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經學之開創與影響 

第一節、 戴震經學之開創 

    戴震在經學方面的開創，主要在發揚小學之價值、釐清經書文義、追溯古代

典章制度、以自然科學考經以及建立獨特的義理哲學等方面。以下各自分述之。 

一、 發揚小學之價值 

    文字、聲音、訓詁之學自古即被視為小學，「六書」且列為《周禮‧地官‧

保氏》士人必須修習的「六藝」之一。大致而言，語言文字是經文呈現的第一層

面，要了解經文必須先了解記載經文的語言文字。因此，語言文字之學可說是經

學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本的工作，若基礎不穩，則解經成果勢必遭受嚴

重影響，所以古人解經極重語言文字之學，如《爾雅》、《方言》、《說文》、《釋名》

等著作，皆是古代小學發展的代表作。然而，宋元以來，許多學者未盡心於小學，

反多以己意說解經文，於是造成「望文生訓」等錯解經文的弊病。入清後，部分

學者已能重新認識小學在經學研究上的重要，如顧炎武云：「讀九經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不然。」1惠棟亦云：「五經出於屋壁，

多古字古音，非經師不能辨。經之義存乎訓，識字審音，乃知其義。」2

    戴震本人，對於小學在經學研究上的價值，尤有深刻體認，嘗云：「余謂儒

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

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六書、

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3又云「故訓音聲，自漢以來，莫

之能考也久，無怪乎釋經論字，茫然無據。此則字書、韻書所宜審慎不茍也。」

                                                 
1 參見顧炎武〈答李子德書〉。 
2 參見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松崖文鈔》卷一。 
3 參見〈爾雅文字考序〉，《戴震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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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六書也者，文字之綱領，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不外文字，文字

雖廣，統之不越六書。」5又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

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6「宋以來，儒者以己之見硬坐為古賢聖立言之意，

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7因此，戴震清楚地認識到語言文字訓詁之學對於解經

的重要，故頗用力於此，而也獲得不少成績，梁啟超乃云：「乾嘉間學者以識字

為求學第一義，自戴氏始也。」8

    至於戴震在小學之創見方面，首先他提出重視形、音、義三者統合的研究，

如云：「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離，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9「字書主於故

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恆相因。音聲有不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數義。音聲

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數音。」10戴震這種綜合形、音、義三者的研究，受

到乾嘉時期以及其後考據學家的贊同，如戴氏弟子段玉裁即云：「不熟於古形、

古音、古義，則其說之存者，無由甄綜；其說之亡者，無由比例推測。小學有形、

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古音、有古義，六者互相

求，舉一可得其五。」11其次，對於《說文》之「六書」，戴震則提出「四體二

用」之說，其云： 

      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 

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 

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 

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 

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 

之皆為始，卬吾台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 

                                                 
4 參見〈論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戴震文集》卷三。 
5 參見〈六書論序〉，《戴震文集》卷三。 
6 參見〈古經解鉤沉序〉，《戴震文集》卷十。 
7 參見〈與某書〉，《戴震文集》卷九。 
8 參見梁啟超〈論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梁啟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論》(北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年 9月)，頁 111。 
9 參見〈與是仲明論學書〉，《戴震文集》卷九。 
10 參見〈論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戴震文集》卷三。 
11 參見段玉裁〈王懷祖廣雅疏證序〉，收入《經韻樓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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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於義以引申，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 

斯其兩大端也。12

    顯然的，戴震將「指事」、「象形」、「諧聲」(形聲)、「會意」四者當作造字

之「體」，「轉注」、「假借」二者則為字之「用」，明標六書「四體二用」之說。

雖然，戴震對於「六書」的定義未必正確，頗有待修正之處，但其「四體二用」

之說則甚有影響力，清代治《說文》之大家如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等人，

皆同而從之，如段玉裁云：「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

也；轉注、假借，字之用也。』聖人復起，不易斯言矣。」13

    接著，戴震對於「轉注」、「假借」之說，則有新見。如「轉注」之說，《說

文‧敍》曰：「轉注者，建類一首，同意相受，考、老是也。」戴震云： 

      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也，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也。 

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為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 

相為注，互相為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 

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 

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
14

    戴震以「互訓」解釋「轉注」，受到段玉裁、王筠、黃式三等人支持，於各

家學說中最具勢力，不過也受到很多非議。基本上，用「互訓」說「轉注」，定

義各於寬泛，且只是說明「同意相受」，並未解釋「建類一首」，故其說仍有待修

正。其後章太炎在戴氏的基礎上，再加入「語基」的說法，認為「建類一首」即

是同一聲類的共同語基之字15，因此「轉注」就是同出一個語源的不同形體之字，

彼此音相轉而義相通。章氏從語言學的角度看待「轉注」，從戴氏所舉的《爾雅》

「初哉首基」之為「始」，「卬吾台予」之為「我」，則可用「同源字」的觀念來

作解釋。後來王念孫、王引之父子在同源字上的研究，即受戴震之影響。 

                                                 
12 參見〈答江慎修先生論小學〉，《戴震文集》卷三。 
13 參見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十五卷上。 
14 參見〈答江慎修先生論小學〉，《戴震文集》卷三。 
15 參見章太炎〈轉注假借說〉，收入《國故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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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假借」之說，《說文‧敍》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令、

長是也。」戴震云： 

      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申，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 

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 

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 

亦從「遐」為遠；「胡不萬年」、「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 

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為「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 

「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遯」，曰「胡 

寧瘨我以旱」。「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 

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 

「易」，借為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為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 

如戶關之「關」為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為燕國之「燕」。六書假借 

之法，舉例可推。
16

    又云：「假借依聲託事，不更制字。」「一字具數用者，依於義以引申，依於

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17因此，戴震將「假借」分為「依於義以

引申」和「依於聲而旁寄」兩種，即是「字義引申」與「借字表音」兩種，前者

可說明「令、長是也」之引申義，後者則說明「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借音現

象。其實，現代學者多主張將「引申義」排除在「假借」之外，認為許慎舉「令、

長是也」之例誤也18。因此，真正的「假借」應該是純粹借字表音的現象，與「引

申」無關。雖然戴震誤將「引申」當作「假借」，不過其分析經書中音聲假借的

現象，仍值得後人參考。 

    再者，戴震在聲韻學上的成就亦大，嘗作《聲韻考》、《聲類表》二書，詳述

鄭庠、顧炎武、江永、段玉裁諸人的古韻分部，戴震在他們的基礎上，更細分為

                                                 
16 參見〈論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戴震文集》卷三。 
17 參見〈答江慎修先生論小學〉，《戴震文集》卷三。 
18 參見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台北：萬卷樓圖書公司，1995 年 4月)，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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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類二十部，後再增改為九類二十五部，而部目用喉音的影母字來表明各類韻部

的音讀。戴氏又批判顧炎武諸人考古功多，而審音功淺，故自己開創「審音」一

派。另外，戴震分韻將入聲九部獨立成部之說，亦為其創見，聲韻學專家陳新雄

先生即云：「戴氏古韻部分，就語音系統性著眼，而不徒恃古人用韻之文為斷，

實獨具慧眼，無怪其凌駕前修而傲視當代也。⋯⋯入聲諸部之應獨立，據此觀之，

殆無疑義者矣。」19

另外，戴震又分古韻為陰、陽、入三種，以入聲為樞紐，而與陰陽兩聲相配，

其云： 

  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 

雌，如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去近，從此得其陰陽、雌雄、表裏 

之相配。
20

    戴震認為陽聲韻部是有入聲的韻部，陰聲韻部則是無入聲的韻部，此陰陽相

配之說，開創聲韻學之先河，故王國維認為是古韻上的三大發明之一，其云： 

      自明以來，古韻上發明有三：一為連江陳氏古本音不同今韻之說；二為戴 

氏陰陽二聲相配之說；三為段氏古四聲不同今韻之說，而部目之分析，其 

小者也。21

    又戴震闡述古韻通轉之理，凡陰陽相配互轉，及同一聲類或相近聲類之韻部

相轉，稱為「正轉」；其餘隔類相轉，稱為「旁轉」。此正轉、旁轉之理，影響後

世章太炎之「成均圖」。 

    最後，戴震在訓詁學上的著作不少，如《爾雅文字考》、《轉語》、《方言疏證》

等，皆闡述訓詁之書。其中《轉語》一書，闡述「以聲求義」之說，其〈序〉云：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 

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所以。今別為二十章，各從 

                                                 
19 參見陳新雄《古音學發微》，頁 223。 
20 參見〈答段若膺論韻〉，《戴震文集》卷四。 
21 參見王國維〈韻學餘論五聲說〉，收入《觀堂集林》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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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聲，以原其義。⋯⋯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雜，大致去其穿鑿，自然 

