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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證釋》  

之成書— 

兼論救世新教尊孔讀經的策略 

林 彥 廷
∗ 

摘 要 

《春秋正議證釋》一書，乃吳佩孚（1874-1939）為首之北平明經學會

同人撰作。關於此書，學者雖有所論，然並未及於學會之來歷與成書過程。

本文透過考證，主張北平明經學會乃是隸屬於救世新教之組織，更指出《春

秋正議證釋》一書，為救世新教在吳佩孚獨立撰作之《春秋左傳淺解》基

礎上，另加附解，並讓渡教內經典專用之「證釋」名稱而成書。救世新教

視民國時局為末世末劫，認為民國所以政局紊亂、道德淪喪，根本原因乃

在經書不講、禮教不脩。因此，該教主張之治本方法，便是尊孔重經。然

而，救世新教除了扶鸞注經外，是否另有推動尊孔讀經之方，史料難徵。

本文則認為，救世新教所以讓渡「證釋」之名予吳佩孚，目的乃在於籠絡，

欲藉助其政治資源，推動尊孔讀經之救世理想。此即救世新教尊孔讀經策

略的一種。 

關鍵詞：《春秋正議證釋》、北平明經學會、救世新教、尊孔讀經、 

        吳佩孚 

                                                                          

     2018 年 6 月 19 日收稿，2019 年 9 月 6 日修訂完成，2020 年 4 月 22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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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林慶彰論及清末民初經學之回歸原典運動時，曾指出其與前代之差

異，曰：「以往的回歸原典，是回歸經聖人集團加工後的經典，作為取法

的對象，和解決紛爭的判準。胡適等人，是要消除經典的神聖權威，回歸

到沒有聖人加工之前典籍的真正面目。」
1 
此種脫去加工，「各還他一個本

來面目」之過程，即是清季民國以降，傳統學術逐漸轉型，邁向現代化之

過程。正因此乃當時學術風氣，故學者於晚清民國經學，亦較多著眼於「現

代化」論述。然而，極力強調當時學術現代化之結果，難免使「非現代化」

遭忽略。如文化、學術立場保守之滿清遺民、軍閥中，亦有多人著有經學

著作，然因其著作未見「現代化」，不合於時代風氣，往往不受重視。 

此外，儒家學説、經典與宗教互涉之歷史，源遠流長。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道：「在中國，道教、佛教和摩尼教都曾在民間發展了大眾

化的教派，它們互相滲透，並受到了儒家學説和地方習俗的影響。」
2 
其

説是以道、佛、摩尼諸教為主，指出其受到儒家學説影響；反之亦然，儒

家也受到佛老二氏、民間宗教、地方習俗之影響，更曾發展為大眾化之「民

間儒教」。
3 
然而，既欲「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則「附會」於儒家的其

他宗教因素，當亦在剝除之列；尤其民間教派向來被新知識分子以「迷

信」、「非現代化」視之，故其與儒家思想、經典之關係，不僅不被重視，

輕蔑之事，更是所在多有。
4 
影響所及，今日學者研究儒學，對於其與民

                                                                          

1   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收入氏著，《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

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02。 
2   （美）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著，劉心勇等譯，《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2。 
3   如明代林兆恩之三一教，今日仍以夏教之名，在臺灣發展；又如晚清四川劉門教、民

國道德學社，皆為以儒學為主體之民間儒教。關於「民間儒教」之相關概念及義界，

可參鍾雲鶯，《清末民初民間儒教對於主流儒學的吸收與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08），頁 20-24。 
4   如曹聚仁〈育才學園〉一文，屢稱道德學社之段正元為妖道；又據該文，張大千也以

之為「旁門左道」。見曹聚仁，〈育才學園〉，收入氏著，《我與我的世界》上冊（臺北：

龍文出版社，1990），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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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信仰、教派之關涉，論述較少。
5 

本文擬論述者，便是在上述現代化過程中，遭受屏棄之對象。眾所周

知，民國學術現代化雖是趨勢，逆流亦時時湧現，軍閥之尊孔讀經，當為

一例。關於此現象之研究論述雖亦不少，
6 
惟諸作多就軍閥推動尊孔讀經

之手段、政策為論，鮮有注意其背後之宗教團體。
7 
本文所欲論之救世新

教，便是其中之一。 

救世新教者，乃悟善社改組而成。民國 8 年（1919），河南中州廣善

壇信士奉壇命，前往北平建立悟善總社，13 年改組為救世新教，
8 
一度發展

為民國時期頗具影響力之救世團體（redemptive society）。
9 
目前關於救世

新教之研究，成果並不豐碩，然水野梅曉〈支那に於ける新宗教の設立運

動〉、吉岡義豐《中國民間宗教概説》、酒井忠夫《近代支那における宗教

結社の研究》，以及興亞宗教學會《華北宗教年鑑》等著作中，皆有救世
                                                                          

5   范純武指出，近現代佛教研究中，亦有此種撇清與傳統民間社會信仰關係之狀況。見

范純武，〈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扶乩〉，《圓光佛學學報》3(1999.2): 262。 
6   如林麗容，《民國讀經問題研究（1912-1937）》（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全面

論述民國元年以至北洋政府時期之讀經問題，對於軍閥尊孔讀經之舉，有不少著墨；

羅玉明，《湖湘文化與湖南的尊孔讀經（1927-1937）》（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則詳盡描寫何鍵（1887-1956）於湖南省推動之尊孔讀經政策。另外，許多以二十世

紀儒學、近現代儒學為主題之著作，對此亦有所論，如呂明灼等著，《儒學與近代以

來中國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194-225。 
7   如段祺瑞、吳佩孚之尊孔，有救世新教之色彩；何鍵之尊孔，亦不脫段正元道德學社

之影響。此二者皆民國時期活躍之民間儒教。見林彥廷，「民國時期軍閥之經學研究」 
   （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6），頁 141-144。 
8   關於悟善社，或有以為其前身乃四川人唐煥章（1866-?）所創之「世界宗教六聖大同

會」者。此説似源於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頁 321-322；（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世俗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根源〉《開放時

代》2011.6: 118-131；濮文起，《新編中國民間宗教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等，皆沿用此一説法。唯虛谷子指出「世界宗教大同會」與「悟善社」實不

相關，其説有理有據，可從。見虛谷子，〈淺評唐煥章及其「世界宗教大同會」─兼

從道教的角度看邪教〉，《弘道》67(2016.6): 24-25。 
9   救世團體者，乃杜贊奇所提出，意在指涉民國時期部分民間宗教；這些民間宗教行事

公開，且活躍於救濟、慈善事業，有別於傳統民間宗教與會道門之秘密性格，故名。

見 Prasenjit Duara,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1(2001.3): 9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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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之相關記載、論述、訪談；再透過其他零星論述，足以粗略勾勒該教

之發展、組織、教條、成員等方面之輪廓；而近年密素敏之碩士論文「民

國悟善社研究」（2009），則爬梳各種史料、檔案，更為完備地呈現其發

展過程。 

至於教義，救世新教雖以呂祖信仰為核心，然甚是重視儒家經書，可

視為民間儒教之一支，教中亦有《大學證釋》、《中庸證釋》、《易經證釋》

等扶鸞而出之經學著作，而民國時期尊孔讀經之風潮，該教更參與其中。

凡此種種，過去皆鮮有注意者。近年來，始有學者究心於此，發而為文，

如：鍾雲鶯〈民初救世新教之《大學證釋》研究〉（2008）、〈1920 年代中

國救世新教之文化認同中的「自我」與「他者」：以《大學證釋》為中心〉 

（2008）；李皇穎〈論《易》道與《易》教：以救世新教《易經證釋》乾

卦為例〉（2015）、〈《易經證釋》之義理探討：以乾、坤二卦所揭示的宇宙

論〉（2016）；林彥廷〈救世新教《易經證釋》之河圖洛書觀〉（2016），

以及曾乃芳之碩士論文「民初救世新教《易經證釋》的儒學繼承與開展」 

（2016）等。十數年間，研究成果蓋寡，且多集中於《大學證釋》、《易經

證釋》二書，《中庸證釋》則似無專文論及；尊孔讀經方面，雖稍有論述，

然亦無專文，且多短短數語，不見深入；更何況，無論是扶鸞經書之研究，

抑或是尊孔讀經之探明，大抵皆由義理層面切入。換言之，救世新教除了

扶鸞注經外，是否還有其他推動尊孔讀經之策略？在民國尊孔讀經浪潮中

所扮演之角色為何？凡此，皆屬空白領域，仍有研究之空間。 

今有《春秋正議證釋》一書，乃吳佩孚為首之北平明經學會同人撰作。

對於該書，學者雖有所論，卻並未及於明經學會究竟是何組織，如何成書。

本文則以為，該書與救世新教關係密切，因此欲透過考證，證成二者關係

與成書過程。學會既以「明經」為名，當與「尊孔讀經」不脫干係；而考

證既有成果，本文乃援此成果，以論世新教推動尊孔讀經之策略。 

二、北平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 

上文已明言民國時期尊孔讀經風潮，救世新教實參與其中。然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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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如何實踐之，史料甚少，除教中廣為人知之經典《大學證釋》、《中庸證

