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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永樂十二年（1414）胡廣等編纂《四書大全》，一方面總結

元儒四書成果，一方面制約明儒思索取向，挾其官學地位，

影響無可比擬，乃是朱熹撰成《四書章句集注》之後最重要

的經解結集工作。只是清儒以來，對於《四書大全》殊無好

感，影響之下，少人關注，於是細節之間，缺乏分判。事實

上，「道統」與「皇統」思惟不同，宋儒原本上繼孔、孟的

歷史情懷，成為歌詠帝王盛德的說辭，「經典化」與「官學

化」應分別而觀，《四書大全》固然於朱熹地位確立，諸儒

經說纂輯，具有關鍵意義，但官方以其權力介入經解之中，

重構朱熹話語，形成定其一尊的詮釋脈絡，與朱熹期許回歸

經典，召喚儒者繼起之精神明顯不同。此一細節，必須於

《四書大全》徵引內容中梳理而出，從刪潤調整之處，了解

《四書大全》「皇統」思惟，明儒四書學之理解與內涵所

在，方能清楚明白。 

 

中文關鍵詞： 朱熹 四書 道統 四書大全 明代經學 

英 文 摘 要 ： In order to conclude the achievement of Four Books as 

well as restrict the orientation of scholars＇ 

contemplation in Ming Dynasty, Hu Guang and other 

scholars edited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daquan),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 after Zhu Xi＇s The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Sishu 

zhangju jizhu), in 1414. The high position of 

officialization attached to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was very effectible and powerful.  

However,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work and did little research on it.In fact, 

the threads of ＇Daotong (Succession to the Way)＇ 

and ＇Huangtong (Unified 

Imperial Authority)＇ are different. The Song 

scholars followed and succeeded to Confucius and 

Mengzi＇s historical mind, which composed many texts 

for extolling emperors. 

Nevertheless, ＇canonization＇ 

and ＇officialization＇ are not the same process.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is truly meaningful 

for confirming Zhu Xi＇s position and editing 

classics, in one way, but it restric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idea through 



reconstructing his words only by official power, in 

another way. The officially 

exclusive interpretation definitely disobeys Zhu 

Xi＇s expectation for returning back to 

classics itself.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s 

clearly,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parts which were polished or transferred by Ming 

scholars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and find the thought of unified imperial 

authority there. 

英文關鍵詞： Zhu Xi, Four Books, Daotong (Succession to the Way), 

Encyclopaedia ofthe Four Books (Sishu daquan), 

Jingxue (Philosophy of Classics)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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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四書成為經典，有賴朱熹完成《四書章句集注》1，但就影響層面而言，明代科舉定制才是四書發

展的重要推手。2明初宋濂（1310-1381）云：「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

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3《明史．選舉志》亦言「四書主朱子《集註》」、「永樂

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4，由初設到定制，明成祖（1360-1424）敕纂《四書大全》，建

構「官學」體系下的四書注解樣態，一改士人成學方式，確定四書先於五經，對於儒學影響至深。《四

書大全》一方面總結了元儒四書成果，一方面制約明儒思索的取向，「廢註疏不用」足證其影響。覈以

胡廣〈進書表〉，從「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纘承大統」一段文字，可以了解標舉「皇統」

的主張，而「會其說于一」，強調以「政」制「學」的訴求，至為明顯，成祖的意志，早已滲入四書詮

釋當中。5宋儒原本上繼孔、孟的歷史情懷，成為歌詠帝王盛德說辭，用以伸張皇權，暗示成祖得位的

正當性，可見修纂動機並不單純，明代科舉制度之所重，朝臣仰承上意之偏頗，「皇統」繼起，「道統」

失落，葛兆光即直指知識與思想的邊界被限制得越來越窄，是理學知識和思想的「俗化」6，信者固然

為「皇統」之民，聰明之人，激而橫決，反對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卻仍然受「皇統」的制約。高攀

龍（1562-1626）《高子遺書》云：「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7皇權政教

                                                 

1
 錢穆撰 《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1冊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5月）第一冊《朱子學提綱》云：

