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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注四書之轉折 

──以《學庸章句》、《或問》為比對範圍 

陳 逢 源∗ 

提   要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宋元以來最重要之經典，人所共知，然而原本與《四

書或問》彼此證發的方式，卻少人注意。尤其朱熹學力日進，日後關注集中於《四

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更為人所忽略。其實相同之處，可以見其用意；相異

地方，可以見其轉折，《四書或問》留下解讀《四書章句集注》非常珍貴的線索。

只是《四書章句集注》與《四書或問》體例殊不一致，文字相似而異，校勘並不

容易，為求精確，筆者選擇以《學庸章句》與《或問》為範圍，檢覈其中之異同，

從體例之間，以及彼此相應之文字，一窺朱熹完成《四書章句集注》，形就四書

體系後續之經學思索進程。 

關鍵詞：經學、儒學、四書學、朱子學 

                                                 

∗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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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於「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

《或問》成」下云：「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

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

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

學者私傳錄之。」1雖然其中僅言及《論孟集注》、《或問》，但其實也包括《學》、

《庸》，《朱子文集續集》卷二〈答蔡季通〉云：「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

皆為《集註》，其餘議論，別為《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

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2《四書章句集注》

與《四書或問》乃是一時俱成，此於束景南先生〈朱熹前四書集注考〉一文辨之

甚詳，茲不再贅3。可見淳熙四年（1177）乃是朱熹經學成就關鍵之年，從《論

孟精義》到《四書章句集注》，不僅範圍從《論》、《孟》擴及《學》、《庸》，學術

旨趣更從匯整諸家講論，到窮究經文旨趣，深具融通義理與訓詁用意，所以「集

注」是思索之後的成果，「或問」是取捨用意的說明，兩者同樣立足於匯整諸家

講論的「精義」基礎上，代表朱熹超乎宋學樊籬的嘗試，《四書章句集注》與《四

書或問》乃是相輔相承之作4，只是日後朱熹專力於《四書章句集注》，反覆改易

之後，兩者遂不相應，檢視朱熹本身言論，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印證，〈答潘端叔

二〉云： 

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卻與《或

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

                                                 
1 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8 月），頁 65。 
2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2 月），第 10 冊「續集」，

卷 2〈答蔡季通〉，頁 4929。 
3 束景南撰：〈朱熹前四書集注考〉考云：「《章句》乃以己意去取諸家，《或問》乃設問答以述去

取之意，故序定《章句》必當同時作《或問》以相發明。……前考《論語集注、或問》與《孟

子集注、或問》亦稿成于淳熙四年（丁酉本），《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亦序

定于淳熙四年，決非巧合，是年朱又序定《詩集傳》，《易傳》稿具（舊作《周易本義》成），

可見淳熙四年本為朱熹生平經學思想發展轉捩之年，而以《四書集注》之成為標志也。又朱熹

《文集》卷 81 有〈記大學後〉，乃定《大學》之本；又有〈書中庸後〉，乃定《中庸》之本。

卷 81 皆為題跋，按年編次，此二跋正作在淳熙四年，此亦為朱熹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

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之一證，朱熹必是據己所定《大學》、《中庸》之本以序定《章句》、

《或問》，則淳熙四年亦可謂朱熹生平《四書》學正式確立之年矣。」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輯

考》（鹽城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612。對於歷來疑惑，頗有澄清之處。 
4 參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

仁書局，2006 年 9 月），頁 2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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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細諭及，卻得評量也。5 

〈答張元德七〉云：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

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

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6 

《朱子語類》載云：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五十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

後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7 

淳熙四年（1177）朱熹為四十八歲，取其約數，確實可以說是五十歲以前文字。

自此朱熹學術日進，關注所在，乃是經文旨趣，至於《四書或問》屢言「無工夫

脩得」，甚至言其「未定之書」、「支離」、「不須看」，則是朱熹學術趨向已有不同，

然而影響所及，千載之下，學者讀《四書章句集注》者多矣，《四書或問》卻少

人留意，其實《四書或問》是朱熹思索四書義理非常重要的進程，《四庫全書總

目》云： 

可見異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

於折衷眾說之由；其於《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
8 

相同之處，可以見其用意；相異地方，可以見其轉折，《四書或問》無疑留下解

讀《四書章句集注》非常珍貴的材料，所以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強調先之以

《或問》，繼之以《語類》9，指出解讀《四書章句集注》非常重要的方向，可惜

賡續之討論仍少，以至於千載之下齗齗致辯，是非難斷，原因所在，乃是忽略朱

熹建構四書義理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其實諸多問題，朱熹於《四書或問》已經反

覆討論，深加反省。棄取之間，早有所見，分析更深於後繼批評者的觀點。筆者

曾撮舉《四書或問》，檢覈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原則，從語意妥貼，義理

圓融、排拒佛、老、強調踐履、四書參證、時政反省，以及儒學主體意義建立等，

                                                 
5 同注 2，第 5 冊，卷 50〈答潘端叔二〉，頁 2264。 
6 同注 2，第 6 冊，卷 62〈答張元德七〉，頁 3068。 
7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 12 月），卷 105，頁 2630。 
8 紀昀編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5 月），卷 35「《四書或問》39
卷」提要，頁 723。 

