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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諒陰」考

陳 鴻 森 *

摘�：《論語・憲問�》子張問「高宗諒陰」違阿係先秦儒家經說影�中國古代喪�制度極

爲關鍵之一違愛�「諒陰」原義爲何？春秋時已失其解；而《尙書》
言「高宗諒陰阿三

年不言」�事阿因年�事湮阿孔門當日已不得其詳阿孔子以「諒陰」爲居喪之名阿竝據

此推證殷代已行「三年之喪｣阿然此與《尙書》�義實不相合愛本�之用��三阿一則擬就

現存先秦語料阿鉤稽「諒」字湮薶之古義阿考證《尙書》「高宗諒陰」之原�；再則藉由西

漢怨君繼位�事阿推證殷高宗「諒陰不言」之歷�眞相阿以見口傳歷�時代阿�事傳営譌

變之樣態；其三則由秦漢學者引例阿分析「高宗諒陰」與「三年之喪」衍生之關係阿竝�

溯儒家「三年之喪」說形成之痕跡愛

關鍵詞：高宗諒陰；三年之喪；武丁；論語；尙書

一哀問 題 之 提 出

《論語・憲問�》子張問「高宗諒陰」違阿係先秦儒家經說影�中國古代喪�制度極

爲關鍵之一違愛子張
問《尙書》「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事阿見於今本《尙書・無逸

�》愛惟覈《尙書》原�阿此係周公稱営殷代三位賢君�周�王黽勉勤政之故實阿以吿誡成

王當知民生稼穡之艱難阿施政應「治民更懼｣阿不可荒逸愛原�具在阿其說與國君居喪初無

關係愛然由《論語》此違孔門師弟問答之語繹之阿蓋春秋末年阿｢高宗諒陰」�事已漸茫

昧阿｢諒陰」二字之本義久失其解阿以致孔門傳訛阿｢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二語阿悦譌變

爲先秦哀秦漢儒家推行「三年之喪」說��之歷�依據愛｢諒陰」二字則演�爲「居喪｣哀

｢凶廬｣哀｢心喪」等義之代稱；而「諒陰不言」則成怨君「居喪」之行爲規範愛

按「諒陰」一詞阿秦漢載籍亦書作「諒闇｣哀｢涼陰｣哀｢亮闇｣哀｢梁闇｣哀｢諒�」等阿

其字不一阿詞義則同阿段玉裁《古�尙書Ò衣》云：「『諒』哀『涼』哀『亮』哀『梁』古四字同

* 臺灣中央硏究院歷�語言硏究
!任硏究員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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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分&仄也愛『闇』哀『陰』古二字同%阿在'韵阿不分'哀覃也愛｣ 1 ) 一九七三年阿河

北定州八角(村出土漢墓竹鯵《論語》阿此違已殘損阿惟「書云□□□%阿三年不言」諸字

尙清晰可辨阿

2 ) 其字作「%｣阿亦同%假借字愛｢諒陰」之義阿

3 ) 舊�二說阿馬融哀孔

《*》等訓爲「信默｣阿�玄則解爲「凶廬｣阿然此二義與《尙書・無逸�》本�竝未密合阿

故朱熹《論語集*》訓解「高宗諒陰」之�阿直言：「諒陰阿天子居喪之名阿未詳其

義愛｣ 4 ) 清代學者雖多株守�玄「凶廬」之說阿然此說自魏晉以來學者卽多疑辭阿,儒蓄

疑阿依然莫釋愛當代學者雖亦不乏論�「高宗諒陰」�義��事者阿

5 ) 然類皆依.馬哀�

舊說阿各/
聞阿各從其是愛間�疑舊說未安嘗試提出怨解者阿則多割裂�義阿覈諸《尙

書》,後�脈阿卒未可1愛管見
�阿2今竝未見�足3信據之怨解阿｢諒陰」原義爲何阿

依然懸而未決愛本�之用��三阿一則擬由現存先秦語料阿鉤稽「諒」字湮薶之古義阿考

證《尙書》周公
言「高宗諒陰」之原�；再則藉由西漢怨君繼位�事阿推證殷高宗「諒

陰不言」之歷�眞相阿以見口傳歷�時代阿�事傳営譌變之樣態；其三則由秦漢學者引

例阿分析「高宗諒陰」與「三年之喪」衍生之關係阿竝�溯儒家「三年之喪」說形成之痕

跡愛

二哀｢高宗諒陰」解

《論語・憲問�》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阿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愛君薨阿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愛｣ 6 )

1 ) 段玉裁《古�尙書Ò衣》阿《經韵樓叢書》本阿卷二十二阿頁 4 愛

2 ) 河北省�物硏究
定州漢墓竹鯵整理小組《定州漢墓竹鯵論語》阿 1997年阿北京：�物出版

社阿頁 67愛

3 ) 按本�引用群籍阿｢亮闇」之字各隨原�；而�中論営阿則從今本《論語》作「諒陰｣愛

4 ) 朱熹《論語集*》阿嘉慶十六年阿吳志忠眞�堂刊本阿卷七阿頁 21 愛

5 ) �頡剛〈高宗諒陰〉阿收於氏著《�林雜識初7》阿 1963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阿頁 100-103；

李民〈高宗「亮陰」與武丁之治〉阿《歷�硏究》1987年第 28阿頁 140-141；何發甦〈「高宗

諒陰阿三年不言」說解試析――!論孔子對《書》9闡釋〉阿《殷都學刊》2010 年第 28阿

頁 10-15；易寧〈《�記》載「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考釋――!論司馬�敍�「疑則傳疑」〉阿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 68阿頁 66-71；楊華〈「諒闇不言」與君權;替――關於

「三年之喪」9一個怨視角〉阿收於氏著《古禮怨探》阿 2012 年阿北京：商務印書館阿頁

48-86；井之口哲也〈「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小考〉阿 2008 年阿《國際儒學硏究》第 16輯阿頁

196-205 愛

按《寧夏社會科學》2010 年第 38刊�何發甦哀袁法周合Ò〈《論語》引《書》「高宗諒陰阿

三年不言」說解試析〉一�阿與上揭何君之�?同阿作者哀標題則衣愛

6 ) 《論語*駅》阿嘉慶二十年阿江西南昌府學刊本阿卷十四阿頁 16 愛

｢高宗諒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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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論語義駅》釋此違違旨云：「子張讀《尙書》阿見之不曉阿�與世衣阿故發問孔子何

謂也愛｣ 7 ) 惟孔子竝未直接囘答子張
問「諒陰」何義？或「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其事

如何？孔子將話題轉移阿謂非止「高宗諒陰｣阿古之人亦皆如此阿古代「君薨｣阿嗣君莫不

「諒陰阿三年不言｣阿百官則「總己」聽命於冢宰愛孔子雖未A白答B何謂「諒陰｣阿然由

「君薨」云云之語阿可知孔子顯然將「諒陰」指實爲怨君居喪也阿｢三年不言」則因嗣君居

喪哀慟阿無心政務阿故由冢宰攝行國政阿由是「群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阿｢皆束己職阿三

年聽冢宰阿故嗣王君三年不言也｣愛 8 )

《禮記・檀弓�》亦記此事阿�字C衣：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阿言乃讙』阿�諸？」仲尼曰：「胡爲其不然

也愛古者天子D阿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愛｣ 9 )

此載子張問《尙書》
記「高宗三年不言｣阿是否果�其事？孔子答言「胡爲其不然也｣阿

E爲此事殊不足爲衣阿古者天子D阿則由冢宰代行其政三年阿非止高宗如此阿其他王世子

莫不「聽於冢宰三年｣愛〈檀弓�〉子張
問阿雖未語�「諒陰」一詞阿然與《論語》
問

者當同一事阿當時孔門弟子各�
記阿
載衣辭耳愛《論語》�强G「古之人皆然｣阿則

「諒陰」者非獨高宗爲然也；〈檀弓〉之�阿孔子雖强G古者君薨阿嗣君「聽於冢宰三年｣阿

則百官當亦「總己聽於冢宰三年｣阿二者�衣而義同阿則此違
記應爲孔門實事阿非秦漢儒

者虛I之說愛惟檢現存先秦哀漢初群籍阿凡言�「諒陰」者俱屬殷高宗一人阿竝未見其他

三代君薨亦稱「諒陰」之例者阿則孔子
謂「何必高宗阿古之人皆然｣阿似非�實阿此其可

疑者一也愛其K阿詳繹《尙書》,後��阿益見孔門將「諒陰」解爲「居喪」之非愛按

《尙書・無逸�》載：

周公曰：「……其在高宗阿時舊勞于外阿爰暨小人作愛其卽位阿乃或亮陰阿三年不

言愛其惟不言阿言乃雍愛不敢荒寧阿嘉靖殷邦愛至于小大阿無時或怨愛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九年愛｣10)

此卽子張問「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原始出典愛依《尙書》本�阿成王親政之初阿周公恐

其忘先人創業維艱阿安於逸樂阿故作〈無逸〉以誡之阿欲成王常念生民稼穡之艱難阿勤恤

民隱阿國家乃可長治久安愛因以,代爲鑑阿舉殷代賢君三人阿中宗因「嚴恭寅畏阿天命自

度阿治民更懼阿不敢荒寧｣阿故能享國七十五年；而高宗武丁卽位後阿｢乃或亮陰阿三年不

言｣阿｢不敢荒寧阿嘉靖殷邦愛至于小大阿無時或怨｣阿故享國五十九年；祖甲則「知小人之

7 ) 皇侃《論語義駅》阿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阿卷七阿頁 44 愛

8 ) 此皇侃之說阿同上*愛

9 ) 《禮記*駅》阿南昌府學刊本阿卷九阿頁 29 愛

10) 《尙書*駅》阿南昌府學刊本阿卷十六阿頁 10 愛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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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阿能保惠于庶民阿不敢侮鰥寡｣阿故享國三十�三年愛自是厥後阿殷代諸君Q「不知稼穡

之艱難阿不聞小人之勞阿惟耽樂之從｣阿故皆「罔或克壽阿或十年阿或七八年阿或五六年阿

或四三年｣愛11)

今繹周公之語阿其言武丁卽位後阿｢乃或亮陰阿三年不言愛其惟不言阿言乃雍｣阿則

「諒陰」顯爲高宗R都卽位後個人非常之舉阿故周公特地言之愛倘「古之人皆然｣阿王世子

莫不「諒陰阿三年不言｣阿則周公特稱高宗「乃或諒陰｣阿豈非詞費？正因高宗「諒陰」爲

衣常行爲阿故先秦哀兩漢學者常引爲話題阿如《呂氏春秋・重言�》言：

人�之言阿不可不愼愛高宗阿天子也阿卽位諒闇阿三年不言阿卿大夫恐懼阿患之愛

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阿余唯恐言之不類也阿茲故不言愛」古之天子其重言

如此阿故言無T者愛

12)

《淮南子・泰族�》亦言：

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阿四海之內阿寂然無聲；一言聲然阿大動天下愛

13)

此俱以「諒闇三年不言」爲高宗卽位後特衣之行愛《呂覽》謂高宗
以「三年不言｣阿乃因

其初卽位阿以一人Q正四方阿｢唯恐言之不類｣阿故而不言；惟其謹愼於言阿故言無
失愛

《淮南子》則謂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阿舉國「寂然無聲｣阿其後「一言聲 (歆) 然｣阿天下大

動愛此與《尙書・無逸》
言高宗「諒陰｣阿俱强G其「不言｣阿與居喪竝無關係愛《�記》

載高宗「三年不言」者�兩處阿一爲〈殷本紀〉：

Y小乙D阿子Y武丁立愛Y武丁卽位阿思復興殷阿而未得其佐阿三年不言阿政事決

定於冢宰阿以觀國風愛武丁夜夢得Z人阿名曰說阿以夢
見視群臣百[阿皆非也愛

於是迺\百工營求之野阿得說於傅險中愛是時說爲胥靡阿築於傅險愛見於武丁阿武

丁曰是也阿得而與之語阿果Z人阿舉以爲相阿殷國大治愛……武丁修政行德阿天下

咸驩阿殷^復興愛

14)

一卽〈魯周公世家〉：

周公歸阿恐成王壯阿治�
淫佚阿乃作〈多士〉阿作〈毋逸〉愛〈毋逸〉稱：「……其

在高宗阿久勞于外阿爲與小人作愛其卽位阿乃�亮闇阿三年不言阿言乃讙愛不敢荒

寧阿密靖殷國阿至于小大無怨阿故高宗�國五十五年愛｣15)

〈殷本紀〉雖未用「諒陰｣哀｢亮闇」之語阿然據「三年不言阿政事決定於冢宰」之�阿知亦

11) 同上*阿卷十六阿頁 10-12 愛

12) 王利器《呂氏春秋*駅》阿 2002 年阿成都：巴蜀書社阿頁 2135-2137愛

13) 劉�典《淮南鴻烈集解》阿 1989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663-664 愛

14) 《�記》阿 1959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102-103 愛

15) 同上*阿頁 1520 愛按此云「�國五十五年｣阿與《尙書》作「五十九年」者衣愛

｢高宗諒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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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高宗卽位後阿｢諒陰不言」也愛而高宗
以不言阿則爲「思復興殷｣阿以謀匡復之^愛〈周

