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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徑之史學

王明義

一、fIJJ

r=r

在中國史學史的探討上，元代素屆人所悲觀。元史無藝文志之作，新主史也未露之
補寫，而清代黃虞霍、個煒、金門語、錢大斯等皆眉元史補作事丈志 c 品L 鐘大昕補志而

言，其中聽錄元代史部都四 O 四種左右，其龍卷數近二千卷(蓋一) ，可虹元代史著亦木

算少。

除去元代所修之各朝實錄、正史之外，僅制政與及地理等額亦不計，主人緝年、雄史
、古史等喪著之史書而言，要以都經所揖續在草書九十卷爵最主主 o j}: 1 控之書保修三置之

史，實則蟑陳書三國志改算而成。此前，宋人蕭常亦揖陳志寫成體佳草書。二書皆以蜀

級漢市抑輯吳;其取材本陳志及裴挂外，一世 J且島並無新材料，但那輕重軍人錄 JA 補陳
書所缺之志，是其不同於陳害者，且其旨要，本在史事，而重害語，意猶朱子之眾自(
註二)。

郝經為元翻之儒士，朱元學草案列之於 「 三二漢學侶 J

'在學街上為華北朱學大師趙復

之系統，而興許衡、跳摳、實默等名儒向東(註三)。其於輕學、車學窮人所畫，但萱其
史學則群有論及。就九十卷鉅著之贖盤草書市言，其書法匡己個世輯巨市尊蜀，然臨最
其體制、取材、史論等伯有討論之餘地，而在其以朱學爵基宮之愿書、中，當可配合參計

其於史學上之思想。

二、郝經學術思想、之淵源
郝題字伯唔，其先世由混州、I (山西長治)歪歪澤州慶刊(山吉睦]J : )。室主世冀儒，金宋
謊寓於燕趙間，聖 姐於張柔、貿公輔 o t表露世祖羅致於潛郎'3t置情形 勢、抬理安良等
皆有所建言，聶屬 世祖所重。及世祖即位，且L 爵翰林侍讀學士，克圖信 便使朱。前此，
賈似道曾與世祖訂 密駒，以卻敵爵功，賽之扭宋廷。而設世祖 W，都經使 朱，賈位;造思泄

其謀，竟主拘留那 輕，於是郝經被留置真州(江蘇僅在主)達十六年之久。 至完十二年(一

二七五)抽得歸， 是年七月死 ， 享年主 + 三(註四) 。
郝經在元史上係以使朱而著名，元人文集亦多贊謂真箏，如主侮「壯士時題郝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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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主)

所書手卷」、「哭郝內翰奉使 J
郝陸川雁且聲詩聾 J

.袁柚「題郝伯常雁足詩 J

(註六) .吳澄「題

(註七) ，陶宗儷「雁足詩」並記事(註)\ )等。所謂雁足詩者，係指

郝經寫詩繫於雁足，丑聞封金明泄露人所聾，其詩係作於真州拘留之地，詩云:
風高悲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夫子握iS轍，窮海紫巨有串書 J

r 霜落

'最己年月靄中統十

五年九月一日(註九)。其時已至元十一年，蓋因郝經遭拘，音訊中絕，固不如改元之事

，伯繫之於中統紀元。此事頗艙炙人口，當第贊嘆郝經是學使之忠貞節義也。

郝誼之學術除草草本於家學外，又會受學於完好間、劉IfrB 、楊負、王粹、高巖等人，
並接江謹先生趙誼之傳(註十)。趙寶傳朱予理學於華北，爵元胡一大事，亦第國史中學

術思想上之盛事;朱子學在元代地位之奠定，趙復爵極具關鐘性之人物 0 元初儒者多受
趙氏所傳聶璧其影咱，理學道統在元代之確立亦由此而發端(註一一)。郝輕並未親受趙
護之學，但且L 弟于身份請鑫趙氏之歌(誼一三) .而元史中載郝盟與名儒許衡、劉國等「
皆得其(趙徨)害而尊信之 J

(註一三) ;是以郝輕得江漠之傳係由其書及論學求敬而來;

於是，間接承朱子一廠之學頭。至受學於王粹亦姐此，蓋主粹佐趙'fi講學於太極書院，
傳伊洛之學(註一四)
5主一五)

，而郝經亦未現受其學，但會受其惠顱，因作害與之求敬請道(

。郝輕對繁陽先生楊負並有論學求敬之書(註一六)

，此與前述額似，可謂間

接受學矣!
郝經直接受學者有高屁其人，高氏於盒、元之際宮是支援郝經讀書、作文之法，故郝

氏有「問學淵頓算略長」之句(註一七)。劉祁爵儒學世家，以作「歸潛志」著名(註

一)\)

，郝經於庚于年(一二四 0) 即會拜見劉祁，至已茵(一三四九)年始入弟子之

列，親聞其格言蓋訓(註一九)

，元野問亦金宋儒學世竅，以文章著名於世，有「追山

集」、「中卅集」、「圭辰雜編」等(註三十)。好間會受學於郝經之祖天挺，而郝經
之父思溫亦同受學焉，其後郝經即受學於好間有年(註二一)

，可知其間關係匪淺。

高昆、劉那、元野閏皆以文學專長名世，劉、元三人更爵士儒家俾;郝題所授大多
此業。但軍1 、元二人皆有史事記作，尤其好問慨然欲泣修史露任，直有「野史亭」可明
其志(註二二)

，此皆於郝經之作史當有所啟量也。

郝經間接受畢加趙霞、主粹、頓臭等皆在酷程朱之學，然朱子輛自之正統觀即爵其

所仿，而楊負有「正統八側總序 J

(註二三)

，亦露莫斯循;可知郝誼之史觀於學術淵

頭上當有可踏畫之跡。

至若郝輕學街之基礎當在其家所傅.
經年十有六，
然後品業聶 !

r 先父行狀」中說:

(父)命治六輕，先傳注疏釋，而使唐宋輯儒謹論;必一經遍，

(註三四)

其受經先故以詩 、書、禮，春秋、島之序，而設「自語孟子史詩書， 各如先君之命治之

，不敢少臨其等 戰焉 J

·如:是者讀書五年(註二主)

。那程之女教某 學乃揭所以為道，

非為事能;在扭 修身，非爵融養之旨，並示家學之序曰:

夫人之 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街之本，其先務也。諸 子史典故，所以考
先代之逃也，當攻之。諸先正文集，車能之數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俯數，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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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學，無妄費日力，慎勿慕人紛華眩害之窮也。爾租有言，士本能岩、 窮，一事不能
立:故月2、窮爵學之本，郝氏之書長法也。建 JU、太極、先天二固，通書、西鋁二書付昇
，且指控其藍白:此商會拒(大)文東 F 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

