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柒章   問學崇禮的修養工夫論   

 

在荀子心性論的架構中，被納入人性內涵的人欲人情雖可能導致

「惡」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人欲人情中亦隱含了對現實生活事物各

得其宜的內在要求；而潛在著欲善的心知，透過後天實踐中的鍛鍊，

便可妥貼的處理人欲人情以合乎穩定秩序的準則，這即是道德實踐的

基礎。依此來看，荀子的禮義根源雖仍在於人自身，但畢竟不同於孟

子所論四善端之心的自足自立；在依恃的立足點相異的情況下，對於

成德工夫所著眼之處自然不同於孟子的路徑。簡單來說，由於荀子禮

義根源的先天具足性意義降低，或說對人們自身道德能力抱持的是有

限度、審慎的態度，因此，道德修養的工夫便不是專注於內在善端的

擴充、自覺等，而是聯繫於經驗世界中的具體作為。首先，心知的辨

識、認肯禮義道德的能力是潛在的，必須在現實認知經驗的培養中才

能轉化為實踐的可能，是故，學的重要性在其修養工夫中大幅提升；

其次，依照荀子的理解，禮的首要功能在於滿足、調節人欲人情的要

求，那麼，對於禮的規範建構及踐履層面的重視，自然相對地提高。

《荀子》書中以〈勸學〉一文為首，又言為學「終乎讀禮」、「學至乎

《禮》而止」1，足見「學」、「禮」在荀子的修養工夫論中特出地位，

確實有別於孟子強調的主體道德自覺，標舉「盡心」、「知性」為主軸

的修養論。孟子這種由內而外擴充式的成德工夫，至宋明理學時期有

高度的發展及推衍；而荀子的「彊學」、「隆禮」主張，則在清代的學

術中被突顯出來，這當然與清儒在理氣、心性論上的主張有密切關

係。依據氣本的哲學理路，氣化流行構生了萬事萬物，所謂的「道」

或「理」都是「氣中之理」、「氣中之道」，而非超越於氣之上或氣之

外；那麼，「道」、「理」自然只能就現象界、經驗界的實體實事而論，

因此，呈顯於心性論的特點，在於由肯定人性中欲與情的存在價值，

以及心的辨知潛能上論述人性之善；而見諸於修養工夫的論述，自然

亦著重於具體的行事作為，包括心知的增進與擴充，即問學的重視；

人欲人情在客觀世界的合宜表現，即禮意的推崇與禮儀制度的探究。

                                                 
1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北京：中華書局， 1992 年二刷），卷 1，頁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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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儒所提出問學、崇禮的修養工夫來看，即使清人並沒有承認或意

識到其理路與荀學的相近之處，但卻不減損其闡發荀學思想的事實。 

 

第一節    實事踐履的成德取向  

一、身之實事是為道  

有別於宋明儒者重視自我體證、回復人性初始狀態的道德修養，

清人講求的是個體實際的踐履行為，在現實生活中逐步積累的成德工

夫，這是由於清儒認為代表著道德價值意義的「理」、「道」並不是先

天完滿地超越於實體實物而存在，必須由形具的世界中探求。因此，

實事踐履的工夫成為清代道德修養的普遍準則。如顧炎武指出性與天

道無不在於人事言行文章之中 2，又言：  

 

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行在孝弟、忠信；其職

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禮》、《周易》、《春

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令、

教化、刑法；其著之書，皆以為撥亂反正，移風易俗，以馴

致乎治平之用，而無益者不談。
3

 

在此，顧炎武認為「聖人之道」的探求，必須透過儒家經典及廣泛生

活行事的學習而獲得，而最終的目的則在於達到「治平之用」。這種

實事踐履的成德主張，自清初以後，即屢見於清儒的論述中，包括戴

震所言：「身之實事是為道，道不可不修」
4，又言： 

 

聖人之道，使天下無不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聖賢

之德，即其行事。……古人之學在行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

                                                 
2 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子之教人文行忠信，而性

與天道在其中矣。」《原抄本日知錄》（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1979 年，以下書

名簡稱《日知錄》），卷 9，頁 195。  
3 顧炎武：〈答友人論學書〉，《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4 年），卷 6，頁 135。  
4 戴震：《中庸補注》，收於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 1994
年），第 2 冊，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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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5

 

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為君、為臣，

為父、為子，為昆弟、夫婦、朋友，概舉其事，皆行之不可

廢者，故謂之達道。指其事而言則曰事，以自身行之則曰道。

不務踐行則身不修，行之差失則道不修。
6

 

戴震所說的「道」，如前所述，只能就實體實事的層面上來看，故而

所謂的「聖人之道」，自然是由日常的人倫生活而論，引文中言「行

事」、「自身行之」、「踐行」，強調的都是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為，呈現

重視經驗事實的修養工夫傾向。類似的主張，亦可見諸於阮元，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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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所謂人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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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阮元引用古訓「相人偶」解「仁」字的方式，進一步建構了其仁學的

理論。依據阮元的理解，「仁」必須透過與人相涉方能呈顯，舉凡「敬

禮忠恕」等事，必須「於身所行者驗之而始見」，換言之，實事的踐

履是成就仁德的必然進路；至於理學家所言獨居、靜坐、澄思的修養

方式，當然不符其成德的工夫而遭否定。因此，阮元認為所謂的「至

善」，亦是就「家國天下五倫之事」而言，必須「以身親至其處而履

                                                 
5 戴震：〈與某書〉，《戴震集‧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80 年），卷 9，頁 188。 
6 戴震：《中庸補注》，頁 70。  
7 阮元：〈論語論仁論〉，《揅經室集‧一集》，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台北：新

文豐出版公司， 1984 年），第 69 冊，卷 7，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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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能達成 8，不僅明確地呼應了前述其以「天地之實象」為基礎

所提出的道器說；同時與戴氏的見解亦有相當的一致性。只是，在戴

氏的論述中，仍不時透露出近似於顧炎武所言「以馴致乎治平之用」

的治世濟民理想，如言「天下治」、「學成而民賴以生」等語，在清初

後已逐漸轉向為反覆要求實事實物的踐行，達到人倫秩序、社會制度

的領會及合宜表現，才是論述修養工夫的大宗。 

 

二、上達之道即下學之道 

清人講求在現實世界中行事的成德傾向，除了上述所論外，同時

亦顯著地體現於儒家典籍中相關術語的詮釋，如前面所說阮元的仁學

理論，即是一例；另外，關於《論語‧里仁》中孔子言「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回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理解，亦可充分看出

清人在修養工夫上與理學家的不同傾向。朱熹由「理一分殊」的立場

來詮釋「一貫」之「道」，言： 

 

夫子之一理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

各得其所也。⋯⋯曾子有見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

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易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

之所以萬殊也。
9

 

由此，可知朱熹將「一貫」與「忠恕」視為「一本萬殊」的關係。「忠

恕」是下學之道，只是萬殊之理，也就是分疏之理；而「一貫」則是

超絕於萬物之上、統攝一切分殊之理的「一理」、「一本」。因此，曾

子以「忠恕」一詞回應，在朱熹看來，應是「曾子有見於此難言之，

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易曉也」，換言之，「忠恕」

是這個終極的「一理」、「一本」落實於具體人事上所展現的一個「分

理」罷了，也就是其所謂「下學只是事，上達便是理」
10
。對此，顧

                                                 
8 阮元：〈大學格物說〉，《揅經室集‧一集》，卷 3，頁 170。  
9 朱熹：《論語集注‧里仁第四》，《四書章句集注》（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七

刷），卷 2，頁 72。  
10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莫我知也夫》（台北：正中書局，1962 年），第 4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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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武言： 

 

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

學之事，不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11

 

好古敏求，多見而識，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

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

之儀至多也，而曰：禮，與其奢也，寧儉。十世之事至遠也，

而曰：殷因於夏禮，周因於殷禮，雖百世可知。……此所謂「予

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兩端，而使之以三

隅反。……彼章句之士，既不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

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12

 

在顧炎武看來，無論是「道」或「理」都應就具體的事物而論，而非

超絕於事物之上，此即其言「非器則道無所寓」之意。依此，對於朱

熹將「忠恕」解為不足為「聖人之道」的「下學之事」，自然表示反

對，他認為，孔子的「一貫」即是「忠恕」，且是在實事實物中所識、

會通而得；也就是說，作為「下學之道」的「忠恕」即是「聖人之道」，

二者的意涵是一致的。再看戴震解釋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言： 

 

「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也。道有上學下達之殊致，學

有識其迹與精於道之異趨；「吾道一以貫之」，言上達之道即

下學之道也；聖人仁且智，其見之行事，無非仁，無非禮義，

忠恕不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下學上達，然後能言此。……

《六經》、孔、孟之書，語行之約，務在修身而已；語知之約，

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
13。 

 

                                                                                                                                            
頁 1870。  
11 顧炎武：〈忠恕〉，《日知錄》，卷 9，頁 193。  
12 顧炎武：〈予一以貫之〉，《日知錄》，卷 9，頁 202。  
13 戴震：〈權〉，《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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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看待孔子「一貫之道」的方式，同樣是就實有事物的層面而論。

言「上達之道即下學之道」，則是言聖人之道是由問學而至貫通行事

的工夫，並非先訂立一抽象的一「理」做為致知的目標。又阮元以「行

事」解「一貫」，強調「身體力行」、「見諸實行實事」： 

 

