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時期孟子糊糊況一輪孟子作關當代是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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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孟子學說與成於戰國晚期，形成所謂「思孟學派」，可謂弘展於一時。然苟非難孟子於
後，繼以秦制挾書之律、取焚書之策，孟學亦在被抑之列，而孟子徒黨盡矣，影響所及不可謂
不大，孟學聲勢為之一墜 。 而此挾書之律至西漢息帝年間仍存，孟學當然亦在禁制之列 。 而至
漢文帝年間，文帝廣闊學路，置《孟子》為傳記博士、立為學官，孟學開始受到官方的注意 。
然不久後即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而兩漢時期之學術重點置於經學，而且因為董仲舒之

關係儒學充斥五行陰陽之說，一時之間識緯之說、託古作偽之風盈天下，﹔美儒之言動輒陰陽災
異，與儒學本源差之遠矣 。

此為孟學之所以隱晦的 !fr-、因之一 。 再加上然孟子學繼秦火之後畫像在漢世重見天日，但此時
之孟學、甚致是儒學被 Ji 行陰陽之思潮影響，皆已失其原來本義，此時期可謂是孟學之隱峰時
期。但也就是在此時期，孟學亦由隱復顯，其中更不乏為之注者 。 如趙岐之孟子注，迄今仍為

重要之注本。也有不少人援引《孟子》作為其立論之依據。除了在著論上徵引《孟子》之外，
也出現不少有關於《孟子》的專書 。 兩漢時期之孟學雖不及戰國晚期待興盛，然對於孟學之傳

承以至於在宋代之振興，都有其孟學史上之重要意義 。 歷代學者對於孟子學的研究多將童心放
置於孟學與盛的宋代，或其後的明清，對漢代的孟學狀況則較少研究。其實兩漢孟學的發展狀
況亦是孟學史上重要的一環。

關鍵詞：孟子、孟子心性說、兩漢、兩 ﹔美孟 學

The Mencius theory is popular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orming so-called “ the school
of Si-Meng”（思 孟學派） , a dominant school in that period. However, Mencius theory soon be
constrained by Xunzi's rebuking and Qin's burning books policy and the law of forbidden collection,
which greatly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encius development. The law continued to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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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Huidi （息帝） and being abolished by Han Wendi （文帝） through encouraging the study of
Mencius and promoted Mencius to the position of Erudite (boshi 博士） . However, Classics was the
main academic stream in two-Han period, and besides Han Confucianism diverged far from the real
Confucianism by Dong Zhongs恤，s （董仲舒） involving 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五行） and
the philosophy of Yin-Yang （陰陽） ,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 that Mencius declined in that period.
Nevertheless, of many scholars writing their commentary on Menci肘， Zhao-Qi （趙岐） is well-known
in his commentary on the Mencius. Although Mencius is not as popular in two-Han dynasty as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wo- Han dynasty still plays the role of inheritanc巴， triggered the later
promotion in Song dynasty. Most of scholars ignored Mencius study in the two-Han and focused their
study in the Song or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words: Mencius, Two-Han Period, Mencius Study in the tw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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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學說興成於戰國晚期，形成所謂「思孟學派」，可謂弘展於一時。然苟

非難孟子於後，繼以秦制挾書之律、取焚書之策，孟學亦在被抑之列，而孟子徒黨
盡矣，影響所及不可謂不大，孟學聲勢為之一墜。而此挾書之律至西漢惠帝年間仍

存，孟學當然亦在禁制之列。而至漢文帝年間，文帝廣開學路，置《孟子》為傳記
博士、立為學官，孟學開始受到官方的注意。然不久後即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
已。而兩漢時期之學術重點置於經學，而且因為董仲舒之關係儒學充斥五行陰陽之

說，一時之間識緯之說、託古作偽之風盈天下，漢儒之言動輒陰陽災異，與儒學本

源差之遠矣。此為孟學之所以隱晦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然孟子學繼秦火之後雖在漢
世重見天日，但此時之孟學、甚致是儒學被五行陰陽之思潮影響，皆已失其原來本
義，此時期可謂是孟學之隱晦時期。但也就是在此時期，孟學亦由隱復顯，其中更

