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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與小康 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

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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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

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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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

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

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

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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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簡介 

 

  《大同與小康》一文出自《禮記．禮運》。《禮記》是儒家經典之一，是

一部從東周後期至秦漢百餘年間儒者講禮文章的選編。主要內容是對禮制、禮

儀的記載和論述，是了解秦漢之前社會制度、文物典章、道德規範、風俗民情

的重要典籍。《禮記》一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作者多已不可考。或可能是孔

子門徒及其後學所傳講禮文章之結集，部分傳自先秦，部分出自漢儒之手。漢

戴德所傳之《禮》共八十五篇，稱《大戴禮記》；其侄戴聖所傳之《禮》共四

十九篇，稱《小戴禮記》；兩者之中，後者較受後人重視，今本《禮記》，即

為《小戴禮記》。《禮記》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同列於《十

三經》中。後世四書中之《中庸》、《大學》，即出自《禮記》，二者與《論

語》、《孟子》並列，合稱四書。 

 

二、背景資料 

 

  《禮記》於唐代被列為儒家九經之一，至宋代列為十三經之一，成為士子

必讀之書。其主要注本為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之《禮記正義》。本文是《禮

記》中《禮運》篇之第一章，而《禮運》則為《禮記》之第九篇。「禮」在儒

家學說中，涵蓋個人生活禮節及國家之典章制度，由於「禮」隨時世而「運

轉」，故稱「禮運」。《大同與小康》此一標題，為《禮記》原書所無，後人

為了稱述方便，就以之作為《禮運》第一章之篇名。本文記述孔子參與魯國蜡

祭後喟然興嘆，並因弟子子游之問，暢談五帝之「大同」社會及三代「小康」

社會兩種社會情況。 

 

三、文本導讀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 1，事畢，出遊於觀 2 之上，喟然而歎 3。仲尼之

歎，蓋歎魯也 4。言偃 5在側，曰︰「君子何歎？」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6，與三代之英 7，丘未之逮也 8，而有志焉 9。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1 0︰選賢與能 1 1，講信修睦 1 2。故人不獨親其親

1 3，不獨子其子 1 4；使老有所終 1 5，壯有所用 1 6，幼有所長 1 7，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1 8；男有分 1 9，女有歸 2 0。貨，惡其棄於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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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不必藏於己 2 2；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2 3，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

2 4，盜竊亂賊而不作 2 5，故外戶而不閉 2 6。是謂『大同 2 7』。」  

「今大道既隱 2 8，天下為家 2 9；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

人世及以為禮 30；城郭溝池以為固 31；禮義以為紀 32——以正君臣 3 3，以篤

父子 3 4，以睦兄弟，以和夫婦 3 5；以設制度 3 6，以立田里 37；以賢勇知 38，

以功為己 39。故謀用是作 40，而兵由此起 41。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42，由此其選也 43。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44。以著其義 45，以考其

信 46，著有過 47，刑仁，講讓 48，示民有常 49。如有不由此者 50，在埶者去

51，眾以為殃 5 2。是謂『小康 5 3』。」  

 

