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論《清史稿．儒林傳》禮學記述格局的形成 

戚學民* 

摘要 

《清史稿．儒林傳》中有一套清代禮學史的論述，它歷經了一百餘年的修纂過

程，梳理這個論述形成過程有相當的學術意義。阮元《儒林傳稿》及《國史儒林傳》

定本奠定了清代官方禮學論述的框架；《原纂本清史儒林傳》所代表的光緒初年的續

纂則定立了規模，形成了《清史稿．儒林傳》的禮學史的基礎。 

關鍵詞 

阮元  《儒林傳稿》  繆荃孫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  清代禮學 

引言 

近年來清代禮學研究興盛，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1 清人對其當代

禮學研究的盛況早有自覺，各種學術史中多有揭載。《清史稿．儒林傳》是清代官方

學史的代表，它延續了《史記．儒林傳》的傳統，記載了一代儒林盛況，其史料價

值一向為學界肯定。其中的禮學記述內蘊豐富，是對清代禮學史的重要總結，但是

長期以來，對其本身的研究並不充分。 

研究《清史稿．儒林傳》的禮學記載的一項基礎工作，是梳理其論述面貌的形

                                                 
*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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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張壽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代中期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和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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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過程。清史《儒林傳》的纂寫從清嘉慶間開始，到民國年間成書，持續了一百多

年時間，在修纂過程中形成了八次稿本和大量的傳包傳稿。今日所見的《清史稿．

儒林傳》是依據民國清史館的最後一次稿本刊刻而成，其中有關的禮學論述是在一

百多年的修纂中漸次成形。討論《清史稿．儒林傳》禮學論述，必須考慮其修纂成

形的歷史，這不僅是清代禮學史，也是清代思想史的有趣課題。 

筆者數年來系統研讀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史《儒林傳》相關傳包傳稿，深感

《儒林傳》中禮學論述的內容複雜。鑒於整個清史《儒林傳》修纂過程漫長，即使

禮學論述的形成史也內容豐贍，小文無法作全面研討，只能初步討論其中一點。本

文只就直接影響今日《清史稿．儒林傳》的幾個成形稿本稍加介紹和討論，以揭示

清代官方學史中禮學論述的複雜形成過程之一斑。 

根據研究，嘉慶朝阮元（1764-1849）《儒林傳稿》（即夏孫桐所說清史儒林傳第

一次稿2）、《國史儒林傳》（第二次稿）、光緒朝繆荃孫（1844-1919）原纂清史《儒

林傳》（第四次稿）、民國清史館繆荃孫輯《儒學傳》（第六次稿）對《清史稿．儒林

傳》的書寫有特別重大的影響。本文主要討論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的禮學論述，認

為阮元《儒林傳稿》的禮學論述是奠基之作，其內容為《國史儒林傳》所肯定，原

纂清史《儒林傳》所代表的光緒初年的續纂接續前賢，立定了基本的禮學論述規模。

這一論述形成了今日刊本《清史稿．儒林傳》的禮學論述的樣貌。 

（一）《儒林傳稿》中的清代禮學 

《清史稿．儒林傳》的禮學記載的變化，大體與整個《儒林傳》修纂活動相關。

國史《儒林傳》的持續一百多年的修纂過程，有四次比較集中的修纂和續纂。第一

次可稱為草創時期，從嘉慶十年到道光年間，先由阮元主持輯纂《儒林傳稿》（即前

                                                 
2  夏孫桐謂：「藝風所記《儒林》《文苑》兩傳，第一次阮文達之稿，有《儒林》而無《文苑》；第二

次戴文端所進呈，兩傳始備。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刪並，即坊間所刻之本；第四次光緒中藝風所

撰，未及進呈；第五次光緒癸卯國史館據藝風稿重添，欲進呈而未果。及清史館開，兩傳仍歸藝

風經手，即所自撰舊稿增刪，改名《儒學》、《文學》，此第六次也。又經馬通伯覆輯，大致與繆稿

無大異，畧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馬稿又經柯鳳孫覆閱，僅改作序文，

其中無甚變動，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冊，至付印時倉猝又取繆稿，但改用阮文達原序。傳中亦稍更

動。此第八次也。其第五次國史館稿本乃陳子勵所撰，雖較繆氏初稿有增，尚不甚多，與現行中

華書局所印不同，蓋書局私有增添，不獨此兩傳，即大臣傳中，亦有添人添事，非盡廬山真面也，

後之覽者不可不知。 閏庵記」繆荃孫：《清史列傳儒學傳》，鈔本，上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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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說第一次稿），然後嘉慶末道光初年產生了進呈後刪定的《國史儒林傳》（第二、

三次稿），這次修纂工作的結果是順治到嘉慶初年的儒學史，《儒林傳稿》和《國史

儒林傳》。3 第二次集中續纂，是光緒七年至十四年（1881 年至 1888 年），繆荃孫為

總纂。在前面存稿的基礎上，續成了到同治年間的儒學史。其現成的樣貌可見故宮

博物院藏內府蘭格抄本「原纂清史《儒林傳》」，即第四次稿。第三次集中修纂是光

緒癸卯年（1903 年）的修纂，陳伯陶（1855-1930）為總纂，形成了第五次稿。第

四次是民國時期清史館修史工作中，由繆荃孫總纂《儒學傳》，造就了所謂第六次稿。

從上述各次修纂的成果各有其特色，但從對今本《清史稿．儒林傳》的重要性來說，

第一、三、四、六次稿的意義比較大。各次稿本中的禮學論述也隨修纂工作呈現不

同的特點，《儒林傳稿》和《國史儒林傳》是清代正史對其本朝學史的第一次概況總

結，禮學論述是其中重要內容，形成了清朝禮學研究論述的基本面目，第四次稿對

儒林傳稿的記載有較多的補充，禮學論述也得到較大的補充完善，形成了今本的大

致規模。因篇幅所限，本文僅討論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稿的禮學論述。 

阮元《儒林傳稿》4 的禮學論述有重要價值。第一，禮學研究情況在該書中有

重要的地位，凸顯了禮學研究在清代儒學史的重要性。總體而言，《儒林傳稿》具備

清代官方學史的權威，它記載了其本朝儒學史的某種整體面貌，有相當的成就，影

響較大，對於其敘學的價值，筆者曾試予討論。5 但有關研究還有未盡之處，比如

《儒林傳稿》敘學的一條伏線是分經論學。《儒林傳稿》是人物匯傳，明以生年為序

安排人物次序，但學術方面實際有專門考慮，遵從《史記》、《漢書》的《儒林傳》

傳統，分別記載各部儒經的傳承和研究情況。禮學研究是儒家的專長，禮經在儒經

的傳承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歷代正史《儒林傳》均載有禮學情況。《儒林傳稿》

也是如此，給予禮學特別重要的地位。 

我們可以多個方面來看禮學記載在《儒林傳稿》中的地位和分量，比如以傳主

學行中有禮學業績的比例。《儒林傳稿》共立正傳四十四人，附傳五十餘人，在個人

物學行中記載禮學成績者有 39 人，其中正傳 21 人，附傳 19 人。有關記述見表一： 

                                                 
3  阮元：《儒林傳稿》，本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4  阮元《儒林傳稿》有不同的版本系統，以題目分有《儒林傳擬稿》抄本和《儒林傳稿》抄本和刻

