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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影響下的傳統生活世界之空間性 
 

                          潘 朝 陽 
 
                         臺灣師大地理系 

                         臺灣師大東亞文化暨發展系 

 

 

               一  前言：生活世界與存在空間 

 
人是必須存活且居住在他所歸屬的生活世界之內的，什麼是「生活世界」

（life-world）？學者黃麗生整合了相關文本而有詳明的說明：所謂「生活世界」

（lebenswelt）源自現象學大師胡塞爾（Edmund Husserl）的創造，是指個人或團

體具體生活於其中的環圍世界；人可以通過感官知覺、思考、意念發現或經驗此

世界的種種現實事物。在此世界中，個人生活在社會的框架裏面，並且組成各種

不同形式的共同體，譬如家庭、民族、國家、國際等；人們生活其中，表顯了精

神的創造性，並在歷史中創造文化。生活世界具有雙向時間無限的延展性，也就

是它的已知之過去以及未知的未來；它不僅代表生活環圍的各種事物，更是歷史

的、人們直觀所及的、由主體到客體的、互為主體的乃至於整個自然和社會的視

域之總和。胡塞爾開啟了種種由「生活世界」延伸的問題意識，像人在生活世界

中的存在處境、人與生活世界的互動、生活世界的動態發展，乃至於生活世界中

個別的價值意涵等。社會學大師哈伯瑪斯（J. Habermas）則進一步闡明「生活世

界」是以平凡方式就能意識到的背景信念所構成，此背景具有總體化的力量，它

一方面指社會空間總體，如鄉鎮、地區、民族、國家、國際等等；一方面也是指

歷史時間總體，如社會的世代相傳、各個歷史時代綿延不絕、個體生活的歷史等

等，它是一個互為主體性的世界，由每一個個體和全體社會共同交織並且參與這

個結構的總體化，使「生活世界」成為一個不可分割的錯綜複雜的整體。1 
以不可分割的錯綜複雜的整體而具現的生活世界，在大地上橫擴展延時，是

自然而然會以地理空間（geographic space）為其基盤的，而在這基盤上當必生發

其「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關於存在空間，筆者在一篇近作中如此敘說：

人於其身心依附的地理空間中，給予的人文化成以及加以命名，是人文活動不斷

在地理環境中創新再造的歷程，因此具有人的意向性之刻塑琢磨。此種通過人之

意向性而在大地上以其人文特性不斷地創新再造的總體空間性，就是地理空間的

                                                 
1 黃麗生：〈近代內蒙古人民的生活圖像〉，收於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

文化》（臺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12）頁 12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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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之結構，稱之為「存在空間」。2 
筆者又提到意向性來於人之思想意志和文化意志，而且也與人之集體的、族

群的、歷史的文化和思想的價值傳統，密切相關。換言之，意向也者是人在他的

生活世界裏的深度且由內在而外顯的一個價值觀念體系，往往不是個人性的，而

是集體總體性的人文方向。此方向從精神層面通過制度而發出成為具現在大地之

上的結構性內容，此結構的橫擴展延，呈現為空間性，這就是存在空間的結構。
3總之，生活世界當必生發其空間性，此空間就是存在空間。4 

人在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若依海德格的用辭，則應從人在大地之上的築造

的角度才得以了解。人在大地之上進行築造，是為了居宅而上手構建，人以其上

手工具而親自構築了居宅，這樣所成的就是他們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在其著作

〈築、居、思〉中表達了人在大地築造居宅的空間存有論之意義，簡約言之，人

築造居宅形成其生活世界，主要是營建一個同時可以安頓天地神人四重性的存在

空間；海氏提到人在生活世界的大地上面存在的方式，乃是「居住」，人唯有能

在大地上獲得安居，人才真正地存在，才得到存有。因此，存在意謂人能夠築造

其居宅用以愛護保養，也就是築造出可以讓自我的身心得到愛護保養的一種棲居

之形式，此棲居一旦築造了，就擁有且顯發凝聚「天地神人」此四重整體的存有

能力。海氏點明人通過築造居宅才具有在一個動態的宇宙中恆常穩定的存有性意

義中心，有此中心，人才能與「普遍者自然」、「超越者神聖」以及「存有者人」

獲得暢達無礙的溝通。5 
    中國一般庶民百姓是依據他們的存在性而築造其居宅的，因而也特具其等之

家屋以及聚落，並且安頓在能夠維生之大地之上，依此而生發了其等的傳統生活

世界，當然也就表顯了存在空間。6中國人民之生活世界主要的創成要素除了人

類最原初的泛靈薩滿之巫術底蘊之外，乃源自儒家、道家以及陰陽五行風水術。

傳統生活世界的空間性是上述多元的綜合性彰著，譬如一個聚落中的大廟，往往

是先以風水勘輿方法決定了地點和座向，其宗教主旨則雜揉了儒釋道三教精神，

而其神事則又具有古老巫術之性質。但在這種綜合體中，國人的人文道德之倫

理，則是以儒家為主軸。因此，單純地只從儒家思想切入來突顯傳統生活世界的

空間性，是一個有意義的詮釋，此是本文撰述的目的。 
 
 
                                                 
2 潘朝陽：〈從「存在空間」論朱子的身心空間觀及人安居於天地之論述〉，《朱子學與閩臺文化

的互動與融合》，朱子與閩臺文化學術研討會，主辦者：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與人文學院、臺大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臺灣師大地理系區域研究中心、世界朱氏聯合會，（廈門：廈門大學，

2007.4.6-4.11）頁 170~209。 
3 同前注。 
4 關於存在空間較詳細的詮釋，可參考潘朝陽：《出離與歸返：淨土空間論》（臺北：臺灣師大地

理系，2001.2）。 
5 Heidegger, M.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Edi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pp.343-363, Routledge London, 1978. 
6 本文所謂「中國」及其「一般庶民百姓」是指傳統漢民族構成的中國及其生活世界的人民而言，

包括了大陸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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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論語》表顯的儒家生活世界之空間性 