釋》、《易經證釋》，可視為該教推動尊孔讀經之具體作為外，是否有其餘

相關策略、方法，難以得知。幸有北平明經學會《春秋正議證釋》一書，

與救世新教關連緊密，透過考證該書，能進而側寫該教推動尊孔讀經之策

略。以下分別考證該書作者北平明經學會之來歷，及該書之成書過程，以

為後續論述之基礎。 

（一）北平明經學會之來歷 

《春秋正議證釋》一書，為北平明經學會出版，作者乃以北洋軍閥吳

佩孚（1874-1939）、江朝宗（1861-1943）為首之北平明經學會會員，共

七人所著。
10 
然而，北平明經學會究竟是何組織？目前史料難徵，亦缺乏

相關論述，
11 
其來歷固難以知曉，但仍可藉由其他線索推敲。 

首先，《春秋正議證釋》卷首載有作者、校勘者數人，姓名之外，另

有稱號，曰：「智玄」吳佩孚、「慧濟」江朝宗、「悟真」王錦渠（生卒年

不詳）、「性直」田步蟾（1863-1940）等，
12 
這些稱號看似法號、道號之

屬，可以推測明經學會與宗教密切相關；再者，學會以「北平」冠於會名
                                                                          

10  根據該書卷首，《春秋正議證釋》之作者應為六人，即：「智玄」吳佩孚正義兼餘義、 
    「慧濟」江朝宗餘義、「悟真」王錦渠贊義、「性直」田步蟾附解、「大靜」沈抱淑附

解、「太溶」曹靜波附解。然觀書中，尚有「太義淺釋」，依全書之例，應為名為「太

義」者所述，故該書實際作者應達七人之多。見馮曉庭，〈北平「明經學會」講著《春

秋正議證釋》初探〉，《先秦兩漢學術》10(2008.9): 43-44。 
11  目前以《春秋正議證釋》為題之專論，僅馮曉庭〈北平「明經學會」講著《春秋正議

證釋》初探〉。該文主旨在於究明《春秋正議證釋》之體例、內容，故對於北平明經

學會，則有以下描述，曰：「由於文獻史料不足，『明經學會』成立的確切時間以及創

會宗旨，今日已無從考得，現下可以肯定的，是該會活動於北平地區、由民國初年為

北洋軍閥奉系首領的吳佩孚擔任會長、曾刊印發行《春秋》學作品《春秋正議證釋》

一書。」見馮曉庭，〈北平「明經學會」講著《春秋正議證釋》初探〉，頁 43。案：

吳佩孚應屬直系，而非奉系。 
12  見吳佩孚，《春秋正議證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4 輯第 33-34 冊，臺中：文听

閣圖書公司，2009，據民國己卯年（1939）孟夏本影印），頁 1（作者、緒言獨立計

頁）。《春秋正議證釋》乃北平明經學會會員所作，而本文所採《民國時期經學叢書》

本則題為吳佩孚作。因此，本文行文時逕以北平明經學會為作者，徵引時則準《民國

時期經學叢書》，於註腳註明作者為吳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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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則其活動據點為北平無疑；此外，《春秋正議證釋》出版時間，為

民國 28 年。以宗教、地點、時間此三條線索，檢閱主要作者吳佩孚之年

譜，可於民國 23 年得到下述記載： 

潛心鑽研宗教，常有演講，兼任紅卍字會、救世新教會、正一堂等團

體會長、總理等名義，與道士緇流時有往來。13 

此條記載恰可呼應上述三條線索。宗教方面，紅卍字會、
14 
救世新教、正

一堂等，皆是以華北為主要活動地區之宗教救世團體；至於地點、時間方

面，吳佩孚雖因北伐而失勢，輾轉遁入四川，然於民國 21 年已返回北平，

並時與上述宗教團體來往。若再循此線索考察，可得知吳佩孚在救世新教

中，所用道號 為 智玄，
15  

在紅卍字會亦以智玄 為 道號，
16  

與 

《春秋正議證釋》中所用道號相同。此乃是因為救世新教由悟善社時期開

始，在發展上，便時時仰賴道院協助，與道院來往密切，雙方不僅互派教

士至對方教中求修，更有多名悟善社成員，在道院與世界紅卍字會任職。

如吳佩孚，便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名譽會長，
17 
江朝宗則擔任道院北京總院

總責任統掌。
18 
唯任職雙方者，並未另外命名，而是使用同一道號。如此，

雖仍舊無法斷定明經學會究竟屬何團體，但大致可將範圍限縮於救世新教

與道院。 

續考《春秋正議證釋》之作者。全書以吳佩孚、江朝宗為論述主幹，

然二者皆身兼救世新教與道院之職，更與諸多宗教團體往來，故無法以此

                                                                          

13  不著撰人，〈吳佩孚先生年譜〉，收入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 
    （臺北：臺北大中書局，1960），頁 258。 
14  紅卍字會即世界紅卍字會，與道院為表裡一體之組織；世界紅卍字會著重實踐慈行、

慈蹟，道院則主內修。見（日）吉岡義豐著，余萬居譯，《中國民間宗教概説》（臺北：

藍宇出版社，1985），頁 267。 
15  見密素敏，〈從檔案資料看民國時期的救世新教〉，《世界宗教研究》2011.5(2011.10): 

20。 
16  見（日）吉岡義豐著，余萬居譯，《中國民間宗教概説》，頁 269。 
17  同上註。 
18  見（日）末光高義著，《中国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臺北：古亭書屋，1975），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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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據，判斷明經學會之所屬。然而，其中有悟真王錦渠、性直田步蟾者，

值得注意。救世新教傳教用之善書《救世新教》中，曰： 

救世新教之興也，基於北京悟善總社。初，己末（民國八年）閏七月，

有中州廣善壇信士三人：王錦渠，迮以增，鄭景樵者，奉壇命來京，

與京師信士張恩壽，周學仕，朱煥文等，開創悟善總社，時適五星聯

珠（隱寓五教合一之瑞）神降於乩，謂上應天象，事非偶然，天意將

寄重任焉。19 

王錦渠，乃是悟善總社成立之關鍵人物，悟善社改組為救世新教後，在教

中有重要地位，曾任救世新教總會教師；
20
《春秋正議證釋》卷首所列作

者中，王錦渠僅次於吳佩孚、江朝宗，當是為此緣故。要之，王錦渠為悟

善總社創設時第一批信徒，在教中當然屬重要人物，但絕非如吳、江二人

在軍、政界聲名赫赫，其所任官職，不過鹽務署科長，
21 
應無如吳、江般

身兼多教派會長、名譽會長等職之事，應可作為明經學會屬救世新教之證

據。又，田步蟾，字桂舫，又字倜戡，江蘇淮陰人，進士出身，曾任民國

農商部墾牧司、漁牧司司長等職，曾任救世新教總會修院院長（掌）。
22 
要

之，二者皆為救世新教中著名人物。
23 
據此，可進一步確認明經學會與救

世新教關係緊密。 

再考《春秋正議證釋》之書名，「證釋」二字，與救世新教扶鸞而出

之經典《易經證釋》、《大學證釋》、《中庸證釋》同名。「證釋」者，並非

隨意命名，《大學證釋》凡例曰： 

                                                                          

19  救世新教，《救世新教》（北平：救世新教總會，1938），頁 2。  
20  救世新教教中職務，職級有七，教師屬二級，僅次於一級之教統、副教統。見興亞宗

教學會編，《華北宗教年鑑》下冊（《民國史料叢刊》第 705-706 冊，鄭州：大象出版

社，2009），頁 121。 
21  見密素敏，〈從檔案資料看民國時期的救世新教〉，頁 20。 
22  院長（掌）於教中，屬二級職務，與王錦渠所任之「教師」相同。見興亞宗教學會編， 
   《華北宗教年鑑》，頁 121。 
23 《華北宗教年鑑》〈宗教界名人錄〉中，即錄有王錦渠、田步蟾，並將二人隸於救世新

教之下。見興亞宗教學會編，《華北宗教年鑑》，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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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係救世新教會聖壇恭請宣聖親臨壇，就世閒傳本疑誤之處，逐節

證釋，定名《大學證釋》。24 

又〈跋〉文曰： 

經義以乩壇而證釋，因釋義之精固可無疑於乩。
25 

《大學證釋》扶鸞而出，乃署名孔子等聖人降乩親著，以正世間傳本，故

名「證釋」。要之，「證釋」之命名自有其意義。前文推測，明經學會應為

世界紅卍字會或救世新教相關組織，而該學會之《春秋正議證釋》既以「證

釋」為名，則庶幾可以確定為救世新教轄下組織。 

上述諸論點，皆經由《春秋正議證釋》相關線索推論，然亦有其他可

提供旁證之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明經説》一冊，其相關資訊如下： 

《明經説》 

作者姓名：吳佩孚主纂；姚震襄纂。 

附註項：書名頁題特刊第三十期。 

既曰「特刊第三十期」，則《明經説》應為期刊。其發行單位為何？由襄

纂姚震（1884-1935），可略窺端倪。吉岡義豐言及救世新教時，曰：「當

時教中的代表者有錢能訓……姚震……等。」
26 
則姚震為救世新教重要人

物可知矣。吳、姚兩名救世新教重要人物，分別掛名主纂、襄纂，則《明

經説》應亦為救世新教所發行之刊物。刊物、學會，皆以「明經」為名，

則「明經」顯然為二者共同宗旨。據此，則刊物應與「明經」學會密切相

關，明經學會更與救世新教不脫干係。 

總而言之，北平明經學會，雖因史料缺略，難以知其詳情，然經由作

者、書名、其他文獻等線索，追溯其來歷，仍大抵可確定為隸屬於救世新

教之組織；既為救世新教之組織，則《春秋正議證釋》便可視為救世新教

相關文獻。
27 

                                                                          

