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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配經論析：
經讖的經藝流別及對經學的軌蹈

——以《春秋緯》與《春秋》教為中心

郭思韻

論 文 摘 要

 經讖諸緯深受經藝流別的制約與推動，彼此各有所需依循的經典
及題旨重心，且亦承載了各所親善之經藝及其流別的儒學淑世理念。
《春秋》撥亂反正之教，在正名審分，使朝野君臣父子不失其職、各
得其宜；而《春秋緯》所涉事蹟雖超出經文甚遠，亦不乏牽強附會者，
卻始終以改正亂制亂政為本。其作意近經甚於近傳，更傾向於原著基
礎上的續補構建，在更大層面落實《春秋》教道事、道名分的精神，
以天地星辰宇宙諸事為則，正名審分，見所受制，應合人事，為所
擬渲染的君臣名分之各類內涵進行鋪墊，以期望“君臣履職，天下和
平，黎民康寧”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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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現今一般意義上所說讖緯，基本是東漢光武時所官定的《圖讖》八十一篇。

諸篇大抵可劃分為河洛、經讖二支，故張純撰《泰山刻石文》將讖緯載記、表彰

光武天命的情況稱頌為“河洛命后，經讖所傳”1；篇目包含四十五篇的河洛圖書

以及三十六篇的六藝經術之屬，即張衡上事所稱之“河洛五九，六藝四九” 2。讖緯

之學在官方的推動下強勢崛起，先以“孔聖奉天之文”  3 的“孔丘秘經”  4 之身爭得

天文聖意的傳承道統，後又蒙時人冠予“緯”稱，昭示其與“經”分庭抗禮的地

位，講求經緯兼修外內相成而盛極一時。但再如何風光無限的曾經，也難掩其於

後世的難堪處境——相比禁毀、散佚等客觀問題，更致命的是有宋以下學術領域

愈劇的質疑與打擊，歐陽修《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最能體現這種否定，

所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故“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

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

雜”，認為此等“背於六經，以文其私說”之緯言非但“無益經典”，甚至禍害極

深。5 讖緯所言種種，今之學人一般亦視之為神學迷信、妄說經文，並多將諸經之

緯視同一群泛言總體性質，畢竟在緯書“乖道謬典”6 的悖經非聖之觀念下，將其

置於各自的經學流派進行審視，這個角度的價值意義似乎微乎其微。

 然而無可否認，諸緯是在經學最為昌盛、儒學最為輝煌的漢代問世的，從

最初的“經讖”之名，到崛起於延熹、熹平之際甚至後來居上根植人心的“緯”

稱，由圖讖之流而能被漢室君臣儒生最大程度認同其與“經”對等，無論出於正

解抑或曲說，兩者間必有經術上不容忽視的合理聯繫與緣由，才能在“桓譚疾其

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7 中仍頑強地入駐漢唐經學

系統而流播，這很難簡單地蔽言以神學迷信。

 經緯配對的得以落實，自非單靠同出孔聖的由頭，而有其名目及內容方面的

一定呼應，最顯著者莫過於諸經之皆各有其緯，以及諸緯有所通於其經。而“諸

緯有所通於其經”實則意味著經術流別對於緯書的制約與推動。一方面，它們勢

1 [晉 ] 司馬彪、[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卷九七《祭祀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3166。
2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 • 張衡傳》李賢等注引《衡集》上事，頁 1912。
3 [晉 ] 司馬彪、[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 • 律曆志》，頁 3026。
4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 • 蘇竟傳》，頁 1043。
5 [宋 ]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1707。
6 [南朝梁 ]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 • 正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18。
7 [南朝梁 ]劉勰：《文心雕龍義證 • 正緯》，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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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各有所需依循的經典，也都各有題旨重心，故基於各自經說而造成的分歧已至