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 

創為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22

    戴震這種「因聲求義」的訓詁方法，前文第四章第二節已有詳論，不再贅述。

總之，戴震這種訓詁方法，受到段玉裁以及王念孫、王引之等乾嘉考據學家的普

遍認同，如王引之云：「詁訓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

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讀以本字，則渙然冰釋。」23可見「因聲求義」，

在清楚認識文字本義上的重要性，也是清代考據學取得優秀成果的重要方法。另

外，戴震的《方言疏證》也首開清代研究《方言》之先，爲後世學者立下典範。

至於戴震提出的「訓詁方法」，更是系統地綜合前人舊說，並增益以自己之創見，

可說是開創乾嘉考據學精密考證的第一人，故胡樸安評云： 

      訓詁之方法，至清朝漢學家，始能有條理、有系統之發現，戴氏震開其始。 

戴氏之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 

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又曰：「搜考異文，以為訂經之助，廣攬漢 

儒箋注之存者，以為綜核故訓之助。」戴氏真能以經傳注疏為中心，而為 

有條理有統緒之訓詁也。
24  

    因此，綜合而言，戴震在文字、聲韻、訓詁學方面，都能在前人的基礎上，

增益新見，而有力地提升小學在經學研究中的地位，也突顯了小學本身的價值。 

二、 釐清經書文義 

    戴震關於古代經典具體經文內容之考究，其成果可從《詩補傳》、《毛鄭詩考

正》、《杲溪詩經補注》、《尚書義考》、《考工記圖》以及《經考》、《經考附錄》、《戴

震文集》等相關著作中得見，茲將其中具有相當創見者分舉如下。 

                                                 
22 參見〈轉語二十章序〉，《戴震文集》卷四。 
23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9月)，頁 2。 
24 參見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自敍》。 

 384



    首先，在《詩經》方面，如〈小雅‧四月〉首章「胡寧忍予」，鄭《箋》：「寧，

猶曾也。」戴震考云：「寧，猶乃也，語之轉。下『寧莫我有』同。」25又云：「《詩》

中曰『寧莫之知』，曰『胡寧忍予』，曰『寧莫我聽』，曰『寧丁我躬』，曰『寧俾

我遯』，曰『胡寧瘨我以旱』。『寧』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類推，

『寧』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26

按：《詩經》之「寧」字甚多，前人注解多不得其意，戴震以轉語之法類推，

因聲求義，考求《詩經》「寧」字應訓為「乃」，用此通解經文，無不暢達，也啟

導了王念孫、王引之的虛詞研究。如王引之《經義述聞》有關《毛詩》之考訓，

有「寧訓為乃」一條，其云：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傳》說「寧或滅之」 

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 

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家大人曰：「寧猶乃也，言 

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四句以上 

興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為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 

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 

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為甚矣。不必先 

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為甚也。《傳》言『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 

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寧、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 

為寧。」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 

猶曾也。』案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雲漢〉首章『寧 

莫我聽』，寧亦乃也。篇內『寧丁我躬』、『寧俾我遯』、『胡寧忍予』、『胡 

寧瘨我以旱』並同。」(以上戴先生說)27

    又王引之《經傳釋詞》亦釋「寧」字云： 

                                                 
25 參見《毛鄭詩考正》卷二。 
26 參見〈論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戴震文集》卷三。 
27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卷六，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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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猶乃也。《毛鄭詩考正》曰⋯⋯家大人曰：「乃、寧、曾，其義一也。〈日 

月〉之『寧不我顧』，〈小弁〉之『寧莫之知』，〈四月〉之『胡寧忍予』，《箋》 

並曰『寧猶曾也。』又〈正月〉之『寧莫之懲』，〈四月〉之『寧莫我有』， 

〈雲漢〉之『寧莫我聽』、『寧丁我躬』、『寧俾我遯』，《箋》內皆以曾代寧。 

曾亦乃也。」28

    因此，王引之引用戴震「寧猶乃也，語之轉」的考證成果，王念孫「乃、寧、

曾，其義一也」的考證亦由戴震之說推衍而出，王引之更進一步論證鄭《箋》「寧

猶曾也」之說，並舉《論語》、《孟子》證明「曾」猶「乃」也，再舉出《禮記》、

《左傳》、《史記》之例，證明古人謂「乃」為「寧」也，將戴震考《詩》「寧」

字之成果，推衍廣及其他古籍，更清楚地闡釋「寧」字作為虛詞之定義也。 

    又戴震釋〈大雅‧文王〉「不顯」、「不時」之義，認為「《詩》之意，以周德

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
29戴震以為《詩》中之「不」

當為「丕」也，又云「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金石銘刻，『丕

顯』多作『不顯』，二字通用甚明。」30然而毛傳以為「不」乃無義之發聲詞，鄭

箋則視為反言，戴震皆不以為然，批評二者乃緣詞生訓，所得者非其本義。戴震

又釋〈小雅‧桑扈〉「不戢不難，受福不那」之義，舉出《書‧立政》「丕丕基」，

《漢石經》作「不不其」，可證古代「丕」、「不」多可通用。因此，戴震結合《詩》、

《書》等古籍以及金石銘刻資料，論證《詩》、《書》「丕」、「不」多通用之例，

並得到學界之公認，如王引之《經義述聞》云：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引之謹案：「不顯」、 

「不承」，即「丕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丕顯、丕承 

連文，俱是盛大之詞。31

    另外，〈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又下文

                                                 
28 參見《經傳釋詞》卷六，頁 5。 
29 參見《毛鄭詩考正》卷三。 
30 同上注。 
31 參見《經義述聞》卷七，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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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彼砠矣」，毛傳：「石山戴土曰砠」。戴震則據《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土

戴石為砠」訂正毛傳之誤，認為其「轉寫互訛」。又〈魏風‧陟岵〉「陟彼岵兮」，

毛傳：「山無草木曰岵」，戴震亦據《爾雅‧釋山》「多草木，岵」，訂正毛傳之失

也。戴震的校正，得到錢大昕的認同，肯定當以《爾雅》糾正毛傳之訛誤。再如

〈邶風‧匏有苦葉〉「深則厲」之意，毛傳說「以衣涉水為厲」，戴震則據《說文》

引《詩》云「深則砅」，認為「厲」通「砅」也，又據《說文》：「砅，履石渡水

也」，認為「深則厲」乃履石渡水之意。戴震的說法，古文字學者于省吾以甲骨

文「砅」字為證，肯定其說32。又今文詩之《韓詩》、《齊詩》亦作「深則砅」，亦

可證戴震之說確有依據。 

    《尚書》方面，首先戴震創制〈義例〉十四條，對於《尚書》今古文的傳授

存佚、篇章分合，以至於各類舊注的去取原則，都有清楚精要的陳述，甚有利於

初學者入門參考。其中如論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並無〈太誓〉一篇，今所見

者乃後人偽託，故可刪去，實存二十八篇；又如主張《書序》非伏生所傳，以及

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中的二十五篇偽古文以及偽孔《傳》雖後人偽託，然多襲

用古注，可次於賈馬鄭王等漢魏舊注之後，一並參考，並提高偽孔《傳》之價值；

又如主張《爾雅》保存古訓，漢儒釋經亦多宗之，宜列於漢人傳注之前，故今注

解《尚書》可取《爾雅》古注加以補證。另外，引用注解亦不刻意排斥宋人說法，

並能參酌宋人意見，漢宋兼採而實事求是也。 

    至於對於《尚書》經文之考釋，多見於《尚書義考》一書，其中時有創見，

如「光被四表」之訓，戴震頗為自得，蓋〈堯典〉「光被四表」，鄭玄解「光」為

光耀，後人多從之，宋人蔡沈《書集傳》亦云「光，顯也」，則多以「光」為光

耀、顯耀之意，清人王鳴盛《尚書後案》亦宗信鄭玄之說。戴震則不然，特舉出

偽孔《傳》「光，充也」之說法，而《禮記‧樂記》鄭注云「橫，充也」，因此「光

被」可通「橫被」，且漢人經史之書多有「橫被」之語，如《漢書‧王莽傳》「昔

                                                 
32 相關考證詳本文第五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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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堯橫被四表」，班固〈西都賦〉「橫被六合」，皆可為證33。戴震此說，不墨守漢