公世家〉則?本《尙書・無逸》之�愛按《�記》襲用《尙書》�阿常將原�作`度語

譯阿以a讀者理解愛而〈殷本紀〉省略「亮闇」之語阿〈周公世家〉則沿仍《尙書》「亮闇」

之�阿未另加詮解阿蓋「諒陰」本義阿孔門當日已不得確解阿��之時益莫聞其詳矣愛

考「諒陰」之義阿舊�二解阿《漢書・五行志》言：「殷^旣衰阿高宗承敝而e阿盡涼

陰之哀｣阿顏師古《*》：

涼阿信也；陰阿默也愛言居哀信默阿三年不言也；涼阿讀曰「諒｣愛一說：涼陰阿謂

居喪之廬也阿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愛

16)

顏氏
稱「信默」一義阿卽本馬融之說；而「居喪之廬」則�玄義也愛《晉書・禮志》引杜

預議太子喪�阿云：

《易》曰：「上古之世阿喪8無數愛」《f書》稱「三載四海遏密八%｣阿其後無�愛

至周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阿其《傳》曰：「諒阿信也；闇阿默也愛」

下g五百餘歲阿而子張疑之阿以問仲尼愛仲尼答云：「何必高宗阿古之人皆然愛君

薨阿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愛｣17)

王鳴盛《尙書後案》謂杜預
引《尙書傳》阿卽馬融之說：

杜預于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阿引《書傳》云云阿載《晉書》愛時孔《傳》未出阿故

杜*《左傳》阿于今《尙書》皆不引；且今孔《傳》亦無此�阿故定爲馬《傳》愛18)

孔穎i《春秋左傳正義》亦引此傳阿云：「亮阿信也；陰阿默也愛爲聽於冢宰阿信默而不

言愛｣19) �《晉書・禮志》引者爲?愛而《尙書・無逸�》：「乃或亮陰阿三年不言｣阿孔

《傳》云：

乃�信默阿三年不言阿言孝行著愛

20)

是僞孔亦解「諒陰」爲「信默｣愛《論語》「子張問高宗諒陰」違阿何晏《集解》引孔安國

《*》亦言：

諒阿信也；陰阿j默也愛

21)

↗

16) 《漢書》阿 1962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1410 愛

17) 《晉書》阿 1974 年阿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620 愛

18) 王鳴盛《尙書後案》阿《續修四庫?書》本阿卷二十一阿頁 4 愛

19) 按《左傳》隱公元年阿孔穎i《正義》：「杜〈議〉引《尙書傳》云：『亮阿信也；陰阿默也愛

爲聽於冢宰阿信默而不言愛』�玄以『諒闇』爲『凶廬』阿杜
不用愛」(《左傳*駅》阿南昌

府學刊本阿卷二阿頁 24)

20) 《尙書*駅》阿卷十六阿頁 10 愛按僞古�〈說命�〉言：「王宅憂阿亮陰三祀｣阿孔《傳》云：

「居憂信默阿三年不言愛」(卷十阿頁 1) 蓋僞古�經哀傳同出一手阿〈說命〉以「亮陰」爲

「信默｣阿此乃後出之義阿與〈無逸�〉
言高宗「亮陰」本義絕衣 (說詳下)阿此亦今本〈說

命�〉出後人僞I之一證也愛

21) 《論語*駅》阿卷十四阿頁 16 愛按敦煌本《論語集解》阿伯 2716號殘卷此*作「孔曰｣阿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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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尙書孔傳》與《論語孔*》非一人
爲阿

22) 然二者俱依馬融「信默」之說愛另阿《國語・

楚語上》載白公諫靈王曰：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阿至于神A阿以入于河阿自河徂亳阿於是乎三年默以思^愛卿士

患之阿曰：「王言以出令也阿若不言阿是無
稟令也愛」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

四方阿余恐德之不類阿茲故不言愛」如是而印\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阿得傅說以

來阿升以爲公阿而\o夕規諫愛……23)

《國語》言武丁「三年默以思^｣阿或卽馬說之
本阿故韋昭*此�「三年默以思^｣阿卽

言：「默阿諒闇也；思^阿思君人之^也愛《書》曰：『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阿言乃雍愛』」

上引馬融哀《論語孔*》哀《尙書孔傳》哀韋昭哀杜預諸說俱同阿則東漢哀魏晉學者多�「信

默」之說愛

�玄則以「諒陰」爲「凶廬｣阿《後漢書・張禹傳》：「方諒闇密靜之時｣阿李賢《*》

引：

�玄*《論語》曰：「諒闇阿謂凶廬也愛｣24)

印《�記・周公世家》阿裴駰《集解》引�玄《尙書*》云：

楣謂之梁；闇阿謂廬也愛

25)

《禮記・喪�四制》引《書》曰：「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阿�《*》言：

諒阿古作梁阿楣謂之梁愛闇阿讀如「鶉䳺」之「䳺」；闇阿謂廬也愛廬�梁者阿
謂

q楣也愛

26)

�玄以「諒闇｣哀｢亮闇」竝爲「梁闇」之假借阿解「梁」爲q楣阿｢闇」爲廬阿而「廬�q

楣者」卽「喪廬」也阿其說本於《尙書大傳》：

《書》曰：「高宗梁闇阿三年不言｣阿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阿三

年不言阿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阿此之謂梁闇愛」子張曰：「何謂也？」孔子

曰：「古者君薨阿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愛」不敢�先王之�阿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愛以

民臣之義阿則不可一日無君矣阿不可一日無君阿j不可一日無天也愛以孝子之隱

乎阿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愛

27)

按《尙書大傳》「居倚廬」之說阿顯然本於《論語》哀〈檀弓〉之�阿故其下卽引孔門師弟問

本同；伯 3359號殘卷則作「馬曰｣阿與《尙書傳》合愛

↘

22) 參拙稿〈《孝經》孔傳與王肅*考證〉阿《��》2010 年第 4輯阿頁 5-32 愛

23) 韋昭《國語韋氏解》阿黃氏《士禮居叢書》景宋A^本阿卷十七阿頁 10 愛

24) 《後漢書》阿 1965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1499 愛

25) 《�記》阿頁 1521 愛

26) 《禮記*駅》阿卷六十三阿頁 15 愛

27) 皮錫瑞《尙書大傳駅證》阿《續修四庫?書》本阿卷六阿頁 6-7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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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之語愛清代學者如惠士奇《禮說》哀江聲《尙書集*%駅》哀王鳴盛《尙書後案》哀劉寶楠

《論語正義》哀黃式三《論語後案》哀黃以周《禮書1故》等阿莫不據《尙書大傳》與�玄之

說轉相推闡；今人*解《論語》亦多從此義阿故本�不復具営愛惟�玄此解阿何晏《論語

集解》哀杜預議太子喪�俱莫之取愛《1典》卷八十載晉武Y時u士段暢引申杜預之說阿曰：

《尙書・毋逸》云：「高宗亮陰阿三年不言｣阿諸儒皆云「亮陰阿默也｣阿唯�玄獨以

「諒闇」爲「凶廬｣愛今據諸儒爲正阿A高宗旣卒哭卽位之後阿除縗v阿躬行信默阿

聽於冢宰阿以w三年也愛言卽位阿以A免喪之後素�心喪阿謂之諒闇愛故杜〈議〉

曰：「天子居喪阿齊斬之y阿菲杖絰帶愛當其z�阿葬而除�阿諒闇以w三年也愛」

《國語・楚語》�《論語》哀《禮記・坊記哀喪�四制》阿皆說高宗之義阿大體無衣愛

惟《尙書大傳》以「諒闇」爲「凶廬｣阿蓋東海伏生
說阿�玄之
依愛u而考之阿

義旣不1阿據經
言阿是唯天子居凶廬阿豈合禮制？代 (世) 俗皆謂大祥後禫時爲諒

闇愛《漢紀》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阿縞素不食肉阿亦曰諒闇阿此乃古今之1言阿｢信

默」者爲得之也愛

28)

其時雖�范宣者阿仍��玄「凶廬」之說阿w不能}愛蓋先秦儒家提倡「三年之喪｣阿墨者

之徒非之阿力��葬愛漢武Y獨�儒�阿提倡孝治阿《論語》之書阿越蒙誦而�之愛孔子既

以「三年之喪」爲「天下之1喪｣阿則舉世固當奉行；然臣屬上下爲天子修�三年阿印事


難行阿

29) 晉代學者爲調和其說阿乃將「諒陰三年」之說轉�爲免喪之後「素�心喪｣阿以

求兩?愛然
謂「素�心喪｣哀｢諒陰以w三年｣阿實皆由牽附《論語》�衍生之說愛如上�

旣営者阿《尙書・無逸�》周公言「高宗諒陰｣阿其事本與居喪無關阿��固自A白阿�頡

剛先生嘗論之：

〈無逸〉営殷王之賢者凡三阿高宗而外�中宗與祖乙阿孟子且言「賢Z之君六哀七

作｣阿而「亮陰」之事獨記於高宗之下阿將謂如此喪禮惟高宗一人能行之阿其他賢君

悉廢之乎？若惟高宗一人能行之阿則
謂「何必高宗阿古之人皆然」者印將如何說

e？且苟惟高宗能行之阿則古制具在阿行之可矣阿何以云「乃或｣？｢或」之云者阿

固介於可不可與然不然之間者也阿非定制之謂也愛夫謂「古人皆然」而他君無聞阿

謂高宗守制而行之「乃或｣阿此非大怪事乎！印「雍」者和也阿｢讙」者樂也阿居喪

則三年不言阿除喪則憂悲都盡阿雖無愆於禮法阿得非�其儀而忘其�阿�類於o祥

而暮歌者乎？推求��阿知「亮陰」者乃言與不言之問題阿而非�禮與無禮之問

28) 杜佑《1典》阿 1988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2161 愛

29) 《晉書・禮志中》載杜預〈議〉云：「漢氏承秦阿Q天下爲天子修�三年愛漢�Y見其下不可

久行阿而不知古制阿�以�制祥禫阿除喪卽吉愛魏氏直以訖葬爲�阿嗣君皆不復諒闇w制愛」

(《晉書》阿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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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愛何以不言？由於亮陰；何以讙雍？由於言之愛……「諒陰｣阿《論語》何晏《集

解》引孔安國曰：「諒阿信也；陰阿j默也愛」邢昺《駅》曰：「謂信任冢宰阿默而

不言也愛」「諒」義雖未知然否阿而「陰」義則無疑愛�玄乃云：「諒阿古作梁愛

……闇阿謂廬也愛廬�梁者阿
謂q楣也愛」彼蓋以傅合於〈喪大記〉之「旣葬阿

q楣哀塗廬阿不於顯者」之義阿而不知其不可1也愛

30)

此�詳論《論語》以「諒陰」爲居喪之說阿與《尙書》原義枘鑿不相合阿其說甚爲A晰愛

�玄以「諒陰」爲「凶廬｣阿施之《論語》阿義雖可1阿然《尙書》�解爲「乃或凶廬｣阿或

引申爲「乃或居喪｣阿義俱不諧阿故何晏哀韋昭哀杜預等俱莫用其說；清儒宗�學者雖力爲

證釋阿然如�頡剛先生指出者阿核之《尙書》本�阿�義w「不可1」愛而馬融�魏晉學

者
�「信默」之說阿諦審之阿亦不無疑義阿蓋《尙書》「乃或諒陰阿三年不言｣阿與「信」

本無關涉；且如王鳴盛質疑者：「下云『不言』足矣阿上言『信默』阿語�複疊愛｣31) 而孔

穎i哀邢昺將「諒陰」分解爲「信任冢宰｣哀｢默而不言」兩事阿

32) 尤不免增�解經之�阿

益非確詁愛

除「信默｣哀｢凶廬」兩義外阿《��》潘岳〈閑居賦〉：「今天子諒闇之際｣阿李善

《*》：「諒闇阿今謂凶廬裏�涼幽闇之處阿故曰諒闇愛｣33) 此六o以後孳生之別義阿蓋「諒

陰」亦作「涼陰｣哀｢涼闇｣阿傳學者��生訓阿乃由�玄「凶廬」之說增生此義阿專指凶廬

「�涼幽闇」之處愛然�氏「凶廬」之說旣不可從阿則此說�不足立矣愛

郭沫若Ò〈駁《說儒》〉一�阿E爲「諒陰」應卽�代醫學
謂「不言症」：

永康9人�「三年不言｣阿Ä實在是辦不到9事阿但在某種病態上是�Ê個現象9愛

Ê種病態阿在�代9醫學上稱之謂「不言症」(Aphasie)
阿爲例竝不稀罕愛……
謂

「諒陰」或「諒闇｣阿大�就是Ê種病症9古名愛｢陰」同「闇」是假借爲「瘖｣阿口

不能言謂之「瘖」愛｢闇」與「瘖」同从「%」聲阿｢陰」與「瘖」同在'部阿《�

�・思玄賦》：「經重瘖乎寂寞兮｣阿舊*：「瘖阿古『陰』字愛」可見兩字後人都�

1用愛……「亮」和「諒」雖然不好强解阿大�也就是「A確｣哀｢眞正」9�思

吧愛Ä是說高宗9啞阿竝不是假裝9愛

34)

此說甚穿鑿阿按〈無逸〉下�云：「其惟不言阿言乃讙｣阿知高宗「不言」乃自�之舉阿

非病不能言也愛劉e釪著《尙書校釋譯論》阿本郭氏此說阿將高宗「諒陰」解爲患瘖啞

30) �頡剛《�林雜識初7》阿頁 100-102 愛

31) 王鳴盛《尙書後案》阿卷二十一阿頁 4 愛

32) 《尙書*駅》阿卷十阿頁 1；《論語*駅》阿卷十四阿頁 16 愛

33) 李善*《��》阿 1974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中國國家圖書館藏南宋尤袤刻本阿卷十六阿

