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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講座課程：「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時間：96年11月21日

講題：廟學與東亞傳統教育──由縣市文化中心說起

高明士

前言

今天談的問題，雖是人人都可談的教育問題，但是我要說的，相信是比較少

人注意的問題。

1.傳統的官方教育，應該說是由「學」到「廟學」的演變過程。「學校」一

詞出現較晚，大致到漢代以後才有，是「學」的延伸或泛稱。但是從東晉到清末，

成為學校的具體稱呼以及傳統學校制度，應該叫做「廟學」，歷經一千五百多年

（385～1901）。現在的「學校」教育，是晚清之後透過日本而向西方學習引進

的，「廟學」教育解體，所以和傳統教育關聯不大。

2.台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硬體設備及其活動的展開，是民國 67 年以後

為配合十大建設而做的重要文化建設成果。民國 88 年末至 89 年初之際，縣市的

「文化中心」紛紛被併入新設的文化局，最晚完成者為基隆市，至 93 年 12 月始

併入文化局。

3.今日各縣市的「文化中心」硬體設備及其活動，與縣市的孔廟、書院無關

聯，而縣市的孔廟、書院，則有其自身的活動。為何兩者不能相互支援，一起作

為地方上的文化建設？總的關鍵問題，在於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如何接筍的思

考，百多年來，言人人殊，迄今仍無定論。

4.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共出版兩個的「文化白

皮書」（1998、2004），在 2004 年的「文化白皮書」，指出二十世紀歐美各國

發展目標為「卓越再卓越」，二十一紀要做到「社會關懷、人性重建」，可見以

文化為主的世紀來臨。所以提出十大願景，其中第二願景，是要定位文化新價值、

制定文化新政策；第十願景，在推動國際文化交流項目中，包括要建構華文文化

圈與亞太文化樞杻。這些願景，相信大家都贊成，問題仍然還是文化及文化建設

的主軸應該是什麼？尤其是當前的社會，以最小範圍作思考時，那就是看幾個大

報紙的頭條新聞，便可窺知一二。

5.今日所談，未必能針對上述問題提出答案，但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思考。

一、台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

現行台灣各縣市所成立的「文化中心」硬體建設，是在民國 67 年 10 月由行

政院決定，由教育部加以推動而陸續建立的。這是為配合行政院十大建設完成

後，繼續推動十二項建設中的文化建設而展開的。到 88 年末，將原有各縣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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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組織改置文化局，以提升其行政地位，迄至今日。

