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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歷程中的「熟讀精思」法－ 

從《朱子語類》視角解讀                                                               

The Method of Reading Proficiency during the Reading Progress －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U ZI YU LEI 

摘    要 

 

教育的目的在為將來的競爭力和生活力作準備，而閱讀是一切知識學習的基礎。教育部

在十二年國教政策中提出未來學生需具備的 10項素養、能力，10項素養中首推「培養閱讀

習慣」。扎根閱讀教育是所有學習的基礎，從閱讀中可以培養孩子語文表達、思想辯證與價值

澄清的能力。閱讀能整合學習的知識與經驗，一旦養成閱讀習慣，則能從理解、歸納、賞析

與創新中增加思辨能力與邏輯思考。 

閱讀是所有學習的基礎，閱讀能力越強越有能力思考、批判，也越能有效將知識應用於

生活中。那麼有效的閱讀是什麼？絕非「不精不明、不深不達」的翻閱，而是一種深入的「熟

讀精思」。朱熹是南宋時期理學大家，他一生的時間都在讀書和教書，提出許多精闢哲理和讀

書方法。他的學生將其讀書經驗歸納為六項，稱為「朱子讀書法」。「朱子讀書法」中的「熟

讀精思」是獲得知識重要的門徑，有些學生花很多時間閱讀可惜成效不大，主因是未在「精

熟」兩字上下功夫。 

讀書貪多而不求精熟很難有成效，本文以朱子一生刻苦治學，勤勉執教的體驗和實踐經

驗彙整，期能對後生晚輩有所啟示和借鑒。 

 

關鍵字：十二年國教、閱讀、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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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培養閱讀習慣」的素養是政策成功的關鍵。因為扎根閱讀教育才

能培養出表達能力佳、思想辯證強，具有價值澄清能力的社會公民。 

朱熹，南宋時理學家，窮盡一生都在讀書和教書，他提出許多精闢哲理和讀書方法。他

的弟子們將其讀書經驗歸納整理出六個門徑，稱「朱子讀書法」，提供後學進德修業之門路。 

第一「循序致精」，告誡讀書人不要急著想看到成效，不可懶散，要有適當的進度，一步

一腳印才能見效。第二「熟讀精思」，有些人花很多時間讀書卻不見成效，主因沒在精熟兩字

花上時間，讀在多的書不求精熟難有成效。第三「虛心涵泳」，朱子主張讀書要抱持虛懷若谷

的態度，耐心地反復咀嚼，才能深刻體會文中的旨趣。第四「切已體認」，從讀書法的角度切

入，朱子強調讀書必須自己願意，才能將所學的理論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即十二年國教強

調的素養導向）。第五「著緊用力」，有兩層意思，一指時間上要抓緊，求知識可廢寢忘食；

二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剛毅果決、奮發勇猛。第六「居敬持志」，即讀書必須全神貫注，要有

遠大的志向和頑強的毅力，這是朱子讀書法的基本精神。 

    這六項是是朱子一生刻苦治學，長久以來最具有影響力的讀書方法。以下就從《朱

子語類》視角解讀朱子「熟讀精思」法在閱讀教育中的時代意義。 

 

二、朱子生平及時代背景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別號晦庵、晦翁等，安徽婺源人，生於西元 1130年（宋高宗

建炎四年），卒於西元 1200年（寧宗慶元六年）。十九歲中進士，二十二歲任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四歲見李侗（愿中）才正式受學（朱熹曾在武夷山下拜師，將其語錄輯成《延平答問》。

李侗對朱熹十分器重，把「洛學」傳授朱熹。因此朱熹承襲二程的「洛學」，也綜合了先前各

大家思想，奠定了他學說的基礎）。李侗曾寫信給友人說「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

有」又說：「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

體認來。」1。朱熹四十歲提出「敬」字作為進德修業的主要法門。四十六歲那年呂東萊（呂

祖謙）訪朱子於寒泉精舍，二人一起編著《近思錄》。同年四月與呂東萊、陸子壽、陸子靜（象

山）有鵝湖之會（是宋朝時一場程朱理學與心學的學術辯論，呂祖謙主持）。 

慶元二年(西元 1196年)，韓侂胄為相，朱熹被彈劾去職，進而被列為「偽學逆黨」，在

危難中，朱子回答學生說：「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濾。」「某又不曾上書自辨，

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

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

見得這個道理，都不見刀鋸鼎鑊。」2慶元六年間朱子過世。在歷史上他留下的遺言是：「為

學之要，惟是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3據史書記載朱子臨終前還在改《大學．誠意》章，治學精

