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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范處義與王質是南宋著名的《詩經》學家，其《詩補傳》與《詩總聞》是同
時期的產品，分屬宋代《詩經》學中舊派與新派的名著，考二氏的解經方法與著
書體例確實有守舊與創新的不同，舊之所以為舊，新之所以為新，這部分也是關
鍵之一。不過，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印象中，舊派的《詩經》學家尊重傳統，
新派者反是，透過本文的探析，可以發現印象與事實不合。把歷史元素放進《詩
補傳》與《詩總聞》的撰述緣起中來考察，的確，范處義尊經信《序》的主要動
機是為了對抗宋朝日趨激烈的疑經廢《序》的學術潮流，而王質恰恰是承接、發
揚這種疑經廢《序》的學術傾向。再以互文性來觀察《詩補傳》與《詩總聞》
，我
們可以發現兩者同樣為經學之神聖性所籠罩。原來，宋代新舊兩派的《詩經》研
究者對傳統都抱持著相當尊重的態度，南宋早期「最尊《序》」的范處義與「最廢
《序》」的王質都認為三百篇是神聖的經典，差別在於前者認為《詩序》在傳統中，
要理解三百篇的聖人深意唯有通過《詩序》
，後者則拒絕讓《詩序》進入傳統中，
所以他要以己意說《詩》
，但王質既然有三百篇出自聖人的概念，則其解《詩》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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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就有所侷限了。我們由此判定，宋代新舊兩派《詩經》學的分別其實並沒有
想像中的那麼大，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都僅是一種追索聖人之意的立場與信念的
展示而已。

關鍵詞：聖人、《詩序》、范處義、王質、《詩補傳》、《詩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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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詩經》研究發展至南宋時，新舊兩派爭論地最激烈的是《詩序》的價值與
存廢問題。當《詩序》作為討論的焦點時，我們會發現《詩經》學史或者《詩經》
學著作評介的著述通常都把目光集中在鄭樵（1104—1162）
、朱熹（1130—1200）、
呂祖謙（1137—1181）等幾位明星學者身上。不過，就現今完整的《詩經》著作
來觀察，南宋初年處於尊《序》與廢《序》的兩個極端立場的學者分別是范處義
和王質。1
范處義字子由，號逸齋，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後官殿中侍
御史。慶元三年（1197）除秘書監、百秘閣修撰，出為江東提刑。2據《宋史‧藝
文志》記載，范處義在《詩經》學方面的著述有《詩補傳》三十卷，
《詩學》一卷、
《解頤新語》十四卷，3今天只存《詩補傳》行世。4
1

《四庫提要》
：
「蓋南渡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
「南宋之初，廢《詩
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
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為加倍。」
《四庫全書總目》
（台
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第 1 冊，頁 337－338。按：鄭樵有關《詩經》的著作有《詩傳》
、
《原切廣論》、《辨詩序妄》、《詩辨妄》等書，今皆已亡佚，只能從後人的輯佚成果看出其部分
詩論，詳林慶彰：〈鄭樵的詩經學〉，《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06 年）
，頁 311－328。朱子的《詩序辨說》與《詩集傳》雖完整地傳到今天，但
他固然有批評《詩序》的公開言論，但維護《詩》教的用心極為明顯，解詩時也相當尊重《詩
序》
，詳拙著《朱子詩經學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頁 93、181。

2

范處義於《宋史》無傳，其大略的仕宦履歷，主要見於《宋元學案》
，卷 45。朱彝尊記載其生平
也只言：
「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
卷 106，頁 573。

3

《宋史》
，第 2 冊，
《正史全文標校讀本》
（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頁 1379。

4

《詩補傳》今有《通志堂經解》
、《文淵閣四庫全書》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本，本文所用之
《詩補傳》為《通志堂經解》本，收入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0 年印行，徐乾學等輯、納蘭
成德校刊之《通志堂經解》第 17 冊。另朱睦楔《授經圖》載范處義有「
《詩地理考》六卷」
，然
今未見。根據劉毓慶推測：
「然不見各藏書家著錄。不知是否王氏書（按：此指王應麟《詩地理
考》
）誤題者。又晚明書肆於一書而改頭換面、或更作者名氏、或更書名，多次重出以牟利者，
甚為習見。此或王氏書而書賈假託於范氏以重刻歟？」《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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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質（1135—1188）
，字景文，號雪山，博通經史，善屬文，紹興三十年（1160）
進士。後多任幕僚官職，性格耿介敢言，因此常遭人言之畏。中年後絕意祿仕，
隱居湖洲。5著有《詩總聞》二十卷，6《紹陶錄》二卷，
《雪山集》十六卷。7其中
《詩總聞》的成書與刊行經過相當特殊，王質本人相當看重此書，稱花了三十年
時間撰作。8書成之後竟沒有出版，一直要到王質過世五十餘年，才有地方官員至
王質子孫處求得《詩總聞》刊刻印行。9
范處義與王質生活的年代相近，其《詩補傳》與《詩總聞》可以代表反《序》
與宗《序》的二大著作，又處於《詩經》學史上討論《詩序》存廢的高潮期（朱
熹、呂祖謙）之前。因此，本論文擬對二人《詩經》學著作進行比較式的研究，
以觀察二人的解《詩》立場與方法，並對其在《詩經》學史的地位做出基本的評
價。

二、經典與《詩序》
（一）經典的神聖意義

2002 年）
「《詩地理考》
，范處義撰，未見」條，頁 213。
5

詳《宋史》
，第 4 冊，《正史全文標校讀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頁 3233－3234。

6

《詩總聞》的版本包括武英殿聚珍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經
苑》本、
《湖北先正遺書》本、
《叢書集成》本、中央圖書館藏抄本（兩種）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
抄本等，本文使用《四庫全書》本與《經苑》本。

7

《宋史‧藝文志》載，王質著有《詩總聞》20 卷、
《王景文集》40 卷、
《雪山集》3 卷。《宋史》，
第 2 冊，
《正史全文標校讀本》
，頁 1379、1464、1465。清《四庫全書》又從明《永樂大典》中
輯出《紹陶錄》2 卷及《補論》數篇。

8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一》：「（王質）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四庫全
書總目》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第 1 冊，頁 338。

9

〔宋〕陳日強云：「雪山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臨州二車國正
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淳祐
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詩總聞》卷末，〈詩總聞原跋〉
。按：淳祐癸卯為
西元 1243 年，其時王質已過世 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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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書的價值在於內容蘊含顛撲不破的真理，能夠指引人生的康莊大道，10而經
書價值之得以確立，其關鍵主要在於其出自於聖人之手。歷代之所以強調經典與
聖人的關係，其用意便在將經典的價值與聖人作結合，必須聖人加上經書，才可
以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權威。這種觀念在漢代便已經開始逐步形成，
《史記》在〈孔
子世家〉與〈太史公自敘〉中便強調孔子對於經書的積極參與。11孟康解《漢書》
「緯群龍之所經」語云：
「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12張華（232—300）亦謂：
「聖
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13當然，就經書整體而言，聖人制作經典的古老說
法僅是概念的宣達，實際上經典的創制無法全由聖人之手寫定，這是歷代經學家
都會承認的觀點。
雖然漢儒有「
《易》為六經之原」的說法，14不過，六經之中最早成為儒家經
典的大概是《詩經》
。15《詩經》的來源比他經為多元，它是周朝的詩歌總集，也
10

鄭玄（127—200）
：
「經者，不易之稱。」漢．鄭玄注，清．嚴可均輯，
《孝經鄭氏注》
（臺北：藝
文印書館，1970 年）
，頁 1a。劉熙（?－？，約東漢末）云：
「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
不通，可常用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卷 6，〈釋典
藝〉
，頁 307 。
《孝經正義‧御製序并注‧疏》引皇侃（488－545）
：
「經者，常也，法也。」
《孝
經正義》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4：1a。

11

〈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詩》、
《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
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
「……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太史公自敘〉：「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
起廢，論《詩》
、
《書》
，作《春秋》
，則學者至今則之。」以上分見《史記》（台北：啟業書局，
1977 年）
，第 3 冊，頁 1935－1936、第 5 冊，頁 3295。

12

《漢書‧敘傳》
：
「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若胤彭
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顏師古《注》
：「應劭曰：
『顥，太顥也。孔，孔子也。群龍喻群聖
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終始天道備矣。』孟康曰：『孔，甚也。顥，大也。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也。』師古曰：『應說孔、顥，是也。孟說經緯，是也』。」《漢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
，第 5 冊，頁 4224。

13

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
（臺北：明文書局， 1981 年）
，卷 6，〈文籍考〉
，頁 72 。

14

班固《漢書‧藝文志》：
「六藝之文：
《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
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
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漢書》
，第 2 冊，頁 1723。

15

詳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
《經學通論》
（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頁 9－11。按：葉國
良等著《經學通論》謂檢閱《論語》一書，似乎孔子之時，儒者研習的經典以《詩》、《書》兩
部為主，言及六經成為儒家經典的先後順序時則以《詩》、《書》、《禮》、《樂》、《易》、《春秋》
為序；或許《詩》、《書》成為經典的先後次序不易確認，本文為了行文之順暢，謂「六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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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倫理學的重要來源之一，孔子本身對其功能與價值就多次表示肯定，16更
重要的是，《史記》記載孔子曾經以倫理學的標準進行「刪詩」的工作，17如此一
來，經過聖人之手編定的《詩經》就保有聖人認可之義，這就是《詩經》神聖性
的來源。
早在唐代，孔穎達就已懷疑司馬遷所言過於誇大，18鄭樵（1103—1162）更
是完全不相信孔子有刪《詩》的舉動，19范處義則是徹底相信太史公所提的孔子
刪《詩》之說，不過，對此他未曾提出任何論證，而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的先設條
件，直指「三百篇定於聖人之手」
。20《詩補傳》一書以孔子刪《詩》作為依據，
而對詩義或是編次進行理解的篇章不少。如三家《詩》以為〈周南‧關雎〉為刺
康王之詩，范處義言：
「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
聖人刪《詩》
，豈以刺詩為一經之首耶？」21以現實經驗來看，孔子刪《詩》與刺
詩可不可以列為一經之首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但是依照范處義的想法，聖
人表述的應該是正面的意義，不會是負面的譏刺，尤其在一經之首的關鍵詩歌中，
更應該展現出恢弘的教化，因此推論〈關雎〉不會有譏刺之義，所以三家《詩》
的論點錯誤。

最早成為儒家經典的大概是《詩經》
」，應該可被接受。
16

《論語‧子路篇》
：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季氏篇〉：「不學《詩》，無以言。」〈陽貨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以上分見《論語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116、150、155。

17

《史記‧孔子世家》
：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
〈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第 3 冊，頁 1936－1937。

