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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梁啟超嘗云：「無考證學即無清學也。」1又認為全盛期之考證學以惠棟、戴

震二人為代表，而「戴學之精深，實過於惠。」2又云：「茍無戴震，則清儒能否

卓然自樹立，蓋未可知也。」3又云：「戴東原先生為前清學者第一人，其考證學

集一代之大成，其哲學發二千年所未發。」4梁氏對戴震學術之推崇，可謂極高

極尊也。馬宗霍亦云：「論者謂清世經學之所由盛，在於考證。考證之所由精，

在於深通小學，是固然矣。」5而由小學以通經明道，又是戴震所堅持主張的治

學方法與門徑，故「承學之士，聞戴氏之論，咸以小學為治經入手而從事於考

證。」6戴震可謂影響考據學之發展甚為深遠。清儒汪中更云：「古學之興也，顧

氏開其端；河洛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力攻古文者，閻

氏也；專言漢儒《易》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年不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

集其成焉。」7汪氏推許戴震為考據學之集大成者，更可見戴氏在清學中之地位。 

至於乾嘉時期的考據之學，多偏向經籍文字的訓詁校勘，而對於文字背後

所蘊藏的義理，反而著墨不多，似乎有將考據與義理分開的趨勢，於是所謂漢

學偏向考據而宋學偏向義理之說乃成主流思想，而乾嘉時期又是所謂漢學家主

宰學術主流的時代，於是當時學者多專務經籍之文字訓詁，而不重其義理思想，

以與宋學作區別。然而，戴震以考據學宗師之身分，毅然宣揚其自得之義理思

想，以為「聖人之道在六經」，學者通貫六經之後，必能明瞭聖人之道，必能得

                                                 
1 參見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十。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4 參見梁啟超〈戴東原圖書館緣起〉，收入《飲冰室合集》第十四冊。 
5 參見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年 11月)，頁 156。 
6 同上注，頁 157。 
7 參見凌廷堪〈汪容甫墓誌銘〉，收入《校禮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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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聖人與天下人心同然之「理」。故「明道」與「得理」乃是戴震學術之歸宿，

而不同於其他漢學家僅停留在訓詁考據上，戴震更要由訓詁考據得到古聖人六

經之義理。因此，戴震的經學研究，是包含「考據」與「義理」兩方面，可以

說考據是工具、是手段，而義理是目的、是成果。 

況且，古代之經典，如《詩》、《書》、《易》、《禮》、《春秋》等，的確皆包

含古代聖人對於典章制度、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等方面的義理思想，孔、孟、

荀等後世儒者所以重視六經，也在於六經中蘊藏豐富的聖人理義。只是秦漢以

後，由於時代隔閡、文字變異以及注疏紊亂等各種流傳問題，古代經典遂須要

透過訓詁考據的工夫來還原其本來面貌，於是後世儒者乃需要花費更多心力從

事訓詁考據之工作。只是這種訓詁考據，基本上已窮盡學者一生之心力，漢唐

注疏家也多停留在此類工作。及至宋代，程頤、朱熹等理學家，哲理興趣特高，

乃以發揮儒學義理為重，義理心性之學乃成為宋明儒學之主流。入清之後，學

者多以宋明理學為空談誤國，乃轉向提倡專務訓詁考據之漢學，乾嘉時期尤為

考據學之高峰。戴震雖亦從事訓詁考據之工作，但並不以此自滿，且亦不認同

宋人之義理，乃欲上接孔孟，由一己鑽研六經的工作中得出聖人之義理思想。

因此，戴震的經學研究，是不能遺漏義理思想的，可以說是一種結合訓詁考據

與義理哲學的經學。故余英時評戴震之學云：「一身而兼擅考據與義理，在乾嘉

學術史上為僅有之例。」8戴震的義理學既由考據學導出，則忽略其考據學而專

務其義理哲學，則亦嫌片面而不完整，唯有通貫二者，方能得其全也。 

然而，民國以來，學界之研究，似乎逐漸偏向研究戴震之哲學思想，而對

其訓詁考據學之研究反較為缺乏。如胡適作《戴東原的哲學》一書，大力標舉

戴震之哲學思想，並云：「戴震在清儒中最特異的地方，就在他認清了考據名物

訓詁不是最後的目的，只是一種『明道』的方法。他不甘心僅僅做個考據家，

他要做個哲學家」9。其後，學界似乎轉向研究戴震之哲學，更以哲學思想乃是

                                                 
8 參見余英時《論戴震與章學誠》(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6 年 11月)，頁 99。 
9 參見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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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學術的最大價值與成就，於是各種專書以及單篇論文紛紛而起，據李紅英

