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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隱褒諱之間： 

《史記》與《史通》史學批評比較* 

林時民** 

摘要 

史學分類中有史評的出現，大抵首見於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而後清朝官

方《四庫全書總目》列為第十五類，則成為定式。自來正史第一類，歷代均有撰

述，綿延不絕，已有廿五史傳承長遠，包吞千有的豐富遺產。至唐劉知幾撰《史

通》出，彈射古籍，臚列得失，則有千錘百鍊百代不易之效，其中尤於編年紀傳

正史居多。然一因史評論文較諸他類相對寡少，另因其於史學進化大有功效，故

而本文擇正史、史評兩類首冊之《史記》、《史通》，各分析其於前代墳籍之批評得

失，釐正其是非對錯，以正視聽，聊備觀覽。文中主從《史記》之史學批評分析

入手，略陳史公述史「寓論斷于敘事」的高妙手法，頗有隱喻褒諱，引人遐思，

自決訟獄的優勝之處；及至《史通》出而糾舉古史，則風格迥異，論評明銳且極

為犀利，乃至論者多以「工訶古人，傷於苛刻」為病，然其書貫穿古今，洞悉利

病，又多後人所遠不逮。文中直陳其論述批評《史記》之處多則，藉以概觀兩書

之間得失，並非必然述者多非，評者盡對，而期以往還研討之間能曲盡兩大史家

之述評有不為人知之幽微處，則是本文目的之所求。 

 

關鍵詞：司馬遷、劉知幾、史學批評、寓論斷於敘事。 

 

                                                      
*
 本文為作者在102學年度教授休假之研究論文報告，承蒙二位匿名審查先生惠賜寶貴意見，  

謹此申謝。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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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史學批評與史學批評史的研究對史學史、史學各分科、史學理論、方法論及

與史學相關學科的研究等，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及作用，是史學不可缺少的一門

分支學科。這門學科自古即有，不待今日，然多限于斷簡殘篇，片言隻字，並未

形成理論體系，有則自唐代劉知幾（661-721）撰有全面性史學批評專著《史通》

開始，清朝官方《四庫全書‧總目》分史學十五類，最後一類即史評類，而第一

本著作即是《史通》，由此可見其重要性之一斑。自唐而後，史學批評日漸發達，

代有學人專著出現，迄今愈形繁榮，誠是學界幸事。 

這門學科在中國大陸史學界的發展，比起海峽本岸的臺灣歷史學界來言，從

1950年代以還即似稍勝乎本地。蓋大陸建立新政權之後，即委由北京師大白壽彝

教授擔任史學史組召集人做出各種努力，舉凡包括發行刊物《史學理論》、《史學

史研究》（季刊，原名《中國史學史資料》）等提供史學史論文發表園地，激發靈

感；舉辦研討會，深化耕耘成績；大學高校成立史學史研究室，拓展史學面相等

等，中間雖經文革巨變，被迫中斷十年，然自1976年所謂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史

學史的研究，當然包括內含其中的史學批評研究都回復生機活躍起來，至今成果

豐碩，頗為可觀。1相較之下，臺灣在地的史學史學界，除臺大杜維運（1928-2012）

教授上承姚從吾、李宗侗諸博彥教誨之外，也曾帶出一批後學菁英參與究學，亦

有相當成績。但從影響層面而言，即似乎較屬個人魅力的氛圍，範疇不若大陸史

學界之廣泛與集體，幾十年下來在史學或史學批評史的研究成果，似略遜于對岸

史學界，究其實而言，這是取決於市場大小及學術誘因而非關於個人的成就高低

或努力與否的問題。換言之即是先天條件或所謂大環境所決定泰半的。然而儘管

如此，筆者仍願一本初衷，無怨無悔投入史學史包括史學理論或史學批評研究，

即在於個人的意圖（intention）和使命而不計名利與成果。 

                                                      
1
 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一冊；瞿林東，《中國古

代史學批評縱橫》（北京：中華書局，1984）；同氏，《史學與史學評論》（合肥：安微教育

出版社，1998）；白雲，《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論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上舉白氏

相承三代學者論著，以作概觀，餘不備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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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知幾《史通》的研究，自來即已累積相當豐厚的成果，或有將之與漢

代司馬遷（145-87或135-90B.C.），宋代司馬光（1019-86）、鄭樵（1104-62），清

代章學誠（1738-1801）等等不等作比較研究 2，但就司馬遷與劉知幾兩大家的史

學批評層面，則似尚闕如，故筆者本文即欲就兩大家史學內涵攸關史學批評方面，

略作一描述，以探兩家史評之異同，從而得便更深入地認識中國史學史。以下即

分兩大段分述闡明。 

二、《史記》的史學批評及意義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通代紀

傳體正史，代表著史學從典、謨、訓、誥、誓、命的《尚書》體及以事繫年的《春

秋》《左傳》體，過渡到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合一的體製，說明史書撰

述的進化。換言之，也可說是從帝王政見的記言體，到以時間為主的記帳式記事

體過渡到以人物為主，言事兼備的敘事史，確實代表中國史學史的進化，其間的

變化要以《史記》的問世，特別具有意義。3自《史記》刊布之後，歷史撰述的內

容較前大大地擴充，直至「究天人之際」「究萬物之情」，而且下啟中國史學所謂

「正史」體裁的延續，迄今不墜，已有二千年以上之久。試問中國史學中，豈有

一部史書可與《史記》共輝映者？僅止二則，即可深知《史記》之偉大及其卓越

之處。 

然《史記》記載從黃帝迄於今上（漢孝武帝）約三千年史事，自與本文所欲

論述的《史通》性質迥不相侔。《史通》所評述者是上古迄于盛唐的史籍優劣得失，

                                                      
2
 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1963：4；吳天任，〈劉知

幾與鄭樵史學之探討〉，《東方雜誌》復刊22：9，1989；姜勝利，〈劉、章史識論及其相互

關係〉，《史學史研究》1983：3；張其昀，〈劉知幾與章實齋之史學〉，《學衡》5，1922；蔣

祖怡，〈劉知幾史通與劉勰文心雕龍〉，《文心雕龍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E.G.Pulley 

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1), pp. 