18

孔穎達：
「鄭氏《詩譜‧序‧孔穎達疏》云：
「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

。《詩譜‧序‧孔穎達疏》，《毛詩正義》，
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頁 6。
19

鄭樵：
「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並得之於魯太
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
《六經奧論‧刪詩辨》
，
《通志堂經解》
，第 40 冊，卷 3，頁 23169：
14a。

20

《詩補傳》
，卷 26，頁 10454：23b。

21

《詩補傳‧篇目》
，頁 1014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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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處義心目中，聖人刪《詩》甚至寓有深刻的褒貶之義，如〈小雅‧斯干〉
旨在讚美周宣王修築宮室，但是卻放入變〈雅〉之中，同樣讚美修築宮室的〈商
頌‧殷武〉卻為《詩經》殿軍。范處義對於兩篇安排之道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殷
武）美高宗內外無事，脩宮室而享其逸樂也。……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愧，
故不得為正〈雅〉
，而高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周頌〉並隆。聖人刪《詩》，
22

寓褒貶於〈雅〉
、
〈頌〉
，且以是為一經之終，其旨深矣。」 殷高宗之世始終皆為
太平興盛之時，而周宣王雖號稱中興，但是晚年則征戰不利，政局廢弛。透過這
樣的對比，
〈商頌‧殷武〉被聖人置於《詩經》之終，為三百篇之壓卷，就深深寓
含褒美之義。
王質《詩總聞》對於孔子介入《詩經》的過程並沒有討論，直捷地認為《詩
經》的確經由孔子之手，目的是以此教化訓誡世人，他在解〈邶風‧新臺〉時說：
總聞曰：聖人存詩，所以訓世也。聖人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審爾，則此等之詩，誠不可于君臣
父子之間言之。聖人所以為世訓者，乃如此。23
既然《詩經》為聖人所存，內存教化世人之意義，則聖人之訓示自然就成為解讀
《詩經》的一項重要評判標準。如〈鄘風‧相鼠〉有「不死何俟」、「胡不遄死」
二句，用語激烈。王質將詩旨推定為：
「當是在上而遇下無狀，故有不樂生之心，
24

非詛其人速死也。惡之欲其死，聖人以惑處之，豈肯存以為訓也。」 事實上這樣
的解釋跟《詩序》
「刺無禮也」可謂一致，只是特別用「聖人存訓」的理由來強化
22

《詩補傳》
，卷 28，頁 10477：13b。

23

王質：
《詩總聞》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經苑》本」
）
，卷 2，頁 41。按：以下所引
《詩總聞》語，若未再標示出版資訊，即為此本，若使用《四庫全書》本則另標。按：
《詩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王氏解
〈新臺〉云：
「當是此地之人，娶妻不如始言，故下有不悅之辭，本求燕婉，乃得惡疾者，為可
恨也。」
「夫不悅其妻，則以惡疾詆之，此夫必淫泆，婦必高潔；河水濁而臺清，魚網下而鴻高，
婦不同夫，故夫不悅婦。籧篨，今龜胸也。戚施，今駝背也。二疾雖亦有兼之者，然未必至此，
恐是溢辭。」「……輕儇者，則資玩狎之談，而恭愿者，則持緘默之誡。《春秋傳》所載宣公之
事雖有，而恐非此詩。」卷 2，頁 40－41。

24

《詩總聞》
，卷 3，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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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詩絕無負面之意義。又如《詩序》解〈邶風‧旄丘〉云：
「〈旄丘〉
，責衛伯也。
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25
意思是黎國臣子責備衛國不能盡方伯之義務以保護黎國，而使黎國國君流落衛
國。王質對此說不以為然，他在〈式微〉中先提出「
〈旄丘〉之叔伯若以人情推之，
當為黎之親族，而非衛之臣子也」之說，26實際解說〈旄丘〉時又以為「聖人必
不以此無理之事存之。何以勵為親戚，且為臣子者也」。於是他重新詮釋：「當是
卑者責尊者也。宗族有故，尊者當任之。」27他以為〈旄丘〉是在指責黎國王室
的不顧親情，這樣就將詩人指責的對象從舊說的衛國君臣轉而為黎國的臣子，此
一詩旨的修正靠的就是以人情揣摩文義的合理性，藉以貼近聖人所存之訓示。28
王質相信聖人之訓存於《詩經》
，因此對某些難以得出皇皇大義的篇章，採取
反面的表述方法，如〈鄭風‧野有蔓草〉描寫男女之情愛，王質在討論第二章的
章旨時說：
「雖以情合，亦欲以禮成也。蓋有慚心，欲蓋外議也。」在擬定詩旨時
則云：「大率始無恥而終有慚，聖人多憐之。凡存諸詩，皆非斥絕者也。」29〈野
有蔓草〉涉及「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事，30入於聖人經典中必須有些解釋，
依王質之見，聖人是見此詩具「有慚」之義，其情堪憐，所以予以保存。我們可
以由此類推，所有被朱子目為淫詩者，王質都認為其中有聖人之用心在內。只是，
王質雖然承認《詩經》存有聖人之義，而且也舉著聖人的旗幟對詩歌進行考察，
但是對於這些「聖人之訓」
，他並沒有加以說明或是界定。因此王質所謂的「聖人
之訓」看似理所當然，但是仔細推敲其中內涵，有時也未免流於空洞，甚至成為
他彈性運用的說詞。如對〈唐風‧山有樞〉詩旨的理解，王質認為：
「以此待君，

25

《毛詩正義》
，頁 92。按：陳奐：
「責衛伯，伯疑誤衍。
《序》云責衛，下又云責於衛，若〈螽斯〉、
〈采蘩〉、〈殷其雷〉、〈摽有梅〉、〈野有死麕〉，文法與之同，則責衛下不當有伯字矣。」《詩毛
氏傳疏》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卷 3，頁 74。

26

《詩總聞》
，卷 2，頁 35。

27

《詩總聞》
，卷 2，頁 36。

28

近人有批評王質此說非是者，如張學波云：「王質以為行役在外之人責其叔伯不致之歸之詩，尤
恐非是。細玩詩篇，詩中之叔伯者當訓兄弟，王先謙所謂『往嫁之女，有事則愬親屬』者，甚
是。」
《詩經篇旨通考》
（台北：廣東出版社，1976 年）
，頁 50。按：張氏所論亦屬非是，蓋王
質之所以修正古文舊說，依靠的正是「細玩詩篇」
。

29

《詩總聞》
，卷 4，頁 82

30

引文見朱子：《詩集傳》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 年）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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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事君之道？……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31關
鍵在於本詩有「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二句，王質認為按照這種勸人及時行樂的
詩句來看，不應該解釋為下勸誡上之詩歌，因為聖人不會讓這種違反勸誡之道的
言論留存於《詩經》之中。有此想法，於是王質斷定本詩的主旨應該是「朋友之
間，姑道此以開之也。」32若說臣下勸國君及時行樂有違勸誡之道，我們也很難
理解何以勸誡朋友及時行樂就是聖人本意？又如對〈南山有臺〉之後存〈由庚〉、
〈崇丘〉
、
〈由儀〉等無詩辭之篇名，王質言：
「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
33

《詩經》中何以會存在有目無辭的篇章，這是一個迄無定論的學術問題，但是

王質只是淡淡地說這是聖人之意，便算交代過去。顯然對王質來說，聖人之訓不
僅是解釋詩旨的重要原則，也是便於操作的理據。

（二）對《詩序》的態度
在范處義心目中，聖人制訂的《詩經》是包含《詩序》在內的，讀者要理解
三百篇的微言大旨，信賴《詩序》的解題是唯一的途徑，是以他在論述《詩序》
時，永遠將其與聖人結合在一起，其言：
「〈闗雎〉
，后妃之徳也」
，謂之〈小序〉
，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
三百篇皆然，而〈闗雎〉為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
之〈乾〉
、
〈坤〉二卦〈彖〉
、
〈象〉、〈文言〉比他卦為悉備，玩味〈大序〉
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

34

作為先秦儒家詩論總結的〈大序〉
，被他指為經過聖人之手，其重要性猶如《周易》
之〈文言〉
，此類見地在解《詩》的守舊派陣營來說不算稀奇，問題是他認為《詩
序》篇篇都有聖人參與，在當代新派《詩》說紛陳之時，這樣的意見讓人訝異：

31

《詩總聞》卷 6，頁 102。

32

《詩總聞》卷 6，頁 102。

33

《詩總聞》卷 10，頁 170。

34

《詩補傳》
，頁 10166：4a－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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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詩序》可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
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
，以為禮
者為夫子之言，
〈賫〉之序，與《論語》合。
《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
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
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35
范處義在此提出的解釋模式是：通過《詩序》以理解《詩經》
，理由是兩者皆經聖
人之手。36這樣的解釋模式最嚴重的問題是前提嚴重欠缺證據效力，范處義所提
出的論證純粹是以後出之言強加附會為故舊可信之說，毫無邏輯上的可信度。姑
且不論在《詩經》學史上引發長久爭論的《詩經》是否經過孔子刪削的問題，就
憑《詩序》作者的論定就可以知道范處義的前提很難成立。按《詩序》的作者為
《詩經》學史上討論最激烈的公案之一，但是綜觀各家說法，
《詩序》溯自子夏的
說法得到多人的認同，37卻很少有經學家敢再將時限往前推。對經學家來說，其
實《詩序》來自子夏的論斷已經足夠，因為子夏是孔子傳文學一科最具代表性的
學生，38如《詩序》出於子夏之手，則在傳承意義上來說，《詩序》已具有成分相
當高的聖人之意。但是范處義竟然認為《詩序》經過聖人之手，這種論點雖非原
創，39但是以此概念進行實際操作，進行全面性解經者，千古難見。
35

《詩補傳》
，頁 10145：1a—1b。

36

按：依范處義所言，
〈詩大序〉
「經聖人之手」
，〈小序〉
「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
遺言」
，為了文章的乾淨，本文遇此則總名為「《詩序》曾經聖人之手」
。

37

《經典釋文》引沈重謂鄭玄《詩譜》以為「
〈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
有不盡，毛更足成之。」
。
《經典釋文》
（台北：學海出版社，1988 年）
，頁 53。言及子夏序《詩》
者另有王肅《孔子家語》
、
《隋書‧經籍志》
、孔穎達《毛詩正義》
、成伯瑜《毛詩指說》……等。
詳胡樸安：
《詩經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頁 17。

