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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熹以「淫詩說」突破傳統詩教的美刺觀點，從理學讀詩養心的角度，建立

新的詩教理論。本文由理學系統詮釋「淫詩說」的內涵：在創作源頭上，由於「性」

未存養、「情」流蕩不羈、而「心」之知覺又有所失，以致淫詩乃作；讀詩工夫上，

須運用心之知覺思慮，及強化心之理性制約，同時應落實「居敬」工夫，始能面

對淫詩，解讀無誤；解讀淫詩之目的，是以悚然戒懼達成思無邪，亦即「心與理

一」的境界。「淫詩說」之提出，在理學上有三方面價值：一是成為「天理人欲之

辨」的工夫法門；一是實踐觀淫止淫的詩教思想；一是強化三百篇的經學理學化

精神。本文以理學觀點闡述朱熹「淫詩說」，目的在於還原其詩教思想的原貌，揭

示詩經學上「淫詩說」的真相。 

 
關鍵詞：朱熹、詩經學、理學、詩教、淫詩說 
 
 

                                                      
1  本論文初稿曾在第二屆中國經學研討會（台中：逢甲大學中文學系主辦，2001 年 12 月 8 日）發

表，多承李時銘教授惠提卓見。茲據初稿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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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淫詩說」突破傳統詩教觀點  

朱熹（1130-1200）曾說《詩經‧國風》之詩「多出於里巷歌謠之作，所謂男

女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2其內容多「閭巷風土男女情思之詞」3。其中男

女情思而語意不莊之篇，朱熹皆以淫者自道之辭視之，他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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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此類之詩共計二十三

篇。5淫詩之說或有所承，或有所比，或有所創，出入古今，始有淫詩說之規模，

而成一家之論。6

傳統詩教以美刺觀點論詩，前儒所論多以刺淫言詩，但朱熹不以為然，不但

具體指出二十三篇淫詩，更認為當初編詩者是別具用心，他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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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又說：「若變

風，又多是淫亂之詩，故班固言『男女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

以見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8明確主張淫

詩肇因於在位者失於教化，以致風俗敗壞，使庶民情欲動蕩而生淫亂。至於古人

未刪淫詩是要讓讀者觀詩而知其弊害，進而「有所愧恥而以為戒」，所以具有詩教

功能。可見朱子立教的用心，是以淫詩說突破前人美刺觀點的傳統詩教論述。 

                                                      
2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集傳序〉，《「詩經集傳」附斠補》（台北：蘭台書局，1979 年 1

月），，頁 2。 

3 【宋】朱鑑編：《詩傳遺說》（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頁 8。 

4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台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卷 23，頁 539，璘錄。 

5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經籍考》（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年 9 月），〈詩序〉條，頁 140。

列舉二十四篇朱熹所謂淫詩，其中〈出其東門〉為能自好而不為淫風所移之詞，非朱熹所稱之淫詩，

故當計二十三篇。知名詩經學研究學者黃忠慎教授曾細論朱子所定淫詩，歸納為 23 篇，見《朱子

詩經學新探》（台北：五南圖書公司，2002 年 1 月），頁 76-85。 

6  淫詩之說或取義於宋前諸儒之作，如《左傳》、毛《序》、鄭《箋》、孔《疏》等；或取義於宋初

諸儒之作，如歐陽修《詩本義》、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蘇轍《詩集傳》；或朱子自創新

義。見王春謀，《朱熹詩集傳淫詩說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79

年），頁 50-63。 

7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台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卷 23，頁 539，璘錄。 

8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台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卷 80，頁 2067，大雅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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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詩集傳》〈關雎〉詩注曰：「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理以養心焉，則亦

可以得學詩之本矣。」9可見學詩是以養心為最終目的，這是以理學立場讀經的主

張。10張祝平先生對朱熹的「淫詩說」有獨到的見解，他說：「朱熹提出『淫詩說』

與孔子說《詩》『思無邪』發生了矛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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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前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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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讀者讀詩的目的和結果。」
11這個看法確實中肯。讀詩可以達成「思無邪」的養心境界，朱熹認為是因為：「此

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理之不具也。」12故主張必下

學而上達，格物窮理以至思無邪，確實視《詩經》具有理學內涵的詩教用途。 

其實，對於朱熹的「淫詩說」，除了前述的讀者觀詩的立場所形成的理學論述

之外，從詩產生的源頭而言，以理學的角度闡述，更能彰顯淫詩產生的必然性，

而朱熹便是以此否定前人三百篇皆是「思無邪」作品的說法。因此朱熹是從淫詩

的創作，淫詩的讀法，以及誦讀的目的，每一環節皆扣緊理學的義理而形成其詩

教的論述。解讀朱熹的「淫詩說」，必然要從理學這個視角切入，才能準確掌握其

中的內涵。13

                                                      
9  【宋】朱熹著：《詩集傳》（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樓印日藏宋本），

頁 5。 

10 相關研究請見拙作〈朱子「學詩之本」說發微〉，《國文學誌》，第 2 期，（1998 年 6 月），頁 39-86。 

11 張祝平著：〈朱熹"淫詩說"與明清"誨淫"文學之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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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頁 439。 

