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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儒學發展史上，曾出現了兩位卓具博綜能力的集大成式人物：

一為孔子，他有系統的整理了我國自堯、舜以來，以至夏、商、周三代

的民族文化遺產，不僅使古代文獻可以獲得保存，而且還抉發其中的精

神，寄寓了高遠的理想，使民族文化遺產更具有深廣的內涵。二為朱

子，他融匯了北宋理學大家周敦頤、張載、二程兄弟的思想，由此上溯

孔孟，並吸納道佛思想的精華，建構新儒學，使儒學得以重獲生機，繼

續對中華文化產生巨大的主導作用。尤其是集結四書，將畢生精力萃聚

於為《論語》、《孟子》作集注，為《大學》、《中庸》作章句，以此樹立

道統，影響更為普遍深遠。

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的陳逢源教授，原畢業於東吳大學中

文系學士班，嗣又考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博士班就讀，以對

義理之學夙有興趣，曾修習本人所開設的「宋明理學研究」、「中國思想

家專題研究」等課程，不論是課堂上的討論，抑或學期末繳交的報告，

皆顯現出其沉潛篤實、好學能思的特質。其間並在本人的指導之下完成

碩、博士論文，皆因剖析周密，論述精審，深獲口試委員好評。尤以博

士論文《毛西河四書學研究》，已展露其對朱子以來有關四書學研究的

高度興趣與深入理解。執教上庠以後，更由此直追朱子的四書學，撰成

《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一書，分從歷史價值、撰作歷程、思想體系、

注解體例、援據來源、義理內涵等不同層面，闡發朱子《四書章句集

注》的價值所在。以結構完整、周顧周全、層次井然、推論嚴謹等優點

順利升等為教授，且普遍受到學界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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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陳逢源教授並不以此為滿足，仍賡續鑽研朱子

的四書學，撰成論文多篇，先後發表於學術會議及學術期刊中。積稿既

多，乃重加董理，既改題篇名，復畫一體例，更調整其先後之序，以期

形成體系。其內容包括朱子之重構孔門之傳、建立聖賢系譜、以孟子形

塑四書義理體系、繼承二程之學脈、融會道南與湖湘學統、對後學的關

切期許，以及對《四書章句集注》思想進路的思索與反省、詳細考索

《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的書目等。各篇皆有其主題，彼此之間又密切關

連，著重於泯除門戶之見，務求回歸儒學本真，以彰顯朱子從四書以探

究儒學精神的思維成果。

全書計含正文六篇、附錄兩篇：正文六篇中，每篇各分為五節，先

以前言申述撰著旨趣，隨即以三節展開論述，以闡明主題，最後則以結

論加以歸納，結構整然。極為特殊的是於每篇篇名之下，各附有朱子的

哲理詩一首，以與所論述的主題相呼應，頗值得吟詠玩味，也能彰顯朱

子兼具學人與詩人的身分。結論中則分點羅列作者的觀察及思考所得，

使讀者能明確掌握全文的要旨。附錄兩篇有深刻的義理思索，也有紮實

的比對工夫，皆可見作者治學的勤謹懇切。總此八篇，以《「融鑄」與

「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為題，勒成一書，丐序

於本人。本人既嘉許陳逢源教授能於既有成果之上，拓展論題，深入探

索，而呈現新的功效，更期盼其能於未來再謀新猷，開創佳績，因樂為

之序云。

　謹識

201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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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與理學交融下的觀察

宋代流傳一則軼事，陳善《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荊公嘗問張

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

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

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

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捨不住，皆歸釋氏耳。』

荊公欣然嘆服。」 1真實與否，不無可疑，但以傳言如此，氣氛所及，

藉張抑王，崇釋貶儒，用意至為清楚，相較於全祖望（1705-1755）以

「學統四起」描述宋代儒學復興盛況 2，說法明顯存在差異，孔、孟之

後，儒學不傳，為北宋儒者必須面對的議題。建構自我學術定位，成為

學人共同的歷史任務，儒學於佛學中掙扎而出，乃是無數儒者投身其中

的成果，終於在多元並起之際，逐漸形成一條學術主線，紛雜之中，歸

於純粹，然而關鍵之處，正是朱熹融通義理的經注事業。

1 陳善撰《捫蝨新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編五冊十，鄭

州市：大象出版社，2012年 1月）卷十「儒釋迭為盛衰」，此一傳聞，陳善卻有
不同的觀察，云：「予謂馬大師等在孔子上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

又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

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善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真儒法也，

豈復在馬大師下乎？」頁 79-80。此移彼易之際，陳善有「儒釋二者，殆迭為盛
衰」的結論，甚至有「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也」的推論，儒釋之

間，立場並不堅定。
2 全祖望撰〈宋元儒學案序錄〉，見黃宗羲撰 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市：華
世出版社，1987年 9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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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別號晦翁、晦庵、遯翁、

雲谷老人。3 生於宋代儒風昌盛之世，長於政局紛擾之時，一生用心所

在，幾乎全在於學術，不僅匯聚北宋諸儒講論成果，在天理人欲之間，

追尋坦然可行之途，樹立以道自承儒者典型，進而成就天地之間聖人偉

業，以及千秋萬世的人心教化，學深志宏，遍注群經，為一代儒宗。弟

子黃榦（1152-1221）撰〈行狀〉云：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

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

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

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4

朱熹一生以道自持，於此可見。5 印證新近發現朱熹紹熙元年（1190）

3 朱熹乳名沋郎，以生於沋溪之畔，取以為名，「沈郎」則是出於字誤訛傳，見束

景南撰《朱子大傳》（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3年 4月）所考，頁 2-3。小字季
延，其師劉子翬命字元晦，朱熹以元為《易》四德元亨利貞之長，謙不敢當，自

號仲晦。以世居徽州，故稱謂常加舊名新安、丹陽、吳郡，或徽州之山紫陽、平

陵等。別號有晦翁、晦庵、雲谷老人、晦庵病叟、滄洲病叟、遯翁等，亦曾自稱

白鹿洞主、仁智堂主，任祠官則用雲臺隱吏、雲臺真逸、雲臺外史、雲臺子、嵩

高隱吏、鴻慶外史等，皆是任事屬官之號，以其為「隱」，足見身居仕宦，志卻是

不在利祿之間，比較特殊是注《參同契》用「空同道士鄒訢」之名，以鄒本為邾

國，「邾」去邑為「朱」，而「訢」與「熹」音讀均為「虛其切」，以「鄒訢」隱寓

其名，詳見陳榮捷撰《朱熹》（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 2月）第二章「朱
子之名號與家屬」所考，頁 15。

4 黃榦撰《勉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一六八，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6年 3月）卷三十六〈朝奉大夫文華閣侍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
朱先生行狀〉，頁 423。

5 黃榦形塑朱熹於道學集團中的地位，將個人政治行為、議論主張，視為道的具體

展現。參見鄭丞良撰〈百年論定─試論黃榦〈朱子行狀〉的書寫與朱熹歷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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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題寫真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

