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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專題研究計畫係以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與王仁
芳（Wang Renfang）編輯，「臺北利氏學社」（Taipei Ricci
Institute）於2013年
影印出版發行之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一、
二冊收錄清朝乾
隆三十九年（1774）歲次甲午季夏，河東晉邑呂立本（生平未詳
）撰註；同治十
一年（1872）壬申歲清和月中浣，雲間方濟各（生平未詳）謹錄之
四卷楷書過錄
稿本《易經本旨》為主要研究原典文本，其中卷一計頁1-198、卷二
計頁199-
396、卷一計頁397-586、卷四計頁1-206，總共792頁，卷帙內容甚
為完整豐富
，全書以天主教《聖經》教義本旨，詮釋《易經》六十四卦，別開
生面，自成體系
，迥異於傳統以儒、道、釋為解者，從來所未見，也一直未為學者
所關注，至今尚
無相關研究成果，深具學術探討價值。因此，本計畫首先擬釋文校
注全稿，俟機付
梓出版，提供學界比較參考、觀覽對照；其次，則總括整理全稿
，檢證作者如何援
引天主教義，作為詮釋《易經》的思想脈絡體系藍本，並試圖從宗
教性、學術性、
時代性三方面，分判與會通兩者的同異、混通與和合，藉此觀察並
體會西方天主聖
義如何與東土儒學《易》教的調適與融格。

中文關鍵詞： 乾隆中葉，呂立本，《易經本旨》，援《易》入教，《徐家匯藏書
樓明清天主教文
獻續編》。

英 文 摘 要 ： This special research project was based upon Lu Liben's Yi
Jing Ben Zhi
(Original Intension of the Book of Yi Jing), collected into
Sequel to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Zikawei Library which were edited
by Nicolas Standaert,
Ad Dudink and Wang Renfang. The Taipei Ricci Institute was
photocopied and
published in Shanghai in 2013.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the Xujiahui
Collec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tholic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cluded the Qing Dynasty Qianlong thirty-nine
years (1774) , Hedong
Jinyi Lu Liben (unknown) wrote; Tongzhi eleven years
(1872), Yunjian Fangji



(unknown) have recorded four volumes of essays. The
manuscrip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s the main study of the original text, including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book pp. 1-198, the second volume pp. 199 -396,the third
volume pp. 397-586,
and the fourth volume pp. 1-206, totaly 792 pages. The book
is very complete
and rich, the book is based on the Catholic "Bible"
doctrin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sixty-four hexagram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with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book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has never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scholars.
So far, there are no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it has profound academic
value. Therefore, the
plan first proposes to publish the full manuscript of the
text,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publish,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compare and review; secondly, to summarize the full
manuscript, to verify how
the author invokes the Catholic righteousness,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thought. The context system will be trying to
distinguish the
homosexuality, the mixtur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of
religion, academicity and time. The project will be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how
the Western God's righteousness and the Eastern
Confucianism are approaching
to teaching, adaptation and melting.

英文關鍵詞： Middle of Qianlong Dynasty, Lu Liben, Yi Jing Ben Zhi
(Original Intension of the
Book of Yi Jing),Invoking Yijing into Catholicism ,
Zikawei(Xujiahui) Library,
Sequel to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Zikawei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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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研究計畫係以筆者在魯汶大學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館藏

所見，由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王仁芳

（Wang Renfang）三位學者共同整理編輯，「臺北利氏學社」（Taipei Ricci 

Institute）於2013年影印出版發行之《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

一、二冊中，所收錄乾隆中葉呂立本撰註之《易經本旨》為研究原典，考論18

世紀後期中國教友天主教式的《易經》闡釋，從西方《聖經》學的傳教士觀

點，以及中國學者對於《易經》交流互涉、調適融格的思想脈絡，以作為中土

《易經》學與西方《聖經》學，在詮釋研究上「視域融合」的觀照參考。《徐

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與之前出版的明清天主教文獻相同，刊行的

是尚未出版過、或不為外界所知的文獻。這些大多由中國人與歐洲人共同寫就

的手稿或印本，重現了十七世紀的中歐交往樣貌。本計畫係以《徐家匯藏書樓

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一、二冊收錄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歲次甲午季

夏，河東晉邑呂立本（生平未詳）撰註；同治十一年（1872）壬申歲清和月中

浣，雲間方濟各（生平未詳）謹錄之四卷楷書過錄稿本《易經本旨》為主要研

究原典文本，其中卷一計頁1-198、卷二計頁199-396、卷一計頁397-586、卷四

計頁1-206，總共792頁，卷帙內容甚為完整豐富，全書以天主教《聖經》教義

本旨，詮釋《易經》六十四卦，別開生面，自成體系，迥異於傳統以儒、道、

釋為解者，從來所未見，也一直未為學者所關注，至今尚無相關研究成果，深

具學術探討價值。因此，本計畫首先擬釋文校注全稿，俟機付梓出版，提供學

界比較參考、觀覽對照；其次，則總括整理全稿，檢證作者如何援引天主教

義，作為詮釋《易經》的思想脈絡體系藍本，並試圖從宗教性、學術性、時代

性三方面，分判與會通兩者的同異、混通與和合，藉此觀察並體會西方天主聖

義如何與東土儒學《易》教的調適與融格。 

 

壹、 完成乾隆中葉呂立本《易經本旨》稿本全文打字校注 

因 Covid-19疫情影響，尚未能親自前往上海徐匯區之徐家匯天主堂與徐

家匯藏書樓移地研究，進行原始文本與打字校注稿本的校對核定， 

貳、 已完成計畫成果清單 

1.完成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與相關研究之資料整理 

2.完成〈呂立本《易經本旨》初探〉論文草稿（尚須核校原文，仍未定稿 

發表） 

 

十五世紀末歐洲新航路與新大陸的發現，除了興起一股海外貿易的熱

潮，也激起了傳教士到海外傳教的熱情。明清之際隨著傳教士們一同

到來的西方知識、宗教、科學、文化、藝術為中國文化注入新的能

量，《易經本旨》正是在此時期產生的作品。《易經本旨》是中國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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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教士呂立本所註，收入《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

本書豐富的天主思想與《易》原本即有之神妙相融，形成富有宗教意

義的作品。本文分別從思想、主旨與風格，介紹《易經本旨》受到天

主教教義影響後生成之獨特內涵。《易經本旨》於中西文化衝擊、融

合中產生，是清朝統治時期的天主信徒所作，其豐富的天主思想與

《易》原本即有之神妙相融，形成富有宗教意義的作品。學界目前對

此書的認識尚淺，有待補完。本文從三個面向探討呂立本之《易經本

旨》受到天主教教義影響後生成之獨特內涵，首先探討其天人關係，

得知《易經本旨》中的天人有四種角色，由上到下分別是：「天主」、

「聖子」、「聖賢」、「世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大致為和諧的狀態。接

者探討「巽女生離王」之論點，《易經本旨》中巽卦與離卦分別被賦

予聖母與聖子的形象，此事除表現呂立本重視卦象圖，亦可觀察到天

主教符號以相似概念融入《易經》中。最後從歷史影響之因素談本書

主旨與其風格，推測本書之行文風格受索隱派的影響，多以類比手法

進行註解，而其文字激情之調則與清朝禁教相關。此書徐宗澤《明清

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分類於「真教辯護類」（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頁 133），可見它運用天主教思想註《易經》之舉，含有捍

衛天主教原典之宗教意義。此方法與佛教初傳入中國時常使用的格義

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轉化的過程中，所欲傳達的教義很有可能

會受語境的限制，而使教義與原典產生偏差，仍待後續深化研究。 

 

3.完成〈論乾隆時期呂立本《易經本旨》對離卦的神格化詮釋〉論文草稿 

（尚須核校原文，仍未定稿發表） 

 

《周易》本位卜筮之書，從最早的《易傳》到至今已經有許多注解的

版本。在眾多注解本中，其注解涵蓋了領域甚廣，而在乾隆時期，出

現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為主要詮釋的著作，即呂立本所撰寫《易經本

旨》。在《易經本旨》所詮釋的卦象中，以離卦最為特殊。此書對離卦

的詮釋，已經有神格化詮釋的趨勢，而最明顯的，就是將離卦解釋為

聖子。本文的撰寫，主要以《易經本旨》與《聖經》作為對照，探討

離卦為聖子之根據。離卦本為《周易》這一部卜筮之書中的其中一卦，

卦象本為敘述周朝史事及相關現象發生。在《易傳》問世以後，此卦

的逐漸有了火與文明的象徵。後世對離卦的詮釋，皆是對照了《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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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然《易經本旨》就與中國歷代有關《周易》的注解本有所不

同了。《易經本旨》從理論上先是注重卦象及卦數，亦對兩者之變化有

所看重。從派別上論之，《易經本旨》應屬象數派之著作。但有別於象

數派之注解本，《易經本旨》所闡發之義已經脫離了《易傳》之框架，

甚至超脫了中國古代的思想脈絡。這一部著作的內部思想，乃是源自

於西方天主教的教義及神話故事，縱觀來看就是儒家與天主教的結合

之作。在這一部著作中，呂立本特別看重離卦，而離卦的詮釋，有著

非同他卦的詮釋面向。與《新舊約全書》的典故作出對照後，我們可

以發現到，離卦即是聖子。在《易經本旨》中，但凡以「吾主」、「聖

子」及「耶穌」字眼的卦辭及爻辭，皆都將離卦牽連進去。因此，離

卦在這一部著作中，是有著神格化地位的卦象。 

 

4.完成〈《易經本旨》天主教化解讀〈泰卦〉：論《聖經》與《易經》天地 

觀之相近〉（尚須核校原文，仍未定稿發表） 

 

《易經》不論是就其卜筮功能而言，還是作為古代的哲學著作，都涉

及中國思想中的重要議題，即天人關係的探討。占卜獲取天意的一種

方式，如鄔昆如〈衛理賢德譯《周易》中的宗教觀〉（《中華易學》第

16 卷第 9 期，1995 年 11 月，頁 6）所言，是利用時空中事物的秩

序，來斷定「天命」或「天意」作為人君治國的準則。商周之際的皇

權仍有濃厚的君權神授色彩，加上土地的豐收有賴於氣候變化，因此

天子作為人民之表率，猶如祭司一般必須通過祭祀祈求天與地之間的

和諧，由此形成自然與政治交織的宗教體制。（林鴻信：〈從基督教

「天」的概念看人文精神：與東亞儒學對話芻議〉，林鴻信編：《誇文

化視野中的人文精神：儒、佛、耶、猶的觀點與對話芻議》，臺北

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2013 年，頁 265。）而《易經》的創作，如

《繫辭下傳》所謂的觀物取象，是本於古人對天地萬物的現象觀察。

至此可見《易經》中的天人關係中的基本上涉及了神格天與自然天。

若從對自然事物的觀察而推出種種原理，抑或在人與天神互動的關係

中體認到某種法則，則可再延伸出含有義理性質的天。天人關係的理

想即是尋求天地之間的和諧以作為地上人族平安的保障。在《易經》

中的〈泰卦〉即表出理想的天地關係之卦象，而這裡的天地可以有多

種的解讀。呂立本以天主教經典《聖經》本位的角度出發，在《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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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旨》中對於卦旨的闡釋著重關注天地中所包含的天人關係，而不涉

及探討純粹物理性的事物。其對《易經》的解讀有意附會天主教的思

想，某種程度上也體現出他對《易》學和《聖經》觀點相近處的把

握。故本文將以理想的（天人意義下的）天地關係作為視角，比較

〈泰卦〉在呂立本《本旨》的闡釋之下與原文意涵的距離，並進一步

探討呂立本詮釋〈泰卦〉所根據的《聖經》，在天人關係的議題上，

與《易經》觀點的相近處，以期為中國思想與《聖經》提供較有交集

的對話平台。〈泰卦〉卦象，處上者為三陰爻，處於下者為三陽爻，

象徵居下者剛健力求上進，上位者虛懷柔和謙下的含意，以此促成上

下得以交互溝通的理想情境。《本旨》在解釋〈泰卦〉卦辭時，謂

「天主和世人的交相通愛」，並對每一爻辭和傳文的解讀都頻頻提及

耶穌、真主、聖教傳播等概念，而促成此番解讀背後的因素，除了受

到傳教的熱忱與使命推動，亦與《聖教》的天地觀與救贖觀相連。主

禱文中（耶穌教導門徒作的禱告）首先祈求的三個項目包括：地上的

人尊崇天上的父（亦即天主）的名為聖，天國降臨人間，天主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穌作為《聖經》中的核心人物所祈願的是

如此，則「在地如在天」自是《聖經》關鍵的思想向度。（林鴻信：

〈從基督教「天」的概念看人文精神：與東亞儒學對話芻議〉，頁

241。）而要達成天地合一的狀態，耶穌由神降世取了肉身，來到人

間服事人，正與〈泰卦〉以居於上者陰虛的卦象表達降其尊貴的意旨

相似。另外，耶穌不受主流成見的限制與威脅，秉持「在地如在天」

的服事精神，把醫治和幫助帶到受排擠的邊緣人士當中；此亦與〈泰

卦〉九二爻辭意涵相近。綜上所述，可見《易經》〈泰卦〉和《聖

經》共同擁有以天地相交而通泰的理想，並且為了實踐天地交融的理

想，皆採取包容、不結黨營私、屈尊降卑的態度；藉著《易經本旨》

的天主教化的解讀，透顯《易經》與《聖經》在以天地表徵的上下關

係思想上的趨近。 

 

參、 發表期刊論文兩篇 

1. 賴貴三，2019.12，〈魯汶大學東方圖書館典藏中國古籍書志（二）〉，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9 第 2 期（總第 24 期），頁 1-17。 

2. 賴貴三，2020.1，〈魯汶大學東方圖書館典藏中國古籍書志（三）〉，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20 第 1 期（總第 25 期），頁 1-18。 

 

肆、 發表研討會論文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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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賴貴三，2019.8.24（週六）至 8.25（週日），〈清儒里堂焦循手批《十三

經注疏》的方法學與經學思想析論〉，第二屆「十三經注疏與經學文獻

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頁 1-29。 

2. Lai Kuei-San（賴貴三），2019.10.5（Saturday），”Early Studies on 

the Yijing by Missionaries, Emperor Kang-Xi,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十七至十八世紀傳教士、康熙皇帝與中國學者

間早期《易》學交涉之研究〉），韓國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校「第十六

屆靑年學者國際學術硏討會」及 「第三屆歐亞博士論檀」（主題：「東

西方漢學研究的互動與交流」，PP. 1-29。 

3. 賴貴三，2019.10.11（週五）至 10.12（週六），〈朝鮮艮齋田愚《易》學

禮氣論發微〉，中韓語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貴陽：貴州大學文學與

傳媒學院貴陽孔學堂，頁 1-29。 

4. 賴貴三，2019.10.25（週五）至 10.26（週六），〈尤庵宋時烈及其《易》

學思想析論〉，韓國全州：全北大學校「對話與交流：漢字文化圈的人

文學研究國際研討會」，頁 1-29。 

5. 賴貴三，2019.11.15（週五）至 11.16（週六），〈雅琴飛白雪，高論橫青

雲」——揚州通儒焦循《論語》「一貫忠恕」之學綜論〉，揚州大學文學

院、儒家經典詮釋與東亞傳播研究基地：「《論語》詮釋與東亞文明國際

學術研討會」，頁 1-23。 

6. 賴貴三，2019.12.2（週一），〈家藏經史子集部，人在煙霞泉石間」——

臺灣師大館藏清儒焦循手批明萬曆刊本《柳宗元文》文獻學與評點學特

色與價值綜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文學系：「明槧寶光——

師大館藏明代善本古籍特展暨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論文

集，頁 64-109。 

 

伍、 其他 

 

1. 賴貴三，2019.8，〈古道‧西風‧漢客遊（六）〉，《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46 期（2019 年 8 月），頁 21-30。 

2. 賴貴三，2019.9，〈古道‧西風‧漢客遊（七）〉，《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47 期（2019 年 9 月），頁 43-51。 

3. 賴貴三，2019.10，〈古道‧西風‧漢客遊（八）〉，《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48 期（2019 年 10 月），頁 14-20。 

4. 賴貴三，2019.11，〈古道‧西風‧漢客遊（九）〉，《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49 期（2019 年 11 月），頁 34-38。 

5. 賴貴三，2019.12，〈古道‧西風‧漢客遊（十）〉，《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0 期（2019 年 12 月），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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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賴貴三，2020.1，〈古道‧西風‧漢客遊（十一）〉，《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1 期（2020 年 1 月），頁 30-36。 

7. 賴貴三，2020.2，〈古道‧西風‧漢客遊（十二）〉，《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2 期（2020 年 2 月），頁 16-23。 

8. 賴貴三，2020.3，〈古道‧西風‧漢客遊（十三）〉，《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3 期（2020 年 3 月），頁 39-43。 

9. 賴貴三，2020.4，〈古道‧西風‧漢客遊（十四）〉，《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4 期（2020 年 4 月），頁 36-43。 

10. 賴貴三，2020.4，〈滿腹詩書章法萃，銘心道業文藝豐——懷念追思陳

師滿銘教授的道範與學緣鄉誼〉，《國文天地》（臺北：國文天地雜誌

社），第 419 期（第 35 卷第 11 期‧4 月號），頁 17-20。 

11. 賴貴三，2020.5，〈古道‧西風‧漢客遊（十五）〉，《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5 期（2020 年 5 月），頁 36-40。 

12. 賴貴三，2020.6，〈古道‧西風‧漢客遊（十六）〉，《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6 期（2020 年 6 月），頁 19-24。 

13. 賴貴三，2020.7，〈王教授冬珍老師追思悼念文〉，《中國語文》（臺

北：中國語文月刊社），第 757 期（2020 年 7 月），頁 16-21。 

14. 指導廖素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漢代字辭書陰陽五行詞源研究——以

《說文解字》、《釋名》聲訓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

究所／108／博士。 

15. 指導鄭惠文完成碩士學位論文：生命教育融入七年級國文教學研究，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08／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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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儒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經學方法與思想析論 

 

賴貴三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提要 

 

    清代揚州通儒里堂先生焦循（1763-1820）手批明崇禎年間毛晉（1599-1659）

汲古閣刊本《十三經註疏》，為其早年研治經學的濫觴，歷時數十年，閱讀點批，

題識資料非常豐富。手批全文，《周易》最為詳盡，《毛詩》豐贍，《左傳》精實，

此三經所佔篇幅最多；其次，《尚書》、《禮記》、《公羊傳》、《孟子》、《爾雅》五

經均有可觀之處；《周禮》、《儀禮》、《論語》三經內容稍簡略，《孝經》僅見手批

資料一條，《穀梁傳》則為全書手批唯一闕如者。焦循本於《史記‧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理念，並秉持其《雕菰集》卷十三〈與

劉端臨（台拱）教諭書〉「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的進路，透

過抄書、校書、查書與寫書的學思歷程，充分展現其治學先後一貫、虛實相

間，講證據、重校勘、求體例的經學義法。在豐富充沛的漢學與宋學文獻資

料素材之中，建構一套自我詮釋的經學義法體系，充分發揮乾嘉清儒互動融

匯小學、經學、理學於一爐的學術創獲，實事求是，不虛妄，不造作，為清

代樸學的實踐典型，也為重本貴創的理論體現，提供了最佳的成功寫照。  

 

關鍵詞：焦循，汲古閣，《十三經註疏》，乾嘉學派，樸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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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焦循（1763-1820）是乾嘉時期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博通諸學，著述斐

然，成就很大。當時的顯宦兼名儒阮元（1764-1849）1，與焦循關係密切，既

是親密學侶也是家族姊夫，他在焦循逝世後，撰寫了一篇頗為周詳的〈通儒揚

州焦君傳〉2，以「通儒」稱譽論定，成為學者們必讀的重要參考文獻。 

    焦循十七歲時，與興化顧超宗（名鳳毛，1762-1788）同入泰州安定書院肄

業，「超宗傳其父文子（名九苞）之經學，既同學，遂始用力於經」，「己亥、庚

子間，始學經；敬讀《欽定詩經彙纂》，知漢、唐經師之說，時時欲購《十三經

註疏》竟觀之」，從此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十九歲時，購得明崇禎年間

毛晉（1599-1659）汲古閣刊本《十三經註疏》，「珍之不啻珠玉。時肄業安定書

院中，宿學舍，夜秉燭閱之。每風雨，窗外枇杷樹擊門，作彈紙聲，時有句

云：『驚人似鬼窗前樹，誘我如癡几上書。』」批讀《十三經註疏‧毛詩註疏》，

題識卷第六《唐風》、《秦風》，卷第八《豳風》，卷十三《小雅》；辛丑（1781）

至壬寅（1782），十九、二十歲間，始讀《爾雅》。3其後近四十年的學術生命幾

乎貫注於經學，完成一系列宏富精博的專著，其中尤以《雕菰樓易學三書——

易圖略、易通釋、易章句》與《孟子正義》最為學界稱頌。而其基礎，便是奠

定在這部手批《十三經注疏》之中，綜觀全書各冊卷首前皆鈐記「恨不十年讀

書」篆印，其孜矻勤學的精神風範，令人讚嘆而佩服。 

    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十九歲時購於書

叟，為其早年研治經學的嚆矢，自此戮力經學。《毛詩註疏》卷六題記云：「單

點，乃乾隆辛丑所閱，今閱則加圈耳（嘉慶三年十月廿日）。」焦循用功勤

謹，往復研閱此書數十年，閱讀點批，題識資料甚為豐富。幸虧此書轉徙典藏

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因此筆者得以借閱鈔繕全帙手批資

料，歷時數寒暑，終於完成《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4，於焦循經學批判繼承、

                                                      
1 案：阮元〈重刻宋版註疏總目錄．序〉嘗論曰：「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註疏

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註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揅索，終身不知有聖賢

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註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

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註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

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為虛浮、孤陋兩途

所誤云爾。」  
2 詳參〔清〕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附刊於焦循：《雕菰集》，嚴一萍選輯：原刻景印《百

部叢書集成》，據〔清〕嘉慶間，阮元輯刊道光阮亨彙印《文選樓叢書》本影印，臺北：藝文印

書館，冊一，目錄後、卷一前，頁 1-8。案：阮元《揅經室集》，焦循《孟子正義》卷前，均載

入，可參見。 
3 詳參賴貴三：《焦循年譜新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 3 月），「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1779-80），先生十七歲」、「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81），先生十八歲」與「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1781-82），先生十九歲」各條下，頁 42-50。 
4 詳參賴貴三：《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3 月），上下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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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發展的進程，頗有意外的發現與深刻的體會，尤其《雕菰樓易學三書》、《六

經補疏》、《論語通釋》與《孟子正義》均淵源於此，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文獻價值。 

    此外，手批文本大量運用兩漢以來經、史、小學豐實的研究成果，並汲取清

代時儒惠棟（1697-1758）、阮元等樸學徵實功夫，又有匡補闕遺，相觀而善的參

較作用。綜之，焦循經學以旁通四達為尚，「證之以實，運之於虛」，阮元譽為「通

儒」，可謂實至而名歸。因此，本文重新檢視梳理，以例證說，庶幾略窺焦循經

學的初始原貌，並為其經學方法進路與思想發展的文獻鑒證。 

 

二、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版本與流傳 

 

  焦循手批明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線裝刊本《十三經註疏》5，二十函，一二

○冊，三百三十三卷，現典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

書館」，此書編目日期為 1993 年 4 月 15 日，並有光碟可供閱覽，代號為：

ODO11A（第一至五十九冊），ODO11B（第六十至一二○冊）。6此套刊本宋

體字雕印，每頁 9 行，每行 20 字，該館後精選數冊展示於史語所「歷史文物

陳列館」，提供參訪觀照。首冊《周易正義‧序》題下鈐有陽文篆印「傅斯年圖

書館」、「恨不十年讀書」兩方，陰文篆印「焦氏藏書」印記一方；序文以紅筆圈

點句讀，眉批以墨筆楷、行書並用。此外，焦循於嘉慶五年庚申（1800），時

年三十八歲，墨筆行書題記於首冊《周易兼義》卷首扉頁內：  

 

余己亥、庚子間，始學經，敬讀 《欽定詩經彙纂》，知漢、唐經師

之說；時時欲購《十三經注疏》竟觀之。乾隆辛丑，買得此本，珍之

不啻珠玉。時肄業安定書院中，宿學舍，夜秉燭閱之。每風雨，窗外

枇杷樹擊門作彈紙聲，時有句云：「驚人似鬼窗前樹，誘我如癡几上

書。」於今蓋二十年矣。購此書時，實無資；書肆索錢五千，僅得二

                                                      
5 依據此本《周易兼義》版末陰文篆印牌記：「皇明崇禎四年歲在重光協洽古虞毛氏繡鐫」。

案：《爾雅．釋天．第八》「大歲在甲曰閼逢。…在辛曰重光。……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

未曰協洽。……」可知此書為〔明〕毛晉汲古閣刻書，《周易兼義》則刊刻於明思宗崇禎四年辛

未（1631）。而各經陸續刊刻，牌記時間各有不同。 
6 全書內容函裝詳目如下：第一函（一至四冊）：《周易兼義》。第二函（五至十冊）：《尚書註

疏》。第三函（十一冊）至第五函（三十冊）：《毛詩註疏》。第六函（三十一冊）至第七函（四

十二冊）：《周禮註疏》。第八函（四十三冊）至第九函（五十二冊）：《儀禮註疏》。第十函（五

十三冊）至第十二函（七十二冊）：《禮記註疏》。第十三函（七十三冊）至第十五函（九十二

冊）：《春秋左傳註疏》。第十六函（九十三冊至一○○冊）：《春秋公羊傳註釋》。第十七函（一

○一冊至一○六冊）《春秋榖梁傳註釋》。第十八函（一○七冊）：《孝經註疏》。（一○八冊至一

一○冊）：《論語註疏解經》。第十九函（一一一冊至一一七冊）：《孟子註疏解經》。第二十函

（一一八冊至一二○冊）：《爾雅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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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謀諸婦，以珠十餘粒，質三千。珠價實值數倍，以易贖寡取之，

然究未能贖也。為購此書者吳君至，言購之於書客吳叟；叟未幾，以

遊湖死於道，思之尚為悼嘆。嗟乎！購一書艱難若此，子孫不知惜，

或借人，甚或散失，真足痛恨，故書以告之。嘉慶庚申四月上弦，江

都焦循記。  

 

復於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時年四十六歲，墨筆題記於〈周易正義序〉

文末： 

 

余初（讀）學《易》，有所得，則書於闌上；然一時偶會，非定說也。

以今所撰《易釋》、《易注》校異同，枘鑿十之五六，後人比而觀之，

可知余用力於此經之勤，而不可遽以此為臧否也。戊辰閏五月，里堂

老人記。  

 

冊內各卷，並有焦循手批、校改、圈點及眉批資料；各書卷首鈐有「焦循私

印」（陰文）、「理堂」（陽文）、「焦氏藏書」（陰文）、「恨不十年讀書」（陽文）、

「江都焦循」（陰文）諸篆印款識。其中，《周易》、《毛詩》、《左傳》三經，

批語較多；《毛詩註疏》諸卷前後，並以朱、墨筆識校讀年月及當時情境；

另有標「琥記」多處，為焦循子廷琥所記。凡所親見，誠為研究焦循經學初

貌，不可輕忽的重要珍貴文獻，極富參證考斠的價值。  

  筆者自 1990 年起，即有志於研究焦循《雕菰樓易學》，曾費心搜羅國內

可見的焦循傳世著作，當時曾喜見周法高（1915-1994）〈漢堂讀書續記〉7首

載「焦理堂手批十三經註疏」，此篇記於楊梅寓廬，時為 1952 年 3 月 12 日，

文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焦理堂手批《十三經註疏》，舊藏北平

人文科學研究所。該所簡目云：「《十三經註疏》，明崇禎間毛氏汲古

閣原刊本，有清焦循批校。二○函，一二○冊，八二六一號。」 

 

然而，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並未載錄於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纂

《江蘇藝文志‧揚州卷：焦循》8著述目錄中，筆者於傅斯年圖書館典藏揚州學

者閔爾昌（1872-1948）《焦里堂先生年譜》中，欣見補述此書梗概云：  

 

友人傅沅叔9嘗收得先生所藏汲古閣刻本《十三經註疏》，於《周易》、

                                                      
7 該文原刊於《慶祝朱家驊先生七十歲論文集》（臺北：《大陸雜誌》，1962 年 5 月），特刊第 2

輯，頁 193-308。後收入周法高：《中國語文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下編〈讀書

記〉，頁 389-394。 
8 詳參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纂：《江蘇藝文志‧揚州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4 年。 
9 案：傅沅叔，即傅增湘。他於民國十六年（1927）十月，任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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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左傳》、《公羊》、《論語》、《孟子》、《爾雅》批註甚多；《尚

書》、《周禮》、《儀禮》、《禮記》均有批註，惟《穀梁》、《孝經》未動

筆。此書已讓歸他人，沅叔曾錄存先生題識四則，茲列二則於此，餘

二則則分列庚申、戊辰二年。 

 

閔氏所錄題識四則，已載錄於筆者《焦循年譜新編》，雖略窺豹斑，仍未見全貌。

案：《爾雅註疏‧卷上‧卷第一‧爾雅序》下，鈐有印記五方：（1）「焦循私

印」正方陰文篆印。（2）「理堂」正方陽文篆印。（3）「傅斯年圖書館」長方

陽文篆印。（4）「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正方陽文篆印。（5）

「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長方陽文篆印。《爾雅註疏‧卷上‧卷第三‧釋

親第四》卷末，也鈐有印記二方：（1）「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長方陽文

篆印。（2）「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正方陰文篆印。據此可知

此書流傳脈絡，原為焦循所購藏，後歸近代著名古籍善本藏書家傅沅叔（名

增湘，1872-1949）10任職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而終於播遷典藏於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而焦循子孫不肖，未能

典守先人寶籍遺瀋，以致散落失傳者，尤為可嘆。  

    筆者曾於 1999 年 1 月 31 日，親臨揚州市邗江縣黃玨橋鎮（北湖）訪

謁，焦莊之雕菰淘已不復見，焦循所築之雕菰樓亦灰飛煙滅，不留痕跡；焦

循墓塋雖毀圮，已新建於北湖麥田之中。當時，隨同邗江縣黃玨橋鎮文化站

站長、副站長及耆老闞牧謙老先生，並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慶彰、蔣秋華、

楊晉龍，近史所張壽安，助理黃智信諸位，以及揚州大學張連生、趙葦杭教

授等一行虔誠探訪，冬寒料峭，而麥田新苗綠發，文化薪傳不絕，蓋如是也。 

    復於 1999 年 2 月 2 日，親訪揚州博物館（原天寧寺），於館中閱得阮

元手書，始瞭然焦循遺書所以散藏四方的原因，抄錄於下，提供參考： 

 

《北湖小志》乃里堂先生所撰，乃元所刻板，今欲取印，乃自然之理；

而焦外孫固留不付，意欲何為？焦外孫賣其父、祖之書，已為公論所

不許，今又掯留阮氏之板，更為無理！字到即命一船去取，不許少一

塊。「散頭」二字何解？他是秀才，若差門斗來取，恐不便；且《孟

子》、《周易》也是阮氏所刻之板，莫非也「散頭」耶？ 頤性老人。 

 

焦循子廷琥（1782-1821）11有子三人：授易、授書、授詩，焦循命名，寄有

                                                      
書館館長，任內編纂《故宮善本書影》。民國十九年（1930），任教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又曾任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圖書籌備委員，東方文化協議會副會長。詳參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

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増訂版。 
10 案：此書並未見傅增湘藏書印，但鈐有「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正方陽文

與陰文篆印，而傅氏曾任職於「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可證知此書當為該委員會之藏書。 
11 焦廷琥，字虎玉，江都學廩膳優生，能讀書，傳父道業，編校父書，以勞瘁膺疾卒，年僅四

十，距父喪甫逾半載。著有《先府君事略》一卷、《尚書伸孔篇》一卷、《冕服考》四卷、《讀書

小記》二卷、《春秋三傳經文辨異》四卷、《益古演段補》二卷、《儀禮講習錄》二卷，《禮記講



6 
 

深義，蓋希望子孫能克紹箕裘；及祖、父皆歿，而子孫未能竟守家業，以致

鬻賣祖、父之書，阮元之義憤填膺尤可想知。 

 

三、焦循手批《周易兼義》述要 

 

  焦循一生治《易》專勤，蜚聲士林，號為名家。而其研究有成的淵源根

柢，則濫觴於購得此本《十三經註疏》，其中《周易兼義》精讀詳批的豐富

內容，奠定日後治《易》良好的基礎，為其詮解注《易》的初稿。緣此可以

追蹤焦循《周易》學術發展的軌轍，並考察其後創造詮釋的進路。 

  焦循《易》學著作多種，傳世者有《易章句》、《易圖略》、《易通釋》，

合稱《雕菰樓易學三書》，《易話》二卷，《易廣記》三卷，《周易補疏》二卷

及《注易日記》12等。此本《周易兼義》為其讀《易》、注《易》濫觴，最為

原始。 

  《周易兼義》一函四冊，據版末牌記知此書刊刻於明崇禎四年辛未

（1631），每頁版心下槧「汲古閣」三字。線裝全書，經仔細測量，長 25.5

公分，寬 16.2 公分；天頭 5.5 公分，地腳 2.0 公分；每頁兩面，每面 9 行，

每行 20 字，行寬 1.2 公分，內文每面長 18 公分，寬 12.4 公分，可以觀汲

古閣版本的大概，也是版本學考斠的重要資料。試鈔引其中手批資料二則，

窺探其研治《周易》的基本體式與一貫的治學風格：  

 

（一）《上經》卷第二：釋「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虞曰：「密，小也。兌為密；需，坎升天為需，

墜地為雨，上變為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尚往也。』」荀曰：

「體兌位秋，故曰『西郊』也；時當收歛，臣不專賞，故『施未行』，

喻文王也。」 虞曰：「豫坤為自我，兌為西，乾為郊，雨生於西，

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 

循按：夬為五陽決一陰，陰自此消矣。乃四與上易，則陰畜于內，故

為小畜。畜之義與夬相反，可知其變自夬也。陰來居四，由陽往居上，

故曰「尚往」；大畜言剛上，亦謂大壯之四與上易也。惟上與四相易，

則在夬、在小畜均不成坎，以夬之上合小畜之四而後成坎，是似坎非

坎。坎為密雲不雨之象也，在夬為兌，故曰「自我西郊」；兌為西，

                                                      
習錄》二卷等。 
12 案：有不分卷手稿本及三卷傳錄本，皆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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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為郊，正夬卦矣。小畜自夬來往已明之，而虞氏遠取于需、豫，未

聞小過六爻初、二、五、上皆陰，三、四皆陽，有似于坎而實非坎，

故亦得密雲不雨之象，自六五發之。13 

小過六五。虞氏曰：「密，小也。晉坎在天為雲，墜地成雨，上來之

三，折坎入兌，小為密，坎為自我，兌為西，五動乾為郊，故『密雲

不雨，自我西郊』，傳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頁 21-22）」14 

 

（二）《上經》卷第二：釋剝「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 

 

鄭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

辨、分也。」虞曰：「指閒稱辨。剝二成艮，艮為指，二在指閒，故

剝床以辨；應在剝，故蔑貞凶也。」馬曰：「辨，足上也。」黃潁曰：

「辨，床簀也。」薛虞曰：「辨，膝下也。」惠氏曰：「辨本作釆，《說

文》『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作乎』，《古文尚書》『辨章百姓』

（「百姓」二字框括）、『辨秩』，字皆作『乎』，魏晉以後亂之，讀為

平也。乎在指閒分別之象，故讀為辨，辨亦別也。」（此段地腳手批）

毛大可曰：「兩物交縫俱謂之辨，如革之中絕為辨。」（地腳手批） 

崔憬曰：「以床言之，則辨當在笫足之間，是床梐也。未有與者，言

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頁 28） 

循按：「《考工記》『輻之入牙處為蚤』，蓋弓之末亦為蚤，鄭注謂『蚤

當作爪』，乎亦爪也，自身體言之，乎在指間；而自枘言之，乎在床

足之上，震為足，艮為指，指本在足之末，今復之震在下，剝之艮在

上，是指在足上矣！夫指在足上，惟床足有然，故取象于辨，象于六

二何也？虞曰『剝二成艮』，蓋剝上卦本是艮，剝乾至二又成艮，故

于二取之也。」（此段已至頁 29） 

 

由焦循手批資料及後期《易》學著述綜合驗證，可以考察焦循《易》學淵源，

除家學淵源外，更進而能求諸漢、魏，研究於鄭（玄，127-200）、馬（融，

79-166）、荀（爽，128-190）、虞（翻，164-233）諸家。15而以引虞翻《易注》

                                                      
13 案：此段「循按」以下墨筆框括。  
14 焦循於其《易》學進程中，精研覃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最為關鍵，詳《易通釋‧

敘》；復可參酌《易話》，卷上〈學易叢言〉。 
15 案：焦循手稿《易釋》八卷，卷一自序，云：「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已而得李

氏《集解》，乃窺漢、魏以來說《易》之法。乾隆己酉（1789），鄭柿里舍人每以《易》中滯義

見問，日數往來，循率依荀慈明、虞仲翔等之說答之；門人記其所言，不下數百條，久亦忘之

矣。」《雕菰集》卷二十四〈告先聖先師文〉亦曰：「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

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

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眾說，一空己見，

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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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其次為荀爽、鄭玄、馬融、侯果、京房（78-37B.C.E.）、蜀才、姚信、

《子夏傳》、《九家易》、崔憬、何妥、干寶、孟喜、劉向（79-8B.C.E.）、服

虔、應劭、翟玄、16陸績（188-219）、宋衷、陸希聲、張軌、薛氏、王肅（195-

256）、向秀（約 227-272）、劉瓛、魏徵（580-643）及李鼎祚等；並及於清

朝前修惠棟《周易述》、《易說》、《易例》及毛奇齡（1623-1716）《仲氏易》。
17可見其手批《易》注，基本上以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輯引漢魏《易》

