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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一、中文摘要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之浩繁，歷來即為後人頗感困擾之處，不僅是參稽宋儒講

論，更多採漢、唐訓詁，只是除稱名簡略之餘，更有諸多未列名氏之處，遂使創見與舊說

難以區別，影響所及，更關乎學術風氣的改易。歷來學者也嘗試釐清其中線索，只是未能

全盤考出之餘，難免陷於漢、宋之分的窠臼，筆者檢視朱熹援據情形，考其徵引情況，似

乎必須回歸於朱熹撰作歷程，了解其思考之情形，以及《四書章句集注》體例之所在，才

能得其實情，於是按覈《論孟精義》、《四書或問》，推究相關援據材料，配合輯出參考書目，

遂可以了解朱熹徵引之體例，以及思惟之方向，作為了解朱熹用心所在，甚至其中疏失之

處，也可以有所釐清矣。 
 

關鍵詞：  四書   理學   朱子學   經學   宋代 

 

二、英文摘要 

The citations in ZhuZi’s The Four Books Chapter Focus are so vast and numerous that over 
the years generations of researchers have been perplexed. In his  citations, ZhuZi not only 
referred to the discourses of intellectuals of the Sung Dynasty but also adopted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ancient texts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 
simplification of names, there are even many references cited without names at all; this problem 
makes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reative ideas and the outdated points of the 
document, causing a great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academic tone. In previous research, scholars 
have failed to do the complete textual research. They have tried to clarify the clues, but have 
been trapped into a set pattern in which there exists a difference between Han and Sung 
interpretations. After examining the way ZhuZi quoted and inspecting the way he cite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truth in ZhuZi’s masterpiece, we need to go back to 
his writing process, trace his patterns of thoughts, and then define the style of The Four Books 
Chapter Focus. To fully understand ZhuZi, Lun Meng Jingyi and Sishu Huowen were studied in 
order to infer the related references for citations and then compile the bibliography. In this way, 
ZhuZi’s style of citations and direction of thoughts can be realized; moreover, the existing 
negligence and oversight can be explained. 
 
Key Words：Four Books  Lixueology  Zhuziology  Jinxueolgy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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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內容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是一生思索儒學的成果，影響之深遠，人無異辭，孔子自承「述

而不作」（《論語．述而篇》），朱熹同樣是「以述代作」，從「歷選前聖之書」（〈中庸章句序〉），

融鑄前賢之見，漸至形構儒學體系，義理與訓詁既融鑄為一體，《章句》與《集注》也統合

為一，《大學》、《論語》、《中庸》、《孟子》既是先秦所傳儒學舊典，卻也代表朱熹嘗試建構

「道統之傳」，完成宋儒理學思想體系的成果，所以四書承前而已有不同，關鍵在於朱熹賦

予之新的義理內涵，因此四書義理不僅在於四書而已，更在於朱熹「章句」與「集注」間

所下之工夫。只是朱熹引據義理，訓詁名物，未能詳列出處，遂使個人意見與前人說法，

相互混淆，創見與思想之所在，無法具體而現，《四庫全書總目》甚至以「考證之學，宋儒

不及漢儒；義理之學，漢儒亦不及宋儒，言豈一端，要各有當」1，來說明學術趨向的不同，

各有勝出，只是畛域既分，涇渭分明，遂開後世漢、宋學術之爭，持續至今，乃屬爭議不

休的課題2，追究根柢，朱熹訓解體例影響之深鉅，可見一般。 

所以釐清朱熹注解四書的屬性，也就有助於澄清此一問題，只是融鑄群言，既未注明

所出，古今文獻浩如湮海，覈查談何容易，民國以來，學者發揮四書義蘊頗多3，但針對徵

引出處的考究，則有陳鐵凡先生撰〈四書章句集注考源〉一文，統計徵引的情形4，導出的

結論是： 
                                                 
1 紀昀編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大學章句》一卷、《論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