 
    儒家對於存在空間之陳述，在《論語》中就已出現。茲就相關章句詮釋於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行有餘力則以學文。」

［〈學而〉］ 

 

孔子明確以空間的內外分別了孝悌兩種道德實踐的家庭空間之區位（location），

且亦以家庭為空間中心而指出在外面廣大世界的道德實踐，此即所謂「泛愛眾而

親仁」。因此，在這段章句中，孔子構劃了儒家的道德倫理的三重實踐空間圈：

第一圈是侍奉父母的最內圈；第二層是在家庭中兄弟和樂的空間圈；第三層則是

離開家門進入廣大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間圈中的仁民愛物的空間圈。 

 

 

圖 2-1：儒家道德實踐的三層空間圈 

 

    儒家君子的修身和齊家的進一步的理想則是行仁政：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北辰，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 

 

北辰就是北極星，在夜空的正北，正是地軸北極之延伸線上的星，所以固定而不

動，它周遭許多星則向著它而圍繞。古人夜觀星象，常以為北辰就是宇宙的軸頂，

是天地空間的頂極。孔子即以北極星為象徵來說明儒家仁君就是仁治空間的中

軸，這是儒家的道德理想主義的政治實踐的基本綱領。 

儒家仁治空間並非高懸天際，也不是觀念中的抽象性，它是具體化於大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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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論語》載：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禮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

之曰：「是禮也。」［〈八佾〉］。 

 

朱子注此章句如是說：「太廟，魯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孔子自少以知禮聞，故或人因此譏之。孔子言是禮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禮也。

尹氏曰：『禮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不知禮

者，豈足以知孔子哉！』」7依此，太廟是魯國開國者周公之廟，就魯國的國土空

間而言，這太廟就是它的神聖中心，孔子以極至的敬謹之心與行在太廟中助祭，

「每事問」，十足表現了孔子對於他的祖國魯國存在空間之神聖性的敬重。 

    既然神聖中心為國土空間之中軸如此重要，所以居住之生活世界的純善性，

也是為孔子重視的，子曰： 

 

里仁為美，擇不處仁焉得知？［〈里仁〉］ 

 
朱子詮釋之曰：「里有仁厚之俗為美，擇里而不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

而不得為知矣。」8人是否明智，依其是否居住在仁厚之民風的村里來判準；另

外一個角度而言，則儒家是必須將生活世界好好地加以教化使其具有仁厚風俗

的。擇仁厚村里而居以及促進村里成為仁厚地方，都表現了儒家的以仁而治的存

在空間觀。 
    因此，孔子所強調的是根據君子的仁之能動力來「化成天下」，這以仁而能

動的君子是空間的中心，從此中心發出仁治而將天下變成理想世界，表達此種意

思的章句如：「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靈

公〉］所謂恭己正南面的無為而治，就是行仁政的意思，舜以其聖王之廷為天下神

聖中心往四方推行仁治，天地才會是道德充分實踐的空間。然而，彼時畢竟有中

原和四夷之空間的區分，對於四夷，孔子仍然主張君子居之可以其仁之能動力而

加以改變，譬如：「言忠信，行篤敬，雖蠻貊之邦行矣！」［〈衛靈公〉］能言忠信之

言而行篤敬之行的人就是君子，這位君子在蠻貊之邦，9可依其忠信篤敬的道德

意志而實踐理想；實踐也者，一方面是指自身在蠻貊之地卻能依據道德力而能暢

行無礙；一方面則是指依據道德力而改變蠻貊的文化使其往上提撕。同樣的意

思，又如：「子欲居九夷。或曰：『陋，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陋之有？』」

［〈子罕〉］朱子注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君子所居

則化，何陋之有？」10東方九夷之九不必是實指，而只是譬喻多數的部落，此乃

是東方臨海的許多夷族的部落文明區，依孔子，只要儒家君子前往以仁教化之，

                                                 
7 ［南宋］朱熹：《四書集注》（臺北：世界書局，1997.3）頁 76。 
8 前揭書，頁 80。 
9 蠻，南蠻；貊，北狄（見朱注），一南一北，皆指中原外圍的邊陲荒野的區域。 
10 朱熹，同前揭書，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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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人文化成，變成道德理想實踐的國土空間。 

    根據上引數段章句，孔子提示了君子以其為存在空間的能動而行仁的神聖中

心，此中心的實踐力充量推擴在天地之間，將可創造出仁義普濟的生活世界。我

們可以稱此為儒家生活世界之空間性的基本型。 

    在這樣的仁治型的生活世界空間創制，孔子表現了兩種形式，一是中心的神

聖性；一是生活世界的大地之善養萬民的農耕文化。 

關於前者，是指宗廟之為家族聚落空間之神聖中心，《論語》載： 

 

鄉人儺，（孔子）朝服而立於阼階。［〈鄉黨〉］ 

 

蔣伯潛釋之曰：「儺，是古時一種風俗，即《周禮》方相氏所謂『狂夫四人，蒙

熊皮，黃金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隸而儺』也。意在袪邪逐疫。阼階，

東面的階；古禮以此為主人所立之階。『朝服』，即上朝時的禮服。孔子遇鄉村裏

舉行逐疫的時候，必穿著朝服，去立在家廟的東階之上，《皇疏》曰：『孔子聞鄉

人逐鬼，恐見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立於阼階，以待祖先，為孝之心也。』」11蔣

氏所引方相氏所說的跳乩的四位狂夫，正是驅瘟除疫趕鬼的神巫，目前依然存在

於許多社會中，各類的「儺舞」，仍然在地球上流行。當聚落中的鄉民進行儺舞

的宗教巫術時，孔子就穿著上朝大禮服站立於宗廟的東階上，形成了一個有意思

的空間性。其位置正是一種阻隔中介空間，儺祭之舞的聚落空間是外界，宗廟空

間則是內界；前者是不安、不潔、不寧、不定的外部世界，後者則是安全、聖潔、

寧靜、恆定的內部世界，而孔子所立的空間點，正是守衛防阻的中介空間。 
 

 
圖 2-2：孔子阻隔儺疫守護宗廟的空間構造 

 
    關於後者，則是透過水利農耕而生養百姓萬民的耕作型大地，是仁治的具

                                                 
11 蔣伯潛：《論語新解》（臺北：啟明書局，未註明年份）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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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孔子曰： 
 