140-150；拙著，〈劉知幾「辨其指歸，殫其體統」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之關係與比較試論〉，《興大歷史學報》13，（2002.7）等等。餘仍多，不細舉。 
3
 若以錢茂偉《中國傳統史學的範型嬗變‧代序》（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所言，

則是典範的轉變，此說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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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三千年史事的《史記》自不相類。簡言之，即是正史類與史評類的不同。然

為何本文欲鳩之而共論哉？主要在於兩書底蘊之下，所牽涉到的史學理論、史學

方法論及史學批評理論，是深藏於兩書外在形式之內的。本文希望能抉幽揚隱，

讓兩大家的史學批評成果能昭著於世。 

欲了解史公司馬遷的史學批評、理論，主要得從《史記》、《漢書‧司馬遷傳》

《全漢文》或《昭明文選》中所搜輯的〈與摯伯陵書〉〈悲士不遇賦〉〈素王妙論〉

等入手。因此從《史記》入手是最方便且穩當的，其中〈太史公自序〉敘史學修

養、著史目的、原則、方法、意圖等，即展現其史學認知、史學批評及其理論。〈十

二諸侯年表‧序〉也評論了《春秋》《左氏春秋》《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

秋》等史書的著述目的、方法、內容等，也反映了史公的史學批評。本文已將諸

書的評述，羅列成一表，附在本節文內，可資參考。 

即使《史記》是一部三千年的通史型紀傳史書，但我們考察其撰述之朝代、

事件、人物都有一套自成系統的認識論及撰述論，譬如為什麼用五體合一來取代

其前的編年古體，實即史公有其個人的史學方法論及批評論，其所展現出來的面

貌，實際即是其史學批評、方法、理論的落實與兌現，因而即使史公並沒有與劉

知幾《史通》一樣的有史評正式的篇章，我們一樣仍可從《史記》等資料來探究

其史學批評。 

表1《史記》的史學批評錄要 

書人名 史公述曰 出處 

孔子春秋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

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

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十二諸侯年

表序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

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

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

《鐸氏傳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

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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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為《呂氏春

秋》。…… 

五經 故《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儒林列傳 

孔子春秋 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

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義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

世。 

孔子世家 

 

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

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

「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

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

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太史公自序 

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 

《春秋》，謬矣。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

空文以斷其義，當一王之法。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

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亡王國，繼絕世，補敝起

廢，王道之大者。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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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 

故有國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 

 

 

表一中摘錄了史公述評《春秋》多條，除說明史公仰慕尊崇孔子之外，他很

清楚看到《春秋》辨是非、立義法、明王道、定猶豫、別嫌疑的功用，這個功用

具備了「存亡國，繼絕世」的重大作用， 4所以在《史記》之中常稱述《春秋》，

即是就史學本體論當中，看到史籍的作用非常明顯，以至師法《春秋》褒貶人事，

俾樹立大法，讓後人有所遵循。茲舉一小例證明之，如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

秋》貶稱子，即出於維護禮法，《史記》倣效《春秋》對韓信封齊王之事，便記為

「韓信自立為齊王」5以貶斥之，並以繩治當世。有的學者甚至指出孔子的《春秋》

在孔子當代無法完全落實，反而後來的漢代以《春秋》斷獄，其作用實已和刑法、

禮儀鼎足而三，故《史記》之中即有「孔子為漢立法」的說法。6足見史學研究或

史學批評的效用，確實具垂鑒、教化、針砭的大用。 

然以上所述的史學功用，必須建立在確鑿史實之上，《史記》是一部「紀實」

的實錄，是千古以來不論是否史家都一致公認的事實，本文自不必去引《漢書‧

司馬遷傳》班固稱善《史記》是一部文直事核的的實錄來證明。7茲處僅略舉漢惠

帝「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實透露為其母呂后所制，8〈平準書〉中敘武帝「內多

欲」，窮兵黷武，並在〈封禪書〉指陳武帝跟方士「羈糜不絕，冀過其真，自此之

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賭矣」。史公隨文刺譏，挹損時政。比《春秋》

一字褒貶，確更加客觀公正，尤其不致因史學批評而導致遷就書法戕害史實，代

表史學方法或史學批評較前進步。近世梁任公曾稱譽史公說：「舊史官紀事實而無

                                                      
4
 《史記‧太史公自序》（臺北：世界書局，1973），頁3297。亦見諸《漢書‧司馬遷傳》（臺

北：世界書局，1994），頁2717。 
5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頁2670。 

6
  楊向奎，〈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國史學史研究》1979：1，頁144。 

7
 《漢書‧司馬遷傳》（臺北：世界書局，1994），頁2738。 

8
 《史記‧呂后本紀》，鄭樵《通志‧帝紀序》云：「遷移惠帝而紀呂，無亦獎盜乎！」顯從

正統論言之未從實錄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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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犧牲事實。其懷抱深遠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

