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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評價與定位  

 

綜觀純甫的儒學思想內容，無論在經學、史學、子學或社會等方面均充分表

現其一貫的立場。儘管當時的學術環境門戶分歧、莫衷一是，但純甫「擇善固執」

的儒學性格卻絲毫不肯與潮流相妥協，他以文化傳統的承先啟後為己任，發揮其

廣博的學識與眾人抗衡。雖然，他的研究創見在當時並未獲得支持，但是依然秉

持儒學的傳統，盡力維護種族文化的生存命脈。他在晚年時曾自省多年來孜孜不

倦的成果，說道： 

 

繼志崇孔墜儀式，垂老悠悠無所得。幾年始識味聖言，欲以幾微辨儒墨。

罔料文字不從心，徒有其機力難克。故里新歸少輔仁，他鄉久住多同德。

往時繕性戒多言，忽漫諄諄不肯默。風雅半世畫與書，過情猶足生鬼蜮。

偶聞市儈反惡聲，不值一較任敗北。富貴人生有一嗜，往往意外頹家國。

況茲米貴研田乾，喪志玩物防自賊。平生百事盡輸人，退處一隅守雞肋。

消極最陋人亦爭，何地可看金石勒。正擬進化事復興，又以一言自迷惑。

若人所錯蟻附羶，何預吾徒必笑劾。相逢交臂失名流，遲此佳期未能剋。

含珠不吐縱莫知，可否鋒鋩露深刻。１ 

 

這是純甫對於自己的學術評價，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決信念。誠然，純

甫的經學研究對日治時期的學術界而言，具有延續文化命脈功能；而且在時代巨

變中所產生的民族自覺、以維護文化傳統為己任的使命感，都具有傳統儒者的風

範。但相對而言，由於他堅持保守的風格，在治學上顯得較拘謹，批判他人論點

時也難免流於主觀，本章嘗試探討純甫儒學思想的評價並予以定位。 

                                                 
１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多言〉，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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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延續儒家經學的研究  
 

林慶彰編纂《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針對日治時期具代表性的十三

位儒者分析其作品，說到儒家經典方面的著作絕少，以純甫的《是左十說》、〈孔

子之說孝〉、〈禮為經國之紀〉等作品，是延續明鄭以來經學研究的難得著作。２事

實上，淪於異族統治的儒者因有感於民族喪亡之悲痛，紛紛從朱子理學轉向對史

學或詩學的研究３，像純甫這樣既關心經學教化、又專心於《左傳》、《論語》、《孝

經》等儒家典籍的研究者並不多，所以其在日治時期經學上的傳承地位不容忽視。 

 

一、傳承儒家經典  

 

林慶彰《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序》中將日治時期的臺灣儒學作品

分成傳承與創新兩類，在傳承方面，他列舉吳德功（1850─1924）、洪棄生（1867

─1929）和張純甫三人為代表。４其中吳德功的〈騶虞解〉為單篇論文，洪棄生

〈禹貢水道解〉六篇則著眼地理水系的考證，唯純甫作《非墨十說》、《是左十說》

和〈孔子之說孝〉等作品具有傳承儒家經典的特點。由於其經學強調「回歸原典」，

因此他在研治《左傳》時，輯錄出《左傳》引《易》、《詩》、《書》、《禮》、《國語》

和其他諸子的文字；又如批駁當時「非孝」論點的時候，撰寫〈孔子之說孝〉，

從《論語》和《孝經》的原典經文上去對治世俗斷章取義的錯誤。所以純甫的經

學研究，從「以經考經」的方式著手，從經文之間的比較、考證，充分展現「回

                                                 
２ 參見林慶彰《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西元 2000年版），頁

10、12~13。 

３ 參見陳昭瑛《臺灣儒學— — 起源、發展與轉化‧自序》（臺北：正中書局，西元 2001年版） 

４ 同註 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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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原典」的治經風格。 

 

（一）繼承「以經考經」的主張 

 

在《是左十說》一書中，純甫臚列了《左傳》所引諸經文字，整理出引《易

經》二十七處、《詩經》一百五十三處、《尚書》四十五處以及引《周禮》八處５，

除發揮整理經文的用心之外，其用意主要是運用「藉經以證經」的治學方法，提

出《左傳》為當時「實錄」的觀點，從中證成「《左傳》為六經總匯」的主張。６

其實，純甫整理《左傳》中引諸經條文的作法，是上有所承的。以《左傳》中大

量引《詩經》的情況而言，純甫曾在「是左氏與詩關係說」的文後附記中記述道： 

 

朱謙之〈論詩樂〉云：賦《詩》見《左傳》者五十四篇： 

小雅：沔水，六月，菁菁者莪，湛露，彤弓，鴻雁，四月，采薇，角弓，

青蠅，圻父，黍苗，棠棣，轡之柔矣，蓼蕭，隰桑，桑扈，小宛，

匏葉，節，吉日，采菽，車轄。 

大雅：嘉樂，韓奕，既醉。 

周頌：我將。 

墉風：載馳，鶉之奔奔，相鼠。 

邶風：綠衣，匏有苦葉。 

召南：摽有梅，鵲巢，野有死麇，草蟲，甘棠。 

鄭風：緇衣，將仲子，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蘀兮。 

                                                 
５ 純甫認為其實《左傳》中所引述的《周禮》條文並不止於八條，於是他又列出言「禮」之處十

五例，來說明《左傳》敘事文字中呈現的「禮」制度。參見《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

左十說》，頁 237~238。 

６ 純甫從經史不分的觀點分析《左傳》引六經的情形，既是史料的融通運用，也呈現完整之「實

錄」體式，因此主張《左傳》為史學總匯，亦即六經之總匯。參見《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

集」，《是左十說》，頁 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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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風：蟋蟀。 

衛風：淇澳，木瓜。７ 

 

純甫根據朱謙之（1899─1972）整理的篇章分類加以發揮，重新補充比對，不但

整理各詩之篇名、出處，甚至也注意到逸詩的問題，因此在〈是左氏與詩關係說〉

中列舉《左傳》中提到《詩經》共一百五十三處。例如純甫舉「襄八年」的引詩： 

 

〔同八年〕楚伐鄭，子駟欲從楚，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逸詩）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又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

謀，是用不得于道。』（小雅）請從楚，騑也受其咎。」８ 

 

可見純甫據朱謙之的整理成果加以擴充，不但依史事時間錄出所引之經文，並隨

文註明出處以便於查考，比之朱謙之只臚列「五十四篇名」的作法，更具有經典

考證的價值。所以，透過他仔細整理這些條文的功夫，不但承繼前人研究的成果，

更可以作為後世學者在研究《左傳》與《詩經》關係時的參考依據。９ 

 

（二）辨正斷章取義的謬誤 

 

                                                 
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21。今查朱謙之〈論詩樂〉收於《中國音

樂文學史》（上海：商務書局，西元 1935年版）。 

８《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01。 

９ 今有學者朱冠華作《風詩序與左傳史實關係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西元 1992年版），

結合《詩經‧國風》四十八首詩詩序與《左傳》史實內容來加以研究；又有曾勤良作《左傳引

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西元 2003年版），云：「左傳之引詩賦詩，不論其為

引諭、教誡、譏刺、諷諭、諍諫、稱美、責善、引證、論辯，或言忠信，或言禮義，或明吉凶，

或相祝賀，或應對，或酬答，亦曰歸之於禮而已。今依《詩經》次第，合逸詩集自作詩，並列

明其含義，凡二百五十六條」，頁 12。兩者與純甫切入的研究觀點相近，足見純甫治學手法之

先發。 



第七章  評價與定位 

 １７５ 

當大正 12年（西元 1923年）至民國 14年間，《臺灣民報》陸續刊載了王學

潛〈學究錄〉１０、吳虞〈說孝〉１１、劍如〈家庭制度的將來〉１２等「非孝」論時，

當時的崇文社１３立即提出「非孝可否論」之徵文，希望喚引臺灣對維護「孝道」

思想的重視。從後來編印的《崇文社文集》第 92 期所收錄的四篇選文來看，當

時儒者多從維護文化觀點去強調孝道的重要性，或針對「非孝」言論加以回應，

卻未有人能回歸經文予以反駁。１４ 

相對而言，純甫〈孔子之說孝〉一文，則是直接輯錄《論語》十條和《孝經》

十一條關於孔子言孝內容之經文並加以注釋，主張唯有回歸經典的論述原則，才

能真正體察聖賢制作的精神價值；至於斷章取義的作法，曲解經典內涵，必將誤

導後世學者，因此他特別強調對經典原貌的考論。 

藉著「回歸原典」的論述，純甫注意到標榜新文化運動的吳虞在〈說孝〉一

文中提到的孝道是片面而扭曲的。吳虞說道： 

 