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

幾乎斯語。紹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對鏡寫真，題以自警。6

以先師與前賢惕厲自我，期許沈潛於「禮法仁義」之間，從寫真當中，

反映一代哲人的終極關懷。朱熹以生命來闡揚學術，用學術來豐沛生

命，警惕反省，既謙遜又堅定，心內獨白，真切動人。不論是弟子的

觀察，歸納一生學術；或是對鏡寫真，吐露個人心聲，朱熹以「道」自

持，出於信念，無庸置疑。黃百家（1643-1709）於《宋元學案‧晦翁

學案》案語評為「間世之鉅儒」 7，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以孔子（前

551-前 479）與朱熹相互對舉，認為中國文化史及學術史中，已無第三

人堪與倫比8，影響甚至擴及海外，朝鮮韓元震（1682-1751）直言：

孔子天地間一人而已矣！朱子孔子後一人而已矣！有孔子則不

可無朱子，而尊朱子者乃所以尊孔子也。9

象的形塑〉，《漢學研究》卷三十期二（2012年 6月），頁 157。
6 採自朱熹撰朱傑人、 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9月）第一冊所收圖版，頁 1。並參考邱
德修撰〈從「自警詞」看朱子思想的轉變〉，《華梵大學第五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新北市：華梵大學，2001年 4月）。
7 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上〉，頁 1505。
8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冊十一，臺北市：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98年 5月）中〈朱子學提綱〉云：「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
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

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

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

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

成。此兩人，先後矗立，皆能匯納群流，歸於一趨。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

儒學，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于今。」頁 1-2。
9 （韓）韓元震撰〈朱子言論同異考序〉，《朱子言論同異考》（首爾市：奎章閣藏朝

鮮木刻本，朝鮮英祖十七年（辛酉，1741）序，不著刻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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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熹上承孔子，確立學術的純粹，無疑是最清楚的觀察，也是最正確

的評價。日人山崎闇齋（1618-1682）同樣也以「述而不作」的角度，

綰合孔子與朱子，成為一生學術信仰的宗旨10，異代之間，不同地域，

卻有相同的觀察與褒揚。

朱熹成為元明以降學術核心，從兩漢陰陽感應、魏晉玄學，乃至

於隋唐佛學中，昂然奮起，終於證成孔孟挺立的學術地位，朱熹與儒學

互相證成，生發無限影響。只是四書列為功令，懸於科舉，家戶誦讀

之餘，前人往往以政治威勢來解釋朱熹地位的提昇，認為朱熹學術乃

出於官方表彰的結果。然而朱熹晚年遭受慶元黨禁，門人故舊，不敢

入其家門11，局勢洶洶之際，又豈知日後列為官學。同樣道理，宋代淪

亡，元代異族統治，元代既沒，明代漢族復起，不同文化，同尊朱熹。

明代陽明學既盛，一改學術趨向，然而滿清入關，反省前朝，仍然尊

從朱學。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學術趣味，不同文化風尚，最終

卻有共同的趨向，朱熹學術既壓復起，影響甚至及於海外12，可見其經

典意義，必須穿透歷史，有進一步的思考。錢穆《朱子新學案》云：

「雖有科舉功令，然不得專以科舉功令為說。」 13確實是饒富見識，極

為深刻的觀察，朱熹必須回歸學術脈絡考察，只是從理學而論，學者

往往分判門戶，以鵝湖之會，朱、陸之辨，作為思考的起點，明代程

10 （日）高島元洋撰《山崎闇齋 *日本朱子學と垂加神道》（東京都：ぺりかん社，
1992年 2月），頁 8。

11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1年 9月）下冊卷十七載：
「及黨議之興，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攜妓女

于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懍不敢入。」頁 943。
12 黃俊傑撰〈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史的四書學〉標舉四書為「東亞儒學發展史的公分

母」。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6月），
頁 294。藤井倫明撰〈當代日本朱子學研究活動與未來課題〉，《朱熹思想結構探
索─以「理」為考察中心》（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 2月），頁 221。

13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四）〈朱子之四書學〉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冊十四，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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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政（1445-1499）編《道一編》，提出不知陸，豈知朱，朱、陸「早異

晚同」說；王陽明（1472-1529）作《朱子晚年定論》，大倡晚歲既悟之

論；清代李紱（1673-1750）作《朱子晚年全論》，證其朱、陸「晚同」

之見14，在理學與心學對舉形態下，標舉彌合，用意在於超越門戶，但

是前提是陸九淵有見於先，朱熹覺悟在後，後代學者彰顯自家學術之

餘，不免存有抑朱揚陸的偏見。影響之下，民國以來牟宗三先生「別子

為宗」說15，勞思光先生「一系三階段」說16，乃是極富學術視野的分

判標準17，只是對揚之下，卻也不免將朱熹視為未達學術究竟的支離之

說。然而另一方面，清代乾嘉考據學既起，以漢學、宋學對舉方式，認

為漢人近古，宋人臆斷為多，戴震（1724-1777）以童子之齡，直指朱

熹離孔子既遠，所論不合邏輯18，於是摘章擇句，申明名物訓詁，批判

朱注不符原旨，說解有違古注。前者以義理角度批判朱學，後者以考據

手法檢討朱注，然而清初有王學空疏之反省，道、咸之際有漢、宋調和

的主張，豈非時代各有風尚，然而學術翩其反矣，宋明理學、心學之

分，清代漢學、宋學之爭，各具精彩，得見朱學成為每一代學人思考基

礎，成為每位學者嘗試突破的對象，然而取其新巧，不免入之於虛；執

14 吳長庚撰〈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朱陸學術考辨五種》

（南昌市：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10月），頁 1。
15 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一）（臺北市：正中書局，1968年 5月）第一部「綜
論」，頁 45。

16 勞思光撰《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市：三民書局，1987年 2月）「宋明儒學總
說」，頁 46-51。

17 參見林維杰撰〈近六十年來臺灣學界有關宋明儒學分系問題的論述〉，林建甫編

《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49-2009）》（上）（臺北市：臺大出
版中心，2012年 4月），頁 155-157。

18 戴震十歲從學，就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雖然近乎軼事，但正代表清代乾嘉學者求實的學術

精神，已與宋明理學有所不同。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

銘〉所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市：黃山書社 1995年 10月）冊七「附
錄」，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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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篤實，不免趨於瑣細，明、清各走一偏，各標旗幟，宗旨分立，眾聲

喧譁之下，似乎也各有不足。沿襲發展，說法更雜，民國以來有唯心、

唯物之辨19，「孟學」、「荀學」之分20，「尊德性」、「道問學」的檢討21，

19 民國以來，學者往往以西方哲學進路討論朱學，嘗試以「唯心」、「唯物」、「超

越」、「內含（Immanent）」、「新實在論」、「康德」等不同角度，詮釋朱熹思想。
其中，倡「唯心」論者，如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朱熹的理學思想〉

