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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的史學理論

及其比較
林時氏＊

摘要

本文針對唐代劉知 i雋、宋代鄭4豆、清代幸學誠三位異代史家對傳統史學技藝
與形式之相聞言論與主張，提出「三長說」「﹔史文說」以抉發社論之。就「三長

說」而言，劉氏首倡史才史學史識，以得「識」最要最難。每氏丘末清倍此說，
僅稱譽司馬還與劉知幾馬二良史，其論據顯受劉氏所影響。幸氏主1J 仲說丈德，並

以三長結合事、文、義正義理、辭幸、役膏，賦典三長說新內涵。就在幸「丈文
託」言，貝1J 三氏一致反對文士撰史，劉氏其埋在文士無「銓綜之說」’幸氏 .fi'l 白
撰史須「陶鑄成丈」’文士不可企及。至於操縣之道，劉主直書實錄，幸 Jill 「﹔史
文屆曲而過去世其事」’鄭氏所論只1］未達兩氏深刻。

開鍵詞：史 J主、通志、文史道義、史才詩

全國立中興六學畫中夜間都匡史學系盲lj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畫中 夜間部學報（Journal of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CHU), VoL2(1996)‘ 201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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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已
茲文原為本學報創刊號拙文〈劉知幾鄭樵章學載的史學理論及其比較〉之招
績，承前文續論唐代劉知幾、宋代鄭漁仲、清代章學誠有關歷史家控藝與歷史文
章表現形式的不同理論，並比較之。內文專注三人相關理論的傳承沿襲及影響蠶

展而抉發為論，並就其異同﹛憂括加以比較，期以歸納整理及比較之法，而得以深
化三氏史學理論，使吾人明白中國傳統史學，特別是劉鄭章三位重要史家都具有

宏偉精深的學術氣象與豐富內涵，值得佳人驕傲輿吟惜。以下即以「三長說」「
史文說」績單篇論。

二、理論之三：三長說
對於史家的才具，劉知幾首 ＊ 系統地提出才學識「三長說」，又稱「史才論
」’ ~f-再「史才三長論」，馬佳世學者持為評論史家高低的標準。「三長說」的
提出，原不在〈史通〉專篇之中，而是知幾在回答當時禮部尚書鄭 1佳忠所問：「

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後為〈舊唐書〉及〈唐會要〉所收羅，因
所言關于史學理論，故屢馬俊世學者所援引發論，其原文是：

史才績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
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贏，而使患者營生，持不能致於宵蘊

者矣。對有才而無學，亦插足、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 :f{f 棉斧斤，持不
果成其宮室者矣。插頭好是正直，善惡必書， f吏驕主貝兒臣所以知懼，此則

為虎傅翼，善無可力口，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可居史任，自莖

古己來，龍應具，，.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主口言。（ j主一）

才學諧的涵意如何？知幾本人並「未加以解釋」（註三），因而本文擬就兩方面
來闡說之：一方面就其所留下的傳世代表作〈史通〉來逐一追尋，以探求三長論
的合理解釋﹔另方面則就回答鄭惟忠本身來說。先說前者，〈聶才〉篇有云：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主任，委主著作，每圍著作郎
扣豆， 必提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 可呵居史任。
這裡只談到史 才，應專指史家敘述才能一長。

文〈雜說下〉亦云：
夫自古 學者，說稱多矣。特於〈公羊〉者，尤憎〈主氏〉， 習於太史者，

-202 一

島主日幾鄭棒、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及其比較

3

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 J'.k 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是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玩一控，成專精一史。誰〈春秋〉者，則不知宗周現
頂，而人才六雄﹔論〈史〉〈進〉，則不悟劉氏云亡，兩地分三圈。亦措
武稜隱士， i成跡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泰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
五卒，見良直而不覺其善，走社梧而不如其夫，葛洪所謂藏書之箱霞，〈

五控〉之主人。而夫于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此則提及「學」與「識」的關係。知盤文中善以喻說理，指明史家窮胎一隅而蔽
三隅，所見當有限或徒具學問如「藏書之箱盤，五經之主人」卻無識以辨良直善

惡，導致失實抵桔，買！J 亦非良史。此虛之學與識，當指史家豐富的知識和分辨真
偽的判斷 tJ 。劉知幾針對此則，又說：
于曰：「吾猶及史之間丈。」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
何以補其遺造者哉？蓋珍裘以眾肢成湛，廣度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截山

之士，懷錯握葉之客，何嘗不在主求異說，採拉群言，其佳能成一家，傳諸
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傅，廣包諸圈，藝當時有〈周志〉、〈哥呆〉、〈

鄭書〉、〈楚抗〉等篇，這乃棄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是魯策，獨詢
孔氏，何以能 F早見洽間，若斯之博也？．．．．．．自太初已佳，又是主引劉氏〈新

序〉、〈說~~）、〈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
時，擅名千載。（註三）

謂史家收集收集史料宜廣，「徵求異說，採擺群言」必賴其「學」博。而所徵採
者，又必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方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因此，取
材不能只為標新立異，街談巷議，道聽塗說，難免乖濫損實，雖致可探，但必須
嚴格甄別。此時即需要「識」。〈史通﹒雜述〉將雜史升為＋額之後﹒也強調史
家的鑒別能 7﹞：

然只iJ 再是之言，明王必擇﹔：詩菲之學‘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問舊芋，多
識其物、若不亮別緣，不討其書，專治周、 -JL 之幸句，直守這、自之紀傳

‘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閣，擇其善而役之」「知之次也
」茍對 是 ，貝1J 書 有 非聖，言多不謹，學者博間，蓋在擇之而 已。（註四）

