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孟子》成書於戰國紛擾年代，最初是作為諸子之書流傳。至秦火焚書之時， 

孟子一派的儒生亦遭橫禍，但《孟子》一書卻得以保存下來。趙岐〈孟子題辭〉

述及此事：「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戮儒生，孟子

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不得泯絕。」1關於秦火一事，錢穆亦有詳盡

的論述：2 

 

      此則秦廷禁令，並不以焚書為首要。令下三十日不燒，僅得黥罪。而最要 

者為以古非今，其罪至於滅族。次則偶語詩書，罪亦棄市。良以此案由於 

諸儒之師古而議上，偶語詩書，雖未及議政，然彼既情篤古籍，即不免有 

以古非今之嫌。故偶語詩書，明令棄市，而談論涉及百家，則並不列禁令 

焉。故秦廷此次焚書，其首要者為六國之史記，（以及三代舊史為史官傳 

統職掌者。）以其多譏刺及秦，且多涉及政治也。其次為詩書，即古代官 

書（此本亦史官所掌，故章學誠謂六經皆史也。）之流傳民間者，以其每 

為師古議政者所憑藉也。再次乃及百家語，似是牽連及之，並不重視。 

 

由此可知，秦代焚書就書籍而言以民間為主，重點放在六國史記及《詩》、《書》，

其次才及於百家語。《孟子》以諸子之學的身份流行於當世，因而得以倖免。到

了西漢初期，趙岐在〈孟子題辭〉中說：「漢興，除秦虐盡，開延道德。孝文皇

帝欲廣游學之路，《論語》、《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立五

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3由此可看出《孟

子》的地位在西漢之初比秦代略有提高。漢武帝即位之後，實行「罷黜百家，表

章六經」的政策，將《詩》、《書》、《禮》、《易》、《春秋》法定為五經，並將所置

博士僅限於「五經博士」而廢置傳記博士。4換言之，武帝之後，《孟子》被排斥

                                                 
1焦循：《孟子正義》（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 10 月），〈卷一孟子題辭〉，頁 16。 
2錢穆：〈兩漢博士家法考〉，收入氏著：《兩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北：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1
年 8 月），頁 169。 
3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頁 17。 
4關於此事，近人劉汝霖論及「文、景時之博士與武帝所立博士」的不同時，說道：「按武帝之立

博士，與文、景時大有大異者。蓋文、景當提倡學術伊始，無論經子，皆使博士講習，各博士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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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官之外。《史記》司馬遷亦未替孟子單獨作傳，只把孟子和騶衍、淳于髡、

慎到、荀子等人何為一傳。孟子及《孟子》一書在西漢以前未能獲得眾人矚目，

確是事實。 

東漢一代《孟子》地位略有提高。據《後漢書．儒林傳》記載，最早為《孟

子》作注的是章帝時的程曾。
5《呂氏春秋》高誘序亦提及高誘曾作《正孟子章

句》。6《隋書．經籍志》中提到有鄭玄、劉熙分別作《孟子注》七卷7，流傳至今，

以上諸注皆佚，唯趙岐《孟子章句》尚能完整的保留下來。然而作為孟學思想史

上，流傳至今第一部對《孟子》提出系統註釋的作品，後世未能給予其重要性等

同的關注，這與學術思潮的轉變有著密切的關聯。爾後至清代焦循《孟子正義》

以趙岐《孟子章句》為本，認為：「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
8《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紀昀推崇趙岐《孟子章句》說：「蓋其說雖不及後來之

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來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不可泯也。」
9清儒阮元對趙

岐注《孟》也有這樣的評價：「屬書離辭，指事類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

言大義，藉是可推。」10他們對於趙岐給予了相當程度的肯定。然宋明儒者對這

                                                                                                                                            
務相同，非有專責也。《論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乃使諸博士共講此書，非以

諸書各立博士也。轅固、韓嬰、董仲舒皆在景帝時為博士，不過以其學為進身而已，非當時以《齊

詩》、《韓詩》、《公羊氏春秋》各置博士也。至武帝時，積書既多，須分工治理，於是罷黜百家，

專立五經，使博士各掌其經，不復相亂，自始有專責矣。然當時亦只有經而已，非有各家之學也。

各家之學之名，後者先定，先者乃依後者而追稱也。故有《大小夏侯》，乃稱前者為《歐陽氏書》，

有《大小戴》，乃稱前者為《后氏》，有《施孟梁丘》，乃稱前者為《楊氏》。其初只有經之名而已，

非專立歐陽后楊之學也。」語見劉汝霖：《漢晉學術編年》（上海：上海書店，1992 年 1 月），上

冊，卷二，頁 6-7。 
5《後漢書．儒林傳》：「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年，還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數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句》。建初三年，

舉孝廉，遷海西令，卒於官。」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臺北：藝文，1956 年），〈儒林傳第六

十九下〉，頁 10 下半頁。又焦循《孟子正義》說：「建初為章帝年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

專為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句不傳，莫可考究。」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

頁 19。 
6焦循《孟子正義》：「高誘《呂氏春秋敘》自言『正孟子章句』。誘，涿郡人，從盧植學，建安十

年，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令，十七年，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呂氏春秋》、《淮南子》皆

存，惟《孟子章句》亡。誘於建安十年，始舉孝廉，趙氏卒於建安六年，年已九十餘，是誘為趙

氏後輩。」語見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頁 19。 
7焦循《孟子正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劉熙《孟子注》七卷』。

鄭康成本傳，詳列所著書，不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劉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

時劉熙注見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句》，

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尚可考見。」語見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

頁 19-20。 
8焦循：《孟子正義》，〈卷三十孟子篇敘〉，頁 1048。 
9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臺北商務印書館影印，1933 年），頁 711。 
10阮元：〈孟子校勘記序〉，收入《孟子》（十三經注疏本，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 20 年江

西南昌刊本，1955 年），頁 15。 



                                                                    第一章     緒論 

 3

部註解十分不滿。朱熹說：「趙岐《孟子》，拙而不明」11，陸象山也批評：「趙岐

解《孟》，文意多略」
12。宋明儒者對於趙岐的批評有其特定的哲學立場及時代背

景。趙岐作為孟學史上現存第一部完整的註釋，注重的是古事、人名、地望的訓

解，篤守章句，力通訓詁，自然與宋明儒者思想立場截然不同。另一方面，其實

朱熹注《孟》襲用趙岐舊說的次數甚為可觀。據黃俊傑研究表示：
13 

 

