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5667 

狀態 NC093FJU00259006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哲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2038075  

研究

生

(中) 

鍾隆琛 

研究

生

(英) 

Chung Lung-chen 

論文

名稱

(中) 

論孔子何以讚賞顏回——以幾個儒家評顏理論為線索 

論文

名稱

(英) 

Revalue Yen Hui: Dialogue with some Confucianism's elementary commentary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黎建球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2005.11.28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博士 

畢業

學年

度 

93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顏回、貧苦、短命、音樂、悅樂、為己之學、儒家 

關鍵

字

(英) 
 

摘要

(中) 

論文摘要 研 究 生 姓 名 ：鍾隆琛 系 所 名 稱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

研究所 指 導 老 師 ：黎建球 教授 論 文 題 目 ：論孔子何以讚賞顏回——

以幾個儒家評顏理論為線索 關 鍵 字 ：顏回、貧苦、短命、音樂、悅



樂、為己之學、儒家 論 文 總 頁 數 ：225 本文之撰述，主要是關於

「《論語》中出現顏回（前 513?~前 482?）的二十條史料」之研究（此二

十條乃以孔子言及顏回者為限）。目的則是要藉由這樣的研究反過來重新

思考何謂儒學（或孔子思想），特別是要為當代儒家（或孔子）美學與人

性論的研究者，提供一個全然不同的思考方向。唯鑒於二十條文約辭簡，

學界亦尚無定論，本文並不敢輕言其原意，僅分別在第二、三、四章，依

序將之放至二十條整體的脈絡、孔子思想的脈絡以及歷代評顏史的脈絡，

以反省其本來應有的義涵。 本文獲致的結論是：儒學之所以為儒學，必

須從孔子所提示的「為己之學」來理解；至於，何謂「為己之學」以及如

何實踐之？孔子實已在他讚賞顏回的二十條作了具體的展現。此間的關鍵

在於，必須將顏回的貧苦與短命（貧夭）視作其讚賞價值的必要條件；然

而，顏回的貧夭與其讚賞讚賞如何可能並存呢？孔子提供給我們的理解方

向是，先被動地接受顏回貧夭的事實，進而主動地看出此事實之不同層面

的意義： [1] 在這裡，吾人所看到的，不能只停留在現實世界的那個顏回

之貧夭，而必須由顏回的貧夭反過來看到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的本具限

定，以及進一步看到在這樣的限定中人仍有努力為之內在力量。換言之，

人之所以為人，乃同時兼具這樣的限定性與內在力量；而，喚醒與擴充這

樣的內在力量，但又不至於將之無端地擴充至無限，正是孔子所謂的「為

己之學」。顯然地，透過顏回將有助於吾人適切地把握到這一點（此也將

提供吾人對儒家（或孔子）人性論不同的思考方向！）。 [2] 然而，如何

可能在接受顏回貧夭的事實，進而看出其不同層面的意義？關鍵在於：必

須願意放棄一般看待事物的方式，轉而將顏回（客體）與自己（主體）同

時放入到「我與世界」的脈絡中來重新思考。而最能具體且鮮明地道出這

樣的思考方式者，正是孔子音樂／悅樂哲學所提供的學習進路。簡言之，

學習將顏回看成不只是現實世界的那個顏回，而將之看成宛若在欣賞音樂

模式中相互照面的音樂作品，正是孔子為其「為己之學」所提供的實踐之

道。同樣地，透過顏回也將有助於吾人適切地把這一點（此也將提供吾人

對儒家（或孔子）美學不同的思考方向！）。 代序—全文提要 一如所

知，顏回（前 513?~前 482?）是儒家創始人孔子（前 551~前 479）最鍾愛

的弟子；但是，顏回的言行似乎與一般儒者的認知大相逕庭，反倒與儒家

分庭抗禮的道、玄、釋家多將其視為志同道合之士。這裡就出現一個頗值

得玩味的問題，亦即後世儒家如何在承認顏回是自家創始人孔子最鍾愛弟

子的前提下，進一步消化和吸收顏回與儒家可能的不一致？這可以說就是

本文研究的動機。 上述動機，若化為更簡要的問題形式，亦即：「如何

才是儒家關於顏回的適切詮釋？」當然，這個問題的完整解答，並非一人

一時可以完成。本文的工作，僅是將切入角度及史料範圍作嚴格的限定，

嘗試回歸目前可見史料的源頭（孔子眼中的顏回）並直指問題的核心（孔

子何以讚賞顏回），以期為若干似是而非的理解作出澄清： １、首先，

顏回既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也沒有門人，目前無爭議確定是顏回說過的話，

恐怕仍僅止於出現在《論語》的八十個字，因此想要直接談顏回（包括顏

回的評傳、及其著作或學說的研究等）不是不可能卻非常困難。不過，我

們也發現到：不僅顏回留下的八十個字，字字皆與孔子息息相關；自顏回

十三歲入學（時孔子五十一歲）開始，孔、顏幾乎全程參與了對方最重要

的階段。因此，在顏回史料奇缺的情況下，歷來學者理解顏回主要還是回



歸目前可見史料的源頭，亦即透過孔子言及顏回的話。本文也將從這個角

度切入主題。然而，歷代典籍關於孔子言及顏回的記錄固然豐富卻也真偽

摻雜，若照單全收視必引發爭議；有鑒於此，本文的直接史料將嚴格限定

於出現在《論語》的二十條；至於其他典籍以及《論語》中其他相關的史

料，本文僅將其視作輔助我們理解二十條的間接史料。 初步解析二十條

直接史料之後，我們發現，孔子在二十條的字面上「已說出」兩方面的內

容：一方面是孔子對顏回的事實描述，亦即顏回是「貧苦」（＜雍也 6-11

＞、＜先進 11-19＞）、「短命」（＜雍也 6-3＞、＜先進 11-7＞）；另一

方面則是孔子對顏回的價值判斷，亦即顏回是「有德」、「好學」（此

指：孔子在＜先進 11-3＞列顏回為孔門「德行」之首，以及在＜雍也 6-3

＞、＜先進 11-7＞獨稱其為「好學」之高度讚賞）。至於，這兩方面已說

出的內容如何可能同時並存，亦即「顏回的貧夭如何與其獲致高度讚賞取

得一致？」孔子在二十條字面上並未明白說出。此孔子「未明白說出者」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正是後儒關於顏回是否與儒家義理一致的爭論所在。