聖人之道，未有不於行事見，而但于言語見者也。故孔子告

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行之也。又告子

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識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

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行。⋯⋯故學必兼誦之行之，其義乃

全。
14

 

貫，行也，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言孔子之道，皆於行事見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一與壹

同，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行事為教也。弟子不知所行為

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若云賢者

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見

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行事之道也。
15

 

所謂一貫者，行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力行，見諸實行實

事也。
16

 

對於阮元而言，「聖人之道」必須透過踐行才得以呈現，因此，孔子

言「吾道一以貫之」，正是道出修養工夫「以行事為教」之旨。這樣

的解釋，顯然完全剝除了理學家賦予「一貫」的抽象意義，純就道德

實踐而立論。焦循亦認為「一貫」即「忠恕」，並以「成己以及物」

說明「忠恕」，同時據以說明了《論語‧衛靈公》篇中孔子與子貢對

於「一以貫之」
17的相關對話，言： 

                                                 
14 阮元：〈論語解〉，《揅經室集‧一集》，卷 2，頁 169。  
15 阮元：〈論語一貫說〉，《揅經室集‧一集》，卷 2，頁 170。  
16 阮元：〈石經孝經論語記〉，《揅經室集‧一集》，卷 11，頁 213。  
17 朱熹：《論語集注‧衛靈公第十五》：「子曰：『賜也，女以予為多學而識者與？』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卷 8，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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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

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識者為大

也。孔子非不多學而識，多學而識，不足以盡。若曰：「我非

多學而識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識，成己也；一

以貫之，成己以成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

故非之。⋯⋯多識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

貫之學也。
18

 

焦循所理解的「一貫」（即「忠恕」）之道，在於去除執一己之見以博

通眾人之見，在他看來，此即「聖人之道」，這同樣是奠基於實有實

物上的思考模式與顧炎武、戴震、阮元是一致的。 

 

三、「實事求是」之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清儒這種實事踐履的修養工夫取向突出的表

現於治學上標舉的「實事求是」，但卻不宜將實事踐履的精神逕簡化

或侷限於文字訓詁的層面上；事實上，若細究清儒所論及「實事求是」

之言，便可察覺「實事求是」可以有更廣泛的意涵，如錢大昕所言：

「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
19之語，在諸多討論清代學術的論述

中已屢見援引，強調的固然是校理典籍的主張；但錢氏又自述為學「實

事求是」，則是在表示其不願仿傚治史者「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

「陳義甚高」、「居心過刻」
20的態度，依此而言，這裡的「實事求是」

便不能僅以文字訓詁視之，而是要求透過經典史籍的記載中所呈現的

義理來作為論史的依據。同樣的精神，在王鳴盛（1722-1797）的論述

中表達的更清楚，其言讀史不必「以議論求法戒」、「以褒貶為與奪」，

因為議論、褒貶都是「虛文」，惟有「典制」、「事蹟」的考究才是「實

                                                 
18 焦循：〈一以貫之解〉，《雕菰集》（台北：鼎文出版社， 1977 年），卷 9，頁
132-134。  
19 錢大昕：〈盧氏群書拾補序〉，《潛研堂文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9
年），卷 25，頁 235。  
20 錢大昕：〈廿二史攷異序〉：「更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
陳義甚高，居心過刻，子尤不敢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

惜古人之心，可與海內共白。」《廿二史攷異》（台北：樂天出版社， 1971 年），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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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 21。汪中則自言治學「不尚墨守」，乃「實事求是」22。阮元

自謂其論學「實事求是」，講求的是在具體的、實有的層面上，即以

古人訓詁為義理闡揚的根據
23，同時言清儒「束身修行，好古敏求，

不立門戶，不涉二氏」的修養工夫正符合「實事求是」之教，以示與

宋明儒者「自遁於虛，而爭是非于不可究詰之境」的不同
24。此外，

清儒亦屢屢以「實事求是」作為稱譽他人之詞，如錢大昕言戴震「研

精漢儒傳注及《方言》、《說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

以尋義理，實事求是，不偏主一家」
25，又讚臧玉林所著《經義雜識》

為「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

26；淩廷堪臚列戴震之作，包括《聲韻考》《方言疏證》、《句股割圖記》、

《策算》、《考工圖記》、《孟子字義疏證》……等，稱之為「實學」，

並明言「六書九數及典章制度之學」為「實事」，以此與稱為「虛理」

的「理義之學」相對
27，顯示對戴氏的推崇。阮元稱汪中所著《述學》

是「篤信好古，實事求是，匯通前聖微言大義而涉其藩籬」的「通儒

之學」。
28洪亮吉（1746-1809）言邵晉涵（1743-1796）「于學無所不窺，

而尤能推本還原，實事求是」以矯正自元明以來儒者「務為空疏無益

                                                 
2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議論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錄，讀史者之

所考核，總期于能得其實焉而已。……讀史者不必以議論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

制之實；不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蹟之實。……如所謂橫生意見、馳騁

議論以明法戒，與夫強正文法、擅加與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不欲

效尤者也。……以予之識暗才懦，碌碌無可自見，猥以校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

實事求是，庶幾啟導後人，則予懷其亦可以稍自慰矣。」《十七史商榷》（台北：

廣文書局， 1960 年），頁 1-4。  
22 汪中：〈與巡撫畢侍郎書〉：「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甯人處士，故嘗推六經

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不尚墨守，所為文恆患意不稱

物，文不逮意，不專一體。」《述學‧別錄》（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頁 140。 
23 阮元：〈揅經室集序〉：「余之說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立異也。」

《揅經室集》，頁 157；又〈大學格物說〉：「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元之論格

物，非敢立異也，亦實事求是而已。」《揅經室集‧一集》，卷 2，頁 171。〈江西
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後〉：「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

《揅經室集‧三集》，卷 2，頁 305。〈宋硯銘〉：「凡事求事必以實。」《揅經室集‧

四集》，卷 2，頁 333。  
24 阮元：〈惜陰日記序〉，《揅經室集‧三集》，卷 5，頁 319。  
25 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潛研堂文集》，卷 39，頁 385。  
26 錢大昕：〈臧玉林經義雜識序〉，《潛研堂文集》，卷 24，頁 219。  
27 淩廷堪：〈戴東原先生事略狀〉，《校禮堂文集》（北京：中華書局， 1998 年），

卷 35，頁 312-317。  
28 阮元：〈傳經圖記〉，收於陳鴻森輯：《阮元揅經室遺文輯存》（楊晉龍主編：《清

代揚州學術》，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5 年，下冊），總頁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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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之病，扭轉「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之學風29。俞樾則稱道黃

以周（1828-1899）所撰《禮書通故》為「不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群經，

博采眾論，實事求是，惟善是從」
30。細究上述這些論及「實事求是」

之言來看，無論是論學的自我標榜，或是讚譽他人的學術成就，其共

同的趨向是不專主一家之說，講求在經驗、形具世界中求道的修養工

夫，由此亦不難理解清人對於宋明儒者追求超越性之「理」的不滿，

故而有「虛理」、「空疏無益之學」的譏評；至於由訓詁以求義理之說，

只是在此共同趨向下所體現對於古聖先賢經典的重視，以及隨之必然

的歸納、整理方法。因此，「實事求是」做為清代學風的特點，不該

僅侷限於考據學層面，而應可視為清儒修養工夫論所呈顯的走向而

論。 

 

再者，早期論及清代學術的學者，往往以清儒（尤其乾嘉時期的

儒者）所標榜無徵不信、言必有據的治學態度，或由文字訓詁求經史

義理的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同時更將之視為「科學精神」、「科

學方法」的展現而加以推崇。 31對於這種將清代學術聯繫於「科學」

的說法，如果稍作推敲，不難察覺其中存有不少可議之處。如牟潤孫

認為：  

 

今世多稱考據方法為科學方法，苟詳細推求之，則其學之出

於群經注疏又皆歷歷可數，其與近世西方之科學方法縱有些

微之近似，而實不相同。……以考據所研究者皆為獨特之問

                                                 
29 洪亮吉：〈邵學士家傳〉，《卷施閣集‧甲集》（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66 年），

卷 9，頁 2b-3a。  
30 俞樾：〈禮書通故序〉，《春在堂雜文》，收於氏著：《春在堂全書》（台北：中

國文獻出版社， 1968 年），第 4 冊，頁 2471-2472。  
31 如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4 年臺二版一刷）。

文中推崇顧炎武為一代開派宗師，主要即在於其治學方法近於「近世科學的研究

法」；又言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是「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頁

22、68；另於《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6 年）中言：「乾

嘉間學者，實自成一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

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頁 28。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
認為「樸學」一詞包括甚廣，大致可分為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及考訂學；且

「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收於氏著：《中

國哲學史大綱（外一種）》（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 2001 年），附錄四，頁

555-581，引文見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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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縱使可用歸納法，以解決問題，而不能得一普遍性之通

則。此而能曰科學乎？況考據家所獲得之結論，皆為啟示性

之假設，而非科學上之真實，以其無從實驗也。此實歷史方

法，名之曰科學方法或有未妥。
32

 

徐復觀言：  

 

