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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孔子傳記的意義： 

《史記•孔子世家》在當代的迴響 

伍振勳* 

摘 要 

本文在當代為數眾多的孔子傳記中選取錢穆先生《孔子傳》、李長之先

生《孔子的故事》、金安平教授《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三部著作加

以探討，主要的問題意識不在於勾勒當代孔子形象的變遷線索，而是側重

考察這些著作如何回應史上第一部孔子傳記《史記•孔子世家》，藉此探討

孔子傳記的書寫類型以及書寫孔子傳記的意義。就如何回應〈孔子世家〉

而論，錢書透過文獻考辨的方法刪正〈孔子世家〉，嘗試完成一部貼近「實

錄」性質的孔子傳記，並且承繼經學傳統，以現代眼光重新詮釋聖人志業

的意義；李書則將〈孔子世家〉的「聖人敘事」改寫為「偉人故事」，從原

本關注孔子志業的典範意義轉化為呈現孔子的成長歷程；金書則是透過檢

視〈孔子世家〉的連貫性敘事筆法，探究歷史書寫如何追求真實。就書寫

類型與意義而論，三部著作的書寫體裁不同，三位作者的學術背景不同，

他們的現實關懷也反映了不同的時代意識，錢書意在延續傳統文化的命

脈，李書意在穿透政治學術主流觀點籠罩下的社會網絡，金書則意在反思

東西方一同的國族論述觀點。由此可見，書寫孔子傳記的意義在於伴隨殊

異的時代意識、社會文化、學術脈絡而引出諸多值得思索的問題。 

關鍵詞：《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傳記、錢穆、李長之、金安平 

                                                   
* 伍振勳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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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國思想史進入所謂「經學時期」伊始，《史記•孔子世家》作為史

上第一本「孔子傳記」問世。當然，司馬遷是一位撰寫通史的史家，而不

是以撰寫某個個人之生命歷程為主旨的傳記作家，《史記》雖以百餘篇紀傳

為主要內容，但採取此種紀傳的體式乃是司馬遷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

今之變」而相應發明的歷史敘事體式，主旨並不在於表現某些歷史人物的

個體生命史。然而〈孔子世家〉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在《史記》全書當中，

唯有孔子一人，司馬遷採取「以年為敘」的行文方式（孔子生、年十七、

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年五十六、年六十三、年七十三、

孔子卒），完整記述孔子的生命歷程。就此來看，〈孔子世家〉是《史記》

全書當中唯一類似「傳記」的作品。這個現象，反映了司馬遷對孔子的推

崇，所以透過書寫孔子生平的完整敘事以彰顯孔子是「史上第一人物」。1這

一推崇實即體現了漢初的時代意識與現實脈絡。 
從先秦到漢初，孔子形象的典範意義已然有所轉移。以先秦儒者來說，

身處貴族時代的尾聲，基於己身的身份自覺與社會責任，所以自許透過君

子之學的養成，使自己擁有足夠的行動能力，可以透過行動來改變所處的

世界。2彼時，學者認為孔子是可學、可及的，孔子形象的典範意義在於儒

者可以具備跟孔子一樣的學養與德行，進而透過「以言行道」來重建王道

政治、彰顯政治倫理。儒門中因不同師承而彼此非難，例如荀子非難思、

孟一系的儒者無法繼承孔子志業，而荀子亦被質疑「孫卿不及孔子」，這顯

示先秦的儒者以成為新一代的孔子自期，這是對於成為完美行動者的自我

追求，肯定儒者具有實現政治理想的能力。這種能力，荀子稱為「大儒之

效」，而孔子正是「大儒」的典範。漢帝國形成之後，主要的學術課題是如

何將先秦的百家言融會、轉化為漢帝國的王官學。漢初「儒、道之爭」的

現象，就是關於如何將百家言轉化為王官學而衍生的問題，兩造的爭辯正

在於儒、道兩種家言孰可充任官學核心論述的功能。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可謂是以道家為主導的立場，強調道家虛靜、因循的理念與治術，最能兼

綜諸子，「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將先秦家言導入王

官學的建構工程（《史記•太史公自序》）。至於以儒家為主導的立場，則見

於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建言的三篇「對策」，大要在於依據《春秋》的「大一

                                                   
1 阮芝生從孔子在《史記》中的出現次數異常頻繁且廣泛分佈於全書、司馬遷多方記述孔子

活動與引述孔子之言以及對孔子的極高評價等具體現象，得到此一結論。阮芝生：〈論史

記中的孔子與春秋〉，《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1999 年 6 月），頁 1-60。 
2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4-34、60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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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義，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漢書•董仲舒傳》）司馬遷面對如何將百家言轉化為王官學的時代課題，

以及身處儒、道之爭的學術氛圍當中，當他書寫孔子生平以及儒、道諸子

的種種行事，自然反映了這一時代意識。例如，在〈孟子荀卿列傳〉當中，

司馬遷敘及孟、荀、三騶子、稷下先生等諸子的學術與行事，雖然諸子無

不是透過行動、言說、著述的方式在實踐各自認定的大道，不過，在這些

以道自任的學士當中，孟、荀的行事最能彰顯「義」重於「利」的價值取

向，而表現出「大儒」的風範。3因此，就書寫旨趣而言，〈孟子荀卿列傳〉

實是一篇「大儒敘事」；至於〈孔子世家〉，則是司馬遷有意表彰孔子是新

經學時代的「神聖典範」，因而將孔子形象塑造為「六藝」宗師的「聖人敘

事」。在這樣的敘事脈絡中，孔子形象也不再是孟、荀可學、可及的「大儒」

典範了。從史家的自我認同來看，司馬遷對孔子有強烈的認同感，「余讀孔

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祗回留之不能去云。」4而從漢初的時代意識以及建構王官學的現實脈絡檢

