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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倉恆信

TOKURA Tsunenobu

懷德堂其名之由來應該訴諸於何處？仁齋
以思念道德的自主性成為君子（市民），
我認為這樣理解才適合懷德堂的意涵。

—第十講〈懷德〉，頁164

一

根據新聞報導指出，近幾年中國和日本流行閱讀《論語》。對

於這樣的訊息，要從筆者居住的台灣來發出評語的話，即是難以想像

《論語》竟能成為一個「流行」的對象。對於筆者這樣的反應，相

信居住於此地的人們應該也是相去不遠，不太會有異議。因為《論

語》至今為止，在台灣的制度裡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在古

今之間一直為「教育史」之內的存在物。但是，這一項因素的相對

性，便足以讓它在各地的《論語》閱讀上產生了不同解釋法。所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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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從各地不同歷史的脈絡來觀看類似的這種「時代」現象，或許可以

從接近這些地方之間共有的知識痕跡來著手。換言之，不應該只是將

《論語》作為教育制度的工具，光從這一點來看，對於《論語》而言

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眾所皆知，《論語》是直到20世紀初期，在

鄰國之間跨越過好幾個世紀的時間，一再地被接納為科舉制度的「教

科書」，而且貫通於被稱為「教育」的任何場合之間並成為典範。這

就如同曾被日本統治的台灣，執政當局為了教化人民，實施達到上行

下效的「教育勅語」一般，人們只要聽到《論語》一詞，自然而然就
會聯想到「教育」所背負的沉重的感覺。但是《論語》中所記載的決

不同於「教育勅語」那樣，光是背誦其語句就會令人感到厭煩的，語
意不清的「典範」，而是在鄰國之間能夠共有其意涵的古典。所以就

《論語》在不同地方上的經歷而言，重讀它的價值是相對存在的。這

主要是由於科舉並未進入到日本，因此這個被日本的歷史社會重讀的

《論語》已「脫離」考試制度史的脈絡。

然而，《論語》在近代日本社會上不但是代表儒家文本，也曾

是教育制度之下的存在物。不，它應該不僅止於如此而已，至少在

「專攻」的意識之下也是具有「典範」的作用。由於它成為了所謂的

教科書，所以老早就已經被「教育者」預設好了什麼是正確的問題、

正確的語意，以及正確的答案，而這所有的一切都由站在講台上的

一個「教育者」來操控與掌握的。於是講台下上課的人們在這種情

形之下的表現，往往是今日上課便開始猜想明日老師的出題方向，甚

至向學長姐們請益，希望得知這位「教育者」的提問模式，進而先準

備對策。然而，如果上述《論語》的「流行」此一事實之中，能夠預

設了抵抗先行於提問而準備答案的他律教育的話，那麼這種現象的時

代意義，應該是值得我們積極去面對的。即使沒有這樣的預設，但若

是《論語》的「流行」，並不是抵抗於戰後教育，也不是因為懷古趣

味而復興戰前教育，只不過是漠然地閱讀已經沒有禁錮的《論語》，

那麼或許可以期待，在這樣的「時代」它所具有的可能性。無論如

何，《論語》並未被收斂於科舉此一官吏考試制度的歷史側面中，一

定程度反映了多樣化重讀《論語》的契機。由此觀之，在這樣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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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被認識的所謂「東亞」概念，這並不是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界所

