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大禮議」與「不二嫡」制度變遷 

──以嘉靖朝皇后禮制變革為切入點 

柏宇洲* 

摘要 

本文以嘉靖皇帝對幾位皇后在宮廷禮制中的安置問題為核心關注，試圖理解「大

禮議」與明代「不二嫡」禮制變遷間的互動關係。本文提出，存在著一個貫穿明代

歷史的禮制變化序列，而其核心內容即是以「不二嫡」為基礎的「一帝一后」之制

隨皇帝的禮制干涉逐漸鬆弛的趨勢。在明代，「不二嫡」的禮制貫徹在在皇帝一級的

宗法、廟祀、喪服制度中，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總體。一旦其中的一環有所鬆動，

便可能導致禮制體系的一場整體性的波動與調整。而「大禮議」的發生，既是明代

「不二嫡」禮制鬆弛的趨勢中的一環，又推動了這一趨勢的蔓延。 

關鍵詞 

大禮議  不二嫡  嘉靖皇帝  皇后制度 

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三月，明武宗駕崩，無子。武宗皇帝去世之突然，使

得大臣們措手不及：由於武宗生前未預立皇子，朝中竟有數十日無君；然而繼承皇

位的藩王朱厚熜（1507-1567）抵京、登基為明世宗之後，大臣們遇到了更大的麻煩，

明世宗不肯接受大臣令自己過繼為明孝宗之子、稱本生父母為伯叔父母的「廷議」，

因「尊親禮儀」而引發「繼統」與「繼嗣」之爭的「大禮議」由是而起1，其核心主

題，即是明世宗如何在繼位後安置其本生父母在皇室之中的位置。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生 

1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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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議」深刻地影響到明朝社會的各個方面，這是諸多以往對大禮議的研究

已經揭示出的2。本文擬從具體的禮制操作層面切入，以明世宗對諸位皇后在宮廷禮

制中的安置問題為核心關注，試圖理解「大禮議」與明代「不二嫡」禮制變遷間的

互動關係，從而期望為理解「大禮議」、明代皇后制度乃至古代政治提供另一種視角

和進路。 

（一）「母以子貴」──皇后禮儀與「大禮議」論爭 

1. 明世宗對本生親屬的加尊 

 世宗之生父興獻王卒於正德十四年3，而當世宗入京時生母興獻王妃猶在，世宗

是其獨生子。故世宗繼位之後，力排眾議地作出奉迎生母興獻王妃入京的決定，楊

廷和（1459-1529）代寫4之奉迎之箋曰： 

欽承聖母慈壽皇太后誥諭，皇兄武宗皇帝遺詔嗣位。敬惟母妃殿下，遠

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所後；至情攸系，恩當

兼盡於本生。5 

此箋第一句，稱呼孝宗嫡后慈壽為「聖母」，乃是來自楊廷和派群臣的「廷議」之意

見，即世宗以「為人後」的身份認孝宗為父、慈壽皇太后為母。 

 「廷議派」之所以有此意見，依據的是《皇明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

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6的規定，朱厚熜若過繼為孝宗子、

                                                 
2  趙克生先生的《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禮改制》一書認為「大禮議」是嘉靖朝持續二十多年的整體

性的祭禮改制的起點；胡吉勳先生的《「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革》一書則梳理了參與「大禮議」

的諸多官員的建言及去向，指出「大禮議」對整個明代仕風即政治倫理轉向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至於張壽安先生在《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一書中，更是將大

禮議中「為人後」的議題置入到清代諸儒的討論中，指出「大禮議」處於中國社會中「情」的因

素逐漸突破「禮」這一為近代中西思想接榫提供了基質的過程之中。這三本專著分別從禮制史、

政治史、思想史角度切入「大禮議」，頗具啟發性，是目前已出版的「大禮議」研究中的佼佼者。

除此之外，近些年來亦有不少高水準的「大禮議」研究論文發表，此處不一一詳述，可參見下文

各處之引注。 

3  《明史》卷十七本紀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45。 

4  《明倫大典》卷一，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5  正德十六年四月丙午，見《明倫大典》卷二，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6  ［明］朱元璋：《皇明祖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6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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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壽為聖母，也就成了嫡母所生的武宗親弟，正符合《皇明祖訓》中關於「兄終

弟及」之法的實行條件，因此可以合法地繼承皇位。這一觀點確立了慈壽皇太后在

「大禮議」論爭中的重要地位，而在此之前，迎立世宗的武宗遺詔已載： 

（興獻王長子）尊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于慈壽皇太

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7 

可見在武宗無子而崩後，慈壽皇太后責無旁貸地成爲了明朝宗廟統序之代表。在群

臣看來，世宗以慈壽皇太后為母，才能真正地接續上由慈壽傳遞的皇帝統序。 

 

 

 

 

 

 

 

 

 

 

 

圖 1 「大禮議」中的人物關係 

 

是以，群臣中後來有進士姚鳴鸞（1487-1529）力主「禮官議以崇仁王嗣興獻王，

則聖母為崇仁王母，不宜奉迎」8，直接否定世宗奉迎本生母興獻王妃的行為。但面

對武宗朝遺留的百廢待興的社稷狀況，大部分朝臣並未像姚鳴鸞這樣徹底否定世宗

敬事本生母的行為，而是試圖在皇家之中為興獻王妃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以安定

世宗之心，使其盡快投入政事。以楊廷和為首的大部分朝臣，在隨後的奉迎禮之議

                                                                                                                                      
頁 179。 

7  《明倫大典》卷一，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8  廷議的另一項主張是「今皇上入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后，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

炫襲封奉祀」，即為世宗本生母興獻王妃再過繼崇仁王為子，見《明倫大典》卷二，明嘉靖司禮監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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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張興獻王妃從側門入城9、儀仗用王妃禮10。可見此時朝臣們大多認為尊奉興

獻王妃的極限是保持其「王妃」的身份，顯然，這仍是出於維護慈壽皇太后在統序

上的穩固地位的考量。 

然而，世宗卻對此極為不滿：「朕既奉天命即天子位，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

乎？」11 由於張璁（1475-1539）早前的上疏提出了「統嗣二分」之說，主張為興獻

王立廟京師12，儘管這一觀點遭到了廷臣們的口誅筆伐13，卻也在事實上突破了「廷

議派」在朝廷中話語一家獨大的局面，是以世宗在尊奉興獻王妃之禮上，態度更加

堅決。他先是力斷興獻王妃由大明中門入、謁廟14，繼而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奉迎15，

皆是斷以正宮皇后之禮，這自然引發了廷臣們的極力反對。16 

於是，在正德十六年九月庚寅，世宗「以聖母不入，泣涕啟慈壽皇太后避位、

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敢言朝議之非」17。這一冒險行為，向廷臣凸顯了

尊奉生母之於世宗為政的意義。隨後，張璁上奏疏後附《大禮或問》18，又以「統

嗣二分」之說逐條批判了「廷議」，深得世宗欣賞。自此，世宗對本生母的尊奉，從

政治和理論上開始逐漸壓倒「廷議」派對慈壽皇太后所承統序的維護。結果，世宗

本生親屬在「大禮議」中得以步步加尊，例如： 

（1）正德十六年十月辛巳，世宗和廷臣達成初步的和解，勑諭禮部：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興獻

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19 

雖然世宗之本生父母及祖母已尊為帝、后、皇太后，這一勑諭卻借了「聖母慈壽皇

                                                 
9  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卯，《明倫大典》卷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0  正德十六年九月辛未，「上命備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明倫大典》卷四，明

嘉靖司禮監刻本。 

11  正德十六年九月癸酉。在此前，興獻王妃行至通州，聽聞朝議以世宗為慈壽皇太后之子，大發雷

霆。均見《明倫大典》卷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2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戌，《明倫大典》卷三，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3  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見朱鳴陽、彭汝寔、盧瓊上奏，《明倫大典》卷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4  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卯，《明倫大典》卷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5  正德十六年九月辛未，《明倫大典》卷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6  《明倫大典》卷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7  《明倫大典》卷五，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8  正德十六年十月己卯，《明倫大典》卷五，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19  《明倫大典》卷六，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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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懿旨」的名義，這是廷臣對宋「大禮議」結局的效仿20，但世宗卻並沒有像宋

