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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清代春秋公羊學之研究 1 研究動機及目的 (1)以傳統經學回應清代所面臨

多重問題之挑戰 清朝中國面臨多國且多方面的挑戰，公羊學者意識到其

遭遇「世變日亟」的困窘，及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呼籲清朝君



臣應及時變法，改革圖強以因應時變，春秋公羊思想富含變易進化的氣

息，充具改革批判之精神，遂成為清代士人因應其時代問題，努力變法以

圖強的救亡之方。本文之研究主要肇因於清末之中國面對西方列強軍事、

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多重之衝擊，士人努力想從傳統之思想中尋覓出

因應解決之道：1.藉由春秋公羊學豐富之政治意涵，提供學者批判時政之

論據。2.藉其歷史變易進化之觀點，適時為清末之現代化求新變革運動建

立理論的基礎。3.藉由規劃理想的大同世界，使世人懷抱王道仁政實現之

願景。期待從歷史的殷鑑中學習治世之道，效法孔子撥正世道之苦心，藉

由春秋公羊思想以經世。期望藉由春秋公羊思想之研究，提供諸多問題之

答案，並據此參酌古今，尋思吾人立身行事的典範，進一步憂懷國事，關

注黎民蒼生，得以兼善天下。 (2)以經議政展現儒家倫理批判之精神 公羊

學為傳統思想批判性倫理之展現，應用孔子《春秋》撥亂之法，標舉仁義

禮法之道德史觀，對史事人物提出評判，建立世人立身行事的準則，要求

君王躬行仁政，指向儒家王道仁政之理想，本文首要研究目的，即是培養

士人議論時政之批判精神，將道德與實際政務結合，賦予政治倫理性批判

之堅實基礎。 (3)強調變革進化之思想因時而改革 春秋公羊學強調變革進

化之精神，提供改革變法者理論的基礎，配合《易經》「窮變通久」的思

想，因應現世不斷變化之事實，引用春秋公羊學之變易進化精神，呼籲當

權者適時改革，藉此革除積弊，變法圖強，藉此解決清末多方的困境，應

變而改革，提供有心衛國者除弊的救方，此為研究春秋公羊思想之第二目

的。 (4)自由詮解轉化思想以鼓動時代風潮 《公羊傳》闡發《春秋》的微

言大義，富含自由詮解的特性，能配合其時代的問題，適時提出相應的救

弊之道。每於朝代中衰時成為批評時政，抨擊當權者的利器，亦能因應各

種困境，提出相應的解救之方，其自由詮解的特性賦予公羊學者成功轉化

其思想以應時的優勢，能夠勇於變革進化，鼓動時代之風潮，成為研究春

秋公羊思想的第三目的。 2 研究方法及範域 (1)以清代對政治事務發揮深

遠影響之公羊學者為研究核心 有別於一般逐一論述各家思想的方式，本

文運用「異內外義例與大一統思想」、「三統義例與三世思想」及「與民

主政治思想的關係」統括清代重要公羊學家之思想，發揮其道德評議事物

之批判性倫理精神。清代之公羊學「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故而本

文之研究方法為模式化、義例的應用與文獻法之研究，藉此突顯清代公羊

學的特色及歷史定位，將公羊學政治性、歷史性、詮解性及文化性的特質

發揮於對現實問題的解答，並當作傳統經學對清季諸多挑戰的回應，更為

日後的民主革命運動奠定良好的變革基礎，效法孔子撥亂之志，實現王道

仁政之理想。 (2)研究範域限定為以春秋公羊學撥正世道之經世學者 本文

著眼於關心實際政務，提倡變革思想的清代公羊學家：莊存與利用公羊學

的尊君思想尊奉王室，劉逢祿獎掖龔魏，擴大公羊學之勢力，龔自珍呼籲

清朝自改革以應變，魏源提倡君王變革以利民，參與實際政務之推行，康

有為與梁啟超推動變法維新，施行君主立憲之改良制度，並將公羊學三世

思想運用於大同世界之描模，提供世人理想的遠景。至於其他的清代公羊

學家之思想則不一一加以論述，只針對上述清代因應變革之經世學者的論

點加以闡釋，不著重學者對《公羊傳》文義之發揮，而是注重春秋公羊思

想如何對現實問題提出相應的解答，故而限定研究的範域為發揮春秋公羊