「博聞舊事， 多 識其物」「窺別錄，討異書」都是「學」的功夫﹔

「善擇」指鑒

別史料真備的能 力，則是「識」的功夫，這點尚可與本文第四章第一節〈史料文
獻學＞所論列的 合看，當能更加詳明。以上所約舉的，可以看出知幾在〈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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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揭示才學識的說法，大抵可以看出「有才無識」「有學無識」都不足成為良史
以蹈實錄之義。故知史家三長論中，以備識最難，但又以得誰最要。
至於為何文士皮書不能擇史呢？知難答鄭惟忠的話只就三長立說，並未直接

就女士為何不適合倍史來作害，因此這點仍有加以補充說明的必要。知難在〈史
通﹒車才〉曾說：

歷觀古之作者，若幕昆、劉哇、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持著書，達於
史體，然觀侏﹛需一節，而他事可知。韋伯唷於朔方上書，謂宜廣 J)l 氏〈天

文志＞ o 夫〈天文〉主持〈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役中以持拙，
但當如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吳其觀河惜之息，而不過
以堤防，方欲說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對此，將非雄連者做？孝標
持論誰理，誠為絕倫。而〈自社〉一篇，過為煩碎﹔〈山柚〉一志，直論

主幸。諒難叫偶跡遷、固，比肩陳、花者也。幸帶在齊，有志梁史，及追
江在，書竟不成。哇乎！叫徐公主體，而施諸史傅，亦描璃上兒戲，其乎
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 l、青審矣。光伯以 f共儒碩學，’而述道不過
。觀其說情自扯，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辜害。豈所謂「誦〈

詩〉三百，雖妾，亦委以為」者乎！
他舉出菜單、劉峰、徐陸、劉炫等文章名竄，不知曹裁蕪累，勘去附贅，結果使
其史述「言皆淺俗，理無要書」不足垂示將來。這裡已指出文士的敘述能力如前
舉諸家之善者，若不能連於史體，知所買裁，員lj 仍不能勝任史職。然要日所揖裁，

實即史識的運用。其日幾更進一步加以闡明：
但自世重主藻，詞宗麗逞，於是沮誦失路，重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

佇才，凡所拜授，必推主士。逼使挂管懷妞，多無挂綜之識﹔連章軍蜻’

平進微視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 0 位令其間有術同彪、唔
，才若班、苟，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葉，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卦朋黨
。通乃哺糟敵醋，俯同妄作，披禍懷且，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于
而以小人事之，害霸主道」者也。（註五）

原東在撰述拉 巧方面文士盡管多能，但在識見方面卻無 「 銓綜之識 」，因而無法

掌握﹛︱華史要領 ，變成「連章累眉，罕違微婉之言」。所以可知撰述要線達得宜，
切合史實，仍讀賴銓綜之識，↑佳文士鮮能臻此，故知幾嘆女士多而 史才少。
經過以上的補輯工作，或可對知麓的三長說有稍詳的認識了。 再就佳項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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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回答鄭惟思的內容本身來言，知盤在舉出「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之後，

又舉出「有學無才」以比喻的方式說明強調「才」，再以同樣手法論「有才無學
」以強調「學」’之後則接下「猶須好是正宜，善惡必書．．．．．．自重古以來，能應

斯目者，罕見其人」以強調史「識」。雖致有人對後一句持不同的看法，但按照

知幾開端所言「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的邏輯順序，「猶須．．．．．．」的這句話
，正當就「識 J 而言，而最後結尾時所說的「自重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

人」芷好緊扣鄭惟思提出「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可也？」的問題（註六

根據前述，「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輯主賊臣所以知懼」應該是劉知
幾對「史識」的正面敘述。結合前項補輯〈史通〉中有關三長說的論述，可以知
道劉知幾除有善惡必書的直書態度之外，當要達到「使聶主臨巨所以知懼」，兩

者俱體現了他一再揭示的「懲惡勸善」垂訓鑒戒的思想（ g三七）

＂要而言之，從

前後兩方面的引述，可以窺知劉知幾的三長論中，以史識論最耍，其史識論又含

有兩方面 i面意：（一）在於對史實的分析和評價， .im 鑒識歷史的觀點﹔（三是反映歷史
事實的原則和立場，即撰史的態度一直筆論。兩者的結合，即能於直錄撰史之餘

，達到「彰善瘴惡」的目的，此目的對「國家之要道，生人之急務」有相當的益

處。
知幾寓史德於史識之中，尚見於〈史通﹒辨職〉篇中：
史之為務，反途有三焉，何如J ？彰善反惡，不避挂牢，若晉主萱瓜，齊之

南史，比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葉之子長，比其次
也。高才博亭，名童一時，若周之史快，是之倚拍，比其下也。

知幾分古代著名史家為三等，其所依據正是三長說，而最上等的，則必讀具備「
彰善貶惡，不避強禦」的道德品質，才能落筆真實。但他始終未另立「史德」一
說。之後，

直歷經千餘年，始由章學誠男加史德一項，正式以專文單篇的形態

發論，而鄭憔則無類此「三長說」。
章學誠之前，大約有元代揭侯斯倡修史應起用有學問文章知史事且心術良芷

之人（註八）

，是史德說的濫觴以及明代胡應麟以爵 「 三長說 」 有所不足，而認

為應該加上「 公心」和「直筆」：
劉多口議 以馬、班為善善，南、董為惡惡，細矣。才學識三長 足盡史乎？未
也，有 公心焉，直華焉。（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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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即是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史德〉篇所說的：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品，而兼三尤難，千古多主人而少良史，職是故

也。昔是f 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賞者義屯，而所

具幸事也，所 f辜者文屯。孟于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
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
事，三者因各有所近也，其中因有似之而非者。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

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 0 Ii長劉氏之所謂才、學、哉
，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哉，對愚估操金，不能貿化。推
此說以證劉氏之拍，不過故於記誦之間，如所抉擇，以成文理耳。故曰：

古丈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
此猶丈士之哉，非史識也。能具史識岩，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

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害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
取室。魏收之矯摳，沈約之陰惡，請其害者，先不信其人，其怠未至於甚