視，司馬遷可以說意在以史為經，「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5

就此而言，〈孔子世家〉的聖人敘事，正是體現漢初的時代意識與現實脈絡。 
〈孔子世家〉由於如上所述「聖人敘事－神聖典範」的書寫旨趣，因

而採取全書當中唯一的「以年為敘」章法，完整敘述孔子的生平行事。〈孔

子世家〉的敘事筆法既出於司馬遷的特殊考量而有其深層涵意，大略言之，

它不僅是一部單純記述孔子一生之生命歷程的「孔子傳記」，而且是一部將

孔子生平功業視為神聖事業之典範的「聖人敘事」，因此，就史傳書寫再現

歷史真實的功能而言，它如果堪稱「實錄」的話，也就不僅是指涉孔子生

平事蹟的真實性，而且指涉孔子生命之神聖典範的真實性。進一步言之，〈孔

子世家〉之作為一部書寫孔子生命之神聖典範的「聖人敘事」，其主旨也不

僅是在人格精神的層面彰顯孔子的神聖特質，而且是在原型典範的層面彰

顯孔子的神聖特質。這兩個不同層面的主旨，涉及讀者在解讀〈孔子世家〉

時如何看待它的文體性質：如果將它視為一部「史蘊詩心」的「抒情史詩」，

而在閱讀時得以透視司馬遷的史筆構思當中深藏的抒情詩人心靈，將會感

受到文中閃耀的孔子人格精神風華；然而如果將它視為一部「英雄神話」

                                                   
3 參見拙文：〈秦漢時期的荀子形象：「大儒」論述的三種類型及其思想史意義〉，《邯鄲學院

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81-90。 
4 ［漢］司馬遷撰：《史記‧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47。 
5 ［漢］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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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型史詩」，而在閱讀時得以掌握司馬遷史筆敘事當中引導情節發展的

原型結構，則將能理解文中展示的孔子生平的原型典範意義。6 
姑不論司馬遷本身的敘事觀點，無疑的，〈孔子世家〉問世之後即產生

廣泛的影響，後代學者大多透過此篇來了解孔子的生平行誼，當代學者所

作的孔子新傳，基本上也是在它的影響下進行寫作。以下就以三部當代的

孔子傳記為例，探究各書的寫作旨趣，以見〈孔子世家〉在當代引起的迴

響，並思考其書寫孔子傳記的意義所在。 

二、實錄與考辨 

首先探討的是錢穆先生（1895-1990）於 1973-1974 年寫作的《孔子

傳》。7錢先生早期舊作〈孔子傳略〉，即據〈孔子世家〉而略為刪正；至於

撰《孔子傳》，則續有改定。錢先生認為〈孔子世家〉是「記載孔子生平首

尾條貫之第一篇傳記」，然而因「一則選擇材料不謹嚴，真偽雜揉。一則編

排材料多重複，次序顛倒。」在史料的選擇、編排上都有進一步考訂的必

要，而此事雖經後代學者的努力，但「終不能於〈孔子世家〉以外別成一

愜當人心之新傳。」8此即可見《孔子傳》之作頗有回應兩千年前第一篇孔

子傳記〈孔子世家〉的用意，而且雖為兩千年後的「新傳」，但依然是經學

傳統的延續。 
漢、唐學者對於司馬遷的歷史書寫有兩方面的評價：一方面肯定司馬

遷的歷史書寫堪稱「實錄」，能呈現歷史事實，且通達事理；9一方面卻也質

疑他的思想傾向「愛奇反經」，10包括組織史料、形成敘事不夠精確，「采經

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以及價值判斷有誤，「其是

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11不過，對於〈孔子世家〉，漢、唐學者並未直

                                                   
6 此處的論述從略，詳細論證請參見拙文：〈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

《清華學報》新 39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227-259。 
7 錢穆：《孔子傳》（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四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此書於 1974
年 4 月完稿，1975 年 8 月初版，1987 年 7 月再版。 

8 錢穆：《孔子傳》「序言」，頁 8。 
9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

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

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司馬遷傳‧贊》（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卷 62，頁 1258。 
10 「愛奇反經」出自《文心雕龍‧史傳》，文曰：「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

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梁］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

（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頁 294。 
1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司馬遷傳‧贊》卷 62，
頁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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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非議，可能仍將其視為「實錄」，也大體接受此篇的「聖人敘事」意旨。

至於宋、明學者，由於經學典範的轉移，遂有司馬遷「非知孔子之至者」

的評語，這主要是針對〈孔子世家〉的聖人敘事意旨未能充分表現聖人的

「道德精微」而發，然而對於〈孔子世家〉所敘的孔子事蹟是否真確，則

尚未引起關注。直到清儒崔述（1740-1816），質疑司馬遷由於「務廣為紀載，

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聖人之經」，導致〈孔子世家〉的聖人敘事混淆了「聖

人之真」，因此希望透過「採摭經傳孔子之事，考而辨之」的手段，還原孔

子的「聖人之真」。12順承這一傳統經學脈絡，「為古聖人作傳，非僅傳其人

傳其事，最要當傳其心傳其道」，13錢穆先生因此重寫了一部宛如新的聖人

敘事的《孔子傳》。 
《孔子傳》全書共八章，自第一章「孔子的先世」至第五章「孔子五

十歲後仕魯之期」，計 46 頁，疑辨 8 條；第六章「孔子去魯周遊」，計 43
頁，疑辨 12 條；第七章「孔子晚年居魯」，計 46 頁，疑辨 4 條。這三部分

各佔 1/3，餘則第八章「孔子之卒」，僅 6 頁。概觀以上統計可見：此書於

「孔子去魯周遊」、「孔子晚年居魯」兩部分敘述特詳；而前者疑辨甚多，

乃因孔子周遊列國的行跡難明，因此以考證工夫為主；後者則以敘述孔子

志業為主，最能體現錢先生強調「傳其心傳其道」的用心所在。 
錢先生兼治考證與義理，他以實證史學的精神進一步發展了崔述的考

辨方法，博稽宋明以下學者關於孔子生平事蹟考辨之成說，不僅考論史實

的真偽信疑，同時細心斟酌事件情理，以期刪定的孔子新傳得以進一步接

近「實錄」的理想。錢先生雖然肯定崔述的考證精密詳備，但對於他的部

分考證「疑古太甚，駁辨太刻」則有所保留，尤其是崔氏「疑及《論語》」，

錢先生直言其流弊甚大。14「若考孔子行事，並《論語》而疑之，則先秦古

籍中將無一書可奉為可信之基本，如此將終不免於專憑一己意見以上下進

退兩千年前之古籍，實非考據之正規。」因此，「本書一依《論語》為張本，

遇《論語》中有可疑處，若崔氏所舉，必博徵當時情實，善為解釋，使歸

可信，不敢輕肆疑辨。」可見考據工夫必須重視歷史脈絡，這除了需要文

獻掌握能力，也有賴於建立在深厚學養基礎的會心詮釋。例如：「孔子去魯

周遊」章「孔子反衛出仕」一節，錢先生考論〈孔子世家〉有關「子見南

子」的敘事。〈孔子世家〉的敘事有兩則，一則是南子召見孔子，一則是衛

靈公以孔子為次乘而招搖過市。15錢先生認為第二則不可信（疑辨 13，頁

                                                   
12 ［清］崔述：《崔東璧遺書─洙泗考信錄》（臺北：世界書局，1979 年），頁 1-3、39-40。 
13 錢穆：《孔子傳》「再版序」，頁 15。 
14 錢穆：《孔子傳》附「讀崔述洙泗考信錄」，頁 155。 
15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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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1），至於第一則，崔述疑之，而錢先生則因〈孔子世家〉所述乃本於《論