人注訓，並歸納偽孔《傳》、《爾雅》以及漢人經史之書，有效地打破漢人舊說，

而能提出個人的新見。故王引之盛讚戴震「獨取『光，充也』之訓，其識卓矣」

34，對於戴震的考證推崇備至。胡適論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亦舉戴震「光被四

表」之訓為例，說明「大膽的假設」之後，仍須要「小心的求證」，才能得到真

理35，故極為推崇戴震的治學方法。 

    又如「柔遠能邇」之考訓，〈堯典〉「柔遠能邇」，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

安近」，偽孔《傳》云：「柔，安。邇，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則舊注以為「柔」、

「能」皆有「安」之意。戴震則不然，其以聲義考之，云「能、而、如、若，一

聲之轉」，後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可證能、而、若相通。又《爾雅》

「若，善也，順也。」則「能」有「善」之意。故戴震認為「柔有使之馴伏意，

能有與之調善意，柔遠、能邇之為對文」
36。戴震此項創見，本著「因聲求義」

的方法，並能舉出漢碑實物為證，確是信而有徵。故王引之贊同戴震之說，並舉

出《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能，善也」為證37，近一步發展

了戴震的創見。 

    禮經方面，戴震主要用力於《考工記圖》一書，其書以補正古代舊禮圖、考

究古代經注為出發，將《考工記》中禮樂諸器、車輿、宮室、兵器、食器等古器

物制度，詳考其記文及各家注疏，對部分訛誤之處予以糾謬補充；又繪製五十九

幅古代器物簡圖，圖中注明尺寸、部件，使從事此學者能有所依據，開乾嘉時代

研究禮圖、古代器物之先。 

    在考究古代器物上，戴震尤詳車制，《考工記圖》中將車子分為若干部件，

如輪、轂、輻、輿、輈、衡等，皆一一考究其相關部位、器具，並詳為製圖表示，

                                                 
33 參見《尚書義考》卷一。 
34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 
35 參見〈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收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附錄。 
36 參見《尚書義考》卷二。 
37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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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求恢復古制，其中考釋如輈、轅之分，頗為精善38，破除前人輈轅乃同物異名

說法之誤也。另外，戴震補正鄭玄禮注之失，並繪製禮圖，有功於禮學，清代學

者對於古代禮圖之研究，亦多受戴震之影響，如陳澧即認為戴震《考工記圖》有

「草創之功」39，並啟迪了阮元、程瑤田諸人的禮圖研究。另外，戴震對「明堂」、

「深衣」等古代名物的考證，亦頗有新見。 

    其次，戴震又詳考古禮之曆法，考究《周禮‧春官‧太史》「正歲年以序事」，

乃因當時兼用夏、周二曆，必須由太史辨正二者之不同，故《周禮》所謂歲終、

正歲、春夏秋冬，皆用夏時；至於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周禮》「正月之吉」，

乃指周曆正月。因此，戴震考辨《周禮》歲、年之別，釐清了歷代經注混淆夏、

周二曆之誤，既符合政治體制，又能切合人民日用。另外，戴震對於古代經書所

言之「禮」，不僅在探討其文字訓詁，更要探求古聖賢制禮之義，也就是古禮背

後的文化意義。例如〈詩摽有梅解〉一文，乃戴震考究《詩》中存有古人禮意，

並舉《周禮‧媒氏》男女嫁娶之時為證，認為古人制禮之法，在於「順民之性，

遂民之欲」，以求切合人倫日用。又如〈答朱方伯書〉一文，戴震辨明古今「喪

服」之制，認為用禮應「斟酌古今，名實兩得」，而非「執禮太過」。戴震又有《中

庸補注》一書，其中闡明「中庸」之道，乃須合於人倫日用之常，道在人事可見

處，而非如宋儒所言懸虛之天理。因此，綜觀戴震的古禮思想，並不拘執於成文

的禮教規範，而是認為禮制乃爲服務人群，而非束縛人群，故主張一種切合人倫

日用的禮教思想，也反映出戴震論「禮」有其個人獨到之見解。 

    最後，關於《易》、《春秋》方面，戴震認為《易傳》中實有後人之說，如〈說

卦〉、〈序卦〉、〈雜卦〉三篇，不類孔子之言，或後世經師所記；又如〈雜卦〉末

八卦，今本錯亂失正，前人有以「互體」釋之，戴震則認為其言雖巧妙，但疑孔

子之言不如是之巧也，亦可說明〈雜卦〉出於後人所為。關於《易圖》之問題，

戴震早年雖有維護朱子之意，中年以後則指出宋儒假託《易圖》之「理」，非孔

                                                 
38 相關考釋，參見本文第七章第一節。 
39 參見陳澧《東塾讀書記》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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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本義，亦非伏羲畫卦之本義也。其後戴震更由考釋《易傳》出發，論《易》

之道、性，闡明性、道均出於自然之氣，人之性、欲皆出於天，無有不善，逐漸

與宋儒「理氣二元」、「欲在理外」之說區隔，進而發展出戴震自己的哲學體系。 

    至於《春秋》之學，戴震主張考究《春秋》一書之「義例」，以為了解全經

之助，故作〈〈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分析《春秋》中有關「改元即位」之事，

歸納出「繼正即君位」、「繼正之變」、「繼故即君位」、「繼故之變」等條例，對於

了解《春秋》文義，頗有助益。 

三、 追溯古代典章制度 

    戴震嘗云「賢人聖人之理義非他，存乎典章制度者是也」、「理義不存乎典章

制度，勢必流入異學曲說而不自知」40，因此，考求古代典章制度，乃成為戴震

經學極為重要的課題。 

    戴震在典章制度上的探究，大略包括天文曆法、宮室、車輿、衣服、官制、

宗族禮法等，均散見於考述六經古籍之中。天文曆法上，如〈堯典〉「中星」、「璿

璣玉衡」之考，對於釐清古代天文星象頗有助益，同時兼釋《周髀算經》之「北

極璿璣」乃古代表現黃道與赤道關係的觀天之器。宮室制度方面，如〈明堂考〉、

〈三門三朝考〉均其代表作，戴震詳考古代帝王所居之「明堂」，乃採正中一太

室，而周圍有四堂的制度，此說雖不合近年出土西周宮室遺址之實況，不過其言

明堂採前堂後室，有夾，有个的制度，則符合西周遺址實況。戴震又詳考古代禮

書，鄭眾、鄭玄等漢代經師皆以為古代天子有五門，由外而內，依次是皋門、庫

門、雉門、應門、路門。戴震則根據《禮記‧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 

門，天子應門」，推論天子與諸侯一樣，皆是三朝三門，其云： 

      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皋、 

庫、雉、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 

                                                 
40 參見〈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文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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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 

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 

所稱多傅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 

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 

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 

子三門，諸侯三門。其事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41

    戴震「三門」的說法，較漢代經師「五門」合理，故後世禮學家亦多持「三

門」之說，如黃以周《禮書通故‧宮室二》云：「天子宮垣之門有三：路門為宮

門之終，亦曰畢門；應門為宮門之中，亦曰中門；庫門為宮門之外，亦曰大門。⋯⋯

諸侯三門當以雉、庫、路為次。」再者，西周早期銅器《小盂鼎》銘文有云「入

三門，即立中廷，北向」，其中出現「三門」之語；另外，張光裕亦認為西周天

子至少有「三門」，並舉《書‧顧命》明言南門、畢門、應門等三門為證
42。因此，

可見西周宮室確曾有「三門」之制。 

    又如《詩‧邶風‧靜女》有「城隅」之制，前人解詩多不明其義，戴震則據

《考工記》言古代「城隅」之制，考「城隅」在城之上，高於城，言「城隅」表

示至城下將入門之所，古者諸侯娶必有媵，自郊外至城隅，待禮迎之，然後入，

故「靜女其姝，俟我於城隅」乃古代諸侯媵俟迎之禮。 

古代官制方面，如《詩‧周南‧騶虞》之「騶虞」一詞，毛《傳》認為是古

代義獸，朱熹《詩集傳》亦從之。戴震則不然，認為義獸之說無據，反而今文家

《韓詩》說「騶虞」乃天子之掌鳥獸官較為合理。戴震更進一步考釋《周禮》有

「山虞」、「澤虞」之官制，掌山林田獵之職；又有「七騶」、「六騶」等掌馬之官。

因此，戴震認為「騶」為趣馬，「虞」為虞人，二者田獵必共有事，《詩》乃兼言

兩官也。戴震之說，驗諸《周禮》以及西周金文，確有依據，可知「騶虞」乃古

                                                 
41 參見〈三朝三門考〉，《戴震文集》卷二。 
42 參見張光裕〈金文中冊命之典〉，《雪齋學術論文集》(台北：藝文印書館，1989 年 9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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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隨王者田獵之官職。 