就這樣看來，孝的弊病是很多很大的了。講片面的孝父母在不遠遊、美洲

就沒人發現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朝鮮就沒人鬧獨立了。

                                                 
１０ 見《臺灣民報》第 1卷第 8號，西元 1923年 10月 15日。 

１１ 見《臺灣民報》第 2卷第 6號，西元 1924年 4月 11日。 

１２ 見《臺灣民報》第 2卷第 7號，西元 1924年 4月 21日。 

１３ 崇文社創立於西元 1917年，於西元 1941年終止活動，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文社。該社團

為彰化地區傳統文人黃臥松等人所創，取「崇文重道」之意，原本為了崇拜特定神明而組成，

第二年起因憤慨風俗敗壞、人心不古而開始進行徵文。參見施懿琳〈日治中晚期臺灣漢儒所

面臨的危積極其因應之道— — 以彰化「崇文社」為例〉，收於《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西元 1997年），頁 359~361。以及蘇秀鈴〈日治時

期崇文社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西元 2001年碩士論文，頁 123。 

１４ 《崇文社文集》（嘉義：蘭記書局，西元 1927年版）卷八，第 92期徵文題目「論非孝之可否」，

收錄有澎湖陳文石、新竹彭鏡泉、貞林黃溥造和東勢劉魯等四篇，其中內容除了反覆申說孝

道倫理之重要性，部分也針對「非孝」言論作出回應，但是未有能像張純甫「回歸經文」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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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登高不臨深」，南北極就沒人探險、潛艇飛機也就沒人去試行了。１５ 

 

純甫認為要對治此斷章取義、似是而非的論點，就必須從原典著手。因此，他舉

出《論語‧里仁篇》「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１６加以注釋道：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

必有方者，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也。此節，非孝者所引，截去「遊必有

方」四字。１７ 

 

指出吳氏未能體會經文本為人性之發用，並將「遊必有方」一句刪去，易使人誤

解孝道禁錮人的行止。另外，又引《孝經‧開宗明義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１８，加以

解釋道： 

 

身體不敢毀傷，然後能立身行道。行道，即行其所當行之道，如成仁取義

等事也。若好勇鬥狠，孟浪輕身於前，而欲殺身成仁於後，已不可得矣，

況欲揚名於後世哉？此節，非孝者所引，截去「立身行道」等四句。１９ 

 

文中亦點出吳氏不察行孝的前提與終極理想，僅就文字表面解釋「孝行」對人的

拘束，卻截斷「立身行道」的成德目標不談。因此純甫以原典的完整性來駁斥吳

虞斷章取義、混淆視聽的謬論，除了表現個人對儒家經典的稔熟與深切體認外，

無形中也彰顯了儒家經典的內涵。 

                                                 
１５ 同註 11。其中引文「父母在，不遠遊」見《論語‧里仁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見《孝經‧開宗明義章》；「不登高，不臨深」見《禮記‧曲禮篇》。 

１６ 見《論語‧里仁篇》（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頁 38。 

１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7~18。 

１８ 見《孝經‧開宗明義章》（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頁 11。 

１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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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回歸原典」的作法，透過純粹而客觀的經文比對，不但言之有據也能

說之成理，無疑給予「非孝」論者一記當頭棒喝，比之其他膚泛高談儒家孝道倫

理之可貴、痛聲撻伐「非孝」理論的方式，更加具體而有效。 

 

二、延續儒家道統  

 

清末章太炎繼承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２０，主張還原經典所具有文獻史料

的本質，否定經書中存有可以應用於現代社會的「義理」，並為經學建立一個新

的道統，作為建構中華文化的基礎。２１章太炎之意，藉批判中國長期籠罩在孔子、

六經的神秘色彩，儒學獨尊的結果使其他學說無法獲得發展，在《訂孔》篇引日

人遠藤隆吉之語批評道：「孔子出於支那，則支那之禍本也。⋯⋯故更八十世而

無進取者，咎亡于孔氏。禍本成，其胙盡矣」２２，所以主張打破儒學的獨尊地位

以及恢復孔子史家身份，並且持平看待儒家經典僅是上古史料，如此各種學派才

能放在平等的地位。２３ 

                                                 
２０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臺北：史學出版社，西元 1974 年重印四版）：「六經皆史也。古

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頁 1。章太炎在《章氏叢書‧國

故論衡》（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58年版）卷中「原經」云：「學誠以為六經皆史，⋯⋯言

六經皆史者，賢于春秋制作之論，巧歷所不能計也。」頁 452~456。 

２１ 在李朝津〈章太炎之史學〉一文中說道：章太炎把六經文獻化有其更深層的意義，即欲建立

一個新經學道統，最初曾見於〈諸子學說略〉：「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

其事跡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

尋求義理⋯⋯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再考跡異同。既立一

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認為章氏說經以考據典章

制度史事為主，非以義理為重，而諸子才是尋求義理所在，這看法與傳統對經典是微言大義

所在的看法完全不同。參見《「章太炎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善同文教基

金會編，西元 1999年版），頁 394~395。 

２２ 章太炎《章氏叢書‧檢論》（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58年版）卷三「訂孔」，頁 538。 

２３ 韓寶華在〈章太炎治史精神芻議〉一文闡釋章太炎〈訂孔〉之說，認為孔子之成就主要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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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治經強調延續孔子「道統」，可說是對治章太炎主張的「學統」觀點而

發。雖然，他在《是左十說》中亦主張「六經皆史」，但他並未貶低孔子「至聖」

的地位，在其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他推崇孔子、極力維護儒家道統思想。他之所

以主張「六經皆史」，只是希望還原經書中具備彌足珍貴的史料，期望恢復經籍

在歷史上所應有的地位，卻未曾剝奪其呈現的神聖意義。相對地，他希望藉此提

出孔子的史學脈絡並非鑿空之作，而是上有所承，他說道： 

 

或曰「古文家言均託於周公，此劉歆欲以周公篡孔子之學統者也，若如古

文說，則孔子僅一保存史料之人，何足為萬世之師表而為生民所未有者乎」

云云。此未識史料之價值者也！夫民族之興廢不常，而精神則存諸歷史；

一時之敗亡雖不免，而萬世之起立猶可期。不有史料，則木本水源之念早

消滅於不知不覺之中，一蹶而不能復振矣，故保存歷史即所以保存種族者

也。若孔子之保存史料，其價值尚不只此。不觀其史化為經，經皆是史！

六藝之書一經其手，無不化腐朽為神奇，存大道於天壤，將使五洲萬國必

有一日共伸吾孔子真理於歐美大陸而無窮也。不然，亦必有大亞洲學說統

一之實現焉。２４ 

 

由此可知，純甫是從回歸史料的觀點來回應「六經皆史」說，但他並不認同前人

所提「以周公為儒家學統」說２５，而是認為孔子以史教化人心，使史學系統一轉

而成為影響二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經學系統，「六經皆史」說能具體呈顯孔子所建

立的儒家道統。 

另一方面，純甫也不贊成今文學家所倡的「孔子改制」說，一則因為孔子「以

                                                                                                                                            
能抓住時機「不降志於刪定六藝」及辦了「三千之化」的私學，至其所著則不如諸子之處甚

多，故兩千年來孔子被人們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實在是「聞望過情」、「虛譽奪實」。見《「章

太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善同文教基金會編，西元 1999年版），頁 460。 

２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0~251。 

２５ 參見本論文第三章，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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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為本」、「以周為尊」，所以只能說是以保存周文為志，不能視為改制；二是孔

子既不具備治國身份，當然無法改易當時的社會制度，因此，純甫秉持「尊孔」

的態度，認為孔子因憂心春秋世道人心的衰微，而進行整理並保存古代典籍，完

成了文化道統的傳承。他說道： 

 

今文家謂孔子改制，其始似欲推尊孔子，而其末流竟將孔子降與諸子等。

蓋諸子皆欲以己意改社會制度者也，不知夫子以古為本、以周為準，一切

學術歸之六藝，而六藝者，正周之法制也，即史學也，一周《易》，二周

《詩》，三周《禮》，四魯之《春秋》，惟《書》兼及虞夏商耳。２６ 

 

