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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論名義與標明法度

──《白虎通》的經義解讀法

蔡錦昌*

《白虎通》是班固承東漢章帝命所撰集的一部皇家版的「禮學通義」。其問答方式

及思考方式乃是東漢特別盛行之經義論難活動的產物，基本上承襲董仲舒《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和「人副天數」的解經傳統，所問者若非「何謂也」即是「何法也」，問

得十分明確，而所答者若非本諸天意的聲訓兼義詁，即是陰陽五行之理和天地四時之數

，答得同樣十分明確。前者將經典中之名號皆當作「名義」而「配論」之，一名號必有

一可明說之義；後者則將經典中之制度皆當作「法度」而「標明」之，一制度必有一可

明說之數。兩者之大歸皆為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大一統」和「陽尊陰卑」之道。

關鍵詞：白虎通、班固、董仲舒、名義法度、經義解讀法、漢代思想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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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是一部重要的東漢經學著作嗎？關於這個問題，至目前為止，主要有兩

派說法。這兩派說法都認為《白虎通》裡充斥著陰陽五行的緯書思想。只不過一派認為

緯書思想是《白虎通》的中心思想，荒誕神怪，非經學之正宗，故此《白虎通》要不是

根本不重要，1 不然也只是漢代經學走入歧途的一部著作而已。2 另一派則認為緯書思

想雖然在《白虎通》中十分重要，但是分量並不特別比出自經書者多，況且緯書思想本

來即與經學有關，並非全然荒誕不經，因此，《白虎通》不但是一部正宗的經學著作，

甚至可以說是兩漢經學的最高成就之作。3 一般而言，傾向於前一派的學者大概都出身

於哲學系或者是愛好哲學和高級思想的人，而傾向於後一派的學者則大概出身於中文系

和歷史系，或者是比較重視思想之社會功能的人。

即使是後一派的學者，認為《白虎通》是一部東漢經學的重要著作，但對於《白虎

通》一書的性質及其成書因緣則仍然眾說紛紜，未有定論。這問題目前大致上有四種看

法。一是認為《白虎通》真的是白虎觀經學會議的成果，是一部漢章帝親自稱制臨決過

的「經學解答官定版」；二是認為《白虎通》其實是因應東漢社會需要而制作禮制的成

果，是一部「禮典」或「國家法典」，甚至認為《白虎通》的文本根本是曹褒所撰《漢

禮》的本文或主要部分，不同於班固另外所撰著之《白虎議奏》。4 此二種看法是目前

勢均力敵的兩種對壘性看法。第三種和第四種看法則折衷其間。第三種認為《白虎通》

是一種「制度化經學」，既是經學，亦是禮制。5 第四種則認為《白虎通》是為制作「

漢禮」作準備的經學義理框架。6 本文認為，揆諸漢代自武帝至章帝在制禮作樂方面的

歷史轉折以及《白虎通》論述內容之特色，第四種看法似乎比較合理。7 雖然白虎觀會

議原本是章帝為了減省五經章句和共正經義所召集的經學會議，8 但是在「連月乃罷」

的會議中，似乎重點已經逐漸轉變為與其逐步實現制作「漢禮」之大業有關的禮學會議

，經他親自稱制臨決所統一者皆是關於禮制之經義。他之所以命本來也不贊成交由曹褒

一人制訂禮制而主張廣集眾議以議定制禮之事的史臣班固撰集其事，恐怕亦考慮到班固

在共正經義和制作「漢禮」這兩作事情上都是個溫和的中間分子。班固雖亦有經學論難

1 只有少數人如現代新儒家派的前輩學者徐復觀作如此想。徐氏在其所著的《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學生，1982
）和《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1993）中只略為提到班固，提起時也只比較其《漢書》與司馬遷《史記》在史
學意識上之不同，《白虎通》根本提都不提。現代新儒家派人士素來不屑漢代經學，視之為「科舉經學」或「政治
經學」，尤其看不起董仲舒的陰陽災異之說和後來的讖緯之說，斥之為「神秘主義經學」。大陸學者則因為受過關
於馬列主義的教育，故此大多從意底牢結（或所謂「上層結構」）的角度來論漢代經學。

