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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言公而今人言私──章學誠的古今學術之辨1 

 

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系專任副教授 

 

【論文提要】章學誠的古今學術之辨堪稱一絕，與時人戴震的孟學古今之辨互有千秋。兩者皆以

道器關係論取勝，但戴震精審而章學誠高遠。戴震所論重在字義疏證和與之相關的義理形態上，

意謂道在經文義理之中，認真究詰經義即可得聖人之旨；章學誠則在立言之事上著眼，主張經文

義理不過是道之借資，聖人立言亦不過就事與文竊取其義焉耳，故不該對事與文措意太甚，以為

立言成敗之所繫。《文史通義•言公中》云：「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

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私其言而矜其文，此所以道術見裂於天下，違背其

以喻世淑人為足矣之本旨。言文乃虛器，而道術是實指。以虛器副實指，當然有所不工巧或有所

不完整，甚至常有「予欲無言」之歎，不能適用於所有情境和人物之上，不能作為法庭訴訟之資，

不能作為遊說辯論之本，然而此卻是立言之正道及章氏所謂「六經皆史」之本旨。因為道德是天

下公理，學術是天下公器，不可為人所私。今人之為學也反之，以文為實器，以道為虛指，各私

其言，各矜其文，以博名利，美其名曰自成家派，實則割裂大道，壅塞智流。章氏故曰「無意於

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也。今之從事教育文化事業者，尤其以文本詮釋之學為立論典範者，

宜深戒焉。 

 

關鍵詞：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古今學術之辨、道器關係 

 

 

一、戴章公案 

 

    雖然戴震被公認為乾嘉樸學大師，不只善於名數制度之考覈推

證，還以「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2之解經法主張為學界所

                                                 
1
 本文原稿曾在台灣哲學學會 2012 年度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哲學系，10 月 20-21 日）上宣讀。 

2
 原句語出〈與是仲明論學書〉：「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

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戴震：《戴震文集》（臺北：華正，19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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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戴氏本來師承朱熹「道問學」一路，反對陸王侈言「尊德性」，

3
 卻於其自詡之作《孟子字義疏證》中對朱熹「如有物焉之天理」的

解法大加抨擊，指為釋老同夥，離棄古義，此則非一般所謂「道問學」

可比。此意乾嘉時人知許者少，今日同然。不過，以《文史通義》見

知於世而且曾與戴氏交鋒數次之章學誠則自詡知之。章學誠認為戴震

「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

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

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

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4但章學誠批評戴震「心

術未醇」，乃至「心術不正」、「甘為小人」，則端在其筆著與口說離錯，

判若兩人——筆著之書，不但自成一家，有益於道學，而且評隲他人

時較為迂迴隱晦，但騰之於口，則丑詈程朱，詆侮董韓，自許為孟子

後之一人，兩廡牲牢有望，肆無忌憚。5章學誠自以為此評全為世道

人心計，毫無文人相輕之意氣在。其實非也。他一方面以宋儒言行一

致，合於躬行實踐之聖賢修為，指斥戴震不只自身不及，猶且譏評此

非儒者所貴；另一方面又以宋儒鑿空說理，自難無失，不必以瑕掩瑜，

指斥戴震鄙薄太過，尤其口談無制，全盤否定，近於妄誕。章學誠對

                                                                                                                                            
140。） 
3
 同上，頁 141。 

4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冊（北京：中華，2005[1985]），「書朱陸篇後」，

頁 275。 
5
 見同上文；又見〈答邵二雲書〉和〈與史余村〉二信（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

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2008[2005]），頁 683-684；68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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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一致之崇尚與堅持其實稍嫌固執，與其本來不俗的「原道」和「言

公」之弘旨不符。
6
 蓋因宋儒之躬行實踐，正與其「如有物焉」之言

論一致，並不等於《中庸》第十三章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如有物焉」之言行近於「證父攘羊者之直躬」7，非真

