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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晚明《詩經》評點之學餘論 

 

第一節  從「以意逆志」到「以臆逆志」 

 胡應麟說孟子的「以意逆志」之論，是「千古談詩之妙詮也」1，反映

了歷來解《詩》者，對孟子「以意逆志」之說的尊奉。孟子之說見於〈萬

章上〉：「說《詩》者，不以文害辭，不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黎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

周無遺民也。」趙岐（？–201）注云：「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

之心意也。孟子言說《詩》者當本之，⋯⋯人情不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

志，是為得其實矣。」2朱熹注云：「言說《詩》之法，不可以一字而害一

句之義，不可以一句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3雖或有將「以意逆志」之「意」，視為「作者之意」者4，然學者大都從趙

岐、朱熹注解，將「意」視為讀者之意，將「志」視為作者之志。言讀者

勿為字句修辭所惑，要以己意去迎取作者之志。  

 而「讀者之意」之所以能等同「作者之志」的基礎在於「古今性情一

也」5，趙岐的說法是「人情不遠」，中國傳統哲學中普遍肯定「心的普遍

                                           
1
《詩藪內編》，卷 1，《明詩話全編》（五），頁 5536。  

2
《孟子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1989 年 1 月影印清嘉慶二十年［1815］江西南昌府  

學刻本），卷 9，〈萬章〉趙岐注。  
3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 年 10 月），頁 306–307。 

4 如吳淇以為「志」是古人之志，「意」是也是古人之意，釋「以意逆志」為「以古人

之意求古人之志」。參［清］吳淇：《六朝選詩定論》，卷 1，收入於郭紹虞主編：《中

國歷代文論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10 月），頁 36–37。  
5
［宋］嚴粲：〈詩緝序〉：「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說《詩》之法，涵詠《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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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6，明楊文彩云：「理統于心，我具千古以上聖人之心，自可揆度千古

以上聖人之理。雖論出胸臆，正有歷歷可語者。」7此正說明心同、理同，

故孟子「以意逆志」為可能。南宋姚勉（1216–1262）又云：  

 

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為心則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學《詩》

者今日之意，逆作詩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則詩之志必如此矣。《詩》

雖三百，其志則一也。雖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橫渠張先生曰：「置

心平易始知詩。」夫惟置心於平易則可以逆志矣，不然鑿吾意以求

詩，果詩矣乎！8 

 

姚勉亦以為雖古今人殊，而心同、志同，故讀者自作品中所得之意可等同

作者之志。  

然而，奉「以意逆志」為解《詩》準則的人，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

讀者人人所得之意不同，若皆等同作者之志，豈非作者之志本有萬千？姚

勉強調要取法張載的「置心平易」，勿穿鑿，「不可以私意逆之」，以免成為

追求作者本意的障礙。而後人論「以意逆志」時，也往往將孟子「知人論

世」9一併提出，以作為解釋的規範，認為藉由知人論世，加上心同、志同，

作者之志是可求的。  

                                                                                                                         

之性情，則悠然見詩人言外之趣。」收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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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6 參龔鵬程：〈細部批評導論〉，《文學批評的視野》（臺北：大安出版社，1990 年 1 月）， 

頁 436。  

7
［明］楊文彩：〈指略〉，《楊子書繹》（《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55 冊，影印清光  

緒二年［1876］文起堂重刻本），卷前。  

8
［宋］姚勉：〈詩意序〉，《雪坡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7。所引張橫渠  

說，見〈題解詩後〉：「置心平易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  

年聊用勉經師。」［宋］張載：《張子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3，  

頁 23。  
9
《孟子‧萬章下》：「頌其詩，讀其書，不知其人，可乎？是以論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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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以意逆志」、「知人論世」的批評思維，與西方闡釋學的批評方

法極為近似。闡釋學也稱「詮釋學」，此派的批評者認為闡釋活動的目的是

還原作家的意向，得出作品原來的意義。因為作者和闡釋者生活在不同的

時代，所以在闡釋的過程中，闡釋者應當把作品置於當時的歷史環境中，

透過字面，探索它所隱藏的意義。應當努力消除先入之見，使自己呈現真

空，只有不帶偏見，不加進半點雜質，才能原原本本地把作者的本意複製

出來。既然闡釋的目的是探索作品中所表現的作者的自我和他的本意，「作

者」便成了闡釋的最高權威。文學批評必須力求絕對客觀，而「客觀批評」

與否的唯一準繩便是作者本人的意向10。  

傳統的中國文學批評，大都傾向於這種解讀方式，屢屢強調「以意逆

志」––以追求作者之意為職志，其前題是假設古今人我之心可以相通，

途徑是使自己真空––如姚勉所說的摒除「私意」，並藉「知人論世」––

透過對作者生平、思想、時代、環境的了解，來還原作者、作品的原意。

所以我們常會看到「如與作者面稽印可」，「殊失作者大旨」、「埋沒古人精

神」⋯⋯之類扣緊「作者」、「古人」以論批評得失的評語，章學誠也曾質

疑一些批評的言說，若「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不在是矣！』

毋乃冤歟？」11此皆是將「作者」視為批評、闡釋的最高權威，將追求作

者之意視為批評、闡釋唯一的目的。 

闡釋學批評由於志在還原作品文本的意義，揭示作家的主觀意識，而

不對作品加以評價，因此文學批評被視作派生於創作的「二等藝術」，淪為

創作的附庸。後來此派的學者意識到「書不盡言，言不盡意」，作家的意圖

本無法完整的貫徹於作品中，即使作家的意圖在作品中得到完整的呈現，

它也不一定完全為讀者所接受，因為閱讀是一種有意識的審美活動，讀者

不可能以真空的頭腦承受作者的意識，他必然會根據自己對作品的理解和

感受來評判它，不同時代、不同身份的讀者，對同一作品往往有不同的反

應，因此，有多少讀者，就有多少哈姆雷特。儘管作者依照他的意圖和感

                                           
10 參賴干堅：〈闡釋學派批評方法〉，《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  

社，1986 年 7 月），頁 41–78。  

11
［清］章學誠：〈文理〉，《文史通義校注》，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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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來創作，但是偉大的作品總是包含豐富、深邃的內容，甚至連作家本人

也意識不到。所以當代西方闡釋學開始調整，向「接受美學」轉向，否認

作者本意的絕對權威，肯定讀者的主觀意識在閱讀活動中參與的重要性12。 

闡釋學派由奉作者之意為圭臬，到肯定讀者主觀意識的省思、調整過

程，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中國古代少許的批評者身上體現著。如開自由賞鑒

路線的評點先驅劉辰翁曾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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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斷章而賦皆然，又

未可訾為錯會也。」13可見辰翁著重讀者的心解、意會，即使斷章取義、

與作者本意不合亦無妨，甚至認為讀者的意會，比作者原意更佳。胡應麟

評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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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雖知劉辰翁之解與作者之意不符，卻仍大

加讚賞，反映胡應麟不再完全以作者之意為評價批評得失的標準。  

回顧歷代解經的傳統，大都是屬於闡釋學的解讀方式，著重追求經書

本意、聖人本意。但是到了明代，一方面受到陽明學說的影響，傾向於「《六

經》注我」、「以我讀書」15，一方面漢、宋學的興替、經義的紛紜，也讓

有些解經者體認到古今人我之殊，作者之意殆不可求，進而肯定讀者主觀

的閱讀感受、各是其是。  

如黃光昇（⋯1529⋯）云：「解經固難，解《詩經》尤難，蓋詩發乎人

之性情，本乎人之心志。人之性情、心志，固有身相與處，而有未能悉其

                                           
12 參賴干堅：〈闡釋學派批評方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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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明］胡應麟：《詩藪雜編》，卷 5，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五）（南京：江蘇古  