章句》一卷」提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年 5月），頁 722。 

2 有關漢、宋學問題的討論，篇目頗多，其中有各自申論，畫分其中異同者，如江藩撰〈漢宋門戶異同〉，《經

解入門》（臺北：廣文書局，1976 年）。劉師培撰〈漢宋學術異同論〉，《劉申叔先生遺書》（臺北：京華書

局，1970 年）。周予同撰〈漢學與宋學〉，收入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論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6 年），頁 893～899。也有針對清代漢、宋之爭加以探討，如何佑森撰〈清代漢宋之爭平議〉，《文
史哲學報》二七期，1978 年 2月。張錫輝撰《清代漢宋之爭的主要問題及其檢討》（臺中：東海大學中文
所碩士論文，1995 年 6月）。也有據此申論清代學術的內容及轉變，如王家儉撰〈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

──試論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歷史考古學組」上冊，1981 年 10月。
以及〈由漢宋調和到中體西用－試論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國立師範大學歷史學報》十二期，1984 年 6
月。也有嘗試溯源此一問題，如林慶彰先生〈明代的漢宋學問題〉，林慶彰撰《明代經學研究論集》（臺北：

文史哲出版社，1994 年 5月）。顯見此一問題檢討之熱烈，甚至也成為彼此相互論爭的課題，如徐復觀撰

〈清代漢學論衡〉，《大陸雜誌》五十四卷四期，1977 年 4月。胡秋原撰〈覆徐復觀先生論漢學、宋學及中

國學術路向書〉，《中華雜誌》十五卷六期，1977 年 6月。以及徐復觀、楊家駱、胡哲齊等〈關於漢學、宋

學之討論〉，《中華雜誌》十五卷七期，1977 年 7月。胡秋原〈再答徐復觀先生〉，《中華雜誌》十五卷七期，

1977 年 7月。顯見不同立場，相互攻訐的情形，足見此一問題影響之深遠。 

3 參見拙撰〈四書研究〉，收入林慶彰主編 《五十年來的經學研究》（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3 年 5月），
頁 225～251。 

4 陳鐵凡撰〈四書章句集注考源〉統計結果為《大學章句》徵引鄭玄二次、程子四次、呂大臨一次，共計七

次；《中庸章句》徵引董仲舒一次、鄭玄四次、王肅一次、張載四次、程子六次、游酢一次、侯仲良一次、

呂大臨五次，共計二十三次；《論語集注》所列徵引之人，共計三十五家，五百七十四條；《孟子集注》則

有三十四家，三百一十九條，去其重複實為五十七家，收入錢穆等著《論孟論文集》（臺北：黎明文化事

業公司，1982 年 10月），頁 60～61及 67～68。按：有關《中庸》徵引次數，氏著文中作三十二次，當為

手民誤植，覈以統計，予以更正。《論語集注》程子實兼指程顥、程頤，分列而計，共三十五家。《孟子集

注》徵引有三十六家，其中程子兼指程顥、程頤，李氏則無法判定為李郁或李侗，張氏無法判別為張載或

張敬夫，於是程子增其一，李氏存其二，張氏去之，增減剔除之後，實際有三十四家。不過依胡炳文《四

書通》「朱子四書引用姓氏」，錄有張琥，朱熹題稱謹慎，張載、張敬夫屬於前輩、學侶，應不致於與張氏

混淆，是以當再補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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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集注》徵引諸家解說，共計為九二三條。而漢、魏、梁、唐四代學者的解說，

一共只引了七十五條（漢六十條、魏四條、梁一條、唐十條）；其餘八四八條，皆

為宋儒之說。而在這八四八條中，二程夫子之說計為三○四條，程門高弟呂大臨、

楊時、謝良佐、游酢、尹焞之說二五六，兩共五六○條，已占全數三分之二以上。

其餘亦皆程門有關學者，或二程之再傳三傳弟子之說。其他諸家解說的徵引，不過

是點綴而已。所以我說，《四書集注》，不只集宋學之大成；而且是傳伊洛一家之學。
5 

陳氏的推論，符合我們對朱熹學術的了解，只是朱熹援引未必明注出處，融鑄更是經常刪

削改易，取樣有偏，結論自然有待斟酌，以徵引情形推論，似乎僅能言朱熹《四書章句集

注》於二程一系的說法特加表彰，所以題列最為周詳，但卻未必可以直接導出「傳伊洛一

家之學」的結論。因此必須更詳考朱熹注解出處，尤其是未列出處的地方，必須有所釐清，

日人大槻信良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後文作《典據考》），以一生之力，凡朱熹取諸古

