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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足萬里《論語標註》 
的解經特色

工藤卓司 *

一、前言

豐前與豐後二國（現福岡縣部份與大分縣全境）位於九州
東北部。在文化方面，面對周防灘或豐前海的北部地區，自古
以來以宇佐神宮為中心，展開了頗有獨特色彩的神道、佛教文
化；南部則面對豐後水道，戰國時代在大友宗麟 (1530-1587)
領導下，既積極與清朝、葡萄牙等外國進行交易，另一方面又
保護耶穌會的傳教活動，因而在其領土內綻放了南蠻文化。相
較於現代日本以陸運為主，在近世以前，水運反倒是最重要的
交通工具，瀨戶內海在此意義上，可謂是西日本交通的大動
脈，而二豐地區則是該航路的西方起點。在德川時代，不少文
人出生於此地，以當地文化與地理條件為背景而孕育了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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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 105年度臺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近代日本的《論語》研究―
自明治中期至後期的日本人與孔子」(MOST105-2410-H-263-007-)的部分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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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人活動，其代表人物如三浦梅園 (1723-1789)、麻田剛立
(1734-1799)、脇蘭室 (1764-1814)、田能村竹田 (1777-1835)、
廣瀨淡窗 (1782-1856)與旭莊 (1807-1863)等，可謂人才濟濟，
而最後亦產生了福澤諭吉 (1835-1901)的啟蒙思想。

帆足萬里（字鵬卿，1778-1852），亦為二豐地區所培養出
來的人物之一。萬里出生於豐後國日出（現大分縣速見郡日出
町）。萬里父通文 (?-1811)為日出藩家老，萬里亦在天保三年
(1832)受第十三代藩主木下俊敦 (1802-1886)的懇請，以身為
家老的身分從事藩政改革，而留下了一定政績。日出藩並非大
藩，但是，該地面臨別府灣，位處交通之要衝；並且自第三代
藩主俊長 (1649-1716)以來形成頗重學問的風氣，鄰藩又是培
養出三浦梅園的杵築藩。如此經歷與風土孕育了萬里的為人與
學問。

萬里的學問，始於寬政三年 (1791)師事程朱學者脇蘭室。
蘭室亦為豐後速見（現大分縣速見郡日出町豐岡）人，曾在
熊本時習館，跟藪孤山 (1735-1802)學習朱子學，後求學於三
浦梅園與大阪懷德堂中井竹山 (1730-1804)1。萬里的求學過程
中，蘭室的教導最為關鍵，故他在《肄業餘稿》中曾云：

予年十四，見蘭室先生受業。先生授以作文法，魯鈍之

質，雖於文無成，至今讀書，不苦太難解者，先生之德

1 關於脇蘭室，詳參帆足圖南次：《帆足萬里、脇愚山》（東京：明德出
版社，1978年），頁 177-221；田世民：〈脇蘭室の思想―聖賢に學ぶ
修己治人の道―〉，《臺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32期（2016年 12月），
頁 223-2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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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2

廣瀨淡窗亦云：「在我豐後，長輩且高名者，杵築三浦安貞（梅
園）也。安貞親自開始條理學，似宋儒窮理學而稍有不同。……
三浦門人有名為脇義一郎（蘭室），曾在予幼時，與他往來書
信，即帆足愚亭（萬里）之師也。帆足亦好窮理，又教授學生，
我認為此傳自三浦學脈之處。」3可見萬里窮理學應是繼三浦
與脇二人而發展的。此外，萬里本身也在寬政十年和享和二年
(1802)二次東遊於京阪，並就教於中井竹山、皆川淇園 (1735-
1807)及村瀨栲亭 (1744-1819)等學者。享和三年，亦訪問了日
田廣瀨淡窗與福岡龜井南冥 (1743-1814)等人。《肄業餘稿》
道述：

予二十一，東遊浪華，謁竹山先生請教，當時頗能作

文，讀書略能解。先生曰：「子輩讀書已能解，惟取六

經、四子，讀之數年，滿卷是疑，始可與言學。」予唯

唯，然以為迂也。辭入京，遂無所得而歸。後三年遊筑

2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2，收入帆足記念圖書館編：《帆足萬里全
集》（日出：帆足記念圖書館，1926年），上卷；（東京：ぺりかん社，
1988年增補版），卷 1，頁 588。

3 廣瀨淡窗：《儒林評》，頁 8，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
京：鳳出版，1978年），第 3卷。原文：「我豐後ニテ先輩ノ高名ナル
ハ，杵築ノ三浦安貞ナリ。安貞ハ條理學ト云フコトヲ自ラ始メタリ。
宋儒窮理ノ說ニ似テ少シク異ナリ。……三浦ノ門人ニ，脇義一郎ト
云フ儒者アリ。予ガ童幼ノ時，書信往復セシコトアリ。即チ帆足愚亭
ガ師ナリ。帆足モ窮理ヲ好ミ，又生徒ヲ教授スルコト，三浦ノ學脈ヨ
リ傳ル處アリト覺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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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見南溟先生。先生論本邦詩，以徂徠為極巧。予亦

唯唯，又不以為然。後始知二先生不我欺也。後世小

子，其莫以二先生長者之言輕致疑哉。4

萬里當初對竹山與南冥之言有所懷疑，後來乃發現二先生之所
言可從，而稱「長者之言」。由此可見，在萬里遊學的經驗中，
竹山與南冥的影響也不小。

遊學歸國後，萬里擔任藩學教授，其教育活動在他就任家
老時，曾告中斷；而後，他於天保六年 (1835)致仕後開設了私
塾「西崦精舍」，重新從事子弟的教育，其門下除了「帆門十
子」5之外，亦有福澤咸（諭吉父）、瀧吉惇（廉太郎祖父）等
人，值得注意。弘化四年 (1847)，突與門人數人遊於京都，或
曰：「此是為了將其抱負獻言於朝廷，而開設大學於京師，以
期大興文教，鼓舞天下之士氣，使王室有中興之基礎。」6然其
真正目的實已不可考。嘉永四年 (1851)，萬里得病，翌年卒於
日出城內，享年七十五，諡曰「文簡先生」，被葬於城北康德

4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2，頁 588。
5 所謂「帆門十子」指勝田季鳳 (1795-1822)、吉良子禮 (1794-1823)、野
本白巖 (1797-1856)、關蕉川 (1793-1857)、後藤柏園 (1799-1839)、米良
東嶠 (1811-1871)、元田竹溪 (1800-1880)、中村栗園 (1806-1881)、毛利
空桑 (1797-1884)以及岡松甕谷 (1820-1895)。詳請參：〈帆足萬里先生
小傳〉，《帆足萬里全集》，上卷；增補版，卷 1，頁 18-23；西村時彥：
〈帆門諸子附傳（上、中、下）〉，《學界乃偉人》（東京：梁江堂書店，
1911年），頁 127-143等。

6 〈帆足萬里先生小傳〉，頁 11。原文：「蓋シ其ノ抱負ヲ朝廷ニ獻言シ，
京師ニ大學ヲ設ケテ，大ニ文教ヲ振興シ，天下ノ士氣ヲ皷舞シテ，王
室中興ノ基礎ヲ作ランカ為メ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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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萬里著作不少，可分為以下六類：（一）科學、醫學類，
如《窮理小言》(1817)、《窮理通》(1836)和《醫學啟蒙》
(1850)。（二）時事、思想類，有《三教大意》(1835)、《入學
新論》(1843)及《東潛夫論》(1844)。（三）歷史類，《日出孝
子傳》(1812)、《井樓纂聞》和《巖屋完節志》(1841)屬此類。
（四）修辭學、文字學類，《修辭通》(1810）與《假名考》
(1847)。（五）文集、雜著類，包含《肄業餘稿》(1808)、《帆
足先生文集》(1847)與《西崦先生餘稿》(1900)。（六）註釋系
列，如《四書五經標註》(1852)、《荀子標註》、《莊子解》、《呂
氏春秋標註》和《國語標註》等 7。可見萬里學問範圍涉獵頗
廣，不僅在漢學方面，亦包羅和學與佛學相關的論述，更對蘭
學深有造詣 8。如此博學的萬里，無愧於與三浦、廣瀨並列「豐
後三賢」之美名。萬里高足岡松甕谷在明治初期學界活躍，而
盡力於介紹先師的學問 9。本城蕡云：岡松「（明治）九年二月

7 這些著作，均收入《帆足萬里全集》，卷上、下或增補版，卷 1、2。另
五郎丸延編：《增補帆足萬里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88年），
卷 3收錄《窮理通》初稿影本、《窮理小言》影本及《窮理通解》影本；
小野精一編：《增補帆足萬里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88年），
卷 4則收錄《帆足萬里書簡集》，亦可參。

8 關於帆足萬里的生平，其曾孫帆足圖南次 (1898-1983)著有《帆足萬
里》（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年），詳請參閱。井上哲次郎、蟹江
義丸共編：《日本倫理彙編．獨立學派の部》（東京：育成會，1903
年）的〈序說〉，頁 4-5，言萬里誤為宇土藩醫村井能章（見朴，1702-
1760）次子帆足通禎 (1737-1785)，不可參考。

9 請參帆足圖南次：〈帆足萬里〉，大分縣教育委員會編，仲町謙吉、帆
足圖南次共著：《田能村竹田、帆足萬里》（大分：大分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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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來東京，設紹成書院，生徒雲集，一時聞人名士亦多就焉。
於是世始知岡松甕谷為巨儒，而鵬卿之學，遂大行於世。」10可
知萬里的學術在明治以後亦有影響力。