也。所忠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姜末底於特也。夫有君子之心

，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先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
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革欲為良史者，當

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孟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
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哉，而
不知辨心 4.ri可以議史穗，烏乎可哉？（註－ 0)

在這一大段文字中，可分為下列幾項加以說明：←）知幾的三長論，學誠認同之，
並以為要具備其中的二長或一長，已十分不容易，而「兼三尤難」。這是實情，

知幾不肯以三長輕許前人，學E成亦吝於以此褒人，可知古來良史甚少。（二）史家之

識與文士之識不間，文士之識僅需「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學誠此見固然正確
，但卻是由誤會佑幾史識而來。姜勝利巳指出學誠在前引＜史德〉篇裡吧「愚賈

操金，不解貿化」當作是劉氏對「有學無識」的比喻，其實核對一下知幾回答鄭
1董忠的原文，即可發現該旬是知幾對「有學無才」的比喻，學誠誤將「才」當作
「識」，因而錯誤地推斷出知幾所謂的「 識 」 是「 欲於記誦 土 問 知 所抉擇，以成

文理」，其 實這並非知幾所指史識的福意。學誠為 7 說明其史識論與知幾有所區
別，而大加 強調史識當以史德為重要內容，這點卻芷與劉論宗旨無二 。所以姜文

指出章氏意在 糾正和補充劉氏史識論，實際上正是對劉氏史識論的繼 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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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指出劉、車兩人史識論的相互關係，是其士的一大優點，可謂見解精闢（註

一一）﹔

學載解釋才、學、識的意義，與劉知幾並不完全相間，但卻關係極j栗

。他以為才、學、識三畏的真義，並非辭采、記誦、擊斷之謂，而是寶：軍史學三

大要素「事」「文」「義」的修養工夫。學識因而得以深化三長諦。不過他把三

長論中的才學識與孔子的作史之道「辜」「艾」「聶」一一對慮之並展衍其說，

曰：「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當實存于學」（註一三）﹔又：「夫事即後世
考據學之所向也，文即詞章眾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坡， 9l:rJ 史家著
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註一三）由此可以得知真三長論大致可以寫

成「才／文／詞章」、「學／事／考據」、「識／義／義理」這樣一個簡明的系
統，畢竟才學識是對史家素質的要求，而事文義一體化則是對史學作品的具體要

求，兩者關係極深。張其昀則製作一賽，如下：

于L 于

劉知幾

章學甜

張

事

昆
-T主•

考

據

史

之

考

證

Analytical

義

報

義

理

史

之

囂

例

Synthetical

主

才，

詞

z
耳
t主
20

史

之

J」
4上

作

Expositions

主

昀

1

西

j羊

史

r
主」R
」－．

Operations

Operations

更能簡要地掌握三長說（註一四），由此系統又可知道： 11 ）乃沿襲劉氏三長論而

來，但更完整且宏大﹔（ 2 ）三者之中， J;j 義最為重要，所謂「譬之人身，事者其骨
可文書其膚，義者其精神也可斷之以義而書始成」（註一五），「學之貴於寺（盟

者，將以明其義理爾」（註一六）皆是也。但三者必讀相輔相成，廢一不可，但
往往三長難兼’常相為病（註一七）﹔（ 3 ）由前面章氏所擴充的三長系統中的對應
關係東言，章學誠並末將史德另立一 說以成 「 四長論 」

。除〈史德〉 篇外，〈誰

說〉〈說林〉 〈申鄭〉等篇中，每提到史家條件外，也只將才學識並稱，不曾言

及史德，特別是佳於〈史德〉篇撰著甚久的〈艾德〉篇，仍然只稱三 長，可以知

道學誠本無意多加一長，但不言〈史德〉，並非不重視之，而是他以爵已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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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識」之中了。因而可知梁任公、吳天任、許凌雲諸學者所指稱學誠有四長說

，似乎未必正確，倒是姜勝利的觀點是本文所贊同的（註一八）。
其實胡應麟的「公心」「直筆」加起來，即是章學誠所謂之「史德」。章氏

論史德時，謂為「著書立心術」，又說「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士際，盡其
天而不益以人也」。這是與劉氏同論史識寓有史德說，但論法不同之處。按穆曾

對「盡其夫而不益以人」提出說明：
拿現在話講：只是要客觀地把事實真相寫出，這即是「天」了，但不要把
自己人的方面加進去，這事極不容易。（ i主一九）

7 解此話之前，實應先了解「慎辨於夫人之際」。由前述知章學誠亦以為史德寓

於史識立中，而「識」是用以「斷義」的，亦即「非識無以斷其義」。他文說：
「史之義出於天」以今語釋之即「史義」存在於客觀史事立中。這是史識史德所
要達到的目標。但如何將客觀史事真實地反映在人之主觀當中呢？此則需要處理

「天」與「人」之間的關係，故「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即是處理好這種關係的重
要原則。只是此事不容易。須具有三長論者始能達之。此即所謂的辨心術的史德

觀。簡單言乏，其邏輯關係即史識用以斷義，史識包含（含「等於」之意）史德

，故「辨心術」即是「斷義」不可缺少的一項基本前提和態度。在諭證之間，正

是學誠深化或展衍知幾的史德說。兩者相較立下，知幾的史德說似單純許多，他

未提及天人之際。至於著書者之心術如何影響其所撰述之史？＜史德〉篇又說：
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皂，而史立即

件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概也。

I

'• · -

•~

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呆，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苦樣，味之不

能無濃 j去，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1 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
，奇。未矢口，起於華模濃攻之爭也。主辭有工拙，而接史方且以是為競焉
，是令本而進末矣。以此為主，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閥古人之
大體乎？（註二 0)

撰史的義例是客觀存在的，而撰述的過程中必然要通過主觀的抉擇，此時「著害
者的心術」即是關鍵，能否符合 「 大道之公 」 即是問題，也是目 標。學誠也認識
到史家在認識或撰寫歷史時不可能不會遇到一些主客觀的矛盾，按 照他的話即「