9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 5
月），第 1 冊《朱子學提綱》，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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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窺朱熹思考方向10，只是關注所在，乃是《四書章句集注》與《四書或問》相

承之處，至於釐清歧異，推究轉折，觀察尚有不足，為求深入脈絡，本文重加比

對，歸納《或問》論述之例，不僅可以了解《四書章句集注》詮釋重點所在，對

於朱熹四書撰作歷程，也有更深入的觀察。然而《四書章句集注》與《四書或問》

體例殊不一致，內容既多，前後改易，文字相似而異，比對並不容易，為免蕪雜，

本文以《學庸章句》與《或問》為範圍，期以內容集中，分析更為精確。 

二、理學╱經學 

兩者體例截然不同，雖然《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是相互配合之作，但

就屬性而言，《或問》明去取用意，推究討論，出入北宋諸家講論內容，理學成

分居多；《四書章句集注》直指經文，才是真正關乎經學的著作11。舉例言之，《大

學章句》朱注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12就注解而言，固然有「增字解經」

之嫌，但按覈《大學或問》，則可見朱熹用意所在：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

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

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

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

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

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

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

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

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

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

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

哉？……13 

朱熹特重《大學》，於此關鍵之處，論述所及，應是「大學」意義所在，但特別

留意「小學」與「大學」的銜接，乃是頗為特殊之處，呼應〈大學章句序〉中「人

                                                 
10 參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302-326。 
11 束景南撰：《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4 月）第十章「丁酉年：生平學問的第

一次總結」云：「朱熹由《四書集解》經學時期向《四書集注》經學時期的過渡是在寒泉之會

和鵝湖之會前後開始的，在淳熙四年序定成《四書集注》得到完成。《四書集注》的首次序定，

在他不斷自我反思探索的思想之路上矗起一塊劃分前後半生學問的理學巨碑。」，頁 397。按覈

其中，前者應屬北宋以來理學之思索，後者更及於經學之建構。 
12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3。 
13 朱熹撰：《大學或問》卷上，《四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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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14的說法，朱熹對於「小學」工夫的強調，固

然與其強調涵養而進的理學思惟有關，另一方面，朱熹編輯「小學」工作的完成，

儒學進程安排已見脈絡，似乎也有一定的關聯，淳熙十四年（1187）〈題小學〉

云：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

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

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頗蒐輯，以為此

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15 

朱熹對於「灑掃、應對、進退」的重視，從朱注《論語．子張篇》「子夏之門人

小子」一章，強調「其分則殊，其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
16當中，已見端倪，朱熹落實其中精神，建構「小學」體系，在「習與知長，化

與心成」當中，有效完成儒學內聖外王的教育準備，然而編成《小學》後，又成

為詮釋「大學」的論述基礎，朱注以「大人之學」來解釋「大學」，文字雖簡，

然而義理相關，轉折如此複雜。另外，《中庸章句》釋「中庸」云：「中者，不偏

不倚、不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17言語直接簡要，而《中庸或問》云：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

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

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

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

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

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

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

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14 朱熹撰：〈大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 1。 
15 同注 2，第 8 冊，卷 76〈題小學〉，頁 3825。按：《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5〈答劉子澄七〉

載「《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寄，幸幸。」頁 1412。〈答劉子澄九〉載「《小

學》書卻非此比，幸早成之。」頁 1415。〈與劉子澄十〉載「《小學》書卻與此殊科，只用數

日功夫便何辨，幸早成之。」頁 1417。可見朱熹盼望之殷切，不過劉清之編成之後，朱熹並

不十分滿意，於是自行修訂，〈與劉子澄十一〉載「但《小學》惜乎太遽，又不蒙潤色耳，近

略加修改。」，頁 1418。可見從淳熙十年（1183）開始，朱熹建構四書體系之餘，又嘗試進

一步完成「小學」體系，無怪乎晁公武撰 《郡齋讀書志》云：「小學之工程，大學之門戶也。」

見晁公武撰 孫猛校證 《郡齋讀書志校證．附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卷下「拾遺」中「《小學》之書四卷」，頁 1228。脈絡於此可知。 
16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 10〈子張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2 月），

頁 190。 
17 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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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

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

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

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

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

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18 

推敲所在，「不偏」指未發之本，「無過不及」言已發之中，義各有所出，朱熹兼

取兩者，細究《中庸》文本語意脈絡，描述「中」所具之體、用特質，思考更為

周延全面。同樣「庸」之一字，「不易」與「平常」言各有當，「不易」的重點在

於無可取代，而朱熹以「平常」一詞，強調隨時可見，在「無所詭異」當中，得

到「常久而不可易」的恆常價值，雖然語意簡明，但涵義更廣。事實上，以鄭注

「庸，用也」、「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19而言，朱熹注解無疑更能涵攝古注

精華，尤其扣合「用中為常道」旨趣，可以說更具引據來源，但討論所及，並不

在於訓詁問題，而是詮釋範圍與效能的釐清，可見朱熹兼融含攝，期以更周延的

解釋，以平實可行的觀點，建構「中庸」命意所在。然而有趣的是《中庸或問》

接續討論的是「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

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張子之言如何？」「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
20前者是篇名的討論，後兩者是宋儒講論分析，皆非關朱熹注解的說明，而是對

