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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論語》不僅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同時在東亞文化史上亦是具有巨

大影響的思想著作。以日本而言，在朱子學東傳之前，就已備有注重《論語》的社會基

礎。古代日本《論語》學大抵以古注為主，由負責朝廷學問的博士家代代傳授；到了中

世，新注開始對日本《論語》學帶來重大影響。到了德川時代，《論語》學更加發展與

盛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與中井履軒等學者都陸續撰寫了《論語》相關的重要著作。 

明治時代以降的近代日本學者在這樣的基礎上引進西方哲學的方法，對《論語》進

行了更進一步的研究，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是其成果之一。本文首先整理蟹江義丸的

生平與著作，接著探討蟹江《孔子研究》的特色與其在近代日本《論語》學上的地位。 

 

關鍵詞：蟹江義丸 《孔子研究》 近代 日本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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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論語》不僅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同時在東亞文化史上亦是具有巨

大影響的思想文本。以日本而言，在朱子學東傳之前，《論語》在社會上已備受重視。

古代日本《論語》學大抵以古注為主，由擔負朝廷學問的博士家代代傳授。到了中世，

新注開始對日本《論語》學帶來重大影響。德川時代，《論語》學在日本更加發展與盛

行，除了朱子學相關的研究成果之外，伊藤仁齋、荻生徂徠與中井履軒等學者皆陸續撰

寫了日本特有的《論語》相關的重要著作，眾所周知。 

明治時代以降的近代日本學者在這樣的基礎上引進西方哲學的方法，對《論語》進

行了更進一步的研究，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是其成果之一。《孔子研究》，原是蟹江在

明治三十六年（1903）七月繳交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博士論文，翌年蟹江歿後的七月

由金港堂出版，而昭和二年（1927）京文社改版後，平成十年（1998）又收入大空社《ア

ジア學叢書》之一。日本著名歷史學者貝塚茂樹（1904-1987）曾在《孔子》中指出： 
 
蟹江博士的《孔子研究》在明治時代是將以往和漢的研究集大成的名著。其學術

上的價值至今也不變。1 
 

可知蟹江《孔子研究》在明治時代是名著之一，而不僅在明治日本有影響，錢穆（賓

四，1895-1990）亦曾讀過其書。錢氏云： 
 
三師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學堂同班同學郭瑞秋，江陰人，曾遊學過日本。其寢

室與余貼相接。書架上多日本書，有林泰輔《周公傳》、蟹江義丸《孔子研究》，

余尤喜愛。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兩月，即能讀日本書。余亦遂自修日

本文。識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讀瑞秋書架上此兩書。試譯《周公

傳》一部分，後付商務印書館出版。及為《論語要略》，述孔子事蹟，亦多得益

於瑞秋架上之蟹江義丸書。2 
 

錢穆在民國十二年（1923）轉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任教，此時的同事有郭瑞秋，也

是他在常州府中學堂時的同學。郭氏曾留學過日本，所以他的書架上多日本書，其中有

                                                                 
1 貝塚茂樹：《孔子》（東京都：岩波書店，《岩波新書》65，1951年5月），頁208；貝塚茂樹：《貝塚

茂樹著作集》，第9卷（東京都：岩波書店，1976年11月），頁139。原文：「蟹江博士の《孔子研

究》は、明治時代において、從來の和漢の研究を集大成した名著であった。その學術的な價值

は、今でも決して落ちない。」 
2 錢穆：《八十億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市：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滄海叢刊》，1983年1月），頁

116；《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8年5月），第51冊，頁133-134。關於蟹江義丸

與錢穆的關係，可參蘇凱達：〈錢穆と蟹江義丸～近代日中思想史研究の一つの接點～〉，《千里山

文學論集》第74號（2005年9月），頁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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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泰輔（1854-1922）《周公傳》（應指1916年出版的《周公と其時代》）與蟹江義丸《孔

子研究》兩本，特別吸引錢穆的興趣，順從梁啟超（1873-1929）之言，自修日文不到一

個月，就讀兩本書。又錢著《論語要略》，3述孔子事蹟時多參考蟹江書，可見蟹江《孔

子研究》對錢穆的影響也甚大。 

那麼，蟹江義丸的生平如何？他的著作有何？管見所及，看似未有人士對之進行整

理。於是，本文首先論述蟹江義丸的生平及論著，接著探討蟹江《孔子研究》的特色與

其在近代日本《論語》學中的地位。 

二 蟹江義丸的生平與著作 

（一）生平 

關於蟹江義丸的生平，可參作者未詳〈蟹江義丸氏逝く〉、
4
南日恆太郎（1871-

1928）〈故文學博士蟹江義丸君略傳〉、5桑木嚴翼（1874-1946）〈蟹江博士を弔す〉、6同

〈蟹江君を憶ふ〉、7同〈故文學博士蟹江義丸君小傳〉、8淺野成俊（生卒年未詳）〈蟹

江義丸〉9與作者未詳〈蟹江博士の遺稿保存託さる〉10等。本章依這些傳記，針對蟹江

義丸的生平加以整理。 

蟹江義丸，明治五年（1872）三月生於富山市鹿島町。蟹江氏原事肥後藩主加藤清

正（1562-1611），加藤臣下確有「蟹江與惣兵衛」、「蟹江主膳」等名。但主家加藤家在

寬永九年（1632）被改易後，蟹江監物離開熊本，而為富山前田家臣，以後都是富山藩

的名家。富山縣立圖書館藏《蟹江監物一件》記錄家老蟹江監物在天保五年（1834）下

臺。蟹江基承（生卒年未詳）可能是監物之子，他在嘉永五年（1852）致仕之後，子監

物基德（號大愚哉，1829-1886）乃繼承家業，安政四年（1857）時也擔任過富山藩十

                                                                 
3 錢穆：《論語要略》（上海市：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3月），後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冊，

《四書釋義》，頁1-158。 
4 作者未詳：〈蟹江義丸氏逝く〉，《圖書月報》第2卷第10號（1904年7月），頁206-207。 
5 南日恆太郎：〈故文學博士蟹江義丸君略傳〉，收入於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東京市：京

文社，1926年12月），卷頭。 
6 桑木嚴翼：〈蟹江博士を弔す〉，《讀賣新聞》，第1版，1904年6月24日，後收於氏著：《時代と哲

學》（東京市：隆文館，1904年11月），頁402-404。 
7 桑木嚴翼：〈蟹江君を憶ふ〉，丁酉倫理會（編）：《丁酉倫理會倫理講演集》第33輯（東京市：大日

本圖書，1905年6月），頁1-22，後改為〈故蟹江君を憶ふ〉，收入桑木嚴翼（著）：《性格と哲學》

（東京市：日高有倫堂，1906年11月），頁495-517。 
8 桑木嚴翼：〈故文學博士蟹江義丸君小傳〉，《時代と哲學》，頁404-408。 
9 淺野成俊：〈蟹江義丸〉，《富山の民性》（東京市：光奎社，1926年7月），頁121-122。 
10 作者未詳：〈蟹江博士の遺稿保存託さる〉，《靜修》第1卷第4號（1965年3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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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石的家老。基德生曦（幼名德丸，生年未詳-1896），曦即義丸之父。義丸弟禮丸夭

折，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男子，僅有姉妹而已。 

義丸祖父蟹江基德曾師事富山藩藩校廣德館教授大野貢（介堂，1808-1861），義丸

在年幼時，受家庭的薰陶，尤其是祖父的影響較大，很早就精熟漢學、數學，常誦「孔

孟之言」，人稱為「聖人」。後經富山市啟迪小學校（後為八人町小學校），明治十八年

（1885）六月進入富山縣中學校（現富山縣立富山高等學校），當時同學有南弘（1869-

1946）、南日恆太郎等。明治二十三年（1890），蟹江上了金澤的第四高等中學校（現金

澤大學），翌年就轉入東京第一高等中學校一部（法學、政治學、文學），二十六年

（1893）則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科。蟹江當初認為：「從來的史學家未撰著真正

的日本歷史」，11所以志學於「國史」，同年進國史科的學生有內田銀藏（1872-1919）、

喜田貞吉（1871-1939）、笹川種郎（臨風，1870-1949）與黑板勝美（1874-1946）等。12

但蟹江後來「針對哲學的需要與嗜好逐漸壓倒其他興趣」，一年休學之後終轉到哲學

科，當時同學年有吉田賢龍（1870-1943）、野野村直太郎（1870-1946），二年級則有桑

木嚴翼、高山林次郎（樗牛，1871-1902）、姉崎正治（1873-1949）等。13明治二十九年

（1896）父曦逝世，義丸當年二十三歲，必須負擔一家的生計。明治三十年（1897）七

月以最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大學，14但蟹江身體已被病魔侵擾，同年六月十三日「與杜鵑

一聲共吐血」，「喀血之間不可不終考試」。於是，他靜養於京都一年餘，其間應聘於真

宗大學（現大谷大學），講哲學課。 

不過，蟹江求學之意不盡，一年餘後以身體幾乎康復，東上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大學

院，15師事井上哲次郎（1856-1944），一方面研究康德以後的德國哲學，一方面任教於

東京專門學校（現早稻田大學）、淨土宗學東京支校（後為芝中學校）等諸校，講授哲

學。明治三十二年（1899）九月，蟹江為高等師範學校（1902年改稱為東京高等師範學

校，現筑波大學前身之一）講師，翌年七月升教授，專擔任倫理學科。在此期間，與師

井上涉獵日本德川諸儒之論著，將其分為陽明學派、古學派、朱子學派、折衷學派、獨

                                                                 
11 引文自桑木嚴翼：〈蟹江君を憶ふ〉，頁3-4；〈故蟹江君を憶ふ〉，頁497。原文：「從來の史學家は

眞の日本の歷史といふものを著はして居らないから一つ其の方面に行つて眞の歷史なるものを日

本の社會に供したいといふ抱負があったやうである。」（旁點：筆者） 
12 蟹江之名，見於「國史科」，請參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從明治二十六年至明

治二十七年）》（東京市：帝國大學，1893年3月），頁326。 
13 蟹江之名，亦見於「哲學科」，請參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從明治二十七年至

明治二十八年）》（東京市：帝國大學，1895年3月），頁336；《同（從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二十九

年）》（東京市：帝國大學，1896年3月），頁341；《同（從明治二十九年至明治三十年）》（東京市：

帝國大學，1897年3月），頁380。 
14 請參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從明治二十九年至明治三十年）》，頁570。 
15 請參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從明治三十一年至明治三十二年）》（東京市：帝國

大學，1899年3月），頁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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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派及老莊學派，共編《日本倫理彙編》共十卷，16井上後云：其書除了分派工作之

外，「主要是由蟹江博士的盡力而成」。17明治三十六年（1903）七月，以《孔子研究》18

獲文學博士。不過，由於治學不倦，「以癒後的瘦軀而未拋棄一點向上的精神」，19蟹江

如此對學問的誠懇態度又損害了他的身體，同年十二月全家搬離東京，靜養於靜岡縣沼

津。翌明治三十七年（1904），綱島榮一郎（梁川，1873-1907）五月中左右收到了蟹江

操夫人代筆的消息，提到：「有了恢復的希望，請託朋友校正的《孔子傳》（筆者注：應

指《孔子研究》）亦即將完成，出版後就贈你一本」等。20然病情又急轉，六月十九日

下午十時病歿。享年三十三。蟹江本自取法名為「講學院殿中道挫折
。。。。

居士」，朋友後改

為「講學院殿勤勇不退
。。。。

居士」。翌月所出刊的《哲學雜誌》第十九卷第二一○號登載

〈蟹江文學博士の訃〉，云：「學界非常期待，（蟹江）博士將來多有所益，卒然聽到此

訃，可謂真是痛惜之至。（中略）氏又為哲學會、丁酉倫理會等有所極盡，二會會員痛

切感到哀惜之情，理所當然。」21可見蟹江之死對學界的衝擊甚大。 

                                                                 
16 井上哲次郎、蟹江義丸（共編）：《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上）》，卷之一（東京市：育成

會，1901年5月）；《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中）》，卷之二（東京市：育成會，1901年8
月）；《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下）》，卷之三（東京市：育成會，1901年11月）；《日本倫

理彙編—古學派の部（上）》，卷之四（東京市：育成會，1902年5月）；《日本倫理彙編—古學

派の部（中）》，卷之五（東京市：育成會，1901年12月）；《日本倫理彙編—古學派の部（下）》，

卷之六（東京市：育成會，1902年6月）；《日本倫理彙編—朱子學派の部（上）》，卷之七（東京

市：育成會，1902年8月）；《日本倫理彙編—朱子學派の部（下）》，卷之八（東京市：育成會，

1902年10月）；《日本倫理彙編—折衷學派の部》，卷之九（東京市：育成會，1903年1月）；《日本

倫理彙編—獨立學派の部》，卷之十（東京市：育成會，1903年6月）。 
17 井上哲次郎：〈蟹江博士追討會に於ける所感〉，《倫理と教育》（東京市：弘道館，1908年5月），頁

331。原文：「夫は主もに蟹江博士の御盡力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另請參〈故蟹江義丸博士三

十年追憶會に於ける追懷談〉，《丁酉倫理會倫理講演集》第371輯（1933年9月），頁69。 
18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東京市：金港堂，1904年7月；東京市：京文社，1926年12月改版；東京

都：大空社，1998年2月）。 
19 蟹江義丸：〈梅ヶ谷に與ふる書〉，《太陽》第9卷第13號（1903年11月），頁162-163。引文引自頁

162，原文：「病餘の瘦軀を以て未だ一點向上の精神を放擲せざる」。 
20 綱島榮一郎：〈蟹江義丸君を憶ふ〉，《讀賣新聞》，第1版，1904年6月26日，後改題為〈蟹江義丸君

を悼む〉，收於氏著：《梁川文集》（東京市：日高有倫堂，1905年7月），頁927-928。原文：「去る

五月中ごろの内子代筆の消息には、病氣恢復の見込あり、友に託したる孔子傳の校正近きうちに

完了、一本を贈るべしなどの語あり。」 
21 作者未詳：〈蟹江文學博士の訃〉，《哲學雜誌》第19卷第210號（1904年8月），頁707-708。引文原

文：「學界の博士に期待する所今より益多からんとせるに、卒然此の訃を聞く眞に痛惜の至とい

ふべし。（中略）氏また哲學會、丁酉倫理會の為に盡す所極めて大なりき、二會の會員たるもの

は哀惜の情殊に切なるものあるや勿論なるべし。」頁708。另《讀賣新聞》，第4版，1904年6月24
日，自稱「早稲田籲星」的人士在「ハガキ集」欄發表了：「嗚呼，明治三十年之俊才蟹江博士逝

世。他身為丁酉倫理會的一員，在精神界居於重要地位。可惜哉，當其抱負將伸時，天未借壽，溘

然玉樓赴召。可憐的年青靈魂在何處？（嗚呼明治三十年の俊才蟹江博士は逝き給ひぬ、丁酉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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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江夫人操（1880-卒年未詳），富山人，明治三十一年（1898）與義丸結婚，義丸

歿後志學於英文，後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御茶水女子大學）、津田英學塾（現

津田塾大學）等任教。
22
女有三：信子、正子與秀子。長女、次女皆夭折，三女秀子則

嫁給官僚乘杉研壽。 

井上哲次郎敘述蟹江的性格，歸納為五點：嚴格、正直、清廉、勤勉、質素，另指

出：「蟹江博士是理解文雅之樂趣的。」23蟹江的論述中確實多見相撲、小說、和歌、

戲劇等相關的言論，蟹江也喜愛圍棋、音樂、俳句等。桑木嚴翼另謂蟹江的性格為熱

心、努力、正直廉潔、優先自己的事情。24這樣的個性一方面確實是使他夭折的原因之

一，但另一方面也成為他追求學術的動力，同時也形成他學問本身的特色。
25

 

（二）著作 

如上所述，蟹江雖然短命，但是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26並內容也包括東西方哲

學、倫理學等，頗為廣泛。蟹江的研究成果，就其論述的內容而分，可為以下三類：西

方哲學及倫理學方面；東方哲學及倫理學方面；當代哲學及倫理學方面。 

1 西方哲學及倫理學研究 

首先是西方哲學及倫理學研究相關的論著，蟹江主要關心的對象有三：康德、保爾

森及馮特。 

蟹江在這方面最早期的學術著作有〈韓圖の哲學〉。27蟹江在此篇題下云：「此一篇

                                                                                                                                                                                 

會の一員として精神界に重きをなされ、正に抱負を伸ばす所あらむとするに當り惜しい哉天、壽

を借さず溘焉として白玉樓中の人とならる、あはれ若魂今いづこ）」。 
22 請參大阪毎日新聞社（編）：《婦人寶鑑（大正十二年度）》（大阪市：大阪毎日新聞社，1923年3

月），頁605。 
23 井上哲次郎：〈蟹江博士追討會に於ける所感〉，頁326-330。引文引自頁329。原文：「蟹江博士は

文雅の樂みがあつた。」 
24 請參桑木嚴翼：〈蟹江君を憶ふ〉，頁14-15；〈故蟹江君を憶ふ〉，頁508-512。 
25 蟹江義丸的人為，另詳請參〈故蟹江義丸博士三十年追憶會に於ける追懷談〉，《丁酉倫理會倫理講