夫與人參」的現象，那就要設法解決天人一致的問題，為此，他反 對「違理以自
用」「 j日清以 自恣」等主觀偏激行為，而強調態度平正，「氣合 於 理」「情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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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註二一），從而力求「盡其天而不盎於人」’就可達到天人一致的公正大

道7 。
當然撰史必憑藉以文，若只在華樸濃j主主上爭論不己，實只捨本運窯的作為
，以此修史，必不能得古人大體。然則要如何才是呢？學誠又說：
程于當謂有〈闢目在〉、〈麟品上〉之章，而挂可以行〈周官〉主法度。吾 JliJ
以謂述六義比興之宮，而挂可以講春玉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卦養屯。（
註二二）

其意蓋在以〈詩輝〉思無邪之意通六蓋上t興，最能得性情之正，從此一方向培養
心術，才能講春王正月（〈春秋〉）之史書。從〈史唔〉篇這裡，再接〈答害問

〉篇：
煞費J ｛春秋〉控世之章，必有文字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品之事。
（註二三）

〈春秋〉主義，昭乎筆削。以夫于「義 511］ 竊取」之旨觀之，且將調紀夫人
，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壺，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
之所用，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頡 ｛f；］ 之所不

可得而泥。而挂微茫抄忽之暉，有 4 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白先可
以春天地而質鬼神，美前停而佐佐重。（註二四）

則學誠所謂的「史義」盡明，他的三長說筆者以為己推展至最高峰而古今史家已

罕有其匹 7 。
而後梁任公認為學載的史檔說，只講到史靠自甘心衛，還不鉤圓滿，因而又補

充 7 「忠實」一項，說：
幸實齋所講史 1皂，乃是對於過去毫不信車，善惡褒貶，清車公正。．．．．．．但
尚不足以盡丈嘻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J車，美過封忠實。對何才弄

忠實，即「對於所社述的史巨責，的採客觀的態度，不祥、毫字以自己意見」
便是 0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庭對盤空衛平，是什麼豆豆出來就是什麼，

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思創時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埠娃
于和天 平 。（註二五）

任公此說，名 詞雖新，涵義仍舊，大抵不出劉知直是〈惑經〉以明鏡照物上七日俞史家
執簡故述客觀的態度，筆者以為仍未邁出學誠宏論的範疇立外市居於其上，實際
仍在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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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又有許悼雲＜說史德＞，提出「勇敢」「冷靜」「誠實」三者即學誠的「

1賞心術」說（註二六），實際亦是現代自話新解，仍非輸越其史德說立新作。
綜上所謂，知幾議史家應備陳件的三長說，係其個人經由實際讀史研史修史

的體驗主後，對前人經驗的總結而提出的理論，胡氏、章氏、梁氏等後人對三長
說不斷補充說明，適可強調三長與實際修史的關係，其中以章氏尤多發明，將三
長說之中的史識史德關係，闊論無遣，而窮於天人芝際，蓋為三長說之極致。
至於鄭樵因無相關言論，故未具論。然以三長說論乏，章學誠有謂：「鄭樵

有史誡而未有史學」（註二七），可見三長論中鄭樵具備最重要的史識一長，自
堪稱良史也。而鄭樵亦以良史稱劉知幾、司馬遷（註二八），學誠亦云「劉知幾

.

,

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之所為作也」（註二九），由此可見劉知
幾、鄭樵、章學誠皆是三長論中人也。

三、理論之四：史文說
史文論即歷史撰述時有關外在文體的表達形式理論。針對此者，筆者曾撰＜

劉知幾的時間觀念及其歷史撰述論〉，刊於 〈 大陸雜誌 〉 匕五：一（民國七十六
年七月）﹔後彭雅玲碩士論文〈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民國七十九年六月）第
四章第三節亦專論其史文論。彭文以其中文系所背景以「文質論」「修辭論」分

析劉氏之史文論，落筆踏實，買賣有可觀，值得學讀。以上兩文取徑與著重點雖不
盡相同，但都致力於發揚抒論劉氏有關之史文說則一。茲處似可不必再贅述。故
本節改置重點於鄭樵、章學誠兩氏之史文論，唯需比較時再舉出劉知幾相關的主

張。
章學誠與劉鄧雨氏都重歷史文筆，他曾說：

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傅，故良史莫不工文。（註三 0)

這裡的「文」即指作史之文，並非詞章之文。又說：
蓋論史而至丈辭，末也。然就丈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典詩史文。
譬之品泉鑑石，非不精妙，然不可與現1］海嶽也。（註三一）

學誠以篇文土 之文即詞章之文，著重情感、創造、幻想，所以學誡更進一步推衍

出「文士撰文 ，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
體述而不造， 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徵，無i數且不信於後也」 的說法（註三

三）。乘上節 「三長說」所談及的「文」〈事 j

「羲」來言修撰歷 史，不僅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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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史事，義理昭然，亦要求工於文筆，反映史實。故古來〈左〉〈國〉〈史〉〈

漢〉都符合「良史真不工文」而為一代文宗。但浸至中古以下，才藝之土，多舞
文弄墨「溺於文以為觀美之具焉」，不顧史事之正確與否，故學誠認為：
以此為主，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吏，豈可典開古人夫體手！（主三三）

夫立言之耍，在於有物。古人著為主幸，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主子為止有炳
娘：壤，為蜻玉 5秀女矜采色已也。（註三四）

可見他以為文士之文大多溺於文辭，違背史實，故不直為史。鄭樵也有頭似的看
法，他在〈上宰相書〉中說：
修書自是一家，作主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品能停三書
。若之何在世皆以文人修書？