各縣市成立「文化中心」的緣由，茲以新竹市文化局歷史沿革網路上所公告

的一段作說明，其曰：

民國六十七年政府有鑒於經濟急速發展後，造成許多社會脫序現象及精

神倫理建設的缺乏，於是以各縣市政府為單位，在各地方成立文化中心，

而各縣市政府便在這股力量推動下，紛紛成立文化中心。

由此可見解決「社會脫序現象及精神倫理建設的缺乏」，是文化建設的主

要目標。於是在政府推動下，文化中心的硬體設備，到 82 年 3 月台灣省政

府具體訂定「台灣省各縣市立文化中心組織規程」時，可知至少包含規定

以下幾項：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等。

各縣市在推動文化建設時，會考慮其地方性的特色加以展現。以新竹市文化

局而言，除圖書館、演藝廳而外，設有玻工館、影博館；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除圖

書館外，設有客家文化館、縣籍作家專櫃、縣籍傑出美術家作品專室、苗栗木雕

博物館（設於三義）等，並成立客家八音團、客家歌謠合唱團等；台中縣立文化

中心設有編織工藝館、高雄縣文化局設有皮影戲館、宜蘭縣文化局設有台灣戲劇

館等。

總之，各地文化中心的一般設施，除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以外，兼具有

演講、研習、音樂、舞蹈、戲劇等功能。研習活動，包括文學欣賞、小說創作、

書法、繪畫、插花、紙藝、攝影、童玩製作、兒童讀經班，乃至有家庭教育服務

中心、親子創作園地等。簡單說，各地文化中心是作為藝文、表演、民俗、陳列

文物等活動的場所。這些活動，基本上是環繞上述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等硬

體功能而展開，所以也是社會教育的最佳場所。

88 年末至 89 年初，各縣市文化中心紛紛併入新設的文化局，台北市政府於

88 年 11 月首先設立文化局，最晚設立當是基隆市，於 93 年 12 月始建置文化局。

就傳統歷史而言，這是非常令人注意的文化建設動向。也就是說文化局之下的文

化中心活動，有無可能解決社會種種脫序現象與重建倫理的目標？這是非常嚴肅

的社會與文化問題，尤其所謂重建倫理，關聯到傳統文化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

傳統有無可參考的線索？

二、傳統的「文化中心」場所

傳統學校（尤其書院）與寺廟的教育活動，是舊社會的文化秩序賴以維繫的

地方。就寺廟而言，除其內典活動外，也常從事外典的教化工作，所以歷代的高

僧精通外典者頗有其例，士子可以在寺廟就近請益習讀，或利用其環境而研讀，

乃至成就大業。如隋文帝宰相蘇威、唐朝宰相韋昭度、姚崇、房琯、李泌、裴垍

等。1茲舉二例，唐文宗太和五年(831)，李騭曾在浙西無錫惠山寺習業三年。其

1 參看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收入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
1969），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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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誦讀者，有《左氏春秋》、《詩》、《易》及司馬遷．班固史、屈原《離騷》、

莊周．韓非書記，及著歌詩數百篇。（見李騭〈題惠山寺詩序〉，《全唐文》卷

七二四）這是在佛寺習讀經史等書的例子。又，盧霈曾於王屋山（河南濟源縣西

北）某道士觀與道士學習《孝經》、《論語》，其後於文宗開成三年(838)舉進

士。（杜牧〈范陽盧秀才(霈)墓誌〉，收入《樊川文集》卷九）2此外，地方的慈

善及娛樂活動，也常在寺廟舉行。

就文化傳承及倫理教育而言，除家學以外，便是公私的教育事業。公指官方

的學校，東晉以後是「廟學」的教育活動；私指私家講學，唐朝後半至宋代以後，

則由書院教育作代表。寺廟及學校所進行的教化工作，傳承了傳統文化，並藉以

建立社會秩序，發揚光大在唐朝。透過唐朝文化的傳播，在東亞地區形成所謂「中

國文化圈」（或曰「東亞文化圈」）。這個文化圈共通的基本要素，包括漢字、

儒教、法制、科技與佛教等五項，是學界的共識。當然這個文化圈於十九世紀末

葉後，隨著「東亞世界」解體而崩。

瞭解這樣的背景，要從事文化建設，並重建倫理秩序，談何容易？！至少不

能只重視藝文、表演、民俗、陳列文物等活動。個人以為應當結合寺廟及傳統「廟

學」作適度規劃，也就是將傳統文化遺存與現代生活作協調結合，重新賦予傳統

文化價值新生命，而非只將傳統文化遺存作史跡導覧參觀而已。此事關係重大，

非於此二三語即可解決，茲先從正面理解所謂「廟學」的教育作用，由此切入傳

統與現代的對話。

三、所謂「廟學」

所謂「廟學」，從今日的觀點看來，「廟」是祭祀空間，「學」是教學空間，

在校園設計上，則以「廟」為主軸而展開。正常的情況下，均各有其圍牆，以示

區隔，但彼此可相通。教學空間的「學」，主要指講堂，宋末以後，逐漸改稱「明

倫堂」。此外，還有特定的學習場所，藏經閣如奎（魁）星閣（樓），以及師生

住宿的齋舍等。「廟」常以孔子封號或尊號稱之，如謂宣尼廟、宣父廟、宣聖廟、

先聖廟、先師廟、聖廟、文廟等。「廟」之附屬建築物，從唐朝以後的發展，可

知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大成門、大成殿、崇聖祠等，儼然成為一座宮殿，

所以又稱「學宮」。分別而言，可分為前導、主體、後部等三部分。前導部分包

括照壁、泮池、櫺星門等；主體部分包括大成門、大成殿以及兩廡等；後部主要

有崇聖祠（啟聖祠）。整個廟學的附屬建築，尚有鄉賢祠、名宦祠、鐘鼓亭、碑

亭等，隨時代不同或地方特性而有差別。3簡單說，所謂「廟學」教育制度，指

學校以文廟為主軸而展開的儒教主義教育。

《唐六典》卷 4「祠部郎中員外郎」條規定：

2 以唐代為例而言，詳細探討寺廟的外典教育或讀書環境事例，可參看前引嚴耕望〈唐人習業山
林寺院之風尚〉。
3 參看楊慎初主編《湖南傳統建築》（武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83~4。又，此書在筆者
訪問嶽麓書院時，承蒙作者楊慎初先生惠賜，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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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祀焉。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