換言之，它同時也就是上面提出的「如何才是儒家關於顏回的適切詮釋」

之問題核心。本文以「論孔子何以讚賞顏回」為題，即是把握住此核心，

為自己設定如下的研究任務：理解（to understand）孔子在二十條已說出

的之所以可能的理由（reason）。 然而，二十條文約辭簡，幾乎每一句皆

曾引發後世學者的爭論，因此，本文並不敢輕言孔子讚賞顏回的原意，僅

在就教歷代評顏學者的過程中讓二十條可能的適切詮釋呈現。不過，歷代

評顏學者的著作浩瀚，全面解讀既不可能也不見得對本文有用。有鑒於

此，本文乃依其「是否屬於哲學史料」、「是否屬於儒家史料」，以及

「本文的提問在它們而言是否成問題」、「其表達的數量與形式是否足以

形成清晰的理路」等四個判準，篩選出儒家陣營中幾個質量兼具的評顏理

論——兩漢的揚雄（前 53~18）、王充（約 27~91）以及宋明的程（程

頤：1033~1107）、朱（朱熹：1130~1200）與陸（陸象山：1139~1193）、

王（王陽明：1472~1528），以作為輔助本文理解二十條之最為首要的間

接史料。當然，即使作了上述限定，詳細討論這幾個儒家評顏理論也非本

文所能承擔；本文的研究任務，既指向「理解孔子在二十條已說出的是如

何可能」，那麼這幾個評顏理論在本文所扮演的輔助角色更好將之理解作

線索的提供者，亦即提供本文更深入地去省思孔子在二十條仍未明白說出

的各種可能性，最後讓最有可能的適切詮釋在三方（本文、孔子、幾個儒

家評顏理論）的對話中呈現。本文副題——「以幾個儒家評顏理論為線

索」，所要表明的正是這一點。 在上述儒者提供的諸多線索中，有一條

一直是推動本文進行的主要線索。亦即宋儒周敦頤（1017~1073）設問：

「孔、顏所樂何事？」（《二程遺書》，卷第二上，二先生語二上）所突

顯的「樂」概念，以及由此引發關於孔、顏並列、對比或相互詮釋的諸多

討論。可以說，整個宋明儒家理解二十條多是從這裡出發，它甚至一直影

響到當代儒學的研究者。然而，我們隨即發現：由「孔、顏所樂何事？」

所引發的討論，固然有助於把握孔門內聖之學的精神，卻也有可能滑落至

強調一切來自「內在」的傾向。在反覆思索因應之道時，我們找到一個重

要的切入點：亦即儒者這類討論僅言及「樂」概念在悅樂義（ 此「樂」

讀作 le ）的面向，卻未注意到孔子當時的「樂」概念其悅樂義與音樂義

（ 此「樂」讀作 y?eh ）並未全然分開的事實。至此，我們嘗試提出一個



有待證成的假設： 補足音樂義的面向，重新透過孔子思想中言「樂

（ y?eh／le ）」的史料去理解二十條，或許能獲致較後儒更為適切的詮釋

（注意！此「樂」指的是補足音樂義之後的「樂（ y?eh／le ）」。以下同

此，不再特別標出其讀音）？ ２、以前面所言為基礎，本文全文的進

行，主要分作三個階段，分別在二、三、四章完成（為便於閱讀，建議同

時參看＜代序—全文提要＞所附＜全文的基本架構圖＞）： [1] 第一階

段——二十條史料的初步解析 此階段，主要是在具體化：孔子在二十條

的字面上已說出什麼及未說出什麼。 第二章第一節：＜問題的具體化＞

的工作，即屬於此階段。在該節，我們除了理出孔子在二十條字面上已說

但仍未明白說出者為：「顏回的貧夭如何與其獲致高度讚賞取得一致？」

（說詳前）；還進一步透過幾個儒家評顏者的困惑語，理出孔子此未明白

說出者所隱涵的兩層義理糾結： 其一，從「孔子讚賞的顏回」來看， 

問：如何理解顏回的貧夭？ 其二，從「讚賞顏回的孔子」來看， 問：如

何理解孔子的高度讚賞？ 以上兩層義理糾結，在本文即構成「孔子何以

讚賞顏回」所要問的第一層意思——「如何理解孔子在二十條字面上已說

但仍未明白說出者」？ [2] 第二階段——將二十條放到孔子思想的脈絡 接

下來第二階段，我們要將上述兩層義理糾結直接就教於孔子，看看他本人

能提供我們什麼進一步的說明。這樣的工作，實即將二十條放到孔子思想

脈絡來重新理解；更確切地說，它是要透過「孔子思想中二十條以外的發

言」回去重新理解「孔子在二十條字面上已說但仍未明白說出者（亦即前

面所謂的「兩層義理糾結」）」。 然而，「孔子思想中在二十條以外的

發言」何其多，該從何處入手呢？第三章（＜孔子讚賞顏回之基本精神

＞）第一節，即指出：我們將落實前面提及的假設，由「孔子思想中言

『樂』的史料」入手。至此，第二階段的工作就正式展開。 首先，第三

章第二節，我們將孔子言「樂」的史料放至其所處時代背景（在本文，此

特別指的是西周至春秋末的四部典籍〔《書經》、《詩經》、《國語》、

《左傳》〕之脈絡義）及其整體思想（此指《論語》的脈絡義）的脈絡，

發現：孔子言「樂」史料，所呈現的乃是孔子音樂／悅樂哲學的基本精

神。接著，第三章第三節-〔一〕：＜應用的可能＞，我們隨即以孔子音

樂／悅樂哲學的基本精神回去重新理解二十條的兩層義理糾結，並獲致如

下的結果： 其一，將顏回看成音樂作品，始能適切地理解「顏回的貧

夭」。 其二，「孔子的高度讚賞」，乃由憂傷轉成的悅樂。 也就是說，

由於孔子已將顏回看成音樂作品（不再將顏回看成只是現實世界貧夭的那

個顏回），並在這樣的看之中將自己可能的憂傷轉化為悅樂，這才使得貧

夭的顏回之讚賞價值在孔子眼中得以建立與落實。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

孔、顏關係，正如孔子的音樂／悅樂哲學所揭示的，乃處於「能樂-所

樂」相互映照（或互為主體）的關係。此關係的特色在於：孔子看顏回，

並非停留在本能式、主客二分式旁觀地看，而是將顏回逐步客觀化並將自

己融入其中的參與式地看——不只看到現實的顏回，同時也看到其不同於

現實層面的意義；而孔子則在如此參與式地看之中不斷地體知到悅樂——

並非只是單純的快樂，而是在學習中融入憂傷或由憂傷所轉成之更深層的

悅樂。以上所言，即「孔子思想中已說出者」，若要概括為一句話的話，

可以用修改自宋儒用語（「孔、顏所樂（ le ）何事？」）但更一致於孔

子音樂／悅樂哲學的一句話來表述，亦即「顏回是孔子所樂（ le ）之



事」。 然而，第三章第三節-〔二〕（＜兩個待詮釋問題＞），我們隨即

指出：以上結論，只能說是孔子本人提供我們理解二十條兩層義理糾結的

理論模式（或雛型）——作為理論業已成型但仍欠缺進一步理論的說明。

此所欠缺者，亦即對後世詮釋者而言「孔子思想中已說但仍未明白說出

者」，它們包括： 其一，如何可能將顏回看成音樂作品？ 其二，如何可

能將憂傷轉化成悅樂？ 以上兩個待詮釋問題，即構成本文「孔子何以讚

賞顏回」所要問的第二層意思——如何理解「孔子思想中已說但仍未明白

說出者」？ [3] 第三階段——將二十條放到評顏史的脈絡 此階段，可以說

是接著前一個階段，進一步證成「是否可能透過孔子思想中言『樂』的史

料重新理解二十條？」之合理性。至於，實際進行上，它主要則是要進一

步回答二十條的兩層義理糾結，特別要為第三章的兩個待詮釋問題（「孔

子思想中已說但仍未明白說出者」）作出進一步理論的說明。 首先，第

四章第二節：＜論孔子讚賞的顏回＞要回答的是第一層義理糾結——「如

何理解顏回的貧夭」，它特別要為「將顏回看成音樂作品，始能適切地理

解顏回的貧夭」（第三章獲致的第一個結論）之「顏回」至「音樂」的轉

折，作出進一步理論的說明。在就教於幾個儒家評顏理論之後，我們獲致

如下的結論：顏回的貧夭，在孔子的眼中呈現及映照出如下不同層面的意

義：一方面，它呈現出，顏回在「知其不可」的限定下仍充分展現其「為

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還映照出，孔子與其他所有人身上皆具有這

樣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孔子眼中所看到的，已不是顏回在現實世界的貧

夭，而是顏回在貧夭中所呈現的上述可能性；甚至，這樣的可能性，孔子

還不只在顏回身上看到，同時也在與顏回相同境況的自己（孔子）以及其

他所有的人身上看到。 再者，第四章第三節：＜論讚賞顏回的孔子＞要

回答的則是第二層義理糾結——「如何理解孔子的高度讚賞」，它特別是

要為「孔子的高度讚賞，乃由憂傷轉成的悅樂」（第三章獲致的第二個結

論）之「憂傷」至「悅樂」的轉折，作出進一步理論的說明。我們獲致的

結論是：孔子的高度讚賞，乃他在教學上落實了顏回貧夭之不同層面意義

所獲致的結果；此結果，若與孔子晚年自道其為學歷程的話相互印證，可

以說就是孔子在學習及教導成人中不斷呈現的悅樂。在這裡，顏回的貧夭