2 徐復觀很可能就持此看法。他認為西漢以前的經學至少在禮學方面仍然有一群儒生（如王吉、貢禹、韋玄成、匡衡
、谷永、杜鄴、揚雄等）以生民之休戚為念，基本上把握住儒家經義之本來精神，但也有一群儒生（如董仲舒、
眭孟、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等）則走入歧途，以陰陽災異為橋樑，把經學和天道連接起來，「演
出各種奇特構想的歧途、別派」。（同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231-232。）

3 張廣保，〈《白虎通義》制度化經學的主體思想〉，收在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2003，頁 376-420。

4 侯外廬等之《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北京人民，1992）和章權才之《兩漢經學史》（臺北：萬卷樓，1995
）皆持此種看法。周德良的博士論文《《白虎通》研究──《白虎通》暨《漢禮》考》（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4.6）亦然。只不過周德良不同意侯、章等說《後漢書‧曹褒傳》中章帝有意制作的所謂「國憲」即是《白
虎通》。周德良認為，曹褒受命所撰的《漢禮》與《白虎通》無關。後人誤將曹褒所撰之《漢禮》張冠李戴為《白
虎通》，至蔡邕獲《白虎議奏》之後就更以錯為對，困惑中國學術近七百年。（參見該論文頁 287，註 555 及「論文
摘要」。）

5 同上引張廣保文：〈《白虎通義》制度化經學的主體思想〉。周德良亦持類似看法。見同上引氏著論文。
6 王四達，〈是「經學」、「法典」還是「禮典」？──關於《白虎通義》性質的辨析〉，《孔子研究》第六期，2001，頁

54-60。
7 王四達對於《後漢書•曹褒傳》裡章帝一意孤行獨命曹褒一人撰定「漢禮」以及認為「人多聲雜，難成一調」的心
態掌握得很好。（同上引王四達文，頁 58。）

8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第一冊，臺北：洪氏，1978，「肅宗孝章帝紀第三」，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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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卻非古文派這邊或今文派那邊的經師，在經義論難方面並不偏向那一方，同時以