清代漢學家最大的缺點之一，即在文字訓詁上，亦完全沒有

歷史意識；既不能客觀的了解宋儒在文字訓詁上所下的工

夫；更不了解宋儒由文字訓詁前進一步去追求大義的工夫；

尤其不了解對古典內容的發現，必受有各時代的要求與風氣

的影響，而重點各有不同。……梁氏特許清代漢學為「科學

的」，我不了解梁氏對「科學」作何界定；若以存疑、重證，

便是科學的，何以見得晉、唐、宋諸儒這一方面的工作便不

是科學的？研究古典而完全缺乏歷史意識，以時代先（漢）

後（宋）作價值判斷的標準，更缺乏批判精神。對與自己興

趣不合的，便作無了解的攻擊，這是最不科學的態度、方法。

33

 

勞思光則認為：  

 

（乾嘉學風）不拘家法即不盲從權威或傳統，不憑臆斷即不

依賴個人信念或愛好，不雜效果即不視知識為工具；三者似

皆合於通常所謂「科學精神」。……但此學風下研究成果範圍

顯然限於對古代之了解。然則，此範圍由何種因素決定？此

決不可歸之於「科學精神」；蓋「科學精神」不能與「古代」

有何意義上之聯繫也。故乾嘉之學，在研究態度及方法上，

                                                 
32 牟潤孫：〈顧寧人學術之淵源—考據學之興起及其方法之由來〉，收於項維新、

劉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論集：清代篇》（台北：水牛出版社，1988 年再版），

頁 79。  
33 徐復觀：〈清代漢學論衡〉，《中國學術思想史論集續編》（台北：時報文化事

業出版公司， 1985 年二刷），頁 56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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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乎廣泛意義之科學精神，然此種研究自始即受另一與科

學精神無關之因素所制約。而此因素簡言之，即對傳統之信

仰是也。
34

 

無論是牟潤孫、徐復觀或勞思光，均不同意清人的「實事求是」等同

於科學的態度或方法。牟潤孫直指考據學實是採「歷史方法」而非「科

學方法」；徐復觀則認為清儒的學術研究缺乏歷史意識，僅以「自己

興趣」為評判標準，事實上已悖離了科學的態度、方法；勞思光亦指

出清儒即使在研究的態度及方法上符合廣泛意義的科學精神，但卻受

限於「傳統之信仰」所制約，如此一來，似乎又違反了科學精神。在

這幾段文字中，實已隱然點出清代的學術不能只單就文字、名物的訓

詁上而論，更應追究的是清儒學術活動背後的理論內涵，也就是徐氏

所說清人「自己興趣」、勞氏所說「傳統之信仰」，因為這才是主導學

風走向的關鍵因素，而此關鍵因素，即是前文所言由實有的經驗世界

追求道德的價值與實踐。而把「實事求是」等同於所謂「科學」的態

度或方法，顯然失之偏頗；因為清儒修養工夫論的本質仍在於人的內

在所同具潛在的德行，而成賢成聖仍是最終的企望，這些都依然與宋

明理學一樣，同屬於儒家修養工夫論的基本觀點。況且，如何界定「科

學」，從現今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成果來看，似乎還是在持續發

展、辯論之中 35；那麼，訂定一套驗證標準用以判定清代學術是否符

                                                 
34 勞思光：《中國哲學史》（台北：三民書局， 1990 年六版），第 3 冊（下），頁
810。  
35 關於科學史、科學哲學的理論，非本論文所及，簡略來說，早期西方學者認

為科學的本質在於「實證」，包括以孔德（A.Comte）為主的「實證論」以來，

經歷了所謂「邏輯實證論」（ logical  posi t iv ism）與巴柏（K.Popper）的「否證論」

（ fa ls if icat ional ism）。二者立場雖不同，但均強調科學理論之成立，必有其可經

由經驗確證的「觀察基礎」。自六十年代起，則有諸多科學哲學家認為科學內在

本質的「邏輯觀」，只能為我們提供一個「理性的」科學解釋，但是這個「解釋」

卻非常有可能是一個「虛構的」解釋。對於將科學史引入科學哲學研究的學者而

言，無論科學予人多麼「理性」的表面，其終究是一種「人的行為」。只要是「人

的行為」，就必然隨著人的生活歷史而演化與改變，包括政治、經濟、藝術、宗

教等層面，絕非邏輯所能概括。也就是說，科學的本質並不全然是理性、客觀的。

此派代表人物，包括孔恩（Thomas S.Kuhn）、拉卡透（ I. Lakatos）費若本（P.K. 

Feyerabend）等人。顯見對於「科學」，仍有許多爭論，難有確切不移的定論。參

見孔恩著，程樹德、王道還、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 ructure  of  
Scient i f ic  Revolut ions）（台北：遠流出版事業公司，2003 年二版七刷）；羅伯‧保

羅‧吳爾夫（Rober t  Paul  Wolff）著，黃藿總校閱：《哲學概論》（About  Phi losophy）
（台北：學富文化事業公司，2001 年），〈第四章  科學的哲學〉，頁 153-198；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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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科學」精神或方法，恐怕是沒有必要的。值得探究的應是清人在

實事踐履的成德背景下，所呈現道德修養工夫的面貌。  

 

第二節  問學以通聖賢之德  

如前所述，由於清人認為一切道德價值均須就實有的世界而論，

講求的是人倫日用踐行無失，因此，實事踐履是多數清儒的成德取

向；在這樣的取向之下，其致知的方法自然不同於宋明理學，而突顯

出清人對經典知識價值的認定，以及考據興盛等特有的面貌。  

 

關於致知的方法，自清初以來，不少儒者均視宋明理學言心言理

之說為空疏之學，大加撻伐之餘，同時亦強調唯有回到聖賢經籍的探

究、典章制度的考論才是治學、致知的正途，相關的說法頗多，自不

待贅言。然而，必須說明的是，從清儒心性論中所包含欲、情、心知

的架構來看，在歸納、釐析經驗事理之後，心知的辨別、悅慕之能，

則是致知過程中不可忽視的部分，如此才能完整地呈現清人由問學以

成就德性的致知論。抉發此一觀點，一方面能對清代致知論有較全面

地理解，另一方面也得以說明清代的學術型態並非只是純粹客觀、經

驗事理的考證，最終仍要歸結於心知的認同與擇取。自清初的顧炎

武，以至乾嘉時期的戴震、焦循均曾觸及相近的主張，底下即以其致

知論作一分析。  

 

顧炎武的致知論從其言「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6、

「君子之為學也，非利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亂反正之事，

知天下之勢何以流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 37，即可看出其

致知的目的絕非僅止於一般客觀知識的理解，而是在於「聖人之道」

的追求、修身成德的理想。至於致知的方法，顧炎武標舉「博學於文」： 

 

                                                                                                                                            
舉正：〈試論中國科學哲學之可能性〉，收於沈清松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哲學》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年），頁 455-484。  
36 顧炎武：〈與人書二十五〉，《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公

司， 1984 年），卷 4，頁 98。  
37 顧炎武：〈與潘次耕札〉，《顧亭林詩文集‧餘集》，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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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行己有恥」。

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

往來、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不先言恥，

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

而講空虛之學，吾見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38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數度，發之為

音容，莫非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

不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學。
39

 

顧炎武認為，達到聖人之道的方法有二：一是所有行事的基本原則—

「行己有恥」；另一是致知的方法—「博學於文」。依據引文「出入、

往來、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士而不先言恥，則為無本之

人」來看，則「行己有恥」應是「博學於文」的基本態度，即務求明

道、救世之學，不作空虛之言。在聖人之道存於「孝弟、忠信」、「灑

掃應對進退」、「《詩》、《書》、三《禮》、《周易》、《春秋》」、「出處、

辭受、取與」等實事踐履的成德取向作為前提之下（見前引文），所

謂「博學於文」的「文」自然不能只侷限於古人典籍，舉凡一切益於

「經緯天地」的典制及活動，都應納入「文」的範圍，包括交友、出

戶等與現實人事、生活的結合 40，都是博學的對象。因此，對於自宋

代以來儒學理論體系中具有重要意義與地位的《大學》，以及其中「格

物致知」的詮釋，他同樣貫徹了這種「博學於文」的精神：首先，顧

炎武認為《大學》原無闕文，意即朱子的《大學章句》「補其傳」是

沒有必要的
41；其次，對於「格物致知」，他認為： 

                                                 
38 顧炎武：〈與友人論學書〉，《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3，頁 41。  
39 顧炎武：〈博學於文〉，《日知錄》，卷 9，頁 197。  
40 顧炎武：〈與人書一〉：「人之為學，不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陋而難成；

久處一方，則習染而不自覺。」〈廣宋遺民錄序〉：「子曰：『有朋自遠方來，不亦

樂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不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流，風雨如晦

之日乎？⋯⋯而或一方不可得，則求之數千里之外；今人不可得，則慨想於千載

以上之人；茍有一言一行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為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

《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4，頁 90；卷 2，頁 33。  
41 顧炎武：〈考次經文〉：「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

所闕，其說可從。」《日知錄》，卷 10，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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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

知止然后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禮儀三百，

威儀三千，是之謂物。⋯⋯以格物為多識于鳥獸草木之名則

末矣。
42

 

顧炎武將格物的範圍集中於治國經世、庶物人倫，亦即透過學習，落

實為具體的君為仁、臣為敬、父為慈、人為孝為信等關係之中，就是

「知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即達道格物致知的最終目的。至於

窮究鳥獸草木之名，則已淪為末流，非當務之急。因為格物致知的終

極意義，並非如朱子所言，是指透過外在客觀事物的學習為手段以窮

得超越心性道德修養的本體認知
43，而是實踐於現世生活的人倫、政

治關係上的；換言之，現實的經世致用即是致知的終極意義，即是博

學的目的。至於博學之所以能夠獲致治世之道、人倫之理（即仁、敬、

慈、孝、信等）的關鍵，他認為在於「廣大之心」能「裁物制事」
44，

並言： 

 

