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周愚文 博士 

 

 

 

 

朱升《小四書》研究 

 

 

 

 

 

 

 

研究生：陳皓昀 撰 

 

中華民國一Ｏ六年一月 

 



 

 



 

i 

 

朱升《小四書》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元末明初時，朱升匯編前人方逢辰編《名物蒙求》、程若庸補

述《增廣性理字訓》、陳櫟編《歷代蒙求》和黄繼善編《史學提要》等四書而成的

《小四書》，該書旨在教童蒙。本屬於歷史研究，透過元、明、清三代相關史料的

蒐集、考證、整理與歸納，以瞭解該書匯編目的與背景，評析所輯四種書籍的版

本、內容與教育意涵，及探討其影響及對現代教育之啟示。其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小四書》的匯編背景與元代社會士風有關。 

二、《小四書》的內容隱含元儒欲發揚程朱理學的企圖。 

三、《小四書》的匯編形式具有以下兩特點： 

（一）排版是根據其教學經驗與需求而來。 

（二）採叢書形式，兼具類書特徵。 

四、《小四書》的教育內容與意涵具有以下特點： 

（一）內容按「前經後史」排列，經史兼顧，以期達到經史合一。 

（二）理學概念融入經學與史學教育。 

（三）通過正文和注釋傳授語文教育。 

  另外，朱升《小四書》的內容貫通常識、經學和史學，包含儒家典籍、科舉

考科的核心內容。其匯編形式，有助保存及增加所輯書籍的影響程度與流通範圍，

可供後世編纂童蒙教材叢書仿效，並對現代兒童教材編輯與課程編排有所啟示。 

 

關鍵字：小四書、朱升、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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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Zhu Sheng 's Xiao Si Shu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is is to inquire Zhu Sheng’ s Xiao Si Shu (Four Books for 

Children), including Ming Wu Meng Qiu (Primer of the terms of things) by Fang 

Feng-Chen, Xing Li Zi Xun (Introduction to the key concepts of Neo-Confucianism) by 

Cheng Re-Yong, Li Dai Meng Qiu (Primer of Brief History of China) by Chen Li, and 

Shi Xiao Shi Yao (History of China) by Huang Ji-Shan. By external and internal 

criticisms, the social background, purposes, versions, and contents of Xiao Si Shu were 

analyzed. So did i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influence.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background of this book was related to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the Yuan 

Dynasty. 

 Second, Confucian scholar in Yuan Dynasty intended to transmit the 

Neo-Confucianism by this book.  

 Third, the form of this book had two characteristics: I. the layout was designed on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needs. II. The form of this book was 

between series and Lei-shu (A kind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Fourth,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had three characteristics: I. the cont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s arranged before history. II. The thoughts of Neo-Confucianism were 

involved. III language knowledge was taught through its texts and notes. 

Finally, Zhu Sheng’ s Xiao Si Shu helped childre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imperial exam. Its form of compilation helped for its 

circulation and for editing modern language textbooks for primary students. 

 

Keywords: Zhu Sheng, primers, Xiao Si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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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壹、研究緣起 

  自從宋初採取「崇文抑武」的國策，以矯唐末五代藩鎮割據之弊，朝廷開始

重用儒臣，發展中央和地方的官學教育，進而促成儒學的快速發展。經過北宋三

次大規模興學1，逐漸建立較為完備的教育制度和機構。也因為學田制度、印刷技

術革新等因素，使得受教人數增加、知識傳播也更為便捷，宋儒在社會中的影響

力也隨時間而提高。此時也正處於蒙學發展的繁盛時期，各類型的童蒙讀物大量

湧現，不僅題材多樣，內容範圍廣泛外，分類專寫的教材也越來越多。南宋時許

多著名儒士，如朱熹、呂祖謙、呂本中、陳淳、貞德秀、王應麟等人紛紛編纂了

童蒙讀物。 

  但到了元代，由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立即給予前朝的儒士與士大夫集團相

當大的衝擊，儒士失去以往的社會地位與一些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再加上科舉

長期停廢，過去仰賴科舉進仕的機會也隨之消逝。元初儒學受到朝廷冷落，以致

「天下習儒者少」2。直到元代統治者認識到儒學對於政權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

後，才又開始制定一連串穩定儒學的措施。例如官方明定，且直接影響者，有四：

（一）禁止騷擾文廟，以維護儒學正常運作；（二）優待學校、鼓勵儒學發展；（三）

恢復學田制度，並允許學校支配學田收入；（四）制定儒士戶籍，施行儒戶免役制

度。3然而元代種種措施，無法與宋代儒士享有的權利相提並論。 

  雖然元代中期，仁宗皇慶二年(1313）詔恢復科舉取士，規定以朱熹的《四書

集注》為經問科的考試依據，使得孔孟儒學、程朱理學順勢成為思想主導地位。
                                                 
1
 北宋三次興學，係指仁宗慶曆四年（1044）起，由范仲淹主事的「慶曆興學」；神宗熙寧二年（1069）

起，由王安石推動的「熙寧興學」；徽宗崇寧元年（1102）起，由蔡京奏請的「崇寧興學」等三

次。詳見周愚文，《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
 明‧宋濂，《元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3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81〈志第

三十一‧選舉一〉，頁 552。 
3
 此外，今人申萬里指出元代儒學教育發展，最早可以推至元世祖忽必烈時，並指出元代中期以前

的文教政策具有明顯的侷限性。參見申萬里，《元代教育研究》（湖北：武漢大學，2007），頁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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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也因為科舉不發達，遠不足以支持元儒入仕的需求。若干渴望在外

族統治下，維護傳統儒學的漢族儒生，轉而採摭當時或前朝文獻重新編排而成各

式匯編書籍，其類型豐富多樣，具有多種用途。其中元末明初朱升匯編的《小四

書》即為一例。4
 

  元末承續紫陽衣缽的朱升，其一生肆力為學，所學之中尤其精通經學，所作

的諸經旁注，言辭簡約，意義精闢。除集注前人著作，朱升也輯錄宋代方逢辰編

撰的《名物蒙求》、程若庸補述的《性理字訓》、黄繼善的《史學提要》和元代陳

櫟的《歷代蒙求》等四種書籍，匯編成爲一套五卷本的童蒙教材，總稱爲《小四

書》。5但是過去研究論及朱升，多半聚焦在其政治、社會制度與理學思想，罕見教

育觀點的闡釋，更少有研究著眼朱升輯錄旁注的《小四書》。至於朱升的思想與作

為，能否反映元代典型儒士的形象，以及其編纂的《小四書》與承襲與發揚儒學

間的關聯，目前尚沒有研究能夠解答。據瞭解過去在明、清兩代間，《小四書》流

傳近二十餘種刊本，其中不乏明嘉靖元年（1522）官刻的司禮監本，甚至到清光

緒三十年（1905）都仍有私刊刻本傳世。表示該書曾受過官方重視，且廣泛流傳

於民間。對於曾經風行於明清的童蒙教材，如今卻幾近銷聲匿跡，實在令人不解

與好奇而欲做探究。本論文將以朱升编纂的《小四書》作為研究主題，主要動機

基於以下兩點： 

 

一、過去對朱升教育觀點的研究有限 

  身為新安理學五傳的朱升，過去曾因為輔佐朱元璋開國有功，累官至翰林侍

講學士，並為國家選賢制度、軍事補給措施提供過許多良策，在明代景泰朝

（1450-1456）之後的徽州地區頗負盛名。6徽州地區的後學，也開始整理朱升事跡、

                                                 
4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上海：上海教育，1992），頁 180。 

5
 黄繼善的《史學提要》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自上古至東漢；下卷從三國時期至南宋。再加上《名

物蒙求》、《性理字訓》、《歷代蒙求》各一卷，共計五卷。 
6
 今人夏玉潤以為朱升的名聲與《朱楓林集》刊行時間有關。參見夏玉潤，〈一個真實的朱升〉，《紫

禁城》，11（北京，201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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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與著作，輯錄為《朱楓林集》，使得朱升之名頻繁出現於萬曆朝以後的公私纂

史籍中，該書也成為當今研究朱升主要史籍。1949 年以後，因毛澤東曾讚揚朱升

「九字三策」的事蹟，使其更加為人熟知。甚至也曾納入中學歷史課本中。7正因

如此，過去中國研究者對朱升的研究，成果還算豐富。又因為朱升的背景，使得

研究主題除了生平、著作的介紹以外，多聚焦於理學和政治的思想與作為，茲分

類依時序彙整如表 1-1。理學思想方面，主要討論朱升對理學觀念的思考與詮釋，

如〈朱升理學思想三題〉、〈論朱升理學思想及其價值〉及〈從《朱楓林集》看朱

升的學術思想——兼論朱升學術活動的特點〉等；政治思想方面，則包含朱升在

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思想與作為，並與前期或同期的理學家相比較，如〈論朱

升「王霸並舉」的治國之道〉、〈論朱升社會政治思想及其影響〉及〈論朱升經世

致用思想及其影響〉等。另外，在教育方面，朱升曾擔任過塾師及輯錄教材，但

卻罕見後世研究者據此討論朱升的教育觀點與實際作為，僅可見〈朱升教育思想

及其現代價值〉一篇。雖然該篇作者盡力整理朱升的教育觀點內涵與價值，但限

於期刊篇幅，無法詳細剖析朱升的教育觀點、方針與實際作為。因此，期望進一

步瞭解他的教育見解，以及這些觀點和主張對當今的教育改革能否有啟發性。 

 

表 1-1 朱升相關研究彙整表 

主題 作者 題名 出處 

發表時

間 

生平 

與 

著作 

王春瑜 論朱升 學術月刊 1980.09 

劉尚恒 

朱升事蹟考 歷史教學 1981.05 

朱升事蹟編年 文獻 1982.10 

                                                 
7
 據瞭解，約 1970至 1980年間，中國共產黨政府官方編纂的中學歷史課本，會介紹朱升輔佐朱元

璋建國事蹟，與「九字三策」的典故。如中小學通用教材歷史編寫組，《中國歷史（第二冊）》（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初版），頁 76。此外，毛澤東對朱升的評價也廣泛地出現在相關書籍

中，如《毛澤東評說謀臣策士》（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2002）、《毛澤東看八大謀臣》（北京：

台海，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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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霖 朱升、錢宰、張以寧與茶 福建茶葉 1992.07 

張泉鑫 讀朱升「茗理」詩 農業考古 1993.07 

王旭光 《朱升事蹟編年》補遺 文獻 1998.07 

張 健 

朱升及其《朱楓林集》 合肥學院學報 2004.03 

朱升與「免死券」 

文史知識 2007.07 

領導文萃 2007.10 

夏玉潤 

重讀朱升及《朱楓林集》—— 

兼析疑點重重的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第十三屆明史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09.08 

明史研究論叢

（第八輯） 

——明代詔令文

書研究專輯 

2010.07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說

疑點重重（上） 
紫禁城 2010.08 

聶世軍 
知遇之恩幾多重—— 

朱升悲劇的惋歎 
領導科學 2011.01 

鄭 毅 
《茗理》與道理—— 

朱升與茶的故事 
上海茶葉 2011.09 

夏玉潤 

一個真實的朱升 

紫禁城 
2011.11 

由朱升的職務說開去 2012.05 

理學 

思想 

周兆茂 朱升理學思想三題 江淮論壇 1990.12 

解光宇 論朱升理學思想及其價值 安徽大學學報 2007.03 

蒲 霞 
從《朱楓林集》看朱升的學術思

想——兼論朱升學術活動的特點 

安徽廣播電視大

學學報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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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觀點 
陶新宏 朱升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黑龍江高教研究 2014.10 

政治

思想 

張海鵬 

劉尚恒 
論朱升的從政和退隱 安徽史學 1984.08 

宋 立 朱升獻策廣積糧 安徽決策諮詢 1994.01 

解光宇 論朱升實學思想對宋儒的超越 

「儒學與實學及

其現代價值」國

際學術討論會論

文集 

2006.08 

陶新宏 

解光宇 
論朱升「王霸並舉」的治國之道 海南大學學報 2012.02 

陶新宏 

解光宇 
論朱升社會政治思想及其影響 

南京郵電大學學

報 
2013.06 

丁曉慧 

解光宇 
論朱升經世致用思想及其影響 合肥學院學報 2015.03 

 

二、延續當代「蒙學熱」餘溫：傳統童蒙讀物合輯的研究 

  中國傳統童蒙讀物發展歷程，因其傳統教材種類繁多，若按先後發展順序加

以說明，前有瞿菊農將童蒙讀物發展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周秦到唐末，其內

容多屬綜合性居多；第二階段是北宋至清中葉，此時期開始出現分門專寫的傾向，

關於道德教育、歷史故事、典章名物、詩詞歌訣漸有專書；第三階段是清中葉後，

到新學校和新教科書出現，屬於傳統蒙學與新式教材的過渡階段。8之後徐梓也分

為三個階段：一是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二是隋唐五代時期、三是宋元明清

                                                 
8
 瞿菊農，〈中國古代蒙養教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4（北京，1961），頁 45-57。 

