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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士逸民與出處進退

———清儒論“隱”
鄭吉雄

①

【摘 要】本文試論中國傳統隱士逸民，動機並非純粹的出
世，而多牽纏於功名節操等世俗價值的考慮，終而産生矛盾掙扎
的心情。隱逸始終擺脱不了士大夫靈魂中經世致用的宿命，故未
出仕時因盼望帝王賞識而患得患失，改朝换代時則身不由己，藉
隱退以保存名節。出處進退，多糾纏於世俗的政治取態與表態，
造成了避世的不徹底、不純粹。他們退隱心情的主旋律，既非對
山林自然的嚮往，亦非對生命價值的解放，而是出於世俗牽絆，帶
有政治理想、動機、價值的曲折投射。有清一代儒者面對滿洲部
族政治壓抑，提出貞隱、學隱、尊隱三種觀念，從不同角度作新詮
解，部分印證了隱逸的世俗羈絆，同時亦有發前人所未發的意義
新境。
【關鍵詞】隱士 逸民 出處進退 遺民 經世

一、前

言

“隱逸”一直是受到漢學家注目的課題，尤其著名的隱逸代表陶淵明
（潛，３６５—４２７），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學者或進而隱逸與中國文學的

①

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化歷史講座教授，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荷蘭萊頓大學亞洲研究院歐
洲漢學講座、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訪問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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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或聯想到中國出世的遊仙思想，到探討隱逸精神衍生的藝術創作
等等 。
本文旨在推論中國傳統隱逸的主流，其動機並非純粹的出世、遊仙，而
是牽涉文人面對禄仕時，思考 “出處、進退”的抉擇、理由，並及於名節等世
俗價值的考慮，因而所産生種種矛盾掙扎的心情。在政權遞嬗的轉變時
刻，士大夫“忠君”思想的作用，催化其隱退以表達消極抗議；在太平盛世，
隱士或出於對政權的不認同，或爲經營終南捷徑，各種動機，不一而足。質
言之，中國“士”傳統中，固然有因宗教信仰而歸隱避世的案例，當事人或者
未必全出政治考量 ，但論其主流，則始終擺脱不了中國士大夫靈魂中經世
致用、出將入相的欲望。因爲中國士大夫最高理想，是上希公侯，佐王致
治，因而在面對進退、出處的抉擇之際，涉及能否被皇帝賞識拔擢，如何在
弋取禄仕過程中保全名節等等，因而發生天人交戰。究其心志，雖不無超
脱之想，而最後種種考慮及決定，多歸結於世俗的政治取態與表態。换言
之，中國隱士的避世，大多是不徹底的，既非出於對山林自然的嚮往，亦非
出於生命價值的解放，而是出於世俗的牽絆，帶有政治理想、動機、價值的
曲折投射。他們或有詩畫藝術的創造，表現超逸世俗，迥出塵表的精神，豐
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内容。但讀者切不可誤以爲此即是中國隱士的本質，
因爲回溯中國隱逸的源流，實情並不如此。這方面，舉清儒的談論，最足以
説明中國隱士逸民的委曲。清儒面對滿洲部族政治壓抑，自清初迄清末，
對於 “隱 ”的詮釋，無論是唐甄 （１６３０—１７０４ ）論 “貞隱 ”、龔自珍 （１７９２—
１８４１）論“尊隱”，
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論“學隱”，所提出的政治解讀，均
可證實“隱”這個觀念在中國士傳統中的政治意涵和世俗本質。而清儒對
①

②

這方面幾可謂汗牛充棟。略舉一隅，如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ｉｇｈｔｏｗｅｒ （海陶瑋 １９１５—２００６ ）ｔｒａｎｓ． ＆
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ａｏ Ｃｈｉｅｎ，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ｔｏｎ，１９７０；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
析》，臺北：允晨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李生龍《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長沙：湖南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劉忠國《中國古代隱士與山水畫》，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Ｐｅｔｅｒ Ｃ． Ｓｔｕｒｍａｎ，Ｓｕｓａｎ
Ｓ． Ｔａｉ 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ｆｕｌ Ｒｅｃｌｕｓｅ牶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Ａ：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Ｍｕｎｉｃｈ：Ｄｅｌｍｏｎｉｃｏ Ｂｏｏｋｓ ／ Ｐｒｅｓｔｅｌ，２０１２．
恥復屈身後代”，然而據《晉書》本傳記其個
② 《宋書》記載陶淵明“不仕”是因爲“曾祖晉世宰輔，
性“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脱不羈，任真自得”，陶可能自身個性即傾慕遠離世務羈係，讀其
詩文，其性格澹泊亦宛然可睹。此殆或與陶氏世代天師道的信仰，因而趨於道家思想？至如《世
説新語·棲逸》第一條記“阮步兵嘯”所遭遇在山林中作嘯“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説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９３ 頁），此一類隱居山林
的“真人”，未審是否與出處進退的考慮有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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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的政治解讀，又必須上追先秦傳統，始能得其要旨。這是本文前半溯
源先秦經史子典籍，後半直接轉入清代的原因。
中國隱逸思想上溯至周初，涉及的已是士大夫進退出處的問題，也是
他們魂縈夢繞的難題。《易》《乾》卦初爻“潛龍勿用”喻指 “龍德而隱”，已
透露退隱思想；所謂“遇主”、“利見大人”，則喻指出仕的契機。出土簡帛，
亦屢見此類論述。殷商遺民，是先秦道家的濫觴，其後在中國歷史上，遺民
隱逸常與道家思想相糾纏。後世史書用語“隱逸”、“高士”一類，多寄寓政
治異議人士。儒家以佐王致治爲最高理想，提出“道統”來對抗帝王的 “政
統”是積極的手段，用退隱來遠離政治則是消極的身段。這與道家由遺民
避禍去殺，轉變爲養生長生的思想，頗不相同。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曾於
明朝爲官者仕清則爲貳臣，不出仕者則或爲處士，或爲隱逸。唐甄《潛書·
貞隱》篇即思考此一問題。有清一代，隱逸再度成爲士傳統思潮中的一股
伏流，與上古中古時期儒道思想所論又略有不同，而 “隱”的論述中充滿政
治元素則無二致。本文擬略論中國士大夫出處進退問題，説明背景，進而
討論清代唐甄“貞隱”、龔自珍“尊隱”、章太炎“學隱”三個觀念，除印證中
國隱逸傳統出於世俗的動機，亦勾勒清代隱逸思想的發展。

二、“隱逸”溯源：《周易》的“隱”與“遇”
古老的中國早在殷周之際，出處進退，就成爲一個士大夫無法迴避的
問題，爾後也成爲他們魂縈夢繞的難題。後世的正史，有些立《隱逸傳》 ，
有些立《逸民傳 》 ，有些立 《遺逸傳 》 ，也有像皇甫謐 （２１５—２８２ ）《高士
傳》 ，傳述《莊子》書所記的逃避社會、隱居山林之中的人。考察這些著作
的標準，可知歷史上隱士逸民既有别於歐洲宗教上的隱士 （ｈｅｒｍｉｔ ／
ｅｒｅｍｉｔｅ），
也很少被視爲因嚮往大自然而隱居的超脱塵俗之悠遊避隱之人，
卻常常被前人理解爲在政治立場上或忠於前朝、或不與當權派妥協的異議
者。《論語·微子》記載“逸民”以及孔子（５５１ＢＣ—４７９ＢＣ）對他們的評價：
①

②

③

④

如《新唐書》《元史》。
如《後漢書》。
③ 如《清史稿》。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４１８ 頁。
④ 見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一本傳，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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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
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①

孔子稱許的“逸民”，所説的“不降志”與“不辱身”，語調隱含政治色彩。據
《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正是在“天下宗周”之後“義不食周粟”而
流芳千古的隱逸 ，政治的不妥協成爲鮮明的旗幟。 他們是司馬遷
（１４５ＢＣ—？）《史記》立傳歌頌的義士，也是本文所論的政治異議者。司馬
遷是第一位奮力見證隱士逸民史蹟的史家。在他的筆下，“堯讓天下於許
由”的事蹟，被《尚書·堯典》所載堯遜位於舜“傳天下若斯之難”的記載所
掩蓋 。隱逸既不爲《詩》《書》所載，復且“文辭不少概見” ，最後這些“巖
穴之士”，“類名堙而不稱”，不爲後人所知。然而他説：
②

③

④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⑤

强調他親眼見過許由的墳墓，又説 “由、光義至高”。顯然深信歷史上確實
有過眾多甘於隱姓埋名，不見用於世的隱士逸民。歷史的鎂光燈，總是照
耀著功成名遂的聖賢，但如黄庭堅（１０４５—１１０５）所説的“波濤萬頃珠沈海”
（《千秋歲》），還有數不盡堅持不同立場的異議者，往往被埋藏在黑暗中，心
志也難以被後人理解。這應該是司馬遷置 “伯夷列傳”爲七十列傳之首的
原因。
拙著《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 一文
⑥

《論語·堯曰》則記：“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二〇，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０３ 頁。“滅國、絶世、逸民”三者並列，講的都是滅亡的國家以及身
上流著帝冑血統的政治難民。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７ 册第 ２１２１—２１２９ 頁。
② 《史記》卷六一，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卷六一，第 ２１２１ 頁）而《莊子·
③ 《史記·伯夷列傳》：
逍遥遊》亦記“堯讓天下於許由”（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２ 頁）。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④ “《詩》《書》雖缺，
第 ２１２１ 頁。
⑤ 《史記》，
——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載於《東海人文學報》第二十
⑥ 鄭吉雄《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
二期（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第 １２５—１５６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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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論先秦道家源出自殷商遺民。老子、莊子所批判的，主要是西周立國時
期奠立的歷史觀、天命論及有德者爲王的思想，但他們承繼政治遺民的傳
統，逐漸將 “避禍 ”轉變爲養生、長生的思想。我也考證了 《坤 》卦與 《尚
書·多士》《詩經·大雅》之間的内在關係，説明卦爻辭内容是一節又一節
警告殷頑民接受新主、勿予反抗的宣言 。《坤》卦喻指殷商，《乾》卦則喻
指周朝。按照《乾》卦初爻有 《坤》象 ，《坤》卦上爻有 《乾》象 的内在關
係 ，《乾》卦初爻 “潛龍勿用”，爲尚未得位之時，那就是大人君子隱伏之
際，在政治上藴積不發，不得位而行道，故而沈潛 。《周易》《小畜》卦卦辭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即是西伯（周文王）積畜懿德，而尚未施行
其天子之德，時暫居西郊、蓄勢待發的象徵語言 。而 《乾》卦 《文言傳》以
“隱逸”詮釋《乾》卦初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潛龍’也。”
⑦