上、下，《宋明理學史》（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4年 4月），頁 384-385。倡
「唯物」論者，可參（英）李約瑟撰《科學思想史》，收入盧嘉錫主編《中國科

學技術史》（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月）卷二，頁 485-538。然而將
「唯物」、「唯心」視為分判朱學的標準，仍有許多討論空間。參見金春峰論當代

學者眼中的朱子，見氏撰《朱熹的哲學思想》（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5
月），頁 1-3。吳展良先生則從「世界觀」切入處理此一問題，參見氏撰〈朱子世
界觀體系的特質〉，《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八期（2008年 5月），頁 135-167。

20 牟宗三先生依海德格「本質倫理學」與康德「他律道德」的說法，將朱子學說定

位為非儒家之義理系統，認定朱子是「類乎荀子之形態，智性義理之形態，而與

孔孟之教不相應也」，對於正統儒家義理不相應是無法講《論》、《孟》、《中庸》、

與《易傳》，因此直指朱子思想是「別子為宗」。請參氏撰《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2月），頁 91；《心體與性體》（一）（臺北市：
正中書局，1968年 5月），頁 42。而牟氏說法實承馮友蘭先生而來，參金春峰撰
〈對朱熹哲學思想的重新認識─兼評馮友蘭、牟宗三解釋模式之扭曲〉，《學術

月刊》卷四十三號六（2011年 6月），頁 30-41。
21 牟宗三先生依海德格「本質倫理學」與康德「他律道德」的說法，將朱子學說定

位為非儒家之義理系統，認定朱子是「類乎荀子之形態，智性義理之形態，而與

孔孟之教不相應也」，對於正統儒家義理不相應是無法講《論》、《孟》、《中庸》、

與《易傳》，因此直指朱子思想是「別子為宗」。請參氏撰《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2月），頁 91；《心體與性體》（一）（臺北市：
正中書局，1968年 5月），頁 42。而牟氏說法實承馮友蘭先生而來，參金春峰撰
〈對朱熹哲學思想的重新認識─兼評馮友蘭、牟宗三解釋模式之扭曲〉，《學術

月刊》卷四十三號六（2011年 6月），頁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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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非禪」的爭議22，「縱貫」與「橫攝」之分歧等23，前人嘗試建

構不同路徑的學術觀察，種種論點，各有主張，紛擾之中，朱學面貌逐

漸混淆，也是不爭的事實，錢穆先生就直指「門戶之見」為了解朱學最

大障礙，誠乃深切之論，云：

門戶之見，實為治朱學者一絕大之障蔽。明程敏正篁墩著《道

一編》，證朱陸兩家之始異而終同。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繼之。其說之非，同時羅欽順整菴已疑之。此後陳清瀾《學蔀

通辨》對王學力肆詆辯。此下言朱學者則必稱清瀾之書。然朱

子成學在晤象山以前，其為學自有根柢與其獨特之精神所在，

初不為針對象山而發。今於學術大範圍之內，單劃出理學一小

22 錢穆先生指出：「我們若把宋學演進勉強擬之佛學，則初期宋學如小乘，濂溪橫渠

如大乘空有二宗，二程如台禪諸家，到南渡後的第三期宋學，使要到和會一切與

掃蕩一切的時代。朱子是和會一切者，象山是掃蕩一切者，若謂朱子如宗密，則

象山是馬祖。」見氏撰〈朱子學術述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市：

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4月），頁 159。而牟宗三先生主張如來藏思想（以《起信
論》為代表）是先驗分解的路數（心是先驗的主體性），而唯識學是經驗分解的路

數（阿賴耶識是經驗的主體性），二者皆有明確的形上學任務，即為一切存在（一

切法）提供形上學的說明。此二種路數的分別也可見於陸王心學及程朱理學的不

同。前者主張心是先驗性的心，理既是超越的（超越於心），也是內在的（內在於

心）；後者主張心是氣之靈者，是經驗主體，理則是超越而不內在於心。因此，這

爭論也可被視為內在論和外在論，或先驗論和經驗論之間的爭論。參見林鎮國撰

〈真理與意識：從佛性論爭到朱陸異同的二種類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二十八期（2012年 7月），頁 3-4。
23 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伊川和朱子一系與象山、陽

明以及五峰、蕺山之間，有橫攝與縱貫、順取與逆覺、他律與自律的不同。參見

林維杰撰〈朱陸異同的詮釋學導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一期（2007年
9月），頁 235-239。關於橫攝與縱貫的進路，牟氏認為逆覺體證是儒家工夫論主
流，程朱則屬教外別傳，因此稱其工夫論為「順取之路」。由於逆覺必須預設天

道性命之貫通，方能藉由逆覺以體證，此是所謂「縱貫」的體系；但在程朱「橫

攝」體系，個體與本體具有某種程度的斷裂。參見林永勝撰〈中文學界有關理學

工夫論之研究現況〉，收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市：

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9月），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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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又於理學一小圈之內，專鈎出朱陸異同一線，乃於此一條

線上進退爭持。治陸王學者，謂朱子晚年思想轉同於陸，此

猶足為陸學張目。治朱子學者，僅證得朱子晚年並無折從於

陸之痕迹，豈朱子學之價值固即在是乎？孫承澤著《考正晚年

定論》，謂「朱子四十五以後，實無一言合於陸氏，亦無一字

涉於自悔」。李紱穆堂又著《朱子晚年全論》，謂「盡錄朱子

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論學之語見於《文集》者，一字不遺，共

得三百七十餘篇，其言無不合於陸子」。同時王白田輯《朱子

切要語》，陳蘭甫譏之，謂其書「專為排陸王而作」。而夏炘心

伯論穆堂《晚年全論》不過為《學蔀通辨》報仇。此等誠是學

術界一大可駭怪之事。24

細數爭議，足見迷亂，回歸學術，固然更為深入，但先立主張，彼此攻

詰的結果，反而充滿歧見，無法有正確的了解。此一呼籲，震聾發聵，

「一大可駭怪之事」正是筆者反思的起點，然而學術此移彼易，風氣時

移世異，平心靜氣，擺脫紛雜，回歸學術核心，變有不變，朱熹具有學

術「中軸」的地位，似乎可以據此印證；具有救弊補闕的功能，也可以

由此得見，何佑森先生檢討歷代學術發展云：

朱子學博大精深，前後經歷了四個世紀，每當時代動亂，思想

的發展有了偏差，唯一能補偏救弊的，則只有朱子一脈相傳的

儒學。25

朱學有淑世之效，有救正之功，學者體會既深，遂有真切的觀察與深刻

的說明。

24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冊十一，臺北市：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98年 5月），頁 260。
25 何佑森撰〈朱子學與近世思想〉，收入《儒學與思想─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

（上冊）（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 4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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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學發展而言，朱熹重構儒學經典，乃是「集新儒學之大成」 26，