12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集傳序〉，《「詩經集傳」附斠補》，頁 2。 

13 筆者曾對朱熹「淫詩說」進行研究，但未及從理學思想體系詳加論述，見拙作《朱子詩教思想研

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8 年 12 月），第四章：淫詩說之詩教內涵，頁

2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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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之所感有邪正，言之所形有是非」：從詩

之創作看淫詩的產生 

 

首先，由詩的創作來看，朱熹〈詩集傳序〉曾說： 
或有問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不能無思。既有思矣，則不能無言。

既有言矣，則言之所不能盡，爾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

族﹙音奏﹚而不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14

 
析言之，「詩之所以作」其基礎源頭乃是「性」，但性是靜止無動的狀態，必須進

一步有所觸發，於是「感於物而動」產生「欲」，何者有感？當然是「心」，朱熹

說：「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既感物而動，則已非「性」。由於

人是稟氣而生，15故其氣質有清靈至善之氣，亦有不善之惡氣存在。當其靜止未

發則無以見其善惡之端，但當其「感於物而動」則發而為「情」之時，便顯露出

來。所以「性之欲」即是指已發之「情」而言，「欲」有善、惡，故「情」亦兼善、

惡，在不吐不快之下，塊壘盡出而善惡邪正於是並陳詩中，以致於「所形有是非」。

所以朱熹便說：「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16這是他的創作觀，也

可見淫詩存在的必然性。茲更由創作源頭「性」、「情」、「心」三方述之： 

                                                      
14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經集傳」附斠補》，頁 1。 

15 【宋】朱熹，《中庸章句》云：「天以陰陽五行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理亦賦焉。」見《四書集註》

（台北：世界書局，甲種本，1989 年 11 月），頁 1。 

16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集傳序〉，《「詩經集傳」附斠補》（台北：蘭台書局，1979 年 1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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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未存養始有淫詩之作 

朱熹論詩之所以作時，乃是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說起。此「性」是生

而有之，並且靜止不動。據朱熹對「性」的解釋，認為性有二種，即「天地之性」

與「氣質之性」，天地之性乃是人生而本具的理，所以純善無惡，在人性當中，屬

性之本體，朱熹說：「性之本體便只是仁、義、禮、智之實。」17此處即可說是性

即理；但是這種本體之性，在人的形質誕生之際，便「已不能無氣質之雜矣」18雖

已受薰染，本性仍存在其中，可是就性的整體而言，這已不是天地本然之性了。19

學者陳來說這是朱熹所謂的氣質之性。20因此氣質之性是由本然之性轉化而來。 
這個現實人性的氣質之性，兼有靈秀的清氣，亦有汙穢的濁氣，學者張立文

教授闡述朱熹氣質之性說：「氣質之性是理與氣雜而說的，具有善、惡的兩重性。」
21這種兼有善惡的現象，乃是由於每個人氣稟不同造成的，22而純善的本然之性便

與或善或惡的氣質渾然共存，朱熹說：「喜怒哀樂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

性亦皆在其中。」23而創作之大本具在其中，皆可以發為詩作之情，而詩情之邪、

正自然存在心中。 

既然性在未發之時，已有清濁之氣秘藏其中的情形，若要禁止淫詩產生，就

要靠心來主宰，使其統御管攝。「未感物時若無主宰，則亦不能安其靜，只此便自

昏了天性」24。這時的心為主宰是指主於存養，朱熹主張「人自有未發時，此處

                                                      
17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林德久〉，《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年 10

月一版），卷 61，頁 3156。 

18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劉韜仲問目〉，《朱熹集》，續集卷 9，頁 5299。 

19 朱熹說：「生下來喚怍性底，便有氣稟夾雜，便不是理底性了。」見【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