本，本文研究以《續修四庫全書》本刻本《儒林傳稿》為基本依據。 

5  請參閱拙著：《阮元〈儒林傳稿〉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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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阮元《儒林傳稿》禮學人物表6 

 

 人物 正附傳 禮學成果 

1 陳祖範 卷一附傳 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 

2 吳鼐 卷一附傳 亦通經，深於《易》、三《禮》 

3 孫奇逢 卷一正傳 《四禮酌》 

4 高愈 卷一正傳 《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5 吳任臣 卷一附傳 《周禮大義》、《禮通》 

6 惠周惕 卷二正傳 三禮問 

7 惠士奇 卷二附傳 《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又撰《禮說》

十四卷 

8 惠棟 卷二附傳 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

二卷 

9 閻若璩 卷二正傳 糾《五服考異》之謬 

10 毛奇齡 卷二正傳 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婚喪祭禮宗法、廟制

及郊社禘袷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 

11 應撝謙 卷二正傳 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

書》，各有著說 

12 沈昀 卷二附傳 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 

13 萬斯大 卷二正傳 斯大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三禮則有論郊社、論

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議…其學根柢三禮，著

有《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

官辨非》二卷 

14 萬斯同 卷二附傳 尚書徐乾學撰《讀禮通考》，斯同與參定焉 

15 李塨 卷二正傳 《郊社考辨》一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

注問》一卷，《大學辨業》四卷。其於大學所爭，在以格物

為周禮三物 

                                                 
6  本表所據材料，來自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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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談泰 卷二附傳 辨喪服傳溢說王服緻帶數等書 

17 張爾岐 卷三正傳 《儀禮鄭注句讀》，專門名家在鄭氏禮學 

18 錢澄之 卷三正傳 又撰《田間詩集》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裡，必考之

三禮義，詳其製作 

19 沈彤 卷三正傳 淹通三禮，無可訾議，蓋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與修三

禮及一統志，《周官祿田考》 

20 蔡德晉 卷三附傳 覃精三禮，著《禮經本義》十七卷，《通禮》五十卷。 

21 盛世佐 卷三附傳 《儀禮集編》四十卷 

22 臧琳 卷三正傳 《經義雜記》三十卷 

23 臧庸 卷三附傳 《盧植禮記解詁》一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

肅禮記注》一卷 

24 徐文靖 卷三正傳 《宮室考》十三卷、《肆獻裸饋食禮》三卷 

25 任啟運 卷三附傳 《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啟運研究溝貫，大致精核，可與鄭

注相參，不愧窮經之目。 

26 李光坡 卷三正傳 《三禮述注》共六十九卷，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

儀禮尤世所罕習，光坡述儀禮、周禮，雖瑕瑜互見，然疏解

簡明，不及漢學之博奧，亦不如宋學之枝蔓。 

27 李鍾侖 卷三附傳 其兄光地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地子鍾侖著周禮訓纂二十一

卷，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辯難為長，與光坡相近，蓋其家

學如是也。 

28 江永 卷三正傳 於三禮用功尤深，永以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

書未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尤未完，乃光摭博討，大綱

細目，一從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題曰《禮經綱目八十八

卷》，引據諸書，厘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 

29 汪紱 卷三附傳 《禮記章句》、《禮學逢源》、《參讀禮志疑》 

30 金榜 卷三附傳 《禮箋》 

31 戴震 卷四正傳 尚書秦蕙田纂《五禮通考》，震任其事。……改翰林院庶起

士，震……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 

32 淩廷堪 卷四附傳 繼戴震起，於禮經用力最深，……撰《禮經釋例》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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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八類……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者，則有《復禮》三篇 

33 盧文弨 卷四正傳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 

34 丁傑 卷四附傳 《大戴禮記繹》 

35 武億 卷四正傳 《三禮義證》 

36 任大椿 卷四正傳 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

例》三卷、《釋繒》一卷 

37 劉台拱 卷四附傳 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 

38 汪中 卷四附傳 著《周官徵文》 

39 孔廣森 卷四正傳 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禮記卮言》六卷 

40 張惠言 卷四正傳 《儀禮圖》……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

禮者以十數 

 

儘管每人有關禮學的記載文字的絕對數量不大，在其傳記中所佔的比例也不

高，但全部正傳四十四人之中的半數都記載了禮學的相關成果。這頗可以彰顯清代

禮學研究的情況。進一步分析，諸多重要學人的傳記中都記載了禮學研究成果。比

如，《儒林傳稿》記載的三禮兼通的學者，有惠周惕（生卒年不詳，1691 年進士）、

惠士奇（1671-1741）、沈彤（1688-1752）、萬斯大（1633-1683）、李光坡（1651-1723）、

江永（1681-1762）、戴震（1724-1777）、淩廷堪（1757-1809）、武億（1745-1799）、

任大椿（1738-1789）、劉台拱（1751-1805）、毛奇齡（1623-1716）、吳鼐（1877-1915）

等人，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今日清代學術史的主要代表。進而分析，在記載了禮學研

究成績的正傳 21 人中，除孫奇逢（1585-1675）、高愈（生卒年不詳）、應撝謙

（1615-1683）3 人屬於理學人物，其餘 18 人皆屬於主經學者。而且，上述 40 人中，

有多人如張爾岐（1612-1678）、萬斯大、任啟運（1670-1744）、李光坡、江永

（1681-1762）、淩廷堪、任大椿等，其傳記學行的主體部分是他們的禮學研究成果，

是以禮學專家的身份被記入《儒林傳》。 

上述這些均彰顯了禮學在清代學術中的重要地位，描寫出了截止嘉慶朝初年清

代禮學研究的昌盛局面。 

第二，《儒林傳稿》記載了清代禮學的學術線索。《儒林傳稿》的禮學記載並非

是無章法的簡單羅列，實有其學術脈絡。《儒林傳稿》的禮學觀念，是相沿已久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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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之學──周禮、儀禮、禮記。表面上看，《儒林傳稿》有關禮學的觀念似乎和前代

