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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海教授治學經驗訪談錄

採訪者  余曆雄
記錄者  黃薈如

余： 首先感謝鄭老師接受我們今天的這個安排，參與“馬來西亞漢學人物誌訪談

錄”的訪問。我們希望鄭老師介紹一下自己的治學歷程，第二就是介紹鄭老

師的研究成果，第三就是談談鄭老師對馬來西亞漢學的回顧、評論與展望。

鄭： 可以可以。

余： 我們就請老師跟我們談談一下，包括中小學過程或者是家庭教育的情況。

鄭： 我所受到的教育，從小學到研究所，可以說是百分之一百的中國傳統教育。我

唸小學的時候，那是四五十年代，我們大部份的老師是從中國來的，而當時

所用的課本也大部份是中國出版，有一部份是我們這裏編的，但是那些編者

也是從中國來的。小學時期，我就讀於馬口啟文小學，記憶印象中，當時我們

是分為上下學期。我一直到了小學六年級，才有所謂的“Bahasa Melayu”, 才

開始學習拼音，所以我們那個時代，如果不是住在馬來 kampung，一般的華小

學生的馬來語，都很差。甚至連現在所說的“Pasar Melayu”都不會講。

 早期我們那個時代，有一種現在沒有的制度，叫做“簡師”——簡易師範學

校，是馬來亞政府辦的，只要小學畢業或者初中畢業，就可以申請進入就

讀。這一些老師，他們的學位並不高，學問可能沒有今天一般教師那麼廣，

但是整個生活教育非常強。也就是說，當時的老師非常重視生活道德教育。

 小學畢業就到新加坡求學。初中我是唸中正中學，高中進入華義中學，這是當時

政府新辦的中文學校，稱為官立華義中學。新加坡當時有兩間歷史悠久的華校，

一間是中正中學，一間是華僑中學。這兩間學校現在還存在。華僑中學是純男生

的，中正中學是男女同校。我們的中文科目名稱，不叫作華文，當時叫作國文；

課本叫做中華文選，中華書局出版的。高一讀的都是先秦的作品，高二讀唐詩、

宋詞、元曲，高三是明清文學。那個時代，新加坡的華文水平相當高。

 中學時期，影響我最大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林弘道老師，後來到了義安學

院當講師。他是潮州人，非常嚴肅的一位老師。另外一位老師是許建吾，他

後來到過太平華聯中學、新山寬柔中學任教，他原是香港音樂學院的教授。

他創作了很多詩詞，被譽為快樂詩人。我們的教科書，好像有三十到四十篇

文章，我們每篇都要背。老師沒有講那麼多，老師講的很少。高一中文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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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弘道老師教授，老師講課是一句一句、很詳細、很嚴肅的講解。到了高

