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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楔子：總歸儒林「之後」的追問 

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

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

則薛、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

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 

──黃宗羲，〈移史館不宜立理學傳書〉 

上引文字為康熙十八年（1679）再度開設《明史》館後，

館內因為〈理學傳〉的設立與否，爭論不休，以致纂修的工

作陷入停頓。黃宗羲（1610-1695）在得知《明史》館欲設立

〈理學傳〉之後，移書史館，逐條辯駁徐元文（1634-1691）

的「理學四款」，並在信末提出「一切總歸儒林」之說，強調

不當強分學術高下異同，只需平述一切，以待後之學者擇取。 

當康熙十八年《明史》館開纂之時，黃宗羲已經七十高

齡了，其重要的學術著作《明儒學案》也已經基本完稿；1
 對

                                                        
1 關於《明儒學案》的成書時間，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長久以來，在黃

宗羲〈明儒學案序〉中所謂「書成於丙辰之後」的紀載下，其後人黃炳

垕所編《遺獻梨洲公年譜》，便將成書之年繫於康熙十五年。近人陳祖武

在多方考證下，認為「它的完稿不應該早於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間」。

另外，吳光與朱鴻林則認為《明儒學案》應成書於康熙十七至十八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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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代學術的熟稔，黃宗羲可以稱得上是當代第一人。是故，

單純就學術立場而言，黃宗羲無疑是《明史》纂修〈儒林傳〉

時，最有資格發言的人之一。黃宗羲雖然在書首有著「私以

告於同學，幸勿出之廣座，徒滋紛紜也」2
 等云云之說，不

過畢竟該書內容尖銳，且立場嚴正，而所論又與明代學術和

《明史》纂修關係重大，因此仍不免引起當時學者與後世研究

者之注意。 

近代以來的學者，對於黃宗羲〈移史館不宜立理學傳書〉

曾有過多方面的討論，尤其著重在該書對於《明史》纂修之

影響，以及黃宗羲對於明代學術史的看法，並提出諸多深入

的論述。然而，在眾多的討論之中，卻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

小地方，長期為人所忽略，那便是黃宗羲的「民間」學者的

身分。透過現今所保留下的多種史料可以發現，康熙朝的《明

史》纂修工作，民間學者實有著深淺不同的參與程度，尤其

以萬斯同（1638-1702）布衣修史，最為人所矚目。然而，受

限於官方修史的性質，這些民間學者的參與，往往只籠統記

載於各種筆記、書信、墓誌之中，而鮮少為官方檔案所記錄。

以黃宗羲和《明史》纂修為例，除去〈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

傳書〉外，在官方的記載中，就筆者所見僅有兩筆：一為徐

元文《含經堂集》所收〈特舉遺獻錄用史才疏〉，疏中云：「紹

                                                        
間。參見：陳祖武，《中國學案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頁 104-111。
朱鴻林，《朱鴻林讀黃宗羲：《明儒學案》講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13），頁 9-14。 
2 清．黃宗羲，《南雷詩文集》（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頁 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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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名儒黃宗羲，博綜道藝，貫穿古今。……惟望敕下所司，

以禮延致，俾來輦下，優給廩餼，使編纂諸臣得以請質，書

有成緒，則禮而遣之。或其老疾不任就道，亦令所在有司，

就家諮訪，儻有論著及所見聞，悉令錄上史館，其所裨益，

必自弘多。」3
 另一則為《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

十九年（1680）二月乙亥條載：「吏部遵旨議覆，內閣學士兼

修明史徐元文疏言：『纂修《明史》，宜舉遺獻。請將揚州府

前明科臣李清、紹興府名儒黃宗羲，延致來京。如果老疾不

能就道，令該有司就家錄所著書送館。』……從之。」基本

上後者為前者疏奏後之議覆，故可以視為同一條資料。4
 至

於直接參與修史的萬斯同，雖然各種文集筆記碑傳中論者甚

多，但亦往往為事後的補述，鮮少有第一手的檔案資料。 

此外，由於《明史》纂修的官方特性，民間學者對於《明

史》纂修的工作雖然有不少的建言或參與，但類似黃宗羲針

對《明史》館某一體例問題，特別上書史館，駁斥史館意見

者，不僅相常罕見，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例如和黃宗羲

同樣為清初知名學者的顧炎武（ 1613-1682），與徐乾學

（1631-1694）、徐元文為舅甥關係，徐氏兄弟先後擔任《明史》

館總裁，但檢視《亭林文集》之〈答湯荊峴書〉、〈與潘次耕〉、

〈與公肅甥書〉等書信，雖曾論及《明史》纂修的問題，不過

這些書信皆為私人信函，並非直接致書《明史》館。至於同

                                                        
3 清．徐元文，《含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刻本，第 1413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十八，〈特舉遺獻錄用史才疏〉，頁 7b。 
4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八十八，〈康

熙十九年二月乙亥〉，頁 111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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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與史館諸君書〉，所論者則無關體例，而是希望將自己

嗣母收入〈列女傳〉中的請託信函。5 

且就現存討論〈理學傳〉的史料而論，約略有湯斌

（1627-1687）、彭孫遹（1631-1700）、朱彝尊（1629-1709）、

毛 奇 齡 （ 1623-1716 ）、 張 烈 （ 1622-1685 ）、 陸 隴 其

（1630-1692）、黃宗羲等數人。6
 在上述人物中，僅陸隴其與

黃宗羲二人，非任職於《明史》館中，其餘皆為《明史》監

修、纂修官員，對於《明史》的體裁體例，本自有發言討論

之權力。陸隴其雖然不在《明史》館中任職，但其〈答徐建

菴先生書〉中有「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7
 等文字，則

可知該書之作是為了回覆徐乾學的詢問，而非自己主動去信

討論體例問題。因此，就當時的纂修情況而論，黃宗羲以一

在野學者，逕自移書《明史》館，批評監修總裁官對《明史》

體例的條議，實為相當特殊之事。由於現今所留下的史料，

多為支持廢除〈理學傳〉的論述，因此也形成了後世的研究

者，在處理此一課題時，往往認為當時的輿論，是傾向於廢

除〈理學傳〉的。然而，倘若「眾議」真的是主張廢除〈理

學傳〉，則處江湖之遠的黃宗羲，何必特別上書《明史》館，

且於書信中逐條駁斥徐元文的「理學四款」，便不免令人感到

                                                        
5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刻本，第 1402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三，〈與史館諸君書〉，頁 14a-15a。 
6 另外，任職於史館的沈珩，也曾間接地表示其意見。 
7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清康熙四十年琴川

書屋刻本，第 1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五，〈答徐健菴

先生書〉，頁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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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 

不論如何，《明史》館最終仍決定廢除〈理學傳〉。即使

徐元文對於〈理學傳〉的廢除並非心甘情願，但往後的史稿

纂修，以及王鴻緒（1645-1723）、張廷玉（1672-1755）等人

相繼接手之後，確實也沒有再討論過設立〈理學傳〉的問題。

是故，近代以來在討論《明史．理學傳》的廢立爭議時，多

將黃宗羲所提出「一切總歸儒林」的論點，視為最終的「儒

林定論」，並以此「儒林定論」來回溯爭論的過程，從而決定

何者產生了最大的影響，而黃宗羲無疑是此間的重要關鍵人

物。然而，在確認「儒林定論」之後，近代以來的研究卻忽

略了，此時的時間點仍只在康熙二十年（1681）前後，換句

話說，距離乾隆四年（1739）《明史》武英殿本刊行頒定，不

僅尚有五十餘年，連第一次的史稿也尚未草擬完成，在此種

情況之下，何來「定論」之說？ 

沿著上述的問題繼續追問，除了可以「向前」追尋身處

民間的黃宗羲，何以必須移書史館，堅持反對設立〈理學傳〉

之外；還可以「向後」探詢，在《明史》館廢除〈理學傳〉，

將一切總歸儒林「之後」，究竟如何撰寫《明史．儒林傳》。

如同前文所述，在決定廢除〈理學傳〉時，與〈儒林傳〉相

關的傳稿，只完成了零星的部分，尚未形成完整的列傳，更

遑論具有體系結構可言的《明史》稿。在這樣幾近空白的情

況下，一旦徐元文〈修史條議〉「理學四款」遭到推翻，則意

味著《明史》館必須重新建構一套「總歸儒林」的明代學術

史論述，以取代徐元文的原有安排。 

因此，除了體例確定前的爭論，值得吾人所關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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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體例確定之後，如何纂修〈儒林傳〉，可能更是問

題真正的所在。在體例決定後五十餘年的時間裡，《明史》纂

修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所纂修的〈儒林傳〉，又呈現出什麼

樣的面貌？最後所完成的〈儒林傳〉，與黃宗羲平述一切學

術，以待後學擇取的「儒林」，是否仍代表著相同的意義？這

一個個的問題，不僅涉及《明史》館的運作，更與清初政治

學術的發展轉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清代有著長時間的

紀傳體國史纂修工作，而《明史》的纂修，則是其重要的範

式。如果近代以來的研究，已經指出了「一切總歸儒林」之

前，關於《明史．理學傳》廢立的學術爭議與意義。站在前

人的研究成果上，本書則想要更進一步的追問，當「一切總

歸儒林」之後，在《明史．儒林傳》漫長的纂修過程中，反

映了什麼樣的學術變化，並呈現出何種範式意義？ 

第二節  論題旨趣與研究方法 

追尋著《明史．儒林傳》纂修過程的學術意義時，其實

可以很清楚的看見，歷代以來，新朝為勝朝纂修紀傳體正史，

其用意不僅在於「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8，更在

於確立新朝繼承天命的合法性，以及正統之所在。然而，新

朝所建立的「正統」，除了政治方面的「治統」之外，也包含

著學術上的「道統」，唯有將二者合而為一，方能成為真正意

義上的「天命所在」。因此，從《史記》創作〈儒林列傳〉開

                                                        
8 明．宋濂等纂修，《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進《元史》表〉，

頁 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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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儒林傳〉便一直是纂修正史當中一個重要的類傳，受到