通貫《孟子集註》全書各章，朱子引用或因襲趙氏註者共高達五八○次， 

包括有關文字訓詁者共三一七次；有關史實人名者共一二一次；有關章旨 

文義者共八十四次；有關國名地望共三○次；有關經典出處者共十五次； 

有關古代制度者共十三次。    就以上統計所見，朱子襲用趙氏註者以有 

關文字訓詁者最多，史實人名其次，兩者相加共計四三八次，佔總數之大 

多數。由此可見，就朱子觀之，趙註之長處在文字訓詁及史實人名的考證。 

其次，有關國名地名、經典出處、古代制度之訓解，朱子之從趙氏者共五 

十八次，蓋以趙氏近古，所論古制及地望之考證較為可信，故朱子多從之。     

朱子在章旨文義的闡釋上從趙氏者共計八十四次，為數不少。但我們進一 

步細究其實，則可發現朱子在章旨文義上襲用趙氏註者多屬訓詁之範疇， 

如「孟子見梁惠王」一章，趙氏註曰：「所謂利，蓋富國強兵之類」，朱子 

從之曰：「趙岐註云，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利。」至於有關重要哲學 

概念如「仁」、「義」等之的訓釋，朱子多出自一己之心裁，極少盲從漢魏 

先賢的說法。 

 

朱熹一方面大量引用趙岐註釋作為《孟子集註》的註解依據；另一方面又從義理

角度批評趙岐「拙而不明」的現象，實則與朱熹注《孟》同時兼顧學古面和革新

面有關。關於這一點，上述黃俊傑以朱熹《孟子集註》作為研究範圍時，已說明

中國注疏傳統的特質：「寓維新於守舊之中」。他們一方面繼承先賢開發心智的成

果，一方面又予以融會內化，下開思想新局。故歷代學者對經典之註解皆同時蘊

                                                 
11黎靖德編：《朱子語類》（北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年），第四冊，卷五十一，頁 1218。 
12陸象山：《陸九淵集》（臺北：里仁書局，1982 年 1 月），卷三十四，頁 10 上半頁-頁 11 下半頁。 
13黃俊傑：〈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收入氏著：《儒學傳統與文化創

新》（臺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年 2 月），頁 56-58。此外，黃俊傑此說來自於整理（日）

大槻信良《四書章句集註典據考》（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6 年 4 月）所得，詳細討論可參照

大槻信良著  黃俊傑譯〈從四書集注章句論朱子為學的態度〉，《大陸雜誌》第六十卷第六期（1980
年 6 月），頁 27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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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舊學與新知這兩種不同的成份。14 

    職是之故，趙岐雖身處於以文獻資料整理及古制重建為其特色的漢代，筆者

認為：趙岐在註解《孟子》時，仍蘊涵個人對孟子思想的理解與創發。只是歷來

學者多僅在語言文字的訓釋上看出趙岐成就，未能全面性梳理趙岐思想的特點，

實為遺憾。林啟屏師在論述「歷代儒者在經典文本的註解詮釋」時，曾提到：
15 

 

      於是我們可以見到自古至今的儒學信仰者，除了立身行事強調以仁義為依 

歸，以王天下蒼生為職志的具體實踐外，他們更是殫精竭慮地思考「聖人 

之意」的思想高度為何？並著錄其心得於文字。是以，許多儒者一生著述 

總在朝向「求道」之途邁進。 

 

誠如林啟屏師所言，趙岐亦是懷抱著「求道」精神，在注《孟》這條道路上踽踽

獨行。在他「遘屯離蹇，詭姓遁身」、「精神遐漂，靡所濟集」之時，16幸得北海

望族孫嵩的庇護，藏身於孫嵩家中複壁數年，期間完成了《孟子》一書的註釋。

如此趙岐，藉由詮解《孟子》寬慰了內心的不平，同時也表現了儒學信仰者的信

念所在。在〈孟子題辭〉中，他稱許《孟子》一書：17 

 

      包羅天地，揆敘萬類，仁義道德，性命禍福，粲然靡所不載。帝王公侯遵 

之，則可以致隆平，頌清廟；卿大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立忠信；守志 

立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 

可謂直而不倨，曲而不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身為儒者的他，本以「外王」為己任，無奈時不我予，轉而以「內聖」求其道之

完全。藏身複壁數年的他，憑依著註解《孟子》以安頓身心，得抒己志，最後終

能復出政壇，再展抱負。於此筆者不禁要問：為何趙岐在造次顛沛之時，選擇註

釋《孟子》一書？黃俊傑說：「歷代許多儒者註疏經典，常常或是作為一種個人

安身立命的手段，或是作為表達個人企慕聖域的心路歷程的一種方式。這正是儒

家『為己之學』的一種表現，而將經典解釋與個人生命交織為一，這是『融舊以

                                                 
14黃俊傑：〈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頁 49。 
15林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年

7 月），頁 8。 
16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頁 24-25。 
17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頁 13。 



                                                                    第一章     緒論 

 5

鑄新』的傳統思考方式。」18趙岐藉由《孟子章句》所展現的個人生命情調及其

思想特色，至少應有其在孟學詮釋史上作為起始者的地位，可惜歷來皆未獲得學

者的重視，少見專文論及。現代學術著作中也只有零星提及其註解的若干特點，

少有全面尋繹其思想者。關於這一點，可能源於趙岐著作留存無多所限，殊為可

惜。
19此即筆者以「趙岐《孟子章句》之思想研究」作為論題的問題意識之一。 

再者，在整個儒學發展史中，先秦孔孟的心性之學向來是儒者心神嚮往歸之

的原鄉。歷經秦火之禍後的漢朝，初興之時即面臨一個文化真空的環境，自然以

求佚書，作訓詁為重。後來學者或依於今，或據於古，各派爭論不休的情形下，

學者心力也多被訓詁所吸引。爾後隨著註經問題日漸增多，學者更益皓首窮經，

就再也不能接續先秦儒者所高標的道德理想，繼續從事廣大精嚴的思想工作。加

以戰國末年陰陽五行之說已盛，漢代哲學思想自然便被陰陽五行觀念所浸染，至

東漢更加深化，較西漢尤有甚之。
20為此，漢代哲學思想日漸墮落，被認為是哲

學史上的「衰亂期」。21又從經學發展史來看，漢代從武帝以後大量任用儒生、增

設太學，經生人數至漢末達三萬人之多，為古來未有之盛事，皮錫瑞稱此為「經

學極盛時代」。22儒者一面肩負延續儒學命脈的使命，一面面對專制政權的恢恢大

網，不免躑躅於修己與治人間，在內聖與外王之間掙扎難以取捨，因而在歷史上

                                                 
18語見黃俊傑：《孟學思想史論（卷二）》（臺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5 年 6 月），頁 470。

