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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1將明代定位為「中國評點文學的全盛期」，

而明末清初則為「評點文學的群星璀璨期」，可見晚明評點興盛之一斑。如

李贄（1527–1602）、孫 （ 1543–1613）、湯顯祖（1550–1617）、陳繼儒

（1558–1639）、鍾惺（1574–1625）、陳仁錫（1581–1636）、金聖嘆（1608–

1661）等，都是晚明從事評點的大家。不但當時參與評點的名人多，且如

劉辰翁（1232–1297）這位宋末元初的評點先驅，其著作在明代也大受歡

迎。  

楊慎（1488–1559）言劉辰翁《世說新語》諸書之評點：「世人服其賞

鑒之精。」2時人集劉辰翁所評點的著作九種刊行，陳繼儒為序讚其所評之

高明，曰：「須溪筆端有臨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魂丹，又有麻姑搔背爪，

藝林得此，重闢混沌乾坤。」3韓敬（⋯1610⋯）云：「須溪先生倫鑒高絕，

其所評騭，膾炙人口，⋯⋯復不為訓詁糾纏，不為理學籠絡，點筆信腕，

自以抒寫靈灝，鼓吹風雅，極其魄力所至。」4天啟年間錢謙益指出：「近

代俗學盛行，劉辰翁、李卓吾之書，家傳戶誦。」5由楊慎、陳繼儒、韓敬

諸人之盛讚，及劉辰翁評點著作之彙整刊行及「家傳戶誦」之情形，皆可

                                           
1《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年 6 月）。  
2
［明］楊慎：〈劉須溪〉，《明詩話全編》（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 12 月），

頁 2707。原載《升庵集》，卷 49。  

3
［明］陳繼儒：〈劉須溪評點九種書序〉，《晚香堂集》（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叢

書集成三編》第 51 冊，影印明崇禎九年［1636］刊本），卷 1。  
4
［明］韓敬：〈劉須溪先生記鈔引〉，《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丁輯（臺北：華國出版

社，1952 年 4 月），頁 864。   
5
《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集部》（六）（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1994 年

4 月），頁 19，《文選瀹注》，錢謙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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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當時評點之盛行。  

對經書文辭的賞析、議論，以往大都見諸書信、文章、詩話中，因晚

明評點的發展、興盛，評點普遍用於教學及閱讀，並成為常見的著書形式，

時代風氣的影響，遂採用了評點來評論經書文辭。  

在本章中，筆者從晚明的經學、文學、學術思潮等角度，以六點分論

經書評點興起的背景，試圖解決三個重點，一、晚明提供了什麼條件，讓

經書評點在此時有萌生的空間？二、當時王學的流行，又與評經的興起有

何相關？三、時人評點經書的動機、原因何在？   

 

第一節  復古風氣的瀰漫 
 

傳統士人對經書的推崇由來已久，然而前人的推崇，多著重在取法經

書之義理、精神。明代文壇在復古風氣的影響之下，更著重於探究經書的

文辭、寫作技巧，作為創作之準則。  

如何喬新（1427–1502）以為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息，「凡發於辭命，

見於應對者，皆燦然成章，其氣象雍容而不迫，其文詞溫雅而不爨」，因言

「有志學古者，《左氏》不可廢」，曾輯、批《左傳》，名曰《左傳擷英》，

序云：  

 

予少讀昌黎、河東二家文，愛其敘事峻潔，摛詞豐潤，及讀《春秋

左氏傳》，乃知二家之文皆宗《左氏》。⋯⋯予因慨然曰：「有志學古

者，《左氏》不可廢。」迺日取而讀之，挹之而愈深，追之而愈不可

及。⋯⋯假《左傳》於學宮，錄其尤可愛者百餘篇，釐為三卷，題

曰「左傳擷英」，加以批點，藏之巾笥以便觀覽。6 

                                           
6
［明］何喬新：〈春秋左傳擷英序〉，《何文肅公文集》（臺北：偉文圖書公司，1976 年

5 月，《明代論著叢刊》），卷 9，頁 3–4。按：《何文肅公文集》封面及版權頁撰者誤

題「何景明」，由卷首〈重刻何文肅公椒邱文集序〉諸序，知其作者當為何喬新。何

喬新，景泰五年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肅」，著有《椒邱文集》。葉慶炳、邵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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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輯之書名為「擷英」，知所錄之「可愛者」當指文辭而言。  

