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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 

－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湯城吉信* 

 

研究《論語》是江戶時代儒學者的重要課題之一。中井履軒（1732-1817）是代表當時日

本的儒學者之一。本文的宗旨是探索他的《論語》註釋《論語逢原》的特徵。《論語逢原》

引用了很多日常生活的事物，來對《論語》進行既通俗又具體的解釋。履軒的出發點在於朱

子學，可是他堅決反對朱熹的教條主義。至於履軒的這些解釋是否符合考證學的標準，還有

待商榷。但是，他淺顯易懂的解釋、活生生的比喩和從《論語》中汲取生活智慧的態度是値

得我們學習的。透過《論語逢原》的註釋，可以窺見江戶時代的儒學者是透過咀嚼古典的内

涵去鍛鍊自己的思維方式。 

 

一、前言 

 

  中井履軒的《論語逢原》是日本《論語》註釋的代表之一。此著作跟古義學派伊藤仁齋

（1627-1705）的《論語古義》、古文辭學派荻生徂徠（1666-1728）的《論語徵》一起被收

錄在《儒藏》裡。 

  《論語逢原》的特徵是什麼？《論語逢原》反映出履軒的思想嗎？徂徠的《論語徵》明

顯地反映了徂徠的古代史觀。與此相比，我們卻很難在《論語逢原》裡面看出履軒的思想，

因爲履軒很少對《論語》裡的重要概念「仁」、「義」、「禮」、「智」、「信」等進行說

明。這是爲什麼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履軒做註釋的過程。履軒起先在朱熹《論語集注》本上，寫上自己的筆

記(即眉批)，這就是《論語雕題》（見圖一）。在《論語雕題》裡，履軒主要是對自己質疑

不解的地方提出意見。而《論語逢原》只從《論語雕題》中抽出了《論語》本文和履軒自己

的筆記，可是並沒有附上朱熹的注（見圖二），而沒有眉批的地方則是履軒贊同朱熹的注。

所以，如果我們要全面了解《論語逢原》的内容的話，必須參照朱熹的《集注》來補充《論

語逢原》的内容。再加上，履軒反對通過註釋以闡述自己思想的註解方式。履軒認爲徂徠和

朱熹的註釋太注重闡述自己的思想，並基於古代人樸素的想法，試圖做沒有偏見的解釋1。 

   結果，履軒用很多具體的例子，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解釋。履軒的《論語逢原》的

特徵就是在這個地方2。本文要介紹幾個具體解釋的例子。關於這些解釋是否妥當？在《論 

                                                                                                                                                                                                                                                                                                                                                                                                                                                                                                                                                                                                                                                                                                                                                                                                                                                                                                                       
* 湯城吉信,大阪府立大學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教授。 
1
 請參看加地伸行〈中國學の総合的理解―中井竹山・中井履軒の場合‧ 《論語逢原》〉，《中國思想か

らみた日本思想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 年)，頁 323-330。可是，關於仁、誠、忠信、命、敬

等概念，我們可以看出其特徵。關於「仁」，請參看宇野田尚哉〈中井履軒《論語逢原》の位置〉，《懷

德》第 62 號(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94 年)，頁 48-65。拙稿〈「專言」「偏言」から「泛言」「專言」

へ―中井履軒による朱子學用語の換骨奪胎〉，《中國學の十字路―加地伸行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

：研文出版，2006 年)，頁 702-715。關於「誠」，請參看遠山敦〈中井履軒《中庸逢原》の誠をめぐっ

て〉，《人文論叢(三重大學人文學部文化學科研究紀要)》第 18 號(三重：三重大學，2001 年)，頁 17-32。 
2
 寺門日出男在〈中井履軒《論語逢原》の特徵について〉中也指出《論語逢原》的特徵在其既具體又淺

近的比喩，並介紹幾個例子。參見《中國學の十字路―加地伸行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研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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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論語雕題》的開頭部分              圖二 《論語逢原》的開頭部分 

 

語》解釋史上有什麼地位？等問題，敬請有識之士，惠賜寶貴意見3。 

 

二、有特徵的註釋 

 

【學而篇】（復刻叢書,頁 286）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章 

〔逢原〕 

鳥雛稍長，欲飛而未能，且尋樹枝，作咫尺之飛，頻上下左右焉，謂之習耳。程說「重習」，

亦謂「學之不已」也，未允。「思繹、浹洽」，亦非習，宜在脩行上著解而已。 

 

這是《論語》開頭部分的註釋，咫尺是指很短的距離。履軒認爲，幼鳥要飛而不能飛，暫且

在樹枝之間練習起飛是「習」的原意。用鳥飛來說明「習」字的原意，可以說是很普通的說

明，可是履軒的解釋更爲具體。朱熹《集注》認爲「習」是通過重複練習已經學好了或已經

學過的東西，另一方面，履軒認爲「習」是通過簡單的練習來提高基本能力的。《集注》用

的「重習」、「學之不已」、「思繹、浹洽」4等詞都意味著反復練習，並把自己的水平提高

到很完美的地步。與此相反，履軒認爲「習」不是那麼高水平的行爲，而是入門者的水平行

爲。關於「時」，朱熹認爲是「時時刻刻」，履軒認爲是「在那時刻」5。透過以上例子，我

們可以明顯地對比出朱熹嚴肅的解釋風格和履軒平易近人的解釋風格。 

                                                                                                                                                                   
2006 年)，頁 647-658。 

3 《論語逢原》的手稿本(影印)見於《論語雕題》(懷德堂文庫復刻叢書九)，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年。

《儒藏》是基於《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5 年)，並參考手稿本編的。 
4 「浹洽」是周遍的意思（見於《荀子‧ 儒行篇》）。 
5
 原文「『時』如時措之時，謂當其時修行嘗學者。譬如學禮，『進劔左首』，『受玉以掬』，旣甞學焉，

