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篇  清代《荀子》考據與荀學的重新定位  
 

第肆章   清儒考據《荀子》的成就與侷限  
 

《荀子》一書，自唐代楊倞作注後，宋、元至明代中葉，儒者對

於荀書的訓釋及勘刻極少，成果不多 1。至明末清初的傅山（ 1607-1684）

推崇子學，並且廣泛批注眾多先秦子書，包括《荀子》在內，在諸子

學研究中獲得優異成就。至清乾嘉時期，先秦諸子的著作在考據學的

推動下，於版本的校勘、文字訓詁的考釋等方面，作了全面的整理；

考據學家如劉台拱、郝懿行（ 1757-1825）、王念孫、俞樾（ 1821-1906）、

王先謙等人，對於荀子的校勘與訓釋，獲致了空前的成果，是清代荀

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然而，必須說明的是，這些校釋固然取得

了超越前人的成就，有其意義及價值存在，但是疏於荀子義理思想的

考察分析，欠缺透過全篇或全書的共同概念下來考究字詞文義，則是

它的侷限所在。  

 

清代《四庫全書》中，子部所涵蓋的範圍甚廣，據《四庫全書總

目‧子部總敘》言：「自六經以外立說者，皆子書也。」 2依此，子部

包攬的門類包含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數、

藝術、譜錄、雜家、類書、小說家、釋家、道家等；顯然，這個範圍

不僅包含了先秦諸子，而且亦收羅了秦漢以後的諸家著作，如此龐雜

繁多的門類，對於本文所欲探究的論題而言，是不可能且不必要的。

章太炎（ 1869-1936）曾言：  

 

                                                 
1 據嚴靈峰《無求備齋荀子集成》所收錄，宋代校釋《荀子》者，如錢佃於淳熙

八年（ 1181）集諸家所藏二浙、西蜀本、元豐國子監本參校，著《荀子考異》；

龔士卨於景定元年（1260）據楊倞注本，中附「重言」、「重意」、「互注」，成《纂

圖互注荀子》；《天祿琳琅書目》指出《荀子考異》與《纂圖互注荀子》二書均為

帖括之書。明代評點風氣盛行，亦普及於荀書，如孫鑛、鍾惺著《荀子評點》，

焦竑、翁正春、朱之蕃著《荀子品彙釋評》，歸有光、文震孟著《荀子彙函》，均

以荀子筆法文氣的品評為主。參見嚴靈峰：《無求備齋荀子集成》（台北：成文出

版社，1977 年，以下書名簡稱《荀子集成》），目錄頁 1-8；王先謙：《荀子集解‧

考證上》（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二刷），頁 10-11。  
2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5 年），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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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諸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諸家，亦得列入，而必

以周秦為主。……當時學者，惟以師說為宗，小有異同，便不

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隘、喜寬容、惡門戶、矜曠觀也。蓋

觀調和獨立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不相及。
3

 

章太炎認為先秦諸子是歷來諸子學中的主體，對於先秦諸子的評價很

高。在清代諸子學的研究中，先秦諸子的整理與研究亦是最值得重視

的，因此，本文所論及的清代諸子學，所設定的範圍是指先秦諸子，

當然，這也包括了儒家中被納入子學範疇的荀子在內。  

 

第一節   清代荀學考據的興起  

一、 清初的荀學研究  

即使清代諸子學的考據興盛於乾嘉時期，絕大多數校勘訓釋《荀

子》的相關著作亦是在乾嘉時期完成，但若僅就此一時期的成果來探

究荀學的研究成果而忽視了清初致力於諸子學研究的傅山，恐怕是不

夠完備的。  

 

傅山在諸子學研究上的成就，不僅僅在於評注了《老子》、《莊

子》、《列子》、《墨子》、《荀子》、《公孫龍子》、《管子》、《淮南子》等

諸多子書，更重要的是倡議提昇子學地位的主張，成為清初諸子學研

究者中最具代表性的開創者。 4

 

（一） 傅山推崇子學的主張  

                                                 
3 章太炎：〈諸子學略說〉，參見湯志鈞編：《章太炎政論選集》（北京：中華書局，

1977 年），上冊，頁 285-286。  
4 如丁寶銓言：「昌言子學，過精二藏，乾嘉以後，遂成風氣，治子名其家者有
人，通釋入於儒者有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諸子道釋，一以貫之，名曰哲學，

其大無外，其細無間，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學，實嗇廬氏（按：傅山別字嗇廬）之

支流與其餘裔也。」參見傅山：《霜紅龕集‧丁序》（台北：漢華文化事業公司，

1971 年），頁 4-5；又胡楚生言：「竊嘗以為，清儒之所從事，其能進於宋明儒者，
亦有數端，……其三，則周秦諸子之宏揚也，蓋九流百氏之學，舍短取長，皆可

以通萬方之略，然而自兩漢以下，治諸子者，除老莊之外，百不一見，至於清儒，

傅青主首開研議之風，而汪容甫張皋文繼之，……至是而九流之學，經兩千年之

沉埋，乃能刮垢磨光，別樹聲彩，馴至與經典傳記，分庭而抗禮矣。」參見氏著：

《清代學術史研究‧自敘》（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8 年），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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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一如眾多明清之際的學者，對於宋代理學提出嚴厲的批判

5，而其特出之處則在於否定宋學之餘，並沒有如一般清初儒家學者

主張回歸儒家經典，而是重視佛經與子書，他說：  

 

仔細想來，便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

了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惡心殺！真惡心

殺！
6

 

失心之士，毫無餐采，致使如來本跡大明中天而不見，諸子

著述雲雷鼓震而不聞，蓋其迷也久矣！雖有欲抉昏蒙之目，

拔滯溺之身者，亦將如何之哉？
7

 

傅山對於多數儒者們視為一切學術思想標準的儒家經典表示不以為

然，認為論學應該要突破儒家經典的藩籬，重視被沉埋的「如來本跡」

與「諸子著述」，並且汲取其中思想精義，如此才是具有價值的學術。

換言之，長久以來被視為學術權威的經學，在傅山的理解中，已不是

絕對擁有最崇高的地位了。又言：  

 

經、子之爭末矣。只因儒者知六經之名，遂以為子不如經之

尊，昔見之鄙可見。即以字求之，「經」本「巠」字。「一」

即「天」，「ㄍㄑ」則「川」。《說文》：「巠，水脈也。」而加

「工」焉，又分「二」為天地，「l」以貫之。「子」則「一」

「了」而已。古「子」字作「 」。「巠」、「子」皆從「ㄍ」者，

何也？「ㄍㄑ」即「川」者，水也，ㄍㄑ則無不流行之理。

訓詁者以「  」上之「ㄍㄑ」為髮形，亦淺矣。人，水也；「子」

之从「ㄍㄑ」者，正謂得ㄍㄑ之一而為人也，與「巠」之從

                                                 
5 有關傅山對宋代理學批判的論述，參見考許守泯：《傅山之生平與思想》（清華

大學歷史系碩士論文， 1989 年）；鄭卜五：《傅青主與其諸子學研究》（高雄師範

大學國文系碩士論文， 1990 年）；周玟觀：《傅山學術思想研究》（台灣大學中文

系碩士論文，1998 年）；王茂、蔣國保、余秉頤、陶清合著：《清代哲學》（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年），頁 551-579。  
6 傅山：〈書成宏文後〉，《霜紅龕集》，卷 18，頁 555。  
7 傅山：〈重刻釋迦成道記敘〉，《霜紅龕集》，卷 16，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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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ㄍㄑ」者同文。即不然，從孫稚之語，故喃喃。孔子、孟

子不稱孔經、孟經，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見有子而後有

作經者也。豈不皆發一笑。
8

 

傅山以文字考證的方式，說明「經」、「子」二字都从「水」，有著相

同的來源，依此，經、子本源相同，並無尊卑之分，毋須崇經而貶子。

姑且不論如此的字源考證是否正確，但傅山強調經、子地位相等的用

心，仍在其論述中表露無遺；再者，又以人們慣稱孔子、孟子而不言

孔經、孟經的用語方式論證「有子而後有作經者」，如此一來，經、

子地位不僅應視為平等，且子甚至更早於經了。這些說法，很顯然的

都是試圖從學理上以經、子二者的比較關係中來提升子學在學術上的

地位。除此之外，傅山從實際效用上盛讚子學的功用，他說：  

 

子書不無可鶩可喜，但五六種以上，徑欲重復明志、見道、

取節而已。
9

 

吾以《管子》、《莊子》、《列子》、《愣嚴》、《唯識》、《毗婆》

諸論約略參同，益知所謂儒者之不濟事也。釋氏說斷滅處，

敢說過不斷滅，若儒家似專專斷滅處做工夫，卻實實不能斷

滅。
10

 

學者讀此（按：《管子‧小問篇》），可以立身，可以禦侮，可

以成德，可以濟物。小子玩之，茲實也。兔脫也，謂脫然變

化而出也。忠信甲冑，禮義干櫓，內甲卷城，兵刃之道也。
11

 

傅山判斷子學的價值高於經學的理由，在於子學能「濟事」而儒學「不

濟事」。這裡所謂的「濟事」，除了包含個人的「明志」、「見道」、「取

節」等修身領域外，甚至「禦侮」、「成德」、「濟物」等經世之道亦能

                                                 
8 傅山：〈雜記三〉，《霜紅龕集》，卷 38，頁 1082-1083。  
9 傅山：〈與戴楓仲書〉，《霜紅龕集》，卷 24，頁 669。  
10 傅山：〈讀子三〉，《霜紅龕集》，卷 34，頁 979。  
11 傅山：〈雜記三〉，《霜紅龕集》，卷 38，頁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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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種子書發掘；換言之，從致用的觀點而言，顯然傅山認為子書

