦作 r某得以為』」戴震之言頗為確鑿，當作「 l得以」

為是。

二、以誤本釋之

古書以形似音近之字相偽誤者頗多，張爾岐為耳目所圈，資料殘

缺寡少﹔論說難免失於謬誤，罣漏之處，在所不免，然瑕不掩瑜，亟

摘錄其例如下：

〈燕禮〉二二、歌笙間作遂合鄉樂而樂備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師以六律為之音者也。

六師，《周禮》聲、鍾、笙、鋪、輯、當等，六師也。

按： 《鄭注》之「六師」當作「六詩」 (J) o 《賈疏》：「教

六詩 ，日風、曰賦、日比、自雅、曰興、日頌 。」胡培章《

儀l禮正義〉曰：「此約《周禮﹒大師》職文， 六詩，謂風、

賦、比、興、雅、頌也。刊本注六詩或誤作六師，張氏爾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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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誤本以為之說云，六師，周禮學、鍾、笙、縛、韓、禽等

六師也，謬矣。」＠張氏據誤本，強為之曲說，誤也 D

〈有司徹〉二九、不賓尸者尸八酋後事

卒盛，乃舉牢屑，尸受，振祭，擠之。

舉七。

前此舉牢肺，舉正脊，舉牢幹，舉魚，舉措屑，舉牢悟，已六

舉﹔至此舉牢盾，故云舉七也。

按：〈鄭注》 「舉七J ’〈嚴本〉、《集釋〉、〈藝文影本

〉﹛具作「卒已」＠七，楊氏〈禮圖〉作匕＠） 0 胡氏〈正義〉

曰：「寮氏蕙回去：﹔案卒盛謂盛畢，注訓卒己，是也。揚（

復）氏本作舉匕，張爾岐舉七，皆非是 o 盛（世佐）氏云：

上篇尸七飯時，注云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至是八飯舉牢盾

，則六舉矣，乃云舉七，非也。訪本~誤作學匕，張氏因故

匕為七，而分牢肺正脊為二舉，以是其數，謬甚。今案盛氏

說是，《禮經釋例》亦以舉牢肩為六舉。」＠張氏所據本誤

，遂曲為之說，誤矣﹔當作「卒已」為是。

三、異其旬請以釋之

《儀禮〉之難讀，蓋未分章節句讀，詳其節日，以觀其會通﹔﹔鄭

玄注禮屢言「自某句至某句 J ’蓋〈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鄭玄

之注〈儀禮〉，於先儒舊讀，亦頗有所釐正。張爾岐取經與注，章分

之，定其句讀：唯其句讀亦有異於鄭玄者，豆豆摘錄其例如下：

〈士冠禮〉記：「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于縫，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

服，行士禮 ，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基祺所由生，故作

公侯冠禮， 以正君臣也。

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 ，非古也。據

註，訓造為作，則末字當一讀。近徐師曾解《郊特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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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造，猶末世。」則二字連讀，制作義在末造之外，讀者酌之

。

按：胡氏〈正義》引盛世佐云：「『夏之末，造也』句法與

〈檀弓〉『魯禮之末，失也』相似，當於末字一讀﹔徐說非

。」＠胡培重亦從鄭玄之說，以造訓作＠。

《禮記﹒郊特牲〉：「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 

句讀從《鄭注》）鄭玄注：「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

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

者，多見宴試，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價

之冠禮。」陳鴻《禮記集說〉曰：「夏之宋造，言之末世所

為耳。」＠是陳氏同徐師會之說，「末造」二字連讀。

張（爾岐）氏於此三說，未作定論，只云「讀者酌之」’採

兩存之說。

〈喪服〉皆為其從父崑弟之為大夫者。（大功章）

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爵士者，降在小功，適于

為之，亦如之。

愚謂經文皆字，謂上文公庶昆弟大夫庶子並然也 o 註以互相為

釋之，恐末當。註「其爵士者」，從父見弟之為士者也，「適

于為之，亦如之」’明不特大夫之庶子不為之降也，此文依經

推言之。

按：上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鄭注》：「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

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若依舊讀，公之庶

昆弟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因尊同，故而服大功九月：

大夫之庶子馬之，以父之所不降亦不敢降，服大功九月，張

氏之說甚是。章景明〈先秦喪服制度考》：「若依舊讀，則

r 昆弟 』 當為〈鄭注〉所說之 『 庶昆弟 』 ’公之庶昆弟之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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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弟，自然也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庶昆弟，也是大