後七子中領袖文壇的王世貞云：「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

《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

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7亦主張為文可取法於《尚書》、

《左傳》、〈檀弓〉、《考工記》等經書。  

詩論受王世貞影響很大的胡應麟（1551–1602）云：「世謂三代無文人，

《六經》無文法。吾以為文人無出三代，文法無大《六經》」，「《詩》三百

五篇，有一字不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8另一位復古派的汪道昆

（1525–1593），因賞《左傳》「比事屬辭燦然」，「乃撮居常所膾炙者，省

為節文」，作《左傳節文》9。又云：「近來超乘之士，厭左馬而好小部子書，

其學識漸下，不如仍進而求之古，《五經》而外，《周禮》為最，惟《周禮》

可以凌《莊》敵《左》，掩班馬而弟之。」欲刻《批評周禮》以為學者之的，

以《周禮》古註太繁，欲刪之，故將此書命名曰：「批評周禮註約」10 

                                                                                                                         

編輯：《明代文學批評資料彙編》（臺北：成文出版社，1981 年 3 月），頁 311–312

收有〈春秋左傳擷英序〉，註言取諸於《明代論著叢刊》本的《何文肅公文集》，故遂

沿襲了錯誤，仍將作者題為何景明。筆者覆查李淑毅等點校：《何大復集》（鄭州：中

州古籍出版社，1989 年 7 月），卷首〈點校說明〉中，言點校過程遍參明、清六種何

景明詩文集互校而成，然《何大復集》中並未收〈春秋左傳擷英序〉。由此可確定，〈春

秋左傳擷英序〉應為何喬新所作。  
7
〈李于鱗先生傳〉，《明代文學批評資料彙編》，頁 437。  

8
［明］胡應麟：《詩藪內編》，卷 1，《明詩話全編》（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 12 月），頁 5436–5437。《明史‧文苑傳》云：「所著《詩藪》十八卷，大抵奉世貞

《卮言》為律令，而敷衍其說。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總目》，卷 172，

〈別集類二五〉，〈少室山房類稿〉條云：「所作《詩藪》類皆附合世貞《藝苑卮言》，

後之詆七子者，遂并應麟而斥之。」  

9
［明］汪道昆：〈春秋左傳節文引〉，《太函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6–1348

冊，影印明萬曆刻本），卷 23，頁 7。  

10 轉引自［明］呂胤昌：〈玉繩答論詩文書〉引述汪司馬（汪道昆）語，文見孫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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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復古而向經書取法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是孫 ，孫 可謂是極端  復古

主張者11，曾言：「世人皆談漢文、唐詩，王元美亦自謂詩知大歷以前，文

知西京而上。愚今更欲進之，古詩則建安以前，文則七雄而上，文則以《易》、

《書》、《周禮》、《禮記》、三《春秋》、《論語》為主，⋯⋯詩則《三百篇》

為主。」12對「漢文唐詩」，或詩法大歷以前，文法西漢以上的復古主張，

都覺得有所不足，言「古詩則建安以前，文則七雄而上」，提倡「周文漢詩」

13。又說經書精腴簡奧、千錘百鍊，「文章之法，盡於經矣」14。正是為了

向經書取法之故，孫 成了晚明評經大將之一。  

 

第二節  對經義紛紜的反動 
  

以往解說經書、箋疏之作，多重在訓詁、考證、闡其義理，評點則主

在賞析文辭，所重不同，之所以如此轉變，原因之一是對經義紛紜的反感。 

劉辰翁之子劉將孫描述了劉辰翁對宋人穿鑿解杜的不滿：  

 

或者謂少陵「詩史」，謂少陵「一飯不忘君」，於是注者深求而強附，

句句字字必附會時事曲折，不知其所謂史，所謂不忘者，公之天下，

寓意深婉，初不在此。第知膚引，以為忠愛，而不知陷於險薄，而

                                                                                                                         

峰先生居業次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6 冊，影印明萬曆四十年［1612］

呂胤筠刻本），卷 3，頁 61。因為信中論詩文、論評點，又有古註太繁欲刪去云云，

故汪道昆《批評周禮註約》，應不同於一般經注或科舉講章，而是近於孫 評經的風

格，以論其文辭、寫作技巧為主。   
11 關於孫 的復古主張，為避免重複，本節中僅略述，詳見本論文第四章中〈孫 的 

文學觀〉一節。  

12
〈與呂甥玉繩論詩文書〉，《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 3。  

13 孫 與李化龍、趙南星、余寅、呂胤昌論詩文的信中，屢次言及「周文漢詩」的主張。

見《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 3，頁 3、4、7、57。   
14〈與余君房論文書〉，《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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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集為甚。15 

