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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四庫全書總目》編成以後，學者多視其為具有目錄性質的
工具文獻，甚或讀書的門徑，直至清末則有不同的評價。無
論為何，《總目》代表十八世紀後期中國官方學術的總成。
《總目》研究約有兩個取向：一為文獻考據取向，包括
《總目》內容的辨證、補撰、刊誤、續修；二為文獻詮釋取
向，包括自學術思想、史學、文學諸視域出發，詮釋《總
目》隱含的觀念，或考察《總目》編纂的歷程。整體說來，
前一研究較為興盛，成果亦多豐碩。事實上，在《總目》內
容中，除了考據資料外，館臣對於書籍作者與內容的敘述、
評價，都飽含了當代的歷史意識、學術立場、政教關懷等等
質素，因此，從文化視野重新觀看《總目》，自有其必要
性。又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總目》的文學史、文學批
評史敘述與評價，部分已經沉澱為我們對於歷史的前理解，
可是在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對
於《總目》的掌握尚且薄弱。因此，本計畫應可豐富《四
庫》學在研究上的深度與廣度，並反饋文學史、文學批評
史、文學思想史等學門，在研究方法、視角、題材上的操作
經驗，以及知識內容。
本計畫乃延續個人過去研究成果，主要通過不同階段〈提
要〉的比對、追蹤，進一步探索館臣文學思想形成的歷程，
此可與從文學外部研究《總目》編纂過程的成果，相互補
充、發明。
中文關鍵詞： 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目錄學、提要、歷史敘述
英 文 摘 要 ： Sinc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was published,
scholars took it as a bibliographical tool and a
threshold of the knowledge. This kind of evaluation
was lasting until the late Qing period. No matter
what, “Si ku quan shu zong mu“ represented the sum
up of the Chinese Official Academic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are (1) Textual: including identification,
mend and revise； (2) Explanatory: including concept
interpretation and examining the editorial process in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spects. In
general, the researches in textual are more popular
and have more achievement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view “Si ku quan shu zong mu“ with the
literary viewpoint. For example, the
curators‘comments and evaluation to the authors and

the articles embrace th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rack. Thought, part of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ritical researches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have became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we are still weak in
handling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literary critical
and literary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hus, this project should deepen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Furthermore, it can assist other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critical history
and literary philosophy, in material, viewpoint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view the authors’
literary concept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hat
would extend my past research by means of tracing
hints, and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concept “Si ku quan shu zong mu“.
英文關鍵詞：

“Si ku quan shu zong mu“, Literary concept,
bibliograph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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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1__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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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四庫全書總目》編成以後，學者多視其為具有目錄性質的工具文獻，甚或讀書的門徑，直至清
末則有不同的評價。無論為何，
《總目》代表十八世紀後期中國官方學術的總成。
《總目》研究約有兩個取向：一為文獻考據取向，包括《總目》內容的辨證、補撰、刊誤、續修；
二為文獻詮釋取向，包括自學術思想、史學、文學諸視域出發，詮釋《總目》隱含的觀念，或考察《總
目》編纂的歷程。整體說來，前一研究較為興盛，成果亦多豐碩。事實上，在《總目》內容中，除了
考據資料外，館臣對於書籍作者與內容的敘述、評價，都飽含了當代的歷史意識、學術立場、政教關
懷等等質素，因此，從文化視野重新觀看《總目》
，自有其必要性。又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
《總目》
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敘述與評價，部分已經沉澱為我們對於歷史的前理解，可是在文學史、文學批
評史、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對於《總目》的掌握尚且薄弱。因此，本計畫應可豐富四庫學在研
究上的深度與廣度，並反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等學門，在研究方法、視角、題材上的
操作經驗，以及知識內容。
本計畫乃延續個人過去研究成果，主要通過不同階段〈提要〉的比對、追蹤，進一步探索館臣文
學思想形成的歷程，此可與從文學外部研究《總目》編纂過程的成果，相互補充、發明。
Sinc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was published, scholars took it as a bibliographical tool
and a threshold of the knowledge. This kind of evaluation was lasting until the late Qing
period. No matter what, "Si ku quan shu zong mu" represented the sum up of the Chinese Official
Academic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are (1) Textual: including
identification, mend and revise; (2) Explanatory: including concept interpretation and
examining the editorial process in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spects. In general,
the researches in textual are more popular and have more achievement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view "Si ku quan shu zong mu" with the literary viewpoint. For example, the
curators'comments and evaluation to the authors and the articles embrace th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rack. Thought, part of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ritical researches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have became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we are still weak in handling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literary critical and literary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hus, this project should deepen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Furthermore, it can assist other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critical history and literary philosophy, in
material, viewpoint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view the authors’ literary concept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hat would extend my past research by means of tracing hints, and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concept "Si ku quan shu zong mu".
關鍵詞
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目錄學、提要、歷史敘述
Keywords:
"Si ku quan shu zong mu", Literary concept, bibliograph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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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目前關於《總目》的研究，大致有二種主流進路 ：其一為「文獻考據」取向，包括《總目》內容
的辨證、補撰、刊誤、續修，此以胡玉縉（1859-194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余嘉錫（1884-1955）
《四庫提要辨證》為代表；其二為「文獻詮釋」取向，包括從學術思想、史學、文學等諸角度出發，
視《總目》為一完足的封閉理論系統，並據以鈎稽《總目》背後隱含的觀念，或考察《總目》編纂的
歷程，以理解其遷化、凝定之驅力與傳播、接受之效力。在成書兩百年後，
《總目》做為清代官方意識
的大音，已在文學史、學術史中造成或顯或隱的希響，而饒具思辨價值的議題往往潛藏在看似離散的
材料底層，尚待綴合、旁通──譬如關於《總目》別集類提要所營造的文學觀念內容為何？其文學觀
念緣何形成？其文學觀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又有何種地位、意義與影響？
本計畫的目標即嘗試釐清《總目》的文學思想內容，填補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缺罅，並且擴大四庫
學中《總目》研究值得發展的內容與方向。在計畫執行期間，新出影印四庫影印古籍材料的出版，以
及愈來愈多關於「四庫學」的研究專著，都使本計畫得所啟發、裨補，這些新出史料與相關研究也成
為本計畫參與人員定期召開的《總目》研讀會議的重要對話子題。
(二) 研究目的
從清代官方下詔纂修《四庫全書》起，無論是正面探究其學術價值，或反面批判其統治權術，
《四
庫全書》一直都是學術史的焦點議題。這部官修叢書的成書歷程，更在圖書史、目錄學史、文化史上
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就學術史而言，被余嘉錫盛讚「
《別錄》以來，始有此書」的《四庫全書總目》
，
其「讀書之門徑、學問之津樑」的國學敲門磚角色，幾成晚清以降數代學人的基本共識。而近代學者
對這部叢書的關切，催生所謂「天下公論」或「寓禁於徵」等用以探討清代官方意識的研究關鍵詞。
隨著《文淵閣四庫全書》
、
《文津閣四庫全書》
、
《四庫提要分纂稿》
、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提要》等相關
大套《四庫》相關叢書陸續翻印，
「四庫學」逐漸走出近代學術時代的化約批判潮流，重新匯聚為一股
重要的研究趨勢，迫使研究者以更全面、深入的角度，整合、反省《四庫全書總目》的方方面面與是
是非非，並積極追問其與今日學術流變史、文學批評史間的因革損益，既要對《總目》加以評騭，更
要正視其作為現代與傳統學術之中介的制導事實，正如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所指出的：
「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並且認識過去
東西裡的現實意義。」
是以本計畫將焦點鎖定於「集部類文學思想凝聚歷程」
，係屬四庫學、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中國
文學思想史等領域的整合論述，希望通過研析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的三種印本(武英殿本、浙江學政
本、廣東書局本)，以及數種稿本（如《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提要》
、分纂稿）
，以及七閣《四庫》的書前
提要等，分別進行文獻爬梳、校勘比對、分析歸納，觀察這些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各受其因緣所塑的前
行文本如何逐步匯流，並期通過考察《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的凝結歷程，更全方面地掌握《四庫
全書總目》的思想內涵。
本計畫和當前學界的研究趨勢之相關性及預期研究如下：
1. 四庫學領域近十年來成果堪稱豐碩，前輩學者之心力所鍾，以訂誤、校勘之古典文獻學為
主，此不僅出於其人研究興趣，更是多部重要四庫相關文獻史料陸續刊行的具體反映。二
十世紀八○年代以後，後繼者秉此基礎，開始轉向以文化史、學術史角度來討論《總目》。
「由考證而辯證」既形成四庫學的學術進程，更闢立當代四庫學的研治規模。本計畫即擬
從之，藉助前輩學者及當代學者在考訂學、文獻學的豐碩成果，進入文學思想形成歷程的
內部討論，盼能豐富四庫學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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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之研究而言，通過《總目》之述評，清代官方建構出一套文學史圖
像，以確立「天下公論」
，從學術權威側面鞏固繼統合法。故《總目》文學史圖像及批評概
念雖出於一時名儒碩士之手，但也經歷目的（皇權穩固）與事實（歷史材料）磨合的過程，
其有所見且有不見或不能見也就勢所必然。今人據《總目》以進學，乃不可避免地兼受其
精華所益與風氣所蔽，倘不對這套建構成形的官方文學意識型態具體摸索，誠不足以了解
現行文學史觀受到該論述影響的程度及深度；從反思中，也可裨益當代探索、發現文學史
及批評史的新研究向度。