分別門戶，無法彰顯朱學的精彩，回歸根本，應有不同以往的觀察，林

慶彰先生編《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吳展良先生編《朱子研

究書目新編》（1900-2002），整理詳實，為朱學研究提供指引的基礎。

楊儒賓〈當代臺灣朱子學研究的課題與未來〉列舉錢穆、陳榮捷、唐

君毅、牟宗三四位先生為戰後朱子學研究最重要之大家，深耕其中，

臺灣已有極佳的研究基礎。劉述先承牟氏之論，金春峰呼應錢氏觀

點，陳榮捷有豐富的分析，余英時在朱熹與政治之間，尋求「遺失的

環節」等，皆有敏銳觀察以及深入的研究成果。27筆者整理臺灣近五十

年（1949-1998）四書學研究成果，統合漢、宋學注解的歧異，調合朱

熹、陽明學說的不同，確立孔、孟精神是儒家思想的指標，也可以印

證學脈流衍的影響。28臺灣原本就是閩學流扇之地，上究朱熹，學術具

有淵源，臺灣做為朱學研究重鎮，良有以也。29事實上，從 2000年以

來，全新紀元，帶動思想史重新檢討的風潮，東亞各國形塑文明意識，

中國崛起尤其具有指標意義，開拓研究領域，闡述義理之餘，對於傳統

更有自信，對於文化更為珍愛，研究朱熹學術也更為細膩深入，陳來撰

《朱子書信編年考證》30，進而完成《朱熹哲學研究》 31；束景南從朱熹

原始文獻入手，檢校文集，按覈比對，考辨朱熹生平行事，完成《朱熹

26 陳榮捷撰《朱學論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 4月），頁 2。
27 楊儒賓撰〈當代臺灣朱子學研究的課題與未來〉，《儒學中心電子報》第四期

（2008年 12月）「儒學專論」。
28 參見拙撰〈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四書學之研究〉，收入《朱熹與四書章句
集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6年 9月）「附錄」，頁 411-499。

29 陳昭瑛撰《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市：正中書局，2000年 3月）
「清代臺灣教育碑文中的朱子學」，頁 49-76。

30 陳來撰《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月）。
31 陳來撰《朱熹哲學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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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譜長編》 32，並從「多維文化視野」續成《朱子大傳》 33，對於朱熹學

術研究，提供清楚的參考材料，文獻整理已有堅實的基礎。另外，朱傑

人、嚴佐之、劉永翔等人耗時十年，編成《朱子全書》二十七冊，又續

成《外編》四冊，選輯善本，標點校正，匯為一編，取用更為方便。34

另外，1993年五月世界朱氏聯合會成立，以宗親會形式糾合力量，喚

起鄉族欣慕先賢情懷，推動朱學研究風氣，更具感情與支持作用。

因此，近十年間有關朱學研究，視野開闊，方向深入，成果豐碩，

期刊論文分量既多，無法詳加討論，就以專書而言，朱榮貴《全體大用

之學：朱子學論文集》、高令印、高秀華《朱子學通論》嘗試突破以往

詮釋路徑，從不同層面，切入觀察，屬於綜論性質之大作。蒙培元《朱

熹哲學十論》、藤井倫明《朱熹思想結構探索：以「理」為考察中心》、

劉昌佳《理學方法論》，檢討以往哲學論述，展開結構性與義理性的思

考。業師董金裕教授也將十餘年來有關朱熹學術之討論集結為《朱熹學

術考論》，深究朱學細節。楊儒賓主編《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鍾

彩均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吳震主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

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陳來、朱傑人主編《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 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等，牽涉既廣，具有

匯整論述的功能。其他，延伸議題，如高全喜《理心之間：朱熹和陸九

淵的理學》、郭美華《與朱熹王陽明對話》、彭永捷《朱陸之辯：朱熹陸

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屬於理學範疇的討論；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

教化理念與實踐》、張加才《詮釋與建構：陳淳與朱子學》、傅小凡《朱

32 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9月）〈敘〉，
頁 1-3。

33 束景南撰《朱子大傳》（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3年 4月）「尾聲：回到多維文
化視野」，頁 1113-1119。

34 朱傑人撰〈朱子全書外編前言〉，朱傑人、嚴文儒主編《朱子全書與朱子學─

2003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12
月），頁 2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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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閩學》、解光宇《朱子學與徽學》屬於朱學流衍的檢討；洪軍《朱

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黃俊傑、林維杰編《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

趣》、蔡振豐《東亞朱子學的詮釋與發展》以跨文化為論述方向，檢視

朱學於東亞儒學發展的貢獻。另外，也有另闢蹊徑，從不同角度切入，

如王倩《朱熹詩教思想研究》、史少博《朱熹易學和理學關係探賾》、

陳志信《朱熹經學志業的形成與實踐》、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

楊燕《朱子語類經學思想研究》、檀作文《朱熹詩經學研究》、林維杰

《朱熹與經典詮釋》、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建構朱熹經學論

述成果。趙峰《朱熹的終極關懷》、劉承相《朱子早年思想的歷程》、

秦加懿（Julia Ching）撰、曹劍波譯《朱熹的宗教思想》，以歷史考察

的進路，建構朱學多元面相的觀察。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先

生《朱熹的思維世界》構建南宋「道學」團體的了解，考察朱熹思想的

形成，又進一步完成《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

化、哲學》，擴及宋代學術對於近代思想影響及價值的討論。余英時先

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從政治與文化史

中，以「內聖」、「外王」以及「國是」、「官僚」的考察，取代以往的

「理」、「氣」、「心」、「性」的論證，從而回應學術史中核心的議題，

重新建構朱熹學術定位，理學並非空虛之學，而是對治時政最深入思考

的結果，不僅開展宋代士大夫歷史脈絡的觀察，也另闢蹊徑，證成道

學的價值，對於朱熹學術性格也有更深入的了解。余英時先生與田浩

師生之間，對於朱熹評價或有不同，但打破狹隘道學系譜，開拓理學

研究話語，展現寬闊的學術視野，具有學術創發意義。35筆者曾以余英

時先生於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一書序文中舉西方十三世紀聖多瑪

35 按：其實包括「道學」、「理學」概念之思考，兩亦有不同。參見葛煥禮撰〈歷史

世界中的儒家與儒學─田浩教授訪談錄〉，收入田浩撰《旁觀朱子學：略論宋

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4
月），頁 255。



「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012

（Thomas Aquinas）與朱熹相比，兩者歷史地位相近，研究朱熹思想的

著作固然可觀，但與西方研究聖多瑪論著相較，仍是望洋興歎，倡言

有關朱熹思想研究「祗嫌其少，不嫌其多」 36，然而數年之間，論述蠭

起，各具觀察，不論是研究範圍、視野與方法，甚至是論述方向，皆有

全新的進展，朱熹學術之再顯，應無可疑。

朱學既盛，誠乃欣喜之事，然而回歸於四書學，關注卻明顯不足，

日人辻本雅史點出極為重要的觀察方向，朱熹重構經典，透過解釋四書

文本而建構理論體系，《四書章句集注》可以得見朱熹學術的精彩，呼

籲檢討研究方法，重新設定視角37，論及朱熹學術，振葉尋根，觀瀾索

源，四書誠乃最重要的材料，朱學之有用於世，也以四書影響最為深

遠，四書為朱學核心，只是陷於門戶，未能深究用意，遂有分歧，此於

《四庫全書總目》已有觀察，云：

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

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

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

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

乎！38

相同之論，錢穆先生也從學術發展，留意到朱熹與四書的密切關係：

《語》、《孟》、《學》、《庸》四書並重，事始北宋。而四書之

正式結集，則成於朱子。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於四

36 拙撰《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序論─經典閱讀的反省與思索」，頁 5。
37 （日）辻本雅史撰 張崑將譯〈「四書學」：暫定性的方法概念〉，黃俊傑編《東亞儒
者的四書詮釋》，頁 287。