學家，以及同朝先進吳派鼻祖惠棟《易漢學》為主要材料，要以漢學為尚，

講求「義本乎故訓」，義理有據，象數有宗。 

焦循《雕菰樓易學》以漢魏象數《易》學為基礎，又能就王弼（226-249）、

孔穎達（574-648）《周易注疏》相關內容，或信守肯定，或指正辯駁，論其

是非，議其去取，評其優劣，可為王注、孔疏的針砭注腳；尤其，《周易補

疏》二卷多根本於此，而增益發揮，補苴罅漏，手批《周易》誠為不刊明證。

焦循融會貫通《周易正義》與《周易集解》，匯象數、義理為一爐，故能進

而開創其一家專門之學。  

  由手批《易》注中，可以觀察焦循出入有得的治學方法及研究心得。首

先引據漢魏《易》家資料，而後多另有一段「循按」的文字，以闡述、增益

或批判漢魏《易》家諸說的闕遺訛誤，去取之間均能有所說解發揮；又多以

墨筆框括，或硃筆圈點重要段落，使作者、閱者能加強注意及研讀的思辨，

這是焦循手批著述中的普遍特色，也是他治學一貫刪削損益的精神展現。而

此一「循按」的表述形式，深刻影響著焦循日後著述的體例，《易通釋》、《周

易補疏》等有關《雕菰樓易學》著作及其他相關撰述，大都以這種形式表現，

可說奠立於早期治學的基本型範。由焦氏引用原典持本有據，可以考察其去

取的甄別標準，更能追索其思想的淵源；18益以焦循按語，立破損益，一覽

無遺。 

焦循《易》學以晚期《雕菰樓易學三書》為最後的結響，推原其因為此

手稿批注的深造有得。焦循《易》學撰述以手批《周易兼義》為最早，自漢

魏象數《易》學家的基本創造中，醞釀出「旁通、相錯、時行」的體例，架

構一套「比例、變通」的法則；並透過「以經證經、以傳證經」的文本傳統，

鉤貫《易》辭中外在形式與內在義涵的有機聯繫，以《周易》卦辭、爻辭的

                                                      
16 案：焦批避康熙玄燁名諱作元。  
17 毛批全文援據時儒之說，大柢惠定宇（棟）、毛大可（奇齡）二家，要以惠氏之說為主。

案：毛西河淹貫群經，其所自負者在經學，於《易》著有《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

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等。惠定宇為吳派宗師，年五十後，專心經術，於諸經熟洽

貫串，尤虔於《易》，於《易》著有《周易述》一編二十三卷（一作二十五卷）、《易漢學》八

卷、《易微言》、《易例》二卷、《周易古義》二卷等。焦循取資二家，別裁經術，故能出入有

得。然其〈與王引之論易書〉（見羅振玉輯印之《昭代經師手簡二編》），於惠氏《易》頗有批

評，曰：「東吳惠氏為近代名儒，其《周易述》，循最不滿之！大約其學拘於漢之經師，而不復

窮究聖人之經，譬之管夷吾，名曰尊周，實奉霸耳。」 
18 《雕菰集》卷十四〈復江艮庭處士書〉云：「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

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

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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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相似類比，綜合歸納出其中的《易》學詮釋理路——「以辭比例，以

例通辭」。手批《周易》中已隱約完成此一基型，雖然尚未完全成熟，而其

中的發展脈絡可以尋跡追蹤而得。  

焦循按語，除奠定日後《易》學著作的基本型態外，更是開創後來融文

字訓詁與思想義例於一體的濫觴。文字訓詁持據上，多引《爾雅》、《說文》、

《釋名》、《廣雅》、《釋文》、及《毛詩傳》、《尚書》、鄭玄《禮注》、《左傳》、

《穀梁傳》、《後漢書注》、《離騷》、《昭明文選》、《顏氏家訓》諸書以為論證

考資；思想義例的批判繼承與創造發展，尤其為焦循獨特出眾的慧識卓見，

故云「凡舊說今不用者，皆刪去」，「此說非是」，「此條宜審」，「與下一條參

酌之」，「此說宜細酌」，「此為旁通之證」，「王氏之說為得，可參合觀之」；

有以為「當細酌」者，有以為「余終不謂然也」者，有以為「與經傳正合」

者，有以為「存酌心中，尚以為未然也」者，有以為「恐無此義也」者。凡

此正其所合，疑其不安，治學研《易》風範，在此畢露無遺。而其墨筆、硃

筆圈點、括框、乙塗，驗其後定《易通釋》各條說解，可謂深造自得，鞭辟

入微。 

焦循以小學通經義，求義理於故訓，特重《易》例的旁通、相錯、比例、

時行與變通之道，自成一套詮釋體系，由經傳條綜字義、詞義，而以往來升

降的爻位卦變，綰繫形式與義涵的統一律則，以具體的訓詁、抽象的邏輯結

合為之樞紐，故其解《易》時人以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通達無礙。而焦

循用功勤謹，與時俱進，嘗自言「字字求著落詮釋，此真學《易》至要之法」，
19驗諸手批《周易兼義》全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焦循《雕菰樓易學》

體大思精，淵源所自，由來深矣！  

 

四、焦循手批《尚書正義》述要 

 

焦循手批親校本《尚書註疏》，為其最早的《尚書》治學原稿，至今二

百餘年，未曾披露，而焦循就其閱覽所見，校改其中甚多錯誤，可為版本與

斠讎學的典範。又與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互相證明，有比較異同的價值；

而於訓詁、義理的詮釋，又與其後《尚書補疏》互通有無，可相印證。於批

校中，又可見焦循輾轉鉤貫，以傳解經，以疏釋傳的文本考證傳統，不僅彰

顯乾嘉樸學的菁華，更具有詮釋學與方法論的意義。  

焦循見存《尚書》著述可考見者，有以下五種：《尚書正義》手批本

（傅斯年圖書館典藏）。《尚書補疏》二卷（《焦氏遺書‧六經補疏》本）。

《禹貢鄭注釋》二卷（《焦氏叢書》本）。《古文尚書辨》八卷（《清頌堂叢

                                                      
19 詳見焦循《易廣記》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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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書義叢鈔》四十卷（稿本，傅斯年圖書館典藏〈盤庚〉至〈微

子〉三卷九篇；北京圖書館典藏，僅存七卷）。《尚書正義》手批本為焦循

《尚書》學的根本基礎。謹迻錄手批二則，以為參考：  

 

（一）卷第十四《康誥‧第十一》：「乃惟眚適爾，既道極厥辜。」 

 

《正義》解「適」為「當」，非《傳》義。適，如也；謂如爾盡聽訟

之道，以窮極其罪，然不可殺。（頁 9） 

 

案：《尚書補疏》：「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既字，以聽訟之理

解道字。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為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

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正義》汝在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

罪』，則為督責之辭，非經意，亦非傳意。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為『如得

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

之大。然是人既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

所以敕康叔者，敕其於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敕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

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此條詳

說，可證成手批的具體而微，有前略後詳的參照作用。  

 

（二）卷第十九《呂刑‧第二十九》：「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馬讀「鴟」為「蚩」，《廣雅》：「蚩，輕也。」《三蒼》:「蚩，輕侮也。」

《一切經音義》、《蘇氏演義》「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

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

字，顏之推亦作此「鴟」。（頁 25） 

 

案：鴟為輕慢不恭，王引之（1766-1834）云：「鴟者，冒沒輕儳。義者，傾

邪反側也。」又《潛夫論‧述赦篇》云：「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

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是說此經之義。

或今文「鴟義」為「消義」。義詳孫星衍（1753-1818）《尚書今古文注疏》，
20而焦循《尚書補疏》「鴟義姦宄」條本此為說而增詳，可以互明，不具錄。  

《尚書》向稱難讀，佶屈聱牙，實因文獻典奧，代久年湮，以致訓詁難

明，義旨未彰。然歷代官學，各朝鴻儒碩學潛心鑽研，反復證論，已能開顯

幽光，啟右聖道，還其本來清明面目，豁然昭然，文從而理順，暢達無礙。

有清乾嘉樸學大興，學者輩出，鉅著皇皇，粲然最備！若阮元重刊宋本《十

                                                      
20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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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已為典範，學之者無不景然率宗；他如納蘭性德（1655-

1685）《通志堂經解》、阮元主編《皇清經解》、《經籍纂詁》諸洋洋宏製，薈

萃群儒，殫精竭慮，經學炳蔚，遂成「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  

焦循理堂躬逢乾嘉實學盛會，戮力研究，號為經學通儒，宏篇偉論，不

遑暇舉。筆者專志覽讀焦循早歲購藏毛氏汲古閣本《十三經註疏》，圈點眉

批、題記校改，朱墨瀋然盈目；而焦循讀經之勤，運心潛思之跡，可以追蹤

體會；雖片語隻言，猶存真實之感動，令人怦然矣。審閱鈔錄全套《尚書註

疏》手批文本，而乾嘉學者精於校讎，嫻於訓詁，明於義理之治學進路，可

以領略一二者，乃焦循《尚書》學之潛德幽光。  

 

五、焦循手批《毛詩註疏》述要 

 

焦循手批明汲古閣本《毛詩註疏》，係其研閱《毛詩》的初稿，內容豐

富，歷時十數年，奠定其後《毛詩》學術撰述的基礎。藉此原始文獻，可以

考察焦循治學的歷程及發展的進路。若以焦循《毛詩補疏》及阮元《毛詩注

疏校勘記》二書核校，可以觀其異同，見其得失，又能匡補闕遺，斟酌損益。

綜觀手批內容，焦循皆於每卷後題記批讀時地景況，並於毛傳、鄭箋及正義

的短長失得，多能就其所見直書臧否，又引錄阮本及時儒之說以為參證，據

此可以略窺焦循運用乾嘉樸學詮解《毛詩》經學的方法與底蘊。手批全文疏

落有致，亦可觀照焦循治學與書法風格的歸趣。  

焦循有關《詩經》著述，可考見者有：《毛詩補疏》稿本、刊本，《毛詩

物名釋》稿本，《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詩陸氏疏疏》）刊本，《推小雅

十月辛卯日食詳疏》稿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稿本、鈔本，《毛詩地理

釋》稿本、鈔本，《毛詩傳箋異同釋》（《毛鄭異同釋》）未傳世。分別典藏於

北京、南京、上海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與臺北「國家圖書館」，

而以此手批《毛詩》為其發展的基礎，觀以下手錄題記二則，可以體察一二：  

 

（一）第五冊：《毛詩註疏》卷第五《齊風》 

 

本冊卷首扉頁題記一則，甚具參考研證價值；反復讀之，心有戚戚焉。

謹錄如下： 

 

省試被落，緣此可以潛居讀書。《毛詩》久欲窮究之，因日間刪訂所

撰《草木鳥獸蟲魚釋》及《詩地釋》兩書；晚間燈下衡寫毛、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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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偶抽得《齊風》，及自此本起。時嘉慶三年九月十五日，燈下，

焦循記。 

榜發若得解，自此碌碌。明春北上，何暇讀書？以此一載功夫，當增

學問幾何？當得失榮辱之際，恆作此想，則得不致于蕩廢，失不致于

憤懣。書此，使子弟知之。 

 

案：嘉慶三年戊午（1798），焦循三十六歲。秋九月，省試被落，遂溫習舊

業，刪益《釋弧》原上中二卷，因作《釋弧‧自序》以紀焉。又本冊卷首下，

有「江都焦循」、「恨不十年讀書」、「焦氏藏書」三方藏書篆印，以及典藏單

位印記三方同前各冊。另有一長方陽文篆印「括囊」，全書僅此一見，語出

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是否為焦循印記，猶待考查，因所見焦循諸

書尚未見此篆識。  

 

（二）第六冊：《毛詩註疏》卷第六《唐風》 

 

首頁標題下有硃筆題記二則如下：  

 

  嘉慶三年十月廿日，閱起。單點，乃乾隆辛丑所閱，今閱則加圈耳。 

 

案：乾隆辛丑，當乾隆四十六年（1781），焦循十九歲。是年，買得汲古閣

刻本《十三經註疏》，又《雕菰集》卷十五《詩益‧序》：「乾隆辛丑，余始

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至嘉慶三年戊午（1798），焦循三十六歲，

已歷時十七載餘。  

焦循《毛詩註疏》全文手批以「阮本」為主，大量運用阮元考釋、校勘

的成果，有其繼承延續的意義。而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引用諸家以陸德

明（名元朗，約 550-630）《毛詩音義》、山井鼎（1681-1728）《考文毛詩》、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陳啟源（1606-1683）《毛詩稽古編》、惠棟《毛詩古

義》、戴震（1724-1777）《毛鄭詩考正》以及段玉裁（1735-1815）《校定毛傳》、

《詩經小學》為主，其中段玉裁之說引用最多。由阮元所引據諸家，於文字、

聲音、訓詁的原本考證特為顯著，檢索手批全文可以參驗；而手批所引「阮

本」，與今刊本校勘記內容不盡相同，頗多校勘記所未見收的相關內容，宜

補入校勘記者逾數十條，又可觀其斟酌損益之功。  

焦批除鈔錄「阮本」外，並多有個人所學的發揮判釋，於毛傳、鄭箋、

孔疏的確詁正解，多能正面肯定，加以揄揚；而於毛傳、鄭箋、孔疏的謬誤

拙陋，亦嚴詞以待，針砭失當。21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咸有持據，不託空

                                                      
21 焦循於毛傳、鄭箋、孔疏的相關內容，除了能明辨去取，論其是非者外，多能本諸「闕則

闕，疑則疑」的真誠態度，審慎處之，或曰「當細為考核」、「此處當核」、「宜有所本」、「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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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又大量運用《爾雅》、《說文》、《廣雅》、《玉篇》、《釋文》等文字訓詁之

書及相關經典文獻，論之有本，持之有故，可證其實事求是、好學深思的治

經涵養。而手批資料，除了為《毛詩補疏》的底本外，更能匡補闕遺，提供

補疏的注腳與參考。 

透過焦循手批題記，並間見其哲嗣廷琥題記數則，均可以概觀瞭解焦循

學行的自剖告白，提供相當豐富的生活點滴與學習紀錄，可以據以追蹤、繫

聯焦循一生治經、讀經的心路歷程，勾畫其一生的經學年譜。大抵而言，嘉

慶三年（1798）題記最多，時年三十六；乾隆四十六年（1781）次之；其次，

嘉慶四年（1799）、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十五年（1790）；再次，嘉慶

十二年（1807）、嘉慶七年（1802）、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年（1792），

但大體為中年以後的學習寫照，正值生命豐實而潛養的階段，可知自二十歲

至四十五歲期間，即為焦循整體學問的最佳發展期程，透過整理，可以確切

觀照印證焦循經學發展的歷時性進路與共時性面向。  

 

六、焦循手批《三禮註疏》述要 

 

  《三禮註疏》焦循手批內容較前各經為少，《儀禮註疏》牌記為崇禎九

年（1636）繡鐫為最早，《周禮正義》繡鐫於崇禎十一年（1638）次之，《禮

記正義》繡鐫於崇禎十二年（1639）最晚。綜觀三經批校資料，焦循以宋本

為據，並合阮元校勘記所考，多予三經文字中毛本誤刻、衍字等，校其訛奪

羨增，又能明其同音假借、同義轉注之用。於《儀禮》、《禮記》頁次訂錯，

紊亂失序者明察而正之，而《儀禮》疏文誤刻入大字者亦能糾其疵謬，是真

能校書、讀書者。而焦循明於屬文之法，精通醫理、算學，於手批各條復能

體會一二，而其博觀經、史、子、集之書，約取昔賢時儒之說，以為經、傳、

註、疏論證取資，更能發揮其徵實運虛的治學底蘊；其子廷琥克紹箕裘，又

可於手批題記中，略窺一二。謹錄手批二則，觀其梗概：  

 

（一）第二冊：《曲禮下‧第二》卷第四至《檀弓上‧第三》卷第 

                                                      
可解」，或曰「此詳審之」、「費解」、「宜詳」、「未詳」……，而觀其後著《毛詩補疏》多能詳明

之，此其一貫義法。焦批於毛傳多持正面肯定之說，如有訛誤、脫奪、衍羡，或釋義之不允洽

處，亦能直指其非與失當；相對於鄭箋，則非難指正甚多，用語亦直接而較嚴，如「傳義自

是，箋義甚鄙，不如傳也」，「箋說太滯」、「箋滯不及毛」、「箋太鄙」……。然箋之發明處，亦

能持平衡定之，是又見其慧識也。焦循手批於孔疏批釋最多也最嚴苛，如「正義之解每迂拙不

達」、「敷衍拙滯之至」、「此迂拙之至」、「未免迂極」；或中肯言之，「正義略之，宜補」、「玩正

義，當是箋」……，然於孔疏之得當處，亦不吝譽以「通達不拘滯」、「精理」、「妙解」……。

則焦循之揚善去惡，實事求是，又可得其印證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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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余向為外號曰「妥之」，用此注也。不知者以為怪，後遂不復用；其

實非怪也。然人之見此注者少，何必定使人怪也？（卷四頁一，「大夫則

綏之」註：「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讀曰妥」三字旁墨圈。） 

宋本作「帥爾」。（卷四頁八，「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註：「禮尚謙也。

不顧望，子路率爾而對。」校勘記有考。） 

爪。（卷四頁十六，「乘髦馬」註：「蚤，讀為□。」毛本脫「爪」字，阮刊本已補

「爪」字。） 

不讀神農、岐伯之書不可為醫，名之為醫則已能讀書矣！又必祖孫相

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也。（卷五頁二十，「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 

此本《白虎通》宜明標所本為是。（卷五頁三十五，「凡摯……」下疏：「《白

虎通》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也。』」  

 

（二）第十冊：《內則‧第十二》卷第二十七至《玉藻‧第十三》

卷第二十九 

 

澗溪沼沚之毛，芼猶毛也。（卷二十七頁五，「芼羹菽麥」註：「芼，菜也。」） 

「柤梨之不臧，「柤」即「楂」，注作「椇」誤。（卷二十七頁十九，「椇棗

栗榛」，校勘記有考可參。）  

注明以捷為勝，不為速也；虛則不勝，強則勝矣！（卷二十八頁十五，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註：「接讀為捷，捷、勝也。」註：「……

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謂數計時日也。（卷二十八頁二十六，「九年教之數日」《釋文》：「數，所主反。」

《釋文》字旁均加墨圈為記。） 

釋，當「猶釋也」。（卷二十九頁十五，《釋文》「連、力旦反，猶也。」「猶也」

焦批以為當作「猶釋也」，脫奪「釋」字。） 

爛。（同前疏：「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校勘記考云：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闌』作『爛』。」） 

紕。（卷二十九頁二十三，「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紕，緣邊也；縞，讀如

埤益之埤。」「縞」字下每字旁加墨圈，「縞」毛刊誤，宜正為「紕」，阮刊本作「紕」。） 

有。（頁二十九，「纊為繭，縕為袍」註：「衣者著之異名也。」「者」毛刊誤，宜

正作「有」，阮刊本作「有」可證。）） 

嘉慶丁卯十二月廿六日，琥閱，是日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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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為卷末焦循子廷琥題記。嘉慶丁卯為十二年（1807），焦循四十五歲，

廷琥二十五歲。（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西元 1782 年，廷琥誕生，里堂時年二

十歲。）  

  《三禮註疏》焦循手批資料以《禮記註疏》批校資料最多，而《周禮》、

《儀禮》二經在伯仲之間，其中焦循於《周禮註疏》、《儀禮註疏》所據毛本

文字，其誤刻訛字、衍文、異文、同義轉注字等，大率依宋本為之刊正，與

阮本校勘記所合者甚多，可為夙稱善本的毛氏汲古閣本提供諸多校讎的參

考資料；而於《儀禮註疏》中疏文誤刊入大字，及注、疏中與經文異同鑿枘

處，亦能妥適指明，甚至引用文獻、時儒諸說予以駁正，為經、傳、註、疏

正本清源，著意多矣。  

  《禮記註疏》手批較詳，除版本校勘，訛字、衍文、異義的釐清外，復

能考察經、注屬文之法予以臧否。而焦循廣泛引用經、史、子、集以證本經、

註、疏，並輯錄夙儒時賢之說以為釋證，尤見其博觀約取的治學涵養。焦循

於醫理、算學精通，於手批中亦能體會一二；而其哲嗣焦廷琥題記，又可見

箕裘之紹志。至於焦循自謂「余向為外號曰妥之」，用〈檀弓〉之注，益增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仰歎！  

 

七、焦循手批《春秋左傳註疏》述要 

 

  焦循手批毛氏汲古閣本《春秋左傳註疏》，資料豐富，內容詳盡，實為

其研治《左傳》的具體紀錄，具有考察其經學進路的文獻價值。手批全文廣

泛鈔陳諸史地理志、郡國志、郡縣方志……等書，以考證《春秋左傳》地名

的古今沿革設置，不僅可以作為地理考察的參據，尤可資以為研究春秋戰國

以還，中國封建疆域與政治軍事、歷史、地理交互錯綜，彼此聯繫的認知素

材。而焦循於毛本刊刻訛誤、錯置，與經、傳、註、疏的解讀詮釋，又有鉅

細靡遺，優劣具陳的鑒識；尤其，講究《左傳》文章義法，而譽之為「寫生

之妙，左氏真文章之祖也」，「文如龍蛇，不可測度」，「此等敘事之法，真是

神品」，「左氏之筆，真奇變不可測」，「真妙文，隨手即離，無不如意」。故

綜覽手批全文，可知焦循融鑄經、史、文學於一爐的造詣。以下迻錄手批二

則，以為參驗之資：  

 

（一）第二冊：卷第四〈隱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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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穀》皆作「載」，甾、載一音之轉。《詩》「俶載南畝」，亦非

載。蓋載與戴通，《月令》「載青旂」、「載以弓韣」，《詩》「載弁俄俄」，

皆戴也。（頁二十三，「經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後漢》陳留「屬」考城故菑。注「陳留」，《志》曰：「大戴國。」

《地名》引《爾雅》曰：「木立死曰菑。」《呂氏春秋》曰：「艸鬱即

為菑。」《詩》「無菑無害」，音災；《大學》「菑必逮夫身」，是菑、載

同音也。（同前）  

 

（二）第十七冊：卷第五十一〈昭公二十五年〉 

 

此等敘事之法，真是神品。（頁二十硃批，「傳二十五年：初，季公鳥娶妻於

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

饔人檀通，而懼……。」）  

此事詳見後。（頁二十一硃批，「故郈昭伯亦怨平子。」每字旁加硃圈為識。） 

此近敘前拘臧氏者事也。（頁二十九硃批，「傳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  

 臧會竊其寶龜。」） 

為此句，故詳敘上文，《左氏》之筆，真奇變不可測。（頁二十九硃批，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傳文每字旁加硃圈為記。）  

 

焦循手批《春秋左傳註疏》大量引用文獻資料，以證成補遺。如以類別分，

遍及經、史、子各部專著，尤以史部文獻最多，茲依統計所得，粗列如下：  

 

1.史部：《史記》、《漢書》（〈律歷志〉、〈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

《晉書‧地理志》、《隋書‧藝文志》、《隋書‧地理志》（《晉書》、《隋書》二

史〈地理志〉引見資料最多）。他如《戰國策》、《國語》、《水經注》、《輿地

廣記》、《元和郡縣志》、《路史》、《括地志》、《文獻通考》、《陳留志》、《河南

志》……等，可謂搜羅宏富，索隱多方。  

2.經部：《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毛詩》、《周易》、《易林》、《尚

書‧周書》、《禮記‧月令》、《禮記‧大學》、《孟子》；及與《三傳》有關之

著述，如服虔注、賈逵（174-228）注、杜預（222-285）注、范甯（約 339-

401）注、劉歆（約 50B.C.E.-23C.E.）章句、杜預《春秋釋例》、潁容《春秋

條例》，並旁及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最常見引）、《春秋古地》、《三傳異同

說》、《三家經異同》，趙匡、啖助（724-770）《春秋集傳》等，可謂墳典具列，

專家並陳。 

3.子部：《荀子》、《呂氏春秋》、《神農本草經》、《證類本草》、《名醫別

錄》等相關著作，凡有可採擷者，莫不輯引以證成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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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學及類書：《爾雅》、《說文》、《方言》、《玉篇》、《釋文》、《韻會》、

《廣韻》、《集韻》、《字典》、《六書故》以及類書《太平御覽》等，旁徵博引，

窮研究索，又可謂之條達清明。  

 

再就手批內容而論，焦循除依宋本校勘汲古閣毛本的訛誤、錯亂、衍奪

外，尤著意於經、傳、註、疏四者間文義的妥適一貫，凡有所當、有所失，

皆直書臧否；其有不可解者，則「疑則疑，闕則闕」以俟來考，雖其按語不

似《周易》如是之多，但偶有獨到之處，亦可見其鑒識與別裁。  

  如互校其後撰《春秋左傳補疏》一書，能於經傳註疏可信、可疑處，獲

得諸多驗證，其求真寓善的精神，朗朗畢現，具可考知。而其批正文字錯訛，

多與阮元校勘記相合，又可相觀而善，證成焦循考證、釋義、詮理的精實學

養。至於研究方法，以經傳解經傳，由主證、旁證而輔證，相因相成，乾嘉

樸學的治經進路，焦循充分體現，並能如實印證於其學程之中，此其難能可

貴處，證諸他經，其成果皆如是也。  

  焦循手批全文，於左氏文法頗為推崇，屢見褒揚，其至者如「寫生之妙，

左氏真文章之祖也，韓昌黎輩幾曾夢見？」「此等敘事之法，真是神品！」

「左氏之筆，真奇變不可測！」「真妙文，隨手即離，無不如意！」其隨意

言之，如「補敘」、「高調」、「繪色繪聲」……等，真可為後世文法家取則之

本。此外，焦循於疏文精到卓越處，亦頗有慧識，如「疏文用議論體，凡正

義中有如此者，當抄出誦之」，經義文法，隨處生發，焦循於《春秋左傳》

窮研極索，用心之廣，自得之深，誠可領略於此中矣。  

 

八、焦循手批《春秋公羊傳註疏》述要 

 

  焦循手批《春秋公羊傳註疏》，是其唯一傳世的《春秋公羊傳》研究資

料，可與其《左傳》手批資料比而觀之，若再輔以其手著《左傳補疏》，可

以清晰呈現焦循《春秋》學的全般樣貌。筆者透過鈔釋，已完整記錄焦循手

批原稿，除了保存經學文獻的基本價值外，更可透過此份資料，具體瞭解焦

循研治《公羊傳》的入手進路，充分展現乾嘉樸學重考據、尚實證的學術風

範。手稿中，焦循大量運用許慎（30-124）《五經異義》、鄭玄（127-200）駁

議及惠棟《九經古義》22考證成果，可與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對

                                                      
22 案：《九經古義》凡十六卷，包含《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

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十種，其中《左傳》六卷，後刊版別行，

故惟存其九；是書大抵蒐採舊文，互相參證，精核者多，漢儒專門訓詁之學於今得以考

見，可與王應麟（1223-1296）《詩考》、鄭氏《易注》諸書並重。惠棟開吳派漢學一脈，

而焦循兼容並蓄，故能大其學，而廣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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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具有匡補闕遺的作用，並提供檢證的準據，可提供為清代「公羊學」研

究的參考文獻。又《穀梁傳》無手批題記，附識於此。試撮錄手批二則，略

識梗概：  

 

（一）《春秋公羊傳註疏‧隱公‧卷第二：起二年，盡四年。》 

 

惠氏曰：「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蔡邕《石經‧公羊》

『昉』作『放』。鄭康成注〈考工記〉云『瓬，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頁三「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  

 

案：鈔見惠棟《九經古義》，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卷二「始滅昉於此乎」

下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

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

文，是蔡、鄭所據本皆作『放』，當以『放』為正，『昉』俗字，下同。」又

云：「按：古多作放，後人作倣、作仿、作昉，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

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

也。」  

 

《五經異義》：「今書《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

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文《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

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

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

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頁十一至十

二「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案：引見惠棟《九經古義》，而文字有省簡。  

 

碏，蔡《石經》作「踖」，《說文》無「碏」字，當從《石經》作「踖」。

《潛夫論》云：「石氏，衛公族。」（頁二十一「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  

 

案：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

碑。『碏』作『踖』。惠棟《九經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從漢石

經作「踖」。』」  

 

（二）《春秋公羊傳註疏‧昭公‧卷第二十二：起元年，盡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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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按：「古祥字皆作詳。《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

『本又作詳。』《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

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

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

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

『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為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

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皆省作羊。詳，善也。鄭注〈車

人〉亦云『羊，善也。』祥亦訓善，見《說文》。」（頁二十四至二十五「仲

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檢視焦循手批《春秋公羊傳註疏》全文，基本上校改毛晉汲古閣刊本中有關

形、音、義的訛誤與失當，正本字，考音讀，歸義理，原本有據；引證專家

之說，不誣不妄。此一精審的考據功夫與成果，足與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

等量齊觀，並且可以補阮記的闕漏與違失，有核校匡遺之功。  

手批中大量引用《五經異義》，此書原為東漢許慎撰，共十卷。原書已

佚，僅散見於徐堅（659-729）《初學記》、杜佑（734-812）《通典》及李昉（925-

996）《太平御覽》等書；清人王復有輯本一卷，並附鄭玄《駁五經異義》一

卷；陳壽祺（1771-1834）撰有《五經異義疏證》、皮錫瑞（1850-1908）亦有

疏證之作，皆可與焦循手批所見校其異同，藉以考察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

不同內容。此外，焦循又廣泛運用清儒惠棟《九經古義》資料，以檢證《公

羊傳》諸多的考據問題，擷取時儒先輩學術菁華，充分反映出焦循博觀約取

的學術客觀精神。  

 

九、焦循手批《孝經註疏》述要 

 

  焦循手批《孝經註疏》，僅一條引錄《爾雅‧釋詁》文，為全書特例，

焦循亦無有關《孝經》的專著，23而此條與其《易通釋》相互鉤貫，可見其

學術輾轉旁達之功。  

  卷第一〈開宗明義章‧第一〉頁四，「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天頭眉批：「《爾雅》：顯，代也。」此可互參焦循《易話》

下卷第四條：  

 

                                                      
23 《雕菰集》卷十二〈勘倭本鄭注孝經議〉云：「武康徐熊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

《經典釋文》及《正義》核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其可疑者。……嘉慶六

年五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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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昏，顯，代也。按：《說文》「代，更也」。《易》「鴻漸于干，鴻 

      漸於磐，鴻漸于陸，鴻漸于木，鴻漸于陵」，「其所由來者漸，辨之宜 

      早辨」，辨謂變通，變通即更代，故借用鴻字為代義也。辨之不早， 

      至於為匪，匪則致寇至，變通而更代之，則和解而為媾，故云「匪寇 

      昏媾」。匪則致寇，昏則相媾也；此昏為更代之義也。比成屯，更代 

      於鼎，為「顯比」，故顯為代。此皆解《易》，郭氏所未知。 

 

案：《爾雅》卷第二〈釋詁‧第一下〉：「鴻、昏、於、顯、間，代也。」焦

循於此義頗多措意，屢見於其經解之中，如《易通釋》卷十七「鴻楊」條即

云：「循按：漸六爻皆取象於鴻，說者或以為大雁（虞翻），或以為水鳥（王

弼）；或謂隨陽鳥，喻女從夫（李鼎祚），然皆執鴻之為鳥名耳。《易》之繫

辭，每假借於聲音訓詁，閒以為之義。……因究《爾雅．釋詁》之文云『鴻，

代也』，〈康誥〉『乃洪』，《大誥》『治』，鄭康成注云『洪，代也』，洪、鴻二

字通，鴻之為代，其義古矣！爻辭作於周公，〈釋詁〉亦周公所作，以周公

之所釋，釋周公之書，則此鴻代之訓，以為即疏解漸卦之鴻可也。……顯之

義，同於揚；代之義，同於賡，《爾雅．釋詁》又云『賡、揚，續也』，夬『揚

于王庭』，謂更變而通於剝也。傳贊大有云『君子以遏惡揚善』，『揚善』猶

云『繼之者善也』。」24以文字訓詁，聲音假借，以明經義，以通達鉤貫，可

謂焦循經學的特識別裁。  

 

十、焦循手批《論語註疏》述要 

 

  焦循手批《論語註疏解經》刊刻於明崇禎十年丁丑（1637），內容以文

字衍誤辨正為主，偶見引經、史、子資料為之驗證，而於註、疏文義的當否

精陋，並有吉光片語的揚抑。綜觀全文大抵為焦循後定《論語補疏》所本，

其繼承衍釋之跡，卓然可鑒。此外，焦循《論語通釋》在此基礎之上，遂開

展其《論語》義理思想的全體大貌，此中繼承、發展的進路，斑然可考。試

鈔錄其中二則，以為參證之資：  

 

（一）《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為政‧第二》 

 

                                                      
24 互參焦循《易話》下卷：「治《爾雅》者，但知敘詩人之興詠，不知〈釋詁〉中有關

於《易》者尤多。自《易》義不明，而此類訓詁遂不可通。蓋《周易》一書，經文、傳

文自相訓釋，其端倪存於《爾雅》者，尚可考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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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邪」何得言「所重在思」。（頁一，「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所重在思」四字旁加墨圈為記。） 

有恥則不為不善矣！格，感也，且能相感，使人人皆恥也。免則已是

不為惡，但非心不為惡也，心不為惡，則有恥。（頁二，「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 

耳順即大舜之「察邇言」，「所為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也」。
25（此句每字旁墨圈）矩即絜矩之矩（同加墨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故從心所欲不踰矩也。26（頁二，「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  

 

（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鄉黨‧第十》 

 

孔注精極！與卑者言易侮，故和樂可視；與尊者言多隨，故中正不阿。

（頁一，「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孔曰：『侃

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釋文》本無「進」字。（頁四，「沒階趨進，翼如也。」）  

 

焦循手批《論語註疏》全文，多為後撰《論語補疏》所採，或全文鈔錄、略

省，或衍釋增詳，為焦氏《論語》學術開展一定的初基，而其《論語通釋》

獨張義例，尤為焦氏深造自得的結響。手批中對毛本刊誤、註疏文字衍奪，

多與阮元校勘記相合，並可互校；而於注疏文字義理的精陋，亦偶有批判，

可以略窺一二。而批文中所引資料，經部僅見《小雅》、《周禮》，史部有《戰

國策》、《水經注》、《後漢書‧郡國志》及小學書《釋文》、《一切經音義》，

並皇侃（488-545）義疏，朱熹（1130-1200）集注等，雖不宏富，而其治學用

心，亦云深刻篤切。  

 

十一、焦循手批《孟子註疏》述要 

 

                                                      
25 焦循《論語補疏》本此為說，而增衍其義曰：「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

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

也，謂知微旨，此在不惑、知天命時已然，不待六十矣！」案：《禮記註疏》卷五十二《中庸》

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

乎？」 
26 《論語補疏》亦承此說，而增釋其義曰：「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

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

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皇侃解為放縱其心意，而不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尚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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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循手批《孟子註疏解經》刊刻於明崇禎六年癸酉（1633），手批資料

多引宋本、岳本、廖本、韓本、孔本、閩本、監本等為之考訂訛誤、衍奪，

尤以孔本（乾隆壬辰曲阜孔繼涵微波榭本）為據，與阮元校勘記相合甚多，

而其中對趙岐（約 108-201）注句讀及章指誤入注文多有辨正，並能闡發義

旨，為晚年所撰《孟子正義》的張本，並可考察焦循經學的進程。試觀手批

二則，以窺大略：  

 

（一）《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梁惠王章句‧下》 

 

《管子‧大匡篇》：「公汗出曰『勿己其勉霸乎！』」又〈戒篇〉云：

「勿己朋，其可乎？」此勿己即無己。（頁十四，「無己，則有一焉。」）  

 

案：《孟子正義》又增引「《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己者，則好學而不

厭，好教而不倦。』勿己即無己。《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

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即無己。」手批與此先後相承之跡，斑然可見。  

 

（二）《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公孫丑章句‧上》 

 

《說文》「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喉曰噎」，

〈賈誼傳〉「子獨壹鬱，其誰語？」（頁十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孟子正義》本此而有詳疏，可以參較互明。）  

本《淮南子》。（頁十二，「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註：「道無形而生

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群生者也。」）  

 

焦循手批《孟子註疏》，多與阮元校勘記與後定《孟子正義》密合，三者之

間關係密切。而於趙注句讀及其章指誤入正文者，多所議論，並加按語辨證

闡釋，多為晚年成書《孟子正義》的張本，其先後承繼發揮的學思進程，均

可一一考見。手批資料引書，子部多見如《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

《春秋繁露》，經部有《禮記‧雜記》及虞翻《易》說，小學書《一切經音

義》、《說文》，皆為日後《孟子正義》引書詳贍豐博的初基，具有文獻考證

的意義。  

 

十二、焦循手批《爾雅註疏》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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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循手批《爾雅註疏》共三冊，為焦循傳世僅見有關《爾雅》的批校手

稿，全稿雖未成系統，然其多方引據類書《初學記》、《太平御覽》，史書《史

記》、《後漢書》及小學書《說文》、《玉篇》、《經典釋文》等專門著作，以釐

清、辨證、考較文字訓詁的意義，具有版本學、校讎學以及文獻學的作用，

足以勘補郭璞（276-324）注，並增益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的闕漏。尤有

進者，焦循以《爾雅》字義訓詁，轉化為《周易》義理詮釋的津渡，嘗云：

「《周易》之辭，多以同聲為假借，為後儒訓詁之祖。」27創造其通轉的《易》

學特色，清明條達，義蘊酣暢。本書刻藏印記甚富，茲依各冊先後臚列如下，

可供考證典藏的參考。  

 

（一）第一冊（第 1303 架－20 函－118 冊，178276 號） 

 