宗族禮法方面，如戴震詳辨古代姓、氏之別，認為古代姓氏制度，姓以血緣

受錫，諸侯則以先公之謚別族，族又與氏同。故考戴氏源於殷商子姓，春秋時宋

國有戴族，則以先公之謚為族名，戴氏乃由戴族而有氏之名，後世又姓氏混同，

戴氏乃又轉為戴姓也43。戴震之說，切合古代姓氏與謚法之制，蓋《左傳》云「諸

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則可見古代諸侯以生時之字命死

後之謚，又以謚號命名其氏族，因此古代氏族之名，乃得自先公(父)之字(謚)。

故杜預《春秋左傳注》云「公孫之子以王父(祖父)字為氏」，即孫以祖父之字為

氏的說法，顯然不合《左傳》本意，並非古代姓氏制度之實情。 

又如關於古代「九族」之制，戴震則於考釋《書‧堯典》「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云： 

  古人宗族稱謂，同祖而下，曰世父、叔父、從父昆弟；同曾祖而下，曰從 

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同高祖而下，曰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 

族昆弟。服制則同祖而下大功，同曾祖而下小功，同高祖而下緦。世父母、 

叔父母之期也，加隆也。《爾雅》「族昆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注云「同 

姓之親，無服屬。」明服之制，止於同高祖而下也。〈昏禮〉請期辭曰「惟 

是三族之不虞」，鄭以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明異姓不在族中。據〈雜 

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 

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父小功，己為之 

緦者也。〈昏禮〉以己上對父、下對子言之。己小功之末，乃可取婦，於 

子實緦麻之服。自子而數至族曾祖父，不得為三族矣。族曾祖父同高祖者 

也，夏侯、歐陽說謂「五屬之內為一族」，指此。鄭氏謂「女子雖適人， 

不與父兄為異族」，考之服屬，姑姊妹之外，有父之姑、從父姊妹及從祖 

姑姊妹適人者，若姑姊妹女子別於五屬，則無以該之。《儀禮》緦麻三月 

                                                 
43 參見〈族支譜序〉，《戴震文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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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列外孫、甥、姑之子，因姑姊妹女子子而及之，為九族之三。又列舅 

與舅之子，此二者統於母之父姓。杜元凱獨舉外祖父，則遺此矣。又別從 

母及其子為二，而遺五屬之內，尤失之。顧氏援《爾雅》於內宗曰族，於 

母妻則曰黨，證異姓不得言族。夫異姓之不得引為己族，故就己而言，則 

於母妻稱黨。各就其族而言，固各為一族，合之有九也。況〈堯典〉之九 

族，該舉甚廣，九族不必盡有服屬。詳言之曰九族，概言之三族。《周禮》：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仲尼燕居篇〉曰：「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三族承閨門言，不遺母黨、妻黨可知。「三族不虞」 

之辭，不過泛言，在喜樂時，本無庸拘泥。至〈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專以明「上殺下殺旁殺」之等，論服制，非論族屬。44

    戴震於此辨明〈堯典〉之「九族」乃就廣義之家族親屬而言，是兼顧血緣以

及婚姻關係，故不能將母、妻排除於「九族」之外，亦不能據《禮記‧喪服小記》

之「喪服」論斷〈堯典〉之「九族」，二者定義不盡相同。 

    又如考究古代「百姓」之意，〈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戴震考云： 

      《詩‧小雅》「群黎百姓，遍為爾德」，毛《傳》曰：「百官族姓也。」《周 

語》「百姓兆民」，韋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 

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 

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注云：「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 

有百官也。質，有賢行。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若太史、司馬之屬。」據此，則百姓之稱，周時猶不指民，而謂唐虞 

時即以指民，非也。45

    戴震據《詩》毛傳以及《國語》韋昭注來闡釋古代「百姓」之意，蓋西周以

及春秋時期，百姓不指平民，而是統治階層，即百官族姓之意。「百姓」指平民，

則為後起之說法，大略為戰國以後之觀念。故古文字學者裘錫圭亦云： 

                                                 
44 參見《尚書義考》卷一，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頁 26-28。 
45 同上注，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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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在西周、春秋金文裡都作「百生」，本是對族人的一種稱呼，跟 

姓氏並無關係。在宗法制度下，整個統治階級基本上就由大小統治者們的 

宗族構成，所以「百姓」同時又成為統治階級的通稱。⋯⋯根據一些可靠 

的史料來看，商代的統治階級也是稱為百姓的。46

    因此，古代「百姓」之意原本指百官族姓等統治階層，乃古代宗法制度下的

產物，與下層平民之「眾庶」不同，戰國以後，隨著王室衰微、宗法制度瓦解，

「百姓」之意乃逐漸與平民混同。 

    以上所論，皆顯示戴震頗為用心探究古代典章制度，藉著探究這些文化遺

跡，希望恢復三代典章制度之原貌，並期能由此深入探尋典章制度背後的聖人意

識。 

四、 以自然科學考經 

    中國古代在自然科技上曾有重大之成就，如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活字印

刷，所謂的四大發明，領先全世界。《周禮‧地官‧保氏》教國子以「六藝」，六

藝指禮、樂、射、御、書、數，其中「九數」之學，即涉及數理等自然科學知識。

又《周禮‧鄉大夫》亦有「考其德行道藝而勸之」之言，則除了「道」之外，也

重視「藝」。因此，中國古代在自然科學上，曾投入不少心力，也取得一定之成

績。然而，受到儒學傳統重視文獻典籍研究之影響，以及宋明理學家專務心性之

學，自然科學被多數儒者視為方技之小道，而非學術關注之重點，因此，讀書人

多著重於經史考據，或講究性命之學，而忽視自然科學之重要性。 

明末以來，隨著西洋傳教士將西方天文曆算、物理測量、醫學等自然科技知

識傳入中國，促成中西文化之交流，也刺激帶動中國知識份子之科學研究的風

氣，於是所謂「實學」之自然科學逐漸受到重視，數理上如徐光啓與利瑪竇之《幾

何原本》、李之藻與利瑪竇之《同文算指》，天文曆法上如徐光啓與湯若望之《崇

                                                 
46 參見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兩個階級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1月)，頁 3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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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曆書》，力學與機械工程上如鄧玉涵與王徵之《遠西奇器圖說》，農業上如徐光

啓之《農政全書》，醫學上如李時珍之《本草綱目》，生產技術上如宋應星《天工

開物》，中西綜合性科學論述上如方以智《物理小識》等，皆代表對中國傳統科

學技術之總結以及吸取西洋科技之成果。 

    明末清初這種重視科學新知之風氣，除了是對專重道學、輕視科學技藝的理

學之反動以外，也跟知識份子有感於國家社會衰退而思提倡「經世致用」之學有

關，故清初如顧炎武提倡「徵實之學」，朝廷亦有《數理精蘊》、《曆象考成》、《時

憲曆》等科學著作之編集，一時自然科學研究的風氣逐漸興起，知識份子多有投

入其中者，如王錫闡、梅文鼎之輩。 

  這種重視自然科學之「實學」的觀念，如方以智云：「盈天地之間皆物也，

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見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47又

云：「考測天地之學，象數、律曆、聲音、醫藥之說，皆質之通者，皆物理也。」

48其子方中通亦云：「實學者何？內而性命，外而經濟，有典禮制度之學，有象

數律曆之學，有音韻六書之學，有醫藥物理之學，凡有資于身心家國者，舉而謂

之實學。」49因此，所謂「實學」大不同於傳統的經史百家記誦之學，而是綜合

了天文、數理、醫藥、觀測、工程等有助於現實人生的自然科學。 

  雖然，明末清初以來，「實學」逐漸受到重視，但學術的主流仍掌握在理學

家或經史文士的手中，乾嘉時代雖盛行具科學精神的考據學，但考察的對象多限

於經典訓詁與文字音韻，其中只有少數學者如江永、戴震、錢大昕、焦循、阮元

等對天文曆算有深入研究，大部分學者幾乎不觸及自然科學的領域。 

戴震以乾嘉漢學宗師的地位，大力倡導天文曆算之實學，天文學上，有《原

象》、《迎日推策記》、《續天文略》等著作，對於日月運行軌道、日食月食之理、

歲差、土圭測影之法、日月星辰曆數之五紀，皆條分縷析，發揚傳統天文學之成

                                                 
47 參見《物理小識》之〈自序〉。 
48 參見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三，頁十二上。 
49 參見方中通《古今釋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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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數之學上，則有《策算》、《句股割圜記》之作，推演中國傳統算學之法，