卷 95，頁 2431，葉賀孫錄。 

20 陳來著：《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年 9 月），頁 206。 

21 張立文：《朱子思想研究》（台北：谷風出版社，1986 年 10 月），頁 586。 

22 朱熹說：「人之所以有善有不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4，

頁 68，去偽錄。 

23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4，頁 64，黃  錄。 

24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林擇之〉，《朱熹集》，卷 43，，頁 2046。 

－5－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一期 6 

便合存養。」25存養便是指平時的道德修養工夫，以保持善性的根本。當其發而

為情之時，清氣充塞，必能中節無失，此時感物而作，形之於詩，自然是純正之

詩作，否則若未存養其大本，以至秘藏之氣性昏昧，濁氣張揚，終隨心之感動而

出，便有可能產生邪淫之詩。 

 （二）「情」流蕩方有淫詩之作 

詩之創作端看詩人具有何種情性而定，語類有云： 
 
問：「『關雎樂而不淫，哀而不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

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26

 
朱熹之意是說詩人情性「樂而不淫，哀而不傷」，才能作出詞氣聲音「不淫」

「不傷」的詩，詩中「極其哀樂而皆不過其則」，因此他說〈關睢〉詩「得其性情

之正，聲氣之和也。」27。所以詩所表現的詞意風格，端看詩人之情性如何。若

作者有邪淫之情思，形之於詩則無可避免有邪淫之內容。 

朱熹說：「性以理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28人之心發用為情，

是對事物感通達意的表現，詩的創作即是心的感通之作，也就是對事物感發之情

的結晶，這種情感表現本應即具有其道德價值，學者蒙培元先生闡述說：「人的情

感活動屬於經驗範圍，由人的情感活動推知其有形而上的道德本體，反過來論證

情是性的表現，使情具有內在的道德根據。因情以見性，實際上是情感體驗的自

我超越，即把人的感性活動提升為道德化的本體存在，這樣就提高了人的自我價

值。」29以此言之，詩人感發之情理應有「提升為道德化的本體」之自我超越，

如此則將不致於產生淫詩。但是眾人氣稟各異，情感發動仍待節制，朱熹便說：「心

宰則情得正，率乎性之常而不可以欲言矣，心不宰則情流而陷溺其性，專為人欲

                                                      
25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張欽夫〉，《朱熹集》，卷 32，頁 1405。 

26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5，頁 626，淳錄。 

27 【宋】朱熹著：《詩集傳》，頁 3。 

28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5，頁 94，端蒙錄。 

29  蒙培元著：《理學範疇系統》（北京：人民出版社，1998 年 5 月），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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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30因此，詩人情感若未得心之宰制便會流蕩不羈，所作之辭亦將不免邪淫。 

（三）「心」之失覺則淫詩乃作 

朱熹說：「若讀不好底詩，便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不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
31這不好的詩是因「此心之失」而作，所以是心本不欲如此，其所謂「失」，當是

指「人心易得走從惡處去。」32淫詩之作便是人心走從惡處的結果，乃是心未知

覺天理而生人欲之惡。 

從心性論來看，性是靜、是末發;而心貫動靜、且通未發已發。心感而動之時，

動則已發，發則為情，情因稟氣之清濁而兼有善惡邪正，因之，心既有感則所生

之情兼有邪正，並非皆是善的一端。形諸於詩，乃兼有正邪，所以有淫詩存在。

但是「感於物而動」之心，所「感」應具「知覺」義，蓋理與氣合，心始有知覺，

既有理在，知覺應能分邪正善惡，邪淫之詩便不可能產生。可見其知覺作用過於

微弱，以至無法與天理相應。 

深一層而論。朱熹說：「所覺者心之理也，能覺者氣之靈也。」33，因心有氣

之靈，所以心能思維，有知覺、有情感、有意志。而心所覺的乃是「理」，亦即「性」，

但是「性有仁義禮智之善，心卻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不能以該盡此心也。」
34，所以「心」不得等於「性」。具有知覺之心，是指「能知能覺的精神，也指具

體的知覺活動，具體的思維和情感。」35而「理」只是靜態的法則或境界，無以

主動左右「心」的知覺活動，而心的知覺合理者即為善，不合理者即為惡。此「惡」

即心之知覺放失而生人欲，人欲既起，便容易產生淫詩。況且詩人創作之時，其

心雖有氣之靈以知覺思慮，惟其汙濁之氣勝於虛靈，故心與所覺之理未相應，則

其思維情感即失之放肆淫泆，始有所謂之淫詩。這是以理學的角度來看淫詩產生

的可能性。 

                                                      
30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何倅〉，《朱熹集》，卷 64，頁 3362。 

31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47，明作錄。 

32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78，頁 2010，蕭佐錄。 

33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5，頁 85，甘節錄。 

34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00，頁 2544，人傑錄。 

35  陳來著：《朱子哲學研究》，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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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發善心，懲創逸志」：從察識涵養論淫詩

解讀之工夫 

朱熹對詩的功能曾具體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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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所「感發」、所「懲創」的

對象，皆是讀詩之人，要使讀詩之人情性歸於正。他又說： 

 
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熹說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惡

者可以懲創人之逸志。37

 
「懲創逸志」即傳統儒家的「克己復禮」，約制人心中的私欲，而禮即天理也，朱

熹說：「（孔子）只教人『克己復禮』。到克盡己私，復還天理處，自是實見得這箇

道理，便是貼實底聖賢。」38這就像張載（1020-1077）所說的變化氣質，他說：「氣

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氣質是一物，若草木之生亦可言

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為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39這種「克己」

的道德修養工夫必得透過某種途徑才能達成，朱熹提示學者說：「人之為學，卻是

要變化氣稟。」40讀詩亦是為學之方，可以透過讀詩的活動，施行克己工夫，以

達變化氣質的目的。 

從朱熹的理學思想來看，人之所以能感發、可懲創，在於心之有知覺、能思

慮，使心恢復本體之虛明，達成的方法，即是「居敬窮理」。透過此內外察識與涵

養的工夫，自然能反淫詩而歸於正。茲詳於下： 

                                                      
36 【宋】朱熹，《四書集註》之《論語集註》，頁 7。 

37 【宋】朱鑑編：《詩傳遺說》，卷 3，輔廣、錢本之錄同。 

38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24，頁 2982，賀孫錄。 

39 【宋】張載著：《張子語錄》（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年），頁 321。 

40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4，頁 69，璘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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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心之知覺思慮以讀淫詩 

朱熹把「知覺」和「思慮」作為心的作用。他說：「若指有知覺者為性，只是

說得心字。」41「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42。所以對淫

詩要有所知，便要「即其辭」即研讀其內容，吟詠其詩味，進而「玩其理」，體貼

其詩中大意，看清詩人意思的好或壞，他說：「好底意思，令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

興起。看他不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43這便是「覺」

的工夫。 

心，還具有「思慮」的功能。由於「耳目之官不能思，故蔽於物。」44，但

是「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來，心得其職，則得其理，而物不能蔽。」
45。對淫詩之大意的認識應是「心」之思的職能，反淫之「理」要通過心之思維