1.《爾雅註疏‧序》標題首行下款：（1）「恨不十年讀書」長方陽文篆

印。（2）「焦氏藏書」正方陰文篆印。  

2.《爾雅註疏‧卷上‧卷第一‧爾雅序》：（1）「焦循私印」正方陰文篆

印。（2）「理堂」正方陽文篆印。（3）「傅斯年圖書館」長方陽文篆印。

（4）「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正方陽文篆印。（5）「史

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長方陽文篆印。  

3.《爾雅註疏‧卷上‧卷第三‧釋親第四》卷末：（1）「史語所收藏珍

本圖書記」長方陽文篆印。（2）「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正方陰文篆印。  

 

（二）第二冊（第 1303 架－20 函－119 冊，178277 號） 

 

1.《爾雅註疏‧卷中‧卷第四‧釋宮第五》：（1）「恨不十年讀書」長方

陽文篆印。（2）「焦氏藏書」正方陰文篆印。（3）「史語所收藏珍本圖

書記」長方陽文篆印。（4）「傅斯年圖書館」長陽篆。  

2.《爾雅註疏‧卷中‧卷第七‧釋水第十二》卷末：（1）「史語所收藏

珍本圖書記」長方陽文篆印。  

 

（三）第三冊（第 1303 架－20 函－120 冊，178278 號） 

 

1.《爾雅註疏‧卷下‧卷第八‧釋草第十三》：（1）「傅斯年圖書館」長

方陽文篆印。（2）「夢爻見  （覺）居」長方陽文古文篆印。（僅此一見）

                                                      
27 文詳焦循《易通釋‧卷十》「宮、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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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門深處」正方陰文篆印。（僅此一見）（4）「松石閒意」正方

陽文篆印。（僅此一見）（5）「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長方陽文篆印。

（6）「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正方陽文篆印。（7）「恨

不十年讀書」長方陽文篆印。（8）「焦氏藏書」正方陰文篆印。  

2.《爾雅註疏‧卷下‧卷第十一‧釋畜第十九》卷末：（1）「史語所收

藏珍本圖書記」長方陽文篆印。（2）「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

書印」正方陰文篆印。（3）牌記模糊不清，未能辨視雕刻時間。  

 

  茲節錄手批三則，以觀梗概：  

 

（一）《爾雅‧卷中‧卷第六‧釋丘第十》 

 

此敦字，宜是頓字。《釋名》作「頓邱」，下云：「如覆敦者，敦邱。」

則此非敦也。（頁十三「丘一成為敦丘。」）  

《後漢．明帝紀》：「孫炎曰：『形如累兩盂也。』」（頁十三「再成為陶丘。」）  

 

案：「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注文。  

 

《月令‧章句》：「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五百八十》。（以下俱書中所附便條）  

夏侯元《辨樂論》（《御覽‧五百七十一》）：「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

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襄之頌。」  

「《古樂志》：『陽陵、白靈、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

淮南、駕辯、綠水、阿阿、採菱、下貍、巴人。』──並見《襄陽耆

舊輔》，及《梁元帝纂要》。」（頁十六）  

 

案：此條宜歸《卷五．釋樂第七》中。  

 

（二）《爾雅‧卷中‧卷第七‧釋山第十一》 

 

李賢注《後漢》引有「曰」字。（頁二「山小而高，岑。」）  

 

（三）《爾雅‧卷下‧卷第八‧釋草第十三》 

 

《御‧九百八十九》：「蔪，音巨中切。」（頁一「薜山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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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見《太平御覽‧藥部》「當歸」條所引《廣雅》。《釋文》云：「蘄音芹。」  

 

即今之淡竹葉，見《郡志》。（頁二「菉王芻。」） 

《御．九百九十七》引：「郭曰：『菣，愆刃切。』」（頁二「蒿菣，蔚牡  

 菣。」）  

 

案：見《御覽‧百卉部》。《釋文》云：「菣，去刃切。」本書批校特色，又

可綜列如下： 

 

1.印記多：屢見者有「恨不十年讀書」、「焦氏藏書」、「焦循私印」、「理

堂」四方；僅見者有「夢爻見  （覺）居」、「柴門深處」、「松石閒意」等

閒章，內文中並有「怡興加重」方章。  

2.便條多：《爾雅註疏》三冊中，首冊批校不及十條，中冊逾二十條，末

冊近二百條，總二百二十餘條。每冊均粘貼或夾放行書便條，星散達

三十餘片，可見焦循治學的方法。  

3.引書多：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史書《史記》、

《後漢書》，小學書《說文》、《釋名》、《廣雅》、《玉篇》、《經典釋文》、

《廣韻》、《集韻》，經書《毛詩》、《三禮》、《三傳》為主。他如《山海

經》、《本草經》、《古今注》、《楚辭》、《異苑》、《野菜譜》、《夢溪筆談》、

《困學紀聞》、《嶺表錄異》、《襄陽耆舊輔》、《梁元帝纂要》、《廣志》、

《郡志》、《毛詩明辨錄》、〈上林賦〉、〈西京賦〉、《柳宗元文》……等

數十種（多間引自《御覽》），範圍廣泛，涉獵博贍。  

4.輯佚多：遍引《太平御覽》、《初學記》中有關《爾雅》及郭璞注佚文、

異文；間引《史記》、《後漢書》中所見孫炎（220-265）、徐廣諸注，

可與今本參校異同，訂訛勘誤。  

5.補正多：所引類書及他書中，或注音，或釋義，或訓釋，或異說，或

補字，或正字，可見闕遺，返其本真。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所不

足者，賴此稿可以匡補增益。  

6.自釋多：焦循於徵引資料外，多陳己說，或分析句讀，或辨正是非，

或質疑見義，抒發一己觀點，實事求是。又將古物名，多釋以今名、

俗名以相驗證；或就其生活周遭所見、所用者，坦陳以述，具客觀實

徵的意義。  

 

  焦循手批《爾雅註疏》雖未具規模，不成系統；但由此基礎，轉化而為

註釋《周易》的進路，可謂昭明彰著。28《易學三書》中《易通釋》一書，

以文字訓詁的輾轉通釋，「齊同比例」而建構出《易》辭、《易》理「旁通、

                                                      
28 案：焦循有關《爾雅》釋《易》的卓見，於其《易話》下卷，有獨到而精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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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錯、時行」的鉤貫系統，遂成為焦循轉化、創造的學術特色與經學成就。  

 

十三、結論 

 

    （一）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就版本而言係明末毛晉汲古閣所刊，

由各經卷末牌記大致可以考察各經繡鐫刊刻時間，大約在崇禎十年（1637）

前後十年之間；而版本素稱精善的毛氏本，對照焦循手批及阮元《十三經注

疏校勘記》，其中訛誤衍奪甚多，錯頁脫文也不乏其例，著實讓筆者體會到

「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真切篤實。而清儒從根本細密處，求真臻善的治學

功夫與用心，尤令後生印象深刻，無限敬服！求善本、重校勘，可謂清儒治

經的第一步。  

（二）透過全書各冊典藏印記，此部《十三經註疏》的流傳遷移，又大

致可以勾勒出一清晰的面貌，本篇於前言及各經的考述均有如實的記錄可

供參證：乾隆辛丑（四十六年，西元 1781 年），先生十九歲時，以其婦珠十

餘粒質三千，購之於書客吳叟；至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焦循謝世，

四十年間成為焦循及其哲嗣焦廷琥批讀題記的經學張本，而子孫不知惜，焦

外孫賣其父、祖之書，為當時公論所不許。俟後此書歸傅增湘（字沅叔，1872-

1949），曾錄存焦循題識四則，抗戰時期又為日本收於北京東方文化研究所；

抗戰勝利，此書收歸「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藏於「北平人文科學研究

所」；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此書又收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圖書館」典藏珍本善籍。1952 年 3 月 12 日，周法高記於《漢堂讀書續記》

中，時居臺灣桃園楊梅寓廬。1996 年暑假，筆者於博士班畢業入伍服役之

後，再度親炙鈔讀於傅斯年圖書館閱覽室，歷數寒暑，手戴紗套，握持鉛筆，

一字一字鈔寫，一頁一頁翻讀，又索借光碟複印書影珍藏，至今歷史風華，

人文化成，猗歟盛哉！  

  （三）全書手批題記甚多，焦循識其校讀批閱的種種景況歷程，並有年

月日可考，並觀筆者《焦循年譜新編》，可以貫串而成焦循經學著述行實繫

年，以見焦循經學研閱、撰述的學思進程。焦循經學批判繼承，創造發展的

基礎奠定於此手批《十三經註疏》，其《周易補疏》二卷、《尚書補疏》二卷、

《毛詩補疏》五卷、《春秋補疏》五卷、《禮記補疏》三卷、《論語補疏》三

卷，以上六種為《六經補疏》，皆以此為張本而發揚增廣，歷歷可考，斑斑

可證。  

  （四）印證手批《周易註疏》全文，焦循本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以

窺漢、魏以來說《易》之法，亦依虞翻（字仲翔）、荀爽（字慈明）、鄭玄（字

康成）諸家之說鈔錄節引，以識其所學，而聚其一生精力而成後定《雕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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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三書》，突破二千年來傳註的重重樊籬，直接從六十四卦象、辭、理、

數的參伍錯綜關係中，歸納而演繹出三條治《易》的根本原則：一曰旁通，

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於是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上下二經十翼七篇的旁通

鉤貫，都依照這三大法則加以推求闡釋，體現出焦循治《易》深造自得的重

大發現與新解創見；而其登堂入室，撥雲見霧的兩把鑰匙，則是「以測天之

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有關天文數學方面知識；及

其運用六書假借之理，以說明《易》辭用假借之例的有關訓詁學方面的知識。

而其「通核，據守，校讎，摭拾，叢綴」的學術鑒識，以為「五者兼之則相

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29，在焦循一生專注經學

的研究撰作中，可謂為通經澤古，精深雅邃了。  

  （五）焦循研究《尚書》亦有獨到的心得見解，其手批《尚書註疏》及

後作《尚書補疏》，以發明孔傳兼抒參研所獲為主；而其《書義叢鈔》凡四

十卷，就《堯典》以至《秦誓》二十八篇不偽的經文，薈萃眾說，裒為一帙，

仿衛湜《禮記集說》的體例，不專一家，不加斷語，以時代先後為次第，采

集至四十一家五十七種之多，已可見其搜繁羅富的根柢深厚。  

（六）焦循六歲即誦《毛詩》，其後撰述《毛詩地理釋》、《草木鳥獸蟲

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又刪錄合為一書名曰《毛詩補疏》

五卷，焦循分別傳、箋，摘出要義，加以疏通證明，多本於手批《毛詩註疏》；

而手批《毛詩》又多本於阮元舊本，與今本《毛詩注疏校勘記》出入頗多，

又可為考證之資。  

  （七）王昶（1724-1806）《春融堂集》卷六十〈焦君墓表〉，開宗明義即

云：「焦子循以通經澤古名於時，尤深於《三禮》。」李斗（1749-1817）《揚

州畫舫錄》亦推尊焦循「熟於《毛詩》、《三禮》」。可見焦循《三禮》研究的

深廣，有《群經宮室圖》二卷，為圖五十篇，以及《三禮便蒙》二十三篇，

皆為專考古代制度名物之專著。而其習《禮》，以為必先明乎《禮記》，而後

可學《周官》、《儀禮》，其手批《三禮註疏》詳於《禮記》可為見證；後乃

以之為本，搜輯此早年考究制度、名物、訓詁之作而成《禮記補疏》三卷，

其進學力行之跡，皆可朗然明察得之。  

  （八）《三傳》著作，焦循僅存《春秋左傳補疏》五卷成書，而手批《左

傳註疏》為其先聲，手批《公羊傳註疏》為其輔翼，此難得之二經手稿，既

經披露，可以明焦循《三傳》窮研索考的治學成績。  

（九）焦循無《孝經》著作，手批《論語註疏》及以此為基礎而彙聚增

廣成書的《論語補疏》，為焦循《論語》學的嚆矢；其後《論語通釋》一卷

十五篇，為仿戴震（1723-1777）《孟子字義疏證》而作，為其儒家哲學思想

發揮闡揚的代表著作。而其晚年經學研究，哲學思想的絕妙結響，在於《孟

子正義》，全書三十卷通釋全經體例，也是發衍於手批《孟子註疏》的未竟

之功，不懈之志。  

                                                      
29 文詳《雕菰集》卷八〈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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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焦循十九歲，始讀《爾雅》，又見陸佃（1042-1102）、羅願（1136-

1184）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遂成《毛詩鳥獸草

木蟲魚釋》以匡補闕遺，而無《爾雅》專著，手批《爾雅註疏》，便是焦循

唯一存世的《爾雅》論述了，具有其經學一貫的鑒證意義。  

  （十一）焦循治學研經，不但善於思辨，勤苦鑽探，又能親自手批，筆

記備考，每治一經皆具短簿小冊，記錄心得，鈔撮要義，查檢進度，故能按

部就班，日進有功，而卒能完成卷帙宏富的經學鉅著。又具備資料檢索、文

獻儲存的治學能力，無怪乎上下古今均能牢籠為其所用。焦循治學態度謙虛

謹嚴，平日閱覽牽涉所及，不但特重漢、魏以來碩學鴻儒的專門著述，對當

代學者的重要創獲與發現，也都能推美贊揚，取其所長，論其所失，體現焦

循相觀而善，「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的虛心精神，故能不

驕矜，不尊大，不自固，「識見卓越，通方而不偏蔽；規模宏敞，匯納而不

局隘。在乾嘉學者中，不愧為傑出的第一流人物。」30
 

  （十二）焦循研治經學，強調「旁通」，「一貫」的重要作用，而以檢索

法、歸納法、演繹法、統貫法為之進路，泛觀博覽，取精用宏，故能無所不

通，無所不達。《雕菰集》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乾隆六十

年，1795），可以作為其經學體用兼賅的重要宣示，文曰：  

 

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算術、陰陽五行、六書七音

等為輔，匯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詁，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

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

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  

 

焦循因受到袁枚（1716-1797）與孫星衍（1753-1818）論駁的刺激而寫。他一方

面表示贊同孫星衍的意見，又以為其說尚不十分完備；他認為經學要具備性靈，

而不單只是補苴掇拾之學。焦循刻意不使用「考據」之名，他以為「經學」之名，

即已涵蓋「考據」之意，因此又發揮闡釋說： 

 

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

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

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

法。 

 

經學是諸子、詞章、方技等學的根柢，故修養經學必須具備這樣的態度：「以己

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袁枚的性靈說，

                                                      
30 文引見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11 月），《揚州學記》第八，頁

429。  



29 
 

認為只有詞章之性靈；故焦循反對此說，而評論說：「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

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以語此也。」焦循認為詞章必以經學為根柢，只要修

得真正的經學，自然就產生必要的性靈作用。 

  （十三）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嘗引焦循教示之言，曰：「學貴善用思，

吾生平最得力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學有輟時，思無輟時也。」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為焦循治學的一貫理念，故能以肫誠去其浮游之氣，

而後乃曲中無不當，又嘗自謂：「學問之道，在體悟，不在拘執，故不憚耗

精損神，以思其所以然之故；雖知無用，不能舍也。向亦為六書訓故之學，

思有以貫通之，一滌俗學之拘執，用力未深，無所成就。」31《易餘籥錄》卷

十五，焦循又自謂嘗取《何大復文集》，檢所為〈與李空同論詩書〉觀之，

見其所言：「僕觀堯、舜、周、孔、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

終身莫解，相傳之意背矣！」焦循深以為「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此深得乎

立言之恉者矣！」衡觀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及其後定經學諸書之引申

觸類，參伍錯綜，以成就漢學訓詁章句、宋學道德性命融匯一爐的焦學特色，

《雕菰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證之以實，運之於虛」一語，可謂

為焦循治學研經卓然有成的最佳詮釋指標，文云：  

 

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

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

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

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  

 

焦循主張學問以「思」（思索）為基礎，他的治學的立場，一言以蔽之，「一貫」、

「貫通」而已。此由他的著述中，或在文集裏，處處可見。 

    （十四）清代學術以乾嘉為盛，自有吳、皖二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

派以戴震為首，卓然為經學宗師，焦循一生最推尊戴學，又服膺惠氏一派漢

學義法，而能出入自得，與揚州學者高郵王氏、江都汪氏、儀徵阮氏，並為

揚州學術的四大巨擘，其治學的共同特點，誠如張舜徽（1911-1992）《揚州

學記》所言「首先在於能『創』，其次在於能『通』」，故「無吳、皖之專、

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焦循研究經學於漢、

宋兩學，吳、皖二派，均能兼容並蓄，融會貫通。他的治學方法，富有自由與

寬容的精神，而且以嚴格的態度要求「獨創」、「心得」、「確實」的表現，宜乎焦

循故世，阮元題其傳為「通儒揚州焦君」，「通儒」二字不愧為焦循經學一生

的定評，夙昔典型，誠為學者宗師。  

 

                                                      
31 文引見羅振玉輯印：《昭代經師手簡二編》，焦循：〈三月望日與王引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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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一：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卷前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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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二：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卷前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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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三：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卷前孔穎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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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四：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卷前孔穎達序後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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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五：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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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六：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夾頁便條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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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Europ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rade and 

commerce between European colonial powers and China. Sinology studies in the 

West started from the 16th century when Portugal people, and soon afterwards Jesuits, 

arrived in Guangzhou 廣州. After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built a firm foothold in 

Europe, Sinology expanded rapidl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nd became an 

independent subject by the 19th century. The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major Confucian 

canons and discovered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philosophical effects of the Yijing 

易經 (The Classic of Changes).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18th,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took an interest in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the Yijing. Therefo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Western Yijing studies were tight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Europe. This paper outlines nearly 400 years of 

the history of Yijing studies in Europe, focusing on how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Emperor Kang-Xi 康熙, and Chinese scholars discussed about the Yijing and 

impacted on one another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Keywords: Sinology, Yijing, Jesuit missionary, Emperor Kang-Xi, Chinese scholar, 

17th-18th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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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Europ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European colonial 

powers’ trade and commerce with China. Sinology studies in the West started from 

the 16th century when the Portuguese arrived in Guangzhou 廣州. Soon afterwards 

Jesuits such as Michele Ruggieri 羅明堅 (1543-1607), Matteo Ricci 利瑪竇 (1552-

1610), and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閣 (1577-1628) also arrived in China. Sinology 

expanded rapidl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nd Jesuit missionaries like Ferdinand 

Verbiest 南懷仁 (1623-1688), Philippe Couplet 柏應理 (1623-1693), Thomas 

Antoine 安多平施 (1644-1709), and Joachim Bouvet 白晉 (1656-1730) built a 

firm foothold in Europe.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major Confucian canons 

and identified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philosophical effects of the Yijing 易經 

(The Classic of Changes). By the 19th century, Sinology had become an independent 

subject. Therefo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we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Europe. 

Yijing studies in the Wes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took an interest in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the Yijing. Particularly, Joachim Bouvet combined the Yijing with figurism 

and introduced it to European scholars, which ignited an interest in studying this book 

in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some European scholars became 

known for their Yijing studies, including 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 de Lacouperie 

拉古貝里 (1845-1894) and James Legge 理雅各 (1815-1897) of the Britain,1 P. L. 

F. Philasbre 霍道生 (1837-1902) of France, Charles-Joseph de Harlez 哈雷茲 

(1832-1899) of Belgium, Iulian k. Schutskii 休茨基 (1897-1941) of Russia, and 

Richard Wilhelm 衛理賢 (1873-1930)2 and his son Hellmut Wilhelm 衛德明 

                                                 
1 Lai Kuei-San 賴貴三. “James Legge’s Observation on the Authors of I Ching and Commentary on I 

Ching in His English-Translated The Book of Changes.” James Legge: Missions to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2015, pp. 1-11. For James Legge’s life an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see Yue 

Feng 岳峰. Bridg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Studies on the Scottish Sinologist James Legge, 1815-1897 

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pp. 28-92. 
2 For Richard Wilhelm’s life, see Ballin, Ursula 吳素樂.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衛禮賢（1873-1930）傳略.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蔣銳.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iscourses on Richard Wilhelm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東西方之間──

中外學者論衛禮賢, general editors, Sun Li-Xin 孫立新 and Jiang Rui 蔣銳, Shandong UP, 2004, pp. 

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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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90)3 of Germany. In particular, the two Yijing translations of James Legge 

and Richard Wilhelm are still highly valued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world.4 

Richard Wilhelm began to scrutinize the Yijing and consulted famous scholars 

like Lao Nai-Xuan 勞乃宣 (1844-1927) and Hu Shi 胡適 (1891-1962). He then 

completed the first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With its conciseness, 

smoothness, and imaginativeness, his Yijing translation was dubbed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Yijing studies.” This translation was even better 

than Legge’s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Wilhelm highly valued the humanist life 

philosophy in the Yijing. He also used the knowledge of the Yijing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s of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human society. He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utility school, in contrast to Legge’s text school. His son Hellmut Wilhelm and 

Cary F. Baynes 貝恩施 (1883-1977) translated his German translation and other 

writings into English and these English edition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Yijing studies. Consequently, Richard Wilhelm’s utility school 

progressed quickly in the world of Yijing studies.5 

                                                 
3 For the details of Richard Wilhelm and his son Hellmut Wilhelm’s studies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ee (1) Pfister, Lauren F. 費樂仁. “Scaling the Sinological Himalayas: Insights Drawn from 

Comparisons of James Legge’s (1815-1897) and Richard Wilhelm’s (1873-1930)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uist Canonical Literature” 攀登漢學中喜瑪拉雅山的巨擘──從比較理雅各

（1815-1897）和尉禮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儒教古典經文中所得之啟迪. Translated by 

Chen Jing-Ying 陳京英,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中國文哲研

究通訊, vol. 15, no. 2, 2005, pp. 21-57. (2) Cai Yu-Xun 蔡郁焄. A Study on Richard Wilhelm and His 

Son Hellmut Wilhelm’s Studies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 201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 PhD dissertation. 
4 (1) Legge, James, translator. The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2nd ed., Dover Publications, 1963. (2) 

Wilhelm, Richard, translator and editor.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89. (3) Wilhelm, Richa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ranslated by Cary F. Baynes, Princeton 

UP, 1980. 
5 Hon Tze-ki 韓子奇 deems: “There were many school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tudies in Europe 

but they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major systems: the text school and the utility school. Scholars 

of the text school emphasiz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Changes of Zhou and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cholars of the utility school paid attention to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Ten 

Wings and focused on interpreting the life philosoph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 . . The originator of 

the text school was James Legge but the one that rolled out its essence was Arthur Waley. . . . After the 

efforts of Waley, Edward Shaughnessy, and Richard Kunst, the text school established a complete set of 

research methods. On one hand, they emphasiz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using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documents to make a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nd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used phonology, oracle bone script, and bronze script to investigate 

the overlapped content of The Changes of Zhou. The utility school was the school that kept abreast of 

the text school. The founder of this school was Richard Wilhelm, a German. . . . The focus of the utility 

school was to use the 8 trigrams and 64 hexagram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and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human society.” See Hon Tze-Ki 韓子奇. “The Impact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the Yijing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近年出土文物對歐

美《易》學的影響. New Interpretation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of the 

Yijing 周易經傳文獻新詮, edited by Dennis C. H. Cheng 鄭吉雄, National Taiwan UP, 2010, pp. 80-

3. As for the specific research results of European Sinologists, see Lai Kuei-San 賴貴三. “A Discourse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歐美易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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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outlines nearly 400 years of the Yijing studies in Europe. The focus is 

on how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Chinese Emperors, and schola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discussed the Yijing and made an impact on one another.  

 

II. The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Materials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the Yijing originated in the 16th century when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began to study Chinese classics for religious reasons. They 

intended to interest Chinese Confucians in Jesus and Christianity by promoting and 

interpreting Catholic teachings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In this 

context, the Yijing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canon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dabble in 

Chinese classics. Form the mid-16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rom 

Italy, France, Belgium,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did direct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Yijing. They connected China and Europe 

through translations, letters, books, reports, etc. They also interpreted, discussed, and 

passed their observations and accomplishments during the Yijing research process.6 

The early researches on the Yijing in the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y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onverts can be analyzed as follows: 

 

(I) The European Jesuit Missionaries That Began Yijing Studies 

 

Italian Sinology started early in Europe and was a pioneer of Western Sinology. 

Its success should especially be ascribed to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Michele Ruggieri 

羅明堅 (1543-1607)7 and Matteo Ricci 利瑪竇 (1552-1610). In the field of Yijing 

studies, Matteo Ricci and his pupil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閣 (1577-1628) were the 

                                                 
展史論.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arned and Refined Way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ternational Monographic Studies on Sinology and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tudies 東西博雅

道殊同──國際漢學與易學專題研究, by Lai Kuei-San 賴貴三, Le Jin Book, 2015, pp. 125-66. 
6 (1) Shchutskii, Iulian K.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p. 13-55. (2) 

Wilhelm, Hellmut.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 U of Washington, 1975. (3) Rutt, Richard.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yi).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 60-82. 
7 Michele Ruggieri was a Jesuit who arrived in Macau in the 7th year of Wan-Li (1579) and returned to 

Europe for work in the 16th year of Wan-Li (1588). Ruggieri had done missionary work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for 10 years. He was the first Jesuit that entered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wrote in 

Chinese. He first used the word “天主” ‘Lord of Heaven’ in A Real Record of the Holy Religion 

Catholicism 天主聖教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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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famous representatives. The important figure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in Yijing 

studies are introduced as follows.8 

 

A. Matteo Ricci 利瑪竇 (1552-1610) 

 

Matteo Ricci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10th year of Wan-Li 萬曆十年 (1582). In 

order to advocate Catholic teachings and disseminate God’s doctrines through 

science, he wore Confucian clothing, learned Chinese language, and studied Chinese 

classics. He published a Latin version of The Four Books 四書 in the 22th year of 

Wan-Li 萬曆二十二年 (1594) for future priests’ teaching. This Latin edition was 

considered the first Western version of Chinese classics but unfortunately was lost.9 

Ricci lived in China for 28 years. He translated and wrote numerous works, 13 of 

which were collected into The Complete Book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四庫全書. 

Believing the Catholic Church should correspond with Confucianism, he propagated 

Confucian thought to Italy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and thus was bestowed the title 

“Christian Confucius.” He may be the first recorded Westerner that read and studied 

the Yijing. He published two volumes of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天

主實義 in the 23th year of Wan-Li 萬曆二十三年 (1595).10 He used “天” ‘Heaven,’ 

“上帝” ‘upper emperor,’ and “后帝” ‘emperor’ to refer to the “Creator” 造物主. He 

provided many viewpoints about God and drew comparis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Yijing. For example, he tried to explain the reason why people misunderstood 

God, with the sentence “The Emperor starts from zhen” 帝出乎震, the 4th chapter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傳, Yijing.11 

                                                 
8 Standaert, Nicholas, Adrian Dudink, and Natahlie Monnet, editors. The Catholic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明清天主教文獻.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9. 
9 The existing Lati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literature should b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reat 

Learning 大學, A Careful Selection of Wikipedia 百科精選, published by Michele Ruggieri in Rome 

in the 21th year of Wan-Li (1593), after he returned to Italy. In addition, Ruggieri had also used Latin to 

translate Mencius 孟子. His translation is the earliest European translation of Mencius but was not 

published. The manuscript is currently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ies of Italy. 
10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天主實義, also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Learning of 

Heaven 天學實義, is Matteo Ricci’s teachings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for newcomer priests. It was 

first plated in Nanchang 南昌 in the 23rd year of Wan-Li, Min dynasty (1595), corrected and replated 

in Beijing in the 39th year of Wan-Li (1611), two volumes in total. In this book, the terms “天” 

‘Heaven,’ “上帝” ‘upper emperor,’ “后帝” ‘emperor,’ and “皇天” ‘royal Heaven’ were used to refer to 

the “Creator” 造物主. 
11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The Commentary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傳 writes: 

“The Emperor starts from zhen 震, straightens things on xun 巽, makes them see each other on li 離, 

works them on kun 坤, delights them on dui 兌, makes them fight on qian 乾, tires them on kan 坎, 

and completes them on gen 艮. . . . All things are born from zhen 震. Zhen 震 is the Ea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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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quated “帝” ‘emperor’ with “God”—later Joachim Bouvet expressed the 

same opinion in his work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Learning of Heaven 天學本

義. He also regarded God as the impulse of the universe. He frequently contradicted 

and criticized the basic theory of taiji 太極 ‘supreme ultimate’ that had been 

popularized since Zhou Dun-Yi 周敦頤 (1017-1073)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owever, although he used the content of the Yijing to discourse upon the God in the 

Bible, his preaching by reconciling Chinese Classics with Catholic doctrines set a 

model for Jesuit missionaries. It could even be said that he started the missionary 

priority of Yijing studies. 

 

B.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閣 (1577-1628) 

 

French missionary Nicolas Trigault was a pupil of Matteo Ricci. He did his 

missionary work twice in China: The first time was in the 38th year of Wan-Li 萬曆

三十八年 (1610) and the second time was in the 1st year of Tai-Chang 泰昌元年 

(1620).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paid the utmost attention to studying the Yijing and 

translating it into Latin. He published a Latin version of the Pentabiblion Sinense 中

國五經 in the 6th year of Tian-Qi 天啟六年 (1626). It contained the text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Yijing 易經 (The Classic of Changes), the Shujing 書經 (The 

Classic of Documents), the Shijing 詩經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Lijing 禮經 

(The Classic of Rites), and the Chunqiujing 春秋經 (The Classic of Springs and 

Autumns). Known as China’s first holy book, it was also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China, with the Yijing part as the first translation in a Western 

language. Regrettably all the five parts scattered and were lost ultimately. Despite the 

loss,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exerted an influence over Jesuit missionaries 

about Yijing translation and opened the first page of European Yijing study history. 

Consequently Nicolas Trigault was also named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of the 

Western Yijing study history.” 

 

C. Martin Martini 衛匡國 (1614-1661) 

 

After Matteo Ricci’s death, his designated successor, Italian Jesuit missionary 

Nicolas Longobardin 龍華民 (1565-1655), proposed a different preaching mode. 

Longobardin fully refuted Confucianism and regarded all the ancient Confucianisms 

and Neo-Confucianisms in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as “atheisms.” He 

advocated abolishing Matteo Ricci’s theory that drew an analogy between Go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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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and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li 理 ‘reason’ and taiji 太極 ‘supreme 

ultimate.’ He claim made a difference to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became the blasting 

fuse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rites” 中國禮儀之爭. 

In the 5th year of Yong-Li 永曆五年 (1651), Italian Jesuit missionary Martin 

Martini 衛匡國 (1614-1661) made a return trip to Europe for arguing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rites.” Martini published 10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Times in Latin in Munich, Germany in the 12th year of Yong-Li 永

曆十二年 (1658). He introduce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Yijing to the Western world. He defined the yin 陰 and the yang 陽, describ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the taiji 太極 to the bagua 八卦 (eight trigrams), and 

appended to “The Diagram of Fu-Xi’s 64 Hexagrams” 伏羲六十四卦圖.12 In 

addition, he translated “yi” 易 into “philosophantur,” a Latin equivalent of 

“philosophy,” and made an analogy between Fu-Xi 伏羲 and Pythagoras (ca. 580-

500 B.C.). This shows that he still compared Western philosophies with the Yijing. 

Martini faithfully recorded the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from the origin of 

mankind to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but he was only convinced that China’s true and 

reliable history began in Fu-Xi’s age, or 1959 B.C. His opinion made Westerners 

discover the fact that the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the Yijing was longer than the Old 

Testament. This triggered them to think over whether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age of 

China was in accord with the start of mankind mentioned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question subsequently became the key to Chinese studies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eriod of Europe.13
 

 

(II) Jesuit Missionaries’ Figurism-Orien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jing 

                                                 
12 For details, see Hu Yang 胡陽 and Li Chang-Duo 李長鐸. “Had Leibniz Not Seen the Xian Tian Tu 

Before He Founded the Binary System?—A Textual Research of European Literature about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萊布尼茲發明二進制前沒有見

過先天圖嗎──對歐洲現存 17 世紀中西交流文獻的考證. Zhouyi Research 周易研究, no. 2, 2004. 

Joachim Bouvet once sent two diagrams of the Changes to Gottfried W. Leibnitz (1646-1716): 

Segregation-Table, i.e. “The Sequence Diagram of Fu-Xi’s 64 Hexagrams”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and 

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 i.e. “The Orientation Diagram of Fu-Xi’s 64 Hexagrams” 伏羲六

十四卦方位圖. The two diagrams might derive from Martin Martini’s diagrams, which should derive 

from Shao Yong’s 邵雍 (1011-1077) diagrams recorded in Zhu Xi’s 朱熹 (1130-1200)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本義. 
13 According to David E. Mungello (1943-), Europe’s interest in China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eriod had two main points: “1. The time of the world’s orig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he time 

of China’s ancient history is far older than that recorded in the Bible. 2.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key to opening the mysteries of universal languages.” 

Cited from Pan Feng-Chuan 潘鳳娟. “From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ese Studies’: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and European Sinology” 從「西學」到「漢學」──中國耶穌會與歐洲漢學.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通訊, vol. 27, no. 2, 2008, pp. 14-26. Note 63. 



8  

 

 

Figurism was originally to look for clues about Jesus Christ’s presence and power 

with the Old Testament. Later Jesuit missionaries borrowed it to search for evidence of 

Jesus and the Bible in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particularly in the Yijing. These 

missionaries analyzed figures of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in a Christian way, 

compared them to figures of Christianity, and combined the images in the Yijing with 

God’s sacred revelation. They put the chronicles of the Yijing under those of the Bible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herence between Chinese classic studies and Christianity. This 

was a creative and effective means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Yijing 

and even the entir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ultures.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inology in 

the West since the 17th century. Paris especially served as the center of European 

Sinology studies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was formally published in Paris in the 26th year of Kang-Xi 康

熙二十六年 (1687), at the same time when Joachim Bouvet arrived in China. Bouvet 

and the figurists actively advocated Yijing studies. They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s Yijing studies became popular.14 

Some content of the Yijing learning, such as the mathematic figures of the Map of 

Luo 洛書, had been spread to the Western world by Jesuit Missionaries before the 

modern times (from mid-1800’s to 1919). It was during the modern times that the 

Westerners began to really engage in studying the Yijing. The initiators were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Yijing, it had been over 400 years since 

                                                 
14 The manuscripts of Joachim Bouvet are now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nd the 

Vatican Apostolic Library. Among them, the most eye-catching one is a group of writings related to the 

Yij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al Gist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原旨探, “The Key to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鑰, “A General Treatise Manuscript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經總論稿, 

“A Verif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考,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anges of Zhou”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易引（原稿）, “A Manuscript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稿, “A General 

Discourse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學總說, “The Outer Chapter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

學外篇,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Learning of Heaven 天學本義,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 

Taiji” 太極略說, etc., Vatican Apostolic Library, shelf mark Borg. Cin. 317. See Han Qi 韓琦, “Re-

Discussing Joachim Bouvet’s Studies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n Analysis of His Research 

Background, Purposes, and Responses from the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he Vatican Library” 再論白

晉的《易》學研究：從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響, edited by 

Rong Xin-Jiang 榮新江, Li Xiao-Cong 李孝聰, et al. A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New Questions 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 pp. 

315-23. For ten articles on Emperor Kang-Xi and Joachim Bouvet’s discussions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ee Yan Zong-Lin 閻宗臨, “Joachim Bouvet and Jean Francoise Foucquet’s Learn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白晉與傅聖澤之學《易》. The Sweeping Newspaper 掃蕩報, no. 17, 1941. 

Later collected in Yan Shou-Cheng 閻守誠, editor. Missionaries and Early Sinology in France 傳教士

與法國早期漢學, Elephant P, 2003, pp. 169-72. Fang Hao 方豪, Biographies of Figures in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Beijing, Zhonghua Book, 1988, pp. 2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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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ijing learning was established as a primary subject of Sinology in the West. This 

initiation primarily regulated the theories on the Yijing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Jesuit 

missionaries Matteo Ricci and Joachim Bouvet. It was characterized with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that manifested their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s around 

the arguments of the taiji. Jesuit missionaries generally advocated earlier Confucianism 

and origi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Embroiling themselves into the complex 

academic dispute on Western and Eastern learning, they criticized the Neo-

Confucianisms in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Yijing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academic argument lasting for nearly 200 years remains to be 

studied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Below I expound on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 Philippe Couplet 柏應理 (1623-1693) 

 

Philippe Couplet was a Belgian Jesuit missionary that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26th 

year of Yong-Li 永曆十三年 (1659). He continued his preaching career in Shanghai 

上海, Suzhou 蘇州, Zhenjiang 鎮江, and Huai’an 淮安 for 23 years. 

Couplet, Italian Jesuit missionary P. Prosper Intercetta 殷鐸澤 (1625-1696), 

Belgian Jesuit missionary Franois de Rougemont 魯日滿 (1624-1677), and Austrian 

Jesuit missionary Christian Herdtricht 恩理格 (1624-1684), etc. received an imperial 

command of French Emperor Louis XIV (1638-1715, le Roi Soleil) to collaborate and 

translate the Latin Co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國哲學家孔子. It was formally 

published in Paris in the 26th year of Kang-Xi 康熙二十六年 (1687),15 composed of 

four individual parts, with the Tabula Chronologcia Monarchiae Sinicae 中國皇朝

編年史 and Couplet’s Latin translation version of the Yijing attached to the end. 

 

B. Joachim Bouvet 白晉 (1656-1730) and Other Missionaries 

 

French Jesuit Missionary Joachim Bouvet enthusiastically promoted the Yijing to 

European scholars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He was in fact the first scholar 

that profoundly studied the Yijing. He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23th year of Kang-Xi 康

                                                 
15 About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Co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國哲學家孔子, in the 27th year of 

Kang-Xi, Qing dynasty (1688), French selection translation La morale de confucius 孔子的道德 was 

published; in the 28th year of Kang-Xi (1689), another French selection translation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chinois 孔子與中國道德 was published; in the 30th year of Emperor Kang-Xi 

(1691), the English selection translation of La morale de confucius 孔子的道德 was published. This 

shows that the book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pread of Confucius, Confucius doctrines, and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n Europe. 



