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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修典籍之史學批評思想及其意涵

──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史評類》為討論中心
洪世昌

*

**

摘 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清代官修史籍《四庫全書》之目錄，乃乾隆為使用
方便，差紀昀等人纂成。
「提要」內容是針對所收書籍及作者繕寫大意而成，實提
供史評研究豐富材料。本文擬由史學批評的角度切入，以〈史部．史評類〉為素
材，採社會科學中之比較、分析、歸納等方法，綜理其史學特點，並試圖爬梳背
後隱含的政治意圖。
關鍵詞：官修史書、四庫、史學批評、史評、史部

*

**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林時民老師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文中若仍有不足之處，為
作者本身之責任。
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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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的纂輯以高宗乾隆三十八年（ 1773）下詔
開設「四庫全書館」為起點，迄於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共收錄圖書 3,470部（種）
，
79,018

卷， 36,300冊，約 9億 8千萬字，堪稱中國最龐大的一部叢書。 以下按經、
1

史、子、集概分，其中，史部又細分 15類，史評類為最後一類。至於《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以下簡稱《總目》）則是編纂《四庫》時伴隨而生，由紀昀、陸錫熊
等增刪潤飾而成，前後歷時 20多年（初稿於乾隆四十六年完成，日後內容又略有
增刪，故共 20多年），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圖書目錄學著作。 《總目》的價值除了
2

使龐雜的《四庫》資料查閱更加方便外，尚有針對「著錄」及「存目」所撰寫的
「提要」， 其內容包含作者人品、該書優缺、思想源流、版本異同等。 若依史學
3

4

批評的角度觀之，「提要」實蘊含豐富的材料，《總目．史評類》亦然。本文遂以
《總目．史評類》為中心展開討論。基此，筆者首要處理的問題是：究竟《總目．
史評類》呈現何種史學特色？亦即進行「史學批評再批評」。再者，「提要」是乾
隆旨意雜揉紀昀等人意見而成，充分展現官方觀點。而此「欽定」色彩濃厚之史
評思想是否有特定目的或意涵？故以此為題，嘗試分析並探求背後的意義，不揣
淺陋，權作引玉。

二、《四庫》、《總目》之編纂
清乾隆時期，兵鋒四出，除了重視「武功」擴大疆域版圖外，對於「文治」
他亦早有留心，故於乾隆六年（ 1741）已下召訪書。 三十七年（ 1772），更擴大
5

1

計分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
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共 類。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收入《民國叢書》，
第四編， 冊（上海：上海書店， ），頁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頁 。
「存目」是指「……每類之後，又附有所謂存目者，則凡經評定，以為不足收入《四庫》
中，而亦未曾奉旨銷毀之諸書……存目者 種， 卷，（與《四庫》）共計
種，
卷……」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頁 。
「……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
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卷首，〈凡例〉，頁 。
「……目今內府藏書，以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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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訪對象及範圍， 時值安徽學政朱筠提出先將內府藏書及《永樂大典》輯佚重校，
並篩取部分內容重新繕寫抄錄以為基礎，此舉正中乾隆好大喜功，標榜「稽古右
文」的心理。至此，《四庫》的問世隱約有了胎動。
6

7

（一）編纂原因及採摭標準

有關《四庫》纂修的原因，已有論文專書討論，歸納各家說法簡述之。首先，
是乾隆自身的漢化與對文治的重視。他曾自言：「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
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
鑑等書。」 或云：「……熟讀《詩》、《書》、《四子》」；「《易》、《春秋》、《戴氏禮》、
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 言談之間常流露出對儒
學的推崇，日後纂修《四庫》時，亦成為書籍取捨的標準，有關此點容後再述。
其次，清中葉考據學風的盛行所致。此說法多以明末以來，空談心學成為社
會風氣，「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加以清初文字獄的興盛，學者轉移研究重心以
避禍，遂以訓詁考證為本，《四庫》堪稱此學風下的結晶。
再者，清初「儒藏說」的提出。因國史典籍，忽聚忽散，一直為學者或藏書
家所憂慮。乾隆年間，學者周永年繼明末曹學佺（號石倉，
）之後倡之，
提出效法釋、道二家纂輯《釋藏》（即《大藏經》）、《道藏》一般，廣徵儒家典籍
8