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神。惡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力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泰伯〉］ 

 

大禹是古聖王，其仁治功德的表現，正如蔣伯潛的詮釋：「禹對於自己的飲食，

極菲薄；而祭祀鬼神，則祭品極其豐潔。［…］禹平時的衣服，極其惡劣，禮服

卻極其考究。［…］禹自己住的王宮房屋，極其卑陋；而對於百姓種田所需，通

水道的溝洫，卻竭修浚，使不至遭水旱之災。禹薄於自奉，而厚於宗廟朝廷民事，

故孔子稱之。」12依此，則孔子指明禹帝之仁治有二：其一是崇高宗教祭祀的神

聖性，其一是平治洪水以及通溝渠之利來發展農業。既然孔子從此兩項行政來推

尊禹帝，因此，我們可以確知孔子於空間徼向，特重宗廟之神聖中心性以及大地

之上的生生不已之農業生產。 

    綜合上言，我們可以得出孔子標揚的儒家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其圓心是宗

廟或太廟構成的神聖中心，其內圈是仁厚民風溥潤的村里聚落，外圈則是廣大的

水利耕作的富足農業大地，最外圈則是四夷邊陲，但可以由君子加以人文道德之

化成。 

 

 

圖 2-3：孔子的儒家生活世界之空間性 

 

 

 

 

                                                 
12 同前揭書，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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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孟子》表顯的儒家生活世界之空間性 

 

    孟子善紹孔子之學，其儒家型態的生活世界亦具有從神聖中心逐層向外推展

的空間性。他揭櫫仁義內在及人本性善說，為人之在世存有先建立了一個至誠純

仁的天地宇宙之神聖中心性，那就是儒家君子的最高典型，而在仁治上說，則是

聖王。 

    孟子的存在空間亦以宗廟祭祀之神聖點為其中心，在神聖中心的虔誠祭祀關

係到誰是天下聖王。孟子特以堯禪讓舜的傳說突顯了這樣的空間取向，其弟子萬

章問孟子關於堯是依據什麼情況將帝位讓給舜？以下是相關的一段對話： 

 

［孟子曰］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暴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不言，

以行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暴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神享之，是天受之。［…］」［〈萬章〉］ 

 

由於舜獲得主祭天帝的宗教大祭司的神聖無上權柄，所以從堯那裏取得了聖王的

地位，表面上是堯向上天薦舉了舜，因而舜被上天接納而承繼大地王國的大位，

但其實質是舜擁有了在神殿大廟中擔任大祭司的最高權力，所以眾部落都得接受

「天受之」的講法。於是，舜的王廷太廟所在就是當時的天下之空間中心。 

    從舜的傳說出發，孟子他著重的儒家生活世界之空間中心，兼具政治性和教

化性。依據之而建構了既有文教亦有生計的生活世界。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北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來！吾聞西伯善養來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來！吾聞西伯善養老者。」

天下有善養老，則仁人以為己歸也。［〈盡心〉］ 

 

孟子於此特舉文王位於西岐，而北海、東海之濱的伯夷、太公等君子賢士，都將

遠去西岐投奔文王。此段章句顯示了空間話語，西、北、東的區位距離呈現空間

的對張性，就幾何空間而言，文王是在偏遠的西方，與北海和東海十分遙遠，但

就存在空間而言，則因為文王之仁德，因此西岐成為天下的神聖中心，而無論北

海或東海如此遙遠，君子賢士都將有所「定向」和「去遠」而往天下空間中心的

西岐逼臨親近。 

    然而，孟子的意思卻是較重以仁治之聖君為中心的生活世界之庶民百姓的文

化生態。依孟子，仁治的生活世界應該如此： 

 

五畝之宅，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數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不負戴於道路矣。七十者，衣帛食肉，黎民不饑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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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然而不王者，未之有也。［〈梁惠王〉］ 

 

以上所述表顯了一個仁治生活世界的空間藍圖，其中心就是「五畝之宅」；在此

中心的周遭則環植以生態林，即「樹之以桑」的桑樹林；於家宅和桑樹林之間，

就是豢養雞豚狗彘的區域；桑葉用以養蠶，得以織布，牲畜糞便則用以肥田；在

外圍的廣大土地則是生長糧穀的「百畝之田」。 

 

 

圖 3-1：孟子思想中的家宅空間圈 

 

    上言者乃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單位家庭的存在空間。它被嵌契在一個更寬廣的

儒家型仁治生活世界中。此即整合基本人文教化以及永續維生經濟的井田制之空

間理想型。且依孟子的說法而究明之：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倫也；人倫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有王者起，必來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文公〉］ 

 

孟子於此引《詩》指出公田與私田整合的井田制度，而在這樣的井田所構建的生

活世界中，推展人文教育的「庠序學校」就是大家共同擁有的神聖中心，它是負

責庶民百姓的道德與知識的教育的，屬於精神層面的提撕和保任。以此教育建築

和機構為空間中心，環圍它的則是廣大的八私一公之九塊田整合為一井的永續維

生之產糧大地。孟子提出井田大地的空間構造：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祿，可坐而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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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野，九一而助。［…］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處，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里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滕文公〉］ 

 

蔣伯潛詮釋井田的社會文化，說：「百姓既均有恆產，則安土重遷，故死亡的安

葬，生存的遷居，都不會遠離故鄉。在一鄉中，其田同井者，那些農民，出來耕

田，回家休息，常常作伴，彼此就非常友善；守望盜賊，也能大家相助；有了疾

病，更大家互相扶持幫助；則百姓自然親愛而和睦了。」13依上引章句和蔣氏的

解析，我們能清楚地掌握孟子所宣揚的以井田制為空間結構的儒家仁治之生活世

界。一個井田就是一個單位農耕聚落，在這裏有公共領域，也有私家領域，全體

居民的生活團整成一個教養合一的社區，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井田鄉莊的空

間，它的中心是前述的「庠序學校」，這是仁治的精神層面的基礎；它的內圈可

以想像是井田鄉民的集村或鄉街，在其中應該存在著二級和三級的產業；它的外

圈則是農耕的廣大田地，而我們也可以想像最外圈則是生態多樣性（ecological 

diversity）的山野；山野和農田的永續經營，是仁治的物質層面的基礎。14 

 