的功能是勝過經書的。  

 

由經、子來源相同故不應有尊卑之別，進而指出「有子而後有作

經者」來凸顯子學地位，同時從「濟事」的價值取向中，說明子學研

究的重要性；傅山這種由經學到子學的學術主張，對於中國學術發展

史上長期以經學為核心的傳統來說，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 傅山《荀子評注》的成就  

傅山推崇子學的主張不僅止於理論的敘說而已，同時也致力於理

論的實踐；其諸子學的研究領域不但涉獵甚廣，且頗具獨創精神。然

而，這些諸子學的研究著作在過去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有許多已

經散佚 12，包括《荀子評注》亦是在近期才完整地呈現。 13

 

在傅山的諸子學研究中，荀子雖不是他最尊崇的先秦諸子 14，但

對於《荀子》一書的批注與整理卻不只一次，曾言：  

 

長夏蒸溽，閒坐不住，取昔所點荀卿書再一 留之，隨取其詞

義之雋永者，略記一半句或數字。吾後有讀是書者，置此於

前，以為著眼之先，亦一勸也。
15

 

                                                 
12 傅山的著作除醫書外，過去最普遍的學術著作只有《霜紅龕集》，侯外廬〈傅

山《荀子評注》手稿序言〉認為：由於傅山的思想著作觸犯當時忌諱，故有不少

作品在清代時便不能刊印。郝樹侯〈傅山的學術思想與成就〉則認為：由於人們

欽佩傅山反清且堅拒朝廷徵聘，反而減少對其學術的注意；其次，傅山的書法被

奉為「國初第一」，致使其著作遺稿被收藏者奉為瑰寶而珍藏，因此後人得以見

者不多，如《荀子評注》便是其一。二文均收於郝樹侯等撰：《傅山研究文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年），頁 1-7、頁 12-22。  
13 據郝樹侯：〈傅山的學術思想與成就〉言，傅山的《荀子評注》「初藏祁縣丹

楓閣，後歸太古曹氏，直至近年，才由曹氏後裔捐獻給山西省文物管理委員會。」

侯外廬曾於 1962 年 6 月為即將出版的《荀子評注》作〈序〉，但該書又因動亂而

中斷出版；現今所見《荀子評注》為 1990 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參見郝樹侯

等撰：《傅山研究文集》，頁 12。  
14 傅山曾自承自己是學老莊者，在〈書張維遇志狀後〉言：「老夫學老莊者也。」

參見氏著：《霜紅龕集》，卷 17，頁 512。  
15 傅山評註，吳連城釋文：《荀子評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年），

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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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段序文中所言「取昔所點荀卿一書」，足見傅山曾就《荀子》一

書作過點校工作，日後又再針對《荀子》中雋永的詞義加以選錄批注，

這一部分亦是現今所能見者。透過《荀子評注》，可了解傅山就《荀

子》的考據及義理闡發上，在清代荀學的研究中所代表的開創意義。 

 

傅山的《荀子評注》是結合了訓釋與義理兩個層面。首先，在訓

釋層面上，傅山著重於音義的辨證，引用《說文》、《廣韻》、《集韻》、

《玉篇》等群書為基礎，同時又能夠將全書中同一字詞匯集在一起，

加以探究，並會通方言俗諺以明古義，甚至對於楊倞的注解提出駁正

16，這些注解的方式雖然在運用上遠不如後來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精

密及準確，但從清代荀學研究的角度來看，有關《荀子》考據的發展，

在傅山的《荀子評注》中已有了雛型，且恐怕也是清初學者中所僅見

的。  

 

其次，《荀子評注》在義理的論述上，也有相當的發揮。對於《荀

子》一書整體的思想評價，傅山言：  

 

《荀子》三十二篇不全儒家者言，而習稱為儒者，不細讀其

書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辭之複而嘽者也。但少精摯處，

則即與儒遠，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于

墨家者言。
17

 

荀卿屢有非墨之論，此篇「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制之？

                                                 
16 在訓釋上，如《荀子‧正名》中「屋室廬庾，葭蒿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

楊倞注解「廬」為屋室，「葭蒿」為蓆蓐，乃貧賤人之居。傅山則引《說文》、《周

禮》、《莊子》、《詩傳》說明「屋室廬庾」大概謂非一定之華居，或在野之廬，或

貯粟之庾，此解較楊注詳細許多；在匯集多篇加以考察的部分，如：《荀子‧仲

尼》：「非綦文理也」中的「綦」字，傅山匯集了〈王制〉、〈富國〉、〈王霸〉、〈君

道〉、〈議兵〉、〈正論〉、〈君子〉、〈雲賦〉、〈宥坐〉等九篇的文句及楊倞注，歸納

出「綦」有「期」、「窮極」、「基」、「極」等四種解釋；在會通方言俗諺上，如《荀

子‧非十二子》中「離蹤跂訾」，傅山以晉諺「立能能起」解之；除此之外，在

《荀子‧禮論》中「絲末」一詞，楊注「末」同「幦」，織絲為幦。傅山引《說

文》、《集韻》、《周禮》說明若將「絲末」解為織絲為幦，則是喪車之飾，如此一

來，則與後文的「養威」文義不符，故楊注為非。以上參見傅山評注，吳連城釋

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54、頁 214、頁 211、頁 243。  
17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批注全書後之文，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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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

使之？」與《墨子‧大取》篇之語：「為暴人語天之為是也，

而性為暴人歌天之為非也」。「歌天之為」即「從天而頌之」

之義。道固有至相左右者而與之少合者如此。
18

 

在此，傅山指出荀子的思想並非純粹為儒家學說，甚至，荀子思想的

精摯處不僅遠於儒家，且近於法家與刑名家；即使有非難墨家的言

論，卻也有少部分的思想與墨家相合。顯然，傅山所考察的荀子思想，

是匯集了先秦各家而成的。事實上，傅山並不是第一位質疑荀子思想

非儒家正統的人，自唐代韓愈評荀子是「大醇而小疵」為代表性的開

始以來至現代的學者，對於荀子在先秦諸子學派中的歸屬問題，至今

仍未形成絕對的共識 19；只是，大多數的學者貶斥荀子非儒家的原因，

都是從荀子的「性惡」、「法後王」等思想，以及與孟子思想的差異為

基礎而論述；而推尊老、莊思想的傅山則不然，雖指出《荀子》融合

法家、刑名家及墨家的思想，但並沒有負面的評價，倒是對於荀子抨

擊老、莊思想的論述加以反駁：  

 

謂老子「有詘而無信，則貴賤不分」此大蔑矣。其義似謂貴

者當信，賤者當詘也，以自卑陋矣。且不知老子「善下人」、

                                                 
18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批注〈天論〉後之文，頁 237。  
19 在宋、明時代，無論是程朱或陸王的思想體系，荀子均被排除於儒家之外，

如：（ 1）宋代朱熹曾言：「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見。」參見黎靖

德編：《朱子語類‧戰國漢唐諸子》（台北：正中書局， 1962 年），第 137 卷，頁
4825。（ 2）明朝嘉靖九年（ 1530）甚至將荀子逐出孔廟，參見《明世宗實錄》，

收於《明實錄》（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縮印本，1984 年），第 8
冊，卷 119，頁 8166。（ 3）至清代熊賜履編《學統》，將荀子貶入「雜學」。參見

氏著編：〈雜學〉，《學統》（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62 年），卷 43，頁 553-557。
（ 4）至近代學者也有否定荀子為儒家者，如楊筠如認為《荀子》是雜湊之書，
參見氏著：《荀子研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6 年），頁 12-35。郭沫若

則較推崇孔孟，以為荀子是「雜家」的祖宗。參見氏著：《十批判書‧荀子的批

判》（上海：群益出版社， 1947 年），頁 185-218；趙吉惠：〈論荀學與孔孟哲學

的根本區別〉指出荀子思想是「兼儒墨、合名法」的黃老之學，惟認為荀學是接

通傳統與現代、融合東方與西方、對於現實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現代轉化的橋樑予

以正面評價。刊於《哲學與文化》，第 26 卷第 7 期（ 1999 年 7 月），頁 648-658；
葛志毅：〈荀子學辨〉則指出荀子學術思想是「博攝雜揉，兼綜並取」，其中的法

治思想有相當一部分應源於商鞅的影響。刊於《歷史研究》， 1996 年第 3 期，頁
16-28；蒙文通認為《荀子》的「〈天論〉、〈禮論〉、〈性惡〉皆鄰於申、商之途，

而其所以立仁義者，實又出於老、莊之旨。」參見氏著：《古學甄微》（成都：巴

蜀書社， 1987 年），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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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為大」之語，即天道下濟而光明之義。20

 

又於《荀子‧解蔽》中「莊子蔽於天而不知人」，傅山言：  

 

老荀逕被漆園先生瞞過，亦可謂不讀書者矣。莊子真有世出

世有之妙，糟老那得知？
21

 