( 註二六

由是可姐那氏家學以輕、子、史、集等都秩序靠學，而以周、張及程氏之學聞其義，上
承東軒老人受程門之敬。所謂東軒老係指那拒之會叔祖郝霞，

托大之者，自東軒君抬 J

r 那氏立學設蔥，是本而

(註二七)。然都氏家學實則諒於程輯之令晉攝，其 J且堅宣壁孽

，故澤州之晉坡、陸川、高平等地，在往虫草學名家，文理風氣畫，禮義之俗遁;市稜
川地區學者，即推都氏爵首(註二)\ )。

郝賈光大家學，實潮頭於明道。其先芷缸元在立學語明道，而傳某學於東軒，以次祖
傳至郝程，郝輕自述說:

嘗間過虛之訓，自六世祖某，從里還先生學，一再傳主管拉夫父東軍于老，文一
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缸，要丈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大雨天地，粗布虫
( 註二九)

魚，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

郝控之六世祖亦即其在「宋雨先生祠堂記」中再三述:
先生立門，以為家學，傅六世至經 j

道)

墓銘中說:

r

(天挂)

重學蔚爵聞人.:
郝元也(註三二)

(主三十)

。

r 經之先世，高會而上，話:及(明
，此六世祖在完好問買那天挺所寫

......會祖諱元，祖韋章，考諱昇......主先生之伯父東軒央主，始

(註三一)。天挺為經之在艾，那氏家學傳六世至缸，到其六世在當即
。

那程之學俯思想任主L 家學承傳爵主，市其家學始自六世祖郝元，所畢露明道之學，
即接周、邵、張之孽，則可謂得北朱建壁之傳矣;故而其文「手書西銘羿經 J

)

,

(註三三

r 造以太極、先天三圖，通書、西銘三書付昇」等。追趙喧囂學於燕，得朱子之書

，則更歸之於策子之學。是以盧摯言郝輕:-;;'\:~深潤，以肩周程，雷風斯文，油冶當世
，慨然以為巴任 J

(註三四)

，當不寫過也。

那輕之學衛思想、 非本文所欲論者，此 Æ~ 述其淵諒，當可明其學俯基調何在 c 質言

之， ~p 若是宋代理學所傅，而腫歸於朱子。其全家箏，義理噩明甚少，而祖述朱子第多。
然其匯通語文章輕街，真夫史跡抬道，於來學堅罵噩揚也;至行事力睡，則可謂學務有
用矣!

(註三五)

三 、領後漢書 之 寫作

盧摯於郝程之 神道醇中說:
權，還親章武，以 E 壽夫之失 j

r 缸處幽所，自以立言載道厲聲。農 續 後漢書，站丕債
(註三六)

，以郝經遭宋拘於真州時， 作 續發草書，在

加細觀具而尊蜀， 以修正Il!f，:暮之主兢史觀 。 那經在其書自序中說明著作 之原委:其;主人原
書之三國志第體統不正，大聲不明，紊某紅雄，故稱號議論皆不正。而習墨區之漢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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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乃以蜀爵正，蜀平，護始亡，故詰晉室宜越難而繼漢，以正統體，然不揖晉所用。
及裴蚣之注三國志，雖補闕辨錯，績力勤，但亦不能更正統體。至司馬光作過鑑，始更

蜀為漢，但仍以觀紀事，靚昭取措倚儡。追朱子作通鑑細目，他觀正蜀，以昭到艦謹，
體統於是乎正;然本史正丈猶周三國志。故郝經有志於故作，種有先人之遺命，乃訣意

遂其志。但因事中價，及拘留真州，於是乘機破草鞋凡。其時間起草至膏，立限斷條目
，以更改陳壽之書;自裴注之異同，迺鑑之去取，綱目之義倒，參校刊定之(詰三七)
。

自郝輕自敘作書之原委可知其目的在於辨正統，初不在於對三國史事之研究探討。
其資料係據南漢書、三國志、晉書，而參酌裝注、通鑑、綱目等而成，是以編書爵主

。今將其害之架構、體制、取材等 f乍一分析，然後再言其史學。
續後漢書全部九十卷，加上各子卷共←百三十卷，分年表一卷，帝紀三卷，列傳七

十九卷，錄/\譽。字會紀搗蜀漢昭烈及未帝，年表有自缺丈，其餘人物皆入列傅，四頁諸
國亦在列傅，其錄八卷{方志書，分道術、置象、直理、職宮、體樂、刑法、食貨、兵等
八自(註三八)。其曹先本文，然後有藹，每卷疆有質，但並不完整。至書中之註解，
爵書狀官有宗道所作;宗道爵郝輕之門且，隨之在真州拘留處。

本書內文頗有缺禱，除缺年表一卷外，列傳人物都份約略估計第八六三篇(人)

其中正傳五 O 二篇，附傳三六一篇，其缺揖正傳有←五三人，附傳有一 0 三人，分別佔
所存之比例爵 30% 、 29% '是以如其所失近三分之一。其館有經術聰序一篇，文章輯敘
四篇，四夷總序九篇;若計以附簣，則附篇達一 -0 篇。所缺者為南蠻、西南夷兩篇，
附篇所缺者有三十五篇。總計到傳篇數則正篇揖五一六，_附篇篇四七一，輯、爵九八七篇
，所缺之篇數則正篇第一主四，附篇搞一三/丸，總為二九二篇。列傳所缺者在全部列傳
篇數中接近 30% 之比啊，此損失可謂不少。

又列傳皆原有語、賢，六略重~lE篇有囂，每卷有質，然則計其所缺，則缺議者有六
十一，缺贊者有二十五，問亦有缺傅丈但存諾贊者，此大晦之計數也。

錯八卷，缺第八十八卷之「刑法 J

;若以篇數計，共八十七篇，其下附篇有一三六

，所缺之正篇為二十三，附篇島四+一，缺諾贊者即為所缺之篇數 J 計六十三篇。錄所
缺篇佔 28% 左右，亦近 f且於歹日傳所缺之比制。
在軍目之安排上，年表、草書記之下爵列傅，首 j且后妃、皇子、宗室，接觸爵漢臣，

由皇甫嵩、何進、董草、袁紹等東漢宋期人物述列，佔十九卷(巷六至卷三+四)

則自曹蝶父子、后妃、宗主、語臣，佔二十四卷(卷二十主至卷四十八)

，魏

，果自孫堅弟

子、家人、至宗 室、諾臣，佔十六卷(卷四十九至卷六十四)。列傳 其餘部份，按其篇

自爵儒學、文藝 、行人、義士、死園、死虐、拉術、在士、叛臣、草草 臣、取謹、平具、
列女、四夷等， 犬體皆以謹、巍、吳三者分別列述之;共佔三十六巷

(卷六十主至卷九

十)。其卷目之 分配，大體尚稱均允。
續接漢書旺 爵編書臣 之 作，其取材方聞單書、三國志、腎害，並星星 松之桂、通鑑、輛

自等。經筆者初步之考察，列傳部份幾全襲取於三國志，但三國志中亦有二十餘人未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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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物皆以叢注所