夫之庶子。此二等人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或以尊同不

降，或以父之所不降而不敢降，都是服其大功服九月的親服

。．． ． ．．．本條當從舊讀為宜。」＠張氏疑鄭說未當，愚意張氏

之說亦可從。

〈喪服〉女子子嫁者、末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0 （大

功章）

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婊者，未攘者，言大夫之妾為

此三人之服也。

愚按舊讀與傳文甚協，鄭君必欲破之，不知何故？且女子未海

而逆降旁親，於義亦自可疑，兩存其說可也。

按：傳曰：「錄者其輝於大夫者也，未按者，成人而未嫁者

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私親也 O j 〈鄭注》

「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

齊衰三月章曰： r女子子壞者，未按者，為曾祖父母』與此

經間，足以見之矣。傳所云： r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間。」文爛在下耳。 J 是鄭氏改舊讀之因有三：

一為大夫之妾若為其私親服，當於「世父母、叔父母、姑、

姊妹」上加一「其」字。二為此條文例與齊衰三月章同，理

當分為二條。三為傳文「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為

女君同」應屬上條經文之傳，以錯簡之故在此＠。

胡氏〈正義〉引盛世佐曰：「嫁者，因出降也。不去適人，

而云嫁者，見其雖貴為大夫妻者，不再降也 0 ......女子二十

而緣，有故，二十三年而撮，謂父母喪也。聖人權於二者之

間 ，以父母之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重而時輕，故使人逢

其服 。 以世 、 叔父諸喪 ， 較之昏姻之時，則服輕而時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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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遂其時，此逆降云禮所由設也。 J 〈禮經釋例〉：「

未聽者，謂許於大夫而未歸者，蓋尊尊之義。故鄭君此注亦

引齊衰三月章以證之，其義甚明。 J®凌芋盛二氏解鄭玄「

逆降」之說頗遇，愚意舊讀甚協，兩說義皆可遇，故張氏兩

存其說。

四、以本篇內上下經文校之

古籍轉寫，必多歧異，間有涉上下文而羨脫者，張爾岐校書亦採

此法，茲舉其例如下：

〈少牢饋食禮＞六 t 將祭即位設几加勾當旭

屑臂膳轉路在兩端，脊脅肺屑在上。

脊脅肺庸在上，屑字殆誤：唐石本、吳澄本並同。今接上文已

言屑，不當重出，且遺胃，則肩字即胃字之誤，可知。

按：胡氏〈正義》引盛世佐曰：「張（爾岐）氏蓋失之於分

句之不審耳。肩臂臆蹲在兩端為句，脊脅肺為句，肩在上為

句，此三言者所以明其載於坦之次也。去肩臂歸路在兩端，

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

可知也。不言腸胃，省文也 0 ......云肩在上，則臂臆從肩而

皆在姐之上端，脖協在其下端亦可知矣。」＠

甲本無上眉宇，《漢簡本儀禮考證》 （以下簡稱簡本考語）

「按簡本無上屑，是也。下既云：『脊脅肺肩在上，』與『

臂庸蹲儲在兩端』對舉，不宜重盾，一也。臂與轉備為肢，

屑為體，與脊脅肺近：祭統曰：『周人貴肩』故與脊脅肺在

上，三也 0 ......按張（爾岐）氏疑肺下屑字誤，固非﹔．．

接（ 世佐）氏云張氏失於分旬，而另以肩下屬尤非 0 ..... . 今

簡本之出，諸臆說可掃。 J ＠張氏之說誤矣， 當從簡本無上

肩字 。

五、歸納凡例以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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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注〉凡例，大抵先就經以求其例，復據例以通經，則凡例之

