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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皇帝”這個詞，對於中國人來說，無論是男女老幼可說是人人皆知，

而對於皇帝制度則恐非人人皆能了了。在中國，皇帝制度曾存在二千餘年

之久。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靈魂和核心，在神州大地上曾產生過極其神奇

的力量，並使人感到它具有無處不在的威力。

皇帝，在他存在的那個時代，曾長久地被神化為天帝的兒子，是代天

治民、主宰全國臣民的君主。他的話是金科玉律，他的意旨為全國臣民所

必須遵守，不可違背。他處於高高在上的獨尊地位，掌握著對全國臣民生

殺予奪的大權，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一國發號施令；他在生活上，無論是衣、

食、住、行還是婚娶、壽誕，處處都有著一整套嚴格規定的儀制。

他的政治行為決定或影響著全國臣民的生計。一個英明有為的皇帝可

以使國家富強，而一個庸劣的皇帝卻可以使社會腐敗、生靈塗炭，乃至使

整個國家瀕於危亡。

但歷史畢竟是人民創造的。它的演進並不以皇帝的意志為轉移。皇帝

個人的作用，最多也只能推動或延緩歷史的進程，卻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

規律，阻擋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

清末，由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推翻了清室的專制統治。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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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終於在神州大地結束了它的歷史命運。

但是，舊思想和舊制度仍在頑強地作垂死的掙扎。清王朝被推翻了，

但天安門的宮牆內，帝制並沒有立即消失。那些舊制度的迷戀者如新軍閥

頭子袁世凱和號稱辮子軍的首領張勳之流，一前一後在演出帝制復辟的醜

劇。繼之，還有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扶植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竊據一隅，

也在做稱孤道寡的帝制美夢。

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

復辟行為，最終只能落得曇花一現、灰飛煙滅的下場。

皇帝和皇帝制度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名詞。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帝王

思想和帝王意識仍不時沉渣泛起。

朕即國家，家長制、一言堂的政治生活，人們記憶猶新。即使在日常

生活中，借用“皇帝”這個詞也隨處可聞可見。在家庭中，被家長們所寵

愛的獨生子女被稱作“小皇帝”、“小公主”；在新聞傳媒中，到處出現甚麼

“御茶”、“御酒”、“御膳”、“宮廷秘方”之類的廣告宣傳；在遊樂場所中，

以龍袍、鳳帔的穿戴來招攬遊客的攝影留念，更是屢見不鮮。

諸如此類，展現出現代社會生活竟與古老文明結合得如此巧妙，“皇

帝”這個詞仍在超越時代界限發揮著它十分光怪陸離的作用，這足以引發

人們對歷史上的皇帝和皇帝制度去進行反思。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人們繼踵啟蒙思想家之後高呼民主與科學，對

封建帝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但這種口誅筆伐大多停留在歷史的表

層上，即著重對帝王的予取予奪的獨斷行為及其奢侈糜爛、荒淫無恥的生

活進行抨擊，而殊少深涉到對皇帝制度的歷史本質與內涵的剖析。

在這一批判反思的過程中，20世紀 40年代王亞南所著的《中國官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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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研究》可說是劃時代的。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封建皇帝制度

下的官僚形態作了理論上的探討與闡發。

在最近的十餘年來的歷史反思中，史學家們也曾陸續發表過一些有關

皇帝制度的批判文章。這些都對人們認識皇帝制度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歷史是一面鏡子。多少歷代興亡事，像一聲聲從塵煙湮沒的歷史深處

傳來的深沉的鐘聲，發聾振聵，催人警醒。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我們

應該而且有責任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認真的總結，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過