正的言行相顧。如若章氏所言屬實，戴震誠非厚道君子，高懸儒術，

排斥異己，其言行之離錯亦嫌太過，然在辨別古今經義方面，其精審

細緻非章氏可比。章氏所勝者唯在持論高遠弘達，別出心裁，辨析文

史體例，大略切中肯綮。8 然其「言公」之論，若徒指古人為公而言

之心，不論公而言之之法，則未免偏重心術純正與否而忽略義理論證

之當與不當。職此言之，戴震經典字義疏證之學實大有補於「言公」

之說。其糾正宋儒理學「如有物焉」之失，正好與「言公」之說互為

表裡——「如有物焉」之思考正是一種「言私」的後果。雖則偏就心

                                                 
6
 《文史通義‧原道下》有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與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而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

器而求道也。」戴震在其《孟子字義疏證‧序》所提出的解法就不同了：「周道衰，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為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為之正本

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

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

聞。」戴章二人都認為道不宜直指明講，孔夫子只不過是處處迂迴地在講性與天道，只不過章氏

認為「從來沒有明講」而戴氏則認為「無法不稍有明講」。主張「從來沒有明講」是因為孔子知

道不只明講不好，同時也沒有這個必要；而主張「稍有明講」則是因為不得不稍為明講以繼存絕

學。揆諸孔子一生言行，應該兩面都有。口頭意願上，的確是「述而不作」，但是實際行為上，

顯然多有所作。先不論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了，光就他「述而不作」這句話

來講，就已經此地無銀三百両，暗含他羡慕周公有位能作而自己無位不能作了。當然，戴氏是個

經學衛道者，繼承孟子闢楊墨的精神，口頭說話比較誇大是難免的。章氏偏在此點上論君子心術，

恐怕是錯認了用武之地，有點意氣用事。 
7
 《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8
 章學誠曾自謂：「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

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同上引《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家書三〉，頁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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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而論，戴震似乎有「言私」之嫌，9 但「言私」之人又何以能有辨

正詖辭之卓識呢？可見章氏本身亦不免為習氣所蔽，過分重視戴震小

德之出入而不夠重視經義辨正在「知言」10 方面的意義。茲為論述方

便，以下姑且單就章學誠偏重心術純正與否的「言公」之論，簡要闡

述其關於古今學術之辨的見解，以就正於大雅君子。 

 

二、古人言公而今人言私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言公上》開篇即云：「古人之言，所以為

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明於道，言以明志，文以

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

11 在此篇中，章學誠分六個段落，舉六種例子，來闡明他這個主張的

含意。第一段主要以「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和

「賢臣為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主之言也」作說明；第二

段主要以詩三百篇之文辭皆為寄託之語，「必泥其辭，而為其人之質

言，……因是以為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作說明；

                                                 
9
 據章學誠評論，戴震實受惠於朱熹「道問學」之理學傳統，為再傳弟子之後起者，偏偏他慧過

於識而氣蕩乎志，以後起者之新智以偏蓋全地攻詆瑕不掩瑜的朱學，專究其百密一疏之失，又

自詡為孟子后一人，口無收煞，誇言朱學從此可以休矣，懾挾一世之通人學士。此正淪為〈言公

篇〉開頭所謂「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的「言私」之弊。（參

見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上冊，「朱陸」、「書朱陸篇後」，頁 262-277；《文史通義新編新

注》，「朱陸」、「書朱陸篇後」，頁 126-135。） 
10

 在《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自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所謂「知言」是

指：「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11

 以下所引〈言公篇〉上、中、下之文字皆見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上冊，頁 169-217；《文

史通義新編新注》，頁 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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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主要以孔夫子「述而不作」和一般古人「述作不分」的說寫態

度來作說明；第四段主要以戰國秦漢諸子雖各執道之一端爭鳴於世，

然於稱引援述方面，則「未嘗私其所出」來說明；第五段主要以孔夫

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之自謂「竊取其義耳」，以及司馬遷和班固史著之

不以酌抄既有文獻為耻作為說明；第六段主要以「古人先有口耳之

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後儒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