38

《論語‧先進》
：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論語注疏》
，頁 96。

39

程頤：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
，則
《詩序》蓋出於
非聖人不能作。」
《二程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頁 256。。王得臣：「
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
下乃毛公發明之。」王得臣：
《麈史》
，卷中，「經義」條下，收入《叢書集成續編》
（台北：
新文豐圖書公司，1989 年）
，第 16 冊，頁 303：17a。我們可以注意到程頤僅認為〈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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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處義會將《詩序》與《詩經》比附為同出聖人之手，最重要的目的當然就是增
添以《詩序》解釋《詩經》的神聖性。他說：
「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經學必出於
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40若《詩序》為聖人所制作，則透過《詩序》來理
解《詩經》
，即可正確地理解聖人之意，而且，這也是正確理解詩篇意義的唯一途
徑。也就因為如此，范處義不承認子夏書寫《詩序》
，41轉而強化孔子創制《詩序》
的概念：
《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為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
之遺言也，庸可廢耶！42
這裡強硬地表達不管《詩序》創制的時間為何，
《詩序》必經孔子之手、必存聖人
之意的想法。這也是范處義《詩補傳》解釋詩篇的重要立場，當然其所展示的不
是具有證據力、說服力的創見，而近乎是一種信念的表達，憑藉此一信念，他在
解經時可以不理會之前或當代《詩經》學者的各種意見，而義無反顧地從事自己
的補傳工作。
相對於范處義將《詩序》視為聖人之意的表徵，王質則是對《詩序》採取否
定的態度。范、王二人在承認三百篇曾經聖人之手後，接著就要對宋人論爭得最

出自聖人之手，王得臣以為每篇〈小序〉之「後序」為毛公所發明。由此可見，《四庫提要》以
范處義為南宋最尊《序》者（詳後）
，其說誠然。
40

范處義：
「經學必出於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子思《中庸》、
《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
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
、
《新序》
、
《列女傳》引《詩》之言，
與毛義絶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
，向乃元王之孫，
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
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詩補傳˙篇目》，頁
10163：33b－34a。

41

范處義：
「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
，能通其義，未嘗言作《詩序》也。王
肅注《家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
《詩補傳˙篇目》
，頁 10162：31b—
10163：33a。

42

范處義當然也從古書中來找證據，他主要是從《論語》
、
《孔叢子》
、
《禮記‧樂記》
、
《國語》
、
《左
傳》等篇章與《詩序》同義的文字來證明《詩序》的可信。詳《詩補傳˙篇目》
，頁 10162：32b—
10163：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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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詩序》做出表態，范處義選擇了絕對相信《詩序》
，王質則對《詩序》投
下了不信任票，他強烈質疑《詩序》是後人附會《左傳》而作，認為「作《序》
似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為之，而不省其不倫也」
。43王質反對《詩
序》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其有「不倫」之處，例如他解〈小雅‧常棣〉云：
「總聞曰：
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孔氏以《序》
『閔管蔡之失
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為周公所作也。陸氏『〈鴟
鴞〉為詩，
〈常棣〉作詩』
，變為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
，其事在〈常
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為周公，其欲附合於《序》如此。今以〈鴟鴞〉
攷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故凡《左氏》所載，
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44此外，《詩序》那些無中生有的衍說、附會史
事的穿鑿之說更是讓王質難以忍受，45再者，王質也會針對《序》文作常理的考

43

《詩總聞》
，卷 3，頁 46。王質於〈防有鵲巢〉亦言：
「
《序》以為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卷 7，
頁 126。王質〈檜風‧羔裘〉亦云：
「史伯曰：
『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恃
勢與險，崇奢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長楚〉歸諸君之淫恣。又
檜君少見，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
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卷 7，頁 130。

44

《詩總聞》
，卷 9，頁 158。

45

王質對於《詩序》攻訐最多的，就是它的羨詞衍說。詩文無一語言及，《序》卻無中生有，這樣
的情形只要被王質發現，他就會挑其毛病，如解〈邶風‧泉水〉謂詩無《序》所云「父母終」
之意，只是女子出嫁，將與父母兄弟分別遠離，此係常事常情（《詩總聞》
，卷 2，頁 38）；〈鄭
風‧有女同車〉並非刺鄭忽辭婚，因為詩文「似是與婦成禮，而非憚耦辭昏」
（卷 4，頁 76）
；
〈東
門之墠〉
「尋詩不見奔狀」
，只是「謀昏未諧」而已，
「以為奔則過」
（卷 4，頁 79）；
〈齊風‧雞
鳴〉
「不見賢妃警戒之意」
（卷 5，頁 85）
；〈陳風‧宛丘〉
「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諡，故歸以大
過」
（卷 7，頁 121）
；〈小雅‧雨無正〉通篇未見《序》所言「雨自上下者也」之意（卷 12，頁
198）
；〈魚藻〉整篇「辭意氣象」、
「皆盛世之詩」
，不是亂世之詞（卷 15，頁 243）；〈大雅‧泂
酌〉未見「召康公戒成王」之意（卷 17，頁 283）；〈雲漢〉未見仍叔稱美宣王之意，通篇皆為
宣王自憂之詞（卷 18，頁 301）。其次，《詩序》善於以史說詩，但王質抨擊《序》說的理由之
一正是《詩序》往往附會史事，他認為〈鄘風‧桑中〉並不是說申公巫臣之事（卷 3，頁 46）；
〈陳風‧防有鵲巢〉
「《序》以為宣公，亦是以事相附」
（卷 7，頁 126）；解〈檜風‧羔裘〉云：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恃勢與險，崇奢貪冒。』
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長楚〉歸諸君之淫恣。又檜君少見，不能如他詩
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
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為博極也。」
（卷 7，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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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從是否符合常理來推斷《詩序》的可信度，如〈召南‧行露〉、〈野有死麕〉
二篇，
《序》說召南之地深受文王德業教化，所以該地之女能遵循禮法，嚴拒無禮
強暴之男，王質對此提出疑問：
「文王之化，何厚薄于男女？貞女不受陵于暴男，
故為美也。暴男敢肆陵于貞女，亦何暴耶？」46何以文王之風化僅及於女而不施
於男？若說此詩為讚美文王之教化昭著，召南之地何以會出現這種恃強凌弱、犯
禮逾矩的暴行？王質在此的質疑係針對《詩序》的罅漏而發，力道十足。不僅如
此，王質在〈聞雅二〉又舉更多實例，攻擊《序》說的缺漏：
如〈無將大車〉
，悔將小人；
〈小明〉
，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為君之罪？
而不以幽王為刺，何也？〈采菽〉
，婦人怨曠；
〈瓠葉〉
，士大夫饔餼微薄，
何預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為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征役久病而作，
〈苕之華〉以師旅並起而作，
〈何草不黃〉亦以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兩詩
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
、
〈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
一稱昊天，一稱旻天。獨以「旻」為「閔」
，
〈小旻〉又不以為「閔」
，何也？
〈節南山〉
、
〈正月〉
、
〈十月之交〉、〈雨無正〉
、〈小旻〉、〈小宛〉，《序》皆
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為刺幽王，四詩為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
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47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詩序》是一種心理功能性的產品，48王質對《詩序》的抵瑕
蹈隙都有洗垢索瘢之嫌，49但是這樣的議論也正表明王質的態度：既然《詩序》

46

《詩總聞》
，卷 1，頁 21。

47

《詩總聞》
，卷 9，頁 150。

48

〔德國〕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n）
：
「就比較高級的各種形成過程（理論命題、藝術作品、
倫理方面的交易等等）而言，其中的每一個形成過程都具有雙重的方面。它既是由心理功能性
積累起來的結果，也是某種由包含在這種結果內部的各種要素構成的東西，但是，它又是某種
新穎的東西，是一種本身能夠被人們領悟的意義。」卡爾‧曼海姆著，劉繼同、左芙蓉譯：《文
化社會學論要》
（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年）
，頁 55。筆者以為《詩序》可視為「心理功
能性」的產品

49

《詩序》本來就禁不起字斟句酌的檢驗，研讀《詩序》要注重的是其透顯出來的精神與意義，有
如徐復觀所說的，「《詩序》出現時代的先後，可作為判定文獻價值的標準，不一定可作判定詩
教價值的標準。同時，若認《詩序》為有價值，不等於說每一《序》皆無瑕疵。若認為無價值，

- 149 -

150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五期

並非完美的解釋，更加可見其非出聖人之手，既然《詩序》的權威假相已被揭穿，
解《詩》時又何須自困於《序》說之中？在此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王質在《詩
總聞》中逐篇釋詩時，對《詩序》並非採取強悍的、連續性的批判，而比較像是
隨興之所至，忽而就把《詩序》拖出來針砭一番，顯然王質認為沒有必要逐篇批
判《詩序》
。也可以說，王質是刻意略過《詩序》而逕行討論詩旨的。當南宋初年
存《序》與廢《序》展開長期的論辯時，王質以實際的經解操作蔑視《詩序》的
存在，這種方式較諸字字攻擊〈小序〉者，態度顯得氣定神閒得多，也比較不會
引來尊《序》派的反詰。50
宋代的《詩經》學確實是有新舊兩派之分的，我們很容易以為，舊派學者既
然理所當然的強調《詩經》的神聖性，那麼新派想必就是以瓦解舊派此一不合時
宜的觀念為職志，其實不然，以范、王二氏為例，舊派的范處義與新派的王質都
認同《詩經》的神聖性，他們同樣以為孔子經手《詩經》
，用以教化訓誡世人，所
不同者，范處義以為聖人之手延伸到了《詩序》
，王質以為《詩序》不在聖人的《詩
經》原始文本之中，就從這個地方，范、王二人走出了背反的解經路線。

三、著述體例與解經方法
《詩補傳》的書寫體例非常單純，卷前有〈詩補傳序〉與〈詩補傳篇目〉之
文，前者表明《毛傳》詳於詁訓，略於文義，又強調《詩序》可以盡信，故《補
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後者標出全書三十卷之篇目，以方便讀者查閱。范處
義的解經步驟是，先為各單元作解題的工作，例如卷一〈周南〉
，先解釋周南之名
義與其重要性，接著則逐篇詮釋，先是篇題，之後先錄《詩序》
，並疏釋之，後面
則是詩篇各章經文，逐章作傳，全書體例如此，但由於〈周南〉與〈召南〉有相
提並論的必要，
〈邶風〉
、
〈鄘風〉
、
〈衛風〉也很難作割裂的討論，所以首卷解說〈周
南〉是附論〈召南〉的，第三卷論〈邶風〉是「〈鄘〉
、
〈衛〉說附」的，第二、四、
也不等於說每一《序》皆無意義。最重要的是應當看出作《詩序》者的用心所在。」
《中國經學
史的基礎》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
，頁 154。
50