24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上冊（出版地不詳，救世新教會，1927），不註頁碼。 
25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下冊，不註頁碼。 
26 （日）吉岡義豐著，余萬居譯，《中國民間宗教概説》，頁 202。 
27  曾乃芳論文「民初救世新教《易經證釋》的儒學繼承與開展」，於參考文獻當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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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 

據上所論，北平明經學會講著之《春秋正議證釋》，乃救世新教文獻

明矣。其書之形式乃先列《春秋》經文、《左傳》傳文，並以白話稍加解

説；每段後再附上明經學會會員之意見。全書講述者多達七人，然「基本

上以吳佩孚以及江朝宗二人的解説為全書主幹」、
28
「而各會員的詮釋幾

乎是吳佩孚意見的延伸。」
29 
總之，全書內容大致由吳佩孚主導，其餘諸

人則附和之。此種形式究竟如何形成？是學會講學之紀錄？抑或眾會員據

吳佩孚原有之著作，附加説解而成？其成書過程究竟如何？以下乃就現掌

握之資料，推測其成書過程。 

今考吳佩孚有著作多種，最易尋得者，乃《吳佩孚先生集》中所錄

諸作。該書中雖未收錄吳佩孚《春秋》相關論著，然書中所錄蔣介石 

（1887-1975）、孔祥熙（1880-1967）祭吳佩孚文分別道：「微言大義，夙

昔鑽研」、
30
「出天入人，以釋《春秋》。」

31 
此外，同書〈編輯後記〉則

曰：「吳公遺箸頗多，除《蓬萊詩草》、《蓬萊講話錄》及《春秋正義》一

部分，已經付印外，餘如《易經新解》，《楹聯集句》及《春秋正義》未刊

稿，均散佚在大陸。」
32 
可知吳佩孚對於《春秋》確有研究，並有名為《春

秋正義》之未刊完著作。對於吳佩孚之《春秋》著述，其孫吳運乾、吳運

坤回憶曰： 

                                                                                                                                                                                  

有馮曉庭〈北平「明經學會」講著《春秋正議證釋》初探〉一文，似有意識到《春秋

正議證釋》與救世新教之關係。然而，全文當中未曾提及、引用，更未處理《春秋正

議證釋》與救世新教之牽連。此或由於《春秋》並非其論文主題之故。見曾乃芳，「民

初救世新教《易經證釋》的儒學繼承與開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學位論文，2016.6），頁 173。 
28  馮曉庭，〈北平「明經學會」講著《春秋正議證釋》初探〉，頁 44。 
29  同上註，頁 45。 
30  蔣中正，〈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祭吳佩孚文〉（篇題為作者代擬），收入吳佩孚先生

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頁 465。 
31  孔祥熙，〈行政院長孔祥熙祭吳佩孚文〉（篇題為作者代擬），收入吳佩孚先生集編輯

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頁 466。 
32  不著撰人，〈編輯後記〉，收入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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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父去世時，父母曾惋惜地説過：所著《春秋》未能完稿！現在想

來，父母所説的《春秋》，可能就是他晚年的未竟稿《春秋正義注釋》。33 

入殮品中，有一函《春秋正義注釋》，乃先祖父歷經七八年，每日不停

筆的未竟手稿，也殉殮棺內。34 

此處同樣言及吳佩孚有《春秋》著作，然與〈編輯後記〉所言，相差有二：

一、書名，一名《春秋正義》，一名《春秋正義注釋》；二、出版情形，一

曰未刊稿，但不知是否注畢，一則曰未竟稿。覆檢北平明經學會《春秋正

議證釋》，全書止於隱公十一年，
35 
其中王錦渠〈重刊春秋正議證釋跋〉曰： 

《春秋正議證釋》者，已故孚威上將軍吳公子玉所著……，孚威既歸

道山，錦渠收其所手著，與孚威傳人劉家驤重梓而行之。36 

                                                                          

33  吳運乾、吳運坤，〈先祖父吳佩孚的生前身後事〉，收入唐錫彤、劉曉煥、吳德運主編， 
《吳佩孚新論—吳佩孚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下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4），頁 672。 
34  吳運乾、吳運坤，〈先祖父吳佩孚的生前身後事〉，頁 676。 
35 《春秋正議證釋》雖止於隱公十一年，然吳佩孚所注則不止於此。東京大學綜合圖書

館藏《春秋正議證釋の內容》中，附有吳佩孚口述、岡野增次郎筆記之《春秋正議證

釋の內容》一冊，其中吳佩孚曰：「《春秋》十二公中，已完稿五、六人，去年六月上

梓行者，僅不過全卷的六分之一。」（春秋十二公の內、已に其五六を完稿し、去年六

月上梓せしは僅全卷の六分の一に過ぎず）據此，吳佩孚注《春秋》，至少注至僖公、

文公。然今所見《春秋正議證釋》，何以僅至隱公十一年？或許正如同吳佩孚之孫吳

運乾、吳運坤所回憶，吳佩孚過世後，有「《春秋正義》」書稿陪葬，隱公十一年以後

之注文，大部分隨吳佩孚入殮。雖然如此，吳佩孚隱公後之注文，仍有部分留存。今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吳佩孚《本月日食參考説》一書，其緒言曰：「余解經至桓公三

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適當國曆六月下旬，陰思十九日日食，當夏曆

之五月朔日，即周時之七月朔也。故解經畢，加以附件，以備中西測算家之參考焉。」

觀其內容，先列經文，綴以白話，並稍加説解，最後以師承本義、智玄餘義另行發覆，

更有王錦渠等人之附解，可知《日食參考説》乃吳佩孚撰作《春秋正議證釋》之副產

品，其內容實為《春秋正議證釋》之節錄。見吳佩孚口授，（日）岡野增次郎筆記，〈春

秋正議證釋の內容に就いて（日支兩國親善の指導原理）〉，《春秋正議證釋の內容》， 
（昭和 15 年（1940）渡邊孝治刊本，東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頁 2 下-3 上；

吳佩孚，《本月日食參考説》（民國 25 年（1936）印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頁 1。 
36  王錦渠，〈重刊春秋正議證釋跋〉，收入吳佩孚著，《春秋正議證釋》（北平：春秋學會，

1940），跋文頁 1。 



林彥廷∕北平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 

 
283 

則《春秋正議證釋》，不僅與前述《春秋正義》、《春秋正義注釋》書名相

似，更同為未竟稿或未刊稿。若據上引吳運乾、吳運坤之説，吳佩孚《春

秋正義注釋》之未竟，子媳尚引以為憾，則其似無以一人之力，於暮年同

時撰為三種《春秋》注解之理。是故《春秋正義》、《春秋正義注釋》、《春

秋正議證釋》三者，應為同一著作，而《春秋正議證釋》既為正式出版之

書名，則《春秋正義》、《春秋正義注釋》應只是簡稱、略稱，甚至是訛誤

而已。總之，三者既為同一著作，可知〈編輯後記〉所言「散佚在大陸」

者，不僅未刊，亦是未竟之作。 

三者實為一書雖明，仍有問題尚未解決。即今所見《春秋正議證釋》，

為北平明經學會同人集體講述，其形式乃以吳佩孚意見為主，其餘諸會員

據其意見延伸讚頌之。此種形式，看似北平明經學會之講學紀錄。然而，

若準上引吳運乾、吳運坤、王錦渠之説，則《春秋正議證釋》當是吳佩

孚暮年親手撰著，而非學會講學之紀錄；此外，全書時有眉批，如隱公三

年《傳》：「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之「智玄餘義」處，有眉批讚頌吳

佩孚曰：「獨具隻眼……無怪其默契聖衷，獨步蓬萊，而為中國雄傑中之

卓然師表也已。悟真評。」
37 
此種形式，不僅不似講學紀錄，更得先閱讀

底本，方能撰此眉批。惟此底本為何？細檢《春秋正議證釋》，可於隱公

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處，得有「悟真附解」曰： 

然或初學，或宿儒，各就所悟以造焉。將拾級以升，以共裨於世教也。

然則豈僅《淺解》云乎哉？38 

並有雙行夾註謂： 

深者將何如？是乃主教命名之謙。39 

更有眉批道： 

現《左傳淺解》，已改為《正議證釋》。40 

                                                                          

37  吳佩孚，《春秋正議證釋》，頁 633-634。 
38  同上註，《春秋正議證釋》，頁 983。 
39  同上註。 
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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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春秋正議證釋》之前，吳佩孚確實已有名為《春秋淺解》之著。明