10  

 

熙二十三年 (1684). He built his preaching career in Beijing 北京 for 36 years. 

From the 32th to the 38th year of Kang-Xi 康熙三十二至三十八年 (1693-1699), 

Bouvet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mperor Kang-Xi and often discussed issues of 

the Yijing with him.16 I organize materials of Bouvet, Emperor Kang-Xi, and other 

Jesuit missionaries into the following tabulation: 

 

No Figures Works Topics 

1 Georg Horn 

喬治‧霍爾恩(1620-

1670) 

 1. Holy Bible 

2. Fu-Xi 伏羲 

vs. Adam, Shen-

Nong 神農  vs. 

Cain 

2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萊布尼茲 

(1646-1716) 

1. Lettre à M. de Rèmond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致德雷蒙的信──論中國哲

學 

1. “The Sequence 

Diagram of Fu-

Xi’s 64 

Hexagrams” 伏

羲六十四卦次序

圖 

2. “The 

Orientation 

Diagram of Fu-

Xi’s 64 

Hexagrams” 伏

羲六十四卦方位

圖 

3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張誠 (1654-

1707) 

 1. Geometry 

4 Joachim Bouvet 

白晉 (1656-1730)17 

1. 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 關於華人的

1. Heaven 天, 

God 帝  

                                                 
16 For details, see: (1) Feng Zuo-Min 馮作民, translator. “A Biography of Emperor Kang-Xi” 康熙帝

傳. Qing Emperors Kang-Xi and Qian-Long and Catholic Mission History 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

史. By Joachim Bouvet, Taipei, Kuangchi P, 1966. (2) Han Qi 韓琦. “Joachim Bouvet’s Yijing Studies 

and th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Originating from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Kang-Xi” 白晉的

《易經》研究和康熙時代的西學中源說.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vol. 16, no. 1, 1998, pp. 185-

201. 
17 Collani, Claudia von. P. Joachim Bouvet S. 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Steyler Verlag, 1985. 

Claudia von Collani is a representative scholar of studies on Joachim Bouvet. For details, see Li Yan 李

岩, translator. P. Joachim Bouvet S. 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 By 

Claudia von Collani. Elephant P, 2009. Other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1) Chang Mark K. 張奉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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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上帝」兩個字的

觀察：天學本義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

館)  

2. Essai sur le mystère de la 

Trinité, tiré des plu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中國古籍中出現

的三位一體的奧跡 (1707) 

3. 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古今

敬天鑒，天學本義 (1707)18 

 

 

 

 

 

2. Trinity (Holy 

Father, Holy 

Son, Holy Ghost) 

 

3. Heaven 天, 

God 帝 

 

                                                 
“The Jesuits under Orders to Study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n the Period of Kang-Xi” 康熙年間奉旨

研究易學的耶利會士. Fu Jen Historical Journal 輔仁歷史學報, no. 5, 1993, pp. 221-58. (2) Luo Li-

Da 羅麗達. “A Verif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Joachim Bouvet’s Studies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白晉研究《易經》史事稽考.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vol. 15, no. 1, 1997, pp. 173-85. 

(3) Han Qi 韓琦.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Jesuits to Chinese Scie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十七、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對中國科學的貢獻.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 社會科學的影響, 

no. 167, 1993, pp. 55-64. (4) Han Qi 韓琦. “Joachim Bouvet’s Study of the Yijing 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Origin of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Kangxi Era” 白晉的《易經》研究和康熙時代的

「西學中源」說,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vol. 16, no. 1, 1998, pp. 185-201. (5) Han Qi 韓琦. 

“Re-Discussing Joachim Bouvet’s Studies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n Analysis of His Research 

Background, Purposes, and Responses from the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he Vatican Library” 再論白

晉的《易》學研究：從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響, edited by 

Rong Xin-Jiang 榮新江, Li Xiao-Cong 李孝聰, et al. A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New Problems 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 pp. 

315-23. (6) Wu Bo-Ya 吳伯婭. “Jesuit Joachim Bouvet’s Studi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耶穌會士

白晉對易經的研究.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First Acquain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I 中西初識二編：明清之際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之二, 

edited by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lephant P, 2002. (7) Zhang Xi-

Ping 張西平.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ocuments about Joachim Bouvet’s Read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Collected by the Vatican Library” 梵蒂岡圖書館藏白晉讀《易經》文獻初探. Literature 

Quarterly 文獻季刊, no. 3, 2003, pp. 17-30. Later in Rong Xin-Jiang 榮新江, Li Xiao-Cong 李孝聰, 

et al. A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New 

Problems 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 pp. 305-14. (8) Zhang Xi-Ping 張西平.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Study of I Ch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中西文化的一次對話：清初傳教士與《易經》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歷史

研究, no. 3, 2006, pp. 74-85, 190. (9) Wang Jia-Di 王佳娣.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Yijing by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the 

Sinological Studies of Figurism”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對《易經》的譯介及索引派的漢學研究, 

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 no. 1, 2010. (10) Oh Soon-Bang 

吳淳邦. “The Figurist Thought and the Studie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of the Jesuit Joachim Bouvet 

in the Darly Qing Dynasty” 清代初期耶穌會士白晉的索引派思想與《易經》研究,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中國語文論譯叢刊, no. 31, 2012, pp. 103-30. 
18 Regarding the exact completion year of 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天學本

義, scholars have several different views: (1) Zheng An-De 鄭安德 believes that the book wa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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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 象形文字之智

慧 (1707) 

5. 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m 易經釋義 (1712) 

 

6. Chinese Manuscripts about 

the Yij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al Gist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原旨探 

(1711), “The Key to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鑰, “A 

General Treatise Manuscript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經

總論稿, “A Verif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考,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anges of 

Zhou”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易引（原稿）, “A Manuscript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

稿, “A General Discourse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學

總說, “The Outer Chapter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學

外篇,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 Taiji” 太極略說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

館; Borg. Cin. 317, Vatican 

Apostolic Library 梵蒂岡教廷

圖書館)  

4. Pictograph 

 

 

5. Perfection, 

degeneration, 

salvation 

6. Taiji 太極, 

concepts and 

thoughts about 

the Yijing 

                                                 
completed in 1703. See Zheng An-De 鄭安德, editor. A Collection of Jesuit Thoughts and Documents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 Revised and 

reprinted version, vol.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2003, p. 217. 

(2) Claudia von Collani thinks that the Latin version of this book appeared as early as 1699. See 

Collani, Claudia von. P. Joachim Bouvet S. 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

作. Li Yan 李岩, translator, pp. 5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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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aude Visdelou 劉應 

(1656-1737) 

1. Notice sur le livre chinois I-

king 易經概說 (1728) 

1. Livres sacres 

de I’Orient 東方

聖經 

6 Jean-Alexis de Gollet 

郭中傳 (1664-1741) 

 

1. 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 關於華人的

「天」和「上帝」兩個字的

觀察：天學本義 

1. Heaven 天, 

God 帝 

8 Jean Francoise 

Foucquet 

傅聖澤 (1665-1741)19 

1. 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 關於華人的

「天」和「上帝」兩個字的

觀察：天學本義 

2.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 aux Tcin 論堯至秦

所謂統治中國的三代 (1709) 

3. Manuscript on the Yijing 易

經稿 

1. Heaven 天, 

God 帝 

 

 

2. Apocalypse 天

啟 

 

 

 

3. Dao 道, taiji 

太極 

9 Joseph de Prémare 

馬若瑟 (1666-1736) 

1. 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 關於華人的

「天」和「上帝」兩個字的

觀察：天學本義20 

2. “Dissertation sur les letters et 

les livres de Chine, tiree d’une 

lettre au R. P. de Briga, 

interprete de la bande d’lsis” 

關於中國書籍和文字的一篇

論文：選自梅爾希奧‧達

拉‧布列加譯自易西斯女神

腰帶的一封信 

3. Draft of a Hieroglyphic 

Dictionary 象形字典文稿 

1. Heaven 天, 

God 帝 

 

 

2. Chinese books 

and characters 

 

 

 

 

 

 

3. Chinese 

characters, 

                                                 
19 Yan Zong-Lin 閻宗臨. “Joachim Bouvet and Jean Francoise Foucquet’s Learn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白晉與傅聖澤之學《易》. Missionaries and Early Sinology in France 傳教士與法國早

期漢學, edited by Yan Shou-Cheng 閻守誠, p. 169. 
20 See Chiu Fan-Cheng 邱凡誠. The Burgeoning of Jesuit Figurism in Early Qing Dynasty: Joachim 

Bouvet and Joseph de Prémare in Succession and Their Self-Identification 清初耶穌會索引派的萌

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分問題. 201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 master’s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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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lectae Quaedam Vestigua 

Prae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ae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 

中國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

條之遺迹：中國經書古說遺

迹選錄 

5. Notices critiques pour enter 

dans l’Intelligence de l’Y King

易經理解：經書理解緒論，

易經入門注釋 (1728, No. 

2720,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6.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漢

語劄記 (1729) 

 

7. A Discourse on The Classics 

and the Commentaries 經傳論, 

How to Apply the Five Classic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m 怎樣應用五經及解決其

中的問題, A General Treatise 

on the Learning of Heaven 天

學總論, The Various 

Discourses on The Classics and 

the Commentaries 經傳眾說 

theology of 

figurism 

4. Chinese 

classics, 

Christianity 

 

 

 

 

5. Qian 乾, kun

坤 

 

 

 

 

6.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classics 

7. Chinese 

classics, God 

10 Jean Baptiste Regis 

雷孝思 (1663-1738) 

1. I Ching (1834, 1839, edited 

by Joseph Mohl) 

1. Authors 

2. Texts 

3. Sources 

4. Purposes 

5. Commentaries 

11 P. Jos-Moyriac de 

Mailla 

馮秉正 (1669-1748) 

1. I Ching 易經：中國最古之

書 

1. 64 Hexagrams 

12 Pierre-Vincent De 

Tartre 

1. I Ching 易經：中國最古之

書 

1. 64 Hexagrams 



15  

 

湯尚賢 (1669-1724) 

13 Julien-Placide Hervieu 

赫蒼璧 (1671-1746) 

  

14 Etienne Fourmont 

傅爾蒙 (1683-1745) 

 1. Chinese 

classics, God 

15 Antonious Goubil 

宋君榮 (1689-1759) 

1. I Ching (1770, published by 

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 

1. 64 Hexagrams 

16 Jean-Joseph-Marie 

Amiot 

錢德明 (1718-1793) 

1. L’anquité des Chinio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s 中

國古史實證 

2. The Manchu-French 

Dictionary of Manchu and 

Mongolian Grammars 滿蒙文

法滿法字典, A Collection of 

Characters of the Five 

Languages Chinese, Manchu, 

Mongolian, Tibetan, and 

French 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

字匯, A Chronicl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中國歷代帝王紀年, 

A Brief Chronicle 紀年略史, A 

Biography of Confucius 孔子

傳, Brief Biographies of the 

Four Sages 四賢略傳, 

Biographies of Famous Sages 

of the Past Dynasties 列代名

賢傳, Sun-Wu Si-Ma Rang-Ju’s 

Military Methods 孫吳司馬穰

苴兵法, Ancient Chinese 

Religious Dances 中國古代宗

教舞蹈, Books of Chinese 

Doctrines of the Past Dynasties 

中國學說列代典籍 

1.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Yijing 

2. Chinese 

characters, 

histor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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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Yijing Studies of Emperor Kang-Xi and His Officials21 

 

No Figures Works Topics 

1 Emperor Kang-Xi  

康熙皇帝 (Aisin-

Gioro Hiowan-Yei 愛

新覺羅．玄燁, 1654-

1722) 

1. Daily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日講易經

解義 (336 times / 1680-1684: 

102 times / 1680, 52 times / 

1681, 41 times / 1682, 80 times 

/ 1683, 61 times / 1684)22 

2. Qing Dynasty Daily Life 

Notes 清代起居注 (Vols. 4- 

20 四至二十冊)23 

3. A Real Record of the Qing 

Dynasty 清實錄 (A Real 

Record of Emperor Sheng-Zu 

Ren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24 

4. The Southern Study Records 

and Notes 南書房記注 

(1680)25 

1. The Yijing 易

經 

 

 

 

 

2. The 

Commentary of 

the Yijing 易傳 

3.The thought of 

the Yijing 

                                                 
21 Wang Xue-Qun 汪學群. The Studie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清初易

學.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 2004. In chapter 4 “Cheng-Zhu Yijing Studies in the Qing’s Court,” 

there are “Daily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ection 2) and “The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Section 3). Yang Tzu-Ping 楊自平.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ie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of Kang-Xi’s Palace from the Daily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從

《日講易經解義》論康熙殿堂《易》學的特色.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大中文學報, no. 28, 2008, pp. 93-138. 
22 Niu Niu 牛鈕, Sun Zai-Feng 孫在豐, et al. Daily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Collated 

by Zhang Hai-Yan 張海艷, et al.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 201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23 Kuerner 庫勒納 et al. The Book of Qing Dynasty Daily Life Notes (The Period of Kang-Xi) 清代

起居注冊（康熙朝）, Taipei, Linking / Beijing, Zhonghua Book, 200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24 A Real Record of the Qing Dynasty 清實錄. Beijing: Zhonghua Book, 1986-198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25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organizer. “The Southern Study Records and Notes of the 17th 

year of Kang-Xi” 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 Historical Archives 歷史檔案, no. 3, 1995, pp. 3-19. 

“The Southern Study Records and Notes of the 18th year of Kang-Xi” 康熙十八年《南書房記注》, 

Historical Archives 歷史檔案, no. 2, 1996, pp. 3-19. “The Southern Study Records and Notes of the 

19th year of Kang-Xi I” 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一）, Historical Archives 歷史檔案, no. 3, 

1996, pp. 2-8. “The Southern Study Records and Notes of the 19th year of Kang-Xi II” 康熙十九年

《南書房記注》（二）, Historical Archives 歷史檔案, no. 4, 1996, pp. 4-8. “The Southern Study 

Records and Notes of the 19th year of Kang-Xi III” 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三）, Historical 



17  

 

5. (Emperor Sheng-Zu Ren 聖

祖仁皇帝) Sayings of 

Teachings as a Father 庭訓格

言 (1730, Emperor Sheng-Zu 

Ren’s Sayings of Teachings as a 

Father: A Record of Kang-Xi’s 

Royal Thoughts 聖祖仁皇帝庭

訓格言：康熙聖思錄) 

6.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Articles Made by Emperor 

Kang-Xi 康熙帝御製文集 

2 Zhang Ying  

張英 (1637-1708)26 

1. An Inner Discourse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經衷論27 

2. An Article Collection of the 

Du-Su Hall 篤素堂文集28 

1. The thought of 

the Yijing 

3 Kurene 

庫勒納 (?-1708) 

 

1. A General Treatise on the 

Two Hexagrams Qian and Kun 

乾坤二卦總論 (1680) 

1. The thought of 

qian and kun of 

the Yijing 

4 Han Tan 

韓菼 (1637-1704)  

 

1. An Explanation of The Taiji 

Diagram 太極圖說 (1673) 

1. The thought of 

taiji 

5 Chen Ting-Jing 

陳廷敬 (1638-1712) 

1. The Kang-Xi Dictionary 康

熙字典 

1. The mean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6 Li Guang-Di 

李光地 (1642-1718) 

1. The Imperial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御製周

易折中 (1713-1715)29 

1. The thought of 

the Yijing 

                                                 
Archives 歷史檔案, no. 1, 1997, pp. 3-8. 
26 Zhao Er-Xun 趙爾巽, et al. “A Biography of Zhang Ying” 張英列傳. Draf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清史稿, vol. 267, Hong’s P, 198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27 Zhang Ying 張英. An Inner Discourse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經衷論. Taipei, The 

Commercial P, 197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28 Zhang Ying 張英. The Article Collection of Du-Su Hall 篤素堂文集. Taidong P, 192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29 Regarding the completion year of The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折中, Liu Da-Jun 

劉大鈞 believes that the main content should be written after the 44th year of Emperor Kang-Xi 

(1705), that is, before Li Guang-Di 李光地 served the emperor in the way that “[The Emperor] called 

him into the Side Hall and studied with him every day,” the book had been completed. Later, the 

emperor issue a decree that Li should lead the project and ordered people to proofread, revise 

separately, transcribe, and supervise. After 2 years the book was completed. For details, see Li, Guang-

Di 李光地, editor. The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Organized by Liu Da-Jun 劉大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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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Essence of Nature and 

Principles 性理精義 (1717)  

2. The thought of 

Neo-

Confucianism 

7 Ye Fang-Ai 

葉方藹 (?-1682) 

1. An Treatise on The Taiji 

Diagram 太極圖論 (1675) 

2. A General Treatise on the 

Two Hexagrams Qian and Kun 

乾坤二卦總論 

3. Incidentally Kept 

Manuscripts of the Study 讀書

齋偶存稿 

1. The thought of 

taiji 

2. The thought of 

qian and kun of 

the Yijing 

3. The thought of 

taiji 

8 Niu Niu 

牛鈕 (1648-1686) 

1. An Treatise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經講義 

1. The thought of 

the Yijing 

 

Becaus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jing,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were the most prominent Sinologis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missionaries sent 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were 

close to Emperor Kang-Xi and Chinese intellects. They were dedicated to translating 

and annotating Chinese classics as well as observing Chinese cultures and thoughts. 

When immersed in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they also encountered numerous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With the dual role of 

missionary and scholar doing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hey had to grasp hold of the 

keys to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s well as come up with 

systematic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translation styles. How they achieved these 

would amaze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 for decades to come. 

 

III. The Author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of the 

Yijing 

 

In this section, I explain and compare the basic struc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s of the Yijing by examining the explanations they gave to 

the authors, the way they combined or divided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their 

                                                 
Chengdu, Bashu Book, 2006,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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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ontents and styles of the translations. I closely read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and conducted a text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to clarify their positions. 

 

(I) Selec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Yijing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all the existing versions by the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the history of Yijing 

studies, the author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ies as well as their styles are actuall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f we identify the authors of the two parts, it will be clear 

whether they should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or together. 

 

(II) The Viewpoints on the Authors of the Y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jing studies, there are two branches of beliefs about the 

author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One branch holds that the Text was written by 

three sages while the other suggests four. These sages include Fu-Xi 伏羲, Shen-Nong

神農, Yu of Xia 夏禹, King Wen of Zhou 周文王, Duke of Chou 周公, and Confucius

孔子.30 No matter which branch is the correct one, it is sure that the Yijing was not the 

work of one single person but rather a collective work of sages over a period of time. 

                                                 
30 First, some scholars held the “three sage theory” that the author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were Fu-Xi 伏羲 , King Wen of Zhou 文王 , and Confucius 孔子 . A 

representative was Li Guang-Di 李光地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said in his The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折中: “Now I follow Wang Bi’s idea that Fu-Xi drew the 8 trigrams and then made 

the 64 hexagrams himself for practical meanings. The meanings of the hexagrams are fully exhibited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 so here I don’t say too much about them. . . . Examining these 

argument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hexagram statements were written by King Wen 文王 and the line 

statements by the Duke of Zhou 周公. Ma Rong 馬融, Lu Ji 陸績, and other scholars agreed with this 

idea and I now follow them and adopt it. The reason why they only mentioned the three sages without 

counting in the Duke of Zhou was because they used the father to represent his son’s work. Further, the 

line statements of the Changes also presented the original thoughts of King Wen. Consequently, they 

only mentioned King Wen. As for their opinion that the words of ‘Judgment’ 彖, ‘Image’ 象, and The 

Ten Wings were written by Confucius, our previous scholars had no disagreement.” See Li Guang-Di 李

光地, compiler. The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折中. The Wen-Yuan Chamber Complete 

Book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38, “Guiding Principle I,” pp. 16-17. Second, some scholars held the 

“four sage theory,” taking Fu-Xi, King Wen of Zhou,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as the four authors. 

A representative was Zhu Xi 朱熹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said in his “Five Comments on 

The Changes of Zhou: Telling the Gist” 周易五贊．述旨, 12-volum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原本周易本義: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were pure. They did not discriminate right from wrong 

or advantage from disadvantage. After they were civilized, the saints appeared. The saints were smart, 

wise, and outstanding. They observed the sky and the land and then drew hexagrams. They taught people 

to divine for judging practicability. As leaders, they taught people to make windows. Therefo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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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aries tackled this authorship problem by cross-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ijing 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hou 西周 and comparing 

the Yijing with the literary context of other classics such as the Shijing 詩經, the 

Shujing 書經, the Zuozhuan 左傳 (The Commentary of Zuo), and the Shiji 史記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y).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authors of the Yijing were Fu-Xi 

伏羲 , King Wen of Zhou 周文王 , and the Duke of Zhou 周公 . Confucius’s 

contributions to the Yijing had been recognized throughout history but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ucius’s copyrights to the Commentary was doubted. 

First, the missionaries believed the trigrams in the Yijing originated from Fu-Xi’s 

(3322 B.C.) time, a prehistoric period. This belief that the Text of the Yijing originated 

from Confucius’s time was dis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 Yijing existed before 

Confucius. It was recorded in the Zhou dynasty’s official record that the Great Official

大卜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laws of three Yijings, namely, “Lian-Shan” 連山, “Gui-

Cang” 歸藏, and “Zhou Yi” 周易 (The Changes of Zhou).31 The Zhou Yi 周易 was 

                                                 
were no longer confused and had rules to follow continuously. Time passed and the world changed. 

People lost their pure quality and became faker and faker. Great King Wen encountered this terrible 

disaster. He lived peacefully in the world but only worried about the people. So he wrote this judgement 

statements based on the meanings of the hexagrams. Then Duke of Zhou wrote the line statements. He 

gave teachings on this basis and was careful and detailed. He was especially fair and honest so it was 

smooth and auspicious. He taught only filial piety to sons and only loyalty to subjects. He elaborated on 

deep meanings, just like the sun at noon. But this gradually became a small skill used for cheating and 

full of mistakes. Great Confucius! He enjoyed reading this book in his late years. The leather binding of 

his bamboo scrolls broke and he fixed it several times. Then he wrote the ‘Judgement’ 彖, ‘Image’ 象, 

and The Ten Wings 十翼 . He especially studied the meaning and elaborated on the words. He 

contemplated the image statements and judged things with the divination results. He wandered the world, 

up and down. 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and avoided any slight mistake. After several years, almost 

no big mistakes remained. He respected the three ancient periods and had the one mind of the four saints. 

He brought bright influences to the next thousand years.” Third, the ones who held the “four sage theory” 

included Kong Ying-Da 孔穎達 in the Tang dynasty, who said in the general preface of 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正義 that there had been four sayings in ancient times: “When 

Fu-Xi 伏羲 first drew the bagua, the images of all things were in it. So the ‘Appended Phrases’ 繫辭 

wrote: ‘When the bagua was arranged, and the images were in it.’ Although it contained images of all 

things, the principles of changes of all things were not complete. Hence the trigrams were doubled. A 

hexagram consists of 6 lines so the result was 64 hexagrams. This is ‘Then it was doubled, and the lines 

were in it’ mentioned in the ‘Appended Phrases.’ Ye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who have 

done the doubling. There are four theories in total. Wang Fu-Si 王輔嗣 and others think Fu-Xi 伏犧 

drew the hexagrams. Zheng Xuan 鄭玄 and others think Shen-Nong 神農 doubled the trigrams. Sun 

Sheng 孫盛 thinks Yu of Xia 夏禹 doubled the trigrams. Historian Qian 史遷 (司馬遷) and others 

think King Wen 文王 doubled the trigrams.” 
31 It is described in “The Main Man” 宗伯, “The Officials of Spring” 春官, The Rites of Zhou 周禮: 

“The Great Official 大卜 says, The three methods of grasping signs are (1) ‘jade sign’ 玉兆, (2) ‘tile 

sign’ 瓦兆, and (3) ‘original sign’ 原兆. Each of the methods has 120 main signs and 1,200 odes. The 

three methods of grasp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re (1) ‘Lian-Shan’ 連山, (2) ‘Gui-Cang’ 歸藏, and 

(3)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Each of the methods has 8 main trigrams and 64 hexagrams. The 

three methods of grasping dreams are (1) ‘scrutinizing dream’ 致夢, (2) ‘bizarre dream’ 觭夢, and (3) 

‘getting all’ 咸陟. Each of the methods has 10 main uses and 90 side uses. The 8 national affairs to 

know through turtle shell divination are (1) expedition, (2) phenomenon, (3) giving, (4) planning, (5) 

success, (6) arrival, (7) rain, (8) recovery. Using the 8 national affairs to help the divination of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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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in the well-known phrase,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ere three Yi’s.” They concluded 

from the above materials that the Zhou Yi was the work of the Duke of Zhou 周公,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most annotators of the Yijing. They believed the 

Yijing was founded on this volume of the Yijing, which set the Text apart from the 

Commentary. 

Second, they pointed out the use of the Yijing for divination was mentioned at least 

eight times in the Zuozhuan 左傳, especially between 672 B.C. and 564 B.C. This was 

well before Confucius was born.32 Therefore they believed that using the Yijing in 

divination practices was common in all the kingdoms at that time. Their arguments set 

the basis for their hypothesis that the Yijing existed before Confucius and the supporting 

facts were recorded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ird, they induced from the chapter of the “Appended Phrases” 繫辭 that the 

Yijing was made somewhere between Fu-Xi’s time and Confucius’s mid-6th century B.C. 

In other words, it was a short period from the end of 12th century B.C., when the Zhou 

dynasty seized power, to the era of Confucius. They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Si-Ma Qian 

司馬遷 wrote in his Shiji 史記, that King Wen of Zhou 周文王 re-sequenced the 8 

trigrams into 64 hexagrams when he was imprisoned in Youli 牖里/羑里. They set this 

time period from 1143 B.C. to 1142 B.C. King Wen of Zhou’s contribution to the Yijing 

was only a small part. A greater portion was contributed by his son, the Duke of Zhou 

周公. According to their judgement, the Yijing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final ten years 

before the Duke’s death in 1105 B.C. 

They then acknowledged King Wen and the Duke’s contribution to the making of 

the Yijing by explaining that King Wen grouped the hexagrams “by the contrast in the 

                                                 
sign methods, the three methods, and the three dream methods is to observe good or bad luck of the 

country and demonstrate a rescue of the politics.” 
32 Before Confucius (551-479 B.C.), the hexagram divination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were 

cited in The Commentary of Zhou 左傳 8 times in total: (1) In the 22th year of Duke Zhuang 莊公 

(672 B.C.), “getting ‘Viewing’ with ‘Obstruction’” 遇〈觀〉之〈否〉, (2) in the 1st year of Duke 

Min 閔公 (661 B.C.), “getting ‘Sprouting’ with ‘Grouping’” 遇〈屯〉之〈比〉, (3) in the 2nd year 

of Duke Min 閔公 (660 B.C.), “getting ‘Great Possession’ with “Heaven’” 遇〈大有〉之〈乾〉, (4) 

in the 15th year of Duke Xi 僖公 (645 B.C.), “getting ‘Marrying off the Maiden’ with ‘Violation’” 遇

〈歸妹〉之〈睽〉 and “getting ‘Poison’” 遇〈蠱〉, (5) in the 25th year of Duke Xi 僖公 (635 

B.C.), “getting ‘Great Possession’ with ‘Violation’” 遇〈大有〉之〈睽〉, (6) in the 12th year of 

Duke Xuan 宣公 (597 B.C.), “getting ‘Leading’ with “Nearing’” 〈師〉之〈臨〉, (7) in the 16th 

year of Duke Cheng 成公 (575 B.C.), “getting ‘Returning’” 遇〈復〉, and (8) in the 9th year of Duke 

Xiang 襄公 (564 B.C.), “this is ‘Stillness’ with ‘Following’” 是謂〈艮〉之〈隨〉. For related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about hexagram divination, see Zhang Peng 張朋, “Appendix I: An 

Explanation of the 22 Application Cases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in The Commentary of Zuo 左

傳 and The Discourses of the States 國語” 附錄一：《左傳》、《國語》中《周易》應用二十二例譯

釋. A Study on the Studie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entered on 

the Explanation Methods of the Meanings of The Changes of Zhou Line Statements 春秋易學研究─

─以《周易》卦爻辭的卦象解說方法為中心, pp. 3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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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 of each successive pair of hexagrams, and gives their significance, as a whole, 

with some indication of the action to be taken i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he supposes 

them to symbolize, and whether that action will be lucky or unlucky. Then the Duke 

of Zhou, beginning with the first or bottom line, expresses, by means of a symbolical 

or emblematical illustr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line, with a similar indication of 

the good or bad fortune of action taken in connection with it. The ki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hole hexagram will be found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 combined significance 

of the six lines as interpreted by his son.” While the King took o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re-sequencing and defining the hexagrams, his son was responsible for defining each 

line of the hexagrams. 

If we disregard the legend of Fu-Xi and his creation of the bagua, King Wen and 

the Duke’s Yijing is not the earliest Chinese classic, but rather, the Shujing 書經 is, as 

they believed. The Shujing contains content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before King 

Wen’s time. Some pieces in the Shijing 詩經 are even older than any content in the 

Yijing. Hence the Yijing can only be identified as the third earliest among Chinese 

classics. 

When Confucius spoke of the Yijing, they suggested, it was mostly during the late 

part of his life when he traveled throughout the kingdoms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land 

of Lu 魯國. To this claim, they gave two proofs. One was a quote from the 7th chapter 

“Shu-Er,” The Analects 論語．述而第七, “Give me a few more years, like fifty years 

to study the Yijing, and I believe that after all I should be free from serious errors.”33 

Another came from “The Life of Confucius,”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y 史記．孔子

世家,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Confucius’ life, he became fond of the Yijing and he wrote 

comments to the ‘Judgment’ 彖, the ‘Appended’ 繫, the ‘Image’ 象,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 and the ‘Words’ 文言. When he read the Yijing, the leather 

strings broke thrice, and he said, ‘Give me a few more years, and I shall be a master of 

the Yijing.’” They criticized the statement in The Analects 論語 as absurd, given the 

                                                 
33 Li Xue-Qin 李學勤 deems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Analects 論語 is a direct material of 

Confucius’s thoughts. Since the chapter ‘Shu-Er’ 述而 has already mentioned clearly ‘learn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學《易》, it should be the best proof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but there has always been different opinions. Especially in recent decades, 

the skepticism toward this chapter has gained an advantage and even led to a negation of its value as 

evidence, so here we must conduct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 . . In short, Confucius’s saying 

‘fifty years to study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n ‘Shu-Er,’ The Analects 論語‧述而篇 is a good proof 

that shows the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Confucius and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Some versions write 

亦 instead of 易 (Yijing) but these are later records that don’t have the same value as the versions with 

易. When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and Confucius, we can 

quote the chapter ‘Shu-Er’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the interference of all kinds of different 

opinions.” See Li Xue-Qin 李學勤. “Section 5: A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Fifty Years to Study The 

Classic of Changes’” 第五節 『五十以學《易》』問題考辨.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周易經傳溯源, Kaohsiung, Liwen Culture, 1995, pp. 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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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that when Confucius returned to Lu 魯國, he was nearly seventy years old and 

thus could not have wished another fifty years of life. However, this could be a 

contextual error generated from centuries of hand copying. Contrarily, Si-Ma’s 

statement was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belief that Confucius, in writing the Commentary, 

arranged the chapters according to the names of The Ten Wings 十翼 ,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equence of the Hexagrams” 序卦 and the “Assorted Hexagrams” 

雜卦. The content of the Commentary and the much older Text based on the hexagrams 

were considered by most Chinese readers and Sinologists as a homogenous whole of 

the Yijing. 

Yet, they argued that from the given fact that the Text appeared prior to the 

Commentary, if one assumed that both of them were Confucius’s works, such a 

hypothesis could only be partially accepted. However, Confucius could not have started 

writing these volumes prior to 483 B.C. because the part by King Wen existed 660 years 

before it and the part by the Duke was completed 630 years before. They therefore 

assumed, somewhere within these 6 to 7 centuries, philosophers had already adopted 

the practices and thoughts of the Yijing. Therefore they could not accept, in any context,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considered one homogeneous whole. They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was done by Fei Zhi 費直 of the Western Han 西漢. 

It was in Fei’s version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five chapters in the Commentary were 

dissected and mixed into the Text. Since the two parts were of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e combination of which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s of the Yijing. 

They also discovered that Chinese scholars had been aware of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This wa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the Kang-Xi 

康熙 version of the Yijing, where the two texts were published as separate volumes. 

Though these two evidences were enough to support that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were separat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world, it was rare that a critic was bold 

enough to question the homogeneity of the two texts or doubt whether the entire 

Commentary was from the style of or written by Confucius. Although hundreds of 

critics had already come up with wonderful and consistent meaning of the Text, 

however, if one were to find any unreasonable point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this would be a query about the accountability of Confucius 

branding them as heterodoxy.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s,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Yijing was a combin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the authors of the Text traced to the 12th century B.C. 

an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y 600 to 700 years later.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a 

time difference of 6 to 7 centuries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and their 

contents and thoughts were not uniform throughout. With regard to the autho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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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hey agreed that it was Fu-Xi who started the bagua, King Wen re-sequenced the 

hexagrams and defined them, and the Duke gave meaning to each individual line. As 

for the Commentary, in contrast to what most Chinese scholars believed, they 

challenged Confucius’s contribution to its authorship. Instead, they said that a great part 

of the Commentary did not come from Confucius and that Confucius was introduced 

by the compilers because it was viewed as his sayings.34 From this, I conclude that they 

preferred the “three sage theory” to the problem of the Yijing’s authorship. 

 

(III) The Treatment of the Yijing in their Translations 

 

As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translations, the majority of the missionaries separated 

the Text from the Commentary. Their reasons are (1) they observed the difference in 

time between the two text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2) they made reference to 

The Imperial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御纂周易折中, the Kang-Xi’s 

version of the Yijing printed with the Text separated from the Commentary.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academic position had its roots from Confucians in the Song 

dynasty, since the contents conformed to Zhu Xi’s 朱熹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本義, where both intended to revive Zhou Yi to its ancient text 

form. 

 

IV. The Objectives of Translating the Yijing and Its 

Contents 

                                                 
34 Dai Lian-Zhang 戴璉璋 points out: “The theory that Confucius wrote The Ten Wings began to 

encounter objec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Ou-Yang Xiu’s 歐陽脩 Child Asks about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童子問 . . . declares that the ‘Appended Phrases’ 繫辭, the ‘Words’ 文言,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 and the ‘Assorted Hexagrams’ 雜卦 were not written by 

Confucius. Their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trivial elaborations’ 繁衍叢脞之言 and ‘self-contradicted 

sayings” 自相乖戾之說 in the ‘Appended Phrases’ 繫辭 and the ‘Words’ 文言 whil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 and the ‘Assorted Hexagrams’ 雜卦 are apparently ‘divination 

books by diviners’ 筮人之占書. . . . After Ou-Yang Xiu, issues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Commentar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傳 were raised and discussed. Recent scholars like Qian Mu 錢穆, Feng 

You-Lan 馮友蘭, Gu Jie-Gang 顧頡剛, Li Jing-Chi 李鏡池, Gao Heng 高亨, and Dai Jun-Ren 戴君

仁 were all joined in the discussion. They unanimously denied the opinion that Confucius wrote The 

Ten Wings. The most noteworthy reason they use i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gap between 

The Commentar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nd The Analects. See Dai Lian-Zhang 戴璉璋. “Chapter 

1: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or” 第一章 作者的考察. The Form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The 

Commentar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 Taipei, Wenchin, 1987, p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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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Objectives of Translating the Yijing 

 

James Legge returned to Oxford University in 1876 and became the leading 

Sinologist of the university. A few years later, in 1882, he mentioned in the preface of 

his Yijing translation: 

 

The peculiarity of its style makes it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o present in an intelligible version. I suppose that there are sinologists 

who will continue, for a time at least, to maintain that it was intended by its 

author or authors, whoever they were, merely as a book of divination; and of 

course the oracles of divination were designedly wrapped up in mysterious 

phraseology. . . . When I made my first translation of it in 1854, I endeavoured 

to be as concise in my English as the original Chinese was. 

 

Obviously, Legge considered the Yijing difficult due to its mysterious classical 

divination style and did his very best to make translations that were understandable and 

as concise as the original text. In addition, his greatest concern for Chinese classic 

translation was to comprehend traditional Chinese religions and ethics and fin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rough missionary 

activities. About this he said: 

I introduce it again here in this preface, because, though we do not meet with 

the name in the Yî so frequently as in the Shû and Shih, I have, as before, 

wherever it does occur, translated it by God. Those who object to that term say 

that Shang Tî might be rendered by ‘Supreme Ruler’ or ‘Supreme Emperor,’ or 

by ‘Ruler (or Emperor) on high;’ but when I examined the question,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with all possible interest and all the resources at my command,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Tî, on its first employment by the Chinese fathers, 

was intended to express the same concept which our fathers expressed by God, 

and that such has been its highest and proper application ever since. There would 

be little if any difference in the meaning conveyed to readers by ‘Supreme Ruler’ 

and ‘God;’ but when I render Tî by God and Shang Tî by the Supreme God, or,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simply by God, I am translating, and not giving a private 

interpretation of my own. I do it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controversy, but as the 

simple expression of what to me is truth; and I am glad to know that a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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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ity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use Tî and Shang Tî as the 

nearest analogue for God. 

 

Legge suggested that the Chinese “Tî 帝” and “Shang Tî 上帝” were terms relative to 

“God” in the West,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erms put them in the center of the well-known 

Christian Term Question controversy. 35  Though many Chinese and Western 

missionaries were offended, but in fact, that “Shang Tî is God” became a standard 

translation later on. This result indirectly elevated Confucianism and increased 

westerners’ understanding of it. 