並吸收西洋算學之觀念，最後得出「西法源於中法」之結論，將傳統算學的價值

推崇備至。同時，戴震又於四庫館閣校書時期，花費大量心力校定《周髀算經》、

《九章算術》等古代算術典籍，校成《算經》十種，對於恢復傳統的算數科學知

識，貢獻甚大，也有力地提升算學在傳統學術中之地位。故阮元云「自有戴氏，

天下學者，乃不敢輕言算數」，可見戴震重視算數等自然科學，不同於乾嘉學者

專重經典訓詁、文字聲韻之學。 

戴震重視天文、算數之學，亦著眼於其在經學中的價值，可作為考察古書內

容的基礎工具，故云「儒者仰不知天道，不可以通經」，又云「至若經之難明，

尚有若干事：誦〈堯典〉數行，至『乃命羲和』，不知恆星七政所以運行，則掩

卷不能卒業。⋯⋯不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不能因文而推其制。」正因為

戴震認為治經須要面對經書中有關天文、算數的問題，故儒者不宜忽置不講，必

須重視自然科學之知識。同時，也因為戴震在自然科學上的研究超出乾嘉同時期

的學者，故也使其經學研究，能夠更具備客觀、實證的科學方法與精神；又其在

天文學上的研究，對於「天」之自然物質之義有深刻體會，故不認同理學家以「天」

為「理」或「心」之抽象義，進而促使其思想朝向自然氣化的宇宙觀發展。 

五、 建立獨特的義理哲學 

    清初學者強調「經世致用」，乾嘉以後又轉以「經典考據」為要，對於談論

心性義理的宋學多所批判，在強調徵實的漢學風氣籠罩之下，影響所及，只要講

論心性義理之學，多被學者當作空談，視為無益。因此，學界對於乾嘉學術的印

象，多認為當時學者以經典考證之考據學為主，而極少涉及義理哲學。然而，戴

震雖是漢學考據大師，卻不忽視義理哲學，反而認為「明道」是「通經」的最後

目標，認為考究六經之遺文在求取聖人之理義。因此，戴震除了經典考據上為人

稱道之外，其在義理哲學上的努力與成績，更是超越當時其他學者。 

    戴震雖為漢學家中兼談義理哲學者，但其義理哲學為其獨創，與宋儒理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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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相同，且亦不同於孔孟之義理，純粹是綜合六經孔孟之書，以及批判宋儒程朱

之學後，戴震自己的研究心得，是其從事經典考據之後的研究成果。因此，義理

哲學可說是戴震經學之一大創見，也是超出考據學範圍之外的研究成果。雖然在

考據學風盛行的乾嘉時代，戴震義理之學不受重視，然仍有少數學者注意到其價

值，如章學誠云「及戴著〈論性〉、〈原善〉諸篇，於天人理氣，實有發前人所未

發者」50，焦循亦云「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

卷，最為精善。……其所謂義理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理，非講學

家《西銘》太極之義理。」51

民國以後，戴震的義理學更受到前所未有之重視，如章太炎云「叔世有大儒

二人，一曰顏元，再曰戴震。……戴君道性善，為孟軻之徒，持術雖異，悉推本

於晚周大師，近校宋儒為得真。」52梁啟超亦推崇戴震「其哲學發二千年所未發」，

讚賞其「情感哲學」，並評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云： 

      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 

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本質絕相類。⋯⋯戴震確有見於此，其志願確欲為 

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 

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 

雖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 

書也。53

    胡適亦云「戴震的哲學，從歷史上看來，可說是宋明理學的根本革命，也就

是新理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54張壽安則概括戴震之義理學「最具建樹性的

指向」有三：「一、重視人情人欲之滿足，理不可逆忤情欲；二、建立客觀性的

理，理在具體事物中。天理並非『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而是必須運用人

                                                 
50 參見章學誠〈書朱陸篇後〉，《文史通義》內篇二。 
51 參見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 
52 參見章太炎〈說林〉，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 
53 參見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十一。 
54 參見胡適《戴東原的哲學》，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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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智』去審察剖析才能得知，因此不斷地學習知識以增進人的識斷能力，就

成了戴震義理學的第三要點：重學主智。」55

戴震所以能受到這麼多的推崇，乃與其建立一己獨特之哲學體系有關。例如

提出「理生於氣」、「理氣一元」的主張，反對程朱等宋儒將理氣二分。蓋宋儒以

「太極」為形上之天理，陰陽為形下之氣，推而論之，則天理為超越經驗世界之

上，乃一純然之善，「氣」則有不善，為惡之來源。循著理善氣惡的思考發展，

則又將性分作「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又曰義理之性，乃代表純

善之天理，氣質之性則混入物欲，故有不善，如此又將「性」區別為二，而以氣

質之性為對治的目標。戴震則批評宋儒這種「理氣二分」的說法，乃雜糅老莊釋

氏之說，因老莊釋氏之神識、真空亦超越經驗世界之上，與程朱所言之天理相近，

故戴震認為宋儒所謂天理乃雜糅老釋而非孔孟之道，欲從根本上否定理學之中

心，而回復先秦儒學之真面貌。 

    其次，戴震在人性論上主張孟子之性善說，然而其「性善」之內容實與孟子

頗有不同，乃是借孟子之言闡述自己的人性論。蓋孟子言性，乃是就其先驗、超

越的道德性而言，而不落入生理需求、情欲感覺的經驗層面，故孟子以耳目鼻口

之欲為「命」，而不謂「性」，此可與告子「生之曰性」之說區別。戴震則改造孟

子之說，主張血氣心知之自然人性，此乃由其氣化的宇宙論發展而來，以為「理」、

                                                

「性」皆出於「氣」，皆是自然之氣所化生，故人性、物性皆出於「氣」，故不僅

耳目鼻口之欲是性，仁義禮智等道德也是性。戴震此說頗有採告子、荀子人性論

之處，但仍有不同，即荀子雖主張耳目鼻口之欲為人性，卻將仁義禮智之性歸於

聖人，而非在一般人性之中。另外，戴震對於「心」之定義亦與孟子不同，孟子

以「心」為道德心，是仁義禮智之根源，故言「心善即性善」；戴震則不然，其

「心」之定義與荀子相近，乃是一個能察覺善惡、通明事理的能力，是一種認知

心，而不是道德價值之根源。因此，戴震的性善，乃是用心知覺察通明人性之中

 
55 參見張壽安《以禮代理─凌廷堪與清中葉儒學思想的轉變》(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94 年 5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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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義，「有於內而資於外」，透過外在的學習擴大內在的自然善性，故言「德性

資於學問」，此與宋明理學重視內在道德性之涵養有所不同。綜而言之，戴震之

「性善」說，雖標榜孟子，實雜糅了告子、荀子之說，而又能自出己見，創造出

一種獨特的人性論體系。 

    最後，戴震更將其義理哲學伸展至倫理學之社會層面，而提出「理存乎欲」、

「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張，而反對宋儒「存天理，滅人欲」之說，以及強

力抨擊「以理殺人」的傳統禮教流弊。蓋宋儒由於將理氣二分，高懸一超越的天

理善性，而將惡歸於自然之形氣，推而論之，則人之耳目鼻口等自然情欲需求，

乃是惡之產生來源，故要極力對治此種不善之人欲。由於使用詞語不夠準確，以

及強調士人成德之重要，故本爲知識份子修身飭行之言，反被誤用於牢籠世道人

心之上，於是社會輿論不敢輕言情欲而壓抑生理需求，並變成排除人之情欲的虛

偽禮法。另外，由於理學強調尊卑長幼上下之節，「理」轉為尊者、長者、貴者

所控制，上位者乃以一己之意見當理，而不同乎人群之情欲需求，則其理脫離人

情之常，進而產生尊者貴者「以理殺人」的禍害。雖然，「存天理，滅人欲」之

說過度簡化宋儒修身之學，有斷章取義之嫌，而「以理殺人」的禍害乃後世掌握

權勢者假託理學所為，未可歸咎程朱等宋儒。但是戴震藉由批判程朱之學，重新

詮釋原始孔孟儒學乃是「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之學，聖人之「理」非一己之意

見，乃是歸納人心所同然的普遍公理，則有破除壓抑人民自然情欲的虛偽禮教，

進而發展出一種通情達欲的倫理觀，並建立一個滿足人民合理情欲需求，切合人

倫日用的正常社會。故胡適肯定戴震之學，乃是接近西方邊沁、彌爾一派「謀最

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的「樂利主義」，對於戴震能突破傳統禮教觀念，推崇備

至。 

第二節、 戴震經學對乾嘉學術之影響 

    戴震對於乾嘉學術之影響甚大，主要在於訓詁考據以及義理哲學兩方面，以

下分別論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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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訓詁考據之影響 