仁宗那樣就此善罷甘休。 

（2）壬午，興獻后入京，由大明中門入，謁見奉先殿、奉慈殿。21 興獻后甫

一進宮，就使用了正宮皇后之禮，襯托出其不僅僅是藩王妃的身份。 

（3）嘉靖元年正月庚午，加慈壽皇太后尊號為昭聖皇太后，皇嫂皇后為莊肅皇

后。本生父為興獻帝，憲廟貴妃邵氏，今加上皇太后尊號為壽安皇太后，興獻后為

興國太后。22 隨著興獻王稱「帝」，興獻后也稱「太后」，雖然與慈壽皇太后相比仍

缺一「皇」字，但世宗之祖母則是正式加尊為「皇太后」23。兩個「皇太后」的局

面產生了，但十一月庚申，世宗祖母壽安皇太后旋即崩猝24。十二月甲戌，為其上

尊諡「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25 二年十一月辛卯，奉安祖母孝惠皇

太后神主於奉慈殿。26 

（4）三年三月丙寅，慈壽皇太后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父興

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27 世

宗生母正式加為「皇太后」，僅以「本生」二字與慈壽相區分。 

（5）七月乙亥，世宗召多官至左順門，勑諭去本生母尊號中的「本生」二字。

群臣劇烈反彈，紛紛上奏其非28，此事最終成為著名的「左順門廷杖」29事件的導火

索。 

（6）左順門事件平息之後，九月壬戌，席書（1461-1527）、張璁等上疏：世宗

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慈壽皇太后為「皇伯母」，尊「恭穆獻皇帝」為皇考、本生

母尊號定為「聖母章聖皇太后」30。至此，世宗成功地定孝宗、慈壽為伯父、伯母，

其本生父母在稱號上的「本生」字樣被正式去除，名分正為皇考、聖母。 

                                                 
20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 156。 

21  《明倫大典》卷六，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2  《明倫大典》卷七，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3  按輩分，實際上邵氏應是太皇太后，這成為張璁等攻訐這一次加尊的理由。見《明倫大典》卷八，

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4  《明倫大典》卷八，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5  《明倫大典》卷八，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6  《明倫大典》卷九，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7  《明倫大典》卷十一，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8  《明倫大典》卷十六，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29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 149。 

30  《明倫大典》卷十七，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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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五年九月壬辰，世廟禮成，獻皇帝神主已遷入。己亥，世宗奉章聖皇太后

謁見世廟。世廟的建成，是嘉靖皇帝祭禮改制的始點31，其最終結果，乃是獻皇帝

稱睿宗、入祔太廟32，進而最終獨立為一室，列入孝宗、武宗之間33。 

由上面所羅列世宗步步加尊本生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出：世宗「尊親」的行為

背後，絕不僅僅是崇尚本親、伸張孝情。將生母由藩妃加尊為皇后，不僅必然伴隨

著生父從藩王升為皇帝，也導致了慈壽皇太后在傳遞皇帝統序層面上的地位的驟

降，此一升一降的變動過程，正是本章標題所謂「母以子貴」的體現。 

「母以子貴」概念出自何休（129-182）對《春秋公羊傳》的解釋：「桓何以貴？

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休論述桓公之話而以「母以

子貴」作結，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它與周代「不二嫡」制度「子以母貴」的精神

也完全背道而馳。因此，有學者指出，「母以子貴」四字很可能是衍文。但不論如何，

必須承認，這四個字對後世禮制的影響極為深遠。34 

如果說，「廷議」一派的觀點是「子以母貴」，世宗為慈壽皇太后之子後方可傳

承帝統；那麼世宗一方的觀點則是「母以子貴」，強調世宗既然已承帝統，那麼理應

使生母加尊為皇后。從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中，我們會發現：世宗和「廷議」雙方所

討論的並不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這不僅使得爭論顯得自說自話，也揭露出在「大

禮議」「爭親」的表面之下，其根本乃是「爭統」。 

下文第二節將從禮議之臣霍韜的警言入手，揭示出世宗皇帝通過「禮議」介入

皇后禮制所帶來的必然後果；第三節則試圖從世宗對祖母壽安皇太后喪期的裁定出

發，指出世宗踐行「母以子貴」精神的方式，乃是織造出興獻王一系的皇統，從而

以之取代了孝宗一系的皇統。 

2. 霍韜論「疑貳之嫌」 

放眼參與「禮議」的諸臣，在世宗尊奉生母興獻王妃的一系列舉動中，能夠極

其敏感地體察到「母以子貴」所觸及的實質禮法疑難的，大概要首推霍韜

                                                 
31  趙克生：《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禮改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33。 

32  嘉靖十七年九月，《明史》卷十七本紀第十七、卷五十一志第二十七，頁 153、頁 881。 

33  「二十四年六月，禮部尚書費寀等以太廟安神，請定位次。帝曰：『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

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七月，以廟建禮成，

百官表賀，詔天下。」《明史》卷五十一志第二十七，頁 881。 

34  鄒遠志：〈論「母以子貴」觀念在漢晉時期的合禮化〉，《船山學刊》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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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1540）。早在世宗意圖議興獻王尊號、奉迎聖母入京之初，他就上疏指出了

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麻煩： 

……興獻王既崇徽號，聖母宜有尊稱。既正母儀于慈壽皇太后，何以相

見，此則禮之未講焉者二也。憲宗皇妃壓於嫡后，武宗皇后久位中宮，宮闈

接遇，何以相見？此則禮之未講焉者三也。35 

這封奏疏指出，「一帝一后」制乃是禮制的要求，而世宗尊奉生母的行為，會造成兩

后在宮闈中難以相見的尷尬。在興獻王、興獻王妃尊為「興獻帝」、「興獻后」，興獻

后入京之後，霍韜再度上疏，重申他的這一觀點： 

若遂行興獻帝尊封之典，則聖母之至，與慈壽太后、中宮皇后，何理相

處？萬有過差，宮闈成隙。蓋不忘孝宗之德也。36 

左順門事件之前，世宗欲改稱慈壽為伯母、章聖為聖母之時，霍韜三度上疏，亦對

世宗如何處理兩位「皇太后」的具體禮儀提出了意見： 

始者，陛下嗣統，既尊昭聖皇太后為母矣，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

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有非人情所堪者。萬一昭聖不悅，孝宗在天之靈，

亦有不豫然者矣。願陛下上啟昭聖皇太后曰：「前日廷議，倉卒未定。天倫

名分，委屬未安。且孝宗有嗣，武宗無嗣。若上繼孝宗，則下遺武宗，情尤

不可。皇太后獨不眷念武宗乎？」如此，臣知昭聖必中心樂從，無疑貳之隙

矣。此臣愚慮者一也。 

昭聖皇太后嫡嗣，武宗一人而已矣。武宗無嗣，莊肅皇后所屬望亦已矣。

聖母之有陛下，保享天倫之樂；昭聖之視莊肅，兩懷嫠孑之憂。陛下事昭聖，

禮秩雖極尊崇，其勢日輕；陛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其勢日重。恐給役

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間隙；聖母時見昭聖，禮節未得適中；莊肅或見

聖母，禮節未經詳定。臣願陛下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

至尊無對。伏望聖母，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有六年。

聖母接見，亦不可忽。」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庶宗統

                                                 
35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戌，《明倫大典》卷三，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36  正德十六年十月乙酉，《明倫大典》卷五，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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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而嫌隙消。此臣愚慮者二也。……37 

這封奏疏依然是在試圖解決「母以子貴」所可能帶來的問題。而貫穿霍韜三份奏疏

的核心焦慮，即是世宗對本生母的尊奉，最終難免會衝擊到慈壽皇太后的正統之位。

誠如霍韜所言，從情理角度，尊奉本生母乃是出自天倫，但以慈壽皇太后為母，卻

是宮闈相安的保證。恰恰是由於在親緣之維上，本生重於慈壽，在禮法上，就更需

要保證慈壽重於本生，以維持二人在現實中的平衡關係。正是考慮到天子的行為也

難免受到「情」的影響，天子在禮上的權力越大，就越要受到禮制、宗法的一些基

本原則的約束。在霍韜上疏中所說的「疑貳之隙」，就是本文所要處理的「不二嫡」

原則的凸顯。 

事實上，霍韜所擔心的「陛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其勢日輕；陛下事聖母，

尊稱雖或未至，其勢日重」，並非沒有道理，《明史》記載可證： 

三年，興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及后誕日，敕免賀。……

初，興國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猶以故事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太后待之

