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孔廣森是清代乾嘉時期著名經學家，他精通三禮和公羊學，堪稱經學天才。《禮學卮言》

是其三禮學代表著作。《禮學卮言》考證紮實，精奧博通，用力頗深。該書涉及禮學問題廣泛，

銳見勝解多出，解決了禮學史上許多疑難問題。梁啟超、孫詒讓、李慈銘、張舜徽等人對《禮

學卮言》的禮學成就皆讚譽有加。本書首先考察和分析了孔廣森身世生平以及《禮學卮言》產

生的時代背景，然後具體梳理和評價了孔廣森《禮學卮言》關於廟寢宮室、明堂、禘郊、禮服

以及三禮中其他眾多名物制度的考證成就，探討了《禮學卮言》訓詁釋禮、以經證經、以史證

禮等治禮方法以及其輔翼鄭學、實事求是的學術宗旨。在此基礎上對《禮學卮言》精奧博通，

多出勝解的學術特色也進行了系統闡發和呈現。最後本書結合清代三大禮學著作《儀禮正義》《周

禮正義》《禮書通故》等對該書的徵引與評價，分析和總結了孔廣森《禮學卮言》的學術影響與

貢獻，並對孔廣森《禮學卮言》的學術地位做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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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廣森（1752～1786），字眾仲，一字撝約，號顨軒，山東曲阜人，孔子

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傳鐸之孫。孔廣森不僅出身高貴，而且天資聰明，

年十七舉於鄉，乾隆三十六年十九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

討。孔廣森雖然年僅三十五虛歲即英年早逝，但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博涉群經，

六書九數，靡不貫通，著述宏富，成就卓著，是清代乾隆時期著名的經學家。 

孔廣森是清代乾嘉時期山東最著名的經學家之一。他曾師事著名經學大

師戴震，與段玉裁、王念孫、任大椿並稱戴震四大弟子。 

對於孔廣森的才華和學術成就，清代和近現代許多大師級學者給予了高

度評價。姚鼐曾在《儀鄭堂記》中稱讚孔廣森說：「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為

詞章。……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亦遠矣，雖古有賢如康

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註 1﹞羅士琳《疇人傳》亦讚揚孔廣森

說：「顨軒先生生自聖裔，兼有師承，亦乎學貫天人矣。所學《戴禮》、《春秋》，

兼精通六書、九數，駢體尤似六朝，其所創割圜四例，在明氏捷法未顯之先，

亦不為無補。其年甫逾三十，而所學無所不通，一藝之分，他人白首不能到，

有聞一知十之詣矣。」﹝註 2﹞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評價說：「國朝經師，

能紹承漢學者，有二事。一曰傳家法，一曰守專門。」在「傳家法」下，皮氏

 

﹝註 1﹞ 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 110頁。 

﹝註 2﹞ 羅士琳：《疇人傳補》，《續修四庫全書》第 51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第 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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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王念孫師戴震，傳子引之；孔廣森亦師戴震。」﹝註 3﹞現代著名學者黃

侃也讚揚說：「清世經師如孔廣森、戴望，皆年三十有五而歿。劉（師培）先

生年亦止三十五，所造尤為卓絕。此三君者，皆曠代奇才也。」﹝註 4﹞徐世昌

《清儒學案》甚至讚譽孔廣森為：「聖裔儒宗，曠代一遇。」﹝註 5﹞ 

孔廣森學貫今、古，在經學、在小學、算學、文學等許多領域均作出了

突出貢獻，成為乾嘉學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廣森代表性的學術著作主要

有《大戴禮記補注》《公羊春秋經傳通義》《經學卮言》和《禮學卮言》等，其

他尚有算數、音韻等方面的專著，如《詩聲類》和《少廣正負術》內外篇等。

其中《公羊春秋經傳通義》與《大戴禮記補注》是孔廣森在學界最負盛名的

兩部著作。《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一書曾得到梁啟超的高度評價：「清儒頭一

位治《公羊傳》者為孔顨軒，著有《公羊通義》，當時稱為絕學。」﹝註 6﹞《大

戴禮記補注》是孔廣森繼承其師戴震校訂《大戴禮》之餘緒，會通眾說而完

成的一部禮學著作。阮元在為其所作的《大戴禮記補注序》中贊其補注之功

曰：「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白於世，用力勤而為功鉅矣。」﹝註 7﹞ 

《禮學卮言》是孔廣森禮學研究成就的代表性成果。清代許多著名學者

對本書的學術價值給予高度評價。如周中孚認為該書中的《周禮鄭氏注蒙案》

能補王應麟《漢制考》和惠氏《禮說》之闕，《儀禮雜義》可證賈公彥《儀禮

注疏》望文生解之失；《小戴禮記雜義》可補孔穎達《禮記正義》之不及，「非

精研鄭學，不能如此精博也」﹝註 8﹞。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孔廣森

《禮學卮言》與凌廷堪《禮經釋例》、金榜《禮箋》等著述皆為禮學研究之書

「最著者、精粹者」﹝註 9﹞。然而相較於《大戴禮記補注》與《春秋公羊經傳

通義》而言，現代學界對孔廣森《禮學卮言》的研究還較為冷清和薄弱，該書

 