演集》第371輯，頁65-96，始於蟹江妻蟹江操（頁65-67）的致詞，也包括井上哲次郎（頁67-71）、
南弘（頁71-75）、桑木嚴翼（頁75-79）、姊崎正治（頁79-81）、吉田賢龍（頁81-83）、田部隆次

（頁83-86）、塚原政次（頁87-88）、中島德藏（頁88-89）、深作安文（頁89-93）、金城龜次郎（頁

93-96）等的回顧談，終於女婿乘杉研壽的致詞與加藤直久的補記，可參。 
26 井上哲次郎〈蟹江博士追討會に於ける所感〉云：「（蟹江）博士は生命の短かかつた割合には仕事

が出來て居ります。」頁330-331。 
27 蟹江義丸：〈韓圖の哲學〉，《哲學雜誌》第13卷第137號（1898年7月），頁517-537；第13卷第138號

（1898年8月），頁601-620；第13卷第139號（1898年9月），頁703-750；第13卷第140號（1898年10
月），頁783-803。蟹江其實更早似有〈韓圖道德純粹理學梗概〉一文，收於《哲學雜誌》第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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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在文科大學時為了應試業而撰寫」，
28
依《東京帝國大學一覽》，哲學科的學生在第

一年時必修「哲學概論」（第一學期）和「西洋哲學史」（第二、三學期）；第二年也有

「西洋哲學史」（第一學期）；第三年則有「哲學」（通年）與「哲學演習」（通年），蟹

江所謂的「試業」可能指這些課程之一的考試。「韓圖」即指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蟹江在此篇中針對康德的哲學加以分析，並指出其純正

哲學雖在打破哥特佛萊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

克里斯汀．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哲學的本體論方面頗有貢獻，但是，

康德過度受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的影響，偏重觀念論而嚴分實體和現象，導

致和婆羅門教之一的吠檀多（Vedanta）與佛教共陷入「絕對的迷妄論」；蟹江另一方面

批評卡爾．羅伯．愛德華．馮．哈特曼（Karl Robert 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

提倡先天實在論以修正康德之缺點，最後認為，當今哲學界務必調和先天的觀念論與先

天的實在論。蟹江上大學院之後，以「康德以後的德國哲學」為題目進行研究，雖他本

人說：「敘述、議論、文章都尚有不足成熟之處」，
29
然已可在其中見出蟹江哲學的一個

發展方向，此篇可謂蟹江學問的基礎，值得留意。 

蟹江後年也出版了康德倫理學的解說書，即《カント氏倫理學》。30蟹江在此書中

肯定康德倫理學對德國倫理學史的貢獻，尤其舉出兩個優點：其一，明確區分善惡與利

益之別。其二，將人格的觀念明顯化。不過，另一方面指出康德倫理學主要有四個缺

點：其一，若追究純粹理性批判，應當成為現象即實在，但康德主唱先天主義，而無法

遠離本體論的思考。其二，康德否定性癖和慾望為不道德的源泉而陷入形式主義，但蟹

江認為若完全斷滅慾望，理想與良心就無處可作用。其三，康德主張，除非為了義務而

實行義務，不可稱為真正的善，但蟹江則謂之以嚴肅主義，因為義務與性癖矛盾時，人

的道德性始為明顯；兩者一致時，人的道德性不會明顯。31其四，因為從前的倫理學皆

以心理學為基礎，所以康德也不得不偏向個人主義，但蟹江則認為倫理學不可偏重心理

學，而務必兼採用社會學。康德相關的論文另有〈韓圖の超絕的方法論梗概〉
32
與〈自

                                                                                                                                                                                 

（1897年），筆者未見。此外，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蟹江義丸遺稿（三）」（1-40カ12）中亦

有他在哲學科二年級時撰寫的報告三篇：《實踐理性批判分析論要領》、《純粹理性批判要領（壹）》

與《純粹理性批判要領（貳）》。 
28 蟹江義丸：〈韓圖の哲學〉，《哲學雜誌》第13卷第137號，頁517。原文：「此一篇は余が文科大學に

ありし頃試業に應せんが為めにものせしもの」。 
29 蟹江義丸：〈韓圖の哲學〉，《哲學雜誌》第13卷第137號，頁517。原文：「敘述、議論、文章共に尚

未だ乳臭の口氣を脱せず。」 
30 蟹江義丸：《カント氏倫理學》（東京市：育成會，《倫理學書解說》第8期，1901年1月）。 
31 關於此點，詳參《パウルゼン氏倫理學》（東京市：育成會，《倫理學書解說》第4期，1900年8月），

頁66-68。 
32 蟹江義丸：〈韓圖の「超絕的方法論」梗概（續）〉，《無盡燈》第4卷2號（1899年2月），頁1-8；〈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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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律と人事律の關係〉。33 

蟹江義丸另關注弗雷德里希．保爾森（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的倫理學說，

有了《倫理學》34和《倫理學大系》35兩種翻譯，並著有《パウルゼン氏倫理學》。保爾

森為德國哲學者、倫理學者、教育學者，當時擔任伯林大學教授，受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康德、古斯塔夫．西奧多．費希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等的影響，而形成了觀念論性汎神論。蟹江《倫理學》是部分翻

譯保爾森所著《System der Ethik》36的〈序論〉和第二章〈Grundbegrlife und Principien-

fragen〉的，後附錄〈譯語索引〉與〈學者小傳〉。但原書中保爾森反駁 Georg von 

Gizycki（1851-1895）的部分和引用德國詩歌的部分，因為不便於日本讀者瞭解，多加

省略。《パウルゼン氏倫理學》則是由「傳記」、「學說」及「批評」三個部分而成，後

附錄「德及義務論」，而「學說」部分又分別有「序論」、「善惡論」、「至善論」、「厭世

主義」、「害及惡」、「義務及良心」、「利己主義及利他主義」、「德及幸福」、「道德與宗教

的關係」、「意志的自由」，簡介保爾森的倫理學說之解說。至於《倫理學大系》，此書與

藤井健次郎（1872-1931）、深作安文（1874-1962）共同翻譯《System der Ethik》第五版

的。蟹江認為，因為極端的學說容易使讀者出錯，與此不同，保爾森所說雖「稍稍平

板」，卻是「公平」的學說；雖較難提振讀者，但實踐躬行時能避免弊端，故他高度評

價保爾森的倫理學。另西方倫理學當時有兩大派別：即動機論派和功利論派，蟹江認為

保爾森的學說是調和這兩學派，與英國托馬斯．希爾．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

1882）的倫理學一致。由此可見，蟹江對保爾森感興趣，乃是因為蟹江在實踐倫理上注

重調和先天觀念論和先天實在論。
37

 

保爾森相關的書籍以後陸續出版，如：藤井健次郎《パウルゼン氏道德原理史

論》、
38
野田良夫《パウルゼン氏社會倫理》、

39
深作安文《パウルゼン氏實踐倫理》、

40

                                                                                                                                                                                 

圖の「超絕的方法論」梗概（接前）〉，《無盡燈》第4卷第3號（1899年3月），頁4-12。前者既然說

是「（續）」，應另有第一篇，筆者未得見。 
33 蟹江義丸：〈自然律と人事律の關係〉，《早稻田學報》第35號（1900年1月），頁29-35。 
34 パウルゼン（著）、蟹江義丸（譯）：《倫理學》（東京市：博文館，1899年2月）。另可參〈雜報〉，

《哲學雜誌》第14卷第146號（1989年4月），頁325。 
35 パウルゼン（著）、蟹江義丸、藤井健治郎、深作安文（共譯）：《倫理學大系》（東京市：博文館，

1904年5月）。 
36 Friedrich Paulsen. System der Ethik: mit einem Umriß der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 Berlin: Wilhelm 

Hertz, 1889. 
37 據平木熊一，蟹江曾云：「如保爾森，乃教訓的書，有益於一般讀者，但並無學術上的精確（パウ

ルゼンの如きは、教訓的の本で、一般の讀者には有益だけれども、學術的の精確は無い）」。平木

熊一：〈蟹江博士紀念錄〉，《教育學術界》第9卷第5號（1904年8月），頁81-87，引自頁84。 
38 藤井健次郎：《パウルゼン氏道德原理史論》（東京市：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名著綱要文學教育

科》，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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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1857-1929）譯《政黨と代議制》、
41
及伊達保美（1891-1930）與丸山岩吉

（生卒年未詳）共譯《イムマヌエル．カント：彼の生涯とその教說》，森鷗外（1862-

1922）也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七月二十九日以〈フリイドリヒ．パウルゼン氏倫理

說の梗概〉為題演講，
42
井上哲次郎則有〈パウルゼン博士の學說に對する所感〉一

文。
43
可見日本人士在一九○○年代初頭相當關懷保爾森的著作，蟹江可謂是其嚆矢之

一。
44

 

威廉．馮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 1832-1920）以實驗心理學的開創者聞

名，保爾森亦是受馮特的影響之一。蟹江著《ヴント氏倫理學》45就是解說其倫理學。

關於其特色，蟹江認為有四點：其一，馮特十分重視經驗的事實，以其為基礎建構自己

的倫理學說。其二，馮特從倫理與法律兩方面而得到公平的見解。其三，在西方，湯瑪

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以來，重個人的說法成為主流，有別於此，

馮特較重社會的價值，建構社會的倫理學。其四，馮特雖然綜合前人的哲學思想，但有

效消化前人的學說，因此在他的書中幾看不出前人學說的痕跡。由於馮特使用「知覺動

機」、「解性動機」、「理性動機」等嶄新獨特的論述，故蟹江認為，馮特的思想是可成一

家之言的。蟹江另云：「德國哲學界有眾多學者，相競而做研究，若舉出其中最為傑出

的學者，應是哈特曼與馮特。」46可見蟹江高度評價馮特的倫理學，可能是因為如此，

所以在《カント氏倫理學》中強調社會學的重要性。 

                                                                                                                                                                                 
39 野田良夫：《パウルゼン氏社會倫理》（東京市：育成會，《續倫理學書解說》1，1902年7月）。 
40 深作安文：《パウルゼン氏實踐倫理》（東京市：育成會，《續倫理學書解說》3，1903年9月）。 
41 フリードリッヒ．パウルゼン（著）、後藤新平（譯）：《政黨と代議制》（東京市：冨山房，1912年

6月）。 
42 森鷗外：〈フリイドリヒ．パウルゼン氏倫理說の梗概〉，原載《福岡縣教育會會報》第16號（1900

年12月），筆者未見。今參森林太郎：《鷗外全集》，第25卷（東京都：岩波書店，1973年11月），頁

230-237，並請參〈後記〉，頁583。此文題下有「弗雷德里希．保爾森的倫理說採經驗主義。其著

書已傳到日本的不少，加之亦有以國文來翻譯的，但尚無人討論應將其為珍奇與否（原文：弗フリ

イドリヒ．パウルゼンの倫理說は經驗主義を秉れり。その著書既に多く渡來し、加之國文もて譯

したるものも亦有り、その珍奇となすべきに非ざるや論なし）。」鷗外此處所謂的「以國文來翻譯

的」，應指蟹江《倫理學》。 
43 井上哲次郎：〈パウルゼン博士の學說に對する所感〉，收入《教育と修養》（東京市：弘道館，

1910年7月），頁469-482。此文原係井上在「パウルゼン博士紀念講演會」演講的。筆者未詳此演

講會何時召開，但保爾森在1908年8月14日逝世，井上在此文中說「今年の八月十四日」云云，可

知演講會開在1908年9月以後。 
44 管見所及，蟹江以前僅有中島力造：《輓近倫理學書》（東京市：冨山房，1896年4月），頁72-73簡

介保爾森的倫理學書而已。 
45 蟹江義丸：《ヴント氏倫理學》（東京市：育成會，《倫理學書解說》第12期，1901年6月）。 
46 蟹江義丸：《ヴント氏倫理學》，頁3。原文：「獨逸の哲學界には無數の學者が居つて互に競つて研

究を為て居るが、其中で最も傑出した者を舉げたならば、恐らくはハルトマン（Hartmann）とヴ

ントであら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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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江義丸亦有西方哲學史相關的著作。首先，《西洋哲學史》
47
雖參考德國愛德

華．澤勒（Eduard Zeller, 1814-1908）、恩斯特．庫諾．貝托爾德．費舍（Ernst Kuno 

Berthold Fischer, 1824-1907）、約翰．愛德華．艾爾德曼（Johann Eduard Erdmann, 1805-

1892）等著作，而實際閱讀的僅是柏拉圖、亞理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前322

年）及康德等十幾家而已，但是，此書簡明地敘述自古代哲學經中世至近世哲學的西方

哲學之變遷，雖然東大學弟波多野精一（1877-1950）對此激烈批評，
48
仍係代表近代

日本最早期西方哲學史的著作之一。 

另外，蟹江論近代西方哲學，刊載《太陽》第六卷第八號，這是博文館創業十三週

年紀念臨時增刊，其主題為「十九世紀」，內容分別有「論說」和「十九世紀」：前者是

由大隈重信、加藤弘之、島田三郎、井上圓了、井口省吾、木村浩吉、井上哲次郎、曾

我祐華、田口卯吉及渡邊國武等人分擔執筆；後者則是由三部分而成：即高山林次郎的

〈總論〉、〈上編西洋〉以及〈下編東洋〉。蟹江撰寫〈上編〉中的第四部〈學術史〉之

〈哲學〉部分，
49
其他執筆者包括幸田成友（1873-1954）、矢野太郎（生卒年未詳）、

河津暹（1875-1943）、佐藤傳藏（1870-1928）、笹川潔（東花，1872-1946）、上田敏

（柳村，1874-1916）、熊谷五郎（生卒年未詳）、笹川種郎以及木寺柳次郎（生卒年未

詳）等，皆既是東大畢業的學士，同時亦是當時朝氣蓬勃的、擔負新時代的年輕學者，

蟹江也是其中之一。 

蟹江〈學術史．哲學〉，除「序論」之外，由十七節而成。首先，始於約翰．戈特

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逐一針對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

夫．馮．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弗里德里希．施萊

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

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50
約翰．弗里德里希．赫爾巴

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1860）等德國觀念論哲學者的主要論點加以介紹。其次，談到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等法國哲學和威廉．哈密頓卿（Sir William Hamilton, 1788-1856）、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等英國哲學。接著，分別論述「黑格爾學派的分裂」、「唯物論的勃興」以

                                                                 
47 蟹江義丸：《西洋哲學史》（東京市：博文館，1899年8月）。 
48 波多野精一：〈蟹江義丸氏著《西洋哲學史》を讀む〉，《哲學雜誌》第14卷第151號（1899年9月），

頁692-699。 
49 蟹江義丸：〈學術史．哲學〉，《太陽》第6卷第8號（1900年6月），頁159-170。 
50 關於黑格爾，蟹江另有：〈ヘーゲル〉，《無盡燈》第5卷第10號（1900年10月），頁30-39；〈ヘーゲ

ル（承前）〉，《無盡燈》第5卷第11號（1900年11月），頁44-52；〈ヘーゲルの哲學（承前）〉，《無盡

燈》第5卷第12號（1900年12月），頁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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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康德學派的勃興」，最後簡介魯道夫．赫爾曼．陸宰（Rudolf Herman Lotze，

1817-1881）、愛德華．馮．哈特曼、威廉．馮特三人的哲學思想。此文在探討當時日本

學者對西方哲學的理解、看法時頗有參考價值。 

總而言之，蟹江義丸果然出身於哲學科，並且師事井上哲次郎，而精通於當代西方

哲學、倫理學界的動向，尤其是他關注康德、馮特、哈特曼以及保爾森的哲學或倫理

學。蟹江認為，當時哲學界的當務之急是調和先天的觀念論與先天的實在論、動機論派

和功利論派，以尋找「公平」之道。 

2 東方哲學及倫理學研究 

其次是東方哲學及倫理學相關的研究成果。桑木嚴翼說：「蟹江研究的方針，逐漸

傾向於範圍狹少、精力集中，自從哲學移至倫理學，自倫理學進東洋倫理學史」。51蟹

江所關心的對象，逐漸從「德國哲學」轉到「東洋倫理」。南日恆太郎則言：「（蟹江）

進大學院之後，益加探究東洋倫理，尤其是孔子的學說」。52但是，蟹江在明治三十六

年（1903）年八月題〈孔子の仁〉演講，其開頭說：「我在這四、五年調查孔子相關的

事」云云，53並撰作〈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54發表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

即是蟹江上哲學科的第一年時，可見蟹江研究東方哲學或倫理學最晚也始於他在哲學科

時。那麼，蟹江為何從西方哲學轉換至東方倫理學？他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荀子

の學を論ず〉中，將宇宙的現象分為「自然的現象」與「使然的行為」，認為前者受

「自然法」的支配，後者則為「道德法」所規定，而說：「我不可不自彊不息地擔負道

德法的實現，以參與天地的化育。此乃為儒教的根據。（改行）泰西哲學旺盛，固不待

言；關於印度宗教，亦在此百年以來，泰西東洋學者從事討求之者愈來愈增加，我邦學

者盡瘁研鑽之者也突然增加，其研究日進月步，頗有進展。儒教的考究獨自萎靡不振，

何故乎？」55對蟹江而言，泰西「哲學」（「知學」）、印度「宗教」（「情教」）皆屬「行

                                                                 
51 桑木嚴翼：〈故文學博士蟹江義丸君小傳〉，《時代と哲學》，頁406。原文：「君が研究の方針は漸次

に範圍を狹少にして精力を集中するに傾き、哲學より倫理學、倫理學より東洋倫理學史に入り」

云云。 
52 南日恆太郎：〈故文學博士蟹江義丸君略傳〉，《改版孔子研究》，卷頭。原文：「大學院に入るに及

んで、益々東洋倫理特に孔子の學說を究め」云云。 
53 即是蟹江義丸：〈孔子の仁に就いて〉，《富山縣私立教育會雜誌》第7號（1903年12月），頁1-4，後

改題為〈孔夫子の仁〉，收於《斯文》第11編第4號（1929年4月），頁1-9。引文引自〈孔夫子の仁〉，

頁2，原文：「私は此の四五年の間孔子の事を取調べたが」云云。 
54 蟹江義丸：〈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哲學雜誌》第10卷第105號（1895年11月），頁864-

