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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整體」到「主體」－真理的追尋 
 

上一章是對儒學團體「整體面貌」的描述，此章緊接著便是說明這一「整

體」的「動態」發展情形。如同在上一「小結」所說的，這問題涉及了儒學

團體如何發展？為何發展？及發展的結果等。其目的，在於藉由儒學團體所

發展出的面貌，突顯出「求道者」－「孔子」思想變化之可能及其意涵。而

這便是此文立此「章目」的用意，在此，我必須先說明這一「標題」：「從『整

體』到『主體』－真理的追尋」的意義。事實上，我在第一章中的「研究進

路」已經提過，所謂「整體」，就是代表孔子及其思想所呈現的「通見」視野；

所謂「主體」，意指各個弟子對詮釋「通見」的「主體性」。故上一章所述的

內容，正是在描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團體的「通見視野」，然「團體」若有

持續的發展，這一「整體」樣態必然無法永遠維持原貌，此時「主體」（弟子

們）的位階轉變成為「第一序位」，它不再被這一「整體」所完全籠罩，事實

上，它成為繼續發展、豐富此一「整體」的「動力」。職此，從「整體」到「主

體」，標示著儒學社群的前進與發展，姑不論其發展的結果為何，此章的目的，

乃藉弟子所發展出的樣態和結果，「翻轉」來看孔子思想的轉變及其意義，在

此，我認為是對「真理」的一種「追尋」的過程。以下即擬就四節來說明此

一問題：第一、「孔門分化的肇端」，第二、「孔門分化的當代詮釋與反省」，

第三、「『先進』與『後進』－孔門弟子面貌的呈現」，第四，「弟子下的『孔

子面貌』－必然性限制與突破」。簡言之，此章乃就孔門弟子所發展出的兩種

軸線，來突顯孔子思想的轉變及其可能意義，以下申述之。 

 

 

第一節 孔門分化的肇端 
 

此節我們欲在說明儒學團體的發展情形，不過在處理這個問題前，必須

先就問題的「範圍」作一說明。眾所周知，一個「團體」的發展結果可能有

非常多種的可能，它可能維繫非常久的時間，也可能曇花一現而已。以孔子



  
 

- 90-  求道者－以孔子弟子為研究的起點   
 

 
 

 

 

 

所代表的「儒學團體」來說，姑不論在現當代的發展情形，但從孔子歿後到

「清朝」滅亡前，這一「儒學團體」可說是從來沒有間斷過。然首批發展這

一「團體」的成員就是「孔子弟子」，所以此處所謂「孔門分化」，乃是針對

這「首批」的弟子來說，亦即這些弟子都是「親受」孔子的教誨，而不涉及

「再傳弟子」乃至「孔孟」的問題，這是先對問題的「範圍」作一交代。以

下，我們便對「儒學團體」的發展作兩方面的說明，第一是「現象的考察」；

第二是「原因的分析」。在於前者，我們先對「孔門分化」的這一「現象」，

作一「事實」上的釐清；在於後者，在確立這一「現象」後，我們再來追問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應當先說明的是，此節所要探討的問題，不僅文獻

資料缺乏，前輩學人的研究亦不多，故本節的立論雖容有偏差之處，亦儘量

加以嘗試性的說明。 

 

一、現象的考察 

前已提過，一個「團體」的發展結果可能有非常多種的可能，但不論結

果為何，維繫此一「團體」最為關鍵的要素就在於「領導人」身上，尤其在

一草創的團體中，「創立者」（領導者）的個人魅力可能是維繫此一團體組成、

運作的最大動力。如同我們在第二章第二節中言及「儒學社群如何發生？」

的問題，儒學社群組成的因素：第一是不排除孔子本身「人格」與「學問」

的感招力；第二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孔子能訓練弟子從政為官，這也是

吸引弟子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此二要素，事實上都可以歸為「孔子」一人身

上，亦即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意識到，不論就精神抑或實際運作來說，儒學團

體「整體圖像」的維繫，最關鍵的要素在於「孔子」一人， 

但當孔子歿後，也就是當一團體的「關鍵人物」消逝時，很可能的事實

即是此一「整體圖像」的狀態必定發生某種變化，此一「變化」一般理解為

團體的「分裂」。對此，最常被提起的證據就是韓非所言的「儒分為八」：1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

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

                                                 
1 見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十九 顯學第五

十〉，頁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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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

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

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韓非子這段話蘊含非常豐富的課題與學術價值，在此先不論「儒分為八」的

問題，也不判定韓非所言的正確性與否（詳下節），而是說明韓非清楚地意識

到不論「儒墨」，當其「關鍵人物」消逝，所屬的「團體」不得不發生變化，

這一變化就是「儒分為八，墨離為三」的「分裂」結果。事實上，此一觀察

亦非韓非孤鳴獨發，司馬遷在〈儒林列傳〉中，直接明白地說出儒學團體「分

裂」的事實，其云：2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

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接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這裡史遷即明白的說出，為何「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原因就在於「孔子

卒」。此依然表示「關鍵人物」的消逝對原本團體所產生的變化。 

不過以上二者的說法，我們可以發現都是以「孔子卒」為「分界點」，亦

即孔子「生前」，儒學團體不會發生分化；孔子「卒後」，儒學團體必然發生

分化。當然，就一「外部」的觀察來說，此一大致情況的描述並沒有偏離太

多，但這種「二分法」的理解，很顯然會導向「化約論」的理解方式，亦即

將整個團體的演變歸諸於「一人」（孔子）身上，而不考慮成員本身及內部運

作等問題。此一問題，後文將會討論，這裡先在於說明，以上的觀察都不是

團體「自身成員」的說法，亦即以上所言的「分裂現象」，乃是後人的「追述」，

並不是我們從孔子弟子身上找到的證據。對此，我們必須從《論語》本身中

找到證據，否則這一「分化」現象並不能得到事實上的成立。然而如前所述，

對於儒學團體「分化現象」的理解，如何才能避免「二分法」的作法，在此，

我們必須發問的是，此一「分化」現象的發生，真是從孔子「卒後」才發生

的嗎？事實上，我們若將此問題的縱深拉長，將會發現此現象的連續性。以

下即就《論語》本身的資料，嘗試說明「分化現象」在孔子「生前」與「卒

後」的變化情形。 

                                                 
2 見（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

華書局，1999 年），第十冊〈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頁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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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從《論語》當中，雖不能清楚證明在孔子生前一定有分化現

象的發生，但存在於弟子關係間的「雜音」，卻是透顯出一定程度的分化端倪

在，這從孔子評論弟子的言論當中，可得知一二，如：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先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

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以上三章資料所記載的脈絡可能各不相同，但我們若以「現象」的角度來觀

察，孔子弟子間的關係並非想像中的和諧與不可變動性。以前兩章來說，弟

子間相互的關係可以看出是滲透著「比較」、「評論」乃至「排斥」的眼光，

而非「一團和氣」的氛圍。就第一章來說，「子路」少孔子九歲（依史遷說法），

可算是孔門中最年長的弟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學而〉），何謂

「弟」？「善事兄長為弟」，3何以今「門人不敬」年長之子路乎？而以第二章

來說，「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雖年長於「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與「子

張」（顓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但孔子亦曾說過「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憲問〉），又曰「見賢思齊焉，見不賢而內自省也。」（〈里仁〉）都

是強調學問修身的重點在於「自身」而不是在於（批評）「他人」身上，如此

說來，「師與商也孰賢？」又關子貢何事呢？最明顯的證據是〈憲問〉載：「子

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不暇。』」這就是說明夫子不喜人「批

評」、「比較」。不過這也間接顯示了弟子間並非完全「密合」的關係。至於第

三章的內容，「冉求」身為季氏宰，不勸上行仁政反而為其聚斂財富，這可說

是完全違背了孔門的精神，故孔子說「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這可說是完全展露出「決裂」的態度，如果身為「老師」都表明了此一態度，

更何況其他弟子呢？ 

由此看來，在孔子生前，弟子間的關係雖不至於達到「分裂」的程度，

                                                 
3 「弟」即是「悌」，朱子注解〈學而〉第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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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一　學而第一〉，頁

48。朱子二語，亦可解孔子「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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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至少可以說它並非想像中的「和諧渾融」的狀態，實是蘊涵著「歧見」

在內，這也就是為何孔子不僅是位「指導者」，也是位「仲裁者」的緣故。 

其次，關於孔子「卒後」的「分化」情形，應先說明弟子「推舉有若」

一事，此事記載首見於《孟子‧滕文公上》，其云：4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

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

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

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同樣的，《史記‧仲尼弟子列傳》亦載有此事，先記述如下：5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

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

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

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

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

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對於上述二條資料，歷來論者多矣，且以史遷所記為非，6若以「年代」為據，

我們在第二章第二節已提及，「孟子」生年距「子張」（孔門最年少弟子）之

卒絕不至超過百年（至多五六十年），相較之下，孟子的「聞說」內容應較為

可信。不過即使如此，我們若從「現象」的角度來觀察，史遷所記並不異乎

孟子，差別只在於「推舉事件」成真與否。對此，我們觀察的重點並不在於

分判「有若」身上，7而是此一事件已顯示出「分化」的訊息，亦即這個事件

                                                 
4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三　滕文公章句上〉，頁 260~261。 
5 見（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七冊〈卷

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頁 2216。 
6 詳細討論，請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卷一　二

九「孔子弟子通攷」〉，頁 109~110。或參王鈞林：《中國儒學史（先秦卷）》（廣東：廣東

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四章第一節儒家學派的分化〉，頁 166~168。其他論者意見大

抵同於上述二者，茲不具引。 
7 對於「推舉」事件，爭議所在多是「有若」是「狀似」孔子還是「賢若」孔子。史遷是明

言「狀似孔子」，但後人幾乎多不相信，而以子游之言：「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禮記‧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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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告訴我們儒門成員對於「關鍵人物」的消逝，產生了「憂慮感」，此一焦

慮不僅來自於「思慕孔子」，更深層的原因應是弟子們意識到缺乏「領導者」，

團體之「分裂」勢必無法避免，而這正是孔門弟子所不樂見之事。再者，此

二資料所述的內容雖異，但也都顯示弟子的「分歧」是無法避免，在於《孟

子》所記，曾子顯然是反對子夏、子張、子游的舉措；在於史遷所記，若弟

子們果真對有若「師之如夫子時」，何以日後有「罷免」之舉動呢？由此看來，

弟子們的「憂慮」並沒有弭平彼此間的「分歧」，故「分化」的趨勢是在所難

免的。 

而就《論語》本身的記載，亦有弟子發生「爭執」的跡象，最常被提起

的就是以下兩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此二章的言說背景雖無直接明說「時間」，但似應是在孔子「卒後」所載。8這

裡一者明顯看出「再傳弟子」的出現9；二者所突顯的焦點在於：「仲裁者」的

                                                                                                                                       
上》）為據，認為有若在「思想」、「學說理論」等方面較能掌握孔子的精神，所以弟子們才

共同推舉他為「接班人」。前輩學人此一推論雖是合理，然今本文並不將重點落在「有若」

身上，而是觀察其「現象」背後的意義，此一作法或許能避免在「史料」缺乏的情形下，

作過多的「揣測」動作。 
8 事實上，我們若翻開〈子張〉篇共二十五章的內容，皆是記弟子之言，以子夏最多，子貢

次之，另有曾子、子張、子游之言。可以顯見，此篇既無一紀錄孔子之言，最大的可能就

是「再傳弟子」對各個「夫子」的記載，所以此篇應是在「孔子卒後」的記載。又此篇記

載曾子的二章資料中，曾子明言「吾聞諸夫子」一語，可見是曾子「回憶」之語，此一「時

態」等同於上文子張所言的「異乎吾所聞」，都是在孔子歿後所說的。 
9 這裡涉及到的一個問題是孔門「再傳弟子」的出現，是在孔子「生前」抑或「卒後」才有？

對此，學者的討論並不多，李啟謙即引《說苑‧建本》：「（子路）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

粟萬鐘。」推論子路應有弟子，且子路又比孔子早死，因而斷定孔子在世時，就有「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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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使的「雜音」必然的出現。此一「雜音」，都是站在「異乎吾所聞」的

立場來說，也就是上文引韓非所說的：「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離為三，

取舍相反、不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不可復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子夏、子張、子游的相互爭論，就是自認為自身所持的觀點，才是「真孔子」

之言，而沒有意識到自身堅持的「真孔子」，亦不過是「多（一作「各」）得

一察焉以自好」（《莊子‧天下》）的結果。後人作為「旁觀者」，非常清楚地

意識到這一點，章學誠即說：10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

不肖者各誤於所似。 

不論是「各得其所長」還是「誤於所似」，都是各取孔子之一端，若套句《莊

子》的話，弟子對孔子的理解，皆可謂「不見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

將為天下裂」的局面。道術既裂，弟子便執己之矛，攻彼之盾，「分化」是「往

而不反」的必然趨勢。 

由以上簡略的考察，「孔子」作為儒學團體的「關鍵人物」，實主導著弟

子關係的變化，在孔子生前，「分化」現象雖不明顯，但已見其「端倪」，此

一端倪之所以不至於擴大，在於孔子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然孔子卒後，

「分化」乃是不得不變化的趨勢。這是先對孔門「分化現象」的考察。 

 

 

                                                                                                                                       
弟子」了。詳見：氏著：《孔門弟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1988 年），頁 255。對此意

見，個人看法較為保留，原因在於：一者，若具《說苑‧建本》所載，子路所言之用意乃在

於說明「孝親及早」之理－「草木欲長，雙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見（漢）劉向

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第三 建本〉，頁 59。故

若從子路所言的文脈來看，「南遊」數語應指「仕宦」之時，己身雖富貴，而雙親已沒，不

得奉養也。（即使如孔子有「七十二賢人」，亦不得「從車百乘，積粟萬鐘」，更何況子路呢？）

再者，更堅強的證據在於上述文中「推舉有若」一事，若「再傳弟子」在孔子生前已出現，

就表示「分派」已然形成，各派各有自己的「夫子」（如子夏、澹臺滅明），則孔子卒後，

孔門弟子何以還要大費周章共同推舉一個「師祖」來呢？由此可見，在沒有具體的證據前，

有關「再傳弟子」出現的「時間」問題，實無法作非常明確的判定。 
10 見（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三 內

篇三「辨似」〉，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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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的分析 

上一點在於說明孔門分化的「現象」，「現象」若可以確立，我們才得以

進一步分析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亦即孔子弟子的「分化」，除極其明顯的

因素：「孔子卒」以外，還有什麼原因呢？事實上誠如前所言，孔門弟子的分

化不能完全歸諸於「孔子卒」這一「單點」的說明而已，因為分化現象在孔

子生前已見其端倪，故毋寧說，「孔子卒」是造成分化的「導火線」，而非分

化的「內在」因素。對此，此處便是希望藉由探討造成弟子分化的「內在」

因素，更進一步說明弟子分化是必然的趨勢。 

關於孔門弟子分化的原因，近代學者亦有關注到這個問題，大致來說，

不外乎是從孔門師生的「主客」體關係來說： 

首先，就「主體」（孔子）來說，論者大都以為孔子的「教法」，埋下日

後弟子分歧、分化的種子。最常被說明的證據就是不同弟子問相同的問題，

或是同一個弟子問相同的問題，11結果孔子都回答「不同」的答案，如弟子問

「仁」、問「孝」、問「君子」、問「為政」等問題。孔子之所以會回答「不同

的答案」，很顯然即是針對各弟子「本身」的問題來加以回答，這種作法，也

就是後世所謂的「因材施教」。但這看似積極靈活的「教法」，背後卻是埋下

他日弟子分化的種子，高專誠即著眼於此點，他說：12 

孔子也許對自己針對某事而下的簡潔斷語未有進一步的解釋，那麼，

他的一些帶有啟發意義的教條便可能成為某些弟子間爭論不休的話

題，從而引發弟子間思想上的分歧。  

高氏這裡所說的意思就是認為，弟子若都固守著夫子給予自身的答案，如同

子張所說的「異乎吾所聞」（〈子張〉）而不知其權衡其變化，則當「仲裁者」

                                                 
11 如樊遲曾先後問「仁」於孔子三次，一是〈雍也〉：「樊遲問知。……問仁。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二是〈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三是〈子路〉：「樊

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三者，事實上都

可以抽立出不同的「道德原則」來，故孔子不僅是「因材施教」，對同一人的不同時刻，更

是因「時」施教。 
12 見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1~52。詳細討論，

見此書第三章第三節「啟發式和因材施教之教法造成分歧」，頁 50~53。相同意見，亦可

參見吳龍輝：《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第三章第二節「孔

門弟子的思想分歧」，頁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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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後，這些「答案」便造成理解「聖人圖像」的「爭議點」，對此，我們稍

待下文再予以說明。 

其次是就「客體」（弟子）來說，又可分為四點理由：第一點是針對弟子

本身的「先天性」差異，如資質、出身、性格等因素，論其這是孔門分化的

「潛在因素」。13第二點是承續上一點來說，正因為各個弟子在「先天性」的

差異，所以在對理解「主體」（孔子）的學說精神時，便會產生分歧，這意思

就是說弟子各因其本身的「角度」不同，所以接收到孔子的「圖像」便產生

歧異，此一差異表現在弟子對「道先」還是「藝先」的問題，套用宋儒爭論

的焦點，即是「尊德行」與「道問學」孰先孰後的問題。14第三點也可說是與

上點同，認為因弟子師從孔子「時間」的早晚，造就出不同樣態的弟子風貌

（如「先進」與「後進」），此雖是就師從的「時間」上差異來論，事實上也

是就弟子本身接收孔子「圖像」來說。15第四乃是就「利祿」來說的，這意思

是說，在孔子生前，弟子已經為「求學」是作為「行道」還是「干祿」的手

段，作了相當痛苦的抉擇，而在孔子眼中，除了「顏淵」外，弟子大多傾向

將「求學當作干祿的手段與途徑」，對此，「求學」既作為「利祿」的工具，

則「如何想方設法讓弟子提高對自己的評價并從而造成良好的社會聲望，便

成為一項首要的工作。」如此，弟子間為了得到夫子的「冠冕」，弟子間的競

爭與分歧是不可避免，這是就弟子因競爭利祿而產生利害衝突所作的解釋。16 

                                                 
13 此亦可參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第三章第一節「弟子分化的深層原因」，頁 46~49。 
14 此點亦可參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第三章第二節「由為學而產生的分歧」，頁 49~50。