3. 就學術史、文學思想史領域而言，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霸權性和保守性的意識。但霸權
與保守形成的背後，應有一定的對治的時空情境，甚至是肇因於某種集體焦慮。一旦成為
語言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會產生一定積極支配或濡化浸染的效果，而逐漸
掩蓋某種思想在萌動之初所對治的問題與情緒感受。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中的官
方意識，並且重新爬梳釐清，應可豐富文學思想（史）的紋理細貌與活動情態，進而掌握
其特質。
本計畫執行的三年期間中，嘗試通過文獻資料的整理爬梳，進行包括楚辭部文學思想、
《初次
進呈存目》
、唐宋明清集部類提要爬梳等為主題的專題論文之撰寫深研，已達到深化本論題研究深
度及提升能見度之預期目標。
(三) 文獻探討
《總目》本身是體制龐大而內涵豐富的鉅著，就其學術思想而論，前輩學者對於《總目》對漢
學、宋學之爭傾向及立場的研析（如夏長樸〈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
）
，或是其對明
代學術的看法，都有極為細膩的梳理，揭示漢宋學術角力、鼎革政治敏感等現象的存在，幾可為全
書定音。然在經過三年期的研讀過程後，我們發現《總目》因應不同時代的學術或文學主軸，其臧
否去取實有相對浮動的判準調配或呈現重點，即便在政治控制上，操作模式也略見差異。為了凸顯
這個發現，並考量人力分工，本計畫採行斷代研究的方式，圈定唐宋、明代及清代為三大範圍，以
下扼要呈現對文獻材料的初步觀察：
1.

唐宋──稽古右文
儘管唐、宋去清較古遠，官方仍須在衡文中施行勸懲，惟不藉由大幅刪改、禁燬的劇烈手段為
之，而是明確流露「德貴於文」的批評觀；加上二代文化輝煌、帝王本身好尚與樸學水平卓絕
等因素，
「文獻的恢復」與「典範的確立」為此時期提要的側重點。
(1) 唐代
A. 道德優位的批評觀
儘管《總目》從作者個人的生世遭遇、時代風氣探討文風、題材的形成與抉擇，講
求信而有徵、於理不悖，體現成熟的學術態度，但仍顯見道德先於文藝的傾向，每
於人格與文格的繫聯中寄託勸懲，具體包含宗崇儒家經典、高尚君臣之義、稱揚風
人之旨。這並不表示館臣一味信口雌黃，而是事實存在諸多面向，顯晦抑揚充滿視
角選取、調動，並非僅是單純客觀地就知識論知識而已。
B. 對於侵害皇權正統的非常政治事件十分敏感
唐代別集提要所述及之非常政治事件包含三者：一則武后（624-705）竄唐改周；二
則促使唐代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 ；三則安史之亂後所產生的藩鎮割據。其人臨事時
之忠貞、附逆往往下上其文學評價，而得出與今日文學史定見相去甚大的結果。
C. 重新審識、評價隱逸蹈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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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認可不廢「閔時憂國之心」的隱逸之士，甚至以名臣殉節的世間之德規模方外之
士，企圖使忠君愛國成為至高且唯一的道德取準，非但士夫如是，僧道亦然。
(2) 宋代
A. 詩文評價呈現並峙結構
《總目》評價宋代詩文往往依循「儒者之言／文章能事」並峙結構，區分以思想內
容或藝術表現為長的文學類型，
「有德者必有言」的觀點仍存在，但德、言關係已見
重新整合、分配之迹。涉及佛道的青詞、朱表、齋文、疏文固非文章正軌，而語錄
為文、性氣為詩的作品亦罕躋獎掖之列，可見館臣雖表彰理學家的道德價值，卻不
認同其文學品味。其所看重之文學典範與明代唐宋派較為接近，古文以八大家系統
為主流，詩則以蘇黃為極則。
B. 正統凌駕族裔的政治觀點
清室源出女真，而於明清提要中族裔問題每為忌諱所在。然在宋金關係中，
《總目》
認同者為漢人政權，凡與權臣奸宦如秦檜（1091-1155）
、韓仛冑(1152-1207)、史彌
遠（1164-1233）
、賈似道（1213-1275）親近者，往往因風節有虧而遭受貶斥；在兩
國對壘中，亦主戰不主和。
C. 以唐為極盛，宋為極變的詩美典
合觀《漁洋精華錄》
、
《御定四朝詩》
、
《御選唐宋詩醇》
，與宋代胡仲弓《葦航漫遊稿》
、
薛嵎《雲泉詩》與王鎡《月洞吟》等書提要所述之詩學小史，可發現《總目》具備
唐宋詩之擒縱結構為中心的詩學視域，盛衰正變往復循環，進一步成為《總目》整
體的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圖像的驅力。對宋代的觀照除了自我顯明外，更具備理解唐
代乃至《總目》整體的重要意義，而蘇軾（1037-1101）正居宋詩史焦點。
D. 有待進一步細緻化的宋代詩史圖象
自宋初為擺脫晚唐五代餘習，致力「反樸還淳」
，由歐梅以古淡詩風一新風氣，逐步
確立北宋蘇軾、黃庭堅與南宋陸游等為宋詩經典作家，以及性氣詩、四靈、江湖等
必須批判的箭垛標靶，略如下表所示：
晚唐（輕巧）
、五代（蕭颯）－沿→西崑－轉→元祐（歐梅、蘇黃）－沿→江西初派
（包含南渡大家）—沿→江西末派—轉→性氣詩；永嘉四靈；江湖詩派－→遺民悲
歌、晚唐詩風
大抵契合前人所謂「最愛元祐」之說，然衡諸發揮正面效應的詞彙群如「北宋」
、
「前
輩」
、
「元祐」
、
「歐蘇」
、
「蘇黃」
、
「坡谷」
、
「眉山」等，可發現「最愛元祐」其實無
力釐清箇中異質成分，也難以細緻化宋詩變遷的動態，應該積極探尋更適切的觀點
2.

