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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而不正
—對魏禧〈正統論〉的一種新詮釋

黃　毓　棟*

摘　要

明朝遺民以「正統論」為題目發表文章，魏禧是最重要的一位。他的

〈正統論〉三篇，隨著其文集的刊刻而廣泛流播，深受注意。確實，魏禧經

歷明朝滅亡、滿清問鼎、南明偏安的混亂與政權分立時期，加上他的〈正統

論〉只說到南宋為止，且強調東晉、南宋偏安為正統，故此引來眾多不同的

臆測和詮釋。不少時賢後俊對魏禧的〈正統論〉作出回應，當中有讚賞並或

加以補充的，也有指責並持相反意見的。而在紛紜意見之中，以其寫〈正統

論〉的目的在於正南明、黜滿清最為普遍。

不過，本文透過分析魏禧的〈正統論〉和他的其他文章，並結合其家族

在明亡後的取向，和清朝重要官員為其出版〈正統論〉，指出他實際上既不

正南明，也不正清朝，而是將兩者歸入「統」而不「正」的格局；其三統上

下流動之說，正說明他在等待「正統」的來臨。另外，本文肯定魏禧作為一

個知識分子，在改朝換代、新政權出現的時候，自覺地提出「正統」的標準

及要求，可視為是對以往政權的合法性最徹底的全面反思。故此，魏禧雖然

不願意出仕清朝，但是〈正統論〉的發表，實際上亦是他經世思想的重要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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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正統的重要

正統的論說，起源甚早。不過，由於定義與標準的不同，既有以天命所

歸為依，亦有以土地的多寡為準，更有以血緣的承接為主，又有以種族的分

別為則，至有以道德民心的歸向為軸。當然，更加多的是由以上所說混合而

成，故此一直議論紛紜，爭辯不休。事實上，在傳統中國的政治裡，正統與

否關乎政權在民眾之中的認受性，是政權是否合法合理的準則，所以正統與

否亦和政權的穩定息息相關，這也是正統論特別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關注

的最重要原因。故此，每逢在朝代改換、政權並立、南北分裂、外敵窺伺的

情況下，都是正統論說特別蓬勃，特別使人注目的時候。1 亦即是說，正統論

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更常見的往往和政權糾纏在一起，而在明亡

清興的轉折時期，正統論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二、魏禧的〈正統論〉

明朝遺民當中，以「正統論」為題目發表文章的，魏禧（1624 -1681）
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位。他的〈正統論〉三篇，隨著其文集的刊刻而廣泛流

播，深受注意。確實，魏禧經歷明朝滅亡、滿清問鼎、南明偏安的混亂與政

權分立的時期，加上他的〈正統論〉只說到南宋為止，且強調東晉、南宋的

偏安政權為正統，難免引來眾多不同的臆測和詮釋。不少時賢後俊對魏禧的

〈正統論〉作出回應，當中有讚賞並加以肯定的，也有指責其識理不透的。2 

  1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7）；江湄，〈元代「正統」之辨
與史學思潮〉，《中國史研究》1996.3(1996.8): 35 -42；王培華，〈正統論與中國文明連續
性〉，《社會科學輯刊》2002.1(2002.1): 95 -100；Chan Hok-lam (陳學霖 ),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2 清•錢澄之（1612 -1693），〈正統論上〉及〈正統論下〉，見氏著，《田間文集》（《錢
澄之全集》本第6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卷3〈論〉，頁45 -47；清•葉燮（1627 -

1703），〈正統論〉下，載氏著，《己畦文集》（《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24冊，上海：上海
書店，1994），卷1，葉4上 -6上（頁653 -654）；清•廖燕（1644 -1705），〈三統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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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紛紜的意見之中，焦點大部分集中在〈正統論〉中偏安和正統的關係，

而不少結論是魏禧討論偏安正統，目的在於正南明，貶滿清。3 

誠然，魏禧〈正統論〉中關於偏安正統的言論特別令人注目，在於其

所處的時代和其身分的關係︰即政權轉接、異族統治、遺民身分。不過，過

分的解讀可能亦會因以上的原因而來。事實上，如果能加入他和家人對新朝

的態度、魏家和新朝的關係，甚至官方人士為魏禧出版〈正統論〉的史事

進行全面的考慮，而後才決定魏禧撰寫〈正統論〉的目的是否正南明，貶滿

清，相信才會更具說服力。可是，上述這三個問題長期備受忽略，所以問題

始終不能解決。不管怎樣，魏禧的〈正統論〉在當時及後世引起非常之大的

回應，故有必要先詳細了解其原文，才可進一步說明及了解其引起爭論的原

因；亦才可以了解魏禧〈正統論〉的真正涵意及思想取向。

三、魏禧〈正統論〉寫作起因及其內容

魏禧寫〈正統論〉的起因，據他所說是因為看到古今正統之論，紛紜

而不決而起。他選擇歐陽修（1007 -1072）、蘇軾（1037 -1101）、鄭思肖
（1241 -1318，或作1238 -1315、1206 -1318）三人為論說的重心，則是因為
三者之說雖然有可取之處，但是也有欠妥當的地方。4 說到底，魏禧自言寫

氏著，《二十七堂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第1冊，卷2〈辨〉，
葉14上 -15下（頁99 -102）；清•邵廷采（1648 -1711），〈正統論〉（四篇），見氏著，
《思復堂文集》（《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27冊），卷8，葉1上 -6下（頁962 -964）。按：
關於邵廷采〈正統論〉的分析，參何冠彪，「邵廷采思想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

士論文，1978），頁467 -568；清•甘京（1623 - ？），〈正統論〉，載清•姚樁（1777 -

1853）編，《國朝文錄》（臺北：大新書局，1965），卷5，葉1上 -3上（頁411 -415）；清
•蔣汾功，〈正統論〉，《國朝文錄》，卷7，葉28上 -29上；清•魯一同（1804 -1863），
〈正統論〉，見氏著，《通甫類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1，頁49 -52；清•方濬
頤（1815 -1889），〈書魏冰叔正統三論後〉，見氏著，《二知軒文存》（光緒四年（1878）
刊本），卷9，葉4上 -6上；清•王汝驤，〈讀魏叔子正統論〉，載清•沈粹芬等輯，《清
文匯》（臺北：世界書局，1961），中冊，卷53，葉9上 -10上（頁1272）。

  3 蔡景輝，「魏禧思想研究」（香港：香港大學文學碩士論文，1987），頁83-136。
  4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1〈論〉，

葉6上。按：後人對歐陽修、蘇軾正統論的分析，可參陳學霖，〈歐陽修「正統論」新



漢學研究第 27卷第 1期238

〈正統論〉的目的，是要得出古今之公論，5 以達到平息紛爭的目的，亦即如 

其門人涂尚岠所說的，「立三統之說」，以為「萬世之論定」。6 魏禧的目的是

否可以達到，筆者會在後部分加以討論。現在讓我們先了解一下內容。

首先，魏禧認為歐陽修所說的正統有時而絕，故正統的相承，由唐、

虞、三代，經歷了秦、漢而絕，晉朝得之後又絕，後再經隋（581 -618）、唐
（618 -907）承正統，但接下又絕的說法，是不妥當的。因為魏禧認為「天
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但統則不能絕，因為如果連統也絕了，

