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宋代文治治國導向，促進了士大夫階層的崛起與經筵制度的定型，帝學應運而生，成為了

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動向。宋代士大夫以經筵為平臺，紛紛致力於學術思想體系的撰述與建構，

通過經典詮釋的優先權，影響帝王及其政治實踐。與之相適應，一種以崇尚義理為特徵的新經

學體例──「經筵講義」逐漸產生，成為了儒家士大夫建構帝王之學的重要載體。它既是宋代

學術由傳統章句訓詁之學向義理之學轉型的結果，又是經筵制度發展與完善的產物，為理學思

想發展與帝學形成的重要環節。

自范祖禹首倡帝王之學謂之「大學」以來，《大學》在帝學建構中的作用日益凸顯，逐漸形

成了以儒家正學引導帝王，以君德養成為根本，以道統規範治統的新帝學意識，並與宋之前重

在功利權謀、駕驅臣民等帝王術相區別，體現出內聖之「學」的特徵。帝學理論發展與豐富的

過程，實質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斷被士大夫「期待」與「塑造」的過程。朱熹作為宋代理

學的集大成者，平生精力盡在《大學》。關於朱熹對《大學》的詮釋，學界多關注其《大學章句》

與四書及理學關係等研究，而對其帝學著作《經筵講義》則少有涉及，更沒有將其放在宋代帝

學興起、發展的脈絡下，審視朱熹在宋代帝學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以朱熹《經筵講義》為中心，結合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從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

文化史等多重視野，首次對朱熹帝學思想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探尋其如何以《大學》為

架構，以理學思想為內涵，通過創造性的經典詮釋，解答帝王學什麼、為什麼學、如何學等問

題，為帝王學為聖王提供理論依據與論證，從而寄寓其致君堯舜，以道統規範治統，重構政治

社會秩序，道濟天下的王道理想，第一次完成了理學化的帝學理論建構。以理學建構帝學，這

既是朱熹對范祖禹以來帝學理念的繼承與發展，又為真德秀以《大學》為間架，進一步理論化、

系統化帝學提供了邏輯思路與理論框架，展現了宋代帝王之學興起、發展、演變的邏輯線索，

揭示了經筵講義與帝學、理學之間的內在關係，體現學術、思想與政治之間的互動，豐富和拓

展了朱熹思想與宋代儒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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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經學直接產生於帝國政治體制，因為漢學的興起和發展，首先是由

於漢武帝採取「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基本國策，並在太學設定「五經博

士」，從而推動了兩漢經學的興旺發達。可見，漢代經學的建構基本上是在漢

帝國主導下推動、發展起來的國家學術，如代表漢代學術典範的《白虎通義》，

就是漢章帝主持的一場御前會議的學術成果。 

與兩漢經學比較而言，宋代理學的興起則主要是源於民間的學術思潮。

從中唐到北宋，中國思想文化界興起一股回歸先秦經典、復興儒家文化的學

術思潮。宋初著名儒家士大夫范仲淹、胡瑗、孫復、石介、歐陽修等人，他

們紛紛提出復興儒家文化思想。石介的《中國論》以廣泛的文明視角確立儒

家文化的主體地位，倡導儒家文化源遠流長的道統淵源。到了南宋，道學家

朱熹、張栻等人確立了從先秦孔孟到兩宋的周敦頤、二程的道統學說，進一

步強化了儒家文化的道統論。特別是朱熹確立了《四書》的新經典體系，將

理學思想體系建構與《四書》經典體系的建構結合起來。他在《四書章句集

注》的幾個序言中，特別提出了「堯舜—孔曾子孟—程朱」的道統系列，進

一步從儒學的經典文本、授受脈絡、思想內涵三個方面，全面確立了孔孟以

來確立的以儒家士人為主體的道統論。宋代理學的興起，從知識創新的學術

組織到思想體系，均不是帝國政治的直接產物，而是宋代士大夫作為文化主

體性的自主建構與直覺完成。 

但是，如果我們考察理學興起、發展的完整過程，會發現它也包含著自

上而下、自下而上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的建構過程。一方面，宋代理學家通

過民間書院、私人講學的途徑，開展自下而上的學術建構過與知識傳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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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產生就鮮明體現出士大夫之學的特點。所以理學家倡導「學以成聖」，其

