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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法　之　辨
――論陳立《公羊義疏》對劉逢祿之說的吸納與批判

陳　威　睿 *

提　　要

本文以《公羊義疏》引述的劉逢祿之說為中心，觀察公羊禮學與常州學的

共通點，在於以「家法」為核心的解經觀念。從陳立對劉逢祿經解的正反評價

可知，劉逢祿有些說法違反了《公羊》與何休之意，與其宣揚之「申其條理，

廣其異義，以稗何氏之未備」相扞格。因此，陳立對劉逢祿的批評多著墨於其

不守家法。反而是一般印象中，公羊禮學與常州學判若鴻溝的「禮」、「例」

詮釋方法問題，陳立並未觸及，甚至還援引劉逢祿歸納的例去解釋經典。由此

側面考察，陳立對「例」的方法，應當也有相當程度的接納。

相較於今人研究清代公羊學，多注意常州學的經解，強調「例」在解經上

的重要性，本文則嘗試說明公羊禮學「以禮解經」的視域，期能提供學人重新

省思清代公羊學整體面貌的空間。

關鍵詞：公羊禮學、常州學、何休、以例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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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about Jiafa ──How Chen 
Li responded to Liu Feng-lu’s 

Explanations in Gongyang Yi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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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Chen Li responded to Liu Feng-lu’s explanations 
in Gongyang yi shu. In this article, I take the opinion that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Gongyang ritual and Changzhou Studies was the conception of Jiafa. In Gongyang 
yi shu, Chen Li criticized Liu Feng-lu for breaking Jiafa. In Gongyang yi shu, Chen 
does not argue against “Li.” Instead, Chen used “Li” to interpret Gongyang zhuan. 
From this perspective, Chen seemed to accept the way that taking “Li” to explain 
Gongyang zhuan. Comparing with current studies aiming to analyze Changzhou 
Gongyang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i,” 
this article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Gongyang ritual was not only taking “ritual” to 
explain Gongyang zhuan, but also taki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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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法　之　辨
――論陳立《公羊義疏》對劉逢祿之說的吸納與批判 *

陳　威　睿

一、前　言

陳立（1809-1869）、劉逢祿（1776-1829）是清代公羊學的名家，他們的

學說皆標榜承繼東漢何休（129-182）詮釋《公羊》的家法，只是對解經方法

的偏重卻各有不同。按照劉師培（1884-1919）的歸類，1 凌曙、陳立以禮制為

詮釋經典的綱領，2 最終形成公羊禮學一脈，與常州學「以例解經」的方法相

為犄角。本文即以陳立《公羊義疏》對劉逢祿之說的評價切入，從其吸納處，

分析二家共通的特性；從其批評處，探討陳立詮釋《公羊》學所堅持的理念，

以此彰顯公羊禮學的解經視域。

現階段清代《公羊》學的研究範疇，多以常州學為重心，而凌曙、陳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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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多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的修改建議，特申謝忱。
1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0。是書記載：

「治《公羊》者，以孔廣森為嚆矢，會通禮制，不墨守何氏之言；凌曙作《公羊禮

說》、《公羊禮疏》、《公羊答問》，亦以禮為綱；弟子陳立廣其義作《公羊正義》。

及莊存與作《春秋正辭》，宣究《公羊》大義；其甥劉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

《何氏解詁箋》，並排斥《左傳》、《榖梁》；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王闓運

咸以《公羊》義說群經。是為公羊之學。」
2   按：孔廣森《春秋通義》實際解經的內容仍與凌曙、陳立有別。雖然孔廣森也會運

用禮制來解釋《公羊》義理，但究其學說根本，無論是對何休《注》、家法師法、

《公羊傳》傳文及對禮制解經的理念上，都不如凌曙、陳立來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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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疏解經典的方式則退居二線，3 似無法與常州學相提並論。今人楊向奎就

認為，凌曙「論義理無發揮、論考據不精闢、論材料不豐富，唯唯諾諾，敷衍

成文，很難說他是公羊學家」。4 又評陳立「一無發揮，二無判斷」，僅有豐

富的材料優於凌曙。5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一書，則說凌曙「對《公羊》義

法做出闡發的地方是極難找到的」，又說其治學「捨其本而求其末」，6 對於

陳立則評其「未能通曉《公羊》家法」。7 從這些批評，可見近代學者認為凌曙、

陳立所重視的禮制典章，在《公羊》的釋義上屬於枝微末節，若只琢磨於此，

則經典大旨難求。

與之相較，清末學者對凌曙、陳立的評價，卻與近代學者大相逕庭。皮錫瑞

（1850-1908）說：「孔廣森、劉逢祿皆宗《公羊》，而陳立《義疏》尤備」， 8

又說治《公羊》者須「主何《注》、徐《疏》，兼采陳立之書」，9 對陳立《公

羊》學大加讚賞。再如朱一新（1846-1894）說：「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

為穿鑿」，10 評價亦高。錢基博（1887-1957）更認為凌曙、陳立師徒別開公

羊禮學一派，以禮學解釋《公羊》經義，影響王闓運（1833-1916）、皮錫瑞、

廖平（1852-1932）等人的《春秋》學論著。11

近代學者認為，凌曙、陳立以禮制解經的方法沒有觸及《公羊》學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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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當前研究公羊禮學的重要著作有二：黃世豪：《陳立公羊義疏研究》（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應裕康先生指導，2003 年）；黃聲豪：《清

代公羊禮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張素卿先生指導，2015
年）。其中又以後者研究較為全面。

4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第 4 卷，頁 111。
5   同前註，頁 115。
6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05。
7   同前註，頁 115。
8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20。
9   同前註，頁 342。
10  清•朱一新：《無邪堂問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

清光緒廣雅書局刻本），冊 1164，卷 1，頁 24a，總頁 477。
11  清•錢基博：《古籍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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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理。在預設「例」是《公羊》學精髓的情況下，凌曙、陳立一派的著作評

價自然不高。反之，清末學者卻認為陳立以禮制為中心的詮釋進路，在家法與

經義解釋的完備程度上，明顯優於他者。兩相對照，近代學者與清末學者對於

《公羊》大義如何被解經方法所發掘的議題，意見迥異。

從解經方法的本旨來看，劉逢祿的以例解經，是以聖人的書法為脈絡核

心，從書寫慣例與脈絡，歸納出一套經文既定的記載模式，並藉由例的正變來

闡述聖人之義；陳立的以禮制解經，則是以聖人制定的典章為規範，藉由明文

制度來判斷違反禮制所帶來的後果。究二者大要，都是試圖發掘經書義理的途

徑，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從解經方法的來源來看，「禮」與「例」是何休《公羊傳解詁》本有的方

法，只是陳立與劉逢祿使用方法的偏重不同。比如，劉逢祿就認為何休主要用

例來解釋經典的義蘊，故云「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12 但在凌曙、陳立

的眼中，《解詁》雖以例見長，但他對禮制的論述也相當重要。因為《公羊》

與《解詁》同時運用許多禮制來解釋《春秋》義，《公羊》明文書寫「非禮」

的傳文有三十三條，這代表此三十三條經文的褒貶都經過了禮制的判定，遑論

傳文沒有提到禮，何休卻以禮制解釋經義的狀況。這種現象表明，只談例而不

論禮，很難完整地瞭解經典大義。

既然「禮」、「例」的解經方法都是何休本有的方法，那麼在評價公羊禮

學時，就不能單以有無用例，來論定其解經的成效。近代學者的評價，應當有

修正的空間。何況在公羊禮學的解經視域內，也是有使用例來解釋經典，只是

因為禮制判定的加入，使得二種詮釋路徑出現了不同的聚焦點。隱公三年「尹

氏卒」就是一個例子，傳文云：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

曷為貶？譏世卿（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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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劉逢祿：《劉禮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清道光

思誤齋本），冊 1051，卷 3，頁 20a，總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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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世世尹氏也），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

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

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據原仲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時天