無甚分別，但是三禮之學記載的內容頗為微妙，反映了清代禮學發展的情況。 

我們從兩個維度來考察《儒林傳稿》的禮學記載。首先是從三禮學的視角。眾

所周知，儘管《儀禮》《周禮》《禮記》三禮並稱，但是歷代對三禮各經的研究並不

均衡，與某朝代的學術風氣和政治變化有直接的關係。《儒林傳稿》對三禮的記載，

也有偏重，以《儀禮》為重點。《儒林傳稿》強調《儀禮》的研究擺脫了明代「殆絕」

的境況，有一批重要學者做出了出色的成果。其中有關清代儀禮學的縱向發展，《儒

林傳稿》在不同傳記中加以記載，讀者可以拼合出如下的《儀禮》研究振興圖景：

李光地（1642-1718）家族是重振儀禮研究的先驅，張爾岐重鄭注，任啟運、蔡德晉

（生卒年不詳，1726 年舉人）、盛世佐（1718-1755）等做出新疏，可與鄭注相參，

惠周惕、惠士奇、沈彤、萬斯大等各有專精，江永、戴震、任大椿、淩廷堪、張惠

言（1761-1802）等續有貢獻。相應地，《儒林傳稿》記載的《儀禮》研究專家，在

所記錄的三《禮》的專門研究中人數最多：有張爾岐、李光坡、江永、任啟運、盧

文弨（1717-1796）、任大椿、張惠言、談泰（生卒年不詳）、沈昀（1724-1805）等。 

學界習知，清代禮學研究興盛，而《儀禮》重獲禮學的中心地位。這是與清廷

的文治政策相呼應的。御纂諸經宣示了官方學術新標準，將元明以來的學術進行一

定程度的貶低，抬高了漢代學術的地位。《欽定三禮義疏》等對於三禮重新定位，《儀

禮》重獲重視。《儀禮》在漢代本是禮經，到唐代《五經正義》，其在三禮中的中心

地位被《禮記》所取代。《周官》保留經的地位，《禮記》則從唐代《五經正義》開

始的禮學代表性經典的地位上滑落，被確定為傳。清代《禮記》研究的衰落和《儀

禮》研究的興盛的趨勢恰好與這個情況相合。 

《周官》也是三禮之一，由於其古文經的身份，頗有人懷疑其真實性，但是一

直都保留了經典的地位。《儒林傳稿》也記載了《周官》研究的情況，指出專研《周

官》者，有高愈、李光地（《周官筆記》）、李鍾倫（1663-1706）（《周禮訓纂》）、吳

任臣（1628?-1689?）、沈彤（《周官祿田考》）、汪中（1745-1794）（《周官徵文》）等。 

《儒林傳稿》也記載了清代《禮記》的研究狀況。《禮記》是三禮之一，自魏晉

以來，地位日益提高，到唐代《五經正義》刊行，取代了《儀禮》而成為禮經的代

表。由宋到明，《禮記》一直保持了崇高地位。但是到了清代，《禮記》的地位下降。

乾隆朝制定《欽定三禮》，《禮記》被認定為傳而非經。相應地，在整個清代，《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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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仍舊在持續，但局面相對冷落。《儒林傳稿》記載反映出這個情況，對《禮記》

有專門著述者有萬斯大（《禮記偶箋》三卷）、孔廣森（1752-1786）（《禮記卮言》六

卷）、臧庸（1650-1713）（《盧植禮記解詁》一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

肅禮記注》一卷）、徐文靖（1667-1756?）（《宮室考》十三卷、《肆獻裸饋食禮》三

卷）等。與研究《儀禮》的學者陣容和著作相比，顯示出學界研究的熱度在下降。 

《大戴禮記》是傳世的禮經舊籍，其地位和影響不如小戴《禮記》，但仍然是禮

學的組成部分。《儒林傳稿》數次記載了對《大戴禮記》的研究情況，一是《戴震傳》

記載傳主「校《大戴禮記》……尤精核」7，二是記載丁傑（1738-1807）有《大戴

禮記繹》8，三是記載孔廣森（1752-1786）「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9。雖然記

載簡單，但是也反映出學界對《大戴禮記》仍有研究。 

記載師門傳承淵源，是學術史的一個重要內容。《儒林傳稿》的記載反映了編者

眼中的禮學研究者的地域分佈和師承淵源。按照省籍，前述三十五人分佈在江蘇、

安徽、浙江、山東、福建、直隸等省。其中主要人物有，江蘇的惠周惕、惠士奇、

沈彤（所謂吳派），任大椿、劉台拱，浙江的毛奇齡、萬斯大（浙東），安徽的江永、

戴震、淩廷堪（皖派），李光坡（福建）。如果將上述人士按照學術脈絡劃分，主要

的禮學傳授淵源有：江蘇的惠周惕、惠士奇、惠棟（1697-1758）、沈彤，安徽的江

永、戴震、淩廷堪和福建的李光地家族。《儒林傳稿》的記載顯示，清代禮學的發展

重心在江浙皖閩數省。 

東吳惠氏一系和江永、戴震一系是清代經學的兩個主要學脈，在晚清更被稱為

考證學吳派和皖派，是清代學術的「正統派」，他們被認為代表了清代經學研究的水

準，《儒林傳稿》在這兩支學派中的主要人物均記載了禮學成就，可以看出編纂者對

禮學的重視程度。 

《惠周惕傳》載傳主「邃於經學」，著有「三禮問」。10《惠士奇傳》則記述其

兩點與禮學相關的研究：一，以禮為綱研究《春秋》。「《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為綱

而緯以春秋之事」。二、撰《禮說》十四卷。11《惠棟傳》記錄他的禮學成就是「又

                                                 
7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9。 

8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2。 

9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8。 

10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35。 

11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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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12 

《沈彤傳》述及傳主：「淹通三禮，無可訾議，蓋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與

修三禮及一統志」，著有《周官祿田考》等。13 附於沈彤的兩個附傳人物盛世佐和

蔡德晉都是禮學名家。盛世佐「覃精三禮，著《禮經本義》十七卷」，「《通禮》五十

卷」。「雖亦間出新意，然大旨不戾於古」。蔡德晉「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匯眾解

而研辨之，持論謹嚴，無淺學空腹高談，輕排鄭賈之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

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並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

證尤詳細」14。惠周惕、惠士奇、惠棟、沈彤、盛世佐等組成了蘇州的禮學陣營。 

江永、戴震一系的禮學研究在《儒林傳稿》中得到相當多的記載。江永是正傳

人物，傳文篇幅較長，多次記載他的禮學成績，主要有三。一是稱讚江永禮學繼承

朱子未竟之業。「於三禮用功尤深，永以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書未

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尤未完，乃光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賓嘉五禮

舊次，題曰《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引據諸書，厘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
15 二是方苞（1668-1749）、吳紱（生卒年不詳）曾質以三禮疑義，「皆大折服」。16 三

是秦蕙田（1702-1764）《五禮通考》摭江永說入觀象授時類，而推步法解則載其全

書。17 

《儒林傳稿》將「江永同縣老儒」汪紱（1692-1759）作為附傳，記載了他的主

要學術成就在禮學研究。「因陸隴其著《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雖

考禮未深，然亦多得經意，可以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禮學逢源》……《禮記章

句》。」18 

江永的禮學傳承也得到記載。金榜（1735-1801）也被附於江永傳後，其主要學

行也是禮學。「榜師事江永，治禮宗鄭康成，採獲舊聞，摭秘逸要。著《禮箋》十卷。

五十八年，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為二卷，寄朱珪，朱珪序之，以為詞精義覈。」19 

                                                 
12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36。 

13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58。 

14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58。 

15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3。 

16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5。 

17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5。 

18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5。 

19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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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是江永的學生，《儒林傳稿》也記載了他的禮學研究。一是為秦蕙田編纂《五