﹝註 3﹞ 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4年，第 233～234頁。 

﹝註 4﹞ 黃焯：《憶先從父季剛先生師事余杭儀征兩先生事》，載于程千帆等：《量守廬

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 137～

138頁。 

﹝註 5﹞ 徐世昌：《清儒學案》第六分冊第 109卷《顨軒學案》，人民出版社，2010年，

第 2901頁。 

﹝註 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 216頁。 

﹝註 7﹞ 阮元：《〈大戴禮記補注〉序》，《大戴禮記補注》，中華書局，2013年，第 3頁。 

﹝註 8﹞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 92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 63頁。 

﹝註 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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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成就與價值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和重視。有鑑於此，王元臣博士

將《孔廣森〈禮學卮言〉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對《禮學卮言》一

書進行了較為深入系統的研究，以彌補目前學界關於孔廣森禮學研究之不足。 

目前，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孔廣森〈禮學卮言〉研究》書稿就是王元臣

博士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增補版。本書考察了孔廣森身世生平，探討了《禮

學卮言》產生的時代背景，特別是對孔廣森《禮學卮言》的禮學考證成就、禮

學宗旨、治禮方法與特色進行了較為全面細緻的梳理和探討，論述了孔廣森

在三禮學研究領域取得的卓越學術成就，分析和總結了孔廣森三禮學的學術

影響與貢獻。本書立論平允，內容豐富、體例得當，結構合理，邏輯清晰，徵

引文獻材料豐富，學風嚴謹，文筆流暢。約而言之，本書在如下幾方面值得

肯定： 

首先，選題具有一定拓荒性或曰突破性。《禮學卮言》是孔廣森禮學的

代表作，但目前學界對其關注不夠。長期以來，學界表彰孔廣森禮學往往標

舉其《大戴禮記補注》為說。然而孔廣森禮學最高成就集中體現在這部《禮

學卮言》著作中，只有系統研究《禮學卮言》，考察其禮學成就，才能對孔廣

森三禮學思想、研究方法和學術貢獻進行深入而系統的揭示，才能彌補對孔

廣森禮學研究的不足，從而能夠使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孔廣森禮學研究的學

術貢獻與價值。 

其次，根據孔廣森《禮學卮言》的內容特點，本書把《禮學卮言》中的名

物制度和典章制度考證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全面梳理和考察了孔廣森《禮學

卮言》在禮學考證方面的成就和特色。重點探討了本書在「廟寢宮室說」、

「論禘郊」、「禮服釋名」、「《三禮》雜義」、「《周禮》鄭注蒙案」等方面的學

術成就，詳細評價了孔廣森在名物和典章制度考證方面的是非得失。並非常

中肯地指出孔廣森禮學思想的學術取向就是「宗鄭」、「儀鄭」，其治禮方法

和最顯著的特色就是「以經證禮」（含「以禮證禮」）、「以史證禮」與「以子

證禮」等。 

再次，本書綜合運用歷史學、學術史和文獻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

法，較全面地考察了孔廣森的家世生平，探討了《禮學卮言》的寫作背景，並

較深入全面地闡釋了總結了《禮學卮言》的內容結構、學術宗旨、考證方法、

治禮特色和學術貢獻。本書在廣泛運用傳統文史考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參

用統計、圖表和考古材料以證成孔說或說明孔說之侷限，方法務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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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關於孔廣森《禮學卮言》在禮學史上的影響，本書主要通過詳細

考察清代三大禮學著作（胡培翬《儀禮正義》、黃以周《禮書通故》和孫詒讓

《周禮正義》）對《禮學卮言》的徵引情況，來審視和說明《禮學卮言》在禮

學史上的學術影響與價值。這樣得出的結論有理有據，很有說服力。 

當然，金無足赤，毋庸諱言，本書尚存在一些需要深化之處和研究的不

足之處。如個別結論的論證不是很嚴密，還值得斟酌和商榷，還需要提供更

多的論據進行說明和論述；某些轉引的文獻內容不夠簡明；個別文字表述尚

存在一些枝蔓現象，等等。但瑕不掩瑜，作為第一部較全面探討論述孔廣森

《禮學卮言》的學術著作，本書從總體上說確實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特別

是在目前對清代禮學家與禮學著作的個案研究還很不充分的現狀下，本書無

疑能夠豐富和推進這方面的研究，對清代禮學史研究大有裨益。此外，由於

孔廣森是乾嘉學派在山東地區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而本書對深化清代

山東乾嘉經學史研究、發掘齊魯文化的深厚資源亦具有特殊意義。 

王元臣博士與我有師生之誼。他天性寬厚篤實，潛心向學，歷經多年寒

窗苦讀，終於完成了這篇《孔廣森〈禮學卮言〉研究》博士論文。今欣聞本書

稿即將由花木蘭出版公司出版問世，很為他感到高興！為此謹向他表示衷心

的祝賀！並希望他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開掘推進，在禮學研究領域取得更多、

更好的成績。企予望之！是為序。 

丁鼎 

2021 年 4 月 21 日於曲阜大同路六藝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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