乃當授受之時，而脩行其所學之『左首』、『以掬』，是也」。「進劔左首」、「受玉以掬」並見於《禮

記‧ 曲禮上篇》。前者的意思是：「遞劍的時候，把劍把朝左」（原文「進劍者左首」）。後者的意思

是：「接寶石時，用兩手」（原文「受珠玉者以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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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篇】（復刻叢書,頁 302） 

「林放問禮之本」章（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逢原〕 

刳木爲杯，可以斟酒，用斯足矣。礲而漆之，亦可。是質而有文也。又刻之鏤之，雲雷黻

藻，或龍或鳳，嵌之以金玉，美則美矣。然重大支撑，不便于飮。又金玉外來，易致罅漏，

乃第陳列之，以爲美觀，不復以飮焉。是文之過也。與其美觀不可以飮，吾寧取木杯可以

飮也。手斟而飮焉，杯之本也。木杯質也，非本也。 

 

在這裡，履軒具體地解釋孔子所說的「禮，與其奢也，寧儉」。「礲」是磨練的意思。「黻

藻」是修飾、花樣。「罅漏」是隙縫。履軒認爲孔子的意思是說：把木頭削成碗狀，就可以

盛酒，光說實用的話，這樣就可以。把它磨光也好，塗漆也好，這是既有質又有文的狀態。

把它施加雕刻、裝飾的話，漂亮是漂亮，可是又重又不好拿，不便於使用。鑲嵌金玉的話，

容易導致洩漏，只能當作裝飾品，根本不能用來喝飲料，這是文過於質的狀態。與其選擇漂

亮不實用的杯子，我寧願用樸素的木頭杯子來喝飲料。履軒認爲拿來喝飲料是杯子的「本質」，

而朱熹卻說「質乃禮之本也」，即認爲木杯的性質就是禮的本質。履軒認爲這樣的理解是錯

的。 

  以上最後的部分，需要補充說明。朱子學看所有事情都有理（本質）和氣（現象）兩個

層面，即所謂二元論。在這章的註釋裡，朱熹用本末(即分別對應理和氣)來進行說明。履軒

反對朱子學的這套理氣論（本末論）。 

 

【八佾篇】（復刻叢書,頁 307）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逢原〕 

凡人之矜能伐功皆由器小也。器小易滿，故有小善小功，其器先滿，所以自矜伐。滿而又

益之必溢，此驕奢僭竊所由生也。管仲雖有九合一匡之功，由君子觀之，蔑如也。而仲也

器小，不能自容焉，滿而溢矣，乃不勝其矜伐，驕奢僭竊。夫子蓋因其矜伐驕奢僭竊而知

其器之小耳。註諸說皆不中窽。 

 

在《論語》裡，關於齊國宰相管仲的評價，可以說毀譽參半。孔子讚揚他的部分是：《憲問

篇》「九合諸侯（九次實現諸侯的會議）」、「一匡天下（匡正天下）」等。反之，在《八

佾篇》，孔子說他「器小」。現代中文和日語裡都有「器量」這個詞來表示人的寬容、度量

等，所以不用解釋「器小」的意思。不過，履軒的解釋是非常具體。他說：「人的炫耀都是

由於器量小。器量小的話，容易飽滿，飽滿以後，再加的話，就溢出來，溢出來就是自誇。

這樣的人若有小小的成就，就以爲已經足夠，並導致自誇。管仲雖然有成就，不過在真正有

成就的人的眼裡，不算什麼。可因爲他器量小，沒辦法自制，結果導致自誇、傲慢。孔子看

他的態度就了解他的器量的大小。」 

  如上所說，履軒認爲「器小」，不僅僅是指小人，也有容易驕傲的内涵，並按照本意很

生動地解釋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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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篇】（復刻叢書,頁 314）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章 

〔逢原〕 

幾諫見志，猶醫之投試藥也。元欲投重劑，而未審病人能受與否，且予輕劑以試焉。若能

受焉，則進重劑，不可受則已矣。幾諫而父母能納焉，無忤逆之色，則可熟諫。若拂逆不

受，有必不從之氣，則不復諫焉，唯敬共不違戾而已。 

……此章亦大概論通情之事，若大無道惡逆，則當別論，非此章所言。 

 

孔子說：「對父母進行諫言的話，應該看情形。看父母接受不了那諫言的話，就不要進一步

做」。履軒對這章的解釋，如下： 

 

道理跟醫生的配藥一樣6。頭一次配效力強的藥的話，患者可能沒辦法接受，所以先配效

力輕的藥，之後，再看情況決定是否該配效力強的藥。對父母進行諫言也是一樣，首先稍

微進行諫言後，看情形決定是否應該進一步進行諫言。父母不接受最初的諫言的話，就不

要勉強。表示敬意，但不發牢騷。 

 

可是，在後面履軒補充說「這章說的只是普通的情形，罪不可恕的情況，則另當別論」。可

見，履軒不是一味地要求盲從於父母。 

 

【里仁篇】（復刻叢書,頁 313）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章 

〔逢原〕 

「喩」者，智惠敏捷，感悟發明之意。孔子聞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義，子夏得後素之義而發

禮後之問，「喩義」之類也。凡人觸物而感悟，若悲絲泣岐，皆是。技藝尤多此類。或觀劍舞

而得書法，或覩屋漏痕而得焉，或覩釵股而得焉。蓋好之之深，念念不 

舍，故視聽之物，輙發動之而感悟敏捷矣。程說「好」在「喩」後，顚倒失文意。 

註以「天理」、「人欲」解「義」、「利」，在此章不必然者。 

……有富民造大倉，方積穀數萬斛。搢紳先生過而觀焉，曰「善哉！子之爲此也。一遇凶

歲，邑中無饑殍矣」。旣而市井黠民過而觀焉，曰「善哉！子之爲此也。一遇凶歲，取贏萬

金矣」。君子、小人之存心，往往如此，則其所喩可知矣。 

 

一般來說，「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被解釋爲「君子關心道理，小人卻關心利益」。與

此不同，履軒將「喩」解釋爲「悟（從中得到啟示）」，做如下的註釋。 

 