神值得敬佩。 

                                                 
1《中國思想史》，韋政通，水牛出版社，民國 85 年 10 月 12 版 3 刷，頁 1151。 
2
 《朱子語類》，〔宋〕黎靖徳編，中華書局，2007 年 101 月第 6 次印刷，頁 1154。 

3
 同註 2，頁 1154。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sp=nmt4&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6%259C%25B1%25E7%2586%25B9&xid=17259,15700022,15700105,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73,15700201&usg=ALkJrhhe1OT8rBdK8luMIQ1WQKoxNNYyD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sp=nmt4&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6%25AD%25A6%25E5%25A4%25B7%25E5%25B1%25B1&xid=17259,15700022,15700105,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73,15700201&usg=ALkJrhjk_z9jRZwjGubFzXs1Q6pF_tdaT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sp=nmt4&u=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3Ftitle%3D%25E5%25BB%25B6%25E5%25B9%25B3%25E7%25AD%2594%25E5%2595%258F%26action%3Dedit%26redlink%3D1&xid=17259,15700022,15700105,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73,15700201&usg=ALkJrhg_e9jE30UGxeOGmXgUOIempjU2c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sp=nmt4&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6%25B4%259B%25E5%25AD%25B8&xid=17259,15700022,15700105,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73,15700201&usg=ALkJrhhugyGYYvDlYpsP8XaZx6kqZLk_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6%9C%B1%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AF%E8%A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82%E7%A5%96%E8%A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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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一生著述繁多，有《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太極圖

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正蒙解》等等著作。後人編纂的有《朱文公文集》一百卷及

《朱子語錄》一百四十卷。其中《詩集傳》和《四書章句集注》成了後代子孫、學生作學問、

研究課題必讀的教科書。朱子強調「格物致知」，即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他把

傳統的綱常加以理論化和通俗化，讓一般人了解，朱子認為「三綱五常」是社會的最高道德

標準，是永存不滅的，他的思想與學說對後世影響深遠而巨大。 

    朱熹在七十年的生命歷程中，為官不到十年，從事講學和著書長達四十年之久。在人才

培育的貢獻上和儒家學術領域的貢獻上非常有成就。他躬耕田園勤政教學，養成了吃苦耐勞

的精神，學術研究上絕不空談，學業上專心致志，學問上務求學以致用。 

 

三、作學問要「熟讀精思」 

 
    朱子曾不厭其煩的對學生說「讀書要專一」「為學要專一」。他主張「熟讀精思」就是把

閱讀與思考緊密聯繫起來。「熟」與「精」二字，表示對「讀」與「思」的重視與講求。「熟」

是熟悉，熟悉不僅僅是背誦的意思，而是對於所讀的內容能夠深入的掌握，可以了解書中最

為精微的意思與道理。要怎麼落實才能做到呢？一定要用心思考，要儘量進入作者創作作品

時的心理過程，要設法把作者的社會環境、生活背景、心路歷程體會一番。因為如果只是複

誦書中文句，不了解創作動機與目的，就無法深入了解內容，就不是朱子所說「熟讀」的原

意，這裡所指的「熟讀」應是讀者與作者間心靈的契合或是心領神會的意境。 

    呂祖謙在《呂氏家塾讀書記》中記載說，司馬光曾說：「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

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蘇軾也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4他們共同點在強調熟讀精思的重要。朱子也說：「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又說：「讀書須是

成誦方精熟。」可見熟讀之外更重要的是精思。 

    朱子認為讀書既要熟讀又要精思。所謂熟讀，就是多次重複，把書讀的滾瓜爛熟，因此

《朱子語類》中強調： 

 

1.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事了，更需反覆玩味。5 

      2.書需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獨百遍時，與讀 

        十遍又自不同也。6 

      3.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 

        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透處。7
   

4.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 

                                                 
4
 出自〔宋〕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詩的前兩句。詩之內容：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
名宦恐不免，如今棲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朅來東遊慕人爵，棄去舊學従兒嬉。狂謀
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痴。與君
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諮。 
5《朱子語類》，卷 10，〔宋〕黎靖徳編，中華書局，2007 年 101 月第 6 次印刷，頁 165。 
6
 同註 5，頁 168。 

