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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對孔子「思無邪」說之詮釋

蔡智力* 

摘 要 

朱熹對孔子「思無邪」說的詮釋，在詩經學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本文欲

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試圖重新審視朱氏對於「思無邪」之詮釋。文章第一部分

畧述「思無邪」詮釋史的幾種詮釋模式，俾便凸顯朱氏在其中的位置及合理性。第二、

三部分梳理朱熹對「思無邪」之詮釋。其中第二部分重於探討朱熹與程頤之對話，考

察朱氏是如何超越程氏「誠也」說而進至於「正」說；第三部分則論述朱熹與呂祖謙

關於「思無邪」的實際行為主體的爭辯，朱熹在此提出「作詩者以有邪之思作之，讀

詩者以無邪之思讀之」之說。第四部分則通過直接對比《詩經‧駉篇》與孔子之「思

無邪」，論證朱熹訓釋之合理性。 

 

關鍵詞：朱熹、《論語》、「思無邪」、《詩經》、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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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無邪」之訓釋模式 

《論語‧爲政》記孔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 

「思無邪」一語原出《詩經‧魯頌‧駉》第四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

思馬斯徂。2 

對於「思無邪」之訓釋，古今學者聚訟不休，眾說紛紛。究其之分歧，主要集中

於「思」、「無邪」二語之理解。3畧分述如下： 

（一）思：語辭耶？思想耶？思慮耶？ 

以「思無邪」之「思」爲語辭，似是宋後學者所翻新別出之解，未知始於何人。

宋人項安世（1129-1208）即曰：「思，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爲『思慮』之『思』，

則過矣。」4雖項氏所舉之例，俞樾（1821-1906）「惜其未及『思無邪』句」，5然此蓋

實亦可推諸「思無邪」也。清人陳奐（1786-1863）《詩毛氏傳疏》則明謂：「思，詞也。……

解者以『思』爲『思慮』之『思』，失之。」6清人劉淇（？-？）更結其論曰：「凡思

字在句端者，發語辭也，如伊、維之類；在句尾者，語已辭也，如兮、而之類。」7近

                                                      
1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

注疏》本），卷 2，頁 1b。 
2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阮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20 之 1，頁 10a-b。 
3 「思無邪」之義於二經是否一致，若否，則其所異為何，對此學者亦意見紛然。爲免繁複，於

此姑且合而述之，厥後復論。 
4 見宋‧項安世撰，〈說經篇四‧詩中思字〉，《項氏家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

印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第 706 冊），卷 4，頁 1b。 
5 見清‧俞樾，〈說項‧詩中思字〉，《曲園雜纂》（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影印光緒 25 年重

定本《春在堂全書》第 3 冊），卷 28，頁 5b-6a。 
6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冊 7，卷 29，頁 49。 
7 清‧劉淇，《助字辨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95 冊），

卷 1，頁 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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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學者似多以此義爲確解。8 

以「思」爲名詞，解作「思想」，則相對爲正統之訓釋。楊伯峻（1909-1992）先

生《論語譯注》直將「思無邪」譯爲「思想純正」，9即是顯例。古今學者持此論者，

不乏其人。朱熹（1130-1200）與呂祖謙（1137-1181）雖就「淫詩」之說爭訟不休，

然以名詞訓「思」之於二人，則似並無歧異。呂祖謙「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

以無邪之思觀之」云云，10即可解作名詞之「思想」。朱熹亦每以「有邪之思」、「無邪

之思」，11「詩人之思」、「讀詩之思」爲說，12即是顯證。此外，二蘇之說「思無邪」，

大異於別家，然其每以「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13「無思無爲，而思之正」爲

說，14亦屬名詞性之「思」。此說於宋代似是特為興盛。 

以動詞之「思」爲釋，雖於「思無邪」訓釋史而言似屬小宗，然卻是最爲「去古

未遠」之說。鄭玄（127-200）《毛詩箋》注《魯頌‧駉》所云「思遵伯禽之法」，15即

爲一動詞性之「思」，可解作「思慮」、「追思」。晉衛瓘（200-291）注《論語》曰：「不

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16其曰「思邪」，即

                                                      
8 程樹德（1877-1944）《論語集釋》即認爲「『思』字乃發語辭，非心思之思」，見程樹德撰，程

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3，頁 67。李添富先生亦

以〈魯頌‧駉〉「思無邪」「句中的『思』字爲語辭，與『思想』、『思慮』都無關聯」，見李

添富，〈「詩教」理論的現代意義與實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0 卷第

11 期（2011 年 11 月），頁 4。李家樹亦持此見，見李家樹，〈宋代「淫詩公案」初探〉，《詩

經的歷史公案》（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頁 83。 
9 楊氏認爲「思」字在《詩經》與《論語》中用法不同，其注曰：「思字在〈駉篇〉本是無義

的語首詞，孔子引用它卻當思想解，自是斷章取義。」見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1。 
10 見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景印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經部第 73 冊），卷 5，頁 8a。 
11 見宋‧朱熹，〈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收入宋‧朱鑑編，《詩傳遺說》（《景印文淵閣欽定四庫

全書》經部第 75 冊），卷 2，頁 10b。 
12 見宋‧朱熹撰，〈論語五‧詩三百章〉，《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卷 23，頁 802。 
13 宋‧蘇軾撰，《論語說》，收入宋‧蘇洵、蘇軾、蘇轍撰，《三蘇全書》第 3 冊（北京：語文

出版社，2001 年），頁 169。 
14 宋‧蘇轍，〈論語拾遺〉，《欒城三集》，《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7，頁

1217。 
15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20 之 1，頁 10b。 
16 轉引自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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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詞性之「思」也。而梁皇侃（488-545）《論語集解義疏》之注「思無邪」曰：「言