又說：
史者，官籍也。害者 ， 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丈者，皆是書，

不是史。（社三五）

鄭樵認為修史者應該兼備文才與史才。然而文士若無史才，支lj 以不豫修史為妥。

此則，鄭樵頗有自薦的意思，他曾自許地說：「若樵直史苑，貝lj 地下無霓人」。
知錢對於此則，亦曾說過：
史之為務，必錯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拉，以文故事，可得言焉。而
今之所作，有異於言。其立言也，或虛加埠坤，起事昆主彩，克體是武頌，

詞頡純哇，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剖鴿不成，反

類才于鴦者。（註三六）

又
大唐新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達棄史、店，近宗徐、皮。夫以持

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月且琦訊於高士去矣。
（註三七）

知幾對「私街董端，苟街文彩，嘉辭美旬，寄語簡冊」以為「豈知史書之大體，

載削芝指歸？」（註三 ｝＼ ）﹔對「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妄之任」也認為「

文之與史，何 相亂之甚乎 」

（註三九） 。 知幾在＜載文＞＜竅才＞ ＜雜說＞〈論

贊〉等篇， 一 直主張史學應脫離文學獨立，反對選用文土修 史 。在知進生世當時
，可謂先進的 見解。
學誠也有 相同的說法：

伺目4
，

qf
uu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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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筆典文士異趨，主士務去陳言﹔而史華點竄塗吐，全貴陶鑄群言，不可

恥矜一牢機巧也。（註四 0)
〈答害問〉又說：

主人之主典著述之主，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立辭之先者，位主辭
以迪之而已．．．．．．故以主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主辭，去世以錦工玉玉議廟堂之
禮且也。

可見史筆貴乎「陶鑄成立」’此點非一股文士可以企及，故〈言公上〉說：「詞
采以為才，非良史之才」，也是此意。至〈書姑蘇志接〉更明言：「文人不可﹛︱蓋
志」’亦即文人不應倍史。學誠此論，興安日雖曾說：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逞，於是注誦失路，重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

佇才，凡所拜授，必 j主主士。亦使損管懷妞，多無娃棕之識﹔連章累蜻可
牢 i主微坡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草四一）

實有承麗與相遇之處。從前面「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丈而﹛專」與知幾之「史之

為藹，必藉於丈」如出一轍外，馴致後來知幾深論文士不應﹛I華史之理在於文士無
銓綜立識，學誠則言史筆貴乎陶鑄成立，女士難能。兩者實際無甚差別，因為欲

「陶鑄成立」’設無「銓綜之識」’焉可得立！吾人由古立馬班史文，以謹朝前
史而論，雖都有所本，但各能陶鑄銓綜，故仍有各人面目（註四三），皆能輝映

互古而不可相替，即知斯理。

雖然作史之業，不能賣之文學之士，劉鄭章三氏都持相同看法，但因三氏時
代相差甚久，生日幾力主史學應與文學劃清界限，則是鄭樵與寶齋所未詳論 c 生日幾
此說乃由其歷史時間的分段法，將中國史學分成「上古」（劉氏指先哥哥時期）、
「中古」（兩漢時期）、「近古」（說晉時期）、「近世」（指南北朝至陪唐初

期）及「當代」（指初唐興盛唐）五個時期，此是知幾係運用其說利眼光著識而

得，他透過各個時期的文風演變，因性質互異，而歸納出「近古」以後的史作「
訛謬雷同，妄飾蕪累」，文風仰尚柔靡浮豔、華美綺麗，故力主文史分途，文士
不宜﹛︱華史。知盤在〈載文〉〈豆豆才〉〈論贊〉〈雜說下〉都一再申述此說，是〈
史遇〉有關史 文論重要的篇章（註四三）。鄭樵、章學誠因劉氏巴提 出，當然不

必再費筆壘。 所 以何炳松在〈讀章學誠〈文史邁義〉札記〉說：「：章 氏力主史學

應離文學而獨 立，廓清數千年來文史合一之弊」（註四四），所言就筆者初步 7
解似應在劉知 盤時巴然。章說僅承劉說，談不上廓清數千年之弊。 倒 是章學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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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人不應倍史的理由，除前舉文士必尚詞朵，妨害史義之外，一扭文人大都不
注重「令史軍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註四五）。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中他
曾說：

令丈案讀，文學之懦，不屑道也﹔而經綺政教，未有會是而 )Ji］＊－ 者也 o f主
世專以史事貴之丈亭，而官司掌故，不為史氏備其掌故焉。斯 511］三代以在

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

史學不能獨立，買IJ 無進步可言，故丈人不應悔史。還是學說從事偉志三十年的獨
造心 f辱，值得提出一述。不過，從歷史角度觀察，與劉氏倡文土不宜倍史，文史
宜加分途一樣，其倍君所得提出文士忽略令史案膺，都各有其背景，因而兩氏雖

同主文士應揖除在修史之外，但其倡議，不盡相同﹔套章氏常用之語，是亦其理
智壟通使然也。

如上所述，買！J 可更進一步探求三氏對歷史文筆的要求是什麼？章學敢說：
夫史為記事之害，事萬壁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過去口其事，貝1J 必回事命藹，
不為常制所拘，而佳能起立自主口，無一言之或 i幸而或溫也。（註四六）

史書是記史辜的，史事變化無窮，歷史文筆就要按照史事之變化而變化，適當地

反映其事。以史事為準，不被人爵的常例所拘，即能運用自如，做到「史文屈曲
而適宜日其事」’惜自日其分。試舉他替同時朋友所作〈廣辛亡友列傳〉，即是上說
的明證。他曾述赦事立法共二十三撞，說：
序論辭命之主，其教品盡﹔故事之主，其變無窮。故今古文人，其才不盡
於諸體，而盡卦故事也。蓋其為法，則有以 J喂社者，以逆社者，以類社去