則天下將無處可屬。另外，魏禧又認為歐陽修將正統給予西晉而不與東晉，

將後唐（923 -936）、後漢（947 -950）等同於朱梁（907 -923）、石晉（936 -

946）的做法，是蔽塞不明道理的。7 這裡最重要的地方，在於魏禧指出 

「正」和「統」可分開存在的看法。

另外，魏禧對蘇軾的正統論，也有意見。蘇軾認為「正統之為言，猶曰

有天下云爾」，換言之，擁有天下即是正統。如此一來，蘇軾指出「正統聽其

自得者」有十，即堯、舜、夏（約前21世紀 -約前16世紀）、商、周、秦、
漢、晉、隋、唐；而「序其可得者以存教」則有六，即魏（220 -265）、梁
（502 -557）、後唐、後晉、後漢、後周（951 -960）。魏禧則指出偏安之主，
篡竊之人，亦給予他們正統之名，則「彼正統者孰肯與之」？事實上，蘇軾

在其正統之說中，嘗試將政權的標準與道德的標準分開對待。簡而言之，亦

即將「正統」之內涵，純粹看作只是一種政治現實的承認，故他有「天下無

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

已。」又說：「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

釋〉，載氏著，《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125 -173；王記錄、閆明
恕，〈正統論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歷史學》1996.4(1996.6): 67 -70；范立舟，〈宋
儒正統論之內容與特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2(1999.2): 202 -

207；對鄭思肖正統觀的分析，可參錢茂偉，〈楊奐、鄭思肖的正統觀辨析〉，《史學史研
究》2000.3(2000.9): 45 -51。

  5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7下。  

  6 附見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1下 -12上。
  7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6上下。有關歐陽修的正統論

包括〈正統論序〉、〈正統論上〉、〈正統論下〉、〈或問〉及附論〈原正統論〉、〈明正統

論〉、〈秦論〉、〈魏論〉、〈東晉論〉、〈後魏論〉、〈梁論〉，載氏著，《歐陽修全集》（北

京：中華書局，2001），第2冊，卷16，頁26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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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8 魏禧則認為蘇軾對於既定政治現

實雖亦表現出無可奈何，正是「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為盜，勢不得不

與之偕坐」，更何況「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偕坐，固其勢也」而

已。不過，如果接受這種去掉道德內涵的政治現實為正統，則亂臣賊子「以

為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9 

魏禧對歐陽修和蘇軾的正統論多有不滿的地方，惟對於鄭思肖之說則基

本上認同。10 鄭氏指出「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

為非逆」。故此，三皇、五帝、三王、西漢、東漢、蜀漢、宋（北宋，960 -

1127；南宋，1127 -1279）都屬正統。雖然是這樣，魏禧對於鄭思肖正宋、黜
唐、貶魏，則有所辯駁。魏禧指出︰「鄭氏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故

「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至於「其尊宋之極，至於黜唐」，

則更難以令人信服。因為以不正而得國，則趙匡胤（927 -976，960 -976在
位）的陳橋兵變，與唐朝取代隋朝並沒有大分別。實際上，唐得天下，比起

宋之取（後）周，更加有道理。故此，魏禧認為以宋接三皇、五帝、三王、

漢朝，只是忠臣之心，義士之見，並非古今之公論。11 

四、魏禧對正統的準則

由上可見，魏禧對三家的學說，既有贊同，亦有批評。於是他在三人

的基礎上提出他的看法。簡括而言，魏禧將朝代劃分為「正統」、「偏統」、

「竊統」三種。所謂「正統」，魏禧指出「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

  8 蘇軾，〈正統論〉（三首），載氏著，《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冊，頁
122-123。

  9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6下 -7下。
10 有關鄭思肖的正統論，參看南宋•鄭思肖，〈古今正統大論〉，載氏著，《鄭思肖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雜文〉，頁132 -137。
11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7下。魏禮（1629 -1695）在
〈書王汲公啞孝子傳後〉亦指出：「宋奪天下于寡婦孤兒，及其亡也亦然。其本末始終，

率有相伏應而不慆者，後此者可推而致也。」見氏著，《魏季子文集》（載林時益（1618-

1678）輯，《寧都三魏全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1〈書
後〉，葉33下 -3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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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至於甚不正，功加天下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即屬正統。這

樣，正統的朝代分別有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

唐、南宋。12 

至於「偏統」，魏禧指出一些雖然不能使天下歸於一統，但是非篡弒而

得國的，並居於「中國而強大者」，在「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

望」，即是偏統。如此，後唐、後漢屬於偏統。13 

關於「竊統」，魏禧強調「天下之偏統絕」，亂臣賊子弒其君而篡其位，

他們縱能為天子，一統天下，但是也只可歸入竊統而已。魏禧認為秦、魏、

西晉、宋（420-479）、齊（479-502）、梁（502-557）、陳（557-589）、隋、 

後梁、後晉、後周、北宋全部屬於竊統。14 

魏禧除了劃分三統的標準，還用了很多的歷史事實，解釋劃分三統的詳

細理由。其中對於一些容易引起爭論的朝代，他都詳細加以說明。例如秦、

西晉、隋、北宋都入竊統，為何唐獨入正統？其次，後唐、後漢為何是偏

統？而不是竊統？最後一個問題，引起的爭論也最大，即西晉、北宋既屬於

竊統，為何東晉、南宋則屬於正統？魏禧的解釋，是否即其所謂的古今之公

論，且先看他的理由才下定論。

首先，魏禧以秦有嚴重的道德缺失，解釋為何反對歐陽修將秦列入正

統。歐陽修指出「諸侯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而且周自己放棄豐鎬，賜

給襄公（秦襄公，？ -前766，前777 -前766在位），周赧王（姬延，？ -前

256，前314-前256在位）更是「稽首獻邑，自歸于秦」，所以「秦雖有滅周
之罪」，但是與後世之弒君篡國的做法是有分別的。故此，歐陽修將秦歸為正

統。不過，魏禧則認為當時「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更何況「周無幽

（姬宮涅，？ -前771，前781-前771在位）、厲（姬胡，？ -前828）之罪」，
而秦則有「桀、紂之惡」。簡而言之，秦以詐力取得天下，又以殘暴方法統治

天下，所以根本不配為正統。15 

12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7下 -8上。
13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8上。
14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8上。按：魏禧在〈太平興

國論〉中說：「古正統之君，未有以四字建元者。有之，自宋太宗始。」（《魏叔子文集外

篇》，卷1〈論〉，葉41上）以北宋為正統，這和〈正統論〉中將北宋歸入竊統不同。
15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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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西晉、隋、唐、北宋，魏禧認為其篡、禪的情況，表面雖然相同，