「朱子畢生，於四書用功最勤最密，即謂四書學乃朱子全部學術之中心或其結穴，亦無不可。」頁 213。 

2
 蕭啟慶撰 〈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云：「道學在科舉中的獨尊及成為近世的官學是始於元代，而非宋代。不過，道學在元

代僅為儒學各派中的官學，還算不上『正統』學術。因為科舉在當時並非入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學不過是諸『教』中的

一種。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是在明朝。」又「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頒行《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成為科舉考試及

學校教育的準繩，廢棄舊注疏不用，但這兩部官纂大全與元代科舉所用注疏乃是一脈相承。朱學獨尊的地位自此獲得鞏

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本第 1分（2010年 3月）頁 23、26。 

3
 宋濂撰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宋文憲全集‧鑾坡後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11 月），

卷 10，頁 3左。 

4
 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4月）卷 70〈選舉二〉，頁 1694。 

5
 胡廣等纂修 《性理大全》（《孔子文化大全》本 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 7 月）〈進書表〉，頁 9〜12。 

6
 葛兆光撰 《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頁 290。 

7
 高攀龍撰 《高子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29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3月）卷 7〈崇正學

闢異說疏〉，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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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四書大全》成為明代士人最重的經典，地位無可比擬，於此可見。朱熹匯整北宋諸儒義理講論，

回歸於經典，完成《四書章句集注》，元儒賡續討論，繼承不失，艱困之中，傳承程、朱理學，從自我

體證與堅持道統，轉而成為威權統治的順民，標舉「皇統」，重組話語，儒風因之改易，《四書大全》

極具關鍵地位。直到明清之際，家國淪亡，顧炎武（1613-1682）反省明代士風，深有批判：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

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

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

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

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8
 

感慨既深，聲氣極厲，認為敗壞風氣，莫此為甚，影響之下，《四庫全書》援取顧炎武意見，作為批判

明代四書學的立論基礎，輕視《四書大全》已成清儒定見。然而細加推究，顧氏饒有政治與家國情懷，

卻明顯將問題引入錯誤方向，首先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白宣示「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

「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去之」9，重點並非新創意見，而是刊落歧異，整合前說，以「官方」

建構定其一尊的詮釋體系，所謂「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不僅出自上意，更是體例所在，言儒臣「上

欺朝廷，下誑士子」，顯然有違事實，尤其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人皆為建文舊臣，迎附馬首，參與修

纂，原有表態作用，以永樂肅殺氣氛，言其欺誑，並非實情，楊榮甚至直言「上親商確，以定去取」10，

可見一切出於上意，責任在君上而非臣下，林慶彰先生認為成祖「宣示正統」的用意，才是關鍵所在11。

其次，所謂「或詳或簡」，正是刪略調整的證明，官修體例並不在於證成己說，而是梳理詮釋脈絡，確

立依循標準，「抄謄」保存宋元經說樣態，去取之間可以得見《四書大全》的思考。如今一概抹去，朱

熹學術於宋元兩代發展情形，明儒重構道統的思考，甚至明代經學成就，遂無從得見，此一轉折，於

                                                 

8
 顧炎武撰 《原抄本顧炎亭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4 月）卷 20「《四書五經大全》」，頁 925〜926。 

9
 胡廣等纂修 《性理大全．御製性理大全書序》，頁 9〜12。 

10
 楊榮撰 《文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15〈恭題四書性理大全後〉，頁

237。 

11
 林慶彰撰 〈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5 月），頁

33〜59。按覈談遷撰 《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12 月）卷 16「成祖永樂十三年九月」下引「臨海陳燧常曰：『始

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頁 1122。速成難

免疏失，但出於成祖意志，則無可疑。 



 3 

經學發展至為關鍵，為求補充失落環節，必須重新檢視《四書大全》，覈查線索，掌握明儒四書詮釋樣

態。 

 

二、研究目的 

筆者蒐輯臺灣近五十年來有關四書學之研究論著12，進而整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嘗試從經典

的角度、撰作歷程、體例安排、徵引原則，以及義理思想轉折等相關問題，了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之意義與價值，得見朱熹一生思索聖人之道過程，四書既是前有所承之古籍，又是朱熹彰顯聖聖相傳

「道統」之所在，承之於前，又得之於己，從理學入於經學，朱熹與四書「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

