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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史」脈絡下的 

《近思錄》「編者」論述 

 
朱浩毅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當《近思錄》被視為「經典」在大學殿堂教授時，「作者」

朱熹成為教學上必先介紹的課程內容。但從《近思錄》的成書過

程考察，朱熹之於《近思錄》只能說是「編者」而非「作者」，

且忽略了呂祖謙亦是《近思錄》「編者」之一。本文旨不在介紹

或說明《近思錄》中的「編者∕作者」，而是希望藉由此一命題提

醒吾人：今常言「朱子《近思錄》」是無法反映此《近思錄》當

年編錄之實情。源此，本文首從朱熹與呂祖謙編錄《近思錄》時

的互動，說明兩人皆為《近思錄》的「編者」；次從後世對「鵝

湖之會」的認知與學術定位，解釋當代「理學史」會忽視呂祖謙

為《近思錄》「編者」之一乃研究上的狹隘；末從《宋史‧道學

傳》的「道學」建構與對朱熹的尊崇，論述「理學史」脈絡下的

《近思錄》「編者」只有朱熹。 

 

 

關鍵字：近思錄、朱熹、呂祖謙、鵝湖之會、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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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思錄》十四卷，南宋朱熹（A.D. 1130－1200）、呂祖謙

（1137－1181）共同合編，內容為掇取北宋周敦頤（1017－1073）、

程頤（1033－1107）、程顥（1032－1085）、張載（1020－1077）

四人著作中「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的六百二十二條語錄。1
 是

書題名為「近思」，據《近思錄》卷二〈為學〉篇所提示，取的

是《論語‧子張》子夏所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中的

「近思」二字，希望透過「切問近思」以達「徹上徹下」之意，
2
 成為四子、六經之階梯。3

 

今日，《近思錄》不僅成為理學經典，亦是儒家經典，國學

大師錢穆先生甚至明言表示《近思錄》是中國人必讀的九部經

典之一，4
 指出該書與明代《傳習錄》分別代表「程朱」、「陸

王」兩大理學脈絡，為研究宋明兩代學術思想首要典籍，更是

瞭解中華文化要義的重要著作，也因此錢先生曾言：「余治宋明

理學，首讀《近思錄》與《傳習錄》」。5
 而錢穆一生對《近思

錄》的推崇，亦可從 1971 年完成《朱子新學案》五冊6
 巨作中

體現。 

或因，《近思錄》、《傳習錄》為宋明理學之重要經典，也是

                                                       
1 朱熹，〈近思錄原序〉，收於茅星來撰，《近思錄集註》（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2 全文為：「『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見朱熹、呂祖謙同編，葉采集解，《近

思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為

學〉。 
3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一○

五，〈呂伯恭〉，頁 2629。 
4 九部經典分別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

《六祖壇經》及《近思錄》、《傳習錄》。詳見錢穆，〈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

讀的幾本書〉，《中國文化叢談》（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4 冊，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217-244。 
5 錢穆，〈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93），頁 1。 
6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此書亦收於《錢賓四先