後世學者對萬里學問的評價不一，如井上哲次郎 (1856-
1944)與蟹江義丸 (1872-1904)所共編之《日本倫理彙編》視萬
里為「獨立學派」之一，似看重梅園的影響 11，尤其是蟹江，
他特別欣賞萬里「不偏頗」之學術 12；西村天囚 (1865-1924)認
為「萬里雖以折中學為宗，其豪邁而有政治之才，亦多所學於

1974年），頁 125-126；同文也見於帆足圖南次：《帆足萬里、脇蘭
室》，頁 143-144。

10 本城蕡：〈岡松甕谷先生事略〉，收入如蘭社事務所編：《如蘭社話（後
編）》第 19卷（1916年 5月），葉 10a。

11 井上哲次郎、蟹江義丸共編：《日本倫理彙編．獨立學派の部》。所謂
的「獨立學派」，高田眞治認為：是「超越眾儒之見而探索神、儒、佛
三教之粹」的一派，並舉三浦梅園、帆足萬里、廣瀨淡窗與二宮尊德四
人。高田眞治：《日本儒學史》（東京：地人書館，1941年），頁 208-
216。三浦藤作則更加詳細說明：「折衷學派所注意的學問範圍多僅限
於儒教，其本領是不偏一派的學說而釐清孔、孟之真意（原文：折衷學
派の注目した學問の範圍は多く儒教のみに限られ，一派の學說に偏せ
ず、孔孟の真意を明かにせんするのが其の本領であった）。」反之，
「獨立學派」為「折衷傾向更加徹底，不僅是儒教，還探究道教、佛教
及神道等的真意，以欲提倡一家完全獨創之說（原文：折衷的傾向の尚
ほ一層徹底して，たゞ儒教のみならず，道教．佛教又は神道等の真義
を探り，全く獨創的なる一家の學を唱へんとしたもの）」，舉出帆足
萬里、三浦梅園、二宮尊德、山片蟠桃及大原幽學等人。三浦藤作：
《日本倫理學史》（東京：中興館，1922年；1943年訂正 13版），頁
384。

12 蟹江義丸：〈日本倫理學史研究の順序〉，《倫理叢話》（東京：瀨木博
尚，1903年），頁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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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非無王學之氣味」13；三上參次 (1865-1939)將萬里置於
勤皇論的系統 14；而內藤湖南 (1866-1934)則認為萬里之學係受
中井履軒 (1732-1817)所影響 15，可謂眾說紛紜。然而，先進
研究萬里的成果並不多，尤其在其經學方面，可謂寥如晨星。
因此，本文將以帆足萬里《論語標註》為主，透過與朱熹、仁
齋、徂徠、履軒的解釋進行比較，而探討其解經方法的特色，
以釐清帆門《論語》學的基礎。

二、帆足萬里《論語標註》的特色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原為《四書五經標註》之一（《大
學》與《古文尚書》16闕，米良東嶠補），此書是萬里的晚年成
果，可謂是萬里經學的集大成之作。那麼，萬里《論語標註》
之解經特色有何？本節以下分別探討：（一）萬里對朱說的態
度；（二）對伊藤仁齋說的態度；（三）對荻生徂徠說的態度；
（四）對中井履軒說的態度；以及（五）萬里《論語標註》的
其他解經特色。

13 引自西村時彥：《學界乃偉人》，頁 108。原文：「萬里折中學を宗とす
るも其の豪邁にして政治の才あるは，亦竹山に學ぶ所多くして，王學
の氣味なきに非ず。」

14 三上參次：《尊皇論發達史》（東京：富山房，1941年），頁 437-441。
15 內藤湖南：〈履軒學の影響〉，《先哲の學問》（東京：弘文堂，1946
年；東京：筑摩書房，2012年），頁 210。

16 關於帆足萬里對《古文尚書》之見，請參《肄業餘稿》，卷 2，頁 575。
萬里曰：「《古文尚書》，後世僞作，無疑。其文雖極意摹倣，音節明
暢，終無上古渾厚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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灱萬里《論語標註》對朱熹《論語集注》的態度

如上所述，萬里在青年時期，初師事脇蘭室，後在東遊中
亦受業於中井竹山。可能因此師承關係，關儀一郎、關義直所
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便將萬里分派於「程朱學
者」17。那麼，本節首先探討萬里《論語標註》對朱熹 (1130-
1200) 《論語集注》的態度。

萬里《論語標註》直接提到「朱子」之處，即是〈八佾．
繪事後素〉章，其曰：

詩上二句在〈衞風．碩人〉，而無下一句。朱子以為逸

詩，得之。18

在此章始於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之
意。前二句見於《詩．衞風．碩人》，但「素以為絢兮」這一
句卻不見於《詩經》中，因而朱熹認為：「此逸詩也。」19萬
里亦表示支持。不過，萬里直接提及「朱子」之名僅此處而已。

除此之外，在萬里《論語標註》的解釋中，雖未註明，但

17 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東京：井田
書店，1943年；東京：琳琅閣書店，1966年第二版；東京：琳瑯閣書
店、井田書店，1971年第三版；東京：琳瑯閣書店，1981年第四版），
今參張文朝編譯：《江戶時代經學者傳略及其著作》（臺北：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 55。

18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2，《帆足萬里全集》，下卷；增補版，卷
2，頁 9。

19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2，《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3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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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與《集註》共同之處，例如〈雍也．井有仁〉章，萬里針
對「井有仁」之「仁」指出：

孔子時，仁、人同字，皆一「人」字，是宜作「人」。20

此與《集注》所引劉聘君「『有仁』之『仁』當作『人』」21

之意相同。又，〈泰伯〉首章，《集注》與《標註》分別有如
下一段之解釋：

《集注》：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

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

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22

《標註》：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

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泰伯知

之。太王有疾，托采藥，與仲雍逃之荊蠻。23

《集注》與《標註》在文字上雖稍有出入，如萬里未言與周文
王相關的消息等，但二文頗有相似之處，洞若觀火。又，對〈先
進．從我於陳蔡〉章的解釋，萬里曰：

20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5。
21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3，頁 91。
22 同前註，卷 4，頁 102。
23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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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門」者，謂流離分散不及至門以受業也。24

此可能亦是衍生於朱熹「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
者，此時皆不在門」25的意思。

《標註》不僅採朱熹說，萬里在〈先進．季路問事鬼神〉
章曰：

事鬼，所以事人也。治死，所以治生也。知生則知死，

是夫子原始之言，所以喻子路也。26

此未採《集解》所引魏陳羣 (?-236)「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
益，故不答也」27之說，而可能是受程子「晝夜者，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
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28的影響。

然而，萬里《論語標註》與《集注》相同者，實屬少數。
眾所周知，程朱學以「理」為核心思想。萬里解「五十而知天
命」（〈為政〉）時曰：

天命之謂性，即天道賦於物者，事物當然之理
4 4 4 4 4 4

。「知天

命」，所謂盡己之性也
4 4 4 4 4

。「命」，亦「天命」省語，然

24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6，頁 25。
25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6，頁 123。
2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6，頁 25。
27 〔梁〕皇侃：《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274。
28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6，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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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命」多以死生存亡之際言。29

此看似繼《集注》說而言，因為程子言：「『知天命』，窮理
4 4

盡性
4 4

也。」朱子亦說：「『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
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4 4 4 4 4 4 4 4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
言矣。」30又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

4 4

也。」（〈季
氏．君子三畏〉章）31但是，萬里以「理」解釋《論語》篇章，
僅有此一處而已。在他章中，萬里以《中庸》「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為據，多解釋「天命」為「道」32，不言「理」，
與《集注》不同。

如此，即使《集注》以「理」或「天理」加註，萬里亦不
依其解釋。譬如〈公冶長．夫子之文章〉章，朱熹曰：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

人所受之天理
4 4

；「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
4 4 4 4 4 4 4

，其實一

理也。33

朱熹解釋「文章」為內在德性現於外在的「威儀文辭」，並且
將「性」視為「天理」，將「天道」視為「天理自然之本體」。
換言之，在朱《注》中，自「天道」經「天理」（「性」）至「文

2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7。
30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1，頁 54。
31 同前註，卷 8，頁 172。
32 如在〈季氏．君子三畏〉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故道
即天命。」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8，頁 36。

33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3，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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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即是一「理」。但是，萬里則曰：

「文」，如「孔 文 子 何 以 謂 之 文」（〈公 冶 長〉）之
「文」；「章」，如「狂簡，斐然成章」（〈公冶長〉）之
「章」。「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性也

4 4 4 4 4 4 4

。「天道」，教之
4 4

所由興
4 4 4

，即天命
4 4

也。34

萬里未對此處所提〈公冶長〉的「文」與「章」加註，他的解
釋已不可考。但是，關於「孔文子」以「文」為諡，孔子曰：「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成章」的「章」，意
謂「有可觀者」35。因此，萬里釋此一句為「夫子之好學好問
有可觀者，可得而聞」，確然與朱熹「夫子之威儀文辭，可得
而聞」不相同。加之，萬里說明「性」與「天道」時，均不言
「理」，反而強調「天道」為教學的根據、道程，此點值得留意。
因此，萬里解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雍也〉）時也曰：
「中人力學有悟，亦可以語上，否則不免暗塞也。『上』，謂
天道知命之屬
4 4 4 4 4 4