在此，高專誠認為「道先」是指從「大處」入手，強調「直攻本心」，如子張、子游；「藝

先」指從「小處」入手，著重「積累」的功夫，如子夏。此一分法，類如日後「孟子與荀

子」、「陸王與程朱」的差異所在，此一問題將在後文「第四章」深論。 
15 關於孔門弟子因從遊夫子「早晚」而導致「前後期」弟子的差異，我們在上一章已提出錢

穆先生的看法外，勞思光先生亦意識到這一現象，他認為早期弟子主要是習得孔子之「禮

樂」，晚期弟子則是著眼於孔子的「仁」說，所聞見解不同，故反應之態度亦異。詳參氏著：

《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97 年），頁 155~156。此點將在下一節深

論。 
16 此點說明乃節錄吳龍輝的意見，詳見氏著：《原始儒家考述》，第三章第一節「孔門弟子的

利害衝突」，頁 85~97。當中引文見頁 89。應當說明的是，作者此一觀點，似乎有著濃厚

的「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的特色，完全忽略了儒學團體的「核心概念」及終極精神，

果如吳氏所言之情形，則「原始儒家」所立下之軸線，必然不可能導向日後儒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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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從孔門師生「主客體」的關係，大致羅列學者對於孔門分化之原

因。對於這些意見，個人以為雖不能說是完全錯誤，但似乎都偏離了孔子立

教與儒門的真正精神。以「主體」的原因來說，孔子的「作法」應與弟子的

「理解」分開來看，亦即孔子「因材施教」的作法與弟子對「聖人圖像」的

理解，應分為不同的脈絡來看，不能混為一談，若認為正因其「因材施教」，

所以才會導致「弟子分化」，這顯然是機械式的理解。如同我們在上一章第二

節中分析孔子「因材施教」的作法與精神所示，「因材施教」的精神，乃是強

調「主體」（「施教者」）與「客體」（「受教者」）是呈現良性的互動模式，而

非「強制性」的「支配」關係。亦即孔子雖是身為一個「指導者」，但卻不是

一種「強制性」、「支配性」的指導，所突顯的終極意義在於：孔子希望他的

作法能使「受教者」「自覺地」找到真理，走他們適合的道路，而不是讓弟子

們強迫地接受老師的真理與模式。對此，孔子若對弟子的問題都是答以「相

同答案」，亦即是一種「下定義」的方式，如此不僅侷限了弟子對「問題」的

理解，更是限制了弟子對「真理」的追尋；再者，孔子教育的目的在於「成

德」與「行道」，而非養成專業的知識人員或建立專門的知識學科17，因此，

孔子的教學就不能拘泥在「文字」或「邏輯」上的思考，而是著重在「尋孔、

顏樂處」18，對此，就需要「啟發式」或「因材施教」的作法來配合。林啟屏

                                                                                                                                       
這似是作者「見樹不見林」的理解。 

17 「生命的學問」與「學問的生命」似乎是東西方哲學最大的差異，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為例，他在自身創辦的「利西翁學院」（又稱漫步學院）所教授寫定的教材涉及了「邏輯」，

「形上學」，「自然哲學、自然科學及心理學」，「倫理學與政治學」及「美學、歷史、文學」

等五大類。此意見參柯普斯登（Frederick Copleston）著、傅佩榮翻譯：《西洋哲學史（一）

－希臘與羅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第四部 亞里斯多德〉，頁 346~354。

此五大類幾乎可說是含括現代學科的分類，然相較於我們在第二章第二節中分析「孔門以

何為教？」的問題，即使學者對於孔門的「教材」持有不同的看法，但都不能否認孔門（東

方）的教育皆立基於「人」本身來說，而非著力於外在於人的「客觀世界」上，這或許是

東西方對學問態度上最大的差異面向所在。 
18 案此語出自《宋史‧道學傳》，其云：「（周敦頤）掾南安時，程珦（案：二程之父）通判軍

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言，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

中華書局，1997 年），第三十六冊，〈卷四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道學一〉，頁 12712。

（又案此語《二程集》亦有載，然較簡，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

所樂何事。」見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第二上　 元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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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即明白意識到孔子這一教育的精神，其云：19 

我們知道儒學的精彩處即在於完成價值意識的成德之學，此種成德之

學並不是一種如「客觀知識」一般的知解對象，它不是採取定義辯證

的論述，而是在具體生命的流通處，顯現其「普遍性」的可能意義。

是以任何架空式的語言技巧，絕非儒學精義之所在，此即孔子運用「隨

機立教」、「當下指點」溝通方式的原因。 

林師此處即是強調「成德之學」必當在「啟發式」及「因材施教」（即「隨機

立教」、「當下指點」）的教育方式下完成，故今若不依此方式，孔子著力的「成

德之學」亦無由成立。如此看來，「因材施教」不在於造成「弟子分化」的結

果，只是使得弟子面對與理解「真理」的方式不同而已，這事實上是反映出

「積極」的精神，而不是導致「消極」的結果，故弟子分化不能歸因於「主

體」，亦即「孔子」的身上，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 

其次是對於「客體」來說，上述所論的的四點，除第四點（競爭利祿）

是明顯地「誤解」外，其餘三點（一是弟子「先天性」差異；二是對「聖人

圖像」理解的差異；三是從遊夫子「時間」的差異）亦可說是合理的推斷。

不過，我們應當補充的是： 

第一，上述三點的分析都是著眼於從弟子本身的「差異」點來說「分化」，

但我們卻要先回到「原點」來思考，亦即不論是「早期」或「晚期」弟子的

面貌如何差異，我們都不能忽略了他們都是曾親受孔子的指導，亦即從一「學

術社群」觀點來看，早晚期的弟子面貌都應涵攝在儒學團體的「整體圖像」

下來理解，故即使弟子自身意識到所理解的「聖人圖像」各不相同，但其結

果也並不會因之而轉變為「法家」或「道家」的圖像，這顯示了「分化」並

不是代表儒家的「核心價值」因各弟子的「理解不同」，而產生的滑動或更替。

王鈞林即說：20 

                                                                                                                                       
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頁 16）此段話重點在於點出「理學」（二程）學問之源流，不

過此處正顯示出他們所看重的學問是「成德行道」，而非專業知識之面向，故此處借用此語

來點出儒家的教育重點即在於「尋孔、顏樂處」。不過關於「二程」與「孔顏」所尋「樂處」

的真正差異（孔顏是內聖外王兼備，宋儒則偏向內聖），可詳參夏長樸師：〈尋孔顏樂處〉，

收入《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3 年），頁 407~420。 
19 見林啟屏：《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第三章　乾嘉義理學中的「具體實踐」〉，頁 192。 
20 見王鈞林：《中國儒學史（先秦卷）》（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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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派的基本特徵，並沒有因為組織上的分裂而喪失。說到底，作

為一個學派，它的成員是集中還是分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有共

同的思想、志趣、宗旨，乃至於共同的事業。 

王氏這裡所強調的即是從「共同」的面向，來理解「分裂」的意義，亦即，

表面上的歧異（各弟子間的差異），並不表示他們對於儒門的「宗旨」有所變

異，換言之，如果我們借用第一章所提及的孔恩（Thomas S. Kuhn，1922~1996）

的「典範」（paradigm）來說明，各弟子的「分化」現象並不表示其「典範之

轉移」（paradigm shife），「轉移」代表著不同的信仰、理論乃至操作模式，「新

舊典範」是存在著「不可共量」（incommensurable）的關係，但就孔子弟子來

說，各弟子的差異再大，都必然是立基於孔子的「聖人圖像」來說，就此意

義來論，「分化」並不表示「聖人圖像」的「分裂」，亦即「核心信念」並無

更動，更動的只是對理解的「途徑」有所爭議，這是我們首先要瞭解孔門弟

子「分化」背後的意義。 

第二點繼續承接上一點來說，亦即弟子對「聖人圖像」的理解「途徑」

為何？事實上，上述羅列的「客體」因素中，都是強調因弟子本身的「差異」

（不論「先天」或「後天」）來說明「分化」的原因，但我們不得不承認，凡

人作為「個體」的存在，必然是「獨特的」，亦即「主體」與「主體」間必然

存在著「差異」，若以這個角度來看，以弟子間的「差異」來說明「分化」的

原因，事實上並沒有說明什麼，頂多是點出此一現象而已。重點在於，弟子

如何看待「聖人圖像」的「方式」，以造成其分化。對此，黃俊傑先生在探討

儒家解經史的方法時，認為後代呈現出二種「經典詮釋」的方式：一是透過

孟子所謂的「以意逆志」的方法，講求解經者的個人主體生命的體會；二是

主張經由「文字訓詁」的方式，這顯然是乾嘉學者所著力的面向。我們的重

點在於前者，黃俊傑先生認為：21 

諸如此類（指「以理義去推索」經典的解經方式）的讀經方法都強調：

經典與解經者係互為主體性之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經典中之義理或

「道」與解經者的生命溶滲而為一體。 

                                                                                                                                       
儒家學派的分化〉，頁 168。 

21 見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

（一）：通論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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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22 

這種「互為主體性」的解經方法，一方面使經典中的「道」由於獲得

異代解經者主體性的照映而不斷更新其內容，在「時間性」之中使經

典獲得「超時間性」；另一方面則使讀經行動成為「尋求意義」的活動，

讀經者的生命不斷受經典中之「道」的洗禮而日益豐盈。 

黃氏對於「經」與「解經者」的關係，觀察的相當透徹。對此，我們若借用

黃氏所說的觀點，將孔子所代表的「聖人圖像」視為「經」，而弟子視為「解

經者」，則弟子詮釋孔子的方式，依舊是呈現一種「互為主體性」的關係，這

個意思是說：一方面，「經」（「聖人圖像」）作為「獨立」的「超時間性」地

位從未改變，所以從日後的「解經者」的角度來說，聖人圖像的「主體性」

位階是亙古不變的；另方面，當「詮釋」正在發生時，「經」（「聖人圖像」）

乃成為涵養、滲透其自身的價值所在，此時，「經」雖與「解經者」的生命溶

合為一體，但「主體」的透顯乃在於「解讀者」的身上，亦即此時「主體性」

位階不在「經」而在「解經者」身上。於是，弟子詮釋孔子的方式，乃在此

兩重「主體性」的交錯下展開，而這也正是孔門分化的「內在模式」。針對這

一點，史華茲（Ben jamin I. Schwartz，1916~1999）亦從另一角度說明此一模

式，雖然我們在第一章已舉出其看法，今再具引如下：23 

他們（孔子弟子）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孔子投射出的通見而被吸引

到孔子周圍的，並且毫無疑問，大多數人希望吸收這一通見。然而，

每一位門徒又不可避免地從他自己的特殊視角去看（通見的）整體。

這些視角通常採取了僵硬而誇張的形式，特別當他們最終在再傳門徒

中又以極其複雜的方式與既得利益關聯起來之後更是如此。通見因而

轉變為一種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還繼續

保持著他作為一個完整通見的地位，並且召喚著每一種創新的闡釋性

的努力。 

史華茲在這裡即提出兩個相當關鍵的概念：24一是「通見」（vision），它代表

                                                 
22 同上，頁 423。 
23 見（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劉東校：《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31。 
24 應當說明的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的譯者（程鋼）在〈譯後記〉中，主要便是

在說明此二詞的翻譯及其意義。其中，「problematique」原譯為「問題情境」，後改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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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孔子或弟子心目中的「聖人圖像」；二是「問題意識」（problematique），它

表示各弟子的「特殊視角」，其實也就是象徵其「分化圖像」。這裡的意思主

要在於指出一個學派的發展情形：當孔子在時，「通見」無疑占著主導的地位，

亦即它在儒學團體中是具有「主體性」的位階；但對弟子（解經者、詮釋者）

來說，尤其當孔子卒後，「通見」雖仍可保持其超然的完整地位（「超時間性」），

但不可避免地是，此時團體的主導性地位乃由「通見」滑動到各弟子的「問

題意識」，亦即此時「解讀者」（各弟子）成為「主體」，而「經」（通見）反

而成為一客觀之「客體」的存在。事實上，這就是在描繪儒學團體的「分化」

過程，這一過程透顯出的方式就是「互為主體性」的關係，指出此點，才是

說明儒學團體分化的內在理路，而不僅止於歸諸弟子表象上的「差異」而已。 

綜合上述所言，本節乃就「現象的考察」和「原因的分析」兩點，說明

「孔門分化」的肇端。在於前者，乃在於考察其分化的「事實」；在於後者，

分析其分化的「原因」。然誠如在前言所說，此節的問題並無受到太多人的關

注，加以文獻證據缺乏，故以上立論或多有偏失。不過之所以不能迴避此一

問題，乃在於必須先對儒學團體的「分化」發展作一「序幕」，以利下節「分

化內容」的實質性說明，如此，說明儒學團體的發展才不會落入「無根之談」，

這是此節論述的目的。 

 

 

第二節 孔門分化的當代詮釋與反省 
 

前節所言在於說明孔門分化的「現象」與「原因」，此節緊接著進入「分

化的內容」來說明。在此，所謂「分化內容」，並不是指分化的「結果」，分

化的結果是如韓非所言的「儒分為八」的議題，我們在上一節業已說明，本

文所處理的對象不涉及「再傳弟子」的問題，而是將焦點置於那些「親受」

孔子教誨的弟子身上。職此，這裡乃是說明孔子弟子在「分化」底下的「面

貌」呈現，亦即，透過上一節的敘述，我們可以確定孔子弟子間確實存在著

歧見與雜音，不論是弟子對夫子的理解還是弟子間相互的看法，然更為緊要

                                                                                                                                       
題意識」，以符合當前學界的用語習慣。至於本文對此二詞的分析，亦多受譯者說明的啟發，

詳細討論，請參：本杰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頁 49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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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在於，我們不僅要指出分化的事實，更要對分化的內容作一分判，此一

分判所顯現者即是不同弟子的「樣態」呈現，此節即意在說明這一樣態的內

容及其意義。不過，在此必須先說明的是，「孔門弟子」一目亦是歷來學者探

究之所在，尤其近當代學者亦有專著說明（可詳見前第一章第一節說明），成

果相當豐碩，故以下對弟子的探討除立基於前人的成果外，將儘量避免重出

之模式。故此節擬先討論前輩學人如何理解孔門弟子，亦即他們是透過何種

「進路」來呈現弟子們的面貌。此一用意在於為本文處理弟子面貌尋求最佳

之途徑。以下即提出「四種模式」並說明本文處理的模式。 

 

一、前輩學者的理解進路 

1、「傳主」的理解進路 

在進入論析弟子的面貌前，有一相當攪擾的問題是：我們當依何種「模

式」來理解孔門弟子？對此，最直接了當的作法就是「各個突破」，亦即是對

各個弟子一一分析瞭解，此一作法即是在第一章第一節所介紹的三位先生著

作：蔡仁厚《孔門弟子志行考述》25、李啟謙《孔門弟子研究》26及袁金書《孔

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27。很顯然地，此一作法是以「傳主」的研究模式來呈

現，此作法固然能深入地分析每位弟子的各個面向，但若要依此來理解「儒

學社群」的整體面向乃至「分化」等問題，顯然沒有太直接的幫助，所以本

文並不完全採取此一進路來處理，但在細部問題的討論上，此作法將會給我

們很大的幫助。 

2、「儒分為八」的理解進路 

其次，是以「儒分為八」的架構來理解，28當然我們一再提及，此一分

                                                 
25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此書羅列顏淵以下「三

十」位弟子的年歲、生平、事蹟並論其性情、德行、志向等。 
26 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收入《孔子文化大全》（山東：齊魯書社，1988 年）。此書主

要在探討顏淵至巫馬施等「二十九」名弟子，其餘則則顏幸至左丘明等六十八名弟子稍作

說明。 
27 袁金書：《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此書則是對顏回至曾皙

等「二十四」名弟子作討論。 
28 前輩學者對韓非所言「儒分為八」的問題，亦有豐富的討論，如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

收入氏著：《十批判書》（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16~743。周予同〈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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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本文所處理的範圍不盡相同，所以本文不依此來論。不過我們必須進一

步說明的是，即使韓非在〈顯學篇〉中所言無誤（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

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我們亦無法確實指出這「八人」或「八派」所

指誰，除「子張」、「子思」、「孫氏（孫卿荀子）三者明顯無所疑義外，其餘

者五者爭議輕重不一，如「顏氏之儒」實指何人呢？在〈仲尼弟子列傳〉中，

「顏氏」有八人之多：顏回、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樸、顏噲、

顏何；又如「孟氏之儒」，或謂孟子本人，或謂孟子後學；又如「漆雕氏之儒」，

〈仲尼弟子列傳〉中亦有三個漆雕氏：漆雕開、漆雕哆及漆雕徒父；又如「樂

正氏」，或指曾參弟子「樂正子春」，或指孟子弟子「樂正克」；至於「仲良氏

之儒」指誰？今人只能臆測罷了。以上爭議，學者或各持己見、論述有據，

然不論如何，在無明確的證據前，爭議總是存在，這就意味著以「儒分為八」

的架構來論述孔子弟子乃至「再傳弟子」，都具有高度的危險性，其結果當是

「臆測性」高而實證性低，職此，此亦不為理想的理解進路。 

3、以「發展學說」的理解進路 

第三種分法較為罕見者，此舉（日）本田成之和高專誠的作法為例。本

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認為孔門弟子可分作「禮樂派」和「《春秋》派」

兩類，其云：29 

孔門之學自可分為兩派，就是「禮樂」派與「《春秋》」派。孔子平日

言禮樂不言《春秋》，傳禮樂的是荀子。而孔子雖不言然其志在《春秋》，

門人意識其志而編成一部的《春秋》，其代表者就是孟子。⋯⋯而了解

孔子之志即《春秋》的思想的，是顏回、子貢、子夏、子游；了解禮

樂的方面而祖述的，是仲弓、子張、曾子及後來的荀子等。前者是經

                                                                                                                                       
子到孟荀〉，收入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頁 807~829。及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一書的作法等，都是詳論「儒分為八」的問題。另外，較為特別的看法是吳龍輝的理解，

他以「別墨」的理解方式，說明「儒分為八」是孔子卒後孔門後學爭正統中，先後出現的

八大強家。詳細討論見氏著：《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第

三章第三節 「儒分為八」別解〉，頁 106~116。 
29 見（日）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第

二章第二節　 七十子後學者與《春秋》〉，頁 60~61。在此必須要說明的是，此一意見乃

是見高專誠所引而得知，不過高氏所據版本為中華書局、民國三十一年版，同為孫俍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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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政治，後者是修身的、社會的。孟子則兩者都共有，特別得於《春