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

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13

《公羊》傳旨包含尹氏的身分、經文凡例與褒貶之意。何休釋傳意，認為尹氏

是周天子的大夫，按照《春秋》的記載方針，外大夫卒，當不書。此記尹氏卒，

是因為尹氏在周天子的葬禮主持儐贊，恩隆於王者，故特錄其卒。然而，經文

記其卒與書「尹氏」是不同的書法，書「尹氏」，是在貶斥大夫死而其子承位

的行為與禮法有違。何休以為大夫不得世繼的禮法規範，肇於大夫是由國君選

賢而任，不是經由世繼產生，如此才能確保國君的權柄不會被大夫所奪取。

以劉逢祿的視角來看，這則經文的釋義要點在於「書日」與「外大夫卒不

書」的凡例，因此《釋例》將此條經文歸於「外大夫不卒，卒例月不葬，葬例時」

的條例內，14 對於「世卿非禮也」的注解僅說「凡言非禮，皆譏也」，15 沒有

解釋世卿為何非禮。

而在陳立的視角中，他主要疏解《公羊》與何休提及的內容，因此「書日」

的規則不在討論的範圍。至於「外大夫卒，不書」的凡例，他則考釋何休「據

原仲不卒」之說，認為此例出自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葬，葬原仲」，並統

計《春秋》適用此例者有三。16 除卻例的部分，陳立對這條經文的主要疏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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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舊題］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 年，

影清嘉慶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卷 12，頁 18b，總頁 156。
14  清•劉逢祿：《公羊春秋何氏釋例》，《皇清經解》，清道光廣東學海堂刊本，卷 2，

頁 25b。
15  同前註，卷 3，頁 7a。
16  清•陳立：《公羊義疏》，《皇清經解續編》，清光緒南菁書院刊本，卷 5，頁

10b-11a。按：本文所引《公羊義疏》皆援引此版本，為求行文簡潔，後不再加註，

僅標明卷數、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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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集中在「世卿非禮也」，從世卿的危害到君主任賢、譏世卿之義的來源，17 

層層梳理《公羊》與何休的意見。

透過陳立與劉逢祿對這則經文的詮釋，可見清末學者對陳立「《義疏》尤

備」的評語甚為恰當。經文「尹氏卒」的解釋，若只談例，就無法理解《公羊》

「非禮也」背後的禮意。因此，凌曙說：

《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

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經立

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例而

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18

《公羊》與何休的經解，除了例，更有禮制的判準。然而徐彥（？ - ？）所著

的《公羊疏》，在注解何休《解詁》時，詳於說例而略於論禮，故在義理上未

能如其他經疏該洽圓融。如同前述「尹氏卒」的經義，必須透過禮制的層次，

才能了解傳文記載「非禮也」的意義。

劉逢祿與陳立受到漢學詮釋經典方法的影響，19 發展出「以例解經」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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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前註，卷 5，頁 8b-10b。
18  清•凌曙：〈序〉，《春秋公羊禮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

四庫全書影清嘉慶蜚雲閣刻本），冊 129，頁 2a-2b，總頁 334。
19  常州學派中，也有不喜以漢學解經的學者，丁履恆、李兆洛等人就秉持這種觀念。

有學者以此認為常州學派與乾嘉漢學是互斥的思潮，從而忽略了莊存與、劉逢祿等

人大量運用漢學方法解經的現象。事實上，錢穆《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已將莊存與

之學與惠棟揭櫫的漢學相連結。此外現代學者如艾爾曼、陳祖武等人也積極論證常

州之學與漢學的關係，試圖重新釐定二股思潮的關聯。參閱錢穆：《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年），冊 17，頁

679、681；（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

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陳祖武：〈新

編清人年譜稿三種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2 集（2004 年 4 月）；

蔡長林：〈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從文士到經生――

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年），頁

16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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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解經」的不同進路。然不可否認的是，這兩種進路皆是從何休《解詁》析離

而來，在求取經義的路途上，二者應彼此搭配，而非相互切割。換而言之，

「禮」、「例」都是《公羊》家本有的方法，後人在評價時，要避免用「不以

例解釋《公羊》」的理由，來排除公羊禮學的解經效力，更何況公羊禮學本身

也有用例的規範，只是例並非唯一的解經方法，沒有特別強調的必要。

綜合前述所言，以凌曙、陳立為代表的公羊禮學，與清季風行的常州之學，

同樣嚴守家法。那麼，陳立對其引述的劉逢祿之說，理當予以認同，但就事實

而言，陳立對其說仍有批評。本文即欲從陳立對劉逢祿的正反論辯，處理以下

四個問題：一，劉逢祿的著作繁多，陳立引述時是否帶有特定目的，針對部分

書籍專門引述；二，陳立評價劉逢祿的基準，在於「例」與「禮」的詮釋方法

差異，還是有其他方面的標準；三，觀察陳立論辯的效度，能否更能貼近何休

原意；四，分析公羊禮學對例的態度，及其是否有運用劉逢祿之例來解經。本

文依循這四點，展開論述。

二、《公羊義疏》引述劉逢祿學說的情況

陳立《公羊義疏》引述的 161 條劉逢祿經解，分別出自八本書，其書目與

引用數量如下：《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88 條（以下簡稱《解詁箋》）、20《榖

梁廢疾申何》28 條、21《春秋公羊釋例後錄》18 條、22《論語述何》8 條、2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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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清•劉逢祿：《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皇清經解》，清道光廣東學海堂刊本。按：

其中 86 條標明「《解詁箋》云」，剩餘 2 條，1 條作「劉氏云」、1 條作「劉氏箋云」。
21  清•劉逢祿：《榖梁廢疾申何》，《皇清經解》，清道光廣東學海堂刊本。按：其

中 17 條標明「《廢疾申何》」或「《申何》」。其餘 11 條未標明出自《榖梁廢疾

申何》，而以「難曰」起頭。
22  清•劉逢祿：《春秋公羊釋例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

全書影清嘉慶養一齋刻本），冊 129。按：多未標明出處，記述為「劉氏逢祿云」、

「劉氏逢祿曰」、「劉氏逢祿評云」、「劉氏逢祿評曰」，另各有一條作「劉氏申

之」、「劉氏申之曰」、「劉氏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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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春秋何氏釋例》7 條、24《左氏春秋考證》6 條、25《劉禮部集》3 條、26《箴

膏肓評》3 條。27 由引述狀況可以得知，《公羊義疏》引述最多的是《公羊春

秋何氏解詁箋》一書，並非一般認為的劉逢祿代表著作《公羊春秋何氏釋例》，

也非《申何難鄭》與《左氏春秋考證》等較為人所知的書籍，這無疑是相當特

殊的情形。

《解詁箋》是劉逢祿專門箋注何休《解詁》的作品，又名《公羊申墨守》。

根據序文，其書最遲成於嘉慶十四年之前，28《年譜》記載此書的撰作目的，

在「析其凝滯、強其守衛」，29 意欲裨補何休之未備。是書討論《公羊》的條

目共 93 條，而陳立《公羊義疏》所援引的條目高達 88 條，30 引錄數量超過十

分之九，幾乎可說是全書皆引。

引述次多的是《榖梁廢疾申何》，此書撰著之目的，在於反駁《榖梁》異

義。《公羊義疏》堅守家法，引用《申何》之說理所當然；引述第三多的是《春

秋公羊釋例後錄》，共六卷，卷名分別是〈公羊廣墨守〉、〈左氏申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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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劉逢祿：《論語述何》，《皇清經解》，清道光廣東學海堂刊本。
24  按：標明「《春秋釋例》」、「《公羊釋例》」、「《釋例》」。
25  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皇清經解》，清道光廣東學海堂刊本。按：標

明「《左傳考證》曰」、「《春秋考證》曰」。
26  按：沒有標明出處，僅作「春秋議禮云」、「公羊議禮云」。另，《公羊義疏》引《劉

禮部集》3 條，有 2 條重複徵引，分別在《公羊義疏》卷 57 及卷 61。卷 57 處云：

「公羊議禮制軍制云」，《公羊義疏》卷 57，頁 12b，卷 61 云：「春秋議禮云」，

《公羊義疏》卷 61，頁 6a，其內容大致皆同，皆出自劉逢祿〈制軍賦第八〉，《劉

禮部集》，卷 5，頁 22a。
27  清•劉逢祿：《箴膏肓評》，《皇清經解》，清道光廣東學海堂刊本。按：皆標明

「《箴膏肓》評曰」。
28  劉逢祿：〈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頁 2a。記述：「嘉