13，綜觀並覽，不得不佩服朱熹構思細密，深有體系思惟14。於是進一步以「話語」（discourse）為脈絡

15，考察宋代以前題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賢系譜情況，期以觀念史角度，分

析儒學思想之發展樣態，於是溯源而上，了解朱熹匯聚眾流的情形；衍流而下，觀察「道統」變異情

形，建構四書學史清楚的脈絡。因此檢覈元儒著作，了解元儒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

至於孔子、顏淵、曾子、子思、孟子聖賢相傳中，建構朱熹承繼地位的思考。只是元代朱學傳播，四

書固然成為士人承繼文化傳統的要籍，但學脈日分，卻也產生旨趣分歧情況，明代繼起，標舉朱學，

統合歧異，成為重要學術工作。由地方之學，成為官方之學，《四書大全》確立朱學獨尊樣態，有成祖

宣示權力的用意，也有時代的需要，只是一代功令，缺乏梳理，明儒學問基礎，無法掌握，遂無從得

見朱學發展情形，影響之下，甚至有「中國儒教，特別是天理的秩序觀，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論斷16，

士大夫自我的堅持與期許，轉而成為上位者統治的手段，其中斷裂與轉折，乃是四書發展重要議題，

                                                 

12
 拙撰 〈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四書學之研究〉，《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9 月），頁 411

〜499。 

13
 黃俊傑撰 〈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喜馬拉雅基

金會，2001 年 12 月），頁 66。 

14
 拙撰 〈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東華漢學》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221-251。 

15
 參見米歇．傅柯撰 王德威譯之《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 年 7 月）第一章「話語的統一性」，頁 93〜118。

當然就其「話語」部分，乃是強調出於權力之間互動關係，系譜學有其不續性，本文並非全然襲用，僅是取其關注「話

語」轉變之用意，作為思想史考察的方向。參考邵軒磊撰 〈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政治科學論叢》第 3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51〜174。 

16
 張豈之主編 《中國思想學說史》（明清卷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 之），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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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細節之間，必須檢討。筆者檢視林慶彰教授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經學研究

論著目錄》（1988-1992）、《經學研究目錄》（1993-1997）、《日本儒學研究書目》、《朱子學研究書目》、

吳展良編《朱子研究書目新編》（1900-2002），《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

數據庫》、《中國博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等，未見相關論述，以佐野

公治《四書學史の研究》從不同體裁、時代介紹四書學發展，然而對於《四書大全》也僅有簡略說明17。

朱熹之後，門人重複纂輯，各有發展，援取更多，辨證更深，四書終於成為影響元、明以下最重要的

典籍，只是脈絡既長，文獻紛雜，尤其牽涉朱熹後學不同家派之四書著作，對於《四書大全》去取之

間，必須反覆覈查，分判不同系統交融形態，真正了解「權力」滲透其中，於「話語」中重新組構「脈

絡」的線索，方能正確評估《四書大全》於四書發展的價值與意義。 

 

三、文獻探討 

明成祖於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甲寅下詔，命翰林學士胡廣等編纂《五經、四書大全》18，動

機所在，不免讓人聯想靖難之役，如侯外廬《宋明理學史》指出明成祖修纂《四書大全》是以「發揚

道統的聖王兼教主面貌出現」19，李焯然先生認為成祖希望「改變『靖難之役』給知識份子所留下的陰

影。」20重點在於攏絡士人，然而按覈纂修人員，情形並非如此簡單，以胡廣舉薦四十二位儒士參與纂

修工作21，人員以翰林院為主，並網羅朝中各部郎中、主事，進而及於地方儒學教授、教諭、訓導等22。

覈其職銜，中央以翰林院，統合各部郎中、主事，並且兼納地方之儒學學官，與唐代《五經正義》由

學官而及於朝廷大員的纂修過程相較23，明代明顯結合中央與地方，掌握元代以來儒學散於地方的情

                                                 

17
 佐野公治撰 《四書學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 年 2月），頁 250〜253。 

18
 楊士奇等撰 《明太宗實錄》（據北京圖書館紅格抄本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 年），卷 158，