38 紀昀編修《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5月）卷三十五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

提要，頁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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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五經轉非所急。故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

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其為《語孟集注》，《學庸章句》，乃竭

畢生精力，在生平著述中最所用心。朱子卒，其門人編集《語

類》，亦四書在先，五經在後。《語類》一百四十卷，四書部分

共占五十一卷，當全書篇幅三分一以上。五經部分二十九卷，

不及四書部分篇幅之半。其他《語類》各卷，涉及四書，亦遠

勝其涉及五經。亦可謂宋代理學，本重四書過於五經，及朱子

而為之發揮盡致。此後元明兩代，皆承朱子此一學風。清儒

雖號稱為漢學，自擅以經學見長，然亦多以四書在先，五經在

後。以孔孟並稱，代替周孔並稱。39

朱熹一生學術，幾經轉折，然而變有不變，用力於四書，始終無改，清

代漢學、宋學門戶既分，立場迥異，勢若水火，誠乃學人共同的了解，

然而細究清儒成學內容，立身處世，一秉朱熹之教，重視四書其實並無

不同，可見學術遞變，自宋及清，從朝廷而及於民間，四書作為立身準

則，已經深入文化肌理當中，成為學術典範，錢穆留意朱熹建構四書意

義，頗為深刻，日人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研究》就直指《四書章句集

注》與朱熹思想緊密結合，形成完整義理體系，才能在歷史發展當中，

建構四書的經學地位。40

事實上，泯除門戶的呼籲早已存在，四庫館臣高舉漢、宋旗幟，卻

也高倡調和主張41，後世儒者循其見解，以考據方式，剖析疑義，努力

消彌漢、宋學鴻溝，道光十六年（1836）「學海堂」以「朱子不廢古訓

39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冊四〈朱子之四書學〉，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冊十四，

頁 201-202。
40 佐野公治撰《四書學史の研究》（東京市：創文社，1988年 2月）第一章「四書學
の成立」，頁 102。

41 紀昀編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序〉，頁 1。卷三十五「《大學章句》一
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提要，頁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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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命題課士，李中培撰《朱子不廢古訓說》，陳繼昌言其旨趣，云：

至朱子裒合《學》、《庸》、《語》、《孟》為《四書》，採漢、

魏、唐、宋諸儒精粹之說，益以己意，而聖賢宗旨遂以大明，

蓋又集諸儒之大成者也。陸清獻公云：「《四書》經朱子訂定，

如大禹平成天地一番。」誠哉是言！然論者每謂漢儒詳於訓

詁，宋儒精於義理。甚且漢學、宋學，區別門戶，轉假四子書

為攻詰之端，⋯⋯不知朱子於漢儒訓詁多沿其舊，特闡發義理

實為漢人所未到耳。夫文章為宇宙公，理求其是，義得其安，

亦何分疆域之見哉！42

朱熹整合儒學歧異，撰成《四書章句集注》，陳氏引述清儒陸隴其

（1630-1692）之言，標舉朱熹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其力如開闢天

地，其功一如大禹治水，褒揚至極，門徑固然提供學術判準，卻也制約

正確的理解，然而是非得其所安，義理並無疆域之分，饒富情感的說

明，提醒更深一層的思考。為求釐清，數年之間，筆者申請國科會計

畫，仔細比對，覈查出處，全面考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來源，

撰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一文43，剔除疑義，考究

來源，輯出朱熹徵引書目，對於朱熹融鑄眾說的情形，重構經典用意，

遂有更清楚的了解，對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價值，也就更具自信。

循此而下，調整詮釋角度，考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幾個核心問題：

檢討朱熹有關四書體系的建構與反省，分析經解體例的思考與安排，從

背景而及於個人，由體例而及於體系，從撰作方式而及於證成聖道歷程

等，諸多不同角度，得見朱熹四書思考的成果。從學術脈絡，以至於義

42 陳繼昌撰〈朱子不廢古訓說序〉，收入朱傑人等人主編《朱子全書》冊二十七「序

跋」，頁 816。
43 參見與黃瀚儀合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

（2005年 6月），頁 14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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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皆是由朱熹以見《四書章句集注》，並由《四書章句集注》以

見朱熹之成就，從而掌握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彼此證成的樣態，於

是進一步梳理歷代〈儒林傳〉，檢討《宋史》別出〈道學傳〉意義，在

「五經」與「四書」；「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之間，往復檢視，

撰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一書。包括「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

範』的轉移與改易」、「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

程」、「進程與道統：論朱熹四書之編次」、「章句與集注：朱熹四書詮釋

的體例與方向」、「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

「從『理一分殊』到『格物窮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義理思

惟」等數篇論文44，皆是回歸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考察，釐清朱熹

融鑄調整方向，遂於學術發展當中得見《四書章句集注》的「典範」意

義。45

有此了解，化解漢、宋學分歧，回歸孔、孟精神，學術已有觀察

角度，為求深入，筆者嘗試梳理細節，後續研究因茲展開，朱熹說解章

句，建構體系，巧妙結合經文注釋與義理講論成果，形構詮釋主體，以

往撮舉語錄，分析主張，未能掌握朱熹剔除疑義，從前賢而出，回歸經

文的思考；考察注解文字，覈以舊說，無法得見朱熹通讀全文，揣摩辭

氣，建構義理的用心。不明去取，未能通讀，研究進路各有所偏，是

非自然不定，不僅無法了解朱熹思考成就，也成為推究四書義理的障

礙。事實上，考察朱熹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有「啟蒙涵養」、「匯聚

體會」、「形構體系」、「反覆鍛鍊」四個階段46，淬礪磨鍊，體證思考，

字字殫精竭慮，以求妥適，臨終前為《大學》「誠意」章費心竭慮，更

44 拙撰《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序論─經典閱讀的反省與思索」，頁 23-25。
45 （美）孔恩撰、王道還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89年 7月），頁 67-99。
46 參見拙撰〈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程〉，《朱熹與四書章句集