“一卷之書，互異數事”的結果，實有其無奈之處；另一方面，諸緯亦必承載了

各所親善之經藝及其流別的儒學淑世理念。有鑒於《春秋》乃漢代經術顯學，而

《春秋緯》亦基本可說是經讖的魁首，本文遂從“《春秋》之教”的經術流別角

度，剖析《春秋》經傳與經讖間各方面的淵源，以期能對此略釋一二。

一、經讖諸緯所展現的經藝流別問題

 同為《圖讖》中隸屬六藝者，三十六篇經讖作品間淵源之深厚本就不言而

喻，官方的校編與宣佈更予人一種眾篇構成一個整體的套書式印象，加上“皆託

於孔子”8 的共有身份，眾緯被界定為意圖相近、脈絡相通的造作，可說是很自然

的事，亦是學界的主流觀點。但這些作品，本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眾緯更非一

個和諧的整體，其中最顯著的便是經藝種類與經術流別所形成的壁壘。

 《隋書 • 經籍志》引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

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9 經讖一般被看作是與經相輔相成的作品，

而這在冠上“緯”名之後就越顯得煞有其事。然而經藝者，既是經書，也是藝

類。《莊子 • 天下》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 10 又《藝文志》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

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

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11 或許詩、書、禮、樂、

易、春秋很多時候往往指稱的是特定的六部典籍，然而它們其實也同時是學科門

類的劃分，如《漢志 • 六藝略》中，《世本》、《戰國策》、《太史公》等皆隸屬春

秋，《王禹記》、《雅歌詩》、《雅琴趙氏》等皆隸屬于樂，《明堂陰陽說》、《軍禮司

馬法》、《漢封禪群祀》等皆隸屬於禮，以及《議奏》——宣帝時石渠論之隸屬於

書等等，12 凡此都是非關各自經書文本而宗於相應學科特性的著述，而這正是審視

眾緯時所應納入考量的要素——如冠名六藝之“書”的所謂《尚書中候》，便是

意不在闡解《尚書》經文而在仿《書》的“道事”、“廣聽”之作。

 經讖諸篇中亦可看出解經、循藝兩種不同傾向的存在，以篇目最繁的《春秋

8 [南朝梁 ]劉勰：《文心雕龍義證 • 正緯》，頁 103。
9 [唐 ]魏征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941。
10 [清 ]王先謙：《莊子集解》，《諸子集成》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 288。
11 [漢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723。
12 [漢 ]班固：《漢書》，頁 1705、1709、1711、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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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為例，如《感精符》、《考異郵》等的“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

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

異”、“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見月木消。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梅李實。不殺