語》而不輕易懷疑，16進而參酌《論語》他章的內容作出通貫的解釋，17遂

主「子見南子」一事合乎禮法，而孔子的行事與相關的言語則反映了孔子

居衛的處境而有隱微的感觸在焉。（頁 58-61） 
「孔子晚年居魯」一章，錢先生分預聞政事、繼續從事教育、晚年著

述三個部分敘述。關於孔子的著述，錢先生除考辨孔子刪《詩》、序《書傳》、

作《易》「十翼」之說不可信（疑辨 23、24，頁 129-130、136），闡述的重

點在於強調孔子正樂、作《春秋》之著述事業的意義在於「遵承西周初年

周公制禮作樂之深心遠慮，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頁

132-133），實與其政治志業密合；進而論述禮樂政治的意義在於「由此心與

心相通、人與人相接之詩與禮，而最後達於人群之和敬相樂」，而「孔子之

教育重點亦由此發端，在此歸宿。」（頁 128）說明了政治志業與教育志業

在孔門是相通的。至於政事、教育兩部分，錢先生則強調「孔子晚年反魯，

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義所在，其最所屬意者應為其繼續對於教育事業之

進行。」（頁 99）凡此，可見「孔子晚年居魯」一章的敘述，實即總結孔子

生平三項志業，且強調在評價孔子生平的意義時，這三項志業當以教育事

業（含孔子的自學精神）為先，其次才是政治、著述事業。 
錢先生對於孔子生平意義的認識，一方面反映的是經學傳統的演變，

一方面也反映錢先生本身的現實關懷。漢儒重視五經，以求通經致用，對

於此時所尊之孔子，首重其著述事業，遞次及於政治事業，而自學與教育

事業則居於其後；其後經宋儒轉重孔子的自學與教人精神，至清儒則又重

返漢儒故轍，至晚清公羊學轉而強調通經致用以興起新政治。錢先生基於

他對經學傳統的認知，也為了回應新時代必須以人才、學術為本的政治社

會需要，錢先生強調：「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為

日前當務之急。」18錢先生雖然不願將《孔子傳》一書定位為「通俗讀物」，

因為置身於經學傳統的文化脈絡，為聖人作傳，「上古大聖，其心其道，豈

                                                                                                                            
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

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

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

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16 《論語‧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頁 122。 
17 《論語‧八佾》：「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論語‧雍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同上註，頁 86、119 
18 錢穆：《孔子傳》「序言」，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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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淺說？豈能廣佈？」19然而正因上述的現實關懷，仍有必要考量「獲國人

之廣泛誦讀」，因此，此書「篇幅力求精簡」，凡出於後人遞述、增益失真

的事件一律刪削；經考辨為可疑與不可信者也不再提及，而必須提及之考

辨，則於正文外別附「疑辨」條目，「措辭亦力求簡淨」。20 
總之，《孔子傳》乃是賡續經學傳統之作，錢先生以嚴謹的考證與會心

的詮釋為基礎，刪正〈孔子世家〉的史實，據以重建一部接近「實錄」、還

原「聖人之真」的孔子傳記；同時他重估孔子各項志業的價值，相較於司

馬遷將孔子塑造為「六藝」宗師，顯然有其現代意義，而這也反映了此書

的現實關懷。 

三、史詩與故事 

接著從改寫〈孔子世家〉之聖人敘事的視角探討李長之先生（1910-1978）
於 1954-1956 年間寫作的《孔子的故事》。21此書按孔子的人生歷程敘述了

孔子一生的故事，似乎與〈孔子世家〉的「以年為敘」相仿，不過，其間有

著重要的區別：李長之是以「故事」的敘事形式書寫一部「孔子傳記」，而

司馬遷則是透過「情節編排」（emplotment）的敘事形式書寫一部「聖人敘

事」。 
據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對「故事」與「情節編排」的區分：「故

事」是按事件順序將這些事件組織成一個可辨認出開頭、中間、結尾的景

觀或過程，藉以呈現事件發展的前後關係。「當一系列特定事件被編入動機

符碼後，它便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故事。」至於「情節編排」，則是將一系列

事件作一種結構性的編排，使其成為一個「特殊種類的故事」，以賦予這一

系列事件某種整體的意義。同一系列的事件，經由不同的情節編排，也就

解釋了不同的故事意義，所以「特定的歷史學家不得不編排整套故事，以

綜合的或原型的故事形式編造他的敘事。」把編年史中的事件編寫成故事，

主要處理的是關於事件之間的關聯問題：後來發生什麼？如何發生的？為

什麼以這種方式發生？結局是怎樣的？「情節編排」主要處理的則是關於

整個序列事件的結構問題：它的總體意義是什麼？22 

                                                   
19 錢穆：《孔子傳》「再版序」，頁 15。 
20 錢穆：《孔子傳》「序言」，頁 10。 
21 《孔子的故事》係 1954 年李長之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而寫的通俗讀物，自 1954 年 8 月

21 日初稿寫畢，至 1956 年 5 月 22 日改定完成，同年出版。李長之：《孔子的故事》（香

港：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24。（簡體字版，同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22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73-380。海登‧懷特分析了四種情節編排的原型故事模

式：浪漫模式、喜劇模式、悲劇模式、諷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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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世家〉採取「以年為敘」的方式組織孔子生平的歷史素材，綴

