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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的比喩與江戸儒學

高　山　大　毅

飜　譯　程　正

一．飲食的嗜好與根源同一性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認為有鮮美菜餚的存在呢？至少孟子認為是存在的。那就

是古代著名的烹飪高手易牙所烹飪的美味佳肴。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

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

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中略）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

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

我口。（《孟子》告子上）。

在宋明理學中，將《孟子》的這番見解解釋為是主張了人心的根源同一性。

正如我們對飲食擁有相同的嗜好那樣，我們對於“理義”的感覺也是相同的。這正

是因為我們人類都與生具有同樣的完整的道德性（“性善”）。雖然其中也有人會

採取違背“理義”的種種行動，可是，這僅僅是因為這些人被“人欲”所惑而無法發

揮人心本具的功能而已。朱子學者們就是這樣考慮的。朱熹的對手陸象山也如是

説。“天之所以與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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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

根源同一性之説譲人們變的瘋狂。有關於此，在被視為“陽明學左派”的羅汝

芳的講義中得到充分體現。

且觀観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将近千百人。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

之時，不曾恋着母吃乳，爭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児。

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性這様良善。官人與輿

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

一般。（羅汝芳《近溪子集》書巻）。

據說，聽了這番話，“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同書）。

並不局限于陽明學者，一般來説宋明理學的思想家們，也不認爲儒學所提倡

的“孝”是由外向内的束縛自我的規範。這些都是任何人與生具有，由心而發的。

其實這種内發性，就像對於超一流的廚師所烹飪的佳肴，任何人都會本能地感到

其鮮美可口一樣。

積極宣揚人的同一性的宋明性理學者，並沒有從人的個性中找到什麽有價值

的東西。程子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近思錄》巻一，道

體）。這也正是認爲：“至少從ʻ欲望ʼʻ個人ʼ的多數性＝複數性的確立，這個觀點來看，

中國近世思想爲此造成了ʻ挫折ʼ或ʻ失敗ʼ”的理由之所在。

在近世日本，也出現了一些信奉根源同一性理念的人。在將儒學者蔑視爲高

傲的好講理之人的風潮之中，他們卻積極地吸收宋明理學的思想蓄積。在仍然彌

漫著戰國時期殺伐之氣的江戸初期，想要依照朱子學的各種書籍記載進行“唐流”

之“禮”或者修養的實踐，的確伴隨著極大的困難。這或許就是中江藤樹、熊澤蕃

山等人，與行動的方式相比更積極引用了重視人“心”的陽明學各種議論的原因之

所在。

蕃山認為，世人之“心”所具有的道德性會配合“時處位”得到發揮。所以他在《集

義和書》中，作了如下的表述否定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他的這番表述的確饒有

趣味。

並不一致的東西，我們不能謊稱為一致。而且，一致是引發各種爭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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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佛道之中，提出各種各樣的不同見解並互相爭論。如果我們從一開始

就承認這些原本就並不相同，不去做無謂的爭論，那麼永遠也就不會有什麼

問題了。佛教徒是天地之子，我自己也是天地之子。大家本來都是兄弟，只

是因為各自所關心的東西，所從事的職業不同，而有了種種區別。（中略）

就飲食習慣而言，因為即使是兄弟也會有各自的好惡，即便是為了飲食的味

道發生爭執，那也只是各自的口味不同罷了。所以，就依照原樣，自己就是

自己，他人就是他人，這樣就可以了。 

由此可知，蕃山認為正如同即使是兄弟，在飲食方面也會有著不同的好惡那

樣，人們的見解也並不是“一致”的。可見蕃山並不認同就如存在有對每一人來說

都是佳餚的那樣，人們的見解也會“一致”。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見解已經

與根源同一性的理念産生了微妙的乖離。

　