其漢紀史臣之知見，亦深切了解在王莽篡漢改制之後，漢廷亟須制定新禮之時務。《白

虎通》這部書，就是由班固這麼一個有經術能力的史官所記錄整理出來的禮學經義論難

之欽定結論，亦即皇家版的「禮學通義」。9

皇家版的「禮學通義」

其實對我們今日的學者而言，《白虎通》真正難論之處，倒不在成書因緣和論述性

質之不易推定上，而在論述方式或經義解讀法之難以掌握上。誰都一眼看得出來，這部

書不是雜湊之作，書中所論有其內在一貫之宗旨。奈何我們今日一看此書，便滿腦子「

經書」與「緯書」、「哲學」與「宗教」之分，一高一低、一理性一神怪。更且受了現代

西方思想架構影響，滿腦子「思想」與「制度」、「學術」與「政治」之別，一內一外，

一自由一管制，還有「民主」與「專制」、「民本」與「皇權」之別，一進步一落後，一

人本一君本。於是乎所有研究者莫不被限制在指出其論述之矛盾割裂和指出其論述之相

互關連此兩極端之對立格局中，不偏於此，即偏於彼。10 前者說，學術服務於政治，不

惜雜湊硬拗以成論。後者說，學術經世，制約王權以天道和禮制。總之，全往「思想之

政治功能」這個角度推論《白虎通》論述之本色。但是請問：一部只發揮政治功能的著

作能說有可觀之思想本色嗎？或者換個方式來問：皇帝曾稱制臨決過的經學見解就必定

學術水準不足或者有所偏頗嗎？顯然我們今日讀古書時都成見太多和太想當然爾了！

為甚麼我們不能撇開這些成見而直從漢代經學論述之特色入手來掌握《白虎通》這部書

的論述本色呢？這正是本文所選取的進路！

本文認為《白虎通》是一部皇家版的「禮學通義」。其所以讓人有以下幾種錯覺，

其實跟漢代經學論述之特色有關。其一是讓人誤以為《白虎通》中的「天道」只是被利

用的「神道設教」藉口，撰著者和審定者本身是不相信的。然而這其實是漢代思想特有

的「天人感應」和「天人合一」的想法。雖然是「神道設教」，但是並非「利用神道」，

而是「明用神道」或「善用神道」，兩者有所不同。11 其二是讓人誤以為《白虎通》本

身就是一部東漢的典章制度大全，內中規定了各種與帝王統治和人倫禮教有關的度數，

好像是一部「國憲」和「民法大全」一樣。然而這部書的論述方式其實這跟漢章帝和曹

褒心目中所謂「漢禮」還有一段距離。制禮作樂必須損益前代禮樂制度而有以改作，但

是《白虎通》處處重在解釋各種基本名義度數之意思和成因在於「人副天數」，並沒有

制作出如《周禮》和《儀禮》那樣詳盡的制度來。其三讓人誤以為《白虎通》裡緯書思

想之摻入是迎合君心自好之意的結果，一如王莽篡漢之好符命讖語，亦如光武帝之好以

讖決事以及編定緯書。然而其實除了一些儒生如劉歆、揚雄、桓譚、鄭興、尹敏等不為

讖以外，兩漢儒生一般而言對讖緯並不特別排斥（班固的態度基本上亦如此），即使排

9 所謂「通義」，是「通貫其義理」的意思。至於為何是「禮學通義」而非「五經通義」？除了考慮到漢章帝亟於制定
「漢禮」此一因素以外，恐怕亦該考慮一下漢代經學皆有荀子所謂「禮義師法」之特性以及《禮記》這部書相當於《
尚書‧洪範篇》所謂「洪範九疇」的規模這兩個因素。我們可以大膽推論：漢代所謂「五經經義」皆匯聚為廣義的「
禮學」。這或許也是《白虎通》內文之所以以「禮學」的形式成為「五經經義」之「通義」的重要緣由。

10 王四達屬於前者。參見其〈《白虎通》的天道觀及其內在矛盾〉，《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 3
期，頁 15-20。張廣保和周德良屬於後者。參見兩人同上引文。

11 漢代所謂「天」和「神」，根本不同於我們今日所謂「天」和「神」。我們千萬注意！不要把我們今日的想法讀進
古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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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讖書，也不排斥緯書，對緯書中的「天人感應論」尤其奉為解經圭臬，故此緯書思想