不乏為之注者。如趙岐之孟子注，迄今仍為重要之注本。也有不少人援引《孟子》
作為其立論之依據。除了在著論上徵引《孟子》之外，也出現不少有關於《孟子》
的專書。兩漢時期之孟學雖不及戰國晚期時興盛，然對於孟學之傳承以至於在宋代

之振興，都有其孟學史上之重要意義。

二、兩漢時期孟子學概況
孟子之世 ，周王室已然衰敗，諸候各懷野心欲霸天下，時政紛亂、戰事頻起
而民不聊生， 時君只知求富國強兵之方而不顧百姓生死流離、安危難測。在這種需

啼啼期孟子糊糊況一輪孟子也性說對當代問之影響。

求大量人才以求國家強盛之時局下，學說流派大起、處士橫議。為了一己之利而廢
仁義、違倫常之事時有所聞，誠如孟子所云：「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l 孟子憂其「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因為「仁義充
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故孟子秉「正人心，息邪說，距誠行，放淫辭，以
承三聖者」 2 之擔當，力排時潮異端、對抗邪說，而使儒學大興，更有「後車數十

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候」 3 之況。
然孟子之後，苟子於（非十二子篇〉中非難孟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
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

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抵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軒和之，世俗

之溝猶蕾儒，日霍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是則子思、孟軒之罪也。」 4 此說在當時頗成大家之言，孟學聲勢為之一墜。同時

法家之說透過秦政權而實現，甚致後來還一統中原形成了中國史上第一個集權帝
國﹔這除了是政治上的統一 之外，同時也是先秦時期諸子爭鳴的結束。

迄秦一統之後，其施政以防止舊勢力復活為主，故破壞其它各國原有之文化傳
統，以求自身政權之鞏固，而這也正是法家韓非思想之特色。在這種環境之下，學
術思想之衰落是無法避免的。後來秦王又採李斯之言制挾書之律、取焚書之策，甚

致最後還坑殺儒生，而孟學當然也在被抑之列，一時間孟子徒黨盡矣，影響所及不
可謂不大。

而至秦漢之際，咸陽被焚，官府藏書亦遭破壞，故當漢室興起之後，先秦諸學

大致已不復存在，在此時可謂學術思想史上的混亂時代。而秦時挾書之律也一直至
漢孝惠帝時方除之 5 ，但雖如此，民間所懼猶深，所藏之書仍不敢盡數公佈。待其
後文帝、景帝和武帝，皆致力於重整經籍，於是獻書解經一時蔚然成風。學術思潮

也開始慢慢復甦。
而漢代在文帝、景帝時即設有一經專門之學，至武帝時更直接設置五經博士，

在政治力的影響之下，經學始興。繼武帝設博士官後，孝文帝時更廣開學路、《孟

子》於此時乃置博士，孟學至此再露曙光。也就是說，至此時孟學開始受到政府的
公開承認。皮錫瑞舉趙岐《孟子題辭》之言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

l 見〈孟子. a崇文公下〉
2 同上註

3 見〈孟子﹒膝文公下〉
4 見〈萄子﹒非十二子篇〉
5 見皮錫瑞：〈經學歷史〉

〈經學流傳時代〉

燒 ． …．．．至孝惠之時 ，乃除挾害之律。」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民國 72年）頁的按「秦政晚弱，乃致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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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6 但是皮氏對其言
仍有存疑 7 。
漢哀帝時劉向、劉散父子將官府散亂藏書經整理校對之後撰成《七略》，此為
中國最早的圖書分類，然今已失傳。而後東漢班回作《漢書﹒藝文志》時曾以之為

底本大量引用其內容，其中亦有錄孟子十一 篇，此或可見孟學於斯時已然可見於當

世。至東漢光武帝修太學設犀序﹔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章帝大會諸儒
於白虎觀，親臨稱制，顧命史臣班固著《白虎通義》，此可謂中國歷史上首次舉行