頁 1803。 

19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卷，頁 12。 

20
 李焯然：〈治國之道――明成祖及其「聖學心法」〉，《漢學研究》，第 9卷第 1期（1991年 6月），頁 214。 

21
 胡廣等纂修 《性理大全．姓氏》，頁 29〜33。 

22
 陳恆嵩撰 《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8年 6月）考辨人物尚有劉三吾、王暹、宋琰、

陳敬宗、許敬軒、吳餘慶、陳濟等人參與其中，陳觀則曾參與賸寫工作。頁 45〜49。 

23
 長孫無忌撰 〈進五經正義表〉，收入董誥編 陸心源補輯 《全唐文及拾遺》（臺北：大化書局，1987年 3月）卷 136，頁

612〜613。表中所列以長孫無忌統領其事，參與之人從學官系統更擴及朝廷大員，尤其是監修國史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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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既有成祖攏絡四方的統治手段，也有朱熹後學深耕傳播，由地方影響中央的結果，彼此影響之下，

朱學從不同學脈當中獨樹一幟，明成祖藉由統合歧異，建構義理詮釋的威權。以地域覈查，江西籍有

胡廣、金幼孜、蕭時中、陳循、周述、余學夔、涂順、吳嘉靜、周忱、王選、王復原、傅舟、杜觀、

顏敬守、彭子斐、吳餘慶等十六人，福建籍有楊榮、陳全、林誌、李貞、陳景著、黃壽生、陳用、黃

約仲、洪順、陳道潛、黃福、王暹等十二人，浙江籍有陳璲、王羽、童謨、吳福、沈升、章敞、吾紳、

曾振、留季安、宋琰、陳敬宗、許敬軒等十二人，其他劉永清是湖廣人、王璡、趙友同、陳濟是江蘇

人、黃裳是廣東人、段民是直隸人、楊勉是應天府、廖思敬是湖南人、劉三吾是湖南人，人員集中於

江西、福建、浙江三地，而江西、福建、浙江正是朱熹學術流扇之地，也是元代四書撰作最多區域，

修纂人員與此相符，正可證明朱熹之後，四書影響日深24。然而考其出身，更能得見其中細節。 

 

《大全》纂修人員表25
 

 

姓名 字號 籍貫 職稱 纂修 專長 備註 

胡廣 

 

字光大，號晃

菴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

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太祖高皇帝實

錄》、三部大全總裁

官 

《詩經》 建文二年進士 

楊榮 

（1371-1

440） 

字勉仁 福建建寧府建安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

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太祖高皇帝實

錄》、三部大全總裁

官、《三朝實錄》 

 建文二年

進士 

金幼孜 

（1368-1

431） 

名善，字幼

孜，號退菴 

江西臨江府新淦縣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太祖高皇帝實

錄》、三部大全總裁

官 

《春秋》 建文二年進士 

蕭時中 名可，字時中 江西吉安府廬陵縣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三部大全 《詩經》 永樂九年進士第

一 

陳循 

（？

-1457） 

字德遵，號芳

洲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三朝實錄》、三部

大全、《寰宇通志》 

 永樂十三年進士

第一 

周述 

（？

-1436） 

字崇述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永樂大典》、三部

大全 

 永樂二年進士 

陳全 

（1359-1

字果之，號蒙

菴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永樂大典》、三部

大全 

 元末人，永樂四

年進士第二 

                                                 

24
 周春健撰 《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元代四書學地域分布統計表」，頁 94-95。 

25
 整理自陳恆嵩撰 《五經大全纂修研究》「修纂人考述」，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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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林誌 

（1378-1

426） 

字尚默，號見

一居士 

福建福州府閩縣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三部大全、《歷代名

臣奏議》 

《易經》 永樂十年進士第

二 

李貞 

（1380-

？） 

字子固 福建漳洲府南靖縣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三部大全  永樂十三年進士

第二 

陳景著 

（1397-

？） 

名從，字景著 福建福州府閩縣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三部大全 《春秋》 永樂十三年進士

第三 

余學夔 

（1372-1

444） 

字一夔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永樂大典》副總

裁、三部大全、《太

祖、太宗兩朝實錄》 

《尚書》 永樂二年進士 

劉永清 

 

字汝弼 湖廣荊州府石首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三部大全  永樂七年進士 

黃壽生 

 