以及漢初「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

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

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

孰為徒說也」作為說明。 

    在《文史通義‧言公中》裡，章學誠則進一步以古今對比的方式

來闡明「言公」與「言私」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說：「嗚呼！世教之

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

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章學

誠認為古今學術之辨在於古人不先爭於文而後又爭於名，而今人則

爭。理由是今人先道不足而後又實不充。體悟在己而不便於明說的道

不足，才會轉而以便於明說的文為準，而且憑此而爭孰優孰劣。此之

謂「言私」或「私於言」。德威在身而不必露白的實不充，才會轉而

以露白的名為尚，而且憑此而爭孰高孰低。此之謂「文矜」或「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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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他繼續就此種微妙的一念之差而推演其心理後果說：「古人之

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

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世；后人之言，欲以炫己。

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

章學誠認為今人並非自甘於以言與文欺世盜名，只不過由於私於言而

矜於文這一念之差，境界降低了，我執升高了，才不得不如此。總之

今人都「倒末為本」或「倒果為因」，以可見可說而易為識別的末或

果為貴，忘了本根或初衷。12 反觀古人，一切自然，充足自得而無所

求，言喻即可，淑世而已。章學誠因此繼續說：「古人立言處其易，

后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

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

勉強為之效法哉﹖……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

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

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

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

之智，務為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為笑貌，無病而故為呻吟，徵不勝

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

                                                 
12

 所謂「末」，就是在象形字「木」字上面加一點，所指的就是樹木上長出來的花果，是人人所

欲得的事物成果。相反的，「本」就是「木」字下面加一點，所指的是那隱藏在地下的樹根，雖

然是樹木生長的主要憑依之處，卻因不見光又不速效而為人所忽略。古儒說：「君子務本，小人

逐末。」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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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但既然前者易而後者難，又

為何今人為其難而不就其易呢﹖章學誠辨其因說：「非必古人易而后

人難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

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

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如何是「名實之勢殊，而公私之情異」

呢﹖最明顯的例子是今世盛行的訴訟之辭。訴訟之辭本來乃刀筆狀師

所寫，與訟爭之實情不全符合，然而曲直賞罰全依訟辭為之。有意於

文，莫此為甚。為一己之私而以工於文字之末取勝，豈足以比於古之

禮教治政而議於道哉﹖13 然則為何「名實之勢殊，而公私之情異」一

至於此呢﹖這就關聯到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的獨特見解了。 

 

三、六經皆史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陳鑒亭論學》中說：「夫文章

以六藝為歸，人倫以孔子為極，三尺孺子能言之矣。然學術之未進于

古，正坐儒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

以垂教于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處衰周不可為之世，輒謂師

法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故學孔子者，當學孔

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為通儒者，率皆願

                                                 
13

 見《文史通義‧言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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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孔子之不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虛尊道德

文章，別為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為粗迹矣。故知

道器合一，方可言學。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實古

今學術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議或有未盡也。」14 章學誠強調「道

器合一」，故此不但行先於言，而且言不盡行。《文史通義‧原道上》

云：「人生有道，人不自知。……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

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

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

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

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

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

合乎道，非可即以為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

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

15 確定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因有所見而不得不然所創制的典

章制度只是「道故」，在近道層次上猶遜於因無所見而不知其然而然

的、作為「道迹」的一般人民生活，而且確定聖人須藉一般人民那種

不知其然而然的生活以見天道之自然以後，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想

                                                 
14

 同上引《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 717-718。 

 
15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上冊，頁 119-120；《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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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便呼之欲出了，因為他這個主張原是針對儒家者流「道在六經」或