並非不令孔子憂傷，只是孔子雖憂傷卻未沉湎或退縮，而是在教學中將此

憂傷轉成對自己欲求受阻的深刻自覺；並進一步將這樣的自覺在言行中展

現出來並傳達給其他人。 總之，孔子在讚賞顏回中，不僅更瞭解了顏

回，同時也更瞭解了自己，並進一步瞭解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形上基礎——

人在「知其不可」的限定下仍有充分展現其「為之」的可能性。我們認

為，這樣的可能性正是孔子「為己之學」所要展現的，同時也是孔子讚賞

顏回所要展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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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下）》〔清．阮元校

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全書頁 2357~2452。 《孟

子》。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

三經注疏（下）》〔清．阮元校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

全書頁 2659~2782?。 ————，漢．趙岐注〔含章指〕，清．焦循、焦

琥疏，《孟子正義（上）（下）》（臺北：世界書局，1992，五

版）。 ————，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

（臺北：大安書局，1994，初版一印），全書頁 275~530。 ————，楊

伯峻譯註，《孟子譯註》（臺北：華正書局，1990，初版）。 ２、其他 

戰國．莊子，《莊子》。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

《莊子集釋》（臺北：漢京文化，1983，初版）?。 —————，王夫之

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通．莊子解》（臺北：里仁書局，1995，初版三

刷）。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收入

《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內篇補正》〔沈嘯寰點校〕（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8，初版）。 —————，劉武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內篇補

正》，收入《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內篇補正》〔沈嘯寰點校〕（臺北：木

鐸出版社，1988，初版）。 戰國．荀子，《荀子》。 —————，清．

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三版）?。 ——

———，北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臺北：里仁書局，1983）。 

戰國．韓非撰，《韓非子》。 ——————，清．王先謙集解，鐘哲點

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一版一印）?。 ————

——，梁啟雄淺解，《韓子淺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三

版）。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

疏，《呂氏春秋注疏（全四冊）》（成都：巴蜀書社，2002，一版一

印）。 西漢．韓嬰撰，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

社，1996，一版一印）。 西漢．劉安撰，《淮南鴻烈解》（臺北：河洛



圖書出版社，1976，初版）。 西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附駮議．新證》（臺北：宏業書局，1990，再版）。 

西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收入《鹽鐵論校注札記》

〔楊家駱主編〕（臺北：世界書局，1970，再版）。東漢．班固，《漢書

（上）（下）》，收入《二十五史全集》（北京：電子出版物，1999，初

版）。 東漢．徐幹撰，《中論》。 ——————，梁榮茂著，《徐幹中

論校釋》（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一版）。 ——————，蕭登福

校注，《新編中論》（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0，初版一刷）?。 

《列子》。 ————，東晉．張湛注，《列子注》，收入《列子集釋》

〔楊伯峻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一版四印）。 ————，—

—————，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一版

四印）?。 ————，莊萬壽註譯，《列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

1988，四版）。 魏．王肅，《孔子家語（附札記）》（臺北：台灣中華

書局，1968，臺初版）。 南朝宋．范曄撰，晉．司馬彪撰，《後漢書

（上）（下）》，收入《二十五史全集》（北京：電子出版物，1999，初

版）。 唐．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收入《復聖顏子史料彙編》

〔黃紹祖輯〕（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台初版），頁 97~98。 北宋．

張載撰，明．王夫之注，《張子正蒙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5，初版）。 北宋．周敦頤撰，徐洪興導讀，《周子通書》（上海：

上海古籍，2000，初版一印）。 元．李純仁輯，《新編顏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張星撰，《顏子繹》（臺南：莊嚴出版

社，1995）。 清．李光地注，《顏子所好何學論》（出版地不詳：大西

洋圖書公司，出版年不詳）。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備要

本〕（中華書局，出版年不詳）。 清．崔述，《洙泗考信餘錄．顏

子》，收入《洙泗考信錄》〔含《洙泗考信餘錄》、《豐鎬考信錄》〕

（高雄：啟聖圖書，1972，再版），頁 1~12。 清．黃宗羲著，黃百家、

全祖望修補，《宋元學案》。 ————————————————，

《宋元學案》〔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出版年不詳）?。 —————

———————————，陳叔諒、李心莊重編，《重編宋元學案》（四

冊）（臺北：正中書局，1987，臺六印）。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

〔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1985）。 清．馮雲鵷校刊，《聖門十六子

書．顏子書》〔孔子文化大全．述聞類〕（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一印），頁 23~140。 清．熊賜履，《學統（一）．正統顏子》（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卷二，頁 27~44。 四、民國以後言及顏回的

