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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學上的研究與反思 

 

經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長期以來，儒家經典的訓釋與闡述成為中國

學術研究的主流，即使是處在邊陲的臺灣亦然。先秦儒家思想，原本於致世實用

的精神而發，唯宋明理學興起之後，使得儒學趨於形上理趣之路。直到明、清之

際，有識之士深切反省國家衰亡、異族入主的原由，乃因理學末流流於不務實際

的空談，因此學術上興起一股實學的風潮，這股通經致用的學風，不但講求儒學

思想的實踐性，更主張回歸原典的治經原則。此一風潮也於明鄭時期傳入臺灣，

經過清領時期的教育洗禮，儒學在臺灣的移植與發展已經融入庶民生活，使得此

一時期的儒學者更明顯表現出學思與實踐並重的態度１；進入日治時期以後，由

於受到政治思想的箝制，使得儒學一方面有回歸明鄭時期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

也開始與新學說的對話。２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張純甫研治經學堅持其不受家法

門戶的侷限，並企圖從務實的角度來釋經，以求另立新解，充分表現其「通經致

用」的經學觀。他一方面承繼嗣父張金聲在經學方面的研究，一方面為抵禦各種

外力對於傳統文化的詆毀，特別留意於經學方面的研究。就當時臺灣儒學界來

說，這樣的完整著作仍是少見，足以展現其在傳統經典方面的素養。 

 

第一節 擺脫門戶，溯及先秦 
 

漢儒解經分今古文二派，並嚴守師傳家法之不同，如此影響二千年來儒者在

                                                 
１ 參見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西元 2001年第二次印行），

「儒學在臺灣的移植與發展：從明鄭至日據時代」，陳昭瑛從清代臺灣教育碑文的記載中，指

出臺灣的儒學家如陳璸、鄧傳安、蔡世遠等人，多有強調讀書與實踐並重的性格，頁 17~24。 

２ 同註 1，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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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詮釋上的爭訟不斷。迄清初顧炎武等儒者開始針對經籍真偽問題進行釐清與

考訂，間接影響乾嘉學風的興起。乾嘉之學雖不拘於成說，然亦不憑臆斷妄解經

籍，使經學研究較能呈現客觀之標準；然而由於學風演變，走向以「史學」攝「經

學」的結果，終與傳統「尊經」路線分道揚鑣。純甫的經學研究，既不受家法門

戶之限制，亦未走上獨尊於史一途，而是以「經史合一」的觀點將史學兼納於經

學之中，主張回歸於先秦經典之義理，呈現獨特的治學樣貌。 

 

一、不泥於家法門戶  

 

純甫的經學研究重在「剖析疑義」，因此，透過博考載籍、訓詁考證等方式

來闡明經典大義與哲理。由於其專治《左傳》，不免被歸入古文經學一派；但是，

純甫在《是左十說》書中一開始即表明對歷來今古文之爭所產生的學術流弊感到

不滿，其治經的態度是以「通聖人之意」為主，並未受門戶之見所囿。純甫說道： 

 

古今對經學之差異研究，莫如今古文。蓋以漢時隸體寫者為今文，以漢前

文字如篆籀體寫者為古文。其對今古文之差異，不獨字體而已，字句有不

同，篇章有不同，書中之意義有大不同，因之學說不同，宗派不同，故於

古代制度人物批評各有不同，且對於為經書主腦者之孔子，亦各具完全不

同之觀念。⋯⋯凡在研究經學者，莫不各衷一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門戶之見猛於鬩牆，經學之不幸，莫此為甚。嗚呼！孔子編六經教人之時，

何嘗計末學之至於是哉？３ 

 

正因為有鑑於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爭辯與偏執，所以，純甫在進行經學研究的過程

中，時常表現出其欲擺脫門戶家法的決心，甚至企圖拋開傳統學者於真偽考辨的

                                                 
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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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他認為唯有對儒家經典作出客觀詮釋而合於聖人之旨，進而得以「取法致

用」，才是研究經學的重點。治經固然是為了將孔子的地位推至極致，但不必否

定六經以外的儒家典籍。因此，他說道： 

 

讀古書祇宜取其理之曲直（宜加逗號）及其影響於會社之如何是從，斷不

宜以書之偽即武斷為一不足采。４ 

 

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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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純甫認為儒家經典能傳二千餘年而不墜，即表示它具有不可偏廢的價值，即便是

無法確認時代與作者真偽，也不應任意毀棄，如此乃能以持平的態度，對古籍經

典進行客觀的研究，並且從中呈顯足以合為世用的內涵，這才是儒學研究者應該

抱持的態度。 

在《是左十說》一書當中，純甫雖根據今文學家廖平（1852─1932）《今古

學考》的分類６，在第一章即主張「是左氏乃古文家言說」，但是，純甫並未採用

今文學家主張「左傳乃劉歆作偽」之說，也不同於古文學家刻意貶低《公羊》、《榖

梁》的態度，而是回歸原典從《論語》、《史記》中的內容切入，配合《國語》的

筆法考證，推斷出「《左傳》早於《春秋》，其作者即是《論語》中所提到的左邱

                                                 
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0。 

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致羅鶴泉書〉，頁 59。 

６ 廖平《今古學考》（臺北：長安出版社，西元 1974年據民國 14 年四川成都存古書局彙印六譯

館叢書刊本影印）中認為三家《詩》、伏生本《尚書》、《儀禮》、《大小戴禮》、《公羊》、《榖梁》

皆為今文；而《毛詩》、孔安國《尚書》、《周官》、《左氏》皆古文。今文皆為真，而古文皆是

劉歆作偽。頁 147~149、163~164。 



張純甫儒學思想研究 

 ３０

明，亦即《國語》的作者左邱明。而《左傳》乃是左邱明少年時期的作品」７的

結論： 

 

以余所考，《國語》之文法氣度雖與《左傳》稍殊，其事跡言語亦時有出

入，然而大體略同，詳略互應，味馬遷所云「失明有國語」者，即失明後

乃有《國語》，必未失明前另有一書可知。而《國語》老年之作也，故其

文典贍迂緩，如老成人之斷獄；若《左傳》，則才氣橫溢，時有浮夸之言，

其為少年之作無疑矣。８ 

 

這種不從聖人「微言大意」的體悟著手，而改從文字、章法氣度的比較作推論，

已經大異於一般考據學者，而且，純甫還突破傳統「治經斷不敢駁經」的家法，

可見其專事治經而不在乎家法的態度。又，在此段文字旁邊，純甫加註了歷來學

者對《左傳》作者的看法，其中無論是今文學家康有為（1858─1927）、劉逢祿

（1766─1829）等人，或古文學家劉歆（公元前 50─後 20）、章炳麟（1869─1936）

等人，甚至是瑞典人珂羅倔倫（即「高本漢」，1889─1978）的論點，純甫均予

以平議分析考訂，而不受門派學說所影響。９ 

另外，純甫根據「六經皆史」說１０，提出「孔子為史學家」的論點１１，甚至

                                                 
７ 張純甫在《是左十說》文中提到左丘明大多作「左邱明」，但有時亦有混用現象，本論文在原

文引述上均依《張純甫全集》之寫法。 

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7~168。 

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72~174。其中純甫針對歷來學者考訂「左

邱明」的生存年代、國籍等問題，各有不同之見解，將之一一條列。 

１０ 關於「六經皆史」說，一般學者多以章學誠主其說，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

（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臺北：聯經出版社，西元 1987年版）一文則認為應

追溯至隋代王通、宋代劉道原、陳傅良、明代宋濂、王陽明、李贄、王世貞、胡應麟、顧炎

武和袁枚等人（頁 477~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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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更補充：黃宗羲《文定全集》云「六經皆載道之書」，也認為「六經

皆史」。 

１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云：「今欲躋孔子為政治家，為哲學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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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周公為集經典之大成者」之說。１２純甫引孔子之說：「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我於老彭」１３來說明孔子自己即以史學家自居１４，純甫認為孔子作《春

秋》以及保存經典，所深具的文化薪傳作用，功不在禹下，也無貶低孔子地位之

意，實無須再如今文家持「孔子改制」之說。純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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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由此可知，純甫並非只是站在古文學家的立場來研究《左傳》，而是希望能摒除

漢學家法的限制，重新賦予《左傳》的歷史價值以及孔子「述而不作」的史家定

位。 

至於純甫〈孔子之說孝〉一文當中，亦時有引經以註經的情形，如：引《論

語‧八佾篇》「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１６來證成《論語‧

為政篇》中「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而不認孔子為史學家，則何異舍燈光而就暗路乎？」，頁 164。 