也。」36

另外，萬里對堯的評價也與宋儒有所不同，如〈衞靈公．
無為而治者〉章，此章主要稱讚舜「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
治」（古註）37，所以朱熹亦曰：「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

34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2。
35 朱熹曰：「『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宋〕朱熹：《論語
集注》，卷 3，頁 81。米良東嶠《論語纂註》與岡松甕谷《論語講義》，
均在此依照《集註》。

3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4。
37 〔梁〕皇侃：《論語義疏》，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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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者。」38萬里卻曰：

「舜」，承堯後。堯之在位，治曆治水，興禮樂，修政

刑，帝王之道大備。至舜嗣位，任官得人，是其所以
「無為而治」。夫子是言，美舜亦所以美堯也。39

他將舜之無為歸於堯時「帝王之道大備」。如此，萬里美堯，
背後似有批判宋儒之意。《肄業餘稿》一方面雖對北宋邵雍
(1011-1077)「好言禍福禨祥」與其「窮理之學」給予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仍曰：

蓋帝堯之立，推步天象，以授民時，修禮樂，敘彝倫。

孔子述《書》，斷自〈堯典〉以為首，亦以堯為儒教之

祖也。而康節書，明以堯為道之已衰者，是老子緒言

耳。40

萬里認為，邵雍「以堯為道之衰者」之意源自《老子》，然程、
張子尊之，因此導致宋學之謬誤。對萬里而言，帝堯並非「道
之衰者」，而是「儒教之祖」。可能因為如此，萬里對〈衞靈公．
無為而治者〉章的解釋特別強調堯的功績。

總之，萬里雖受業於脇蘭室、中井竹山，然而他堅持拒絕
以「理」來解釋《論語》，主要是因為萬里欲「依古文以解古

38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8，頁 162。
3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8，頁 34-35。
40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1，頁 579。

書冊1.indb   323 2018/11/12   下午 04:21:35



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究

－  325  －－  324  －

14

經」之故。米良東嶠〈四書五經標註敘〉（嘉永五年三月）曰：

顧諸儒治經者數十百家，至今訓詁未明，大義多乖。帆

足先生有憂於斯，依古文以解古經
4 4 4 4 4 4 4

，闡微抉伏，瞭如觀

火。門人相與謀抄《四書》、《五經》解，次之本經欄上。

本註可取者，批其旁以便讀者。……夫標註之舉要，教

初學而已。茍由此講習、尋繹，將自有所得焉，抑人之

所見不同。師受之，或異是非、邪正，莫能知其眞，精

之又精，以發明古聖人之意，是存乎其人矣。41

因為萬里憂慮於「訓詁未明，大義多乖」，因而「依古文以解
古經」，門人相與筆記其解於本經欄上。米良認為，這種「標
註」之舉要，雖僅用以教授初學者，但以此講習、尋繹者將自
有所得，以避免人之所見不同。而萬里教授時，解經上或有「是
非邪正」之不同，不可考其真僞者，但他深入鑽研之結果，遂
闡明古聖人之意。萬里本人亦在《肄業餘稿》中曰：

後世有功於聖門，鄭康成、朱子為最。鄭氏之功在訓

詁，漢時去古未遠，微言猶易明，鄭氏彙而集之，殊易

為力也。至朱子，本于道德，明于性命，豈康成之所能

望哉？然康成所失，不過于章句之間，朱子則其言多成

一家，其與孔子之教，所背馳者反大。朱註利於初學，

而害於學者，何則？初學宜以德行為本，宋儒主踐履故

也。蘭室先生亦嘗有此言。然持敬主靜、體用諸說，多
4

41 帆足記念圖書館編：《帆足萬里全集》，上卷；增補版，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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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孔子時所有
4 4 4 4 4 4

。學者習而不察，夫子之道為之不明。此

其所以害於學者也。42

萬里一方面高度評價鄭玄與朱熹在儒教史上的貢獻，另一方面
則指出兩者之失：鄭玄過於拘泥訓詁章句之學；相對而言，
朱熹雖本於道德，明於性命，但主張「持敬主靜、體用」等諸
說，卻非孔子時所有，以致背馳孔子之教者反大。因此，萬里
認為朱註利於「宜以德行為本」的初學者，卻有害於學者。如
米良東嶠〈四書五經標註敘〉所言，《標註》之舉要固用以「教
初學而已」，因而《論語標註》有時採用《集注》說；但萬里
另一方面並未接納程朱學的理學系統，是因為其「非孔子時所
有」。

牞萬里《論語標註》對伊藤仁齋《論語古義》的態度

萬里既然「依古文以解古經」，本文接著將討論萬里《標
註》與所謂日本「古學派」的關係。萬里曾在《入學新論．原
學》曰：「漢儒之稽古，宋儒之窮理，本邦伊、物之復古，亦
不可不讀也。」又曰：「本邦伊、物二子，皆治古經，成一家
言，其言往往出宋儒之上也。」43而高度評價伊藤仁齋 (1627-
1705)與荻生徂徠 (1666-1728)二子「復古」的治經方法。於此，
首先針對萬里《論語標註》與伊藤仁齋《論語古義》的解釋進
行內容上的比較。

42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1，頁 553-554。
43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學》，卷 1，《帆足萬里全集》，上卷；增補
版，卷 1，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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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雖然高度肯定伊藤仁齋的學問，然而，《標註》中罕
見與《古義》相同的解釋，兩者註釋在內容上大多相異。如
〈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章，仁齋曰：

言告人各因其材。聖賢事業，非中人以下之所能當也。

唯當以孝弟、忠信、威儀、禮節告之耳。44

他認為當「教人」時，中人以上可教「聖賢事業」，不然則當
以「孝弟、忠信、威儀、禮節」為教材，可知仁齋釋「語上」
之「上」為「聖賢事業」。對此，萬里則曰：

中人力學有悟，亦可以語上，否則不免暗塞也。謂天道

知命之屬也。45

就萬里而言，「上」非「聖賢事業」，而是「天道知命之屬」，
顯然與仁齋不同。又，〈雍也．中庸之為德〉章，仁齋曰：

三代聖人所謂「中」者，不過處事得當之意。至夫子，

加「庸」字，則為不駭耳目、不拂時俗，萬世不易之常

道。46

他甚至說：「夫子特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論語》之書，

44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3，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
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2年），第 1冊，頁 86。

4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4。
46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3，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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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者，實以此也。」47眾所周知，
仁齋將《論語》視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其主要原因
是《論語》中隱含了「夫子特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的
意義。既然如此，在《論語》裡「中庸」一詞亦僅見於此章，
因此，此章在伊藤仁齋《論語古義》中的地位相當重要。反之，
萬里卻認為：「夫子之時，中庸未為至德之稱。是後人抄《中庸》
入《論語》耳。」48可見他與仁齋不同，將此章視為後人所竄
入之內容，未加特別注重。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不多，兩者當解釋《論語》時
的「態度」尚有共同之處。伊藤仁齋曾曰：

七篇之書，《論語》之義疏也。故得《孟子》之意，而

後可以曉《論語》之義。茍不本之於《孟子》，而徒欲

從《論語》字面求其意義，則牽強不通，必至致誤。若

宋儒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是已。學者不可不知。49

而萬里《標註》引用《孟子》共計十一例，次於引用最多的《左
傳》（17例），這或許受到了仁齋《古義》的影響。

在〈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章，仁齋又曰：「三木（松、
柏、栗―引用者註）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
自王朝至於侯國，植之以為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

47 同前註。
48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5。
49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3，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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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以古者戮人於社也。」50此說可能源自北宋蘇轍 (1039-1112)
《古史》，其曰：「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
也。」51而萬里《標註》亦曰：「古有罪者，戮之于社，見於〈甘
誓〉。」52萬里有無讀過蘇氏《古史》雖不可考，但是此處解說
確實與蘇轍、仁齋相同，並且還明示其說根據《尚書．甘誓》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而來，可見其用心。

接著，復舉〈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
章為例，《集注》引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
忠信，本也。」53按程子之意，藉由學「文」脩「行」則可存
「忠、信」。換言之，「忠、信」乃是「學文、脩行」的目標，
四者並非並列關係，符合孔子道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顏淵〉）的意思。因而朱熹亦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
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而引游氏
之言：「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54

伊藤仁齋雖如此解釋「四教」：「此孔子之家法也。『文』
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蓋萬世
學問之程式也。」如此，四教看似並列關係，但另亦曰：

50 同前註，卷 2，頁 42。
51 〔宋〕蘇轍：《古史》，卷 10，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 371，史部
129，頁 299。

52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2，頁 10。
53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4，頁 99。
54 同前註，卷 1，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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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以「忠信」為歸宿之地。即「主忠信」之意。蓋非

忠信，則道無以明矣，德無以成矣。禮者忠信之推，敬

者忠信之發，乃人道之所立，而萬事之所以成也。凡學

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而後之諸儒，別各立宗旨，以

為學問之主意者，何哉？ 55

仁齋雖一方面批判「後儒徒知持敬，而不以主忠信為要」，但
是，另一方面主張：「忠信，學問之本，故學必以忠信為主。」56

此點實無不同於《集注》。仁齋認為：

古者，道德盛，而議論平，故其修己治人之間，專言孝

弟忠信，而未嘗有高遠微妙之說也。聖人既沒，道德始

衰；道德始衰，而議論始高。及乎其愈衰也，則議論愈

高，而去道德愈益甚矣。人唯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其

實去道德益遠也。佛老之說、後儒之學是已。蓋天地之

道，存于人，人之道莫切於孝弟忠信。故孝弟忠信，足

以盡人道矣。57

就他的觀察，道德之「盛、衰」與議論之「平、高」密切相關：
當道德盛行時，議論平實，因而在修身政治上專言「孝弟忠信」
即可；但孔子歿後，道德日益衰退，議論亦趨高遠微妙，因而
產生佛老、後儒之學說。那麼，孔子之學理所當然以「忠信」