 

劉辰翁之評杜詩，乃出於注杜者深求強附，「浩嘆學詩各自為宗，無能讀杜

詩者」。宋濂（1310–1381）亦言為劉辰翁評杜詩，是對以往註杜者穿鑿附

會的反動，云：「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傅會，楦釀

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不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

於率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說。」凡此種種，皆使「子美之詩不白

於世」，故辰翁解杜，採評點而不用箋疏，以避「繳繞猥雜之病」16。  

歷代解《詩》之穿鑿、經說的紛紜，更勝解杜者。回顧經學的發展，

漢唐經學到了宋代遭到批判，宋代學者對經典重新詮釋，是為「宋學」。新

經說為元、明所尊，而到明中葉逐漸又有異議產生，質疑宋學的正確性。

解說《詩經》者，開始商榷朱熹「淫詩說」及抨擊《詩序》的言論，重新

肯定《詩序》的價值及漢學的主張。這反反覆覆的紛擾，頗使人不耐，因

而有厭棄經義的泥淖，轉而求其文采者，如陳繼儒主張求《左氏》之文章，

即出於對經義紛紜的反動：  

                                           
15 所引為劉將孫為《集千家注批點杜詩》所作的序言，《集千家注批點杜詩》為劉將孫 

之門人高崇蘭所編，大量刪削舊注，並加入劉辰翁的評點而成。此書有多種版本，書 

名亦略有出入，參鄭慶篤：《杜集書目提要》（濟南：齊魯書社，1986 年 9 月），頁 42– 

49。眾多版本中，或無劉將孫之序，如筆者所見《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臺北： 

大通書局，1974 年 10 月影印明嘉靖八年［1529］靖江王府刊本）及《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卷首皆無劉將孫序，國家圖書館所藏高崇蘭編《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 

二十卷，明末葉刊本，題為「杜子美詩集」者，卷首有劉將孫序，然前闕，僅存：「以 

使讀者得於神，而批評標掇足使靈悟，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大德癸卯冬，廬陵 

劉將孫尚友書。」等七十餘字，李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12 月）第 20 冊，收劉將孫文，但未收劉將孫此序。筆者正文所述，轉引自周興陸： 

〈劉辰翁詩歌評點的理論和實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年 

第 2 期，頁 110–113。 

16
［明］宋濂：〈杜詩舉隅序〉，蔡景康編選：《明代文論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年 1 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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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為三十篇。

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

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后人強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

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為秦漢文之祖。⋯⋯

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義較近，史例較合，況

文章典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今天下之《春秋》，廢

《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讎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

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為可喜

也。
17 

 

以為《左傳》未必有意於解經，後人著眼於其經義，反而「支離破碎，去  

經彌遠」，既然《左傳》文章妙天下、典豔，「不若反而求諸《左氏》之文  

章為可喜也」。因著這種心態，晚明更看重經書的文學性，遂以評經的方式， 

賞經書之文章，求經書之文法。  

 

第三節  慣以文學的眼光詮釋古籍 
 

 明代文學鑑賞的風氣盛行，亦是促成評經發展的催化劑。郭紹虞言：「明

人於文，確是專攻。任何書籍，都用文學眼光讀之。」18凌稚隆《史記評

林》的出版，是晚明一大盛事，諸如《史記評林》之類，以文的眼光讀史

籍的，在晚明很多，而清人看來，這不是讀史，馮班（1602–1671）《鈍吟

雜錄》即批評：「今人讀《史記》，只是讀太史公文集耳，不曾讀史。」19「只

                                           
17
〈左氏春秋序〉，《晚香堂集》，卷 1。  

18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年 7 月），頁 729。   
19
［清］馮班著，［清］何焯評：《鈍吟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叢書集成初

編》本），卷 6，頁 87。又該書卷 6，頁 61：「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

不曾看史。」措辭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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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讀太史公文集耳」一句，正說明馮班對以文學觀點讀《史記》的不滿。  