保羅．里克爾在《詮釋的衝突》中亦言：「所有詮釋的目的，都是要征服存在於經典所屬的過去

文化時代與詮釋者本身之間疏遠和距離。藉由克服這距離，使自己與經典的時代合一，註釋者才

能夠使其意義為自己所有：他使陌生成為熟悉，也就是說，他使它屬於他自己。這正是他透過理

解他者而得到他所追求之自我理解的成長。因此，每一詮釋學，無論外顯地或隱含地，都是經由

理解他者而有的自我理解。」作為經典詮釋者的趙岐，正是透過註釋《孟子》使自我在橫逆之中，

獲得超越與救贖，從而肯認自身存在於現世的價值。保羅．里克爾：《詮釋的衝突》（臺北：桂冠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年 5 月），頁 14-15。 
19據《後漢書集解》記載，趙岐僅有《孟子章句》、《三輔決錄》傳世。關於《三輔決錄》的內容，

趙岐在《三輔決錄》序中說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吏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

陵。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不但繫於詩秦、邠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行。其俗失則

趣埶進權，唯利是視。余以不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老之言，目能視而見衣冠之疇，心能

識而觀其賢愚。常以元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黃髮之士，姓元名明字子真，與余

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來，暨於斯今，其人既亡，

行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錄。」由上所述，可知《三輔決錄》是一部品評人物

的著作。書中主要記載三輔地區(今陝西省關中一帶)已故諸人物，並加以身後的論定。趙岐：《三

輔決錄》，收入黃奭：《黃氏逸書考》（臺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頁 1-2。 
20皮錫瑞說：「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讖緯，五經之義，皆以讖決。賈逵以此興左氏，曹褒

以此定漢禮。於是五經為外學，七緯為內學，遂成一代風氣。」皮錫瑞：《經學歷史》（臺北：漢

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年 3 月），頁 109。 
21上述漢代儒學概況引自：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臺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1 年 1 月），頁 6。 
22皮錫瑞：《經學歷史》，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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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了「悲劇性角色」。23相當程度上，我們應可從趙岐注《孟》所呈現的思想樣

貌，形塑其儒者形象。林啟屏師說：
24 

 

基本上，漢以後的經生儒者，不管其面對「經典」的詮釋路徑有多麼地不 

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經典信仰者」。而隨著這個角色而 

來的衍生性角色——「經典詮釋者」，則可能因其詮釋方向的差異，而進 

一步分裂成幾組不同的詮釋系統。另外，又由於這些經生儒者是此一大一 

統帝國下的「政策執行者」，於是三種角色集於一身，並產生出多重的緊 

張衝突。 

 

本文目的之二，即欲由「經典信仰者」、「經典詮釋者」、「政策執行者」三種角色

理論，具體建構趙岐樣貌，使其立體地呈現在世人眼前。但由於趙岐注《孟》之

時，身受迫害，並無官職在身，因而本文將以「經典信仰者」、「經典詮釋者」兩

種角色作為主要討論進路。論及關於政治理想的部份，再扣合「政策執行者」的

假設性角色來作說明。期能彰顯趙岐《孟子章句》一書的價值，使它不再被埋沒

於宋明儒學之後，令世人所遺忘。 

 

 

第二節    前行研究成果與檢討 

 

一旦述及「趙岐《孟子章句》」的前行研究成果，不可否認的與「孟子學」 

發展有相當密切的關係。換言之，歷來學者之所以會以趙岐作為研究對象，無不

是因為其注《孟》成就吸引了學者目光，進而產生對於其人思想的討論。因此在

論述「趙岐《孟子章句》」的前行研究成果前，筆者認為需先從大範圍的「孟子

學」研究概況作爬梳，方能進入「趙岐《孟子章句》」的研究領域作出回顧與檢

討。以下將分為三部份來進行：一是「孟子學」歷來研究。分以「哲學史」及「思

想史」兩路進行探討。二是「孟子學」專書研究。以朱熹《孟子集註》及焦循《孟

子正義》作為代表分述之。三是關於「趙岐注《孟》」的專文分析。 

首先，談到孟子學歷來研究，筆者認為應分作「哲學史」及「思想史」兩 

方面來看。「哲學史」學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意無意地假設孟子思想體系內的各

                                                 
23黃俊傑：《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年 2 月），頁 18。 
24林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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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念有某種程度的自主性。並以此假設為基礎，用以解剖孟子學中的重要概

念。「思想史」學者則將孟子及其思想放在歷史或文化史的脈絡中加以考慮，特

別注重孟子學在思想史中的浮沈變化。這兩種研究進路雖取道不同，但多所交

會，相輔相成。此處為了便於以下的討論，勉以二者作為粗分的依據，各舉代表

論述之。
25 

    從「哲學史」的研究進路來看，牟宗三當為學者中之大家。關於這一點，黃

俊傑已為我們做出肯切的評價：26 

 

牟宗三對孟子心學之論述最為豐碩，在早年出版的《中國哲學的特質》 

（1963 年初版）揭其大旨，在《心體與性體》（1968 年初版）及《從陸象 

山到劉蕺山》（1979 年初版）中暢其源流，而在《圓善論》（1985 年初版） 

中通過對《孟子．告子上》的疏解而集其大成，精義全出。他對孟子學的 

創見可以以他所說「仁義內在，性由心顯」八字加以綜括。他指出，孟子 

性善論與「心」不可分，並闡述孟子性善說即主張人之道德內在於其「心」 

中。 

 

近年來對於孟子性善論著力最深者，應以李明輝為代表。李明輝是牟宗三弟子，

初期從康德哲學入手。自德國學成歸國後，譯出《答何謂啟蒙》、《通靈者之夢》、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及《論永久和平》等康德四部專著。並以此為基礎，對