“龍德而隱”，那就是可以得位行道卻隱伏而不出，故有 “遯世无悶”之説。
這裏講的很明顯不是後世一些嚮往山林、蕭然物外的避世者，而是有政治
説詳鄭吉雄《〈歸藏〉平議》，載於《文與哲》第二十九期（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６４—６６ 頁。
“
九二“見龍在田”，有土、川之象。
② 乾”初九“潛龍勿用”、
“
，即有“龍”象。
坤”
上六“
龍戰于野，
其血玄黄”
③
載於《清華學報》第三十二卷第一期（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④ 説詳拙著《論乾坤之德與“一致而百慮”》，
第 １４５—１６６ 頁。朱熹説：“‘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
‘不言所利’也。”（《易學啟蒙》卷四，臺北：廣學社印書館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７８ 頁。）
爲“潛龍勿用”作注：“小人道盛，聖人雖有龍德，於此時唯宜
⑤ 孔穎達《正義》亦引劉邦隱遯不出，
潛藏，勿可施用，故言‘勿用’。……若漢高祖生於暴秦之世，唯隱居爲泗水亭長，是‘勿用’也。”
又説：“聖人有龍德隱居者也。”（《周易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１７ 頁。）
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是對於“小畜”的抽象意旨的一個具象描
⑥ “亨”是對於此卦的判斷語，
述。《彖傳》以“尚往”釋“密雲不雨”，以“施未行”釋“自我西郊”，過去屈萬里及高亨均以爲倒
文（即認爲“施未行”應釋“密雲不雨”，“尚往”應釋“自我西郊”），恐怕只注意到文義的一致性。
實則“小畜”的“懿文德”（《象傳》語）並非泛指一般君子的以文采德行自修，經文作者特别引周
文王爲例，説明其“積善累德……陰行善”（《史記·周本紀》），終能“自西至東，自南至北，無思
不服”（《詩·大雅·文王》）才是“小畜”真正寄託的意旨，也就是説：此卦所述文德的畜積，終
可以讓有德者爲王。
韓康伯《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 頁。
⑦ 王弼、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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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但隱伏未出的人 。所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就是 “出”（行之）
和“處”（違之）兩種態度。
《周易·坤》卦記述周人警告遺民的戒令，《乾》卦初九櫽括 《坤》的意
義討論“潛龍”的隱遯之境。這兩處所説的無論是隱逸抑或遺民，都與朝代
遞嬗有關，尤其與被周朝消滅的殷朝有關。
自從周人滅殷，定鼎中原，《周易》作爲周人的政治典册，也載録了君主
與士大夫一種相互索求的微妙關係———君主之理想在於得臣養賢，士大夫
之理想在於能遇明主。前者載於《大畜》卦，爻辭“豶豕”、“童牛”、“良馬”
都是體型大的牲畜，而以“豶豕之牙”一辭，可知此卦所述的牲畜非豢養於
家中，而係自外捕獵而得，因其勇悍而易傷人，故爻辭稱“豶豕之牙”。其餘
“童牛之牿”、“良馬逐”，都清楚提示了獲得此類野獸的主人應設法駕馭並
防範，避免受其傷害。以此譬諸養賢，賢士的能力强大者 （不論文士或武
士）亦容易傷害其主人，故古人有養士譬如養虎、養鷹的種種譬喻 。這一
類的思維，即源出於《大畜》卦。卦辭所謂“不家食”，就是不食於家之意，亦
即獲之於野外的意思。天子求賢，多從宫廷以外求，傅説、呂尚等都如此
（詳下）。士人亦以得遇明主，爲終身所望。《乾》卦由“潛龍”至“飛龍”，喻
①

②

《周易》第三十三卦是《遯》。《遯》和“遁”相同，孔穎達《正義》：“遯者，隱退逃避之名。”（《周易
注疏》，第 １７１ 頁）等於是離群索居，用孔子的話形容，就是“與鳥獸同群”的人。《象傳》，解釋
“遯”卦，説：“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卦爻辭中也多次出現“君子”、“小人”，意
指統治者與平民，只有知識與智慧的高低之别，没有明顯的善惡道德之分；但《象傳》這裏講的
正是後者，而且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王弼則進一步引申到義理方面。他注上九爻辭“肥遯，无
不利”句，説：“最處外極，无應於内，超然絶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
不利也。”（第 １７３ 頁）矰繳之典，漢初已爲流行語，指政治迫害。《史記·留侯世家》：“戚夫人
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鴈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
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史記》，第 ２０４７ 頁）又陶淵
明《歸鳥》：“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陶潛著，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１ 頁。）王弼“最處外極”指的是“上九”，“内”指的是“九
三”，由下往上數第三爻。由於《遯》卦是“乾上艮下”，第三爻既是下半部“艮”的最上一爻，也
處於《遯》六爻中的中間部位，與上半部“乾”的上九之間，有相應的關係。這兩爻屬一陰一陽的
“應”的狀態是最好的；但《遯》卦的這兩爻都是陽爻，並不理想，故稱“无應”。
“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散其黨，收其
② 韓非子早已以虎喻力量强大的臣下：
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韓非子·主道》）《後漢書·呂布傳》：“始，布因（陳）登求徐
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
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故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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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士大夫遇得明主，故稱“利見大人”，這就是得位行道了。《周易》常提到
“利見大人”，就是講君子如何能遇到明主 （大人 ）而得位行道，心理上和
“退隱”恰好相反。除 《乾》卦中首次出現外，這四字亦在其他卦中多次出
現。如《訟》卦卦辭“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蹇》
卦辭“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及上六 “往蹇來碩，吉，利見大
人” 。《萃》卦卦辭“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巽》卦卦辭 “小亨，利攸往，利見大人”等，即係指利於與大人 （天
子、諸侯）相見的意思。故如 《萃》卦辭的 “大人”即前一句 “王假有廟”的
“王”；又如《巽》卦辭“小亨，利攸往，利見大人”，因能見大人，故利於攸往。
在《周易》的語彙中，或稱爲 “遇主”。如 《睽》卦卦旨爲睽異、悖違，但全卦
卻皆言“遇”，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因九二以陽爻（象徵君主）居陰位而
與六五（陰爻象徵臣下）相遇，是臣遇君於巷之象。君臣相睽，身份相異，相
遇於巷，其位不正，但畢竟遇見，故亦能无咎。《睽 》卦以外，《豐 》卦亦言
“遇主”，即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甚或《小過》卦六二爻辭：
①

②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③

六二與六五爲相對，以陰遇陰，不與陽相應，故爻辭如此。遇其臣而不及於
君，未必有利，亦未必不利，故稱“无咎”。
上述這種“遇主”的思想，早就發生在殷周之際，至後世傳爲佳話。《史
記》記載的商湯遇“伊尹”。《史記·殷本紀》：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説湯，致于王道。 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
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④

武丁遇傅説。《殷本紀》又載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説”：
“利西南，不利東北”是《周易》常用語，或如“坤”卦謂“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指周人
發源地，東北指殷人勢力根據地。
則至於不蹇，故上六而謂“來碩”（“碩”指陽爻），即陰盡陽來。
② 蹇道至於窮極，
第 ２８９ 頁。
③ 《周易注疏》，
第 ９４ 頁。
④ 《史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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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説於傅險中。 是時説爲胥靡，築於傅
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説。
①

在西周初則有呂尚，即太公望，遇於文王。《史記·齊太公世家》：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
“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
於渭之陽，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
子真是邪？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
爲師。
②

司馬遷所説的幾個故事，孟子 （公元前 ３７２—公元前 ２８９ ）已提及過。《孟
子·告子下》：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③

孟子提出上述幾個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的古代例子，重點不在於
“遇”、“不遇”，而是强調所“遇”的士大夫都必須先經過艱苦的歷練。司馬
遷的重點在於陳述史實，但孟子卻有所寄託，對士君子有所勉勵。一是史
家的立場，一是儒家的立場，側重點明顯不同。

三、《論語·微子》記載的隱逸
《論語·微子》記載之隱士逸民甚多，孔子所稱“殷之三仁”的微子、箕
子、比干，比干在入周之前已死，箕子和微子也都嚐了暴政的苦頭。他們和
《史記》，第 １０２ 頁。
《史記》，第 １４７７—１４７８ 頁。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③ 《孟子注疏》卷一二下，
４０７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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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文的柳下惠以及躬耕的隱士並列，可見 《論語》編者將這些朝代遞嬗之
際，失去故國的政治遺民，逕視爲避世的隱逸。政治上受到迫害，自願也
好，被迫也罷，遠遠地離開了政治核心，就是屬於隱士逸民之流。
《論語·微子》記柳下惠而下，尚有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
三個小故事。他們都是默默躬耕的農夫。很不尋常地，他們對於提倡禮樂
的孔子，不約而同地表示了冷漠甚至蔑視的態度，值得我們靜心想想，這究
竟是爲什麽呢？
一是楚狂接輿經過孔子身邊而以歌曲諷刺 “今之從政者”。顯然他知
道孔子是誰，故意用絃外之音來表達諷喻。孔子“欲與之言”，他卻“趨而辟
之”，結果孔子“不得與之言” 。
二是子路“問津”，長沮顯然認得孔子，故問：“夫執輿者爲誰？”證實爲
孔子後，冷漠地回答説：“是知津矣。”竟不願指出津渡所在。桀溺則批評天
下，嘲諷孔子：
①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
②