草者，臣威強。梅李大樹，此果為實，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即位，隕霜殺菽。菽

者，稼最強，李氏之萌也”之類的內容自然屬經文闡說，13 而意在交待孔子感生並

應天命為漢制法的《演孔圖》與以“兩漢繼興，天所授也” 14 為題旨的《漢含孳》、

《佐助期》之類，則明顯已是全篇脫離《春秋》原著的獨立之作了。基本上，綜觀

存世的經讖佚文，比起經文闡說，實則諸緯大多更傾向於仿經立言及補說經文之所

未涉甚至發揮原有題材，為相應學科構建以圖讖思想為中心的體系，而這正與《尚

書中候》所體現的圖讖領域與經藝領域的初期交集情狀相類。偶有的經文闡說，往

往更意在據以為資證，這從一眾經讖的主題式篇名中即可窺見一二。故很多時候，

經讖更適宜被看作是相應經藝種類的附屬，而不是相應經書文本的附屬。

 此外，雖說讖緯經常被視為一個整體，但應審慎的是，其實在地位與題旨乃

至局部內容上，不僅河洛讖與諸經讖可分別看待，便是各經的讖，彼此間也仍是

守其學術流派的。例如張衡《請禁絕圖讖疏》以“《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

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作為圖讖“一

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的證據之一，15 便是忽略了這點的緣

故——《春秋讖》“共工理水”之說是從《左傳》的“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

而水名”16 而來，就如《尚書》既云禹成治水之功，《書讖》與《尚書中候》便皆

承此說極盡褒揚。實際上強求各經之讖彼此間不存在“互異”原就不合情理，畢

竟它們各有所需依循的經典以及相對親善的經藝。張衡的指責固然一針見血，但

也必非前人所未見，至少圖讖校定者便不可能對此一無察覺。然則這種分歧本非

源自鄙俗、訛誤之類的因素而實系經術流派的各自執說，並不是校定工程的權力

及能力範圍以內所克處理的。換言之，當諸經讖的作者被強行標上孔子之名的那

刻起，就註定這種矛盾式的“互異”將是無解的問題。

 從上述情況來看，各經之讖的作者顯然並非來自同一群體，而屬於不同的相

應經書流派。在局部的內容枝節上尚且見其壁壘，則《詩緯》重詩、《禮緯》重

13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第 33、34 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329、19385。

14 [清 ]趙在翰：《春秋緯 • 敘錄》，《秦漢齊博士論議集 七緯附論語讖》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979。

15 [漢 ]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361-362。
16 [晉 ]杜預注、[唐 ]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 • 昭公十七年》，[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
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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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緯》重樂、《易緯》重陰陽消息等明顯至極的各有所尚，就更不待言了。

二、經讖諸緯對經學淑世理念的軌蹈

 濃厚的經術流別色彩，也就意味著經讖亦必同時承載了儒學的淑世理念。河

洛系列的行文筆觸，基本偏向一種載述跡象、立場超然的敘事或展示模式，而經

讖則往往有“寓教”的意味。

 《漢志 • 數術略》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聖王所以參政也。”17 而被時人視作“天文”的河洛，在君王贊治方面，不外乎通

過“日從天墜，有道之君正天下，無道之君出走” 18、“君苛政擾，民苦其誅，愁氣

布，則熒惑守昴”、“月犯心，亡君之戒”19、“君失其政，臣失其道，則星失其次，

無光而流”、“月犯尾，君臣不和” 20 之類的象徵君臣政狀之各種天文占驗來實現，

《春秋演孔圖》因云：“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 21 即《易》所謂“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22 是也。而諸緯則在此之外，更結合自身的經術流別特色，致力介入朝

局政務引導君臣職分乃至具體作為，如以《樂緯》為例，《動聲儀》云：“宮為君，

君者當寬大容眾，故其聲宏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

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

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又《協圖征》曰：“天地萬物人，功皆以定，

故聖王法承天，以定爵祿。爵祿者，不過其能。宮為君，商為臣。商，章也，言

臣章明君之功德。尊卑有位，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爵賞，功敗者刑罰。”23《稽

耀嘉》：“君臣之義，生於金。”儒家的理念、樂教與五行關聯圖式在此展現了相當

程度的融合。24

 《易緯乾鑿度》的這段文字也同樣體現了儒家的理念、《易》學與五行關聯圖

式的會通：

17 [漢 ]班固：《漢書》，頁 1765。
18 鄭傑文等整理：《洛書》，載《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763。
19 [日 ]安居香山等輯：《河圖》、《洛書摘六（亡）辟》，《緯書集成》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頁 1232、1271。
20 鄭傑文等整理：《河圖帝覽嬉》，載《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682、19693。
21 [日 ]安居香山等輯：《春秋演孔圖》，《緯書集成》本，頁 581。
22 [魏 ]王弼注、[唐 ]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37。
23 以上詳見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108、19128。
24 按：當時的關聯圖式中，五行之土統攝五音之宮、五臟之脾、五常之信，金行統攝商、肺、義，以此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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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
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
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
位也。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
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
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
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
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
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閇，信之類也，
故北方為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
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
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
理人倫而明至道也。25

