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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與古今：通經致用的兩大關鍵問題 

蔡錦昌
 

摘要 

「道器關係」與「古今之辨」是「通經致用」的兩大關鍵問題。「經」之為「器」是明道

之文，而道無古今，故此「通經」與「致用」不應該分離為二。通經即能致用。古今之隔不

是問題。古經不必透過「創造性的現代詮釋」方能為今人所用。清代學者之所以認為「通經」

在於「致用」，而現代學者之所以認為「通經」不必能「致用」，都是因為他們對「經」和「用」

的想法有誤，要非受到魏晋以來「體用思考」的影響，不然就是受到現代西學中「歷史意識」

的影響。本文借用戴震的經學思想對治前者，再借用 Leo Strauss 對西方古今哲學之辨的見解

來對治後者，以恢復「通經致用」之原有深義。 

 

 

 

 

 

 

 

 

 

 

 

 

 

 

 

 

 

 

 

 

關鍵詞：經學  通經致用  道器關係  古今之辨  體用思考  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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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Qi and Ancient/Modern:The Two Key 

Issues of the proposition 'Tongjing Zhiyong' 

Choi, Kam-cheong

 

   Dao/qi (principle/material, 道/器) relationship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are the two key issues of the proposition 'tongjing zhiyong' (to be proficient in classics benefits 

practical utilities, 通經致用). Classics as a kind of qi is in fact the literature illustrating what dao is, 

and dao is the same no matter in ancient or modern times, thus tongjing and zhiyong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into two. To be proficient in classics surely benefits practical utilities. Dista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is actually not a problem. The ancient classics need not so-called "creative 

modern interpretations" to be used by modern people. The reason why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 

thought tongjing aims at zhiyong, while modern scholars think tongj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s to 

zhiyong, is that their ideas about these two phrases are wrong, since the former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i/yong (form/content or theory/practice, 體/用) thinking passing down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hile the latter by modern Western thought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borrows Dai Zhen (戴震)'s thought concerning Chinese Classics study to cope with the former, and 

Leo Strauss's view of distinction between Western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in dealing with 

the latter,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deep meaning of the proposition 'tongjing zhi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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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通經致用」雖則是經學自西漢成立以來本有之宗旨，董仲舒上奏武帝的所謂〈天人三