872；《哲學雜誌》第10卷第106號（1895年12月），頁957-968；第11卷第109號（1896年3月），頁

212-221。 
55 蟹江義丸：〈荀子の學を論ず〉，《太陽》第3卷第8號（1897年4月），頁56。原文：「吾人は自彊不息

道德法の實現を務めて以て天地の化育に參せざる可からず。是を儒教の根據となす。泰西哲学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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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或相當於行為的（Aequivalent）」，支那「教學」（「意教」，即指儒教）亦然。因此蟹

江認為，既然三者同屬於道德法的範疇內，學者便不可偏重哲學和宗教，也不可忽略作

為教學的儒教。 

如上所述，蟹江〈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即是他最早期與東方哲學相關的

言論。此篇由四節而成：「孔子以前的支那思潮」、「孔子的根本思想」、「子思的根本思

想」以及「孟、荀二子的根本思想」，而主張以下幾點：第一，孔子以前的哲學思想起

源於天文學，而以觀察外界為主。第二，內面的思索在周代開始，孔子生於其時期。但

孔子所謂的道並非原理（prinzip），而是止於以「類推法（Das Gesetz der Analogie）」建

立倫理原則的現象界之大法則（Gesetz）。第三，隨著儒教本身的思想發達，並受老子

派思想的啟發，子思撰寫《中庸》而獲得了哲學的根據，即是「誠」。「誠」是宇宙的本

體，同時亦是具備無限活動力的原理。第四，孟子深受子思一元的哲學之影響，僅肯定

人性的愛他的要素，主張性善說；荀子性惡論，是他詳細地觀察心理的結果，與孟子不

同，僅肯定自愛的一面，但荀子另主張心的能力有二，即「知」與「欲」。總之，蟹江認

為，儒教自孔子以來經子思、孟子至荀子，受到內外情勢的影響，孔子的形而下的立場

（Physischer Standpunkt），先轉為子思的形而上的立場（Metaphysischer Standpunkt），

而再轉變為孟、荀的心理的立場（Psychologischer Standpunkt）。 

〈荀子の學を論ず〉
56
也可謂蟹江比較早期著作之一，由「儒教汎論」、「荀子的事

蹟」、「荀子汎論」、「荀子的心理學」、「荀子的倫理學」、「荀子的政治學」、「荀子的文

章」及「結論」共八個部分而成。關於《荀子》，蟹江後年另有〈荀子學說の心理的基

礎に就きて〉。
57
其詳細內容，請參佐藤將之（1965-）〈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

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
58
與橋本敬司（1960-2011）〈明治以降の《荀子》研究

史—性說、天人論—〉。
59
尤其佐藤教授認為蟹江的研究達到了明治荀子研究的一

個頂點，因為蟹江《荀子》論有四個特點：第一，蟹江比任何前人專論徹底掌握西方哲

學史的發展脈絡，而與此相比之下他自己建立了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思想脈絡；第二，

                                                                                                                                                                                 

旺盛なるは固より論を待たず。印度の宗教も亦百年以來泰西の東洋學者の之が討求に從事するも

の益々增加し、我邦の學者も亦之が研鑽に盡瘁するもの頓に增加し、其研究日に月に其武を進め

つゝあり。獨り儒教の考究の萎靡して振はざるは何ぞや。」 
56 蟹江義丸：〈荀子の學を論ず〉，《太陽》第3卷第8號（1897年4月），頁53-59；第3卷第9號（1897年

5月），頁54-62；第3卷第10號（1897年5月），頁45-〔未詳〕。 
57 蟹江義丸：〈荀子學說の心理的基礎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10編第8號（1903年8月），頁441-

451。 
58 佐藤將之：〈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漢學研究集刊》第3期

（2006年12月），頁153-182。此文在頁172-175，專論蟹江的《荀子》論。 
59 橋本敬司：〈明治以降の《荀子》研究史—性說、天人論—〉，《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論

集》第69卷特輯號（2009年12月）。關於蟹江《荀子》論，請參頁5-6。 



 

蟹江義丸與《孔子研究》  1489

蟹江明確有「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近代學術的觀點，並按其分類架構進行他

的分析；第三，蟹江高度注意《荀子》邏輯思想的意義，並且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第四，

蟹江〈荀子學說の心理的基礎に就きて〉一文的組織和推論，從一百年後的現代的學術

標準而見也毫不遜色，故評之謂：「他的研究可以稱為明治時代日本知識份子消化西方

學術並且將之『應用於』《荀子》研究功夫上的里程碑。」可見蟹江義丸在近代《荀子》

研究上頗有價值。不過，值得留意，蟹江並未盲目地高度評價荀子的學說，他說： 
 
故孟、荀二子雖祖述孔子，但卻使其學問的範圍狹小。孔子之學將重點置於人

間，也涉及現象世界的全體，但是，孟、荀二子僅致力於修身政治，絕未論述

《易》理。於是，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成的儒教，到了孟、荀二氏就喪失了其世

界形質論的根據。60 
 

蟹江認為，荀子雖對後世儒教史頗有影響，但其學問範圍相較於孔子甚為狹隘，這主要

是因為孟子與荀子未論《易》之理，因而喪失了世界形質論的根據，其學問範圍同時也

狹窄了。此外，蟹江論述荀子生於「道德崩壞而巧智遂行，實學頹廢而空論旺盛」的時

代，以「不偏不黨
。。。。

的中道君子」為理想人物，值得注目。 

不僅儒家思想，蟹江當時也對墨家思想加以討論，即是〈墨子の學術〉。61蟹江繼

藤田豐八（1869-1929）以墨子的學統視為支那南北兩思潮的合流、儒道的混一，而認

為：「子思在思索方面調和孔子與老子，墨子則在實踐方面鎔合儒教與道教。」
62
但

是，亦指出：墨子學說為極端的實利主義，不可實行。那麼，何以能獲得「足以與儒道

相抗」的勢力呢？蟹江認為，是因為墨子本人在實踐上未勵行其學說，而大加斟酌。此

一篇雖有不少問題，但可謂是日本近代早期研究《墨子》的重要成果之一。 

有關東方倫理學史，有〈木村鷹太郎氏著「東洋倫理學史」上卷を評す〉。63木村鷹

太郎（1870-1931），出身於愛媛宇和島，帝國大學畢業，與蟹江同樣師事井上哲次郎，

                                                                 
60 蟹江義丸：〈荀子の學を論ず〉，《太陽》第3卷第9號，頁55。原文：「故に孟荀二子は孔子を祖述す

と雖も大に其學の範圍を挾小にせり。孔子の學は重きを人間に置きしとはいへ尚現象世界の全般

に亘りしかども、孟荀二子は專ら力を修身政治に盡して絕て易理を論することなし。於是仰て天

文を觀 俯して地理を察して構成せし儒教は、孟荀二氏に至りて其世界形質論的本據を失へり。」 
61 蟹江義丸：〈墨子の學術〉，分別連載於《無盡燈》第2卷第8號（1897年9月），頁16-25；《無盡燈》

第2卷第9號（1897年10月），頁1-14；《無盡燈》第2卷第10號（1897年11月），頁21-31；《無盡燈》

第2卷第11號（1897年12月），頁1-12。 
62 蟹江義丸：〈墨子の學術〉，《無盡燈》第2卷第9號，頁5。原文：「子思は思索的方面に於て孔子と

老子とを調和し、墨子は実踐的方面に於て儒教と道教とを鎔合せりと。」 
63 蟹江義丸：〈木村鷹太郎氏著「東洋倫理學史」上卷を評す〉，《哲學雜誌》第15卷第164號（1900年

10月），頁826-832；〈木村鷹太郎氏著「東洋倫理學史」上卷を評す（承前）〉，《哲學雜誌》第15卷
第165號（1900年11月），頁92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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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倡「新史學」，而主張極端的「日本主義」。其著有《東洋倫理學史（上卷）》，64雖

僅收「第一部支那之部」而論述古代至周末的倫理學的推移，但在日本第一本稱為「東

洋倫理史」的書籍。蟹江一文乃是其書評，從體裁、材料、敘述及議論等四個方面而激

烈批評木村《東洋倫理學史》，如長於議論而短於敘述；尚未參考清朝考證學的研究，

並未調查材料的是非；誤解老、孔二家的思想65；其議論有關枝微末節的甚多，並本於

獨斷的前提，書中多見罵言等。由此文中可見蟹江研究東方倫理學時的態度：其一，忠

於歷史資料，而相當尊重清朝考證學的成果；其二，蟹江不贊成極端的論述方式，此點

仍與其西方哲學研究相同。 

《倫理學講義》66亦是蟹江與東方倫理學相關的書。此書原為蟹江在明治三十四年

（1901）八月受靜岡縣私立富士郡教育會的邀請，講述於夏期講習會，而會員筆記後加

以整理的。此書除了「序論」之外，分別簡述「倫理學到底為何（倫理學トハ何ゾ

ヤ）」、「人性論」、「理想」、「良心」、「善惡論」、「德論義務論」以及「慈愛」。蟹江在此

書最後表明了自己對儒教的立場，云： 
 
時運變遷，如古來的純粹漢學者、大活眼儒者自今之後已不可能出現。故儒教的

改善，將遂不可望。因此，余以自己的學說為標準針對儒教加以取捨，而非將自

己學說的根據置於儒教，針對其他學說加以取捨。67 
 

可見蟹江對儒教的態度，並非以儒教為標準來衡量其他學說，而是立足於自己的學說擇

取儒教的長處，值得留意。 

蟹江義丸以後也陸續發表與中國哲學相關的論文，例如〈曾子の學に就きて〉、68

〈孔子の所謂君子に就きて〉69及〈孔夫子の仁〉等。 

首先，〈曾子の學に就きて〉這一篇是討論「曾子針對儒教學說的發展有何貢

                                                                 
64 木村鷹太郎：《東洋倫理學史（上卷）》（東京市：松榮堂，1900年6月）。 
65 關於此點，木村《東洋倫理學史（上卷）》從倫理學的觀點而認為孔子的仁沒有價值可論。頁292。

蟹江卻在〈孔夫子の仁〉，頁8-9，亦批評木村而云：「如此盲說，宜不可不打破（此の如き盲說は

宜しく打破せざる可からざるものである）。」 
66 蟹江義丸：《倫理學講義》（靜岡縣富士郡：加藤秀壽，1902年2月）。 
67 蟹江義丸：《倫理學講義》，頁92。原文：「時運ノ變遷ハ今ヨリ以後古ノ如キ純粹ナル漢學者大活

眼ナル儒者ハモハヤ出デサルベシ儒教ノ改善ハ遂ニ望ムヘカラサラントス 前述ノ理由ニヨリ余

ハ自己ノ學說ヲ標準トシテ儒教ヲ取捨スルモノナレドモ自己學說ノ根據ヲ儒教ニ置キテ他ノ學說

ヲ取捨スルモノニハ非ルナリ。」 
68 蟹江義丸：〈曾子の學に就きて〉，《哲學雜誌》第16卷第177號（1901年11月），頁873-886，後改題

為〈曾子の學說〉，收於蟹江義丸：《倫理叢話》（東京市：瀨木博尚，1903年4月），附錄，頁12-27。 
69 蟹江義丸：〈孔子の所謂君子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10編第1號（1903年1月），頁19-24，後改

題為〈孔子の所謂君子〉，收於《倫理叢話》，附錄，頁1-11；又改為〈孔子の倫理說（其三）君子

論〉，《孔子研究》，頁36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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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蟹江最先分析曾子的性格，認為有兩個特色：事親至孝與富有義氣，接著探討

曾子的學說，認為曾子受其性格與思想發展的影響，雖祖述孔子而倡道禮與仁，70但不

僅祖述，也進而建構孝論和仁義論。關於孝論，與孔子不同的是：（一）王公、卿大

夫、庶人各階層，孝有區別；（二）以孝為所有的德之根本；（三）不僅為德的根本，以

孝為宇宙的本體。那麼，曾子孝論與《孝經》的關係如何？雖然《孝經鉤命訣》有：

「吾（筆者注：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云云，蟹江卻認為未有明確證據表

示《孝經》是否敘述孔子的見解，而就內容來推測《論語》中的曾子孝論發展為《大戴

禮記》中的曾子孝論，《大戴禮記》中的孝論再發展為《孝經》中的曾子學徒之孝論。

至於仁義論，因為曾子在《論語》、《孟子》、《禮記》、《大戴禮記》中多主張正義，也並

稱「仁」和「義」，而蟹江認為曾子在孔子的仁發展為孟子的仁義之過程中大有貢獻，

最後甚至說：「使孔子之仁發展為仁義，這實為曾子所作，子思與孟子只不過紹述之，

此點不容置疑。然則以仁義為孟子所創見，不可不歸以往儒家的疏漏。」71可謂是獨特

的見解。蟹江另認為，曾子的孝論在儒教學說發展史上並非進步，而是退步。因為不僅

曾子所謂之孝的要件，不僅毫無超越孔子的思想，又以孝為道德的根本、宇宙的本體，

此與孔子不同，所以蟹江認為是一種偏見
。。

。 

其次，〈孔子の所謂君子に就きて〉是探討孔子所謂的「君子」，認為是「完成作為

人之修養的（人としての修養をなせるもの）」之名。那麼，「作為人的修養」為何？蟹

江接著從兩個方面加以論述：一為「美的修養」，即學習《詩》、《書》、禮樂，蟹江亦解

釋為「培養文學及美術的趣味（文學上及び美術上の趣味を養成する）」。另一則為「道

德的修養」，如（一）君子不貴空言，而重實行；（二）君子為 conscientious（「義」，即

良心的），並非 prudence（「利」，即患得患失）；（三）君子以謙遜為其特質之一；（四）

因為君子總是依 conscientiousness 行動發言，所以自顧毫無所疚，故能享受悅樂

happyness。孔子雖較為重視君子之「道德的修養」，不過，蟹江認為孔子並未僅重某一

方，例如南宋朱熹（1130-1200）專以「道德的修養」為君子的特質；日本荻生雙松

（徂徠，1666-1728）與太宰純（春臺，1680-1747）以「美的修養」為其特質，蟹江則

認為兩者皆為「偏頗的見解」。 

蟹江對孔子思想相關的論文，另有〈孔夫子の仁〉一文。依辻尚邨（生卒年未詳）

的說明，原題〈孔子の仁〉，係蟹江義丸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月回鄉時受當地教

育會的邀請所演講的。此篇探討孔子之仁，分為五種：（一）利澤（仁澤或恩澤）；

（二）重厚（仁厚），即與浮薄相反，代表篤實溫厚；（三）慈愛；（四）忠（敬恭）

                                                                 
70 蟹江認為孔子重視仁與禮，實早見於〈木村鷹太郎氏著「東洋倫理學史」上卷を評す〉，頁931。 
71 蟹江義丸：〈曾子の學に就きて〉，頁886；〈曾子の學說〉，頁26-27。原文：「孔子の仁を發展せし

めて仁義となししは實に曾子にして、子思孟子は只之を紹述せるに過ぎざること又疑を挾むの餘

地なからん。されば仁義を孟子の創見なりとするは、從來の儒家の疎漏に歸せざるべから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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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五）克己，而認為仁本來的意義是慈愛，此展現為其他意義。而指出： 
 
假使仁這一德為孔子倫理說的根本，有人雖主張此與仁是為了仁本身的仁，這種

以理性為根本的嚴肅主義相同，但我相信孔子之說並非如此極端的主義，而具有

快樂、幸福、悅樂等，與其說是用艱難以達的，不如說是以安樂實行為最上的。72 
 

最後批判朱熹和荻生徂徠各有偏差，而認為伊藤維禎（仁齋，1627-1705）說最為妥

當。此外，當時學者熱烈討論一個問題，即倫理的標準應以活動為本？還是該以快樂為

本？關於此，蟹江認為孔子之說是調和融合兩者的，不過其說不太精確，沒有作為學說

的價值，而視孔子為最穩健
。。。

的「實行家」。 

如上所述，《日本倫理彙編》共十卷，匯集了德川時代日本學者共三十六人的著

作，雖在名義上是與井上哲次郎共著，但亦是探討蟹江的學術發展時的重要材料。井上

哲次郎在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所識的〈敘〉云： 
 
即使舶來的道德主義適於我國，也難以直接扶植於我國，必須與從來的道德主義

調和為一，始能奏其功；從來的道德主義，因為時勢一變，故就照原樣已毫無活

氣，必須與舶來的道德主義調和為一，始能發揮作用。要之，應打東西兩洋的道

德主義為一塊，而將其為今後道德主義的基礎，決不再容置疑。然而，今日購求

西洋的倫理書類不必困難，購求日本的倫理書類反而不容易。世之有志於德育者

竊以遺憾。以是，余最近與文學士蟹江義丸氏將日本的倫理書類依各學派分類

之，以陸續發行，而欲以之為補充教育界的缺陷之一端。73 
 

此書匯集德川時代日本學者共三十六人的著作，其目錄如下： 

 