〈近十五年戴學研究綜述〉一文指出，單論大陸地區戴學研究會與徽學研究中

心及相關研討會之戴學論文大約 83篇，其中哲學性的論文近 40篇；至於其他

散見各期刊雜誌的約 150多篇戴學文章中，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戴震哲學思想

的評價上，佔論文總數的一半10。再如台灣、大陸近年關於戴學之博碩士論文，

亦多以戴震之哲學思想為主11。如此哲學研究儼然成為戴學研究之主流，遂也無

形地掩蓋了戴震訓詁考據學研究之成就與價值。 

皮錫瑞云：「經學自兩漢後，越千餘年，自國朝而復盛。兩漢經學所以盛者，

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12梁啟超云：

「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心」13，可知中國經學以漢、清兩代最盛，清代經學成就

尤其超越前代，可謂清代學術之中心。因此，清學的研究內容應以「經學」為

中心，考據學只是一種研究方法，須依附經學而得其實證。戴震身為皖派考據

學宗師，其經學研究更是其學術之中心，嘗言：「聖人之道在六經」14、「夫所謂

理義，茍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15「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

義明」16，故若不從事六經之研究，如何獲得聖人之理義？足見戴震對經學研究

是要由「通經」而達到「明道」。所以，結合經典考據以及義理思想，才能全盤

掌握戴震學術發展之脈絡。 

有鑑於歷來對戴震經學研究之不足，且多半集中在《毛鄭詩考正》、《杲溪

                                                 
10 李文見於《安徽史學》2002 年第 2期，頁 27-31。 
11 台灣方面如劉昭仁《戴東原思想研究》(台灣師大碩士論文，1974 年)、劉錦賢《戴東原思想

析論》(台灣師大博士論文，1989 年)、高在旭《戴東原哲學析評》(輔大博士論文，1990 年)、劉

玉國《朱子與戴震思想比較研究》(台大碩士論文，1996 年)、王梓凌《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研究》

(台大碩士論文，1975 年)、胡健財《戴震反程朱思想之研究》(政大碩士論文，1989 年)、柯雅卿
《戴震孟子學研究》(成大碩士論文，1996 年)等；大陸方面如陳徽《性與天道─戴東原哲學研

究》(復旦大學博士論文，2003 年)、王豔秋《戴震重知哲學研究》(華東師大博士論文，2003 年)、
陳多旭《戴震道德哲學評析》(安徽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張迎春《孟子字義疏證研究》(安
徽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等，均以戴震哲學思想為研究主題。 
12 參見皮錫瑞《經學歷史》(台北：漢京文化，1983 年 9月)，頁 295。 
13 參見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 9月)，頁 49。 
14 參見戴震〈與方希原書〉，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15 參見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收入《戴震文集》卷十一。 
1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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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補注》以及《孟子字義疏證》等單一著作之研究上，缺乏全盤性的觀察與

統整，致有見樹不見林之遺憾。故全面性地研究戴震在經學上的成就實有必要，

也才能對於這一個身跨考據學與哲學兩個領域的大師有更深入的認識。 

再者，過去學者雖多推崇戴震乃清代考據學宗師，但對其研究內容則多略

而不詳，一方面是其哲學成就掩蓋了其考據之學，一方面則是戴震經學著作多

散見各處，且刊行不廣，影響力自然不若其他諸人為大。幸而近年來，大陸戴

學研究興起，各種戴學研究著作日益興盛，學術機構及民間出版單位亦相加結

合，廣收各種戴震存在各地的資料而編訂成冊17，其中甚至有第一次刊布於世

者。例如《詩補傳》一書，過去學者有誤認是《毛鄭詩考正》或《杲溪詩經補

注》，或以為其書乃未完稿之殘篇，致使在研究清代《詩經》學的發展內容上，

對於戴震的貢獻不能給予足夠的評價。然而，隨著新資料的問世，北京圖書館

藏的二十六卷《詩補傳》本始為人發現18，乃是戴震早年對《詩經》作全面性注

釋的著作，即是《毛鄭詩考正》及《杲溪詩經補注》的前身，由此書可窺見戴

震早年《詩經》訓釋的成績，也可與稍後的《毛鄭詩考正》及《杲溪詩經補注》

二書進行比對，而有助於觀察戴震學術發展之進程與成長，對於清代經學研究

之影響頗為重大。 

因此，重新整理戴震經學之著作，以及利用新出的資料進行研究，並有效

地結合戴震之訓詁考據與哲理思想，已成為研究戴震學術乃至清代經學中極重

要的課題與方向，也是本論文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希冀能有助於戴學的研究，

並由此了解戴震在清代經學中扮演的角色與學術貢獻。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性 

                                                 
17 例如自西元 1991 年開始，戴震研究會、徽州師範專科學校、戴震紀念館等合作編纂的《戴震

全集》，由清華大學出版社陸續出版(至今已出版七冊)；又如 1995 年出版的張岱年主編、安徽古

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的《戴震全書》七冊，皆是大量的收羅各種戴震的著作，甚有利於戴震