經學會因以為其內容能隨個人悟性拾級而上，裨益世教，不僅「淺解」而

已，故更名為《春秋正議證釋》。 

若再進一步查詢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可知《春秋淺解》之正式書名

為《春秋左傳淺解》，館內藏有五部。透過抽繹版本資訊，可推測其成書

經過，姑表列如下：
41 

表一 《春秋左傳淺解》成書經過 

 作者姓名 版本項 出版項 載體
型態項 一般附註 

春秋左傳淺解 吳佩孚撰 鉛印本 民國 24 年（1935） 1 冊  

春秋左傳淺解 吳佩孚撰 鉛印本
民國間 

（1912-1949） 
1 冊  

春秋左傳淺解

吳佩孚、江朝
宗撰；王錦
渠編輯；田
步蟾等附解

鉛印本

救世新教明經學
會，民國 24 年

（1935） 
3 冊 

鈐「救世新教
總會之章」；書
後題二十五年
八月十二日吳
佩孚先生贈送 

春秋左傳淺解

吳佩孚、江朝
宗撰；王錦
渠編輯；田
步蟾等附解

鉛印本

救世新教明經學
會，民國 24 年

（1935） 
4 冊 

鈐「救世新教
總會之章」；書
後題二十五年
八月十二日吳
佩孚先生贈送 

春秋左傳淺解

吳佩孚、江朝
宗撰；王錦
渠編輯；田
步蟾等附解

鉛印本
民國 24 年至 26 年
（1935-1937） 

9 冊 

隱公六年以後
書名題春秋正
義證釋； 42 鈐 
「救世新教總
會之章」；二十
七年著者贈送 

此五部《春秋左傳淺解》，透漏不少資訊。首先，前四種當為同一版次，

皆為民國 24 年鉛印本，
43 
冊數雖有所差異，或是缺冊造成；二者，第三、

                                                                          

41  為免行文蕪蔓，僅引用部分資訊，而將與論題無涉之資訊刪除。 
42  應為《春秋正議證釋》之誤。 
43  第二種之出版年，標示為「民國間（1912-1949）」，橫跨民國時期，或是原書標示出

版年之部分漫漶，或有缺頁、缺冊等問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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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皆鈐有「救世新教總會之章」，等同證實明經學會與救世新教關係緊

密；再者，由第三、四種，亦可得知《春秋左傳淺解》之時，已有田步蟾

等人之附解。 

五部當中，最值得注意者，乃是最後一部，因其各方面都與前四種有

顯著差異，如：冊數多出甚多；出版年較前四部稍後，且歷時三年；吳佩

孚贈書時間，較第四種之民國 25 年稍晚兩年；更重要者，在於其附註項

標明「隱公 6 年以後書名題春秋正義證釋」，是知此部之版本，不同於前

四種，乃是《春秋左傳淺解》改名《春秋正議證釋》之重要關鍵（後文稱

之為異名本）。若將此版本之資訊，綜合上述更改書名之相關論述，可得

以下推測：吳佩孚暮年獨立注解《春秋》，稿成後交由北平明經學會會員

附解，注至隱公五年時，以《春秋左傳淺解》之名，於民國 24 年出版；

隱公六年至隱公十一年之注文，經救世新教北平明經學改名為《春秋正議

證釋》，於民國 25 至 26 年前後梓行，然未統一書名，而是與隱公元年至

五年（722 BCE-718 BCE）之《春秋左傳淺解》合為一書，成為異名本。

如此一來，方能解釋何以吳佩孚之孫、王錦渠皆謂吳佩孚獨撰，然實際上

卻是明經學會同人合撰；出版年橫跨三年，前後書名不同；以及吳佩孚於

贈送《春秋左傳淺解》兩年後，再次贈書等問題。 

至於名為《春秋正議證釋》者，目前所知大約有以下三種版本： 

表二 名為《春秋正議證釋》三種版本 

 作者姓名 版本項 出版項 

春秋正議證釋 吳佩孚、江朝宗等 北平明經學會鉛印本
民國己卯孟夏（民

國 28 年，1939） 

春秋正議證釋 吳佩孚、江朝宗等 北平明經學會鉛印本
民國己卯仲秋（民

國 28 年，1939） 

春秋正議證釋 吳佩孚、江朝宗等 春秋學會本 
民國庚辰仲秋（民

國 29 年，1940） 

《春秋正議證釋》明經學會己卯（民國 28 年，1939）孟夏、仲秋本，書

名未有前後異名之情形，且出版年份亦稍後上述前後於異名本，應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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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後之版本；
44 
春秋學會本雖未得經眼，然出版時間既後於北平明經學

會二版本，想無不同。至此，《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過程，方始呈現。 

三、劫運回歸下之救世新教與吳佩孚之加入 

上文藉《春秋正議證釋》書中線索，證明北平明經學會隸屬救世新教；

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諸版本，推論其乃是由《春秋左傳淺解》改名而

成。然若據上文所推論，吳佩孚於書稿完成後，便即交由明經學會會員附

解，並以《春秋左傳淺解》之名出版，何以兩年後便即改名？既然此書與

救世新教密切相關，若欲究明背後之原因，則不能不先論救世新教之成立

宗旨，及其與吳佩孚之關係，以為後續論述之基礎。 

（一）救世新教之救世宗旨及方針 

清帝遜位，民國代興，政局混亂，帝制復辟、內閣制總統制、護法革

命等爭議、事件起此彼落。忠於清室之遺民，目睹時變，以為猶如五代。

林志宏言道：「當他們假借五代割據形容今日時局，非但逕言兵亂造成禍

患而已，更意有所指説：綱常一但隳壞，人類的社會毫無秩序，即將邁入

滅亡。許多遺民宣稱，這簡直就是中國所面臨最大的一場災難。」
45 
在遺

民眼中，民國政局所以混亂，其根本原因便在於綱常隳壞，是亡國，更是

亡天下。故林志宏以「五代式民國下的道德焦慮」歸納遺民此種心態。
46 

遺民而外，許多文化立場較為保守之人士，對於民國政局、道德風氣，

同樣不滿，例如諸多民間教派，便將當時政治、社會亂象，視為末世、末
                                                                          

44  中國國家圖書館尚有一民國 26 年（1937）出版之《春秋正議證釋》，若此資訊無誤，

則與異名本出版同年，已有統合書名之版本。然據倪寶麟〈印書誌實〉，則統合本之

刊行，當始於民國己卯（民國 28 年，1939）。或許民國 26 年本《春秋正議證釋》，

本為異名本，只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時，以後名概前名而已。見倪寶麟，〈印書誌

實〉，收入吳佩孚，《春秋正議證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4 輯第 33-34 冊，頁

1197-1198。 
45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頁 182-183。 
46  同上註，頁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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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必須透過「救劫」挽回。此種説法，應是承自明清以來民間教派間大

為流行之「三期末劫」説。
47 
當然，三期末劫説屬於一種循環宇宙觀，48

與亡國、亡天下之憂慮，本是方枘圓鑿，未盡相合，但傳統儒者憂國憂民

之思維，卻將二者牽連。鍾雲鶯謂： 

清末民初民間儒教之所以強調「救劫」的訊息，實與其時代背景相關，

因此，在他們以宗教方式宣導「救劫」的理念時，其實背後所存在的

傳統儒者思維，是值得我們探討的。也就是説，在以「儒」作為倫理、

道德之價值判斷的中國社會中，面對時局的混亂，民間儒教以「救劫」

解釋經典，相應於主流儒學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共同關懷其實是「感

時憂國」。49 

正因為中國社會以「儒」作為倫理道德之價值判斷，故政局紊亂、道德淪

亡，以及如何救亡圖存，乃成為共同關懷。清末民初之民間教派，將道德

國運之隳頹視為「末劫」，並思「救劫」以力挽狂瀾，即是將憂國憂民之

心思，寄託於宗教。此種方式，雖與正統儒者不同，其共同關懷則一。 

本文所論之救世新教，便是如此。關於悟善社改組救世新教之緣起，

酒井忠夫曰： 

在教義的設教真旨一節中，「新教以救世命名，為拯救斯世也。當今之

時，聖人之道不絕如縷，邪僻之説橫行無忌，世惟重名利，輕道德，

壞紀綱崇盜竊，尚工巧而後天道……，以賊害為德，欺弱侮遇，以暴

厲為強，窮武好兵。以現在為務，而不懲於前，毖於後。是謂末紀。

厲氣流衍，神道不彰，魔鬼乘隙，君子退藏而宵小得志，顛倒以行，

悖逆以施，天下皆是，孰為救之。是以新教告成，應時垂訓，挽諸狂

                                                                          

47 「三期末劫」者，乃融合道教末世、度劫與佛教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等説而

成。該説將歷史分為青陽、紅陽、白陽三期，三期之末，皆有災劫，故三期中皆設教

接引眾生，至於惡輩，則打入劫數。三期末劫中以白陽為甚，白陽劫過後，太平之世

重開。 
48  李豐楙認為，道教之「末世」説包含宇宙論與拯救論二種模式，其宇宙乃是遵守圓道

循環、陰陽消長。李氏之論，並未及於明清教派三期末劫之説，但此種循環宇宙觀則

一也。見李豐楙，〈傳承與對應：六朝道經中「末世」説的提出與演變〉，《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9(1996.9): 91-130。 
49  鍾雲鶯，《清末民初民間儒教對於主流儒學的吸收與轉化》，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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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祛邪衛正，以續絕垂之道，……以順天道之真，以繼古昔之聖。」