實是首先強調每個士人均要以成聖成賢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人生目標，理學

家建構的《四書》學是培養士人如何成聖的「聖學」。理學建構之處並非官學，

只能夠以民間學術、書院教育的途徑來實現其目標。另一方面，宋代理學家

還希望在朝廷的支持下推動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通過自上而下的路徑確立理

學的重要地位。宋儒利用宋朝的文治國策，特別是利用經筵講學的制度，主

動對君王施加影響，重視君德養成，致力於引君於道。理學家強調當朝帝王

必須要將「學以成聖」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他們又將理學及其《四書》

學看作是「帝王之學」。 

學界都知道朱熹是理學體系的集大成者，其實，他也是宋儒新帝學的推

動和完成者。朱熹不僅建構了「致廣大、盡精微」的理學體系，也建構了唐

宋變革以後的新帝學。他曾經以經筵講席的「帝師」身份，參與到給皇帝的

講學活動中。朱熹利用經筵講學的機會，不僅確立了《大學》在「帝王之學」

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強調「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同時，朱熹還進一步以儒家經典體系為基礎來建構新的帝學體系，後

來朱熹的弟子劉爚為老師作了總結：「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

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

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於修身、治天下之道猶指掌矣。」

﹝註 1﹞可見，朱熹通過經筵的平臺，建構出一種以《大學》為框架、以《四書》

學為基礎、進而拓展到《五經》的新帝學體系。顯然，這一種新帝學完全是

從宋代理學家的立場和視界出發，與最初作為士大夫之學的理學體系是完全

一致的。 

過去學界對朱子的理學體系、經學學術研究較多，而對朱熹的帝學著作

《經筵講義》則少有涉及，更沒有將其放在宋代帝學興起、發展的脈絡下，

審視朱熹在宋代帝學建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這個選題其實是一項很有開

拓性的研究工作。王琦博士來嶽麓書院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時，好學上進，在

我的建議下，選擇了朱子的《經筵講義》及其帝學思想為研究對象。她為了

圓滿完成博士論文，查閱了宋代有關經筵講義的全部文獻資料，同時悉心考

察了朱子學術的學術資料與思想體系，經過刻苦的研究工作，她終於完成了

《朱熹帝學思想研究》的博士論文。 
                                                      
﹝註 1﹞ 朱彝尊：《通說》，《經義考》卷 29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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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博士的學位論文，將朱熹的帝學思想做出了既有歷史感又有理論性

的研究。作者首先以宋代文治治國、士大夫階層崛起、經筵制度定型為歷史

背景，探討宋代新帝學意識的興起。在此背景下，作者又詳細考察了作為宋

學一代宗師的朱熹的帝王之學思想形成過程，論述朱熹於紹熙五年入侍經

筵，進呈《經筵講義》，一直堅持以《大學》正君心立紀綱，以道統規範治統，

從權力的源頭約束君權，挽救南宋王朝的危機，指出朱熹的目標其實就是以

理學建構帝學。朱熹通過天理論、心性論、理一分殊等哲學觀念與命題的運

用，解答了帝王學什麼、為什麼學、如何學等系列問題，為帝王學為聖王提

供了理論依據與邏輯論證。論文還通過朱熹《經筵講義》與《大學章句》的

比較，考察帝王之學與士大夫之學的不同要求，認為兩者在詮釋目的、詮釋

體例、詮釋方式與語言表述風格等方面存在差異。《經筵講義》作為帝學教材，

承載了朱熹以理學建構帝學的價值理想與政治追求，既是對宋代重建政治社

會秩序時代課題的回應，又是對范祖禹以來帝學思想的理論化與系統化，體

現了朱熹的帝學就是以內聖為根本而及於外王的思想特徵。 

王琦博士的學位論文《朱熹帝學思想研究》完成後，已經在學術刊物上

發表了一些前期成果，引起學界的關注，也得到同行專家的較高評價。學界

也希望能夠盡早讀到原著。所以，我推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一書由臺灣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盡早與讀者見面。現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已經將

其書列入出版計劃，我十分高興，也深感欣慰。我願意通過這一篇序言，將

這一部有價值的博士論文推薦給讀者。 

2019 年 8 月 7 日於嶽麓書院 

（本序作者是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王琦博士論文的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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