生全集》第 11-15 冊。 



佛光人文學報．第三期 

209 

中華文化之代表著作，故吾國的基礎教育多將此二書並舉，以

致師者若不進一步講解兩書之形式或導讀內容，則學子經常產

生一錯誤之聯繫，即：《近思錄》與《傳習錄》性質相當，兩書

要不都是摘錄之書籍，要不就是語錄。為此，李紀祥先生曾發

表一篇〈《近思錄》之「錄」與《傳習錄》之「錄」〉7
 說明《近

思錄》與《傳習錄》之不同，所謂《近思錄》之「錄」乃「輯

略」之意，為一種編輯性格的成文策略活動；至於《傳習錄》

雖仿《近思錄》之名亦題為「錄」，但其「錄」實為「紀言」模

式，僅僅是一種「記錄」傳道言語、答問情境之「紀錄」。8 
 

正因教育者多將《近思錄》、《傳習錄》並舉，以及學習者

不多加思索「輯錄」與「記錄」之差異，因此當教科書以及坊

間專書，出現「朱熹《近思錄》」與「王守仁（1472－1528）《傳

習錄》」，甚至成為升學考試的單一答案時，很自然地產生出：《近

思錄》與《傳習錄》分別是「朱熹的」、「王守仁的」的刻板印

象。或言所謂「朱熹《近思錄》」、「王守仁《傳習錄》」乃就該

書呈現的思想言，此說用於《傳習錄》可通，畢竟《傳習錄》

所記載確實是王守仁生平論學之道。9
 但《近思錄》呢？《近

思錄》所輯錄內容是周、張、二程的思想與言論啊！縱使朱熹

之於《近思錄》，尚有「編者∕作者」之身分，以其在編撰《近思

錄》時，存在著以己意著述的現象，為朱熹的哲學輪廓。10 然

                                                       
7 李紀祥，〈《近思錄》之「錄」與《傳習錄》之「錄」〉，《人文學報》第 20、

21 期合刊（2000.6），頁 55-95。 
8 李紀祥，〈《近思錄》之「錄」與《傳習錄》之「錄」〉，頁 86-87。 
9 今通行本《傳習錄》分為上、中、下三卷，呈現的正是「傳習錄」成書之

三階段：初刻《傳習錄》、續刻《傳習錄》、《傳習續錄》。其中，初刻、續

刻《傳習錄》之時，王守仁雖在世且見之，但實際上並未參與；而《傳習

續錄》更是王守仁死後，由錢德洪收錄王門子弟所提供的先師遺言而成。

因此作為被門人所記錄、編錄、收錄的「王守仁」，或可視為語錄、書信

的「原作者」，但絕非《傳習錄》的「成書者」。關於《傳習錄》成書過程

以及是書對王守仁思想的傳播，可參見許佩玉，〈《傳習錄》與「傳習之

錄」——論陽明學中《傳習錄》中的互文性〉，收於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

編，《國際陽明學研究（第四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45。 
10 如陳榮捷就明言《近思錄》的思想是朱熹的哲學輪廓，其曰：「《近思錄》

為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其思想乃朱子本人之哲學輪廓，亦為以後《性

理大全》、《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之典型，直接間接支配我國思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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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在於當時參與《近思錄》編錄的人還有呂祖謙，又該如

何說《近思錄》「全」是「朱熹的」？ 

關於呂祖謙亦是《近思錄》「編者」之一，杜海軍、虞萬里

等學者已有觸及，不待本文在此贅言，11
 也有如王傳龍指出後

世學者會「沒祖謙之名，但稱朱子《近思錄》」，與朱熹再傳弟

子葉采（生卒年不詳）刻意所為有關。12 時至今日，本文依舊

關注朱熹、呂祖謙兩人在《近思錄》「編者」地位的消長，且以

「『理學史』脈絡下的《近思錄》『編者』論述」為題，主要想

法有二：第一，在高等教育中，《近思錄》與「編者∕作者」之關

係，是否可以含糊帶過？當吾人不瞭解「編者∕作者」之意時，

對《近思錄》的詮釋與理解必然少了「歷史性」，其結果只是把

《近思錄》當作「近思錄」研讀；第二，當越來越多網路資訊

顯示《近思錄》是由朱熹、呂祖謙所共同編輯的當代，學者依

舊喜以「朱熹《近思錄》」為題，無視呂祖謙之存在，則「沒祖

謙之名」便不再是「歷史問題」，而是研究視角的取捨與方法的

謬誤。 

 

二、 《近思錄》之編錄與朱熹、呂祖謙的互動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母祝氏卒，隔年正月

葬於建陽縣崇泰里的天湖山之南。為守孝，朱熹於其母墓旁建

精舍，匾曰寒泉。13
 爾後，朱熹即以寒泉精舍作為接洽學人之

                                                                                                                          
社會制度七八百年，影響韓國、日本亦數百載。」又曰：「言《近思錄》

者，每單舉朱子之名，對於呂氏，故嫌忽略，然兩名並舉，亦未為平。

主謀、主旨、主編，皆屬朱子，顯然有主客之分。蓋《近思錄》之規模，

亦即朱子本人之哲學輪廓也。」上述二條分見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

《朱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8），頁 123；陳榮捷，〈近思錄概述

補遺〉，《朱子新探索》（臺北：學生書局，1988），頁 400。 
11 分別為杜海軍，〈呂祖謙與《近思錄》的編纂〉，《中國哲學史》，2003 第

4 期，頁 43-49；虞萬里，〈呂祖謙與《近思錄》〉，《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1 期（2004.2），頁 8-13。 
12王傳龍，〈再論《近思錄》的取材成書與價值取向〉，《廈門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6 第 1 期，頁 47。 
13 戴銑編，《朱子實紀》（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卷 7，〈奧國夫人祝氏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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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淳熙二年（1175）夏季，呂祖謙從東陽來到建陽，過境