慶十四年，武進劉逢祿撰」。
29  張廣慶：《武慶劉逢祿年譜》（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頁 60。
30  按：未引的五條條目為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文公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襄公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昭公元年「三月，取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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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廣膏肓〉、〈左氏春秋後證〉、〈穀梁申廢疾〉、〈穀梁廣廢疾〉，與《釋

例》本卷以例為主的內容不同。按常理，《後錄》重要性應當低於《釋例》，

但在《公羊義疏》中，《後錄》的引述數量超過了《釋例》。單以援引數量而

言，陳立對劉逢祿所歸納的例，似不感興趣。除卻前述三書，後五書的引用條

目皆在八條以下，難以從系統性的考量，去討論陳立援引的目的。

依照劉逢祿著作的性質，陳立引述的《解詁箋》，是劉逢祿申說《公羊》

的門徑；《榖梁廢疾申何》則是分辨《公》、《穀》經說的界線；《後錄》的

性質與《申何》相似，只是範圍擴充到三《傳》。綜觀這些書籍的性質，可知

陳立引述劉逢祿之說的考量，無疑與家法有高度的關聯。31

本文檢核《公羊義疏》所引述的內容，每當劉逢祿推闡何休時，陳立必定

給予讚揚。舉例而言，襄公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條，

何休說「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32 將諸侯會盟

的目與同年經文「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相連綴，以為這次諸侯

在八月的相會，是為了商議討伐崔杼而成會。對於何休的注解，孔廣森與劉逢

祿有不同說法，陳立引二說加以辯證，其云：

《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

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

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

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為内諱而

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

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

侯之不討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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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按：本文所言「家法」，雖是指涉「何休家法」，但因陳立與劉逢祿是透過何休家

法，去詮釋《公羊》大義，其關係應呈顯為「《公羊》―何休―陳立、劉逢祿」，

從側面來看，此「家法」也能泛指整體「《公羊》家法」。
32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21，頁 1a-1b，總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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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駮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别有據，

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公羊義疏》卷 59，頁 15a）

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經文記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於秋八月時，經文又重錄「諸

侯同盟於重丘」，傳文解經的重點放在諸侯為何於短時間內再相盟會。孔廣森

依《左傳》的說法，認為八月之會雖不錄諸侯，但從經文五月記載的盟會，可

知當時是同一批諸侯的再次相會，與會的目的是晉國想報襄公二十三年齊伐晉

之仇，故欲糾合諸國之力以伐齊。劉逢祿則是以何休的說法為立論基礎，認為

此盟是為了崔杼而發，可惜未竟其功，經文因而重錄其事並日之，以刺諸侯不

討賊。陳立謹守《公羊》之說，以孔廣森之論以《左傳》為據，家法不同，不

足以討何休，以劉逢祿之說為是，並接受了劉氏書日譏貶的例。

然而，若劉逢祿說法與何休相扞格，陳立就會替何休申述，破解劉逢祿對

何休的質疑。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何休注云：

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為

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

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為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

之，公、夫人皆同例也。33

魯隱公的母親子氏逝世，經文記日、書薨而不書葬，《公羊》傳認為這是魯惠

公屬意魯桓公即位的結果。何休申述《公羊》意，認為隱公以惠公之妾的身分

為其母下葬，表示子氏的身分低於桓母，彰顯了他的讓國之志。《春秋》善之，

所以子氏僅書薨而不書葬，這種書法與記日都是對隱公的恩錄。

劉逢祿對《公羊》與何休的注解頗不以為然，故引《穀梁》斥何休之非：

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

從君者也」，斯為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

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簒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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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前註，卷 2，頁 6b，總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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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

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34

劉逢祿基於《穀梁》「夫人薨不地」立論，此處不地，可以證明子氏是隱公之

妻，而非其母。子氏為小君，與君同體，當與君同葬，然此時隱公尚在，故經

文不書葬。其後更申述君死不書葬的條例，認為葬為生者之事，若子氏為隱母，

此時不書葬，就會變成經文在譏貶隱公，沒辦法解釋《公羊》所說「成公意也」

之意。且身分較為尊貴的桓公之母尚未得稱夫人，身為妾室的子氏自然也不能

稱夫人。陳立對此批評道：

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

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為君，所以不成其母為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

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為君，隱世不得逆稱為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

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即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駮《公

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為恩錄之也。

（《公羊義疏》卷 4，頁 18a-18b）

劉逢祿的說法奠基於《穀梁》，與《公羊》義無涉，陳立認為這是自亂家法的

行為。且其說漏洞不少，比方劉氏所舉「君不書葬」例，一罪君主、一罪臣子，

卻無法證實此例可以適用於夫人，不能當作子氏是隱公之妻的證明。又如，陳

立批評劉氏沒有釐清隱公母子與桓公母子的複雜關係，桓公未為君時，是隱公

在位，桓母不能稱夫人。隱公之時，桓公與其母在世，隱公有讓桓之志，也不

可能將隱母稱為夫人，劉氏所言「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即不得稱夫人」毫無意

義。

陳立論辯的邏輯是立基於《公羊》，必須承認隱有讓桓之志，才能推導出

「隱世，隱母不稱夫人」的結論。又如陳立在疏解的末端引述日例，認為《春

秋》記日者詳，不日者略，隱母為妾室，卒亦不葬，然《春秋》善隱公讓桓，

故恩錄記日，以彌補隱母卒而不書葬的遺憾。倘若如劉逢祿以《穀梁》子氏為

34  劉逢祿：《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 1，頁 5b，總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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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之妻，那麼例的焦點就會擺在「夫人薨不地」上，記不記日的意義不再重

要，劉逢祿沒有注解這條經文記日的意義，就是最好的例證。

所舉二例，陳立一則替劉逢祿申述，一則論難劉逢祿，追究其根由，無非

是以劉逢祿有沒有違反何休家法為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在「夫人子氏薨」的

說解中，陳立在建構何休「恩祿」與「記日」的關聯時，有涉及到例，可見公

羊禮學雖是以禮解經，但對於例的應用卻也不陌生。那麼，面對以例見長的劉

逢祿，陳立的態度如何？有沒有受到劉逢祿的影響，或是使用劉逢祿歸納的例

呢？這是後續要討論的問題。

歸納上述意見，陳立引用劉逢祿之說時，有具體的目的，其目標在申述何

休家法。檢視《公羊義疏》，陳立引用劉說有正、反二個面向：正向引用即劉

逢祿同何休之說，或申論、或補何休之未備，以發揚《公羊》大義為主；反向

引用則檢討劉逢祿的誤說，舉凡錯解何休義、質疑何休說法，只要劉逢祿一與

何休相背，就會進入陳立的檢討範圍。這種反向檢討的方式，除了展現陳立維

護家法的企圖外，也顯示劉逢祿之說並沒有完全依循《公羊》與何休之說，才

得以讓陳立有批評的餘地。

三、堅守家法：陳立批評劉逢祿的內容舉要

常州《春秋》學，在解經進路上大抵發揮何休之說，故評論者多云其「堅

守何休家法」。但細究劉氏解經的內容，這個說法卻有商榷的空間，畢竟「以

何休說法為主」與「堅守何休說法」本身即有差距，以何休《解詁》為解經主

幹，並不代表一定要與何休抱持相同的意見。在陳立《公羊義疏》的解經脈絡

中，明顯可見陳立不滿劉逢祿違背何休的說法。因此，他論難劉逢祿之處，大

致都與其違反家法相關。《公羊義疏》批評劉逢祿的條目有 40 條，35 主要針

對三點：

35  按：條目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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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能連綴同一事件的相關經文

《春秋》是編年體的典籍，依時間的歷程來記載當時事蹟，並沒有紀事

本末體將事件始末臚列並陳的方法，因此會出現三《傳》在解釋經文時，所彌

合的史事並不完全相同，致使釋義出現偏差的現象。陳立認為劉逢祿論難何休

的說法，並不是以《公羊》的立場去連綴同一事件的相關經文。如僖公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條，《公羊》傳文，何休注云：

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救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