 



 

 

6 

時期。9毛水清、梁揚則認為，綜觀各階段、各類傳統童蒙讀物都具有其特色，其

教育目的可粗分為識字訓練、思想與訓誡的傳承、知識傳授三大面向。形式內容

方面，則以篇幅短小、內容實用、多用聯語、押韻順口、語句齊淺、注意生動性

為普遍特點。10此外，徐梓指出，中國傳統啟蒙教育源遠流長，早在周秦時期就已

開始發展，透過「蒙以養正」的教育理念，啟發、陶冶其人格與智慧，為人生奠

定紮實的根基。11而蒙學與各類童蒙教材是傳統文化重要的載體，也是有別於史傳

記載、條例更加真實，且曾經實際使用過。古今中外，教材對社會的發展變化較

為敏感，它能反映其社會背景，包括文化傳統、風土習俗等，同時蘊含社會主導

的思想意識，以及教育觀點、教育政策，可從中獲得多重面向的收穫。12
 

  然而自 1970 年代起，隨著「蒙學熱」的興起，13兩岸歷年來投入童蒙讀物方

面的研究日增，從系統性介紹童蒙讀物的類型和發展歷程的專書，或者單一讀物

的導讀和分析都有。蒐集國內外以童蒙讀物為討論主題的專書，以張志公的《傳

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陸養濤的《中國古代蒙學書大觀》14、

徐梓的《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林文寶的《歷代啟蒙教材初探》15、毛水清的《中

國傳統蒙學大典》最具代表；學位論文可得四十餘筆；期刊則逾一百五十筆。其

中以多為以宋、明、清三代的刊行的蒙書，與該時期蒙書發展特色為討論焦點，16

如潘偉娜的《宋代新編童蒙讀物初探》17、鄭天蕙的《宋代蒙書分類研究》18、王

                                                 
9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湖北：湖南教育，1996），頁 2-3。 

10
 毛水清、梁揚，《中國傳統蒙學大典》（廣西：廣西人民，2000），前言頁 10-14。 

11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頁 2-3。 

12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2-3。 

13
 徐梓在〈蒙學熱透視〉一文指出，蒙學熱起始於 1970 年代末，盛行於 1980 年代的中國傳統文

化研究，用以反省文革教訓。參見徐梓，〈蒙學熱透視〉，《中國典籍與文化》，3（北京，1992），

頁 38。 
14

 陸養濤，《中國古代蒙學書大觀》（上海：同濟大學，1995）。 
15

 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北：萬卷樓，1997）。 
16

 李宜庭在探究傳統蒙書研究情況時，也指出國內研究者所研究的蒙書多集中於明清兩代，較少

討論到更早之前的朝代。參見李宜庭，《《幼學瓊林》教育意涵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6-7。 
17

 潘偉娜，《宋代新編童蒙讀物初探》（四川：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5）。 
18

 鄭天蕙，《宋代蒙書分類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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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彩的《明代道德教養類蒙書之研究》19、張心愷的《明清蒙書施教所教導之文化

典範與應世智能》20、陳進德的《明清啟蒙教材研究》21等。再者，以往的學位論

文與期刊研究，大多集中在對單一童蒙讀物的討論，即使介紹多種乃至數十種，

也多呈現拼盤式的介紹，各書之間缺少有機連結；深入介紹童蒙讀物合輯者更是

少之又少。之前有黃麗玲的《《女四書》研究》22一筆，該書主要關懷女子教育的

議題，試圖透過《女誡》、《女論語》、《內訓》、《女範捷錄》四種童蒙讀物，來瞭

解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歷程、影響與其歷史意涵。但是仍然屬於拼盤式的介紹，

未注意四種童蒙讀物彼此間的關聯，與反映當時代的意義。 

  此外，過去對元末朱升所編纂的《小四書》研究不足。以往涉及《名物蒙求》、

《性理字訓》、《史學提要》和《歷代蒙求》等四種書籍研究時，雖然常會引用《小

四書》明刊版所錄內容，但多忽略了編者朱升對四本童蒙讀物所作的序跋與旁注、

欄上注。排除如張志公、徐梓等系統式的童蒙讀物介紹書，相關研究如潘偉娜的

《宋代新編童蒙讀物初探》中，她將《名物蒙求》作為宋代博物類新編童蒙讀物

的代表，文中提及朱升匯編《小四書》時順序的安排，以及其他三種童蒙讀物名

稱，但僅是作為討論《名物蒙求》一書的價值與在童蒙讀物中的定位使用。23又靳

諾、溫玉春的〈宋代啟蒙歷史讀物中的史學意識——以《史學提要》為中心〉一

文，將黃繼善的《史學提要》作為宋代歷史類童蒙讀物的討論核心，以期凸顯出

宋代歷史類童蒙讀物中，所反映出的史學意識。24以上兩者，同樣屬於抽取單一書

籍文本進行內容的略析，勉強能視為專書導論。至於專門討論《小四書》者，僅

有李正輝〈《小四書》編纂與刊刻考述〉一篇，內容嘗試考據該書的編纂動機、內

容特色與刊刻流傳，但礙於篇幅，多數段落是呈現梳理後的史料，對朱升的匯編

                                                 
19

 王寶彩，《明代道德教養類蒙書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20

 張心愷，《明清蒙書施教所教導之文化典範與應世智能》（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

論文，1999）。 
21

 陳進德，《明清啟蒙教材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22

 黃麗玲，《《女四書》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23

 潘偉娜，《宋代新編童蒙讀物初探》（四川：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5），頁 32-34。 
24

 靳諾、溫玉春，〈宋代啟蒙歷史讀物中的史學意識——以《史學提要》為中心〉，《華中科技大學

學報》，5（湖北，2007），頁 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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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時代背景、目的與該書間的關聯，則討論不深。25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以往研究對元儒朱升的教育觀點以及其編纂的《小四書》

研究不多。關於朱升的研究，多聚焦其理學與政治的思想和作為，對於朱升教育

理念與實際作為的討論十分有限；而過去雖然經歷蒙學研究熱潮，但是蒙書研究

多以宋、明、清三代為主，不見元代蒙書的相關討論。又研究方式大多集中在單

一童蒙讀物的介紹，童蒙讀物合輯的討論仍有限。再關於《小四書》，多引用其所

錄的書籍，當做史料，能見其重要性，而缺乏對全書專門的研究。有鑑於此，本

研究將對朱升《小四書》進行探究，並期望梳理朱升思想與《小四書》所輯四種

書籍彼此間的關聯，各書的內容與教育意涵，及其影響與啟示。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以下三點： 

一、瞭解《小四書》匯編目的與背景。 

二、評析《小四書》所輯四種書籍的版本、內容與教育意涵。 

三、探討《小四書》的影響及對現代教育之啟示。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屬歷史研究，以《小四書》作為主要研究史料。通過廣泛蒐集元、明、

清三代《小四書》刊刻與著錄紀錄，朱升其他著作，及後人追記、轉述與編纂的

相關史實記載，進行考證、歸納與整理。再分析四種書籍的內容，以瞭解朱升匯

編的《小四書》其目的、編寫方式、內容與特色等，進而探討其中隱含的教育意

涵與價值，並提出結論與啟示。 

 

                                                 
25

 李正輝，〈《小四書》編纂與刊刻考述〉，《圖書館學刊》，4（遼寧，2014），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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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本論文的研究步驟如下： 

一、草擬研究題目與大綱。 

二、廣泛蒐集朱升《小四書》各版本，追本溯源，找尋最接近朱升原輯錄內

容之版本以爲本研究之內容。 

三、蒐集、閱讀與整理朱升《小四書》相關史料與文獻。 

四、初擬研究計畫。 

五、整理、考證與研讀相關史料與文獻。 

六、研究朱升的思想與《小四書》匯編背景。 

七、分析《小四書》所輯四種書籍的版本、內容與教育意涵。 

八、探討《小四書》的流通、影響及對現代教育之啟示。 

九、撰寫論文。 

 

第三節 研究史料 

  《小四書》是由朱升輯錄的童蒙教材，內容包括宋代方逢辰編撰的《名物蒙

求》、程若庸補輯的《性理字訓》、黄繼善的《史學提要》和元代陳櫟的《歷代蒙

求》，共計五卷。 

  本研究所用史料分為兩類，首先關於朱升生平、時代背景與學理思想部分。

過去研究以為現存最早《朱楓林集》版本，即萬曆四十四年（1616）歙邑朱府刊

刻本。26該版本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白魚尾，存世數量較

多。又今人劉尚恒點校的《朱楓林集》，也以該版本為底，並輯錄集外文五篇而成。

27如此使得該版本成為中國學術界研究朱升的主要史料。28然而，根據《中國歷代

                                                 
26

 關於《楓林集》版本的現存情況，可見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安徽：黃山書

社，1992），〈前言〉，頁 10。或張健，《新安文獻研究》（安徽：安徽人民，2005），第二章第二節，

〈《朱楓林集》版本考略〉，頁 91-94。及徐永明、趙素文，《明人別集經眼敘錄》（浙江：浙江古

籍，2013），頁 1-2。 
27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前言〉，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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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別集聯合書目》著錄可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弘治九年（1496）刊刻

本，題名為《楓林先生文集》。29該版本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黑口，四周雙

邊，黑雙魚尾。過去罕為人知，待發現後也已過朱升研究的熱潮，因此鮮少被提

及或使用。而今人唐新梅指出，兩版本應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以致於在編次卷

數、收錄詩文數量、附錄內容都有不同。30鑒於過去側重參照某版本的情況，本研

究遂將研究史料擴大到所有可反映朱升學理思想之著述、家傳、方志、詩文集及

元、明兩代史書等，以期能得到更完備的結果。 

  其次，有關《小四書》的版本，本研究選定「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1522）

與「清雍正十一年無錫鄒氏恒德堂重刊本」（1733）作為主要分析標的。司禮監為

明代官方主要的出版機構之一，下設經廠，置經廠提督太監總綰印刷業務，下有

掌司四員或六員。遵照皇帝指示刊發的書籍，31頗具可信度與代表性。該版本半頁

六行，每行兩句八字，句間以空格區別。注釋分為旁注與欄上注兩種，旁注注於

本文右側縮字，欄上注則佔版面上方三分之一，便與本文對照。而後者則是美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典藏古籍，為眾版本收藏品質最佳的版本，其版面與「司

禮監重刊本」相同，每頁六行，分上下兩句，小計十二句。另外，雖然國家圖書

館藏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是目前傳世最早的版本，但

該版本編排時將《歷代蒙求》與《名物蒙求》次序對調，列為各卷之首。32半頁八

行，每行四句十六字，句與句間空半格，旁注注於本文右側縮字，而附注則集中

列於各卷之後，小字雙行，每行三十字，旁注間以句號區隔。部分頁面汙損，字

不可辨。鑑於該版本顛倒次序，當與朱升「前經後史」原意相悖；且附注版面配

                                                                                                                                               
28

 夏玉潤，〈一個真實的朱升〉，《紫禁城》，11（北京：2011），頁 44-47。 
29

 周彥文，《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第九輯）明代之部（上）》（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

學文獻館，1983），頁 9。 
30

 唐新梅，〈明弘治刻本《楓林先生文集》價值考述〉，《文獻》，4（北京，2016），頁 62-67。 
31

 清‧張廷玉，《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8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74〈志

第五十‧職官三〉，頁 192。 
32

 據考漢陽知府王靜為《歷代蒙求》作者陳櫟孫女之婿，有可能因此而調整《小四書》內的童蒙

教材次序。參見清‧四庫館臣，〈歷代通畧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5 冊，臺北：臺

灣商務，1986），〈年表〉，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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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未採欄上注，故推斷當是後人修改而非朱升本意，故本研究未將其列為分析依

據。而挑選其後的「司禮監重刊本」與「無錫鄒氏恒德堂重刊本」兩版本為主要

分析標的，而以較早的「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為參考，必要是做比對。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有三點，首先，《小四書》作為童蒙教材，用於學塾教學時，