近世號為通經者，大都皆口耳之學，無得於心，既無心得，

尚安望其致用哉？
45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禮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

不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
46

 

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不敢失於一物之細，而

                                                 
42 顧炎武：〈致知〉，《日知錄》，卷 9，頁 183。  
43 朱熹：《大學章句》：「《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不因其已知

之理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力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

裏精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四

書章句集注》，頁 7。  
44 顧炎武：〈答王山史書〉，《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4，頁 83。  
45 顧炎武：〈與任均衡大任〉，《顧亭林詩文集‧餘集》，頁 169。  
46 顧炎武：〈行吾敬故謂之內也〉，《日知錄》，卷 10，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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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勝天下之大。47

 

顧炎武譏諷「無得於心」的學問只是「口耳之學」，沒有心的謀劃裁

定，任何事為都是不濟世的。那麼，博學於文的內涵，便不僅是就經

驗事物上的客觀整理、歸納而已，最終仍須透過主體心知作用來裁

制、擇取價值。此即言：「五品之人倫莫不本於中心之仁愛」
48的意義。 

 

顧炎武博學於文的理路，在戴震的致知論中有充分的延續。首

先，戴震亦肯定為學的目的在於德性的增進與擴充，言：「德性資於

學問，進而聖智。⋯⋯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

充」
49、「學以講明人倫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禮義，則其智仁勇所

至，將日增益以至於聖人之德之盛，⋯⋯質言之，曰人倫日用；精言

之，曰仁、曰義、曰禮。所謂『明善』，明此者也。」
50由問學以增益

德性，最後能達到「聖智」、「聖人之德」，這是戴震致知的理想。其

次，就其以人倫日用盡致無失的仁、禮、義等為「明善」的立場來看，

則其致知的方法自然是著眼於具體的行事作為，故而言為學必先就人

物事為作分析及考察以求「鉅細畢究」、「本末兼察」的「十分之見」

51，再由心的辨知、認同其理義價值。其言： 

 

心之所同然始謂之理，謂之義。⋯⋯舉理，以見心能區分；

舉義，以見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不易之則，名曰理；如

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理者，名其區分也；精義者，精其

裁斷也。
52

 

                                                 
47 顧炎武：〈飯糗茹草〉，《日知錄》，卷 10，頁 216。  
48 顧炎武：〈肫肫其仁〉，《日知錄》，卷 9，頁 190。  
49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1。  
50 戴震：〈誠〉，《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20。  
51 戴震：〈與姚孝廉姬傳書〉：「凡樸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

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見，有未至十分之見。所謂十分之見，必徵之古而

靡不條貫，合諸道而不留餘義，鉅細必究，本末兼察。」又〈與任孝廉幼植書〉：

「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量，就令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不學則

殆』也。」《戴震集‧文集》，卷 9，頁 184-185；頁 181。  
52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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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凡學始乎離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離詞，則舍小學

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立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
53

 

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行。不見天地之心者，

不得己之心；不見聖人之心者，不得天地之心；不求諸前古賢

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於千載下。是故由六書九數、制度

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
54

 

問學要「聞道」，不僅在於六書九數、制度名物的研析，同時還要發

揮心的思辨、擇取之能，所謂「相接以心」、「以心相遇」，指的就是

心知的作用。換言之，理義的探究，仍須歸諸「心之所同然」做為依

據的準則。故言「聞見不可不廣，而務在能明於心」
55
即是此意。 

 

再看時代略晚於戴震的焦循，同樣主張由問學以成就聖人之德，

言「人之自治，必以問學」
56、「仁而智乃為聖人。智本於知，知本於

學」
57。又按照其「能知故善」的心性論思想而言，人性本具有「能

知」之質；其辨別、判斷人情、事理使之得以妥貼操作、運旋的表現

能力為「才」，而充分發揮此能力者即是智者。焦循指出，經由教導、

學習便能增進心知，使「不才」者（即沒能發揮心知之能的人）轉而

成為「才」，由愚者轉而成為智者。因此說： 

 

人無論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

以轉而為不善，此習所以相遠。……知其為仁為義，是已智矣。
58

                                                 
53 戴震：〈沈學子文集序〉，《戴震集‧文集》，卷 11，頁 210。  
54 戴震：〈鄭學齋記〉，《戴震集‧文集》，卷 11，頁 225。  
55 戴震：〈權〉，《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325。  
56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台北：文津出版社， 1988 年），下冊，卷

23，頁 778。  
57 焦循：〈釋學〉，《論語通釋》，收於《木犀軒叢書》（光緒年間李盛鐸刊行，台

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藏），頁 15a。  
58 焦循：《孟子正義‧離婁章句下》，下冊，卷 17，頁 586-587。按：焦循論「不

才」與「才」之引文及相關討論，請參第陸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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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轉移氣質也，以學。59

 

足見問學在成德歷程中的必然地位。關於致知的方法，焦循認為：  

 

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度，明其道義，得

聖賢立言之指以正立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靈，合諸古聖之

性靈，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立言者之性靈。
60

 

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

患乎不學；後之弊，患乎不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

幾學經之道也。
61

 

聖人用功之序，先學而後思。蓋學為入德之始功，思為入聖

之至境。
62

 

「學而不思則罔」，罔者，不能自得之也。「思而不學則殆」，

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不安也。深造憑於心之虛，以道

憑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洽於思。居之，

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蘊於學。舍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

學，兩失之矣。
63

 

先就事物、典籍的彙通、析辨、訓故、考核等工夫以得聖賢之理義，

後透過心知所本有悅慕德性之質的肯認，此即焦循致知論的主要內

容。他將前者彙通、考核等問學工夫稱為「入德之始功」；而後者心

知本質的運作，即所謂「以己之性靈，合諸古聖之性靈」，則視為是

抽象的運思工夫。言「學洽於思」、「思蘊於學」，顯示二者在致知上

不可偏廢之意；言「先學而後思」以表致知的次序。依此來看，焦循

                                                 
59 焦循：〈說權五〉，《雕菰集》，卷 10，頁 146。  
60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論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 13，頁 213。  
61 焦循：〈與劉端臨教諭書〉，《雕菰集》，卷 13，頁 215。  
62 焦循：〈釋學〉，《論語通釋》，頁 14b。  
63 焦循：《孟子正義‧離婁章句下》，下冊，卷 16，頁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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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標舉的「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不僅只是「學經之道」，實為其

致知論的主張，甚至可擴大視為涵括顧、戴二氏致知論的共同基調。 

 

經由上述致知論的分析，不難發現清儒們所建構的致知方法，一

方面強調經驗世界中人事物的客觀考察以釐析出理義；另一方面仍以

主觀的心知認同作為理義價值判斷、取決的標準。儘管這樣的理路足

以證明清儒問學不單只是一種「求之於外」的經驗領域探究，內在於

人心所本具悅納德性之能才是人們成德的最終歸結；然而，清人或許

為了表達對宋明儒學論先驗理義所產生蹈空之弊的撻伐，或者為了說

明其道德修養工夫中對客觀問學階段的依賴與重視，於是，問學的部

分被刻意突顯出來，自清初顧炎武提出「博學於文」以達聖人之道，

至戴震言「德性資於學問」、焦循言「人之自治，必以問學」等，均

標誌著清代成德工夫中首重智識修養的觀點。其影響所至，包括典籍

知識地位的提升，同時關聯著清儒詮解經典方式的理論基礎，亦即考

據學風的興盛。  

 

一、 典籍知識地位的提升  

既然智識的培養與擴充成為清儒修養工夫的焦點，那麼，承載著

先聖先賢言論行事的經典勢必成為尋索「道」的首要對象。強調經學

價值意義的主張，在清人論述中十分普遍，如顧炎武「經學即理學」

的觀點 64，表達的正是以經學做為義理思想基礎的要求；費密言「欲

聞聖人之道，必以經文為準。不合於經，虛僻嘵譁，自鳴有得，其誰

信之！經傳則道傳也。」65強調聖人之道的理解非單由一己自悟而得，

必須以經書為準則；戴震言「《六經》者，道義之宗而神明之府也」66、

「聖人之道在《六經》」67；焦循言「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六

                                                 
64 顧炎武：〈與施愚山書〉：「愚獨以為理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理學，

經學也，非數十年不能通也。……今之所謂理學，禪學也。」《顧亭林詩文集‧

文集》，卷 3，頁 58。後全祖望於〈亭林先生神道表〉中，將之主張簡化為「經

學即理學」一詞。參見全祖望：〈亭林先生神道表〉，《鮚埼亭集》（台北：台灣商

務印書館， 1968 年），卷 12，頁 144。  
65 費密：〈道脈譜論〉，《弘道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編

纂委員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年，第 946 冊），卷上，頁 12。  
66 戴震：〈古經解鉤沈序〉，《戴震集‧文集》，卷 10，頁 191。  
67 戴震：〈沈學子文集序〉，《戴震集‧文集》，卷 11，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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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可矣」68；阮元言「聖賢之道存于經」69；錢大昕言「《易》、《書》、