策〉即是當時的典範，然而真正蔚為此言論之大宗者唯在有清一代。清初大老顧炎武、黃宗

羲、王夫之等首倡之，為的是反對明末心學空談心性之流弊。清代中葉，乾嘉樸學盛行，然

而如戴震、錢大昕等亦未嘗不以此為經學本旨，只不過在「致用」方面看起來比較迂迴和隱

晦而已。但到了晚清時期，夷難日亟，治經學者不分今文派的魏源和康有為、古文派的張之

洞和章太炎，還是宋學派的曾國藩，皆一致主張讀經是為了「經世致用」，意即讀經是為了興

利補弊，救亡圖存。1然而即因為救亡圖存，亟求解困，心情急迫，餘裕不足，故此一般而言，

有清一代的「通經致用」觀，除了戴震以外，是頗為粗糙膚淺和一廂情願的。此特點在晚清

時期最為明顯，清初時期次之，清代中葉則又次之。 

清代的「通經致用」觀，概括言之，可以說屬於「實學」一路，宗旨在於能實用和有實

據。此種學風大體是明末心學虛談心性風氣的反動，其中有「漢宋之爭」或者「朱陸異同」

的意味在。顧炎武主張「經學即理學」，孫奇逢主張「以實補虛」，2皆指向許慎、鄭玄漢學之

名物訓詁工夫和朱熹「格物窮理」的「道問學」為學路數。3戴震年少之時，曾師從闡揚程朱

理學的江永，一度尊崇程朱理學為「理明義精之學」，然而後來卻抨擊程朱理學為空虛之論、

出入佛老，甚至以理殺人。其間轉折，殆為「實學」思路之一大變化，牽涉到「通經致用」

的重大問題。 

二、所謂「通經致用」 

蓋因朱熹式的「實學」雖能補陽明式「虛學」之空疏，然而依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

宗旨，宋學之弊不過顯在眼前，眾人皆見而已，否則今古文之別和漢宋之爭其實皆非問題所

在，因為各有其見與不見，反而是「尊經明道」、「稽古明經」和「通經致用」才是值得措意

之所在。不過，戴震的經學觀較諸顧炎武又更進一步。顧氏經學所重者為「實用」。尊經、明

經與通經，皆為發揮實際效用，如救民於水火之中、興民利、正人心、明治要，甚至學得待

人處事之方與防奸杜漸之法等。因此，顧氏治經著重在以平實的態度重新整理經典版本與揀

                                                      
1 王世光，〈「通經」「致用」兩相離――論清代「通經致用」觀念的演變〉，《人文雜誌》，2001 年

第 3 期，頁 125-130；孫占元，〈晚清學術與經世思潮〉，《理論學刊》總第 121 期，2004 年 3 月，

頁 91-94。 
2 顧炎武說，古之理學即經學，非借助文字訓詁工夫而且沈潛經年不可，未有如宋明人所謂「理學」者，

讀讀後儒語錄即可漫天談論。孫奇逢說，朱熹的「實學」可補王陽明的「虛學」之失，使理學能經世

致用。 
3 張成權，〈從清代前期學術流變看桐城派與「漢學」關係――「桐城派與漢宋學之爭」札記之二〉，

《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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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各種經說，使經學不再陷於標新立異和各持己見的無謂爭論之中，以便得出一種能有益於

生民福祉的確定見解來。4戴震的經學則不同。戴氏自謂少時即有志於聞道，只不過認為道在

六經之中，非從事於字義訓詁與名物制度考究不為功，故此其為學門徑近於漢學，為乾嘉樸

學大老。然而戴氏不只志在聞道，而且其聞道態度與方式跟孟子闢楊墨一樣，認為古今治亂

之源在於學術不正，言論不當，「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因此，他致

力於「知言」與「正論」的工夫，寫出自以為平生貢獻最大的著作《孟子字義疏證》，針對宋

儒理學所謂「天理人欲」之「理」說針砭糾正，以正人心。5這是戴震「通經致用」思想與別

不同之處。他所謂「用」，並非顧炎武以及絕大多數講「通經致用」者所謂「實用」之「用」，

只為民豐物阜、政治清明、禮樂普化和禦侮防弊之類的中下游事務謀，而是為「正言論以正

人心」這種上游事務謀。此乃「用」之大者。況且戴氏此種聞道態度與方式較諸顧氏嚴正高

尚，不以天道殉人欲，不強迫天道一定有益於救斯民於水火之中，或致生民於安樂利便之地。

人欲應以天道為正，非天道反以人欲為正。此二者之大較也。 

由於戴震所致力者是如此之「大用」，故此對他而言，「通經」並非只是整理經典、考證

注疏和對經文有個通盤的說法而已，亦即不只是像顧炎武那樣，以跟一般人差不多的平實之

情來研究經典，評隲並擇取古今漢宋諸家注解，得個一般人都同意的定論，而是更進而究問

經文字義及其義理解讀方式之當否，以追法子夏、子思、孟子之風範。如此究問經義，即不

只是像顧炎武那樣超越古今漢宋諸家的思想史料內容而已，而且連「經義之性質與樣貌」的

問題也照應到了，尤其照應到了「經義古今之變」的問題。戴震主張「道在六經」，意即六經

乃載道之文，必須嚴格追究文義才行，否則「道之不行」將遺害無窮。6
 

以「道在六經」的方式講「通經致用」，當然是經學之正統。然而此處理方式除了戴震這

                                                      
4 雖然用詞不算完全妥當，但梁啟超畢竟還是說得不錯：顧氏之學最大的特色在於「反對向內的、主觀

的學問，而提倡向外的、客觀的學問。」譬如在其《日知錄•求其放心條》中，他說：「孟子言：『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遂可不必學問乎？與孔子言：『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者，何其不同耶？……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

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此放心而不知求也。然但知求放

心，而未嘗窮中罰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臺北：華正，1974，頁 63。）顧炎武居然把孟子的「求放心」講成這樣，可見他既不好也不懂孟子

之學，與戴震迥異。 
5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2009，「與段若膺論理書」及「與段若膺書」，頁 184-186。 
6 由於他追究文義的方式不只不同於桐城派那種「以文說經」的方式，而且認為此種為學方式「其途易

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故此當他在〈與方希原書〉中說：「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

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為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

諸君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夫以藝為末，以道為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既