秋》的經世的思想的處所多。 

本田成之此一作法最大的問題不在於分幾派，而是在於所謂的「《春秋》派」。

雖然孟子曾明言孔子作《春秋》一事，30或《左傳》認為孔子「修」《春秋》，

然今《論語》一書卻無隻字提及《春秋》，因此，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已是

爭議多有，這是第一點31；第二點承續上說，既然專記孔門師弟言行的《論語》

無提及「春秋」一事，我們又如何確知是哪些弟子「傳」孔子的春秋經世思

想。由此可知，此一分法難以成立，更遑論其分類的內容了。32 

其次是高專誠的意見，他在《孔子‧孔子弟子》一書最末，亦有感於「儒

分為八」不能顯現弟子的全貌，而提出自身的分法，他認為從弟子對待孔學

的態度來講，弟子可分為「激進派」和「發展派」兩類，而其中又可各分為

「溫和的」和「激烈的」兩派，如此，便呈現出四種不同的態度，以下簡略

摘要其說：33 

1、「溫和的激進派」：如子路、子貢、樊須，此派是力求改變孔學中某些不中

其意的方面，然因本身學力有限，所以易被孔子所說服。 

2、「溫和的發展派」：包括顏回、閔子、子思、冉耕、子賤、仲弓、子夏等類

型的弟子，其特點在於守成尚可，發展則不足。 

3、「激烈的激進派」：如子張、宰予、冉求和公西華等弟子，乃以堅強的主張

和立場與孔子相對立，力圖修正孔學的某一面向並表現

出自己的特質。 

                                                 
30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 
31 以上意見參考楊伯峻之說，他認為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而是曾經用《魯春秋》作過

教本，傳授弟子，而《魯春秋》即是魯國的歷史文獻，即是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詳細

討論，見氏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前言 （二）春秋與孔丘〉，

頁 5~16。楊氏所論甚精，個人以為在未有其他新證據提出前，楊說較為詳實可從。 
32 對於內容的批判，可參高專誠的說法，他認為「春秋派」與「禮樂派」都是經世的，且對

弟子從屬於「春秋派」或「禮樂派」發表不一樣的意見，詳參氏著：《孔子‧孔子弟子》，頁

361~362。在此，個人是以為此二派分法根本無法成立，故不論其內容。 
33 詳細討論，見氏著：《孔子‧孔子弟子》，頁 36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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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激烈的發展派」：如子游、曾參、有若等幾人，其特點在於創造性強，而

在實際創建方面確實亦有收穫。 

對於上述的分法，我們可以發現高氏相當能掌握每個弟子的「特質」和大的

面向。不過個人卻以為，所謂「溫和派」和「激烈派」的界限是以何為標準

呢？在此，容或我引余英時先生的意見來說明，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

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中，他認為「激進」與「保守」是相對於「現狀」來

說的，此一現狀表明某一種（社會、文化、政治）秩序，保守者就是要維持

現狀，不求變，激進者就是對現狀的不滿，要打破現狀。但「保守」與「激

進」並不是「兩極化」的結果，事實上，在保守與激進之間，呈現出各種不

同程度的立場。余英時在此舉出一個有趣的例子是，「戊戌政變」（光緒二十

四年，1898 年）時，以康有為、梁啟超為首的維新黨，在當時是被視為變法

激進者，但過了短短數年，到了民國六年（1917）的「五四運動」，康梁等人

的「立憲派」卻被視為「保守」的象徵，與孫中山的「革命派」相對立。34對

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使用「激進」、「發展」或「溫和的」和「激烈的」

等詞彙，實際上並不能幫助我們瞭解事情的真相，亦即這些詞彙的使用可能

由於關照的角度不同，其結果就相異，故它的變動性比說明性還要來得高。

其次，我們在上一節即引孔恩的「典範」來說明孔門分化並不表示「聖人圖

像」（此可說是「現狀」）的「分裂」，其「核心信念」並無更替，職此，孔門

弟子都應歸為對「現狀」（孔子）的「發展派」才是（當然「冉求」應除外才

是），而不是另立一些非實質性、說明性的名詞。由此看來，上述本田成之與

高專誠的作法亦非理解弟子面貌的理想途徑。 

4、以「時間」作為判別的理解進路 

最後，我認為最好的分類模式就是錢賓四先生所說的「先進」與「後進」。

對於錢氏的說法，以下先述其說：35 

余考孔門弟子，蓋有前後輩之別。前輩者，問學於孔子去魯之先，後

                                                 
34 余英時一文，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199~242。

上述意見詳參頁 201~202 及頁 206~209。又此文有續作：〈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

保守－答姜義華先生〉，收入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局，2004 年），頁 43~52。上文所舉之義，此文亦有提及，此不具引。 
35 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卷一「二九　 孔子弟子

通攷」，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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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則從遊於孔子返魯之後。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則孔門之前輩也。游，夏，

子張，曾子，有若，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則孔門之後輩也。雖

同列孔子之門，而前後風尚，已有不同。由，求，賜志在從政，游，

夏，有，曾，乃攻文學，前輩則致力於事功，後輩則研精於禮樂，此

其不同一也。⋯⋯故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劉逢祿《論語述何》云：「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

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

志於致太平。」此以先進後進為及門之先後是也。惟以公西華為後進，

則誤。⋯⋯孔門四科，德行顏閔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惟文學一科屬後進，餘則皆先進。⋯⋯大

抵先進渾厚，後進則有棱角。先進樸實，後進則務聲華。先進極之為

具體而微，後進則別立宗派。先進之淡於仕進者，蘊而為德行。後進

之不博文學者，矯而為瑋奇。此又孔門弟子前後輩之不同，而可以觀

世風之轉變，學術之遷移者也。 

錢氏將孔門弟子分為「先進」（前輩）與「後進」（後輩）之別，我們在第二

章第二節論儒學團體的組成成員時亦有提及。在此，我們在前亦提及此分法

的缺憾處是，錢氏將「先進」與「後進」的劃分，定在「周遊列國」的「起、

迄點」。亦即「前輩弟子」，是在孔子五十五歲（魯定公十三年、497B.C.）前

所形成；「後輩弟子」則在孔子六十八歲（魯哀公十一年、484B.C.）後所形

成。則在這周遊列國的「十四年」時間，難道孔子無收授任何弟子？且將「後

進」弟子歸為「返魯」（六十八歲）至去世（七十三歲）這不過五、六年的光

景，更讓人難以信服。不過我們亦不得不說我們不容易超越錢氏作法，關鍵

仍在於史料之缺乏，這意思是說前述三者所分固然詳於錢氏的「二分法」，但

不是流於「見樹不見林」之失，就是「臆測性」太高，不若錢氏作法的實證

性與合理性，因此，錢氏分法雖非完滿，卻較易讓人信服。 

再者，我們進一步對錢氏此一分法加以探討：第一，錢氏言前輩弟子為

「先進」，後輩弟子為「後進」，乃引劉逢祿之說謂「及門之先後」之異。然

事實上，傳統注解在說明「先進」、「後進」二詞頗多爭議，此不贅述。36大抵

                                                 
36 〈先進〉首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此章歷來在解釋上相當的繁複，一則「先進、後進」當作何解釋？二則所謂「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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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錢氏僅取傳統說法以「先進後進」為弟子之「前輩後輩」，並衍申劉逢

祿之說，以為在孔子周遊列國之前所收授的弟子為「先進」，之後則為「後進」，

                                                                                                                                       
君子」實質意義為何？三則為何孔子要說用「野人」（先進）而不用「君子」（後進）？在

此，只針對「先進、後進」來說明，以下略舉數種說法： 

第一，以弟子「仕進」之先後說明「先進、後進」，並以為「先進」對禮樂不能因時損益而

有古風故曰「野人」，「後進」則於禮樂能因時損益故曰「君子」。此一說法以何晏、刑昺主

此說：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先進後進，謂士（即「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見氏著：《論語集解義疏》

（臺北：世界書局，1990 年），頁 107。刑昺《疏》云：「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

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時損益，

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

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見《論語注疏》（臺北：藝文

印書館，1997 年），頁 96 上。 

第二，亦以為「先進後進」為「前輩後輩」，但乃以「文質」的標準來說明。如朱熹《注》

云：「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

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

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見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23。今人蔣伯潛先生亦從此說，

茲不具引，詳見氏著：《語譯廣解‧論語讀本》（臺北：啟明書局，不著年月），頁 153。此

一說法在於認為「先進」本是「文質彬彬」者，「後進」卻是「文過其質」者，然因周末流

俗以「文飾」勝，故以為「文質彬彬」者是「野人」，「文過其質」者反為「君子」了。 

第三，以「禮樂」與「仕宦」之孰先，說明先進後進。此為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說法，

其云：「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

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為野人，野人者，

凡民未有爵錄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錄，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

其賢者則思為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為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見氏著：《論

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437~438。今人楊伯峻先生亦從此說，今不具

引見氏著：《論語譯注》，頁 109。此一說法是認為「先進」者是平民，沒有世襲的爵祿，

故是先習得禮樂而後為官；「後進」者為貴族，因有世襲的爵祿，故是先為官而後才思欲學

習禮樂。 

以上三種說法解釋雖各不相同，但皆以「先進、後進」作為「名詞」解，亦即「前輩、後

輩」之義。然今人趙龍文卻以為「進」當作「動詞」解，其云：「首先進入到禮樂之境界的，

是一般平民。而後研究、制定禮樂制度的，則屬士大夫之流。」見趙龍文講述、錢仲鳴筆

記：《論語今釋》中集（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臺初版），頁 1017。此說雖屬罕見，在

此聊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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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錢氏對此二詞的定義。37第二，錢氏此說更為重要者是發前人所未發，給

予我們一個新的視野與途徑來瞭解孔門弟子。大抵來說，孔門弟子可分為兩

個樣態：一是「踐道」，一是「傳道」。「先進弟子」總體來說是偏向「踐道」，

這又包含兩個面向：一是在「德行」上不斷實踐的弟子，如顏回、閔子等；

二是在「政事」上不斷實踐的弟子，如子路、冉求等。「後進弟子」的面貌則

是專注於「傳道」，致力於「禮樂教育」而忽略「經世事功」（此詳後節）。錢

氏此一分法雖有「疏漏」之嫌，不過卻是相當能把握弟子的整體面貌，其說

最大的堅實論證在於，此說能扣合孔子一生的經歷來說，亦即在「中壯期」

的孔子，其志當在「行道」的實踐上，這就是為何一部份「先進弟子」是突

顯在事功的表現上；然行道的基礎在於先完備自身，故另一部份先進弟子是

「淡於仕進者，蘊而為德行」之故；到了「晚年」的孔子，回歸魯國後雖仍

心繫「時政」，從未放棄「治世」的理想，38但其主要活動已轉向「講學」教

育之事業上，故其後進弟子當是偏向禮樂文學等面向的發展。由此可知，錢

氏此一作法不僅能掌握弟子的性情樣態，又能配和孔子一生行誼來說明，可

謂深得孔門之深蘊。 

總結上述諸說，我們列舉了四種理解孔門弟子面貌的途徑：一是蔡仁厚、

李啟謙及袁金書三位先生的「傳主」模式；二是「儒分為八」的模式；三是

（日）本田成之分「禮樂派」和「《春秋》派」兩類與高專誠的「四分法」；

最後是錢賓四的「先進」與「後進」的作法。此四種途徑雖詳略各有不同，

但經由上述的討論，我們可以發現若就孔門「整體」的掌握與義理的闡發上，

當以錢穆的說法為勝。然我們亦提及過錢氏的作法過於疏略，尤其某些後進

                                                 
37 錢穆在《論語新解》中亦說：「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皆指孔子弟子。」又云：「野人，

樸野之人。先進之於禮樂，文質得宜，猶存淳素之風。較之後輩，轉若樸野。君子多文，

後進講明禮樂愈細密，文勝質，然非孔子心中所謂文質彬彬之君子。」見氏著：《論語新解》

（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 374。由上可見，錢氏對先進後進的「特色」乃主朱熹

說法（見前注，第二），但前注諸說無一提及以「及門之先後」來區分先進後進，故錢氏對

「先進後進」的判定主要依據劉逢祿之說。 
38 孔子一生堅持「治世」的主張，可從〈憲問〉所載得知：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子後，不

敢不告也！此事《左傳‧哀公十四年》亦有載，孔子時年七十一，距離卒年七十三不過二年，

由此可見孔子一生百折不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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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亦有先進弟子重於「德行」的表現，故在對進一步討論弟子的面貌前，

先擬就「對象」與「模式」再作一說明，以確立處理內容與方法的合法性。 

 

二、本文所採取的理解進路 

首先，在理解弟子面貌前，我們應先釐清「對象」。依據上述錢穆所說，

「先進弟子」包括：子路、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原憲、子羔、公西華等十一名弟子。「後進弟子」則有：子游、子夏、子

張、曾子、有若、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等八名弟子。以上所列共有十九

名弟子，在此，我們必須發問的兩個問題是：第一，為何僅列十九名弟子？

第二，如何判定弟子屬先進或後進。針對第一個問題，可以說錢氏此作法亦

是受限於「史料」之故，我們在前第二章第二節討論當中曾引崔述的說法，

他認為《論語》中的孔子弟子只有二十七人（除去「公伯寮」，實為二十六人），
39較錢氏多出七人：曾皙、顏路、宓子賤、巫馬期、南容、公冶長、司馬牛。

然此七人大抵因史料不足或在《論語》中較無突出且具體的面貌，故錢氏可

不列入討論。40至於第二個問題，錢氏主要依據《史記‧仲尼弟子列傳》與《孔

                                                 
39 此「二十七」人，崔述認為明顯無誤者為「二十人」：1 顏淵，2 閔子騫，3 冉伯牛，4 仲

弓，5 子路，6 曾皙，7 子貢，8 原思，9 有子，10 曾子，11 宰我，12 冉有，13 公西華，

14 子游，15 子夏，16 子張，17 樊遲，18 子羔，19 漆雕開，20 司馬牛。其他七人則不

能確知：21 顏路，22 公冶長，23 子賤，24 澹臺滅明，25 巫馬期，26 南容，27 公伯寮

（此非孔子弟子）。見（清）崔述：《考信錄‧洙泗考信錄餘錄》（臺北：世界書局，1989 年

四版），卷三「孔門弟子通考」，頁 27~28。由上可知，崔述認定在《論語》當中的弟子有

「二十六」人。然蔡仁厚在《孔門弟子志行考述》中，仍依《論語》為據，認為有「三十

人」（見其〈自序〉頁 4 說明），較崔述多出：琴牢、陳亢、申棖及林放四人。個人以為此

四人雖在《論語》中有出現，不過爭議性頗大，似不宜列入。 
40 應當說明的是，此七人錢氏雖無明言是先進或後進，但依其《先秦諸子繫年》一書的考證，

仍可推之一二。在於「曾皙」與「顏路」，分別是曾參、顏回之父，按理應為「先進弟子」

無誤。其次「宓子賤」，錢氏認為是少孔子三十歲，與顏淵同年，則亦應為先進弟子。（詳

見《先秦諸子繫年》，頁 107。應當說明的是，《列傳》載子賤少孔子 30，而《家語》則載

少 49，錢氏以為「今傳《家語》誤取《史》年耳」，故本應是《列傳》載 49、《家語》載

30 才是，此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地方。）再者為「巫馬期」，錢氏並無討論此人，書末「附

表」亦無提及此人，不過巫馬期事蹟相當不明，我們僅能從《列傳》載其少孔子 30 歲，

推算可能亦與顏淵同年，屬先進弟子。最後為「南容、公冶長、司馬牛」三人，此三人在

於《列傳》和《家語》皆無載年歲，我們更難推知其為先進或後進。由上可知，此七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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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家語‧弟子解》所載之年歲加以推斷，並參照《論語》、《史記》等文獻的

弟子言行事蹟，來推斷《列傳》或《家語》所載之年歲是否適當。41對此，除

非有新證據的發掘，否則關於每位弟子年歲的可靠史料，僅如上述所言，故

實無法推翻錢氏的考證。不過經由錢氏對此十九位弟子的年歲考證，我們可

以發現，「先進弟子」以子路最長（少孔子九歲），最幼者為原憲（少孔子三

十六歲）42；「後進弟子」中，以有若最年長（少孔子三十三歲），43以子張最

年幼（少孔子四十八歲）。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先進」年歲大抵少孔子三十

歲以內，「後進」則少孔子四十歲以上。如此便可對比出，先後進弟子因年歲

上的具體差異，而導致經歷、志向等的不同，這是我們附帶說明的一點。以

上是對於判定先進與後進之「對象」的說明。 

 

再者，我們雖已說明討論弟子面貌應依錢穆之分法，然錢氏說法當中又

提及：「孔門四科，德行顏閔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路，文

學子游子夏。此惟文學一科屬後進，餘則皆先進。」亦即錢氏認為若將「四

科十哲」與「先進後進」相配，只有「文學」一科屬後進，其餘三科皆言先

進。不過此一說明只言及「十位」弟子，並無完全含括錢氏所列的「十九位」

弟子，在此，我們其實亦可將其他的「九名」弟子（原憲、子羔、公西華、

子張、曾子、有若、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歸屬於「四科」當中來討論。

此一作法的長處在於，若我們將這十九位弟子一方面立基在「先進、後進」

的大框架下，另方面又能從屬於「四科」當中來理解，很顯然地優點在於我

們對於弟子的瞭解，起碼能掌握兩個具體的面向（「先後進」與「四科」），而

且此二面向一則避免流於瑣碎（「傳主」模式），二則此二面向本都是《論語》

本具的概念，44既非後人追述（「儒分為八」模式），亦非自身獨創的概念（本

                                                                                                                                       
致來說，皆因缺乏史料之故，以致對他們的瞭解相當模糊。 

41 詳細的論證情形，請參《先秦諸子繫年》，卷一「二九　 孔子弟子通攷」，頁 98~112。 
42 在錢氏所列的十一名先進弟子中，原以公西華最年幼，少孔子四十二歲（《列傳》），然錢

氏引崔述及金鶚之言，推論應作「三十二」較為合理（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頁

110~111），今從之。 
43 應當說明的是，錢氏所列的後進弟子中，「漆雕開」《列傳》無載年歲，《家語》則載少十

一歲，若據《家語》則應為先進才對。然據錢氏考證，認為「《正義》引《家語》或脫一四

字，少孔子四十一歲，差為近之。」故錢氏以為是後進。 
44 此所謂《論語》本具之概念，乃謂「先進後進」與「四科」二者，在最低限度內，起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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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之、高專誠模式）。職是，以「先進後進」加以「四科」結合的理解模式，