注者，一一梳理而出，以「古」、「近」、「新」等文字，標示朱熹說解的根源，之後撰成〈四

書集註章句に現れた朱子の態度〉一文，以「學古」、「革新」二種趨向，釐清朱熹注解的

情形，得出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有「學古面與革新面折衷並存之集大成特質」的結論，

但依其比例，朱熹祖述漢唐諸儒傳統，卻是十分明顯
6。於是同樣覈查朱熹《四書章句集注》

的典據來源，卻有兩種截然不同，甚至是互相衝突的答案，豈非令人更增疑惑。 

不過，如果言必求其所出，難免有雷同牽附的情形，承前而稍變，新意之所在，也容

易誤以為是出自古人7，引據雖詳，但如果不明確，統計結果仍不免令人存疑，尤其數目龐

大，難以一一覈實，大槻信良用力既深且勤，固然令人佩服，但其中不易釐清之處，掩沒

於龐大的考據材料之中，實為可惜。所幸黃瀚儀學妹協助將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完成建

檔，並且將大槻信良《典據考》鍵入比對，今逐一覈實外，並將徵引書目輯出，略依經、

史、子、集分類，並按覈《直齋書錄解題》、《宋史．藝文志》等，作為檢視的基礎，嘗試

發覺朱熹引據所在，剔除部分可能出於講論之際的材料，單純以所列書目計算，經部共六

十九條，史部十六條，子部二十七條，集部八條，共一百二十條，其中宋人著作有六十一

種，佔一半左右。經、史、子、集四部皆具，內容之詳贍，足見朱熹匯聚前說，綜整古今

                                                 
5 同注 4，頁 68。 

6 詳見（日）大槻信良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776 年 4 月）一書所考。相關成
果，黃俊傑先生譯、大槻信良撰〈從四書集註章句論朱子為學的態度〉一文，發表於《大陸雜誌》第六十

卷第六期（1980 年 6 月），統計其結果為《論語集注》出自經、史、子、集，以及漢唐諸儒古訓古義者，

有一二八三次，而援取宋儒之說，或是自出之見者，有七四二次；《孟子集注》學古有一四三一次，革新

三三三次；《大學章句》學古一五六次，革新者二十次；《中庸章句》學古一五八次，革新六五次，頁 273
～287。只是兩者並非同時而出，統計似乎也有出入之處，陳榮開〈讀大槻信良氏有關中庸章句典據的研

究〉針對《中庸》部分統計，已發現此一情形，推測《典據考》後續又有增補。見周樑楷等撰《結網二編》

（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3 年），頁 527。 

7 例如《論語．學而篇》「人不知而不慍」，朱注云：「含怒意。」大槻信良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引「何

晏注云：『慍，怒也。』《禮記．檀弓下》『舞斯慍。』鄭玄注云：『慍猶怒也。』《說文．心部》『慍，怒也。』

《尚書．無逸》云：『不啻不敢含怒。』《釋文》云：『慍，怒也。』」標示為「古」，頁 4。按覈古注「慍」
解為「怒」，乃是取其本義，朱熹以「含怒」取代「怒」，雖僅補入一字，但意義已有不同，細究經文旨趣，

因人不知就勃然而怒，實有違君子風範，「含怒意」程度較接近於怨，而尚未及於「怒」，孔子不因人不知

而怨恨，似乎更能表現孔子的坦蕩胸懷。言之為「新」，有違訓詁承前的線索，但標之為「古」，不免掩沒

朱熹揣摩經文旨趣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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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努力。而宋人之作將近半數，以朱熹取閱參考之方便，也是情理之中，既非陳鐵凡先生