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戴震，《戴震文集》，臺北：華正，1974，頁 143-144。）

此論一出，桐城派大老姚鼐於是開始批評以考據為先的「漢學」捨大取小。其徒方東樹則更指名批評

戴震以名物訓詁為先的經學「棄本貴末」。（同上引〈從清代前期學術流變看桐城派與「漢學」關係〉

一文，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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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極少數的以外，一般不歸入程朱式的宋明理學，即歸入董仲舒式的今文經學。7此兩種經學

進路，與其大分為前者「內聖」而後者「外王」，倒不如借用戴震抨擊宋明「理學」時所展現

之洞識，大分為「內理學」和「外理學」更好。所謂「內理學」，就是像程朱理學之「理」那

樣，被戴震指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而且此「理」（天理）又與「欲」(人欲)對立

二分，各為一本。（《孟子字義疏證•理》）而所謂「外理學」則指董仲舒春秋公羊學之「一元

之正」的「大一統」主張，以及與之有關的「《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聖王為後世立法）

的想法。董仲舒這些想法同樣「如有物焉」地明確有所指，只不過所指者在可引以為憑據的

外在史實史事，而不是在無可憑據而只能訴諸內心想象及言語指認的「天理」而已。8
 

對於不以「道在六經」的方式來講「通經致用」的現代經學研究者如馬宗霍、錢穆、徐

復觀，以及絕大多數受到五四運動西化潮流衝擊的現代大學中文系的學者而言（更不要說歷

史系的學者了），所謂「六經」或「五經」只不過是一些古代歷史文獻記錄，也就是所謂「先

王之陳迹」或「六經皆史」。9因此，基於歷史與文化變遷的原理，「通經」不必即能「致用」。

若定要「致用」，則必須先將所謂「六經」或「五經」進行「創造性的現代詮釋」才行。否則，

這些已成陳迹的歷史教訓和生命體驗就只能成為「此情只待成追憶」的歷史檔案。 

三、道器關係問題 

清代學者之所以認為「通經」在於「致用」，以及現代學者之所以認為「通經」不必能「致

用」，都因由於他們對「經」和「用」的想法有誤，要非受到魏晋以來「體用思考」的影響，

不然就是受到現代西學中「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影響。前者與「道器關係」

問題有關，而後者與「古今之辨」問題有關。以下先就「道器關係」問題予以釐清。 

「道器關係」的了解方式之所以會演變至「體用關係」的形態，其實在董仲舒春秋公羊

學的「本末論」中已見端倪。是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首先因應漢武帝之提問方式，把

「道」說成一種「如有一物」的「經久不易之理」，可依世代之差異而行相應更革之政的做法。

在三策中，漢武帝所提的問題始終如一，只不過口氣愈來愈急白。在第一策開頭，武帝是這

樣問的：「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

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反，必推至於

                                                      
7 請參考汪高鑫，〈論「通經致用」的經學傳統〉，《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 2

期，2009 年 3 月，頁 96-102。在此文中，汪氏大致上依「內聖」與「外王」之分來歸類「宋學」與

「漢學」，或者「孟學」與「荀學」。 
8 嚴格來講，董仲舒的「外理學」還不算是真正的「外理學」。真正的「外理學」應該是清末公羊學大

師康有為所講的《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託古改制」之說。詳情請見下文所論。 
9 見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7 年影印，頁 1-2。馬宗霍其實並不了解章學誠所

謂「六經皆史」之真義。章學誠所謂「史」，並非一般所謂「歷史」，而是指「有所別識心裁之文章」。

請參考蔡錦昌，〈六經皆史――章學誠的原始經典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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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5 月，頁 1-17。 



76              經學研究集刊 第十二期 

 

大衰而後息與？」到了第三策，他問得更明白而急切：「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

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

虛心以改。……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武帝

如此提問，已經算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處理「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問題――古今