用不獨可以通經，且可以補經正經矣。唯鄭氏行文之際，亦難免有差

失者，故而張爾岐歸納凡例以質疑鄭注，其例如下：

〈士冠禮〉一九、夏殷冠子之法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

凡牲皆用左胖，煮於鍾日亨，在鼎曰升，在坦日載，載合升者，明

亨與載皆合左右胖。

案〈特牲〉、〈少牢〉及〈鄉飲酒〉皆用右胖，此合升左右胖

，或以嘉禮故異之與？註云：「凡牲皆用左胖。 J 疏以為鄭據

夏殷之法，未知然否？

按：張（爾岐）氏﹒於〈鄭注〉 「凡牲皆用左胖J 之說，頗生

懷疑。

凌廷堪《禮經釋例》：「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皮書，用左

胖。．．．．．．竊謂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右胖』’左字，蓋

傳寫之誤。」＠凌廷堪謂吉禮用右胖，凶禮用在胖﹔今《儀

禮》中用右胖者有：〈鄉飲酒〉、〈鄉射〉、〈燕禮〉、〈

大射〉、〈特牲〉、〈少牢〉諸禮：用左胖者有﹔〈士喪禮

〉、〈士虞禮 y 、〈既夕禮〉。然亦有左右胖皆升者：〈士

寇禮〉「夏殷冠子之法」節、〈士昏禮〉「將親迎預陳餵J

節、〈士喪禮〉「陳大斂衣奠及項具」節：所以然者，凌氏

曰：「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

﹔故皆合升左右胖，異於他I禮也。」＠諸吉I禮皆用右拌，而

鄭玄此注言「凡」’當為解全經之道例，何以反背經文而云

「左胖」﹔凌氏之說甚是 o 賈公彥謂據夏殷之法，曲為之說

也 。

六、以禮制釋之

禮是鄭學，鄭玄博學多間，於歷代各種禮制，多能言其權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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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注古質，《賈疏〉冗漫，復以去古久遠，後人不得聞其詳﹔張爾岐

精於三禮，潛心鄭、賈，難免有一己之見，與之抵悟，茲舉例如下：

〈鄉飲酒禮〉四、主人獻賓

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緒，右絕末以祭，

尚左手， E齊之，興，加于趟。

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撩，猶給也。大夫以上威儀

多，給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給之，乃絕其末。嗨，嘗也。

案〈鄉射禮〉取矢于福卻手興覆手對，弗撩者，直絕末以祭，

不必緒也。練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絕祭不循其

本，但絕宋而已。大夫以上威儀多，乃練，士則否。經文言弗

練，以賓固士也，他事皆從士禮，註疏獨於此處解作撩祭，不

敢從。

按：《周禮﹒春宮﹒大祝》：「辨九學．．．．．．七日絕祟，八日

撩祭，九日共祭。」 《鄭注》引鄭司農云：「撩祭，以手從

肺本循之，至于未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

祭也。」＠鄭司農之意，練、絕二祭，均為祭肺，所不同者

，循本與否。《鄭注》：「絕奈、撩祭亦本間，禮多者練之

，禮略者絕則祭之。」 〈賈疏》：「此〈鄉飲酒〉大夫禮，

故云撩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練必兼絕，言絕不得兼撩

’是以此經云撩兼言絕也。」是鄭玄、賈公彥之意與鄭司農

同。

凌廷堪《禮經釋例》：「鄭康成曰：『絕祭、練祭亦本同，

禮多者練之，略者絕則祭之。』按〈鄉射〉、〈燕禮〉、〈

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

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

、不債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 ﹔經皆云：

『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練祭也。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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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

