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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研究中國哲學的變遷，區分為三個時期來說明，最是妥

適。第一期，從春秋末了到後漢終結，就是從公曆前 552年

孔子誕生到公曆後 183年後漢滅亡的七百三十五年間，這名

為古代期。這個古代期，又可以分為前漢景帝以前與武帝以

後的兩個時代來研究。前半期，是以孔子的誕生為始，老、

莊、楊、墨、孟、荀、韓非等諸子百家陸續地產生，各自成

一家言，你駁我，我駁你，競蘭蕙之芳的時代，這稱為諸

子時代。反之，後半期，是自前漢武帝於即位之初用名儒董

仲舒的話，尊崇儒教，壓抑諸子以來，只儒教是興盛了，

諸子卻衰頹了，儒教的教說，代表了當時的思想，儒教的經

典（即五經）之研究有似成了學問的全部。這個時代，稱為

經學時代。諸子時代與經學時代顯示著很不相同的面目；但

是，這兩者都是在中國的地方，由中國的民族產生的思想學

說，沒有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這一點是相同的。綜括這兩

個時代，名為古代期。

其次，第二期，是從三國初年（公曆 184年）到唐玄

宗末年（公曆 755年）約五百五十年間，這名為中古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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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古期的開始，儒教還維繫著前期的餘勢，經學的研究也

相當興盛；但是，支配當時的思潮，實是老、莊的哲學，在

當時的經注中用老、莊思想來注釋儒教的經典的也很多。同

時，據說當後漢的時候已到了中國的印度思想（即佛教），

到進了這中古期，突然增加了它的勢力，成了真正地為中國

人所理解、所信奉；別一方面，刺激了風靡當時的中國固有

的思想（即老、莊的思想），確立了稱為道教的一種宗教，

於是，到了這中古期的後半期，儒、道、佛三教鼎立地興

盛著。就是，在隋、唐的時候，是儒、道、佛三教鼎立的時

代；三教之中，有著深遠的哲學的，是佛教，當時第一流的

思想家、學者，有似都是佛教者。

再次，第三期，是從唐玄宗（公曆 756年）以後到現在

約一千二百年間，這名為近代期。近代期，其期間很長，所

以，又可以分為四個時代。第一，是從中唐到五代的二百餘

年間，這是宋學的準備時代。第二，是從北宋初（公曆 963

年）到南宋末（公曆 1279年）的三百二十年間，這是所謂

宋學時代。第三，是元、明兩代，就是從公曆 1280到 1661

年的約三百八十年間，這個時代的中心在於明代，元代是它

的過渡期。第四，是清代，是所謂考證學全盛的時代，但

是，在思想方面，卻並不發達。近代期，有鑒於第二期中興

盛過的佛教哲學的深遠，便以改造中國固有的儒教，構成新

的體系，為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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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古代期中的中國思想，濫觴於孔子，發揚於戰國

諸子，到漢代，由儒教統一了。到中古期，新增加佛教的力

量，促進了道教的成立，儒、道、佛三教便鼎峙了。到近代

期，佛教哲學影響到了儒教，儒教便被改造了。這被改造了

的儒教的代表思想，是朱子學與陽明學。



古代期（上）   

諸子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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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

在中國，有系統的思想的產生，以孔子為最早，因而，

中國思想史應該從孔子著筆；但是，孔子的思想，是基於更

古的中國的民族信仰而產生的，所以，在敘述孔子的學說之

前，先講一下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

要說明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是怎樣的東西，這在文獻很

少流傳的現在，頗為困難。從種種的方面綜合起來看，我以

為：「人盡由天生」這思想，是中國古代民族信仰的中心。

《孟子．萬章》章中，引據殷代名臣伊尹的話說，「天之生此

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大雅．烝民》詩中歌詠的「天生

烝民」，這些，都是古代中國人都相信「人盡由天生」的證

據；他們以為人的祖先是天。「天」字，是「大」字上面畫

一線的字，「大」是描畫人伸開兩隻手，撇開兩隻腳而立著

的形狀的象形文字，原本是「人」的意思，在它的上面畫一

線的「天」字，是表示蓋覆人之上的天空的。但是，當作人

類的祖先的天，並不是蓋覆我們之上的天空，卻以為是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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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支配著下界的帝或上帝的意思。1「帝」字的最原始的形