頁 2 愛

34) 郭沫若《靑銅時代》阿 1982 年阿北京：人民出版社阿頁 439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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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愛

35) 然郭氏將「諒」字解爲「A確｣哀｢眞正」之�阿義本聱曲阿而〈無逸〉原�作「乃

或亮陰｣阿豈高宗「眞正9啞」亦時眞時否？劉e釪謂郭氏�醫阿極稱斯說之精阿然兩家


解阿刻�將「乃或」二字棄置不�阿劉氏且竝「諒」字亦去之阿殊失經詁之宜愛蓋斯說於

�義本牽强難1阿於事理亦無
依據阿竝無足取愛

36)

如上�
営阿歷來解者對「諒陰」一詞阿雖知「陰｣哀｢闇」與「不言」�關阿然對

「諒」字則苦不得確詁愛今繹《尙書》之�阿高宗卽位後阿｢乃或亮陰阿三年不言愛其惟不

言阿言乃雍｣阿則「三年不言」乃「亮陰」之行爲結果；而高宗之
以「諒陰｣阿則與卽位

,「舊勞于外阿爰暨小人作」之事歷�關愛歷來解者不�溯,因阿但截取「三年不言」一

語阿以求「諒陰」之義阿宜乎不得確解愛今按「諒陰」陰字舊訓爲「默｣阿說原不；惟

「諒」字則當訓「强｣阿高宗「亮陰｣阿卽高宗「强默｣阿乃「强自克制不語」之謂阿蓋高宗

「舊 (久) 勞于外｣阿其被�立入都卽位阿o中故無
親阿鑒於當時o局形勢阿未敢興舉自

專阿故乃或「强默｣阿三年不言阿政事悉聽於冢宰阿此乃高宗刻�之舉阿與患病無關愛｢諒」

字古�「强」義阿此訓久已湮失阿古今字書倶不載阿然參伍鉤稽阿尙可考見其跡也愛

按《說�》魚部：「䲔阿海大魚也愛从魚阿畺聲愛」其字亦作「鯨｣阿故《說�》云：

「鯨阿『䲔』或从京愛」段《*》：「古『京』%如姜愛｣37) 則从「畺｣哀从「京」%義相�阿

故《說�》人部：「倞阿彊也愛从人阿京聲愛｣38) 印《莊子・大宗師》：「禺强得之阿立乎

北極｣阿《釋�》：「鯵�云：北海神也阿一名禺京阿是黃Y之孫也愛｣39) 此皆可證古从「京｣

哀从「畺」之字%�阿義得1假愛《廣�・釋詁》：「倞阿强也愛」王念孫《駅證》云：「《說

�》：『倞阿彊也愛』《爾�》：『競阿彊也愛』競與倞1阿倞哀競哀强聲竝相�愛｣40) 而《禮

記・郊特牲》：「祊之爲言倞也｣阿�玄《*》：「倞阿或爲『諒』愛｣41) 則「倞｣哀｢諒」二字

35) �頡剛哀劉e釪《尙書校釋譯論》阿 2005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阿頁 1534-1536 阿印頁

1551-1552 愛

36) 今人解「高宗諒陰」別樹怨義者阿除郭氏外阿岑仲勉Ò〈「三年之喪」9問題〉一�阿末

附〈「諒陰」�義9推測〉阿謂古伊蘭�� rarəma 字阿｢相當於中�9『安靜』哀『休息』｣阿

卽「諒陰」之對%阿｢『高宗諒陰』就是高宗�休息阿
以『三年不言』｣愛(岑氏《兩周��論

叢》阿 1958 年阿上海：商務印書館阿頁 310) 印阿方営鑫Ò〈「三年之喪」e源怨論〉阿謂：

「諒陰」之「陰｣阿1「殷｣阿亦1「衣｣阿卽卜辭徧祭先王先妣之「衣」祭也阿｢
謂『諒陰』阿就

是�信地�行衣祭｣愛(《四川大學學報》2002 年第 28阿頁 98-103) 此二說於《尙書》,後

��俱未可1阿不足深辨也愛

37) 段玉裁《說�解字*》阿嘉慶間經韵樓刊本阿十一�下阿頁 26 愛

38) 同上*阿八�上阿頁 9 愛

39) 陸德A《經典釋�》阿 1985 年阿上海古籍出版社影印中國國家圖書館藏宋刻宋元遞修本阿卷

二十六阿頁 21 愛

40) 王念孫《廣�駅證》阿《續修四庫?書》本阿卷一下阿頁 9 愛

41) 《禮記*駅》阿卷二十六阿頁 22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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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用愛｢諒｣哀｢强」聲亦相�阿

42) 義得1假阿則「諒陰」之「諒」訓「强｣阿固持之�故

也愛｢諒」字�「强」義阿現存先秦� 猶�可徵者愛今以《毛詩》證之阿《鄘風・柏舟》

云：

鋭彼柏舟阿在彼中河愛髧彼兩髦阿實維我儀愛之死矢靡它阿母也天只阿不諒人只愛

鋭彼柏舟阿在彼河側愛髧彼兩髦阿實維我特愛之死矢靡慝阿母也天只阿不諒人

只愛

43)

此詩「實維我儀｣哀｢實維我特｣阿毛《傳》「儀｣哀｢特」二字皆訓「¢｣阿爲「¢偶」之義愛

｢之死矢靡它｣哀｢之死矢靡慝」爲自誓之語阿卽「至死誓無他｣哀｢至死誓不渝」也愛

44)《毛

詩・序》云：「〈柏舟〉阿共姜自誓也愛衞世子共伯蚤死阿其妻守義阿父母欲奪而嫁之阿誓

而弗許阿故作是詩以絕之愛」此詩是否爲共姜
作阿今姑不論愛然味詩�阿確爲女子自

^其心已�
屬阿｢父母欲奪而嫁之阿誓而弗許｣阿不肯屈從他`也愛毛《傳》解「母也天

只」二句阿云：「諒阿信也阿母也天也阿尙不信我愛天阿謂父也愛」朱熹《詩集傳》亦言：

「諒阿信也｣阿解末句爲「何其不諒我之心乎｣愛45) 按「諒」字釋「信｣阿固訓詁常訓阿然此

女旣信誓旦旦阿決不他嫁阿父母豈猶不信其�？是此「諒」字解爲「信｣阿應非確詁愛此詩

「諒」字當訓爲「强｣阿｢不諒人只」卽「不强人哉｣阿末二句正呼訴父母勿强其改易他嫁

也阿如此解阿乃與上�「之死矢靡它」自誓之語緊相呼應愛

另以《大�・大A》末違爲例：

牧野洋洋阿檀車煌煌阿駟騵彭彭愛維師尙父阿時維鷹揚愛涼彼武王阿肆伐大商阿會

o清A愛

46)

〈大A〉一詩寫周邦膺£天命以代商也愛此詩末違專寫武王兵車聲威之壯盛阿甲子之朝於牧

野伐滅商紂之事阿以收束?詩愛｢涼彼武王」句阿《釋�》云：「涼阿本亦作『諒』阿同力尙

42) ｢諒｣哀｢倞」古%屬來母阿陽部阿王力擬%作 lǐɑŋ (郭錫良7《漢代古%手册〔增訂本〕》阿

2010 年阿北京：商務印書館阿頁 412)；「强」字 (ɡǐɑŋ) 與「勍｣哀｢黥」等字 (ɡiɑŋ) 爲羣

母阿陽部 (《漢代古%手册〔增訂本〕》阿頁 410 哀 437)阿故王念孫云：「倞哀競哀强聲竝相

�｣愛考《說�》力部云：「勍阿彊也愛《春秋傳》曰：『勍敵之人愛』」(段玉裁《說�解字

*》阿十三�下阿頁 52) 印弓部：「彊阿弓�力也愛」段《*》：「引申爲『凡�力』之稱；印

叚爲『勥¨』之勥愛」(十二�下阿頁 58) 蓋「勍｣哀｢勥」聲義俱同阿實爲一字阿卽今「强

敵｣哀｢强¨」之「强」字也愛

43) 《毛詩*駅》阿南昌府學刊本阿卷三之一阿頁 1-3 愛

44) 按「之死矢靡慝｣阿毛《傳》：「慝阿©也愛」此解未確愛此�「慝」字卽「忒」之假借阿《說

�》：「忒阿�也愛」卽自誓至死不改變也阿說詳馬瑞辰《毛詩傳箋1釋》阿 1989 年阿北京：

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167愛

45) 朱熹《詩集傳》阿 1958 年阿上海：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28 愛

〔作者校稿附記〕��公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鯵本《詩經》阿｢不諒人只｣阿竹鯵本作「不京人

氏｣阿｢京」亦讀「强｣愛

46) 《毛詩*駅》阿卷十六之二阿頁 9-10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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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阿佐也愛《韓詩》作『亮』阿云『相也』愛｣47) 是《毛詩》作「涼」若「諒｣阿《韓詩》作

「亮｣阿三字1用阿亦j「諒陰」或作「涼陰｣哀｢亮闇」也愛｢涼」字阿毛《傳》訓「佐｣阿《韓

詩》訓「相｣阿二者�衣而義同阿皆爲「輔佐」之�愛朱熹《詩集傳》云：「涼阿《漢書》作

『亮』阿佐助也愛｣48) 其義亦同愛惟如此解阿則「涼彼武王」一句上屬「維師尙父」爲義阿

其�語爲尙父阿故�《箋》解此云：「尙父阿呂�也阿……佐武王者阿爲之上將愛」孔

《駅》営毛哀�之�阿解此違曰：

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阿於此廣大之處阿陳檀木之兵車阿煌煌然皆鮮A；印駕

駟騵之牡馬阿彭彭然皆强盛愛維�師尙父者阿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阿身爲大將阿時

佐彼武王阿車馬鮮强阿將帥勇武阿以此而疾«伐彼大商阿會值甲子之o阿不w此一

o而伐殺紂阿天下乃大清A阿無復濁亂之政愛

49)

依毛哀�哀孔此解阿尙父儼然成爲此戰役�帥阿此則未免喧賓奪�矣愛按此�「涼」字亦

當訓「强｣阿｢涼彼武王」與「信彼南山」之類句式同阿｢涼」爲形容武王之詞阿卽神武威强

之意阿｢涼彼武王」爲下「肆伐大商阿會o清A」二句之�語阿此三句總結?詩阿寫天8已

至阿武王帥師伐滅商紂阿應¯而代興也愛此違,五句鋪営周人兵車之壯盛哀副帥之勇武阿

皆以刻畫武王軍威聲勢之强大阿故甲子日臨敵阿｢不wo而天下清A」(毛《傳》語)
愛毛哀�

以來舊解「諒」字訓「佐｣哀訓「相｣阿胥失其旨也愛

再以《論語・憲問�》「子貢問管仲非仁」違爲例：

子貢曰：「管仲非仁者與！桓公殺公子糾阿不能死阿印相之愛」子曰：「管仲相桓

公阿霸諸侯阿一匡天下阿民到于今£其賜愛C管仲阿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夫¢

°之爲諒也阿自經於z瀆阿而莫之知也愛｣50)

管仲與召忽共事公子糾阿後齊桓公殺其兄子糾阿召忽死之愛管仲旣未從死阿印不能爲故�

致命殺讐阿乃復相桓公阿似�背�求榮阿故子貢疑其「非仁者與｣愛孔子答語則極稱管仲事

功阿當其時戎狄;'阿管仲相桓公阿成霸業阿�王攘夷阿\中國不致陷於危±之境愛設無

管仲其人阿則我輩今將「被髮左衽」爲夷狄之民矣愛蓋管仲志存大業阿豈若¢夫¢°之


爲阿徒自經死於z瀆阿而世莫知其人也愛此�「¢夫¢°」二句阿何晏《集解》引王肅之

說云：

經阿經死於z瀆中也愛管仲哀召忽之於公子糾阿君臣之義未正成阿故死之未足深

47) 《經典釋�》阿卷七阿頁 2 愛

48) 朱熹《詩集傳》阿頁 178-179 愛

49) 《毛詩*駅》阿卷十六之二阿頁 10 愛

50) 《論語*駅》阿卷十四阿頁 9 愛按《漢書・晁錯傳・贊》阿顏師古《*》引此�阿末句作「人莫

之知」(頁 2304)；《後漢書・應劭傳》引「孔子曰：經於z瀆阿人莫之知」(頁 1611)阿蓋

《論語》一本「莫」上�「人」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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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阿不死未足多非愛死事旣難阿亦在於²厚阿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阿亦不言召忽不

當死愛

51)

王肅此*竝未直解「¢夫¢°之爲諒也」之義阿其�專在辨解管仲哀召忽雖共事子糾阿然

其時子糾未立爲君阿不存在「君臣之義｣阿故召忽可以從死阿管仲亦可不死愛然王肅一則以

召忽之死爲「²厚｣阿｢未足深嘉」；繼印謂孔子「亦不言召忽不當死｣阿則「豈若¢夫¢°」

二句悦成空�虛設矣愛爲此阿皇侃《論語義駅》特爲補釋其義：

諒阿信也愛¢夫¢°無大德而守於小信阿則其宜也愛

52) 自經阿謂經死於z瀆中也愛

……君子直而不諒阿事存濟時濟世阿豈執守小信阿自死於z瀆阿而世莫知者乎！喻

管仲存於大業阿不爲召忽守小信愛

53)