於《中庸》命篇的體會與北宋諸儒的分判，就形式而言，闡明個人思索所在，更

近於講論性質，朱熹曾以首章內容作為淳熙七年（1180）白鹿洞書院開講講義21，

更足以證明《或問》的屬性。 
事實上，就體例而言，《或問》以問答形式呈現，多數以「曰」字來表示提

問與回答，以《朱子全書》所收黃珅校點版本為據，《大學或問》分五十九則，

共八十六個問題；《中庸或問》分六十三則，共一百零六個問題，依其回答內容，

大抵可以區分三個不同層次：一是有關文本義理的闡釋，包括章句要義所在、語

義內涵、前後脈絡，以及訓詁名物等的說明。二是前人說法的檢討，主要集中於

二程一系諸儒見解高下之分判，旁及前賢說法的補充。三是朱熹思索心得的分

享，包括改字、分章用意、書寫體例的安排，以及獨特之見等。以《中庸》第十

                                                 
18 朱熹撰：《中庸或問》卷上，《四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548-549。 
1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 年 12 月），

卷 52〈中庸〉，頁 879-880。 
20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49。 
21 同注 2，第 4 冊，卷 34〈答呂伯恭三十二〉載「〈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為撓，然

雖去此，同官必能為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

問》中語，更不錄呈也。」頁 3825。朱熹於此開示儒學宏規，既然「更不錄呈」，也證明《中

庸或問》早已傳佈於友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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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為例，《或問》分別問及：「鬼神之說，其詳奈何？」「諸說如何？」「子之以

幹事明體物，何也？」22於此可見朱熹乃是從經典原文、前賢往說之間，逐漸獲

致個人心得，三者層次不同，《或問》往往擇一而論，或者反覆致辯，逐漸深入，

只是提問之間有時並不容易清楚分別，以《中庸》第十九章有「昭穆」一詞，《中

庸或問》列舉「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其為向明，何也？」

「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

乎？」「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

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

而可乎？」「然則毀廟云者，何也？」「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然則諸儒

與劉歆之說，孰為是？」「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

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廟之

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

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等林林總總十一個問題23，由音讀而至禮制用意討論，

多數屬於延伸而出的問題討論，與經文並無直接關聯，但朱熹對於典制，委曲致

辯，訓詁名物之用心，於此可見。然而按覈《中庸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

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孫、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

不失其倫焉。」24文字簡要，實難窺見朱熹關注典制的情形，朱熹原本對於經文

著重之處，似乎也唯有從《或問》論述之間，可以一窺其要，為求眉目清晰，茲

就《學庸章句》與《或問》對應關係，表列如下： 
 
《大學章句》 《大學或問》   

經 1（6）、2（1）、3（1）、4（1）、5（1）、6（1）、7（2）、
8（1）、9（1）、10（1）、11（1） 

傳一 12（1）、13（1）、14（1）、15（1）、16（1） 
傳二 17（3）、18（2）、19（1）、20（1） 
傳三 21（1）、22（1）、23（3）、24（2）、25、（1）、26（1） 
傳四 27（3） 

                                                 
22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78-579。 
23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81-586。按：朱熹於「昭穆」說解之詳，頗為特殊，紹熙五

年（1194）受詔進講《大學》，針對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上〈祧廟議狀并圖〉、〈面奏

祧廟劄子并圖〉、〈議祧廟劄子〉、〈進擬詔意〉，並撰〈書程子禘說後〉，詳考制度，力阻祧僖祖

之議，事雖不果，但關注已久。見朱熹撰：《朱子文集》第 2 冊，卷 15，頁 498-514。第 8 冊，

卷 83，頁 4112-4114。《中庸或問》有「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之問，〈書程

子禘說後〉云：「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今得楊子直所錄伊

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

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定矣。」頁 4114。有宋一朝，帝位傳繼，頗為特殊，朱熹留意典制，深

有以備顧問之意。 
24 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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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五 28（3）、29（3）、30（1）、31（2） 
傳六 32（1）、33（1） 
傳七 34（1） 
傳八 35（2）、36（1） 
傳九 37（1）、38（1）、39（2）、40（2） 
傳十 41（3）、42（1）、43（1）、44（1）、45（1）、46（1）、

47（1）、48（1）、49（4）、50（1）、51（1）、52（1）、
53（1）、54（1）、55（1）、56（1）、57（1）、58（1）、
59（1） 

共計 59 則、86 個問題 

 

《中庸章句》 《中庸或問》   
篇名 1（1）、2（2）、3（1）、4（1）、5（1） 
首章 6（1）、7（1）、8（1）、9（1）、10（3）、11（1）、12

（1）、13（1）、14（1）、15（1）、16（3）、17（1）、
18（4） 

二章 19（2）、20（1）、21（1） 
三章 22（2） 
四章 23（2） 
五章  
六章 24（1） 
七章 25（1） 
八章  26（2） 
九章 27（1） 
十章 28（3） 
十一章 29（1） 
十二章 30（1）、31（2）、32（2）、33（1） 
十三章 34（1）、35（1）、36（1） 
十四章 37（1） 
十五章 38（1） 
十六章 39（3） 
十七章 40（1） 
十八章 41（1）（包括十八、十九章） 
十九章 42（11） 
二十章 43（2）、44（2）、45（4）、46（1）、47（1）、48（2）、