 

(II) The Contents of the Yijing 

 

The Yijing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See the chart below) 

 

A. The Text (arranged by the 64 hexagrams)  

B. The Commentary (Confucius’s Ten Wings divided into seven sections in the order 

of “Judgment” 彖 I and II, “Image” 象 I and II, “Words” 文言, “Explanation 

of the Trigrams” 說卦 , “Sequence of the Hexagrams” 序卦 , “Assorted 

Hexagrams” 雜卦) 

 

The following example is from Jean Baptiste Regis’s 雷孝思 (1663-1738) Latin 

version of the Yijing. Regis revealed in his work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closest to the 

word “God,” the ‘Tî’ 帝 and the ‘Shang Tî’ 上帝. Further, in his introduction, he gave 

detailed explana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Yijing, the hexagrams of the Text,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mmentary. Moreover, his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was detailed and concise, with cited annotations from scholars on The Imperial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御纂周易折中 and Daily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日講易經解義 as well as criticisms of his own. 

 

                                                 
35 About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Debate of Translated Terms” 譯名之爭 in 

the West: “William Jones Boone (1815-1864) took ‘神’ as the absolute noun for calling all gods. Then, 

in terms of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existence of ‘God,’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is actually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ist spirit in Chinese culture. . . . Legge was glad that, after objectively 

exploring Confucian classics, he finally made sure that ‘上帝’ in Chinese literally means ‘God.’ Legge 

declared that giving up using ‘上帝’ as the translation of ‘God’ would cut off mutual resonance with 

Chinese people. Further, in view of the supremacy of ‘上帝,’ Legge believed that replacing it with ‘神’ 

would surely downgrade this idea.” See Keong Tow-Yung 龔道運. “James Legge and the Christian 

Term Question” 理雅各與基督教至高神譯名之爭,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清華學報, 

vol. 27, no. 2, 2007, pp. 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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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Zhou Yi Version 

The Text 

經文 

Section I: Khien to Lî (30 Hexagrams) (上經：乾→離) 

Section II: Hsien to Wei Zî (34 Hexagrams) (下經：咸→未濟) 

The Ten 

Wings 十翼

(The 

Commentary 

傳文) 

I. Treatise on the Thwan, that is, on king Wăn’s Explanations of the  

  entire Hexagrams. (彖傳) 

Section I: Khien to Lî (上經：乾→離) 

Section II: Hsien to Wei Zî (下經：咸→未濟) 

II. Treatise on the Symbolism of the Hexagrams, and of the duke of  

  Kâu’s Explanations of the several Lines. (象傳) 

Section I: Khien to Lî (上經：乾→離) 

Section II: Hsien to Wei Zî (下經：咸→未濟) 

III. The Great Appendix. (繫辭傳) 

Section I: Chapter I-XII 

Section II: Chapter I-XII 

IV. Supplementary to the Thwan and Yâo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Hexagrams, and showing how they may be interpreted of man’s 

nature and doings. (文言傳) 

Section I: On Khien (乾‧文言傳) 

Section II: On Khwăn (坤‧文言傳) 

V. Treatise of Remarks on the Trigrams (說卦傳) Chapter I-XII 

VI. The Orderly Sequence of the Hexagrams (序卦傳) 

Section I: Khien to Lî (上經：乾→離) 

Section II: Hsien to Wei Zî (下經：咸→未濟) 

VII. Treatise on the Hexagrams taken promiscuously, according to 

the opposition or diversity of their meaning (雜卦傳) 

 

V. Conclusion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s and comparisons of the missionaries related to the 

Yijing, I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 The Authors of the Y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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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aries used historical evidences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Yijing and its authors. They believed Fu-Xi initiated the bagua, King Wen of Zhou 周

文王 re-sequenced and defined the hexagrams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and his son, 

the Duke of Zhou 周公, was responsible for giving meanings to each line of the 

hexagrams. They also observed Confucius in The Analects and other Chinese work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great part of the Commentary was not written by 

Confucius. This perspective displaced Confucianism away from the key position it had 

played in Yijing stud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even demonstrated an attempt to negate 

Confucius’s historical standing in the authorship of the Commentary so as to maintain 

the “three sage theory.”  

 

(II) Separ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The missionaries thought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as separate parts of the 

Yijing. It was because (1) there is a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2)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Imperial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s 御纂周易折中 that printed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separately; and 

(3) they followed Zhu Xi’s 朱熹 advocate to revive The Changes of Zhou 周易 to 

its ancient style. 

 

(III) The Objectives for Translating the Yijing 

 

In addition to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s, the more important objective of 

the missionaries’ Yijing translation wa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was in this attempt, that their 

translations for the word “God” ignited an ongoing controversy in Western religions as 

well as criticisms from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end, “Tî” 帝 

and “Shang Tî” 上帝 were settled as equivalents to “God” in large volumes of 

translated works. 

 

(IV) The Contents of the Yijing Translation 

 

The missionaries divided the Yijing into two separate parts—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y—and gave them detailed and concise translations. They also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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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annotations on the The Imperial Compromise of The Changes of Zhou 御纂

周易折中 and Daily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日講易經解義 and 

made their own criticisms. 

Among the multiple fields that comprise stud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s a topic that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The 18th century was a time when evidential researches 考據 were at its height. 

Benjamin Elman once pointed out that “A process pf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rrespondence ensured that closely linked the eighteenth-century Pukhak 樸學 

wave learning to the Qing evidential movement.” The study examined the cultural 

dialogues among the missionaries, Emperor Kang-Xi, and Chinese intellects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with a focus on the Chinese evidential research techniques 

that influenced and transformed in the West. 

As for my studies, I will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al exegesis. Having 

specialized initially in the Yijing, I extended my research to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Sinology. This approach enabled me to establish a 

cross-disciplinary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1 
 

朝鮮艮齋田愚《易》學理氣論發微 

 

賴貴三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t21027@ntnu.edu.tw 

 

提要 

 

  田愚（1841-1928，字子明，號艮齋）為朝鮮王朝（1392-1897）末期、大

韓帝國（1897-1910）朱子學的代表人物，其學本於李珥（字叔憲，號栗谷，

1536-1584）與宋時烈（字英甫，號尤庵，1607-1688）一系，《艮齋私稿》對於

理、氣、心、性等論題多有討論。田愚繼承宋儒以義理解《易》的方式，並結

合對朱子思想的說解，在理、氣二分的思想架構下，辨明太極、理、氣、心、

性、已發、未發等論題，以貞定其在《易》學中的意涵與定位。本文首先通過

田愚對於理、氣論題的辨析，以體現太極與氣二者間的思想關係。其次，則釐

析其論述「《易》心道性」的內在思考，及其詮釋「性師心弟」的根據，由此進

而說明其如何界定本體、宇宙，以及理學心性等論題。依此脈絡，終就田愚對

於坤、復二卦之辨析，以見在其理氣思想架構下，開顯其對於坤、復二卦所呈

顯「靜極復動」與「已發未發」的究竟底蘊。 

 

關鍵詞：田愚，《艮齋私稿》，理氣論，《易》心道性，性師心弟，坤復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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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南宋朱子（名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1200）性理學，大約於高麗王

朝（918-1392）末期、朝鮮王朝（1392-1897）初期之公元 1300 年左右，東傳至

朝鮮半島，至朝鮮王朝創建後，以朱子學做為建國的理念基礎，因此受到極大重

視，成為朝鮮王朝儒者所獨尊的顯學，開展了朝鮮的新儒學時代，其學廣泛運用

於政治與社會教化上，成為歷代諸儒孜孜矻矻研習不倦的蘄嚮。1 

田愚（字子明，號艮齋，1841-1928），朝鮮王朝末期、大韓帝國（1897-1910）

的大儒，籍貫全羅南道潭陽郡。田愚出身於儒學世家，二十一歲時入任憲晦（字

明老，號鼓山，1811-1876）門下。田愚於八十二歲逝世前，親自集結、完成手定

其一生著作大成之《艮齋集》。2田愚其學本於李珥（字叔憲，號栗谷，1536-1584）

與宋時烈（字英甫，號尤庵，1607-1688）一系而來。3他多次受到舉薦，獲得聘

任於朝廷的機會，雖也曾短暫任外臺持平，4然而最終決定專致於研究性理之學，

以培養後生為其一生的道業職志，成為當時著名的隱逸儒士。 

19 世紀正為西學東漸之際，當時朝鮮儒者為擁護儒學的正統，故有「衛正斥

邪」運動，田愚為畿湖五派中湖西艮齋學派的代表。5他一生歷經自純祖（李玜，

1790-1834，在位：1800-1834）至純宗（李坧，1874-1926，在位：1907-1910）朝

鮮王朝四位國王、大韓帝國二位皇帝，6並經歷了多次的社會變亂與內憂外患，以

及 1910 年日本侵韓併吞的亡國之痛。7田愚一生貫徹朱子學於其道業生命之中，

直至七十二歲時，移居全羅北道扶安郡邊山半島附近的「界火島」，仍以培育後

進，重振儒學為念，並將「界火島」更名為「繼華島」，明其維繫傳統儒學之志。

身為朝鮮王朝末期的碩學鴻儒，田愚集朱子性理學之大成，體察時勢，通過心性

論的視角，以為國家之所以變亂，實因儒者並未真正落實倫理綱常於其自身生命

之中，遂致使朝政敗壞、社會動盪。因此，他認為唯有能辨明心性，方能將所學

落實於具體的道業生命之中。 

                                                      
1 詳參鄭仁在：〈朱子學在韓國的開展〉，收入蔡振豐編：《東亞諸子學的同調與異趣》，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年，第 297-298 頁。 
2 詳參裴宗鎬：《韓國儒學史》，首爾：延世大學出版部，1985 年，第 301 頁。 
3 案：田愚之師承譜系，詳參裴宗鎬：《韓國儒學史》，第 305 頁。 
4 詳參裴宗鎬：《韓國儒學史》，第 310 頁。 
5 詳參鄭仁在：〈朱子學在韓國的開展〉，第 297-329 頁。案：該文中認為朱子學在韓國的開

展，可分為四個階段：1.朱子學的傳入與理解；2.朱子學的發展與新解釋；3.朱子學的禮學化；

4.朱子學的衛正斥邪運動。田愚所處之時代，正屬於「衛正斥邪」運動的第四階段。 
6 案：四位國王：1.純祖李玜，1800-1834 在位；2.憲宗李奐，1834-1849 在位；3.哲宗李昪，

1849-1863 在位；4.高宗李熙，1863-1896 在位。二位皇帝：1.高宗李熙，1897 建國「大韓帝

國」，1897-1907 為大韓帝國開國國君；2.純宗李坧，1907-1910 在位。 
7 案：包括丙寅洋擾（1866）、辛未洋擾（1871）、被迫開港（1876）、甲申政變（1884）、甲午

更張（1894）、乙未事變（1895）、乙巳條約（1905）、庚戌國恥（1910）、三一獨立運動

（19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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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兩宋以來之儒者在論述其思想體系時，往往須先界定理、氣二者間的內涵

與關係。此因理、氣思想架構的建立，關涉著本體、宇宙以及心性修養等論題。

對於「太極」的詮解是朱子學中重要的一環，因在《易》學的體系建構中，「太

極」也同時可以延伸至對於本體、宇宙與心性工夫等面向的討論。田愚《艮齋私

稿》繼承宋儒以義理解《易》的方式，並結合對於朱子思想的詮解，在理、氣的

思想架構下，辨明太極、理、氣、心、性、已發、未發等論題，以貞定其在《易》

學中的意涵與定位。本文以田愚《艮齋私稿》中，以《易》學為專題的相關篇章

為討論重點，8並援引其對太極、理、氣、心、性、已發、未發等論題的說明，以

體現其在理氣思想架構下的《易》學視域，以及其對朱子思想的承繼與開顯。 

 

二、「理氣二分」思想的建構 

 

  《周易》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學問，因其內容說明了先民如何通過對自然與自

身的認識中，統整並歸納出宇宙自然的運動的律則。田愚《艮齋私稿》承繼著宋

代理學家以義理詮釋《周易》的模式，在理、氣的架構之中，論析《易》道變化

的流轉。田愚身為朝鮮末期的大儒，對於前賢所述相關論題，自有其領會與見解。

雖然，《艮齋私稿》中未能全面論述《周易》，但仍能在其字裡行間，體現出他的

思考架構。首先，有關理與氣的關係，田愚認為： 

 

動靜之機，非有以使之也。理氣亦非有先後之可言也，第以氣之動靜也，

須是理為根柢，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陰靜陽動，機自爾也，非有使之者也。陽之動，則理乘於動，非理動也；

陰之靜，則理乘於靜，非理靜也。故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

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靜陽動，其機自爾，而其所以陰靜陽動者，理也。」
9 

 

「理氣非有先後」之說，說明了理與氣二者間在現象界並無先後之別，但理與氣

非為一物。田愚之學承繼栗谷一系，李珥認為理與氣的關係是「氣發而理乘之」，

其嘗論道： 

 

      天地之化，吾心之發，無非氣發而理乘之也。所謂「氣發理乘」者，非氣 

                                                      
8 本文論述以田愚《艮齋私稿》收錄〈讀元亨利貞說〉、〈坤復說辨〉、〈坤復說再辨〉、〈易有太

極〉、〈易與周邵太極〉、〈易心道性〉等六篇為討論重點為據。此稿收入金時鄴主編：《韓國經學

資料集成》，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7 年，《易經類》，第 31 冊。 
9 以上兩段引文，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十三，第 63 頁。文集收入《韓國文集

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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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於理也。氣有為而理無為，其言不得不爾也。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 

      加一毫修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為乎？10 

 

「氣發而理乘」即田愚所謂在陽之動時，理乘於動，在陰之靜時，理乘於靜。理

「乘」氣，亦同時說明了理之德，須由氣之動方能體現。然而，氣之所以動靜，

則須以理為根柢。故理與氣分屬「形而上」與「形而下」者，而其實二者「不離」

亦「不雜」。 

    「不離」是指氣動則其中即蘊涵理，因氣之動所循者為理。理其體寂然不能

動，故以氣之動，體現其至善之德，此即「理乘於動，非理動」。故就現象界而

言，理氣二者渾為一體，氣隨理轉，理氣相合，實無先後之別。 

    「不雜」則是指理與氣在存有的層面，則分屬形上與形上之別，如是則理便

有其超越性與先在性，故言氣之動靜，須是理為根柢。陰、陽二氣，表現了動、

靜之理，陰靜陽動是稟氣的不同而流轉，而所以陰靜陽動之依據亦為理。田愚嘗

析論〈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他以為： 

 

      所謂「太極生兩儀」，只是為畫卦說，非是子初有太極。而子之中方生兩 

      儀，子之末乃生四象八卦也。而後儒往往執言，迷指使太極生兩儀推之 

      於前，而有其始之合，殆未之思也。 

      故曰：「周、邵說太極和陰陽滾說。」（雖曰：「和陰陽滾說」，而太極依 

      舊只是理……。）至於《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故曰 

      《易》中便擡起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則須有這實理，方有 

      陰陽也。周、邵與《易》中所指之理，則一也。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 

      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11 

 

田愚認為學者往往誤以次序性角度解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而錯以為應先太極才有兩儀、四象、八卦。但實際上，太極中實

已包含了陰、陽、剛、柔、奇、耦，故言「太極」則全然俱足。 

    前文所述「理氣非有先後」，亦即此言「太極」則陰陽、兩儀、四象、八卦，

均亦包含於其中之義。田愚以為〈繫辭傳〉所述只是就畫卦言，思辨性言宇宙氣

化流行，似有先後的次序；然則，就造化之生育萬物時，則在氣化流行之間，已

俱涵太極之理。故言「太極」則足以說明自然萬化，其形上之德與形下氣化流轉

孕化萬有之功。「太極生兩儀」之「生」，並不是次第性的生成，而是本源上的推

究。同理，則單言陰陽、四象、八卦等，則其中即已俱涵太極，故太極即理，因

太極是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意即太極是指萬化內在的本質，即田愚所謂的

「實體」，即物為何為該物之依據，且遍在於一切。故太極之於陰陽、五行、八

                                                      
10 詳參李珥：《栗谷全書》卷十，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年，第

27 頁。 
11 以上兩段引文，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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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言，實則是體、用之間的關係，此即程頤（字正叔，號伊川，1033-1107）《易

程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朱子學中「理一分殊」的架構意蘊，同時連

繫形上之理與形下之氣。田愚〈讀元亨利貞說〉文，辨析理氣二者之間的關係： 

 

蓋元為生物之理，而不能自生物，故必待帝用其理以生之也。仁為愛物之

理，而不能自愛物，故必待用心其理以愛之也。帝雖能生物，而其所以能

生物之理，則出於元，而非帝之所自造也。心雖能愛物，而其所以能愛物

之理，則原於仁，而非心之所自辦也。然則元為帝之本源，而仁為心之根

柢也。12 

 

「帝」指大自然生機的元氣，「元」為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純然至善，只存有

卻不活動，必待形而下之氣——此形構之理，通過聚散流轉以生化萬物，故言「必

待帝用其理以生之也」。 

    田愚自氣的角度明確指出「帝」——氣之所以能生物，非其能自然如是，而

是以形上之「元」——「理」為依據，「元為帝之本源」即是說明理是氣運行變

化的根據。同樣的道理，仁為愛物之理，理為靜態之本體，故言仁「不能自愛物」，

其在心為心之德。然心不等於仁，因心之所以能愛物，是原自於仁，而不是心自

己能如是。田愚於此，同時析明理、氣、心三者之間的關係與定位，其說承繼朱

子以仁、義、禮、智釋元、亨、利、貞四德說而來。《朱子語類》中嘗載： 

 

      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秋冬； 

      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13 

 

故元亨利貞是生物之德，其具體的表現即為春夏秋冬四季的輪替。同時落實於道

德生命的實踐準則，即為仁義禮智，故元亨利貞是就自然生化萬物之理，在人則

為仁義禮智四德。由此可見，田愚秉持著朱子釐析理、氣的思考，雖未直言仁是

性，心為氣之靈者；然而，文中所言，心之不能自辦以愛物，所以能愛物原自於

仁，心在認知仁後，方能實踐於具體的生命之中，體現仁之理，故仁須「待用心

其理以愛之」。 

  綜上，可知田愚恪守朱子理、氣二分的思考架構，詮解《周易》對於宇宙生

成，乃至於人事的思考。他以為太極是理，存在於萬事萬物中，只存有而不活動，

須以兩儀、四象、八卦等，氣化流行體現太極之理。萬化的存在均有形上之理為

之依據，所有的存在均是實事實理，故統言之以太極與理。然則，細究之，則一

事一物均有其形上之根據，元亨利貞所代表者，即是造化生發萬物過程中所依憑

之理；具體呈顯於現象界，則為春夏秋冬四時之變化，萬物依陰陽二氣於各時節

消長的情況，而各得其所。故田愚在文末再次補充道：「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

                                                      
12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47 頁。 
13 詳參﹝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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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主宰者，即是理也。」14心是主宰是就心之妙用處說，而理之主宰則就其超越

性的依據而論。如是理遍在於一切，體現在自然萬化中的一切，乃至於人世倫常

等，在《周易》中，即以「太極」統稱而含宏之。 

 

三、「《易》心道性」與「性師心弟」的闡論 

 

    本節旨在釐析田愚論述「《易》心道性」的內在思考，及其詮釋「性師心

弟」的根據，由此進而說明其如何界定本體、宇宙，以及理學心性等論題。

「《易》心道性」說明在理氣二元的架構中，心屬於形而下者，則心之內涵與定

位為何？即為本節所欲討論的核心重點。 

 

（一）《易》心道性 

 

    田愚認為太極為《周易》中最高的價值依據，並提出「《易》心道性」的論

點。「《易》心道性」是田愚總結所學，以釋《朱子語類》所載「就人一身言之：

《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15之說，辨明《易》與道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 

 

《易》心也，道性也，朱子此語確然不可移易。嶺人強將「易」字做實理，

則「《易》有太極」作「理有太極」，得否？朱子曰：「以潛、見、飛、躍觀

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

字與道字不相似也。』……《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

以求其源也。」……若把《易》做理，是認流為源，指器為道，本末上下，

一切顚倒。16 

 

田愚以為「《易》有太極」並不等於「理有太極」；於此，「易」並不等於「道」。

田愚釋「易」是就現象界陰陽二氣消長變化，而有晝夜寒暑，所有的人、事、物

也不斷更迭移易、交相變易的情狀而言。故「易」是說明氣化流行的情狀，他引

朱子〈答方伯謨〉17之語加以論說，朱子以為乾道之終始以龍為喻，明終始之道，

                                                      
14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47 頁。 
15 詳參﹝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五，頁 13。 
16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4 頁。 
17 詳參﹝南宋﹞朱熹：《晦庵集》卷四十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1979 年，第 27-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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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而成，君子審時度勢，明進退之道。龍之所以有潛、見、飛、躍不同之動，

是因氣化流行變易，時勢變化無常，故爾順勢而行，以得立身安處之道。朱子認

為「易」即指氣化流行的過程中，由低漸高，由微而著等各種情境，故言「流行

而至此者，《易》也」。乾之德體現了動止以時之德，故所以潛、見、飛、躍，實

本於能明白融會環境之變化情勢，順理而行，體現隨時變易以從道，而此即「理

之當然者，為道」。因此，伊川所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即

說明了《易》並不等於道，二者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對照文中引明道「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適足以說明《易》與道之別。朱子認為於此之「體」

並非指超越現象界之本體，《朱子語類》中嘗解釋：「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説體

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18然則，何以以《易》為心，以道為性？

此因朱子認為： 

 

「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

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

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

也。體，是形體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19 

 

故《易》所以與心相比擬，是因《易》之變化流轉不已，就如就人心言之，語默

動靜變化不測，均是形而下者，而其均依循著形而上、至善至常之理與性以為動。

此外，田愚〈答田璣鎮兼示鄭衡圭〉中，嘗提到此為朱子五十歲後之闡論，成為

田愚力主朱子心為形而下者之理據。20 

    「《易》心道性」呈顯了田愚能清楚掌握朱子思想的基本架構，即理、性與

氣、心，形上與形下之別。田愚認為若不能辨析何者為理？何者為性？那麼行為

便失却了價值的依歸，如是便有「認流為源」、「上下顛倒」之弊。故特言「《易》

心道性」之用意，是為辨析流與源、器與道的不同，明本末之判，如此學者所學，

方有依據。學者學道，以心學之，故田愚又論曰： 

 

有道而無從道之心，更成何等造化耶？先生詩「問渠那得清如許」，此流

行之心也。「為有源頭活水來」，此本然之性也。《易》與道既可以源流言，

則心與性，獨不可以體用言耶？21 

 

於此引朱子〈觀書有感〉詩句中所載，指出「問渠哪得清如許」，所指即為語默

動靜變化不測之流行之心，若此心能澄明，則能吸收新知而成學問。然而，心之

所以能如是清澈如鏡，則在於此心，能時時踐履其性之本然之道，「為有源頭活

                                                      
18 詳參﹝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五，第 4 頁。 
19 詳參﹝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五，第 13 頁。 
20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十一，第 27 頁。 
21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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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來」即說明心之所依者為性。屈伸往來之氣與寂然至善之道，若有流源之別，

則心與性亦同時有體用之判；故再次強調：心與性不能混為一說，應辨明體用，

才得以言能學者何？應學者何？如此學者方有據依準的。 

 

（二）性師心弟 

   

    田愚生處於國家動亂之際，內憂外患不斷，身為一名儒者，其亟欲拯時救弊

之心可想而知。田愚一再通過援引諸家之說，以明心、性之別——「性尊心卑」，

並不是否定「心」的意義與價值，而是通過提高「性」的定位，以示不應無限度

以「心」作為最高的價值依準。國家之所以亂，是因學者往往流於「師心自用」

之弊；因此，他深切期許當時的學者，能徹底明白「性」、「理」方是萬化的依據

與價值規準。故嘗論曰： 

 

近年康、梁輩，打破綱常，掃去經籍。卻將墨、穌為聖神，亂賊為明良，

渠皆自謂學陸、王。而一切萬事，皆師心自用。自是以來，子而逃父，臣

而販君，士而侮賢，弟子而詬斥師長者。……聖學不尊二理（性外無它理），

願吾黨諸子誌之勿忘。22 

孔子之心，見惡人，且以為師。今之學者，其心於純粹至善之性，苦死不

肯以為師，甚矣！其驕傲也。其心妄自認為理，而不欲俯首受教於性師，

其不歸於師心自用，任意妄行之科者，幾希矣！23 

 

田愚認為若學者均依陸、王「心即理」之見，循著現成良知的思路，認為內證即

可直契本體，且以求本心而為修身之道，而不肯辛苦求學，實則只是放肆其心，

流於師心自用之弊。當學者喪失了客觀且超越的性、理為基準時，人人以自心為

理，那麼便會妄以自心所思、所想即為至善之理，驕傲而不肯從師，如此則國家、

社會、家庭之亂，由是而生。田愚嘗道：「天下大變有三：妻奪夫位、臣奪君位、

夷奪華位，若氣奪理位，則彼三變者。」24他認為若誤以「氣奪理位」，則其弊就

如同綱紀倫常之失序。可知，田愚何以一再強調：在現象界，理氣並無先後之別；

然而，若就存有的角度觀之，則須辨明先在的重要性。再者，他一再強調人之心

體，屬於形下之氣，故惟有確立客觀性的標準，方能使學者之學有所依憑。因此，

田愚對於太極與人心的關係，嘗道： 

 

天下之物，未有能遺之者，此太極之理，所以為自然之宰也。故儒者之學，

雖以心為一身之主宰，然任其所為而已，則流於異學之弊。故又必以理為

                                                      
22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九，第 75 頁。 
23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十三，第 87 頁。 
24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十三，第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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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凡有所運用造作，一皆根極乎仁義禮智之性，而為之用耳。……然

則，心為一身之主宰，而性又一心之宰也。但心之為主宰，以其至神至靈，

而有妙眾理、宰萬物之能故也。至於性，則雖其無情無為，而實有主一心、

體萬物之妙。故人之論極本窮源底主宰者，必以是為歸也。25 

 

田愚認為天地間只有此一理，即形而上之道體——太極，在於人則為性，性為人

心之依準，故性外無他理，他亦嘗道： 

 

      蓋天地之太極，賦於心而為性，則為當尊之理。陰陽之至靈，具是性而為 

      心，則為能尊之材，此是聖學原頭，不可差誤。26 

 

理是心之理，非心即是理；心是陰陽之靈者，故可由心之功能，以求至善之道，

至善之道亦為聖學之源。田愚認為太極之理，為萬化之本，仁義禮智之性亦本於

此，故吾人從學，亦應以吾人之心，學習本於太極之理之仁義禮智。田愚並且以

朱子以性為太極，以心為陰陽之論，認為天與太極當尊，而心與陰陽當卑。嘗道： 

 

      心之知覺，原於性命，原之者當卑，而為之原者，當尊也。27 

 

性為心之原，性渾然至善，故為尊，為心所師法的對象。人心雖本善，但所謂的

惡又有自心所出者，在「至善者當尊而有善，有惡者當卑」的原則下。因此，他

提出「性師心弟」之說，28認為性為心所應師法的對象，學者從學不應無限制強

調自身的內在性，而應以具超越性質的「性」為前提；如是，準則確立，則所學

方有依歸，且國家社會亦可依此性理為基準，不致紊亂失常。 

    承上，以觀田愚言「《易」心道性」之用意，實期望能通過釐析形上與形下

之架構，以明心性之道，以誡學者勿自驕於己心，而應篤實向學，以「性」為師、

為道之源。通過田愚對於理、氣、心、性的思考，可見其承繼著栗谷一系的傳統，

並對於朱子的思想能精確把握，故其學能維繫「朱子學在朝鮮的始終條理」。29 

 

四、「坤復之辨」的貞定 

                                                      
25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二，第 35 頁。 
26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九，第 75 頁。 
27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十三，第 86 頁。 
28 有關「心師性弟」之論，詳參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第 41-42 頁。林氏並以為：「性屬於理，心屬於氣，心為師，性為

弟。性如孔子說『余欲無言』，心如顏回之『虛心受教』。」 
29 案：「朱子學在朝鮮的始終條理」一語，詳參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

學》，第 43 頁。林氏認為就田愚的思想論述，能夠承繼朱子的思想，並以程朱的性理學，做為

至上的價值根源，故直至朝鮮王朝末期，田愚依然能維繫「朱子學在朝鮮的始終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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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前文脈絡，田愚對於坤、復二卦義理的辨析，可以體現其理氣思想架

構下，對於坤、復二卦所開顯「靜極復動」與「已發未發」的究竟底蘊。田愚

以為《周易》中的坤、復二卦可以說明人心的功能，也同時綰合已發、未發之

論點。田愚〈坤復說辨〉所以辨明「以坤卦為至靜、以復卦為靜」之說，而將

二者均歸屬於未發之論，並不能真正契合於朱子的性理思想。因此，田愚在深

刻考察朱子前後論述，並辨章其著作年表之後，總結認為朱子對於坤、復二卦

已發、未發的觀點，實係經過一番思想轉折之後，才形成最後的定論。 

 

（一）靜極復動 

 

  坤卦為純陰之卦，為十月之卦；復卦一陽在下，則為十一月之卦，象徵天地

生物之機近於滅息之際，在人則若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田愚認為復卦之一陽初

動，即已為動之端，故不應以其為靜而屬未發，嘗道： 

 

夫一陽初動已是動之端，豈可謂之未發乎？昔陳安卿問未發之前是靜，而

靜中有動意否？朱子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只是有動之理。」今此一

陽之動已是動之端，非直為動意而已，而可以擬於未發之靜乎？大抵坤、

復之閒，是一陰一陽，動靜之大分，復之一陽始生（正濂翁所謂：靜極復

動者也），不可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合作一處說者。30 

 

首先，田愚就自然之運行以觀，十二辟卦是取卦象中陰、陽爻之消長，以象徵一

年十二月裡各月陰、陽二氣之消息。剝卦為九月之卦，以一陽在上，象徵陽氣即

將剝盡，故進入十月為純陰之坤卦，時序已進入冬季。十一月復卦冬至，為一年

最寒冷之時，在萬籟俱寂之際，一陽已復生於下，地雷為復，即象徵已有一生機

方隱藏於地下。故朱子嘗道： 

 

      夫人徒見生意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于根荄也。觀諸草木搖落之時，生 

      意若息矣，而根荄膏潤、苞芽潛萌，是乃終而復始，蓋性情然也。31 

 

終而復始，故能恆而無窮，坤而至復，可見天地生物之心，此生物之心是氣運流

行而言，在本體言之，即所謂「繼之者，善也」，而此正呈顯周敦頤（字茂叔，

號濂溪，1017-1073）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之論。32田愚認為復卦其下之一陽爻

                                                      
30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48-749 頁。 
31 詳參﹝南宋﹞朱熹：《晦庵集》，卷四十八，第 44 頁。 
32 詳參﹝南宋﹞朱熹：《晦庵集》，卷四十八，第 44 頁。又嘗載：「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



11 
 

正是動，實不得再言其為靜，並舉陳淳（字安卿，號北溪，1159-1223）問朱子未

發之前是靜，則靜中是否有動意，以朱子答「不是靜中有動意，只是有動之理」

為據，說明如是則復卦既有一陽之動，則不可再言其為未發之靜。 

    因此，田愚認為坤卦與復卦正為一陰一陽動靜之大分，在此之動靜並不只是

指在氣化流行中，「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動靜相資相待而言，而是就「靜極

復動」循環返復之動靜言。田愚認為《中庸或問》是朱子晚年定論之作，正可作

為其思想論證的依據。《中庸或問》嘗載： 

 

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

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

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33 

 

田愚依此而以為坤卦純陰，故形容為至靜則是無誤。但《中庸或問》以坤卦雖為

純陰之卦，然其中亦含有陽之德，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與田愚所謂「靜中

有動，動中有靜」為陰陽動靜之理一致。然而，復卦之一陽始生並不同於此，故

《中庸或問》載明不應與之相比，而田愚更指出，此為「靜極復動」此循環性質

的動靜。可見田愚對於朱子思想的掌握，在精微處邏輯的辨析，深中肯綮。 

 

（二）已發、未發之辨 

 

  坤、復二卦之辨，同時又綰合了心的知覺功能與意涵。對於《中庸或問》中

所載「能知覺」與「所知覺」之論，田愚認為將所知覺認定為未發之時，且又將

復卦與之相比，實為不正確的論點。於此，首先應釐定田愚對於理、氣的界定，

其於人身、人心的意義為何，以及其對於未發、已發思考之脈絡，他嘗道： 

 

性心體用，非以動靜寂感而分，乃是以理氣本末而言。如未發而無偏，已

發而無乖，皆是心之妙用。而其所以未發、已發而無偏、無乖者，又是性

之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固亦是心也，然但以

此而論心，則所謂心者，卻是偏側不周正之物也。性固當為視聽舉運之本，

而若只此而語性，則卻不見性為動靜寂感所以然之妙也。34 

未發之前，此心炯然（知覺）純一。（敬功以聖人言則為誠）不偏不倚，

                                                      
之，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

有以見天地之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又朱熹：《周易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79 年，第 238 頁，注曰：「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

陽之事也。」 
33 詳參﹝南宋﹞朱熹：《四書或問》卷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79 年），第 22 頁。 
34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一，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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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體（太極）呈露。已發之際，此心卓然公正，無適無莫，而義用顯行

（聖人自然如此，賢人欲其如此）。35 

 

田愚以為要分判性、心、體、用之間的關係，必須從理氣本末處著手，理為本，

氣為末，在理氣二分的架構下，方能開顯性體心用。在理氣二分的架構中，人心

雖屬形而下者，然其妙用，則能在未發時攝性，使其心、其行湛然無偏；在已發

時攝具情，應事接物合理無乖。然而，無論此心在未發或已發處，其無偏、無乖

均以性為其本體、為其依據。 

    因此，性理若未為心所管攝並加以體現，則其動靜寂感之妙，也就無法呈顯

於世了。在此，田愚確認了性為心之體，而心為性之用，且已發、未發均屬心邊

事。然則，未發之時，此心清朗純淨，以持敬之工夫涵養之，則得不偏不倚，而

全然呈現道體之寂然至善。當此心處於已發之時，若亦能持敬之工夫識察之，也

能在紛糾擾攘的萬事中，秉此卓然公正之心，使其品節不差，一切合義與理而行。

準此，則心為工夫之樞紐，在理氣二分的架構中，心有其特殊性，故田愚嘗道： 

 

故凡有覺、有為者，雖合乎道，亦不得謂之理也。……若又以理氣，分而

言之，則其所知覺視聽者，是理也；其能知覺視聽者，是氣也。以是觀之，

其於理欲、理氣之際，要須精辨其界至，勿令少有彼此攙入之失。然後，

方不墮於認氣為理之弊矣。36 

 

所謂有覺、有為者，即指人心，田愚於此清楚說明，即便此心經過工夫的修養，

終使其處處皆合於道。然則，其畢竟是心，而不是理；在此，須先辨明「所知覺」

與「能知覺」之別，朱子嘗道：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37 

 

「所覺」是指心所應知覺者，形而上之道體——理，心之理即為性，心應依憑著

形上之理為據。「能覺」者，即能知覺者，是氣之靈，為人心。且心以其知覺視

聽所應認知的對象，亦為此形上至善之理。對於知覺的定義，田愚嘗道： 

 

      夫所謂能知覺云者，自知寒覺煖，以至於知其為人，知其為物之類，而總 

      言之也。……曰：「知覺與聞見為一類。」38 

 

田愚認為知覺即是聞見，而所謂的聞見即是指心的認知能力，故心為認知心。總

                                                      
35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二，第 14 頁。 
36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二，第 37 頁。 
37 詳參﹝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五，第 5 頁。 
38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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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田愚界定了理、氣、心、性、已發、未發、所知覺、能知覺之後，又辨證坤、

復二卦與已發、未發之論，如此更能明白其說之所來由。故田愚嘗道： 

 

夫未發之時，有聲色過乎前，則耳自能聞，目自能見矣。既有聲色之入於

耳目者，則安得為無所聞無所見乎。……至靜之時，心有所知覺，此所謂

知覺，即與聞見為一類也，實是朱子之意也。若必以為無所知、無所覺然

後為至靜云爾，則無乃與朱子所譏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者，相近耶！然

則，《或問》所謂「所知覺」，此所謂知覺，即與視聽為一類也，非以靜中

自然有所知覺者而言，實以知覺之發於思慮者言也。39 

 

田愚清楚掌握，無論未發抑或已發，均屬於心，在理氣二元的架構下，心屬於形

而下，為氣之靈者。故心即便在未發之際，也會因外在環境的刺激而能有所知、

有所覺，但卻不可便以為此時之心，即已有思慮之萌。田愚對於至靜時心之屬向，

以為： 

 

      《中庸或問》云：「至靜之中，有能知覺者。」此又以知覺屬心，而不將 

      作已發後智之用矣。40 

 

故至靜之中能知覺者亦為心，在此所謂「不將作已發後智之用」，是指當心在已

發之時，通過認知理解形上之仁義禮智等之性後，以調節其情者。故至靜之時為

未發之狀態，而智亦屬乎形上之性。至靜之時並非無所知覺，故朱子亦嘗道： 

 

      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 

      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41 

 

因為心之已發、未發與否，並不是在於是否有知覺為判準，因心本具知覺的能力，

故無論已發、未發之時，當外在環境之色入於感官時，感官必然因接受而有所知、

有所覺。在此，應注意至靜之時，是心「有所知覺」，而不是前文所謂的「所知

覺」。故誠如《中庸或問》所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

也。」在此「能知覺」即指心本具之認知能力，然而未發之時，心處於思慮未萌

之狀態，故僅只於因聲色入於感官之知覺。田愚以為《中庸或問》認為至靜之時，

未有「所知覺」，因為所知覺歸屬於形上之理。心當至靜未發之時，心以認知之

作用觀攝著性，即認知心能認知形而上寂然不動之本體，此即朱子所謂未發之時，

心處於思慮未萌，知覺不昧的狀態，同於《中庸或問》所言：「故以為靜中有物，

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 

                                                      
39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1 頁。 
40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七，第 14 頁。 
41 詳參﹝南宋﹞朱熹：《晦庵集》，卷四十八，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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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在「中和」新說後，認為當心處未發時，心無論如何是關聯著性理，然