學術之研究。 
18 北京圖書館藏《詩補傳》廿六卷，原抄本題名《戴氏經考一》，有「汪灼校書藏畫之印」及「葉

氏德輝鑒藏」等印章，本書成於乾隆十八年癸酉，乃東原三十一歲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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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經學之定義與範圍 

何謂「經」？《說文》：「經，織也。從系，巠聲。」段玉裁注：「織之從絲，

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六世謂之天地之常經。」甲

骨文無「經」，金文有「巠」、「經」，皆一字。 

西周時代，「經」有常、永之意，但尚未指經書、經典之意，當時之文獻，

概稱書或冊等。至春秋末年，孔子稱《詩》、《書》尚無稱其為「經」者。稱文

獻為「經」者，始於戰國。如《荀子‧勸學篇》：「學惡乎始？惡乎終？曰其數

則始乎誦經，終乎讀禮。」荀子為儒家學者，其主張始乎誦經，所誦之經當為

儒家之書。然而，當時除儒家外，其他各家也稱其學為「經」，如墨家有「墨經」

之名。至於明言將詩、書、禮、樂、易、春秋六者當作「六經」，應始於《莊子》，

如《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謂老聃曰：『丘治《詩》、《書》、《禮》、《樂》、《易》、

《春秋》六經。』」又云：「夫六經者，先王之陳迹也。」又近年發現的戰國《郭

店楚簡》，其中之〈六德〉一篇，亦以《詩》、《書》、《禮》、《樂》、《易》、《春秋》

為序，說他們都是表達「夫婦、父子、君臣」之理19。《郭店楚簡》為戰國中期左

右所抄錄的竹簡資料，《莊子‧天運篇》乃莊子後學所為，其年代大略為戰國晚

期。因此，儒家將《詩》、《書》、《禮》、《樂》、《易》、《春秋》定為「六經」，最

早不能超過戰國中期，故孟子亦不曾有「六經」之言。 

至西漢時，朝廷崇奉儒學，相繼設置五經博士(《樂》已亡佚)，「五經」乃

成為專門之學。「五經」之外，其後則有「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

等之增益。首先關於「七經」，清全祖望《經史答問》云：「七經者，蓋六經之

外，加《論語》。東漢則加《孝經》而去《樂》。」另外，北宋劉敞《七經小傳》，

以《尚書》、《毛詩》、《周禮》、《儀禮》、《禮記》、《公羊傳》、《論語》為七經；

清康熙御纂七經，以《易》、《書》、《詩》、《春秋》、《周禮》、《儀禮》、《禮記》

                                                 
19 參見廖名春〈郭店楚簡引《書》、論《書》考〉，收入《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匯編》

第二冊(武漢大學，1999 年 10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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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七經；戴震則以《詩》、《書》、《易》、《禮》《春秋》、《論語》、《孟子》為七經。 