之天道應該相同，就看今人如何掌握因應天意之具體做法了。董仲舒的對答正好順勢落實這

樣的意涵――人君的確須要應承天意而為，方能得其興盛之氣運而避其衰敗之氣運；而天意

變中有其不變，不變中亦有其變，此可從夏商周三代更替之跡而知。天意不變之處是「大一

統」的「本正則末正」之做法；而有變之處則是天地萬物生長發育之氣運順序――夏代以正

黑統象物之初萌，商代以正白統象物之發芽，周代以正赤統象物之始動。10
 

依董仲舒如此講法，「天意」變成一種「如有物焉」的「外定之理」（準外理學），跟後來

魏晋人王弼等所謂「體」（本）差不多；而「三統輪轉順序」之說則跟後來所謂「用」（末）

也頗近似。如果說仍有不同，則端在董仲舒所謂「天意」仍然是個有仁愛人君之心，會出災

害譴告人君的「天人感應之本體」，跟王弼所謂「以無形無名為本」的「虛理之本體」不同；

而「三統輪轉順序」之「用」則仍然是與天地萬物生長發育順序相通的「輪轉順序之用」，跟

王弼所謂「有形有名」的「虛理之末用」不同。以思考方式來說，王弼所講的「體用」（本末）

已經跟往後學者所講的「體用一如」、「體用不二」、「即體見用」、「即用顯體」幾乎一樣了，11

但是董仲舒所講的「體用」（本末）仍然止於「本末二端」、「本正則末正」的相通狀態，仍未

達到真正「體用思考」的「本末一體」的地步。雖然已經實質上離開或變更了先秦儒家孔、

孟、荀那種「一本」和「君子務本」的想法。12
 

董仲舒尚未像王弼那樣把「道」當作「本體」來說。在他而言，「本」仍然是屬於「道器」

之「器」的問題，雖與「道」有關但不等同於「道」。是王弼之後的學者才把「道」當「本體」

來講，講成真正「如有一物」。但在漢代，這似乎「如有一物」的「道」就寫在公羊《春秋》

                                                      
10 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說：「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曆正日月朔

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于

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于牵牛，

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這是春秋公羊學「通三統」學說的最簡

明表述。 
11 如華嚴宗講「一多相攝」、朱熹講「理一分殊」、乃至近現代人態十力講「體用不二」、牟宗三講「一

心開二門」和「良知之自我坎陷」等，都是此種形上形下兩全其美的「體用思考」。 
12 先秦儒家孔、孟、荀的「本末」想法是依「本末」二字之原義或原來字形――土地下的樹根與樹梢上

的花果――來想的。因此，所謂「君子務本」就是從不起眼而且不速效的根本工夫做起的意思。這樣

的做法，一般人（小人）是既不屑也不懂得做的。他們只會急功近利，摘取現成的花果。此處的「本」

與「末」仍然是相通的一體之事――樹根得到養分和水分自然花果就會長得茂盛豐碩――雖然畢竟以

樹根為主，花果為末。董仲舒的「本末二端」想法則是把「本末」想成是一根繩子的頭尾兩端；「本

正則末正」相當於執住繩子頭這一端整頓一下則尾那一端便會跟著順正。此種樹根與樹梢花果之先後

相通關係與繩頭與繩尾之先後相通關係之差別，就是先秦儒家「本末論」與董仲舒等漢代學者「本末

論」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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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經書之中，可以直接一對一地搬到政治社會生活中應用。13此種以明白確定的陰陽五行