説完後便“耰而不輟”，對孔子師徒不加理會。
第三則是廢棄“君臣之義”的荷蓧丈人，對著子路駡他的老師 “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對子路卻異常客氣，“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 。
這四位躬耕的隱逸顯然都認識孔子，卻對他充滿了輕鄙。從隱士逸民
源出殷遺民的歷史淵源看來，他們蔑視征服者所制訂的禮樂制度；那麽孔
子以殷人貴冑遺裔，竟公然提倡周人禮樂，他們豈不更加鄙視？子路批評
荷蓧丈人“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正指出這一輩隱士拒絶接納周民族
綿延數百年的“君臣之義”。對於這些隱士的冷嘲熱諷，子路憤憤不平，孔
子卻異常隱忍，唯有憮然而受，頂多説明自己不願意與鳥獸同群，説“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表達了對人類普遍命運的關懷。孔子對隱逸表達尊
③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八，第 ２８３—２８４ 頁。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八，第 ２８４—２８５ 頁。
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八，第 ２８６—２８７ 頁。
③ 何晏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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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對於殷遺民有更多的禮敬：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①

微子、箕子、比干都因紂王暴虐而付出慘重代價，標誌了易代之際殷王朝悲
劇的序幕，故孔子以“三仁”稱許之。《論語 · 微子》記孔子評價殷商的隱
逸，認爲他們都切中了某一特定的標準。孔子言 “我則異於是”，坦然將自
己與隱逸放在一起做比較，説明他的立場是“無可無不可”。要知道孔子以
殷人遺裔而提倡周朝禮樂，在周人立場而言，没有比這個更難能了；但在殷
人立場而言，也没有比這個更難堪了！孔子有用世之心，既不願作隱逸，又
跂慕隱逸“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的高尚行止，“無可無不可”
一語 ，那是説他作爲殷人，無論做隱士或倡禮樂，都有可以成立和不可以
成立的理由，實在道出了他身處兩難而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模糊調和的
處境。以此觀之，孔子稱讚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那種
“尚中”的思想，是他從五味雜陳的人生中體驗出來的。“尚中”的觀念，早
已存在於《周易》；孔子尚中，多少含有調和殷周法統的對立的意味；而《禮
記·中庸》雖主要從德性講 “中庸”的涵義，但追溯其用語的來源———《論
語》，“中庸”二字最早從孔子口中道出，其歷史背景也不應忽視。
②

③

四、戰國以降儒者的窮達困遇之論
從西周文獻考察，天子欲有作爲，則必須求得大賢；君子要得位行道，
則須遇於明主。後者尤爲後世儒家政治立場的張本。因爲儒者經世濟民，
必以佐王致治爲最高理想，杜甫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所希慕的
並非天子之位（據《詩》《書》，“天命”爲天子所專有），而是宰輔之職。孔子
棲棲皇皇，游説各國，不也是要求遇明主，以見用於世嗎？但天下士君子那
麽多，能“遇天子”的少之又少，於是未“遇”之時就只能潛伏，像《詩經·陳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八，第 ２８０ 頁。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八，第 ２８８ 頁。
同前書卷六，第 ９１ 頁。
③ 《論語·雍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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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衡門》或《衛風·考槃》講述的隱士一樣，或棲遲於衡門陋舍之下，或隱
遯於山林水澗之間，獲得優游快樂 。當然這種快樂的背後，隱藏著多少寂
寞失意的心境，外人是不可得而知的。正如阮籍 （２１０—２６３）詩 “獨坐空堂
上，誰可與歡者”（《咏懷》），柳宗元 （７７３—８１９）詩 “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
碧”（《溪居》），流露出滿溢胸臆的孤寂之感。如果説道家上承自遺民心
曲，是一種自甘爲政治異議者的“隱逸”，經典所載録儒家的“隱”，就僅是暫
時隱伏、内心卻渴望見遇於明天子的 “隱逸”。這種心情，常常反映在戰國
儒家文獻中。《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就説：
①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 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 有其人，無其
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舜耕於歷山，陶埏於河滸，
立而爲天子，遇堯也。 邵繇衣枲蓋，冒絰蒙僅，釋板築而佐天子，遇武
丁也。呂望爲臧棘津，戰監門來地，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舉而爲天
子師，遇周文也。管夷吾拘繇束縛，釋械柙而爲諸侯相，遇齊桓也。百
里轉鬻五羊，爲伯牧牛，釋板□而爲朝卿，遇秦穆。█孫叔三射恒思少
司馬，出而爲令尹，遇楚莊也。初韜晦，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
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 驥厄張山，騏塞於邵來，非無體狀也，窮四
海，致千里，遇造故也。
②

這裏講的“天人之分”，不論和司馬遷所説的抑或後世儒者所講的“天人之
際”，都截然不同。《窮達以時》作者的意思是，“有其世”要先 “有其人”，
“時勢”有待於英雄創造；但“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即使是英雄豪傑，
也要得到時勢之助。士人要弄清楚，要成爲國家的賢士（所謂“有其人”）完
全在於自礪，這是“人”，是可以砥礪自勉而成功的；但士人也要“遇”明主纔
能做到“有其世”，這是“天”，機遇是勉强不來的。成事在天，但謀事在人，
唯有士人自己做好準備，纔能有其人復有其世。“苟有其世”，一旦“遇”到
《考槃》：“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 册第 ２６０ 頁。《衡
門》説：“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第 ５１８—
５１９ 頁。
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１２ 頁。
②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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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明的天子，要得位行道纔算是水到渠成。作者更進一步歸納説：
遇不遇，天也。動非爲達也，故窮而不［怨，隱非］爲名也，故莫之
知而不吝。…… 嗅而不芳。 無茖蓳，逾寶山，石不爲 …… 善負己也。
窮達以時，德行一也，譽毁在旁，聽之弋母。緇白不釐，窮達以時，幽明
不再，故君子敦於反己。█
①

“動非爲達”，那就是勉勵士人不要老抱著一種“爲了謀求某一天得‘遇’而
隱”的心情———李零在第 １２ 簡前試補“怨，隱非”三字是很有道理的。《窮
達以時》作者所講的“遇不遇，天也”既不是講述天道觀，也不是一般社會心
理，而是提醒士人不要抱有終南捷徑的想法 。它針對的是士君子進退出
處的不確定性，用現代話講就是：遇或不遇，要看老天爺眷顧。士君子得
“遇”，那纔能“達”；一輩子“不遇”，就應該貞定在 “隱”之中。除了關鍵性
的“遇”字和“天”字外，作者也以新觀點發揮了儒典常用的“時”字。先秦
儒者講“時”，原本强調宇宙人生變化運動常理中動態的變化準則 ，這裏的
“時”指偶然性———士人 “遇”、“不遇”完全是偶然的，人生際遇決定了一
切。“幽明不再”，就像“生、死”是定局，已發生的是永遠追不回來了。作者
用此以勉勵士人認清這種偶然性之後，“敦於反己”，努力自我砥礪，不要懷
抱著某一天能有 “利見大人 ”之 “遇 ”的心情。總之時機來了，士人當能
“出”而不“處”，反之，做一輩子“處士”也應設法讓自己處之泰然。
孔子説“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這樣的 “隱”針對的是腐敗的政
治，原就隱含“政治異議者”的意味。在這裏，聖人並未將“遇不遇”放在心
上。不過後儒能上達於聖人之境的並不多。在《荀子·堯問》中，荀子後學
就用“遇不遇”來評荀子：
②

③

④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第 １１２ 頁。
李零説：“儒家的天道觀一種簡單而直白的表述，它和當時一般的社會心理並没有太大的區
别。”（第 １１７ 頁）這樣比附並不恰當，因爲《窮達以時》所講述的天道觀直接討論士大夫進退出
處的準則，並非一般的社會心理。
《郭店楚簡·五行》提出要“時行之”，那就是不要一成不變地堅守某一種
③ 譬如“仁義禮智”四者，
準則，應該依照時勢變化而靈活交替運用。説詳鄭吉雄、楊秀芳、朱岐祥、劉承慧合著《先秦經典
“行”字字義的原始與變遷———兼論“五行”》，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五期（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第 ８９—１２７ 頁。
《論語注疏》卷六，第 １１６ 頁。
④ 《論語·泰伯》，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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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

①

“孫卿不遇”，和“天下不治”一樣，都有時勢的客觀條件有以致之。《窮達
以時》的意思完全相同。其實荀子自己也多次討論“遇”的問題，對於儒者
遇不遇的問題，有深度的關懷。他站在儒家的立場，推極了“隱”的境界：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②

荀子所講“隱於窮閻漏屋”的大儒，首要條件是要像孔子那樣有 “隱行” 。
但雖“隱”卻“顯”，反致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這樣的 “大儒 ”之境，縱觀歷
史，畢竟難遇。《荀子·成相》説：
③

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 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
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
④

這段文字以下，歷數堯、舜以降至於成湯的尚賢推德之事，都可總歸一句
“雖有聖賢，適不遇世，孰知之”。這樣的語調，隱含了儒者有德有能、但往
往不遇於世的憮然自悲之情。“敦於反己”好得很，“隱非爲名”亦是難能，
但都改變不了賢而不遇的事實。《宥坐》更借孔子教訓子路的話，説明了自
己的思想：
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
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
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
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 吳子胥不磔姑蘇
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
《荀子·堯問》，王先謙著《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８ 年版，下册第 ５５３ 頁。原文“孫卿不
遇時也”，雄按：“時也”爲句。
《荀子集解》，上册第 １３７ 頁。
② 《荀子·儒效》，
“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
③ 《荀子·貴德》：
《荀子集解》，下册第 ４６２ 頁。
④ 《荀子·成相》，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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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
林，非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
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
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 苟
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①

“女以知者爲必用邪”、“女以忠者爲必用邪”、“女以諫者爲必用邪”三句話
鏗鏘有力！荀子看得很透。“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
謀，不遇時者多矣…… 不遇世者眾矣”。這樣講，後人讀史，不能只注目於
“遇”而輝照千古的伊尹、傅説、呂尚等偉人，也應該看顧一下在燈火闌珊處
尚有成千上萬不遇的才人。荀子和《窮達以時》的作者表達了相近的意思：
芷蘭並不會因爲在深林中不遇於人，就減少芬芳；君子爲學，也不應只爲了
“通”（也就是“遇”或“達”）於家國天下，而應該將“不通”（也就是“窮”）當
成一種常態，讓自己“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那麽，
荀子所謂“以俟其時”，意思就絶不是勸士人心裏繼續悠悠地等待哪天獲得
明主知遇，而是勸儒者認清 “遇”的偶然性，以 “修身”爲終極境界，能遇則
行，不遇亦不減芬芳。
漢代劉向（公元前 ７７—公元前 ６）《説苑·尊賢》説：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
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
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
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
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
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
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 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
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
①

