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間文史教授及其經學研究

工藤卓司
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一   前言

林慶彰教授曾在一九九三年所出版的

《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1900-1992）》

中指出：日本的經學者人數已不多，甚至有

衰微的趨勢，如今經過二十幾年，仍未改

變。但在此困境下，有一位經學研究者在日

本不斷地出版專論，領導日本的經學研究，

即是野間文史教授。野間教授與經學、《春

秋》、《春秋左傳》相關的研究相當精緻，

在日本甚為知名，可惜中文學界知之者尚

少。因此，本文將簡介其生平與學思歷程、

重要著作等，以供中文讀者參考。

二   野間教授之生平與學思歷程

野間文史，昭和二十三年（1948）生於

日本愛媛縣。昭和四十一年（1966）入學於

廣島大學文學部哲學科中國哲學專攻，畢業

後進入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深造。日

本的大學當時還有「講座制度」，中國哲學

研究室轄下有兩種講座：「中國古代中世思

想史講座」與「中國近世思想史講座」。野

間教授在學時，前者有池田末利（1910-

2000）和御手洗勝（1924-2009）；後者則

有戶田豐三郎（1905-1973）與友枝龍太郎

（1916-1986），助手為山根三芳（1927-

）。他尤其對於池田教授《左傳注疏》的課

感興趣，大學四年級時撰成畢業論文《左傳

研究》；碩士論文《春秋楚國世族攷》則受

了西嶋定生（1 9 1 9 - 1 9 9 8）、增淵龍夫

（1916-1983）、上原淳道（1921-1999）及

小倉芳彥（1927-）等中國史研究者的啟

發，亦主要是以《左傳》為對象。第一篇期

刊論文〈春秋時代における楚國の世族と王

權〉（春秋時代楚國的世族與王權）也是其

碩士論文的核心部分，可知野間教授很早就

開始研究《左傳》。除此之外，野間教授多

受當時任教於廣島大學中國史講座的板野長

八（1905-1993）影響。

野間教授自昭和四十九年（1974）十二

月擔任廣島大學文學部助手，就在擔任助手

時發表了第二篇學術論文，即〈新序、說苑

攷――說話による思想表現の形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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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說苑考――從話語看思想表現的形