純甫以為：今文學家持「孔子改制」說的目的雖然在強調「尊孔」，但實際上這

主張卻使孔子等同於其他諸子，取消孔子在中國文化上所具有的「至聖」地位；

因為此說忽視儒家自當時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影響久遠，即在於孔子不同於其

他諸子的「改革」作法，孔子以恢復周代禮樂制度為其職志，因此具有完整的「道

統」意識。純甫既堅決維護孔子之學說道統，希望透過重新詮釋經、史學之間的

轉換意義，使孔子的儒學價值推至極致。他詮解道：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周柱下史也。（或

作守藏史）；彭者，商（或云堯時）之史官也，宜其竊比之也。又云：「甚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公，啟群經之史料者也，宜其思夢見之也。嗚

呼！史之重要如此，何必再以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加之，而始足為生

民未有之萬世師表哉！２７ 

 

此說正足以說明純甫身為儒者，其對中國文化以及「尊孔」的奉持態度，完完全

全地呈現在他治經的主張上。 

                                                 
２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1。 

２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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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延續儒家道統」的精神直接貫串純甫的治學思想，他不但堅持延續

經學的研究，並且透過澄清儒墨思想異同來凸顯儒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性，甚至

在編寫《古今人物彙考》時也強調以孔子為中心的作法，皆呈現其服膺儒家道統

的心跡。雖然，以其所處的時代裡，他這種尊經崇儒的微薄力量實在難以抵禦西

潮的衝擊，但是，以今日的角度來看，純甫經學思想所延續的儒家道統精神，仍

具有填補日治時期文化發展空白的價值。 

 

三、發揮經史合一的創造性詮釋  

 

中國圖書的分類，最初並無經、史二分的觀念，以《漢書‧藝文志》為例，

其中《春秋》與《戰國策》、《史記》等史書都列入同一家２８，可見至少在漢代時

經、史仍不分。清初章學誠（1738─1801）提出「六經皆史」之說，認為「後世

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夫子述六

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２９，藉此提高

史學的地位，以擺脫經學的附庸地位３０；章太炎則進一步強調歷史研究的重要

性，欲使史學凌駕於經學之上，他認為「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春秋而

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

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３１。他以六經的性質說明「六經皆史」，從中

找出古籍分類作為「經史不分」的證據，並追溯最早將經、史二分為晉朝人荀勗，

                                                 
２８ 參見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74年版），頁 1713~1714。。 

２９ 同註 20。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頁 39。 

３０ 參見賴哲信〈章實齋經世思想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西元 1999 年博士論文）一文的

看法：章學誠論六經時，著重在他的史料意或實用意，尤其在論《書經》時，極力想將經書

的本質扭作史料，有將經學收納於史學之中的野心，頁 7。 

３１ 同註 22，頁 850。參見章太炎《章氏叢書‧別錄二》中「荅鐵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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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俗儒據以沿用，終於使經典的史料意義被忽略。３２ 

純甫治《左傳》也採「六經皆史」的主張，但是他為「經史合一」的觀念作

出創造性詮釋，明顯與二章之說不同。他認為三代以前經、史並未儼然細分，因

此不必持經學高於史學、或史學高於經學的主張。他引崔述之說評論道： 

 

崔云：朱子以《左氏》為史學，《公》、《榖》為經學。余按，《左傳》雖多

不合於經，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

傳》之遠勝二家正不在義理，而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

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即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

經與史恐未可分也。３３ 

 

可見，純甫並不認同視「經」為本，「史」為末的觀念，他認為經學的「義理」

和史學的「事理」應該相輔為用，不應分別言之；然而，像二章欲使史學獨立於

經學之外的觀點，亦與純甫的立場不同。純甫詮釋「六經皆史」，其關注層面不

在於經學、史學兩者的地位問題，而是強調儒家經典的史料意義。因此，他並未

避諱從史學的角度來談經學，認為儒家經典在初始時並未具有任何特殊的地位與

意義，其作用同於其他史書。他說道： 

 

不有《左氏》記事之史，則何知東周以後會聘、殺伐之何若？不有《尚書》

記言之史，則亦何知虞夏殷周典謨訓誥之何若哉？《易》雖名為周，而殷

契已開其先；《禮》雖名為周，而夏瑚禹鼎已開其先；《詩》雖周之文字為

                                                 
３２ 同註 22，頁 454。章太炎《章氏叢書‧國故論衡》卷中「原經」中記載：經與史自為部，始

晉荀勗，為中經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舊法。《七略》，《大史公書》在春秋家，其後東觀仁

壽閣諸校書者，若班固、傅毅之倫，未有變革，訖漢世依以第錄，雖今文諸大師，未有經史

異部之錄也。今以春秋經不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鎦逢祿（案：當作劉逢祿）、王闓運、皮

錫瑞之徒，方將規摹皇漢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勗之見。 

３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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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商頌》則記商事也。此「六經皆史」者也。３４ 

 

純甫指出無論是《左傳》、《尚書》、《易》、《禮》、《詩》或其他儒家經典，內容所

載都是先秦以前發生的史事，其「史料」的本質不容置疑。因此他認為： 

 

蓋六經皆史，而史之所以為經，以其非空言也，非空言，則事有顛委、有

是非、有美惡、有報復、有朕兆、有結局，皆可一一按其終始，考其本末，

以驗其得失，而為後代之鑑戒焉。不然，徒託空言，無補實用，則雖汗牛

充棟，亦奚以為？３５ 

 

由此可見，純甫主張「六經皆史」的目的乃在強調儒家經典並不是幾部「空言」

義理的書，而是通過具體史事來彰顯道德價值。他這樣的觀點，看似與章學誠「古

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若夫六經，皆先王

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託於空言」３６的說法相近，希望恢復六經本具有

的文獻史料原貌。但是，他的用意並非如章學誠之欲除去六經的神聖光環，相反

地，純甫希望透過「經史合一」的創造性詮釋，來救正經學、史學兩者分道揚鑣

的情形。 

再者，純甫也不認同章太炎視六經為一般史料的看法。章太炎站在保存歷史

文獻的角度來看待六經，藉「六經皆史」說以打破過去「尊經」的觀念，例如，

章太炎對《尚書》的評論是： 

 

雖云《書》以道政事，然以其為孔子所刪，而謂篇篇皆是大經大法，可以

為後世楷模，正未必然。即實論之，《尚書》不過片段之史料而已。３７ 

                                                 
３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4~165。 

３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49。 

３６ 同註 20。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頁 1~3。 

３７ 章太炎《國學略說‧經學略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西元 1974年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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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之說在擺脫前人即事言理，通經致用的觀點，強調歷史載籍並非為了呈現

儒家思想中的各種義理而作，即使部分可供後世運用，亦非當時史家著書之目

的。所以，章氏之說在樹立「尊史」的新觀念。純甫對此深不以為然，所以他的

「六經皆史」說只作為落實孔子編纂六經的憑據，目的仍在彰顯「尊經」的觀點。

他說道： 

 

蓋《詩》者，離人思婦之風謠，而祭祝之歌誦者也，一轉而為多識鳥獸草

木矣，再轉而為專對之使而達政矣，三轉而為告往知來、不立面牆之人矣。

《書》者，君臣之空談，而誓誥之具文者也，一轉而為孝友，施於有政矣，

再轉而為古之人皆然矣，三轉而為帝王授受心傳矣。《易》者，卜筮之末

技，而朽骨枯草之乞靈者也，一轉而為學之無大過矣，再轉而為不占之承

羞矣，三轉而為見乎蓍龜，善不善必先知矣。《禮》者，應酬之小節，而

揖讓之虛文者也，一轉而為小大由之矣，再轉而為夏殷足徵矣，三轉而為

百世之可知矣。《春秋》者，不明不白、無首無尾之流水帳簿、斷爛朝報

也，一轉而為知我罪我者矣，再轉而為亂臣賊子懼者矣，三轉而為功不在

禹下者矣。此保存史料之極則者也。３８ 

 

由此可見，純甫持「六經皆史」之說不但未貶低六經的義理價值，反而使孔子化

史為經、述而不作的精神從中被彰顯出來，此即純甫賦予「經史合一」創造性的

新詮釋，使儒家經學的地位更加深刻明晰。 

 

第二節 以文化傳承為己任  
 

自明鄭時期以來，儒學在臺灣已經完全融入生活當中，無論是表現在孝順父

                                                 
３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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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維繫家庭制度、尊師重道等各種行為模式，都表現出儒家文化的特性。因此，