9

10

11

1574-1646

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
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鈔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廚。」《大清高宗純
（乾隆）皇帝實錄》（台北：華文出版社， ），第 冊，卷 ，頁 。
「……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
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
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構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
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
人民出版社， ），卷首，〈聖諭〉，頁 。
劉家駒，〈四庫全書修書秘辛〉，《故宮文物月刊》， ： （台北， ），頁
。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序》，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卷 ，頁 。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序》，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卷 ，頁 。
有關此點，可參見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
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台北， ），頁
；另見吳哲夫，《四庫
全書纂修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頁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 ；另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收入《民國叢書》，
第四編， 冊（上海：上海書店，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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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刊刻，儘管朝代更迭，兵燹戰亂，仍能存續。
最後，乾隆「寓禁於徵」的用意。藉修書之名，大規模訪書、徵書，進行禁
書之實。凡涉及「夷夏之防」、「詆毀本朝」的書籍，或刪或禁，更甚者展開大規
模的焚書行動，將違礙書籍，付之灰燼。 於是，乾隆三十七年即諭令「朕稽古
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
加意購訪。……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
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
擇。……」 進行長達十多年的修纂工程。
至於書籍採摭的標準，若以《四庫》整體標準來看，可由二方面探得。第一
類多出自乾隆「聖諭」、《總目》纂修之「凡例」以及「著錄」中之「提要」。此類
若再加以分析，其「標準」則有層次高低之別，例如：用以「闡明性學治法，關
係世道人心者」；「義在衡鑒千秋」者； 「擇其稍古而近理者，……以闡聖學、
明王道者」， 此關乎品德、道統，千古垂鑑，所展現的層次較高。其次，「其有
裨於正史者」； 「考證精核，論辨明確」 ，此類關乎史學內、外在形式的要求，
層次稍低。再次，「兼存是書，以資互考」； 「亦足資史學之參證」； 此類僅存
用來與正史參考、訂正的功能，層次又低。最後，如「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
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 此類存在僅為了
做對照，以「負面教材」的方式凸顯其正面意義，因此，層次最低，但儘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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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頁 。收入《四庫大辭典》（台北：鼎文書局， ），頁 。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頁 。惟近來有學者對乾隆「寓禁於徵」之說提出新的看法，
「為修書而進行的徵書，發展到禁書，由乾隆方面來看，這一切得歸功於乾隆的勤政好學，
乾隆對徵書的關注，是出於帝王宏獎學術、宣揚盛世的責任，以及統治的需要。而且作為
崇尚學術、積極上進的十全皇帝，他需要補充新鮮的血液。然而在親覽書籍的過程中，他
被大大觸怒了，他看到了自己朝代的隱患，閱讀到了對他統治的大不敬，這個意象在他頭
腦中逐漸膨脹，一點點擴散開來，由徵而禁而毀，也就注定了。」；「……但『寓禁於徵』
有一個過程，是由徵逐步走向禁的」，並非一開始就是為了禁書而徵書。請參見陳曉華，《《四
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頁 、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部總敘〉，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評類〉，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評類〉，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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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舊以「著錄」（書、名皆存）的方式收於《四庫》之中。第二類則由「存目」
之「提要」歸納而得之。 以「存目」形式存在已是一種採摭與篩選，「提要」中
會略述該書為何將內容刪除而僅留書名之因，經分析後，其原因亦有層次高低之
別。層次高者僅在於文字、體例錯誤、內容重複、了無新意等小缺失；層次低者
則如同「雞肋」，存其書名僅為證明該書曾出現在浩瀚歷史中，如此而已。
其次，以《總目．史部》的角度切入，採摭的類型除「正史」外，區分十五
類。 至於其搜錄的目的主要是留給後世作為「考證」之用，所謂「作史以資考
證也」，除非內容「鄙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
之矣。」 換言之，只要符合「考證」的理由，此負面表列的限制方式，幾乎等
於無限制，更可吞納各式史籍。
最後，再以《總目．史部．史評類》的觀點論之，史評類原出於「論贊」，
既是「論贊」則難免有價值判斷，言人人殊的狀況，「史論所以繁也」。準此，搜
錄的對象自然與「史論」、「考辨史體」有關之文章為主。至於採摭的原則是以「擇
其篤實近理，酌錄數家，用備體裁云爾。」此外，有關士人間若有不同意見，「此
是彼非，互資簧鼓」、「鑿空生義，僻謬不清」，需要「折衷眾論」時，就以欽定《評
鑑覽要》一書作為評判準則。 此書為乾隆差大學士劉統勳別繕編成，目的是使
世人知「盛主持恆，大公至正，用定千古是非之準，而破儒生迂謬之論。」 雖
非專為《總目．史部．史評類》而作，卻成為《史評類》篩選書籍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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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存目」是指：「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
著錄之例，亦並存其目以備考核……」意即僅存書名，而無內容。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今總括群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
也。次曰《編年》，曰《記事本末》，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
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
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卷 ，〈史部總敘〉，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部總敘〉，頁 。
「……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部總敘〉，
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評類序〉，頁 。
永瑢等箸，《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台北：洪氏出版社， ），卷 ，〈史部．史評類．《御
製評鑒闡要十二卷》條〉，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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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件」 之完成
28

如火如荼進行編纂，也附帶推動其周邊項目的完成，約可分為
二類。第一類是書籍，皆由《四庫》內容所衍生，如《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
錄》
、
《四庫全書 薈 要》
、
《四庫全書 考證 》
、
《歷 代職 官 表 》
。第二 類是 硬體，為存 放
《四庫》所 建 之「七 閣 」，以下分 述 之。
首 先，《總目》是乾隆 預 見 將來面 對此 空 前 巨 著時， 為 避免 使 用上 的不便而
生。 因 此，早 在 《四庫》纂輯之初，即下 令另 編 工具 書以 助 其 用 。於是乾隆三十
七年下詔訪書時，即 命 「該 督撫 等 先將各 書 敘列 目錄， 注係某朝某 人所著，書中
要旨何 在 ，簡 明 開 載 ， 具摺奏聞 ， 候匯齊 後 令廷臣撿覈 ，有堪 備 閱者，再開 單 行
知取進。」 而三十八年，又頒「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
內現有 各 種 詳 加 核勘 ，分 別刊抄 。 擇 其中 罕 見之書，有 益 於 世道 人心者， 壽 之 梨
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匯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偽謬者，止存書
名，彙為總目，以彰右文之盛。」 到了三十九年（ ），再對《總目》體例定
調， 《總目》自乾隆三十七年起，至四十六年蕆事，但日後內容略有增刪，約
至 五 十 九 年（
）大 抵 完成。
其 次，
《四庫全書簡 明 目錄》則 鑒 於《總目》開 始 編輯後，內容依 舊繁 多，乾
隆遂於三十 九 年 頒布 「至現 辦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 餘 種，卷 帙甚繁 ， 將
來抄刻成書，繙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叧刊《簡明書目》一編，只
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
隨著《四庫》

29

30

31

1774

32

1794

28

33

「配件」指因編纂《四庫》而衍生的作品，此處採用吳哲夫的說法。但需說明的是，吳之
「配件」僅指《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三本書，無《四庫全書薈
要》、《薈要總目》、《歷代職官表》，亦無硬體「七閣」之興建，筆者則將之全部包含其中。
請參見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
。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參與編纂《四庫》完成後，六皇子永瑢等上〈表文〉盛讚此書「水四
瀛而山五岳，侔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首，〈表文〉，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
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紀昀總纂，《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有關內容增刪部分，可參閱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 冊，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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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提要而得全書。」 據此，若視《總目》為《四庫》之工具書，則《四庫
全書簡明目錄》便是其工具書的「簡易版」，差別在於內容僅收錄《四庫》中「著
錄」部分，「存目」部分不取。另，將「提要」部分再簡化，輯為 卷，編纂的腳
步雖晚《總目》，卻於乾隆四十八年（ ）較《總目》更早繕出。
再次，《四庫全書薈要》的修纂是原因乾隆已年逾耳順，恐無緣見到《四庫》
纂成，因此纂輯「濃縮本」《四庫》的念頭出現。 纂修時間始於乾隆三十八年五
月（即《四庫》開館修書後不久），即差人另立「薈要處」編纂《薈要》，終至四
十四年（ ）完成。從收錄的部（種）數來看，其規模僅約《四庫》的 ；卷
數約 ；冊數約 。 而值得一提的是，《薈要》主要專供乾隆御覽之用， 因此
「是書編輯，於四庫全書中，取其尤醇者，務在而能賅，寧嚴毋濫，故門類不必
皆備，每門不必多種，擷著述之精華，作藝林之珍祕，洵為千古盛事。」 不似
《四庫》需面向群眾，為起「範式」之效，內容必須詳加輯校，甚至刪改原典以
利教化。故以「據實而錄」的史學批評的角度觀之，《薈要》的史料價值更高。
又次，《四庫全書薈要簡明目錄》（即《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即《薈要》之目
錄，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功能近似而更簡約。內容上，每部開頭有序言，其
後略敘書名、時間、作者、版本、源流等。
此外，《四庫全書考證》問世顯示乾隆對於《四庫》纂修出現許多誤謬深感不
悅，再命館臣重新詳加輯校，不論是文字上「魯魚亥豕」的筆誤，或版本間的異
同，皆不放過。當然亦是考據學風大行的展現，至於成書材料以「黃簽」為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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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 冊，頁
。
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頁 。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諭內閣編四庫全書薈要著于閔中王際華專司其事〉：「著於全書中
擷其精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薄，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
庶縹緗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學之益。」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
。
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附錄二：四庫全書薈要凡例〉，頁 。
請參閱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附錄三：四庫全書薈要簡明目錄〉，頁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
。
一般而言，四庫館中一般的校簽，都是以白色紙條，而黃簽是指選取原有的校簽中較合適
的，用黃紙謄抄清楚，黏於進呈本相應校改之處的眉端，專供進呈御覽之用的校簽。可見，
黃簽是特殊的校簽，有特殊的涵義。這些黃簽，相當大一部分都被收入《四庫全書考證》
一書中。張升，〈《四庫全書考證》的成書及主要內容〉，《史學史研究》， 年第 期（總
期），頁 。
6