實者，惟遷為兼之」9洵非虛言。史遷重視事實，述古為今所用，期能裨益當今與

後世。 

史公對孔子十分敬仰，年輕時游方曲阜時，在孔宅門前流連忘返，思慕偉人

教學起居，日後操觚史書，意在繼承《春秋》，能撥亂反之正，為天下制義法。史

公在〈十二諸侯年表〉自述：「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

紀。」意在補《春秋》之缺漏，因而該年表竟補足《春秋》有120多年之久。此中

即可發覺史公的批評意識，讓他在〈十二諸侯年表〉拾遺事，網舊聞的史學方法

上著手，終致真相大白。 

梁任公評《史記》說：「最異於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為本位」10，前已述之。

唯此處更以史公之前的古書傳說來作比較。《山海經》寫黃帝成了神，把鯀及禹說

成神與怪物，《史記》但作人來寫，不及神怪。又《史記》開頭即〈五帝本紀〉並

首敘黃帝，唯替《史記》作〈索隱〉的司馬貞竟責怪《史記》沒有「上自開闢，

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貿然補了〈三皇本紀〉，結果反遭致後世學者的訕笑。

然司馬貞的做法，無疑更突顯史公史學方法的嚴謹和精當。 

《左傳》《國語》都載有子產探望晉平公的病，兩書都肯定平公之疾出於鬼作

祟。史公在〈鄭世家〉記載此事，引子產說平公疾在「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史

公記此，很明顯反對《左》《國》之說，但顯然較實際。 

《史記》極人事之變，遠離神怪，是史公撰史之一大抉擇，他在前人著述的

基礎上，創造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合一的紀傳體方法和體裁，乃一劃

時代的創舉，此五體本各自獨立，然在史公卓越史識的運用之下，竟相輔相成，

互濟有無而終能五體合一，為後世所遵循。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史例》評說：「太

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誡，為後世楷模也」。梁任公亦評

論說：「諸體雖非皆遷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而各

盡其用，此足徵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11兩氏皆高度肯定史公的史

學方法論中評定、揚棄、提鍊、綜合的能耐，才有《史記》這部高質量史書的刊

行，其實也是史公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理論的具體體現。至於五體中史公首創的

                                                      
9
 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59。 

10
 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頁59。 

11
 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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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例寫法，或有引起後世學者評騭者亦有數例，前輩學者論述亦不在少數，本文

不擬全面一一分述，只待後文與劉知幾《史通》比較時，再擇要敘之。 

復者，《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常置於篇末，有總結前文內容，提出一綜合

概括的看法，對人、事、物都有總評的作用，讓讀者更容易抓住要旨，確實是一

種優良的史學方法。因《史記》述三千年史事，「太史公曰」多以人物史事為發論

標的，而本文重點則在史學批評層面，故史事之論贊此處僅以一、二例表過，以

代整體。茲以〈萬石張叔列傳〉為例，〈太史公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

之譏之，為其近於佞也」12此指塞侯直不疑受誣不辯，居官不改舊章等。後人莫曉

史公「微巧」之意，直至蘇東坡為之衍伸其說：「夫以德報怨，行之美者，孔子不

與，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世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

以蒙垢受汙，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13東坡之言，得史公之意。 

另例以〈李將軍列傳〉，該文述李廣出身隴西成紀，是當時民諺「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之地，一生為衛護漢地搏命，最後却未戰死沙場，而悲劇性地死於自

剄之劍下。整篇傳記以「不遇時」為主題，首以文帝「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開啟，鋪陳善射入石、木訥寡言、外貌悛鄙、將兵同心、忠心誠信，

欲上報君王，先死單于，卻被孝武陰誡其年老數奇，不得揮軍湮滅胡虜，反受其

罪。史公對李將軍所遇極為同情，但不直接表露，只「寓論斷於敘事」，讀者須細

心閱讀，才能體會深入，李廣後來命運，恰似文帝所言之反證一般，難怪〈贊〉

曰：「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然而傳中殺羌人降卒八百及借右北

平太守權殺霸陵尉，亦為其心識、命運作了精彩描述，耐人尋味。14
 

除文末的「太史公曰」外，〈表〉中的序也有相同的功能，如〈十二諸侯年表‧

序〉中說：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

                                                      
12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頁2774。 
13

 史公所說微巧，以今語釋之，即有稍微狡猾奸巧之意，但史公用詞高明。以此典故再看近

代抗日史事之「以德報怨」，不亦「非人情」歟！善哉東坡之論也！其言至今適用。反過來

說，史公不知當如何評騭今版之以德報怨事？上文所說微巧係凌稚隆引柯維騏所言，因身

旁無現成資料故採轉引自韓兆琦注釋，《新譯史記(七)》（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4091-2。 
14

 《史記‧李將軍列傳》，頁28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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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

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咸治古文者要刪

焉。 

其中即有史學批評，並闡說自己的方法、資料來源、著作主旨。〈五帝本紀‧太史

公曰〉亦云： 

《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

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

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

《書》缺有間矣，其佚乃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

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贊與序都可看到豐富的史學批評，也可看到作者的深意，看太史公或臣光曰這類

的論贊，常有立意鮮明，論述嚴密，或建瓴高屋，分析透闢；或小中見大，深入

淺出，讓人欣賞不已，讚嘆無比。 

史遷的論贊，除在贊與序之外，也往往表現於行文之中。在行文記事當中予

以評騭論斷的，史遷之前有孔子在《春秋》中用一字褒貶的書法，來表現春秋大

義的。然而史公所用這種「寓論斷于敘事」的手法，無疑更為高明更加細緻，因

而顧炎武針對此則，也在《日知錄》當中予以高度評價。15梁啟超在〈論書法〉中

亦云書法當學龍門，勿學廬陵、晦庵，16意思無二。此種批評方法的實踐，且以下

述數例來說明，俾以了解史公史評的精湛巧藝。如《史記‧晉世家》記「董狐筆」

一段，史公只簡單引述孔子所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透過孔子也表

達自己的看法。〈十二諸侯年表‧序〉記孔子作《春秋》，但無直接明顯的評語，

只記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

成《左氏春秋》」。此中實際批評了《春秋》隱諱的筆法易「失其真」，同時也記載

                                                      
15

 顧炎武，《日知錄》卷26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

能之。」 
16

 任公原文作：「君不讀龍門《史記》乎，史公雖非作史之極軌，至其為中國史家之鼻祖，盡

人所同認矣。《史記》之書法也，豈嘗有如廬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鑑綱目》，咬文

嚼字，矜愚飾智，齗齗於緦小功之察，而問無齒決者哉！」，《中國歷史研究法》，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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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左丘明撰述《左傳》的緣由。但毫無疑問的史公評論孔子或《春秋》的都相當