字行中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三部大全 《詩經》 永樂九年進士 

陳用 

 

字時顯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三部大全  永樂九年進士 

陳璲 

（1384-1

465） 

字廷嘉，號逸

庵 

浙江臺州臨海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三部大全 《詩經》 永樂九年進士 

王進 

（1355-1

426） 

字汝嘉 江蘇蘇州府長洲縣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

功郎 

《永樂大典》副總

裁、三部大全 

《詩

經》、《尚

書》 

 

黃約仲 

 

名守，字約仲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

郎 

《永樂大典》、三部

大全 

作詩、書

法 

 

涂順 

 

字維貞 江西南康府建昌縣 翰林院庶吉士 三部大全  永樂二年進士 

王羽 

 

字儀之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三部大全  洪武二十四年進

士 

童謨 

 

字尚弘，號履

謙 

浙江上奧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 《性理大全》  洪武二十年學正 

吳福 

 

字好德 浙江寧波府鄞縣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

郎 

《永樂大典》、三部

大全 

《易經》 建文二年進士 

吳嘉靜 

 

 江西臨江府新淦縣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

員外郎 

三部大全 《詩

經》、《尚

書》 

洪武末年訓導 

黃裳 

 

字迪吉 廣東番禺 承直郎禮部主事   洪武二十年鄉貢

進士 

段民 字時舉，直隸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承德郎刑部主事 《永樂大典》、三部 《詩經》 永樂二年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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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1

434） 

常州府武進

縣 

大全 

洪順 

 

字遵道 福建福州府懷安縣 承直郎刑部主事 三部大全  永樂三年進士 

沈升 

（1376-1

446） 

字志行 浙江杭州府海寧縣 承直郎刑部主事 三部大全  永樂二年進士 

章敞 

（1376-1

437） 

字尚文，號質

庵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 承德郎刑部主事 《永樂大典》、三部

大全 

《詩經》 永樂二年進士 

楊勉 

 

字子學 南京應天府江寧縣 承德郎刑部主事 三部大全  永樂二年進士 

周忱 

（1381-1

453） 

字恂如，號雙

崖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承德郎刑部主事 《永樂大典》、三部

大全 

 永樂二年進士 

吾紳 

（1383-1

441） 

字叔縉 浙江衢州府開化縣 承德郎刑部主事 三部大全  永樂二年進士 

陳道潛 

（1364-1

433） 

字孔昭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

御史 

《性理大全》 《尚書》 建文二年進士 

王選 

 

 江西臨江府新喻縣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 三部大全  洪武初舉明經、

大理評事 

黃福 

 

字汝錫 福建建寧府浦城縣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 三部大全  建文二年儒學訓

導 

趙友同 

（1364-1

418） 

字彥如 江蘇蘇州府長洲縣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 《永樂大典》副總

裁、三部大全 

 洪武年間儒學訓

導 

王復原

（？

-1425） 

字子復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

監博士 

三部大全  洪武二十九年鄉

試第七 

曾振 

 

 浙江臺州府 泉州府儒學教授 三部大全  洪武年間儒學教

授 

廖思敬 

 

 湖南衡州府衡陽縣 常州府儒學教授 三部大全  洪武年間儒學教

授 

傅舟 

 

字子楫 江西臨江府清江縣 蘄州儒學學正 三部大全  洪武年間學正 

杜觀 

 

字公儼 江西臨江府清江縣 濟陽縣儒學教諭 三部大全 《春秋》 永樂元年儒學教

授 

顏敬守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善化縣儒學教諭 三部大全  永樂年間儒學訓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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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斐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常州府儒學訓導 三部大全  永樂年間儒學訓

導 

留季安 

 

 浙江處三部大全青

田縣 

鎮江府儒學訓導 三部大全  永樂年間舉明經 

 

其中洪武朝有十位，建文朝有五位，永樂朝有二十四位，不詳有二位，雖說出於胡廣推薦，但以

永樂朝進士居多，成祖不僅有意攏絡士人，更明顯是以纂修工作來籌組新朝班底，藉此肆行個人意志，

強化統治手段。 

其次，卷前〈凡例〉列徵引人物，朱熹為首，列舉一○六家附之於後，建構兼納諸家形態：計有

鄭玄（127-200）、孔穎達（574-648）、周敦頤（1017-1073）、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