二．根源同一性批判與飲食的比喩

（一）貝原益軒　

在《集義和書》出版發行之後的四十年左右，朱子學者貝原益軒在其晩年，

對根源同一性的理念產生了懷疑。他指出：“孟子言性善，非謂天下古今之人，

其所禀性概乎悉相同。” 益軒還這樣說 ： “今夫人之於飲食也, 好甘惡苦者，人之

常也。然千萬人之中，有惡甘而好苦者，是不可為人性之常。人性之有惡亦如

此。” 在朱子學中認為任何人都無一例外的具有同一根源。對此，益軒卻承認有

例外的存在。

此外，益軒對於人際關係中的“遇”“不遇”，也就是人與人是否投緣的問題，

做出了如下論述。

人性各有所好惡焉。故於人也各有所愛憎，猶飲食五味之好惡隨人各有異。

且如藥物之有相惡相反亦然。是人物之性自然如此。所以人生有遇不遇也。

（中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其遇與不遇者，命之所

定，自然之理。所以不可為怨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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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有關飲食嗜好的比喩被用來表現人性的多様性。

順便指出益軒之所以強調，《孟子》所說的“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

僅僅只是一個“比喩”。這是因為他認為 ：“其實義理之悦我心，奚翅聲色臭味之

悦我耳目口鼻之比乎哉”。益軒所感受到的這種兩者並不相容的感覺，是由於他

僅僅注意到“悦”這一點而引起的。對於孟子之語，朱熹就曾經指出 ：“如果我是

這樣的話，那麼別人也是這樣”，可見朱熹也將其理解為對“人心”同一性的表現。

換而言之，在朱子學中，孟子的比喩之關鍵，並不是在於單純的“悦”，而是要讓

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的同樣之“悦”。不過類似如此的根源同一性的理念，已經從

益軒的視野中消失了。

（二）伊藤仁齋

伊藤仁齋構築了不同於朱子學的学問體系，開創了江戸儒學史的新時期。仁

齋並不認同所有人的心中都具有完全的道德性，認為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只是具有

共通的向善之傾向性。（仁齋認為，雖然罕見，但是世間的確存在一些不具備向

善之傾向性的“不成人”）。

仁齋將有關“理與義”的孟子之語用來論證人們心中並不存在什麼完全的德德

性。

我心之與仁義本自別矣。若以仁義為我之性，則是芻豢之甘不在芻豢而在口

也。

朱子學認為，人“性”就是“理”，而“仁義礼智信”的“德”則是人心中與生俱有的

東西。也就是說，“理義”是存在於內心的。可是，在孟子的比喩中因為“理與義”

是對“肉”而言的，那麼正如“口”與“肉”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物同樣，“心”和“理與義”

也應當視為兩個不同的存在了。這就是仁齋的主張。

在仁齋學中，“道”“德”的存在様態往往被比喩為“日月星辰運行”的法則或“音

律十二調子”。顯然，天体的運行，音階的規則性等等，遠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已

經存在了。以此類推，“道”“德”並不是寄宿於人心之物，而是作為其自身就應該

很自然的存在於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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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教”，是培養人們向善的傾向性，進而達到“道”“德”的境地。可是，