主導的那種競爭的框架。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理由拒絕接受附有括弧

的「東亞」以及理解閱讀《論語》的其他可能。在這種前提下的《論

語》，它與如同一個指揮者能夠掌握擺在他眼前的樂譜，並以此作為

控制樂團的文本不同。現今，當我們面對趨於僵化的全體教育上，同

時可以意識到被解放的《論語》的存在。

子安宣邦先生所著的《思想史家が読む論語：「学び」の復権》
（2 0 1 0年4月2 7日初版，岩波書店，以下簡稱《論語講義》）一書

中，作者在具有多樣可能的「東亞」之中意識到：「在如此漫長的時

間和廣泛的範圍上，會被一再重讀的經典，除了《論語》之外都不存

在」（〈序〉：4 1
）。在書中作者運用了所謂「古義學」

2
的方法，

並且同時溯及這段被重讀的歷史，是令人充滿期望的一本書。當然，

這本書並非是趁著「流行」的趨勢而發行，而是作者將多年以來的自

學心得與研究紀錄整理彙編成冊。雖然子安先生在大學機構退休之後

仍不停歇，撰寫了許多思想史相關的著作，但是具有完結性的「精神

史」傑作，應該是非這一本《論語講義》莫屬。關於這一點，我們只

要稍微認識到作者的日常實踐就能輕易地理解的。以下筆者將經由個

人閱讀體驗與這些愛書、樂意開卷閱讀的讀者分享，藉此便能了解書

中的一些意涵。

二

如果只是觀看「思想史家重讀的論語」此一標題和該書末頁所錄

的作者履歷，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本書是收錄大學的「思想史」課程的

講義。然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這一本書的構成，主要是子安先生

1　編註：本文所標註之頁碼均為所評論之原書出處。
2　子安先生有意經由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來解讀《論語》，其意義不僅
是回歸古代儒學的樸素平凡的倫理觀來批判經典化的教義，其實也是試圖
援用這個「古義學」來洩露出近代主義對於《論語》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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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大門，在任誰都可以參與的「市民講座」中的課程講義，這也是

先生與人們一起重讀《論語》的痕跡。難能可貴的是，子安先生在面

對具有不同背景的聽眾面前，並沒有象牙塔式的演說方式，而是親切

地重讀《論語》與其「原結構」。我們可以從這些言行之中，見其一

再地預設希望達成不讓官方控制「學」的理念。除此之外，這份心志

的真實性也可從先生象徵性地使用「懷德堂」—18世紀由在大阪的

「町人」（居住於都市的工商人士）們手中創建的—作為該講座的

名稱可看出。雖然講座的「門」是對外開放，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自由

參與，但是其背負歷史意義的「招牌」，卻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掛

上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謂現今的懷德堂，可以說是對於均一化

教育體制的「抵抗」表徵。

我們翻開《論語講義》目錄後的〈序〉，可以發現雖然稱為

「序」文，但是無論在其存在性或方向性，都與一般我們所想像的

「《論語》序」的面貌不太相同。即是，這本書中所描寫的〈論語講

義．序〉，並不等同於「《論語》序」的意義。這個「序」中隱藏了

希望由「市民」（君子）創建的，有志於「學」、甚至好「學」的意

涵在裡面。我們通常只要一聽到「《論語》序」的內容，腦中所出

現的是，例如歷代文獻的集大成，程樹德《論語集釋》的序文一般，

具有歷史文化使命感的論調。但是，作者的「序」則不然。其既不

談所謂文化上的使命，也不是在方法上不帶有所謂「限制」的長篇大

序，也不是說明《論語》的解釋史，或認為《論語》只是片段語句的

彙編，因此便不負責地讓讀者選擇自己想要閱讀的片段。就此意義而

言，〈論語講義．序〉是異於以往的文章。它讓筆者放棄了與「《論

語》序」之間呆板的比較作業，而取得了開光點眼的契機，進而作為

入魂的意義。即是，其內容上點出原初性的問題，進而展開思想史方

法論，這也是使得「序」在這本書中具有畫龍點睛效果的緣故。其實

我們早已得知，所謂「論語」一詞是，如同《葉隱》在過去曾被稱為

「鍋島論語」一般，該符號已經遠越過單指《論語》文本的意思，因

為它亦是指涉在某一時空上被人們認定為應該被重讀的典籍。由此觀

之，假設在解釋《論語》的序文中，無法讓讀者獲得開光點眼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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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那便失去其「序」的意義。近幾年中國和日本閱讀《論語》的風

