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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在計畫之研究主要是從「學派意
識」的建立入手，探討儒家經典形成之
過程，尤其著眼於其在漢代展開的「關
鍵時刻」─「石渠閣議奏」。主要的分
析重點是由「正典化」的角度切入，詳
細分析漢代此一經學活動的意義，希望
藉以釐清儒家立經正典過程的相關學
術史問題。並完成〈「正統」與「異端」〉
〈論漢代經學的「正典化」及其意義─
以「石渠議奏」為討論中心〉二文。

關鍵詞：正統、異端、漢代、正典化

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propose to employ 
the so-called “school 
consciousness” as methodolog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cl assics .we find 
that after the Han dynasty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ten 
reevaluate their meanings in the 
process of incessant 
interpretation disputes which aim 
to form late the school 
consciousness.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的執行是建立在當代詮釋
學研究的基礎上，所作的一項嘗試性的
研究工作。我們知道自十九世紀以來的
西方思潮，有一股源自理解聖經傳統學
問的昂揚，此即「詮釋學」
(hermeneutics)。此一學問傳統所影響
的層面甚為廣大，也甚為深遠。事實
上，只要涉及「詮釋」「文本」，則必然
與此一方法有密切相關。而其主要的論
點，雖經多年的發展以來，有「回歸原
意」「比較好地」「不同地」詮釋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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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張，其間或有不同，但均指出人
類的許 詮釋活動，不出上述所提及的
幾個方向。當然，詮釋學對於上述不同
方向的主張，自有其「知識論」或「本
體論」立場的差異所導致，但他們關注
到「文本」的相關詮釋活動之原則，卻
有助於我們來面對龐大的古代中國之
經學。是以在本計畫當中，我即在此一
啟發之下，針對古代中國儒家的相關
「立經正典」活動，進行梳理研究。

我們知道自先秦以來，儒家的經典
成為指導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源頭活
水，然而令人感到困擾的是從先秦以
後，大量出現的「注經」活動，產生了
無法計數的詮釋「經典」之作，令人眼
花潦亂，其中有先秦未成「經典」，日
後升格為「經典」的作品；甚至也有同
一部「經典」的「詮釋之作」亦大量出
現，這些龐雜的注疏，內容不僅細碎，
而且還意見相左。以致令讀者難以決定
其是非，更遑論能遍讀諸經。所以《漢
書‧夏侯建傳》即云：「建師事勝及歐
陽高，左右釆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
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
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
碎大道」。此一漢人的批評，實已清楚
指出古代中國經典注疏活動的紛然與
不一。其實，漢人對於他們所面臨的困
擾，並非放任為之，他們也設法想要處
理這樣的問題，此所以令有相關的經學
會議出現的緣由。

然而歷來學者對於儒家經典在這
個時候的發展，是否只是一個歷史的偶
然事件或是具有高度的學術意義，是較
傾向於後者。不過，並無比較深刻的討
論。因此，在本計畫的執行中，本計畫
即想針對此一複雜的經學現象，提供一
個富有「詮釋學意味」的研究切入點，

期望在經過「文獻」與「理論觀點─正
典化」的交互運用，闡明漢代經學活動
的意義。

三、結果與討論

經過本計畫的執行，在第一年的研
究中，先透過「清代」對於先秦儒家經
典的討論與批評，本計畫從〈「正統」
與「異端」〉一文的討論中，勾勒出儒
家的「學派意識」正是儒門內部紛爭的
主要原因，而且此種紛爭表現在檯面上
的理由是由「學術信仰」所構成，但剝
除其爭議的表象之後，我們卻可發現其
顯現出來的另一個面貌，卻是爭奪學術
發言權的紛爭。本文後來在 2001 年 2
月 12 日宣讀於由國立台灣大學與上海
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合辦的「中國
經典詮釋傳統研討會」上，地點在上
海：和平飯店。

至於第二年的研究成果，則建立在
上述以「學派意識」為主軸線的儒學史
研究基礎上，本計畫進一步以漢代經學
的活動為研究對象。本文以漢代的一次
重要經學會議─「石渠閣會議」，為主
要討論焦點，從經學活動的「正典化」
現象切入，探討其背後的底蘊。基本
上，本計畫透過「經典與實踐」，說明
何謂「經典」？以及「經典」所具有的
「規範性」作用，進而指出漢代政經活
動中，「經典」可能的角色。其次，本
計畫又從歷史的角度，適切地還原「石
渠閣議奏」的原始面貌，以釐清此一經
學活動中的各種因素。最後，本計畫則
在「知識與權力」的詮釋視角下，說明
了「石渠閣議奏」實代表著漢代經學「正
典化」的一個範例，且進一步地指出其
中包涵著「知識」的「神聖性」之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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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由「政治力」的介入，並且是在被
設定目標的「儀式」中完成。本文初稿
完成時，曾於 2002 年 5 月 11 日於國立
政治大學中文系舉辦之「第四屆漢代文
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其後並
將收入論文集。

綜觀這兩年的研究成果，本計畫嘗
試以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觀點分析舊有
的文獻，已盡量使原始文獻的「關鍵重
要性」，得以呈現。雖然，運用此種觀
點的作法，仍有許多待克服的問題，但
誠如許多學術先進的努力，只有開拓視
野的擴大，學術研究的生命，才可延
續。當然，這兩篇文章的宣讀在當時均
能與大陸、台灣的相關學者，引發有意
義的討論，這毋寧是一件令人可喜的
事。

四、計畫成果自評

基本上，本計畫的研究成果與計畫
內容的相對應程度頗高，因為這個兩年
期的計畫分成兩大部份，且由兩軸線
﹝即「學派意識」「正典化」兩軸﹞所
構成，而計畫成果便是依此兩軸線而書
寫完成，所以與原計畫的預期目標頗為
接近。此外，本計畫所完成的學術成果
亦在相關的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並將付
梓出版。最後，本研究成果之主要價值
應該在於「新方法」與「舊材料」的結
合研究上，這樣的作法，可使許多的傳
統文獻，獲得當代的學術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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