由這兩段引文，可知傅山與荀子對於老、莊的理解並不一致，而傅山

迴護老、莊亦是十分明確的。他認為荀子批老子「貴賤不分」、批莊

子「蔽於天而不知人」都是錯誤的理解，未能正確的理解老、莊思想；

這裡稱荀子為「老荀」、「糟老」，也可看出傅山對於荀子的貶意。同

時，傅山亦就《荀子》中的論述提出詰難，如《荀子‧王霸》：「故國

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行也。故一朝之日也，

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

之也。」傅山曰：  

 

荀子每以法後王為詞，而此又言千歲之信法耶？若爾，則後

王不必法矣。
22

 

荀子在此所說的「千歲之信法」，指的應是一種依循禮義道德的王道

精神，這種王道精神是通過長久時空檢驗與具體實踐後累積而成的基

本價值原則，在其形成之後，即超越時空而存在，自然不因改朝換代

而有所變動。傅山似乎將「千歲之信法」理解為固守自古以來的法令，

如此一來，對於荀子的「法後王」主張便無法瞭解，故有此詰難。再

如：《荀子‧君道》：「便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

也，不可不早具也。」傅山曰：  

 

老荀於此失言哉！从來便嬖左右有賢者耶？後雖曰：「其知惠

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也。」從來有幾個知惠端

                                                 
20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批注〈天論〉後之文，頁 238。  
21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49。  
22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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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之便嬖耶？23

 

由於國君要掌控的範圍極廣，但耳目所能顧及的範圍卻十分有限，因

此，荀子認為國君左右的人如同「門戶牖嚮」，能夠讓國君獲得更廣

泛的訊息。荀子在此用了「便嬖」一詞，指的是國君周遭近習之人，

而且必須是「知惠端誠」之人，這是荀子所描述的理想君臣準則；而

傅山則以為「便嬖左右」者鮮有「知惠端誠」之人，這似乎是就歷史

經驗的角度加以批駁。 

 

除詰難《荀子》論述之外，傅山對於《荀子》義理思想的闡發，

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在《荀子‧禮論》：「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

文理隆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不能自美。性偽合，然後

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傅山言： 

 

此明言禮全是偽也。《樂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樂不可以為偽。」又曰：「著誠去偽，禮之經也。」蓋見禮

之可以偽為矣。然偽不全為詐偽也。
24

 

另又言曰： 

 

〈性惡〉一篇立意甚高，而文不足副之。「偽」字本有別義，

而為後世用以為詐譌，遂昧从人从為之義。此亦會意一種。
25

 

《荀子》的心性論，歷來一直是備受抨擊的主要原因，而關鍵之一，

就是將「偽」字訓為「真偽」之「偽」，傅山指出「偽不全為詐偽」、

「『偽』字本有別義」，事實上是繼承了楊倞的註解「偽，為也」的旨

趣，後來的乾嘉學者訓解亦大都持相同意見，由此可看出傅山對於荀

子的思想仍有一定程度的理解；同時，傅山也稱道荀子論學應不斷更

新、通變的主張，《荀子‧大略》：「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傅

                                                 
23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27。  
24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44。  
25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全書批注後之文，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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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評曰：「妙喻」26，又將此精神列為教喻子孫之訓條： 

 

蛻，荀子如蛻之脫，君子學問，不時變化，如蟬蛻殼，若得

少自錮，豈能長進。
27

 

由此可看出，在論學上，傅山取法於荀子的証明。另外，傅山亦藉《荀

子》來批評當世俗儒，《荀子‧非十二子》：「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

不知其所非也。」傅山言： 

 

儒字《荀子》屢見，皆與偷儒連言，而此則瞀儒。若儒如本

讀音，則謂之瞎儒也。儒真多瞎子。溝猶如本音讀，則謂如

在溝瀆之中，而講謀猷，是瞀儒之大概也。〈儒效〉篇又有「愚

陋溝瞀」。
28

 

荀以此非思、孟則不可，而後世之奴儒實中其非也。其所謂

「案往舊造說」然也。僻違幽隱，則儒無此才也；閉約不解，

則誠然也。……溝猶瞀儒者，所謂在溝渠中而猶猶然自以為

大，蓋瞎而儒也。寫奴儒也肖之，然而不可語於思、孟也。
29

 

這兩段話看似對荀子的論述有所批評，且又為思、孟辯護，然而，實

際上是藉此在批評「陋儒」的言行就像「在溝瀆之中，而講謀猷」，

即使高談闊論卻沒有獨立見解的「瞎儒」。這是傅山用以表達對儒者

蔑視的方式，至於他說「以此非思、孟則不可」，反而不是論述的重

心了。  

 

就清初諸子學的發展來看，雖然傅山並非是唯一有所成就及貢獻

者，如方以智（ 1611-1671）著有《諸子燔痏》、《藥地炮莊》，王夫之

（ 1619-1692）著有《老子衍》、《莊子通》、《莊子解》及《呂覽釋》、

                                                 
26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63。  
27 傅山：〈家訓‧己末七月二十日書教兩孫〉，《霜紅龕集》，卷 25，頁 705。  
28 傅山評注，吳連城釋文：《傅山荀子評注》，頁 210。  
29 傅山：〈讀經史‧學解〉，《霜紅龕集》，卷 31，頁 84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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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注》等，都在哲學層面重釋了老、莊或其他諸子，然而，「他

們主要研究了老、莊，涉獵諸子學的範圍還比較窄。而且他們都是批

判性地研究老、莊，未能改變儒學正統的偏見。」 30相較之下，傅山

能突破儒學獨尊的學術傳統觀念，力倡子學研究價值，並且將研究諸

子的範圍加以擴大，對於清代諸子學研究的興起，是一個重要的標

的。在荀學研究上，即使《荀子評注》並非傅山最突出的著作，但從

研究的體例上而言，擇取重要文句加以批注、以文字聲韻為考證基礎

等方法，實已具備了後來乾嘉時代《荀子》考據的雛型，這是《荀子

評注》的成就之一；再者，在研究內容上，傅山雖然多是從老、莊思

想的角度來批判荀子的論述，同時對於荀學在學派歸屬的認定上也還

有很大的討論空間，然而，能在注解《荀子》的同時又顧及義理思想

的考察，這一點恐怕是乾嘉學者考據《荀子》所不能及的。  

 

二、乾嘉時期諸子考據的興起 

清初傅山致力於諸子學的研究，強調諸子學的價值，並且具體落實於訓釋及

義理兩方面，標誌著清初諸子學研究的成果。然而，傅山的主張似乎並沒有獲得

後來學者的支持及發展；乾嘉時期所興盛的考據學，成為引導諸子學研究的關鍵

因素。過去學者論及乾嘉時期子學研究的興起，大都已明言與考據學的密切關

係，但是，細究這些評論，仍可發現不少相異之處，如梁啟超說： 

 

自清初提倡讀書好古之風，學者始以通習經史相淬厲，其結

果惹起許多古書之復活，內中最重要者為秦漢以前子書之研

究。……關於子書研究的最後目的，當然是要知道這一家學說

的全部真相，再下嚴正的批評。但是，想了解一家學說，最

少也要把他書中語句所含意先看得明白。……所以想研究子

書，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釋工夫不可。注釋必要所注所釋確是

原文，否則「舉燭」、「鼠璞」，動成笑話，而真意愈晦。不幸

許多古書，展轉傳抄傳刻，訛舛不少，還有累代妄人，憑臆

竄改，越發一塌糊塗。所以想要得正確注釋，非先行（或連

                                                 
30 羅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年），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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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做一番校勘工夫不可。清儒對於子書（及其他古書）

之研究，就順著這種程序次第發展出來。
31

 

梁啟超指出，清儒研究子書的目的在於瞭解其學術思想，而瞭解學術

思想的前提則必須建立於校勘及注釋的工夫，因此，清儒研究子學的

順序，是由校勘到注釋，再透過注釋而瞭解諸子學說，並加以批判；

換言之，梁啟超認為乾嘉時期的儒者從事諸子學的考據是為了探究諸

子的思想。然而，從這些考據學家的研究成果或其他的論述中，卻無

法尋繹出他們當初的研究動機是為了探究子書思想的証明；即使在校

勘、文字訓詁的過程中，不免對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觀點有所評論，但

似乎仍不足以說明這些有限的評價即是考據學者的最終目的。較多的

學者，則傾向認為「以子證經」的需要，才是子書考據興起的原因，

如胡適：  

 

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不得不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

用來作參考互證的材料。故清初（按：指嘉慶以前）的諸子

學，不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參考書。不料後來的學

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
32

 

羅焌：  

 

（考證學）自漢至今，莫盛於清。……溯源兩漢，辨析今古，

經學之盛，超軼唐宋。又以古諸子書關聯經傳可以佐證事實，

可以校訂脫譌，可以旁通音訓，故乾嘉以還學者，皆留意子

書，用為治經之助。然當時治諸子學者，亦止輯佚、校勘、

解故三派，要之皆考證學也。
33

 

羅檢秋亦言：  

                                                 
31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6 年），頁 276-277。 
3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外一種）》（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 2001 年），

頁 12。  
33 羅焌：《諸子學述》（台北：河洛圖書出版社， 1974 年），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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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經考證中孕育了校勘、訓詁諸子的風氣。……考證儒經不可

能只是以經證經，而是必須博稽古籍，廣採旁證。在考據家

看來，材料越古，越有說服力。……先秦子書無疑是治經的重

要材料。 34

 