禮通考》，二是校《大戴禮記》，三是戴震治學的主旨乃由「古訓而明禮義」。20 戴

震傳中重點介紹了傳主的天文算學，看似與禮學直接聯繫較少，但是考慮到江永傳

記載秦蕙田《五禮通考》將江永的天文算學收入其中，所以天文算學也可以在某種

程度上看做禮學研究。 

《儒林傳稿》將淩廷堪附在戴震附傳後，作為江永、戴震的傳人。「繼戴震起，

於禮經用力最深。」其傳記重點記載其禮學研究，主要介紹了他以《禮經釋例》和

《復禮》為代表的成果。21 淩氏確實對禮學有深入的研究，與阮元關係密切，對阮

元的思想學術有重要影響，近年已有學者加以專門研究。22 

任大椿是阮元的老師，本傳特別記載了他在禮學方面的成就。「所學淹通於禮，

尤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大椿

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

《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群籍，衷以己意，或視為《爾雅》《廣疏》，實經禮

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23 附傳的江

北學者中，劉台拱「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汪中則著有《周官徵文》。24 

江永、戴震、金榜、淩廷堪等徽州學人，如果再加上任大椿、劉台拱、汪中等

揚州學者，這一後世所謂的考證學「皖派」傳承脈絡，從乾隆初年直到《儒林傳稿》

成書之前，是該書所要呈現的另一重要禮學傳承脈絡。 

《儒林傳稿》也記載了浙東的萬斯大對禮學的貢獻。「斯大治經學尤精《春秋》、

三《禮》，於三《禮》則有論郊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議……其

學根柢三《禮》，著有《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

官辨非》二卷。」25 

此外，《儒林傳稿》記載了雖非禮學專門研究者，但學說與禮學相關的儒者閻若

璩（1636-1704）、李塨（1659-1733）。《儒林傳稿》的禮學記載總體簡明，但是照應

了禮學研究的主要方面。在縱橫兩面梳理出清代禮學的發展狀況。通過記述這些學

                                                 
20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69。 

21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1。 

22  張壽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代中期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3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3。 

24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3。 

25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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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儒林傳稿》描繪出清代從順治到嘉慶初年的禮學發展狀況。 

怎樣看待《儒林傳稿》所記敘的禮學史？《儒林傳稿》雖然費時有限，記述簡

略，選擇立傳人數較少，僅是一個簡版的禮學史，但它為整個清代官方學史的禮學

論述奠定了基礎，開創之功不可抹煞。總體上說，《儒林傳稿》所選的某些知名學者，

今日學界也認同，比如張爾岐、萬斯大等等。但是，該書所記載的禮學人物和著作，

又相當有限。當研究者接觸到清代禮學史的諸多著作時，一定會有這樣的感覺。這

有時代的因素，阮元輯纂《儒林傳稿》的時候，很多後世知名的禮學研究者還在世，

當然不得列入。隨著後世湧現出更多的知名學者和重要著作，大多數禮學著作的學

術史意義更強。 

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儒林傳稿》的禮學論述，受到政治的強烈影響。作為國

史，第一標準就是清廷的文治政治正確。《儒林傳》的修纂本身就是嘉慶朝文治政策

的一個重要節點。國史編纂在皇帝和國史館正總裁的直接控制之下，所以符合清廷

的政治標準是第一要求。阮元得以輯纂儒林傳，是他被免去浙江巡撫，待罪進京，

被從輕發落，重入翰林之後。他自願擔任國史館總纂，輯纂《儒林傳》，頗有戴罪立

功的心理，所以在《儒林傳稿》中多處有尊奉清廷學術標準的表示。有關禮學的記

載也顯示了「政治掛帥」的特徵，比如立傳的禮學人物注重他們是否受到統治者的

認可。他們大多曾經入選三禮館，曾參與欽定三《禮》的工作。與同時代的學術史

著述如江藩（1761-1831）《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相比，在禮學人物和著述方面，《儒

林傳稿》和江藩所舉的代表性研究論著相近，比如對惠周惕家族和江永、戴震一系

的禮學研究雙方都肯定。《儒林傳稿》還非常重視李光地家族的禮學，以之作為清代

主要的禮學傳承脈絡，此中無疑有政治因素的影響。惠士奇的禮學研究得到《儒林

傳稿》的高度肯定，同樣有他曾參與三禮館的因素。 

另一方面，阮元本人的學術背景也對《儒林傳稿》的禮學記述產生影響。阮元

在革職之後，對學術的信仰反而加深，更加追求不朽的學術事業，所以《儒林傳稿》

一定程度顯示了阮元的學術個性。阮元本人對禮學研究有素。他曾組織《十三經注

釋》的校勘和出版，也曾組織《經籍纂詁》等學術工程，更親力親為，研究三《禮》，

有《明堂論》、《考工記車製圖》等著作，均是清代禮學史的重要著作。26 因此，阮

元將某些禮學人物選入《儒林傳稿》，顯示了他的學術眼光。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任

                                                 
26  楊錦富：《阮元經學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頁 29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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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椿和淩廷堪。任大椿是阮元曾請益的老師，阮氏治禮重視名物，不無任氏的影響。

《儒林傳稿》將任大椿列入以禮學研究見長的儒者之列，不能說沒有總纂阮元對任

氏學術有深切認知此一因素。淩氏與阮氏交往多年，在學術觀點方面給予阮元相當

的影響。阮元把淩氏作為戴震的學術傳人列入《儒林傳稿》，而且在傳中主要記載了

淩氏的禮學研究成就。這些使得《儒林傳稿》的論述具有一定的個性，是考證學派

的學術觀點上升為官方論述的過程。 

《儒林傳稿》記載了清代從順治到嘉慶初年禮學研究的進展。我們看到，在他

記載的清代學術史中，禮學居於重要地位，出現了很多致力於三禮研究的重要學者。

福建李光地家族、蘇州惠氏、浙東萬氏、徽州江永一系為三禮的研究做出了重要成

績。在清代禮學中，《儀禮》出現了研究復興的局面，《周禮》仍有研究，《禮記》研

究局面較為冷落。因為時代較早，為後世稱道的禮學成果尚未問世或者未能記入，

故爾闕漏較多。 

阮元《儒林傳稿》於嘉道之間經史館刪改後進呈，成為《國史儒林傳》定本，

其中有關禮學的論述多被保留。27 當然在修訂過程中有些刪改，就禮學論述而言，

任大椿、汪中、張惠言三位被刪除，其中任大椿此後再未能在《儒林傳》中獲准立

傳。但儘管有這些人物被刪除，但是阮元的禮學論述的主體被保留，上升為欽定的

學史，所以有關的論述從簡。 

在《國史儒林傳》中，增補了少數幾位附傳人物，恰好都與禮學相關，他們是

參與三禮館的吳廷華（1682-1755）、王士讓（1691-1751）。吳廷華是浙江仁和人，

康熙甲午舉人。他曾在乾隆初年被薦參與《三禮義疏》的修撰，曾撰有《三禮疑義》

一百六十六卷、《儀禮章句》十七卷。所撰諸書，均有相當學術價值。胡培翬

（1782-1849）撰《儀禮正義》，即曾參考吳氏《儀禮章句》。王士讓，福建安溪人，

也曾參與《三禮義疏》的修撰，對於《儀禮》有較多的研究，撰有《儀禮訓解》十

七卷。他們兩人增入《國史儒林傳》，也是對禮學史的修訂，清代禮學的官方色彩進

一步強化。 

（二）《原纂本清史儒林傳》中的禮學記載 

繼阮元《儒林傳稿》和道光年間的《國史儒林傳》之後，光緒年間清廷對《儒

                                                 
27  參閱拙著：《阮元儒林傳稿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頁 24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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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進行了續纂。在此過程中，《儒林傳》的禮學論述得到了較大規模的增補，成