55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4，頁 107-108。
56 同前註，卷 1，頁 7-8。
57 同前註，卷 1，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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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此可謂也是仁齋「古義學」所導出的結論。

那麼，萬里又如何解釋〈述而．子以四教〉章？其曰：

「文」，《詩》、《書》、禮、樂也。「文、行」以正其外，

「忠、信」以治其內也。58

在萬里的解釋中，「文、行」與「忠、信」分別擔負「正其外」、
「治其內」的功能，頗具特色。另在《入學新論．原學》亦曰：

孔子之教，《詩》、《書》、禮、樂而已。《詩》、《書》、

禮、樂之文，謂之「文」；修之於身，謂之「行」；「忠

信」，所以立其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

所雅言，《詩》、《書》、執禮」，蓋謂此也。59

故萬里在〈八佾．繪事後素〉章曰：

言美人有倩盼之質，尚須粉粧以增艷麗，猶繪事之有素

也。子夏意謂：人雖有忠信之美質，加以禮文之飾，而

後文質彬彬，始為君子也。60

關於此章，孔安國曰：「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
後乎』。」而鄭玄 (130-200)曰：「『繪』，畫文也。凡畫繪，
先布眾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

58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2。
59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學》，頁 16-17。
60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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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須禮以成也。」61朱熹則曰：「『繪事』，繪畫之事也。『後
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
美質，然後可加文飾。」關於「後素」的解釋，仁齋釋為「凡
畫繢，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為文」62，與《標註》「蓋
繪畫皆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也」63完全一
致，可知仁齋、萬里皆採用孔、鄭之說。不過，萬里將「忠信」
當作「人之美質」，可能源自朱熹「禮必以忠信為質」64之見，
與上文所引之「『文、行』以正其外，『忠、信』以治其內」
息息相關。此種解釋，實散見於萬里《論語標註》中，如解釋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
長〉）時，其曰：

是夫子言其所自得，以見學之不可已也。天質之美易

得，好學之人尤難得也。65

此處也將「忠信」歸屬於內在的「天質」，而以「文」當於外
在的「文飾」。值得注意的是，仁齋解釋此章亦曰：「此歎美
質之易得，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66實與萬里相同。可見萬
里解釋《論語》「忠信」（質）與「文行」（文）的關係，不
僅受《集注》的影響，有可能亦是在仁齋古義學的影響下所培

61 〔梁〕皇侃：《論語義疏》，頁 57。
62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2，頁 33-34。
63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2，頁 9。
64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2，頁 63。
6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3。
66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2，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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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67。

總之，萬里《論語標註》是否直接受到伊藤仁齋《論語古
義》的影響此一問題，因為書中完全未提到仁齋之名，無法斷
言。但是，兩者對於《論語》的某些篇章解釋相當類似，尤其
是萬里將「忠信」視為人的「美質」，而注重「夫子之道以忠
信為本」68或「仁之方，主忠信」69的學問工夫，因而有「君子
所以自達者忠信也」70之說。此處固然不可僅說單純受某家的
影響；但是，仁齋《古義》在萬里《標註》詮釋上的成分也不
應該受到忽視。

犴萬里《論語標註》對荻生徂徠《論語徵》的態度

其次，本文將探討萬里對荻生徂徠《論語徵》說的態度。
萬里《標註》所提及的日本學者實有二人：即「徂徠」與「履
軒」。

不過萬里所錄「徂徠」，僅見於〈公冶長．宰予晝寢〉章
而已，其曰：

67 但是，仁齋另曰：「仁、義、禮、智謂之道德，人道之本也；忠、信、
敬、恕謂之修為，所以求至夫道德也。故語道德，則以仁為宗；論修
為，必以忠信為要。」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1，頁 15。關於此，
詳參伊東倫厚：〈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古學派の道德說―〉，

松川健二編：《論語の思想史》（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頁 476-
496；中文版有金培懿譯：〈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古學派的道德
說〉，收於林慶彰、金培懿、陳靜慧、楊菁合譯：《論語思想史》（臺
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 595-622。

68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9，頁 41。
69 同前註，卷 7，頁 30。
70 同前註，卷 7，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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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徠以為：「晝寢」，晝日在內寢燕息也。「寢」字虛用，

然不必睡寐也。71

關於「晝寢」，荻生徂徠解釋如下：

「宰予晝寢」，古來以為「晝寐」，非也。古有「寢不

寐」（《公羊傳．僖公二年》、《國語．晉語一》）之文。

「寢」，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

士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為寢

也。「宰予晝寢」，晝處于寢
4 4 4 4

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
4 4 4 4

者
4

焉。故孔子深責之
4 4 4 4 4 4

。〈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

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

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

傳》（宣公二年）載：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麑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寐，

豈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

意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為此解耳。72

傳統關於「晝寢」的解釋，東漢王充 (27-?)《論衡．問孔》云：
「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73梁皇侃 (488-545)曰：

71 同前註，卷 3，頁 12。
72 荻生徂徠：《論語徵》丙，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
（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6年），第 5冊，頁 94。

73 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 9，頁 406。

書冊1.indb   333 2018/11/12   下午 04:21:36



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究

－  335  －－  334  －

24

「『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寢也。」74北宋邢昺 (932-1010)曰：
「『宰予晝寢』者，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75朱熹《集注》亦曰：
「『晝寢』，謂當晝而寐。」76如此，東漢以來比較主流的解
釋皆認為「晝寢」為「晝臥」、「晝眠」、「晝寐」77，徂徠
則否定之，而認為宰我晝日在燕寢並有不可言的行為，故孔子
深責之。由此可知，萬里解釋此章，雖未言「有不可言者」，
但基本上依循徂徠之說。

另外，關於〈泰伯〉首章，荻生徂徠特別留意「以天下
讓」一句，而曰：

「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

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

諸侯有天下矣。」夫周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其二，泰

伯之時，天下非周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大王之心，

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

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

也。（後略）78

74 〔梁〕皇侃：《論語義疏》，頁 107。
75 〔宋〕邢昺撰：《（宋刊）論語注疏》，收入嚴靈峯編：《無求備齋論語
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第 4函，卷 2，葉 6裏。

76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3，頁 78。
77 唐韓愈另云：「『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
有晝寢之責乎？」〔唐〕韓愈、〔唐〕李翱：《論語筆解》（新北：廣文
書局，2012年），頁 21。

78 荻生徂徠：《論語徵》丁，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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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雖未言「以文王有聖德，故傳位季歷」等，但亦曰：

太王歿而不反，季歷遂立。太王肇基王迹，及文、武

終有天下。然當時實未有天下，故不曰「讓天下」，曰
「以天下讓」，謂其所讓之大也。79

可見兩人皆注意「以天下讓」的解釋，且其說並不見於《集
解》、《正義》及《集注》等 80，且與伊藤仁齋的解釋：「『以
天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也」81也截然
不同。

除上述之外，我們在萬里《論語標註》中亦可發現其他深
受徂徠《論語徵》影響之處，譬如〈公冶長．十室之邑〉章，
朱熹曰：「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

4 4 4 4 4 4 4 4 4

，不
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82萬里雖曰：

是夫子言其所自得，以見學之不可已也。天質之美易

得，好學之人尤難得也。83

但並未言及「可以為聖人」之意，此值得留意。徂徠關於此章
的解釋曰：「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

7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9。
80 魏王肅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
讓於王季。」見〔梁〕皇侃：《論語義疏》，頁 185。《集注》亦同。

81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4，頁 116。
82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3，頁 83。
83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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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夫仁人，可學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
豈可學乎？」84批判了宋儒之「仁、聖無別」，可見徂徠與萬
里之說解頗為接近。

另外，徂徠在《論語徵》中屢次強調「孔子以教學（人）
為事（自任）」，此亦是與萬里共同之處，如〈述而．天生德於
予〉章，萬里曰：

故孔子有此語，言天生有德之人，正當我身，以教化一

世，桓魋得害之，是無天命，必不然也。85

而解釋〈先進〉「吾與點」時，亦曰：

曾點其言以為：明王不作，世已無用我者，將建明教

道，「教育英才」（《孟子．盡心上》），以俟後世用之。

夫子「與點」之言，婉辭，言我亦不過此也。86

因此，萬里解釋〈學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又曰：

「朋」，篆文二鳥為朋，所謂同臭味之人也。名聲著

84 荻生徂徠：《論語徵》丙，頁 129。
8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7。
8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6，頁 26-27。徂徠在〈述而．天生德於予〉
章曰：「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有德之
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
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
同意。」見於荻生徂徠：《論語徵》丁，頁 145-146。

書冊1.indb   336 2018/11/12   下午 04:21:3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的解經特色 