    戴震為考據學皖派之宗師，在訓詁考據的研究上與吳派惠棟並列，章太炎

云：「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

所異也。」56所謂「綜形名，任裁斷」，鄭吉雄先生認為「綜形名」即綜理名實，

探究文字語言與事物實體之間的關係；「任裁斷」即在綜理名實的基礎上斷定其

是非真理所在57。故戴震的考據學就是要藉由鑽研文字聲韻訓詁之學，並以此作

為考究經典的工具、手段，來還原古代經典之真面目，進而通曉經典之義理。因

此，戴震以小學來通經明道的治學方法，為其考據學超出眾人的主要原因，也深

遠地影響戴氏門人及後學，故章太炎云：「弟子最知名者，金壇段玉裁，高郵王

念孫。玉裁為《六書音韻表》以解《說文》，《說文》明。念孫疏《廣雅》，以經

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理解；授子引之，為《經傳釋詞》，明三

古辭氣，漢儒所不能理繹。其小學訓詁，自漢以來，未嘗有也。」
58

    段玉裁、王念孫、王引之乃繼承戴震由小學以通經的方法中最傑出者，其學

更是青出於藍而勝於藍，這一派學界稱為戴段二王之學，可謂考據學中成就最

大，最具代表性的派別，亦是乾嘉學術之主流。就連反漢宗宋的方東樹也不得不

承認此學之價值云：「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令鄭、朱俯首，漢、唐以來未

有其比。」59梁啟超認為戴段二王之學所以超出惠棟一派者，乃因「惠派之治經

也，如不通歐語之人讀歐書，視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譯人也，故信憑之不敢有

所出入。戴派不然，對於譯人不輕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

則斷章零句，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例，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讀。」60歸

結梁氏之言，則以「實事求是」當作此派之共同主張，而皆無盲目尊古、門戶之

                                                 
56 參見章太炎《檢論‧清儒》。 
57 參見鄭吉雄〈乾嘉治經方法中的思想史線索─以王念孫《讀書雜志》為例〉，收入林慶彰、張

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台北：中研院文哲所，2003 年 2月)，頁 35。 
58 參見章太炎《檢論‧清儒》。 
59 參見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60 參見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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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的弊病。至於「實事求是」，則為戴震治學之要，戴震為學「不以人蔽己，不

以己自蔽」，求「十分之見」，避免「鑿空」、「株守」之弊，皆是「實事求是」的

表現，故錢大昕評曰「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理，實事求是，不

偏主一家。」61凌廷堪亦評戴震云： 

      故其為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 

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 

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 

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62

    王引之亦綜論其父念孫與其自己的治學主張云： 

      大人又曰：「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經者 

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之說亦無 

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於康成者矣。」故 

大人之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孰於漢學之門 

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者也。
63

所謂「孰(熟)於漢學門戶而不囿於漢學之藩籬」，即學無門戶之見，乃實事

求是之治學表現。因此，「實事求是」的治學主張以及由小學以通經的解經方法，

乃是戴段二王之學的共同主張，也是戴震給予段玉裁與王念孫、王引之父子最大

的學術影響。 

其次，如戴震對於《說文》等古代字書之重視，影響了段玉裁從事《說文》

之研究，而有《說文解字注》之作，故陳奐云：「段先生曰：余之治《說文》也，

以字考經，以經考字，大指本徽郡戴氏。」64《說文解字注》中亦時有引用戴震

之說者，例如《說文‧車部》：「軓，車軾前也。」段注云：「戴先生云：車旁曰

輢，式前曰軓，皆揜輿版也。軓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軓。《詩》謂之陰，《考

                                                 
61 參見錢大昕〈戴先生震傳〉。 
62 參見凌廷堪〈戴東原先生事略狀〉，收入《校禮堂文集》卷三十五。 
63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自序》。 
64 參見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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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記‧輈人》『軓前十尺』，書或作　。」又《說文‧車部》：「軾，車歬也。」段

注云： 

      戴先生曰：「軾與較皆車闌上之木，周於輿外，非橫在輿中。較有兩，在 

兩旁。軾有三面，故《說文》概言之曰車前。軾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 

執兵，亦因之伏以式敬。」玉裁謂輿四圍，旁謂之輢，前謂之軾，軾卑於 

較二尺二寸，說詳先生《考工記圖》。65

    以上則藉戴震《考工記圖》考釋古代車制，詳明「軓」、「軾」之字，可謂「以

經考字，以字考經」。又《說文‧王部》：「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段注

云： 

      戴先生《原象》曰：「日循黃道右旋，邪絡乎赤道而南北，凡三百六十五 

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邪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 

小餘過日之半，月逡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 

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 

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正四時成歲。』言六日者，舉成數。」玉裁按：五歲再閏，而無餘日。

66

    此則引用戴震《原象》之天文曆法考釋，詳明「閏」字之意，亦取資戴震考

究古代典章制度之成果。又如《說文‧玉部》：「理，治玉也。」段注云： 

      戴先生《孟子字義疏證》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 

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不紊，謂之 

條理。鄭注《樂記》曰：『理者，分也。』許叔重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 

也。』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 

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 

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 

                                                 
65 參見《說文解字注》十四篇上，頁 41。 
66 參見《說文解字注》一篇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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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則引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理」字之考釋，詳明分理、文理、條理，

乃至情理等引申之義。以上可證《說文解字注》中，段玉裁屢引戴震之說以論述

考辨，其受戴震影響之大，不言可喻。 

    再者，戴震「故訓音聲，相為表裡」的「以聲求義」的訓詁方式，亦深遠地

影響段玉裁以及王念孫、王引之父子，如段玉裁云： 

      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 

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67

王念孫亦云： 

      竊以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 

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 

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 

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尟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 

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茍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 

辭。
68

    段玉裁「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切於得音」，王念孫「就古音以求古義，

引申觸類，不限形體」的主張，無疑繼承了戴震「以聲求義」的方法，而且更加

以發揚光大。王念孫之《廣雅疏證》、《讀書雜志》以及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

傳釋詞》等著作，皆充分發揮「以聲求義」的治學方法。王氏父子考校古書時，

常用雙聲通轉、疊韻通轉、一聲之轉、語之轉、轉語等音聲通轉之理，如「猶豫」

一詞，王引之考云： 

      家大人曰：「猶豫，雙聲字也。字或作猶與。分言之，則曰猶，曰豫。《管 

子‧君臣篇》曰：『民有疑惑貳豫之心。』《楚辭‧九章》曰：『壹心而不 

豫兮』，王逸注：『豫，猶豫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鄰。』《淮南‧兵略篇》曰：『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豫， 

                                                 
67 參見段玉裁《廣雅疏證‧序》。 
68 參見王念孫《廣雅疏證‧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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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注曰『夷猶， 

猶豫也。』《九章》曰：『然容與而狐疑』，容與亦猶豫也。案《曲禮》曰： 

『十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離騷》曰：『心猶豫 

而狐疑兮』，《史記‧李斯傳》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淮陰侯傳〉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麒麟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 

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嫌疑、狐疑、猶豫、蹢躅，皆雙聲字。 

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後人誤讀狐疑二字，以為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又因《離騷》猶豫、狐疑相對為文，而謂猶是犬名。⋯⋯夫雙聲之字，本 

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69

    又考「無慮」一詞，王引之亦引其父之言云：「無慮、勿慮、摹略、莫絡、

孟浪，皆一聲之轉。大抵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聲則得，求諸其

文則惑矣。」70可見王念孫在雙聲、疊韻字之考釋，已能超出形體的限制，而以

聲求義也。 

    另外，戴震分析經書中「音聲假借」的現象，如「胡」、「寧」等字，取得一

定之成果，王引之《經義述聞》更是發揮聲音通假之理，闡釋古代經文中使用通

假字頻繁的現象，如云： 

      至於經典古字，聲近而通，則有不限於無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 

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 

解之，則以文害辭。是以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為」之例，有「當作」之 

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迄今考之文義，參之古音，猶得更而正之，以求 

一心之安，而補前人之闕。如借光為廣，而解者誤以為光明之光；借有為 

又，而解者誤以為有無之有；借簪為𣳈，而解者誤以為冠簪之簪。⋯⋯若 

是者，由借字之古字，以考同音之本字，惟求合於經文，不敢株守舊說。

                                                 
69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一，頁 5-6。 
70 同上注，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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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以上可證戴震在訓詁考據上，給予段玉裁以及王念孫、王引之父子甚大的啟