若能知道其實施方法與情況，必能對塾師教學有所了解。據清《山西通志》記載：

「孫磐，遼東人。弘治間，以進士知陵川縣。抑豪強，恤孤弱，使貧富各得其所。

尤殫心風教，窮鄉遍立社學，集《養正篇》、《小四書》、《養蒙大訓》，悉為刊布之。」

33可知，《小四書》確實是曾經作為明代社學的教材，但卻囿限於史料，恐難以了

解明清時期的社師或塾師是如何安排教材順序與傳授方式，學子又是如何學習此

類童蒙教材。研究者僅能透過斷簡殘篇中，前人對《小四書》的描述，與傳統學

塾和書院的教學方式加以揣度，而不易瞭解真正狀況，是本研究限制之一。 

  再者，研究者極力廣蒐現存有關《小四書》刊刻與出版資料，仍然無法蒐羅

所有已佚失之刊行紀錄。因此只能透過所蒐集到史料，推估《小四書》的流通情

況。同時透過研究《小四書》這本童蒙教材的內容特色、教育意涵與歷史地位等

途徑，試圖探知可能被世人推崇、反覆刊刻的原因。但對其在中國明清時代各地

流通情況、機構類別與使用比例，難以提出當時實際的佐證或相關的數據資料，

是本研究限制之二。 

  最後，朱升歷史定位不明。在明代初期，朱升名聲，並不廣泛為人所知。官

方所編的《明太祖實錄》僅精簡八十餘字概述朱升一生，其子朱同編寫的〈朱學

士升傳〉，也僅影響徽州一帶。直到《朱楓林集》編撰傳世後，朱升之名才頻繁出

現於之後的官、私史籍中。如此現象，也讓後世研究者對《朱楓林集》中諸如〈翼

                                                 
33

 清‧曾國荃、張煦，《山西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5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卷 96〈名宦十四〉，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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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績略〉、〈免朝謁手詔〉等史料的內容真實度，與朱升本人對明代開國重要性產

生質疑，為此爭論不休。然而，在本研究者在多方參照與史料考證後，仍無法得

出適切結論，亦無法為此論戰提供線索；但因為此非本研究目的，故不予深究，

是本研究限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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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朱升的生平與思想 

第一節 朱升生平概述 

  朱升，字允升1，生於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卒於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

原籍徽州路休寧縣洄溪人，數代之前徙居歙縣石門。2學者稱其為楓林先生3。 

  「朱氏為新安望族。居洄溪裡者，業儒以世。」4使得朱升從小能夠接受相當

完整的教育。他八歲師從休寧江敏求門下，在洄溪學館裡求讀四年。十二歲後，

改從休寧海陽開館的鄉先生金齋諭門下，在其學館裡讀了四年，後因金齋諭老邁

年高才離開。5十七歲初拜入在休寧霞瀛開館講學的陳櫟門下，陳櫟師從黃常甫，

黃常甫出於徽州婺源滕鉛。滕鉛承自其父滕珙，滕珙師承朱熹，故朱升為朱熹嫡

傳五代弟子。6朱升深受陳櫟的啟發與影響，經常向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

也頗受陳櫟的器重。7師徒兩人情誼匪淺，朱升曰：「升事先生（陳櫟）二十餘年，

誼莫厚焉」8。 

  英宗至治元年（1321），二十一歲的朱升，赴明經書院大考，得〈經疑〉第六。

9隔年起，開始撰詩寫賦，並以「詩六義之賦，直陳其事而巳，屈子以下，乃兼比

興之體，而為賦或寓言放辭，以伸已意」10為目的，作為文體創作的練習，與抒發

其個人感想的方式。二十四歲，摘記聽講筆記、同儕和朋友間交談札記或讀書省

思，採訪民間的佚事、傳說，百姓生活樣態與工作經驗等，編成第一本專著《墨

                                                 
1
 明‧徐乾學，《徐本明史列傳》（臺北：明文，1991），卷 11〈朱升〉，頁 392-393。 

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重修本宗族譜序〉，頁 52-53。 

3
 清‧張廷玉，《明史》，卷 136〈列傳二十四‧朱升〉，頁 283。 

4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重修本宗族譜序〉，頁 52-53。 

5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八〈祭先師江敏求先生文〉及〈祭先師金齋諭先生文〉，

頁 128-129。 
6
 劉尚恒，〈朱升事蹟編年〉，《文獻》，3（北京，1982），頁 134。 

7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收於《新安文獻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6 冊，臺北：臺

灣商務，1986），卷 76〈行實‧勲賢〉，頁 268-270。另收《朱楓林集》，卷九，頁 136-139。本文

引自《新安文獻志》，與《朱楓林集》比勘校對，兩者內容相同。 
8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六〈勤有堂記〉，頁 99-100。 

9
 元‧胡炳文，《雲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一，

頁 745。 
10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二〈前東園賦並序〉，頁 21-24。 

 



 

 

14 

莊率意錄》，實屬個人日常心得的備忘錄，避免「虞積之多時之久，聰明退而忘之

也，遂筆錄之其為錄也」。11二十七歲，將自己實踐龍穴陰陽、山水宗廟與四經五

行之訣，觀察天地陰陽之合，與五行氣質之變的經驗寫成《龍穴陰陽之訣》。之後

也將研究星象變化、占卜方術，經和朋友商定後的內容，整理成《星卦提綱》。12
 

  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朱升年四十五歲，將戰國時各國刑書，及魏文侯師

李悝的《法經》六篇，考證後輯訂為《刑統賦解》，並自刻問世。13同年，夥同忘

年之交趙汸（1319-1370）奔九江湓浦拜在理學家黃澤（1260-1346）門下。14據傳

當時朱升可能是對徽州理學越來越趨向訓詁學發展的弊病，心有不滿，才遠赴九

江問學於黃澤。15而黃澤的「真得」、「旁通」之論，也對朱升的經學產生極大影響。

朱升遊學九江大約一年有餘，才回徽州，講學於紫陽祠，開始為諸生作《書旁注》。

16
 

  至正五年（1345）三月，登鄉貢進士。17至正八年，被任命為池州路學正。18然

按吏部〈江淮以南選取教官格例〉規定：非前朝進士人員，若學問淵博、年高德

劭，為眾推崇該任教授者，則經有關考試所習經賦各一本後任命。學正、學錄以

下，也依此例補選。19因而從學正擢升為九品教授。但可能因為該職位實際升遷情

況並不順暢，且升遷範圍僅限於教職內，不能晉任官職。20又當時的人普遍認為漢

族儒士在元代任事多半「去閒涼不遠」，以致「勇於有為者，棄之不受」。21故任命

                                                 
11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二〈墨莊率意錄序〉，頁 40。 
1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地理陰陽五行書序〉，頁 39。 
13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刑統賦解序〉，頁 37-39。 
14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15

 劉成群，〈元代新安理學從「唯朱是宗」到「和會朱陸」的轉向〉，《學術探索》，3（雲南，2010），

頁 9。 
16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17

 明‧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臺南：莊嚴，1996），卷六〈選舉‧科第〉，頁 172。 
18

 明‧王崇，《池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1962），卷六〈官秩篇‧名宦〉，頁 129。 
19

 至元二十一年（1284），吏部頒布的〈江淮以南選取教官格例〉提供了地方官學教官升遷管道，

如學正或山長經歷一考後，可以升散府、上中州教授；而在經歷一考，可升路教授。參見佚名，

《廟學典禮》，卷一〈設提舉學校官〉，頁 12。轉引自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2001），

頁 69。 
20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76。 
21

 蕭啟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1983），〈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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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朱升拖了兩年，才前往赴任。 

  授命至赴任期間，年五十一歲的朱升將《龍穴陰陽之訣》和《星卦提綱》與

新完成的《地理陰陽五行書》合輯為一，併以《地理陰陽五行書》為題名。22隔年

二月，有鑑於朱熹之後，許多學者為典籍補述、加註，但是其旁注內容有些太過

繁多複雜、有些解釋過度，還有些無法查找，因此為其獨子朱同，編纂《書傳補

正》，重新補缺正訛，期望「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23
 

同年，朱升赴池州路就任，到任後發現「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

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24因而開始整治學風、制定校

規、去除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期間「江南北學者雲集」。25並根據先前編纂

《書傳補正》的經驗，開始著手旁注《四書》，供學子融會先儒經典。26
 

  三年後，至正十二年（1352）徐壽輝部將攻破徽州、信州、饒州等地，恰逢

「秩滿南歸」的朱升，為避戰移居休寧歙縣石門山，創建楓林書院，27授徒教子、

閉戶著述，靜觀時局變化。28期間曾受邀，客居璫溪，擔任家塾師。29
 

  至正十五年（1355 年），朱元璋渡江後，採「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

禮用之」30的策略，開始訪隱納賢，一來可以聊備顧問，表彰文德，修明治術，興

舉教化，再者也可倚重賢士耆儒的聲望，誠服一方民眾。31受命兵取徽州的鄧愈，

對朱升廣博的學識讚譽有加，而向朱元璋舉薦，朱元璋隨後召見朱升並向他徵問

                                                 
2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地理陰陽五行書序〉，頁 39。 
23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書傳補正序〉，頁 34。 
24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25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26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與〈論語孟子旁注序〉兩篇，

頁 32-33。 
27

 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曾親題「梅花初月」四字樓額，贈予朱升。參見清‧丁廷楗、盧

詢修，趙吉士等，《康熙徽州府志》（臺北：成文，1975），卷七〈營建志，學校〉，頁 1056。 
28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29

 明‧范凖，〈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收於明‧朱同《覆瓿集》中。轉引自劉尚恒，〈朱升事蹟

編年〉，頁 134。 
30

 《明實錄‧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頁 757-777。 
31

 今人展龍按朱元璋征伐進程，把儒士歸附朱氏陣營分為四個階段，朱升屬第二階段，同時期的

儒士尚有陶安、李習、孫炎、汪廣洋、夏煜、陳遇等。參見展龍，《元明之際士大夫政治生態研

究》（北京：人民，2013），頁 29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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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32
 

  當時被朱元璋召赴金陵、密議帷幄的朱升，心中喜悅之意在〈題柏山齊祈寺

和唐子華韻〉中表露無遺，詩曰：「西風茄鼓東南來，國本應須老手裁。淨洗甲兵

過練水，早隨冠冕上雲台。傳宜馬繫門前柳，作頌人磨石上苔。機會到時須勇進，

天邊莫待羽書催。」33不受元朝廷重視的朱升，如此政治選擇，並不令人意外。另

外，尤其在元末的新安理學，格外凸顯朱熹思想中講求實理、經世致用的一面。34

儘管理學內部仍存有朱陸之爭，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卻能夠一以貫之。35如此風氣，強化當時元儒渴望肩負天下國

家興亡重責的期待。無論是輔佐群雄，或是竭力支撐即將崩塌的元朝，實質上都

是在實踐儒家關懷世道的崇高理想。36
 

  此後十餘年，朱升便歸順朱元璋麾下。並隨其「東征婺州、諸暨、處州，巫

子門、洋子江諸寨，西伐銅陵、江州、洪都、武昌、安慶，北援壽春、金鬥，南

服猺蠻」37，朱元璋也因朱升的獻策，能「趨吉避凶，往無不克」38。由此可知，

歸附朱元璋後的朱升，大抵擔任提供兵策、輔佐謀劃的工作。至於貢獻過哪些征

伐之議，則在《明實錄》、《明史》中隻字未見。對這段十三餘年的空白，後世諸

如劉尚恒等學者編纂的朱升編年時，多從萬曆年間的〈翼運績略〉中擷取、補足。

記述朱升四大功績：（一）徽州說降。朱升運用自身在徽州地區的影響力與同族中

                                                 
32

 至正十七年，據傳初次會面時，朱升向朱元璋獻九字三策，即「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此

段史料的真偽，後世學者爭論不休，且各有所證。本研究者在多方參照與史料考證後仍無法得出

適切結論，又因與本研究所期待探討內容無關，故略。此外，對「朱元璋會見朱升」一事的會面

地點與形式也有爭議，史籍上的記載並不完全相同。經研究者參照《楓林先生文集》（明弘治九

年刊刻本，1496）中朱升本人的詩詞和書信等紀錄，進行初步考證後，決定採信朱升是應召晉見，

並非鄉居而被訪的說法。相關討論可見章毅，〈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趙汸、朱升、唐

桂芳之比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香港，2007），頁 51-66。或參見夏玉潤，〈一個真實

的朱升〉，頁 44-47。 
33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五〈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頁 28。 
34

 王忠閣，〈元明之際的學風〉，《史學月刊》，5（河南，2000），頁 36-41。 
35

 陳昌雲，〈朱元璋與元末明初文風嬗變〉，《北方論叢》，1（黑龍江，2013），頁 18-22。 
36

 又根據錢穆與章毅的研究指稱：在元明易代之間，元代儒士「棄元投明」的政治選擇，具有普

遍性。參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1978），頁 87。章毅，〈元明易代

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趙汸、朱升、唐桂芳之比較〉，頁 52。 
37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一〈免朝謁手詔〉，頁 2-3。 
38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一〈免朝謁手詔〉，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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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長的聲望，獨立徽州城下，說服守城元帥福童八歸服真主平章吳國公。（二）保