“奚居之隱也”的“隱”字，楊倞《注》：“隱，謂窮約。”故知此詞和隱逸無關，但文字内容討論的卻
是進退出處的問題。《荀子集解》，下册第 ５２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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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
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①

劉向這段話綜合地説明了“賢士”和國君之間的互相依存關係。對國家領
導人而言，賢士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辨别賢愚忠奸可能更重要，因爲領導
人對於人材的依賴，一旦用錯了人，最糟榚會導致亡國。所以文章題爲“尊
賢”，困難的地方在於“尊”。若不能明辨賢否，“尊”了不應該“尊”的，會導
致嚴重的後果。從這個角度觀察“士人”的心理，“士”想要遇到“明主”，智
慧和能力以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德行。

五、道 家 的 隱 逸
“隱逸”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特殊現象。但儒家有儒家的隱逸，道
家也有道家的隱逸；前者多少抱著懷才不遇的落寞之情，後者則胸中多横
亙政治異議的不平之氣。二者的動機、行爲與理念都不相同，值得後人
注意。
中國傳統，秦漢以前政治人材的來源，主要來自貴族。既是有政治立
場的人，不免常因爲異議而隱退。隱逸的政治立場一趨激進，便常有駭人
聽聞的言論。孔子説 “隱居放言”，注家或釋 “放言”爲不再評論時局 ，其
實從《莊子》所記眾多無名之士的驚世駭俗言論看來，“放言”亦可解釋爲恣
意批評 。古今“隱居”而“放言”的也真不少，莊子就是其中之一。我們讀
其書，不難注意到其中有許多避禍的言論，如“不夭斤斧，物無害者”（《逍遥
遊》）；“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養生主》）；“名也者，相軋也；
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
爲人菑夫”，“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事若不成，則必有人
②

③

劉向著，楊以漟校《説苑》，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７１ 頁。
《論語·微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論語注疏》，第
２８４ 頁。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
③ 如《後漢書·孔融傳》：
情欲發耳。’”（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七〇，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２７８ 頁。）此處
記孔融言論，幾乎否定父子之倫，甚爲驚世駭俗，而“放言”一詞就是放肆發言之意，非指“不復
言世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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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
之”（人間世）。這些真是非常典型的政治異議者的語言，訴説了他們戒慎
恐懼，深怕招惹殺身之禍的忐忑心情。因爲“避禍”，出於保全性命，進而發
展出“養生”、“長生”的思想。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打敗敵人，至少要讓自己
活得比敵人更長久，利用自然規律來戰勝敵人。《人間世》説：
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毁，以爲門户
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①

樹猶如此，人又如何呢？《人間世》接著説：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
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而遊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
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
②

支離疏以支離而能養其身、終其天年，完全是楚狂接輿所説的“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的但求“無傷”的思想，以及《德充符》所申言的“全形”、“全才”、
“全德”。在亂世之中，在政治糾紛永無寧日的時代，能全形全才全德，大概
是一種奢望吧？歸根究柢，人生之所以要這樣戰戰兢兢，都是由於人類從
“競爭”而至於“戰爭”的壓力與創傷所造成的心理。道家隱逸於此痛加譴
責。《莊子·盜跖》所記：
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
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
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
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然而黄帝
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
①
②

《莊子集釋》，第 １ 册第 １７１ 頁。
《莊子集釋》，第 １ 册第 １８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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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
徒也。
①

這是很具代表性的嚴厲批判三皇五帝禪讓革命之説的言論，“以强陵弱，
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 ”數語，將儒家建立的聖王譜系，一口
駡盡。漢末三教互動漸增。政治與宗教交互激盪，遂産生 《世説新語 》
“棲逸”一類的人物，隱逸的流品更爲多樣化了。不過，其中雖有從事 “棲
神導氣之術”的真人，卻仍保留了濃濃的政治意味，“好言老莊，而尚奇任
俠” 的嵇康（２２３—２６２），與著名隱士孫登（２０９—２４１）從游，臨去時孫氏對
嵇康説：
②

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③

孫登準確地預言了嵇康被誅之事 ，嵇康臨刑前亦爲詩説“今愧孫登”。以
此看《莊子·養生主》所説：
④

爲善毋近名，爲惡毋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
養親，可以盡年。
⑤

的一段話，更不難明白道家保身、長生之道，與遺民 “避禍”思想的密切關
《莊子集釋》，第 ４ 册第 ９９４—９９５ 頁。
《三國志》：“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第
６０５ 頁）
“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
③ 《三國志》嵇康本傳裴松之《注》就記載了嵇康與孫登的對話：
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
慚柳下，今愧孫登。内負宿心，外赧良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６０６ 頁。
卻在鍾拜訪他時，“箕踞而鍛”，“不爲之禮”，將鍾會
④ 《晉書·嵇康傳》記鍾會“爲大將軍所昵”，
氣走，會遂向晉文帝進言嵇康“非薄湯武”，又説：“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毁典謨，帝王者所不宜
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終於因此被譖殺。《晉書》卷四九，第 １３７３ 頁。王應麟《困學紀
聞》卷一三“考史”中説：“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
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之《魏書》。”認爲嵇康是屬於拒絶與新政權合作而隱退的
知識分子。
第 １１５ 頁。
⑤ 《莊子集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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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棲逸》另一故事記南陽翟道淵和汝南周子南“共隱于尋陽”，其後周出
仕，翟固志。周再訪翟，翟拒絶跟這位老朋友説話。這個故事也説明了“隱
逸”作爲政治異議者的本質。這一類政治異議者，在改朝换代時最多，不一
定是道家中人，儒家學者也不少。如明代陶宗儀 （１３２９—１４１２）在 《南村輟
耕録》裏就記載了一個著名的故事，提及大儒許衡 （１２０９—１２８１）入仕元朝
受到蒙古人重用。在赴任的途中，許衡拜訪了堅不出仕的另一位大儒劉因
（１２４９—１２９３），問他何以不出仕。劉因反問他何以出仕，許衡答 “非如此，
則道不行”，意思是，如果我不接受蒙古人的延聘，真理就傳揚不了。許又
反問劉因何以不出。劉因答：“非如此則道不尊。”意思是，如果我接受了蒙
古人的條件，真理就失去價值了 。“行道”與 “尊道”兩個立場的對比，十
分鮮明。這使故事的意義非常深沉。歷史上數不清的知識分子，在許衡和
劉因之間的這條界線上徘徊著，有些人用傳揚真理 （行道）作爲藉口，放棄
了自己的立場和原則，獲得了名位利禄，爲世欽羨；也有些人用堅守原則，
來印證真理的價值，最後寂寂無聞以終。説到底，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並没
有多少本錢去對抗威權，倒是政治威權有很多“本錢”（功名利禄）去收買士
大夫。堅持志節的清流也没有什麽防線，頂多就是走到 “退隱”這一步而
已，真的鼓起勇氣搞革命的人畢竟絶無僅有。畢竟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大
多出於草根而不是讀書人。
隱士大多“無名”，卻有一位介乎於儒道之間的陶淵明，也許是中國歷
史上最有名的隱士。（但話説回來，究竟他的名、字、號是什麽，至今仍是一
個謎。）幾乎人人都記得《宋書·隱逸傳》記載他自嘆“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
鄉里小人”而立即“解印綬去職”。但《隱逸傳》下文接著説：
①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
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②

《宋書》作者稱陶淵明棄官不仕原因是因爲“恥復屈身異代”。此一解讀並
非孤立。後來的學者有廣泛的解説。王應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困學紀聞》：
①
②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１ 頁。
沈約等著《宋書》卷九三，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５１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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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述箕子云：“矧
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 “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
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顔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
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①

王應麟認爲陶淵明的身份認同屬於晉朝而非宋朝，故批評《南史》不應爲陶
淵明立傳。而翁元圻 （１７５１—１８２６）《困學紀聞注》則引述錢大昕 （１７２８—
１８０４）説：
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 《隱逸》，著其
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未有傳，新史
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没無稱，豈通論乎？
淵明立傳，昉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舊耳。
②

錢大昕持見與王應麟異，認爲 《宋書》收録淵明是因爲前史無傳，雖不得已
而立傳，卻高揚了他的不仕之節，實已盡了史家微顯闡幽的責任。由此可
見，歷代學者觀念中，陶淵明顯以晉朝人自居，目睹晉亡而不得不退隱，所
謂“恥復屈身後代 ”，説明了他選擇做政治異議者的理由。 故全祖望
（１７０５—１７５５）《移明史館帖子五》説：
少讀《世説》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
也。及考其軼事，則皆不仕新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
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
不知其判然兩途也。 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床終老，
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
必不與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 《采薇》同哀？使必以一
死一生，遂歧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 惟 《宋史 · 忠義
王應麟著，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下册第 １５４１—１５４２ 頁。校點本亦引朱熹《通鑑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
潛卒”。
下册第 １５４２ 頁。
② 《困學紀聞》，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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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
類附從。”斯真發前人未發之蒙。 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
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祇列之“隱
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
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
①

祖望提醒我們，人世間也許有 “冥飛之孤鳳”，但隱士之中可能有更多是政
治異議者。他們當中，殉節的固當流芳百世，最後没有死掉而隱遯山林的
也具有節操，殊堪禮敬。後人要看清楚他們的動機何在，不要只就生死論
定功過。在《鮚埼亭集》中屢屢歌頌勝國遺民的全祖望，對於歷史上“隱逸”
這一個流品的觀察，是相當精準而細微的。

六、唐甄論“貞隱”———清初的隱逸之論
進退出處對明末清初士大夫而言，更是一個難解的習題。因爲對明代
士大夫而言，滿洲不但覆亡了明朝，也銷亡了漢族衣冠 。明朝士大夫要不
要出仕清廷，除了政治立場的是否 “仕二姓”外，也牽涉到對於滿漢種族矛
盾的大義。所以，我們考察清代儒學中的 “隱”的思想，在追溯中國隱逸思
想的源流之餘，還要加入種姓問題的元素。雍正帝《大義覺迷録》説：
②