即使是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對於儒家傳統文化的生活實踐，其基本上仍承襲著長

久以來的生活習慣。但是，由於急遽轉變的政治、社會型態，使得自私為我的本

位主義大行其道，導致漢文化面臨存亡的危機。正因為儒學強調「己立立人，己

達達人」，純甫乃充分發揮傳統儒學的使命感，以延續漢文化為己任，不僅視儒

學為其安身立命的寄託，並作為其證成生命價值的依據。他不但強調儒家文化優

於其他文化，也積極發揚漢民族的種族意識，以求穩固傳統社會與延續中國文

化。以當時的政治背景、社會情況而言，其在延續傳統文化上的努力實在功不可

沒。 

 

一、彰顯儒家文化之優越  

 

從明、清海權時代以降，西方科技文明傳入中國，表面上儒家似乎已不能滿

足近代生活的需求，但深一層來看，我們不論是在生活上、人際關係的處理、對

生命的態度，甚至是人生理想與寄託等各種問題的看法，均脫離不了儒家文化的

思維模式。事實上，儒家人生哲學充滿積極入世的精神，與今日建設現代化強國

所重視的原則其實有許多相合之處，皆在解決現實人生所遭遇的問題，終極目標

都在尋求現實人生的合理走向，因此，純甫從彰顯儒家的現代價值駁斥「西學取

代中學」、「中西調和論」的看法，確實有維繫儒家文化的作用。 

當時，新文化運動者黃呈聰（1886─1963）於大正 14年（西元 1925年）在

《臺灣民報》發表〈應該著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一文，鼓勵臺灣接受西方文化

優於中國文化的部分，基於調和的立場，立刻獲得迴響。他說道： 

 

凡文化是要創造、模仿、或將模仿來改造，手可使文化有生長。⋯⋯所以

文化若接觸異種的文化便會受刺激感化，其理性常常要求比自己向來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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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好的。若有優秀的文化就採用來和本來固有的文化調和，建設特種的

文化，始能有益於社會生活了。我們臺灣是有固有的文化，更將外來的文

化擇其善的來調和，造成臺灣特種的文化，這特種的文化是適合臺灣自然

的環境，如地勢、氣候、風土、人口、產業、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 —

不是盲目的可以模仿高等的文化，能創造建設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臺灣的

特性、促進社會的文化向上。３９ 

 

這種說法，無形之中已經認定西方文化有優於儒家文化之處，因此其他學者不免

提出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的主張；再加上部分學者從中國思想內部作檢討，

欲復興墨學來取代儒學４０，造成儒學面臨內外嚴峻的衝擊。 

純甫則極力強調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周普性，能廣攝其他思想，即使歷經千百

年之後依然能符合現代的需要，無須再外求於其他文化。所以他堅持固守中華文

化，並且以二千年來的歷史演進作見證，他說道：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立萬世之大經。本之以天道，準之以風俗，顧肯持一

毫私見於其間耶？當創作之始，寧少百家諸子各是其說，以與我聖人爭一

日之短長者乎？然而至於今泯泯焉，豈不以我聖人立法大公無私，盡善盡

美，任百千萬世，雖婦人孺子，上智下愚，亦皆守其教而不敢離。４１ 

 
又說： 

 

周之末，秦漢之際，豈無諸子百家各挺其說於其間哉？今皆淘汰不存，視

今之學說，何一非諸子百家已先發於二千年以前耶？效人曷若自效之為愈

                                                 
３９ 《臺灣民報》第 3卷第 1號，西元 1925年 1月 1日。 

４０ 參見本論文第五章之前言，頁 93~94。 

４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禮為經國之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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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４２ 

 

純甫認為儒家思想能從先秦諸子的思想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二千年來根植於人

心的核心價值，歷經長久時間考驗而不衰，正是具有穩固性與創新力量。既然儒

家文化優於其他文化，則應該加以傳承延續。 

即便如「非孝」論者認為儒家孝道長期以來禁錮了個體的發展，亟欲以西方

自由、平等、民主等觀點取代之。純甫都能從經典詮釋中指出儒家本來即具有自

由平等的思想，不假外求。例如他在闡釋「孝治」思想時特別注意到社會各階層

的相互對待之意，亦即符合現代思潮中的「平等」觀念。他說道：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公；治家者，不敢失其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張註：此非平等之最平者乎？蓋人智愚賢不肖之差等，其間不可以道里

計。若不分別為上下，則世間無御車負戴之人矣。故唱平等之說者，於字

義能完全乎？必如此說，方有平等之實，而無不平等之弊矣。又治家一節，

亦聖人未嘗賤女貴男之明證。４３ 

 

純甫認為儒家所講的「孝治」思想其實符合現代「平等」的觀念，只不過古今中

外名稱不同。同樣地，他也認為：儒家孝道思想中要求個人謹守一己之職分，不

侵犯他人的權利，即是「自由」一詞最佳的註腳。他說道：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４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漢族姓氏考自敘〉，頁 29。 

４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1。經文引自《孝經‧孝治章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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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諸侯之孝也。 

張註：聖人何嘗專以禮法束縛在下者乎？不見此節，對於富貴有勢力之諸

侯，大聲疾呼痛加制裁耶？如此行之，雖無自由之文以遂其願，但能人人

若此，而人人卻有自由之實。何也？蓋物慾無窮，人心難制，圖自由者，

勢必至侵犯他人，則自由何由得哉？必如人人自治，各節制不出範圍，而

後人可得其自由焉！故「自由」二字，非完全之理也，非人人可以行之者

也。４４ 

 

依純甫的詮釋，儒家思想是從自律、自治的觀點出發，所制訂的禮法制度均在反

求諸己，並未侵犯他人之自由，因此，純甫認為聖人即使未提出「自由」一詞，

但其精神已符合「自由」的真諦。既然，中國在二千年以前即具有此優越的思想，

則何須捨本逐末，大談思想之解放４５。 

因此，純甫乃重申儒家思想歷久彌新的特性，符合人性的心理需求，既能貫

串古今，也能融通東西。他說道： 

 

況倫理之學，今趨時媚外之士，每以舊道德不適用於新世界，為立異之標

幟；不知道德奚有新舊，不過古聖人察人類各有切身親疏之感，為用情厚

薄之別，乃順人意以立五倫之教焉耳。⋯⋯地雖隔五洲，種雖分黃白，孰

非人類？孰不具此心理？而孰肯以親為疏、以厚為薄耶？然則發生道德之

源之倫理，古今一體，東西同流，安在有適不適之判乎？是吾之所謂同倫，

                                                 
４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0。經文引自《孝經‧諸侯章第三》。 

４５ 連雅堂〈思想解放論〉一文（見《臺灣民報》第 2卷第 8號，西元 1928年 12月 9日），認為

「夫古今異勢，文質異宜，中國思想之解放，莫如戰國之時。⋯⋯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宗

教權力，漸次墜地，思想解放，因之日興。⋯⋯降及近世，科學昌明：航空之機、潛水之艇、

無線之電、製造之器、縮地之術、返老之方，可以侔神明而參造化，思想解放之效驗，其功

固如是耶。」則提出思想解放之說，認為西方科學文明皆拜於思想解放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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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非可以同文同軌之人限矣。４６ 

 

由此可見，純甫基於儒家本位的立場，強調儒家思想內涵的可大可久，不但合於

時代之潮流，更可說是歷萬古而常新。從中呈顯的是他對固有文化的強烈認同，

唯其如此，更堅定其傳承儒家文化的信念。 

 

二、發揚漢民族的種族意識  

 

長期以來我們自稱「炎、黃子孫」，以「漢民族」自居，在漢、唐盛世時，

更將儒家文化傳播至其他地區，即使在元、清朝受外族統治時期，人心仍普遍具

有強烈「以漢為正統」的種族意識。同樣的心理也反映在純甫的儒學思想中，從

他撰作《漢族姓氏考》與《古今人物彙考》，即透露其藉由考證漢族姓氏源流、

蒐集儒家聖賢事蹟等過程，彰顯漢民族之精神、凸出漢民族種族意識的心跡。誠

如他所言： 

 

嗚呼！漢族以無形之精神，融化五族，混一九州久矣。夫豈無故哉？家族

立，婚姻正，而種族之精神乃固耳。４７ 

 

夫民族之興廢不常，而精神則存諸歷史；一時之敗亡雖不免，而萬世之起

立猶可期。不有史料，則木本水源之念早消滅於不知不覺之中，一蹶而不

能復振矣，故保存歷史即所以保存種族者也。４８ 

 

純甫以實際行動彙整儒家文化相關課題之史料，一方面提醒臺灣人民在日本「皇

民化」的統治之下，切勿失去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更傾力阻止那些亟欲

                                                 
４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孝經同倫解敘〉，頁 50~51。 

４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漢族姓氏考自敘〉，頁 27。 

４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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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盤否定儒家文化的西化論者，不應輕視具有二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他認為這