7
 同註 5，頁 1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6%9F%E8%AF%BB%E6%B7%B1%E6%80%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AC%E7%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5%91%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AA%E8%B5%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AA%E8%B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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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翻讀過， 

       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為有益。8 

 

讀書不在多，而應該要熟讀，面對文字一遍又一遍「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

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尤其國中小階段是

基礎教育，更應該反覆思索，充分理解文意。近年來教育會考題幹不斷延伸，閱讀力充分被

展現在成績上，如果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則深刻影響其他學科之學習與研究。 

    所謂「精思」是反覆思索玩味，找出文章的深意。《朱子語類》中說： 

 

1.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 

    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盪裡與自家心相肯，方得。9
 

      2.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10
 

      3.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11 

 

朱子在這裡強調反覆體驗，就是思索玩味，就是「精思」，因為讀者探求文義是無法速成的。

朱熹又特別提出「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

有得。」12先秦道家老子曾說：「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

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

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可見做學問不僅僅以耳聽之，更

要以心聽之、以神聽之，如此才可能「學在皮膚、學在肌肉、學在骨隨」，精思尤其重要。 

《朱子語類．訓門人二》中說： 

 

1.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 

        慢火養。   

      2.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 

        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13 

 

朱子告誡他自己的學生，作學問要專一用功，不可妄想一心多用，要看書、又要聽音樂、又

要吃東，太過龐雜。因而舉道家術語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置之ㄧ處，無事不辦。」14為

學不可粗淺。又舉掃地為例：「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15讀書也是如此，不經仔細閱讀便無法從中得到啟發，沒有深思熟慮也難把握書中精妙之處。 

    朱子再次強調學習不僅要循序漸進，而且要存疑，這是朱子讀書法中碰觸最多的問題。

因為我們越是熟讀精思，產生的疑問也就越多，當疑惑解除，獲得了知識，學習進步也會越

                                                 
8
 《朱子語類》，〔宋〕黎靖徳編，中華書局，2007 年 101 月第 6 次印刷，頁 189。 

9
  同註 8，頁 162。 

10
 同註 8，頁 163。 

11
 同註 8，頁 165。 

12
 同註 8，頁 162。 

13
 同註 8，頁 2766。 

14
 同註 8，頁 2857。 

15
 同註 8，頁 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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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朱子語類》中說：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裡方式長進。16 

 

讀書的過程中，如果只想一路讀下來，對前人所說或所作皆無疑惑通盤接受、認同，那麼將

如孔子所說「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因此有疑處才可能想辦法達到無疑無礙。胡適

先生也曾說：「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意思是要對人有信任感，做

學問要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求真」精神，看來這種精神對現代人而言是更重要了。《朱子語

類》中所提相關內容如： 

 

        1.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17 

        2.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徹處，心中也替他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 

          看。 

        3.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18 

 

有疑處或是與自己所了解的有出入時，若能再三斟酌審慎評估，參看各家說法，抓住重點便

能有所領會。《朱子語類》中不也提到說：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着深思熟 

      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19 

 

又說： 

 

      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 

      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20 

 

    讀書的目的不僅在獲得知識，而是要深入思索，發現疑難加以解決，心領神會後付諸行

動。朱子說：「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

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又說：「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

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他這種「熟讀精思」主張、存疑求真的學習思想應該

是來長期的教學體驗和治學心得而來的。未來十二年國教要的就是主動學習，透過閱讀培養

具有思辨能力的社會公民。  

     

四、如何做到「熟讀精思」 
 

                                                 
16

 《朱子語類》，〔宋〕黎靖徳編，中華書局，2007 年 101 月第 6 次印刷，頁 186。 
17

 同注 16，頁 185。 
18

 同注 16，頁 192。 
19

 同注 16，頁 191。 
20

 同注 16，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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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語類》：「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后里自得」21。主張「熟讀精思」

就是把閱讀與思考緊密聯繫起來的最好說明。「熟」與「精」二字，即表示對「讀」與「思」

的重視與講求。蘇軾也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們共同點在強調熟讀精

思的重要。 

    朱子強調為學要「熟讀精思」，那麼要如何實踐？對於作學問這件事，他在《朱子語類》

中一再強調熟讀精思的重要大於泛觀博取、廣泛閱讀。朱熹在《晦菴集》卷六十答友人朱朋

孫的書信中說：「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葢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