但是實質是有分別的。他指出唐高祖（李淵，566 -635，616 -626在位）廢酅
國公（楊侑，605 -619），晉武帝（司馬炎，236 -290，265 -290在位）廢陳留
王（曹奐，246 -302，260 -265在位），隋文帝（楊堅，541 -604，581 -604在
位）廢介公（宇文闡，573 -581，579 -581在位），宋太祖（趙匡胤）廢鄭王 

（柴宗訓，953 -973，959 -960在位），表面而言都是篡奪而得國。不過，魏禧 

辯解說，陳留王、介公、鄭王都是「無罪不足以失天下」，而其臣下「又皆以

勛戚居中用事」；更何況篡、禪的人，原本都是受其先君所依託，為其信任的

臣子，但是他們最終卻欺人孤寡而奪人之國。故此，雖然「晉武、隋文，成

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濃

德，浹數百年」，但是因為他們「得國之不正」，故終「不可以貰」。至於唐與

其他朝代，不同的地方在於隋朝亡國之君淫虐無度，比桀、紂更甚，故此李

氏舉兵，是仿湯武之舉而已。當然，唐得天下，亦並非沒有瑕疵可言，李淵

立楊侑而後以禪讓之名而得天下的舉動，是「以湯武始而以莽（前45 -23，
8 -23在位）終」。不過，李淵的做法，只是「謀之不善」，並「非其本志」，
故和篡奪是有分別的。總括而言，魏禧認為唐「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

思之在天下者」，又等同宋祖，故屬於正統。16 

其次，魏禧將後唐、後漢列入偏統而非竊統，其說法和歐陽修的論點大

有出入。歐陽修認為李克用（856 -908）、朱溫（852 -912，907 -912在位），
「共起窺唐」，而結果是「梁先得之」，李氏雖然只是「因之者」，到底亦是

不對的。魏禧則指出李克用忠於唐，其志在於滅梁，其子存勗（885 -926，
923 -926在位）後雖然稱帝，但是其開始的時候，實有承父之決心而報國之
仇，故將其與梁一起皆黜，並不公正。至於歐陽修認為後漢的劉智遠（895 -

948），初始不與契丹戰爭，坐以等待其主的失敗，後來又「不能奉從益以存
晉」，實是與梁、晉沒有分別。歐陽修對五代的梁、唐、晉、漢、周，全部貶

黜。魏禧則強調如果能「滅梁不自帝與奉從益以存晉」，固然是聖賢之用心，

忠臣之盛節，不過以此要求而斥責五代的君主，未免太過嚴格了。理由是，

「責人以聖賢，為忠臣不得」，即將其等同於亂賊，亦非天下之公論。故此，

16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9下 -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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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禧提出「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將後唐、後漢歸之偏

統。17 

最後，魏禧對於後來引起最大爭論，即西晉、北宋屬於竊統；東晉、南

宋雖然只有一半天下而歸入正統，則有以下的辯解。魏禧認為東晉、南宋之

君統治天下，天下人奉他們為共主已久。雖然他們祖先不以正而得國，但是

經前後相承，特別是東晉元帝司馬睿（276 -322，317 -322在位）、南宋高宗
趙構（1107 -1187，1127 -1162在位），他們在將亡之際，仍努力不懈，以子
孫復其祖業，所以「義不得不進之于正統」。魏禧進一步引春秋戰國，「楚

子僭王滅諸姬」，雖然是「罪在不赦」，但「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

焉」的史事，作為說明由不正而正，並非沒有先例可依。18 

總括而言，魏禧的正統之說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首先，正統二字可

分可合，亦即是說「正」不一定有「統」，「統」也不一定是「正」。故此，

正統和土地多寡，是否一統天下並不等同，正如他給與正統的東漢、蜀漢、

東晉、南宋，全部都不是統有天下的。同樣，魏禧雖然認為正統重要，但也

有莫可奈何的時候。在現實情況下，有時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統」歸之。

正如他所說「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但「統」則不能絕，如

果「絕其統」，則天下將無處可屬。其次，三統是處於一種流動不定的情況，

亦即正統是可被取代的，正統亦可變為不正，而代之者可能是正統，如夏、

商、周；亦可能是竊統，如秦取周。至於入正或入竊，取決於被其取替的

朝代是否在道德上已不足取，例如有「幽、厲之罪」，「桀、紂之惡」。19 再

者，竊統亦可進入正統，例如西晉、北宋屬於竊統，但是東晉、南宋則屬於

正統。不過，或正或竊，取決於滅亡之際，子孫復其祖業是否具有「特起之

勢」。無可否認，魏禧穿插在〈正統論〉中間最重要的思想除強調道德之外，

亦強調道德有不同的高低層次，而正統、偏統、竊統正是由不同道德層次劃

分出來的結果；另外，道德的上升和墮落，主宰朝代入正入統甚或入竊的關

鍵。

17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0上 -11下。
18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0下 -11下。
19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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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魏禧〈正統論〉引發的爭論焦點

魏禧〈正統論〉中關於西晉、北宋入竊統；東晉、南宋偏安而入正統的

看法，備受爭議。例如蔣汾功就特別針對魏禧〈正統論〉關於偏安為正之說

指出︰「吾尤以貶西晉、北宋於竊，而進東晉、南宋於正為所未安。」 蔣氏

認為︰「且以為能復祖業而與之，則益謬。夫當滅亡之餘，而能復繼大統，

若光武於東漢，可謂無忝。今考元帝、高宗，不過裂土地之半而倚其臣為幸

免偷安計，譬如人嬰將死之疾而恃藥餌葠苓以綿日夕，然識者有以覘其不永

矣。故吾謂晉東而宋南，其敗亡之勢已成。」20

另外，又如方浚頤（1815 -1889），主要亦是針對魏禧貶西晉、北宋，正
東晉、南宋的重點而加以發揮的。方氏在文章一開始即認為王者大一統，否

則即為偏安、為僭竊。接著強調說︰「至於祖宗之一統為竊，子孫之半得為

正，固屬強辭而鰓鰓焉。」至於「以為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於正，

抑何厚於東晉、南宋，而薄於西晉、北宋哉﹗而乃曰義也？」故他最後斷言

說︰「夫蜀漢、東晉、南宋之不得為正；秦、隋與西晉、北宋之不得為竊，

斷斷然已。」21

再者，如葉燮（1627-1703）之論，表面雖然不在東晉、南宋正與不正
的問題直接做文章，但他同樣是針對魏禧關於偏安為正之論而來的。他說︰

「近時魏禧因霸統之言，又為正統、偏統、竊統紛紜之說。」不過他認為︰

「統者合天下之不一，既已偏矣，安得稱統。彼竊者盜也，盜竊人之藏而取其

財，即其藏而稱盜為主人可乎﹗竊而以統歸之，何異於是故不知正之為義而

為借襲之說，與不知統之為義而為分晰之論者。」22 故此，以上三者大致認為

偏安不可以為統，更不可以為正。

相反，以偏安為正而支持魏禧看法的，則有同樣為遺民的錢澄之（1612 -

1693）和甘京（1623 - ？）。錢澄之認為︰「天命既去，人心猶存，雖竄伏

於偏方一隅，人心隱隱係焉，即萬世人心隱隱係焉，則統雖至微如線，而未

20 蔣汾功，〈正統論〉，《國朝文錄》，卷7，葉28上下（頁671 -672）。
21 方濬頤，〈書魏冰叔正統三論後〉，《二知軒文存》，卷9，葉5下。
22 葉燮，〈正統論下〉，《己畦文集》，卷1，葉6上（頁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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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絕也。」接著引魏禧之言說︰「東周君一日未遷 狐聚，則正統猶一日屬