思想以營救世道的經世學者。努力學習因應世變的救濟之方，瞭解傳統經



學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回應，勉懷自己承繼孔子經世濟民之職志，作為吾人

立身行事的準則。 3 論文架構 第一章春秋公羊學之義旨及漢儒之闡釋 釐

清春秋公羊學之義旨及漢儒所確立的思想體系為研究清代春秋公羊學奠定

基礎。 第一節春秋公羊學之義旨，本節以道德史觀及王道仁政理想為春

秋公羊學之要義，秉承孔子議論時政之批判精神，以仁義禮法批駁史事人

物，抒發其道德之史觀，並藉此勾勒理想的王道仁政社會，以仁義禮法規

範時君施行仁政，實現聖王仁德之治。 孔子以倫理道德作歷史的評判標

準，其本質即為「仁」，其實踐即為「禮」，使「道德史觀」的真義得到

彰顯。孔子以「禮」為評判史事的「道德史觀」遂衍生出「王道仁政」的

理想要求。孔子希望吾人之行為舉措皆依「禮」而行，也即是要求人之行

動必合乎「仁」之本質，故希望君王能行仁政，以仁德教化人民，回復堯

舜的王道之治，此為《春秋》以禮為評判標準之道德史觀真精神之所在。 

第二節漢儒對春秋公羊學的闡釋，清代公羊思想的再興是以董、何二人的

思想為基礎，配合其時代的問題加以衍生發揮，本節以「大一統及受命改

制」，「三世論及三統說」，「天人感應譴告災異」三點，統整董仲舒春

秋公羊學與政治的關係。亦以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確立三科九旨的意

旨，由「大一統說之發揮」、「三科九旨思想」、「雜染讖緯迷信思想」

三點論述其春秋公羊學之思想藉此瞭解清代春秋公羊學之源由。 第二章

春秋公羊學與清代春秋公羊學的再興 以「褒貶筆法與經權思想」及「天

人之際與古今之變」深化春秋公羊學之思想，於清朝中衰之際援引春秋公

羊思想以經世。 第一節春秋公羊學的褒貶筆法與經權思想，其褒貶筆法

之論述為公羊學批判精神之呈顯，孔子作《春秋》是「據亂而作」，藉此

提醒後世聖王治世之要領，孔子遂藉褒貶筆法以振興天下，以仁義道德之

準據裁奪史事。藉 1.揭示孔子為素王，2.以禮為依據，3.揭櫫親親尊賢王

道仁政之理想以論述春秋公羊學之褒貶大義。其經權思想為春秋公羊學之

要點，儒家思想雖有常經常道以處世行事，仍須有隨時更化變易的權宜之

道以因應世事之變化。經是包含天地，通論古今，無時不然，無地可易的

恆常之道，權是因應現實方便施行的便宜之計。藉 1.儒家的經權思想瞭解

經權的要義。並透過 2.行權考量的重點及條件及 3.行權之精神及原則剖析

春秋公羊學之經權思想。 第二節春秋公羊學的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天

人之際指天人之關係，涉及春秋公羊學之天道思想，以 1.公羊學承襲孔子

之天道觀詮解春秋公羊學之天道思想，將仁與性與天道融合為一，實現上

天所賦予人的天命駿德，達成天人溝通的境界。2.天人相感以道德聯結天

人詮解公羊學的天人之際，強調天人關係的道德意涵，以道德性的仁轉化

天概念，形成宗教與道德之連結謂「天生德於予」要人法天、知天、畏天

命，再加上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盛行，遂有君王受命改制之說及陰陽災異

思想的產生。 第三節清代春秋公羊學的再興，實由於考據訓詁造成思想

之疲病，及清朝中衰後亟須變法思想以救弊而來。並汲取兩漢公羊思想的

精華藉以建構其經世濟民之思想：1.援經議政的經世學風，2.歷史變易的

改革思想，3.結合時代問題的詮解，都以《春秋》經義為依歸，以公羊學

闡發之「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等義理而經世致用。 第三

章清代春秋公羊學異內外義例與大一統思想 清代春秋公羊學者以文化之

華夷觀替清朝政權合法化，並藉大一統思想尊奉王室，統一政教，並以開

放之態度效法西方，勇於改革。 第一節清代春秋公羊學異內外義例對清



朝政權的正名，莊存與、劉逢祿等清代公羊學復興者，以公羊學之文化華