49（5）、50（2）、51（1） 
二十一章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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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章 53（1） 
二十三章 54（1） 
二十四章 55（1） 
二十五章 56（1） 
二十六章 57（1） 
二十七章 58（1） 
二十八章 59（1） 
二十九章 60（3） 
三十章 61（2） 
三十一章 62（1）（包括三十一、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三十三章 63（2） 
共計 63 則，106 個問題 

※《或問》所列序號為黃珅校點本之段落順序，括號內數字則為問答數目 
 

列舉對比，朱熹《或問》所問並不平均，其中討論較多的段落，乃是經文本身分

量較多，但同時也是朱熹著力所在，如《大學》經、傳三、傳五、傳十，《中庸》

首章、二十章等，於脈絡綱領之間，特別提示義理所在。至於《中庸》第五章未

見討論，《中庸或問》第四十一則、第六十二則分別討論《中庸》第十八、十九

章以及三十一、三十二章，分合之間，出於質性相近，或是文字較簡，所以附帶

言及。比較而言，《大學》分為經一傳十，深入討論頗多；《中庸》分章較密，但

討論反而較為疏略，將近半數僅有一則提問，甚至從問題屬性，《大學或問》常

有朱熹獨到之見，隨意撮舉如：「吾子以為……」25、「今子方將語人……」26、「子

謂正經……」27、「子獨何以知其不然……」28、「子不之從……」29、「子獨何據

以知其皆不盡然……」30、「然則子何以知其為……」31、「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

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32、「然則吾子之意……」33、「然則子之為學……」
34、「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35等，皆可見朱熹注解《大學》的個人心得。至

                                                 
25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05。 
26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05。 
27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14。 
28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15。 
29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21。 
30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3。 
31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3。 
32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4。 
33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6。 
34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8。 
35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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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庸或問》則是前賢往說的檢討居多，如「張子之言如何」36、「呂氏為己為

人之說，如何」37、「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為是耶」38、「楊氏所論王氏之失，

如何」39、「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40、「他說如何」41、「程、呂問

答如何」42、「諸說如何」43、「呂氏以下，如何」44等，重點在於前人說法的分判，

甚至其他泛論約取的問題，如「或問十四章之說」45、「或問十七章之說」46、「或

問十八、十九章之說」47、「或問二十五章之說」48、「或問二十六章之說」49、「或

問二十七章之說」50、「或問二十九章之說」51、「或問卒章之說」52等，內容其實

也是諸家說法的檢討，就其角度而言，與《大學或問》似乎稍有差異。評議前說，

未必無個人之見，但就詮釋層次而言，《中庸或問》詮釋方向，與《論語或問》、

《孟子或問》較為一致，或許因為三者皆有纂輯前賢說法的工作53，所以除經典

本身的詮釋問題外，尚有檢討前賢說法的課題。至於《大學》自出機杼為多，反

映於《大學或問》當中，也就無怪乎《朱子語類》卷十七、十八等錄師生講論《大

學或問》內容，在《四書或問》當中，是唯一專章討論的材料，朱熹自承「見得

                                                 
36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49。 
37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49。 
38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52。 
39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53。 
40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54。 
41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56。 
42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60。 
43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61、569、570、574。 
44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72。 
45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77。 
46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79。 
47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81。 
48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98。 
49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99。 
50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600。 
51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602。 
52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604。 
53 按：朱熹於乾道八年（1172）匯整張載、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

仲良、尹焞等諸家之說，而以二程為依歸，完成《論孟精義》，見朱熹撰《朱子文集》第 8 冊，

卷 75〈語孟集義序〉，頁 3781-3782。原題下注云「初曰《精義》，後名改《集義》」，此篇即

是〈論孟精義序〉。另外於乾道九年（1173）撰〈中庸集解序〉云：「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

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

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

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𡼖子重，

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更觀覽，名曰《中庸集解》。」第 8 冊，卷 75，頁 3792。石氏

之作，朱熹參與頗多，所以日後刪其繁而成《中庸輯略》，也就不以為剽竊。然而相關之作，

同樣反映朱熹匯輯諸家，上究二程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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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賢所未到處」、「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54，《大學》在四書中所具之地位於此可

知。 

三、彼此參證 

《學庸章句》與《或問》體例既殊，但彼此參證，出於朱熹有意的安排，檢

覈其中，朱熹建構四書，最具爭議之處，乃是經文之移易分，以《大學》為例，

甚至牽動古本、改本之爭55，然而檢視《或問》內容，《大學》已是經一傳十架構，

《中庸》也分為三十三章，四書承前而改異的經文架構，大抵已經完成，朱熹〈林

擇之十三〉云：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

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學章句》

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日略抄出節目，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概矣。
56 

朱熹以「節目」來呈現章句文義間「聖賢述作傳授之意」，由儒學講論，回歸於

經文本身，乾道八年（1172）已具想法，多次與張栻討論之後57，淳熙元年（1174）
朱熹分別經、傳，釐清章次，正式編訂《大學》、《中庸》新本，終於完成重構經

文工作，朱熹〈記大學後〉略述其要，云：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

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

本。……58 

〈書中庸後〉云：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

                                                 
54 同注 7，卷 14，頁 258。 
55 李紀祥撰：《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8 年 8 月）云：「明代理學思想