之摻入與迎合君心所好關係不大。12 其四讓人誤以為《白虎通》「三綱六紀」、「陽尊陰

卑」的思想又是一種「陽儒陰法」的箝制人民之術，遺害往後的中國文化。然而漢代儒

學之所以涉嫌有法家「循名責實，刻薄寡恩」的意味，其實跟董仲舒所謂「深察名號」

、「敬始重本」的思考風格有關。13 此種思考風格跟法家、春秋公羊學派和讖緯思想都

共享一種「求其必」的心態。14

《白虎通》的論述方式和思考方式之所以會有「求其必」的意味，最主要的原因

是「稱制臨決，共正經義」15 的論難活動。東漢初期，光武、明、章三帝在位期間，是

中國歷史上經學最昌盛的時期。由於三位皇帝不但愛好經術，修起太學，羅致四方學士

及圖書，還雅好當時早已流行於學界的「經義論難」和「經術談辯」之風，特別賞識能

「論難」和擅「論議」的儒士，以致上好下尤，成就一種特殊的「經術政治」氛圍。16 這

三位皇帝不只平日就常找有名的儒臣儒生「論難」經術，優先接見依經術上奏疏的臣下

，而且每每臨朝之日，就召集儒臣儒生在殿上當場問對起經義來，讓群臣和儒生中的今

古文派以及諸家師法相互爭辯經解得失，同時提出各自的經典論據來，最後由皇帝斟酌

裁定。17 如此一來，所有經義解釋就被迫「語意明確化和明識化」，以便在比較優劣對

錯時「有根有據」和「合情合理」，具有說服力。《白虎通》中的論述和思考方式之所以

會特別凸顯「深察名號」和「人副天數」的要求，而且特別凸顯「洪範五行」式的陰陽

五行思考，經書緯書一視同仁，即與此種「在皇上面前比賽誰的經義解釋比較有說服力

」的語言遊戲有關。18

由於《白虎通》只是漢章帝親自「下海」跟臣下乃至諸生一起「共正經義」的撰

集結果，雖然很可能含有為其制作「漢禮」之大業舖路和準備的用意，但是畢竟沒有「

欽定經義，頒布天下」的強制意味。難怪「御前經義論難」的活動並沒有因此便停止。

即使類似白虎觀會議這樣大規模和長時間的「御前經義論難」不再，但是日常即興的和

12 當然，如果願意為讖和故意為讖，會更得君心。東漢明、章二帝之時，賈逵上言《左氏傳》不但能明君臣之義和
父子之綱，而且獨有明文，與圖讖合，能證劉氏為堯後。書奏，二帝皆嘉之。明帝令寫藏秘館。章帝則令諸生之
高才者從逵受習。（同上引《後漢書》第二冊，頁 1234-1239。）還有，鄭興雖在光武帝面前直對「臣不為讖」而
惹帝怒質，婉言乃解，但其實他所上奏疏亦大倡陰陽災異之說，與緯書所言相去不遠。可見即使不為讖者，亦不
反對緯書中的陰陽災異思想。（同上引《後漢書》第二冊，頁 1221-1223。）

13 請參考拙著〈董仲舒的儒家帝王術〉，《第六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08.3
，頁 13-28。

14 譬如韓非之學就是一種「求其必不可亂的設勢致利之術」，重在「求其必」上。請參考拙著〈荀韓關係論──評韋
政通和蕭公權的看法〉一文，收入拙著《拿捏分寸的思考：荀子與古代思想新論》（臺北：唐山，1996 年新版），
頁 95-120。

15 「稱制臨決，共正經義」的做法，其實並不像歷來眾多研究者所想的那樣，使得《白虎通》具有「欽定版經解」
的強制性。因為所謂「稱制臨決，共正經義」，只不過是皇帝以其九五之尊也來參加經術論議，順便做個裁判而已
。況且所作成的結論亦只不過是個「皇家範本」，提供天下學者一個權威性的參考版本而已，並不因此成為絕不容
許挑戰的「聖經」和「欽定本」。光武、明、章三帝是以「高層玩家」的姿態來跟臣下甚至諸生一起游玩經術，因
此不會搞出「一言堂」來，因為搞「一言堂」就不好玩。（同上引《後漢書》第一冊，頁 138。）

16 請參考劉吉，〈東漢「談論」述略〉，《重慶工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2007.2，頁 73-77；藍旭，〈祿利之途與
東漢初期經學新風〉，《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2 卷第 3 期，2007，頁 59-63。

17 關於「御前經義論難之道」，和帝時的魯丕有一疏言及：「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
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
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同上引《后漢書》第二冊，頁 884。）雖然魯丕此處所謂「浮華無
用之言」恐怕已經跟和帝時「經學論難」之不再認真和不再那麼風行有關（參見同上引劉吉文，頁 75），但至少證
明仍然常有「御前經義論難」存在。

18 東漢初期的有名學者之所以兼通數家亦與此需要有關。請參考同上引藍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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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的依然在章帝之後繼續存在。19 可見《白虎通》真的只是漢章帝所主導的一次「

傑作」而已。

深察名號與大一統

如果不計論述體式和經學內容之差異而專就論述方式和思考方式來講，則《白虎

通》跟《春秋繁露》就明顯是一脈相承之作，甚至可以說是「一書兩寫」。

首先，《白虎通》跟《春秋繁露》一樣，都「深察名號」。何謂「深察名號」？「深

察名號」就是把「名號」看作是「天意」之間接顯示，亦即「名號」之成本於「天意」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謞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