委婉，即使有所論述也大都以正面肯定的為主，幾乎沒有詆詈的。連與壺遂對話

都說自己的《太史公書》是無法與《春秋》相提並論之類的謙遜詞語，這即是本

文主題的褒諱手法。 

再舉「踐土之會」為例，此會實即晉侯召周王，於禮法不合，《春秋》諱之曰：

「天王狩於河陽」，《史記》則如實披露。史公揚棄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進而在敘

事當中寄寓論評，17有的學者竟也稱之為太史公筆法，18或有其理。 

揚州大學教授周一平在其《司馬遷史學批評及其理論》一書中，對史公「寓

論斷于敘事」有詳細的發揮，深入的見解，甚為可觀。該書指出「寓論斷于敘事」

的方法是(一)史學研究中增加理論性、思想性的方法，是闡發史家一家之言的方

法；(二)是論和史密切結合的方法，即論從史出的方法；(三)是一種簡約的史學方

法；(四)是一種謹慎的方法。在每一點都舉出妥切的史例支撐其說法，頗有說服

力，最後說明該法在史學研究及表述方法，仍具合理性，證實馬遷使用此法的優

越性。19
 

對于周書的論點、舉證，筆者一定程度都欣然接受，也相當佩服，唯獨對孔

子《春秋》之作，亦說是「寓論斷于敘事」的運用，略有不同的意見。作者以為

司馬遷以前即有此法，《春秋》即採用之，字裏行間都含有論斷與褒貶。並說司馬

遷寓論斷于敘事的方法，是吸取了《春秋》筆法中合理部分，拋棄了其中不合理

的部分，而形成太史公筆法。首先，筆者以為《春秋》的撰寫背景（成書于481B.C），

史學僅發展到編年體的雛型，史事的記載須按年月編排，也按史事的重要性纂輯，

後人所看到的《春秋》其實只是記賬式的結果，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春秋》並未敘述，以致桓譚以為有聖人之智，閉門十年唸《春秋》也無法知其

史事，劉知幾循此說亦謂如是，20宋代王安石甚至也批評《春秋》僅「斷爛朝報」

而已，在在都說明《春秋》僅記事(派)而已。一直要到《左傳》解經，以十九萬

                                                      
17

 可再參考拙作，《統帥與鑰匙：中國傳統史學十五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05），第八論

〈書法論〉，頁129-130。 
18

 周一平，《司馬遷史學批評及其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236。 
19

 周一平，《司馬遷史學批評及其理論》，頁234-238。 
20

 桓譚《新論》云：「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劉知幾亦云：「《春秋》

亦存舊制而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哉？」《史通通釋‧申

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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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左右補敘《春秋》的萬六千字，整個春秋史事方才明朗可讀，也就是說至《左

傳》時，史學撰述已由記事進展到敘事，這也是劉知幾、章學誠等史學批評理論

大家推《左傳》為編年之祖的原因，劉章兩氏並未賦與《春秋》如是地位。21這樣

的結果，並非劉章兩氏主觀的抉擇，而是客觀反映了史學發展的背景實況。馴至

馬遷《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用五體合一的體裁敘史，則又說明史學已進展到多

元敘事的地步，中國史學至此已愈臻成熟。按此說法，則《春秋》經的一字褒貶

所形成的所謂「春秋筆法」，應該只是孔子的主觀認定，並沒有史事發展過程的支

撐與輔助，故而寓論斷于敘事當中大致不能完全成立，須待《左傳》之後至司馬

遷時始能說得通。何況《春秋》或因褒貶筆法而損害史實，例子所在多有，僅能

說是發展進程的現象，與《史記》的實錄求真相去有一段差距。再說得更簡單一

點，春秋筆法主觀成份居大，「寓論斷于敘事」的客觀成份相對較多，是截然清楚

的。《春秋》背後有正名分的思想，史公的敘事夾雜論斷則以求真實錄為倚柱。  

凡上所述，都就《史記》涉及史學層面來論述，不及遼闊久遠的三千年史事，

縮小範圍僅及史學理論及史學批評理論，才能在題目主旨的範疇下與唐代劉知幾

的《史通》作比較研究，否則一是正史類的始祖，一是史評類的首冊，兩者性質

迥異，焉能並論？以下再專看劉氏史學批評。 

三、《史通》的史學批評並與《史記》作比較 

《史通》今存者凡49篇，計內篇10卷36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

篇亦10卷共13篇，「則述古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 22。劉知幾透過《史通》內外

篇，以批評的方式，建立歷史編纂學的正確法式，後世學者多有奉之為準臬，置

諸座右者，23筆者將《史通》肆評古史的言論，整理成表，置諸下文，得便觀覽。

亦即表2著重分史家品格及史家技藝兩目，專看所評孔子、史遷之史學。  

 

                                                      
21

 《史通釋評‧六家》浦起龍氏按語，頁12。 
22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8），卷88，頁807下。 
23

 《舊唐書》卷102，〈徐堅傳〉，後黃叔琳亦持同論，見〈史通別本序〉，收于《史通釋評》

（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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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史通》對太史公之前史家的史評錄要 

性質 人物 劉評 出處 

史
家
品
格 

南史 

1. 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

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 

2. 史之嫉惡者也。 

史官建置，303.325 

 

雜說下，511.528 

董狐 史之嫉惡者也。 雜說下 511.528 

孔子 

1. 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情

兼向背，志懷彼我。……夫非所諱而仍

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

宜。 

2. 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

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

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

曾無定體。 

3. 夫子之論太伯也，……云「可謂至德」

者，無乃謬為其譽乎？ 

4. 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

者有三，本國之弒逐其君者有七，莫不

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 

5. 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

違以免禍。 

惑經，402 

 

 

 

惑經，407 

 

 

 

疑古，391 

 

惑經，412 

 

 

惑經，413-414 

左丘明 

1. 夫以同聖之才，而膺受經之託。 

2. 君子之史也。 

3. 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

必兼此二者，而重以文飾，其唯左丘明

乎！ 

申左，418 

雜說下，528 

雜說下，528 

司馬遷

（子長） 

1. 君子之史也。 

史之好善者也。 

雜說下，528 

雜說下，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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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人物 劉評 出處 