，以次放者，以牽連而社者，斷積社者，錯綜社寺，但議論以社者，夫議

論而社者﹔先社挂斷，先斷 f主址，且社且斷，以社作斷﹔預提於討。補扭
於挂，兩事合一，一事兩分﹔對社、拈社、培拉、顛倒挂、迫環址。離合
變化﹒奇正相生。對 J.~ 吳用兵，對品鵲用葉，神妙不剖，堯於化工。（註

四七）

真天任謂之雖屬載入敘事之法，其實也是學誡作史教事極盡離台變化土抄（註四
八）。梁任 公因而稱謂他的史文技術說：

論純 立 學，幸氏不成功﹔論美術立，幸氏亦不成功﹔位對於作史的技舟，
了解 蜻 遣，運用圓熟，這又是幸氏的特長了。（註四九）
學誠的特長拉 術，揖言之，即在善於「聯絡錯鑄」’所以能做到「 活濯飛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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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 0 ）。

學誠看到當時「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人心」’寫了一篇＜古文

十弊〉，表達自己對於撰史記事行立的看法，他說：
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主為質，唯其所欲，期對其事而已矣。記言之

文，貝1］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於通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

又云：
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免有。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俊恃

演劇。．．．．．．而記傳之筆，從而設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人苟不能文辭．．．．．．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訓

肉為瘡。

甚具卓識，尤以有些論說的舉證頗為精彩但又不失其實。如有一位名士敘其母節
幸，文云「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漫便無時，家無次丁，月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

」之後，又述「乃祖於是是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掃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
，何嫌何提！』」學誠卻認為其母既明大義，當不致於有該話，這應是此此名土

自生嫌疑，特添注以韜旋其事乃是「宛lj 肉為瘡」之弊。他因此指出史文應當「但
須據事直書，不可妄加雕飾。」

又一例為某名士為人撰志，其人蓋有問友氣誼，志文仍仿韓昌黎之志柳宗元
，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如此一來，志之內容幾乎完全抄襲昌黎志柳州立文
而來，與其所要記載之對象事實不符。學誠因而指出：有「肯lj 足適厲」之弊，所

以他主張：「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者也」。
類似的例子猶多，不復舉之。要而言之，可知學誡於作史之法，言之秦詳。

關於史文一端，尤具卓識。但其最主要之貢獻則在要求史文求其適如其人與事而
已（註五一）。易言之，即如前文所說：「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怡如其分。學
誠此論，比起劉知幾主張的據實而書的實錄史學來論，意思相當，但筆者以為知
幾之直筆論，對於「中古」以下魏晉六朝的史學遺風，有其針盲起廢的藥石作用
及嚴肅性，可 為 後世史學在史文論方面的法式和基準。而學誠所提出 的史文論除

明顯可以看出 受知幾影響的痕跡外，似乎多出一層活潑性及變異性。
知幾的史 文論，因已有彭文與拙文巴述及，故於此僅摘要時述以與章氏言論

相比照，知幾有關主張大抵以為史文敘事應符合三要件：（←）尚簡：即 須「省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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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文約事豐。」。其所謂「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赦事立工者，以簡要
為主」即是（ g主五二），其意在「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書資數句而方挾」
（註五三）。知鐘指出史文繁瑣乃在四弊：多記祥瑞、多載朝會、多歌功頌德、
多敘官爵，挂之即可趨於簡明。口用晦：即指故事時語句簡短而含義深剖，言近

指遠、詞盡而蓋不盡，使譚者望表知裡，們毛辨骨，見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
外，（吏史文玩味無窮。知幾所謂「夫能略大存小，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組成話，
片語而i共識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註五四）。（三）為史載文：主以事實為根據
，言之有物，反對華而不實。其日鐘憎恨「體兼賦蝠，詞穎﹛非優」，故主辭謹而義

﹔架，現妄飾。生日盤雖述此三要件，但三者並非平行，知錢之意蓋以簡要為主，簡
與晦之時義較大，故主次超重，自主然在目（註五主）。以上史文故事立法，要點

大致在史重實錄「當辨而不華，質而不懂，其主直，其事核」’至於文學則「綺
揖琇舍，雕章掃彩」，雖「等公幹之有逸，如于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的文
朵，也只有害於歷史的真實性。

史文論尚須談及語言技巧問題，知道主張必讀崇實求真，有發展的觀點。如
〈春秋〉三傳的語言不同於〈尚書〉﹔「兩漢之詞」不同於〈戰國策〉，因「葳
時之不同」語言也會變化和發展，因而知鐘主張「題時之義」，反對用古語代替

令詞，反對盲目模 fnJ 因習古人。他說：
往來作者，通無達哉，記其當世口語，罕挂起實而書，方投追技昔人，示

其糟古。是以好丘明岩，貝iJ 晶革〈左傳〉可盒子長者， _F-1］全辛〈史公〉。
用使用、幸言辭，見卦魏晉之代，是、這庭對可行乎宋、齊之日。而偽帶

混沌，失拉夫，氓，今古以之不純，真 f再由其招商L

o

（註五六）

雖知主是反對盲目事做古人，但並非一概反對向古人學習、摹扭。他甚至認為辜提
有時還很重要，因而在〈草擬〉篇他進一步分草擬為「親同心異」與「貌異心同

」’知鎧認為後則才是上選（註五七）。學誠也不反對因龔辜攏，他說：「史書
因襲相沿，無前並見，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註五八）但仿古必
取其精神，而不取其形貌。學誠又說：
f吏扭今之事，而強屬以古人主體，譬之戶抗傅告，其神情必 不吉屯。使豈是

古之體 ，而但易以一方之事，譬之臨池草書，其位置必不便 也。古今之作
者，編 年紀傅，不同體而月 L ，語無相鞋，軒自成一家言耳 。（註五九）

其說興安日鐘賣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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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知幾主張「隨時」「准時」之義，即史文 2頁載興時代有關之人事物，所
寫主要隨社會事興之變而鹽，如此才能把握時代之精神與當世立色彩，忠實地以