式）〉。該文針對與《左傳》相同的歷史故

事集《新序》與《說苑》之架構加以分析，

探討可否從中探知劉向思想。

昭和五十一年（1976）四月，野間教授

赴任新居濱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歷任講師

（1976-1979）與助教授（1979-1990）。當

是之時，哈佛燕京學社已出版了一套「引

得」系列。此系列雖頗有參考價值，但採用

錦章書局石印本為底本，且有不少缺點，未

便利用。於是野間教授在新居濱高專時代，

於通讀《十三經注疏》的同時，致力依四部

分類編纂「引書索引」。這方面的成果，至

目前已刊行了〈春秋正義引書索引〉、〈穀

梁傳注疏引書索引〉、〈公羊傳疏引書索

引〉、〈尚書正義引書索引〉、〈論語正義

引書索引〉、〈周易正義引書索引〉以及

《毛詩正義引書索引》。野間教授亦不滿足

於哈佛燕京學社的《儀禮引得》與《周禮引

得》，故又自編《儀禮索引》和《周禮索

引》二書。尤其《儀禮索引》獲得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程元敏（1931-）先生

的高度肯定。近年來雖因科技發達、許多電

子資料庫可供檢索，但野間教授的「索引」

是建立在研究者讀解能力為基礎的「詞彙篩

選」，故在今日仍具有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野間教授在新居濱高專時，

一方面繼續撰寫與《春秋》、《春秋左傳》

或劉向敘事相關的研究，如〈孫叔敖攷〉與

〈劉向春秋說攷〉等；另一方面陸續發表了

〈春秋正義源流小考〉、〈五經正義所引定

本考〉、〈五經正義所引定本考（資料

編）〉、〈引書から見た五經正義の成り立

ち（從引書看五經正義的成立）〉等，以

「引書索引」的工作為基礎，並受清儒劉文

淇（1789-1854）學術方法的啟發，開始進

行《五經正義》相關的研究。

平成二年（1990），野間教授回到廣島

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擔任助教授，同

研究室當時另有下見隆雄（1937-）與吉田

公平（1942-）兩位教授。野間教授在平成

十年（1998）升為教授之後，則與市來津由

彥（1951-）、橋本敬司（1960-2011）兩位

共同維持研究室的運作。

他回廣島之後，以新居濱時代的研究為

基礎，獲得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主持

「春秋正義之基礎的研究」（ 1 9 9 7 -

2 0 0 0）、「春秋正義之發展的研究」

（2000-2003）、「春秋正義的總合的研

究」（2003-2006）、「五經正義的總合的

研究」（2006-2009）以及「五經正義的發

展的研究」（2009-2012）等研究計畫，亦

繼續盡力探討《春秋》學方面與《五經正

義》方面的問題。《春秋》學方面的成果，

除了《春秋正義校勘記》等校勘工作之外，

野間文史教授（於第18回六朝學術學會大會，
東京二松學舍大學，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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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春秋經文について（關於春秋經

文）〉、〈魏了翁《春秋要義》について

（關於魏了翁《春秋要義》）〉、〈齊桓公

の最期と《左傳》の成書（齊桓公的臨終與

《左傳》的成書）〉、〈劉文淇の左傳學に

ついて（關於劉文淇的左傳學）〉、〈春秋

三傳入門講座〉、〈露伴と經學――春秋學

を中心に――（幸田露伴與經學―以春秋學

為中心）〉、〈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

證》稿本を讀む（讀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

注疏證》稿本）〉、〈《春秋事語》と《左

傳》〉、〈左傳研究序說〉以及〈《春秋左

氏傳》其構成與基軸〉等；研究《五經正

義》的成果則有〈五經正義語彙語法劄

記〉、〈讀五經正義札記〉、〈五經正義讀

解通論〉、〈尚書正義版本小考――八行本

《尚書正義》と九行本《尚書注疏》――〉

以及〈義疏學から五經正義へ（從義疏學到

五經正義）〉等。不僅是《五經正義》，野

間教授的研究視域亦涉及於《九經疏》相關

的問題，其成果即是《論語正義源流私攷》

與〈邢昺《爾雅疏》について（關於邢昺

《爾雅疏》）〉。野間教授任教於廣島大學

時，另從事譯注工作：〈日知錄譯注春秋

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演習〉、

〈日知錄訓注尚書篇〉、《春秋事語》和

〈周易正義訓讀〉等。

此外，野間教授平成八年（1996）創辦

「東洋古典學研究會」，開始出版學術雜誌

《東洋古典學研究》。此後一直到第三十二

集（2011年10月）為止主持編輯等，也是不

可忽略的一項事業。該雜誌刊載中國思想、

文學、語學、歷史或日本漢學之相關論文、

譯注等。論文作者乃包括池田末利、荒木見

悟（1917-）、佐藤仁（1927-）、澤田多喜

男（1932-2009）、淺野裕一（1946-）、木

下鐵矢（1950-2014）等當代著名的學者，

可知《東洋古典學研究》水準之高。

平成二十四年（2012）三月，野間教授

於廣島大學退休後，獲頒廣島大學名譽教

授。平成二十六年（2014）四月起，赴東京

任教於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

三   野間教授之重要著作

到目前為止，野間教授所出版的研究專

書共計八部：《春秋正義の世界》、《春秋

正義を讀み解く――劉文淇《左傳舊疏考

正》を通して――》、《五經正義の研究

――その成立と展開》、《春秋學――公羊

傳と穀梁傳》、《十三經注疏の研究――そ

の語法と傳承の形》、《春秋左氏傳――そ

の構成と基軸》、《五經正義研究論攷――

義疏學から五經正義へ》以及《五經入門

――中國古典の世界》。尤其《五經正義の

研究》、《十三經注疏の研究》與《五經正

義研究論攷》三書，值得學界參考，以下簡

介其主要內容。

（一）《五經正義の研究》

此書是野間教授在平成九年（1997）提

交給廣島大學的學位論文之核心部分。全書

有五個部分：首先是〈序說〉，概述《五經

正義》的編纂與《五經正義》研究史，最後

為附錄〈九經疏引書目表〉。主幹有三：

第一篇〈五經正義の成り立ち〉，收入

舊稿〈五經正義所引定本考〉、〈五經正義

所引定本考（資料編）〉、〈引書から見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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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邢昺疏多有相同之處，而指出六朝