相關研究 說明： 1、以下所列，乃民國（1911）以後言及顏回者。 2、在

書名或標題不易看出與顏回相關者，略加案語並註明頁數，以利查考。 

１、著作 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台北：漢光文化，1993）。

【案：該書收錄＜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談孔、顏之樂】 ———

，《儒道之間》（臺北：漢光文化，1989）。【案：該書所收錄的＜中庸

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頁 67~68），曾透過「顏回」來看儒家（孔

子）對道家（莊子）的影響】 王健文，《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後二十

年》（臺北：三民書局，2001）。【案：該書，＜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

也＞章（頁 99~120），言及顏回與孔子在應然與實然層次上皆莫逆於心

（頁 119）；＜傷逝＞章（頁 121~131），言及顏回之死及「子在，回何



敢死」條；＜孔子的兩個世界＞章（頁 100~145），言及「用行舍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條】 王甦，《孔學抉微》（臺北：黎明文化，1978，

初版）。【案：該書有＜顏子＞一章（頁 245~253）】 仇德哉，《四書人

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初版三印）。【案：該書有＜顏回

＞一章（頁 14~15）】 吳冠宏，《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以舜、甯武

子、顏回與黃寧為釋例》（臺北：里仁書局，2000，初版）。【案：該書

有＜顏回與黃憲：成德與體道＞章（丙篇，頁 165~234）】 沈思敏，《顏

子言行集》（上海市：孔聖學會，1947）。 李啟謙、王式倫編，＜顏回

（顏回）＞，《孔子文化大全：孔子弟子資料匯編》（濟南：山東友誼書

社，1991，初版一印），頁 1~101。 成復旺，《中國古代的人學與美學：

論中國傳統審美方式》（臺北：商鼎文化，1992，臺初版）。【案：該

書，＜自人而物而天：審美的歸宿＞一章，以「天樂」說明儒家的「孔顏

樂處」（頁 250~257）；＜中國傳統審美意識與人＞一章，提出：儒家的

「孔顏樂處」與道家的「忘適之適」、「阿 Q 精神勝利法」是同一個意

思（頁 318~322）。】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

學，問難和討論》（臺北：聯經出版，1989，初版）。【案：第一章：＜

北京訪談：超越而內在：儒家精神方的特色＞，以顏回為重要例證，貫串

整個訪談。特別是其中＜在最壞的客觀條件下表現出最好的人性光輝＞

（頁 169~172）、＜可貴的抗議精神：超越性與現實性的結合＞（頁

173~175）、＜「百性日用而不知」：儒家思想核心的體現＞（頁

189~195）三節。】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臺

北：東大圖書，1997，初版）。【案：＜儒家論做人＞一章，以顏回作為

全文結論的重要例證。特別是＜日常生活的終極意義＞一節（頁

63~67）】 李澤厚、劉綱紀，《先秦美學史（上）》（臺北：金楓出版，

1987，初版）。【案：第三章：孔子的美學思想，提出「顏回之樂為仁的

最高境界」。特別是＜孔子以仁學為基礎的藝術觀--「成於樂」和「游於

藝」＞一節（頁 123~131）】 周作人，＜漢文學的傳統＞，收入《藥堂雜

文》（1940）：http://xudaizhai.533.net/hantong.htm。【案：此文言及「禹、

稷、顏回同道」】 周浩治，《論孟章句辨正及精義發微》（臺北：文史

哲出版，1984，初版）。【案：該書有＜四科十哲辨＞章（論語之部第二

十三，頁 86~88）】 林義正，《孔子學說探微》（臺北：東大圖書，

1987，初版）。【案：該書收錄＜顏子生平及言行＞（外篇，頁

251~257）；以及＜顏子生卒年考證的再省察＞（外篇，頁 259~266）兩

文。】 韋政通，《孔子》（臺北：東大圖書，1996，初版）【案：第五

章＜孔子的性格＞第二節第十條談「安貧樂道」（頁 121~122）；第三節

＜平凡中的偉大＞亦言及此（頁 127~128）】 孫守儂，《闕里志行考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初版）。【案：該書有＜顏回＞章（頁

208~210）】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

1989，臺二版七印）。【案：第十三章：＜中國之人格世界＞，列顏回為

「獨行人物」與「聖賢」兩種人格類型的重要例證（頁 414~416；頁

416~421）。】 ———，《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唐君毅全集卷

十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全集校訂版二刷）。【案：第一

章：＜孔子之仁道（上）＞談「孔子自心上說仁之旨、及孔顏樂處之問題

之討論」（頁 104~111）。】 ———，《人生之體驗續編》〔唐君毅全集



卷三之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全集校訂版二刷）。【案：第

四篇＜立志之道及我的世界＞（頁 75~95），據唐氏在自序（頁 9）所

言，主要旨趣相應於宋儒的尋孔顏樂處。】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

政治之間》（臺北：學生書局，1975，臺再版）。【案：該書收錄＜釋論

語的「仁」＞一文（頁 303~325），其中第三段談《論語》中的顏回（頁

313~318）。】 ———，《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6，增訂五版）。【案：第一章第十節＜孔門藝術精神的轉化與沒落＞

（頁 35~40），提出：「尋孔顏樂處」，此樂處是孔、顏之仁，亦即是

孔、顏純全地藝術精神的呈現。】 陳大齊，《孔子言論貫通集》（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二版）。【案：＜孔子應付貧的態度：樂貧

還是安貧＞一章，以顏回為重要例證（頁 130~135）。】 ———，《論語

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二版一印）。【案：該書有談＜

不遷怒＞（頁 106~107）；＜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頁 107~109）；＜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頁

186~189）三文。】 陳榮捷，《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88，修訂再版），頁 437~472。【案：該文所收錄的＜從朱子晚年