－  337  －－  336  －

27

聞，至有遠方之人來見，在講學者，是亦可樂也。87

關於「朋」字，篆文作「 」，二貝為朋 88，因而萬里此處所
述之「二鳥為朋」之出處不明。不過，此引文顯示萬里自「講
學者」的角度加以說明。萬里甚至認為，孔門師弟面臨困境時，
孔子之發言都是為了「解門人之懼」89、「安門人從者，使無
畏懼也」90。如此，萬里強調「教育英才」、「教化一世」的
孔子，可謂是與徂徠「以教學自任」的孔子形象一脈相通。

如上所述，《論語標註》中可發現不少與《論語徵》共同
的觀點 91，但是，兩者之間亦有不同之處。如徂徠曰：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

篇，其傳於後者尚爾，况《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
幷析者可知也。祇其書以

4 4

「知命君子
4 4 4 4

」終始
4 4

，及
4

〈鄉黨
4 4

〉

終上
4 4

《論
4

》，〈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後，蒐

87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6。
88 白川靜：《新訂字統》（東京：平凡社，2004年），頁 815。
8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7。
90 同前註，卷 5，頁 21。
91 另外，萬里在《入學新論．原學》中曰：「六經至矣。《論語》，夫子與
門弟子論學之言也，故治六經，不可不讀《論語》。六經殘缺、夫子設
教之序，晦而不明，後儒以《論語》之言切問近思，尊崇過六經，亦勢
之必至也，不知《論語》不得六經，徒法無術，六經無《論語》，則無
求仁志彀之教，不能免博而少要之譏。故《論語》，六經之羽翼，不可
相無也。」帆足萬里：《入學新論》，頁 23。可見他還是將讀書的目的
放置於六經上，就此點而言，萬里《論語》學與仁齋不同，而較近於徂
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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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

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92

徂徠認為，《論語》相傳分上、下，是編者整理的結果，並主
張上篇為琴牢所編，下篇則係原憲所輯 93。萬里則曰：

《論語》，七十子及其徒錄從孔子及其師講論之語也。

其輯而成書者，不知其果出誰，意七十子之徒也。是書
4

以
4

「知命君子
4 4 4 4

」終始
4 4

，及
4

〈學而〉為首篇，〈鄉黨
4 4

〉終
4

上
4

《論
4

》，皆編者微意也。94

可見不僅在文字上與徂徠相似，萬里亦從中看出「編者微意」。
但是，萬里並未明言編者之名，與徂徠舉出琴牢與原憲不同。

另外，〈泰伯．恭而無禮〉章，徂徠解釋如下：

朱子又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

「人道所知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

絞。」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先後之序，皆僅言一端者

92 荻生徂徠：《論語徵》甲，頁 3。
93 此說似本於太宰春臺說。太宰在《論語古訓外傳》曰：「《論語》前十
篇，琴張所論定，以其稱『牢曰』知之；後十篇，原思所論定，以其言
『憲問恥』知之。今觀其文詞，前十篇簡而奇；後十篇，詳而實，要與
二子性行相似。……昔純與荻先生言《論語》之義，余曰：『牢曰、憲
問，非他人之言也，必是二子自稱，《論語》豈二子所著耶！』先生拊
手而喜，曰：『誠然誠然！』遂相謂為定論云。」太宰春臺：《論語古
訓外傳》（江戶：嵩山房，1745年）。

94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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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恭、慎、勇、直，是人之性
4 4 4

也。禮者，所以養人之
4 4 4

德性
4 4

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勞、葸、亂、絞之

疾也。95

從徂徠而言，《集注》之說僅是言「一端」而已，認為「恭、
慎、勇、直」是人之性，不以禮養之，則必有「勞、葸、亂、絞」
的四弊。萬里則曰：

四者（指「恭」、「慎」、「勇」、「直」―引用者註）

皆德之美者，然不以禮文之，則不能無弊也。96

兩者看似頗為接近，但實大不同：（一）萬里並未將四者視為
「人之性」，而認為是「德之美」。（二）萬里釋「禮」異於
徂徠的「養之」，而是「文之」。就徂徠而言，「禮者，所以
養人之德性」；反之，萬里的確認為，禮樂為「所以輔仁而成
之」97，但另曰：「禮以立人之行，樂以治人之性」98，故亦曰：
「人雖有忠信之美質，加以禮文之飾，而後文質彬彬，始為君
子也。」99可見萬里所言的「禮」之主要功能，始終在於「文飾」
這點。

關於此點，另可參見對〈憲問．子路問成人〉章的解釋。

95 荻生徂徠：《論語徵》丁，頁 58。
9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9。
97 同前註，卷 2，頁 8。
98 同前註，卷 9，頁 38。
99 同前註，卷 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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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須是
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朱熹也云：
「成人，猶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
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
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
矣。」100程、朱皆認為，兼有四種「能」或「長」，再配合禮
樂，始能為「全人」。反之，伊藤仁齋指出：「兼四子之長，
非也。是蓋聖人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又謂：「言若
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
足以當成人之名。」101荻生徂徠一方面承認仁齋所說，謂：「可
謂善解《論語》已」，但另一方面也指出：

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樂也。「文之以禮

樂」，納諸先王之道
4 4 4 4 4 4

也。《傳》曰：「君子蓋禮樂云。」

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德。

「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樸之謂也，養之成器，而

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翅「救偏補闕」之謂乎？ 102

對徂徠而言，「禮樂」不僅是「救偏補闕」的，而更是用來「養
之成器」的。換言之，禮樂的作用並不止於人的外在，而必須
內在化，即「養人之德性」，使他成為「人」。此即是《辨名．

100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3，頁 151-152。
101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4，頁 208-209。
102 荻生徂徠：《論語徵》庚，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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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所以云：「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為成人也。『成
人』者，成德也。『文之』者，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傅丹
雘也」103的用意。萬里則曰：

「成人」者，謂其成材可以任事也。「文」，文飾也。

言如四子（指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引用

者註）天質之美，使之學禮樂以成其材，可以為成人

也。104

可見萬里在此也將「文」釋為「文飾」，別於「天質之美」。
因此，在〈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章，徂徠云：「欲『欲之』
者，納諸身

4 4 4

也。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身
4 4 4 4 4 4 4 4 4 4

，則非禮不能，故曰『以
禮』。……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105

萬里卻曰：

「約」，約束也。「約之以禮」，以禮約束其身
4 4 4 4

而使不失

道也。106

在〈子罕．顏淵喟然歎〉章又曰：「『約我以禮』，非禮

103 荻生徂來：《辨名》，卷下，收入井上哲次郎、蟹江義丸共編：《日本
倫理彙編．古學派の部（下）》（東京：育成會，1902年），卷 6，頁
34。

104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7，頁 31。
105 荻生徂徠：《論語徵》丙，頁 125。
10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5。

書冊1.indb   341 2018/11/12   下午 04:21:37



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究

－  343  －－  342  －

32

無視聽言動，是也。」107可見萬里所理解的「禮」，主要作用於
人的身體或行為方面。故萬里在《入學新論》曰：

禮者，聖人由人性之固有，以立之節也。仁義愛敬之

心，人皆有之，然及其行之，非禮無以自見。彝倫之

敘、政刑之設、宮室冠服之制、升降俯仰之節，皆仁

義愛敬之發，而禮所為制也。凡人之行，莫不由禮而

立。……故禮者，教道之所尤重也，彝倫之道已明，其

所以行之者，禮也。108

又曰：

禮以治其行，不可無所以治其心，樂者，先王所以養其

心發其和也。……禮以方其外，樂以和其內。109

故萬里解釋〈憲問．下學而上達〉章為：「『下學』，謂進退
升降之禮及射御書數屬；『上達』，謂深達道義之源也。」110

可見徂徠與萬里二人對「禮」的理解稍有不同：前者主張禮務
必納諸於身 111，後者則認為禮是約束、文飾人的外在或行為的，

107 同前註，頁 22。
108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學》，頁 19。
109 同前註，頁 20。
110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7，頁 33。
111 關於此點，可參小島康敬：〈荻生徂徠の「學」―身體の了解と模倣、
習熟、思慮の問題をめぐって〉，《理想》第 619號（1984年 12月），
頁 307-320，後收於氏著：《徂徠學と反徂徠》（東京：ぺりかん社，
1994年增補版），頁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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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萬里未接納徂徠對「禮」的詮釋 112。

萬里曾曰：「本邦近世學問技藝之盛，遠過往古：伊、物
之學術，後藤、香川之醫，關孝和之數，皆彼邦所無。唯書、
畫以形象傳，則彼人亦不失妙悟。」113「後藤、香川」指後藤
艮山 (1659-1733)與香川修庵 (1683-1755)師弟，是「古方派」
的醫師；關孝和 (1642-1708)則是以「點竄術」聞名的算聖，
他們皆改革了傳自中國的醫學及數學，進而發明了新的方法和
技術。而在學術領域亦有「遠過往古」者，其代表人物即是伊
藤仁齋與荻生徂徠。故萬里另曰：

學術之教起堯、舜，經三代益盛。周為第一變，變極其

盛，所謂集大成也。漢承秦火之餘，僅補塞罅漏耳。而

詞賦之學興，六代沿其流者也。宋為第二變，元以下沿

其流者也。本邦伊、物為第三變。第三變不在漢，而在

東方，足以為國光。114

萬里既相當欣賞徂徠在詩、書方面的成就，亦在學術方面賦予

112 這種思路也反映於《論語》其他篇章的解釋，如〈子路．剛毅木訥近
仁〉章，徂徠之所以云：「蓋仁在力行。剛毅木訥之人，必能力行，故
云爾。」（《論語徵》庚，頁 264）是因為「力行之久，習熟之至，然後
真知之」（《辨名》，卷下，頁 108）。徂徠依《中庸》「力行近乎仁」
而加註。與此不同，萬里此處也仍重「忠信」，而曰：「仁之方，主忠
信。剛毅木訥之人必忠信，故夫子以為『近仁』也。」（《論語標註》，
卷 7，頁 30）