“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此既是四時之序——春仁、夏

禮、秋義、冬信、四時智，亦為五行相生之次第：木仁、火禮、金義、水信，土

智因繩四方行故終成於末。

 再以遠古九頭、五龍紀之事為例，《洛書》曰：“三皇號九頭紀。次五帝，號

五龍紀。”《河圖》云：“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

提。兄弟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于熊

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

人，分長九州島，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26 而同樣一段

歷史，經讖在沿襲之餘，27 更自有儒家式的一套解讀——《易緯通卦驗》、《易緯坤

靈圖》並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28《春秋命曆序》曰：“九頭紀時，

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此外，《命曆序》又云：“次後五龍紀，父子五人，分治

五方：長為角龍，木仙也，號曰柔成；次為徵龍，火仙也，號曰耀屏；三為商龍，

金仙也，號曰剛瞻；四為羽龍，水仙也，號曰翔陰；父為宮龍，土仙也，號曰合

25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8782-18783。
26 以上詳見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772、19612。
27 《春秋命曆序》：“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
紀。”“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
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
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分長九州島，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兩
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440-19441）

28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8905、1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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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29 此一說法在存世河洛中未見，疑為經讖之發揮，蓋其意在表現長幼之序與

父子之義——“長為角龍，木仙也，……次為徵龍，火仙也，……三為商龍，金

仙也，……四為羽龍，水仙也”，此系五行次第相生之序，而之所以“父為宮龍，

土仙也”，蓋《春秋繁露》曰：“土者，五行之主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

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30 可見經讖對河洛的取資與發揮，亦貫徹有自身

的理念在其中。

 縱觀諸經讖，在這方面展現得最淋漓盡致者則當首推《春秋緯》。《春秋》乃

是漢代經術顯學，而《春秋緯》亦基本可說是經讖的魁首，雖然《孝經勾命決》

載有孔子“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

語，《孝經援神契》亦稱孔子曾“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

《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似乎《孝經》、《春秋》地位相等，但考慮到諸番言

辭皆屬《孝經緯》自白，而其餘經讖皆以《春秋》為尊，所謂“丘按錄讖論國定

符，以春秋西狩，題釗表命”、“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31

云云，《春秋緯》作為經讖的中心、重心，應無疑義。今從經術流別的角度，專

就《春秋》經讖諸篇展開研討，結合《春秋》經傳，析論《春秋緯》對於《春

秋》教的繼承與發揮。

三、經術流別中的《春秋》與傳、緯

( 一 ) 《春秋》教：撥亂反正與正名審分

 六經之教，《史記 • 滑稽列傳》引孔子言曰“六藝於治一也”，此其共性；《自

序》稱“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

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32，此其所各長。繼而云“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33，則又從經術流別的特性中拈出《春秋》教的主

29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446。
30 [漢 ]董仲舒：《春秋繁露 • 五行之義》、《春秋繁露 • 五行對》，《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 716、698。

31 以上詳見鄭傑文等整理：《孝經勾命決》、《孝經援神契》、《易緯乾鑿度》、《尚書考靈曜》，載《兩漢讖
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537、19521、18806、18982。

32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3197、3297。
33 [漢 ]何休解詁、[唐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 • 哀公十四年》云：“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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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儘管《史記》中對《春秋》教筆削褒貶的微言大義方面描述頗多，諸如

“約其文辭而指博”、“達王事”、“斷禮義”、“一王之法”乃至“上明三王之道，下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

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等 34，但總歸其旨皆不離“正”的根本意圖。《春秋》

三傳雖各有所尚，間亦偶有異說，但對“正”的維護，卻是不容置疑的首要共識。

 提及“正”，自然便會聯想起孔子的“必也正名乎”，但“正名”本身並非目

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論語 • 子路》），“名”僅是“正”為

邁向“實”的鋪墊，通過謹言慎行、禮樂薰陶、刑罰制約，達成政道上的“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 • 顏淵》） 35，各守其分。《尹文子 • 大道》云：“守

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36《呂氏春秋 • 審分覽》曰：“正名審分，是治之轡

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不審名分，

是惡壅而愈塞也。” 37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 • 天下》） 38，確可謂為最精要的