邢昺《正義》亦言：

諒阿信也愛¢夫¢°阿謂庶人也阿無別妾媵阿惟夫°相¢而已愛言管仲志在立功創

業阿豈肯若庶人之爲小信阿自經死於z瀆中阿而\人莫知其名也愛

54)

皇哀邢二駅皆訓「諒」字爲「信｣阿竝刻�將¢夫¢°執守者視爲「小信」；朱熹《論語集

*》襲其說阿徑*：「諒阿小信也愛｣55) 然孔子固言：「志士仁人阿無求生以³仁阿�殺身

以成仁愛｣56) 子貢之疑管仲「非仁者｣阿正因其不能「殺身以成仁｣阿此與管仲是否守「信」

原無關涉；而¢夫¢°舍身就義阿正孟子
謂「志士不忘在z壑阿勇士不忘喪其元」

也阿

57)「死事旣難｣阿不得因其爲庶人阿卽貶之爲「小信」也愛細繹此違�義阿管仲之不死

與「¢夫¢°之爲諒」相對成義阿此�「諒」字亦當訓「强｣阿卽「剛强｣哀｢强禦」之�阿

《後漢書・應劭傳》載劭上議阿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難阿而孔子曰：『經於z瀆阿人莫之

知愛』｣58) 則漢人解「豈若¢夫¢°之爲諒也｣阿確指召忽言阿王肅謂孔子「不言召忽不當

死｣阿也愛下�「人莫之知｣阿亦與「民到于今£其賜」相對爲義阿其�謂：召忽之

死阿�如¢夫¢°剛强\氣阿徒自經死z瀆阿卻無
樹立阿故人莫知之阿豈可與管仲匡時

濟世哀｢一匡天下阿民到于今£其賜」者相提竝論愛此�「諒」字必訓爲「强｣阿乃與下

「自經z瀆」�義相承愛,人舊解俱訓「諒」字爲「小信」阿斯未得孔子貶抑召忽「輕死」

之旨也愛

51) 《論語*駅》阿卷十四阿頁 9 愛

52) 按「則其宜也」句阿日本元治刊本哀懷德堂本哀鮑氏知不足齋本竝同阿余校「其」下當脫

「死」字愛

53) 皇侃《論語義駅》阿卷七阿頁 33 愛

54) 《論語*駅》阿卷十四阿頁 10 愛

55) 朱熹《論語集*》阿卷七阿頁 15 愛

56) 《論語*駅》阿卷十五阿頁 4 愛

57) 《孟子*駅》阿南昌府學刊本阿卷六上阿頁 1 愛

58) 《後漢書》阿頁 1611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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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諸例觀之阿則先秦古義「諒」字訓「强｣阿固尙可稽證也愛〈柏舟〉「諒」字義爲

「强¨｣阿〈大A〉之「諒」爲「强大｣阿｢¢夫¢°之諒」義爲「剛强｣阿｢諒陰」之「諒」爲

「勉强｣阿義似�別阿然其共同語義基因則爲「强｣阿蓋古語鯵質阿不分別I字阿各隨其�語

境義�轉移耳愛

59) 考先秦哀漢初群籍凡言「諒陰」者阿俱與高宗�關阿皆源自《尙

書》哀《論語》之�阿A「諒陰」乃高宗個人獨行阿此二字竝非一固定詞組愛而
謂高宗

「諒陰｣阿卽「强默｣哀｢强抑不語」之謂也愛

今據此義覈諸《尙書》本�阿周公言：高宗未卽位之,阿久勞於外阿日與小人偕作阿

深知民間疾隱愛故卽位後阿乃或强抑不語阿三年不言阿潛心圖謀興復之^愛其旣經長思久

慮阿則出言�中阿俱�實效阿群以爲讙愛高宗復黽勉從事阿不敢荒怠阿由是殷邦嘉靖阿臣

民上下無�怨者阿故能長治久安阿享國五十九年愛

本�鉤稽「諒」字先秦古義阿將「諒陰」解爲「强默｣阿卽「强抑不語」之謂阿此於

《尙書》�義竝無若何滯礙處阿�諸漢人舊解「信默｣哀｢凶廬」之說阿諒爲«也愛下�擬由

漢代�事阿推考「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事實原委阿卽高宗卽位後阿何以刻意「諒陰不言」

以求自保？A乎其故阿則此兩三千年莫解之積疑阿卽可渙然冰釋矣愛

三哀由漢代�事推考「高宗諒陰」事實原委

《論語》子張問「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其事如何？孔子竝未具答高宗「諒陰」�事本

末愛吾人生三千年後阿時�事湮阿�料匱乏阿其事益復難稽愛惟孔子答言「君薨阿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阿〈檀弓�〉載孔子云「古者天子D阿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阿依此阿則

世子µ喪阿驚惶悲慟阿因由冢宰攝行國政阿故「群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阿｢皆束己職阿三

年聽命冢宰阿故嗣王君三年不言｣愛果爾阿則怨君此三年居喪8間阿悉去其發號施令之權阿

國政?由冢宰掌¶阿怨君惟居喪廬阿銜哀不語阿實質上卽成「國家囚徒｣愛錢穆E爲「君

薨阿聽於冢宰三年」乃上古�舉共�之T制：

竊疑當堯舜之際阿中國尙爲部族¼長�舉共�之時代阿此如烏桓哀鮮卑哀契丹哀蒙

古皆�之愛而中國定制�爲精愜阿厥�三端：一者阿�舉共�阿必先預推其爲候�

人阿以3其政事上之歷練阿如堯之\舜相阿舜之\禹相阿禹之\益相阿是也愛二

者阿當,一共�D阿其候�人則試政三年阿以驗眾�之向背阿如堯D阿舜攝政三年；

59) 《廣�・釋詁》：「馶哀勁哀堅哀剛哀……倞哀悖哀怏阿强也愛」王念孫《駅證》云：「此條

『强』字�二義阿一爲『剛强』之强阿……一爲『勉强』之强愛……《爾�》：『競哀»阿彊

也』阿郭璞《*》云：『皆自勉彊愛』是『勉强』之强阿與『剛强』之强阿義本相1也愛」

(《廣�駅證》卷一下阿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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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D阿益攝政三年阿是也愛三則於三年之後阿必¼居以待眾�之抉擇阿如舜之½於

南河之南阿禹之½於陽城阿益之½於箕山之陰阿是也愛�王位世襲之制旣興阿,王

D薨阿後王嗣位阿而舊禮尙存阿蛻變難驟阿乃�「君死聽於冢宰三年」之制愛卽如

太甲居桐三年而復歸於亳阿此亦「君薨阿聽於冢宰三年」之古禮也愛

60)

錢氏將「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阿想宴爲上古�賢「試政三年」之T制愛然三代「禪讓」政

治是否實�其事阿抑或周秦百家託古I說之美談阿今固難以質言愛卽如其說阿世子惟居喪

廬不言阿政事一聽於冢宰阿此一則無以考驗世子之治事才能；再者阿倘無極�A之制度規

範�强固之防衞機制阿國家政事悉聽於冢宰三年阿衣時怨君除�親政阿其不成冢宰操控擺

佈之人質者¿希！

｢高宗諒陰」�事阿孔門當日已莫得其詳阿先秦載籍
記阿復各變I虛À阿不一其說愛

然兩漢怨君卽位阿每欲自��爲之時阿師哀傅輒引「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事爲誡愛今

由漢代�實分析阿溯洄�索阿尙可�略推見「高宗諒陰」事y原委愛《漢書》卷七十二〈王

吉傳〉載：

昭YD阿±嗣阿大將軍霍光秉政阿Ã大鴻臚宗正�昌邑王愛〔王〕吉卽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愛今大王以喪事徵阿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阿愼毋�
發愛

且何獨喪事阿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阿四時行焉阿百物生焉阿願大王察之愛大

將軍 (按指霍光) 仁愛勇智阿忠信之德阿天下莫不聞阿事孝武皇Y二十餘年阿未嘗�

²愛先Y棄群臣阿屬以天下阿寄幼孤焉阿大將軍Ä持幼君襁褓之中阿布政施敎阿海

內晏然阿雖周公哀伊尹阿±以加也愛今YD±嗣阿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ò者阿攀Æ

而立大王阿其仁厚豈�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阿政事壹聽之阿大王垂拱南面而

已愛願留�阿常以爲念！｣61)

〈宣Y本紀〉載：「元&元年 (74B. C. E.) 四Ç阿昭YD阿毋嗣愛大將軍霍光È皇后徵昌邑

王愛｣62) 時王吉爲昌邑中尉阿吉「!1五經阿能爲騶氏《春秋》阿以《詩》哀《論語》敎

Ê」；63) 嘗數上書諫爭言事阿甚得輔弼之義愛｢大將軍霍光È皇后徵昌邑王｣阿昌邑王劉賀

將赴都繼瓜阿王吉洞燭朝局形勢阿因引「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事誡之阿盼昌邑王卽位

後阿｢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阿愼毋�
發｣阿師古《*》云：「發阿謂興舉眾事愛」卽勸止昌

邑王勿欲「�爲」；且非惟居喪如此阿卽除�親政後阿亦當敬慎�事大將軍霍光阿｢政事壹

60) 錢穆〈駁胡`之說儒〉阿收於錢氏《中國學�思想�論叢 (二)》阿 1988 年阿臺北：聯經出版

社阿頁 312-313 愛

61) 《漢書》阿頁 3061-3062 愛

62) 同上*阿頁 238 愛

63) 同上*阿頁 3066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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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之｣阿王惟法「天不言阿四時行焉阿百物生焉」之敎阿只宜「垂拱南面而已｣愛

漢武Y性忌刻阿以致冢嗣絕阿眾子駅愛晚年病間乃立少子弗之爲太子；臨w阿T詔霍

光等輔政愛昭Y卽位時阿年止八歲阿霍光專權阿領尙書事阿｢政事壹決於光｣愛64) 昭Y在位

十三年阿旣長阿方欲�爲之時遽D阿年�二十一歲阿無嗣愛時武Y尙�一子廣陵王劉胥在

國阿｢群臣議
立阿咸持廣陵王」；65) 然其人竝不爲霍光
喜阿

66) 霍光乃È皇太后下詔阿�

立昌邑王劉賀愛然「王旣到阿卽位二十餘日阿以行淫亂廢｣愛67) 蓋昌邑王不能深體王吉

「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哀｢垂拱南面」之誡阿故卽位�二十餘日阿卽以「行淫亂」之名阿爲

霍光
廢愛《漢書・霍光傳》載其事：

光乃引Í年給事中阿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阿z召丞相哀御�哀將軍哀列侯哀中

二千石哀大夫哀u士會議未央宮愛光曰：「昌邑王行昏亂阿恐危社稷阿如何？」群臣

皆驚鄂失色阿莫敢發言阿但唯唯而已愛田Í年,阿離席按劍曰：「先Y屬將軍以幼

孤阿寄將軍以天下阿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愛今群下鼎沸阿社稷將傾阿且漢之傳謚

常爲孝者阿以長�天下阿令宗ò血食也愛如令漢家絕祀阿將軍雖死阿何面目見先Y

於地下乎？今日之議阿不得旋踵愛群臣後應者阿臣È劍斬之愛」……於是議者皆叩

頭阿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阿唯大將軍令愛｣68)

於是「太后詔歸賀昌邑｣阿｢昌邑群臣坐±輔Î之誼阿陷王於惡阿光悉誅殺二百餘人阿出

死阿號呼巿中曰：『當斷不斷阿反£其亂愛』」顏師古《*》：「悔不早殺光等也愛｣69) 蓋昌

邑王�屬見霍光長8把持國政阿密謀剷除霍氏勢力阿而力未能阿反先£³阿昌邑群臣二百

餘人悉誅死阿盡除其根阿以免貽患愛

70)

同年七Ç阿霍光議立武Y曾孫劉病已爲嗣阿皇太后詔曰：「可愛」是爲宣Y阿卽位時年

64) 同上*阿頁 2932 愛

65) 同上*阿頁 2937愛

66) 《漢書・武五子傳》載：「胥壯大阿好倡樂逸游阿力扛鼎阿空手搏熊彘猛獸阿動作無法度阿故

w不得爲漢嗣愛」(頁 2760) 蓋劉胥孔武多力阿｢動作無法度｣阿固非霍光
易操¶阿故不得

立也愛

67) 同上*阿頁 3062 愛

68) 同上*阿頁 2937-2938 愛

69) 同上*阿頁 2946-2947愛

70) 劉賀被廢後阿歸昌邑故國阿國除阿爲山陽郡阿賀居故宮監管愛宣Y元康三年 (63B. C. E)阿復

封海昏侯阿就國豫違；旋於神Ò三年 (59B. C. E) 薨 (《漢書》阿頁 2765-2770)阿年�三十

餘愛�年江西南昌海昏侯劉賀墓發掘阿出土鯵牘哀器物甚夥愛�關劉賀被廢原因阿論者紛

紜阿甚至�以霍光「�孝宣而廢昌邑｣阿廢昏立A阿爲皇權�Ó之怨典範者 (參呂宗力〈西漢

繼體之君正當性論證雜議──以霍光廢劉賀爲例〉阿《�學集刊》2017年第 18阿頁 22-38)