之經學學術會議。此時世多通曉數經兼治諸家之儒，孟學於此時復矣，更有程曾著

書百餘篇，五經皆通，又作孟子章旬 8 。此猶可見孟學已然開始復興。而此時之孟

學雖不如孟子在世時之盛，但已然復見於士林。

孟學由孟子至兩漢之狀況大抵如此，趙岐〈孟子題辭〉云：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道蝕 。 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
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 i民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獨立五經而已。花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 。 」 9

清﹒焦循《孟子正義》亦云：

「．．．．．．諸于之言，紛然教亂，至秦忠之，乃 t番滅文章，以愚，冉首。是時所
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

孟子何得其與周易同不焚？逢行挂注幫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盡。幫

子雖不與焚燒，編扶由此殘缺。此亦以諸于不焚也。翟氏瀨考異云：漢書
6 ﹝清﹞焦循 ：〈孟子正義〉
7 同上註﹒頁82

〈孟子題辭〉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4年）頁的

按 「趟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活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 。』 案

宋以後以易、書、 詩、三禮、三傳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 E日趟氏言，則 漢初四經巴立學矣 。
後世以此四書並列 為＋三經，或即趙氏之言啟乏。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記、漢書（需林傳皆云：『文帝好刑
名，博士具官未有進番。』既云具宮，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漢人皆無此說 ，惟劃歡移博士書有
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放學宮之語，趙、氏此說當即本於劉戳，恐非實錄。

8 同註6 ，頁 127
9 罔註6 ，頁的－ 17

啼啼期孟子糊糊詐騙孟子仿制當代是迪之影響。

河間王傳，稱孟子為獻玉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

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貝1J 趙氏所
云，書號諸于得﹔民絕。定亦不虛。．．．．．．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

說諸經，得引以為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
而鄭康成註禮妥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
﹔美學己，如：鄒陽引不含恐不宿怒：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

褒引離妻公輸：貢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氏之飢渴易為
飲食﹔李淑引緣求魚﹔坪，障言強其君所不能為忠，量君所不能為賊﹔馮衍
言戚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禱机春秋：崔騙言登牆樓處：中屠增言處

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傅變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
之證。．．．．．．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歲。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

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徵引孟子者，如：茍卿、韓嬰、
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
謂掠取而說之。漢文帝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閒

獻玉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
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軒，其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書

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
廉，還海西令。建初為章帝年號，貝1J 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為孟子之學
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傅，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敘，自言正孟子

章句。誘、泳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據，除束郡濃陽令。

十七年，遷監河束。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准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

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年已九十餘，是誘為

趙氏後輩。晴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劉熙孟子注七卷。鄭康
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

書，多及孟子，當可考見。」 lO

由此可知在兩漠之時，孟學由隱復顯，其中不乏為之注者。如趟岐之孟子注，

迄今仍為重要之注本，存諸《十三經注疏》。而由「花令、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
明事，謂之博文 」之語，可知亦有不少人援引《孟子》作為其立論之依據。除了在

著論上徵引《孟子》之外，也出現不少有關於《孟子》的專書。除趟岐之孟子注
外，方俊吉考證如下：「劉陶《復孟朝》已俠﹔程曾《孟子章句》今 已亡俠﹔高誘

IO 同註6 ，頁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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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孟子章句》已俠﹔鄭玄《孟子注》已俠﹔劉熙《孟子注》亦已亡俠﹔至於王充
《東lj 孟》收於《論衡》之中，今猶傳諸於世矣。」 II 由此可知兩漠之時孟學已現復

顯之跡。

然孟子學繼秦火之後雖在漢世重見天日，但此時之孟學、甚致是儒學皆已失
其原來本義。原因在於漢代重經學，初僅求亡俠之書，以訓詰為重，知識份子大半
精力皆被訓詰所吸引﹔再加上在此期間陰陽五行之說大盛，漢初本尊黃老，而後採
董仲舒之建議罷，翱百家獨尊儒術，原本之儒家思想已然被慘入濃厚的陰陽五行之色
彩，社會風氣亦是如此，以致一時之間識緯之說、託古作偽之風盈天下，漢儒之言
動輒言陰陽談災異，與儒學本源差之遠矣。