113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2，頁 573。
114 同前註，卷 2，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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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肯定。萬里曾在《修辭通》述作文之法曰：

故學問之道，先治其辭。今我生斯邦，欲治異域難明之

辭，不亦迂而難為乎？是誠然。然吾邦之為國，取教於

唐，明倫治國、軍旅醫藥、百工技藝，少不資始於彼邦

者。彼邦古典，乃教道所在，茍不通其辭，豈得繹其意

而無謬乎？是作文之所以貴於古也。115

並曰：「學古文，必以西漢以上為法。」116顯然可知萬里「古文」
觀是受徂徠古文辭學的啟發 117。就此而論，萬里既然重視「依
古文以解古經」的方法，《標註》便可說理所當然受到徂徠《論
語》學的影響。然而，萬里並未完全依照徂徠《論語徵》之說，
尤其是與「禮」相關的解釋，可能是因為萬里堅持以「忠信」
為質，「禮樂」為文的君子論之故。

犵萬里《論語標註》對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的態度

接著，本文將針對中井履軒《論語逢原》與帆足萬里《論
語標註》的解釋進行比較。萬里註明引用「履軒」說，僅見於

115 帆足萬里：《修辭通》，《帆足萬里全集》，上卷；增補版，卷 1，頁
441。另外，萬里在〈送佐藤無逸序〉中亦曰：「故今之學者，必先治
其辭，辭之既治，六經可明，殘缺可辨也。」《西崦先生餘稿》，下，收
入《帆足萬里全集》，上卷；增補版，卷 1，頁 694。

116 帆足萬里：《修辭通》，頁 445。
117 萬里在《修辭通》中介紹徂徠「授句讀法」有二：一為「學唐音」，二
為「先從本邦讀法，授以《四書》、《孝經》類，擇其中易解一、二句，
時為解說，日不過一、二次，切勿說章旨及道德性命之說」。而萬里不
取前者，卻支持後者。詳請參《修辭通》，頁 44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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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鳳鳥不至〉章而已，並且其所引非自《論語逢原》而
來。萬里曰：「『河圖』，履軒《書傳》以為地圖，得之。」118

此「書傳」為《尚書雕題》，履軒在其中云：「河圖，地之圖
也。」119萬里即引用此說。

然而，《論語標註》中屢見與履軒《逢原》相同的解釋。
最為明顯的是，在《標註》卷頭說明《論語》緣起之處，萬里
曰：

孔壁藏書及恭王壞宅事，出於漢時治《古文尚書》者，

誇毗之言，先儒既絀其誕
4 4 4 4 4 4

。所謂《古論》者，篇次不

同，及多〈子張篇〉，蓋亦其徒所為。《齊論語》亦尨

雜，且〈問王〉、〈知道〉篇名不類《論語》。王伯厚謂：

問王乃問玉，理或然。然子貢問玉之類而已，要不足信

也。120

《漢書．藝文志》謂：「《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
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
《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121此即所謂「孔
壁藏書及恭王壞宅事」，但是，萬里云「先儒」已排斥其妄誕。
此「先儒」究竟為何人？關於此點，米良東嶠《論語纂註》明言：

118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5，頁 22。
119 中井履軒：《尚書雕題》（吹田：大阪大學圖書館藏，中井履軒手稿
本），卷 6，葉 50裏。關於此點，受益於明道大學應用日語系黑田秀教
教授的指教，特誌謝意。

120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5。
121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1706。

書冊1.indb   345 2018/11/12   下午 04:21:37



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究

－  347  －－  346  －

36

倉（東嶠）按：孔壁藏書及壞孔子宅，出於漢初治《古

文尚書》者之言，中井履軒斥其誕
4 4 4 4 4 4 4

。（後略）122

今參《逢原》，即履軒曰：「凡《書》，稱出孔子壁中者，皆妄謬，
古《論》可知矣。……〈問王〉、〈知道〉，蓋亦妄謬。」123是也。
可見萬里所謂之「先儒」即指中井履軒。

除此之外，《標註》中可發現與《逢原》相似之言辭，如
〈學而〉首章「慍」的解釋，履軒曰：「『慍』者，謂怒氣蘊
蓄于胸中。」124萬里也曰：

慍、薀同，積于中不發之謂，慍怒也。125

又在〈為政．吾與囘言〉章，履軒曰：「『退』字屬顏子，猶
言彼退而後，我省其私也。『私』不必言燕居獨處，其在門下，
與諸子講明討論者，皆是『私』矣。」126此意顯然同於萬里所言：
「『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私』，與諸弟子言論也。」127

除此之外，兩者相同的解釋還有幾處，如下表所示：

122 米良東嶠：《論語纂註》（京都：村上書店，1901年），頁 3。
123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集註序說》，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
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5年），第 4冊，頁 6。

124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學而》，頁 11。
12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6。
126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為政》，頁 34。
127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7。

書冊1.indb   346 2018/11/12   下午 04:21:37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的解經特色 

－  347  －－  346  －

37

篇章 《論語》原文 《論語逢原》 《論語標註》
〈 公 冶
長．雍也
仁 而 不
佞〉章

禦人以口給 「禦」如字，是
禦敵之禦，抗拒
人之難詰也 128。

「禦」，抗禦也。
「口給」，言其
辨口足以給禦人
之用也 129。

〈述而．
子不語怪
力亂神〉
章

怪力亂神 「神」，謂降妖、
作災、憑人、託
夢，凡神異之事
也 130。

「神」，謂降妖、
作災、憑人、託
夢，凡神異之事
131。

〈泰伯．
曾子曰可
以託六尺
之孤〉章

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

「命」，謂號令，
即政事矣。……
「大節」，謂國
家大變故，關其
死生存亡也。不
當作君子者之節
操 132。

「命」，命令也。
「大節」，謂死
生存亾之地 133。

〈鄉黨．
孔子於鄉
黨〉章

恂恂如也……
便便言

「恂恂」，恭順
貌，而不能言者
之容貌矣。註信
實，未允，辭氣
似冗。

恂、恂（旬？）
同字，元由旬字
生。「恂恂」，
溫恭有序之貌。
「便便」，明辨

128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公冶長》，頁 83。
12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2。
130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述而》，頁 137。
131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7。
132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泰伯》，頁 155。
133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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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 《論語》原文 《論語逢原》 《論語標註》
「便便」，明辨
之貌 134。

貌 135。

〈先進．
噫 天 喪
予〉章

噫天喪予 「噫」，歎辭，
若痛傷聲 136。

「噫」，嘆辭，
蓋痛惜之也 137。

〈先進．
子 哭 之
慟〉章

子哭之慟 「慟」，過哀失
容也 138。

慟、動同，哀過
而失容也 139。

〈子路．
葉公語孔
子〉章

其父攘羊 彼自來，而我掩
取之，曰「攘」。
其 惡 稍 輕 於 盜
140。

「攘」，掩取也。
譬如鄰雞來入其
家，即公然奪取
以為己有，不肯
還也 141。

〈 衞 靈
公．子貢
問曰有一
言〉章

子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
人

所不欲勿施，是
為恕之方法工夫
耳。非釋「恕」
字 142。

「己所不欲」以
下，言其「行之」
之方也 143。

134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鄉黨》，頁 183。
13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5，頁 23。
136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先進》，頁 205。
137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6，頁 25。
138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先進》，頁 205。
13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6，頁 25。
140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子路》，頁 263。
141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6，頁 30。
142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衞靈公》，頁 315。
143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8，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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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履軒與萬里解釋《論語》時，使用相當類似的詞彙。
除了用詞相同之外，有幾處兩者的解釋，在意義上可謂一脈相
通。例如〈憲問．陳成子弒簡公〉章，朱熹曰：「臣弒其君，
人倫之大變，天理

4 4

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
4 4 4 4 4 4

，況鄰國乎？故夫子
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144萬里則道述：

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名教
4 4

所不容。且齊魯世婚
4 4 4 4

，雖

無天子命，可得討也。故夫子雖已告老，而請哀公討

之。145

朱熹認為陳恆弒君為「天理所不容」之事，而正是因其背馳「天
理」，因而任何人皆可誅之；萬里則不同，將弒君視為「名教」
之事，意謂陳恆所背離的是「名教」，故而雖在天子沒有下令
的情形下，魯國卻直接可誅殺陳恆，是因為魯與齊為姻親之國
的緣故。此論述實與履軒說密切相關，履軒批判朱註曰：「註
『人人得而誅之』，謂同朝之人也，非通諸國者。其下乃云：
『况鄰國乎』，鄰國比之同朝，甚疏。『况』字失當。」並曰：
「註『法所必討』，是言太泛。夫齊弒其君，宋、衞、陳、鄭，
皆有必討之責乎？必不然。唯魯隣國，而世世婚姻，故可討耳，
非諸國通法。」146履軒與萬里解釋此章頗為接近，由此可推測
萬里《論語標註》有可能是參考履軒《論語逢原》而成。

然而，萬里並未完全順從履軒的解釋，兩人之間也可以發

144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7，頁 154。
14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7，頁 32。
146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憲問》，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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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少不同之處。例如論「仁」，履軒在《論語逢原》中雖曰：
「『仁』字，與上文『犯上作亂』相照，是謂施行於外者。」147