郝輕所收。其取扭使漢書者近五十人，取之主吾吾害者約五十餘人，

延伸東漢宋之人物則取

載而編列之成傳。故其基本上乃以陳霄及裴松之所記爵主;向前

國傳紀亦復如此，而本紀
後漢書以槽，向後擴至百晉初之人物則採晉書五 λc 其四頁各
二帝則用陳壽之害。

，左手、錄陳壽先

郝氏取材之大要如此，其詳細內容當可敢告書比較即知。如昭割帝紀

主備傅，主「好女結豪快，少年爭附之 J
昭烈，誓以死者~ J

'接下-何東關羽亡命來歸，與間都張無兄事

'則取壽害之關羽、張飛傳中語。其下接「中山大商張世平;......除

年， ......勃帝百連
下密主 J :fl眉壽害之原傳丈。其下「靈帝崩，皇于辯 HP 位， ...初平元
長安，天下大亂 J

'此二控丈取使漢書靈霄記宋、獻字會紀首而成(註三九)

，其中文字

害之原文。扭平二年一

略作刪節。其下接「昭到覆去官，說為高唐駝，還令」等，爵毒

三年爵提綱，並述州郡各
段，則取壽書原文島主。胡平三年一塵， J主l 後草書獻帝紀胡平

諒璜殺大司馬劃盧 」 一

擁兵自保。胡平四年一條，亦以後漢書獻帝把胡平四年中擇「企
事以記，但記公諒璜「自領(幽)州 J

'此與祖平三年記袁紹逐韓觀「自頓(冀)州」

間，以示其書法。與平元年記「曹揖攻徐州......屯小怖 J

'取壽書原文，其下「曹操擊

於還籃真平去年記
敵昭制于如東:秋，九月，盆州牧劉青卒，子軍直讀州、 IJ 一睦，取之
事中(註四十)

故原文，

。其下所述劉備頓徐州之事管?哥哥等書原文，並裴註所耳!獻荐春

志、裴註、道蠹等參用

稍作節略而聳立。以後所記大體皆此徊。要之，以後漢書、三國

去取;而綱領在三國志，農性及通鑑則用在 E 措記事。
再以曹操傳品f9lJ

(卷二+五)

，傳首且三監志魏武紀爵撮，直以裴注引司馬彪續後

書、道鐘(註四一)
漢書，節略而述，至曹 E告說梁冀立僅需事，卸車之後漢

，無僅記其

)。曹操本人之事跡

事﹒未詳說此經過。曹嵩事掛三行，取之"$佳運書及裝注(註巨二

及裴注參取之。欽及

，始錄陳壽之原文三行，接之揖裴注引曹躍傳而欽，此下董並吾吾書

到取通置之文，言至

冀州刺史主芬等謀鹿靈有手事，全用裴挂引九州春秋所述，然宋獸行
王芽事敢自殺止(註四三)。其下接壽書原文，益以裴哇。在E

平元年戰各郡守推袁紹聶

í 信事見于動傳 J

盟主，揖飽信對曹操言推崇之語，事據壽害，聲連云:

'乃能勘傳引

所記曹操事，多

魏書爵注，那經取注中鮑信對曹揮所言，以之 λ 文中(註四四)。其下

仿此咧，即以壽書、義性、通鑑等女主輯歸之。茲不再贅舉。

接取之語

那輕對人物傳記芳面的取材不出前述劃、曹二餌，東漢、苦苦之人物則直

搏，其輝、序一
二史;如同三國時些許人物，選取之 1t 裴注所哥(之傳紀市民 c 三扛回寞列
書中節時 J2人述，如何拉到傅，將

篇頭能拒要數遇上古至西晉之概沮，而後各傅佰說各史

不 詳迫 在節，頭能表現
史記、草書、後草草 書 、 三國志 、 著書等刪節成信，僅數某大宴，
價值 r 言 ，則按未見新
其歷史聲展之所趨 ，類似上述諾史書紀事之綜合提耍。眾於史科

之支書 逅 多，主金華 19J 患
資料，文失之簡時 ，不若直接就原史書閱讀之。且其所記三區前

有本妥也。
害無志 ，部書有鋒為志
續後漢書記三 國之史，最不同齡陳壽書者在於古書都街:容

，其取法於史、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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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宣告東漢之季，天光分曜，海宇幅裂，律昌失次，禮樂廬缺，官 E虎不一，刑法
無章。圓其政，家異俗;木爵考定，則散無統紀。所以壽之書必當判會』補克，期於
詳備;第三史之後，收二漫之餘，攝一代之典也。(註四五)
可知郝經特為三國意無書志都份而「刊創補完 j

，文「期加完備 j

。
，是以其八錄部份內

容頗多。大體上係操各史相關部份雜抄而成。

)\錄首篇篇「道俯 J

.分別列爵正傳、譜子、首家、異端四篇，所述自血犧、堯、

舜、先秦諸子、主商漢，並道、佛二敬，不會第一學術思想史簡騙，爵史、單各書所無
。其內容多不重代表人物之傳紀，而偏重於其思想之六要，並兼批評語論，揖述說方式
成文，與其他各雖不同。
「歷象」輯係將史記中歷、天官三書，兩漢書及晉書中律置、天文、五行等志合編

而成，但將各害之律法部份放在「體樂」錄中，

r 以爵律慶、天文、五行皆出於象數」

之故(註四六)。本錄大體雜抄而成，略顯冗亂，其「太極陰陽」、「天地」三分篇為
各書所無，可觀為郝經本人之宇宙觀，大體係宋儒理學言論。

「疆理」韓戰三團軍壩，但缺篇甚多，原十七軍僅存六窮，內容甚為簡略，僅載州
郡腫置之大耍，及各州都下所轄之縣名。那經以露「凡歷代因革，土風物產，貢數賦藝
，道理戶口，川葦山頭，前史具載，故不盤錄云 j

(註四七)。

「職官」錯共三篇，分軍各目中「爵扭」、「奉誰」、「草服」、「印程」、「選
舉」等皆違述自上古以誼扭哩，爵制度之簡史恆、斑。其餘各官制皆本於南漢書品主，所

述亦多爵謹制，於三國官制僅及大略一、三語而已。

「禮樂」錄中禮之部份分天、地、人三頓，依各種之世質及對象分別歸之於其頓下
，共五十八分篇，但缺三十分篇，已失去其牢。難之部份有二巷三篇，未有缺富，分別
攝「律昌」、「聲音」、「代樂」。大體上皆述先棄至南漢，兼及三國、晉初，每分篇
並無一致，如述「宗廟」頗詳，自上古至三圍;其三園中詳於曹魏，孫吳祖具，劉漢則