之生剋變化來論證的「外理學」，依然有董仲舒〈天人三策〉一開頭所謂「臣謹案《春秋》之

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的想法――「道」仍未完全成為脫離

具體史實內容之人為設想的理論之物，不像清末公羊學大師康有為寫《孔子改制考》時特別

強調孔子「託古改制」那樣，訴諸人為設計和不變之公理。14
 

王弼以後的「道器關係」變成「體用關係」，也就是不只把「道器關係」當成「本末關係」

來看，而且強調此「本體」是與有形有名之萬事萬物分離開來但同時又完全體現在萬事萬物

之中的無形之理。此種類似於現代西方思想所謂「普遍性」 (universality)與「特殊性」

(particularity)，或者「概念」(concept)與「經驗」(experience)之二層分合關係15的思考方式，

正是戴震在其《孟子字義疏證•天道》中所糾正的不當解法關鍵。戴震認為，《易•繫辭上》

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應解為「有形質以前」

和「有形質以後」，是我們依事物狀態變化所作出的分別；而「謂之」則是「以下所稱之名辨

上之實」。因此，「道」與「器」皆是個虛指之名，是為區別事物之形而上與形而下兩種狀態

而姑用之名，並非一種可指實之物。「器」言乎事物之一成而不變，「道」則言乎其體物而不

可遺。16故戴震又說：「古賢聖之所謂道，人倫日用而已矣。於是而求其無失，則仁義禮之名

因之而生，非仁義禮有加於道也。於人倫日用行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謂義，如是之

謂禮而已矣。」17依此主張而言，「道」其實寓於日用人倫之行而有失或無失之中，如是而已，

非謂日用人倫之行以外，別有一可稱為「道」之微妙之物。此解法對本文主題「通經致用」

之意涵是：既然「通經」旨在「聞道」，而「道」又不外人倫日用之有失或無失，故此真能「通

經」，必能「致用」。問題只在是否真能「通經」。如果像董仲舒和康有為那樣，因急於「外理

性的致用」（「外王」為主）而「通經」，又或者像程朱理學那樣，因迷於「內理性的致用」（「內

聖」為主）而「通經」，則雖有志於「通經致用」，亦猶欲東而西行，欲眠而騎射之己蔽矣。 

關於「道器關係」之解法，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說法，較之戴震「道在六經」似乎更

                                                      
13 關於漢代的「經以致用」現象以及《春秋》公羊傳具有綱紀天下之神聖法典作用的問題，請參考姜廣

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頁 10-11、54-60。 
14 此亦可從兩位清末公羊學大師魏源與康有為的「常變觀」之不同於董仲舒之「常變觀」可知。魏源與

康有為的「常」與「變」已經是「體用思考」的「常」與「變」，而董仲舒的「常」與「變」則是「變

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竹林》）之有具體史實狀況可說的「常」

與「變」。至於與魏源和康有為同一時期而且頗為厭惡公羊學的張之洞，雖則主張的是「中體西用」，

但在思考方式上其實與魏、康二人無甚差別。 
15 前二者合為「理論」(theory)，而後二者則合為「現象」(phenomenon)。所謂「分」是「分析」(analysis)，

而所謂「合」則是「綜合」(synthesis)。 
16 況且《易•繫辭上》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旨趣相同――「道」只是就一陰一陽之往復流行不

已而姑且給出的名稱而已。此處「之謂」的用法是「以上所稱解下」。請見同上引書，《孟子字義疏

證》，頁 22。 
17 同上書，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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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明。章氏並不同意「道在六經」之主張，認為六經應該只是「道迹」，只是「器」，不是

「道故」，不是「萬世不易之經文」，故此應該以「即器以明道」的精神來讀解六經才對。18只

不過考慮到本文以「通經」為主題，而且在以經學研究為主的研討會上發表，在經典觀上當

以戴震「道在六經」的主張為正位，故此不便發揮章氏之說。 

四、古今之辨問題 

「通經致用」此一為學宗旨，之所以對於現代經學研究者而言，不外是個思想史研究的

題目而已，原因在於他們受過五四運動以來的西學衝擊，心中有一種可稱之為「歷史意識」

的思考方式，認為所謂「六經」或「五經」只不過是一些古代的歷史文獻，不經「現代詮釋」，

是不能為今人所用的。通常他們認為那些主張「通經致用」的學者猶如宗教信徒一般「當局

者迷」，而他們自己則是「旁觀者清」的客觀研究者。他們所研究的正是這些「當局者迷」的

經學信徒之「異常」言行。 

現代經學研究者心中的「歷史意識」其實是現代西方學術的基本思考格局。此思考格局

是一種經過德國歷史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除魅」(disenchantment)的

作用之後的、虛構的整體意識平台。依韋伯所言，「除魅」作用正是祛除巫術的作用。此作用

使整個世界變成「理性化」或「合理化」(rationalized)，使得一切事物皆平白平等，無有本色，

無有高低，而且要求依「一般人的理性運作方式」，也就是所謂「邏輯思考」(logical thinking)