以掌握宋代別集所包含的詩學問題。
明代──區别甄核
清代既繼明而王，如何論證鼎革的合法性誠為首要課題，而難為處亦在此，尤其通過對文化
與道德的評價，學術的連續與政體的斷裂每每造成需要費力調和的矛盾。譬如天經地義的忠
君之於二臣的問題，以及如何協調國運起伏與文學盛衰間的不一致，還有如何看待大量文學
群體對文與國二者諸多影響事實。從諸版本的比對中可知此一檢別區分、評價安置的過程著
實饒費斟酌，而批判的力度亦顯見嚴苛化。
(1) 翁方綱分纂稿與殿本《總目》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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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作家忠義氣節的重視，基本上是翁稿與《總目》共同努力的方向；然《總目》的
論述更見精細發揮，甚至影響書籍排序體例（見〈野古集提要〉案語）
。
B. 翁稿中已經可見對明季文集的禁燬意見。
C. 大體而言，翁稿較重視且較肯定七子派的文壇地位與影響，多稱之「近正」
（如李夢
陽「在明代詩人中氣局尚為近正」
、何景明「於明詩家數中頗為近正」
）
，至於其流弊
則著眼於「剽竊之病」
；另外，翁稿對於明初臺閣體少有論述。
《總目》對於七子派
的態度相對較不友善，從「黨同伐異」強調七子內部成員與外部社群的往來嫌隙，
並模糊理論內部的細緻殊異；而對於臺閣體則從文運繫乎國運、實用之文兩方面給
予肯定，並可從書籍的著錄或存目見端倪。
D. 明代文學史的整體脈絡，在翁稿尚未有明顯表述，
《總目》才見浮現。
E. 翁稿運用《明史》的材料大多偏向考據方面，少見整段評論直接轉引。
F. 翁稿常引用王士禛（1634-1711）的意見為論據（如〈藝圃擷餘提要稿〉
）
，另亦可見
朱彝尊的意見（如〈海叟詩集提要稿〉
）
；而這些引用論述也經常成為《總目》論述
的基礎。至於以周亮工《因樹屋書影》為論據者，則多是後來《總目》添入。透過
分纂稿，除了可以知道有哪些論點來自分纂官，也可以知道有哪些論點是來自對分
纂官產生影響的前行學者，足窺《總目》
「公論」形成的語境脈絡。
G. 在《總目》裡有別於翁稿的意見，仍是站在與翁稿對話的基礎上增加的；即便翁稿
的意見被刪除或修改，分纂官的意見大抵已為該種書籍畫出議題範圍，而《總目》
則在此議題範圍內，力求持平客觀的公論。
H. 翁稿屢屢強調「源流所自」
，
《總目》則更重視「風會轉變」
。翁稿看重詩文「可資考
訂」的價值，
《總目》則傾向肯定「實際」
、
「根柢」
（如〈方麓集提要〉
）
。
(2) 《薈要》提要、諸閣本書前提要、諸版本《總目》提要之比較
由於明清易代而治，許多涉及政治敏感之明人文集，在《四庫全書》裡遭到禁燬的命運。
然而此一禁燬舉措並非畢全功於一役，藉由比對《薈要》提要、諸閣本書前提要、諸版
本《總目》提要等成於異時又屢經刪改的提要裡，更能瞭解此項禁燬運動的發展歷程。
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檔已揭示周亮工（1612-1672）等人著作應在禁燬之列：
「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牴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列。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
館臣詳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爲區别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
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顔苟活，乃
托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槩行燬棄，以勵
臣節，而正人心。」然在《薈要》
、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文津閣本書前提要中，館臣仍引
用周亮工的評論語且未避言其姓名。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上諭檔稱：
「現在覆勘文淵
等閣所藏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周亮工《讀畫錄》
、吳其貞《書畫記》內有違礙猥
褻之處，已照簽撤改矣。」顯示當時對於未檢出之違礙文字更加敏感。因而乾隆五十三
年十月二十四日軍機處上諭檔「軍機大臣奏查四庫書內應行撤出銷毀各書情形片」所附
清單裡，出現下列一則：
「
《讀畫錄》
。此書系周亮工撰。因詩內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
熙餘」
，語涉違礙，經文源閣詳校簽出，奏請銷毀，並將周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毀。此系
文淵閣繕進之本，其違礙語句，已經原辦之總校挖改。全書應毀。」是以此後所撰成的
《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雖然仍有暗渡周亮工意見之處，卻已經完全不見周亮工姓名，
惟浙本與粵本《總目》仍可見「因樹屋書影」之書名，而在殿本《總目》裡，周亮工其
人其書已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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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代──刪薙彌嚴
清代是《四庫全書》編纂的年代，因此在清代文獻的收錄和汰取上，其刪削和收錄比例
落差最大，最是具現了《總目》凡例中「刪薙彌嚴」
、
「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的標準。
大抵而言，清代的《總目》研究文獻呈現出幾種趨向：
(1) 關於禁燬、刪削的討論尤多
明清文獻，特別是涉及易代之際文人的相關文獻，是四庫館臣們從事書籍禁燬、刪
削、竄改的「重災區」。正如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之分析，易代之際的
文獻歷史時空特殊，容易觸犯當朝忌諱，在清廷一連串打擊禁書的活動中，受查禁
的數量最多、牽連也最廣，因此相關的討論也尤以文獻的刪竄、禁燬相關尤多。王
汎森在其著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對乾隆文化政策提出的觀察指出，乾隆是想
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建立一個 regime of truth 的系統，其手段一方面是「禁」
，
一方面是「勸」
。而「禁」的部分，乃是結合一連串包括禁書、興文字獄等高壓統治
手段，使得文字著作凡有可能語涉悖逆、違礙者，咸遭抽換或改換。這甚至形成清
代中葉以後文人的某種「文獻的自我壓抑」現象。在王汎森提出這樣的論述架構之
前，包括司馬朝軍〈乾隆時期的禁毀實錄——從《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看禁書標
準〉以翁方綱分纂稿來討論四庫禁燬標準，或是陳曉華的專著《四庫全書與十八世
紀中國知識份子》
、黃愛平《四庫纂修研究》等，都大量地討論了關於四庫的禁燬問
題。
(2) 閣本文獻的差異漸受重視
2005 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的前言中即提出：光是在
1273 種集部書中，文津閣本和文淵閣本有篇、卷之差者就高達 788 種，比例約佔總
數的百分之六十二。有些是淵本有而津本無，有些則是津本有而淵本無。過去習於
籠統判定某套閣本之文獻價值遠優於另外一種閣本的看法，或許是不具意義的。不
只是篇目的差異，包括各書的序、跋、目錄的文字差異及出入，都會讓問題更加龐
雜。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可能是抄寫的底本有所出入所致。但造成此種差別更直接
的可能原因是在四庫館臣抄錄文獻時並未為序、跋、附錄的刪存擬出統一的規定。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發現不同領域的學者都陸續指出此類情況。包括漆
永祥在編纂《全宋詩》時，指出文津閣、文淵閣所抄錄的多部宋代別集版本文字有
所出入。或是傅剛對《玉臺新詠》的研究中指出文津閣所根據的版本，可能更接近
於宋本系統等等。凡此種種，都讓文津閣的版本比對在《四庫全書》研究中的地位
更加重要。