坐，弗線，右絕宋以祭，尚左手，嘴之，興，加于迪。』注

以『弗撩」為撩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為撩祭之證 D 」＠如張

（爾岐）氏所言，則禮經無撩祭矣。

褚寅亮〈儀禮管見》 （以下簡稱褚氏管見）：「注訓練馬垂

紗，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云： r弗，橋也。」又去

『擒，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垂診肺，乃以右手

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 o J ＠胡氏《正義》引姜

兆錫曰：「弗蓋讀如綁釋之拂，拂展之義。凌氏廷堪云： r

說文，弗，橋也。」 （案凌廷堪當為褚責亮之誤）其義可與

經注相證 o 案《說的：嚕，橋也，M f I.A丸，（案：說

文作人人f＼）韋省。』又f ，右展也﹔九﹔左長也。擂，舉

手也。是弗者，舉手而有了廣之形。緒，《說文》： r鐘也

。』叉紗，轉也 o 《孟子） : r 紗兄之臂』趙〈注） : r 紗

，庚也。』 《方言》：「彰，庚也。」郭〈注〉：『相了庚

也。」轄與結音義間，是弗撩二字義相遇，經文連言，注祇

釋緒不釋弗，以其義間也。」＠張氏將「弗撩J 釋為「直絕

末以祭，不必撩也」故而有「註疏獨於此處解作撩祭，不敢

從 0 」之議：愚意褚、姜二氏之說甚是也。

七、通其訓以釋之

鄭玄會通群經、錯綜語說，頗能因文以求義，即事而窮理﹔唯說

經貴在能解經大義，不必拘泥於文詞以害之，張爾岐有就鄭注拘泥文

詞處質疑，莖摘錐於下 ：

＜燕禮＞一二、公學路爵酬寶、遂旅酬初燕禮盛成

公坐奠蟬，答再拜，執蟬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鐘， 易體洗。

凡爵不相龔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

愚謂易猶更也，不敢襲用君爵，尊君也。註於更易二義，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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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疏家援証雖多，亦未見確據。

按：張氏之意，鄭玄於昂更二字，太生分別。

〈賈疏》：「謂受尊者爵，與尊者爵，皆言更﹔受卑者爵’

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酬賓，與卑者爵，故言易也 0 J 賈

氏申〈鄭注》 0 （集說〉：「易蟬，謂更角輝也，或言更，

或言易，互文耳。」＠朱子謂更易本無疑義＠﹔殼、朱、張

三氏之說皆謂更易二字，無甚分別。

簡本易、更並見，下文。「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易，簡

本作更 D 《簡本考證》：「〈大射） r 賓進受虛輝降，奠于

鐘，易解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甲本同（不亦作弗）又

『賓坐祭，立卒蟬，不拜：若膳輝也，更自單洗，大夫拜受，

』此賓與大夫散，亦用『更」﹔又『受者（唯公所賜）如初

受酬之禮，降，更爵說。』是今本亦尊卑皆用更之例，鄭注

似強分之矣。」＠證之漢筒，鄭氏之說太生分別。

八、辨其施用以釋之

鄭玄注禮，於名物之用，多所考辨，蓋考釋器物之用，為治禮學

者所不可少﹔張爾岐深研〈儀禮〉，於名物度數方面頓為用心，所見

有與鄭氏相異者，茲錄如下：

〈士喪禮〉一、復魂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

復者降自後西榮。

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

也，自是行死事。

註言徹西北靡，蓋以〈喪大記〉云：「將沐，甸人取所徹廟之西

北扉薪用之 0 J 故去復者降時蔽之。其為說近誣。

按： 〈要大記〉謂復者降自西北榮，又去：「甸人取所徹廟

之西北屏薪，用賽之。」＠鄭玄將此二事合而為一以注經。

殊不知，復者降自西榮，示與升相再耳，鄭去：「不以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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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則謂復者在崖上即逆意其不復甦也。

金鵲〈求古錄l禮說》：「西北屏，在廟之後，人所罕至，．

．．．著下可以積薪，其薪厲聲耙蠹窟，因藏之于此，不得褻用

。喪禮取以故浴，所以神之也。周宮甸師掌耕王藉，．．．．．．又

帥其佳以薪蒸役外內薯，則語靈之薪必旬師納之，而西北扉

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賽？在之薪，必使甸師取之，甸師即

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材可貴日，若撤毀屋材，則

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徐福全《儀禮士喪禮既夕禮

儀節研究》曰：「若依鄭注種西北扉以為薪，則煮沐等讀材

至眾，將盡徹其槍把而令官室中納風雨毀及尸身矣。」＠鄭

氏之說近誣，張氏之蜓，且有其以也。

九、摟前人之說以釋之

前儒研治《儀禮〉者頭多，敢說甜耘，讀詳加審諦，方免吾吾錯。

張爾岐時於段佳附以己說，然亦有援引前人之說，為其證左：若舉例

如下：

〈聘禮〉十一、聘享

買人東面坐啟欖，取圭，垂蟬，不起而按上介。上介不聾，執圭，屈

蟬，授賓。

不聾者，以盛l種不在於己也。屈蟬，并持之也。〈曲禮〉曰：「執

玉，其有藉者則揚，無藉者則襲。」

疏以為屈離為無藉，垂蟬爵有藉。〈曲禮〉陳氏《註〉，以圭

璋特達為無藉，琮璧有東吊為有藉口陣說得之，詳見記中。

按：《鄭注〉以「不襲者，以盛1禮不在於己也。」且謂楊龔

不以垂躍居躍別之，乃以有藉無藉別之。陳j皓 〈禮記集說﹒

曲禮下〉云：「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遣，不加東吊，當執圭

璋之時，其人則聾也。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東串之上，當執

璧琮時，其人則褐也。曲禮所去，專指圭璋特而聾，璧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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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吊而褐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蟬為有藉，執圭而屈