者「六經載道」的想法而說的。他的根本主張是：因為「道不離器，

猶影不離形」，故此六經皆器也，頂多是用途較為高級而且較為優良

之器，但其本身不就是道。16 他在〈原道中〉說：「夫子明教於萬世，

夫子未嘗自為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

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

也。教之為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

則知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

法也。……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17 治

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 

    章學誠不但認為古無經史之分，而且經本為史，而後世之史又六

藝之流裔。18 古所謂「經」，只是「經緯」或「經紀」之意，以示其

綱紀政法而已，未嘗尊崇之為內蘊萬世不易之道的經典。六經之名，

其實起於孔門弟子。孔子在生之時，猶未如此。而這全是周世衰蔽，

                                                 
16

 此說同見〈原道中〉。 
17

 「《易》之為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

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同見〈原道中〉。） 
18

 「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春秋也。今六藝以聖訓而尊，初非以其體用

不入史也。而經部之所以浩繁，則因訓詁解義音訓而多；若六藝本書，即是諸史根源，豈可離哉!」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一‧論修史籍考要略》頁 433）；「古無經史之分，聖人亦無私自作

經，以寓道法之理。六藝皆古史之遺，後人不盡覺其淵源，故覺經異於史耳。」（〈丙辰劄記〉，《章

氏遺書‧外篇‧卷三》，轉引自胡楚生著，《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學生，1988），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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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失守，官師分離，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所致。19 

    現在餘下的問題是：究竟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之「史」字所

指為何﹖是所謂「經史子集」之「史」﹖是現今華人地區仿西式大學

歷史學系之「史」﹖20 還是另有其意﹖ 

    其實章學誠之書之所以取名為《文史通義》，是有其深意的。首

先，章學誠根本認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

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

所自出，自生分別。」21 故此所有著作基本上都是史學。「經、史、

子、集」之分，其實是一種末流做法。其次，章學誠認為：「夫子因

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晋文，其文則史。』孔子

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

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22 故此所謂「史」是一種「存義

                                                 
19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一‧經解上》，頁 93-94；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一‧經

解上》，頁 76-77。 
20

 當今華人學者全都受到西方現代學術的影響，都把章學誠「六經皆史」之「史」了解為西方

所謂「歷史」(history)。余英時在其《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華世，

1980，頁 17、50-51）一書中固然如此，連其師錢穆，即使不諳西文，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臺北：臺灣商務，1996，頁 383）和《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臺北：東大，1983，臺 3 版，

頁 247-278）兩書中，亦是如此。金毓黻在其《中國史學史》（臺北：漢聲，1972，頁 17、20-21、

233）中的看法也差不多。其他如民初的梁啟超和胡適等，就更不必說了。當代學者中，唯有胡

楚生比較逼近章學誠之本意，指出必須以「道器合一」的主張來配合「官師合一」的主張，才抓

得住章氏原意。（參見氏著，〈章實齋「六經皆史說」闡義〉，同上引《清代學術史研究》，頁 171-181。）

所稍為可惜的是：胡楚生未能再就《文史通義》之「文」字這個方向再加探討，所以未能指出章

氏所謂「史」是一種甚麼樣的「文」。在這方面，只有蔡錦昌彌補了缺漏。（請參見氏著，〈六經

皆史――章學誠的原始經典觀〉，刊在輔仁大學中文系與中國經學研究會合編，《第六屆中國經學

研究會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系，2009，頁 1-17。此文亦刊登在蔡錦昌

的個人網頁「西而優則中」上：http://mail.scu.edu.tw/~reschoi3/） 
21

 同上引《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三‧報孫淵如書》，頁 721。 
22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二‧言公上》，頁 171；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四‧言公

上》，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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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史事與文獻不過其取資而已。此點特別重要，因為此點將「六

經皆史」與「言公」之旨接連在一起。一來，章學誠不認為敘事即等

於徵實而載言即為翻空而無實：二來，章學誠不認為裁裂抄錄前人的

著作就是無恥盗襲。總之，「作史貴知其意，年同於掌故，僅求事文

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

言之功也。」23 再其次，章學誠認為「史」作為「存義之文」，「必有

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

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

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后聖。此

家學之所以可貴也。」24 章學誠強調「史學」是「別識心裁的專家獨

斷之學」，非一般庸才文士所能為。最後，章學誠認為：「史以紀事者

也。紀傳、紀年，區分類別，皆期于事有當而已矣。」又「文辭以敘

事為難。……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于《春秋》比事

屬辭。」25 故此古文之難亦是史學之難，皆難在敘事，因為敘事最費

心思，而且最能看出作者筆削褒貶的獨斷之意。總括以上四點而言，

                                                 
23

 同上。 
24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五‧答客問上》，頁 470-471；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四‧