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
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説耳。 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
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
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
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
①
②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二，臺北：華世出版社 １９７７ 年版，下册第 １２９９—１３００ 頁。
象徵民族與文化的髮飾與衣飾，爲滿清入關對漢族士大夫最重大的衝擊。《清史列傳·貳臣
傳》“陳名夏傳”：“（順治）十一年，大學士寧完我列款奏劾名夏曰：‘……（名夏）包藏禍心以倡
亂，嘗謂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兩事。臣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留髮復衣冠，天下即
太平。’……”後陳名夏下獄，諸罪均不認，獨獨承認曾説此二語，遂賜自盡。見蔡冠洛編纂，王
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６６１３—６６１４ 頁。薙髮與衣冠二者對漢族
士大夫而言，是最難接受的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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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
後矣。
①

這段話前半論證上古聖王亦爲異族，後半申述孔子亦未嘗排斥異族。在
《史記·五帝本紀》，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的確被綰合爲具血緣關係的宗
族傳承 ，似爲符合大一統思想而有此一設想，與先秦歷史未必符合。無論
如何，清世宗這樣直指“舜”和“文王”是東、西夷，看似避開了中國上古帝王
譜系的問題，但以漢族上古聖王比附滿洲異族血統，不論其理論上能否成
立，仍然無法解決實質上滿漢種姓衝突與權力鬥爭的問題從清初至清末始
終無法泯滅的事實 。
清初詩壇三大家中，龔鼎孳（１６１６—１６７３）曾投降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
任北城御史，入清官至禮部尚書；錢謙益 （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在順治二年 （１６４５）
於南京城外下跪迎降清兵並旋即赴京北上任禮部侍郎兼充修 《明史》副總
裁；吳偉業 （１６０９—１６７２）在順治十年 （１６５３）受薦出仕，官至國子監祭酒。
錢、吳雖然都很快就申請致仕告歸，但因爲仕二姓的緣故，甚至被後人批評
爲“身名交敗” 。曾仕明的士大夫固然有不少踴躍出仕爲貳臣，未曾仕明
的漢族讀書人更加没有顧慮。順治三年（１６４６）三月十八日，清政府在北京
舉辦入關後第一次的會試、殿試，録取及第進士以下三百七十三名士人，這
件事上距甲申北京之變、崇禎帝自縊（１６４４）不過兩年，距離乙酉南京之變，
南明福王政權敗亡（１６４５）不到一年。但士人爲了前程，爲了生計，紛紛踴
躍應考，爭相進入新政府服務。因爲在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標準中，只有曾
在前朝仕宦、後又服務於新政府的官員被歸入 “貳臣”行列，在新朝考取功
名出仕的讀書人，在名教體系中是無可非議的。
②

③

④

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 ４ 輯，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年
版，第 ４ 頁。
黄帝“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帝嚳“高辛者，黄帝之曾孫也”，
② 據《史記·五帝本紀》，
堯即“放勛”則是帝嚳之子，舜雖然起於民間，但也是顓頊父昌意七世的後人，且堯“妻之二女”。
（《史記》，第 １０—２１ 頁。）依《史記》的講法，五帝全部具有血緣關係。這樣的説法，引起了後世
學者的熱烈討論。近代學者如王國維、章太炎、顧頡剛、錢鍾書等都有所討論。
滿清自順治帝起即常常要求士大夫“滿漢一體”，
③ 《清史稿》及《清史列傳·貳臣傳》等文獻記載，
直至清中葉乾隆帝亦然。從史實考察，充分證明了滿漢的衝突與矛盾在清代的嚴重性。
詳拙著《讀清史列傳對吳偉業仕清背景之
④ 以上關於降清的明臣的行跡以及吳偉業仕清的問題，
擬測》，載於《臺大中文學報》第十期（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７３—２９７ 頁，又收入拙著《歷史、人物與思
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２０１３ 年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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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１６３０—１７０４） 承心學之教，又推崇王守仁（１４７２—１５２９）事功，因
此在《潛書》中常强調“功”字，有《性功》《良功》等篇。他生於明末，明亡前
未嘗出仕，没有政治忠誠的問題。但滿漢種姓衝突，活生生在他的一生中
不停上演。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對君子之“遇”與“隱”，有非常深刻的感悟。
在《潛書· 格定 》篇中他討論了君子之 “遇 ”。首先，他指出 “心體 ”的重
要性：
①

天地之大也，歷年之遠也，人生其中，飛塵隙景耳。其不讓於天地
歷年者，以心體全、性功大也。
②

《格定》又説：
憂患道心生，安樂道心亡；貧陒道心生，富豫道心亡。 治國家亦
然。其生，非得也；其亡，非失也。君子之志於道也，道由心致，不由外
致。是以易處而不移。
③

國家滅亡是事實，但唐甄認爲即使亡國也没有什麽大不了，更重要的是，君
子要堅持“道心”，也就是價值、理念，唯有這樣，真理纔能 “亡”而不 “失”。
唐甄所謂“失”，指的是失去其“道”，也就是失去知識分子（君子）對國家民
族的理想。只要這種理想存在，亡掉的國家也會有復興的一天。此所以個
人在無限時空中，像飛塵隙景一樣瞬間消逝，抽象的理念卻可以代代相傳
而不朽。在《貞隱》一文中，唐甄也對於“隱”的原則作了詳細的解釋。篇首
首揭“凡物之生，必有其用”以申明君子欲得見用的常理。他説：
今夫弓之爲物，可以禦暴，可以定亂，物之可貴者也。然而良工爲
之，必得善射者引而發之。苟不操于善射者之手，則亦筋弛角、撥弦絶
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後更名甄，號圃亭，四川達州人，《四庫全書總目》至將《衡書》著者“唐大
陶”及《潛書》著者唐甄别爲二人。幼年隨父宦遊，歷吳江、北京、南京。順治二年南京城破，父
子避難浙江紹興。順治十四年丁酉（１６５７）舉人，曾任山西長子縣知縣十月，遍遊河北、河南、湖
北、浙江、江蘇等地二十餘年，後困於江蘇，仍志在天下，冀爲王者師，著述不輟。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５８ 頁。
② 唐甄《潛書》，
第 ５６ 頁。
③ 唐甄《潛書》，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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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耳。雖有良材，天下之棄材也；雖有良工，天下之棄工也。 身，猶弓
也；父，猶良工也；君，猶善射者也。故夫不得乎君，而居于林、觀于川
者，心雖樂之，非所願也，不得已也。
①

他承襲了傳統儒家的觀點，注入事功的思想，認爲物必有用，暗示讀書人理
想上始終要“用”於天下。他引“弓”以喻人，認爲君子（弓）不見遇於明主
（善射者），當非君子所願。所以他寧可相信許由是莊子處於戰國之世不得
已虛構的寓言人物。他説：
至德之世，莫如堯舜。 若遇其時，願爲夔龍之家奴，出則從輪，入
則操菷；飽其食餘之食，煖其弊垢之衣，死則裂帷而葬之，榮莫大焉，尊
莫甚焉。

這一節文字道盡士人内心深處亟欲得遇明主的渴望，難免讓人懷疑是否有
流於偏激———難道只認定 “至德之世”，就没有 “非如此則道不行”、“非如
此則道不尊”的考慮嗎？他也批評了“以富貴爲陋，貧賤爲高，卿相爲污，野
人爲潔，亂不出，治亦不出。桀紂招之不來，堯舜招之亦不來”的激烈而極
端的、近乎“禽鹿之類”的退隱，認爲是另一種極端的選擇。讀者揣摩唐甄
的用意，也許是藉由上述兩個極端，烘托出他想論證的“賢哲之隱”，也就是
全篇的主旨。他認爲賢哲之隱，首先在於能明辨天地的運數及其清濁啟蟄
之理：
論于賢哲之隱，如龍與蚓，其辨遠矣。 天地之氣，不能有解而無
閉；日月之行，不能有盈而無虧；九淵之龍，不能有升而無潛；螾螘之
族，不能有啟而無蟄；曆數之運，不能有清而無濁；聖人之道，不能有興
而無廢。此際窮之厄，亦時極之常也。愚者反之，智者順之。 反之者
溺其身、墮其名，順之者藏其身，而毋喪其寶焉。
②

如果前述“桀紂招之不來，堯舜招之亦不來”的隱士是“蚓”，賢哲之隱就是
①
②

唐甄《潛書》，第 ９３ 頁。
唐甄《潛書》，第 ９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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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唐甄認爲賢哲首先要具有明辨的能力，考察天地之氣是 “解”抑或
“閉”，日月之行是“盈”抑或“虧”，曆數之運是“清”抑或“濁”，聖人之道是
“興”抑或“廢”。换言之，“隱”的選擇，首要取決君子認清客觀條件，而非
恃主觀意願。有智慧的君子必須順從形勢變化，來決定“出”抑或“處”。未
遇明主時，君子不需要主動販售自己的長處，就像呂望八十歲遇文王以前，
仍然在朝歌過著市井之徒的生活，未嘗“以其兵法奇計，出干諸侯” 。所以
篇末他申論 “爲學之道，制欲爲先”，君子在未遇之時，也要 “制欲 ”。《格
定》中亦論到“遇”：
①

遇猶生也。遇之不齊，猶生之不齊也。生安而遇不安，惑之甚也。
生於皂則爲皂人，生於丐則爲丐人，生於蠻則爲蠻人，莫之恥也。奈何
一朝賤焉，則恥之乎？一朝貧焉，則恥之乎？皂人可以爲聖人，丐人可
以爲聖人，蠻人可以爲聖人，皆可以得志於所生。 豈一朝貧賤而遂自
薄乎？是故君子於遇，如身在旅。風雨凍餓，不必於適。輕富貴，安貧
賤，勿易言也。果能若此，爲聖之基也。
②