來把握，耳目之官是無能為力的。思固然已能掌握「理」之要旨，但進一步做更

嚴密的體會則需靠「慮」的工夫，朱熹說「慮是思之周密處」46，通過用心的思

慮，具體掌握事物之理，便能辨別詩辭之中所呈現或隱含的是非。朱熹說：「心中

思慮才起，便須是見得那個是是，那個是非。」47所以「具此理而覺其為是非者，

心也。」48思慮的作用即是將理和外界事物對照，因為理具於心，通過思慮而把

握。 如此淫詩之辭在心的思慮工夫下，便自然被視為不合天理的事物。 

更進一步說，心之所以有知覺，並非是心中之理所起的作用，而是心中的虛

靈本體，虛靈屬於氣，有氣的功能。通過虛靈之氣，與心聯繫起來。所以朱熹說：

「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靈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

得這道理。」49。「先有知覺之理。理未知覺，氣聚成形，理與氣合，便能知覺」。

                                                      
41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4，頁 64，必大錄。 

42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58，頁 1363，敬仲錄。  

43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80，頁 2082，僩錄。 

44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59，頁 1414，大雅錄。 

45 【宋】朱熹：〈告子上〉，《四書集註》之《盂子集註》，頁 171。 

46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4，頁 278，芝錄。 

47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30，頁 769，賀孫錄。 

48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潘謙之〉，《朱熹集》，卷 55，頁 2754。 

49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60，頁 1430，僩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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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氣之虛靈表現為心之知覺。但是理氣必要結合，其心才能知覺是非。當讀者面

對淫詩之辭，其心中虛靈之氣與理應合，從知覺與思慮的作用中，明辨其非。 

（二）強化心之理性制約以讀淫詩 

由於讀詩之時，耳目等感官與心雖各司其職，但「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

不測，故見聞之際必以心禦之，然後不失其正。若從耳目之欲而心不宰焉，則不

為物引者鮮矣。」51心統御耳目之官，使人接觸外物之過程才守其正道；假若其

心不主宰耳目，則易為外物所蒙蔽。所以當面對淫邪之事時，身為外物所引誘，

即是縱容耳目之欲的緣故，若能發揮心的宰制作用，則性情當不至失其善正。 

心可以主宰性情，朱熹說：「心是神明之舍」，所以「為一身之主宰」52，但

是心有善惡，性無不善，所以必須以道心主宰人心，才能去惡從善。由於心為主

宰，致使性被心管攝，學者蔡方鹿對此認為：「心主宰性是指未發時的主敬涵養，

保持善性。」53存養善性，以便與心之知覺思慮相應。2因此，當心以理制約的作

用產生時，邪惡自然去除。 

朱熹說：「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

靜語默之間者也。」54陳來解釋說：「知覺在這裡指人的感覺和思維，運用則指人

的一切現實活動和行為。」55朱熹常強調心能「應萬事」。他說：「心者，人之知

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56，理學重視人之作為道德實踐活動的主體，強調心

在人的道德實踐之中始終處於支配地位，所以首重對心的修養。因此，解讀淫詩

之時，朱熹未嘗擔心讀者因見淫詩而衍生的邪淫行為，這種負面影響在理學家的

讀詩過程中，由於在以理制約之下進行知覺與思慮的活動，所以不但邪念無法滋

生，反而在虛靈之氣與道心結合共同作用中，明辨是非，批判淫詩，從而建立無

                                                      
50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5，頁 85，淳錄。 

51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何叔京〉，《朱熹集》，卷 40，頁 1857。 

52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98，頁 2514，謨錄。 

53  張立文編：《心》（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年 11 月），頁 200。 

54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張欽夫〉，《朱熹集》，卷 32，頁 1403。 

55  陳來著：《朱熹哲學研究》，頁 153。 

56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大禹謀〉，《朱熹集》，卷 65，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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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之思。 

（三）落實「居敬」之工夫以讀淫詩 

讀淫詩，除了前述在「心」上作的工夫，還須以「居敬」作為基礎工夫始能

掌握貫徹。朱熹說：「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

力行者，以敬而行之也。」57知行皆以敬行之，所以首尾可貫聖賢之學。敬的工

夫，朱熹認為是「收斂此心，莫令走作閒思慮。」58以收斂之心面對淫詩，乃是

必要工夫，而且要能「隨事專一，謹畏，不放逸。」59，則朱熹提出的「懲創逸

志」，便易於達成。但持敬不可間斷，要「無事時，敬在裡面;有事時，敬在事上。

有事無事，吾敬之未嘗間斷也。」60。這種持敬的要求，是有其堅持的目的，朱

熹曾指這種功效說：「若能持敬以窮理，則天理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不

攻而自破矣。」61讀者面對淫詩，要能持敬謹畏，欲念無以產生，詩中邪妄之行

當然無法影響讀者。 

讀淫詩當要持敬與致知兩工夫並進，即要知行相須。窮理致知的過程中，要

居敬不輟，黃幹〈朱子行狀〉云：「其為學也，窮理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不以敬，則昏感紛擾，無以察義理之歸；躬行不以