又倨。……38 

可見與興獻王妃「母以子貴」相伴隨的，是世宗對慈壽地位的壓制，這體現在他對

兩位太后生誕時「命婦朝賀」和「免賀」的禮制操作的差異之中。以往的研究，對

於世宗皇帝如此重視禮儀、以致釀成「大禮議」紛爭的行為，大多歸結於私情對禮

制的突破39，或是政治鬥爭的表達方式40，然而就其影響而言，它們都只看到了行為

的單一側面。世宗並不是在簡單地放任私情或發洩黨政之意氣，這一行為背後的禮

制、政治邏輯是紐結在一起的。一方面，世宗似乎是在有意地借助了天子在後宮禮

制上的掌控力，調控兩位皇太后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正是通過「大禮議」，世宗實

際上將控制皇后禮法地位的權力納入到了皇權之下。 

 下一節，我們將從世宗為祖母壽安皇太后所服喪服之制的討論，來佐證世宗表

面上看來對皇后禮制無足輕重的調整，是如何在禮制設計的層面，觸及到了皇帝統

序這一根本問題。透過這一在「大禮議」中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我們也能看到在

                                                 
37  嘉靖三年五月庚辰，《明倫大典》卷十四，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38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0。 

39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 

40  胡吉勳：《「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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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議」雙方處理「母以子貴」問題的過程中，世宗皇權對皇后禮制的介入，何

以在禮制的邏輯上實現了皇統的根本轉移。 

3.  從「尊親」到「篡統」 

嘉靖元年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議定十三日之服，而世宗服以二

十七日。41 按照明代禮制，天子喪服以日易月，十三日之服比之為期年之服，為服

祖母之正服，但世宗加至二十七日，相當於服三年喪。尋《儀禮．喪服》經例，惟

有「為祖母後者」之服乃三年；明太祖《孝慈錄》亦以為「孫為祖父母」為期年，

唯有「嫡孫為祖父母承重」時方可服至三年42。「為祖母後者」之服出自《禮記．喪

服小記》「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鄭玄（127-200）注曰：「祖父在，則其服

如父在為母也。」又《通典》「為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句引劉智（西晉官員，

生卒年不詳）解《小記》此條曰： 

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己不敢不以子道盡孝于祖，為是服三年也，

謂之受重于祖者。父卒則祖當為己服周，此則受重也。己雖不得受重于祖，

然祖母今當服己周，己不得不為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

母後者三年」，特為此發也。43 

劉智的觀點是，若某人父親早於祖父而卒，而該人被立為嫡孫，則嫡孫要為祖父服

三年喪，反過來祖父也要為該人服期年之喪，這是因為嫡孫從祖父那裏受重。由此

可推知，如果祖母要為某人服期年之喪，那麼該人就應為祖母服喪三年，其道理與

為祖父服三年喪相同。清人張錫恭（1858-1924）這樣評論劉智的這一詮釋： 

祖母服己周者，以將傳重也。宗廟之重，主婦與主人共之，故嫡孫亦受

祖母之重，而服三年也。……凡正尊而為傳重所當及，己雖不受重於是人，

亦必為之服重，為己之重所自遞及也。44 

依照張錫恭的分析，劉智的說法正確地指出了祖母為嫡孫服期乃是因為嫡孫「傳

重」。由於夫婦共受宗廟之重，嫡孫所傳之「重」也要「遞及」祖母。為祖母服三年

                                                 
41  《明倫大典》卷八，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42  《明會典》卷之一百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562。 

43  ［唐］杜佑：《通典》卷八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86。 

44  ［清］張錫恭：《喪服鄭氏學》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求恕齋刊本，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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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其核心禮意與祖母為嫡孫期年相同，都體現了對「重」，亦即一宗之內代代相傳

的統序的敬重。 

由此觀之，則世宗為祖母壽安皇太后服喪二十七日這一表面上只是尊親的行

為，放到在喪服禮法的框架中，卻相當於是承認憲廟貴妃邵氏乃是「己之重所遞及」

者。這一尊親行為，也會將皇朝統序被改寫為「憲宗和貴妃邵氏——興獻王和興獻

王妃——世宗」一線，從而毀棄了「廷議」最初設想的「憲宗——孝宗和慈壽皇太

后——武宗——世宗」45的統序傳遞路線。 

當然，以上所說的，並不意味著世宗為壽安服二十七日之服，一定是出於如此

複雜曲折的禮法上的考量。但透過這一討論，可以看到「傳位」與「尊親」在禮制

操作層面上相互牽制的微妙關係。喪禮制度既是人情的表達，又應起到節制人情的

作用，這是因為「尊親」行為的界限，在根本上是由喪禮背後的宗法脈絡所決定的，

而表達在皇帝一級的宗法的關鍵，即是「傳位」的統序。 

世宗在喪禮中確立了其祖母之「承重」的身份，從而將處於庶位的「憲廟貴妃

邵氏」擬製成為參與嫡傳之統的「壽安皇太后」，這一擬制在禮制邏輯上配合了「大

禮議」在政治意義上對憲宗以降的明代皇統的重塑。是以雖然為壽安皇太后服喪僅

是「大禮議」的一件小插曲，但卻可以用來表徵世宗將控制皇后禮法地位的權力納

入到了皇權之下，從而借助禮制變亂統序的一系列行為。 

正因如此，作為「大禮議」核心焦點的「禮」，具有著作為世宗變革的整體性邏

輯與手段的意涵，而這正是「母以子貴」爭論的關鍵之所在。46 本文後續的討論，

旨在指出世宗「大禮議」背後的禮制邏輯，是明初就已浮現的禮制變化的延伸。「大

禮議」在溢出了禮議本身之後，又深刻地重塑了嘉靖以降的明代禮制體系，特別是

體現在與根本性的「不二嫡」制度相關聯的皇后禮制之中。而僅從本章涉及的圍繞

著「母以子貴」進行的討論在「大禮議」中所佔的分量裏，我們也不難看出，皇后

禮制於嘉靖朝的禮治秩序，構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議題。 

                                                 
45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 151。 

46  趙克生的《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禮改制》研究，指出世宗祭禮改革中的各部分之間具有相互配合

的關係，見第 66-68 頁對禘、袷禮的分析。由此亦可看出，世宗變革邏輯的整體性特徵在「大禮

議」結束之後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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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嫁從夫」——明代「一帝一后」禮制的鬆弛 

1.  「不二嫡」——「一帝一后」的禮意基礎 

嘉靖三年九月壬戌，左順門事件甫平息，席書、張璁等禮官經上議，上疏：  

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

宜稱曰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

如此，允合天理之正，深即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47 

此疏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慈壽皇太后為「皇伯母」，尊「恭穆獻皇帝」為皇考、

本生母尊號定為「聖母章聖皇太后」，世宗因而得以降孝宗、慈壽為伯父、伯母，又

正式去除了本生父母在稱號上的「本生」字樣，堪稱是世宗「大禮議」的一個關鍵

性的轉捩點。這一改稱之所以得以實現，其理論基礎即是在疏之開頭的「人無二本」。 

《孟子》載：「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48 待他人之親屬與己之親屬同即是

「二本」，而「一本」原則在禮制中的反映，即是「不二嫡」之禮法原則。嫡庶之制，

是周代以來宗法的基本原則，它與周代的宗法封建制緊相配合49。嫡與庶的分野，

一方面表現在一家之內，嫡子傳重，別子不傳重而為祖，繼別為宗，一方面又反映

在妻與妾關係的之上，惟有嫡妻配夫，二者間尊卑關係有若君臣。根據王國維先生

（1877-1927）的分析，嫡庶之制的出現，源於殷周之際由「兄終弟及」到「父死子

繼」之制的根本性切換，「夫舍弟而傳子者，所以息爭也」，而這一「息爭」的最大

用意，就是以「不二嫡」解決皇帝制度中的傳位問題，是以嫡庶之制是宗法與服術

之制衍生之源頭。50 

席書、張璁等上疏中所提及「人無二本」，乃針對世宗作為天子所處的宗法關係

而論的，指的是世宗不能並宗孝宗與興獻王二宗，而是只能擇一，而這二宗的關係

最終要落實在親屬關係，即誰為父、誰為伯的關係之上。 

                                                 
47  《明倫大典》卷十七，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4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62。 

49  吳飛：《王昌前母服議》，收入吳飛主編：《婚與喪——傳統與現代的家庭禮儀》（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2012 年），頁 176。 

50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彭林整理：《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頁 2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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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這一「人無二本」的提法背後的「不二嫡」禮意，在「大禮議」中