僅及一語耳。又如「毫社」、「主耙」等，僅述其制之頓謊，不及各代之變遷。
「食貨」錯一篇所載草草、三國二時期，其取材#晉書食賈志中相關部街市盾。郝
控以聽史漢二書巴載食宜，而東漢志書亡不可考，故贖光武昆主今晉胡(註四)\)

。本篇

既就晉書所載中抽取而出，抑無新資料補充，故而內容不富。

「兵」鋒十五篇，缺十篇，存者僅三分之一。此錄頗有特色，以其目錄所列及見存
各篇而言，此輯可靚爵兵學之理論也。其序文實為兵車之百鐘，其條目及內容，由兵學

哲學、軍事制度、編組、訓聽、頓導航棚、戰俯、戰略等無一不及，可謂傳統上有關兵
法之作，措其內容缺篇甚多。蓋郝經之本意以爵古兵書亡矢頗多，且史記、兩漢於兵制

皆「凡而不目 j

，故欽本六輕、子史，折中兵家.

故，桶前史主未 備 j

(註四九)

í 定控制、明道義 、辨正詣，要終八

，謂三史僅學大要而無專列條目w.敘 ，是故郝氏分篇列

目以捕之也口兵 錄所荐者爵「兵道」、「兵法」、「兵將」、「兵攻 」、「兵守 」 等五
篇，多引史而論 ，兼及于家之霄，時間範圖自先秦至三園，然其議論 性質強，抽象理論
弱;是依史而論其兵學，非建立懸空之理論體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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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經所作三國史全書之架構及其篇卷之安排虹上述，其取材及內容大要亦可略妞
草書蒐羅興夫整齊排比之功雖不可說，然亦不能無所出入，如:

士費、太史蔥皆委實吳廷而入之漢臣 c 李密初仕漢，終仕晉;音書以陳情一衰

，列之孝友，而入之高土，則於名貫主嘻乖。文黃憲卒於漢安之世，葛揖聶華晉元之
本

朝，而皆入此書，則時代並興。其他晉漢諾臣，以行車間涉三國而收入列傳者，

於

一而足。又八歸之中，往往難探史記，前後漢書、晉害之文，紀載冗杏，亦皆失
限斷，控器義制，均屬未安。(註五十)

之取材

比旺言體倒安排之不當，種舉取材之雜冗，大衛爵郝書之缺失。上丈己述及那氏

乃以三圍之人、事~本，上下延及漢末、著初，就諾史相關部骨攝入，其篇福己增多，
那氏作

又以裴注爵材，或扉入、或單獨立自臥記，故其巷較多齡陳壽之害。書害無志，

)\錄爵志，取材亦伯舊以史漢晉書雜砂市血，其自作者島經術總教(卷六十五土上)、

文章總敘(卷六十六上上)、道術錯(卷八十三上、下)

且

、兵錄(卷九十上、中、下 )

。主主義飢失

富，然此四軍立憲雖佳，抑未為評論者所畫，而僅言英雄掛諸史以Jt;.，書也

扭限斷，恐確為都氏所忽之處。
郝氏作八錄為志，志書之體大概備矣，然其「職官 」 所述在漢，

r 噩瑾」甚略，而

爵主，

「兵」鋒所缺顱多，雖竄其全貌。至其創作「道情」錯，質有見血，所述斟先秦

畫在儒家道統所傅，穿鞋及諸子百家，並佛老之壘，然其道俯正傳僅足五孟子而止，豈孟

子之後無得正傳乎?兩漢僅述畫、揚，而到之主主諸子，其餘陰晦、墨、遣、法等，不入
百眾即馬異端，此可見郝氏#思想上之立場 c 文郝氏未作事文志，難馬青惜，其「經俯
輯、敘 J

、了文章總敘」述各經諒疏、詳別體戮，說爵佳構，亦有辨輩學俯之意。此直可

爵軍文志之總教;若再依其所理之條目分篇，續爵取材，當可完成事丈之志。

陳露書無志、無衰，佳人所措豪、志曲多。那氏作錄揖志，然亦缺衰，其首卷為年
衰，但有自缺文，此年衰草係犬事年衰，然無由得見。

四、郝經之歷史思想
已

郝經作讀後草書正可見其歷史思想，其史學基礎~自此建立。前述該書之序文，
表明其斥陳壽書爵統體不芷，大義不明，而紊某網雄，故欲幸存作，其目的爵:

當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挂曹主之鬼峙，鼓聲昭之揖府。明道衛，閣異
語
端，辨畫畫邪， 表風亮，甄撞到，拉正晶。由封體里，傳之差 理 ， 置之 典則，而原

道德，推本六 輕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是那氏 j且正蜀劃魏 晉爵掃「千載之酷 J

(芝 五一)

'而其作史即在古今此 c 故五缸史觀 當強 3日表現華

長，皆輯之於
書中;辨正統，則 本最己為蜀謹三帝，后妃亦以蜀謹四后餐傅，至曹巍、謀

接
列傅，其后妃值得 繫之於「家人」傳中。述諾臣，自漢市墅，到之苦先， 其次述巍則
魏臣，述吳則續吳臣，其餘分目專傅，如儒學、文藝、行人等，亦當先護蜀而值觀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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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郝氏書之形式結構大概可如其章，此都聶郝氏之「聶倒」也。
以續後種書而言，那輕之歷史思想，往往可自書中之「華倒」及「序」中得見。如

「帝紀」首敘矗倒，監陳壽不臥車露骨缸，而輯先主傅，
辭也。艦權而不稱謹，未嘗稱蜀而稱蜀，直劣甚堯 J

[""先主者，大央稱其先大夫之

0 郝氏以昭到爵景帝之于中山靖王

之聾，至獻帝密詔討曹蟬，五揖死主囂，獻字會降塵，謹祝中輯，昭到鐘即重重皇帝位以前E

謹，謹航于是乎在，而輯、吳實乃倍備。其本紀鑫倒舉史，謹、三國志、通置之書法，
而從蒞臨之後草書，

二)

[""始唱昭烈，至即位後稱帝輯上，于觀吳則始終皆稱昭到 J

(註五

。闢扭宋帝劃輯之本紀，其聲倒臥詰書所稱皆非正統 J 綱自雖輯昭到皇帝，然伯稱

蟬揖龍主，是亦有未安。東帝之稱臥其無誼號，但前歐睡修五代史，國亡無誼稱宋脅，
是正某位號之書法(註主三)。
在「宗室諸劃」列傳中，那氏指陳露書法之不首，書書 ιL 劉吾、劃理與先直露蜀書