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理之實。」62此言朱熹為學，知行用敬之工夫。以敬來

通貫動靜，始終用敬，學者曾春海先生對此工夫的運用始末曾簡要指出：「吾人在

知與行之時，收斂精神，凝聚心思，一方面使心靈澄淨清明不受外在事物的影響

而使心神散亂不定，一方面則可以集中心思之力充分發揮認識作用，以識察義理，

存養於心，有事感應時，再運用心省察行為與義理是否相合，務使知行合一。」63

                                                      
57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程正思〉，《朱熹集》，卷 50，頁 2450。 

58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2，頁 217，大雅錄。  

59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2，頁 211，燾錄。 

60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2，頁 213，僩錄。  

61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程允夫〉，《朱熹集》，卷 41，頁 1923。 

62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附錄一，頁 5810。 

63 曾春海著：〈朱子德性修養論中的「格物致知」教〉，《儒家哲學論集》（台北：文津出版社，1989

年 5 月），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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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透過居敬工夫，使致知窮理貫通涵養察識。在這樣的工夫要求下，讀者接觸

的文學對象無論善惡，甚至淫詩糜辭，皆可藉由「感發」、「懲創」而有助於養心

正心之功。 

四、「思無邪」：從詩之功用談淫詩解讀之目的 

前述從「心」的知覺思慮與主宰制約二端申明朱熹解讀淫詩的內在工夫理路，

復以居敬窮理作為知行相須的內外關聯工夫，一切的作為都是面對淫詩時所應作

的察識工夫。察識的目的便是要時時提撕此心，以保持惺惺然的明覺狀態，最後

才能使心湛然虛明之本體持續涵養，使天地之性常駐其中。這境界便是朱熹主張

的「思無邪」，他說：「『思無邪』，乃是要使讀詩人『思無邪』耳。讀三百篇詩，

善為可法，惡為可誡，故使人『思無邪』也。」64可見在朱熹讀詩的觀點中，內

容無分善惡皆有其正面的作用，這即是朱熹的詩教觀點。 

三百篇之中既然有淫詩，朱熹卻又說：「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

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65似乎相當矛盾。其實朱熹所謂三百篇各有

一思無邪，其意在於讀詩之人可在各篇中習得「思無邪」，非指詩本身篇篇為思無

邪之作。 

（一）悚然戒懼以使人心無邪 

朱熹說：「今使人讀好底詩，固是知勸；若讀不好底詩，便悚然戒懼，知得此

心本不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讀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
66此話先說好詩可知勸，後言不好的詩可戒懼，至終乃點出讀詩可「使人心無邪」。

由於三百篇中有淫詩，所以朱熹說：「三百篇之詩，不皆出於情性之正。」、「詩有

善有惡，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句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

                                                      
64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39，璘錄。 

65 【宋】朱鑑編：《詩傳遺說》，卷 3，徐寓錄。 

66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47，明作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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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讀者知所懲勸。」67這便證明朱熹論詩解詩完全從

詩教觀點出發，他說：「詩恰如春秋。春秋皆亂世之事，而聖人一切裁之以天理。」
68因此就算是淫詩，也能讓讀者思無邪，所以說「雖桑中鶉奔等詩，亦要使人『思

無邪』。」69就是這個意思。 
朱熹認為聖人刊定三百篇有其詩教之用心，即「好底詩，便吟詠，興發人之

善心；不好底詩，便要起人羞惡之心。」70所以主張好詩要不斷吟詠，以便興發

良善之道心，使湛然之本體得以時時涵養；至於不好的詩，像〈桑中〉〈鶉奔〉等

邪淫之詩，讀詩之人當要主動察識，在持敬誠明而無私欲之下，運用心之知覺與

思慮，使虛靈之氣充灌全身，以喚起羞惡之情，一旦以仁性為本體的羞惡之心被

激發起來，讀者之情性自然能歸於正，養心的目的也就達成了，故朱熹說：「只是

要正人心。」 

心既然透過涵養工夫，當能無邪，朱熹所說的無邪自然不是事物的正當與否，

他明白的說：「若只就事上無邪，未見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

最深，思主心上。」71。所以淫詩解讀的最終目的必是心之無邪。這種無邪的境

界，固然是研讀《詩經》所得之成果，但是朱熹治學一貫的主張便是要持續涵養，

且要在生活日用之間行之，使內外合理無間，故曰：「不但是行要無邪，思也要無

邪。誠者，合內外之道，便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

無邪，誠也。』」72內外無邪，表裡如一，便要讀詩不輟，時時做工夫。 

（二）思無邪即「心與理一」 

讀詩達成的「思無邪」結果，具體而言，即是「心與理一」的狀態。朱熹說：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理具足。」73又說：「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

                                                      
67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41-542，南升錄。 

68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41，道夫錄。 

69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42，南升錄。 

70  同前註。 

71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38，佐錄。 

72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23，頁 543，時舉錄。 

73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5，頁 94，端蒙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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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來，湛然虛明，萬理便在裡面。」74陳來解釋說：「從一般認識主體的觀點看，