應是理解弟子面貌較為可靠的作法。 

 

以上所論，乃是針對前輩學者在處理孔門弟子「理解進路」上的粗略討

論，對此，大抵依循錢穆的作法（先進與後進），並配合「四科」來論。在立

下自身的理解進路後，下一節即展開實質內容的討論。 

 

 

第三節「先進」與「後進」－孔門弟子面貌的呈現 
 

如上一節所述，此節論述的模式主要依「先進後進」加以「四科」來論，

也可以說「先進後進」是為經，「四科」是為緯，希冀在經緯交錯下，突顯出

孔門弟子在面貌上的大體分野及趨向。應當說明的是，關於孔門弟子的資料

不限於《論語》，其他各種先秦典籍乃至《史記》、《孔子家語》等多有，45然

                                                                                                                                       
《論語》本身所具備之詞語。只不過在於「先進後進」一詞，本文乃選擇錢穆之解釋，然

非謂錢氏所說必為「真解」；至於「四科」概念，雖是《論語》本身記載無誤，然後人多謂

「四科十哲」是弟子所記，非孔子本身分此四科，此說法以《集注》為代表，其云：「弟子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

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

俗論也。』」見《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頁 123。錢穆《論語新解》亦主此說，

茲不具引，見頁 376。再者，〈先進〉此載「四科十哲」章又與前一章：「子曰：『從我於陳

蔡者，皆不及門也。』」，在「分合」問題上，又為歷來學者所爭議（《集注》、錢穆主合），

此不再詳論，可參程樹德之引述及論證（程氏主分），見氏著：《論語集釋（三）》（北京：

中華書局，1996 年），頁 739~749。 

45 應當說明的是，古人對於孔門弟子資料上的相關蒐羅，已有相當的基礎，如（清）朱彝尊

《孔子弟子考》，（清）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清）馮雲鵷《聖門十六子書》及（清）

崔述《考信錄餘錄》等書，然就「完備」來說，應屬李啟謙、王式倫編：《孔子弟子資料匯

編》（山東：山東友誼書社，1991 年）一書，此書共列「一百名」孔門弟子，蒐羅「從先

秦至南北朝時期的古籍、碑刻、竹書、帛書」等「九十六」種資料（詳見該書「編輯說明」），

因此可以說，有關孔門弟子的資料以此書最為完備。故以下對各弟子論述的材料，大多參

據此書的統計，然基於典籍「可靠性」的理由，此書雖詳載如此多的文獻，仍僅取較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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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可靠度」的理由，以下對各弟子論述之依據，主要仍依《論語》一書，

餘則參《孟子》、《左傳》、《史記》等書，其餘資料為避免混淆，儘量不予採

用，以下即分「先進」「後進」兩方面來說明。 

 

一、先進弟子的形象－德行與政事 

就「先進弟子」來說，錢穆所云的先進弟子包括：子路、冉有、宰我、

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等十一名弟子。

其中，我們又可分立為三個面向，以下分別討論： 

1、「德行」面向 

《論語‧先進》明言「德行：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故在此先

立「德行」此一面向。以下即就此四位弟子作一討論： 

首先是「顏淵」，姓顏，名回，字子淵，亦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對於

顏淵，我們實在很難對他有什麼異議，在《論語》當中，顏淵的形象不可謂

不完滿了，在於先天的資質，子貢稱其「聞一以知十」，連孔子也自嘆弗如，
46；在於後天的「學習」，夫子屢稱「好學」，47且似是永無退息、從不怠惰一

般；48對於孔子學說的把握，沒有任何弟子可以超越他；49當然，夫子和同儕

間對其的觀感，也是出現一面倒的聲音。50對此，顏淵的形象遠比孔子「扁平」，

                                                                                                                                       
靠的資料來論。 

46 〈公冶長〉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47 〈雍也〉載：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先進〉亦載：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48 〈子罕〉有兩篇言：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子謂顏淵，曰：「惜乎！吾

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49 〈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楊伯峻認為「其餘」

是指其他弟子（見氏著：《論語譯注》，頁 57），這是說顏回能長久地（「三月」）保持住「仁」，

其餘弟子則某日或某月做到而已。由此看來，顏淵對孔子思想的把握是超越其他弟子。 
50 孔子除上言「好學」及「不違仁」的稱讚外，又言：「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

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為政〉），又「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夫。』」（〈述而〉）孔子更直言「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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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所透顯出來的性情，就是毫不懷疑地接受孔子的教誨，並盡其全力去

達成。另方面，這一「扁平」來自於顏淵從不表現出喜怒哀樂的情緒表現，

更不要說有對同儕的批評。這似乎是有些不合乎「人情」的表現，即使在孔

子本身，也有其對「道」之不行的慨嘆，或與弟子相處時的愉悅，乃至對子

路的喝叱，但在於顏淵本身，卻如一幅平靜的山水畫，他想要訴說什麼呢？

我們實在無從得知。然而有一點可以確知的是，儒學團體既以「道德意識」

為其核心信念，而顏淵所展現的各個面向，也都是圍繞此一信念而發，在此，

我們僅能說他確實是孔門「德行」之首了。 

其次是「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閔損在《論語》

中的言行記載雖不多，但他的形象卻較顏淵稍微具體一些。在於「德行」，他

是以「孝」著稱，51不僅如此，他似乎也透顯出像顏淵一般「沈穩內斂」的性

情，夫子曾稱其「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先進〉）又云：「夫人不言，言

必有中。」（〈先進〉）可見閔子亦應是屬於柔順服從的性情。不過我們在有一

處發現閔子稍稍有自己的聲音，〈雍也〉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

曰：『善為我辭焉！如有復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此是記載閔子堅決推

辭季氏給予的仕宦機會，司馬遷則是說他「不仕大夫，不食汙君之祿。」（〈仲

尼弟子列傳〉）在此，閔子不為官，我們可以推斷他是因為季氏為「汙君」，

故不受其利祿。同樣地，上述顏淵一生亦無為官的記載，我們有同樣的理由

相信，顏淵亦是同樣的原因而不為官，而非排斥為官。因此，我們可以說顏

閔二人本身都是對「道德」相當的堅持，故在「德行科」是列於顏淵之後。 

再者是「冉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史記》《家語》皆無載年歲。

對於伯牛，我們對他的瞭解甚少，《論語》當中只有兩則述及到他，一是列在

「德行科」的記載；一是〈雍也〉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慨嘆為何

這樣的人竟有如此的疾病，很顯然孔子在於表達出，伯牛亦是夫子平日所稱

許之人，如同於顏淵死時一般，孔子不僅「哭之慟」（〈先進〉），並哀嘆其「天

喪予，天喪予」（〈先進〉），由此可見，今《論語》雖無載伯牛在「德行」的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在於弟子對其的評論，除上述子貢言顏

淵「聞一以知十」（〈公冶長〉）外，又：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處，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此「吾友」歷來解釋乃指「顏淵」。 
51 〈先進〉：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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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方面特別突出，不過其表現應相類於顏閔二人才是。52 

最後是「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雖同列於

「德行科」，然相較於前三者稍有不同。在於《論語》中的記載，冉雍表現出

「德行」與「政事」兩個面向，在於「德行」方面，他的表現並不是說相當

的突出，但我們可以從下兩章看出一些端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長〉）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

淵〉） 

在於第一章，孔子對於仲弓是否是「仁」言其「不知」，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孔

子是不輕易許「仁」的，但孔子卻肯定仲弓「不佞」這一點，「不佞」指口才

不好，然仲弓真是口才不佳嗎？在此，孔子只是說明仁者不需要巧言利口，53

事實上，上述孔子言顏淵「如愚」，54言閔子「誾誾如也」，都是表現出不善言

辭的樣子，這種沈穩內斂的性情應是有德者的共同屬性。在於第二章，雖主

要在於說明「仁」的內容，但仲弓的回答：「雍雖不敏，請事斯語矣。」可以

說是與顏淵問仁如出一徹：「回雖不敏，請事斯語矣。」55相較於其他弟子，

就算不肯「輕易就範」於孔子，但也不至於如此謙虛而順從的回答。因此從

                                                 
52 在於《孟子》的記載，亦有提及「顏、閔、伯牛」三人在「德行」上的表現，不過「伯牛」

卻居首位，〈公孫丑上〉云：「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昔

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此處應

當說明的是，以上所引乃是孟子弟子「公孫丑」所說的話，而非孟子本人所作的評述，今

人李啟謙不辨，而以為孟子對伯牛的評價是最高的（見氏著：《孔門弟子研究》，頁 29~30）。

故就《論語》本身的相關記載來說，應仍是以顏淵為德行最高。 
53 孔子本身即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公冶長〉）、「巧言亂德」（〈衛靈公〉）等語，皆表示「有口才」不僅無助於道

德修養，更有其大害，相反地，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子路〉）、「仁者其言也訒」（〈顏

淵〉）等語，與孔子言「焉用佞」的立場是一致的。 
54 〈為政〉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55 〈顏淵〉載：顏淵問仁。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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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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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兩個端倪來看，冉雍雖無明顯的德行表現，但列於德行科之末應無太大

問題。在於「政事」方面，冉雍的表現反而突出，他不僅做過「季氏宰」，56孔

子也勝讚其為政的才能與主張。57由此看來，仲弓雖亦列在德行科，但在政事

上的發揮卻較前三者為多。 

2、「言語」面向 

〈先進〉載「言語：宰我、子貢」，以下即對此一面向及兩位弟子作一討

論： 

首先，我們要先瞭解何謂「言語」？「言語」表面上雖指「言說」，但此

處所指的屬性不僅於此，皇侃《疏》引范甯云：「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

邢昺《疏》亦說：「若用其言語辨（辯）說，以為行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

子貢二人。」由此看來，此所謂「言語」當指外交上的「辭令辯說」，孔子即

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不達；始於四方，不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路〉）楊伯峻先生解釋到：「古代的使節，只接受使命，至於如何去交涉

應對，只能隨機應變，獨立行事，更不能事事請示或者早就在國內一切安排

好，這便叫做『受命不受辭』，也就是這裡的『專對』。」58 很顯然的意義在

於，子貢、宰我兩人在外交的行事上，不論是交涉應對還是言辭答說，皆是

相當的熟稔，故此所謂「言語」的屬性，當就「外交」這一方面來理解。 

其次說「宰我」，姓宰，字子我，生卒年不詳。宰我雖名列「言語科」之

首，然《論語》中只有五章涉及到他，且除了〈先進〉載「言語：宰我」屬

「好事」外，其餘四章都是夫子帶有批評的言論。加以宰我事蹟或成就遠不

如「子貢」明顯（詳下），如此宰我何以能列於「十哲」之中呢？對於這個關

係重大的問題，錢賓四先生有相當詳細的論證，他即認為： 

                                                 
56 〈子路〉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57 仲弓「為政」之才能，我們可以從〈雍也〉所載而得知：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又云：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在於第二章孔子所言，很顯

然是承接冉雍「可使南面」的才能來說的。在於「主張」方面，〈雍也〉亦載：仲弓問子桑

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不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在此，孔子是直接讚許冉雍對治理百姓的主張，這也

可說是承接為政的才能來說的。 
58 見氏著：《論語譯注》，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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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每疑宰我、子貢同列言語之科，而宰我居先，孟子稱其智足以知聖

人，其在孔門，明為高弟弟子矣。而《論語》載子我多不美之辭，如

《晝寢》及《三年之喪》兩章尤甚。諸弟子中，獨寫宰我最無情采。《論

語》本成於齊魯諸儒，其書出於戰國時。田氏已得志，而魯亦為田齊

弱。豈田氏之於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變黑白。則魏之

何晏，唐之王叔文，固自不免為小人之節。而宰我之於孔門，乃亦負

此重冤。 

錢氏所言，當參《左傳‧哀公十四年》載宰我死於齊國之記載。59簡言之，宰

我（闞止）仕於齊國時，欲去家臣田氏（即陳成子，田常），不料反被田氏所

殺，而田氏亦得以掌握實權。故錢氏之意乃在於當時紀錄《論語》諸儒，迫

於田氏的淫威而不敢錄其嘉言善行，僅取其夫子批評之語。對此，雖有不信

錢氏所論者，然持反對意見者亦無法提出更有力的證據，說明宰我何以列入

「十哲」之中但所呈現的面貌卻是「負面」的，故此問題實非今日所能判定

之問題。今觀《論語》載子我「晝寢」、「問仁」及「三年之喪」三事，我們

卻是稍可看出宰我「善為說辭」（《孟子‧公孫丑上》）的端倪。在於「晝寢」

一事，孔子說：「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行；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行。於予與改是。」（〈公冶長〉）夫子既然因為宰我之故而改變對人觀感的方

式，即不僅要「聽言」還要「觀行」，由此可推論宰我可能「言語」動聽，但

實際行為卻非如此；在於「問仁」，宰我問「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

其從之也？」（〈雍也〉），孔門弟子問仁者多矣，然以此「奇異」方式來問，

僅止於宰我，這或可屬於「巧言利口」之類；在於「三年之喪」更為明顯，

宰我說「三年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年為禮，禮必壞；三年不為樂，樂必

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陽貨〉）對此，宰我不

在於問孔子此禮制是否合宜，而是想直接持己之見來反對「三年之喪」及說

服孔子，對此，孔子只能訴諸「內心」（女安則為之），而非就制度本身來說

解，這明白突顯了宰我利口巧辯之性情。由此可見，我們雖無法斷定宰我在

「言語」上是否有何成就而因之列入「十哲」中，至少他所顯現的端倪是為

「利口巧辯」之屬了。 

                                                 
59 關於宰我之死的問題，學者多所爭議。關鍵在於《左傳》中的「闞止」是否為「宰我」，

若不是，則宰我一生未仕，李啟謙、高專誠等主此說；而錢穆、蔡仁厚等則主「闞止，字

子我」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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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說「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一字子贛，少孔子三十一歲。

子貢較於宰我，其事跡與形象都相當的具體而突出，這當然與他在先秦各種

典籍中有眾多記載有關（子貢在《論語》中即出現有三十八章）。子貢雖名列

「言語科」，但實際上所反映的活動在於「政治」與「經商」的成就上。在於

「經商」，夫子即言「賜不受命，而貨殖焉，憶則屢中。」（〈先進〉）《史記》

更明言「常相魯、衛，家累千金。」（〈弟子列傳〉）「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

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魯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貨殖列傳〉）

子貢經商固然成功，然在「外交」上的成就更為顯著，如哀公六年，孔子絕

糧於陳、蔡之間，夫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孔子世家〉）又哀公七年，「吳與魯會繒，徵百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世家〉）此等例子甚夥，此不贅述。60子貢在

外交上一次次的成就，當然與其「言語」才能有其密切關係，外交不僅止於

「賓主相對之辭」而已，更牽涉到各國切身利益、勢力消長，乃至權力的鬥

爭等實務的分析、談判，對此，孔子稱子貢「告諸往而知來者」（〈學而〉）、「賜

也達」（〈雍也〉）等語，都是說明在實際的應對判斷上，子貢確有其長才。然

而子貢「言語」反映在經商與外交成就上，孔門弟子雖無人能及，但若回歸

到「修身」的層面上，子貢「利口巧辭」（〈弟子列傳〉）反而遭孔子所批評，

表現在性情上即是喜評論人的毛病，今觀《論語》中的記載，如問孔子「孔

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公冶長〉）、「伯夷、叔齊何人也？」（〈述而〉）、

「師與商也孰賢？」（〈先進〉）、「今之從政者何如？」（〈子路〉）、「鄉人皆好

（惡）之，何如？」（〈子路〉）等等之例，雖不能盡說子貢皆是評論他人，不

過用之太過，顯然無助於己身之修養（今觀「顏回」無一語問及他人於孔子

之例即可知），故〈憲問〉明載「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不

暇。』」一語。總結以上所說，子貢雖有許多面向的表現，但都可以歸攝在「言

語」一事來論，故今列於「言語科」可謂實至名歸了。 

3、「政事」面向 

〈先進〉載「政事：冉有、季路」，以下即對此一面向及兩位弟子作一討

論： 

首先是「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亦稱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冉

求名列「政事」第一，其事跡我們在前亦有提及，夫子對其從政方面的長才

                                                 
60 子貢在外交上之成就事跡，詳參《左傳》哀公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及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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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潛力，亦多所肯定，如言其「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不知其仁也。」（〈公冶長〉）、「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雍也〉）、「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先進〉）更為甚者，孔子將「冉求之藝」視為「成

人」的要件之一（〈憲問〉），由此可見孔子對冉求「政事之藝」的肯定。不過

孔子並不因冉求有此才能而顧此失彼，事實上，如一般所理解的，冉求與孔

子的衝突最為劇烈，如「季氏旅於泰山」，冉求直言「弗能救」（〈八佾〉），又

「季氏將伐顓臾」，冉求不加以勸阻，反而主張「今不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的主張（〈季氏〉）。最為顯著者，即是冉求為季氏「聚斂而附益之」，這可說

是「劫貧濟富」的行為，故夫子說出「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先

進〉）的重話。事實上，以上數章所顯示的意義，正說明冉求的行徑已脫離了

儒門團體以「道德」為其核心信念的價值，這一脫離，正象徵「理想」（孔子）

與「現實」（冉求）的割裂，故冉求自言「方六七十，如五六十，求也為之，

比及三年，可使足民，如其禮樂，以俟君子」（〈先進〉）一語，孔子曾說過「興

於詩，立於禮，成於樂。」（〈泰伯〉）又言「不知禮，無以立也。」（〈堯曰〉）

等語，對於孔子來說，「禮樂」可說是「立人之本」歟，今冉求自身放棄「禮

樂」，且言「非不說子之道，力不足也。」（〈雍也〉），正是說明冉求放棄了作

為「價值理性」（禮樂）的存在，而僅存「工具理性」（政事之藝）的操作而

已。不過儘管如此，今《論語》當中並無記載冉求與孔子師生關係的正式決

裂，故論其政治層面的發揮和影響力，孔門之中當以冉求為首。 

其次是「季路」，姓仲，名由，字子路，又字季路，少孔子九歲，是孔門

中最年長的弟子。我們可以說子路在所有弟子當中，形象最為突出及獨特，

這一方面是子路在《論語》中出現的次數相當多，另方面也因為子路與孔子

的交談言行當中，顯現了自身的性格。關於子路的性格，前人意見沒有什麼

爭議，都是指向「率直果敢」、「勇武粗陋」的面向來說，此不一一引述。61對

此，個人以為史遷在〈游俠列傳〉中的一段話正足以說明其性情，其云：「今

游俠，其行雖不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行必果，已諾必誠，不愛其軀，

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不衿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61子路此一性格的表現，在於孔子對其的批評最為明顯，例如：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公冶長〉）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雍也〉）子路曰：「子行三軍，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述而〉）「由也喭」、「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子路無宿諾。」（〈顏淵〉）子曰：