上丁亦如之。

這是唐朝前期對於廟學制的規定。也就是全國學校園地到縣學為止，規定必

須建置孔子廟。這樣的制度，始於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本世紀在敦煌所發現

的《沙州圖經》，其載沙州州學、縣學之制，實為唐代廟學制提供最具體的例子。

其卷三云：

州學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學院內，東廂有 先

聖太師 (廟)堂， (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

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

師 (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於北墻別構房宇安置。

卷五記載壽昌縣之縣學云:

一所縣學

右在縣城內，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師廟）〕

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標點及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沙州圖經》所載的內容，代表唐朝前期的制度。4 其州縣學在東廂均建有奉祀

聖師廟堂，也就是採用「左廟右學」制度。孔聖顏師為塑像，每年春秋二仲月舉

行釋奠之禮，此制完全符合唐初以來所建立的廟學制度。從此以後直到清代為

止，自中央國子監到地方縣學，皆須具備「廟學」制；即連後來出現的書院制度，

也是屬於廟學制的形式。

宋以後發達起來的書院教育，學者一般是偏重藏書與教學兩項功能的說明，

對於供祀問題較少著墨。5 也就是重視上述有關「學」的教學功能，對於有關「廟」

的祭祀禮儀多半忽略。關於書院的祭祀功能，由於書院的形態是私學，因此不能

如同官學建置孔廟，蓋孔廟祭禮屬於國家禮儀。如元朝歐陽玄〈貞文書院記〉說：

「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于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為先賢之

祠。」（《圭齋文集》卷 5，收入《四部叢刊．集部》）但也不全是如此，書院亦

4 參看池田溫〈沙州圖經考〉 (收入《榎(一雄)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東京，山川出版
社，1975 年)，頁 69~70、86。
5 例如早期的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第二章〈宋之書院〉，最近出版
的李國鈞等主編《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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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置孔廟者，如朱子興復廬山白鹿洞書院時，即建有孔廟。一般說來，書院以

奉祀先儒為主，不曰廟而曰祠。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 7〈文

錄四〉）云：

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

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

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

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

據此，可知明代全國的學校（自中央到郡邑）均建有「廟學」，廟學之外，又

有書院，以輔助官學的不足。至清代，大致沿襲明朝之舊制。

這樣的「廟學」教育制度，自唐朝以後，也影響東亞的朝鮮、日本以及十世

紀以後獨立的越南，構築了「東亞教育圈」，成為推動「中國文化圈」（或「東

亞文化圈」）的主力。其主要特徵，也還是「廟」與「學」的教育制度。6

四、東亞教育圈的成立及其特質

自從唐朝普遍推廣廟學制以後，廟學之制遂成為此後傳統學制的基本型

態。不但此後宋、元、明、清諸朝的學制是如此，即連鄰近之韓國、越南以及日

本的傳統學制也是如此。因此，廟學制的成立，可以說是東亞諸國傳統的共通基

本要素之一，在我國以及東亞教育史上實是一項重要的發展。筆者將這種文化的

共通現象，稱之為「東亞教育圈」。其形成的時機，與「中國文化圈」（或謂東亞

文化圈）一樣，是在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以下對新羅、日本、越南等地創建

廟學制略作說明。

新羅方面，682 二年創建國學制度，其國學有無建置孔廟，史籍無明確記

載，但八世紀以後從唐朝攜回「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大學」；

惠恭王以後又常幸學（當含釋奠），聽學官講經，因此，頗疑景德王六年（747）
實施國學經學教育前後，當亦已建置孔廟。《三國史記》卷四十〈雜誌．職官下〉

收錄「其官銜見於雜傳記，而未詳其設官之始及位之高下者」，其中有「孔子廟

堂大舍」之職，足證新羅已建置孔廟，而此孔廟當如唐制建置於國學之內。唐制

孔廟，在國子監設有「廟幹」二人，其編制列于國子學之內。（參看《唐六典》

卷二十一「國子監」條目錄）地方官學之孔廟，如國子監制一樣，設有「廟幹」，

員額不明，或只一人。劉禹錫：〈許州文宣王新廟碑〉（撰于開成元年，836）（見

《文苑英華》卷八四六）云：「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則廟幹之職責在灑掃，

或含看守等雜務。無論如何，孔子廟本身是設有專人管理，唐制如此，新羅亦然；

唐曰廟幹，新羅曰大舍。高麗朝以後，直至李朝，廟學教育制度是共同的特色，

歷代提倡儒教的學校教育以及定期在學校舉行釋奠之禮，可謂不遺餘力。

6 參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孔廟文化資訊網」
（http://confucius.cca.gov.tw/index01.htm），網頁內容係由筆者指導建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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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其古代學校的創建，亦取法唐代廟學制的形式，所以大寶、養