注》，頁 7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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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所熟知之事，朱熹無愧注家職分，於此可見。47尤其朱熹由「集

解」到「集注」 48，又從「集注」到「章句」，思之反復，經注已成為一

體，甚至分出體例，從匯整諸家說法，漸出己見，最後回歸經旨脈絡的

釐清，「集注」乃是從宋學而及漢學，融鑄義理與訓詁之作；「章句」

留意經文結構，關乎體系思考，則是回歸聖人宏謨懿訓的檢討結果。

朱熹「訓詁」援取漢唐舊解，間採新說；「義理」匯整宋儒講論，偶援

古義，前者屬於經學，後者屬於理學，義理與訓詁早已融鑄一體，朱熹

不僅是集宋代理學之大成，甚至跨越漢唐，上究聖人，學術兼融古今於

此可見。49因此融鑄義理，錘鍊文字，成為檢視朱熹注解非常重要的方

向，有此觀察，必須調整研究進路，擬訂分析策略，凡所注解，按覈朱

熹援取的來源，以求訓詁之所安；檢校徵引文字，留意去取內容，以求

朱熹義理的思考，訓詁與義理彼此參證，掌握經典詮釋要義，方能了解

朱熹學術成果，也才能真正掌握說解《大學》、《論語》、《中庸》、《孟

47 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三二九，臺北市：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6年 3月）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
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

書院⋯⋯。」頁 778。蔡沈撰〈朱文公夢奠記〉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
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午後，大下，隨入宅堂，自是不能復

出樓下書院矣。」見蔡有鵾輯 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部冊三四六，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6月）卷六，頁 793。不過錢
穆撰 《朱子新學案》（二）〈朱子論誠〉，依江永之說，朱熹最後所改其實並非《大
學》「誠意」章，而是《大學》「誠意」二字最先見處之注，將經一章原本「實其心

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中「一於善」改為「必自慊」。收入《錢賓四先

生全集》冊十二，頁 425。
48 束景南撰〈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云：「蓋朱熹早

年之作多致力廣搜先儒之說而成一編，收羅宏富，細大不捐，欲為以後作精注簡

解準備材料，故其早年之作多稱為『集解』，如《孟子集解》、《大學集解》、《毛

詩集解》等，朱熹此注《論語》之書，據其自敘，名為《論語集解》亦與內容相

符。」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輯考》（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月），頁
601。

49 參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

注》，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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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真正用意。所以在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彼此證成的思考下，

進一步在經、注之間，注文與引文之間，藉由義理論述佐助訓詁文字的

了解，揣摩朱熹思考細節，雖然方式稍為曲折，操作較為複雜，但是對

於了解朱熹義理建構內容，卻是必要的步驟。

朱熹錘鍊文字，思索縝密，牽涉複雜，所幸文獻當中仍可考見朱熹

思考進程，王懋竑（1668-1741）纂訂《宋朱子年譜》於「四年丁酉，

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下云：「先生既編次《論

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

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

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

錄之。」 50《四書章句集注》與《四書或問》既是相輔之作，彼此參考出

自朱熹的想法，相對於歷來經注，朱熹的創舉保留思考痕跡，乃是研

究極為可貴的材料，雖然此一方式並未獲得張栻（1133-1180）認可，

云：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

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

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

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51

所謂「趨薄」是恐懼學者捨本逐末，不再揣摩經旨而流連於各家意見，

此一看法為朱熹所接受，加上朱熹對於注解內容，體會日進，時時錘

鍊，改之再三的結果，產生不相應的情形，《或問》失去義理相佐功

能，此一路徑也就逐漸為人所忽略。52但就研究角度而言，《四書或問》

50 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8月），頁 65。
51 張栻撰《南軒集》（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 6月）卷二十四〈答朱元晦
七〉，頁 587-588。

52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 2月）冊五卷
五十「書」〈答潘端叔二〉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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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思考方向，在經學與理學之間，反映朱熹淬鍊的思考，對於了解

《四書章句集注》義理內涵，關乎朱熹建構進程，乃是無可取代的重要

材料，朱熹自述少時為學情況，云：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

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

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

青筆抹出；又熟讀得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

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

是洒落。53

由朱筆而墨筆，由青筆而黃筆，熟讀玩味，揣摩既久，義理歸結於「一

兩句」中，朱熹揣摩聖賢，辨證思索，遂有一字一句的體驗，用心深

微，令人感動，所謂「淬鍊」正是此一方式的延伸。以詮釋「格物」為

例，「格致補傳」一百三十四字，朱熹言「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54，

檢覈《大學或問》內容，朱熹是融鑄二程語錄十七條材料，分出「格物

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與

「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等三項重點55，進而綜整文字

而成，言之有徵，於此可見。56至於「格物之義」，朱熹更是自承「往

注》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

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諭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

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

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頁 2264。
53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6年 12月）卷一一五「訓門人
三」，頁 2783。

54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91年 2月），頁
6。

55 朱熹撰 黃珅校點《大學或問》，《四書或問》（《朱子全書》本，上海市：上海古籍
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月），頁 524-526。

56 參見拙撰〈縱貫抑或橫攝─朱熹《學庸章句》二程語錄徵引之分析〉，《第六屆

中國經學研究會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輔仁大學中文系，2009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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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於心三十餘年」 57，凡此皆是義理關鍵之處，朱熹反復思量，斟酌再

三，用心深微，未能突破詮釋局限，無法見其精彩，義理也就無法彰顯

清楚。朱熹一生學術既保留於《四書章句集注》當中，「融鑄」與「進

程」乃是分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義理關鍵的詞彙，唯有了解朱熹匯

聚北宋諸儒思考成果，以及追索聖人的歷程，《四書章句集注》才能煥

然有精神，朱熹於理學發展之地位，四書於朱學的價值，方能層層而

進，具體朗現。

然而不論是承之於前的「融鑄」，抑或新變於後的「進程」，朱熹惕

厲而進，時時不已的追尋，義理的蘊釀與思考的轉折，饒富反省意識，

終於化解歷代儒學問題，才能在前代學術中滋養自我，證成儒學的價

值，所以必須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方式閱讀58，切入

朱熹豐富的歷史思維，方能重構《四書章句集注》的義理底蘊。所謂之

「歷史思維」一方面必須從朱熹時代背景切入，了解多元社群競逐學術

環境當中，彼此思考辯證的焦點，以及朱學於歷史中得以勝出的原因。

其次，必須檢視朱熹深具身分自覺，回應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終極關懷

下，追尋聖人之道的理想。而最終更必須於經典當中，參酌印證，了解

朱熹體會聖人宏謨懿訓的結果，朱熹在歷史當中成就自己，證成儒學的

永恆價值，更進一步回應於經典詮釋當中，獲致終極的思考。此一歷史

情懷，使《四書章句集注》具有穿透時間的力量，於細節當中，提醒後

世讀者解讀參悟。舉例言之，北宋王安石（1021-1086）變法，牽動新

舊黨爭，甚至北宋覆亡，誠乃宋代最重要之事件，然而朱熹於《四書章

月），頁 291-294。
57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冊六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頁 1968。
58 黃俊傑撰〈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云：「解