於儒家與康德哲學的比較研究頗有心得，著有《儒家與康德》
27一書。他在〈儒

家與自律道德〉一文中，將康德的「自律」概念作出完整介紹，並藉此說明儒家

倫理學即是「自律倫理學」的緣由。在〈孟子與康德的自律倫理學〉和〈再論孟

子的自律倫理學〉二文，接續以康德「自律」概念來闡釋孟子倫理學。〈孟子的

四端之心與康德的道德情感〉文中透過比較，針對孟子和康德倫理學在理論架構

方面的差異提出全面性的審視與理解。〈從康德的「幸福」概念論儒家的義利之

辨〉中，從康德哲學裡的幸福與道德間的關係，來看待儒家的義利之辨。之後，

李明輝在 1994 年出版《康德倫理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28一書，闡述孟子性

善論。這部書關注的焦點落在：源遠流長的儒學傳統如何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脈

                                                 
25以上分類方式得自於黃俊傑〈孟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黃俊傑：〈孟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展

望〉，《臺大歷史學報》第十九期，1996 年 6 月，頁 53。 
26黃俊傑：〈孟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57。 
27李明輝：《儒家與康德》（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90 年）。 
28李明輝：《康德倫理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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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下，超越文化間的差異，來實現儒家道德普遍意義的價值？這即是李明輝所關

懷的「儒學現代轉化」的問題。藉由《儒學與現代意識》
29及《當代儒學之自我

轉化》30二書，他表明儒學仍可以在不棄守「內聖外王」架構的前提下，經由個

人內在的自我轉化，持續在現代發揮其影響力。李明輝以現代關懷作為動機，以

道德自律為起點闡述性善論，並以牟宗三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比較康德倫理學

和儒家思想的同異，提出了令人耳目一新的解釋。透過康德哲學中的「理性的事

實」概念來解譯孟子的道德思維，並以康德倫理學的論證方法證成孟子心性論，

同時澄清有關孟子學的種種誤解和質疑。
31 

    從「思想史」的研究進路來看，黃俊傑研究的「孟子思想的歷史脈絡」可作

為當中的代表。黃俊傑研究指出：孟子思想有其文化史的背景作為憑藉，其思維

方式有兩大特徵：一是「具體性思維方式」，孟子對抽象原理的思考常在形象思

維的脈絡中進行。他常常將人的存在及其活動，置於具體而特殊的時空情境中加

以思考，因此，人的「歷史性」（Historicality）在孟子的思維世界中就特別為之

突顯；二則是「聯繫性思維方式」，孟子強調人的生命絕不是單面向的存在，人

的現實生命有其超越的依據。在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之間，在大宇宙與小宇宙之

間，在個人與道德心之間，在群體與個體之間，都構成存有的連繫。32同時又進

一步指出：孟子思想中的人，是一種多層次、多面向的存在。人的本質，表現了

自然秩序與人文秩序之間的連續性，心理層與生理層之間的連續性，以及宇宙的

無限性與經驗世界的有限性之間的連續性。孟子思想中的人，並非孤零零的在宇

宙間存在，人的最高本質是可以與宇宙的本體感應互通。這種對於人的概念，是

以遠古以來中國薩滿教的文化胎盤作其公分母。33 

    其次，從孟子學專書研究方面來看，趙岐《孟子章句》作為史上第一部《孟

子》注釋或許是個「歷史上的偶然」。然而經過朱熹《孟子集註》的多所引用，

到焦循《孟子正義》的大力推崇，歷代雖也有其他學者對《孟子》提出註解34，

                                                 
29李明輝：《儒學與現代意識》（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30李明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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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黃俊傑對於李明輝的學術成就，有更為詳實的論述。詳見黃俊傑：〈孟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頁 60-61。 
32引自黃俊傑：《孟學思想史論（卷一）》（臺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1 年 10 月），頁 3-4。 
33黃俊傑：《孟學思想史論（卷一）》，頁 66。 
34漢代程曾、高誘、鄭玄、劉熙之注已佚，相關討論詳見「研究動機與目的」。魏晉南北朝由於

人們對儒學的漠視，使得《孟子》注釋文本稀少，僅有綦毋邃《孟子注》一種，《隋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對此書有記載，但已亡佚，清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則輯有《孟子》綦

毋邃注 1 卷。唐代的《孟子》注釋有陸善經《孟子注》、張鎰《孟子音義》、丁公著《孟子手音》。

宋代《孟子》注釋數量多且影響較大，這與《孟子》被尊為經書的學術背景有密切關係。主要注

釋文本有：孫奭《孟子音義》2 卷、孫奭《孟子正義》（朱熹等學者認為是偽托之作，但仍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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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歲月的淘洗下，為我們留下了趙岐《孟子章句》、朱熹《孟子集註》以及焦

循《孟子正義》三部孟學詮釋史上的鉅著。因此在關於孟子學專書研究中，我們

必不能忽略朱熹《孟子集註》的貢獻。同時，筆者在「研究動機與目的」的討論

中，亦曾提及朱熹《孟子集註》對趙岐《孟子章句》大量引用的情形，顯現出趙

岐注《孟》對朱注所帶來的深遠影響。此後清代焦循作《孟子正義》也以趙注作

為底本。職是之故，當以朱熹《孟子集註》及焦循《孟子正義》作為專書研究的

代表，並以承接下述關於趙岐注《孟》專文研究的討論。 

    朱熹《孟子集註》就南宋以前的儒學而言，可謂「融舊鑄新」，自漢魏以迄

北宋諸儒之訓詁精義靡所不包；就南宋以後儒學傳統而言，可謂「開宗立範」，

為此下學者開啟另一條研究孟子學的大道。從因襲面來看，朱子〈語孟集義序〉

中說：「漢魏諸儒，正音讀，通訓詁，考制度，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茍不先

涉其流，則亦何以用力於此。」
35朱子為學極重視前儒注疏，從《朱子語類》中

也可以發現朱子時常提醒後學漢唐注疏不可偏廢。36在他作《四書集註》時，亦

隨時徵引前儒舊說，予以消化融合，構成一個圓融的思想體系。從創新面來看，

朱子納子思、曾子與孔孟道統之中，並以自己的哲學立場批導孔孟舊說，於原有

孔孟格局之外，開創了新的道路。若就哲學立場來觀察，朱注孔孟多從抒發己見

的立場詮解孔孟學說，因而時而可見與孔孟思想不同之處；但就歷史思想層面的

展現，其異於孔孟思想之處正可看出他的宋儒立場以及哲學創見之所在，在思想

史上極具價值。他的哲學新見至少可歸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理的觀念的創

發」。在孟子書中，「理」作為義理、道理解釋者僅有一次。換言之，「理」作為

抽象性概念的用法在《孟子》一書並不普遍。而朱子注《孟》完全站在「理」學

立場闡釋《孟子》，故集註全書處處顯示的是朱學精神而非孟學。取「理」以貫

通《孟子》，所以他以為《孟子》七篇所言均是性善之理。其二則是「二元論」

                                                                                                                                            
份學者認為有其價值）、王雱《孟子》注 14 卷、真德秀《孟子集編》14 卷、蔡模《孟子集疏》、

趙順孫《孟子纂疏》14 卷、吳真子《孟子集成》。元代的《孟子》注釋有金履祥《孟子集注考證》

7 卷、趙惪《孟子箋義》3 卷、胡炳文《孟子通》14 卷、詹道傳《孟子纂箋》、倪士毅《重訂孟

子輯釋》。明代《孟子》注釋較少，多承宋元諸人而來。胡廣《孟子集注大全》14 卷，其他多不

出《大全》模式。清代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啟發了焦循《孟子正義》，使焦循跳脫以往以朱熹