態，是「▽」或「▼」，原本是描畫草木的花散落之後結了

的果實的，因為這果實不久便成了藏匿著發生草木的種子的

地方，所以，轉而顯示草木發生的根源，後來，再一轉，似

成了顯示人類的祖先的了。在周代的銅器中，有刻著「▽

己、祖丁、父癸」的，這銘文中的「▽」字，便是「帝」字

的原始形態，是父祖所由出，即人類最初的祖先的意思。

「帝」字是人類最初的祖先的意思，這就「禘」字來看，也

很明瞭。「禘」，是在「示」的右邊加以「帝」的字，是祭

帝的祭祀的意思；據《禮記．大傳》中說的「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便可以明白，其祖之所自出，即人類最初的祖

先，是帝。如此的「帝」字，是顯示人類的始祖的字，「天」

字是顯示蓋覆我們之上的天空的字，兩者顯示著全然不同的

概念；但是，中國古代的民族，相信帝是在天上的神明，因

為天與帝的古音是相同的，所以，有人類的始祖的意思的

「帝」往往用「天」字來顯示。因而，天生人類的意思，便

成了「在天上的帝的後裔便是人類」的意思了。

《周書．呂刑》篇中，載著從前苗民制五刑，虐無辜的

人民，人民訴於上帝，上帝憐惜庶民無罪而被虐待，命重黎

斷絕地天的通路，壓抑苗民的神話；依據這神話，以為從前

1 吳大澂《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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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與下地之間有著交通，地上的人也可以登天與天上的帝

講話。據《國語．楚語》，楚昭王曾經引用這神話，心裡懷

疑從前的人，天上也能登得去的嗎，便把這神話問他的臣子

觀射父，觀射父對於這神話，下了別的解釋，來回答昭王。

平心而論，細讀《 呂刑》的文章，我以為昭王所思考的解

釋實是對的，在日本的古代神話中，也講著地上的群神與天

上的群神互相往來，與這神話正相類似。如其這個假設沒

有多大的錯誤，那末，中國古代的民族相信人類是上帝的子

孫，由於這種神話，具體地解說了。《大雅．生民》中，歌

詠姜嫄履帝跡，上天見帝而生后稷的神話，不是可以看作這

種神話的一個例子的嗎？

古代的中國人，以為人類的始祖是帝或天，相信人都是

由天而生的，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但是，他們又以為，

帝或天常常降其子於地下，導治下民。他們用「天子」的名

稱，稱呼主權者，便是因此。所謂「天子」，是奉上帝的命

令，為導治生民，而由天降生的人的意思吧。依從天命以導

治生民的天子的責任是：第一，率領生民，祭祀他們的始祖

的帝；第一，常常忖度天意，不違反天意地導治生民。為了

實踐第一個目的，行禘祭；為了達到第二個目的，行龜卜。

在《國語．魯語》中，有：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

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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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1