經者與經典作者及「文本」（text）之間永無止境的創造性的對話，賦予經典以萬
古而常新的生命，使經典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與異代之解讀者如相與對話於

一室，而千年如相會於一堂。」氏撰《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市：喜瑪拉雅

基金會，2001年 12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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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集注》徵引兩條王氏文字，《論語‧先進篇》「魯人為長府」章，朱注

引：「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59

《論語‧陽貨篇》「道聽而塗說」章，朱注引「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60日人大槻信良《朱子四書集

註典據考》考出「王氏曰」乃「王安石之說。」 61《宋史‧王安石傳》載

「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

慧少年。」 62朱熹引「仍舊貫之善」以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兩

句，以王安石之言，對治王安石之行，於紛紛擾擾世局當中，回到問題

的核心，「求善」勝於「求變」，自信之餘，更要「畜德」，於外於內，

指出王安石失敗最為關鍵的地方。朱熹引錄王氏之言，印證變法的結

果，對於儒者懷抱的歷史責任深有提醒作用，朱熹當然無意於譏刺，但

於經典詮釋當中，對於北宋變法遂有深刻的反省，此一學術史的發展，

余英時先生饒富識見，指出二程道學是與王安石「新學」長期奮鬥中

逐漸定型的思考成果，朱熹的時代是「後王安石的時代」 63，檢視《四

書章句集注》確實可以得見朱熹藉由經典的印證，不僅「整頓介甫之

學」，也在「內聖」與「外王」之間，提示後世儒者修德治世應有之分

際。64事實上，朱熹並不僅止於反省當代，《孟子‧告子上》一篇乃孟子

59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六〈先進篇〉，《四書章句集注》，頁 126。
60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九〈陽貨篇〉，《四書章句集注》，頁 179。
61 （日）大槻信良撰 《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 4
月）「《論語集注》典據考」云：「王安石之說。」 頁 179、275。

62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 6月）卷三二七〈王安石傳〉，頁
10550-10551。

63 余英時撰《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市：允晨文化

實業公司，2003年 6月）上篇，頁 19、90。 
64 案：《宋史‧王安石傳》於論曰引朱熹之言：「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

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

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

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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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性善最精彩之處，朱熹不僅得見「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

勝」，確認孟子性善說的勝出，並於每段章句下按語云：「如荀子性惡之

說也」、「告子因前說有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告子論性，語

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65，

於是自荀子以下論性的偏失，在注解中申明觀察，性善純粹，乃是朱熹

在歷史反省中回應經典詮釋的結果，體會既深，才有堅守的信念，無怪

乎朱熹於〈孟子序說〉引楊時之言：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

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

處，天地懸隔。66

心有所偏，與聖賢懸隔，朱熹不僅申明性善意義，也證成孟子地位，遂

能在紛雜萬端之中，有其定見，言道統「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 67，無

疑是極為深刻的歷史觀察。

為求彰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深刻的歷史思維，筆者循此觀察切

入，數年之間反覆檢視，於《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書信、語

錄之間，綜整分析，尋求線索，嘗試在理學、經學之間，推究朱熹思考

的歷史軌跡，其中〈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

圍〉、〈宋儒聖賢系譜論述之分析─朱熹道統觀淵源考察〉、〈從「政治

實踐」到「心性體證」：朱熹注《孟子》的歷史脈絡〉、〈由分而合─

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頁 10553。朱熹不僅有深入的觀
察，更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之文字，留下對治的藥方，朱熹思考深密，於此

可見。
65 朱熹撰《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25-327。
66 朱熹撰〈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 199-200。
67 朱熹撰〈大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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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二程語錄之分析〉、〈道南與湖湘─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義理進程分析〉、〈「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叮嚀之分析〉等，先後發表於學術會議以及學報期刊

當中，包括重構孔門之傳、建構聖賢系譜，以及回應北宋孟子議題等，

關乎四書義理體系的建立，繼承二程的線索、融合道南、湖湘系統，乃

至於期許後世，寄託學術進程及情懷所在，從而得見朱熹承之於前，以

啟後人的成就。共計六篇，皆是循此觀察的撰作成果，只是歷時既久，

為求體例整齊，略依主題先後為序，改題篇名，重新檢視改寫，茲舉大

要如下：

第一篇、「穎悟」與「篤實」─朱熹論孔門弟子。朱熹留意聖人

形象的揣摩，以及孔、顏樂處的追尋，更擴及於孔門弟子的分析與檢

討，推究過深，固然有偏頗之失，但分析弟子高下，《論語》不僅是了

解孔子言行的典籍，更是探究孔門儒學之傳的重要線索，《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彼此銜接，聖聖之間以「道統」相傳，形就四

書義理體系。為求了解其中轉變之處，筆者檢具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中有關孔門弟子的討論，檢討歷來有關「貶抑聖門」的批評，推究朱熹

「穎悟」、「篤實」兩分的分類依據，期以還原朱熹的思考方向。

第二篇、「治統」與「道統」─朱熹道統觀之淵源考察。從堯、

舜、禹、湯，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傳，朱熹以「道統」強化四

書體系，並以二程傳其絕學，建構宋代儒學地位。筆者檢討北宋以來諸

儒題稱模式，得見朱熹繼承的脈絡，「道統」並不是新異詞彙，也不是

諸多概念的混合，而是累聚數代儒者追尋聖人的軌跡，以及投身於儒學

實踐當中所獲致的心得與情懷，在政治實踐、儒學傳承，以及回歸於心

性之中，遞進發展，相互融通，終於確立儒學史觀，完成經典的重構，

朱熹以「道統」完成一種聖賢系譜的宣誓與聲明，蓄積既久，才有感動

人心的力量。本文藉由廣泛的背景考察，對於朱熹「道統」論述遂有更

清楚的了解。

第三篇、「政治」與「心性」─朱熹注《孟子》的歷史脈絡。《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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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乃是極富爭議之典籍，從「子」而及「經」，其中涉及「官學化」