《孟子集註》為重心的宋元注釋，將目光轉向漢注。也就是以趙岐《孟子章句》作為底本來進行

他的疏解工作。 
35朱熹，《朱子文集》（臺北：商務印書館，1966 年），卷七四，頁 1390。 
36舉例而言，《朱子語類》記載：「子升問：『周禮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見得

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八十六．禮三．周禮〉（北京：中華書局

新校標點本，1986 年），頁 2204。在〈小戴禮〉也說：「問：『禮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

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了。』」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八十七．禮四．小戴禮〉，頁（北

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年），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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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立。朱子注《孟》所揭示的皆為二元論的哲學立場，如「理」「氣」二分、「天

理」「人欲」二分、「性」「情」二分等。三則是「認識心」的顯露。朱子注《孟》

將直覺心一轉為認識心，因此特重後天的工夫積累與修治，而不重視先天稟賦的

擴充。其注疏的特點，可以「寓創新於因襲中」以及「融舊乃所以鑄新」作為結

論。37 

談到焦循《孟子正義》一書，則必須從焦循作注的緣由開始說起。自東漢趙 

岐《孟子章句》成書以後，經過唐代陸善經的刪削，章指與注文已被刪去不少，

可說是趙岐《孟子章句》所遭受的一次浩劫。繼而北宋初年偽孫奭《孟子疏》出

現，又在疏解時誤用陸善經的版本，將趙岐「章指」散入疏文中，令後人無法看

清《孟子章句》的原貌，無疑再給此書一次沈痛的打擊。焦循在指陳偽孫奭《孟

子疏》的缺失時，引用趙佑《溫故錄》說：
38 

 

      《十三經注疏》，孔穎達、賈公彥最為不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 

為最下。其書不知何人作，而妄嫁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偽孫奭 

疏。……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復孔、賈之遺；甚至不顧注文，竟自憑臆 

立說，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豈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 

詳慎，《音義》可採者十五六，而疏不能十二。至其體例之踳駁，徵引之 

陋略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為邵武士人作，不解名 

物制度，其實豈止名物之失哉！ 

 

趙佑除了指出《孟子疏》為偽作之外，更批評該疏「體例之踳駁」、「引之陋略乖

舛」、「文義之冗蔓俚鄙」等缺失，自然無法滿足焦循注疏的要求。於是焦氏決意

重纂《孟子正義》一書，與其子廷琥博採顧炎武以下六十餘家著作中有關《孟子》

和趙岐的論述，編次長編十四帙，再就長編以己意貫串推衍，撰《孟子正義》三

十卷，七十餘萬言。歷經前後兩稿的輯撰，花了三年多的時間，成就之大，用力

之勤，有清一代治《孟》者可謂無人能及。 

焦氏的《正義》是一種注疏體的著作，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孟子》文

本，第二層是趙岐的注，第三層才是焦循的疏。注用以解經，疏則兼疏經和注。

                                                 
37關於這一點，在黃俊傑〈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中多所討論，上述

看法引自黃俊傑：〈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

頁 69。 
38焦循：《孟子正義》，〈卷三十孟子題辭〉，頁 1049-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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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清中葉以後的學者，對於詮解古籍往往採取漢、晉人之注，重新作疏。39因

而焦循想為《孟子》作新疏，即以趙岐《孟子章句》作為疏解根據，有其時代意

義。趙岐《孟子章句》前有〈孟子題辭〉，略述孟子事蹟及作注緣由，書後有〈孟

子篇敘〉，用以闡明各篇相次序的意義。內文共七篇，各分為上下，合計有十四

篇。每篇皆立章指，以總括各章大意。焦循則將〈孟子題辭〉列為「卷一」，正

文十四篇再分為上下卷，編為「卷二」至「卷二十九」，最後〈孟子篇敘〉則列

為「卷三十」。焦氏於趙「注」之下再作「疏」，趙岐無「注」者，則逕自於「經」

下作「疏」。作「疏」時，既疏經文也疏注文，且突破唐、宋舊疏「疏不破注」

的成法，「於趙氏之說或有所疑，不惜駁破以相規正」
40，體現了清學實事求是的

精神。全書疏解方式及著重點大抵分為以下七項：（一）指出《孟子》經文之根

據（二）校勘經注中的異文（三）申釋經注中之字詞（四）考明經注中之人物、

史事（五）考證山川、地名（六）考證草木、農穀（七）考證典章制度。
41 

焦循《孟子正義》的貢獻在於所用版本是當時他所認定的善本，且能廣採清

人六十餘家的說法，來證成經文和注文。同時考證和義理兼修的焦循，在有關孟

子人性論、養氣說等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見解。對於趙岐的注文他亦能「推發趙

氏之意，指明其句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鬯明顯矣。」42雖是焦循自我評價，

也是可受公評的長處之一。這也是本文採取焦循《孟子正義》作為文本，藉以全

面尋求趙岐注《孟》之深意的理由所在。 

焦循之後，就筆者目前所得資料，學者至多以專文討論趙岐思想或注《孟》

特色，或是將趙岐與朱熹在注《孟》時的訓詁同異作比較。再者則是在篇章中利

用部份段落討論或提及相關議題時才以趙岐作為例證。從數量上來看，真正深入

趙岐思想並作全面性探究的可謂全無。筆者大多僅能從分散的篇章蒐羅各學者論

點，然而此間仍有令人可喜的研究成果。近年來黃俊傑在孟子學及經典詮釋學的

研究上用力頗深，較多著作述及趙岐註《孟》的特點。在〈Mencian Morality in a 

Political From : Chao Ch’i’s Commentary on the Mencius and Its Place in Later Han 