全婺州。婺州久攻不下之際，建議朱元璋親上前線，並叮囑城破後勿許妄殺，以

提高朱元璋聲譽、壯大軍隊威望。（三）力薦三賢。獻計征伐處州，收劉基、葉琛、

章溢三名輔國賢才，後來也藉由劉基作為浙東地區士族代表的身分，穩定該地政

局，保全素有絲庫、穀倉之稱的浙東地區，向朱元璋提供大量軍餉，擴大軍事實

力。（四）鄱陽救主。朱元璋遭陳友諒圍困鄱陽湖，在糧盡力疲、進退維谷之際，

獻策取糧解困；又在陳友諒搏命反擊時，千鈞一髮地將坐鎮指揮的朱元璋推請入

船艙，避免被流箭射中。39
 

  朱升隨朱元璋征戰期間，曾受徽州婺源汪同的延請，至商山書院講學，40也曾

至月友書院與程翊夫、「趙東山、倪尚綱、倪尚誼、陳伯同、陳自新……諸賢，肄

業其中。」41可見朱升提供朱元璋徵問之餘，仍不忘四處與各地儒士交遊，求學問

道，進德修業。同時也繼續為《孫子》、《周易》、《孝經》、《道德經》等書作旁注，

編寫《類選五言小詩》、《小學明數》等著作。而本研究的核心童蒙教材《小四書》，

是年六十二歲的朱升赴紫陽書會時纂輯完成。42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1368），朱元璋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朱升順勢晉

升翰林院侍講學士43兼東閣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銜，同修國史。44明代開國頒

賜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劉基、陶安、范常、秦中、

陳德等的制誥文字，皇室禮樂制度及各種詔令，大多由其執筆。45同時上命朱升等

儒臣蒐集歷代後妃故事，編修《女誡》，以防後宮干預，敗壞朝政。46洪武二年（1369），

                                                 
39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九〈翼運績略〉，頁 141-149。或參見王春瑜，〈論朱

升〉，《學術月刊》，9（上海，1980），頁 41-60。 
40

 明‧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學校〉，頁 166。 
41

 明‧戴廷明、程尚寬，《新安名族志》（安徽：黃山書社，2007），前集，頁 583-584。 
42

 元‧朱升，《小四書》（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小四書序〉，頁 1a。 
43

 朱升官職名究竟為翰林學士，抑或翰林侍講學士頗具爭議。經考證後，推估為後者，而前者可

能因為朱升較為年長，後輩對他的敬稱或略稱而產生的誤會。相關討論可見夏玉潤，〈由朱升的

職務說開去〉，《紫禁城》，5（北京：2005），頁 56-60。 
44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一〈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朱升誥〉，頁 2。 
45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一〈代玉言〉十九篇，頁 4-14。 
46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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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升參與編輯《大明集禮》，並訂定宗廟齋戒之禮。47同年，七十一歲的他請老歸

田，太祖感念其功績，意欲重封，但朱升執意退隱。48朱升退隱時並未回安徽休寧，

也沒有去原隱居地歙縣石門，而是抵東海轉至西溪胥宇，並在南龍港建屋暫居。49

隔年（1370）即因肺病50終老，享壽七十二歲。51
 

  綜觀朱升一生，多數時間都在求學、著述、注釋典籍和編修禮法，出仕時間

不長。他八歲至二十歲間，先後求教於江敏求、金齋諭、陳櫟等人；二十歲至三

十歲間，主要著述自己讀書的省思與實踐後的備忘錄；三十歲至七十歲間，逾四

十年的時間，多在注釋前人著作，作為教材使用，曾自敘：「愚自中年，以經書授

徒教子」52；七十歲至告老還鄉之間，時逢明朝肇建，轉而編修朝廷禮法。朱升自

幼勤奮向學，到老也未嘗一日釋卷，就連隱居石門避兵亂時，也勤於著述。53甚至

追隨朱元璋前後十三年有餘的軍政生涯，仍致力於授徒教子、潛心專研儒學，所

學之中尤其精通經學。朱升作的諸經旁注，言辭簡約，意義精闢。一生著作頗豐，

但留存傳世的著作很少，主要有《周易》、《周官》、《詩經》、《書經》、《禮儀》、《禮

記》、《四書》、《孝經》、《孫子》等書旁注，以及《書傳補正》、《小四書》等。 

 

第二節 朱升的思想基礎與教育觀點 

  朱升終其一生致力於治學施教，在長期編錄考索，旁注諸經的過程中，積累

不少個人對教育的看法，並形成特色顯著的教育觀點。茲分析如後。 

 

壹、教育觀點的理學基礎 

一、對理學概念的主張 

                                                 
47

 清‧張廷玉，《明史》，卷 47〈志第二十三，禮一〉，頁 622-635。 
48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九〈翼運績略〉，頁 141-149。 
49

 明‧廖道南，〈楓林傳贊〉，收於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九，頁 139-140。 
50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送夏通判還金陵序〉，頁 56。 
51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5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易經旁注前圖序〉，頁 34-35。 
53

 清‧張廷玉，《明史》，卷 136〈列傳二十四‧朱升〉，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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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朱升對「理」、「性」等重要理學概念的界定，能夠確定其的思想源流，

以及瞭解朱升在繼承後，如何調整與闡發理學概念內涵，並作為其教育觀點的基

礎。 

  關於「理」的概念，朱升於〈跋性理字訓後〉表示：「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

體之脈理，如枝幹之文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54以為天地萬物

中皆蘊含「理」，「理」也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理」之於物的作用，朱升則

在浙江省試策〈六經〉時，作：「夫盈天地間之物象，皆天所以示人之數也。而其

所以為數者有理存焉。......夫理者，所以御數。數者，所以寓理。」55揭示「理」

於物中作為客觀的規準與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則。並在這個基礎上，朱升進一步闡

釋「理」與「太極」間的對應關係，解釋作：「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眾材

之所構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56他的

這種說法，應承襲自朱熹。57並認為：「太極」是至理之渾然的存在，即渾然一體

的原始物質狀態，58是造化萬物的樞紐與根柢59。 

  對於「氣」的概念，朱升於〈易前圖說〉中指出：「陰陽一元氣，......動而陽，

靜則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

著者耶。」60認為「元氣」由「太極」而來，且為陰陽兩氣的本源，是構成一切事

物的材料。61這種以「元氣」和「太極」，替代「氣」和「理」解釋萬物生成的詮

釋方式，也反映於朱升增補、注釋的《增廣性理字訓》內。 

  至於「性」的概念，朱升在〈理齋銘併序〉中表示： 

所謂理者，未嘗以為在性之前也，程子之言性，曰「性即理也」。朱子以性

                                                 
54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b-2a。 
55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六〈六經源流〉，頁 91-96。 
56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2b-3a。 
57

 朱子曰：「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理之極至者也。」參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

類》（臺北：文津，1986），卷 94〈周子之書‧太極圖〉，頁 2369。 
58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3a。 
59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地理陰陽五行書序〉，頁 39。 
60

 元•朱升，《周易旁註卦傳前圖》，（《續修四庫全書》第 4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頁 223-227。 
61

 朱升直下注：「陰陽兩氣由一氣而分，一者其本原也。」參見宋‧程若庸，《性理字訓》，收於元‧

朱升，《小四書》（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1522），頁 1 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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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仁為愛之理，義為宜之理，禮、智為恭、別之理。夫愛也、宜也、恭也、

別也四者，因用而後見而其本，則出於性。譬諸草木，其枝柯不一也，循

而視其理，則皆出於其根。是故善言性者，因其愛、宜、恭、別之用不同，

而窮其理之本諸中者，則溯流而源見其派，然而不混也。62
 

他認為「性」源於「理」，且因「理」為至善，所以人性也善，同時也藉以重申程

朱學說中「天命之性」的觀點，強調成長環境對人氣質變化的影響，故曰：人「感

物而動」63，而產生善惡之分。而從文中也可知，朱升在「性」與「理」的關係上，

著重論述有三：第一，「理」體現在人身上即為「性」；第二，「性」為總名，其中

含有仁、義、禮、智等四端之「理」；第三，明體達用，體用一源。64如此詮釋「性」

與「理」關係，和嘗試由「性即理」出發，藉以論證倫理德目的做法，顯示朱升

對「性」的概念內涵，仍與程朱理學前人的觀點一致。 

  由此可知，儘管朱升對理學概念的詮釋方式不同，但是對於理學概念的內涵

和作用方式，仍承襲自程朱理學的觀點。此外，基於他個人對人性與社會的關懷，

使得其思想在發展上，產生些微的轉向，不只停留在形上的討論，而多了實踐理

學、解決實際問題與實現社會正義的抱負。65
 

 

二、對「道問學」與「尊德性」的主張 

  今人劉成群指出，自吳澄（1249-1333）66以來，理學家們常藉由討論「道問

學」與「尊德性」之間的關聯，闡釋程朱和陸王理學兩者思想的殊異與合會。67朱

升也曾在〈跋大學旁注後〉討論過「道問學」與「尊德性」的關聯，表示： 

                                                 
6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七〈理齋銘併序〉，頁 113-115。 
63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38a。 
64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七〈理齋銘併序〉，頁 113-115。 
65

 朱升眼見地方政府苛收茶稅，及茶農慘澹的生活情況，而一再為文呼籲當朝應通達民情。對此，

其學生范准贊曰：「先生憂國苦傾心，四海蒼生沾雨露。」足可見朱升對社會與民生的關懷。參

見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送分憲張公序〉，頁 54-55。及卷十〈范准贈歸

新安詩〉，頁 156。 
66

 據《宋元學案》記載：吳澄為學主張折衷朱、陸兩派，近於朱派。參見清‧黃宗羲，《宋元學案》

（臺北：世界，1983），卷 92，頁 1715。 
67

 劉成群，〈元代新安理學從「唯朱是宗」到「和會朱陸」的轉向〉，《學術探索》，3，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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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

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

即《大學》之正心也。……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即以誠意而正心，但列

於其後者，蓋《大學》為入德者言。使先于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

可以全其靜之真也。68
 

他認為「道問學」與「尊德性」，應該如同寒暑、晝夜的更替，有著密不可分、缺

一不可的特性。這樣的說法賦予「道問學」與「尊德性」相同且並重的定位。而

在朱升觀念中的「尊德性」，是能夠對應《大學》「正心」的概念，若將其套入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八德目次序，使得「尊德性」不但貫注在格物致知的過

程，也作為「道問學」之後的發展目標。朱升在此並列程朱學派「道問學」與陸

王學派「尊德性」的概念，呈現兩學派核心概念相互共生的關係，並嘗試加以結

合、融會。最後透過為文過程，展現出「朱陸合會」的思想傾向。 

  今人王忠閣認為新安理學出現「朱陸合會」傾向後，儒士在汲取陸王理學心

學的同時，也加重朱熹思想中講求實理、反對空言、經世致用的一面。69可知朱升

富有人性與社會關懷的傾向，並非特例，而是反映該時代儒士的想法。朱升眼見

儒士們株守於訓詁章句之末，產生「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

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70的感慨，也因此得到「為學即以列聖傳心

為主，踐履致用為工」71的體悟。如此體悟，讓朱升知道除忠實的承襲與推廣先賢

思想的核心價值外，更需要把握能夠實踐的場合和機會，因此朱升於輔佐朱元璋

時，展現他長期體察人民、社會的心得，嘗試推行政治與經濟的方針。並在學塾

治學施教時，藉由「踐履致用」實現「列聖傳心」的自我期許。 

 

 

                                                 
68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跋大學旁注後〉，頁 44-45。 
69

 王忠閣，〈元明之際的學風〉，《史學月刊》，5（河南，2000），頁 36-41。 
70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71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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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觀點的內涵 

  朱升的教育思想散見於《朱楓林集》、相關他人著述、家傳、方志、詩文集及

元、明兩代史書。其內涵可分為二，一為學宗旨；二教材內容。又通過編排，和

注釋形式來呈現他可能的教學方式。 

一、為學宗旨 

  在明代朱同撰〈朱學士升傳〉72、范晞陽撰〈休寧理學名賢朱升傳〉73和唐皋

撰〈唐翰林祭文〉74，皆以「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75，作為朱升一生

為學的宗旨。今人陶新宏則將朱升〈東倚平義塾講書〉的內容，視為朱升本人對

該宗旨作為教育用途的闡釋。76朱升曰： 

至道之君子，與天地同其體，用而其性情功效，分而言之，則有此二歧，

其實則全於一人之身，非一偏而有彼無此之謂也。仁、義、禮、知，均為

性之四德，然而義禮以事理言，仁與知則在人之心德。……然而天地之理

則一而已，烏有離而不合者哉。77
 

文中朱升認為人應該以「至道之君子」為目標。而朱升所謂的「至道之君子」，延

續朱熹等人的天人合一觀，強調人必須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使

得自身融入天理中，兩者渾然一體、並無二致。又朱升以四德為例，指出「仁」

與「知」為人的心德，也就是學習和傳承聖賢之言的場域，而「義」與「禮」則

是實踐聖賢之理的展現。仁、義、禮、知均為人性中的德行，四者應並存在於一

人之身，無法斷然分開。朱升在〈東倚平義塾講書〉文末也提到：「愚故於義塾之

初開，為學者講此，以推聖神之教之本，以發聖賢之言之意。」78期待為學之人能

深知其教育宗旨，並潛心探究，最後「蓽門圭竇，蓬戶甕牗之基始於此，而要諸

                                                 
72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73

 明‧范晞陽，〈休寧理學名賢朱升傳〉，收於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九，頁

140-41。 
74

 明‧唐皋，〈唐皋唐翰林祭文〉，收於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十，頁 160-161。 
75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76