上的紛爭，皆以《大學》為場合，尤其是王門諸子，在反對朱學時，率以古本《大學》為據，

此又從朱子之思想係貫注於《大學章句》一點而來，亦即因朱子改本而影響明代朱王之爭進行

的方式。」頁 3。 
56 同注 2，第 10 冊，「別集」卷 6〈林擇之十三〉，頁 5226-5227。 
57 張栻撰：《南軒集》（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 年 6 月），卷 20〈答朱元晦祕書七〉云：「示

及《中庸》首章解義，多所開發，然未免有少疑，具之別紙，望賜諭也。所分章句極有功，如

後所分十四節，尤為分明，有益玩味。」頁 501。〈書十三〉云：「所改定本，亦幸早示，得以

考究求教。」，頁 513。所分「十四節」，似乎尚非全本，所以才有後文早示「所改定本」的要

求，然而朱熹與張栻熱切討論，於此可見。 
58 同注 2，第 8 冊，卷 81〈記大學後〉，頁 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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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一篇之體要；……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

子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

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

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59 

「豈可以章句求哉」乃是講論之習的主張，至於「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則無疑是深具經學意識的宣言，其中強調師承二程的說法，以及分經傳、別章次

的安排，成為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重要的基礎，而用意所在，有賴《或問》說

明，云：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

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可質。至於傳

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

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

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

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

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亦無不吻合焉者。故程

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
60 

《大學》經傳各有所出，乃是乾嘉考據學者深加質疑之處61，朱熹也確實並無實

據，但綜括儒學旨趣，雖無「左驗」，卻深具核心意義，朱熹刻意凸顯其中層次，

扣合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脈絡，用意在於彰顯儒學「道統」相傳系譜62，

〈大學〉引據曾子的情況，也就具有文本內證作用，契合《中庸》、《孟子》義理，

更可見其旨趣相通，彼此銜接的情形，據此四書體系方能彰顯。所以不論是聖人

之言，或是「古昔先民之言」，所謂「疑之而不敢質」，雖然未必可以說服後世所

有人，但卻是朱熹綜覽文獻，遙想揣度，綜整孔門發展之後，對於儒學深切體會

的結果，二程列為「孔氏之遺書」，朱熹又進一步分別經傳，以經學「聖人制作

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概念63，凸顯其中層次，《大學》不僅具有四書關鍵地位，

經一章中「三綱八目」所具之核心意義，也因茲而顯。朱熹回歸於經典的思考，

                                                 
59 同注 2，第 8 冊，卷 81〈記大學後〉，頁 3999-4000。 
60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14-515。 
61 戴震十歲從學，就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的說法，正代表清代乾嘉學者求實的學術精神，已與宋明理學有所不同。參見洪榜〈戴

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所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

1995 年 10 月），第 7 冊「附錄」，頁 4 及 30。 
62 參見拙撰：〈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東華漢學》第 3期（2005年 5月），頁 240-249。 
63 張華撰：《博物志》（臺北：明文書局，1984 年 7 月），卷 6〈文籍考〉，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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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閱讀經文當中，更具個人心得，如《大學》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或問》

云：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

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

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64 

《大學章句》言「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65，可

見朱熹不僅一改鄭注原本，也不同於二程安排，原因乃是經、傳對應關係，相同

之處，包括《大學章句》傳之三章注云：「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

在誠意章下」66，傳之四章注云：「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67，皆是按覈經

傳對應屬性的結果，其中最須留意是《大學》「此謂知本」一句，朱熹繫於傳之

四章，傳之五章「此謂知本」則視為衍文，《或問》云： 

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誠

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

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於其間耶？曰：此

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之

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

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

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

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68 

朱熹取二程之所刪，依鄭氏之所繫，各有取捨，同樣出於經文本身脈絡使然，於

此《大學》之經從「三綱」以下皆有呼應，唯獨「八目」之首，從誠意而起，朱

熹於是認為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而「此謂知之至也」一

句，則為結語69，於是進一步建構補傳，此一乖違常例之舉，《大學章句》卻僅言

及「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命意所在，全於《或問》揭露，文字頗長，難

以迻錄70，尤其與《大學章句》相較，詳略懸殊，筆者按覈出處，朱熹其實是綜

整二程十餘條講論的結果71，刻意鋪排「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格物致

                                                 
64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15。 
65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4。 
66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6。 
67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6。 
68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3。 
69 朱熹撰：《大學章句》，卷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6。 
70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4-526。 
71 朱熹《大學或問》於「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列舉二條、「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功程」列舉十條、「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列舉五條，共十七條材料，



東吳中文學報 

 

- 30 - 

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三項

重點，體會所在，同樣於《或問》申明：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

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

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

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

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

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

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

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

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裡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