潮興盛，究竟能夠維持多久，雖然我們無法推估，但是這疑問終究還

是與人們閱讀的是帶有何種「序」的《論語》有密切相關。

我們從〈論語講義．序〉進入到本文的「第一部」，作者便提出

所有讀者在教育史之中都要面臨到的切實問題。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

第一講〈學，此事〉中的提問：「作為近代制度的學校教育，雖然在

這階梯式的教育課程中青年學子們得到知識的教授與學習，但是否在

求學的過程中也不斷地被剝奪了學習的動機？」(40)這命題是作者從

「原初性」的觀點，暗示了「教育」是以加強國家競爭力為前提，而

成為制度化的。因為，近代教育制度已經廣泛地施行了上百年，所以

人們也將它直接視為國民應盡的「義務」，從不質疑它的妥當性，進

而將「義務教育」直接吸納成為理所當然的「普遍理念」。結果，不

得不接受該制度的青年們從幼年時期開始，便不可逆行地在沒有任何

餘裕的、被規格化的體制下狂熱地參與激烈的競賽。導致對於周遭身

邊的人、事、物上喪失了提出「原初性」的提問能力，也漸漸失去了

對於「畢業」二字的批判性讀解能力，因而通過機構審核的學子們，

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具有「證書」的組織人。這就如同作者在書中所

引述的：「世間的儒者所追求的，僅落實於訓詁文字之間」（〈學，

此事〉：37-38）的結構問題是相同的。雖然懂文字的意味，但是不

太懂在求「學」上的意義何在。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現在的「高

等教育」之中得到驗證。即是，始終無法明白「問題」究竟何在，僅

是一味盲從地恪守遵循「格式」的學位論文便可得知。這也是為何作

者會在〈論語講義．序〉中語重心長的說：「這樣的結果讓人忘卻了

『學』本身的意義和重要性。那是由於學校推行普遍意義的『教育』

理念，讓青少年喪失『學』的心志是有關係的。」(11)或許有人會對

此言心存質疑，但這卻是處處可以印證的。只要隨便翻閱任何一所學

校的「學制」規章，見其繁複瑣碎的內容便不難察覺。這些制度的訂

定，根本不是為了我們的「學」而存在的。它只不過是為了「教育制

度」而設的實定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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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要求研究生狂熱地參加、出席本

所活動和發表論文，而卻不是要求使其詢問「動機」的學思歷程。現

代教育的偏執是，始終不讓學子們積極思考，所謂不參加、不出席、

不發表，這些消極行為上才需要其自主性的抉擇。很奇妙的是，從幼

稚園到研究所，這些機構的主宰者只對於「能為而為」盲目地加以評

分，而不去思考「能為而不為」裡含有的積極意涵。倘若，學子們是

早已主體性地「參與」，那麼就不必訂定出誰都「能為」的如此規

章。換言之，這種「學制」的存在已經證明了，學子們對於這活動感

受不到「學」的存在；而應該思考的是，當「參加」此一範疇在制度

化之後被隱蔽的問題。這道理卻反射《論語》中所言：「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子路）。不幸地，

我們攀爬在現代教育過程之中，這「有所不為」的意義卻始終不被

省察。（參照圖1「研究生研討活動審核護照」中所謂的「審核」項

目）果然，這本書的〈論語講義．序〉與「第一部」之間，便是不可

分割地對應著「學」與「教育」之間不相融合的問題，作者以「學」

這個最為根源性的命題，來照射現今拘泥於形式規定的「教育」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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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狀。可見，《論語講義》一開始向讀者們提問的是，當我們欲重讀

《論語》時，要如何培養「原初性」的提問能力。

三

剛才，既然談到格式，那麼筆者就刻意透過書中的「格式」來介

紹本書的結構。《論語講義》共以四部所構成的。在開卷第一部是作

者提醒讀者，當我們在解讀《論語》時要如何思考那些最為結構性的

問題，即是類似導讀內容。「第一部」是由六次講義的內容所組成。

具體而言，解讀《論語》時不可或缺的仁與道，以及信、天、德的五

次講義，則是透過第一講〈學，此事〉內容來積極地被涵攝，並且用

第一講來解開各概念的意味。因此，作者不採用那些「格式」偏重型

的《論語》解釋，即按照第一章「子曰」和第二章「有子曰」的編輯

手法來排列。筆者相信眼尖的讀者在《論語講義》中不難察覺，雖然

其未按照《論語》文本「格式」帶有順序的排列，但卻少了事先可被

預設的那種平板性所造成的無趣。換言之，作者是按「古義學」的視點

來彰顯出講述模式，他並未採用宋儒等人的哲學性解讀法。即是，作

者不是事先將孔子和弟子的言行概念「定義化」之後，再以此「一義

性」的字義去重讀《論語》。關於這點，近年作者曾以三木清為例，

批判性地指摘了「哲學性讀書論」的問題。（參閱《昭和とは何であ
ったか：反哲学的読書論》〔何謂昭和：反哲學的讀書論〕，2008年7

月30日初版，藤原書店）正因作者能夠自覺「思想史」本身的問題，

所以才能夠這麼銳利地點出「學」一詞的可逆性。所以他指摘了孔子

的弟子對於孔子所提出的「仁」概念作出定義，爾後「便根據這次被

定義的概念來再度解釋《論語》中的仁」觀念（〈對於仁〉：41）。

然而，從「學」的原初性來掌握《論語》中的諸多概念，這或

許會因為看似並不帶有「理論」而引起被認為「平凡」的批判。但只

要問起，哪一本《論語》解釋書中能夠指摘出以下這點─把孔子

所提出的「問題」，傳到弟子那裡被重讀之後，即成為「後孔子論

述」─即可明白了。即是，從作者將《論語》第二章「有子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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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中已經看出「儒家教義的形成模式」(43)。3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接受機構組織教育的「學者」，雖然懂得運用被量化的知識，但是其