歷代正史所重視。自漢武帝元光元年（134 B.C.），採董仲舒

（179-104 B.C.）、公孫弘（200-121 B.C.）等說，獨尊儒術，

設博士弟子，以通一藝取士後，其間雖霸王道雜之，9
 但隨

著經學體系規模的發展10，以及外在政治社會11
 等因素的兩

相配合之下，儒學逐漸成為了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將此主

流學術發展以人物紀傳方式載入正史，便成為歷朝正史中的

〈儒林傳〉。換句話說，歷朝正史的〈儒林傳〉，不僅僅只是單

純的儒者人物合傳，更標誌著一代學術的興衰與發展。如清

人焦循（1763-1820）在致書阮元（1764-1849），討論國史儒

林、文苑傳之編纂時，便曾回顧南北朝儒學衰微之像，而以

為： 

是故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

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天監中，

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

乃梁所遺也。魏儒學 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

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為盛。12 

                                                        
9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九，〈元帝紀第九〉，

頁 277。 
10 西漢經學體系的發展，又以「博士」的演變最為重要，特別是博士弟子

的設立。參見：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2），〈西漢經學史〉，頁 69-80。 
11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漢法與漢

儒〉，頁 37-63。 
12 清．焦循，《雕菰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道光四年阮福嶺南節署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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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焦循的話便可以看出，〈儒林傳〉雖僅為紀傳體正史中類傳

之一，卻反映出一代儒學的興衰起落，可見其重要性是無庸

置疑的。而在宋代以前，儒學發展基本上是延續著漢代的經

學系統，因此在〈儒林傳〉的纂修上並未出現太大爭議。然

而，隨著儒學發展在宋代開始出現變化，尤其在北宋慶曆改

革與熙寧變法之後，儒學出現了重大的轉向，漢儒注疏之學

不再受到重視，甚至被視若土梗，13
 此後儒學主流逐漸轉向

心性義理之學。在此種學術氛圍下，當元代纂修《宋史》時，

該如何處理儒學分歧的問題，並彰顯道統之所在，便是纂修

官的重大考驗。《宋史．道學傳》的出現，一方面標誌著宋代

所興起的程朱之學，成為元代學術主流，以及取士的標準，

另一方面，更表明了學術道統轉移的確立，故《宋史．道學

傳》在序中開篇便強調： 

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

而無傳。……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

乃得聖賢不傳之學，……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

傳，其學加親切焉。……凡《詩》、《書》、六藝之文，

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

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

                                                        
本，第 14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十二，〈國史儒林文

苑傳議〉，頁 1a-1b。 
13 王應麟《困學紀聞．經說》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

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參見：南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等注，欒保羣等點校，《困學紀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八，〈經說〉，頁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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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14 

原本被視為保存孔子遺經的漢儒15，在《宋史．道學傳》中

反而被視為「支離」，而與「秦火」、「魏晉六朝」同樣成為儒

學幽沉的罪人，這大概是抱持遺經，謹守師說家法的漢儒，

所無法想像的事。如果連漢儒都不能獲得承認，則漢代以降

的唐代諸儒，更是毋需多言，而被直接忽略了。在此一情況

下，朱熹（1130-1200）所謂「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

既沒千載不傳之後」16，自然會得到《宋史．道學傳》的呼

應，而稱宋儒之學「度越諸子，上接孟氏」了。 

相較於《宋史．道學傳》所欲傳達程朱之學在道統上的

「延續性」，對於站在系譜之外的吾人（無論是今人，抑或是

當時的古人），此段文字反而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排他性」，

以及透過此種排他所確立之「道統觀」。17
 然而，《宋史．道

                                                        
14 元．脫脫等纂，《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四百二十七，列傳

一百八十六，〈道學傳一〉，頁 12709-12710。 
15 班固於《漢書．敘傳》中論云：「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

參見：東漢．班固，《漢書》，卷一百下，〈序傳第七十下〉，頁 4265。 
16 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七十五，〈程氏遺書後序〉，頁 3624。 
17 當時學者如陳亮（1143-1194）便直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

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

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而葉適（1150-1223）
也批評云：「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

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近人狄百

瑞亦以為，狹隘的正統觀念有著排他性，僅認為自身為正統，其態度保

守且權威主義。參見：南宋．陳亮，《陳亮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

局，1987），下冊，卷二十八，〈又乙巳秋書〉，頁 352。南宋．葉適，《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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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傳》的安排，雖然確立了「道學」高於「儒林」的位階，

以及程朱理學正式取得「道統」的地位。但就正史纂修而言，

卻動搖了漢代以來的〈儒林傳〉傳統，使得正史〈儒林傳〉

的纂修，出現分裂與門戶的危機，對後世造成極大的影響。

有明一代，傳統經學雖然仍舊疲弊不振，但中葉以後，陽明

學的勢力席捲江南地區，並逐漸擴大至全國。為鞏固陽明學

派，爭取正統，王守仁（1472-1529）及其弟子，如同過去朱

熹所努力的一般，再次對原有的學術發起了挑戰，並試圖在

以道統為名的儒學系譜中，佔據自己的地位。王門後學王棟

（1502-1581）便直言： 

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

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

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

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而二千年不傳

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18 

王棟之說雖然不是紀載於史傳之中，然而與《宋史．道學傳》

相較，卻可以看出二者論述概念幾無二致，同樣都認為自身

的學術師承，才是真正承接自先秦以來早已泯滅的道統，使

                                                        
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二十七，〈答吳明輔書〉，頁 554。狄

百瑞著，山口久和譯，《朱子学と自由の伝統》（東京：平凡社，1987），
頁 52。 

18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第 7 冊），卷三十二，〈泰州學

案．王棟〉，頁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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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19
 雖然王守仁及其後學，最

終無法真正取代程朱之學在國家取士以及道統上的地位，但

王守仁在萬曆年間的從祀，仍舊強而有力的挑戰了《宋史．

道學傳》，及朱熹後學所欲建立和維持的道統。對於王守仁及

王門後學的挑戰，自然不免引起程朱學者的反擊，而有明一

代之學術思想，該如何梳理，並重新定位道統，則落到清初

《明史》纂修官肩上，成為其無法逃避之課題。 

如同上文所述，就明代學術發展而言，陽明學的建立及

其所引發的朱學、王學之爭，無疑是明代學術最重要的關鍵。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本書所欲關注的爭論場域，並非傳統

的思想史、學術史，而是在「正史纂修」之脈絡下所進行的

學術爭議。換句話說，這樣的爭論並非單純的學術高下較量，

或概念轉換，還必須考量清初文化政策與政治力量的介入，

以及史館修史的特性。相較於單純的私家修史，史館修史不

僅受到朝廷政治力量的影響，且參與人數眾多，人員流動複

雜，牽涉範圍廣泛。修史完成後的「欽定」意義，更代表著

國家的權威，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對清初《明史》纂修

者而言，《明史》不僅是論述有明一代學術，同時也有著建構

清代學術道統的重要意涵。因此，無論就明清學術史的發展，

抑或是史學史上清代正史纂修體例的變化，甚至當代的明清

學術史研究而言，《明史．儒林傳》皆可以視為一個重要的樞

紐和基點，並影響了有清一代的學術史撰述。以下，針對本

                                                        
19 相關的討論，可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26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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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論題旨趣及研究方法，略作分述： 

首先，本書在研究的視角上，是從「正史纂修」的角度

切入，從而討論因為纂修《明史．儒林傳》所衍生的爭議與

影響，及其背後所隱藏學術、政治意涵。必須特別強調的是，

正史纂修與私家修史在性質上有著根本的不同，而牽涉到諸

多環節，即使在成書之後，其影響與滲透之範圍，亦有著相

當大的差異。在正史纂修的模式之下，〈儒林傳〉的撰寫，是

以囊括一整個時代的思考模式為依歸，所進行的一種學術傳

記寫作。換句話說，相較一般的學術史撰述，在人物的去取

之間，其所要考慮的不僅是學術異同，還有著傳主在該時代

的定位問題，及對本朝的影響。如同前文所述，前人在討論

此課題時，多將焦點集中於「一切總歸儒林」之前，論證此

一爭議過程所表現的學術意義。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

書所關注的既然是「一切總歸儒林」之後，則所重視的，便

是這些複雜的學術爭議，如何落實在《明史．儒林傳》的纂

修過程之中。在纂修者與外在政治學術環境複雜變動的情況

之下，以正史纂修的概念為核心，從史學史、學術史、學術

文化政策，乃至於清初政治等作多角度切入的觀察，從而更

貼近當時的學術樣貌。 

在轉換了研究的視角之後，吾人便可以赫然發現，相較

於《明史》纂修時間的漫長，20
 與此相反的是，近人在研究

                                                        
20 以唐後官修史書為例，《北齊書》自貞觀元年（627）開纂，十年（636）

書成。《周書》、《隋書》則皆自貞觀三年（629）開纂，十年成書。《舊唐

書》自後晉高祖天福五年（940）開纂，出帝開運二年（945）書成。《新

唐書》自慶曆四年（1044）下詔重修，嘉祐五年（1060）全書告成。《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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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儒林傳》上，卻極度壓縮了纂修過程，將初期的爭論