緝為無藉，此則不然。竊詳經文揭聾是一事，垂蟬屈輯又別

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足可破賈氏之謬，故而張爾

岐謂陳氏之說為得之，甚是也。

〈聘禮〉四五、記襲暢之節

記：「凡執玉，無藉者聾。」

藉，謂蝶也。蝶所以組藉主。

凡禪藉有三種，若以木為中幹，施五朵三采者，此總常有，不得

去無藉﹔寺此云無藉者聾，據絢組尺蟬藉而言，若廟門外賈人啟

檀取五垂輝以撞上介，上介楊受﹔上介屈輝以控賓，賓即襲受，

即此執玉無藉者是也。此文與曲禮同。故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

則暢，無藉者則襲是也。

按疏以屈蟬為無藉，垂蟬為有藉，又以輝有三種，其說愈支而

難過。〈曲禮〉鄭氏〈註》去，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

東吊，當執主璋之時，其人則聾﹔有藉者，謂璧琮加于東吊之

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楊﹔此定說也。文按〈曲禮〉 《鄭註

〉，亦云圭璋特而聾，璧琮加東串而揚。疏引熊氏云：朝時用

圭璋特，賓主償費：行事時用璧琮，加東吊，賓主f具楊﹔亦是

也。先儒已有此說，非陳氏創為之。（參見前）

按：賈氏謂離有二撞，其實一物也，已詳上艾。賈氏以垂蝶

為有藉，蓋以其絢組垂則見之裊，則為有藉，故而賈人垂輝

以授上介，上介楊受：屈巢為無藉，蓋以其繞不見矣，則為

無藉， 故而上介屈巢以授賓，賓即聾受 。 然經文 ：「上介不

聾， 執主，屈躁，授賓。」非言揭受也。注： 「不聾者，以

盛禮不在於己也 D 」足見賈氏之言於經不合。

{1禮記﹒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暢，無藉者則襲。」

〈鄭注〉﹔「藉，藻（亦作蝶）也。楊襲文質相等（或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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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耳。有藻為文，褐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聾充美亦質。

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東吊而揚，亦是也。」＠鄭氏以有藻無

藻為有藉無藉，又以圭璋特為無籍，璧琮加東串為有藉。

孔穎達〈疏〉以垂藻為有籍，屈藻為無藉，同賈氏之說。復

引皇侃「玉有楊龔」之說，並釋熊安生「上明賓介二人為楊

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楊襲。」之說為：「背朝

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聾，行享時用璧琮加東鼎，賓主俱揚，

亦是也。」＠後世陳祥道、陸個俱採熊氏之說＠，楊氏《禮

圖〉復深入探贖之，其說為：「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

儒干百載之惑矣。．．．．．．竊詳經文楊襲是一事，垂練屈練叉別

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文啟積取圭

垂離以授宰，宰執圭屈蟬，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練受命竟

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垂蟬以授賈人，是時控受凡屬四，手有

屈垂之文，而無楊龔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實在廟門之

外，買人啟槓取玉垂謀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練以授賓，經

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居之文，而無楊襲之禮。當主賓授受

之時，會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還至于館．．．．．．又

有垂屈之文，而無楊龔之禮，蓋主聘之重也。．．．．．．及歸反命

，又於君前以垂屈為文，而不以楊襲為禮。豈非玉為聘禮設

，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間，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

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祖然，然經文集然如

日星之在夫，又豈得而終泊之邪： J ＠楊氏以楊襲為賓於主

國行聘辜盛禮時而言，後之學者多從楊氏之說，故而張爾岐

雖揉陳稽之言，猶復謂「先儒已有此說，非陳 （結）氏創為

之。 」

十、以傳疑之法釋之

〈儀禮》多記古事，述古制，後儒研治〈儀禮〉，每以時勢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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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不足，而歎其無徵：張爾岐為時代所圈，故於闢疑之處則以闕