                                                                                                                                                                                                                                                                                                                                                                                                                                                                                                                                                                                                                                                                                                                                                                                                                                                                                                                       
6
 履軒常常用藥來做比喩。比如在《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章，爲了解釋「傳不習」（給別人傳達自己沒學過的知識），履軒用配自己沒配過的

藥來做比喩（原文「譬如以未試之藥方授人服之也。其能不傷乎哉？」）。另外，在《子路篇》「子曰：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章，履軒列舉藥名來解釋(原文「昨日則桂附，今日則石膏大

黃，明日則參蓍，是治之無恆者。」)在日本江戶時代，很多儒學者經營醫業或藥鋪。在履軒出身的懷德

堂裡，比如第三代校長三宅春樓(1712-1782)就是經營藥業的，儒學和醫藥學有密切的關係，履軒愛用藥

名來做註釋，當然也基於這樣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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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聽了滄浪之歌後，感悟毀譽取決於自己的道理7，子夏看《詩經》的比喩感悟禮的道理
8。這些都是「悟義」的例子。凡是人接觸事物後都會有所感悟，比如，聽音樂後感到悲傷，

或在岐路感嘆（所謂歧路亡羊）都是這類。在藝術方面，這樣的例子特別多。有的人看了劍

舞，就感悟書法的道理9。有的人看了漏雨的痕跡，或看了叉子的樣子，就感悟出同樣的道

理。可見，關心某件事，並且平時惦記著的話，看什麼，聽什麼，都會受到啟發，很敏感地

得到啟示。 

 

履軒如上解釋之後，批評程子「好」在「喩」後(原文「唯其深喩，是以篤好」)是混淆順序

的。 

 

【公冶長篇】（復刻叢書,頁 321）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章 

〔逢原〕 

凡事未得决定，雖千計萬慮、積日累月，皆第一思中之事矣。旣决定矣，然後更審之，其前

後左右，妨礙有無，此爲再思。再思决定矣，然後更復一審，此爲三思。夫子言：再思而

完，至三思則過慮害事耳。蓋文子所長在謹愼，而所失每在過慮也。 

……赤城義士，初結義立誓，數月之後，背約者多矣，皆由三思而生焉。曰：功不必成，徒

死無益，而刑戮加于父母妻子也。蓋利害之念動焉，乍忘曩時感激之心耳。 

 

《論語》原文的意思是：孔子聽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之後，說「再思」就足夠了。這裡

的「一思」、「再思」、「三思」，履軒認爲這些不是說次數，在還沒做決定之時，不管用

多少時間都可以說是「一思」。決定之後，斟酌，仔細考慮是否有毛病，這叫做「再思」。

再思之後，更進一步地斟酌，這叫做「三思」。孔子的意思是說：用「再思」就要夠了，如

果用「三思」的話，反而會產生問題。季文子的優點在於其謹愼之處，可是常常有想太多、

過於謹愼的毛病。基於以上「一思」、「再思」、「三思」的解釋，履軒舉了以下的例子。 

 

赤穂義士結義發誓要報君主之仇10，可是幾個月後，很多義士都違背當時結義之盟約。這

是由於「再思」之後，又「三思」，所以擔心不會成功、怕自己會平白犧牲、甚至會給家人添

麻煩等等。一旦思慮過多，動了利害之心後，就失掉了最初的感激之心。 

 

【雍也篇】（復刻叢書,頁 328） 

「子曰：囘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逢原〕 

商賈之家，萬貨紛紛，必有帳籍以統之。其立部分門，家各有法，而徽號不同。雖同業者，

東家之人不能理西家之帳，西家亦然。夫帳籍之便利，彼豈不自盡哉？然而猶人面之不同

                                                                                                                                                                                                                                                                                                                                                                                                                                                                                                                                                                                                                                                                                                                                                                                                                                                                                                                       
7
 根據《孟子‧ 離婁上篇》。孔子聽了「如果滄浪之水清澈，就可以洗冠繩，可混濁的話，可以洗腳」(滄

浪之歌)後，領悟到自己的處境原來是自己種下的結果。滄浪之歌也見於《楚辭‧ 漁父篇》。 
8
 根據《論語‧ 八佾篇》「子夏問曰」章。子夏問孔子《詩經‧ 衛風‧ 碩人篇》的意思後，說「禮後乎？(禮

在後面嗎？)」(=領悟禮的道理)並得到孔子的讚揚。 
9
 張旭看了劍舞就領悟書法的道理（《新唐書‧ 文藝傳‧ 張旭傳》)。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也。天理、人欲者，程、張家之徽號也，欲持此以理孔、孟家之帳，必有不合者。故學者弗

若先熟於孔、孟家之帳，而得其徽號也。若程、張家之徽號，不必理焉。 

 

在這裡，履軒反對《集注》用「私欲」(亦即相對於「天理」的詞)來解釋。在《論語逢原》

裡，隨處可見對「天理」、「人欲」(即所謂理氣二元論）的反駁。尤其在這裡的反駁，很生

動地使用了商業的例子來描述。履軒說： 

 

因爲貨物多，商家必須用帳簿來管理。各家都有獨自的分類法和記號。雖是同業，東家店

號的人也不能記西家店號的帳，反過來說也一樣。帳簿雖然很便利，但不是哪裡都通用

的，猶如人的長相都不一樣。「天理」、「人欲」猶如是程頤‧ 程顥、張載學派（即朱子學的先

驅）的記號。用這記號來理孔、孟的帳簿的話，必然有不合之處。所以，學者應該先了解

孔、孟的帳簿和其記號。不一定要了解程派和張派的記號。 

 

以上解釋被履軒的後代並河寒泉（1797-1879）採用，寫成一篇獨立的文章，可知後人對這解

釋的評價11。 

 

【雍也篇】（復刻叢書,頁 331）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章 

〔逢原〕 

有熊蹯于此，一人覩之，知其爲甘美之物矣，但未知其味，則願得之心不切。一人甞餤之，

知其味矣，必欲得之，營求心急。其一人，飽食而心怡悅。 

 