連孔子生涯中各項言行事蹟的先後序列以見孔子一生的轉折，從而彰顯孔

子的人生志業與人格精神，就此而言，它的確是一篇關於「孔子傳記」的

「故事」。然而在這個故事的深層，司馬遷其實還透過某種結構性的情節編

排，將孔子的故事寫成一個「特殊種類的故事」，並賦予這個故事整體的意

義。拙文〈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對此進行探究，

發現〈孔子世家〉不僅是一部孔子傳記，也是一部將孔子生平志業塑造為

「神聖典範」（sacred paradigm）的「聖人敘事」。它的情節隱含著「誕生與

執政→歷險與回歸→創作與死亡」的三部曲結構，相應於情節結構，孔子

的生命也折射出象徵政治、文化、宗教父權的三重父親形象，藉此彰顯孔

子生命的神聖性以及孔子志業的典範意義。其敘事意旨如此，所以它關注

孔子生命史的原型性意義遠甚於關注孔子的生涯發展以及對孔子之個性情

感的刻畫。23 

《孔子的故事》所寫的孔子傳記，則是關於一個既平凡又偉大的人生

故事，它關注孔子的成長歷程、也刻畫了孔子的個性情感。相較於司馬遷

從孔子出生之始即凸顯孔子的特異生命，李長之則如此寫孔子的幼年： 

孔子父母的結合既不十分符合當時的禮制，而當時的禮制又特別

沉重地約束著婦女，所以孔子的母親過著不很稱心的日子。孔子

也就從小時候起，多懂得了一些人的臉色，多感受到了一些人情

的冷暖，於是養成一個謹慎小心的性格，很敏感，很善於應付人，

並習慣於遇事有所思索，總之，有點早熟吧。當然，由於孔子後

來不斷的鍛煉，他並沒有因此而流入孤僻和冷酷。（頁 6） 

這段敘述乃是據〈孔子世家〉「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一說加以發

揮，而將孔子寫成一個「早熟」的兒童。孔子的早熟，這裡是針對一個人

的性格而言，著眼的是個人的社會化程度。〈孔子世家〉所寫的孔子也是早

熟，但它說的是血統，著眼的是一個人出生即擁有「獨智」的特異素質。24

                                                   
23 此外，關於漢代文獻中的孔子傳記故事，美國學者韓祿伯（Robert G. Henricks）曾以「英

雄模式」（hero pattern）來檢視其中情節的原型結構。Robert G. Henricks, The Hero Pattern 
and the Life of Confucius,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241 October 1984, pp.241-260.中譯

見［美］韓祿伯著，余瑾譯：〈英雄模式與孔子傳記〉，收在《經學今詮續編》（《中國哲學》

第 23 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4-49。 
24 「野合」一詞，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感天而生」的神話學解釋（崔適《史記探

源》）；一是「不合禮儀」（夫老妻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的社會學解釋（司馬貞《史

記索隱》）。筆者認為依〈孔子世家〉全文的敘事脈絡，應取前一解釋，李長之則依他的敘

事脈絡而取後者。此外，錢穆先生亦認為〈孔子世家〉所謂「野合」乃是類似感天而生的

神話，但他的重點是依據實證史學的原則辨正〈孔子世家〉之說，「欲神其事，乃誣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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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人敘事」的脈絡中，「聖人」的成長歷程不明，甚至沒有成長歷程，

因為他擁有的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聖智。反之，《孔子的故事》

關注的卻是孔子的成長歷程：經過「後來不斷的鍛煉」，才沒有造成性格的

缺陷。孔子的故事，寫的就是孔子成長歷程的故事，這個成長歷程，本書

乃以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25為綱目，綴連孔子生平

資料的相關線索，傳達孔子的一生就是「無時不在努力，年年有進境」（頁

122）的過程。26 
正因著眼於孔子的成長歷程，李長之對於「孔子和老子的會見」（第五

章）一事，就以一次學習之旅視之： 

1.老子比孔子年紀大得多，經驗閱歷也豐富得多，他所接觸的文

物史料也遠比孔子這時所已接觸到的廣博得多。因此，這一次會

見，對孔子是極其有益的。這時孔子還在壯年，在求知和修養方

面，積極和熱情有餘，但是還不免有些急躁、粗枝大葉，彷彿還

需要更闊大的胸襟，需要在精神內容上更加豐富一些，還需要從

更高的眼界對自己所已經獲得的學識技能加一番審量。而在這些

方面，老子恰是有資格對孔子有所助益的。從老子方面來說，他

似乎缺乏孔子那樣的積極和熱情，好像缺少什麼朝氣似的，但是

和孔子的精神湊合起來，卻就可以構成一種寶貴的東西了。老子

和孔子都是中國文化史上極其傑出的人物，他們的會見是燦爛的

古代文化史上饒有意義的一頁。（頁 19） 

2.孔子在洛陽住了幾天，要離開了。老子依依不捨地給他送行，

並且根據自己的處世態度，告訴他道：……。孔子深深地玩味了

老子的叮嚀，懷著感激的心情離開了洛陽。……。（頁 19-20） 

第 1 則引述的內容，完全是作者的自由發揮，主要是從學習的意義理

解「孔、老是否有過會面」的歷史公案。儒、道兩大學派的祖師，在敘述

中被還原成各自有著學養不足、性格缺陷的壯、老年人。對孔子來說，這

                                                                                                                            
母以非禮，不足信。」（《孔子傳》，頁 6。）至於下文將探討之金安平一書，則似乎兼取

二說，一方面引用錢穆先生對「野合」的解釋，一方面在敘述中也凸顯叔梁紇年事已高、

顏氏女年僅十幾歲的事實。（《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頁 37。） 
25 《論語‧為政》，［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0-71。 
26 本書關於孔子成長歷程的標記，15 歲（頁 11）、30（頁 16）、40（頁 30）、50（頁 33）、60
（頁 67）、70（頁 122）。傳統學者因認為孔子是生知安行的聖人，對《論語‧為政》本章

孔子自述學問履歷的言語，往往會忽略它的成長歷程的意義。如朱熹注本章時，就以孔子

乃是「為學者立法」（引程頤之語）作解，［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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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面有助於開闊自己的胸襟、眼界，是讓自己「走向成熟的道路」（第六

章）的學習機會；對老子來說，則可以激發生命的熱情。第 2 則是作者綜

合譯述《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天運》所記

孔、老之會的資料而成，兩人的會面極坦誠，是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關

於此事，司馬遷分別載於〈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以互見的體例來

呈現事件的全貌，大體是符應漢初儒、道之爭的學術生態，反映兩大宗師

應有的一龍一鳳形象。至於崔述、錢穆，則均力辨此事非實錄，乃出於道

家學派之妄說。27相較而言，李長之不再沿用傳統學術格局所標舉的儒、道

宗師，而將孔、老定位為兩位「中國文化史上極其傑出的人物」，也可以說，

是兩位不斷精進完善自身的傑出人物。 
李長之對《史記》素有鑽研，所著《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至今

仍被視為《史記》研究的經典著作。他認為《史記》是一部「史詩」，這主

要是就司馬遷的創作精神而言，「他實在發揮了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28因

此，《史記》的書寫內容雖是以歷史為對象，但這個作品本身的整體風格卻

堪稱「最偉大的抒情篇什」，它出自一個具有「浪漫的自然主義」精神的「抒

情詩人」之手。李長之因而強調司馬遷的識力與學力乃是以感情為根本，

他對於人類命運有真正的理解，而體現出深切的悲劇意識─「司馬遷能

赤裸裸的接觸一切人物的本質，又能燭照一切人生的底層，於是而以情感

唱嘆著，同情著，描繪著了。」29正因著眼於「史蘊詩心」的視角，30李長

之讚許司馬遷是一位「能夠為一個偉大的心靈拍照」的史家與詩人，他在

解讀〈孔子世家〉的創作意旨時就強調：〈孔子世家〉是「對於孔子之禮讚」，

傳達孔子「偉大而富有悲劇感的失敗」。31關於〈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厄於

陳蔡一段，李長之如此解讀： 

                                                   
27 ［清］崔述：《崔東璧遺書─洙泗考信錄》（臺北：世界書局，1979 年）「辨問禮老子之

說」、「家語載問禮事尤謬」條，頁 19-24。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

社，1956 年）「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條，頁 4-8。 
28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4 年），頁 347。所謂「史詩