「義疏」學並非結束於唐代《五經正義》，

仍對北宋經學造成影響。

（二）《十三經注疏の研究》

此書收錄五篇文章：第一篇〈五經正義

を讀み解く〉承自〈讀五經正義札記（一～

三）〉，首先論述了判斷《五經正義》和

《十三經注疏》中之人名、書名、引用範圍

之難；接著討論《十三經注疏》阮刻本分別

有「嘉慶初刊本」與「道光重刊本」兩種，

其間有文字異同等問題；最後指出與陸德明

《經典釋文》、陸法言《切韻》相比，《五

經正義》對字音方面缺少關心。雖然缺少，

但也並非全無一例。野間教授一一舉出《五

經正義》的釋音例，以待後人繼續探究。

第二篇〈五經正義の語彙語法〉，是收

入舊稿〈五經正義語彙語法劄記〉的研究成

果。《五經正義》以六朝義疏為本，但從前

鮮有人將其當作六朝語法研究之資料，因而

五經正義の成り立ち〉二篇以及〈春秋正義

源流小考〉共五篇。依清儒劉文淇《左傳舊

疏考正》的方法，談到《尚書正義》、《毛

詩正義》、《春秋正義》是根據隋劉炫的

《五經述議》而完成，又指出《五經正義》

所根據的「義疏」皆不同。

第二篇〈五經正義の版本と校勘〉有兩

章，第一章〈廣島大學藏舊鈔本《周易正

義》について〉，舊題〈廣島大學藏舊鈔本

《周易正義》攷〉，指出透過《五經正義》

的版本研究與其校勘作業，可修訂自中國宋

代以來傳至日本的各種版本之錯誤。附篇

〈廣大本周易正義校勘記〉乃為一具體例

證，以補阮元以後先儒的校勘記之不備；第

二章〈魏了翁《春秋要義》について〉亦與

校勘作業密切不離，探討《春秋左傳要義》

作為校勘資料的價值。

第三篇〈五經正義と北宋邢昺疏〉，則

針對《五經正義》與邢昺《論語正義》、

《爾雅疏》的關係加以討論，發現《五經正

《五經正義研究論攷》、《十三經注疏の研究》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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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以《春秋正義》為主，針對《五經正