的話，這是表示為了第一個目的，從前的王者，都以其祖所

自出為帝而祭祀的。前在河南湯陰縣附近殷墟，發掘了的無

數的龜甲，這是證實了為了第二個目的而行龜卜的。2

所謂龜卜，是燒了龜的甲，由其裂紋，以判斷吉凶的占

法；古代的中國人，當決定祭日的時候，出發戰爭的時候，

出發田獵的時候，應預知天候的時候，決定其他各種重大的

事情的時候，都謀之於龜卜的。最尊重這龜卜的時代，似是

殷代；龜卜為甚麼能夠把天之所命告人的原因，卻不能說

明。也許是，在人智未開的古代，用這種因襲的方法，以得

到安心，也未可知；到人智漸開，對於龜卜便發生了疑問，

而要求合理的說明，這實是當然的事。於是到了周代，一般

的社會還是依據前代的遺風，尊重龜卜；但是，在知識分子

之間，比諸尊重龜卜，卻以為人們由於自己的內省，更能忖

度天意。因為人是天之所生，在人們的素質中具備著天的素

質，所以，人，可以由於內省自己，直覺到天意之所存。

《周書．康誥》篇中，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

棐忱，⋯⋯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1 《禮記．祭法》篇中，也有相類似的記載。
2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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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節，所謂「天畏棐忱
3 3 3 3

」，是天德輔誠的意思，把這句話

和下面的「往盡乃心」這一句一淘來看，我以為：這篇文章

的作者，以為在人心中，先天地寄宿著天之命，所以，人內

省了而不自欺，能夠直覺到天命。又在《康誥》篇中，有

「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也正是明證了上面的解

釋並不錯誤的，因為《康誥》篇是周公平了三監之亂以後，

想封衛之康叔於殷之故土的時候，諭知康叔的話；根據這番

話，可以知道周公已經認識了人心的內省比龜卜更有意義。

《大雅．烝民》詩中說的：

天生烝民（眾民），有物有則，民之秉（順）彝

（常性），好是懿德。1

也是歌詠在人心中，是先天地具備著道德性的。由這一點來

看，可以明白：周初的詩人也以為，人由於內省自己，能夠

忖度天命之所在。總之，在殷代以前，似都以為，人是天之

後裔，應該依從其始祖上帝之命的，上帝之命是可以專在龜

卜中知悉的；進了周代以後，似乎進一步了，他們以為，人

都是上帝（即天）生的，人心中先天地寄宿著天之命，所

以，人各自內省其心，如不自欺，是能夠隨順天之命的。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周代初年的人，以為由於內省自

己，能夠直覺天命之所在。那末，他們到底以怎樣的東西，

1 這首詩的訓詁，依據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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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天所命的呢？《周書．康誥》篇中說：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治）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慈）厥子，乃疾

厥子。於弟弗念天顯（天法），乃弗克恭厥兄。兄亦

不念鞠子（穉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兹，不於

我正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常性）大泯亂。

這是說，人類行為的最壞的，是不孝與不友，如其父子之間

沒有了孝，兄弟之間失卻了友情，這不單是法律上的罪人，

甚至於連天所賦與人類的彝倫（即常性）都滅卻了。由這些

話來推測，《康誥》篇的作者，似以「孝」與「悌」的兩德，

當作天之命。如此尊崇地考量「孝」與「悌」，是因為人類

由於內省而感到的最真純切實的情感，第一是親子的愛性，

第二是兄弟的友情吧。總之，周代初年的聖賢周公，基於

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以為人類是由天而生的，隨順天的命

令，便是道德；其次，以為這天的命令，在人類固有的性情

中，是先天地賦與了的，所以，人，由於盡誠地內省自己，

能夠直覺到天的命令；最後，自己內省了，經驗到最真純

切實的情感，第一是親子的愛情，第二是兄弟的友情，所以

說，「孝」與「友」是道德的根本。這周公的所謂道德，是

成了後起的孔子的道德觀的先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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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周靈王二十年（公曆前 552年）， 

生於魯國的昌平邑，死於敬王四十一年（公曆前 479年），

年七十四，他的事跡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史記．孔

子世家》是孔子的傳記中最古而且可信賴的，但是，其中也

還有多少的疑問，成了後世學者議論的根源。我現在，在這

部小著述中，沒有涉入這種問題中的餘裕；只是，依據《論

語．為政》篇中所載的孔子自己的話，概要地一述其一生的

閱歷。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根據這些話，可以知道，從十五歲到三十歲是孔子的修養