二，不一樣了，許建吾老師天南地北的隨性地講課，比較輕鬆。後來我去臺

灣唸書，也是請他寫推薦信。

余： 鄭老師對哪些老師仍有深刻的印象？

鄭： 我到臺灣唸書，很幸運能夠得到當代名學者的教導。比如臺靜農老師，王叔

岷老師、屈萬里老師、戴君仁老師、毛子水老師等。另外呢，我常常跟南院

中文系的學生講，你們應該天天到孔子像那邊去行禮。為什麼？我們學校有

兩個人（鄭良樹教授與我），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孫孔德成的學生。孔德成老

師是第一代“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他那個時候教我們《儀禮》，所以我常

常跟學生說﹕你們也和孔子有關係啊，當你們讀《論語》不能夠說“子曰”，

你們要說“師公曰”！開玩笑。

 在臺大中文系年輕老師裏面，有一位老師影響我很深，那是葉嘉瑩老師。大

一的時候她是我的導師，教我們《史記》、《左傳》，大二教我們《詩選》，大

三我選她教授的《杜甫詩》。這些老師，我都受到他們教學與治學的影響。

進入研究所，我跟隨了嚴靈峯老師，嚴靈峯老師是當代老子學巨擘。

余： 鄭老師讀了那麼多書，對哪些文獻典籍最有心得？

鄭： 《老子》和《莊子》，我用了差不多三四十年時間研讀。《莊子》這門課，王

叔岷老師講課注重訓詁、考證，嚴靈峯老師注重的是講思想。我說我很幸

運，是因為當代的這些名師，我都有機會學習到他們治學的方法。

 至於我個人做學問的基礎，可以這樣子講，我是受到王叔岷老師、屈萬里老

師，還有嚴靈峯老師的影響。所以我的治學歷程是自文字、訓詁、聲韻、校

讎、版本、目錄入手。我第一本寫校勘學的書，名為《老子河上公注斠理》 1，

所據版本達三十餘種，除斯坦因四六一號、敦煌寫本河上公注殘卷不及兩

頁，與日本慶長活字河上公注本校刻欠精，未加考校外，現存河上公各本，

幾已網羅殆盡。我第二本的專著是《老子河上公注疏證》 2，老實說，今天來

寫這類文章，比較不辛苦，今天我們很多資料可從網上去查，查了之後再去

看原書。當時我們參考的每一本書，都是從頭看到尾，看完了之後，有時候

一點可引用的資料都沒有。一本一本的書，耐心地閱讀，每一本書都這樣，

就這工作，對我獲益很大。

1 鄭成海：《老子河上公注斠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民國六十年五月初版）。
2 鄭成海：《老子河上公注疏證》，臺北：華正書局，1978（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初版）；《增訂老子河上公注
疏證》，臺北：華正書局，2008（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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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老子學說研究》 3，目的是想為老子思想建立一套完整的義理架構。在大

學時，當時臺大有一個規定，一年級學生必須選讀哲學或者邏輯學，兩門選

一門，當時我是選邏輯學，這門課是殷海光老師教。後來我為了寫《老子學

說研究》，我整整用了兩年時間，研讀哲學書，看各家論述宇宙論、方法論、

認識論等理論。兩年之後，我才開始動筆寫老子的宇宙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余： 能否請鄭老師談談《王弼注易用老子疏證》4 的撰寫情況。

鄭： 《易經》係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占筮用的參考書，是一部充滿神秘、最難懂

而又不知作者是誰的古書。朱熹曾說過：“《易》之所難讀者，蓋《易》本

是卜筮之書，今卻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功夫。”歷代解說

《易》的學者，簡單地說可分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派。“象數學派”是

以《易》象與《易》數解說《易》，“義理學派”主要是闡明《易》的哲學大

義。儘管《易》是以卜筮為用，但是內容實質、卻含藏著深邃的哲學意義。

 王弼注《易》係根據老莊的觀點發揮，這是因為魏晉時期是老莊學說流行的

時期。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王弼易學乃是時代的產物。為了適合那個時代人

們的需要，王弼注《易》有“玄”、“文”、“簡”三個條件。自唐以後王弼注

《易》，千餘年來一直受到讀書人的尊崇。《王弼注易用老子疏證》這本書，

我是廣泛匯集有關王弼注《易》所用《老子》觀點的資料，會通王弼注義

理，引用古籍進行辨析、考證，這是為了說明王弼注《易》的學術淵源。疏

證的凡例是首錄《老子道德經》，再次以群籍為證。有的引群籍直證，有的

引群籍語意旁證，有的引事例為證，同時也提出一些個人見解。

余： 請鄭老師談談做學問的方法。

鄭： 我認為做學問不能急。在我們那個時代，作論文有抄寫卡片的習慣，隨時抄

錄資料，我用的卡片，就是這種。寫卡片不是說抄整段文字，而是一則問題

寫一張，看到的就寫，這些資料最後不一定是完全可用，平時多收集，慢慢

累積下來。第二第三本專著，花了差不多七八年時間才完成。

 我們做學問的人應該要有一種宏量，不要自以為是。我曾經把完成的底稿，

請若干知己的朋友過目，請他們提出了一些寶貴的意見，每個人的看法不一

樣，參考之後再加以修改。我唸大學的時候，常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看

3 鄭成海：《老子學說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92（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初版）；2005（民國九十四年一
月二刷）。