１２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臺北：史學出版社，西元 1974年重印四版）即說道：「孟

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為言，萃

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

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

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及無從得制作之權，

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於無可復加之後，周

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頁 36~37。認為周公是周法治的創制者，孔子

只是作傳述者，因此儒家道統應始於周公。 

１３ 見《論語‧述而篇》（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頁 60。 

１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1。純甫考證：「老彭」即商朝時的史官。 

１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0~161。 

１６ 同註 13，見《論語‧八佾篇》，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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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之以禮。』」１７用以說明孔子所說的「禮」，都是在合理的情況下所制定的規範。

１８其透過整理聖人於經文前後所呈現一貫之「微言大義」的作法，與漢學家之詳

考名物、縝密推論的考據方式有異，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純甫研究

經學的目的，乃是希望透過歷代學者研究的成果來進行比對與考證，凡能得聖人

之義理並作為經世致用的學說，均可以採信，而無須考慮其今古家學的立場。如

此，也使得純甫的經學研究具有範圍廣泛、立論持平的特點。 

 

二、強調務實的精神  

 

在純甫的經學著作中，雖然多著眼於經文的義理考證功夫，但其根本仍強調

儒家在生活層面的實用意義。因此，在《是左十說》當中，純甫不厭其煩地考證、

註解，但並未強調聖人制言之崇高，而是著重經典的史料意義以及實用價值，甚

至主張經典本身的應世義。純甫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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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而《商頌》則記商事也。此「六經皆史」者也。１９ 

 

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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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同註 13，見《論語‧為政篇》，頁 16。 

１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6。 

１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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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驗其得失，而為後代之鑒戒焉，不然，徒託空言，無補實用，則雖汗牛

充棟，亦奚以為？２０ 

 

於是一本於「六經皆史」之說，提出《詩》、《書》、《易》、《禮》、《春秋》等經典

學說的重要性不在其中所含的義理而已，而是能切中人事的流變，如此則能凸顯

經書的實用價值。 

同時，純甫也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待孔子與六經之間的意義。他認為孔子並非

君王，不可能有「改制」之權，所以只能說孔子以中國文化的存廢為己任，因應

當時時代環境的狀況，乃從古聖典籍中推衍出社會發展的自然法則，以為世用。

純甫指出： 

 

《記》云：「非天子不議理、不制度、不考文。」孔子生當政教合權之時，

身未作天子，何以能改制？且何以必改制？試問善惡之勸懲而無史之事實

為之鑑戒，可乎哉？２１ 

 

又說： 

 

託古改制必須整理舊史，如夏商前代之記事，然後加以禮贊，方能使人信

從，若就現代周史擅易事實，則人何肯信而從之乎？如以春秋之列國不行

周公所制之禮，亦只好仍用周制正之，足矣。２２ 

 

由此可見，純甫認為孔子整理六經，也是以經世實用的角度為依據，以期能處理

當時的各種議題，而非掌握託古改制之權而妄自造偽。所以，純甫在此強調儒家

思想本於實學致用的立場，並否決孔子改制之說法。 

                                                 
２０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49。 

２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3。 

２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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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孔子之說孝〉與〈孝經同倫解‧敘〉文中，純甫為了表彰孔子思

想的廣大精微，放諸四海而皆準，甚至足以涵攝西方學說的觀點，就從「孝」字

的倫理意義來看，即已包涵「民主自由」、「地位平等」、「尊重人格」等倫理與價

值，這些聖人所制定的規範並非要限制一個人的行為，而是通過考察人類社會的

秩序後，使人可以有所依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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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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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所以，從「經世致用」的立場來看，純甫認為：兩千年前孔子所主張的「孝道」

思想，到兩千年後的今日仍然合宜適用。但一般人之所以會產生許多的誤解和疑

慮，那是受到儒家末流、世俗現象所影響，才會大肆批評儒家的道德觀，甚至認

為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禍根。２４因此，純甫再次重申：解決文化衝突之道不應該是

放棄儒家傳統，反而要回歸儒家務實的精神，然後才能開展出切合實用、樂觀進

取的現代中國文化。 

 

三、主張回歸原典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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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張純甫在〈孔子之說孝〉前序中說道：「月來見報上論孝、非孝之說，連篇累牘，目不暇給。

然細案之，多數典而忘祖。蓋徒摭拾後世庸俗勸孝之言，匹夫匹婦行孝之道，欲吹毛求疵以

非之，而於東亞二千餘年，所崇奉大聖人教孝之道，反不加研究。」（頁 15）文後又說：「今

人不將孔子之說以說孝，而徒非難世俗行孝之事，⋯⋯尚敢自命通人，而冀博一時之虛譽，

寧不有掩耳盜鈴之羞乎？此不過誤認『桓溫若不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一語，謂為可邀

幸得名耳」（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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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純甫強調儒家的實學精神，因此，他也企圖透過對古代典籍的重新整

理，藉考證古代的文化制度，以求得古聖賢的內在理義，進而能針對時代性議題

作一番詮釋。在純甫的經學著作當中，經常可以看到其反覆考證、直指前人解經

之誤，而主張「回歸原典」的經學觀，以達其「通經致用」的特質。２５ 

在《是左十說》一書當中，純甫對於今文學家獨尊孔子，將《左傳》、《周禮》

等古文經視為「劉歆作偽」的說法頗不以為然，因此，他特別提出「《左傳》先

於《春秋》」之說。首先，他舉出《左傳》詳細而客觀的史事記載，即是孔子制

作《春秋》的內容依據，也就是說孔子為了明《左傳》的綱目而制定《春秋》： 

 

自是以來，學者均謂左氏依《經》作《傳》，其次亦但云《經》《傳》一時

並作，從無一人言《傳》先于《經》者，⋯⋯夫《經》果先《傳》，則比

諸子之空談更下一等，命之為「斷爛」亦非過言，今一拈出《傳》先于《經》，

以《傳》中有「君子曰」為證，定自十年至十五年以前為邱明及其弟子所

脩，以後為孔門弟子所續，而前後解經則後人如劉歆等所竄入；如此，則

一切解經之書皆可廢，而千古紛紛聚訟之獄自片言可折，且與後人考據一

一皆合矣。２６ 

 

                                                 
２５ 金培懿〈日據時代臺灣儒學研究之類型〉（成功大學《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西元 1997年）一文以為：張純甫不脫乾嘉考據之風，雖未必流於在經文夾縫中求生

存，卻也未見有何較先儒更創新的經學研究，頁 313。似乎認為純甫在經典詮釋方面的能力，

不能涉及高層次的儒學「義理」內涵。實則，清儒學者最關切的正是儒學中能切合實用的部

分，至於宋明儒所談的「內聖外王」之道並不是他們感興趣的議題。誠如林啟屏在〈乾嘉義

理學的一個思考側面──論「具體實踐」的重要性〉（中研院文哲所《乾嘉學者之義理學──

第四次討論會論文集》，西元 2000年 12月 16日）一文所說：乾嘉學者們在努力恢復儒學的

「具體經驗」之面向時，並未對「義理」層面的認同產生困擾，因為從先秦孔門的許多討論

言說之中，強調「具體實踐」的學術性格，不也正是儒門的義理之所在。所以清儒之重視「具

體實踐」便不可只是視為一種常識性的儒學主張，而應經由恢復其「實踐」的存有意義，提

昇其「實」學的生命主體內涵。 

２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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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得出有別於前人的主張，即是由於不受傳統註疏的影響，以及講求從原

典入手的關係，此為純甫重要之經學見解，將於後文詳細說明，不再贅論。 

另外，在整理《左傳》引《尚書》的過程中，純甫特別注意到所引的四十五

條經文，除見於伏生今文《尚書》的二十九篇之外，杜預均註為「逸書」，足見

古文《尚書》之可疑。藉由「以經證經」的作法，純甫提出「今文皆真，古文有

真有偽」之說。他說道： 

 

《書》有今古文之別，今文皆真，古文有真有偽。今文，伏生所傳二十九

篇；古文孔安國得自孔壁，多十六篇者已逸，現存多廿五之書，乃東晉梅

賾所上，疑是王肅、皇甫謐偽造，自朱子、王柏、吳澄、梅鷟、顧炎武、

閻若璩、惠棟、王鳴盛辨論後，事已大明，故以《左傳》所引二十九篇外

者，杜注均謂為逸《書》，可證。然王肅、皇甫謐之時古書多存，肅必有

所本焉。２７ 

 