明示了本教的立教精神。當前宗教精神頹廢，邪説邪教盛行，而世道

之綱紀廢弛之故，本教為拯救此末紀之世而設。此時運觀即為存於民

族宗教之時運觀，亦即所謂「年在甲子，運值中元……挽回末劫，感

動天心」（民國十三年─甲子─十二月初八日之教敕），在説明利用甲

子或中元之劫説，以貫徹此教的立教精神。50 

觀此，可知該教對於民國時局，尤其是道德風氣，痛心疾首，故該教宣稱，

此等時局乃是「末紀」、「末劫」。日本學者吉岡義豐《中國民間宗教概説》

論及救世新教時，亦特立「劫運的回歸」一節，以論民國政局亂象，便是

因為對於救世新教而言，民國無論政局、道德，皆沉淪墮落，宛如劫運降

臨；而救世新教之設，正為應劫救世，挽回末劫，更要「覺世警俗，振聾

啟聵，立大同之基礎。」
51 
教名「救世」，意乃在此。 

至於救世新教如何實踐其救世理想？悟善社尚未改組之前，便積極

從事慈善事業，吉岡義豐曰：「在悟善社正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民國

九年，一面設置糧食救濟會、貧民棲流所、貧民工廠和貧兒院等，一面開

始積極從事施衣、施藥、施棺等善事業或難民救濟活動。」
52 
改組後，救

世新教依然持續從事慈善工作，並設有「社會事業」相關教規，其中便有

涉及慈利事業、施濟事業、衛生事業、救護事業、工程事業及開闢道路等

章程規定。
53 

改組為救世新教後，其救世方針則有所調整。密素敏談及教內刊物《靈

學要志》內容之變動，曰：「自第二卷起，也就是籌設救世新教之際，《要

志》所宣傳之鬼神思想逐漸淡化，而代之以五教精義，尤其是儒、道、釋

三教會通之處及各教不足之處，以證明救世新教創立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此外，體例上也相應地增加了宗教一類，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養分，全

                                                                          

50 （日）酒井忠夫著，張淑娥譯，〈民國初期之新興宗教運動與新時代潮流〉，王見川主

編，《民間宗教》第 1 輯（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 20。 
51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上冊，不註頁碼。 
52 （日）吉岡義豐著，余萬居譯，《中國民間宗教概説》，頁 194。 
53  興亞宗教學會編，《華北宗教年鑑》，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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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闡述救世新教的教綱教法教義等。」
54 
改組立教之際，為使原是鸞壇之

悟善社，教義體系能更趨完備，故全面吸收五教思想，改革教義。此後，

該教雖仍從事慈善事業，但救世之指導原則已然上升至形上倫理，《救世

新教學會組織大綱》中，便道： 

本學會就儒、道、佛、耶、回各教真傳，研究所得，認為今日救世最

要之道，厥維倫理，故特定倫理為綱領。55 

救世最要之道為倫理，此道理乃救世新教研究五教真傳而得，然而五教之

中孰為要？《救世新教教經》則云： 

教為救世，而經世之道，莫備於儒。儒家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

蓋取其應天順人，明倫立教。每經改革，必能損益前人舊法，斟酌盡

善，以成一代之典章，而立百王之軌範。56 

要之，該教本藉興辦各類救濟事業，緩解現世苦難，然此畢竟只是治標；

末劫之根源，既是道德淪喪造成，欲治其本，便是恢復固有倫理；固有倫

理既以儒家最佳，直截了當之法，便是尊孔讀經。《大學證釋》諸序，皆

言及於此。救世新教總會副會長鍾世銘（1879-1965）序曰： 

清末游美歸國後，鑑於國中各學校議廢讀經一科，不禁感慨係之。夫

經學為吾國數千年來特殊之國粹，且為東方自有歷史以來，唯一無二

最高無上之文化；舉凡世道人心之不敝，綱常倫紀之不墜，胥賴是維

持而輔翼之。其重要為何如耶？57 

清季以降反孔廢經之風潮，與民國元年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廢止小學讀經，

令守舊人士有黃鐘瓦釜之嘆。正如鍾世銘於引文中所説，守舊人士認為

民國以來，所以綱常不修、人心不古，正是源於經書之不講。段祺瑞 

（1865-1936）之序則謂： 

                                                                          

54  密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頁 13。 
55  救世新教，《救世新教學會組織大綱》（出版項不詳），頁 2。 
56  救世新教學會，《救世新教教經》上冊（北平：救世新教學會，1932），頁 1。 
57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上冊，不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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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至聖求諸己而後教人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

大同無外之化，將來拯救世界戰爭之慘禍，出十八萬萬人民於水火之

中，置諸袵席之上，捨斯道而莫由；乃所到之處，以禁讀聖經，毀廟

聖廟特聞。58 

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也在段祺瑞主張下，

參與其中。雖僅止於以工代兵，派遣華工團，並未實際參與作戰，犧牲並

不甚多，然戰禍之慘，段祺瑞當亦有所聞見。有鑑於此，段祺瑞認為儒家

之道，足以拯救世界於戰禍，並批評禁讀經、毀聖廟之流。此直是將儒經

視為救劫之方、釜底抽薪之法。據此，亦足以明白救世新教之救劫，尊孔

讀經乃根本之計。至於尊孔讀經之救世方針是否僅止於口號？有無落實之

策？《大學證釋》中，有署名宗主純陽子呂喦之序，該序論及《大學證釋》

扶鸞而出之緣起，從中可以獲得解答，序曰： 

故神之顯也，必顯於為教，必因教之失傳，人之失德，教化不足，而

天理淪亾，世道顛危，而人心陷溺。故神以其志而更顯其功，以其用

而更推其志。於是神乃代人而倡教於世矣。59 

序文説道，神之所以顯，必定是「為教」，當教化不傳、道德失墜、人心

危溺之時，神乃現其功用，代人以倡明教化。序文接著謂： 

救世新教教義皆本於經，欲明救世新教，不得不求之經。故明經即以

為教也，明儒者之經，即以明唐虞以來聖人之教也；明聖人之教，即

以明救世新教也。故新教既立之日，而證釋經義之壇以設，其因緣蓋

有自矣。經既經多故，殘缺錯謬，不可不正之，以明當時聖人立言之

旨；而聖人之以為教千萬年者，不可復聞其全，則聖人雖有其經，猶

未收其用，雖有新教之設，猶未致其功。又古人所述，苟明其義，而

以證之新教，則可知新教之為聖人之教，且純為發揚光大聖人之教，

與古昔之經一也。故明經之事，必待今人；而證經之舉，必待今日。60 

神之所以顯，其目的既是「為教」，此段又道「明經即以為教」，是則神乃

                                                                          

58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上冊，不註頁碼。 
59  同上註。 
6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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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經」為方法，達到「為教」之目的。然而，何以要透過「明經」來 

「為教」？序中有言經典「殘缺錯謬，不可不正」，又言「聖人之以為教千

萬年者，不可復聞其全，則聖人雖有其經，猶未收其用，雖有新教之設，

猶未致其功」，言下之意，便是經典殘缺謬誤，聖人之教未能發揮功用，

方導致時局隳壞。因此，若欲使世道重步正軌，不能不由神代替人出面「明

經」，故曰「證經之舉，必待今日。」該教所以有《大學證釋》、《中庸證

釋》、《易經證釋》等書扶鸞而出，便是神靈見世道混沌，災生厲階，欲「證

釋」殘缺錯謬之經典，進而挽回末劫。此外，序文特別強調唐虞以來的聖

人之教，便是救世新教之教，與「古昔之經一也」，目的更在賦予諸經《證

釋》救世救劫之神聖地位。總而言之，救世新教希望透過扶鸞之方式證釋

諸經，以新的注解內容「回歸原典」，宣揚儒家禮教，提倡尊孔讀經，以

救世之目的。 

（二）救世新教發展之頓躓與吳佩孚之加入 

救世新教始自乩壇悟善社，至於規模初具，則有待於江朝宗 

（1861-1943）等北洋政要加入。江朝宗正式加入悟善社，是在民國 9 年，

此後江朝宗遂成為悟善社之骨幹。透過江朝宗，錢能訓（1869-1924）、陸

宗輿（1876-1941）、袁永廉（生卒年不詳）、段祺瑞、夏同龢（1868-1925）、

鄧孝先（1868-1939）、龔心湛（1871-1943）、曹汝霖（1877-1966）、鍾

世銘等大批軍政要人陸續參與。其中，錢能訓更曾擔任教統，被視為救世

新教第一任教主。悟善社能由小型乩壇，進而發展為頗具規模之教門，實

有賴於這批軍政名流提供之保護、經費，並為其爭取發展空間。
61 

然而，民國 15 年，擔任臨時執政之段祺瑞，因三一八事件被迫下臺，

國民政府更誓師北伐，先後擊敗孫傳芳（1885-1935）、吳佩孚、張作霖 

（1875-1928）等北洋軍閥，完成形式上之統一。救世新教依靠北洋政要

起家，段祺瑞下臺與北伐成功，無疑重挫其發展。事實上，北伐伊始，救

                                                                          

61  密素敏道：「北洋政要的經濟支持，比如錢能訓、江朝宗、龔心湛、陸宗輿等，一直

是悟善社經費的主要來源，也是其開展各種慈善活動的前提條件和有力保障。」見密

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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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教便對時局多有警惕，姚震作於民國 15 年冬之《大學證釋》〈跋〉便