 

圖 3-2：孟子井田型生活世界的空間 

 

 

                                                 
13 同前揭書，頁 119~120。 
14 關於山野大自然的生態多樣性，孟子的章句透露了它的訊息，孟子曰：「不違農時，穀不可勝

食也；數罟不入洿池，魚鱉不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林，材木不可勝用也。穀與魚鱉不可勝食，

材木不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梁惠王〉］。此段章句，

呈現了當時的大地上生態多樣性的豐足，但是孟子也提出警語，這就是應該以「時」而善用資源，

否則「牛山也會濯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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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朱子表顯的儒家生活世界的空間性 

 

如上所述，孔孟宣揚的生活世界的空間性，基本上以神聖中心為軸，仁心仁

體的動力從此發出而層層往外形成空間圈，故以中心和數重空間建構了生活世界

的存在空間。       

承繼且發揚孔孟儒學的南宋大儒朱子，影響了中國政教、文化、社會的規範

直至清代，長達八個世紀，現代化之前的漢人聚落基本空間性，無一不受到朱子

思想的支配。 

    朱子思想中亦含藏了儒家生活世界的空間性，茲申論之。 

    首先，朱子十分重視一個儒家仁治的生活世界中應該具有的神聖中心。宋明

儒家的「庠序學校」之理想，是透過書院的建立且在其中傳揚孔孟仁義之教化而

實踐的。廬山白鹿洞書院之修復，出自朱子的努力。朱子於淳熙年間奉旨前往江

西星子縣任公職，趁機將破落的白鹿洞書院加以重修。朱子曰： 

 

右臣竊嘗伏讀《國朝會要》，恭睹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

監九經賜廬山白鹿洞書院，［…］以旌儒學。［…］到任之初［…］間因行視陂

塘，始得經由其地，見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閑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

無復棟宇。因竊惟念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

彼，而下吏淺聞，弗克原念以稱萬分之罪其大如此，駭懼震慴，不皇啟居。既

又按考此山老佛之祠蓋以百數，兵亂之餘，次第興葺，鮮不復其舊者，獨此儒

館莽為荊榛。［…］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倫，談說空幻，未有厭其多者，

而先王禮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

已。［…］於是始議即其故基度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欲

望聖明俯賜鑒察，［…］特降敕命，仍舊以白鹿洞書院為額，［…］御書石經，

及印版本九經疏、《論語》《孟子》等書，給賜本洞，奉守看讀，於以褒廣前烈，

光闡儒風，［…］15 

 

依上所述，朱子一方面深痛白鹿洞書院傾廢失修，一方面深恨佛寺道觀遍布，談

空論虛之習，風行天下，反而孔孟之道不彰。因此發心以己之力在原址重建了書

院，並且請朝廷頒授了白鹿洞書院匾額，且徵求了儒家經典，正式教授儒士。16 

    朱子重建了白鹿洞書院，特別撰寫了後世鼎鼎有名而傳之久遠的〈白鹿洞書

                                                 
15 朱熹：《朱熹集》（郭齊、尹波點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0）頁 646~647。 
16 白鹿洞書院的重建過程簡述如下：朱子發現舊址，門人楊方倡議重建，朋友劉清之也裒集故

實寄來。於是朱子奏狀申修白鹿洞書院，又令軍學教授楊大法及星子縣令王仲傑負責修建的任

務。淳熙六年（1179）十月動工，次年三月就完工，行釋菜禮並開講。他延請楊日新擔任堂長，

還捐地作為書院的學田，又委託門人黃灝購買田地，希望書院能長久運作。朱子在離任前，特別

向孝宗皇帝申請，乞求御賜白鹿洞書院敕額，並給賜御書石經、印版本九經疏、《論語》、《孟子》

等書。見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理念與實踐》（臺北：臺大出版委員會，2003.8）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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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揭示〉，全文如下：17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契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是此也。學者學此而已。而

其所以為學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行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理也。若夫篤行之事，則自修

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行篤敬，懲忿滯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不謀其利，明其道不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行有不得，反求諸己。 

    右接物之要。 

 

上述的〈白鹿洞書院揭示〉，包括了尊德性道問學的雙輪修為和教化，等於是白

鹿洞書院的「校訓」，要求學生熟背而力行之，其必能於身心之德有所成就。此

「揭示」日後成為中國儒家書院的共同校訓。 

    揭示表達的尊德性道問學的雙輪修為和教化，亦含有以己一身為中心，而逐

層向外圈推拓展布的空間取向。 

    隨著後代書院的發展，遍布在中國大地上的書院，依據朱子的理想，形成了

圈圈共榮的書院所構造的儒家教化之生活世界，此世界存在著一種由甚多儒家書

院構成的中國儒家之人文道德教化型空間，如圖 4-1 所示。 

 

 

圖 4-1：朱子塑造的儒家書院構成的人文道德型存在空間 

                                                 
17 朱熹：《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3893~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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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除了書院之外，各地縣學是朱子十分重視的儒學教育和傳播中心。對

於縣學存在的目的，朱子撰寫了很多文章。茲隨意抽樣而引述其中一文如下： 

 

建安熊君可量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見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漏

弗支，而禮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不修又已數十年矣。於是俯仰

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

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遍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

遂以今年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麗，貌象顯嚴，位

序丹青，應圖合禮。熊君既以復于其長，合群吏、率諸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

餘財，以究厥事。列置門棘，匾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

乃復揖諸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稟食，弦誦以時。邑人有識者

皆嗟嘆之，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苟食焉而不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