略而無所得也」朱子指出讀書人若能領悟其中道理，更當霞思雲想。那麼如何才能做到深沉

潛思、霞思雲想？以下分「熟讀」與「精思」兩部分闡述。 

 

（一） 熟讀部分 

「熟讀」的原意，這裡所指的應是讀者與作者間心靈的契合或是心領神會的意境。 

    呂祖謙在《呂氏家塾讀書記》中記載，司馬光曾說：「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

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朱子語類》中說： 

 

      1.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 

        道理與自家相肯，方得。22 

2.讀書，須是看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 

        罅時，脈絡自開。    

 

    唯有拒絕外在的誘惑及杜絕七情六慾才能專心於課業，否則放蕩形骸將無濟於事。早在

兩千五百年前老子《道德經》十二章就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23放縱自己，沉溺享樂將招致挫敗。若能自我約束並嚴立課程，久而久

之自當有所收穫。也就是說，做學問的過程中，要像大海一樣能納百川、不捐細流所以能而

成其大。將自己的閱歷、經驗、見識融入後加以體會、反思付諸日常生活。如此才能說學到

先聖先賢的哲理，不知不覺中轉化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智慧。  

 

（二） 精思部份 
《朱子語類》在「精思」這部份提到： 

 

 1.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24
 

       2.大抵人要讀書，須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 

       3.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函泳，切己省察。 

       4.為學須是痛切肯惻做功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25 

                                                 
21《朱子語類》，〔宋〕黎靖徳編，中華書局，2007 年 101 月第 6 次印刷，頁 167。 
22

 同注 21，頁 162。 
23《老子今注今譯》，陳鼓應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11 月第 8 次印刷，頁 118。 
24

 同注 21，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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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26 

       6.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 

        將百十斤炭火去煅，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27 

 

這裡所強調的是熟讀後融會貫通的重要。讀書要有韓愈〈進學解〉：「焚膏油以繼

晷，恆兀兀以窮年。」的勇氣；要有「讀你千遍也不厭倦」耐性；更要有「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的決心，如此才能反覆咀嚼玩味。因為從閱讀中學習面對知識，

尚不足以完全應付生活所需。掌握從閱讀中學習的技巧，促進整體的學習能力，才有可

能達到學習的目的。 

在理解和詮釋閱讀內容的歷程中，培養出思辨及批判思維能力是重要目的。每個人

興趣和需求不同，廣泛閱讀後的觸類旁通及心領神會將可提升生活素質。未來的世界是

如此多元與多變，以開放的心胸接納不同的文化、觀點、價值觀和特質，唯有透過閱讀

才能豐富學養，擴展對生命的了解，面對生命的挑戰。 

    《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

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

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

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

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

成渣滓矣！」 

 

這段話意思揭露一個不了《詩經》旨意的人以輕蔑態度以十一個字—「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與「思無邪」概括整部書。朱子以此告誡學生讀書如果空言無實，將不濟事，讀書應該深入

文意，端詳字句，仔細推敲使意旨更加詳細才是。《朱子語類》中說： 

 

  1.書宜少看，要極熟。28 

 2.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 

今人讀書，只袞袞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29   

 

    熟讀精思是說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於思考。有些人讀書記不得，表達也不清不楚，

腦海裡若有似無，都是不精熟的關係。朱子提出熟讀要做到「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他

                                                                                                                                                                  
25《朱子語類》，〔宋〕黎靖徳編，中華書局，2007 年 101 月第 6 次印刷，頁 134。 
26

 同注 25，頁 136。 
27

 同注 25，頁 137。 
28

 同注 25，頁 165。 
29

 同注 25，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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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讀書要能成誦如流，強調讀書要讀到一定的次數。在他看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時，

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精讀確實有助於理解文意，因為「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時下

學生已無法一次又一次反覆頌讀，一者學科繁複，再者外力誘惑太多。朱子如此強調讀書遍

數，其實就是在意學習成效，如果因為反覆頌讀增加理解與體悟，那麼「讀書千遍，其義自

見」就更有道理了。  

    

五、朱子讀書法中「熟讀精思」的時代價值 

最後我們透過朱子的讀書法看到，他把握六項原則中的—熟讀精思法。他認為「泛觀博 

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學者理會道理，當深層淺思」，這些說法是被認同的。但是，他一再

強調的「專致」要求做到收拾身心、令稍安靜、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函泳、切己省察…