期，到了三十歲，才跑進社會。他最初踏進社會的時候的地

位是如何的，這不能明瞭；但據《孟子．萬章》下篇中說的

孔子曾經做「委吏」（司會計），曾經做「乘田」（也叫作「司

職吏」，司牛羊），由此可以想像，孔子最初是從事於會計

和畜牧的小吏，似並沒有顯著的地位；到四五十歲的時候，

志操也定了，一家的見識似也成就了，據《史記》，孔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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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過中都宰，做過司空，做過大司寇，在政治舞台上大

活躍過。但是，這也只是數年間的事情。後來，離開了魯國

的政治，到衛、陳、宋、鄭、蔡、楚各國去遊說，終於不能

行其志；到晚年，返鄉里，似專從事於經典的整理與門人的 

教育。

集合孔子的話的著述，有《論語》二十篇，是歷來的學

者所愛誦的，但這也是孔子死後，經過了許多的年月才編纂

了的，其中似還混入了後世的文章。我現在沒有餘裕對於各

章篇加以詳細的批判，只是，依據其中最古的而且可信賴的

部分，略述孔子的思想學說。

孔子，魯國人，魯是周初時周公之子伯禽被封的國，所

以，其建國的始祖是周公。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

武王死後輔佐幼主成王奠定了周室的基礎的偉大的政治家。

據說，周之文物制度都是他制定了的。孔子是魯國人，所以

尊崇其建國的始祖周公。《論語．述而》篇中說：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述而》）

細細地研究這一章，可以知道，孔子一生很敬慕周公，尤其

是他的盛年中，甚至於夢寐之間也不忘周公。我以為：孔子

一生的事業，是再興那周公制定的周初的禮樂，實行周公的

理想。

孔子把自己所教導的，稱為「吾道」，門人們把孔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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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的稱為「夫子之道」；所謂夫子之道，盡於「仁」之一

字。夫子之道是「仁」，在《論語》中，如下面的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3

得之，不處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3

得之，不去

也。君子去仁
3

，惡乎成名。（《里仁》）

的一節中，「仁」字是承受「道」字的。又在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3

生，孝弟也者，其為仁
3

之

本與。（《學而》）

的話中，可以證明「仁」字也是承受「道」字的。通觀全部

《論語》，其中論仁的，有五十八章，「仁」字看到一百零五

次之多 1。由此，可以知道，孔子是如何地重視「仁」；但是，

在這些篇章中所說的，都只是達於仁的方法，對於「仁」

「道」這東西的本質，並沒有講到。

孔子的「仁」，到底是怎樣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歷

來的學者的議論很多。試看《說文》，說：「仁，親也，從

二、人」，這個字，是「人」旁加「二」的字，所以，說明

是人與人相親的意思。《禮記．中庸》篇中，有「仁者人也」

的話，鄭《注》解釋說：「人也，應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

意相存偶之謂也。」這裡所說的「相人偶」這句話，是漢

代流行的話，在鄭玄的注釋中是常常用的字，在這裡，「人」

1 見清阮元《揅經室集八．論語論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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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偶」，其意相同，是成為友，或者相親的意思。1因而，

《中庸》中所說的「仁者人也」，與《說文》中所說的「仁，

親也」有相同的意義。又如《論語》中

樊遲問知
3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
3

矣。」問仁
3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仁
3

矣。」（《雍也》）

子曰：「知
3

者樂水，仁
3

者樂山；知
3

者動，仁
3

者靜；

知
3

者樂，仁
3

者壽。」（《雍也》）

樊遲問仁
3

，子曰：「愛人。」問知
3

，子曰：「知

人。」⋯⋯（《顏淵》）

如此地使「仁」與「知」相對立的地方，也很多 2。這，恐怕

是把人類的精神活動，分為知的方面與情的方面，把「仁」

看作以情的方面為主的德的吧。原本，人類的精神活動，知

與情並不是各自獨立地進展的，是站在互相不能分離的關係

中的，所以，「知」和「仁」也決不是獨立的德，而是相互

關係著的。在《論語》中，也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陽貨》），這是說，「仁」離開了「知」是不能成立的。又