                                                                 
72 蟹江義丸：〈孔夫子の仁〉，頁7。原文：「仁と云ふ德が孔子の倫理說の根本であるとすれば、仁は

仁自身の為めに仁なりといふ如く、理性を以て根本とする嚴肅主義と同じと論ずるものあるも、

余は孔子の說は決してかゝる極端なる主義ではなく、快樂、幸福、悅樂と云ふ事が具つて、苦し

み勉めて達するものよりも所謂安んじて樂み行ふを以て最上となせりと信ずる。」 
73 井上哲次郎：〈日本倫理彙編敘〉，《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上）》，卷之一，頁3。原文：

「假令ひ我れに適切なりとするも、舶來の道德主義は直に此に扶植すること難し、必ず從來の道

德主義と調和合一して、始めて其功を奏すべきなり、從來の道德主義は時勢一變せるが為めに、

最早其儘にては何等の活氣も無し、必ず舶來の道德主義と調和合一して始めて用を為すべきなり、

之れを要するに、東西兩洋の道德主義を打ちて一塊となし、以て今後の道德主義の根柢をなすべ

きこと、決して復た疑ひを容るべからざるなり、然るに今日にありては西洋の倫理書類を購求す

ること、必ずしも困難ならずと雖も、日本の倫理書類を購求すること反つて容易ならず、世の德

育に志あるもの竊に以て遺憾となす、是を以て、余頃ろ文學士蟹江義丸氏と日本の倫理書類を各

學派に從ひて之れを分類し、以て陸續發行し、聊か教育界の缺陷を充たすの一端となさんと欲

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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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學之部 

卷之一 1. 中江原（藤樹，1608-1648） 《翁問答》五卷 
《藤樹遺稿》二卷 
《藤樹先生書翰雜著》一卷 
《藤樹先生學術定論》一卷 

2. 熊澤伯繼（蕃山，1619-1691） 《集義和書》十六卷 

卷之二 熊澤伯繼 《集義外書》十六卷 

3. 三重真亮（松菴，生卒年未詳） 《王學名義》二卷 

4. 三輪希賢（執齋，1669-1744） 《日用心法》一卷 
《四言教講義》一卷 
《雜著》四卷 

5. 中根若思（東里，1694-1765） 《東里遺稿》一卷 
《東里外集》一卷 

卷之三 6. 佐藤担（一齋，1772-1859） 《言四錄》四卷 

7. 大鹽後素（中齋，1793-1837） 《古本大學刮目》七卷 
《儒門空虛聚語》三卷 
《增補孝經彙註》三卷 

古學派之部 

卷之四 8. 山鹿義矩（素行，1622-1685） 《聖教要錄》二卷 
《山鹿語錄》四十三卷 
（抄十二卷） 
《武教小學》一卷 
《配所殘筆》一卷 

卷之五 9. 伊藤維禎 《語孟字義》二卷 
《童子問》三卷 
《仁齋日札》一卷 

10. 伊藤長胤（東涯，1670-1736） 《學問關鍵》一卷 
《天命或問》一卷 
《復性辨》一卷 
《古今學變》三卷 
《訓幼字義》八卷 

卷之六 11. 荻生雙松 《辨道》一卷 
《辨名》一卷 
《學制》一卷 
《答問書》三卷 

12. 太宰純 《辯道書》一卷 
《聖學問答》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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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略說》一卷 

13. 山縣孝孺（周南，1687-1752） 《為學初問》二卷 

朱子學派之部 

卷之七 14. 藤原肅（惺窩，1561-1619） 《惺窩文集抄錄》一卷 
《千代もと草》一卷 

15. 中村之欽（惕齋，1629-1702） 《講學筆記》三卷 

16. 室直清（鳩巢，1658-1734） 《駿臺雜話》五卷 

17. 雨森俊良（芳洲，1668-1755） 《橘窓茶話》三卷 

18. 山崎嘉（闇齋，1619-1682） 《闢異》一卷 
《經名考》一卷 
《仁說問答》一卷 

19. 佐藤直方（1650-1719） 《學談雜錄》一卷 

20. 淺見安正（絅齋，1652-1712） 《聖學圖講義》一卷 
《六經編考》一卷 

21. 三宅重固（尚齋，1662-1741） 《默識錄》四卷 

22. 山縣昌貞（大貳，1725-1767） 《柳子新論》一卷 

卷之八 23. 貝原篤信（益軒，1630-1714） 《慎思錄》六卷 
《大疑錄》二卷 
《五常訓》五卷 

24. 尾藤孝肇（二洲，1745-1814） 《素餐錄》一卷 
《正學指掌》一卷 

25. 賴惟柔（杏坪，1756-1834） 《原古編》六卷 

折衷學派之部 

卷之九 26. 細井德民（平洲，1728-1801） 《嚶鳴館遺草》六卷 

27. 片山世璠（兼山，1730-1782） 《山子垂統前篇》三卷 
《山子垂統後篇》三卷 

28. 井上立元（金峨，1732-1784） 《經義折衷》一卷 
《匡正錄》一卷 

29. 太田元貞（錦城，1765-1825） 《疑問錄》二卷 
《仁說三書》三卷 

獨立學派之部 

卷之十 30. 三浦晉（梅園，1723-1789） 《贅語》十四卷 
（六卷抄錄） 
《敢語》一卷 
《寓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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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帆足萬里（1778-1852） 《入學新論》一卷 

三浦晉 《梅園叢書》三卷 
《梅園拾葉》三卷 

32. 二宮尊德（1787-1856） 《報德外集》二卷 
《二宮先生語錄》四卷 

老莊學派之部 

卷之十 33. 盧草拙（1671-1729） 《啽囈錄》一卷 

34. 有木吉（雲山，生卒年未詳） 《道學正要》一卷 

35. 阿部玄達（漏齋，生卒年未詳） 《鷹起子》一卷 

36. 廣瀨建（淡窗，1782-1856） 《折玄》一卷 
《義府》一卷 

 
蟹江在幼時所受的漢文教育之基礎上，透過《日本倫理彙編》的編輯，更深吸收了德川

儒學的成果，故伊藤維禎、荻生雙松、安井衡（息軒，1799-1876）等之名屢見於蟹江

其他論著之中。就此點而言，《日本倫理彙編》可謂也是蟹江一九○○年代的漢學研究

之重要來源。蟹江亦欲出版《續倫理彙編》十冊，但因為發病，遂為罷論。 

關於《日本倫理彙編》，蟹江另有〈日本倫理學史研究の順序〉。74他認為，日本的

「朱子學派」與「陽明學派」雖在德川時代的影響力頗大，但只不過是祖述中國儒家的

學說；與此不同，「古學派」批判從前的學說，對思想界的貢獻最大；「折衷派」探討訓

詁相關的問題，雖對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多，但折衷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其所論較為

穩健；「獨立派」則不滿於從前的儒教學說，提出獨特的見解，最富有研究的精神，與

維新以後的日本思想界密切相關；「老莊派」則與儒教的唯理的傾向不同，而發揮思索

的、神秘的傾向。並且，蟹江逐一舉出各學派的重要著作，可窺知蟹江對德川倫理思想

的見解，值得參考。 

蟹江談德川時代的儒學思想，也有〈德川時代に於ける自由研究の精神〉一篇。75

這篇是從「自由研究」的角度，針對德川時代的儒學加以評述，仍認為「朱子學派」與

「陽明學派」都受朱熹《小學》、《近思錄》、《朱子語類》或明王陽明（1472-1529）《傳

習錄》學術的約束，幾未有自由的研究；「古學派」，雖一方面批判朱熹與王陽明，但另

一方面仍尊崇孔子或《論語》，也未到達自由研究的境界。那麼，純粹的自由研究始於何

人？在此點，蟹江針對三浦晉、帆足萬里、二宮尊德及土井有恪（聱牙，1817-1880）

等人加以注目，尤其蟹江高度評價三浦的研究超出孔子的世界，而以自然的世界為基

礎，而最後說：「今後我國尚不可懈地輸入外國的思想，與此同時，我們務必繼承梅園

                                                                 
74 蟹江義丸：〈日本倫理學史研究の順序〉，收於《倫理叢話》，頁145-155。 
75 蟹江義丸：〈德川時代に於ける自由研究の精神〉，收於《倫理叢話》，頁12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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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氏的遺志，而發揮日本固有的哲學倫理學。」76 

但由上述可知，他對東方哲學或倫理學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佐藤將之教授指出，

蟹江《荀子》研究為明治時代日本知識份子消化西方學術並且將之應用於《荀子》研究

功夫上的里程碑。筆者認為，不僅《荀子》研究，蟹江對其他東方倫理學研究亦然。值

得關注的是，首先，蟹江相當肯定不偏不黨的態度而嫌棄極端的見解、主義。這種論述

看似未見於最早期的〈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中，因此可推測是始於接觸德國

哲學之後。其次，蟹江頗重清朝考證學的成果，可能是因為不認同空虛的言論之故。最

後，至於蟹江對儒教的態度，他本人明確表示，並非以儒教為標準取捨其他學說，而是

立足於自己的學說選擇儒教的長處，故高度評價德川儒學中「獨立學派」的學問，也值

得關注。 

3 當代哲學及倫理學方面 

蟹江義丸亦有思考當代問題的成果：如〈我邦に於ける過去及び現在の理想〉、77

〈我邦に於ける現在及び將來の理想〉、78〈德の分類につきて〉、79〈勇猛心〉、80〈人

生の危機〉81以及〈道學先生とは何ぞや〉82等。對蟹江而言，自己身處的時代為：「維

新以來長足進步的物質文明逐漸釀造其弊害，倫理問題乃勃然興起」83的時代，可見蟹

江感到明治維新以來偏重物質文明的侷限，尤其他認為其對倫理方面頗有影響。 
首先，〈我邦に於ける過去及び現在の理想〉與〈我邦に於ける現在及び將來の理

想〉為姊妹篇，均探討「道德的理想」。前者討論自王朝（藤原）時代至幕府時代的

「理想」之變遷，認為理想在王朝時代是以「人情」為主，但到了幕府時代，則變成以

由「謝意」與「義俠心」而成的「義理」與為主。在蟹江的眼中，「義理」雖生於「人

情」，但互相衝突。蟹江身處於嚴肅主義（偏頗的道德意識）與快樂主義（放逸無慘的

                                                                 
76 蟹江義丸：〈德川時代に於ける自由研究の精神〉，《倫理叢話》，頁144。原文：「今後尚ほ我邦は外

國の思想を輸入することを懶つてはならぬが、夫と同時に我々は梅園諸氏の遺志を繼紹して日本

固有の哲學倫理學を發揮することを勉めなければならぬ。」 

77 蟹江義丸：〈我邦に於ける過去及び現在の理想〉，收於《倫理叢話》，頁27-66。 
78 蟹江義丸：〈我邦に於ける現在及び將來の理想〉，收於《倫理叢話》，頁67-84。 
79 蟹江義丸：〈德の分類につきて〉，《教育學術界》第1卷第6號（1899年11月），頁21-25，後收入教

育學術研究會（編）：《教育者の修養》（東京市：同文館，1904年1月），頁81-95。 
80 蟹江義丸：〈勇猛心〉，《丁酉倫理會講演集》第3輯（年月未詳），頁1-14。 
81 蟹江義丸：〈人生の危機〉，《丁酉倫理會講演集》第7輯（1901年6月），頁1-18，後收於《倫理叢

話》，頁102-120。 
82 蟹江義丸：〈道學先生とは何ぞや〉，《丁酉倫理會講演集》第11輯（1903年2月），頁47-62，後收於

《倫理叢話》，頁85-101。 
83 引自《倫理叢話．序》。原文：「維新以來長足の進步をなせる物質的文明漸く其弊害を釀成し、倫

理問題勃然として興起し來れ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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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盛行的當時，主張調和「人情」與「義理」之必要，於此果然也對馮特、保爾森

與格林的諸說給予高度評價。那麼，該如何調和「人情」與「義理」呢？後者則是討論

這個問題的。蟹江首先攻擊以「人情」為主的「保守的理想」與以「義理」為主的「急

進的理想」，而推動調和兩者的「進步的理想」。其次，蟹江主張作為「國民」的一個人

必須擁有「自活能力」或「職業」，其時「勤勉」和「節儉」就是最重要的德目，另認

為日本國民在「智」、「情」、「意」各方面需要發達。最後，他論述今後的道德必是兼及

自己和他人的，而不可僅論對個人的方面，也應涉及對社會的方面，甚至更談到對人類

的道德。 

其次，〈德の分類につきて〉則從倫理學的立場而針對「德」加以分類。蟹江認

為，倫理學是以心理學與社會學為基礎。從心理學而言，德可以分為「知的德」、「情的

德」及「意的德」，但三者並非各自獨立存在，而是一德的三個面向；從社會學而言，

德也可以分為「對自己的德」、「對別人的德」及「對社會的德」三種。依此，蟹江分類

「德」有如下九種： 
 

 心理學 

知的德 情的德 意的德 

社
會
學 

對自己的德 對自己之知的德 對自己之情的德 對自己之意的德 

對別人的德 對別人之知的德 對別人之情的德 對別人之意的德 

對社會的德 對社會之知的德 對社會之情的德 對社會之意的德 
 

蟹江在知、情、意三種之中特別重視情的作用。他並認為，在實踐上對自己的德是人生

而具有的，所以不用特別鼓勵，反之，對別人和對社會的德應多倡導。因此，蟹江在

「德」的九類中最重視「對別人之情的德」與「對社會之情的德」，認為是相等於孔子

之「仁」、釋迦之「慈悲」以及基督之「愛」。在此篇中，蟹江關注《論語》與《中庸》

中的「智、仁、勇」三德和「中庸」，而云：「要之，若將中庸或中和之德與智、仁、勇

之三德合為一，則大略與我的分類法一致。」84值得留意。 

次之，〈勇猛心〉則敘述三種「勇猛心」，即依體力的勇猛心；依智力的勇猛心；依

道德的勇猛心，而以釋迦、基督、孔子、孟子的「浩然之氣」為例，說明依道德的勇猛

心就是最重要的，並批判當時所流行的學生私鬥。 

另在〈人生の危機〉中，蟹江則論述「精神上的厄運年齡」，而因為智、情、意的

作用激烈變化、發展「過度」，所以他認為從依賴至獨立狀態的青年時期最為危險。蟹

                                                                 
84引自《教育者の修養》，頁91。原文：「要するに中庸若くは中和の德と智仁勇の三德とを合すれば

私の分類法と粗ぼ一致する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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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並指出，所有人的智、情、意均受自己的人世觀與世界觀的影響，所以保持自己的人

世觀與世界觀就是為了脫離人生危機的關鍵；「懷疑主義」與「失戀」是容易破壞人世

觀與世界觀的兩大原因，此僅依宗教或哲學，始能想開。 

接著，〈道學先生とは何ぞや〉一篇，首先整理「道學」一詞的歷史演變，而承認

「道學」本指程朱學，但當時流行的「道學先生」的「道學」並非此意義。於是，他分

析「道學先生」之當代意義為八種：第一，研究或倡導道德觀念的人；第二，反快樂主

義而採嚴肅、禁欲主義的人；第三，固執形式而忽略其精神的人；第四，一心鑽研學問

的人，即學究之徒；第五，消極、脫俗主義的人；第六，偽善者；第七，無趣味者；第

八，不採本能主義者。蟹江最後針對各意義一一加以批評，僅肯定第一和第四，卻否認

其他涵義的「道學先生」。 

蟹江著還有〈倫理修養運動に關する希望〉、85〈禮法に就て〉、86〈理想の發展に

つきて（義理と人情）〉、87〈學窗餘談〉88以及〈夏季講習會につきて〉89等。明治三十

四年（1901）六月二十一日，伊庭想太郎（1851-1907）刺殺前逓信大臣星亨（1850-

1901）後，蟹江撰寫〈伊庭想太郎氏に對する道德的判斷〉一文 90；第一高等學校學

生藤村操（1886-1903）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五月二十二日自殺後，不少知識分子

談論藤村之死，蟹江也發表〈藤村操の死について〉一篇。91此外，〈「夕霧阿波の鳴

渡」に就て〉92則是以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的同名淨瑠璃為主題的。這段所舉的

論著，都是從倫理學的觀點而探討社會問題的。 

如此，蟹江義丸論當代哲學或倫理學問題，仍是以「進步的」、「中庸」為目標，致

力調整「人情」與「義理」、「急進」與「保守」等極端的立場。他另重視快樂主義、本

能主義、精神而批判嚴肅主義、禁欲主義、形式等，並他的倫理學以心理學與社會學為

基礎，亦與上文所述有所共同。 

                                                                 
85 蟹江義丸：〈倫理修養運動に關する希望〉，《丁酉倫理會講演集》卷號未詳（1899年10月），頁碼未

詳。 
86 蟹江義丸：〈禮法に就て〉，《倫理界》第2號（1901年3月），頁35-40。 
87 蟹江義丸：〈理想の發展につきて（義理と人情）〉，《教育學術界》第4卷第3號（1902年1月），頁5-