對於子書，亦賞其文辭，如陳深萬曆六年（1578）冬為署名門無子所

撰的《韓子迂評》作序曰：「唐宋以來，病其術之不中，黜不講，⋯⋯近世

之學者，迺始艷其文詞，家習而戶尊之，以為希世之珍。」20唐宋病其法

家之術與儒家義理或相悖，故黜而不講，此乃就《韓非子》一書的義理而

論，而明代卻拋開內容，因豔其文辭而加以珍重，可見詮釋古籍著眼之不

同。  

又如朱長春讀《管子》一書，忍不住要施加圈點，以賞其文辭，其《管

子榷‧凡例》云：「古書不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為賞識焉。此

中理詞俱妙用○，意字瑰奇用 ，條暢雋爽用 。」  21至於有明一朝，以文

學眼光詮釋經書的評論，亦遠較以前為多。如宋濂云：  

 

文學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眾矣，然當以聖人之文為宗。文

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儀禮》，

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又莫如

〈顧命〉。論議浩浩，不見其涯，又莫如《易》之〈大傳〉。陳情託

物莫如《詩》，《詩》之中反復詠嘆又莫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

《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開有闔，有變有化，脈絡之

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

莫如「養氣」、「好辨」等章。
22 

 

如王鏊（1450–1524）云「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  

 

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  

                                           
20
《韓子迂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36 冊，影印萬曆六年［1578］自刻十一

年［1583］重修本），卷首。  
21
《管子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36 冊，影印萬曆四十年［1612］張維樞刻  

本），卷首。  

22
〈浦陽人物紀‧文學篇序〉，《明代文論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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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敘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  

子在鄉、在朝、使擯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  

 

又言韓愈（768–824）文章或學《書》或學《詩》或學《孟子》，故能鶴立

於後世文章家之中23。屠隆（1542–1605）亦云：  

 

 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

之沖玄，《詩》之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

人學士纖穠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周

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巒峭拔，波濤層起，而姿態橫出，信文

章之大觀也。
24
 

 

歷數各部經書的風格，盛讚其敘事精嚴，有開闔變化、姿態橫出，文采高  

視千古云云，都表現了明人慣用文學眼光詮釋古籍的趨向，雖知《六經》  

所貴在道術，而仍不禁要賞其文辭，讚嘆其為「文章之大觀」。  

而考證古音很有創獲的陳第（1541–1617），可謂清朝考據學派的先

驅，所著《尚書疏衍》卷一〈尚書評〉中，對《尚書》文辭的賞析，有不

少的著墨。如云：「《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窔奧，玩之愈淵，

行之愈切，測之不可以為象，卒然而置于前，則令人驚怪不知何從而得之

也。誠宇宙間至文哉！」續論太史公之文學成就，文章之奇，後人拱手推

服，而以太史公之奇，當其著述《史記》時，遇《尚書》之文，「眴然而目

眩，怵然而手拙，故于堯舜禹湯武謨誓誥，皆兢兢錄焉，即有句字之改，

亦猶班固之于太史公也。」以為《史記》之文固高妙，然亦需稱臣於《尚

書》，對《尚書》之文可謂推崇備至。又云：  

詩莫妙于《毛詩》，文莫妙于《尚書》，⋯⋯《尚書》之妙，豈惟其

政事、道德之宗，抑亦具典要體裁之雅，後世莫窺其涯涘也。⋯⋯

                                           
23 以上所引皆見［明］王鏊：〈文章〉，《震澤長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下，頁 1。  
24［明］屠隆：〈文論〉，《明代文論選》，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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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為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

〈佛骨疏〉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也，詞意並佳，遂成

絕筆。柳子厚曰：「本之《書》之以求其質」，夫《書》豈獨質而已

哉！25 

 

類似以上所引讚賞經書文辭的文字，在明代的文集、詩話中相當常見。

正是因為用文學眼光來看待經書，才會從經書中看出許多的文學趣味來，

也才會用評點的方式來賞析其文辭。  

 

第四節  王學流風遺韻的影響 
 

    明代中後期心學的流行，造成思想、學風很大的轉變，而這也是評經

之作盛行之際。郭紹虞先生以為明代學風受著宋代的影響，但宋、明兩代

仍大有不同： 

 

      明代學風依舊是道學的，但又不像宋代這般嚴肅和拘謹，因為宋代

重理學而明代重心學。重理學，以為理有客觀的標準，所以是傳統

的。重心學，以為心即是理，所以又是反抗傳統的。當時像李贄這

樣，甚至以為「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焚書》卷三〈童心說〉），所以宋代的風氣可以蹈常習故，而明代