與末期的成果直接連結，形成了簡單的結論，使得經歷了九

十餘年所形成的《明史．儒林傳》，其獨特之史學體例，無法

在正史纂修的意義中彰顯出來，以至於低估了《明史．儒林

傳》之重要性。在漫長的纂修過程中，《明史》出現了多種不

同樣貌的稿本，根據近人研究指出，僅現存《明史》稿本的

種類，就多達 11 種；21
 此 11 種稿本，反映了不同時期纂修

者各自所面臨的政治、學術議題，以及相異的史館運作模式。

是以，同樣身為《明史》的纂修官，在不同的纂修時期，實

面對著不同的纂修問題，而不可一概而論。深入探究這些稿

本的變化，不僅有助於釐清清初《明史》的纂修過程，同時

也能從史學體例與紀傳內容的變化，觀察到不同時期的學術

氛圍轉換。 

其次，不同時期的稿本，本身所反映的，便是清代官方

對於明代學術建構的動態過程。梁啟超（1873-1929）在〈新

                                                        
五代史》則起纂自宋太祖開寶六年（973），書成於七年（974）。《宋史》

甚早便下詔開辦，然世祖、仁宗、文宗年間，雖屢詔修，並無成書。至

順帝時，再次開辦史局，至正三年（1343）開局，五年（1345）即告成，

故實際纂修時間不及三年。《遼史》、《金史》亦起纂於至正三年，隔年

（1344）先後成書。《元史》於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詔修，同年八月

書成，以事有未備，三年（1370）再開，七月書成，兩次開局合計未滿

一年。綜上所述，自唐代設局修史以來，多者十餘年，少者未及一年，

而《明史》之纂修即使去除順治朝未有成稿者不計，僅康熙、雍正兩朝，

迭有成稿，亦歷時將近六十年，其歷時之久，實前古所未有。 
21 參見：包遵彭，〈明史編纂考導論〉（收入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頁 7。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

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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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中，曾將《明儒學案》視為中國第一部學史，22
 往後

的學界在討論明代學術時，受限於史料的不足，以及過去研

究的影響，亦往往將《明儒學案》視為研究明代學術的重要

憑藉。當代學者在研究上，一方面極力擺脫此一框架，23
 另

一方面，也企圖重新定位《明儒學案》。24
 然而，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當清代之時，《明儒學案》雖然確實是學者們認識明

代學術的重要著作，但《明史．儒林傳》的影響，仍不可小

覷。尤其當《明史》以欽定的權威頒布之後，《明史．儒林傳》

不僅是官方對於明代儒者的蓋棺論定，其傳記更深入地方性

文獻，成為清代纂修地方史志的重要史料來源。換句話說，

一般性的知識分子，也許未必能熟讀《明儒學案》，卻很有可

能因為直接或間接的原因，接觸到《明史．儒林傳》對於明

代儒者的紀載，從而受到影響。也就是說，如果黃宗羲的《明

儒學案》，是近代以降學者認識明代學術的重要窗口，則《明

史．儒林傳》在清代一般性知識分子中，也扮演著同樣重要

的角色。是故，透過《明史．儒林傳》來討論清代學者的明

代學術認識，不僅能與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形成的儒學觀

相互補，還能一窺其中的差異，從而發現清儒視野中的明代

                                                        
2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2000），〈新史學〉，頁 8。 
23 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近世

儒學的辨正與鉤沉》（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3），頁 251-302。吳

震，〈泰州學案芻議〉，《浙江社會科學》，2004 年 2 期，頁 142-150。劉勇，

〈黃宗羲對泰州學派歷史形象的重構──以《明儒學案》〈顏鈞傳〉的文

本檢討為例〉，《漢學研究》，26 卷 1 期（2008.3），頁 165-196。 
24 朱鴻林，〈為學方案：學案著作的性質與意義〉（收入熊秉真編，《讓證據

說話──中國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28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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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有其複雜而多樣化的一面。 

除此之外，在討論《明史．儒林傳》之餘，也同樣必須

關注《明史．王守仁傳》的纂修變化。在過去的研究中，學

者們多將〈儒林傳〉與〈王守仁傳〉視為不同的個體，尠少

作整體的分析與討論。然而，僅從徐乾學、徐元文所提出的

〈修史條議〉理學四款便可以看出，〈理學傳〉的設立與否，

確立程朱道統與排擠王守仁，是一體兩面的關鍵之處，二者

缺一不可。是以，在關注〈理學傳〉存廢之後，不同時注意

〈王守仁傳〉的變化，便無法清楚的看見《明史》如何處理王

學的全貌。因此，在談論《明史．儒林傳》的問題時，至少

包含著三個必須關注的焦點，首先是「明代儒者」，其次則是

「王守仁」與「王門後學」的問題。此三者不僅在明代學術史

的發展中，關係密不可分，即使在《明史》之中，也同樣無

法相互切割。 

事實上，《明史．儒林傳》纂修的三個關注焦點所引發的

道統問題，除了在官方《明史》館引起爭論外，朝野學者也

紛紛投入學史的纂修，提出不同的看法；因此清初成為學案

類學史撰述的極盛時期，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學史著作。這些

著作的出現，以及著作中所企圖建構的道統系譜，一方面展

示了明末清初以降，學者面臨國亡家破後重新反思學術與社

會，另一方面，部分著作也表現了新朝學術道統的再確立。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這些作者中，有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參與

了《明史》館的纂修工作，其所撰寫的學史作品，自然不免

將會與《明史．儒林傳》產生聯繫。過去學者雖然曾對這些

著作有所關注，但多從學術史、思想史的角度討論，而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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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這些作品與《明史．儒林傳》的關係。本書則試圖在

觀察史稿動態轉變之餘，同時挑選三個完全不同的例子，橫

向考察這些著作與《明史．儒林傳》纂修的關聯性。 

除了私家學史與《明史》的關係之外，全祖望（1705-1755）

同樣是在纂修《明史》的過程之中，不可忽略的人物之一。

雖然全祖望因故並未能夠參與《明史》的纂修，然而這並不

代表全祖望在《明史》纂修的過程中，以及後人對《明史》

的認識裡，沒有產生影響。以本書所討論者為例，全祖望〈梨

洲先生神道碑文〉對後世所產生的影響，恐怕遠超過了全祖

望自己的想像。近代以來，學者在討論黃宗羲與《明史》纂

修的關係時，該文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然而，全祖

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不僅是一篇單純的黃宗羲墓誌，更

是清初學術史的關鍵文獻，與全祖望本人際遇和浙東學術，

有著深刻的連結。反思〈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的學術意義，

實有助於理解《明史》纂修過程最後的波折。 

最後，在結論中，本書亦從正史纂修的架構之下，討論

《明史．儒林傳》體例的典範意義，以及此一典範所產生的學

術影響，並作為日後持續研究之張本。相較於中國其他朝代，

清代雖然是滿族入主中原，卻對史學有著超乎前人的關注。

透過近人的研究亦可以得知，清代在兩百六十餘年之間，不

僅長期維持著國史館的運作，還額外設立了數量眾多的各種

史館，並編纂許多大型圖書、經典。在這當中，國史館的長

期運作，為清代留下了大量紀傳體列傳，成為後世學者研究

清史的重要材料。在這些列傳中，〈儒林傳〉自然也是相當重

要的一部分，並受到清代學者的關注。檢視現存的清國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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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稿，不論就其體例或者是學術脈絡來看，往往可以看

出受到《明史．儒林傳》的影響。透過這些稿件可以看出，

對於該如何纂述一代儒學之發展，清代學者間實有著南轅北

轍的想法與作法，此間的爭論異同，恰恰表現出清代中期以

降，學術發展與自我建構的重大過程，以及反映在修史上較

不為人知的一面。民國以來，《清史》館的開館，無疑對清史

纂修有著重大意義。當時國難方殷，未暇顧及文史，因此纂

修的工作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進行著。此外，負責纂修之

人多為前朝遺老，而當時學界對此事又加以極大之關注，故

所引起之討論也相當的大。然無論是清修國史或是民修清

史，其〈儒林傳〉之撰寫，仍舊與《明史．儒林傳》處在同

一體例脈絡之下。是故，深入討論《明史．儒林傳》的纂修

過程，檢視稿本的變化，並從中尋找出其獨特的史學史、學

術史意義，對於日後持續研究清國史〈儒林傳〉，乃至於民國

初年的《清史稿．儒林傳》，都將有著絕對的正面意義。 

第三節  概念的轉化：道學、理學與儒林 

對於本書而言，所討論的既然是清初《明史．儒林傳》

纂修與〈理學傳〉廢立所引起的相關問題，則「道學」、「理

學」與「儒林」等關鍵字，自然是最為重要的核心概念。對

於從《宋史．道學傳》以降的正史或國史纂修而言，其特殊

的意義，不僅僅表現在紀傳體的體例變革之上，同時也是一

種思想內涵的轉化。為了讓此一概念轉化的過程，能夠更為

清楚的呈現，本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先略作梳理，並為

後文持續討論之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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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元代纂修《宋史》所創立的〈道學傳〉，可以說是引