，都氏曰:

[""皆私章也，青、暉，亦謹賦闊，豈得並興盡謹室之會乎? J

壽書以劉僻爵

吳之倍備，劃表、劉盧攝矗立價備，此亦爵郝氏所斥，而繫之於謹宗室，至劃煜、劉直立
雖爵帝胃，然以其佐攝氏艾于，而將臣扭扭，是以爵毒草臣，絕不露親也 J
列傳之外(註五四)

'乃排於宗室

。其「種巨」列傅，主人揖揮重之禍抽扭黃巾，中宣告董卓，將 EE 揖

'由靈、獻二帝至天下三分，其間人物單驅直士謹、草鞋扭盟、盟將盡全具，皆晶故謹臣，
是以收皇甫自至徐庶晶「亡謹臣僚 J

'1&諸葛亮至部正揖「恆18:臣僚 J

'而輔之爵謹臣

(註五主)

由上述郝氏作史之聶倒可何其芷蜀謹之意，故書挂上當有明確之講究，於謹事皆以、

正統敵之，世觀、具則靚品價嚼，故「自揖至盎凡六主，皆削其號，稱姓名，同夫亞氏
，皆晶謹倍備 J

J

(註主六)。文 1t:

I 拒臣」傳中伸其囂， J且「三國之義，單晶軍置之盤

'U 蜀、吳之臣而降觀者靚噶妞，而揖臣 λ 具，則祖室主「飲正君討盟，故申其志而不

治也 J

(註主七)。至其記「軍臣」皆聲之於攏，記「耳聞」在巨輯、果，記「死虐」

述巍、具之虐，而不及單也。

郝民主士其文革中亦表現出正蜀謹，里出輯、吳之觀點。如「謹義勇武安王廟碑」、

「

2家都謹昭烈皇帝廟碑」、「盟主相諸葛忠武偉廟碑」、「連萬士管勃安碑」、「謹聶士

回疇碑 J

(註五)\

)

。所記關酒、劉備、諸葛亮，管寧、固疇，加上劉腫、張無等人，

郝氏稱之謂「節高天下，忠轟動千古者，惟莒六人 J

(註主九)

，不過以張飛代諸葛亮

;劉盧奉謹而死，管、田三人皆不仕盟，故併車1 、關、張露六蓋士。
關 11> 歷史上之政治層面，郝經有「思?台論」一窟，其意在政治之單單晶 f台之本， J以
駐周揖無意 11> 取 ， 而有意#抽者 ， 直唐聶有意扭取 ， 亦有意於 1台者 ， 晉 陪居有意扭取，

有意加拾，然不 知所以取與治者。若取之以道，治之且L 道，耳統一 J以遠 ;取之不 J且道，

泊之以道者說之 ，取與拾皆不叫道者隨得而隨~也。其治少商L 多，乃在 於生日治體者鮮。
致泊之道且L 自治 島上， ~，台人攻之;自治扁豆拉， ~，台 λ 爵束。所謂平在於["" .不動還略而巨自

近者站 J

， HP 修 立聲、正細紀、立法庄、辨人材、屯成息兵，當農足章 ，輕賦實民，語

學校、數節聲、選守令等等。那氏直學歷史爵倒，重日謹知所 þ.J 取之苦爵蕭何、張且，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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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l?J.泊之者聶賈誼、董仲舒、誼醫等，但草草不能盡其用，故不能晶三代，而僅揖置。孔

明知所以取興所以站立者，但天不能量用，故僅揖庸蜀之屑。至去日晉僅能用羊話所且人取
具之長，但不能用其所 j且拾，是且腫得而聞失也。唐蚵所且取與泊，方有天下，直聞貞
觀之拾，但因大輛不立，不能揖三代，將至一站一亂而亡(註六十)。那輕此請原意在
其時元胡之理攪所獻之治區道理，但其中可見對歷史泊亂之君挂，謹唐皆有個取與扭措

之人物，但皆不至三代，是且三代晶標準之史聾，而所謂治體、治本等亦皆綱目帳士，
置歷史以述論，但實無論辨之力蟑。其說站少而酋L 多，在於需有個治體之君臣配合，三

者缺一則不可，說明盈泊之難，亦揖歷史發展企求泊之困局。

郝控之史觀亦有「寞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之說，且三代謂基礎，行禮聾靄中國。
三代之下則講甫囂，南軍於王道宋純，但有三代之遺風;然輯之撞風至晉則亡，是且都
氏認第「禮樂攝重金藥，而中國亡乎吾」。但 J且有泰、元觀攝治之制，及晉、陪龍混一而

不能守揖說，所謂「天無必興，惟書是興，民無必盤，惟揮之從 J

'中國 a 亡，豈必中

國之人而後始能善抽罷?是 j拉夫之所餌，在岱人，而人必在於力行其道，此道即三代禮
樂之治;若能行中國之道，雖頁'fk亦可主中國(註六一)。郝氏此說應是島蒙古入中國

張臣，但引聖人「頁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J

.輯有說服之力，故說:

r 苟有善者，與之

可也，從立可也，何有于中國? J 此乃丈化史觀且分萬夏，亦以之哨融頁夏。
前程之主化史觀異常強烈，此與前述三代史觀有密明關連;盤者亦可晶前者所智主

而出。 j孔都氏所述之三代搞一概念化之標萃 'ê 理想之價值判斷所在，而其中心詰甚多
在德拾車道樁，車者體聲、仁蓋等項目，討， 10 傳產主懦竄思想之道德觀。其評策、甜、藺
草央、李斯、秦皇、主輯、董亭、曹揖、司馬臣、月至古今釋老等，皆在此觀點，其且「植
槍」爵名，論六控之道:

制犬訓、奠辭命、示喜事說、數個赤，到植之書矣。明且俗，芷雅聾，芷王缸，
表腫興，則植之苦矣。噩矢棍，輯聖駝，區由頤，究單壘，則植之耳矣，明主謹、

立王故， ~.台商L 臣，討賦于、則植之春秋壘。位尊卑，輯上下，前去匙，抽神人，則
植立體喪 c 宜潭醋，諧敢站，書陰醋，屆監化， Jl.U 植之樂矣。道已具，而植之之意

未見，乃槍于名而植于實，以道聶元氧， J且仁甚囂社眩，主L 堯揖高唱眉植幹. J且主
武周召羈拉車。......孔于妞，正迺傲， .....--孟軒民帶而植立， ...韓愈氏立在荒萬里

槍也。(註六三)

是個其且儒韋思想與夫六經露怯歸，而文化史~亦由中可見。故前述中眉之道，實即儒
竄思想，而追本金三代.