心體為虛，『先末有一個影象』，而從心作為道德意識活動的主體來看，朱熹認為

心中包含萬理，在這個意義上心又不虛。」因此「心不僅是一個理論理性，而且

是道德理性。」75從心具有作為人性之理這點而言，讀淫詩而無邪，即是使心所

具人性之理得以虛明澄澈。 

讀詩是一思維活動，而從思維心理的活動看來，理具於心主要是表現在與知

覺不相離的狀態。朱熹說：「性只是理，情是流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

理而行此情者也。」76心之知覺使心所本具之眾理，得以在發用的情中表現出來。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理之為性，不但是作為支配思慮的內在道德依據，同時也

必體現在對知覺思慮的作用中。「道理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來。若無知，道理

何從而見！」77因此，以心作為道德意識活動的主體來看，「當知覺進行道德判斷

的活動時，也就是人性支配知覺並通過具體知覺表現自身的過程。」78從讀詩的

活動來說，心無時不在作道德判斷的工作，亦即透過對詩中內容的檢驗，來省察

自身主體的情態表現。這完全是因為心所本來具有的知覺運用在思維活動而起的

作用。 

雖然朱熹說過：「道理本來皆備於吾身」79意即心中本具的人性之理，是與生

俱來，並非修養而得。但是這不保證人之心必然是與理合一的，必需經過格致窮

理的工夫，格物以釐清是非，積久而窮通，使在修養境界上作到「心與理一」。讀

詩格物，明其是非之別，雖是淫詩，亦有豁然窮通之時。至此，淫詩反而成為格

致窮理工夫的工具，使人達成「心與理一」的修養工具。 

                                                      
74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13，頁 2743，義剛錄。 

75  陳來著：《朱熹哲學研究》，頁 221。 

76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答潘謙之〉，《朱熹集》，卷 55，頁 2754。 

77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7，頁 382，僩錄。 

78  陳來著：《朱熹哲學研究》，頁 223。 

79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60，頁 1438，賀孫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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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淫詩說之理學價值 

朱熹提出淫詩說用以突破傳統詩教之觀點，固然是經學上的重大改變，其在

經學上的意義自是不言而喻。但就理學範疇來說，更是具有極大的價值，茲從三

方面論述於下： 

（一）成為「天理人欲之辨」的工夫法門 

朱熹提出淫人作淫辭之說後，常欲藉淫詩之內容申辨其理欲思想，使其學說

能在前人典籍當中，得到有力的明證。例如〈鄭‧野有蔓草〉詩，《集傳》注曰： 

男女相遇於野田草露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零露漙矣，

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首章）與子偕臧，

言各得其所欲也。（二章）80

 
認為二人相遇，以適其所願，且「與子偕臧」為「各得其所欲」。「臧」乃「善」

之義，朱熹強以「欲」言之，其意圖至為明顯。以男女邂逅為得其所欲，想從理

欲之辨，坐實淫詩之解。朱守亮先生案曰：「本可見男女之情，指為淫詩，今竟未

有。然解與子偕臧句：『言各得其所欲也。』亦甚惡劣。能就詩論詩，得其要旨，

斯亦難矣。」81朱子本想以此方式解詩以得詩人之本意，朱守亮先生言其難矣，

蓋因朱熹強以「欲」解詩之故。然而朱熹實乃蓄意為之，男女邂逅偕臧，朱熹必

然視為男女私欲之舉，故不以詩辭為之正解，而申其意為「欲」，此當是從詩教立

場解詩，要讀者居敬窮理，發揮心之知覺思慮，興起道心主宰，以使心之本體虛

明澄澈，達到無邪之境。 

再如〈衛‧氓〉詩首章，《集傳》云： 
 

                                                      
80 【宋】朱熹著：《詩集傳》，頁 56。 

81  朱守亮著：《詩經評釋》（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4 年 10 月），頁 266。 

－15－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一期 16 

蓋一失其身，人所賤惡，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

往而不困耳。士君子立身一敗，而萬事瓦裂者，何以異此，可不

戒哉！ 82

 
此詩之《詩序》云：「宣公之時，禮義消亡，淫風大行，男女無別，遂相奔誘，

華落色衰，復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83兩相比

較，可知朱熹之注解，有意藉此懲誡讀者，立身當謹言慎行。已由解說淫詩之內

容跳脫出來，直接向讀者告誡，其以詩為教之用意甚為明顯。婦人「以欲而迷」，

失貞信之正節，故朱熹視其為淫人，淫奔從人當無可憫，只可「自痛悼」。本詩朱

熹注文頗長，且多告誡讀者之辭，同時認為淫人不受親人所恤之下場是理所固然，

無所歸咎，其嚴正以面告讀者之立場，極其鮮明。可謂逞私欲即一敗塗地的最佳

寫照。 

「天理人欲之辨」，是宋明理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它是先秦以來，儒家「義利

之辨」的新發展。從《論語》「克己復禮」，朱熹解釋說：「克，勝也；己，謂身之

私欲也；復，反也；禮者，天理之節文也。」84。指出「克盡人欲，便是天理。」
85便可知程朱的理欲觀與孟子義利觀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淫詩說的提出，當是

「理欲之辨」的落實，也是儒家「義利之辨」的實踐。 

對「人欲」的解釋，朱熹說：「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
86淫詩之作即是心生疾疚，以致私邪而產生的詩。是人心失去道心主宰之下，知