答客問上》，頁 252。 
25

 同上引《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一‧史篇別錄例議》，頁 427；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

篇三‧上朱大司馬論文》，頁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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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章學誠所謂「史」是指「志在明道的高級文章」，26 既非「經

史子集」之「史」，亦非當今大學歷史系之「史」。唯有言公之大才如

古聖者，始可與知「史學」，始可與為「史學」。 

 

四、文本詮釋即是言私 

 

    章學誠「言公」之旨，負面來說，就是不言私，就是不矜於文辭。

並非說文辭不重要，但矜於文辭就代表言不為公，心無實指，人無大

志。夫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然而夫子同

樣有言：「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還有，《易‧乾卦》之

文言曰：「修辭立其誠。」是故章學誠認為：「無其實而有其文，即六

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

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為寇，非關弓矢之良與

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27  

    既然文為虛器而道為實指，以虛器副實指，不只當然有所不工巧

或者有所不完整。根本來講，也不可能工巧或完整。求其工巧或者完

整，不只緣木求魚，而且適足以見私心之自用。所以章學誠又說：「道，

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

                                                 
26

 同上引，蔡錦昌〈六經皆史――章學誠的原始經典觀〉，頁 9。 
27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二‧言公中》，頁 185；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四‧言公

中》，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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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本於自然之公者也。」28 對章

學誠而言，文辭永遠是虛器，不得僭越志識而稱君主。他一再比喻說：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猶將帥也。……文辭，猶舟車也；志識，

其乘者也。……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文辭，猶金

石也；志識，其爐錘也。……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29 最後他甚至學《莊子‧逍遙

遊》裡的話說：「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

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跟著又以他自己

特有的方式30 學著《莊子‧齊物論》裡的說法說：「演口技者，能於

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

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為止，故操約

而致聲多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

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為止焉，則可以與言著作矣!」31 接下來他就本

著此種「義理齊於人心」的道理，講出他心目中具有「言公」精神的、

實際的文辭運用方式。他說：「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

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

                                                 
28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四‧說林》，頁 347；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四‧說林》，

頁 221。 
29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二‧言公中》，頁 350；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四‧言公

中》，頁 223-224。 
30

 應該算是「儒家化的莊子」，近似王船山在其《莊子通》和《莊子解》二書中的解莊方式。此

是大問題，但此處無法多論。 
31

 同上引《文史通義校注‧內篇四‧說林》，頁 352；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內篇四‧說林》，

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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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

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故此立言不宜過度，有話不能說滿，否則

便難免「言私」。 

    雖然章學誠好講理勢之必然，說「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說

林〉），又說「文人之心，隨世變為轉移；古今文體升降，非人力所能

為也。古人未開之境，后人漸開而不覺，殆如山徑蹊間，介然用之而

成路也」（〈與邵二雲論文〉），但是他並不因此認為「道不可通」。他

認為人之學古，就像人之轉述別人的話一樣，不可能全同古人。如果

忘了自身的處境，到頭來反而學得貌似而心異，沒有真學到古人的心

法。重要的是，雖從今人處境進入古人世界，但並不固執於今人處境，

以之為一切之準繩，以之為出發點和終點。因為這是本文前面提過

的、他的「道器論」、「天人論」、「公私論」所不容許的。任何藝業，

只要能心知其意，則體制雖殊，皆無妨於共喻其中竅妙曲折。除非從

事者矜私其聲色文辭，志趣卑陋，所得不深，不求通達於道，否則不

可能不共通於天道公理。 

    今人之所以言私，關鍵在於其「道器論」、「天人論」、「公私論」

與章學誠所主張的相反。他們以文為實器，以道為虛指，各私其言，

各矜其文，以博名利，美其名曰自成家派，實則割裂大道，壅塞智流。

當今盛行於華人教育學術界的西方詮釋學(Hermeneutics)，提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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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textual interpretation)。不但落實「古今無共通之道」的錯謬想