張載（1020-1077）、邵雍（1011-1077）、呂與叔（1046-1092）、尹焞（1071-1142）、謝良佐（1050-1103）、

游酢（1053-1123）、侯師聖、楊時（1053-1135）、胡瑗（993-1059）、范祖禹（1041-1098）、蘇軾（1037-1101）、

林之奇（1112-1176）、胡寅（1098-1156）、羅從彥（1072-1135）、程逈、李侗（1093-1163）、陸九淵

（1139-1192）、呂祖謙（1137-1181）、張栻（1133-1180）、陳傅良（1137-1203）、李衡（1100-1178）、

陸佃（1042-1102）、陳淳、黃榦、輔廣、潘柄、蔡淵、蔡沈、蔡模、陳孔碩、趙氏、陳埴、胡泳、鄭

南升、葉賀孫、黃士毅、趙順孫、洪興祖（1090-1155）、張九成（1092-1159）、鄧名亞、真德秀、葉夢

得（1077-1148）、邵甲、郭忠厚、袁甫（1174-1240）、張庭堅、項安世（？-1208）、程氏、倪氏、顧元

常、李道傳（1170-1217）、東窻李氏、陵陽李氏（1167-1244）、陳知柔（？-1184）、陳用之（1042-1093）、

譚惟寅、何夢貴（1229-？）、晏氏、潘時舉、鄭汝諧、王炎、薛氏、歐陽謙之、諸葛泰、朱祖義、朱

伸、胡次焱（1229-1306）、張彭老、黃淵（1231-1312）、宣氏、汪廷直、張好古、張玉淵、王回（1023-1065）、

饒魯（1193-1264）、盧孝孫、程若庸、劉彭壽（1273-1336）、王侗、沈毅齋、謝枋得（1226-1289）、齊

夢龍、邢昺（932-1010）、方逢辰（1221-1291）、金履祥、馮椅、黃仲元、熊禾（1253-1312）、吳浩、

吳仲迂、李靖翁、鄒季友（？-1209）、汪炎昶（1261-1388）、許衡（1209-1281）、吳澄（1249-1333）、

歐陽玄（1283-1357）、胡炳文、陳櫟、張存中、倪士毅、許謙等26。按覈文獻，「張氏玉淵」生平今無

可考；「晏氏」據《禮記集說》，以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所引27，疑為「晏光」；「鄧氏」《四書通》

作「名世」，《四書大全》誤作「名亞」；「郭忠孝」《四書通》、《四書大全》作「郭忠厚」；「倪氏」《四

                                                 

26
 胡廣等纂修 《四書大全．四書大全凡例》「引用先儒姓氏」，頁 21-27。 

27
 鄭玄注 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 年 12 月）卷五十三引阮元〈校勘記〉

云：「引楊時、譚維寅、晏光說，並作『然後行』。」頁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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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通》、《四書大全》並無列名，據《禮記集說》應為「倪思」；《四書通》、《四書大全》「永嘉薛氏」為