Scholarship〉中以《孟子趙註》為基礎，討論後漢儒者趙岐對孟子思想之解釋，

並以此為著眼點試圖觀察後漢思潮的基本趨向。黃俊傑認為：趙氏之注《孟》，

                                                 
39以清代春秋穀梁學研究為例，惠棟《穀梁古義》輯錄了部份前人有關《穀梁傳》的詁訓遺文，

唯對於唐以後的材料不予採用，足見其在註解時回歸漢唐道路的情形。其他如鐘文蒸《春秋穀梁

經傳補注》、廖平《穀梁古義疏》皆可見其回歸漢唐注疏，各具特色。 
40焦循：《孟子正義》，〈卷三十孟子題辭〉，頁 1051。 
41引自林慶彰：〈焦循《孟子正義》及其在孟子學之地位〉，收入黃俊傑主編《孟子思想的歷史發

展》（臺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年 5 月），頁 10-13。 
42焦循：《孟子正義》，〈卷三十孟子題辭〉，頁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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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義理多取政治觀點，並與後漢學術思潮的產生有關。其結論以為，趙岐注《孟》

特重政治觀點，其長處在於光大發皇孟子之王學，其短處則不免淪為「政治化約

論」，認為其所得實無法償其失。43這是黃俊傑所提出的個人觀點，與本文討論

方向不完全相合，將於其下相關篇章再進行探究。在《孟學思想史論（卷二）》

第二章〈孟學詮釋史中的一般方法論問題〉黃俊傑指出了三個問題：（一）詮釋

者的歷史性（二）問題意識的自主性（三）詮釋的循環性。這一章扣緊了中國思

想史上孟子學解釋的發展脈絡，來探討以上三個問題。在（一）「詮釋者的歷史

性」中，黃氏舉趙岐為例，說明《孟子》乃成書於大一統帝國形成以前，而身為

經典詮釋者的趙岐卻生在大一統帝國之下。這種時代背景的差距，使經典詮釋者

「自我」分化為二，並處於緊張狀態。一是「經典詮釋者之作為經書價值的傳承

者」，一是「經典詮釋者作為大一統帝國的臣民」，因此趙岐解經寓有強烈政治觀

點，其生活經驗和時代背景也迂迴地反應在他對孟子思想的解釋之上。關於（三）

「詮釋的循環性」方面，黃氏舉趙岐為例，說明阮元和焦循對趙岐注《孟》多所

迴護，但從宋明儒觀點看來，趙岐於孟學深意頗有違失。深究其因，在於趙岐注

《孟》雖有自己的「主體性」，但他採取近似實證主義的觀點，僅詮釋《孟子》

書中文獻的表面事物如古事、人名、地望等，趙岐的「主體性」與《孟子》的「主

體性」關係不深；但宋明儒注《孟》，則以超越純粹實證主義的立場，在問題意

識上與《孟子》互為終始，形成對話關係。由於這兩種詮釋經典的方式相去甚遠，

或許也正是朱陸對趙岐註解均有負評的原因之一。但最後黃氏仍引清儒李兆洛所

言，指出二者各有長短優缺。相對朱子而言，趙岐與焦循所採取的是「文獻的研

究途徑」。書後附錄趙岐〈孟子題辭〉與〈篇敘〉，對其所涉及的歷史背景略加箋

釋，是筆者撰作此文的重要參考。44 其他在黃俊傑在〈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

念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指出，趙氏注《孟》時，對問題的抉擇以及義理的發揮

均與他所處時代的政治關懷有密切的關係。45並在〈從朱子《孟子集註》看看中

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一文中，舉趙岐為例，認為趙岐注《孟》特重具體的政

治問題，解析義理多取政治之觀點，說明從此處最可以看出時代因素在經典注疏

上的投影。46同時在黃氏《孟子》書中第七章〈歷代孟子詮釋學的流變（一）〉

                                                 
43黃俊傑：〈Mencian Morality in a Political From : Chao Ch’i’s Commentary on the Mencius and Its 
Place in Later Han Scholarship〉，《漢學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83 年 6 月。 
44黃俊傑：《孟學思想史論（卷二）》，頁 65-103、482-495。 
45黃俊傑：〈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念的形成與發展〉，收入氏著：《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北：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年 2 月），頁 22-23。 
46黃俊傑：〈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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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趙岐及其孟子註」時，將趙岐一生分為三階段，闡明趙岐在相當幅度內展