41

1976

1997

38
39

198-199
77

537-538

127

131-214

300-308

40

2011

141

1

111

105

興大歷史學報 第二十六期

乾隆四十一年（ ）諭令：「昨四庫全書薈要處呈進抄錄各種書籍。朕於幾餘批
閱，見黏簽考訂之處，頗為詳細。所有各簽，向曾令其附錄於每卷之末，及官板
諸事，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間藏板及坊肆鐫行之本，難以概行刊入，其原書訛舛
並業經訂正者，外間仍無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於天下也。前經降旨，令將四庫
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所有諸書校定各簽，並著該總裁等另為編次，
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版排刊流傳。既不虛諸臣校刊之勤，而海內承學者，
得以由此研尋。凡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 最終，
由王太岳、王燕緒等輯成此書。
又，《歷代職官表》為乾隆四十五年（ ）趁編纂《四庫》時，「著即派總
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核，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
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群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
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期部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并
駐防將軍及新疆增至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
書。」 編修《四庫》當下，各地書刊匯聚，「遺文畢集」，遂囑同一編輯群纂修
此書，望書成後，亦將之「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
之盛。」以期「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 乾隆冀望藉歷
代正史參互比較當朝職官制度，以為資治，並期望做為文武官員戮力從公的依循
準則。另，此書亦可視為他時時留心滿、漢文化間互動下的產物。
最後，「七閣」（「北四閣」、 「南三閣」）的興建是因《四庫》部頭龐大，編
書的同時也須將儲藏地一併解決，乾隆遂囑意先繕錄 份，故大興土木於內廷之文
淵閣、盛京之文溯閣、圓明園之文源閣、熱河行宮之文津閣。後來又鑑於江浙地
區人文薈萃，又再抄寫三份，藏於揚州大觀堂內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淙閣、
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目的是「允宜廣布流傳，以光文治」， 成果堪稱既「藏」
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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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
黃愛平與郭伯恭稱「內廷四閣」；吳哲夫稱「北四閣」。參見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
頁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收入《民國
叢書》，第四編， 冊，頁 。
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頁 ；收入《四庫大辭典》（台北：鼎文書局，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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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配件」多在《四庫》編纂期間，乾隆見書體龐大使用不便或迫不及待
的心理，即 刻 下詔進行編 修 ， 效率 之 佳甚 至 比 《四庫》完成時 間 更早。基此， 可
知乾隆對《四庫》期許之高，殷切之深；同時亦反映出「上意」既強勢又主動的
介入。
以

三、《總目．史評類》呈現之史學特點

如前所述，《總目》為《四庫》之目錄，乾隆命紀昀不論「著錄」、「存目」，
撮取每書要旨撰寫「提要」一篇，略述作者人品、內容優缺、思想源流、版本異
同等，此實提 供 史學批評 各面向 討論的 切入 點。

（一）「提要」的形成

必須先釐清，「提要」究竟呈現的是何人觀點，

針對「提要」進行分析之前，
筆者嘗試以三則資料

令：

說明之：

第一則是乾隆三十八年，梳理《永樂大典》做《四庫》纂修之基石時，曾諭
辦理《四庫全書》處將永樂大典內檢出各書，陸續進呈。朕親加披閱，間
予題評，見其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于紀昀、陸
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 46

再者，乾隆三十

九年，欽定「提要」內容：

《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
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
爵里，可以一覽了然。 47
最後，乾隆四
46
47

○年（

1775

因討論宋《穆脩集》中，有關書寫曹操的部分有違正

）
，

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頁 ；收入《四庫大辭典》，頁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17

1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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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語多稱頌，繆於是非大義，所在必刪」，遂頒：
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
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副联鑒古斥邪之意。 48

根據上述，首先，第一則資料強調皇帝參與度極高，編纂過程若有疑義，立
即「親加披閱，間予題評」；且「提要」內容「粲然可觀」功勞在於紀、陸二人。
第二則資料顯現「提要」的外在形式得到確立，人品亦成為書籍去取的重要指標。
至於第三則，再將「提要」層次提升，賦予道德意涵，並遵此辦法加以推廣，以
「雅正」群言。綜上，一般咸信《總目》成於紀昀之手的說法實有待商榷，筆者
認為「提要」固然是皇帝與四庫館臣二者互動下的結果，但此互動力道並不均等，
乾隆強勢主導才是關鍵，臣子充其量只類似「書記官」的角色，能展現意志到何
種程度實在可疑，尤其事關「夷夏之防」、「民族大義」時，噤聲似乎才是自保之
道。又，雖提及「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于紀昀、陸錫熊之手」一言，但合理
推測應該僅止於乾隆對二人書寫部份毫無疑義時，反之，若有爭議時，勢必將回
歸「上意」。因此，筆者以為《總目》所反映的觀點應該是官方為主的，甚至就是
乾隆個人的立場。

（二）《總目》呈現之特點

《總目》除了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外，本節將以《總目》之「提要」為對象，
透過分析整理，呈現其他特點，茲列舉如下：
區分類聚
中國書籍依經、史、子、集四類分法，最早應始於西晉荀勗主持整理宮廷藏
書所用，東晉李充略做改變，以甲、乙、丙、丁取代經、史、子、集，以後二者
分類法交互使用，成為常態，如《隋書．經籍志》即依此原則纂成。 而《四庫》
顯然應受到《隋書．經籍志》影響，原因是乾隆三十八年曾下詔，將來成書後「依
1.