人們往往更容易被異端邪説所蠱惑。在並不基於根源同一性教説的仁齋學中，根

本就不需要憑藉每個人與生俱有的道德性。仁齋就異端邪説與“堯舜孔子之道”作

了如下的說明。

譬諸珍羞異味，人多食饞。至於五穀常膳，則不知嗜焉。然而舎五穀常膳，

則無可以食也。大凡世之所崇信奉承致敬盡敬而籍籍乎時焉者，皆珍羞異味

之類，而堯舜孔子之道，則五穀常膳也。人雖固不知尊之，然亦不能一日舎

此而不由焉。　

顯然，仁齋將異端邪説比喩為人們感到味道鮮美的“珍羞異味”。朱熹在為弟

子們說明理解“道理”的重要性時指出：“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

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朱子語類》巻一百二十一）諸如此

類的對與人類本性的強烈信頼，在仁齋學中已經不見蹤影了。

（三）荻生徂徠

荻生徂徠則全面否定了根源同一性的理念，並展開了對於人的資質之多様性

的積極評價。

氣質絕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如同米總是米，豆總是豆那樣。但是培養氣質讓

其取得與生俱有成就的，就是學問。（中略）為了整個世界，米就起到米的

作用，豆就起到豆的作用。米絕不會變成豆。豆也絕不會變成米。如果如同

宋儒所説，可以將氣質轉化為渾然中和，這是否是說想成為既不是米也不是

豆的某一種東西呢？那麼它又可以起到什麼作用呢？

可見，徂徠認為那種使“氣質”產生變化回歸根源同一性的“宋儒”之說是有害

無益的。

在《論語》郷党中有這樣的記述，“不撤薑食，不多食”（《論語》郷党）。朱

熹在《論語集注》中提到，食用“薑”的理由是因為“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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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論語集注》郷党）。對此徂徠認為這只是牽強附會予以否定，並提出了獨到

的見解。

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歜，曾晢嗜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

嗜。然不多食。所以為君子是而已矣。自後世儒者論尚苛刻，乃始諱有所嗜，

以為欲也。豈人情乎。

依徂徠之見，食“薑”並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特別的神奇功效，僅僅只是因為孔

子個人喜好而已。

徂徠在其《辨道》中，論述“聖人之道”極為寬廣，不會拘泥於一些小小的缺

點之時，引用了孔子喜食“薑”之事。這應該是與圍繞“疵物”的議論有著相通之處的。

徂徠主張，不應該拘泥於人材之“疵”，而是應該將擁有不同“長處”的各種人材搭

配使用。他在主張有效利用各種資質的人材之際，採用了“五味”的比喩。

所謂（“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就像調和五味所得之味。五味的塩梅，就是

將各種不同味道的東西混合而成。所以就臣僚而言，自己與君主擁有不同的

才智，方向才是一件好事。無論君主擁有多少才智，人的才智只是在某一方

面具有特長，而且一定會有不擅長之處。即使是聖人也是如此。

就這樣，將具有各種不同資質的人材巧妙配合，從而實現天下太平的，就是

古代“聖人”所建之“道”（統治機構）。

徂徠學席捲了整個江戸中期的學術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充分

肯定了個人資質多様性的徂徠之主張，與根源同一性的理念相比，更容易被生活

在身分制度下職業劃分體系中的近世日本人所接受。

江戸時代，從事“家業”（也就是作為整個家庭的職業）這件事本身就是道德。

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不能沉溺於神儒佛的各種教誨，而應該努力從事“家業”這種

想法隨處可見。根據各種不同的“家業”，其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武士就要像武士，

商工業者就要像商工業者、百姓就要像百姓那樣生活。在此前引用的《集義和書》

就將職業作為在同為“天地之子”的世人之間意見相左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思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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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正是存在有這種想法。