籍出版社，1997 年 12 月），頁 5707。《總目》，卷 149，〈別集類二〉，〈集千家註杜詩  

二十卷〉，館臣曾云王士禎將劉辰翁比之為郭象註《莊》為錯賞，然由前引胡應麟之  

說及王思任〈世說新語序〉亦曾言辰翁所評之《世說新語》文筆傳神，「亦或以郭解  

《莊》，而雅韻獨妙」。文見《王季重雜著》（臺北：偉文圖書公司，1977 年 9 月），頁  

3–4。則以郭象註《莊》喻辰翁，不始於王士禎明矣。  

15 參本論文第三章〈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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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裏者，況古今相去，以意迎之，安能一一盡得其旨哉！」16如沈儆

（1554–1631）云：「善稱《詩》莫子輿若，其言曰：以意逆志。作者邈矣，

迫而求之，幾百世之下，執我以貌昔之人，昔之人不受，於是合離雙背，

厲揭俱非。」17萬時華云：「孟子之論，說《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

千載之下，何從逆之？」18三人不約而同地質疑心同、志同故可「以意逆

志」之論，言古今相去遼遠，豈能以今日之我逆千載以上作者之意？鍾惺

〈詩論〉亦強調「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不可強同」，歷代說《詩》者，

人不同、時不同，讀《詩》的體會、又怎會相同呢？故〈詩論〉又云：「使

宋之不異於漢，漢之不異於游、夏，游、夏之說《詩》，不異於作《詩》者，

不幾於刻舟而守株乎？」認為歷代說《詩》者所見不同是理所當然，讀者

之意要不異於作者之志也是不可能的。此種觀點，與接受美學的某些思維，

極為相近。  

 接受美學興起於二十世紀六○年代中期，以德國康士坦茨學派為核

心，建立起以讀者的閱讀活動為中心的接受美學理論，改變了過去以作家、

作品為主要對象的批評傳統19。強調一部偉大的作品其涵義甚至超出作者

的意旨，不同的時代、不同的人，會在同一部作品中獲得不同的啟示，這

是作者本身無法限制也無法預計的。一部文學作品被接受與解釋的種種不

確定性，正是它生生不息的生命力源泉。事實上，「原義」的失落是無力回

天的必然，所以閱讀不是去發現作品的「原義」，而是為了體嘗作品對讀者

的作用。而作品的意義是讀者的體驗構成的，因此，真正賦予作品意義的

                                           
16
［明］徐光啟：《毛詩六帖》，卷 1，頁 58，〈木瓜〉詩引黃葵峰說。  

17
［明］沈儆 ：〈唐詩三集合編‧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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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沈〈敘〉末署天啟甲子––  

四年（1624）所作。  

18
［明］萬時華：〈詩經偶箋自引〉，《詩經偶箋》（《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61 冊，影印

崇禎六年［1633］李泰刻本），卷首。  

19 參鄭明娳、林燿德：《當代世界文學理論》（臺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1 年 7 月）， 

頁 57–61，〈接受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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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作者，而是讀者20。  

正是由於一部偉大的作品涵義豐富，不同的時代、不同的人可在其中

發掘不同意涵，會從同一部作品中獲得不同的體會、啟示，這些體會、啟

示有時是超乎作者原意的，所以劉辰翁才會說聞者的意會更佳，陸雲龍也

才會說：「我之意未必為古人之意，更有出于古人之意，斯其為善學《詩》。」

21，鍾惺更宣稱「《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不說《詩》

者。不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說《詩》。」並且認為《三百篇》之旨

歸，非漢儒、宋儒、朱熹，或任何一人之說可以道盡、可以壟斷22。也因

此，黃光昇才會認為《集傳》所釋是「朱子之詩耳」23，不必是作者之意，

也不必是任一讀者心中之詩。每一個人讀《詩》都可以有不同於別人的體

會。  

自孟子倡言「以意逆志」，後人在看待「以意逆志」自是以作者之「志」

為重，己「意」不過是追尋「志」的出發點或過程而已，而從凌濛初〈東

坡書傳序〉嘉許傳注能「發揮己見，以意逆志」為上 24，重發揮己見，即

不重在是否能「逆志」，可見凌濛初所說的「以意逆志」，已重在讀者的意

了。  

戴君恩〈讀風臆評自敘〉更言欲以「臆」破「尺尺寸寸，傳習維謹」之習、

「蔑舍紫陽」，又釋孟子的「以意逆志」之「意」為「臆」，此「臆」即是

發揮己見，以我讀書，讀者可者憑自己的感動、胸臆之體會去讀《詩》，去

領略詩歌的情感。  

將「以意逆志」轉為「以臆逆志」，其實是正視到「以意逆志」的困境，

那怕是能「知人論世」，作者之意仍是遙不可及。王國維曾云：  

                                           
20 參張廷琛、梁永安：〈文學接受理論述評〉，張廷琛編：《接受理論》（成都：四川文

藝出版社，1989 年 5 月），頁 25–47。  

21
［明］陸雲龍評：《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40 冊， 

影印崇禎刻本），卷 5，頁 3，〈詩論〉評語。  
22 以上所引，俱見鍾惺〈詩論〉。  
23 《毛詩六帖》，卷 1，頁 58，〈木瓜〉詩引黃葵峰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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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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

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人之詩雖

有不能解者寡矣。25 

 

以為能「知人論世」即能解古人之詩，並言鄭玄正是能藉知人論世以逆古

人之志的例子：「（鄭玄）專用孟子之法以治《詩》。其於《詩》也，有譜有

箋。譜也者，所以論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26然而

後人平心看來，鄭玄又何嘗能得作者之意呢？  

明何萬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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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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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這段話正點出解《詩》態度的轉變，由傳統的追求作者之意，到體認到作

者「不知何心」，原意永遠是個謎，認識到作者之意的不可求。將《詩經》

比喻為「牟尼之珠」、廬山，意謂不同的觀者站在不同的角度，可以看到不

同的景色、得到不同的感受，肯定讀者主觀的閱讀感受、各是其是。  

在驚嘆晚明諸人解《詩》的思維與接受美學的理論不謀而合時，更必

須了解到這種解經態度給傳統經學家造成的衝擊。不管是評點，或是受王

學影響的解經態度，不重客觀考證，而重一己之直覺，自由率意，都是「《六

經》皆我註腳」28的表現。明楊時喬（1531–1609）云：若「《六經》皆我

                                           
25
［清］王國維：〈玉溪生年譜會箋序〉，郭紹虞主編：《中國歷代文論選》（一），頁 38–  

39。  
26 同前註。  
27
［明］何萬化：〈聖門傳詩嫡冢序〉，《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經部》，頁 189–

190。  
28
［宋］陸九淵：「學苟知本，《六經》皆我註腳。」《象山語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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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則「我重而經輕」29，清初張伯行（1651–1725）亦云：「讀書者，

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理」，象山「《六經》皆我註腳」之說，「則硬使

聖賢之書來從我，此其所以為學者之害也。」30這都是傳統的經學家憂心

所在，解經不再以聖人之意、經書之意為重，而人人可各自言說，在苦心

追求經書本意、以為教化之助的傳統經學家看來，實為解經的一大浩劫。

這也是清初學者、四庫館臣屢屢抨擊王學、晚明學者師心臆斷的原因之一。 

 

第二節 「聖經」與「至文」的衝突 
 

一、 古文選本選錄《左傳》的考察 
 

「聖經」與「至文」間的衝突，筆者在第七章論述清初錢謙益、四庫  

館臣對評經的批評時，已略曾言及。由於儒者「經本不可以文論」31的堅

持，是以回顧經書文學性發掘的過程，可以說是在夾縫中求生存，我們可  

以先從古文選本選錄《左傳》經文的情形，來探討此種現象。 

古文選本錄《左傳》，自是因其文采不可棄。林紓曾讚美《左傳》：「《左

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天下文章，能變化陸離不可方物者，只

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左氏》之文，無所不能，時時變其行陣，

使望陣者莫審其陣圖之所出。」
32然而林紓也指出，儒者「身在尊經之世，

斷不敢貶經為文，使人指目其妄」33。點出了儒者面對一部經書時，要視

其為「聖經」或「至文」的掙扎。 

                                                                                                                         
書》本），卷 1，頁 1。 

29
［明］楊時喬：〈周易全書古文序〉，《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經部》，頁 1–2。 