周。蜀後主一日未出成都城，則正統猶一日屬漢。禪宋之詔一日未書，則正

統猶一日屬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則正統猶一日屬宋。此非有強之，人心

實然也。人心一日未忘，即天命一日未去，正統一日未絕也。」23

另外，甘京雖然說︰「魏子既折衷三家之說，而以西晉、北宋為竊統；

東晉、南宋為正統。夫祖父御人於國門而得千金，半為人所奪，而其子孫尚

守其半，遂謂之至公大義矣乎？」但筆鋒一轉而斷言說︰「正統之子孫不能

守其天下，偏安於一方以繫正統之脈者，正統也。」甘京接下又說︰「漢高

祖復為正統……明太祖高皇帝復為正統。」24 如此一來，錢、甘二人以偏安的

南明為正統，似乎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六、魏禧〈正統論〉偏安正統的條件

無可否認，一般人對魏禧〈正統論〉的解讀，都集中在東晉、南宋偏

安而可以為正統的問題上。誠然，這個問題所以引起如此的關心，在於明亡

後的南明格局和東晉、南宋偏安的情況相似。換言之，泛論東晉、南宋偏安

亦即等同論南明的偏安。就如有近人所說：「明遺民之論正統，乃通過歷史

上正統之劃分，以借古諷今的手法道出南明應得正統，在他們為南明爭取正

統地位的同時，有更深一重的意義，就是他們都暗地裏否定了清朝的正統地

位。」25 而從以上所引的言論，可以清楚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看法。前者斷言

偏安不可以為正統，後者的意見則完全相反。綜合而言，兩種意見都不外乎

認定魏禧在為偏安爭正統。不過，不論對偏安和正統持甚麼看法，他們在解

讀魏禧〈正統論〉中有關偏安的言論，實際上並不全面。事實上，魏禧〈正 

統論〉中關於偏安屬正統有不少條件；如果不理會這些條件，魏禧〈正統

論〉的確是可以如此解讀的︰

且夫義得為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為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

献，不可不書周；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晋；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

23 錢澄之，〈正統論上〉，《田間文集》，卷3〈論〉，頁46-47。
24 甘京，〈正統論〉，載姚樁，《國朝文錄》，卷5，葉1上 -3上（頁411 -415）。
25 蔡景輝，「魏禧思想研究」，頁107。



245黃毓棟／統而不正─對魏禧〈正統論〉的一種新詮釋

可不書宋。26 

他在別處又說︰

宋之末造，奔迫至於崖山，一舟之內，可以立天子，建宰相，無復有非之

者。蓋為祖宗延一日之統，猶愈於其遽絕也。27

單看這些言論，魏禧無疑在強調偏安為正統。另外，如果加入魏禧遺民身分

一起分析，他正東晉、南宋亦即是正南明了，似乎亦是順理成章的推論。 

可是，如果更全面看魏禧的言論，他雖然強調偏安為正統，但是魏禧強

調東晉元帝司馬睿、南宋高宗趙構，他們「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28 南

明的福王（朱由崧，？ -1645，1644 -1645在位），其父在地方上的暴政，盡
人皆知。最後常洵被李自成殺掉，不少民眾歡呼叫好；29 而朱由崧的劣跡敗政

和其父亦不相伯仲。30 史可法（1602 -1645）曾強烈反對以福王為帝。31 至

26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1上。
27 魏禧，〈漢中王稱帝論〉，《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又28上。
28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1上。
29 如說：「及崇禎時，常洵地近屬尊，朝廷尊禮之。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

秦中流賊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間藉藉，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

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方

家居，聞之懼，以利害告常洵，不為意。」見張廷玉（1672 -1755），《明史》（北京：中
華書局，1974），卷120〈諸王列傳•福王常洵〉，頁3650；顧誠，〈明代的宗室〉，載明
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處論文組編，《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2），頁89 -111；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vol. 1, pp. 338 -339；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陳蘇鎮、薄小瑩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頁246 -247。
30 如說：「由崧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士英及士英黨阮大鋮，擢至兵部尚書，巡閱江

防。二人日以鬻官爵、報私憾為事。」見張廷玉，《明史》，卷120〈諸王列傳•福王常
洵〉，頁3651；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pp. 339 -340；魏斐德著，陳蘇
鎮、薄小瑩譯，《洪業：清朝開國史》，頁247 -248。

31 又有：「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

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

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

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

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見張廷玉，《明史》，卷274〈史可法傳〉，頁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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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下的幾個朝廷，時人對其負面的批評，亦是俯拾皆是。32 如此一來，將

東晉、南宋和南明等同，似乎是沒有理會魏禧對偏安和正統關係所設立的條

件，亦即他特別強調的「特起之勢」。

另外，魏禧以東晉、南宋偏安為正統，其條件還在於他認為兩者「子孫

尚有天下之半者」，故對別人將其斥為「偏安」，認為不當。33 毫無疑問，魏

禧談到東晉、南宋偏安的情況，既特別強調土地多寡的因素，故此，我們在

思考同樣為偏安格局的南明，也就不得不將土地多寡的情況加以考慮。南明

隨著福王的敗亡，基本上已失去整個天下的土地，情況和東晉、南宋佔有天

下之半差異明顯。考慮過這些史實，很難說魏禧是以南明為正統了。

七、魏禧的遺民身分及魏家和新朝的關係

事實上，不管是蔣汾功、方浚頤、葉燮認為偏安不可以為正統；或是如

錢澄之、甘京，甚至是花了大量篇幅討論魏禧〈正統論〉的近人蔡景輝認為

偏安可為正統，其前提都是認為魏禧在為偏安爭正統，進而為南明爭正統。

實際上，他們的主要偏差在於沒有考慮魏禧為偏安正統設立的條件。而他們

不考慮魏禧為偏安正統設立條件的原因，恐怕是受魏禧的遺民身分影響所

致。換言之，他們的意思似乎是如此的：魏禧既然是明遺民，明遺民為南明

爭正統才是骨子內的真實，其他言語操弄，條件的設立都不過是騙人的幌子

而已。

無可否認，魏禧是明遺民，且他確曾三次拒絕出仕清朝，34 而康熙十七

年（1678）拒絕參加博學鴻儒科，更為人津津樂道。35 不過，這只是魏禧對待

32 王天有，〈如何評價清朝的統一和南明的抗清鬥爭〉，載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

備委員會主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1995），頁240 -243。
33 魏禧，〈正統論〉（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1下。
34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2 (2004.12): 