去，認識今天，探索未來，更好地建設國家。

對影響著中國二千餘年之久的中國皇帝制度，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嚴肅

的、認真的、深入的研究；但這種研究應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

的探討，是理智的分析而不是感情的詰難。

這個題目所牽涉的時間跨度是那麼長，它所碰到的問題又是那麼複

雜，若要對皇帝制度作全面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歷史的表象上去批

判，而應當深入到中國數千年來的典章制度中去作由表及裡的探討，必須

長年累月地從一大堆史料中去梳理，省悟出其中的底蘊，以揭示國情的深

層認識，給今人和後人提供歷史的借鑒。

我對中國皇帝制度這個課題感興趣始於 20世紀 80年代之初。那時，

我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執教，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心中便有撰寫《中

國皇帝制度》一書的奢望。原先想把它寫成這樣的規模：即把它的產生、

發展、演變、消亡分成若干階段，指出其中的若干特點，揭示其發展規

律，同時對皇帝專制下的唯我獨尊、家天下、無視臣民權益的專斷行為作

一些必要的批判。

可是當我進入角色，面對著紛繁龐雜的一大堆史料時，卻發現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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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餘年之久的封建皇帝制度並非是一堆腐爛的垃圾，也不是僅以批判兩

字所能了結的。

它精華與糟粕並存，積極與消極同在，其間許多問題都須重新認識。

比如，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歷史文明與皇帝制度之間存在著甚麼聯繫；皇帝

的國號、年號、尊號、廟號、諡號以及種種的儀制包含著甚麼樣的社會意

義；皇帝對天地鬼神的祭祀活動以及在全國各地設立孔廟是否單純是一種

迷信崇尚，還是另有政治文化要素；皇帝個人的品德才能對國家與制度發

生甚麼樣的影響與作用；皇位繼承人的規定與廢立之爭以及後宮制度對封

建政治產生甚麼樣的正負作用。

諸如此類的問題，使我的研究工作一度停頓下來而不得不去重新思

考撰寫的角度。這就是說，撰寫皇帝制度應該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

把它放在中國歷史總的進程中，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政治文化結合起來，作

全方位的系統考察與研究，這樣，才能跳出時俗的格局而使它具有一點新

意。這便是今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綱目和內容。

對於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歷史考訂的關係，順便在這裡作個說明。我極

端重視用考據的方法整理過去的史料，因為若非經過細緻的工夫去進行歷

史考訂，其結論往往會淪於膚淺、草率。但是本書並不以考訂為滿足，若

依此撰寫，必將長篇累牘使文字成倍增加。而且在封建社會中，同一制度

往往會因時代的不同和帝王的態度而發生種種變異，倘若不能把握住歷史

進程中的要點，則愈加考證，就會愈加顯得支離破碎，乃至要花去很多時

間和精力去處理史料中紛繁出現的各類矛盾。

考證工作是對某一具體史實的研究，只要能求出其事實真象便可說已

經達到了目的，但我對皇帝制度的研究則是著重於探討它在歷史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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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事理，發現其中的歷史聯繫並給以合理的闡釋。這樣的研究方法對於

廣大讀者來說，既可以節省許多寶貴的閱讀時間，也可以避免由於史料堆

砌所帶來的枯燥和沉悶的感覺。至於對一些必須引證的文字，我則放在註

釋裡來加以說明。這樣也許可以使具有歷史考證興趣的同仁們能得到部分

的滿足。

本書是我向國家教委申報“八五規劃”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在寫作

過程中，參考了楊寬先生有關先秦禮制、陵寢制度和都城研究的成果，又

承台灣大學歷史系高明士教授關注，並多次惠寄他的大作，也使我獲益匪

淺。本書的出版承蒙趙劍敏先生的協助，姚鐵軍、李旭先生的熱情支持。

他們在本書的寫作和編輯過程中前後出力甚多，尤其是李旭先生為本書精

心配置了有關插圖，於此一併表示由衷的感謝。本書的出版，若能給讀者

增加一些作為龍的傳人所應當了解的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知識，給同胞們予

一點有益的啟迪，那麼我的目的也就算達到了。

學海無涯。在本書脫稿後，仍覺得有一些當寫而未寫進去的內容。這

只好留待日後補寫了。本書的不足之處尚望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正。

徐連達

2008 年 3 月

於上海同濟綠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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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說到底就是帝王制度，是家天下的制度。