夷觀為清朝之政權正名，特別論述「內外」之思想，運用「夷狄入中國則

中國之」之觀念，將清朝之統治合法化。 第二節清代春秋公羊學大一統

思想尊奉王室的特色，春秋公羊學以其大一統及尊王思想鞏固封建之統

治，並以文化之華夷觀撥正滿族之政權，更藉大一統之天地常經，古今通

誼，統一天下之政教，因此，滿清君王禮遇莊存與等公羊經師，即是著眼

於春秋公羊學尊奉王室之特色，欲藉其尊王之大一統思想維繫其政權。首

先申明春秋公羊學之大一統及尊王思想之意義，對於政治之統一，王權之

獨尊，深意何在。繼之說明清代之公羊學者如何應用公羊學大一統及尊王

思想以尊奉王室。 第三節清代春秋公羊學面對西方的態度，公羊學者富

於改革變法之思想，勇於尋求因應時勢的救亡藥方，更以文化之高低以分

辨華夷，去除傳統天朝一統之尊大心態，虛心學習西方之優點以求自強，

並且富有自由解釋之精神，因此，能靈活運用其思想，將中國與西方之體

制作一融合，去除進化變革之阻力，使國人易於接受西方思想，促進中國

之現代化，故清代公羊學者以其開放的態度學習西方，在中國邁向現代化

的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節分兩點論述清代公羊學者面對西方之態

度，一為師法西學以求自強；另一為運用三世進化思想融合中西制度，說

明清代公羊學者之救亡藥方。 第四章清代春秋公羊學存三統義例與張三

世思想 藉存三統義例及張三世思想發揮清代公羊學者經世之理念。 第一

節清代春秋公羊學的經世學風，春秋公羊學經世濟民學風的展現是援經議

政的批判精神，以及春秋經文中獨特的褒貶筆法。龔自珍、魏源等目賭清

衰之世的先進學者，便是援引春秋公羊的經句以闡發變法圖強的精神，後

起之康、梁等維新之世亦是藉《春秋》以經世，於西方勢力強行侵凌中國

之際，提出救亡之道。今分兩點說明清代公羊學者之經世學風：其一為承

襲孔子撥亂起治之志以經世；另一為清代公羊學者實際政務之推衍。 第

二節清代春秋公羊學存三統義例的運用，先釐清存三統思想之原義，其是

源於夏、商、周三代改制之史實衍生出朝代興衰替換之制度變革依據，藉

此得出新王「受命改制」以統一天下之政教，施行政治及思想之統一大

業。本節先說明三統思想之原義，再論述清代公羊學者對存三統義例之應

用。 第三節清代春秋公羊學張三世變化的歷史思想，由於張三世思想在

清朝特殊的政治環境中，面對西方思潮的挑戰，為清末之儒者引用傳統經

學思想以因應世界局勢之轉變，其地位高於「三統」及「內外」等公羊學

之義例，成為清代公羊學者論述之重心，故本節先闡述張三世思想之精

義，繼而說明清代公羊學者對張三世思想之應用，以見張三世思想在清末

世局紛亂中所發揮的撥亂效用。 第五章清代春秋公羊學與民主政治思想

的關係 公羊學是以援經議政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這種議政的批判精神

正是民主思想的濫觴。 第一節春秋公羊學對戊戌變法的影響，春秋公羊

學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主要是提供其變法的依據及理論的基礎，以《新學偽

經考》動搖封建政體所依據的古文經學之權威，並以《孔子改制考》宣揚

變法改革之理念。 第二節君主立憲與民主革命的爭辯，康有為是戊戌變

法的主角，主張今文經學，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章太炎則精研古文經

學，長於文字訓詁，章太炎早期同情戊戌變法的維新志士，晚期卻贊同革

命，批評維新派不知世勢，因此，兩者展開了君主立憲與民主革命的爭

辯，藉此窺見康、梁改良思想之軟弱。 第三節大同理想藍圖的規劃，康



有為揉合春秋公羊學三世思想及《禮記.禮運》大同的學說，再加上他遊

歷西方各國的考察，形成其世界大同的思想，《大同書》及《實理公法全

書》乃是其理想大同世界的藍本，藉此追溯孔子濟世之心，企望實現人人

平等公同，幸福美滿的太平生活。 第四節清代春秋公羊學的特色及歷史

定位，以 1.豐富的政治意涵，2.改革進化的時代氣息，3.詮解的自由性，4.