390 -393。
35 如顧炎武在〈與蘇易公〉中說：「比者人情浮競，鮮能自堅，不但同志中人多赴金門之

召，而敝門人亦遂不能守其初志。惟李中孚（顒）、應嗣寅（撝謙，1615 -1683或1619 -

1687）、魏冰叔與彪翁（范鄗鼎），可為今日之四皓矣。」（氏著，《蔣山傭殘稿》，《顧亭
林詩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6，卷3，頁213），正是指此年不赴應試之人。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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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權的其中一面。魏家在順治四年（1647），亦即他們隱居金精翠微峰的次
年，清朝派官員管理寧都。而據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燦所說，在「贛州新破」，

學使即「按冊督應試，有不赴者繩以法」。36 在這種情況下，魏禧父親兆鳳特地

召集他們兄弟三人商量日後魏家和新朝的關係。魏禧對這件事有詳細的記載︰

丁亥（順治四年），邑新令至，徵君召諸子曰︰「汝輩云何？」禧率爾對曰

︰「甲申哭臨之言猶在也，禧又善病，願奉父母以隱。」徵君曰︰「可。」

禮對曰︰「願從叔兄後。」徵君笑曰︰「爾未有名字，人將以為逋督學使者

試耳。」對曰︰「道我不識一丁字，固不以亂吾意。」徵君曰︰「可。」伯

兄逡巡，對曰︰「長子責在宗祧，祥其出乎？」于是二弟山居奉父母，伯兄

獨身出。37 

由此可見，魏禧和弟弟禮雖決定處而不出，但決定派兄長際瑞（1620 -

1677）出仕。結果際瑞除了在順治十六年（1659）被選為歲貢生，38 亦在康 

熙四年（1665）參加省試。39 另外，際瑞又加入潮州總兵劉伯祿、40 浙江巡 

韓國學者成海應（1760-1839）在《研經齋本集》有詩詠魏禧說：「冰叔文章繼八家，更
看風節特修胯。《易》堂諸子皆豪傑，誰赴宏詞博學科。」（第1冊，頁157）按：筆者未
見過此詩，資料轉引自孫衛國，〈朝鮮《皇明遺民傳》的作者及其成書〉，《漢學研究》

20.1(2002.6): 180，註70。
36 曾燦（1625-1688），〈歲貢生廣則溫公墓誌銘〉，《六松堂文集》（胡思敬編，《豫章叢

書》本，南昌《豫章叢書》編刻局刊刻，乙卯（1915），第191-199冊），卷13〈墓誌銘〉，
葉39下。

37 魏禧，〈季弟五十述〉，《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1〈敘〉，葉72下；魏世傚（1655-？）在

〈享堂記〉中說：「長子有祖宗墳墓之責，伯父遂獨出應試。」見氏著，《魏昭士文集》（林

時益輯，《寧都三魏全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卷6〈記〉，葉10上。
38 清•彭士望（1610-1683）在〈與陳少游書〉中說：「魏善伯以明經貢入太學，客宰相之

家，不樂仕宦。」（《樹廬文鈔》，道光四年（1824）刻本，卷2〈書〉，葉13上）〈與羅周師
中翰書〉中說：「寧都魏善伯，吾《易》堂友弟，貢入北雍。」（《樹廬文鈔》，卷4〈書〉，
葉14下）清•黃永綸修、楊錫齡等纂，《道光寧都直隸州志》，載《中國地方志集成•江
西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卷20〈選舉志下•歲貢〉，葉20上（頁
351）；卷22〈人物志•忠義〉，葉8上（頁431）。

39 清•魏際瑞（1620 -1677），〈一道同風對〉，《魏伯子文集》（林時益輯，《寧都三魏全
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卷6〈策〉，葉7上 -10上。按：以上文章，即為其康熙四年參
加北雍的試策。另外，魏際瑞在〈北行留別山中諸子〉中說：「愚生已赴新功令，聖祖徒

憐老秀才。」（《魏伯子文集》，卷8〈詩〉，葉15上）應是為此次參加北雍的試策而作的。
40 明•李騰蛟（1609 -1668），〈送魏長公赴潮陽幕兼題扇上梅〉，《半廬文稿》（《豫章叢

書》本，第187冊），卷3〈七言律〉，葉23下；清•林時益，〈易堂送魏東房入潮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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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范承謨（1624或1635 -1676）、41 南贛總兵哲（折）爾肯等清朝官員為幕

客。42 在三藩之亂，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親自到吳三桂的手下韓大任
的軍中談判，結果慘被殺害。43 

事實上，從魏氏家族在出處的如此安排，或多或少看出他們在明亡後對

故國感情的回憶和對新朝接近的徘徊。而這種複雜混合的關係而導致思想的

糾纏不清，魏禧肯定會深深感受得到。換言之，魏禧作為魏氏家族重要的一

員，不可能單獨從這種關係中切割出去。故此，只考慮其遺民身分，不考慮

《朱中尉集》（《豫章叢書》本，第189冊），卷3〈五律〉，葉14下；魏禮，〈送伯兄再之潮
陽〉，《魏季子文集》，卷2〈五言古詩〉，葉15上下；魏禧，〈丙申（順治十三年）四月送
伯兄再之潮陽〉有「夏雨霪不止，駕言向海濱。昔送章貢水，時維癸巳（順治十年）春」

（《魏叔子詩集》（林時益輯，《寧都三魏全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卷3〈五言〉，葉12
上）；在〈贛江呈伯兄〉有「在昔癸巳春，兄作潮陽客」（《魏叔子詩集》，卷4〈五言古〉，
葉13上）；曾畹在〈潮州別魏善伯〉中說：「雙雁共南來，一雁忽北翔。君復留幕府（自
注：魏再入幕潮鎮），我行由故鄉。」見氏著，《曾庭聞詩》，（《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6冊），卷2〈五言古〉，葉2下（頁423）。由上可知，魏際瑞共兩次任潮鎮幕府，第一次
在順治十年、第二次在順治十三年。

41 魏禧，〈祭伯兄文〉，《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4〈文〉，葉19上。彭任在〈祭魏和公文〉
中說：「當戊申（康熙七年）冬，咸齋素有咯血疾，疾一發委頓。其時丘子漫無赴山東翟

司理之招，魏子伯子入浙撫范公之幕。」見氏著，《草亭文集》（道光五年刻本），不分卷，

該文葉1上。彭士望在〈與羅周師中翰書〉中說：「善伯適以學士范公之命為撫軍差官。」
（《樹廬文鈔》，卷4〈書〉，葉15下）曾畹，〈長至懷魏善伯浙幕〉，載氏著，《曾庭聞詩》，
卷3〈五言律〉，葉29下 -30上（頁443）；而范承謨和魏家的其他人也熟悉，如范承謨有
〈送魏興士歸贛州〉：「木樨香遍武林谷，末得乘風一問焉。俗吏那堪詩酒興，病軀偏與藥罏