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文，曾談及陽明心目中顏子與心學之關係（頁

452~453）】 張法，《中國美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初

版一印）。【案：第二章：先秦和秦漢美學，曾提出：顏回的人格操守，

突出了春秋戰國「士」的精神（頁 53~63）】 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

約十章＞（原刊 1897 年 12 月 24 日《時務報》第 49 冊），

http://ling.nthu.edu.tw/faculty/leung.html。【案：此文第三章治身，談顏回

「四勿」】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北：問學出版社，

1979，再版）。【案：第四章，有＜孔子生活之樂＞一節，藉宋明尋孔、

顏樂處點出全書的旨趣（頁 137~138）。】 ———，《梁漱溟講孔孟》

〔梁漱溟講述，李淵庭整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初版一

印）。【案：第一講有＜孔子的態度＞（頁 15~26）、＜不遷怒不貳過＞

（頁 130~137）、＜知天命＞（頁 137~143）三節涉及顏回。其中，＜孔

子的態度＞提出：以顏子來證實孔子的生活態度；＜知天命＞則提出：真

正知天命必須如顏子的不懈工夫。】 賀昌?，《魏晉思想》（臺北：里仁

書局，1984，初版）。【案：其中＜魏晉清談思想初論＞一文，提出「漢

晉間何以獨擬於顏子，當應有待於深考者乎」（頁 12）】 無思子集註，

《顏子聖學》（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1）。 曾昭旭，《論語義

理疏解》〔王邦雄等著〕（臺北：鵝湖出版社，1989）。【案：該書＜存

在的命限＞（頁 47~78）、＜氣質的成全＞（頁 153~216）二節談顏回】 

黃紹祖，《顏子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2，臺修初版）。 ———

，《復聖顏子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1982，初版）。 ———

，《復聖顏子史料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台初版）。 ——

—，《孔子之喜怒哀樂》（臺北：文史哲出版，1987，初版）。【案：該

書第五章：孔子之哀——哀弟子之不壽，談「顏回的短命」（頁

82~86）】 楊祖漢，《論語義理疏解》〔王邦雄等著〕（臺北：鵝湖出版

社，1989）。【案：該書＜德性的實踐＞一節談顏回（頁 79~152）】 熊

公哲，《孔學發微（原名仰止詹言）》（臺北：正中書局，1985，臺初

版）。【案：該書有＜孔子何以獨稱顏子為好學＞章（卷下，頁



1~40）；另有＜曾子在孔門＞章論曾子與顏子（卷下，頁 41~71）。】 蒙

培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初版三印）。

【案：第三章：情感體驗型意向思維，有＜心中之樂＞一節談孔、顏之樂

（頁 83~92）】 錢穆，《孔子傳》（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

【案：該書第四章：孔子之中年期-三（＜孔子反魯＞）談到孔子飯疏飲

水之樂（頁 23~23）；第七章：孔子晚年居魯-二（＜有關繼續從事教育部

分＞）則討論到「孔子特賞顏淵」以及宋儒尋孔、顏樂處（頁

81~92）】。 駱承烈編，《顏子研究》（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 蔡仁

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二版二

印）。【案：該書第一章談＜復聖顏子＞（頁 1~17）】 ———，《孔孟

荀哲學》（臺北：學生書局，1999，五刷）。【案：第九章：孔門弟子及

其流派，其中有＜孔門四科十哲＞一節。此節雖題名＜孔門四科十哲＞，

然一半篇幅是在談顏子的造詣和地位（頁 152~155）。】 顏景琴、張宗舜

著，《顏子評傳》（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4）。 ２、期刊、論文 

王祁福，＜從孔子與顏回、子路、子頁的師生關係看孔子至情至性的一面

＞，《孔孟月刊》，32 卷第 6 期（1994）：頁 15~21。 王健文，＜理想與

事功：孔子的晚年及其弟子＞，（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2000

年 6 月 29 日~7 月 1 日）：

http://mail.ncku.edu.tw/~cwwang/doc/confucius.htm。尹建維，＜繪事後素─顏

回＞，《大方廣學刊》第 5 期（1995）：

http://www.mba.org/Journal5/CYenHue.htm。 王覺源，＜評黃著顏子研究：

兼論顏子的思想人格＞，《復聖顏子史料彙編》〔黃紹祖編著〕（臺北：

新文豐出版，1985，台初版），頁 130~136。呂妙芬，＜顏子之傳：一個

為陽明學爭取正統的聲音＞，《漢學研究》15 卷第 1 期（1997）：頁

73~92。 辛昌浩，＜顏子之學行＞，收入《孔門德行科四哲學行考》（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第貳章。 吳冠宏，《顏

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 宋道發，＜周敦頤的佛教因緣＞，《法音》第 3 期總第 187 期

（2000）：頁 29。【案：此文第三節言及周敦頤提出「尋孔、顏樂處」

與佛教之因緣】 周益忠，＜從子產不毀鄉校到尋孔顏樂處：兼談孔門對

話精神對後世教改的啟示＞，《國文學誌》第 6 期（2002）：頁 29~52。 

姜一華，＜尋孔顏樂處＞，《學園月刊社》1 卷第 6 期（1966）：頁 6。 

韋政通，＜安貧樂道＞，收入《中國哲學辭典大全》（臺北：水牛圖書，

1983，初版）：頁 278~280。【案：此文，以顏回為重要例證。】 ———

，＜安貧＞，收入《中國哲學辭典》（臺北：大林出版社，1983，五

版）：頁 299~300。【案：此文，以顏回為重要例證。】 姜廣輝，＜觀

聖、賢氣象與看孔顏樂處＞，《孔孟月刊》29 卷第 10 期（1991）：頁

21~27。 夏乃儒，＜顏回＞，收入《孔子大辭典》〔張岱年主編〕（上海

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初版）：頁 434~435。 唐君毅，＜孔子與人

格世界＞，《近四十年來孔子研究論文選編》〔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

編〕（濟南：齊魯書社，1987，初版一印），頁 570~597。【案：此文，

將人格分為六類型，並列顏回為「宗教性偏至聖賢之超越精神」的人格

（頁 594）。】 夏長樸，＜尋孔顏樂處＞，《哲學雜誌》第 6 期

（1993）：頁 22~36。 徐餘慶，＜孔顏樂處＞，收入《孔子大辭典》〔張



岱年主編〕（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初版）：頁 694。 陳俊

民，＜顏氏之儒＞，收入《孔子大辭典》〔張岱年主編〕（上海市：上海

辭書出版社，1993，初版）：頁 469。 曹淑娟，＜顏子身諷說的義理性格

與時代性格＞，《鵝湖月刊》第 207 期（1992）：頁 17~24。 陳德和，＜

論語顏淵問仁章述義＞，《鵝湖月刊》第 96 期（1983）：頁 10~14。 張

崑將，＜朱子對「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章的詮釋及其爭議＞，《臺

大歷史學報》第 27 期（2001）：頁 83~124。 黃書光，＜孔顏樂處命題探

析＞，《中國文化月刊》第 135 期（1991）：頁 11~19。 溫帶維，＜由對

孔顏之樂的不同理解看張橫渠及程明道之功夫論的根本分別＞，《哲學與

文化》28 卷第 5 期（2001）：頁 464~471。 溫厲，＜顏淵與孔子＞

（2001）：http://sosobesoso.myetang.com/1/2/2.htm。 雍繁星，＜從「孔顏樂

處」到自適任情＞，《人文》第 95 期（2001）：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humanities/ph95-13.htm。 鄭永健，＜「克