疑傳之，不敢自必也。茲摘錄於下：

〈士昏禮〉一三、舅姑沒婦廟見及饗緝饗送者之禮

老體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瞳婦之禮。

因於廟見禮之。

嘗疑此老，與前贊者並是男子，乃使與新婦為禮，在前聖必自

有說，非宋學所可臆度耍。

按：「婦至成禮」節經文：「贊以肝從，皆振祭，嘴肝，皆

實于渲豆。」蔡德音《禮經本義》曰：「贊，相禮者也，蓋以

婦女之曉禮儀者為之。」＠，復於「贊者盟婦」節曰：「郝敬

輿疑體贊用男子，故新新婦俠拜，失之矣。男女不親授受，豈

有使男子引新婦見舅姑，且酌而禮之禮乎？」＠是蔡氏以婦女

之曉禮儀者為贊者。

胡氏《正義》引江筠骰蔡氏之說：「自來說贊皆用男子。．．．

．．．筠謂贊雖代舅而既為婦人，則畢婦人之相與拜也，婦與婦行

禮而為俠拜，禮未之有﹔欲明男女之別，而創l禮所未有之拜，

未見其（蔡氏）說之允也。且經惟男子有奠爵之拜，若婦人之

拜皆執爵者﹔此經於贊自 m:云：『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

西北面彙爵，拜，」果婦人而然乎？」＠且〈特牲〉、〈少牢

〉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賓，獻昨致爵之事，是古人行禮不以為

嫌也，察氏男女不親授受之說，稍嫌太泥。

〈 士昏禮 〉 ：「授老罵。 j ｛鄭注》：「老，群吏之奠者。

」此「老體婦于房中」’胡氏《正義〉引盛世佐云：「上云

『贊體婦』贊即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日贊，此無助，

故直指其人言之。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為之，故使

之體婦，所以代舅姑也。」＠是贊與老均是男子，使與新婦

為禮者 ： 張氏之說較為近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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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儀禮鄭註句讀〉一書除「明其句讀，詳其節目」特色外，尚有

圈發、直音、經文頓號之標點加圈等三特色。

圈發：遇有一字數音者，則以圈角符號標之。圓圈標於字之左下

角為「平聲」’標於字之左上角為「上聲J ﹔同理，右上角為「去聲

J ’右下角為「入聲」。使人展卷瞭然，明其音義。

直音：遇有難字，則於字旁附小字直音，以便省覽。

經文頓號之標點加圈：於文字右下腳加圈，以示「句」與「逗」

’並於字間停頓處以圈隔之，其作用相當於命之頓號。

張爾岐初將此書（《儀禮鄭註句讀〉）名為《儀禮鄭註節釋〉，

後易名為 《儀l禮鄭註句讀》 ＠，蓋以章旬之儒自居’，試謙也。是書非

謹定其句讀，且詳其節目，末附己意，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解〉、楊

復之《儀禮圖〉，雖標示節目，然皆不夠細密，且割裂經典，將記文

打散，附於相關經文之後。張氏之節目周詳，胡培章〈儀禮正義〉之

節目即深受其影響﹔且張氏恢復〈儀禮〉之原貌，將記文附於經文之

後，不致有割裂經典之憾。

本文之作，旨在探贖張爾岐之儀禮學，就其對經文、〈鄭註》＼

《賈疏》之質疑，及其個人獨特之見解予以剖析，並賽以武威漢簡、

唐詞成右經、宋本 〈儀禮〉 、宋單疏本、宋儒儀禮研究著作，清儒校

勘研治〈懂禮》之作，務求是非判然。

張氏之儀禮學所見頗有確不可易者，故顧亭林曰：「〈儀禮鄭註

句讀〉 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

，而其書實似可傅，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 。」＠惜為

耳目所圈，材料殘缺寡少，解釋不易，難免有謬誤者， 吾人亦當「不

以一音而掩大德J 視之，蓋其書為治儀禮者最佳入門之作 ，胡德琳嘗

謂〈儀禮鄭註句讀》一書為 「鄭氏之功臣，學者之津能也。 J 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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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譽。