「野哉，由也。」（〈子路〉）此等例子甚多，此僅舉數端而已。 



  
 

- 120-  求道者－以孔子弟子為研究的起點   
 

 
 

 

 

 

子路雖非後世之「游俠」，然其性情行徑，卻與史遷所述若合符節，62雖然夫

子對子路粗鄙的性格多所批評，然孔子本身即說過：「不得中行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不為也。」（〈子路〉）在於子路，雖不符合中庸

之道，但必定是「狂者」與「狷者」，對此，夫子當是明白子路的優點所在，

只不過孔子知其「好勇不好學，其弊也亂」（〈陽貨〉），終至子路應驗了夫子

「不得其死然」（〈先進〉，不得善終之意）的結果。63後人常將「子路」與「顏

淵」相對較，事實上，子路正象徵著夫子積極行道、用世的一面，對此，在

性情上遭孔子多所批評，然在「政事」方面，孔子則多肯定，如孔子言「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不知其仁也。」（〈公冶長〉），「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公冶長〉），「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先進〉）及「片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先進〉）等，皆表示孔子對子路「政事」及為

官能力上的肯定。故總結子路的行徑來看，其「政事之藝」雖不如冉求，然

其「見利思義，見危授命，久要不忘平生之言」（〈憲問〉）的表現，亦可說是

堅守儒家「道德信念」的另一種表現。 

以上乃就〈先進〉所載的三個面向（德行、言語、政事），共說明了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子路等八名弟子。若依錢穆所

言，先進弟子還有「原憲、子羔、公西華」三名弟子，以下再作一簡述： 

「原憲」，姓原，名憲，字子思，亦稱原思、原思仲，少孔子三十六歲（《家

語》，錢穆以為或當作「二十六」）。對於原憲，我們都不好列入以上三科之中，

在於政事，原思除作過孔子的家宰外，64一生不曾為官。然在於德行，他又不

                                                 
62 案〈憲問〉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觀此，子路的行徑即是符合孔子所謂「今之成人者」

的條件，而此條件與史遷所言大體相同。 
63 子路之死緣由，詳見《左傳》「哀公十五年」，衛靈公、蒯聵及衛出公輒三代之恩怨。子路

為救「孔悝」（衛靈公女兒「伯姬」之子），不聽子羔之勸，而遭蒯聵所殺。 
64 〈雍也〉載：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這裡明

載原憲當孔子家的總管，孔子給他小米九百而不肯接受。事實上關於孔門組織的運作，必

有其「經濟」面向，然由於資料極其缺乏，實無法討論。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書末，

稍有討論，見「孔門的經濟情況」，頁 261~264。至於近代「孔府」的各項運作的詳細情

形，可參孔德懋：《孔府內宅軼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孔德懋是孔德成

之姊，此書是作者回憶「孔府」及其後代成員在近代變化的滄桑，相當精采。 



 
  

                               第三章  從「整體」到「主體」－真理的追尋 - 121 - 
 

  

被列入德行科中，這或許與之「隱逸」的行徑相關。據〈仲尼弟子列傳〉載：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連騎，排藜藿入窮閰，過

謝原憲。憲攝敝衣冠見子貢。⋯⋯」史公所言若屬實，則表示原憲在孔子卒

後，既不求官，亦不從事教育，65反而走向「隱逸」之途。原憲此一傾向，或

受孔子所影響，〈憲問〉載：「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

也。』」66對於孔子的回答，我們應該理解為一「原則性」的指導，事實上觀

乎孔子的一生，無不是處在「邦無道」的局勢下，既然如此，夫子何以要「周

遊列國」呢？因此，原憲或僅執取「邦無道，穀，恥也」（「無道則隱」）的一

面，遁入窮巷之中。由此看來，原憲的行徑至多是較偏向於「德行科」的弟

子。67 

「子羔」，姓高，名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論語》對高柴的記載

只有兩章，皆在〈先進〉篇：「柴也愚」及「子路使子羔為費宰」。除此以外，

前述子路之卒時，兩人亦同仕於衛國。而在孔子卒後，他又重仕於魯國（〈弟

子解〉：「仕為武城宰。」）由此有限的資料看來，子羔亦應同於子路之屬，偏

向「政事科」的形象。 

最後是「公西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亦稱公西華，少孔子三十二

歲（從錢穆之說）。在於《論語》當中的五章記載，我們僅能知其長於「禮」，

                                                 
65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直言其「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

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見羊春秋注釋、周鳳五校閱：《新譯孔子家語》（臺

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503。 
66 〈泰伯〉亦載孔子之言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此章是與孔子回答原

憲的意思是一樣。 
67 高專誠即是將原憲列入「顏氏之儒」之屬（見氏著：《孔子‧孔子弟子》，頁 116），然原憲

仍無法以「德行」相稱，按〈憲問〉載原思問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

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對此，蔡仁厚即說：「一個人能做到不好勝、不

衿誇、不忿恨、不貪私，則其克己工夫亦庶乎可矣。但這仍然是狷介之退，是消極面的工

夫。所以孔子只說此甚難能可貴，然不得便謂之『仁』也。」見氏著：《孔門弟子志行考述》，

頁 137。事實上，孔子對於「仁」的意義闡發很清楚，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雍也〉）亦即是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的工夫（〈憲問〉）。

不論如何，「仁」都是一種積極向外「擴充」（即孟子言「推恩擴充」），而非「消極」的克

制自己而已，故原憲仍不得列入「德行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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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長〉載孔子曰：「赤也，束帶立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不知其仁也」；

〈先進〉「暮春篇」則載「子路、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赤！

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

相焉。』⋯⋯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唯

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在

於這兩章，前一章夫子言子華能「束帶立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後一章則

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這都顯示公西華是偏向「外交」的才能，只

不過上述「言語科」是著眼「賓主相對之辭」，公西華則是長於「儀節」上的

主持，故孔子之喪，亦是由其主持的。68故由此看來，公西赤應偏向「政事」

（言語）方面的弟子。 

 

以上是對十一名的「先進弟子」所作的說明，對此，我們雖分三個面向

來說明，事實上「言語」（外交）屬性同於「政事」，如同今「政治」分為「內

政」與「外交」一般，故總括來說，先進弟子大抵上呈現出兩種面貌：「德行」

與「政事」。在於「德行」，包括「德行科」的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及原憲（雖隱逸，但偏向德行科）等五名弟子；在於「政事」，包括「言語科」

的宰我、子貢，「政事科」的冉有、子路，及子羔、公西華等六名弟子。故大

體來看，「德行」與「政事」兩種樣態的弟子各占一半，此即錢穆所言「前輩

則致力於事功」，又曰「先進之淡於仕進者，蘊而為德行。」故「政事」（事

功）與「德行」二者，可以說是形塑孔門前期弟子最重要的兩種樣態。這是

我們對先進弟子先要把握住的重點。 

 

二、後進弟子的形象－文學與教育 

在對「先進弟子」作一梗概的說明後，緊接說明「後進弟子」，如前所述，

錢穆認為後進弟子有：子游、子夏、子張、曾子、有若、樊遲、漆雕開、澹

臺滅明等八人，又認為「四科」中唯「文學」一科屬後進，故在此先就「文

學科」加以討論。 

                                                 
68 《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

綢練設旐，夏也。」何謂「為志」？，王文錦解釋為「操持」，見氏著：《禮記譯解》（北京：

中華書局，2001 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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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學」面向 

〈先進〉載：「文學：子游、子夏。」在未說明游、夏前，首先，我們應

瞭解何謂「文學」？中國傳統所謂之「文學」，當即「四部」中的「集部」，

然很明顯之處在於「四部」的確立當在於《隋書‧經籍志》，69因此，《論語》

中的「文學」顯然不是指「集部」的概念，傳統上認為此「文學」指「古代

文獻」乃至「典章制度」之屬，70若按劉歆《七略》的分類，應屬「六藝略」

之屬，今從列於「文學科」的子游、子夏二人的偏重處，亦在這一部分（詳

下），故此所謂「文學」當指典籍禮樂無誤。 

其次論「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雖列於「文

學科」之首，然其事跡並不明顯，《論語》涉及子游者有九章，在這九章當中，

最為突出的面向在於「禮樂教化」，最為著名的例子即是〈陽貨〉所載之例：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本是戲稱之辭，不過我們看到子游對於「禮樂」的

態度，卻是認真看待與確實的施行，相對於子路、冉求來說，他們的著眼點

可能是現實的情勢而非禮樂。子游此點同樣反映在「識人」的觀點上，當孔

子問子游作武城宰時，有無識得人才？他的回答是：「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子游此一回答我們當需分判，

按上述列入「言語」或「政事」科的弟子來說，他們之所以被列入，乃因其

                                                 
69 中國圖書最早的分類當為劉歆《七略》，《七略》雖不傳，然《漢書‧藝文志》乃是據《七

略》而「刪其要」，分〈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及

〈方技略〉。〈輯略〉今不傳，或為「六篇之總最」（見梁阮孝標《七錄‧序》），故實分為「六

類」。至於「四分法」當始於晉荀勗《中經新簿》，分「甲（經）、乙（子）、丙（史）、丁（集）」

四類，至唐修《隋書‧經籍志》》時，以「經史子集」命名的四部分類法才得以確立。此一

確立雖至唐代才得以成立，然「四分法」的概念應在「魏晉」即有。 
70 如皇侃《疏》引范甯云：「文學，謂善先王典文。」至於後世所謂「文學」的概念，當始

於曹丕《典論‧論文》中「文章」的概念。此點可與前注相發明，正因魏晉有了新的「文學」

概念，「集部」才得以獨立出來（「史部」概念的獨立亦應在魏晉時期，至於「經部」與「子

部」，在漢代本有「王官學」（經）與「百家言」（子）的概念），集部（及史部）得以獨立，

「四部」的架構也才得以形成。案此一意見乃聽取何澤恆師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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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出眾，然今夫子問子游有無得「才能」之士，子游卻以「行不由徑」

的標準來認定「才能」的條件，事實上，「行不由徑」正是「禮」的表現，由

此，我們可以說子游是相當看重「禮樂」的面向。71不過從另一方面來看，子

游對於禮樂的看重，乃著眼其精神而非制度儀節，這從他批評子夏之門人曰：

「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張〉）在此，

「子游譏子夏失教法，謂此等皆末事，不教以本，謂禮樂文章之大者。」72對

此，「洒掃、應對、進退」本亦是禮（樂）之事，但子游卻著眼於大的面向和

精神來看禮樂，此與他講「喪致乎哀而止」（〈子張〉）一語相通，他認為居喪

在於表達哀傷就夠了（精神），至於喪禮之儀文細節（制度），當不必求其完

備。在此我們可以見到雖同列於「文學科」的子游與子夏，所呈現出來的面

貌卻不完全一致，高專誠即說：「子夏的主張可以說是一磚一瓦的建構。而子

游的主張則類似大塊大塊的組織，這其中貫徹了他的理想化的原則。」73儘管

二者相異，就其偏重「禮樂」的面向來說，亦涵屬於「文學」的內容之中，

故是孔門弟子中的「文學」代表。 

再者為「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相對於子游偏

重「禮樂」，子夏則著重於「典籍」方面。傳統上有許多說法即認為儒家典籍

的傳授都與子夏有關，故以為「子夏、荀子」一系是傳經之儒。74對此，錢穆

先生辨之明矣，其云：75 

漢儒傳經之說，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記‧儒林列傳》記漢儒傳經，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大傅。言《尚書》

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

                                                 
71 案《禮記‧檀弓》即有相當多篇幅涉及子游言禮樂之事，可詳參，此不具引。 
72 此句話引自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年），頁 681。此處對於子游

所謂的「本」，歷來解釋有所爭議，《集注》謂「本」是「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此意雖可

通，然子游當時有所謂〈大學〉嗎？故朱注此說較不恰當；楊伯峻則以為是「學術基礎」

（見氏著：《論語譯注》，頁 201。），然就「學術」來說，孔門弟子當推子夏為首，如此子

游之言便不通了。今錢氏以「禮樂文章」來釋「本」，可謂最符合子游的面貌。 
73　見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頁 279。 
74　蔡仁厚先生即說：「按漢儒傳經，多推本子夏，要非無故。孔門後學，實有傳道之儒與傳

經之儒兩大系。大體言之，自曾子、子思、孟子以及中庸易傳一系為傳道之儒，自子夏至

荀子下及於漢初經師，則傳經之儒也。」見氏著：《孔門弟子志行考述》，頁 111。 
75　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卷一「三十 孔門經傳辨」，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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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則可信者。蓋自秦人焚書，又經

陳項之亂，書籍散亡，學者亦稀。漢興，乃有一二大師，出為教授，

始有傳統可言。史公本所見聞，記其源流，自可信據。至推而上之，

謂某經自孔子若干傳至某師云云者，大率妄作假託，不可信也。 

本文非專論「五經」傳授之過程，對於各經實際的傳衍不加深究。76不過錢氏

所論當較確實，亦即對於五經的傳承，我們至多只能推衍到秦之博士，至於

秦之前的實際情形，大多是漢人為了託「子夏」乃至「孔子」以自重，我們

甚至可以說「五經」本是當時之「教材」，不獨儒家所佔有，故實不必指某人

傳某經的說法。然今之所謂子夏與「典籍」較有密切之關係，乃著眼於子夏

有明顯的「教育」面向，《論語》即載子夏有「門人」，77《史記》更明言其弟

子有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滑釐之屬，並退居西河，以為魏文侯師。78相

較於其他弟子來說，子夏的教育活動最為突出具體，既為「教育」，則對其「典

籍」的學習和專研當有極密切的關係，故當子夏與孔子討論〈衛風‧碩人〉

的詩句時，夫子言「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子夏少孔子

四十四歲，卻能啟發夫子，由此可見他對典籍應有所專研。另方面，我們在

《論語》中也發現他相當重視學習，如〈子張〉載其言曰：「日知其所亡，月

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博學而篤志，切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君子學以致其道」、「仕而优則學，學而优則仕」等等，子夏所言之「學」，

雖不能盡說符合孔子之義，然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學習」面向的強調，這

當然也是教育的一環。由此可知，《論語》雖無載子夏專研或傳習某一典籍，

但我們從教育的這一面向當可確定他與「文學」一科，當有極密切的關係。 

2、「教育」面向 

「後進弟子」在說明完「子游、子夏」後，另有「子張、曾子、有若、

                                                 
76　詳細情況，可參今人程發軔先生所整理之〈群經傳授表〉，不過當以漢以下的傳授較為可

信，見氏著：《國學概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75 年臺六版），中冊〈第四章　兩漢學

術〉「第二節　群經傳授表」，頁 6~18。或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上海：上海書店

出版社，2002 年），〈西漢經學史〉「二、西漢經學的傳承」，頁 65~164。 
77　〈子張〉載即：「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又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等語。 
78　〈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又〈儒林列傳〉載：

「自孔子卒後，七十之徒散游諸侯，……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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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等六人，對於此六人，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表現

不單是錢穆所言的「文學」一科而已，其中「子張、曾子、有若、漆雕開」

四人，可歸屬為「教育」面向，以下先對此四人作一簡論。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是孔門當中最年幼

的弟子。在《論語》當中亦有多章涉及到他，但大多為他向夫子的發問，如

「子張學干祿」（〈為政〉）、「子張問令尹子文」（〈公冶長〉）、「子張問善人之

道」（〈先進〉）、「子張問明」、「子張問崇德辯惑」、「子張問政」、「子張問士之

達」（以上皆為〈顏淵〉）、「子張問行」（〈衛靈公〉）、「子張問仁」（〈陽貨〉），

乃至問「十世可知也？」（〈為政〉）由這些發問的項目看來，實較其他弟子繁

雜，涉及修身、為政乃至歷史，故蔡仁厚即定位他是「志高意廣的子張」（見

其書節目），這在師生對他的評語也可以顯現，如夫子云「師也過」（〈先進〉），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曾子亦說「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姑且不論子張之失，他確實是偏向志氣宏大

的一面。然即使我們瞭解他的面貌，亦無從得知他是偏向「四科」中的哪一

類，按韓非言「儒分為八」首列「子張之儒」，而〈子張〉篇中又載其與子夏

在思想上的衝突，79對此，以子張的氣象應有「別立宗派」之實，荀子即稱「子

張氏、子夏氏、子游氏」為「賤儒」（〈非十二子〉），由此看來，子張亦應從

事於教育的工作上。 

「曾子」，姓曾，名參，字子輿，又稱曾子，少孔子四十六歲。曾子在後

世以「孝」聞名，然卻不得列入「十哲」中，此一問題不在此詳論，
80不過今

                                                 
79　〈子張〉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

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

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80　曾子之所以顯於後世，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孟子」的推崇，但高專誠認為，孟子推崇曾

子乃是策略上的應用，高氏以為孟子先推崇曾子，使曾子為孔門弟子第一人，然後又主張

「曾子、子思同道」，最後又隱喻自身繼承子思的思想，以此形成「思孟學派」的說法。高

氏以為孟子此用意在於說明自身是承繼「道統」，以鞏固自身及儒家的地位。詳論請參氏著：

《孔子‧孔子弟子》，第二部分「第四章 曾參的思想貢獻及其影響」，頁 211~212 及「第五

章　與所謂『孟氏之儒』有關的弟子」，頁 268~273。高氏此一說法饒有新意，不過錢氏

在論曾子時，已說明非孔門之高第，其云：「曾子於孔門為後進，孔子死，曾子年僅二十七。

孔子稱『參也魯』，門人記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無曾子。則曾子之在孔門，未必夙為群

弟子所推崇。其後游夏子張欲尊有子為師，強曾子，曾子不肯，其時猶不見尊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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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論語》所載言論，大多指向「德行」方面的論述，此例甚夥，在此不一

一贅述。81我們的著眼點是曾子一生顯然都從事於教育工作，如〈泰伯〉明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臨深淵，