乃是雙方所共同認可的。「廷議」使世宗為孝宗後、母慈壽皇太后，稱興獻王、興獻

王妃為皇叔父、皇叔母51，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程頤（1033-1107）在宋代「大禮議」

中對〈喪服〉經中〈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的理解的影響52： 

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

卻當甚為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葢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為叔、為伯也，

故須著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卻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53 

程頤認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其中的「其父母」，並不表明為人後者在過繼後仍要

稱呼本親為父母，而是要稱叔、稱伯，經文統言之為「其父母」，只是為了區別所後

父母與叔伯。程頤的這一觀點，在經學史上有諸多爭議54，此處撇開不談；「廷議派」

令世宗以「為人後」的方式「兄終弟及」，這本身是否是在武宗之外創造了「二嫡」，

也值得更加深入的討論。55 但單就本節所要討論的問題而言，程頤的學說可以證

明：引用並贊同程頤這一觀點的「廷議派」亦是試圖在「為人後」的框架內、區別

父、叔，明確世宗傳承孝宗之單一統序，這與「世宗派」的「人無二本」之說，遵

循的是相同的邏輯。 

從〈喪服〉經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宗法關係上「不二嫡」的禮意是如何呈現的：

「為人後者」為其所後者要服斬衰三年之服，而為程頤所言「其父母」、即本生父母

服不杖期，即一年之喪服。二者一重一輕，其深意可見子夏（前 507-約前 420）之

傳： 

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曷為

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嫡子不得後大宗。56 

子夏《傳》云「不二斬」，即是從為人後者的角度，強調「人無二本」，所後與本生

                                                 
51  《明倫大典》卷二，明嘉靖司禮監刻本。 

52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 152。 

53  ［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47-48。 

54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 157。 

55  張壽安：《禮教論爭與禮制重省——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頁 169。 

56  《儀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9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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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分出差等，與「不二嫡」之意一以貫之。這印證了宗法與服術二制互為表徵的

關係，禮經「為人後」的喪服裁制恰恰體現出了「不二嫡」之於「重宗敬統」的根

本性。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世宗派」和「廷議派」儘管在「大禮議」中針鋒相對，

但他們都承認「不二嫡」。不同之處在於，「廷議派」最初意圖從世宗「為人後」的

身份出發，借用程頤對喪服經的理解，主張其稱本生父母為叔父母，以隆所後孝宗

一系之「一本」地位；而「世宗派」學說，則借助了張璁的「統嗣二分」之說，強

調的是作為嫡子的世宗不能為孝宗之後的「不二嫡」。 

本章想要討論的是，「大禮議」所完成的嫡統的整體性轉移，與「不二嫡」之制

存在着怎樣的關係，使得這一轉移最終必然性地影響到了明代原有的禮法秩序。下

面第二節，我們將討論世宗朝與「不二嫡」之制密切相關的廟祀制度奉慈殿的產生，

以及明初圍繞「不二嫡」制度展開的明太祖《孝慈錄》改革的意義；第三、四節，

我們將從世宗對其三位皇后的禮制安置入手，探討以「不二嫡」之制為基礎的「一

帝一后」制在嘉靖朝所發生的變動。 

2.  奉慈殿之制與明太祖《孝慈錄》改制 

縱觀明代皇帝世系傳承，繼任之天子大半並非皇后之子，故而在明代歷史中，

如何尊奉生母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出。第一個遭遇這一問題的皇帝乃是明憲宗，憲宗

在生母英宗妃周氏仍在時奉之為皇太后57，英宗皇后錢氏去世，周氏不欲其與英宗

合葬，憲宗左右為難，引發群臣於文華門外哭諫，終於使錢氏得以祔太廟、奉先殿，

入葬裕陵。但預留英宗玄堂中室之右位，以為周氏來日之位58，這一行為，為帝陵

中一帝一后之制的鬆動開啟先河。 

至憲宗之子孝宗繼位，孝宗依然並非皇后所生。《明史》記載： 

孝宗即位，追上母妃孝穆太后紀氏諡，祔葬茂陵。以不得祔廟，遂於奉

先殿右，別建奉慈殿以祀。一歲五享，薦新忌祭，俱如太廟奉先殿儀。59 

                                                 
57  《明史》卷十三本紀第十三、卷一百十三列傳第一，頁 111、2322。 

58  成化四年六月，《明史》卷一百十三列傳第一，頁 2322。 

59  成化二十三年，《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1。 



明代「大禮議」與「不二嫡」制度變遷──以嘉靖朝皇后禮制變革為切入點 

 

63

孝宗追尊生母為皇太后，並以之入葬帝陵，是時正宮皇太后王氏尚未去世60，這就

率先打破了帝陵中的一帝一后制。但於太廟和奉先殿，孝宗仍堅持一帝一后之制，

故於奉先殿之左另立奉慈殿，安置生母紀氏。後來，孝肅周太后崩，孝宗與群臣議

其禮，群臣上疏中亦謂： 

宗廟之禮，乃天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殷、周七廟，父昭子穆，各

有配座，一帝一后，禮之正儀。61 

可見群臣肯定太廟、奉先殿皆須遵行「一帝一后」之制。然而，出於對皇帝母子孝

情的考量，又必須要為這些禮法制度之外的「庶后」尋找一個安置之所，於是群臣

考稽典禮62，定為周氏另修一殿以伸尊親之意。然而修廟之事未果，最終孝肅周氏

神位亦移入奉慈殿，居孝穆之左63。由此奉慈殿開始具有了容納歷代「庶后」的功

能。嘉靖二年十一月辛卯，前文提到的世宗祖母、被追尊為「孝惠皇太后」的憲廟

貴妃邵氏，死後亦列位於奉慈殿。 

從整個明代內城宮廷建制的角度看，奉慈殿之制的出現，既是對奉先殿之於皇

帝伸展孝情功能的補充，其歲享、忌辰祭祀與太廟、奉先殿相同的這一建制，亦是

對奉先殿在宮內廟祀空間中的獨一性的衝擊。對於奉慈殿之制興起的原因，已有論

者從明代社會中「妾子群體」的崛起64，以及皇帝個人情感需求與「嫡庶有別」間

的張力65角度分別給出論證，在這之中，明太祖《孝慈錄》的「喪禮改制」是極為

重要的一個環節。《明史》記載： 

成穆貴妃孫氏，……洪武七年九日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無子，命周

王橚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服

三年、眾子為庶母期，自妃始。66 

                                                 
60  孝貞王皇后卒於正德十三年二月，「合葬茂陵，祔太廟」，《明史》卷一百十三列傳第一，頁 2324。 

61  《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1。 

62  《明史》：「據禮區處，上副先帝在天遺志，端有待於今日。稽之《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

嫄也』，《詩》所謂『閟宮』是已。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則別立殿以享之，亦得閟宮

之義。」見《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1。 

63  《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1。 

64  李佳：〈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相關問題考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65  楊新成：〈明代奉慈殿興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66  《明史》卷一百十三列傳一，頁 2316-2317。《雙槐歲鈔》中記載：「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詔東

宮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為天子，而臣為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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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由明太祖尊奉貴妃孫氏而起，而主要的變動是在喪服之上。明太祖《孝慈錄》

是歷代喪服變革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明會典》載： 

國初，大明令依古禮：父服斬衰、母齊衰、報服如之、庶母服緦、三殤

降等。洪武七年始加折衷，著為《孝慈錄》，父母俱斬衰，而減報服，省殤

禮，定庶母服以杖期67，又列圖於律，至今遂為定制。68 

故可從《明會典》中看出《孝慈錄》所行變革。按《明會典》： 

斬衰三年：子為父母，庶子為所生母，子為繼母，子為慈母，子為養

母……69 

根據《儀禮．喪服》經，除「子為父」在〈斬衰三年章〉以外，《孝慈錄》中規定的

「子為母」、「庶子為所生母，子為繼母，子為慈母，子為養母」，皆在〈齊衰章〉之

中70，父在則為母服一年喪，父沒服三年，但亦是齊衰三年而非斬衰三年，是一家

之中以父為至尊故「不貳斬」的充分體現。另一方面，「大夫之妾子從乎大夫而降，

故為其母大功。公子于君之所不服者，已亦不敢服，故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

既葬除之。……又庶子為父後，則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故為其母緦」71，

依據宗法之制，大夫以上為妾母皆降服，為人後者亦降其本生母，可見在士以上，

由於宗法地位越來越高，妻妾、大小宗之間的嫡庶分野也要加強。因此，如明太祖

之子，貴為天子之後，為庶母之服理應大大降殺於士人為庶母之服，以凸顯配天子

                                                                                                                                      
服緦，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著為禮制。」

見［明］黃榆：《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3。黃雲眉先生《明史考證》一書

指出，此事亦載於他書，「而《實錄》諱之」。見黃雲眉：《明史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976。 