這三段論述的共通點是均認為乾嘉時期子書研究的興起是肇因於經

典考證的需要而來，並非對於諸子思想的興趣所致。因此，胡適言子

書在當時只是經學的「附屬品」，甚或是「參考書」而已，可見地位

並不高。此一說法，在清儒考據經書時大量引用諸子書為輔助可獲得

證實；另外，清儒俞樾亦曾提及評述諸子的動機，實有助於經義的瞭

解：  

 

（周秦兩漢諸子之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不必稱引其文，

而古言古義，居然可見。故讀《莊子‧人間世》篇曰：「大枝

折，小枝泄。」「泄」即「抴」之假字，謂牽引也。而《詩‧

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女桑」之義見矣。……讀《管子‧

大匡》篇曰：「臣祿齊國之政。」而知《尚書》今文家說大麓，

古有此說。……讀《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監。」而

知韓魯《詩》說「以騶虞為掌鳥獸官」，亦古義也。……凡此

之類，皆秦火以前，六經舊說，孤文隻字，尋繹無窮。嗚呼！

西漢京師之緒論，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諸子之書，

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不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

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證，顛倒錯亂，讀者難之。樾治經

之暇，旁及諸子，不揣鄙陋，用《群經平議》之例，為《諸

子平議》。
35

 

由於經、子在文字、內容上互見的情形常常出現，因此，借助子書來

進一步探究經書中文句的意義，便十分普遍。俞樾不但藉由子書來考

                                                 
34 羅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頁 23。  
35 俞樾：《諸子平議‧序》（台北：世界書局， 1991 年五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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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經義，同時更於「治經之暇」，依研究經學的體例寫成《諸子平議》

三十五卷，囊括先秦至西漢諸子十四家，足見對於子書考證範圍的廣

泛。更進一步來看，除了由子書以求古義之外，對於以古音為訓詁根

源的考據學者們而言 36，就古音以求古義則是更為基礎的工作，而廣

博地考究子書古音正提供了豐富的資源，依此，乾嘉時期諸子書考據

的興起，顯然是因著經典考據的方法論所致，子書的考證並非考據學

者的最終目的。當然，在考證儒家經典之餘，範圍的逐漸擴大，進而

兼治子書，論及諸子思想，亦是必然的延伸，如余英時言：  

 

清代的考證最初集中在經學，旁及史學，後來發展到諸子學。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進程，因為以先秦古籍的校刊、訓詁和考

訂而言，群經以後便是諸子了。在諸子之中，最先當然要碰

到《荀子》。這是儒家內部唯一一部「非正統」或「異端」的

子書。再下一步則是儒家以外的「異端」了，如《墨子》、《老

子》、《管子》之類。……但是這樣對一部一部的子書深入地整

理下去，最後必然導向諸子思想的再發現。
37

 

余英時在此所論清代考證次序是由經學旁及史學、到諸子學的進程，

從清儒對古籍所關注的焦點而言，這樣的趨勢是正確的，如前述的俞

樾便是如此；但若從實際從事考證的方法來看，如上所言，則於考證

經書前應先累積子書中古音古義的材料，那麼，子書的初步整理和經

書的考證時間便有可能是同時進行，甚至有早一步的可能。 38只是在

當時清儒看重的是經書罷了。當然，由考據學所引導而興起的諸子學

研究，亦是以考據為主，由校勘為始，發展到訓詁、校釋，是乾嘉時

期諸子學考據的進程，而《荀子》一書的考據，亦是如此。  

                                                 
36 如錢大昕：〈觀〉言：「古人訓詁，寓於聲音。」參見氏著：《十駕齋養新錄》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8 年），卷 1，頁 4；王念孫言：「竊以訓詁之旨，

本於聲音。」參見氏著：《廣雅疏證‧自序》（台北：廣文書局，1971 年），頁 2。 
37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北：聯經出版公司， 1984 年），頁

78-79。  
38 蕭義玲：〈從方法論的發展看清代諸子學的興起〉文中以王念孫所著《廣雅疏

證》、《讀書雜志》及針對先秦兩漢等書的研究叢稿的先後順序來看，這些叢稿應

是《廣雅疏證》事先累積的材料。足見考據學者對於子書的考據時間極有可能早

於或與經書考據同時進行。刊於《孔孟學報》，第 75 期（ 1998 年 3 月），頁 15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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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清儒考據《荀子》的成績  
依據現代學者整理所見《荀子》的研究書目，包括至今仍存或已

亡佚者，在清代以前共有四十一部，其中自清順治元年（ 1644）到宣

統三年（ 1911）間，即清儒研究《荀子》的書目，則有四十八部 39，

其數量竟高於清代以前歷代書目的總合，反映出清儒對於《荀子》書

研究盛況。在這四十八部書目中，目前可見者有三十一部，多數收於

嚴靈峰《無求備齋荀子集成》中，現依據成書先後整理於下：  

 

作者  書名  成書年代 備註  
馬繡  

（ 1620-167

3）  

《荀子著書》 康熙九年  

（ 1677）  

書前節錄《史記》中荀子史事，選錄

《荀子》書中部分篇章。見《荀子集

成》第 29 冊及《繹史》（台北：新興

書局， 1983 年），卷 143。  

陳夢雷  

（ 1651-172

3）  

蔣廷錫  

（ 1669-173

2）  

《荀子匯考》 雍正四年  

（ 1726）  

收錄唐、宋、明代有關《荀子》之序

文、目錄、雜錄等資料，見《古今圖

書 集 成 》（ 台 北 ： 鼎 文 書 局 ， 1977

年），理學彙編經籍典第 443 卷荀子

部，頁 4463-4468。  

方苞  

（ 1668-174

9）  

《刪定荀子》 乾隆元年  

（ 1736）  

書前有〈刪定荀子管子序〉：「荀氏之

書，略述先王之禮教，……荀氏之疵

累，乃其書所自具，……凡辭之繁而

塞、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

者，則存而不削。」全書選錄《荀子》

各篇之內容，見《荀子集成》第 28

冊。  

王懋竑  《荀子存校》 乾隆七年  摘取《荀子》中文句詞彙考訂，見《荀

                                                 
39 請參嚴靈峰：《周秦兩漢魏諸子知見書目‧中國荀子書目錄》，本論文所統計

之書目以清代作者著書年代為依據。（台北：正中書局， 1977 年），第 3 冊，頁
31-117。  

 84



（ 1668-174

1）  

（ 1742）  子集成》第 35 冊。  

謝墉  

（ 1719-179

5）  

盧文弨  

（ 1717-179

6）  

《荀子箋釋》 乾隆五十一

年  

（ 1786）  

書前有序：「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

參互考證」，表示該書原出於盧文弨

之校勘，由謝墉刊行，故後有學者稱

此書為盧校本。採元、明多種版本，

輯諸家之說，書末附所據校勘之版本

說明。該書為多數清人接續校勘者之

底本。見《荀子集成》第 20 冊。  

謝墉  

（ 1719-179

5）  

《荀子校勘

補遺》  

乾隆五十一

年  

（ 1786）  

補充《荀子箋釋》之不足者。見《荀

子集成》第 20 冊。  

任兆麟  

（？ -？）  

《荀卿子述

記》  

乾隆五十二

年  

（ 1787）  

書前有序：「望溪方氏嘗放其意，刪

定為一書，凡辭之繁而塞、詭而俚

者，悉去之，故義之大駁者，存而不

削焉。余以其書頗不式韓子離道黜去

之義。爰節次一編，俾學者正厥趨。」

全書選錄《荀子》部分篇章原文。見

《荀子集成》第 29 冊。  

朱亦棟  

（？ -？）  

《荀子札記》 乾隆年間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作注解。見

《荀子集成》第 35 冊。  

姚文田  

（ 1761-183

0）  

《荀子古韻》 嘉慶九年  

（ 1804）  

摘錄《荀子》文中有叶韻者，並加標

記。  

劉台拱  

（ 1751-180

5）  

《荀子補註》 嘉慶十一年

（ 1806）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以先秦兩

漢等典籍考訂文字文義，並附己見。

見《荀子集成》第 33 冊。王先謙作

《荀子集解》採其書。  

張道緒  

（？ -？）  

《荀子選》  嘉慶十六年

（ 1811）  

書前選錄《史記》中荀子史事，全書

節錄《荀子》各篇之內容。見《荀子

集成》第 29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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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有誥  

（？ -1851） 

《荀子韻讀》 嘉慶十九年

（ 1814）  

摘錄《荀子》文中有叶韻者，並加標

記。見《荀子集成》第 21 冊。  

汪中  

（ 1744-179

4）  

《荀卿子通

論》  

嘉慶二十年

（ 1815）  

援 引 諸 多 古 籍 以 考 證 荀 子 學 術 淵

源，並附錄「荀卿子年表」，見王先

謙《荀子集解‧考證》。  

洪頤煊  

（ 1765-183

3）  

《荀子叢錄》 道光二年  

（ 1822）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以楊倞注

及古籍校訂。見《荀子集成》第 33

冊。  

郝懿行  

（ 1757-182

5）  

《荀子補註》 道光四年  

（ 1824）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以先秦兩

漢等古籍及劉台拱之校說以校訂楊

倞所注訓詁未明或假借之音義，並附

己見，文末並收入〈與王伯申侍郎論

孫 卿 書 〉、〈 與 李 月 汀 比 部 論 楊 倞

書〉。見《荀子集成》第 33 冊。王先

謙作《荀子集解》採其書。  

王念孫  

（ 1744-183

2）  

《荀子雜志》 道光九年  

（ 1829）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據盧校本

加按語，以先秦兩漢等古籍考訂文字

文義，並附己見。見《荀子集成》第

34 冊及《讀書雜志‧八》（台北：樂

天出版社，1972 年），頁 630-749。王

先謙作《荀子集解》採其書。  

王念孫  

（ 1744-183

2）  

《荀子雜志

補遺》  

道光十年  

（ 1830）  

此書為王念孫於《荀子雜志》付梓

後，又得顧廣圻之校本，故摘錄顧氏

所錄而前此未見者，及後來所考訂之

內容。末附〈荀子佚文〉。見《荀子

集成》第 34 冊及《讀書雜志‧八》，

頁 750-760。王先謙作《荀子集解》

採其書。  

顧廣圻  

（ 1766-183

5）  

《荀子校正》 道光九年  

（ 1829）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以北宋呂

夏卿監本、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校訂

文字。文末附〈跋〉說明取此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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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合之，乃成兩美耳。」見《荀