廢，豈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為如何耶？ 

    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

子之所以為教，則吾所不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不可以不審焉者也。

顧予不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奧行高，

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數，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

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不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

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淳熙三年秋七月丙辰，新安朱熹記。18 

 

這一篇文章是朱子為衢州江山縣的儒學之重修和復學而寫的「記」。文分兩大段

落，前者特別指出地方興辦儒學，憑藉之而推展人文道德之教化；再又特別表彰

儒家的人文道德的教育設施以及教化之推展，並非唯由地方主官出面不可，任何

人只要發心立願，就可實踐之，文中所說的熊可量，乃是專司地方治安的縣尉，

也就是警察局長，但他亦是在儒家文化薰陶而成長的儒子，他亦有仁心德慧，知

道地方上的儒學建構及儒教推拓的重要，雖非縣令，亦非儒學的主講者教諭教

官，卻主導了儒學的重建。再者，文章的後面段落，朱子則指出儒學儒教的作用

乃在於儒子須好好學得做人的道理；同時，再又指出當地雖屬一個小縣，卻不乏

深富儒學學養的隱居儒者，應訪察之而敦請出來講學。 

    總之，在這篇縣學記中，朱子點明了南宋的縣行政區，特以縣儒學的構築為

人文道德教化的空間中心，它擔負地方人民的文化養成，因此特具神聖性。由於

全國縣行政區甚多，每一縣治若都認真建立縣儒學，則將形成以縣儒學構成的孔

孟仁義教化點交織而成的空間網絡。 

 

 

 

                                                 
18 朱熹，〈衢州江山縣學記〉，《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4068~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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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朱子設想的縣儒學形成的孔孟教化網絡空間 

 

    依據朱子思想，儒家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除了書院、縣儒學之外，在各地

建設賢儒祠，亦是重大的儒家型神聖中心的構造。茲取相關文本以詮釋之。朱子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立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

而以書來，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不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

則局於章句文詞之習，外則雜於老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

於私智人為之鑿，淺陋乖離，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不得比於三代之隆，民之

俗不得躋於三代之盛。若是者，蓋已千有餘年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

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立象著書，闡發幽祕，

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不畢舉。河南兩程先生既親見之

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行於世。士之講於其說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陋、異端

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不惑於世俗利害之私，而慨然

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 

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讀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列，使

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為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

相，［…］至於近歲，［…］且復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使三先生之祠

遍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不止於此祠而已

也。［…］19 

 

朱子這篇文章旨在表彰北宋大儒周敦頤、程顥、程頤，指出自孟子沒後千數百年

來，世儒一則陷溺於章句文詞；一則雜冗於老子釋氏，早已不存在真正的孔孟信

徒，到北宋三儒出世，才確能返孔孟儒家精神，而重新喚醒中國人的天人性命之

                                                 
19 朱熹：《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4079~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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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證。在此文中的後段，朱子特別強調為三大賢儒建立祠祀之重要性，三先生的

祠宇遍天下，乃是朱子心中的期盼，換言之，使全中國各地方都能築造北宋三大

儒的祠堂，人民得以馨香祈禱於其中，提撕心靈全歸於仁義，則中國庶幾乎實現

「三代仁治」的理想。 

    依此，朱子提出了儒家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之另外一個中心結構和景觀，此

即是歷代大儒、賢儒的祠廟。遍布全國的儒家祠宇，形成全國各地的神聖中心，

由此儒家祠宇為神聖中心所透顯的仁義精神將如千燈萬燈，互融互映而交光普照

全中國的大地和人民，這是朱子心中的理想境界。 

 

 

圖 4-3：朱子理想中的儒家祠宇交映形成的空間 

 

    綜合上面三種神聖中心，即書院、縣儒學、儒家祠宇，可以統合出朱子給儒

家生活世界建立的孔孟儒家人文道德教化的存在空間之神聖中心，即是以書院、

縣儒學、儒家祠宇三位一體共構的空間圈之中心。 

 

 

圖 4-4：書院、縣儒學、祠宇三位一體共構的儒家教化空間之神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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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自孔孟原始儒家思想，朱子對於大地的主張，亦是農穀生生不息的糧產

空間。關於這方面的論述，朱子留下了豐富的文章。茲隨機引述一二篇加以詮釋。 

    大地原本應該利於耕作而能年年豐稔，充足的穀糧讓廣大庶民溫飽，是農業

文明的傳統中國的基本立政，儒家最重視的生活世界之基盤。但經常由於自然和

人文因素之失調，饑荒是仁治者和儒者最為憂心的現象。朱子如何表現這方面的

觀點？且加以詮釋之。朱子在〈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狀〉曰： 

 

竊見本軍諸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

所以，乃知日前兵亂流移，民方復業，而官吏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數目

浩翰，人戶盡力供輸，有所不給，則復轉徙流亡，無復顧戀鄉井之意。其幸存

者，亦皆苟且偷安，不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復顧而之他。觀其

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憐憫。20 

 

贛北的廬山下一帶地方，由於兵亂、稅重於是造成人民流徙、田園荒蕪，再又加

上水旱之災，所以該地特別是星子縣地區，已衰敗成「腐草浮苴、無有根蒂」的

生態景觀，這樣的人文和自然頹敗衰弱的生活世界，乃是一個從根拔起而無家可

歸的反面之存在空間，人民在這樣的大地上如浮游一般飄泊流浪。 

    朱子認為人之生活世界不應如此悲慘，然則仁治者和儒者必須提出對治之

道。朱子曰：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都昌、建昌縣自六月以來，天色亢陽，缺少雨澤，田禾

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精意祈禳，及行下逐縣精加祈禱。去後

今據星子、都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神祠及諸洞建壇，祭祀請水，精

加祈禱，雨澤并無感應，今來諸鄉早禾多有乾損。［…］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

早禾多有乾槁，不通收刈，［…］21
 

 

