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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提要 清乾嘉以後，朝政漸趨衰敗，知識份子愈發自覺改革，除了西

力東漸的刺激外，我們知道，最主要的轉折，則是清儒思想的轉變。這個

變遷過程，據余英時先生論述，可謂「儒學內在理路」的「變化」。關鍵



人物──戴震（1724-1777），則是中國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使儒學從

長期以來偏重的「形上價值」，轉向了「經驗價值」的思想變革者。然其

最重要的影響，還在於後繼者的闡揚，這股綿延不絕的汩流─ ─「揚州

儒學」，將其思想傳衍散播，似乎已為封建的中國，將走向「民主」的新

生，埋下「因果」的種子。揚州學者對後世影響，不可謂不多矣。是以本

博士論文：「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旨在探

究：「清代揚州儒學」的「義理思想」；這股「義理思想」抑或承襲「戴

震」的「情理論述」，抑或加以改變掺以己見，抑或融會貫通而有所創

新，或者，自創新義？然不可諱言，他們皆正視「情欲」，肯定人「情

欲」的重要性，強調「養情節欲」、「以禮代理」，大異於「存天理，去

人欲」之宋明「理學」，對於此，學者紛紛指出此是一由「天理」轉向

「情理」之論述，也是「理學」變向「禮學」的義理思想；然究竟「清代

揚州儒學」的「情理」論述如何？他們在學術上所佔有的「承先啟後」的

地位又是如何？又對後世影響有哪些？其「情理論述」的評價為何？諸如

此類問題，皆是本論文所欲探究的，是以針對「清代揚州儒學」的「情理

論」作一探微。 首先，第壹章「緒論」部分，提出「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文獻檢討」、「研究步驟」等四個主題探

索。在「研究步驟」上，第貳章先界定「清代揚州儒學」的「代表人

物」，並探究「情理論的形成」，進而第參章「橫向剖析」，分別就「人

性論」──「性理探討」、「經驗界的落實」──「情欲探討」、「實踐

工夫」──「化情為理實證工夫」等主題探究。欲將揚州學者共有觀點作

一整理歸納以呈現出。接下來，「縱向論述」──就揚州清代儒學「情理

論」的發展作一探究，然這方面，依時間先後順序將代表學者排序列出，

發現頗多，是以分別就第肆章與第伍章探究。縱橫論述後，則是第陸章探

究「揚州清代儒學情理論」的「影響」。這方面非常多，但至今鮮為人完

整研究與論述。據個人研究，發現重要影響有：一、「相人偶」的「仁

學」傳播。二、古文經學家傳衍與今古文之爭學術流變。三、禮教重整，

婦女解放之聲浪高漲。四、書院風尚丕變，江浙嶺南漢學大盛。第柒章，

則是對「揚州清儒情理論」作一評析。針對其價值、特色、優缺點作論

析。第捌章，結論。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博論題目：天理與人欲之爭─ ─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 論文目次 

頁次 第壹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8 第三

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13 第四節 研究步驟（論文章節

要義）---------------------22 第貳章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緣起與形成---

---------25 第一節 清儒揚州學派的緣起--------------------------25 一 外緣環境影

響─ ─學術環境的發展---------------- 27 二 內緣因素牽繫─ ─宗親學友的

傳承與互動------------30 三 學術群體的「通儒意識」之展現（附表）--------

-----38 第二節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形成----------------------64 一 儒家情理

論的界定與轉變--------------------------64 二 「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動思潮-

---------------------70 三 「情理論」闡揚與衍續-----------------------------78 第參



章 橫向剖析─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內在理路建構--------------------

------------------------------------------91 第一節 人性論述─ ─性理探討-------------

--------------91 一、 性─ ─血氣心知----------------------------------94 二、 好惡

為性，能知故善--------------------------------97 三、 以禮代理------------------------

----------------101 四、 情欲不爽失謂之理---------------------------------105 第二節 

經驗界落實─ ─情欲探討-------------------------108 一、 情─ ─實也-----------

---------------------------108 二、 以情旁通，推己及人--------------------------------

110 三、 欲發乎情，緣於性，乃制禮之源-----------------------113 四、 以禮

養情節欲-------------------------------------117 第三節 實踐工夫──化情為理的

實證工夫--------------------119 一、 重學習，多讀書----------------------------------

--120 二、 習禮為行仁之方------------------------------------124 三、 絜矩力行，

聖賢之道---------------------------------127 四、 修身在改過，改過以變通，變

通以時行-------------------129 第肆章 縱向論述─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

發展（一）---------------------------------------------------------------------134 第一節 

「天理」向「情理」的過渡者------------------------134 一、 朱澤澐情理論探

索：---------------------------------134 （一） 學者傳略----------------------------------

------134 （二） 朱澤澐情理論-------------------------------------134 二、 王懋竑

情理論探索：----------------------------------138 （一） 學者傳略--------------------

---------------------138 （二） 王懋竑情理論--------------------------------------139 

三、 劉台拱情理論探索：-----------------------------------142 （一）學者傳略---

----------------------------------------142 （二）劉台拱情理論----------------------------

-----------143 四、小結-----------------------------------------------146 第二節 「漢學

為尊」的情理論者-----------------------------147 一、 段玉裁情理論探索：------

----------------------------147 （一） 學者傳略-----------------------------------------147 

（二） 段玉裁情理論-------------------------------------147 二、王念孫情理論探

索：------------------------------------151 （一）學者傳略--------------------------------

-----------151 （二）王念孫情理論----------------------------------------152 三、江

藩情理論探索：--------------------------------------156 （一）學者傳略--------------

-----------------------------156 （二）江藩的情理論---------------------------------------