30
［清］張伯行：《困學錄集粹》（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年 6 月，《叢書集成簡  

編》據《正誼堂叢書》本排印），卷 8，頁 129。  
31
《總目》，卷 34，〈五經總義類存目〉，〈孫月峰評經〉條。  

32
［清］林紓：〈左傳擷華序〉，《左傳擷華》（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81 年 10 月），

卷首。  
3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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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言古文選本選錄《左傳》始自真德秀（1178–1235）

《文章正宗》，並言真氏為「道學之儒」，所選以「理」為宗，與一般「文

章之士」不同
34。作為一個儒者，真德秀《文章正宗》選了《左傳》，是否

有違宗經尊道的原則呢？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辭命〉云： 

 

《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

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之辭，下至兩漢詔冊

而止。
35 

 

〈文章正宗綱目‧敘事〉：  

 

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

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  

 

〈文章正宗綱目‧議論〉：  

 

議論之文，初無定體，⋯⋯大抵以《六經》《語》《孟》為祖，而《書》

之〈大禹〉、〈皋陶謨〉、〈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

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

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之作者同錄，

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

封事之屬，以為議論之首。  

 

                                           
34 參《總目》，卷 31，〈春秋類存目二〉，〈左傳評〉條及卷 187，〈總集類二〉，〈文章正

宗〉條。〈左傳評〉條云：「《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

相沿而論文。」考察南宋時期稍早的呂祖謙（1137–1181）《古文關鍵》及約略同時

的樓昉（⋯1193⋯）《崇古文訣》皆未錄經文，《四庫》館臣所言不虛。  

35［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陶秋英編選：《宋金元文論選》（北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1999 年 1 月），頁 37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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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所引的三段中，真氏盛讚《尚書》之文字，可為後世之法，而割愛

不錄，乃因《尚書》乃「聖人筆之為經，不當與後世文辭同錄」，「聖賢大

訓，不當與之作者同錄」，恪守著宗經的原則。〈文章正宗綱目‧詩賦〉又

云：  

 

 朱文公嘗言：「⋯⋯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

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

《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

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為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
36 

 

真德秀欲承朱熹未竟之志，但作為一個儒者，亦不敢違背宗經之理，所錄

雖皆以朱熹所言為準的，但卻不錄《詩經》。 

由以上所言看來，真德秀界定《左傳》為「傳」而非「經」。因為尊經，

不敢將曾經聖人手的《尚書》、《詩經》與後代作者的詩文同列，但解經的

《左傳》則無妨。 

然而，西漢武帝時以《易》、《詩》、《書》、《禮》、《春秋》為五經，《左

傳》雖未列在其中，但到了唐代科舉取士，明經科以《易》、《詩》、《書》、

《周禮》、《儀禮》、《禮記》、《左傳》、《公羊傳》、《穀梁傳》為九經，《左傳》

雖為「傳」，然至後世，其地位已提升至與經相去不遠，甚至是等同了。所

以，真德秀的作法仍受到某些衛道人士的質疑，古文選本選錄《左傳》，依

然是有爭議的。故蔡世遠（1682–1733）在雍正初年編成《古文雅正》，特

別說明不選《三傳》及〈檀弓〉之因：「不及《三傳》、〈檀弓〉者，〈檀弓〉，

經也；《三傳》雖傳，經也。」37 

諸多古文選本的編選者，對《左傳》之文實難割捨，為了避免「貶經

為文」的指責，是如何自圓其說的呢？最簡單、也最不負責任的方法是將

責任推給真德秀，如徐乾學等奉敕編注的《古文淵鑒》，「所錄上起《春秋

                                           
36
「朱文公嘗言」云云，見朱熹〈答鞏仲至第四書〉，文字略有出入。   

37
［清］蔡世遠：〈古文雅正序〉，王鎮遠、鄔國平編選：《清代文論選》（北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1999 年 1 月），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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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下迨於宋，用真德秀《文章正宗》例」38，大有讓始作俑者承擔毀

譽之意。  

有的編選者，則從溯源的觀點，強調古文之祖，非經文莫屬，若不選

錄經文，反倒是數典忘祖，反倒是不尊經。如楊繩武所編古文選本《文章

鼻祖》，選錄《尚書》《左》《國》《史》《漢》之文，其故為：「《尚書》，經

之祖；《左》《國》，傳之祖；《史》《漢》，史之祖。」「《六經》《左》《國》

《史》《漢》，俱須全本熟讀，無選擇之理，玆所標舉，乃一隅之義，用以

推明文章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39楊繩武並云：「古文之原當溯諸經，

尤溯諸之最先者。經莫古于《尚書》，亦莫高于《尚書》。⋯⋯  今人讀《尚

書》知尊之為經而不敢目之為文，愚恐數典而忘祖。」40曾國藩編纂《經

史百家雜鈔》選錄了《左傳》等經文，面對將遭有識者所譏的處境，強調

其書以《六經》冠其端，重在明文體之源頭，以示不忘本，〈經史百家雜鈔

題語〉云：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 

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 

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 

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 

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 

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
41 

  

以為各類文體原本經書，若舍經則是忘其本，故每類必以經文冠其端。  

                                           
38
《總目》，卷 190，〈總集類五〉，〈御選古文淵鑒〉條。  

39
［清］楊繩武：〈例言〉，《文章鼻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8 冊，影印乾  

隆二十八［1763］年刻本），卷首。  

40
［清］楊繩武：〈鍾山書院規約〉，乾隆二年（1737）作，收人於鄧洪波編：《中國書院

學規》（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0 月），頁 26。  

41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曾文正公集》第八冊《文集》（臺北：世界書局，1952 年 7

月），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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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諸人所論，可見歷來許多儒者的心態，為了宗經，不敢坦白承

認「聖經」也是「至文」，所以古文選本選錄《左傳》時，總要找很多藉口、

下台階，說《左傳》不是經、說不過是依前人之例、說為了溯其源頭⋯⋯。

同樣的，以賞析經文為重的評經，也常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藉口，才可以

使評者能自圓其說，才能堵住眾人悠悠之口，我們很容易在清初以後的評

經之作中，找到這種印證。  

 

   二、晚明、清初評經態度之異 
 

雖同樣是賞析經書之文辭、同樣是評經，比較晚明及清初以後，其態  

度又略有不同。晚明孫、鍾惺、戴君恩諸人評點經書，其自序裡雖侃侃

而談，卻從不以追求經義、聖人之道等說辭來為自己論文之舉開說。頗受

竟陵派影響的萬時華還宣稱：「今之君子知《詩》之為經，不知《詩》之為

詩，一蔽也。」42若說以上諸人不屬於經學家，還夾雜了較濃厚的文人性

格，以《毛詩古音考》考證古音的創獲成為考據學派先驅的陳第，算得上

是經學家了，所著《尚書疏衍》也屬經學著作，然書中卻毫不掩飾地對《尚

書》之文大加讚嘆，譽之為「宇宙間至文」，言「詩莫妙于《毛詩》，文莫

妙于《尚書》」43。作有《九部經解》的郝敬（1558–1639），黃宗羲謂其

「《儀禮》、《周禮》、《論》、《孟》，各著為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

明代窮經之士，先生推為巨擘」44，固屬經學家無疑，然郝敬嘗云：  

 

    嚴儀卿以禪喻詩，以理為詩障。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近世  

遂以聲華相尚，謂盛唐、漢魏，為詩家最上乘。本意尊盛唐，援漢  

魏為先導耳。苟真尊漢魏，奈何又上遺《三百篇》乎？既以盛唐、  

漢魏為最上乘詩，將置《三百》於何地？問之，則曰：「《三百篇》  

不可與詩等也。」夫謂不可與詩等者，亦陽尊之而陰絀之。其絀之  

                                           
42
［明］萬時華：〈詩經偶箋自引〉。  

43 以上所引陳第說，皆見［明］陳第：《尚書疏衍》，卷 1，〈尚書評〉。  
44《明儒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年 8 月），卷 55，〈諸儒學案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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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者，乃所謂理障也。論理，未有過於《三百篇》者矣。又云：「詩 