如同絕大多古代的官吏，一旦發生水旱饑荒的災難，首先便是依靠宗教祭祀祈禱

的方式，試圖感格天神地祇，由神力的降助而消災解難。當然，大多數的宗教祈

求都不會實現願望的。朱子位居被災區域的行政主管，他亦深信應該透過虔誠祭

祀來獲得神助。禱求的結果固然「雨澤并無感應」，可是朱子求助於天神地祇的

行為，也反映了朱子心中具有顯明的藉著在宗教性神聖中心的呼求而能感通神聖

超越者天的觀念。 

    然而朱子畢竟是儒家理性主義者，所以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

原則，是朱子行事的依據。若逢災荒，庶民頓失所依而流離失所、轉死溝壑，朱

子首先進行的事，則是請求朝廷的賑濟，如下所引〈奏巡歷合奏聞陳乞事件狀〉： 

 

                                                 
20 朱熹，《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622~624。 
21 朱熹，〈奏南康軍旱傷狀〉，《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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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初六日到三界鎮，見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不少。七日至嵊縣，八

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見尤多，饑羸尤甚。據其稱說，皆自八九月來闕食至

今，其死亡者不可勝數，道殣相望，深可憐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

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令收拾賑給嵊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

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不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湖鄉一帶接連蕭山，病死人多，不減嵊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

紹興府通判劉俁，令收拾諸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之數尚

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劉俁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更與

一口收糴。［…］22 

 

上引朱子所述，一方面了解由於大地生產力的喪失，導致黎民困頓饑饉，生活世

界失去了本具的生生不息的生機，儒家仁治第一步是盡公權力加以賑濟。通過賑

濟而讓哀哀災民得以在流離失所的漂蕩無歸狀態停靠下來，而能逐漸復歸於家

園。這是傳統時代的儒家拯生民於水火的第一步。 

    然而如果要到發生水旱饑荒而殍屍載道時，才來發動政府和社會加以賑助，

已是事倍功半的苦工。朱子創造了一個可長可久且可以預防未然之方，此即於全

國各地普設社倉。 

    社倉之制，並非朱子新創，而是古已有之，儒家早已宣揚推廣的制度，然久

已廢失，朱子試圖依古法而加以復原。朱子曰： 

 

予惟成周之制，縣都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良法

也。然皆藏於州縣，所恩不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力穡遠輸之民，則

雖饑餓瀕死而不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吏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不肯

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累數十年，不一訾省。一旦甚不穫已然後

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不可食矣！［…］23 

 

依此，社倉自成周以來就已發明，但年深日遠，歷代都徒具形式，敷衍塞責，將

米穀置入倉中後，就將倉門用鎖鑰關上，根本不知用新米逐年換出舊米以保新

鮮，一旦發生巨災，才打開社倉，裏面的穀米早已化成「浮埃聚壤」，因而因饑

荒而死的黎民百姓，完全得不到拯救而大量死亡。 

    朱子於建寧府大饑時，遂有機會重新建立了具有實效的社倉構築和制度。其

過程之相關記載甚重要，故全文陳述於下：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諸葛侯廷瑞以書來，

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劉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

                                                 
22 朱熹：《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658~659。 
23 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朱熹集》，同前揭書，頁 4051~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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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振之？」劉侯與予奉書從事，里人方幸以不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不二

十里，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劉侯與予憂之，不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

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哲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六百斛泝溪以來。［…］

民得遂無饑亂以死，無不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浦城之盜無復隨和而束手就擒

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年有冬，民願以粟

［…］歸有司，而王公曰：「［…］其留里中［…］。」劉侯與予［…］又訂于

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樂歲，不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

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不復可食。願自今以來，歲一斂散，既以紓

民之急，又得易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什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不欲

者勿強。歲或不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塞禍亂原，

甚大惠也。請著為例。」王公報皆施行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龍圖閣儀真沈

公度繼之。劉侯與予又請曰：「粟［…］請度地里中，倣古法，為社倉以儲之，

不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沈公從之，且命以錢六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

黃氏廢地而鳩工度材焉。經始於七年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

舍，無一不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劉復、劉得輿、里人劉瑞也。既成，

當受翰，［…］請得［…］一人參掌出納，［…］講求倉之利病，具為條約，會

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諸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于公。公

以為便，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來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

而不壞矣。24 

 

朱子在五夫里設置的社倉，遂發揮了機動賑濟黎民百姓以及防備災荒的功能。由

此所述也可得知傳統時代中國農耕大地上的生態之不穩定性，中國人的生活世

界，往往亦易於發生水旱饑荒的巨災大難，而必須有儒家以及許多仁治官吏共同

合作，運用如社倉之制加以防患並依此而使民命獲得永續的保障。 

    在實際運作以及理想藍圖中，朱子籌畫的廣大農耕大地上，應該是在重要村

街或鄉集的聚落，均設立社倉。因此，社倉也就成為儒家型農耕生活世界的存在

空間的中心。 

 

圖 4-5：以社倉為空間中心的儒家型農耕生活世界 

                                                 
24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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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三種支持農民以及維護農村的作為之外，朱子也十分注重「勸農」。

學者孟淑慧從朱子的文集中整理出朱子主管南康軍時期的數篇勸農文，他在這些

榜文中勸諭農民：25 

1. 耘草糞田、趁時種麥。 

2. 向農民詳細說明來春耕作應注意事項。 

3. 鼓勵農民種植主糧之外的補充糧作，並多種桑柘麻苧，且須時時修剪桑樹。 

4. 要求農民興修陂塘。 

5. 警誡有田不耕的農民，將有重罰。 

6. 發給農民種桑法的印刷文件。 

7. 農荒時，教農民如何改種蕎麥、大小麥。 

8. 鼓勵農民要善教子弟、敬守公法、按時繳稅、勿飲博遊惰、爭鬥論訟，並且

要令子弟讀書講學以明禮義。 

依上所列，證明了朱子是一位實際參與耕作且深悉農業實學的大儒，他關心的是

廣大農耕生活世界的黎民百姓的身體能獲得資糧的養護；心靈能獲得道德的培

育，身心雙元合一且豐足充沛的養與教，是儒家仁治的目標，也是儒家型生活世

界的存在空間之實質內容。 

    綜合上述朱子思想中表現之空間性，得出圖 4-6。 

 