心非性理，若能以持敬的工夫涵養之，則心亦可處於至靜的狀態。故田愚嘗道： 

 

未發之前心有所知，只是因物之過乎前，而知之、覺之耳，非便有思慮之

萌。則此心寂然之本體，初未嘗纖毫變動，直是無兆眹可見，正所謂雖鬼

神，有不能窺其際者，此又何損於至靜之體？而必欲遞降一等，以為只可

屬之靜，而不可謂之至靜也乎。因物之過乎前而知之覺之者，只謂之靜，

而謂之非至靜，且況可以之比一陽已動之復卦乎？42 

 

田愚恪守著朱子在中和新說後，對於心體在已發、未發狀態的界定。朱子以為心

在未發之時，由於其以認知的作用攝具著形上之理——性，故能體現形上寂然不

動的本體，此是就心管攝著性時而言。然而，人世必須應事接物，故此時便會生

發種種的情緒，情是心與外在環境產生互動，所自然產生的氣，其善惡自有賴心

為之主宰，此即所謂的「心統性情」。 

    田愚認為未發之心，即便靜然若寂然之本體，但是並不能因此否認了心的知

覺能力。因此，田愚認為若以坤、復二卦均屬為未發，卻以坤卦為至靜，以復卦

為靜，只因復卦之一陽之動，就認定其已受外在聲色之影響而有所動，而降一等，

則如是之說法並不契合於朱子的思想。因為就朱子的思想而言： 

 

      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 

      處，故謂之有動之理。43 

 

「惺在這裏」是指心在未發之時虛靈不昧，亦為能知能覺的狀態。故復卦之一陽

初動，既已動，則不再屬於靜。因吾人之心體，既已接物而有思、有感，則亦不

復於思慮未萌之未發之際。應物而情發，若其心能察照，則亦可契理合節，故已

發之時亦能體現至善之道。故田愚嘗道： 

 

      吾人論性理，要將聖賢言語，就自己身心，從容翫索，密切體究，以驗其 

      契合與不契合。然後又必見於所存所發之地，乃為實學爾。44 

 

所存所發之地，即為形上之理。由是以觀，在未發之時亦毋須再強有靜與至靜之

別。田愚藉由坤、復二卦，靜與至靜、已發與未發之辨，以釐定朱子思想中已發、

未發的思想內涵，且於文末以「纔靜過時已是動，一陽生處便非陰。中和界至斯

而已，底事丹翁軗淺湥」45此詩作結。未發之時心體至靜，主要是在讓人明白，

                                                      
42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1-752 頁。 
43 詳參﹝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五十七，第 27 頁。 
44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七，第 15 頁。 
45 詳參田愚：《艮齋私稿》，第 7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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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之虛靈不昧。故若復卦般，此心在應事接物之際，若能尚有此本善之端，明

覺而持敬，便能復返於正道。誠如前文所論，田愚以為國家社會之亂，本於學者

「師心自用」，即以性為師，但並不是就此反對心的功能，他嘗道： 

 

      理是心之理，非心即是理，故晦翁言：「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 

      之，止此是，是理。而審與擇與行是心。」46 

 

田愚強調性心本末體用，是為了立其大本，藉由強調性的超越性來說明，心之發

用應以性為本。他以為學者應「學性以成其德」，即指人應過學習形上至善之理，

使其心與理契合，而此即若朱子所謂「明善而復其初」47的思想。因此，田愚通

過對於坤、復二卦已發、未發之辨，實欲肯定人之心體，無論在已發、未發處，

均有其能復於善之知能，呈顯心通過工夫以成德，成為實踐朱子思想的形上學。 

 

五、結語 

 

  田愚在理氣二分的架構下，以理、氣、心、性闡明《易》學的相關論題，

並由此說明其對於本體、宇宙、心性、工夫等面向的思考。因此，田愚在體察

國家之失、社會之亂後，論述其思想時，一再強調應明辨理、氣間二者的意義

與定位，以及「何者屬理？何者屬氣？」的重要性，他深切感受到若未明根據

性與超越性之理，則學者從學將面臨師心自用之失，國家社會也將失卻客觀性

的準則而失序。 

    在理氣二分的架構下，田愚以為太極、理是萬化的存在，均有其形上之理

為依據，元亨利貞即是造化生發萬物過程中所依憑之理，具體呈顯於現象界，

則為春夏秋冬四時之變化，萬物依陰陽二氣於各時節消長的情況，而各得其

所。另一方面肯定氣之運行流轉，體現道體之德，二者不離不雜，而理、氣之

間實則有主、有從，有尊、有卑，學者從學當以尊者為師。 

    田愚在「《易》心道性」中，辨明《易》為現象界氣化流行者、變化者，以

寂然不動之道為其依據。人心語默動靜，變化不測，故屬於《易》；性為心之

原，性渾然至善，尊於心，故心當以性為其師法的對象，此即其所謂「性師心

弟」之論。 

    在坤、復二卦之辨中，田愚認為坤至復，所呈顯的是造化靜極復動，循環

                                                      
46 詳參田愚：《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九，第 75 頁。 
47 以上有關田愚「學性以成其德」與朱子「明善而復其初」的相關論述，詳參黃俊傑：〈朝鮮

儒者詮釋《論語》「學而時習之」章的思想基礎〉，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

(一)——教育與政治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第 124-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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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已之理，此則與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之動靜不同。且他以為復卦之一陽始

動，既為動之端，則當屬已發。在已發、未發之論中，田愚清楚闡明了朱子在

「中和」新說中，將已發、未發均歸於屬於心，且不應在未發處強分靜與至

靜。田愚通過二卦之辨析，肯定人之心體，無論在已發、未發處，均有能復善

的能力。人心通過其知覺的能力，綰攝性理，則學者出處進退，均合理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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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庵宋時烈及其《易》學思想析論 

 

賴貴三 

 

提要 

 

 宋時烈（自英甫，號尤庵，1607-1689），韓國朝鮮王朝（1392-1897）中後

期鴻儒重臣、黨首大師與性理學思想名家，朝鮮儒士敬稱「宋子」、「宋夫子」。

宋時烈及其弟子所共同創立的「華陽書院」，更是當時最大書院之一，對於朝鮮

儒學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力。宋時烈於二十七歲時，赴生員試，以《周易‧繫辭傳》

「一陰一陽之謂道」詮論，受到太學士崔鳴吉（字子謙，號遲川，1586-1647）

賞識，極稱「洞論太極陰陽之辨，天地造化之源」。本文以宋時烈生平事略年表

考述與《易》學思想析論為主，首節「前言」略述宋時烈「直」的哲學思想與其

時代背景；次節知人論世，考述梳理「尤庵宋時烈事略年表」，彰明其學術淵源

與著作歷程；第三節則以其《易說》為主要核心，輔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等

相關詮論，分別就「《易》變易也」與「理通氣局」二面向切入，探討其《易》

學所蘊涵的文化內涵，以期能開顯尤庵宋時烈《易》學思想的潛德幽光。 

 

關鍵詞：宋時烈，《宋子大全》，《易說》，直，《易》變易也，理通氣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電子郵箱：t21027@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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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時烈（自英甫，號尤庵，1607-1689），忠清道沃川郡恩津（今大田廣域市

儒城區）人。韓國朝鮮王朝（1392-1897）中後期鴻儒重臣、黨首大師與性理學

思想名家，朝鮮儒士敬稱「宋子」、「宋夫子」，是朝鮮儒學家中唯一被尊稱「子」

者，從祀文廟，贈諡號為「文正」。（以下皆以「尤庵」敬稱之）尤庵及其弟子所

共同創立的「華陽書院」，更是當時最大書院之一，而朝鮮書院祠中，奉享尤庵

者共有三十六所，可略窺其影響力與重要性。1  

 朝鮮王朝明宗（李峘，1534-1567，在位：1545-1567）、宣祖（李昖，1552-1608，

在位：1567-1608）之世，儒學鼎盛，朱子（名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1200）

性理學大熾，其中以「二李」——李滉（字景浩，號退溪，1501-1570）與李珥

（字叔獻，號栗谷，1536-1584）最為傑出。2自此以下，朝鮮儒學發展不出二家

「理氣」之說。尤庵師承金長生（字希元，號沙溪，1548-1631），可算是李珥栗

谷之再傳弟子。前人研究多以「直」作為貫穿尤庵思想的關鍵處，3並以為其「正

直哲學」扎根自栗谷，並上承朱子的道學精神與孔子（名丘，字仲尼，

551-479B.C.E.）的仁學思想，宋氏嘗云： 

 

      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孔孟以來相傳，惟 

      是一「直」字。而朱子臨終，所以告門人者，亦不外此矣。4 

 

天地以何「生萬物」？聖人以何「所以應萬事」？孔孟以何「相傳」？朱子臨終

以何「告門人」？尤庵以為皆為一「直」字，此義理主要源自二處：其一，《周

易‧坤‧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傳〉曰：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5 

                                                      
1 據蔡茂松統計，韓國書院祠共有二百七十四所，其中祀孔子者為六所、祀朱子者為二十二所、

祀趙光祖者十七所，李滉二十七所、李珥二十一所，而以祀尤庵宋時烈者數量最多，高達三十六

所，可見其重要性。詳參蔡茂松：〈韓國李朝的教育〉，《成大歷史學報》（第 1 期，1974 年 7 月），

頁 175。 
2 詳參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86 年），頁 143。 
3 關於尤庵宋時烈「直」的哲學闡述，可參閱：（1）李甦平：《韓國儒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頁 424-446。（2）﹝韓﹞尹絲淳等著，龔榮仙譯：《韓國哲學史（中）》（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280-294。 
4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附錄》（卷二），〈年譜〉，收錄於《韓國文集叢刊》（서울

市：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0 年），頁 a_115_203a。見於韓國古典総合 DB 網站：

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 
5 詳參﹝魏﹞王弼、﹝晉﹞韓康伯，﹝南宋﹞朱熹著：《周易二種——周易王韓注、周易本義》

（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10-13。 

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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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孟子‧公孫丑上》篇：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6 

 

尤庵秉承《周易‧坤六二‧文言傳》「敬以直內」與《孟子‧公孫丑上》篇「以

直養氣」之說，故曰： 

 

      天尊地卑，陰降陽升，亦無非理之所直也。直之道，顧不大歟？然而，學 

      者之所從者，必以其近而至要者，生蓋亦以「敬以直內」、「以直養氣」者 

      為先哉。7 

 

因此，可約略看出尤庵以「敬以直內」、「以直養氣」作為「直」的第一層次，以

之為學習者所切近且至要的涵養；然而，觀尤庵「浩然章質疑」之說，則可發現

其解釋「直」思想的內化歷程，其言曰： 

 

      此「直」字即上文曾子「自反而縮」之意，此蓋養氣之根本也。不可以此 

      「縮」字作「浩然」看也，方其縮時，此心無所愧怍，故不懼千萬人。至 

      於以此而養成浩然，則塞乎天地，不但不懼千萬人而已也。8 

 

孟子（名軻，字子輿，372-289B.C.E.）引述曾子（名參，字子輿，505-432B.C.E.）

轉述孔子的說法，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9若合於義理，心無所

愧怍，則雖千軍萬馬，亦不足以為懼，此「直」存於心中之故，因而光明正大，

毫無畏懼。尤庵繼而言之： 

 

      以直養者，以道養之之謂也。夫氣，始從道義，而生而養之；既成，則此 

      氣還以扶助道義，正如草木始生於根，而及其枝葉暢茂，則其津液反流於 

      其根，而其根亦以深長。10 

                                                      
6 詳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 12 月 10 版），《孟子注疏》卷

三上，頁 54-55。 
7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民族文化推進會主編：《宋子大全‧雜著》共八冊，第八冊，收錄於

《古典國譯叢書》（서울시：민족문화추진회，1980-1995 年），頁 326。 
8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民族文化推進會主編：《宋子大全‧雜著》，卷之一百三十，頁 622。 
9 詳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孟子注疏》卷三上，第二章，頁 54：「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 
10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民族文化推進會主編：《宋子大全‧雜著》，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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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庵進一步將「直」提升至「道」的層次，然此處所謂「道」，實指「載道之氣」。

氣自道義而生，而反扶助道義之成，如草木枝葉一般。故尤庵曰：「先生（朱熹）

嘗以為養氣之藥頭，只在於以直養及集義上。」11，繼而復曰：「義亦是直義。」
12可知，尤庵以為朱子所謂「集義」之說，其實即為「直」；其所謂「直」，除正

大光明、無有畏懼外，實則以「道義」為其內涵。13 

綜上所述，「直」的義理思想，實為貫穿尤庵「正直」哲學的一大要點，而

「正直」學說也展現在尤庵《易》學思想之中。此外，關於理、氣的論述，同時

也成為尤庵《易說》的重要論點，因此下文首先針對尤庵學術淵源與著作歷程，

加以考述梳理；繼而，以其《易說》為析論核心，探討尤庵「正直」哲學與其對

於理、氣論述的性理脈絡背景，期能開張其《易》學思想的潛德幽光。 

 

二、尤庵生平事略年表考述 

 

 本節主要以尤庵論著中，相關其生平者，加以整理歸納而成。14尤庵為朝鮮

王朝中後期非常重要的性理思想家與政治人物，此與其生平事略有著密切的關

係，尤庵於學術方面，自幼便天資過人，三歲即能識字，且受到家學薰陶，八歲

時，與親族宋浚吉（字明甫，號同春、同春堂，諡文正，1606-1672）同業，此

後二人思想多有契合，始因於此。十二歲時，其父睡翁公以栗谷李珥《擊蒙要訣》

教授之，嘗責勉之曰：「學朱子，當自栗谷始。」15自此尤庵即以栗谷作為學術

思想的圭臬。青年時期，尤庵從學於栗谷高徒沙溪金長生，而沙溪逝世後，續受

業於其子金集（字士剛，號慎獨、愼獨齋，諡文敬，1574-1656）門下，完成學

問德業深厚的基礎與篤實的能力。16 

    政治方面，尤庵歷仕仁祖（李倧，字和伯，號松窗，1595-1649，在位：

1623-1649）、孝宗（李淏，字靜淵，號竹梧，1619-1659，在位：1649-1659）、

顯宗（李棩，字景直，1641-1674，在位：1659-1674）、肅宗（李焞，字明普，

                                                      
11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民族文化推進會主編：《宋子大全‧雜著》，頁 625。 
12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民族文化推進會主編：《宋子大全‧雜著》，頁 625。 
13 案：尹絲淳於《韓國哲學史》中，提及此說：「宋時烈的直哲學從根本上來說，是洞然通達為

私欲淨盡的、真實無妄的、生的純粹性和原始性，並且包括了光明正大的生之正大性。」詳參﹝韓﹞

尹絲淳等著，龔榮仙譯：《韓國哲學史》，頁 282。 
14 主要參考文獻有二：（1）《宋子年譜》，收錄於﹝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附錄》卷二至

卷十二。（2）﹝朝鮮﹞金平默：《重庵先生文集‧尤庵宋先生事實記》，收錄於《韓國歷代文集叢

書》（서울市：景仁文化社，1999 年）。 
15 詳參﹝朝鮮﹞金平默：《重庵先生文集‧尤庵宋先生事實記》，以及權尚夏〈墓表〉：「睡翁公

（尤庵父）……嘗責勉曰：『朱子，後孔子也；栗谷，後朱子也。學朱子者，當自栗谷始。』先

生（尤庵）自兒時已受此教，遂自任以聖賢之學及師沙溪先生，盡得其所傳之學於栗谷者。」 
16 詳參蔡茂松：〈韓國李朝的教育〉，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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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1720，在位：1674-1720）等四朝。於明崇禎六年癸酉（1633），參加生員

試，以「洞論太極陰陽之辨」而入仕，並成為鳳林大君（李淏，朝鮮孝宗）之師，

此一經歷奠定尤庵日後於政壇上顯要的地位。以下歸納梳理尤庵生平事略，以窺

知尤庵學思歷程與其政治哲學。 

 

西元 明朝、朝鮮紀年17 年齡 生平事略 

1607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宣祖四十年 
1 

生於忠清道沃川郡（今「大田廣域

市」）九龍村。 

母郭夫人夢吞明月珠而有身，至是父

睡翁先生（景獻公，尤庵父），適以

宗家祀事，在青山衙舍，夢孔子率諸

子至家。俄而，解㝃之報至，故小字

「聖賚」。 

1610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光海三年 
3 已能識字，父母所不欲，不敢復為。 

1612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光海四年 
4 

行商過門而遺其貨，亟追而予之，人

皆奇之。 

1613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光海五年 
7 始就學。 

1614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光海六年 
8 

於宋爾昌宅與其胤子（宋浚吉，同春

先生）同業。 

兩先生道義之契，實本於此。 

1618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光海十年 
12 

父景獻公乃授栗谷李先生《擊蒙要

訣》，而告之曰：「朱子，後孔子也；

栗谷，後朱子也。學朱子，當自栗谷

始。」既受此敎，便以聖賢德業自勵。 

1625 
天啓五年乙丑 

仁祖三年 
19 

讀書於金泉寺。 

自少時，為讀書多在山房，攻苦食

淡，或連夜不寐，或連日不食，而亦

不少懈。李忠肅公尙吉18嘗語人曰：

「吾見宋君，非溪則谷也，蓋擬牛（牛

溪）19、栗（栗谷）兩先生也。」 

1630 
崇禎三年庚午 

仁祖八年 
24 

就學於文元公沙溪金先生。20 

文元公受學於栗谷李文成公，為東方

                                                      
17 案：朝鮮王朝無自訂年號，以宗主國明代年號紀年。 
18 案：李尚吉（字士祐，號東川，諡忠肅，1556-1637），其生平事略功績，詳參宋時烈撰、宋浚

吉書、金壽恆篆：〈忠臣贈議政府左議政諡忠肅李公神道碑銘〉。 
19 案：成渾（字浩原，號牛溪、默庵，諡文簡，1535-1598）。 
20 案：金長生學於栗谷，為世儒宗。宋時烈自幼即已出入金氏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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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之世適。先生自幼已出入其門

下，文元公甚奬與之。及是，睡翁公

喪制旣畢，專意致事。……先受《近

思錄》、《心經》、《家禮》等書，

文元公期許益重。每同其寢食，夜

間，數字呼，而問其寢否？詢扣格

致、心性、情意等說，為之諄諄論說。

先生益自奮發，自任以聖賢之學焉。 

1631 
崇禎四年辛未 

仁祖九年 
25 

金長生逝世，先生在其子金集門下完

成學業。 

1633 
崇禎六年癸酉 

仁祖十一年 
27 

赴生員試，中生員試第一。時崔相鳴

吉為太學士，以《易》義「一陰一陽

之謂道」試諸生，先生因洞論太極陰

陽之辨，天地造化之源，諸考官謂非

程式欲去之，崔相擢置上第，曰：「為

此文者，其作名世大儒乎。」是歲，

拜敬陵參奉，就職；旬望，以遠離老

母，謝歸。 

1635 
崇禎八年乙亥 

仁祖十三年 
29 

除大君（鳳林大君）師傅，乃孝廟初

潛也。……自是大君所得於先生者，

日以深遠，其大要曰：「學以明其心，

行以踐其實也。」 

1636 
崇禎九年丙子 

仁祖十四年 
30 

大君請講《易》數及《書》朞三百、

璣衡、律呂之法，先生反覆開陳，大

君無不言下領解。時有人訟其田入宮

莊，先生曰：「以大君與小民爭田，

可乎？」大君遂即棄無辨。先生際遇

之隆，實始此云。 

丙子胡亂後，鳳林大君迫為人質。 

1638 
崇禎十一年戊寅 

仁祖十六年 
32 

先生才經大亂，痛念國家羞辱，有謝

世長往之意。愛黃澗冷泉里山高水

深，遂寓居焉。環堵蕭然，蔬糲屢空，

而處之晏如，絕口不談時事，日與四

方學者講學。有時終日瞑目，對案危

坐，蓋驗未發時氣象也。時同春（宋

浚吉）亦家居講道，有請學者，輒辭

之曰：「黃溪有大師，君輩之從我游，

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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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崇禎十五年壬午 

仁祖二十年 
36 

辨尹鑴21理氣說。尹鑴者，先生始甚

親愛，以為英材。至是，鑴忽著說論

理氣，斥退溪、栗谷諸先生之說，而

牛溪先生則尤不數焉。先生大加驚

愕，責之以為程子不云乎——「不敢

信己，而信其師」。後生末學，但當

虛心遜志，以求通夫先正之說，何敢

自主己見，遽生慢侮之心乎？此背眞

而售偽，毀冠而裂冕，不可與共學者

也。又自著說痛辨，鑴聽之邈然，益

肆其誣悖，而終又攻斥朱子經書集

註，皆以己意去取。至於《中庸》則

掃去章句，全以其意易之。先生乃以

為朱子，孔子後一人也。堯舜、禹湯、

文武、孔孟之道，至朱子大明於天下

後世，而鑴敢肆其訾侮，以立其說，

則此乃詖淫邪遁，夷狄禽獸，為斯文

世道之亂臣賊子，遂嚴辭以斥之。尹

宣舉22每攘臂助鑴，以先生為已甚。

先生又以為《春秋》之法，治亂賊先

治其黨與，並與宣舉而攻之。 

1644 

崇禎十七年甲申 

仁祖二十二年 

（清世祖順治元年） 

38 崇禎皇帝殉社稷。 

1645 

崇禎十八年乙酉23 

仁祖二十三年 

（清世祖順治二年） 

39 鳳林大君回朝鮮。 

1647 
崇禎二十年丁亥 

仁祖二十五年 
41 

入飛來庵，與諸生講學。 

先生最好朱子書，敎授後學，亦以是

                                                      
21 案：尹鑴（字斗魁、希仲，號白湖、夏軒，1617-1680），奸臣孝全子也，戾氣所鍾，應時而生。

聰敏巧黠，文詞絶人。始瞞一世，自以為知道。當時名公，皆期與以大儒，而於先生戚屬不遠。

尤庵於孝宗九年（1658）舉薦尹鑴入朝為吏，然己亥（1659）禮訟時，尹鑴則以「卑主二宗」、「壽

嫡奪宗」、「貶降君主」等批評尤庵。 
22 案：尹宣舉（字吉甫，號薑村、魯西、山泉齋），坡平人，朝鮮王朝中期的學者。丙子胡亂時，

家屬遭殃，隱居錦山，致力於性理學研究而成名。後同尤庵不和，引起老少分裂。他同兵曹參知

俞棨合編的《家禮源流》，成為他死後老少黨爭的火種，著作有《魯西遺稿》、《癸甲錄》等。詳

參崔成德主編：《朝鮮文學藝術大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797。 
23 案：朝鮮於明朝滅亡後，仍然使用崇禎年號，稱之「崇禎紀年」。有謂以鳳林大君（孝宗李淏，

1619-1659，在位：1649-1659）堅信古訓曰：「胡人無百年之運。」依然尊崇明朝。他為了揮兵

北伐清朝，而起用西人黨的尤庵。在非外交場合中，清朝的年號被棄而不用，而使用崇禎的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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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順治四年） 書為先，曰：「讀書，當以栗谷先生

所定次第為主。而後學得力處，無如

朱書。」又授以《書經》朞三百、璣

衡之制，及《皇極經世書》、《易學

啓蒙》、《律呂新書》、《洪範》、

《皇極內篇》等書，曰：「此雖非後

學急務，而看得此文字，識得此義

理，則胸中開豁，為學自有進步處

云。」 

1649 

崇禎二十二年己丑 

仁祖二十七年 

（清世祖順治六年） 

43 鳳林大君登基，是為孝宗。 

1650 

崇禎二十三年庚寅 

孝宗元年 

（清世祖順治七年） 

44 
撰〈沙溪先生行狀〉。 

作〈同春校栗谷先生年譜〉。 

1658 

崇禎三十一年戊戌 

孝宗九年 

（清世祖順治十五年） 

52 
出任贊善，後升任吏曹判書。 

特命褒贈睡翁公。 

1659 

崇禎三十二年己亥 

孝宗十年 

（清世祖順治十六年） 

53 

多次入侍晝講、召對，內容以《心經》

為主。 

己亥服制問題（己亥禮訟）。24 

1662 

崇禎三十五年壬寅 

顯宗三年 

（清聖祖康熙元年） 

56 

時遠近學者頗來會，先生每以朔望詣

書院焚香，與諸生行相揖禮，仍與講

學。 

校勘《栗谷先生年譜》。愼齋先生以

《栗谷先生年譜》託先生，先生極意

編摩。尹宣舉亦數來同其校勘，先生

每病宣舉不明於陰陽之辨，至是又責

之，以為鑴既以排斥朱子，為斯文之

亂賊。而今又假託禮論，謀害士流。

雖聖明在上，奸計未售，而此如射人

偶未中者，將必禍國凶家，無所不

至。而公乃周旋其間，左右扶護，亦

與鑴無殊科。宣舉以為此乃希仲輕脫

之過，不可疑之太深、斥之太甚，反

以規先生。先生以為此正中鑴毒而不

                                                      
24 案：己亥禮訟是發生在朝鮮王朝孝宗十年（1659）五月，因為孝宗過世，孝宗繼母莊烈王后

該如何服喪一事所引發的爭論。尤庵與尹鑴因此禮訟，反覆辯論，因而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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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將為斯文世道無窮之禍，極以

為憂。其所以開諭斥責者，或傷太

迫，而不之恤焉。 

1663 

崇禎三十六年癸卯 

顯宗四年 

（清聖祖康熙二年） 

57 

行大享于竹林書院。院在兩湖之交，

始享栗谷、牛溪、沙溪三先生。至是

先生又奉靜菴、退溪二先生，蓋倣石

潭舊規，而亦遵朱夫子滄洲祠遺意

也。祀罷，先生升講席講《玉山講

義》，諸生環聽者，殆千餘人。 

此院至肅宗乙亥，亦享先生。 

1674 

崇禎四十八年乙卯 

肅宗元年 

（清聖祖康熙十三年） 

69 

先生被奪官職，流放京外，遠竄德源

府，後移慶尚道長鬐。始作《朱子大

全劄疑》。 

1678 

崇禎五十一年戊午 

肅宗四年 

（清聖祖康熙十七年） 

72 

《朱子大全劄疑》草稿完成。 

先生嘗曰：「退溪《節要記疑》，頗

有未甚安者，故不免因其所疑，作為

問目，質之知舊，而如此處頗多，心

甚不安。然苟其所疑不妄，而諸友商

證，終得其是，則亦退溪先生之所願

聞也。」又曰：「吾之為此，抑又有

一事。賊鑴既攻斥朱子不遺餘力，而

宣舉父子終始黨助，以厄斯文。鑴於

甲寅25秋，到金監司澄家，大斥朱子

而終之曰：「吾功不在禹下。」金監

司族姪榦、栽兄弟，親聞而言於我，

此其禍甚於洪水猛獸矣！若使人人

知讀朱子書，則邪說自無所售。倘蒙

諸賢不憚用力，終見究竟，則庶可為

明聖學、扶世敎之一助。遂自乙卯以

後，專心《大全》，隨手箚錄，晨夕

孜孜，未嘗少輟。孫疇錫實執筆硯之

役，悶先生疲精苦心，時請少休，則

輒引朱子所謂「你懶惰，教我懶惰」

以責之。間與文谷金公，往復訂正，

至是始克成編。又以《二程全書》編

次錯亂，各以類分，而名之以《程書

                                                      
25 案：甲寅為萬曆四十二年、光海六年（1614），尤庵時年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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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以便考閱。又證訂退溪《經

書質疑》及《記善錄》等書，未嘗一

日暇逸，常有惟日不足之意云。 

1679 

崇禎五十二年己未 

肅宗五年 

（清聖祖康熙十八年） 

73 

流放至巨濟島。 

《朱子語類小分》成。 

先生每嫌《語類》記事錯雜，且多煩

複。自入島中，與孫疇錫，日夕對勘，

整其錯雜，删其煩複，隨類移分，雖

危禍迫頭，而亦不以為意。惟專心用

工於此事也。 

以《朱子年譜實紀》互有煩複，故合

為一冊，名之以《文公先生紀譜通

編》，又錄其所疑於行外。 

1681 

崇禎五十四年辛酉 

肅宗七年 

（清聖祖康熙二十年） 

75 
流放結束。 

校正《心經釋義》。 

1683 

崇禎五十六年癸亥 

肅宗九年 

（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 

77 

作《節酌通編》。 

先生摘選退溪《朱子學節要》與鄭經

世《朱文酌海》裡遺漏《朱子大全》

的重要句子，作《節酌通編補遺》。 

1685 

崇禎五十八年乙丑 

肅宗十一年 

（清聖祖康熙二十四年） 

79 

入華陽。 

獻〈經筵講書次第議〉。 

以朱子所定次第觀之，則《書經》之

後，繼以《周易》者，不啻分明，後

學似不敢有異議也。《春秋》雖是聖

人所作，然傳者多失聖人本旨，其中

胡傳最為稱善，然朱子猶病其穿鑿，

又以為不曉事情。而終乃舉郢書燕

說、范明友冢中奴事，以譏傳者之妄

說，恐不可遽以是進講也。《大學衍

義》，蓋是史學，此則或恐以為暇日

兼講之書無妨矣。上遂從先生議，進

講《周易。》 

1689 

崇禎六十二年己巳 

肅宗十五年 

（清聖祖康熙二十八年） 

83 

己巳換局。 

遭肅宗賜死。臨終前曰：「朱子學問，

致知、存養、實踐、擴充，而敬則通

貫始終，此於勉齋所撰行狀，詳之

矣。」又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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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孔孟以

來相傳，惟是一直字。而朱子臨終，

所以告門人者，亦不外此矣。」 

  

李丙燾於《韓國儒學史略》中認為尤庵： 

 

  天資嚴毅剛大，有英雄豪傑之姿，長於辯論，志介如時，主義主張，少不 

  屈於人，時或過高。由是，往往被時所激，而實為屈指的學者政治家也。 

  26 

 

既是學者亦是政治家，自小尤庵便天資過人，十分聰慧，其任鳳林大君之師時，

即開啟了仕途之路；然一生幾起幾落，在晚年甚至遭流放，並遭肅宗賜死，結束

其政治家的一生。 

 學者方面，八歲時與宋浚吉同業，二者同宗同門，又同在金長生門下，可稱

之為「溪門雙傑」，道學並稱於世。27十二歲，景獻公（尤庵父）乃授栗谷李先

生《擊蒙要訣》而告之曰：「朱子，後孔子也；栗谷，後朱子也。學朱子，當自

栗谷始。」28尤庵既受此敎之後，便以聖賢德業自勵，並自栗谷以溯朱子之學。

故當時李尙吉嘗曰：「吾見宋君。非溪則谷也。蓋擬牛，栗兩先生也。」29二十

七歲時，以生員試作「一陰一陽之謂道」文，而獲當時崔相之賞識，讚其為名世

大儒。由此試文，亦可看出當時尤庵對於《易》學的造詣頗高。 

 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者，則是關於宋時烈對於朱子書的整理過程，姜文植〈宋

時烈朱子書研究與編纂：以《朱子大全劄疑》、《節酌通編》為中心〉中，認為

綜觀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朝鮮學者對於朱子性理學的研究有一特點，即是整理與

註釋朱熹著述的重要內容的著作，尤庵也不例外。然觀上表所述，可知尤庵於晚

年流放時，才著手進行，主要是因為當時以尹鑴（字斗魁、希仲，號白湖、夏軒，

1617-1680）為中心，批判朱子的風氣正盛，故尤庵將整理朱熹著述，視為其晚

年的使命，主要是希望透過真正了解研究朱子學，以恢復朱子學的重要性。30 

 尤庵門人權尚夏有言：「朱子之道，至栗谷而復明；栗谷之業，至先生（尤

庵）而益廣。」以此，學者李丙燾亦曰：「朱子之學，至栗谷而發展之以論理，

                                                      
26 詳參﹝韓﹞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頁 181。 
27 詳參﹝韓﹞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頁 179：「尤庵字英甫，同春字明甫，兩宋以同宗同門，

道學並稱於世，屢被召徵，官至宰相，具從祀文廟。又二人俱為溪門之傑，而同春天資溫粹，不

露圭角，且問學於妻父鄭愚伏，多被退溪學風之影響，故常折衷於退溪。尤庵則承溪門之傳缽，

紹述師說，每於退溪、愚伏說深甚攻之。」 
28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附錄》，〈年譜〉，卷二。 
29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附錄》，〈年譜〉，卷三。 
30 詳參姜文植：〈宋時烈朱子書研究與編纂——以《朱子大全劄疑》、《節酌通編》為中心〉，

黃俊傑編：《朝鮮儒者對儒家傳統的解釋》，收錄於《東亞儒學研究叢書（15）》（臺北：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頁 1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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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之論理，至尤菴而益徹底矣。」31作為一重要的學者政治家，尤庵對於當時

以及後世儒學的發展，可謂十分具有影響力。 

 

三、尤庵《易》學思想析論 

 

 關於尤庵的《易》學相關論述，主要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易說》，是尤庵

對於《周易》的說解，是書大抵與朱熹《周易本義》的結構基本相同，序文後有

《易》圖，為「先天變後天圖」、「先天配河圖」、「後天配洛書」、「河圖」、

「洛書」等，並於「後天配洛書」圖下云：「此下又有先天配洛書、後天配河圖

之圖，而按此可推，故不復畫耳。」32於經註正文前，錄有「河洛說」、「九六

說」、「卦畫說」、「說卦取象」等，為尤庵簡述其於《周易》相關基本論點。

進而不錄原文，逐條說解各卦各爻，與〈繫辭〉、〈說卦〉、〈序卦〉、〈雜卦〉

等，卷末則附有「十翼辨」。 

然細觀《易說》內容，可知尤庵實非如中國傳統註經模式，錄原文後加以註

釋詮解，而是將〈說卦〉分為兩部分探討，一為正文前「說卦取象」，是將原〈說

卦〉第八章，後移至正文前加以討論，並引歷來學者，如孔穎達（字沖遠、仲達，

574-648）、邵雍（字堯夫，號安樂先生、百源先生，諡康節，1011-1077）、項

安世（字平甫，號平庵，1129-1208）等人說法，梳理〈說卦〉取象之理。正文

後所述〈說卦〉則為前七章之內容，此可謂《易說》特色之處。 

然而，欲探討尤庵《易》學思想，除了上述《易說》以外，其於生員試中所

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文章，其中所蘊涵的內容也可作為了解其《易》學思想

的重要內容。故就上述二種資料，初步探討尤庵《易》學思想要點。 

 

（一）《易》象與人道相符 

 

 尤庵在解釋〈繫辭上傳〉第一章時有言：「乾坤生六子而成德業；賢人體乾

坤而成人道。成位其中者，參三才之位也。」33而此處朱熹則解為：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是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可以與天地參矣。34 

                                                      
31 ﹝韓﹞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頁 181。 
32 ﹝朝鮮﹞宋時烈：《易說》，收錄於《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篇上）》（서올特別市：成均館

大學校出版部，1996 年），23 冊，頁 5。 
33 ﹝朝鮮﹞宋時烈：《易說》，頁 152。 
34 ﹝南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235。 



 13 

 

是故，朱子以聖人成位於天地之中，而能與天地參；相較朱子之說，尤庵則將此

分為二個層次詮解：第一層是以為人道是賢人體乾坤而得，其人道與乾坤的關係

更為密切。故尤庵亦曰： 

 

      《易》之象，象中有箇道，蓋《易》象與人道相符也，爻之動及三才之道 

      也。35 

 

明言《易》象與人道相符，人道既是賢人體乾坤而得，自然能相為契合。第二層

更進一步提出所謂： 

 

      至德者，聖之事。蓋言天地日月，亦皆為配聖人而設象也。36 

      聖人極策蓍之數之變化之道。37 

 

天地日月是為配聖人而設象，天為乾、地為坤，天地所設之象即為乾坤。乾坤是

為天地為聖人設象，而聖人又能極策蓍之數之天地變化之道。 

綜上所述，天地日月配聖人而設象乾坤，聖人又能極策蓍之數以論變化之

道，賢人則體乾坤而能設人道。尤庵層層推衍，使《易》象與人道相符之說具有

其必然性。 

 

（二）論「一陰一陽之謂道」 

 

    尤庵在解釋「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何也？」這個問題時，首先提出「理氣

之說」38，可知理、氣問題是理解尤庵思想的重要關鍵，以下就其對於「《易》

變易也」之詮解與其「理通氣局」切入，探討尤庵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思想

內蘊。 

 

    1.《易》變易也 

 

    尤庵解釋「變易」，簡而略之是為「變化」之論，其曰： 

 

      《易》變易也。乾坤兩卦是純陽純陰之卦，逐爻不得不變易，變易然後變 

      化生矣，不然只是純陽純陰而已，況為諸卦之父母，此天地變化萬物始生 

                                                      
35 ﹝朝鮮﹞宋時烈：《易說》，頁 152。 
36 ﹝朝鮮﹞宋時烈：《易說》，頁 153。 
37 ﹝朝鮮﹞宋時烈：《易說》，頁 153。 
38 尤庵有言：「或問於余曰：『陰陽，氣也，道，理也，而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何也？』

余應之曰：『善乎子之問也，子知理氣之說乎？』」詳見《宋子大全‧雜著》，頁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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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意。39 

 

尤庵以為乾坤為純陽純陰之卦，若不變則只是純陰純揚，而不可能有乾坤生六子

之說，故「變易」實則是為天地變化、萬物始生的動力，此動力可謂為理，而天

地變化之理即為「易」也。此則與伊川《易程傳》中所言：「《易》，變易也，

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強調「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說，可謂大相逕庭。 