者，者 者者者也。」者 者者，亦未有過於《三百篇》者矣。 
45 

 

向來大多數的儒者心態和四庫館臣近似，對於將《詩經》混同於一般總集、

詩文集的作法大不以為然，也強調不能逕用解後世之詩的態度解《詩》46，

刻意畫出《詩經》與後代詩選、詩集的區隔，以維護聖經的地位。這種尊

經的作法，落到郝敬的眼中，他卻認為「《三百篇》不可與詩等」的說法為

「陽尊而陰絀」，言《詩經》不論是「論理」，或就「吟 性情」而言，皆

無過之者。  

晚明非無崇經的衛道人士，然而由於時代環境的關係，學術風氣似較

活潑、多元，如嵇文甫所說：  

 

晚明時代，是一個動盪時代，是一個斑駁陸離的過渡時代。照耀著

這時代的，不是一輪赫然當空的太陽，而是許多道光彩紛披的明霞。

你儘可以說它「雜」，卻決不能說它「庸」；儘可以說它「囂張」，卻

決不能說它「死板」；儘可以說它是「亂世之音」，卻決不能說它是

「衰世之音」。47 

 
由於「斑駁陸離」、由於「雜」、由於「囂張」，所以無所不有，也見怪不怪，

再加上，在明代經書的凝重的面孔有了解凍，是故不管是評經者本身或一

般社會大眾，似都較能接受視「《詩》之為詩」，以平常心看待評經之事，

評者亦較毋需為評經的行為多加文飾48。既然視《詩》之為詩，「評點」本

                                           
45
［明］郝敬：《藝圃傖談》，卷 3，《明詩話全編》（六），頁 5928。  

46
參《總目》，卷 194，〈總集類存目四〉，〈詩原〉條及卷 17，〈詩類存目一〉，〈詩觸〉條。 

47 嵇文甫：〈從王陽明說起〉，《晚明思想史論》（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 1944 

年版，《民國叢書》第二編），頁 1。   

48 筆者要強調，如前所說，晚明亦不乏衛道之士、厭惡評經者，如錢謙益。正文所論

只是就整體對待評經的態度、與清初以後的情況比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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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惡並陳、瑕瑜不掩的，甚至「如不攻其瑕，將並埋其瑜」49，所以孫、

鍾之評，亦不諱言指出某字、某句欠佳50。王世貞嘗言：「《三百篇》刪自

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未。」拈出許多《三百篇》中句法欠佳者51。

袁宏道也說「《六經》非至文」52。李長庚（？–1644）亦云：「《易》言牛

掣天劓，載鬼張弧，近於怪也；《詩》言芍藥舒脫，近於戲也；《春秋》之

石言鷁退，蛇鬥豕啼，近於誣也；《禮》言吾與爾三焉，近於誕也。」53 

如果將王、袁、李大膽的言論與孫、鍾之評，比並觀之，孫、鍾指責

某字、某句欠佳，在晚明實在也算不上是太「囂張」。錢謙益雖責孫、鍾評

經是「非聖無法」、「侮聖人之言」54，但觀乎孫 對經 書文字稱道不已，

以為是作文最該取法的對象；鍾惺不管在《詩歸》、《詩》評或文集中，都

可見其對《三百篇》的讚賞55；戴君恩〈讀風臆評自敘〉中說〈國風〉是

「天地自然之籟」，由此看來三人並不以「侮經」為出發點，衡諸郝敬「謂

（《三百篇》）不可與詩等者，亦陽尊之而陰絀之」的說法，孫、鍾、戴正

是在文學的場域中尊經呢！  

相較於晚明諸人毫不掩飾地對經書文辭評點、讚嘆，大剌剌的認為視

《詩》為經有所不足，要視《詩》為「詩」，清人往往要再三粉飾評經的行

為。最常見的就是用「以文誘人」、「因文以明道」為理由。  

                                           
49
［明］著壇：〈湯義仍先生還魂記凡例〉，轉引自袁震宇、劉明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  

明代卷》，頁 716。按：著壇是王思任（1574–1646）的弟子。  
50 參本論文第七章第三節〈評經遭到撻伐之故〉的第二小節〈評經為自居高明，非聖無  

法的表現〉。  
51
《藝苑卮言》，卷 1，《歷代詩話續編》，頁 964–965。  

52
［明］袁宏道：〈聽朱先生說水滸傳〉，《明代文論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年 1 月），頁 332。  

53
［明］李長庚：〈太平廣記鈔序〉，［明］馮夢龍編：《太平廣記鈔》（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3 年影印天啟六年［1626］沈飛仲刻本，收入於魏同賢主編《馮夢龍全集》 

第 35 冊），卷首。按：李序作於天啟六年。  

54
［清］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初學集》，卷 29。  

55 參本論文第五章第五節〈鍾惺評《詩》之緣由與態度〉的第一小節〈學古與評《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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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有光又云「天下文章莫大乎孔孟」，故《標孟》一書多論《孟子》文

章，對於可能招來「《孟子》一書，不可以文章論」的指責，汪有光已經先

預作解釋：「當今之世，而不急急焉以文誘人，則孔孟或幾乎息矣。」56 

曹貞吉（⋯1664–1678⋯）〈標孟序〉亦言汪有光作《標孟》之用心為：「欲

斯世由《孟子》之文而坐進於斯道也。」57以上兩人言評經、論其文辭是

為了以文誘人讀經，使世人因讀經而求道、得道。另一種亦是以「得道」

為最終目的說法是：論經書之文辭，乃為通其意、得其道。  

康濬認為《孟子》「其書有筆法局陣，而直可以作古文讀」，故作《孟

子文說》，又言《孟子》一書「雖小夫孺子皆知為載道之言，但以文求，鮮

不非而笑之曰淺。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苟不知其文理之作何承接、作

何起訖，一言《孟子》，漫曰是言性善、是言仁義，縱有所見，終涉隔靴搔

癢。⋯⋯今以古文說《孟子》，亦所以說其意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道理不

說自在矣。」58「以古文說《孟子》」，點出其書論文的性質；「得其意則道

理不說自在」，則以為論文可得意，得意則可知道––以之作為以文求《孟

子》的理由。  

清王澍（1668–1743）《大學中庸本義》除說理之外，亦兼論文，王澍

自序云：「說書不兼論文，則義不顯，不得古人用意之奧。」59孫濩孫亦言

論文有助於解經：  

 

古人文成而法立，非執法以行文，但讀者不詳其賓主、虛實、離續、

                                           
56
［清］汪有光：〈自序〉，《標孟》（《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7 冊，影印清康熙刻本）， 

卷首。按：汪序作於康熙二十六年（1687）。  

57
［清］曹貞吉：〈標孟序〉，《標孟》，卷首。按：曹序作於康熙二十五年（1686）。汪有  

光另一部評經之作：《批檀弓》（清光緒十三年［1887］刊本）卷首曹貞吉〈批檀弓序〉， 

亦有因經書文辭之可喜，而進一步深造得經書之道云云，不贅引。  

58
［清］康濬：〈自序〉，《孟子文說》（《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九年［1804］刻本）， 

卷首。  

59
［清］王澍：〈大學中庸本義自序〉，《大學中庸本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73 冊，影印乾隆二年［1737］刻積書巖六種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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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逆諸法，則莫測其神之所注，勢必害辭、害意，謬戾紛錯，此鄭

注孔疏舛誤多端也。故讀〈檀弓〉者，以體會神理為主，次之則當

講明乎法。60 

 