注釋  

1. 仲尼與於蜡賓︰孔子參與年終蜡祭大典，擔任助祭人。 仲尼︰孔子名

丘，字仲尼。相傳孔子還未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曾向尼丘（即尼山，今

山東曲阜東南六十里）禱告，出生後就叫「丘」。孔子字仲尼，是由

「尼丘」而來，「仲」表示排行第二。稱字不稱名，是為了表示敬意。

與︰參與、參加。○粵 [預]，[jyu6]；○漢 [yù]。 蜡︰古時君主年終的祭祀

叫「蜡」。○粵 [乍]，[zaa3]；○漢 [zhɑ̀]。 賓︰陪祭者。由於孔子當時仕於

魯，故參與魯國的蜡祭。 

2. 出遊於觀︰出遊到宮門外兩旁的樓臺上。  觀︰宮門外兩旁的樓臺。 

○粵 [貫]，[gun3]；○漢 [guɑ̀n]。 

3. 喟然而歎︰嘆息起來。  喟︰嘆息貌。○粵 [委 ]， [wai2]；一音 [胃 ]，

[wai6]；○漢 [kuì]。 

4. 蓋歎魯也︰嘆息魯國。意謂魯國處於「據亂」之世，古禮已喪。  

按︰「喟然而歎，蓋歎魯也」二句為《孔子家語》所無，可能是後人將

旁注誤作正文，預先解釋孔子之嘆息是為魯國而發。 

5. 言偃︰即孔子學生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時吳國人，在魯國做

過武城宰。 

6. 大道之行也︰大道實行在世上的時候。 大道︰儒家理想的政治形態。 

7. 與三代之英︰與夏、商、周三代的英明賢能的君主。  英︰英明賢能，

智慧過人的君主，此處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 

8. 丘未之逮也︰我孔丘來不及見到。 丘︰孔子名丘，故自稱「丘」。由

於避孔子諱，讀作「某」。  逮︰是及的意思。未之逮，即來不及看

見。 

9. 而有志焉︰而有看到一些記載。  志︰記。或作「誌」、「識」。識，

○粵 [智]，[zi3]；○漢 [zhì]。 一說「志」可解作「志向」，整句就解成「而

有這樣的志向」。 

10. 天下為公︰天下是天下人所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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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選賢與能︰選舉賢德能幹的人出來辦事。 與︰通「舉」。 

12. 講信修睦︰講究信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係。 

13. 故人不獨親其親︰所以人們不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 

14. 不獨子其子︰不只是愛護自己的子女。 

15. 使老有所終︰要使老人家得善終。 

16. 壯有所用︰壯年人可以各盡其用。 

17. 幼有所長︰小孩子得到健康成長。 

18.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鰥夫、寡婦、幼而無父的兒童、

老而無子的老人、殘廢者、有病者都得到很好的照顧。  矜︰本義為

「矛柄」，於此借為「鰥」，老而無妻曰「鰥」。湯可敬《說文解字今

釋》曰：「鰥：即鱤魚。《本草綱目．鱗部．鱤魚》：『鱤，敢也。其

性獨行，故曰鰥。』」○粵  [關 ]， [gwaan1]；○漢  [guān]。  寡︰老而無

夫。 孤︰幼而無父。 獨︰老而無子。 

19. 男有分︰男子有一定的工作。  分︰職分，工作。○粵 [份 ]， [fan6]； 

○漢 [fèn]。 

20. 女有歸︰女子嫁給合適的人家。 歸︰歸宿。 

21. 貨，惡其棄於地也︰貨物資源，大家不喜歡委棄於地（而不加以利

用）。 惡︰厭惡，不喜歡。○粵 [污之陰去聲]，[wu3]；○漢 [wù]。 

22. 不必藏於己︰但不必藏到自己家裏。 

23.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人人都不喜歡不把自己的能力盡量發揮出來。 

24. 是故謀閉而不興︰所以陰謀奸詐之心都被堵塞而不興起。  興︰興起，

發生。 

25. 盜竊亂賊而不作︰盜竊、作亂、殺人之事都不會發生。 《說文解字》

「 （賊），敗也。从戈，則聲。」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敗猶害

也。」「賊」从戈，戈為兵器，故有傷害義。 作︰興起，發生。 

26. 故外戶而不閉︰因此大門可以不關上。  外戶︰從外面關閉的門，亦泛

指大門。 

27. 大同︰完全的和平、平等。此乃儒家之理想社會。 

28. 今大道既隱︰現在大道既已隱沒。 

29. 天下為家︰天下變成一姓一家所私有。 

30. 大人世及以為禮︰天子諸侯之位世襲而成為制度。  大人︰指天子、諸

侯。 世及︰世襲。 禮︰典章制度。 

31. 城郭溝池以為固︰內城、外城以及護城河，都用作堅固的防禦屏障。 

城︰內城。 郭︰外城。 溝池︰護城河。 固︰堅固的防禦工事。 

32. 禮義以為紀︰禮法、義理被用作治國的準則。 紀︰綱紀，法則。 

33. 以正君臣︰使君臣關係各符名份。 正︰正常，符實。 

34. 以篤父子︰使父子關係親厚。  篤︰《說文》：「篤，馬行頓遟。从

馬，竹聲。」此處借為「竺」，意為親厚。《說文》：「竺，厚也。从

二，竹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从二」曰：「加厚之意。」林

義光《文源》曰：「二象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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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和夫婦︰使夫婦關係和諧。 