爲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17此亦動詞性之「思」，而上承康成之傳

統。 

此蓋即學者釋「思」之梗概。18 

（二）無邪：正耶？誠耶？無邊耶？ 

以「正」釋「無邪」，是「思無邪」訓釋史的主流聲音。上引皇侃、衛瓘、楊伯

峻諸家之說，顯然均以「正邪」爲說。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對「思

無邪」之整體理解，雖有「性情之真」的傾向，而異於「性情之正」者，19但二蘇在

辭義上卻實似以「正」解「無邪」，如蘇軾〈思無邪齋銘〉引「思無邪」語而後曰「明

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云云，20而

蘇轍「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21亦可爲證。而朱熹

與呂祖謙，亦同以「正」解「無邪」。（下詳）此外，包咸（7B.C.-65）、邢昺（932-1010）

之注《論語》，亦當屬此類。包氏曰：「思無邪，歸於正也。」22邢氏曰：「此章言爲政

之道在於去邪歸正。……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都歸於正。」23 

釋「無邪」爲「誠」，當自程頤（1033-1107）始。其說曰：「『思無邪』，誠也。」

                                                                                                                                                  
卷1，頁 14。 

17 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 1，頁 14。 
18 新近亦有學者以「使」訓「思」，其說主要據《上博簡》、《馬王堆帛書》等出土文字之「思」應

訓作「使」，又比較《國語》「使無忘職業」，在《說苑》作「思」，在《家語》作「而」之演變，

推測劉向以前「思」、「使」常互訓。結合孔子「詩教」思想，與朱熹闡釋「思無邪」時常用到

「使」字，便推測「思無邪」之「思」亦當訓爲「使」。見趙付美，〈孔子「思無邪」之「思」

解詁〉，《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99-102。「思」之可

訓爲「使」或可足信，然「思無邪」是否須迂迴訓釋爲「使」方透顯「詩教」思想，則未必。

且朱熹釋「思無邪」常及「使」字，究其根本，在於朱氏將「思無邪」之主體轉化爲讀詩者，

從而必須加「使」。 
19 程剛，〈無所思與無邪思：蘇軾與朱熹關於「思無邪」的對立闡釋〉，《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

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641。 
20 宋‧蘇軾，〈思無邪齋銘〉，《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9，頁 574-575。 
21 宋‧蘇轍，〈論語拾遺〉，頁 1217。 
22 轉引自程樹德，《論語集釋》，卷 3，頁 65。 
23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2，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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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誠者，實也，真也。所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25主張以

《詩經》爲文學者，似多可歸於程氏「誠也」說下。蔣伯潛（1892-1956）即曰： 

朱《注》引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易‧文言》云：「修辭立其誠。」

誠即是真；文學以「真」爲第一義，《詩》三百篇，大之美刺朝廷政治，小之抒

寫男女情感，皆能立其誠，故「思無邪」也。26 

李添富先生（？-）亦承蔣氏之語曰：「不論由什麼事物所觸發產生的情感，都必

須是『真』的情感，才能產生興、觀、羣、怨的效果，也唯有『真』的情感，才能真

正地反映出現實生活的一切。」27鄭浩（？-？）《論語集注述要》即甚以「正邪」之

解爲不然，鄭氏據〈駉篇〉之「無邪」當與上三章「無期」、「無疆」、「無斁」義不相

遠，認爲：「心無邪惡，與牧馬之盛意殊不貫，與『無期』各句亦不一例，知古義當不

如此。古義『邪』即『徐』也。」又因「徐即虛」，故鄭氏又曰： 

無厭斁，無虛徐，則心無他騖，專誠一志以之牧馬，馬安得不盛？……夫子蓋

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

毫無僞託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28 

「邪」爲「虛徐」，「無邪」即「不虛」，亦即「真」也，「誠也」。 

于省吾（1896-1984）之訓〈駉篇〉之「無邪」爲「無邊」，亦頗受學者注意。其

論據亦主要基於「無邪」當與「無疆」、「無期」、「無斁」同例，又考證得「無疆」、「無

期」分別「即無止已和無算之義」，而「『斁』與『度』音近字通」，「無斁」即「無度」、

「無數」；又據「从牙从吾古字通」，認爲「邪應讀作圄，圄通圉」，考證「無邪」即「無

圉」，猶言無邊。如此，四者之義始能同例。29但于氏同時亦特別指出，〈爲政篇〉之

                                                      
24 宋‧程顥、程賾著，《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9，頁 106。
《遺書》未明言此爲明道語抑或伊川語，《朱子語類》屢引此語，均以之出自伊川。見宋‧朱熹

撰，〈論語五‧詩三百章〉，《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801。 
25 見《毛詩序》，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 之 1，頁 5a。 
26 見蔣伯潛，《論語新解》，《四書讀本》（上海：啟明書局，1941 年），頁 15。 
27 見李添富，〈「詩教」理論的現代意義與實踐〉，頁 4。 
28 均轉引自程樹德撰，《論語集釋》，卷 3，頁 67。 
29 見于省吾著，《澤螺居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中，頁 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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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無邪」「以思爲思念之思，邪爲邪正之邪」與〈駉篇〉之原義不同。30 

學者訓釋「無邪」之大概如是。然除聚焦於「思」、「無邪」之爭論外，關於「思

無邪」之主體亦頗有爭議。於此，朱熹蓋肇其端。朱氏將程頤「誠也」說拉回以「正」

釋「無邪」的傳統，並試圖以「正」攝「誠」，且將孔子所言「思無邪」之主體確定爲

讀詩者，如此詮釋作爲編詩者之孔子從詩教立場所提出的「思無邪」說，具有其合理

性。學者對此卻似有所忽視。31因此，本文即在系統梳理、辨析朱熹對「思無邪」之

詮釋的基礎上，重新省察孔子引詩之目的動機，以考察朱氏詮釋之合理性問題。 

二、正誠之辨：朱熹對程頤「誠也」說的紹承與超越 

（一）表裏如一：朱熹對「誠也」說之闡釋 

《河南程氏遺書》記程氏語錄曰：「『思無邪』，誠也。」32毫無上下文可據以爲解。

朱熹則非常重視程子此「誠」字，《語類》記朱熹曰： 

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何只着一個「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