「薛季宣」；「李東窗、東窗李氏」應為「李性傳」；「程若庸」《四書大全》分作「徽蓭程氏」、「勿齋程

氏」，實為一人；「黃仲元」於宋亡更名為「淵」，《四書大全》誤分「黃氏淵」、「四如黃氏仲元」；《四

書大全》「朱伸」疑為「朱申」之誤；《四書大全》「宣氏」，據《禮記集說》應是「宣繒」；《四書大全》

「趙氏」，比對《四書通》、《四書大全》所引內容，「趙氏」即是趙順孫，《四書大全》卻分為「格蓭趙

氏」與「趙氏」；《四書大全》「魯齋王氏」下注名「侗」，應是「柏」字之誤，倉促成書，《四書大全》

確實多有訛誤，不過重出之間，《四書大全》有不同來源。比起倪士毅「重訂四書輯釋引用姓氏」一百

一十一家（程子包括二程，胡氏包括胡寅、胡宏，應為一百一十三家），「四書通義引用姓氏」三十六

家，「朱子集註章句或問所引姓氏」七十六家（程子包括二程，胡子包括胡寅、胡宏，蘇氏包括軾、轍，

應為七十九家）28，人數更多更廣，層層累聚，代表朱熹之後四書傳衍情況。《四書大全》整合歧異，

以朱熹高一格書寫，引領諸儒，用意至為明顯，特別引錄漢、唐儒者鄭玄、孔穎達，有意保留《五經

正義》官學系統的印記。為求明晰，筆者進一步覈以《宋元學案》，《四書大全》徵引之人物未見於《宋

元學案》者有李衡、鄭南升、洪興祖、陳知柔、譚惟寅、何夢桂（《四書通》、《四書大全》作何夢貴）、

晏氏（晏光）、鄭汝諧、王炎、諸葛泰、朱祖義、朱伸、胡次焱、張彭老、宣氏（宣繒）、汪廷直、張

好古、張玉淵、盧孝孫、劉彭壽、齊夢龍、邢昺、馮椅、吳浩、李靖翁、張存中等二十六人，可見《四

書大全》關注所在，並非只有理學人物而已，分析統計結果，人數最多為「晦翁學案」十二人、「滄州

諸儒學案」十二人、「明道學案」八人、「伊川學案」九人等學案，主軸所在，正是二程、朱熹、朱門

弟子一脈相承的「道學」譜系29。朱熹門人守成而少特出，遂少有關注，其實於艱困之中，昂揚挺立，

於家國淪亡之際，慨然承傳，山林鄉野之間，講授不輟30，傳播四書義理，反映於《四書大全》徵引當

中，貢獻不可忽略。 

                                                 

28
 王逢撰《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明刊黑口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重訂姓氏」頁 1-12。倪氏之作，劉叔簡得其

本而刻之，倪氏懼其未密，遂有重訂工作，明初於是將倪士毅《輯釋》、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以及王元善《通考》

合刊，後正統中則有王逢、劉剡取倪士毅、趙汸同訂的《重訂輯釋》、朱公遷《約說》、程復心《章圖》，以及王逢的《訂

定通義》拼湊的版本，見劉剡輯〈新刊重訂輯釋通義源流本末〉，頁 1，以及顧永新撰 〈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

術史〉，頁 104-106。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37 列於存目云：「書中亦糅雜蒙混，紛亂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

已為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頁 760。 

29
 參見拙撰 〈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東吳中文學報》第 23 期（2012 年 5 月），頁 236。 

30
 參見方彥壽撰 《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7 月）〈序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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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與討論 

經由纂修人員考查，以及徵引人物學術系譜分析，《四書大全》修纂動機與義理脈絡已有初步的觀

察。不過《四書大全》最重要的還是對於朱熹之後學脈的釐清，增列朱熹弟子真德秀、潘時舉、歐陽

謙之、馮椅等人，凸顯朱熹開枝散葉，枝脈扶疏的學術形態，盧孝孫為真德秀門人，熊禾為輔廣門人，

程若庸、吳仲迂從學於饒魯，沈貴瑤、齊夢龍從學於董夢程，王柏、金履祥、許謙屬於何基一派，而

饒魯、董夢程、何基皆為黃榦門人，流衍既廣，可見朱熹學術的開展，以及黃榦發揚之功。但另一方

面，溯及北宋汪廷直，南宋王炎與朱熹交好，一脈而下，朱申、胡次焱、程若庸、吳浩、汪炎昶、胡

炳文、陳櫟、張存中、倪士毅皆為新安一地人物，《元史》云： 

胡炳文，字仲虎，……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

多與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

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31
 

依鄧文原〈四書通序〉，胡炳文《四書通》似乎是修正《纂疏》、《集成》而作，其實用意所在，乃是與

饒魯一系爭奪詮釋朱學宗主地位，宗族情懷，轉為捍衛朱熹學術的信念，〈四書通凡例〉言「雙峰饒氏

之說，於朱子大有發明，其間有不相似者，輒辨一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32言近旨遠，與陳櫟「有