之所即寒泉精舍，而《近思錄》亦在此時編成。朱熹曰：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廣大宏

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

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14
 

 

朱熹此〈原序〉雖沒有提供《近思錄》之確切編撰時日，但據

陳榮捷的考證：「東萊三月二十一由金華動程，四月初一至武夷。

先到五夫里，同輯《近思錄》。隨赴建陽之寒泉精舍，完成《近

思》。五月五日朱子撰《後序》之後，二十一日前後游武夷山，

順道赴鵝湖，月底扺步」可知，15《近思錄》的構思與草成，當

在四月一日至五月五日之時。此外，在陳榮捷提供的訊息中，

尚有一事須注意，即：五月二十一日之後，朱熹與呂祖謙共赴

鵝湖，此乃當時學術之大事——「鵝湖之會」，日後宋明理學史

中的「朱陸異同」課題，乃從此開始。16
 

    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錄《近思錄》的動機，是否就是為了

日後的「鵝湖之會」而做準備，無從考察。但可以確定的是，「鵝

湖之會」後，朱熹與呂祖謙又花了三年多（淳熙五年）的時間，

才把《近思錄》定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即載：「《晦庵集》

中有乙未八月與祖謙一書，又有丙申與祖謙一書，戊戌與祖謙

一書，皆商榷改訂《近思錄》，卓然可證。」17
 不過事實上，據

程水龍的研究，朱熹與呂祖謙兩人因商討修訂《近思錄》而往

返書信不止四庫館臣所言的三封，如丙申（淳熙三年）該年就

有二封書信往返，此外丁酉年（淳熙四年）也有一封。18
 但不

                                                       
14 朱熹，〈近思錄原序〉，收於茅星來撰，《近思錄集註》。 
15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頁 553。 
16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偕

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見王懋竑撰，何忠

點校，《朱子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之二。 
17 永瑢、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2，〈近思錄十四卷〉。 
18 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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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朱熹與呂祖謙在淳熙二年五月之後，兩人究竟為了《近思錄》

往返幾封書信，都足以說明歷經三年多時間增刪的抄本或版本，

並非全由朱熹一人所主導，且凡添却數段或移動條目之類的瑣

事都須徵得呂祖謙同意。19
 下舉兩條《朱子語類》中的朱熹之

語，亦反應出呂祖謙實質參與《近思錄》編纂的事實。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

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

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為怕

人不曉得，錯認了。20
 

 

問「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

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原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

不曾與他添得。」21
 

 

從朱熹向弟子解釋《近思錄》何以未收某段語錄或記載與原書

差異的原因，不難推知呂祖謙當屬《近思錄》「編者」之一。 

    而呂祖謙之於《近思錄》，除了實際參與編錄外，最為學者

所提及的莫過於其堅持將〈道體〉列為《近思錄》卷首。22
 對

朱熹而言，《近思錄》是為作為「四子之階梯」，從而進入六經

而編訂的，因此若將深奧難懂的〈道體〉置於卷首，不但不適

合初學，反易生畏懼之心。對此，朱熹晚年如此回憶：「《近思

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

為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

《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23
 不過，呂祖謙的堅持也

並非全無道理，以為〈道體〉所錄乃義理之本原，列於篇端，

目的在使讀者有所嚮望。其曰：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

                                                       
19 虞萬里，〈呂祖謙與《近思錄》〉，頁 10。 
20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九七，〈程子之書三〉頁 2483。 
21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九八，〈張子之書〉，頁 2511。 
22 杜海軍，〈呂祖謙與《近思錄》的編纂〉，頁 44。 
23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五，〈朱子二〉，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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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近於義理

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

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名義，有所嚮望而已。24
 

 

雖然朱熹一再提醒其門人「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

且從第二、三卷看起」，25
 實則反映朱熹在世時，對於呂祖謙參

與《近思錄》的編錄，甚至卷次的規劃，是欣然接受的。26
 因

此近世「沒祖謙之名，但稱朱子《近思錄》」，不但「非其實也」，
27

 更非當時之實況。 

 