(四) 研究方法
1. 從「訂誤」朝向「探誤」的研究
就四庫學的研究進路而言，約可概分為以下三種方式：一是以糾謬、辨正、考核為手段
之目錄文獻研究，發揮《總目》考訂典籍的資料庫功能，幫助掌握清理浩繁之中國書目
文獻；二是以現象、觀念、解釋為焦點之學術圖像重構，意在從各種書評式的提要中分
析其觀點，尋找被隱藏的連續性；三是以本質、模式、規律為追尋之歷史哲學研究，觀
測意圖的敘事化過程。上述第二、第三種進路皆是在第一種進路「知其然」的基礎下，
進行「知其所以然」之探索。不只要做到文獻材料上的比對，亦要進行文獻現象背後深
層原因的分析和釐清。本計畫在比對通行版本之提要後，更進一步深入至「初次進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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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閣本「書前提要」及「殿本提要」
、
「浙、粵本提要」之探究。以表格或校記形式，
呈現其差異，並通過每月例會之探討，釐清其可能之因素。在第一年之執行過程中，計
畫主要針對殿本、浙本、粵本三種版本之提要校訂為主，第二年則加入閣書書前提要（文
淵閣書前提要及文津閣書前提要）
，部分論題因之衍伸出更多切入視角與詮釋空間，使研
究重心由「訂誤」朝向「探誤」
。
2. 以「斷代式研究」來顯題化現有之校勘成果
若以四庫學研究史為基礎，早在朱自清（1898-1948）時，便提倡用文學批評的眼光研究
《總目》 以來，至周積明清理《總目》整體文學觀後，四庫學逐漸走向分體斷代的分工
研究。本研究計畫亦是以斷代式的思維與眼光，來檢討館臣所建構、書寫的文學圖像。
由於館臣不斷在提要文字中置入朝代「風會」或是時運之升降等關乎文學發展的論述，
本研究乃沿此脈絡，進一步以斷代之眼光，追索館臣「寫什麼」之內容汰取，乃至於「如
何寫」之寫作策略，深入研究，並撰寫專題論文掌握其整體書寫之歷程。目前已撰成初
稿之論文計有三篇，包括：
〈從思想熔煉到文本構成──《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之書
寫策略與意識形態〉
、
〈
《四庫全書總目》之明代文學分期觀及其意義〉
、
〈建構的秩序：論
《四庫全書總目》對清初文壇的勾勒〉
，修訂後將投稿期刊。
3. 透過特定個案研究，強化四庫學的當代價值
反省學科的當代性，強化《四庫》研究與其他相關學術領域的對話，讓自成一天的四庫
學進一步形成別具價值的參照系統，實屬必要。為達成這個目的，本計畫從分析《總目》
之書寫凝結歷程的前置成果中，挑選數個具代表性之個案主題，如針對一人 的「錢謙益」
，
一文學流派的「明代復古派」
，或一特定文學觀念如「詩史」
、
「閎肆」等特定議題進行專
題式討論，透過這些論述，提升四庫學與專家研究、流派研究與關鍵詞研究的正相關。
過去，
《總目》以提要的材料性質自居舊學津梁；現在，則以其文學思想發揮清學祕鑰的
作用，了解《四庫》也就是掌握探索中國十八世紀以降傳統學術旨趣的捷徑。現擬針對
《四庫全書總目》中之「詩史」概念，與宋代《總目》之「閎肆」觀點，各撰成專文一
篇；另針對錢謙益，擬以現行文津閣提要和文淵閣提要中之朱鶴齡〈愚菴小集提要〉比
對成果為基礎，進行相關問題之研析。
(五) 結果與討論（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含結論與建議）
按照本計畫提出之三年期計畫分期目標，計有以下的結果與討論。
第一年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為：
1.

比對《總目》三版本「集部」提要內容，以確立與諸提要之關係。
循纂修官名單，重新掌握分纂稿提要。

2.
3. 從事《總目》
「楚辭類」
「詞曲類」文學思想〈提要〉文學思想之研究，並撰寫成果論文。
本年度對集部內容進行比對，初步得出以下成果：就集部而言，殿本、浙本、粵本三版本之提
要主要是異體字或字句次序調換的差異，此是編輯鈔錄過程中所產生的偶然手誤與尋常修潤，即便
是調換的部分，也未大幅改變底本既有的文學觀點；有時則是書目或是提要之字句有小部分的刪改，
但真正影響到整體思想的重大轉向，在集部之範圍中並不明顯。
計畫人員許嘉瑋完成專題論文〈
「崇實」作為一種批評方法--論《四庫全書總目》
「楚辭類」提
要呈現之文學思想〉
（發表於《淡江中文學報》第 27 期，2012 年 12 月）一篇。該文以《四庫全書》
編纂時的重要思潮—「崇實」為切入點，考察當今四庫學中較少被關注的楚辭類著作。指出「學實」
既屬一種風氣，在不同領域、面向開展，又足以作為一種具體的操作方法。透過集部〈總敘〉
、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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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類敘〉確實可見「學實」概念流動其間，此處之「實」除展現於作品文本自身的版本考據外，同
時具體表現在考慮外廷的歷史環境，以便於知人論世的批評觀念。藉由兩篇敘文的概括，重新檢視
楚辭類提要。據此，發現「考據訓詰」與「本意寄託」為兩條主要脈絡，前者著重篇次字句等基礎，
後者則考量到作者與註解者的遭遇、情性之真實。館臣之苦心表現在文學審美與版本考徵的微妙調
和，涵蓋在能為清廷所用的前提下，達到文本內、外的平衡。由提要之評價可知，當考據與本意產
生街突時，當以本意為宗，這種詮釋進路將作品與作者(註本與註解者) 緊密結合，突顯忠愛纏綿
的「靈均旨趣」最後歸向有益於清廷統治之用。再次證明《總目》文學觀除卻藝術性的要求外，更
具世道教化、文人爭譽的實用性功能。
第二年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為：
1.