而孟子心性之學，重點在於「性善」，但在漢儒學說中，卻將之化為「天人
相應、」之問題。此以董仲舒為代表，其思想可見於《春秋繁露》。董仲舒他取陰陽

五行思想為基礎，將陰陽與災異揉雜在心性學之中，將德性之根源歸之於人格化之

天，此種思想實已與儒家心性思想、孟子之心性思想不同，甚致亦不同於苟子之思
想。董仲舒也重視心，這延續先秦儒家、孟子對於心性思想的重視，但是對於心性
內容的認定，貝 lj 受他自己天之哲學的影響。徐復觀對此言：「．．．．．．董氏此處所說的

「義以養其心」，雖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但他既不同於孟子，也不同於苟子。
孟子是從道德的立場去把握心，而義由心出，為心所固有。所以孟子只說『養心莫
善於寡欲』﹔站在孟子的立場，只要能寡欲，則心固有之義便會呈現，流露出來。

因此他只說『禮義之悅我心』而不說『義以養心』。義以養心，是義與心為二，孟
子認為這是『義外』是『由外鏢我者也』。苟子則從認知能力的方面去把握心﹔而

『虛一而靜』的認知本體，為心所固有。所以孟子的心，在道德上有其主宰性。而

苟子的心，在認知方面，也有其主宰性。董氏的心，沒有從認知的方面顯出來，也
沒有從道德方面顯出來，較之孟、苟，都缺乏主宰的力量。」 12 另外董仲舒一方面
也籍政治力量以提倡此他自己的立論與主張，使自己所主之思想在此時居於哲學正

統之位，影響所及乃自漢以後，除言佛老之人以外，知識份子莫不被影響。直至宋
代二程立說，孟子之心性論方日漸重振。 13 此為孟學在兩漢時期之發展概況，以下

另舉趙岐與揚雄，觀孟子心性觀對其思想之影響，藉此了解孟子心性思想在此期間
發展之狀況。

11 方俊吉：〈孟子學說及其在宋代之振興〉
12 徐復觀 ：

〈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

13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
中〈董仲舒與夫人相應之觀愈〉

（二）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2年）頁 116-117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65年）頁399-400

（臺北三民，局民國93年三版）頁33-41

啼啼期孟子糊糊況一輪孟子叫說對當代是想之影響。

三、孟子心學對趙岐思想的影響
趙岐，東漢經學家。字節卿，初名嘉，字壹卿。京兆長陵（今恢西咸陽東北）

人。曾任并州刺史，因黨鋼被免職。後任議郎、太常等職。所撰《孟子章旬》，今
存，收入《十三經註疏》。後世研究和註釋《孟子》的著作很多，其中重要的有三
部書，即趙岐的《孟子章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

而趙岐之《孟子章句》，乃歷代《孟子》之註疏中最早者，對後世亦有其重要之影
響，歷來學者對其評價亦多，這是選擇趙岐為代表的原因之一。另蛤趙岐對孟子之

尊崇，亦可由《孟子題辭》中之所言略窺一二，此為選擇趙岐的另一原因。

「儒家惟有《孟子》，閻遠微妙，組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14

此節且由趙岐所注之《孟子章句》，略舉幾段章旬以探其與孟子心性思想之關

係。

孟子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于將入於井，皆有你

惕側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15
趙岐注曰：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
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
故為之，眛惕者而然也。」 16

人之恍惕 側 隱之心，孟子云「非是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
也。」趙岐更 說此心賢愚皆有，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此乃因情發於 中之故也。此
14 罔註6 ，頁23

的見〈孟子－公孫丑上〉

16 ﹝漢﹞趙岐：〈孟子趙注〉 卷＋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 59年），卷三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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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乃心之體，為側隱之心、羞惡之心、無辭讓之心、無是非之心之本。此即是
仁義道德心之謂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17
此段趙岐注曰：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倫，

序、察、識也。舜明於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
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
之，而不由爾。」 18