自純陽純陰逐爻變易，然後天地變化自此而始。尤庵又曰：「每爻皆變易，

變易生變化，變化配四時，四時之道元亨利貞也。」40可知，不論春夏秋冬亦或

元亨利貞，天道運行或人倫變化皆以乾坤為源，以「變易」為動力而成。 

 

    2.理通氣局 

 

    「理通氣局」四字，是為栗谷之創見，41尤庵承之而謂： 

 

      所謂「氣局」者，何也？陽之體非陰之體，陰之體非陽之體，則所謂局也。 

      所謂「理通」者，何也？陽之理即陰之理，陰之理即陽之理，則所謂通也。 

      局故兩立，通故兩在，非局則通無所發見，非通則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 

      陰一陽之謂道，然後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蘊，活潑潑矣！然則，夫 

      子所言之意，又何疑乎？42 

 

因為陰陽為氣、道為理，然二者實為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故氣局則兩立，陰

陽二體分立而成。理通則兩在，陰陽二氣中所蘊涵之理實為一也。尤庵極為強調

理、氣二者「既非二物又非一物」的觀點，又曰：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者，理也；機者，氣也。 

      非氣，則理無所依著；而非理，則氣無所根柢。故一動一靜者，氣也；而 

      動之靜之者，理也。一陰一陽者，氣也；而使陰使陽者，理也。今以陰陽 

      與道，為判然二物，則固陷於二歧之惑，而直以陰陽為道，則又昧於道器 

      之分矣。43 

 

太極為理、動靜為氣，若判然二物則有二歧之惑，若以陰陽即道又有道氣之分。

一陰一陽實貫陰陽而言也；若此，有言聖人單謂「一陰一陽」，而不曰「之謂道」，

                                                      
39 ﹝朝鮮﹞宋時烈：《易說‧乾》，頁 21。 
40 ﹝朝鮮﹞宋時烈：《易說‧序》，頁 4。 
41 關於栗谷李珥「理通氣局」之說，可參見張敏：〈李栗谷理通氣局說辨析〉，《韓國學論文集》

（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十輯，頁 70-89。 
42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雜著》，頁 727。 
43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雜著》，頁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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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似無不妥。然則，尤庵反對此說，認為聖人既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實有

其意義所在，故曰： 

 

      自陰陽而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其道而言之，則曰「沖漠無 

      眹」。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體 

      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自微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謂見一陰 

      一陽，而後知有此道也。44 

 

理與氣實則一而二，二而一，既非二物又非一物者也。不論自體而言或自微而言，

二擇一說皆不備。前文有謂尤庵以「直」的哲學貫穿其思想，此亦可由其對於太

極與陰陽的解釋中看出，如其言曰： 

 

      陰陽生乎太極，而及其陰陽既生，則反以運用乎太極，以生萬化，大小雖 

      殊，而其理則一也。45 

 

此自可通栗谷李珥「理通氣局」之論。「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為氣、道為理，

尤庵以理、氣為一而二，二而一之論，並貫穿其「直」的哲學，通過對於栗谷「理

通氣局」的思想，詮釋《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的中心思想。 

 

四、結語 

 

 「直」的哲學為貫穿尤庵思想的核心要點，此可從其《易》學思想檢證觀照。

尤庵所謂「直」，實以「道義」為內涵，故本之《周易‧坤六二‧文言傳》「敬

以直內」、《孟子‧公孫丑上》篇「以直養氣」，要皆不出「道義」之說。 

 尤庵自幼天資不凡，加上家學薰陶，並受業於栗谷高徒金長生門下學習，於

二十七歲參加生員考試，便嶄露頭角。在政治方面，從被任命為鳳林大君的老師，

自此開啟尤庵一生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在學術方面，則承襲栗谷之說，宗朱子

之學，並在晚年為保朱子正統，力抗以尹鑴為首的「南人黨」反朱子勢力，而以

整理朱子書為其文教使命，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性理學者與「西人黨」政治家。 

 尤庵《易》學思想主要呈現在對於「《易》變易也」的詮釋，他認為「乾坤」

是萬物之源，而「變易」是天地化生的動力。此外，承繼栗谷李珥「理通氣局」

的思想，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載理氣之說，實為一而二，二而一的學問。 

                                                      
44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雜著》，頁 727。 
45 詳參﹝朝鮮﹞宋時烈著：《宋子大全‧雜著》，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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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琴飛白雪，高論橫青雲」 

——揚州通儒焦循《論語》「一貫忠恕」之學綜論 

 

賴貴三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提要 

 

    清代乾嘉之際揚州通儒焦循（里堂，1763-1820）其學博通精深，四部群籍

皆有專門論述，著作等身，素為碩學鴻儒所推重。本文辨章考鏡、探賾索隱於

焦循《論語》學，表彰其訓解詮論兼容並蓄的兩大特色：其一，以名物訓詁為

進路的「經典注疏學」；其二，強調發明義理的「經典詮釋學」。焦循於經典注

疏與詮釋，強調由訓詁以明義理，同時重視「因」故的「經典注疏學」與

「創」新的「經典詮釋學」。焦循「因」與「創」兩全的經典注疏與詮釋進路，

不僅兼顧考據及義理兩端，更進而積極面向、關注現實人生，從而建構出「以

禮代理」的文化政治理想。因此，本文試圖開張焦循通釋「一貫忠恕」、「仁」、

「學」、「知」、「權」、「禮」等條目，從事經世實踐的《論語》學旨趣與蘄嚮；

進而體認「禮」不僅能溝通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也是理想與現實、古往今來

融通的最好媒介，更能轉化成為最簡捷可行「修己治人」的聖道與德業。 

 

關鍵詞：焦循，《論語注疏》，《論語通釋》，《論語補疏》，一貫忠 

        恕，以禮代理。 

 

 

 

 

 

 



2 
 

一、前言 

 

    本文標題「雅琴飛白雪，高論橫青雲」，係清儒江聲（艮庭，1721-1799）

書贈「揚州通儒」1焦循（里堂，1763-1820）的小篆對聯，2藉此以寄寓焦循一

生道德學問、文化生命的具體寫照。此外，筆者亦曾仿焦循《雕菰集‧讀書三

十二贊》，作頌表彰其人、其學，原錄於筆者博士學位論文，3復增補如下： 

 

      焦子里堂，其學多方。天算皇皇，經史泱泱。雕菰深藏，洞淵顯揚。 

      三書洋洋，正義湯湯。旁通陰陽，二五位當。失道情僵，後順得常。 

      相錯貞祥，比例斯張。時行柔剛，變動健強。數理無疆，假借是匡。 

      天地惟蒼，性命迺康。其仁昂昂，其志滂滂。潛德幽光，聖道永昌。 

      三才元良，大塊文章。論語輝煌，孟子芬芳。忠恕禮鄉，一貫華邦。 

 

焦循有關《論語》學的論述，最早者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十九歲時，

購於書叟的明崇禎年間毛晉（汲古主人，1599-1659）汲古閣刊本《十三經註疏》，

為其早年研治經學的嚆矢，自此戮力於經學。其手批《論語註疏》為其早年研

治《論語》學的濫觴，歷時數十年，閱讀點批，題識資料非常豐富。4其次，則為

通行常見的《六經補疏‧論語補疏》5與《論語通釋》6二種，以及僅存目於同治

                                                      
1 焦循是乾嘉時期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博通諸學，著述斐然，成就很大。當時的顯宦兼名儒

阮元（芸臺，1764-1849），與焦循關係密切，既是親密學侶也是家族姊夫，他在焦循逝世後，

撰寫了一篇頗為周詳的〈通儒揚州焦君傳〉，以「通儒」稱譽論定。詳參〔清〕阮元：〈通儒揚

州焦君傳〉，附刊於焦循：《雕菰集》，嚴一萍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據〔清〕嘉慶

間，阮元輯刊道光阮亨彙印《文選樓叢書》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冊一，目錄後、卷一

前，第 1-8 頁。案：阮元《揅經室集》，焦循《孟子正義》卷前，均載入，可參見。 
2 高野侯收藏江聲小篆聯，焦循題款，分別收錄於《明清名家楹聯真蹟大觀》（臺北：齊雲出版

社，1976 年 1 月初版）與《金石家珍藏書畫集》（臺北：大通書局，1977 年 10 月初版）。 
3 賴貴三：《焦循雕菰樓易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6 年 6 月；臺北：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 9 月增訂出版）。 
4 焦循手批明崇禎年間汲古閣刊本《十三經註疏》，現典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筆者曾手錄彙編刊行：《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3 月初版）。手批全文，《周易》最為詳盡，《毛詩》豐贍，《左傳》精實，此三經所佔篇幅最

多；其次，《尚書》、《禮記》、《公羊傳》、《孟子》、《爾雅》五經均有可觀之處；《周禮》、《儀

禮》、《論語》三經內容稍簡略，《孝經》僅見手批資料一條，《穀梁傳》則為唯一闕如者。有關

〈焦循手批孝經、論語、孟子鈔讀記〉，詳參《焦里堂手批十三經注疏》第十四章，第 993-

1033 頁。 
5 焦循經學批判繼承，創造發展的基礎奠定於手批《十三經註疏》，其《六經補疏》：《周

易補疏》二卷、《尚書補疏》二卷、《毛詩補疏》五卷、《春秋補疏》五卷、《禮記補疏》

三卷、《論語補疏》三卷，以上六種皆以此為張本而發揚增廣，歷歷可考，斑斑可證。  
6 關於《論語通釋》的版本考訂，首推胡適〈與馬幼漁先生書——焦循的《論語通釋》〉，《胡 

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 年 5 月三版），第三集卷七，第 596-597 頁。其後，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 11 月），第十章，續有考辨。何

澤恆：〈焦循論語學析論〉，亦有進一步考訂，詳參《焦循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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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府志》卷二十二與民國《江都志》的《論語地理釋》（或名《論語地理考》）；

其中，以《論語通釋》最為重要。 

    焦循手批《論語註疏解經》刊刻於明崇禎十年丁丑（1637），內容以文

字衍誤辨正為主，偶見引經、史、子資料為之驗證，而於註、疏文義的當否

精陋，並有吉光片語的揚抑。綜觀《論語註疏》手批資料，大抵為焦循後定

《論語補疏》所本，其繼承衍釋，卓然可鑒。此外，焦循《論語通釋》在此

基礎之上，遂開展其《論語》義理思想的全體大貌，此中繼承、發展的進路，

斑然可考。尤其，焦循嘔心瀝血的《雕菰樓易學三書》與《孟子正義》，均淵源

於此，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鉤深致遠，探賾索隱」的文獻與學術價值。 

    筆者曾於 1999 年 1 月 31 日，親臨揚州市邗江縣黃玨橋鎮（北湖）訪

謁，焦莊之雕菰淘已不復見，焦循所築之雕菰樓亦灰飛煙滅，不留痕跡；焦

循原墓塋雖毀圮，已新建於北湖麥田之中。當時，隨同邗江縣黃玨橋鎮文化

站站長、副站長及耆老闞牧謙老先生，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

蔣秋華、楊晉龍，近代史研究所張壽安，助理黃智信諸位先生，以及揚州大

學張連生、趙葦杭兩位教授等一行，虔誠探訪，冬寒料峭，而麥田新苗綠發，

文化薪傳不絕，蓋如是也。焦循子廷琥（虎玉，1782-1821）7有子三人：授

易、授書、授詩，焦循命名，寄有深義，蓋希望子孫能克紹箕裘；及祖、父

皆歿，而子孫不肖，未能典守家業，以致鬻賣祖、父之寶籍遺瀋，或散落失

傳者，尤為可嘆。8 

    焦循本於《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理念，

並秉持其《雕菰集》卷十三〈與劉端臨（台拱）教諭書〉「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

庶幾學經之道也」的進路，透過抄書、校書、查書與寫書的學思歷程，充分

展現其治學先後一貫、虛實相間，講證據、重校勘、求體例的經學義法。在

豐富充沛的漢學與宋學文獻資料素材之中，建構一套自我詮釋的經學義法

體系，充分發揮乾嘉清儒互動融匯小學、經學、理學於一爐的學術創獲，實

事求是，不虛妄，不造作，為清代樸學的實踐典型，也為重本貴創、旁通四

達的理論體現，提供了最佳的成功寫照。  

 

                                                      
月初版），第 89-104 頁。另外，有關《論語通釋》的版本考訂，可參〔日本〕坂出祥伸原著，

楊菁翻譯：〈關於焦循的《論語通釋》〉，《中國文哲通訊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第 10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第 107-118 頁；柳宏：〈焦循《論語通釋》著年考辨〉，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3 期（2004 年 5 月），第 48-53 頁；陳居淵：

〈論焦循的《論語》學研究〉，《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六卷第一期（2007 年 1 月），

除版本考釋外，尚論及焦循經學思想。 
7 焦廷琥，江都學廩膳優生，能讀書，傳父道業，編校父書，以勞瘁膺疾卒，年僅四十，距父

喪甫逾半載。著有《先府君事略》一卷、《尚書伸孔篇》一卷、《冕服考》四卷、《讀書小記》二

卷、《春秋三傳經文辨異》四卷、《益古演段補》二卷、《儀禮講習錄》二卷，《禮記講習錄》二

卷等。 
8 詳參賴貴三：《臺海兩岸焦循文獻考察與學術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11 月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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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循《論語》二書的體例版本 

 

    焦循手批《論語註疏》全文，多為後撰《論語補疏》所採，或全文鈔錄、

略省，或衍釋增詳，為其《論語》學術開展一定的初基；而其《論語通釋》

獨張義例，尤為焦氏深造自得的結響。手批中對毛本刊誤、註疏文字衍奪，

多與阮元校勘記相合，並可互校；而於注疏文字義理的精陋，亦偶有批判，

可以略窺一二。而批文中所引資料，經部僅見《小雅》、《周禮》，史部有《戰

國策》、《水經注》、《後漢書‧郡國志》及小學書《釋文》、《一切經音義》，

並皇侃（488-545）義疏，朱熹（元晦，1130-1200）集注等，雖不宏富，而其

治學用心，亦云深刻篤切。焦循手批《論語註疏》及以此為基礎，而彙聚增

廣成書的《論語補疏》，為其《論語》學的嚆矢；其後《論語通釋》一卷十

五篇，9為仿戴震（東原，1723-1777）《孟子字義疏證》而作，為其儒家哲學

思想發揮闡揚的代表處女作。10 

    在清代學術發展上觀察，焦循發揮了將虛理具體化、實象化的積極作用，

可視為對宋明理學的回應，對社會、政治或倫理學核心論題的轉變，具有指標

性的意義。焦循儒學思想多集中表現在《論語》、《周易》與《孟子》三經，其

中《孟子正義》為晚年作品，可視為其思想的總集成；而《雕菰樓易學三書》

中的《易圖略》、《易章句》均晚於《論語通釋》，《易通釋》則約與《論語通

釋》同期，焦循將其詮釋《周易》、《論語》的作品皆題名為「通釋」，且此二書

分章定篇的方式，均係針對原典的內容，抽繹出核心論題，詳加闡釋，就其作

意而言，講求《論語》、《周易》通盤理解的態度，昭然若揭。 

    焦循的三種《論語》論述，雖然成書年代先後相隔甚遠，但從其中內容來

看，都是對應於時代需要，對於《論語》注疏的意義闡發，明顯有陳述發揚己

見的苦心孤詣。透過觀察焦循《論語》學的詮釋，正可凸顯出有別於乾嘉學者

或一般經學家的方法與思想向度，亦即體現出焦循由經典注疏、文本詮釋，承

繼並發揚聖人理想，試圖建構「會通一貫」的學術脈絡與思想關涉。 

    學界長期忽略焦循《論語》學，除焦氏個人專勒成書，為學界推重者為

《雕菰樓易學三書》與《孟子正義》兩種外，焦循《論語》學本身材料不多，

其版本、卷次問題，也造成了研究的困擾。事實上，就焦循哲學思想啟蒙來

看，《論語通釋》可謂初試啼聲之作，梁啟超（任公，1873-1929）謂：「雖寥寥

                                                      
9 木犀軒本《論語通釋》的篇目，依序是：〈一貫忠恕〉、〈異端〉、〈仁〉、〈聖〉、〈大〉、〈學〉、

〈多〉、〈知〉、〈能〉、〈權〉、〈義〉、〈禮〉、〈仕〉、〈據〉、〈君子小人〉等 15 篇；《焦氏叢書》本

的篇目，則是：〈聖〉、〈大〉、〈仁〉、〈一貫忠恕〉、〈學〉、〈知〉、〈能〉、〈權〉、〈義〉、〈禮〉、

〈仕〉、〈君子小 人〉。其中〈異端〉、〈多〉、〈據〉三篇，是焦循晚年增廣補入者，由篇目次序

的更動及增廣補入的三篇，可見焦循晚年思想的變化。 
10 〔日〕坂出祥伸以為：「焦循的《論語》解釋，…….在那裡超越字義的解釋，還談不上是他 

自己的哲學思想。」詳參坂出祥伸著、楊菁譯：〈關於焦循的《論語通釋》〉，第 107-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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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冊，發明實多。」11焦循從事學術力主通貫，其《論語》、《周易》與《孟

子》三學，可說是深中肯綮的體現。因此，透過梳理分析手批《論語註疏》、

《論語通釋》與《論語補疏》三種，正可體現其詮釋眼光的獨到之處。 

    焦循完成《論語通釋》初稿後，其後數年間完成《論語補疏》，並於晚年重

新修訂稿本，成為焦循畢生闡揚經學、儒學思想，延續聖哲道統的基礎。焦循

曾謂平生最心服於戴震（東原，1723-1777）《孟子字義疏證》，12故仿其作，采

擇前人所言，加以己意裁成損益，專成《孟子正義》。其實《正義》與《疏證》

的體例頗有不同，真正仿《疏證》之體而成書者，實為《論語通釋》。《論語通

釋》全書分釋《論語》書中的主要論題，以篇名標明論述範疇及界說，闡述己

思己見。至於，《論語補疏》則先錄何晏（平叔，195-249）《集解》，再加以辨 

證，體例介乎《通釋》與《正義》之間，兼含意義闡釋及字句辨析。《論語補

疏》係繼《論語通釋》而作，為焦循《六經補疏》系列之一，別 有作意，主要

分辨注疏異同，此書作於其《易》學思想圓熟之後，故除駁注以外，亦極申

《論語》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處之旨，與《通釋》互相發明。 

    目前所見焦循《論語通釋》有二種不同版本，一是清代刊刻的木犀軒本，

收《通釋》15 篇；一是《焦氏叢書》本，僅 12 篇。依錢穆（賓四，1895-

1990）、何澤恆考訂，二種版本在焦循生前皆僅有稿本，未嘗刊刻，木犀軒本刻

行甚晚，當為是書初刻。13此外，《論語補疏》則有三種版本：（一）手稿本二

卷，成於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今有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種匯刊》

第 21 種；（二）《焦氏叢書》三卷本，收在《六經補疏》二十卷之中，鐫刻於道

光 6 年丙戌（1826）；（三）《皇清經解》本，成書於道光九年（1829），分別二

卷。據何澤恆考證，《叢書》本和《經解》本僅是收刻是書時，裁定校改不同而 

已，雖刻行時間有先後之異，但就其內容言，此二本可視為相同。而手稿本和

《叢書》本比觀對證，則可知稿本為初稿，《叢書》本為晚出的修訂本。14 

    本文所論焦循《論語》二書，《論語通釋》以木犀軒本 15 篇為定；《論語補

疏》則採《叢書》本三卷為準。 

 

三、焦循《論語》二書的義理內涵 

                                                      
11 詳參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 4 月一版一刷），第 13

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第 178 頁。 
12 焦循嘗謂：「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儀其《孟子字義疏證》。」詳參焦循：《雕菰集》（臺

北：鼎文書局，1977 年 9 月初版），卷 13〈寄朱休承學士書〉，第 203 頁。 
13 關於焦循《論語通釋》的版本考訂，經何澤恆進一步考訂，木犀軒本為是書初刻。詳參何澤

恆：《焦循研究》，第 89-104 頁。 
14 詳參何澤恆：《焦循研究》，第 105-114 頁。木犀軒本《論語通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東北大學寄存書，今有藝文印書館影印，收入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 22 函；《叢

書》本《論語補疏》，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善本書室典藏，為清嘉慶道光間江都焦氏雕菰樓刊本，

共 23 種 41 冊，今有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 1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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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所見木犀軒本《論語通釋》，較《焦氏叢書》本多出〈異端〉、〈多〉、 

〈據〉三篇，比對二書安篇定章順序，亦有所不同，多出的三篇，係焦循晚年

由《論語補疏》補入者，就全書內涵上說，木犀軒 15 篇本更符合焦循設意。15

焦循於《論語通釋‧序》曾自言作此書的動機： 

 

      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于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 

      之若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貫忠恕之說未及闡發。數十年來，每以孔子 

      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指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 

      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 

      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為聖人，不仁不 

      恕則為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無不以此。 

 

焦循治《論語》強調由本證而旁證，能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並參孟子之

言，佐以經史各家之說，故能得孔子「仁恕」之道。特別是「一貫忠恕」之

旨，更是焦循慧見發明所在，此由木犀軒 15 篇本以〈一貫忠恕〉為首可知。 

    至於《論語補疏》，雖成於焦循晚年，係為加廣對《通釋》的闡發，析明治

《論語》之法，並以《論》、《易》與《孟》相提並論，其思想已在《周易》與

《論語》間獲得通貫了。16以下分別闡釋二書的義理內涵： 

 

（一）主「一貫忠恕」 

 

    焦循於《論語》之學的最要論旨，即為「一貫忠恕」之說，故木犀軒本

                                                      
15 胡適認為：「我看焦氏此書，卻不能不說原本最可貴（此即今之 15 篇本），而定本（12 篇

本）不足惜。焦氏原本中很多露鋒芒的話，可見他作此書所以力主忠恕容忍，是為了當日門戶

之爭而發的。」詳參《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 年 5 月三版），第三集卷七，

〈焦循的《論語通釋》——與馬幼漁先生書〉，第 596-597 頁。胡適雖於焦循原本、定本考據有

失，卻明白表示焦循《通釋》十五本猶勝十二篇。此外，何澤恆亦同時主張：「十五篇本更符合

其書旨之輕重。」詳參何澤恆：《焦循研究》，第 102 頁。 
16 木犀軒本《論語補疏‧自序》言：「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

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

闡發之最詳最鬯。」「余向嘗為《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

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定為《論語補疏》二卷，略舉

《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詳及，俾吾子孫

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焦氏叢書》本至「詳言其大概如此」

收結，以下俱刪。據何澤恆考釋，焦循於此 12 年間所思慮者，在增而不在刪，並以木犀軒本為

《通釋》定本。詳參何澤恆：《焦循研究》，第 100-101 頁。又，《焦氏叢書》本《補疏‧序》較

《雕菰集‧論語補疏序》多出「以《孟子》釋《論語》」以上 64 字，可見焦循晚年思想的更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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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釋》將「釋一貫忠恕」條，自第四篇移居卷端第一篇，又增加「異端」一

篇居次，以為輔助，正反論述，相觀並釋，可謂設意鮮明。故首發此義： 

 

      孔子以一貫授曾子，曾子云：「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者何？ 

      成己以及物也。……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 

      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近時考據家漢學、宋學之辨，其始皆緣 

      于不恕，不能克己舍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而近於異端。使明于 

      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 

 

《論語‧里仁》篇中，孔子曾自言：「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則曰：「孔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焦循認為孔子言「一貫」即是忠恕，用「一」來貫通

萬事萬物，容天下萬善，所謂忠恕、一貫，都是一義。宋儒解釋「忠恕」二

字，多謂為孔門心傳，惟曾子得其真旨。焦循以為舜「以一心而同萬善」、「一

貫即為聖人」，並舉同於宋儒「一貫」之「貫」，為「貫通」之意。17但一貫如

何可能？焦循偏重在知行上說，強調問學的重要，尤其特別重視學術源流，謂

漢宋之別、異端之學，都和一貫之旨不明有關。18焦循對漢宋學問採取兼容並

蓄的態度，既重「徵實」也講「心得」；因此，焦循言「一貫」內涵，由道德推

及政治文化。故另於《通釋》中說： 

 

      《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弼、晏所出也。夫通於一 

      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人執其所學而強己以從之， 

      己不欲則己執其所學而強人以從之，人豈欲哉？……聖人因材而教育 

      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各得聖人之一體，共包函於化育之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一貫之極功也。19 

 

焦循運用《莊子》「通於一而萬事畢」之說，以釋孔子一貫之道，明顯非孔子一

貫之旨；將《莊子》「通於一」解釋成「執一」，且言「執一」是「執其學」，表

                                                      
17 詳參《論語補疏》卷下，〈衛靈公〉「予一以貫之」條，第 637 頁；與此同義者，可參《雕菰

集》卷九〈一以貫之解〉，第 132-133 頁。 
18 阮元也曾對《論語》中「一貫」之旨，有所辨析說：「《論語》『貫』字凡三見，……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三者皆當訓為行事也。『一』與『壹』

同，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

『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盡于禪矣。」阮元將《論語》中有關「一貫」的說解，皆訓為

「行事」；對比於以「通徹」訓「貫」者來說，認為凡訓「通徹」者皆近於禪，這種提法當然意

有所指。阮元意在批評宋明儒者，不講實事只重「通徹」天理的差謬，由「一」貫之「一」轉

言為「壹」，由「壹」再講「行事」，阮元將「一貫」的行事實踐解為儒家聖賢之道，並強調此

一聖賢之道非為禪，當然顯現出他的學術立場。阮元〈大學格物說〉中，另提及「一貫」：「聖

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先儒論格物

者多矣，乃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

詳參阮元：《揅經室集‧上》〈論語一貫說〉，第 53-54 頁、第 55 頁。 
19 詳見《通釋》「釋一貫忠恕」第二條。與此同義而異文者，尚有《補疏》卷下，〈衛靈公〉

「予一以貫之」條，第 637 頁；及《雕菰集》卷九〈一以貫之解〉，第 132-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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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似是由經典內部徵考而來，事實上，卻是為了闡釋己說。焦循顯然更

著意於學的一面，「人執其所學而強己以從之」，是己非人，是其所深斥者，故

特別強調，要因己之所欲推知人之欲，要因材施教，因「能」而「器」使之， 

使天下人共同涵化於聖人之教，便能收一貫之極功。因此，焦循於《論語通

釋》「釋一貫忠恕」第四條，又說：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何也？由一以通於十，由一以通於二也。若執一 

      以持萬，何二與十之有？聖賢之學，由一以推之，有能推至十者，有不 

      能推至十者。推至十而後為物格，而後為盡性。格物者，行恕之功；盡 

      性者，一貫之效。《大學》謂之絜矩，《孟子》謂之集義，其功在克己復 

      禮，其道在善與人同。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而各極其用， 

      此一貫之道，非老氏抱一之道也。 

 

焦循將「一貫」之「一」，指向「通」，故由一通向十、通於二，「十」是就物之

總體說，言萬事萬物之至極；「二」則就我與物的分別對象說，是物我、人己的

明辨分別。聖賢之學由一以推之，但有能推至十者，有不能推至十者，若推至

極數十，則能格物盡性，此格物盡性，便是忠恕一貫具體的功效，故不論《大

學》「絜矩之道」，孟子「集義」，推其究極，便是善與人同。就具體的效驗上 

看，於人的功效是克己復禮；對萬物來說，便是各極其用。 

    焦循把「一貫」和「執一」對比來說，謂「執一」者不能通，「一貫」者能

通；換言之，一貫者有功效、器用，而執一者，執一而非百、執一以持萬，最 

後則會賊害於道。「一」具貫通之義，由一而「知二、知十」，使明「二」的相 

對面，「十」的整全面；「知」由學習而來，要博學能推；焦循強調，能知之外

還要能通，以一貫通，且要深思體悟，通辭於道，不執於一，而能以一持萬，

才能順成一貫之效。於〈釋仁〉第一條，焦循復說道： 

 

      孔子告子貢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恕」，告仲弓又以「己 所不 

      欲，勿施於人」為「仁」。《記》曰：「恕則仁也。」《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求仁必本於彊恕， 

      求仁莫近，則違道不遠也。約我以禮，即復禮。克己復禮，即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勿施即勿聽、勿視、勿言、勿動也。勿聽、勿視、勿 

      言、勿動，克己也。非禮則勿聽、勿視、勿言、勿動，是視聽言動者， 

      皆禮也，是復禮也。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即不違道。《後漢 

      書》臧洪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為 

      忠恕，甚合孔子之指。 

 

焦循洋洋灑灑列舉《論》、《孟》、《中庸》、《後漢書》中句子，說明孔子之

「仁」究何所指？其實不外一「恕」字。焦循從人之「克己」上說，強調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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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言、動行為的節制，可見忠恕的表現，必牽涉情性上的「克己」；復禮之所

以可能，正是因為「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由我之善與人同，而能推情於勿

施，使彊恕而行，行仁踐禮而合於道。由「克己」之視聽言動不違禮、而後復

禮。焦循在本條最後，甚至明白指出，「以克己為忠恕，甚合孔子之指」，可見

他提倡仁、 恕、禮合一的主張。又〈釋仁〉第二條說： 

 

      子貢問博施濟眾為仁。……博施以濟眾，有己之見存也；立人達人，無 

      己之見存也。民無能名堯之大，所以如天。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其兩端，鄙夫之兩端也。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 

      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 

      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以此治己，以此教人， 

      以此平治天下；均是仁也，均是恕也。 

 

在這一條中，焦循將忠恕之道、聖人之仁轉言為「學習」的面向，所謂「博施

濟眾」之仁恕，其實全在「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而已。真正的「一貫」，

不僅是一種情性上的道德修養而已，還包括一種開放兼容的學術態度，既能

「有己之見存也」，又能「無己之見存也」，所謂忠恕之道、聖人之仁的實踐光

大，必有賴於這種立人達人的開闊胸襟，如此才能「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 

    由此可見，焦循闡釋孔子「一貫忠恕」 之說，除主張仁禮一貫的道德面向

外，還包括對當世學界不能一貫，各是其是、各據其學，以異己者為異端的批

評。換言之，焦循意義下的「一貫」，即是一「通」字。此「通貫」雖包涵個人

內在道德修養上的盡性推情，但更多的是實踐意義上的踐禮復禮，由「克己復

禮」、「善與人同」而實踐道德上的忠恕、仁禮一貫。另外，「通貫」也包涵知識

學問上的通達，使博施濟眾，融攝諸學，使聞一知二，由一推十。「知」、「推」

講求一種深思明察的判斷力，必有博厚積學的根柢，方能顯其明見、通見，才

能以一執萬，這種強調知識學問上的通貫，可說是歷代思想家中甚具特色者。 

    然而，如何將客觀的知識學問之見，轉為一種仁恕道德的施治踐履，依焦

循之見，便是在學術立場上「不執一」。在面對生活世界和歷史社會時，正視知

識和價值的整體性、連續性，而不是知識道德各自斷裂，當由「知」通向

「明」，而不導致執一，可行的進路。焦循認為：執一無權之知，僅是「知其一

端」。此中之弊，除於知識學問的探取不夠通博外，更重要的是「知之不明」，

不能將客觀具體的知識，轉為「智慧之明見」。這是因為執一之人，將「知」之

認取辨識、與「價值」的體會感悟，各自「斷裂存在」，因此落入「識知」，只

講了別、分判，最終落入「知之蔽」，終不能得到「知明」智慧；事實上，知識

價值也常是循環 辯證、或一體兩面，應「連續」而通貫。解決之道在於「推極

萬物之性情」、「善與人同」，格 物盡性，便能收知識、價值的一貫之效。透過

博物知識的融貫，進而追尋超越實證的智慧，既正視現實世界的整體性，也正

視生活脈絡中的真存實感，講人我、學術社群、倫理位階中的合宜溝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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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明通的真正要求。 

 

（二）斥「異端據守」 

 

    關於「異端」弊害，焦循《論語通釋》「釋異端」第一條，如此說道： 

 

      唐宋以後，斥二氏為異端，闢之不遺餘力，然於《論語》攻乎異端之 

      文，未之能解也。惟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 

      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意，無必，無固，無 

      我。」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為執一，而賊 

      道執一即為異端。賊道即斯害之，謂楊墨執一，故為異端。孟子猶恐其 

      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 

      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 故其道小。……善與人同，同則不 

      異；舜以同為大，故執一者 異。……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 

      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 

 

焦循首先從學術流衍上，分辨唐宋時期的異端之學為佛、老，孟子之時的異端

則是楊朱和墨翟，並批評異端執一則道小，凡執一者，皆賊道者也。 

    純就《論語》本身看，孔子所謂「一以貫之」、「學無常師」、「無可無不

可」，並未具體點明何者為異端之學。但焦循卻說，那些執一之說者，就是異

端；甚至如子莫子，一味據守執中，便會淪為執一的偏差，因為執一者，皆會

賊道害道，皆不能通。落在不同的時代上看，每一個時代裡，都有害於道的楊

墨者流，不必真楊墨也。聖人之道是仁恕，若異端執一者，不仁不恕，亦將賊

害聖人一貫之道。異端生於執一，執一則不仁不恕而違一貫，乾嘉時期在學問

上，據守漢學考據之人，便是里堂所深斥的執一之人。故《論語通釋》「釋據」

第一條說：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惟德曰據德，貴實有諸 

      己，故據之不可終食之閒違仁。故曰依藝則游而已，謂之游則不據矣。 

      近之學者以考據名家，斷以漢學，唐宋以後屏而棄之，其同一漢儒也， 

      則以許叔重、鄭康成為斷，據其一說以廢眾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 

      「持」即「據」之謂也。孔子一貫之道，自楊、墨出而充塞之，故孟子 

      力闢以存孔氏之學。荀子謂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於是非十二 

      子。由秦及漢，儒道消亡，聖人之教微。武安侯為丞相，黜黃老名刑百 

      家之言，延文學儒者，而經學遂興。……班固論諸子曰：「九家之說蜂出 

      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 

      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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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諸子各有所長，屏而外之，何如擇而取之？況其同為說經之言乎！老 

      氏者，後人所斥為異端者也，孔子則就而問禮焉。「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且曰：「竊比於我老彭，未嘗屏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大，而一貫 

      忠恕之道，由此其推也。 

 

焦循以為惟「德」可據，至於「藝」則游矣。因為德貴者有諸己，不可終食之

間違仁，「據德依仁」為立志求道、修身行事的軌範，自當據之；而那些游於藝

的學者，比如考據學家，論學全以漢學為斷，據一說以廢眾說，使儒道消、聖

教微，而一貫忠恕之旨不明，則不當據；由此可見，從道德層面上說，惟德為

可據，且必當據之；而從治學態度、知識汲取上言，則不當以一說廢眾說，一

味據守，須廣博修習六藝之術，方能通萬言之略。 

    此條所論，尚可從以下兩方向觀察：（一）學術發展過程的變異。從學術發

展過程上觀察，焦循歷述孟荀以下的學術紛歧，造成各家歧見的原因，是由於

各家學者「執一害道」，各引一端所致，因為執一者不能通，故使聖人一貫之旨

不明。先秦時期，不論是孟子之闢楊、墨，荀子之非十二子，或是近世一味以

許、鄭為斷的漢學家，都是一種執一據守的異端之學。（二）治學方法論。焦循

以為，自漢以下，諸儒之中，獨鄭玄（康成，127-200）能通；然而，魏晉以降

之經師述鄭者，卻犯了執多據守之害。特別是焦循同時代學者，全以漢學、

鄭、許為斷，據一說以廢眾說，這種門戶之見，皆當游而不當據。 

    焦循力陳孔子「一貫忠恕」之說，真正的一貫之道，是在志道據德上有所

堅持，貴有諸己，無終食之間違仁，不是在學問上據守，所謂知識學問上的一

貫，是一種兼容的通見，因此能取眾說之長，如孔子問禮於老聃般，甚至能互

相論學，彼此相觀增善，這樣的一貫，才是貫通道德學問兩端的一貫，是德智

的一貫，也是克己知明的實踐。 

    「釋據」所論，係焦循晚年增入《論語通釋》者，除可與〈異端〉諸篇互

為發明外，亦可見焦循晚年對這種學問上據守的厭棄。焦循曾告訴其子廷琥

（虎玉，1782-1821）學經之法時，也曾辨析過這種「執一害道」之弊： 

 

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 

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為甚。20 

 

當世學者徒立考據之名，說經僅依漢儒中的鄭玄、許慎（叔重，58-147）為

定，便是執一之見，焦循甚至痛心表示「執一害道，莫此為甚」，其痛惡考據家

執一廢百的態度，可說十分鮮明。此外，焦循還曾經對學友王引之（伯申，

1766-1834）有過以下表示： 

 

      循嘗怪：為學之士自立一考據名目，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 

                                                      
20 詳參焦廷琥：《里堂家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卷下，第 6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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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許、鄭之 

      一言一字，皆奉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辭。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 

      愚，即失之偽。必使古人之語言皆佶厥聱牙而不可通，古人之制度皆委 

      屈繁重而失其便。譬諸懦夫不能自立，奴于強有力之家，假其力以欺愚 

      賤；究之其家之堂室、牖戶，未嘗窺而識也。若以深造之力，求通前儒 

      之意，當其散也，人無以握之；及其貫也，遂為一定之準，其意甚虛， 

      其用極實，各獲所安，而無所勉彊，此亦何據之有？古人稱「理據」、 

      「根據」，不過言學之有本，非謂據一端以為出奴入主之資也。據一端以 

      為出奴入主之資，此豈足以語聖人之經，而通古人聲音訓詁之旨乎？21 

 

