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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九九早十二月

淺談宋代旌表

黃 攻 瑄

旌表 ,即旌別表彰 ;史稱 :「旌者 ,獎也 ;表者 ,揭也 。」故凡家有忠孝

節義之人 ,足以感化一方 ,而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用立石或賜匾額榜於門楣 ,或

建牌坊 (築闕 )等形式加以褒揚 ,以顯現其德行之所在 ,即稱旌表
1,猶

遠過

於今日的孝行楷模及好人好事表揚 ,是中國維持社會風教之一大動力 。《尚書

.周書 .畢命》說 :「旌別淑慝 ,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 。」傳日 :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 ,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 ,病其為惡 ,立其善風 ,揚其

善聲 。」
2其

最早記載這類旌表的事 ,乃周武王命畢公 「表商容之間」
3。 而

當時商容因何事被旌表 ,據 《史記 .殷本紀》說 :

西伯⋯⋯修德行善 ,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 。王子比干諫 ,弗聽 。商容

賢者 ,百姓愛之 ,紂廢之
4。

又說 :

周武王⋯⋯率諸侯伐紂 。⋯⋯紂兵敗 。紂⋯⋯赴火而死 。周武王遂斬紂

頭 ,⋯ ⋯殺妲 己 。⋯⋯封比干之墓 ,表 商容之間
5。

綜合這兩條史料看來 ,顯然旌表商容之賢 ,同時褒揚比千之忠 ,不待煩言了 。

蓋因初定商時 ,風俗澆薄 ,禮義不立 ,獎賞忠賢 ,以安民心 ,敦化世風 。歷代

政府提倡禮教 ,亦皆有旌表之事 ,如 《後漢書 .淳于恭傳》說 :建初年間 ,

「肅宗下詔美 (淳于 )恭素行 ,⋯⋯詔書褒歎 ,賜穀千斛 ,刻石表閭。」
‘

《晉書 .荀崧傳》記載虞預與王導牋日 :「 今承大弊之後 ,淳風穨散 ,句有一

介之善 ,宜在旌表之例 。」
7又

如 《周書 .宣帚紀》記載宣政元年詔制 「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 ,表其門間。」
8《北史 .隋煬帝紀》說大業元年下詔日 :「 義

夫節婦 ,旌表門間。」’以及 《唐書 .孝友列傳》也提到 :「 以孝悌名通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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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多閭巷刺草之民 ,⋯⋯ (天子 )或給帛 ,或旌表門間 ,皆名在國史 。」
lU

由此可知朝廷所旌表的大多不離忠孝節義 ,方其是 「干戈之世 ,王道息而禮義

亡 ,民猶有自知孝悌 ,而時君旌之 ,猶有勸民之意 。」
11

宋承五代之亂 ,淳風頹散 。司馬光即說 :

國家治亂本於禮 ,而風俗之善惡幣於習 。⋯⋯至于五代 ,天下蕩然 ,莫

知禮義為何物矣 。是以世祚不永 ,遠者十餘年 ,近者四 、三年 ,敗亡相

屬 ,生 民塗炭 。及大宋受命 ,太祖 、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
12。

故特別注意各地風化 ,提倡 「以孝治天下 ,篤厚人倫 。」
13且

「詔有司講求

遺逸 ,遵行典故 。」
14旌

表孝義 ,當亦有 「勸民之意」云 。《宋史 .孝義列

傳》稱 :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 ,範 防百為莫大於義 。先王興孝以教民厚 ,民 用不

薄 ;興義以教民睦 ,民 用不爭 。率天下而由孝義 ,非履信思順之世乎
15。

蓋 「使禮義興行 ,風俗純美 ,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 ,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
巧所以當開國之初 ,朝廷就重視這一制度 ,如 「父母死 ,廬墓終喪 ,負土成

墳」的陳州項城民常真其人
17,在

五代周廣llH中 ,曾被旌表門間 ,至是 ,再

加旌表 ,可先得到證明 。

其次 ,在太宗時 ,雖忙於定天下 ,然對於這一方面仍然關切 ,即位詔書特

別提到 :「 風化之本 ,孝弟為先」
18,故

因孝義而被表揚的人為數不少 。不

僅旌表門閭 ,亦有在 「常稅之外 ,免其他役」的 ;有時還會有額外的賞賜 ,只

是未加以制度化而已 。直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間 ,始詔 「旌表門閭人 ,自今二稅

外 ,免其諸雜差役 。」
1’

依據 《長編》記載 ,此詔時間是為 「大中祥符二年

八月丙申」 ,其注說 :「 按先朝旌表人即云 『二稅外 ,免其他役 。』不知何

故 ,今乃有是詔也 。當考 。」今考 《宋會要》 ,則說 「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有