的風氣正須有不顧一切的自由解放的大膽精神。26 

 

尊性、內求的心學本就含有「自由解放的大膽精神」、含有反傳統因子。特

別是泰州學派普及草莽魚鹽，倡言百姓日用之道，力圖以愚夫俗子的日用

                                           
25 以上所引陳第說，皆見［明］陳第：《尚書疏衍》（《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尚書評〉。  

26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年 9 月），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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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取代經生文士傳統的儒學，拉低傳統、肯定世俗。李贄等甚至指斥《六

經》、嘲弄孔孟。既有嘲孔孟、斥《六經》的李贄，評經在當時並不是那麼

的異端也可想知了。心學的興起，讓經書凝重的面孔在此時解凍，從「我

注《六經》」奉經書為圭臬，士人自居為聖人的傳聲筒；到「《六經》注我」

經書成為個體本心的代言，心學是整個演變過程中重要的催化劑。不去理

會聖人是怎麼說的，不去窮究經書的本義，讓自我的賞鑑、文學趣味藉著

評點經書一一展露，這何嘗不也是「《六經》注我」的現象？主客易位之下，

評點經書自然可在這樣的思潮下盛行。 

王學的盛行，更造成了解經態度的開放，王守仁（1472–1528）〈答羅

整菴少宰書〉曾說道：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

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

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27 

 

以心為是非的標準，而不以孔子為標準，更何況是不及孔子的諸儒，這種

態度影響了王畿（1497–1582），王畿曾云：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區區可得而私也，非

先儒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而私也，亦非羲周所得而私也，要在發

明所學，足以信今而傳後，公言之可也。
28 

 

非先儒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道」與「學」是天下之「公道」、「公

學」，是向所有的人開放的，每個人可以有獨到的體會，與先儒、與孔子抗

衡。所以解經不必囿於前人舊說，有了更廣闊的解釋空間。陳第提及幼年

讀經，一反從前，不取徑於傳註：  

                                           
27
［明］王守仁：〈答羅整菴少宰書〉，《傳習錄》（臺北：金楓出版公司，1987 年 3 月），

卷中，頁 138。  

28
《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經部》，頁 43–44，〈大象義述〉條，王畿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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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受《尚書》家庭，讀經不讀傳註，家大人責之曰：「傳註適經門

戶也，不由門戶，安入堂室？」余時俯首對曰：「竊聞經者，徑也，

門戶、堂室自具，兒不肖，欲思而得之，不敢以先入之說錮靈府耳。」

29 

 

不取徑於傳註，則不致受傳註解釋的影響，可潛心體會、自得之。這種不

受舊說牢籠的態度，正是王畿所主張的。還可從當時找到不少類似的例證，

如陳繼儒引友人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

而古今人之《詩》也。」又言：「以一人言《詩》，不若以眾人言《詩》。」

30陶氏這段話，除了可用來印證解經態度的開放外，也可看出陽明心學的

影響，和前面所引述的王畿所云，口吻極為神似，精神則一脈相承。  

王學的主張和影響，讓無奇不有的異說，皆有立足之地，將晚明醞釀

成為評經發展的沃土。  

 

第五節  對解經抱持開放的態度 

 
明人較能不執定一說，以較開放的態度接納別解，這種態度，一方面

和前述陽明心學自信本心，不以孔子為是非的思潮相關，人人可以各抒見

解，各是其是；一方面也是有鑑於歷代以來經義的紛擾所致。以《詩經》

而言，漢有今古文之爭，朱熹等又批判了漢學，明中葉後質疑宋學的聲音

紛起。晚明之際，當舊的信仰––宋學搖搖欲墜，而新的信仰又尚未確立

的過渡階段，解經宛如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人人各自立說，顯得包羅萬象。 

                                           
29
［明］陳第：〈尚書疏衍自序〉，《尚書疏衍》，卷首。按：陳序作於萬曆四十年（1612） 

。  

30
〈詩經註疏大全序〉，《晚香堂集》，卷 1。按：沈守正：《詩經說通》（《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經部第 64 冊，影印萬曆四十三年［1615］刻本），卷首有〈詩經說通引用書目〉，

其中〈正引〉部份列「陶逸則《註疏纂》」，下註其名為「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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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歷代解經的紛歧，回顧漢、宋學的起落，讓明人在詮釋經典時，