焦循指出，當世的考據學者，空以考據之名上溯古之先儒，以為凡古必勝，唯

許鄭必尊，且奉為圭臬不敢懷疑，這種好古尚古，唯漢是從的風尚，不僅造成

泥古拘執、既愚且偽之弊，而且完全沒辦法得見真理內容。聲音訓詁重點在求

通，典章制度的施行，重點在求其便，若只從表面上考據，不究其學問根柢，

根本算不得進入學問的牖戶堂室，不過徒在外頭窺探而已。 

    焦循認為，為學者必以深造之力，求「通」於前儒之意，以「貫」學問的

內蘊，掌握學問的本源以為準則，且無所勉強，如此所探知的知識學問，才是

虛意與實用互參並見；以聲音訓詁為用，重點在求能貫通於經意，如果只是徒

據一端，不知貫通，亦不過如懦夫奴於強有力之家，只是假其力以欺愚賤，空

據出奴入主之資，何以語聖人經旨！學問當然有本源，亦即所謂「理據」、「根

據」者，在探究知識學問的過程中，查考文字制度、利用聲音訓詁之法外，更

重要的是探求貫通聖人經旨，否則一味考據，步步推古，亦不過入主出奴，焦

循對當時考據學者的批評，可說十分痛切。另外，《通釋》「釋知」第一條說： 

 

      蓋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 

      彼，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不執矣。知其所知，知也；知其所不 

      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不求知於所不 

      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為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 

      非也。……或論力，此曰甲強，彼曰乙強。此不識乙，彼不識甲；先入 

      者主之也。已而互識之，復論力。此曰乙強，彼曰甲強。此於甲非深 

      知，彼於乙非深知；新者得而間之也。若是者，皆不知者也。 

 

焦循析明異端由「執一」而來，所謂「執一」是知此而不知彼的據守，「知其一

端」的執持，不是能力上的未足，而是態度上的自以為強、自以為是，認為凡

不知者，皆不必知而不復求焉，僅以先入為主為知，不求其真知；或以新得為

知，不求其深知；學非真知，又不深知，進而形成一種知識上的執一之見，治

                                                      
21 詳參〈焦循致王引之書（一）〉，收入賴貴三編著：《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清儒致高郵二王

論學書》（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 8 月初版），第 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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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態度如此、方法如此，故為異端之學也就不足為奇了。 

    焦循對異端據守的批評，原為補充一貫之說而來。從正面來看，那些在道

德修養、知識學問上能通貫之人，必不強人之所知所行必與己相合，亦必有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開放態度；從反面上說，凡異端之學者，入主

出奴，據一廢百、蔽於一曲，不僅違背仁恕，亦將因執一而賊道害道，不僅無

法通貫前儒學問，語聖人之經，這種自甘於「不必知」的誤謬，更是人人當詬

病討伐者，焦循藉訾議異端之學，以言當世考據學者之弊，可謂用心良苦。 

 

（三）論「聖人事功」與「君臣之道」 

 

    焦循強調孔子之道惟在仁恕，所謂一貫者，實乃仁禮一貫、忠恕一貫、性

命一貫，人己、物我一貫，非執一持萬，而是兼容諸學的德智一貫。孔子言一

貫的目的為何？即是極一貫之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

只不過，焦循言「致中和」之道，並不從個人心性修養上說，也不談論一種精

神境界型態，而是從具體、現實生活上的政治型態、社會文化、人文教養上

說。《通釋》「釋仕」第一條，他說： 

 

      或謂孔子重事功，非也。「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才德兼 

      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寧舍才而取德矣。「言必信，行必果」， 

      硜硜小人猶勝於從政之斗筲，孔子豈專重事功哉？然則，栖栖者何也？ 

      曰仁也。聖人以及物為心，非天地位、萬物育不足以盡及物之功，非得 

      君、不能以盡安人安百姓之量。故語丈人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行其義者，即行義以達其道也。 

 

焦循先引《論語‧子路》中，孔子答子貢之問，說明其對知識份子的要求。孔

子言士凡為三層：第一是「行己有恥，不辱君命」者，即是能整飭己身，而才

足以有為者，是士人中的第一等人。其次是「孝弟之士」，比起前者，孝弟之士

則於己立之外，才略不足，故列於次。第三是「言信行果」之士，這種人雖在

才識上有所不足，然亦尚有行，故又列於孝弟之次。 

    所謂「行己有恥」，是道德表現上的概括說明，其「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除不悖德義之外，更戮力於國事，推重其事功，故孔子首先回答可謂士

矣。子貢素為孔門弟子中的善問者，好探究隱微要義，又復問。孔子回答：「宗

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將士之所以為士的要件，落在人倫孝悌、鄕黨之愛

上說，從德行是否昭著上觀察。第三種，「言信行果」者，近乎倔強，仍堅持其

善者，亦為士人之列。子貢有感當時從政者皆無所表現，故借問士以觀孔子之

批判。孔子依其三問，次第以三型，正是綜觀現實情境而言之準則，至於當今

之從政者，孔子則評為斗筲之人，市井之徒，不得躋名為「士流」，孔門重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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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實學風，孔子於現實政治之觀察，氣度之昭昭，於此可見一斑。 

    焦循以為，孔子畢生栖栖遑遑遊說仁政，正是本其得君及物之心，以求盡

物安人之功，此及物安人而安百姓的理想，當然是一種事功的表現，而安人安

百姓之量，係由得君而來，得君任仕，方能行義達道，實現經世的理想。孔子

之言事功，從為君子之仕上得見，其事功表現，是一種行義達道的理想實踐，

更是謀道不謀食的經世關懷，由此可見，若說孔子不專重事功則可；但說孔子

全不重事功，則有所差謬。《通釋》「釋仕」第一條，焦循接著申述孟子批評楊

朱為我、無君的看法： 

 

      楊子為我，孟子以為無君，欲潔其身則為我之謂也。亂大倫則無君之謂 

      也。蓋聖人之學，舍己以從人；聖人之心，修己以安人。子使漆雕開 

      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未能信者，未能信及物之功也。子路之治 

      賦，冉有之理財，共職而已，不可為仁。未信而不欲仕，則志不在共職 

      而已。此孔子所由說也。惟孔子自信其能位天地、育萬物，有安人、安 

      百姓之量而後仕以行其道。然不合則行，未嘗終三年淹然，則聖人之 

      仕，欲行其及物之功，而非徒異於沮溺丈人不仕而已也。孟子善學孔 

      子，亦善言孔子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真知孔子哉！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通，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然則隱非徒隱，仕非徒仕。 

      徒隱則老農而已矣！徒仕則鄙夫而已矣！ 

 

焦循由孟子批評楊朱為我、無君開始，而言聖人之學、聖人之心。並分析共職

之仕與聖人行道之仕的差別，最後指出及物而安人才是為仕的最終關懷。仕非

為仕，而是為了及物行道，完成位天地、育萬物的理想；隱亦非隱，而是為了

養志求志，能得君行義；此自亦是事功的表現。 

    焦循認為，楊子「為我」，是重視個人修養「潔其身」的表現，楊子無君之

過在「亂大倫」，忽視君臣之分；「潔其身」強調修己固然應該，但卻錯在沒能

於修己之外得君安人。學而優則仕是自古以來每個知識份子所當戮力從事者，

然為仕尚有層次高下之分，若治賦、理財者，僅是「共職之仕」，雖有用於世，

尚未信及物之功；孔子志不在「共職」，而在踐仁行義以達其道，孔子能行仁行

道，為聖人之仕，非為老農之隱；孔子志不在共職，故不合則行，若老農，則

徒隱居修己而已，兩相比較，其進退出處之用心，昭然若揭。 

    焦循在此特別分析「為仕」的內涵，認為「仕」不只是階級身分的概念而

已，必有其職份上的理想義，此理想義的實現，必繫於得君之委託，若理念不

合則可去，所以聖人之仕雖未嘗終三年淹然，但並不是違背倫理，而是在行道

與否的價值判斷上，做出不同的選擇，這是「仕」以行道的堅持，也是不合則

行的真意所在。《論語補疏》卷上「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條說： 

 

      邱光庭〈兼明書〉云：「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弟之人，必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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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 

      弟，即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今皇侃引熊埋云： 

      「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 

      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邢疏謂皇氏、熊氏違背注意。蓋以 

      注言「凡在己上」，則不專指君親。乃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欲犯， 

      其不好犯君親益不待言矣。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為違背。蓋犯顏 

      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為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為忠誠之變。如龍逢、比 

      干，不得已而為之，故雖或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漢書‧蓋寬饒 

      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干犯上意即犯 

      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 

      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  

      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為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侃本之耳。 

      〈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鄭注云：「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為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為作亂 

      也。皇氏、熊氏尚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說此經。邱氏生於唐，遂 

      覺犯顏而諫不可為犯上，增出法令二字。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 

      逆，何待有子言之？先軫怒秦囚之歸，不顧而唾，於箕之役，則曰：「匹 

      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而死。軫之犯顏，固出 

      於一時忠憤，而自咎如此。有子所云犯上，正軫之所云逞志於君爾。自 

      有子之意不明，為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諫為常。至明人有以理勝君之說， 

      始以不平歸咎於君。極於撼門而哭，指斥以鳴其直，由犯顏至於違廢事 

      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子以好犯顏者，究其歸於作亂，而探其 

      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人臣之鵠者微矣。 

 

焦循首先替皇侃、熊埋辨誣，邢疏謂「上，謂凡在己上者」；皇、熊則以 

「上」為「君親」，「犯」謂「犯顏諫爭」；若以今語說之，則是邢昺認為皇、熊

二人所論，狹隘「上」的範圍，因為「凡在己上」並不專指「君親」，「犯上」

亦不必然是「犯顏而諫」而已。焦循指出：以「犯顏諫爭」為「犯上」始於熊

埋，「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可見雖有所諫爭，但卻是出於不得

已的。皇侃引熊說而申其意，邱光庭則以「犯上」為「干犯君上之法令」，所說

則更見偏狹；其實《集解》焦循本皇、熊之見而疏說之，他舉龍逢、比干之

事，以為忠誠之變出於不得已，並詳引漢人諸說以證，用來駁斥邢注批評皇、

熊專以君親為上為非；他還引用《左傳》先軫怒秦囚的例子，說明臣道不當由

犯顏而違廢事君之禮，皇、熊所說尚知古人事君之禮，指出皇、熊所說不僅與

注意不相違背而且還很切要。 

    焦循認為，邱光庭生於唐，以為犯顏而諫不可為犯上，另增出法令二字，

反而是曲解文意。表面看來，焦循的分析，似是維護熊埋之見，析明經義本

旨，詳辯漢人之說，以「犯上」為「犯顏而諫」，是古之通義，正是「訓詁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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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明」的釋經之法；事實上，在這種訓釋經義作法的背後，焦循係為慎君臣

之大防，倡言君臣之禮；甚至，是個人在哲學思想上欲「以禮代理」的表現。

孔門論父子、君臣之道各有所宜，父子之間不責善，至於君臣則以義合，君事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萬章下》更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易位。」此之謂貴戚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之

謂異姓之卿。然而，焦循卻以犯顏諫爭為違背臣禮，豈不知孔門君臣大義？ 

 

四、焦循《論語》學的特色與貢獻 

 

    焦循《論語》學的特色與貢獻，綜合歸納厥有以下兩端。 

 

（一）「以禮止爭」的文化政治理想 

 

    焦循強調禮重辭讓，理以啟爭，對禮、理更重視二者的分析辨明：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惟在於禮。故曰：能

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

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

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

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

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

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

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

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禮，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

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

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為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

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讓。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

以啟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是故克己為仁。克己則不爭，不爭則禮復

矣！22 

 

焦循指出，「禮」是先王立政行教的重要規準，舉凡禮制之設，目的惟在消忿化

戾，這種自外至內的柔性化育，具有培成民人，摩感漸善的作用，所以說能使

                                                      
22 詳參焦循：《論語通釋》（木犀軒叢書本影印）「論禮」第一條，收入嚴靈峯：《無求備齋論語

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第 22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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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小人各自以禮自安、自勝。至於「理」，則是刑罰以外的補強，論理必以

是非明察為辨，務其輕重豪芒必較，以罪辟論罰，理官治法重刑，強調剛性的

裁斷。焦循以「禮論辭讓，理辨是非」，可說切當指明二者之別。 

    焦循以父兄有隙為例，指出「禮讓理爭」的事為結果，強調「禮之用，和

為貴」的倫理關係，往往更勝是非曲直的口舌譊譊，不如說以名分，勸以遜讓

以代替是非仲裁，使爭執的雙方各讓一步，從各自克己上入手，以禮讓和解止

爭。所以他再再強調「能讓，復禮之效也」。23焦循談禮的前提，是使人人「知

禮而恥於無禮」，能知禮便能伸禮行禮，基於禮讓免於爭端；反之，一個處處執

理論刑的社會，即若以析理明刑論處，亦不免使人心不服，焦循強調禮的長期

教養化成，以禮之倫理位序之分，克己守分之行避免可能產生的論理爭訟，分

析禮、理實踐的不同結果，可說是戴震言條理、禮序之外，以其禮序治世的理

想說明。《論語通釋》「論禮」第二條，焦循另指出： 

 

明儒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閒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

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

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與君抗者，呂氏此

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焦循批評理與勢將導致相奪相爭的結果。勇於持理抗君，伸理於萬世，是君子

之行，事君盡禮是盡其臣分。此條表面上說禮、理之別，實際上還包括對宋儒

主張的批判。盡其言責，諍諫以言，本來也是盡其臣分，倒不必直接等同於抗

君，但焦循卻巧妙以理勢相奪，指出一味「尊理」之病。他指出，避免廟堂未

安的化解方法是回到禮，君子重禮讓，君臣便能各自以其位勢之禮，以禮治立

政行教，臣以禮，則不須抗；君以禮，則免於奪。焦循強調以位序論禮，取代

爭尊論理的思考，不僅回應宋明以來，學者過分強調「天理」之失，回歸現實

場域談人文化成，亦不失事理、物理之明，倫理生活因遜讓得以條理安頓。 

    《禮》的核心精神，亦即時用的目的。既重「時」，故非為一時；既言

「用」，故需隨時執守，因為執禮就是據德。從此可見，制禮之要，必須因格損

益，審時為用，而禮法度數之作，上古重在啟蒙開愚，中古重在止奸轉偽，其

最終的理想在使民人遷善，日新其德。重要的是，此禮文德教，還有其可落實

的通變神化作用，無聲無息而天下太平，既大有為於天下，卻篤恭無為而無能

名，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焦循最後更明白指出，此治世極則，可於

〈禮運〉、〈禮器〉、〈中庸〉、〈大學〉諸篇，得其精微。 

焦循特別強調，禮的明德作用，在於新民知止，明分篤恭的大有為之功，

但具體來說，又是無聲無息、得名而無名的通變神化，換言之，平天下是一個

啟蒙變化的歷程，上位者恭己無為而大有為，民人受其裁化而不知，正是

《易》道因時隨時的運化之功。將禮文之教與《易》之裁化實踐勾連在一起，

                                                      
23 詳參焦循：《論語通釋》「論禮」第一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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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向清明太平的可能，是焦循自言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諸

篇的精微所在，其實亦正是他對清明盛世的文化與政治期許。 

焦循最能在繼承發揮戴震的義理思考。戴震強調析明理義，談事理、物

理、條理，反對形上天理、抽象虛理之漫溯，焦循則說「禮讓理爭」，徒論虛理

不講實理者，僅是一種「意見」上的「據守」，研治經學必須「證實運虛」，24

從「理之分，義之宜」25上觀察推求，最後便能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他提出

以禮讓止爭，「理義」便適度地被「禮義」取代了；同時，用《易》卦旁通陰陽

之轉，談禮之大本析分陰陽，則明顯是攝禮歸《易》的考慮。26焦循藉《易》

道變化，建構其「一貫」哲學譜系。 

    焦循強調事君盡禮，指出知識上論理和倫理上論禮的差異結果，顯見其經

世思想。「理」在宋儒多為形上價值的闡釋，是天理、天道，具尊之最尊的根源

義；到了戴震「理」則為事理、物理、條理，為「事物當然之則」，焦循論「禮 

讓理爭」，顯然是有意捨棄前者的形上意義，而僅就現實之效驗、法則處辨析。 

    焦循認為立政之要，惟在於「禮」，並指出「禮」有教化、感染人心的作

用，正因禮的應用範圍廣泛，故舉凡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射箭、軍事、訟

獄等，無不包括在內。君長在生活中用禮感發人心，消忿化戾，便能使君子小

人自安自勝，克己遜讓，故能平息爭端。「禮」重視積漸、相摩的人文教養，是

道德上的感化認同，倫理名分上的自我節制，故能克己禮讓而不爭。至於

「理」，焦循與「法」相連，「理」是法理、事理，理以刑治，講量刑、責罪的

輕重，必究以毫芒，察以差謬，故理是禮的救濟之法，論以法理、齊之以刑，

雖有可能解決各持一理的譊譊爭端，但最後必定雙方皆不服。然而，禮論辭

讓，理論是非，前者側重倫理名分位階，後者講求道理曲直之判斷；若能直言

伸理，是否會導致禮屈而失禮呢？焦循強調，「禮」在勸說以名分、遜讓的情感

教化外，另外還包括了認知上的理性作用，「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

讓處之」，由知禮而行禮，而寬和於事理，使爭訟的雙方置酒相揖相讓，止爭和

解。故直論理者則以啟爭，若以禮代理以治天下，則天下不爭矣。27 

    焦循所處的時代，正值乾嘉盛世，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安定之際；但另一

方面，風俗也更形鋪張浪費，繁瑣細碎，當時婚喪嫁娶造成了高額消費，因風

水地理託言不葬停喪的迷信風俗愈演愈烈，時風惡俗所及，往往讓一般百姓窮

於應付，若有所違，亦招致宗族鄉黨的訾議，焦循倡言復禮，回歸禮制本身，

禮儀必因人情而制，以禮約己、以禮分自安，無疑有其深刻的用心所在。 

                                                      
24 焦循曾說：「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詳參《雕菰集》卷 13，〈與劉端臨

教諭書〉，第 215 頁。 
25 詳參焦循：《易話》上〈道德理義釋〉。收入《焦氏叢（遺）書》，《叢書集成三編》第九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年）。 
26 詳參焦循：《易話》下〈說太極〉：「《記》用《易》以明禮，而所以發明《易》者，了然可

見。」收入《焦氏叢（遺）書》，《叢書集成三編》第九冊。 
27 《論語通釋》「釋禮」第四條：「以禮自約，則始而克己以復禮，既而善與人同，大而化之。

禮以約己，仁以及人。約己斯不執己，斯有以及人。仁恕禮三者相為表裡，而一貫之道視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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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焦循所提出的禮讓態度，還有導民情性，敎民守分的作用。他根據

《儀禮》制度，畫成格式做成棋盤，敎人在對弈的過程中，兼習禮制，凡朝廟

庠序、墻墉戶牖，皆布列在棋盤上；賓介主人、圭璋鼎俎、各式服冠，皆有不

同的棋子代替，「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弈，思有以易之，為此格，演之者，必

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

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28從時

人好博弈的習尚上，予以改正，使人民在遊戲活動中，習得禮制規範，因禮的

形式不容逾矩，在遊戲中潛移默化，寓教於樂，使詳制度、守規範，使奸偽不

生，不爭不詭。焦循這套以德導民，以禮齊民的政治舉措，強調事君盡禮的主

張，似是針對臣民而發，然究其實，仍是為國者所當據守者。焦循主張惟德當

據，於藝則游而已矣，據德、執禮，其實一也。立政本於禮，則民不爭；施政

本於禮，則能止訟；止訟不爭，則國家平治。仁恕禮一貫，以禮教民、育 民、

化民，仁政理想的落實，便由人文禮教的化育間充分體現。 

 

（二）「解析辨正經義」以回應時代 

 

    復禮的文化政治，屬於道德範圍，禮以止爭，重點在止訟，爭訟之起，除

了情性未被滿足外，還有學術意見上的聚訟爭端，以乾嘉時期來說，各學派間

的不同見解，導致經說紛歧、經義不彰，常是爭端的焦點。焦循主張《論語》

的核心是「一貫」，強調孔子「一貫忠恕」之旨，並斥異端之學，重點即在釐清

辨正這些學問知識上的爭訟據守。何澤恆以為，《論語通釋》中所論，均是焦循

針對漢宋之爭的時弊而發，特別是「釋異端」、「釋據」最明顯。他說： 

 

      近時學者自稱漢學家考據以排宋為發端之辭，則其下之言漢晉經學家知 

      據不知通之弊云者，實皆緣其所謂近之學者而為之比也。然則亦可謂里 

      堂於《論語》之種種申論，其最要宗旨之所在，乃在針對時弊而發。29 

 

焦循批評當時漢宋學者在治經態度上的差謬，厭棄二家相互攻訐，知據不能通

的看法，誠為有見。 

    然則，焦循於《論語》之種種申論，其最要宗旨之所在，乃在針對時弊而

發，焦循認為，在學術上固不應當一味據守，然在行事為人的道德修養上，卻

有需要守住的地方，故先倡言惟「據德」、「依仁」，從孔子思想內涵的核心處，

另標出「一貫之道」為仁的宗旨，重新回到《論語》本身，以「吾道一以貫

之」回應當時經說的紛歧、甚至對立。這種「回歸經典」以立說的方式，實不

可僅視為一種針對時弊而發的時代之聲而已。因為就方法論上言，焦循不僅試

                                                      
28 詳參焦循：《雕菰集》卷十七〈習禮格序〉，第 288-289 頁。 
29 詳參何澤恆：《焦循研究》，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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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決經典內部意義分歧的問題，建立己說；對於孔子之道的發明，亦不再純

粹從義理內涵或純由文字訓詁上去檢視，焦循以一種「學術發展過程」的眼光

看待經典，具體指出歷代解釋《論語》之所以不足，都是因為「據守」、執於一

端所致，執於一端者為異端，不執一端者能通，他屢屢在《論語通釋》、《論語

補疏》中，提及有關學術遞變的說明，其用意便是經由歷史脈絡，指出何種說

法才是《論語》的真正面貌，而此「一貫」，亦是符合經義內涵者，這種經義的

回歸，雖可視為一種面向時代挑戰的回應，但就儒學內部思想的發展來觀察， 

無疑更深具意義。焦循之釋「一貫忠恕」，斥異端據守，直接標幟出經典詮釋的

內涵，不論在方法論上，或思想內涵上，均可擴及學術本身遞變的視角。 

    儒學經過宋明義理化的發展後，到了清代，官方基本上仍維繫著朱子學的

系統，而乾嘉學者的考據學，在當時已漸漸匯聚成一股學術力量，焦循面對時

局，有意兼採漢宋，通過一己的體悟，闡發他對聖人思想的理解，不啻是對治

時代之病癥。焦循畢生投注最多心血者，在其《雕菰樓易學三書》，其後又有

《孟子正義》，為其思想的最後壓軸之作，《通釋》、《補疏》補強定稿於《三

書》之後、《正義》之前，正是焦循思想的重要接楯點，若從思想內涵上觀察

《通釋》、《補疏》二書，其中對一貫、忠恕、斥執一、據守的討論，直接可以

證立焦循在治經方法上，不但力主貫通，其關於《論語》的詮釋，更有強調以

一己性情推及萬物，極一貫之效、竟一貫之功的實踐向度。 

    關於《論語》所接櫫的核心價值，焦循從孔子思想內部，抽繹出「一貫」

之旨，且主張「一貫」才更符合孔子思想的真理內容。「一貫」是仁禮一貫、忠

恕一貫，也是德智一貫、學思一貫。焦循在說明「一貫」之旨的重點時，並不

在分析釐定哲學範疇與界說，而在說明各範疇與範疇間如何相通、如何一貫的

把握與理解。從政治上說，忠恕修己，透過禮制的實踐表現出來，故君上治民

敎民以禮，禮制便發揮安定政治社會的力量，仁以修己，禮以治人，故仁禮一

貫。從經義的內涵上說，焦循刻意避開純粹義理式或考據式的解經方式，以本

經為出發點，兼採漢宋，提出個人的心得，此不獨是研經方法上的突破，經義

的回歸，而是站在自己的時代位置，重新面對經典，揭示經典的時代價值。換

言之，經義的把握、解釋、分析，對應自己所處的時代，德智一貫、仁智雙

彰；進而德禮一貫，道德修養、知識學問兼修完備，必須與時代相扣合。 

 

五、結論 

 

    （一）焦循所建構的《論語》之學，除釐清經義內涵，揭示孔子「一貫忠

恕」思 想外，更重要者則是經由釋經解經，以構建其思想譜系。從學術內部的

發展脈絡來看，明末王學末流未能繼承王學精髓，使經注淪為講疏家的高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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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初經世思潮興起，則轉以強調崇實致用的目的；另一方面，統治者為鞏

固自身政權，加強對漢人的統治，力倡理學，號召尊孔讀經，更將崇儒重道列

為國策，顯見朝廷刻意安撫前朝漢人的用心，並藉由提倡理學的實用面，標舉

禮法孝悌，藉以攏絡知識份子，鞏固其統治地位。 

    （二）焦循由言「理」的實用層面，強調經世濟民、開物成務的實踐方

向，從理學轉為研究禮學，遂很自然成為一種穩實思想內涵的學術延續。義理

不可捨經而空憑胸臆，其要在於存乎典章制度，故戴震嘗言：「古經明則賢人、

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

典章制度者是也。」30強調理義必從經學本身得來，不可鑿空妄測。特別是焦

循，將孔子之仁，總之以「一貫」，而言忠恕一貫、德禮一貫、克己治人一貫；

知識學問上，由博而約，以一通多，講經緯萬端、規矩的一貫。《論語通釋》言

「一貫忠恕」處凡有五條，皆在藉由發明孔子之意，以非議執一之說。 

    （三）焦循還特別揭示禮的重要，他認為禮是立政之要，君長平天下之爭

以禮，必講辭讓、重名分，以禮讓為國，故能化育民人，節人之性。既言禮，

必重視教育、學習，知禮、習禮而行禮。知識的探求，要博而能貫，博是博

通、博究，以開放的態度兼習各家學問，能博通能專深，而博學之後還要能反

約，得其 「一貫」之旨而「貫通」之，故博聞多識約禮，亦是一貫。或者也可

以說，不論內在的道德修養或知識學問的涵化，一貫都是其價值核心所在。 

    （四）焦循晚年改定《論語通釋》為 15 篇，新增入的三篇〈釋異端〉、〈釋

多〉、 〈釋據〉共 16 條，全部都在討論學術知識問題，特別是針對治學方法、

學習內容與範圍，強調經由知識涵養道德、由智通德、知明而德彰的思考特別

鮮明。「一貫」是讀書稽古、博學時習後的體會，是以一貫之、以一通萬，也是

一多相參相得、相融相通後的結果。一般學者專講良知良能、尊德性，很容易

便會忽視道問學的重要，學者求知若不能通博積學、擴大知識領域，亦不能

知、不能貫，必得習、博相與相成，才能因明其所學而有所知；既知之後而不

執，才能產生明智之通見。執多、執一、據守亦一也，知識學問上的偏執，將

導致一味執古、泥古，執己自專，有害而無益；解決之道，便是不斷讀書以涵

養道德，同時以謙虛的態度，繼續廣求、深求學問，才有可能得一貫之旨。 

    （五）總括來說，焦循《論語》學之特出處，在於透過經典詮釋，提出個

人的學術主張，不獨是研經解經方法論上的進步，講求通博一貫的理解，此亦

是對應當代問題而來。焦循兼採漢宋，有意在朱注外，另開《論語》學的詮釋

系統，非為傳統經典「注疏式」，亦非朱熹（元晦，1130-1200）「義理式」的理

解，雖然不免運用漢學家的方法解經，但卻不是考據學家那種專據師法家門或

名物訓詁、逐字逐句考釋的據守，因為焦循顯然並不以提供一種正確的、唯一

的文本以為依歸，而在建構證立聖人「一貫」之旨。焦循在學術上力倡一貫，

明顯擴大了傳統經生儒者的學問範圍，因為考證經說的方法材料多元加廣，亦

                                                      
30 詳參戴震：《戴震東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12 月臺一版），卷 11，〈題惠定

宇先生授經圖〉，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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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充擴了汲取知識的能力。 

    （六）此外，焦循也透過《論語》二書，提出其文化政治觀照，試圖建立

德禮一貫的文化社會。「禮」是一種文化教養、人文生活，更是一種風俗習慣的

培育養成，焦循認為，政治清明必繫於禮教，而禮治之所以可能，不由空思冥

想而來，必由日常生活的條理規範中，在人己、物我的包涵或通辨中得見，由

此而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便能極一貫之功。焦循強調，「智兼仁則大，大智即

為聖人」，重點不在談聖人如何偉大，歌頌聖人境界，而在人人皆可學為聖人；

君長有責任、也有義務敎民從事「聖人一貫之學」，由學而思、而入德入聖。焦

循所形構的人文政治圖像，植基於一種務實的思考而來，其禮治社會、民風敦

厚的 冀望期許，亦是在經濟活絡的社會中才有可能達成者，這些主張，當然有

很強烈的時代意識，也正足以證成焦循《論語》學的文化政治理想。 

    （七）焦循治學研經，不但善於思辨，勤苦鑽探，又能親自手批，筆

記備考，每治一經皆具短簿小冊，記錄心得，鈔撮要義，查檢進度，故能

按部就班，日進有功，而卒能完成卷帙宏富的經學鉅著。又具備資料檢

索、文獻儲存的治學能力，無怪乎上下古今均能牢籠為其所用。焦循治學

態度謙虛謹嚴，平日閱覽牽涉所及，不但特重漢、魏以來碩學鴻儒的專門

著述，對當代學者的重要創獲與發現，也都能推美贊揚，取其所長，論其

所失，體現焦循相觀而善，「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的虛

心精神，故能不驕矜，不尊大，不自固，「識見卓越，通方而不偏蔽；規

模宏敞，匯納而不局隘。在乾嘉學者中，不愧為傑出的第一流人物。」31 

  （八）焦循研治經學，強調「旁通」，「一貫」的重要作用，而以檢索法、

歸納法、演繹法、統貫法為之進路，泛觀博覽，取精用宏，故能無所不通，

無所不達。《雕菰集》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乾隆六十年，

1795），可以作為其經學體用兼賅的重要宣示，文曰：  

 

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算術、陰陽五行、六書七音

等為輔，匯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詁，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

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

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  

 

焦循認為經學要具備性靈，而不單只是補苴掇拾之學。焦循刻意不使用「考據」

之名，他以為「經學」之名，即已涵蓋「考據」之意。經學是諸子、詞章、方技

等學的根柢，故修養經學必須具備這樣的態度：「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

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焦循認為詞章必以經學為根柢，只要修得

真正的經學，自然就產生必要的性靈作用。 

  （九）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嘗引焦循教示之言，曰：「學貴善用思，

                                                      
31 詳參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11 月），《揚州學記》第八，第

4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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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平最得力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學有輟時，思無輟時也。」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為焦循治學的一貫理念，故能以肫誠去其浮游之氣，

而後乃曲中無不當，又嘗自謂：「學問之道，在體悟，不在拘執，故不憚耗

精損神，以思其所以然之故；雖知無用，不能舍也。向亦為六書訓故之學，

思有以貫通之，一滌俗學之拘執，用力未深，無所成就。」32《易餘籥錄》卷

十五，焦循又自謂嘗取《何大復文集》，檢所為〈與李空同論詩書〉觀之，

見其所言：「僕觀堯、舜、周、孔、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

終身莫解，相傳之意背矣！」焦循深以為「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此深得乎

立言之恉者矣！」衡觀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及其後定經學諸書之引申

觸類，參伍錯綜，以成就漢學訓詁章句、宋學道德性命融匯一爐的焦學特色，

《雕菰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文云：  

 

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

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

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

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  

 

「證之以實，運之於虛」可謂焦循治學研經卓然有成的最佳詮釋指標。焦循

主張學問以「思」（思索）為基礎，他的治學的立場，一言以蔽之，「一貫」、「貫

通」而已。此由他的著述中，或在《雕菰集》裏，處處可見。 

    （十）清代學術以乾嘉為盛，自有吳、皖二派，吳派以惠棟（定宇，1697-

1758）為首，皖派以戴震為首，卓然為經學宗師，焦循一生最推尊戴學，又

服膺惠氏一派漢學義法，而能出入自得，與揚州學者高郵王氏父子、江都汪

中（容甫，1745-1794）、儀徵阮元（芸臺，1764-1849），並為揚州學術的四大

巨擘，其治學的共同特點，誠如張舜徽（1911-1992）《揚州學記》所言「首

先在於能『創』，其次在於能『通』」，故「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

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焦循研究經學於漢、宋兩學，吳、皖

二派，均能兼容並蓄，融會貫通。他的治學方法，富有自由與寬容的精神，而

且以嚴格的態度要求「獨創」、「心得」、「確實」的表現，宜乎焦循故世，阮元

題其傳為「通儒揚州焦君」，「通儒」二字不愧為焦循經學一生的定評，夙昔

典型，誠為學林宗師。 

                                                      
32 詳參羅振玉輯印：《昭代經師手簡二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典藏），焦

循〈三月望日與王引之書〉，收入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清儒致高郵二王論學

書》（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 8 月初版）。  



10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賴貴三 計畫編號：108-2410-H-003-088-

計畫名稱：乾隆中葉呂立本《易經本旨》稿本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1.賴貴三，2019.12.2（週一），〈家藏
經史子集部，人在煙霞泉石間」——臺
灣師大館藏清儒焦循手批明萬曆刊本《
柳宗元文》文獻學與評點學特色與價值
綜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
文學系：「明槧寶光——師大館藏明代
善本古籍特展暨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會議手冊論文集，頁64-109。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11 篇

1.賴貴三，2019.8，〈古道‧西風‧漢
客遊（六）〉，《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46期（2019年
8月），頁21-30。
2.賴貴三，2019.9，〈古道‧西風‧漢
客遊（七）〉，《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47期（2019年
9月），頁43-51。
3.賴貴三，2019.10，〈古道‧西風‧漢
客遊（八）〉，《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48期（2019年
10月），頁14-20。
4.賴貴三，2019.11，〈古道‧西風‧漢
客遊（九）〉，《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49期（2019年
11月），頁34-38。
5.賴貴三，2019.12，〈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0期（2019年
12月），頁32-39。
6.賴貴三，2020.1，〈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一）〉，《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1期（2020年
1月），頁30-36。
7.賴貴三，2020.2，〈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二）〉，《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2期（2020年
2月），頁16-23。
8.賴貴三，2020.3，〈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三）〉，《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3期（2020年
3月），頁39-43。
9.賴貴三，2020.4，〈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四）〉，《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4期（2020年
4月），頁36-43。
10.賴貴三，2020.5，〈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五）〉，《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5期（2020年
5月），頁36-40。
11.賴貴三，2020.6，〈古道‧西風‧漢
客遊（十六）〉，《中國語文》（臺北
：中國語文月刊社），第756期（2020年
6月），頁19-24。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2

篇

1.賴貴三，2019.12，〈魯汶大學東方圖
書館典藏中國古籍書志（二）〉，《澳
門文獻信息學刊》，2019第2期（總第
24期），頁1-17。
2.賴貴三，2020.1，〈魯汶大學東方圖
書館典藏中國古籍書志（三）〉，《澳
門文獻信息學刊》，2020第1期（總第
25期），頁1-18。

研討會論文 5

1.賴貴三，2019.8.24（週六）至
8.25（週日），〈清儒里堂焦循手批《
十三經注疏》的方法學與經學思想析論
〉，第二屆「十三經注疏與經學文獻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州：福建師範
大學經學研究所，頁1-29。
2.Lai Kuei-San（賴貴三
），2019.10.5（Saturday），”Early
Studies on the Yijing by
Missionaries, Emperor Kang-Xi,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十七至十八世紀
傳教士、康熙皇帝與中國學者間早期《
易》學交涉之研究〉），韓國首爾：韓
國外國語大學校「第十六屆靑年學者國
際學術硏討會」及 「第三屆歐亞博士論
檀」（主題：「東西方漢學研究的互動
與交流」，PP. 1-29。
3.賴貴三，2019.10.11（週五）至
10.12（週六），〈朝鮮艮齋田愚《易》
學禮氣論發微〉，中韓語言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貴陽：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
學院貴陽孔學堂，頁1-29。
4.賴貴三，2019.10.25（週五）至
10.26（週六），〈尤庵宋時烈及其《易
》學思想析論〉，韓國全州：全北大學
校「對話與交流：漢字文化圈的人文學
研究國際研討會」，頁1-29。
5.賴貴三，2019.11.15（週五）至
11.16（週六），〈雅琴飛白雪，高論橫



青雲」——揚州通儒焦循《論語》「一
貫忠恕」之學綜論〉，揚州大學文學院
、儒家經典詮釋與東亞傳播研究基地
：「《論語》詮釋與東亞文明國際學術
研討會」，頁1-23。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2
協助完成呂立本《易經本旨》手稿釋文
校注，以及彙整資料撰寫論文草稿一篇
，俟定稿後另行發表。

博士生 1
協助完成呂立本《易經本旨》手稿釋文
校注，以及彙整資料撰寫論文草稿一篇
，俟定稿後另行發表。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1
協助研究資料檢索、文獻打字校核與行
政協助等工作。

碩士生 2
協助完成呂立本《易經本旨》手稿釋文
校注，以及彙整資料撰寫論文草稿二篇
，俟定稿後另行發表。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1.賴貴三，2019.10.7（星期一12:30-14:00），專題演講
：魯汶大學東方圖書館典藏中文古籍考論，韓國首爾：韓
國外國語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
2.賴貴三，2019.11.8（星期五立冬19:00-21:00），專題
演講：「《易》道乾坤大，天心性命真──讀《易》、治
《易》與體《易》經驗談」，「問心書院人生講座」，臺
北： 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
3.賴貴三，2020.5.23（週六，10:00-12:00），專題演講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周易》占變、象辭與命
理心得分享交流，臺北：華梵大學推廣中心（臺開大樓九
樓教室，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4.廖素琴博士論文指導畢業：漢代字辭書陰陽五行詞源研
究——以《說文解字》、《釋名》聲訓為中心，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108／博士。
5.鄭惠文碩士論文指導畢業：：生命教育融入七年級國文
教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08／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