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衛靈公》），

又說「擇不知仁，焉得知」（《里仁》），這是說，「知」，如

1 參照王念孫《讀莊子雜志．大宗師篇》與「造物者為人」之條。
2 《論語》中，又往往並論知、仁、勇三者，但是這些部分，是比較的後
世的話，是與《中庸》下篇等同一時代的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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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由於「仁」，也全不能得其所以為「知」。「知」與「仁」，

是在如此密切的關係上的德；「仁」，主要是從情的方面看

到的德。因此，「仁」的本質，可以說是親愛之情。這親愛

之情，是成為社會結合、人類和樂的基本的；這在最自然而

且沒有虛偽的狀態中發現的，第一是父子的愛情，第二是兄

弟的友情。這父子的愛情與兄弟的友情，是說愛之情的根本

的代表的情感。所以《論語》中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學而》）《中庸》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孟子》也說：「仁之實，事親是也。」（《離婁上》）這父子

兄弟間的親愛之情，擴大開來，及於社會全般的時候，仁道

便完成了。所以，治理天下國家的政治精神，到底也與一家

族中的孝悌或者孝友，是一樣的；因此孔子引《佚》書中的

「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的古語，讚歎道，這孝友之道如其

行得正，那末，主掌一國的政治也是一樣的。（《為政》）總

之，孔子的所謂仁，是以親愛之情（以父子的愛情與兄弟的

友情為根本的）為本質的；重視父子之愛與兄弟之情，這與

上述的《周書．康誥》篇中的重視孝友之情，是同一的思

想，恐怕，孔子是祖述周公的思想的吧。

孔子的所謂仁道，是以親愛之情為本質的，這已在上面

敘述過。這親愛之情，如何才能得到呢？《論語》中說：「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又說：「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以為仁是人類固有的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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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為人類所固有，是由於甚麼的？是由於天命的。孔子說

的「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的天命便是。那末，天命是

甚麼意思呢？《韓詩外傳》中，引《論語．堯曰》篇中「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的一節，解釋說：「天之所生，皆有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
3 3 3 3 3 3

，則無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依據這些話，可以知道，所謂命，是天之所

以命生的意思，天賦命與我們人類的，是我們的順善之心即

道德性；因而，所謂天命，便是與人類的生同時由天賦命了

的順善之心。換句話講，是具備在我們的心中的道德性，孔

子把它看作仁，即親愛之情。於是，孔子所說的「五十而知

天命」，可以知道是：仁道之根本的親愛之情，是人類先天

地具有的道德感情，把它擴充開來，便是人類之道。如此

地，把人類道德的根源，歸諸於天命，這是中國古代的民族

信仰。以為天命寄宿在人類的心中，這在《周書．康誥》篇

中已萌芽了，這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孔子更明確地意識到

了，在我們的心中先天地具備著親愛之情，便是由天賦命了

的道德性，把它擴充開來，便是仁道。

仁道之根本的親愛之情，是先天地賦與了人類的感情，

這是萬人共通的，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至於這親愛之情，

擴充開來，到能被名為完全的仁，這是必須伴以不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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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養的。於是，孔子教訓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又說：「如有王者，

必世（三十年）而後仁。」（《子路》）希期仁的完成，是如

此其難的事業，所以，即令在孔子的門人中，許以仁者之稱

的，只顏回一人，其他諸子概不能稱仁者，不單門人不能稱

仁者，孔子自己也謙遜地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

而》）為教以這仁道，孔子以文、行、忠、信的四點，教導

門人弟子。《論語．述而》篇中說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便是。那末，所謂文、行、忠、信，是甚麼意思呢？《大戴