曰：「我教應運而生，救茲濁世……。今春政變，震復至津門，感時事之

日非，悲國運之莫振，尤於法治主義不足挽救危亡之理，有所感悟。」
62 
一

如姚震所憂心，由於對於國民政府之法治立場，以及三民主義並不認同，

北伐後，失去靠山之救世新教，發展窒礙難行。雖江朝宗以「取消悟善社」

作為手段，規避「宣傳迷信，閉塞民智」之批判，以換取生存之空間，但

國民政府主政下，發展畢竟困頓。
63 

在如此時局下，吳佩孚之入教，更顯意義重大。吳佩孚加入救世新教，

乃是民國 21 年由四川輾轉返回北平後，在江朝宗勸説下加入，並擔任會

長一職。其於教中之角色，密素敏言道： 

吳佩孚擔任救世新教會會長後，教中所有重大活動均由其主持，並領

法號智玄，與江朝宗合力推行教務。此後，吳佩孚變成了與政府「打

交道」的主要人物……，所有呈文的署名均為吳佩孚、江朝宗、鍾世

銘，即使在內部改組成立理事會後，吳佩孚仍是第一常務理事。應該

注意一點，不管吳佩孚職務有多高，那都只是一種可利用的符號資源，

會中實權一直掌握在江朝宗手中。盡管如此，吳佩孚仍然身體力行，

扶乩打坐，樂此不疲。64 

吳佩孚加入救世新教時，雖已失勢，然畢竟曾手握重兵，更曾被視為最有

可能武力統一中國之軍閥，其影響仍不可小覷。
65 
正因如此，吳佩孚一返

北平，隨即受各方勢力拉攏。江朝宗顯然亦作如是想，因此在救世新教艱

困之時刻，吸收吳佩孚入教，給予高位，使之與政府「打交道」。換言之，

吳佩孚之於救世新教，乃是一種符號資源；拉攏吳佩孚，則無疑是救世新

                                                                          

62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下冊，不註頁碼。 
63  關於救世新教於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之發展困境，可詳參密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

頁 34-36。 
64  密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頁 39。 
65  民國 11 年（1922）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升任直魯豫巡閱使，擁兵十萬，控制北京

政府及鄂、豫、直、陜諸省；戰後，吳佩孚鎮守洛陽，為當時軍閥中實力最強，最有

可能統一中國者。然此後吳佩孚於第二次直奉戰爭，因馮玉祥倒戈而失敗，直系漸趨

消頹，後又遭國民政府北伐軍擊敗，乃遁入四川，依靠楊森（1884-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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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爭取發展空間之政治策略。
66 

四、「吳佩孚」作為尊孔讀經之策略 

上文已説明救世新教尊孔讀經以救世之理想，與扶鸞注經之推動方

法。然而，扶鸞注經而外，救世新教是否還有其他推動尊孔讀經之策略？

應劫救世之理想，自是一種宗教情懷，然若欲實踐以致大同，便不能僅依

靠情懷，扶鸞注經外，尚得將之推廣於世，方能推動尊孔讀經。尋求政治

上之奧援，便是一種推廣策略，如北魏天師道寇謙之（365-448）尋求宰

相崔浩（351-450）之支持，便是一例。總之，救世新教本起源於民間乩

壇，欲救世致大同，由下而上，尋求政治資源，相較於僅向下層民眾傳教，

絕對是更有效率之方法。事實上，在救世新教要人當中，便有不少軍政

要人、社會名流，「在這些要人的參與支持下，與其他分散、曇花一現的

乩壇不同，悟善社經過不斷改組，一度發展為頗有影響力的新興宗教團

體。」
67 
藉由軍政商界名流、要人以發展教務，救世新教顯諳此道。惟此

                                                                          

66  吳佩孚能夠作為符號資源，助救世新教與國民政府「打交道」；然而，同在教內，同

樣素具名聲、地位之段祺瑞，何以未有相同收效？此或與其在北伐前，便已下野退居

天津有關，但更重要者，則是段祺瑞對於救世新教之向心力問題。密素敏道：「表面

上看，這些北洋政要的加入給悟善社的發展帶來了生機，但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穩定

的，尤其是這些當政的官員。以段祺瑞為例，在首任教統錢能訓去世後，段為什麼拒

絕擔任教統一職？時人分析，『聞合肥雖深信佛法，而於神怪不經之説，則力辟之』，

由此可見，一些北洋政要的加入並非真的想在教中有所作為，而只是作為閒暇或失意

後的一種消遣或精神寄託。」見密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頁 27。段祺瑞雖身處

救世新教，亦與中國濟生會等扶鸞團體往來，然觀其多次邀請九世班禪（1883-1937）

主持時輪金剛法會，並參與高野山金剛峰寺座主龍池密雄（1843-1934）所倡議之中

日密教研窮會，則其或許更心儀密教，亦未可知。如此，則段祺瑞未多費心思於救世

新教，便可以理解。關於段祺瑞與班禪、龍池密雄、中國濟生會之往來，可參段祺瑞， 
    〈時輪金剛法會緣起〉，收入陳煒舜主編，《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臺北：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司，2020），頁 194-202；段祺瑞，〈會長段祺瑞氏致總裁書狀〉，收入陳

煒舜主編，《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頁 203-211；段祺瑞，〈《鴻嗷輯．樹德篇》題

詞〉，收入陳煒舜主編，《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頁 512-515。 
67  密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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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就整體教務發展而論，至於該教如何尋求政治資源，以推動尊孔讀經之

理想？文獻難徵。因此，本文乃欲藉由與救世新教關係密切之《春秋正議

證釋》切入，試圖側寫該教尊孔讀經之策略。救世新教吸收吳佩孚，本有

爭取教門生存空間之考量，而藉上文所考證之北平明經學會來歷、《春秋

正議證釋》成書過程，更可一窺救世新教試圖尋求政治資源，以推動尊孔

讀經之救世理想。以下，將針對此點論述，並兼論及其成效。 

（一）透過吳佩孚以推動尊孔讀經 

吳佩孚與救世新教關係密切，不僅身在教中，更出任轄下北平明經學

會會長。惟單純就救世新教吸收吳佩孚加入一事看來，似只是幫助教務發

展，無涉尊孔讀經；若就明經學會、《春秋正議證釋》考察，則可另有發

現。首先，乃是明經學會。據上文考證，知北平明經學會乃救世新教轄下

組織，雖尚無法考證其詳細宗旨，然今查救世新教訓條，有：「遴選通儒

宿學，及各教名宿研究教義，設立學會，以為演講地步。」
68 
成立學會研

究教義，本就為該教既定政策，何況學會以「明經」為名，又預定延聘「通

儒」，則該會以提倡明經為宗旨，應無疑義。
69 
然而，吳佩孚雖秀才出身，

素具儒將美稱，但未為「通儒」；雖多與救世團體往來，亦任各教要職，

但多屬掛名，非屬「名宿」；要之，其資格與救世新教訓條之要求有所出

入。因此，使掌明經學會等會，
70 
當另有所求，可視為拉攏吳佩孚之手法。 

                                                                          

68  興亞宗教學會編，《華北宗教年鑑》，頁 119。 
69  學會以「明經」為名，宗旨顯而易見，然學會提倡明經，是否有具體章程、步驟等細

節，目前尚未明瞭。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明經説》特刊 30 期，即為該會刊物，

該期內容為「明經以立世界宗教禮教政教之本論」。 
70 《春秋正議證釋》另有「春秋學會」本。王錦渠於書後跋文曰：「公在日已立『春秋學

會』……。書既鋟，即以學會為其發行之始。」由語氣觀之，該會之成立，或僅稍早

於吳佩孚之亡故。又因有王錦渠之跋，則春秋學會與救世新教之關係，不難想見。又

密素敏曰：「吳佩孚與江朝宗等還編寫了多部經書，作為救世新教會對外宣傳的小冊

子，比如《循分新書》、《正一道詮》、《明德講義》。」此三種書著作，今皆收入《吳

佩孚先生集》，其中《正一道詮》封面題簽有「明德學社」字樣，則該社亦應隸屬於

救世新教之學會。見王錦渠，〈重刊春秋正議證釋跋〉，頁 1（跋文獨立計頁）；密素

敏，〈從檔案資料看民國時期的救世新教〉，頁 24；吳佩孚，《正一道詮》，收入吳佩

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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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春秋正議證釋》一書，亦應同等視之。該書前身為吳佩孚獨立