67  即《明會典》所載「齊衰杖期，嫡子衆子為庶母」，此乃非該妾所生之子之服，在《儀禮．喪服》

中僅士為庶母及大夫之子為大夫貴妾這兩種情況下，有緦麻三月之服。若為本生妾母，按《明會

典》所載《孝慈錄》則服斬衰三年。 

68  《明會典》卷一百二，頁 562。 

69  《明會典》卷一百二，頁 562。 

70  嫡母、妾母皆包於齊衰三年中的「父卒則為母」條之下，可參見萬斯大的辨析：「齊衰三年首言『父

卒則為母』，下即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為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于『父卒為母』之中

也。觀慈母之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

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妾子子於他妾者且然，況生母乎？」見［清］張錫恭：《喪

服鄭氏學》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求恕齋刊本，頁 131-132。 

71  ［清］張錫恭：《喪服鄭氏學》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求恕齋刊本，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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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后」尊貴的禮制地位。 

以此可觀，明太祖《孝慈錄》改制，使子為所生母無論嫡庶同於為父所服的斬

衰三年，早已從喪服制度上為「不二嫡」制度在皇后禮制中的鬆動奠定了基礎。其

中為庶母服喪斬衰三年、同於嫡母之制，又直接地為憲宗、孝宗以降的尊生母、使

庶后列位於奉慈殿的禮儀變動趨勢提供了禮制和理論上的依據，可以說是「大禮議」

中嘉靖皇帝所彰顯的「母以子貴」的先聲。在這個意義上，「大禮議」亦是這一趨勢

中的一環，從接下來對世宗朝奉慈殿制度的變動的討論之中，我們便可以看到世宗

對皇后禮制的變革，是如何在更直接的意義上衝擊了「不二嫡」，並進一步地推動了

「一帝一后」制的解紐。 

 

圖 2  明代自英宗到神宗的皇帝與皇后、生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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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宗對孝潔皇后及繼后的安置 

 世宗皇帝共有四位皇后，其中三位（孝潔皇后陳氏、廢后張氏、孝烈皇后方氏）

於世宗在世時受封為皇后，第四位（孝恪杜太后）由其子穆宗追尊為皇太后。嘉靖

以前，明代皇帝亦不乏在位時曾封過兩位皇后的，但都是以先廢一后、再繼立一后

的形式完成的。72 雖然「廢后」在某種意義上亦是突破了「一帝一后」的「不二嫡」

之制，但畢竟在形式上還是維護了宗廟中一后獨配的宗法原則。然而到了嘉靖朝，

世宗第一后陳氏未曾被廢，世宗卻在其死後又立新后，這不能不說是對「一帝一后」

制直接構成的衝擊。如何處理孝潔及繼后的禮制地位，亦構成了嘉靖朝一件十分獨

特的禮制疑難。 

 孝潔陳皇后，嘉靖元年在慈壽皇太后支持下被冊立為皇后。73 七年十月，陳皇

后已懷胎，因善妒引發世宗大怒，受驚嚇後流產而死。世宗怒氣未消，故為其葬禮

從殺，諡號為「悼靈皇后」。74 八年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1485-1544）上言議其

祔廟之事： 

悼靈皇后，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之制已備。考唐、宋故事，后於太

廟，未有本室，則創別廟，故《曲台禮》有「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之文。

又《禮記．喪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釋之者

曰：「親者謂舅所生母也。」今孝惠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之生母，則悼靈

皇后當祔于（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75 

方獻夫之議，以太廟廟位已滿，主張使陳皇后暫入別廟。又引〈喪服小記〉，以世宗

祖母孝惠太皇太后乃陳氏「祖姑之親者」，故議其入奉慈殿孝惠之側。表面上，這是

通過「入別廟」的方式尊悼靈皇后，然而實際上，以正宮皇后列位於歷來容納「庶

后」的奉慈殿，不僅體現出了世宗對陳氏的不滿之情，世宗通過議定禮制，事實上

                                                 
72  宣宗曾廢胡氏，另立孫氏，孫氏即為孝恭皇后，後來宣宗後悔，又將胡氏追為恭讓皇后，但不祔

廟。憲宗曾廢吳氏，另立王氏，王氏即為孝貞皇后。均見《明史》卷一百十三列傳第一，頁 2319-2320、

2324。 

73  《明世宗實錄》卷九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2201；胡凡：《明代

歷史探賾》（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年），頁 128。 

74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1；《明世宗實錄》卷九十四，頁 2171。 

75  《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2；《席方二公奏疏》之「條上合行禮儀」，收入《明經世文

編》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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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陳氏「降嫡為庶」了。 

為什麼方獻夫和世宗一定要移悼靈皇后神主入奉慈殿？事實上，陳皇后去世後

不久，世宗已和張璁商議了冊立中宮之事，表達了對當年慈壽皇太后以「聖母」身

份主持婚事的不滿，令群臣密議。76 七年十一月丁未，楊一清（1454-1530）等群臣

上言： 

悼靈皇后仙逝，忽兩月餘矣。昨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諭問皇上以：宗祀

甚重，內治不可久虛。臣等聞之，不勝欣慶聖母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仰惟皇上光臨大寶，七年有餘，而前星未耀，震位尚虛，中外臣工，朝夕在

念。冊立之典，誠宜速舉，以慰人心。伏願祗循我宣廟、憲廟故事，即於妃

嬪中惟賢惟德，親擇一人，請于聖母皇太后降勑禮部，擇日具儀，祗告天地、

宗廟、社稷，冊立為皇后，正位中宮，宗社韋甚。77 

由於世宗的皇子胎死陳皇后腹中，「宗祀」血脈之延續問題成為主張立后的核心論

據，但選后之範圍卻限於妃嬪中，而妃嬪不必為后亦可為世宗誕育子嗣，這一論據

無疑是沒有說服力的。此外，楊一清援引宣宗、憲宗再立后的故事，以證明立后有

前朝舊例可考，然而前文已論及，宣宗、憲宗都是先廢一后再立另一后，而悼靈皇

后從未被廢，顯然情況不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上言並非從理論上嚴謹地論

證立后之可行性，而僅是宣告將擇選皇后的權力完全移交至世宗手中：即世宗可「於

嬪妃中……親擇一人」，再通過「聖母皇太后」降勑的方式實現皇后的任立。這佐證

了本文第一章所提出的觀點，「大禮議」之後，世宗實際上將控制皇后禮法地位的權

力納入到了皇權之下。 

群臣上言後，世宗下諭禮部： 

                                                 
76  嘉靖七年十月戊戌，「上與大學士璁議冊立中宮。璁對：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上

報曰：『卿昨以所問事宜為對，見忠切天。朕德無一線，而動多愆，違身承祖宗之位，遂使嫡配遽

喪，儲嗣延違未立。每思至此，實切憂惶。今之事則甚難為也。若待之聖母之至訓，朕不敢不從，

然恐繼而為弗祥，夫何謂也？凡人之為善為惡，出自性中來，間有遷惡為善者，艱獲斯人也。況

君子所配，必逑淑女。而人之君長之配，不慎擇也？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立而

為，日夜言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若又使與此事，則不如不必繼立也。朕所愛者，德與賢耳，

非有偏寵尚色之私，此人豈知？我祖考在天之靈知之也。如果擇有德者繼立，將不平之怨必作，

譏誚之讒必來矣。卿等可通將昨引聖母之訓，倂此抄一帖，密與同官議來。』」《明世宗實錄》卷

九十四，頁 2201。 

77  《明世宗實錄》卷九十五，頁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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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中宮皇后陳氏近以疾逝，自惟弗德，遽失所配，愴悼未已，豈忍議及