4 鄭成海：《王弼注易用老子疏證》，士姑來：南方學院出版社，2007；臺北：華正書局，2008（民國
九十七年九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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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這兩間大書局，他們非常有規則的把書擺在書架上，任讀者隨意翻閱。

 現在，我計劃做兩件事，一件是整理一本假借字的書。我們都知道讀古籍，

比較麻煩的就是假借字。《辭海》、《辭源》、《十三經注疏》、諸子以及“四

史”的註解，凡是有關通假字的說明，我都抄錄在卡片上，無形之中，我又

增加了知識。還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我曾經整本書斷句，因為我天

賦不高，記憶力不好，只有靠這種功夫，所以我的著作不多。另一件事，我

計劃寫一部《莊子》學說的書，類似《老子學說研究》的寫法。我現在就是

在做這個工作，什麼時候能夠完成，還不知道。

 古籍中的假借字太多，比如說我們中醫系的學生，最要緊的是把中文學習好。

他們有一門課稱為“醫古文”。“醫古文”的教科書，內容大部份是古醫學書

裏的序文，那是很深的，如果沒有語言文字這方面的訓練，你怎麼看得懂？

今天就說《黃帝內經 • 素問》好了，我們有白話文翻譯，白話文翻譯完全正確

嗎？所以，我認為今天不只是中文系，包括我們中醫系的學生，他們都應該

到中文系去接受語言文字這方面的基本訓練，才有能力看懂古醫書啊。不然的

話，像這種醫學書，只是一知半解，怎麼辦？我不知道我這種想法對不對。

 我覺得讀中醫，如果中文不好，是讀不好的，包括他們對陰陽的觀念。我們

學校有一門《易經》課，實際上我們開這門課，是讓學生了解什麼叫做陰陽

關係，因為整個中華文化的思想，可以說就是這套東西嘛。《易經》下來就

是《論語》、《老子》，一陰一陽，但事實上真正承繼了《易經》的陰陽學說，

應該是這個“中醫學”，中醫整個講的是辯證，陰陽平衡。為什麼生病？因

為你陰陽不平衡，陰盛陽衰、陽盛陰衰。什麼叫陰、什麼叫陽，什麼叫平

衡？這些根本理論，如果沒有深入地了解，是無法學好中醫。所以儒家講的

“陰陽和，萬物生”，“陰陽和”就是陰和陽的平衡，就是中醫所說的協調。

余： 鄭老師對於教導學生閱讀經典有何看法？

鄭： 白先勇先生最近曾經到我們學校訪問，他特別強調今天我們必須要讀經書。

所謂“經書”不一定是指《十三經》，應該是包括所有的古籍。今天很多進

入中文系的學生，他們剛進來的時候或許並不了解中文系，他們一進來，感

覺到有兩門課最不好讀，我不知道有沒有學生跟你談過，一門是《文學概

論》，另一門就是《古籍導讀》。《文學概論》很抽象，它不只是中國文學概

論，它等於是西方學說嘛，他們完全不懂。《古籍導讀》，是要死記的東西。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我們如何去讓學生多學習中國古書的一些基本知識，讓

他們能夠接受，這是不容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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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裏有一些專門教小孩子讀經書的組織，我問那些老師，你們知道為什

麼要背《百家姓》？為什麼要背《千字文》？胡適之先生曾經講過他看不懂

《千字文》是寫什麼。其實背誦《百家姓》、《千字文》，除了可以認識一千字

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培養記憶力、培養耐心。這些沒有組織的文

字，尤其《百家姓》，你如何背，你如何記？我說不必服用什麼記憶力好的

藥，若是把《百家姓》、《千字文》背好記好，就是比那些增強記憶力的藥還

有用，哈哈，我不知道我這個說法對不對。以前我擔任系主任的時候，要中

文系學生背《千字文》，強迫他們背，真的，上台背。我是要培養他們的耐

心，培養記憶力。香港中文大學 2000 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古典精華》，也選