老〈官（職）員令〉規定大學頭的職掌，是「掌試學生及釋奠。」（《令集解》卷

三）〈學令〉也規定：

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孔宣父。（《令集解》

卷十五）

於是大寶元年（701 年）二月十四日丁巳有釋奠之禮的舉行，此爲釋奠之始。（《續

日本紀》卷二）至於聖廟的建立，史無明文，但《延喜式》（927 年制定，967
年公布）的〈大學寮式〉，規定釋奠儀式中，有「庿」、「庿司」、「庿戶」、「庿庭」、

「庿室」、「庿門」、「庿堂」等場所（同書卷五十〈雜式〉所載之〈諸國釋奠式〉

略同）；《本朝文粹》卷九、十收錄有關九、十世紀在孔廟（聖廟）釋奠後講經之

詩序文多篇，可見聖廟在古代日本是存在的。頗疑廟學制的建立，在大寶元年

（701）之前，既已出現。神護景雲二年（七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大學助教膳

大丘自唐歸國後，建議仿唐新制，對孔子的尊稱，將孔宣父改爲文宣王。（《續日

本紀》卷二十九）《延喜式》卷二十〈大學寮式〉記載釋奠十一座，其中規定：

二 座先聖文宣王
先 師 顏 子

從祀九座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

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

這是有廟、有學與祭禮的具體說明。

越南方面，在北屬中國時期之實施情形，多無可考。漢末之際，士燮出任交

州太守，越南史臣吳士連以爲越南「通詩書，習禮樂，爲文獻之邦，自士王始。」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全書》卷 3〈士紀〉）屬於吉禮之一的釋奠之禮，或於

此時開始實施於交州。但西漢末、東漢初，錫光任交阯、任延長九真太守時已創

立學校，論釋奠禮之起始，應當追溯至此，只是無直接證據而已。其明確而可靠

之記載，見於《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三〈李紀〉，曰李朝聖宗神武二年

（1070）八月，「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四時享祀。

皇太子臨學。」此處所謂「皇太子臨學」，當含主持釋奠之禮在內；此時既已「修

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則一Ｏ七Ｏ年之際，當已建置

國子監及文廟。易言之，此時當已完成了廟學制（含從祀制）。
廟學制是「東亞教育圈」的基本特徵；而「東亞教育圈」的存在，又是推

動「中國文化圈」成長的基本動力。這個文化圈的推動力與政治秩序的推動力是

有別，後者是以中國為主動，他國為被動，而教育事業則由各國主動推展。往後

中國國力時有消長，東亞政治秩序也時有調整，但無礙於中國文化圈歷久不墜，

究其原因，當是「東亞教育圈」繼續存在的緣故。

東亞教育圈在共通的廟學制建構下，其教育發展的特質，可有如下幾項：

１．漢字教育、２．儒學教育、３．養士教育、４．成聖教育。7 後三項的成立，

也還是以公、私或僧、俗方面實施漢字、漢文教育為前提，所以中國文化圈或東

7 由於篇幅關係，四項共通因素之詳細探討，請參閱拙著《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3），第二、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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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教育圈也可稱為漢字文化圈。至於「儒學教育」，指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

「養士教育」，指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吏才；「成聖教育」，指教育理想在於成聖成

賢。所以東亞教育圈的教育特質，簡單說就是實施儒教主義教育。

五、廟學制度的教育作用

廟學制度的教育作用為何？簡單說，除作為知識教育外，並具體實施禮樂教

育。透過禮樂教育而學習聖賢，進而思齊。這就是所謂的潛移默化，達到「化民

成俗」（《禮記．學記》）。試看以下諸例。

唐玄宗開元初，倪若水出任汴州刺史，「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

身為教誨，風化興行。」（《新唐書．倪若水傳》）唐德宗建中初，常袞為福建

觀察使，《新唐書．常袞傳》記載袞興學的情形，說：

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

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

唐朝的這兩個事例，是地方長官提倡州縣學校教育，在學校園地建置孔子廟，實

施禮樂教育，而達到改善風俗之效，這也是所謂王化、教化的功效。

唐朝梁肅於代宗大曆九(774)年撰〈崑山縣學記〉（見宋．范成大撰《吳郡

志》卷四〈學校．縣學記〉）曰：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

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

兼縣令，既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

何政之為？」……大啟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

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

故民見德而興，行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

儒服而行，莫不恥焉。
這是記述今江蘇崑山的縣學教育推展的情形。其廟學的建置，採取前廟後學的建

築形式，該校藏有五經典籍，經過地方良吏的提倡，儒風廣被，進而化民成俗。

這也是透過地方基層的學校教育，來改變社會風俗的例子。以同一崑山縣學，在

宋代的情形作考察時，可舉宋太宗雍熙四(987)年三月王禹偁撰〈崑山縣新修文

宣王廟記〉云：

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觀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脩矣，