純甫從《左傳》與《尚書》原文的比對中，認為杜預注《左傳》時見到的應該是

伏生的今文《尚書》，但是對於古文文本的真偽情形，純甫則持保留態度。同時，

針對《尚書》書序問題加以考證，發現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中的書序篇名與《史

記》、《左傳》、《墨子》、《禮記》、《尚書大傳》等書所見篇名均有出入，足見孔安

國〈書序〉移入各篇成為「篇名」的矛盾之處。２８這些推論都呈現講求「回歸原

典」的考證思維方向。 

至於〈孔子之說孝〉一文當中，純甫針對報刊上「非孝」論者的諸多疑點，

也選擇了回歸經文的方式來進行對話，因為新文化運動者之所以誤解儒家孝道思

想，那是因為犯了斷章取義的錯誤。因此，唯有從孔子思想的根源處著手，才能

                                                 
２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31~232。 

２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云：《書》之有〈序〉，本屬一篇，孔《傳》移

之各篇之首，序文往往與《書》不協，初未嘗指為何人作也，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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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新舊文化的衝突。純甫在文中提到： 

 

月來見報上論孝、非孝之說，連篇累牘，目不暇給。然細案之，多數典而

忘祖。蓋徒摭拾後世庸俗勸孝之言，匹夫匹婦行孝之道，欲吹毛求疵以非

之，而於東亞二千餘年，所崇奉大聖人教孝之道，反不加研究。此何可哉？

此何可哉！故不揣愚陋，略將《論語》、《孝經》中說孝之言，臚列於此，

並鈔舊註，或附鄙見，以供采擇。至於是非曲直，自有公道，是則在人，

是則效之，非則反之，固毋庸斤斤爭曲直也。２９ 

 

因此，純甫在每一條引文之下所作的疏解，期以直接從經典原義之探討，上溯聖

人真正之思想內涵，以尋求對當時文化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並且舉其所著的《四

書互註》與孔子的孝道思想之間的對應情形，期以還原儒家孝道思想內涵的本貌。 

再如，針對日本殖民政府「儒家政治化」的詮釋方式３０，把「孝治」觀念轉

化為絕對效忠天皇的「愚民」思想，純甫也同樣地表現出其維護先秦儒家「民本」

思想的決心，強調儒家「孝治」思想絕不是僵化的「下對上」的服從，而應該視

為彼此發自內心的道德實踐，所以他認為孔子在序分五倫時，即已說明出彼此相

對等的權利義務： 

 

父父子子。 

張註：為父者，盡父之道；為子者，盡子之道而已矣。聖人何嘗獨責為子

者之盡孝而已乎？   《互注》：《大學》「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

當並引入。
３１
 

                                                 
２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5。 

３０ 如：日本儒學把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觀念，詮解為絕對的上下對

等關係，以遂其皇民化主張。參見川路祥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統合政策與「天皇國家理

念」〉（成功大學《第二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元 1999年）一文中提到

日人治臺期間的「儒家道德期」一節，頁 635~639。 

３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8。經文引自《論語‧顏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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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張註：非法非道，不言不行，行之既慣，雖無所擇，而亦無不合於道矣。

人既無惡怨之者，則官民共和可知，安得有官尊民卑之弊哉？３２ 

 

純甫以儒家經典的內容來闡述聖人之言，期能為儒家思想作出中肯的詮釋，同時

也表現他的傳統儒家思想，絕不可以視同於「御用文人」所宣講的「日本神道儒

教」。 

純甫的經典詮釋手法是否切當，固然可以深入探討，但以當時知識份子所面

臨的重重危機來看，卻是相當深刻而具有理據，誠如翁聖峰分析日治時期的儒

學：儒學精神在不同的陣營，往往擷取對自己較有利的詮釋方式，這是今日我們

重新反省儒學意義可以留意到的情形。３３總之，純甫從經典詮釋的務實觀點下

手，並能完整呈現對某一觀念的研究，面對西化論者、御用文人的攻擊與曲解，

如何去異求同，回歸聖人制典的真實面貌，維繫漢文化的純粹正統，實是難能可

貴。 

 

第二節 通經致用的訴求  
 

純甫認為研究經學的訴求，在於從經典中看出以人為核心的人文關懷，並改

善社會風俗、適應時代的需要，如此才真能展現儒家的實踐精神。因此，欲了解

                                                 
３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1。經文引自《孝經‧卿大夫章第四》。 

３３ 參見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的儒學與儒教— — 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 ─1932）〉

一文，（成功大學《第二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元 1999年），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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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通經致用」的目的，可從「發揮人文的關懷」、「改善社會風俗」和「適應

時代的需要」等三點來加以說明。 

 

一、發揮人文的關懷  

 

純甫認為治經的目的就是要彰顯儒家的人文精神，唯有徹底了解聖人的「義

理」，實踐儒家的倫理道德，才能使傳統文化得以續存。因此，他體認到宋明以

來的理學家從儒學形上旨趣分析「性與天道」的觀念，難以落實儒家人文精神；

而清乾嘉以後盛行的考據學風，又不免墮入文字障中而忽略儒家的思想全貌。儒

家思想所重視的是人在群體中的相應關係，以「仁」為本的準則，施用於待人接

物、應對進退之道。所以，他致力於《左傳》的內容考證時，特別強調《春秋》

補足了《左傳》「懲惡勸善」的經世理想３４： 

 

《春秋》若無左氏之《傳》，則居然斷爛朝報、流水帳簿矣；若有《左氏

傳》記其事實，則所謂「亂臣賊子懼」者，又豈誣也哉！夫亂臣賊子之所

以敢于賊弒君父、僭竊國家者，豈不以其事隱微，可嫁禍他人，又可文飾

其過，或文致其罪於君父；且有同惡相濟可以賄賂、史官可以威劫、赴告

可以推諉，如魯桓討寪氏有死者，齊莊殺彭生，崔杼謂莊公淫其妻，許世

子謂不親嘗藥，宋督以郜鼎賂魯，崔杼殺太史三人，趙盾有「我之懷矣，

自貽伊戚」之言，其他赴告不實之事不可勝數。設非有左氏直書其事、《春

秋》首誅其魁，則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巨魁禍首逍遙法外，天子不能討，

方伯不能伐，其亂烏能已耶？３５ 

 

                                                 
３４ 純甫堅信《左傳》先於《春秋》，因此每有相出入之處，則認為孔子作《春秋》，即在補正《左

傳》之不足。 

３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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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認為《春秋》筆法中表現的正是儒家「正名分」的精神。實則，在《左傳》

的敘事中所包含的褒貶之意，即是為協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各種

人際關係的和諧，也就是「禮」的精神表現。純甫認為這種人文關懷的表彰，是

身為經學家所不容忽視的。 

這樣的觀點，也出現在其論儒家孝道實踐的主張： 

 

聖人作之君，作之師，敘人倫，等尊卑，然後人知相敬愛。不然尊卑亂、

階級夷，此相殺之道也。故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３６ 

 

此處所說的聖人之制，其出發點仍是以人性的關懷為考量，也就是希望個人在團

體之中找到合適的定位，彼此相輔相成，如此才是儒家所倡的積極的、有價值的

人生觀。 

由此可見，純甫在研治儒家經典時，並不刻意強調古今門派、考辨真偽，因

為他相信唯有對儒家經典深刻體會，進而得以「取法致用」，才是延續儒家文化

的重點。因此，他特別注重經文背後所提示的人文關懷，以《左傳》為例： 

 

《左氏》以直證、正證較直捷痛快，有太古之風，且可使人易於適從者之

為愈乎！《左氏》所載福善禍淫之事無一不報，此實史學家天職所在，不

可磨滅者也，是豈託古改制、空言無補之諸子所得同日語哉！３７ 

 

由此可以看出，純甫治經著重對經典內蘊之體會，從中修養個人之心性，更進一

步去提昇人性的價值。因為儒家思想是合於人道的，是以人為核心的人文關懷，

因此治經不能離開人的生活而流於空論，當儒學研究不再只是「知識性」的論述，

而是徹底實踐在人倫日用的生活之中，那麼它才足以承擔文化的延續任務。 

 

                                                 
３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3。 

３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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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社會風俗  

 

純甫重視儒家經典中的實用精神，因為他認為聖人之所以制作典章，其目的

在於改善社會風俗，以實踐理想世界。因此，在研治經典的過程中，純甫也和歷

來的儒者一樣，除了體會古聖賢之「義理」所在，更希望能做到「己立立人，己

達達人」的境界。雖然缺少了可以表現的政治舞台，但是，期盼藉「通經」以改

善社會風俗，在他的經學著作中可以說是表露無遺。 

純甫認為：新文化運動者一意全盤西化，視儒家傳統文化為阻礙，必除之而

後快，卻忽略了儒家經典中的內涵才是文化賡續進步的根源。因此，他慨然說道： 

 