史
家
技
藝 

孔子 

1. 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去其鄙事，

直云慚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

者乎？ 

2. 國家事無大小，茍涉嫌疑，動稱恥諱，

厚誣來世，悉獨多乎！ 

3. 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

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

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

定體。 

4. 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

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

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

心。 

疑古，387 

 

 

惑經，405 

 

惑經，408 

 

 

 

惑經，411 

司
馬
遷
，
（
史
公
）
，
（
史
遷
）
，
（
太
史
公
） 

1. 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

述，未睹厥義。 

2. 創表，……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 

3. 自敘如此，何其略哉！……令讀者難得

而詳。 

4. 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

細，莫不備陳，可謂審已。而竟不書其字！ 

5. 識有不該，思之未審。 

6. 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

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 

7. 「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其文

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

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

之難而行之難乎？ 

雜說上，458 

 

雜說上，466 

雜說上，460 

 

雜說上，469 

 

雜說上，461.463 

雜說下，521 

 

點煩，445 

資料來源：《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外篇〉，出處係指外篇篇名及頁數。由

前研究助理興大歷史碩士卓季志君幫忙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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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附之表，均可看出劉知幾的史評是相當顯豁而直接，並不委婉其辭，以

至後世學者以史家之申(不害)、韓(非)喻之，蓋良有以也。 24錢穆在其《中國史學

名著(1)》論「《史通》只論史書史法而無史情史意，薄是《史通》最大的缺點」；

宋祁認為「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25；焦竑以為「多肆譏評，傷于苛

刻」等等其實都是同樣的見解。這種風格，直與前文所敘史公常「婉而成章，盡

而不污」敘事行文之間寓托批評論斷的寫法，確乎迥異其趣。一來兩人性格不同，

劉知幾性情正直，傲岸稜角，形諸於外的史學批評，處處可見；司馬遷性情浪漫，

不拘一格，故而文筆豪放逸脫，以致於二來兩書的性格亦截然不同。 

本節專摭《史記》《史通》兩書共同關注的課題來申述，並釐清其中的是非短

長，從而更深認識史學。茲擇數要分述如下： 

（一）體裁 

《史記》之前，有《尚書》為政書體，有《春秋》為編年體，有《國語》《國

策》為國別體，有《五帝系諜》為譜表體，有《左傳》為補注體。各體均有一定

的長處，也各有其特色，其中史公最重《春秋》，其撰述《史記》意即在繼承《春

秋》，他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又曾說周公

歿後五百年至孔子，孔子歿後五百年即馬遷生時，故作《史記》而世事益覩見。

唯《春秋》去史遷的孝武時代，已近五百年之久，編年記事，顯見弊端，已有如

流水帳一般，故而史公繼承《春秋》史意，別創人物為本位的紀傳體，冀圖以五

體敘盡三千年來錯綜複雜的史事，此項創獲在史學史有里程碑的作用，也獲得後

世學者的讚同與追效；遂而形成正史的優良史學傳統。史公之後，紀傳與編年兩

體並行，不可互替。至劉知幾撰《史通》時，心亦嚮往《春秋》，曾說《史記》安

得比附《春秋》之語，26但在《史通》的〈六家〉〈二體〉二篇，即直陳古來史書

可分六派：尚書家、春秋家、國語家、左傳家、史記家、漢書家；此六家衍至後

代，仍興盛不墜的只有紀傳體的漢書家和編年體的左傳家。劉知幾並用批評的角

                                                      
24

 焦竑，《焦氏筆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頁96。 
25
《新唐書‧劉子玄傳‧贊》（臺北：鼎文書局，1979），頁4542。 

26
《史通釋評‧六家》頁8，其實這句話對史公並不公平，可待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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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列二體之長短。27劉論甚中肯綮，無可推覆。 

（二）體例義例 

    儘管歷代史家多認同於《春秋》，但該書的體例編次，因時代演嬗，史事增華，

已無法籠罩後世社會活動的真相，司馬遷適時應運而出，以五體合一的紀傳體取

而代之。此體強調人物本位，有異於以往伏羲蛇首人身，神農人身牛首等等神怪

的記載；也強調史學從《尚書》記言，《春秋》記事，演變到《史記》的記人。史

遷參究古書，擇其有用，施之於《太史公書》，竟成體例完整，涵蓋縱面萬古史事

與橫面社會包吞千有的紀傳體裁史書。今茲分述其體例並及於其應有的義例，以

比較《史通》、《史記》所記所評者。 

1.本紀 

一般的理解，本紀專記天子，28要件是需編年。《史記》有12本紀，本身即按

年代先後順序排列，且每一本紀亦皆編年而書。五體之中，本紀最重要，《史通》

說：「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 29又說

「《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30可見五體之中，本紀最要。但

上述講法，應是史公之後的史家對本紀的看法。史公初創此體例時，應是當代能

發號施令于天下之人，方入本紀，不一定專指帝王，然多是帝王，或是有帝王之

實(力)者。試就12本紀來看，不就有夏、商、周、秦本紀？後亦有〈項羽本紀〉、

〈呂后本紀〉的主角並非帝王者。劉知幾《史通》曾就此提出不合史例的嚴厲史

評，其實犯了以後來觀念去糾繩初創的理念，自不相合稱。換言之，是劉知幾用

「史法」去評判司馬遷的「史意」（spirit of historian），以至扞格難入。自班固《漢

書》轉本紀為帝紀或紀之後，不把本紀和帝王作牽連，不非議史公為呂后立紀者，

大致只有皇甫湜、章學誠和劉咸炘（1896-1932）少數例外而已。31
 

                                                      
27
《史通釋評‧二體》頁35-36，另〈六家〉亦說明《史記》之失，《漢書》之得，見頁19-22。 

28
《史通釋評‧本紀》：「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頁46。 

29
《史通釋評‧本紀》，頁47。 

30
《史通釋評‧列傳》，頁58。 

31
 可參陳舜貞，〈司馬遷《史記》〈本紀〉義探索：從呂后立紀說起〉，《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