發問題的根源，但「道學」二字的出現，卻遠早於此。據近

人考證指出，「北宋儒者首先用『道學』稱其學並有文獻為見

證的，當推王開祖」25。王開祖（1035？-1068）雖然持論最

早，但他所謂的道學，仍與二程有別，因此在研究中亦指出，

「道學」二字當是程顥（1032-1085）在其兄的墓表中，才有

了最初的界定。然而，北宋之時道學的概念雖然已經出現，

但更多的卻是指向於「道家之學」，尤其在官方而言，更是如

此。如徽宗重和元年（1118），給事中趙野便曾奏乞添置道學

博士，26
 這裡所謂的「道學博士」，實與儒學無關，而為道家

之學。也正因為如此，當清初〈理學傳〉爭議產生之後，毛

奇齡便利用此點，作〈辨聖學非道學文〉，攻擊道學並非聖學，

而是異學。 

然而，隨著程朱之學的發展，在朱熹的努力之下，「道學」

一詞終於逐漸擺脫與道家的關係，並成為程朱之學的專用之

詞。朱熹透過深化「道統」與「道學」的論述，強化程朱之

學與其他儒學的差異，27
 雖然引起其他學者的不滿，28

 卻也

                                                        
25 宋．王開祖，《儒志編》（《子海珍本編》景印明泓治十二年汪循刻本，南

京；鳳凰出版社，2013），〈附錄．儒志先生學業傳〉頁 384-385。姜廣輝，

〈宋代道學定名緣起〉，《中國哲學》第十五輯（1992.5），頁 240-246。 
26 清．秦緗業、黃以周等輯，《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續修四庫全書》景

印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三十八，

頁 407。 
27 如朱熹在〈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中云：「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

而士不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

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4 冊），卷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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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鞏固了程朱道學的排他特性。但是，也正是因為道學

一詞所表現的排他性，開始有學者轉而使用較為中性的「理

學」一詞，來取代道學。整體而言，當南宋之時，道學與理

學幾為「同義語」，而經常交互使用，惟前者更強調程朱之學

的排他性，後者則較為中性，而容易為人所接受。29 

如果說「排他性」的強烈與否，是區分道學與理學的重

要關鍵，則《宋史．道學傳》的設立，便是此種排他性最顯

著且特殊的表現者。在〈道學傳序〉中，元代的纂修官一方

面費心地解釋「道學」二字的由來，將其提升到「盈覆載之

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的高度，以避免道家之學的

糾纏；另一方面，則遵循著朱熹的道統論述，強調孔、曾、

思、夢，周、張、程、朱的一脈相傳。尤其要指出的是，「道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頁 3768。 

28 如陳亮與葉適，便先後批評朱熹使用「道學」一詞，對其他儒學體系的

排擠。參見：南宋．陳亮，《陳亮集》，卷二十八，〈又乙巳秋書〉，頁 351-353。
南宋．葉適，《葉適集》，卷二七，〈答吳明輔書〉，頁 554。 

29 如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便認為：

「本書以『道學』與『理學』為同義語，因此視上下文的需要而交互為用。

大致言之，『道學』多用之於程朱一系，『理學』則包括程朱以外的一切

流派。」另外，姜廣輝等人在編纂《中國經學思想史》前的討論會中，

亦有針對此課題作深入討論，並反映於《中國經學思想史》第 3 冊上之

中。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 8。田浩、姜廣輝等，〈「道

學」、「理學」概念的使用〉，《中國思想史通訊》第四輯，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573 （ 檢 索 時 間 ：

2015/12/4）。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10），頁 3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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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二字的意義，在進入正史纂修的場域之後，受到政治學

術環境的影響，出現了進一步的限縮，更加強化其道統的特

性，因此即使是朱熹的老師或弟子，也未必能名列其中。 

進入明代以後，明初的《元史》纂修，並沒有設立〈道

學傳〉，而是合併了原有的〈儒林傳〉與〈文苑傳〉，成為新

的〈儒學傳〉。30
 不過這樣的作法，並未為往後修史者所接受，

也未激起太多的討論。在本書第二章的討論中，將會指出萬

曆二十二年（1594）的國史纂修，在焦竑（1540-1620）等人

的建議之下，不再設立〈儒林傳〉，而是改為設立〈理學傳〉。

該傳的稿本今雖不存，但這此一變化，卻是從「宋儒之理學」

到「我朝理學」的概念轉換。在此一轉換的過程中，雖然理

學一詞，仍帶有著包容的特性，但程朱之學與陽明學，在明

代中葉以後的消長，也必然會反映在該〈理學傳〉的內容之

中。無論如何，透過此次國史的纂修，「理學」也進入了正史

記傳之中，成為正史中學術紀傳的備選名稱之一。 

如果說，萬曆年間的國史纂修，焦竑選擇「理學」一詞，

是為了兼容程朱與陽明學者，並從中彰顯明代理學的特殊

性，則清初纂修《明史》的徐元文等人，便完全翻轉了「理

學傳」一詞的本意。相較於彭孫遹上書康熙皇帝，請求設立

〈道學傳〉，徐氏兄弟在〈修史條議〉中，先是明白提出「今

宜如《宋史》例」31
 之說，卻又不採用〈道學傳〉之名，而

                                                        
30 明．宋濂等纂修，《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

頁 4313。 
31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十四，〈修史條議〉，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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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議設立〈理學傳〉，並強調〈理學傳〉中，僅收錄程朱之

學者。換句話說，在〈修史條議〉中之所以仿《宋史》採用

〈理學傳〉，而非仿《宋史》採用〈道學傳〉，是希望藉由〈理

學傳〉這一爭議性較低的用語，行〈道學傳〉之實，以在《明

史》中重塑程朱之學的道統地位，並排擠王守仁及其後學。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前述〈理學傳〉相對包容的特性已

完全消失，被〈道學傳〉的排他性所取代，而出現了概念與

內涵上的轉換，亦即〈修史條議〉雖然稱所欲設立的為〈理

學傳〉，實際上使用的卻是〈道學傳〉意義。正因為如此，當

我們檢視清初〈理學傳〉爭議的所有史料時，便會發現到，

即使〈修史條議〉中所提出的建議是設立〈理學傳〉，但所有

參與討論的纂修官和朝野學者，如湯斌、朱彝尊、張烈、毛

奇齡、黃宗羲、陸隴其等，卻都將論述的焦點指向〈道學傳〉。

這並非是當時的學者無法分辨〈理學傳〉與〈道學傳〉的差

異，與此相反，正是因為這些學者深諳此中的細微差異，因

此才能跨越〈理學傳〉的名詞迷霧，直搗〈道學傳〉的問題

根源。以黃宗羲為例，其所撰寫的〈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

書〉，雖然題名為「理學傳」，但在行文之中，卻直言「某竊

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32
 可見黃宗羲相當清楚問題的本質並

非〈理學傳〉，而是假〈理學傳〉之名的〈道學傳〉。 

為了反對徐元文等人的作法，黃宗羲在信中提出「一切

總歸儒林」，平述一代學術，以待後之學者擇取。對於黃宗羲

                                                        
32 清．黃宗羲，《南雷詩文集》（《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移史館論不宜

立理學傳書〉，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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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所謂「總歸儒林」，不僅是廢除〈理學傳〉，更是在

史學史與學術概念意義上，全面回歸〈儒林傳〉原始意義之

呼籲。然而，單純的復古，並無法解決清初《明史》纂修所

遭遇到的問題。事實上，即使是看似不變的〈儒林傳〉，在歷

代正史的纂修過程中，也必須隨著各朝學術發展的不同，做

出相對應的改變。因此，如同本章第一節中所述，在「總歸

儒林」之後，該如何書寫明代學術，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對於此一問題，本書將會在第三、四、五章與結論當中，從

不同的角度與學術時代背景，討論在廢除〈理學傳〉之後，

康熙、雍正乃至於乾隆朝初年的纂修官與學者，是如何處理

《明史．儒林傳》，以及最後武英殿本《明史》的完成。 

第四節  前人研究成果評述 

受限於資料的分散，以及切入觀點之不同，整合性全面

討論《明史．儒林傳》各稿本的學術意義和相關課題者，迄

今尚未多見。然而，倘若吾人將視野擴大，則前賢於此領域

仍有許多研究成果，值得重視。此處擬分為三個部分加以討

論：首先針對明末清初學術史發展與本論題有關連性者，略

作梳理；其次，將回顧近代以來《明史》纂修的研究成果，

最後則是集中焦點，評述當代對《明史．儒林傳》的相關研

究。 

一、明清學術史 

長久以來，明清之際的學術史轉變一直是學界所關注的

焦點，無論是單純的朱子學或陽明學，乃至二者的爭議，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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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史學流派的變遷，經世思想的分析，公私領域的探討，考