子集成》第 35 冊。王先謙作《荀子

集解》採其書。  

俞樾  

（ 1821-190

6）  

《荀子平議》 同治九年  

（ 1870）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以先秦兩

漢諸家說校訂文字文義，並附己見。

見《荀子集成》第 35 冊及《諸子平

議》（台北：世界書局，1991 年），卷

12-15，頁 131-177。王先謙作《荀子

集解》採其書。  

俞樾  

（ 1821-190

6）  

《荀子詩說》 同治九年  

（ 1870）  

書前有序：「荀卿傳《詩》實為毛詩

所自出，……今讀毛詩而不知荀義是

數典而忘祖也，故刺取《荀子》書中

引《詩》者，凡若干事以存荀卿詩說

焉。」摘錄《荀子》中引《詩》之文，

並附己見。見《荀子集成》第 35 冊

及《曲園雜纂‧第六》，收於氏著：《春

在 堂 全 書 》（ 台 北 ： 中 國 文 獻 出 版

社，1968 年），第 3 冊，頁 1391-1401。

胡元儀  

（ 1848-190

7）  

《荀（郇）卿

別傳》  

光緒十六年

（ 1890）  

以《史記‧孟荀列傳》及史籍纂集荀

子生平事蹟，並於文後評論；另有〈郇

卿別傳攷異二十二事〉，反駁汪中所

論。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

王先謙  

（ 1842-191

7）  

《荀子集解》 光緒十七年

（ 1891）  

據盧校本，採劉台拱、郝懿行、王念

孫、汪中、俞樾等諸家之考訂成果，

並斷以己見為《荀子》訓釋，是目前

最通行之《荀子》校釋本。見《荀子

集成》第 21-23 冊。  

王先謙  

（ 1842-191

7）  

《荀子集解

考證》  

光緒十七年

（ 1891）  

附錄於《荀子集解》卷首。纂錄歷代

史志中述及《荀子》之相關資料，包

括《荀子》之版本或思想評論等，並

收錄汪中《荀卿子通論》、《荀卿子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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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及胡元儀所《郇卿別傳》、《郇

卿別傳攷異》。  

李寶洤  

（？ -？）  

《荀子文粹》 光緒二十三

年  

（ 1897）  

選錄《荀子》各篇之內容，並附己見。

見《荀子集成》第 30 冊。  

蔣德鈞  

（？ -？）  

《荀子鈔》  光緒二十四

年  

（ 1898）  

選錄《荀子》各篇之內容，無注。見

《群書治要子鈔》（上海：商務印書

館， 1936 年），卷 38，頁 653-669。

陶鴻慶  

（ 1860-191

8）  

《讀孫卿子

札記》  

光緒二十六

年  

（ 1900）  

摘錄《荀子》中文句，採郝懿行、王

先謙等說法，並附己見。見《讀諸子

札記》（台北：藝文印書館， 1971

年），第 8，頁 219-259。  

吳汝綸  

（ 1840-190

3）  

《荀子點勘》 光緒二十九

年  

（ 1903）  

選錄王先謙《荀子集解》注文，並附

己見。見《荀子集成》第 24 冊。  

孫詒讓  

（ 1848-190

8）  

《荀子札迻》 光緒三十一

年  

（ 1905）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採劉台拱、

郝懿行、王念孫之考訂成果，並附己

見。見《荀子集成》第 35 冊及《札

迻》（山東：齊魯書社，1989 年），卷

6。  

繆荃孫  

（ 1844-191

9）  

《荀子考異

識誤》  

光緒三十一

年  

（ 1905）  

附於宋人錢佃所著《荀子考異》後，

指出《荀子》各篇誤字，見《荀子集

成》第 35 冊。  

文廷式  

（ 1856-190

4）  

《荀子枝語》 光緒三十二

年  

（ 1906）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採劉台拱、

郝懿行、王念孫之考訂成果，並附己

見。  

于鬯  

（ 1854-191

0）  

《荀子校書》 宣統三年  

（ 1911）  

摘錄《荀子》中文句詞彙，採先秦兩

漢古籍及劉台拱、郝懿行、王念孫考

訂成果，並附己見。見《荀子集成》

第 3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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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整理中可看出，清儒研究《荀子》主要集中在校勘及訓釋兩方

面。自謝墉、盧文弨援引宋、元、明各版本所校勘的《荀子箋釋》完

成以後，其成就已超越了唐代楊倞《荀子注》，成為接續校注者的基

礎，而劉台拱、郝懿行、王念孫、俞樾等人則更進一步運用古音以求

古義及古語法、修辭，甚至風俗、方言等各種廣泛知識，大大地提高

了校釋的準確度及精密性，至光緒十七年（ 1891）王先謙匯集眾家校

釋成果所撰的《荀子集解》，沿襲了前儒日益繁複的校釋方法，同時

蒐羅更多的版本加以融會，這部「總帳式的整理」之作 40成為清代訓

釋《荀子》書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時也為當代研究者奠定了重要

的根基。現今學者對於王先謙校詁《荀子》書的成就，已有頗為完整

的分析與歸納，茲不再重複贅述，在此僅錄其整理之條目，包括：（一）

破除字形的束縛，以古音求古義，如古字中假借及聯綿詞等問題的釐

清；（二）追溯漢字形體的複雜演變，「淹晦者發明之，偽誤者校正之」。

如從文字發展史來推求字形源流或推斷文字訛誤，從文字的正俗寫法

來考察文字的形體變化，從形音義三者的關係來考釋文字；（三）「比

例而知，觸類長之」，利用古書文例推求詞義或校訂誤字；（四）對疑

難問題從多方面尋求證據，參互比較以求良詁；（五）對虛詞訓釋的

深入。41由此，《荀子》書在清儒的整理、校釋之下，得以完整的呈現，

透過清儒的校釋，後世對於荀子思想的理解亦有所裨益。  

 

除了就荀書作考證外，清儒對於荀子的學術源流及生平事蹟的考

察，亦有突出的成就，其代表著作是汪中的《荀卿子通論》及《荀卿

子年表》。汪中引證大量材料，企圖證明諸多經書的傳授皆與荀子有

                                                 
40 葉紹鈞：「胡適說整理國故有三途，其中之一叫做『總帳式的整理』。王先謙

的工作，正是結的從前人校釋《荀子》的帳。」參見氏著：《荀子選註‧緒言》，

收於嚴靈峰：《荀子集成》，第 30 冊，頁 12。按：胡適之言，見〈淮南鴻烈集解

序〉：「整理國故，約有三途：一曰索引式之整理，一曰總帳式之整理，一曰專史

式之整理。……總帳式者，向來集注、集傳、集說之類似之。」參見劉文典撰，

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烈集解》（北京：中華書局， 1997 年二刷），頁 1。  
41 李中生：〈從王先謙《荀子集解》看清代訓詁學的得失〉，參見氏著：《荀子校

詁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年），頁 103-112。關於王先謙《荀
子集解》對荀書的校釋內容分析，可參見黃旻聖：《王先謙《荀子集解》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7 年）。按：事實上，現代學者就清儒在考

據古籍成果的整理與分析，亦值得參究，其中有諸多特色亦可於《荀子》書的考

證中印證。相關資料，可參林慶彰主編：《乾嘉學術研究論著目錄》（台北：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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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他說：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諸經。《經典敘錄‧毛詩》：

「徐整云：『子夏授高行子，高行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

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以

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李克，克傳

魯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

子傳魯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

《魯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

《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穀梁春秋》，荀卿子之傳也。

荀卿所學，本長于《禮》。……曲臺之《禮》，荀卿之支與餘裔

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諸儒未興，中更戰國、暴秦之

亂，六藝之傳賴以不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

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

功於諸經。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篇次實

仿《論語》。〈六藝論〉云：「《論語》，子夏、仲弓合撰。」《風

俗通》云：「穀梁為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

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路之為

季路，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

行〉、〈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諸弟子言行，蓋據

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
42

 