等等，立意極好，但處在今日社會，這些要求不易實現，也許只是一個學者美好的經驗罷了。 

    試想當前 AI－機器人時代即將來臨，人力被機器人所取代即將實現。科技取代傳統、時

間就是金錢，要讀書人做到正襟危坐、收拾身心然後開始讀書，而且一遍又一遍達到滾瓜爛

熟，何其為難。這是一個知識爆發、資訊媒體充斥的時代，每個人為了生活在茫茫大海死命

拼搏、載浮載沉，還有誰能靜心沉思，真正做到熟讀精思。 

譬如說，目前社會上的各種大眾讀物所提供的服務，這些大眾讀物的素材已不限於紙本，

如：漫畫、小說、暢銷書、各類雜誌、媒體素材、影音媒材等等。當我們握在手上也不過是

信手拈來意在打發時間、消除壓力或是觀瞻時局感受社會脈動罷了！因此通俗流行的大眾讀

物、資訊媒材哪有必要熟讀呢？就算內容上有可取處也不過是一個經驗或概念的傳承，是否

需要達到「精思」的必要，還是有待商榷之處。 

    但是自朱子以來，傳承將近千年的讀書法，至今仍為學者所津津樂道，難道就沒有價值

與意義嗎？當然不是。朱子所強調的「熟讀而精思」的觀念對讀書人是正確且必要的。而且

具有時代意義。只是說時至今日應該有所調整—「熟讀精思」是否該具有針對性。比如說對

象是誰？或是從事哪些工作者？當然是一群為自己所喜愛的、想具有專門技能的學科能力、

或具有工作目標或時代性取向的人而定調的。他們的學習有特別的目的-考試、職務需求和特

殊用途或價值，此時熟讀精思就十分必要。 

如果跳脫科學技術層面，單就人生修為而言，為了奠定知識架構的穩定與基礎，培養一

個具有熟讀精思習慣的人是非常基礎且重要的工作。因此，我們要從朱子的讀法中汲取可為

借鑑的內容時，就需要高度的智慧。 

朱子是南宋時期的文人，那時的讀書人應該是一個知識傳承的專業文人，他們可以「兩

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但是生在當前五光十色的社會，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為

了因應潮流與時俱進，我們的閱讀方式、吸收新知與判讀內容也應該有所調整，用新的方法。 

 

梁啟超就曾經提出一套治學方法，簡單歸納後加上因應時代潮流與趨勢，未來作學問或

研究專題，融合應用的媒材後，治學方法包括以下幾項提供酌參： 

 

（一）熟悉治學本末落實為學方法次第 

宋．鄭樵在《通志圖譜略．源學篇》說：「耽義理者以詞章之事為不達學術之淵源；玩詞

章者以義理之事為無文采。要之，詞章…義理…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鄭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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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刻苦力學 30年讀遍古今書，他到處借書求讀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在經學、禮樂之學、語言

學、自然科學、文獻學、史學等都有相當的成就，其治學之道是「會通」、「求是」和「創新」。 

了解治學本末才能養成讀書趣味，從廣泛的涉獵中擇其一二，以成一家之言。學生階段

還在接觸、摸索，唯有廣泛涉獵了解興趣所在，然後才能知道作學問該用力於哪裡？ 

 

 

（二）嚴立課程主題精思熟讀並勤作讀書劄記 

    前面已說過朱子曾不厭其煩的對學生說「讀書須是專一」「為學須是專一」。主張「熟讀

精思」就是把閱讀與思考緊密聯繫起來，對於文本則更要虛心深入掌握精要，以了解文本最

為細緻的道理。如何才能做到？唯一法門就是專心，要盡可能進入作者寫作時的背景與心境，

站在作者的角度看待作品，體會心路歷程。唯有反覆吟詠箇終滋味油然而生，這就是朱子所

說「熟讀」的原意，也就是讀者與作者間心靈的契合。 

梁任公在〈治國學雜話〉中曾說：「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程。這方法是極

陳舊、極笨、極麻煩、而是極必要，即抄錄或筆記。」作筆記這件事在我們讀書階段就已被

要求過。平時讀本名著或傳記見其徵引繁博，分析細密，總是疑惑此人哪來如此記憶力、記

得很多東西。其實這些成果都是作者銖積寸累、困知勉行來的。不要懷疑，勤作讀書筆記是

作學問的門道。朱子說精思熟讀是讀書的方法，胡適說的五到：眼到、耳到、口到、心到、

手到。手到就是作劄記，即使作筆記是土法煉鋼方式我們仍然相信是有效的。 

 