完成分纂稿提要比對。

2. 展開《總目》
「集部」宋（含）前時期書籍諸〈提要〉整理、比對前工作。
3. 針對比對結果，撰寫成果論文。
本年完成撰寫專題論文二篇。其中對分纂稿的研究主要以翁方綱分纂稿及《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
為主，將分纂稿和現行之集部《總目》進行比對，得到較大的歧異程度；另，
《初次進呈存目》文獻的
發現，可以作為理解其編纂歷程的一個切入點。針對這個議題，本計畫成員曾令愉已著手撰寫〈詩學
正脈與詩教正聲：翁方綱分纂稿與《四庫全書總目》之明代詩觀較論〉一文，首先就翁方綱分纂稿及
其論著對於明代前後七子的看法，與《總目》進行比較，觀察其中敘述用語與評價傾向的差異，並尋
繹箇中原因，試圖總結翁氏與《總目》在文學觀念上的差異，以及其相異的文學觀念如何勾勒出不同
的明清詩壇樣貌，以更具體地見出「格調」
、
「復古」
、
「模擬」等詞彙與七子派聯繫的建構過程及其語
意場域。初步得到以下結論：首先，翁稿與《總目》皆有意識地將七子派的文學主張置於整個明代文
學發展脈絡之中看待，除了針對七子派的弊端進行批判，並且力求持平地兼顧褒貶評價。惟細觀之，
可以發現二者褒貶的角度與程度實有差異。大抵而言，翁稿以為七子派雖不免流弊，然在明代詩人行
列中尚為近正；而《總目》則強調李、何諸人對膚廓文風的矯正，雖衍為窠臼之弊，於當時實能竦一
代之耳目。其次，翁方綱所謂七子派之弊實不在「復古」
，而在「泥於格調」
；換言之，倘若七子之復
古能不泥於格調，則應能得到翁氏更高的評價。但是「復古」的概念在《總目》卻被直截地化約縮限
為「模擬」
，是以復古主張本身就是流弊之因。該文認為，翁稿與《總目》對於「復古」概念的認識，
其實正反映二者對於國朝文學發展的歷史定位與理解，進而反饋形成其明代文學史敘述與評價──這
一點，尤其可從翁方綱與《總目》對於當代文壇宗師王士禛的看法得知。藉由翁稿與《總目》所建構
的兩種明代文學史圖像，實可見得二者之間的文學價值觀頗有差異──翁方綱分纂稿所呈現的是「源
流所自，肌理為詩學正脈」
；
《總目》則為「風會轉變，須歸詩教正聲」
。
宋前提要研究則有計畫成員賴位政撰成〈從思想熔煉到文本構成──《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
之書寫策略與意識形態〉一文，以唐代別集為對象，反思歷史書寫中真理與權力相互妥協的具體情境，
在肯定意圖存在的前提上，觀測其如何通過歷史敘述形成歷史，並由此一過程中回頭確認意圖的內容。
並追問《總目》判斷的合法性根據為何？在書寫上如何附應此一合法性？又凸出哪些書寫特徵，此又
根源於何種歷史背景？藉以探及《總目》敘事之本質、規律。首先，論證其合法性包含「聖斷」與「公
論」
。
「聖斷」或作「天裁」
，昭示著鮮明的帝王權力，屬政治範疇；
「公論」則是憑藉道德與學術的客
觀公理而建立。道德表彰儒家經典所提供的綱常治亂之理與實用觀點，宣示《總目》所重勸懲之義；
學術則透過信而可徵的考據工夫，是非古來評斷，以顯示超然的客觀立場。二者看似相互排斥，實則
不斷熔煉，終至疊合共伴、難以分割。該文透過關聯提要對讀所形成的矛盾，特殊政治事件的評述，
以及對隱逸、方外的重新評價，指出敘述如何依附皇權，皇權又如何藉敘述穩固、擴張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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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知識與權力相互利用、彼此制約的弔詭。
第三年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為：
1. 展開《總目》
「集部」金、元、明、清時期書籍諸〈提要〉整理、比對前工作。
2. 針對比對結果，撰寫成果論文。
最後一個年度，本計畫在重要觀念與特殊事例上多有開拓。主持人曾守正撰作〈攝像與解讀：
《四
庫全書總目》中的「詩史」
〉一文（
《長崎中國學會會刊》第 3 期，2013 年 9 月）
，捕捉《總目》對
前朝文學群體與仕清貳臣人物種種苛評為背景，追索《總目》中「詩史」微弱的聲音（
「詩史」見
於書名者三部，與見於別集提要者六部）
。通過文獻詮解，佐以明清「詩史」觀念的發展，指出館
臣雖認未完全否定詩歌與歷史的密切關係，但更主張詩歌於敘史之外，尚有寫景、抒情等不同表現
向度，不認同讀者將所有詩歌景物都比附於歷史人事的閱讀策略；至多在世變與比興的相互鼓盪下，
容許以補史、存史之詩為「詩史」的淡寫輕描。從落點分析，《總目》所稱「詩史」之作家，僅出
現在宋末與元末，至於明末則不見載錄。此與四庫館臣對待遺民的態度若合符節，其所願意面對的，
皆是宋末、元末的作家與作品，對於明末遺民卻多所迴避，尤其是能夠反映明末清初史實，寄寓褒
貶，並且「突出感情因素」的詩史，更需要嚴防「違礙」
。
「詩史」觀念在《總目》中不尋常的寂然，
實乃受遺民選擇與官方公論之緊張關係壓抑的結果。另，又撰成〈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部國朝〈提要〉
〉
（於 2014 年初發表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與文
化」國際研討會，年底將刊登於《淡江中文學報》
）
。該文就《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提要》
、
《四庫全書
總目》清代書籍提要進行比對，發現兩者具有：魏禧（1624-1681）地位的淡化、王士禛效應的深
化、批判明代文學的力道漸強、對於南朝文學逐步肯定等現象，具體呈顯思想歷程的細節，並照明
《總目》
「建構」的特質。
計畫成員賴位政撰有〈閎肆的成立與崩解──《總目》宋代別集的一個詩史趨向〉一文，
以分析御定詩集的提要，得到聖斷對宋代詩史給出的三個指導原則，即「知識化與道德化」
、
「確立
蘇黃的經典地位」與「盛衰正變、循環擒縱的敘事趨力」
，進而觀察館臣如何順服聖斷、凸出事實，
以及表出清儒對宋詩的一種理解進路。首先勾勒歐、梅發揚宋初詩人的路徑，以古淡詩風突破晚唐
五代衰颯、濃麗的餘習，完成由濃而淡的轉型。然照聖斷所裁，歐、梅只有前導先行的地位；就詩
史真際而論，古淡亦不足以撐拄宋詩的主體性。
「蘇、黃」
、「坡、谷」、
「眉山」成為更常被使用、
效力亦更強大的正面詞彙；館臣亦每以某人與坡、谷的宗緣或淵源，以為評賞稱譽的根據，儼然形
成一個具有正面價值的文學社群。通過分析該群體的相關提要，得到以才學協洽為內涵的「閎肆」
觀念，宋詩主體性於焉確立，它反映了館臣在清代「文質分流」背景下所產生的想望。持此以觀南
渡以降詩史，並可發現館臣的臧否與閎肆崩解的危機息息相關，
《總目》對南宋主要詩人與群體的
觀點都可用才與學二者加以分析，從而描繪出自陸游（1125-1210）
、楊萬里（1127-1206）以降，
一條逐漸偏離蘇黃典型的衰變線索──質樸無趣的擊壤派，重學問而輕才氣； 纖巧鏤刻的四靈派，
逞才而窘於學；鄙俚庸沓的江湖派，才學俱弱；悲歌慷慨的南渡詩與遺民詩，氣格激切，不中繩墨，
每傷粗率，欠缺修飾調和之才；走向山水田園的遺民詩，才學皆略見欠缺，伴隨晚唐之風復興，宋
詩遂與世偕衰。通過對「閎肆」的理解，除了可清晰展現《總目》的離合於蘇、黃的宋詩史圖像外，
也將館臣對「詩緣何而作」
、
「詩如何而作」的文學觀念予以顯題化。
計畫成員邱怡瑄則就清初文學史圖像之形成，撰作〈文統與政統的雙重建構──《四庫全書總