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不如重新看待漢民族的發展歷程，仔細去體會它的精神內涵。 

因此，純甫特別重視傳統文化的保存工作，尤其在新文化運動革除文言文，

力倡白話文的聲浪中，他提出文字變革的影響性，認為此舉不僅是毀去長期以來

的書寫工具，更足以摧毀二千年來傳承的歷史文化。他說道： 

 

雖然，文章至漢而大備，經傳至漢而大明；馬遷、班固之史，董子、賈生

之策，相如、子雲之賦，孔、劉、鄭、馬之訓註，蘇、李之詩，巍然為絕

世業。況漆書壁經至漢始出，西域諸國至漢始通，漢人種族始耀于世界，

號為「漢」文，不亦宜乎？⋯⋯自歐學東漸，橫行之文字交於亞洲。中國

以積弱之餘，東邦以後起之秀，凡百事物皆謂下彼，而于文字亦自謂弗及，

無怪乎視漢學如贅疣也。歐戰一起，荏苒五年，人類之傷亡，亙古未有；

武力之不足恃，曉然共見，此漢學轉機時也。誠能以同種同文之國，互相

提攜，以文字為前提，以物質為後盾，則東亞神州將有盟主全球之望矣。

４９ 

 

純甫強調文字保存歷史文化的功能，其對中國文字之重視，根源於種族意識的發

揚上。５０所以，他呼籲同種同文的中華民族要相互提攜、兼容並蓄，不但要保衛

漢文字，更希望能好好保存傳統文化，繼往而開來，讓儒家思想能遍及宇內。 

純甫處於日人統治臺灣時期，為傳承漢學而孜孜不倦，非但無畏於異族、西

方文明之劍弩，還具有迎面痛擊的決心和勇氣，誠如王國璠對張純甫之評價：純

                                                 
４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漢文之價值〉，頁 2~3。 

５０ 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與文化思維〉（收於

《臺灣文學學報》第四冊，西元 2003年 8月）曾提到：在日人高壓的語言政策下，漢文的維

繫本來已岌岌可危，部分臺人不僅未能存有自省的反同化意識，甚且乾脆將之視為可有可無

之物，此舉看在舊文人眼中，積極保存漢學已不只在求維繫人倫道德，更是保存傳統文化、

漢族精神的象徵，頁 58。此說正可以從純甫積極保存漢文的作法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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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個性喜靜，而愛國心極強，所作《漢族姓氏考》正是日人鼓勵臺灣人使用日本

姓氏時，其用心非尋常著書立說者可比，譽之為「北臺大儒」５１，當不為過。 

 

三、維繫儒家之教化  

 

純甫出生於「三孝人家」５２，自幼所見所聞不脫儒家「孝友」美德，是以後

世學者評論其人其事，多歸本於他「孝友」之至性。５３今觀此人一生的言行事蹟，

以維繫儒家道德教化作為終身職志，力挽儒家文化於狂瀾之中，其對日治時期臺

灣儒家文化的延續確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大正 7年（西元 1918年），日本殖民政府為徹底「涵養日本的國民精神」而

修改公學校規則，對臺灣傳統「書房」採取更嚴格的限制。５４純甫卻於翌年（即

大正 8年）抗顏為師、終身設帳授徒，致力於儒家思想之傳承；５５甚至在基隆「孔

教組織磋商會」成立之後，純甫亦擔任講師參與巡迴宣講活動５６，皆充分表現其

                                                 
５１ 參見王國璠〈北臺大儒張純甫〉一文，收於《三百年來臺灣作家與作品》（臺北：臺灣時報，

西元 1977年再版），頁 285~290。 

５２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註 67。 

５３ 在近今臺灣人物傳記中，論及張純甫多以其「孝友」德操作為表彰，如婁子《臺澎人物傳》

（《臺北文獻》第 6~8期合刊，西元 1969年版）中寫「三孝之子張純甫」，通篇論其人事、著

作，以「孝友」作為貫串主軸；在林黎《臺灣名人傳》（臺北：新亞出版社，西元 1976年版）

也以「三孝人家──趙純甫」（案：應作「張純甫」）為文章標題。 

５４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西元 1978年 9月）第 16卷第 3期，頁

279。 

５５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張純甫之生平敘述，純甫於民國 8 年受基隆顏雲年聘為西席，其後

往來於基隆、松山、稻江與新竹等地，終生以講授儒學課程為職，頁 8~9。 

５６ 參見《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附錄「張純甫先生年表」中「西元 1925年」欄，頁 225。其中關

於基隆「孔教組織磋商會」，成立於大正 14年，係由當地書房教師何雲儒、李碩卿等人發起，

以宣講儒教為主要活動，參見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

西元 1999年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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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教化傳承之身體力行。甚至，對於像「崇文社」一類以徵文方式來傳播、

發揚漢學思想的社團，純甫也以文宗身分參與選文工作，其孜孜於維繫儒學教化

的態度經常可以見得。５７ 

至於在漢詩、漢文的研究上，他亦秉持承先啟後的決心，先後指導「松社」

成立「漢詩研究會」以及組織「柏社」，彰顯儒家詩教精神。５８從他編《閩中擊

缽吟詩選》強調的「詩言志」的態度，即可見其維繫儒家教化之堅持。他說道： 

 

刻燭分箋，課題鬥句，乃類官樣文章，亦即曩時試帖詩之變相。以之拘束

人才，為獵取虛名之捷徑，縱能爭勝一時，倏忽同於唾棄。其盛也，適足

以妨礙性靈，消磨學問，為詩界之魔，韻學之蠹耳。今之精於斯道者，豈

未之思耶？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茍能以沉潛之思，深遠之旨，寓興象

於賦物，託褒貶於詠史，繫感慨於人情，寄諷刺於世事，各抒心聲，不襲

膚詞，未始不可為入門之助。較之嘲風弄月之章、贈蘭采勺之辭，以及模

擬剽竊以頌揚為酬應者有間矣。⋯⋯蓋徒以華贍浮靡為貴，而不計其性情

所在，趣味如何，則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之旨晦焉。５９ 

 

純甫編選擊缽吟詩中具有「沉潛之思，深遠之旨」者以作為學者之指南，希望對

後進學有善誘之助，其目的能否奏效並未可知，然而其變俗為雅的作法，正有落

實儒學教化的意義。 

誠然，純甫畢生執著於儒學教化，從本論文上述各章可見，無論其經史詩文

都表現出儒學經世的特質：他撰作《非墨十說》與〈孔子之說孝〉，彰顯聖賢合

乎人心，移風易俗的用心；著《是左十說》強調史學「懲惡勸善」的教化意義；

                                                 
５７ 在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文中分析「崇文社相關人物」，提到文宗張純甫，並將之列

入「維護傳統文化者」一類，頁 143~144。 

５８ 參見黃美娥《張純甫全集‧編者序》，頁 7。至於「松社」與「柏社」概略，可參見本論文第

二章第一節，註 11與註 12。 

５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閩中擊缽吟詩選序〉，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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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編《漢族姓氏考》與《古今人物彙考》，更有延續種族意識、強化文化精神的

指標作用，可見，純甫終其一生以儒者之筆力，汲汲於薪傳儒家文化的使命感。 

 

第三節 略嫌保守的治學風格  
 

純甫生活在異族統治時期的臺灣，儒家哲學卻根深柢固地影響著他的一生，

無論是在生活態度、治學、人際等方面，均呈現儒者慣有的思維模式：當積極奮

進時，他堅持「守我遺經與遺德，任他秋雨又秋風。會須共入晴明境，補續先人

未竟功」６０，表現擇善固執的決心與毅力；一旦感慨世事無可為者，他則選擇消

極無奈之低鳴： 

 

以今世競爭之激烈，才學尤須濟以詭譎之心腸，是物質之所誘，而精神為

之忙。以機械之萬能，才學有時而周章，反不若無才無學猶可用勞力以自

強。蚩蚩焉，泯泯焉，得浮沉人海而徜徉。奈何命為有識者，尚日爭夫才

學而未央。６１ 

 

其中透露儒者不能發揮所學、合為世用的遺憾。由此可見，純甫孜孜於儒家文化

傳承的同時，有其傳統而保守的儒學風格，雖然以現代學者的觀點來看，不免覺

得他在研究上的視野較為侷限，而且在治學中顯現強烈的主觀意識，使他失去與

其他學者切磋的機會，但是我們正可以從純甫身上看到日治時期傳統儒者在時代

的變革中尋求安身立命之縮影。 

 