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

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

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

而實識之哉！72 

其他附帶言及，尚包括申明窮理並非支離，檢討前賢「格物」之說，辨證程子說

法之真實，以及從學李侗心得等，甚至對於後世可能之批評，也多所澄清73，所

言無法一一詳論，但朱熹一生推崇二程，思索義理心得，盡在「格致補傳」，合

其「要歸」，融鑄新辭，其實已具超越意義，朱熹由李侗所授「理一分殊」之教，

回歸於儒學經典，終能化解歷來儒者的分歧，而獲致一己之心得74，於是由「工

夫」以見「本體」，由「本體」以明「工夫」，體用合一，動靜交養，成為個人深

切的體會75。否則改寫不用古人文體76，援取不全然二程之語，干犯不韙之罪，

                                                                                                                                            
按覈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 6 月）分別出現於卷

2，頁 54；卷 4，頁 69；卷 8，頁 87；卷 16，頁 124；卷 18，頁 136；卷 18，頁 140；卷 19，
頁 143；卷 19，頁 144；卷 19，頁 145；卷 19，頁 148；卷 19，頁 158；卷 24，頁 206；卷 28，
頁 232；卷 31，頁 269 等，共十四處，版本不同，文字稍有差異，但朱熹言有所據，於此可證。 

72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7-528。 
73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28-532。 
74 參見拙撰：〈從「理一分殊」到「格物窮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義理思惟〉，《朱熹與四書

章句集注》，頁 344-390。 
75 方東樹撰：《漢學商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6 月）卷中之上云：「不論《大學》

有闕無闕，祗朱子此所補傳，正儒禪之分界，導愚善於睿聰，有功於聖教，日月不刊矣。蓋自

王柏以來，爭古本者，紛紛不一，實未有分明得利害關繫有如此者。」頁 51。 
76 朱熹原本有意仿古人為文之體，只是在申明義理的前提下，難以兼顧，見黎靖德編：《朱子語

類》卷十六載吳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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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豈是言語所能辯解，實乃經典當中線索所在，無可迴避。其他「程子之改親為

新」77、「慊之為義……而其為快，為足」78、「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

僻」79、「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80、「迸之為屏」81、「命之為慢，與其為

怠也」82等，包括《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83、「以

素為索」84、「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85、「蒲

盧之說，……廢舊說而從沈氏」86、「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仁為仁，學

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87等，凡文字歧出之處，以

及訓詁疑義說解，朱熹皆蒐求歷代不同版本，以及前賢不同說法，並按覈前後文

句，求其語意妥貼的結果。以《中庸章句》「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一句為

例88，後人質疑朱熹乖違古訓，不明訓詁89，但按覈《中庸或問》云： 

曰：「蒲盧之為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

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90 

訓詁之解，要有依據91，但推敲上下文意，取其文本自證，顯見朱熹不是不通古

訓，而是回歸經文本身，求其更切近的詮釋，甚至後人以《中庸》「車同軌，書

同文」之文，論證其出於秦後92，朱熹於《或問》亦詳加考論93，真實與否，或

                                                                                                                                            
劉原父卻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全似《禮記》。」頁 326。 

77 朱熹撰 《大學或問》卷上云：「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

據。」《四書或問》，頁 509-510。 
78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34。 
79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35。 
80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40。 
81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43。 
82 同注 13，卷下，《四書或問》，頁 543。 
83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64。 
84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69。 
85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74。 
86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86。 
87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87。 
88 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28。 
89 毛奇齡撰，張文彬等輯：《四書改錯》（嘉慶十六年重刊本）卷 2，頁 13。 
90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86。 
91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5 年 12 月）卷 9，〈釋蟲〉

云：「果臝，蒲盧；螟蛉，桑蟲。」頁 164。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藝文印書館《十

三經注疏》本，1985 年 12 月），卷五十二鄭注云：「蒲盧，蜾蠃，謂蜂也。《詩》曰『螟蛉有

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為己子。」頁 887。古人不

明白寄生道理，遂有錯誤的生物觀念，朱熹未加引用，可以了解對於超乎經驗的內容，朱熹

相當謹慎。 
92 胡止歸撰〈中庸著作年代辨證〉云：「就前儒所疑『車同軌』『書同文』等語，其思想發生之

時代，必亦當在全國一統、李斯相秦（221 B.C.）之後。」張學波撰〈中庸作者及其哲理研究〉

一文，雖主子思所作之舊說，然亦不得不說《中庸》非出於一人，成於一時，「其最遲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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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深究，但所謂不明訓詁的批評，不通考據的質疑，實則忽略朱熹縱觀博覽，一

生窮究典籍的努力。 
無可諱言，後世常以考據疏失來質疑，但朱熹於《或問》當中卻已有所回應，

朱熹從宋儒之講論，而及於漢儒之經說，融鑄義理與訓詁，更進於聖人原旨的追

求，諸多思考，其實早已超越後世的批評，深思窮究，於此可見94。《或問》既彰

顯朱熹撰作之辛苦，也可了解結集四書，完成《四書章句集注》時，體系其實已

經具備。 

四、進程所在 

至於後續之思索，終致使《學庸章句》與《或問》有所不同，《朱子語類》

載楊道夫所錄： 

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

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

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

多，然後方見得。95 

讀書既多，引據不同，觀點自然有異。事實上，檢覈朱熹往來書信，也有諸多校

改調整的訊息，〈答詹帥書三〉云： 

《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

呈，幸且罷議，他日卻附去請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

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

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

                                                                                                                                            
在秦始皇統一之後也。」兩篇收入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編：《中庸論文資料彙編》（高雄：

復文圖書出版社，1981 年 3 月），頁 85、132。 
93 同注 18，卷下云：「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