禮》的《衛將軍文子》篇中，有：

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書》，導之

孝悌，說之以義，而觀之禮，⋯⋯ 1

的一節，正可以看作四教的說明。就是：第一的「文」，在

於《詩》《書》；第二的「行」，在於孝悌或禮；第三的「忠」

與第四的「信」，在於義。試據《論語》稍加以說明。

第一的「文」，是《詩》與《書》兩者，這兩者自孔子

的當時起，便被尊崇為儒家的經典。到後來，儒家的經典，

在《詩》《書》之外，加上《易》《禮》《春秋》，總稱為「五

經」；但在孔子的時候，在《詩》《書》兩者之外，還不曾被

1 現在的本文誤，讀不下去，據王引之說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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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經典。據傳說：孔子晚年愛讀《易》，甚至於作被稱為

「十翼」的十篇的解釋。在《論語》中，也有孔子說的「五

十以學《易》，無大過矣」（《述而》）這種讚歎《易》的話。

《易》的「十翼」，並非孔子的作品，宋歐陽修已經論列過

了，這已成了學術界的定論；至於《論語》中的「五十以學

易」的「易」字，據《魯論》這一派的本子，作「亦」字，

這句句子的意思是說，到了五十歲來學，也可以沒有大過。

因此，孔子愛讀《易》這回事，一個確實的證據也沒有。

所以，可以知道，在孔子的當時，《易》並未成為儒家的經

典。其次，講到《禮》，《述而》篇中有「子所雅言，《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的話，特在「禮」字之上，添個

「執」字，從這一點上來看，可以推知，在當時，作為經典

的《禮經》還不曾存在，只是在制度習慣上傳承的。再次，

講到《春秋》，這是到孟子以後才顯著的，在《論語》中，

並沒有把《春秋》當作經典。所以，在孔子的當時，儒家的

經典，只《詩》與《書》兩者，孔子把這《詩》《書》當作

教科書，教導門人。因為《書》是類集前代的詔勅誓誥之類

的，有著先聖特別是周公的誥戒，《詩》是古人的歌詠心境

的不虛偽的告白，所以，由於《詩》《書》，能順先聖的教

導，而陶冶性情。

第二的「行」，據《大戴禮》的說明，有如是孝悌，

也有如是禮。試看《論語》中「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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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也可以明白，孝悌是孔門諸行中最重要的。所謂孝

悌，也不是離開了禮的「行」。《論語．為政》篇中，孔子

回答孟懿子的問孝說，「無違」，更為樊遲說明「無違」說：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是表示，

孝也是依著禮來實踐的。由於這一點來推測，悌，是順禮而

事兄。可以說，一切的行為，都是順著禮的。因此，孔門的

「行」，說是孝悌，或者說是順禮，是一樣的。總之，孔門

的「行」，如舉其根本點，當歸於孝與悌；用概括的話來講，

人們的一舉一動要當於禮，如其不當於禮，便不可動。

第三的「忠」與第四的「信」，原本訓為「誠」；但兩

者的概念，實自如別的。先就其文字的構造來看，「忠」字

是由「中」與「心」兩個字構成的，是人們內省自己的心，

不欺瞞自己的意思；「信」字，是結合「人」與「言」兩個

字的，是人履行對於別人約定了的話而不欺罔的意思，因

此，兩者原本都訓為「誠」；但是，前者表示不欺瞞自己，

後者表示不欺瞞別人。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
3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3

乎」（《學而》）這一節，最明白地

顯示了這兩個字的意義。前者是在自己的心中內省了而謀

的，後者是對於別人尊重約言的。孔子的仁道的精神，說盡

於這兩個字，這也不是過分的話。孔子以為自己內省而盡

忠，是仁道的第一義，所以他的門人曾子說：「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謂忠，是自己內省了而直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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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所謂恕，是以自己的心忖度別人。這雖則是兩個作