三、 「鵝湖之會」製造「呂祖謙」的研究盲點 

 
    在宋明理學研究中，或在中華文化脈絡下，執著《近思錄》

與《傳習錄》的「編者」與「作者」，其實有時反而阻礙了通識

教育的普及，畢竟在「大」脈絡下，《近思錄》確實可以視為「朱

學∕朱門」一脈的經典，《傳習錄》則為「王學∕王門」一派的著

作，而這也是錢穆會言：「陽明先生的《傳習錄》，和朱子的《近

思錄》，恰恰一面是講陸王之學的，一面是講程朱之學的。宋明

理學中的兩大學派，我也平等的選在這裡」28
 的基本考量。不

過若吾人皆接受此思想傳播模式，則呂祖謙與《近思錄》之間

的關聯，便成為兩大脈絡的犧牲品。 

    以下就以同樣發生在淳熙二年，且緊接於草編《近思錄》

之後的「鵝湖之會」來說明「理學史」脈絡下對「呂祖謙」的

淡化書寫。 

    朱熹與陸九淵（1139－1192）二人第一次會面於信州鵝湖

寺的「鵝湖之會」，一直是「理學史」上一重要的課題，甚至被

                                                       
24 朱熹，〈近思錄原序〉，收於茅星來撰，《近思錄集註》。 
25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五，〈朱子二〉，頁 2629。 
26 田浩在《朱熹的思維世界》一書中便語帶詼諧的說：「朱熹重視抽象的哲

學，但卻是呂祖謙勸他將討論抽象的〈道體〉當做全書的第一卷。」見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35。 
27 永瑢、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92，〈近思錄十四卷〉。 
28 錢穆，〈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本書〉，《中國文化叢談》，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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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朱陸異同」學術史上「開端」的歷史意義。但若深入探

究「鵝湖之會」之所以召開，會發現「鵝湖之會」的初衷卻並

非真要開啟「朱陸異同」此一學術脈絡，據〈象山語錄〉的記

載，此會本因「學術異同」而有。 

 

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

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

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29
 

 

〈象山年譜〉也轉載陸九淵門人朱泰卿（生卒年不詳）的追述：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

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

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30
 

 

從上引兩段引文可知：「鵝湖之會」為呂祖謙所約集，而與會學

者除熟知的朱熹、陸九淵外，陸九齡（1132－1180）亦在受邀

之列，且陸九齡學問未必與陸九淵同。因此，「鵝湖之會」的「異

同」絕不只侷限於朱熹與陸九淵二人，至少還包含呂祖謙與陸

九齡。但朱泰卿的追述卻是將陸九淵、陸九齡合稱為「二陸」

以抗衡朱熹一人。 

    由於朱泰卿為陸九淵門人，且隨陸九淵參與「鵝湖之會」，

故歷來學者對於朱泰卿的言論甚少反駁，尤其是朱泰卿對於呂

祖謙的描述，更是直接轉引，從而認為呂祖謙是為了調和「朱

陸異同」而有「鵝湖之會」，朱泰卿曰： 

 

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

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

此，語自得則未也。31
 

 

                                                       
29 陸九淵撰，王宗沐編，《陸象山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卷 34，

〈語錄〉，頁 275。 
30 陸九淵撰，王宗沐編，《陸象山全集》，卷 36，〈年譜〉，頁 323。 
31 陸九淵撰，王宗沐編，《陸象山全集》，卷 36，〈年譜〉，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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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全祖望（1705－1755）於《宋元學案‧東萊學案序錄》

云：「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

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32
 於是凡透過朱泰卿

的評論與全祖望的案語回溯「朱陸異同」的研究者，不免產生

如此定見：呂祖謙在「鵝湖之會」保持召集人的身分「不欲逞

口舌以與諸公角」，而對「學術異同」有「宰相之量」，反而是

朱熹與陸九淵於會中各自表述，爭執不下，最後不歡而散。從

而朱泰卿認為呂祖謙實有「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的企

圖，不但不會被重視，甚至被後世所解消，所關注的只剩「語

自得則未也」此一負面評價。換言之，以「朱陸異同」的視野

看「鵝湖之會」中的呂祖謙，呂祖謙往往只剩促成之功此一附

庸角色，當然呂祖謙在「鵝湖之會」亦有「學術異同」的表現

自然不會被提及。而弔詭的地方即在此，「鵝湖之會」本不為調

和「朱、陸」而舉行。33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東萊學案序錄〉全文當如

下：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

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

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

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為然也。述

《東萊學案》。34
 

 