取了《千字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吳宏一博士評論這本書是“百

代之典範，不朽之偉作”。

 我說，《道德經》與《易經》，它的生字也不過是七百多個字啊，不到八百單

字，那你認識一千字不是很厲害嗎？你要認識了才能夠應用，你不認識你怎

麼應用？這就等於一般人為什麼英文學不好，因為我們沒有記單字，不會用

詞彙。你懂得了一個字之後，才能夠慢慢組織起來。所以我上《論語》課、

上《易經》課，我教得很奇怪，要學生做《論語》、《易經》的“不二字”。

什麼叫“不二字”？就是不重複的字。根據《康熙字典》的部首來排列，大

部份學生會認真的做。做這種作業是讓他們也曉得傳統的部首。這種教學

法，大概很少人這樣子做。

 我在臺灣任教僑大時，曾經調查過寬柔中學學生應用中文的程度，我發現到

前幾年的學生水平比較好，後期的學生較差。我教的是甲組，甲組就是理

工科啦，理工科學生一般是比較優秀。這個問題，前幾天 MQA（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的學者來訪問中文系時，我也提到這件事，為什麼今

天的師資那麼好，老師的學問都那麼高，為什麼學生程度反而下降？我是根

據他們的作文來統計，他們應用的成語、辭彙、單字，來衡量他們的中文水

平，我不知道這種衡量法是否正確？

余： 在鄭老師一輩子的教學過程中，有哪些學生是較為傑出、優秀的，能夠讓老

師在學術方面感到欣慰？

鄭： 我常對學校的老師說，你在無意之中的一句話或者某個行為啊，會影響到學

生的終生。今天對待學生的成績，我受到臺大的一位老師，戴君仁老師的影

響很大。那時候他教我們《訓詁學》，他的考試題目啊，差不多都是那十幾

條重複。他講過一句話：這些學生，他年紀輕，你要看他好的，不要看他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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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他寫的東西啊，你看他對的，不要專挑他錯的。我們現在有一種缺點

就是，好的不表揚，不看好的。他說，不可以。這些學生還年輕嘛，他能夠

有和我們不同的看法，可能他的這種看法我們沒有注意到。那你今天說他

錯，錯是你認為他錯，他是不是錯，不知道，那是你認為他錯哦。

 有時我看到一些老師生學生的氣，說學生上課不專心。我說你不要氣，學生

須要慢慢感化。我說全班幾十個學生上課，總有一個聽我的話吧？一個我賺

到了，我平衡了；兩個我就多賺了，三個更賺了。我說你為什麼天天說這個

學生的成績不好、那個不好，你不要看不好的，你要看好的一面！

 我到南院任職是 2001 年，到現在已經十五個年頭了，那時的學生真的很用

功，不但用功，程度也好。最近這幾年程度上比較差了，學習態度也不認真。

一般上，以往的學生，道德行為好，肯犧牲，這是很難得的。早期的學生，

他們會自動地，做小老師，指導同學中一些程度比較差的，一對一的教他們。

他們不會說，我教了你，你的成績可能會比我好。所以，那時候的學生心態

是別人好我就好。可是現在不是，現在希望自己好，別人不好，現在整個社

會就是如此啊。我們的社會道德整個衰微，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南方學院中文系成立至今，只不過二十年，我們培養了不少優秀的學生，其中

如譚勇輝博士、洪一麟博士等更是傑出。他們先後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走

的研究路線是我們理想的路線，也就是我們傳達給他們的傳統路線。至於其

他優秀的學生，我所知道的還有蔡沅鋹同學和黃益啟同學。蔡沅鋹留學中國

期間，曾到寧夏參加“支教活動”，他是第一位外國自願者；後來，蔡沅鋹在

《汶萊時報》擔任資深編輯和記者，曾被中國外交部邀請去採訪中國“十八大”