按：如同本文前面所引《四庫全書總目》之語，
「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
《四
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第 1 冊，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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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則不再對〈召南〉
、
〈鄘風〉與〈衛風〉作單元的解釋。全書共計三十卷，但
〈商頌〉結束於第二十八卷，其第二十九、三十兩卷內容則是「附說」與「廣詁」，
「附說」解釋的是十五國、二〈雅〉
、三〈頌〉之名，「廣詁」內容包括〈風雅頌
字有異音〉
、
〈詩字同音訓皆異〉
、
〈詩字音同訓異〉
、
〈詩字音異訓同〉
、
〈字通用〉、
〈字借用〉、
〈重言通用〉
、
〈重言字同音訓異〉、〈重言字異音訓同〉、
〈重言音同字
訓異〉與〈詩重名〉
。
在范處義之前，歐陽修（1007—1072）曾經對《詩經》研究的指向進行分析：
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
者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51
假若《詩經》的研究者可以從詩人、太師、聖人與經師四個面向來詮解詩篇，那
麼我們要說，范處義幾乎是籠罩在所謂聖人意志的條件之下進行解經的，他充分
信賴《詩序》
，以為《詩序》不僅能發明詩人之意，而且可以進一步發顯詩意未盡
的義理，故《詩補傳》的工作之一即是在推闡《序》意。52當然范處義也知道「作
51

歐陽修：
《詩本義》
，《四庫全書》
（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卷 14，頁 7b。

52

范處義：
「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
《詩》意未盡故也；
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
《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而觀之。」
《詩補傳》
，卷 20，頁
10354：24b。
《詩序》既可發明詩人之意，還可以發顯詩意未盡之理，當然《補傳》能為《詩序》
所作的就僅是加以推闡了。如其解〈王風‧黍離〉云：「序詩者道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
情狀，簡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解〈小
雅‧鹿鳴〉云：「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禮意厚矣。人臣事君，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
後盡其心哉？蓋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賔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
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懐不盡，勢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
終曰忠臣也。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故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又如〈魚藻‧序〉
：
「〈魚藻〉，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范處義：
「凡思
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惟〈下泉〉思明王賢伯，上二章刺時，卒章乃有思古之言。
〈賔之初筵〉
不言思古，而首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大田〉止言矜寡不能自存，〈桑扈〉止言君臣上下動
無禮文，未嘗言思古，而二詩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
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與衆篇特異，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說，遂以是詩三章為武王之事，殊不
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閒有詩所不及者甚多，未易悉舉，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
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為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
幽王豈能獨樂哉？故於詩人言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與孟子賢者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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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者」與「序詩者」兩者不可能重合，但是他認為在意義上《詩序》能夠涵蓋詩
人之意，因此在這個層面上，詩人之意完全被聖人之意所包攝。至於「太師之職」
與「經師之業」這兩層意義，都引不起范處義的興趣，
《詩補傳》在〈詩篇目〉中
曾言及周朝設有采詩觀風之官，53但是在實際解經中並沒有就此層面的意義加以
論述，因為這些已經脫離了聖人之志，不是他所關心的重點。
范處義既名其書為「補傳」
，正表示此書除了疏釋《詩序》之外，重新作傳是
他致力之所在。他雖自謙「補傳」
，但其所補之傳主要是毛公力所未及的文義層面
的傳，亦即《詩補傳》主要是在解經，而且解的是詩的篇旨與章旨方面的大義，54
這一部份他自謂參考了六經史傳，但並未隨文標示出處，至於訓詁，因為《毛傳》
大致已足，所以他僅以《說文》與韻書補其缺；55由於他解經並未旁徵博引，無

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何以知其非武王之事？以詩人之辭意而知之也。」以上分見
《詩補傳》
，卷 6，頁 10219：1b、卷 16，頁 10288：3a－3b、卷 21，頁 10361：1a－1b。
53

《詩補傳‧篇目》
：
「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弦歌，其用為甚廣。……國之史所以錄
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之得失。」
，卷 1，頁 10167：6b、10168：8b。

54

《詩補傳》雖說以補文義之傳為主，但解經時還是得從訓釋文字開始。如解〈衛風‧考槃〉云：
「考，擊也。槃，器也。謂擊器以為樂也。澗，山水之閒也。曲陵曰阿，髙平曰陸。寛謂襟抱
之寛博也。薖，草也，猶言在草野。軸，卷也，猶言卷而懷。詩人謂遯世之士擊器于澗、于阿、
于陸，自得其樂，自非襟抱寬博，安於草野知卷而懷之之道，何以有此樂也？言謂言語，歌謂
歌詠，宿謂止宿，皆以獨言之，蓋詩人指所見之人未嘗有朋儔也。皆以寐寤言之，以其寐寤之
閒得以自如也。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徃也。永矢弗告，自誓不
以此樂語人也。矢雖有二訓，若訓以陳，則不可加以永字。自誓而必以永，言有終焉之意，此
所謂無悶也。是詩三章皆賦也。」又如解〈王風‧黍離〉云：「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
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
、
〈蓼莪〉所為作也。離離，垂貌。靡靡，
遲貌。摇摇則憂心無所附著也。如醉則憂心狂惑，如人之醉也。如噎則憂心哽塞，如人之噎也。
稷之苖、稷之穗、稷之實，非必謂前後所見，蓋其憂思既亂於中，謂我所見宗周故都盡為禾黍，
豈真黍耶？抑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邪？既不能辨其為黍為稷，豈復計其成之蚤晚為苗、為
穗、為實哉？於是自歎曰：知我者則謂我心憂宗周，不知我者謂我何所求而至此，惑亂人固未
必我知，所恃者天知之耳，彼不知者亦何人哉？意謂宗周顛覆至此而不知憂，亦不近於人情矣。
是詩三章皆賦也。」以上分見《詩補傳》
，卷 5，頁 10212：4a－4b、卷 6，頁 10219：1b－2a。

55

范處義：
「《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
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奥者明之，
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
《補傳》大
略如此。」
《詩補傳‧序》
，頁 10145：1a。按：
《詩補傳‧序》所言僅是大概，解詩時未必全然
如此，如解〈靜女〉云：「毛氏聞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遂以此詩彤管為女史，鄭氏因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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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文義或訓詁，我們都很難看出他是如何運用漢以後經學家的研究成果。
其實，今天我們與其說要來考察范處義的研究方法，毋寧說是要檢視其讀《詩》
方法。因為就研究方法來看，范處義並沒有詳密的訓詁，也欠缺嚴謹的演繹推理，
他理解詩篇的方式是信任《詩序》並用心地對文本進行所謂的感悟與體會。
《詩補
傳》常出現「玩味」
、
「熟味」
、
「味」
、
「玩」、
「詳味」、「玩其辭」、「味其言」等文
字，以此表達其主觀的體會。56這種體會是指深入地體悟詩人之意，范處義強調：
「《詩》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57要求脫離語言文字的拘執，進而體察
詩歌蘊藏的深刻意旨。這裡的不以言語求的意思，應該是要求讀詩者不可以陷入
訓詁的蔽障，而需要以主觀的意識進行探究。這種想法與清儒「訓詁明而後義理
明」之論幾乎恰成反比，58但又不盡然，因為范處義深知不讓讀者理解詩文之意，
《詩序》之言也同時被架空，讀者隨時可以新解取代舊說，所以他除了標榜《詩
彤管筆赤管也，殊不知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
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竊意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
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況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之彤管，
遂為女史邪？……孌，美態也。彤管，女子所玩之物也，牧，田牧之所也。荑，茅之始生也。
謂女之有美態者，旣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光盛，男子恱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此
女贈男之物也，故男子亦自田牧之所取始生之荑以贈女，且謂此荑信美且異矣，猶未可以女之
為美，姑以此為美人之贈耳，此男贈女之物也。說者謂男女相贈荅，與〈鄭風〉贈以勺藥、〈陳
風〉貽我握椒之意同，此固足以發明詩人之本意，然世之儒者例信毛鄭之說，惟歐陽氏斷然不
惑，故竊取之，且證以刀筆，祛千載之疑，而彤史之義亦存而不廢，獨不可以此詩之彤管為女
史爾。」詳《詩補傳》
，卷 3，頁 10198：24b－10199：26a。北宋的歐陽修在解〈靜女〉時如此
批判毛鄭之說：「〈靜女〉之詩所以為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為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
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靜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
旨，而一篇之內隨事為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
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詩本義》
，卷 3，頁 2a－3b。范處義接受其說，據以批評毛鄭之
解，可見其糾正舊說之誤不僅是透過六經史傳、《說文》與一些韻書而已。
56

分見《詩補傳‧篇目》
，頁 10147：2b；頁 10149：6b；卷 1，頁 10166：4b；卷 2，頁 10177：1b；
卷 2，頁 179：6b；卷 10，頁 10249：2b；卷 12，頁 10265：1b；卷 16，頁 10298：23b；卷 17，
頁 10307：6b；卷 17，頁 10315：21b；卷 18，頁 10328：20b；卷 19，頁 10336：4b；卷 21，
頁 10361：2b；卷 24，頁 10421：21b；卷 25，頁 10427：5b。

57

《詩補傳》
，卷 4，頁 10255：5a。

58

戴震：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
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彼歧故訓義理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為？」
《戴東
原集》
（台北：大化書局，1978 年）
，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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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出自聖人之手，以提升《詩序》的價值，也要承認《毛傳》的訓詁已經詳盡，
不足的僅是文義的解釋而已，所以他主要是要「補」毛公在文義上所不足的「傳」
，
於是，我們可以這麼說，范處義的「補傳」，與其說是補毛公的《傳》
，不如說他
重新作《傳》
。不像孔穎達的《正義》
，疏解的對象還得包括《鄭箋》
，范處義是連
原始《毛傳》都可以擱置在一旁，遑論《鄭箋》？當然更加可以忽略孔氏的《疏》
了。我們亦不妨說，范處義在他所處的時代複製了一個毛公，既然他本身已是另
一個毛公，又何須理會其他漢唐注疏？在范處義看來讀《詩》的最佳方法是：
「善
讀古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59然而，
「不拘於章句」的結果往
往就是，所有的理解關鍵全在個人的主觀意識。
王質《詩總聞》的體例比起范處義的《詩補傳》可以說創意十足。他在每一
篇詩的最後面都標出「總聞」之名，用以討論各詩詩旨。另外還有「聞音、聞訓、
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共十聞，用以解說詩中文
字聲音、字義、章句、訓詁、器物、作用、地理、制度（故事、本事）
、人物等。
並非每一篇詩都具備這十「聞」
，王質會視解釋需要而安插設計。另外有「聞南、
聞風、聞雅、聞頌」以解釋南、風、雅、頌四始，這算是特別說明部分，不算常
例。60
王質雖然標舉出十「聞」以解釋詩的各項意義，但是除了「聞音」之外，其
餘九項出現的次數並不多，而且這十「聞」的區分也不是很恰當。61就所「聞」
的形式來看，王質企圖由基礎的訓詁為出發點，進行對《詩經》的理解，這是自
漢以後很常見的通釋體例。但是就內容來看，王質所「聞」之類項雖多，然內容