與「經典化」兩項過程。前人於唐、宋之際《孟子》升格運動，多有

討論，但對於朱熹匯聚聖賢相傳歷史意象，回應宋儒有關孟子的爭議問

題，卻是缺乏檢討。筆者撮舉《孟子集注》徵引材料，一窺朱熹思索所

在，遂能得見在「儒學傳承」與「政治反叛」的辨證當中，朱熹回歸於

心性，形塑孔、孟之傳，建構《孟子》經典地位的思考過程。可見理學

並非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內聖」工夫更非「外王」事業的捨離，朱熹

吸納諸儒意見，反省儒學之傳，確定《孟子》價值，乃是進一步回應北

宋儒學實踐的結果。

第四篇、「縱貫」與「橫攝」─朱熹徵引二程語錄之分析。牟宗

三先生《心體與性體》釐清二程性格與特質差異，分出「縱貫」系統與

「橫攝」系統，了解二程學術實有不同，對於探究北宋理學深有助益。

只是朱熹以一生之力，追溯中原學術之傳，從二程弟子，上溯至二程，

進而完成北宋學術體系的檢討，以及二程學術地位的建立，二程學術出

於南宋朱熹的表彰，此乃宋代理學最重要的成就，思索所及，遂有《四

書章句集注》的完成。為求明晰，筆者整理朱熹徵引二程之材料，覈其

所出，分出明道與伊川之不同，從「窮究字句」、「兼取並用」、「融鑄

貫通」進程中，得見朱熹從文字之「跡」，進而捕捉其「意」，綜合「縱

貫」與「橫攝」系統的情形。朱熹綰合明道與伊川之思考，不僅可以補

充前人觀察之不足，對於《四書章句集注》義理也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第五篇、「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楊時

（1053-1135）「氣柔」、謝良佐（1050-1103）「氣剛」，所傳道南與湖湘

兩系各走一端，於儒學各自經營，成為南宋最重要的學術流派，朱熹從

道南到湖湘，從「靜」入「敬」，又以「敬」攝「靜」，由本體以見工

夫，又由工夫以見本體，完成工夫論的思考，於儒學心性、本體，終於

有清楚的觀察。從佛入儒是朱熹標示儒學事業的開始，「中和」新說確

立二程學術之究竟，無疑是理學事業的完成，往復之間，朱熹融鑄超

越，用心至微，不僅匯整兩系心法，也逐步完成四書體系的建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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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章句集注》保留朱熹諸多思考，檢覈其中，得見朱熹承繼與發展方

向，從義理講論而及經義詮釋的思考，遂有進一步檢證的依據。

第六篇、「詳味」與「潛玩」─朱熹叮嚀語之梳理與檢討。朱熹

參酌漢、唐諸儒之成就，匯整北宋諸儒思考，從訓詁而及於義理，上及

於聖人精神，最終回歸於經典本身。《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思以垂範

後世的成果，期許既高，一生以之的情懷，說解之餘，深有寄託，於是

注解之中，突破體例局限，在經典與個人，個人與讀者，扮演解人角

色，提醒後世讀者注意方向。以「對話」形式，饒富情感的指引文字，

反覆叮嚀，提示重點，此一論述方式，反映作為經典「讀者」的心得，

也期許後世「讀者」深入的思考，此為《四書章句集注》最特殊形式，

為求明晰，本文撮舉檢討，朱熹從指點門人用語，轉為注解的術語。朱

熹承繼二程，遂於歧出之處，申明體會，進而及於融鑄體證，抒發心

得，從文字之中，與聖人精神遙相契合，學不在於外，而在於內，切己

而發，經典閱讀成為修養的工夫，於此得見讀書意義，屢屢叮嚀，深致

提醒，正是此一思考的結果。

共計六篇，既各自獨立，又彼此相關，皆是筆者數年間閱讀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的成果，不同的主題，卻有相同的研究進路，由「融

鑄」以見「進程」，期許彰顯朱熹從經典而及於歷史的思維成果。最

後附錄〈思想史重構─詮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進路的思索與反

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乃是個人回應民國以來

調和漢、宋學分歧的檢討成果，以及新世紀思潮下，期待開展朱學研究

方向的思考，藉以標示個人研究緣起與進路的反省，列舉以備參考。

個人撰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分析體例，證成價值，對於朱

熹四書學已有初步之觀察，後續進一步探究朱熹融鑄前代儒學成果，開

展個人學術進程，從而回應儒學的歷史問題，體會《四書章句集注》深

厚之情懷，乃是由經學研究更及於經典詮釋的探究過程。只是相對於

經典詮釋，誠如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所言「個人的前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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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個人的判斷來說，更是個人存在的歷史實在」 68，雖然無法保證「前

見」是否能夠再現，但循此方向，推究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經與注相

應細節，分析其蘊釀與思考，無疑更能切中其中的「歷史實在」。

回顧以往，筆者深受林師慶彰的學術啟蒙，李師威熊經學史觀的

引導，開展經學研究興趣，又得業師董金裕教授引領思考，提攜教誨，

遂有一生關注的目標。諸位師長昂藏挺立，典型所在，不僅獲致人生態

度，更確立研究範圍，以經典詮釋為門徑，由漢學而入宋學，才有聚焦

於朱熹學術的了解，點滴匯聚，思索開展方向。深覺臺灣於儒學傳統薰

陶下，前輩學者耕耘開拓，薪傳香火，以啟後人，吾輩得蒙教導，濡沐

春風，縈之於心，唯求賡續前進，既是使命也是責任。當然還有許多學

術前輩的提攜與指導，甚至於審查當中，不吝指正，獲益良多，系上劉

又銘教授、林啟屏教授、王志楣教授、車行健教授等同仁的切磋砥礪，

國科會經費的補助支持等，以及助理王志瑋同學協助蒐集文獻，檢覈分

析；吳曉昀、張孝慧、王秋雯、李松駿同學覈查出處，整理資料，其間

歷經數年，熱情令人感動。另外，世界朱氏聯合會朱茂男會長以及朱高

正博士惠賜全套《朱子全書》，厚情高誼，在此一併申致謝忱。筆者反

覆探究，唯求有更深一層的觀察，諸篇論文，皆是在此背景下撰作而

成，文末附記原本篇名以及發表時間，至於改寫調整，分量既多，不

另詳述，題以「『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

維」，乃是嘗試於理學、經學分歧中，回歸於歷史考察的結果，朱熹蓄

積既厚，研求又深，學術深刻細膩之處，深嚼有味，乃是筆者於經典閱

讀之後的觀察心得，指南山麓、道南橋畔，遠離塵囂，山青水綠之間，

原就具有一種環境氛圍，於舉世紛擾之際，沉潛與反省，期以彰顯儒學

價值，時時惕厲，不敢懈怠，只是思之淺薄，難免有所偏蔽而不自知，

68 （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撰 洪漢鼎譯《真理與方
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詮釋學Ⅰ）（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 10月），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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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覈之間，未必周全，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有以教之。茲舉朱熹一

詩為結：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分水舖壁間讀趙仲縝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69

期許於分歧之中，得見朱熹建構學術的根源與精彩，斯為衷心之盼！

書於　指南山麓寓所

2013/6/12

附記： 業師董金裕教授，治學嚴謹，處世圓融，用心所在，以發揚儒學

為職志，學術已成信念。筆者從學以來，提攜包容，指引無窮法

門，勉以精進深入，遂有為學方向。於今匯集成果，分享心得，

承蒙吾師惠賜序文，師恩深重，萬分感謝，謹以此書獻予吾師董

金裕教授，祈願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69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冊一卷四〈分水舖壁間讀趙仲縝留題二十字戲續
其後〉，頁 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