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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論文通過章太炎以「春秋左傳學」為中心的經學研究，討

論晚清民初經學思想的轉變與歷程。一方面關注章太炎「春秋左傳學」對

傳統經學的繼承與轉換，以觀察晚清民初經學思想在時代轉型下的變化。

一方面更注意在當代中西文化對照的重大課題下，章太炎如何轉化中國傳

統經學，以面對近代化的挑戰，這些挑戰令近代經學呈現多元而豐富的發

展。   本論文討論章太炎學術思想在晚清民初的轉變經過，從其根柢漢

學，出於漢學、訂孔詆儒，最後返經倡儒、融調經學儒學，以說明其對傳

統與當代經學的省思與特別的關注，並把焦點集中在「春秋左傳學」的研

究。晚清今古文經學家透過對《左傳》的質疑與維護，展開孔子春秋學、

經學與儒學思想觀念的相互辯難。章太炎經由回溯「春秋左傳學」在秦漢

的發展歷程，引證文獻，信而有徵的回應、駁正今文學家偽經說、不傳

《春秋》與尊經抑史的經學主張。在這樣的過程中，章太炎發現漢儒與清

儒治經方式與經學思想的框限，意識到傳統崇孔尊經、通經致用、經為天

下公理等傳統經學觀的發展沿流與其時代困境，於是重新校理傳統經學體

系，而有了發展新經學可能。   章太炎透過「春秋左傳學」所提出的古

文家經學思想，是對漢代以來一直延續到晚清，深為今文學主張所籠罩的

傳統經學思想的一種反動與聲張，又代表著傳統經學中的核心觀念，以孔

言為聖道、經為普遍真理的思想在近代重新被挑戰。這樣的思考趨向對應

了當時對知識近代化的追求，嚴重衝擊著傳統經學，及其所維繫的儒學學

術體系。在傳統知識體系普遍受到質疑的新時代走向中，章太炎又在中西

文化對照的思考高度下，透過「春秋左傳學」的研究與體認，重新建構經

學，以六經皆史說為理念，勾稽六藝、六經，經學、史學與儒學的統系流

脈，脈絡經學知識體系，建立研究方法，重估其價值意義。其「春秋左傳

學」是為晚清民國的經學轉型甚為重大的一環，所開展的經史學，乃經學

發展之新面向，又為民國以來中國學術近代化重要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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