，皆鳴號而達天意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

不可不深觀也。」20 由於「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

……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是故「《春秋》辨物之理，以正

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

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21 董仲舒所發揚的《

公羊傳》「正名」精神，亦即其「微言大義」精神，就在此「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

末」上。如何「如真不失」呢？就像「五石六鷁」之用辭那樣精準地記一件異象之事。

不只記下這件異象之事本身即有用意在，而且記的方式一字一語之使用以及其先後安排

皆有其道理在。總之，說不說一件事和怎樣說一件事，都絲毫不爽地對應於那不自言之

「天意」，一點多餘的廢話也沒有，全都是完完滿滿、正正經經、原原本本、真真實實

、不多不少而剛剛好的意思。難怪《公羊傳》裡通統都是些完滿地湊合得剛剛好的一套

自圓其說的解釋。既然聖人之言即代天之言，那麼所有聖人之言皆必然有其真實之深意

。體認聖人之言此「必然一一對應」之真實深意的做法，即是所謂「深察名號」。

然而如此一來，「深察名號」的做法無意中便帶來一種頗為弔詭的思考後果。以聖

人之言來「完滿而剛好」地顯示不自言的「天意」，不但會使得聖人之言對號入座地少

有彈性，同時也會使得「天意」對號入座地少有彈性，馴至兩邊都不再「微妙難測」，

反而變得「明白確定」。事物一旦變得「明白確定」，便可以成為公認的「名義法度」，

為大家所遵循和取法。最明顯的例子是先秦時期孔孟荀老莊那種「一陰一陽『之謂』道

」的「柔性陰陽思考」，在董仲舒公羊學派的處理下，已經轉變為類似法家或黃老道家

的那種「一陰一陽『謂之』道」的「剛性陰陽思考」。22 「陰」、「陽」變成兩種分離對

立的面向，變成各自具有可供確指之特性的事物，不管是互補（儒家）還是互斥（道法

家）。萬事萬物於是可對號入座地在「陰」和「陽」之間二中選一，或者算個比例搭配

19 譬如和帝時，魯丕與賈逵、黃香諸大臣在殿上御前相難經義數事，帝善丕說，罷朝後特賜貴重衣帽一襲予以獎賞
。丕因感領殊恩而上疏言及「御前經義論難之道」。（同上引《后漢書》第二冊，頁 884-885。）

20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1974，頁 200。
21 同上引《春秋繁露疏證》，頁 204。此處所謂「五石六鷁」，是《春秋》的一段記事：「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戊申，朔，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解釋說：「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之磌然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
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
公羊傳注疏》，臺北：新文豐，清嘉慶二十年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八冊，頁 139。）

22 請參考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臺北：臺灣露務，1978，「天道」，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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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陽尊陰卑」和「仁主刑輔」的主張即由此而來。試問這樣思考，孟子「斷

章取義」和「以意逆志」的彈性解經方式又焉能不一去不返呢？這是一種「甚解式」的

經義解讀法啊！23

不過，聖人之言和「天意」都變得「明白確定」，正是匹配兩漢王朝大一統政治格

局的思想方式。承繼強秦統一天下所建設的「書同文、車同軌」，漢王朝的大一統建設

更進至「思同言、法同度」的地步。董仲舒上奏漢武帝「天人三策」中〈第三對策〉所

謂「獨尊儒術」的建議，即是此想法的一種落實方式。24 但是請注意！「獨尊儒術」並

不是搞「一言堂」來箝制思想，而是讓「上者有個一統之方，而下者有個可遵之法」，

以發揮「本正則末正」之功效。「獨尊」不是「獨裁」。「獨尊」就像「三綱」之「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為綱」那樣，只不過是「尊其大者」和「以之為本」

，並非「大小通吃」和「有本無末」，全面封殺其他人與物的生存機會和發言機會。25 「

儒術」和「君、父、夫」，必須自身先「本正」（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才能當得起獨尊和綱常的事物。用董仲舒處處以「陽」為「本」為「尊」，以「陰」為

「末」為「卑」的類比來說的話，那麼「儒術」和「君、父、夫」都必須做好「陽」的

本分，仁德剛健，才能「本正」而名實相符地成為綱常之物。如此依「本正則末正」的

道理，「諸子百家之術」和「臣、子、妻」亦會相應而做好「陰」的本分，戾刑柔順，

才能名實相符地成為權變和輔成之物。因此，董仲舒的「一統」，如果翻譯為英文的話

，應該翻譯為「統領」或「統率」(command)，而不應該翻譯為「統一」(unification)。「
統一」是現代西方那種有後設基礎想法的「大小通吃」。只有在那樣的想法下，「獨尊儒

術」和「三綱五常」才會變成「專制獨裁」。

配論名義與標明法度

白虎觀會議的「御前經義論難」，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思同言、法同度」的活動

。難怪《白虎通》解經方式以「配論名義」和「標明法度」為其特色。以下先說「配論

名義」這方面。隨便舉些《白虎通》中的段落為例。譬如以聲訓為主的有：「內爵稱公

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

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嶤嶤也。至

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

能推信堯道而行之。」；「水之為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

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

陽在上，萬物垂技。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

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

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

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

23 請參考拙著〈不求甚解──經義解讀法正論〉，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五屆中國經學研究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2007.11.17-18。（論文集即將出版）

24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宏業，頁 638。）

25 同上引拙著〈董仲舒的儒家帝王術〉，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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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積精稟氣也。」；「妻妾者，何謂也？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