孔子的這句話，一般被認爲「只是知道某件事的狀態，不如喜歡上某件事的狀態；喜歡某件

事的狀態，不如高興做某件事的狀態」的意思，即被認爲是境界的高低不同。可是，履軒如

下地解釋： 

 

假設這裡有熊掌。有人知道熊掌好吃，可是沒吃過的話，看到熊掌的時候，想吃熊掌的願

望不強。有人曾經吃過，並且知道味道的話，想吃熊掌的願望便更強。有一個人 

能夠吃飽熊掌，而心情很愉快(的話，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履軒在這裡的解釋，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不免有脫節之嫌。 

 

【雍也篇】（復刻叢書,頁 332）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章 

〔逢原〕 

今削瓜者，已去皮而橫截之，其形或六稜或八稜，蓋古亦然。角巵之形似之，故以爲名。而

文從「角」從「瓜」，酒器爲當。 

                                                                                                                                                                   
10
 赤穂義士：日本江戶時代最有名的爲君主報仇的故事。 

11
 見於並河寒泉編《幽人先生反古錄》，收錄於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所藏《履軒先生遺稿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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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如果觚已經不是原來的觚的形狀的話，可以說是觚嗎？一般認爲這是孔子批評名不副

其實的狀態。那這句子的觚是什麼？在《論語集注》裡，朱熹說「觚，棱也，或曰酒器，或

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履軒更進步解釋其内容來斷定朱熹保留的問題。履軒說： 

 

現在有一個削瓜子的人，已經把瓜子去皮橫切了，其斷面呈現出六角形或八角形。大概古

代也一樣。因爲有角的酒器類似這形狀，所以這樣被命名。這字是「角」和「瓜」的會意字，

應該是酒器。 

 

這「觚」字，一般被認爲是以「角」爲部首，以「瓜」爲發音的形聲字。履軒的説明雖然很

好懂，可是不免過於勉強12。 

 

【子罕篇】（復刻叢書,頁 358）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章 

〔逢原〕 

「可與學」，趣向不相乖也。「適道」，謂由君子之道而行焉。「立」，謂德行成立。 

「適」、「立」，並屬于行，程子皆知上作解，不可從。 

權者今之法馬也，非往來取中之稱錘。 

是章權之義，取其隨物之輕重而應之也。程說「知輕重」、 「能權輕重」，並未得正意。 

…古稱之用，猶升也。多少定于器，而增减在于物。權衡之用，猶尺也。長短在于物，而器

應之。 

…錘者死物，懸錘以待物，物或自增或自减以適于錘，是之謂行禮也。權者活物，輕重隨

物而應，皆以衡之平爲期也。 

 

「經」和「權」在儒家思想是兩個很重要的概念。「經」是應該遵守的大原則，「權」則是

違背「經」的隨機應變的措施。對「權」，履軒的前人伊藤東涯(1670-1738)已經說權是現在

的砝碼13。履軒發展東涯的解釋說，用「權」的秤和用「錘」的秤不一樣。用「權」的秤的

話，調節「權(砝碼)」的重量來量要量的東西。反之，用「錘」的秤的話，調節要量的東西(錘

是固定的)。用「權」的秤像尺一樣，用工具來適應要量的物體。用「錘」的秤像量具一樣，

讓要量的物體適應量器。 

  通過以上的解釋，讀者很容易理解「權」的内涵，這樣就很容易理解「權」是隨機應變

的措施。履軒對度量衡造詣很深，由這裡的解釋，可見一斑。 

 

【子罕篇】（復刻叢書,頁 359）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逢原〕 

                                                                                                                                                                                                                                                                                                                                                                                                                                                                                                                                                                                                                                                                                                                                                                                                                                                                                                                       
12
 履軒常常很獨斷地把漢字解釋爲會意字（參看拙稿〈中井履軒の名物學―その『左九羅帖』、『畫觽』

を讀む〉第二章、内容の特徵，七、語源說）。 
13 《制度通》卷十「權衡之事」 ，「權，今之法馬也。若今秤稱錘，往來取中者（《孟子‧ 離婁上篇》），

蓋昉於唐宋之間也。」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唐棣」與常棣，蓋一類。常棣或作棠棣。又按，唐、常、棠，音相近，或是一物，必非「郁李」

也。「偏」，翩通。「反」，如字，不當作「翻」，「反」者，相乖反也。翩者，其貌。 

梨樺，海棠之類，花莖長軟而兩三相麗。「唐棣」 ，蓋亦然。 

今俗稱海棠者，蓋棣耳。 

此逸詩，故難強解。然隨文推之，亦畧可知矣。此於六義屬比。花著枝下者，兩三相連而下

垂，所謂「萼柎韡韡14」，是也。其著枝上者，一仆而向彼，一仆而向此，所謂「偏其反」，是

也。莖出于一處，而花東西，以喩我與爾本在一處，而今一東一西，遠相離異也。蓋男女之

睽離者述其情也，或是兄弟朋友，亦未可知者。 

 

這裡討論的對象是詠唐棣花的逸詩（傳世本《詩經》裡看不到的詩），履軒斷定這唐棣是海

棠，並做如下說明： 

 

這類植物的花枝，又長又有彈性，兩三朵花都開在一處，其中，朝天開的花都倒在相反的

方向。這就是《論語》所引用的逸詩詩句「偏其反而」，都從同一個地方長花枝，可花卻朝別

的方向，用來比喩本來在同一個地方的對偶，後來其情感發生分歧。 

 

博學的履軒爲了糾正動植物的錯誤名字，撰寫了《左九羅帖》畫冊(左九羅(發音 sakura)是

櫻)和它的解說書《畫觽》。履軒在《畫觽》的開頭斷定日本的 sakura 是中國的「樺」之後，

談及海棠和棣。《左九羅帖》中所畫的棣確是像履軒所說，同枝上開的花朝著別的方向（見

圖三）。 

 

 

 

 

 

圖三 《左九羅帖》裡面的棣 

 