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36

這個說法將同年春天「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與夏天「狄救齊」的經文，

連綴為同一事件。宋襄公伐齊，既書伐，表示此戰義在襄公，故云「義兵」。

齊國理虧，夏天狄救齊之時，不好以狄進人，嘉其能救中國，只好於後之「冬，

邢人、狄人，伐衛」條補進，如此既能表彰狄憂中國之心，也能解釋展現宋襄

公此戰佔據大義。這邊要注意的是，何休的說法認為「伐衛」之舉與「救齊」

無關，《春秋》只是藉由下一次狄出現的時候進稱為人。也就是說，若不將宋

公伐齊、狄救齊二事相連綴，就無法求取此處狄進稱人的意思。

鄭玄（127-200）在《起廢疾》攻訐何休此說，37 劉逢在《申何》內，替

何休反駁鄭說。陳立認為劉逢祿替何休辯護的初衷，雖然出自對家法的堅持，

但其論辯的內容卻不是何休原本的意思，故陳立論云：

劉氏《申何》云：「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

救齊是為諼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

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按：何氏於《廢疾》駮伐衛救齊之說，而此往又以狄稱人為善，能救齊

36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11，頁 17a-17b，總頁 141。
37  晉•范甯注，唐•楊仕勛疏：《春秋榖梁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 年，影

清嘉慶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卷 8，頁 17b，總頁 86。以為此條經文的意義與「伐

楚救江」相同，也就是確有伐衛救齊之事，不書「救齊」，只是省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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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為救齊也。其不於救

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

獨伐衛以為救齊乎？（《公羊義疏》卷 33，頁 6b-7a）

劉逢祿反駁《穀梁》「狄稱人，是善其伐衛救齊」一說，以為於「冬，邢人、

狄人，伐衛」條複述「狄救齊」之義，只是臆說。因為在「狄救齊」之後，並

未聽聞衛國再次伐齊，既然衛未伐齊，則狄要如何再救齊？此處的伐衛救齊，

是指狄的欺詐之語，同《左傳》文公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無救

於滅，於此處取無心救齊之意。以此說，狄既無救齊之心，自然就沒有救齊之

功，《穀梁》若以救齊而進狄為人，就會違反了《春秋》貴誠的原則。

陳立認為劉逢祿在詰難鄭玄的同時，也連帶批評了何休，更沒有解釋經文

進狄為人的意義，無助於經解。按照何休的說法，如果當時確有「伐衛救齊」

之事，那麼經文書寫的方式會跟「伐楚救江」一般，兩書於經。38 此處經文僅

書一次「狄救齊」，代表其義與「伐楚救江」不同，也就是「伐衛」與「救齊」

的無關，《春秋》只是表彰上次狄救齊的功績而已。如果依循劉逢祿批評《穀

梁》的說法，狄無救齊之心，也無救齊之功，狄稱人與宋公伐齊、狄救齊的經

文就沒有關聯，那麼要如何解讀何休注所說的「狄稱人者，善能救齊」呢？

又如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條，何休說：

魯本為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

當坐取邑。39

此處所謂「霸者所還」，是指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

畀宋人」一事，當時晉侯執曹伯而還，欲將濟西田班還於魯，魯國不取。三年

過後，魯國反悔不取之事，意欲取回濟西田，並於僖公三十一年有所行動。何

38  漢•鄭玄撰，清•王復輯，武億校：《起廢疾》（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年，

叢書集成新編），冊 108，總頁 14。記載：「何休曰：邢人、狄人，伐衛，即伐衛

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

而遠齊，其事一也，義異何也。」
39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12，頁 18b，總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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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認為此時取濟西田，已經失去了晉侯班魯的前提，所以經文才需要諱魯取同

姓之田。劉逢祿不解何休意，有所批評，陳立引述劉說，並反駁道：

《解詁箋》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鞌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

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為為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

詁》似失之。」40

按：此為晉侯所班，彼為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

此辭同義異也。（《公羊義疏》卷 36，頁 7a）

劉逢祿同意經文是為魯國諱。但為魯國諱的主要目的在於「同姓之惡」。濟西

田是曹地，曹與魯同為姬姓，取同姓之田就是為惡，故經文僅書取邑而不記其

地來源，成公二年「取汶陽田」，衛與魯同姓，狀況亦同，故經文也如此記載，

標準相當一致。至於傳文所謂的「久」，是諱惡的輕重，與晉侯是否班魯沒有

關係。換而言之，究劉逢祿的說法，這條經文可以獨立解釋，何休不當以「久」

牽涉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班魯之事。

二說對照，何休的解釋結合晉侯班魯濟西田之事，認為當時魯國不取，三

年後卻又反悔取地，已然失去正當性，所以經文諱魯取同姓田；劉逢祿的解釋

則著重同姓取地之惡，用「例」連結相同書法的「取汶陽田」，排除晉侯班魯

對事件的影響。所以陳立在批評劉逢祿時，以「辭同義異」為破口，認為「取

汶陽田」是脅齊求賂取同姓之地，必須諱；「取濟西田」則是晉侯所班而不取，

後反悔再取，才需要諱。分判「取汶揚田」與「取濟西田」被貶斥的原因並不

一致，以此點出劉逢祿說法的問題。

上述舉證二例，陳立以為劉逢祿說法的錯誤在於未能連綴同一事件的經

文，進而產生謬誤。在「冬，邢人、狄人，伐衛」條，陳立認為劉逢祿雖然在

大方向上是要辯駁鄭玄詰難何休，但其批評的論點沒有考量前後經文的因果關

40  按：《公羊義疏》作「《傳》、《解詁》失之」，意為《公羊》、《解詁》皆失；

劉逢祿《釋例》作「傳注似失之」，意為《解詁》失傳義。究劉逢祿表達之意，應

以後者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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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反而使得何休之說受到牽累。而在「春，取濟西田」條，劉逢祿以例連結

「取汶陽田」，以為這兩條經文都有取同姓田的罪過，書法理當相同。陳立則

維護何休之說，以為晉侯班地還魯有正當性，而求賂取汶陽田則無，區隔二者

取地的不同，用「辭同義異」之論，破解劉逢祿的說法。

（二）不以《榖梁》、《左傳》為解經核心

劉師培曾指出劉逢祿治《公羊》有「排斥《左傳》、《榖梁》」的特色，41

但陳立援引劉逢祿之說時，發現劉逢祿實際的經解會摻入《穀梁》之說，更甚

者會藉《穀梁》駁難何休，與其自我標榜的「專明墨守之學」略有出入。

三《傳》的解經系統，歷來多以《左傳》為古文經，與《公羊》、《穀梁》

今文經相對立。而在今文經系統中，《公》、《穀》又常合併連稱，假設二者

的內容近似，可以一概而論。然究其實，《公羊》與《穀梁》的解經觀念終究

不同，因此，當陳立發現劉逢祿有混用二《傳》的情況時，他就必須先劃清《公

羊》與《穀梁》的界線。桓公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條，何休注：

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

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相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

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42

《春秋》終桓公十八年間，只有四年歲首書「王」，分別為元年、二年、十年

及十八年。何休以二年為始、十年為數之終、十八年為桓公之終，以終始皆有

王，諷刺桓公無王的行徑。至於有王為什麼始於二年的問題，何休解釋說這是

「（元年）未必無王」。劉逢祿質疑何休之論的出處，陳立引而論之：

《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榖梁》

得之。榖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

者，失之。二年有王者，榖梁子以為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

弑」。

41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頁 130。
42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4，頁 9a，總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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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元年有王者，即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

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為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

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祊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

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

十年為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

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

為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榖梁》，甚

無謂也。（《公羊義疏》卷 11，頁 17a-17b）

《公羊》缺少桓公無王的解釋，劉逢祿引《榖梁》「元年有王以治桓」之語，

指出何休「桓公無王」之說，是從假《榖梁》而自得，其引申出的「未無王」

也是錯誤的解釋，並非原始《公羊》義。

陳立則替何休辯護，認為桓公之世，元年經文書「王」，象徵諸侯即位之

命出於天子。既然書「王」，則見周天子不以桓為罪，莊公元年，莊公錫桓公

命之舉，可證此義，何休所言「未無王」是依此而來；二年書「王」，是因為

桓公之惡開始顯現，故經文書王以正其始；十年書「王」，則是以十為數之極，

復書王以張義；十八年書「王」，則是正其終義。準此而言，真要說「有王以

治桓」，應當也是二年之「王」，非元年即位請示周天子而書的「王」。何休

之說其來有自，劉逢祿未得何休旨意，擅自溯源《穀梁》，差之謬矣。

又如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何休注云：

考，成也。成仲子之宫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

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

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宫廟，尊卑共名，非配

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絶也。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尊桓之母為立廟，