13（未完）。 
88 蟹江義丸：〈學窗餘談〉，《教育學術界》第8卷第5號（1904年1月），頁39-42。 
89 蟹江義丸：〈夏季講習會につきて〉，《教育實驗界》第12卷第6號（1903年9月），頁43-47。 
90 蟹江義丸：〈伊庭想太郎氏に對する道德的判斷〉，《丁酉倫理會倫理講演集》第12輯（1903年4

月），頁1-30，後收於《倫理叢話》，頁1-26。據深作安文，蟹江聽到伊庭暗殺星亨的新聞，即非常

歡喜，因為對蟹江而言，星是受賄缺德的政治家。此外，蟹江相當支持日俄戰爭的開戰，可見蟹江

有「國士」的一面。請參深作安文：〈故蟹江義丸博士を偲ぶ〉，《思想と日本》（東京市：明治圖

書，1934年2月），頁489-493。 
91 蟹江義丸：〈藤村操の死について〉，《新佛教》第4卷第7號（1903年7月），頁554-557。 
92 蟹江義丸：〈「夕霧阿波の鳴渡」に就て〉，《兵庫縣教育會報》第167號（1903年8月），頁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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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的內容 

如上所述，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本是他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七月繳交東京帝

國大學大學院的博士論文，蟹江沒後的翌年七月由金港堂出版，可謂是蟹江最後的遺

著。
93
蟹江本人在明治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撰寫〈序〉，云：「本書係本人在研究所研

究的成果。孔子研究，固非盡之，其取之不盡，越穿越獲，如礦山然。然本人近日為病

魔所侵擾，沈淪於研究暫不得不廢的悲境。由此，雖不完全，但付梓本書，請世人批

評，期望他日獲得機會改訂。」
94
可見蟹江本人也稍不滿於此書的內容，若後有改版的

機會，即欲以〈孔子の時代〉、〈孔子の子孫〉與〈孔子の門人〉三章加之，但在昭和二

年（1927）由京文社改版《孔子研究》時，蟹江已不在世。 

蟹江《孔子研究》主要由兩篇而成：第一篇為〈孔子の事蹟〉，第二篇則為〈孔子

の學說〉，此點在《孔子研究》架構上的特色。另在書後附錄〈論語の解題〉和〈孔子

關係書類〉，尤其〈孔子關係書類〉分別有（一）中國古書而可為孔子研究的材料；

（二）從古書中蒐集與孔子相關的言論；（三）敘述孔子的事蹟；（四）敘述孔子的學

說；（五）《論語》註釋書；（六）由西方人之手而成的孔子關係書類，著錄了三二五

種，雖非親自過目全書，但不僅包括中、日與孔子研究相關的重要論述，亦收錄了西方

哲學家的著作：例如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約翰．亨利

希．普拉斯（Johann Heinrich Plath, 1802-1874）、威廉．碩特（Wilhelm Schott, 1802-

1889）、格奧爾格．馮．得．嘎伯冷玆（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馬丁．豪

克（Martin Haug, 1827-1876）、理雅克（詹姆斯．萊格，James Legge, 1815- 1897）、羅

伯．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 1838-1913）等的孔子論。 

 

 

                                                                 
93 關於蟹江《孔子研究》的內容，另可參 K1生：〈蟹江博士の「孔子研究」再版〉，《哲學雜誌》第19

卷第213號（1904年11月），頁87-91。另，山下龍二有〈明治の孔子論〉，《新しい漢文教育》第19
號（1994年10月），頁12-22，後收於《儒教と日本》（東京都：研文社，2001年9月），頁47-71。山

下在此文中針對蟹江《孔子研究》、山路愛山《孔子論》、西脇玉峯《世界三聖傳孔子》以及宇野哲

人《孔子教》（另收入《儒教と日本》後，附論遠藤隆吉《孔子傳》），立「三聖人」、「資料」、「政

治、倫理」、「對天的信仰」、「徂徠」、「禮樂」、「軍備」、「宋明學」等項目，討論日本明治期孔子論

的特色。 
94 蟹江義丸：〈序〉，《孔子研究（改版）》，頁1。原文：「本書は余が大學院に在りて研究せし成果な

り。孔子の研究固より之に盡きたるにあらず。否其盡きざること、從つて穿てば從つて得る礦山

の如く然り。然るに余頃者病魔に侵され、姑く研究を廢せざるを得ざるの悲境に沈淪せり。依り

て不完全ながら本書を上梓して世の批評を請ひ、他日機を得て改訂せんことを期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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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の事蹟〉 

首先，〈孔子的事蹟〉分別有二十章，目錄如下： 
 
第一章  孔子的祖先 

第二章    孔子的生誕及幼時 

第三章    孔子的青年時代 

第四章    孔子遊周 

第五章    孔子赴齊 

第六章    孔子為魯所聘用 

第七章    孔子在衛 

第八章    孔子周遊於天下 

第九章    孔子自衛還魯 

第十章    孔子慨嘆時勢 

第十一章  孔子與隱者 

第十二章  孔子的晚年（其一）：魯的國老 

第十三章  孔子的晚年（其二）：述刪 

第十四章  孔子的終焉 

第十五章  孔子的性格（其一）：衣食住 

第十六章  孔子的性格（其二）：舉動 

第十七章  孔子的性格（其三）：知的生活 

第十八章  孔子的性格（其四）：情的生活 

第十九章  孔子的性格（其五）：意的生活 

第二十章  孔子的性格（其六）：圓滿與脫俗 
 

由題目可知，也可以分為兩部分：自第一章至第十四章論述孔子的生平；自第十五章至

第二十章則描述孔子的性格，可以指出幾點特色：首先，蟹江探討孔子生平時，未完全

對《史記．孔子世家》的敘述置信，
95
而是以《論語》為基礎，另一方面批判地參考、

利用其他書籍：例如《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世本》、《國語》等無庸贅言，亦

引用《繫辭傳》、《禮記》諸篇（含《中庸》與《大學》）、《孟子》、《墨子》、《荀子》、

《韓非子》、《呂氏春秋》、《晏子春秋》、《孔子家語》、《新語》、《韓詩外傳》、《春秋演孔

                                                                 
95 蟹江義丸論《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云：「朱子云：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是依《史記》的描述，但是，《史記》並非如此可信賴之書（朱子が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といへるは史記によれるものなれど、史記は然かく信賴すべき書に

あらず）。」《孔子研究（改版）》，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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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苑》及《桓譚新論》等與孔子相關的記載。尤其是蟹江注重《繫辭傳》，北宋

歐陽脩（1007-1072）、伊藤長胤（東涯，1670-1736）等皆主張「十翼」非孔子所著，

蟹江亦同意歐陽、伊藤說，但他另一方面認為《繫辭傳》是包含孔子晚年的思想。 

其次，蟹江廣泛引用中、日、歐美的註釋書、研究書，古註、新註不待言，既包括

清朝考證學的成果，如毛奇齡（1623-1716）、閻若璩（1636-1704）、江永（1681-

1762）、翟灝（生年未詳-1788）、崔述（1740-1816）與狄子奇（生卒年未詳）等的見

解，亦參考伊藤維禎、荻生雙松、三浦晉、角田簡（九華，1784-1856）、太田保（方

齋，生卒年未詳）、安井衡等日本漢學家及理雅克、道格拉斯等歐美學者的論述，可見

蟹江對學術的用心用意。因此，貝塚茂樹《孔子》卷末〈參考文獻〉指出： 
 
蟹江義丸博士的《孔子研究》第一篇〈孔子的事蹟〉，崔述的成果不待言，也吸

收了和漢學者的這種研究（筆者注：指對《史記．孔子世家》的批判研究），值

得參考。
96

 
 
次之，蟹江雖參考許多書籍，但並未盲目地偏重某一立場，而一一列舉每個學說，

並列相較之後，導出最為合理、穩健的結論，避免獨斷。例如《論語．憲問》有：「子

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關於「七

人」，東漢包鹹（前7-後65）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與楚狂接輿；

魏王弼（226-249）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和少連；東漢鄭玄

（127-200）另云：「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

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但蟹江則以

南宋李侗（1093-1163）「不可知其誰何，必求齊人以實，則鑿矣」為穩當。
97
另外，《論

語．陽貨》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針對此章，

諸說紛紛，可分為兩種說法：即視其為事實的「肯定說」與為非事實的「否定說」。代

表「否定說」的學者有清趙翼（1727-1812）與崔述，其理由有三：（一）不合《左

傳》；（二）不合孔子的品性重大義名分；（三）《論語》各章未必盡然確實。然而，關於

第一點，蟹江認為《左傳》僅是不載而已，以安井衡：「《左傳》不載者，不狃陪臣，而

事未至亂也」為妥當；關於第二點，蟹江從一位近代學者的觀點懷疑孔子毫無缺點；對

於第三點，他認為論據不足。
98
可見蟹江雖高度評價清朝考證學的成果，但未必給予絕

                                                                 
96 貝塚茂樹：《孔子》，頁206；《貝塚茂樹著作集》，第9卷，頁138。原文：「蟹江義丸博士の《孔子研

究》の第一篇〈孔子的事蹟〉には、崔述はいうに及ばず、和漢の學者のこの種の研究をよくとり

入れているから、これについて見られたい。」 
97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165-166。 
98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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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評價。除此之外，多處可見以「獨斷」批判先人之說，甚至有時也包括蟹江相當欣

賞的三浦晉，而蟹江多參考崔述的見解，不過他說：「崔述的考證大概正確，但並非無

缺點」，作為其缺點舉出「經書崇拜癖」與「事實抹殺癖」。
99
這種態度可能與蟹江不認

同極端的學術風格有關。 

以上三點都屬於蟹江《孔子研究》在處理資料上的特色，山路彌吉（愛山，1865-

1917）《孔子論》就此加以批評： 
 
觀看近時書生所論孔子，大抵未仔細考量該古書可以信用到如何程度，總是視為

有同樣價值的文獻，預先依《史記．孔子世家》略論孔子的年譜，而後剪下《左

氏》、《穀梁》、《論語》、《孟子》、《大戴禮》等古書的記事付之，並且討論昔人對

這種拼湊的文章之註釋，認為如此即具備孔子的傳記。（如蟹江氏所著，即此一

例。）餘斷言，如此書籍製造術
。。。。。

決非達到真實的孔子之方法。
100

 
 

可見山路指出蟹江《孔子研究》的材料問題。山路《孔子論．材料論》中針對《中庸》、

《禮記》、《大學》、《左傳》、《孟子》、《易》、《尚書》諸書加以詳細的批評，認為這些文

獻在論述孔子生平時不可置信。但蟹江並非隨意剪貼古書，創造出新的孔子意象，而是

以合理、穩健的態度判斷其是非，值得留意。 

除上述之外，蟹江對孔子生平的論述有三個特色：第一，蟹江將從歷史研究的觀點

解構孔子的聖性。他在書中屢次提到：「以往的儒家擔憂汙瀆孔子之德，因此以許多方

法辯疏之（筆者注：「之」指《史記．孔子世家》所言「紇與顏氏女野合」）」、101「以往

的儒者多有過大估計孔子的功績」102等，連蟹江高度欣賞的角田簡也有時為他所批評，

其言云：「其為出於儒者崇拜孔子癖的謬見，並非事實。」103如上所述，針對《論語．陽

貨》之句，因為不合孔子的品性注重大義名分，趙翼與崔述都為非事實，蟹江則否定趙、

                                                                 
99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8-9。 
100 山路愛山：《孔子論》（東京市：民友社，1905年2月），頁69-70。原文：「近時書生の孔子を論ず

るものを見るに大抵古書の如何なる程度まで信用すべき乎を仔細に商量せず。總て同一の價值

あるものゝ如く見做し、預じめ史記の世家に依つて畧ぼ孔子の年譜を考へ、而して之に左氏、

穀梁、論語、孟子、大戴禮等の古書を切り抜きて貼付し、併せて此切抜きの文章に對する昔人

の註釋を論じ。此の如くにして孔子の傳記具はれりと云ふものゝ如し。（蟹江氏の著の如き，即

ち此一例なり。）余は斷言す此の如き書籍製造術
、、、、、

は決して真實の孔子に達し得べき道に非るな

り。」（旁點：山路） 
101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11。原文：「從來の儒家其孔子の德を汚すを憂ひて百方之を

辯疏せんとす。」 
102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102。原文：「從來の儒者中孔子の功績を過大視するもの多

し。」 
103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109。原文：「儒者の孔子崇拝癖に本づく謬見にして事實を得

たる説にあら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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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說而云： 
 
此事是否符合孔子的品性？積極論者與消極論者的論述均成立於孔子的品性毫無

缺點此一假設之上。然而，此假設雖相當有效於崇拜孔子，但對應採批評態度的

學者毫無價值。
104

 
 

因為如此，後文中批評「三年喪」云：「如此制度，仍可用於社會組織尚簡單的時代，

但是，當社會組織逐漸變為複雜時，其對人間活動帶來很大的障礙，甚至完全不能實

行。（中略）然世之儒者墨守孔子之意見，不知改正之，其愚也不可及也。」105蟹江甚

至對孔子未採宰我將三年喪短縮為期喪感到「千載的遺憾」，並表示贊成墨子薄葬論。

蟹江亦不同意孔子排擊法治主義，謂： 
 
自周室紀綱之廢弛以來，社會的發展已不許道德與法律接合為一。當是時，孔子

依然固執德治主義，排斥法治主義。（中略）在此點，本人不得不惜孔子保守的

傾向。更何況此保守的傾向，後為儒教的一根本思想，釀造弊害不少。
106

 
 
孔子所身處的春秋時代，實當世運自禮樂時代推移法律時代的過渡期。然孔子反

抗如此時勢，始終主張禮樂全能說。在此點，本人深為孔子不得不惜。爾後，禮

樂全能說成為儒教的一定說，然社會反而歡迎申、商、韓非諸子的刑名說，秦始

皇最後統一中國。漢以後，禮樂幾乎變成了有名無實，謀圖復興之之舉，莫不以

失敗而告結束。此確然是儒者以迂遠被看待的原因之一。
107

 

                                                                 
104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87。原文：「かく此事の孔子の品性に符號するや否やに就き

て、積極論者も消極論者も共に孔子の品性に微塵も缺點なしとの假定の上に成立す。然れども

此假定は一も二もなく孔子を崇拝するものには有効なるべきも、批評的態度を取れる學者には

毫も價值あることなし。」 
105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357-358。原文：「かくの如き制度は、社会組織の尚簡單なり

し時代にありては兎に角、其漸く複雜に赴くや、其活動に非常なる障礙を及ぼし、遂には到底

實行すること能はざるに至る。（中略）然るに世々の儒者、孔子の意見を墨守して、之を改正す

ることを知らず、其愚や到底及ぶべからざるなり。」 
106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391。原文：「周室の紀綱廢弛せしより以來、社會の發展は最

早道德と法律との合一を許さず。是時に當りて、孔子依然として德治主義に固執して法治主義

を排斥す。（中略）此點に於て余は孔子の保守的傾向を惜しまざるを得ず。況んや此保守的傾向

は儒教の一根本思想となりて弊害を釀しゝこと尠少ならざるをや。」 
107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399。原文：「孔子が生存せし春秋時代は、實に世運の禮樂時

代より法律時代に推移する過渡に當れり。然るに孔子はかゝる時勢の大勢に反抗して、飽くま

でも禮樂全能說を主張す。此點に於て吾人は深く孔子の為めに惜しまざるを得ず。爾來禮樂全

能說は儒教の一定說となれり。然るに社會は反りて申商韓非諸子の刑名說を歡迎して、遂に秦

の始皇の支那統一となれり。漢以後禮樂は殆んど空名となりて、之が復興を謀れる舉失敗に終

らざるはなし。儒者が迂遠を以て目せらるゝ一原因は確に此にありて存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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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蟹江提到孔子的戰爭觀，觀察中國歷史而認為，在儒教主義的時代，軍備缺陷，

大概受外國所侵略，因此也云：「孔子比較不重軍備，不可謂無其弊。」
108

由此可見，

就以「批評態度」的近代學者蟹江而言，孔子也有了不少缺點，已不再是「聖人」。因

為如此，孔子的思想也有所變遷，蟹江認為，孔子晚年歸魯後，孔子的思想由以政治道

德為主發展為以哲學宗教為重（詳後述）。 

第二，由「知」、「情」與「意」三個面向而分析孔子的生活。首先，關於孔子的

「知的生活」，蟹江由經驗主義的立場，論證孔子好「學」的一面，反對後世學者視孔

子為「生知」的聖人。其次，他論孔子的「情的生活」，強調孔子富有慈愛心、謙讓的

美德、美的感情及宗教的感情。最後，有關孔子的「意的生活」，蟹江以夾穀之會、圖

謀破壞三都為例，論述孔子意志之強大。如上所述，蟹江已在〈我邦に於ける過去及び

現在の理想〉與〈我邦に於ける現在及び將來の理想〉中主張，當時日本國民在「智」、

「情」、「意」各方面需要發達，也在〈德の分類につきて〉中由心理學的角度而分

「德」為「知的德」、「情的德」及「意的德」三種，可見《孔子研究》中的「知、情、

意」三種分法在蟹江學術中的地位相當重要。 

第三，蟹江另指出，孔子的性格有兩個特色：一是「圓滿而不偏僻固陋（圓滿にし

て偏僻固陋ならざる）」。蟹江以《論語．述而》「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等為

例，說明孔子言行與其他宗教祖師不同，皆合乎常識的。但如此特色，其實有可能與一

般人相同。那麼，孔子雖不足使奇行之人驚惶，但何以可與凡俗有別？蟹江指出，因為

孔子性格有另一個特色，即：「有優游自適而超世脫俗的傾向（優游自適超世脫俗の趣

きあること）」，
109

如《論語．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後略）』」等。 

（二）〈孔子の學說〉 

其次，第二篇〈孔子的學說〉也由共十六章而成： 
 
第一章    孔子學說的淵源 

第二章    孔子的根本思想（其一）：道 

第三章    孔子的根本思想（其二）：一貫之道 

第四章    孔子的根本思想（其三）：中庸 

第五章    孔子的根本思想（其四）：禮 

                                                                 
108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403。原文：「孔子が比較的に軍備を重んぜざりしは、其の弊