《禮》、《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

治身，於道無所不通，於義無所不該。」 70均宣示了《六經》載道、

道存在於《六經》的思想。換言之，緣於「道」、「理」存於經驗世界

實體實事的理解，自然會將保存古聖賢言行的《六經》視為是尋索「道」

的重要對象；更進一步來看，除了重視《六經》的價值，實有擴及史

籍、子書，以及一切文獻、典章制度的趨向，對於清儒而言，「道」、

「理」亦散見於其中。因此，清人不僅要求致力於經書之學，同時亦

倡言「博」學的必要。如顧炎武所標舉的「博學於文」，即是一例。

再如焦循認為：  

 

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

行、六書、七音等為之輔。
71

 

「學而時習之，不亦悅乎？」曾子闡而明之云：「君子既學之，

患其不博也，既博之，患其不習也。」〈學記〉論考校之法：

五年視博習親師。然則時習者，非習一端而已，習必繫乎博，

博必成於習。
72

 

阮元亦指出：  

 

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力淺弱，不能文，不能博。

73

 

足見清人重視為學須「博」的主張。焦循將百家、子史、天文、術算

等視為學習經典之輔，顯示了由經書的探究進而兼及為各種知識的全

面研究。關於這點，戴震有更明確的論述，除言「賢人聖人之理義非

                                                 
68 焦循：《孟子正義‧滕文公章句下》，卷 13，頁 457。  
69 阮元：〈西湖詁經精舍記〉，《揅經室集‧二集》，卷 7，頁 285。  
70 錢大昕：〈抱經樓記〉，《潛研堂文集》，卷 21，頁 196。  
71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論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 13，頁 213。  
72 焦循：〈釋多〉，《論語通釋》，頁 16b。  
73 阮元：〈復性辨〉，《揅經室續集》，卷 3，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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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存乎典章制度者是也」 74，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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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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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狀類名號，則比、

興之意乖。……凡經之難明右若干事，儒者不宜忽置不講。
75

 

按照戴震之意，經學義理的掌握，必須透過各個不同領域的智識及理

論，包括天文、語言、地理、生物等知識的涉獵，以做為會通經文的

基礎。看來，戴震所說的「十分之見」，不僅在於追求事理探究的深

度，事實上還包括了理解的廣度；這種重視文獻材料、廣蒐博考，確

是清儒問學的主要特色。因此，多數清代的經學家，其研究著作除了

經學之外，通常還涉足各種領域的整理及著述，諸如史學、方志輿地、

音韻文字、天文曆算、版本目錄、金石考古、詩文等研究，落實其博

考的學風，有著後人難以企及的成就，從近代學者所歸納清人著作成

績中可獲得印證。
76誠然，著重經典大義、講求博學審問明辨，應是

歷來儒者問學的共同準則，即使是飽受清儒抨擊的宋明學者，對於經

學仍保有一定程度的關注
77，可是若從理學家對於「道」（或「理」）

與經典關係的理解，或對經典中「道」（或「理」）的定位來看，便不

難察覺經典的價值在宋明儒者與清儒思想中有著不同的位階。 

                                                 
74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受經圖〉，《戴震集‧文集》，卷 11，頁 214。  
75 戴震：〈與是仲明論學書〉，《戴震集‧文集》，卷 9，頁 183-184。  
76 關於清儒學術著作之豐、領域之廣，過去學者已有相當的歸納及整理。可參

見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東方出版社， 1996 年），〈清代學者

整理舊學之總成績（一）、（二）、（三）、（四）〉，頁 220-440。  
77 雖然宋明儒者的經學研究著作在質與量上均不及清儒，但並不表示宋明學者

沒有從事治經工作，根據章權才：《宋明經學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年）一書附錄〈宋明經學家著述要目一覽表〉，亦有六百一十九部著作。至於宋

人尊《四書》而退《五經》，或疑經、改經，或敷陳《中庸》的「尊德性、道問

學」之義理，亦不能說是全然為經學以外的東西。相關說法，可參見日人本田成

之：《中國經學史》（台北：廣文書局， 1990 年再版），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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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儒賓先生曾以比較朱子與陸王對儒家經典的詮釋來突顯兩派

思想的差異，其中朱子解經採用的是「月印萬川」的模式，陸王則採

「六經記籍說」來表達對經典的態度。
78簡單來說，陸王學派以體証

亙古如一的「本心」或「良知」為終極價值，一切道德判斷皆源自「本

心」（或「良知」），經典乃是聖人應世之「跡」，本身並沒有任何獨立

的價值，只是一種索引、媒介，如同帳簿上的名目，實質內涵在於是

否有家產（良知），此即「六經記籍說」。顯然，經書在陸王學派思想

中恐怕只是一種過度性工具而已。相較而言，朱子在「理一分殊」架

構下，視經書為反映聖人言行在世界的展開，代表著各種具體、獨立

的分殊之理（物物一太極），學者必須透過平實的考究字句工夫以窮

得各個分殊之理，才能豁然貫通的達到「眾物之表裡精粗無不到，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即「理一」（統體一太極）的境界。依此，程

朱學者在肯定經書具有獨立價值的前題上治經，一方面注重最終超絕

的「理一」，一方面亦要求窮究事物中的分殊之理；這種理的架構，

即所謂的「月印萬川」。按照楊儒賓先生的分析，則理學家中陸王學

派看待經典的態度相對於清儒的高度尊崇之情，截然分明，毋須再

論。值得注意的是，程朱學派雖然肯定了經書具足獨立的價值，但其

意義並不等同於清儒義理中的經典價值。程朱思想的終極目標，在於

整體之「理」（統體一太極）的體證貫通，此為先天具於心、完全自

足的；即使包括經書在內的萬事萬物有具足、個別之理，然而考究這

些個別之理並非其目的，最後仍是在於證成這些個別之理皆是整體之

「理」的展現。換言之，「月印萬川」的「月」才是本體，是千萬江

水之月展現千萬種樣態的唯一根源。清儒則以人倫日用無失為「道」，

事理原則無所差謬謂之「理」，皆是奠基於現實世界，而人心只有辨

知、悅慕理義之能，並沒有一種先天完滿具存於心的「道」或「理」。

依此，歷史文獻、經典文本中所載仁義禮之道便是人心辨之、悅之的

對象，是問學的目標；識得經典中的「理義」即已是終極的「理義」，

沒有所謂體證「先天之理」的問題。是故，經典在清儒思想中的地位

                                                 
78 楊儒賓：〈水月與記籍—理學家如何詮釋經典〉，收於李明輝編：《中國經典詮

釋傳統（二）儒學篇》（台北：喜瑪拉雅基金會， 2001 年），頁 159-192。該文亦
刊於《人文學報》，第廿、廿一期合刊（ 1999 年 12 月 -2000 年 6 月），頁 9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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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高於程朱學派。這也就是縱使朱子亦強調問學、亦從事注經，但

戴震仍予以批評之因： 

 

程子、朱子謂氣稟之外，天與之理，非生知安行之聖人，未

有不污壞其受於天之理也，學而後此理漸明，復其初之所受。

是天下之人，雖有所受於天之理，而皆不殊於無有，⋯⋯今

富者遺其子粟千鍾，貧者無升斗之遺；貧者之子取之宮中無

有，因日以其力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力

致之，而曰致者即其宮中者也，說必不可通，故詳於論敬而

略於論學。
79

 

戴震批評程朱所倡理得於天而具於心與「學而後此理漸明」相互矛

盾，正如已有遺產千鍾之粟的富人，又說富人努力工作後所獲得的即

是原本所擁有的千鍾之粟，顯然不通。所謂「學而後此理漸明」，應

如本無祖產之遺的貧者，透過努力工作後而獲得升斗之粟。因此，程

朱由其自身的思想基礎上同時並列「涵養須用敬」與「進學則在致知」

為修養工夫，在戴震看來，實是「詳於論敬而略於論學」的。 

 

二、考據學風興盛的意義 

過去論及清代學術，首先受到矚目的往往是其考據學方面的成

就，這當然也是早期研究者的主要方向，而大量的考據學相關研究著

作，似乎更加深清學即是考據學的觀點，而誤以為宋明學術與清代學

術的差異是在於一主義理、一主考據。若依循前述清人致知論的理路

來看，則考據學得以興盛確實有其必然性，只是，考據學應視為清儒

問學的途徑或方法，而非問學的最終目的。 

 

清代考據學風的興起與發展一直是研究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焦點

之一。由目前研究成果來看，大多數學者均認同考據學風的興起涉及

多方面的因素，但由於所關注的角度不同，因而有了諸多詮釋，據黃

                                                 
79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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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武先生的歸納，約可分成六類 80，其中與哲學思想關係最為密切的

應是「考據學的興起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就此點

而言，最具影響力者約可分為三派：一是認為清代考據學風之興起，

可歸諸於理學的反動，此一主張代表人物如梁啟超、胡適
81，這是強

調宋明學術與清學之間的不連續性；二是認為清初的新學風興起是轉

進變化的，此論以錢穆的見解為代表
82；後有余英時進一步倡言，認

為清代學風的轉變，在於程朱、陸王理學內在理路爭論的結果，即由

「尊德性」一脈走向「道問學」的發展
83，這是從宋明理學和清學間

的連續性關係著眼的。自余氏的「內在理路」說提出之後，幾乎取代

了梁氏反動的觀點，成為討論清代考據學興起的主要意見及論述基

礎，如後來張麗珠提出若干修正，認為「考據學是儒學從主觀內向的

理性認識，向客觀實證的經驗認識發展的結果」
84
；三是從氣本的角

度來分析清代考據學的淵源，以日本學者山井湧為代表人物。山井湧

研究明清時期以「氣」為主之哲學取代朱熹以「理」為主之哲學過程，

                                                 
80 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來研究成果之評介〉中，指出有關考證

學起源的研究可歸納為六類：一、考證學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復古以及楊慎、陳

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歷與博學的雅好。二、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