59

《詩補傳》
，卷 19，頁 10339：17b。

60

後人面對《詩總聞》
」的體例，褒貶不一，貶抑的以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
（台北：萬卷
樓圖書公司，1999 年）為代表，詳該書頁 175－179。稱揚的以李家樹《詩總聞研究》為代表，
李氏以為總聞體有「別出心裁」的優點，而且「聞」為考證之意，總聞體中有許多是「著意考
證事實」
，不求新奇誇張，實事求是的味道，詳該書頁 14－15。依筆者實際閱讀體驗，王質的設
計雖別緻，但往往割斷讀者閱讀的情緒，可說花俏有餘，實用不足。

61

根據趙制陽統計，《詩總聞》中十「聞」出現的次數為：聞音 254 次，聞跡 47 次，聞訓 38 次，
聞物 33 次，聞事 28 次，聞字 23 次，聞人 22 次，聞用 21 次，聞句 15 次，聞章 11 次。總計 492
次，除聞音外，其他九項總計為 238 次。趙氏又云：「十聞之分難以釐清；況人、物、事、用與
字、訓之間，本有相互依存關係，難以截然劃分；如強制劃分，必然顧此失彼，自致矛盾。」
以上分見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
，頁 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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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雜，選取並無一定的標準。其中固然也有承襲前人見解之處，但是更多的是自
出新意。另外，王質對於所「聞」的內容並沒有作源頭說明，也幾乎沒有論辯過
程，訓詁的成績不算突出。62大致而言，《詩總聞》的訓詁相當主觀，解釋時並未
提出充足的客觀資料為證，這和他著書之初的企圖有些脫節，63一來這可能是因
為實際操作原本就不一定能達到寫作的目標，二來這種態度跟他探索《詩經》意
旨的方法也有一些關係。
王質在〈周南‧葛覃‧總聞〉言：
「說《詩》當即辭求事，即事求意，不必縱
橫曼衍。若爾將何時而窮？……遺本旨而生他辭，竊取其美以覆芘其不知，此談
64

經之大病也。」 這是表示解讀《詩經》要從文字上探求事實，由事實中鑽研真意，
而不必縱言夸談，橫生枝節。他也提到：
「後之觀《詩》者，于文既無所攷，於《序》
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
65

至于甚無奈也。」 認為解讀《詩經》必須要「精思細推」，全面而深入地思考。
這樣的思考之所以會有效，66乃基於古今之物情與人情相同。以「人情」推求詩

62

關於王質《詩總聞》十聞的內容分析，可參見陳昀昀：
《王質詩總聞研究》
（台中：東海大學中文
所碩士論文，1986 年）
，第 4 章，〈詩總聞十聞重要內容研究〉，頁 29—95。按：陳氏謂「十聞」
所論若依性質加以歸納，摘其要點，可分為音韻、訓詁、章句、異文四方面，本文總其名為訓
詁。

63

按：王質在《詩總聞‧原例》中表明其特立「十聞」的目的在於實事求是的考證，內容涵蓋《詩
經》中的文字、聲音、義訓、章句、器用、地理、人物、史事……等等。他說：「凡字義，是古
訓多不同，隨語生意，……故語意多暗失，作『聞訓』二。」
「古字固多通用，……但不可率情
變文以附合己意，作『聞字』五。」
「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切不用
求奇喜新，婉轉推測，……作『聞物』六。」
「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輾轉差殊。今一鄉一里
其所用，制度稱謂各有不同，……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即出，縱不
即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
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作『聞跡』八。」
「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
先平心精意，玩熟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實之跡，雖不可考，而亦可旁
見隔推，有相沾帶，自然顯見，作『聞事』九。」
《四庫全書》，第 72 冊，頁 435。

64

《詩總聞》
，卷 1，頁 6。

65

《詩總聞》
，卷 6，頁 118。

66

王質使用「即辭求事，即事求意」
、
「精思細推」的方法，有時確實能收直探詩旨之妙。例如其解
〈邶風‧燕燕〉云：「二月中，為乙鳥至，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解〈衛風‧竹
竿〉云：
「此去家歸人猶在衛，故不離淇水也。舉目不見，舉足難至，雖近亦以為遠，所謂寸步
千里，前人亦常見吟詠之間。」說〈王風‧君子於役〉：「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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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觀點並非王質所創，北宋歐陽修已先提出類似的見解。67這樣的觀點在《詩
總聞》中常被提出：
「大率論古當以人情推之」
、
「大率詩發于眾情，出于眾辭，難
拘以定律也」
、
「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
。68除了「即辭求事，即事求意」與「精
思細推」兩種方法，王質也強調「涵泳本文」的重要性，藉著涵泳本文，可以幫
助我們瞭解詩中所述事蹟、疏通上下文意，進而掌握詩旨。69以上這些都是王質
拋棄《詩序》與舊說，敢以己意直探《詩經》之義的最核心的理論基礎，而要達
到這樣的目標，章句、名物、訓詁、史事等之多聞，顯得不是絕頂重要。
比較范、王二人的解《詩》方式，可知兩者門徑一致，范處義主張「善讀古
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
、「學《詩》者宜以志求之」
，70王質認為
讀《詩》要「以人情推之」
、
「精思審是」
，71這些不僅是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詩》
路線，72也是宋代學者乃至今之學者常使用的方式。這樣的解詩方式，其核心是
日暮之時，約雞歸棲，呼牛羊來下，故興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為別懷，婦人尤甚。」說〈王風‧
中谷有蓷〉：「嘗見旱歲道途夫婦相攜相別，有不忍別之情，于男女亦然。此事自古有之。初嘅
嘆，吐氣之微也；次條歗，吐氣之猛也；次啜泣，吐聲而又吐液也。此分攜之時也，所見亦然。
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以上分見《詩總聞》卷 2，頁 26、卷 3，頁 58、卷 4，頁 64、卷 4，
頁 66。這些說解或許可以引起多數讀者的認同。另如解〈小雅‧菁菁者莪〉云：
「諸侯喜見王者，
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
《詩總聞》
，卷 10，頁 173。此係國君喜見賢者和君子喜見國君
兩舊說之外的第三說，也有學者表示支持。詳拙著《詩經選注》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頁 372－373。
67

歐陽修《詩本義》云：「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四庫全書》
，
第 70 冊，頁 222。按：歐陽修在王質之前先提出以「人情」推求詩意的觀點，此事頗為今之學
者所重視，因此諸家在分析王質《詩總聞》的特質時，也往往言及此點，詳鄒然、賈利芳：〈苦
心立言，自成一家—王質詩總聞的學術創獲〉
，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2004 年，第 37 卷 1 期，
頁 58－59。李家樹：
《詩總聞研究》
，頁 29－31。徐雁平：
〈王質詩總文中的因情求意〉
，收入《南
京大學學報》
（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
，2003 年第 2 期，卷 40，頁 129—136。其中，鄒
然、賈利芳以為王質之說係受到歐陽修之影響。

68

《詩總聞》卷 2，頁 34；卷 3，頁 48；卷 4，頁 66。

69

除了前引《詩總聞‧原例》中於「聞事」所云「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
之罅，探其事實之跡」之外，王質又於「聞人」下云：
「其隱昧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
推量。」
《四庫全書》，第 72 冊，頁 435。

70

《詩補傳》
，卷 1，頁 10172：15b。

71

《詩總聞》
：「吾儒安可不精思審是，無負古也。」卷 1，頁 10。

72

孟子反對春秋以來讀《詩》斷章取義的傳統，他主張採用「以意逆志」法讀《詩》，詳《孟子‧
萬章上〉
，第 4 章，
《孟子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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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揆心」
，其功用是心理解釋，其主觀條件是解釋者心靈所具有的那種先在的
「意」，而其客觀條件則是「同類相似」、「人情不遠」，亦即人與人之間的心理同
構，正是聖人與凡人、歷史的人與現實的人的這種心理間同構性，決定了以意逆
志的可能。73孟子的「以意逆志」說是為了破除春秋時代流行的「斷章取義」
、
「以
辭害志」的讀《詩》法而推出的，以今日的文學讀解理論來看，屬於「作者中心
論範式」。這種從作家及其創作活動中去揭示藝術謎底的方式常會導致讀者「我」
的主體性失落，74既然世上沒有一位讀者的生活與美感經驗是完全相同的，則每
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意」來「逆」詩人的「志」
，所得的結果必然出現分歧的現象。
換言之，范、王二人的讀者若依其所示的方式讀《詩》
，必然可以讀出不同於范、
王二人的理解。
朱熹曾對宋代《詩經》研究者的研究方式與成果提出簡單的說明：

至於本朝劉侍讀（敞）、歐陽公（修）、王丞相（安石）、蘇黃門（轍）、
河南程氏（頤）、橫渠張氏（載），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
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
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75
朱熹點出自宋代劉敞以後的許多經學研究者，用「己意」解經而能有所發明，並
且為《詩經》學別開生面，跳脫《毛傳》、《鄭箋》的限制，發掘生成出許多新的
意義。76當然這樣的新義創生所使用的方式往往並無強力的、客觀的論證加以支

73

周光慶：
《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
（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頁 358－359。

74

龍協濤：
「中國傳統的『以意逆志』派，發展到極端，不僅以千方百計揣摩古人之『志』為旨歸，
而且還要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絲絲入扣，契合無間。……解詩者必須先反覆涵詠，使己身己心
與古人之身之心合一，即要使自身先變成杜甫，用杜甫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去感受其詩，這
樣才能得杜詩之真諦。這是儒學先生們僵化的思想路線在解詩中的反映。古人作詩，靈感所至，
思緒風發，驟然篇成，此中況味，連詩人本人也難以說清，怎麼能要求千百年後的讀者去做勞
而無功的還原和復原的工作呢？」《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
，頁 17。

75

朱熹：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
《朱子文集》
（台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第 8 冊，頁 3806。

76

按：朱子之文係為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而寫，《讀詩記》屬舊派說《詩》之作，朱子讚其
「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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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是主觀的判斷與假定。范處義、王質分別代表傳統尊經守《序》與新銳解
經廢《序》的兩大派別。但是他們使用的研究方式都是用「己意」進行對詩文的
理解。尤其在需要證據支持的許多論點上，范處義與王質並沒有使用客觀有效的
證據加以論述，反倒像是個人信念上的表達與闡述，在此基點上兩人有其共同之
處。