なしというふべからず。」 
109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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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孔子的根本思想（其五）：仁 

第七章    孔子的倫理說（其一）：義務論 

第八章    孔子的倫理說（其二）：孝悌論 

第九章    孔子的倫理說（其三）：君子論 

第十章    孔子的政治說（其一）：德治論 

第十一章  孔子的政治說（其二）：禮樂論 

第十二章  孔子的政治說（其三）：仁政論 

第十三章  孔子的教育說 

第十四章  孔子的人性論 

第十五章  孔子晚年的思想 

第十六章  《繫辭傳》中的孔子之世界觀 
 

就內容可分為七個部分：（一）論孔子學說的淵源（第一章）；（二）論孔子的根本思想

（自第二章至第六章）；（三）論孔子的倫理說（自第七章至第九章）；（四）論孔子的政

治說（自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五）論孔子的教育說（第十三章）；（六）論孔子的人性

論（第十四章）；（七）論孔子晚年的思想（第十五章與第十六章）。 

首先，蟹江論孔子學說的淵源，依「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而認

為：「孔子是紹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事業，大成中國固有的教學。」
110

孔子雖將堯、舜理想化為「超人間 Uebermenscb（蓋「Übermensch」之訛）」，以其時代

為黃金時代，但是，因為堯、舜的事蹟、性格都不明，並孔子為魯人而重禮，因此蟹江

認為，孔子尤其尊重制禮的周公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盡力回覆其事業。 

接著，蟹江依序探討孔子的根本思想：即「道」、「一貫之道」、「中庸」、「禮」和

「仁」五種概念。眾所周知，《論語》有「予一以貫之」（〈衛靈公〉）與「吾道一以貫

之」（〈里仁〉），學者古來對此兩句的解釋相不一致。但是，因為孔子所言的「學」（即

「知」）不外是政治道德，並伊藤維禎以「吾道」為「我之所道」，理雅各也為「My 

doctrine」，所以蟹江則認為，「一以貫之」意謂「我的政治道德上之意見有所一貫」。
111

 

那麼，「道」何指？朱熹《論語集註》有兩種解釋：一，「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是也。」這是以「道」為「倫理的原理 EthischePrinzip」。二，「道者，事物當

然之理。」此則為「世界原理 Welt Prinzip」。因為朱熹的哲學是由天人合一的思想而

成，所以世界的原理不得不涵蓋倫理的世界。但是，就蟹江而言，孔子晚年始有哲學的

                                                                 
110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41。原文：「孔子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の事業を紹述して、支

那固有の教學を大成せし人なり。」 
111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48。原文：「其の政治道德上の意見に一貫する所あるをいへ

るな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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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傾向，所以蟹江不同意朱熹以《論語》中的「道」為「世界原理」的見解。另外，

荻生雙松在《辨道》云：「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此是

以「道」為「政治的原理」，蟹江則認為荻生過重政治的面向。對蟹江而言，「孔子所謂

之道者，可謂是倫理政治的原理 Ethiko=politisches Prinzip。」
112

並且「道」在其中含有

種種社會組織及種種德目。 

不過，蟹江認為，「道」並不單是種種德目、社會組織的集合（Aggregation），而是

有組織、有系統的，所以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那麼，「一貫之道」何指？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論語．里仁》）漢唐、清朝及日本諸儒都認同。但是，

蟹江對此懷疑，因為他認為「忠恕」二字無法涵蓋孔子倫理政治上的整體意見。就此，

蟹江近於宋儒，但他也不能同意朱熹視「一貫之道」為「理」，全祖望（1705-1755）則

視為「誠」。 

於是，蟹江關注的是「中庸」。「中」代表「無過不及」、「不偏倚」，自堯、舜以來

為倫理政治的原理，孔子學之。那麼，孔子為何不稱「中」，而稱「中庸」？「庸」有

「可常行之德」之意（何晏），蟹江因此認為，「中庸」既代表特殊行為無過不及，亦表

示作為行為淵源的性格有所一貫。換言之，孔子將「中」內面化（Verinnerlichen），而

稱為「中庸」。不過，對蟹江而言，「中庸」僅是孔子所主張的倫理政治的一原理、一貫

之道的一面向而已，他乃云：「中庸僅是一貫之道的形式，並非發揮其內容的。」
113

 

那麼，「禮」如何？如上所述，孔子推崇周公，是因為周公制禮。孔子本人面臨了

所謂的禮崩樂壞，也盡心研究「禮」。蟹江將孔子的「禮」分為三種意義：（一）制度的

意義；（二）儀禮的意義；（三）作法（禮節）的意義，而認為：「蓋自中國古代至孔子

的時代，將所有的維持社會組織的制度、儀式、禮節等總稱為禮。」
114

他並主張，孔

子的「禮」雖然從外面的意義至內面的意義之過渡期，但是，孔子仍然較重「禮」維持

社會組織的作用。依《書經》，舜與皐陶以抽象的「中」為諸德的標準，孔子則代之以

具體的「禮」。換言之，孔子對形式的「中」加以其內容的「禮」。不過，「禮」也是孔

子之道的一面向，並非其全體，因為「禮」主要屬於外面的。 

最後，蟹江討論「仁」。如上所述，他在〈孔夫子の仁〉（原題〈孔子の仁〉）中，

將孔子之「仁」分為五種：（一）利澤（仁澤或恩澤）；（二）重厚（仁厚），即與浮薄相

反，代表篤實溫厚；（三）慈愛；（四）忠（敬恭）恕；（五）克己，而論述仁的原義是

                                                                 
112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52。原文：「孔子の所謂道とは、倫理政治の原理

Ethiko=politisches Prinzip と謂ふべきものなり。」 
113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74。原文：「中庸は一貫の道の形式にして、未だ其內容を發

揮せるものにあらず。」 
114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81。原文：「蓋し支那の古代より孔子の時まで、制度、儀

式、作法等凡そ社會の組織を維持する所のものを總稱して禮といひしな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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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愛。《孔子研究》承之，進而討論，孔子既不陷於平等的慈愛，也不偏於差別

的慈愛，而主張「差等的慈愛」，此就是孔子所言「仁」的特質。在此點，蟹江對伊藤

維禎所言的「慈愛之德，遠近內外，無所不至，之謂仁」（《語孟字義》）加以高度肯

定。最後說： 
 
據我所考，中庸、禮、仁雖然各是孔子一貫之道的一面向，但是，單從中庸、

禮、仁各一方面而見之時，並不能盡其全體。中庸是一貫之道的形式，禮和仁是

其質料。而禮屬於外面的，仁則屬於內面的。
115

 
 

在此意義上，「禮是具體地表彰中庸，仁是將禮內面化 Verinnerlichen 的。」
116

此「仁」

就係孔子所獨創。蟹江圖示孔子根本思想的架構如下： 
 

            形式的…………………………中庸 
 
一貫之道 
                     外面的…………禮 
            質料的 
                     內面的…………仁 

 
蟹江已在〈曾子の學に就きて〉中指出過：「孔子的學說雖甚為多端，其核心在禮與仁。

禮是外面的，仁是內面的。禮與仁相成內外表裏，而構成孔子所謂的一貫之道。」117在

《孔子研究》中申論之。蟹江因此認為，孔子的思想應從「中庸」、「禮」、「仁」三個方

面加以討論，這可謂是蟹江《孔子研究》最大的特色。 

次之，蟹江以如上所述的孔子根本思想的架構為基礎，分別討論孔子的倫理說（義

務論、孝悌論、君子論）、政治說（德治論、禮樂論、仁政論）、教育說、人性論等。蟹

江云： 
 
觀看西方倫理學史，古代學者主要研究善，中世學者主要研究德，近世學者主要

研究義務。然非兼治此三者，不能說是完全的倫理說。儒教教義兼備善論、德論

                                                                 
115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328。原文：「余の考ふる所によれば、中庸も禮も仁も共に孔

子の一貫の道の一方面なれど、單に之を中庸、禮、仁の一方面より見るときは、其の全體を盡

くせるものにあらず。中庸は一貫の道の形式にして、禮と仁とは其質料なり。就中禮は外面的

にして、仁は內面的なり。」 
116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330。原文：「禮は中庸を具體的に表彰せるものにして、仁は

禮を內面化 Verinnerlichen せるものなればなり。」 
117 蟹江義丸：〈曾子の學に就きて〉，頁877-878；〈曾子の學說〉，附錄，頁17。原文：「孔子の學說

は甚だ多端なれど其の中心點は禮と仁とにあり。禮は外面的にして、仁は內面的なり。禮と仁

とは內外表裏を相成して孔子の所謂一貫の道を構成す。」此時看似蟹江未意識到「中庸」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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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義務論。（中略）此可為儒教對東亞實踐道德多有貢獻的理由之一。
118

 
 

於是蟹江研究，孔子建構儒教教義，建構到如何程度，並後世由何人之手，由如何程式

而構成。換言之，從歷史的觀點探討孔子在儒教教義發展上的地位，這也是蟹江《孔子

研究》特色之一。 

例如：蟹江論義務論主要討論五倫說的歷史演變。蟹江認為，五倫說可溯源於孔子

以前，因為《書經．堯典》有「五典」、「五教」之語。關於「五倫」，《孟子．滕文公

上》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左傳．文公十八

年》則云：「父誼，母慈，兄友，弟龔，子孝。」因為《左傳》說只不過規定家庭道德，

而且未約束夫婦關係，所以蟹江主張，《左傳》說先於《孟子》說，而視之為孔子以前

的五教。另外，《國語．齊語》載管仲之言：「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晉

語〉又錄勃鞮之語：「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

清翟灝以「明訓」為「周先王之典訓」。因此，蟹江認為，孔子參照堯舜時代的五教與

周初的典訓而構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而後，五倫說經子思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

遂完備於《孟子》。孝悌論與君子論的部分，雖在內容上各與舊稿〈曾子の學に就き

て〉與〈孔子の所謂君子に就きて〉有所共同，不過，亦與其他論政治說、教育說、人

性之處相同，皆是由歷史的觀點討論孔子在儒教教義變化上的地位，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從前的儒者大都認為，孔子思想無所演變而中年的思想與晚年的思想相同

（Identical），蟹江卻主張孔子思想在晚年有所「發展」，
119

這也是《孔子研究》很大的

特色。如上所述，就蟹江的論點而言，孔子在中年之前總是優先或看重政治與道德於宗

教與哲學。不過，孔子對「天」一直以極為敬虔的態度對待。在《論語》中，「天」是

宇宙的主宰者，是以聰明的智慧與強大的意志來面對人類的，所以孔子信仰「天命」，

蟹江認為，這是使孔子晚年到達天人合一思想的逕路。孔子又在周遊諸國時遇到隱者受

到不少啟發，也是他歸魯後專心整理《詩》、《書》、禮、樂以傳道於後世的動力之一。

                                                                 
118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323-324。原文：「西洋の倫理學史を徵するに、古代の學者は

主として善を研究し、中世の學者は主として德を研究し、近世の學者は主として義務を研究せ

り。然るに此等の三者を合せ研究するにあらずんば、完全なる倫理說といふこと能はず。儒教

の教義には善論、德論、義務論共に備われり。（中略）其東亞の實踐道德に貢獻する所多かりし

一理由ともなりぬべし。」 
119 蟹江云：「由此可知，孔子晚年的確懷有宗教哲學的思想，但是，其不過是構成他政治道德的見解

之基礎。換言之，孔子的思想自中年至晚年有所發展，但其並非變化
、、、、、、、、、、、、、、、、、、、、、、

（以て孔子が晩年に宗教哲

學上の思想を抱懷する所ありとするも、そは其政治道德上の見解の根柢を構成せるに過ぎざる

ことを知らん。換言すれば孔子の思想は
、、、、、、

、中年より晩年に至りて發展せしかど變化せしにあら
、、、、、、、、、、、、、、、、、、、、、、、

ざるなり
、、、、

）。」（旁點：蟹江）《孔子研究（改版）》，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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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孔子晚年的思想如何得知？孔子晚年起臥魯國時，魯哀公屢次問於孔子，其問答

見於《荀子．哀公》、《禮記．哀公問》，《大戴禮》也有〈哀公問五義〉、〈哀公問於孔

子〉及《孔子三朝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及〈少

間〉）等，雖主要討論政治道德相關的問題，不過，也包括宗教哲學的意見，即是天人

合一的思想。 

此外，蟹江雖認同《繫辭傳》成於孔子以後的儒家之筆，卻認為其中保留孔子晚年

的思想。就他而言，《繫辭傳》是以古代唯一的經驗的方法—即觀察法而蒐集宇宙之

間的一切現象，對之加以全面地（Als Ganzes）、合理地解釋，以試圖構成天人合一的

世界觀。
120

《繫辭傳》當然有陰、陽二原理，就此而言，《繫辭傳》的世界觀為「包有

的二元論」；但其根本原理並非靜止的，而是活動的，稱之為「大極」，就此而言，《繫

辭傳》持有一元的、活動的世界觀。並且蟹江指出，《繫辭傳》既立足於經驗主義、樸

素的實在論，也有合理主義的傾向。因此，蟹江認為，孔子的世界觀，就其內容而言，

是活動的；他的研究方法為經驗主義。 

如上所述，《論語》的「天」是保有聰明識知與強大意志的宇宙之主宰者，即偉大

的人格，與此不同，《繫辭傳》則視宇宙實在為活動的。蟹江如何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

呢？他試圖由孔子精神中的保守的要素與進步的要素加以說明。就蟹江而言，人類具有

感情與識知，各為保守的要素與進步的要素，而云：「孔子在感情生活中將宇宙實在表

現為人格的，在識知生活將其為非人格的。宗教主要基於感情；哲學則主要基於識知。

由此亦可謂，孔子在宗教上稱天而將之為人格，在哲學上稱大極而為非人格。」
121

 

蟹江最後論述儒、道二教的不同，以凸顯孔子思想的特色。第一，孔子的世界觀為

一元的、活動的；《老子》的世界觀同樣也是一元的，但卻是消極的、靜止的，此點與

孔子不同。第二，孔子是採合理主義，子思、宋儒卲雍（1011-1077）後襲之加以發

展；《老子》則傾向於神秘主義。第三，孔子立腳於樸素的實在論，《老子》與《莊子》

則探討過認識論的問題。 

以上論述了蟹江《孔子研究》第二篇〈孔子的學說〉的主要內容，其特色可歸於以

下三點：（一）蟹江將孔子的核心思想「一貫之道」分析為形式的部分與質料的部分，

而形式的部分為「中庸」；質料的部分再分為外面的「禮」及內面的「仁」。「中庸」是

                                                                 
120 蟹江早在〈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中指出過：「孔子所謂的道，是廣泛地觀察現象界的事

物後得到的宇宙法則，也為由類推法（Das Gesetz der Analogie）建立倫理原則的（孔子の所謂的

道は、廣く現象界の事物を觀察して得たる宇宙の法則にして、類推法（Das Gesetz der 
Analogie）によりて倫理の原則を建立せしものなり）。」《哲學雜誌》第10卷第105號，頁870。 

121 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447。原文：「孔子は其感情的生活に於ては、宇宙の實在を人

格的に冩象し、其識知的生活に於ては之を非人格的に冩象せしなり。宗教は主として感情に其

基礎を有し、哲學は主として識知に其根柢を有す。されば又孔子は宗教的には天といひて之を

人格とし、哲學的には大極といひて非人格とせしともいふことを得べ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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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堯、舜時代的「中」內面化的，「禮」為具體地表彰其「中庸」，「仁」則是將「禮」