但另一方面也承認朱熹的說法，而曰：「『仁』者，性也。」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148

相對而言，萬里論「仁」則有異於履軒之說的獨特性，其
曰：「『仁』字，始見於〈鄭風〉，出周中葉。」149又曰：「仁、
人元同字，周中葉以來，初有仁名，孔子之門以為成德之
稱。」150甚至也曰：「孔子時，仁、人同字，皆一『人』字。」151

他所謂的〈鄭風〉，指「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4

」

（〈叔于田〉）以及「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4

」（〈盧令〉）。萬
里認為「仁」與「人」原為同字，直到周中葉之後，始有「仁」
字，首例見於《詩．鄭風》中。其原意僅是「其慈惠肖人」，
別無深意，但孔子卻以之為「成德之稱」、「學問極致」152，此
是因為「『仁』者，與人皆生之道，其功及眾者廣」153。故萬
里解釋〈雍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句，亦認為：「言『其心』
者，功業未就，功未及人，不得曰仁也。」154而《入學新論．
原教》亦曰：

147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學而》，頁 11。
148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學而》，頁 13。
14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0，頁 42。
150 同前註，卷 1，頁 6。
151 同前註，卷 3，頁 15。
152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名》，頁 26。
153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教》，頁 4。
154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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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利眾之心，是上天生物之氣寓於人者也。故慈愛之發
於心，溫乎如春，熙乎如悅，推以及人，與天地合德也。然必
其成功可見，而後謂之「仁」。故以顏子之賢，猶曰「其心三
月不違仁」耳 155。

可見萬里論「仁」，並非止於「愛之理、心之德」；而是
要發出於心，並作用於他人，始可稱為「仁」。萬里之所以曰
「仁之方，主忠信」156，而此「忠信」為「多就交人上而言
耳」157。

復舉一例，〈憲問．下學而上達〉章，各家解釋頗有分歧：

《集解》：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孔安國）158

《集注》：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程子）159

《古義》： 「下學」者，習人事之近也；「上達」者，造

道德之奧也。160

《徵》： 「下」謂今，「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詩》、

《書》、禮、樂，而達於先王之心也。161

《繹解》： 學於在人之道，因以得上達為天下國家之道

155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教》，頁 3。
156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7，頁 30。
157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名》，頁 26。萬里另曰：「『忠』，謂其用心
忠厚也；『信』，謂其言無虛僞也。」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
頁 6。

158 ﹝梁﹞皇侃：《論語義疏》，頁 379。
159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7，頁 158。
160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 7，頁 221。
161 荻生徂徠：《論語徵》庚，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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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爾。162

《語由》： 夫子博學，下及卑近之事，謂之「下學」；上

知所資，通達道德之奧，謂之「上達」。163

如此諸說紛紛，可大致分為五種進路：（一）如孔安國，下學「人
事」，上達「天命」，雖不知其詳細內涵，但是，他將此章的「上
―下」歸於「天―人」關係。（二）程子亦引進「天―人」
關係，與孔安國相同，但發揮理學的本領，謂上達「天理」，
此與《古註》分歧。（三）如伊藤仁齋與龜井南冥，皆導入「卑
近―高奧」關係觀看此章「上―下」，可謂始終採取人間
道德的觀點。（四）荻生徂徠視「上―下」為「古―今」，
「今」代表先王的經典；「古」則表示先王之心，尋求經典的
源頭於古代先王，此可謂是一種著眼於歷史性的解釋。（五）
最後為皆川淇園的解釋，他解釋此章為：求「學」於「在人之道」
中，最後得以達到「天下國家之道」，此偏向於政治性的解釋。

那麼，中井履軒與帆足萬里如何解釋此章？首先，我們觀
察履軒《逢原》的解釋，其曰：

「下學」，如「忠恕」、「九思」，博文約禮之類，是

也；「上達」，如「窮理盡性」，格天知命之類，是也。

162 皆川淇園：《論語繹解》，卷 7，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
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2年），第 3冊，頁 151。

163 龜井南冥：《論語語由》，卷 14，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
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2年），第 2冊，頁 266。萬里
與南冥之間有交際，但乍看之下，《論語標註》看似未徵引《論語語由》
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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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以「上」、「下」分屬于「天理」、「人事」。164 

履軒在〈里仁〉認為：「『忠恕』者仁之緒，而為仁之工夫，
故亦可形容仁道矣。」165又論〈季氏〉「九思」曰：「此隨時
應物之思。」166並在解釋〈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時道述：「此『禮』，專以當身宜行宜守者而言，不當泛然作
禮樂之禮。」167可見履軒所講的「下學」，意謂至「仁」的工夫，
亦即當身宜行而守的「禮」。至於「窮理盡性」一語，本出自
《周易．說卦》。履軒《周易逢原．大傳（說卦）》曰：「『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是稱賛聖人之至言矣。後人以此論學者
工夫，大失文義，弗思之甚。」又曰：「『命』字不當深求，
是人之所遭禍福、壽夭、成敗，凡人力弗能強者，皆是也。《論
語》『知命』、《孟子》『正命』皆然。『命』猶言天意，與
『天道』不同。」168此仍是批判朱熹《周易本義》「窮天下之
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之說。對履軒而言，「窮理盡
性」非學者工夫，「知命」之「命」又非「天道」或「天理」，
而是「天意」，即指人所遭之禍福、壽夭、成敗等。換而言之，
「下學而上達」意謂透過「仁道」或「禮」而達到認知「天意」
―命運的境界。這種解釋可說與荻生徂徠的歷史性解釋、皆

164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學而》，頁 293。
165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里仁》，頁 75。
166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季氏》，頁 337。
167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雍也》，頁 120。
168 中井履軒：《周易逢原》，收入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復刻刊行會監修：
《周易雕題》（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97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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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淇園的政治性解釋截然不同；又《古義》、《語由》將「上達」
的目標為「道德之奧」，履軒則不然，認為其乃「天意」所在；
另外，由履軒直言：「不當以『上』、『下』分屬于『天理』、
『人事』」，可知履軒不同意《集注》之說。就此而言，履軒
的解釋似乎屬於前述（一）之進路，可謂衍生於孔安國說。

而萬里《標註》又是如何解釋此章？其曰：

「下學」，謂進退、升降之禮及射、御、書、數屬；「上

達」，謂深達道義之源也。169

「下學」謂「進退、升降之禮及射、御、書、數」等，出自《周
禮．地官．司徒》170。在此意義上，萬里與履軒「博文約禮」
說相似，因為履軒亦認為是「專以當身宜行宜守者而言，不當
泛然作禮樂之禮」。然而，關於「上達」，萬里解釋為「深達
道義之源」，而不言「天理」，表示他仍拒絕理學的解釋系統；
並且沒有像荻生徂徠、皆川淇園對此章進行歷史性或政治性的
解釋；加之，萬里又未解釋「上達」為「天意」―即「人之
所遭禍福、壽夭、成敗」，可見亦與履軒不同。就此而言，萬
里說又可謂是相近於伊藤仁齋與龜井南冥「道德之奧」說。那
麼，萬里所謂的「道義之源」指何？萬里認為：

169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7，頁 33。
170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臺北：臺
灣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 160。其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
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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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者，聖人由人性之固有以立之節也。仁義愛敬之心，

人皆有之。然及其行之，非禮無以自見，彝倫之敘、政

刑之設、宮室冠服之制、升降俯仰之節，皆仁義愛敬之

發，而禮所為制也。凡人之行莫不由禮而立，……人之

所以自處者，無非禮也。故禮者，教道之所尤重也。彝

倫之道已明，其所以行之者，禮也。171

對萬里而言，人皆有「仁義愛敬之心」，但非透過「禮」來表
現不可。反過來說，人人均依「禮」的話，便可恢復「仁義愛
敬之心」，即是「人性之固有」。萬里另曰：

儒教以畏天命為主，行仁為極。《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知天命者，聖人

之立教也；畏天命者，君子之行道也。172

據此可見萬里依《中庸》而視「人性之固有」為「天命」，故《標
註》曰：「『知天命』，所謂盡己之性也。」173〈雍也．中人以上〉
章釋「語上」之「上」亦謂：「天道知命之屬也。」174若依此，
「道義之源」乃指「天命」。如此，萬里對〈憲問．下學而上達〉
章的解釋，與中井履軒同樣衍生自孔安國說，且兩者針對「下
學」之解釋相當類似；但關於「上達」，履軒解釋為「天意」，

171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學》，頁 19。
172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教》，頁 3。
173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7。
174 同前註，卷 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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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則為「天命」，兩者解釋竟然產生分歧。

總而言之，中井履軒與帆足萬里解釋《論語》的態度，可
說甚為接近，尤其是針對朱熹《集注》的態度 175。履軒曰：「蓋
天理、人欲，竟不可用解《論語》矣。」176而如前所述，萬里
也堅持反對以「非孔子時所有」來解釋《論語》。另外，我們
在《逢原》與《標註》兩書中發現了不少相同用詞、解釋，此
表示萬里在履軒的經說中，受到不少啟發，誠如上述內藤湖南
所指出。不過，萬里《論語標註》對「仁」或「天命」的解釋，
與履軒《逢原》並不相同，此點也不可忽略。他仍然在自「忠
信」的美質，經由「禮」的文飾，恢復「仁義愛敬之心」―
「天命」的君子論中，對《論語》進行解釋。