人生下來都有某種身份和背景，這是改變不了的，没有人需要爲出身引以
爲恥；但在萬變的人生際遇中，人人又都不免偶遇貴賤加諸己身。作爲君
子，不應該受制於這些偶然的際遇、貴賤的衝擊，激於羞恥感而作出輕率的
抉擇，而應該恒常將人生看成逆旅，旅途之中，本來就不可能舒適。以此爲
常心，自然不需要標榜 “輕富貴，安貧賤”。《格定》篇中的 “遇”字，講的是
人生的際遇，並無關乎君子是否遇到聖君明主。在《貞隱》中他雖然看重至
德之世的聖君，認爲賢哲不會盲目退隱，但同時考慮《潛書》其他篇章，他對
於帝王恐怕保留較諸寄望更多。《潛書》有一篇題爲《鮮君》，説：
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 治亂非他人所能爲也，君也。 小
《史記·齊世家》記“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但接著又提出兩個“或曰”，説：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
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
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
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在眾多記太公出仕文王的傳聞中，唐甄獨取其市於朝歌之説，可能是用
以説明其退隱喻意的手法。
第 ５６ 頁。
② 《史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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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 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 奸
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
無廢興。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達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悦，學達
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遊，學達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
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毫釐之虧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爲不廢所
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
傷之矣。
①

他批評君主制度，像一把兩面刃，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歷史現實就是
“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就像《貞隱》所講天地曆數的轉换一樣。在這種情
況下，要明辨君主是昏是明，實在困難。所以他筆鋒一轉，鼓勵君子拓寬心
胸，厚積學問、見聞，達於人倫、四時、鳥獸、草木，不必老是守株待兔，爲了
“遇明主”膠固不變。能如此，自不愧於堯舜。换言之，君子處世，心胸眼界
自可縱横萬里，人倫、自然、草木、山川等，無不是積極踐行的領域，千萬不
要過於執著，等不到賢君尋訪，棲棲皇皇，最後無法逃離亂世，又救不了百
姓社會。如果我們將唐甄的思想向上與秦漢以前的隱逸思想作比較，很顯
然地，飽看興亡的他，寧可鼓勵士君子貢獻自身於社會，千萬不要一成不變
地待賢君之訪。這顯然是傳統中國隱逸思想所没有注意到的。
從《貞隱》討論的内容看，唐甄觀點的特殊性在於：他指出進退出處的
問題，最重要並非只是政治立場的表態，也不單單是身份認同的抉擇，而是
士君子自身考慮作爲知識人的社會功能，同時考慮政治環境的各項條件，
從一個積極的角度自勉，盡量貢獻所學，回饋社會。明末清初，固然有不少
知識分子堅不出仕清廷而有種種可歌可泣之事 ，唐甄必深知於此。但幸
而未嘗在明朝出仕的他没有 “仕二姓”的壓力，他反而能够保持距離，拓寬
視野，客觀考慮進退出處的問題。在他的筆下，“隱逸”不再只是一種政治
立場的選擇，不是爲了表達抗議、異議而逃世；也不是爲了等待有一天“遇”
②

①
②

《潛書》，第 ６６—６７ 頁。
康熙十七年戊午（１６７８）清帝開博學鴻詞科，李宗孔、劉沛先推薦時年七十四歲的傅山應試。傅
山稱病，竟被官府擡到北京。距京師三十里處，傅山“以死拒不入城”。康熙皇帝以“中書舍人”
的官銜給他封賜，以示尊崇。大學士馮溥硬是將他擡入紫禁城“謝恩”。當他望見午門時，“淚
涔涔下”。馮溥“强掖之使謝”，他寧可“仆於地”而不肯下跪，表達了最强硬的反抗。傅山返回
山西後，拒絶接見前來拜賀的官吏，後隱居在太原東南的松莊。此事記於全祖望《鮚埼亭集》卷
二六《陽曲傅先生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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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之訪而暫時退隱。“隱”其實發端於士君子人倫日用之常，平素人生的
價值觀念。就像王夫之曾説：
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

①

這三句話，大約可以概括唐甄的意旨。不過能做到“儲天下之用”而 “不求
用於天下”，對泰半盼望“利見大人”的儒生而言，境界實在太高。以唐甄在
《貞隱》所舉的稽生之例，稽生在飲宴間因爲主人以“玉巵”來敬貴賓卻不敬
他，引發了他恥於多次落第的自卑，終而選擇主動投靠李自成，雖被任命爲
京兆尹，畢生名節卻從此而敗。一位士子在治世時心情的波動，最終在亂
世中走上了不歸路。和稽生相對的一個例子是呂尚，懷著經天緯地之才，
在朝歌市井過著販夫走卒的生活，不去干謁王侯。待他 “遇”文王之尋訪，
則以八十之年出而輔國安邦。换言之，“隱逸”不能被視爲特殊政治環境下
的産物，也不應是士君子政治表態的捷徑，而應該只是人生境遇的選項之
一。對於滿腦子經世濟民理想的士君子而言，人生在世原本就陷阱處處 。
君子經緯之才，平日就應該有所抒發，“學”達於人倫、四時、鳥獸、草木，偶
或遇到英明君主，也不妨像呂尚那樣出而做一番事業。像《窮達以時》所説
士人要將遇不遇的心情放下，“敦於反己”，在唐甄的觀念中，這反而是一種
長期自礪的心情。
②

七、章太炎論“學隱”———清中葉的隱逸之論
乾嘉考據學向被視爲無用於世，但考據學家被稱爲 “隱”，章太炎所撰
《學隱》可能是首創。“學隱”的觀念，爲中國隱逸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 。
③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條第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 册第 ３ 頁。
《格定》：“生民以來，治之世少，亂之世多。君子之生，得志者少，不得志者多；畢生之内，樂恒
少，憂恒多。治少亂多者，世也；無不治者，身也。得少失多者，志也；無不得者，心也。樂少憂多
者，處也；無不樂者，學也。君子亦致其在己者而已矣。得乎己，則所生皆安矣，所處皆豫矣。”
《潛書》，第 ５５ 頁。
故建議作者先講述龔氏“尊隱”，後講太炎“學
③ 本文審查人注意到龔自珍年代較章太炎爲早，
隱”。但筆者之考慮，“學隱”指乾嘉專門漢學學者，而“尊隱”則講朝代興替與革命，故依歷史發
展的先後，先討論太炎“學隱”，後討論定盦“尊隱”，始合邏輯先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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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隱》篇共有三個版本，首附見於《訄書》初刻的再版本兩篇補佚之
一，次見於《訄書》重訂本，後又收入 《檢論 》。根據 《章太炎全集 》朱維錚
考證，《訄書》初刊或在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下旬，再版亦在當年夏秋間；重訂本
完稿於 １９０３ 年春天；《檢論》則定稿於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前。三個完稿付印的
時間的重要性在於，所收録的三個版本的《學隱 》篇，内容略有出入 。論
者或知《檢論》版 《學隱 》篇在原版的篇末增添 “章炳麟曰 ”一大段文字，
與《訄書》版不同，實則不止於此。例如在 《訄書 》兩個版本中，首段引魏
源稱乾隆中葉惠棟、戴震等儒者“爭治漢學，錮天下智慧爲無用 ”，再引包
世臣言“戴震終身任館職，然揣其必能從政 ”，末段皆歸結而言 “繇今驗
之，魏源則信矣” 。但在《檢論》的版本中，則稱“繇今驗之，二家皆信矣”，
並附小字注腳一百零六字，爲漢學無用之論闢謡辯解 。其餘《訄書》版好
幾處言“漢學”一辭，至《檢論》版多已更改，例如《訄書》版“故教之漢學，絶
其恢譎異謀” ，《檢論》版改爲 “故教之古學，絶其恢譎異謀” ；《訄書》版
“東原方承流奔命不給，何至稿項自縶，縛漢學之拙哉？” 《檢論 》版改爲
“戴氏方承流奔命不給，何至稿項自縶，縛無能之辭哉？” 這樣的改易，很明
顯地是配合太炎全文論辯策略的微調。因爲太炎原本在 《訄書》版順著魏
源“漢學無用”之論的講法，改訂版則重新解釋爲漢學受到清政治高壓的不
得已，遂致無用，又進一步推衍爲 “漢學之無用，實有 ‘善 ’者三 ”的正面
論述。
爲免混淆，以下討論，將以《檢論》的定本爲主。
《學隱》寫作的主旨，在於對清代學風的批判，尤其是對魏源批判 “漢
學”爲無用的反批判，用以闡發考據學之“用”。太炎的意旨，不在於回顧中
國的隱逸思想，卻針對清代學術界眾多考據家甘於埋首整理古代文獻的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説詳《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朱維錚撰“本卷前言”，第 １—２４ 頁。
《訄書補佚》，《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１１１ 頁。
有未合者。戴震精于輿地，錢大昕習于史事，孫星衍明于法律，非祇治漢學也。雖欲有
③ “源之言，
用，亦寧能廢此三物？世臣之説，蓋謂治在力行，不在多言。郡縣良吏，悃愊無華，必不出于尚口
者。戴氏少爲裨販，涉歷南朔，閭里姦邪，米鹽瑣細，盡知之矣。故獨許其能從政，亦非虛擬。”
《訄書補佚》，《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８９ 頁。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１１２ 頁。
④ 《訄書補佚》，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９０ 頁。
⑤ 《訄書補佚》，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１１２ 頁。
⑥ 《訄書補佚》，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９０ 頁。
⑦ 《訄書補佚》，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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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現象，從政治和歷史的角度提出新解，賦予特殊意義。一般熟悉中國文
化者都曾聽聞“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之説，而未曾聽聞有
“學隱”之名。學隱者，即藏身於專門漢學研究，埋首於漢學名物訓詁考證，
以遮掩自身身份、思想甚或政治立場之隱者。太炎首先指出 “戴震精于輿
地，錢大昕習于史事，孫星衍明于法律，非祇治漢學也”，反駁魏源 “漢學無
用”論；而戴震“少爲稗敗”，熟悉世務，必擅長政事，因此包世臣“揣其必能
從政”的講法也能成立 。接著太炎筆鋒再轉而反駁魏源：
①

吾特未知魏源所謂用者，爲何主用也！處無望之世，衒其術略，出
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即網羅周密，虞侯枷互，執羽籥除暴，終
不可得；進退跋疐，能事無所寫，非施之訓詁，且安施邪？
②