開放的文化觀念論述清代春秋公羊學的特色。並將清代春秋公羊學定位於

1.傳統經學對現世問題之最後回應，繼之以春秋公羊學鼓動變革進化之風

潮，倡議變法，抨擊時政，重視人民之權益，成為 2.民主政治之先聲，藉

此激發世人關懷時政，鼓舞世人參與政務，逐步實現民主自由之理想政

制。 4 研究心得 (一)春秋公羊學富政治意涵為後世經世治國之典範 公羊學

為孔子撥亂之法，為後世公羊學者取法為治世之楷模。因其富含豐厚之政

治意涵，清朝中葉以後，世變日亟，公羊學者便引用公羊學之思想以議論

時政，希望透過《春秋》義理而「撥亂世反之正」，去除政治的積弊。 

公羊學是一套利用史筆褒貶所闡發的政治思想模式，公羊學者發揮孔子以

史筆批駁人物之精神，不僅藉此形成其獨特的道德史觀，更運用公羊學之

義例建構理想的王道仁政社會，使孔子成為替漢世及無數後世聖王制作撥

亂之法的素王。《春秋》正名分概念，提出新王受命改制以顯示其政權之

正統性，建立天命授予君主改制之政治理念，影響清代公羊學者藉受命改

制以強調變法改革之必要性。 清代之公羊學者利用「大一統」思想尊奉

王室，使君王藉政教之統一達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盛境，則能免

除文網之桎梏，而受到君王之青睞，因此，莊存與等清代公羊學先師遂將

重心放在「內外」之闡釋上，使漢化之滿人合法治理中國，並藉「大一

統」思想統一政教，治理天下。 清代公羊學者將清朝盛行的訓詁考據論

學風氣，轉為援經議政的論政學風，發揮孔子以來儒者所倡導的經世濟民

胸懷，以安定天下，救濟百姓為己任。清朝中衰之後，龔自珍、魏源等先

見之士，取法公羊學之改制變法精神，呼籲君王及時變法，自改革以因應

世變，提出經營世道之諸多建議，即是受到孔子以《春秋》撥亂起治之影

響，特別富有改革進化之思想，從公羊學中汲取變法的精神，希望透過改

制變法來援救時勢，效法西方以富強。 (二)春秋公羊學具改革進化思想為

清季變法革命之依據 清朝中衰之後，援引經學以議政，提醒君王若不急

思振作「亂亦竟不遠矣！」將公羊學新王受命改制之思想，及三統遞換之

史實應用於變法改革上，呼籲變法改制以順應時變，革除積弊，變法圖

強，其所展現的是有別於古文經學家的傳統保守態度，而呈現積極改革，

與時俱進的時代氣息，激起一股呼籲變革，追求進化的前進動力。冀望世

人運用公羊思想，使人類之文明與時俱進，藉由因時，因革損益之思想，

在舊有的文化基礎中創立更完美的文明，使人類不斷享受日新又新，進步

創化的美滿生活。 公羊學於新王即位之初即強調君王應頒行正朔，統一

政教藉此施行政治及思想的統一，因此，公羊學者得出君王改制之原則為

通三統或存三統，因革損益舊有的體制而制定合宜的新制度，其本身便富

含改革之思想。而且，此種改革是在舊有的體制中斟酌損益，備存三代之

禮儀法式，尊重前王之後代，在體制中作改革，為漸進的改良風氣之肇

因，因此，康、梁等維新人士執著於進化不可躐等的觀念，一方面是受三

世進化觀點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受到通三統改制之影響，立基於舊有優良

的禮制法式中，努力制作出適合當世的新制度。針對清朝中葉以後愈來愈