是詔
2U。

後來 ,凡被旌表的多 「獨其課調」 。不過 ,這是最基本的優待 ,如

上所云 「還會有額外賞賜」的 。到了天禧四年二月 ,又再放寬 ,詔 「諸州旌表

門間戶 ,與免戶下色役 ,自 餘合差丁夫科配 ,即准例施行 。」
21即

如英宗國

祚雖短 ,亦於治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赦時 ,「 詔應天下義夫 、節婦 、孝

子 、順孫 ,事狀灼然 ,為眾所推者 ,委逐處長吏 ,按驗聞奏 ,當與旌表門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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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此明文提到了旌表對象 。再如徽宗時 ,旌表之事也未曾稍廢 。政和二年七月

二十六日 ,從提舉永興軍等路學事施坰言 :「顧考 《周書》表厥宅里之義 ,取

行實之尤者 ,旌其門間 ,以 為一鄉之勸 。」
羽

這又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厥

後 ,又於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南郊赦文中提到 「如有曾被旌表門間者 ,仍

依式建立 ,以示激勸 。應天下義夫 、節婦 、孝子 、順孫 ,委所在長史常加存

恤 ,事狀顯著者 ,具名奏聞 。」
舛

此足見朝廷對社會善良風俗的提倡不還餘

力 ,可惜無法彌補政風之頹廢 。《宋史 .徽宗本紀》謂其 「疏斥正士 ,狎近姦

諛」 ,「 怠棄國政 ,日 行無稽」
2s,不

久北宋即告滅亡 。

南遷後的宋廷 ,承喪亂之後 ,庶務繁多 ,大都 「蕭規曹隨」。所以高宗仍

遵祖宗故事 ,行旌表之義 。首於建炎三年四月八日 ,「 赦應忠臣孝子墳墓所

在 ,仰州縣照圖經驗實 ,量加封護 ,不得侵損 。如有曾被旌表門間者 ,仍依式

建立 ,以示激勸 。」
巧

不僅孝子 ,連忠臣也受到了關照 。又在同年十一月三

日 ,「 德音 :應天下義夫 、節婦 、孝子 、順孫 ,委所在長吏 ,常加存恤 ,事狀

顯著者 ,具名奏聞 。」
η

更於紹興十年五月十三日 ,從臣僚所言 :

乞倣漢及國朝故事 ,詔 諸路州縣長史 ,精加察舉所部 ,內 有孝行殊異 ,

卓然為眾推朕者 ,皆 以名聞 。士人擢用 ,民 庶表其門問 ,厚加賜子 ,以

旌別之 。或有其人而不舉 ,或舉非其人者 ,皆 罰之 。庶幾中外務式 ,欽

愛之風 ,無愧前古
28。

可見對有卓行之士人 、民庶 ,有不同的獎勵及表揚方式 。由此可知 ,為什麼受

旌表者會多為一般庶民了 。之後 ,又在紹興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赦應孝子 、

順孫 、義夫 、節婦 ,所宜旌表 ,以厚人倫 ,事狀顯著 ,仰長吏保明以聞 。」
2’

此在在顯示當時政府在化民善俗方面的努力了 。

孝宗 「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3U,倡

導孝道有過於先朝 ,且身體而力

行之 ,《宋史 .孝宗本紀》稱 :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 ,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 ,未有若帝 ;其 間父子怡

愉 ,同 享高壽 ,亦 無有及之者 。終喪三年 ,又能卻群臣之請而力行之 。

宋之廟號 ,若仁宗之為 「仁」 ,孝 宗之為 「孝」 ,其無愧焉 ,其無愧焉
3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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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下詔獎勵旌表有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 大禮赦 :應忠臣孝子墳墓所在 ,

仰州縣量加封護 ,不得侵損 ,如有曾被旌表門間者 ,仍依式建立 ,以示激勸 。」

笓
與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八日所詔相同 :後來 ,淳熙年間又有四道詔令 ,即於淳

熙二年十二月十七 日 ,「 慶壽赦 :應孝行節義著於鄉間者 ,令長吏保明以聞 ,

當議旌錄 :」 又於Ξ年十一月十二 日 ,「 南郊赦 :應義夫 、節婦 、孝子 、順

孫 ,委所在長吏 ,常切存恤 ,事狀顯著 ,具名以聞 ;」 而六年 、九年之明堂

赦 ,則 同前赦 。其後繼位的光宗 ,亦於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的登極赦中說 :

「應孝子 、順孫 、義夫 、節婦 ,所宜旌表 ,以厚人倫 。事狀顯著者 ,仰長吏保

明來上 ,其 間孝行卓異之士 ,別項保奏 。」
a3又

於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 ,南郊赦中提到 :

應義夫 、節婦 、孝子 、順孫 ,委所在長史 ,常 切存恤 ,事狀顯著者 ,具

名以聞 。應忠臣 、孝子 、義夫 、節婦墳基所在 ,仰 州縣檢照圖經驗實 ,

量加封護 ,不 得侵損 。如有曾被旌表門問者 ,仍 依式建立 ,以 示激勸 .4.