如履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章明白表示曾子有收徒的事

實，《漢書‧藝文志》「諸子略」更著錄有「曾子十八篇」，由此可見曾子的教

育事業當有相當之規模。 

「有若」，姓有，名若，字子有，亦尊稱有子，少孔子三十三歲（從錢穆

說）。關於有若，我們在上一節提及孔子卒時，曾發生「推舉有若」一事，據

此，有若儘管最終沒有坐上「領導者」的位置，但他也亦應有「別立宗派」、

收徒授業之實，崔述即云：「《論語》稱為有子，朱子以為多曾子有子門人所

記，理或然也。」82今觀《論語》記述有若雖僅四章，然其中三章皆尊稱「有

子」，83不得不讓人懷疑是有若弟子所記。故有若在後進弟子中亦應從事教育

                                                                                                                                       
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頁 105~106。以上二者，皆在說明曾子實非後世所推崇的那麼

高，不過我們不應忽略曾子在孔子卒後的發展，尤其在《論語》的編纂上，前人大都指向

主要是由曾子及其門人所完成，在此不作進一步的討論。 
81　曾子關於「德行」方面的言論可分三方面來理解：第一是論「君子、士」，如曾子有疾，

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以上均見〈泰伯〉）；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第二是關於「修身」，如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第三是關

於「孝」的論述，如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曾子曰：「吾聞諸

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唯一有一章稍涉及「政事」：孟氏

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對於這些言論，大體可以理解為曾子弟子所載老師之言，故崔述即云：「《論語》

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記言行亦多，疑曾子門人所記。」見氏著：《洙泗考信餘錄》，卷

一「曾子」，頁 25。 
82　見氏著：《洙泗考信餘錄》，卷二「有子」，頁 10。 
83　此三章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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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曰：「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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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動。 

「漆雕開」，姓漆雕，名開，字子開（《家語》作「子若」），少孔子四十

一歲（從錢穆說）。關於漆雕開，我們所知甚少，《論語》僅載其一章，曰：「子

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說。」（〈公冶長〉）《家語》亦載：

「（漆雕開）習《尚書》，不樂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

若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由此看來，漆雕開既不求官，

並有謙虛之德，所以孔子悅之。然後世對其形象的理解，卻認為有「俠士之

風」，此主要是根據韓非所言，錢穆論之詳矣，此不具引。84以今言之，漆雕

開亦從事教育弟子的活動可能性最大，《漢書‧藝文志》「諸子略」著錄有「漆

雕子十三篇」，《論衡‧本性》亦載「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惡，⋯⋯宓子

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論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惡。」

據此，從《論語》乃至《論衡》所載，都是偏向教育學術性質的偏向，果是

「任俠之風」，夫子何能悅之乎？當然此亦是個人的一種推斷。 

以上是就「文學」與「教育」兩個面向來說後進弟子，但仍有兩位弟子

未予以說明，以下作一簡述： 

「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少孔子四十六歲（《家語》、錢穆皆主此）。

樊遲在《論語》中出現亦不多（六章），但都是他向夫子的發問，其中「問仁」

即有三次（〈雍也〉、〈顏淵〉、〈子路〉），再如「問孝」（〈為政〉），「問崇德修

慝辨惑」（〈顏淵〉）等，以此看來，樊遲應是愛好「德行」了。然他卻又向孔

子問「學稼圃」之事，孔子批評他說「小人哉，樊須也！上好禮，則民莫敢

不敬；上好義，則民莫敢不服；上好信，則民莫敢不用情。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路〉）對於孔子的批評，我們發現樊

遲雖多問德行之事，但他似乎無法掌握孔子所言的精神，故言其「小人哉」。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

也。」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有若之言與曾子相類似，偏向「德行」之言論。 
84　近人對漆雕開的瞭解僅能據《韓非‧顯學》之言來推測，並皆以為是「任俠一派」，詳參

錢穆、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蔡仁厚、李啟謙、高專誠等人所論，此不一一

據引。對此，個人看法較為保留，如前所述，「儒分為八」的架構本難以讓人信服，又所謂

「漆雕氏之儒」是指漆雕開本人，還是漆雕哆、漆雕徒父，抑或是指其弟子等等，因此，

若將後人（韓非）不清楚的追述來張冠李戴，此作法便有高度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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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們在《論語》當中無法得其事跡，唯《左傳‧哀公十一年》中

載魯與齊戰，「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車右）」，由此種種跡象看來，樊遲應

偏屬於冉求、子路等「政事」弟子，而非德行或文學。 

最後是「澹臺滅明」，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澹臺

滅明我們在上述子游時有提及到他，子游稱「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此章是《論語》唯一一章涉及到子羽

的，因此，便有懷疑子羽非孔子弟子，即使是，那也當在孔子最晚的幾年當

中。85對於他的事跡，《史記》所言較多，〈仲尼弟子列傳〉云：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

修行，行不由徑，非公卿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

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公這段話爭議頗大，原因如前所述，子羽從遊孔子不過在夫子最後的幾年，

何以在幾年當中就「名施乎諸侯」，且被孔子所聽聞。86且若真如「從弟子三

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何以韓非言「儒分為八」，或荀子〈非十

二子〉皆沒有提及到他，唯〈儒林列傳〉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

諸侯，⋯⋯澹臺子羽居處。」此事或較為確，然「居楚」為何事呢？今因史

料不足，不敢妄作推斷。 

 

總結以上八名的「後進弟子」，我們可以發現其面貌與先進弟子大不相

同，除子游、樊遲可列入「政事」外，其餘子夏、子張、曾子、有若、漆雕

開（「澹臺滅明」則不明，但若照《史記》說法仍屬教育面向），透過上述的

討論，都是偏向「教育」的樣態。對此，原本先進弟子的「政事」面向雖仍

保留，但已為少數，後進弟子大都轉向「教育」方面的活動，故大體言之，「事

功」已非後進弟子的首要選擇，至於「德行」方面，後進弟子又不如先進突

                                                 
85 李啟謙即說：「當子游為『武城宰』時，孔子還不認識澹臺滅明，而子游為『武城宰』是

在孔子六十九歲以後的事，那麼，孔子收澹臺滅明為弟子應是在七十歲以後的事。他是孔

子最晚收留的一個弟子。無怪乎有人懷疑他不是孔子的學生。」見氏著：《孔門弟子研究》，

頁 142~143。李氏推斷子游為武城宰是在孔子返魯（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六十八歲）後

才作的，見其書頁 99 的推斷。 
86 錢穆對此已論之詳矣，此不具引，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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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而是先進弟子沒有的「收徒受業」的面向，在後進弟子成為大宗，故

簡單來講，「教育」面貌的呈現是我們掌握後進弟子樣態的重點。 

 

最後我們總結以上所述，此節主要透過對孔門弟子「分類的模式」與「樣

態之分析」，說明前後期弟子所呈現出的不同樣態，雖然在論述過程稍嫌「瑣

碎繁雜」，然為了避免「游談無根」，仍不得不作如此的處理。重點在於我們

透過上述的討論，已得知先進與後進弟子的大體樣態和分野，亦即「先進弟

子」主要表現在「德行」與「政事」，且兩方面的弟子各占一半；在於「後進

弟子」，主要都是偏向「教育」面向的表現。在此，我們已能發現前後期弟子

的不同分野，接下來的重點在於：此一樣態對於我們瞭解孔子的面貌有何意

義？而此一意義又能突顯出孔子哪一方面的面向？而此一面向又說明孔子什

麼精神呢？凡此種種正是本文說明「求道者」的重點所在，亦即下一節所要

探討的內容。 

 

 

第四節 弟子下的「孔子面貌」－必然性限制與突破 
 

上節我們已經對於孔門的「先進」和「後進」弟子，在面貌上作一大體

的呈現與分判，此一「分化」的結果，正是我們形構孔子樣態的最佳材料，

這個意思是說，不論是古人或今人，對於孔子的描述大都是從「孔子」本身

來論「孔子」，這話看似毫無意義，若不就孔子本身來論孔子，又該如何論述

呢？事實上，有時「主體」在「客體」的輝映下，更能呈現其光彩。正如同

本文在第一章「研究進路」所作的說明，儒學團體本具「孔子」與「弟子」

這兩條軸線，若單就「孔子」這一軸線來論孔子固然沒錯，可是我們若轉換

另一種方式，搭配「弟子」這一軸線來論孔子，此不僅可以照顧到儒學團體

的整體形象，更可讓「孔子」這一形象立體化，亦即透過弟子形象的輝映下，

孔子形象將更具有轉折、發展及其變化，在這變化的過程中，我們即可意識

到孔子思想轉變的意義。故以下即搭配弟子的形象，配合孔子一生的行歷，

說明孔子思想轉變的過程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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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雙重形象 

如同我們在上一節所述，孔門弟子基本上可以分為「先進」「後進」兩種

樣態，這兩種樣態的表現，在於「先進弟子」，分別表現在「德行」與「政事」

兩方面；在於「後進弟子」，則幾乎偏向「教育」面向的表現。在此，我們已

經隱含說明孔子一生在前後期思想上的表現，必定有所不同。一個簡單的推

論是，不論先進或後進，若孔子一生的思想主張皆是一致，為何先後進弟子

的表現有如此不同的差異？當然，這並不是作「化約論」的解釋，亦即將弟

子不同面向的表現，完全歸結到孔子一人的身上。87不過，我們若反過來說，

若孔子終其一生所著力的面向完全一致，弟子受其指導和影響，至少會呈現

一個相似的輪廓，不會是先進弟子幾乎無「教育」面向的表現，而後進弟子

卻不著力於「事功」，由此透顯出一個訊息即是，若非團體本身經歷過許多「事

件」，否則團體成員何以會作出「轉向」的行為，當然，此即是表明團體領導

者本身的轉向，才會造成團體成員的改變。職此，以下意欲從「先後進」弟

子的不同樣態，說明「前後期」孔子不同的形象，故我們仍先依錢穆對「先

進後進」的分期（以「周遊列國」為分界點）來加以說明。88 

1、前期孔子 

若依前述錢穆的意見，孔門弟子分為：「前輩者，問學於孔子去魯之先，

後輩則從遊於孔子返魯之後。」則「先進」弟子的時間界定在於孔子五十五

歲（魯定公十三年，484B.C.）前所收受的弟子，如前節所述，此時期的十一

名的先進弟子表現在「德行」與「政事」兩個面向，對此，我們從這兩個面

向來觀乎五十五歲前的孔子。 

                                                 
87 事實上，我們在前第一節中的第二點「原因的分析」，已從「主客體」的關係，說明各個

弟子為何表現不盡相同。 
88 事實上，關於孔子一生的「分期」，前人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除第一章舉林啟屏〈孔子

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一文外，劉蔚華《儒學與未來》一書中之〈孔子－儒學創始人〉

一章，在第二節「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演變過程」，亦分孔子為「青少年時期、中年時期、

老年時期」。見氏著：《儒學與未來》（山東：齊魯書社，2002 年），頁 63~88。杜正勝先生

則分孔子一生為「生命六階段」，詳參〈流浪者之歌－重新認識孔子〉一文，收入氏著：《古

典與現實之間》（臺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87~121。應當說明的是，林師對孔子分

期在於突顯孔子思想轉變的特點，其他二者的分期並沒有突出什麼意義，故若無將「分期」

的意義指出，仍是將孔子視為「扁平」的人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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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德行」，先進弟子中的「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及原憲」等

五名弟子都在於「德行」方面有傑出的表現，對此，這正反映前期孔子已確

立「道德」方面的面向，此一明顯證據在於若前期孔子本身無確立「德行」

的面向，何以先進弟子佔一半之數有「德行」方面的傑出表現？這是表面顯

而易知的原因。更進一步的事實是，我們在前述各節亦有提及，例如在前第

二章第一節論「儒學團體的形成」時，我們已說明「儒家」的形成關鍵在於

孔子對「周文」的「自覺」，此一自覺在於「人文精神」的闡發，實質內容即

是確立儒學「志於道」的方向和性格，簡言之，即是「道德」的確立。尤其

又在前第二章第三節論「儒學團體的終極性格」時，我們更指明儒學團體的

「核心信念」在於「道德意識」的確立。因此，以上之說本可說明「道德」

面向在前期孔子已然確立，假若以為要在後期孔子才能確立，則「儒學團體」

不當在前期孔子時就已形成。不過，我們今觀弟子「問仁」一事，亦可知此

事實，在於德行面向的五位先進弟子中，「顏淵、仲弓、原憲」均有向孔子問

仁，以下先列《論語》所載： 

顏淵問仁。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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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

淵〉）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

問〉） 

如前所述，儒學團體的「核心信念」在於「道德意識」的確立，且此一道德

意識必當確立在「意志」而非「情感」層面來說，在於「意志」，即是道德「自

律」而非「他律」的要求。今觀孔子對此三位先進弟子的回答，一言仁是「克

己復禮」，二言「己所不欲，勿施於人」，三言「克、伐、怨、欲不行焉」是

「可以為難矣」（此即「克己」的部分）。此三者雖不能完全表達孔子對「仁」

的概念（詳後），然事實上起碼關涉到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自律」底概念，換

句話說，「為仁由己」的「己」，正說明「自律」的要求，而這也正是孔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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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仁」的最低認定，如果「自律」無法達到，更不需言及「立人達人」的

「外王」事功。由此可見，孔子在對「德行」面向的前期弟子對話中，已然

確立「道德」的儒學核心信念，此不待孔子後期才能成立，故此點不需再作

過多的分說。89 

其次是「政事」面向，此點在於前期孔子更不消說，我們可以說孔子一

生「行道」的主張，大多著力在「政事」方面的表現，這不僅表現在五十五

歲前的前期孔子，更應含括「周遊列國」這段時間，這從孔子一生的行歷即

可得知。雖然前人對孔子一生行歷多已言明，90然為清眉目及方便討論，今仍

依錢穆考據，簡明扼要列述孔子一生的事跡：91 

 

孔子早年　 　  孔子嘗為「委吏、乘田」（《孟子‧萬章下》）。 

孔子三十五歲  （魯昭公二十五年，517 B.C.）魯三桓共攻魯昭公，昭公敗而

奔齊，孔子亦適齊，為高昭子之家臣，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三十七歲  （魯昭公二十七年，519 B.C.）孔子返魯。 

孔子四十七歲  （魯定公五年，505 B.C.）季孫氏家臣陽虎執季桓子，欲召孔

子以自重，孔子雖言「吾將仕矣」，但終不往。 

孔子五十歲    （魯定公八年，502 B.C.）季氏家臣公山不狃（公山弗擾）據

費邑以判季氏，亦使人召孔子以自重，孔子欲往，然因子路

反對而未成。 

孔子五十一歲  （魯定公九年，501 B.C.）孔子始出仕，任魯「中都宰」。 

                                                 
89 林啟屏師在分析孔子與前期弟子的對話時，即已指出孔子在前期已表現「道德主體」的自

我主宰性格，更認為孔子在中壯期的「仁義禮」一貫的思想內涵，已臻至純熟的狀態。見

氏著：〈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頁 63~64。 
90 近人對孔子一生行歷的整理，已有相當多的成果，如匡亞明：〈孔子年譜〉，收入氏著：《孔

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附錄」，頁 428~448。蔡仁厚：《孔子弟子

志行考述》，〈二八　孔門師弟年表〉，頁 210~221。又如韋政通：《孔子》一書亦附〈孔子

年表〉，頁 273~289。以上所舉為較為詳實者，其他亦多有，此不一一具引。 
91 錢穆的意見，可參《先秦諸子繫年》及《孔子傳》二書各節所論。事實上，關於孔子一生

行歷，如上注所言，學者已有相當多的探討，但有少數之處是有爭議的（見下二注）。然今

因依錢穆對「先進後進」劃分的模式，故此孔子行歷，亦依錢穆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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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五十二歲  （魯定公十年，500 B.C.）孔子由中都宰升「司空」，又由司

空為「大司寇」。92孔子相「夾谷」，使齊還三地於魯。 

孔子五十四歲  （魯定公十二年，498 B.C.）孔子主張「墮三都」，郈、費二

邑墮成，又墮成邑弗克，埋下定公季氏對孔子之嫌隙。 

孔子五十五歲  （魯定公十三年，497 B.C.）孔子去魯適衛，「周遊列國」始。 

孔子五十六歲  （魯定公十四年，496 B.C.）孔子去衛，過匡過蒲，93重返衛，

見南子，子路不悅。 

孔子五十九歲  （魯哀公二年，493 B.C.）衛靈公卒，孔子當在其卒之前後去

衛。 

孔子六十歲    （魯哀公三年，492 B.C.）孔子適曹，過宋（宋桓魋欲殺之），

至陳。 

孔子六十三歲  （魯哀公六年，489 B.C.）孔子去陳，絕糧陳、蔡之間，至負

函（蔡之故地，今屬楚，楚臣葉公居此）見葉公；又至蔡反

陳，自陳反衛。 

孔子六十八歲  （魯哀公十一年，484 B.C.）魯季康子召孔子，孔子去衛反魯，

「周遊列國」共十四年。 

孔子七十一歲  （魯哀公十四年，481 B.C.）齊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魯君

與三家均不從。 

                                                 
92 《荀子》《史記》載孔子為魯相時，有「誅少正卯」一事，錢穆以此事不可信，詳參《先

秦諸子繫年》卷一「一四　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頁 55~57。又夏長

樸師有專文討論，詳參氏著：〈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刊於《臺大中文學報》

第十期（1998 年 5 月），頁 55~80。 
93〈孔子世家〉載孔子去衛過匡時，因陽虎嘗凌暴匡人，而孔子狀似陽虎，遭拘禁五日。錢

穆以為此是《史記》一事兩傳，「蓋孔子畏於匡，即是過蒲。適遭公叔戌之判，欲止孔子，

孔子與其門弟子經與蒲人鬬而得離去。顏淵則在鬬亂中失羣在後也。後人因有陽虎侵暴於

匡之事，遂偽傳孔子以狀類陽虎被拘，史遷不能辨之而兩從之。」見《孔子傳》，頁 47。

或詳參《先秦諸子繫年》卷一「一七　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頁

61~66。亦可詳參何澤恆師：《先秦儒道舊義新知錄》（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四、

《論語》「子畏於匡」義解〉，頁 161~203。何師以為「畏」與「威」為同源字，故「子畏

於匡」乃指孔子受匡人「兵威」所困，當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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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七十三歲  （魯哀公十六年，479 B.C.）孔子卒。 