四、《詩經》學史上的定位
各門專史（專科史）的出現是近代歷史著述中的一大特點，經學歷史是屬於
中國自己的一門專史。經學研究成果作為考察的對象時，所有的成果都是歷史文
獻。歷史學者會從歷史文獻的個體上研究其材料來源、編著過程、體裁、體例、
內容及其價值，從整體上揭示歷史文獻的產生和發展的原因、過程，研究各個時
期歷史文獻的特點，及各個時期歷史文獻的繼承性。77
宋代經學是中國經學發展史上的一大變局，其時的《詩經》研究者超過百家，
今日憑藉著我們對於宋代《詩經》研究大環境的認識，要理解《詩補傳》與《詩
總聞》兩書的解經特色不會太困難，不過，當我們將兩本著作還原到其歷史文獻
的本質時，要找出其適當的定位，還是得運用一些理論。
英國歷史學者 John Tosh 以為，比較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在基本的方法論的設想
上是趨於一致的。他指出，奧地利的卡爾帕柏（karl Popper,1902-1994）認為科學
知識不是由法則定理組成的，而是由最好的有效假設組成的；它們與其說是確鑿
無疑的知識，不如說是暫時的變化的知識。我們的理解在新假設形成的過程中發
展，這些新的假設超越了目前可得到的證據材料，它們必須比照未來的觀察來驗
證，或者證實或者證偽。科學的方法是假設和努力證偽之間的交換，或是創造性
思想和批判性思想之間的交鋒。歷史學在這方面與自然科學類似，但有個重要的
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然又謂：
「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
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
父誤有取焉。……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
《朱子文集》
，第 8 冊，頁 3806－3807。
顯見朱子對於典型的舊派之作較無好感。
77

詳王余光：
《中國歷史文獻學》
（台北：天肯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緒論〉
，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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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是，在歷史學裡，允許發揮想像，這個想像不局限於形成假設，而是滲透在
歷史學家的思維裡。歷史學家關心的不僅是歷史的解釋，他們還力圖重現或再創
造歷史。78
上面的論述主要是要引出並呼應英國著名哲學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R.G,
1889-1943）所提出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觀點，79根據這樣的觀點，歷史
學家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reenact）古人的思想，歷史學的證據是古
人的思想方式，而古人的思想同時也是今人思想方式的組成部分，所以，討論歷
史事件必須兼重人物與事件之外在性與內在性的兩面看法，所謂外在性是事件的
物質條件，內在性是事件中人物之思想狀態。80
如果說，「任何理解都是歷史的理解」，81那麼，以柯林伍德提出的歷史觀點
來考察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很容易得
到具有解釋效力的論述，那就是：范處義《詩補傳》尊經信《序》的主要動機是
為了對抗宋朝日趨激烈的疑經廢《序》的學術潮流，而王質《詩總聞》恰恰是承
接、發揚這種疑經廢《序》的學術傾向。82
78

詳英國 John Tosh 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研究：目標、方法、新方向》

79

柯林伍德所謂的「思想」包含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圖、動機、人物所處的客觀環境，以及面臨環境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
，頁 160－161。
形勢可能應對的實踐推理，另外還有制約人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詳柯林伍德著，何兆武、
張文杰譯：
《歷史的觀念》
（The Principle of History）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頁 242—249。
80

詳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
《歷史的觀念》
，頁 215。余英時：〈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
──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
，頁 223—246。相
關資料可參何兆武：
〈論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
，
《歷史理性批判論集》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頁 187—235。

81

李澤厚：
《美學四講》（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頁 22。

82

清初的朱彝尊以為棄《序》言《詩》始於王質：
「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
，莫之敢違，
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而盡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
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
《曝書亭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
，頁 422。《四
庫全書》抄本的《詩總聞》在卷前的〈提要〉言及「自漢以來，説《詩》者多依〈小序〉
，蘇轍
《詩傳》始去取相半，其廢《序》言《詩》
，則鄭樵唱而質和之也。質自謂『覃精研思幾三十年，
始成是書』
，吳興陳日强跋而鋟之，富川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雖間涉穿鑿，亦可謂苦心
立言者矣。』日强跋又曰︰『其刪除〈小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今考其書，雖廢《序》說
《詩》與朱子同，而其為說則各異。跋作於淳祐癸夘，朱子之學方盛，故日强假之以重質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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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歷史元素放進幾種關照角度不同的《詩經》學著作之撰述緣起中，以上論
述范處義存《序》與王質廢《序》的動機是相當合理的。范處義本人在《詩補傳‧
序》中就特別強調其撰作動機即是在與當時疑經反《序》的潮流對抗，83他認為
《詩序》保留聖人對《詩經》的理解，在意義上具有不可動搖的神聖性，所以《詩
序》就是理解《詩經》的根本依據。范處義的自白，成為日後學者撰寫《詩經》
學史的重要依據，多數學者以此推衍其意義與價值，84然後點到為止地指出《詩

究非確論也。」這一段話在單行本的《四庫全書總目》中保存一部份，《總目》又云：「南宋之
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
《四庫全書總目》
，第 1 冊，頁 338。按：朱彝尊
與《四庫提要》的說法並不相同，筆者在此有必要略作說明。本來王質的著作與朱子的《詩集
傳》問世之先後不易遽定，但王質在解〈魯頌‧閟宮〉與〈商頌‧長發〉時都引用了朱氏之說，
故《詩總聞》應該晚於於《詩集傳》，且朱子自言「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
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
「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
力詆《詩序》
，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
《史記》
《國語》
，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朱子語類》（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
頁 2068、2076。我們沒有理由不採信朱子之言。亦即，朱彝尊以王質為朱子之先導，是不足憑
信的。再者，王質的《詩總聞》要至其過世五十年後才刊行，因此就「影響」的發生角度來看，
王質也不能拔頭籌。宋代的疑經風氣導致學者對《詩序》的質疑，這種質疑始於北宋，如歐陽
修《詩本義》對部分〈小序〉所闡釋的詩意進行了直接的批駁，此一質疑《詩序》的態度到南
宋鄭樵達到了高峰。鄭樵的《詩辨妄》對《詩序》的來源以及釋意採取全面性的強烈攻擊的態
度，雖其著作並非整體性地疏釋《詩經》
，然而其對《詩序》的存在價值提出徹底的否定立場，
形象極為鮮明，這點深深影響了朱熹的《詩經》學著作。但是朱熹對於多數的《詩序》內容仍
然保持尊重的態度並且不吝於使用在《詩集傳》中，亦即，《詩集傳》在表面上不存《序》說，
但實際說解時又不時引進《詩序》的意見。與朱熹同時的王質在撰寫《詩總聞》時採取積極地
廢《序》立場，全書也是不標《詩序》
，逕自對詩旨進行討論，且大多數詩篇的解釋不與《詩序》
同，就這點來看，王質《詩總聞》雖非第一位標舉全面廢除《詩序》者，然而在實際經解操作
上，他是宋代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將廢《序》立場清楚地表達並且貫穿在全《詩》的疏釋
中的學者。
《詩總聞》並不在每一篇的釋義激烈地攻訐《詩序》
，但是作者有意地忽略所有的《詩
序》文字，並且大多數詩篇他都要另出新說，比起朱子，這才是全面性地廢《序》言《詩》的
作風。所以筆者的看法是，鄭樵首先倡議棄《序》言《詩》
，朱子的《詩集傳》表面上做到了這
一點，而王質則將這樣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詩總聞》是裡外都廢《序》言《詩》
。
83

范處義：
「
《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
，謂之〈詩大傳〉
。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疏義、注
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
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求諸家之長。」
〈詩補傳‧序〉
，《詩補傳》
，頁 10145：
1a。

84

《四庫全書總目》
：「儒者不肯信《傳》
，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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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傳》的內容平實有徵，85而後代學者對王質《詩總聞》的評價，也多是承襲《四
庫全書總目》的論點，將之視為廢《序》的代表。86
詮釋學者本來就認為任何存在都受到它所在時空歷史條件的限制，以柯林伍
德重視作者與文本的內在性與外在性，進行范、王二人的思想考察研究，的確可
以得到有效的解釋，尤其在《詩經》學史上強調歷史演變過程關係的論述中，這
樣的解釋看來四平八穩。美中不足的是，我們現在對於范處義與王質的生平瞭解
太少，另外對於當時的《詩經》學研究概況，特別是學者之間的往來交遊方面，
所知也頗為有限，因此對於柯林伍德所強調對研究對象的「重演」
，我們所掌握的

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第 1 冊，頁 337—338。之後的《詩經》學史論著
談及《詩補傳》
，大致上遵循《四庫全書總目》的講法，以為范處義是為了對抗當時的疑經風潮，
而刻意站在尊《序》立場，如戴維：
「（
《詩序》）破的過程，大約相當於南宋早期，即呂祖謙《讀
詩記》
、朱熹《詩集傳》產生之前的三四十年間。……尊《序》派則主要有范處義、程大昌諸人。……
尊《序》派范處義著《詩補傳》三十卷，嚴守毛義。」
《詩經研究史》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第 6 章，〈宋代詩經研究〉
，頁 313。洪湛侯：「本書（《詩補傳》
）正文，按《毛詩》
編次，詩題之下，皆錄有《詩序》
，每章之下，都有說解，以闡述《序》意為宗旨。是典型的宗
《序》之作。其書雖未明詆鄭樵，然所論隱約之間固有所指。」
《詩經學史》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
，上冊，第 3 章，〈關於反序存序論爭〉
，頁 330—331。郝桂敏：「范處義《詩補傳》闡
釋詩義一尊《詩序》
，注解詞語多採漢學舊說，也偶出己意。在南宋以己意解詩風氣日熾的情況
下，偶出己說是很正常的，但范氏在解說中是絕不違背《詩序》說。他遵循《詩序》的態度和
作法，雖然有些僵硬和呆板，卻避免了廢《序》派走得太過火，於宋代學風有糾正偏頗的作用。」
《宋代詩經文獻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第 2 章，
〈宋代詩經學的經學闡
釋（上）〉
，頁 46。
85

林葉連：
「范氏之作，淳實嚴謹，尊崇《詩序》
，與鄭樵廢《序》之論迥異。至其引據偽書《孔叢
子》
，信《序》太過，必以為尼山之筆，是其瑕疵。」
《中國歷代詩經學》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3 年）
，第 7 章，〈宋朝詩經學〉
，頁 254。馮浩菲：「
（《詩補傳》
）所解大抵合於漢唐舊訓，平
實有徵，而且簡潔明快。惟篤信《詩序》
，至於以為尼山筆削，引《孔叢子》為據，不知其係偽
書，矯枉過正，
《四庫全書提要》已經指明。」
〈
（逸齋）詩補傳提要〉
，夏傳才、董治安主編：
《詩
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頁 69—70。