撰寫之《春秋左傳淺解》，其後乃加上北平明經學會會員（同時也是救世

新教成員）諸人附解，更名為《春秋正議證釋》。事實上，救世新教教內本

有《大學證釋》、《中庸證釋》、《易經證釋》等數部經典，可知「證釋」為

救世新教經典慣用之書名。關於「證釋」之名，據救世新教教訓條「凡教

義所述，須博引《四書》、《五經》，各教專經詳細證明釋之，使人易解」，
71

知其意乃「證明解釋之」。至於由誰「證釋」？以前引《大學證釋》凡例

為證，知證釋《大學》者，乃降乩之聖人前賢；而《中庸證釋》、《易經證

釋》二者，亦皆經由乩沙而成。由於「證釋」經典者乃是神靈，是故被「證

釋」之經典，自然不同凡俗；又據上文所述，神靈「證釋」之舉，含有尊

孔讀經以救世之理想，故地位更顯崇高。今《大學證釋》中，錄有朱熹 

（1130-1200）跋文，文曰： 

熹不敏，隨宣聖之靈，與臨斯壇，時聞講述，頓開心識……。今際逢

盛會，飫受陶鎔，乃知聖意自明，經義自當……，強為解詁，遂失真

意，由今思昔，內疚良深。72 

今也《大學》之證，為聖人之靈所成……。由此以證之，則經之真偽

是非，不容更疑，而《證釋》之真偽是非，亦不容更誣也。73 

朱熹此跋文亦是扶鸞而出，其特別之處，在朱熹本人現身懺悔，承認其改

本説解，失卻《大學》真意；更進一步指出，《大學證釋》為聖靈所作，

不可疑誣之。言下之意，乃表示「證釋」本方是正確，只有「證釋」本方

能端正世間風氣，挽回末劫於將來。要之，「證釋」主要乃是聖賢神靈，

透過扶乩，證明解釋經典，更象徵推動尊孔重經以救世之使命，因此地

位崇高，神聖不容懷疑。救世新教總會副會長陸宗輿記述《大學證釋》

緣起時，便道：「惟近時北京總會教壇所宣之救世新教教綱，撮五教群經

之精粹，實為神靈垂光最充滿之作……，其次即津教會之儒經《證釋》是

                                                                          

71  興亞宗教學會編，《華北宗教年鑑》，頁 120。 
72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下冊，不註頁碼。 
7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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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74 
救世新教主張諸教合一，融合五教群經之教綱地位最高，自不在

話下，諸經《證釋》僅次其後，亦足以見其在教中經典之地位。
75 

正因為諸經《證釋》在教中地位非凡，因此吳佩孚《春秋左傳淺解》

之成為「證釋」，更別具意義。即便吳佩孚之注《春秋》，同樣抱持澄清

天下之理想，然《大學證釋》、《中庸證釋》、《易經證釋》三者皆飛鸞而

出，獨《春秋正議證釋》出自吳佩孚一介凡軀，且《春秋》亦非教中認

定最重要之儒教經典，
76 
其得以共用「證釋」之名，便不能不使人思考

其背後原因。 

《春秋正議證釋》首尾整合完成出版，全書正式襲用「證釋」之名，

是在民國 28 年，雖民國 16 年「國民黨北伐完成後，悟善社迫於社會情勢，

扶乩的活動日益減少且更加隱蔽」，
77 
但這並不代表吳佩孚能毫無理由，

以凡人凡書，躋身列聖「證釋」之列。因此，救世新教將「證釋」之名，

讓渡予吳佩孚《春秋左傳淺解》之舉，當另眼視之：亦即藉由認同其著作，

賦予其著作與神靈「證釋」之經典同等地位，以拉攏吳佩孚。要之，此段

由「淺解」至「證釋」之過程，應視作救世新教為攏絡吳佩孚之策略。 

然而，無論是使吳佩孚主掌明經學會，抑或讓渡「證釋」之名，攏絡

吳佩孚之餘，仍可得見尊孔讀經之救世理想。何以見得？事實上，尋求軍

閥幫助，或根本由軍閥帶頭，以為尊孔讀經號召，與民國時期軍紳政權之

結構息息相關。
78 
中國歷史多數時候乃是以紳領軍，仕紳地位高於軍人；

                                                                          

74  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上冊，不註頁碼。 
75  諸經《證釋》，由於為聖賢神靈降乩證釋，故不僅在救世新教當中有崇高地位，在其

他救世團體中，亦是如此。宋文里便曰：「根據一位負責編輯《發一崇德雜誌》以及

一些經典教材的講師説：在崇德學院裡，研讀三教經典都有最高權威的版本，就儒教

經典來説，那就是《證釋本》，譬如已出版的有《易經證釋》和《中庸證釋》。」由此

可見一班。見宋文里，〈負顯化：觀看借竅儀式的一種方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5(1999.9): 188。 
76 《救世新教學會組織大綱》謂：「首以《孝經》、《易經》、《三禮》、《學》、《庸》、《論》、 
   《孟》為儒家學案之主體，次以《尚書》、《春秋》、《詩經》、《管》、《晏》諸子，及宋、

明、清諸儒專集為儒家學案之用。」見救世新教，《救世新教學會組織大綱》，頁 6-7。 
77  密素敏，「民國悟善社研究」，頁 27。 
78  陳志讓曰：「中國從所謂的紳士或地主政權建立之後，實際的政權基礎是紳士和軍人

的聯合，那是紳—軍政權。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後，軍人的勢力壯大，中國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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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國初年，軍人勢力抬頭，紳軍政權之政治結構倒反為軍紳政權。以

往之紳軍結構，士紳欲倡尊孔讀經，不須透過處於下位之軍人；然一旦地

位顛倒，士紳之倡尊孔讀經，若欲有更大之影響力，便不得不尋求有相同

文化立場之軍人協助。如康有為（1858-1927）之與吳佩孚相善，亦出於

此結構問題。
79 

救世新教亦同，對其而言，吳佩孚即是「有相同文化立場的軍人」。

因為，雙方無若共通之溝通基礎，合作勢必難以成功。由前揭引文中，吳

佩孚身體力行打坐扶乩一事，可見吳佩孚在教中雖無實權，但確實潛心宗

教。此即為其合作基礎。吳佩孚曾道： 

孔子一生維持禮教，蓋恐舍禮教而言政法，禍患靡有底止也……元為

夷族，猶知尊孔；明定鼎後，宮中侍講重古本〈大學〉、〈中庸〉；清雖

滿族，而能尊孔重經，結果均佳。民國成立，首廢禮教，專講政法及

物質科學。《禮》云：「以禮為無用而廢之者必有亂。」因而歷任總統，

均不得久於其位。80 

吳佩孚以為，元、明、清三代皆知尊孔，故政局較民國穩定；民國政局所

以紊亂，其癥結便在於「首廢禮教」。因此，若能尊孔重經，問題即可迎

刃而解。此看法與第二節中，救世新教對於民國禮教不修、批孔廢經之擔

憂，何其相似。再觀《春秋正議證釋》中，吳佩孚以「智玄餘義」曰： 

何國體變更，異學爭鳴，竟爾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乎。禮儀之防既潰，

淫靡之風遂成，厭綱常之舊制，好解放之新詞，男倡公妻之論，女崇

多夫之風，由是婚媾離異，自在位以至庶人，法庭有案，君民赤化；

自原野以至市鎮，多士被災。此《左氏》所謂：姜不安莒，莒人入向。

                                                                                                                                                                                  

機構從上到下，卻變成了軍人領導紳士的政權。北京的總統、總理、國務院、國會受

軍人操縱；各地方的縣長、鄉長也受軍人的操縱。這種政權我們叫做『軍—紳政權』。」

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4。 
79  康有為對吳佩孚期望甚殷，不僅出於孔教聖道存續之考慮，希望吳佩孚武力統一中國

後，能行其恢復清室、君主立憲之理想，亦為原因。康有為此種盤算，亦足以反映軍

紳政權下，士紳欲實踐理想，而與軍人合作之方式。 
80  吳佩孚，〈四川國學會講演詞廿年七月廿四日〉，收入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

孚先生集》，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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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為兵禍防，亡國防，且將為由亂種而至於滅種防也。81 

其所憂心者，一則國體變更，一則異學爭鳴，亦即前揭引文中所言—「民

國成立，首廢禮教」，並以莒人入向為例，認為如此局勢，不僅有導致兵

燹之虞，更甚者亂種、滅種。吳佩孚既不滿於新建立之共和政體，又不愜

於各種「解放之新詞」，自然尋求解決之道，故吳佩孚以「本解時用」道： 

明經所以致用救時。今日滄海倒流，不畏天，不脩德，名教掃地……。 
《春秋左傳》之大經大法始此，貴能引而申之於時俗，以救其敝焉。82 

「明經」所以救時，《春秋左傳》之大經大法正能拯救時弊，是則吳佩孚撰

作《春秋左傳淺解》時，確實抱持尊孔讀經以救世之理念，此點與救世新

教之立場正是一致。吳佩孚加入救世新教，以至《春秋正議證釋》於明經

學會出版，此種相同之思想立場，亦是原因之一。 

雙方立場既同，則明經學會之設、「證釋」之讓渡何以能籠絡吳佩孚，

便不難理解：學會以明經為名，推動尊孔讀經，本就與吳佩孚之理想相符；

讓渡崇高的「證釋」之名，則表示看重吳佩孚之著述。正因雙方立場相同，

則此二事便不應只視為單純之「籠絡」。事實上，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

證釋》若得收尊孔讀經之成效，亦等同於為救世新教之救世理念張目。因

此「吳佩孚」絕非僅是與政府交涉之政治符號，更是推動尊孔讀經之「策

略」，藉由拉攏其名聲、地位、人脈等政治資源，將尊孔讀經之理想，向

外拓展。換言之，「證釋」之讓渡，實應視為救世新教於扶鸞注經之外，

推動尊孔讀經之另一種策略。
83 

                                                                          