                                                      
30 于省吾著，《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中，頁 173。 
31 不少學者都認爲朱熹從理學家的角度出發，歪曲或反對孔子「思無邪」之「本義」。如張祝平先

生即說：「朱熹提出『淫詩說』與孔子說《詩》『思無邪』發生了矛盾，爲了解決這矛盾並與詩

教緊密結合，他不顧『思無邪』之本義對之重新解釋，一反前人認爲『思無邪』是指詩人作品

思想純正的說法，……使『思無邪』由對詩作的評價轉而成爲讀者讀詩的目的和結果。」見張

祝平，〈朱熹「淫詩說」與明清「誨淫」文學之辯〉，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 年），頁 439。似未對所謂「『思無邪』之本義」進

行有效詮釋，而將朱熹之前流行的「認爲『思無邪』是指詩人作品思想純正」的傳統詮釋，直

接等同於孔子之「本義」。檀作文先生雖對孔子「思無邪」與〈駉篇〉原文義涵有所比較，但基

本上仍認同「詩人作品思想純正」的傳統詮釋路數，從而也認爲朱氏新的解釋「實際不合於孔

子原意」。見檀作文，《朱熹詩經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231-234。蔡方鹿

先生也認爲朱熹淫詩說的提出，是「對孔子『思無邪』詩教本身的質疑」。蔡方鹿，《朱熹經學

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59-360。鄒其昌先生認爲朱氏對「思無邪」

的辨說，是「對孔子以來說《詩》權威發出了挑戰」，大概也是這樣的思路下發論。見鄒其昌，

《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32。前賢之論亦多有卓見，但

朱熹詮釋上的合理性卻相對被忽視了。 
32 宋‧程顥、程賾著，《河南程氏遺書》，卷 9，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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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33 

是以，《朱子語類‧論語五‧詩三百章》一篇，凡 37 則語錄，便有 15 則明顯涉及程頤

「誠也」之說。34 

然則此「誠也」二字，如何釋「思無邪」三字？朱熹爲程頤解釋曰：「程子曰：『思

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35朱熹再以「實」釋程頤之「誠」，而

此「實」又是由內而外一以貫之之「實」。故朱氏曰：「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

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36所謂外者，言行也；所謂內者，思也。故其曰：「不

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37 

在朱熹看來，「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者，38若只是外在無邪，

而內在有邪，在朱熹而言亦未可謂之「無邪」。故朱氏曰：「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

亦有事無邪者，然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39又曰：「言無

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40 

由此看來，「誠也」說之解「思無邪」，是注重思之於內，與言行之於外，二者之

間的一致性，其所強調的是內外之關係。當然，在此內外之關係中，內在的思之無邪，

顯然又是居首要義的，爲「誠」之根本。故朱熹曰： 

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個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

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

善，則不誠矣。41 

又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42內在之思得以無

                                                      
33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 23，頁 801。 
34 分別是第十六至廿八則，以及三十、卅二兩則。見朱熹，《朱子語類》，卷 23，頁 799-803。 
35 見朱熹，《朱子語類》，卷 23，頁 799。 
36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9。 
37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 
38 參見《朱子語類》，卷 23，頁 801。 
39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 
40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 
41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 
42 見《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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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發而言於外之詩亦能無邪，故朱熹又曰： 

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

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

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

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

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43 

在朱熹看來，詩人內在之德「足以求其志」，則必然能有「高明純一」之「誠」，從而

亦可「不學而能」作詩。換言之，詩（言）無工拙之別，唯內在之志（思）有高下之

別而已。 

如此之見解，必然將程頤「誠也」說拉回以「正」釋「無邪」的傳統。 

（二）以正攝誠：朱熹對「誠也」說之超越 

朱熹雖對程頤「誠也」說極爲推重，然亦猶以其爲不足。《語類》即記其屢說：「『思

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粗。」44顯見，在朱熹看來，「思無邪」之說有

兩層含義，程頤所云「誠也」一說，則是其中畧顯粗糙的層次。 

在朱氏看來，訓釋「思無邪」之義涵，「正」比「誠」要來得更爲全面而深切。《朱

子語類》記朱氏之問對：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

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

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

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

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45 

由此觀之，不能越過「正」而直接以「誠」解「思無邪」。相反，若是能夠做到「正」，

便自然而然地「無虛偽」。所謂「無虛偽」，即「誠」。如此「自無邪」。比較而言，「誠

                                                      
43 見朱熹，〈答楊宋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卷 39，頁 1728。 
44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0。 
45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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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所注重的是「表裏如一」的內外關係，而朱熹所主張的「正」說則注重「無邪」

的內在性與根源性，認爲內在之思得「正」，「誠」亦是其中自有之義。 

職此之故，朱熹每以「正」該攝程頤「誠也」之說。《語類》又載其問對曰： 

李兄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

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

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46 

在此，朱熹實由「正」出發，解釋程頤「誠也」說的合理性。「誠是在思上發出」，而

「無邪便是正」，所謂「思無邪」，即「誠」乃出於詩人之「思之正」。換言之，《詩》

之所以有由內而外之「誠」，實緣於詩人之情性本身「出於正」。在朱熹看來，程頤「誠

也」說其實是就詩人而言的，即「思無邪」之主體爲詩人。因爲孔子以「思無邪」概

括三百篇《詩》義，據此邏輯便推導出「《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這與朱熹認

爲《詩》有邪有正的「淫詩」觀念是不相符契的。47因爲作淫詩之詩人，其情性（思）

斷不能謂之「正」。如此說來，「誠也」說便存在不能「一言以蔽之」之弊病。是以，

朱熹曰： 

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

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

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個

「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個「思無邪」。48 

又謂：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語（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

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

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

                                                      
46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1。 
47 朱氏「淫詩說」黃忠慎有詳細討論，見黃忠慎，〈朱熹「淫詩說」衡論〉，《靜宜中文學報》第 6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8。 

48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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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49 