86

戴維以為，
「王質著《詩總聞》
，就其攻《序》態度之堅決，觀點之卓異，並不在鄭（樵）
、朱（熹）
兩家之下。」《詩經研究史》
，頁 325。林葉連則是直接把《四庫提要》的說法搬植過來：「南宋
之初廢《序》者三家，鄭樵、朱子、王質是也。」
《中國歷代詩經學》
，頁 253。郝桂敏：
「總之，
王質《詩總聞》是宋代現存廢《序》言詩的第一部著作。……王質的《詩總聞》將宋人對漢學
的懷疑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實屬《詩經》宋學發展過程中的推波助瀾之作。」
《宋代詩經文獻研
究》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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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能帶給我們多大的幫助，實不宜過度樂觀。即使我們希望重新體驗和再次認
識范、王二書所自產生的意識、生活和歷史時期，也將因文獻的不足而感到力有
未逮。87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易解釋何以兩人在同樣的時代下，面對同樣的
文本會採取相反的研究立場。88也因此，尋求另外一個理論來為范、王二書進行
較為完整的理解，應該有其必要。
法國學者茱利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在符號學的大範圍之
下提出了一種批評方法──解析符號學。解析符號學反對把文本作為靜態的符號
系統來研究，它視文本為一種超語言（transliguistic）的程式，一種動態的生產過
程，文本是在語言中被激發產生的歷史記憶，是一種複雜的實踐活動，文本的構
造與其歷史、文化、社會變化緊密相關。89本著此一觀念，克里斯蒂娃又提出互
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論，強調任何文本無法獨立產生，其意義是在與其他
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産生的，所以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因此可
以說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重新組織、吸收與改編。90在她看來，文本與語言
的關係是一種（破壞－建立型的）再分配關係，人們可以更好地通過邏輯類型而
非語言手段來解讀文本，其次，文本是眾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換，具有一種互文性。
91

互文性還有另一個常見的譯名：「文本間性」，這個名詞讓我們意識到，每一個

事物在任何時候，都涉及其他的任何事物；所有的思想聯想和傳統都可以合法地
變成一個文本的一部分；每一個文本都可以通過新的閱讀而發生別的一些聯想；

87

依施萊爾馬赫（F.E.D.Schleiermacher，1768-1834）之見，文本是作者的思想、生活的表現和
歷史時期的表現，因而理解等同於重新體驗和再次認識文本所自產生的意識、生活和歷史時期。
詳洪漢鼎：
《詮釋學史》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年）
，頁 317。

88

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認為，歷史是人的存有之變遷發展，這種發展並不是事
件因果相續的單純歷史，而是人對自身的闡發之發展，其中可能存在各種不同的結構。傅佩榮：
《西方哲學》（台北：業強出版社，1989 年）
，頁 85。依筆者閱讀的經驗，經學歷史基本上就是
經學家的存在體驗與解釋經學的方式、內涵之歷史，不過經學家往往有很強的主觀意識，同樣
的時代背景下，大家對經學的詮釋方式與內容常出現嚴重的歧異，所以研究經學家的經學思想
既不能使用忽視或抹煞歷史性的本體論，也不能採片面的歷史決定論。

89

羅婷：
《克里斯多娃》（台北：生智文化事業公司，2002 年）
，頁 52－53。

90

Julia Kristeva, “Word ,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 Toril Moi

91

王瑾：
《互文性》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35。

ed.,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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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本是相互聯繫的。92作爲一個重要的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二十世紀六
十年代，隨即成爲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
如果所有的文本的意義在於互相的關涉，由其交互關係產生意義，那麼藉由
互文性的觀念來觀察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補傳》，或許能對其在《詩經》
學史的定位可以有更清晰的概念。若將所有的《詩經》學研究著作置於同一平面
上，而暫時略去作者、時代環境等外緣因素，則《詩補傳》的定位該是平面上極
端遵守《詩經》傳統性的一方，相對的王質《詩總聞》則在質疑《詩經》研究傳
統性的一方。
《詩補傳》堅持孔子曾經對《詩經》做過刪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認為《詩
序》保留聖人之意，表面上看來是希望以此確定《詩經》的神聖性，但是實際上
《詩補傳》所展現的是對傳統學術的護衛，一種自漢代以來即樹立的《詩經》研
究傳統。顯而易見的是《詩補傳》對《詩序》的堅持，超乎許多《詩經》研究著
作中擁護《詩序》的意見。93尤其是《詩補傳》提出《詩序》具有不可廢的神聖
性的證據，幾乎可以說毫無實證效力，但是卻展現出強大的信念與毫不妥協的立
場。范處義相信《詩序》能發掘《詩經》中存有的聖人教化意義，所以對於詩旨
的詮釋，他可以不需費心，於是，他把精神放在《毛傳》的補充上，毛公的訓釋
重訓詁、輕文義，所以他願意補述以助讀者的玩味詩文，這使我們覺得他是認為
鄭玄的《箋》達不到理解聖人意旨的目標，或者說嫌《鄭箋》無助於讀者的探索
聖人之意。
《鄭箋》已經不在范處義的信任之列，晚出的《正義》更不待言。由此
可知，
《毛傳》成了范處義《詩補傳》的互文本，我們在為《詩補傳》尋找其在《詩
經》學史上的定位時，須知此書的成功與否就取決於其互文性，或者說取決於他
對於前文本（pre-text）的模仿。94不過，范處義雖自認改變了解經的重點取向，
92

庫茲韋爾著，尹大貽譯：《當代法國思想》（台北：雅典出版社，1989 年）
，頁 209。

93

如歐陽修僅敢相信《詩序》得聖人之旨者頗多，不敢全部接受《詩序》之說，蘇轍解《詩》僅保
留《詩序》首句，後來的嚴粲《詩緝》作為宋代《詩經》學收山之作，其研究路線雖屬舊派，
固然主張《詩序》出自國史之手，但也不敢支持〈後序〉
。

94

根據互文性理論，任何文本都是引語的鑲崁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編。
這裡的「另一文本」也就是所謂的互文本，可用來指涉歷時層面的前人或後人的文學作品，也
可指共時層面上的社會歷史文本，而吸收和改編可以在文本中通過戲擬、引用、拼點等互文寫
作手法來加以確立，也可以在文本閱讀過程中通過發揮讀者的主觀能動性或通過研究者的實證
分析、互文閱讀等得以實現。詳王瑾：
《互文性》
，頁 1－4。

- 163 -

164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五期

但《詩經》的研究者對於其前文本《毛傳》的印象實在太過熟悉，在他們看來，
《補
傳》的推出不可能是真偽莫辨的「擬像」（simulacrum），充其量僅是一種摹本
（copy），大凡摹本給人的印象總不會太深刻的。「摹本」和「擬像」不同，之所
以有摹本，就是因為有原作，
「摹本」是對原作的模仿，而且永遠被標記為「摹本」
，
原作具有真正的價值，是「實在」
，而「摹本」的價值只是從屬性的，只是幫助人
們獲得真實感。95《詩補傳》若要在《詩經》學史上爭取較高的定位，其危機就
在這裡。至於范處義徹底相信《詩序》
，是否掉入「
《詩序》出自聖人」的迷思中，
那應該不是我們判斷其書的價值時所要考慮的，蓋《詩序》是特殊時代下的特殊
產品，其產生自有特定的歷史意義存在，范處義以《序》說為真，那是他對《詩
經》詮釋成果的選擇，亦不足為奇。96想必范處義在研《詩》的過程中也會發現
《詩序》的解說並非完美無瑕，但他既然決定捍衛傳統《詩經》學的研究方法與
觀點，則《詩序》的解說是否無懈可擊已經不再重要，因為《詩序》作為傳統的
象徵意義，早已遠高於其所揭示的說解內容，范處義苦心孤詣所要發揚的就是這
種傳統，而三百篇的神聖性也由此生發。這層意義無法從歷史元素上獲悉，只能
視為在《詩經》學本身的意義。
王質的《詩總聞》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對《詩序》的排斥，這種排斥幾乎
可以說是以漠視的樣態表達。他不想逐篇挑剔《詩序》的不是，興致來時就拿《序》
說來鞭笞一番，這幾乎是視《詩序》如無物了。
《詩序》既已如此不堪地被對待，
其餘著名注疏更不用說，漢儒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研究成果如《毛傳》、
《鄭箋》在
《詩總聞》中僅有點綴的作用，
《毛詩正義》以下的著作更是全被束之高閣。《詩
總聞》表達的企圖很明顯：擺落一切傳統注疏，直探《詩經》經文。因此《詩總
聞》標出十「聞」
，用意即是取代傳統的訓詁積累，成為理解經文的重要基點。但

95

上引意見出自美國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
，詹明信所謂「擬像」是指那些沒有
原本的東西的摹本。詳季桂保：《布希亞》
（台北：生智出版社，2002 年）
，頁 117。

96

晚期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認為，存在如此存在著，乃是基於它對特定文
化、歷史的理解。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什麼東西是「真」的，而是什麼東西被理解為「真」
的、被「信以為真」的，只有被「信以為真」的東西才構成現實的存在。正是這種在不同歷史
時期的特定文化被「信以為真」的東西中，展示了特定存在的歷史性和現實性。詳潘德榮：《詮
釋學導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
。筆者以為海德格之言可以借來解釋《詩序》
的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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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觀其訓詁的內容若非遷就詩旨理解而設，就是與詩旨理解搭不上邊。所以《詩
總聞》之價值不在訓詁，而是其對各篇詩旨的討論與見解。由於《詩總聞》摒棄
漢代的解《詩》傳統與長遠的學術成就蓄積，因此就詮釋的廣度來說，可以比謹
守《詩序》的學者來得大。97雖然王質解《詩》盡脫舊說桎梏所帶來的詮釋廣度
和不能和詮釋效度（validity）劃上等號，98但是這種詮釋的開放性，的確讓《詩
總聞》的解釋顯得靈活多變，也由此而產生有異於傳統的新風貌。然而要特別指
出的是，
《詩總聞》雖然摒棄《詩經》研究成果的傳統累積，但是這並不意謂《詩
總聞》真的能拋開一切，尤其是在傳統經學觀點方面。王質既然有三百篇出自聖
人的概念，對於「聖人之訓」又始終抱持著戒慎尊重的心態，則其解《詩》必然
也就有所侷限，就算《詩總聞》並未積極構建經典的神聖性，也依然不敢對此一
神聖性有批判的念頭，這是《詩總聞》面對傳統無法跨越的底線。
如果以互文性來觀察《詩補傳》與《詩總聞》
，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同樣為經學
之神聖性所籠罩。99若以研究心態來說，范、王二人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取

97

尚繼愚：
「《詩總聞》擺脫漢學《詩經》學體系《傳》
、
《序》
、
《箋》
、
《疏》的束縛，不循《毛》
、
《鄭》，
廢棄《詩序》
，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詩》義。它反映了《詩經》學的革新要求，對漢學
《詩經》學體系表示了否定的態度。」
〈詩總聞提要〉
，夏傳才、董治安主編：
《詩經要籍提要》，
頁 71。