不再自信滿滿認定何者為確論，承認辯解之徒勞。如韋調鼎（⋯1641⋯）

云：「聖人既往，雜學 興，譊譊之徒各是其師，予欲于千載之後，持百家

之衡，譬以一人而平一市之鬨，則亦愚矣。」31又云：「漢重經術，師尚專

門，言《詩》家如申、如韓、如毛，學有根據，互為闡宣，若老農談稼，

山人談樵，澤人談漁，自寫其胸中獨得之妙，不必一也。」「詩固人之心聲，

無文無聲之始，豈私智短識所能窺測哉，予之考定，故未嘗定也。」32認

為各家之說《詩》，各有其根據，「自寫其胸中獨得之妙，不必一也」。諸家

之眾說紛紜，韋氏形容其為「一市之鬨」，不敢持百家之衡，以一人平一市

之鬨，是以所著《詩經備考》，亦是抒己之獨見，不敢定為確論，故云：「予

之考定，故未嘗定也。」  

又如何萬化（⋯1631⋯）指《詩》與《易》同，都是隱約變幻，橫看

成嶺側成峰，所以認為詮釋時，不宜太拘執，要抱持開放的態度：  

 

夫《詩》之道，與《易》同體，《易》變幻無盡，《詩》隱約無方，

卦《易》者，不知何指，而事候物象，各應所占，作《詩》者，不

知何心，而引賦絃歌，借抒所抱，正如牟尼之珠，隨方五色，匡廬

面目，橫看成嶺側成峰。解《易》而二五定屬君臣，解《詩》而國

風半歸男女，此宋儒所以拘也，然則讀《詩》者，以正解解可以，

傍解解可以，不解解亦可，兩是而俱存之亦可。
33 

 

可以接受「正解」、「傍解」、「不解」，兩說都有理亦可俱存之，這種無所不

可的包容、開放態度，為明代的解經特色之一。以往的儒者總想在經書中

窮究聖人、聖經之大義，以此自任，而明代倡言不必解、不可解者還不少，

                                           
31
［明］韋調鼎：〈自序〉，《詩經備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67 冊，影印明崇

禎十四年［1641］刻本），卷首。  

32
［明］韋調鼎：〈詩經備考答語〉，《詩經備考》，卷首。  

33 《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經部》（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1992 年 6 月），

頁 189–190，《聖門傳詩嫡冢》，何萬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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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趙南星（1550–1627）云：  

 

 今夫《三百篇》固不可解也，而儒者以選舉升第之故，不得已而解

之，其所謂道學家者又多迂闊強解之，夫惟以「不解」解之者，則

可與言《詩》矣。夫孔子嘗以言《詩》許子貢子夏矣，其所解者非

後儒之所謂解也，猶「不解」也。
34 

 

趙氏言以「不解」的態度，方可言《詩》，此乃因為《三百篇》年代久遠，

詩篇所能能供的線索又有限，以往的經學家往往附會史事，據《序》言詩，

以道學觀說《詩》，「強解之」反而是對經書的戕害。 

 再將之與清代李光地（1642–1718）說經的態度做比較，更可顯出趙

南星諸人主張的特別，李光地云： 

  

《詩經》道理不出齊家、治國平天下。〈二南〉從齊家起，〈雅〉則

治國平天下，〈頌〉則天地位，萬物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

享。然其道理不外於修身、齊家，大指如此。至從來說《詩》的藩

籬，有說不通處，須與破除，不然都成挂礙。35 

 

李光地代表的是多數傳統經學家的風格，延續著向來儒者強調追求經書本

義、聖人本義的要求，在未解《詩》前，已將詩旨界定了修齊的趨向，「說

《詩》的藩籬，有說不通處，須與破除，不然都成挂礙」，更是與「不解」

的態度大相徑庭。  

 因為持開放的態度，可以接受評點的形式施用在經書上，接受評經背

離了傳統注疏解經之作，接受評經或三言兩語、或解或不解或天馬行空、

旁及其他的不按章法。  

 

第六節  讚賞獨抒心得的別解 
                                           
34［明］趙南星：〈孔諫甫詩序〉，《明代文學批評資料彙編》，頁 600。  
35
［清］李光地：《榕村語錄》（北京：中華書局，1995 年 6 月），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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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應麟云：「余每謂千家注杜，猶五臣注選；辰翁解杜，猶郭象注莊，