為今刊《清史稿．儒林傳》相同論述的祖本。 

光緒年間，清廷對儒林傳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續纂。根據夏孫桐（1857-1942）

的記述28，光緒年間的第一次修選是在光緒七年至十四年，由繆荃孫任總纂。第二

次在光緒二十八年，由陳伯陶主持。這兩次續纂均有實質性的成果，前一次的成果

集中體現為今日故宮博物院題名為「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的內府鈔本29，後一次

的成果是中華書局版《清史列傳》中的《儒林傳》。這兩種《儒林傳》各有價值，均

反映了清廷對本朝禮學的見解，因前者與《清史稿．儒林傳》有直接的關係，所以

暫時先討論前者。內府藍格鈔本原纂本清史《儒林傳》反映了光緒七年至十四年續

纂工作的樣貌，有相當的學術價值。本人謹就此鈔本，對清廷末期某種官方禮學論

述稍作介紹。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以理學、經學人物分別卷次，在每一卷內則以傳主的生

年順序排列。但按照《儒林傳》的傳統，對十三經研究狀況的記載是一條重要線索。

有關禮學的記載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這次續纂《儒林傳》，繆荃孫發揮了較大的

作用。30 繆荃孫的學術背景與其重視禮學大有關係，其老師丁晏（1794-1875）就認

為詩、禮是孔門學術入手最重要的兩門。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多個傳記中都記載了禮學研究的內容，相當可觀。這些

記載，有的延續了阮元以來的國史記載而稍有變更，有的是對嘉慶以來的學術研究

的新增。總體上是清代禮學史的很重要的概括總結。 

                                                 
28  夏孫桐：「第四次光緒中藝風所撰，未及進呈。第五次光緒癸卯國史館據藝風稿重添，欲進呈而未

果。」繆荃孫：《清史列傳儒學傳》，鈔本，上海圖書館。 

29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檔案號：故殿 026569-026601，版本：清內府藍格寫本；總冊數：三十三

冊（原為三十四冊，缺一冊）。至於此書與繆荃孫光緒纂本的密切關係，簡述理由如下：一，其整

體規模、格局可與繆荃孫日記相互印證。其人物記載的多條材料都揭示工作的時間斷限。比如常

州學派的劉逢祿傳的附傳人物宋翔鳳和戴望，就是繆荃孫所定。《劉逢祿傳》所用的材料是《光緒

武進陽湖合志》，就是光緒年間的刊本。其他人物的傳記，亦記載有光緒年間事蹟。二，鈔本上有

陳伯陶的多個簽條和修改意見。內府鈔本《原纂本清史儒林傳》是後來續纂工作的一個工作本。

陳伯陶的修改就是在前一次修纂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而這些修改基本意見見於後來的《清史列

傳》《儒林傳》同名傳主的傳記中，可證這就是光緒年間的第一次續纂的一個謄抄本。臺北故宮博

物院藏內府藍格鈔本《原纂本清史儒林傳》正是反映第四次修纂成果的一個稿本。詳細的考證另

文進行。 

30  有關繆荃孫在清光緒七年至十四年間續纂《儒林傳》是的作用，請參閱拙文：《漢學主流中的常州

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中華文史論叢》第 104 輯（2011 年第 4 期），

頁 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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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繆荃孫重視的《漢學儒林傳》31 即經學人物部分而論，在學術中記載了禮學

成果的學者，正傳、附傳合計，有 35 人之多，名單如下：張爾岐、萬斯大、閻若璩、

惠士奇、惠棟、沈彤、江永、淩廷堪、陳祖范（1676-1754）、吳鼐、任啟運、劉台

拱、金榜、汪中、丁傑、褚寅亮（1715-1790）、莊存與（1719-1788）、王聘珍（生

卒年不詳）、朱彬（1753-1834）、許宗彥（1768-1818）、陳壽祺（1771-1834）、顧九

苞（1738-1781）、呂飛鵬（1771-1843）、沈夢蘭（生卒年不詳）、宋世犖（1765-1821）、

胡承珙（1776-1832）、淩曙（1775-1829）、劉毓崧（1818-1867）、胡培翬、楊大堉（生

卒年不詳）、汪士鐸（1802-1889）、丁晏、鄭珍（1806-1864）、劉寶楠（1791-1855）、

黃式三（1789-1862）。 

除了經學人物，理學人物中，記載了他們和禮學關係的，有顏元（1635-1704）

和吳嘉賓（1803-1864）。在《原纂本清史儒林傳》中，經學人物有正傳 72 人，其中

25 人被記載有禮學方面的研究。可見在這一次續修儒林傳中，禮學仍然佔有相當的

分量。這與前述嘉道時期的《儒林傳稿》和《國史儒林傳》相比，在正傳的絕對數

量上，禮學陣營有所增加。 

在 35 位經學人物中，張爾岐、萬斯大、閻若璩、惠士奇、惠棟、沈彤、江永、

淩廷堪、陳祖范、吳鼐、任啟運、劉台拱、金榜、汪中、丁傑等人為舊傳所有（原

有的任大椿、汪中、張惠言三位被刪除）。褚寅亮、莊存與、王聘珍、朱彬、許宗彥、

陳壽祺、顧九苞、呂飛鵬、沈夢蘭、宋世犖、胡承珙、淩曙、劉毓崧、胡培翬、楊

大堉、汪士鐸、丁晏、鄭珍、劉寶楠、黃式三等 23 人為新增。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顯示，清代禮學史的記載，在繼承阮元等此前工作的基

礎上有了重要的進展。在文字方面，阮元《儒林傳稿》及後來《國史儒林傳》曾經

立傳的人物，絕大多數的傳記文字有程度不同的改動，但就禮學部分而言，沿用舊

傳文字的情況較普遍，僅有淩廷堪、汪中、劉台拱等人有關禮學的記載作了大幅度

的增補。 

比如淩廷堪，《儒林傳稿》曰： 

淩廷堪，字次仲，歙縣人。六歲而孤，冠後始讀書，慕其鄉江永、戴震

                                                 
31  繆荃孫漢學觀念甚為牢固。他私下把《儒林傳》中經學人物部分稱為《漢學儒林傳》。1888 年清

光緒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檢《漢學儒林傳》舊稿」。同月，廿二日「檢理漢學儒林傳稿」。繆荃孫：

《藝風老人日記》第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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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乾隆五十五年，年三十四，成進士，例選知縣，廷堪自願改教職，乃