這一段考證內容可分成兩部分，一是諸經的傳授，一是荀子的師承。

依照汪中看法，包括《毛詩》、《魯詩》、《韓詩》、《左氏春秋》、《穀梁

春秋》及「曲臺之《禮》」都是經過荀子流傳下來，而考察《荀子》

書中的篇目及內容，亦可見其與《論語》、孔子弟子的密切關聯；由

此論證荀子之學事實上是出於孔子，屬於孔門嫡傳；另有俞樾作《荀

子詩說》，搜羅《荀子》書中引《詩經》之篇章，並與《毛詩》互證，

從實質內容中論證荀子在《毛詩》傳承過程中的地位。如此一來，向

來被視為學術領域中最崇高地位的經學，在此與荀子有了連結，對於

                                                 
42 汪中：《荀卿子通論》，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頁 21-22。  

 90



荀子學術派別的歸屬及地位的提升，自然有著深遠的意義；再者，汪

氏跳脫當時普遍就荀書的字句詞彙考證型態，提供了另一種考證荀子

學術的方式，呈現了清儒考證多元化的趨勢特徵。後有胡元儀亦從事

荀子生平事蹟的考證，肯定荀子傳經的說法與汪中如出一轍 43，又言： 

 

郇卿尤精于《禮》，書闕有閒，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易》、

《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

李斯、陳囂、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

時，蘭陵人多善為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蘭陵人

喜字為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
44

 

這段話主要強調了荀子的學術影響範圍之廣，凸顯了荀子的重要性；

換言之，若研究儒家學統的發展歷史，則荀子就必須納入研究範圍，

這對習於宋、明時代慣稱孟子是傳承孔子學術的說法，有顯著的不

同。荀學在考證學風的推動下，無論在《荀子》書的研究方面，或是

學統地位的考察上，都有了相當可觀的成就，對於後世學者進一步了

解荀學思想，亦將產生一定的效果。  

 

第三節  清儒考據《荀子》的侷限  
在考據學風的推動下，清儒就《荀子》書的研究，幾乎全是校詁，

雖然在文句字義的校勘及訓詁上獲致相當的成就，對於考證範圍的擴

大及分析的深入上的努力不遺餘力；然而，即使如此，這些訓詁成果

仍然存在著許多疏失。  

 

一、 校詁文句的疏失  

近現代學者對於清人校釋《荀子》的成果作了一番整理，除了有

更進一步的研究之外，同時也駁正諸多清人校詁上的疏失，如于省吾

《荀子新證》、潘重規〈讀王先謙《荀子集解》札記〉、鍾泰《荀注訂

補》、趙海金《荀子校釋》、劉文起《荀子正補》、龍宇純〈《荀子集解》

                                                 
43 胡元儀：《郇卿別傳攷異二十二事》，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頁

39-50。  
44 胡元儀：《郇卿別傳》，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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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李中生《荀子校詁叢稿》等，均指出清人校勘《荀子》書中

所存在的不少誤校誤改的部分 45，如于省吾指出：  

 

近世之考訂《荀子》者，淹貫如王懷祖（按：王念孫），精醇

如劉端臨（按：劉台拱），辨覈如俞蔭甫（按：俞樾）、劉申

叔（按：劉師培），最稱有功於是書也。至王氏《集解》，梁

氏《柬釋》尤能薈輯眾說，擷其精要。省吾誦覽之餘，偶有

所見，雜引舊籍，旁徵古籍，以證成己說。爰舉四例，略明

端緒：有不知譌字而誤者，……有不識古文而誤者，……有隨

意增損字句而誤者，……有不知通假而誤者。
46

 

李中生亦言：  

 

由於注家們有時機械地、片面地，也可以說是不太慎重地運

用這些校勘方法：在利用本篇前後文字進行互證時，忽略了

還需從整部書的義理和用詞造句來融會貫通；在利用他書或

類書的引用來比勘時，忽略了他書或類書的引文也會有省改

的情況；在利用古注來改動原文時，忽略了古注與原文所存

在的一些特殊對應關係；在利用古人行文的常規句法進行校

對時，忽略了古人行文的文句異例。
47

 

于省吾一方面肯定王念孫、劉台拱、俞樾等人校釋《荀子》有功，但

另一方面也明確歸納出其校釋之誤；至於李中生所提出的批評則更擴

及清人疏於義理考察所導致的訛誤。而清人的這些校釋之失，大都表

                                                 
45 除上述的于省吾、潘重規、龍宇純、李中生外，還有劉師培：《荀子斠補》、《荀

子補釋》，句收於氏著：《劉申叔先生遺書》（台北：華世出版社，1975 年），第 2
冊，頁 1075-1115；1117-1163。王叔岷據《古逸叢書》影宋台州本考校《荀子》，
作《荀子斠理》，參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1962 年 12 月），第 34 本《故
院長胡適先生紀念文集》上冊，頁 115-197。毛子水：《荀子訓解補正》（台北：

華正書局， 1980 年）。龍宇純：〈荀卿子記餘〉，《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5 期
（ 1999 年 9 月），頁 199-262。另有：高亨《荀子新箋》、楊樹達《讀荀子小箋》、

劉念親《荀子正名篇詁釋》、日人久保愛《荀子增註》、豬飼彥博《荀子增註補遺》

等著作，均收於嚴靈峰：《荀子集成》，第 36-45 冊。  
46 于省吾：《荀子新證‧序》（台北：樂天出版社， 1970 年），頁 189。  
47 李中生：《荀子校詁叢稿‧序》，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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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文字的任意增刪，如：《荀子‧榮辱》：「堯、禹者，非生而具者

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俞樾曰：「『修

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為』，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

執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為」二字連文，可證。」48對

此，于省吾言：  

 

「修修」應讀作「攸攸」。……「攸攸」亦即「悠悠」，古書尤

多通用，「悠悠」乃久遠之意。……上言堯、禹者非生而具者

也，故接以夫起於變難事故，成乎悠久之所為，待盡而後備

者也。其言閱歷之深且久，非一蹴而可幾也，成乎悠悠之為，

於上下文義，至為調適。清儒每據上下文句法或類書以改古

籍，得失參半。
49

 

鍾泰則僅就「夫起於變故成乎修為」解釋，言：  

 

變，猶化也。即化性之謂，故猶習也。
50

 

李中生則言：  

 

俞樾所改固然不對（不能無故而衍「修之」兩字），于省吾所

釋也不妥當。此句應斷為：「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為，

待盡而後備者也。」……此處的「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與〈修身〉篇強調「遍善之度」意旨相同。
51

 

俞樾認為「成乎修修之為」中應刪去「修之」二字，以符合上下句對

文而成「起於變故，成乎修為」，此說所依據的理由顯然過於薄弱，

故受到後世學者的駁正。于省吾認為「修」「攸」二字為通假字，故

「修修」即「攸攸」，亦即「悠悠」，有長久之意；同時，于氏亦批評

                                                 
48 俞樾：〈荀子平議‧一〉，參見氏著：《諸子平議》，卷 12，頁 136。  
49 于省吾：《荀子新證‧榮辱》，卷 1，頁 195。  
50 鍾泰：《荀注訂補》，收於嚴靈峰：《荀子集成》，第 36 冊，頁 25。  
51 李中生：《荀子校詁叢稿》，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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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這種妄改古文之失。鍾泰、李中生則是將全句重新斷句，李氏更

進一步提出說明，同樣不認同俞樾刪改古文之舉，但亦不同意于氏之

說，在重新斷句後，「修」字仍作修養之意，此作法亦可見於現今其

他注釋《荀子》之書 52。即使于省吾和李中生二位學者見解不盡相同，

但反對俞樾刪改《荀子》文字的態度卻是相當一致的。又如：《荀子‧

不苟》：「言辯而不辭。」郝懿行引《韓詩外傳》，以「辭」宜改作「亂」，

並認為「於義較長，此並形譌。」 53王念孫亦認為「當依《外傳》作

『不亂』，……『亂』、『辭』皆形近而誤。」 54對此，潘重規言：  

 

君子言「辯而不辭」即下文「君子辯而不爭」之意。《說文》：

「辭，訟也。」又「訟，爭也。」辭即爭也。〈榮辱〉篇：「辯

而不說者，爭也。」義可互證。
55

 

潘重規引《說文》以證「辭」字本有爭訟之意，因此「言辯而不辭」

意即辯而不爭之意，趙海金、劉文起亦持相同之見解 56，由此考察郝

懿行與王念孫據《韓詩外傳》校改「辭」為「亂」，在文義上反而略

嫌偏頗。龍宇純亦言：  

 

《說文》：「辭，訟也。」「訟，爭也。」然則辭之言爭，言君

子雖辯而不故爭也。下文：「君子……辯而不爭」，文義正與此

同。〈榮辱〉篇亦曰：「辯而不說者，爭也。」謂善辯而不見

悅於人者，以其好爭也，故君子辯而不爭，無異此文注腳，

並可證辭字不誤。《韓詩外傳》作「言辯而不亂」，既云辯矣，

自言不亂。言辯而不亂，句實不辭，蓋亦不達辭字之意而妄

                                                 
52 如張覺：《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年），頁 55；蔣南華、
羅書勤、楊寒清：《荀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5 年），頁 60。  
53 郝懿行：《荀子補註‧不苟》，收於嚴靈峰編：《荀子集成》，第 33 冊，頁 12。 
54 王念孫：《荀子雜志》，參見氏著：《讀書雜志》（台北：樂天出版社，1972 年），

第 8，頁 640。  
55 潘重規：〈讀王先謙《荀子集解》札記〉，《制言半月刊》，第 12 期（ 1936 年 3
月），總頁 1229。  
56 趙海金：《荀子校釋》（自印本，不著出版年月），頁 16-17。劉文起：《荀子正

補》（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 1980 年），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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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之。郝氏王氏乃欲據彼以改此，何邪？57

 