目•集部類》
「國朝提要」對清代文壇的勾勒〉一文。以嚴迪昌《清詩史》所提出之「朝野離立」
架構，作為理解貫串整個清代詩歌發展嬗變歷程的核心概念。《四庫全書總目》雖非專為文學批評
所作，但學界已漸公認《總目》於刪汰去取時，已自形成一套批評體系。尤其針對篇章彌富的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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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著作，其「辨厥妍媸，嚴為去取」的批評意識更加強烈。就《四庫全書》的編纂歷程來說，外
在有當時文網日峻的禁燬、刪削違碍等因素；內在又有編纂過程中幾經反覆甄別，乃至於依違帝王
意志等變因。然而在有意彰顯國家右文鴻圖的命意下，
《四庫全書》對於國朝集部類著錄書的揀擇，
以及其於《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理論鋪陳，仍是官方文學批評立場的具體展演。倘若「廟堂詩學」
誠然存在於清詩史，那麼《四庫全書總目》中對於官方文學公論的展演，實是亟待梳理，且應被重
視的文學批評脈絡。在針對 43 種國朝著錄書提要進行考掘後，該文主要的發現概有以下──其一，
《總目》意圖抹除清初江左詩學的影響軌跡，但又嘗試建構出朝向盛世文運發展脈絡的歷史詮釋。
其二，
《總目》的文學品味雖盡量兼容並蓄，但實質操作上，仍有「學問根柢」重於「文才艷發」
的去取標準，反映了廟堂鐘鼎之文學品味。其三，禁燬文獻、違礙問題影響《總目》學術意見的公
正性至為嚴重，然《總目》對於清代文學發展造成的影響仍不可輕忽。另外就整個《四庫全書》的
研究而言，下一步的工作必須奠基於對四庫七閣的文獻出入問題的徹底清理。特別是《文津閣四庫
全書》和《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徹底比對。過去對《四庫全書總目》版本優劣存在的了某些習見，
包括應以「文淵閣」為宗等，實際上或者都和實際情況有所出入。本文亦將就集部類的清初文獻提
要中，擇要舉證存在於文津閣與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重大文獻差異。
在特殊事例的研究上，計畫成員曾令愉以〈空同集提要〉的比對成果為材料，撰成〈李夢陽〈秋
望〉刪存原因考論──從《四庫全書總目•空同集提要》談起〉
（師大國文系研究生會議論文集《思辨
集》第 17 卷，2014 年 6 月）一文，該文考察〈空同集提要〉裡所提到「李夢陽自刪詩稿」這則事例，
從浙本、粵本《總目》
，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本書前提要，以及《四庫全書薈要》等其他六種〈空
同集提要〉裡，拼湊出殿本提要所未提及的線索。浙、粵本《總目》於「其『黃河水繞漢宮墻』一詩」
之前，標有「
《因樹屋書影》載」
；
《薈要》
、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則更明確指出為「周亮工《書影》載」
；
然而，撰寫時間介於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間的文溯閣本書前提要，卻將此說之來源寫作「朱彝尊《詩
綜》載」
。文淵閣本〈空同集提要〉所謂「李夢陽自刪詩稿」一說，確實出自周亮工《書影》
。文溯閣
本〈空同集提要〉則將出處標為朱彝尊《詩綜》
，其據不明。周亮工亦非自道此語，推測應是受《皇明
詩選》宋徵輿評語影響。四庫館臣援引此說作〈空同集提要〉
，卻與四庫所收《空同集》實際情形不相
符合。可見四庫館臣撰寫提要時未必全然依傍書籍實情，反而憑恃既有成見進行評論。
〈秋望〉最早出
現在《空同集》
，乃是明萬曆三十年鄧雲霄刊本據王世貞《藝苑巵言》所補入；而所見最早的《空同集》
版本（明嘉靖九年黃省曾刊本）
，則確實未收〈秋望〉一詩。至於目前可見〈秋望〉詩最早的文獻記載，
則為王世貞《藝苑巵言》
。四庫全書所著錄之《空同集》
，即是依明萬曆鄧雲霄刊本鈔錄，故收有〈秋
望〉一詩乃應然之事。不過，鄧雲霄刊本在〈秋望〉詩題前所註「補錄」二字與詩後有關補錄出處的
小注，均為此詩來歷的重要資訊，四庫本《空同集》竟付之闕如，此為可疑之處。
〈秋望〉一詩題名或
作〈出塞〉或〈出使雲中作〉
，而據錢謙益《列朝詩集》的選詩出處，此詩也可能見於《弘德集》
，可
惜目前原書暫不得見，故目前仍無法完全確定此詩是否確實為李夢陽所作。
「李夢陽因涉用唐人事而自
刪此詩」一說，目前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為李夢陽所自稱，僅能說是後人解讀所產生的觀點。而且，
所謂「後人解讀」又可分兩層次來討論──第一，此觀點並非一開始便存在。最早存錄此詩的王世貞，
僅提出「爾時不見選，何也」的疑惑；鄧雲霄刊本《空同子集》則以為「先生遺稿多散逸不檢」
，並認
為李夢陽抱持「是自家物還自來」的豁達態度；至於《皇明詩選》
，方首見宋徵輿以「或以為結用唐人
故耳」來解釋，並為清人所接受。第二，此一看似極為拘泥的理由，卻並非出於反對復古派的詩論家，
而是復古派發展到後期，對於前七子所作出的詮釋；而又因這一理由與後期復古派的主張頗為接近，
故不乏接受者。
計畫成員邱怡瑄並撰有〈朱鶴齡〈書元裕之集後〉及其《愚菴小集》在《四庫全書》文淵閣及文
津閣本文獻的存佚問題與其意義〉
（
《靜宜中文學報》第 5 期，2014 年 6 月）
。該文聚焦於以「布衣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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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分入選《四庫全書》修纂工程的朱鶴齡（1606-1683）
。朱氏和錢謙益曾密切來往，卻因合作箋
註杜詩而產生矛盾。隨著錢謙益在乾隆中葉後，因「貳臣」問題及著作語涉違礙等遭到清廷政治清算
時，同樣身歷鼎革的朱鶴齡，其人品和學術卻都備受官方揄揚，其人其書甚至得隨四庫七閣本而鈔存
天下。而他所撰〈書元裕之集後〉一文，亦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標舉。由於此文涉及人臣身歷二朝
的臣節問題，圍繞此文產生的「表態」或「被表態」
，或已不再僅是單純的文獻存佚問題，還涉及清代
官方敏感的政治脈絡。
《四庫全書》閣本文獻的差異，乃至於《總目》和「書前提要」的文獻出入，過
去因文獻不易取得之故，未能被充分展現。然據今所見，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中所收錄之朱鶴齡〈書
元裕之集後〉一文，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相較後，有明顯的差異。該文以〈書元裕之集後〉一文
的文獻存佚問題為起點，藉由實際的文獻比對，以及對《文津閣四庫全書》和《文淵閣四庫全書》編
纂歷程的考察，試著鈎稽出造成此一文獻差異現象的背後深層原因。
〈書元裕之集後〉一文，乃至於整
本《愚菴小集》在《四庫全書》兩閣本中的文獻存佚，不僅反映《四庫全書》的版本差異，也朗現潛
藏在清代官方修書歷程裡，對某些牽動政治敏感神經的作者或著作，其間反覆刪汰、修改、商榷乃至
於建構的權力運作痕跡。