推斷朱熹引據完全傾向於宋人的說法，也非大槻信良認為朱熹學古態明顯的主張，可見朱

熹徵引之屬性鍵恐怕必須重新思考8。 

事實上，朱熹注解必須回歸其撰作體例思考，《四書章句集注》乃是融鑄「義理」與

「訓詁」之作9，「訓詁」援據漢唐舊解，間採新說；「義理」匯整宋儒講論，偶援古義，兩

者各有偏重，大槻信良所考偏重於前者，遂有學古之說；陳鐵凡所考著重於後者，所以有

趨新之論，但其實皆各得一偏，未為全論。再者，朱熹撮舉「精義」而成「集注」，明去取

之意以成《或問》10，《四書章句集注》與《四書或問》乃是相佐之作，只是《四書章句集

注》幾經改作，與《或問》已不相應11，朱熹甚至認為《論語或問》「不須看」12，但仔細

檢閱《論孟精義》、《四書或問》與《四書章句集注》，其中仍有諸多相符之論，可以一窺朱

熹原本思索的方向，對於推究朱熹去取之間的撰作情形，仍是彌足珍貴的線索。是以有關

朱熹徵引情形，似乎必須溯其源頭，不僅要分別而觀，更要統合而論，方能深中肯綮，了

解朱熹徵引詮釋的全貌，筆者以「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之研究」為題，通過國科會

專題補助，遂有經費處理此一龐大問題，政大中文所黃瀚儀、吳曉昀學妹協助整理資料，

按覈來源，雖尚不足以釐清朱熹每一條徵引之線索，但對於朱熹引錄的方式、思索之方向，

終於有初步的了解，是以嘗試略舉朱熹徵引之原則，作為日後分析討論的基礎。 

覈查過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有稱名徵引者，自漢至宋，凡五十六家，略依其時

代及徵引先後列舉如下： 

漢──鄭玄、馬融、服虔、孔安國、揚雄、趙岐、司馬遷、董仲舒等八家 
魏──何晏、王肅等兩家 
梁──皇侃一家 

唐──陸元朗、趙伯循、韓愈、丁公著等四家 

宋──程顥、程頤（二程併為一家）、呂大臨、謝良佐、尹焞、楊時、胡寅、洪興祖、

游酢、吳棫、張敬夫、范祖禹、李侗、周孚先、李郁、黃祖舜、蘇軾、張載、

侯仲良、劉勉之、劉安世、晁說之、劉敞、邢昺、王安石、曾幾、靳裁之、歐

陽修、孔文仲、蘇轍、王勉、林之奇、鄒浩、周敦頤、陳暘、何鎬、胡安國、

                                                 
8 詳見與黃瀚儀合撰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 年 6月）頁 147
～180。 

9 董金裕撰 〈朱熹與四書集注〉 《國立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類》70期上 1995 年 6月 頁 2～4。 

10 王懋竑纂訂《宋朱子年譜》（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年 8月）「四年丁酉，四十八歲，夏六月，《論

孟集註》、《或問》成」下云：「先生既編次《論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

《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

竊刊行者，亟請於縣官追索其板，故惟學者私傳錄之。」頁 65。 

11 朱熹撰 《朱子文集》（陳俊民校編，臺北：德富文教基金會，2000 年 2月）第五冊，卷五十「書」〈答潘
端叔二〉云：「承需《論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屢改不定，卻與《或問》前後不相應矣。」

頁 2264。第六冊，卷六十二〈答張元德七〉云：「《論孟集注》後來改定處多，遂與《或問》不甚相應，又

無功夫修得《或問》，故不曾傳出。今莫若且就正經玩味，有未通處，參考《集注》，更自思索為佳，不可

恃此未定之書，便以為是也。」頁 3068。 

12 黎靖德編 《朱子語類》（臺北，文津出版社 1986 年 12月）卷一○五「論自注書」載云：「先生說《論語

或問》不須看。請問，曰：『支離。』」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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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度、潘興嗣、范浚、豐稷、呂希哲等四十一家13 

服虔、皇侃乃是後人考出，朱注原作「或曰」，並無明確題稱，嚴格而言，並非稱名徵引，

然而就朱熹題稱之例，儒學前輩多稱「子」，如董仲舒、韓愈、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