以上諸人所言論文是為誘人讀經求道，是希望藉由論文以明辭、以知

意、以得道，並非全無道理。尤其是《詩經》，比起其它經書來更具藝術手

法，論文確實有助於明辭、知意。項安世（？–1208）曾舉樂府詩之興句

與《詩經》對照，以證經生說《詩》不明起興之用而附會強解之陋，言：「大

抵說文者皆經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不能得作者之意也。」

61王夫之亦曾責訓詁家不知詩而言《詩》，「不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陋

解《詩》」，遂將詩篇解得「旨趣索然」62。論文確實可以明辭，明辭也可

以知意，然而，知意是否指向求道、明道的呢？恐怕值得懷疑。若目的是

為知意、求道、明道，用傳統的注疏體裁，亦可說清楚，又豈必假評點論

文為途徑？  

從多數的評經之作實際圈評情況看來，如古文選本選評經文，孫濩孫、

汪有光諸人評〈檀弓〉、評《孟子》之類，其實就是將經文當作學文的教材，

如同《唐宋八大家文鈔》的古文般，這也是諸人在序中或曾明言的，故評

經雖偶及義理，畢竟以論文、示人以文法為主。正是由於論文、點出「賓

主、虛實、離續、順逆諸法」之需63，故必須藉由圈評的方式，將法清楚

的點明；正是因為「論文」的性質不入四庫館臣之眼，許多評經之作才被

置於存目，《總目》中也屢屢責難這類著作但以選詞遣調、造語鍊字為事，

置經義、聖人之道不談，舍本而逐末，云：「置經義而論文章，末矣；以文

                                           
60
［清］孫濩孫：〈孫氏家塾檀弓論文十則〉，《檀弓論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  

第 102 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首。  

61
［宋］項安世：《項氏家說》（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叢書集成初編），卷 4，頁  

47，〈詩中借辭引起〉條。  

62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清詩話》（臺北：木鐸出版社，1988 年 9 月）， 

頁 4–5。  
63
［清］孫濩孫：〈孫氏家塾檀弓論文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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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之法點論而去取之，抑又末矣。」64若是指向求道、明道的，四庫館臣

及一些衛道之士何必窮追猛打？ 

吾人從上述清人辯解、文飾為何對載道的經書論文的現象，不難窺知

將「聖經」視為「至文」來加以賞析、評論，在當時所承受的壓力，所以

上述評經者的辯解，總是扣緊為了求道的目的來為自己脫罪，或言以文誘

人，或言因文以明道，以求能避免輿論的壓力、獲得衛道人士的寬宥和諒

解。  

 

三、姚際恆《詩經通論》「圈評」的目的與性質 
 

清初姚際恆（1647–1715？）《詩經通論》頗受今人重視與肯定，據姚

際恆《好古堂書目》所載，姚氏收藏了孫、鍾的《詩經》評點本，在《詩

經通論》中亦曾徵引孫、鍾之說，蔣秋華先生作〈從《好古堂書目》看姚

際恆的《詩經》研究〉一文以為：姚際恆因為欣賞孫、鍾等人文學性的圈

評說《詩》的方式，所以《詩經通論》也沿襲孫、鍾圈評的手法65。  

考姚際恆《詩經通論》，除用經解常見的箋註解說外，亦採評點––即  

圈評手法說《詩》，而使用圈評的性質、目的是否也與孫、鍾一樣是文學性

的呢？姚際恆在〈詩經論旨〉中，對其圈評經書之舉如此說明：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峰、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

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

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且《詩》之為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

固始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

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已；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66 

                                           
64
《總目》，卷 31，〈春秋類存目二〉，〈或庵評春秋三傳〉條。  

65 蔣秋華：〈從《好古堂書目》看姚際恆的《詩經》研究〉，《經學研究論叢》第四輯（臺  

北：聖環圖書公司，1996 年 4 月），頁 223–242。  

66
［清］姚際恆：〈詩經論旨〉，《詩經通論》（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年 6 月），卷首。按：姚序作於康熙四十四年（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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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媛在《姚際恆詩經通論研究》中，本〈詩經論旨〉「《詩》何以必加圈

評，得無類月峰、竟陵之見乎？」之說而推論：「由語氣看來，似乎對孫 、

鍾惺無甚好感。」又指出：姚氏雖使用圈評的作法，與孫、鍾相近，然而

目的卻不相同，姚氏「之所以圈評詩文，動機固然是見詩歌之妙而『歎賞

感激，不能自已』，不過最終目的仍為『明詩旨也』。⋯⋯文中所謂的『知

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簡單地說，即意謂『對

《詩經》的鑒賞活動將有助於其教化意義的理解。』」故強調：「圈評的本

質與目的畢竟是經學的，所以《詩經通論》便不能稱為純粹的以文學說《詩》」

67。  

 趙明媛以上的論說本諸姚際恆〈詩經論旨〉，似乎言之有據。然而，筆

者以為其推論實未能充份了解、掌握姚際恆的「語境」。所謂「語境」就是

使用語言的環境，可分為「廣義語境」和「狹義語境」。「狹義語境」指言

語內部環境，又叫「內部語境」，指口頭上的前後語的關係，書面上的前後

文的關係。「廣義的語境」是指言語內部之外的言語環境，又叫「外部語境」。

包括社會歷史背景，包括現實社會環境，包括時代、民族、地區，包括文

化傳統、生活習俗，包括地點、場合、對象，還包括使用語言的人物身份、

思想、性格、職業、經歷、修養、處境、心情等等68。  

就其內部語境而言，〈詩經論旨〉中「《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類月

峰、竟陵之見乎？」由上下文看來，這一段話其實並非姚氏的看法，而是

姚氏所設想的世人對他評經的質疑。一問一答，後面「曰：非也，予亦以

明詩旨」云云，答語部份才是姚際恆的意見。觀乎著述風格與《詩經通論》

相近的姚氏《儀禮通論》69，其書卷首〈儀禮論旨〉中，姚氏如是云：  

                                           
67 參趙明媛：《姚際恆詩經通論研究》（中壢：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0 年 12 月），頁 136–147 相關的論述。  

68 參寸鎮東：〈語境是什麼〉，《語境與修辭》（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年 6 月）， 

頁 29。  
69
［清］姚際恆著，陳祖武點校：《儀禮通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年 10  

月）。按：此書亦採評點方式論文，據其自序，成書於康熙三十八年（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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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如子言，則全屬論文，與經義奚涉？」曰：「孟子之學，首

在知言，未有不能知言，而可以解經者。」  

 

不但所述的動機、內容與筆者前文所引的〈詩經論旨〉那段文字近似，其

句型亦同，參此乃知「《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類月峰、竟陵之見乎？」

乃屬「或問」的內容，而非姚氏的看法。故筆者以為趙明媛據此而言姚氏

「似乎對孫 、鍾惺無甚好感」，就內部語境來說，似有所誤會。  

就外部語境來看，自崇禎末年至清初，讀書人對明代的學術文化有深

刻的反省批判，認為學術文化影響人心，而人心決定治亂，所以學術文化

關係社會政治、國家興亡盛衰，故士人常藉著批判學術以求導正人心、導

正社會。如錢謙益批判竟陵即是以詩文風格影響國運著眼：「以淒聲寒魄為

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 音促節為能，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殺，

著見于文章，而國運從之。」70呂留良曾云：「道之不明也幾五百年矣。正、

嘉以來，邪說橫流，生心害政，至於陸沈。此生民禍亂之原，非僅爭儒林

門戶也。」71顯然是將明朝滅亡的責任歸到晚明學術頭上，是故晚明頗具

影響力的人物、學派常成了批判的焦點，如李贄，如竟陵的鍾、譚。而鍾、

譚二人之間，更常將矛頭對準鍾惺，錢謙益痛責孫、鍾評經，顧炎武在《日

知錄》中指責鍾惺喪親冶遊，不孝貪污，「其罪雖不及李贄，然亦敗壞天下

之一人」72。王夫之謂：「李贄、鍾惺之流，導天下於淫邪，以釀中夏衣冠

之禍，豈非逾於洪水，烈於猛獸者乎？」73由此可見，清初時鍾惺的形象

                                           
70
［清］錢謙益：《列朝詩集小傳》（臺北：世界書局，1981 年）丁集，頁 570–571，〈鍾

提學惺〉。  

71
［清］呂留良：〈復高彙旃書〉，《呂晚村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年 3 月），