現了漢代思想的一般流向，尤其是天人感應說的流行與今古文學派在東漢合流的

趨勢。且亦提出趙岐注《孟》常常有意無意間透露一種政治取向的觀點。47綜而

言之，筆者認為黃俊傑對於「趙岐注《孟》」的研究成果，確實已展現趙岐思想

上的特點，筆者亦對黃氏之用心深感佩服。然而或許礙於篇幅限制，黃氏僅能寥

舉數例佐證其論點，不能為趙岐注《孟》作一全面性的梳理，實為可惜！再者，

趙岐的貢獻與成就黃氏亦未提及，此點令筆者深感遺憾，這亦是筆者欲以「趙岐

《孟子章句》思想之研究」作為論題的原因之一，期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為此

論題作更深入的研究。 

再者，董洪利《孟子研究》第七章〈漢代的孟子研究〉提到趙岐注的最大優

點在於：訓詁方面保存了不少古義。另一優點則是用力勤苦，能在別人不甚注意

的地方挖掘孟子深意。且把《孟子》各篇分出章次，並在每章之後作「章指」來

概括全章大意，這是趙岐獨到之處，功勞匪淺。然其主要缺點在於對孟子哲學所

知甚淺，凡遇到《孟子》哲學思想的論述或是較為抽象的命題，趙岐的注釋往往

就顯得迂腐，言不達義，讀來令人有隔靴搔癢之感。另外董氏認為趙岐某些名物

訓詁也頗有可議之處。儘管趙岐注瑕瑜互見，但因為是留存至今最早的一部注

本，資料彌足珍貴，仍可稱得上是孟子學中的一部名著。48 

以趙注和朱注比較作為學位論文的，有顧健民〈孟子趙注和朱注之比較研究〉

49和大陸學者杜敏〈趙岐  朱熹《孟子》注釋傳意研究〉。在顧健民〈孟子趙注

和朱注之比較研究〉中，對於趙岐生平和〈孟子題辭〉、〈篇敘〉有詳細的考證及

論述。但就《孟子》正文而言，則將重點放在趙岐與朱熹訓詁同異及特點的比較，

對於趙岐思想幾乎沒有論及，與本文研究方向明顯不合，故未能引用。而杜敏的

〈趙岐  朱熹《孟子》注釋傳意研究〉以傳意語言學及訓詁學交叉研究的角度，

取漢代趙岐《孟子章句》和宋代朱熹《孟子集註》作為研究對象，比較不同時代

注者注釋同一典籍時所傳之意的異同點，分析影響注者傳意的各種因素，並進而

探求典籍註釋傳意過程中的主客觀性、典籍文本信息的累積與離析、典籍注釋傳

意的目標及其實質等問題。文中論及「影響趙岐注釋傳意的因素」時，提到「趙

岐的注釋傳意觀」可概述為：以服務現實政治為目的、以立不朽之言為追求、以

把握和傳遞《孟子》的本意和深意為目標。「趙岐的世界觀」則說明趙岐身處漢

                                                 
47黃俊傑：《孟子》（臺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3 年 2 月），頁 185-190。 
48董洪利：《孟子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 10 月），頁 166-170。 
49顧健民：〈孟子趙注和朱注之比較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7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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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人感應、陰陽五行思想的氛圍，影響了他對《孟子》文本內容的解釋。總結

來看，杜敏認為趙岐在注《孟》時特別注重《孟子》政治信息的傳遞，並將自己

的部份政治理想融入注釋文本中。其注釋結果中流露天人感應、陰陽讖緯之說，

但不成為全文主脈。50杜敏之作，多數也在分析趙注和朱注間的訓詁異同，對於

趙岐注《孟》的背景因素雖能有所論述，可惜由於論題目的與本文不同，對趙岐

思想並未提出深刻的省思。故雖有可引用之處，但少有創見，於本文研究助益不

大。 

劉德明〈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則以趙岐「性善說」和焦循「人

性論」做比較，藉此看出趙焦間的承續與差異。其間以專章全面性地尋繹趙岐性

善思想，析理透徹、引論詳實，為筆者目前僅見對趙岐《孟子章句》之思想成就

進行論述的專章。因此在本文第三章〈善性說〉的探討中，將與此文進行對話，

期以完整呈現趙岐「善性說」的主張。51徐國榮〈名士精神與漢魏之際孟子地位

之浮沈〉則觀察到東漢中後期孟子地位的興起，主要導因於士人標榜清流，故在

情感上認同孟子的社會批判精神和剛正不阿的大丈夫精神，因而特別推尊孟子，

而趙岐之注《孟子》則是此趨勢的極致。趙氏對孟子的推崇不僅與東漢中後期以

來儒學名士對孟子人格的情感認同有關，其家族門風亦有相當的影響。趙氏之

後，孟學不興，這與漢魏之際士人盛行的「通脫」之風有關。特別是當時的社會

思潮與孟子思想中突出的社會批判精神、「大丈夫」精神無法相融。因此，漢魏

之際孟子地位的沉浮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蘊。52筆者認同徐國榮的觀點，將在其後

再做討論。 

大陸學者的研究多從訓詁方面看趙岐《孟子章句》的內容53，或是從「章句

學」角度來看《孟子章句》的注釋特點54，其間論述內容皆非本文關注焦點，但

因歷來研究趙岐的學者多由此入手，筆者於註腳列明出處以資參考。 

檢視前行研究成果後，筆者發現尚無學者縱覽《孟子章句》，以爬梳其義理

特色作為論題者，在此因而以「趙岐《孟子章句》之思想研究」作為論題。盼能

                                                 
50杜敏：《趙岐  朱熹《孟子》注釋傳意研究》（北京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4 年） 
51劉德明：〈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52徐國榮：〈名士精神與漢魏之際孟子地位之浮沈〉，《孔孟月刊》，2001 年 6 月第 39 卷第 10 期，

頁 12-21。 
53相關期刊有：李智澤：〈趙岐《孟子章句》的內容、體例和特點〉，《四川師院學報》，1983 年第

3 期。寧登國、趙立偉：〈趙岐《孟子章句》之訓詁特徵〉，《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1 年第 6 期。 
54相關期刊有：黃亞平：〈試論《孟子章句》的注釋特點〉，《古籍整理學刊》，1996 年第 2 期。郜

積意：〈趙岐《孟子注》：章句學的運用與突破〉，《孔子研究》，2001 年第 1 期。朱松美：〈趙岐

《孟子章句》的詮釋學意義〉，《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3 期。 



                                                                    第一章     緒論 

 15

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養分後，於其未發之處再下功夫。期許自己能藉由全面整

理趙岐注文，形塑趙岐思想的具體架構，使之作為孟學詮釋史上第一人的全貌，

能真實展現在世人眼前。 

 

第三節    研究路徑 

 

    以上我們從《孟子》成書以後到東漢孟子學的發展概況作一簡單的描述，面

對趙岐《孟子章句》、朱熹《孟子集註》以及焦循《孟子正義》三部孟學詮釋史

上的鉅著，若要彰顯後二者的成就，則不能埋沒趙岐《孟子章句》作為開創者的

貢獻。因此，即便宋明儒者因趙岐注孟觀點對他不能認同，朱熹還是時時告誡弟

子漢注唐疏不可偏廢，於今才可見到趙注大量地被引用。既是如此，趙岐《孟子

章句》理應受到更多的重視，才能在研究孟學詮釋史時，追本溯源，順流而下，

析理出孟學發展的脈絡。 

職是之故，本文先從第二章〈趙岐《孟子章句》之成書〉入手，目的在於「知

人論世」。期以顯影趙岐身處東漢政治杌隉之時，藉詮解《孟子章句》以寄託「外

王」理想的儒者志業。其後介紹《孟子章句》的體例與架構，展現趙岐著作此書

的思維模式與用心。第三章〈性善說〉、第四章〈王道政治〉為本論文焦點所在，

將採取林啟屏師所提出的「經典信仰者」、「經典詮釋者」、「政策執行者」三種儒

者角色作為研究路徑，
55具體建構趙岐樣貌，使其立體地呈現在世人眼前。關於

這三個角色間的關係，林啟屏師表示：乃是從黃俊傑對於「中國詮釋學」活動的

本質討論獲得啟發。黃俊傑說：56 

 