概括。

 《春秋》記弑君、弑父、非禮、亡國、災異等不可勝數，《榖梁傳》謂“為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

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39，《左氏傳》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

為亂” 40，以及三傳處處可見的“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不國”、“非

禮”判詞不計，等等，此均道失其“正”所致。太史公謂“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此“正”之“本”實在名、分之悖亂不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41。

 《春秋》之教，在正名審分，使朝野君臣父子不失其職、各得其宜，而備受

推重的三傳無疑均深得其要。那麼曾風靡一度的《春秋緯》，對此又是如何把握

的？緯書之深受後世詬病，又是否緣於處理的失當？

34 [漢 ]司馬遷：《史記》，頁 1943、3297-3299。
35 [魏 ]何晏注、[宋 ]邢昺疏：《論語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506、2503。
36 王愷鑾校正：《尹文子校正》，上海：上海書店，1996，頁 16。
37 [戰國 ]呂不韋等著、王利器注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 1933。
38 [戰國 ]莊子等著、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983。
39 [晉 ]范甯注、[唐 ]楊士勳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415。
40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888。
41 [漢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頁 3297-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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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春秋緯》：天地開闢，皆有教也

 《後漢書 • 方術列傳》李賢注云：“《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

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

期》 42、《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43 此外，尚有《命曆序》等篇。趙在

翰《春秋緯 • 敘錄》曰：

其敘首《演孔圖》紀黑精之降，應圖而生；聖人生而制命，《元命苞》
次之；制命書成九月，萬八千字，燭地動天，《文耀鉤》次之；文以道運，
得度有常，稽之於天，青赤相宣，次舍燦列，其樞在斗，《運斗樞》次之；
斗降精，聖人起，《感精符》次之；天人之合，以誠通其象，《合誠圖》次
之；天垂象，示吉凶，《考異郵》又次焉；承天時行，膺運受籙，《保乾圖》
次之；兩漢繼興，天所授也，《漢含孳》、《佐助期》次之；誠者天道，王者
所握，《握誠圖》又次之；其機難測，其理難明，幽則潛也，曲如巴也，《潛
潭巴》又次之；終以《說題辭》，總解經言，闡揚緯理也。44

《春秋》經，記公元前 722 至前 481 共兩百四十二年的史事；而《春秋緯》，正如

趙在翰所勾勒的輪廓，其所囊括的事蹟卻明顯超出經文甚遠。遂不免令人置疑所

謂的緯以配經，是否牽強附會居多？

 經學與史學的視角有著根本區別，若以六經皆史，則材料時限必是不容回避

的要素，但經術流別中的六藝，卻偏向於著眼著作的旨意。郭店楚間《語叢一》

曰：“《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書》者所以會 ] 口口口口者也，[《禮》所以會 ]

口口口口 [ 也，《樂》所以會 ] 口口口口 [ 也 ]，《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

所以會古今之事也。” 45 從這點上，《春秋》不僅是一部書，更是一類書，貫徹某一

共通教義的學術門類。

 《春秋緯》的作意，近經甚於近傳，在對《春秋》經的態度上，其續補構

建的意圖，遠大於闡解原著。或更確切說，《春秋緯》是企圖效仿《春秋》經

法則——此與託名孔子同意，但將“春秋學”所以道事、道名分的精神，在原

二百四十二年之餘擴展落實到更大的時段乃至層面，蓋如其所言——“六經所以

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46，故《春秋緯》甚至囊括“天地開闢至春

42 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佐助期”，本作“佑助期”，形近而誤。（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1，頁 345）

43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頁 2721。
44 [清 ]趙在翰：《春秋緯 • 敘錄》，《秦漢齊博士論議集 七緯附論語讖》本，頁 979。
45 廖名春：《中國學術史新證》，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頁 33。
46 鄭傑文等整理：《春秋說題辭》，載《兩漢全書》本《兩漢讖緯文獻》，頁 1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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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七十六萬歲”的“歷數”諸事。47 平心而論，儘管這些“諸