內面化的。（二）蟹江從歷史的觀點，探討孔子在儒教教義發展上的地位。對他而言，

孔子並非儒教教義的大成者，而只不過是悠久的儒教史中的歷史人物。（三）蟹江又認

為，孔子思想在晚年有所發展，中年時以道德政治為主，到了晚年則趨向以哲學宗教為

重，而發揮天人合一的思想，其痕跡見於《孔子三朝記》或《繫辭傳》等中。 

（三）小結 

關於蟹江學問整體的特色，可歸納以下三點：第一，嫌極端，好調和，故蟹江論西

方哲學時試圖調和先天的觀念論與先天的實在論、動機論派和功利論派、道德的修養與

美德修養等。並他原來有漢學的背景，但不拘泥孔孟儒學的立場；後來以西方哲學為基

礎，卻也並未偏重西方研究的成果。第二，愛自由的精神，所以他注重快樂主義、本能

主義，而批判嚴肅主義、禁欲主義。第三，強調心理學、社會學的重要性。 

至於此點，蟹江《孔子研究》亦然，例如：蟹江在《孔子研究》中關注孔子「中

庸」的思想和「圓滿」的性格，也批判朱熹的形上詮釋與荻生雙松的政治詮釋，一方面

是因為他高度肯定不偏不黨的態度而摒棄極端的見解、主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不認

同嚴肅主義、禁欲主義的思考。此外，蟹江將孔子生活分為「知、情、意」，是應用心

理學於孔子研究的成果。然而《孔子研究》不僅如此。桑木嚴翼曾指出過，蟹江的研究

出發於對自己的疑問，演變為思考一般人生或哲學原理的哲學研究，接著轉為倫理道德

的研究，最後尤其關注東方倫理學的方面，就此開始「歷史性研究」，蟹江《孔子研

究》就是其重要成果。
122

並且，蟹江對儒教的態度非以儒教為標準取捨其他學說，而

是立足於他的學說選擇儒教的長處。因此，蟹江在《孔子研究》中，將以穩健、合理的

態度判斷各種資料的是非，而從歷史的觀點超越諸家過去的註釋，以解構孔子的聖性。

孔子在蟹江《孔子研究》中，雖是偉大的教育家或哲學家，已不再是「聖人」。 

四 蟹江《孔子研究》在日本明治《論語》學中的地位 

以上論述了蟹江義丸的生平、著作及《孔子研究》的內容，接著探討《孔子研究》

在明治《論語》學中的地位。 

管見所及，自明治初年至蟹江生前（1868-1904）的《論語》研究，大部分依然是

以註釋為主展開，例如小永井嶽（小舟，1829-1888）《論語講義》、
123

有井範平（進

                                                                 
122 請參桑木嚴翼：〈蟹江君を憶ふ〉，頁6-10；〈故蟹江君を憶ふ〉，頁500-504。 
123 小永井小舟：《論語講義》（東京府：法樹書屋，188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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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1830-1889）《論語論文》、
124

川窪永康（予章，1834-1909）《論語經註講義》、
125

藤

井三郎（教嚴，1857-1907）《論語新解》、
126

岡松辰（甕谷，1820-1895）《紹成講義

（論語部）》、
127

佐藤宇吉（志在）《論語講義：偉論卓說集而大成》、
128

田村看山（生

卒年未詳）編《艮齋先生論語講說》、
129

稻垣真久章（生卒年未詳）《論語、孟子講

義》、
130

內藤正直（恥叟，1827-1903）《四書講義》、
131

藤澤恆（南嶽，1842-1920）《論

語彙纂》、
132

花輪時之輔（生卒年未詳）《論語講義》、
133

米良倉（東嶠，1811-1871）

《論語纂註》、
134

久保得二（天隨，1875-1934）《四書新釋（論語）》、
135

齋藤清之丞

（生卒年未詳）《訓譯論語》
136

以及山本章夫（愚溪，1827-1903）《論語補註》
137

等。 

不過，明治二十（1887）年代開始有新的動向，如谷鐵臣（太湖，1822-1905）《論

語類編心解》、
138

松田東（生卒年未詳）《論語類編》、
139

青木晦（梧陰、生卒年未詳）

《中等教科：論語提要》
140

等，皆對《論語》的篇章加以重新分類、排列，以便青年

                                                                 
124 有井進齋：《論語論文》（東京府：丸善商社等，1885年1月）。 
125 川窪予章：《論語經註講義》，初篇卷1（神戶市：淳古書室，1885年5月）。 
126 藤井教嚴：《論語新解》（東京府：明治義塾，1885年10月）。 
127 岡松甕谷：《紹成講義（論語部）》，第1集（東京府：岡松甕谷，1886年2月）；第2集（東京府：岡

松甕谷，1886年3月）；第3集（東京府：岡松甕谷，1886年3月）；第4集（東京府：岡松甕谷，

1886年4月）；第5集（東京府：岡松甕谷，1886年5月），後為岡松甕谷：《論語講義》（東京市：明

治講學會，《尋常師範學科講義錄》，1894年）。 
128 佐藤志在：《論語講義：偉論卓說集而大成》，卷1（上高井郡：斌斌學會，1886年6月）；卷2（上

高井郡：斌斌學會，1886年8月）。 
129 田村看山（編）：《艮齋先生論語講說》（田村看山，1888年）。 
130 稻垣真久章：《論語、孟子講義》（東京市：興文社，《少年叢書漢文學講義》第5編，1891年12

月）。 
131 內藤耻叟：《四書講義》，上卷（《大學》、《中庸》、《論語》）（東京市：博文館，《支那文學全書》

第1編，1892年6月）。 
132 藤澤南嶽：《論語彙纂》（大阪市：泊園書院，1892年5月）。 
133 花輪時之輔（述）、深井鑑一郎（編）：《論語講義》（東京市：誠之堂書店，1893年5月）。 
134 米良東嶠：《論語纂註》（京都市：村上書店，1901年10月）。 
135 久保天隨：《四書新釋（論語）》，卷上（東京市：博文館，1902年1月）；卷下（東京市：博文館，

1902年4月）。 
136 齋藤清之丞：《訓譯論語》（名古屋市：金華堂書店，1903年4月）。 
137 山本章夫：《論語補註》（京都市：山本讀書室，1903年6月）。 
138 谷鐵臣：《論語類編心解》（京都市：文石堂，1891年3月）。此書將《論語》篇章分為「教學」、

「言行」、「孝弟」、「仁智」、「道德」、「信義」、「禮樂」、「喪祭」、「政事」、「士君子」、「朋友」、

「君臣」、「孔子歷游」、「時事」、「時人」、「古人」、「諸弟子」及「孔子行狀」共十八篇。 
139 松田東：《論語類編》（東京市：吉川半七，1898年3月）。此書將《論語》篇章分於「修身」、「治

人」、「前言往行」、「門人」與「孔子」五編中。 
140 青木梧陰：《中等教科：論語提要》（東京市：青木寬吉，1898年4月）。此書將《論語》篇章分為

「總論」、「教學」、「明倫」、「修己」、「修德」及「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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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參考。谷〈論語類編心解凡例〉云：「《論語》，本非一人所撰，則病編次無序久

矣。今敢改編分類，以便讀者。雖自知僭妄
。。

，所釐忠於孔子矣。」青木〈論語提要緒

言〉亦述：「其書（筆者注：指《論語》）之為體，類後世所謂語錄，篇次無倫，講習尤

為不便，識者憾焉。餘於是乎，自忘僭踰之罪
。。。。

，輯錄緊要於道德者二百四十餘章，以類

分之，亦略次第，釐為二卷，因名曰《論語提要》，欲以為聖敕之翼也。」
141

因為「聖

人之道，存乎《論語》矣」（青木），所以他們針對改編《論語》這種行為感到「僭

妄」、「僭踰之罪」。但是，即使犯了「僭踰之罪」，他們亦為了「使童蒙夙辨忠孝之道，

併知有悔過」（穀）、「講習」（青木）之便而改編分類《論語》的篇章。他們的著作雖僅

是「改編分類」，但此處可見不僅西方學者，儒者也擁有針對《論語》聖性的動搖，值

得留意。 

另外，同時人士陸續出版了研究孔子為人的成果：如山田喜之助（奠南，1859-

1913）《孔教論》、
142

赤沼金三郎（1865-1900）纂譯《孔夫子》、
143

福地源一郎（櫻癡，

1841-1906）《孔夫子》
144

等。山田是律師，曾參與過民法典論爭，後當選為眾議院議

員；赤沼雖當出版此書時是軍人，後為志於比較倫理學的學者；福地亦是與福澤諭吉

（1835-1901）被並稱為「天下之雙福」的知識分子。對他們而言，孔子已非聖人，如

山田明確地表述：「假如有人崇拜孔子，甚至視之為如神佛同，蓋是錯誤甚者也。孔子

僅是人而已，其可尊敬之處也僅在其為人而已。」
145

福地亦一方面承認：「孔子並非如

後世漢學者所妄想的唯物斷見之人，而可謂實是將有神的宗教心藏在倫理哲學的根底的

聖人」，
146

但另一方面激烈批評孔子身為政治家的手腕。這種言論顯示，不僅《論

語》，孔子的聖性亦成為他們所解構的對象。換言之，對當時接觸過西方學問的知識分

子而言，孔子不再是崇拜的對象，而逐漸成為研究的對象，故某人指出：「過去學者似

從未論述孔子之為人」
147

而高度肯定山田《孔教論》分別論述「孔子之為人」和「孔

教之性質」。既然如此，孔子人生也有變化，福地視《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

                                                                 
141 青木晦：〈論語提要緒言〉，《論語提要》。 
142 山田喜之助：《孔教論》（東京市：博文館，1890年10月）。 
143 赤沼金三郎（纂譯）：《孔夫子》（東京市：上原書店，1893年6月）。如譯者所述，因為此書的目的

是論述西方哲學者與宗教家如何觀察或評論孔子，所以此書全然是翻譯西方人的書，毫無包含赤

沼的見解。 
144 福地源一郎：《孔夫子》（東京市：野村宗十郎，1898年11月）。 
145 山田喜之助：《孔教論》，頁4-5。原文：「孔子ヲ崇拝スルノ餘リ、之ヲ神佛視スルカ如キモノア

ラハ、蓋シ誤レルノ甚シキ者ナリ、孔子ハ人ノミ、其尊敬スヘキモ、亦只人タルニアルノミ、」 
146 福地源一郎：《孔夫子》，頁11。原文：「孔子は後世の漢學者が妄想せる如き、唯物斷見の人には

在さずして、實は有神の宗教心を倫理哲學の奥底に藏せられたる聖人なりと謂ふべき乎、」 
147 作者未詳：〈出版月評批評〉，山田喜之助：《孔教論》，頁73。原文：「實際從來の學者孔子の人と

為りを論したるものなきが如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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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句為孔子表達「後悔甚晚認識既往之非（既往の非を知るの

遲かりしを懺悔し玉ひたる）」之意，而認為：孔子下了退隱的決心時，就是「從來的

理想政治學者一舉成為大教主大法王孔夫子如來之時」，
148

其宗教哲理見於《易》與

《繫辭傳》中。 

那麼，當時知識分子特為關注孔子為人的何種方面？一是教育方面，遠藤秀三郎

（生卒年未詳）《教育家としての孔夫子》、
149

赤沼金三郎《孔夫子》與亙理章三郎

（1873-1946）《孔門之德育》
150

屬於此。遠藤所著，論述身為教育家的孔子而探討其教

育主義、教育法、教授法及孔門學科等；赤沼譯書，主要是纂譯西方人談論孔子的德

育、宗教相關問題；亙理所論，也試圖釐清孔子身為德育家的資格、孔門師弟、德育的

目的與分類、教材與教場及其結果。另一則是倫理思想方面，松村正一（蓬麻，1874-

1951）《孔子の學說》
151

則係之。松村所著，將「東洋倫理的大本」分為「形而上學」

與「倫理說」，而依據「近世的科學」而進行知的研究。 

另外，山田喜之助云： 
 
西學東漸以來，學者專講授歐西的理學，將之直接運用於哲學，或以為儒教迂

遠，不足以修，僅有彼國哲學諸流，可折玄闡幽，也能安慰士人之心；耶穌諸

派，卑近而易守，足以化頑民。嗚呼，果然乎？
152

 
 

松村正一〈自序〉也云： 
 
倫理研究雖逐日愈盛，但多溺於西方主義，反之抹殺東方的根本說。（中略）蓋

東西隨著其人種、其生活不同，彼此之間各有不同的道德法，故今日以進步的西

方的知識研究東方的學理，將來組織完全的倫理說上，豈其俾益鮮少乎？今論述

西方倫理之書雖然甚多，但解說東方倫理之書則不免於索莫。或者有之，很遺憾

其書只不過是網羅概括諸家之說，而未論述一個人的學說。
153

 

                                                                 
148 福地源一郎：《孔夫子》，頁28。原文：「從來の理想政治學者が、一躍して大教主大法王孔夫子如

來と成らせ玉ひける時なり、」 
149 遠藤秀三郎（自譯）：《教育家としての孔夫子》（東京市：大日本圖書，1893年5月）。 
150 亙理章三郎：《孔門之德育》（東京市：開發社，1901年7月）。 
151 松村正一：《孔子の學說》（東京市：育成會，1902年9月）。 
152 山田喜之助：《孔教論》，頁17。原文：「西學東漸以來、學者專ラ歐西ノ理學ヲ講シ、儘々哲學ニ

及ボシ、或ハ謂ラク、儒教迂遠ニシテ修ムルニ足ラス、只タ彼國哲學諸流、玄ヲ折シ幽ヲ闡シ、

士人ノ心ヲ慰ムヘク、耶教諸派、卑近ニシテ守リ易ク、足以化頑民ヲ化スルニ足ルト、嗚呼果

テ然ル乎、」 
153 松村正一：〈自序〉，《孔子の學說》，頁1。原文：「倫理の研究は日を逐ひて愈盛なれども、多く

は西洋主義に溺れ、却て東洋の根本說を一抹す、（中略）思ふに西東其人種と其生活の異なれる

に順ひて、彼此の間には各其道德法を異にするが故に、今日にては進步的なる彼智識を採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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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推動歐化運動，但在甲午戰爭前後一方面依然吸收西方文化，

另一方面已開始重新評估東方文化。山田與松村的言論中都可見針對明治前期過重西方

學問的反省，此點不可忽略。 

如此看來，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並非新奇的：如《孔子研究》分為〈孔子的事

蹟〉與〈孔子的學說〉二部分，而先釐清孔子的生平與性格，再探討孔子的思想，與山

田喜之助《孔教論》有所共同；並且蟹江在孔子晚年的思想上看出一種「發展」而注重

《繫辭傳》，亦相同於福地源一郎《孔夫子》；蟹江也留意到孔子的「感化力」與教育

說，
154

不過，身為倫理學者的他更加費盡心思的仍是倫理思想的研究，故《孔子研

究》將孔子的倫理說分為「義務論」、「孝悌論」與「君子論」加以討論；已上所述，蟹

江在一九○三年的《倫理叢話．序》中提到明治維新以來偏重西方文明的侷限，《孔子

研究》的用意亦應在此，假使如此，可謂是與山田、松村的立場不異。筆者認為，蟹江

《孔子研究》受山田、赤沼、福地、亙理等論著所啟發並不少。
155

 

特別要注意的是，蟹江《孔子研究》與大西祝（操山，1864-1900）〈孔子の教〉
156

的關係。大西，同志社英學校畢業後轉入東京大學予備門，明治二十二年（1889）畢業

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二年後任教於東京專門學校。明治三十一年（1898）留學

於德國時損害健康，回國後為了籌備設立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赴京都，不幸溘逝。 

大西〈孔子の教〉主要討論孔子的政治說、道德說及宗教說。首先，大西雖承認孔

子的政治說有所迂遠，但高度肯定其主張執權者修身之必要，因為他認為除非孔孟仁義

之教，始能控制君主的暴威。接著，他指出，其政治說基於五倫之教，尤其是孝悌，不

過，其孝貞並沒有中國後代人所述那麼苛刻。並且大西一方面認為，孔子談論德行時不

認同「偏頗奇異的行為」而注重「眾德百行的調和」、「庸無過不及」，另一方面也注意

到孔子最為重視仁、義、禮、知的四德，或者知、仁、勇的三德，他特別加注說：「（孔

子）將德行分為此三種（筆者注：知、仁、勇），與今日西方心理學者將心的作用分為

知、情、意三種有所相應」。
157

此外，大西論「一以貫之」云：「仁止於統攝眾德之

                                                                                                                                                                                 

りて、此學理を研究せば、將來完全なる倫理說を組織する上に於て、其俾益豈鮮しとせんや、

今其れ西洋の倫理を論述せるの書は甚だ多しと雖も、東方の倫理を解說するの書は則ち索莫た

るを免れず、或は之ありとするも、諸家の說を網羅概括したるものにして、未だ一個人の學說

を論述する者あらざるの遺憾あり、」 
154 請參蟹江義丸：《孔子研究（改版）》，頁238-240以及頁403-412。 
155 蟹江〈孔子關係書類〉著錄了山田、赤沼、福地、亙理的著作，不過未收錄松村所著。 
156 大西祝：〈孔子の教〉，《六合雜誌》第80號（1887年8月），頁300-313，後改為〈孔子教〉，收於

《大西博士全集》，第5卷（東京市：警醒社，1904年5月），頁330-349。 
157 大西祝：〈孔子教〉，《大西博士全集》，第5卷，頁336。原文：「德行を此三種に分ちたるは此の頃

西洋の心理學者が心の作用をば知情意の三つに分別すると相應ずる所あ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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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並非指貫通眾德之一者
。。。。。。。