禮樂之道興矣。……議者曰：吳地，倮國也；崑丘，海隅也；舊染霸俗，

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

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宋．范成大撰《吳郡志》卷四〈學校．縣學

記〉）
足見吳地崑山縣縣學，在唐宋之際透過學校廟學的禮樂教育，而儒化百里，改變

風俗。這樣的做法，自唐宋以來當已深入人心，所以宋朝王容〈建昌縣興學記〉

（《（正德）南康府志》卷 8，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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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士之宮，所以習禮樂而勵風化者。

建昌縣在南康府，即今天江西永修。凡此均說明傳統的設學，並非只是從事知識

教育，其實施禮樂教育也是教育活動的重要項目，進而達到激勵風俗，所以又是

實施社會教育的地方，今日看來即成為當地的文化中心。

宋朝王安石〈慈溪縣學記〉（《臨川文集》卷 83，收入《四部叢刊．集部》）

云：

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

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

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
傳統時代重視政教，正如前引唐朝梁肅〈崑山縣學記〉所示，而王安石亦以為地

方有賢令與良師，即可醇化鄉里，教化民眾。蘇轍〈上高縣學記〉（收入蘇著《欒

城集》卷 23，收入《四部叢刊．集部》）云：

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

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

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

教民不犯者也。……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民於是始悍然不服。
蘇氏說法，未免太理想化，但其藉三代故事以表現他的理念，則無可置疑。蘇氏

仍以為「學」是用以化民成俗，並非單只是知識或經驗之傳授；而禮樂可教民不

犯。因而透過學校教育，化之禮樂，以導正風俗，實是儒家的教育信念。

再者，明朝丘濬〈南海縣儒學記〉（《廣東通志》卷 60，收入《四庫全書．

史部》）說：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於

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有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

道厄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歷以後，學校始備。南海，古郡也，

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舊附於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徒於今（按，

指明朝）所。……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於今。中間雖或有所

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求一代之治者也。
丘氏說，實可代表傳統中國儒者的看法。除強調政教為地方所要以外，再強調學

校是「作人才，正風俗」之地。也就是說，傳統學校的教育功能，不只是傳授知

識之地，同時也是學習禮樂，改變風俗之地。這樣的教育功能，是包含社會教育，

所以學校除作為傳授知識之地而外，同時也是傳統時代的文化中心之地，藉禮樂

來改善習俗。

書院方面，與官學稍有不同，其教育對象，年齡層較低，常由童子開始，但

終極目標與官學無二致。此即除知識教育之外，依然重視禮樂教育。由此培養其

德性，進而成己成聖，社會倫理秩序自然呈現。就學規而言，最足以代表者，厥

為宋朝朱熹的〈白鹿書院揭示〉（《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其內容，主要揭

示人倫的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為學之序，乃至修身及處事接物的原則，期使由明人倫而推己及人。朱子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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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規的後段，說：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

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

為學者，則既反是矣。……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

這樣的教育宗旨，即在於強調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進而化民成俗，並非

鼓勵學子唯務科舉的利祿之途。這個學規，可說著重於教育與學術，以期

建立社會秩序，並非鼓勵士子唯務功名的政治教育。日後各地推展書院教

育，就是以朱子的這個學規作為準則，進而影響到韓國、日本的書院教育。
再者，王陽明的「教約」，對於書院教育活動的規範，也頗具有代表性。「教

約」對象為書院童子，從在家庭到書院生活中的修身、禮節均作規範，其教育著

重於德性，其次為讀書、習禮、歌詩等。可見陽明所重視者，的確不在舉業。此

外，由「教約」也可窺知陽明非常重視教學方法，如謂「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

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

之患，而有自得之美。」又說：「凡習禮、歌《詩》之數（類？），皆所以常存童

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如此，則知所施矣。」(《王陽

明全集》卷二〈語錄二〉)這是今日吾人在教學方法所強調要注重學生主體性，

值得參考。

此外，明朝楊士奇〈石岡書院記〉（《東里集．文集》卷二，收入《四庫全

書．集部別集類》）說：

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儀之國，今聞其俗，猶不戾於古

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

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下

略）。

此處是強調教育的興廢，可影響地方風俗的善惡。但學校、書院教育必以

祭祀禮儀為重，所以前引元朝歐陽玄〈貞文書院記〉說：

古之學校為教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

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考其所

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舍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