其次，關於「九經」，顧炎武《日知錄》云：「自漢以來，儒者相傳，但言

五經；而唐時立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傳、三禮，分而習之，故云九也。」

皮錫瑞《經學歷史》云：「唐分三禮、三傳，合易、書、詩為九。」故唐代以《周

禮》、《儀禮》、《禮記》、《公羊傳》、《榖梁傳》、《左傳》、《易》、《書》、《詩》為

九經。清惠棟《九經古義》則以《易》、《書》、《詩》、《春秋》《禮記》、《儀禮》、

《周禮》、《公羊傳》、《論語》為九經。 

再如「十二經」，唐文宗開成二年以楷書刻寫的石經，除將唐代之「九經」

列入外，又增加《論語》、《孝經》、《爾雅》而為十二經。至宋代由於尊崇孟子

之故，又將《孟子》加入唐代之「十二經」，而成「十三經」。宋以後，學者研

究經書，大都以此「十三經」為中心，至南宋光宗紹熙年間，合刊十三經注疏

本，「十三經」乃成為研究經學之專有名詞。十三經以後，雖亦有人提出「十四

經」、「二十一經」之主張，然都影響不大，一般仍以「十三經」為限。 

至於何謂「經學」？日人本田成之云：「所謂經學，乃是在宗教、哲學、政

治學、道德學的基礎上，加以文學的藝術的要素，以規定天下國家，或者個人

的理想或目的的廣義的人生教育學。」20此說過於廣泛，亦未能與其他學問作區

隔。故李威熊云：「所謂經學，是指易、書、詩⋯⋯等群經之學的簡稱；凡成系

統，有條貫之學術，即皆謂之學，因此，把諸經看成一門學問，作系統研究，

如經傳的名物訓詁，或剖析其義理，或探討群經源流發展歷史，以及經書上種

種問題的研究等，都包括在經學的範疇。」21李威熊之說較為明確，且符合中國

經學之發展。因此，所謂「經學」，應是以儒家之五經或十三經為中心，研究其

文字訓詁，分析其義理思想，或探究其中之歷史、傳承、作者、時代以及歷代

之研究等各種相關之問題的學術。 

                                                 
20 參見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台北：古亭書屋，1975 年 4月)，頁 2。 
21 參見李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論》上冊(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8 年 12月初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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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震之「七經」與治學內容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云：「《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為

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易》、《禮》、《春秋》、《論

語》、《孟子》是也。」22可見東原所謂「七經」，乃是取先王之迹的「五經」，加

上代表孔孟之道的《論語》、《孟子》二書而成。故此「七經」可視為東原治經

之範圍與內容，欲研究戴震之經學必須觀察其對此「七經」研究之成果。李開

亦云：「《七經小記》是戴震制訂的宏大的著述計畫，這個計畫的實施貫串戴震

的一生，《七經小記》的各部組成，又形成了戴震的全部思想體系。⋯⋯在深入

研究戴震之前，從宏觀上把握《七經小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是戴震

治學的自定規劃，而其逐一分步實施又耗盡了他的畢生精力。」23 

    戴震既定「七經」為其主要研究對象，然以為治經要先由語言文字入手，

不能像宋儒般多出自意見，否則必遭「躐等」之害。而小學訓詁、名物制度就

是求得古經之語言文字真義的工具，故段玉裁釋東原《七經小記》云：「治經必

分數大端以從事，各究洞原委。始於六書九數，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

繼以《學禮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

24
可見《詁訓篇》屬小學訓詁之學，《原象篇》、《學禮篇》、《水地篇》則屬於名物

制度之學，此皆東原治經必備之舟楫與階梯，最後以《原善篇》作為通經明道

之歸宿。另外，東原又嘗指出治經要具備多種知識，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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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 

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 

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 

                                                 
22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集，1936 年)，
附錄。 
23參見李開《戴震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94。 
24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集，1936 年)，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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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 

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知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 

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 

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 

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綫，其 

三角即句股，八綫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 

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 

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 

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25 

    可見文字、聲韻等訓詁小學，與古代器物制度，以及天文、歷算、地理沿

革等學問，都是治經必備的工具，也是學者解經必經的途徑。 

    因此，本文在論述戴震之經學時，將以東原在「七經」之研究成果為主，

而以東原在小學訓詁、名物制度之考證為輔穿插其間，以完整呈現東原由訓詁

名物以治經，由通經以明道的整個治學過程與成績。另外，本文雖以東原主張

之「七經」為考察對象，惟以東原現存之著作中，對於《論語》之研究甚少，

因其資料不足故暫不納入本論文之研究。本論文將以戴震在《詩》、《書》、《易》、

《禮》、《春秋》、《孟子》等六經上的成果與表現為主要研究範圍，以歸納出戴

震在經學研究上的貢獻，並對其在清代學術發展上給予適當之評價。 

三、戴震學術之重心 

    戴震學術涉獵甚廣，至於其著作亦甚博，《七經小記》為東原治經之宏大計

畫，李開論其內部構成云：「有專論語言文字的《訓詁篇》，有講述天文歷算等

自然科學的《原象篇》，有應是本之於禮經總論，貫通《周禮》、《儀禮》、《禮記》、

《大戴禮記》的禮學著作《學禮篇》，有以水脈走向為主的地理學著作《水地篇》，

                                                 
25 參見戴震〈與是仲明論學書〉，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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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探求人類情性的《原善篇》等」26，因此，戴震學術至少分作文字音韻等小學、