可養母治經（《國子監題名碑》《研經室集》）。選甯國府學教授。奉母之官，

畢力著述者十餘年。年五十五，卒。廷堪貫通群經，識力精卓（《研經室集》）。

繼戴震起，於禮經用力最深（盧文弨《校禮初稿序》）。不輟寒暑，二十餘年

（《釋例序》）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凡八類。以禮經為主，間亦旁通他經

（盧文弨《校禮初稿序》）。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

之旨，古罕得經意，乃為《封建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研經室

集》）。《自序》曰：禮經，苟不得其例，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

勉赴焉。（《釋例序》）。大學士朱珪讀其書，贈詩，甚推重之（《知足齋詩集》）。

又著《魏書音義考》、《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

拜》、《九祭》、《釋牲》、《旅酬》、《楚茨》，諸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

卓然者，則有《復禮》三篇（《研經室集》）。32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曰： 

淩廷堪，字次仲，歙縣人。六歲而孤，冠後始讀書，慕其鄉江永、戴震

之學。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改教職，選甯國府學教授。奉母之官，畢力著述

者十餘年。嘉慶十四年，卒，年五十三。廷堪之學，無所不窺，於六書、曆

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靡不條貫。尤專禮學，謂：「古聖使

人復性者學也，所學者即禮也。顏淵問仁，孔子告之者惟禮焉爾，顏子歎道

之高堅前後。迨『博文約禮』，然後『如有所立』，即『立於禮』之立也。禮

有節文度數，非空言理者可託。」著《禮經釋例》十三卷（戴大昌《事略狀》），

謂：「禮儀委曲繁重，必須會通其例。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

而其為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聘禮、覲禮不同，而其為郊勞執玉、

行享庭實之例則同；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而其為屍飯主人初獻、主婦

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阮元撰《傳》）乃區為八例，以明

同中之異，異中之同：曰通例，曰飲食例，曰賓客例，曰射例，曰變例，曰

祭例，曰器服例，曰雜例。禮經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

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大興朱珪讀

                                                 
32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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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贈詩推重之（《儒林舊傳》）。 

汪中和劉台拱在《儒林傳稿》均附在《任大椿傳》之後，只有簡短的記載。《儒

林傳稿》記劉台拱曰： 

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丹徒縣訓導。幼見王懋竑、朱澤沄之書，始

研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韻、天文、律呂、名物，理義若不明，窮

考冥搜，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漢學拾遺》、《荀

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共編為遺書四卷。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

書而卒（見劉氏《遺書》，又朱士彬《狀》）。33 

《汪中傳》曰： 

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經誼（王昶《春融堂集》）。

於詩書古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

針砭俗學（孫星衍《汪中傳》）。又撰《述學》內外篇（《府志》）。 

這兩人的傳記，在道光朝《國史儒林傳》中均被刪除。光緒朝續纂《儒林傳》，在《原

纂本清史儒林傳》中，這兩人不僅重獲立傳，且均升格為正傳。他們的傳記，篇幅

較阮元時代增加了很多，其中有關禮學的記載也更加詳實。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汪中傳》關於傳主禮學研究的記載是： 

年三十，顓意經術，與高郵李惇、王念孫、寶應劉台拱為友（《文獻徵

存錄》），共討論之（《行狀》）。其治尚書，撰《尚書考異》。治禮，溯源於荀

卿賈傅，綱提條析，得其會通。於喪服，用力最深。惜未成書。成《儀禮經

注正偽》、《大戴禮記補注》34 

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

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能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

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

《賈誼新書序》。其他考證之文，亦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王念孫《述學

                                                 
33  阮元：《儒林傳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537 冊，頁 673。 

34  《汪中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0 冊，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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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35 

 

隨著新立傳人物的加入，清代禮學研究者的陣容大幅增強，更重要的是奠定了

整個清代禮學史的論述格局。如前所述，《原纂本清史儒林傳》與《儒林傳稿》相比，

增加了褚寅亮、莊存與、王聘珍、朱彬、許宗彥、陳壽祺、顧九苞、呂飛鵬、沈夢

蘭、宋世犖、胡承珙、淩曙、劉毓崧、胡培翬、楊大堉、汪士鐸、丁晏、鄭珍、劉

寶楠、黃式三等 23 人。在時間上，這些人將清代學術史的下限拉長到咸同時期。 

《原纂本清史儒林傳》記載的 35 位元學者的禮學研究，不僅在文字上增加了篇

幅，更重要的是將阮元的時代的禮學史論述做了很大的發展。禮學的傳承脈絡得以

進一步清晰與強化。 

從總論三《禮》的角度說，原纂本清史《儒林傳》增加了很多精通三《禮》的

學者，主要有李光坡、汪中、楊大堉、汪士鐸、丁晏、鄭珍、黃式三等人。 

正傳人物以《丁晏傳》為例，丁晏是繆荃孫的業師，係新增，僅引其中的禮學

論述如下： 

生平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研討尤深。……鄭氏注禮至精，去古未遠，

不為憑虛臆說。迄今可考見者，如《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

記》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禮》喪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注

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縣鐘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虡，依劉向《五

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

中注。考工記山以章，注作麞，依馬季長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

當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作緌，依劉子政說苑。《玉

藻》元端朝日，鄭讀為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幽宗雩祭，鄭讀

為禜，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依據。凡此釋義，補孔

之遺闕，皆前人未發之秘。疏通證明， 若爟火。撰三禮釋注共八卷，又輯

鄭康成年譜，署其堂曰「六藝」，取康成六藝論，以深仰止之思（楊以增《六

藝堂詩禮七編序》）。36 

                                                 
35  《汪中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0 冊，卷 21。 

36  《丁晏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30 冊，卷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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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傳人物以《汪士鐸傳》為例： 

汪士鐸，字振庵，亦江寧人。道光三十年舉人（《採訪冊》）。與大堉同

精三禮，號曰汪楊。取後漢諸書為《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又以古人期功皆

去官考，培翬亟推重之。 

在各經分論的情況下，有關《儀禮》的記載發生了變化，在《原纂本清史儒林

傳》中，《儀禮》仍然是三禮的中心，最受重視。儀禮發展的主要線索被加長。《儒

林傳稿》所記載的一些學者的禮學貢獻仍然被承認，但是重要性隨著後續者的加入

而下降。李光地家族對於儀禮復興的貢獻仍然得到承認，任啟運對於儀禮研究的興

起的記載也同樣被沿用，張爾岐、萬斯大對於禮學的研究也被肯定，但是他們的重

要性都大大下降了。李光坡被置於理學人物之中，雖然這是延續《國史儒林傳》的

做法。任啟運仍然是附傳，記載簡短。張爾岐的傳記雖然是正傳，但是文字基本沒

有增加。阮元所重視的任大椿傳被刪除，而且沒有能重新立傳。 

褚寅亮的地位得到提高： 

中年覃精經術，一以注疏為歸（《蒲褐山房詩話》）。從事禮經幾三十年

（《漢學師承記》），墨守家法，專主鄭學。鄭氏周禮、禮記注，妄庸人群起

嗤點之，獨儀禮為孤學，能發揮者固絕無，而謬加指摘者亦尚少（王鳴盛撰

《儀禮管見序》）。惟敖繼公《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己說。後儒苦經注

難讀，喜其平易，無疵之者（錢林《文獻徵存錄》）。萬斯大、沈彤於鄭注亦

多所糾駮，至張爾岐、馬驌但粗為演繹，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

失也。寅亮著《儀禮管見》三卷，於敖氏洞見其癥結，驅豁其雺霧（王鳴盛

《序》）。37 

《沈彤傳》云： 

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

服》、《士喪禮》為之疏箋，足訂舊義之譌。38 

江永在禮學研究方面，特別是在《儀禮》研究方面的成績，得到了繼續承認： 

                                                 
37  《褚寅亮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16 冊，卷 17。 

38  《沈彤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14 冊，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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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諸生數十年，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以