49

48
49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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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雖未提及《四庫》之名從何而來，但
《總目》「凡例」中至少有二處提及《隋書．經籍志》，且二則用意相同，即仿其
分類做成規定，尤其針對帝王著作更須放在各朝代之前，以表重視。 因此，《四
庫》書名源於《隋書．經籍志》的推測應屬合理。
「區分類聚」是史學批評常用的品評標準之一， 而《四庫》先以經、史、
子、集概分，以下再順應情況細分若干類，例如「史部」粗分十五類，傳記類又
再分聖賢、名人、總錄；地理類亦分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
蹟、雜記、游記、外紀；職官類則分官制、官箴；政書類下有通制、典禮、邦計、
軍政、法令、考工；目錄類含經籍、金石。 此舉堪稱「區分類聚」的具體落實。
若再進一步細查，此分類亦帶有編者主觀看法。以地理類為例，由近而遠，
由內而外，呈現「同心圓式」的天下觀，天朝體制由此一覽無疑，有關於此，宜
當另為文討論。
強烈的「上意」
如前所述，《總目》除了充滿官方色彩外，亦有強烈「上意」。例如纂書時，
大小細事均需「朕親披閱釐正」； 舉凡外在體例方面，如綱目制定「悉稟天裁，
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 ；又或內在思想方面有異議，例如對陳壽不以
蜀漢為正統之雜說，則可以「平眾說」， 如此才能「用定千古是非之準，而破儒
50

51

52

53

2.

54

55

56

50
51

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頁 。收入《四庫大辭典》，頁 。
二則記載，一是「……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
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條理分明，所錄諸書各以時代為次，
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另一則是「……《隋書．經籍志》
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於義為允，今從其例。」分別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首，〈凡例〉，頁 、 。
原則源自劉知幾纂寫《史通》，即「區分類聚，編而次之」。見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
通通釋》（台北：世界書局， ），〈原序〉，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門目〉，頁 。
「方今搜羅遺籍，匯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披閱厘正。」見紀昀總纂，《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是書卷帙浩博為亙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
決百家之疑似，權衡獨運，袞鉞斯昭。睿鑒高深，迥非諸臣管蠡之所及。……」見紀昀總
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非所以
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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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迂謬之論焉。」 全書處處瀰漫「上意」，既「無所不在」亦「無所不能」。正
如曾鞏對「良史」所下定義， 將之改成《總目》中，乾隆的「能耐」亦可。雖
說近來亦有學者提出從實際運作面上來看，紀昀才是《總目》真正的著作權人，
但卻也不得不承認乾隆才是「編纂此書的總綱和指導原則」 ；而實際編纂者在
「……聖命難為……除了遵循外，仍會以一些曲折的方法來表達己見……」。 可
看出其彈性、空間都極其有限。
尊漢唐，抑宋明
《總目》中還道出對漢唐及宋明學風、士風的愛惡褒貶，漢唐「謹守師說」；
而宋明「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 此批判現象應源於二
個原因，首先從政治的觀點切入，應與乾隆初期朝政紊亂有關，楊家駱指出，因
57

58

59

60

61

3.

62

57

63

「……俾共知聖主持衡，大公至正，用定千古是非之準，而破儒生迂謬之論焉。」見永瑢
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史部十五．史評類《御制評鑑闡要十二卷》條〉，收入楊
家駱，《四庫全書概述》，頁 。
「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
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宋．曾鞏，《曾鞏集》（北京：中
華書局， ），卷 ，〈南齊書目錄序〉，頁 。
如王鵬凱比對《紀曉嵐文集》與《總目》內容發現確有雷同之處；而黃瓊誼考察〈四庫．
集部〉指出乾隆對《總目》「產生許多指導與規範的作用，但這種「欽定」的影響主要在政
治禁忌方面……」因此，《總目》仍有許多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見王鵬凱，〈紀昀撰
《四庫全書總目》說之論析〉，《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期（
），頁 。黃瓊誼，
〈《四庫全書總目》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以集部為考察中心〉，《東海大學圖書館訊》，
新 期（
），頁 。有關此部分感謝審查人提出寶貴意見，至於更細部的討論，
《總目》究竟表現何人的意見，筆者亦傾向二者兼具，絕非獨自一人所能成事。或許亦可
說，在「上意」難抗的大框架之下，編纂者尋找任何可能的機會或隙縫，做一「有限度」
的反抗，更為恰當。
從《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所收藏約 件檔案中，可知乾隆諭旨是編纂此書的總綱和指導
原則，包括編纂目的、編纂體例、編纂校勘、編書取捨、古籍改編、文化傳播等範圍。參
見戚福康，〈《四庫全書》乾隆御旨平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第 期、 第 期，
頁 、 。
黃瓊誼，〈《四庫全書總目》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以集部為考察中心〉，《東海大學圖書
館訊》，新 期（
），頁 。
「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名為爭是非，
而實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
例〉，頁 。
「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
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
部總敘〉，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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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泰與張廷玉，滿漢黨爭，如火如荼，乾隆欲壓抑二方勢力，避免皇威受阻。
其次，由學術的角度觀之，清代乾嘉考據訓詁學風與漢學相近所致。 《總目．
凡例》載：

64

65

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自何而推？論史主於示褒
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
辨論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

虛談，敦茲實學。

66

刻意強調「訓詁」、「事之本末」、「考證精核辨論明確」凸顯對晚明心學的不
耐。且評判明人「大抵徒侈游談」； 「乖舛尤多」、「悖理殊甚」、「欲出奇勝人，
而不知適所以自敗，前明學者之通病也」，在《總目》中，漢唐與宋明之士風，高
下立判。
排佛、道，以儒學為正統
乾隆以「稽古右文」自我標榜，但此「文」僅指儒學作品，若為釋典道經，
則「不合朕意」， 其在「凡例」中明定「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其經懺章咒，
67

4.