玎帆足萬里《論語標註》的其他解經特色

以上比較萬里《論語標註》與朱熹《論語集注》、伊藤仁
齋《論語古義》、荻生徂徠《論語徵》及中井履軒《論語逢原》
的解釋，指出了萬里與各家在解釋《論語》上的異同。而萬里
解釋《論語》的特色，除了藉由上述比較已可略見一斑之外，
還有幾點應當指出：

其一，《標註》屢屢以日本的風土歷史為例而加以解釋，

175 關於中井履軒的經學，可參武內義雄：《儒教の精神》（東京：岩波書
店，1939年；1982年特裝版），頁 194。他指出：「履軒的經學―即
懷德堂的經學―是完全拋棄朱子過於愛講理的說明，而保留常識的見
解，使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原文：履軒の經學―即ち懷德堂の經學
―は朱子の理窟めいた說明をすべて一擲して常識的な說だけを殘
し，誰にでも會得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もの）。」

176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憲問》，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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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萬里在〈為政．攻乎異端〉章曰：

「異端」，謂事理異端諸者，譬如本邦傳禮
4 4 4 4

者，伊勢、

小笠原、水嶋三家。伊勢之傳實得其宗，小笠原、水嶋

即異端也，知其梗概而止，不必講求也。177

又在〈八佾．季氏旅於泰山〉章曰：

旅之為祭，取義於羈旅。本邦上古
4 4 4 4

，人行遇大山，祭之

以禱道上安穩，所謂「手向」，是也。囘囘韃人亦然，

彼國上古亦當然耳。178

同樣用「本邦」的例子，亦見於〈雍也．原思為之宰〉章與〈泰
伯．可以託六尺之孤〉章，均為說明「九百」與「六尺」相當
於日本的「八石強」與「四尺三寸餘」。又在〈述而．子行三軍〉
章，萬里曰：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後世行師者，諸葛武侯及我

邦楠廷尉足以當之，可以見聖人之用人也。179

同文也見於《肄業餘稿》與〈書楠廷尉像上〉等 180。「諸葛武

177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8。
178 同前註，卷 2，頁 9。
179 同前註，卷 4，頁 16。
180 帆足萬里：《肄業餘稿》，卷 1，頁 551。萬里曰：「夫子不言乎？『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後世只諸葛武侯及本邦楠廷尉足以當此言而無慚
也。」〈書楠廷尉像上〉，《帆足先生文集》，卷 3，《帆足萬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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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指三國時代蜀相諸葛亮 (181-234)，其形象在日本頗受歡迎；
「楠廷尉」則是楠木正成 (?-1336)，乃日本南北朝時期的武將，
以盡力效忠後醍醐天皇 (1288-1339)聞名。伊藤仁齋〈楠判官
畫像贊〉曾以楠木比諸葛 181，萬里於此處承繼其說。《標註》
本為「要教初學而已」，其舉「本邦」之事為例，是為了使日
本初學者容易瞭解《論語》內容。

其二，身為《窮理通》與《醫學啟蒙》等著作的作者，萬
里不僅深研漢學，亦精通於西方學術，其鱗爪時見於《論語標
註》中。如在〈衞靈公．吾嘗終日不食〉章曰：「西人以為，
人倫之道至夫子大成，無可復加。」182此「西人」指「都逸（德
國）人斯密魯曼」183，《入學新論．原教附錄》曰：

都逸人斯密魯曼《地理志》千八百十三年所刊，中有
〈支那志〉一卷，頗為詳悉。其言曰：「支那城闕邑屋

之盛，除歐羅巴諸國，無有其比。至人倫淳篤，為天下

第一，自歐羅巴人遠不能及。」又曰：「人倫之道，美

瑟釋波文之教多所不備，至孔子可謂大成無遺恨。孔

上卷；增補版，卷 1，頁 636。
181 關於此點，請參中林史朗：〈日本人に於ける三國志とは―見るの
か，讀むのか，江戶から現代まで―〉，《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
第 48號（2009年 3月），頁 237-274。伊藤仁齋：〈楠判官畫像贊〉，
《古學先生詩集》，卷 2。贊曰：「計謀駢駕漢充國，信義差肩蜀孔明，
昔日若遭湯、武主，定知勳業匹阿衡。」伊藤仁齋著，三宅正彥編：《古
學先生詩文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頁 186。

182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8，頁 35。
183 《窮理通．引用和蘭書目》作「私密兒曼」，詳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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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教未嘗高論造化，唯以禮義為教。」書中載孔子小

傳，似譯朱註《論語》首簡《史記．世家》之言者，且

載歐羅巴諸州近譯《詩》、《書》屬行之。……夫子之

道已孚于蠻貊之邦，學者亦可以知其所從也。184

又在〈子罕．鳳鳥不至〉章關於「鳳鳥」曰：「近世為和蘭學者，
以鳳為印度雞，蓋當時外國以為貢也。」185筆者目前尚未得知
此言出處，但是，以上例子皆可說是萬里積極利用西方學術或
荷蘭學的成果。

其三，欲「依古文以解古經」，務必同時擁有一種歷史意
識，此也是萬里《論語標註》的特色之一。萬里引用不少古籍
―包括《孟子》(11)、《禮記》(10)、《史記》(8)、《書》(6)、
《中庸》(4)、《荀子》(4)、《詩》(3)、《易》(2)、《周禮》(2)、《莊
子》(2)、《春秋》(1)、《漢書註》(1)、《釋名》(1)、《墨子》(1)、
《說苑》(1)及《博古圖》(1)等而印證己見（書名後數字為引
用次數），尤其是《左傳》最多，共計十七例。那麼，《左傳》
為何引用最多呢？萬里論《左傳》曰：

《左傳》之文明暢，無洙泗淳質之風，且其中載畢萬分

晉之論、田氏篡齊之占，則其作在威、宣之際，畧與
《孟子》同時，取各國史書以成之。一部之中，文辭自

有古今之異，猶司馬溫公《通鑑》不盡出己手也。然周

184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教附錄》，頁 34-35。
185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5，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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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治亂之迹，因此書及《國語》以傳，則其在後學，固

不為無益也。186

對萬里而言，「《春秋》已非夫子之筆，又非魯史舊文，即戰
國之士，拾掇遺文僞撰耳」187，因而當解釋《論語》時，《左傳》
乃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可見萬里意識到孔子的「時代性」。
這種觀點亦見於以下言論中，如〈為政．攻乎異端〉章曰：「孔
子之時，未有楊、墨之教，《老子》五千言亦為後人僞撰。」188

〈雍也．中庸之為德也〉章又曰：「夫子之時，中庸未為至德
之稱。是後人抄《中庸》入《論語》耳。」189由此可知，萬里《論
語標註》初步具備一種歷史考證的意識。

三、結語

以上，本文針對帆足萬里《論語標註》與朱熹《論語集
注》、伊藤仁齋《論語古義》、荻生徂徠《論語徵》及中井履軒
《論語逢原》進行比較，探討萬里《論語標註》的解經特色。
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結論：（一）萬里雖肯定朱熹在儒學上的貢
獻，但是，由「依古文以解古經」的觀點，而否定程朱學以
「理」為核心的詮釋系統。（二）萬里因為「依古文以解古經」，
在文字上多處與荻生徂徠、中井履軒的解釋有所一致；但在思

186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學》，頁 23。
187 同前註，頁 22。
188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8。
189 同前註，卷 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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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更近於伊藤仁齋的觀點。萬里所述「夫子之學」，以忠信
為美質，以禮樂為文飾，此一看法貫通《論語標註》一書。
如此表示萬里解釋《論語》的核心概念，可能源自伊藤仁齋的
《論語》學。（三）荻生徂徠相當重視孔子身為教育者的一面，
萬里雖未接納徂徠對「禮」的解釋，但是，在教育思想方面，
可能多受徂徠的啟發。總而言之，如中村春作指出：帆足萬里
「可謂是在懷德堂之知性連鎖中形成其思想的人物」190，此說
並無差錯；但如本文所述，萬里解釋《論語》，除了懷德堂之
外，也深受仁齋、徂徠學的影響，此亦不容忽視。

總而言之，萬里非單純折衷各家的見解，他確實採取一個
具有核心觀點的詮釋系統來進行《論語》的解釋。即萬里以
「依（西漢以前的）古文以解古經」為詮釋方法，而著重描寫
身為「教育者」形象的孔子，並指出孔子之學是以「忠信」
為美質、以「禮樂」為文飾，而培養出「德行淳備，宜居人
上」191的「君子」。萬里論《詩》曰：「夫教之大本，將以治
人，茍為教之遠人，雖高何為？」192就此點而言，萬里果然不
僅僅為學者，還是一位政治家、教育家。他始終擁有「與生人
俱生」的願望。《論語標註》的解釋亦反映這樣的理想，如萬
里所述的「仁」、「忠信」等多為「就交人上而言」。可能亦是
因為如此，萬里未能採用以「理」為核心的詮釋系統，而選擇

190 中村春作：〈變容する「儒學知」、「國民」像の模索〉，《江戶儒教と
近代の「知」》（東京：ぺりかん社，2002年），頁 136。原文：「いわ
ば懷德堂の知的連鎖の中で，思想形成をなした人物。」

191 帆足萬里：《論語標註》，卷 1，頁 6。
192 帆足萬里：《入學新論．原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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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古學派的詮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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