《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宜蘭：佛光大學歷史系主辦，新加坡國立大學協

辦，2008.5.27-29），該論文集未標總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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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家 

此體例專記諸侯，共30篇，然其中亦有學者以為孔子、陳勝、將相、宗室、

外戚也列入世家是不宜的，32將相、宗室本可為股肱大臣的諸侯，外戚世家是「自

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故而載之。確

實，有時后妃的作用實不亞于諸侯王，史例所在多有，竇后即是顯例之一。至於

孔子、陳涉兩篇世家，招致批評，其理亦如上則本紀，劉知幾批評重點在「名實

無準」33。孔子立為世家，司馬遷自解道：「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34簡言之，孔子具「素王」

資格，故列入世家。35陳勝出身傭耕，後不得已起事，封陳王，半年後為秦將章邯

所平，史公則指出「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

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36高祖時即以侯王規格待遇陳勝，史公以其

封王及首事之功而入寫世家，更可見史公不以成敗論英雄，尤其筆端擴及平民(陳

勝為戌卒)，更增《史記》內容的廣泛性及平等性，殊為不易。至於反對者多就其

階級身分論定不符史體，則無非也是史法與史意之爭。 

後世學者論述世家體例者，何焯（1661-1722）提出〈孔子世家〉係記載諸侯

的變例，則是一嶄新說法；日籍《史記》專家瀧川資言考證〈孔子世家〉以為後

人不知史公世家原意而誤解，替史公抱不平，凡此兩例，值得珍視。37至於30世家

之中先秦佔有16篇，確實為歷史尤其諸侯國史留下可貴資料，至秦廢分封、行郡

縣，加之前漢推恩眾建諸侯以集權中央，則世家沒落，就難怪斷代紀傳體的《漢

書》不復登錄世家了。 

3.表 

《史記》有表10篇，依年代遠近分世表、年表、月表，表的對象亦人，即帝

                                                      
32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11〈史記辨惑〉，收入《廿五史三編》（長沙：岳麓書社，1994）， 

   頁20。 
33
《史通釋評‧世家》，頁53。 

34
《史記‧孔子世家‧贊》，頁1947。 

35
 孔子為素王，首出現在《淮南子‧主術訓》（北京：北大出版社，1997校釋本），頁1009-10。 

36
《史記‧陳涉世家》，頁1961。 

37
 何焯，《義門讀書記‧史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13。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

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頁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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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將相，依趙翼（1727-1814）《廿二史劄記》所說：「功名表著，既為立傳；此外

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設，則于表載之」說明表載人物有拾

遺補缺的作用，同時又具擴充歷史書寫的功能，實是史遷的慧心所致，而此慧心

又來自對古史書體例的理解與批判而後擁有的。劉知幾則以為「夫以表為文，用

述時事，施彼譜諜，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38，他覺得已有本紀、世家、

列傳，「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39但在《史通‧雜說上》却說：「雖

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相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

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40
 

劉書對《史記》十表的批評，顯然自相違戾，然觀審其意，自當以後則所說

為是。今日研史者，尤以經濟史、社會史之研究，自當有表，乃至有圖最善。表

最大的功用即在於最能收通古今之變的效果，也有提要鉤玄、馭繁就簡乃至糾紛

之事，達諸整齊的好處，難怪鄭樵《通志‧總序》也說：「《史記》一書，功在十

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41
 

4.書 

《史記》有八書，專記朝章國典，即事涉國家大政，又為本紀、世家、列傳

諸體例所不宜錄寫者，別立為書以記之。《史通‧二體》謂之：「志以總括遺漏」

即是。也是〈書志〉篇所說：「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于斯備錄」可

見其功用與目的，可補紀、傳記載人、事之不足。尤其八書代表八個不同側面人

類不同活動的記錄，豐富整個史事的記載，以至於更全面化。史公對這八書還是

秉持他所揭櫫的一貫思想「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八書在史學史的影響是很清晰可見，以後變成十志，到中唐時則發展出專書

的型態，有《政典》、《通典》的出現，更後則有三通，再衍生出十通，典制史已

自成一個系統，甚至會要、會典也應運而出，史學陣容更為可觀，而其源頭，即

在史公。 

5.列傳 

                                                      
38
《史通釋評‧表曆》，頁67。 

39
《史通釋評‧表曆》，頁67。 

40
《史通釋評‧雜說上》，頁574。 

41
《通志略‧總序》（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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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公云：「扶義俶儻，不令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70列傳」〈索隱〉說得更

簡單：「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迹，令可傳于後世，故曰列傳。」70列傳中，除卿

大夫之外，包含形形色色各類型人物，史公既寫上層也寫下層；既寫好官循吏也

寫壞官酷吏；既寫滑稽又寫游俠……等等，可謂極盡能事，寫來栩栩如生，如在

眼前。其形態則有單傳(專傳)、合傳、類傳之分，係前史所未有，乃史公所獨創。

傳本有解經或轉受經旨之意，史公用於鋪陳人物變成傳記之後，後人仿《史記》

〈列傳〉之體，專述人物以為傳。時至今日，帝王之傳的本紀，諸侯之傳的世家，

都不再流傳，獨獨列傳廣受引用。42
 

劉知幾對70列傳提出質疑和批判的，略有〈屈賈列傳〉、〈老子韓非列傳〉二

篇，〈屈賈〉在於時序一古一今，何得並列？〈老、韓〉則一道一法，焉得並傳？

據後世學者的疏通辯解，其實屈賈並傳，主要在於二人同是失意人，皆忠心不為

君上所納，受讒害懷憂去職，以其境遇況同故同傳敘也，43章學誠則明白指出：「〈屈

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 44大

有古為今用之慨也。章氏心細，乃有此發明。至於老子與韓非並列，辯者指稱道

家乃君人南面之內術，而法家則君人南面之外術也；法無道則失本，道無法則不

行，45故並傳而書。劉氏之見，也可參《史通‧品藻》：「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

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不可多得。是以韓

非、老子共在一篇」。46乃純以史書編纂法則為念，致有如是批評，不知史公之深

意耳。 

凡上五體，是史公在研究、批判、總結前人之史的基礎上，別創五體合一的

紀傳體，擴充了史學記載的內容，豐富了史學的生命，並衍成中國史學的優良傳

統，至可寶貴。 

前文既談及《史記》之體例義例，則此處不妨再帶敘史公撰述之取材義例，

亦即其史料學之理論。然後再就劉知幾的相關史評，以決定其間是非對錯。史公

                                                      
42

 舉今之毛蔣而論，古必書之于紀，然今坊間所見，多以傳、評傳或大傳稱而已，即可知之。 
43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云：「屈原與賈誼同傳，曹沫與荊軻並