，由矗舜周孔孟主韓愈等，比京軍之撞車臣，晶晶其文化史觀

之主軸矣。
文化史觀主強 調 草種之聲理，都輕學堯舜軍天下，配天下 ß0' 草書 聾臣，而天下
五棒，體要軍官， 則 朝廷和睦，但亦有單非所草書，如草草草苦之苦董賢， 唐中宗故主L 之

韋主貞，主菁、司 馬 島乃至主安石等，此皆取敗措野之謊(註六三)。是 且軍與非草本

之加華理，若聶華 之本主 ， 欲無私 、 木居 、 近人情抬得聶華 ， 由是♀L 遺體 福聾露評史之
論斷;其中則不免主觀之因素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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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t主漢書中數篇頗有特色之寫作，是郝經用心之處，如「輕術總敘」、「文章輯、 敘
」、

「 道術」錄等，經俯爵儒學傳之序、文章篇文藝傳之序，道術則爵諸子學術思想之

志。郝經為顯傅作序，但專列成卷，不似史書頡傳前之序文，其內容實超出甚多。經術
之總敘乃經學發展史之簡騙，文章之總敘乃文體之概說，道俯爵諸子思想主要論，是以
經、集、子各部之總說，史哲則僅略之於文章總敘春秋部中，但 J泣文體而存。進而言之

，經術之總敘以六軍、孔孟靄中心，述儒學之傳統，文章之總敘不在文學之史，而在文
體之辨，道術鋒在理學道統之建立，兼言侖諸于之思想而有所屏斥，史學則春秋都國史目

中稍見其端，其餘碑、銘、贊、記等，以文體而兼載史之別。輯、之，郝經所述論者，非

僅為序傳之文，實在於學情文化之記錄也;此即其文化史觀有以致者。文章總敘在辨丈
髓，站不之諦，經俯與道俯三窮，是鐘之於郝經理學思想主根底上。其言道俯之作在金

道統之傅，故列正傳為伏權、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會、于思、孟子
等· J以兩漢雜而不純，佛老盛則道術亡，其總道術之篇，乃云:
故推本伏羲至於孟乎，以明道俯之正，自苟卿至於揚雄，以明道術之差，自蜻
墨至於仙佛，以明異端之禍。(註六四)

韓愈排佛老、敢追統之傅，以接孟子自任，但司馬遷先黃老而後{需酌，遠失道術之正，
班固表古今人，亦不著聖賢之傅，並堯榮而雖顏蹈，使這術不明，乃至異端邪說得以行

。此皆郝經所探斥者，故於道俯鈕，首言芷傅 .w、明道之所在也。
郝經寫史，但於史學之理詰與意見並無多所表示，雖其書，丈中常見引史之論，足
見其歷史知識顱富。寫三國之史，當熟語於兩漢魏晉之史，其間史學本身之發展，與失
相關之議論，似朱多所著力。對於古代史學之形成，郝經有一極簡略之說明，然繫之於
「國史」項目下，其言白書契以來即有史，至周則有太史、小史等各史官，至孔子春秋

，在氏之傅，其餘如主帝德、帝繫、國軍、釋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等，終於司馬
遷、班固，而為後世聞史之所本(註六五)。此段敘述在明後世國史體之觀謊，初不在
於史學之發展史，故置之於文章E 額之文章總敘篇，言易、詩、書、春秋各文體分頭，國
史是其中一體。然其內容多少言及史學噩展之略餌，亦多~:J司馬遷「十三諾偎年表」序

文中所述，大體無差。其言古史當編年之法，主呂氏春秋乎始錯綜諾家而變古編年之法
，是以昌氏爵史書也，乃司馬車回昌氏之法而成其史記之體。此處恐郝氏於古代史學之

發展未盡考察，然其極推崇馬聾，謂「其體甚大，六經 W，眾所未有也 J

0 至其言遷、固

之書皆始於其父談、彪，有父子之業之意，亦未竟然也。

郝氏推崇司馬遲，亦有所批評之處，其作「內建」一篇，語馬遷走江推、探禹穴等

遊歷是遊於外者 ，故所得小， 其 失也大;所失者乃史 EE 甚多疏略，或 有 租唔。郝民以班
固立馬更重傳贊語 言，所謂先黃老而後六輕，序避使則還雇主等等，又 以 史記書法爵記繁

而志寡，項羽典 章舜並本紀，陳睜與孔于同世家，故某失非淺(註六 六 )。郝氏所評轍

班固之說，種尊 堯舜、孔子之聖，乃以民遷之道歷為外濫，而不求諸 「內 'if1 於經史」
故有此大失。其 說之偏，不待多揖矣。
關於史學之議論，郝經有 r 經史 」 之論。其說一、提出六經皆有史之論;以易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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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書爵史之辭，喜爵史之政，春秋爵史之苦，聽聽則經緯於其間。是以經史無異也

。其二、司馬軍時輕史始分，經爵萬世之典，非聖人革作，史為記人君言動之害。可以
苦之經律令今之史，以今之史而正于經。然措暨南不治史，則知理而不姐跡，治史而不

治輕，貝。如跡而不知史。其三、學經者宜不溺于訓話，不流于穿鑿，不惑于謠言齒，不混
于高達。學史者嘗不眛于那jE.木謬于是非，去失于予奪，不眩于忠侵，種得本嵩矯詐
欽，不麗權利謗，京爵私嗜罷，不以記間設置露心。其四、古無史之完書，三費而史法
童，自主氏錯諸國而合之，馬軍毆歷史而分之，溫公種錯歷代而合之。輕學之挂亦歷三

費而盡，即訓話于聾，疏釋于唐，革論于未 c 其五、經、史之法將墊，後世學經者幸存求
科名，學史者聲于博記;談擇釣譽，以重憶苦尚露意，混淆蕪儷。此陸經史之詣，臨分

別單史之擊，但皆相對而述。推都氏之意，蓋主經史合一，三者兼拾。以六經有史，三
者無異，雖分而無害于一;然輕、史各爵理、跡，當合而共泊之也。其詰史之三變，即

編年、紀傳二懼，論史法己盡，固不及於紀事:i;:東之體也。
輕史合治露讀書做學問之方，六經有史露六經戰站長史事，比皆無挂囂。謂馬運史記

始經史而分，所言大體不差，要在史學之成其寫專門之學，而不必舍之扭捏學，控之成

學亦後起，或爵六事，或學其中為四俯，皆古代之文化學術及教育之內容，然後始成六
經之說。春秋屬史學而附之於六經之中，但史學甜頭甚古，前引那氏述區史體載中己有
說明。自古史官即有其記史之耳航，用在贊泊，言文章§統治階層所學習;所記爵史餌，無