【顏淵篇】（復刻叢書,頁 383） 

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遠也已矣。」 

〔逢原〕 

譬如女子、小人欲誣人之盜竊。前數月，先論其視瞻不定，言語多謬。後數十日，論其起居

無時，出入隱秘。又數十日，論其被服鮮明，用財不節。又數日，論其交通匪人。又數日，

論其賭博婬酗。然後發其盜罪，自非至明大賢，莫不聽從。此浸潤之說也。 

譬如爭鬪，傷面裂服，流血被四體，奔投至前，涕淚橫迸。跪陳一言之忤，惹人之怒，即卑

屈謝過，伏地乞哀，而彼人一不聽納，大聲詬罵，拳足駢下之狀。自非至明大賢，莫不勃然

怒氣溢面，攘臂大呼，欲斬斷其仇人。此膚受之說也。 

 

                                                                                                                                                                                                                                                                                                                                                                                                                                                                                                                                                                                                                                                                                                                                                                                                                                                                                                                       
14 《詩經・小雅・鹿鳴之什・常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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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語》裡，「浸潤」之誹謗和「膚受」的訴說被認爲是兩個應該避免的行爲。關於這兩

者，比如伊藤仁齋《論語古義》說，前者是像水滲透一樣，漸漸地進行誹謗，後者則像用針

來刺皮膚一樣，又急劇又有很大打擊的訴說，就是把兩者當作隱喩15。對此，履軒解釋得更

具體。他說： 

 

關於前者，例如小人陷害人家得盜竊罪。先幾個月，撒謊說那個人眼神不定，言詞結巴。

後數十天，說他日子過得不定時，並且出入躡手躡腳。接下來數十天，又說他穿著變華

美，並且大把花錢。後數十天，說他跟流氓打交道，再後數十天，又說他喝、嫖、賭，無惡

不作。這麼打下埋伏之後，說他有盜竊的話，除非是很聰明的人，否則都會相信。這就是

浸潤之說16。 

關於後者，例如打架時的情景。臉破，衣服裂，全身都是血的人向你投訴說：「由於說錯一

句，惹對方生氣。我馬上跪下來道歉，可是對方怎麼也不聽，大聲罵人，又打又踢。」如果

這麼做的話，除非是很聰明的人，否則都會生對方的氣，並捲起袖子，大聲說「要替你報

仇」。這就是膚受之愬。 

 

【子路篇】（復刻叢書,頁 391）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章 

〔逢原〕 

譬如始置漆盒子，不抅何色，賓供饋贈日用，通同一器，則小大時不適于宜，上下無差等。

此未合也，而荆也則曰「苟合矣」。旣而備三五副，或賓供，或饋贈，或日用，畧有定分，而

大小時相通融。此可謂合矣，未完也，而荆也則曰「苟完矣」。後又增至于八九副，或黑或

朱，有靑有黃，饋贈有吉凶之別，佳節齋供，貴賤有等，而葷素不同。通日用，亦自有上下

之差，各有大小，無失宜者。此可謂完矣，然未有螺鈿描金銀釦之飾，未得稱美也，而荆也

則曰「苟美矣」。 

 

這章的焦點是孔子對衛公子荊的評語「善居室」。公子荊「始有」時就說「苟合」， 「少有」

時就說「苟全」，「富有」時就說「苟美」。履軒認爲這三者都表示公子荊的評價(他自己的

滿足程度）高於實際情況，公子荊容易心滿意足。履軒的這個解釋可以說是繼承朱熹《論語

集注》、伊藤仁齋《論語古義》的一般解釋17。不過，他的特點在於如下一般地加了具體的

例子： 

 

第一次買多層方木盒(日語：重箱)的時候，不拘泥於其顏色，不管是給客人上菜，還是贈

送禮品，或在日常生活，都用一樣的，這樣有時候大小不合適，也不符合事宜，這不能說

是合格的狀態，可是公子荊會說「還算合格」。再過一會兒，準備三四套，客人用的，送禮

                                                                                                                                                                                                                                                                                                                                                                                                                                                                                                                                                                                                                                                                                                                                                                                                                                                                                                                       
15
 原文「齋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

曰膚受之愬也」。 
16
 履軒在他的歷史書《通語》裡面說，梶原景時（?-1200）向源頼朝（1147-1199）讒害源義經（1159-1189）
的做法就是浸潤之說。 

17 《論語集注》「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  

易足故也」。《論語古義》「子荆自合而全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故聖人稱之」。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物時用的，家裡用的，略有區別，大小也按照場合用。這樣的狀態，可以說是「合格」的，不

過還不能說是「完美」的。可是公子荊會說「還算完美」。再過一會兒，又增加到八九套，有

黑、朱、青、黄，各種的顏色，送禮、供奉時，也分紅白，分貴賤、葷素。在日常生活裡也分

上下、大小等，都能符合事宜。這樣的狀態，可以說是「完美」的，不過還沒施以金銀螺鈿

等裝飾，還不能說是「美麗」的，可是公子荊會說「還算美麗」。 

 

【子路篇】（復刻叢書,頁 393）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章 

〔朱熹集注〕 

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下劃線是履軒畫的。） 

〔逢原〕 

欲速心急，事必多苟且，故不達，猶工人省樁減釘也。 

「小利」，謂利之微小者也，非小事之利。 

唯言「大事不成」而已，非更有損失也。譬之商賈，務趨眼前小利者，必不能成大富。大小

上下皆一理。 

 

孔子對問政治要點的子夏，說：「不要追求速成，也不要看『小利』。」對此前半部，履軒

解釋說：「追求速成的話，會變苟且。所以孔子說『不達』」，並舉例說：「正如工人少打

樁少大釘(偸工減料)。」對後半部，履軒解釋說，「小利」不是小事的利益，而是小利益，

並舉例說：「如果商人追求小利益的話，得不到大利益(因小失大)。不管什麼事，道理是一

樣的。」 

  在這裡，値得矚目的是履軒對「利」的想法。履軒的意思是說，不要追求小利而失去大

利益，他根本不否定「利」本身。在這點，《論語逢原》和《論語集注》形成明顯對比。履

軒出身的懷德堂是商人開辦的學校，承認追求經濟利益是懷德堂學派的一大特色。 

 