卷 1，頁 9。  
72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錄》（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9 年 4 月），卷 20，〈鍾惺〉

條。  

73
［清］王夫之：《讀通鑒論》，《船山全書》（14）（長沙：嶽麓書社，1996 年 10 月）， 

卷末，〈敘論三‧不敢妄加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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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差。  

「經本不可以文論」的觀念由來已久，再加上錢、顧諸人以降，對評

經、對孫、鍾的強烈抨擊，使孫、鍾成為敗壞人心的罪魁，這樣的「外部

語境」，讓清人在評經時，必須更妥善地將論文、賞評的本質，用經義、明

道的外衣包裹起來，最好與孫、鍾畫清界線，以免被視為同類，同遭詬罵。

故孫濩孫、汪有光諸人說其評經是要以文誘人，明辭、明意進而明道，姚

際恆也是置身於同樣的外部語境中
74。所以雖與孫、鍾一樣，同是施用圈

評、同是論文，姚際恆為了避免落人口實，預作解釋，強調其圈評是為了

「明詩旨」，「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云云。

這種遁辭，在經書文學性發掘的歷史上屢見不鮮，筆者前面也引述了不少。

故筆者以為趙明媛對姚氏所處的外部語境可能缺乏了解，致為其明道、明

詩旨、明義之說所矇。 

如牛運震《詩志》亦採圈評說《詩》75，其次子牛鈞所作的〈詩志例

言〉中亦為父親的評經辯解，言《詩》「雖有孫月峰、鍾伯敬諸評本，猶非

因文見義也」––刻意使《詩志》與孫評、鍾評有所區隔，又云：「讀《詩》

者，涵詠於章法、句法、字法之閒，會其聲情，識其旨歸，俾詩人溫柔敦

厚之旨隱躍言表，庶幾得詩人之志矣。」76亦是用論文是為「因文見義」、

論文是為求「溫柔敦厚之旨」、求「詩人之志」等以為文飾。情況和姚氏如

出一轍。               

 清末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受到姚氏《詩經通論》明顯的

影響，亦採圈評論文，著述風格與《詩經通論》同，可能處在清末，桐城

                                           
74 按：孫濩孫、汪有光、姚際恆三人的評經之作，都出版於康熙年間。  
75
［清］牛運震：《空山堂全集》（清嘉慶間空山堂刊本），第 3–6 冊《詩志》、第 19–  

24 冊《史記評註》，第 15–17 冊《孟子論文》，第 18 冊《考工記論文》，都是用圈評  

之法、以文學眼光評論經史之文辭。  

76 按：牛鈞之〈詩志例言〉作於嘉慶五年（1800），牛運震《詩志》之評，始於乾隆二  

十一年（1756）之際，參蔣致中編：《牛空山先生運震年譜》（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 年 12 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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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諸多的評點本已大行於世，其中不乏評經之作 77，故方玉潤評《詩》時

亦較無壓力，其書〈凡例〉就坦白得多了： 

 

古經何待圈評？月峰、竟陵久已貽譏於世，然而奇文共欣賞，書生

結習，固所難免，即古人精神，亦非借此不能出也。故不惜竭盡心

力，悉為標出。
78 

 

就是因「月峰、竟陵久已貽譏於世」，姚際恆才要與孫、鍾畫清界限。與姚

氏不同的是方玉潤不用明道等冠冕堂皇的藉口，而直接表明圈評的目的是

「奇文共欣賞」。把姚氏〈詩經論旨〉所言和方氏玉潤這一段話參照，可更

明確得知姚氏後面接續而言的「歎賞感激，不能自已」，不忍「使千古佳文

遂爾埋沒」，才是實情，才是姚氏圈評的動機和目的。  

筆者以為，姚、方其書和一般研經之作一樣，有詳明的訓詁、考證，

論經義、論詩教等屬於經學屬性的部份作為全書的主體––這是和孫評、

鍾評不一樣的地方，至於「圈評」的目的與性質，則和孫評、鍾評一樣，

都是近於文學的。故趙明媛所言《詩經通論》的圈評是為了「有助於其教

化意義的理解」，「圈評的本質與目的畢竟是經學的」，筆者無法認同。  

 

第三節   民初對晚明《詩》評的評價 
 

 清末康有為以經書作為變法的根據，把孔子解釋成全知全能的聖人，

                                           
77
［清］劉聲木：《桐城文學撰述考》（臺北：世界書局，1962 年 10 月），如卷 1、卷 2

所錄桐城三祖：方苞、劉大櫆、姚鼐都有評點之作。卷 4 所錄的吳汝綸的評點之作，

更幾近一百種，其中都雜有評經。雖所列不見得都曾刊刻問世，但可見桐城派在示人

義法時施用評點的盛況。  
78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凡例〉，［清］方玉潤著，李先耕點校：《詩經原始》（北京：

中華書局，1986 年 12 月），卷首上。按：此書據方氏自序，成書於同治十年（187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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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可以垂範萬世，並從經書中尋求政治、社會問題的解答，強經典以

就我後，轉而使經書失去了客觀性，原為尊孔、尊經，反過卻成為儒學、

經書式微的關鍵之一79。致使民初顧頡剛等古史辨派學者繼起，打倒孔教、

辨偽經書成為學術的主流，孔子的神聖形象既已蕩然，「聖經」觀念也跟著

瓦解，追求「經書本意」、「聖人本意」，隨著古史辨派的衝擊，已成「今人

多不彈」的古調。民初以來，學者大都視《三百篇》為史料，為上古的歌

謠集。既視之為歌謠集，當然要以「詩」的角度，以「文藝」的角度來讀，

如胡適（1891–1962）〈談談詩經〉云：「《詩經》並不是一部聖經，確實是

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80顧頡剛（1893–1980）也用了數年來研究歌謠

的見解，與《詩經》做比較的研究81。聞一多（1899–1946）云《詩經》「明

明一部歌謠集，為什麼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強調今日讀《詩》

「我們要的恐怕是真，不是神聖。⋯⋯我們要了解的是詩人，不是聖人」82。 

以「詩」、以文學的眼光，從民初至今，一直都是大部份學者認可的《詩

經》研究態度。既無「聖經」的包袱，所以在看待孫、鍾、戴三評時，自

不再以為「侮經」、「非聖無法」，孫、鍾、戴三人以文學解《詩》的方式，

正諳合著民國以來說《詩》的主張。  

周作人在民初對這類以文學眼光說《詩》之作，給予最多的矚目和喝

采。《總目》評論亦兼採文學眼光說《詩》的賀貽孫《詩觸》：「蓋迂儒解詩，

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83周

作人言：  

                                           
79 參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7 年 4 月），頁 11、

165、210。  

80 胡適：〈談談詩經〉，《古史辨》（三）（臺北：藍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 年 11 月），頁

577。  

81 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云讀《詩》時：「我也敢用了數年來歌謠中

得到的見解作比較的研究」（頁 48）  

82 聞一多：〈匡齋尺牘〉，收入於《聞一多全集》（三）（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3

年 12 月），頁 198–224。  
83
《總目》，卷 17，〈詩類存目一〉，〈詩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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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據我看來這正是賀君的好處，能夠把《詩經》當作文藝看，開

後世讀《詩》的正當門徑。此風蓋始於鍾伯敬，歷戴仲甫萬茂先賀

子翼，清朝有姚首源牛空山郝蘭皋以及陳舜百。此派雖被視旁門外

道，究竟還不落寞。84 

 

又言：「以詩法讀經這一點總是不錯的，而且有益於學者亦正以此，所可惜

者現今紹述無人，新文藝講了二十年，還沒有一部用新眼光解說的《詩經》。」

85周作人又針對《總目》評戴君恩《臆評》「於經義了不相關」云云，駁云： 

 