性的文藝」，李氏透過分析《史記》篇章的藝術表現而歸納出以下的特性：一是「全體性」，

「其中有一種包羅萬有的欲求」，作品內容涵蓋人類生活的整體；一是「客觀性」，「描寫

任何人物，無論邪惡或善良，描寫任何事件，無論緊張或激動」，作者都要不動聲色，一

樣不茍，忠實於他的藝術；一是「發展性」，能夠掌握人物的性格發展，事件發展的因果

關係；一是「造型性」，能夠具體把握人物精神，也善於營造情調、氛圍。頁 347-350。 
29 同上註，頁 377-378。 
30 「史蘊詩心」一語出自錢鍾書，此說據汪榮祖的闡述，「詩心」除了「關涉到史筆敘事，

創意之流暢與美感」，也是思想深度的展示，「史家對史事所產生之震慄與共鳴，皆屬直感，

也是一種詩感，經由思考與內感掌握現實」，才得以洞察生命之奧祕、精神之風貌、靈魂

之呼聲。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290-291。 
31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36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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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這點上，司馬遷了解最深澈，也最有

同情。……不錯，孔子因為不顧現實，直然空做了一個像堂•吉

訶德式的人物而失敗了，然而是光榮的失敗，他的人格正因此而

永恆地不朽著。司馬遷便是最能在這個地方去把握孔子，並加以

欣賞的。一篇整個的〈孔子世家〉，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格之

光榮的失敗的記錄。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熱腸，然而另方面絕不

輕於妥協，他熱中，但是絕不茍合。……司馬遷最能體會孔子這

偉大的悲劇性格。……司馬遷徹頭徹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現實精

神，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態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這是他們

精神的真正契合處。32 

曾被李長之讚嘆的孔子、司馬遷的悲劇性格與浪漫精神，在寫作《孔

子的故事》的此刻，由於「新時代」的到來，似乎變得敏感、令人尷尬。

由〈孔子世家〉文末的「太史公曰」所言的內容，可見司馬遷以孔子的追

隨者自居，他是懷著「純摯的依戀，仰慕的情感」33在書寫一部「聖人敘事」。

《孔子的故事》書末的「後記」，大概就如「太史公曰」的作用，但作者應

該是有意不去表露他對孔子可能心存的「純摯的依戀，仰慕的情感」吧，

所以一開始他就用一種客觀冷靜的口吻說：「孔子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

所以我們要講他的故事。」何以故？作者在文末交待了他的用心：因為新

時代的到來，「避免個人崇拜」才是正確態度，而「孔子對於中國文化的一

些具體貢獻」也才有可能在這個新時代被肯定下來。在司馬遷所處的舊年

代，司馬遷可以將「孔子的故事」鋪敘成「史詩」作品，以傳達孔子生命

的悲劇性格與浪漫精神；而在李長之所處的新時代，李長之只得將司馬遷

鋪敘的「史詩」還原成「孔子的故事」，隱藏或淡化孔子生命的悲劇性格與

浪漫精神。對李長之來說，這是為了讓更多生活在新時代的「人民」不要

遺忘孔子。當然，這也最適合以通俗讀物的作品形態面世。可以說，《孔子

的故事》是一部以豐富的文獻資料為基礎寫成的傳記作品，也是一部以優

美的白話文講一個偉人故事的通俗讀物，藉此使讀者可以體會古典時代的

生活以及孔子的真實人格精神。34 
李長之以通俗讀物的作品形態以及優美有韻味的文字風格寫作此書，

無疑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關懷。一方面是針對五四運動以來學術文化界對

                                                   
32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50-53。 
33 李長之語。同上註，頁 50。 
34 此書對文獻資料的取材是極為慎重的，這由本書的附註可知；而作者對許多段《論語》、〈孔

子世家〉的文句以及古典文獻中的詩歌都作了精心的白話翻譯，完美無間地融入作者講述

故事的行文當中，構成一部極優美有味的白話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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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古典文化與孔子的真精神缺乏認識，已經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一

方面則是針對當時的新中國的政治學術霸權，強勢以唯物史觀的視角將孔

子定位為落後的人物思想，已經背離正確評價人物思想的科學精神。作者

的立場非常明確，即是「源遠而流長的中國文化，孔子正是最早的、最重

要的一個傳播者」，就算不完美，「其進步的一面還是主要的」（頁 4）。在本

書第 25、26、27 三章，作者已對此作了充分的證明。但在如何估價孔子的

問題上，作者有時必須採取某種詭譎的筆法：「孔子的進步面、落後面、軟

弱處，我認為也還是錯綜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壞的也不完全是壞。」（頁

127）這是為了因應寫作當時的政治正確，而以某種辯證式的語法，委婉道

出孔子非如彼時所謂的落後人物與思想。 
總之，李長之對於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素有體會，對於司馬遷如何寫

〈孔子世家〉也有定見，此中對孔子的情感與認識，以及司馬遷「史詩性

的文藝」的筆法，自然有其會心。《孔子的故事》就是一部反映作者深厚學

養與文學風格的作品，然而時移勢異，作者有其自己的時代意識以及新的

文學形式，他也只能透過「故事」而不是「史詩」的文學形式，寫作他心

目中的偉大人物。他以通俗讀物作為媒介，以優美的白話文作為動力，引

領讀者省思政治學術主流觀點，為認識古典文化以及正面估價孔子爭取更

廣大的社會空間，以此回應彼時政治學術霸權對於古典文化與孔子精神的

漠視與誤解。 

四、敘事與論述 

第三部探討金安平教授於 2007 年完成的《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

人》。35此書的特點是跳脫連貫敘事的書寫模式，以主題論述的方式探究孔

子的真實面貌，並且強調書寫對象與書寫者的個體身份，據此回應當代有

關「孔子與中國存在緊密關係」的國族論述。 
金安平對於〈孔子世家〉的敘事筆法有著深切的體會與把握，他的寫

作正是對〈孔子世家〉的回應，目的是要讓由「想像力」主導的歷史敘事

回歸「真實」的歷史現場。 

凡是讀過司馬遷作品的人都知道，司馬遷是最善於以想像力重構

過去的史學家。……對他而言，時間最好能花在創造少數事實或

滿足一些轉折上，而非追求真實。我寫的孔子生平，主要在於回

                                                   
35 Chin, Annping. The Authentic Confucius: 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 

2007.中譯本，金安平著、黃昱文譯：《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臺北：時報文化，