《詩》三百篇，其作詩者之「思」，無論就其「誠」抑或就其「正」而言，均不

能整齊劃一，從而存在詮釋上的困境。以「淫詩」作爲論述前提，程頤「誠也」說似

乎無法突破此詮釋困境。而朱熹則轉以由「正」出發，轉從讀詩者之「思」講「思無

邪」。 

三、主體之辨：朱熹「讀詩者之思」的提出 

在朱熹之前，凡論「思無邪」者，多忽視對孔子此說所直接指涉之主體的關注。

自朱氏以後，則逐漸將討論的重心轉移到「思無邪」之主體上。這個問題主要在朱熹

與呂祖謙的論爭中展開。 

（一）呂祖謙：詩人的「無邪之思」與學者的「無邪之思」 

呂祖謙對「思無邪」之詮釋，很大程度上是延續了程頤「誠也」之說。是以，朱、

呂之爭，亦可視作是朱、程歧異在「淫詩說」新語境下之延續。呂祖謙《呂氏家塾讀

詩記》卷一〈綱領〉，便於「《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句下注曰：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50 

在程頤「誠也」說基礎上，呂氏又引程頤高足謝良佐（1050-1103）之說曰： 

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

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

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錄衣〉，傷己之詩也，

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

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

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成德之形

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

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51 

                                                      
49 《朱子語類》，卷 23，頁 804。 
50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頁 1a。 
51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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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氏以爲，《詩》非但可以誦言，亦可考情性，考先王之澤。其所謂情性，即是「樂而

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的、「無過不及」的「無邪」之情性。此等透

過《詩》所顯露的外在的「無邪」之情性，事實上亦是「作詩者」內在情性之外顯。

此即「裏外如一」之「誠」。而此中正「無邪」之情性，不但在於「作詩者」是如此；

在於「讀詩者」亦當有此「無邪」之心。 

呂祖謙直引謝氏之說，而不置非議，顯然以謝說爲是。其之所以順延程頤「誠也」

說直講「思無邪」，關鍵在於呂氏反對朱熹所謂的「淫詩」說。在呂祖謙看來，《詩經》

無所謂「淫詩」。《詩》三百篇皆出於賢聖之手筆，其間有涉及「淫詩」嫌疑者，如〈桑

中〉、〈溱洧〉諸篇，不過是詩人藉以諷諫的創作手法而已。呂祖謙於《呂氏家塾讀詩

記‧桑中篇》即謂：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

剌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

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叙，

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

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52 

〈桑中序〉曰：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

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53 

呂祖謙即認爲，〈桑中〉所描寫的「男女相奔」的「淫亂」之象，實是詩人「以無邪之

思」，「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所爲，使其譏刺「淫亂」之意「自見」。如此類涉嫌「淫

亂」之詩，或直刺，或微諷，或鋪陳其事，詩人自以「無邪之思作之」，而讀詩之學者

亦自以「無邪之思觀之」。 

呂祖謙順延程頤「誠也」說講「思無邪」而不至於遭遇詮釋困境，關鍵即在於他

否定朱熹所主張的「淫詩」說。對於「淫詩」說之歧義，是朱、呂二人詩學觀的最大

                                                      
52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5，頁 8a。 
5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3 之 1，頁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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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54也很大程度影響了二人對孔子「思無邪」說之詮釋。而朱熹則採取與呂祖謙

迥然異趣的路徑，解決程頤「誠也」說的詮釋困境。 

（二）朱熹：詩人「有邪之思」與讀者「無邪之思」 

朱熹不能認同以呂祖謙之策略，完全按程頤「誠也」說詮釋「思無邪」，以《詩》

三百篇皆「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的純正之詩。因爲朱氏認爲三百篇之中，尙有不少

「淫詩」，55從而就《詩》三百篇本身，以及作詩之詩人而言，亦不可能全皆「思無邪」。 

朱熹曰： 

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

〈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

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

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56 

以三百篇中有「淫奔之人所作」，則固不可謂三百篇之詩皆「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是以《語類》記：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亦是如

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個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個『可

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卻一部詩眼

矣。」57 

                                                      
54 朱熹與呂祖謙對於「淫詩」之爭議，具體可參見李家樹，〈宋代「淫詩公案」初探〉，頁 83-112。 
55 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經籍考》統計曰：「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

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

〈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

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

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見元‧馬端臨，〈經籍考五〉，《文獻通考》（北京：中華

書局，1986 年影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十通本」），卷 178，頁 1540。 
56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4。 
57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5。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呂氏家塾讀詩記》，其序實出自朱熹。

所以朱氏此所謂「讀詩記序」，應即指《讀詩記‧綱領》所引謝良佐語。《語類》中，朱熹屢指

呂氏《讀詩記》所引謝氏之語只合說「可以怨」，如：「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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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58在朱熹看來，這與「思無邪」

一樣，亦是孔子對「詩教」功能的另一個角度的全面概述。倘若直以《詩》三百篇本

身爲思想中正之「思無邪」，只足以解得「可以怨」一句，而不足以解「可以興，可以

觀，可以羣」三句。朱氏認爲，如此作解，亦不足以使「思無邪」當孔子所謂「一言

以蔽之」之語。是以，朱氏又曰： 

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

百篇中那個事不說出來？59 

朱熹屢說：「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個『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

一個『思無邪』。」60朱熹認爲不能簡單以所有《詩》皆爲思想中正，所謂「作之者非

一人，安能『思無邪』乎」；61孔子所謂「思無邪」，就《詩》三百篇之總體而言，與

就各篇詩而言，其義涵是有所不同的。其根本原因，即在於朱熹認爲，三百篇之詩，

其思想有正有邪。正者，詩本身固可謂之「思無邪」；邪者，則詩本身不可謂之「思無

邪」，而乃轉而欲讀詩者「思無邪」。因此，朱熹曰：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

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62 

又曰： 

                                                                                                                                                  
萊《詩記》編在擗初頭。看它意，只說得個『《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又如：

「上蔡舉數詩，只說得個『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

無邪』一語，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

見《朱子語類》，卷 23，頁 803-804。又曰：「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

蔡費盡辭說，只解得個『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見朱熹，〈詩一‧

解詩〉，《朱子語類》，卷 80，頁 2765-2766。 
58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陽貨第十七〉，《論語注疏》，卷 17，頁 5a。 
59 宋‧朱熹，〈訓門人五〉，《朱子語類》，卷 117，頁 3700。 
60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4。 
61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4。 
62 宋‧朱熹，〈爲政第二〉，《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1，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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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