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33，說法何其相似，朱熹學術更相傳授，源遠益分，

剔除歧異，回歸朱學原本，成為新安學人的共同使命，倪士毅《四書纂疏》承之而出34，成為《四書大

全》底本，〈凡例〉言「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正是反映此一訴求，《四書大全》不

僅確認了新安一系的解經地位，也成功建構朱熹集其大成之義理思惟。 

                                                 

31
 宋濂等撰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 4 月）卷 189〈儒學〉，頁 4322。 

32
 胡炳文撰 《四書通．四書通凡例》，頁 4。按：所謂「輒辨一二」並非實情，解光宇撰《朱子學與徽學》（長沙：岳麓書

社，2010 年 1 月）直指「元代史伯璇的《四書管窺》中，還有許多饒魯的意見被收錄，卻不見于胡炳文的書中。」頁 72。 

33
 宋濂等撰 《元史》卷 189〈儒學〉，頁 4321。 

34
 汪克寬撰 〈重訂四書集釋序〉，《環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

卷四云：「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

略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磨刮曏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欲合二書而一之而

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弘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僝

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頁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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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與結論 

成祖有援取「道統」以為「皇統」的思考，但規訓源於官學的制約，官學來自宗族情懷，朱熹門

人追求正確詮釋的思考，層層而進，逐漸開展，就其發展而言，明代正是統合分歧最重要階段，否則

詮釋紛擾，異說迭起，漸失其本，朱學恐難傳續。筆者比對《四書大全》材料之餘，翻檢文集、語錄、

傳記、方志、學案等，檢視人物傳記，梳理學術系譜，朱熹門人於艱困之境，昂然以道學自持，得見

經典價值，然而傳習日廣，義理分歧，漸起回歸朱熹原本的訴求。考察《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氏」，

釐清以往未見之處，只是人數既多，線索紛雜，諸多人物，文獻無徵，引錄情形，出現頻率，細節無

從分析，凡此種種，猶待後續檢討，並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本次計畫研究成果有〈官學進程與詮釋脈絡：四書大全纂修體例芻議〉發表於南京師範大學「2010

年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後收入趙生群、方向東主編《古典文獻研究集刊》第四輯，撰成〈四書

「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刊於《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日本長崎中國學會會刊）

第一期，撰成〈《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一文，刊登於《東吳中文學報》第二十三期。其他相

關論文還有〈道南與湖湘──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義理進程分析〉，發表於《東華漢學》第十五期、

〈孔門弟子軼事傳說分析──以子路、子貢、顏淵為核心的考察〉收入《第四屆世界儒學大會論文集》、

〈「穎悟」與「篤實」──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孔門系譜之建構考察〉，發表於 2012 年第五屆世界儒

學大會、〈思想史重構──詮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進路的思索與反省〉，發表於「第八屆世界朱氏

聯合會暨兩岸四地朱子學論壇」。另外，參與計畫同學：助理王志瑋，撰有〈從《大學》經一章誠意一

目論朱熹與朱門後學的理解〉，發表於福建武夷學院宋明理學研究中心「朱子與文化論壇」論文發表

會，撰〈論《四書通》、《四書輯釋》對《中庸》「天命之謂性，率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朱注歧

異的詮釋〉一文，發表於「世界朱氏聯合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暨兩岸四地朱子學論壇」，並以《四

書大全》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助理林雅雯，以〈理學與心學之爭──豐坊偽作《石經大學》的影

響及其意義〉為題，獲「100 年度大專生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助，撰成〈改本風潮──豐坊

偽作《石經大學》的影響及其意義〉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第十七屆大學部論文發表會」。

感謝王志瑋撰同學協助整理資料，諸位學界前輩不吝指點，以及匿名審查人的提醒與支持，於此議題

遂有進一步的思考，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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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人數最多，主軸所在，正是二程、朱熹、朱門弟子一脈相承的「道學」譜系，《四書

大全》具有內在的義理主軸。《四書大全》於象山心學一系，永嘉學派，同樣入選，呈現

更為豐富的學術樣態，重點在於綜納各家思考，建構朱熹昂然挺立於浙學與陸學之上的宗

主地位。然於學脈日歧，漸離原本之際，剔除歧異，回歸朱學原本，成為新安學人共同使

命，《四書大全》承繼此一訴求，樹立朱熹獨尊地位，也成為明代四書「官學化」中最重

要的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