己復禮」的爭論＞《哲思雜誌》：http://zhesi.webjump.com/zs7/gart4.htm。 

劉振維，＜孔顏樂處辯（上）（下）＞，《哲學與文化》22 卷第 5 期

（1995）：頁 457~466；同上，22 卷第 6 期（1995）：頁 550~557。 潘清

芳，＜顏子好學析論＞，《高雄師大學報》第 4 期（1993）：頁

111~123。 盧峻修，＜孔顏樂處＞，《孔孟月刊》1 卷第 5 期（1963）：

頁 20~21。 錢穆，＜孔子之心學＞，收入《孔子思想研究論集（一）》

〔高明等著〕（臺北：黎明文化，1983，初版）：頁 155~163。【案：此

文以宋儒尋孔、顏樂處為線索談孔子之心學】 濮傳真，＜南朝論語學之

孔顏聖賢論＞，《北市師院語文學刊》（1994）：頁 189~216。 譚家哲，

＜人不知而不慍＞，《哲學雜誌》第 6 期（1993）：頁 38~66。【案：此

文，第三節、第四節提出：「顏回」代表了孔子教人的最高主體、真正德

行所本之主體。】 顏炳罡，＜論顏子的精神境界＞，《孔孟月刊》第 31

卷第五期（1993）：頁 30~34。 五、民國以後與孔子音樂／悅樂哲學相關

的研究 說明： 1 由於孔子的音樂與悅樂哲學緊密聯結，以下將不對此再

作進一步分類。 3、在書名或標題不易看出與孔子音樂／悅樂哲學相關

者，則略加案語並註明頁數，以利查考。 4、加註「*」號者，表示與參

考書目-四重出（重出，乃為了便於讀者查考），然參考書目-四已加註案

語者，此處不再重述。 １、著作 于民，《春秋前審美觀念的發展》（北

京：中華書局，1990，初版二印）。【案：該書第三章為＜春秋時期審美

範疇的出現與影響＞。其中「樂與悲」（頁 137~146）、「雅與俗」（頁

146~154）、「音與心」（頁 154~163）幾節與孔子音樂／悅樂哲學皆至為

相關。】 吳經熊，《內心悅樂之泉源》（臺北：東大圖書，1983，三

版）。【案：該書第一章＜中國哲學之悅樂精神＞（頁 1~16）、第五章

＜孔子內心生活的三部曲＞（頁 65~72）、第六章＜孔子真面目＞（頁

73~92）】 李澤厚，《華夏美學》（臺北：時報文化，1989，初版）。

【案：該書第一章談＜禮樂傳統＞，第二章談＜孔門仁學＞】 ———、

劉綱紀，《先秦美學史（上）》（臺北：金楓出版，1987，初版）。

【案：該書第三章談＜孔子美學思想＞（頁 118~182）】 金文達，《中國

古代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初版三印）。【案：該書

第一篇（＜遠古：春秋、戰國＞）談秦漢以前的音樂思想（頁 1~91）】 

宗白華，《藝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初版二印）。【案：



該書收有＜中國古代的音樂寓言與音樂思想＞一文（頁 302~316），其中

頁 305~307 談及孔子的音樂思想】 ———，《美學的散步》（臺北：洪

範書店，1982，二版）。【案：該書所收＜藝術與中國社會生活＞一文，

其副題為：「『依於仁，遊於藝』—孔子」（頁 53~57）】 周浩治，《論

孟章句辨正及精義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1984，初版）。【案：該

書與孔子的音樂有關者：＜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章、章解＞（論語

之部-四，頁 29~36）；＜「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句解＞（論語之部-

七，頁 40~41）；＜「鄭聲淫」句解＞（論語之部-十六，頁 61~64）】 施

友忠，《二度和諧及其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76，初版）。

【案：該書第一章：論語的文藝，第三節為＜孔子於音樂的造詣＞（頁

38~42）】 韋政通，＜安貧樂道＞，《中國哲學辭典大全》（臺北：水牛

圖書，1983，初版），頁 278~28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

卷一》〔唐君毅全集卷十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全集校訂版

二刷）。* 高明，《高明孔學論叢》（臺北：黎明文化，1986，三版）。

【案：該書有＜孔子的樂教＞章（頁 203~208）】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

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增訂五版）。【案：該書第一章為＜

由音樂探索孔子的藝術精神＞（頁 1~40）】 徐餘慶，＜孔顏樂處＞，收

入《孔子大辭典》〔張岱年主編〕（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初

版），頁 694。* 陳大齊，《論語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6，二版一印）。【案：該書有＜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頁 1~5）；＜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頁 11~12）；＜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頁

119~121）三章】 陳元鋒，《樂官文化與文學—先秦詩歌史的文化巡禮》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初版一印）。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

其哲學》（臺北：問學出版社，1979，再版）。* 彭松、于平主編，《中

國古代舞蹈史綱》（杭州：浙江學術學院出版社，1991，初版一印）。

【案：該書，第十二章第一節-一談孔子的樂舞思想(頁 164~165)】 黃紹

祖，《孔子之喜怒哀樂》（臺北：文史哲出版，1987，初版）。 楊蔭

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臺北：丹青圖書，1977，初版）。 蒙培

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初版三印）。* 

錢穆，《孔子傳》（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案：第七章-

三：＜有關晚年著述部分＞談孔子晚年正樂一事（頁 102~105）】* 羅根

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臺二版一

印）。【案：第二章-四談「孔子的詩說」（頁 57~60）；第三章-三談

「孔子及孔門諸子所謂『文』與『文學』及『文章』」（頁 71~75）】 龔

道運，《先秦儒家美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初版）。

【案：該書壹~貳：「孔子的美學思想」一章，原名＜孔子的美學思想—

對樂的鑒賞＞（頁 1~23）】 ２、期刊、論文 王美珠，＜影響中國音樂思

想的主導觀念＞，《美育雙月刊》第 12 期（1991）：頁 50~56。 王靜

芝，＜儒家對樂的理論＞，收入《國際孔學會議論文集》（新莊：國際孔

學會議，1988）：頁 981~990。 李正治，＜孔子「以仁貫禮」型的禮樂思

索＞，《鵝湖月刊》22 卷第 1 期：頁 17~24。 ———，＜周文解體與先

秦諸子對禮樂價值的思索＞，《鵝湖月刊》21 卷第 11 期：頁 14~23。 杜

維明，＜孔子：人的反思＞，收入《國際孔學會議論文集》（新莊：國際



孔學會議，1988）：頁 981~990。【案：此文指出：「孔子『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的教言，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寫照。」(頁