」（旁點：大西）。
158

就大西而言，孔子的道德說雖不僅在

學理上有所不足，在濟世上也缺乏實力，但是，其所述的德行值得參考，故成為二千年

間的中國和日本道德之師。對於孔子的宗教說，大西一方面承認中國思想到了孔子時即

一轉傾向於懷疑論，另一方面指出孔子信而尊敬「宇宙間所存在之人無法取名的一（宇

宙間に人のよく名づけ能はざる一の者）」，即指孔子所謂的「天」。最後，大西也留意

到：「孔子在世帶領三千弟子，死後則支配中國後世，其感化力之所由，主要在其品

格。」
159

由此可以發現，大西〈孔子の教〉與蟹江《孔子研究》的論點多有共同之處。

目前沒有明確證據蟹江有無參閱大西所論，但是，蟹江生前與大西的高足綱島榮一郎來

往，並且他本人亦任教於東京專門學校，筆者因而推測蟹江應讀過大西〈孔子の教〉，

受其影響頗大。 

雖是如此，蟹江《孔子研究》卻並未輕視傳統漢學對《論語》研究的成果。卷末

〈孔子關係書類〉著錄一三五種近代以前中國人的註釋書，也收錄了52種日本人的註

釋，尤其針對中井積德（履軒，1732-1817）《七經彫題略》、太田保《論語說》、伊藤維

禎《論語古義》、荻生雙松《論語徵》、太宰純（春臺，1680-1747）《論語古訓》與《論

語古訓外傳》、龜井魯（南冥，1743-1814）《論語語由》、龜井昱（昭陽，1773-1836）

《語由述志》、宇野鼎（明霞，1698-1745）《論語考》、塚田虎（大峯，1745-1832）《塚

注論語》和《論語群疑考》、片山世璠（兼山，1730-1782）《論語一貫》以及大田元貞

（錦城，1765-1825）《論語大疏》附上長文解說。蟹江透過《日本倫理彙編》的編輯，

接觸到德川日本的《論語》研究，並且深入瞭解其內容。 

如此，蟹江《孔子研究》位於傳統漢學與新漢學的交接點，就此意義上，誠如貝塚

茂樹之評語：「和漢研究（孔子）的集大成」。然而，其研究方法與角度，皆仍是從蟹江

西方、當代，尤其是德國哲學及倫理學研究的延伸，此點不可忽略。 

綱島榮一郎在蟹江死後的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發表了〈孔子の倫理思想を

論ず〉，
160

從個人方面與社會方面而論孔子倫理思想的一文。綱島將「仁」解釋為西方

倫理學者所謂的「完成」，並視「君子」為「仁」的「人格的標現」，「禮」則為其「社

會的表現」。就綱島而言，廣義的「仁」是諸德統一的原理；狹義的「仁」則代表「仁

愛」，而認為孔子在理想上以平等愛為目標，在實踐上則看中「差別愛」。他另指出，任

何人為了實現「仁」務必遵守的方法就是「忠恕」，因此孔子稱之為「一貫之道」。可見

                                                                 
158 大西祝：〈孔子教〉，《大西博士全集》，第5卷，頁340。原文：「仁は眾德を統ぶるの名

、
に止どまり

て眾德を貫く一の者
、、、、、、、、

を指して謂ふにはあらず」。 
159 大西祝：〈孔子教〉，《大西博士全集》，第5卷，頁348。原文：「孔子世に在りて三千の弟子を率

ゐ、死して支那の後世を支配せり其感化力の由る所、主として其品格にあり」。 
160 綱島梁川：〈孔子の倫理思想を論ず〉，收於《梁川文集》（東京市：日高有鄰堂，1905年7月），頁

3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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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島針對「仁」、「一貫之道」的解釋，與蟹江《孔子研究》完全不同。不過，綱島後文

中注意到孔子的「中庸」與「禮」，將「中庸」為「仁成為最適合於個別、特殊場合之

形式的
。。。

德」；孔子的「禮」則「作為內的原理
。。。。

含有仁，總是支持、潤澤仁」（旁點：筆

者），此可謂是蟹江《孔子研究》主張的發揮。此外，綱島既看重孔子有經驗主義，又

認同孔子的倫理思想注重調和圓滿等，已上所述，亦是與蟹江同脈。 

蜷川竜夫（1876-1941）《孔夫子傳》
161

也是與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其內容

首先討論孔子以前的情況，再者論述孔子的生平，其次為孔子的思想，接下來是孔子的

後繼，接著是評論孔子的人格、實踐的態度、思想，最後則為有關孔子謚號等的攷證。

井上哲次郎〈孔夫子傳序〉云：與蟹江《孔子研究》相比，「蜷川學士的《孔夫子傳》

比較平易，似多適當於普通的講讀者。初學者先一讀此書，略觀察孔子的學、行如何，

他日再進而精讀《孔子研究》，就庶幾認識孔子的事蹟與學問。」
162

蜷川也與蟹江同，

是井上的學生，也是由「科學研究法」（遠藤隆吉〈序〉）探討孔子之言行的。可以說是

蟹江《孔子研究》的姊妹篇。 

明治晚年有白河次郎（鯉洋，1874-1919）《孔子》
163

與遠藤隆吉（1874-1946）《孔

子傳》
164

等，紙幅有限，本文已無法深入討論。不過，白河論孔子的人格為「完全的

尋常人」，並注重孔子思想中的「中庸」、「禮」與「仁」等；遠藤也在〈序〉中云：「孔

子人格近圓滿
。。

，其思想頗為豐富，（中略）以今觀之，孔子亦中國人
。

，特別是週末之

人
。

。（中略）本書雖題稱《孔子傳》，主要論述的是其人格
。。

與思想
。。

。」（旁點：筆者）
165

兩者論述似與蟹江有共同之處，詳細待考。 

總而言之，蟹江《孔子研究》是以近代倫理學者的觀點，一方面參考清朝考證學家

與德川日本漢學家的見解，另一方面繼承大西祝等明治中期的孔子研究。就此點而言，

《孔子研究》即是一九○○年前的中、日、西《論語》研究的「集大成」。綱島榮一郎

與蜷川竜夫的成果，雖然不可說是受蟹江影響的，但至少可以說是與《孔子研究》同樣

的歷史脈絡下撰寫的，當研究蟹江《孔子研究》時可互相參考。而由白河次郎與遠藤隆

吉的論著可知，《孔子研究》後來成為開拓明治晚年孔子研究的一種範本。因此，蟹江

                                                                 
161 蜷川竜夫：《孔夫子傳》（東京市：文明堂，1904年11月）。 
162 井上哲次郎：〈孔夫子傳序〉，蜷川竜夫：《孔夫子傳》，頁3-4。原文：「蜷川學士の「孔夫子傳」

の如きは比較的平易にして、普通の講讀者に適する所多きが如し、初學の人、先づ此書を一讀

して、孔子の學行いかんを瞥見し、他日更に進んで「孔子研究」を精讀せば、孔子の事蹟と學

問とを認識するに庶幾からんか、」 
163 白河鯉洋：《孔子》（東京市：東亞堂書房，1910年11月）。 
164 遠藤隆吉：《孔子傳》（東京市：丙午出版社，1910年11月）。 
165 遠藤隆吉：〈序〉，《孔子傳》，頁1-2。原文：「孔子の人格の圓滿に近く、其思想の豐富なる、（中

略）今を以て之を觀れば、孔子も亦支那人なり、殊に周末の人なり。（中略）本書題して孔子傳

と稱すと雖も、主とする所は其人格と思想とに在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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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雖非純粹地研究《論語》這一經典，但在明治孔子或《論語》研究中的位

置相當重要。 

五 結論 

以上探討蟹江義丸的生平與著作、他的代表作品《孔子研究》的內容以及其在明治

《論語》學中的地位。中島德藏（1864-1940）〈《孔子研究》を評す〉
166

將研究孔子時

的理想方法分為如下： 
 
（a）孔子的時代： 此是總稱產生孔子的社會情態的研究，也含有影響於孔子的

諸感化等。 

（b）孔子的事歷（孔子外面史）：此是歷史的比較研究。 

（c）孔子的教說（孔子內面史）：此包括以下： 

（1）當研究孔子的語言時所需要之訓詁考證。 

（2）由當時一般思想界的關係而考定。 

（3）後世關於孔子教說的言論的考定。 

（d）孔子的人物（孔子真面目）：此是由內、外各方面而歸納之孔子的全景。 
 

而評蟹江《孔子研究》為：蟹江未探討（a），但關於（b），可以與《皇清經解》中的學

者頡頏，也得以與片山世璠、太田元貞等較量。有關（c），在論述上缺少系統性、組織

性，所以（2）有不足之處，但是，（1）與（3）頗為成功，故云：其「在出現於明治時

代的孔子研究中，確是包含有見識力量的觀察斷案。」
167

最後關於（d），因為中島認

為考定人物應在檢討學說之後，所以批評蟹江《孔子研究》將〈孔子的事蹟〉在前而

〈孔子的學說〉在後。除此之外，中島在此書評中詳細討論《孔子研究》的問題，例

如：蟹江論孔子，在事蹟與教說之間有矛盾之處等。 

此外，貝塚茂樹曾指出：「蟹江博士的著述雖是精心傑作，但畢竟是因為四十餘年

前的出版，很遺憾落後於其後學界的進步。」「其學術上的價值至今也不變。但是如上

所述，仍有缺點：因為未含有最近的研究，並直接引用漢文而其表現屬古風，導致現代

讀者難讀。」168貝塚所言的「最近的研究」，應指所謂的「支那學」等之原典批判的成

                                                                 
166 中島德藏：〈《孔子研究》を評す〉，原分載於《丁酉倫理會倫理講演集》第33輯，頁75-91及第34

輯（1905年7月），頁56-87，後收於《孔子研究（改版）》（大空社版）書後，參考資料。 
167 中島德藏：〈《孔子研究》を評す〉，《孔子研究（改版）》（大空社），參考資料，頁5。原文：「明治

時代に現はれたる孔子研究の中にて、確かに見識力量ある觀察斷案を含有せり。」 
168 貝塚茂樹：《孔子》，頁206及頁208；貝塚茂樹：《貝塚茂樹著作集》，第9卷，頁138及頁139。原

文：「蟹江博士の著述は力作ではあるが、なにぶん四十餘年前の出版であるから、その後にお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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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尤其武內義雄（1886-1966）《易と中庸の研究》發表於昭和十八年（1943），
169

主

張《中庸》後半與《繫辭傳》成書於秦代。《中庸》、《繫辭傳》與《孔子三朝記》在蟹

江《孔子研究》中佔有關鍵性地位，中島德藏與山路彌吉兩人實早從史料批判的立場而

激烈批評蟹江《孔子研究》，其原因之一就在《孔子研究》所所用的材料，包括《中

庸》與《繫辭傳》。因而隨著原典批判的氣氛在日本學界中愈益濃厚，蟹江《孔子研

究》就逐漸被遺忘。然而，近年有許多出土文獻證明蟹江所注重的《中庸》、《孔子三朝

記》等之思想可溯源於戰國初年。假使如此，我們應重新評價蟹江《孔子研究》在孔子

研究上的意義。 

論述內容雖有不少問題，但蟹江《孔子研究》確實是在明治時代中期，尤其自甲午

戰爭後至日俄戰爭（1904）前的代表作品。蟹江主張孔子應是由「仁」、「禮」、「中庸」

三個方面而研究，筆者認為，此是反映當時思想界的情況。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

（1889-1960）認為，日本思想界在甲午戰爭（1894）前後不同，前者是實證主義；後

者則為理想主義。
170

並且，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推動歐化運動，但甲午戰爭之後

一方面仍然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開始重新評估東方文化。蟹江的學問與《孔子研

究》，可以說是濃厚反映這時代的氣氛。不僅「仁」，蟹江特別留意「禮」和「中庸」，

是因為「禮」當時是相對於西方的「法」，作為代表東方的概念，受到許多人士的注

目，可謂是東亞崛起的象徵；蟹江強調「中庸」則可認為是基於他本人不認同偏頗而注

重調和的思想，他位於當時思想界的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先天的觀念論與先天的實在

論、動機論派和功利論派、道德的修養與美的修養之對立中，欲以保持「中庸」的立

場。就此點而言，《孔子研究》的孔子，可謂是代表蟹江本人的思想。的確，他在《孔

子研究》中所描述的孔子，是沒落貴族，重視調和與圓滿，卻擁有勇氣，誠如蟹江本

人。我們透過蟹江義丸《孔子研究》，可以知道明治中期思想界的一面，也可以認識蟹

江義丸本人的為人。蟹江《孔子研究》不僅在孔子和《論語》研究上，在日本明治思想

的研究上也頗有參考價值。 

 

                                                                                                                                                                                 

る學界の進步から取り殘された遺憾がある。」「その學術的な價值は、今でも決して落ちない。

しかし前にいったように最近の研究が抜けているのと、漢文をそのままで引用し、その表現が

古風であるため、現代の讀者には讀みづらい缺點をもっている。」 
169 武內義雄：《易と中庸の研究》（東京市：岩波書店，1943年6月），後收於武內義雄：《武內義雄全

集》，第3卷（東京都：岩波書店，1979年1月），頁7-212。 
170 請參和辻哲郎：《日本倫理思想史（下）》（東京都：岩波書店，1952年12月），《和辻哲郎全集》，

第13卷（東京都：岩波書店，1962年11月），頁448；或《日本倫理思想史（四）》（東京都：岩波

書店，2012年2月），頁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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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蟹江義丸略年譜 

明治5年（1872）  3月 生於富山市鹿島町 

富山市啟迪小學校入學 

明治18年（1885）  6月 富山縣中學校入學 

明治23年（1890）  第四高等中學校入學 

明治24年（1891）  轉入東京第一高等中學校一部 

明治26年（1893）  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科入學 

明治27年（1894）  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入學 

明治28年（1895） 11月 〈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1）〉 

 12月 〈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2）〉 

明治29年（1896）  3月 〈上代儒教の根本的思想の變遷（3）〉 

明治29年（1896）  父曦逝世 

明治30年（1897）  4月 〈荀子の學を論ず（1）〉 

  5月 〈荀子の學を論ず（2）〉、〈荀子の學を論ず（3）〉 

  6月 喀血 

  7月 大學畢業 

一年餘靜養於京都 

其間任教於真宗大學（哲學） 

〈韓圖道德純粹理學梗概〉 

  9月 〈墨子の學術（1）〉 

 10月 〈墨子の學術（2）〉 

 11月 〈墨子の學術（3）〉 

 12月 〈墨子の學術（4）〉 

明治31年（1898）  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進學 

任教於東京專門學校、淨土宗學東京支校（哲學） 

與山崎操結婚 

  7月 〈韓圖の哲學（1）〉 

  8月 〈韓圖の哲學（2）〉 

  9月 〈韓圖の哲學（3）〉 

 10月 〈韓圖の哲學（4）〉 

明治32年（1899）  2月 《倫理學》出版 

〈韓圖の「超絕的方法論」梗概（續）〉 

  3月 〈韓圖の「超絕的方法論」梗概（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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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西洋哲學史》出版 

  9月 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10月 〈倫理修養運動に關する希望〉 

 11月 〈德の分類につきて〉 

 12月 〈我等の希望〉 

明治33年（1900）  1月 〈自然律と人事律の關係〉 

  7月 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6月 〈學術史．哲學〉 

  8月 《パウルゼン氏倫理學》出版 

 10月 〈木村鷹太郎氏著「東洋倫理學史」上卷を評す（1）〉、〈ヘ

ーゲル〉 

 11月 〈木村鷹太郎氏著「東洋倫理學史」上卷を評す（2）〉、〈ヘ

ーゲル（承前）〉 

 12月 〈ヘーゲルの哲學（承前）〉 

明治34年（1901）  1月 《カント氏倫理學》出版 

  3月 〈禮法に就て〉 

  5月 《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上）》卷1出版 

  6月 《ヴント氏倫理學》出版 

〈人生の危機〉 

  8月 《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中）》卷2出版 

 11月 《日本倫理彙編—陽明學派の部（下）》卷3出版 

〈曾子の學に就きて〉 

 12月 《日本倫理彙編—古學派の部（中）》卷5出版 

明治35年（1902）  1月 〈理想の發展につきて（義理と人情）〉 

  2月 《倫理學講義》出版 

  5月 《日本倫理彙編—古學派の部（上）》卷4出版 

  6月 《日本倫理彙編—古學派の部（下）》卷6出版 

  8月 《日本倫理彙編—朱子學派の部（上）》卷7出版 

 10月 《日本倫理彙編—朱子學派の部（下）》卷8出版 

明治36年（1903）  1月 《日本倫理彙編—折衷學派の部》卷9出版 

〈孔子の所謂君子に就きて〉 

  2月 〈人生の危機〉、〈道學先生とは何ぞや〉 

  4月 《倫理叢話》出版 

〈伊庭想太郎氏に對する道德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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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日本倫理彙編—獨立學派の部》卷10出版 

  7月 文學博士 

〈藤村操の死について〉 

  8月 〈孔子の仁〉演講 

〈荀子學說の心理的基礎に就きて〉、〈「夕霧阿波の鳴渡」に

就て〉 

  9月 〈夏季講習會につきて〉 

 11月 〈梅ヶ谷に與ふる書〉 

 12月 靜養於靜岡縣沼津 

〈孔子の仁に就いて〉 

明治37年（1904）  1月 〈學窗餘談〉 

  5月 《倫理學大系》出版 

  6月 19日下午10時病歿享年33 

「講學院殿勤勇不退居士」 

  7月 《孔子研究》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