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亦

非完書。乃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題曰

《禮經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

嘗一至京師，桐城方苞、荊谿吳紱質以禮經疑義，皆大折服。39 

劉台拱的《儀禮》研究得到如下記載： 

其考證名物，研精理義，由本賅末，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者，雖

自古經師相傳之古訓，亦不為苟同（《行狀》）。段玉裁每謂「潛心三《禮》，

吾所不如」（段玉裁《答黃紹武書》）。選丹徒縣訓導。取《儀禮》十七篇，

除喪服不用，其餘諸禮，各繪為圖，與諸生習禮容，為發明先王製作之精意。 

其疏釋《儀禮》經文毫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既補鄭賈之

缺，兼斥敖氏之妄，如「橫弓」之為「南踣弓」，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饌

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下，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

緻密，於斯為極。40 

績溪胡氏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胡承珙傳》云： 

又以鄭君注《儀禮》參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

有即用其借字者，有務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有互見

而並存者。閎意妙旨，有關於經實夥。遂取注中疊出之字，並「讀如」、「讀

為」、「當為」各條，排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旁采，疏通而證

明之，作《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儀禮古今文疏義自序》）。41 

胡培翬的《儀禮》研究得到了詳細的記載和肯定。《胡培翬傳》曰： 

培翬涵濡先澤（汪《墓誌》）淵源，耆俊重之。以博聞篤志閱數十年，

成《儀禮正義》凡四十卷。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發明鄭君、賈

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惶幽渺，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汪

                                                 
39  《江永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15 冊，卷 16。 

40  《劉台拱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18 冊，卷 19。 

41  《胡承珙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8 冊，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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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銘》）。其旨見《與羅惇衍書》曰：「培翬撰正義，約有四例：一曰疏經

以補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匯各家之說以附注，四曰采他說以訂注，書

凡四十卷，至賈氏公彥之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不可不辨。

別為《儀禮賈疏訂疑》一書。宮室制度，今以朝制、廟制、寢制為綱，以天

子、諸侯、大夫、士為目。學制則分別庠、序館制則分別公、私，皆先將宮

室考定，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禮，條系於後，名宮室提綱。陸氏《經典釋文》

於儀禮頗略，擬取各經音義及集釋文以後各家音切，挨次補錄，名曰《儀禮

釋文校補》。」（《研六室文鈔》）《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

《大射儀》五篇，則其門人江甯楊大堉所補也。（陸建瀛《儀禮正義序》）42 

《周禮》的研究情況從模糊變得清晰。《儒林傳稿》中記載的《周禮》（《儒林

傳稿》稱《周官》）研究者並不多，到原纂本清史《儒林傳》中，清代《周禮》研究

情形已經有很大擴充，重要的研究者被單獨記載，顯示相關的研究有了相當進展。《呂

飛鵬傳》載：國朝為《周禮》之學者，有惠士奇、沈彤、莊存與、沈夢蘭、段玉裁

（1735-1815）、徐養原（1758-1825）、宋世犖。43 

惠士奇和沈彤，都是舊傳已有正傳者： 

莊存與。本傳僅僅提到有「《周官記》五卷，《說》二卷，」並未申說。
44 

《段玉裁傳》載： 

玉裁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

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精力，專說《說文》（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

謂：「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聲者，古形也；云讀若某者，古音也。

三者合而一，篆乃完。」（阮元《周禮漢讀考序》）「述漢讀考，先成《周禮》

六卷（玉裁《自序》），又考《藝文志》、《景十三王傳》、《說文解字敘》、五

經文字作《禮十七篇標題無儀字說》。」（《經韻樓集》）阮元云玉裁書有功於

                                                 
42  《胡培翬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30 冊，卷 31。 

43  《呂飛鵬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7 冊，卷 28。 

44  《莊述祖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1 冊，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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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後世者：言古音功一，言《說文》功二，《漢讀考》功三。45 

這些人加上呂飛鵬及其附傳，構成了到光緒續纂《儒林傳》時《周禮》研究的

狀況。 

《呂飛鵬傳》： 

飛鵬少讀《周禮》，長而癖嗜，廷堪嘗著《周官九拜九祭解》、《鄉射五

物考》，援據禮經，疏通證明，足發前人所未發。飛鵬師其意而變通之（《周

禮補注自敘》），成《周禮補注》六卷（《通志》）。其大旨以鄭氏為宗（包慎

言《周禮補注後序》），廣采眾說，補所未備，或旁采他經舊注，或兼取近儒

經說，要於申明古義而已（《自序》）。46 

《沈夢蘭傳》： 

字古春，烏程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十三年大挑一等，以知縣用，

分發湖北，補宜都縣知縣（《家傳》）。博通諸經，實事求是，尤邃於周官，

成《周禮學》一書。分溝洫、畿封、邦國、都鄙、城郭、宮室、職官、祿田、

貢賦、軍旅、車乘、禮射、律度量衡十三門，取《司馬法》、《逸周書》、《管

子》、《呂覽》、伏《傳》、戴《記》諸古書參互考證，合之《書》、《詩》、《禮

記》、三《傳》、《孟子》，先儒所病其牴牾者，無不得其會通。為圖若干，並

取經、傳文之與周官相發明者釋於篇（《自序》）。 

他著有《易》、《書》、《詩》、《孟子學》、《五省溝洫圖說》。其《易學自序》云： 

自輯《周禮學》，於《易》象得〈井〉、〈比〉、〈師〉、〈訟〉、〈同人〉、〈大

有〉若干卦，錯綜參伍，知《易》之為道，先王一切之治法於是乎在。而《孟

子學》，則又以疏證周官之故，匯其餘說以成帙者。 

其《溝洫圖說》，卷不盈寸，凡南北形勢、河道原委、歷代沿革、眾說異同，與夫溝

遂經畛之體，廣深尋尺之數，以及蓄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之事皆備。

復證之《周官》，考究詳覈（《家傳》）。官湖北時，奉檄襄築荊州堤工（《事實冊》），

上《江堤埽工議》及《荊江論》。沔陽水災，復奉檄會勘，作水利說以諭沔民。原本

                                                 
45  《段玉裁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17 冊，卷 18。 

46  《呂飛鵬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7 冊，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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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術，有裨實用，皆此類也（《家傳》）。47 

《宋世犖傳》： 

宋世犖，字卣勳，浙江臨海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臨海縣誌》），以

教習官陝西扶風知縣。地當川、藏孔道，夫馬悉斂之民。計畝率錢，名曰「公

局」。世犖多所裁革，無妄取。時教匪初定，州縣多以獲盜遷擢。扶風民有

持齋為怨家所訐者，大府飛檄至，捕而鞫之，皆良民，釋弗顧。罷歸（洪頤

煊《筠軒文鈔》），揅求經訓，熟於諧聲、假借之例（王引之《儀禮古今文疏

證跋》），著《周禮故書疏證》六卷，《儀禮古今文疏證》二卷（《筠軒文鈔》）。
48 

此外，還有黃式三： 

式三學宗鄭氏，尤長三《禮》。論郊社、論學校、明堂之制，見於《考

工記．匠人》，漢師鄭君猶有疑義。辯之曰：夏後氏世室堂修二七，當作堂

修七，殷度以尋，堂修七尋，周度以筵，堂修七筵，則夏度以步，堂修七步，

鄭君以堂修七步為隘，注有令堂修七四步之文。假令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

二七字。《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修七，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