愛此類討論阿因與本�論旨無直接關係阿茲不具論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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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愛Ô年本始元年 (73B. C. E.) 正Ç阿｢大將軍光稽首歸政阿上Õ讓委任焉愛論定策功阿

益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阿車騎將軍哀光祿勳哀富&侯哀安世萬戶｣愛71) 宣Y乃戾太子之

孫阿因巫蠱事阿｢雖在襁緥阿j坐收繫郡邸獄｣愛旣長阿｢£《詩》於東海澓中Ø阿高材好

學；然亦喜游俠阿Ù雞走馬阿具知閭里奸©哀[治得失｣愛72)〈霍光傳〉載：「宣Y自在民

間阿聞知霍氏�盛日久阿內不能善」；印「宣Y始立阿謁見高ò阿大將軍光從驂乘阿上內嚴

憚之阿若�芒刺在背｣愛73) 然因霍光把持國政日久阿｢黨親連體阿根據於o廷｣愛74) 宣Y卽

位時已非幼�阿渠洞悉形勢阿故卽位後阿霍光理當歸政阿但宣Y「Õ讓不£阿諸事皆先關

白光阿然後奏御天子愛光每o見阿上虛己斂容阿禮下之已甚｣阿75) 國家因而得以相安無

事愛霍光「秉政,後二十年｣阿地�二年 (68B. C. E.)
阿霍光卒阿宣Y乃»步「以
親信許

(妻黨)
哀� (母黨) 子弟」取代霍氏親黨阿�後剷除諸霍阿｢與霍氏相連坐誅滅者數千

家｣愛76)《漢書・循[傳》言：

�至孝宣阿繇 (由) 仄陋而登至�阿興于閭閻阿知民事之囏難愛自霍光薨後阿始躬萬

機阿厲精爲治阿五日一聽事阿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愛�拜刺�哀守哀相阿輒親見

問阿觀其
繇阿¼而考察
行阿以質其言愛……是故漢世良[於是爲盛阿稱中興

焉愛

77)

漢宣Y因出身「仄陋｣阿｢興于閭閻阿知民事之囏難｣阿與《尙書・無逸�》周公稱殷高宗

「舊 (久) 勞于外阿爰暨小人作｣阿出身正同愛宣Y「虛己斂容｣阿｢諸事皆先關白光阿然後奏

御天子｣阿亦與〈殷本紀〉載：高宗「三年不言阿政事決定於冢宰｣阿事亦相類愛而殷高

宗哀漢宣Y除去權臣後阿厲精圖治阿俱稱「中興」之君阿其事亦同愛然則宣Y與昌邑王之

成敗阿厥在於宣Y能靜默虛己以待其機愛A乎此阿則知王吉何以引「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

故事勸止昌邑王阿但「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阿愼毋�
發｣愛而「高宗諒陰不言」之本義阿

亦可由此�會矣愛

下另引漢哀Y�事以徵之阿《漢書》卷八十六〈師丹傳〉云：

上 (按哀Y劉欣) 少在國阿見成Y委政外家阿王氏僭盛阿常內邑邑愛卽位阿多欲�


匡正愛封拜丁哀傅阿奪王氏權愛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阿得信於上阿上書言：「古者諒

71) 《漢書》阿頁 239 愛

72) 同上*阿頁 235-237愛

73) 同上*阿頁 2951 阿印頁 2958 愛

74) 《漢書・霍光傳》云：「自昭Y時阿光子禹�兄孫雲皆中郞將；雲弟山奉車都尉侍中阿領胡越

兵愛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衞尉阿昆弟哀諸壻哀外孫皆奉oÈ阿爲諸曹大夫哀騎都尉哀給事中愛

黨親連體阿根據於o廷愛」(頁 2948)

75) 同上*阿頁 2948 愛

76) 同上*阿頁 2953-2956 愛

77) 同上*阿頁 3624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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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不言阿聽於冢宰阿三年無改於父之^愛……」書數十上阿多切直之言愛

78)

哀Y少在侯國阿｢見成Y委政外家｣阿王氏一門九侯哀五司馬愛王鳳以元舅爲大司馬哀大將

軍秉政阿諸舅譚哀商哀立哀根哀á時同日封侯阿世稱「五侯｣愛其時王氏子弟阿亦j霍氏

「黨親連體阿根據於o廷｣阿且尤²之阿卽郡國守哀相哀刺�阿亦多出王氏門下愛王鳳卒

後阿從弟%哀商哀根相繼當國愛綏和元年 (C. E. 8)
阿王厭繼四父之後輔政愛哀Y爲太子

時阿師丹爲太子太傅；哀Y卽位後阿以師丹「爲左將軍阿賜Ò關內侯阿食邑阿領尙書事阿

z代王厭爲大司馬阿封高樂侯愛Ç餘阿徙爲大司空｣愛是哀Y卽位後阿思以師丹取代王厭阿

然Ç餘卽£挫愛哀Y復封拜丁哀傅妻黨阿8奪王氏權愛師丹治《齊詩》阿爲匡衡弟子阿稱當

世儒宗阿

79) 深知王氏黨親長據勢�阿盤根錯�阿未易â去阿因引高宗「諒陰不言阿聽於冢

宰」故事阿勸阻哀Y勿ã欲興舉阿當俟後日徐徐圖之愛漢自昭哀宣以來阿國柄多旁落外戚

之手阿昭哀宣時阿霍光長8把持國政愛待霍光卒後阿宣Y盡除霍氏阿然仍親用許 (妻黨)
哀

� (母黨)；臨D阿T詔�高 (祖母�良娣之子) 輔政阿則依然外戚是賴愛蓋同姓宗室宜封円

爲外藩阿不宜內o輔政阿以防骨肉相殘愛然æ�輒生權臣阿繼立之君o中勢孤阿惟外戚是

親阿故元Y之任許哀�阿成Y任王氏阿哀Y任丁哀傅阿胥由於此愛而亦以此阿z不免太后

干政阿〈師丹傳〉載：「哀Y卽位阿成Y母稱太皇太后阿成Y趙皇后稱皇太后愛而上祖母傅

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阿自以定陶共王爲稱愛｣80) 而皇太后與王氏相倚阿掣肘其後阿哀Y

雖欲�爲阿勢
難成愛師丹自知無力G劑其間阿因轉而親附王氏阿卒以此罷歸阿免爲庶

人阿｢廢歸鄉里者數年｣愛然哀Y在位�六年阿二十三歲D阿無子愛太皇太后 (元Y后王氏)

仍詔王厭爲大司馬阿�立&Y阿王厭復掌¶o政阿w成篡漢之局愛而師丹則於王厭復e

後阿封義陽侯阿Ç餘卒愛師丹之引「諒陰不言」�事勸止哀Y阿其用�與王吉正同阿惜乎

昌邑王哀哀Y俱不能聽阿w致â敗愛

上�嘗論《尙書・無逸》高宗「乃或諒陰｣阿爲高宗「乃或强默｣阿强自克制不語愛

今觀,営漢代�事阿卽知高宗何以「强默」矣愛〈殷本紀〉云：「武丁卽位阿思復興殷阿

而未得其佐愛三年不言阿政事決定於冢宰愛」蓋高宗興於仄陋阿｢舊勞於外｣阿日「暨小人

作｣阿一旦被�立繼瓜阿o中無
親阿雖「思復興殷阿而未得其佐｣阿勢孤力ç阿故惟强自

克制阿｢三年不言阿政事決定於冢宰｣阿隱忍自抑阿以圖後計愛而武丁之
以「久勞於外｣阿

蓋殷代王位繼承阿以「兄w弟�」爲�阿無弟則傳於子愛王靜安〈殷周制度論〉嘗言：

商之繼瓜法阿以「弟�」爲�阿而以「子繼」輔之阿無弟然後傳子愛自成湯至於Y

78) 同上*阿頁 3503-3504 愛

79) 同上*阿頁 3503 阿印頁 3509 愛

80) 同上*阿頁 3505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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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三十Y中阿以弟繼兄者凡十四Y (外丙哀中壬哀大庚哀雍己哀大戊哀外壬哀河亶甲哀沃

甲哀南庚哀盤庚哀大辛哀小乙哀祖甲哀庚丁)
愛其以子繼父者阿亦非兄之子阿而多爲弟之

子 (小甲哀中丁哀祖辛哀武丁哀祖庚哀廩辛哀武乙)
愛惟沃甲D阿祖辛之子祖丁立；祖丁

D阿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D阿祖丁之子陽甲立愛此三事獨與商人繼瓜法不合阿此

蓋《�記・殷本紀》
謂中丁以後九世之亂阿其間當�爭立之事阿而不可考矣愛

81)

據《�記・殷本紀》記載：

河亶甲→(子) 祖乙→(子) 祖辛→(弟) 沃甲→(兄祖辛之子) 祖丁→(沃甲之子) 南庚→

(祖丁之子) 陽甲→(弟) 盤庚→(弟) 小辛→(弟) 小乙→(子) 武丁82)

其中沃甲未傳子南庚阿而傳兄子祖丁；祖丁亦未傳其子陽甲阿而傳沃甲之子南庚；南庚亦

未傳其子而傳祖丁之子陽甲阿三者旣非「弟�｣阿亦非「子繼｣阿故王靜安謂「此三事獨與

商人繼瓜法不合｣愛而陽甲傳弟盤庚阿遞傳至小乙而盡愛其後嗣立者究爲小乙之子武丁阿抑

或復傳陽甲之子阿未易輒定愛王氏〈殷周制度論〉嘗謂：

由傳子之制阿而嫡庶之制生焉愛夫舍弟而傳子者阿
以息爭也阿兄弟之親本不如父

子阿而兄之�印不如父阿故兄弟間常不免�爭位之事愛特如傳弟旣盡之後阿則嗣立

者當爲兄之子歟？弟之子歟？以理論言之阿自當立兄之子；以事實言之阿則
立者

««爲弟之子愛此商人
以�中丁以後九世之亂阿而周人傳子之制正爲救此�而設

也愛

83)

島邦男《殷墟卜辭硏究》亦言：

祀序表中阿武丁祀日K于小乙阿竝見于上営直系先王列記卜辭阿爲K于小乙9直系

王阿故卽小乙之子愛弟之子卽位阿事始于武丁愛

84)

味兩家之說阿知武丁繼瓜非必自然之理愛�年蔡哲茂Ò〈武丁王位繼承之謎――從殷卜辭

9特殊現象來作探討〉一�阿E爲：「當時在王室9內部阿陽甲之子與武丁很可能�一番關

於繼承9紛爭阿�後武丁獲}｣愛85) 此說似是而非愛據《尙書・無逸�》阿周公謂武丁「舊

勞于外阿爰暨小人作｣阿顯見武丁久放在外阿初非嗣瓜之人阿其�立武丁R都繼位者阿毋寧

出自冢宰之�愛蓋陽甲之子其年必�武丁爲長阿謀位旣久阿其人自非冢宰
得任�擺佈；

而武丁久在外阿o中勢孤阿冢宰爲求繼續攬權阿因�立武丁愛武丁久在仄陋阿閱歷旣深阿

81) 王國維《觀堂集林》阿 2001 年阿石家莊：河北敎育出版社阿頁 289 愛

82) 《�記》阿頁 101-102 愛

83) 王國維《觀堂集林》阿頁 290 愛

84) 島邦男《殷墟卜辭硏究》阿濮茅左哀�洩良中譯本阿 2006 年阿上海古籍出版社阿上册阿頁

141 愛

85) 蔡哲茂〈武丁王位繼承之謎――從殷卜辭9特殊現象來作探討〉阿刊於宋鎭豪�7《甲骨�

與殷商�》怨四輯阿 2014 年阿上海古籍出版社阿頁 3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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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知事勢阿故卽位後阿乃自克制阿强默不語阿無
興舉阿｢政事悉決定於冢宰｣阿一若漢宣

Y時阿｢諸事皆先關白〔霍〕光阿然後奏御天子｣愛此武丁「其卽位阿乃或諒陰阿三年不

言｣阿將待其機也愛

迨武丁在位日久阿權力基礎漸穩固後阿卽思剷除冢宰勢力阿｢而未得其佐｣愛《�記・殷

本紀》載：

武丁夜夢得Z人阿名曰說愛以夢
見視群臣百[阿皆非也愛於是迺\百工營求之

野阿得說於傅險中愛

(《�記索隱》云：舊本作「險｣阿亦作「巖」也愛) 是時說爲胥靡阿

築於傅險愛見於武丁阿武丁曰是也愛得而與之語阿果Z人阿舉以爲相阿殷國大治阿

故z以傅險姓之阿號曰傅說愛

蓋武丁自昔久勞於外阿日與小人偕作阿卽知�一胥靡𠛬人名「說」者强幹多能阿或可共圖

其事愛因託言夜夢
見阿

86)「\百工營求之野｣阿後果於傅巖得其人愛

清華鯵〈說命上〉亦言：「惟殷王賜說于天阿甬 (用) 爲失仲\人愛王命厥百工向

(宴)
阿以貨徇求說于邑人阿惟弼人得說于傅巖愛｣87) 
言與〈殷本紀〉略�衣同阿然亦可見

〈殷本紀〉亦自�本愛其後阿武丁與傅說共謀剷除冢宰勢力阿w厎於成阿因「舉說以爲

相｣阿取代冢宰舊勢力阿｢殷國大治｣阿z啟殷代中興怨局愛

茲由《尙書》哀《�記》�漢代�事參伍鉤稽阿推證「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事實原

委阿尙可略得其彷彿愛孔子將「高宗諒陰」理解爲「三年居喪｣阿固大失實；卽周公
営阿

亦未曲得其y愛蓋「口傳歷�時代｣阿�事傳営易滋譌變阿此其一例也愛

四哀｢高宗諒陰」與「三年之喪」

如上�
考者阿《尙書》「高宗諒陰」其本義原與「居喪」無關阿然因孔門解�戰國

儒者之演繹阿｢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悦成先秦儒家推行「三年之喪」��之歷�依據愛如