國家成為一宗一族，或幾個家族的私產，由一個家族或者幾個家族輪流執

政。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帝王權力至高無上，不受制約；帝王實行終身制

和世襲制，並由在位君主直接指定接班人。史官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

要的組成部分，歷朝歷代通過修史，保存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基本的部

分，這個文化傳統的本質就是帝王文化。二千多年來，中國古代史學的傳

統是由孔子的《春秋》及司馬遷的《史記》演化而來的。它的主導思想就

是“明王道”，而王道說到底就是帝王之道。這也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

核心問題。有形的帝王制度雖然離開我們已經許多年了，但是它的陰影，

有時仍或多或少困擾著活著的人們。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建立共和，這之

後雖然出現過短暫的洪憲帝制，張勳復辟，以及溥儀在日本挾制下的滿洲

國做兒皇帝，但從總體上講，帝王制度畢竟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了。以共和

制取代帝制，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取消帝王的專制集權，取消家天下，

代之以由民眾選舉產生的民主共和制。把國家權力分成為立法、行政、司

法以及監察等互相獨立和制衡的權力機構，其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個人獨

裁，把權力歸還給民眾。然而帝王制度雖然廢除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制度

還不健全，民眾在政治上自主意識仍不充分。帝王思想的影響，不僅表現

在極少數的個人野心家身上，也可以表現在民眾的自卑和不覺醒上，如官

本位的觀念、權力崇拜的思想，不管甚麼東西，與帝王沾一點邊就引以為

榮。中國歷史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專制皇帝，無論是秦皇、漢武、唐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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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成吉思汗，還是康熙、乾隆，仍然是人們崇拜的對象。給國家元首

呼萬歲的傳統延續了很久，蔣介石在溪口的老家被稱作“豐鎬房”（豐、鎬

是周文王、武王起家的故土），那還不是把蔣介石當帝王看待嗎？這些現

象說明，帝王思想仍然或明或暗地殘存在人們的心目中。廿四史在一個時

期，仍將是一些人熱衷的讀物。如果是為了從中去尋找“南面之術”就不

好了，若是為了尋找治國富民的鑒戒，則是有裨益的。

一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六章、下編四章，共十章，重點是論述皇帝制

度的產生、發展及其終結。

第一章論述皇帝制度產生前的種種稱謂，從其源流演變的過程中考察

王權由分散到集中以及皇帝名稱的正式確立。

第二章論述皇帝的稱號、國號、紀年、尊號、諡號、廟號的產生及其

各自的獨特性和相互間的關係。他是皇帝專制統治的標誌，並具有一定的

政治意義和文化意識。

第三章論述皇帝服食起居等生活方式以及宮闕、都城、園苑等的設置

及其政治構思，皇帝在生活上的種種體制都是皇帝獨一無二、唯我獨尊的

特殊地位的體現。

第四章論述皇帝的祭祀典禮，諸如宗廟、陵寢、喪葬以及對天地神靈

的種種祭祀，表明其家國同構、政教一體的構建乃是皇權與神權、教權的

巧妙合一。朕即是國家、社稷。

第五章論述皇帝假借天意，用天命論以及祥瑞休符等神道設教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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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己的神聖權力，藉此以樹立統治臣民的無上權威以鞏固皇權的政治目