36. 以設制度：設立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的制度。 

37. 以立田里：田是種穀稼的場所。里是在住宅的地方。這是說開墾田地，

建築房屋。 

38. 以賢勇知︰尊崇勇敢而有智謀的人。賢︰作動詞用，解作尊崇、器重。

知︰音義同「智」，智謀。 

39. 以功為己︰奬勵、酬報那些替自己出力的人。  功︰此處作動詞用，意

謂以之為有功勞而加以獎勵、酬報。 為己︰替自己做事的人。 

40. 故 謀 用 是 作 ︰ 所 以 陰 謀 詭 計 因 此 產 生 。  用 ︰ 因 。  

是︰此。 作︰興起，發生。 

41. 而兵由此起︰而戰爭也因此而興起。 兵︰兵戈，戰事。 

42.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

公。 

43. 由此其選也︰因此成為三代中傑出的人物。 選︰卓越人選。 

44. 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沒有不是嚴守禮制的人。 謹︰謹守，嚴守。 

45. 以著其義︰根據禮制以表彰他們（人民）做對了的事情。  著︰明、明

示。○粵 [注]，[zyu3]；○漢 [zhù]。 義︰合宜的事情。 

46. 以考其信︰用「禮」來考核他們（人民）的誠信。 

47. 著有過︰用「禮」來明白指出他們（人民）的過失。 

48. 刑仁，講讓︰以仁愛為典範，講求謙讓。 刑，通「型」，此處作動詞

用，解作「以……為典範」。 講︰講求。 讓︰禮讓。 

49. 示民有常︰昭示人民以行為的恆常法則。 

50. 如有不由此者︰如果有人不遵從這些原則的話。 由︰遵從。 

51. 在埶者去︰在高位有權勢者也要去職。 埶︰同「勢」。 去︰去職，

罷免。 

52. 眾以為殃︰大家都視之為禍殃。 

53. 小康︰小安。儒家理想中政教清明、人民富裕安樂的社會局面，指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低於「大同」理想。 

 

四、賞析重點 

本文借孔子與言偃的對話，界定夏商周三代為「小康」社會，夏商周以

前、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上古時代為「大同」世界，並藉以表達作者對儒家整

體政治社會最高理想的嚮往。全文可分為三段，開首至「君子何歎」為第一

段，講述孔子作為助祭人參與魯國蜡祭後嘆息不已，而弟子言偃在身邊問其所

嘆之由。這可視作全文的引子。第二段由「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大

同」，講述孔子因言偃之問而談及大道行於世的時代及夏商周當政的年代，並

闡述自己對大同社會此一理想政治社會形態的看法。第三段自「今大道既隱」

至文末，講述孔子對夏商周三代小康社會的政治社會形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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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社會是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際社會劇變下所產生的儒家理想；大同社

會此一理想難於實現，故儒者又要求次一等之小康社會，但這在當時亦難以辦

到。公羊家有「三世」說，清末康有為發展其說，謂「三世」即「據亂世」、

「升平世（小康社會）」和「太平世（大同社會）」，康有為在《〈禮運〉

注》中謂︰「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

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

不得已，亦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顧生民而興哀也。」這可視為本文之主

旨。 

就本文章法而言，可謂結構嚴謹、論述細密，第二段暢論大同社會的政治

形態，其原則是天下為公，天下為眾人所擁有，不在於一家一姓。在政治方

面，可做到「選賢與能」和「講信修睦」，即選舉賢能的領導者統治民眾，而

人與人之間講究信用，和諧共處。在社會方面，可做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即大家不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和兒女，而是博愛，「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就是老人家能安享晚年、壯年人得以各盡所能、幼