事”，誠然毋庸置疑，大抵充斥著濃厚的時代政治目的，但這本身未必便全與

《春秋》教相悖離。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春秋緯》中，作者們是如何利用

所謂的《春秋》教精神來維繫其主張的。

四、《春秋緯》對《春秋》教的延拓

 《春秋緯》將孔子的作意定位為“改亂制”（《說題辭》）48、“改亂政”（《演孔

圖》）49，這就意味著“正制”、“正政”將成為書中渲染的重要命題。但相比《春

秋》經的更多著眼於邦國君臣之“正制”、“正政”，《春秋緯》則更關注於為此

“正制”、“正政”確立其本體、本源層次的支撐基礎，即以天地星辰宇宙諸事為

則，正名審分，見所受制，應合人事。

 《春秋》經道廟堂君臣名分，《春秋緯》則佐之以天廷君臣名分。《周禮》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50 人間如此，天界自也

當無異。《禮記 • 昬義》謂“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以聽天下之外治” 51，《春秋繁露》則有“百二十人”為“列臣”之說 52，故《元命苞》

稱“太微為天廷，理法平辭，監計授德，列宿受符，神諸考節，舒情嵇疑也”、“立

三台以為三公，北斗九星為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為元士，

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著一“立”字，即使君對臣名分的賦予性顯得格外

突出。《文曜鉤》又曰：“太微宮有五帝座星，……蒼帝春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

夏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王四季，其名含樞紐。白帝秋受制，其名白招矩。

黑帝冬受制，其名汁光紀。” 53 云“受制”，亦將君名分的被賦予性顯得分外鮮明。

 《元命苞》曰：“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

為言效也。上為下效，道之始也。”以上，正是《春秋緯》為其所擬渲染的君臣

名分之各類內涵，所鋪墊、依法的根本基礎，以實現《潛潭巴》所說的，“明主

47 [日 ]安居香山等輯：《春秋元命苞》，《緯書集成》本，頁 597。
48 [日 ]安居香山等輯：《緯書集成》本，頁 854。
49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197。
50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639。
51 [漢 ]鄭玄注、[唐 ]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681。
52 [漢 ]董仲舒《春秋繁露 • 官制象天》：“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人，而列臣備矣。”（《春秋繁露校釋》，頁 482）

53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232、19203、19258-1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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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踐位，君臣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54 的理想狀態。

( 一 ) 君的名分

 《榖梁傳》曰：“《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55 《左氏傳》載王孫滿

稱天命：“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56

名位合於正、職分合於德，即是《春秋》教渲染的理想君主範本。

i. 名位合正：元命

 《元命苞》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

正。”“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

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57 作為

《春秋》教要義，君王名位之正，自是《春秋緯》不遺餘力的捍衛對象，而“元

命”體系的架構，無疑蘊含著這番苦心孤詣。

 《書 • 咸有一德》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書 • 蔡仲之命》

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58 天命靡常而其常在德，殷周以來固已是共識，但何

以如此，又何以證之，卻未有成說。為此，《春秋緯》的依據，是通過太微宮五

帝座四時更替的輪班受制，映對人世間五行德朝代更替的應籙相次，正所謂“天

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起”（《演孔圖》）59，自天地初立以至周、漢，

莫不在其列，《元命苞》因云：“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赫赫，非一家之

常。”60 據此，在五帝輪值的正制名義下，則治亂興亡皆運數常態，而應時更替的

受制者，即承其名位之正的對象。

 然則何以證其正，《春秋緯》承《論語 • 子罕》孔子“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61 之說，以河圖授受為元命體系中對名位之正的最高肯定，如《合誠圖》記

“堯……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運

斗樞》載“舜……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釆，負圖出，置舜前。……章曰：

54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206、19410。
55 [晉 ]范甯等：《春秋穀梁傳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369。
56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868。
57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200、19218。
58 （舊題）[漢 ]孔安國傳、[唐 ]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65、