龍宇純的意見大體上與潘重規相同，在引用《說文》為訓釋基礎之餘，

同時更考察了《荀子》書中其他文句作為佐證，且龍宇純甚至指出清

儒所據校改的《韓詩外傳》反而有遭妄改之誤，而考據學家未能察覺

此誤，遂以此而校改《荀子》，影響了考據的準確性。  

 

清人訓詁《荀子》之失，除了因受限於古文詞例、通假或引據古

籍而造成的疏漏外，缺乏義理的考察分析亦是主要問題之一。近人汪

東認為：「王先謙比次清代諸家之說以為《集解》，單辭隻意，固有勝

者，然往往通訓詁而昧於辭言之情，其贏絀相若。」58鍾泰亦言：「諸

家喜糾發楊氏之誤，即亦有楊本不誤而自說實誤者，亦有雖能正楊之

誤而所詮仍未當於荀恉者。……諸家既屏斥亦理不欲言，而於文章銜

接與否，又往往忽不經意。則其不能無失，固勢有必然者矣。」 59這

段兩話均指出從事訓詁考據的清人忽略了從義理思想上來訓釋文

句，因此，在某些分析上，反而比不上唐代的楊倞 60，例如：《荀子‧

非相》：「法先王，順禮義，黨學者。」郝懿行注曰：「注云（按：指

楊倞之注）：『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此則『黨』

為曉了之意。法先王，順禮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

也。」 61俞樾則說：「《方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

曉，齊、宋之間謂之哲。』……蓋法先王，順禮義，以曉學者也。荀

卿居楚久，故楚言耳。」62郝、俞二人皆將「黨學者」解為知曉學者，

否定楊倞解為親比學者的說法，俞樾甚至以為此乃荀子久居楚國，故

言楚語之故，而王先謙《荀子集解》亦引郝、俞氏之說為訓。對此，

潘重規說：  

                                                 
57 龍宇純：〈《荀子集解》補正〉，參見氏著：《荀子論集》（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7 年），頁 131。  
58 引自潘重規：〈讀王先謙《荀子集解》札記‧序文〉，《制言半月刊》，第 12 期，
總頁 1227。  
59 鍾泰：《荀注訂補》，收於嚴靈峰：《荀子集成》，第 36 冊，〈序〉，頁 2。  
60 關於楊倞注解《荀》書之功，可參見劉文起：〈楊倞《荀子》注之學術成就〉，

《中正中文學報年刊》，第 4 期（ 2001 年 12 月），頁 279-312。  
61 郝懿行：〈不苟篇〉，《荀子補註》，收於嚴靈峰：《荀子集成》，第 33 冊，頁 24。 
62 俞樾：〈荀子平議‧一〉，參見氏著：《諸子平議》，卷 12，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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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注未可非也。下文言「然而不好言，不樂言，則必非誠士」，

正謂與學者相親比而不樂言則非真好學之士。若謂「黨學者」

為曉悟學者，則又何謂不好言不樂言乎？
63

 

鍾泰言：  

 

「黨」當從楊注為是。下文言不好言、不樂言，則必非誠士

也。夫言者，所以曉人，若此訓曉，則既有以語之矣，不必

更言好言樂言，更不必言君子必辯矣。
64

 

劉文起言：  

 

「黨學者」之黨，即親比之意，謂親比有學之士。〈勸學〉篇

云：「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彼

義同此。……則「黨」字不得訓為曉悟，從可知矣。
65

 

由上述諸家的解說中，不難看出楊倞將「黨」解為親比，確實優於清

人的注解，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清人只侷限於引據古籍來校釋文句，未

能就思想上來理解，潘重規所提出的批評，即是從這一層面而言的。 

 

二、校詁方法的侷限 

清儒考據《荀子》的侷限，一方面是在校詁上的疏漏，已於上文所論；另一

方面則在於校詁方法的侷限。清代多數的訓詁學家們奉行「訓詁明而義理明」的

觀念，因此傾盡一生之力於文字的考訂上，然而，對於古籍中思想的理解或闡發

卻相對貧乏，甚至也影響了訓釋文字的正確性。劉師培將這種「甄明詁故」、「掇

拾叢殘」的研究稱為「諸子之考證學」而不是「諸子之義理學」，顯然是否定了

由「訓詁明」便能達到「義理明」的說法。牟宗三曾就清儒訓詁文句提出批評，

                                                 
63 潘重規：〈讀王先謙《荀子集解》札記〉，《制言半月刊》，第 12 期，總頁
1230-1231。  
64 鍾泰：《荀注訂補》，收於嚴靈峰：《荀子集成》，第 36 冊，頁 31。  
65 劉文起：《荀子正補》，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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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研究中國哲學文獻的途徑，最重要是重「理解」，也就是說，要先對於文

句有恰當的了解，才能形成一個恰當的觀念，如是才能進到思想問題；而「了解

文句，並不是訓詁文句」。66從這個角度來看，則清儒對於《荀子》的訓詁考據

工作，恐怕不能算是真正的「理解」。徐復觀對清儒由「文字」而「訓詁」而「義

理」的單向活動提出了更進一步的批評，他說： 

 

所謂解釋，首先是從原文獻中抽象出來的。某種解釋提出了

以後，依然要回到原文獻中去接受考驗；即需對於一條一條

的原文獻，在一個共同概念之下，要做到與字句的文義相符。

這中間不僅是經過了研究者抽象的細密工作，且須經過很細

密地處理材料的反復手續。……僅靠著訓詁來講思想，順著訓

詁的要求，遂以為只有找出一個字的原形，原音，原義，才

是可靠的訓詁；並即以這種訓詁來滿足思想史的要求。這種

以語源為治思想史的方法，其實，完全是由缺乏文化演進觀

念而來的錯覺。
67

 

徐復觀所指出清儒在理解文本上方法的侷限，在於只由字、詞的研究

推展到全書或全篇之旨，卻忽視了必須由全書或全篇的意旨中來檢視

這些解釋，也就是所謂「回到原文獻中去接受考驗」的「反復手續」。

事實上，徐氏的觀點類似於當代西方詮釋學所謂「詮釋學循環」

（ hermeneutischer Zirkel）的概念 68，錢鍾書稱之為「闡釋之循環」，

他說：  

 

                                                 
66 牟宗三演講、楊祖漢紀錄：〈研究中國哲學之文獻途徑〉：「我們重視讀文獻，

第一步先通文句，但這種通文句不只是像清朝乾嘉年間的訓詁考據，先根據《說

文》、《爾雅》，找出這個字那個字的造字的本義，這樣做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訓詁明則義理明，這話是不通的。」《鵝湖月刊》，第 11 卷第 1 期（ 1985 年 7 月），
頁 1-7。  
67 徐復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度問題〉，參見氏著：《中國思想史論集》

（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59 年），頁 4。  
68 詮釋學具有三個特徵：歷史性、整體性及循環性。關於「詮釋學循環」的概

念，當代學者如施萊瑪赫（ F. Schleiermacher）、伽達瑪（H.G. Gadamer，或譯為
高達美、加達默爾、葛達瑪）等人均有相當豐富的理論。參見潘德榮：《詮釋學

導論》（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 1999 年）；陳榮華：《葛達瑪詮釋學與中國哲學

的詮釋》（台北：明文出版社， 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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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樸學」教人，必知字之詁，而後識句之意，識句之意，

而後通全篇之義，進而窺全書之指。雖然，是特一邊耳，亦

祇初恍耳。復須解全篇之義乃至全書之指（「志」），庶得以定

某句之意（「詞」），解全句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詁（「文」）；

或並須曉會作者立言之宗尚、當時流行之文風、以及修詞異

宜之著述體裁，方概知全篇或全書之指歸。積小以明大，而

又舉大以貫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窮末；交互往復，

庶幾乎義解圓足而免於偏枯，所謂「闡釋之循環」者是矣。
69

 

循環的理解理論與傳統的理解模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從個別到達一

般、由部分進入整體，是傳統的理解理論所描繪的理解模式，亦即當

我們閱讀文本或理解某一語句時，必須先對單個詞語有所了解，如此

才能進而把握它們的整體意義，據此，部分的理解被視為整體理解的

基礎，整體是部分之和，理解的途徑乃是由部分向著整體的單向運動

過程，清儒考據學者的古文字考訂工作便是最明顯的範例。詮釋循環

理論則主張在理解中，部分與整體是相互作用的，任何部分的突破，

必然影響整體的理解，對整體理解的深化，又將重新審視一切部分的

理解，並對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作出相應的調整，因

此理解的過程是由部分與整體所構成的一個圓圈式的雙向循環運

動；亦即當我們要「理解」一個文本時，自然是透過文字或詞語的訓

釋來瞭解文本的涵義，但由於同樣的文字或詞語常因不同的時代、學

術流變、作者思想而有不同的意義，因此，理解者反而需要先或多或

少瞭解文本的涵義（這即是一種抽象能力的運用），且由此以明白其

中個別文字或字詞的意義；當文字或字詞的意義更明確、清楚後，理

解者便更容易、更清楚地掌握文本的脈絡及涵義。是故，理解的過程

是由整體到部分，再由部分回到整體去（亦即徐復觀所言「反復手

續」、錢鍾書所言「交互往復」之意），這個過程稱之為詮釋學循環。

由此來看徐復觀所說，先「從原文獻中抽象出來」的步驟，便是指運

                                                 
69 錢鍾書：〈左傳正義六七則‧隱公元年〉，收於氏著：《管錐編》（台北：書林

出版有限公司， 1996 年），第 1 冊，頁 171。按：此則資料乃據李明輝：〈焦循對

孟子心性論的詮釋及其方法論問題〉論及，參見氏著：《孟子重探》（台北：聯經

出版公司， 2001 年），頁 6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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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抽象能力先閱讀文本的涵義，換言之，有時候義理是可以獨立於訓