等人，皆稱「子」而不名，以示尊崇，其中「二程」朱熹於《論孟精義》分為明道與伊川，

但《四書或問》、《四書章句集注》則不復分別，併為一家，陳櫟云：「朱子先以明道、伊川

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說同，更不分別，總稱程子。」14至於徵引

師友意見，李侗稱「師」，劉勉之稱「劉聘君」，張栻稱「敬夫」，何鎬稱「叔京」。其他諸

人或示尊崇、或求區隔，司馬遷稱「太史公」、趙匡稱「伯循」、歐陽修稱「永叔」、劉安世

稱「忠定公」、劉敞稱「侍讀」、呂希哲稱「侍講」，則是以字號官銜為稱。而部分出自間接

引錄、或是一言可採者，如揚雄、靳裁之、王勉、潘興嗣、范浚等，則是直書其名，以免

混淆。至於其他各家，則一侓稱其姓氏而不名15。只是其中仍有需要留意之處，稱謂體例

不一，題稱疏略，皆是閱讀頗感不便之處16，而《論語集注》中「蘇氏」是指蘇軾，《孟子

集注》則是指蘇轍17；《論語集注》中「胡氏」指胡寅，《孟子集注》則是指胡安國；《論語

集注》中「孔氏」指孔安國，《孟子集注》則是指孔文仲，似乎仍保留朱熹原本各經分別匯

整撰作的形態。 

至於未列出處者，包括可能援據之原典、參考之音義訓詁典籍、漢魏以來諸家注家意

見，日人大槻信良撰《典據考》，梳理朱熹引據的材料，凡取諸前人者，一一考其出處，略

依其「古」、「新」之分，列舉如下： 
學古顯著者──趙岐（494）、孫奭（306）、鄭玄（264）、孔安國（227）、陸德明（214）、

邢昺（113）《說文》（102）、《爾雅》（86）、包咸（72）、馬融（71）、

皇侃（62）、《毛傳》（43）、何晏（42）、孔穎達（40）、《玉篇》（25）、

高誘（15）杜預（13）、韋昭（8）等十八家 

革新顯著者──程伊川（230）、尹彥明（126）、范淳夫（89）、楊中立（89）、程明道

（66）、謝顯道（66）、張橫渠（43）、呂與叔（32）、程子（15）、徐度

                                                 
13 同注 4，以上統計見陳鐵凡撰 〈四書章句集注考源〉，頁 58～59。 

14 胡廣等撰 《四書大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5 冊 臺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讀《論

語》、《孟子》法」引陳櫟撰《四書發明》，頁 99。 

15 《孟子集注》中有稱「張氏」者，陳鐵夫先生無法判別為張載或張敬夫，不過依胡炳文《四書通》「朱子

四書引用姓氏」，錄有張琥。見徐乾學等輯 《通志堂經解》第三十七冊（臺北：台灣大通書局，1969 年） 
總頁 21210。朱熹題稱謹慎，張載、張敬夫屬於前輩、學侶，應不致於與張氏混淆，脫脫等撰 《宋史》卷
三二八云：「張璪，初名琥，字邃明，⋯⋯諡簡翼。」頁 10569～10570。而《宋史．藝文志》錄張氏《孟

子傳》三十六卷，疑為張琥所作。 

16 張栻撰 《南軒集》（臺北：廣學社印書館，1975 年 6月）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祕書十〉云：「《章句》、《或

問》書中所引周氏說為誰？某未見此書也。」頁 527。按：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朱子文集》第八冊卷八
十一「跋」〈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年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

生說，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塞，又得毗陵周氏說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復以附于本章。」頁 4022。
毗陵周氏即周孚先，為程頤弟子。以朱熹友人張栻，尚有不明究裡之處，可見題稱疏略，確實有令人困擾

的地方。 

17 朱熹《論語集注》引蘇氏之說有十三次，多數指蘇軾，然《論語．公冶張》「孔文子」一章所引蘇氏，其

實是蘇轍《論語拾遺》。朱熹《孟子集注》引蘇氏之說有二次，然《孟子．告子章句上》「性無善無不善」

章，朱注「近世蘇氏、胡氏之說蓋如此」，「蘇氏」卻是蘇軾，詳見大槻信良撰 《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
頁 72及 508。陳鐵夫先生固然失考，然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體例易生混淆，亦可概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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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侯師聖（11）、游定夫（10）、呂原明（3）、周濂溪（3）等十