用，但是，兩個作用集合在一起，便成了實現「仁」的方

法；作為踐行「恕」的前提，得先踐行「忠」，所以追溯到

所謂「忠恕」的根本，只是一個「忠」字。直覺到仁道的主

觀的工夫，只是一個「忠」字，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把它

在社會上實現出來的第一要件，是人人互相重「信」。所以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有一次，

門人子貢「問政」，孔子回答他說：「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子貢再問，如其萬不得已，在這三者之中，要割愛一

項，那末，應該割愛那一項？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

再問，其餘的兩項中，如其萬不得已還要割愛一項，那末，

應該割愛那一項？孔子回答說：「去食。」「兵」與「食」，

雖則是國家社會的存立及民生的生活上必不可缺的，但是，

孔子卻更重視「信」，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顏淵》）由這一段話來看，可以明白，孔子是如何地重視

「信」了。

上面，關於文、行、忠、信的四教，作了概括的說明；

這裡，我們試研究其相互的關係，以顯示孔子的教育的一

斑。孔子是把《詩》與《書》當作兩部教科書來教導門人的，

其中《書》是輯集前代帝王的誓誥的，先聖的訓戒特別是周

公的教訓收集得很多，所以孔子是由《書》引導他悟得周公

的理想的。四教中第二項「行」的根本，是孝悌，孔子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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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孝悌，只是蹈襲了周公尊重孝友的思想的。《論語．為政》

篇中引用「孝乎，惟孝友於兄弟」這佚《書》的文句，說只

要真正地踐行孝友，那末，即使不能走上政治舞台，與施行

政治有相同的效果：這一段話，是由《書》教以孝悌的一例。

其次，《詩》是輯集古代的民謠的，是當時的人的不虛

偽的告白，所以，用「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為政》）的一句話說盡了。孔子使門人學《詩》，雖有種

種的目的，但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學了《詩》，來陶冶人的

性情，及引導到「思無邪」的心境中去。所謂「思無邪」，

換句話講，便是不欺瞞自己而且不欺瞞別人，結果，歸到

「忠」「信」的兩者。因此，夫子的尊重《詩》，是為了藉此

以養育忠信的精神。

總之，孔門的四教，可以說是，藉《詩》《書》以涵養

忠信的精神，實踐孝悌的「行」，實踐禮儀，以期「仁」的

完成。

文、行、忠、信的四教，是為了完成「仁」的四個教

目，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行與忠。所

以，為了教以達到「仁」的方法，常常講述行與忠。第一，

從「行」的方面來說的，是教以由於「禮」的實踐可以達到

「仁」。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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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天下歸仁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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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例子。第二，從「忠」的方面來說的，是教以把內省主

觀而直覺了的推及到客觀，由此可以達到「仁」。如：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行）之。2」曾子曰：

「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是最著名的。於是，在孔子死後，在其門人之間，產生了

注重主觀而力說忠恕的一派及尊重客觀的規範而力說禮的

一派。

1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十一字，和上面的一句，意義重複。「一
日」的「日」字，恐是「曰」字之誤。這十一字，是注記異本的文句的，誤
入了本文吧。《史記．弟子列傳》引這一章，只作「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左傳．昭公十二年》引用孔子的話，只作「克己復禮仁也」。現在的《論
語》，合併了兩異文。
2 這一章，《衛靈公》篇作：「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意義相同。「一以貫之」，是以一言而行之的意思。「貫」
字古訓「行」說，詳見阮元《揅經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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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孔門的兩個學派

第一節  孔門諸弟子

孔子的門人，非常之多，單是知其名的，已超過七十

人。這些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子路、有若、顏回、子貢、子

夏、子游、曾子等。其中，子路與顏回，先孔子而死；孔子

死後，有若和子貢因是最年長者而被尊崇，子夏、子游、曾

子等三人是少壯者之間著名的人。這些人，在孔子生存時，

同受夫子的教導，同門的友好很深的；到孔子死後，散居各

方，有的做了諸侯的師傅，有的返故鄉授徒。子貢到了齊

國，子夏做了魏文侯的師傅，曾子仍在魯國，努力於遺教的

宣揚。因為居住地各異，便沒有了相會的機會，各自發揮不

同的性格，於是孔門中也發生了種種的異說，劃分了學派，

這實是當然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篇中有一段記載，說：孔子死後三

年，子夏、子張、子游三個人商談，有將來推有若為師的提

案，曾子卻拚命反對。（「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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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