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于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

多為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學

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象設之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

曆之學或諉諸專門，遑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貞文先生以道

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于其鄉，稽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

此處所以長引此文，主要是記述學校、書院以祭祀為重的理由，以及在後

世的變化。簡單說，學校祭禮是源自周制而來，書院在學校制度影響下，

對於先賢「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則於書院建置祠宇，以祭祀先賢。

貞文書院者，祭祀來成，以其師表一方，元仁宗謚曰：貞文先生，並以「貞

文」為號，賜額書院，而曰貞文書院，地址在富州（今四川長寧？）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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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再如明末黃衷〈嶽麓書院祠祀記〉也說：

院舊有祠，以祀晦翁、南軒。……文公（張栻）集諸儒大之成，以明聖

賢之道，講學于茲，吾師焉；安撫（朱熹）于茲，吾師焉。……夫所謂

過化者存焉，吾祀之。（《萬曆．重脩嶽麓書院圖志》卷八）
這就是以先儒（此處指朱熹、張栻）過化之地，建置院祠加以奉祀的例子。

一般說來，書院的祠宇，是奉祀大儒，尤其宋五子，以作為士子學習的典範，

萬古流芳。足見在教育園地裏，祭與學是分不開關係的，兩者皆成為「學禮」的

主要內涵。這些學禮，即使在明鄭與清代的台灣也不例外。8

清朝廣州知府藍鼎元撰〈棉陽書院碑記〉（《鹿州初集》卷三，收入《四庫

全書．集部別集類》）說：

化民成俗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先於明正學。……顧惟書院之建，必

崇祀先賢，以正學統。正統不明，陽儒陰釋之徒，皆得竊其似以亂吾真。
此例進一步說明設學的目的除培育英才、化民成俗而外，藉崇祀先賢的禮儀，來

建立「學統」，以與宗教，尤其佛教的祀禮區別。

韓國李朝大儒李退溪（本名滉，1501~70）在〈迎鳳書院記〉云：

瞻祠宇而想函丈，麗澤相資，仞山莫虧，則高者可以入室而升堂，下者猶

不失為吉人脩士。（收入《陶山全書》卷五十九〈記〉）

所以韓國到李朝時代有十八儒入祀聖廟。9

日本津阪孝綽在文政四年(1821)，有「聖廟配享議」，議請吉備真備與菅原

道真二賢配享津藩藩校，曰：

夫宣聖廟堂之禮，自唐以來奉顏、閔等十哲配享，或侑顏、曾、思、孟，

又從祀歷朝名儒諸賢，皆崇其功德於斯文也。伏維國朝文教之丕闡，吉備

相公實為稱首，菅相公繼而興隆，藝文斐然成章，其有大造於吾道，並為

百世之宗師，後學之被遺澤，不可不尊戴也。京師二公神廟，俱以「聖」

稱，良有以夫。（註曰：「吉備聖靈，見拾芥抄。菅神稱聖廟，見本朝文

粹大江匡房文。」）且宣聖乘桴而來，則二公之見悅，其猶當時二三子時。

是以敢請姑舍十哲諸賢，而特以二公配享焉。

津藩藩校在津阪孝綽議後，乃由吉備真備、菅原道真二賢取代中國的十哲配享聖

廟。宣聖即孔子。其實在各藩校均有配享宣聖廟的從祀制，制度不一，這方面與

中、韓略有不同。吉備真備、菅原道真二賢在社會既然已經「聖稱」，並列廟庭，

實際也是「成聖」概念的具體表現。

越南在陳朝時，先後以大儒朱安、張漢超、杜子平從祀文廟。10

8 詳細參看拙作〈臺灣孔廟、書院史蹟探訪記〉（收入拙著《中國教育制度史論》附錄一，頁 149
～162，原載《歷史月刊》81，1994-11）。
9 十八儒在文廟兩廡的碑位是：東廡：薛聰、安裕、金宏弼、趙光祖、李滉、成渾、宋時烈、朴
世采、趙憲；西廡：崔致遠、鄭夢周、鄭汝昌、李彥迪、李珥、金長生、宋浚吉、金麟厚、金集。
（《增補文獻備考》卷 204〈學校考．文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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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東亞諸國在廟學教育制度下，具體展現成聖教育的梗概。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傳統的文化中心地在於學校（含書院）及寺廟。其功能