根據不同的＂家業＂，對於從事者所要求的能力和道德也隨之變化。例如，

對於武士武勇最為重要，可是如果對於商工業者，武勇則又容易成為負傷的原因。

《家業道德論》就認為，不同的職業所應該重視的道德也不相同（武士講究

＂仁＂＂義＂；百姓講究＂信＂；工匠講究＂智＂；商工業者則講究＂禮＂）。在其他

教育書籍（《町人常の道》）中，也有庶民並不對應“仁義禮智”，只需努力做到＂信＂

就行了等等之說。

正如同從事不同＂家業＂的世人只要都能發揮各自的才能，社會就會安定並

得到進一步發展那樣，擁有各種不同特色的世人都應該發揮己之所長來參政。當

時很多人應該都抱有這樣的想法吧。

三．反徂徠學者與陽明學

十八世紀後期，一群京都的文人開始了針對徂徠學的批判。最先吹響進軍號

角的是宇野明霞。當初，宇野明霞與其弟宇野士朗一起醉心於徂徠學，是京洛之

地接受容納徂徠學的領軍人物。可是後來他又改變立場對徂徠學持反對態度（明

霞對於徂徠學的既愛且恨的態度，在《先哲叢談》中也有記述）。明霞周圍的學者・

文人――武田梅龍・芥川丹邱等人――也開始了針對徂徠學的激烈批判。其中，

也有類似芥川丹邱那樣，勾勒出在批判徂徠學的過程中逐漸接近陽明學的思想軌

跡。中野三敏認為，並不局限於丹邱，許多京都的反徂徠學者均受到了＂陽明學

左派＂的影響。可是，芥川丹邱本人卻說：＂吾邦先儒藤樹始唱，習齋後和爾，寥々

絶響。＂所以，有關這一點，還必須做進一步的探討。

在丹邱周圍，接近＂陽明學左派＂可能性最大的應該是服部蘇門。蘇門曾經

言及李贄的《藏書》，此外又兼學儒・佛・道三教。

可是，在蘇門與李贄之間橫亙著鴻溝。

李贄就自己對於儒教和道教所取之立場作如下說。那是以南人好米，而北人

好黍為前提的。

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絶糧七日，饑凍困踣，望

主人而嚮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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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稲梁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与稲梁埒。且今之黍稷

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

不作稲梁想，不作黍稷矣。今聞之，慨然而嘆，使余之於道若今之望食，則

孔老暇擇乎。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突破三教的區別之“道”的飢餓感。李贄強烈排斥

伴隨學問・修養流於形式的同時偽君子的横行，追求真正的內發性。這種飢餓感

正是對真正的內發性的比喩。空腹時想進食的這種衝動，沒有一點欺瞞，是每一

個人都具有的心的本能性作用。即使對於人的味覺共通性持否定態度的人，對於

空腹時想進食的這種慾望的共通性也應該認同吧！李贄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

倫物理”（在其思想裡，“道德性〈＝理〉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論理，轉換為“〈包

括欲望等在内〉所有人所具有的是道德性”的論理）（〈　〉的内容為譯者補充説明）。

對於類似於飢餓感――不如說也包括飢餓感――的道德性的衝動，不需要任何隱

瞞，讓其真正顯露這個結果，或許可以說就是他奇特人生的寫照吧！

另一方面，服部蘇門作如是說。

予少嘗學醫不成，去而學儒矣。而又學老學釋矣。以故世人多有駁雜之譏。

而余沾沾自喜，謂是所謂（《荘子》天運）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者也。雖然世多有羊棗昌歜之好，而不能兼嗜，則蒙荘之言，毋乃近於誣乎。

然而此特係于禀賦之偏，所謂癖也。若其禀賦不偏，則無物不嗜。件件適口。

予則其人哉。杏壇（儒教）李下（道教）與夫奈苑（佛教）遊涉所及，信手

摘取，満奩一斛，須臾噉盡，飽後鼓腹，不亦樂乎。而顧憫世人腸胃脆薄

云。

與李贄不同，他對三教的姿態中看不到飢餓感的強烈衝動。如果說李贄是飢

児，那麼蘇門就可以稱之為一個食欲旺盛之人了。不同回味的思想，對於他就是

各式的美味。即使是覺得些有好惡之人可憐，但是也不會主張各人的味覺、飢餓

感的共通性。蘇門並沒有向心去追求通貫三教之物，而是認為儒是“經世”；佛是“出

世” ；道是＂應世＂之教，只是指出了三者之間的差異而已。

（29）

（30）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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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對於思想的體味方法，在論述佛教的《赤倮倮》中有具體的表述。他認