2008 年）。以下引文頁碼所據為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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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司馬遷的說法。我不採取司馬遷連續敘事的筆法，而是在敘事

中留下空白，以此來反映史料的闕如。（頁 16） 

經學傳統的學者以肯定《史記》是「實錄」為起點，最後則發現《史記》

的記事不盡是事實，所以要透過史料考辨的手段來補偏救弊，將重建一部

接近「實錄」、還原「聖人之真」的孔子傳記作為理想。由於對敘事文體特

性的覺察，金安平對於《史記》的歷史書寫是否為「實錄」作了進一步的

反思。這當然不是針對《史記》的記事是否為事實的檢討，而是強調在某

些事實被納入敘事的過程中必須仰賴想像力的重構，此時的作者可能關注

情節的安排以及透過自己的觀點闡釋事件的意義，不盡然是以追求真實為

目的。例如，司馬遷關於孔子周遊列國的敘事： 

有關孔子周遊列國的記錄散見於《論語》以及孔子去世兩百五十

年後的哲人作品中。……司馬遷是第一位試圖將這些零散故事組

織成連貫敘事的史學家。他藉由添加敏銳的眼光與戲劇性的事件

來增益故事；他也毫不拘泥地安排各種情節轉折與填補漏

洞。……他只想讓故事充滿行動與冒險，因此特意讓孔子在各國

間來回奔走。（頁 114-115） 

在金安平看來，〈孔子世家〉運用大量未被檢證的史料，經由想像力重

構孔子的完整生平以及組織成連貫敘事，這其實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不

等於孔子的真實面貌。所以他反其道而行，採用的史料以《論語》、《左傳》

為主，絕大多數西元一世紀前流傳的孔子故事文獻因被認為純屬虛構而加

以排除，結果是「故事因此出現巨大的空白」。他認為這樣的結果必須坦然

接受，現存史料雖然不夠完整，但已足以讓我們瞭解孔子；反之，如果刻

意填補空白以形成連貫的敘事，「歷史上的孔子就算被描述成一名偉大的人

物，終將只是後世的虛構」（頁 15）。 
基於對「真實與虛構」之歷史敘事學課題的反思，《孔子：喧囂時代的

孤獨哲人》一書就以避免虛構孔子的偉大形象為主要訴求，因此，它的重

點不在提供完整的孔子生平，也有意不採取連續敘事的筆法，而是以「去

魯」（第一章）、「返魯」（第 5 章）兩個基礎事件構成傳記的骨架，再分別

以「世卿與國政」、「弟子」、「周遊列國」（2、3、4 章）與「教學」、「生死

之禮」、「捍衛者」（6、7、8 章）等論述主題作為前、後半部的內容，在骨

架中增生血肉。 
相較於一般的孔子傳記，總是由連貫的敘事或是串講序列的史料作為

書寫的主體，本書則是以主題論述作為書寫主體。茲以第一章為例加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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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章的主題是探究孔子「去魯」的事件，文章的開頭與結尾對這個事

件的敘述如下： 

正當孔子的政治事業達到顛峰，他突然辭去官職，帶著絕望的心

情與少許盤纏啟程周遊列國。那年是西元前四九七年，孔子五十

四歲，在故鄉魯國擔任司寇。辭官的決定就此結束孔子的公職生

涯，但當時的他未能預見。（頁 36） 

孔子於西元前四九七年啟程周遊列國，此時他已無太多家庭義務

與親情糾葛。他的雙親早在數十年前離開人世，婚姻已經結束，

兒子已經三十五歲，女兒業已長大成人。若孔子的子女尚且年

幼，或雙親健在，則孔子很可能繼續留在魯國。《史記》提到，

季桓子曾對孔子出走深感後悔。若他真的表示過悔意，那必是言

不由衷。（頁 53） 

以孔子 54 歲時的「去魯」事件作為全書開篇的主題，顯示本書非著眼

於孔子生平的時間序列，而是將此事視為首要的基礎事件，進而選定主題

加以探究；而孔子在此以前的有關生平，則是在探究這一主題的過程中，

以類似「倒敘」的筆法出現。開頭的敘述已經預示這一章的討論主題將扣

緊「孔子為何在那年辭官」的疑問，連帶必須釐清孔子何以熱中政治事業

的背景、政治事業達到顛峰的過程、突然辭去官職的理由等問題，甚至想

像孔子此時的心情。接下來的本文，就是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從孔子的家

世背景、出生以後的成長經驗探究孔子何以熱中政治事業；從魯國的政治

情勢、孔子與魯國執政者的關係探究孔子的政治事業與辭官去魯的理由。

其中有兩段涉及〈孔子世家〉的敘事問題。其一是關於孔子去魯原因的情

節，「司馬遷綜合這兩段陳述，36添入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整理其中不連

貫的部分，寫成更完整的故事。」（頁 40）作者認為司馬遷的說法帶有誇大

或虛構的成分，反映了漢初的學術觀點以及投射了自己的期望。為了追求

歷史的真實、認識真正的孔子，作者透過梳理《論語》、《左傳》的相關文

獻，勾勒出孔子出走前的魯國政治動亂情勢（西元前 502 年至 498 年），推

敲孔子與魯國君臣的關係（尤其是孔子與叛軍領袖陽虎、公山弗擾的關係）

以及孔子對此一情勢所持的立場，由此得知孔子的出走理由與魯國的動亂

以及三桓對他的猜忌息息相關（頁 41-52）。其一是關於「夾谷之會」的情

                                                   
36 《論語‧微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告子下》：「孔

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

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宋］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頁 25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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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作者以《左傳》所記的內容為底本，而認為《穀梁傳》與《史記》「這

兩種版本夾雜太多敘事手法」（頁 51）。以上可以看出，作者認為追求真實

就應該回到歷史現場，仔細思索歷史的真相與意義，才能得出有效的結論；

換言之，以追求真實為目標的歷史書寫，總是伴隨對歷史真相與意義的論

述，兩者無法切割。 
至於結尾一段所述，在通篇的政治論述之後，作者特意呼應開頭語所

觸及的個人心情，而對孔子可能有的家庭牽絆心理加以揣摩。寫作孔子傳

記的作者，不乏追尋孔子真實面貌之理想者，然而金安平的獨特之處在於

強調孔子作為平凡個體的身份，這既指被書寫的對象，也包括寫作者本身。

他說：「我想瞭解孔子，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一段探險的歷程。」（頁 12）「我