其繼者。頃累奉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面諭，以

朕皇后既逝，而宗祀甚重，不可久虛其位。朕拜受茲者，內閣輔臣暨府部九

卿、文武群臣合辭為請，朕以聞之聖母，覆命朕曰：「吾已先有是訓，昭聖

皇太后亦有是諭。今聞群臣之請，心甚慰悅。皇帝宜亟自擇其可者冊立之。」

朕仰遵兩宮之命，俯納群臣之忠。深惟國本匪輕，朕承宗祀，須賴內襄。今

順妃張氏，往奉聖母所簡，冊以為妃。侍朕以來，克盡禮道，性資端慎，淑

德允諧，可冊立為皇后，以相朕宗廟之事，共奉兩宮之養。合行事宜，爾禮

部即會翰林院議擬，具儀擇日以聞。78 

諭中將慈壽置之於聖母之後，無疑是與「大禮議」之結論「以生母為母、慈壽為叔

母」相配合的。更重要的是，世宗遵循楊一清的建議，於嬪妃中宣告冊立順妃張氏

為皇后，「升庶為嫡」，並宣諭禮部，是時方為七年十一月，在前文方獻夫議悼靈皇

后祔廟（八年二月）之先。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方獻夫議以悼靈皇后陳氏入奉

慈殿，不僅僅是出於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深層的原因是：此時張氏已經立為新

的皇后，那麼在皇后仍在的情況下，按照「一帝一后」的廟制規定，陳氏無論如何

也不能列位於太廟、奉先殿。 

就此我們可以發現，世宗在處理孝潔皇后的入廟問題時，所應用的邏輯，與在

「大禮議」中處理慈壽和本生母間關係的邏輯具有同構性：在「大禮議」裏，興獻

王妃被步步加尊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爾後經過左順門廷杖，「本生」二字方

除，「世宗派」諸臣便援引「人無二本」之理論，降「聖母」慈壽為「皇叔母」，以

扶正章聖的「正統」地位。同樣，在孝潔皇后死後，世宗在張璁、楊一清等臣的支

持下，先立定新皇后張氏，繼而在「一帝一后」的邏輯下，隱秘地將孝潔皇后置入

庶后所居的奉慈殿，從而在陳氏、張氏二后身上完成了「降嫡為庶」、「升庶為嫡」

的禮制遷動。 

這一相同的邏輯，在「大禮議」中，導致了統序的改寫，而在世宗處理皇后的

問題中，則導致了「二后」在廟祀系統中難以安置的困境。而這恰恰證明，「大禮議」

完成嫡統的整體性轉移所借用的禮制邏輯，滲透到了明代原有的禮法秩序之中，而

二者的樞紐都是世宗在「大禮議」中所獲得的，掌握皇后禮制升降的權能。 

                                                 
78  嘉靖七年十一月戊申，《明世宗實錄》卷九十五，頁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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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慈殿制度的存在，是世宗得以完成對陳氏、張氏二后「降嫡為庶」、「升庶為

嫡」的禮制遷動的一個重要條件。在「二后」局面出現的過程中，奉慈殿擔當了重

要的媒介作用，使得世宗尊新后的行為，在世宗朝的廟祀體系中得以暫時掙脫「一

帝一后」規制的約束。結合通過本章前兩節對禮議諸臣的「不二嫡」原則的尊奉以

及奉慈殿制度來源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大禮議」以及世宗得以尊奉「二

后」，其背後禮制邏輯的產生，與明太祖《孝慈錄》改制對「不二嫡」及「一帝一后」

制的衝擊，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 

4. 奉慈殿之廢與孝烈皇后入祔太廟 

十三年正月癸卯，世宗的第二個皇后張氏被廢，無子79，世宗遂在九嬪中拔擢

方氏為皇后80。廢后按例不入廟，故「二后」間的禮制疑難轉到陳氏、方氏之間。 

十五年七月庚午，世宗詔禮部廷臣，議遷奉慈殿中三后（孝宗祖母英廟貴妃周

氏、孝宗聖母憲廟貴妃紀氏、世宗祖母憲廟貴妃邵氏）神主入陵殿之事。世宗提出： 

廟重於陵，禮制故嚴。廟中一帝一后，陵則二三后配葬。今別建奉慈殿，

不若奉主於陵殿為宜。且梓宮配葬，而主乃別置，近扵黜之，非親之也。81 

可見由於孝宗朝打破了帝陵中的一帝一后制，至世宗朝「廟中一帝一后，陵則二三

后陪葬」已為定制。隨後，禮部與廷臣上議： 

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於廟。所生之母，別薦於寢，身沒而已，斯

禮之正。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閟宮、宋別殿皆此義也。我孝宗皇帝于奉先

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孝穆皇太后，祔孝肅皇太后，近複祔孝惠太皇太后，

葢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耳。然禮於妾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

祭之，于孫則止。眀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陛下于孝肅，曽孫也；

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82 

隨著「大禮議」的平息，世宗投入到祭禮改革之中，故奉慈殿之祀無暇顧及、荒廢

                                                 
79  《明世宗實錄》卷一五八，頁 3535。案：張氏薨於嘉靖十五年，葬儀同於憲宗廢后吳氏。見《明

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984。 

80  十三年正月己巳，《明世宗實錄》卷一五八，頁 3536。 

81  《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九，頁 3991。 

82  《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九，頁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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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孝穆、孝肅、孝惠三后，均為世宗祖母輩及以上，禮臣據此提出「繼祖重，

故不復故其私祖母也」的「妾母不世祭」原則，為遷祧三后入陵提供了論證。三后

既祧，原本祔於孝惠的悼靈皇后神位的安置，亦成問題。 

於是十五年九月己巳，世宗聽從夏言建議，為悼靈皇后改諡為「孝潔」，入奉先

殿旁室。83 同月，又召朝臣議奉慈殿諸后之諡，不稱「太皇太后」，又各去一字，

以正名號，別嫡庶。84 至此，奉慈殿之制隨著三后入祔帝陵而廢止。 

時間跳轉到六年後，「壬寅宮變」中皇后方氏救世宗於劫難。世宗驚魂甫定之時，

懷疑受寵的曹端妃合謀弑君。後來，曹端妃冤情大白，世宗追悔莫及，遂與當時下

令誅殺曹端妃的皇后方氏間產生裂痕。85 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災，世宗未應中

官救援皇后方氏的請求，方氏遂喪命於火事之中。毛奇齡（1629-1713）《勝朝彤史

拾遺記》記載： 

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86，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復悼

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

為元后。87 

方是時，興獻帝已入太廟，為睿宗。世宗感懷方氏曾於壬寅宮變中救己一命，於是

想要通過貶抑孝潔皇后廟祀的方式厚方皇后之喪葬。於是下詔：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諡孝烈，親定諡禮，視昔加隆焉。禮成，頒詔天下。及大祥，禮臣請安主奉

先殿東夾室，帝曰：「奉先殿夾室，非正也，可卽祔太廟。」於是大學士嚴

嵩等請設位於太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后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

右，以從祔于祖姑之義。帝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后非帝，乃配帝者，

自有一定之序，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之禮。其祧仁宗，祔以新序，卽朕位次，

                                                 
83  《明世宗實錄》卷一九一，頁 4037-4038。 

84  《明世宗實錄》卷一九一，頁 4041。 

85  《明史》：「二十一年，宮婢楊金英等謀弒逆帝，賴后救得免。……曹妃有色，帝愛之，冊為端妃。……

帝蘇後，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金英等弒逆王，寧嬪首謀。又曰：『曹端妃雖不與，亦知謀。』

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帝命，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幷誅其族屬十餘人。然妃實不

知也。久之，帝始知其冤。」見《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2。宮變的具體時間，按《明

世宗實錄》卷二六七所載，當為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丁酉。見《明世宗實錄》頁 5284。 

86  參《明史》卷二十九志第五，頁 315。 

87  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轉引自黃雲眉：《明史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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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得亂禮。」嵩曰：「祔新序，非臣下所敢言，且陰不可當陽位。」乃命姑

藏主睿皇后側。88  

禮臣最初的意見是仿效孝潔皇后，孝烈神位入奉先殿旁室89，但這顯然不符合世宗

「重抑孝潔以厚之」的心願。世宗厚葬方皇后之法，即是徹底褫奪孝潔皇后元配的

身份，不僅尊方皇后為孝烈皇后，還在廟祀禮制中試圖全方位地以孝烈代孝潔。其

中最大膽的，莫過於世宗提出的遷祧仁宗，空出太廟一室，以令孝烈皇后「即祔太

廟」的方案。最終，在世宗的力排眾議之下，仁宗被提前從太廟中遷祧，孝烈皇后

神主遷入太廟，以俟世宗入祔太廟。90 

 世宗力主以孝烈皇后入祔太廟，除了世宗對孝潔、孝烈二后的情感因素之外，

其背後亦有更深的對皇后禮制的考量。趙克生先生的研究指出，孝烈之死之於世宗

的祭禮改革可謂「在時」，因為睿宗雖已祔太廟，但世宗擔心後人在自己死後先遷祧

睿宗來給自己留出廟位。通過以孝烈入太廟的方式，世宗得以在在位之時，提前遷

祧仁宗，為自己預占廟位，從而在太廟禮制中最終穩固「睿宗」的地位。91 

無論如何，這是世宗皇帝又一次通過對皇后禮制的裁定、觸及皇位統序的行為，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禮議」的邏輯不僅如前所述，可以向前勾連到明太祖《孝慈