為無論是＂小乘＂還是＂大乘＂，佛教的經典都只是藉＂佛＂之口的後人之＂假託＂，

而各種注釋也只是＂附會＂之説而已。那麼，是否說這些都作為偽傳予以排斥呢？

他提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即使是＂假託＂也好＂附會＂也罷，只要擷採其長

即可。這就是蘇門的態度。

如果要廢棄諸注，那麼也應該廢棄諸經。（為什麼呢？）因為畢竟諸經也都

是假託之作的緣故。如果認為真假一如，假如我們有採用契理之見的想法，

那麼雖是經由後人之手而成的說教，又為什麼不能取為己用呢？

不過對於蘇門本人，與其說追求真正的佛之教誨，不如說他對在歷史變遷中

定位佛之教誨傾注了更多的精力。他根據富永仲基的“加上”説，針對先行思想，

後發思想究竟表明了怎樣的優越性這一點予以了關注。（富永仲基發現了，後發

思想為了能凌駕於先行思想之上，所以必須引證較先行思想所依據的更古老的權

威的這一原則。正如，墨子為了對抗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孔子，而強調＂夏之

道＂；之後，後發的楊朱甚至把黄帝也請了出來那樣。）例如，蘇門一邊指出《維

摩經》是基於排斥＂小乘＂的意圖創作而成的經典，同時又讚揚了斯經文章構成

的巧妙與獨到。可見與具體的佛教內容相比，他更關心的是，某一種新的思想為

掌握主導權而採用的方法和策略。

在《放言》中也有基於同樣視點的主張。蘇門首先引用了認為墨守舊說會造

成衣食所缺，而標新立異博得名聲的僧侶之故事，並認為由此可以推知中國、印

度佛教諸派鬥爭的內情。此外，有關孔子發出的＂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論語》

子罕）的感嘆，做出了如下的解釋。蘇門認為，孔子其實早有著述《春秋》之意，

可是考慮到將此書流傳後世時，必須將之神秘化。對於伏羲、文王等聖人，就有

著河圖，有鳳凰等瑞兆出現的傳承。孔子由此得到啟示，常常通過感嘆“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來引導世人意識這樣的瑞兆。而一旦當珍獸（麒麟）出現，平時聽

慣了孔子之言的世人就自然而然的相信孔子就是聖人，於是才開始執筆《春秋》。

顯而易見，蘇門認為孔子為了自己著作之不朽而運籌帷幄。

蘇門的對於思想的這種態度，應該與當時的學術狀況有關。

（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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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學者）其驕傲者，見先輩創新意，立門戸，被小児輩謂豪傑士，謂