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

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

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

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

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

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

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四書或問》，頁 601-602。 
94 參見拙撰：〈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程〉，《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17-120。 
95 同注 7，卷 17，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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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96 

〈與詹帥書四〉云： 

熹前日拜書並已校過文字，臨欲與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疏

密，不免親為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食，

令更俟三五日，作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

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尤宜。……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者，

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為害者。97 

陳來先生繫此二書於淳熙十三年（1186）98，乃是朱熹正式序定之前，一方面與

同道之人相互切磋，思索更臻於密；另一方面，反覆斟酌，更可體會經文旨趣之

深宏，校正之用心，令人敬佩，朱熹後續鍛鍊的方向，所謂「刪去辨論冗說」，

乃是脫去講論之習，更進於經旨的努力。至於補入「推本堯舜傳授來歷」一段，

按覈今本，應是〈中庸章句序〉分釋「人心」、「道心」一段：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

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

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

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而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

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為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99 

朱熹以形氣性命，解釋人心之複雜，將「道心」治「人心」的工夫，落實於聖聖

相傳的思惟之中，「道統」的意涵更加明顯，由小學而及於儒學道統的安排，從

工夫更及於儒學歷史情懷，足見朱熹進一步思索聖賢道統的方向，《中庸章句》

篇題之後，朱熹援取二程之言，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

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96 同注 2，第 3 冊，卷 27〈答詹帥書三〉，頁 1037。 
97 同注 2，第 3 冊，卷 27〈答詹帥書四〉，頁 1038。 
98 陳來撰：《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4 月）繫於孝宗淳熙十三年

（1186），朱熹 57 歲，頁 238。 
99 朱熹撰：〈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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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不能盡者矣。100 

按覈《中庸輯略》，「不偏」、「不易」、「始言一理」、「放之則彌六合」之說出於明

道；「以授孟子」、「其味無窮」、「皆實學也」的見解出於伊川101，稍有不同之處，

乃是朱熹以「傳授心法」綰合聖聖相傳概念。朱熹乃是藉二程言論，說明《中庸》

意義所在，方式類似「格致補傳」，於此撰作緣由，《中庸或問》並未言及。另一

方面，《大學或問》篇首特別強調「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102，

然而《大學章句》卻未多所著墨，推究原因，當是儒學涵養工夫，朱熹更思及於

小學完成103，於是工夫更深一層，朱熹後續之思索，於此可見。朱熹用力日深，

文字的鍛鍊以及對於聖道的思索，幾至無法自已，弟子黃榦述其所見，云： 

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余嘗親睹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

慮，更易不置。或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按：《論

語．衛靈公篇》「誰毀誰譽」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坐對至四鼓，先師

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忽見小史持板牌以見

示，則是退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

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為世戒。104 

一字一句，殫精竭慮，甚至臨終前三日仍修改《大學》，費心不已，更是為人所

熟知之事例105，將原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中「一於善」

改為「必自慊」，立論更寛宏，也更符合《大學》原本開示「所謂誠其意者：毋

                                                 
100 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17。 
101 參見石𡼖編，朱熹刪定：《中庸輯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8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上，頁 560-561。 
102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06。 
103 同注 7，卷 14 載：問：『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頁

279。卷 16 載：「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

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裡；壓重了，不淨潔。』」，頁 326。 
104 鄭元肅錄，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

第 11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 月）「淳熙十一年甲辰」條，頁 7197-7198。 
105 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 3 月），卷 6「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

「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頁 778。蔡沈撰〈朱

文公夢奠記〉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午

後，大下，隨入宅堂，自是不能復出樓下書院矣。」見蔡有鵾輯，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6 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6 月），卷 6，
頁 793。不過江永撰〈考訂朱子世家〉云：「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

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收入《近思錄

集注》（光緒乙酉孟春江西書局刊本）第 4 冊，頁 19。錢穆《朱子新學案》第 2 冊，更進一

步按覈朱熹最後所改，確實是經一章「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中「一於善」，

為《大學》「誠意」二字最先見處之注，並非《大學》「誠意」章，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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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的說法106，用心所在，思索經文原旨，推敲文字

之細密，確實已非《或問》原本論辨之基調，相去而遠，乃是自然的結果，只是

文字之間的刪潤調整，不易於《或問》當中得見，差異所在，僅可窺其大端，比

較如下： 

（一）文字更為簡潔 

《中庸或問》云： 

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

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

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

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

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

充其四端者是也。107 

《中庸章句》云：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

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

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

不異於聖人矣。108 

文字相襲之跡甚明，而詳略有別，《或問》呼應前文，多所舉例，文字不免冗贅，

《章句》集中於經文旨趣所在，語句更為簡潔，後文至誠之妙，純就經文闡發，

甚至就語氣而論，將「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改為「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

異」，回歸於經文，堅定之餘，朱熹更具自信。 

（二）語意更為清楚 

《大學或問》云：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

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

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109 

                                                 
106 《大學》原作「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朱熹撰：《大學章句》云：「謙讀為慊……

謙，快也，足也。」《四書章句集注》，頁 7。 
107 同注 18，卷下，《四書或問》，頁 596-597。 
108 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33。 
109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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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章句》云：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