彼蓋謂聖人以無形之禮法來縛人自由，阻遏人平等，範圍人嗜欲戀愛，使

家庭制度階級井然，儼如專制獨裁之政，故日以提倡新思想、新學說，自

鳴以打破舊家庭、舊禮教。顧彼之所宗旨，不過歐美灌輸一部下乘新風氣，

便自詡為文明。殊不知最文明即最野蠻，最維新即最陳腐，極端激進勢不

至流為退步不已。不觀古昔洪荒初闢，衣服未生，男女相遇，漫然相合，

退而生子，知有母不知有父，豈不與斯世過派所唱公妻主義，及吾土一二

新進人物所唱同姓結婚，無以異乎？矧人智日開，迷信盡破，此時而僅恃

一部之有形法律，即可以節制而防止之乎？吾恐漏網之徒，必日俟法律之

隙而肆行無忌矣。故欲維持道德以補法律，舍我東亞聖人所制作之無形禮

教莫屬也。３８ 

 

他認為西方社會的自由戀愛、同姓婚配等主張，已經造成當時社會上的不良風

氣，如果勉強以法律制度來維繫社會的安定，那恐怕是很困難的。如果人人都能

體悟儒家典籍中的倫理精神，誠心接受道德的規範，如此才有可能根本上改善社

                                                 
３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禮為經國之紀〉，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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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風俗習慣。 

    又如，儘管新文化運動大倡「非孝論」，純甫卻一再整理了《論語》和《孝

經》的內容，冀能救正當時摧毀傳統家庭的邪說，他在〈孔子之說孝〉文中說道： 

 

所錄出於《孝經》、《論語》之文，使人知聖人之說孝如此，非為世俗所傳

之道也。雖然割股臥冰等事，乃出於一時愛親，急不暇擇之情，初不計有

背身體毀傷之戒，故當略其過情而原其真誠。且此又非為父母者責望其如

此，乃彼自為之耳。但彼已將利害置於度外，一心惟親之是愛，以視世之

專計較利害長短者，則大有天淵之判矣。何則？蓋今日世界所以如此其極

亂者，皆利害之心過重，而道德觀念自輕耳。３９ 

 

純甫重申「回歸原典」的「孝道」主張，絕對不等同於世俗所提倡的「二十四孝」

孝行，但是，較之以「長短利害」為考量的新學作風，則世俗之說尚情有可原。

純甫認為：唯有重新體會《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中的道德觀念，並且能實

踐於生活當中，才能使文化延續。 

    由於純甫積極改善風俗的決心，因此他參與當時孔教會所辦的孔、孟思想宣

講活動。他曾作〈孔教報發刊喜賦寄述三社兄〉一詩道： 

 

廿年徵逐誤虛名，到此才知獨學精。孔孟倫常皆日用，歐美藝術暫時行。

人情利害工趨避，俗說紛囂孰蕩平。但得自吾存一線，書田長與子孫耕。

４０ 

 

有鑑於當時社會受到西方主義的影響，加上人情利害的考量，人心失去道德自

覺，實在是文化的危機，純甫以「通經致用」之學自詡，充分表現堅持改善社會

風俗的決心，實為難得。 

                                                 
３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4。 

４０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孔教報發刊喜賦寄述三社兄〉，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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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續文化傳統  

 

純甫認為孔子建構的儒家哲學，根源於上古以來的傳統人文精神，由於背負

文化延續責任，儒者必須不斷地從以往的禮樂制度中作修訂，以適應社會的要

求。顯然地，「制度之改革損益乃社會必然之趨勢」４１，但是，純甫堅信「雖然，

制度有損益，道理自依然」４２，例如，孔子制作《春秋》，乃是延續史事的記載

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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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只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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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正因為儒家經典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以及社會關懷，因此，純甫認為經學家研治

經學時，必須注意到歷史變遷中所續存的文化脈絡，並且將之彰顯出來，以求應

合於現代的社會。如此才是真正掌握住儒家思想鮮活的生命力、歷萬古而常新的

特質。 

另外，純甫主張透過經典的詮釋，體察儒家思想中具有的社會倫理觀和道德

價值，因為儒家的仁道精神不為少數人的利益所設，它的宗旨是為了凸出倫理的

本位，強調社會的進步與穩定，使個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中均能實現其價值，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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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同前註。 

４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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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適應社會中各個不同階層。純甫認為：這就是身為儒者在從事經學研究時，

尤須深入體察的關鍵。諸如分析儒家「五倫」之教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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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父子者，骨肉之直接也；兄弟者，骨肉之間接也，皆天

性之不能變移者也。夫婦者，由結合而成骨肉也，情分之不可變移者也。

君臣者，因階級結合而有主從之分，有似父子也；朋友者，因平等結合而

無主從之分，有似兄弟也，皆信義之不宜變移者也。由直接而間接，由骨

肉而結合，親疏既不得以互易，厚薄自不得以相反，然後父子之道始為人

類第一著應盡之義焉。４４ 

 

透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和朋友等關係的釐清，親疏理分成為人人皆能接受

並且必須實踐的義務，那麼，社會必然能穩定發展。 

 

第三節 治經的成果與主張 
 

純甫在經學方面的著作豐富，有《是左十說》、《孝經同倫解》、《四書互註》

等書，以及單篇論文〈孔子之說孝〉等。４５在現存的作品當中，以《是左十說》

之考證內容豐富、篇幅完整，最具代表性；而〈孔子之說孝〉和〈孝經同倫解‧

敘〉二文互證，針對當時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的反動而發，表現出其捍衛儒學

的主張，則是最能表現其以應世用的傾向，以下即分述其治經之成果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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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在《張純甫全集》中目前僅收錄《是左十說》、〈孔子之說孝〉等作品；《孝經同倫解》一書遺

佚，目前僅存〈孝經同倫解‧敘〉；而〈孔子之說孝〉文中屢次提到的《四書互註》一書，亦

未出現在其後代所整理之遺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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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左十說》  

 

昭和 7年（西元 1932年），純甫移返新竹定居之後，陸續整理舊詩稿，作〈筑

客四十五前詩自敘〉一文，作品中提出了「《左氏傳》先於《春秋經》」說。次年

起，正式著手寫作《是左十說》，在博覽群書後，整理出十條足以證明《左氏》

先於《春秋》之見解，歷經四年時間，在昭和 11 年時完成初稿，後二年定稿，

全書寫作時間約計七年餘。 

關於《是左十說》一書的內容主張有： 

 

（一）《左傳》先於《春秋》說 

 

歷來學者推論《左傳》的成書時間、作者以及和《春秋》的關係，向來眾說

紛紜、莫衷一是，自漢朝以下學者大多認為是「魯太史左丘明依孔子《春秋經》

作《左傳》」４６；而唐‧孔穎達《左傳注疏》則言「《經》、《傳》一時並作」４７，

                                                 
４６ 漢‧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說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

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而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

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西元 1986年，

學人版），頁 235。而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74年版）載「左氏傳」

三十卷，下注有作者「左丘明，魯太史」字樣，頁 1713。晉‧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甚

至認為左丘明是孔子的學生，〈序文〉中說道：「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

之書也。故《傳》或先於《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

以合異，隨義而發。」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總頁 11。

可見自漢迄晉，大多認為魯太史左丘明依孔子《春秋經》作《左傳》。 

４７ 唐‧孔穎達《左傳注疏》中引隋‧沈文阿之說，道：「《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

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

為表裡』」。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總頁 11。可見迄隋唐

時，已有持「《經》、《傳》一時並作」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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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清考據學興，學者持說亦不出此二論。唯純甫提出「左邱明著《左傳》，

必早於孔子之作《春秋》」之說，打破了漢儒《經》先於《傳》的傳統說法。４８純

甫認為： 

 

蓋魯君子左丘明為魯史，《傳》有「君子曰」可證，其記錄本據事直書，

然其中或為舊史之文，或列國赴告之文，史官本不能有所出入，只能整齊

而潤色之而已，故孔子恐其傳之久遠有黑白混淆之遺禍，因為歲時目錄，

著其實而訂正之，即謂《春秋》。４９ 

 

此說一出，推翻了傳統治經「疏不破注」的慣例，似乎將《左傳》的地位提高於

《春秋》之上，但是依純甫之意並非如此，他首先舉證作者左丘明為魯史之身分，

因此推論《左傳》純為當時之國別史，及至孔子見之，乃刪定其內容、簡約其條

目，以成《春秋》，實為補充《左傳》目錄之闕漏而作。純甫認為，為解決長久

以來學者質疑孔子作《春秋》之動機與可信度，摒除王安石以來「斷爛朝報」之

譏，則必先承認「《傳》先於《經》」之論，如此才能清楚了解孔子作《春秋》之

真實情形。純甫考證道： 

 