從這段引文尚可得知：呂祖謙與朱熹交情匪淺，但自呂祖謙死

後，朱熹轉而攻擊呂祖謙的理學體系――「婺學」；且因《宋史》

編纂的關係，呂祖謙被歸類於〈儒林傳〉，而非與朱熹同在〈道

學傳〉。故當今日研究者引取〈東萊學案序錄〉前半段「宰相之

                                                       
32 黃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收於《黃宗羲全集》，杭州：浙

江古籍出版社，2005），卷 51，〈東萊學案〉，頁 5。（此為各分冊頁數，

下同。） 
33 朱浩毅，〈「鵝湖之會」脈絡下的「呂祖謙」問題〉，收於西北大學中國思

想文化研究所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與民族偉大復興」學術交流會論

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頁 318。 
34 黃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卷五一，〈東萊學案〉，頁 5。 



「理學史」脈絡下的《近思錄》「編者」論述 

216 

量」的論述來為呂祖謙做定位時，實可追問學者何以不去重視

與引用後半段全祖望欲替呂祖謙申辯的部分。 

    正因為歷來多以「朱陸異同」的脈絡下論述「鵝湖之會」，

致使呂祖謙在「理學史」脈絡中向來不成為「鵝湖之會」的主

角，至多認為呂祖謙旨在調和「朱、陸」。但也因為如此，呂祖

謙與《近思錄》的關係，成了被漠視的一環。 

 

四、 「理學史」對《宋史‧道學傳》的轉化運用 

 
    四庫館臣指出後世將《近思錄》歸之於朱熹，乃因「講學

家力舉門戶，務黜眾說而定一尊。」35
 田浩甚至認為「朱熹或

許要為後學門人的偏見負擔部份責任；呂祖謙去世後，朱熹總

是強調故人的貢獻，……他批判浙東的功利學派，也連帶影響

他對呂祖謙的評價。」36
 不過縱使如此，今日學者不應默然接

受呂祖謙被排擠於《近思錄》「編者」之外的結果，尤其當「朱

陸異同」在歷史演進中漸形成「程朱」、「陸王」兩大思想脈絡

時，呂祖謙更是難享有共同編錄《近思錄》。因此，當全祖望提

出「《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的解釋，或許只是揭示

了當時人「接受」後的結果，卻也提供吾人再次思考此現象的

徑入，亦即從《宋史‧道學傳》所呈現出的「道學」觀察。 

    在進入《宋史‧道學傳》之前，首先要問的應是什麼是「道

學」，畢竟「道學之名，古無是也」，於是作為《宋史‧道學傳》

的序言成了此問題之依據與戰場。從序言的表述可知，「道學」

一詞乃從「道」而來，而此「道」字推其義乃「萬物之道」，亦

即「秩序」。然而，此尚只是釋「道」而非言「道學」，引此序

言再言，「道」如何轉化成「道學」一詞，於是孔子成了轉化的

關鍵。 

 

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

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

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

                                                       
35 永瑢、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二，〈近思錄十四卷〉。 
36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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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昭明於無窮。37
 

 

也就因為孔子的「徒定禮樂」、「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於是「道

學」成了一「成聖之學」，從而「道」多了些「制度」，甚至「理

想」的意涵，已無法只是單純的解釋成「秩序」。然而按序言所

言，孔子的用心傳至孟子之後，即失去傳承，必須到了宋中葉

此用心才再受到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的注意，故有序言

「道學盛於宋」之說法。然事實上，「道學盛於宋」確切所表示

的應是「道學」起於宋、興於宋，蓋《宋史‧道學傳》必先有

「道學」之觀念，否則將無法回應到序言一開始所提及「道學

之名，古無是也。」也就是說，《宋史‧道學傳》的序言只是為

了將〈道學傳〉所出現之人物與歷史做個有效的聯繫，亦即是

從後代的認知來書寫，而非一真正承傳之脈絡。畢竟，「道學」

一詞在宋代之所以出現，乃因「程氏學稍振」，故「忌之者目為

道學」，於是產生了如只看《宋史‧道學傳》而不解「道學」一

詞出現之原因，必受其冠冕堂皇之序言所欺騙之結果。 

    然而，《宋史‧道學傳》的序言如真寫的毫無缺失，即便受

到序言的影響而能認識「道學」亦無仿，然問題是此序言對於

「道學」一詞的說明卻使人困惑。如前所述，序言認為「道學」

乃由「道」而來，更認為其所言的「道學」是孔子轉化後的此

一脈落。果是如此，〈道學傳〉中列入周敦頤、張載之用意為何？

如按序言所言： 

 