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男女者，何謂也？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

，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也。」26

譬如以義訓為主的有：「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庶人

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

父歿稱子某何？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小子何？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也。」；「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

，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

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樂言作、禮

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言制。」；「聖人

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

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日之為言

，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27

從以上兩段選引自《白虎通》解釋名義的例子可以看得出來：不管是聲訓為主還

是義訓為主，都是些「門當戶對」、「天造地設」一般的解釋。每個「名」都有其真實的

「義」，全搭配得「剛剛好」。當然，這些訓詁大多其來有自而不無道理。然而即使如此

，也應該不致於「完滿而剛好」到如此的地步。況且有些解釋似乎是為了「完滿而剛好

」而湊合成「完滿而剛好」的呢！這就是「配論名義」。

再來說「標明法度」這方面。同樣隨便舉些《白虎通》中的段落為例。譬如以度

數為主的有：「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聲五、音八何？聲

為本，出于五行；音為末，象八風。」；「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

天成其道。……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

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物

成於三：有始、中、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

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經所以有五者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

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

陰數偶也。……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

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28

譬如以節度為主的有：「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

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

以一言為諡，質者以兩言為諡。故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為諡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

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

諡。故合言文王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諡，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

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夫人無諡何？無爵

，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

26 清陳立撰，《白虎通疏證》上下冊，北京：中華，1994。本段所引頁碼依次如下：17、54、167、383、450、451。
27 同上引《白虎通疏證》，頁次依序如下：2、22、25-27、53-54、98-99、334、374、424。
28 同上引《白虎通疏證》，頁次依序如下：6、128、129-131、198、438、44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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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其善惡。」；「祭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

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

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

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亦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

王命法年卅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有其世嗣也。年六十歸

兵何？不忍並鬥人父子也。」；「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父所

以不自教子何？為渫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

所以不歲巡守者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年

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 ，三年二伯出述職黜涉。」；「

月有小大何？天左旋，日月右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

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也。」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29

譬如以象形為主的有：「顯號諡何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諡法地也

，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笙者，大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

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

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陽，法雷也。」；「

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為君，君不可更為臣。」；「臣有功，歸功於君，何法？法歸

明於日也。臣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三綱法天地人

，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

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

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

以其皆有同志為己助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

，萬物始生。故肝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

葉，不能有所內也。」；「（父母喪）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

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

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30

從這三段分別關於度數、節度、象形的引文例子可以看得出來：《白虎通》對於事

物之所以會有某種度數、事情之所以必須採行某種節度、事物的樣貌和功用所取法的象

形之理，皆「直接而當然」地給出一個「完滿而剛好」的答案來。這些答案固然不能說

沒有道理，但是道理真能說成這麼「完滿而剛好」，好像「天造地設」、「門當戶對」這

樣嗎？如此一種說明法度的方式豈非太「明白確定」了嗎？跟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所

謂「人副天數」的講法豈不是一脈相承嗎？這就是「標明法度」。

陽尊陰卑

綜合以上對《白虎通》論述和思考方式的舉例檢視，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所有說

法之所以顯得那麼「完滿而剛好」，完全是因為處處都有類似前述董仲舒《春秋繁露》

中那種「一陰一陽『謂之』道」的「剛性陰陽思考」以及「本正則末正」的「一統思考

29 同上引《白虎通疏證》，頁次依序如下：28、70-71、74、79-80、208、220、257、290、427、557。
30 同上引《白虎通疏證》，頁次依序如下：77、115、139-140、192、195、375、38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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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作用所致。如果沒有這兩種「深層而細微」的想法起作用，上述「配論名義」和

「標明法度」的論述特色根本不可能出現，更甭說一般《白虎通》研究者所念茲在茲的

所謂「天人感應」的想法了。31 絕大多數現代漢代思想研究者，包括《白虎通》研究者

在內，都不明白「天人感應」想法的理路，總認為這是一種「神秘」或「神怪」的想法

，與符瑞、災異、讖緯這些「怪誕」和「迷信」的習俗信念有關。這都是受現代西方思

想影響的結果。其實「天人感應」的想法並非兩漢思想最根本或者最深微的想法。它只

是「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的「常變問題格局」32 的解答結果而已。董仲舒在上奏

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中的〈第一對策〉一開頭就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