天文歷算學、禮學、地理學以及哲學等五大類別。 

東原之學雖分作五大類別，其實除了哲學外，其餘都是戴震用來解經的工

具與依據，故「考據學」與「哲學」可說是東原治學的重心。至於二者孰輕孰

重？其實無法完全切割，蓋東原嘗云：「經之至者道也」27，又云：「僕自十七歲

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六經孔孟不得」28，可見治經乃可明道，訓詁明則古經

明，故研究六經孔孟之書就成為通明聖人之道的途徑。因此，雖然學者多認為

東原晚年學術偏重義理之學，且以義理為第一義。然而，就東原本身的觀念而

言，考據仍然是成就義理之學必經的途徑，否則此義理將流為「意見」，且易成

「鑿空」之見而人人言殊了。所以，研究東原之經典考據，才可把握其哲學思

想之路徑與方向，也才能看出與宋儒理學之區別。況且，孟子之學雖多歸入子

學，亦具有強烈哲理色彩。然而，《孟子》亦被歸入十三經之一，東原且以之為

「七經」之一，如此《孟子字義疏證》亦可視為東原經學之著作。 

所以，本文認為東原治學之重心，乃是要透過研究六經孔孟之書，以得到

古聖人賢人之道，以避免後儒意見之干擾，而得出切合人倫日用之道也。又因

經典考據是導向哲學思想的依據與途徑，同時孔、孟、荀等古代儒者亦重視發

揮經典中的哲理，儒家哲學未嘗脫離經典研究，故東原的經學，主要包含經典

考據與哲學思想二種。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 

歷來對戴震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類，一是個別專著之研究，如對《詩補 

傳》、《毛鄭詩考正》、《孟子字義疏證》等單一著作之分析研究；二是哲學思想

的研究，就《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反映出的特殊義理思想，

                                                 
26 參見李開《戴震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97。 
27 參見戴震〈古經解鉤沉序〉，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28 參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集，1936 年)，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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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深入的探究；三是訓詁考據之研究，針對其小學、名物制度、解經方法等考

據學，作分析研究；四是比較性或綜合性的論述，將戴震與其他學術主張相近

的學者作比較，或將戴震之學作統整性、全面性的研究。 

    第一類的研究，如岑溢成《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即以《詩補傳》(實為

《毛鄭詩考正》)一書為研究中心，分析戴震詩經學之特色與成就，並兼論其解

經方法，頗有利於學者明瞭戴震之學與吳派之不同，而能反映出戴震解經之特

色。又如大陸學者冒懷辛《孟子字義疏證全譯》，將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

譯為白話，有利於社會大眾認識戴震之義理學，而譯文之前的〈代序言〉，對於

戴震哲學的發展與貢獻，則有不少精要的論述，亦值得參考。又如李紀祥〈繼

孟思維下的道統視域─戴東原與《孟子字義疏證》〉29
一文，自「道統論」角度入

手，分析《孟子字義疏證》中之論述，認為戴震意圖在於「上接孟子之傳」的

自我定位，故其「反朱」與「返經」，皆是建立「周─孔─孟─戴」新道統的必

然之事。碩士論文則有王梓凌《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研究》、張迎春《孟子字義疏

證研究》，亦針對《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作細部的探究。此外，日本學界對戴震

亦投入相當多的研究，如山井湧《孟子字義疏證の性格》、安田二郎《孟子字義

疏證の立場》、溝口雄三《孟子字義疏證の歷史的考察》，均對於《孟子字義疏

證》提出不同層面的剖析，亦頗值得留意。 

    第二類的研究，如胡適《戴東原的哲學》、王茂《戴震哲學思想研究》、周

兆茂《戴東原哲學新探》、村瀨裕也《戴震的哲學》等書，皆針對戴震的義理學

著作加以分析比較，在發揚戴震的義理思想方面頗有助益。其次，馮友蘭《中

國哲學史》、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韋政通

《中國思想史》、侯外廬《中國思想史綱》、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等書，其中

有關戴震之哲學思想之論述剖析，亦頗具參考之價值。又如張壽安〈戴震義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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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冊，
頁 391453；又收入李紀祥《道學與儒林》(台北：唐山出版社，2004 年 10月)，頁 54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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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基礎及其推展〉30、〈戴震對宋明理學的批評〉31等文，詳加分析戴震的義