(六) 預期之貢獻
本研究之論題屬四庫學、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疊合論題。故預期之貢獻為：
1. 在四庫學方面，前輩學者已在考據研究上取得堅實的成果，所以本研究擬呼應二十世紀

2.

3.

八○年代以降的研究方向，繼個人「詩文評類」
、
「總集類」
、
「別集類」研究後，進入文
學思想形成歷程的討論，以補充自文學外部研究的不足，豐富四庫學的深度與廣度。
在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方面，既擬通《四庫》館臣的述評，完成其文學史、批評史敘述
之重建，並詮釋敘述所隱含的意圖（包括文學內部與外部的意圖）
。此外，考察館臣文學
史、文學批評史敘述的模式、視角，並反省我們繼承其內容的優缺點，以尋找中國文學
史、批評史可能的新方法與內容。
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上，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有霸權性、保守性的意識，可是霸權
與保守的形成，應有一定的對治問題，甚至是起於某種集體的焦慮感。唯一旦成為語言
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會產生一定積極支配或濡化浸染的效果，而逐漸掩
蓋某種思想在萌動之初，所對治的問題與情緒感受。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中的
官方意識，並且重新爬梳釐清，應可豐富十八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的樣貌，甚而掌
握其特質。

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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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科技部補助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
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
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
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
（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
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如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
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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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3 年 4 月 12 日
計畫編號

NSC100-2628-H-004-087-MY3

計畫名稱

眾水歸海：《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文學思想的凝結歷程

出國人員
姓名

曾守正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地點

日本早稻田大學戶山學區 10
會議室

會議時間

103 年 3 月 31 日

會議名稱

（中文）「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外文）「社会と文化」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發表題目

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
部國朝〈提要〉

一、
參加會議經過
本會亦由日本早稻田大學中文系、早稻田大學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淡江大
學合辦之會議。
（一）三月三十日赴東京
（二）三月三十一日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戶山學區 10 會議室召開會議。議程
共一日，開幕與閉幕式外，計有五場次會議。
1、
開幕式由主辦單位早稻田大學中文系岡崎由美教授主持，早稻田大學文學學
術院長李有成教授、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授致詞。此外，臺灣與會
學者及淡江大學中文系分別致贈個人學術論著、單位出版品予早稻田大學中
文系暨國古籍文化研究所，以促進學術實質之交流。
2、
第一場次為專題演講，分別為淡江大學副校長高柏園教授以「唐君毅論墨子
的認知心」、早稻田稻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長稻畑耕一郎以「百年前的中國
景觀——從商務印書館刊行的兩種《中國名勝》進行研究」為題進行演講。
3、
第二場由復旦大學鄭利華、淡江大學盧國屏教授主持，發表之論文計有：臺
灣師範大學江淑君教授〈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中的心性論述〉、
政治大學林啟屏教授〈「美」與「善」：以先秦儒家思想為例〉、淡江大學
張雙英教授〈談台灣的「中國抒情傳統論」〉、淡江大學林偉淑教授〈在離
鄉與返鄉之間—吳鈞堯的家鄉書寫，從《荒言》到《熱地圖〉》、淡江大學
侯如綺教授〈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尸骸」書寫〉。前兩篇屬中國義理
思想研究，第三篇屬文學批評研究，第四、五篇為臺灣小說研究。
4、
第三場由本人與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主持，發表之論文計有八篇：淡江大學
周德良教授〈莊述祖〈白虎通義考〉辨〉、德霖技術學院陳秀美教授〈劉勰
《文心雕龍》「隱秀」義重釋〉、復旦大學鄭利華教授〈汪道昆與徽州盟社
考論〉、華東師範大學嚴佐之教授：〈一位女性『老祖宗』的家族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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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餘姚胡氏宗族《莫太夫人家訓》的文化解讀〉、耕莘健康管理專校陳紹聖
教授〈法上心識思想研究〉、淡江大學羅雅純教授〈論當代孔子天命論主張
—－從勞思光談起對比唐君毅、牟宗三與西方哲學之新詮〉、大同大學李懿
純教授〈釋性通《南華發覆》修養論研究〉、淡江大學黃麗卿教授〈論《聊
齋誌異》塑造女性理想典型之意義——以〈黃英〉、〈青梅〉、〈細柳〉為
例〉。
5、
第四場由政治大學林啟屏教授與華東師範大學嚴佐之教授主持，發表之論文計
有八篇：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韓國藏鈔本《詩法要標》的來歷及其相關問題
〉、淡江大學周彥文教授〈〈鄰交徵書〉中遣唐使資料考述〉、淡江大學李蕙
如教授〈《北溪字義》在日、韓的傳播與影響〉、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日藏
宋僧居簡著作的文獻學考察〉、本人〈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
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部國朝〈提要〉〉、早稻田大學岡崎由美教授〈《琵
琶記》日譯鈔本初探〉、淡江大學盧國屏教授〈日漢族群關係的早期歷史與語
言論〉、北京大學盧偉教授〈海外漢籍調查之大英圖書館收藏中國古籍概況〉。
6、
閉幕式分由張雙英、林啟屏、陳廣宏、岡崎由美四位教授代表致詞。
會後由大會安排參訪行程。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論文分從文獻、語言、思想、文學與文學批評等角度，探討社會與文
化議題，故視野較為遼闊，能刺激跨領域的學術課題，頗為難得。而周彥文教
授、稻畑耕一郎、嚴佐之教授皆為文獻學資深之著名學者；劉玉才、陳廣宏、
鄭利華等三位中生代學者則兼治古代文學與文獻學，研究取徑及領域則與本人
相近，故能於會議期間彼此交流討論，受益匪淺。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全文約一萬七千餘言，主要以《四庫全書總目》（殿本）與《四庫全書初次進
呈存目》集部國朝〈提要〉進行比對勾稽，發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修纂過程
中，出現下列情形：第一、魏禧家族文學地位淡化及其文集撤出；第二、深化
王士禛效應並予評價，第三、自國朝追溯於前朝歷史現象。在論述過程中，將
此三情形分列三節討論，並參照《薈要》、《簡目》、閣本〈提要〉，以呈顯
官方意識之調整與凝聚，闡發館臣的文學思想。
本文修訂後擬投稿至學術期刊。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會議論文一套
2、早稻田大學多元文化學會編：《多元文化》第 3 號一冊
3、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編：《中國文學研究》第 39 期一冊
4、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編：《輯報》第 39 輯一冊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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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國朝〈提要〉