影響。三、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籠絡，士人參加政府的學術計畫或自行從事與

政治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淪落。四、考證學與

社會經濟文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

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五、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與

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性。該文認為在這

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為梁啟超、余英時與艾爾曼（Benjamin A.Elman）

三人。參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1 期（1991 年 3 月），頁 140-154。  
81 梁啟超言：「『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理學之一大反動。」

參見氏著：《清代學術概論》（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年），頁 6。胡適：〈幾

個反理學的思想家〉，收於《胡適文存》（台北：遠東圖書公司，1961 年），第 3

集第 1 卷，頁 53-56。  
82 錢穆：〈清儒學案序目〉：「有清三百年學術大流，論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理

學一派。」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論叢（八）》（台北：素書樓文教基金會，1990

年），頁 478-507，引文見頁 480。另該書收有〈顧亭林學術〉一文，亦表達相同

之觀點，頁 61-84。又可參見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自序》（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7 年），頁 1-4。  
83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論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識主義的傳統〉：「從

思想史的綜合觀點看，清學正是在『尊德性』與『道問學』兩派爭執不決的情形

下，儒學發展的必然歸趨，即義理的是非取決於經典。」收於氏著：《歷史與思

想》（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1 年二十二刷），頁 87-119，引文見頁 106。另該

書有〈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文，亦表達相同之觀點，頁 121-156。亦可

參見：〈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念通釋〉，收於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99 年八刷），頁 405-486。  
84 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1999 年），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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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臚列之哲學家包括羅欽順（1465-1547）、陳確（1604-1677）、顏

元、戴震、程瑤田、淩廷堪、焦循、阮元等人，而這些學者有多數是

著名考證學家，因而推論氣的哲學與考證學有內在關聯。
85顯然，山

井湧的推論不甚詳盡，故而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
86現若由前文所論

清人氣本觀點下所建立的致知論來看，經典知識的掌握是求「道」（或

「理」）的重要方式，既然必須掌握經典知識，那麼，整理、歸納這

些經典，並詳實地考究經典的字句文義、名物、典制等，自然成為求

「道」過程中不可避免的工作；換言之，清代考據學風的盛行，或許

不能將之視為程朱、陸王義理之學爭論的延續，而是以氣為本的義理

思想在清初顧炎武以至乾嘉時期戴震的發展中逐漸成為清代思潮主

流，在此立場下的致知論所內含的必然趨向，促使了考據學走向鼎盛

的氣象。 

 

是故，重視經典並不是為了考據，而考據亦不是清人問學致知的

目的，其最終仍是在於「道」的追求；當然，清儒所理解的「道」與

宋明理學家所說的「道」，有著不同的意涵。若以宋明如所論的「道」

做為判定清代學術的標準，便極易出現「清人無義理思想」的偏頗觀

點。事實上，對於清人而言，從事考據工作即是宣告聖人之道的追尋，

同時亦是其義理思想主導下的展現。因此，由文字、音韻、訓詁入手

探尋典籍義理，是清儒治學最突出的特點，顧炎武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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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戴震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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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山井湧：〈におけろ氣の哲學〉，《哲學雜誌》，46：711（ 1951 年），頁 82-103。

按：本文所述山井湧之觀點，摘錄自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來研

究成果之評介〉，頁 151。此外，山井湧另有〈戴震思想中的氣—氣的哲學的完

成〉一文中亦言：「氣的哲學把基於氣的客觀世界的存在作為前提，而來尋求被

認為是合乎此客觀世界的理的情況是很普通的，⋯⋯雖不能把『氣的哲學』和考

證學直接地聯繫起來，但氣的哲學作為論證考證學的哲學也不是不適當的。」收

於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編著：《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念的

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年），頁 452-466，引文見頁 466。  
86 相對而言，劉又銘先生論戴震氣本論立場下的修養工夫論時，則有較明確的

說法，頗具啟發，其言：「戴震的致知論內在地要求著、依賴著一套對經驗知識

的收集與整理的學問，其中還可以包括對古今聖賢學問的觀摩與效法，這就為考

據學提供了一個積極的意義與必要的位置。」參見氏著：《理在氣中：羅欽順、

王廷相、顧炎武、戴震氣本論研究》（台北：五南圖書公司，2000 年），頁 164-165。 
87 顧炎武：〈答李子德書〉，《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4，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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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88、「故訓

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之義理明」
89；阮元言「古今義理之學，

必自訓詁始；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由形聲而得訓詁，由訓詁

而得義理」
90、「聖賢之言，不但深遠者非訓詁不明，即淺近者亦非訓

詁不明也」
91，這些言論都表達了一致的訴求；甚至被余英時稱為「不

滿意東原的義理之學」、「對義理之學本身持否定的看法」的錢大昕92亦

曾言：「六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

訓之外，別有義理，如桑門以不立文字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

93、「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理。詁訓者，義理之所由出，

非別有義理出乎詁訓之外者也」
94；王鳴盛亦言「經以明道，而求道

者不必空執義理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讀、釋訓詁、通傳注，

則義理自見而道在其中」
95
，足見義理仍是清人的終極關懷，訓詁是

獲致義理的方法，不是用以做為義理的抗衡；前述清儒致知論時即已

說明，典籍的梳理是為了提供主觀的心知依其辨之、悅之之能做出抉

擇，尋繹出行事之道、事物之理，此即致知的完成。對於義理與考據

二者，戴震以轎中人與轎夫為喻
96、阮元以宮室與門徑為喻97，均可看

出其間的主從關係；淩廷堪認為「矻矻乎名物象數之賾，斤斤乎聲音

文字之辨」的「義疏之儒」，「未足以深羨」，並以「折衷經義」者自

任
98；焦循甚至反對以「考據」一詞來概括當時的典籍研究99，亦可見

                                                 
88 戴震：〈古經解鉤沈序〉，《戴震集‧文集》，卷 10，頁 191。  
89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文集》，卷 11，頁 214。  
90 阮元：〈馮柳東三家詩異文疏證序〉，《揅經室續集》，卷 1，頁 404。  
91 阮元：〈論語一貫說〉，《揅經室集‧一集》，卷 2，頁 170。  
92 余英時：《論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北京：生活‧讀書‧

新知三聯書店，2000 年），頁 109。  
93 錢大昕：〈臧玉林經義雜識序〉，《潛研堂文集》，卷 24，頁 219。  
94 錢大昕：〈經籍纂詁序〉，《潛研堂文集》，卷 24，頁 220。  
95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頁 2。  
96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先生之言曰：『六書、九數等事，如轎夫然，所以

舁轎中人也。以六書、九數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收於《戴

震集》，附錄，頁 452。  
97 阮元：〈國史儒林傳序〉：「聖人之道，譬若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

茍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句，譬猶天際之翔出

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不論聖道，又若

終年寢饋於門廡之間，無復知有堂室矣。」，《揅經室集‧一集》，卷 2，頁 167。 
98 淩廷堪：〈七戒并序〉，《校禮堂文集》，卷 8，頁 64。  
99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論考據著作書〉：「循謂仲尼之門，見諸行事者，曰德行、

曰言語、曰政事；見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

學。⋯⋯無所謂考據也。」又言：「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林⋯⋯，近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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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學意圖。 

 

依此而言，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彰顯的是清人尋索聖人之道的方

法，亦即成德工夫中的一個重要步驟，並非如余英時所言，是由「尊

德性」轉入「道問學」的型態；即使在當時有許多乾嘉學者在治學上

表現確實只專注於典籍、名物的考證而已，心知辨之悅之理義能力運

作部份相對削弱，但若由清儒問學的原始理路來看，實際上清學的理

想仍屬於「尊德性」，與傳統理學家並無二致；而其主要的歧異，是

在於對「尊德性」意涵的不同理解罷了。 

 

第三節  崇禮以自治及治人 

禮學的復興是清代儒學發展的一大特色。這可由當代學者從事清

代禮學的相關研究及其內容中明確看出
100，包括個別清儒的禮學思

想、三《禮》的考證，以及由此所延伸關於禮制的討論、禮教的批判

等論題，均體現了豐碩的研究成果。透過這些研究成果，顯示清代禮

學的興起，絕非只是純就客觀知識的探索，實已涵括了政治、社會、

文化層面的實踐意圖
101。換言之，清儒考證三《禮》、議論禮制、闡述

                                                                                                                                            
來，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易疇名於歙，

段若膺名於金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是直當以經

學名之，烏得以不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與劉端臨教諭書〉：

「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不由於經者。既業

於經，自不得不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雕菰

集》，卷 13，頁 212、214；頁 215。又曾於致王引之書信中言：「為學之士自立一

『考據』名目⋯⋯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偽。」收於賴貴三編著：

《昭代經師手簡箋釋》（台北：里仁書局，1999 年），〈焦循致王引之書（一）〉，

頁 201。  
100 專書如張壽安：《以禮代理 —淩廷堪與清中葉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庄：河

北教育出版社， 2001 年，以下書名簡稱《以禮代理》）、《十八世紀禮學考證的思

想活力 —禮教論爭與禮秩重省》（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5 年，以下書名簡

稱《十八世紀禮學考證的思想活力》）；林存陽：《清初三禮學》（北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 2002 年）；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1997 年 9 月成立「禮教