循守古説，則似曲陋不能成家而出其下者，是以欲亦別開宗派。

蘇門本人的態度，與當時的學術界的風氣背道而馳。無論是＂投刺修牘＂還

是＂詩文論著＂他都署名＂無名子＂，故意與文苑的名聲保持了距離。另一方面，

蘇門或許也把希望通過新奇之説成一家之言的同時代學者們的角逐重疊到了思想

的歴史変遷之中了吧！

品味包括了虚偽，籠絡之術的思想。蘇門的這種態度，完全乖離了李贄的＂飢

餓的自覺―――拒絕虚構之ʻ假（̓＝流於形式化的ʻ理ʼ），和對於ʻ真（̓＝真正的ʻ理ʼ）

之渴求的ʻ無以倫比的ʼ強烈程度”〈（　）的内容為譯者補充説明〉。當然，這不是

說評判兩者孰優孰劣。《赤倮倮》的〈佛法源流論〉中所看到的，對於思想變遷

的條理井然的整理，也正是因為他是一個食欲旺盛之人才能做到。

四．結語

近世日本對於宋明理學的根源同一性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感覺，以仁齋學，徂

徠學的形式開花結果（與此互為表裏的是，宣揚根源同一性的陽明學沒有流行天

下）。仁齋學與徂徠學的登場，激起了許多學者的自立門戶的野心。

十八世紀後期，在京都的反徂徠學者中，出現了一些雖然對於各種學問擁有

廣泛的學識、但對於學術界的各派的競爭採取了置身事外，超然絕塵的態度之人。

服部蘇門就是其中的一位，另外忌諱被當作“儒流”，自稱“無知的書蟲”的武田梅

龍也位列其中。正是因為在文化活動的中心地京都，所以才會孕育出這種想法。

那就是希望通過故意在〈學問市場〉的競爭中採取置身事外的方法，用以顯示自

己的卓越性。這些高雅的學者或許把那些鼓足幹勁希望成一家之言的學者們看成

了不懂風雅之人吧！也有像蘇門那樣對〈學問市場〉漠不關心，對過去的思想歴

史冷眼相待之人。在他的視野裡，各種思想被大量的相對化。

當我們想要考察這種冷靜目光的行蹤時，清田儋叟的議論就顯得饒有趣味。

儋叟與芥川丹邱、武田梅龍有深厚的交情，在京都的文苑中也位於蘇門相當接近

的位置。他是一位博涉家，除了詩文以外，對《水滸傳》的研究也傾注相當多的

精力。

（38）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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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田儋叟將儒學之＂道＂與老荘及韓非子之＂道＂的相異之處比喩為＂炊飯＂。

炊飯之際，水放少了會造成米飯＂半生半熟＂，釀成無法挽回的局面。可是，如

果水放多了，即使飯粒變軟，仍然可以食用。

吾聖人之道，以孝弟為根幹。以此修身經世，並無奇異之事。（中略）聖人

之道，如略多加水而煮。老子、韓非子之道，如同好硬飯之人，煮硬飯而食。

萬一煮壞，一鍋飯都不能食用。（老子、韓非子之道）對於漢文帝、曹參、

諸葛亮等人或許很有用。可是如果讓凡庸之人、殘酷之人都聽從他們的教誨，

那麼肯定會出現不少一鍋飯全砸了的局面。

儋叟並不是說只有＂聖人之道＂才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正如有人喜歡吃硬

飯那樣，他也承認的確有適合“老、韓之道”之人。而他之所以認為＂聖人之道＂

比其他的＂道＂更具優越性的理由就在於，並不是說＂聖人之道＂適合任何一個

人，而它在個人修養以及國家統治上的失敗更少而已。

這種思考，讓我們想起寛政時期對於朱子學的評價。在排斥了其他學派的前

提下，實現了昌平黌的教學與朱子學的接軌的松平定信就提出了如下見解，本來

＂學問的流派怎麼樣都可以。因為任何一個流派都有長處與短處。關鍵取決於個

人。＂他之所以尊信朱子學的理由就是 ：

只是因為長久以來，這個流派已經確立，而歷來很多善良之人都尊信它（朱

子學），從尊信人物之多來考慮，可以說信仰程朱之説的錯謬很少而已。

也就說與正確性相比無可厚非才是基本準則。定信一方面批判那些＂認為標

新立異，創立門派是好事＂的學者們，另一方面也提到，因為自己沒有足以選擇

正確學問“見識”所以追隨＂古人＂才是上策。定信對於自己去探求正＂道＂這件

事並沒有表現出什麼熱情。如果無法確定那一個才是最好的，那麼就應該選擇已

經得到社會認可，無可厚非的選項。這就是定信的想法。

可是，如果就飲食的比喩來說，無可厚非的菜餚應該不會讓所有人由衷地感

到滿足吧！江戸後期，厭倦了已經官學化的朱子學的世人，或許開始感受到了陽

（42）

（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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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的新鮮魅力。

　　　【註】

（ 1 ）　請參閱《孟子大全》告子下〈富歳子弟多頼〉章中的陳櫟之説。

（ 2 ）　陸象山〈與李宰〉第二書，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巻十一，中華書局，一九八〇

年，一四九頁。

（ 3 ）　“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有關“人心不同如面”，大谷雅夫在其題爲〈人心不同如