錄》改革以及奉慈殿制度的興起，也可以向後伸展到世宗長達二十餘年的祭禮改革

之中。而本文下一章所要探討的，穆宗對世宗諸后廟禮的改動，以及神宗朝奉先殿

中「一帝一后」制的最終瓦解，也依然會與這一邏輯具有根本性的關聯。 

（三）「情禮之中」——奉先殿「一帝一后」制的瓦解 

1.  穆宗對世宗諸后廟禮的改動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世宗駕崩。皇妃杜氏之子、裕王朱載垕繼位，是為

                                                 
88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2。 

89  「先是，部臣以后喪且朞年，神主當祔享，乃授孝潔皇后故事，請權祔奉先殿，歲時享獻。」二

十七年十一月丙子，《明世宗實錄》卷三四二，頁 6212。 

90  二十九年十一月乙未，《明世宗實錄》卷三六七，頁 6562-6565；《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2。 

91  趙克生：《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禮改制》，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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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穆宗繼位後，先尊其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遷葬永陵以配世宗92，命於

大內中修神霄殿奉祀生母孝恪之神主93。隨後，禮部諸臣議郊社諸典禮及葬祔享之

制，其中提及對孝潔、孝烈二后的安置問題： 

穆宗卽位，禮臣議：「孝潔皇后，大行皇帝元配，宜合葬祔廟。若遵遺

制，祖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

配，遷葬永陵，孝烈主宜別祀。」報可。94 

穆宗與群臣達成一致，以孝潔皇后入祔太廟。至此孝潔皇后終得以元配身份進入太

廟95。而孝烈皇后神位應何去何從的問題又成為了下一步的議題： 

先是禮部言：「國朝廟制，一后配帝，其禮甚嚴。如先年孝肅皇太后、

孝穆太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於別所。今孝烈皇后改題神主，宜

勅所司於大內，別建殿宇奉安，以副皇上一體孝事之意。」上命禮部官定議

以聞，至是上議言：「列后奉祀別所，例有二端。非祀於大內之別殿，則祀

於陵寢。然內殿之祀，似近而專，陵寢之祀，稍疎而逺。今孝烈皇后，以先

帝祀之，則位非元配，太廟祔享之禮固當遷改。以皇上祀之，則分為母后，

近方祗奉尊稱。若使遽遷於陵寢，則於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

未安。臣等反復詳議，惟大內別殿之祀為當。」命如議行。遂以景雲殿奉孝

烈皇后專祀。96 

在肯定廟制中一帝一后原則的前提下，由於孝潔皇后入祔太廟，孝烈皇后理應遷出，

禮臣主張為孝烈皇后另立一殿。這之中有幾方面理由：其一，宮內另立一殿，有前

朝製作奉慈殿尊奉諸庶后作為先例；其二，歷代皇后在廟外奉祀，有在宮中別立殿

所，以及在陵寢中祭祀兩種方式，前者親近、後者疏遠，雖然遷出太廟，孝烈皇后

之於穆宗仍不失為母后，故於二法中應取親近者，即在宮內另立一殿。 

 於是，議定立景雲殿專祀孝烈皇后，後又改名為弘孝殿。97 孝烈皇后列位於弘

                                                 
92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3；隆慶元年正月己未，《明穆宗實錄》卷二（臺北：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28。 

93  隆慶元年正月丁卯，《明世宗實錄》卷二，頁 57。 

94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1。 

95  隆慶元年三月丁丑，《明穆宗實錄》卷六，頁 178。 

96  隆慶元年二月甲辰，《明穆宗實錄》卷五，頁 124-125。 

97  隆慶元年三月乙亥，《明穆宗實錄》卷六，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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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殿后，神霄殿亦於宮中建成，入奉穆宗生母孝恪皇太后神主。98 

 是以，穆宗即位後不久，便對世宗皇帝諸皇后的廟祀禮制又進行了一次大的調

整。這次調整創造了以下兩個全新的廟制： 

 首先，穆宗在世宗所封的三位皇后之外，又加尊一后。就廟制系統而言，穆宗

本生母被尊為孝恪皇太后，開啟了神霄殿之制。神霄殿之制的出現，實際上是變相

恢復了世宗最終廢棄的奉慈殿之制。99 神霄殿和奉慈殿的相似關係，可從禮部議定

神霄殿享祀之禮中看出： 

孝恪皇太后神主奉安內殿，孝懿皇后祔享，其歲時享祀禮如孝穆皇太后

之制。100 

孝穆皇太后，即孝宗生母，列位於奉慈殿的第一位庶后，因此神霄殿「歲時享祀禮

如孝穆皇太后之制」，即是說神霄殿制度一切依照奉慈殿。隨孝恪皇太后神主入祔神

霄殿的孝懿皇后，是穆宗仍為藩王時的嫡妻李氏，於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去世。穆宗

繼位後，追諡其為孝懿皇后，又立繼妃陳氏為皇后101，故孝懿皇后之祔享，亦與世

宗元配孝潔皇后祔享奉慈殿有相類之處，皆是為皇帝另立一后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

媒介。 

其次，穆宗一改世宗本意，以孝潔皇后入太廟之後，與群臣議定為孝烈皇后在

宮內別立一殿，產生了弘孝殿之制。與前述所有列位於奉慈殿的皇太后不同的是，

孝烈皇后為正宮皇后，雖非穆宗生母，但從禮法關係上有嫡母之恩。故上文所述的

禮臣上言，極言穆宗「以皇上祀之，則分為母后，近方祗奉尊稱。若使遽遷於陵寢，

則於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未安」，應以孝道事之，故從弘揚天子以孝

道事嫡母的禮法教化角度出發，名為「弘孝」，以此緩解了違背世宗遺制對穆宗德望

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從穆宗以元配入太廟、創制神霄、弘孝二殿制度之中，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世宗變更皇后禮制給穆宗所遺留下的廟制上的困境。穆宗以孝潔入太廟、為孝烈制

弘孝殿，一以主帝統之尊、一以申孝親之情，從現實角度看，已是相當周全的禮制

                                                 
98  隆慶元年三月庚辰，《明穆宗實錄》卷六，頁 179。 

99  楊新成：《明代奉慈殿興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100 隆慶元年三月辛未，《明穆宗實錄》卷六，頁 169-170。 

101 是為孝安皇后，《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頁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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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但也必須注意到，這實際上已經是對世宗朝已經遭到衝擊的「一帝一后」制

的某種修補，與其說它解決了什麽問題，不如說它本身體現了這種破壞帶來的後果：

本來應由一位嫡后所統攝的尊、親二義，在穆宗這裏一分為二。弘孝殿的創立，實

際上是對世宗立「繼后」導致的「一帝一后」制度進一步鬆動的一種反應，甚至是

肯定性的承繼。而仿造奉慈殿設立的神霄殿，亦可說是穆宗對有明以來愈演愈烈的

「母以子貴」精神的又一次彰顯。而這一切或許都可以追溯到前文所述明太祖《孝

慈錄》改革所導致的妻、妾間「嫡庶之別」在喪服制度上的消融。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可以看到，「不二嫡」制度對禮制中尊、親二義的平衡，確實地起著關鍵性的保