【子路篇】（復刻叢書,頁 394）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哉？） 

〔逢原〕 

「斗」，元爆（＝汲）器，猶今之杓也。用匏用木，其義一也。「筲」，筐屬，並非量器。 

「斗筲」是厨房常用之賤器，不可得登堂者，猶今言漉筐擂棒也，以喩鄙賤之才耳。容之多

少，勿論。 

周之量名，升豆區釜鍾矣，無斗斛。斗斛，秦漢以降云。 

 

朱熹《集注》把這裡的「斗筲」解釋爲容量18。與此不同，履軒認爲「斗」、「筲」分別是

舀子和籠子，是跟履軒當時的笊籬和擂槌一樣，在廚房用的普普通通的用具19。履軒研究過

                                                                                                                                                                                                                                                                                                                                                                                                                                                                                                                                                                                                                                                                                                                                                                                                                                                                                                                       
18
 原文「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19
 用當時的實際生活中的事物來解釋古典中的典章制度是履軒的考證學的特徵之一。請參看拙稿〈中井履

軒の名物學―その《左九羅帖》、《畫觽》を讀む〉，《杏雨》11 號(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

2008 年)，頁 56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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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生徂徠《度量衡考》20，可知他對度量衡有一家之言。在這註釋裡，他批評後代的註釋家

用後代的制度來考證古代的制度。 

 

【子路篇】（復刻叢書,頁 395）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章 

〔逢原〕 

昨日則般若，今日則中臣，明日則聖天，是禱之無恆者。昨日則桂附，今日則石膏、大黃，

明日則參蓍，是治之無恆者。想古亦此之類。 

 

孔子說「人不能持之以恆的話，當不了巫，也當不了醫生(也有巫醫是一個詞的解釋)」。履

軒對此很具體地解釋。他說： 

 

昨天去參拜般若，今天去參拜中臣，明天去參拜聖天，這是祈禱方面不能持之以恆(沒有

原則)的人(般若、中臣、聖天（見圖四）都是當時大阪的寺廟、神社)。昨天配桂附，今天配

石膏、大黃，明天配參蓍(都是中藥)，這是治療方面不能持之以恆(沒有原則)的人。 

 

 

 

 

圖四 長谷川貞信（1809-1879）所畫《浪花百景》中的

「浦江聖天（了德院）」（即今大阪市福島區鷺洲） 

 

【憲問篇】（復刻叢書,頁 397）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章 

〔逢原〕 

有德者之善言，譬猶富人之金錢矣，探於囊中而出之，即是矣。無德者之善言，譬猶貧人

之金錢矣，是假貸之財，非其有也，然金之美或不異。 

 

在這裡，履軒竟然用金錢來解釋。他說： 

 

有德的人一定說有用的話，這跟有錢人的金錢一樣，一摸錢包就會出來。沒有德的人偶爾

會說有用的話，不過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而是從外面借來的，可黃金是一樣美麗的(一

樣有用)。 

 

對這個部分，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都沒有註釋。 

 

【衛靈公篇】（復刻叢書,頁 415）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章 

                                                                                                                                                                                                                                                                                                                                                                                                                                                                                                                                                                                                                                                                                                                                                                                                                                                                                                                       
20
 請參看井上了〈荻生徂徠《度量衡考》に對する中井履軒《雕題》について〉，《懷德堂センター報》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逢原〕 

譬吏有小過，長官欲懲治之，而不忍於壞其體面且舍之，遂釀成大罪，遂以戮死，長官亦

連坐焉。凡事多是類，如放縱小兒亦然。古人言：「嚴家無格虜，慈母有敗子21。」 

 

孔子說：「不能忍耐小事情的話，會損害大事情。」對此，履軒舉個很具體的例子來做獨特

的解釋。他說： 

 

小官員犯過小錯誤，其長官本來要處罰他，不過怕會丟他的面子暫時擱之不理。結果，那

小官員犯了大錯，自己被處刑，長官也連累這案件。這種事多的是，比如寵壞孩子也是。

古人說：「嚴格的家没有不聽命的奴僕，溺愛子女的慈母却慣壊了不肖的敗子。」 

 

【衛靈公篇】（復刻叢書,頁 416）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章 

〔逢原〕 

道無大小，隨人而大小。猶水無大小，隨器而大小。一盤水亦水也，一杯水亦水也。器小者

水隨小，器大者水隨大。至池澤湖海亦然。是器能使水大也，水無奈器何，是水不能使器

大也。 

……今有人忠信慈祥，不肯爲不善之事，可謂善矣。然其道狹小，僅淑其身而已矣，不足

以御家衆化隣里。等而上之，有化及州黨者，及邦國者，亦有之。自匹庶至于天子，庸人至

于聖人，其階級數十百矣。其道無以大異，唯有小大而已。譬如官道，從來由此，然若其狹

小傾側，車馬不得相過，行旅頗病焉。邦君聞之，命發役修築，其廣三倍于舊，其途平坦，

益樹之以槐柳，行旅甚便之，是之謂修道也，亦謂之弘道。人苟有德有位，則盈縮在手，縱

舍在心，其弘道非所難矣。道者非活物，其如活人何？22 

 

解釋孔子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時，履軒基於道的原意「道是人該踐踏的地方”（原

文「人之所宜踐行，謂之道」）進行解釋。他把道比喩成水說： 

 

道本身沒有大小，跟隨人會變大變小。正如水本身沒有大小，跟隨容器的大小會發生變

化。一盤水也是水、一杯水也是水，容器小的話，水也變小，容器大的話，水也變大，池

塘、湖泊、大海也一樣。是容器使水變大，水不能使容器大。 

 

他又說： 

 