古考據之外的，甚至「還可能反過來決定字詞或文句的意義。」 70

 

清代考據學者欠缺這種循環理念的概念反省，對於《荀子》的義

理問題疏於運用抽象思考的能力去建構基本概念；同時，以孟子為正

統的觀念在乾嘉學者中已根深蒂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荀子》的

訓解不免有所侷限。例如有些考據學者將荀子所論「後王」解釋為周

文王、武王，而「先王」則為堯、舜，如此一來，所謂的「先王」、「後

王」之不同便僅止於時代先後之別而已，這樣的訓解所傳達的思想，

僅止於古聖王的模範意義，欠缺從荀子重視道的體常與盡變之歷史觀

及禮義之道的實踐層面上來考察，這在荀子思想的理解與闡發上，自

然是有所侷限的。  

 

第四節  清儒考據《荀子》的意義  
乾嘉時期的考據學雖然推動了《荀子》書的整理與研究，但是究

其最初的動因，畢竟是在「以子證經」的前提下為了考證經義提供服

務的，從這個角度而言，這些考據學者的《荀子》書研究是「用」，

即所謂「工具主義」 71；此外，儘管考據《荀子》獲致空前的成果，

但仍存在著校詁文句上的疏失及校詁方法上的侷限，已如上節所言。

再者，以整理、文字考證的方式所呈現的荀學研究成果，在義理思想

層面的發揮顯然是十分有限的，清末民初的學者劉師培即曾言：  

 

近世巨儒稍稍治諸子書，大抵甄明詁故，掇拾叢殘，乃諸子

之考證學，而非諸子之義理學也。
72

 

顯然劉師培認為這些研治諸子學的學者只能稱之為諸子的「考證

學」，而不是諸子的「義理學」；再如現代學者陳平原亦言：  

                                                 
70 李明輝：〈焦循對孟子心性論的詮釋及其方法論〉，收於氏著：《孟子重探》，

頁 69-109。  
71 林軍：〈試論清代乾嘉諸子學興起的文化意義〉，《紹興文理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6 期（ 2003 年 12 月），頁 42-43、頁 90。  
72 劉師培：《周末學術史序》，參見氏著：《劉申叔先生遺書》，第 1 冊，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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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經師治學，只講音韻訓詁名物制度，如此讀書倒也無大

礙；可是一旦由「多陳事實」的「經」轉為「多明義理」的

「子」，清儒之「不尚空談」變成為明顯的缺陷。
73

 

這裡，陳平原同樣表達了清儒以訓詁校勘的方式並不足以研治諸子學

的意見，換言之，訓詁與義理在此被截然劃分為二，而義理思想闡述

的缺乏更成為考據學家遭後世學者詬病的主要原因。然而，必須說明

的是，即使這樣的批評有其根據所在，但過於強調訓詁與義理之間的

差異，不免忽視了二者之間仍有一定的聯繫存在。就《荀子》的而言，

清儒訓解「人之性惡，其善者偽也」中「偽」字為「作為」、「人為」

之意，而非如宋代儒者所理解的「欺偽」，並且以此為基礎重新闡釋

荀子的心性論（詳見第伍章），姑且不論其闡釋正確與否，至少在此

便可看出訓詁與義理之間的關係。也就是說，對於清儒而言，校勘訓

詁在義理思想的發皇上，是具有一定的基礎作用的。 74

 

誠然，清儒的《荀子》考據是在諸多侷限下的學術探討，但是若

能從儒學發展歷史中長期尊孟抑荀的思想傳統來看，那麼《荀子》書

及荀子學術源流的考據，實已觸及了孟子在儒家權威地位的問題，在

儒家學統及學術史上，仍是具有一定的意義。整體來說，包括王念孫、

郝懿行、劉台拱、王先謙等人，都認同廣博地參究古籍做為考辨的資

源，這是從事考據工作時應有的基本治學態度，因此，對於各個不同

領域、不同學派的古籍，採取了參酌、切磋的態度；對於過去被視為

「異端」的諸子學說，採取了較包容的看法，如焦循（ 1763-1820）

                                                 
73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立 —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台北：麥田出版

社， 2000 年），總頁 250-251。  
74 鄭吉雄〈乾嘉治經方法中的思想史線索 —以王念孫《讀書雜志》為例〉中便曾

指出：「我始終堅信校勘訓詁和諸子義理之間有密切的關係。事實上，乾嘉以降

的鴻儒碩彥多受經學訓練，其研治諸子的方法，自不得不從治經方法中尋繹而

得；而究其研治的最後結果，又不得不於諸子異於儒學理念的思想觀念，包括政

治、社會、倫理等各方面，有所發明，漸而反權威、平等、名理邏輯等各種問題

與課題，均漸被發掘、被重視、被討論。」又言：「諸子學興起的起始點，原來

是深深埋藏在乾嘉經學家堅實的經學研究、和枯索零碎的校勘文獻工作之中的。」

參見林慶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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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12；總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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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論語》中「攻乎異端」之意予以重新解釋：  

 

《論語》：「攻乎異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

老。於是為程、朱之學者，指陸氏為異端；而王陽明之徒，

又指程、朱為異端。此二字遂不啻洪水猛獸、亂臣賊子，正

不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異也；攻者，磑切

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理，此以為異己也而擊之，

彼亦以為異己也而擊之，未有不成其害者，豈孔子之教也？

異端猶云兩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
75

 

諸子之異端若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
76

 

唐晏（？-？）亦言： 

 

夫時至戰國諸子爭鳴，豈盡好為異說哉？亦誠見夫人心風俗

之敗壞，思所以挽救之術，故諸子之為書猶群醫之處方也，

高下淺深之不同，其救人之心一也。戰國諸子雖道有偏正之

不同，其拯世之心則一也。
77

 

焦循將過去帶有負面評價的「異端」理解為「兩端」，「攻」字解為「攻

錯」而非「攻擊」之意，如此一來，「攻乎異端」意味著容納各種不

同的學術資源，加以磨合貫通，因此他認為諸子在一定條件之下（即

「自通於聖人之道」）亦是能夠被認可的。這樣的主張無疑是肯定了

學術的多元性及互補的作用；唐晏則從社會實踐的角度而認同諸子學

術的功用，主張這些被歸諸「異說」的諸子仍具有探究的價值，能夠

藉以擴展較寬廣的學術視野，在此原則之下，長期被摒除於主流之外

的荀學，獲得了重新被檢視的契機。因此，當考據學者從事《荀子》

                                                 
75 焦循：〈攻乎異端解上〉，《雕菰集》（台北：鼎文出版社， 1977 年），卷 9，頁
134。  
76 焦循：〈釋異端〉，《論語通釋》，收於《木犀軒叢書》（光緒年間李盛鐸刊行，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藏），頁 7a。  
77 唐晏：〈明荀〉，《涉江先生文鈔》（ 1921 年排印本，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

所傅斯年圖書館藏），頁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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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辨之時，另有不少學者已逐漸意識到荀學自有其思想理路及價值，

對於宋、明時代詆毀荀學的論述提出不同的見解，使荀學在儒家的地

位得以再次重估。（詳見第伍章）  

 

當然，荀學在儒家地位得以重估，汪中的考證之功是極具影響

的。透過考證，汪中認為儒家經典包括《毛詩》、《魯詩》、《韓詩》、《左

氏春秋》、《穀梁春秋》及禮學都是「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

之，其揆一也。」 78如此大膽地肯定荀子傳經之功，又將荀子視為孔

子學術的繼承者，不僅突破唐代以來以思孟學派為唯一正統儒學的觀

念，同時也為日後考究《荀》書、論述荀學之學者提供了理論基礎，

梁啟超便曾指出，自汪中著《荀卿子通論》、《荀卿子年表》後，荀學

成為清代「顯學」 79，足見其影響的深遠；另外，當代有學者認為乾

嘉時期的儒者有一種普遍的學統重建的意向，其側重面有三：漢學學

統的重建、經世實學學統的重建、禮學學統的重建。其中在禮學學統

重建的部分，清人一方面鼓吹「以禮代理」，另一方面則是努力將清

代禮學上續周秦禮學傳統 80，而汪中追溯禮學學統源自荀子，正是最

典型的例證；換言之，汪中的考證已在某種程度上表現出對儒學學統

重建的企圖，對於清代學術發展可說是別具意義的。  

                                                 
78汪中：〈荀卿子通論〉，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頁 22。  
79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頁 282；另外，如繆鉞：〈汪中誕生二百年

紀念〉中亦言：「容甫卓識所表見者，尤在其能發揚諸子之學。…...清人以訓詁
治經，漸及諸子，以其同為先秦古書，訓詁音韻，多資取證，然尚鮮有發揮大義

者。容甫治諸子，獨能不囿於傳統之見解，而與以新估價。……其《荀卿子通論》

闡發『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自今日觀之，其所論或亦

不無可議，而在乾隆之時，能為是言，則固朝陽鳴鳳，倜儻不群者矣。」參見氏

著：《詩詞散論》（台北：台灣開明書店， 1956 年），頁 88-89。  
80 周積明：〈乾嘉時期的學統重建〉，《江漢論壇》， 2002 年第 2 期，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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