227。
59 [日 ]安居香山等輯：《緯書集成》，頁 581。
60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201。
61 [魏 ]何晏等：《論語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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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黃帝符璽”62。至如其餘雀集、雲升、星聚等一系列符瑞之應，更不勝數。

 《左氏傳》云：“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63

實際上在證其正的手段上，《春秋緯》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因襲自《淮南子》

的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三肘、文王四乳等這類“聖人皆有表

異” 64 思維下的形象設定，到感大人跡、感赤龍、感樞星、感流星、感白氣等五大

帝王感生類型，都與名位之正的爭取關係甚深。

ii. 職分合德：政道

 《左氏傳》載孔子言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又云：“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

民。” 65 象徵“正之體” 66 的名位，固所以得國，但君王的政道職分，才是治亂的最大

根源，《感精符》、《考異郵》並云：“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

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 67 《左氏傳》所謂“亂政亟行，所以敗也。”68

 作為君之至高典範，託名三皇五帝的各種措施，寄寓著時人所認為的政之正

道。《運斗樞》云：“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

曰皇。”“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其所推崇

的政道，雖無成法，但顯然均須合於“德”，否則即如《運斗樞》所言：“不能宣

德，天下瓦解。”《文耀鉤》因云：“天子改元立號，樹德更位。”69 此亦《穀梁傳》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70 之義。而人主為政之德，如

《感精符》稱“王者，往也，人所輸向、人所樂歸者也。王者非霸可統論也，霸

者霸人，而王者不霸人”、《元命苞》、《說題辭》謂“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

以哺人”，則系於黎民康樂，這在“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禹之時，民大

樂其駢，三聖相繼，……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文王時，民大樂其

興師征伐”71 的行文中體現得極為突出，遂有“盡精竭思，國富民康”72 之語。

62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355、19312。
63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128。
64 [漢 ]班固等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 • 聖人》，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337。
65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894、1743。
66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735。
67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346、19371。
68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726。
69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311、19298。
70 [晉 ]范甯等：《春秋穀梁傳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397。
71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347、19234、19434、19202-19205。
72 [日 ]安居香山等輯：《春秋說題辭》，《緯書集成》本，頁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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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命苞》曰：“天官器人，各以其材，因而任之，則分職治其象以見符。”

《感精符》云：“王者仰視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擇賢能以任之。任得其人，則

國昌民安；任非其人，則邦危民弊。”73 擇任賢能亦是人主職分的要務，而《春秋》

教對人臣名分的重視，同樣被《春秋緯》所因革揮發。

( 二 ) 臣的名分

 《演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

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74 在天廷為諸神，在朝廷為諸臣，作為“以匡綱紀”的

“帝佐”們（《漢含孳》），75 其正名審分自也是《春秋緯》所未輕忽的。

 須先正臣之名位，爾後能恪守其職分。《左氏傳》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

卿，皆有貳也”76，這是史墨的說法。《演孔圖》則云：“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天

子皆五帝精，而臣佐“皆五精流氣”；以漢蕭何為例，《佐助期》稱其“昴星精

生”，而《潛潭巴》有“胃、昴有氣，忠良裕國愛民”之說；《佐助期》謂蕭何

“通於制度”、典獄制律”，而又有“昴主獄事”之語。顯然，不僅在正名位上，

甚至臣佐的職分，在《春秋緯》中也都攝轄於“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元命

苞》）的系統，這意味著失職失制與失天道之正近同。《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

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

者，法地之有五行也。”“週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

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於德。子者孳恩宣德。男者任功立

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法，統理一國，修身潔行矣。”77 故非獨君承元命，臣亦

據天地之道，則行此名位職分、遵此正制正政，自是應當。

( 三 ) 名分正亂

 《尚書》曰：“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78 早在《周禮》便有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