附 吉主

＠〈碑傳集〉卷一三一第一一頁。

＠〈儀禮鄭註句讀〉和哀堂刊本劉孔懷序第二頁。

＠〈書目答問〉卷一第一頁。

＠〈九經誤宇〉第三頁。

＠〈儀禮集釋〉卷二第三九頁，〈儀禮經傳通解〉卷二第一九頁，楊復

〈儀桂圓〉卷二第八頁，〈儀禮集說〉卷二第四五頁。

＠〈集釋〉卷二第四一頁，楊氏〈禮圓〉卷二第二十頁，〈集說，〉卷二

第四七頁。

.CZ) （儀禮鄭註句讀校記〉第一八二頁。

＠〈儀禮正義〉卷一二第六頁。

＠〈集釋〉卷三十第一二頁。

＠楊氏〈正義〉卷一七第二七頁。

。胡氏〈正義〉卷四十第一三一一四頁。

＠胡氏〈正義〉卷二第一入頁。

． ＠胡氏〈正義〉卷二第一九頁。

＠〈禮記集說〉卷五第三四頁。

＠〈先秦喪服制度考〉第一三一一一三二頁。

＠詳見〈先秦喪服制度考〉第一三四頁。

＠胡氏〈正義〉卷二三第二五頁。

＠〈禮經釋例〉卷八第四九一五0頁。

＠胡氏〈正義〉卷三七第一八頁。

＠〈漢簡本儀禮考證〉第三九頁。

＠〈禮經釋制〉卷五第一九一二0頁。

＠〈禮經釋例〉卷五第二O頁。

~ 44~ 



＠〈周禮〉卷二五第一一頁。

＠〈禮經釋例〉卷五第二九頁。

＠〈儀道管見〉卷四第三頁。

＠胡氏〈正義〉卷五第一九頁。

＠〈集說〉卷六第一七一一入頁。

韓碧單單爾岐對〈懂禮〉之獨特見解 19 

＠〈通解〉卷二十第一三頁，朱子曰：「更易二字，注疏之說雖詳，然

於例頗有不令，提本無疑義，不必強為分別也 0 J 

＠〈筒本考詮〉第六六頁。

＠〈禮記〉卷一四第二十頁。

＠〈求古錄禮說〉卷三屋漏解第九一十頁。

＠〈儀桂士喪禮既夕禮儀節研究〉第四一頁。

＠〈禮記集說〉卷一第三二頁。

＠〈禮記〉卷四第二頁。

＠〈禮記〉卷四第二一三頁。

＠陳祥道〈禮書〉卷五三第一五頁：「先儒以垂線為有藉，屈線為無藉

，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玉有以雄為之藉，有以束串為之藉。有藉則

聾，無藉則襲，特施於束串而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

賓楊奉束串加壁，蓋聘特用玉而其禮晨，享藉以串而其禮殺，此襲楊

所以不同。」 〈通解〉卷二二第一三頁引陸個曰：「無藉，若圭璋特

是也。經言線又別言藉，貝1J 藉非是農者矣。藉若璧以串，琮以錦之類。

」

＠楊氏〈桂圓〉卷八第六頁。

＠〈禮經本義〉卷二第一六頁。

＠〈禮經本義〉卷二第二二頁。

＠胡氏〈正義〉卷三第二一頁。

＠胡氏〈正義〉卷三第二六頁。

＠〈儀禮鄭註句讀〉和哀堂刊本劉孔懷序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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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詩文集〉卷三第六十頁。

＠〈儀禮鄭註句讀〉和衷堂刊本胡德琳跋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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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Ehr-Chi’s unigue views on /-Li* 

Bi-Chyn Han帥

Abstract 

The book I-Li is hard to read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ancient-style 

commentary by Cheng Hsuan and the redundant explication by Chia Kung· 

Yen but also no pauses in whole test. Chang Ehr·Chi, a Ching Dynasty 

scholar, used Tang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reference books 切 revise J

Li. He devided the whole book into charpters and passages, made pasuses of 

sentences in whole classical text, Chang’s commentary and part of Chia's 

explication, added his own oppinions, and named the book as Pause of 

Cheng’s commentary of I-Li. 

Some of Chang’s oppinions on Cheng and Chia’s doubtful commen但ry

and some of his own views were correct and helpful for following scholar 切

study I-Li. However, because of the seperation of time and the deficiency of 

reference, some of Chang’s oppinions might be uncorrect. The purpose of 

this s訊社y was to review and analyse Chang’s views on the classic text, 

Cheng’s comm en個η， Chia’s explication and his original comments by reι 

erencing recently unearthed material and published articles. Some of Chang 

’s views were proved to be uncorrect in this study. However Chang’s book is 

still excellent and necessa叮r for studying I-Li 

Key words : Chang Ehr-Chi, Cbia's explication, Cheng’s commentary, 

Pause of Cheng’s Commentary of I-Li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e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γ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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