四家18 

雖然大槻信良並未完全考出朱熹典據所在19，但包括可能援據之原典、參考之音義訓詁典

籍、漢魏以來諸家注家意見，旁及其他典籍之注解，列舉已詳，所列三十二家，乃是援據

十分明顯的部分，至於偶見之典據，並未列入計算20。至於援取方式：一、全然襲用者，

二、為求貼合經文旨趣，稍變文字者，三、為求結構明晰，調整語序者，四、援取其意，

而不拘文字者，凡此種種，皆可見朱熹思考並非僅止於援據而己。推究其詮釋方向，可以

了解朱熹思考所在，強調文意的妥貼、義理的圓融，對於佛、老的排拒，以及踐履的強調，

不僅留意四書的相互參證，也深就時政的反省，以及儒學主體意識的確立，此皆可於朱熹

徵引之中，得其線索。 
不過其中也有錯誤之處：一、稱名有誤者，二、引據出處有誤者，三、引據篇章有誤

者，四、各有出處，而誤為一篇者，五、出處顛倒有誤者，六、引據內容有誤者，七、間

接引用而致誤者，八、各有所據，但說法衝突者，凡此種種，皆為失檢之處，前人考據既

詳，茲不再贅21，只是批判之餘，致誤之由，卻乏深究，《說苑》誤為《家語》，〈既夕禮〉

誤為〈士喪禮〉，班固誤為史遷，《說文》誤為《方言》，引據失檢，以其屬性相近，實乃記

憶有誤。至於綰合兩者而致誤者，不論是典籍、篇章抑或題稱姓氏，實乃內容相近，刪削

調整之餘，產生混淆，遂有此移彼易，張冠李戴的情形。此乃關乎撰作體例，正可印證朱

熹反覆參酌的歷程。至於各有引據卻未能一致，則是屬於體系問題，四書既屬舊傳之典籍，

各有不同的經注詮釋脈絡，原本就有相互牴觸之處，加上朱熹注解《論語》、《孟子》與《大

學》、《中庸》其實是分別撰作，最終匯整體系，自然有其必須調整之處，朱熹固然已多所

留意22，但卻仍有注意不及之處，可以了解融鑄四書確實是艱困的過程。 
                                                 
18 詳見黃俊傑先生譯、大槻信良撰〈從四書集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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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括弧所列數字，為其統計之數目。 

19 朱熹《中庸章句》云：「沈括以為蒲葦是也。」頁 28。出於沈括《夢溪筆談》卷三「辨證」，頁 19。引據
十分明顯，然而大槻信良《典據考》卻未詳考所出。又紀昀編修 《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纂箋》提要」
云：「《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說，實陳耆卿《孟子紀蒙》中語，耆卿字壽老，臨海人，見《葉

水心集》。」頁 739。大槻信良《典據考》亦失載，不過以朱熹博採群書，時移世改，又豈易一一覈其所出，

失載實難苛求。 

20 以筆者所計，大槻信良《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所考朱熹援據材料，經部有 69 種，史部 16 種，子部 27
種，集部 8 種，共計 120 種，其中宋人著作有 61 種，遠超過所列數目。詳見與黃瀚儀合撰〈朱熹四書章

句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 年 6月）頁 175。 

21 針對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考究者多矣，然立意批駁者，則以毛奇齡撰《四書改錯》（張文彬等輯 嘉慶十
六年重刊本）最著，卷一云：「人錯、天類錯、地類錯、物類錯、官師錯、朝廟錯、邑里錯、宮室錯、器

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禮樂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

記述錯、章節錯、句讀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禮錯、小詁大詁錯、

抄變詞例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不成此錯矣。」頁 4。其中不乏苛責之處，但凡朱

熹疏失，毛氏一一摘出，詳見拙撰 《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臺北：政大中文博士論文，1996 年）第四、

五章，頁 57～134。 
22 「格物」乃朱熹四書學中重要之概念，《大學章句》「格物」朱注：「格，至也。物，猶事也。」《四書章句

集注》，頁 4。《論語．學而篇》「有恥且格」，朱注：「格，至也。⋯⋯一說：格，正也。」頁 54。其實訓
之為「正」，辭達理順，以「至」字解釋，意義反而拗怪，朱熹旁牽引伸，不免令人懷疑是為遙契《大學》