81  吳佩孚，《春秋正議證釋》，頁 222-223。 
82  同上註，頁 7。 
83  據上文，《淺解》到《證釋》之過程，橫跨民國 24 年至 28 年（1935-1939）。此段時

間中最值得注意者，莫過於對日抗戰之爆發。民國 26 年（1937），蘆溝橋事變爆發，

平津陷落，落入日本掌控。江朝宗隨即出任日本偽政權職務，與日本過從甚密。方其

時，日本積極接觸吳佩孚，希望與其合作，甚至派出在華特務機關首腦土肥原賢二 
    （1883-1948）敦請吳佩孚出山，然被其拒絕。正因為吳佩孚堅拒任職日偽組織，故

江朝宗再次出面，請吳佩孚與日本合作。以此觀之，「證釋」之名的讓渡，不僅僅是

救世新教為推動尊孔讀經，拉攏吳佩孚之手段，其背後或許更有日本勢力之介入：亦

即透過握有救世新教實權之江朝宗，説服吳佩孚為日本所用。大東亞共榮圈之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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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成效 

救世新教以「吳佩孚」作為一種尊孔讀經之政治象徵方法，其具體成效

如何，難以考察。然而，通過己卯仲秋本《春秋正議證釋》書末〈刊書誌

實〉、〈印書再誌〉二文，猶可稍窺該書印行銷售之成果。以下節錄鈔迻之： 

自客歲戊寅四月初間付梓……，今歲暮己卯暮春板始完全修竣，覆閱

後交該處趕即先印五百部。84 

昔左思賦〈三都〉，洛陽紙貴；今是書一出，即為世所重，而燕京紙貴

矣。此次續印千部，據前印時僅三閱月……。況現印千部已全數售罄，

行見此書將風行於全國也；且不啻風行於全國已也，蓋以其能針砭人

心，故深有裨於世教也。是為誌。85 

該書於民國 28 年孟夏初刻五百部，僅三閱月而續印千部，亦旋即售罄；

                                                                                                                                                                                  

設策略，本試圖聯合日、滿、中，建立以道義為中心之東洋文化，對抗西方物質文明，

以維護東方傳統為名，進行殖民統治，滿州國提倡「王道樂土」，即是一例；而救世

新教之文化立場，本就與此趨近，甚至曾與主張「實現亞洲精神統一」之大本教合作。

是故救世新教以「證釋」為媒介，試圖促成崇儒之吳佩孚與日本的合作，亦在情理之

中。事實上，《春秋正議證釋》諸版本中，亦有與日本相關連者。今東京大學綜合圖

書館藏有《春秋正議證釋》一函，內有《春秋正議證釋の內容》一冊，此為其他版本

所無。該書註明吳佩孚口授，岡野增次郎筆記，可知為吳佩孚講授《春秋正議證釋》

內容，而由岡野筆之於書；此外，書前亦有岡野之序。岡野增次郎雖是吳佩孚舊交好

友，卻也是日本安插於吳佩孚身邊之顧問，專門負責敦請吳佩孚出山。明於此，則日

本、救世新教、吳佩孚間之關係，便隱約浮現。當然，《春秋正議證釋の內容》於 1940
年成書時，吳佩孚已然逝世，但由其中內容，亦可窺見與日本千絲萬縷之關係。如該

書中，吳佩孚特別透過《春秋》內容，論述日、中關係，由書中〈春秋正議證釋の內

容に就いて〉的副標題為「日支兩國親善の指導原理」，便可知一二；此外，書之首

頁鈐有「裝幀成本書，謹奉獻上予（昭和）天皇陛下、皇后陛下、皇太后陛下」（本

書裝幀成ル謹テ天皇陛下皇后陛下皇太后陛下ニ獻上シ奉ル）朱印。總而言之，救世

新教與日本之合作，畢竟出於趨近之文化理念，若讓渡「證釋」，以促成吳佩孚與日

本合作一事為真，則戰略意味濃厚，吳佩孚作為該教與日本合作之資本、手段，更應

視為該教推動尊孔讀經之策略。見吳佩孚口授，（日）岡野增次郎筆記，《春秋正議證

釋の內容》，頁 1 上。 
84  倪寶麟，〈印書誌實〉，頁 1198 
85  倪寶麟，〈印書再誌〉，收入吳佩孚，《春秋正議證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4 輯

第 33-34 冊，頁 119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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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29 年，又有春秋學會本。則該書在短短兩年內，至少有一千五百部

以上之銷量；再觀〈印書再誌〉之語氣，則救世新教中人似亦頗受此成果

激勵。要之，以「吳佩孚」作為推廣尊孔讀經之策略，似有一定收效。然

而，短時間內有如此銷量，雖不可謂不多，然消費者究竟為誰？是否皆為

救世新教教徒認購？此皆無從考證。尊孔讀經之時代畢竟已逝，逆時代風

氣而強行推動，效果想亦有限，
86 
此處不過列出其銷量，以備參考佐證而

已。 

五、結  論 

本文主要考證北平明經學會之來歷，與《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兼

及於救世新教推動尊孔讀經之策略。成果大抵有下：一、確認北平明經學

會為救世新教轄下組織。二、確認《春秋正議證釋》一書，乃明經學會會

員「附解」吳佩孚《春秋左傳淺解》後，讓渡教中重要典籍之通用書名— 

「證釋」而成書。三、本文認為救世新教所以讓渡「證釋」書名，乃是該

教於扶鸞注經外，推動尊孔讀經的另一種策略：即以軍閥吳佩孚為政治象

徵，並藉由其政治資源，進一步推動尊孔讀經之救世理念；所以如此者，

除軍紳政權之結構使然，吳佩孚同樣抱持尊孔讀經之理念，亦是重要因素。 

儒學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與佛老二氏會通，亦時與民間宗教融合。然

而，民間宗教由於被多數新知識分子視作迷信，在學術現代化之過程中，

往往遭忽略，甚至屏棄。故學者研究儒學，少有涉及民間宗教者。民國時

期，由於宗教政策遠較遜清寬鬆，傳統民間宗教、新興救世團體，活躍於

社會各層面。以民國時期之尊孔讀經運動為例，便有如救世新教、道德學

社等救世團體涉入，此皆以往不受學者留意者。王見川指出：「就在陳煥

                                                                          

86  如何兆武便曰：「這一點引起我們那輩人的反感，為什麼這些人都主張『尊孔讀經』？

可見『尊孔讀經』絕不是個甚麼好東西……。你想這些官僚軍閥能提出什麼好東西？

絕對不可能有好東西，好東西他們也提不出來。他們越要『尊孔讀經』，我們就越不 
    『尊孔讀經』。」效果不僅有限，甚至造成反效果。見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

記》（新北：木馬文化出版公司，2011），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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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等人及傳統士紳主導的孔教運動逐漸走下坡之際，教門團體、鸞壇興

起，撐起尊孔大旗、提倡五倫、八德，挽救人心，救濟世人。」
87 
尊孔讀

經、五倫八德、民間宗教、救世團體等，或許不受當時新知識分子歡迎，

然在民間，其影響遠非知識分子能夠望其項背，至今猶然。惟其影響雖鉅，

研究成果卻不豐碩，故相關議題，仍有許多發展空間。本文之撰作，有鑑

於此，特以北平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證釋》為中心，論救世新教尊孔讀

經之策略，期能對此領域略有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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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g Jing Associ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unqiu Zhengyi Zhengshi: Jiushi Xinjiao’s 

Strategy of Honoring Confucius and Read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Lin Yen-ting
∗
 

Abstract 

The work Chunqiu zhengyi zhengshi 春秋正議證釋 was written by 

members of the Ming Jing Association 明經學會, headed by Wu Peifu 吳佩

孚 (1874-1939). Although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touched upon this text, 

the history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processes of book production have yet to 

be discussed.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ing Jing 

Association was attached to Jiushi xinjiao 救世新教 (New Religion to Save 

the World), as well as further pointing out Chunqiu zhengyi zhengshi and its 

annotations were based on Chunqiu Zuo zhuan qianjie 春秋左傳淺解, written 

by Wu Peifu; the concept “zhengshi” 證釋 exclusively used in the classics 

concerning “religion” was adopted from Jiushi xinjiao to produce Chunqiu 
zhengyi zhengshi. Jiushi xinjiao regard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Republican era as the concluding disaster of the final age, and it maintained 

that the political chaos and moral corruption of the time was due to a lack of 

teachings regard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of education on rites and 

ceremonies. Therefore, the principle method advocated for by Jiushi xinjiao 

was to honor Confucius and value the classics. Aside from spirit writing 扶鸞 

practice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from historical sources how 

Jiushi xinjiao carried out these methods. Regardles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   Lin Yen-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林彥廷∕北平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 

 
305 

the reason for Jiushi xinjiao’s use of “zhengshi” was to draw from Wu Peifu’s 

politic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ideals of salvation by means of honoring 

Confucius and read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precisely in line with one of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Jiushi xinjiao. 

Keywords:  Ming Jing Association 明經學會 , Jiushi xinjiao 救世新教 , 

Chunqiu zhengyi zhengshi 春秋正議證釋, Wu Peifu 吳佩孚, 

New Religion to Save the World, honoring Confucius and 

read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