已行之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33 仲舒此言完全是相應於武帝制問的宗旨的。

因為武帝所問的就是：「目前我們所知的王道似乎不是適合本朝的王道。但究竟是我們

效則先王之法的方式不對呢？還是不管怎樣，天命已定，衰敗之後自然就會改朝換代？

我現在很想盡力做好，以得本朝王道之正。但現在究竟要依照甚麼法度來做才對呢？」

這種問題。34 仲舒答說此事「甚可畏也」，意思是「如果不完全按照天道而行就會有災

異出現來警告」。至於怎樣做才算完全按照天道而行呢？就是完全效法「天有常道」的

做法。「天之常道」是「陽尊陰卑」和「陽主陰輔」的「一陰一陽」之道。此處所謂「

常道」，並非永遠不變、萬世不易之大道，而是有損益可言的三代之道。如同春夏秋冬

四時有所損益於五行之氣一般，夏商周三代分別尚忠、尚敬、尚文輪著來，「所祖不同

」。35 是故仲舒在〈第三對策〉中建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承大

亂之後，若宜稍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36 可見「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不是

兩回事，而是合在一起講的一回事。這回事就是「常道」。同樣的，「陽尊陰卑」的想法

與「《春秋》大一統」的想法也是同一回事，是同一「常道」的兩個側面。因為所謂「

常道」，就是漢武帝所最關心的「適合本朝之王道」。這既是個「古今之變」的問題，也

是個「天人之際」的問題；既是個「三代所祖不同」的「一統」問題，也是個「陽尊陰

卑」的「陰陽五行」問題。

《白虎通》裡有不少關於「常變之道」的例子。譬如講「常道」的例子有：「婦人

無爵何？陰卑無外事。」；「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地之承

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

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

31 張廣保，同上引〈《白虎通義》制度化經學的主體思想〉，以及氏著〈緯書對經書的解釋〉。（同上引姜廣輝主編，《
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頁 336-376。）在這兩篇文章中，張廣保說，不管是全部緯書思想還是《白虎通義》這
部書的思想，都可一言以蔽之為「天人之學」，亦即「天人感應之學」。其他研究者如侯外廬、章權才、周德良、
王四達等的看法也差不多。只不過大多都歸因於緯書的影響而已。

32 此處所謂「常」與「變」，不應了解為現代西方的「原則」(principle)與「特例」(special case)，或者「普同」(universal)
與「特殊」(particular)。如果勉強英譯，則可譯為「正常」(normal)與「變態」(abnormal)。

33 同上引《漢書》，頁 632。
34 漢武帝制問的重點是這樣的：「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歿，鐘鼓筦絃之
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
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
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
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同上。）

35 請注意！「陰陽」不能損益。能損益的是相應於「春夏秋冬」的「木火金水」。春木王，夏火王，秋金王，冬水王
。這是四時之「常道」。

36 同上引《漢書》，頁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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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

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天下太平，

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

並臻，皆應德而生。」；「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

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又聖人皆有異表。」；「天子下至士

，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

何？重國廣繼嗣也。」37

至於講「變道」的則有：「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

親被誅絕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

，故為眾陰所害，猶紂王也。」；「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

：金勝木，火欲為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

；「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王者諸侯之

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父煞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皆天地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自專也。」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夫有

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38

從以上兩段所引例子可見：《白虎通》之「常道」，要非「陽尊陰卑」之道，不然

即為「同氣相求，陰陽調和」之道。這些都是「可久可大」的「正常之道」。「陽尊陰卑

」是「綱常」思想之根本。「陽主事」、「陽用事」是天道之常態，也是「大一統」的重

點所在。因此，「隆立陽道」便變成兩漢王道的主旨。兩漢經學之發達以及詩賦之盛行

與此密切有關。然而《白虎通》的經義解讀法之所以顯得太過「完滿而剛好」，恐怕也

是白虎觀會議這次「御前經義論難」活動所無意造成之「隆立陽道」的結果。故此我們

以為：與其說《白虎通》的解經方式受到漢代讖緯「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還不如說

它跟讖緯思想一樣，「過度陽剛地作陰陽五行的思考」。

37 同上引《白虎通疏證》，頁次依序如下：21、155、166、189、211、217、285、360、337、459、469。
38 同上引《白虎通疏證》，頁次依序如下：154、189-190、210、214、216、267、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