《四庫提要》的貶詞在我們看來有些都可以照原樣拿過來，當作贊

詞去看，如這裏所云「於經義了不相關」，即是一例。我們讀《詩經》，

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訓詁，了解文義，一方面卻也要注重把他當作

文學看，切不可奉為經典，想去在裏邊求教訓。不將《三百篇》當

作經而只當作詩讀的人自古至今大約並不很多，至少這樣講法的書

總是不大有，可以為證，若戴君者真是稀有可貴。86 

 

又說戴君恩等「談《詩》只以文學論，與經義了不相關，實為絕大特色，

打破千餘年來的窠臼。中國古來的經書都是可以一讀的，就只怕的鑽進經

義裏去，變成古人的應聲蟲，《臆評》之類乃正是對症的藥。」87除周作人

外，容肇祖在引述錢謙益、顧炎武對孫、鍾評經的批評後，云：  

 

我們我我論我 鍾我的我評是我我當，有無錯誤，但是神聖的經傳，

                                           
84 周作人：〈賀貽孫論《詩》〉，《知堂書話》（下）（臺北：百川書局，1989 年 12 月），  

頁 289–296。按：文中所論分別指鍾惺《詩經》評、戴君恩《讀風臆評》、萬時華《詩

經偶箋》、賀貽孫《詩觸》、姚際恆《詩經通論》、牛運震《詩志》、郝懿行和王照圓合

著的《詩說》、陳繼揆《讀風臆補》等。  
85 同前註。  
86 周作人：〈讀風臆補〉，《知堂書話》（下），頁 1–4。  
8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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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竟能出脫崇拜古人的偶像而加以評衡。解經，證經，疑經，必

有這一種評衡的心理而後可以進步或發明。雖然是「非聖無法」，亦

可說是促進學問的先鋒。88 

 

一般傳統士人對於聖人刪述的經書「議論安敢到」89，故容肇祖肯定孫、

鍾評經的勇氣。張壽林對這類以詩論《詩》的著作也大加讚賞，言鍾評：  

 

其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不肯剽襲前人，揆之者者，參之義理，

頗能平心靜氣，以玩索詩人之旨。⋯⋯大抵著語無多，而領會要歸，

表章者者，深得詩人之本意，雖平心揣度，不無臆斷之私，然千慮

一失，賢者不免，必謂我點之法，非詁經之體，遂併其書而廢之，

是則未免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議矣。90 

 

張壽林又云： 

 

晚明之世，學者治《詩》，喜以公安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深斥其貽害於學者，然《詩》之為書，本古昔歌謠

之辭，與漢魏樂府，初無以異，而學者知《詩》之為經，不知《詩》

之為詩，實詩學之一蔽。晚明學者，以治五七言詩之法治《三百篇》，

正足以破腐儒之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過而斥之，是門戶之見，

非天下之公議也。91 

 

以上諸人之說，皆反映了民國以來說《詩》的態度，《詩》已不再是「聖經」，

所以可以被批評；是部詩選、歌謠集，所以用五、七言詩之法治《詩》，本

                                           
88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據開明書店 1941 年版影印，《民國叢書》 

第二編），頁 348–349，〈述復社〉一小節。   

89 韓愈〈薦士詩〉語。  
90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 321。  

91 同前註，頁 323，〈毛詩振雅〉條。 



 283

是說《詩》的正途，故諸人在讚賞這類著作之餘，也紛紛對錢、顧，對四

庫館臣的詆斥，提出反駁。時隔近一甲子，來看上述前賢之論，仍覺甚為

通達。  

 民國以來雖然說《詩》態度改變，看重文學說《詩》，但如筆者在第一

章〈導論〉所提及的，孫、鍾、戴三書在民初以來，並未廣受《詩經》研

究者所知、所重視，性質類似的姚際恆、方玉潤之作的高知名度，遠非孫、

鍾、戴三書所及，其中固然有一些歷史的偶然、時空的因素，及著作版刻

流傳的問題92，但筆者以為三書刊落訓詁、過於簡略的著述體裁亦是原因

之一。周作人曾指出：「《臆評》對於《國風》只當文章去講，毫不談到訓

詁，《臆補》亦是如此。這於我這樣經書荒疏的人自然也不大方便。」93如

果周作人這種生於清末，飽讀不少古書的人，都還覺得不大方便，對今日

吾等而言那就更吃力了，況且《臆評》在三書之中，評語還是最詳盡的，

最適合今人閱讀的。三人之作大都以《朱傳》作為論述的基礎，然吾人試

拿《朱傳》與之參看，仍有許多難解、不可解之處，特別是孫評和鍾評。  

以鍾評來說，楊晉龍先生曾指出其評「太簡單、太模糊」了：  

 

   鍾我評點的方式，是以即興式的感覺文字，用來說明詩意、詩法，  

其書中夾註所謂「妙」、「奇」一類單詞綴語，既未說明其故，讀者  

恐怕會有「莫名其妙」的感覺。   

 

如〈甫田〉詩，鍾惺於篇題下評「宜書座右」，輔以朱熹之解：「言無田甫

田也，田甫田而力不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不至，則心

勞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勞而無功也。」「言總角之

                                           
92 方玉潤之作成書於同治十年（1871）年，距民初不遠，胡適、顧頡剛等由方書所引，

而知有姚書，進而尋覓、推重，這是一種偶然的機緣。姚書雖作於康熙四十四年

（1705），然道光十七年、同治六年，都有刊本問世，其著作可以因這些刊本的傳世，

而更普遍地造成影響。上述種種，都是孫、鍾、戴三人之作所不具有的條件，三人之

作傳世寥寥，也只有少數藏書家有幸目睹。 

93 周作人：〈讀風臆補〉，《知堂書話》（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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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見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

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

而至其極。若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不達矣。」是鍾惺以《朱傳》所闡發

的欲速則不達，應循序漸進之理可取，故言「宜書座右」以自箴。鍾惺此

評，熟悉《朱傳》的明人馬上可會心，今人卻必須參看《朱傳》方能了悟。

又如鍾評偶會用「細」一字來評，初讀時甚至連此評是正面或負面的評語

都不得而知，經過對鍾、譚作品的研讀，見《詩歸》有「豪則泛，細則真」、

「極婉極細，只是一真」、「細極則幽」諸語94，才對鍾惺下一「細」字之

意，有了大概的認識。相信在晚明竟陵派盛行之際，儘管不是竟陵派的信

徒，但對其批評術語不致過於陌生，但時空的相隔，卻使今人解讀上存在

著不少障礙。  

若參《朱傳》即能了悟者，也算不上「莫名其妙」，然而，處在漢學漸

興的晚明，孫、鍾、戴常有反駁、修正《朱傳》的言論，是其所評又不盡

然全以《朱傳》為評論基礎。在寥寥簡短的評語中，吾人實難還原孫、鍾、

戴三人對詩篇的認識，所以許多評語讀來很沒著落。如〈齊風‧南山〉有

「齊子由歸」句，鍾批：「齊子二字，筆法可畏。」《朱傳》云：「齊子，襄

公之妹，魯桓公夫人文姜，襄公之通焉者也。」對「齊子」的介紹，不可

謂不詳細，但對於吾人了解為何評「筆法可畏」的幫助仍有限。〈齊風‧載

驅〉「齊子發夕」句，鍾又批「字奇」，《朱傳》云：「夕，猶宿也。發夕，

謂離於所宿之舍。」依《朱傳》之解，何奇之有？萬時華《詩經偶箋‧載

驅》云：  

 

數詩不曰魯夫人，而曰齊子，皆外之之詞也。齊魯之間，頻來頻往，

真覺魯道蒙塵，汶水流穢。詩人極狀其馬僕從，靦顏無恥。「發夕」

有「日暮而駕，不及晨裝」意。  

 