 

圖 4-6：朱子表顯的儒家生活世界的空間性 

 

 

 

 

 

                                                 
25 孟淑慧，前揭書，頁 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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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清初治臺儒吏陳璸表顯的儒家生活世界的空間性 

 

    朱子之後的明清兩朝，通過科舉制度而培養的廣大官吏體系，基本上是朱子

儒學影響下的儒士。朱子實踐的生活世界之空間性，大體均被儒士承襲下來。 

    本文茲以清初治臺最賢能的陳璸為例而詮釋之。 

    陳璸於康熙朝前後兩次來臺為官，前期在康熙四十一年（1702），任臺灣知

縣；後期在康熙四十九年（1710），再來任臺廈道。 

    陳璸在臺的治道，實亦承自朱子儒學，其重大的文化建設是給臺灣新建了「臺

灣朱子祠」，陳璸曰： 

 

予建朱子祠既成，或問曰：「海外祀朱子有說乎？」曰：「有。昔昌黎守潮，未

期月而去。潮人立廟以祀，東坡先生為之記云：『公之神在天下者，如水之在

地中，無所往而不在也。［…］』若朱子之神，周流海外，何莫不然？」 

按朱子宦轍，嘗主泉之同安簿，亦嘗為漳州守。臺去漳、泉一水之隔耳。非遊

歷之區，遂謂公神不至，何懵也！自孔孟而後，正學失傳，斯道不絕如線，朱

子剖晰發明於經史及百氏之書，始曠然如日中天。凡學者口之所誦、心之所維，

當無有不寤寐依之、羹墻見之者。何有於世相後、地相去之拘拘乎？予自少誦

習朱子之書，［…］迄今白首。［…］ 

朱子之言曰：「大抵吾輩於貨色兩關打不透，更無話可說也。」又曰：「分別義

利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

不窮。」蓋嘗妄以己意繹之：惟不好貨，斯可立品；惟不好色，斯可立命。義

利分際甚微，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凡有所為而為者皆利也。義固未嘗不利，

利正不容假義。敬在心主一無適則內直；義在事因時制宜則外方。無纖毫容邪

曲之謂直；無彼此可遷就之謂方。［…］切己精察，實力躬行，勿稍游移墮落

流俗邊去，自能希聖、希賢，與朱子有神明之契矣。26 

 

基於上論，陳璸顯現了他深潤於朱子儒學的身心造詣，可證確是在臺治臺的朱子

型儒家，因此其理想若予實踐，亦將呈現朱子儒家型生活世界的空間性。一方面

他實在是以此新建朱子祠為全臺儒家生活世界的神聖中心，一方面他也依據其官

宦生涯而推行仁治，此即著重人文道德教化之神聖中心以及能夠生養萬民的農耕

大地之豐沛生機。 

    關於人文道德教化之神聖中心的築造，茲陳述如下。陳璸曰： 

 

［…］文廟之宜改建，以重根本也。蓋聖人之教，與王者之化俱遠。是以，學

宮遍天下，其制度必極宏壯，其規模必極高敞，匪徒飾觀，以遵道也。臺灣縣

                                                 
26 ［清］陳璸：〈新建臺灣朱子學記〉，《陳清端公文選》（臺北：大通書局，未印出版年份）頁

29~30。 



 20

為臺郡附郭首邑，［…］居然海外一都會也。獨以學宮重地，猶襲偽弁住宅而

為之。［…］今以住宅為文廟，其卑陋湫隘之觀，揆諸朝廷所以崇儒重道、振

興文教之盛典，甚覺弗稱。［…］夫風俗係乎教化，教化重乎人才，人才由於

學校。先儒有言：不興學校而求人才，猶不琢玉而求文采，不可得也。處臺邑

而欲養人才於學校，莫如改建文廟之亟矣。27 

 

陳璸任臺灣縣（今臺南縣）知縣，見文廟學宮居然設在民宅之中，萬分痛心，所

以才陳請新築文廟學宮，其理由十分簡明，即仁治必以崇儒重道、振興文教為先，

因為如此才能為國培育人才，也如此才能提撕風俗。基於此，陳璸是以文廟學宮

為臺灣縣這個生活世界的神聖中心，甚為明顯。 

    再者，縣治的文廟學宮作為一個人文道德教化所在之神聖中心，畢竟對於全

體存在空間而言，其力有所未逮，因此，陳璸主張應該興建各坊里社學之制。他

說： 

 

宜興各坊里社學之制，以廣教化也。社學即古者家塾黨庠遺制。［…］古昔社

各立學，聚群弟子於其中，教以方名象數禮樂詩書之文，可使上者為賢人君孑，

次亦不失為寡過之中人。［…］職欲於每坊每里內設立社學，延老成有行者為

之師，聚該坊里子弟而教誨焉。其教之目，自四書五經外，益以小學、近思錄

二書，為之正句讀，稍稍解釋文義，使自少習讀，長乃有得。［…］28 

 

社學的設置，實有孟子遺制，就是本文上述的庠序學校的教化構築和推展。陳璸

的建議，其實就是期能實踐孟子的人文道德教化之神聖中心的理想。而由於坊里

甚多，所以自然形成多中心的網絡空間。 

    於是我們可得以綜合陳璸表顯的儒家型生活世界的人文道德教化之空間

性，其最大中心是文廟學宮、朱子祠；其較小之中心則是坊里社區中的社學，如

圖 5-1 所示。 

                                                 
27 陳璸：〈條陳臺灣縣事宜〉，同前揭書，頁 1~2。 
28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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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陳璸表顯的儒家型人文道德教化之空間性 

 