太炎點出了清代是一個由滿洲人主治的“無望之世”，漢族身份的儒者若要
展其經濟之才就等於“佐寇”，要選擇抗逆卻無奈在滿洲政權網羅重重下不
能有何作爲。在進退兩難的情形下，只好將自己隱藏在漢學研究中，用訓
詁箋注的工作，掩藏自身的民族意識和政治立場，並藉由嚴謹的治學方法
申明嚴謹的生命態度。太炎以爲，這種行爲與心情，和古代的隱逸並無二
致。埋首於經典文獻，並不是真的對世務冷漠，而是因爲在强權壓抑下無
可奈何的一種治世之方。就像唐甄强調 “賢哲之隱”需要先明辨天子是否
聖哲一樣，他批評了李光地 （１６４２—１７１８ ）、湯斌 （１６２７—１６８７ ）、張廷玉
（１６７２—１７５５）等漢臣“其用則賢”，品行風概則有愧於先哲。他追溯古代經
師的際遇：
古者經師如伏生、鄭康成、陸元朗、窮老箋注，豈實泊然不爲生民
哀樂？亦遭世則然也。
③

而回顧近世樸學家則有可稱頌的“三善”：
《學隱》原注評包世臣之觀點，説：“戴氏少爲裨販，涉歷南朔，閭里姦邪，米鹽瑣細，盡知之矣。
故獨許其能從政，亦非虛擬。”（第 ４８９ 頁）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８９—４９０ 頁。
② 《訄書補佚》，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９０ 頁。
③ 《訄書補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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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徵定保，遠於斯詐；先難後得，遠於徼幸；習勞思善，遠於媮惰。

①

太炎對乾嘉經師們深致禮敬，認爲他們之所以值得尊敬，並不單單因爲在
經典文獻的訓詁注釋上取得成就，而是以關懷生民哀樂的精神，隱身於學
術研究之中，做到持正、踏實、不詐欺、不徼幸、習於勤勞、擇善固執。其中
戴震胸次閎闊，不屑於媮愒禄仕，以古學訓飭士子，尤能砥礪士人的節操：
若戴氏者，觀其遺書，規摹閎遠，執志故可知。 當是時，知中夏黦
黯不可爲，爲之無魚子蟣蝨之勢足以藉手，士皆思媮愒禄仕久矣，則懼
夫諧媚爲疏附，竊仁義於侯之門者。故教之古學，絶其恢譎異謀，使廢
則中權，出則朝隱。
②

而他筆鋒一轉，也批評了樸學家中也有若干“昧者”“不識人事臧否，苟務博
奥”，以至於研究有害於世道的課題，傷風敗俗，惑亂政理，流風波及於清末
朝野作亂者。太炎在此歸咎於吳派學者説：
諸此咎戾，皆漢學尸之。要之，造端吳學，而常州爲厲。

③

最後則歸結到魏源與常州漢學同流合污，讓戴震等經學考據家未嘗用以自
命的“漢學”更加衰敗，“三善悉亡，學隱之風絶矣”！
太炎所述説的學術“隱逸”雖藏身於專門漢學的圈子之中，政治意味雖
受掩抑，内在動機依然不出民族氣節與身份認同。當然行爲上與傳統的隱
逸又有所不同。事實上，太炎“學隱”的觀念，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筆
者孤陋，似未見有任何學者提出近似的觀點。這也許可以追溯到明清易代
之際，漢族士大夫普遍消極的心情，也就是王汎森所説的悔罪心態與消極
行爲 。而錢穆先生（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早已指出清初江浙間有一股導源於明遺
④

《訄書補佚》，《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９０—４９１ 頁。
《訄書補佚》，《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９０ 頁。
《章太炎全集》，第 ３ 册第 ４９１ 頁。
③ 《訄書補佚》，
——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
④ 詳參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爲—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編《國史浮海開新録：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３６７—４１８ 頁。
①
②

·２６８·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四輯

民的流風：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爲名高者。（原注：如吳
學領袖惠棟，其家四世傳經，其第一代名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明
亡，即足跡不入城市，與徐枋爲莫逆交。其子周惕，孫士奇，曾孫即棟，
治經皆尊漢儒，遂有漢學之稱。）亦有一涉科第，稍經仕宦，即脱身而
去，不再留戀者。（原注：如錢大昕、全祖望等，此輩已到乾隆時代，與
遺民漸無交涉矣。）要之在清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
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①

惠有聲在明亡後“足不入城市”，真是不折不扣的 “山中之民”（龔自珍語，
詳下）。錢先生舉惠氏祖孫爲例，説明了清儒暗地裏“反朝廷反功令”的行
爲，而當時學者尊崇漢學，也寖寖然與朝廷倡宋學對立。他甚至認爲，清初
一直延續至清中葉全祖望、錢大昕等學者的“反朝廷反功令”的風氣，是“導
源於明遺民”，間接透露了太炎所講的“學隱”的一個源頭。除了王汎森找
到的各種不入城市、不赴講會、不結社的行爲現象外，我們試從另一角度看
看幾位乾嘉學者致仕的年齡，或許可以更加了解太炎和錢穆先生的論述依
據。樸學家除了絶意出仕的以外，其餘即使參與科舉進入仕途的，也往往
急流勇退，在壯年即脱離仕宦生涯：
Ａ 姚鼐 （１７３２—１８１５ ）成進士後選翰林院庶吉士，曾任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會試同考官，並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於四十四歲辭官，
翌年離京，此後絶意仕途。
Ｂ 錢大昕屢受不次拔擢，
曾任右春坊中允，上書房師傅，並主試各省，助
修《熱河志》，於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時四十歲）請病假告歸，撰 《廿
二史考異》，以後即以著書爲職志，四十八歲以後絶意仕途。
Ｃ 王鳴盛（１７２２—１７９８）於四十二歲（１７６３）母喪後辭官不復出。
Ｄ 江聲（１７２１—１７９９）曾受孝廉方正之薦，
獲賜六品白琉璃頂戴，但潛心
學術，亦未嘗出仕。
②

氏著《國史大綱》，第八編第四十四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８
年版，下册第 ６５４ 頁。
有“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四句。其中“亦仕亦隱”一
② 錢氏晚歲自題其像贊，
語，頗堪玩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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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弟子段玉裁 （１７３５—１８１５ ）會試不第，曾於四川、貴州任知縣，
四十六歲辭官，訪錢大昕於鍾山書院，之後不復出仕。
Ｆ 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於四十歲以後亦棄絶仕途，居於揚州郊外，著書讀
書，不入城市十餘年。
回來看太炎所述的清中葉的 “學隱”們，相對於傳統的隱士逸民，他們既不
顯示强烈的政治異議，亦不暴露鮮明的政治立場，不是爲了求“遇”而“隱”，
亦非爲了“達”而暫安於“窮”。他們樸學家的身份，爲中國隱逸的流品，添
加了一個嶄新的精神與内涵。
Ｅ

八、龔自珍論“尊隱”———晚清的隱逸之論
晚清時期中國受到内憂與外患的雙重壓迫，邁入了沉重而悲愴的年
代。繼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相繼失敗後，仁人志士終於走上革命一途。由
清議而至於革命的歷史機運，似乎早經龔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尊隱》一文道
出。這又是接受儒學教養，縈繞入世用世信仰的清代儒者，藉由對 “隱”的
新詮釋，表達出無限苦惱與虛想。歷史上，儒家和道家各有隱逸，其反抗
意識和批判精神大異其趣。龔自珍的 “尊隱 ”思想難以用儒、道思想界
定，但肯定是本於一種對於政治强權的批判精神，也是中國士傳統的核心
精神。
龔自珍是十九世紀中國思潮轉變期間的關鍵人物，生當乾隆末年。父
親龔麗正，曾任軍機章京、江蘇按察使等職。自珍二十一歲充武英殿校録，
填詞《湘月》：“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 《金縷曲》：“縱使文章
驚海内，紙上蒼生而已。” 二十三歲著《明良論》，批評時政，外祖父段玉裁
稱許：“晚見此材，死不恨。” 五試不第，六試三甲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辭
縣官職，在内閣冷宦閒曹，聯合黄爵滋、林則徐等，與大學士穆彰阿抗衡，對
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大加撻伐。清代中葉，專門漢學以保守、古典爲尚，
知識分子以整理研究古代文獻爲務，由於文網嚴密，對政治噤若寒蟬。自
①

②

③

《龔定盦全集類編》，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４３２ 頁。
《龔定盦全集類編》，第 ４３３ 頁。
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龔定
③ 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嘉慶十九年甲戌條。一本作“吾且髦，
盦全集類編》，第 ４６８ 頁。
①
②

·２７０·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四輯

珍率先大膽地直接呼籲改革，大聲疾呼，對當時國家社會的積弊，諸如缺乏
人才、官僚習氣、貪污盛行、獄政紊亂、貧富不均等展開全面而深入的批判。
《尊隱》一文，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郭延禮《龔定盦年譜》將撰著時
間繫於嘉慶十九年甲戌 （１８１４ ），時自珍年二十三歲 ，在該文中，自珍稱
“隱”爲“山中之民”：
①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即犖確，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
神皋，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民也已矣。 仁心爲幹，古義爲
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杝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
可謂山中之悴民也已矣。
②

自珍以瀟灑、沉鬱、閎肆之筆調，渾融一體，將縱覽經史百子而疏離政治的
人士之心曲，寫得絲絲入扣。隱士逸民陶融於自然，有自得的一面，那就是
“傲”；從隱士逸民被服仁義，學貫九流百家來看，有憂傷的一面，那就是
“悴”。這是傳統士大夫家國身世之感的抒發。“山中”儼然與“京師”遥遥
相對，兩者的氣運適爲相反。此所以 《尊隱》篇是典型具有革命思想的文
章，只是自珍文義佶屈，不易誦讀 。 自珍首先將每一個朝代區分爲
“三時”：
③

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
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