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

《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

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

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38
 

 

此二人所提及的「道」並非是孔子「制度」、「理想」的「道」，

而是孔子轉化前的脈絡，於是如何說周敦頤、張載繼承了孟子，

而上溯至孔子？也就是說，序言欲藉對「道學」的詮釋而將《宋

史‧道學傳》所列舉之道學家與歷史有所聯繫的策略是失敗的。 

                                                       
37 脫脫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二七，〈道學一〉，頁 12709。 
38 脫脫撰，《宋史》，卷四二七，〈道學一〉，頁 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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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門人 

                      ↗ 

 周敦頤 ← 程顥、程頤 → 楊時 → 羅從彥 →李侗 → 朱熹 → 朱熹門人 

              ↙      ↘ 

          張載             →  →  →  →  →  → 張栻 

    但畢竟不可否認一事實：「道學」一詞的出現，乃因於「程

氏學」。所以，周敦頤、張載只是因程顥、程頤而被附加的人物。

同理，朱熹、邵雍（1011－1077）、張栻（1133－1180）皆分別

「得程氏正傳」、「程氏實推之」、「亦出程氏」等原因而被書寫。

因此，如真要說《宋史‧道學傳》的首要書寫的對象，只有程

顥、程頤；惟有在區分北宋與南宋時，朱熹才能從「程氏學」

的陰影中脫離出來。而這正可說明，為何〈道學傳〉只論述到

朱熹的門人，而不再繼續接續下去之原因。況且朱熹的門人尚

論不全。 

    更深而論之，如《宋史‧道學傳》是以程顥、程頤，甚至

朱熹，為表述的中心，亦即以「四書」與「六藝」為脈絡時，

周敦頤、張載是無須於〈道學傳〉出現的。然而，周敦頤、張

載卻依然現身於〈道學傳〉中，原因無他，只因周敦頤是程顥、

程頤的老師，「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而張載則是著有《西

銘》備受程顥、程頤所欣賞，認為《西銘》「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故無怪張載之傳是列於程顥、程頤

之傳後，而非之前。而從這點論之，更可看出《宋史‧道學傳》

的序言，將周敦頤、張載作為聯繫孔子、孟子與程顥、程頤其

實無錯，只能怪序言以一「道」字而將「道學」一詞的發展詮

釋的光鮮亮麗，全然忽略了《宋史‧道學傳》是在談「道學傳」。

於是，如將《宋史‧道學傳》所出現之人物，依〈道學傳〉的

寫作目的來排列，可為下圖： 

 

 

 

 

 

 

 

 

    從而，「道學傳」三字亦成了不穩定之名詞，綜前所論，絕

非是「道之學傳」。但究竟是「道學的傳」，還是「道學家們的

列傳」成了必須追問的問題。如以《宋史》的體例來看，當是

「道學家們的列傳」，但如依〈道學傳〉的內容分析，事實上，

《宋史》在此是藉由對道學家們的歷史表述來呈現出「道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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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門人 

                      ↗ 

 周敦頤 ← 程顥、程頤 ← （楊時 → 羅從彥 →李侗） ← 朱熹 → 朱熹門人 

              ↙      ↘ 

          張載            →  →  →  →  →  →  → 張栻 

傳」，亦即道學的承傳與脈絡。於是，朱熹成了《宋史‧道學傳》

書寫焦點之一的目的便呼之欲出，因為「道學」之詞，雖起於

「程氏學」，然而「道學」之禍，卻是出現在朱熹時代。再進一

步言，如要深論此禍的中心人物朱熹，「道學的傳」必成主幹來

書寫。而這也就說明了，為何《宋史‧道學傳》所呈現出的是

「政治鬥爭」的「歷史」，而非是「學術承傳」的「學案」。於

是《宋史‧道學傳》雖首要交代的是程顥、程頤，但如無朱熹

的出現，程顥、程頤的傳是否能以《宋史‧道學傳》之姿出現，

將成問題。也就是說，〈道學傳〉論述的方式雖依歷史時間，由

前往後敘述，但其思考模式卻是從朱熹開始向上推。從而上圖

將在修正如下： 

 