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43

43  同前註，卷 3，頁 2b，總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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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說明另築仲子之宮，而不與惠公同廟的意義，在於仲子是右媵，祭祀上的

身分屬於妾，不得與公同廟，故別廟而祭。後段則說明仲子是桓公之母，隱公

為桓公之母祭，彰顯了他欲讓桓之心，《春秋》嘉其志，故善而書之。劉逢祿

此處引《穀梁》批評何休，陳立引而辯道：

《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為夫人』，斯失矣。……

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

成仲子為夫人，故為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為王母乎？經所譏者，正

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

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為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

按：劉氏於仲子主《榖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乘《榖梁》。又以隱不宜

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宫自非失禮。

元年傳於不書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

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

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傎矣。（《公羊義疏》卷 7，

頁 6a-6b）

劉逢祿以《穀梁》所言為正，此經文的記載是在非難隱公。他的論點基於仲子

是惠公之母，按照禮制，庶子為君，其生母得以享祭，君主以其庶子為主祭，

傳於孫輩時則止。《穀梁》以魯惠公之母仲子為魯孝公之妾，當魯惠公在位時，

隱公以庶子的身分得以主祭，合乎禮法。然而，等到隱公即位之後，依舊大興

土木為仲子築宮，不遵守「傳於孫輩則止」的規則，所以經文記載此事譏之。

故劉逢祿因此認為何休說經文善隱公並成其賢，是不懂禮制的說法。

陳立的反駁，認為劉逢祿沒有區分《公》、《穀》的界線，仲子是惠公母

的說法源自《穀梁》，如何能牽扯到以仲子為桓公母的《公羊》呢？ 44 何休

• 19 •

44  按：劉逢祿於《廢疾申何》說：「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

之，以成公意爾」，以為仲子是桓公之母。然於《左氏春秋考證》又說：「經云『惠

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宫』，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以為仲子為惠公

之母，與《解詁箋》持論相同。二說扞格，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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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此事善隱公，其根據在於《公羊》義，凡隱公據「惠公意」而行之事，皆無

惡文。劉逢祿據《穀梁》批判何休的做法，於義理無據，實不可從。

至於引《左傳》之例，劉逢祿本有「不得以《左傳》難何休」的看法，45

與陳立的意見相同，只是劉逢祿仍有部分經解使用《左傳》的材料，使得其經

解與《公羊》產生歧異。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何休說秦伯罃是「秦穆公

也」，記載此卒是「因其賢」，46 劉逢祿不同意此說，故云：

《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比接

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

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禭」、十二年「使

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

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

《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

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

按：劉說非是。賢繆公能變，何為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為

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

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為例。秦俗用人殉葬延，

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

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

為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

牽合《左氏》、《史記》為調人也。（《公羊義疏》卷 43，頁 18b）

《左傳》認為秦伯罃是秦穆公之子秦康公，何休以為是秦穆公。劉逢祿根據《左

傳》與《史記》的記事，認為秦穆公死於文公六年。文公九年、十二年與十八

年與秦伯有關的記載都是指涉秦康公。《公羊》在文公十二年，表明賢穆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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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劉逢祿：《解詁箋》，卷 34，頁 9a。說道：「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

不得以難何氏」。
46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14，頁 17a，總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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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指秦穆公改變以人殉葬的習俗一事。然透過《詩》的諷刺，可以發現秦

穆公雖變，卻未盡全功，因此其賢不足以讓聖人記載卒年。實際上，完全去除

殉葬惡俗的是秦康公，因此《公羊》此處的賢穆公，並不完全指涉秦穆公本身

的賢能，而是透過秦康公去除惡習的功勞，去追述先人，這跟經文因季札之賢

而讓吳稱子的書法一致。

陳立在按語中一一辯駁劉逢祿的說法。首先，說明援善不能擴及子孫的道

理，遑論追善其先人。劉逢祿所舉季札之例，則是以臣賢上推其國君，與子賢

擴及先祖不同；其次，以秦始皇仍用人俑殉葬為證，認為秦康公並沒有變易風

俗之事，破除康公能被稱之為賢的理由；其三，劉逢祿舉《左傳》與《史記》

的記載，認為文公十八年秦穆公已亡。陳立指出這些史料的證據效力不夠，不

能以此指責《公羊》。因為解經體系不同的關係，《左傳》與《史記》的史料

只能說解《左傳》，談論《公羊》時，必須以《公羊》的史料為主。舉例來說，

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條，《公羊》傳文說「賢穆公也」，47 如果按照

《左傳》的史料，秦穆公此時已亡，那麼不就與傳文出現矛盾了嗎？是故，解

釋《公羊》不得以《左傳》史料為核心，這是授經源流的問題。

陳立這麼說的目的，是要忽略《左傳》對《公羊》不利的證據，使得詮釋

者不需要強為之解。但這個說法同時也要面對一個問題，若《公羊》與《左傳》

的說法或記載相同，那麼其來源是否可以視為一致？若來源一致，又怎麼能說

《左傳》不得解《公羊》呢？陳立對此問題的回應，出現在僖公二十七年「春，

杞子來朝」條：

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說，

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

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

也。（《公羊義疏》卷 34，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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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前註，卷 14，頁 3b-4a，總頁 176。記載：「代表聘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

何以書賢？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為諓諓善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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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逢祿以經文所書之伯子男是一等，故無貶意。這種說法出自董仲舒，即《春

秋繁露》所謂「合伯子男為一等」，48 主要是彰顯三世之差異，以此一等為商

制之說。此條經解《左傳》以杞子用夷禮，故以書子貶之解《春秋》；《公

羊》於此條沒有經解，但何休《解詁》說「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

入之」，49 同樣以禮判定《春秋》書子是貶意。劉逢祿認為何休解經不用《左

傳》相當正確，但此處所謂「無禮」云云，有依用《左傳》材料而發的痕跡，

所以他批評何休此說並非《公羊》義。陳立對劉逢祿不用《左傳》解《公羊》

的判斷並沒有疑義，但他依舊回護何休，認為何休此處出現與《左傳》相同的

論點，或許是當時漢代公羊學的見解，未必依用《左傳》之說。

陳立不以《榖梁》、《左傳》為解釋核心的看法，源自於家法有別的概念。

這並不代表陳立不用二傳材料，而是指解釋《公羊》的核心義理不得來自二傳。

《公羊》家法存於何休《解詁》，凡是以二傳說法質疑何休或《公羊》傳文，

就代表詮釋者沒有明瞭三《傳》有別的道理。至於三《傳》或有同解，那就是

漢代之前的經解多有這種概念，不得說是源自於某一傳。

（三）以禮制迴護《公羊》義

陳立的《公羊》學以禮為詮釋的進路，在面對劉逢祿的看法時，同樣會使

用這個方法來檢討其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公羊》有「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的傳文，何休於「母以子貴」下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為

夫人」，50 解釋庶子為君，其母地位會隨之上升。劉逢祿依照《穀梁》義理，

判斷《公羊》只有「子以母貴」之義，其云：

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

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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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直隸書局，1923 年，影抱經堂叢書校訂本），

卷 7，頁 4b。
49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12，頁 8b，總頁 151。
50  同前註，卷 1，頁 12a，總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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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

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

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

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

葬」。定弋即哀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公羊義

疏》卷 1，頁 29a-29b）

劉逢祿引述三條《穀梁》經義，說明《春秋》對夫人與妾的身分有嚴格的判定。

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表示妾者不宜於太廟舉行禘祭，僅有夫人有

這個資格；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說明妾子為君，其子可築宮祭之，然此

祭僅止於子，不得於孫世祭，與夫人有別；定公十五年「弋氏卒」（《公羊》

作姒氏）則說明《春秋》不以妾室為夫人的觀念。

藉由《穀梁》經義，劉逢祿指出，既然妾與夫人有別，那麼若庶子為君，

尊其母為夫人，這種「母以子貴」的現象，是否會違反《春秋》之義？在這種

情況下，劉逢祿提出了「母以子貴」是後人所竄入的說法，何休不明其故，為

偽說注解，並非是經與傳產生衝突。其云：

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

《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

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

母也。舜不王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

非古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

《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

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為俗師竄改無疑矣。（《公羊義

疏》卷 1，頁 29b）

劉逢祿認為現存《公羊》「母以子貴」四字，是漢代說《公羊》者為了闡揚學

說而竄改的。綜觀漢代以前的歷史源流，沒有子尊得以加於父母的例子，舉凡

舜、禹皆是如此，可見古代沒有「母以子貴」的制度。那麼，既然「母以子貴」

前之所無，就必須追溯這件事發生的緣由。劉逢祿舉薄姬為例，薄姬是劉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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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她的兒子後來即位，是為漢孝文帝，西漢司馬遷（145B.C.-86B.C.）在記