理思想，並探究其批判宋明理學之關鍵問題，亦值得參考。 

又如蒙培元《理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一書，以理學為觀察中

心，由理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作出發，論述宋元明清各代理學的發展和演變，

迄至清代，則以王夫之、顏元、戴震作為批判理學的代表。蒙氏認為戴震是宋

明理學演變中的最後一位影響巨大的哲學家，他的思想是王夫之思想的繼續和

發展，他並沒有全面結束理學，但他完成了王夫之所未能完成的任務，特別是

在人性論的問題上，給了理學一次徹底清算。從這個意義上說，戴震又結束了

理學。此書對於戴震反理學的思想背景與淵源，以及戴震與程朱理學的思想差

異，提出了清楚的見解。 

再者，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則不僅探究戴震之義理思想，更擴及焦

循、凌廷堪、阮元，並以他們作為清代義理學之代表，而能顯示出戴震義理學

在清學中的地位以及影響。其後，張麗珠又撰《清代新義理學─傳統與現代的

交會》一書，其中第五章〈戴震新義理學的「價值轉型」意義〉，文中認為戴震

新義理學的價值主要落在經驗價值，所以人物事為是他所特重的，也就是說戴

震完整建構了儒學的經驗領域，而不再只是偏向宋明理學的形上領域；綜合言

之，正因為有戴震的新義理學，儒學才兼具形上價值與經驗價值，進而醞釀儒

學由傳統邁向早期現代化的發展趨勢，對於晚清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提供思想的

依據，故其價值實為非凡。張氏所提出的這種觀點，頗能爲戴震的思想價值，

提供有力的支持。 

    再如鄭吉雄〈乾嘉學者經典詮釋的歷史背景與觀念〉32一文，提出「儒學淨

化運動」的新觀點，認為清儒反理學、回歸六經之取向與此有關，而「用」與

「器」則是清代儒學中兩個重要的概念，宋明理學家重視「體」，清儒則重「用」，

戴震認為器決定道，非道決定器，而著眼於「器」所昭示的人心同然的深層意

                                                 
30 收入《漢學研究》10卷 1期，1992 年 6月。 
31 收入《漢學研究》13卷 1期，1995 年 6月。 
32 收入《台大中文學報》第十五期，2001 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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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延伸思考「理」的問題。鄭氏又撰〈戴震「分限」、「一體」觀念的思想

史考察〉33一文，將戴震「分限」、「一體」的觀念放入思想史中分析，而認為戴

震的思想乃是「多之一」的架構，即透過歸納的方法，從「多」(宇宙萬物萬殊

之相)中抽繹出來，而不須接受任何超越於經驗層次的價值觀念，只須實實在在

地認識、接受和利用經驗世界的法則與事物的價值。此二文對於戴震之思想根

源頗有精闢之論證，亦值得參考。 

最後，在碩博士論文上，如劉昭仁《戴東原思想研究》、劉錦賢《戴東原思

想析論》、高在旭《戴東原哲學析評》、王豔秋《戴震重知哲學研究》、陳徽《性

與天道─戴東原哲學研究》、陳多旭《戴震道德哲學評析》等，對於戴震的義理

思想，均有深入的剖析。 

    第三類的研究，如大陸學者漆永祥的博士論文《乾嘉考據學研究》，以惠棟、

戴震、錢大昕三人作為乾嘉時代考據學的代表，各闢一專章介紹分析，再加以

綜合研究，對於戴震在考據學中的地位與成就，以及戴震與其他考據學家主張

的異同，有深入的探究；然而，其對於戴震義理學上的成就則認識不清，而有

所誤解。又如徐道彬的博士論文《戴震考據學研究》，則認為考據學是戴震為學

之根本，故結合具體考證實例來研究戴震的學術思想及方法，該文從具體材料

入手，對戴震在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版本、目錄、辨偽、輯佚等方面的

學術成就加以研究。又如黃順益的博士論文《惠棟、戴震與乾嘉學術研究》，則

分別論述惠棟、戴震二人的學術成就，以及二人在乾嘉考據學中的學術關係。

另外，日本學者近藤光男的《清朝考證學の研究》一書，以江藩、紀昀、惠棟、

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念孫、阮元為觀察中心，其中有關戴震篇章，分作

「清朝經師におげる科學意識」、「戴震の《考工記圖》にっいて」、「《屈原賦注》

にっいて」、「戴震の經學」四節，對戴震科學性的考據學，有深入的探討。又

如濱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研究》，從思想史上論述清代考據學，

                                                 
33 收入《中國詮釋學》第一輯 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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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值得參考。 