 

 

 

 

 

 

 

    於是「道學傳」如從北宋往南宋談起，程顥、程頤必為整

個《宋史‧道學傳》的主角，其他人物皆為配角。但如從南宋

往北宋看起，則朱熹反而成為主角，程顥、程頤淪為替朱熹張

本的副角。畢竟，《宋史》是因有「道學」的禍，而有書寫「道

學的傳」的構想，但就歷史時間言，「道學的傳」的出現實早於

「道學」的禍，且確實存在，即便這「道學的傳」是因「朱熹」

而建構起來。亦即，無朱熹雖無《宋史‧道學傳》的構思出現，

但如無程顥、程頤至朱熹的「道學的傳」，只靠朱熹而寫成「道

學傳」是不足的。後世學者往往認為《宋史‧道學傳》源自於

朱熹《伊洛淵源錄》，39
 即是漠視了《宋史》的作意及對朱熹的

尊崇──以朱熹上接二程之學。值得注意的是，《宋史‧道學傳》

                                                       
39「書成於乾道癸巳，記周子以下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

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其後《宋史》

〈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為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

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見永瑢、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

全書總目》，卷 58，〈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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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脈的論述，正也是《近思錄》

的主體，故當《宋史》以朱熹作為南、北宋「道學」的承傳，

而吾人對《近思錄》的編撰過程亦不熟悉時，自然不會將《近

思錄》與「呂祖謙」聯繫在一起。 

    因此，《宋史‧道學傳》或因為書寫與取材的關係，屬於二

手資料，但作為《宋史》的一部份時，卻依然可視為「原創」，

《宋史‧道學傳》所呈現的是「宋史」中的「道學」的「歷史」。

是故，《宋史‧道學傳》本就不在討論「道」的「學傳」，而今

談「宋明理學」的教科書，多從《宋史‧道學傳》談起，不亦

怪乎！甚至能將《宋史‧道學傳》轉化為「理學史」，亦可怪也！

也因「理學史」中的「道學」契合《近思錄》，而莫認《近思錄》

為「朱熹的」，更可怪乎！ 

 

五、 結論 

 
    以發揚中國文化基礎教育為前提，簡言「朱熹《近思錄》」

可也；但若為教學與傳授知識而將此論述納入高等教育中，則

似有未妥。因此，可以思考的是，若《近思錄》成為經典課程

的一環，什麼是在學期之初就須釐清的。正所謂「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從《近思錄》的成書過程，可知此《錄》乃由朱熹與呂祖

謙共同合編，甚至〈道體〉一篇，是因呂祖謙的堅持而作為開

卷之首。因此，若言《近思錄》是呈現朱熹的思想，乃是抹滅

了呂祖謙為《近思錄》付出的苦心。當然，呂祖謙的被忽視或

因「朱學∕朱門」的強大，然回歸當代研究，以及見諸今日坊間

的出版品，《近思錄》依然掛名為「朱熹的」，則吾人還可做此

思維嗎？故本文試圖從「鵝湖之會」與《宋史‧道學傳》兩處

說明今日「呂祖謙」依舊被忽視，此乃「理學史」研究上的偏

頗，過於強調「程朱」之脈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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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Editor” of the Jinsilu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Abstract 

 

Zhu Xi is commonly believed to be the author of the Jinsilu. But, 

if we view it from the book-making process, Zhu Xi is only an editor, 

not an author.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u Zuqian is also one 

of the editors of Jinsilu.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at 

Zhu Xi and Lu Zuqian are both editors of the Jinsilu and why Lu 

Zuqian’s status as an editor has been ignored and is a flaw of 

narrowness in the study of Neo-Confucian history. Finally, the author 

explains why Zhu Xi is recorded as the only editor of the Jinsilu 

according to the chapter “Dao Xue Zhuan” in the Song Shi. 
 

 

Keywords: Jinsilu, Zhu Xi, Lu Zuqian, E-Hu-Temple Debat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Ming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