68

64

因乾隆認為文人相爭、門戶之見，是動搖國本之因，故《總目》中不斷透露當盡力壓抑，
至於對漢宋之學的評價則認為：宋明士風易衍生門戶朋黨，進而擾亂朝廷，故遠不及漢唐
士風淳善之觀點，日後《四庫》館開設，梁啟超才會說：是「漢學家大本營」；《總目》就
是「漢學思想結晶體」。相關討論請見四． 「對現實政治的控御」一節。楊家駱，〈四庫全
書概述〉，頁 ；收入《四庫大辭典》，頁 。至於滿、漢黨衝突問題可參見賴惠敏，〈論
乾隆初期之滿黨與漢黨〉，收入《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下冊，頁
。
「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
學，未免門戶之私。」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四書參注〉，頁 。近
來亦有論者提出乾嘉時期漢宋學術並非只有「相爭」的部份，亦有「不爭」，甚至互補之處，
周積明從三個角度加以論述：一是乾隆朝雖然從康熙朝的偏重宋學折轉為偏重漢學，但在
官方的旗幟上，仍然標明的是漢宋兼采。二是乾嘉時期是一個以「實事求是」為學術口號
的時代。三是乾嘉時期，是一個學術觀念激烈碰撞的時代。得出乾嘉時期漢宋學術「相爭」
的部份是在價值體系、義理上；「不爭」者是在方法論上。請參見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
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 年第
期，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明代史論至多，大抵徒侈游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終。」紀昀總纂，《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卷 ，〈史評類〉，頁
。
「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于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后之義，尤為鑿枘，不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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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凜遵諭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詞，亦概從刪削。……並蒙皇上指示，命從
屏斥。」 因為「青詞」非「斯文正軌」，故仍需在「《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
取之義曉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乾隆雖崇儒、排佛道，但也並非只「惟儒是尚」、「輕
賤佛道」，佛道（或較佛道迷信更甚者）固然不具理性，亦非「斯文正軌」，但也
有將之原文照錄的情形，例如他曾對《契丹國志》中，記載外族「祭用白馬灰牛，
氊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豬頭披皮之類」事蹟表達看法，因其荒誕程度遠超佛
道，但他卻指示「雖跡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異。……
足為后世鑑戒者，仍據志實書，一字不可易。」 此例反映乾隆雖斥佛道（或更
荒誕者），但若涉及史實記載，並可資「鑑戒」者，兩相權衡下，則可變通而實錄
之，原則並非一成不變。
雙重標準
根據葉高樹的研究，「乾隆朝為有清一代修史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與其他各
朝相比，乾隆皇帝對修史工作的意見特多，一再發表個人見解，指導修史的方向，
且要求史臣須隨時進呈，以供審閱、刪訂，故乾隆時代的官修史書頗能反映乾隆
皇帝的思想。此外，乾隆皇帝常將歷史與現實交互為用，他對史實的評論，也往
往是表達其對現實政治的觀感。就乾隆朝官修史書的內容而論，其特點有二：一、
特別強調歷史的教化功能」。 《四庫》、《總目》堪稱乾隆朝官修史書的代表，雖
內容廣雜，其富教化功能的主旨大致不變。惟仍有若干細節部分呈現矛盾、雙重
標準之處，例如乾隆在「聖諭」中曾表明對釋道的排斥，但在「凡例」中，又因
要廣徵史料，儘可能「間存一二」。而對釋道、閨閣，甚至外國人物、著作，原本
難登大雅之堂，應加以剔去者，卻又詔令「亦隨時代編入」。 此外，原本對於文
69

70

71

5.

72

73

朕意。」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惟當于《提要》內闡明
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使群言悉歸雅正，副聯鑒古斥邪
之意。」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頁 。
「釋道、閨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寺之作雖不宜廁士大夫間，然《漢志》小學家嘗
收趙高之《爰歷》，史遊之《急就》。今從其例，亦間存一二。外國之作，前史罕載，然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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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不敬之詞詆斥當朝，朝廷理當輕則刪改，重則禁燬，但「聖諭」中卻又提出
「……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
《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 似乎又以無上包容的
心態面對此事，雖知有其政治目的蘊含其中，但標準確實模糊。
其次，對於人物評價也有混淆不清的情形。《總目》常讚譽明末抗清被俘，不
屈而死的史可法、黃道周等人「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
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而力抗閹黨，身死獄中的楊漣、左光斗
等「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實不足罪」，包容其文辭上的冒犯，
評價皆相當正面。但《總目》卻對有類似行徑的顧炎武沒有任何讚揚的記載，甚
至還對其詩文品評為「迂謬抑更甚」。 筆者認為顧炎武雖不至因抗清而殉國，但
晚明曾加入復社，並於清初堅拒博學鴻儒科以及開館修明史的收編，若將之放在
天平兩端相秤，他「義不仕清」也應該有適當而合理的位置，評價總不該淪落至
此。
再者，表揚「忠臣不事二主」以利教化對清廷固然重要，但這批清朝所刻意
標榜的明末忠臣，其實是其心中欲除之而後快的人物，所以過度強化晚明忠臣的
價值，則清朝統治的正當性何在？ 此舉勢必陷己於兩難，基此，是否要將所有
拒絕仕清的前朝遺民都給予高度肯定，恐需再三斟酌。而《總目》多處出現碰觸
到「名教」問題時，觀念想法就會轉彎，自動找尋有利解釋的弔詭現象，當是造
成明末遺民評價標準不同的主因之一。
《總目》中的「版權」概念：既「藏」且「用」
《四庫》纂成後，「北四閣」先繕寫 份保存，後又因南方文風盛，「南三閣」
74

75

76

77

78

6.

4

歸王化，即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木增、鄭麟趾、徐敬德之屬，亦隨時代編入焉。」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有關顧炎武在《總目》中的形象問題，除內文所述外，經匿名審查人提醒，也應與乾隆中
期以後學風轉變有關，在此感謝其寶貴意見。
參見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頁 。
有關清代統治漢人時，一遇到「名教」就轉彎的看法，特別感謝林師時民提供寶貴意見。
此外，亦可參見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
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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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增 份，以供南方學子能就近「錄副」，乾隆一再強調他有「嘉惠士林至意」；
「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惠藝林」； 「嘉惠藝林，啟牖後學」 的用心，但不論
其是否別具深意，此作法改變以往中國官方藏書，多僅為了「藏」而非「用」的
概念。而且，乾隆不但允許士人「用」，更鼓勵「複製」、「傳抄」，此舉比較同時
期的法國皇家圖書館因有呈繳本制度，藏書高達 萬冊，但遺憾的是直至法國大
革命前仍不對民眾開放。 相對於此，乾隆對《四庫》「藏而用之」的功能，顯得
相當自豪，不僅希望奇文共賞，更期待雅俗共賞。
綜上，《總目》的成書是在乾隆旨意下，紀昀等編纂者，端看能體察多少「上
意」後二者相鎔鑄而成，但二者的拉力並不均等，編纂者能發揮的部份有限。最
終，官方色彩較濃的《總目》，呈現出「重儒、排佛道」、「揚漢抑宋」、「藏而用之」
等特點。此外，對於部分人物、著作的去取，卻也出現標準不一，甚至矛盾的情
形，其背後隱含的意義實值得注意。
79