                                                 
６０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笑看〉，頁 243。 

６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代郭雪庵吊其族叔〉，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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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點略嫌拘執而乏融通  

 

純甫的經學、史學、子學和社會關注等各方面具有強烈的致用性，使他在儒

學問題的研究上，往往偏重於務實的觀點。他既執著於「儒學經世」的研究原則，

對於當時其他學者的種種見解，經常透過報章提出他個人的看法，可見他並未閉

門造車，能積極參與各項課題的討論。只是，其結果往往呈現他堅持己見、針鋒

相對的情形，忽略與當代學者間的研討而流於主觀意見，此皆由於執著儒家思想

的態度以及一貫持有的「實用」治學觀點。 

純甫的儒學思想，「經世致用」成了貫串他一生思想的主軸。因此，在日治

時期他的《非墨十說》和《是左十說》是難得的儒學專著，兩書內容皆強調經典

本身的應世之意，前者本著儒家立場來論辯儒墨思想的時代意義，後者則著重在

經典的史料意義以及實用價值。所以，在《非墨十說》中純甫提出「墨子殺其兄

說」、「儒墨相非果始於墨翟父子兄弟說」來解決儒墨源流等相關議題，居然捨棄

了《史記‧孟荀列傳》、高誘《呂氏春秋注》、孫詒讓《墨子閒詁‧附錄》、梁啟

超、方授楚、胡適等學者所提出的看法，僅僅依據《莊子‧列禦寇》的孤證６２，

儘管他認為此說有助於理解儒墨相辯之因果，唯其做法似乎略嫌輕率。至於純甫

與當時大倡復興墨學學者所進行的論戰，其鮮明的獨尊儒家立場清楚可見：他對

於如黃純青、連橫等人所主張的「孔墨並尊」極力抨擊；然而，事實上他也不同

意顏笏山、吳金土一派衛道者歌功頌德、吹捧儒家全盤否定墨家的說法，其取捨

關鍵完全以「經世致用」觀點為考量。６３他將焦點集中在釐清儒墨兩學說之間的

差異，企圖從正面去肯定墨家學說價值的作法，惟其目的在使墨家附庸於儒家思

想之下，以彰顯儒學獨尊的地位。 

                                                 
６２ 參見本論文第五章第一節之「考證墨學源流」，頁 114~116。 

６３ 參見本論文第五章第三節「對時人墨學主張的呼應與檢討」，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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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是左十說》中具創見的主張：「是左氏必為論語之左邱明所作，且先

於春秋，即作國語之左邱少年之作品說」，突破了向來「《經》先於《傳》」的說

法，雖然臺灣當時因研究《左傳》學者不多，此說並未引起其他人的回應，但是，

《春秋》的成書與作者、三傳的解經內容形式，自漢以來就是各代儒學者所關注

的焦點，《左傳》並未依經註解，歷來學者已多有討論。６４在此情形下，純甫卻

提出了「《傳》先於《經》」的主張，認為只要從史學發展的角度上來整理《左傳》

與《春秋》的關係，就可以說明儒家經典並不是幾部「空言」義理的書，而是通

過具體史事來彰顯道德價值的範式。這樣的說法顯得一廂情願，原因在於無論是

對《左傳》作者左丘明此人與成書時代上的考訂、《春秋》和《左傳》之間的綱

目關係、以及《左傳》解《春秋》是否衍生意義等問題，依目前現存資料尚不能

得出明確之論證，純甫卻直接從「先有史書，後有史學」的觀點斷言「《傳》先

於《經》」，並將全書其他說法建立於此推論之上，難免使其學說稍嫌武斷。 

綜上所言，純甫以「經世實用」的態度治學，結果難免呈現「自圓其說」的

窘境。儘管他偏居臺島、資訊流通或有不足，但是，在他的儒學研究中多次提到

近代學者的論述情形，只是並未獲其採用，這純粹是因為純甫重視教化實用目的

的態度使然，正如他自己所言： 

 

夫人讀書欲明理耳，明乎此，則書之真偽皆足供我驅使。王肅輩雖善造偽

書，但其時古籍尚多存者，彼必有觀及秘本而采入以濟其偽，然吾正可因

是驗古人之心跡。譬如讀《尚書》，非不知〈典謨〉文從字順不類太古，

然文字雖非古而口吻則甚古，何則？讀〈堯典〉、〈舜典〉，則堯之德過於

                                                 
６４ 事實上，在純甫的查考紀錄中，曾廣泛蒐集古籍中對「左丘明」此人的考證情形，從東漢今

文學家范升、唐人趙匡、宋人王安石、葉夢得、鄭樵、清《四庫全書總目》以及近人劉逢祿、

康有為、高本漢、章炳麟、李慈銘和方孝岳等人的主張，均一一錄出，表示純甫亦曾博考群

書諸說，然而他卻採否定立場，認為「傳」先於「經」。參見《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

《是左十說》，頁 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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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讀〈大禹皋陶謨〉、〈甘誓〉，則知禹之德至啟而漸薄；讀〈湯誓〉、〈湯

誥〉、〈泰誓〉，則知革命之事至武王而德亦漸薄。思至此，雖不好古，不

可得矣。降而至《國語》、《左傳》、《戰國策》亦然，書至《國策》，則心

術不可問矣。劉歆、王肅輩縱能造作文字，必不能造成口吻，則世運升降，

人情厚薄，於此仍復斑斑可見。６５ 

 

此言正說明了純甫通經以致用的治學態度，儘管他博覽群書、勤於查考，但是他

畢竟獨衷於儒學實用價值的闡發，因此選擇了跳脫前人研究成果的形式，直接上

求於經典釋意，則難免由於時代懸隔造成考證不實、妄自臆測的論證，此皆歸咎

於其應世立場的務實風格，卻也是治學侷限之處。 

 

二、力主「消極」說，使儒學缺乏開闊層面  

 

在《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中，有數封具學術性的書信，內容以純甫

和星社同人黃春潮、吳夢周、陳覺齋、駱香林等人的論辯為主，論辯主題為「論

消極、積極」，其中純甫力排眾議、堅持「消極」之見，雖然遭同社詩友的問難

圍剿，卻絲毫不見妥協，認為眾人皆未能深刻體悟儒家的人生修養功夫，只從文

字表面得出以「積極」躁進的態度來修習，是完完全全地誤解原始儒家的「道」；

因此他堅持「消極觀」，才是符合儒家「克己」、「反本」的處世態度。 

純甫與黃春潮之論「消極」、「積極」，源起於二人對《易經‧乾卦》內容的

理解不同，黃春潮論《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６６，提出儒家「積極」

的修養功夫，純甫則反持「消極」的主張加以回應： 

 

                                                 
６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致羅鶴泉書〉，頁 59。 

６６ 《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卷一「乾卦」之象詞，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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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象〉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初何嘗示人以直進也，自為

一般急進之徒所誤用，竟認行為進。試問進行不息欲至何處而止，豈不行

至山窮水盡處乎？且進行何能不息乎？天下豈有有進無退之道乎？豈有

謂行為進之理乎？蓋行健不息者，就吾人固有之地位而行所當行者也。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以至夷狄患難，亦以行吾素而已。⋯⋯

且〈乾〉之「自強不息」，玩「自」字之意，亦即行素，其不息者亦行素

乃得不息耳。即「天行健」之「健」字，亦非有進意，但循環耳。６７ 

 

純甫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將春潮所舉用例證援為己用，來論證「自

強不息」的反本回歸原則，正符合《易經》循環往復、物極必反的中和之說。他

認為這樣的處世態度正表現自己所持的「消極」立場，亦即當事物發展至一極限

時，必然將退回原來所處的地位。至於一般理解「天行健」有勉人積極進取之意，

純甫則認為是一種謬誤的理解，他認為「積極」是一鼓動人心求進的態度，而求

進的過程是沒有止境的，將使得人心慾望無所止，勢必讓人落入極端的偏執。因

此，他又在〈答夢周書〉中重申： 

 

惟其進無止境而退有止境，故僕所謂退即退至現有地位也，所謂消極亦即

消至現有地位耳。是於現有地位，行之以健而自強不息，以自盡行素之工

夫，簡言之，即循環二字而已。⋯⋯「退」字，即古人所謂復初反本者，

亦即循環之理無極端，乃中庸之道足以成立也。６８ 

 

又說： 

 