此段孟子言明禽獸與人之差異只「幾希」耳。趙岐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之

「幾希」定義為「知義與不知義」，此孟子之所未言也。而「仁義生於內，由其中
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此與孟子所言之仁義固有性同矣。

孟子曰：「側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
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媒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忠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19

此段趙岐注曰：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鍊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
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蓮，或至於無算者，不得

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

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
謂童昏也 。」 20

17 見〈孟子﹒離霎下〉
18 罔註 16 ，卷八， 頁6
19 見〈孟子﹒告子上〉
20 向註 16 ，頁7

兩i真哼期孟子糊展概況一輪孟子也性說對當代是想之影響

。

趙岐於此所注之「仁義禮智」，言此乃是「懷之於內，非從外鍊」’這與
孟子所言「仁義禮智，非由外鍊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一致的。而「求存之則可得

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亦與「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同義。對於孟子所言之

「仁義道德心之固有性」’趙岐之所注與孟子之義同。更衍生說明「惡乃至是者」
是因為「不能自盡其才性」，非是「天獨與此人惡性」﹔是因為不肯改變的關係，
而不是天獨與他惡性，此意即是孟子所言之「自暴自棄」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 21

趙岐注曰：
「心之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 22

趙岐言心之所同者之理義，乃是得道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得到了
「道」，此即為理義之要。在此句中，趙岐點出了「道」這個問題點，孟子並無言
「道」為何物，而趙岐卻說理是得道之理，已然真有超越性，此當是趙岐引申之語

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人有雞夫放，貝1j 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 23

趙岐注曰：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
心者，怠也。學問所以求之矣。」 24

不行仁義之大道，猶捨其路而不由，偏行小道。心放失尚不知返觀求其心，而

雞犬放則知求， 趙岐言此為可哀又可憫也。故人之所以求學求間，不外乎為求放失
21 見〈孟子﹒告子上〉
22 同註 16 ，頁9

23 見〈孟子﹒告子上〉
24 罔註 16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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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此與孟子所言全然相同。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貝1j 其小
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25

趙岐注曰：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
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忠善，故失其

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典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
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貝1j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26

趙岐直言日「官即精神之所在」，若依趙岐之言而心之官當為「心之精神所

在」耳。此心之官思善則得之，若不思善則失其道而陷於小人。而孟子所云「此天

之所與我者」，趙岐直接說此「乃天所與人惰性 J

，連接上旬之意則為「心之精神

乃是天所與人情性」。而此精神會被利欲之事所交所引而蔽於物，終陷為小人。故
若能先立乎善性，則惡不能奪之矣。

趙岐之注此段，頗有將孟子之言引申解釋之意。孟子僅言「心之官」，趙岐申
而言之為「人之情性」，此外更言善勝惡。故若先立乎善，貝lj惡不能奪之矣。趙岐之
言是否為孟子之本意雖不可知，然其說尚皆以孟子之言為其基礎，並無背離之處。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表口夭矣。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 27

趙岐注曰：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

則可謂知 其性矣。知其性，貝1j 知天地之貴善者也。能存其心， 養育其正

25 見〈孟子﹒告子上〉

26 同註 16 ，頁 14

27 見〈孟子﹒盡心上〉

時時期的學君主展概況一輪孟子叫說對你是想之影響。

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
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28

仁義禮智為性之端，若人能歇盡心之善端，買fj 可知性之本然、天之貴善。趙

岐更云：「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若人行與天合，即所謂事天也。盡心知性以事
天，乃為孟子心性思想之重點所在。趙岐語此，將「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做為盡心
之要，若能此則可知「性」。而之所以「事天」，乃是以仁事天之好生之德。趙岐
此段之注乃從孟子之語而闡之。

孟子曰：「君于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29
對此趙岐注曰：
「四者，根生於心。」 30

孟子於〈盡心篇〉直云「仁義禮智根於心。」趙岐亦直接說「四者根生於
心。」孟子直言之，趙岐復言之，前後理一貫也。
兩漢時期孟學之發展，趟岐之注孟其重要性實不可忽視。在經學為重的兩漢時