的。同時，還指出皇帝專用的璽寶、符節等信物，乃是作為行使皇權的憑

信。它們在各種場合下的行用均有其政治意義。

第六章論述皇帝與朝臣相見議事的朝會、朝參與朝儀，在不同時間條

件下的運行方式及其功用。同時指出臣民對皇帝種種儀制上的避忌。如避

諱、避服飾徽記、避語言文字以及刑律上的種種犯禁規定，都是為了維護

皇權統治、樹立皇帝權威在禮儀制度上的表現。

第七章論述皇帝統治下的治道與治術。指出它是由思想家們在政治實

踐中不斷創造出來的治國理念和思想體系。它的發展過程乃是由先秦諸子

中的儒、法、道、陰陽等諸家學派，經過揀擇篩選後逐步融合，統一於儒

家學說之中。從五經、九經到七三經，就是皇帝統治的思想理論。同時，

封建皇帝必要時又使用法家的法、術、勢等手段，用以強化皇帝控馭臣民

的權力。這種儒法合治、陰儒陰法可以說二千年來一以貫之。

第八章論述皇帝制度產生的必然性，以及在大一統的局面下所創造出

的精緻燦爛的文明。諸如精美絕倫的手工技藝；奇瑰壯麗的建築與雕塑；

精妙奧博的曆算與醫學；豐富多彩的文史圖籍；獨特卓絕的書畫藝術等，

都是在長期積累下，集中全國的民力、財力、智慧與巧思下完成的。同時

也是國家、民族凝聚力在精神文化上的表現。它的歷史作用值得肯定。

第九章論述皇帝制度下的政治變革與王朝更替。歷代的政治變革通

常多是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而且它只是在累進式的局部調整和修

正。宋、明之後，此種變革通常是積重難返，阻力巨大而失敗。無論王安

石變法、張居正改革，都是曇花一現，人息政亡。至於王朝更替，無論是

通過上層政變的方式如王莽代漢、司馬氏代魏，或者是通過大規模農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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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唐末的王仙芝、黃巢，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

義，其結果充其量不過是對階級關係和各種制度作局部的調整，原有的生

產方式和封建體制未能根本觸動。新的王朝代替舊的王朝、封建皇帝制度

仍得以長期延續下去。至於由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的改朝換代，

就其實質來說乃是一種政治體制和文化形態的趨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充滿著民族隔閡與民族矛盾，摩擦、衝突、吸收、融合同時存在，最後的

結果是落後消亡，先進存在，復歸為新的大一統。因此，決不能以民族

的、正統的觀念來定是非。

第十章論述皇帝制度的消亡。封建皇帝制度是建立在農耕社會，以

家庭、家族的共同體基礎上的。消亡的根本動力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變遷，

代表新生產力的新階級的出現。但這種狀況的出現非起於一朝一夕，而是

長期積累的過程。若基礎不變、觀念不變，皇帝制度的復辟與反復辟便會

長期地、反覆地出現。這一直要到代表現代文明的新的階級茁壯長大，並

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形成統治力量，封建帝制便會徹底、永遠地退

出歷史舞台。否則，無論語言、文辭或其他形式的改變，只能是舊酒裝新

瓶。帝制的幽靈仍會在穿上新裝後繼續遊蕩。

以上十個章節大體論述了皇帝制度的基本內容和特徵。但是皇帝制度

畢竟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重大題目。諸如皇權與相權的關係；各王朝官僚機

構的組織體系及其運行方式；帝王與后妃、外戚的關係；帝王與後宮、宦

官的關係；帝王與太子、諸王的宗親關係等等上層人際的關係，都與皇帝

制度密切相關，另外各個王朝的兵制、稅制、選舉制、刑法制等等也是離

不開皇帝制度這個軸心的。限於全書體制及篇幅，對這些方方面面的問題

也就不能充分地展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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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是人們有組織的行為規範體系。它既是習慣形成的，又是人們