有的人忠誠慈祥不敢做壞事，可以說是善人。可是，由於馬路窄，只容納自己，不能感化

周圍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能感化州郡，甚至國家。從庶民到君主，凡人到聖人，其階級

可以分數十個，可是其道則差不多一樣，只有大小不一樣而已。比如像公道吧。又狹窄又

                                                                                                                                                                   
2005(大阪：大阪大學懷德堂中心，2005 年)，頁 129-144。 

21 見於《韓非子‧ 顯學篇》、《史記‧ 李斯傳》。 
22
 手稿本無「今有人」至「其如活人何」。刊本附錄說：「原本(即履軒手稿本)有符號而無文，豈元有附

箋偶脫落耶？今據崑山先生手寫本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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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車馬不能通行，行走很不方便。君主聽了，發出命令把馬路修地三倍寬，而且平坦，

並種道旁樹，以使行走更方便的話，這叫做修道，也叫做弘道。有道德、有地位的人，要做

什麼就能做什麼，弘道也不難。道不是活的，能操作活的人嗎？ 

 

【衛靈公篇】（復刻叢書,頁 418）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章 

〔逢原〕 

矢人之與凾人，蜑戶之與獵戶，其可相爲謀乎哉？善惡邪正亦然。但道字是比喩之語，非

斥善惡爲道。 

一人之駿河，一人之武野，又一人之陸奧，所之有遠近而道不異，故發程之日可相爲謀

也。一人之南紀，一人之北越，出門分北，豈可相謀哉？重義者與好利者，自脩者與求名

者，亦皆如此。 

 

對《論語》的「道不同，不相爲謀」，履軒用兩種解釋。他說： 

 

做箭的匠和做盔甲的匠23，漁夫和獵人，不能共同策劃。善惡正邪也一樣，可是這裡的道

是比喩，不是指善惡爲道。 

一個人要去駿河(即今靜岡縣)，一個人要去武蔵(即今東京都)，另外一個人要去陸奥(即今

東北地區)，雖然有遠近不同，可是因爲方向(往東)和要走的路一樣(都走東海道)，可以商

量一起出發。（可是）一人要去南紀(即今和歌山縣)，另外一人要去北越(即今北陸地區)的

話，因爲往北往南方向不一樣，沒辦法商量。重視義理的人和重視利益的人，修道的人和

求名的人也一樣。 

 

【陽貨篇】（復刻叢書,頁 428）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章 

〔逢原〕 

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同然」，其義一也，辭有緊漫而已。譬如人面，張三與李四，鼻

有高卑，目有巨細，而大畧無異者，則謂之「相近」也。自其兩目兩耳、一鼻一口言之，則源

五與平六，全同也。孔、孟之言符合，但當尋語脈而讀焉耳。 

 

關於孔子說的「性相近」和孟子的性善説的關係，歷來議論紛紛。關於這問題，履軒說這兩

個發言只是表現不一樣，而其用意是一樣的。履軒的解釋如下： 

 

比如，說起人的臉，張三的臉和李四的臉，雖然有鼻子的高低、眼睛的大小，但是沒有多

大差別，這就是孔子說的「相近」。說起來都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則張三和李四都是

一樣的(這就是孟子說的「性同然」)。孔、孟的發言都一樣，只是應該注意看文章的前後關

係而已。 

 

                                                                                                                                                                                                                                                                                                                                                                                                                                                                                                                                                                                                                                                                                                                                                                                                                                                                                                                       
23
 矢人和凾人的對舉見於《孟子‧ 公孫丑上篇》(「矢人豈不仁於凾人哉？」)。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陽貨篇】（復刻叢書,頁 428）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逢原〕 

「上知」譬猶矛之刄，「下愚」譬猶矛之鐓，中間長柄，衆人所在。 

是章主意在勸人遷善也，謂不可移之人至寡耳，非患下愚不移。蓋上知與下愚，千萬人中

僅各有兩三人而已矣，其他皆可移之人。今向通人問之曰「汝上知與？」，必曰「否」，「汝

下愚與？」，亦必曰「否」，然則非可移之人而何？故論不移，曰「唯上知與下愚」也，言不

移者，唯有是二等矣。是所重在移，不在不移。 

…人之無慧，有不辨菽麥者24，有問蛙鳴之官私者25，有弗能數十百千萬者。此之爲昏愚之

至，雖聖人與居，亦不可漸磨而進，孔子所謂下愚者此類是也。予屢覩此類者，問諸其家

人，輙云「六七歲時篤疾，瘳而後癡矣。其前頗聰慧伶利云」。如此者十每七八，蓋老病昏

耄之類云。 

 

此章跟上章一樣，要了解孔子對人性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對孔子說的「唯上知與下

愚不移」，履軒的解釋如下： 

 

用矛來比較的話，「上知」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相當於矛的尖端矛鋒，「下愚」者在人群中的

比例相當於矛柄的下端，而中間的長柄相當於比例最多的眾人。 

此章的用意在於要人向善，意思是說再怎麼努力也沒辦法變的人只不過是一小部分人而

已，但這不算什麼問題，千萬人當中，上知和下愚各只有兩三個人而已，其他的人都是能

改變的。現在問過路人「你是上知者嗎？」，他一定回答說「不是」，問「你是下愚者嗎？」，

同樣也會回答「不是」，可見多數的人都是後天能改變的人。所以，在這裡，孔子說要說的

是不能變的只有上知和下愚的少數一部分而已。他的重點在於強調可以改變的大多數，

而不在於無法改變的少數。 

 

接下來，履軒談及自己的見聞，他說： 

 

不聰明的人當中，有的甚至連豆子和麥子也不能區別，還有更愚蠢的會問：鳴叫的青蛙是

官屬的，還是私有的？，也有一種人超過了上百上千上萬的數目就無法計算。這種人極爲

愚鈍，就算跟聖人在一起也無法長進，孔子說的下愚指的就是這種人。我常常看到這種人

而問他的家人，他家人回答說：「六、七歲時，得大病，治癒之後，變癡呆，以前卻很聰

明。」下愚的十分之七、八是這類。都是些曾經患過而未根治的病、老邁糊塗之類的。 

 