 

透過上述簡要的羅列，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孔子五十五歲前的行跡，當

以「政事」為最突顯的面向，至於五十五歲之後的後期孔子，雖「周遊列國」

努力求行道於天下，可是不需辯說的事實是，後期孔子幾乎沒有在「政事」

上有所表現，因為孔子根本不被重視。因此我們可以說，「政事」面向的孔子

只能在「前期」可以成立，而這也正可以說明為何先進弟子的另一半之數（宰

我、子貢、冉有、子路、子羔、公西華）在「政事」方面有較為出眾的表現，

因為前期孔子的行跡既然大多著眼在「政事」，且有相當之成就事功，則先進

弟子受其影響及指導，必定也有許多弟子著力在這個面向。94由此可知，前期

孔子除確立「德行」面向外，就其實際的行動，則是「政事」面向的突出表

現。 

以上簡略說明前期孔子的面向，主要確立在「德行」與「政事」。我們可

以說，「德行」是屬於內在價值的層面，「政事」則是外在行為的表現。在於

孔子本身，此二者並不是毫不相涉、互相獨立的呈現，事實上，如同我們在

前第二章第三節論「道德與實踐」一點時即指出，孔子既非高舉一「道德價

值」而淹沒「實踐層面」（政事）的重要性，亦非在抽離「道德」根源上來講

求「實踐」。然此二者應有其「從屬關係」，亦即「實踐」當以「價值」為基

礎，如此此一「實踐」才具備「道德」判準下的意義，孔子即說：「人而不仁，

如禮何？人而不仁，如樂何？」（〈八佾〉）又說：「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

樂云樂云，鍾鼓云乎哉！」（〈陽貨〉）。這都是在於說明沒有「道德價值」確

立下的「實踐」，是沒有太大的意義。更明顯的事例即在於上節所述的六名「政

事」弟子（宰我、子貢、冉有、子路、子羔、公西華），關於他們各自得表現，

已如上節所述，此不再贅述，但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是最常被夫子所責備的一

                                                 
94 我們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是，表現在「政事」方面的這六名弟子，大多是出仕在孔子的「後

期」，這其實與我們說孔子的政事表現是在「前期」一事，並沒有矛盾衝突，一者是弟子的

年齡與孔子有所差距，故當弟子學有所成而可出仕時，應當亦在孔子後期為官才是，故這

六名弟子除「子路」因與孔子年歲差距較少，而在孔子前期出仕外，其餘五名弟子則在後

期為官；二者更為重要的是，先進弟子正因受前期孔子在「政事」面向成功的影響，所以

往受才會出仕，相反地，後進弟子多受後期孔子在政事上一再「挫敗」的影響，所以即使

在孔子卒後的往後發展，亦不在「政事」方面著墨。由此可知，先進弟子在孔子「後期」

出仕為官，並不與孔子一生行歷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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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弟子，這不是因為他們在「實踐」（政事）上有所欠缺，而是因為在「價值」

上無法穩固，相對地，「德行」弟子在政事上的表現實在無法可說，但他們卻

是最為夫子所稱道者。由此相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發覺，孔子必定是在內在

「道德價值」下，才會來講求外在的「政事實踐」。 

職此，我們可以說先進弟子中的「德行」與「政事」弟子雖各佔一半，

但事實上他們僅各自反映前期孔子的各一面向，在於孔子本身，「德行」與「政

事」雖是從屬關係，但卻是相互關聯的共同體表現，亦即在於前期孔子，「理

想」與「現實」是取得一個平衡的狀態，這是我們先對前期孔子所取得的面

貌表現。 

2、後期孔子 

其次是對後期孔子的探討，這裡所謂的「後期」，其實應當包含「周遊列

國」之後的孔子行跡表現，不過如前所述，孔子在「周遊列國」的表現雖不

受肯定，在「政事」上無所表現，然就其屬性，亦應是前期孔子的延伸，然

「周遊列國」這一事件實在對孔子一生有關鍵性的影響，此在後文將再論述。

這裡所要點明的是，「後期孔子」同樣依錢穆的意見，著眼的時間是後進弟子

「從遊於孔子返魯之後」的這段時期，亦即「後進」弟子的時間是界定在孔

子六十八歲（魯哀公十一年，484 B.C.）之後，這是先說明的一點。 

然如前節所述，後進弟子（子夏、子張、曾子、有若、漆雕開、澹臺滅

明）的面向幾乎著眼於「教育」的面向，「事功」已非後進弟子的首要選擇。

職此，我們相較於孔子本身，為何後進弟子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客觀的事實

是，從早期孔子乃至「周遊列國」時期，孔子不論得不得勢，他所懷抱的「治

世理想」雖從未放棄，然一方面孔子自身在魯國既然無法伸張自己的理想，

另方面退而「行道於天下」更是「志於道」的進一步表現，可是此二者來到

後期的孔子都是無法再施得上力的地方，因此，很實際且客觀的理由是，至

少孔子本人在後期不會完全著眼於「政事」的面向，而很可能從事教育、整

理古籍的工作。孔子本身即說：「吾自衛反魯，然後樂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乃至《孟子》言孔子「作《春秋》」，而《史記》更言孔子有「刪

《詩》《書》，定禮樂，贊《易》，作《春秋》」等事，此言雖多不可盡信，前

人已論之詳矣，95然這卻表現後期孔子與「典籍、教育」有相當密切的關係。

                                                 
95 基本上，近人對此問題有兩派說法：一是皮錫瑞、康有為等認為「六經」是孔子所作，詳

見皮氏《經學歷史》「一　經學開闢時代」及康氏《孔子改制考》；另一是完全不相信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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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不是說後期孔子才開始「教育事業」，而是孔子將大部分的精力轉移到此

處。96事實上，孔子後期的「轉向」，並不表示孔子的「退縮」，孔子即說過：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濫矣」（〈衛靈公〉），亦即即使孔子在「自然底因果性」

（實際）世界中，無法抒發己志，但這並不表示要放棄自身在「意志王國」

中的「理想」，此正是所謂「君子固窮」之所在。職此，孔子本身固然無法行

道於天下，但他至少要教導弟子如何去懷抱和實現理想，而這正促使孔子在

後期專注於「教育」的事業。顧立雅即說：「當他（孔子）不得不面對政治機

遇不再到來的事實之後，晚年的孔子便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精力轉向了書本和

教學。如果他自己不能救助災難深重的世界，就得教給別人今後如何去做。」
97顧氏所言的深層之意，正是說明孔子一生從未放棄理想的堅持，所以才需要

「教給別人今後如何去做」。因此，即使孔子後期從事於典籍教育的工作，亦

蘊含「理想」在於其中。98 

                                                                                                                                       
有制定《六經》之事，此可以錢玄同為代表，其說詳見《古史辨》第一冊，〈答顧頡剛先生

書〉。此二意見堅持正反兩端，或較不公允，今可參錢穆先生的論述，見氏著：《孔子傳》，

〈第七章　孔子晚年居魯〉中的第三節「有關晚年著述部分」，頁 103~110。應當說明的

是，在最低限度內，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述而〉），其實正是「以述為作」，意思是「孔

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世家〉）當無問題，而在教授的過程中，顯然賦予這些典籍新的意

涵（人文精神），所以即使我們不必像漢人認為「六經」為聖人所作，但「六經」從先秦儒

家以後所流傳的面貌，顯然與孔子有極深的關係。 
96 此處不再贅述有關孔子「教育」面向的活動，詳參前第二章第二節「儒學團體的開展」中，

二、「儒學社群的內部運作」：「孔門以何為教？」及「孔門的教法及精神」兩點。 
97 見氏著：《孔子與中國之道》，頁 89。 
98 錢賓四先生即對孔子自言：「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一語，認為是蘊含

「德治」的主張在內，其云：「孔子周遊反魯，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於古典籍之整理，而

獨以正樂為首事。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非僅是留情音樂與詩歌。正樂即所以正禮，此乃

當時政治上大綱節所在。孔子之意，務使詩教與禮教合一，私人修德與大羣行道合一。其

正樂，實有其甚深甚大之意義存在。」見氏著：《孔子傳》，頁 104。錢氏在於認為孔子整

理「詩序」，乃是著眼於「禮」，亦即「行道」之用意。相同地，孟子言「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下〉）又如〈孔子世家〉言：「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

《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此意皆著眼孔子將「行道理想」蘊含在「修

治」典籍當中。雖然我們不能排除孔子對典籍存有如此深意，但不應作過度的詮釋，孔子

自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若從這個角度來說，「周文」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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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於後進弟子，顯然較偏向執取後期孔子「教化」的一面，而忽略了

孔子仍堅持「理想」的成分，顧立雅在比較早晚期弟子即說：99 

早期弟子竭力仿效早年的孔子。他們期望有效地參與實際政治的運

作，而其中一些人也確實能夠做得到。然而，大部分後期弟子則努力

仿效晚年孔子的作為，但這並不是孔子希望弟子們去全力做的。這有

助於解釋為什麼後期弟子的主要興趣在於教學、禮樂，在於給個人而

不是給全社會灌輸道德。 

如前所述，部分先進弟子雖能仿效早年孔子而得到「政治」成就，但卻缺少

「道德」穩固的面向；後進弟子依然是仿效孔子，但他們僅能著眼於後期的

孔子，一如先進弟子一樣，他們也僅取孔子的一面，亦即著眼於「教育」的

面向而忽略「理想事功」的建立。然此一忽略，很可能是他們刻意的選擇，

亦即他們是有鑑於後期孔子一連串的政治挫敗後所做的選擇。不過，後進弟

子在「理想事功」上的缺乏，不僅止於是單純的選擇偏向而已，此使得儒學

「實踐」面向可能喪失，錢穆先生即說：100 

先進後進，乃指孔門弟子之前輩後輩言。孔子周遊在外十四年。其出

遊前諸弟子為先進⋯⋯其出遊歸來後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為後進。

於禮樂講求愈細密，然有趨於文勝之慨。孔子意，當代若復用禮樂，

吾當從先進諸弟子。蓋孔子早年講學，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講學，其

意更偏於明道。來學者受其薰染，故先進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後進弟

子更富傳道精神。 

錢穆先生在此亦對前後期弟子指出不同之處，他認為先進偏於「用世」，後進

在於「明道、傳道」。對此，後進弟子正著力於「教育」面向而能「明」道、

「傳」道，然即使如此，卻不是「行」道、「踐」道，故是趨於「文勝」。而

在於後期孔子，因無法再立基於「政治」面向上，故至多是「教給別人今後

如何去做」，因此在於後期孔子本身，其「教育」面向的屬性就是前期的「政

事」面向，同樣是為了實踐道德、治世而努力。不過反觀後進弟子的情況，

他們顯然不是處在後期孔子一樣的條件，亦即他們可能有能力及機會去做（政

                                                                                                                                       
括典籍在內，故孔子亦應推崇詩書禮樂原本所具備的作用，而不一定說孔子「修治」典籍

必定富涵什麼深意。 
99見氏著：《孔子與中國之道》，頁 89。 
100見氏著：《孔子傳》，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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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卻僅是「教給別人今後如何去做」，故前述顧立雅才會說他們的興趣

是「在於給個人而不是給全社會灌輸道德」。由此看來，我們以「後進弟子」

相較於「後期孔子」，雖然可以確立孔子在後期「教育」的面向，然孔子並不

是「被迫」轉向從事教育，實即此一「教育」面向等同於「行道」一般，亦

堅持行道治世的主張。 

 

以上我們大致說明孔子在「前期」與「後期」不同面向的表現，在於前

期，著力於「政事」；在於後期，立基於「教育」。這是在說明孔子在前後期

實有「兩個面向」，可是經由上述的討論，我們實可發現「德行」乃是貫穿孔

子一生的基點，亦即不論在「政事」或「教育」的面向，「德治」的堅持是始

終如一的。也可以說不論前期或後期孔子，皆意欲達到「德治」的主張，只

是透過不同的「途徑」不同而已。職此，以上我們乃針對「先後進」弟子與

孔子這二者的軸線相互綰合，大致突顯出孔子在「前後期」不同的面貌及一

貫的主張。 

 

二、「限制」與「超越」 

以上所論雖已指出孔子前後期的兩個形象，但我們很大部分都是從孔子

的「外部行跡」來論，並沒有進一步深入探討孔子從「政事」轉往「教育」

面向的當中，其自身深層思想與精神的轉變，故以下乃就「限制」與「超越」

兩者來論說這一部分。 

1、限制性概念的提出 

在說明孔子前後期思想轉變之前，應對孔子「為何」轉變提出說明。如

同前面我們對孔子的分期，是以「周遊列國」這段時間為分界點，即以孔子

五十五歲（魯定公十三年，497 B.C.）之前視為「前期」；周遊列國之後，即

孔子六十八歲（魯哀公十一年，484 B.C.）之後視為「後期」。很明顯地，我

們忽略了孔子「周遊列國」這段十四年的時間。雖然我們在前文稍有提及此

段時間亦屬前期「政事」的延續，然孔子在這段時間並沒有什麼政事方面的

突出表現，反而多遭「困頓」之處。對此我們可以發現，「周遊列國」這段時

期，在於後人理解孔子一生思想時成為一個「失落的環節」。也就是說環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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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生，前期孔子在「政治」上已達到高峰，101後期則是在「教育」上具有

相當之成就（〈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禮樂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六藝者

七十有二人。」）則「周遊列國」這段時期反而是「一事無成」。事實上，孔

子在這段時間反而是形構其思想最為重要的關鍵事件，以下略作說明。 

眾所周知，孔子一生的挫折莫以「周遊列國」時期為甚，對照上述孔子

在五十五歲之後的行跡即可知，從（1）魯君受齊國女樂，三日不朝（〈微子〉），

孔子見勢不可轉，失望離開魯國開始；（2）五十六至五十九歲的在衛時期，

一者孔子不得已受衛靈公夫人南子召見，子路疑其夫子欲因南子而求仕，而

立誓說：「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二者不受衛靈公之賞

識而離衛102；（3）六十歲過宋，宋司馬桓魋欲殺之，孔子說：「天生德於予，

桓魋其如予何？」（〈述而〉）；（4）六十三歲去陳至楚，又絕糧陳蔡之間，

遭弟子質疑「行道」之可行性，《論語》載其：「在陳絕糧。從者病，莫能興。

                                                 
101案三代官職大致分為「卿、大夫、士」三等，其中「大夫」又可分為「上、中、下」三級。

如前所述，孔子在仕魯期間，由「中都宰」升「司空」，又由司空為「大司寇」。依據錢穆

的考辨，此「司空」應為「小司空」（冬官大司空之次官稱謂），屬「下大夫」之職，而「大

司寇」是屬於「卿職」。錢穆即據孔子相「夾谷」一事，說明孔子在此時已任「卿職」，其

云：「春秋時，遇外交事，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屬。魯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

皆屬三家，皆卿職也。如魯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會齊於夾谷，乃由孔子相，

此必孔子已為司寇之後。」（見《孔子傳》，頁 33~34。）由此可見，孔子仕魯期間由地方

長官（中都宰）升至次於「三司」（司徒、司馬、司空），但同樣為「卿官」的「司寇」，可

謂達到政治上的高峰。（以上所論亦參陳茂同：《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天津：百花文藝出

版社，2005 年），〈第三章　東周〉，尤其是〈第二節　春秋時期王朝和列國官制〉，頁 29~37。）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此處指孔子達到政治上的高峰，乃指此時的孔子是最有機會「得君行

道」的時期，故孔子仕魯時期，應對「限制性」概念仍無深刻體會， 
102〈衛靈公〉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明日遂行。」事實上孔子何嘗不懂「軍旅之事」呢？〈孔子世家〉載：「冉有為

季氏將帥，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於孔子。』」此事發生在孔子歸魯之年（孔子六十八歲），與此時在衛五十九歲雖相差數

年，姑且不論冉有回答此話的用意，然以孔子的「學經歷」來說，若說對軍事毫無知悉是

不太可能的，孔子對衛靈公的這一態度，正如同樊遲問學「稼圃」一事一般，孔子自言「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何以不知莊稼呢？只不過孔子在於個人是看重「德行」，

故說樊遲是「小人」；在國家，是看重「德政」，故離衛以明志。可見孔子在衛時期是無法

發揮志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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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路慍見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斯濫矣。』」（〈衛

靈公〉）；（5）自陳適蔡途中，又遭隱士或勸或諷。103由以上數端即可知，

孔子雖終身堅持「行道」之主張，毫不氣餒，然在遭受一連串的挫折及他人

的質疑，乃至弟子亦「莫能興」的情況下，對此，我認為孔子不能毫無所動，

亦即孔子中年時在魯國即使無法完成其志向，他或可認為其他地方當有行道

之處，然當他走遍當時中國的各國，竟無一處有其容身之所，這就不得不讓

孔子回歸自身來思考。一般解釋總以孔子遭遇一連串挫折，正在於突顯孔子

堅持行道之「達」的一面，然我們卻常忽略孔子「窮」的一面。這裡所謂的

「窮」，就是指孔子已體認到「限制」的存在，換句話說，孔子已體悟到「應

然」與「實然」世界的對立存在，「行道」固然是「應然」之事，「阨於陳

蔡」卻是「實然」世界所無法避免之事。事實上我們前第二章第三節中論述

「義命分立」時，已點出「命」就是「限制性」的概念，此處則是點出此一

概念應彰顯在孔子「周遊列國」這段時期，否則孔子前期在魯至卿位，後期

專心為弟子教育，又何來「限制」呢？而孔子決定周遊列國，求行道於天下

正是「義」的價值所在，然道之不行卻是「命」所限制的。事實上，孔子曾

多次提到這一「限制」的概念，如：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子路曰：「不士無義。長幼

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103〈微子〉有三章皆載隱士之言，一是「楚狂接輿」，對孔子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二是「長沮、桀溺」，對子路

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三

是「荷蓧丈人」，責子路（儒者）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此三事錢穆認為應發生在孔

子至楚國見葉公的這段時間，見《孔子傳》，頁 62~64。對於這三則所反映的意義是，他

們對孔子「周遊列國」的努力並不肯定，反而帶有「嘲諷」之意味。 



  
 

- 142-  求道者－以孔子弟子為研究的起點   
 

 
 

 

 

 