障作用。 

下一節，本文將通過奉先殿「一帝一后」制在神宗朝的最終瓦解，試圖闡明：

世宗朝的「大禮議」如何既是明代「不二嫡」制度不斷遭到破壞所帶來的後果，又

進一步地推動了這種破壞在整個禮制框架內的蔓延。 

2. 神宗朝奉先殿「一帝一后」制的瓦解 

 穆宗皇帝在位時間不長，崩於隆慶六年五月庚戌，年僅三十六。102 穆宗貴妃

李氏之子朱翊鈞（1563-1620）登基，是為明神宗，年號萬曆。《明史》載神宗在位

之初與張居正（1525-1582）等所議奉先殿之禮： 

萬曆三年，帝欲以孝烈、孝恪二后神位，奉安於奉先殿。禮部謂世宗時，

議祔陵祭，不議祔內殿。帝曰：「奉先殿見有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位，

俱皇祖所定，宜遵照祔安。」蓋當時三后既各祔陵廟，仍並祭於奉先殿，而

外廷莫知也。命輔臣張居正等入視。居正等言：「奉先殿奉安列聖祖妣，凡

推尊為后者，俱得祔享內殿，比之太廟一帝一后者不同，今亦宜奉安祔享。」

從之。103 

據此記載，神宗參拜奉先殿時，無意間發現世宗朝時原本主於奉慈殿、後祔帝陵的

三位庶后孝肅、孝穆及孝惠，其神位皆在奉先殿內，故有意下諭禮臣將世宗兩位庶

后孝烈、孝恪神位亦放入奉先殿中，以效祖制。原來世宗於嘉靖十五年三后入祔帝

                                                 
102 《明史》卷十九本紀第十九，頁 172。 

103 《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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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之後，暗中將其神位置於奉先殿之中一併祭祀。104 

此制歷經兩朝的秘而不宣之後終於曝光。張居正等臣入奉先殿察看後，認為應

遵從先王禮制，歷代祖妣凡被推尊為后，最終都應該入奉先殿，蓋因奉先殿之制「比

之太廟一帝一后者不同」。因此，孝烈、孝恪皇太后亦得入奉先殿，並遷入帝陵，神

霄、弘孝二殿之祀遂止。105 故自萬曆朝以降，皇后無論嫡庶皆得入祀奉先殿。106 至

此，奉先殿「一帝一后」制與帝陵「一帝一后」制都已最終宣告瓦解，儘管嫡庶后

在祭祀、遷祧禮儀上存在差等，原則上仍以元配皇后為最尊，其餘皆卑，但在形制

上，奉先殿實際上已經容納了奉慈殿制度的功能。107 如果考慮到奉先殿是在「內」

配合在「外」的太廟而存在的皇家禮制108，這一轉折清楚表明了皇族禮制中的「一

帝一后」的「不二嫡」原則的進一步衰退。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存在著一個貫穿明代歷史、以「大禮議」為重要關節點

的禮制變化序列，而其核心內容即是與「一帝一后」制互為表裏的「不二嫡」制度

隨皇帝的禮制干涉逐漸鬆弛的趨勢： 

（1）最初是明太祖《孝慈錄》改革，在喪服制度上將庶母的地位抬高到與嫡母

同一高度，衝擊了禮制中維繫「一帝一后」制的「不二嫡」制度，這是對「不二嫡」

制度的第一次突破； 

（2）憲宗、孝宗時期，帝陵中的「一帝一后」制遭到突破。以庶后入帝陵、創

立奉慈殿，這是對「不二嫡」制度的第二次突破，奠定了嘉靖朝「廟中一帝一后，

陵則二三后配葬」的皇后禮制制度； 

（3）進而在嘉靖朝，「大禮議」中世宗通過「母以子貴」的變革掌握了皇后禮

制升降的權限，進而通過奉慈殿將陳氏皇后暫降為庶，得以選立繼后，導致了皇后

廟祀中二后並立的局面，是為「不二嫡」制度的第三次突破； 

（4）最終，在世宗廢除奉慈殿之制，又暗中將庶后神位移入奉先殿，後又以非

元配的孝烈皇后入祔太廟。儘管歷經穆宗以元配孝潔入太廟的歸正，在神宗朝，奉

                                                 
104 三后入奉先殿的具體時間點無考。見李佳：〈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相關問題考論〉，《故宮博物院院

刊》2011 年第 3 期。 

105 《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頁 893。 

106 李佳：〈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相關問題考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107 李佳：〈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相關問題考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108 「國有太廟，以象外朝，有奉先殿，以象內朝，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殿。」見許以林：〈奉先

殿〉，《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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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殿「一帝一后」之制終告瓦解，這是對「不二嫡」制度的第四次突破。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明代圍繞「不二嫡」開展的皇后禮制變革的一條線索，自

明太祖《孝慈錄》改革以來，喪服中嫡庶之別的縮減，為尊奉庶后的奉慈殿禮制的

產生創造了理論前提，亦為「大禮議」中世宗借「母以子貴」改易皇帝統序的行為

創造了條件。世宗通過「大禮議」獲得了對皇后禮制地位升降的掌控權，並借由奉

慈殿制度，創立了二后並立的局面，最終波及到了奉先殿之制，使之亦由「一帝一

后」滑向了「二三后並配」。109 

（四）結論 

 「大禮議」無疑是明代乃至中國古代禮制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本文試圖從皇

后禮制的角度切入世宗朝的禮制變革，並將其置於明代「不二嫡」禮制的變遷之中，

其根本上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大禮議』究竟在什麼意義上重要？」 

 第一章，本文首先梳理了明世宗在「大禮議」中步步加尊本生母、抑制孝宗正

宮慈壽皇太后的歷程，進而通過參與「禮議」諸臣中的霍韜所上的三封奏疏，指出

「大禮議」中的「母以子貴」，其實是皇帝統序從慈壽所代表的孝宗一脈向世宗生母

所代表的興獻王一脈的轉移。在這個過程中，世宗的皇權收攏了對皇后禮制的裁決

權。通過對嘉靖元年圍繞壽安皇太后喪禮日數的討論的分析，可以看出，皇統的轉

移是如何以喪服禮制變革的形式完成的。 

                                                 
109 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討論的仍是明代內部的禮制變化過程，未敢妄加推演到前後的歷朝歷代。

而事實上，歷朝歷代也都不乏「一帝一后」制遭破壞的實例，如：「戊子，祔明德皇后神主於太廟。

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享，開元

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

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

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

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

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

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

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並配，自是始也。」載宋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

八（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275。正如此議所言，秦、漢之後封建宗法制度離周初之設

計有了很大變化，原本的婦人嫡庶之制亦隨之生變，嫡妻去世之後往往有再娶之制，甚至家廟中

亦有一夫配二婦的現象出現。但僅就明朝而言，在嘉靖朝之前並無皇后去世後另立一后的現象（除

去廢后的情況），而他的子孫卻往往立數個皇后，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嘉靖皇帝之於明代禮制的

確是一個分水嶺，而他對皇后制度的變革實踐依然有其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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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從對「大禮議」中的關鍵性轉捩點——去「本生」——時「世宗派」

群臣所上奏疏切入，我們發現，「不二嫡」的禮制原則是禮議雙方所共同接受的一項

根本性邏輯，而這一邏輯早在明太祖《孝慈錄》改革以及孝宗朝奉慈殿建立之時，

已經遭到了衝擊。繼而我們發現，世宗安置孝潔皇后廟祀以及得以繼立皇后時所使

用的禮制邏輯，與前述「大禮議」中皇統轉移的的邏輯具有同構性，而在這之中作

為媒介的奉慈殿制度在世宗朝的興廢，以及世宗以孝烈皇后入祔太廟的行為，使我

們可以將「大禮議」時間在禮制意義上的前因後果向前延伸至明太祖，向後延伸至

世宗朝延續長達二十餘年的祭禮改革。 

 第三章，我們透過穆宗對世宗皇后廟祀制度的「歸正」，看到皇后禮制中尊、

親二義的鬆動，以及作為其保障的「不二嫡」制度在明代的逐漸鬆弛的趨勢。神宗

朝以降奉先殿「一帝一后」制的徹底打破，昭示了明代「不二嫡」制度層層裂解所

產生的後果，而在這一演化過程之中，本文指出，「大禮議」的出現不僅是「不二嫡」

禮制衰落的結果，亦進一步推動了這一秩序的衰落在禮制秩序中的蔓延。 

通過本文所跋涉而過的明代歷史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禮制中的「不

二嫡」在皇帝一級的宗法、廟祀、喪服制度中的貫徹，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總體。

一旦其中的一環有所鬆動，便可能導致禮制體系的一場整體性的波動與調整。如果

說狹義的「大禮議」是「不二嫡」禮制的波動與調整在政治上折射出的一個鏡像，

那麼本文從皇后禮制切入這一禮制體系變動的嘗試，其所想要展示的，即是從「禮

制變遷」的角度，重新理解傳統政治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