然未有若此言之約且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

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

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驚懼懲創之資邪？而况

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

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63 

因爲有淫邪之詩的存在，三百篇之詩，就詩人而言，其「思」固有正有邪，故曰

詩人「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就讀詩者而言，則無論詩自身是正是邪，均要以「無邪之

思讀之」。具體而言，對於正善之詩，則要見賢思齊；對於邪惡之詩，則要三省其身。

由此顯而易見，朱熹將孔子所謂之「思無邪」之行動主體，落實到作爲受眾之「讀詩

者」身上，而非《詩》或詩人。64朱熹認爲，如此作解，遠勝呂祖謙「詩人以無邪之

思作之」說之迂迴且忽視三百篇中之淫邪描述，以及孔子「詩可以觀」諸義。如此，

也便突破了程頤「誠也」說的詮釋困境。 

四、從孔子到朱熹：「思無邪」義涵的再省思 

（一）孔子之義：《詩》的經學性與《詩》義的多重性 

要對孔子所謂「思無邪」作出相對合理之詮釋，恐須對詩經學兩個基本問題有所

省思。其一，即詩經學有經學與文學之分野。《詩》之爲「六藝」，蓋先於孔子而然。

而倘以孔子刪定《詩》三百篇爲可信，則三百篇《詩》之教化目的，自其刪定之時已

爲然；乃至此後發展而爲「經」。換言之，《詩經》在被視為文學以前，即已被尊奉為

經。經者，《易》曰「君子以經綸」，65章實齋（1738-1801）曰：「經綸之言，綱紀世

                                                      
63 宋‧朱熹，〈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卷 2，頁 10b-11a。 
64 由於語錄體的限制，朱熹對「思無邪」的解釋，時而亦存在矛盾之處。如據彭維杰研究，朱氏

對「思無邪」意涵之解讀，有指作詩之情思、指讀詩之工夫、指詩教之本意三個層面。見彭維

杰，《朱子詩教思想研究》，收入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四編（臺北：花木蘭文

化出版社，2009 年），頁 142-144。後二者尚且可以融入同一系統，但前者則似與其淫詩說相牴

牾。 
65 《易‧屯‧大象傳》，見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1，頁 29a。 

78



 
 
 
 
朱熹對孔子「思無邪」說之詮釋 

79 

宙之謂也。」66蓋《詩》之爲經，亦猶《春秋》之爲經，儒者「將以理人倫，序人類」

也。67而《詩》之爲文學，則晚矣。68按一般的說法，傳統中國的文學意識，遲至魏晉

時期才萌發。69而以文學視角看待《詩》，恐怕要遲至有宋一代，當以「廢序」、「淫詩」

諸說爲標誌。70倘若如此，學者往往欲談「孔子之文學觀」，欲指斥《詩經》之詩教功

用，批駁爲「封建禮教」云云，疑恐混淆《詩》之爲「經」與「文」之義，從而亦坐

失孔子從「詩教」立場言「思無邪」的詩學觀念之真義。 

其二，即作者之詩、編者之詩、讀者之詩諸分野。清人姜炳璋（1709-1786）曰： 

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

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71 

魏源（1794-1857）亦曰： 

                                                      
66 見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經解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頁

93。 
67 語出何休（129-182）《公羊解詁》，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1，頁 23a。 
68 此所謂「文學」非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文學」，而是後世所謂文章之學。章太

炎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見章太炎撰，龐俊、

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文學總略》（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卷中，頁 247。即是討

論文章寫作法則與程式之學問，且往往又與文章審美相關。 
69 日人鈴木虎雄認爲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見日本‧鈴木虎雄著，許總譯，《中國

詩論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7。當然，此說敷衍出的「純粹審美」、「爲文

學而文學」論調對傳統中國文章之學的誤解，顏崑陽先生已予以深刻批判。參見顏崑陽，〈「文

學自覺說」與「文學獨立說」之批判芻論〉，《慶祝黃錦鋐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臺北：洪葉文

化公司，2011 年），頁 917-946。 
70 黃忠慎認爲朱熹「淫詩」說的提出，具有重視《詩經》的文學性之意義，卓有識見。見黃忠慎，

〈朱熹「淫詩說」衡論〉，頁 20-22。當然，《詩》的文學性意識，還可上推至北宋歐陽修諸人

的「舍〈序〉言《詩》」。《四庫全書總目‧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曰：「〈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

王基、孫毓、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

定於朱子之《集傳》。」見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武英殿本），卷 16，頁 18a-b。「廢序說」與「淫詩說」是一脈相承的連鎖反應，都意味

著《詩》的經典地位之動搖與文學意識的萌生。朱熹贊同二說，同時又站在詩教的立場，從讀

詩者的角度詮釋「思無邪」，此舉之目的動機實亦可理解爲對已萌生的文學意識之警惕，只是在

客觀上可能反而促成了《詩》的文學化。相關討論可見拙文，〈《四庫總目》對朱熹詩經學公案

之定判〉，《書目季刊》第 50 卷第 3 期（2016 年 12 月），頁 33-46。 
71 見清‧姜炳璋，《詩序補義》（《景印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經部第 89 冊），卷首，頁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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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

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即事

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作，但蘄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

師采之以貢于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即事之詠，而推其致

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

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己詠人之灋，而百世勸懲觀感興焉。72 

如此分野，實有廓清古今紛爭之功。從詮釋學角度看，作者已死，73任何詮釋都只是

理解的可能性，而非文本作者之本義。因而作詩者之心、采詩者之心、編詩者之心、

說詩者之心、賦詩者之心、引詩者之心以及讀詩者之心，均是詮釋的不同層次與角度，

均不可能達成一致。假如我們信取孔子刪《詩》之說，則孔子所謂「思無邪」之義涵，

當就編詩者之角度予以詮解。基於這兩點認識，我們試圖重新省思孔子所謂「思無邪」

義涵之可能性。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孔子所謂之「思無邪」，與〈駉篇〉

之「思無邪」，其義涵有多大程度的關聯性？這涉及作詩者之心與編詩者之心之間的關

聯程度問題。《左傳》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74蘇軾《論語說》解「思無邪」

亦曰： 

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於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