在社會生活中有意識地自覺制定的。作為一項社會制度，它的內涵應包

括：一是構成這一制度的基本理論和價值取向；二是在這一制度範圍內，

人們相互關係間的行為準則，也就是人們各自在這一制度範圍內的地位、

角色、權利和義務；三是實施這一制度相關的組織系統和實施的操作方法

與程序。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制度離不開這些基本的方面。因此觀察構

成帝王制度的基本觀念，考論君、民、臣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行為準

則，探究帝王制度的組織系統和它的操作方法與程序，這些都應該予以充

分的關注。

在中國歷史上，國家制度通常是與家族制聯繫在一起的。國家制度是

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擴大而建成，所以研究帝王制度，同時也離不開家族

宗法制度。帝王制度的基本組成成員是君、民、臣三者，從家族制度講，

其基本的組成成員是父母、夫婦、兄弟。一個家族是以若干個有血緣關係

的家庭為其細胞，以宗法關係構成其組織系統；而一個國家所統治的社

會，則是由許多家族所組成，其管理系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它與分

散在各個地區的許多聚族而居的家族的組織系統是並存的，共同維繫著整

個社會秩序。這兩個組織系統是互相依存，相輔相成的。從觀念上講，儒

家的三綱五常，把這兩個組織系統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紐結在一起，

通過倫理觀念統一了任何一個成員在國家生活和家族生活中所處的地位、

角色、權利、義務及其與其他成員的相互關係。國家生活只是家族生活的

擴大，帝王稱君父，文武官僚稱臣子，百姓稱子民，與家庭內部父子、夫



22

婦、兄弟之間的尊卑程序，紐結在一起了。為了凝固這種相互關係，在相

互交往過程中，便表現為一套完整而繁瑣的禮儀規範。從家族角度講，表

現為婚禮、冠禮、喪禮；從社區講，則有鄉飲、射禮；從國家生活講，則

有朝會、參拜、祭祀。通過相互之間的稱謂、身份、日常飲食起居的程

式，藉以體現人們之間的等級尊卑關係。以倫理關係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則

構成這一制度的思想基礎。這些也許就是中國帝王制度的一個大輪廓。

三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無論經部與史部，都與帝王制度和帝王生活有著

緊密的關係。從經部講，無論《詩》、《書》、《易》、《禮》、《春秋》，都是

中國古代帝王制度的著錄。如《詩經》的雅與頌，是廟堂的頌詞；《書》是

帝王的文告；《易》是帝王求神占卜的檔案；《春秋》則是諸侯王行狀的實

錄；《禮》更是中國帝王制度最早最直接的規範。關於經部，我們著重說一

下禮，其他就從略了。

禮分別為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三禮是分別從理論觀

念、人們相互關係的行為準則、儀式及組織制度這三個基本方面來描述帝

王制度的。若從成書的時間來看，這三本書都產生在戰國到秦漢之間，最

先著錄的《儀禮》，是通過禮儀的程式來表現人們相互關係的行為準則。《周

禮》分天地四時六官系統，是敘述周代職官制度的作品。《禮記》通過對

《儀禮》的闡釋，論證了有關帝王制度的理論和基本觀念。三禮這三本書，

反映了中原地區從原始部落國家巫術禮儀的著錄，經過後世儒生加以系統

化、規範化、理想化，從而形成了封建帝王的禮儀制度、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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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禮論》中說：“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

師者治之本也。”說明禮最早起源於人們對天地自然的崇拜，對祖先的崇

拜，對國家權力的崇拜，從宗教儀式向人倫交往的形式轉化，逐漸構成一

套完整的涉及祭祀、喪禮、朝覲、聘問、婚姻、盟會、燕享、軍禮、冠禮

的禮儀形式，通過《周禮》，又把它規範到職官制度上去。而《禮記》又把

儒家關於孝悌仁義忠信這一套處理家族與國家關係上的倫理觀念，灌輸到

儀式和組織制度上去，構成了一整套被儒生們理想化的帝王制度的雛形。

它既有現實生活的影子，又帶有濃重的理想化的成份。當然，在理想與實

際這二者之間仍有很大的距離。這三本書的定型，與中國帝王制度在秦漢

時期的形成，基本上是同步的。

“禮自外作”。禮是社會對個體成員具有外在約束的行為規範。儒家

在闡述禮的內涵時，卻與人的本性聯繫起來，成為一種人的本能的內在要

求。孔子與宰我關於三年之喪的討論，在《論語》中有一段對話。孔子說：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這樣便把孝悌建立在人們親子