編，皆取其行事相類耳。銓配之例，於斯為大。」氏不贊成劉論，見頁19。 
44

 新編本《文史通義‧書教下》，（臺北：華世書局，1980），頁13。 
45

 原《史微‧原法》之說，引張孟倫，《中國史學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上冊

所述。 
46
《史通釋評》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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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自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又：「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47；在〈報任安書〉又說：「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48所談盡是總原則，大旨要，學界針對此則的研究也不盡其數，

發揮殆盡，本文自無必要累贅複述，浪費篇幅，重要的是《史記》是否確實如其

所自云，而未打折扣？以史公居太史令之職，得便參閱金匱石室藏書，經近代學

者研究統計，總共達106種之多，49以當時而論，確符前引說法。劉知幾在《史通‧

採撰》：「馬遷撰《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50僅述其

援用典籍史料之事實，並未作任何批評。又說較久遠的「殷、周已往，採彼家人」
51，取材須與現存史料有別，則頗類今之口述歷史的做法；再加之廿歲迄廿二歲南

游江淮浮於沅湘，卅五歲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至於昆明，足迹遍及漢代中國，為

日後修史做足萬全準備，故其內容之廣泛與符合各地實況，與此兩趟游歷，確有

莫大關聯。歷來史家，甚少能若史遷有此佳機，故其書之氣象萬千氣勢宏偉，其

來實深有故。不獨於此，史公尚首開援引金石銘碣徵諸史實，取得前人未有之成

果，52另可驚嘆！凡此皆是成就信史，遺諸萬世，長成學統之偉具焉。基本上，劉

知幾對史公的史料採述除極少篇之外，53並無惡語。再多舉〈人物〉篇所謂：「又

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之後才就史法觀點提出異議，

批評史公為何要以伯夷叔齊為70列傳之首，不去敘述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

這些古賢之流，甚至最後還說出「何齷齪之甚乎？」這種強烈帶有指摘意味的厲

詞。54此例還是證明在史料取材方面，劉知幾大抵異辭無多，不若鄭樵竟在其《通

                                                      
47
《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319。 

48
《漢書‧司馬遷傳》，頁2735。 

49
 張大可，〈論史記取材〉，《甘肅社會科學》1983：5內述六經及其訓解書23種，諸子百家及

方技書53種，歷史地理及漢室檔案23種。 
50
《史通釋評‧採撰》，頁137，《戰國策》應做《國策》。 

51
《史通釋評‧採撰》，頁140。 

52
 張孟倫，《中國史學史》，上冊，頁116-120，論說舉證皆詳。 

53
 如〈雜說上〉說史遷取材不周，漏掉《左氏內傳》，以致評其「甚為膚淺」，也說寫〈管晏

列傳〉竟不取其本書，而大有問題，參《史通釋評》，頁565-567。另〈暗惑〉亦有取材疏

略例，頁682-687。 
54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有云：「書闕有閒，遺事無多。雖欲為傳，不可得也」。以夷、齊

居首，太史公自陳「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可見有其微旨，參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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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總序》大剌剌地批評《史記》「博不足，雅不足」。前者指稱「亘三千年之史

籍，而踞蹐七、八種書」，後者指摘引入吳楚方言述史，難登大雅之堂。55鄭樵的

評語，難逃後世學者的問難，自有道理，不探可悉。獨劉氏在《史通》內外諸篇

所批彈者，多就各篇不同主題，提出其撰述或編纂法則上的針砭高論，企圖建立

不移之範式，可堪後世史家參酌挹引者，倒是所在多有。 

（三）其他綜評 

以史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史學的體裁體製，體例義例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但決定體裁體例，無寧亦與史家的史學思想關係甚大。司馬遷寫《史記》，揚

雄、劉向、班彪、班固都說是一部「實錄」，劉知幾的《史通》內外49篇彈評上古

迄於其當代的史籍得失，目的亦在建立「實錄」，這點近代許冠三在其研究劉氏專

書書題，即直接揭櫫實錄大義了。56兩書性質不一，所追求的目標則一，可知史學

要義，在此而已。中國傳統史學最引人迷人的地方，亦即在於此。 

《春秋》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研史撰史者多奉之為楷模，本文兩位主人翁

都心儀孔子，嚮往《春秋》，在渠等面前，孔子是個權威是座山頭，既想學習，又

想超越。但以直道實錄的觀念來論，《春秋》仍未符合要求而有改進餘地，57逮至

《左傳》，才「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 58，此後史家都

循此目標前進，已形成史學最重要的傳承。史公如是，劉知幾亦復如是。劉知幾

在《史通》〈直書〉〈曲筆〉兩篇一正一反，專門論述直筆的重要，他用「若邪曲

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59劃分直書

即君子之史，曲筆即小人之史。邪正曲直，高下香臭，判然分明。劉知幾還舉出

「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為撰史直

書的典範，期許自己與世人，其中即盛讚史公為代表人物之一，值得後人追倣效

習。上舉四例，結局悲慘，非死即殘，但都為了直書。60
 

                                                      
55
《通志略‧總序》（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1。 

56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57
 拙著，《統帥與鑰匙：中國傳統史學十五論》，頁125-128，指陳《春秋》之失不少。 

58
《史通通釋‧申左》，頁421。 

59
《史通通釋‧直書》，頁227。又見〈雜說下〉舉左丘明、司馬遷為君子之史，吳均、魏收為

小人之史。 
60

 直書四大典範之中「馬遷之述漢非」，被疑其書為謗書，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24，序2 