    在這個教化之神聖中心所展布的生活世界，陳璸完全是追隨朱子的觀念和作

法的，因此，當乾旱饑荒發生，陳璸是先行祭祀祈禱天神地祇而求神力以降天霖

助稼，他寫過〈上帝廟求雨文〉、〈臺邑求雨牒城隍文〉、〈媽祖宮求雨文〉
29等三

篇以主官身份而為農耕用水祈求天神地祇降雨的祭文。30 

    然而，宗教祭禱只是突顯儒家對於氣化鬼神以及超越者天的敬畏之心，最主

要的行事，卻依然是主張設立社倉。關於臺灣社倉，陳璸條陳有曰： 

 

臺倉積粟之宜以時斂散也。［…］第斂之不以其時，則廩藏空虛；散之不以其

時，則民生困苦。［…］ 

就臺灣一縣言之，每歲除捐積粟外，正供額粟四萬六千有奇，除支給各營月米，

每歲尚餘二萬有餘，歲積一歲，是存倉之粟不下十餘萬也。此十餘萬之粟，不

及早變通，出陳易新，而坐視浥爛，任聽虧空可乎哉？職以為歲餘粟二萬餘石，

應於每歲青黃不接之月，出粟一萬餘石，在市散糶，以濟民急。將開倉日期及

糶過數目，按月報明本府稽查，即將賣過銀兩解貯府庫，至冬領回，買新粟補

倉。如此則存倉額粟既不虧減，又免浥爛，而倉粟在市，米價亦不至騰貴，一

舉而數善備。［…］職遵即開倉，每月定有六期糶賣粟米，至期自朝至暮，男

婦老少摩肩累足，牛運車載，晝夜不絕。［…］糶粟濟民，在臺地可謂行之既

效者也。［…］31 

 

                                                 
29 此三篇文章均見於《陳清端公文選》，同前揭書，頁 33~38。 
30 關於陳璸求雨的祭文表現的人文道德性宗教內涵，筆者曾為文詮釋，請見潘朝陽：〈論孔子的

宗教觀並略談臺灣民間宗教－依儒家思想略論清初治臺儒吏陳璸的宗教思想〉，收於氏著《明清

臺灣儒學論》（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1.10）頁 217~258。 
31 陳璸，〈條陳臺灣縣事宜〉，同前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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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陳璸論臺灣縣社倉之賑危濟民的功能，十分清楚明白，可證朱子振興社倉的

苦心，並無唐捐。而且也顯示了儒家對於黎民百姓生活世界之資糧得以永續經營

的關心，其仁治起碼從南宋傳承到清初，長達五六百年。 

    根據上述，陳璸在臺灣推展儒家仁治，基本型是朱子儒學，在耕作大地上，

以社倉的構築和功能，作為其生養萬民延續民命的空間中心。因此，我們得以綜

合陳璸表顯的儒家生活世界的空間性約如下述，即：人文道德教化的最大神聖中

心是文廟學宮與朱子祠；在聚落的坊里社區中則以社學為其各自的教化性神聖中

心，上言兩者，屬於黎庶的心靈培仁之中心所在；在更廣大的耕作大地上，則以

社倉為資糧養生的中心，此種中心則負責黎庶身體生命之維護養育，對於朱子儒

者的陳璸而言，萬民身心一體的護育培養，是儒家仁治的目的。 

 

 
圖 5-2：陳璸表顯的儒家型生活世界空間性 

 

       

 

 

 

 

 

 

 

 

 

 

 



 23

六  結論：傳統聚落空間的儒家性質以及現代化狀況 

 

    本文從大傳統的立論，從孔孟論述到南宋朱子以及清初陳璸的儒家詮釋，大

體可以看到儒家影響了傳統生活世界而表顯了其存在空間。 

    茲以臺灣的情形檢證之。 

    儒家影響下的空間性，在現實上傳統的聚落以及其環圍農耕大地所形成的生

活世界中，府城和縣城，多有代表國家政教意義和權力象徵的文廟學宮以及國家

祀典的廟祠，如武廟、天后宮、先賢祠、節烈祠等等，乃是中國儒家意志下的人

文道德教化的空間中心。 

    在一般商業大邑，譬如艋舺、鹿港這種港都，亦多有書院、文昌祠、媽祖宮、

關帝廟等等神格高層次的廟祠，也呈顯出傳統生活世界中的人文道德教化之空間

性。而在廣大多數的農村地區之集鎮、鄉街層級之中地聚落，亦多有閤鎮大廟或

鄉街大廟的神聖中心推展延續了儒家倫理之神道設教。 

    以上這三層中地聚落，大多都有宗祠祖廟的存在，更能凝聚儒家型生活世界

的存在空間。筆者在苗栗客家人區域的聚落調查，發現在傳統聚落中，存在著以

儒家人文道德為主旨而運作的村大廟、仍然永續而健全的宗祠築造及其嘗會以及

由宗族興辦的儒家型書院學堂。32 

    至於農耕大地的空間性，則透過水圳陂塘的築造，保證了灌溉型水稻集約農

業的永續經營。而糧倉則是一直都存在的，至今日是以農會形態經營，精神上亦

是古社倉的現代版。 

    然而，現代化的進程是以工業化和都會化而邁進的，其典範與傳統儒家之重

農哲學十分不同。多元、分眾且破碎的現代都會，正是在去除單一中心性的歷程

中而發展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則將傳統的儒家型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神聖性，深

層地加以解構，現代化的生活世界和存在空間，若依海德格的築造安居的天地神

人四重性之存有論而言，則已然失落了這四重一體的安居了。 

    文廟學宮、先賢祠、宗祠家廟等等高度凝聚社會人群的傳統人文道德教化之

神聖中心急速地消頹，且社倉型的生養中心，也隨農業的式微而衰敗。 

    現代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間性，在高速度的人流、物流、資訊流的切割及撼動

下，已經是一種全然新型的文明典範，舊有的景觀和築造，其實質已成為一種思

古幽情。在全球化的同質單一性的狂潮襲捲下，如何轉化創新我們傳統的生活世

界之神聖中心，使傳統中的永恆性價值能在當代存在空間中新生地貫注，是值得

深思的課題。 

 

                                                 
32 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貓裏區域為例的文化歷史地理詮釋〉（臺

北：臺灣師大地理系博論，19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