覺昏迷，思慮不行所致。朱熹認為，「天理」與「人欲」的界限是幾微的。「天理、

人欲，幾微之間」因此，天理人欲之辨，「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理，如

何是人欲。幾微間極索理會。」87

朱熹主張淫詩說，便是要讀詩者在幾微之間驗心理會，以便明辨天理人欲之

別，可知淫詩說乃是理學察識涵養的工夫法門。 

                                                      
82 【宋】朱熹著：《詩集傳》，頁 38。 

83 【漢】鄭玄箋：《毛詩鄭箋》（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 年 4 月，和刻本），頁 114。 

84 【宋】朱熹：〈顏淵〉，《四書集註》之《論語集注》，卷 6，頁 77。 

85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41，頁 1045，賀孫錄。  

86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辛丑延和奏札 2〉，《朱熹集》，卷 13，頁 514。 

87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13，頁 226，大雅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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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踐觀淫止淫之詩教思想 

孔子說過「詩可以觀」88，所以朱熹認為孔子不將淫詩刪去是為了「觀」，認

為淫詩具有教育上的意義。這是朱熹對儒家經典中存在的現象所進行理學目的的

合理化解釋。因此，雖然他在思想上根本否定「淫詩」，但是肯定其有「觀」的作

用，因而特別注重「格物窮理」的工夫，他力主讀詩格物而後自然能夠窮理，最

後必能達到「思無邪」的境界。所以並非先「思無邪」後才讀詩。他曾明確說：「若

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讀之，則是詩之善惡方賴我以抉擇，而我之於詩反若無所

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89可見思無邪是朱熹取於詩之教的結果。 
朱熹曾說： 

 

鄭衛之樂，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

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不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女之詞，而鄭皆為

女惑男之語。衛人猶多刺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復羞愧悔悟之萌。

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論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不及衛，蓋

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豈不信哉。90

 

他將鄭衛之詩從數量多寡和詩辭內容加以比較，認為鄭詩之淫甚於衛詩，所

以二相比較便可以觀其風俗厚薄之差異。他所觀察到的鄭風習俗，是歌詠淫逸的

詩篇數量特別多，以及內容多為女悅男之詩，且無羞愧悔悟之意，這就是初步的

觀詩。進而窮其致此之理，朱熹曾解釋說：「聖人存此，亦以見上失其教，則民欲

動情勝，其弊至此。」91君上教化失敗，因之百姓欲動情勝所以才有淫詩產生。 
從「淫詩」之中能體會《詩經》「無一理之不具」，這自然是從讀詩的立場來

說的，換言之，面對淫詩必須強調「觀」的作用，因為「觀」的功能「主要是教

                                                      
88 【宋】朱熹：〈陽貨〉，《四書集註》之《論語集注》，卷 9，頁 121。 

89 【宋】朱鑑編：《詩傳遺說》，卷 3。 

90 【宋】朱熹著：《詩集傳》，《鄭》風篇末，頁 57。 

91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80，頁 2067，大雅錄。 

－17－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一期 18 

育讀者自己的。朱熹將『觀』解釋為『考見事跡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

說『此《詩》之立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是詩

教必要的手段和途徑，並產生興善懲惡之作用。」92這是向內的工夫，有別於傳

統漢儒的外王詩教工夫。93王春謀先生也說：「淫詩懲勸之用，乃朱熹淫詩說理論

之首要基礎也。」94所以讀者觀淫詩以得懲創之用，完全是朱熹以理學內涵建構

的詩教思想。 

（三）強化三百篇的經學理學化精神 

漢儒以美刺論詩，朱熹反刺為淫，以為淫詩是詩人直抒胸臆之作，將淫詩說

導入理欲之辨。朱熹對淫詩的提出與解讀，在《詩經》學史上相當具有時代性與

獨特性。他曾說：「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刺人，安得溫柔敦厚？」
95以此說明他解詩的主張。此語雖然源自《禮記‧經解》所云：「孔子曰：『入其

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96但兩者顯然對「溫柔敦厚」

一語的解釋並不相同。《禮記‧經解》乃指「人」而言；朱熹則指「詩」而言。漢

儒所建構的傳統詩教論述，使詩經的經義得以發皇，而經學地位因此得以鞏固。97

朱熹則在廢序之後另闢義理說詩之蹊徑，循程子理學解經的前路，全面開展出三

百篇的經學理學化的治經工程。 

他認為唐代以前都將男女情詩作為譏刺之用，已失去教化的精神，更失去聖

人編詩的用意，所以他否定漢代以來以「美刺」論詩的傳統，以為詩本人情，詩

之所以產生乃在於心有所感，而感發必有善惡，此乃人情之常，所以朱熹嘗說：「詩

                                                      
92 張祝平著：〈朱熹"淫詩說"與明清"誨淫"文學之辯〉，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頁 439。 

93 有關朱熹詩教重內聖之德與漢儒重外王之功的比較，請參閱拙作《 朱 子 詩 教 思 想 研 究 》， 頁

332-338。  

94 見王春謀：《朱熹詩集傳淫詩說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79

年 12 月）， 頁 35。  

95 【宋】黎靖德編：〈綱領〉，《朱子語類》，卷 80，頁 2065，璘錄。 

96 【唐】孔穎達：《禮記注疏》（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卷 50。 

97  漢儒以詩教固經之功，可參閱拙作《 朱 子 詩 教 思 想 研 究 》， 頁 40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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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98。《詩經》中男女情愛之詩亦為人情之詩，其相與歌詠以