行素者，現地位之行，亦即退步之行，如復初，反本，克己也。古今賢聖

君子，千言萬語無非此三者，試問此「復」、「反」、「克」三字，果進乎？

                                                 
６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答黃春潮書— — 論消極積極〉，頁 61~62。 

６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答夢周書〉，頁 64~65。 



第七章  評價與定位 

 １９７ 

亦進於退乎？６９ 

 

這就是純甫從儒家典籍中體會到的「消極」處世哲學，亦即「克己」、「反本」、「復

初」的修己功夫，他認為此論符合儒家不偏不倚的「中道」思想。至此，更可明

確地得知純甫的主張，與漢儒天道「循環不已」的宇宙觀相近。既然，漢儒以宇

宙為中心，講求遵循天道法則來實踐個人的道德修養，所以純甫據此提出「消極」

即是「行素」，亦即要求個人在修身的過程當中，應該時時退回原點，注意自身

是否做到合於儒家的「道」。 

值得注意的是，純甫這樣的說法很接近道家老子的「知子守母」與莊子的「自

然論」，雖然他一再申說「消極」之意就是儒家思想中「退守」、「安貧」、「固窮」、

「克己」、「復初」、「反本」等安身立命的處世態度，而非一般所謂消沈、頹唐的

避世態度。但是，畢竟純甫只停留在「天命之謂性」的修養層次，沒有向上開出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人文化成境界，反而因反對積極的「人文造作」

而相似於道家取消人文、回返自然的傾向。況且，純甫的詮釋角度與儒家之「主

動性」、「進取性」皆相違，其遣辭習慣反而類似道家「自然無為」的主張，從他

的論辯過程中即反映這種傾向。他說道： 

 

人亦只宜順其自然，守其固有，而悠然自得，方不至於亢龍之有悔矣。７０ 

 

又說： 

 

譬如未生以前，空無所有，一旦呱呱落地，至於幼而長，長而壯，壯而老，

老而死，亦歸於空無所有耳。蓋人生不能禁其不行動室外，則亦如人世不

能無幼、長、壯、老也。然而室外地方無限，室內則有限；幼、長、壯、

                                                 
６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再答夢周書〉，頁 66。 

７０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再答黃春潮書〉，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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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壽有不同，歸於空無所有則同也。７１ 

 

純甫在論辯當中亟欲澄清「消極」之說就是「反本」的功夫，在反對積極進取的

前提下，他提出了「順其自然」、「悠然自得」的修養態度；加上其後又用「空無

所有」來表現天道循環往復的過程，更加近似於《莊子‧齊物論》中「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主張。７２  

而且，純甫給「消極」一辭所下的定義，顯然是不同於一般人的習慣用法。

因此，繼黃春潮的論難之後，詩友吳夢周提出「積極」之「進」和「消極」之「退」

乃「相形辭」之說，希望藉此調和融通張、黃二人之論，不料此舉又引發純甫釋

名的論證。７３他說道： 

 

進退二字，外觀雖似兩極端，若按實則進是極端，退是中庸耳。蓋主張之

能成立與否，視其用於大眾適與不適而已。適則成立，不適則不成立，不

必問其為原體辭或相形辭也。僕不曾言，豈非因相形而見其拙者乎？況進

退各有其行，實均非原有辭、相形辭之比也。７４ 

 

從中可見純甫對於「進」、「退」二者所持的看法，不採一般人所認為「進」、「退」

具有的相反意，而主張「名辭」的運用手法只在於是否能被眾人所接受。他以天

                                                 
７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復覺齋書〉，頁 68。 

７２ 在《莊子‧齊物論》（見王先謙《莊子集解》，收於《諸子集成》第三，北京：中華書局，西

元 1988年版）中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

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又說「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頁 9~11，

皆有道法自然、消除兩極端的看法。 

７３ 由於現存資料只得見張純甫〈答夢周書〉和〈再答夢周書〉，無法獲得吳夢周當時所提之主張，

但從純甫斥責「其辭甚辯，其論甚巧，其意欲使敝說根本破壞，名為不置可否，實乃大敵，

比之春潮枝葉之論，更為害道」，可見吳夢周認為張、黃二者之思想精神有其共通處，因此提

出融通之見，卻因此刺激了純甫「釋名」之訴求。 

７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再答夢周書〉，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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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本然之性作為基點，迫近原點為「退」，亦即「消極」；而違離原點則為「進」，

亦即「積極」，從中突顯其所持「消極」論之遠高於「積極」論。所以他認為夢

周似是而非的調和論不但謬誤，更是銷熔其說於無形。 

雖然，吳夢周之說將「進」、「退」二字為「相形辭」，確實不合於一般人所

認定的「相反辭」看法；但是純甫將「進」侷限在「激進」的極端追求意，又取

「克」、「反」、「復」等字來詮釋「退」字之意，如此一來，「退」成了「執中」，

「進」反而成為無止境的兩極端。這種主觀的詮釋用法，無形中違反了上述己說

的普遍定義，因此也難以獲得眾人的共鳴。 

綜上所見，由於純甫自始至終停留在宇宙中心的天道觀上，卻忽略了孔孟儒

家思想中「以人為本」的積極向上力量。因此，他無法理解持「積極」論者的人

本立場，只能從天道循環往復的原則上去批駁「積極」說。他認為： 

 

蓋進者，眾人之情也，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非本性也，非喜怒哀樂之未

發者也。情已發必不能知止，必不能中和，譬如人之踵趾面身，本生向前，

人人鼓勇前行直進不能自止，勢不至於與對方之來人衝突鬥爭不能止也。

７５ 

 

純甫之說，是根據《中庸》所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７６。因此，他批

駁所謂「積極」也者，其實已經違離人的本然之性，必因過度之驅策而走向極端，

則所有可能的衝突也隨之而起，形成紛擾不斷的社會亂象。其實，純甫在此也是

斷章取義，將原文截去「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句，所以不能體會孔孟積極的

修道教化之意，只能勉強認定「積極求進」行將使人遠離本性，以配合其保守而

拘執的修養實踐論。 

總之，純甫固持「消極」修養論，卻不能體會出儒家思想在「返本」之上所

                                                 
７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再答夢周書〉，頁 66~67。 

７６ 見朱熹《四書集註‧中庸》（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68年十三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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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開新」功夫。他徒知勸勉知識份子在立身行道上都能克盡自己的職責，堅

守自己的本分，時時以儒家「止於至善」的理想為依歸；卻誤解儒家「積極」修

養論將趨近功利主義。固然，純甫希望藉其「消極」之論給予人心的安定力量，

以泯除當時激進主義者追求名利慾望的態度，其用心不容置疑。然而，其在論辯

當中過於執著個人的主觀詮釋，難免呈現孤傲不群的治學性格；而所持的「消極」

論無疑地窄化了儒家修養境界的大開大闔，模稜兩可的用詞也勢將誤導入道家

「無為」的消極人生觀。。 

 

三、欠缺時代變異性的體現  

 

在本論文第六章「對社會的關注與省思」當中，已深入探討純甫關注在西風

盛行下的臺灣社會變化：他注意到人們在禮教思想上已漸趨開放、表現出對科技

文明的崇尚，甚至在勞農工社會運動中愈趨活躍、逐步發展臺灣鄉土文字與文

學⋯⋯，種種現象都牽動著純甫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維護決心。但相對而言，由於

他對儒家禮治社會的鍾情眷戀，因而欠缺與時代接軌的變異性，使其儒學視野與

生命體現未能進一步開展。 

 

（一）流於僵化的禮教訴求 

 

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在傳統禮教思想上所受的束縛已經漸趨式微，在各種

社交場合之中，人們不再嚴男、女之防，亟欲將女性在父權時代所受到的種種壓

抑盡可能地排除，因此在各種社交場合中，女性的參與情形愈來愈高，顯示社會

風氣明顯開放。純甫就其所見說道： 

 

成群轆轆馳靴車，萬華新市紛紛如。學為溜冰意何居，繁華海上牙慧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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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男蕩女昔欷歔，今則趨之無躊躇。豈果寓兵式里閭，或謂可使筋力舒。

秦卒超距足起予，無奈趙朔徒讀書。天南嚴冬霜雪疏，況乃瓜秋流火初。

買冰人方爭嚼咀，何處能容臥求魚。恃此健腳任所如，欲履春冰其危歟。

７７ 

 

他以剛傳入臺灣的新式休閒活動「溜冰」為例，男男女女穿上溜冰鞋在街頭馳騁

的畫面，對於純甫這種嚴守禮教、態度保守的傳統儒者而言，實在認為不可思議，

但是，這對思想逐漸開放的青年男女而言，卻成了勢不可擋的風潮。可見過去的

種種禮教束縛已經難以再發揮其作用，尤其是傳統男性蓄髮辮、女性裹小腳、穿

著束縛周密的服飾⋯⋯，已不再成為唯一的選擇，而西式輕便的服著逐漸取而代

之，成為當時的新時尚。對此，純甫難以接受，因而以一位社會觀察者的身份，

不斷提出呼籲道：  

 