 陶新宏，〈朱升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價值〉，《黑龍江高教研究》，10（黑龍江：2014），頁 12-15。 
77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七〈東倚平義塾講書〉，頁 120。 
78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七〈東倚平義塾講書〉，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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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大，固能久而安之」。79如此一來，不僅能打好為學之基礎，且能樹立了遠大的

學習目標，並持久安心地堅持下去，終將取得大的成就。 

  此外，朱升一生的行為也是該宗旨最好的體現，除注釋諸經，讓聖賢思想中

的天人之蘊得以傳後人之心，也積極踐履以致用。他說：「愚幼而困窮，於卑猥事

益多致力，俯察之學，尤為留心。」80顯示朱升在專研理學之餘，尚能通曉天文、

地理、曆數、醫學和兵法等，將所學所知推展至日常生活中實踐。因此，其子朱

同曰：「（朱升）上窮道體，幽探化原，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眾技之

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81由此可知，朱升提出「以列聖

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為教育宗旨，不僅在開辦義塾之初，以該宗旨啟示學

者。82更將該宗旨，視作終其一生言行的依循與實踐的原則，期勉自己與學者能夠

體現天理，成為「至道之君子」。 

 

二、教材內容與編排方式 

  既然朱升的為學宗旨「以列聖傳心為主」，選用聖賢著作為教材，方能體現聖

賢之意。因此朱升多採傳統儒家經典作為教材，尤其推薦《六經》與《四書》，並

期望自己能注釋《六經》與《四書》，提供自己日後教學時使用，是曰：「此愚所

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而注之，以為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83朱

升之所以肯定《六經》具有作為教材的價值，是因為： 

《詩》、《書》、《禮》、《樂》，先王所以造士之四教也。《周易》、《春秋》，孔

氏贊之修之，以為世教者也……先聖後聖因時而起，製作傳述，其事不同，

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此心不存，則理路昏塞，意見背馳，固懵然

                                                 
79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七〈東倚平義塾講書〉，頁 122。 
80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地理陰陽五行書序〉，頁 39。 
81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頁 1885。 
8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七〈東倚平義塾講書〉，頁 121。 
83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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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聖人之經矣。84
 

他以為《六經》乃是傳承著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的精髓，既有治國之術，又有傳

心之道。聖賢們雖傳述其事不同，但此心此理卻相同，學者應存此「心」，揚此「理」，

並體會諸經文之內涵，闡釋諸傳之注釋，才會有所收穫。 

  至於《四書》作為教材的價值，朱升解釋： 

夫聖人之道載于經，聖人之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顏、曾、思、孟之

傳述，周、程、張、朱之發明，凡先儒心術之所形，精力之所極，學者既

不敢不盡心矣。……存是心以明是理，用聖賢之功夫，求聖賢之精蘊。85
 

這裡朱升說明精研諸經的原因是「聖人之道載於經」，而要真正做到以列聖傳心為

主，踐履致用為工，學者就應「盡心」於經典。不僅如此，學者還要盡心盡力地

體悟「《河圖》、《洛書》之異而同……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會，

孟氏存心養性之異用……《禮經》大祀之未審。」86等諸經，並致力於正確地傳達

給後輩學者。 

  朱升強調教學內容應有主次之分。他所謂「主」，即《六經》之學；而「次」，

則是指筆札、蒼雅、名數與詩文之類。他建議學習的主要精力應以「主」為重，「休

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87，餘力則記名數而誦詩文。」88認為學者應在閒暇時間多讀

《倉頡篇》、《爾雅》等字書，並勤作讀書筆札，若學有餘力時，還能記誦名數和

詩文，以增長知識與陶冶性情。朱升在〈小四書序〉介紹《名物蒙求》做為小學

字書後，直下以雙行小注：「若未備者，為續補之。」89呼應前述學者自行讀「蒼

雅」90外，亦可由塾師，或其他督課者加強孩童的識字數。因此，教學內容當以《六

                                                 
84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六〈六經源流〉，頁 92。  
85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六〈六經源流〉，頁 95。 
86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六〈六經源流〉，頁 95。 
87

 蒼雅，又作「倉雅」，指《倉頡篇》、《爾雅》等文字訓詁之書的總稱。參見王建忠，〈漢字之美〉，

《中國圖書評論》，8（遼寧，2011），頁 103-105。 
88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b-2a。 
89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90

 蒼雅，又作「倉雅」，指《倉頡篇》、《爾雅》等文字訓詁之書的總稱。參見王建忠，〈漢字之美〉，

《中國圖書評論》，8（遼寧，2011），頁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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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學為主，而以識字為先。 

  基於《六經》與《四書》對學習的助益，朱升也身體力行，表示：「愚自中年

以經書授徒教子」91，竭力旁注《周易》、《周官》、《詩經》、《書經》、《禮儀》、《禮

記》、《四書》和《孝經》等諸經，以供教子授徒時用。 

  朱升的教學方法，多呈現在他的教材編排中。承前述，其教學內容雖然以《六

經》之學為主，但朱升也十分重視教與學的次序。這點從朱升為安排《小四書》

內的讀書次序可知。朱升曰： 

愚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確（按榷），為齋生定讀書次序。首蛟峰《蒙求》，

凡將者急就之傳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

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黃成性

《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跡之詳。……然後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

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92
 

《小四書》所輯錄的四種書籍，其內容也多摘取傳統儒家經典。雖然在朱升教學

內容的劃分中，不如直接學習六經之學、孔孟之教、濂洛之說重要，但是朱升卻

認為學者能從《小四書》中認識經典中的精華與基礎，最後「庶幾入門適道有序

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93
 

  再者，朱升定教材次序時，注意到初學之童不易學習抽象的理學概念，認為

直接取《增廣性理字訓》來教學，而不依出處本意加注釋，感到不妥；不取具體

事物做講解，未必有益。故教材匯編次序應先具體再抽象，若孩童無法理解，則

需藉由更多具體例證加以解說。另外，從朱升匯編的《小四書》內，可見史學類

教材呈現出類似螺旋式的特徵。按陳櫟《歷代蒙求》與黃繼善《史學提要》兩書

所列的史事範圍相同，前者較略、後者較詳，先讓孩童讀《歷代蒙求》以瞭解各

朝代史事概要後，再從《史學提要》瞭解其詳細事蹟。相同的主題重複出現，可

                                                 
91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易經旁注前圖序〉，頁 34-35。 
92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b。 
93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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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孩童經由複習，更精熟內容。 

  鑒於當時儒者「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

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

學不可得也。」94導致學者往往循途守轍，對於已知的知識不再懷疑，而對於其不

明白的知識也不再探究的風氣。朱升在自己的注釋形式上，作出改變，是曰： 

每于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

苟有不明不盡者，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

之不足也。95
 

其呈現方式，如同他在編纂《小四書》時的做法，以旁注和欄上注的方式，讓學

者既讀到原文，又可在原文旁，看到編者的注釋，有益於學者深入理解經文內容

和旨趣。在注釋內容的呈現上，朱升表示： 

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

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製作之體既

殊，辭語各有宜也。96
 

朱升在借鑒前人的注釋的同時，不像多數學者盡採原文的作法。而是加入自己的

理解，注意字詞在表達上的適宜性。一方面注意字義的訓詁，另一方面注重義理

在篇章上的融會貫通。對於那些無法清楚解或不苟同的注釋，則不妄下結論，擇

以原文呈現。提供給有能力的學者，閱讀時能相互映照，並商榷出最為適宜的解

釋，如「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就將朱升修改《增廣性理字訓》中的四條，

旁注程若庸的原文，並將異動的字圈起來，兩者併陳。除注釋形式外，朱升也注

意到對內容的解釋方式，而提出「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97的

方法。使用具體形象的比喻，以利學者對本義的理解與開悟。並認為「旁取開喻」

最主要的功用，是為了「探求本義」，因此旁取開喻應當遵循「字少語直為事」、「直

                                                 
94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 21-22。 
95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易經旁注前圖序〉，頁 34-35。 
96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 21-22。 
97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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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則意易見」這兩個原則。如此，學者讀聖賢書才能達到「字字有著落」98的效果。

朱升自評這種注釋形式與方式表示：「觀者多喜之。……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

讀即了，無繁複之勞也。」99
 

  最後，朱升一生飽讀經史，卻不只專注於書本知識。他勤於實踐，也樂於學

習和記錄大眾的日常佚事和技能，以備日後檢閱。朱升曰： 

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裡巷山野、樵漁婦女，一言一事，於人有

補者，莫不謹服而博取之。……（學習對象）下及庖饌工巧之瑣末，高人

所不屑觀；上及道德性命之緒餘，俗士所不得與。100
 

這種實事求是、謹服而博取的治學態度，反映其樸素踏實的學術風格。朱升也強

調日積月累、循序漸進的重要。假如學者「學於此而習於彼也，從師之日少，而

侍親之日多，懼夫業無所從請，而疑之無質也。」101如果學習時不能專心一意，

甚至於心猿意馬的話，不僅學習到博而不純的內容，也很難保證最後的學習品質。

朱升以為自古學者，皆依循循序漸進的為學原則，唯有「極夫儒者之功用」102，

才能達到「氣之所發，其辭雄；意之所止，其篇終」103的目標。同時也能以朱升

自身的經驗作為佐證，他自敘：「年幼學晚，性拙以謹，惟拙故於文不能作，惟謹

故亦不輕作。」104可知朱升在年幼時，就已經知道為文要深思熟慮，不可率性而

為。又朱升晚年：「所著《六經》之旁注，至晚年方成，惟其學成而道益高，年老

而志益廣。」105兩者對照，清楚可見朱升為學相當重視學問長時間的積累。 

  綜前所述，朱升始終沒有建構屬於自，與發揚朱子之學，並以「求己的理學

或教育思想體系，鑒於儒者對傳統儒家經典牽強附會的訓解，朱升選擇將畢生心

力投入注釋傳統儒家經典真」、「求是」為依歸。無論在教學或是著述上，都殫精

                                                 
98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4b。 
99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 21-22。 
100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三〈墨莊率意錄序〉，頁 37-38。 
101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頁 63-64。 
10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頁 63-64。 
103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四〈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頁 63-64。 
104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二〈東岩賦並序〉，頁 27-31。 
105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八，〈翰林山學士端木孝思跋〉，頁 127。 

 



 

 

28 

竭慮、探幽索隱，力求獲得精深的義理。透過慎思、明辨，以傳承和發揚儒家思

想的真諦。雖然朱升謹服而博取的教學法並非獨創，同時代如鄭玉、趙汸等理學

家也多採取如此的教學方法。106但是，這也體現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實事求是的

「篤實」學風。 

                                                 
106

 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安徽：安徽大學，2014），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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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四書》的匯編與流通 

第一節 匯編的時代背景 

  朱升《小四書》匯編於元末，且與元代儒士的動向選擇、書會和篤實學風密

切相關。 

  元開國以來，並未立刻施行科舉，在經歷長達七十七年的爭論後，至延祐元

年（1314）始復科。但是元代不重科舉，開科十六次，僅取仕 1,139 人，1其中名

額分配上採差別對待，漢族儒士入仕相較宋代時不易。2元人程端學曾記錄當時科

舉取士名額稀少且不均的情況：「習之舉士，選於州，今之舉士，選於省。省領州

數十，而登名者不當一州之數，是一州不一人，於是有連數州不舉者焉。」3今人

歐陽周研究指出，元代由科舉入仕者不到文官總數的 3％；4馮爾康以為元代取仕

共 1,165 人，占同期文官總數的 3.88％；5而蕭啟慶則認為比率為 4.3％6。以上數據，

都顯示元代科舉雖興，但不受重視的情況。 

  元代起初長期停廢科舉，後來雖然復辦卻名額甚少，迫使儒士需另謀出路。

而從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人謀求重開科舉時，提到：「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