於《詩》，有斷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說施之於《詩》，則彼所謂「無斁」、「無疆」

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75 

                                                      
72 清‧魏源，〈通論傳詩異同〉，《詩古微》（《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77 冊），上編之 1，頁 8a-b。 
73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古典主義的批評從未過問過讀者；在這種批評看來，文學中沒

有別人，而只有寫作的那個人。現在，我們已開始不再受這種顛倒的欺騙了，善心的社會正是

藉助於種種顛倒來巧妙地非難它所明確地排斥、無視、扼殺或破壞的東西；我們已經知道，爲

使寫作有其未來，就必須把寫作的神話翻倒過來：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的死亡爲代價來換取。」

法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的死亡〉，收入氏著，懷宇譯，《羅蘭‧巴特隨筆選》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頁 301。在此意義上，采詩者、編詩者、說詩者、賦詩者、

引詩者均可理解爲《詩》之讀者。 
74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

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38，頁 25b。 
75 宋‧蘇軾撰，《論語說》，第 3 冊，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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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姚際恒（1647-1715）《詩經通論》亦謂： 

「思無邪」，本與上「無疆」、「無期」、「無斁」同爲一例。語自聖人，心眼迥別。

斷章取義，以該全《詩》，千古遂不可磨滅。然與此詩之旨則無涉也。學者于此

篇輒張皇言之，試思聖人言「《詩》三百，一言蔽之」，不言〈駉篇〉也，蓋可

知矣。76 

賦詩者、引詩者斷章取義，固毋庸置疑。然而，孔子既取義於詩，是否其旨與原

詩便全然「無涉」？然則，溝通如何實現？是以，清人戴東原即曰： 

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文者。使斷取一句而

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77 

職是之故，在作詩者而言，固可「自道其情」，而「不計聞者之如何」云云；然

在采詩者，則須「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孔子之「思無邪」與〈駉篇〉之

「思無邪」亦當有可交通之義。78 

解孔子之「思無邪」，鄭玄《毛詩箋》之說，似尙少受近世主流學者重視。鄭氏

注〈駉篇〉「思無邪」曰：「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79鄭氏於此即以動詞

之「思」訓之，此實可與孔子之「思無邪」相發明。清人程廷祚（1691-1767）即曰： 

朱註與夫子之引《詩》，二思字有虛實之辨，當以虛字爲正。蓋所謂「思無邪」

者，以思求無邪，而非以無邪爲我之思也。以思求無邪，則思屬用心；以無邪

爲我之思，則思屬存心。二者理亦相通，而存心非〈駉〉詩之本指。鄭康成訓

《詩》之「無疆」，曰「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以之相準，義可識矣。且人心之

有思，緣物感而後形，否則寂然無有。故聖賢有正心之功，而不聞有正思之學，

每於身之所行而慮其蹈於匪僻，此學者修己之急務。朱子以性情代思字，語雖

                                                      
76 清‧姚際恒著，顧頡剛標點，《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卷 18，頁 354。 
77 清‧戴震撰，《毛鄭詩考正》，《戴震全書（之三）》（合肥：黃山書社，1994 年），卷 3，頁 634。 
78 孫以昭（1938-）考察先秦典籍引《詩》之例，亦認爲：「先秦引《詩》，斷章取義取合乎己意者

有之，借題發揮，有所引申借以表達思想者亦有之，但是，別出心裁，自己杜撰新意，改造舊

說，與原意風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的，還沒有見過。」見孫以昭，〈孔子「思無邪」新探〉，《安

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1998 年 7 月），頁 60-61。 
79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20 之 1，頁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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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然不若還〈魯頌〉與夫子引《詩》之本指爲尤切要也。80 

程氏以「以思求無邪」解「思無邪」，認爲此「思」字於〈駉篇〉原文與孔子引

述，均「當以虛字爲正」，亦即本文所謂之動詞，並認爲朱熹以「性情」此實義名詞詮

釋「思」，「語雖精細」卻並不「切要」。以「思」爲虛字或動詞，這與整部《論語》「思」

字的用字系統是一致的。81如此解「思」，無論在訓詁抑或義理層面，顯然都要優於朱

熹迂迴地將「思」解爲實義之名詞。82 

鄭氏雖未直解「無邪」，然其舉「專心」與「邪意」對立，則顯然「專心」與「無

邪」義涵相關。然則何謂「專心」？鄭浩解「無邪」爲「虛徐」，雖亦屬程頤「誠也」

之範疇，然其曰「專誠一志以之牧馬」，83似與鄭玄「專心」之說相通，而以「專心」

爲「誠」。然止一「誠」字，似亦未足以訓釋鄭玄「專心無復邪意」之義。「無復邪意」，

則意不稍偏邪而得中正也。是則，「專心無復邪意」，實兼具「誠」與「正」雙重義涵。

這恐怕更符合鄭玄解〈魯頌〉之意，亦更符合引《詩》之義。即謂《論語》與〈駉篇〉

之「思無邪」，至少在其基本字義上是可相交通的，即程廷祚所謂「二者理亦相通」。84

此則見出朱熹對「思無邪」詮釋的合理性。何則？ 

                                                      
80 清‧程廷祚撰，《論語說》（《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3 冊），卷 1，頁 7b-8a。 
81 《論語》所見 25 個「思」字，除〈雍也〉「原思爲之宰」爲人名，及此「思無邪」尙待討論外，

其餘 23 個「思」字均明顯爲動詞。計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2．15），「見賢思齊