據學興起的考證等重大課題，或是單就某些重要學者作專題

式的深入研究，都已有許多重要的成果出現。然而，受限於

筆者學力與篇幅，不可能對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做全面性的回

顧，是以此部分僅討論對與本課題較具相關性者，並將其略

為分為兩個子課題討論，分別是「明清之際的道統爭議與思

想轉變」和「明遺民與博學鴻儒」兩部分。 

（一）明清之際的道統爭議與思想轉變 
中國道統論有著長久的淵源，北宋以後成為儒學中重要

課題，而實際使用「道統」一詞，則當首見於朱熹。33
 朱熹

非但集北宋諸儒理學大成於一身，更不遺餘力建立新的儒學

道統，爾後道學雖於慶元四年（1198）遭斥為「偽學」，但自

理宗淳祐元年（1241）與北宋五子同祀孔廟後，便成為學術

正統，是以朱熹對於道統論之發展，實為關鍵人物。34
 明代

                                                        
33 傳統以來，學者多認為朱熹〈中庸章句序〉首先提出「道統」一詞，然

張亨則指出，朱熹早於知南康軍時的牒文中，便已使用此詞。 
34 近代以來關於朱熹與道統的討論，參見：大島晃，〈宋學における道統論

について〉，《中哲文學會報》，第 6 號（1981），頁 147-163。張永儁，〈宋

儒之道統觀及其文化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38 期（1990.12），頁 273、
275-312。張亨，《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允晨文

化實業公司，1997。陳逢源，〈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東

華漢學》，3 期（2005.5），頁 223-254。陳逢源，〈先秦聖賢系譜論述與儒

學歷史意識──朱熹道統觀之淵源考察〉，《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41
期（2010.1），頁 1-64。陳逢源，〈宋儒系譜論述之分析──朱熹道統觀之

淵源考察〉，《政大中文學報》，13 期（2010.6），頁 75-116。陳逢源，〈從

「政治實踐」到「心性體證」：朱熹注《孟子》的歷史脈絡〉，《東吳中文

學報》，20 期（2010.11），頁 133-163。黃瀚儀，《宋儒道統思想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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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葉之後，道統爭論的焦點出現轉移，陽明學的興起，開始

企圖挑戰朱熹及其後學所建構之道統觀，呂妙芬〈顏子之傳：

一個為陽明學爭取正統的聲音〉，35
 討論了陽明學者如何以一

個「地位高超而形象模糊的顏回做為聖學的象徵符號」，去宣

稱陽明學實為直承顏子，以取代朱子學者所建構的曾子系

譜，雖然最後未能扭轉朱學地位與得到學界廣泛接受，但仍

可以視為道統爭論中的經典案例。向燕南〈王圻《續文獻通

考．道統考》二題〉、36
 劉欣怡〈王圻《續文獻通考．道統考》

中的「文獻」與「道統」觀析論〉， 37
 皆以晚明學者王圻

（1530-1615）《續文獻通考．道統考》為焦點，略論明代的思

想史與道統觀，前者以為自其所纂〈道統考〉內容而論，除

可見宋學衰落及漢學復起之趨勢，亦可看見道學內部理學心

學相互調和之趨勢。後者則從「文獻」與「道統」之關係，

論述在當代政治環境之下，透過文獻之保存，使道統系譜中

的人物得以保留下來，而不至於發生文獻不足之嘆，此點尤

其表現於嘉靖九年（1530）重訂孔子祀典，王圻不完全順從

當時明世宗對於孔子與配享諸儒的論述。 

清初之時，國家局勢未定，抗清運動仍然此起彼落，學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35 呂妙芬，〈顏子之傳：一個為陽明學爭取正統的聲音〉，《漢學研究》，15
卷 1 期（1997.6），頁 73-92。 

36 向燕南〈王圻《續文獻通考．道統考》二題〉，《史學史研究》，2 期（1996），
頁 48-51。 

37 劉欣怡，〈王圻《續文獻通考．道統考》中的「文獻」與「道統」觀析論〉，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 卷 3 期（2008.9），頁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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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正統亦出現許多爭議，朱學的復興與王學的轉化調整，

及稍後的考據學之興起，皆為宋代以來所建立的道統論，帶

來了新的挑戰。尤其清朝以滿族入主中國，更在傳統的道統

爭論上，加入了民族的問題，使得道統與治統的爭論，提升

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王汎森〈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

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38
 透過討論《劉子節要》

的編纂過程，以所引起的爭論，勾勒出在清初程朱理學復興

之時，出現了壓抑王學以求合於朱子學的傾向，以及此一趨

勢與清代官方意識形態成立之關係。黃進興《優入聖域：權

力、信仰與正當性》，從孔廟從祀制度與標準之改變，以及與

皇權之關係，討論儒家道統意識。其中〈清初政權意識形態

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文中指出，39
 治教合一雖為儒家

長久以來的理想，但落實在現實上卻分而為二，甚至成為士

人與皇權對抗的理論基礎。然而，在康熙皇帝統治下，道統

與治統的結合，使得治道合一得以實現，導致士人失去批判

政治權威的立足點，且此一獨特的意識形態在認同清政府的

情況下，超越了朱子與陽明學者間的思想歧見。與其他歷朝

帝王相較，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非但於政治、

軍事上有所作為，在學術文化上亦積極表現，一方面將學術

文化的發展推向更高極致，編纂出許多大型學術叢書；另一

方面，卻也壓抑了士子，並對當時的學術風氣造成極大影響。

                                                        
38 王汎森，〈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 本 2 分（1997.6），頁 417-448。 
39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

頁 7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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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國光〈康熙與乾隆的「皇極」漢、宋義的抉擇及其實踐──

清代帝王經學初探〉，40
 便以《尚書．洪範》「皇極」意義的

選擇與詮釋，討論康熙與乾隆各自對宋學解釋與漢學解釋的

選擇，以此顯示出清朝作為一異族入主中國的政權，如何最

有效率的吞噬整套傳統文化，且指出在此吞噬的過程之中，

漢、宋甚至朱子、陽明之爭，並無拘守之必要。受到皇帝好

尚抉擇之影響，清代經學的發展也出現了轉變，乾隆以董仲

舒一元之說，統括了朱熹的理氣論，也連帶著影響了當時士

子對朱子學的看法，啟動了批判朱學的潮流。而清初康熙等

皇帝之所以能達到治教合一，與其對中國儒家思想學術的重

視，有著極為重大的關係，呂實強〈從起居注看康熙帝對經

史的研習〉、41
 楊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42

 皆指出，康熙皇

帝之所以辛勤於經史，並切身躬行，根本上實在有一個崇高

的理想，便是將道統與治統熔之為一。此一現象，可從康熙

五十年來《起居注冊》的紀載中，得到長期的驗證。王鍾翰

〈康熙與理學〉，43
 林國標〈清初理學的重建及其意義〉、44

 成

                                                        
40 鄧國光，〈康熙與乾隆的「皇極」漢、宋義的抉擇及其實踐──清代帝王

經學初探〉，收入彭林主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頁 101-155 
41 呂實強，〈從起居注看康熙帝對經史的研習〉，《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 439-464。 
42 楊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頁 1-47。 
43 王鍾翰，〈康熙與理學〉，《歷史研究》，1994 年 3 期，頁 116-122。 
44 林國標，〈清初理學的重建及其意義〉，《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版）》，29 卷 2 期（2004.3），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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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春〈論康熙以「理」治國的理論與實踐〉、45
 朱昌榮〈清初

程朱理學「復興」標誌論略〉、46
 王勝軍〈康熙理學思想探析〉

47
 等討論，從各種不同角度切入討論清初康熙朝程朱之學興

起之原因，除了跨越朱學、王學的爭論，亦使國家文化與政

治趨於穩定。 

然而，雖然康熙等皇帝對於學術與道統的掌握不遺餘

力，但民間的學者仍舊有其自身的思考，而未必全受政治力

所左右，此點由熊賜履（1635-1709）進呈《學統》一書，卻

遭康熙皇帝斥責，便可以看出即使身為康熙皇帝理學啟蒙的

熊賜履，在君臣與學術之間，仍有著未能跨越的鴻溝。黃敦

兵、雷海燕〈黃宗羲與明清之際學統的重建〉、48
 林啓屏〈「正

統」與「異端」──以清初的經典認同為例〉49
 便是透過在

野學者黃宗羲與經典認同的差異，論述明清之際道統論的新

詮釋。而日本學者荒木見悟〈道統論的衰退與新儒林傳的展

開〉，50
 則將宋代朱熹以後民間儒學者所提出之道統論，置於

                                                        
45 成積春，〈論康熙以「理」治國的理論與實踐〉，《齊魯學刊》，2006 年 2

期，頁 53-57。 
46 朱昌榮，〈清初程朱理學「復興」標誌論略〉，《史學集刊》，2009 年 5 期，

頁 44-51。 
47 王勝軍，〈康熙理學思想探析〉，《文史博覽》，2010 年 2 月號，頁 31-33。 
48 黃敦兵、雷海燕，〈黃宗羲與明清之際學統的重建〉，《浙江學刊》，2008

年 2 期，頁 55-63。 
49 林啓屏，《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50 荒木見悟〈道統論的衰退與新儒林傳的展開〉（吳震、吾妻重二主編，《思

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頁 1-43。本文原收錄於《久留米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七輯（1986），
頁 1-70。 