緣。勺庭已跨揚州鶴，興士重開章貢船。悵悵望南還望北，蓼花蘆雁滿寒川。」（見氏著，

《范忠貞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卷4，葉8下 -9上）、
魏際瑞，〈立春日同撫軍范公行雪江干〉（《魏伯子文集》，卷7〈五言律〉，葉54下）。按：
范承謨生平，可參清•呂觀仁、任國緒編，《滿漢名臣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1），第1冊，卷16〈范承謨列傳〉，頁451 -454；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長
沙：嶽麓書社，1991），上冊，卷1〈名臣•范文肅公事略〉，頁1-8。

42 葉衍蘭、葉恭綽，《清代學者像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上冊，頁44。
43 魏禧，〈祭伯兄文〉，《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4〈文〉，葉19上 -21下；〈先伯兄墓誌銘〉，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8〈墓表誌銘〉，葉107上 -111下；魏禮，〈與顧袁州書〉，《魏季
子文集》，卷8〈書〉，葉30上 -32下；〈祭伯兄文〉，《魏季子文集》，卷16〈雜著〉，葉8
上下；彭任，〈祭魏和公文〉，《草亭文集》，不分卷，〈祭文〉，葉1上 -2下；曾燦，〈過
聊城縣追悼魏伯子〉，《六松堂詩集》，卷5〈五律〉，葉33上。



249黃毓棟／統而不正─對魏禧〈正統論〉的一種新詮釋

其家族和清朝關係；等於只考慮他強調偏安為正統，而不去考慮他為偏安正

統設立的條件。同樣，如果單以遺民身分而將問題變得非黑即白，往往只是

將一些本來複雜的事情簡單化而已。44 

八、魏禧對異族的態度

魏禧在〈正統論〉中對元朝的看法，本來是提供另一他對異族看法的

關鍵重點，可是他在〈正統論〉三篇中，元朝和明朝到底為正統，為偏統，

還是為竊統，他是完全沒有說到的，因他的〈正統論〉只說到南宋而已。故

此，要以他對元朝的態度看他對新朝取向，似乎是沒有可能的。當然，如果

要從〈正統論〉三篇勉強來推論，可以有二種不同的結果︰即魏禧既然以

南宋為正統，再參考魏禧同意鄭思肖所說的，即「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 

逆」， 45 這樣元為逆竊，似乎不必疑議。當然，元和宋並非臣子關係，故魏禧

在此最有可能將元歸入「統」而不「正」格局。而元既為不正，則明奪之，

似乎亦合鄭思肖所說的「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的論點。46 

不過，也可從另外一個推論：即魏禧既認為取代正統的朝代並不一定即

竊統，如之前所說的夏、商、周相承，即為顯例。更何況魏禧曾指責南宋的

祖先並非以正得國，再加上如前所說宋、元並非臣子關係。故此，「以正得

國，則篡之者為逆」，便不一定可用在元代身上。當然，就算元為正，用以上

以正承正的原則，明也可以為正的。不管怎樣，筆者在此只想說明這種兩面

都可以的推論，如果我們又以魏禧是遺民的身分來結束問題，而斷定是第一

種情況才是正確的，那並不是真正去理解魏禧的思想，只是想像魏禧的思想

而已。

事實上，同樣為明遺民說到同樣的情況的時候，彭士望說︰「古今推正

統，明出湯武上。」47 甘京說：「漢高祖復為正統，……明太祖高皇帝復為正

44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2(2004.12): 

387 -419。
45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6上。
46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6上下。
47 彭士望，〈冬心詩三十首〉（補遺），《恥躬堂詩鈔》（《恥躬堂詩文合鈔》，咸豐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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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48 他們兩人都沒有談到元朝，都肯定明朝為正統。當然，或者有人會這

樣認為：即魏禧既生於明朝，而在入清後不管是民間或官方，對於承認明朝

為正統並沒有特別的異議。既是大家都已有共識，魏禧根本不必特地強調明

朝為正統。故此，魏禧沒有說到明朝亦等於說到了，故只有元朝被遺漏了。

加上這個理由，可以較肯定魏禧在元與明的取向了。不過，魏禧不說元、不

談明，和肯定明而不談元，在態度上始終是有清楚和模糊，溫和和激烈的分

別的。

在魏禧的文集之中，雖然找不到他對元朝的直接評論，但還是可以找到

一些間接的看法，例如他在康熙十一年（1672）提及洪武四年（1371）會試
時說︰「是科中式者一百二十人，江西凡二十七人，吉安得十一焉。吉安科

名盛於宋。及元，多誡子孫不仕，至明又盛。」49 又如他為友人葉九來寫書

序，述及九來祖先時說︰「葉氏自唐、宋來多顯人，入元子孫隱居，耕且讀

書。」50 魏禧在此只是強調宋元之際的人「多誡子孫不仕」或「入元子孫隱

居」，相比《易》堂諸子之中的彭士望抨擊吳澄（1249 -1333）、姚樞（1201 -

1278）、許衡（1209 -1281）等人出仕元朝，「是自陷於不義」，51 魏禧無疑是 

採取一種溫和的表述方法。

魏禧在入清後處而不仕，雖然已清楚顯示出他對新朝的態度，但他的

態度不可能和其家族的整體進退差得太遠。歸有光之曾孫歸莊直斥清朝說：

「今之世可謂無道之極矣﹗衣裳而左衽矣，人倫而禽獸矣。」52「今日世變十倍

周（西周，約前11世紀-前256；東周，前770 -前256）衰之時乎。 」53 但魏

禧沒有說這種話。魏禧整個家族面對新朝而或出或處，已說明了他們思想取

向的靈活複雜。故此，面對同一種歷史情景而有不同的反應並不值得奇怪。

相反，有人不加分析地將魏禧說成是個激進反清士人，指其〈大鐵椎傳〉深

（1852）重刻本），卷11，葉21上。
48 甘京，〈正統論〉，載姚樁，《國朝文錄》，卷5，葉3上（頁415）。
49 魏禧，〈洪武四年會試錄記〉，《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6〈記〉，葉57下。
50 魏禧，〈經鉏堂記〉，《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6〈記〉，葉21上。
51 彭士望，〈與謝約齋書〉，《樹廬文鈔》，卷1〈書〉，葉8下 -9上。
52 清•歸莊，〈就閒堂記〉，《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下冊，卷6〈記〉，

頁358。
53 歸莊，〈小宛齋記〉，《歸莊集》下冊，卷6〈記〉，頁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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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復明的思想。54 這和看見其〈正統論〉，就想到其遺民身分，就斷言是正南