焉」（4．17），「季文子三思而後行」（5．19），「豈不爾思」，「未之思也」（9．30），「見利思義」

（14．13），「君子思不出其位」（14．28），「以思，無益，不如學也」（15．30），「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16．10），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19．1），「切問而近思」（19．6）。其中「九思」爲名詞性質，

然亦由動詞轉化而來。 
82 或正因爲朱熹對「思」字詞性之誤判，黃忠慎才認爲朱氏以「讀者以無邪之思讀詩」解「思無

邪」，在語法上不易成立。見黃忠慎，〈朱熹「淫詩說」衡論〉，頁 24。 
83 鄭浩《論語集注述要》，轉引自程樹德撰，《論語集釋》，卷 3，頁 67。 
84 清人潘維城從〈爲政篇〉之篇義立論曰：「《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

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正），則百姓從政矣。」』伯禽即魯始封之君，爲政所當法者。

爲政者但能正己以正百姓，絕其邪僻之念，則譬如北辰之居其所，無所爲而天下歸之矣。」見

清‧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4 冊），卷 1，頁 22b-23a。亦道明「思

無邪」在孔子與〈駉篇〉之間的關係。在〈駉篇〉，固可謂之「以思求」伯禽牧馬之法而不失其

「正」；而在〈爲政篇〉，亦可謂之「以思求」先祖爲政之法而不失其「正」。當然，《論語》各

篇所載孔子之言行是否有統一之主題，這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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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熹對「思無邪」詮釋的合理性 

《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85《漢書‧藝文志》又曰：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

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86 

采詩官采詩，王者據詩觀風俗，孔子刪定《詩》三百篇，凡此諸說，蓋爲詩經學

之主流觀念。詩既采諸民間，王者以「觀風俗」，其諸爲風俗者，固有所謂正，亦有所

謂邪，此固不能亦無須「皆『思（思想）無邪』」。其間自是有「無虛徐」地表現民間

風俗之詩，上呈王者，使王者「以思求無邪」。故朱熹曰：「『雅』則〈大雅〉、〈小雅〉，

『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87良有以也。雅者，正也。倘

以三百篇之《詩》皆爲「正」，則如何有「風」、「雅」之別？而王者又如何「觀風俗」？

至於此等有邪之詩，其作者是如朱熹所說乃「淫奔之人所作」，抑如呂祖謙所言乃詩人

「鋪陳其事」以諷之，這存在很大的詮釋難度，二人之說亦缺乏絕對的說服力。但從

王者據詩「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之用詩邏輯看，朱熹將「思無邪」之主體確定

爲「讀詩者」，所謂「作詩者以有邪之思作之，讀詩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善者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似更顯合理性。朱氏曰：「『可以觀』者，見一

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媺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

88朱熹雖未能準確訓釋「思」字之義涵，但其從「詩教」的角度出發，亦能深悟「思

無邪」之精義。 

此外，孔子刪《詩》，十取一焉。而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則「思無邪」所指涉之詩，乃孔子刪定之後的編詩者之《詩》，切不可等同於作

詩者之詩，亦即史遷所謂「古者詩三千餘篇」。這是絕不能混同的，亦當是理解孔子「思

無邪」之關鍵所在。而從編詩者之目的性看，史遷以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

                                                      
85 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47，頁 1936。 
86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卷 30，頁 1708。 
87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6。 
88 宋‧朱熹，〈詩一‧解詩〉，《朱子語類》，卷 80，頁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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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這顯然即是「綱紀世宙」，「理人倫，序人類」的「詩教」目的，而斷不可能止於

就文學審美之角度看待此三百篇之《詩》。所謂「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存爲

處此境而詠己詠人之灋，而百世勸懲觀感興焉」。以此目的論觀之，則孔子所刪定之《詩》

三百篇，其義涵亦不可能止於就詩人角度而言的「誠」。換言之，「無虛徐」而「誠也」

之詩，固然是詩之爲詩的先決條件，確如蔣伯潛所言，「文學以『真』爲第一義」。但

孔子對《詩》三百篇之全部期望，恐非僅止於以審美爲目的之文學。從而，「誠也」恐

亦難以承當孔子所謂「一言以蔽之」的詩學概論。因此，朱熹指斥呂祖謙與謝良佐之

說，「只是說個『可以怨』」，而失卻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諸面向。 

在「詩教」的層面，「誠」與「正」亦並非截然矛盾的。它們只是不同層次之義

涵而已，所以朱熹常說「『思無邪』有兩般」。文學家借程頤「誠也」說突出《詩》的

審美功能，實即對程氏原意的「詩教」功能之扭曲。〈中庸〉所謂：「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89〈大學〉又曰：「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90在朱熹看來，「誠意」是「正心」最關鍵

的工夫。《語類》載：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

「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

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

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91 

「正心」須通過去除「自欺之意」的「誠意」工夫，始能實現。換言之，如果心能「正」，

則自然已經過「誠意」之工夫。所以朱熹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92因

此，在此邏輯下，以「正」詮釋「無邪」，「誠」便已是題中自有之義；而「以思求心

正」（思無邪），實即已統攝「誠意」的工夫。 

                                                      
8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中庸第三十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阮

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53，頁 1b。 
9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大學第四十二》，卷 60，頁 1b。 
91 宋‧朱熹，〈大學二‧經下〉，《朱子語類》，卷 15，頁 488。 
92 《朱子語類》，卷 23，頁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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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通過「誠意」的工夫以至「正心」，對於作詩者之創作活動與讀詩者之