嚴重的內憂外患，唯有積極改革才能因應時勢的變化，公羊學改制之思想

正符合當時積極求變求治的救亡志士之需求，從改制變法中呼籲「變革以

經世」，強調改制變法的重要性，並呈顯時代不斷變易，人類亦須努力變

革以順應時勢，跟隨時代前進的腳步，效法《易經》「窮變通久」的精

神，不斷創新創發，日日精益求進。 改革進化是每個時代的課題，改革

的步驟是三世進化之思想，將理想的王道仁政社會寓託於未來，描模一個

理想的政治社會，以待後人實現，是改革變法理想的一種寄託，因此，本

文以康有為之大同理想藍圖作結，目的即是將這場未完成的革命，其創發

革新的精神繼續留予後人承襲。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是人類共同的夢想，

現實世界雖然佈滿荊棘，但美麗的遠景卻促使人履仆履起，不斷懷抱著希

望，努力創造更完滿的未來，這是富有改革進化氣息的公羊學者留給後世

的珍貴遺產，我們也當效法公羊學者變革進化之精神，引領時代不斷奮發

創新。 (三)詮解的自由性賦予公羊學者應世之救方 公羊學闡發《春秋》之

微言大義，其詮解較能自由發揮，不受經文辭句過多的匡限，因而呈顯出

詮解的自由性。 莊存與等清朝公羊先師利用公羊學以文化為分別的華夷

觀替清朝之統治正名，更藉公羊學大一統之思想，統一政教，鞏固封建君

王的統治。 龔自珍則將史書與經學結合認為「六經皆史」，提出以史學

來經世的思想，士人應以賓師自任，以存史為己責，不專為一朝一代而存

史，應為萬世萬代備存足茲參酌的禮樂法式，留待後王取法。故龔自珍遂

將公羊學之研究轉向論政之依據，藉此批評時政，將公羊學三世思想繁複

化，用以解說古今之政治情勢，並以三世解說人才流失之問題，提醒專制

君王，若不勵精圖治，則政治昏亂，人才流落於鄉野，山野之民不久即將

奮起抗暴，龔自珍所承襲的公羊思想，完全展現在對時代問題的詮解上，

無論人才問題、歷史變易的事實或賓師之法，都是以自由的方式闡發其思

想，而不執著於《春秋》經文字句的詁訓，為清朝中葉世變日亟後，公羊

學者反對章句訓詁之學對士人思想之桎梏，而以《春秋》大義批時論政，

展現儒者關懷民生，救濟天下之曠遠懷抱，為經世學風之鼓動者。 魏源

更將公羊學經世之思想配合實際政務之推動，實施鹽務、河運等之改革，

更首先倡導效法西方富強之道「師夷長技以治夷」，瞭解西方之優長，熟

悉夷情以治之，切莫閉關自守，封閉視聽而妄言治夷，大力著作介紹西方

地理民俗，廣開中國人之見聞，呼籲向西方學習以圖強，尋求變革治世之

道。龔、魏二人都是自由詮解公羊思想，因而得出變革救亡，以經史濟世

救民的經世精神，就因為公羊學富含自由詮解的特性，才能在古文經學長

期之箝制下，為士人之思想鬆綁，恢復士人以經世為己任的偉大志向。 

康有為指新學偽經湮滅孔子思想之真義，因此，必須加以釐清，又指出孔

子作《春秋》是為後世制作撥亂之法，後世聖王亦應效法孔子撥亂反正之

精神而制作，維新變法當能解救國家的危難，將升平之世導向太平。康有

為不僅以公羊學之思想為變法之依據，更將〈禮運〉大同思想與公羊三世

思想結合，為世界規劃理想的大同藍圖。 (四)開放的文化觀念促使中國與

世界各國共躋於大同 公羊學區分華夷的觀點為中國思想之一大特色，其