明、貶清朝，恐怕同樣是和事實有差距的。

九、魏禧對明亡的看法

魏禧對於明朝態度，特別是對明亡的原因，相當大的程度影響他對新

朝或正或負的看法，故在此還有必要了解一下他對明朝失國的看法，再去處

理他〈正統論〉的最終思想取向問題。毫無疑問，魏禧在〈正統論〉貫穿著

對道德的重視。而他在明亡的反思中，直指神宗的不是，強調「煤山之變，

不在甲申，而在萬歷承平之日」，因為「萬歷以廢事養廱」。55 所謂「廢事養

廱」，魏禧指出神宗（朱翊鈞，1563 -1602，1572 -1602在位）自中晚期開
始，即「端穆深居，內外奏記，多留中不報。始或譴怒一二言者，其後視為

故常」。56 神宗這樣治國，也正應驗了魏禧所說的「天下事壞于因循」 。57 如

此的指斥，明顯可看到魏禧對明朝某些統治者的厭惡。上者道德缺失，下者

風俗敗壞，是導致明朝亡國的主因；58 而誠如前面所言，偏安的南明，一開始

的福王，更是從缺失走向墮落。故此，這些理由之後，還要肯定魏禧的〈正

統論〉是在為南明爭正統，等於是說魏禧對於明亡的反思是虛假的，〈正統

論〉中強調道德的重要只是說說而已，偏安屬正統的背後條件只是騙人的語

言幌子。

誠然，遺民這身分本來似乎是最好說明魏禧〈正統論〉在為南明爭正統

的重要切入點，而前面所說的很多人也確是利用了此點的方便。因為一般可

以如此理解：如果他不是為南明爭正統，他還算是個明朝遺民嗎？不過，魏

禧在〈正統論〉中似乎意識到這一點，故已為自己留下辯解的後路。他不滿

鄭思肖「專宋之極，至於黜唐」。魏禧指以不正而得國，陳橋兵變和與隋禪

54 魏禧的〈大鐵椎傳〉被認為深具反清復明的思想，參降大任選注，《侯方域、魏禧、汪琬

散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0），頁130 -131。
55 魏禧，〈脈學正傳序〉，《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敘〉，葉21上。
56 魏禧，〈靜儉堂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敘〉，葉33上。
57 魏禧，〈顧氏崇祀錄序〉，《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敘〉，葉26上。
58 黃毓棟，「明亡後漢族知識分子的取向：魏禧個案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2003），頁10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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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情況，並沒有大分別。唐除隋暴，甚至比宋之取（後）周更正，故此，

魏禧認為鄭思肖以宋接「三皇、五帝、三王、漢」，只是「忠臣之心，義士

之見」，並非「古今之公論」。鄭思肖以其宋人而正宋，魏禧則對鄭思肖無條

件正北宋、南宋持保留態度；同樣來看，南明一開始的福王道德已不可取，

接下的諸王不斷斷送土地。如此又怎可以說他的〈正統論〉是在為南明爭正

統，是在正南明？

十、清朝官員出版魏禧〈正統論〉

康熙三十三年（1694），清朝康熙重臣宋犖（1634 -1713）及許汝霖編
《國朝三家文鈔》，共三十二卷，十冊。所謂「三家」，即侯方域（第1冊，卷
1 -4；第2冊，卷5 -8）、魏禧（第3冊，卷1 -4；第4冊，卷5 -8；第5冊，卷 

9-12）和汪琬（第6冊，卷1-2；第7冊，卷3-5；第8冊，卷6-8；第9冊， 

卷9 -10；第10冊，卷11 -12）。而此書最引人注目的是原封不動收入魏禧〈正
統論〉三篇的前二篇，其中談到東晉、南宋偏安為正統的都在這二篇之中。

此書所附的〈國朝三家文鈔凡例〉，指「三家文，悉本全集，詳加校閱

而汰存之」。另外，凡例中提到魏禧的文章有「儒者所不道」，如〈地獄論〉；

「有切於經濟」，但如「大類公移吏牘」的〈救荒策〉；有「乃其一家之言」，

但是「不可以文論」，如〈兵謀〉、〈兵法〉。凡此篇章，皆「不錄」。59 由此可

見，凡被選入的文章都是經過編者精心挑選過的。故此，魏禧〈正統論〉如

被認為是在為南明爭正統，是在貶斥清朝，此兩清朝大臣原封不動地選〈正

統論〉入書中，無疑是和清朝作對。

十一、結論：有「統」沒「正」及餘論

在〈正統論〉中，魏禧既強調偏安正統，也強調偏安正統的條件；在真

實歷史情景中，魏禧既以遺民自處，但又實際參與和新朝關係的家庭事務；

在明亡的反思中，魏禧既指責在上者的道德缺失，又指責在下者的風俗敗

59 清•宋犖、許汝霖選，《國朝三家文鈔》（康熙甲戌三十三年（1694）商丘宋氏吳郡刊
本），〈序〉，葉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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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在對異族的態度上，魏禧既沒有如彭士望一樣以元罵清，更沒有如歸莊

之類強烈指責新朝。故此，以單一遺民身分而想像其對新朝的態度，而對其

〈正統論〉的思想取向下定論，斷言其〈正統論〉是正南明、貶清朝，恐怕是

武斷的。相反，從以上種種思想來看，再加以魏禧在〈正統論〉所貫穿著的

對道德的重視，似乎只可以說他所處的年代是一個沒有「正」只有「統」的

年代。事實上，魏禧在〈正統論〉中特別談到「正」和「統」的不同，明確

表明「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似乎正是要說明他所處年代的真實情況。

不管怎樣，魏禧的〈正統論〉似乎不在於說明正統誰是、誰不是而已。

魏禧〈正統論〉的特點，還在其三統的流動不定重點。實際上，這等於為

「統」而「不正」的子孫留下可以由統入正之路。前文所提及的西晉、北宋為

竊；東晉、南宋為正，就是明顯的例子。故此，魏禧對鄭思肖所說的「史篡

弒之君，稱某祖某帝，及朕詔封禪郊祀，太子後諸禮宜書曰︰『某名僭行某

事』」也是同意的，因為如此筆法，可使「讀史者其知懼」。不過，魏禧隨即

補充說︰「然是道也，施于始篡之君，其子孫則不加焉。夫身篡弒者，雖為

天下君，終不貰其實罪，而予之美名，子孫襲成業而安，不可以重誅也」。故

此，「篡國子孫，其臣有能服義死節者，則君子必以為忠。是故貶削其身，

所以正古今之名；寬其子孫，所以存天下之實。名實得而史法立矣」。60 換言

之，魏禧的〈正統論〉實際上是鼓勵只有「統」而沒有「正」者努力向上。

故此，雖然在當時魏禧的〈正統論〉似乎並不以南明或清的統治者為正統，

但他的〈正統論〉卻為他們留下由「統」入「正」的途路；而入正的關鍵條

件在於人心的取向和道德的可取。

至於異族是否可入正統，魏禧雖然沒有明言，但誠如前面所言，從魏禧

對鄭思肖將「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61 有所不滿來看，他並不

60 魏禧，〈正統論〉（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13下 -14上。
61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7下。按：魏禮在〈徐淥溪析

集文文山鄭所南詩序〉中說：「宋之末造，有信國公（文天祥，1236 -1283）為宰相于上，
有思肖先生為處士于下，皆能與天地爭菀枯。宋雖亡，二公足存其生氣。鳴呼！豈不信然