問自己：我看到什麼？孔子說了什麼？孔子是什麼模樣？」（頁 276）正表

明了金安平乃是以讀者的個體身份，透過閱讀想要努力接近文本中那個被

稱為孔子、且尚未被歷史敘事標舉為偉大人物的個體。「孔子喜歡與人對

談，這能幫助他思考，但他從未想過有人會將他的對話記錄下來。孔子不

希望自己的話語成為固定的規則，或成為他個人不朽的象徵。孔子希望自

己是個有血有肉的凡軀，他珍視自己面對人生各種際遇時不斷思索正確可

行之道的歷程。」（頁 29）此書既將孔子視為平凡的個體，孔子的追隨者，

如他的弟子子貢、顏回、子路等，以及後來捍衛孔子的儒者孟子、荀子，

也被視為同等的個體，所以「子弟」、「捍衛者」二章就用來書寫這些跟孔

子相親的個體。作者強調「孔子喜愛與年輕人對談」，認為不僅身為導師的

孔子對弟子有深遠影響，反過來，在孔子的自我追尋之路，「若無弟子的陪

伴，孔子晚年不可能變得如此機鋒而明晰。若無這些弟子，孔子可能已經

死在路上，他的作品將永無完成之日。」（頁 86）因此，孔子的故事，不是

獨屬於孔子本人，它是屬於孔子以及跟他相親之一群個體的故事。 
對金安平來說，他在認識孔子的過程中，對於如何避免虛構孔子的偉

大形象保持高度自覺以及對個體身份的強調，或許隱含重要的意義：他希

望藉此反思西方世界與中國本身同樣普遍存在的「孔子與中國存在緊密關

係」的國族論述。本書的〈序言〉，作者說明寫作此書乃是以西方世界的讀

者為對象，西方世界的局外人往往因為對孔子一知半解，於是或有「將中

國一切的好事壞事全歸因於孔子」的情況，因此他要透過追尋孔子的真實

面貌澄清這樣的迷思。而在本書的〈導論〉，作者以親訪山東鄒城參加學術

會議、與當地高中生晤談的經驗作為引子，綜觀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孔

子命運，從二十世紀初期的現代化運動，經六、七○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摧

毀傳統運動，以至九○年代中期以後的孔子熱潮，包括儒學研究逐漸加溫、

儒家遺址觀光業蓬勃發展、領導人鼓吹儒家社會美德以及中國政府在各國

設立孔子學院教授漢語等，也一樣顯示了孔子與中國社會密不可分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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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打從開始教書，我就對孔子的思想、孔子對學問的熱忱，以及他將

道德視為人類的實踐目標深感興趣。當時的我希望理解孔子，希望跟隨孔

子的腳步，一窺其思想堂奧。因此二十年來我遍覽中國古代經傳注疏，尋

求各種線索，期能增益自己對孔子的認識。而這股追尋孔子真實面貌的驅

力，也隨著我動筆寫作本書而與日俱增。」（頁 12）可見本書的寫作觀點，

不在質疑孔子是一個偉大人物的觀點，而主要是對虛構孔子的偉大保持警

惕，因此唯有先將孔子還原為一個凡軀的個體，然後透過持續的努力追尋

孔子的真實面貌，才能避免在充斥國族論述觀點的社會情境中不自覺地虛

構孔子的偉大形象。 

五、結論 

本文在當代為數眾多的孔子傳記中選取三部著作加以探討，主要的問

題意識不在於勾勒當代的孔子形象及其變遷線索，而是側重考察這些著作

如何回應史上第一部孔子傳記〈孔子世家〉，並藉此探討孔子傳記的書寫類

型以及書寫孔子傳記的意義。其一，就如何回應〈孔子世家〉而論，錢穆

《孔子傳》透過文獻考辨的方法刪正〈孔子世家〉，嘗試完成一部貼近「實

錄」性質的孔子傳記，並且承繼經學傳統，以現代眼光重新詮釋聖人志業

的意義；李長之《孔子的故事》則將〈孔子世家〉的「聖人敘事」改寫為

「偉人故事」，從原本關注孔子志業的典範意義轉化為呈現孔子的成長歷

程；金安平《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則是透過檢視〈孔子世家〉的

連貫性敘事筆法，探究歷史書寫如何追求真實。其二，就書寫類型與意義

而論，三部著作的書寫體裁不同，可以分別以實錄體、故事體、論述體概

括之；三位作者的學術背景不同，分別在經學、文學、史學的學術脈絡中

探究孔子生平的意義；他們的現實關懷也反映了不同的社會文化意識，錢

書意在延續傳統文化的命脈、李書意在穿透政治學術主流觀點籠罩下的社

會網絡、金書則意在反思東西方一同的國族論述觀點。由此可見，書寫孔

子傳記的意義在於伴隨殊異的時代意識、社會互動、學術文化脈絡而引出

諸多值得思索的問題。可以說，如果孔子的形象持續對人類歷史有意義，

孔子傳記都還有待書寫新的內容，反之，如果孔子傳記持續書寫新的內容，

孔子的形象就對人類歷史有意義。 
本文討論的三部孔子傳記，書寫年代前後距離五十餘年，三位作者分

屬三個不同的政治區域與生活年代，各自在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當中書

寫孔子傳記。錢穆《孔子傳》寫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臺灣。彼時正值中

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 年），中華傳統文化遭受嚴重的破

壞，所以中華民國政府自 1967 年起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復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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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為訴求，藉此凸顯中華民國在文化與政治上的正統地位。孔子及其