「格物」之說。此外，《論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朱注引程子云「性中只有箇仁、義、

禮、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來。」頁 48。人性既無孝悌，於是爭議紛起，然而如果配合《孟子．告子章
句上》「仁義禮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的說法，為求儒學性論體系的明確清晰，天理人性的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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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徵引」工作其實是反映匯整前賢講論，釐清北宋以來儒學內涵，上究漢唐儒學

議題的結果，內容築基於義理，而及於訓詁，可以說是一種學術的融鑄整理，也是對於儒

學全然反省之作，此於《四書章句集注》文字簡約，徵引多方的情況下，所見不甚明顯，

然而覈其去取，檢討其思考匯整之內容，則可一窺其用心所在，朱熹匯整之工作，不僅辨

析版本，追究真偽，也澄清諸家講論之高下，《四書或問》載朱熹云：「呂氏之說，不見於

《語解》而見於《文集》，豈其少時未定之論也與？」23「程子之言，決不如是之過也。⋯⋯

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了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亂道而誤

人耳」24，凡此種種，皆可概見朱熹匯整諸家時的學術判準。朱熹甚至針對來源也多所考

究，舉例言之： 
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

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

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

雖約，而未免反而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

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碔砆之與美玉也。 
可見朱熹對於版本之重視，以及對於程顥思路的熟悉25。其實講論之間，記錄難免失真，

傳衍既久，更有版本之分歧，細微之處，關乎聖道的體會，若非匯整分析，如何釐清脈絡，

至於揚棄佛、老思想的影響，剔除程門雜入異端思想的歧出，展現儒學之純粹，則可見朱

熹更進乎學術的整理工作，而是思想的再建構。 

朱熹以回歸經典作為詮釋主軸，所以推究文意，檢視義理，務求妥貼合宜，檢討所及，

舉凡自漢以下之儒學議題，「內聖」與「外王」的路徑，本體與工夫的釐清，性善與性惡的

分歧，甚至聖人授受之際，皆重新思索反省，體系之宏大，此非本文所能全然討論，然而

檢覈朱熹徵引的情形，還原思考的內容，則是有助於了解朱熹從逐字逐句之中，推敲精微，

彰顯聖道，回應儒學種種問題，以建構確實可行的進學途徑，並且形塑道德主體的價值，

彰顯儒者歷史情懷的使命感，此皆於其徵引討論中，可以得窺其努力方向。綜整而言，朱

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的情形，源自於匯整前賢講論的撰作準備，以及嘗試綜合諸儒意

                                                                                                                                                             
粹，也就不難了解朱熹引程子的用意，其實是為綰合《四書》義理，以求體系彌合無間。 

23 朱熹撰 黃珅校點 《論語或問》，《四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六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635。 

24 同注 23，頁 562。 

25 按：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臺北：正中書局，1996 年 2月）分別程顥與程頤，認為朱熹實承伊川，
而不足以代表明道，二程實有學術內涵之不同。頁 43～60。強調程顥「一本」的學術路徑，對於明道學術

有澄清之功。但朱熹相較於《論孟精義》分別明道與伊川，《四書章句集注》中二程不加區別，並非闇於

明道學術，無法甄別，而似乎是有意統合二程，歸之於一，《四書或問》云：「程子之說，切於己而不遺於

物，本於行事之實而不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不略其小，究其精而不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力焉，則既不

務博而陷支離，亦不徑約而流於狂妄，既不舍其積累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見聞思慮之可及也。

是以說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復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若其門人，雖曰祖其師說，然以愚考之，

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理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理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

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樂好惡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

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理，而專指外物，則於理之在己者有不明矣；但求

眾物比類之同，而不究一物性情之異，則於理之精微者有不察矣。」頁 529～530。朱熹推究二程學術，高
明而詳細，體用兼備，可謂已達學術之究境，程顥闡明道體，程頤言道之用，二程相融而得其全，朱熹兼