604)又言：「《論語》是具有儒學特色的美學教本。」(頁 604)】 周益

忠，＜從子產不毀鄉校到尋孔顏樂處：兼談孔門對話精神對後世教改的啟

示＞，《國文學誌》第 6 期（2002）：頁 29~52。*姜一華，＜尋孔顏樂處

＞，《學園月刊社》1 卷第 6 期（1966）：頁 6。* 姜廣輝，＜觀聖、賢氣

象與看孔顏樂處＞，《孔孟月刊》29 卷第 10 期（1991）：頁 21~27。* 夏

長樸，＜尋孔顏樂處＞，《哲學雜誌》第 6 期（1993）：頁 22~36。* 張

永?，＜儒家「禮樂教化」之宗教精神與人文理想：歷史之回顧與展望

＞，《哲學與文化》21 卷第 2 期（1994）：頁 112~123。 ———，＜

「禮」的人文理想與人道關懷＞，收入《詮釋與創造：傳統文化及其未來

發展》〔沈清松編〕（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初版）：頁

89~111。 陳玉秀，＜儒家樂教原創精神對當代藝術（舞蹈）的價值：由

「雅樂舞身體實驗」談起＞《文明探索叢刊》（1999）：頁 57~84。 陳昭

瑛，＜孔子詩樂美學中的「整體性」概念＞，（第二屆「中華文明的二十

一世紀新意義」會議，2001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頁 1~12。 黃坤

堯，＜《釋文》「樂」字音義辨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999）：頁 349~358。 黃書光，＜孔顏樂處命題探析＞，《中國文化月

刊》第 135 期（1991）：頁 11~19。* 溫帶維，＜由對孔顏之樂的不同理

解看張橫渠及程明道之功夫論的根本分別＞，《哲學與文化》28 卷第 5

期（2001）：頁 464~471。* 楊靜芬，＜金聲玉振：中國古代用樂場合與

演奏形式之探究＞，《孔孟月刊》37 卷第 10 期（1999）：頁 30~43。 雍

繁星，＜從「孔顏樂處」到自適任情＞，《人文》第 95 期（2001）：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humanities/ph95-13.htm。* 劉振維，＜孔顏

樂處辯（上）（下）＞，《哲學與文化》22 卷第 5 期（1995）：頁

457~466；同上，22 卷第 6 期（1995）：頁 550~557。* 盧峻修，＜孔顏樂

處＞，《孔孟月刊》1 卷第 5 期（1963）：頁 20~21。* 錢穆，＜孔子之心

學＞，收入《孔子思想研究論集（一）》〔高明等著〕（臺北：黎明文

化，1983，初版）：頁 155~163。* 謝大寧，＜仁者之樂＞，《國立中正

大學學報》，4 卷第一期（1993）：頁 109~126。 ———，＜「興觀群

怨」的美學意涵：試論孔子詩教的用心＞，《國立中正大學學報》，2 卷

第一期：頁 109~126。 謝仲明，＜儒家美學的基本原理＞，《中華民國哲

學會哲學年刊》第 3 期（1975）：頁 253~260。 顏崑陽，＜論先秦儒家美

學的中心觀念與衍生意義＞，收入《文學與美學．第三集》〔淡江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主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初版）：頁

405~440。 六、其他中文參考書目 說明： 以下所列，為未歸類在上面各

項者。 １、工具書 王鳳陽，《漢字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初版二印）。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

哲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四印）。 ————————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

1995，五印）。 夏乃儒主編，《中國哲學三百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8，初版一印）。 馬如森，《可識字形音義簡釋》，收入《殷

墟甲骨文引論．下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初版一

印），頁 257~683。哲學大辭書編審委員會，《哲學大辭書（第二冊）》



（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 高樹藩編纂，《〔正中〕形音義綜

合大字典》（臺北：正中書局，1980，縮印本初版）。 張岱年主編，

《孔子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初版）。 漢語大字典

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武漢：湖北辭書 四川辭書出

版社，1993，初版一印）。 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 商務印

書館編輯部，《辭源〔單卷合訂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1992，臺

初版十一印）。 羅邦柱主編，《古漢語知識辭典》（武昌：武漢大學出

版社，1988 初版一印）。 ２、著作（含民國以前的原典及其相關注解） 

〔１〕 《尚書》。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上）》〔清．阮元校勘〕（臺北：大

化書局，出版年不詳），全書頁 109~258?。 ————，吳璵註譯，《新

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11，初版七刷）。 ————，江

灝、錢宗武譯注，《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二版）?。 《詩經》。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

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上）》〔清．阮元校

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全書頁 259~630?。 ————，

唐．陸德明，《毛詩音義》，收入《十三經注疏（上）》〔清．阮元校

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 ————，南宋．朱熹，《詩

經集傳》，收入《五經讀本》〔中新書局編〕（臺北：中新書局，

1976），全書頁 1~174。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

義集疏（上）（下）》（臺北：明文書局，1988，初版）?。 《周

禮》。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

《十三經注疏（上）》〔清．阮元校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

詳），全書頁 631~940。 《儀禮》。 ————，東漢．鄭玄注，唐．賈

公彥疏，《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上）》〔清．阮元校勘〕

（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全書頁 941~1220。 《左傳》。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

疏（下）》〔清．阮元校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全書頁

1697~2356?。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上）

（下）》（臺北：洪葉文化事業，1993，初版一刷）?。 《爾雅》。 ——

——，晉．郭璞注，北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

（下）》〔清．阮元校勘〕（臺北：大化書局，出版年不詳），全書頁

2565~2658。 〔２〕 春秋．左丘明著，《國語》。 ———————，三

國吳．韋昭注，《國語》（臺北：宏業書局，1980）?。 ———————

，鄔國義、胡果文、李曉路撰，《國語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初版一印）。 戰國．墨子，《墨子》。 —————，清．孫詒讓

撰，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1986，初版）。 東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臧

版〕（臺北：黎明文化，1986，增訂二版）。 梁．劉勰，《文心雕

龍》。 ————，清．黃叔琳注，紀昀評，《文心雕龍》（台南：國學

整理社出版，1975，初版）?。 ————，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初版一印）。 ————，詹?，《文心

雕龍義證》（上、中、下，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一版三

印）。 〔３〕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三冊）（臺北：正中書局，



1968 初版；1999 初版十一印；1969 初版）。 ———，《中國哲學的特

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六版〔學五版〕）。 ———，《道德

的理想主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修訂六版〔學三版〕）。 —

——，《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涵蘊之問題》（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91，四印）。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一~四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九印）。 成中英，《知識與價值：和

諧、真理與正義之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9，初版二印）。 

李紹崑，《墨子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初版）。 沈清

松，《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文化，1986）。杜維明，《人性與自

我修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92，初版二印）。 ———主編，

《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新加坡 1988 年儒學群英會紀實》（臺北：正中

書局，1997，臺初版）。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臺北：明

文書局，1996，初版）。 韋政通，《孔子》（臺北：東大圖書，1996，初

版）。 ———，《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初版）。 ———，＜孔子年表＞，收入《孔子》（臺北：東大圖書，

1996，初版），頁 273~28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十版）。 袁德全，＜歷代思想家傳記資料

要目＞，收入《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張岱年著〕（臺北：崧高書社，

1985），頁 344~357。 陳大齊，《孔子學說論集》（臺北：正中書局，

1992，臺初版八印）。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0，初版）。 ———，《宋明理學》（臺北：洪葉文化，1993，初