思想被視為重要的傳統文化資源而受到高度尊崇，藉此抗衡對岸的左派意

識形態，也被賦予提昇國民文化教養的功能。錢先生撰寫《孔子傳》，原是

應孔孟學會之邀而作，殆被視為響應文化復興運動的一項工作，然而因錢

先生的某些學術觀點異於孔孟學會評議會的立場，終致擱置不付印，而由

錢先生索回另交坊間出版社的結果。錢先生曾因而感慨「著書不易，出書

亦未易也」，並自述拒絕更改見解的理由：「余意學術著作，不比政治行事，

可遵會議決定。學術著作則須作者本人負責。……余之此稿，亦復字字斟

酌，語語謹審，經數十年之私見，但亦有據有證，非另創新說，豈得聽評

議桌上一二人語，遽毀生平。」37上文提及錢先生此書有其現實關懷，自然

與彼時所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有合拍之處，然而透過這一出版過程

的曲折，除了印證錢先生堅持學術研究獨立精神，基於己身的經學素養而

對孔子的真精神作出會心的詮釋；同時可見彼時文化復興運動的政治本

位，因此試圖凌駕於獨立學者之上以掌握中國文化的詮釋權。略早於錢先

生之作，張其昀則以另一種書寫體例寫作《孔子新傳》一書，由世系、師

承、生平、遊踪、生活、風度、著述等七個部分構成孔子傳記，撰述宗旨

在於「我們研究孔子學說的要義，在于融貫古今溝通中外，以期為中國之

文藝復興，導其先路」，作者藉此強調「孔子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孔子為

全人類的導師，孔子學說為世界思想的主流，由於中國的文化復興與民族

復興，未來的世紀，必然會出現一個嶄新的孔子世紀。」38明顯可見此書是

文化復興運動潮流之中的產物。相較於以彰顯傳統文化價值為宗旨的孔子

傳記，林復生所作《孔子新傳：突破傳統的儒家神話》，則一如此書副標題

所示，乃是以「突破傳統的儒家神話」為宗旨，「嘗試勾畫蒙在兩千五百年

的歷史烟霧中，仍然閃閃發光的一個人和他偉大的悲劇；並且嘗試回溯被

後世儒家和歷代當權者扭曲的原始儒家精神。」39可見此書有意擺脫傳統的

儒教論述，反映的是作者探索原始儒家精神的學術關懷；而其「新」意，

則在於揚棄傳統中國將孔子理想化為「至聖孔子」，或是當代中國將孔子醜

化為一切封建罪惡根源的「偽君子孔老二」的意識形態。 
李長之《孔子的故事》於 1956 年出版，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

彼時的政治學術彌漫新時代的左派意識形態氛圍。李先生隨及在 1957 年被

                                                   
3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聯經書局，1995 年，錢賓四先生全集本），頁

375-376。 
38 張其昀：《孔子新傳》（臺北：華岡，1974 年），頁 293、304。 
39 林復生：《孔子新傳：突破傳統的儒家神話》（臺北：新潮社，1988 年），「中文版序」。此

書原以日文寫成，於 1983 年由東京新潮社出版，其後再由作者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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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右派，期間被剝奪教書與創作權利，雖然他在 1962 年仍著手修訂此書，

但終究因政治因素而不得出版，且書稿於文革期間燒毀，其人亦於 1978 年

文革尾聲時亡故。就此事而言，雖然兩岸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反，李書與錢

書的寫作觀點也頗懸殊，然而作為同樣具有深厚古典文化素養的獨立學

者，兩人竟遭逢相似的困境。中國大陸經過十年文革之後，於八○年代轉

向改革開放政策，也開始重估傳統文化價值。首先如匡亞明《孔子評傳》

一書，即是反映新的文化政策而以「對孔子進行再研究和再評價」為著作

旨趣，而其論述觀點仍然主張在馬克斯主義的指導下，繼承某些「珍貴的

民族遺產」。40近年隨著中國大陸國學熱的趨勢，孔子傳記之作也如雨後春

筍般大量出現。41粗略而言，這些傳記皆在強調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是中國人思想與信仰的根據」，42因此，「中華民族要面向未來，走向復興，

就應當從孔子那裡尋找智慧。而每一個中國人只有回到孔子那裡去，才會

找到我們自己的精神家園。」43簡言之，孔子的智慧是民族復興的動力，孔

子的人格是現代人的精神寄託。面對國學熱、孔子熱的集體現象，李零則

是洞見了孔子在歷年的尊孔或批孔運動中淪為一種「符號」的宿命，因此，

他要透過閱讀《論語》原典，「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嘗試還

原一個「真實的孔子」─「孔子不是聖，只是人。一個出身卑賤，卻以

古代貴族（真君子）為立身標準的人；一個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傳遞古代文化，教人閱讀經典的人；一個有道德學問，卻無權無勢，

敢于批評當世權貴的人；一個四處游說，替統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

歸正的人；一個古道熱腸，夢想恢復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

恓惶，也很無奈，唇焦口燥，顛沛流離，像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44 
金安平之書完成於 2007 年，原是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的英文著作。前已

提及，此書之作有意回應西方世界對「孔子與中國存在緊密關係」的想像

與誤解。透過近年學者對西方世界報章輿論的分析，可知這一想像、誤解

的情形其實由來已久。例如，臺灣學者陳其松在分析十九世紀英國報章所

見之孔子形象時發現：當時西方的輿論，即使少數學者對孔子有較高的評

價，但一般的意見則是將他們所觀察的中國文化的缺陷，如僵化的教條禮

                                                   
40 匡亞明：《孔子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代序」，頁 1-10。 
41 如孔祥驊：《孔子新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9 年）；趙建華：《真實的孔子》（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2010 年；鮑鵬山：《孔子傳》（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3 年）；李木生：

《布衣孔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等。 
42 鮑鵬山：《孔子傳》「後記」，頁 432。 
43 孔祥驊：《孔子新傳》「前言」，頁 15。 
44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太原：山西人民，2007 年）「自序」，頁 11、2。又，《去

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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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對婦女的壓迫、科舉教育內容的狹隘，以及中國長期的發展停滯，都

歸咎於孔子身上。他指出，這些輿論中的孔子形象，事實上是西方社會建

構中國論述的重要環節，「以僵化野蠻的中國印象作為基礎框架，『孔子』

則負責提供中國落後的文化解釋。」45此外，中國學者張濤則以美國報紙為

分析對象，勾勒 1849 年以來「孔子在美國」的形象變遷，他強調：「孔子

已經成為外國認知中國及其文化與制度的關鍵渠道之一，中國政府亦在積

極利用孔子的跨國影響力，主動向外傳播中華文明。」因此，孔子形象隨

著年代更迭而彷彿是「中國國情變幻的晴雨表」：時或見證中國的落後停滯

與混亂情勢，時或充當美國對華冷戰的話語，時或成為中國統一國內思想

以及對外挑戰美國的文化武器。46不論是出自西方國家或中國內部，在國族

論述的語境中，孔子不免將成為一種「符號」，而無「真實」可言。金安平

原書的書名為 The Authentic Confucius: 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可見

她想要強調的就是「真實」的孔子。中譯本譯為「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

哲人」，恐怕未能貼切反映作者努力追尋孔子真實面貌的用心。綜觀近年的

孔子傳記，有一股追尋孔子真實面貌的書寫趨勢，作者或強調「突破傳統

的儒家神話」（林復生），或強調「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李零），

或凸顯孔子的平凡個體身份（金安平），雖然這些作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

與他們的學術背景並不相同，但他們對於孔子不該成為國族論述的「符號」

倒是有志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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