【陽貨篇】（復刻叢書,頁 432）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章 

〔逢原〕 

荏，豌豆也。其蔓婉柔，故爲柔弱之義。 

                                                                                                                                                                                                                                                                                                                                                                                                                                                                                                                                                                                                                                                                                                                                                                                                                                                                                                                       
24
 不辨菽麥 在《微子篇》「子路從而後」章，履軒說：「不辨菽麥是癡人之稱，此引用失當。」(《集注》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25
 蛙鳴之官私 晉惠帝聽了青蛙叫就問是官蛙還是私蛙。見於《中州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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窬、竇，同，音義不可別，字並從穴。門邊小穴爲竇。如狗竇、水竇，是常設者。 

此穿窬指今別鑿者。註「踰牆」也，是讀「窬」爲「踰」也，不可從。俗本或直改作「穿踰」，尤

非。 

穿窬畏人之覺知以其不得財也。盜憎主人之類。是以方穿之時而言，非平日常畏。又穿窬

即盜名矣，故曰「穿窬之盜」以別於强盜也。强盜者，持兵杖，鼓譟而入，不畏人也。不可以

弗別焉。註「無實盜名」、「常畏」，並謬。 

 

孔子批評只有外面堅強，而内面柔弱（内荏）的人，並把這種人比喩成小偸兒（穿窬之盜）。

朱熹《論語集注》只把「内荏」解釋爲「柔弱」，可是履軒進一步具體地解釋說： 

 

「荏」是豌豆，因爲豌豆的蔓柔弱，所以有柔弱的意思。 

 

關於「穿窬之盜」，履軒反駁朱熹的解釋，並解釋得很具體。他說： 

 

「窬」不是跨越的意思，而是打洞的意思。在牆上打個洞，闖進去的小偸兒怕被人家發現，

他們跟喧嚷、不怕人地闖進民家的強盜不一樣。可是他們害怕的只有打洞的時候。朱熹說

「沒有強盜的事實」（朱熹的原意是「其實不是盜卻被叫做盜」）和「平時都在害怕」是錯誤

的。 

 

【子張篇】（復刻叢書,頁 441）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章 

〔逢原〕 

「遠」字，從道字生。 

「小道」，謂異端諸子百家，是也。農圃醫卜，包在其中。 

農圃醫卜謹守其業而弗他及者，非是章所論。夫技藝之流，凝思積慮，明解其術者，往往

遂及外事，勢所必至。庖丁之牛26、輪扁之輪27、醫和之醫28、及田戈竽瑟種樹，皆推及政

理，所謂「小道之可觀」也。今夫擊劍之夫、點茶之豎、俗樂之伶，往往以其術論道理，談政

治，亦可以推古矣。 

小道之可觀，猶蜘蛛之網、蜣螂之丸，隨其分自應有得力處。人若欲賴其用，則無實功矣。

楊氏耳目鼻口之喩29，似贊其一美，失之。 

 

在這裡，針對「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的「小道」來展開討論。朱熹《論語集注》說小道是

「農圃醫卜」（農民、醫生、算命的），可是履軒以爲小道包括「異端諸子百家」在内，意

思更廣。基於這樣的理解，履軒如下地說： 

 

農民、醫生、算命的裡面，只守自己的職業而不談及別的事的人，是不在這章所說的範圍

                                                                                                                                                                                                                                                                                                                                                                                                                                                                                                                                                                                                                                                                                                                                                                                                                                                                                                                       
26
 文惠君聽了庖丁講宰牛的要點就領悟養生之術。見於《莊子‧ 養生主篇》。 

27
 《莊子‧ 天道篇》裡面，有個車輪匠說書籍是古人的糟糠。 

28
 醫和是見於《春秋左氏傳‧ 昭公元年》的名醫。 

29 《論語集注》「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特徵―多用比喩的具體解釋 

 

内。下層的技藝之士裡面，有的精通其藝，積年凝思，領悟到其原理的人，常常會提及別

的事。例如庖丁之牛、輪扁之輪、醫和之醫，其他如獵人、槍術家、演奏家、花匠等，談及

政治的人，是所謂「小道之可觀」。現在也有的劍道家、茶道師傅、通俗音樂的演員，往往

用自己的職業的道理來分析政治。(簡單地說，有一技之長的人能精通萬事。)大概古代也

一樣。 

「小道之可觀」者，像蜘蛛的網、金龜子的球，各有其用處。可是，人要是期待其效果的話，

反而不會有效果。《論語集注》的楊氏用耳目鼻口的例子來讚美其用處是錯誤的。 

 

以上，履軒說的最後一段，値得矚目。《論語集注》所引用的楊氏把「小道」當作社會組織

的一部份，而給他們一定的評價。可是履軒並不認同，履軒認爲小道包括「異端諸子百家」

在内，這不是肯定他們而是藐視他們。關於思想學派，履軒是很嚴謹的人30。 

 

三、結語 

 

  中井履軒對《朱子集注》加眉批，進行既通俗又具體的解釋。在這些解釋中，履軒一邊

考證，一邊用當時的事物來作比喩，從這些比喩中可以窺見他活生生的上課方式。履軒曾開

辦過一所私塾叫「水哉館」，《論語逢原》開頭也就標榜著「水哉館學」，這表示他創立了

一個獨家學派。可是，在《逢原》的基礎工作《雕題》裡，他引用很多元代陳天祥的《四書

辨疑》、明代蔡清的《四書蒙引》、林希元的《四書存疑》等註釋。這些引用的出處在《逢

原》裡都被刪除了。至於哪些註釋是履軒的獨到之處？哪些是受前人影響的？還有待研究。 

                                                                                                                                                                                                                                                                                                                                                                                                                                                                                                                                                                                                                                                                                                                                                                                                                                                                                                                       
30
 請參看拙稿〈中井履軒の老莊觀〉，《中國研究集刊》第 46 號(大阪：大阪大學中國學會，2008 年)，

頁 34-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