期，《孟子》於西漢時一度立於學官，位列諸子，孟苟並稱﹔至東漢則孔孟並稱之
說更為流行。趟岐之注孟，可謂顯示了孟學於漢的時代意義，在孟子學上亦有其重
要之歷史價值，對於後來孟學之發展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礎。

四、孟子心學對揚雄思想的影響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漢學者、辭賦家。揚雄一生悉
心著述，除辭賦外，又仿《論語》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以表述他
的思想，這在思想史上有一定價值。另有語言學著作《方言》等。 揚雄早期以辭賦

28 同註 16 ，卷＋三 ，頁 l-2

29 見〈孟子﹒盡心上〉
30 同註 16. 卷十三 ， 頁8

。糊糊一博糊刊
聞名，晚年對辭賦的看法卻有所轉變，轉而研究哲學。班固對其頗為推崇，於《漢
書﹒揚雄傳》中云：「雄少而好學，不為章旬，訓話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
簡易俠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嘗欲，不汲汲於富貴，

不感感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徽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僧石之儲，晏如也。自

有下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揚雄雖以儒家學者自居，
但其立論卻忽近於儒亦忽近於道。而《法言》即代表其儒家立場之著作，用來提倡

尊儒宗孔，抬高孟子的地位。茲以此略論其心性思想 。

《法言》共有十三篇，分別為〈學行〉第一 、〈吾子）第二、〈修身〉第 三 、
〈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
〈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驀〉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
十 三。 觀其文體來看近於《論語》的文體，後人多認為此乃仿《論語》之作。單就

此書而言，揚雄顯然以儒者自居，其中有諸多章句頗推崇孔子與孟子，如：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 31

此言欲修身治己者，當以孔子為標杆。此可見孔子在揚雄心目之中乃為人格最
為高尚者，方為學習之對象，其尊孔可知矣 。 除孔子之外，對孟子亦有頗多推崇之
至五

.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32

又曰：
或問勇，曰柯也 。 曰，何軒也？曰，軒也者孟軒也。若荊軒，君子盜諸。請

問孟軒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 。 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

乎。 33

31

〈法言 ﹒ 修身卷第三〉

32

〈法言 ﹒ 吾子卷第二〉

33

〈法言﹒淵寮卷第十一〉

時時期孟子糊糊況一輪孟子叫說對訊問之影響。

在楊墨之言盈天下之際，孟子挺身而出譬邪說、放淫辭﹔而揚雄亦直接自比於
孟子 ，以其為標準典範 。 更稱孟子之勇於義， 其推崇孟子亦可知。而特別的是，在
揚雄所處的西漢時期，苟子思想實重於孟子思想，然揚雄談論儒學時，卻只承認孔

孟，對於苟子則有貶抑之辭 。 甚致將孟子拔於諸子之上，以為不異於孔子的，也是
揚雄始自lj 。

或問孟子知言之耍，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

子，孟子非諸于乎？曰，諸于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 。 或
曰：孫卿非數家之書，說也：至於子思孟軒，詭哉。曰：吾於孫卿與？見
同目異戶也 。 34

此言不但將孟子 立 於諸子之上，而且不異於孔子，將孟子推至與孔子同 一境
地。除此之外還認為苟子雖屬儒家，但並不能承孔子 之道，將其視為儒家之旁門。
而且揚雄雖然尊孟，但是在對於心性思想，卻沒有受到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的影

響，反而自創「善惡混」新說，其論性基礎反而近於苟子而遠於孟子 。 揚雄《法
言 ﹒修身卷第三》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 氣也者，可以通
善惡之馬也與？