                                                 
４８ 持「《傳》先於《經》，《經》依《傳》而作」之說者，首見於章太炎在《章氏叢書‧國故論衡》

（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58年版）中卷〈原經篇〉：「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

其亡變改，其次《春秋》，以魯史記為本，猶馮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魯太史，然則聖不空作，

因當官之文，《春秋》、《孝經》名實固殊焉。」，頁 453。因此，純甫並非首持「《傳》先於《經》」

之說者。唯純甫作《是左十說》時，尚未得見此書，因此在昭和 11 年（西元 1936 年）初稿

〈序文〉中，曾以己說之獨創稱之；而後，於昭和 13年定稿時的〈重序〉中，則云：「以《春

秋經》為後於左邱之史，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篇〉有『孔子次《春秋》，以魯史記為本，

猶馮依左邱明，左邱明者，魯太史』之言，此乃偶及，而未曾演論；余則與之黯合，而欲為

其澈底。當《是左十說》之草成，尚未見及此，後見之，喜甚，乃亟列於眉批，庶不有掠美

之誚乎！」，頁 153~154。可見純甫在定稿前，得章說之支持，因此更加堅定於提出《是左十

說》的主張。 

４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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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

周，觀書于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裡。』」

事或有之，而《經》《傳》決非一時並作者，必《傳》先《經》後，其《傳》

後者，孔門弟子續之也。５０ 

 
又說： 

 

若《左氏》書之先於《春秋》者，以有史事而後有史學，本不容倒置。蓋

孔子豫知左丘之《左氏春秋》、《國語》後世必有大行之一日，於是為作目

錄，如異日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有《目錄》，朱子《綱目》之有《綱》

焉。然《通鑑》與《綱目》之《目錄》與《綱》，對於本事無甚出入，而

孔子之《春秋經》對于《左氏傳》則大相懸殊，有《經》有《傳》無者，

有《傳》有《經》無者，其意蓋欲為設一標準，使後世知所適從耳。５１ 

 

從中可見純甫考辨《經》、《傳》先後的問題，認為應當從史書載記的條例去推論，

是比較能符合因果發展的，而且當承認《傳》先於《經》的說法時，歷來對於《經》、

《傳》之間的種種疑惑，均可獲得解決。 

所以，他從史學的角度說明孔子作《春秋》的動機： 

 

孔子之作《春秋》，所以存史學也。⋯⋯《論語》云：「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吾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春秋》之所以簡略如斷爛朝報者，所以明史書有此記事，

即多聞擇善、多見而識之學，即所以重史學，重史學即所以存史學也。蓋

世有史而後有史學，斷無無史而有史學也。孔子以前必有左邱之史，而後

有孔子之《春秋》也。⋯⋯有其事之成敗，而其是非方足以勸懲善惡耳。

                                                 
５０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70。 

５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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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孔子之《春秋》即因前人之史而約略其綱領以記之，或前史有誤訛，因

而訂正之耳。不然，使有綱而無目，則亦何知所書為何事何人乎？無事與

人，則亂臣賊子亦何所懼乎？亂臣賊子不懼，而孜孜於此斷爛朝報之作，

孔子亦甚無謂矣！５２ 

 

據上所言，純甫認為孔子之《春秋》既然為補正《左傳》而作，其目的在於保存

史事之正確性，則持「《傳》先於《經》」之論，並不稍減《春秋》之價值，反而

有彰顯孔子制言的意義。 

在此，純甫同時亦強調《左傳》既非為解《經》而作，其秉筆直書的作法，

本不具是非褒貶之意。所以《左傳》內容中如果具有是非褒貶之辭，則為漢朝劉

歆等左學之徒所加５３，並非《左氏春秋》原貌： 

 

其實《左氏》之無是非褒貶，自有其價值，人人俱有良知，見事實之記載

如何，即能評斷其是非，初不必因褒貶而始覺也。故據事直書之史之最切

要，亦夫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５４ 

 

純甫此說亦是站在先有史事而後有史學的角度，說明《左傳》作者全憑所知所見

來撰錄歷史事件，並未加入個人主觀的評斷，之後才有孔子作《春秋》以舉其綱

                                                 
５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63~164。 

５３ 《漢書‧楚元王傳》（臺北：世界書局，西元 1974 年三版）中有云：「歆治《左氏》，引傳文

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頁 1967。此語經常成為後代學者指出劉歆竄改《左

傳》之證據，如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均採此說。參酌浦衛忠《春

秋三傳綜合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西元 1995 年版）第二章「劉歆與《左傳》書法、凡

例、『君子說』」一文，頁 26。案：純甫年代與劉、康等人相近，可能受之所影響而立說，但

由於立場不同，因此純甫確信《左傳》先於《春秋經》，至於「解《經》之言」，則是劉歆竄

改。在《是左十說》中認為劉歆欲爭立《左傳》於學宮之中，因此乃妄造「解《經》之言」

有：隱公元年增入《經》有者六條、於「鄭伯克段於鄢」文中增入十一句，並增《經》無者

七條。見《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75。 

５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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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寄寓褒貶，其前後因果的關係不待辯論而自明。 

純甫提出種種考證，說明魯史左邱明作《左傳》必早於孔子，認為孔子因觀

《左傳》內容之闕漏，不免遺誤後世，因此作《春秋》以舉其綱目。所以，純甫

在《是左十說》中主張：秉實記錄史事之《左傳》，純為一國別史，本不具是非

褒貶之辭，後經孔子之手，匯集整理出《春秋經》；而《春秋經》的簡潔有條理，

正是其依據史文精鍊的結果，自無所謂「斷爛朝報」之譏。如此也能進一步證成

《論語》中孔子推崇左邱明引為同調的說法。只是對於許多傳有而經無、或是傳

無而經有的情形，純甫則似乎欠缺較完整的交代。 

 

（二）《左傳》為六經之總匯說 

 

純甫詳析《左傳》中引用《易》、《詩》、《尚書》、《禮》、《國語》等資料，從

其中思想淵源，提出「《左傳》為六經之總匯」說。純甫認為六經雖為史料，內

容則具備是非、美善等價值，因此，足以成為後代之鑒戒，這正是先秦史學轉入

經學的主要關鍵。而《左傳》一書能匯集六經之文作為己用，將現存之史料廣泛

運用在其中，既保存六經經文，又藉以彰顯史料的褒貶筆法，因此提出「《左傳》

為六經之總匯」說。５５ 

首先，純甫彙整《左傳》文中所保存的《易經》引文二十七條，他注意到：

《左傳》作者經常在史事發生之先，透過當事人的占卜過程，引入《易經》之卦

爻辭，乃欲藉《易經》「至誠如神」的史證經驗，來提醒讀者對於史事之徵兆與

                                                 
５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47。純甫引崔述《洙泗考信餘錄‧卷三「左

子」》（臺北：新文豐出版社，西元 1985 年版）：「朱子以《左氏》為史學，《公》、《榖》為經

學。《左氏》紀事詳贍，而是非多謬；《公》、《榖》紀事雖疏，而多得聖人之意。余按：《左氏》

之不盡合於經意，誠有然矣；謂《公》、《榖》之能得經意，則未可見。⋯⋯《左傳》之遠勝

於二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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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3。認為經、史

之不可分，必須溯及漢代以前。因此，純甫言「六經皆史」、「《左傳》為史學之總匯」之說，

並無降低經學地位之意，而是回歸先秦典籍的分類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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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好壞的對應情形。因此，他認為： 

 

卜辭之言，其應如響。蓋當信神時代，心與天通，自然如是，非有奇怪也。

若以今日民智大開之時律之，方始為異耳。有時亦有前知之人，則至誠如

神，實有如《中庸》所云「現忽蓍龜」者焉。５６ 

 

據此，純甫認為左邱明作《左傳》時，《易經》占卜之事已廣為人們所慣用，因

此左氏引用《易經》之說，是配合時代的信仰風俗以作為史實的徵驗，其用意在

點出《易經》的意義，並透過《左傳》進一步來驗證其得失，以作為後世之警惕。 

而對於《左傳》中大量引用《詩經》的情形，純甫則認為是呈現《詩經》當

時之「為用廣大」的事實： 

 