中國詮釋學是以「認知活動」為手段，而以「實踐活動」為其目的。「認 

知活動」只是中國詮釋學的外部形式，「實踐活動」才是它的實際本質。…… 

這裡所謂的「實踐活動」兼攝內外二義：（一）作為「內在領域」（inner  

realm）的「實踐活動」是指經典解釋者在企慕聖賢、優入聖域的過程中， 

個人困勉掙扎的修為功夫。經典解釋者常常在註釋事業中透露他個人的精 

神體驗，於是經典註疏就成為迴向並落實到個人身心之上的一種「為己之 

學」。……（二）作為「外在領域」（outer realm）的「實踐活動」，則是 

指經典解釋者努力於將他們精神或思想的體驗或信念，落實在外在的文化 

                                                 
55林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頁 414。 
56黃俊傑：《孟學思想史論（卷二）》（臺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5 年 6 月），頁 47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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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或政治世界之中。 

 

我們可以發現：上述（一）說明了儒者以「經典信仰者」自許，在困頓不安時，

以其人生歷練與經典對話。並藉著「經典詮釋者」的身份在注釋過程中展現個人

生命情懷。（二）則指出儒者從「經典詮釋者」到「政策執行者」的過程。趙岐

如何以「經典信仰者」自許？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孟子題辭〉獲得印證，

他稱許《孟子》一書：
57 

 

      包羅天地，揆敘萬類，仁義道德，性命禍福，粲然靡所不載。帝王公侯遵 

之，則可以致隆平，頌清廟；卿大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立忠信；守志 

立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 

可謂直而不倨，曲而不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身陷迫害的趙岐，從《孟子》一書的詮解獲得救贖。因為此時的他，為保全性命

不得已隱匿他鄉，內心澎湃的治國信念未曾削減。當理想無法藉外在環境付諸實

現時，他選擇了《孟子》一書為其注釋。《孟子》內容雖「包羅天地，揆敘萬類」，

但趙岐最在乎的「仁義道德，性命禍福」同時亦詳載其中。我們可以說：「仁義

道德」是趙岐作為《孟子》「經典信仰者」的中心思想所在，「性命禍福」則是趙

岐切身之所經歷。趙岐因屢遭橫逆的命運使得「仁義道德」無法藉「政策執行者」

的角色獲得實踐，從而轉向藉「經典詮釋者」的角色完成他「經典信仰者」的理

想。關於這一點，趙岐說：58 

 

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離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年， 

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 

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論稽古，慰以大道。余困吝之中，精神遐漂， 

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亂思遺老也。惟六籍之學，先覺之士， 

釋之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見，宜在條 

理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句，具載本文，章別其恉， 

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不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 

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見其違闕，儻改而正諸，不亦宜乎！ 

                                                 
57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頁 13。 
58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辭〉，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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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岐在此細述了他纂作《孟子章句》的背景因素，以及選擇《孟子》為之章句的

原因。「六籍之學，先覺之士，釋之辯之者既已詳矣。」這是事實，然選擇《孟

子》一書，應是由於上段所引：「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隆平，頌清廟；卿大

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立忠信；守志立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逃亡之際的他已無法完成「卿大夫」的身份，但志行節操的成就乃掌控於己，不

需外求。因而趙岐以「守志立操者」自許，期望以實行孟子理念達到「崇高節，

抗浮雲」的目標，殆無可疑。所以趙岐先作為「經典信仰者」而後成為「經典詮

釋者」的過程由此豁顯，兩者互為因果，互相影響。 

趙岐作為深受迫害之苦的漢代儒者，解經時常寓有強烈的政治觀點。例如在

解釋《孟子》：「大人者，不失其赤子之心者也。」說到：「大人謂國君，國君視

民，當如赤子，不失其民心之謂也。」
59如此解釋未必違背孟子本意，但孟子所

說的「大人」，涵義應不只政治意義而已。趙岐如此解釋，透露了他以政治觀點

解釋《孟子》的思想傾向。儒者一面身負延續儒學命脈的使命，一面面對無所遁

逃的君主專制政權。在生命尚能完成「經世以致用」的理想時，就已產生了信仰

與現實政治的拉鋸。何況生活在東漢臲卼不安的政治氣氛下的趙岐，更是備受挫

折。同時趙岐個人險遭殺身之禍的命運與其他尚稱平順的儒者相較，內心的打擊

與折磨尤甚有之。在儒者內在信仰無法完成，加以政治外在環境的迫害之下，加

乘的推力使得趙岐自然走向孟子政治思想的懷抱，冀望能從其中獲得救贖。黃俊

傑說：60 

 

孟子以人民為本位的政治思想，是飽受專制荼毒的、苦難的中華民族心靈 

深處永恆的鄉愁。……幾千年來，中華民族受專制的壓迫愈深，其痛苦愈 

刻骨銘心，則其反抗專制、追求民本之決心也愈加堅定，這就是孟子之學 

亙天垂地而不亡、孤行無待而不絕的內在原因。 

 

我想黃俊傑此段論述，應能讓趙岐心有戚戚焉，充分說明了儒者在專制政權下的

拉鋸與無奈。同時孟子養氣之學以「至大至剛」形容「浩然之氣」，不也振奮了

身處政治迫害下的趙岐？為他開啟了另一種政治理想完成的可能——著書以明

志。對趙岐而言，《孟子》一書蘊含的民本思想和政治理念，不啻為趙岐帶來重

                                                 
59焦循：《孟子正義》，卷十六，頁 556。 
60黃俊傑：《孟學思想史論（卷二）》，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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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啟發。我們可以說：趙岐作為「政策執行者」的角色因迫害而無法完成，趨

使他向儒學中的《孟子》尋求慰藉，成為《孟子》的「經典信仰者」，最後選擇

以《孟子》「經典詮釋者」的身份來完成其政治理想。當然，細究趙岐作為「經

典信仰者」和「政策執行者」角色，兩者孰先孰後已不可考。筆者能肯定的是，

二者在趙岐內心的角力與抗衡，讓趙岐找到了「經典詮釋者」這一條路，使其能

同時完成「經典信仰者」和「政策執行者」的理想，也繼承了儒學傳承者的使命。

從《孟子章句》解析義理多從政治觀點的取向來看，趙岐藉由「經典詮釋者」完

成「政策執行者」的理想，毋庸置疑。於此為文，期能彰顯趙岐注《孟》的理念

及價值，還他一個「本來面目」。如此作法，不敢說開風氣之先，祈願藉歷來學

者豐沛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為趙岐《孟子章句》找一條新的出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