法，而且還主張「只有不同時空之生存處境才是共通的」，亦即主張

「所共通的就是『不共通的生存處境』」，堅持個人的特殊生存處境是

真理的基礎，既是出發點也是終點。詮釋學同時主張，所有聲色文辭

皆為虛假地自成一完整構造物的「文本」(text)，因為所有與人有關的

事物皆只能從有限的生存處境及其所衍生的「觀點」(viewpoint)出發，

偏頗地或以偏概全地構造出一個自圓其說的、「虛構的整體」(fictional 

whole)來。活在有限之生存處境中的人就依靠或利用這些自己製造出

來的「文本」來過日子，而其主要的運用方式就是所謂「詮釋」。「詮

釋」主要是盡量依照自己的「觀點」去重新改造一個己有「文本」那

種以偏概全的構造方式，雖然過程中難免會各讓一步，尤其是迫使自

己的「觀點」變得更明確，以及迫使自己的意願變得更堅決。換句話

說，自己會被迫變得更敏銳和更堅強，知道自己非得把有限的「觀點」

貫徹始終不可，而且自負後果之責。32 此種大剌剌的「言私」主張，

於今不只成為華人地區主管教育學術之政府機構的政策依據，更嚴重

的是已經成為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學者之共識。不少繫情於中國傳統

經典而且有志於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華人學者還倡導所謂「創造性的

                                                 
32

 本文對詮釋學的析論算是有點解構性的、顛覆性的說法，故此很難找到相同甚至近似的介紹

文獻。此處姑且列出兩種在華人地區大學圖書館裡比較容易找到的書籍以為參考：Josef Bleicher,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as Method, Philosophy and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北京：人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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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詮釋」的學術方法論，誤以為此乃一種能兩全其美的雙贏做法。

嗚呼!世教之衰也，不但人私其言，而且誤以飲鴆為服藥，以人私其

言為榮耀，迷途而不知返。學誠「古公」之論，委實今日一大世教警

鐘也。有志於復興中華古學之教育文化界諸君子，能不取聽而有所深

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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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Xuecheng's idea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hip 

is as valuable as his contemporary Dai Zhen's phil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Mencius studies. But regarding the basic philosophical issu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Dao（道） and Qi（器）, Zhang Xuecheng's idea may be deeper and 

higher than Dai Zhen's, because he takes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as merely 

documentary traces of the never-literally-describable Dao and argues that even 

Confucius the Saint took advantage of reediting the documents at hand to smuggle his 

disinterestedly critical comments when writing his own version of Chunqiu（春秋）. 

Says Zhang Xuecheng in his Wenshi Tongyi, （文史通義） "Chapter Saying 

Disinterestedly（言公篇）" : "Alas! So bad is the social teachings nowadays that the 

learned have no more faith in Dao and instea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saying for 

persuasion, as a result everyone says interestedly; that they have not enough real 

ability in action and instea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having reputation, as a result 

everyone boasts his own literary work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literary works or 

so-called "texts" are just Qi, not indispensable and necessary things for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It was no wonder why Confucius sometimes preferred not saying anymore. 

On the other hand, Zhang Xuecheng thinks simultaneously that tho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created by the ancient saints or philosophers are refined works emerged from 

insightful constructions. This i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his famous claim, the 

so-called "The Six Classics are all refined texts" （六經皆史）. By these two reasons 

he also says: "When texts are not interested in by us, texts are preserved; when they 

are interested in by us, they are not preserved." Today's intellectual workers in 

education, particularly those advocating the so-cal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s a 

paradigmatic approach of scholarship, should be vigilant at that.  

 

Keywords: Zhang Xuecheng, Wenshi Tongyi, saying disinterested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hip, the relation between Dao and Q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