義》與《十三經注疏》語彙、語法的特色加

以探討，以證明《五經正義》無疑備有中古

漢語之特色。

第三篇〈標點本十三經注疏を讀む〉，

是集舊稿〈讀五經正義札記（四～六）三篇

而成，內容為評述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

經注疏》兩種（簡體版與繁體版）與臺灣國

立編譯館主編《分段標點本十三經注疏》。

其次，第四篇〈春秋正義の版本〉，是

調查《春秋正義》最古的「宋慶元刊本」、

日本留存之唯一的單疏本「景鈔正宗寺本」

以及足利學校舊藏「南宋刊附釋音左傳注疏

本」的成果。主要指出以下幾點：第一，清

代有兩本「宋慶元刊八行本」之說有誤，而

阮元校勘記所言「宋本」之處需商榷；第

二，「正宗寺本」非以李唐所傳承之鈔本為

祖本，而是鈔南宋「覆國子監本」；第三，

最初的合刻本「慶元八行本」屬於與「正宗

寺本」極為接近的系統；第四，現今廣泛流

傳的「阮刻本」可溯源於南宋附釋音「十行

本」，其根據是與「正宗寺本」、「慶元八

行本」不同系統的鈔本。

最後則為第五篇〈劉文祺の左傳學〉，

收入舊稿〈劉文祺の左傳學について〉、

《春秋正義を讀み解く――劉文祺《左傳舊

疏考正》を通して――》的解題部分以及

〈劉文祺《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稿本を讀

む〉。

（三）《五經正義研究論攷》

野間教授近年又付梓了《五經正義研究

論攷》一書。此書分為三部分：第一篇〈讀

五經正義劄記〉；第二篇〈五經正義讀解通

論〉以及附篇〈近代以來日本的十三經注疏

校勘記研究〉。

第一篇第一章為〈義疏學から五經正義

へ――科段法と問答體の行方――〉，主張

義疏與《五經正義》中的「科段法」和「問

答體」，與其說是受佛教的影響，毋寧說是

溯源於中國傳統的學問；第二章〈五經正義

の史記評價〉與第三章〈五經正義の禮記評

《春秋左氏傳──その構成と基軸》、《五經入門──中國古典の世界》、
《春秋學──公羊傳と穀梁傳》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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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出《五經正義》對《史記》和《禮

記》的評價不高，是因為《五經正義》從經

學的價值基準看《史記》與《禮記》二書。

《史記》始終是史部之書，《禮記》則只不

過是「記」；第四章〈尚書正義版本小考

――八行本《尚書正義》と九行本《尚書注

疏》――〉，野間教授雖然高度評價吉川幸

次郎（1904-1980）的《尚書正義》研究，

甚至說自己是「私淑弟子」，但透過北京圖

書館藏八行本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九行本的

調查、釐清八行本之間關係的同時，亦指出

吉川〈讀尚書注疏記〉有若干問題。

第二篇為〈五經正義讀解通論〉，收入

〈五經正義讀解通論（一～六）〉，而解說

「今讚（今贊）」、「今刪定知不然者（今

刪定以為）」、「對文（對則）、散文（散

則）」等在《五經正義》說理展開上較為重

要的表現、語彙、語句等的用法。

附 篇 則 是 應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彭 林

（ 1 9 4 9 -）教授之邀，平成二十二年

（2010）十二月脫稿，主要介紹日本近代以

來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相關的重要研究

成果。如加藤虎之亮（1879-1958）《周禮

經注疏音義校勘記》、野間文史〈廣島大學

藏舊鈔本《周易正義》攷附校勘記〉、吉川

幸次郎《尚書正義定本》、〈讀尚書注疏

記〉和〈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常盤井

賢十（1906-？）《宋本禮記疏校記》及倉

石武四郎（1897-1975）《儀禮疏攷正》

等。此外，他在此文中也談到版本、寫本等

校勘資料，進而言及日譯、引書索引等成

果。

由以上三書的論述內容可知，野間教授

學術範圍之廣――雖以《春秋》三傳為主，

但也討論到其他經書；既以隋唐為主，也論

及六朝與清朝的學術。並且其論證過程相當

細緻可信，可謂是現代日本在經學、文獻學

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四   結語

以上，本文簡述野間文史教授的生平、

學思歷程與其重要著作，以及對《春秋》與

《五經正義》文獻研究的重大貢獻。尤其在

一九九〇年代至今，對魏晉至隋唐儒學的研

究凋枯，野間教授卻在如此困境下一直思考

《五經正義》與《十三經注疏》相關問題、

陸續出版成果問世。並且在退休後僅三年，

便已出版兩本學術專書，我們可以期盼《春

秋左傳正義》的完譯與後續相關之研究。

經學雖然是「中國學問之根底」、「中

國思想之根本」，但是現在無論在何處，攻

治經學者已經不多了。不過，野間教授相

信：「經學乃中國古典中之古典，是中國具

有頂尖頭腦的人，橫亙二千年，長久以來傾

其精神魂魄所完成之結晶。」（藤井倫明錄

音整理、金培懿譯：〈從《五經正義》到

《十三經注疏》――訪日本經學家野間文史

教授〉，《中國文哲通訊》第16卷第2期，

2006年6月，頁19-20）既然如此，不讀經

學，恐怕也無法理解中國人的思惟。他的研

究可以作為後人的一種典範，引領吾人對經

學投入更多關注、在經學研究領域作出更多

貢獻。

（部分內容摘自工藤卓司〈大膽假設，小心

求證――野間文史教授及其經學研究〉，預

定刊於彭林主編《中國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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