時文時語，以不因習重創造的方式表達出來（註六 0 ）。亦因如此，他在〈史通
﹒載文〉曾指出魏晉以來史書不正之風，其弊有五端：虛設、厚韻、假手、自廣
、一概。此五種語言文字，都不可謂立「歷史語言」’為史家所忌。其日幾之意，

蓋在史家行文用語，除表示史才之高低，拉藝之巧拙外，其遠意向涉及「隨時之
義」的實錄史學，合乎「丈直事桔」，最終則垂薯訓戒，有益人世，成其不朽之
三的事業。
至於學輯在史文論方面尚主張叫司︱用成立，以與事實有關者為主，不向文辭

。氏說：「史志引用成立，期明事實，非向文辭。其於事實有關，即胥吏艾格，

詢：：所採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間，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
」（註六一），其冒在說明史文特點，排斥主史古－£弊，甲凱以馬即令日視之
仍為至理之言（註六三）。唯學自主在〈乙卯罰記〉〈說林〉說篇，又補充說明史

重成立，卻必讀標出所自，以明來歷。臼他主張文德論，以為臨文項主敬，要歸
誠而有物，言必大公，故不可門戶間黨，聲氣相激﹔不可 j旬名忠實，直鵲風氣。
求端於道，期於適宜日﹔其事與言而已（註六三）。此雨點皆為劉、鄭兩氏所未遑論

的。

四、小結
以上所論述「三長說」的才、學、識是古來評判史家高低的標準。劉知幾首

倡立，其中以得「識」最要，但亦以備「識」最難，故三長皆具者古來不多。後

來鄭樵並末續倡此說，僅稱譽史遷與生日錢為二良史而已。至章學誠則加入史德一
項，以伸補其說。文中考究章氏此說，並非不滿於知幾之三長論而加上該說成為
四長論，章氏乃就更識應以史德為重要內容而闡說士，並建立與生日盤內容不同的

三長說，尤以章氏以三長結合草、文、義及義理、辭章、徵實，賦與新內涵，而
使「史學三畫」自唐代劉知幾以來的史家拉藝（historian craft）理論體系更精深用

宏。

至於「史 文說」因筆者舊文曾涉及之且又有新人新 f旱，故僅就文 士何以不可
修史，舉證知 幾所倡道理在於文士無「銓綜之識」，而學誠則以為史 筆貴乎「陶

鑄成立」’非一 般文士所可企及。筆者認為兩者之間實際無大差別， 蓋欲悶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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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若無銓綜之諧，亦達不到史文該項目的。鄭樵則主張修史者應兼備丈才與史
才。若僅具備其中之一，買IJ 以不豫體史揖妥。其所論似不如劉章澤λ 。﹛且立士不

宜修史，尤其在文史已分途之後，則是三氏一致的認識。男外，知鐘在諸多篇章
力主史學應脫離文學而獨立，可謂知雖總結唐代以前史學的獨到心得 .o 章氏則強
調應注重文士不屑道之的「令史案贖」，因其中但會經綸政治。兩氏此項主張不

同，蓋係理勢有所醫通之故。至於史家如何操個？知幾主直書實撮，學誠頁Jj 主「

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似在文筆上章氏較有可變化性，在使用語言問題上，知
幾追求「隨時」「從時」之囂，反對因習辜傲，但事擬古人若「親異心同」買IJ 可
「視同心異」則不甚高明。學輯對此則不嫌貌似，但仍求心同，亦即仿古仍取
古人精神－﹛以與知盤有同中小異。另外學誠向主張引用成士，以與事實有關者為
主。又提倡丈禧說，則是劉、鄭兩氏所無，為學誠史文論獨有的特色。

凡上兩說，配合上期拙文所探討的「通史說」「經世說」’買IJ 對三氏在傳統
史學的體裁、功用、技藝、形式諸項重要理論的奧蘊，或可因而審悉，並驚於傳

統史學理論在三位史家的發展之下，己頭為完備與精潭，衛諸世界史學體系，亦

甚具獨特性，而不遑多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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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舊唐書﹒劉子玄本傳〉（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九），頁三一七三

。又可參〈冊府完龜〉（台灣中華書屑，一九六七）卷五五九。
註二：梁啟超，

〈 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篇〉（台北：中華書屑，一九七三，台

三版），頁一三。
註三：〈史通釋評﹒採撰〉，頁一三七。
註四：〈史邁釋評﹒雜述〉，頁三一九。

註五：〈史遇釋評﹒竅才〉，頁二九 0 ～二九一。
話六：姜勝利，〈劉、章「史識」論及其相互關係＞，〈史學史研究〉一九八

三：三，頁五六。
註七：詳可參鈴木啟造，＜ 〈 史通〉白勸善懲惡論＞，〈歷史位括毛 It 民眾 k
文化一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一 〉

（東京：國書刊行會，一九

六三），頁三三七～三五一。
註八：〈元史﹒揭侯斯傳〉（台北：鼎文書局，一九八 0 ）卷一八一，頁囚一

八六。
註九：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八八六冊，一九八三重于rJ ），卷五，＜史書佔畢一＞，頁三二 O 上。
註－ o ：葉瑛校注，

〈 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頁二一

九～二三 0 。
註一一：要勝利，前引文，頁五九。

註一二：〈文史遇義﹒說林〉（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八 0 ），頁一一一。
註一三：〈文史通義﹒申鄭》，頁一三七。

註一四：張其昀’〈劉知幾與章實齋乏史學〉’收於〈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九）第二冊，頁七七七。唯其中 Anal戶ical
Oprations 是西方哲學中分析哲學的一環，基本上是認識論和知識論的領

域， 當與考據無關，此點承審閱拙文先生賜示補充，謹此致謝。
註一五：〈文 史通義﹒方志立三書議〉，頁三九一。

註一六：〈文 史通義﹒說林〉，頁一二二。

註一七：〈文 史通義﹒說林〉有云：「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 者 疏於徵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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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交譏而未有巴也。」’見頁一三三。
註一八：梁，啟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第二章＜史家的四長＞云：「劉子
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寶齋添上一個史禧，並為