（凡此）可為春秋時代《詩》之為用廣大證也。不但此也，周秦間諸子之

著書，誰能捨《詩》而不引者？胥如《左氏傳》，上至公卿，外至夷狄，

人人胸中莫不熟《詩》，知《詩》大矣廣矣，無以加矣！蓋詩教之化民，

本天地自然之聲，入於耳而印於心，出於心而宣於口，雖勞人思婦亦能諷

詠，原不必周公大聖始能作〈東山〉之什，而成〈七月〉之篇也，詩人專

有云乎哉！５７ 

 

他從《左傳》人物「賦詩以言志」的習慣來看，《左傳》作者實有藉《詩經》中

所具有的教化意義，客觀陳述時人對於歷史事件的揚善抑惡情形，如此更能彰顯

《左傳》中所要表現的教化作用。因此，純甫認為《左傳》中大量引用與整理《詩

經》經文的特色，使《詩經》的經典價值，進一步為《左傳》所闡發，成為後人

行事之規範。 

《左傳》中亦屢引用《尚書》經文，純甫共整理出四十五條經文，透過與今

                                                 
５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57。 

５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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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尚書》的比對，提出《尚書》之今古真偽的判斷。純甫主張： 

 

《書》有今古文之別，今文皆真，古文有真有偽。今文，伏生所傳二十九

篇；古文孔安國得自孔壁，多十六篇者已逸，現存多廿五篇之書，乃東晉

梅賾所上，疑是王肅、皇甫謐偽造，自朱子、王柏、吳澄、梅鷟、顧炎武、

閻若璩、惠棟、王鳴盛辨論後，事已大明，故以《左傳》所引二十九篇外

者，杜注均謂為逸《書》，可證。５８ 

 

顯然地，《左傳》中所保存的《尚書》經文，成為現代學者「藉經以證經」的重

要資料，這也是純甫在《是左十說》書中整理引經時的一項重點。實則，就當時

《左傳》的作者認為「殷鑒不遠」，無形之中將《尚書》史料作了匯集保存工作。

所以純甫體會《尚書》之於《左傳》的關聯性，證明《左傳》有引錄《尚書》經

文之作用，使《尚書》中聖人制言的內涵得以重新獲得詮釋與運用。 

至於《左傳》中保存了《周禮》的情形，向來為學者所關切。５９純甫雖然認

為《左傳》先於《春秋》，只要是解《經》之文均為偽作６０，但是他亦認同：春

                                                 
５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31。 

５９ 鄭玄《六藝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西元 1966 年臺一版）云：「左氏善於禮」，頁 5；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臺北：正中書局，西元 1954年版）中亦言：「觀《春秋左氏傳》所載，

當時士大夫，覘國之興衰以禮、決軍之勝敗以禮、定人之吉凶以禮、聘問則預求其禮、會朝

則宿戒其禮，卿大夫以此相教授，其不能者，則以為病而講學焉」，頁 267~270；劉正浩〈孔

子「正名」考〉更認為：「關於孔子的『正名分』，三傳唯《左氏》能得其根本，是以獨對《春

秋》的褒貶大義，一準諸禮，以『禮也』、『非禮也』為論斷。」（《孔孟學報》第 36 期，西

元 1978年 9 月，頁 167。）、劉瑞箏〈《左傳》禮意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西元 1998年博士論文）一文則計算出《左傳》以「『禮也』九十一次、『非禮也』四十七次的

評斷方式來闡發禮義」，頁 4。以上各家均指出《左傳》重《禮》的情形。 

６０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36~238。純甫為了確立其主張《左傳》先

於《春秋》的立場，因此在《左傳》中若有出現解經之文，則視同為劉歆等後人所加。因此，

其在分析《左傳》中的《禮》經引文時，只取其中八條經文以說明其出自於《禮》，至於其他

解《春秋經》的引文，則認為是後人作偽，不足採信。所以，此節為說明《左傳》與《禮》

的關係，則另從歷史敘事中去節錄合於禮儀之文十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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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時去古未遠，周公禮教並未完全廢弛，因此，《左傳》中所敘述的諸侯往來、

人物交際，無一不是禮節儀文的表現： 

 

敘事有原委曲折者，使後人讀之如睹，當時禮儀之節文如聞。６１ 

 
又說： 

 

《禮》之篇文有損益，而禮之綱領指趣則百世可知，如肆筵設席之便於跪

拜，則以稽首授玉為禮，行陣道途之難於趨蹌，則以奉槍執手為禮，一時

代有一時代之風俗習慣，古今不相誣也。試玩《左氏傳》中所敘各種舉動，

詎無合於封建時代所宜有乎？６２ 

 

純甫認為《左傳》作者於春秋之世，見《禮》仍能規範人心，則必秉筆直書，透

過詳敘事情的原委來體現《禮》之綱領，雖然書中未必引述《禮》經文，但對當

時禮節儀文等社會制度的保存，甚至有承續聖人制作禮樂的用意，可謂瞭然矣。

所以純甫也指出《左傳》具有體會春秋禮學之作用。 

 

總之，純甫《是左十說》一書中以「左邱明著《左傳》，必早於孔子之作《春

秋》」之說為基礎之後，再進一步說明《左傳》中對於《易》、《詩》、《尚書》、《禮》

等儒家經典的保存與運用情形，以及被重新賦予的價值。因此，他稱頌《左傳》

不但保存了古聖賢的文字典章，更總結其思想內涵，從中提高了經典本身的價

值，實足以成為六經之總匯。 

 

二、〈孔子之說孝〉與〈孝經同倫解‧敘〉 

 

                                                 
６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38。 

６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是左十說》，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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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掀起一股新文化運動的熱潮，新文化運動者

以「非孝」觀點，作為革除臺灣舊傳統思想的首要步驟，因此引發新舊文化思想

之論戰。６３純甫出身孝弟世家，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在面對新文化運動如此

猛烈的「非孝」主張，雖然在病中，仍毅然憑其所學印象，特別自《論語》、《孝

經》摘出二十一條經文６４，並參酌舊註加以疏解而成〈孔子之說孝〉一文。 

隨後，純甫又感於〈孔子之說孝〉一文僅為「聖人之片麟隻爪」６５，無法得

出儒家孝道之精髓，於是再根據嗣父張金聲所編之《孝經全註》６６，重新疏證詮

                                                 
６３ 大正 12年（西元 1923年）10月 15日，王學潛〈學究錄〉一文（《臺灣民報》第 1卷第 8號）

談及「父慈子孝」一節時，對於儒家講孝、慈的觀念作了新解釋。在大正 13年 4月 11日，

吳虞的〈說孝〉一文（《台灣民報》第 2卷第 6號）中批評儒家思想「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

順民的大工廠』，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此說等於是新文化運動者「非孝」觀點的宣言，

欲借「非孝」主張，以作為革除臺灣舊傳統思想的首要步驟。當時以宣揚儒家聖道為立社宗

旨的傳統儒學組織「崇文社」乃配合時事，提出一連串討論「孝道」的徵文題目，如〈論非

孝之可否〉、〈說倫常〉、〈勸孝文〉和〈非慈可否論〉等（見《崇文社文集‧卷八》第 92、93、

100、105期，嘉義：蘭記書局，西元 1927年版），形成了空前的新舊文化思想之筆戰。綜合

上述所說，純甫這二篇文章大約撰作於大正 14年 8月之後，主要針對新文化運動者提出「非

孝」主張而作。 

６４ 此文共摘取《論語》論「孝」經文十條，實則，在《論語》一書當中，孔子對於「孝」的論

述並不多，「孝」字共出現十九次，分別列在十四條章句之中，其中的內容多為孔子提示學生

在「孝行」方面的實踐，而且，孔子論孝，認為其重點在於「孝行」，不在於言談。（參見林

安弘著《儒家孝道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西元 1992年版，頁 119~122）。至於純甫

取《孝經》部分章節來引證孔子說「孝」之觀點，此涉及《孝經》作者的問題，歷來即為眾

家爭議未決的課題。其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白虎通義‧五經篇》、邢昺《孝經正義》

等認為：《孝經》是孔子編著而設為與曾子問答以明孝道、孝治之義；孔安國《古文尚書序》

中則說：「曾子輯錄孔子論孝之義」；其他亦有「七十子徒之遺書」、「曾子門人編錄」、「實漢

儒偽作」等說法（參見黃得時《孝經今註今譯‧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西元 1986年

修訂版）中論「孝經之流傳與今古文之爭」），要以言之，《孝經》中的思想確實是儒家孝道思

想闡述之極致。因此，本文只就張純甫〈孔子之說孝〉所擇取的經文內容觀點來作分析，無

意涉及考證其中出自《孝經》的經文是否為孔子之說的論題。 

６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孝經同倫解敘〉，頁 50。 

６６ 張金聲曾親手抄定經史子集等百數十冊，目前均已亡佚，至於純甫所指的《孝經全註》一書，

史傳中並未論及，則是否為家傳本？內容如何？今不可考。參見《新竹市志》（新竹：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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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孝經同倫解》一書，蓋取「斯世同文同軌之儔，其倫理本無不同」之意