《禮記・喪�四制》云：

始死阿三日不怠 (�*：「不怠阿哭不絕聲也」)
阿三Ç不解 (�*：「不解阿不解衣而居阿

不倦怠也」)
阿8悲哀阿三年憂阿恩之殺也愛Z人因殺以制�阿此喪之
以三年阿賢者

86) 《莊子・田子方�》載：「�王觀於臧阿見一丈夫é」(卽呂�)阿｢�王欲舉而Ê之政阿而恐大

臣父兄之弗安也；欲w而釋之阿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愛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者寡人夢見

良人阿黑色而慌 (髯)阿乘駁馬而ë朱蹄阿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阿庶¿乎民�瘳乎！』諸大

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愛』�王曰：『然則卜之愛』諸大夫曰：『先君之命阿王其無它阿印何卜

焉！』」(《四部叢刊》影印A世德堂刊本阿卷七阿頁 36-37) 觀此阿可以�會武丁何以「夜夢

得Z人」矣愛

87) 李學勤�7《清華大學藏戰國竹鯵 (叁)》阿 2012 年阿上海：中西書局阿頁 122-123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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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²阿不ì者不得不�阿此喪之中庸也阿王者之
常行也愛《書》曰：「高宗諒

闇阿三年不言｣阿善之也愛王者莫不行此禮阿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者阿武丁；武

丁者阿殷之賢王也阿繼世卽位阿而慈良於喪愛當此之時阿殷衰而復興阿禮廢而復

e阿故善之；善之阿故載之書中而高之阿故謂之高宗愛三年之喪阿君不言阿《書》

云：「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阿此之謂也愛

88)

此�兩引「高宗諒陰」之語阿闡営先秦儒家
以提倡「三年喪」之故也愛Z人基於「因殺

以制�｣哀中庸之原則阿特別制定喪8以三年爲盡阿如此阿可\孝子不致長凶²哀而傷身滅

性阿不ì者亦得於此8限報其生養之恩愛�中兩引「高宗諒闇」之�阿一則證A殷高宗已

行三年之喪阿�據此推衍阿以爲自昔「王者莫不行此禮」；而武丁因「慈良於喪｣阿上行下

效阿\「殷衰而復興阿禮廢而復e｣阿�官因載其事於�册而「高 (崇美) 之｣阿故稱「高

宗｣愛後者則據高宗「諒陰」事例阿特別强G「三年之喪阿君不言」；其後�由「君不言｣阿

推廣下�一般士庶亦「三年之喪阿言而不對阿對而不問｣阿89) 此卽中國古代喪�制度(徧

可見之「上同」現象愛另如《禮記・坊記》言：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² (�*：『弛阿j棄忘也』)
阿而敬其美愛」《論語》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阿可謂孝矣愛」高宗云三年阿其惟不言阿言乃讙愛

90)

此�「高宗云」三字當�脫阿｢三年阿其惟不言阿言乃讙」竝非高宗之語阿｢云」字疑爲

「諒陰」壞字阿蓋本作「高宗諒陰三年阿其惟不言阿言乃讙｣愛此將《論語》中〈學而�〉哀

〈里仁�〉孔子之語阿與「高宗諒陰三年」之說拼合阿卽將孔子孝^思想與《尙書》之�結

合阿據此以論「喪
以三年」也愛

印《白虎1・Ò�》云：

《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者阿謂稱王瓜事阿發號施令也愛」《尙書》曰：

「高宗諒陰三年｣阿是也愛《論語》：「君薨阿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阿緣孝子之心阿

則三年不〔忍〕當也愛

91)

孔子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阿可謂孝矣｣阿而怨君卽位阿當必�
興革阿此則.反「三年無

改」之義阿故先秦儒家藉《尙書》之�阿�張怨君「諒陰三年｣阿政事一皆委之冢宰愛《春

秋》學者�藉「孝子之心阿不忍當父位」之名阿�張「天子三年然後稱王｣阿乃可瓜事發令

也愛由上引諸例可見「高宗諒陰三年」故實阿屢爲秦漢儒家引申演繹阿作爲各種不同論営

88) 《禮記*駅》阿卷六十三阿頁 15 愛

89) 同上*阿卷四十二阿頁 6 愛

90) 同上*阿卷五十一阿頁 16 愛

91) 班固《白虎1》阿《四部叢刊》影印元大德B宋本阿卷一阿頁 8 愛按此�末句「不」下蓋脫

「忍」字阿參下引《公羊傳》�公九年�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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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依據愛

孔子身處春秋末年阿外則列國!ï阿;相攻伐阿內則「陪臣執國命｣阿公室傾危之際愛

孔子乃藉「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故實阿提倡「三年之喪｣阿强G怨君三年居喪8間阿凡百

政事悉聽於冢宰阿其說本出於對《尙書》�之讀；卽實際政務¯作阿亦滯礙難行愛《公

羊》�公九年《傳》曰：

九年春阿毛伯來求金愛｢毛伯者何？」天子之大夫也愛｢何以不稱\？」當喪阿未君

也愛｢踰年矣阿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阿而未稱王也愛｢未稱王阿何以知其卽位？」

以諸侯之踰年卽位阿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阿亦知諸侯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也愛｢踰年稱公矣阿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阿不可一

日無君；緣w始之義阿一年不二君阿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阿則三年不忍當

也愛

92)

《春秋》三傳中阿《公羊》尤嚴守名分大義愛今由「毛伯來求金」一�之議論阿知春秋時諸

侯其實「踰年卽位｣阿從而可知天子亦「踰年卽位｣愛而
謂「踰年卽位｣阿竝非一年後除喪

卽位阿而係「緣w始之義阿一年不二君｣阿嗣君釋�後卽位阿踰年乃改元耳愛蓋一國政務紛

煩萬端阿固「不可曠年無君」；而
謂「三年」者阿乃「緣孝子之心｣阿三年不忍當其父之

位耳愛據此可知：春秋時阿周王o�列國諸侯其實竝未行「三年之喪｣阿亦無孔子
言「百

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之事愛此亦可由《孟子・滕�公�》徵之：

滕定公薨阿世子 (按滕�公) 謂然友曰：「昔者孟子嘗與我言於宋阿於心w不忘愛今

也不幸至於大故阿吾欲\子問於孟子阿然後行事愛」然友之鄒阿問於孟子愛孟子曰：

「不亦善乎！……諸侯之禮阿吾未之學也愛雖然阿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阿齊駅之

�阿飦粥之食阿自天子i於庶人阿三代共之愛」然友反命阿定爲三年之喪阿父兄百

官皆不欲阿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阿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阿至於子之身而反之阿不

可愛｣93)

滕�公欲行三年之喪阿然父兄百官 (趙岐*：「滕之同姓哀衣姓諸臣也愛」) 質難：「我宗國魯先

君�滕國先君俱無行三年喪者阿何以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乃父方歿阿卽欲遽改「父之^｣阿

豈非正與「三年無改」之說相悖戾？而因父兄百官群相反對阿滕�公不得已復\然友至鄒阿

與孟子商之阿孟子卽引「孔子曰：『君薨阿聽於冢宰愛』歠粥阿面深墨阿卽位而哭阿百官�

司莫敢不哀」以答之愛�後滕�公變1之：「五Ç居廬阿未�命戒愛」卽五Ç而葬阿而未葬

居廬時阿不曾發號施令也愛由《孟子》此�阿可見戰國時列國亦不行「三年之喪｣阿卽春秋時

「魯先君莫之行阿滕亦莫之行」也愛焦循《孟子正義》引�棟高《春秋大事表》云：

92) 《公羊傳*駅》阿南昌府學刊本阿卷十三阿頁 16 愛

93) 《孟子*駅》阿卷五上阿頁 3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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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公欲行「三年之喪｣阿父兄百官群然駭怪愛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阿而當日之�

尙如此阿則其泯焉廢ñ阿豈一o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阿而知天子諸侯喪紀

已廢絕於春秋之時無疑也愛蓋自周^陵遲阿皇綱解紐阿�以諸侯不奔天子之喪哀不

會天王之葬阿而甘僕僕於晉哀楚者矣愛�以天子貧乏阿不備喪具阿至七年乃葬阿於

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Ç而葬阿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者矣愛g子o作亂阿王室如

沸阿奉周之典籍以奔楚阿而周天子之禮z±愛

列國不守侯度阿其侈者如宋�公之椁�四阿阿棺�è檜阿儼然用王禮愛而苟鯵不備

者阿如晉欒書以車一乘阿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阿四翣不蹕阿鄰封不與

知阿公卿不備位愛魯號秉禮阿而葬昭公於墓^之南愛〈檀弓〉載孟敬子之言阿A知食

粥爲天下之i禮阿而居然食食愛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阿由是惡其³己阿而皆去其

籍阿而諸侯之禮亦±愛

94)

�棟高深歎周天子之禮廢絕於春秋之時；而戰國時阿列國益不循禮制阿故竝諸侯之禮亦±

之愛�氏畢生覃硏春秋�事阿此說實卽ò露：春秋哀戰國時阿周天子哀諸侯國無行三年喪

者愛焦循《孟子正義》另引毛奇齡《賸言》阿E爲「三年之喪」乃「商以,之制阿竝非周制」：

滕�公問孟子阿始定爲三年之喪阿豈戰國諸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阿則齊宣欲短

喪阿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阿吾先君亦不行｣阿則是魯周公哀伯禽哀滕叔

繡阿竝無一行三年之喪者愛«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阿夫子曰：「何必

高宗阿古之人皆然｣阿z疑子張此問哀孔子此答阿其周制當必無此事可知愛何則？子

張以高宗爲創見阿而夫子印言「古之人｣阿其非今制昭然也愛�讀《周書・康王之

誥》阿成王D方九日阿康王遽卽位阿冕�出命阿令誥諸侯阿與「三年不言」絕不相

同阿然j曰此天子事耳愛後讀《春秋傳》阿晉&公初卽位阿改�命官而1列國ô戒之

事阿始悟孟子
定三年之喪阿引三年不言爲訓阿而滕�奉行阿卽印曰「五Ç居廬阿

未�命戒｣阿是皆商以,之制阿竝非周制愛

95)

毛奇齡此說見於《四書賸言》卷三阿毛氏
著《四書改錯》卷九亦�此說愛毛奇齡據《尙

書・�命�》載：乙丑周成王D阿至癸酉康王卽位阿,後�九日耳愛成王卽位後阿卽「冕

�出命阿令誥諸侯｣阿竝無「諒陰三年不言｣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事阿可證西周竝未

行三年喪制愛且「子張問『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阿而不知
謂阿則必�世無此事；而夫子

吿之以『古之人』阿其非今制可知矣｣阿96) 是春秋孔子之時亦不行「三年之喪｣阿A非周制

矣愛而毛奇齡
以臆推三年喪爲「商以,之制」者阿則因《論語》此違云「高宗諒陰阿三

94) 焦循《孟子正義》阿 1987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325-326 愛

95) 同上*阿頁 325 愛

96) 毛奇齡《四書改錯》阿《續修四庫?書》本阿卷九阿頁 3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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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言｣阿孔子印言「古之人皆然｣阿則似殷商以,已行三年喪矣愛

一九三四年阿傅斯年先生Ò〈周東封與殷T民〉一�阿亦E爲三年之喪「蓋殷之T

禮阿非周之制度｣阿故而「『君薨阿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阿?不見於周人之記載｣愛97)

胡`先生繼Ò〈說儒〉一�阿亦從傅先生之說阿E爲：「三年之喪是『儒』9喪禮阿但不是

他們9創制阿只是殷民族9喪禮愛｣98) 兩先生之爲此說阿其��論據阿亦沿舊說以「高宗

諒陰阿三年不言」爲高宗時已行三年喪也愛`之先生另舉《左傳》兩例阿魯僖公三十三年

十二Ç乙巳薨阿Ô年 (�公元年) 四Ç葬僖公；二年冬阿｢公子z如齊ö÷｣阿修昏姻愛印魯

�公於十八年二Ç丁丑薨阿Ô年 (宣公元年) 正Ç阿｢公子z如齊ø女｣愛據此阿則�公死未

8年阿宣公卽ã於婚娶阿｢此�是魯侯不行三年喪9鐵證｣愛抑如昭公十五年六Ç阿王大子

壽卒；八Ç阿王穆后D愛｢十二Ç阿晉荀躒如周阿葬穆后阿籍談爲介愛旣葬阿除喪阿以�伯

宴｣阿此亦「可證周王o不行三年喪制｣愛周王o哀魯國旣不行三年喪阿孔子乃極力鼓吹

之阿孔子自言「丘也殷人也」；印《禮記・檀弓�》載：「子張之喪阿公A儀爲志焉愛褚

幕阿丹質阿蟻結于四隅阿殷士也愛」孔子哀子張倶殷人之後阿胡`先生因據此推論「三年

之喪」乃「殷民族9喪禮｣愛

`之先生�中
舉證阿但能證A周王o哀魯國不行三年之喪阿然遽以三年喪爲殷人喪

制阿論據不免çæ愛郭沫若卽Ò〈駁《說儒》〉一�阿引《殷墟書契》,7卷三
收「癸未

王卜貞：酒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阿衣愛±它自尤愛在四Ç阿惟王二祀｣阿印「□□王卜貞：