載薄姬去世時，以董仲舒所傳的《春秋》義，稱「孝文太后崩」。51 這是什麼

意思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說「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

陽，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52《春秋》尚質，故司馬遷依照「妾

以子貴」的論點，以「孝文太后崩」記載薄姬去世的事情。既然說「妾以子貴」，

那不就是「母以子貴」的論點嗎？劉逢祿認為並不是如此，董仲舒說「主地法文

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53

尚文者妾不以子稱貴號，所以尚質者的「妾以子貴」，就是以子稱貴號的意思，

並不是「母以子貴」所說，妾因子而得以升降地位。所以司馬遷記載「孝文太

后崩」，是母以子氏，子為主體，實質說明薄姬並非正室。

為何可以說薄姬非正室？因為漢代后妃夫人的稱號皆因襲秦制，《漢書》

記載「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

稱夫人」，54 如何有司馬遷「太后」之稱？這可以說是司馬遷獨特的筆法，也

可證明薄姬在當時並沒有「母以子貴」。到了東漢初期，漢光武帝於中元元年

（56）黜呂立薄，以薄姬為高皇后，薄姬才得尊號，有配享之實。55 由此記載，

西漢絕無「母以子貴」，遲至東漢才有是說，因此劉逢祿判斷《公羊》沒有「母

以子貴」之義。

陳立對劉說相當不以為然，因為劉逢祿所舉的三條《穀梁》說之中，僖公

八年與定公十五年的例子，《公羊》與《穀梁》的看法大致相同，只有隱公五

年「考仲子之宮」的判斷有所差異。這條經文《公羊》以為仲子是桓公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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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漢•司馬遷撰，唐•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

中華書局，1963 年），頁 439。
52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 7，頁 8a-8b。
53  同前註，卷 7，頁 8b。
5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頁 3935。
55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卷 44，頁 1426。



家法之辨――論陳立《公羊義疏》對劉逢祿之說的吸納與批判 165

《春秋》善隱讓桓之志，故褒之；《穀梁》以為仲子是惠公之母，《春秋》是

貶隱世祭，故貶之。56 劉逢祿之所以用「妾母不世祭」的禮制來質疑何休「母

以子貴」之說，當是受到《穀梁》影響。陳立認為劉逢祿所持的論述，皆建立

在此禮上，但這個禮制在《公羊》中卻無法立論，其云：

〈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即穀梁家所云：「禮，

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

妾子為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為子者，不得伸其私

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

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

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

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

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公羊

義疏》卷 1，頁 30b）

〈喪服小記〉說「慈母與妾母，不世祭」，祭禮之禮僅止於子。按照《穀梁》

的解釋，仲子是惠公之母，那麼隱公是孫，主持祭禮並不合適，《春秋》記載

此事有譏諷的意味。但《公羊》的解釋卻以仲子為桓公之母，於此隱公是子，

主持祭禮完全禮法。也就是說，劉逢祿所持的質疑根基，在《公羊》學說上完

全不能成立，因為《公羊》所判斷的經文褒貶，完全符合這個禮法。

除此之外，陳立也回應了劉逢祿「母以子貴」的具體實現為何。按照禮制，

妾的確不得成為夫人，《公羊》此義展現在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條，傳文說此條是貶文，「譏以妾為妻也」，57 表示在祭祀時，妾不得與君同

廟。對於劉逢祿來說，這個說法與「母以子貴」互相衝突，但對陳立來說，卻

只是施展的層面不同。所以陳立引述《五經異義》所載的《公羊》「上堂稱妾，

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也就是在廟堂之上，依然稱妾，這是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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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按：此條經文劉逢祿也持《穀梁》說論難何休，詳參本文第三節第二點所舉第二例。
57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11，頁 2a，總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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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違背。然而在廟堂之下，則稱之為夫人，這是在國家與家庭倫理中的折衷

作法，此為《公羊》所謂「母以子貴」之意。

前述所言，是庶子為君，其生母尚在世的做法，而在其生母死後，庶子依

然是以妾的名份，為其母進行祭祀，彷彿代表「母以子貴」只實行在生前。但

其實「母以子貴」在死後也得延續，陳立就以喪服實行的制度來說明其內涵： 

〈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為母，庶子為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大

《儀禮商》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為母，下即繼母、慈母，因知

妾子之為其母，當與此同」。……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此

言諸侯庶子不為父後者，父卒亦為所生母大功，若為後之庶子，父卒為

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

為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然則周法庶子為後者，無論天子

至士皆服緦，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皆無譏

文。（《公羊義疏》卷 1，頁 30a-30b）

這是在討論庶子於繼承爵位後可申其生母之恩，然而喪期該服多久的問題。陳

立依照萬斯大（1633-1683）、凌廷堪（1757-1809）的研究，認為根據《儀禮》

的記載，父在當為生母服三月，父卒當為生母服三年。然至周代的律法，從天

子到士大夫皆服緦麻三月，到了春秋之時，庶子為生母服三年就是重服了。雖

係重服，但《春秋》對此毫無譏貶，以喪服的等第來看，母親確實因兒子地位

的提升而受益，這正也是「母以子貴」意義的展現。 

上文舉出的三點例證，主旨皆環繞著《公羊》與何休的判讀。以陳立的詮

釋視域而言，劉逢祿經解的漏洞，產自於他沒有堅持家法。公羊禮學以何休家

法為核心的詮釋進路，正好可以彌補劉逢祿對家法的不足，進而對比出公羊禮

學重視師法源流的優勢，這也是陳立著重批評劉逢祿不遵家法的原因。從陳立

的批評來看，他論難劉逢祿的目的是維護何休家法，並沒有觸碰到例的運行。

那麼，陳立對於例的態度是贊同還是反對？對於劉逢祿例的運用又有何意見？

下一節將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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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立對劉逢祿「例」的吸納與討論

劉逢祿歸納的《公羊》例，是歷來學者討論的焦點，也是其學精華之所

在，引用劉說無法將例束而不觀。在公羊禮學的視域中，過度於強調例的運行，

會模糊禮制解經的空間，因此要如何處理例與禮制的關係，需要詮釋者再三權

衡。例如，在凌曙詮釋《公羊》的著作中，很難見到凌曙對例的看法，縱然凌

曙承認《春秋》有例，58 但他實際的經解，卻多言禮制，而不談例。而陳立的

《公羊義疏》，同樣以禮制為詮釋進路，只是與凌曙相較，陳立不會特別迴避

例的存在，而是有目的性的使用例來完善他的詮釋。

《公羊義疏》對劉逢祿的辯證不少，然其中對於例的討論並不多見，幸好

仍有部份重要的條例可供討論，比方說，陳立就將常州學派流行的「張三世

例」納入公羊禮學的解釋體系。什麼是「張三世例」？劉逢祿〈釋三科例上〉

云：

《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

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

傳聞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

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於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於所聞世，見

治廩廩進升平；於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59

此段旨在闡述何休《注》「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的二科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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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清•凌曙：《禮論略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叢書集成三編影清

道光凌氏叢書本），冊 25，卷 1，頁 1a，總頁 252。其云：「論曰：《易》、《禮》、

《春秋》，皆以例言者也。其中有正例，有變例。且有變例中之正例，有正例中之

變例，更有變例中之變例也。參伍錯綜，非比而同之不能知也。」可見在凌曙的觀

念中，《春秋》有例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這些例是否是解經最重要的因素，那就

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59  劉逢祿：〈釋三科例上〉，《劉禮部集》，卷 4，頁 1a，總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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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世者三，別為昭、定、哀三公，是孔子與其父時事；所聞世者四，別為文、