６７，可惜此書遺佚，唯敘文存於《守墨樓文稿》之中。就其序文所載，可推究其

動機乃深痛當時新文化運動者在報刊、雜誌中發表其反傳統、除舊慣的激進主

張，尤其高倡「非孝論」的論調，所以，內容在揭示激進者未能體悟先秦儒家經

典的真義，文中並且舉出儒學中即存有西方學說的「民主」、「自由」、「平等」等

主張６８，說明孔子諸說並無不合時宜之弊。以下就全文內容析分成四點論之： 

 

（一）孝由親始，合乎人性 

 

〈孔子之說孝〉第一條，即分判「仁」與「孝」之間的關係。「仁」既是孔

子學說之核心，但是《論語》中有子卻提出「孝悌」為本的說法，其中的衝突，

引起歷來學者諸多討論，純甫也深究其中內涵： 

 

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張註：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又曰：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即孟子所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  此註采自拙著《四書互注》６９ 

 

純甫引孟子「親親而仁民」７０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７１的主張，說明儒家的孝

                                                                                                                                            
政府出版社，西元 1997年版）卷七〈人物志〉「張金聲」，頁 88。 

６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孝經同倫解敘〉，頁 50。 

６８ 在張純甫〈孔子之說孝〉一文當中，有三處提到孔學中即存有西方學說的「民主」、「自由」、

「平等」等精神，見《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第 19~22頁。 

６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5。案：純甫誤將此引文「有子」之說

視為「孔子」所言，見《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但在

《論語》書中即以孔子舉「仁」作為一切道德的總攝為旨，而孝、弟、忠、恕、禮、樂等德

性，皆是由「仁」衍生出來的，孝道思想是以仁為本的主張，因此確實有引述本條文之必要。 

７０ 《孟子‧盡心篇》（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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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張並非在於宗法封建的價值，而是以廣大的社會群眾為主體，讓孝道的存在

有更普遍、合理的依據。純甫認為，臺灣的文化危機，在於不能理解儒家根本的

孝道觀。因此，唯有真正體會儒家孝道思想所講求由近而遠、推己及人的等差之

愛，合於人道精神的主張，如此才是文化得以延續的契機。 

所以，針對其中親疏內涵，純甫剖析云：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張註：此由親及疏，由近及遠，方是次序，方是性情之正。今人必而愛字 

      足包含孝字，果如是，則何不以他人代其父母而亦呼為父母乎？人

情豈果無親疏耳？試問人之愛己子與愛他人之子若何？７２ 

 

純甫強調：儒家「親親之等」的主張合於人性心理７３，新文化運動者提倡以「愛」

替代「孝」實為謬誤，唯有孔子講求的「孝必由親始」，才能逐步擴大體會他人

的感受，傳遞人類群體之愛，而這些均須藉孝道思想的發揮才得以實踐。 

正因為「親親之等」的分際是合乎人性心理的，所以，純甫更進一步說明孝

道的實踐，必須扣合儒家「仁道」的思想，真正發揮「推己及人」的大愛。他引

經說道： 

 

愛親者，不惡於人；敬親者，不慢於人。 

張註：此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  此亦出《四書引經注》之文，而《引經

注》尚有「愛人者，人恆愛之。」  今人必曰：「己所欲，施於人」此耶穌

教中人之言而別立新名目曰：「人類愛」。  此似墨子之兼愛。  試問全

球人類數十億萬，能一一愛之乎？或先愛甲後愛乙乎？己之所欲，

                                                                                                                                            
７１ 同前註，《孟子‧梁惠王篇》，頁 22。 

７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3。經文引自《孝經‧聖治章第九》。 

７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又代宗人張忠兄吊伯兄詞〉，頁 114。純甫在文中說道：「親

親睦族，吾漢族精神命脈之所寄也。人能充親親之義至於無垠，是為博愛。博愛必由親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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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盡人所同欲乎？此徒大言欺人耳。  《四書》卻亦有「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乃在上之事。   故必如愛敬盡於事親，自不敢惡慢於人，

所謂「行遠自邇」者也。如此方可與說人類愛。  《互注》及《引經注》

尚有引《孟子》答夷之「施由親始」又「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
７４ 

 

這些均是「孝」與「仁」之間內涵的考論，在仁心的發揮之下，孝是最具基礎的

要求，這也合理說明了儒家「施由親始，最能合乎人性」的意義。在此，純甫特

別注意到孔子「汎愛眾」之意，並不等同墨子之「兼愛」或耶穌教倡說的「人類

大愛」，因為這些說法只是勉強地將「孝」和「愛」之間的差別泯除，那才真是

悖乎常理。所以說，講「孝道」如果忽略親疏遠近之理，枉顧血緣之親、人性之

常，則不能合乎道德倫理，那麼，愛他人、敬他人豈非成了「矯情」？  

總之，張純甫體悟到孔子以仁為本的儒家思想特點，就是以孝悌倫理作基

礎。孝悌行為，表現在對自己父母親的是敬愛，對自己兄弟手足的是友愛，再藉

由孝悌之德擴大推展，由親及疏、推己及人，才能將內發之愛施用於人類群體，

以完成「仁道」的實踐，這種步驟才是符合人性的發展。如果像新文化運動者所

說「以愛代孝」的做法，那實在有違人性之常。 

 

（二）孝必須躬身實踐，愛身謹行 

 

孔子論孝，既然認為重點在於「孝行」的實踐，不在於言談，所以，純甫整

理《論語》和《孝經》發現到：孔子的孝道主張，所談幾乎是關於「孝行」的具

體作法。首先，一個能體會父母心的孝子，其基本必先注重自己身心的保健，時

時體諒父母掛念子女的苦心，不使父母擔憂。純甫引述： 

 

答孟武伯問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張註：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身者，自不容於 

                                                 
７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9。經文引自《孝經‧天子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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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謹矣。７５ 

 
又說：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張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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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此兩章的意旨，都是在提醒為人子女者，若能時時「以父母之心為己之心」，不

率爾傷身，憂及父母，才是孝行的表現。然而，新文化運動者卻斷章取義，認為

孔子之孝論有阻礙文化交流、限制科技前進之弊７７，這其實是誤解「愛身謹行」

的意義，因此純甫引《孝經》，開宗明義指出行孝的終極目標在於「立身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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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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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仁取義、好勇鬥狠，乃拙著《四書引經注》文，尚有曾子「啟

予手，啟予足」等當引。
７８ 

 

                                                 
７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7。經文引自《論語‧為政篇》。 

７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7~18。經文引自《論語‧里仁篇》。 

７７ 吳虞〈說孝〉一文（《臺灣民報》第 2卷第 6號）中提到：若遵行經書上所載的「父母在，不

遠遊」（《論語‧里仁篇》），則世界將無從發現新大陸；若奉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則朝鮮必不致鬧獨立革命；嚴守「不登高，不臨深」（《禮

記‧曲禮篇上》）的思想，就難以產生飛機潛艇等新的科技。 

７８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9。經文引自《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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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可以說是把孔子論「行孝」的各個片段作更深一層的闡示，指出孝子保全身

心的意義除了免去父母之憂外，最終乃在可以成就「成仁取義」的偉業，揚名於

後世來彰顯父母。所以，純甫認為孔子的「愛身謹行」之意，並非令每一個人成

為貪生怕死之徒，而是在於能潔身自好，以待「立身行道」的時機，就算終須「殺

身以成仁」，仍然是「孝道」的終極體現。至於持「非孝」之論者將此文截去「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使人誤以為孔子之說相互矛盾：

既然要求孝子「全身保真」，又如何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樣斷章取義

的論說，嘗試切斷儒家傳統孝道思想的維繫，純甫乃詳加分辨、一一加以批駁。 

另外，純甫認為：若父母行事有不當之處，做人子女者必當微言勸諫，不使

父母得罪於鄉黨鄰里、陷父母於不義，這也是為人子女當盡之孝道。所以他引述

《論語‧里仁篇》：「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一章，強

調子女勸諫時當留意時機和態度，不能有失做人子女的恭敬之心７９；再者，在《孝

經‧諫諍章》：「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其父。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８０，

則提出子女對父母當婉言諫諍，純甫在此澄清，所謂：「父教子死，子不死不孝」、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說，都應視為流俗無稽之談，並非出自聖人之口。這些