萬時華之解「齊子」，可作為鍾評的註腳，因《春秋》之微言大義、美刺褒

                                           
94 分別引自《唐詩歸》，卷 4，〈初唐四〉，譚評賀遂亮〈贈韓思諺〉；卷 22，〈盛唐十七〉， 

鍾評杜甫〈遣興〉；卷 26，〈中唐二〉，鍾評韋應物〈遊開元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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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常表現在稱謂上，鍾惺言「筆法可畏」之意當如《偶箋》所解。《偶箋》

解「發夕」顯然與《朱傳》不同，「夕」但作日暮解，言齊子迫不及待地乘

車會襄公，若《偶箋》之解得鍾評之意，則鍾惺在評「字奇」時，又非以

《朱傳》之釋為據了。回到原點：吾人的困惑正在於不明鍾惺對「齊子發

夕」作何解釋，故難以揣摩「字奇」之評。  

評語簡略者難解，有些評語不算簡略的其意亦難明，〈曹風‧蜉蝣〉：「蜉

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

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說。」鍾評：   

 

「歸處」者，猶言這里說不得，到家裡與你說。「歸息」、「歸說」者，

猶言急忙說不得，坐一會與你說，皆實話，所謂一片老婆心也。95 

  

其說與《詩序》、《鄭箋》、《朱傳》之解風馬牛不相及，執古書及今人的註

解參看，仍令人滿頭霧水96。  

 明代的士人在解讀孫、鍾、戴三評時，處在同樣的時空、經驗裡，有

較趨近的認知，當不致如今人解讀那麼有距離。更何況作為玩賞、文學品

評之用，讀者儘管對某些評語一知半解，或另有會心，實亦無妨。然而在

民初以後，普遍對經學「荒疏」的情形下，就會有周作人覺得刊落訓詁對

理解有所不便的感覺，筆者以為，這或許亦是三人之評，在民初以後不能

                                           
95
「這里說不得」，鍾評本用「里」字。  

96
〈蜉蝣〉詩，〈小序〉云：「刺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  

無所依焉。」《鄭箋》釋「於我歸處」為：「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  

難，將無所就往。」釋「歸息」：「息，止也。」釋「歸說」：「說猶舍息也。」《朱傳》 

釋「歸息」、「歸說」同《鄭箋》。糜文開、裴普賢釋「於」為嘆詞，應讀為「烏」；又

言：「歸處、歸息、歸說，均謂死也。」《詩經欣賞與研究（改編版）》（二）（臺北：  

三民書局，1987 年 11 月），頁 664。以上諸解，皆與鍾評扞格。考鍾評，是將「歸處」

解為歸家，「歸息」之「息」解為休息，「歸說」之「說」，逕作言說之意（以上對鍾

評的詮解，承蒙洪國樑教授指點，謹致謝忱）。由於鍾評未有訓詁，釋義又不同於他

人，致使吾人難以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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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姚、方之作獲得廣泛回響的原因之一。  

 

第四節   結語：回顧與前瞻 
 

回顧本論文的寫作，筆者自覺較有心得、有創獲的有以下幾點：  

 其一，歸納分析了前人贊成評點及反對評點的原因，贊成評點者，大

都取其能抉發作者之意，可作為讀者了解作者與文本的津筏，有畫龍點睛

之妙，以及「便於初學」等原因。反對評點除因評點非古制，為時文陋習，

是標榜的手段，且批書的態度流於率意主觀，好論字句等諸多原因外，評

點導致文本的改變，評者自居高明、蔑視作者，施之於經史上，尤為大雅

之士所難以接受97。  

其二，前人評論評點本常用「不脫時文之習」、「以時文之法批點之」  

等措辭，筆者溯源評點的興起、發展及與科舉的關係等考之，以為所謂的

「時文之法」即是指「評點」的方式。深入來看，由於評點時文，重在分

析其寫作技巧，逐漸形成了一套評論、分析時文的眼光和慣用的批評術語，

前人用「時文之法」來評論時，或帶有責其用評時文的手眼論文的意思。  

 其三，先前的研究者，由於錯解「時文之法」的意涵，以為鍾評等為

科舉講章之屬，筆者從其版刻之行幅疏朗、印刷之精美，及歸納分析其實

際圈評的情形，並引證前人的評論，多方考察，以為孫、鍾、戴三評的性

質都是偏向文學的。  

 其四，分析錢謙益、四庫館臣等責備評經的原因，一是對「評點」的

批評形式存在著負面的看法，認為是一種慣用於時文的卑陋形式，施諸經

書不可。二是唯恐用評點論文，改變經書的文本，貶經為文，撼動了經書

作為聖經的性質。三是在錢謙益諸人看來，評經諸人是自居高明、訾議經

書，非聖無法的表現。  

 其五，交代了晚明評經風氣興起的背景，復古風氣的瀰漫，對經義紛

紜的反動，慣以文學眼光詮釋古籍，加上王學影響，使學風更自由，對經

                                           
97 參本論文附錄一：〈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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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抱持開放態度，重視獨抒心得等種種原因，使晚明成為孕育評經成長的

沃土。並指出清初姚際恆等評經者所處的語境與晚明諸人不同，故姚氏等

常刻意與孫、鍾畫清界線，用求經義、明道的外衣來包裹評經論文的本質，

考其書圈評的性質與目的和鍾惺諸人之評並無不同。  

 其六，在孫、鍾、戴三人的《詩》評研究方面，所據資料較前人為多98，

所論亦較深、較廣。筆者確認「鍾評」的作者是鍾惺，非為偽作，並重新

考察鍾惺《詩經》初評本的成書時間。且據所見的三本初評本、一本再評

本分別做了簡介、比較，說明初、再評本之異，並澄清了前人對鍾惺《詩》

評版本問題的一些錯誤說法99。  

 然而筆者的論文中，也存在著不足與局限，例如在資料的掌握方面，

筆者僅見孫 的《月峰先生居業次編》，雖此書中所收 孫 〈與余君房論文

書〉、〈與呂甥玉繩論詩文書〉、〈與李于田論文書〉等大量的書信，已足以

用來說明其復古的文學主張，但孫 尚有 《月峰先生居業編》四卷、《孫月

峰先生全集》十二卷存世100，筆者未能檢閱，殊為可惜。又，戴君恩尚有

《繪孟》一書存世 101，亦為評點本，倘得與《臆評》、《剩言》並觀，對戴

君恩評點風格的全貌，定會有更深刻的了解。  

再者，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的研究，固是一個經學的課題，而其本

質則是文學的、詩學的批評。由於三人之作刊落訓詁，評語既隨興又簡潔，

而筆者在文學批評上的根基甚淺，對這些模糊的評語深感棘手，故對三人

                                           
98 如前人對孫 其人所知有限，介紹亦簡略，筆者據邵廷采〈姚江孫氏世傳〉、孫兆熙、

孫茂孚等編纂《姚江孫氏世乘》中的敘述，將孫 的生平勾勒得更清楚些。如鍾評的

研究，前人大都僅據一部初評本以論，筆者比較了三部初評本、一部再評本，並融會

《詩歸》之評作為比較、參照之用。戴評的研究，前人僅據《臆評》，筆者則輔以《剩

言》的資料。  

99 參本論文附錄三：〈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  

100 參《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751。  

101 參《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 10 月），頁 31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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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或有不能會心或體會不深之處。這也是有待筆者將來再去努力探索、

參悟的。  

前瞻未來後續的研究，除以上所述本論文的不足處，尚可繼續致力

外，明、清還有不少以文學眼光說《詩》的著作，如徐光啟《毛詩六帖》、

萬時華《詩經偶箋》、賀貽孫《詩觸》，牛運震《詩志》、陳繼揆《讀風臆補》

等，前人雖或有一、二篇短篇論文介紹，但都有再深究的價值和空間。明

代詩話、文集中，亦有許多以「詩」論《詩》的資料，等待吾人去整理、

考察。此外，評經固不限於《詩經》，《左傳》、《孟子》、〈檀弓〉、《考工》

等較具文采者，都是評經者最常評點的對象，明、清這類的評點本傳世不

少，而以往的學者卻較少跨足這個研究的領域，皆有待吾人前去開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