  為之辯。王健民〈論史記非謗書〉，《中國史學》（臺北：漢苑出版社，1981），頁60-89。另

20



顯隱褒諱之間：《史記》與《史通》史學批評比較 

劉知幾又述「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

善者；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61其中好善嫉惡最後目的一致，只是敘述取

向的不同，《史記》記載以頌揚善人善事，取重正面意義；嫉惡者則以批判惡人惡

事次之，著重誡世借鑑之用。劉知幾認為好善嫉惡兼具，又重之以文飾，只有左

丘明了。然則若以劉知幾此處的認知，不知其自歸於何者？若詢之於筆者，則必

曰嫉惡者，然否？ 

《史通‧辨職》又有一類例，述劉知幾心目中的史官典型，司馬遷亦在論列

之中，有云： 

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

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用

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62
 

其實上中下三等，皆為難得，是劉知幾依其三長論分出的結果，子長居史學之長，

若「彰善貶惡，不避強禦」的史識史德，則屬之南董。其實以鄙意來看，史公亦

具備史識（含史德）一長，故歷世無不以「良史」視之。 

從前面所述，知史公批評古代史籍較少，僅述其實而已，對孔子《春秋》引

述稱道較多，多就其大用而言，批評亦少。然《史通》批評孔子或《春秋》者，

則外篇〈疑古〉〈惑經〉有十二未諭，質疑《春秋》，他以為「世人以夫子固天攸

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

莫之指實」乃榷論之又提出五虛美，其中一條批判史公說孔子「為《春秋》，筆則

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是過甚其辭，標準的虛美溢辭。劉知幾的

批評頗為銳利，令人難以抵擋，至於其他，則請參閱表2所附，不能一一具言。63此

小節僅用以補述前文數小節所遺缺略，而務期稍為周全而已。 

                                                                                                                                                   
「崔浩犯諱於魏國」，則可參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辯其冤死另有因素，非盡為史事。

參頁118-120。 
61
《史通通釋‧雜說下》，頁528。 

62
《史通通釋‧辨職》，頁326。 

63
 另請參閱拙稿，〈《史通》中的《史記》論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8.12）分

歷史編纂學（表層）、史才三長論（裏層）、史學思想（高層）分述《史通》評《史記》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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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司馬遷與劉知幾是眾所周知的古代歷史名家，一以創紀傳體通史之《史記》，

開廿五史先河而成名，一以首撰史學批評專書《史通》論析古今史籍而聞世。兩

書在各自的領域即正史類與史評類都扮演重要的作用，對中國史學都作出卓越的

貢獻。兩書表相上分屬不同類別，似不相干，然細析其內容結構，在一定程度上，

兩書作者的宏論，實多產生於平生對於史學的熱愛，並引為一生職志之所在，長

期浸淫結果，分別各有斬獲，終究在史學領域，卓然成家，實不可多得。 

由於史遷在前，為漢太史公職，時史籍尚少，史公在前代史書的啟示下，尤

以孔子所修《春秋》為多，在繼志孔子之時，別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合一，

創紀傳通史，在史學而言，實具革命的作用。然也頗多承繼前代史學遺產，在史

學理論、史學方法論及史學批評上交相淬鍊而得到的結果。相對於史公，唐代劉

知幾在秦漢而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神速的成果基礎上，得以其豐富的批

判意識懷疑精神，寫出史學史上第一部史學批評的專書《史通》，在其肆論之餘，

古來大家如孔子、司馬遷等等，大多傷痕累累，文中比較司馬遷的史論較為委婉，

並不直接，甚至點到為止，未加深論，可以說明見識是有的，但批評風氣顯然尚

未成型，換個角度說，批評意識是集中在撰述三千年貫古通今的《史記》史事上，

與《史通》倚用史學批評，糾舉唐前歷代史書，用力點確實不同。經由本文上述

的整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們可說《史記》的史事批評較多，而「史學」批

評是較少的，較緩和的，也較隱晦的，當然這種說法是相對於專務史學批評的《史

通》來言的，從所附的二個表，即可清楚看到《史通》的史評是相當直接，不容

情的、就事論事的，以至於後來史家都謂劉知幾是史家中的法家，或說其史學批

評的言辭，傷于苛刻64，但無論如何都應該肯定他在史學發展上的貢獻，當是勿庸

置疑的。畢竟，史學透過批評，確實可以達到反省批判、繼承創新的效果，從而

提昇整個史學成就及研究水平，並促進史學的發展與進步。中國史學發展史上，

慶幸有史遷之史記，也慶幸有劉知幾之史評。 

 

                                                      
64

 可參拙搞，《劉知幾史通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2-7表列諸家評語，甚

至於也可參第六章〈劉氏史學對當時及後世的衝擊〉，頁14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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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xplicitness and Implicitness, Compliment and 

Taboo: Comparing Historical Critiques of Shiji and Shitong 

Shi-min Li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wo pioneering classics –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iji) 

and Generality of Historiography (Shitong) – as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view” types of literature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of their criticism on 

previous classic books. The essay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ritique of 

Shiji, briefly commenting on Sima Qian’s (or Taishi-gong) masterly skill of 

“putting judgment within narrative”,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excellent work. 

Then came Shitong arguing against the predecessor’s records of history. It adopted a 

quite different style, and commented in an incisive and highly scathing approach, and 

hence many commentators criticized it “intending to reproach the predecessor, and 

being too harsh”. But the book is hardly measured up to in later generations, 

considering its ability to penetrate throughout history and give insight to the pros and 

cons. A number of Shitong’s critiques on Shiji are listed in the essay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two books, but it seems the narrative may 

not be all wrong and the commentator completely right. The essay aims to elaborate 

on the abstruse and delicate points of the two great historians’ comments that are 

rarely known by engaging in meticulous study and discussion. 

 

Keywords: Sima Qian, Liu Zhiji, Historical Critiques, Judgment within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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