的方式──一種嚴格自我控制的、禁欲的、A=A 的、盯緊的、核驗性的思考方式──來進行

思考和論述。19活在此思考格局中的人，自然會疏離於感覺經驗或風俗習慣的世界之外，而憑

空開展出一個取代性的、想象性的「人造世界」來。而一旦人離開真實的、由感覺經驗或風

俗習慣所舖設出來的「第一自然」，轉而生活在自己所憑空製造出來的「第二自然」（人造自

然）之想象性世界中，現代的「歷史」和「歷史意識」就出現了。20因為此時的人就會依照自

己的知性需求，主動從某個觀點和角度編織出一個符合他所能想象了解和欲求實現的整體「歷

史世界」來，而且活在其中。21
 

現代學者之所以會認為這個純粹人為製造出來的、虛擬的「歷史世界」非常具有真實感，

                                                      
18 詳情請參考同上引文〈六經皆史――章學誠的原始經典觀〉。 
19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pp.105, 117. 另外請參考蔡錦昌，〈欲力之理法與歷史之弔詭：韋伯「基督新教

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詮釋〉一文之詮釋。該文收錄在蔡錦昌，《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釋義》，台

北：唐山，1994，頁 125-144。 
20 請參考 Hannah Arendt,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Peter Baehr, ed.,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2000, pp.278-310. 
21 作為現代「歷史意識」之最佳詮釋範型，而且堪當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歷史哲學 

 」之先導的意大利現代哲學之父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的思考原則即是：「真實的就是造

出來的(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參見 Mark Lilla, G. B. Vico: The Making of an Anti-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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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是假的，這完全是因為這個虛擬的「歷史世界」同時具有一種「主體之際地」或說「互

為主體地」(intersubjectively)成就出來的「客觀性」(objectivity)所致。22所謂「有效的歷史」

(effective history)，就是指現代人不可能不活在這樣一種自己參與建構的「世界」之中，不可

能不在這樣的「世界」裡定位自己的存在及釐定自己的行為意義。 

大家都知道，西方所謂「歷史」(history)原本就是「故事」(story)的意思。但是中古之前

的西方世界並沒有今天全球主流教育學術文化界所謂「歷史」的想法。今天這種作為公共思

考平台的「歷史」是一種近代的「發明」和「創造」。此種「現代史觀」23的第一特色就是「世

界歷史」(world history)，亦即不分自己族群還是敵對族群，不分文明人還是野蠻人，都被包

括在這個「世界歷史」裡面，一視同仁，平等對待。24此種史觀硬是把所有族群都包括進去，

又強迫所有族群文化都擁有平等的地位，難怪不只「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成為

必然，25而且所謂「東方主義」(Orientalism)
26和「反向格義」27的情況也處處可見。 

在「世界歷史」中是沒有所謂「中西之辨」和「古今之辨」這種問題的，因為「世界歷

史」本身設定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後設的(meta)和普遍的。若然容許有所謂「中西之辨」

和「古今之辨」這種問題存在，則其超越性、後設性和普遍性便有問題。因此，「中西之辨」

                                                      
22 舉例來說，有位從香港來臺北觀光的旅客問一個正在臺北火車站前等公車的人說：「請問一下，總統

府怎麼走？」被問的人手指斜對面的公園路口回答說：「從那個路口走過去幾百公尺就會看到。」他

們兩人在對答之前本來各自擁有雖然焦點內容大致相同但周邊內容並不太一致的「總統府」語意知

識，但是就在這一問一答之時，此各自主觀建構的語意知識就「互為主體地」構成為「客觀的」語意

知識。（此處的說法主要是韋伯和現象學進路的說法。） 
23 此處所謂「現代史觀」並非相對於「古代史觀」而言，而是相對於古代著述並沒有「歷史意識」而言。

因此，「現代史觀」暗含以下意思：所有現代著述皆不免於含有「歷史意識」。 
24 單舉把美國人和伊朗人這兩個敵對陳營族群都包括在這個「世界歷史」裡面，就足以讓伊朗人覺得不

可思議。同樣的，把歐美白人和印第安人都包括在這「世界歷史」裡面，這些白人又如何自處呢？ 
25 以上見解請參見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chapter 1.李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是德國出身的猶太人政治哲學家，受教於存在主義哲

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納粹猖獗之時移居美國，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專門發揚

古希臘政治哲學的意蘊並以之與現代政治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想法作對比，自成一派宗師。此書有中譯

本（彭剛譯，《自然權利與歷史》，臺北：左岸，2005），但書名及相關內文譯名有點問題，甘陽所

寫的導讀文也有些可商榷之處，詳情請參考蔡錦昌之書評（〈以古貶今的政治社會思想史──李奧•史

特勞斯《自然正義與歷史》評述〉，《東吳社會學報》第 23 期，2008 年 3 月，頁 139-150。） 
26 「東方主義」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文系教授薩依德(Edward Said)一本成名著作(1978)