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 

-28- 

由宋至清的思想史脈絡中，討論了道統論的「衰退」，51
 及不

同學派如何透過學術史撰寫自我定位，其架構龐大，實可視

為一部「中國近世道統觀簡史」。魏偉森（Thomas A. Wilson）

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52

 則透過分析宋代

至清代流派各異之學者，是如何透過自我道統系譜之建構，

論證自己確實承接了儒家的道統。並提出直到明代，才有官

方正式認可的儒學「道統」之說。 

不論是檯面上或是檯面下的道統爭論，其背後都必然伴

隨著學術思想的轉變，以及新的學術史建構。入清以後，在

野士人反思明亡之因，親政後的康熙皇帝亦大力提倡，故朱

子學日漸復甦。陸寶千〈康熙時代之朱子學〉53
 認為，康熙

朝時期不僅聖祖提倡朱學，在野亦頗為流行，而在朝官員多

以抨擊王學為尊朱之表現，故水準不高，反而是在野學者因

痛於明亡，追咎王學，多轉宗考亭，闇然自修，故康熙一代

朱學固在野而不在朝。此外，陸文更進一步指出康熙時代民

間之朱學，大體為「王學化」之朱學，即彼等心目中之朱學，

乃自「王學透鏡」中所見之朱學，非真朱學也。透過陸文的

論證，可以看見清初朱王之間，並非判然兩分，而是有著千

                                                        
51 此處所謂衰退，是指程朱之學道統論之衰退；就實際上而言，則可以視

為整體道統論之不斷轉變與調整。 
52 Thomas A. Wilson, 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i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3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2006），頁 11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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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萬縷的交錯。然而，這樣的交錯，並非始於清初，李紀祥

於《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54
 中便指出，明末的東林學派並

非純粹尊朱，亦非王學修正，而是在內化了王學功夫後，以

裨益世道而提倡朱學，是必自「教法」上立論，而提出學術

上「宗朱」之旗幟也。 

從上述可知，明末清初學術的變遷，並非單純的朱學興

起，而有著更複雜的脈絡在其中。這些複雜的脈絡，隨著明

朝政局的丕變與滅亡，承襲東林遺緒的遺老，轉而究心史學。

史革新〈略論清初的學術史編寫〉、55〈清順康間理學的流布

及其發展趨勢芻議──以清初理學士人編刊的學史著述為

例〉、56
 王俊才〈明清之際學術史的突變──學案體的趨新與

定型〉57
 等論著，統計了明末至康熙朝二十餘種學術史著作，

從史學史與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這些著作普遍帶著反思學術

對社會治亂的影響，以及調和朱學、王學和尊朱黜王的兩大

趨向。闞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為研究對

象》，58
 從史家群體的分類出發，對清初私家修史作了較為全

面的整理，並根據政治趨向、地域分布等做了不同的分析討

                                                        
54 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27-58。 
55 史革新，〈略論清初的學術史編寫〉，《史學史研究》，2003 年 4 期，頁 38-69。 
56 史革新，〈清順康間理學的流布及其發展趨勢芻議──以清初理學士人編

刊的學史著述為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 5 期，頁

53-58。 
57 王俊才，〈明清之際學術史的突變──學案體的趨新與定型〉，《河北學

刊》，26 卷 3 期（2006.3），頁 118-122。 
58 闞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為研究對象》（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8），頁 15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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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將清初私家修史分為三個階段，探討其興衰之過程，並

指出隨著明朝覆亡，為了報故國恩，保存故國史料，私家修

史大量出現，且在開辦《明史》的帶動下，達到了高潮。然

而，隨著《明史》的纂修步入正軌，大量遺民以博學鴻儒的

名義入館修史，私家修史不再獨領風騷，並漸漸被官修史書

取代。而前文曾經提過，這類學術史著作並不僅限於在野學

者，在朝學者同樣積極投入其中，部分作者更是直接參與了

《明史》的纂修工作，並將這些作品採擇作為撰寫《明史．儒

林傳》的史料，可見就《明史》編纂而言，官方與民間之間，

並無法清楚的劃清界線，反而出現相互影響的情況。而此一

現象，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則鮮少受到討論與重視。 

（二）明遺民與博學鴻儒 
錢穆（1895-1990）於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溯清

代學術，於康雍以前，及於明末諸遺老，自遺老而上，復溯

及東林，此一線索，如繩秩然，實揭示了清初學術脈絡之所

在。59
 其中明末遺老承先啟後，開清代學術之風氣，對清代

學術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科考，

不僅在文化上起了籠絡漢族士人的作用，同時也讓《明史》

的纂修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進入朝廷的明末士人，一方面

作為纂修《明史》的成員，另一方面也成為與不肯出仕的遺

老間溝通的橋樑，使得不肯出仕的遺老們，仍舊對《明史》

的纂修有著相當大的影響與貢獻。姜勝利〈明遺民與清初明

                                                        
5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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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60將遺民對《明史》的貢獻分為兩種形式，一種為私

家撰修，主要在探討明亡的原因，反思明末以來的政治亂象。

另一種則為襄助官修，為官修《明史》提供了史料、體例建

議與史稿審核等協助。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

變〉，61
 從清廷對漢族士人政策的調整，與明遺民群體的分化

與心態變化為切入點，觀察清初五十餘年明遺民群體之變

化，並指出明遺民與其他各朝遺民相較，其特別困難之處，

在於其他各朝遺民雖然受迫於外在力量威脅，但至少內心仍

可保持志節，而明遺民除了面對外在文字獄或其他壓力之

外，清廷更通過招納故臣，恢復科考、徵辟山林隱逸等作法，

激發士子用世之心。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科，更是重要關

鍵，在軟硬兼施下，遺民群體逐漸消亡。〈明遺民與仕清漢官

之交往〉，則揭示了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並無法單純以政治立場將兩二者的關係一刀兩斷。62
 黃毓棟

                                                        
60 姜勝利，〈明遺民與清初明史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7 卷 1 期（2003.1），頁 9-14。 
61 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23 卷 1 期

（2005.6），頁 291-324。相關研究尚可見：孔定芳，〈論清聖祖的遺民策

略──以「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 1 期，

頁 206-212。段麗惠，〈明遺民的身分認同與科第選擇〉，《河南師範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 卷 2 期（2009.3），頁 191-194。徐晨光，〈康

熙朝博學鴻儒科略論〉，《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9 年 3 期，頁 70-75。
孔定芳，〈明遺民的群體身分認同與群體聚合〉，《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

文社會科學版）》，30 卷 1 期（2010.1），頁 74-79。高蓮蓮，〈康熙己未博

學鴻儒科與明遺民心態的變遷〉，《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7 卷 4 期

（2010.12），頁 74-78。 
62 李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 卷 2 期（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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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63
 則進

一步透過魏禧兄弟一家人的出處，去檢視一個家族如何去面

臨國家劇變，指出能夠「堅其操者」，往往並非沒有條件，將

遺民人物孤立的討論其出處，而不旁及其家庭與群體，只是

簡化了出處的問題，而無法見其時代的複雜面。 

賴玉芹《博學鴻儒與清初學術轉變》一書，則是在張亞

權〈康熙博學鴻儒科研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對博學鴻儒

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張文全面蒐集博學鴻儒的相關資料，對

人物重新考訂，並撰成小傳，且對博學鴻儒往後的研究提出

諸多課題，而賴文則在此一基礎上，將博學鴻儒個人學術走

向與清初學術轉變相互討論，以湯斌、朱彝尊、潘耒

（1646-1708）、毛奇齡等人為例，分述諸鴻儒各自不同的學術

取向，並認為鴻儒們轉化了諸遺老所具有的民族主義情緒和

經世致用之旨，並引起經史考據學的勃興，以及新義理學的

形成。64 

                                                        
頁 131-162。另參見：戈春源，〈顧炎武與崑山徐氏兄弟〉，《蘇州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 2 期，頁 26、88-89。孔定芳，〈「博學鴻

儒科」與晚年顧炎武〉，《學海》，2006 年 3 期，頁 49-53。張宇聲，〈王漁

洋對博學鴻儒科之態度簡論〉，《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
卷 1 期（2009.1），頁 51-55。 

63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

究》，22 卷 2 期（2004.12），頁 387-419。 
64 賴玉芹，《博學鴻儒與清初學術轉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頁 14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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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史》纂修研究回顧 

就本課題而言，《明史》編纂無疑為研究之基礎，唯有對

《明史》編纂過程有清楚之了解，方能深入單傳做更詳細的討

論與剖析。自《明史》成書之後，除《明史》自身內容較嚴

謹外，也因為「欽定」之緣故，除少數人如楊椿（1675-1753）

等因私人因素，對《明史》有過較為嚴厲之批評外，其餘多

持讚美之態度，而較少深入討論。如趙翼（1727-1814）便以

為：「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

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

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65
 民國以後，隨

著新史料之發現，曾興起了一股《明史》研究之熱潮，尤其

以考訂各版本間異同，並探究編纂過程，最為重要，如黃雲

眉（1898-1977）〈明史編纂考略〉、66
 李晉華（1899-1937）〈明

史纂修考〉，67
 皆為當時著名文章，於考訂明史編纂過程、發

凡起例之經過、人事更替、各版本卷數比較等，都有著相當

深入的討論。由於《明史》纂修時間甚長，留下了許多稿本，

因此針對這些稿本所進行的研究討論，亦不在少數。其中焦

點所在有二： 

第一，現今所留存之傳稿，何者為萬斯同稿本？在此課

題上，朱希祖（1879-1944）〈舊抄萬斯同史稿跋〉68
 與李晉

                                                        
65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卷三十一，〈明

史〉，頁 454。 
66 黃眉雲，〈明史編纂考略〉（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頁 52。 
67 李晉華，〈明史纂修考〉（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頁 53-179。 
68 朱希祖，〈舊抄萬斯同史稿跋〉（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頁 2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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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史纂修考〉69
 皆曾考訂北平圖書館購福建王仁堪藏《萬