之愛上。孟子關於不忍人之心的論述，就把仁義禮智作為人的“良知”、

“良能”，是人們生來就具有的本能，從而把儒家的仁政王道，建立在人們

本能具有的心理情感的基礎上。《禮記》的《大學》與《中庸》二篇擴充

了這一點。《中庸》稱：“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這樣便把天人合一，把外在的禮儀所反映的倫理與天道合一，同時

又轉化為自身本能的追求。孟子講：“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強調“善

養吾浩然之氣”，把外在的禮所反映的倫理觀念，內化為人的本能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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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天道與人道統一起來。《中庸》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那麼外在的倫常秩序——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的禮義廉

恥、忠孝仁義，反過來又成為人們內在的智、仁、勇三達德的修養。所以

《大學》強調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項

內容的出發點都是從人們內心修養做起。這一套傳統的儒家修身的觀念，

從個人、家庭到國家一以貫之，乃是帝王思想千百年來在儒生身上生根的

基礎。二千年來，通過儒家經典的影響，幾乎成了整個民族為人的倫理準

則。它像潛意識那樣，深深地刻畫在人們的思想深處，為封建帝王專制統

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禮節與儀式僅僅是這一套思想觀念外在的表現

形式罷了。儀式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隨著地域的差異而不盡

相同，而思想的內核，在這二千多年來卻變化不大，直到五四運動以後，

才稍稍有所觸動和變化。

《儀禮》和《周禮》這兩本書記錄的內容，確有實際生活的影子，後世

的儒生把它規範化、格式化、繁瑣化地記錄下來。它既不是無中生有，也

不是事實的真實記錄，只能由此窺探古代官僚制度和禮儀程式的一個梗概

罷了。這是我們運用這兩本書時要注意的地方。

四

中國帝王制度及其演化的歷史記載，主要在中國古代典籍的史部。其

中正史類從《史記》到《明史》的《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都是詳

盡的帝王制度及其歷史的紀錄。所有紀傳體正史，總括起來是兩個部類：

一是紀和傳，紀是編年，是記錄歷代帝王行狀的；傳是人物的歷史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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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志或書，記載與帝王制度相關的各種典章制度。這二者是互為印證

的。司馬遷特別推重孔子的編年史《春秋》所弘揚的王道，也就是帝王之

道。《史記》上承《春秋》，是司馬遷從事著述的支點。文以載道，司馬遷

著述的目的，還是為了弘揚帝王之道。事實上，歷朝歷代編著的正史，都

離不開這個根本性的主旨。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比較如實地記錄當時封建王朝官僚制度的，應推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它第一個比較完整和系統地記錄了秦、漢兩朝