3

80

81

15

82

四、《總目．史評類》所隱含之意義

乾隆朝為清代官修典籍最多的時代，已有學者提出為數龐大的官修史書富有
「教化」的功能， 因此，合理推測《總目》除讓乾隆炫耀其「稽古右文」，滿足
好大喜功的心理外，亦可藉此達成其形塑漢人的政治目的。
在進行討論之前，應先說明的是《總目》評價的對象應是書籍，但無論「聖
諭」或「凡例」都指出「提要」之評價需「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
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 「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
里……」， 因此，作者評價應包含在「提要」所呈現的面貌中，甚至是左右「提
83

84

85

79
80
81
82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參見劉薔，〈「四庫七閣」始末〉，收入淡江中文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頁
。
除纂修有前例可循之《實錄》、《聖訓》、《會典》、《通志》等外，尚有《明紀綱目》、《御批
歷代通鑑輯覽》、《評鑑闡要》、《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貳臣傳》
等書。有關乾隆纂修史書的討論，可參見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
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聖諭〉，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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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總體評價之關鍵。換言之，人品亦決定此書之褒貶，《總目》此舉明顯有其目
的，以下試舉數項分述之。

（一）藉歷史以教化

除前述有學者提出乾隆修書有「以史御漢」、「以漢制漢」的資治及教化功能
）一
外， 筆者欲以《總目．史評類》中胡寅為例，強化此說。胡寅（
生跨越兩宋，南渡後主張力抗金人，直指「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讎」， 建議高宗「則
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並斥責秦檜等
「主和派」，謂「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决無可成之理」。 高宗聽其建言，曾自
責曰「……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
在予，無所逃責。」 但最終抵不過「主和派」勢大，且高宗對還都後自身皇位
是否還能承續深感焦慮，以及「主戰派」皆武人，一旦北返將無法壓抑之。此三
大疑惑，和議遂成。
《總目．史評類》中，「著錄」、「存目」共 篇（各佔 、 篇），提及胡
寅者計 篇（各佔 、 篇，但僅 篇具正面評價）， 比例超過總篇數 成，是「史
評類」裡文章被批判次數最多的人物，批判之因多斥其文「鑿空生義，僻謬不情」、
「苛刻偏駁」、「刻核古人」， 而貶抑之。但「存目」有此缺點者不乏其人，如尹
起莘，卻僅出現 次， 頻率遠較胡寅為低。另，據《宋史》所載「寅所撰詞多誥
誡，於是忌嫉者眾」；「《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世。其為文根
著義理……」 對胡寅文辭充滿正面評價，而作者脫脫與清亦同為外族，《總目》
與《宋史》中對胡寅文筆的形象恰如天壤之別，頗堪玩味。深究其因，筆者推測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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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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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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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報》， ，頁 。
《宋史》（台北：鼎文書局， ），卷 ，〈范沖、朱震、胡安國子寅、宏、寧傳〉，頁 。
《宋史》，卷 ，〈范沖、朱震、胡安國子寅、宏、寧傳〉，頁 。
《宋史》，卷 ，〈范沖、朱震、胡安國子寅、宏、寧傳〉，頁
。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 ），頁
。
「著錄」部分有：序、 、 、 、 ；「存目」部分有： 、 、 、 、 、 、 、 、
。編號則按照《總目．史評類》之排列，請自行對照【附錄】。正面記載者僅 ，〈史論
初集〉條：「雖寅書刻酷鍛煉，使漢、唐以下無完人，實有以激萬世不平之氣」。紀昀總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頁 。
分別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評類序〉，頁 、 、 。
見「著錄」之 、 ；「存目」之 。
《宋史》，卷 ，〈范沖、朱震、胡安國子寅、宏、寧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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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胡寅畢生反金有關，乾隆不欲使先祖受其詆毀，故對其文特別具有敵意，「以
人廢文」之意，顯而易見。
此外，胡寅亦因排佛思想而著《崇正辯》一書， 依前所述，尊儒、排佛道，
亦為「欽定」原則及方向，照理清廷應對胡寅排佛意見加以表彰才是，但有關胡
寅排佛思想僅在一隱蔽處，甚至須輾轉才被提及，即《總目》談及何思登《翼正
錄》一書時，直指何氏因「言煩詞複，……失之冗瑣，與胡寅《崇正辯》得失相
同」，故將《翼正錄》收於「存目」之中。明明何氏亦有「黜佛老之荒誕」的觀點，
與胡寅《崇正辯》排佛立場一致，但最終竟是以其「言煩詞複、失之冗瑣」當
作為亮點而被注意，此結果推測也應與其抗金相關。胡寅遂在清廷「負面教材」
中，持續發揮正面教化的功能。
95

96

（二）對現實政治的控御

前述《總目》中有「尊漢唐，抑宋明」的史學特色，筆者認為此舉是乾隆為
壓抑當時滿漢之爭，故在《總目》中力倡「揚漢抑宋」之學風，因宋明士風易衍
生門戶朋黨，進而擾亂朝廷，遂遠不及漢唐士風淳善。〈史部總序〉云：
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
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
97

再者，〈凡例〉亦載：
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
名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
98

此外，經、史、子、集各部又屢屢提出，如「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
95

「崇正辯何為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
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見宋．
胡寅，《崇正辯》（京都：中文出版社，據 年和刻本影印），收入《和刻本影印近世漢籍
叢刊思想續編》，（台北：廣文書局，不著年月），〈致堂先生崇正辯序〉，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存目一〉，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史部總敘〉，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凡例〉，頁 。
1826

15

96

97

98

116

89
45

2306

1228

46-47

清代官修典籍之史學批評思想及其意涵

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 ；「漢
學但有傳經之支派，各守師說而已。宋學既爭門戶，則不得不百計以求勝，亦勢
之不得不然歟！」； 「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門戶之見，又何
其陋歟？」； 「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 足見不論乾隆或紀昀，對門戶
問題重視之一斑。
文人相爭，自古有之，原不足為奇，因「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
廷無預，故其患小也」， 但若因門戶之見而朋黨生，朝廷必亂。基此，《四庫》
中不斷重述，希望引以為戒，其中應有其政治目的，而不單只是「重漢輕宋」，凸
顯訓詁學風而已。楊家駱指出，張廷玉與鄂爾泰「互相齟齬，而朝官依附門戶，
互相攻訐浸成仇敵儼然政府之兩大黨……乾隆卒用於議，下詔開舘，抑方正而獎
圓通……」， 最終，乾隆明顯偏袒張之意見下詔開舘修書，但無論成效如何，這
是手段之一，為避免朋黨禍延國家，他必須謹慎面對。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三）《四庫》編纂的弦外之音