季野先生明史稿》三百十三卷（實存二百八十三卷），為萬斯

同真本，然侯仁之（1911-2013）則以為實有深不足信者，而

有待於來者之論定。70
 除該本外，北平圖書館另藏有四百一

十六卷本《明史》抄本一部，其來歷鮮有人知，李晉華以為

該本為增損三百一十三卷本而來，且王鴻緒稿本復由此增損

而來，然此稿究竟為何人所核定，則尚未能斷定。黃愛平復

指該稿為萬斯同所核定，71
 朱端強則初步認為該稿很可能是

經熊賜履修改過之萬斯同稿，72
 而衣若蘭則在前人的基礎

上，透過總卷數與卷目編數之安排，以及比對熊賜履遺留稿

本，確認該稿當為熊賜履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進呈之稿

本無誤。73 

第二，王鴻緒史稿是否攘竊自萬斯同稿？王鴻緒曾於康

熙五十三年（1714）以及雍正元年（1723）分別進呈《明史

列傳稿》以及紀傳表志俱全之《明史稿》，爾後武英殿本之刊

行，便是以該稿為基礎進行修改而來。然而王鴻緒稿歷來多

有批評，尤其民國以後，梁啟超直指王鴻緒為「白晝行竊的

                                                        
69 李晉華，〈明史纂修考〉，頁 133-134。 
70 侯仁之，〈王鴻緒明史列傳殘槀〉（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頁

235-237。 
71 黃愛平，〈《明史》稿本考略〉，《文獻》，4 期（1983），頁 93-108。 
72 朱端強，《萬斯同與《明史》修纂紀年》（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3-14。

朱端強，《布衣史官──萬斯同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頁

283-284。 
73 衣若蘭，〈舊題萬斯同 416 卷本《明史》〈列女傳〉研析〉，《漢學研究》，

28 卷 1 期（2010.3），頁 2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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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書賊」，74
 隨後黃雲眉、75

 李晉華、76
 陳守實（1893-1974）

77
 等亦多持此一看法，認為王鴻緒攘竊萬斯同稿為己有。然

而近代以來，則不乏為王鴻緒辯解之作，如侯仁之〈王鴻緒

明史列傳殘槀〉一文，透過考察《明史列傳》殘稿六冊，從

版本對勘、內容互校、筆跡驗證的方式，證明該殘稿當為王

鴻緒所改定，而以為「二百年來王氏所蒙誣妄，從此可以釋

然矣」。78
 隨後黃彰健（1919-2009）作〈《明外史》考〉，亦

透過分析《古今圖書集成》所收《明外史》，認為有新舊本之

差異，新本即王鴻緒於康熙五十三年所進呈之《明史列傳

稿》，而舊本則稍早之，為進呈本之稿本。此外，黃文復將舊

本與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明史稿殘存列傳》相校勘，

從而指出：「王氏之能編成一書，其功亦不在萬氏之下。侯氏

之替王氏洗刷，是不錯的。」79 

除了稿本考定之外，近年以來學者則多嘗試由其他角

度，去探討《明史》纂修問題。賴福順〈清修《明史》體例

之研究〉80，是少數針對《明史》體例作全面性探討之文章。

文中分述《明史》紀志表傳四體體例優劣，並指出部分矛盾、

                                                        
7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頁 100。 
75 黃雲眉，〈明史編纂考略〉，頁 32-38。 
76 李晉華，〈明史纂修考〉，頁 84-85。 
77 陳守實，〈明史稿考證〉（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頁 181-210。 
78 侯仁之，〈王鴻緒明史列傳殘槀〉，頁 247-248。 
79 黃彰健，〈《明外史》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 本

（1954），頁 107-134 
80 賴福順，〈清修《明史》體例之研究〉，《明史研究專刊》，7 期（1984.6），

頁 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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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誤之處，以及忌諱、曲筆之失。而喬治忠與王紀錄，則先

後以清代史館運作之角度，去探究清代官方史學之發展，並

述及《明史》之纂修。喬氏於〈《明史》的纂修與清朝官方的

明史學〉一文中，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討論《明

史》纂修問題。除將《明史》纂修區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探討

外，並提出「清聖祖對纂修《明史》由熱情支持轉為極端冷

落，是造成其廢弛和中輟的主要原因」，81
 至於王氏則詳述了

清代史館的分類與特性，並說明了明史館的興廢歷程。82
 陳

永明〈雍正朝《明史》的纂修〉，在有限的史料下，從朝鮮國

對《明史．朝鮮傳》的關注與修訂，指出雍正初期雖有意大

規模重新編修《明史》，但在皇帝甚少過問，以及諸總裁、監

修陸續他任四出的狀況之下，《明史》的編纂並不順利，而實

際掌權的張廷玉為求盡速交稿，遂決定以王鴻緒稿為基礎，

只進行校勘和增刪等加工。83 

此外，當康熙皇帝重開明史館之時，萬斯同以布衣參與

史局，雖不具銜、不受俸，對於史稿之修改審定，卻有著重

要之影響，是以欲研究康熙朝《明史》之編纂，則萬斯同無

疑是重要關鍵。當 1989 年之時，為紀念萬斯同 350 年誕辰，

陳訓慈（1901-1991）與方祖猷合作，重新編定了《萬斯同年

譜》，並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84
 該譜不僅對萬氏生平事蹟進

                                                        
81 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189。 
82 王紀錄，《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60-61。 
83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頁 160-182。 
84 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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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詳細的考訂，更將萬氏身後之要事、著作及研究萬氏之

文章，皆按年月排比，以為參考。此後，朱端強在前人研究

基礎上，以「萬斯同」與「明史纂修」為主題，編纂了《萬

斯同與《明史》修纂紀年》，將萬斯同一生與《明史》纂修相

關史事按年月條列，並附以己見，使萬斯同與《明史》纂修

的相關資料，有了更完備的整理。2008 年，為紀念萬斯同 370

周年誕辰，天一閣博物館特將所藏《明史稿》十二冊影印出

版，並於寧波舉辦「萬斯同與《明史》編纂國際學術研討會」。

該十二冊《明史稿》為 1931 年河南周某攜至南京，稱當地革

命遺族急需撫卹，欲以史稿變現，然因史稿價高，無人問津，

因此攜至南京，由沙孟海（1900-1992）介紹，售予寧波朱鼎

煦（1886-1968）。爾後經學者考證，基本上認為是萬斯同手

稿及修改稿，此次予以影印出版，對學界研究《明史》編纂

過程，有相當大之貢獻。此外，會議中發表了數十篇論文，

除了會議論文集外，並集結出版為《萬斯同與《明史》》上下

冊，上冊收錄了近百年來與《明史》編纂研究相關的重要文

章，下冊則選編會議論文。文中除針對天一閣等各種《明史

稿》的研究之外，亦針對萬斯同之史學、浙東學術、交遊、

家族史、文學思想、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進行研究，實為近

年針對萬斯同及《明史》編纂最具份量的研究。85 

                                                        
85 關於二十世紀《明史》纂修之研究，尚可參見：姜勝利，〈20 世紀《明史》

研究成就巡禮〉，《開南學報》，2009 年 6 期，頁 49-50。魏書娟，〈二十世

紀《明史》纂修研究〉，《蘭台世界》，2011 年 6 期，頁 58-59。徐泓，《二

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36-38。 



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 

-38- 

三、《明史．儒林傳》及相關研究 

就目前現有的資料而言，學者關於《明史．儒林傳》的

研究仍相當少見，而焦點則多集中於康熙朝重開史館後，是

否立〈道學傳〉之爭論，及其背後之學術意義。除部分專書、

學位論文中之章節，如姜勝利〈清人明史學研究〉86，喬治

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段潤秀〈《明史》纂修官現存初擬

稿研究〉87、吳光《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學派》88
 等曾略論及

之外，張濤、任利偉〈《宋史．道學傳》在清代的爭論及影響〉、

雷平〈朱陸之辨在清初的延續──由《明史》「道學傳」所引

發的爭議〉、曹江紅〈黃宗羲與《明史．道學傳》的廢置〉、

汪學群〈「一切總歸儒林」──試論黃宗羲的儒學史觀〉、魏

偉森（Thomas A.Wilson）的〈宋明清儒學派別爭論與《明史》

的編纂〉等，89
 皆有深入討論。曹江洪在文章中，除了討論

                                                        
86 姜勝利，《清人明史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2），

頁 56-58。 
87 段潤秀，《《明史》纂修官現存初擬稿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博士

論文，2007。 
88 吳光，《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頁 151-152。 
89 張濤、任利偉，〈《宋史．道學傳》在清代的爭論及影響〉，《河北學刊》，

28 卷 6 期（2008.6），頁 79-83。雷平，〈朱陸之辨在清初的延續──由《明

史》「道學傳」所引發的爭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
卷 2 期（2011.3），頁 94-98。曹江紅，〈黃宗羲與《明史．道學傳》的廢