示情好之意，歷代皆以刺筆解之，實有違常理，他認為這是民間男女自然表現出

的情意，直接表達而不加掩飾，看不出有刺意存在。然而《詩序》多從美刺角度

說詩，所以朱熹才曰：「《詩序》作，而觀詩者不知詩意。」99因此提出廢《序》

的主張。這種善惡並存的實際情形，說明了《詩經》三百篇不可能完全毫無邪淫

的內容，朱熹因此說：「只是思無邪一句好，不是一部詩皆思無邪。」100如此看來，

朱熹一方面站在「溫柔敦厚」的立場，主張詩人不以美刺作詩，另一方面，又站

在理學立場，認為內容是善惡並存的，這二方面的見解，建構了朱熹「淫詩說」

的基礎，也增強了整部《詩經》呈現理學化的精神。 

六、結 語 

朱熹提出淫詩之說，在經學史上可說是震古鑠今之舉，前人對此褒貶有之。

本文從當時主流思潮分析，以理學思想剖析淫詩說的內涵，企圖呈現朱熹的原意。

經上述一番探討，約略歸納其要點有四： 
其一、從朱熹的創作觀點言之，淫詩在性之欲的發動下，詩人因情之陷溺而流於

邪淫，在心未能主宰情性以歸於道德之正的情況下，發而為詩，自然便有淫詩之作。 
其二、從朱熹察識涵養的理學工夫言之，讀者必須進行一定的讀詩工夫，才

能面對淫詩而不致淪喪迷失。首先要發揮心之知覺思慮，並以道心制約，藉以否

定邪淫私欲，察識義理，同時從始至終居敬不輟，使心湛然虛明。 
其三、復從朱熹談詩的功用闡明誦讀淫詩之目的，即為孔子所指的「思無邪」。

但朱熹提出的「思無邪」顯然不同於孔子的原義，而是從理學修養教化的方向要

讀者達成思無邪的境界。朱熹期望讀淫詩的人能夠心無邪思，並使心體虛明澄澈，

達到心理合一、性理一體之境。 
其四、從理學角度觀察朱熹所提淫詩之說，可以肯定有其三項價值：一是此

說成為「天理人欲之辨」的工夫法門；一是朱熹以此實踐其觀淫止淫的詩教思想；

                                                      
98 【宋】朱鑑編：《詩傳遺說》，卷 3，徐寓錄。 

99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80，頁 2074，甘節錄。 

100【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 80，頁 2065，振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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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則是朱熹因此強化了三百篇的經學理學化的精神。 
綜觀以上所述，朱熹完全是在理學思想體系下，提出此曠古之論，他是以理

學的內涵推展其詩教的目的。張祝平先生說：「朱熹從提出"淫詩"這一現象始，圍

繞對它的解釋逐漸展開了他的《詩》論體系。從聖人不刪淫詩引出『《詩》可以觀』，

觀而知所懲勸，揭示詩教途徑和作用，最後明確詩教要達到使讀者「思無邪」這

一根本目的。因此，可以說不是朱熹發現了『淫詩』，而是他首先系統完整地闡述

了『淫詩』為教的理學意義。」101說得十分切要。至於淫詩說之提出對後世之影

響，亦是詩經學研究者不可忽略之議題。102

                                                      
101 張祝平著：〈朱熹"淫詩說"與明清"誨淫"文學之辯〉，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頁 440。 

102 筆者曾提出明代以後朱熹之淫詩說為言情論者所利用，對言情作品之興盛，有「羽翼」之功。

見拙作《朱子詩教思想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8 年 12 月），頁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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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Idea of 
Romantic Poems 

Peng, We-ijie（彭維杰） 

Zhu Xi’s idea concerning romantic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 broke new 
ground in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emphasized on the function of praising and 
satirizing. By employing the approach of the Learning of the Principle that believes in 
the idea of reading poem to nourish one’s mind-heart, Zhu Xi built a new theory on the 
teaching of Poems.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content of the “idea of romantic po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arning of Principle. In term of the source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 writing of romantic poems is the result of an unnourished mind-heart, an 
untamed emotion, and the losing of one’s moral sentiment and awareness. In term of 
moral cultivation concerning reading poems, one needs to make use of the perceiving 
and reflective capacities of the mind-heart, the regulative force of rationality and the 
putting into practice of constant sincerity. All these will enable one in facing romantic 
poems and comes out with correct interpretations. The objective of interpreting 
romantic poems is to attain the goal of “union of mind-heart and the Principle” through 
inner purification of one’s mind-heart, a state accomplished by intense caution and 
watchfulness. The creation of such an idea has three major values in the Learning of 
Principle. First, it becomes a method of cultivation regarding the debate of Heavenly 
Principle and human desires. Second, it puts into practice of the idea of observing 
romantic things in order to stop the romantic mind. Third, it strengthens the spirit of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s of the Learning of Principle in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is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arning of the Principle in 
interpreting Zhu Xi’s ideas of romantic poem. It aims at recover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hought of poetic teaching and shows the truth of “the idea of romantic poem”. 

 
Key Words: Zhu Xi, The Learning of Shijing, The Learning of the Principle, 

Poetic teaching, the idea of Romantic poem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