即與作者語意不盡符，而玄言玄理，往往角出，盡拔麗黃牝牡之外。」36說

劉辰翁解杜詩或與作者語意不盡符，考劉辰翁曾云：「觀詩各隨所得，別自

有用，⋯⋯同是此語，本無交涉，而見聞各異，但覺聞者會意更佳。用此

可見杜詩之妙，亦可為讀杜詩之法。從古斷章而賦皆然，又未可訾為錯會

也。」37可見辰翁解杜，本重讀者各有會心，不以斷章取義為錯會，「與作

者語意不盡符」本為斷章取義所難免，而胡應麟不以為非，反賞之。  

徐渭（1521–1593）云：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解者， 

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而以施之於戰爭 

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 

必正為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 

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為搔，未 

為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為盡釋也，辟諸痺 

者，指搔以為搔，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 

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 

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 

 

「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有不可知者，不必正為之解，不必盡釋。

言所見《論語》《孟子》之引《詩》、說《詩》：「若〈淇澳〉、〈蒸民〉，裁數

語耳。他若〈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禮，〈雄

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38認為孔、孟引

                                           
36
［明］胡應麟：《詩藪雜編》，卷 5，《明詩話全編》（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 12 月），頁 5707。  

37
［宋］劉辰翁：〈題劉玉田選杜詩〉，《須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 

頁 49–50。  

38
「〈淇澳〉、〈蒸民〉」，徐渭文本作如此，今常見大都作「〈淇奧〉、〈烝民〉」。「〈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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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非正解，但求適於用，後人又何必執著的求正解，又何能求得正解，

云：「古詩人與吾相去數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數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

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推崇季本（1485–1563）之作「取吾心之通以

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
39 

 「注」之體，向來是依附於所注的對象存在的，鍾惺云：「曾子之於《大

學》，文王、周、孔之於《易》，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秋》， 

皆注也。凡注之為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離乎其所注者，而不能為書。 

離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為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立於所注者之中，而又 

遊乎其外者也。」鍾惺認為裴松之《三國志注》、劉孝標《世說新語注》、 

酈道元《水經注》三注，能離乎所注，「注者之精神，有能自立於所注者之 

中，而又遊乎其外者」，故鍾惺特賞之，作《三注鈔》。 

 徐渭強調要以吾心之所通讀書，不必求正解，所得不必是本意。鍾惺 

則賞裴松之三人，在注中都有其精神貫注於其中，而不是原著的影子而已。 

凌濛初亦賞裴松之等三注，許其「博洽」，又以為注解以「發揮己意，以意 

逆志」為上，云：  
  

傳注之家有二派焉，一曰博洽，旁蒐廣列，引客證主，裴松之之注

《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酈道元之注《水經》也；一曰聰

明，發揮己見，以意逆志，韓非之〈解老〉〈喻老〉、向秀之注《莊》、

王冰之解《素問》、張商英之注《素書》也。訓詁而餖飣之，下矣；

釋義而經生之，下之下矣。
40 

                                                                                                                         

美質也，而以訂禮」，所論本《論語‧八俏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 兮，素以 為絢 兮，何 謂也？ 』子曰：『 繪事後素。』曰：『禮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所引為逸詩。  
39 以上所引徐渭說皆見［明］徐渭：〈詩說序〉，《徐渭集》（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4

月），頁 521–522。按：此序為季本《詩說解頤》作。徐渭自言嘉靖二十六年（1541），

年二十七、八歲，始師事季本，覺先前二十餘年空過，後悔無及。見《徐渭集》，頁

1332，〈紀師〉、〈師類〉。  

40
［明］凌濛初：〈東坡書傳序〉，《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經部》，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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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洽、聰明二派，都是凌氏所認可的，嘉許能「發揮己意，以意逆志」的

傳注，所舉的韓非、向秀之作，都是能獨具創見，不為前人牢籠，不為原

書所局限的著作，相較之下「訓詁而餖飣之」，「釋義而經生之」，正是徐渭

所說的「俗儒析經，言語支離」
41，反對在訓詁的瑣碎處下功夫，拘守舊

說，溺於舊聞的作法。  

 這種特許「獨抒心得」的解經態度，可說是孕育評經的溫床，因為評

經之舉挑戰了傳統解經的模式，評點這種批評形式，不重在訓詁釋義，而

重在獨抒心得，故必須以這種開放的態度為前提。  

 

                                           
41
［明］徐渭：〈奉贈師季先生序〉，《徐渭集》，頁 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