一、
參加會議經過
本會亦由日本早稻田大學中文系、早稻田大學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淡江大
學合辦之會議。
（一）三月三十日赴東京
（二）三月三十一日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戶山學區 10 會議室召開會議。議程
共一日，開幕與閉幕式外，計有五場次會議。
1、
開幕式由主辦單位早稻田大學中文系岡崎由美教授主持，早稻田大學文學學
術院長李有成教授、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授致詞。此外，臺灣與會
學者及淡江大學中文系分別致贈個人學術論著、單位出版品予早稻田大學中
文系暨國古籍文化研究所，以促進學術實質之交流。
2、
第一場次為專題演講，分別為淡江大學副校長高柏園教授以「唐君毅論墨子
的認知心」、早稻田稻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長稻畑耕一郎以「百年前的中國
景觀——從商務印書館刊行的兩種《中國名勝》進行研究」為題進行演講。
3、
第二場由復旦大學鄭利華、淡江大學盧國屏教授主持，發表之論文計有：臺
灣師範大學江淑君教授〈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中的心性論述〉、
政治大學林啟屏教授〈「美」與「善」：以先秦儒家思想為例〉、淡江大學
張雙英教授〈談台灣的「中國抒情傳統論」〉、淡江大學林偉淑教授〈在離
鄉與返鄉之間—吳鈞堯的家鄉書寫，從《荒言》到《熱地圖〉》、淡江大學
侯如綺教授〈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尸骸」書寫〉。前兩篇屬中國義理
思想研究，第三篇屬文學批評研究，第四、五篇為臺灣小說研究。
4、
第三場由本人與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主持，發表之論文計有八篇：淡江大學
周德良教授〈莊述祖〈白虎通義考〉辨〉、德霖技術學院陳秀美教授〈劉勰
《文心雕龍》「隱秀」義重釋〉、復旦大學鄭利華教授〈汪道昆與徽州盟社
考論〉、華東師範大學嚴佐之教授：〈一位女性『老祖宗』的家族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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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法上心識思想研究〉、淡江大學羅雅純教授〈論當代孔子天命論主張
—－從勞思光談起對比唐君毅、牟宗三與西方哲學之新詮〉、大同大學李懿
純教授〈釋性通《南華發覆》修養論研究〉、淡江大學黃麗卿教授〈論《聊
齋誌異》塑造女性理想典型之意義——以〈黃英〉、〈青梅〉、〈細柳〉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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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由政治大學林啟屏教授與華東師範大學嚴佐之教授主持，發表之論文計
有八篇：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韓國藏鈔本《詩法要標》的來歷及其相關問題
〉、淡江大學周彥文教授〈〈鄰交徵書〉中遣唐使資料考述〉、淡江大學李蕙
如教授〈《北溪字義》在日、韓的傳播與影響〉、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日藏
宋僧居簡著作的文獻學考察〉、本人〈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
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部國朝〈提要〉〉、早稻田大學岡崎由美教授〈《琵
琶記》日譯鈔本初探〉、淡江大學盧國屏教授〈日漢族群關係的早期歷史與語
言論〉、北京大學盧偉教授〈海外漢籍調查之大英圖書館收藏中國古籍概況〉。
6、
閉幕式分由張雙英、林啟屏、陳廣宏、岡崎由美四位教授代表致詞。
會後由大會安排參訪行程。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論文分從文獻、語言、思想、文學與文學批評等角度，探討社會與文
化議題，故視野較為遼闊，能刺激跨領域的學術課題，頗為難得。而周彥文教
授、稻畑耕一郎、嚴佐之教授皆為文獻學資深之著名學者；劉玉才、陳廣宏、
鄭利華等三位中生代學者則兼治古代文學與文獻學，研究取徑及領域則與本人
相近，故能於會議期間彼此交流討論，受益匪淺。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全文約一萬七千餘言，主要以《四庫全書總目》（殿本）與《四庫全書初次進
呈存目》集部國朝〈提要〉進行比對勾稽，發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修纂過程
中，出現下列情形：第一、魏禧家族文學地位淡化及其文集撤出；第二、深化
王士禛效應並予評價，第三、自國朝追溯於前朝歷史現象。在論述過程中，將
此三情形分列三節討論，並參照《薈要》、《簡目》、閣本〈提要〉，以呈顯
官方意識之調整與凝聚，闡發館臣的文學思想。
本文修訂後擬投稿至學術期刊。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會議論文一套
2、早稻田大學多元文化學會編：《多元文化》第 3 號一冊
3、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編：《中國文學研究》第 39 期一冊
4、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編：《輯報》第 39 輯一冊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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