的書名。書中指出，19 世紀英法等列強國家的文學、史學和人類學論著以及繪畫和設計作品裡所描

寫的東方(主要指中東地區)根本是一個虛構出來的「假東方」，其實只是西方列強之反面。西方之自

我認識，原來是藉著製造一個負面的「假東方」而得以成就的。 
27 「反向格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劉笑敢在 2005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反向格義」與中國哲

學〉裡所用的主題術語，意指以前的格義是以中國己有的老莊用語去求其方便地格義西來的佛教思

想，而今日卻反過來，以西方來的用語來認真地、高調地格義中國本有的儒道思想。劉笑敢所論主要

是哲學術語方面之「反向格義」，但真正的狀況其實不止如此，連一般的言行器物用語亦然。譬如說，

目前幾乎所有大學中文系的師生都憑靠著讀中學時所學到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甚至社會心理

等知識和用語來讀解或考證中國古代文獻，把傳統的陰陽五行知識完全擱置不顧。這同樣也是「反向

格義」，而是是更隱晦、更嚴重的「反向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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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今之辨」這種問題便被認為屬於「體制外問題」，不作處理。然而正是此種「體制外問

題」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對比於必然走向「文化相對主義」的西方「現代史觀」，西方古代著述的最大特色就是有

所謂的「天經地義」或「自然正義」(natural right)，認為凡事皆有放諸四海皆準的高低對錯之

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看論者是否聖賢或高人了。聖賢或高明的人就能夠明白和掌握

真理，一般的人就不行。故此聖賢或高人無法跟一般人「溝通」(communicate)（當然，古代

人本來也不搞「溝通」這種事。），只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端看聽的人根器如何

以及說話所導致的後果如何而定，也就是看人說話和看情況說話。也因此，古代著作比較沒

有著作權或原作者問題（亦即所謂「創作」問題），反而比較會有所謂「秘授」或「秘笈」問

題――真話或者高明的話只能對自己人或者道行高的人說，不能對不相干的人或者一般人

說。隨便說話不只白費氣力，還會誤人害己。古人做學問之所以不會像我們今天這樣公開作

主題式的討論，互相批評，或者主張真理愈辯愈明，或者主張有所謂「客觀知識」，即是此故。

28
 

由於古今為學方式不同，所以不只不能以今論古，對古代著述任意作現代詮釋，以方便

今人之了解和使用，而且不該以思想史的方式平等對待古今學問，一律視之為不同時代裡人

類所創造的不同思想，等同於時下社會科學所謂「意理」或「意底牢結」(ideology)。因此，「通

經致用」亦不等於對傳統經典作出創造性的現代詮釋，以便傳統經典的教訓照樣能在現代生

活中發揮作用，滋益現代人的生活。當代西方詮釋學(Hermeneutics)所預設之「古今之隔，有

礙了解」，乃是基於「歷史意識」所做的奮鬥和因應方式。然而由於其預設本身就有「古今之

辨」的問題，故此並不適用於「通經致用」上。 

五、結論 

 「道器關係」與「古今之辨」是「通經致用」的兩大關鍵問題。「經」之為「器」是明

道之文，道在六經，而道無古今，故此「通經」與「致用」不應該分離為二。通經即能致用。

古今之隔不是問題。古經不必透過所謂「創造性的現代詮釋」方能為今人所用。清代學者之

所以認為「通經」在於「致用」，而現代學者之所以認為「通經」不必能「致用」，都是因為

他們對「經」和「用」的想法有誤，要非受到魏晋以來「體用思考」的影響，不然就是受到

現代西學中「歷史意識」的影響。本文借用戴震的經學思想對治前者，再借用李奧•史特勞

斯(Leo Strauss)對西方古今學術之辨的見解來對治後者，藉以恢復「通經致用」之原有深義，

也就是戴震所謂：「古賢聖之所謂道，人倫日用而已矣。」換句話說，就是「道在器中用，理

在事中顯」。「道理」只是虛指之名，並非別有一物名曰「道理」。六經之道，只是教人在人倫

                                                      
28 請參考同上 Leo Strauss 書第三、四章。又請參考 Shadia B. Drury,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 

London: Macmillan, 1988,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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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上勿有爽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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