除傳授知識以外，並賦有傳承文化（傳道）之使命。對社會與國家而言，除作育

英才以外，便是移風易俗的中心地，也就禮樂教育之所在地。從教育事業而言，

學校（含書院）教育比寺廟教育更重要，實是社會文化的中心地。其所以如此，

誠如《禮記．學記》所說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於是

在傳統學校的校園設計，採取「廟學」制，以便實施知識與禮樂教育。廟

學制的教育事業所以產生，實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

六、台灣各縣市「文化中心」場所應與傳統廟學結合

如前所述，傳統的教育，在制度上是透過「廟學」的建制而展開。教育的內

容，並非只是知識教育，更重要的還有禮樂教育。歷代所稱讚的教育，其實就是

禮樂教育；透過禮樂教育，進而改善社會風俗，所謂化民成俗者是。雖然唐朝以

後，教育事業逐漸走向為科舉而存在，但有識之士，仍不以為然，乃透過禮樂教

育，進而強調明倫教育，以建立社會秩序，也就是倡導社會教育。這個教育觀，

主要來自孟子，所謂「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孟子．滕文公上》）這是三代之學的明倫

觀。前述朱熹的〈白鹿書院揭示〉，即是具體提示明倫教育，也就所謂五教的重

要。或許由於此故，在朱子影響下，此後書院教育制度，乃至官學制度，其講堂

紛紛改稱曰「明倫堂」。11 王陽明更強調學校教育在明倫之外是無學的。（見

前引王陽明〈萬松書院記〉）所以明倫教育可說是傳統儒家的基本教育觀。由此

而言，儒家的教育觀並非只著重於知識教育，其重視明倫的社會教育可說更甚於

知識教育。這一點是論教育史者或談倫理秩序者常忽略的地方。

歸納而言，傳統教育在文化方面的活動，可有如下幾點特色：(一)、教育活

動並非專主知識教育，同時非常重視禮樂教育，這種禮樂教育，雖透過儀式來表

現，但其主要目的在於見賢思齊，乃至於化民成俗，實際上是屬於建立社會倫理

教育的重要文化活動。(二)、教育活動除官方而外，民間也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民間主要指私人興學，宋代以後則以書院教育為代表，並含宗教的寺院教育。據

此而言，傳統時代社會秩序的建立，尤其是倫理秩序，並非片面由官方來推動，

而必須是官民共同努力，才能有成果。(三)、傳統教育活動場所，其實也是文化

中心所在地，就這個意義而言，從事文化活動不能忽略學校、寺院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二、三十年來，政府在各縣市推動建置文化中心及其活動，以作為文化

10 參看前引拙著《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各章。
11

詳細參看拙作〈論中國傳統教育與治統的關係〉（收入《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壽記念論文集：
教育文化》，日本東京，巖南堂書店，1989），頁 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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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並用來解決社會脫序及精神倫理缺乏問題時，其建設的重點，設定在建築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等硬體，使各地的文化中心成為地方的藝文、表演、民

俗、陳列文物等活動的場所。這種全新的硬體設計，以展開地方的藝文等活動，

進而謀求改善當地民風，不能說沒有成效，但若要作為解決社會脫序及精神倫理

缺乏問題，恐尚遙遠。其理由主要是社會脫序及精神倫理缺乏問題，必然關係到

傳統社會問題；沒能利用傳統因素而創新，等於是無地基建房，形同空中樓閣，

非常危險。至今尚未見有關單位對全台文化中心建設作全面性的評估，但其成

效，至少在解決社會脫序及精神倫理缺乏問題上是無法預期，概可想見。

然則，如何利用傳統文化中心設計而創新？愚意以為當代的文化中心硬體建

設，必須與傳統的學校（尤其書院）與寺廟遺存結合而展開活動，方能落實文化

建設。這些活動，包含加強在傳統的學校（尤其書院）與寺廟的文教活動，諸如

舉辦演講、展覽文物、藝文康樂活動，乃至藏書、閱覽等功能的發揮，均可與文

化中心硬體建築相互結合而展開。即使今日的學校園地，也應試圖與上述諸文化

中心結合，展開社會教育。以台灣現代的大學建築而言，具有傳統意味的，當數

台中東海大學的設計較受矚目，其因在於它是融合中西，且能表現中國庭園建築

的天人合一、陰陽虛實的自然精神。其建築設人陳其寬先生最近接受訪問，指出

國內其他大學的校園設計太亂，導致校園像軍營，無變化與朝氣。（《聯合報》，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六版）的確如此。