面――成語をめぐる和漢比較論考――〉（和漢比較文學會編《和漢比較文學叢書》

第七巻，汲古書院，一九八八年）中有詳細論述。拙論在撰寫過程中也從大谷的這篇

論文中得到了許多啓發。

（ 4 ）　伊東貴之〈中國近世思想史における同一性と差異性―「主體」「自由」「欲望」と

その統御〉（溝口雄三・伊東貴之・村田雄二郎（著）《中國という視座》，平凡社，

一九九五年），二〇八頁。

（ 5 ）　不難想見,江戸中期的三輪執齋和佚齋樗山等人也從相同的角度出發,採用了陽明學的

主張。不過，他們並沒有將陽明學視為一種變革的思想，而只是將其作為近世日本社

會適應儒學的一種觸媒。有關三輪執齋的具體思想，請參閱田尻祐一郎〈佐藤直方と

三輪執齋〉（《文明研究》第五號，東海大學文明研究會，一九八六年）。

（ 6 ）　熊澤蕃山（著）《集義和書》巻一，延寳年間（一六七三～一六八一）刊（後藤陽一・

友枝龍太郎（校注）《熊澤蕃山》，日本思想大系第三十巻，岩波書店，一九七一年），

二二～二三頁。

（ 7 ）　貝原益軒《大疑錄（初稿）》，正德四年〔一七一四〕成立，井上忠〔編〕《貝原益

軒資料集下》近世儒家資料集成第六巻，一九八九年，一四一頁。

（ 8 ）　同書，一四四頁。

（ 9 ）　貝原益軒《慎思錄》巻六，正德四年成立，益軒會〔編纂〕《益軒全集》巻二，

一九一〇年，一三一頁。

（10）　“人心之所欲者義理也。故孟子曰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是姑以比喩形容之

之辞爾。其実義理之悦我心，奚翅声色臭味之悦我耳目口鼻之比乎哉。”（同書，巻五，

一一一頁）

（11）　“器之問，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顔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顔子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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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然孟子所説正是為衆人説。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麄

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巻五十九）

（12）　伊藤仁齋《童子問》（林本）巻中，第六十九章，元祿十六年～寶永二年（一七〇三

～一七〇五）成立。

（13）　伊藤仁齋（《孟子古義》〔林本〕告子上，寶永三年〔一七〇六〕成立，天理圖書館藏）。

（14）　伊藤東涯《訓幼字義》，寶暦九年（一七五九）刊（井上哲次郎・蟹江義人〔編〕《日

本倫理彙編》巻五，復刻版，臨川書店，一九七〇年），三五三頁，三九七頁，前掲《童

子問》巻上，第十四章。

（15）　同書，巻上，十三章。

（16）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林本），〈論堯舜既没邪説暴行又作〉，元禄十二年～寶永二

年〔一六九九～一七〇五〕成立，天理圖書館藏）。

（17）　荻生徂徠《徂來生答問書》巻中，享保十二年（一七二七）刊（島田虔次〔編〕《荻

生徂徠全集》第一巻，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三年），二二ウ～二三オ。

（18）　《論語徴》戊，元文五年（一七四〇）刊〔小川環樹〔編〕《荻生徂徠全集》第四巻，

みすず書房，一九七八年〕，三九ウ。

（19）　荻生徂徠《辨道》11，享保二年（一七一七）頃成立（吉川幸次郎・丸山眞男・西

田太一郎・辻達也〔校注〕《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第三十六巻，岩波書店，

一九七三年），二〇四頁。

（20）　前掲《徂來先生答問書》巻中，五オ～五ウ。

（21）　荻生徂徠《政談》，享保十一（一七二六）年頃成立（平石直昭〔校注〕《政談―服

部本》，平凡社，二〇一一年），二〇五～二〇六頁。

（22）　渡辺浩《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紀》（東京大學出版會，二〇一〇年），

七〇～八七頁参照。

（23）　河田正矩《家業道徳論》，元文五年（一七四〇）刊（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編〕《通

俗經濟文庫》巻九，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一九一七年），二七一～二七二頁。

（24）　茂庵《町人常の道》，安永八年（一七七九）刊（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編〕《通俗

經濟文庫》巻九，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一九一六年），八三～八四頁。

（25）　中野三敏〈狂文論〉（同《戲作研究》，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一年）、同《江戸狂者傳》，