也都是歸本於「仁義」之辨，屬於「立身行道」的內容。 

總之，純甫體察孔子論孝中關於「愛身謹行」的說法，針對當時「非孝」的

說辭加以反駁，同時也深究經文彼此間的義理。不但對準新文化運動者經典詮釋

                                                 
７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7。純甫在註解此文時，則略引《禮記‧

內則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

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來補此篇之意。 

８０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2。作者在此自行斷章引經，原文作「父

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其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從父之令，

焉得為孝乎？」(《孝經‧諫諍章第十五》)從原章節中可知其略去天子、諸侯、士、大夫之

爭臣事不談，因此為配合上下文，省去「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一句，然而，是否有避開當時

日本政府的思想監視，或以免留語病為新文化運動者所抨擊，因資料蒐集困難，在此持保留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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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訛誤作澄清，更有助於修正當時急欲否定一切舊傳統、不斷發表似是而非的

「非孝」觀點，還原出儒家講孝道實踐的終極意義。 

 

（三）事親出於人情，必須合乎於禮 

 

純甫申明孔子論孝的內容時，特別注意到孔子重視禮制的用心，儒家所重視

的是「內發的真情」，所以，純甫認為，孔子「孝禮」的制定並非要限制人心，

相反地，是要體現人心：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 

張註：「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耳。愚謂其道必在可改而不

必改之間，如孟莊子之難能者也。此句亦在《互注》：三年，即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以此為標準，示民有終也。８１ 

 

純甫以孟莊子「三年無改於父道」，來回應新文化運動者對儒家「孝禮」的非難。

他引孔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８２來解釋「三年之喪」的原因，是體

會到為人子女內心之情，必三年以後才能漸去其孺慕之心，如果要針對「遷就外

在環境，著重功利主義」的流俗觀點來改變，則「禮」反而成為勉強人遵守的規

範，如此已失去道德的實踐意。所以，純甫引《論語》云： 

 

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 

張註：禮即理之節文也，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禮者，為其所得

為者而已矣。子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８１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6。經文引自《論語‧學而篇》。 

８２ 同註 13，《論語‧陽貨篇》，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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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則夫子何嘗以繁文縟禮教人乎？８３ 

 

純甫在此解釋說：「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指出「禮」乃是為人子女內心

自認為當作之事，並非由外所加諸的約束力，更不是毫無彈性的誡規，所以，無

論是生致養、喪致哀或祭致敬，一切唯問內心是否能「敬」、能「安」。純甫又引

《論語》道：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張註：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非父母責其報恩也。以上均出《論語》 

《互注》：尚有《孟子》上「世亦有不葬其親者」一章可參看。
８４ 

 

純甫借曾子之言來說明孔子既然「稱情而立文」來維護仁道精神，所以其能否實

踐應該視個人本身的自覺與自律，不必歸咎為僵化的限制。純甫有感於新文化運

動沿襲中國大陸五四運動以來胡適等人的論點，有時甚至未加擇取便全盤拋棄舊

傳統，對「孝」的根本意義了解不透徹，往往陷入功利主義的迷惘而妄下斷言。

所以，純甫又引道：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張註：聖人作之君，作之師，敘人倫，等尊卑，然後人知相敬愛。不然尊

卑亂、階級夷，此相殺之道也。故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唱非孝之人，清夜試自問良心，對於父母，對於祖上，安乎？不安

乎？如以為安，則剛愍之祠可毀，櫟社之集可焚，方見毅然無私，

大義滅親，不然如欺世盜名何？８５ 

 

                                                 
８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6。經文引自《論語‧為政篇》。 

８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8。經文引自《論語‧子張篇》。 

８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23。經文引自《孝經‧五刑章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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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正表現出純甫對儒家「禮治」思想的肯定，並且對當時倡言「非孝」之論者，

作出「欺世盜名」的控訴。因此，唯有重新體悟儒家的倫理價值，乃是以人性之

真情作為出發點，則必然會肯定其存在價值，而不致喻之為「吃人禮教」而加以

全盤否定。８６ 

 

（四）以孝治天下，具備自由平等的精神 

 

儒家所謂的「孝治」，指的是統治者能盡其孝道，作為人民的典範，並且其

所實施的典章制度、教育原則，都能緊扣「孝德」為中心，教導人民如何行孝；

當人們能依循統治者的誘導，人人善盡其分，進而使天下得治。８７所以，純甫認

為孔子的政治思想，其實是濃縮體現在「孝治」的倫理之中，而《孝經》中的德

治思想歸本於《論語》的「孝德」觀點８８，因此純甫引述道：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張註：孝父母之道，非聖人強驅人行之也，乃順民意而成之者也。故又曰：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又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

                                                 
８６ 吳虞在〈說孝〉（《臺灣民報》第 2卷第 6號）一文針對儒家禮法之限制大加批駁，稱之為「吃

人禮教」。純甫則在〈禮為經國之紀〉（《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頁 7）一文中回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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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蓋謂聖人以無形之禮法來縛人自由，阻遏人平等，範圍人嗜欲戀愛，使家庭制度

階級井然，儼如專制獨裁之政，故日以提倡新思想、新學說，自鳴打破舊家庭、舊禮教。顧

彼之所宗旨，不過歐美灌輸一部下乘新風氣，便自詡為文明。」對於新文化運動者之殷殷告

誡如是也。 

８７ 參見林佩儒〈孝經孝治思想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西元 1999年碩士論文）一文，頁

17。 

８８ 同前註，頁 33~42。林佩儒認為：「孝治」思想在孔子的政論之中（指在《論語》書中）尚未

發跡，然而，這種德治的政治思想，對孝治思想的產生而言，實是不可或缺的前奏。⋯⋯儒

家的孝治思想，自孟子學說中逐漸脫出成形，而後吸收了荀子重君隆禮的成分以為最後的補

強，至《孝經》始完成一份以原始儒家精神為根柢，而能滿足當時一統天下之需求的治國理

想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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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則弟悅。」云云。８９ 

 

此處所說的「至德要道」，即是指「孝道」而言。這樣的治國理想，其出發點正

是「以仁為本」的思想，也在某種程度上提示了民主平等的思想，所以，純甫又

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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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可見施政能夠成功與否，跟上位者能否力行孝道，並且徹底完成孝治的推行，以

收上行下效之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純甫在此章句下的自疏中，慨然嘆曰：「此

非平等之最平者乎？」若握有權柄的上位者，能謹守倫理孝道的精神，顧及群眾

的感受，就不會作出踰矩之事，亦無官尊民卑、貴男賤女的差別待遇，所以，純

甫認為這正是「平等」二字的實質意義。 

同時，純甫也體會到：儒家的「孝治」思想要求在位者必須具備「孝德」，

除了摒除封建制度下的不平等規範之外，更應讓人民依其自由意志來學習上位者

的德性，而在上位者也必須恪守孝道，以收風行草偃之效： 

 

                                                 
８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孔子之說孝〉，頁 18。經文引自《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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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處「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公」中的「公」字，原文作「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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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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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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純甫在此通過孔子論孝的觀點，把儒家「德治」思想中「孝治」主義特別獨立出

來，無非是要強調：中國文化社會的穩定性，長久以來靠家族倫理制度來維繫，

無論上下均以「孝道倫理」作為行為依歸；相反地，如果像新文化運動倡議廢除

家庭制度、代之以新社會體制的籠統說法，則難免使家庭破碎、社會瓦解；而且，

孔子「孝治」思想當中本來就具有言論自由、民主平等等觀念，無須外求於西方

學說。因此，純甫認為唯有實踐先秦儒家的「孝治」制度，才能建立穩固而長久

的國家，也才能真正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發展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觀念。這樣的

主張，對於政權經常處在變動中的臺灣人民而言，確實是固守根本之道，具有安

定人心的作用。 

 

總之，純甫對於五四運動以來學者所持「儒家思想的生命在辛亥革命之後已

經結束」９２的主張深不以為然，他認為儒學精神並未因「獨尊儒術」的垮台而失

去「經世致用」的價值，因為儒家文化已然根植於生活當中。畢竟，儒家思想對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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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 參酌勒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社，西元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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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文化的建立，絕不是其他諸子思想或外來學說可以取代。因此，純甫面對

重重的文化衝擊，從未有退縮、消極的心態，如同他在詩中所言一般： 

 

得失人間馬耳當，笑看時勢造英雄。犬豚有命還同眾，天地生才本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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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其積極灑脫的性格，正充分展現在經學的用心之上，於是，他選擇回歸儒家經典

研究方式，企圖為傳統儒學作「返本」與「開新」的詮釋，期以彰顯儒家精神的

現代價值。雖然，其經學主張並未獲當時之肯定，但這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

精神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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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