宣、成、襄四公，祖父時事；所傳聞世五，別為隱、桓、莊、閔、僖五公，高

祖、增祖時事。其中有二義：第一義，於所見世以微辭寄意避禍，於所聞世痛

其禍，示其意仍存，於所傳聞世殺其恩，警後世子孫；第二義，為於所傳聞世

起撥亂始治之心，以治其國，於所聞世擴此心，治於諸國，於所見世再推展到

治世理念。

劉逢祿的「張三世例」屢見於其《春秋》著作，陳立《公羊義疏》也使用

了此例。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條，陳立援引劉逢祿的說法，贊同此例：

《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

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

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

羊義疏》卷三，頁 6b）

《春秋》「張三世」義在「遠殺其恩、惡略其恩」，劉逢祿以此解釋何休的二

科六旨，認為何休的例體制詳密。例如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經文不日，

傳文有「疾始滅」文，所傳聞世殺其恩，以罪無駭甚也，故不日；文公十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經文不日，《榖梁》傳文有「與聞乎故」

文，60 所聞世痛其禍亂，予以褒貶。不以疑辭惑人，以愛有等差申「張三世」

之義，其義為《公羊》獨得。

陳立以劉逢祿對「張三世例」的定義來闡釋經義，故所引《解詁箋》內容

多有觸及「張三世例」者，第一義舉二例說明，其一為隱公八年「辛亥，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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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按：此「故」即「弒」意，劉逢祿《榖梁廢疾申何》作「與聞乎故」，《公羊義疏》

作「與聞乎弒」，意同。然此句出自《榖梁》，非《公羊》之文，劉逢祿以此為《公

羊》說者，當以宣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條，《公羊》所云「繼弒君

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與《榖梁》所云「既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

也」意同，故引此文為《公羊》說。孔廣森《公羊通義》與陳立皆以此說為《公羊》

義，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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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陳立在疏中引劉說：

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於宋，不能

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興也。」（《公羊義疏》卷 9，頁

8b-9a）

此以劉逢祿「張三世例」為解經脈絡，認為隱公七年滕侯卒，經文不日，八年

宿男卒卻日的原因，在於宿國滅於所見世之前，故聖人在所傳聞世盡其辭以載

之。又如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條，陳立疏引道：

《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

如之罪重矣，此之於翬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

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已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以錄

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

所見異辭。」按：翬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

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公羊義疏》卷 70，頁 3a）

陳立指出此處經文不貶季孫意如，在於所見世須微辭以寓意。其後引孔廣森

《通義》所言，認為季孫意如罪孽深重，然經文卒又日之，與之前不與公子翬

卒、不與公子遂日不同，其因在於定公有罪云爾，若在國君有罪不能正的情況

下，予季孫意如恩禮，既卒且日，則能從其微辭見其罪過，是所見異辭之例。

陳立在二人論述後更按語表示，所見世的大夫無論有罪、無罪皆日，說明陳立

的解經脈絡已經接受了「張三世」的例。

至於第二義，哀公八年「吳伐我」條，陳立引《解詁箋》，云：

《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

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

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

（《公羊義疏》卷 74，頁 10a）

所見世是以理念擴展到天下的治世概念，故董仲舒言，所見世時諸侯伐哀，皆

言「我」，以「我」擴及治天下的理念。而〈中庸〉「施及蠻貊」之意即是如

此。至於從此處「吳伐我」，到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可見當時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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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行為與《春秋》所見世治天下大平的理念背道而馳。61 又如哀公十三年「有

星孛于東方」條，陳立疏云：

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

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

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

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

三世之法，聖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公羊義疏》卷 74，頁 23a）

陳立引《公羊》傳文，以此星為彗星，再用《左傳》釋「彗」為除舊佈新的定

義。把所傳聞世治衰亂終結於文公、所聞世治升平終結於昭公、所見世治大平

終結於哀公。認為在這三世終結之時，天必降彗星以示除舊布新之象。以此知

《春秋》所謂「張三世」之例是根據天意而行。

上述二義是「張三世」在《春秋》中的展現，從所舉證的四個例子，可以

看到陳立在疏解時所用的「張三世例」，大多能與劉逢祿的定義相銜接。這些

經文若無劉逢祿的定義，可能也無法梳理出「張三世」的義蘊。例如「有星孛

于東方」條，《公羊》說這是記異。何休說這象「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

所滅，燔書道絕」，62 此異與到何休所云象徵義之間，是據「張三世」的義理

連結，可以說陳立是依用劉逢祿的例去解釋何休的注解了。

除了「張三世」的例，陳立對「諱例」也有所申論，隱公十年「辛未，取

郜。辛巳，取防」條，《公羊》傳文「《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

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下，陳立引劉逢祿之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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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按：陳立《公羊義疏》此句作「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劉

逢祿《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原文作「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魯與《春秋》異道」，

「魯」字更動為「當」字。另，此句「上」的解釋，按照後文脈絡應當解為魯國。

為何魯國於此時為「上」？照陳立與劉逢祿的看法，所見世當治大平於天下，此為

張三世義，又內含據魯「以春秋當新王」之義。以此解之，魯國於所見世當擴治天

下，然從吳、齊皆來伐魯的記載，可知魯國與《春秋》的期許相違背，意含諷喻。
62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卷 28，頁 6b，總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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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

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醇

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為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

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

為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為盜、為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

而他人之信其為盜、為賊益堅，所謂詞不廹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

幸而即于戾，其心方跼蹐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

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為之變其文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

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為之損益，其詞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

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為深切，則小惡

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公羊義疏》卷 9，頁 19b-20a）

劉逢祿《釋例》對「諱例」的解釋重點有：其一，凡諱必定有惡，諱義越深微，

則諷刺之意越深；其二，「諱例」有以尊王義、以尊親義、以其功而掩其罪及

以賢者與仁同過等四種使用的情境，以此諱惡，斯知仁道之行；其三，「諱

例」的意義在於經文如此書背後要傳達的意義，如若有人盜竊亂賊，君子若曰

「盜」、曰「賊」，則雖能知其惡，但亦斷其向善之道。若變其辭曰「彼固未

嘗為盜、為賊」，使其人心知羞愧，而後能改，他人則能從此辭知其為盜、為

賊之跡，是辭不迫切而意能獨至的書法。又如賢者犯了罪過，若曰「是與亂臣

賊子之事同」，則一反賢者前之功，雖明其錯處，但也阻卻其善意。若變其辭

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則其辭馴致，且能表

述其行越權的情景，如此便是「諱」存在的意義。

陳立對劉逢祿的說法深以為然，故其於此全引劉說，並於後讚賞劉逢祿所

言諱義尤為深切，並以此為《公羊義疏》「諱」的體例。更有甚者，陳立更以

此例批判劉逢祿違背此說的論點。僖公十七年「夏，滅項」，陳立在《公羊》

傳文「故君子為之諱也」下疏云：

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為桓諱滅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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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得若行，所以强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襃封

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

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為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

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

《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為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

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公羊義疏》卷 33，頁 3a-

3b）

何休解釋的重點在「諱」，不書齊滅項，是為齊桓公諱。滅人之國是惡事，但

齊桓公有存亡繼絕之功，功過相掩，不以齊桓公滅項之罪。不記月，就是不以

齊桓公滅項的證據，且項為小國，略之無礙。劉逢祿以為何休所言有誤，《春

秋》並沒有以功覆惡的概念，有功則記功、有罪則書罪。經文不記月單純是略

小國而不記，與經文有沒有坐實桓公滅項毫不相干。

前述劉逢祿的「諱例」有「功足以掩其罪」一說，然此處劉逢祿卻說《春

秋》功罪不能相掩，與自己《釋例》所言相衝突。陳立注意到這種情況，所以

他的論難集中在「諱」上：第一、說明「諱」的概念兩漢即有，以功除罪並非

何休妄言；第二、若功過不得相掩，那「為賢者諱」的書法就沒有意義。

此外，正是因為此處有「諱」，何休所說的「不書滅之者」與「不記月」

的關係才得以連結。孔廣森《通義》指出，經文既然已為桓公諱，那代表滅人

之國不成大惡，只需降從夷狄滅人之國的書法，按例不必書月。若沒有這層連

結，純以小國而略之不月，那麼要如何解釋莊公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譚、遂小國被滅，經文卻又記載月份呢？何