ぺりかん社，二〇〇七年，一三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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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因為是珍本，現將〈陽明先生學的序〉錄文如下。（標點是引用者所加）。但文中的“習

齋”究竟所指何人，不明。

 “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赫々乎。而雲霧晦蒙咫尺不分。偶有人舉片燭照之，則天地山

嶽始得辨之。明末學淆亂，異端公行。陽明先生獨掲良知唱之，天下靡風。其聖學之

秉燭乎。吾邦先儒藤樹始唱，習齋後和爾，寥々絶響。余竊有志，敬撰輯為學的壹編。

初學熟獨研究，則思過半矣。安永辛丑二月，後學　芥煥彦謹題。”（芥川丹邱《陽明

學的》、安永九年序，二松學舎大學圖書書館藏）

（27）　服部蘇門〈熙朝儒林姓名録跋〉，同《蘇門文鈔》，明和八年（一七七一）（長澤規

矩也《影印日本隨筆集成》第四輯，汲古書院，一九七八年），二十二オ。

（28）　蘇門在〈答中子鴻書〉稱：“但来教稱僕，過與之甚，即至以林公見比。”（前掲《蘇

門文鈔》，二十八ウ）。有關於此，中野解釋為 ：“世人的評判對於蘇門本人也絕不是逆

耳之言。”（前掲《江戸狂者傳》，二七一頁）可是，根據蘇門在後文中提到的“豈支遁

之儔哉”（二十八ウ）來看，可見所謂“林公”並不是指林兆恩，而是支遁（也被稱為林公）。

（29）　李贄〈子由解老序〉，《焚書》巻三，（李贄《焚書　続焚書》，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一一〇頁。

（30）　有關“陽明學左派”屢屢採用飢餓的比喻這一點，請參閱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

の屈折と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〇年，五三～五五頁。另外，有關李卓吾思

想的解釋，筆者也從溝口雄三的論文中得到許多啟發。

（31）　〈答鄧石陽〉，同書，巻一，四頁。

（32）　服部蘇門〈送平宗粛續敘〉，前掲《蘇門文鈔》，九オ～九ウ。

（33）　服部蘇門《放言》、“應之一字為道家奥旨”（前掲《影印日本隨筆集成》第四輯），

二オ～二ウ。

（34）　服部蘇門《赤倮倮》，刊年不明，國會圖書館藏，二十八オ。

（35）　前掲《赤倮倮》，三オ～四オ。

（36）　前掲《放言》，〈佛法救饑〉，十六オ～十六ウ。

（37）　同書，〈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五ウ～六ウ。

（38）　柴野栗山〈論學弊〉，宮脇仲次郎〔編〕《訓點栗山文集》巻一，一九〇六年，五ウ。

（39）　服部蘇門〈無名子解〉（前掲《蘇門文鈔》），二十四オ～二十六オ。

（40）　前掲《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六七頁。



高山大毅　　飲食的比喩與江戸儒學102

（41）　“某也雖則似儒流乎，然厭当今儒流之態久矣。僕故非儒非老，又非佛，人或呼以儒

若老若佛，答以所呼，但是蠢爾一蠧魚」（武田梅龍〈復良伯耕〉，前掲《梅龍先生遺稿》

巻四，十四ウ～十五オ）。

（42）　清田儋叟《孔雀樓筆記》巻一，明和五年（一七六八）（中村幸彦・野村貴次・麻

生磯次《近世隨想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九十六巻，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

二七一～二七二頁。

（43）　松平定信《修身録》，天明二年（一七八二）成立（江間政發〔編〕《樂翁公遺書》

上巻，八尾書店，一八九三年），五頁。

（44）　松平定信《退閑雜記》，寛政九年（一七九七）成立（森銑三・北川博邦《續日本

隨筆大成》第六巻，吉川弘文館，一九八〇年），三九頁。

（45）　同書，三八～三九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