原理性思維卻始終薄弱。所謂「指摘」需要事先釐清價值意義上的順

序，因此若無法顧慮事物的輕重緩急，那麼就起不了論述上需要的視

點，而不過是為批判而批判，為問題而提問題而已。我們都能理解，

《論語》中並沒有記錄這樣的「批判哲學」。而且，如果在《論語》

中所展開的問答，是事先預設了由上而下的固定方向，又一義性地掌

握概念的「教學」態度的話，那麼孔子向弟子提問應該如何，以及弟

子自問對於事物應該為何，這種因問而問的意涵，則會消失於其中。

但我們必須留意，這種師生與弟子之間的「問答」的延續過程，時常

是被用來作為讀解儒家「文本」的形成方式。這樣的觀點在《論語講

義》的「第一部」中亦可見到。但是不僅如此，作者在第四部〈弟子

們的《論語》〉中也使它成為演繹「第一部」的作用，所以才會提到

「第四部」的設計「並不是附加的最後一章，而是希望能夠成為導引

重新解讀《論語》的第一章」(280)。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作者對於

「仁」的重讀，即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就能理解的。無

論學生或家長，將全部的精神投入於這個被過熱化的教育競賽之中，

結果「帶來的是淵博的知識，還是能夠從中習得己身的生命與思想的

充實與厚度呢？」這無須筆者多言，想必讀者也應該十分明白的。

「篤志也有切實地提問的意思，經由學而獲得了些什麼，這原來是與

學者自身是否能切實地提問有關。沒有問題的學是空洞的。」（〈弟

子們的《論語》〉：285-286）聽其言說卻不禁讓人想起，的確被現

代社會所重視的是「階梯」(de g re e)，而不是「學」歷。這種令人匪

夷所思的現象，反而是我們應該原初地加以檢視與反省才對。在他律

地爬上「階梯」的過關過程，與作者所言「從中習得己身的生命與思

想的充實與厚度」是背道而馳的。

3　哲學是指個人的思索過程，思想則是使它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型態；而「哲
學史」是將個人的學說按時間的前後順序來排列而形成的。如同孔子的出
現以至個人學說成為社會的型態是需要經由其弟子們(disc ip les)的發明一
般，「思想史」是著重於其學說的傳承過程。

作為開眼的講義：評子安宣邦《思想史家重讀的論語：「學」的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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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至於本書的「第二部」是如何進展呢？在「第二部」中作

者省思《論語》中師生之間所作出的提問，並指出這些「問題」的形

成結構本身，即是多樣性的。眾所皆知，《論語》是記錄了孔子和弟

子們所提出來的諸命題。作者在「第二部」以顏淵向孔子問「仁」為

事例，藉此說明師生之間的問－答的涵義。所謂「克己復禮為仁」這

一句，在台灣社會生活中也已成為要求人們斷絕事物的意象。作者之

所以將此句安排在該單元首章的理由是，企圖透過「古義學」的重讀

作業，將以往對於《論語》中這句壓抑欲求的警語所產生的厭惡感，

進行相對化。即是，〈論語講義．序〉中言及「這重讀是順著仁齋而

自覺化的」(20)，並宣稱這項接近法是依循著伊藤仁齋的古義學方法

而來的(6)。於是，作者嘗試將朱熹的訓誡性言說，改以仁齋的觀點

來重新閱讀《仁齋古義》，並將污名化的意象相對化。從這樣的介入

過程中，我們見到《論語講義》在這世間上所存在的核心價值。在此

引述，作者給予《仁齋古義》的譯文：「一日，立定志向，捨去自

身，以人們所共通的立場來反覆思禮，這世間一定會充滿慈愛的德，

天下歸於仁。仁是由己而來，而非經由他人所致的。」（〈問仁〉：

123）那些給人有訓誡意象的《論語》，在此處見不到那樣的痕跡，

作者這般平易且不填鴨、不強迫的敘述方式，令人深表贊同。就此例

子而言，我們不會拘泥在「克」這個字面上，這是由於「仁是由己而

來」的，因此自然不會帶來教化意味。讀者若閱讀至此處，便能體驗

作者所謂依循「仁齋的古義學」指的是，並非經由他人教化，而是從

自身的意志而出發，願意與人們推進共有的言行。透過本書的「第二

部」，似乎讓我們能更加「知道」貫通於《論語講義》中作者的學歷。

四

論及此處，那麼所謂的「知道」究竟為何意？倘若連這個概念

都無法釐清的話，我們又怎能解讀《論語》？因此，在「第三部」中

作者提到，詩、樂、禮等，在經過漫長的歲月之後，現今已不太能

掌握這些概念是如何被論述的。當然，「知」這樣認識上最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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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也並不例外的，經過時代的歷程，連使用者自身也模糊了它