而其後的寧宗亦於五年七月七 日之登極赦中說 :「 應義夫 、節婦 、孝子 、順

孫 ,所宜旌表 ,以厚人倫 ,事狀顯著 ,仰長吏保明來上 ,其間孝行卓異之士 ,

別項保奏 。」
竻

然 「宮闡妒悍 :內 不能制 ,⋯ ⋯自是政治 日昏 ,孝養 日怠 ,

而乾 、淳之業衰焉 。」
“          ,

觀此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 ,特重風教 ;朝廷旌表多為敦風勵俗 ,「 蓋世道

升降 ,人心習俗之致然 ,」 3’
且政府無為 ,百姓安分 ,是國家社會所需 ,亦

是為政者的基本守則 。而其下令旌表之事 ,則 多在郊祀大禮 、賜赦時 ,對 「義

夫 、節婦 、孝子 、順孫 ,事狀灼然 ,為眾所推者 」 ,命 「所在長吏 ,常加存

恤 」 ,並交 由掌管 「旌表孝行之法 」的禮部檢准
38,給

予 「旌表 ,以 厚人

倫」 。又因旌表視乎本人或邑人 、鄉人的主動申請和官吏的查訪推薦 ,怕恩賞

不當 ,故對 「或有其人而不舉 ,或舉非其人者」的地方官也會給予處罰的 。

至於旌表門間的方式 ,據 《說文》說 :「 間 ,里門也。」又說 :「 里 ,居

也 。」是以旌表門間的 ,即是在家門或里門 (里坊之坊門)用立石 ,或賜匾額

榜於門上 ,或建牌坊 (築闕 )等 ,以顯揚德行 ,並褒勸旌異之。就目前文獻所

記 ,至漢時 ,仍是以 「刻石表間」方式。《後漢書 .淳于恭傳》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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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元年 ,肅 宗下詔美 (淳 于 )恭素行 ,告郡賜 帛二十匹 ,遣詣公車 ,

除為議郎 。⋯⋯五年 ,病 篤 ,使者數存問 ,卒於官 。詔書褒歎 ,賜穀千

斛 ,刻 石表問
”

。

然據《五代史記.李 自倫傳》則稱 :

其旌表有聽事 、步欄 ,前 列屏 ,樹烏頭正門 ,閥 閱一丈二尺 ,烏 頭二柱

端冒以瓦桶 ,築 雙闕一丈 ,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 ,夾 樹槐柳 ,十有五步

4U °

皇帝敕日 :「 此故事也 ,令式無之 。」又據 《嘉泰會稽志 .義門》說 :

所謂旌表門問者 ,唐 以來有聽事 、步攔 ,前列屏 ,樹烏頭正門 ,閥 閱一

丈二尺 ,烏 頭二柱端冒以瓦桶 。築雙闕一丈 ,在烏頭門之南三丈七尺 ,

夾植槐柳 ,十有五步
41。

兩條資料所言悉同 ,可知此 「故事」 ,乃是唐代的制度了 。同書又說 :

五代多故 ,不 能如故事 ,晉天福中 ,乃 較度地之宜 ,高 其外門 ,門 施綽

楔 ,左右築臺 ,高 一丈二尺 ,廣 狹方正稱焉 ,圬 以白而赤其四角 。(同

上 )

《五代史記 .李 自倫傳》也說 :

其量地之宜 ,高 其外門 ,門 安綽楔 ,左右建臺 ,高
一丈二尺 ,廣 狹方正

稱焉 ,圬 以白而赤其四角 ,使 不孝不義者見之 ,可 以悛而易行焉φ
。

如是說來 ,旌表方式 ,到了五代 ,始改從簡易 ,但安 「綽楔」於門而已 。迄于

宋朝 ,當然是沿五代之制 ,都由官方建造 ,「於所居前安綽楔 ,左右建土臺 ,

高一丈二尺 ,方正 ,下廣上狹 .飾 白 ,問以赤 ,仍植所宜木 。」
招

若 「家無

儋石儲 ,居委巷中」 ,則 「為徙里門之右 ,築闕表之 。」
“

最後 ,從宋代被記載下來的旌表事蹟看來 ,可知其被旌表的孝子 ,多是一

些非常人所能遇 、所能行的孝親行為 ,如割肉療親疾 、親喪為其負土營墳 、久

於廬墓等事 :至於一般人所當為 、所能為的孝親之道 ,卻被視為當然 ,不見旌

表 。其他如家族累世同居 、節孝婦女等類型亦然 。可見能在社會上為人稱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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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自 必有特殊之處 ,方足引人注意 ,而得表彰 ,以激勸偷薄 。