閱讀活動，均可適用。對作詩者而言，「意誠」而「心正」，則其詩亦可謂「無邪」，此

即朱熹所謂大夫所作之「好詩」；倘作詩者意不能誠從而心不能正，則其詩便不可謂「無

邪」，即所謂「淫詩」。93因爲後者的存在，如以作詩者作爲「思無邪」之主體，其詮

釋便難免不能周全。呂祖謙獨斷性地認爲《詩》均爲聖人所作，無「意不誠心不正」

之可能，從而否定「淫詩」。但從客觀上講，三百篇《詩》均爲已然之文本，實無法保

證詩人均「意誠」且「心正」——這在《詩》之經典性格逐漸動搖的宋代尤其難以獲

致共識。就此而言，朱熹將「思無邪」之主體確定爲讀詩者，亦有其合理性。因爲「意

誠」與「心正」對讀詩者而言，是可然且應然的，這正是「詩教」的著力點。朱熹認

爲，人生而有純正的「天命之性」，只因有「氣秉」之遮蔽而有偏差。讀詩者通過涵泳

誦讀《詩》，格至《詩》中的事理，進而經由「誠意」的工夫撥去「自欺之意」的遮蔽

而見純正的「本心」。94 

但由於朱熹誤將「思」對應實義名詞之「情性」，因此，如前述，他往往又有「思

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諸類解說，以言行與情性的「表裏

如一」（而非「正心」之工夫）安置程頤之「誠也」說；且他將「思無邪」之主體轉移

到讀詩者身上，亦多就「正」義而發，而未兼顧到程頤提出的「誠」——他「以正攝

誠」諸說亦多仍步程頤之故跡，就作詩者立論。因此，他欲以「正」統攝「誠」的努

力，其實是落空的，從而使得「誠」的工夫論意義在其「詩教」理論中不能透顯。 

五、結語 

《論語‧爲政》孔子「思無邪」之說，歷來眾說紛紜。概而言之，其中之「思」

字，有解爲語辭者，有解爲名詞者，亦有解爲動詞者；而「無邪」，主流之詮釋多以之

爲「正」解，當然也有相當部分學者以「誠」爲解。 

                                                      
93 彭維杰從詩人性之欲的發動，情之陷溺而流於邪淫，進而在心未能主宰情性以歸於道德之正

三方面，解釋朱熹創作觀點下淫詩的產生原因。見彭維杰，〈朱熹「淫詩說」理學釋義〉，《彰

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11 期（2005 年 12 月），頁 4-7。 
94 關於朱熹「思無邪」的工夫論，參見董學美，〈朱熹對「《詩》教」的理學論證〉，《鵝湖月

刊》第 41 卷第 6 期（2015 年 12 月），頁 42-44。唯董先生似沒有討論「誠」在其中的關鍵性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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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對「思無邪」之訓解，是建立在對程頤「誠也」說的紹承與超越上的。朱熹

以「實」釋程頤之「誠」，以「誠」爲「表裏如一」，其所強調者乃內外之間的一致關

係。故「思無邪」之說，是欲人不止於外在之行事無邪，更要使內在之「思」亦無邪。

朱熹雖以程氏是說有其合理性，然亦以其爲不足。因爲內在之「思」倘能得「正」而

「無邪」，則外在之行事亦必能得「正」，從而內外之間亦是「誠」。所以朱熹解釋「思

無邪」時，又往往以「正」統攝「誠」。但朱氏所說之「正」，又跟以呂祖謙爲代表的

傳統觀點不同。呂氏提出「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的觀點，

其根本上即將「思無邪」之行為主體歸諸於詩人。朱熹以呂氏是說不能解釋《詩》中

大量存在的「淫奔」之詩，從而提出「詩人以有邪之思作之，讀詩者以無邪之思讀之」，

實際上即將「思無邪」之行為主體落實到「讀詩者」身上。 

通過釐清《詩》的經學與文學分野，以及作者之詩與編者之詩、引詩者之詩的分

別，本文認爲孔子引述「思無邪」與〈駉篇〉原義有一定的關聯性。其中之「思」字

當以動詞作解爲恰當。朱熹雖將「思」誤解爲實義名詞之「情性」，但他的詮釋總體而

言亦有其合理性。首先，古代有采詩之制度，王者據民間之詩以觀風俗。《詩》在〈雅〉

之外，別立〈風〉，蓋即是有別於雅正之詩，有所謂正者，亦有所謂邪者，「無虛徐」

而「誠實」地體現民風。此等之詩，固不能亦無須「皆『思（思想）無邪』」，從而朱

熹所謂「作詩者以有邪之思作之，讀詩者以無邪之思讀之」之說便更顯其合理性。其

次，孔子刪定《詩》三百篇，就其作爲編詩者之目的性看，「詩教」乃其重要目的，而

非文學的審美性。在「詩教」的邏輯中，「誠」與「正」是「思無邪」義涵的不同側面。

讀詩者通過格至《詩》中的事理，進而經由「誠意」的工夫去除「氣秉」的遮蔽以實

現「正心」的教化目的。因而，「誠」對「正」而言具有工夫論意義，「心正」則已意

味著「意誠」。但由於朱熹誤將「思」解爲「情性」，且亦未將程頤提出的「誠」之主

體落實到讀詩者身上，從而使得「誠」的工夫論意義在其「詩教」理論中有所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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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s Interpretation on Confucius’ Saying “Si Wu-Xie” 

Zhi-li Cai*

Abstract

Zhu Xi’s（朱熹）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saying “si wu-xie”（思無邪）, 
possesses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significance on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refo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explore Zhu’s explanation as rationally as possi-
ble.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essay, before analyzing Zhu’s interpretation directly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sections, outlines several explanations of the saying in order 
to manifest Zhu’s contribution and reasonability.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cross-era dialogue on the topic between Zhu Xi and his predecessor Cheng Yi（程

頤）which indicates how Zhu transcends Cheng’s annotation as “cheng-ye”（誠也）, 
and finally explains it with “zheng”（正）. By contrast, the third section places 
emphasis on the direct controversy about the subject of the saying between Zhu Xi 
and his close friend Lu Zu-qian（呂祖謙）, in which Zhu announces that the subjects 
of the saying “si wu-xie” were readers of the poem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fourth 
part demonstrates the reasonability of Zhu’s annotation by using a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Confucius’ saying and its derivation in the chapter called “Jiong”（駉篇）in 
the Book of Songs. 

 

Keywords: Zhu Xi, Analects of Confucius, “Si Wu-xie”, Book of songs, Confucius 

 

                                                      
*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Received March 06, 2017 ; Accepted September 15, 2017)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