《四庫》編纂之因，如前述有：乾隆自身的漢化與對文治的重視、清中葉考
據學風的盛行、「儒藏說」、「寓禁於徵」四項，其中「寓禁於徵」明顯有其政治意
圖，透過國家力量動員，大規模徵訪書籍，過濾「不當」內容，輕則刪改，重則
禁燬，成為教化的範本，即先「破」再「立」。再者，《四庫》的讀者是民眾，乾
隆為「嘉惠士林」，甚至大興土木建「七閣」，將《四庫》分儲七地，並鼓勵士子
抄錄，顯然欲以士人作媒介，散布其理念。要之，《四庫》目的是為了「用」而非
「藏」，《薈要》才是用以「藏」者，專供乾隆個人品味御覽之用，因此，《薈要》
對於原典可不做任何增刪。從另一角度觀之，《四庫》若無其他目的，便將《薈要》
直接刻鈔流通即可，何必大費周章，分纂二書？
99
100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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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四書參注〉，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孜堂文集〉，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孟子音義〉，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綱目分注補遺〉，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禮記述注〉，頁 。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集部總敘〉，頁
。
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頁 ；收入《四庫大辭典》，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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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君」與「抗虜」

常理判斷，清廷對二者的態度本當沒有疑義，即強調「忠君」（前朝之君），
並 且反 對「 抗虜 」
。因 此，人 物 評價大 抵 依此 原 則定其高下。但 是實 際操 作時，
是否 能遵守原 則，以下 舉例說明 。前 述 乾隆重視文治， 且勤 於 讀 史， 身 為外 族尤
其對於 朝代鼎革別 有 感受 ，遂特重 忠君 思想，早 在 乾隆 身 為 皇 子時期，即對文 天
祥、岳飛等甚為推崇。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除了「忠君」外，皆曾奮力「抗虜」，
但乾隆均不以為意，此顯示若「忠君」、「抗虜」二者皆具時，他會選擇技巧性地
強調「忠君」，刻意迴避「抗虜」，並給予極高評價。
另一方面，清廷若過度強調明末（或宋末）「忠君」思想，亦會失去自身統治
的 正當性，遂 陷入 是否要 褒揚 所有「 忠臣 」
，捍衛 其價值的 困境，於是 可能 出現 選
擇性褒貶，而導致「名教」價值混亂，標準不一的現象，值得注意。
按

106

107

五、結論

二，一是梳理《總目》中之史學特點，透過歸納、分析、比對後，
發現全書採「區分類聚」編排方式，並且不時展現「上意」，乾隆處處下指導棋，
「欽定」意 味 濃厚。其 次 ， 因應 清 代考據訓詁 學 風盛 行，再加 上黨爭愈演愈烈 ，
漢唐淳善的士風受到空前重視，排斥宋明學術愈加熾盛。再者，重儒學而輕佛、
道的主張亦成主流，因佛道之梵文青詞非「斯文正軌」，而與乾嘉學風不相契合，
故 在 《總目》中 備受排擠 。
本文目的有

106

107

對於此處「忠君」的討論，時間限定在外族入主中原時（宋金或明清之際），前朝遺民若
選擇忠於當朝（金、清），此舉最為當政者所企望，評價自然很高，但特別強調此舉則顯
得過於露骨，恐徒增反感，故例子少見，不列入討論。至於若選擇忠於前朝之君者，則評
價亦高，因為能忠於當朝固然最好，若不行，則退而求其次，起碼也應該忠於前朝，因其
情可憫，也可起教化作用。但是，若同時忠於前、當二朝，則評價極低，如錢謙益等。準
此，本段有關「忠君」的討論，以討論後二者的為主，亦即僅鎖定忠於「一君」（前朝）
或（二君）（前、當朝）的討論，不討論忠不忠於當朝之君的情況。
「以公之精誠，雖死於（秦）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月爭光矣。」；「文
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清高宗，《樂
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卷 ，〈岳武穆論〉，頁 ；〈文天祥論〉，頁 。亦可參見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
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頁
。
1

6

12

1974

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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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目的則是試圖找出上述史學特點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圖，發現乾隆編纂
《總目》 固 然是「 稽古右 文」的展現， 但透過徵 訪 詩 文之 名 ， 暗 行刪 禁 之實（ 寓
禁於徵），欲樹立典範以達教化之功才是主要目的。而前述「尊漢唐，抑宋明」學
風亦然，宋明學者喜立門戶，而門戶立則朋黨生，朝廷必亂，乾隆目的當然是為
壓抑所面臨的滿漢黨爭，絕不僅只為提倡學術而已。
此外，值 得注 意的是，清 廷透過 編 修 《總目》以 形塑 「書 籍典 範」時，對人
品的要求並不下於書 籍 內容本 身，甚 至有「以人 廢 書」的 情形 出現，此亦 說明「人
品 典 範」亦是 衡量「書 籍典 範」的重要 標準，
「 教化 」的功 能 遂 藉 此 得 以 彰顯。最
後，
《總目》對人 物 評價 標準 不一，透露 清 廷 對 明末遺民 該 如 何 褒貶 的 尷尬 處 境 ，
究竟 攏絡漢 人 與自身統 治的 合法性 ， 孰輕孰 重？ 標準 已經模 糊 ， 但無 論 如 何， 皆
盡顯政治操作的斧鑿痕跡。

【附錄 】：史評類「著錄」，共 種
1

1.
2.
3.
4.
5.
6.
7.
8.
9.