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7又揭

傒斯曰：「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為農則為工為商。」8可知部分儒

士在無入仕管道慶況下，依靠讀書識字的本事，在各級官府充當文書小吏或僕役。

也有文人放棄所學，轉事農耕，或任工匠，或為商賈。但程鉅夫對士人擔任吏胥

                                                 
1
 從延祐復科起，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最後一次廷試止，每三年開科一次，期間除至元二年（1336）

和五年（1339）停辦外，其餘各屆均照常舉辦，計十六次。參見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臺

北：五南，1997），頁 114-115。 
2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144。 

3
 元‧程端學，《積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2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三〈送

李晉仲下第南歸序〉，頁 223-224。 
4
 歐陽周，《中國元代教育史》（北京：人民，1994），頁 92。 

5
 馮爾康，《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河南：河南人民，1994），頁 772。 

6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 158。 

7
 明‧宋濂，《元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3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81〈志第

三十一‧選舉一〉，頁 819。 
8
 元‧揭傒斯，《文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九〈送

也速答兒赤序〉，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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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職，感到擔憂：「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皁

隸，小有材者溺愈深，居近利者壊愈速。」9此外，傅若金也曾清楚描述科舉長期

不興，儒士轉行醫的情形，曰：「裏人嚴存性，年少而力學，博涉經史，旁及醫藥

百家之言。方將以儒術取進士第，以是用於世，而科舉廢矣。於是益取醫家之書

而讀之，求盡其術，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10至於實際轉行農工商醫的數量有

多少，不得而知。 

  不過，亦有許多儒士選擇退居講學，以收生徒、傳家學為業。今人歐陽周指

出：元代私學興盛，肇因於元朝廷寬鬆文化政策和官方對私學採取鼓勵、支持的

態度，且與大批從事民間私人教育的儒士休戚相關。11使得元末退居講學，蔚為風

行。儒士們積極參與各種文化教育活動，散播儒家思想。其中也有許多如鄭玉、

金涓、謝應芳、陸居仁、汪克寬、程從龍等當代碩儒投身於鄉里市井中，透過家

塾、私塾、義塾等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對一般大眾施行教育。12一方面扮演教化

民眾，引領學風，傳承文化的角色，一方面也藉此維持生活與服務社會。 

  久而久之，同樣退居講學或游離於仕途邊緣的儒士們，自然地按地區別、志

趣等開始聚集結社，逐漸以集團的形式融入社會。儒士們的結社雖然具有區域性

與地緣特徵，但是各個社群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線。13歐陽光以為，這些文人

集團延續宋代的詩社、書會形式，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相較於宋，元代詩社

雖分布集中，不但數量、規模明顯擴大，組織形式更為正規嚴密，且詩社活動不

再是文士們生活的點綴，反而成了他們重要的生活內容。14闕真指出，書會原先是

以民間藝人為主體的組織，主要是進行民俗創作，如編寫劇本、詞、話、賺詞、

                                                 
9
 元‧程鉅夫，《雪樓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1〈閩

縣學記〉，頁 137。 
10

 元‧傅若金，《傅與礪詩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3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卷四〈贈儒醫嚴存性序〉，頁 258。 
11

 歐陽周，《中國元代教育史》，頁 60-74。 
12

 王忠閣，〈元明之際的學風〉，《史學月刊》，5（河南，2000），頁 36-41。 
13

 展龍，《元明之際士大夫政治生態研究》（北京：人民，2013），頁 191。 
14

 歐陽光，〈詩社與書會──元代兩類知識份子群體及其價值取向的分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3（廣東，1996），頁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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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詞等通俗文學，提供藝人演唱和社會大眾閱讀，至元代雖然仍民間藝人參與其

中，但改以儒士為主體，其餘尚有宗教人士或在任的官員。15活動內容除創作詩歌、

散文、題畫，也作文和出外遊覽。16又因多數儒士具有塾師身分，故書會的討論主

題和創作形式，也不僅藝文交流，可能還有童蒙教材的編輯和諸經校注。如朱升

就曾「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確（按榷），為齋生定（小四書）讀書次序。」17
 

  就朱升的說法，也揭示元末「問友學」的儒士交遊形式。顯示當時有許多儒

士借助詩社與書會的機會相聚，共同商榷學問，求學問道，賦詩助興，或感慨人

生。18同時在科舉等正常入仕途徑困難時，也有儒士將出遊視為求取功名的途徑之

一，以為「士不好遊，則名不揚」19，名不揚則不能為時人、朝廷所知，也難以獲

得一官半職。 

  另一方面，今人王忠閣指出：元末學界受宋代心性之學及元代佛道思想的影

響，盛行空疏、虛妄之學。對此許多儒士起而批評，致力於講求實理、厭棄空言

的篤實學風。20同時針對復科後，科考引經據典的需求，興起注釋諸經的風潮。當

時的儒士認為：「以積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夫切己向上之功夫，而至乎窮

經復古之成效。」21其師古目的之一，即「聖人之道載於經」22，故欲習先賢修身

治世的方法，盡心盡力地體悟諸經的內容。也如陶安所說：「學以師古為賢，不以

戾俗為迂也。往聖立心修道，酌于大中，嘉謨盛行，經綸事物，炳炳方策間，儒

者務學，法此而已。」23但是探求聖人之道，卻不全然步趨朱子文理之意；且朱升

鑒於時人「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

                                                 
15

 闕真，〈試論元代的書會〉，《社會科學家》，4（桂林，1992），頁 35-38。 
16

 展龍，《元明之際士大夫政治生態研究》，頁 175。 
17

 元‧朱升，《小四書》（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1522），〈小四書序〉，頁 1a。 
18

 展龍，《元明之際士大夫政治生態研究》，頁 169。 
19

 元‧烏斯道，《春草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2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1

〈送劉仲修遠遊序〉，頁 323。 
20

 王忠閣，〈元明之際的學風〉，《史學月刊》，5，頁 36-41。 
21

 元‧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收於《東山存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1 冊，臺北：

臺灣商務，1986），頁 547。 
22

 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六〈六經源流〉，頁 91-96。 
23

 元‧陶安，《陶學士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5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送

于遵道并序〉，頁 98-99。 

 



 

 

32 

意相附」24的情況，因而強調通過自己努力探尋理學的真實之理、本來之理，並力

求能將諸經正確地傳授給後輩學者。 

  通過詩社與書會的盛行，儒士頻繁的交遊，與對元初儒士固守朱學、不求本

真學風的反動，注釋諸經的風潮，也帶動元代私刊的蓬勃，特別是類書。所謂類

書是指時人採摭當代或前朝文獻重新編排而成。據今人賈慧如考證，元代沒有官

修類書，元代類書均為私人或書坊編刊。許多科場、仕途失意的儒士，憑藉著自

身的知識和編書的經驗，與熟悉社會大眾的文化需求。使得刊於坊間的元代類書

多貼近民生，其知識資訊也能反映大眾的需要。25於是形成元代別具特色的私刊著

作類型，且因其內容適合初學，具有童蒙教材的作用。這類私刊類書，既具有類

書本身分門隸事便於尋檢的優勢，有的還編成歌訣韻語，便於孩童記誦。26
 

  至正十一年（1351 年），首起農民反抗爆發。至元亡前，儒士們仍保有集會交

遊的習慣，但受時局影響，次數與規模都不若從前。許多儒士選擇歸居山野，著

書立言。如劉基棄官歸里，隱居青田，憤而著《郁離子》。27宋濂入龍門山著書，

成《龍門子凝道記》、《孝經新記》、《周禮集注》等。28劉霖元季避地泰和，著《太

極圖解》、《易本義》、《四書纂釋》等。29趙汸結茅於古閬山，「潛心著述，雖當顛

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30或教授生徒，如朱升退居石門山，授徒教子，閉戶

著述。31章溢建龍淵義塾，闢塾聘師，開門授徒。32謝仲野隱居鄉里，「教授以樂其

志，詩歌不為愁苦無聊之言」33。由此可知，易代之際，儒士間的交遊規模與頻率

                                                 
24

 元‧朱升，《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 21-22。 
25

 賈慧如，〈元代類書的類型、特點與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6（內蒙古，2011），

頁 86-90。 
26

 賈慧如，〈元代類書考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7（寧夏，2012），頁 53-57。 
27

 明‧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收於《誠意伯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5 冊，

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20〈附錄〉，頁 65。 
28

 清‧張廷玉，《明史》，卷 128〈列傳十六‧宋濂〉，頁 188-191。 
29

 清‧柯劭忞，《新元史》（臺北：藝文，1956），卷 236〈劉霖傳〉，頁 614。 
30

 元‧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 454。 
31

 明‧朱同，〈朱學士升傳〉，收於《新安文獻志》，頁 1885。 
32

 元‧宋濂，《文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4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四〈龍

淵義塾記〉，頁 146-147。 
33

 元‧倪瓚，《清閟閣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十

〈謝仲野詩序〉，頁 43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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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以往，且多了些對戰亂的憤慨和對民生的關懷。34儒士們雖然選擇避世遁隱，

但卻時刻審時度勢，等待明主的延攬，擇良木而棲。一旦歸附後，儒士們仍保有

過去治學習慣，有需要時提供諮詢，平時則編纂、注釋諸經，或隨軍至各地書會

切磋問學，部分儒士也會按所投效的勢力形成新書會，如朱元璋麾下，就聚集了

劉基、宋濂、王禕、陶安、汪廣洋、胡翰等人。而在方國珍佔據的溫州、台州，

集名士趙俶、謝理、朱右、天臺僧白雲等四十二人，修禊賦詩，自成一派。35此種

文人結社與著書講學的風氣，直接影響到元明之際的學風。而各地詩社、書會的

傾向不同，構成元明之際學風的差異，表現出這一時期相對自由的學術風氣。36
 

  而朱升的《小四書》，就是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赴紫陽書會後脫稿。37
 

 

第二節 匯編的目的 

  朱升於〈小四書序〉認為：「此小四書者，語約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則又

表注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38又明代廖道南表示：「余幼

從石門大夫學，即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諸經旁注，慨然興嘆，以為

道可即矣。」39雖然朱升沒有直接說明《小四書》的匯編目的，但是從該序與傳贊

來看，《小四書》應具有教材的作用。而朱升的注釋能讓塾師教學有所本，學者學

後便於記憶和理解書中的內容。此外，該書背後應當還蘊含傳承與發揚程朱理學

的期待。這份期待源於元儒對科舉的重視，和對漢族文化的推崇。 

  元代恢復科舉後，規定以先秦的儒家經典作為主要內容，且又以宋代理學家

朱熹、程頤、程顥等人對儒家經典的注疏為依據，實際上就是以程朱理學作為科

舉考試的出題範圍。40如經書參照版本規定：《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34

 展龍，《元明之際士大夫政治生態研究》，頁 295。 
35

 清‧陳衍，《元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1987），〈續蘭亭會補參軍劉密詩並序〉，頁 886。 
36

 王忠閣，〈元明之際的學風〉，《史學月刊》，5，頁 36-41。 
37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38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2b。 
39

 明‧廖道南，〈楓林傳贊〉，收於元‧朱升撰、劉尚恒點校，《朱楓林集》，卷九，頁 140。 
40

 歐陽周，《中國元代教育史》，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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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朱熹章句集註，《詩》以朱子注為主，《尚書》以蔡沈注為主，《周易》以程氏及

朱子注為主，以上可兼用古註疏。41由此可知，元儒師宋儒，除欲習先賢修身治世

之法，力求能將諸經正確地傳授給後輩學者外，還有準備科舉的企圖。此外，元

儒多呈推崇程朱理學的傾向，如宋元之際的許衡、吳澄，42宋亡後出生的鄭玉則嘆

曰：「余既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43對科舉和

程朱理學的重視，也反映於朱升選用哪四種童蒙教材，作為注釋與匯編的對象上。 

  首先，就《小四書》所輯錄四種書籍的作者與朱升間的關係言，據清代程瞳

《新安學繫錄》的考證，編纂《歷代蒙求》的陳櫟為朱升師，陳氏早年師從黃常

甫，黃氏出於徽州婺源滕鉛。滕鉛承自其父滕珙和叔滕璘，而滕珙、滕璘皆為朱

熹高足，故稱陳櫟嫡傳朱熹理學。44而創編《性理字訓》的程端蒙為朱熹弟子，後

來增廣《性理字訓》的程若庸，則為朱熹高徒黃榦弟子饒魯的門人，同樣也是嫡

傳於朱熹。45另外，按今人周曉光、方寧研究補充：徽州與嚴州毗鄰，朱熹曾數次

至嚴州論道和講學，培育許多及門弟子，也引領當地的學術思潮，使朱熹理學在

嚴州萌芽。如淳安儒士方鎔即為朱熹的再傳弟子。46而編纂《名物蒙求》的方逢辰，

自幼隨父方鎔習字學文，尤以理學為歸宿。47晚年於石峽書院「抱周程之學以私淑

其徒」48，闡揚朱熹學說。因此可知方逢辰對程朱理學的熟稔與愛好，也能將其視

作朱熹理學在嚴州地區的再傳。最後，匯編《史學提要》的黃繼善，因生卒年代、

相關事蹟皆不詳，故不知他與朱熹或朱升間的關係。綜合上述可把四種書籍的作

者與朱升的關係，整理呈圖 3-1。初步能夠判定朱升選用的童蒙教材，四種中有《名

                                                 
41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130-131。 
42

 李兵，〈元代書院與程朱理學的傳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浙江，2007），

頁 138-143。 
43

 鄭玉，《師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7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七〈洪本一