的官僚制度。區別於《周禮》的地方，是它確實存在過。《周禮》即《周

官》是不完整地存在過，經儒官們改造過帶有很大的理想化的成份。後來

王莽想借《周官》實行改制，結果失敗了。王安石借重《周官》實行變法，

也行不通。宇文泰建立的北周曾借用周禮六官以實施鮮卑族的漢化，亦時

間不長。隋文帝楊堅上台就廢除了這套建置。而《漢書》的《百官公卿表》

則是秦、漢二代職官制度的實錄。在此後，《後漢書》有《百官志》，《隋

書》、《晉書》有《職官志》，都對各朝各代的官僚制度及其沿革有比較詳

盡而可信的實錄。志書中，不僅是職官制度，還有帝王禮儀制度的記錄。

《史記》有《禮書》、《樂書》，《漢書》有《禮樂志》，還有《輿服志》等。

有的史書還把禮樂分設為《禮志》與《音樂志》，有的則合為《禮樂志》。

把禮儀與職官等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一朝一代的時限，並從體制上去探

討典章制度的沿革和得失的，那是唐代杜佑編纂的《通典》。它的長處是跳

出一朝一代帝王興亡的個人得失，而從體制源流上去探討導致變革的更深

層的歷史原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在史學上開創了政書類

的先河，以典章制度的沿革為著述的範圍。以後有鄭樵的《通志》二十略，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有斷代的典制彙編，如《唐會要》、《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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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後人編纂的各朝各代的《會典》、《會要》。這些都為後來研究帝王制

度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歷史資料。

在歷代正史的志部，除了禮儀和職官這二部門外，天文、律曆和五行

都佔了很大的比例，這也是中國史官文化的一個特點。它反映了帝王制度

中神道設教的部分。中國古代巫史不分，史官不僅著錄帝王的政治生活，

還要履行天官的職能，它包括天文、曆法、祭祀、占卜、祥瑞、災異這些

方面。他們在溝通天人之際，借天象以論人事。西漢的史官就執掌著天官

的職能。《史記》中的《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都是從天

象的角度論證天人聯繫的。這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窮天人之際，通古今

之變”。《史記》以後，歷代的正史，都保留了這個傳統，《天文志》、《五

行志》、《律曆志》在志書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君權神授，帝王須要用天命

論來闡述其統治的不可侵犯，使王道與天道結合在一起。董仲舒“天人合

一”的思想，是為了說明“人之所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響應”，“唯天子

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王權天授”，是天命君主來治理百姓，民

眾必須服從於君主。這是帝王制度下君民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屬性，而君

主要聽命於天，天與君主則通過災異和祥瑞來互相溝通，臣子可以通過災

異的闡述來對帝王諫諍。這是戰國以來，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五行家的時

尚。它既維護王權神授的神聖不可侵犯，又用災異來調整統治秩序，使臣

子與帝王間具備對話的條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是通過這種方式來與

漢武帝對話，並向漢武帝提治策建議的。

當然，除了禮樂、職官、天文、曆法、五行各志以外，正史各志中還

涉及稅制、軍制、刑法、選舉、州郡、邊防這些部門，也是帝王制度不可

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其離開帝王制度的核心部分要偏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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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考察帝王制度，還應注意先秦諸子的作品，因為帝王思想淵源於

先秦諸子。先秦百家爭鳴，實際上都環繞著一個中心即帝王的南面之術。

諸子百家所闡述的觀念，都是為了尋求帝王的賞識和重用，以施展自己的

抱負。從孔子周遊列國起，諸子在各國的游說和爭辯，都是為了相同的目

的。這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六家要旨》上說得很透徹。司馬談說：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

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

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

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

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

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

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在《六家要旨》中，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一、開首引用《易大傳》

的話，說明先秦以來的諸子百家，為帝王尋求致治之道，雖然各自論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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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不同，側重點不同，方法不同，然而目標是一致的。大家都是為帝王

尋求統治之道，是殊途而同歸。二、各家在論爭時，互相對立而排斥，但

各有長短。實際上各家的論述是互相補充的，不能偏廢，從戰國到秦漢，

諸子百家之間互相融合和吸收，已成為時尚，區別的是以哪家為主罷了。

從《莊子．天下篇》、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到劉安的《淮南子》、司馬談

的《六家要旨》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反映了這個傾向，把諸子百

家的學說融會貫通，兼收並蓄。漢初的黃老之學，不過是以道家為中心吸

收各家的學說，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則是以儒家為中心，其理論也是

綜合各家的學說。三、百家集中起來，實際上是法家與儒家這兩家。漢武

帝以後，儒家逐漸佔了上風。漢武帝不滿足黃老的無為而治，而偏重於儒

家。法家偏重於名分和權謀，儒家則偏重於倫理，前者偏重於霸道，後者

偏重於王道。

漢代帝王對各家提出的南面之術，自有其選擇的傳統，那就是“霸王

道雜之”兼用儒法二家。漢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不滿其父漢宣帝多

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於是父子兩人有過一番爭論：

（元帝）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

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

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元帝紀》）

宣帝的這一段話反映了漢代帝王傳統的馭政之道，是“以霸王道雜

之”。所謂霸道，就是法家講的那套專制獨裁及道家的陰謀權術。所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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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是儒家們宣揚的那一套倫理觀念和繁瑣的禮儀制度。在用人上，儒