發，並促使其訓詁方法更加精密，達到考據學成就之高峰。故莊雅洲評云：「在

轉語的研究上，在經義的探討上，戴震都切實去推展其以聲求義的理念，他的理

論與實踐對其弟子如段玉裁、王念孫以及乾嘉後學，乃至整個清代學術都產生深

遠的影響。」72陳祖武亦評云：「王念孫、王引之父子則專精校勘訓詁，較之戴震，

實是青出於藍而勝於藍。」73皆肯定王氏父子在訓詁考據上受到戴震甚多之影響。 

二、 義理哲學之影響 

胡適認為東原義理思想，造成清代中葉學術史起了重大變化，就是經學家漸

漸傾向哲學化了，其云： 

戴學的影響卻漸漸發展，使清代中葉的學術史起一種重大的變化。什麼 

變化呢？這時期的經學家漸漸傾向於哲學化了，凌廷堪、焦循、阮元很 

可以代表這個傾向。他們的學說雖然都不算是戴學的真傳，然而他們都 

想在經學上建立他們的哲學思想，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戴學的影響。74

    胡適正確地指出戴震除了訓詁考據上的成就之外，另外也開創出重大之學術

成果─他的義理哲學，並對凌廷堪、焦循、阮元等後學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戴

震在義理哲學上的影響，可以舉凌廷堪、焦循、阮元等三人為觀察重心。 

    首先，關於凌廷堪，其義理哲學主要表現在禮學思想方面，主張「以禮代理」。

凌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生於乾隆二十年乙亥，卒於嘉慶十四

年己巳。凌氏雖與戴震本人無直接接觸，但嘗讀其書，心慕戴氏之學，自許為私

                                                 
71 參見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二。 
72 參見莊雅洲〈論高郵王氏父子經學著述中的因聲求義〉，收入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

法》(台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年 10月)，頁 353-354。 
73 參見陳祖武〈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研院文哲

所，1994 年)，頁 257。 
74 參見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年)，頁 172-173。 

 405



淑弟子，嘗言「至於《原善》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

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理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75又云「理義固先生晚

年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76以上可證凌廷堪對戴震義理

學有一定之了解，也受其學之影響。 

    凌廷堪深通古禮之學，詳於古代典章制度，嘗撰《禮經釋例》一書，凡八類：

曰通例，曰飲食之例，曰賓客之例，曰射例，曰變例，曰祭例，曰器服之例，曰

雜例，共十三卷。又著《校禮堂文集》三十六卷，收錄禮學相關論文，其中〈復

禮〉三篇，代表凌氏之禮學思想，阮元稱許為「唐宋以來儒者所未有也」77，江

藩贊曰「由禮而推之於德性，闢蹈空之蔽，探天命之原，豈非一代之禮宗乎！」

78茲以〈復禮〉三篇，考究凌氏之禮學思想，並比較分析其與戴震學術之關係。

例如凌廷堪云：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 

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為士冠之禮， 

因君臣之道而制為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為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 

制為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為士相見之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少 

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 

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 

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 

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79

    又云： 

                                                 
75 參見〈戴東原先生事略狀〉，《校禮堂文集》卷三十五。 
76 同上注。 
77 參見阮元〈次仲凌君傳〉，《揅經室二集》卷四。 
78 參見江藩〈校禮堂文集序〉。 
79 參見〈復禮上〉，《校禮堂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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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為依歸， 

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 

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 

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 

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 

脩身為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為脩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 

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為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 

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80

    又云： 

      《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彼釋氏者流， 

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為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 

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 

侈談夫理氣之辨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 

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 

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 

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嗚呼！以是為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 

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為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後儒之 

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知聖學禮也，不云理也， 

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81

由上所論，可以推知凌氏之學：第一，極端重「禮」，更以「禮」當作聖人

之學的全體，故言「聖人之道，一禮而已矣」、「禮之外，別無所謂學也」。凌氏

之如此，乃繼承江永、戴震等徽學重禮學之傳統，戴震本人極為重視禮學，嘗言

「為學須先讀《禮》，讀《禮》要知聖人禮意。」又云「聖人之理義非它，存乎

典章制度者是也」、「理義不存乎典章制度，勢必流入異學曲說而不自知」，其《七

                                                 
80 參見〈復禮中〉，《校禮堂文集》卷四。 
81 參見〈復禮下〉，《校禮堂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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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小記》又有〈學禮篇〉，皆顯示戴震重視保存古代聖人理義的文化遺跡─禮學，

故治學進程中，考究古代典章制度乃成為戴震學術之重要主張。錢穆亦指出凌氏

重禮乃承自江、戴之學云： 

      夫徽歙之學，原於江氏，胎息本在器數、名物、律曆、步算，以之治禮而 

獨精。然江氏之治禮，特以補紫陽之未備。一傳為東原，乃大詈朱子，而 

目其師為婺源之老儒焉。再傳為次仲，則分樹理、禮，為漢宋之門戶焉。 

至曰格物即格禮之器數儀節，是宋儒以格物為窮理者，次仲以格物為考 

禮。82

    然而，戴震雖重視禮學，雖重視客觀之「器」，但最重視的仍是「禮」背後

的聖人之意，所追求的是「道」。故戴震認為「義理即考覈、文章之源」，「義理」

才是第一義，訓詁名物、典章制度都是明道的手段，而非目的。而今凌廷堪過度

強調「禮」之重要，進而欲以禮代理，則有將手段當目的的傾向，此與戴震之主

張有所不同。蓋戴震雖反對宋儒之「理」，但並不反對言「理」，只是要循著訓詁

考據的手段，客觀徵實地求得古聖人賢人之理義。 

    第二，凌氏之言「性」，頗受戴震之影響，認為「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

性之所固有者，善也。」人性受於天，則同於戴震「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行

者，性也」的自然人性論。又凌氏認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則以人倫道德為人性所本有，

非荀子所言乃聖人所獨得者。戴震亦云「荀子知禮義為聖人之教，而不知禮義亦

出於性。⋯⋯就孟子之書觀之，明理義之為性，舉仁義禮智以言性者，以為亦出

於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83可見二者主張之近同也。 

    第三，凌氏認為宋儒之言理、言心、言性，乃援據釋氏之學而變之，非孔孟

聖賢之道，故言「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後儒之學本出

於釋氏」，此論亦承戴震之言而來。戴震批評程朱之學「借階於老莊、釋氏」、「程

                                                 
82 參見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年 9月)下冊，頁 547。 
83 參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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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理如有物焉，實雜乎老莊、釋氏之言」，亦可見凌氏批判宋儒蹈虛而雜入釋

氏之說，其持論乃源自戴震也。 

    以上所舉，皆可反映出戴震對凌廷堪禮學之影響，也促使其學朝向「以禮代

理」之治學目標。 

    其次，關於焦循，其受戴震思想影響亦深，嘗云：「循讀東原戴氏之書，最

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84又著《孟子正義》一書，其中有關心性之論，多引

戴震之說，梁啟超評其書「雖以訓釋、訓詁、名物為主，然於書中義理也解得極

為簡富」、「此書實在後此新疏家模範作品，價值是永永不朽的」85。另外，焦循

亦同戴震，主張孟子「性善」之說，實其內容定義與孟子頗有不同，錢穆云：「里

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進化言之，其說亦本於東原，而人類

之自以其智慧而進化者，其一段之歷程，里堂名之曰『變通』，變通之所得即善

也，仁義則善之大者。」
86部分學者亦主張焦循繼承並發展了戴震「重智主義」

的義理學說，如張麗珠云：「焦循繼承且發揚戴震學說的『能知故善』命題，打

破了長期以來以『道德』為獨尊的學術發展局面，不僅為清代考據學之興盛，提

供了補強的理論根據；也改寫了傳統義理中居於領導地位的『性體至善』、『價值

內在』性善論。」87在繼承荀子「認知心」的重學傳統，以及發揮「心知為性」

的重智傾向方面，戴、焦二人確有其共通性，也是乾嘉考據學伸入義理學領域的

共同特徵。 

然而，焦循雖然在「性」之定義上有部分主張同於戴震，如主張「自然的人

性論」、「性出於氣」、「心知為性」，但卻主張人性不能自覺理義，必待聖人之教

化而後然，此則異於孟子、戴震，而反取荀子之說，可證其思想亦有自己的取捨

安排，雖有繼承戴震者而又能自出己見，本文第九章第六節已有論述，不再贅述。 

    最後，關於阮元，亦為乾嘉考據學家中兼具義理哲學者，其學亦受戴震之影

                                                 
84 參見焦循〈寄朱休承學士書〉，《雕菰集》卷十三。 
85 參見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里仁書局，1995 年 2月)，頁 276。 
86 參見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下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年 9月)，頁 502。 
87 參見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2002 年 3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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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阮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生於乾隆二十九年甲申，