先生墓誌銘〉，頁 23-24。 
44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安徽：黃山書社，2006），〈新安學繫圖〉，頁 1。 
45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新安學繫圖〉，頁 1。 
46

 周曉光、方寧，〈朱熹與嚴州理學的發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4（安

徽，2012），頁 494-499。 
47

 清‧李詩，《光緒淳安縣志》（浙江，淳安縣政協文史和教文衛體委員會，2011），卷 10〈人物志

二‧方逢辰〉，頁 180。 
48

 清‧李詩，《光緒淳安縣志》，卷三〈方輿志三‧石峽書院〉，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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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蒙求》、《性理字訓》和《歷代蒙求》三種都源於朱熹思想。而其中《歷代蒙求》

的作者陳櫟是朱升的老師，朱升也在〈小四書序〉中，以蛟峰、勿齋和成性，稱

呼方逢辰、程若庸和黃繼善三人，唯獨稱陳櫟為「陳先生」，表現對老師的尊崇，

同時也藉陳櫟的名聲，展現自己為繼承朱熹理學的道統。 

圖 3-1 《小四書》所輯書籍作者與朱升關係圖 

 

  其次，以居住地區言，《小四書》所輯錄書籍的四位作者和朱升，五人中程若

庸、陳櫟及朱升三人設籍或原籍為徽州休寧縣。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休寧

縣以公費，在縣治東門外為九名宋、元、明三代的理學名賢建「九賢坊」，程若庸、

陳櫟、朱升三人均在其列。49而清代趙吉士稱九人，「蓋朱子而外皆卓卓者也」50。

雖然此表示三人在理學上有極高的造詣，名重一時，又有相同的學術根源，但也

不能排除朱升在童蒙教材的選擇上，可能有刻意挑選並推舉同鄉著作的可能。 

  復次，就朱升《小四書》所輯各書的種類與編排次序言，也隱含另一目的。

他挑選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與程若庸的《性理字訓》這兩書，並表示：「首蛟

峰《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

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51前者是小學字書，後者是大學之理。而朱升挑選

《性理字訓》，除該書內容外，還有兩個可能原因，一是陳櫟曾極力讚揚程若庸增

                                                 
49

 指程大昌、吳儆、程若庸、陳櫟、倪土毅、朱升、趙汸、范准、汪循九人。參見清‧趙吉士，《寄

園寄所寄》（民國四年文盛書局石印版），卷 11〈泛葉寄‧理學〉，頁 3。 
50

 趙吉士稱：「休甯理學九賢坊，以程文簡公（大昌）為首，蓋朱子而外皆卓卓者也。」參見清‧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 11〈泛葉寄‧理學〉，頁 3。 
51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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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的《性理字訓》52；並注釋後，作為家塾教子授徒的童蒙教材。53因此朱升或許

受陳櫟影響，而挑選該書。二是《性理字訓》在元代國子監，將《讀書分年日程》

頒示各類學校的同時，54順勢成為當時為人所知的初學之書，而朱升可能受時勢所

趨，遂將該書輯入。另外，在朱升〈跋性理字訓後〉中，雖然肯定《讀書分年日

程》內「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55的規劃。但是認為「此書四字成言，其

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性命，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

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56由此可知，朱升對於不依照原出處的本意加注釋，

就直接取《性理字訓》來教導孩童，感到不妥。 

  在《名物蒙求》和《性理字訓》之後，朱升挑選兩部史學作品，分別為陳櫟

的《歷代蒙求》，與黃繼善的《史學提要》。他以為：「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

古今朝代之畧。次黃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跡之詳。」57然而，若以內容

區分《小四書》所輯四種書，可分為經史兩類。《名物蒙求》和《性理字訓》其內

容涉及政教、綱常倫理、道德規範，而屬「經學」類；而《歷代蒙求》和《史學

提要》其內容囊括各種體裁的歷史、地理和典章制度，而屬「史學」類。 

  但如依《四庫全書》的分類法，唯有注經類著作才能稱為「經學」，列為「經

部」；至於性理學問等類的著作，則稱為「理學」或「道學」，應列為「子部」。58但

今人姜廣輝的研究指出：「理學」和「經學」兩者的內涵，在宋、元、明三代時無

法截然二分。59其中原因與當時儒者在注經時，或多或少滲入理學思想有關，而宋

明理學家的講學內容也大多不離經學的主題。60從明代王靜〈小四書序〉作：「（初

                                                 
52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世界，1983），卷 83〈雙峰學案〉，頁 1595。 
53

 元‧陳櫟，《定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5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三〈字

訓註解跋〉，頁 198。 
54

 明‧宋濂等，《元史》，卷 190〈儒學二‧韓性〉，頁 4343。 
55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a。 
56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a-1b。 
57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b。 
58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文史哲》，1（山東，1995），頁 3-24。 
59

 姜廣輝，〈論宋明理學與經學的關係〉，《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湖南，2004），頁 3-12。 
60

 蔡方鹿，〈經學理學化的意義〉，《河北學刊》，1（河北，2009），頁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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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童）先讀此書而知經史之要」61，也可見他將「理學」作「經學」，並認為《小

四書》具有瞭解「經學」和「史學」大要的功能。由此，亦能看到朱升期望將「經

史並列」的目的。 

  最後，朱升曰：「既脫稿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別晦庵四書。」62此表示

該書定名為《小四書》，是為了與朱熹所編的《四書集注》作區別。至於什麼樣的

區別，朱升沒有直接說，推測可能有兩種。一是名稱，《小四書》同朱熹集註的《四

書》，都是輯錄四種讀物，而基於朱熹之於元代學界的地位，故在題名上加註「小」

字，以示尊崇。二是讀書順序，《小四書》與《四書集注》，依朱升的讀書規劃，

孩童應先讀《小四書》，再「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

63也就是先讀《小四書》作為學習《四書》及《五經》的基礎，以通程周理學。故

在題名上加「小」字，表初學之意。 

  綜合前述可知，朱升匯編並注釋的《小四書》作為教材用。又方逢辰、程若

庸、陳櫟之學與朱升同源出朱熹；且程若庸、陳櫟兩人是朱升的同鄉。從中得知，

朱升在挑選《小四書》所輯四種書籍時，優先考慮與自己思想脈絡接近、有地緣

關係的理學家所的著作。最後該書題名與朱熹《四書》，在名稱、讀書順序上，二

者不同。 

  至於《小四書》所輯各書內容，與朱升繼承與闡發程朱理學間的關聯，後續

將按朱升於該書內的編排次序，分成「經學類」：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程若庸

的《性理字訓》，與「史學類」：陳櫟的《歷代蒙求》和黃繼善的《史學提要》兩

個章節討論。 

 

 

                                                 
61

 明‧王靜，〈小四書序〉，收於元‧朱升，《小四書》（明正統元年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1436），

頁 1a。 
62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3a。 
63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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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匯編的類型與排版 

壹、匯編類型 

  在今人張志公編列的〈蒙學書目〉中，視朱升匯編的《小四書》為一部童蒙

教材，並與其他同類型著作一併納入「叢書」類。64但就內容和形式而論，《小四

書》的確與元代所稱的類書不同，也與清人認為的「叢書」有所差異。 

  首先，就叢書言，清代錢大昕（1728-1804）界定「叢書」是：「薈粹古人書并

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65又清末民初文獻學者繆荃孫（1844-1919）為張鈞衡

校刻《適園叢書》作序時，曾對叢書名義的溯源、匯編圖書的發展，乃至於叢書

的功用，都精要地作了說明。並指出「叢書」應是一種文獻叢積、群聚的圖書型

態。66後在〈儒學警悟序〉再限縮「叢書」的範圍，以為：「唐以來有類書，宋以

來有叢書。朱氏紺珠、曾氏類說，已彙數十種而刻之，然皆刪節不全，至取全書

之全者，並序跋不遺。」67由此可知，內容被刪節或摘錄不全的合輯，不能被稱作

「叢書」。至民國後，今人劉尚恒綜合前人定義後，表示：「其所匯集的兩種以上

專書，不但要首尾完整，而且內容上必須要超過兩個部類以上，這樣才既包含總

聚的意思，又包含細碎叢脞68的意思。」69
 

  其次，就類書言，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

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仍無類可歸。」70此是指類書內容博採群書，

                                                 
64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上海：上海教育，1992），〈蒙學書目〉，

頁 221。 
65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商務，1936），頁 470。 
66

 清‧繆荃孫，〈適園叢書序〉，收於清‧張鈞衡，《適園叢書》（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6），

頁 3-4。 
67

 清‧繆荃孫，〈校刻儒學警悟七集序〉，收於宋‧俞鼎孫、俞經輯，《儒學警悟》（北京：中華，

2002），頁 5。 
68

 叢脞，指瑣碎、雜亂之意。唐代陸龜蒙曰：「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參

見唐‧陸龜蒙，〈笠澤叢書序〉，收於清‧董誥等，《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1990），卷 800，

頁 3726。 
69

 劉尚恒，〈中國古籍叢書概說〉，《文獻》，1（北京，1981），頁 141-155。 
70

 清‧四庫館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1983），卷 135〈子部四十五‧類書類

一〉，頁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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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無專屬而言。今人孫永忠彙整張滌華71、戴克瑜和唐建華72、張三夕73等學者的

定義，歸納類書五點特色：一在屬性上，類書為工具書一種；二類書編撰主要目

的是為提供讀者查閱徵引之需；三類書依其編撰主要目的，廣泛輯錄古代與當代

書籍中相關主題資料的原文；四所輯錄之資料經分門別類編排系屬，又可因需要

分不同層次的子目；五若為服務所輯錄的原文，可另加以綜合性的文字成「總論」、

「小序」或注釋等。74依照前述特色，可知編纂者僅輯集、匯編多種資料，非藉由

類書以成一家之言。而是專門提供讀者檢閱的工具書，稱作類書。 

  過去學者對於叢書和類書的分類形式多有爭議，今人張滌華於《類書流別》

也曾對同一書的分類，因初版與再版義不同而有別。75杜澤遜認為兩種類型的不同，

在於「叢書是整部書整部書地排列在一起，分類也罷，不分類也罷，原書完好，

不予分隔。類書則要摘取各書的詞句或段落，按類別編排。」76由此兩種定義來看，

《小四書》內輯錄的教材，已橫跨經學和史學兩個部類，並匯編各書，統一規格，

以己意定總名。若將該書拆開，又能保持所輯各書的完整性。但也不可忽略《小

四書》所輯各書的內容，與各書單獨刊印本內容有所不同，不符合繆氏對叢書「取

全書之全者，並序跋不遺」77的定義。而朱升為該書作總序、注釋，甚至調整各書

內容，都可能反映當時私刊類書的作法，視《小四書》為一部內含五卷的童蒙類

書。 

  然而，據張志公研究所示，朱升《小四書》無童蒙叢書前例可援。78為何《小

四書》仍會選擇保留各書的完整性，而傾向叢書形式呢？研究者以為這與朱熹曾

                                                 
71

 張滌華，《類書流別》（北京：商務，1985），頁 4。 
72

 戴克瑜、唐建華，《類書的沿革》（重慶：四川圖書館學會，1981），頁 2。 
73

 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2003），第一章〈古典文獻的體裁與類型〉，

頁 45。 
74

 孫永忠，《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07），頁 38-39。 
75

 張滌華 1982年初版云：「凡薈蕞古書，合為一帙，如《百川學海》、《永樂大典》之屬，是曰叢

書，非類書。」而在該書 1985 年修訂版中，改將《永樂大典》判作類書。參見張滌華，《類書流

別》，頁 4。 
76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2001），頁 275。 
77

 清‧繆荃孫，〈校刻儒學警悟七集序〉，頁 5。 
78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蒙學書目〉，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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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騎集》為例，評類書曰：「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