此外 ,宋社會上還有很多合於朝廷旌表的 「孝子 、順孫 、義夫 、節婦」及

其他忠義之人 ,但卻沒有獲得旌表的機會 ,其有機會而又極力推辭 。還有些只

受到朝廷給與一般賞賜 ,或減免差徭 ,或只封贈官職 、封號 ,或只改易其鄉里

之名 ,或是立碑 、封護其墓 、創祠祀焉等獎勵 。也有由邑人或鄉人 自行為之

的 ,而其所涉問題 ,則非短短幾句所能解決 。雖然 ,宋代旌表的實質內容還未

加以標準化 ,但卻影響 日後明清的旌表體系 ;即明清旌表體系漸嚴 ,內容更為

豐富而細密 ,其價值亦無法以言語來形容 ,這是我們所當注意的 。本文只作初

步探討 ,至於有關旌表方面的具體事蹟 ,將另為文論述 。

(本文作者為國立士污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教 )

註 釋

l 古代帝王出行 ,在所住的帷幕前樹立旗幟 ,其狀若門 ,也叫做 「旌門」。按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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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 .房喬等撰 《晉書》 (台北 :藝文印書館 ,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 )卷七五 ,

頁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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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上仁宗論謹習 ,頁 l-3。

13宋 .王林撰 《燕翼貽謀錄》 (文淵悶四庫全書)卷三二 ,頁 12。

14元 .脫脫等撰 《宋史》 (台 北 :藝文印書館 ,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九九 ,

禮志 ,〈 吉禮 .南 郊〉,頁 6。

15 《宋史》卷四五六 ,孝義列傳 ,頁 l。

16 《諸臣奏議》卷二四 ,〈 君道門.風俗〉,司 t馬 光上仁宗論謹習 ,頁 6。

17清 .徐松未輯 《宋會要輯稿》 (台 北 :世界書局 ,1964年 )禮六一之一 ,p.1687

下 ;《 宋史》卷四五六 ,孝義列傳 .常真 ,頁 13。

18 宋 .李 燾撰 《絞資治通鑑長編》 (台北 :世界書局 ,1951年 )P.2U5。

19 《長編》卷七二 ,頁 7,P.697上 。

2U 《宋會要》禮六一之二 ,p.1588上 。

21 同上註 。

22 《宋會要》禮六一之三 ,p.1688下 。另於《宋史》卷一三 ,英宗本紀 ,頁 7;《長

編》卷二U八 ,頁
l‵

,治平三年十二月癸卯,也有提到是日大赦。

23 《 宋 會 要 》 禮 六
一

之 六
,p.169U上

。

24 《宋會要》禮六一之八,p.1691上 。此處「長史」的「史」字,筆者疑為「史」字
√ 之誤 ,待考。

25 《宋史》卷二二 ,徽宗本紀 ,頁 14。

26 《宋會要》禮六一之八 ,p.1691上 。

27 同上註 。

28 《 宋 會 要 》 禮 六
一

之
一

U,p.1692上 。

29 《宋會要》禮六一之一一 ,p.1691下 。

3U 《宋史》卷三五 ,孝 宗本紀 ,頁 24。

31 同上註 ,頁 巧 .

32 《宋會要》禮六一之一二 ,p.1693上 。

33 《 宋 會 要 》 禮 六
一

之
一

二 ∼
一

三 ,p.1693。

34 《宋會要》禮六一之一三 ,p.1693下 。                 .
35 同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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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宋史》卷三六 ,光宗本紀 ,頁 17。

37 《宋史》卷二○二 ,藝文志 ,頁 1。

38 《宋史》卷一六三 ,職官志 ,禮部 ,頁 21。

39 《後漢書》卷三九 ,列傳 ,頁 6。

4U 《五代史記》卷三四,行傳 ,李 自倫 ,頁 6。 該傳記載晉天福四年九月丙子 ,尚 書
戶部奏 :「 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 ,請依其式旌表。

41 宋.施宿來修 《嘉泰會稽志》 (台北 :大化書局 ,宋嘉泰元年 ,清嘉慶十三年采鞠

軒刻本 )卷一三 ,〈 義門),頁 22。

42 同引∟4U 。

43 《宋史》卷四五六 ,孝義列傳 ,郭義,頁 22。

44 《宋史》卷四五六 ,孝義列傳 ,鹿天祐 ,頁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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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談 宋 代 旗 表

烏頭門圖

�紿
�
�

“
⊥
∪
”

“
⊥
⊥
”

採自宋 .李誠撰 《營造法式》卷三二 ,頁 2。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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