上文兩節之意。110 

言「一事」、「兩物」，分「內外」、「首尾」，仍不免令人疑惑，直接明言「明德」、

「知止」為本始，「新民」、「能得」為末終，先後之序，語意更為簡單明白。 

（三）剔除疑義之處 

《大學或問》云：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

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

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

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

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

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

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書者言之耳。111 

《大學章句》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112 

兩者乃是語意與字意詮釋方式不同，然依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例，經文引據，

必覈查出處，朱熹既有獨到之見，又詳加考證，但《大學章句》於此隱略不言，

可知非關「大義」之出處，朱熹「不暇於致詳」的態度。 

（四）援取已有不同 

《中庸或問》云： 

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

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113 

《中庸章句》云：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110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3。 
111 同注 13，卷上，《四書或問》，頁 518。 
112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5。 
113 同注 18，卷上，《四書或問》，頁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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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114 

今本未見引據呂大臨說法，可見諸說既非本文之意，朱熹為求純粹，也就不再引

列參考。檢討差異所在，乃是朱熹切合經旨，文字力求簡潔明白，於是融鑄前說，

終能形就個人之詮釋主軸，回歸於經文本身，注解更趨嚴謹，朱熹〈答程正思十

七〉云：「如來諭固佳，初欲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著不得許多言語，今可

更約其辭，為下數語來。」115議論要求說理暢達，注經要求意義顯豁，方式原不

相同，〈答潘端叔二〉云：「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

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116感嘆之餘，《朱子語類》更透露注解心情，云： 

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

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117 

可見朱熹經學體會日深，聖人文字簡約，義理宏大，一字一句，疏潤調整，後續

思索之方向，於此可見。 

五、結  論 

筆者留意朱熹引據情形，取用《或問》頗多118，按覈《或問》提問內容，與

《學庸章句》不符之處甚少，然而《學庸章句》與《或問》互校，圈出兩者文字

相襲之處，內容卻又不多，一方面顯見《或問》的撰成，重要之脈絡與詮釋觀點

已經建立；但另一方面，朱熹後續之修改，文字斟酌日深，終至難以一一釐清，

其中轉折，代表朱熹更切近於經典的思考與反省，友人張栻原就認為： 

《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辯

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

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119 

指出關鍵，饒有見識，朱熹也確實由儒學講論漸入聖人經旨的思索，體會更深一

層，終能完成重塑儒學「經典」工作120，此一理解，無疑可以補強以往對朱熹學

                                                 
114 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19。 
115 同注 2，第 5 冊，卷 50〈答程正思十七〉，頁 2309。 
116 同注 2，第 5 冊，卷 50〈答潘端叔二〉，頁 2264。 
117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19「《語》、《孟》綱領」，頁 440。 
118 參見與黃瀚儀合撰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 年

6 月），頁 147-180。以及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

章句集注》，頁 263-264。 
119 張栻撰：《南軒集》卷 24〈答朱元晦七〉，頁 587-588。 
120 參見拙撰：〈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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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了解。歸納《學庸章句》與《或問》之間異同，可以獲致結論如下： 
一、《學庸章句》與《或問》雖然彼此相證，卻也標示朱熹不同的思考方向。 
二、朱熹於《或問》自剖心得，交代出處，思考所及，不僅有助澄清後世的誤解，

更可見朱熹剖析諸儒講論之深刻。 
三、由工夫以見本體之餘，涵養工夫移至小學，道統落實於四書，朱熹後續思索

更及儒學體系的建構。 
四、文字之刪潤調整，思索更臻於密，乃是來自於回歸經旨的訴求以及思索聖人

奧義的無盡追尋。 

從文字之差異，按覈其中線索，朱熹在一句一字的推敲過程中，綜整北宋諸儒義

理思索，上溯孔門道統脈絡，終能體現儒學千載之宏規，其間辛苦，於此可見，

只是筆者學力所囿，朱熹反覆改易之餘，文獻無徵，分析難免不足，細膩之處，

無法洞悉精微，凡此種種，缺陋所在，尚祈博雅君子有以諒之。 
 
 

按：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意見，提供更為廣闊的思考角度，本文為九

十四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計劃編號：NSC 
94-2411-H-004-043，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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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ft in Zhu Xi's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Contrasting Scope Using "Xueyong 

zhangju" and "Huowen" 

Chen, Feng-yuen∗ 

Abstract 
Zhu Xi’s Sishu zhangju jizhu, as everyone know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nons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owever, it 
was ignored that the discourses in Sishu zhangju jizhu and Sishu huowen 
could be used in elucidating and proving each other. Moreover, inasmuch 
as scholars focus on researching in Sishu zhangju jizhu recently, there are 
few peop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ishu huowen. In fact, there are a lot 
of exquisite clues in Sishu huowen, which are valuable to illustrate the 
context in Sishu zhangju jizhu. We could obtain Zhu Xi’s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identical conditions, while get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distinct condi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anons. Nevertheless, it is hard to 
collate the context for the styles are not in chorus and the wordings are 
unlike in the two canons. To clarify the upshot exactly, I will concentrate 
on Xue Yong jizhu and Sishu huowen, contrasting the styles and wordings 
in them, so detect Zhu Xi’s course of founding the system of the learning 
of Classics. 
 
Keywords:The Learning of Classics, Confucianism,  
         The Learning of Four Books, The Studies of Zhu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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