與情欲研究群」，由各個不同學術角度觀察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禮教與情欲關

係，舉辦講演、研討會等學術活動。參見張壽安、呂妙芬：〈明清情欲論述與禮

秩重省〉，《漢學研究通訊》，第 20 卷第 2 期（ 2005 年 5 月），頁 6-8。單篇論文

如林存陽：〈清代禮學研究散論〉，《社會科學管理與評論》， 2003 年第 4 期，頁
65-67；陳居淵：〈焦、阮、淩禮學思想合論〉，《國際漢學》， 1998 年 10 月第 2
輯，頁 45-59；王世光：〈清代中期「以禮代理」說芻議〉，《孔子研究》， 2004 年

第 2 期，頁 92-99。另可參見諸多論述清代學術史之著作中的相關討論。  
101 如透過禮經的考證為「尊君」提出新詮、嫂叔是否應互服喪服的爭論、婚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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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意的目的是著眼於現實生活秩序的興廢更革，由個人的修養拓展至

經世的層面。本節所要探究的即是從修養工夫的角度來看清代禮學興

起的思想因素及其意義。 

 

一、 言「理」到崇「禮」 

清人本著以氣為本的立場，肯定了人欲人情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

本質，所謂的理義便不再是如理學家所言在飲食男女之外的「天理」，

而是就處事原則的無所差謬、人欲人情的不爽失而論，因此，培養、

擴充心知所本具審辨、擇取理義之能，成為清代修養工夫的特色，即

如上節所言，由聖賢經典的歸納、訓解並擴及一切文獻典章制度的考

究，是掌握理義的基本工夫；至於心知對理義的肯認、抉擇與否，則

在於「絜矩之道」。戴震言： 

 

理也者，情之不爽失也，未有情不得而理得者也。凡有所施

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於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

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於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

人，則理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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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子曰：「其恕乎！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

天下，不過曰「所惡於上，毋以使下，所惡於下，毋以事上」，……

曰「所不欲」、曰「所惡」，不過人之常情，不言理而理盡於

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見以處之，苟舍

情求理，其所謂理，無非意見也。未有任其意見而不禍斯民

者。
103

 

焦循承戴氏之意且更進一步發揮，不但在論及孔子的「一貫之道」（即

                                                                                                                                            
儀節的認定所引發的禮教批判等。參見張壽安：《十八世紀禮學考證的思想活

力》，〈第二章  「親親尊尊」二系並列的情理結構〉，頁 86-143、〈第四章  「嫂
叔無服？嫂叔無服？」〉，頁 227-269、〈第五章  「成婦？成妻？」：清儒論婚姻

之成立〉，頁 270-309。  
102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5-266。  
103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9。  

 210



「忠恕」）中屢屢強調不可「執己」，甚至將「格物」解為絜矩，言： 

 

人執其所學而強己以從之己不欲，則己執其所學而強人以從

之人，豈欲哉？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

亦各有所能，盡天下之性，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104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來也，物者，對乎己之稱也。《易

傳》云：「遂知來物」，物何以來？以知來也；來何以知？神

也；何為神？寂然不動，感而遂通也；何為通？反乎己以求

之也。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則足以格人之所惡；己欲立而

立人，己欲達而達人，則足以格人之所好。為民父母，不過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惡惡之，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

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
105

 

人欲人情無所差謬、不爽失，即是理義。而無所差謬、不爽失的關鍵

在於能否「以情絜情」、「感而遂通」，換言之，理義是建立在人我之

欲、人我之情共通、共同的基礎上，由個人所欲所情推及至群體，能

達天下人之情，遂天下人之欲，即是理義。依此，清人論理義時講求

的是群體生養之欲的滿足、情感過與不及的節制與疏通，落實於人倫

日用的行事，便是「禮」的討論。清初顧炎武即曾說：「禮者，本於

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
106，實已點出了清代崇禮的思想因

素及崇禮的目的。 

 

對於清儒而言，「禮」是「理」的具體化、實象化之稱，如顧炎

武言： 

 

不遺親，不后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禮之所從生

也。
107

                                                 
104 焦循：〈釋一貫忠恕〉，《論語通釋》，頁 3b。  
105 焦循：〈格物解一〉，《雕菰集》，卷 9，頁 131。  
106 顧炎武：〈儀禮鄭注句讀序〉，《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2，頁 32。  
107 顧炎武：〈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日知錄》，卷 10，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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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言： 

 

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理，觀於條理之秩然有序，可以知禮

矣。
108

 

禮者，天地之條理也。⋯⋯即儀文度數，亦聖人見於天地之

條理，定之以為天下萬世法。禮之設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

其過，或勉其不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
109

 

抽象的仁義道德，必須由禮才能透顯，也就是說，緣於人欲人情不爽

失的理義，便寓存於禮；在這樣的理路之下，於是有更多的清儒遂直

接言「禮」而不言「理」，淩廷堪即是最具代表性者，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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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聖人之道，至平且易也。《論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禮，

未嘗一言及理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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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道本乎禮而言者也，實有所見也；異端之道

外乎禮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
111

 

這裡所謂「道無跡也，必緣禮而著見」，其思考的脈絡與顧氏、戴氏

並無不同，只是淩廷堪認為，古聖賢典籍所載只有「禮」而無「理」

字，言「理」是「後儒」援釋入儒的作法；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實事踐

                                                 
108 戴震：〈仁義禮智〉，《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7。  
109 戴震：〈仁義禮智〉，《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8。  
110 淩廷堪：〈復禮中〉，《校禮堂文集》，卷 4，頁 30。  
111 淩廷堪：〈復禮下〉，《校禮堂文集》，卷 4，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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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層面的考量，因此，淩氏以「道」、「聖人之道」取代了「理」字，

倡議「聖人不求理而求諸禮」
112。這種講求禮意的學習、禮儀的實踐

做為修身治人的主張，旋即受到諸多儒者的注意及支持，追隨、議論

淩氏理學思想者頗多，如夏鑾（1760-1829）及其子夏炘（1789-1871）、

夏炯（1795-1846），許宗彥（1768-1818）與黃式三及黃以周（1828-1899）

父子等人，形成清代禮學風潮。再如阮元言： 

 

朱子中年講理，固已精實，晚年講禮，尤耐繁難，誠有見乎

理必出于禮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禮也，五倫皆禮，故宜

忠宜孝，即理也。然三代文質，損益甚多，且如殷尚白、周

尚赤，禮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若以非禮折之，則人不能

爭，以非理折之，則不能無爭矣。故理必附乎禮以行，空言

理則可彼可此之邪說起矣。
113

 

姑且不論阮元對朱子的評論是否允當，這段文字實已充分透露其對

「禮」、「理」的理解及態度。首先，言修身治人以「禮」而不以「理」，

正呼應了焦循所論「治天下則以禮，不以理也」、「理足以啟爭，而禮

足以止爭」的說法
114；至於所謂「理必附乎禮以行」，不僅再次強調了

「理」寓存於「禮」的主張，同時亦可看出「禮」、「理」二者的主從

關係，這種以「禮」為首出、「理」在「禮」中的觀點，實是總結了

自清初顧炎武以來對「理」、「禮」的詮解。方東樹曾引述這段論述並

加以批評，言： 

 

不知禮是四端、五常之一，「理」則萬事萬物咸在。所謂禮者，

「理」也，官於天也；禮者，「天理」之節文，天敘、天勒云

云，皆是就禮一端言。其出於「天理」，非謂「天理」盡於禮

之一德。⋯⋯蓋分言之，則「理」屬禮；合論之，仁、義、

                                                 
112 淩廷堪：〈復禮下〉，《校禮堂文集》，卷 4，頁 32。按：關於淩廷堪禮學論述

及後繼者的相關研究，可參見張壽安：《以禮代理》一書，尤其〈第二章  淩廷堪

禮學思想之內容〉，頁 32-75；〈第三章  淩廷堪與崇禮思想之蔚起〉，頁 76-117。  
113 阮元：〈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辯後〉，《揅經室續集》，卷 3，頁 423。  
114 焦循：〈理說〉，《雕菰集》，卷 1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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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皆是「理」。⋯⋯夫言禮而「理」在，是就禮言「理」。

言「理」不盡於禮，禮外尚有眾「理」也。即如今人讀書作

文，學百藝以及天文、算數、兵謀、訟獄、河防、地利，一

切庶務，謂曰須明其理，則人心皆喻；謂曰此皆是禮之意，

則雖學士，亦惶惑矣。
115

 

方東樹以程朱理學思想的觀點來批駁阮元等人所論「禮」、「理」的主

張，是否能切重要旨，頗有商榷之餘。在此要說明的是，藉由方氏的

論述，恰恰突顯出清人與宋明儒在「禮」、「理」關係認知上的歧異。

方氏言「禮」乃「天理之節文」，實承自朱子之意
116，「天理」是程朱

思想中的終極本體，仁、義、禮、智皆是「天理」落實於經驗世界中

個別的所以然之「分理」，與「天理」分屬不同層次，因此方氏言「仁、

義、知、信皆是理」中的「理」是指「分理」而言，「禮」當然應屬

「分理」之列，絕不能逕等同統攝一切「分理」的「天理」，此即方

氏強調的「理不盡於禮」、「禮外尚有眾理」之意。而清人則是就人情

人欲的不爽失言「理」，落實於踐履為「禮」，故據「禮」以顯「理」

意，對於清儒而言，崇禮更具實質意義。 

 