其所周亦在於真理。盡口鐸氏、虞氏等史即挂供記?台階層贊泊之用，說史事之要為政治之
知囂，俾便站理之助益，有教育、垂訓之功能也 c 追司馬遷以考事稽連市獨成其史學，

不惟有古史之傳統作用，亦有文化史之意義，比層管那氏所未探究者也，故真話程吏，
飲! J且苦之輕而律令令之史可也，以令之史而立于經可也 J

·殊木知史學成其獨立立學

，在馬遷有經史不同之處，其非搞經而作史，另露中國之文化生命而作史也;其詳已非
本文之論題，暫略之。

五、結論

那輕生當金元之際，其學術承自金世，軒 w 盡全北宋，思想上以家所傳之霍 F':: 理學爵
基礎 'îi 受朱學北傳之敬，乃以朱子爵宗 1 古文革旨要皆以匯歸於朱學揖本。
元代史學不甚費遠，著述以郝經之賴在漢書羈鉅。該書 ~n 第三國之史;自鑑士今叢書
書晶體統不正，大 蓋不明，故有志於新作。那氏著述當奉使南宋之時，遭 幽拘於灌區屋

所，前後十六年中 完成;其時郝氏固不如肅常已有同額讀書之作，而辛苦 十餘乞之久(

註六七)
續後漢書之作 ，旨在書法，由書法明其義憫之所在，故員正陳壽之害 ，並不忘史事

也。因之其書古今史 事仍以壽害爵本，其取材旁及裴注、兩漢書、音書、適 量等，篇幅已
超過番之志;輻目架構亦過之，置可靚第新三國志，然 j且其取材多砂錯諸史，傳記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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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壽害之大宗，故其新也木多。
郝氏準朱子網目之義市作新史， ιL 尊蜀謹、點說吳爵主;因之劉備父子爵需紀，曹
、孫等則皆入於列傅，書明蜀蟬謹爵正統，聽吳賣價備。此皆宣告其軍目編排，與自寫之

義例中可以了熬。全書百餘卷，但缺篇頡多，幾達三分之一，而究其體憫，有義例、有
序、正士、論、贊等，可謂完備矣!至其優失所在，可約之如下:且先論其特點，其←
爵論正統而尊蜀漢，但據諸史而不改史事。其二為序文頓佳，其中不乏諒流簡史之作。
其三、雖軍丈化及道德理念，但兼及諸子而未偏腫。其四，具新意安排而有所寫作，主日

行人、經術、文章、道街、兵錄等篇。其四、作八錄以補壽害無志之缺。至其所失，大
體有幾，其一、人物斷限不妥，於聲明宋安。其三、史事常記三國前之處過多，而三國
事反缺略或太簡。其三、除自作諸篇外，其齡取材全依舊史，無所增盒，而其論贊亦乏

新疆。其四、所補志書都份未及選舉、輿 ß~ 、藝文等，而表之部份，僅卷首存年表之目
，餘皆未所措意焉。

郝氏為華北名士，其學本有淵潭，種求學不蝦，得朱子北傳之道，慨然以承理學之

統;於用力史學之際，有意無意間即表露無遺。其作新史中「輕術」、「道術」二篇，
眼爵輕學簡史及學術思想簡史，然其宗旨伯不離理學之道統觀，亦即宋儒霏霏之言。而
其志書中「歷象」錯，首言太極陰醋、天地等篇，頭不同於諾史之記述，其實乃郝氏之

理學宇宙觀也。頡列於經術、道術、文章等傳紀人物，即可當揖儒學、道學、文藝等傅

，並其敘錯而綜觀足，可成為文化史之概觀，此為郝氏所致意之處也。

註釋

註

一:盤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台北，商務，叢書集成簡編)

，所錯較黃、倪、金三家

爵全備，故以之為據。補志中所韓間有金人所作，茲以元人所作之史都害，計
實韓額十五、正史類三、蝙年頡廿一、雜史類廿七、史觀十七、史鈔類卅五、

故事頡卅二、職官顯十九、儷注額甘六、刑法類十四、傳紀攝卅八、語蝶類卅
四、講錄類四、地理穎一一九。以上見卷二，頁十七至三十五。

註

三:參見金毓戳，中國史學史(台北，鼎文，民國六十三年)

註

三:參見黃百家、全祖望，朱元學案，卷九十(台北，廣文，民國六十八年)

註

四:郝輕之 生平，可參見元文額，卷五十八，盧摯，

，頁一六一。
，頁

一至十四。

(台北 ，商量害，國學基本叢書)
，卷十 五，

I 國信使郝丈忠公 J

r 翰林侍讀 學 士都公神道碑 」

，頁八四八至八宜。。蘇天 爵 ，國朝名臣事略
(台北，學益，民國五十八年 )

四六四 0 元史，卷 -1í 七，那經傳(台北藝艾，廿五史本)

， 買十二至二十四

。閻聾 ，靜軒集，卷五「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志銘 J

)

，頁三十三下。

，頁四五七至

(竊香零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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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頁三十二上下，卷十五，頁九下、十

主:見王悍，秋潤集，卷五(四庫全書本)

上。
註

六:見袁梢，清容居士集，卷十二(四庫全書本)，頁九上、下，並某註丈。

註

七:見吳譚，吳文正集，卷九十二(四庫全書本)

註

}\

註

九:見前註，又見陳情，元詩記事，害自"台北，鼎丈，民區六十年)

，直二+一上、下。
.頁十三上、下。

:見陶崇懂，聽耕餘，卷二十(台北，商莓，四部叢刊廣攝)

，頁二七。

註 -0: 參見朱元學案，卷九十，頁寸四上、下，主梓材案語，文見王梓材，朱元學案

，卷九十，頁主下、六十四上等。

補遺(台北，世界，民國六十三年)

註一一:關於趙直對元代理學之頁轍，及朱子學主草草北之流傳與安克代影響等，吾吾見陳

(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一年)

榮搓，朱學詰集，「元代朱子學 j

至三二九。另見拙作，

r 略述元代朱學之盛 j

.頁三九九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六卷，

，頁?二至十八。

+三期(台北，民國七十三年)

.頁

(四庫全書本)

註一二:參見郝輕，陸川集，卷二+四，「真草上起先生詣佳書 j
一至四下。
註一三:見卷一八九，趙:fjï傅，頁二下。
註一四:參見陵川集，卷二十六，

r.太極害民言三，頁十八上。

註一五:參見陸們|集，卷二十三，

r 與北平王子王先主論這學書 d

。文卷十三，頁四下，

r:衷王子1E

_

·詩中小注云:

.