    其次，關於戴震所代表的乾嘉考據學研究方法方面，如孫以昭〈戴震經學

方法論初探〉34、周兆茂〈略論戴震的治學態度與方法〉35，皆揭示了戴震獨特的

解經方法。又如鄭吉雄〈乾嘉學者治經方法與體系舉例試釋〉36一文，認為乾嘉

學者治經方法可大別為「歸納法」與「演繹法」兩種，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

是將此二法有效結合運用的最佳典範。又如莊雅州〈論高郵王氏父子經學著述

中的因聲求義〉37一文，雖以王念孫、王引之父子為研究對象，但其「因聲求義」

的解經方法，實來自戴震之影響，亦是考據學治經成就可以超越前人的不二法

門，因此由王氏父子的解經之法亦可上推戴震，並可顯示出二者之間有密切的

學術關聯。博士論文則有李紅英《戴震治經方法考論》，認為戴震具有科學實用、

簡明理性、多元靈活的治學方法，而戴震治經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其原

因在於他與同時代人相比，更講究較為科學的治學方法。 

    除了以上三類外，近年來亦有對戴震之學作比較性或綜合性的研究，如余

英時《論戴震與章學誠》，以戴、章二人學術之異同作為研究中心，並由此推衍

出二人在清學中的地位與影響。其次，日本學者青木晦藏撰〈伊藤仁齋と戴東

原〉38一文，指出戴震哲學思想酷似日本古學派大師伊藤仁齋(1627-1705)，戴震

之《孟子字義疏證》，在書名與內容上亦近同伊藤氏之《語孟字義》二卷，可說

中日二位經學大師在思想主張上頗有異曲同工之妙，可收相互參證之功39。又如 

溝口雄三撰《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林右崇譯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

演變》)，將戴震之學放入明清所謂「前近代」時期作為觀察對象，與李卓吾、

呂坤、王廷相、黃宗羲、王夫之、陳確、顏元、李塨等明清思想家之學說作比

                                                 
34 收入《安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 年 2期。 
35 收入《江淮論壇》1997 年 1期。 
36 收入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台北：中研院文哲所，2000 年 10月)上冊，頁 109-139。 
37 同上注，頁 351-405。 
38 參見《斯文》第八編，1926 年。 
39 余英時撰〈戴東原與伊藤仁齋〉一文，認為伊藤仁齋雖早於戴震一世紀，但不能說戴震之學

襲用伊藤仁齋，因早於伊藤仁齋的中國學者王廷相、羅欽順、吳廷翰亦有相近之主張，所以從

思想史上判斷，可說中日兩國在明末清初學術發展之動向有同歸之處。(參見余氏《論戴震與章

學誠》外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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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從中可顯示出戴震在新理觀、人性論、自然法(理氣問題)上，對於時代潮流

的繼承與創新。 

    再次，鄭吉雄〈論戴震經學中的文化意識〉40一文，認為戴震對「理」的理

解與定義，源自其經學考據中的文化意識，故研究戴震的學者，不宜只據《孟

子字義疏證》來談論其哲學思想，或只執守其經學考據來論其經學立場，而應

該將他的經學與哲學著作結合起來，視為完整的一個獨立生命去研究。鄭氏所

提出的這個新觀點，頗能針砭當今戴學研究之盲點，並能指引一條新的道路。 

再者，大陸學者李開的《戴震評傳》，對於戴震的學術思想發展、轉變，以

及在經學、自然科學、哲學、語文學等各方面，都有全面地分析研究，頗值得

有志此學者作參考。另外，鮑國順的《戴震研究》一書，更是系統性、全面性

的歸納戴震之學，分為事蹟、著作、治學歷程與方法、經學、哲學、小學、天

文算術學、地理方志學、文學等方面深入探討，可謂治戴震之學的一本百科全

書，甚便於後學研究之助。最後，丘為君之《戴震學的形成》一書，則研究章

太炎、梁啟超、胡適三大家的戴震「研究」，由此三家之研究形成今日學界之「戴

震學」，並從中區別地詮釋考證學的近代意義，故其研究焦點不在戴震本身，而

是探究章、梁、胡三家詮釋戴震之學後引發的不同學術觀點與時代意義。 

    本文乃在前人的基礎之上，以戴震在六經孔孟之書的考證成果為研究對

象，就其訓詁考據與義理思想兩方面，再作深入的分析探討，最後綜合出其「由

考據以明道」的經學研究方向。 

第四節、 研究方法 

首先，在資料的版本選取方面，本文以校勘法、對照法取得較為接近古籍

原貌的善本，如戴震之著作，本文以《戴震全書》為底本，並參照《戴東原先

生全集》(《安徽叢書》第六期)、《戴震文集》、《戴震全集》等相關著作，校正

補充脫訛疏漏之處，而能更接近戴震原作之真貌。 

                                                 
40 該文發表於香港大學主辦「明清學術國際研討會」，2002 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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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經文考釋方面，則採用乾嘉考據學的研究方法：「以經證經」、「用