「善惡混」，意指善惡同時存在，揚雄的這種說法同時涵蓋了孟子的性善論

與萄子的性惡論 。 孟子所持的「性善」論，是就人之價值意識來說「性」，並不是
人就不會為惡，但重點在於惡並非由「＇I＇生」所出 。 而苟子言「性惡」’是站在人的

「自然之性」來論「性」，此多生存、利益考量故為惡，但也並非人就不會為善 。
然揚雄單言修善為善人，修惡為惡人，此乃一般之言並無特別之處 。 而「善惡混」

之說「善」無提及德性之本、「惡」更無論及惡之所由，此說雖含孟 苟之論，但卻
沒有深入了解孟苟對於心性之理論而雜揉二者謂善惡同混，殊為可惜 。

而接著所說的「氣」或者為揚雄「人之性也善惡混」之立論基礎 。
34

〈﹔去言﹒君子卷第十二〉

「善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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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性乃善惡混，但並沒有堅強的理論基礎來交待人何以有善有惡，於是只好將善

與惡歸之於「氣」。而「氣」的本身只是善惡之戴具，猶馬一樣載著善或惡來行
走，並不是善或惡的本身。徐復觀對此云：「揚雄認為性中的善與惡，都是潛存狀
態。由潛存狀態轉而為一念的動機，再將一念的動機加以實現，便須靠人由生命所

發出的力量一氣。」 35 但揚雄將善與惡歸之於氣這樣的說法來其實是有問題的，癥
結在於那到底善與惡洞混的「’︱生」’是由誰來決定是為善或為惡呢？揚雄並沒有交
待清楚，只言「氣為適善惡之馬」’恐怕尚不足以為「性是善惡混」論的基礎。這

是揚雄論性之不足處，亦是弱點所在。
不過揚雄對於性論也的確提及了性善這一部份，而談及「氣」的部份也有如孟

子論志與氣的關係一樣。雖然不夠深入，但可以觀察到此章旬論人之性的論說脈絡

頗近於孟子，此或者是因受孟子之影響。其說雖不夠深入，然於孟子之說法仍有跡
可尋。另外對於孟子善之四端，揚雄亦有類似之語。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
禮以體之。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仝呼！ 36

揚雄言道德仁義禮猶如人的四肢，有此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此說就如同於

《孟子﹒公孫丑》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樣的說法受孟子所影響

的痕跡是相當明顯的。

揚雄之尊孟子、受孟子影響之處在其它方面尚多，如在教育思想、政治方面都
可見受其影響之處，然因本節旨在論其心性思想，故略去不論。從戰國末期至兩漢

時期，儒學因為受到陰陽家思想的影響，雖使儒學的內涵擴大，但其本質卻起了變
化，偏向法天的精神，這一精神使儒學的超越性得到發展，卻也使內在的精神相對

的萎縮。此一變化由董仲舒開始尤為明顯，儒家的本質由「天人合德」轉變為「天
人感應J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揚雄力圖將儒學由從災異識緯中解放，更主張學的

目的是為道不是為利。他批判了今文經學中的神學目的，更要求恢復孔孟民本思想

中的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傳統。在政治上則反對黃老的無為之治 ，也反對法家的
嚴刑峻法，而 主張儒家的德政和禮治。他更以當代孟子自居，致 力 於恢復孟子思
想，這在漢代可謂獨樹一幟。揚雄的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有一定的 影響，而在北宋
35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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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問道卷第四〉

（卷二）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65 年），頁514

雨點考期孟子糊糊況一輪孟子叫說對當代是想之影響。

時達到了發揚，對宋明理學的揚孟抑苟起了先驅作用。

五、結語
歷代學者對於孟子學的研究多將重心放置於孟學興盛的宋代，或其後的明清，
對漢代的孟學狀況則較少研究。其實兩漢孟學的發展狀況亦是孟學史上重要的一
環。《孟子》在漢代雖位同諸子，但在漢初就與《論語》等同立傳記博士。《孟

子》在漢代傳習亦廣，兩漢時期諸多儒生士人之思想論著亦受其影響，如董仲舒、

劉向、王充等人，其中揚雄更以尊孟著稱。而對於兩漢時期孟學的研究多集中於較
有代表性的趙岐和其《孟子章旬》注本的研究，或是揚雄的孟學思想。本節亦這兩

人為代表探討其心性觀與孟子心學對其之影響。由此可知在兩漢時期的心性論可謂
是阻釀階段，對於後來隔唐迄宋朝的心學提供了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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