生與“文法吏”都要用，不能偏用一端。雖然漢武帝主張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但是在用人上並不偏廢而專用儒生。他重用過如張湯這一類以酷吏

著名的“文法吏”，興過不少大獄，也重用如公孫弘這樣的滑頭儒生為丞

相。從道理上講，封建帝王要維持其統治，必須有軟的和硬的兩手。軟的

一手，便是儒生們倡導的禮義廉恥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基本的倫理觀念及其所表現的行為規範的禮儀制度。硬的一手實際上就是

專政手段，靠手中的那批專興大案的文法吏們來鋤除異己力量，以強化自

己的統治，這就是霸道。這裡只有壓服，沒有甚麼可以講道理說服人的地

方，即便要講道理，也是只准我說你服，沒有你辯說的餘地。故從政治上

講，在對立階級之間，即使在統治集團內部各個成員之間，也只有赤裸裸

的利害關係，決不會有講甚麼仁義道德的餘地。權力的統治是最無情的，

即使在父子、夫婦、兄弟、君臣之間，由於利害的衝突，隨時都會反目為

仇，自相殘殺。在帝王親族範圍內，相互殘殺的例子隨處可見。然而這兩

手又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而最基本的依靠則是霸道。它像一個兩面

人：一面是和顏悅色地笑臉相迎，一面則是猙獰可怖，兇相畢露，隨時都

想吃人的樣子。這兩副面孔長在一個腦袋上，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一

副面孔，專制統治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漢宣帝對元帝之所以不滿是因

為元帝太天真了，以為單純依靠儒生及王道就能維持其統治。漢宣帝的結

論是：“亂我家者，太子也！”毛澤東曾經對人多次講過這個故事，並表示

他是贊成漢宣帝對漢元帝的批評的，認為漢代後期，元、成、哀、平，一

代不如一代。他所強調的是法家的霸道，不是王道。西漢末王莽正是以儒

家聖人的面孔來奪取漢的政權的。毛澤東把專政手段放在第一位，大概也



30

是他尊法批儒的一個重要原因吧！弄清楚漢宣帝對漢元帝的這一段話，對

我們理解帝王思想及其與先秦諸子的關係是有幫助的。

六

帝王制度是封建主義條件下，國家機構運行的一種模式。古代的人們

為了論證帝王制度的神聖不可侵犯，也要說清楚它的來龍去脈，說明它的

起源、功能以及建立的目的，為帝王制度的存在，提供一個合乎邏輯的理

論依據。弄清這些問題，對我們理解帝王制度也是有益的。

在先秦諸子中，對於國家或者君主專制制度的起源、功能、目的也有

過一些極為精闢的論斷。許多人都承認在人類原始階段，曾經有過一個沒

有國家和君主的群居時期，《禮記》的《禮運篇》稱其為大同世界。那時“大

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是被美化了的原始部落制度。

《呂氏春秋》的《恃君篇》，對原始社會階段人們的生活狀況，說得比較客

觀些：“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

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蓄積之便，

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可見在沒有君主和國家的階段，人們是群居

雜交的。這個描述比較符合實際。那麼又如何會產生國家和君主，以及禮

儀刑法制度呢？《禮運篇》的回答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

子其子，貨力為己。”這裡說的就是從原始的公有制轉化為私有制。於是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這就是國家和君主產生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