清儒論及禮制的訂定，有相當一致的見解，如顧炎武言：「先王

之制禮也，不可多不可寡也，唯其稱也」
117，戴震言「禮之設所以治

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不及」（見前引），焦循言「君長之設，

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立政之要，因人情以制禮」
118，淩廷堪言

「飲食男女，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知其然也，制禮以節之」119、「好惡

者，先王制禮之大原也」
120，實皆著眼於妥貼安置人欲人情；在此基

礎上所建構的禮學，自然有別於宋明源於「天理」觀下的禮學思想。

清儒透過古籍文獻、典章制度的考據為手段，批駁宋明禮學禮制，最

                                                 
115 方東樹：《漢學商兌》，收於江藩、方東樹：《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香港：
三聯書店，1988 年），卷中之上，頁 293-294。  
116 朱熹：《論語集注‧顏淵第十二》：「禮者，天理之節文也。」《四書章句集注》，

卷 6，頁 131。  
117 顧炎武：〈君子而時中〉，《日知錄》，卷 9，頁 185-186。  
118 焦循：〈理說〉，《雕菰集》，卷 10，頁 151。  
119 淩廷堪：〈荀卿頌并序〉，《校禮堂文集》，卷 10，頁 76。  
120 淩廷堪：〈好惡說上〉，《校禮堂文集》，卷 16，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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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的目的即在於彰顯這個達情遂欲為本的禮學以做為修身、治人的依

據。 

 

二、「克己復禮」之詮釋 

《論語》所載孔子回答顏淵問仁，言：「克己復禮為仁。一日克

己復禮，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並以「非禮勿視，

非禮勿聽，非禮勿言，非禮勿動」做為條目。
121宋代朱熹以其自身哲

學思想詮釋了這段文字，將「克己」解為勝「身之私欲」，將「禮」

解為「天理之節文」
122後，遭致明、清兩代儒者諸多批評並賦予不同

的詮釋，這些批評及新解，一方面因成為考察明、清義理思想轉折的

線索而受到重視
123；另一方面亦有現代學者從經典詮釋原則的不同、

義理思想的歧異等層面說明這些詆斥朱注者之誤。
124
誠然，清人在「克

己復禮」的相關論述上確實顯著的表現出反朱注的傾向，這當然是肇

因於義理思想立場上的不同所致，也正因如此，清人對程朱「克己復

禮」解的批判是否允當，仍有討論的空間；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透

過清儒「克己復禮」的討論，實可看出清人以禮修身治人的內涵。 

 

戴震批評朱子訓解「克己」、「為仁由己」中「己」字的前後不一

致
125，尤針對「克己」的「己」解為「私欲」，他認為： 

                                                 
121 朱熹：《論語集注‧顏淵第十二》，《四書章句集注》，卷 6，頁 131-132。  
122 朱熹：《論語集注‧顏淵第十二》：「蓋心之全德，莫非天理，而亦不能不壞於

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復於禮，則事皆天理，而本心之德復全於我矣。」

又言：「非禮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復禮

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不中禮，而日用之間，莫非天理之流行矣。」《論

語集注‧顏淵第十二》，卷 6，頁 131-132。  
123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考察明儒鄒守益、王龍溪、羅近溪，清儒顏元、李塨、戴

震等人對「克己復禮」的詮釋，以此指出明、清思想中「理」的思想轉折。參見

溝口雄三著，林右崇翻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台北：國立編譯館，1994
年），〈第五章  清代前葉的新理觀之確立 —從「克己復禮」解的展開看新理觀之

確立〉，頁 345-393。又林啟屏先生：〈乾嘉義理學的一個思考側面—論「具體實

踐」的重要性〉一文中，以戴震、阮元等對「克己復禮」的討論說明清儒對「禮」

在具體實踐上的主張。收於林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台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3 年），總頁 41-102，尤其頁 81-87。  
124 如張崑將：〈朱子對《論語‧顏淵》「克己復禮」章的詮釋及其爭議〉，《台大

歷史學報》，第 27 期（ 2001 年 6 月），頁 83-124。劉玉國：〈戴震理欲觀及其反

朱子「存天理去人欲」平議〉，收於林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

總頁 365-389。  
125 戴震：〈權〉：「老、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謂

之『私欲』，則聖賢固無之。然如子路之賢，不可謂其不能勝私欲矣，豈顏子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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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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又非取決於天下乃斷之為仁也，斷之為仁，實取決於己，

不取決於人，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聖人，

未易語於意見不偏，德性純粹；至意見不偏，德性純粹，動

皆中禮矣。就一身舉之，有視、有聽、有言、有動，四者勿

使爽失於禮，與「動容周旋中禮」，分「安」、「勉」而已。
126

 

焦循言： 

 

約我以禮，即復禮克己。復禮即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勿施

即勿聽、勿視、勿言、勿動也。勿聽、勿視、勿言、勿動，

克己也，非禮則勿聽、勿視、勿言、勿動，是視聽言動者皆

禮也，是復禮也。
127

 

阮元引《左傳》之文證明「克己復禮」乃為古語，又引毛奇齡所著《四

書改錯》中馬融以「約身」解「克己」之說，反對朱子之解
128，言： 

 

顏子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與下「為仁由己」相同。言能

克己復禮，即可竝人為仁，一日克己復禮，而天下歸仁，此

                                                                                                                                            
壞於私欲邪？況下文之言『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不與下同？」

《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26。  
126 戴震：〈權〉，《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26。  
127 阮元：〈釋仁〉，《論語通釋》，頁 7b-8a。  
128 阮元：〈論語論仁論〉：「《左傳》昭公十二年，楚靈王聞右尹子革諷祈招之詩，

而不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復禮，仁也。楚靈王若能如

是，豈其辱於乾谿。』據此，可見克己復禮，本是古語，而孔子嘗引之。」又：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為克己，從來說如此，惟劉炫曰：

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不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

字，原是不安，至程氏直以己為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

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論語》克己復禮為

證，則誣甚矣。』」《揅經室集‧一集》，卷 8，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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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

當自己始，若但知有己不知有人，即不仁矣。⋯⋯若以克己

解為私欲，則下文「為仁由己」之己，斷不能再解為私，而

由己不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不相屬矣。
129

 

淩廷堪呼應阮元之說，且更進一步考究《論語》中的「己」字，強調

若均解作「私欲」則盡不可通，故言： 

 

至於《集註》（按：指朱熹《論語集注》）所以屏去舊說而專

主此孤據，但喜其與己之理欲相近而已，未遑取全經而詳繹

之也。竊以馬氏（按：馬融）之注申之，克己即修身也。故

「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不云

克也。
130

 

清儒在論及「克己復禮」時，往往伴隨著對朱注的批評，包括朱子訓

解「克己」的「己」為私欲，使得與後文的「為仁由己」有所矛盾；

以及朱子在「天理」、「人欲」相對立的前提下
131，將「欲」視為「克」

的對象
132，這是肯定人欲人情價值的清儒極力駁斥的焦點。因此，戴

震認為「克己」是修正自身「意見少偏，德行未純」的偏蔽之失以達

到自身之欲之情與天下相通的狀態，焦循、阮元皆逕以「約身」的角

度解「克己」，且言「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顯然與戴震著

眼於個己與天下人情欲共通的理路一致，淩廷堪進一步將「約身」之

意引申為「修身」，更突顯出與朱注的不同。思想的不同，導致詮釋

的歧異，於此可見。事實上，清人在「克己」一辭的詮釋上既已呈現

異於理學的立場，那麼，「克己復禮」作為道德修養工夫，自然亦有

不同的意涵。朱子的「復禮」是指歸返於人心所本有具足的道德本質

                                                 
129 阮元：〈論語論仁論〉，《揅經室集‧一集》，卷 8，頁 199。  
130 淩廷堪：〈與阮中丞論克己書〉，《校禮堂文集》，卷 25，頁 235。  
131 朱子言：「人只有天理、人欲兩途，不是天理，便是人欲。」參見黎靖德編：

《朱子語類‧顏淵問仁》，第 41 卷，頁 1670。  
132 除《論語集注》中的注文之外，再如：「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

鼻之欲、及人我是也，不知那箇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然非禮勿視聽言

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參見黎靖德編：《朱子語類‧顏淵問仁》，第 41 卷，
頁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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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故而所謂的「非禮勿視，非禮勿聽，非禮勿言，非禮勿動」，

均是就個人內在做工夫，能夠禁絕自身不符禮儀的視聽言動，使一切

外在行為合理，便是「天理之流行」，因而朱子在注解「克己復禮」

中會說：「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復禮之機也。」清儒解「克己」

為修身，重視的是人我間的絜矩之道，因此要求自身的視聽言動（即

人欲人情）能「還其至當不易之則」，能與天下共通而無所窒礙，此

即「復禮」。顯然，清儒的非禮勿視聽言動是就個己與群體間做工夫，

尋求天下人視聽言動的「至當不易之則」，這才是清人禮學發展的核

心思想，因此，記述禮制儀節的《儀禮》受到空前的重視
133，三《禮》

的考據著作豐碩，其目的即在於透過禮制的考證、禮俗的議論以建構

一遂欲達情的禮秩社會。 

                                                 
133 關於清代《儀禮》興起之研究，可參考張壽安：《十八世紀禮學考證的思想活

力》，頁 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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