，直寸三三至十六上

r 哥芳作太極害民未畢」

'萬主粹朱及講學於書臨即亡。

註一六:參見陸川集，卷二+四，

註一七:見睦川聾，卷+三，

r 上紫輯先生誰學書 j

r 央高監察 j

，頁 Z 下至七上。

.直六下、七上。高起字士美，達 1叫人，以

才幹精屜，拔爵摳密院都事，學街組主，轉監察植史。金亡故入燕，車卒。

註一八:劉郁之生平及其家世，可參見王侮前揖害，卷主}\'

.可參見陶晉挂.

r 劉那其喜潛志 J

(台北，商務，民國六十年)

註一九:參見陸川聾，卷二十，

·故左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間

.頁 λ 七至一 -c， ，臣表學霖，

，還金元史研究論集(台北，大陸難孟 )

，頁

，卷一二六， Wu 詮盎傳。其著作「

一上至九上，另見金史(事文，廿三史家)
歸潛志 j

，..渾諒畫u 氏世德碑 j

于醫潛志異金史 」

，頁一至五 e

r 海海劉先生草種草 j

，直三十土、 -Fc

註三 0: 元好間之家世及生平等，可參見1It )1 :葉，卷三十王，?遣山是生基金名 J

'直一

上至四下，此文與施國那輯注「大德硨本遁山先生墓銘 j l:i各有出入，旦造 μ 先
生集(台 北，成文，九金人集)

，卷首。晃晃金吏，卷一二六， 元德明傳 c

註二一:參見前註 陸川集，又見卷三十六，
丸，
伯常 j

r 先父佇狀

司宣÷二下。連 山先生聾，卷

r 贈 答郝經伯常伯之大文余少白龍之學科學」
， 其下文字當為自註)

，頁十匹上、下。

註二二:參見問註三 0 。

註二三:參見元士蝠，卷三十二，頁四一七至四二 00

(按:軍題主 爵「贈客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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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四:見腔川集，卷三+六，頁十三下。
註二五:見陸川集，卷二十六.

•

í 客廳參軍 J

í 鐵佛寺讀書堂記 J

·賈二十下、二十一上。另見卷六

·自註文，頁四下。

註二六:見前註，頁十九下、二十上。

註二七:見陸川集，卷三十六.

í 先會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J

·頁一下。

註二}\ :參見前註。

註三九:見註十五.

í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J

·頁十三上、下。

註三 0: 見援川集，卷二十七，頁十九上。另見卷六.

í 贈長砂公族祖 J

·自註女，頁

四上。

註三一:見遺山先生集，卷二十三.

r 郝先生墓銘 J

註三二:陵川郝氏世系，據虛摯前揭女，謂:

·頁八下。

r 郝氏自滋桂澤之睦川，始公八世祖祥，

會祖昇、祖天鞋、父思溫」。前註遺山先生集，謂郝天提之會祖諱元，祖諱瑋

，考諱昇，伯父諱霞(東軒)。註三七，都經述其會叔祖之先世「始祖盤，自
太原遷滋州，高祖蚱，文遷澤州酸川，會祖善，祖從盞，文暉，七子，君其季
也， ......于男三人，天融、天祺、夫貞，君扭名旦，後更今名，自故東軒老人
」。文卷三十六.

r 先伯大女墓銘 J

'述其伯祖家世謂:

會大女青之長子也， ...二子，興、葷」問卷.

r 君諱頭，字清卿，

r 先叔祖墓銘 J

'知天站之子名

思直 o 蟑此，則郝氏世系可祖列之如下:
始一世三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七子 )

←頓f
懂一一群一一善一一從蓋一一一璋

(元)

~~E:

(h z-b
註三三:見註二 一，

r 先文行狀 J

·頁十四下。

註三四:見註固 ，盧摯前揭丈。

註三五:郝輕學 術思想之大耍，及其尊主朱學，可參見龔道運，

r 元 儒 郝經之朱子學」

，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九卷，第一期(台北，國立編譚館，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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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至二三。

)

註三六:見註固，盧摯前揖丈。

E主三七:參見睦川集，巷三十九.

r 賴後漢書序 J

.頁十八下至二+上。

註三八:本文所周之續後漢書，係掘四庫全書影印之珍本別輯(台北，商發)。該書另
有宜草堂叢書本。

註三九:參見後草書，卷 j丸，頁十五下至十六下，卷丸，頁一上至二上。
註四 0: 參見資治通畫(台北，世界，民間六十三年)

.卷六十一，連紀五十三，頁一

九五 0 、 一 九五六。
詰四一:參見後漢書，卷七十八，曹雖傅，頁)\下、九上，卷六十三，李固傅，頁十下
，通鑑，卷五寸三，漢紀四十五，頁一七 O 七。
註四二:參見前註曹聲傳，頁九十，三國志，卷首，觀武紀，頁八上。
註四三:參見前註魏武紀，頁十五上、下，還鐘，卷五十九，連紀五寸一，頁一八九 O
。

註四四:參見魏武紀，頁三十一上，飽信事及其對曹操所言，見卷十三，頁二十七主。

註四五:見續後草草書，卷八十三上，錄第一上.薔倒 J
註自六:見續佳草書，卷八十四上上，

·頁二上。

r lfl 車-序文，頁三下。
'買匹上、下。

註四七:見讀後漢書，卷八十五，

r iÆ理 J

註四八:見續佳草書，卷八十九.

r 食貨」序文，頁四下。

註四九:見續後草書，巷九十上.

r 兵」序文，頁三下、自上。

註五 0: 見續後漢書，卷前，四庫全書提耍，頁二下、三上。
註五一:見同註三七。

註王三:見卷二，需紀第一，頁一上至三下。
註五三:參見卷三，字書記第二，頁一上、下 c
註五四:參見卷五，宋室聶劃列傅，頁一上、下。

註五五:參見卷六，漢巨列傅，頁一上。
註五六:見卷三十主，曹揖上，頁一上、下。

註五七:見卷七十四，叛臣傅，頁一上、下。
註五八:以上參見陵川黨，卷三十三，頁六上至七下，頁十四下至十九下，頁十九下至

二十三下，卷三十四，頁一上至三上，頁三上至五下等。
註五九:見卷三十凹，頁四上、下。

註六 0: 參見陵川集，卷十八，頁十四上至十六下。
註六_-參見陸川集，卷寸九，

註六二:見最川集 ，卷二十，

r 時務 J

'頁十五下至十七下。

r 手植槍1l萌文 J

註六三:參見陵川 集，卷二十二.

r 讀說 J

'頁二十三下，二十四上 。

·頁十一上、下。

註六四:見繽佳草草 書，卷八十三上，頁五下。
註六五:參見贖後 謹書，卷六十六上上，文集總斂，春秋部，頁二十目下 至二十五下。

註六六:娶見瞳川 集，卷二十，頁一上至二上。
註六七:參見陶崇儀前揭書，卷廿四，頁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