四長。寶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
見買十三。吳天任，〈章寶齋的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

七九），頁二二。許凌雲，〈讀史入門〉（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修訂
本），頁三一九。至於姜勝利的觀點則參前引文，頁五七～五八。王明
妮在其碩士論文〈史通修史觀述評〉（輔大中文所，一九八三，未刊）
第三章＜論史通修史的基本體養一史德〉，直接標出劉知幾的史德說以

合蓋史識，似乎忽略歷史時間與人物兩種因素的考慮，可參拙文，〈近
三年來有關劉知幾的研究成果評介〉，〈史學評論〉第十二期（民國七
五年九月），頁三三 O ～二二一。而影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

（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一九九 0 ），頁一八七，亦持姜文觀點。
註一九：錢穆，

〈 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七三），頁三三九

。

註三 0 ：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三三一。

註二一：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二二 0 。
註二二：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二三一。

註二三：葉環校注，〈文史通義拉住〉，頁四七七。
註二四：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四七 0 。
註二五：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一四～一六。

註二六：許悼雲‘＜說史德〉，〈求古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

三），頁主八七～五九 O

0

註二七：〈文史通義﹒和州志志隅自序〉’頁三九八。

註二八：鄭樵’〈遺忘困苦﹒氏族序〉（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一），頁一。
註三九：〈文史遵義﹒和州志志隅自序〉’頁三九八。
註三 0:

（文 史通義﹒史德〉， 頁一 四八。

註三一：〈文 史通義﹒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頁五一四～五。
註三二：〈文 史通義﹒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頁五一四～五。

註三三：〈文 史通義﹒史德〉，頁一四九。

-219 一

－”，－一

20

〈圓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

註三四：〈文史邁義﹒文理〉，頁六三。
註三五：兩引皆見〈夾漂遺稿﹒寄方禮部書〉，頁五一九。
註三六：〈史通釋評﹒論贊〉，頁三一一。
註三七：〈史通釋評﹒論贊〉，頁三一一。
註三八：〈史通釋評﹒論贊〉，頁九九～－ OOo

註三九：〈史通釋評﹒雜說下〉，頁六三七。
註四 0:

｛文史通義﹒跛湖北通志檢存稿〉，頁王一九。

註四一：〈史通釋評，車才〉，頁三九 O ～三九一。

註四二：吳天任，〈章寶齋的史學〉，頁一八三。
註四三：抽著，〈劉知幾史昂 7 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七），頁

八六～九一。
註四四：何炳松，〈何炳松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 0 ），頁三三
。

註四五：甲凱，〈史學通論〉（台北：學生書屑，民國七四年），頁四八三。

註四六：〈文史通義﹒書故下〉，頁一五。

註四七：〈章氏遺書補遺﹒論課蒙學文法〉’頁一三五八下。

註四 ｝＼ ：果夫任，〈章寶齋的史學〉’頁一八四。
註四九：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頁三四。

註五 0 ：是天任，〈章寶齋的史學〉’頁三四。
註五一：何炳松，〈何炳松論文集〉，頁四 0 ～四一。

註五二：〈史通釋評﹒故事〉，頁一九九。張振珮遺著，〈〈史過〉內篇札記〉
，〈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一輯），頁一二，有云：尚簡不能無「要
」字，有此字紀評方能得冒。
註五三：同上註。

註五四：〈史遇釋評﹒故事〉，頁三 0 四﹔又吳文？白，〈劉知幾〈史 §m ＞ 的史傳

文學理論〉，〈江漢論壇〉一九八三：二，頁六二。
註五五：張振珮遺著 ， 張新民整理 ， 〈〈史通〉內篇札記〉 ， 頁 十 二。
註五六：〈史 通釋評﹒言語〉，頁一七八。

註五七：〈文 史邁義﹒辜擺〉，頁三六二，。
註五 J\:

｛文 史通義﹒釋通〉，頁一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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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九：引自何炳松，〈何炳松論文集〉，頁一 0 四所輯。原作〈章氏遺書〉卷

一七﹒＜前志傳〉。
註六 0 ：宮廷章，〈劉知鎧史遇之文學概論〉，〈師大月于IJ}

）第二期，頁六八。宗廷虎，＜劉知幾的修辭觀〉，

（北平，一九三三

〈 揚州師院學報：

社科版〉一九八八：三，頁五五。
註六一：

〈 文史通義﹒修志十議 〉

，頁四九 Q o

註六二：甲凱，前揭書，頁四七五。

註六三： 〈 文史通義﹒文德〉， 頁六 O ～六一。可參：主義良，＜章寶齋的文德
論〉，〈中華文化月于ID 一六：五，頁四囚，又見同氏後出〈車寶齋以
史統文的文論研究 〉

（高雄，﹛夏文圖書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三四四

～三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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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 Liu Chih-cl泣，
Cheng Chiao and Chang Huseh-ch'eng
Shih M血 Lin*

Abstract

τhis

paper is devided into two parts, continuously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theory

of historian's caraft”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wrintings” representing advocating and
di旺erent

views for types of literary works proposed by three important hisoria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ical history, namely Chih-Chi Liu, Chiao Cheng and Hsuehch’eng Chang. From the point view of the former theory, Liu presented the concept of
three Kinds of historian’s craft, which influenced the two later authors of the Tung-chih (
General Treatise) in the Sung dynasty and the Wen-shih tung-i (General Meaning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Ching dynasty, but was improved into another good styles in the Wenshih tung-i by Cha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latter theory, three historians obviously offerred opposition to that the literary man could not write the history one and all.

Key words:

Shih舟，ung

(Generalities on History) • Tung-chih (General Treatise) • Wen-

shih tung-i (General Meaning of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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