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 年第 1 期，頁 98-103。汪學

群，〈「一切總歸儒林」──試論黃宗羲的儒學史觀〉（收入吳根友編，《多

元範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頁 455-480。魏偉森，〈宋明清儒學派別爭論與《明史》的編纂〉，《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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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移文的內容、撰述背景與影響外，最重要的貢獻，則

是對於移書的時間，首次作出了較為完整的考證，並提出黃

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當是撰寫於康熙二十一年

（1682）二月。汪學群則是透過深入分析黃宗羲〈移史館論不

宜立理學傳書〉，並將其結論與《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

著作相比較，從而指出在黃宗羲的儒學史觀中，不只是要破

除儒林與文苑的門戶，也不贊同心學、理學或道學的對立，

而是以儒學為基軸，全面完整梳理宋元明時期的主要學派。

至於魏偉森的文章則一反前人之說，認為傳統以來，受到全

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之影響，學界多認同《明史》裁

併〈道學傳〉，並將所有人物一併放入〈儒林傳〉，是黃宗羲

等王門後學者之勝利。然而，無論是〈儒林傳〉上下卷次序

的安排，以及傳序對陽明學之批判，都無法看出王學在此場

學術角力中得勝。因此魏偉森認為，與過去之說相反，利用

裁併〈道學傳〉，並以上下分卷方式區分朱學、王學學派的辦

法，正是理學家精心安排，重新建立道統，並確立起何者為

真正的「道」之手段。魏偉森之說，實際上已經跳脫出長久

以來，以黃宗羲為中心，討論〈儒林傳〉定位的論點，而回

歸到了學術史紀傳的角度，以考察《明史．儒林傳》之意義，

這或許是因為魏偉森的西方學者背景，使其較不受傳統觀念

束縛。可惜的是，魏偉森受限於史稿取得的不易，在史料的

缺乏下，極大幅度的壓縮了康熙時期的爭論與乾隆時期定稿

的變化，從而簡化了問題及答案。另外，王世光〈清儒視野

                                                        
大學學報》，24 卷 1 期（1994.3），頁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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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假道學」〉、〈試析康乾時期清廷對待程朱理學的矛盾心

態〉、賴玉芹〈論博學鴻儒《明史》之獨特加值〉，90
 則從反

面角度，討論清初之時，如何透過《明史．道學傳》的爭論，

對道學的流弊提出反思與批判。 

除此之外，針對與〈儒林傳〉息息相關的〈王守仁傳〉，

段潤秀〈《明史．王守仁傳》編纂考論〉91
 一文，對各版本〈王

守仁傳〉進行了初步的比較研究。陳德述〈試論毛奇齡的反

宋學思想〉、92
 段潤秀〈毛奇齡與《明史》修纂新探〉93以及

筆者所撰〈毛奇齡《王文成傳本》研究〉，94
 則分別透過毛奇

齡的理學立場、史學思想及所修《王文成傳本》，探討王陽明

在《明史》中之地位及其意義。 

綜合上文所述，目前學界對於《明史》編纂史的研究，

實仍有許多課題尚待努力，尤其是各傳稿之間還有不少問題

未能釐清，傳文的內容與學術意義也未能充分發掘，且多糾

結於朱學、王學之爭，而未能更廣泛的關照到清初正史纂修

與學術史間的關聯，對〈儒林傳〉稿本的變化，更是無人論

                                                        
90 賴玉芹，〈論博學鴻儒《明史》之獨特加值〉，《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33 卷 4 期（2006.7），頁 482-485。 
91 段潤秀，〈《明史．王守仁傳》編纂考論〉，《史學集刊》，2007 年 3 期，頁

82-87。 
92 陳德術，〈試論毛奇齡的反宋學思想〉，《社會科學輯刊》，1987 年 5 期，

頁 22-26。 
93 段潤秀，〈毛奇齡與《明史》修纂新探〉，《紅河學院學報》，7 卷 1 期

（2009.2），頁 33-36。 
94 黃聖修，〈毛奇齡《王文成傳本》研究〉，《國際陽明學研究》第一卷（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15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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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此一空白，正是本課題所要填補之處。 

第五節  章節架構安排 

一如前文所述，本書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轉換了研究

的視角，將過去所關注《明史．儒林傳》的學術爭議，進一

步的延伸至史稿的編纂問題之上，從而釐清當時的學術爭論

過程，及其最終的結果。此外，本書在討論的過程之中，除

了將文本變化視為歷史動態過程，並加以相互比較之外，也

同時關注文本之外的政治與學術發展，並將此三者相互結

合，以避免視角過度集中於文本之上，而有著狹隘與空談的

危機。針對如此，本書在章節架構安排上，除了緒論與結論

之外，共分為以下六章。 

在第一章中，本書首先簡述《明史》的纂修與〈理學傳〉

廢立所引發的爭議，並從魏偉森的質疑出發，論證學界長久

以來所認同的結論──「一切總歸儒林」，實際上並非最後的

結論，而是時間邏輯上的誤解。由於《明史》纂修的時間甚

長，在這過程當中，除了纂修人員不斷更換以外，所纂修的

傳稿，亦經過數次的改易。因此僅討論康熙朝的學術爭議，

或是武英殿本的纂修結果，都無法完整的認識整個爭議過

程，及其所反映的學術史和史學史意義。是故，本章主要的

目的在於建立對《明史》纂修的歷史動態認識，從而成為接

下來研究之張本。 

在反思過去的結論之後，第二章則從晚明的官私修史為

起點，重新回溯爭論的思想史與史學史源頭。如同前人所述，

《明史．理學傳》的爭議，其本質仍帶有朱學王學之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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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爭論在修史過程中，並非首次出現，而是自陽

明學興起之後，便不停的在官私史學著作之中上演，且一直

延續至清初的《明史》纂修。因此，本章將從萬曆年間的國

史纂修與王守仁從祀切入，討論二者對明代晚期官私修史所

產生的影響。其目的則是希望觀察明代晚期在紀傳體史著當

中，如何處理朱學王學的爭議，以及此種處理的方式，將會

對清初的《明史》纂修，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三、四章，則是本書最重要的核心，討論了多種《明

史稿》版本的差異，以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意義。在《明史》

漫長的纂修過程中，留下了將近十餘種的《明史稿》，這些不

同時期、不同纂修者所留下來的稿本，代表著自康熙朝至乾

隆初年的《明史》纂修歷程。檢視這些稿本的變化，便如同

是在閱讀一部《明史》纂修史。第三章首先討論了〈儒林傳〉

的稿本變化，第四章則討論〈王守仁傳〉及王門後學的問題。

在過去的研究中，正是因為不曾直接檢視這些稿本的變化，

以至於無法徹底釐清在《明史》纂修的過程中，究竟是如何

處理〈理學傳〉的爭議問題，而只能停留於「一切總歸儒林」。

然而，「儒林」本身並不是一個固定僵化的概念，而是隨著不

同時代與需要，不停的變動。因此，總歸儒林雖然是關鍵，

但總歸儒林之後，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對於徐

元文等人而言，在處理《明史》的問題上，〈儒林傳〉、〈王守

仁傳〉與「王門後學」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是故，在討論〈儒

林傳〉的問題時，倘若忽視〈王守仁傳〉與王門後學，則無

法理解〈修史條議〉的完整意義。 

第五章與前兩章相反，倘若前兩章是從稿本變化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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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路，去檢視《明史》纂修的學術和史學意義，第五章則是

從皇權、政治等外部因素，去探討修史過程之中，外部的變

化，如何影響《明史》的纂修。相較於私家修史，正史纂修

本身便是一種政治學術相結合的特殊體，在過去的研究中，

多認為康熙皇帝等清代君主，有意識地在掌控《明史》纂修，

以遂行其政治目的。此種觀點雖然有其理據，卻過度的簡化

了政治對官方修史的影響。本章透過檢視《起居注冊》、《實

錄》和各種文集、疏奏，將揭示在正史纂修的過程中，皇權

在其中的影響，不止是由上至下，還有著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孔廟的從祀與〈儒林傳〉雖然看似無涉，但二者

卻都具有「政治學術定位」的意義。本章亦將透過對史料的

爬梳，討論清初的孔廟從祀更定，如何影響《明史．儒林傳》

的纂修。 

最後一章則分析在康熙朝前期興盛的學史撰寫，與《明

史．儒林傳》的關係，並深入探討全祖望撰寫〈梨洲先生神

道碑文〉的緣由與學術意義。雖然清代尊崇朱子學的立場早

已確立，但因為康熙皇帝對學術的多元包容，因此如王學的

勢力雖然早已大不如前，卻也未遭到官方的打壓，而能持續

保有一席之地。當康熙朝纂修《明史》之際，民間同時也出

現了大量的學史類著作，這些史著的作者，並不僅限於民間

學者，還有不少任職於朝廷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參

與纂修《明史》的纂修官員，也私下撰寫了學史著作。本章

在這些著作之中，選擇了萬斯同、黃宗羲與熊賜履三人的著

作為例，探討他們與《明史》纂修的互動和影響。此外，在

近人《明史》學的研究中，受到全祖望影響頗大，尤其是〈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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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先生神道碑文〉，幾成為討論《明史．理學傳》廢立的唯一

論述。然而，全祖望的作意為何？該碑文反映了什麼樣的學

術意義，卻尠少有學者關心。因此，在本章的最後，將以全

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的討論作為結束，並反思該文對

近代《明史》學研究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