總之，欲解決社會脫序及精神倫理缺乏問題，在硬體方面，必須將現有的文

化中心場所與傳統的文化中心場所（學校與寺廟）加以結合，乃至與現代的學校

結合，作有計劃的規劃，才能具體落實。至少不能將傳統的文化中心場所（學校

與寺廟）只作為觀光場所來使用；孔廟也不能列一般寺廟來處理，而歸內政部掌

管，因為是學校的一部分，所以應該改隸教育部或即將成立的文化部才是正途。

餘論：文化與文化建設的主軸

文化最簡單的定義，是人類生活的表現。政府在地方特定地點設置圖書館、

博物館、藝術館等而展開活動，而謂為「文化中心」，可謂是取文化活動的狹義

定義。然則有無廣義的文化中心活動定義？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由於文化活動

包含生活各方面，所以理論上可有廣義的文化活動。文化建設自不能侷限於狹義

層次，如果要考慮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則必須作廣義的思考而由文化核心價值入

手。尤其要「社會關懷、人性重建」，或謂重建倫理道德。其目標為何？當然是

要建立秩序。若由此觀點而言，傳統的「禮」的秩序，應該是首先要考慮的。

說到禮，恐怕會和民初以來攻擊傳統的「禮教吃人」說法相連結。這樣的思

考，基本上與宋以來將禮教當成絕對化有密切關聯，其實先秦所說的禮是相對性

的。此處無法就這個問題詳論，只是強調如果要思考傳統文化，禮的要素仍然不

可少，正如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篇》）這是很簡單的

提示。他又說：「富而好禮」（《論語．學而篇》）所以有禮的社會，在今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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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尤其在富裕以後的社會。但如果進一步問什麼是「禮」？就不是簡單幾

句可以回答。但此處需要說明的，禮有兩義，一為禮之儀，一為禮之義，後世過

於重視形式上的禮之儀，而忽略實質的禮之義，以致禮本用以建立秩序的作用被

淡化或誤用。《禮記．樂記》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這是禮用以正秩序最簡單的說明。用禮來正什麼秩序呢？《禮記．曲禮上》有明

白的提示，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這些秩

序原理，就是今日常說的基本社會價值體系。但是用禮以正秩序，其範圍至廣，

而最基本的工夫是什麼？那就是敬。孔子說：「禮者，敬而已矣。」（《孝經．

廣要道章》）孟子也說：「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所以由敬的工

夫出發，成為有禮的人，透過禮的儀節，建立國家社會秩序。就禮之儀而言，有

所謂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凶禮的喪服禮在建立秩序的作用最為重要。

總之，若要拿傳統和現代對話，我認為建立禮的秩序刻不容緩。在清末民初

反傳統風潮下，禮教慘遭攻擊，以致到今日一般都避談禮。其實，傳統禮教的形

式，在台灣仍可見於寺廟的戒律，乃至武館的拜師禮。據聞在上海最貴的學費，

竟然是學習國際生活禮儀。無論如何，傳統禮教並非全然不見，只是學校教育功

能不彰而已。所以透過教育，使禮教落實，尤其主敬工夫的教養不可缺，如此方

面能建立有倫理的禮的秩序，而首要著手改革的就是喪服禮的秩序。過去所見的

禮教，尤其「廟學」教育，並非全無道理。黑格爾說：「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

「廟學」、禮教的存在，在東亞地區至少有一千多年，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量時，

就是值得仔細研究的課題。我們不能再像「五四」人將傳統與現代處於對立，大

陸「文革」批不倒孔子，即敗在把傳統與現代處於對立，而不知現在所看到孔子

已經不是春秋晚期的孔子，他是文化的代言人。「文革」的失敗，證明傳統要素

並非全然不見。百多年來，將傳統與現代處於對立，最嚴重表現在對傳統教育制

度和法律制度的破壞與廢棄，今日社會秩序遲遲無法有效建立，即僅靠法律當作

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在維持而已。今後仍期待多從教育和法律來思考傳統與現代

的接筍問題，不要再迷惘。以上的講題，希望有助於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