童皆得以健康成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鰥夫、寡婦、

孤兒、沒有子女的老人、殘廢者、有病者都有好的照顧。總體而言，能做到

「男有分，女有歸」，男的有本份的工作，女的有好的歸宿。在經濟方面，天

下為公，社會的資源貨物，大家都不喜歡委棄於地而不加以利用，但不一定要

據為己有──「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人人都把自己的能力盡量

發揮出來，但不一定要為自己才勞動──「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

己」。如果在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都達到以上標準，其效果將會是「謀閉

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即種種自私的謀算都閉止而不

興起，盜竊、作亂、殺人等事都不會發生，可以夜不閉戶。這就是大同社會。

全段從政治、社會、經濟講起，論述政治方面顧及上下關係、平行關係；論述

社會方面顧及方法、效果，並且關顧到不同類別的人；論述經濟方面則顧及貨

物資源和個人能力。最後歸結到具備上述政治、社會、經濟條件後，整個社會

將會是一個「大同」社會。綜觀全段，可謂結構明晰，論述富有條理。 

論述完大同社會後，本文又假託孔子之口談及小康社會。其主要特點是天

下為家，在社會方面，「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即各自照顧自己的父母及子

女，可以想見，社會將出現老無所終、壯無所用、幼無所長，矜、寡、孤、

獨、廢、疾者俱無所養等與大同社會相反的情況。在經濟方面，「貨、力為

己」，開發資源、勞動都是為自己。可以想見，這會出現爭奪資源，以及經濟

未能充分發展的情況。在政治方面，天下為家的社會要防止各種亂事發生，於

是「大人世及以為禮」——王侯世襲成為制度，以避免內鬥；「城郭溝池以為

固」——以內外城牆、大小護城河作為防禦工事；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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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賢勇知，

以功為己」，即以禮法、義理作為治國準則，以確定君臣的名份，並使父子關

係親厚，夫婦關係和諧；此外，設立各種日常制度，並且開墾田地，建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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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同時獎勵勇敢而有智謀的人，又酬報那些替自己出力的人。由於以上種

種，「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陰謀詭計就因此產生，而戰爭也因此興

起。作者接着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夏禹、

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因此成為夏、商、周三代中傑出的人物。

作者繼而作出總結︰「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上述夏禹、商

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等六人，沒有不嚴守禮制的。禮制的作用是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即用以顯示義理、

考核誠信、揭示過失、標榜仁愛禮讓，昭示人民以行為的恆常法則。而「如有

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如果有不遵從禮之原則者，即使在高位

有權勢的也要去職，因為大家都視不遵從禮者為國家之禍根。以上此種社會模

式，稱為小康。此段亦是由社會、經濟、政治等三方面構成，先講社會、經

濟，再講政治，政治則以防王侯內鬥、國家外憂內患為綱領，然後插入夏禹、

商湯等六君子嚴守禮制的例證，最後從正反兩方面論述禮的作用及不遵守禮的

結果，並點出這就是小康社會形態。全段結構亦非常謹嚴，並且如上段論大同

社會般富有條理。 

就藝術技巧而言，本文在論證方法上用了對比論證和正反論證。第二段專

論大同社會，第三段專論小康社會，大同社會中能做到的，往往在小康社會中

未能企及，從對比中，使兩者之分別明晰呈現。而且前面第二段詳論的，可以

在第三段簡略些，這是對比論證的第二個好處。正反論證方面，第三段「此六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至「示民有常」，是從正面論證

禮的作用是顯示義理、考核誠信、揭示過失、標榜仁愛謙讓、昭示人民以日常

應有之行為準則。由「如有不由此者」至文末，是從反面論證不遵守禮的結

果——會導致在高位有權勢者也要去職，因為人民都覺得不遵從禮者是國家之

禍根。如此正反論證，論證就更顯得圓滿可信，無懈可擊。 

本文多用對偶句法，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男有分，女有歸」、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著其義，以考其信」等，這些對偶句式，使文

章富於對稱之美，與文中的散句互相輝映。而本文用得更多的是排比句法，如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大人世及以

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及「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等，皆其例。運

用此等排比句法，使文章氣勢磅礡，呈現一種懾然之勢，能增強說服力，我們

單看「以正君臣」等一連八句用「以」字開頭的排比句，就能感受到其氣勢，

以及論述層次之細密和無所不至。還有，以上這些排比句，與上述對偶句間隔

使用，更使得文氣澎湃。這些排比句和對偶句，集中在第二段論「大同社會」

及第三段論「小康社會」，與文意之論辯內容互相配合，增強了文章的感染

力。而多用排偶句法，正是戰國至漢初散文之重要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