此三章，第一章錢穆以為是發生在孔子「去魯」之時，104第二章是孔子過匡

過蒲之時，第三章是周遊列國末時，至自陳適蔡途中。故此三章可說是貫穿

「周遊列國」的始末，然我們在這三章當中卻可以清楚看到孔子對「限制」

（命）的體悟，此一體悟來自於公伯寮愬、匡人及荷蓧丈人等的外在限制。

外在限制是「命」的部分，不能操之在我，操在我者只能是「天生德於予」

（〈述而〉）的「德」，亦即是屬於「義」的部分。因此，我們雖然無法推

斷孔子在何時對「限制」概念有深切的體認，但在「周遊列國」時，當孔子

急於行道用世卻又不得時，很顯然地，這一體認不會是在受魯君季氏重用時

的前期孔子，亦不會是弟子圍繞其身的後期孔子，而必定是在「周遊列國」

時當挫折一次又一次加深時，所深刻體悟到的概念。 

由此觀察，我們可以得知從早期孔子的「政事」面向，轉向後期孔子的

「教育」面向，當中的「周遊列國」對孔子本身實有關鍵性的地位，這一關

鍵事件我們發現在堅持行道的孔子面貌下，實已漸漸加深對「限制概念」（命）

的真正體悟，而孔子內心精神的轉變，正要從此開始。105 

2、超越面向的彰顯 

首先，我們應當說明的是，孔子此一「轉變」應當分兩部分來看，一是

從早期的「政事」面向轉向後期的「教育」面向，這是從「外顯行為」上觀

察；另一是「德行」面向的轉變，這是從「內在價值」來觀察的。正如同之

                                                 
104錢穆說：「子路以墮三都進言於季孫，及孟氏守成弗墮，季叔兩家漸萌內悔之意，公伯寮

遂乘機譖子路，季孫惑其言，則至是而季氏於孔子始生疑怠之心矣。」又言：「蓋墮三都之

主張不能貫徹施行，自定公季孫以下皆有責，此乃一時之羣業，時運使然，孔子則謂之為

命。」以上引言同見《孔子傳》，頁 42。 
105本文很顯然的意向在於以「限制性概念」作為孔子「超越」面向的前預設，亦即晚期孔子

之所以能超越突破，與「周遊列國」所遭遇體認到的「限制」極有關係，故此一「限制」

對孔子來說反成為一「積極義」。然後人卻或將孔子「周遊列國」解作「消極義」，亦即只

強調孔子遭遇一連串「挫折」，而不知挫折之後的孔子為何，以為孔子僅是懷著失敗、悲傷

的心情渡完晚年，此實是不能掌握孔子言「道德」之「內在超越」的性格和真精神（詳後），

如高專誠以為孔子是從早年「積極用世」轉變到晚年「消極厭世」，詳見《孔子‧孔子弟子》

第一部分〈第五章　 孔子消極厭世的思想〉，頁 89~100。又如王健文：〈理想與事功：孔

子的晚年及其弟子〉，收入《史前與古典文明》「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年），頁 145~176。此文多在說明孔子晚年「悲涼」之

情調。此類論述甚夥，茲不具引，今皆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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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不論前後期孔子面向的轉變，「德行」的面向都是一貫的，這也就

意味著，孔子的「外顯行為」乃是因應不同的時勢下，所選擇的「策略」不

同而有不同的面向發展，但「內在」的「德行」根源的確立，早在前期孔子

就已形成，此點我們在前面亦有提及。然我們若更進一步地探討，「德行」

作為孔子「內在」價值的確立，固然無所疑義，但到了後期孔子，「德行」

另有更進一步的發展，這就是「超越」面向的發展，此實是孔子思想轉變的

關鍵之處。然而，什麼是「超越」？孔子的「超越」面向又指什麼？以下作

一簡略說明。 

首先，什麼是「超越」？這似乎不是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不過我們在

第一章「緒論」當中提及《孔子哲學思維》一書時，106作者認為中國沒有「超

越性」，對此，李明輝師已提出兩篇非常精闢的辯駁107，此不再贅述。今再

舉杜維明先生辯駁的意見說明：108 

1972 年，根據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軸

心時代」（Axial Age）的理論，西方學術界認為從公元前一千年到前

6世紀左右，世界幾大文明幾乎同時出現「超越的突破」。當時把「超

越的突破」理解成一元上帝的出現。這是以猶太文明的特定模式作為

典範，而用這一典範來了解中國的天、道、上帝，印度的梵天，甚至

佛教的「涅盤」，結果都出了偏差。其錯誤在於，把「超越的突破」

定義為要肯定一個超越而外在的實體，以作為對現實意義世界的最後

評判標準。 

很顯然地，以西方「超越」義來框限中國文化，當然無所謂「西方式超越」，

但這並不表示東方有自身的「超越」。簡言之，西方是「外在超越」的性格，

                                                 
106（美）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合著：《孔子哲學思維》（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中譯本為蔣弋為、李志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07第一篇是〈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收入氏著：《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年）。事實上此文即是針對《孔子哲學思微》一書而發

的。兩位作者的回應見《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第九章，頁 232~235。李師對此再發表

第二篇文章：〈再論儒家思想中的「內在超越性」問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

漢學會議」，2000 年 6 月 29 日~7 月 1 日。 
108此為一訪談記錄，見杜維明著、周勤記錄：《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1 年），〈2 　儒學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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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能超越，超越者為「上帝」，故神人關係是呈現「二元」對立的狀

態，則人是否得救不在乎人本身，而是外在於人的超越底上帝；東方則是「內

在超越」的性格，「人」能否超越，決定者不在於外在的「天」，而是內在

於人本身底「德」，「以德配天」、「天人合一」才是中國所謂的超越。在

此，所呈現的兩種思維模式是：「中國文化底基本思想模式以連續性為基礎，

西方文化底基本思想模式以斷裂性為基礎」。109故我們在這裡所說的「超越」，

乃是就中國文化脈絡下所說的超越義，而非西方所言的「一個超越而外在的

實體」，這是先需說明的。 

其次，我們在掌握中國的「超越」義後，我們便可說孔子的超越面向。

事實上，學界對於孔子「超越」面向的肯定，已多有論述。如林啟屏師及劉

述先先生即從帛書《要》篇觀察到孔子思想晚年的變化，點出晚年孔子超越

的可能。110徐復觀先生則從「天命」的角度切入，說明孔子「自律性」道德

已涵「合內外之道」（合天人之道）的性格。111又杜維明先生從儒家的「宗

教性格」出發，說明儒家「內在超越」的精神特色。112又如牟宗三先生業已

                                                 
109見李明輝：〈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頁 148。以上所言「外在超越」與「內在超

越」二詞的概念多受此文意見啟發。 
110事實上，廖名春已針對帛書《要》篇發表許多篇章，並闡明孔子思想的轉變與孔子晚年「好

《易》」有關，可詳參氏著：《《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山東：齊魯書社，2001 年），〈第

八章 帛書《要》篇與孔學研究〉，頁 142~163，尤其是第二點「帛書《要》與《論語》」。

至於林師一文：〈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已見第一章所述。劉述先一文見：〈論孔

子思想中隱涵的「天人合一」一貫之道〉，收入氏著：《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年），頁 1~26。應當說明的是，此二文並非單單僅

就帛書《要》篇來說明孔子思想的變化，帛書《要》篇僅作其論述依據的其中一端，然此

二文同樣認為孔子晚年思想轉變與孔子「五十學《易》」極有關係。不過何澤恆師卻從「傳

世文獻」的角度，相當詳細論證孔子實無喜《易》、贊《易》的事實，並一一舉例說明帛書

《要》篇乃秦漢儒生所為，多攙入黃老思想，故並不能引帛書《要》篇作為孔子晚年思想

變化之依據。其說詳參氏著：《先秦儒道舊義新知錄》，〈二、孔子與《易傳》相關問題覆議〉，

頁 39~117。 
111詳參氏著：〈有關中國思想史中一個基題的考察－釋《論語》「五十知天命」〉，收入《中國

思想史論集續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248~259。此書另一篇〈釋《論

語》的「仁」－孔學新論〉，徐氏將孔子所謂的「仁」，視為「即本體即工夫」的「自反自

覺」無止境之心，實亦點明孔子「天人合一」的「超越」面向，亦可詳參，同上，頁 231~247。 
112杜氏關於此方面言論甚夥，詳後文引述之意見。然以「宗教性格」來論「內在與超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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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此一面向。113以上學者所論可說是相當精闢周延，實不容我多贅一詞。

然就本身之學識來說，實無法像上述學者從東西方等相關議題來論述孔子之

「超越」面向，故以下僅就《論語》本身之記載，說明此一問題。 

事實上，我們在掌握上述所論的中國「超越」義後，可以發現此「超越」

最大的兩個特色在於：第一，超越必須由「人」本身來實現，也可以說是一

種「內在」於「人」本身的「超越」；第二，正因為此超越是內在於人，故

此「超越」是彰顯在「連續性」的融攝之下。對於這兩點，孔子雖無明言，

但若「接下去」講，是可以發明孔子實有此一超越面向。 

對於第一點，「內在」於人本身的「超越」，其實就意涵著在超越之前，

內在於人的價值根源必然確立，否則不可能會超越。如前所述，「德行」面

向在前期孔子已然確立，這就是說明「德行」作為「內在性」的面向已然成

立，事實上，孔子對此一「德行」作為「內在」面向的根源，是首要重視的，

今觀乎孔子言「為仁由己」（〈顏淵〉）、「古之學者為己」（〈憲問〉）、

「君子求諸己」（〈衛靈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靈公〉）等

說明「德行」相關問題時，我們其實都可以抽繹出孔子對「德行」首重在「己」，

亦即「內在性」的要求。可是孔子若一生都是堅持內在價值的要求，此固然

「難能」也，但卻不必然會對中國文化乃至「東亞文明圈」有如此大的影響，

此一影響即說明儒家精神的「普遍性」，它能影響異時異地的人群，而不單

僅限於古代的中國。更進一步論，儒家之所以能有普遍性的影響，正在於內

涵「超越性」的可能，因為唯有「超越」才有「普遍」的可能，因此，我們

這裡就要轉入第二點來說明，以下先舉〈八佾〉所載的一章來說明：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亦可詳參劉述先：〈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收入氏著：《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

頁 157~177。及林啟屏師：《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

〈第四章 論儒學的「宗教性」〉，頁 201~264。 
113牟宗三即說：「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貫注于人身之時，又內在于人而為人

的性，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Immanent）。因此，我們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說天道一方

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Immanent 與 Transcendent 是相反

字），天道既超越又內在，此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義，而道德重內在

義。」見氏著：《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頁 26。事實上，牟

宗三、李明輝等先生在其著作對儒家「內在且超越」的面向論述甚多，此不一一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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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是衛邑，故此章或是孔子去魯適衛時所言。此章雖無載孔子的話，但

我們從「儀封人」的話中，其實已隱含他對孔子具有「人天」關係呈現的端

倪，儀封人以為「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此或表示天下

本有道，然在今無道的情況下，「天」即欲使孔子（人）行道於天下。這裡，

我們已然顯見「天人」是可以溝通，是連續的存在關係，否則「天」何以能

使「人」行道呢？對此，孔子自身之言亦多涉及此一面向，《論語》即載有

以下數章：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憲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 

以上數章涉及「天命」和「上達」兩個概念，歷來學者容或對此有所爭議，

然如果不將這兩個概念置於「超越」的面向來說，我們將很難作出適當的解

釋，事實上，「上達」實言上達於「天命」，故二者所指的內涵是一致的。徐

復觀先生即曾對「命」與「天命」作一判定，其云：114 

孔子的所謂天命或天道或天，用最簡捷的語言表達出來，實際是指道

德的超經驗地性格而言；因為是超經驗的，所以才有其普遍性、永恆

性。因為是超經驗的，所以在當時只能用傳統的天、天命、天道來加

以徵表。道德的普遍性、永恆性，正是孔子所說的天、天命、天道的

真實內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知」，是「證知」的知，是他從

十五志學以後，不斷地「下學而上達」，從經驗的積累中，從實踐的上

達中，證知了道德的超經驗性。 

在此，徐氏明言孔子所謂的「天命」是「道德的超經驗地性格」，而此一「超

經驗性格」乃是透過不斷地經驗積累和實踐的上達中所證知的。事實上，徐

氏這段話正可說明前述孔子體認「限制性」概念的重要性，因為前期孔子的

                                                 
114見氏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四章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

道〉，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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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跡正是不斷的「積累與實踐」，但這並不保證能「證知」超越的「天命」，

唯有在對「限制」（命）有所體認，繼之對理想堅持不怠的精神下，才能逼

出孔子「超越」的面向，否則孔子所言的「道德」是永遠落在「內在」的位

階上，因之也無所謂「天、天命、天道、上達」等語的出現。反過來說，若

孔子無此「超越」面向，他所謂的「知天命」、「畏天命」、「上達」乃至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吾誰欺？欺天乎？」（〈子罕〉）、

「天何言哉？」（〈陽貨〉）等語都將「落空」，不知其所云。 

最後我們必須點明一點的是，如前所述，孔子這一「超越」是彰顯在人

天「連續性」的關係下，所以我們稱此一道德性格是「內在而超越」的，杜

維明在〈超越而內在〉一文中，即申述儒家的理想是「超越性」的，然此理

想的實現不在於「彼世」，而在於現實世界的建構，這就構成了儒家既內在

又超越的連續性精神，其云：115 

既內在又超越，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觀點。你越能深入自己內在的泉

源，你就越能超越，這就是孟子所謂的「掘井及泉」。超越要扣緊其

內在，其倫理必須拓展到形而上的超越層面才能最後完成。倫理最高

的完成是「天人合一」，但它最高的「天」，一定要落實到具體的人

倫世界。既要超越出來，又要深入進去，有這樣一個張力，中間的聯

繫是不斷的。 

杜氏的觀察可謂深入儒家精蘊，儒家一方面既講求「價值」內在於人的重要

性，另方面又以「天」（神聖）為此價值的最高理想表現，但人表現此一價

值不單是「上達於天」，而是要落實在這「凡俗」的世界。116於是，在這一

                                                 
115見杜維明：〈超越而內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收入氏著：《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

題－大陸講學，問難和討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頁 188。事實上，杜

維明在另一書說明儒家人文主義的精神時，認為是涉及到四個層面：1、「自我：創造性轉

變」，2、「群體：人類繁榮昌盛的必要載體」，3、「自然：我們的家園」，4、「上天：終極

的自我轉變的根源」。楊儒賓認為此四者「明顯是個往外擴充與往上超越的同心圓的結構」，

這與〈超越而內在〉一文可相互發明。杜氏之說見氏著、陳靜譯：《我們的宗教‧儒教》（臺

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定義儒家精神〉，頁 28~38。楊儒賓之說見為此書所作之〈導

論：橫跨宗教與哲學邊界上的儒教〉，頁 8。 
116杜維明在另一文對此說得更明白，其云：「他（指儒家）把凡俗的世界當作神聖的，這正

是因為他將神聖的價值在凡俗的世界中來體現，體現神聖的這個凡俗不是凡俗和神聖絕然

二分的凡俗，而體現於凡俗的這個神聖也絕不是脫離凡俗而外在超越的理念，而是內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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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一回之間，不僅說明天人之間的「連續性」關係，更彰顯出「人」在凡俗

與神聖之間的「張力」，這一張力實即表現在「道」與「命」之間的張力，

亦即後世所謂「道」與「勢」的張力，孔子處在這一張力下，不僅是「道尊

於勢」而已，而是將「天人合德」的人性光輝和精神，展露無疑，此即孔子

及其儒家精神具有異時異地的普遍化、超越性的關鍵所在。 

 

最後我們總結以上所言，此節所述主要在於兩點：孔子前後期面貌與前

後期面貌轉變的意義。前者扣合弟子先後進的面貌來說，發現孔子「外部表

現」在於前期的「政事」和後期的「教育」，這與先後進弟子的面貌可說是

一致的；後者則就孔子「內在價值」來說，發現「內在德行」的確立，在於

前後期孔子固然是一致的，然晚年孔子在德行上實有「超越」突破的面向。

雖然以上所論疏漏偏失甚夥，然我們大體上可以發現一個較為具體，具有變

化、轉折的孔子樣態，也正因為孔子有此一變化的可能，我們才能更精確地

掌握儒家精神的底蘊和精義所在。 

 

 

 

 

 

 

 

 

 

 

 

第五節 小結 
                                                                                                                                       

凡俗世界的可能性。」見氏著：《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2 　儒學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

度〉，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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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四節的論述，我們發現孔門不僅有「分化」的現象，且有其豐

富的分化內容，此一內容即是先後進弟子所發展出的不同面貌樣態，我們將

此分化的樣態置於孔子一生來觀察，發現對詮釋孔子思想是有相當之助益。

不過，我們不得不說在「弟子」與「夫子」兩相對照下，大多是著眼於孔子

的「外部行為」，然外部面向乃是由「內在」價值所突顯，亦即從前後期孔子

不同的外在表現實已蘊涵孔子思想轉變的可能，此一可能我們歸結到孔子在

「內在德行」上，朝向「超越」層面的意義下來理解，對此，可稱之為「真

理的追尋」，亦即孔子晚年所逼出的「超越」面向，實是追尋真理途中的一大

跳躍，若沒有這一跳躍，儒家實難立下普世價值的標竿，更無東亞文明圈的

存在。不過，我們回過頭來說，不論前後期弟子的不同樣態，抑或孔子思想

本身的轉變，都在於說明孔子與弟子所組成的「儒學社群」，非一僵化不動的

團體，他們嘗試各種不同面向的發展，不論成敗與否，總言之都可歸為對「真

理」不斷的探尋，希冀達成「行道」於天下的目的。 

 

職此，本文對孔子及其弟子所組成的「儒學團體」的相關討論，可以說

是至此為止，雖疏漏之處所在多有，然大體在於突顯孔子作為「求道者」的

種種面向乃至終極精神之所在。然而，「孔子」之所以被歷來學者一再地「發

掘」，正意涵著孔子思想精神的意義，不當僅作為自身或特定時空（春秋）下

的存在，而是有其「歷史性」的意義。此即表示孔子所立下的「聖人圖像」，

不單是關涉到當時的「儒學團體」，更延伸牽動到後世所有「儒者」的一言一

行。然正如同孔子弟子一般，後世儒者在理解及體現此一「聖人圖像」時，

似乎「分化」的現象將再次的重演，只不過時間的跨度拉長了。因此，我們

可以發現若將縱深拉長，前述所論孔子之種種不當就此嘎然而止，實有其延

伸討論之必要，這不僅再一次突顯孔子一生的面貌，更說明了孔子作為後世

儒者的典範下的不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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