不以種族血統為分辨標準，而將文化的高低視為華夷最大的分別，一方面

泯除華夷僵化的區別，而有所進退，另一方面藉文化融合華夷各族，以文

德感化夷狄，共同趨向平等公同的太平理想境地。清朝的公羊學者懂得運

用公羊學之文化華夷觀，替清朝之政權正名，更應用公羊學「大一統」之



理論，以政治及教化統一天下，鞏固清朝之統治權柄，清朝榮盛之政治逐

漸消解漢人之疑懼，直到清朝中衰以後，才又面臨西方勢力的入侵，重新

開啟內外問題的討論。嚴復《論事變之亟》，康有為《變則通通則久

論》，梁啟超《變法通議》等文章，一一提出中國正面臨莫大之變革，應

變之計唯有師法西學，改革變法以自強。早在清朝中葉，龔自珍、魏源等

先見之士已提出變革濟世之道，呼籲清朝君臣變革以因應時勢的變化，清

末之公羊學者認識到西方學術政治之優長，秉持其開放寬容的文化觀念，

去除中西不同種族的歧見，運用文化之華夷觀，提出效法西學的正確態

度，努力學習西方之優點，改革中國之弊政，學習科技及憲政體制之新

知，使中國能與西方各國齊躋於國際社會之列。因此，公羊學開放的文化

觀念是清朝「師夷長技以制夷」、「效法西學」之理論根據，一切援引文

化之優劣高低為評判標準，始能使中國長期居於中原文化之優勢，妄自尊

大之優越感，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之侵襲時，能有一番調整及因應之道。

公羊學之文化華夷觀正顯現「有所進退」的特色，藉著禮樂文化之高低，

無論華夷都能勉力修為，躬行仁義以符合華夏文化之標準。清朝面對西方

興盛之文化，亦應從文化之觀點及時學習西方之新進文化，改革弊政，變

法圖強，如此，終能由據亂而至升平，最後達到天下太平，平等公同之大

同世界，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全體人類共享和平安樂之生活。 (五)春秋

公羊學撥亂反正為傳統經學對世變的最後回應 「素王立法」、「撥亂反

正」、「為後世制作」乃是公羊學者援以議政，以公羊學經世之展現，成

為傳統經學因應西方列強入侵的救亡之方，清代的公羊學者不採全盤西化

的方式，而是從經學中汲取聖王賢人治世之方以救濟天下，春秋公羊學以

仁義禮法重建失序的現世，揭櫫聖人撥亂反正之法以濟世，將孔子王道仁

政的理想透過史筆之批判而呈顯，宗文王之法度，回復禮樂榮盛之治，強

調新王繼起必改制變法以應變，存三統禮法之優長而因革損益，配合三世

進化之法則使文明趨於鼎盛，最後達致太平大同之理想，無異是西學東漸

後，傳統經學對西方文化的一大回應。歷史證明經學對中國政治社會的影

響無比深遠，不僅古老的中國靠經學以繩當世，在世變日亟的現代社會亦

能發揮指導引領的作用，繼續帶領中國邁向未來的世紀。 (六)春秋公羊學

倡議變法為民主政治之先聲 清代公羊學者提倡改革變法，呼籲效法西方

憲政之體制，實行君主立憲，從事改良之革政，可視為民主政治之先聲。

龔自珍、魏源等人首先注重平民之權益，痛揭腐敗官吏對人民之殘害，抨

擊時事，以經論政，埋下民主革命的火花，康有為倡議變法，建言「建議

院，通下情，變成法」，強調人人平等，互助共利，亟求世界各國共躋於

大同，更為革命事業打好基礎，因此，清代之公羊學者成為中國民主革命