今由巫九咎阿其酒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阿衣愛±它自尤愛在〔十Ç〕印二愛王稽阿曰

大吉愛惟王二祀」兩例阿證A殷王卽位第二年阿｢已經在自行貞卜阿自行稽疑阿自行�祭愛

古者祭祀侑神必�酒肉樂舞阿王不用說是親預其事了愛Ê何嘗是『三年不言』哀『三年不

爲禮』哀『三年不爲樂』？何嘗是『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阿作三年9木偶？｣99) 而如本�


考阿《尙書・無逸�》
言「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阿原與居喪無關阿則以三年喪爲殷之T

禮阿頓失
據矣愛

一九六二年阿郭氏Ò〈長安縣張家坡銅器群銘�彙釋〉阿舉一九六一年十Ç陝西長安出

土之師抗簋阿爲厲王時器阿器銘云：「惟王元年四Ç旣生霸阿王在淢居愛甲寅阿王各ò阿卽

位愛……王呼作册尹克册命師抗愛……」則厲王卽位之年已臨o聽政矣阿郭沫若因據此論

斷「西周竝無三年之喪9制度｣阿竝E爲三年喪之說阿｢斷然是孔子9創制｣愛100) 一九八八

年阿黃瑞琦復引衞盉�師酉簋兩器阿,者銘�爲周恭王三年三Ç阿在豐舉行円旂典禮；後

97) 傅斯年〈周東封與殷T民〉阿 1934 年阿《中央硏究院歷�語言硏究
集刊》第 4 本第 3 分阿頁

288 愛

98) 胡`〈說儒〉阿同上*阿頁 246 愛

99) 郭沫若《靑銅時代》阿頁 437-438 愛

100) 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器群銘�彙釋〉阿《考古學報》1962 年第 18阿頁 2-4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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者器銘爲周宣王元年阿王在吳阿至吳太ò阿册命師酉事阿此二者亦可證西周竝不行三年

喪愛惟黃氏竝不同�郭沫若以三年喪爲孔子創制之說愛

101)

�年學者Ò�討論「三年之喪」e源者紛出阿2無定論愛據丁鼎〈「三年之喪」源液考

論〉哀吳飛〈三年喪e源考論〉
列阿

102)「三年之喪」e源諸說阿除先秦儒家倡言e於三代

之說外阿另�朱熹「周公之法說｣阿廖&哀康�爲「孔子創制之說｣阿�孔德成哀違景A

「東夷之俗說｣愛印《淮南・^應�》載：武王問太公曰：「……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阿鬥爭

無已阿爲之奈何？」太公曰：「……爲三年之喪阿……繁�滋禮以弇其質阿厚葬久喪以亶其

家愛……以此移風阿可以持天下弗失愛」《淮南・�略》云：「武王欲昭�王之令德阿\夷

狄各以其賄來貢阿遼�未能至阿故治三年之喪阿殯�王於兩楹之間阿以俟�方愛」王念孫

據此而言「武王始爲三年之喪｣愛�年復�學者舉此阿以三年喪爲武王
創制愛

103)

按《禮記・三年問》云：

三年之喪阿人^之至�者也阿夫是之謂至隆阿是百王之
同阿古今之
壹也阿未�

知其
由來者也愛孔子曰：「子生三年阿然後免於父母之懷愛夫三年之喪阿天下之i

喪也愛｣104)

據此阿則秦哀漢時禮家已不知三年喪「其
由來者｣愛蓋禮俗多由「積漸」以成阿必欲執求

何人
定制阿非誣卽鑿愛孔子曰：「v冕阿禮也；今也純阿儉阿吾從眾愛｣105)「從眾｣哀｢從

俗」乃禮俗施行之(徧原則愛今喪家遽失
親阿不問其家生活哀經濟條件如何阿一皆責以

長喪阿古先王制禮阿斷無是理愛《禮記・檀弓上》載：

子思之母死於衞阿柳若謂子思曰：「子阿Z人之後也阿四方於子乎觀禮阿子蓋愼

諸！」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其禮阿無其財阿君子弗行也愛�其禮阿�其

財阿無其時阿君子弗行也愛｣106)

蓋禮從其
宜爲尙阿非以備觀覽愛《論語・爲政�》：「孟懿子問孝阿子曰：『無.愛』……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阿事之以禮；死阿葬之以禮阿祭之以禮愛』｣107) 行孝無涯阿

事父母但求「能竭其力｣阿葬祭則「盡哀｣哀｢盡禮」而已愛人之y性哀現實處境各衣阿未必

盡人皆可成孝子阿然絕無願�「不孝」之名者阿死生之事大矣阿孝子爲求「盡哀｣哀｢盡

101) 黃瑞琦〈「三年之喪」e源考辨〉阿《齊魯學刊》1988 年第 28阿頁 49-52 愛

102) 丁鼎〈「三年之喪」源液考論〉阿《�學集刊》2001 年第 18阿頁 7-15；吳飛〈三年喪e源考

論〉阿待刊稿愛

103) 李洪君〈論三年喪俗e源于武王伐紂〉阿 2011 年阿《蘭台世界》第 288阿頁 63-64 愛

104) 《禮記*駅》阿卷五十八阿頁 4 愛

105) 《論語*駅》阿卷九阿頁 1 愛

106) 《禮記*駅》阿卷八阿頁 10-11 愛

107) 《論語*駅》阿卷二阿頁 10-2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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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阿必竭其力以之阿故喪葬之俗自必�「上同｣哀｢加隆」趨勢阿如士庶而求上同於大夫阿

8而爲三年阿齊衰而復�斬衰阿胥此理也愛然喪而至於三年阿盡擯生事阿斯則人
難能阿

卽禮家亦E爲：「三年之喪阿人^之至�者也阿夫是之謂至隆愛」其言「至�｣哀｢至隆｣阿

則知三年乃後來
增À愛《禮記・三年問》固A言：

何以至8也？曰：「至親以8斷愛」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阿四時則已變矣阿

其在天地之中者阿莫不�始焉阿以是象之也愛」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隆焉爾

也阿焉\倍之阿故再8也愛｣108)

據此阿則雖至親阿本8年除喪阿孔穎i《正義》云：「本實應8阿但子加恩隆重阿故三年焉

爾也愛」是三年之喪乃人子私y爲求盡哀盡禮而「加隆」焉阿非三代古王制禮阿卽以三年

爲定制也愛,営滕�公時阿列國無行「三年之喪」者阿渠欲u「孝」名阿故就孟子而問

焉阿擬行「三年之喪｣阿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愛蓋春秋哀戰國之際阿因儒者極力鼓吹阿

三年喪之說漸�乎人口阿故《墨子》乃倡「�葬」以反之愛惟人y各衣阿世旣��三年

者阿則向時
行「至親以8斷｣阿漸�以爲ç而逾制者阿時俗倣效阿各以「加恩隆重」爲人

子盡孝之表現愛

漢初阿似喪8漸�加長者阿故漢�Y臨w時阿謂「厚葬以破業阿重�以傷生｣阿T詔â

葬短喪愛

109) 漢代以孝治天下阿《論語》之書越蒙而�焉阿孔子「三年之喪阿天下1喪」之

說阿�乎人耳阿然眞能恪行三年喪哀瘁盡禮者究屬�限愛《漢書・翟方�傳》載：成Y

時阿丞相翟方�喪後母阿｢旣葬阿三十六日除�阿e視事愛以爲身備漢相阿不敢踰國家之

制｣愛顏師古《*》：「漢制自�YT詔之後阿國家�以爲常阿大功十五日阿小功十四日阿緦

v七日愛方�自以大臣阿故云不敢踰制愛｣110)《後漢書・光武紀》載：中元二年 (57)
阿光

武YD阿T詔曰：「�無益百姓阿皆如孝�皇Y制度阿務從�省愛｣111) 印〈蔡邕傳〉載熹&

六年七Ç邕上封事阿其七言：「臣聞孝�皇Y制喪�三十六日阿雖繼體之君阿父子至親阿公

卿列臣阿£恩之重阿皆屈y從制阿不敢踰越愛｣112) 是2東漢之末阿漢代君臣多從漢�Y

T制「以日易Ç｣阿三十六日除�愛依兩《漢書》記載阿成哀哀之世阿間��三年之喪

者阿行者或爲天子
褒揚阿或爲衣冠
歎慕阿或爲鄉里
稱許阿然�長喪者究屬極少數愛

�王厭當國阿欲崇古學阿乃倡三年喪制阿惟光武時卽止之愛東漢安Y哀桓Y時阿亦曾議

行「三年之喪｣阿然皆「令後五年復斷｣愛113) 此顯示三年之喪現實上�未易推行愛雖東漢

108) 《禮記*駅》阿卷五十八阿頁 3-4 愛

109) 《�記》阿頁 433-434 愛

110) 《漢書》阿頁 3416-3417愛

111) 《後漢書》阿頁 85 愛

112) 同上*阿頁 1997愛

113) 楊樹i《漢代婚喪禮俗考》阿 1933 年阿上海：商務印書館阿頁 237-247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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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阿�三年喪者�不絕書阿此俱孝行²人阿亦因其爲世
難能阿故�籍特加記載愛抑

如：

《後漢書・韋彪傳》載：彪「父母卒阿哀衛三年阿不出廬寢愛�悦阿羸瘠骨立衣形阿

醫療數年乃e愛好學洽聞阿�稱儒宗愛｣114)

又〈濟北惠王壽傳〉載：濟北孝王劉K九歲喪父阿｢父沒阿哀慟焦衛²禮阿草廬土

席阿衰杖在身阿頭不枇沐阿體生瘡腫阿諒闇已來二十八Ç愛自諸國�憂阿未之聞

也愛｣115

印〈陳紀傳〉載：靈Y時阿陳紀「µ黨錮阿發延著書數萬言阿號曰《陳子》愛……µ

父憂阿每哀至阿輒歐血絕氣阿雖衰�已除阿而積衛	瘠阿殆將滅性愛｣116)

此類衛瘠盡禮之行阿究非常民
能愛而三年生事俱廢阿損其飮食阿哀瘠傷身阿亦非君人者


樂見阿故漢雖以孝治國阿然2未定「三年之喪」爲國制愛西漢末年阿人�雖��推行三

年喪阿然稍行輒止阿w難久行愛趙
《二十二�札記》卷三「兩漢喪�無定制」條嘗論：

「瓜計兩漢臣僚阿罕�爲父母�三年者阿蓋因�俗相沿阿已成故事也愛｣117) 蓋爲父母�長喪

者阿皆緣乎人子孝思阿非由制度也愛晉武Y泰始十年阿群臣議太子喪�阿杜預刻�曲解

「諒陰」爲旣葬除�阿三年心喪w制阿

118) 以解決經義與現實之扞格阿後世�而行之愛自是

「三年之喪」葬畢惟戚容而無�阿但「行之在心｣阿�T其形式阿成爲儒家孝^思想之「理

念」耳愛三年之喪旣非古制阿今必欲溯原其始阿考之《禮記》阿此似本東夷之俗愛《禮記・

雜記下》載：

孔子曰：「少連哀大連善居喪阿三日不怠阿三Ç不解阿8悲哀阿三年憂阿東夷之子

也愛｣119)

而《禮記・喪�四制》云：

始死阿三日不怠阿三Ç不解阿8悲哀阿三年憂阿恩之殺也愛Z人因殺以制�阿此喪

之
以三年阿賢者不得²阿不ì者不得不�阿此喪之中庸阿王者之
常行也愛《書》

曰：「高宗諒闇阿三年不言｣阿善之也愛

比觀二�阿卽知〈喪�四制〉
営「Z人因殺以制�｣哀｢三日不怠阿三Ç不解」云云之

說阿悉同少連哀大連之
爲愛蓋孔子善其行阿取以爲法阿因推廣之阿竝曲解《尙書》「高宗

諒闇阿三年不言」之�阿以證此爲先王舊制阿｢古之人皆然｣阿｢王者之
常行也｣愛臺灣大

114) 《後漢書》阿頁 917愛

115) 同上*阿頁 1807愛

116) 同上*阿頁 2067-2068 愛

117) 趙
《二十二�札記》阿《續修四庫?書》本阿卷三阿頁 15 愛

118) 《晉書》阿頁 619 愛

119) 《禮記*駅》阿卷四十二阿頁 6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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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孔德成敎Ê亦以「三年之喪」爲東夷之俗阿其說云：

由〈雜記〉記載孔子
說「少連哀大連善居喪云云」Ê段話看來阿少連哀大連爲東

夷之子阿則其
行之禮阿似應爲東夷之俗愛如果Ê個假設爲是阿則「三年之喪」很

可能就是東夷9舊俗愛曲阜爲魯之都阿亦在東夷奄之舊墟阿可能是孔子因居
9關

係阿�取了此一東夷9風俗阿而賦予怨9理論阿以「子生三年阿然後免於父母之

懷阿……予也亦�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之說阿將Ê一個風俗9�義解釋成一種報

恩紀念9行爲愛至於孔子把三年之喪說爲「天下之1喪｣阿以�「古之人皆然｣阿孟

子說它是「三代共之」等說法阿其用�是在於藉此鼓吹他們仁親9思想阿因而提出

9宣傳口號愛

120)