73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210、19341。
74 [日 ]安居香山等輯：《緯書集成》，頁 581。
75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453。
76 [晉 ]杜預等：《春秋左傳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128。
77 以上詳見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188、19356、19392、19417、19392-

19393、19206、19202-19203。
78 （舊題）[漢 ]孔安國等：《尚書正義》，[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19。

緯配經論析：經讖的經藝流別及對經學的軌蹈

69



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79 的傳統，及孔子修《春秋》，《漢

書 • 楚元王傳》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

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

飛，多麋，有蜮、蜚，鴝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

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

蜂午並起”80 ，對此，趙翼《廿二史劄記 • 漢儒言災異》“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與

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81 的觀點大抵足以成為古人理解《春秋》教

的注腳，即《左氏傳》所謂“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穀梁傳》

序所言“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耀為之盈縮” 82。《握誠

圖》因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83 如此則《春秋緯》的以災

異符瑞之兆征，見君臣名分之正亂，這一輔助體系就再名正言順不過了。

 由於諸占書的援引保留，今存可見的《春秋緯》，吉凶占候的文字無疑占量

頗大。《感精符》云：“王者之明，以日為契。日明則道正；暗昧不明，則道亂。各

以其類占，天子常戒以自勵。”綜觀諸符異所昭示，大抵皆集於三類，即君名分

之正亂、臣名分之正亂、君臣間的乖和，據此，其贊政資治以撥亂反正的意圖確

實極為明顯，如“三公非其人，則山崩，三能移。九卿非其人，則江河潰，輔星

角。大夫非其人，則丘陵偃，少微等有變。元士非其人，則穀阜毀，扶筐失” 84 之

類，故《演孔圖》曰：“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85《後漢書 • 明帝紀》載永平八

年（65）詔曰：“朕以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

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86 可見緯書的《春秋》教理念，確是在現

實中發揮了其王者自正的指導作用的。

結語

 經讖諸緯實則深受經藝流別的制約與推動，彼此各有所需依循的經典及題

旨重心，且亦承載了各所親善之經藝及其流別的儒學淑世理念。它們的宗法河洛

79 [漢 ]鄭玄等：《周禮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819。
80 [漢 ]班固：《漢書》，頁 1936-1937。
81 [清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40。
82 [晉 ]范甯等：《春秋穀梁傳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358。
83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399。
84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兩漢全書》本，頁 19333、19341。
85 [日 ]安居香山等輯：《春秋演孔圖》，《緯書集成》本，頁 581。
86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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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相當隨性，會為了尊捧本經及其理念而因需制宜，對圖讖體系進行適度的矯

用、改造、曲迎乃至牽會。而相比河洛的立場超然，經讖往往有寓教意味，其於

君王贊治方面，在沿襲河洛的天文征驗之餘，更結合自身的經術流別特色，致力

介入朝局政務引導君臣職分乃至具體作為，融通儒家理念、諸經教義與圖讖體

系，尤以《春秋緯》為最。《春秋》撥亂反正之教，在正名審分，使朝野君臣父

子不失其職、各得其宜。《春秋緯》的作意，近經甚於近傳，對《春秋》續補構

建的意圖，遠大於闡解原著。其以“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遂將《春秋》道

事、道名分的精神推展落實，囊括“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七十六萬

歲”的“歷數”諸事。此外，《春秋》本經道廟堂君臣名分，更多著眼于邦國君

臣之正制正政；《春秋緯》則佐之以天廷君臣名分，更關注於為此正制正政確立其

本體、本源層次的支撐基礎，即以天地星辰宇宙諸事為則，正名審分，見所受

制，應合人事，從而追求君臣皆名位合正、職分合德——從這點上，其與《春

秋》教的精神明顯是一脈相承的。綜觀存世讖緯佚文，君臣名分正亂始終是《春

秋緯》貫穿本末的核心命題，這是再千奇百怪的內容也無法掩蓋的意圖及事實，

甚至其中的一些有荒誕不經之嫌的文字，亦是服膺於此目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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