而括之，並非有所偏廢，朱熹徵引之際，甚至以之作為「道統」復傳於世的關鍵，對於明道思想的重視與

表彰，並不亞於伊川，也似乎可以了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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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建立二程學術為宗，進而調合義理與訓詁，回歸於經典詮釋的過程。在徵引的方式上，

有稱名引錄，也有隱括而言，大抵以義理討論為基礎，而及文字訓詁之商榷，取其意而不

拘滯於文字，而以簡潔清楚的內容闡釋經文，不僅包容宋儒講論之精華，也兼採自漢以來

諸家注解之內容，以求經義曉暢明白。當然其中也有匯整之時，或是覈查不實，或是記憶

偶誤，以至未能臻其完備之處，甚至有體例相互衝突，或者產生混淆的地方，皆是覈查之

後可以進一步釐清之處，當然也可以了解朱熹從分而合的漫長匯整思索過程，確實也有未

能完全調合之處，時時改易，事實上也難免產生照應不全的問題，不過從其徵引去取之間，

檢覈朱熹徵引的線索，卻是有助於更清楚了解其思考方向，從文意的妥貼、義理的融圓，

可以概見注家的基本態度，從排拒佛、老，強調踐履工夫的重要，進而建構四書完整的義

理體系，則是屬於思想建構的學術課題，至於回應時代風氣的檢討，建立儒學的主體價值，

則是堂堂儒者的生命事業，斯為不得不令人佩服之處，本文誠為檢視其徵引情形之作，然

推究其思考過程，亦可見其用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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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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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瀚儀撰 《宋儒道統思想之研究》（碩士學位論文） 

 

五、計畫成果自評 

檢覈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材料，原是希望可以釐清漢、宋學差異問題，不僅參

稽前人考證所得，也檢視朱熹撰作歷程，期以有更為周全完整的了解，平抑彼此分歧的觀

點，然而其中問題，恐非立場歧出而已。筆者嘗試輯出朱熹引據書目，完成〈朱熹四書章

句集注徵引書目輯考〉一文，作為檢視基礎，然而一言一詞要覈其所出，實非易事，間接

引錄，線索更是紛雜，尤其朱熹常有取其意而改其文之例，檢校實為不易，此皆有待逐步

釐清26。目前雖已完成初步資料覈實，但推測所出，則仍有疑似難斷之處，有賴更為深入

之蒐尋，以及旁證的釐清，不敢冒然推論，相關資料以光碟儲存，提供參與之同學共同使

用，期以更深入考究朱熹徵引思索之內容。不過，檢覈其中徵引情形，卻約略可以了解朱

熹思考之進程，一窺建構四書學之方向，於是檢覈其撰作進程，歸納其徵引方式，校正錯

誤之外，更進一步推究其原則，撰成〈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原則略析〉一文，期以在覈

查典據之後，對於朱熹徵引情形有參考準據。此外，檢閱資料期間，發覺朱熹撰《四書章

句集注》不僅於文中申明「道統」觀念，甚至於結構編次，亦見其安排，於是草撰〈道統

的建構──重論朱熹四書編次〉一文，說明後人習見的《大學》、《論語》、《孟子》、《中庸》

                                                 
26 朱熹撰 黃珅校點 《論語或問》云：「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

者乃左氏耳。』鄧名名世，字元至云。」《四書或問》，頁 714。朱熹參據十分顯然，但《論語集注》既未

引錄，也就未能考出，凡此種種，實有賴廣蒐宋代典籍，以及更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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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序，乃是學習進程的安排，至於申明其意義，慨然有所承擔之時，列舉以《大學》、《論

語》、《中庸》、《孟子》為序，則是關乎「道統」之思索。黃瀚儀同學亦援此線索，擴及宋

代諸儒道統思想，以《宋儒道統思想之研究》為題，作為碩士學位論文，目前也已粗具完

稿。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雖非罕見篇籍，但比對朱熹《文集》，檢覈諸家《語錄》，查考

當時篇籍，甚至旁蒐歷代注解，線索龐雜，疑似之間，尤費思量，非常感謝匿名審查提供

之意見，也非常感謝參與之同學，協助資料蒐輯，建檔比對，有此基礎，將於日後有更進

一步推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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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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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陳逢源撰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原則略析〉（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