為得其實也（譚獻《黃先生家傳》）。生平於經說不拘漢宋，擇是而從（黃式

穎《論語後案序》）。恒恐私智穿鑿，得罪聖經，中夜自思，怵然不寐（《論

語後案弁言》）。49 

《淩曙傳》則記載了傳主的主要學術成果：《禮論》、《公羊禮疏》。50 

《禮記》的研究情況得到補充，三傳的格局變得均衡。《原纂本清史儒林傳》主

要記載了朱彬、許宗彥、陳壽祺等人的《禮記》研究。 

《朱彬傳》： 

復輯《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朱士達《序》），取《爾雅》、《說文》、《玉

篇》、《廣雅》諸書之故訓，又刺取《北堂書鈔》、《通典》、《太平禦覽》諸書

                                                 
47 《沈夢蘭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7 冊，卷 28。 

48  《宋世犖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7 冊，卷 28。 

49  《黄式三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33 册，卷 34。 

50  《凌曙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9 册，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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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涉是書者，虎觀諸儒所論議，鄭志弟子之問答，以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

釋（《禮記訓纂自序》），旁證國朝及乾嘉間諸家之書亦不下數十種，而一以

注疏為主，擷其精要，緯以古今諸說。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據精碻，發前人

所未發。博而精，簡而賅，足以薈眾說而持其平（林則徐《序》）。51 

《許宗彥傳》： 

其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阮《傳》）。

為《周廟祧考》，謂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

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

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其

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周禮．春官》守

祧、小宗伯諸職，《夏官》隸僕、《禮記．祭法》、《禮器》、《喪服小記》大傳

諸經所說，言廟制者略備。《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義。

《祭法》尤明白足徵，然皆無文武二廟不祧之語。以文武為不毀之廟，自漢

書韋玄成等奏議始，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盧植、馬昭諸儒亦以文武為不遷之廟。賈公彥受祧職疏曰：「當

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

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其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為

祧，則周禮制於周公，可以先有守祧，且守祧明言先掌先王公之廟祧。是先

公之祧，非文武之祧也。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二

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為周七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之

也（宗彥《五廟二祧考》）。又為《世室考》，謂聖人禦世功德廣遠，則必有

崇祀以為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

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巨典也。以《易．豫卦》言以配祖

考，《書洛誥》、《毛詩序》清廟我將雝《禮記．玉藻》、《樂記》、《祭法》、《孝

經》諸經所說為證，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康

成曰：次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按文王、武王皆祀於明堂，故有文

武世室之號。孔穎達謂伯禽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群公稱宮，是知魯惟

                                                 
51  《朱彬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4 册，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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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公之廟稱世室。故公羊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其武公之廟止稱武宮。

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世室、武宮稱謂各異，不得如孔所說（宗

彥《文武世室考》）。52 

《陳壽祺傳》： 

壽祺以鄭注《禮記》多改讀，又嘗鉤考齊、魯、韓三家《詩》佚文、佚

義與毛氏異同者，輯而未就，命喬樅卒為之，成《禮記鄭讀考》六卷。53 

除了經學人物，《原纂本清史儒林傳》在理學人物中，也記載了禮學的影響。吳

嘉賓是續修時增加的理學正傳人物，本傳強調了他在《禮記》研究方面的貢獻： 

嘉賓學宗陽明，而治經字疏句釋以求據依，非專言心學者，其要歸在潛

心獨悟，力求自得（郭嵩燾《求自得之室文鈔序》）。尤長於《禮》，成《禮

說》二卷，《自序》云：「小戴《記》四十九篇，列於學官。其高者蓋七十子

之微言，下者乃諸博士所摭拾耳。宋以來取《大學》、《中庸》與《論》、《孟》

列為四書，世無異議；則多聞擇善，固有不必盡同者。餘獨以《禮運》、《內

則》、《樂記》、《孔子閒居》、《表記》諸篇，為古之遺言，備錄其文，以資講

肄。其餘論說多者，亦全錄之，否則著吾說所以與鄭君別者，以備異同焉。

《易》曰『知崇禮卑』，又曰『謙以制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古之制禮

者上也，上之人能自卑，天下誰敢不為禮者。先王之禮，行於父子兄弟夫婦

養生送死之間，而謹於東西出入升降辭讓哭泣辟踴之節，使人明乎吾之喜怒

哀樂，莫敢踰夫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分；而其至約者，則在於安定其志氣而

已，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者動於內者也，禮者動於外者也。夫禮、

樂不外乎吾身之自動，而奚以求諸千載而上不可究詰之名物象數也乎？」

（《禮記說序》）。54 

有關《大戴禮記》的研究局面，隨著《王聘珍傳》而得到補充完善： 

王聘珍，字貞吾，號實齋，江西南城人。自幼以力學聞。乾隆五十四年，

學使翁方綱拔貢成均，為謝啟昆、阮元參訂古籍（《南城縣誌》）。治大戴《禮》，

                                                 
52  《許宗彥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5 冊，卷 26。 

53  《陳壽祺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6 冊，卷 27。 

54  《吳嘉賓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9 冊，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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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

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禦覽》之流，增刪

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

求情實於風聞道路，能得其平乎？是真向聾者而審音與盲者而辨色。凡茲數

端，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

變而文從字順，經義由茲而亡。可不懼哉。乃為《解詁》十三卷（《大戴禮

解詁自序》）。凡二十餘年而後成（《大戴禮解詁淩序》），故觀其發凡大旨，

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

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

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

根據經史，發蒙解惑（《大戴禮記解詁注序》）。江都焦循稱其不為增刪，一

仍其舊，列為《三十二讀書贊》之一（《九經學序》）。他著《經義考補》、《九

經學》（《事實冊》）。55 

光緒朝的續纂《儒林傳》的禮學論述基本奠定了今日刊本《清史稿．儒林傳》

的規模。儘管它但還不是最後的定本，清國史館時期繆荃孫的《儒學傳》，其中有關

禮學記載是在前述《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的基礎上改訂而成。 

（三）小結 

《清史稿．儒林傳》是在一百多來清國史館舊稿的基礎上輯纂修訂成稿，其中

有關禮學的記載與國史《儒林傳》的修纂相始終。嘉慶年間阮元《儒林傳稿》奠定

了基礎。光緒年間繆荃孫續纂的《原纂本清史儒林傳》大致確立了日後論述的規模。

民國初年繆荃孫再度輯纂《儒學傳》。在歷次輯纂中，官方對清代禮學論述格局逐漸

成型。 

鑒於歷次輯纂的情況複雜，本文初步介紹了與《清史稿．儒林傳》直接相關的

《儒林傳稿》、《國史儒林傳》和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的禮學論述。由於本人水平

有限，尚未對這幾次輯纂本的禮學記載進行更多的分析研究，而這方面有更多豐富

內容，包括其他幾次輯纂的成稿和《傳包》、《傳稿》中的禮學記載也有相當的價值，

                                                 
55  《王聘珍傳》，《原纂本清史儒林傳》第 22 冊，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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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筆者另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