子，曾子曰：『不可！』」）再將《禮記．檀弓》篇中子游之

徒對於曾子的說閑話等等，綜合來看，可以知道，子游、子

夏等的一派與曾子的一派，是相對峙而異其所見的。這裡，

先說述曾子派的說法，再敘列子游派的主張，並略述兩派的

不同點。

第二節  曾子學派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小孔子四十六歲。他的著

述，《史記》中列《孝經》一篇；《漢書．藝文志》中錄《曾

子》十八篇。《曾子》十八篇，早佚；《大戴禮記》中，殘

存著十篇。由這十篇及《孝經》，可以概略地知道曾子的說

法。《孝經》一篇，據清代姚際恆 1等的意見，以為是漢人偽

作的，不足信；但現在的《孝經》，《呂氏春秋》中已引用

了，《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的著述，所以這定是秦代以前的

舊本；又，相傳《孟子》外書中有解釋《孝經》的《說〈孝

經〉》一篇 2，現在《孟子》七篇中也有與《孝經》的思想相

通的記事 3：由這些事實來考察，《孝經》即令不是曾子手錄

1 見姚際恆《古今偽書考》。
2 見後漢趙岐《孟子題辭》。
3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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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定是傳述曾子派的主張的。又《大戴禮記》中殘存著

的《曾子》十篇，也不是曾子的手筆，其中對於曾子的弟子

樂正子，呼以字，從這一點上來看，是樂正子的後學傳述的

本子，其中雖則很有感到是後來的思想的部分，但大體上，

可以想像是傳述曾子學派的思想的。這裡，據這十篇及《孝

經》，試概要地一述其主張。

《孝經》中說：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曾子》中說：

民之本教曰孝。⋯⋯仁者，仁之者也；宜者，

宜之者也；⋯⋯行者，行之者也；強者，強之者也。

樂自順之生；刑自反之作。（《曾子．大孝》）

把一切的道德，統屬於一個「孝」字。不單把人類道

德，統屬於孝，而且說：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宜也，民之行也，天地

之經而民是則之。（《孝經》）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

地，衡（橫）之而衡於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

（《曾子．大孝》）

孝是一貫天地人的道，不為時間和空間可限制，是遍

佈於宇宙的原理。孝是如此的遍佈於宇宙的原理，而在宇宙

間，最尊貴的存在是人，所以，孝，也是對於人最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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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孝，可以區分為大孝、中孝、小孝的三類。所謂大孝，

不單是敬愛其親，而且在於為子者修其身而成為頂天立地的

人，以顯揚其父母。所以《孝經》中說：

孝莫大於嚴（尊）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夫聖人之德，又何加以孝乎。

把周公之德，歸之於孝。由這些話來看，曾子的所謂孝，與

並稱孝悌的孝不同，實是近於孔子的所謂仁的。曾子說：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體？）。1（《曾

子．立孝》）

這是說，作為行孝的方法，在主觀上從忠，在客觀上從禮；

這和《論語》中作為達到「仁」的方法，教以忠恕與復禮很

相類似。總之，曾子以孝為宇宙的原理，人類的道德，為實

踐孝，從忠與禮，這全只是把孔子的仁，改名為孝。

傳述曾子之學的，有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孔伋的

字，他父親叫伯魚，子思的生卒年月不詳；伯魚先孔子而

死，子思在魯穆公時還生存著，這是確鑿的事，至少，從孔

子的卒年（公曆前 479年）到穆公的初年（據汲塚《紀年》，

1 「貴」字，恐是「體」字壞了，只剩一半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