會議。至於黃益啟，他熱衷於文學創作，曾榮獲臺灣“桐花文學獎”小說組首

獎。這些就是很讓我欣慰的，就是我在南院這麼多年來，所看到的成果。

余： 鄭老師長時期在臺灣教書、做研究，如何看待我們留臺生的學術成就？

鄭： 一般來說，到臺灣求學的學生，都很用功，求知欲也強。以中文系來說，在

臺灣各大學任教的人也不少，都有相當的成就。我們在臺灣各大學教書，只

要表現好，有著作，就有機會升等。臺灣是這樣子，假設你現在是在某某大

學任教，某某學校要升你為教授，不是說學校可以隨便授予你教授，必須先

經過系裏通過了，再經過院裏面通過了，然後學校再審查你的著作，學校通

過了，還必須把你的著作送到教育部審核，經教育部審核論文通過了，你才

能升為真正的教授。臺灣的教授資格是由教育部頒發的。我是比較幸運，當

時我申請升等，學校投票通過，然後教育部的審核也及格，可能運氣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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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我論文的專家，觀點或許和我一樣，就通過了。

 其他的例子，像余宗發老師、黃錦樹老師也是一樣。黃錦樹教授，我知道這

個人的時候，他還是副教授，我不認識這個人，我是在報紙上看到一些事

情，我才知道這個人。之前我們南院有一位客座教授陳鵬翔博士，你大概不

認識，他是馬來亞僑生，師大英語系的學士、碩士，後來考進了臺大英語系

的博士班，畢業後進入師範大學教書，一直升到教授。又如賴瑞和博士，他

到清華大學任教的時候是副教授，現在已升為教授啦。

余： 不同時代的馬來西亞漢學研究者，有所謂的第一、第二、第三代……，鄭老

師對於他們的不同表現，以及未來發展，有什麼看法？

鄭： 第一代的學者都是外面來的，他們的學問都是比較傳統的，比較權威啊。而

且，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任教的學者，可以說都是一流的。像當時的馬大

中文系、南洋大學中文系、義安學院中文系，都是相當著名。義安學院馬來

文系在當時也相當有名，我們的張瑞發院長（現任南方大學學院理事長）就

是義安學院畢業的。南大中文系當時是很難考進去的。在馬大中文系任教的

王叔岷老師，還有幾位研究敦煌學的學者，都是國際有名的。

 我們這一代（是第二代），對於古籍的校釋、思想義理的探索、傳統漢學、一般

基礎性的研究工作，還具備一些研究的能力與興趣，這些工作是須要功夫積累。

 第三代（或者應該包括四代），這一代大部份人對於中國傳統漢學，感覺枯

燥無味，對於傳統上一般基礎性及較為艱苦的研究工作，比較不感興趣。一

般人寫論文，都是找輕鬆的題目，如果在研究所，尤其是碩士班，一開始就

走向輕鬆的路線，那麼博士班一定也是走輕鬆的，以後也就不會進入比較艱

辛的研究工作。這是時代的改易，風氣的轉變，環境的影響。

 你最清楚了，如果我們研究古詩，沒有這種環境，你說研究版本學，我們更沒

有這種環境啊。我們學校有所謂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可是有幾個人來閱讀？

讀書與研究是須要有風氣與環境。我一直鼓勵學生出國，去接觸外面的大環境，

要跟大師學習。我們不能夠自己認為“我在新山有名，我在馬來西亞很有名”。

有名又怎麼樣？現在是世界化了，出國並不是為了虛榮。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學生在學校時，要他們買書是件不容易的事，可是，到中國、到臺灣之後，

他們常逛書店、買書。我這番話不是隨便講啊。這就是環境的影響。

余： 好的，我們今天的訪談就暫時到此。再次感謝鄭老師。

鄭： 不客氣。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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