哉！然天亦何為而為是興亡之數哉！假使其所亡者皆桀紂，所興者皆湯武，猶曰可也。且

或其所亡者湯武，而所興者桀紂，則又何為乎！」（《魏季子文集》，卷7〈序〉，葉138上
下）由上可見，魏禮對於朝代的更替，統治的合法性，似乎亦是以道德文化為中心，而並

非以種族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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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再看他晚年詩歌所說的「華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62 

就更加明確清楚了。不過，如果是這樣，他是否可以稱為「明」遺民的問題

也出現了。亦即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他最多只可以稱為遺民，一種跨越時

空，沒有任何家國朝代屬性的文化遺民而已。無可否認，從明遺民的出處及

對滿清態度的轉變，進一步再看遺民子弟紛紛出試的情況，可說他們亦以行

動說明了對新朝的承認。如果說這只是如蘇軾所說的「猶夫大夫、士與民

也，而成為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坐」，63 則很多的明遺民及其子弟的出試，都 

是迫不得已，都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不過，這似乎不是實情所在。所以，如

果由此觀點來看，魏禧在〈正統論〉留下由「統」入「正」之路，是有其先

見之明的，因為眾多遺民和其子弟對新朝統治態度的轉變，正證明了此點。

當然，如果將〈正統論〉再結合魏禧在出處等方面的安排，整個思想取向就

更加清楚了。

另外，魏禧的〈正統論〉或還有另一層的意義。即更深的意思，似乎

早已隱藏在以〈正統論〉命名的文章之中。不難想像，在明亡清興那個敏感

的時期，文章只要以〈正統論〉命名，必然引起很多聯想和猜測。這樣，歷

代以來所有討論正統的問題和標準，就會再次重現。而魏禧〈正統論〉出現

以後，陸續有不少文章回應，亦證明了此點。對於一個以異族入主中原的朝

62 魏禧，〈詠史詩和李咸齋〉，《魏叔子詩集》，卷4〈五言古〉，葉2上。按：關於「種族
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辨析，參何冠彪，〈論明遺民出處〉，載氏著，《明末清初學術

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115 -117。另外，「文化主義」可參John 

D. Langlois,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2 (1980.12): 355 -398.事實上，明遺民既有持「種族

主義」，亦有持「文化主義」，前者如王夫之，參林安梧，《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頁54；Ian McMorran, The Passionate Reali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 (1619-1692) (Hong Kong: Sunshine, 1992) ；泛

論兩者的文章，參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5-30；另參中譯本馮客（Frank Dikötter）著，楊立華譯，

《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18-29。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London: 

Curzon Press, 1990), pp. 22-26；後者如歸莊，詳參黃毓棟，「歸莊生平與思想研究」（香港：
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96），頁123、132。

63 魏禧，〈正統論〉（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論〉，葉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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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本身無可避免要面對所有歷代以來，以漢族士大夫為中心的正統論所論

及的問題，其中特別是夷夏之辨的重點，64 而「夷」本身被賦予眾多負面的內

容。65 雍正（1723 -1735）時的《大義覺迷錄》對華夷正統重複又重複的辯
說，何嘗不是表現出滿清統治者的焦慮不安。66 至乾隆之時，仍不忘南明地

位的問題。67 確實，正統與否的焦慮，在滿清入主中國一百年多年的時候還

明顯存在，更可證明正統問題不斷困擾著滿清政權。亦說明了滿清政權從來

沒有低估正統對政治的重要性。所以，以〈正統論〉為文章名稱而在入清之

時仍加以刊刻，廣泛流傳，其可能引發的種種問題，如果說魏禧不是充分理

解，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由上來看，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不管魏禧寫〈正統論〉的主觀或客觀

的意圖何在，單從〈正統論〉來看，正誰或不正誰在某些點上是模糊不清

的，但其文章確實觸動了當時知識精英，甚或滿清統治者的心靈，觸動了他

們對政權正統合法的深入思索。不管怎樣，如果再深一層探索，魏禧在〈正

統論〉中讚賞「深仁濃德」之君主，譴責「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的國

君，可見他對道德力量仍抱有希望。由此而推論，他對文化道德的要求，何

嘗不是他在明亡清興之時對統治者的一種要求。同時也可說明魏禧將文化道

德看成是朝代興亡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因如此，魏禧〈正統論〉的思

想，無疑也是經世思想中的重要一環了。68 擴大一點來說，從當時整體的學

風和世局來看，同為明遺民的黃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訪錄》，69 何嘗不是和魏

禧〈正統論〉一樣，其等待的對象，何嘗不是開放式的。

64 姜勝利，《清人明史學探研》（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第5章〈清人明史學中
的正統觀和忠義觀〉，頁97 -99；羅志田，〈夷夏之辨的開放與封閉〉，《中國文化》14 

(1999.10): 213 -224。
65 常金倉，〈「夷夏之辨」與「以德懷遠」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1(1997.3): 113 -118。
66 清•雍正皇帝編纂，《大義覺迷錄》（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
67 何冠彪，〈清初三朝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明代史研究》23(1995.4): 23 -34；何冠彪，
〈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新史學》7.1(1996.3): 1 -27。

68 〈正統論〉亦是經世文編收入對象，詳見清•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編》（雙峰書屋校刊

本，清光緒壬午年（1882）），卷8〈治體〉2，〈原治〉下。
69 關於黃宗羲對清朝態度的轉變，可參南炳文，〈黃宗羲政治思想的一個方面—肯定封建

君主專制制度〉，載氏著，《明清史蠡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頁418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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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without Legitimac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ei Xi’s“On Legitimate Succession”

Wong Yuk Tung*

Abstract

Wei Xi魏禧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Ming loyalists who wrote 

on the theory of legitimate succession in the Qing dynasty. His three articles 

entitled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 were widely circulated and drew much 

attention due to the publication of his collected works. Wei experienced the 

chaotic period of the Ming demise, the Qing invasion, as well as the stand of 

the Southern Ming emperors; his articles, covering only up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tressed the fact that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Song rule, 

which retained partial sovereignty of the mainland, was still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This led to various conje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is meaning. 

M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scholars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responded 

to Wei’s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 with some admiring his ideas, and 

occasionally providing supplementation, while others criticized his viewpoints. 

The most popular interpretation among these responses was that Wei wrote 

the articles with an aim to advoc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Southern Ming and 

delegitimize the Qing.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ei’s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 and 

his other article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ttitude of his clan toward the reality 

  * Wong Yuk Tung is a senior lecturer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f City Universi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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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fall of the Ming, and the fact that the thre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by important Qing officia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Wei regarded 

neither the Southern Ming nor the Qing as legitimate. To Wei, both of them 

were ruling without legitimate succession. His assertion of the “up-and-down 

floating of the three legitimate successions” revealed that he was waiting 

for a legitimate rul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Wei, being 

an intellectual, consciously raised the issue and demanded a “legitimate 

succession” in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after the rise of a new reig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previous regimes. 

Although Wei refused to take office under the Qing, the publication of his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 indeed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idea of statecraft.

Keywords: theory of legitimacy, legitimate succession, Ming loyalists, Wei Xi

魏禧, Southern Ming, partial sovereig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