五月脫敝裘，小雨朝猶寒。被體麤厚布，人笑我所歡。自從仲春來，油綢

著珊珊。婦女樂新式，都市厭舊觀。股健裙用短，腕脆袖則寬。衣衫不嫌

薄，白玉映中單。無領開襟胸，坦懷出心肝。每蕩少年魂，亦耐眾人看。

職業有女流，獨立今不難。掌車接電輩，群居各成團。世目黑貓狗，愛戀

生盤桓。自由美其名，往往受欺瞞。媒言父母命，比較尚安全。７８ 

 

顯然地，純甫在一時之間仍然難以接受女性服飾的開放變化或是社交活動參與的

改變情形，並隱約地透露純甫對社會開放風氣的不適應與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眷戀

不已，因此才會產生新舊文化的認知衝突。 

其實，這現象反映的是純甫對道德倫常的堅持，仍然侷限在傳統的思維當

中，由於過於執守僵化了的傳統禮儀訴求，因此對於社會變遷或都市化所造成的

                                                 
７７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溜冰行〉，頁 121。 

７８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五月雨〉，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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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改變，他仍然謹守道德層次以進行批判，憂心其假自由、平等之美名，卻行

放縱、欺瞞之實，將賊害整個文化的延續，而無法從社會轉型的角度去接受變革。

因此，在他儒學生命的體現當中，呈現著僵化的禮教訴求，而無法與變異中的時

代接軌。 

 

（二）欠缺接受白話文的勇氣 

 

日治時期的臺灣雖然不似中國大陸「五四運動」後在文化上面臨強勢改革，

但在黃呈聰等人積極鼓吹「臺灣白話文運動」之下７９，緊接著創刊的《臺灣民報》

完全以「白話文」作為使用的文體８０，迄張我軍（1902─1955）於大正 14年（西

元 1925 年）在《臺灣民報》發表〈請大家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一

文之後，終於引發臺灣新舊文學論戰。８１純甫雖然未直接加入論戰行列，但他對

於新文學家所積極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持否定的態度，因為，他並不認同倡導

白話文運動者所說的：白話文特性「易學」、「得隨學隨寫」、「易發揮獨創性」、「使

讀者易理解」、「滿足時代性」的說法８２。他曾和學生羅鶴泉討論道： 

 

所云白話文為平民通用文字，易於暢所欲言。然觀此次之信，用舊式文，

亦何嘗不暢所欲言？且比之前用標點式更明白痛快。況言語一途，即全中

國論之，欲達到統一，尚費時日。蓋各省方言不一，口音各殊，而白話文

僅其一部份而已（舊式文即古之白話）。況此種文，學雖容易，而欲寫得

                                                 
７９ 見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一文，《臺灣青年》第 4卷第 1號，西元 1922年 1月 20

日。 

８０ 見〈前非「臺灣民報怎麼樣不用文言文呢？」〉一文，《臺灣民報》第 2卷 22號，西元 1924

年 11月 1日。 

８１ 見《臺灣民報》第 3卷 7號，西元 1925年 3月 1日。 

８２ 參見簡炯仁〈五四運動與臺灣本土化運動〉一文，《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製，西元 1999年版），頁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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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賅則又甚難，一篇文字非冗長至數紙不止。本欲節省工夫，反以此延宕

寫看時間，費觀者目力，僕竊以為不必也。舊式文久已通行，深者自深，

淺者自淺，亦何曾不平民式哉？（因人之賢愚程度至不齊，本不能畫一也。）

８３ 

 

純甫認為臺灣所使用的文字既然源於漢字，已具有長期的共通性與適應性，比之

臺灣話文的眾說紛紜和受地域性限制，漢文具有歷史文化背景與溝通便利的優

勢。顯然地，純甫認為臺灣話文運動只是大陸白話文運動的餘波，既然中國自古

以來各地方言均統一在漢文書寫的形式下，則沒有必要再發展出白話文字，甚至

是專屬於臺灣自己的地方文字，所以他又說道： 

 

⋯⋯海外胡適之，臺語稱嘗試。甯知鄉土文，我自有權利。討論笑空言，

實行談何易。言語統一難，統一賴文字。華臺語文爭，識者嗤以鼻。吾黨

久仔肩，十年張一幟。新語入舊詞，時時拾精粹。白描比白話，似是而竟

異。８４ 

 

由此可見，純甫在語言文字上的關注仍然透露捍衛傳統文化的堅決立場，所以無

論是針對部分學者主張從胡適、魯迅的白話文進行全盤移植，或是其他學者積極

從事特殊性臺灣話文的文字創造，甚至有學者主張引進羅馬拼音形式的說法，純

甫均予以反駁。的確，當時無論在中國大陸或臺灣新造的白話文字均有不易統一

的情形，但是，純甫站在沿襲舊習慣、維護舊有文化的立場下論說，則不免顯得

保守而缺乏接受新事物的勇氣。誠然，此源於對傳統文化的拳拳信仰所衍生對漢

文的護持，但純甫若能預知今日中國與臺灣兩地白話語文暢行無礙、「語言」與

「文字」的一致性帶來的便利性，或許當日便不輕易對白話文持否定之立場。 

 

                                                 
８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致羅鶴泉書〉，頁 58。 

８４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小春上北會諸友于叢慶堂〉，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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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質疑科技知識對文化的提昇 

 

由於西方科技文明對於臺灣傳統社會帶來相當大的文化衝擊，使得純甫對之

持存疑的立場。因此，儘管科技進步大大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科學研究開啟人

類對自然宇宙更多的視野，純甫也關注到這些研究帶來了許多新知，卻無法正視

它對人類社會帶來的文化提昇，他對這些科技新知往往存疑，並從精神、藝術等

層面不斷地予以抨擊。他對於宇宙天文觀念質疑道： 

 

天宇莽蒼蒼，行星八九座。環游大氣中，軌循蟻旋磨。地球育人類，物性

靈莫過。動植供其用，陰陽為之佐。競存無古今，大敵蓋自箇。十二萬年

終，未免同一破。火星如可居，誰能厭遷播。８５ 

 

此詩透露出對人類窮盡其力以征服自然的野心感到相當不安，以今日而言可謂具

有環保意識，但是，其中濃厚的反科學文明態度至為鮮明。又如，他對於當時盛

極一時的「演化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進化層層誰則知，猿人演變吾有疑。世間動植尚多在，今之猿種何者遺。

寂寞無言地下物，解決思仗鑿與錐。研求所向得蓋寡，腐朽骨木皆神奇。

吾島海中一撮土，飄泊沉浮經幾時。往往無端見古蹟，砥石貝塚光陸離。

青艸湖山澗底石，維松貫眾存其姿。聞說歷年已十萬，光芒內斂猶頑痴。

拊擊無聲獸弗舞，聆之箇箇如泥瓷。前是枯柯後是鐵，孰能鐫刻銘以詩。

嗚呼寶貴之玉終破璞，尊遂之士形神疲。文野智遇亦互易，安用義利為孜

孜。手足身心足機械，人乎人乎輸猴狸。８６ 

 

詩中藉由出土古物的研究報告，諷刺人類試探古蹟奧秘而沾沾自喜，自以為文

                                                 
８５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汗漫吟〉，頁 18。 

８６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木化石歌〉，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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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實際卻墮入野蠻，甚且在科技機械的操控下已經遠遠比不上猿猴的自然智

慧。雖然，純甫一針見血地指出科技文明在追求無窮自然上的侷限，也注意到物

質文明對精神自然的戕害，但是，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主張，主要仍然在於面對

日新月異的西方科技發展產生恐慌的心理，一方面由於他憂心舊有文化遭到無情

的破壞，另一方面也不認同科技文明可能帶來的新文化。因此，他的作法一如長

期以來中國的儒者，固守道德精神層次的追求接軌，而呈現保守封閉的智識型

態，無法與現實生活相融合。 

綜上所言，純甫孜孜不倦於維繫社會之穩定、捍衛傳統文化，符合儒者之風

格，然而基於文化的背景，他所呈現的思想型態仍然無法跳脫舊有的思維模式，

因此使得他始終以儒家傳統道德為量尺，卻無法接受現實社會的自然變異，難以

避免地走向拘執而狹隘的傳統宿命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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