卒於道光二十九年己酉，年八十六。阮元為乾嘉時期漢學名家，曾刊刻《十三經

注疏》、《皇清經解》，又於兩廣總督任內創立學海堂，奬掖漢學不遺餘力，錢穆

稱其「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鎮」88。阮元著作之大者，如《經籍纂詁》、《揅

經室集》，皆繼承戴震由訓詁考據以通經明道的路線，故錢穆云：「芸臺講學，頗

師承東原，守以古訓發明義理之意」89。 

    阮元有關義理哲學之論，多見於《揅經室集》中，如〈性命古訓〉、〈塔性說〉、

〈復性辨〉、〈論語論仁論〉、〈孟子論仁論〉等，皆由語言文字、名物制度以考釋

經義的方法，錢穆云：「芸臺長於歸納，其法先羅列古訓，寧繁勿漏，繼乃為之

統整，加以條貫，如前舉〈性命古訓〉之例」90。茲以阮元有關「性」、「仁」之

說，分析其義理學說，並論證其說對戴震義理學的繼承與發展。首先，在論「性」

方面，阮元主張「節性」，反對宋明理學「復性」之說，其云：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 

相同。試先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 

〈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即天命也，若子初生即 

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為命，受 

於人為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耳鼻 

四肢為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 

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即性之所以節也。⋯⋯凡人則任 

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茍求之 

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 

                                                 
88 參見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下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年 9月)，頁 529。 
89 同上注。 
90 同上注，頁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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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即仁義 

禮知聖也。91

    按：阮元於此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言「性」之意，認為耳目鼻

口之欲為性，仁義禮智聖為命，「性必須節，不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故主張「節

性」。其以耳目鼻口之欲為性，頗與戴震「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行者，性也」

之說相近，皆以人之自然情欲為性之固有，非性外之事也。阮元以為人性之情欲

若放縱則可能成惡，故須節之，故其「節性」實即「節欲」。阮元又舉《禮記‧

樂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釋云：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即外感之 

至易者也，即孟子所說「耳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即〈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 

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 

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 

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為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 

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不能離性而自 

成為欲也。
92

    此言「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不能無欲」、「欲不能離性而自成為欲」，顯

然繼承戴震血氣心知的自然人性，以及「理存乎欲」的理欲一元論。至於說「欲

在有節不可縱，不可窮」，同於戴震所云「性之欲之不可無節也，節而不過，則

依乎天理，非以天理為正，人欲為邪也」、「天理者，節其欲而不窮人欲也。是故

欲不可窮，非不可無，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不及情，可謂之非天理乎！」93可

見戴震主張節制性之情欲，反對宋儒隔斷天理與人欲，此乃阮元「節性」之說的

思想根源。 

                                                 
91 參見〈性命古訓〉，《揅經室一集》卷十。 
92 參見〈性命古訓〉，《揅經室一集》卷十。 
93 參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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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唐代李翱言「復性」，宋儒論性喜言「復其初」，皆以「性」為超乎經驗世

界之上的純然本善，阮元則指出其說乃據莊子、釋氏之學，非孔孟之道也，其云： 

      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為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即「馬蹄 

天放」也，即所謂「初」也。以「天放」為「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 

也。唐李翱《復性》之書本之於此，而反飾為孔、顏之學，外孔、顏而內 

老、莊也。94

    又云： 

      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 

故虛而易於傅會，習之此書是也。⋯⋯至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 

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乎，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 

以象測，同萬物之為，而居不為之域，處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 

虛曠，強名曰覺。⋯⋯」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 

相比而觀，其跡自見。蓋釋氏見性，只是明心，不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 

於性內，即喜怒哀樂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為正覺，性明照則情不 

生。
95

    阮元此說，亦承戴震批判宋儒雜入老釋之道而來，蓋戴震嘗云： 

      宋儒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人之生也，由氣之凝結生聚， 

而理則湊泊附著之，因以此為「完全自足」，如是，則無待於學。然見古 

賢聖之論學，與老莊、釋氏之廢學，截然殊致，因謂「理為形氣所污壞， 

故學焉以復其初」。「復其初」之云，見莊周書。蓋其所謂理，即如釋氏所 

謂「本來面目」，而其所謂「存理」，亦即如釋氏所謂「常惺惺」。⋯⋯程 

子、朱子謂氣秉之外，天與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不污壞其受 

於天之理者也，學而後此理漸明，復其初之所受。⋯⋯程子、朱子就老莊、 

釋氏所指者，轉其說以言天理，非援儒而入釋，誤以釋氏之言雜入於儒耳； 

                                                 
94 參見〈復性辨〉，《揅經室續集》卷三。 
95 參見〈性命古訓〉，《揅經室一集》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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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就老莊、釋氏所指者，即以理實之，是乃援儒以入於 

釋者也。96

    又云： 

      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後儒以為 

別如有物而湊泊附著以為性，由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終昧於六經、孔孟 

之言故也。⋯⋯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於學？故謂 

「為氣質所污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加之 

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污濁，不過從老莊、 

釋氏所謂真宰真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97

    因此，戴震批判宋儒「復其初」，來自莊子、釋氏之說；又其截性為氣質之

性與義理之性二者，以氣質歸於人，故有不善，故須待於學，而義理歸於天，故

無有不善。宋儒以為「變化氣質」，以學轉化不善之性，而將可歸於純善之天與

我之義理性，即復其初也。此與阮元相較，皆以為宋儒雜入老莊、釋氏之說，誤

以「性」之善為出於天理，超出形體、氣質之上，故須外求而復其初之天性。 

    其次，關於阮元論「仁」，主張「相人偶為仁」，其云： 

      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 

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 

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 

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 

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 

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 

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 

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 

偶」之注，即《曾子》「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 

                                                 
96 參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97 參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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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己達達人」之旨。98

    按：阮元引《中庸》鄭玄注「相人偶」釋「仁」字，認為「必有二人而乃見」，

才可盡其敬禮忠恕等事，則「仁」非形上之虛理，而是落在經驗世界的社會關係，

換言之，「仁」是人己關係，是自己與社會人群之對應之理。因為強調人己關係，

故「仁」非主觀冥想，而須朝向客觀實踐的方向進行，故反對理學家以內省靜坐

為得仁之法。張麗珠云：「如此一來，則『仁』之實現，就必須要落實在經驗領

域裡，而不能如理學家講形上價值，可以經由內省以默識之了。從這一個角度論

『仁』，仁便完全脫離了形上道德學的進路，而以一種走入人群的姿態──『必

於身所行者驗之而始見』、『必有二人，而仁乃見』，亦即必以經驗領域講人我、

重實踐的社會關係，為其實現之必要條件。」99此亦可說明阮元論「仁」重視道

德實踐之客觀課題，其關注之重點由己身而推展至社會人群。 

    阮元此說，實亦承自戴震，戴震嘗論「仁」云： 

      問：《論語》言「克己復禮為仁」，朱子釋之云：「己，謂身之私欲；禮者， 

天理之節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 

蓋與其所謂「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中」者互相發明。⋯⋯ 

曰：克己復禮之為仁，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 

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 

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於天下，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100

    戴震認為「己」對「天下」言也，以克己還其至當不易之則，而不隔於天下，

故己與天下相通，自可歸於仁矣。戴震又云「就人倫日用而語於仁」、「舍人倫日

用，無所謂仁」、「仁也者，言乎其不私也」、「無私，仁也」，皆顯示出戴震認為

「仁」須切於人倫日用，是無私之德，乃落實在具體人己往來的社會關係，而「仁」

                                                 
98 參見〈論語論仁論〉，《揅經室一集》卷八。 
99  參見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2002 年 3月)，頁 325。 
100 參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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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無欲，而是求己之欲能同人之欲，己之情能通天下之情，故云「聖賢之道，無

私而非無欲」、「人倫日用，聖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以分理不爽，

是謂理。」101因此，阮元「相人偶」之仁論，實與戴震「通情達欲」、「無私非無

欲」的仁論相近，皆朝向「己立立人，己達達人」的人己關係發展，以建立一合

理合情的正常社會。戴、阮二人皆就客觀的經驗世界論「仁」，皆反對在先驗、

形上的層次論「仁」，而重視「仁」在社會倫理上的具體實踐，顯示出乾嘉學者

重客觀實證的共同學術傾向。 

    以上藉由阮元在「性」與「仁」之詮釋，並比較戴震之義理主張，可以發現

阮元之義理學確實源自戴震，其重要主張皆未出戴震之範疇，可謂繼承戴學的後

勁。 

                                                 
10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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