22

通》 二十卷（內府藏本） 唐．劉子玄撰
《史 通通釋 》 二 十卷（ 江蘇巡撫採 進本） 國 朝 ． 浦 起 龍 撰
《 唐鑒 》 二 十四卷（ 副都御 史 黃登賢家藏 本） 宋 ． 范祖禹 撰
《 唐 史論 斷 》 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 本） 宋 ． 孫甫 撰
《 唐 書 直 筆》 四卷（ 浙江巡撫採 進本） 宋 ． 呂夏卿 撰
《 通鑒 問 疑 》 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 一 閣藏 本） 宋 ． 劉羲仲 撰
《三國雜 事 》 二 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 一 閣藏 本） 宋 ． 唐庚 撰
《經 幄管 見》 四卷（ 永樂 大 典 本） 宋 ． 曹彥 約撰
《 涉 史隨筆》 一卷（ 兩江 總 督採 進本） 宋 ． 葛洪 撰
《六 朝通鑒博議 》 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 本） 宋 ． 李燾 撰
《大 事記講 義》 二 十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 本） 宋 ． 呂 中撰
《 兩漢 筆 記 》 十 二 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 一 閣藏 本） 宋 ． 錢 時撰
《 舊聞證誤 》 四卷（ 永樂 大 典 本） 宋 ． 李 心 傳 撰
《 通鑒答 問》 五 卷（ 通 行本） 宋 ． 王應麟 撰
《歷 代名賢確 論》 一 百 卷（ 浙江巡撫採 進本） 不著撰人 名氏。前有 明．吳
寬序，稱皆唐宋人所著。
《史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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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朝通略》 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櫟撰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十七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
《學史》 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邵寶撰
《史糾》 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明鎬撰
《御批通鑒綱目》五十九卷、《通鑒綱目前編》一卷、《外紀》一卷、《舉要》
三卷、《通鑒綱目續編》二十七卷 康熙四十七年吏部侍郎宋犖校刊，皆聖祖
仁皇帝御批也
《御制評鑒闡要》 十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劉統勳等編次恭進，皆《通
鑒輯覽》中所奉御批也
《欽定古今儲貳金鑒》 六卷 乾隆四十八年特命諸皇子同軍機大臣上書房總
師傅等，取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鑒戒者，按代纂輯

16.

17.
18.

19.
20.

21.

22.

【附錄 】：史評類「存目」，共 種
2

100

○史評類存目一
《史通會要》 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深撰
《史通評釋》 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李維楨評，郭孔延附評並
釋
《史通訓故》 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王維儉撰
《史通訓故補》 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
《四明尊堯集》 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瓘撰
《讀史管見》 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胡寅撰
《三國紀年》 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亮撰
《議史摘要》 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呂祖謙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 二十八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
《小學史斷》二卷、《續集》一卷、附《通鑒總論》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
南宮靖一撰
《史學提要》 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黃繼善撰
《承華事略》 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惲撰
《敘古頌》 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錢天祐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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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義拾遺》 二卷（內府藏本） 元．楊維楨撰
《事偶韻語》 一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錢塘淩緯撰
《通鑒博論》 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甯王權撰
《宋論》 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定之撰
《蔗山筆麈》 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商輅撰
《政監》 三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夏寅撰
《雪航膚見》 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趙弼撰
《新舊唐書雜論》 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
《宋紀受終考》 三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
《宋史闡幽》 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許浩撰
《元史闡幽》 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許浩撰
《世史積疑》 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題元李士實撰
《兀涯西漢書議》 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明．張邦奇
撰
《史評》 十卷（內府藏本） 明．范光宙
《責備餘談》 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方鵬撰
《東源讀史錄》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田維祐撰
《翼正錄》 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何思登撰
《尚論編》 二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鄒泉撰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史評類存目二
《世譜增定》 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呂顓編
《帝鑒圖說》 （無卷數，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呂調陽同撰
《群史品藻》 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戴璟撰
《漢唐通鑒品藻》 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璟撰
《兩漢解疑》 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
《兩晉解疑》 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
《覺山史說》 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洪垣撰
《太史史例》 一百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之象撰
《史乘考誤》 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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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洗心居雅言集》 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范檟撰
《古史要評》 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吳崇節撰
《史取》 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賀祥撰
《讀史漫錄》 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於慎行撰
《史韻》 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趙南星撰
《餘言》 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
《涉世雄談》 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朱正色撰
《讀史漫筆》 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
《蘭曹讀史日記》 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熊尚文撰
《史談補》 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一奇撰
《尚友齋論古》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涂一榛撰
《人物論》 三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鄭賢撰
《讀史商語》 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志堅撰
《史懷》 十七卷（內府藏本） 明．鍾惺撰
《元羽外編》 四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大齡撰
《詩史》 十五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明．顧正誼撰
《測史剩語》 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馮士元撰
《史拾載補》 （無卷數，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吳宏基撰
《史砭》 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至善撰
《評史心見》 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郭大有撰
《古質疑》 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鄭賡唐撰
《讀書鏡》 十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
《青油史漫》 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茅元儀撰
《史疑》 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宋存標撰
《歷代史論二編》 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溥撰
《讀史書後》 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夢泰撰
《拙存堂史括》 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冒起宗撰
《孟叔子史發》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孟稱舜撰
《狂狷裁中》 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時偉撰
《廿一史獨斷》 二十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自勳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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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筆斷》 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正誼齋編集，不著撰人
名氏
《尚論編》 六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稱曰卬鬚
子
《賣菜言》 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曰匪齋撰，不知何許人
《綱鑒附評》 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國朝．劉善撰
《漢史億》 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
《論世八編》 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華慶遠撰
《歷代甲子考》 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黃宗羲撰
《鑒語經世編》 二十七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
《讀史吟評》 一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黃鵬揚撰
《史評辨正》 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鵬揚撰
《讀史矕疑》 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彥士撰
《史折》三卷、《續》一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賀裳撰
《澂景堂史測》 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施鴻撰
《垂世芳型》 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維寧撰
《資治通鑒述》 （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詵撰
《通鑒大感應錄》 二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鏡撰
《讀史辨惑》 （無卷數，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建衡撰
《史論初集》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直撰
《詩史》 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葛震撰
《四言史徵》 十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葛震撰
《班范肪截》 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張篤慶撰
《五代史肪截》 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張篤慶撰
《增定史韻》四卷、附《讀史小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仲宏
道撰
《十七史論》九卷、《年表》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敦仁撰
《芝壇史案》 五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鵬翼撰
《史學正藏》 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宋士宗撰
《讀史評論》 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費宏灝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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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十七朝史論一得》 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倫撰
《石溪史話》 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風起撰
《唐鑒偶評》 四卷（編修周厚轅家藏本） 國朝．周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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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lying Ideology and Philosophy of the Official
Works of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n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Shi-pu．Shi-ping Lei ”
Hung, Shih-Chang

*

Abstract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Shi-pu． Shi-ping Lei ”was the abstracts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Siku Quanshu”,officially edited by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done by officials such as Ji Yun（紀昀）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乾隆） . The contents consisted mainly of the main ideas of book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It later turned out to be a rich source for studies of critiques on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to look into the content of “Shi-pu ． Shi-ping L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ritique. By employing techniques from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e paper wants to take a thorough look at
the historical traits of the documents and figure out the underlying political purpose.
Keywords: Officially Histories, Siku, Historical Critique,The Section of
History（ Sh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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