此說可謂先得我心愛蓋夷俗事鯵y重阿故�行三年喪者；至少連哀大連
爲阿深合孔子喪

祭「盡禮｣哀｢殺以制�」之�阿故晚年極力推行「三年之喪｣愛惟此本非時制阿故子張問

曰：「《書》云：『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阿何謂也？」�玄《禮記*》云：「時人君無行三年

之喪禮者阿問�此與？怪之也愛｣121) 子張以爲「怪｣阿卽知「三年之喪」固衣俗也愛據《禮

記・雜記下》云：

士三Ç而葬阿是Ç也卒哭；大夫三Ç而葬阿五Ç而卒哭；諸侯五Ç而葬阿七Ç而卒

哭愛士三f阿大夫五阿諸侯七愛

122)

蓋士哀大夫本死後三Ç而葬阿今孔子乃�張「三年之喪｣阿故宰我以爲「8已久｣阿反對長

喪愛《論語・陽貨�》記：

宰我問：「三年之喪阿8已久矣愛君子三年不爲禮阿禮必壞；三年不爲樂阿樂必D愛

舊穀旣沒阿怨穀旣升阿鑽燧改火阿8可已矣愛」

子曰：「食夫稻阿衣夫錦阿於女安乎？」曰：「安愛」「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阿

食旨不甘阿聞樂不樂阿居處不安阿故不爲也愛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愛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阿然後免於父母之懷愛夫三年之喪阿天下之1喪也愛

予也�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123)

此違「君子三年不爲禮」諸句阿皇侃《義駅》云：

君子阿人君也愛人君�物阿必3禮樂愛若�喪三年阿則廢於禮樂阿禮樂D壞阿則無

以�民阿爲此之故阿云宜8而不三年愛

124)

120) 據違景A《先秦喪�制度考》轉引阿 1971 年阿臺北：臺灣中華書局阿頁 17愛

121) 《禮記*駅》阿卷九阿頁 29 愛

122) 同上*阿卷四十三阿頁 3 愛

123) 《論語*駅》阿卷十七阿頁 8-9 愛

124) 皇侃《論語義駅》阿卷九阿頁 17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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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E爲此違
云「君子｣阿係就「人君」言之阿此似未可執也；然此「君子」必爲治民

者阿則可知也愛今繹宰予之言「若�喪三年阿則廢於禮樂」云云阿知此爲未然之詞阿非時

制也愛印宰予斟其宜阿而�「8已久矣｣哀｢8可已矣」之說阿知此問答應在孔門推行三

年喪之初阿與子張之問「高宗諒陰」者阿殆相,後阿故一以爲怪阿一以爲²長愛倘「三年

之喪」此,久已行之阿則宰予何人斯阿焉敢僭妄欲改天下久行之「1喪｣阿而人亦孰肯聽

之？孔子但斥其「不仁｣阿不責其破壞先王禮制阿亦可證此非時制也愛此違「舊穀旣沒阿怨

穀旣升阿鑽燧改火」諸句阿馬融《*》云：

《周書・Ç令》��火之�阿春取榆柳之火阿夏取棗杏之火阿季夏取桑柘之火阿秋取

柞楢之火阿冬取槐檀之火愛一年之中阿鑽火各衣木阿故曰「改火」也愛

125)

皇侃《義駅》云：

夫人y之變阿本依天^愛天^一8阿則萬物莫不悉易阿故舊穀旣沒盡阿印怨穀已

熟阿則人y亦宜法之而奪也愛鑽燧者阿鑽木取火之名也阿〈內則〉云「大觿木燧｣阿

是也愛改火者阿年�四時阿四時
鑽之木不同愛若一年阿則鑽之一周阿變改已�

也愛

126)

何晏《集解》不釋「舊穀哀怨穀」二句阿蓋如字面解之阿故皇侃特爲補釋其義愛歷來學者

解此阿其說皆同愛惟此似未得宰我言外之旨阿按《漢書・五行志》云：

《書序》曰：「伊涉相太戊阿亳�祥阿桑穀共生愛」《傳》曰：「俱生乎o阿七日而大

拱阿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愛」劉向以爲殷^旣衰阿高宗承敝而e阿盡「涼陰」之

哀阿天下應之愛旣獲顯榮阿怠於政事阿國將危±阿故桑穀之衣見愛桑阿j喪也；

穀阿j生也愛殺生之秉失而在下阿�草妖也愛

127)

劉向
言「桑阿j喪也；穀阿j生也｣阿蓋秦漢相傳古義阿則宰予言「怨穀旣升｣阿卽以喻

生；「鑽燧改火｣阿則指桑柘之火阿以喻喪也愛宰予於孔門四科居言語之首阿其必言「舊穀

旣沒阿怨穀旣升」者阿蓋言人生於世阿自�升沒阿生死乃自然之理阿而人子非惟�死阿尙

需養生育幼阿未可因親死久喪阿凡百生事悉廢阿故宰予本從時制阿以士大夫「三Ç而葬｣阿

｢8已久矣」；必欲「加隆｣阿則依天^循�之理阿�張「8年可已矣｣愛孔子則以爲：在昔

殷高宗已行三年之喪阿蓋古之人俱然阿且「子生三年阿然後免於父母之懷｣阿因堅持三年之

喪阿且益信此爲「天下之1喪」也愛《�記・孔子世家》載：

孔子病阿子貢È見愛孔子方�杖逍遙於門阿曰：「賜阿汝來何其晚也！」……後七日

卒愛……孔子葬魯城北泗上阿弟子皆�三年愛三年心喪畢阿相訣而去則哭阿各復盡

125) 《論語*駅》阿卷十七阿頁 8 愛

126) 皇侃《論語義駅》阿卷九阿頁 17愛

127) 《漢書》阿頁 1410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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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阿或復留愛唯子貢廬於冢上阿凡六年然後去愛弟子�魯人«從冢而家者百�餘

室阿因命曰「孔里｣愛128)

孔鯉早卒阿孔子晚年衰病阿群弟子各�生事阿不能長侍左右阿孔子益生寂寥之感愛而三年

喪者阿仲尼
鼓吹阿晚年常縈念於心者阿故孔子卒後阿群弟子「各復盡哀｣阿爲�三年心

喪愛

(《禮記・檀弓上》�玄《*》：「心喪阿戚容如父而無�也愛」) 而子貢復「加隆」焉阿｢廬於

冢上阿凡六年然後去｣愛而宰予則爲孔門
屛阿《�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我爲臨菑大

夫阿與田常作亂阿以夷其族阿孔子恥之愛｣129) 此說傳聞失實阿司馬貞《�記索隱》嘗辨其

：

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阿然�闞止字子我阿而因爭寵阿z爲陳恆


殺愛恐字與宰予相涉阿因云然愛

130)

趙
《陔餘叢考》卷五哀梁玉繩《�記志疑》卷二十八哀桂馥《晚學集》卷二〈宰予與田

常作亂辨〉阿竝論其誣愛

131) 然司馬�嘗「`魯阿觀仲尼ò堂車�禮器阿諸生以時�禮其

家阿余更囘留之阿不能去云｣愛132) 宰予與田常作亂之說阿蓋孔里
液傳阿故司馬�據以載

入《�記》愛宰予不欲三年喪阿孔里悦以「夷族」詛之；而《�記》宰予〈傳〉以「孔子恥

之」四字作結阿今余讀之阿輒�餘痛焉愛

五哀結 論

《論語》子張問「高宗諒陰」違阿影�傳瓜中國喪�制度旣深且�愛�「諒陰」原義爲

何？春秋時已漸失其解；而「高宗諒陰」�事阿因時�事湮阿孔門當日已不得其詳阿今�

邈漠難稽愛惟繹《尙書・無逸�》周公�「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原委阿其�原與「居喪」

無關阿然因孔門解�戰國儒家之演繹阿此二語悦成儒者推行「三年之喪」��之歷�依

據愛西漢以後阿儒家思想取得引領哀�Î社會價值之優勢地位阿而喪�禮制爲綱常名敎之


繫阿ò²制度規範阿�制成爲體現中國孝^思想�具表徵之符號形式愛

�年學者討論「三年之喪」e源者眾阿或因循舊說而折衷之阿或荏離牽附阿競標怨

衣阿各據
聞阿2無定論愛本�由現存先秦語料阿鉤稽「諒」字湮薶之古義阿竝藉由西漢

128) 《�記》阿頁 1944-1945 愛

129) 同上*阿頁 2195 愛

130) 同上*愛

131) 趙
《陔餘叢考》阿乾隆五十五年湛貽堂刊本阿卷五阿頁 10-11；梁玉繩《�記志疑》阿 1981

年阿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1212-1213；印桂馥《晚學集》阿《續修四庫?書》本阿卷二阿頁

12-14 愛

132) 《�記》阿頁 1947愛

東 方 學 報

586〔29〕



怨君繼立�事阿推證高宗「諒陰不言」之事實本末愛今考索
得阿綜其�者凡若干事：

一哀｢諒」字古�「强」義阿此訓久已湮失阿歷來辭書俱闕此義愛然由「䲔」字或體作

「鯨｣阿知从「畺」从「京」之字古%相�愛《說�》「倞」字哀｢勍」字竝訓爲「强｣阿而

《禮記・郊特牲》�*云：「倞阿或爲諒｣阿則「倞｣哀｢諒」二字本1用；「諒｣哀｢强」其%

亦�阿可以1假愛｢高宗諒陰｣阿｢諒」字訓「强｣阿｢陰」若「闇」字訓「默｣阿｢諒陰」卽

「强默｣哀｢强抑不語」之謂也愛

二哀高宗卽位後阿何以「乃或諒陰阿三年不言｣？現存先秦哀兩漢載籍語焉而不詳愛今

由西漢�事推證阿昌邑王哀漢哀Y初卽位阿頗思興革阿亟欲剷除權臣舊勢力阿以創怨

局阿王吉哀師丹輒引「高宗諒陰阿三年不言」�事誡之愛蓋其時霍光哀王厭,後把持國政

日久阿黨親盤據於o阿怨君遽由侯國入京繼瓜阿o中勢孤阿宜效「高宗諒陰」故事阿政事

一聽於冢宰 (權臣)
阿俟權力基礎强固後阿乃徐圖之愛惜昌邑王哀漢哀Y俱不能聽阿w致â

敗愛而殷高宗
以「諒陰不言｣阿非因居喪阿實强忍自抑阿以圖後計也愛

三哀殷代王位繼承阿以「兄w弟�」爲�阿無弟則傳子愛陽甲卒後阿傳弟盤庚阿盤庚

傳弟小辛阿小辛復傳弟小乙愛小乙無弟阿其後繼瓜者究爲小乙之子武丁阿抑傳陽甲之子？

今據《尙書》言高宗「舊 (久) 勞于外阿爰�小人作｣阿知武丁並非原定繼瓜之人愛然當時

冢宰爲求操¶國政阿因�立武丁於野愛武丁初卽位阿雖欲�爲阿然o中勢孤阿故强自克

制阿三年不言阿政事壹決定於冢宰愛待其權力根基穩固後阿乃託言夜夢
見阿�得强圉能

幹之胥靡𠛬人傅說阿相與共謀剷除冢宰勢力阿w厎於成阿z啟殷代中興之局愛

四哀今人討論「三年之喪」e源阿諸說不一阿或謂此本殷人舊制阿或謂周武王哀周公


創制阿或謂孔子託古改制阿或以爲東夷之俗愛今由卜辭哀西周銘�哀《尙書》哀《左傳》哀

《論語》哀《孟子》諸書鉤稽互證阿知殷代哀西周哀春秋哀戰國俱未行三年喪制愛而據《禮

記・雜記下》孔子言：「少連哀大連善居喪阿三日不怠阿三Ç不解阿8悲哀阿三年憂阿東夷

之子也愛」此「三日不怠」云云之說阿與《禮記・喪�四制》
言三年喪制正同阿蓋此本

東夷之俗阿孔子善其能盡哀盡禮哀｢因殺以制�｣阿故法而推廣之阿竝據《尙書》「高宗諒

陰阿三年不言」之�阿以「諒陰」爲「居喪｣阿且由「三年不言」推臆殷代已行三年喪矣愛

五哀孔子晚年極力鼓吹三年之喪阿子張以其衣乎時制阿怪而問之；宰予則以三年爲²

久阿E爲死生乃自然之理阿親喪固當盡哀盡禮阿然人子尙需�生養之責阿長喪則傷生破

業阿故�張宜法天^阿以8年爲斷愛孔子則以「子生三年阿然後免於父母之懷｣阿堅持三年

之喪愛三年喪8是否合宜阿宰予「理性思維」雖爲孔子
抑阿一時£挫愛漢以孝治天下阿

武Y獨�儒�阿然漢代竝未定三年喪爲國制阿其間雖�人君欲推行之阿然稍行輒止阿w兩

漢之世阿究以短喪爲�阿蓋長喪�妨生業阿難以久行阿故漢�YT詔阿三十六日釋�；東

漢光武Y因之愛晉武Y時阿群臣議太子喪�阿杜預刻�曲解「諒陰」爲旣葬除�阿三年心

喪w制阿以解決經義與現實之扞格阿後世�而行之阿｢三年之喪」實質上�T其形

｢高宗諒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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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阿北魏崔鴻
謂「三年之餘哀阿不在�數之內｣133)
愛

133) 魏收《魏書》阿 1974 年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阿頁 2798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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