這所謂“三時”講的正是朝代初盛、中興、衰亡的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
國家朝氣蓬勃，典章制度發揮了重大的功能，人材也匯聚在京師。他説：
郭延禮《龔自珍年譜》，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８—３９ 頁。但諦審内容，該文撰著似不
早，尤其内容經修改，可見此文之寫定，至早亦當在 ３２ 歲（道光三年癸未，１８２３）首次編定《定盦
初集》十九卷之後。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４ 年版）未進一步考覈
《尊隱》撰著時間。
第 ９６ 頁。“神皋”，一本作“靈皋”。
② 《龔定盦全集類編》，
１８６８）曹籀《序》稱：
“其雄辭偉論，縱横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奥義深文，佶屈而聱
③ 同治七年（
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
《龔定盦全集類編》，第 ４—５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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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日胎於溟涬，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閎，照曜人之新
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光，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
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
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皂隸所家，
虎豹食之，曾不足悲。
①

其時山林之中尚未有什麽傲民、悴民，只有鄙夫、皂隸。到了中興時期開始
起了變化：
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
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
修道，百寶萬貨，奔命喘塞，汗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窒士，天命
不猶，俱草木死。
②

其時國家仍然充滿朝氣，經濟繁榮。京師仍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材，
山林之中只有才疏學淺而不得飛騰的窒士，與前者皂隸等相同，與草木鳥
獸同枯共榮。但一旦國家邁向衰亡時就不同了。《尊隱》説：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夢爲鄰，
未即於床，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
之家，不生所世豢之家，從山川來，止於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册書，
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
又裂而磔之。醜類呰窳，詐僞不材，是輦是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
怨。怨，則反其野矣。 貴人故家烝嘗磐石之宗燼，則不暇問先之所予
重器。不暇問先之所予重器，則窶者篡之去，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
山實矣。京師之氣洩，洩則府於野。古先册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
烝嘗之宗之子孫，見聞媕婀，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
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 如是則京師
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苦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風
①
②

《龔定盦全集類編》，第 ９６ 頁。
《龔定盦全集類編》，第 ９６—９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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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攘臂失度，啾啾如
蠅虻，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嫻靡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嘯百
吟，一呻百問疾矣。 朝士僝焉偷息，簡焉偷活，側焉徨徨商去留，則山
中之歲月定矣。
①

自珍此段頗爲艱澀的文字，細述京師（即今語所謂“政府”或“官方”）與“山
中”（即反政府勢力）形勢的消長，隨著政府體制的僵化，人才與資源必流向
民間，而逐漸積累成爲推倒僵化政府體制的新興力量。大略分析：體制上
政府持續的反淘汰，劣幣驅逐良幣（古先册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
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迫使傑出人才與珍貴文物匯聚於“野”而非
“朝”，而形成“京師貧”而“山中實、重”的消長之勢，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
也就逐步邁向崩解。終將至於革命浪潮的席捲：
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
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
②

“山中之民”就是由京師流散至於民間，暫時隱藏起來、即將推動時代變遷
的英雄豪傑。自珍進一步將“隱”分爲“横”、“縱”二類。又説：
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横。 旦暮爲縱，居處爲横；百世爲縱，一世
爲横；横收其實，縱收其名。之民也，壑者歟？邱者歟？垤者歟？避其
《龔定盦全集類編》。“四部備要”本《定盦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此段文字内
容略有不同：“貴人故家烝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窶人子
篡之，則京師之氣泄；京師之氣泄，則府於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册
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烝嘗之宗之子孫，見聞弇婀，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
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
堅矣。京師之日苦短，山中之日長矣。”（第 １５ 頁）（陰影部分爲異文。）雄按：《全集類編》付梓
於民國二十四年（１９３５），主要依據同治七年戊辰（１８６８）吳煦（１８０９—１８７２）原刻本。吳《序》稱
“亂後事書流閩中”，又説“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訛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
《全集類編》編者王文濡《序》，自珍辭世後，“遺集流傳，經若干名家之評跋……又於集外搜得詩
文之遺佚者，輯而補之”。從文義考察，《類編》本文筆簡捷，編者王文濡在題目下特注明“據真
跡本改正”，文義似較“四部備要”本爲佳。但“不暇問先之所予重器”“之”字當作“人”字，形近
而誤。
第 ９７—９８ 頁。
② 《龔定盦全集類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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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不謂之横天地之隱歟？

①

這是“横天地之隱”，指的是革命者。他又説：
其聲無聲，其行無名。 大憂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傲若折，大瘁
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
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②

“縱之隱”不是實質參與革命的烈士，而是將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也就
是革命思想的種子———埋藏在典册裏、口語間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的憂
患意識，甚至於是超越時代的。他們高瞻遠矚，蹤躍於超越時空的人類知
識之境，將革命的智慧火種暗中流傳予後人。也許在典册之中，自珍隱然
汲取了二千餘年改革的聲音，讓他在虛空中聆聽到革命的無聲呼唤，使他
道出了“縱之隱”這樣的隱逸之境。
《尊隱》所謂“大音聲”，和《長短言自序》中的“情孰爲暢？暢於聲音”
的“聲音”一樣，指的是知識分子的言論。《績溪胡户部大集序》説“古之民
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悟焉，或言事焉，既皆畢所欲言
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强尊爲文章祖” ；《尊任》説“言之感慨盡如是” ；《尊
史》説“言尊” ；《上大學士書》説 “探吾之是非，昌昌大言之” ，這些 “言”
都是指的“言論”，“聲音”即其代稱，實即指政論而言。自珍看重 “言”，與
韓愈《送孟東野序》所謂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 “鳴”，取義相同。言論
出自群體在野的士大夫的口中，就成了 “清議”。知識人將心中的真感情，
暢發而爲言論，爲“大音聲”或“清議”。
龔自珍《尊隱》將“隱”的議題推擴到朝代興亡的規律，並將隱逸突破了
“政治遺民”和“政治異議者”兩種身份，引申到歷史形勢發展中一批又一批
③

④

⑥

⑤

⑦

《龔定盦全集類編》，第 ９８ 頁。“醜”即“疇”，類也。一本又作“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寵靈史
氏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
第 ９８ 頁。一本作“夫如是者以是又謂之縱之隱”。
② 《龔定盦全集類編》，
第 １８ 頁。
③ 《龔定盦全集類編》，
第 ３６ 頁。
④ 《龔定盦全集類編》，
第 ９６ 頁。
⑤ 《龔定盦全集類編》，
第 ９３ 頁。
⑥ 《龔定盦全集類編》，
第 １８９ 頁。
⑦ 《龔定盦全集類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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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豪傑之士，集體散居民間，在流散中凝聚，成爲鼎革大
潮中的主要力量。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以龔自珍 “尊隱”觀
念爲中國隱士逸民的思潮劃下句點，不但出人意表，亦值得當代知識人
反思。

九、結

論

中國隱士逸民，無論是作爲一個特殊族群，抑或作爲一種文化思想，都
是源遠流長，其主脈不離政治。儒家教養的士大夫因受經世濟民思想的薰
染，畢生理想總離不開仕進一途，以佐王致治、得位行道爲目標。因爲有遇
有不遇，士大夫的心情也就在進與退、出與處之間擺盪，發爲言論，或自我
期許，或自我安慰，或自我排解，總不免患得患失。道家的隱逸，則可溯源
至改朝换代時的政治遺民，同時也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政治異議者，藉由老、
莊出世的言論，寄託不能或不便宣之於口的動機，遠離政治，寧與麋鹿共
處，草木同枯。中國歷代隱逸主流，充滿了入世意識。這一特殊標誌，尤其
可以從清朝儒者的言論中獲得印證———由反映明末清初歷史陳述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貞隱”、到清中葉寄託於經學考據思潮的 “學隱”，到預示晚
清步入衰世而至於革命的“尊隱”，處處不離政治論述和世俗價值的糾纏。
其中唐甄“貞隱”竟未觸及種族矛盾問題，算是將隱逸的政治意味稍稍減輕
了，鼓勵士君子積極投身經世致用之餘，亦須隨時冷看世局，貢獻一己於人
倫、社會、自然，爲清代儒學植根於社會的力量，添上一筆。生於晚清、以反
滿爲職志的章太炎則以民族文化自覺作爲隱逸思想的底色，將經學考證執
著於真理的理想視爲政治抗逆的精神資源，由是而歌頌了乾嘉時期的樸學
家爲學術之隱逸。至於生當清代中晚期的龔自珍則以“尊隱”描繪了“隱”
實爲遠離腐敗的政治權力中心的新階層，自然凝聚，厚積力量於社會、民
間，並終將成爲促使朝代滅亡、革故鼎新的國家機遇。
中國的“士”傳統可歌可泣的光譜下，深埋了多少難以言詮的隱衷。傳
統中國社會的知識人不免受古老封建禮教倫常思想的膠固，考慮進退出處
時常常出於世俗的考慮，既要得位行道，又要考慮名節。時至今天，傳統隱
逸思想已式微，人類文明的演進，需要多方面的人材，自然科學、醫學、社會
學、工藝技術等等，不一而足。中國隱逸思想的悠遠與豐富，主要因爲數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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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最具智慧的士階層都將“出仕”看成是人生的終極標準和唯一前途，由
是而形成了許許多多跨越時代與地域，難以爲後人了解的集體心理。充滿
世俗意味的隱逸思想，也是其一。今天我們重新反思，此一現象究竟正面
效應較多？抑或負面效應較大？這值得深思。
（作者單位：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

Ｒｅｃｌ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ｏｍｅ Ｑ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ｓ Ｄｉｓ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Ｙｉｎ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

（

）

Ｃｈｅｎｇ Ｋａｔ Ｈｕ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ｆ ｅｒｅｍｉ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ｕｓ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ｊｉｎｇｓｈｉ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ｔｅｒｅｄ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ｙｉｎ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Ｗｈｅ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ｅ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

，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ｏｒ 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ｙｉ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ｍｕｎｄａｎｅ

，

，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ａｎ ｎｏｔ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Ａｆｔｅｒ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ｅｒｅｍｉｔ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

（
），Ｚｈａｎｇ Ｔａｉｙａｎｓ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ｕｅｙｉｎ （ｅｒｅｍｉｔｉｓｍ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ｓ ｚｕｎｙｉｎ （ｅｒｅｍｉｔｉｓｍ ｏｆ
ｈｏｎ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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