版）。 ———，《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再

版）。 ———，《王陽明與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初

版）。 張永?，《二程學管見》（臺北：東大圖書，1988，初版）。 張岱

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臺北：崧高書社，1985）。 ———，《中

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修訂版）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原儒墨＞，

收入《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附錄：中國哲學史

補，頁 1~48。 ———，＜原儒墨補＞，收入《中國哲學史》（上海：商

務印書館，1946），附錄：中國哲學史補，頁 49~61。 ———，《新原

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臺二版一印）。 勞思光，《新編

中國哲學史》四冊（一、二、三上、三下）（臺北：三民書局，1987 增

訂三版；1987 增訂三版；1989 五版；1987 增訂四版）。 曾春海，《儒家

哲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初版）。 傅偉勳，《學問的生

命與生命的學問》（臺北：正中書局，1993，初版）。 賀麟，《當代中

國哲學》（臺北：臺灣時代書局，1974，初版）。 溫偉耀，《成聖之

道：北宋二程修養工夫論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初

版）。 黎建球，《中國百位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1984，再

版）。 劉笑敢，＜有關哲學史的叢書舉要＞，收入《中國哲學史史料

學》〔張岱年著〕（臺北：崧高書社，1985），頁 293~344。 鄭家棟，

《現代新儒學概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葉海煙，《道德、

理性與人文的向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初版）。 蔡仁厚，

《宋明理學．南宋篇》（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增訂再版）。 —



——，《孔孟荀哲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五刷）。 鍾肇

鵬，＜孔子年譜＞，收入《孔子大辭典》〔張岱年主編〕（上海：上海辭

書出版社，1992，初版），附錄，頁 1055~1069。 羅光，《儒家形上學》

（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1980，三版）。 ———，《儒家生命哲學》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初版）。 ———，《中國哲學大綱》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二次修訂一印）。 羅根澤編著，《古

史辨（四）》（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鐘友聯，《墨家的哲學方

法》（臺北：東大圖書，1976，初版）。 嚴靈峰，《墨子簡編》（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三版）。 ３、期刊、論文 方東美，＜中國

文化中之藝術精神＞，收入《美學與藝術哲學論集》〔張肇祺著〕（臺

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初版）：頁 3~5。 王邦雄，＜老子的形上智慧

＞，《鵝湖月刊》第 97 期（1983）：頁 17~25。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

困境＞，收入《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新加坡 1988 年儒學群英會紀實》

〔杜維明主編〕（臺北：正中書局，1997，臺初版）：頁 28~34。 金耀

基，＜儒家倫理、社會學與政治秩序：序張德勝《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

＞，收入《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張德勝著〕（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93 一版四印）：頁 1~10。 韋政通，＜傳統中國理想人格的分析＞，收

入《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李亦園、楊國樞主編〕（臺

北：全國出版社，1981，五版）：頁 1~46。 林毓生，＜新儒家在中國推

展民主與科學的理論所面臨的困境＞，收入《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新加

坡 1988 年儒學群英會紀實》〔杜維明主編〕（臺北：正中書局，1997，

臺初版）：頁 394~414。 唐君毅，＜中國方法論中之個人與世界＞，收入

《中國人的心靈：中國哲學與文化要義》〔梅貽寶等撰，摩爾（Moore, 

Charles A.）編，東海大學哲學系編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9，四

印）：頁 249~269。 張永?，＜淺述宋代理學宇宙論中之莊子成分＞，

（國立臺灣大學創校四十周年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1985 年 11 月 3 日~7

日）〔抽印本〕：頁 1~23。黃克劍，＜儒墨之辨＞：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rumozbian.htm。 鄔昆如，＜文化交

流二原則：欠缺與補足＞，收入《詮釋與創造：傳統文化及其未來發展》

〔沈清松編〕（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初版）：頁

293~310。 ———，＜家庭倫理中的人際關係：兼論「齊家」與「出家」

的衝突與調和＞，《哲學雜誌》第 12 期（1995）：頁 58~71。楊祖漢，＜

孟子「莫非命也」章略解＞，《鵝湖月刊》第 97 期（1983）：頁 34。 鄭

力為，＜試本儒學的若干文獻：論勇德與勇行＞，《鵝湖月刊》第 97 期

（1983）：頁 26~30。 黎建球，＜當代儒家的方向與方法＞，（國立臺灣

大學創校四十周年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1985 年 11 月 3 日~7 日）〔抽印

本〕：頁 1~11。 ———，＜儒家生命哲學中的超越觀＞，《哲學與文

化》18 卷第 2~3 期（1991）：頁 119~127。 ———，＜《論語》中孔子倫

理思想的超越性與普遍性＞，《哲學年刊》第 9 期（1991）：頁 91~102。 

錢耕森、李季林，＜楊朱「為我」思想新論＞，《中國文化月刊》193 期

（1995）：頁 50~66。 盧鐘鋒，＜關於儒學的轉化問題：評當代新儒家的

儒學轉化觀＞，收入《詮釋與創造：傳統文化及其未來發展》〔沈清松

編〕（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初版）：頁 231~249。 鍾隆

琛，＜方外＞，《哲學大辭書（第二冊）》〔哲學大辭書編審委員會〕



（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頁 1010~1011（1010L31）。 七、外

文及翻譯 江文也日文原著，楊儒賓中譯，《孔子的樂論》（原名：《上

代支那正樂考──孔子?音樂論》）（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3）。 吳經熊英文原著，朱秉義中譯，《中國哲學之悅樂精神（Joy in 

Chinese Philosophy）》（臺北：華欣文化事業，1986，再版）。 〔美〕墨

子刻（T. Metzger）著，顏世安等譯，《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

化的演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初版三印）。 〔德〕布魯

格（Walter Brugger）編著，項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臺北：華香

園出版社，1987）。 〔日〕今道友信著，蔣寅、李心峰等譯，《東方的

美學》（北京：三聯書店，1991）。 〔日〕田邊尚雄著，陳清泉譯，

《中國音樂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臺七版）。 〔日〕青

木正兒著，譯者不詳，《中國古代文藝思潮》，收入《中國古代文藝思

潮．文藝論與文藝批評》〔中國文學欣賞導讀（13）〕（臺北：華嚴出版

社，1993，重版）。 〔日〕渡邊卓，《墨家思想》，收入《中國思想

（三）：墨家．法家．邏輯》〔〔日〕宇野精一主編，林茂松譯〕（臺

北：幼獅文化，1977，初版）。 Angeles, Peter Adam,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 Confuciu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1938. Flew, Antony, ed.,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London: Pan 

Books Ltd. , 1984. Gadamer, Hans-Georg, Wahrheit und Method, T?bingen : 

J.C.B.Mohr, 1990. English trans., Truth and Metho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Marshall,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Ⅰ&Ⅱ: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Works of Mencius〔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4. Schwartz, Benjamin I.,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85.  

論文

頁數 
225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