（三）選一家之學循序研讀請益良師與好友切磋共讀 

    蘇軾〈又答王庠書〉說：「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

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並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

說，年輕人讀書，每一本好書都讀它幾遍。唯有讀他幾便才可能融會貫通，有所體悟。 

《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是孔子強調為學必須要有朋友。朋友可以

互相切磋琢磨以增進學業品行，彼此交流可增加學習效率。《論語．季氏篇》也說：「益者三

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為學能結交到博學多聞之人，就不會孤陋而寡聞。而更重要的

是請益良師，韓愈說：「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師襄、老聃，成就了學術大成的一代哲

人。除了多讀好書也要多交朋友，林良在《給孩子的十六封信》中就說過，朋友像是一本一

本的好書，多交朋友就等於多讀好書。 

 

（四）利用資訊媒體涉獵相關知識提昇治學效率 

    《論語·魏靈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來學問蒐集一直以傳抄為主，或者兼

備背誦模式。然因記憶有喪失或遺忘的困境，因此仰賴抄錄便成為知識留存或傳播重要方法。

抄錄過程因疲累、模糊、誤判等等，常導致知識或資料錯誤、跳頁落行或竄改，實是可惜。       

今拜科技昌明之賜，網路資訊、複製影印、媒體傳播提昇了資訊傳播的速度。這些諮詢

媒材，電腦科技都不是朱子時代所能想像，也不是當時學者可以應用的工具。因此，生於知

識爆炸、各種治學方法兼備的時代，若能立定志向虛心向學，避開網路誘惑，不沉迷於電競

遊戲，必能提昇治學效率，甚至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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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走讀學習豐富人生 

    清初張潮的隨筆小品《幽夢影》書裡：「文章是案頭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善

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讀書破萬卷可以涵養性情變化氣質，教

養出卓越的眼光；而行遍千山萬水走讀萬里江山，則可增廣見聞涵養寬闊的胸襟，培育高度

國際視野。張潮也說：「人莫樂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

能交益友，閒則能飲酒，閒則能著書。」遊名勝，賞玩自然應是勝過寒窗苦讀，更能符合當

前地球村的概念。知識積累於日常點滴，經驗再反覆練習中成熟。 

 

以上讀書法若能再搭配速讀進而一目十行、把握重點提綱挈領、網路瀏覽與電腦搜羅提

升閱讀視野與方法，將如虎添翼更利於吸收新知，這才是當前讀書人追求學問的上好工具。 

當然，站在時代的尖端，就要兼顧傳統與現代，融合朱子與前人的智慧善用讀書方法，

更重要的是與時俱進。元代劉祁《歸潛志》第七卷：「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閉門苦讀的時代已不復存在，然而「精思熟讀」是自古以來未曾改變的治學態度。為避免閉

門造車、孤陋寡聞，請益良師與好友切磋共讀是讀書人聰明的作為。 

朱子的年代已久遠，然而為學之道亙古不變，「精思熟讀」所關鍵的就是「專注」。 

 

六、結語 

 
總之，朱子讀書法的精神建立於循序漸進，閱讀歷程中的「熟讀精思」法直至今日仍是

為學者獲取知識學問最可靠的門路。今天所談論的讀書技巧與方法，不是紙上談兵或浮誇不

切實的妙招。若能深切了解為學目的，不論朱子讀法中的任何一項，都有其契合應用的人，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裡，我們以獨到的見解來開發讀書技巧，推動符合時代背景的讀書方式，

提供一個適宜時代潮流的治學方法。 

朱子寫過〈觀書有感〉一詩：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排徊。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 

 

詩中呈現澄澈清明如鏡的池塘，它的清澈是因為源頭有源源不斷的活水補充。朱子以此比喻

讀書、做學問也一樣要有源源不絕新知識、新見解來補充，才能使人在學術思想上精進，研

究上也才可能有所創新。 

    今天我們所了解的「熟讀深思」的意義，與朱子治學時是一樣的，為學者應該將此四字

奉為圭臬。唯有提高生命的寬度與深度，讓我們從讀書的過程中獲得開發與啟示，人生才會

越發精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F%E7%AC%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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