小學疏解經文」、「通貫群經」。經文文字考釋上，注意文字形、音、義三方面的

相互關係，尤其注意清儒「因聲求義」的訓詁原則，重視古音學以及文字通假

關係，胡奇光云： 

  清代小學與現代語言學直接溝通的學說，要數音義關係學說了。清代音 

義關係學說萌發於漢代。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各從自己的角度向漢人 

攝取自己所需要的理論資料：戴震取揚雄的「轉語」之意，而創立「轉 

語說」，以闡明古今音義的演變；段玉裁把許慎的「亦聲說」及宋王子韶 

的「右文說」改造成「以聲為義說」，去分辨形聲字的音義規律；王念孫 

從毛公、鄭玄經注的「破字」做法裏，提煉出「以聲求義，不限形體」 

之說。這三者殊途同歸，一齊通向作為訓詁學尖端的詞源研究。41 

因此，清儒「以小學通經學」以及「因聲求義」的訓詁方法，實為解經重

要的方法與手段。 

至於清儒的古書通例歸納法，亦須注意，江藩嘗云： 

  讀書求信也，而求信必自求疑始；古書之疑不可不明，即古書之例不可 

不審。今爲約舉可疑之例如左：古書有倒句例、有倒序例、有錯綜成文 

例、有參互見義例、有上下文異字同義例、有上下文同字異義例、有兩 

事連類並稱例、有兩事傳疑並存例、有以一字作兩讀例、有語急例、有 

語緩例、有倒文就韻例、有變文協韻例、有蒙上文而省例、有探下文而 

省例，⋯⋯有分篇錯誤者。以上各條，王伯申嘗爲我略言之，其《經義 

述聞‧通說》中，閒亦說及，余因推廣其說，以示有志於經者。42 

因此，熟讀江藩《經解入門》以及王引之《經義述聞》中列舉的古書通例，

有助於解經治經之助。 

再者，亦運用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利用新近出土的甲骨、金文以

                                                 
41 參見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290。 
42 參見江藩《經解入門‧古書疑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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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戰國簡帛文字來考校古書，以地下資料與紙上資料互相驗證，而期能恢復古

籍文字原貌。  

另外，亦留意同時代的典籍資料，如《詩經》、《尚書》、《易經》等時代接

近的經文可聯貫比對研究，又如三《禮》、《春秋》、《孟子》可與戰國諸子之書

聯繫研究，以收廣求證據之效。清儒考據最擅長歸納法之運用，故本文在考究

經文時，亦以歸納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其他如對詞例與語法方面的規律，也需

要掌握，使考釋經書文字不是一個個字孤立的研究，而能符合古書詞例與語法

規律，並且正確地貫通全文旨意。至於研究態度則以「實事求是」為依歸。 

最後，有關義理思想方面，則由歸納而轉向推演，用「演繹法」來探究戴

震哲學之發展與內容，以見戴震的義理哲學不只是歸納前人之言，而更能推演

出自己的創見，是與孔孟荀之學以及程朱之學有所區別的獨特之學。另外，亦

須從思想史的觀點來看待戴震之義理哲學，不論是梁啟超提出的「理學反動

說」，或錢穆提出「每轉益進說」，以及余英時「內在理路說」，都試圖從思想史

發展的觀點解釋戴震所代表的清代學術興起之原因，而值得我們去作綜合了

解，余英時嘗自言其主張云： 

  我對清代思想史提出一種新解釋是因為我覺得以前從外緣方面來處理清 

代學術的幾個理論不能完全使我信服。無論是「滿清壓迫」說或「市民 

階級興起」說，最多都只能解釋清初學術轉變的一部分原因，而且也都 

太著重外在的事態對思想史的影響了。「反理學」之說雖然好像從思想史 

發展的本身來著眼的，但事實上也是外緣論的一種延伸。因為追溯到最 

後，「反理學」的契機仍然是滿洲人的征服中國激起了學者對空談心性的 

深惡痛絕。我雖然批評了以上各種解釋，但我自己提出的「內在理路」 

的新解釋，並不能代替外緣論，而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充，一種修正罷了。 

學術思想的發展絕不可能不受種種外在環境的刺激，然而只講外緣，忽 

略了「內在理路」，則學術思想史終無法講得到家、無法講的細緻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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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余英時從「內在理路」來分析，認為「尊德性」的宋明理學，到了清代都

改換成「道問學」的外貌，故理學在清代並未消失，而是逐漸溶化在經史考證

之中。余氏所提出的儒學內部思想轉變的觀念，確實可以作為清代學術思想的

一種合理解釋，而誠如余氏所言，也須注意滿清壓迫、文字獄、理學反動等外

緣的因素，唯有綜合內外因素，整體來觀察宋明理學轉入清代學術的始末，才

能清楚呈現出清代學術思想的完整面貌。故分析戴震之義理哲學，絕不能孤立

的看待其學說，而須將其學說放入整個歷史的脈絡中，比較其同時的學術風潮

以及思想淵源，才能更清楚的了解戴震思想的繼承、轉變以及創新之處，而能

為其學術思想架構合宜的定位。 

                                                 
43 參鑒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種新解釋〉，收入《論戴震與章學誠》(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96 年 11月)，頁 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