-157 四、黃承吉情理論探索：------------------------------------165 （一）學者傳

略-------------------------------------------165 （二）黃承吉的情理論------------------

--------------------166 五、小結-------------------------------------------------175 第三節 

現實關懷的情理經世者--------------------------------176 一、 汪中情理論探索：

-------------------------------------176 （一）學者傳略-------------------------------------

------176 （二）汪中情理論-----------------------------------------177 二、汪喜孫

情理論探索：------------------------------------183 （一）學者傳略-------------------

------------------------183 （二）汪喜孫情理論----------------------------------------

184 三、小結-------------------------------------------------197 第伍章 縱向論述─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發展（二）---------------------------------------------------

---------------------198 第一節 光大「戴震」情理思想者----------------------------

--198 一、淩廷堪情理論探索：-------------------------------------198 （一）學者

傳略--------------------------------------------198 （二）淩廷堪情理論-----------------

------------------------200 二、焦循情理論探索：---------------------------------------

209 （一）學者傳略--------------------------------------------209 （二）焦循情理



論 ------------------------------------------211 三、阮元情理論探索：------------------

---------------------236 （一）學者傳略--------------------------------------------236 

（二）阮元情理論------------------------------------------239 四、劉寶楠情理論探

索：-------------------------------------259 （一）學者傳略-------------------------------

-------------259 （二）劉寶楠情理論----------------------------------------260 五、劉

師培情理論探索：-------------------------------------267 （一）學者傳略------------

------------------------------267 （二）劉師培情理論--------------------------------------

--268 六、小結-------------------------------------------------272 第二節 春秋學情

理論者------------------------------------274 一、 凌曙情理論探索：------------------

-------------------274 （一） 學者傳略------------------------------------------274 

（二）凌曙情理論-----------------------------------------275 二、 劉文淇情理論探

索：-----------------------------------278 （一） 學者傳略--------------------------------

----------278 （二） 劉文淇情理論--------------------------------------279 三、 劉毓

崧情理論探索：-----------------------------------286 （一） 學者傳略----------------

--------------------------286 （二）劉毓崧情理論---------------------------------------

287 四、 劉壽曾情理論探索：-----------------------------------292 （一）學者傳

略-------------------------------------------292 （二）劉壽曾情理論---------------------

-------------------293 五、小結-------------------------------------------------298 第陸章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影響-----------------------------299 第一節「相人偶」之

「仁學」傳播-----------------------------300 第二節 古文經學家傳衍與今古文之

爭學術流變-------------------305 一、古文經學家傳衍---------------------------------

------306 二、今古文之爭學術流變------------------------------------314 第三節 禮

教重整，婦女解放之聲浪高漲-------------------------323 一、 禁錮婦女禮教之

反省-----------------------------------323 二、 批判禮教的小說，大受歡迎----------

--------------------333 第四節 書院風尚改革，江浙嶺南漢學大盛------------------

-----342 一、 江浙學風丕變，人才輩出-------------------------------342 二、 學

海堂建立，開啟清末嶺南文化新風----------------------344 第柒章 清儒揚州學

派情理論的評析---------------------------349 第一節 價值特色------------------------

----------------349 一、傳統解放，義理轉型-----------------------------------352 

二、社群人我間之觀照與強調-------------------------------357 三、「公與私」

意義之轉變---------------------------------360 四、促使人文精神昂揚與人權主義

覺醒-------------------------371 第二節 評論優缺點---------------------------------------

376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優點----------------------------------376 （一） 具有

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376 （二） 見解創新變通，思

治流派之偏---------------------------381 （三） 重視實際，經世致用--------------

--------------------388 二、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缺點-------------------------------

393 （一） 缺乏「人實踐主體性」論述-----------------------------393 （二）強

調「禮教」反形成「以禮殺人」-------------------------397 （三） 缺乏清晰的

「道德概念」無法將「道德義理」充分表達--------401 第捌章 結論-----------

-----------------------------------406 參考書目---------------------------------------------

414-444 圖表目次 圖一 道德教育的構成因素圖-----------------------------------

123 圖二 汪喜孫的「仁兼體用」圖---------------------------------189 圖三 阮元

的「性、情、欲」之關係圖----------------------------248 圖四 阮元「義理思

路」圖------------------------------------257 圖五 劉師培的「性、情、志、意、



欲」關係發展圖-----------------271 圖六 中國傳統的「公」所具涵的意義圖--

------------------------364 圖七 中國傳統的「私」所具涵的意義圖-----------------

---------365 圖八 中國清代揚州地理區域圖---------------------------------445 表一 

揚州儒者之界定與學者分類之依據-----------------------43-62 表二 戴震所影響

的人物表------------------------------------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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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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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存

取記

錄 

493018032 2009.6.6 12:28 61.20.174.233 new 20 493018032 2009.6.6 14:21 

61.20.173.159 new 32 493018032 2009.6.6 14:25 61.20.173.159 new 33 493018032 

2009.6.6 14:26 61.20.173.159 new 34 493018032 2009.6.6 14:28 61.20.173.159 

new 35 493018032 2009.6.6 16:49 118.231.96.149 del 06 493018032 20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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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018032 2009.6.6 16:49 118.231.96.149 del 12 493018032 2009.6.6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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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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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09.M6.D6 14:38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42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44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47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53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54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56 61.20.173.159 M 493018032 Y2009.M6.D6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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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018032 Y2009.M6.D7 17:10 118.231.111.223 M 493018032 Y2009.M6.D8 

9:59 163.25.154.253 M 493018032 Y2009.M6.D8 10:04 163.25.154.253 M 

493018032 Y2009.M6.D8 10:04 163.25.154.253 M 030540 Y2009.M6.D16 13:51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9.M6.D16 13:51 140.136.209.53 I 030540 

Y2009.M6.D16 13:52 140.136.20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