的意味。所以作者在書中運用多層的語意積極地展開論述。坦白說

來，筆者尚未翻閱《論語講義》之前，並不知道溯及「古」（故）概

念本身的「時代」挪用。閱讀此書過後，確實讓筆者重新思考「知」

這個字義。最具象徵性的例子是「溫故知新」這一句成語，雖然「眾

所皆知」它是出自於孔子的言說，但是筆者以前也不曾去思索過這句

眾人周知的「成語」，尤其是當它被約定俗成之後，更加不再有人溯

及其「故」的歷史弔詭之處。即是，所謂「成語」原來是在比喻事物

的現實效果上追求其意義，所以在此出現的悖論是，被人們廣泛知道

後而轉化為「成語」的《論語》章節，其實它在整個「意義」上都是

被「時代」牽著鼻子走的。關於這一點，作者以澀澤榮一的解說為例

子，對於「溫故而知新」這個被「時代」牽引的現象展開批判。作

者指出，所謂「『溫故知新』，一般人常將它理解為『溫故』與『知

新』之間的對置關係，而成為近代的世俗性的理解方式。將『溫故』

置換為東洋的傳統之學，將『知新』置換為西洋的新知識，構成為文

明開化的時代性言說。」（〈溫故知新〉：232-233）的確，這種思

維模式除了日本的情形外，在五四運動時期也曾經成為許多中國知識

分子之間的論題。至於這種命題的構成方法，就如同上述作者的批判

一般，是從古、新之間理所當然地將它置換成東、西的知識而來。雖

然作者在這一節中並未明確的論述，但是其實早已明白地諷刺了文明

開化期之後的所謂「東亞認識」的問題。現今，無論是研究者、評論

家所言及「東亞」二字，都不過是被政治、經濟牽引的共同體構想的

延續物而已。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主體性地思考，並且對比新／

舊、東／西這些範疇本身究竟是如何將其轉換成為另一個範疇，而不

是積極地跟隨著「流行」而將自主性盲目地投入這歷史狀況之中。

行文至此，讓筆者不禁回想起這幾年來，子安先生不厭其煩地來

到台灣的苦心。他來台灣，其中的一個用意是試圖「治療」台灣學界

中以中國作為「東亞」的優位性論述；因為那些研究者與過去日本言

論界的歷史、哲學研究者的思路是同樣的。所謂「溫故」置換為東洋

的傳統之學，將「知新」也置換為西洋的新知識，構成了文明開化的

作為開眼的講義：評子安宣邦《思想史家重讀的論語：「學」的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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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性思維，它並不只是一般社會上展開的時代現象，這樣的思維模

式早已深入到教育體系下的「學術」殿堂中，甚至被自我實體化的論

述合理化。筆者在此補充說明一句：當這些言論活動被「歷史學」研

究者所牽引，那麼可想而知，這個言論活動的企劃本身是多麼地令人

感到諷刺。作者提到「溫故而知新」的「而」這個虛字，是指為人者

嚮往古典與先人學習之態度而被「導引」而求知的意味。可是，我們

反觀這些專攻於「故」的人們，在言辭犀利的批評與否認過去日本在

「東亞」的表現之同時，卻又以中國為「東亞」的中心而加以推行，

這實在令人費解。但其實這原理很單純的。即是，在被專門化的「教

育」當中，喪失了《論語》中「溫故而知新」的意思，而脫胎換骨成

為「成語」的溫故知新。結果，「學而」的「而」字的作用在這活動

之中消失不見。透過這個事例的對照，便不難理解到，子安先生在書

中末了的部分所提到的，在現今「學術」界裡不斷被追究的「《論

語》的專門性解讀，難道就能知道《論語》嗎？」（〈後序〉：

353）至於我們在閱讀了《論語講義》之後，反而更加「知道」現代

教育的缺失，尤其收編於官方的教育系統後，早已喪失以「可以為

師」導引出「學」的實質內容。筆者認為，副標題的「復權」一詞，

足以能夠反映出作者的「抵抗」意識，以及其欲重構「東亞」的方法

問題。筆者希望這一本《論語講義》能夠成為不受時代風向左右，可

以在鄰國之間成為無論何者皆能重讀的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