休說「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意即齊桓公不坐滅與小國需同時成立，

才滿足條件，可略而不月，劉逢祿的說法並不足取。

陳立以「功過相掩」之論攻訐劉逢祿的條目不只此條，僖公二十八年「陳

侯款卒」條，陳立疏云：

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為襄公諱，知不為齊桓諱。又以傳

於宋襄不書葬，為盈諱，解為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為襃文，非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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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為諱也。（《公

羊義疏》卷 35，頁 11b）

僖公二十八年記載「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時會有晉文公、齊桓公、宋襄公等強國諸侯，

何休以此經文解釋「陳侯款卒」，是為晉文公諱行霸彊會有喪事的陳穆公，此

外也諱背殯而出會諸侯的宋襄公，並非為齊桓公諱。63 劉逢祿認為，何休在僖

公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公羊》傳文「盈乎諱也」條，

解釋諱宋襄公的意義時，解其諱為「功覆之也」，64 若能以功諱過，則諱辭出

現時，讀者就知道被諱者有功，使諱為褒辭，違反諱為惡辭的書法。陳立解此

條時，則以為何休所言之意，亦當以諱為惡辭，只是宋襄公之功大於惡，故為

諱辭以掩其惡，雖係諱辭，但能讓後人知曉宋襄公於此處之過。劉逢祿的看法

是理解上的錯誤。

此節舉「張三世例」與「諱例」說明《公羊義疏》使用劉逢祿之例以解經

的情況。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所講論的經文都沒有涉及禮制的詮釋，單就史實

與何休《解詁》闡發議論。檢視本文所引證有例的八條經文，65 多具有兩個特

性：第一，都很難以禮制的層級去解釋經義；第二，《公羊》多無傳文（「季

孫隱如卒」、「吳伐我」之類），或是有傳文，但皆與例有關（「公子益師卒」、

「滅項」之類）。從這個現象，可以推測陳立在例的使用上具有目的性，一方

面在禮制無法觸及的經文使用例說，完善《公羊》的詮釋。另一方面則謹慎地

使用例，錯開禮制與例的詮釋對象，將二種詮釋方法並行運用，除了可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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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同前註，卷 12，頁 12a，總頁 153。《解詁》注云：「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

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為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為齊桓諱

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歧意於楚。」
64  同前註，頁 2a，總頁 148。《解詁》注云：「諱加微封，内娶不去日也，略之者功

覆之也。」
65  按：分別是「公子益師卒」、「宿男卒」、「季孫隱如卒」、「吳伐我」、「有星

孛于東方」、「取郜，取防」、「滅項」、「陳侯款卒」等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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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詮釋經典的空間外，也可以避免禮、例解釋經典上也許會產生的衝突。

事實上，《公羊義疏》中所使用的例另有「日月例」、「卒葬例」及三科

九旨的其他論述，並非所有例都會使用劉逢祿的說法，但當陳立引述劉逢祿之

說時，多半不會只此一條，而會與其他經文產生連動，輔以論述，進而產生主

體架構，這是在關注《公羊義疏》時，值得注意的情況。此外，從《公羊義疏》

引述劉逢祿說法的狀況，不難發現陳立對劉逢祿的學說有深入的鑽研，論述精

密，自有一套取捨的標準。在劉逢祿的說法跟《公羊》、《解詁》相依違間，

予以引述或檢討，意圖在《公羊》家法之中，彌縫補缺，完善其說，企圖回到

何休《解詁》例、禮都能各自發揮的理想詮釋方法。

五、結　語

現階段清代公羊學的研究範疇，大致圍繞常州學而開展。本文則試圖從公

羊禮學的視域切入，依據陳立對劉逢祿之說的正反評價，指出公羊禮學在詮釋

經典時，比常州學更加遵守「家法」。

這種狀況與現今的研究印象不同，一般而言，討論陳立與劉逢祿的差異，

大多聚焦於詮釋方法的分歧。循此思路，陳立在批評劉逢祿時，很可能著眼於

詮釋方法的問題，用禮的解釋去反駁例。然而，《公羊義疏》的批評卻很少觸

及詮釋方法的面向，反而是針對劉逢祿不遵何休家法的部分加以論辯，企圖證

明劉逢祿之說的錯誤。這個現象的成因，在於何休家法本有「禮」與「例」的

解經面向，因此，同樣站在何休立場上的陳立，其批評就不能針對方法論而發，

轉而集中批評劉逢祿論難何休的內容。

陳立認為劉逢祿不遵守何休家法，會產生三個問題：一、割裂經文事件的

連綴，使得經義的解釋出現分歧；二、因為不用何休之說，致使劉逢祿解釋時

必須摻入它傳說法；三、延續第二點，因為摻入它傳說法，以至於劉逢祿所規

範的例與禮，不得說是《公羊》義旨。有鑒於此，陳立才於《公羊義疏》內逐

條論辯，嘗試將經文解釋導回何休《解詁》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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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立對於劉逢祿之說，並非全然反對。對於劉逢祿贊同何休的部分，

陳立也會將其引述放到疏解中，作為補充。至於解經方法的分歧問題，陳立則

採取較為保留的態度，不太從例的規範去批判劉逢祿，甚至會吸納劉逢祿對例

的見解，轉而運用在自己的注疏中。這代表公羊禮學，實際上保有運用例解釋

經典的空間，只是與禮制相較，例的方法處於次要位置，並非核心議題。

公羊禮學與常州學，同樣標榜何休家法，但從陳立批評劉逢祿不遵守家法

的現象，顯示陳立比劉逢祿更堅持以何休說法解釋經典，研究公羊禮學，除需

注意禮制本身的特質外，也必須注意這個狀況。同時，從陳立的批評，也可以

看出劉逢祿在解釋《公羊》時有自己的考慮，並非完全遵從何休的意見。劉逢

祿違反何休家法的理由及其意義，是下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責任校對：邱琬淳）

附錄一　陳立批評劉逢祿的經文條目

編號 時　　間 經　　　　　　文 頁　　　　碼

1 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卷 1，頁 3a-4a
2 隱公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卷 2，頁 3a
3 隱公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

卷 3，頁 3a

4 隱公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卷 4，頁 5b
5 隱公二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卷 5，頁 5b-6a
6 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 卷 7，頁 6a-6b
7 桓公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 卷 11，頁 8a-8b
8 桓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卷 15，頁 20b

9 莊公九年 夏公伐齊納糾。 卷 20，頁 3b
10 莊公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省。 卷 22，頁 9b-9a
11 莊公二十四年 赤歸于曹郭公。 卷 24，頁 10b
12 莊公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卷 26，頁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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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僖公元年 楚人伐鄭。 卷 28，頁 12a
14 僖公三年 徐人取舒。 卷 29，頁 12a
15 僖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卷 31，頁 13a
16 僖公十七年 夏滅項。 卷 33，頁 3a-3b
17 僖公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卷 33，頁 6b-7a
18 僖公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卷 33，頁 14a-14b
19 僖公二十四年 冬，天王出居士鄭。 卷 34，頁 15a
20 僖公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卷 35，頁 15a-15b
21 僖公二十八年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

宋人。

卷 35，頁 15b-16a

22 僖公二十八年 陳侯款卒。 卷 35，頁 16a
23 僖公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 卷 36，頁 16b
24 文公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卷 39，頁 15b-17a
25 文公五年 王使召伯來會葬。 卷 45，頁 10b
26 文公十三年 世室屋壞。 卷 42，頁 18a
27 文公十八年 秦伯罃卒。 卷 43，頁 18b
28 宣公五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卷 45，頁 10b
29 宣公十一年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卷 47，頁 19b-20a
30 成公八年 衛人來媵。 卷 52，頁 7b
31 成公十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卷 54，頁 21b
32 襄公五年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卷 56，頁 1b
33 襄公五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卷 56，頁 22b
34 襄公三十年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卷 60，頁 24b

35 昭公元年 叔弓帥師疆鄆田。 卷 61，頁 25a-25b
36 定公元年 元年，春，王。 卷 68，頁 2b
37 定公四年 劉卷卒。 卷 69，頁 26b
38 定公八年 從祀先公。 卷 70，頁 27a
39 定公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 卷 70，頁 27b
40 定公九年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卷 71，頁 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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