98

按：
《詩總聞》有不少解說，都是意必之言，不足為訓，如其謂〈周南‧麟之趾〉曰：
「婦人多忮
忍，蓋稟陰也，寺人之性亦同。故詩言婦寺而能懷慈心，非聖人何以化之？」
。又謂〈齊風‧甫
田〉為「老臣事幼君之辭」。解〈魏風‧碩鼠〉云：「直，價也。……言以此物于他國轉易以為
生，不虧其價也。……以鼠斥君，度民心雖甚怨，亦不至此。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
堪而他適，何俟大比也。當是居官滿三歲，如今三年為任之類。三載考績，自舜法如此，想周
制猶然。」說〈檜風‧匪風〉：「當是關中之人，為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抒情，
殆賢者也。」都難免引來懸空穿鑿之譏。以上分見《詩總聞》
，卷 1，頁 12、卷 5，頁 90、99、
卷 7，頁 132。
《四庫提要》評論《詩總聞》：
「……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懸
解者亦復不少。」
《四庫全書總目》
，第 1 冊，頁 338。夏傳才對《詩總聞》的解釋也頗有微詞：
「《詩總聞》摒棄《詩序》的穿鑿附會，在許多地方，卻又代之以自己的穿鑿附會，對許多詩進
行了新的隨意曲解。這一點，在他對一些愛情詩的解釋上，表現的尤其明顯。」
〈宋學詩經中的
幾個問題〉
，《詩經研究史概要》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68。上引兩段評論都
是公正平允的。

99

誠如張政偉所言，
「理論上中國經典都具有神聖的寓意，這種神聖性來自於聖賢之人對於經典的
述作刪削。……關鍵在於『聖者的原意』該用什麼方式尋求。」
《清代漢宋學與今文經學的發展
新論》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頁 218。按：清代以前的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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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效的證據或嚴謹的推論並不是他們在乎的重點，其立場與信念的展示才令人
印象深刻。關鍵不在於懷疑《詩經》的神聖性或是價值，100而在於究竟是該相信
傳統還是懷疑傳統才能真正取得經典中蘊含的原始神聖意義？以及，當大家都尊
重傳統時，對於傳統對象的指涉，學者的認知有何差異？我們若使用最遼闊的視
野觀察，則所有視三百篇為經典的研究者，他們在研究《詩經》的立場上都屬同
一方，差別在於對傳統《詩經》學的界定與接受程度而已。范處義所能尊重的傳
統到達《詩序》
，王質卻拒絕讓《詩序》進入傳統中。由此觀之，二人的解《詩》
只能稱為相對上比較極端的守舊派與創新派而已，畢竟，時至今日仍有學者力主
研究《詩經》必從篤守《毛傳》入手，以為這是最科學、最可靠、最嚴謹的門徑，
101

更多的學者則不僅排擊《詩序》
，甚至根本否認三百篇為經典，102要論絕對的保

守與翻新，范、王二人是談不上的。再由此引申，宋儒讀《詩》喜歡強調主觀的
體悟、玩味，可是他們的吟詠體會有很大一部份又被「聖人之意」所牽制，如此
從互文性的角度來看，宋代新舊兩派《詩經》學的分別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家大致都承認群經具有神聖性，較大的爭執點是在研究的立場上。
100

宋儒雖已注意到三百篇的文學性，但並未曾把《詩經》視為純文學總集，以朱子為例，他雖然
已經略有《詩》為文學作品的意見，但其相關論述主要是針對〈國風〉
，且不忘強調〈雅〉
、
〈頌〉
之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要到清人才敢大膽地把三百篇由經學系統中抽出，逕置於文學之源流
統系中。詳江乾益：《詩經之經義與文學述論》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
，頁 18－22。
趙制陽以《詩總聞》
「無風謠觀念，偏離詩文主題」為缺點，詳《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
，頁 180。
按：趙氏之言是抽離歷史元素而有的錯誤評論，且即便拉回到今日的情境認知，以〈國風〉之
作即是風謠作品，依然是偏見。

101

詳黃永武：
〈怎樣研讀詩經〉，中華民國孔孟學會主編：
《詩經研究論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
公司，1981 年）
，頁 19－33。

102

例子太多，不勝也不必枚舉，這裡僅舉胡適與胡樸安的各一段話作為代表。胡適：
「《詩經》不
是一部經典。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
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
《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
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
〈談談詩經〉
，顧頡剛主編：
《古史辨》
（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
年）
，第 3 冊，頁 577。胡樸安：
「《三百篇》所以流傳於今，由於德教化；
《三百篇》所以把文學
的價值埋沒的，也由於德教化。所以我把《詩經》這個名字取消，采取《三百篇》這個名字，
使研究他的人一看見這個名字，如同看見《唐詩三百首》一樣，慢慢的就把《三百篇》本來的
面目──《詩》──收復回來；那蒙蔽《三百篇》的觀念──《經》──漸漸的也就可以歸化
於無何有之鄉。」
《三百篇演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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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大，103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都僅是一種追索聖人之意的立場與信念的展示而
已。
羅蘭巴特在以《S/Z》為中心的論述中，提出了他的兩種文本理論：「可讀性
文本」與「可寫性文本」
。可讀性文是一種固定的自足的現實文本，在其中能指與
所指是預設的、先驗的，其關係是明確的，文本的意義是是可以解讀的、把握的，
讀者不是意義的生產者，而是消費者。可寫性文本則是消解了各種明確的規則和
模式，允許以無限多的方式表達和詮釋意義，是一種可供讀者參與重新書寫的文
本。它可以被重寫、被再生產、再創造，其意義和內容可以在無限的差異中被擴
散。104三百篇夾帶著《詩序》成為神聖經典時，它是標準的「可讀性文本」
，范處
義雖表明讀《詩》宜深入地體悟詩人之意，但其《詩補傳》解《詩》一依《序》
說，這就使其書也成為「可讀性文本」；王質的《詩總聞》驅逐了《詩序》
，改以
「精思細推」
、
「涵泳本文」的方法來讀《詩》
，假設其讀者能有主體的覺悟，則《詩
總聞》就有轉型為「可寫性文本」的可能了。兩相比較，
《詩總聞》可以散發出一
些宋儒的解經活力與魅力，這是《詩補傳》永遠趕不上的地方。

五、結語
本文透過雙重視角觀察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的書寫特質與其
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
《詩補傳》是針對宋代以來的

103

傅柯：
「一般而言，思想史把話語領域化約作一擁有兩個價值的範疇，任何位於其中的因素都可
用新或舊、傳統的創新的、常態的或脫軌的等來標示其特點。因此，我們可以區分兩種話語表
明的類別：一種是評價極高但相對的卻極少見的話語，它是第一次出現，在此之前沒有相似的
前例，可以作為其他話語的模式，也因此應被視為一種創造。另一種是那些普通的，日常習見
的，也很堅實的話語。它們對自己的存在不負責任，而且淵源於那些已經被說過的東西（有時
它甚至是逐字的重述）
。對這兩個組合，思想史均各賦予一地位，因而使它們臣屬於同一類的分
析。」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
出版社，2001 年）
，頁 265。無疑的，在傳統的認知中，
《詩補傳》就是舊的、傳統的、常態的
著述，《詩總聞》則是創新的、脫軌的作品，不過，前者雖習見卻真實，後者則是在北宋就已經
有了相似的前例，所以其創造性就被減弱了。

104

王瑾：
《互文性》
，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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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經趨勢而發，其堅持《詩序》的立場，也可與當時興起的廢《序》論點作一對
比，而王質《詩總聞》則顯然走的是宋代迸發的疑經新潮流路線。然而就「互文
性」的角度來看，范處義試圖建立一個神聖的脈絡，即經由孔門弟子所授之《毛
詩》為基點，以經聖人之手的《詩序》
，探究經由聖人刪削、存有褒貶微言的《詩
經》
。這種神聖性的脈絡可以說是范處義積極構建，而普遍運用於《詩補傳》的詮
釋之中，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無可質疑的神聖譜系，也是研究上的先設條件。對
王質來說，
《詩經》也是聖典，但其神聖性僅限詩文本身，且先儒的研究成果也不
具太大的參考功能，重點應該是如何直探《詩經》
，以求得聖人之意。表面觀之，
范處義與王質是站在天平兩方的的對立者，但是對於《詩經》神聖性的肯定，兩
人的見解何曾有任何差異？這個交集之處是兩人的研究基點，也是互文性的關涉
所在。
范處義不僅是尊《序》而已，他是典型的守《序》派人物，理論上守《序》
派的著作統統被困在《序》說的桎梏中，站在詮釋學的角度看，他們的處境較新
派實大為不利，但是范處義不將解釋的重點擺在訓詁義疏上，而把解經的精神放
置在以「解文義」為主的「傳」的重寫上，由於毛公並非聖人，
《毛傳》也的確簡
略又有所偏失，改寫舊傳勉強可算是一個脫困的方法。王質屬說《詩》中的新派
人物，理論上，割棄了《詩序》可以使他在解說詩義時海闊天空，但他以為《詩
經》出自聖人之手，這等於是把自己推入另一層羅網裡，這就使得其解釋依然處
處受制，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宋代比較極端的新舊兩派說《詩》者都有其困境，
很難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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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entation of Explanation in anon
and its History Localization in "Poetry"
study of Fan Chu-Yi "Shih Bu
Jhuan"and Wang Jhih "Shih Zong
Wun".
Chung-Sheng Huang（黃忠慎）
Fan Chu-Yi（范處義） and Wang Jhih（王質） are the famous scholars of "Poetry"
（詩經）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ih Bu Jhuan（詩補傳） and Shih Zong Wun（詩
總聞） are the same time works,which separately belongs to the old and new faction of
"Poetry" study in Song Dynasty. Observes their explanations methods and style of works,
exist difference of conservative and the innovation Truly. Old therefore is old, new
therefore is new, this part also is one of keys.But, most is worth us paying attention, in the
impression, the old faction respects the tradition, the new faction is opposite.Penetration this
article searches analyzes, may discover the impression and the fact do not gather. The
inspection history factor to the process of writing in Shih Bu Jhuan and Shih Zong Wun.
The main motive of Fan to believe Canon and Shih Syu （詩序）is resist more and more
intense academic tidal current in Song Dynasty. Shih Syu the academic tidal current, but the
king nature exactly is continues, carries forward this kind doubts waste after Shih Syu the
academic tendency. But Wang Jhih is completely opposite with him. Shih Bu Jhuan and
Shih Zong Wun. Observes their works in intertextuality , we may discover that the
sacredness cover their works. All the scholars of "Poetry" in Song Dynasty embra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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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er to the tradition which quite respects. Fan Chu-Yi and Wang Jhih tacknowledged
"Poetry" is the sacred Canon. But Fan Chu-Yi thought that Shih Syu is the important
tradition.This is the only way to know the saint’s mind in "Poetry".But Wang Jhih
opposes this opinion.So he explains "Poetry" with his own opinion. HoweverWang Jhih
believed "Poetry" had the sage meaning,this point limits his explanation . The determin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old and new faction of

"Poetry" study in Song Dynasty which

difference has not been huge . The majority research results is one kind of pression for
payment and and the faith.

Keywords: saint、Shih Syu、Fan Chu-Yi、Wang Jhih、Shih Bu Jhuan、Shih Zong
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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