之先驅，對革命風潮之成形居功厥偉，清末中國面臨巨大的轉變，內外紛

擾不斷，世人望治求變之心日切，適值公羊學倡議變革進化之思想，配合

西方民主自由之風潮，中國要面對清末國際局勢之轉化亦當以民為主，施

行憲政，還政於變法之君，繼而將國家之主權歸還於人民，公羊學者以其

文化之華夷觀，接納西方進步的議會政治及憲政理想，也意識到人民自主

自由之權利，從希求封建君王改制變法之呼籲，突顯人民不獨尊一朝一君

之思想，將合法的統治權柄賦予為民求變求利之君，因此，清代之公羊學

者能於西方文化入侵之際，援引傳統經學中變易進化之思想，以與世界各

國共同邁向民主憲政之路，以寬容的態度接納西方民主之思想，施行維新



變法之事業。 春秋褒貶筆法不僅誅亂臣殺賊子，更表達儒者對仁政的希

求，而近代民主之風強調主權在民，亦是一種仁政德治之展現，因此之

故，清代公羊學乃中國民主思想之先聲，藉此激發世人關懷時政，鼓舞世

人參與政務，逐步實現民主自由之理想政制。 公羊學值中國面對西方嚴

酷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多方面的挑戰之際，乃是士人唯

一能從傳統思想中援引以解決現世困境及問題的救方，正因為公羊學者提

倡變法改革之精神，承襲孔子撥亂之志以營救世道，形成清末一股求變求

新的變革風潮，不僅推動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壯烈失敗後又繼續鼓吹變法

思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達到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境地，因此之故，在春

秋公羊學逐漸為世人所淡忘之際，重新研究其思想內涵及改革進化之精

神，當能為現代社會所享受的民主成果註記重要的標誌，也藉此瞭解中國

士人如何在國家危亡之際，努力援引傳統的經學，希望對各方的挑戰作出

有力的回應，其奮發的改革精神當成為後人所學習效法的方向，其批判意

識的覺醒亦是士人應該永遠銘記於心，孜孜矻矻，不斷努力實踐的目標，

只要國人時時學習春秋公羊學改革進化之思想，記取春秋道德批判的史鑑

精神，相信我們的國家及社會，一定能達於太平之盛世，使各國朝著理想

的大同世界邁進。 最後以四點總結清代春秋公羊思想之義旨：1.解救考據

訓詁之疲病，以經世之思想提振士人之士氣使其憂懷國事，關注民生，承

繼孔子撥正世道之志。2.以文化之華夷觀予清朝政權合法之依據，排除滿

漢之對立，藉大一統思想尊奉王室，護衛清朝之政權。3.鼓動變革風潮，

於清朝中衰之際提出倫理之批判，希望藉此改革舊弊，於衰亡之初提供變

法圖強之呼籲，實施政務之改革及變法之大業。 4.清末西方勢力入侵之

時，能以開放之胸襟接納西方思想，學習西方之優長以因應世變，靈活運

用三世進化之義結合各國之政治制度，倡議施行君主立憲，實施初步之民

主。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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