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輒不同，左右採獲，文勢反

戾，亦恐不能完粹耳」79有關。可知朱熹認為類書采摭當代或前朝文獻的片段，會

造成內部思想的矛盾，也讓後輩學者不讀全書，難以掌握前人論述的全貌。因此

朱升為整部童蒙合集作總序、注釋，卻又保持各書的完整性，以期能呈現最完整

的內容給孩童。而對該書若不論注釋，忽略各書間有機的連結，則屬叢書；若顧

及朱升試圖以注釋貫通各書內涵，而使該書成為一體，則屬類書。由此可知，《小

四書》主要仍以叢書形式為體，兼具類書特徵。又在該書之前，目前尚未發現其

他童蒙叢書著作。從匯編類型言，該書應暫可視為元代童蒙教材合輯由類書至叢

書的過渡作品，也為目前已知最早的童蒙叢書。 

 

貳、排版與注釋 

  從朱升《小四書》的版面配置相較其他童蒙教材而言，別具特色。各版本間

印刷字體些許不同，以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為例，該版本採半頁六行，每頁

包括天地及正文，天為欄上注，小字雙行，無句讀，以空格分別；中為正文內容，

每行八字，均四字一句，以空格分別，注釋分為旁注和欄上注兩種。並於該版本

卷三《歷代蒙求》末，加註「館閣點校書籍凡例」，注人姓名、國號、山名、水名

旁作長抹。清雍正十一年（1733）無錫鄒氏恒德堂重刋本，直接也沿用此例，未

額外作凡例說明。 

  然而《小四書》在版面配置方面，也「以別晦庵四書」80。據今人朱迎平指出：

朱熹生前對刊刻品質相當重視，其著作皆親自校勘，並由自己、親友或門人主持

刊刻。81雖然宋元時期已出現《四書》半頁八行，每行十五字的大字刻本，82但是

                                                 
79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1979），卷 33〈答呂伯恭〉，頁 527。 
80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3a。 
81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2008），頁 248。 
82

 徐德明，〈《四書章句集注》版本考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上海，1998），

頁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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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小四書》半頁六行，採旁注，「旁注不足，則又表注於闌上」83的作法，顯

然後者因為每半頁能印刷的內容不多，導致印刷成本較高，但也較容易達到「使

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則了，然無繁複之勞」84的作用。可知朱升排版《小

四書》時，已考量學者閱讀時的方便性，並以此配置版面。 

 

第四節 版本與流通的情況 

壹、《小四書》的版本與藏存情況 

  據研究者考證後發現，若不包含缺乏紀錄、刊本佚失及現代再刊的版本，目

前藏存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的《小四書》刊刻本小計四十七冊，二十九種。茲依時

序彙整各版本出版年代、版本及典藏處如表 3-1。其中國家圖書館藏「明正統元年

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及「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兩書影，可見附錄 1、2。 

 

表 3-1 《小四書》各現存版本 

出版年代 版本 典藏處 

明正統元年 

（1436） 

漢陽知府王靜

刊刻本 

國家圖書館藏 110.61 01195 號，題名「楓林

小四書」，卷前有「正統元年知漢陽府事新

安王靜序」。印記「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朱文長方印､「鄞馬廉字隅/卿所藏圖書」朱

文長方印，計 5 卷。 

明嘉靖元年 

（1522） 
司禮監重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110.61 01196 號，卷前有朱升

序，性理字訓卷末有朱升跋85，計 5 卷。 

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A428.2 103 號，僅

                                                 
83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2b。 
84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2b。 
85

 據查證該版本卷二《性理字訓》後，未有朱升跋。而在卷三《歷代蒙求》後，有朱升的〈跋性

理字訓後〉。參見朱升，《小四書》（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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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第一、二卷，卷前有朱升序，第一卷前有

缺頁，第二卷末亦有缺頁，僅存 2 卷。 

明嘉靖八年 

（1529） 
胡明善刻本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081.3/834 號。

題名「四家蒙訓」，計 2 冊（1 函） 

明萬曆朝 刻本，版本不詳 日本財團法人前田育徳會，尊経閣文庫藏。 

明崇禎十年 

（1638） 
程性初刻本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S/U02.81-3/6.98 號，又名「朱楓林先生注釋

小四書」，計 1 冊。 

明 刻本，版本不詳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081.3/834-1，

又名「四家蒙訓」，計 4 冊（1 函）。 

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恆德堂刻本86
 

中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Y/4997/2924 號，計

4 冊（1 函）。 

寫本，版本不詳 

大韓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古朝 90 

KOL000019898 號。計 5 卷 4 冊。四周雙邊，

上黑魚尾，半頁八行，註小字雙行。卷前有

朱升序，清代趙鳳翔序。 

清康熙朝 刻本，版本不詳 日本財團法人前田育徳會，尊経閣文庫藏。 

清雍正元年 

（1723） 
刻本，版本不詳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計 5 冊。 

清雍正十一年 

（1733） 

無錫鄒氏恒德

堂重刊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008048697 號。朱升輯，清陸隴其校訂；朱

鉉、鄒持雅重校增音注，計 5 卷。 

鄒持雅刻本 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善 428.1/834

                                                 
86

 經查證中國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對照日本重刊版本的紀錄後，得知該版本應為「清康熙 32年」，

而李正輝「清康熙 34年」的說法應為誤植。對照李正輝，〈《小四書》編纂與刊刻考述〉，《圖書

館學刊》，4，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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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常郡文會堂 

刻本 

中國山東大學圖書館藏 802.81/394。內封面

載：「常郡文會堂藏板」，書前有朱升序，雍

正十一年鄒持雅序，4 冊（1 函）。 

刻本，版本不詳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802.81/827

號，又名「童蒙四種」，計 2 冊（1 函）。 

清乾隆二年 

（1737） 
蔣泰刻本 

中國上海復旦大學館藏 5658 號，計 2 冊（1

函）。 

清嘉慶二十一年 

（日本文政十三

年；1816） 

江戶昌平坂學

問所刻本 

中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LX/2984 號，計 4

冊（1 函）。 

日本公文

書館內閣

文庫藏 

子 108-5 號，計 4 冊。 

371-7 號，計 4 冊。 

371-9 號，計 4 冊。 

371-10 號，計 4 冊。 

日本國會

圖書館藏 

226-33 號，計 4 冊（合 2 冊）。 

233-54 號，計 4 冊（合 2 冊），

清陸隴其校訂。 

日本飯田市立中央圖書館藏，堀家所藏古書

3093 號，計 4 冊。 

日本山梨縣立圖書館藏，徽典館圖書 1412

號，計 4 冊。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小越幸助舊

藏），四二函九架，計 4 冊。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室藏（小

津桂窗舊藏），計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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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實踐女子短期大學，山岸文庫 4515

號。印記「高橋圖書之記」、「白河」、「乘名」、

「樂高文庫」等，計 4 冊。 

日本東北大學，狩 2・4293・4 號，計 4 冊。 

清道光元年 

（1821） 
共賞書局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又名「童蒙四種小四

書」，計 5 冊。 

清道光二十五年 

（1845） 
芭蕉山館刻本 

中國吉林大學圖書館藏，叢 1526K 號，計 3

冊。 

清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刻本，版本不詳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第 802.81/827

號，又名「童蒙四種」，計 4 冊（1 函）。 

道光年間 朱廷標刻本 
中國吉林大學圖書館藏，叢 1526K，計 2

冊 

清同治三年 

（1864） 
刻本，版本不詳 中國蘇州大學圖書館藏 900575 號，計 4 冊。 

清同治十一年 

（1872） 

福建潘霨線裝

刻本 

中國山東大學圖書館藏 802.81/627-2 號；書

前有朱升序，清康熙三十二年趙鳳翔序，雍

正十一年曾唯跋，同治十一年吳氏跋序，計

1 册（1 函）。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004444987

號，計 5 卷。 

清光緒八年 

（1882） 
宏道堂刻本 

中國重慶圖書館藏。 

中國雲南圖書館藏。 

內蒙古圖書館藏。 

清光緒十九年 

（1893） 
贛縣學塾刻本 中國蘇州大學圖書館藏 900576 號，計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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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十年 

（1905） 
刻本，版本不詳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又名「蒙學四種讀本」，

計 5 卷。 

清 經藝堂刻本 

中國北京師範大學館藏 428.1/834-02 號，計

4 冊。 

中國吉林大學圖書館藏，叢 1543K 號。計 4

冊。 

不詳 

官刻和裝版本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イ 04 01055/1-4

號。又名「官板小四書」，印記「島崎氏印」。 

刻本，版本不詳 
英國大英

圖書館藏 

15229. b. 2 號。 

15229. b. 31 號。清陸隴其校訂。 

 

  而除上述各現存版本外，其餘尚有數筆《小四書》刊刻、藏存紀錄。如家藏

書目的紀錄方面，明代高儒編纂的《百川書志》87、清代黄虞稷的《千頃堂書目》

88及徐乾學的《傳是樓書目》89都可見《小四書》的藏存紀錄。明代楊士奇也曾於

《東里集》中，記錄自己收藏的兩種《小四書》來源，並為該書作跋。90而刊刻出

版的紀錄方面，《明宮史》91和《春明夢餘錄》92提供了兩筆明代《小四書》的官刻

紀錄。又據近人葉德輝編纂的《觀古堂書目叢刻》，著錄《小四書》另存有明代四

川敘州府刻本和雲南布政司刻本。93今人陽海清的《中國叢書綜錄補正》，則顯示

《小四書》尚有明朱升自刊本、明宣德十年（1435）建陽翠岩精舍劉君佐刊本、

                                                 
87

 明‧高儒，《百川書志》（上海：上海古籍，2005），卷三〈蒙求〉，頁 7b-8a。 
88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三〈小學類〉，頁 120。 
89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文獻叢刊：六編清代稿鈔本》第 270冊，廣州：廣東人民，2014），

卷一〈近世蒙書〉，頁 171。 
90

 明‧楊士奇，《東裡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7

〈跋‧小四書二集（二首）〉，頁 9b-10a。 
91

 明‧呂毖，《明宮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五〈內

版書數〉，頁 70。 
92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8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2〈附記內府刋刻書目〉，頁 10b。 
93

 清‧葉德輝，《觀古堂書目叢刻》（湖南：湘潭葉德輝觀古堂，1918），頁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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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武岡王顯槐刊本、清初陸清獻公刊本、清末左春輝刊本

等版本。94最後今人盧賢中也於〈淺談明嘉靖刻本《小四書》〉中，以明嘉靖元年

（1522）于氏家塾刻本作討論對象。95但礙於史料不足，各刊刻、藏存紀錄所列版

本的現藏存地點及情況皆不詳。各紀錄彙整如表 3-3 所列。 

 

表 3-3 《小四書》其他刊刻、藏存紀錄 

出版年代 版本 備註 

明宣德十年

（1435） 

建陽翠岩精舍劉君佐

刊本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著錄。 

明嘉靖元年 

（1522） 
于氏家塾刻本 

據今人盧賢中考證，該版本曾為獨山莫

祥芝家藏書。前有朱升序、提督學政浙

江按察司副使瓊海黃芳重刻《小四書》

序，後附有朱升誥及傳二篇。印記「莫

科」、「莫棠」印。 

明嘉靖二十六

年（1547） 
武岡王顯槐刊本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著錄。 

明 

朱升自刊本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著錄。 

刻本，版本不詳 

《百川書志》著錄，該版本曾明代高儒

家藏書。書目分《名物蒙求》、《性理字

訓》、《歷代蒙求》和《史學提要》四筆

記錄，並於《史學提要》後記「以上四

家總名楓林小四書皆四言成句國朝翰

林侍講學士朱升注」96。 

                                                 
94

 陽海清，《中國叢書綜錄補正》（江蘇：江蘇廣陵，1984），頁 384-385。 
95

 此紀錄取自盧賢中，〈淺談明嘉靖刻本《小四書》〉，《圖書館工作》，2（安徽，2003），頁 50。 
96

 明‧高儒，《百川書志》，卷三〈蒙求〉，頁 7b-8a。 

 



 

 

47 

內府刊刻本 《春明夢餘錄》著。 

內版刻本 《明宮史》著錄。 

四川敘州府刻本 《觀古堂書目叢刻》著錄。 

雲南布政司刻本 《觀古堂書目叢刻》著錄。 

刻本，版本不詳 

《千頃堂目錄》著錄，該版本曾為千頃

堂藏書。書目記錄「朱升小四書五卷/

集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

櫟歴代蒙求各一卷旴江黃繼善史學提

要二卷」97。 

刻本，版本不詳 
《東里集》著錄，該版本得於明代婺源

秀才汪樵。 

刻本，版本不詳 
《東里集》著錄，該版本為明永樂十五

年（1417）得於明代陳克永。 

清初 陸清獻公刊本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著錄。 

清末 左春輝刊本等版本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著錄。 

不詳 刻本，版本不詳 

《傳是樓書目》著錄，該版本曾為傳是

樓藏書。書目記錄「小四書三卷/宋方逢

辰/三本」98。 

 

 

綜合兩表，若各版本皆尚存，當屬《中國叢書綜錄補正》所錄明朱升的自刊

本最早，其出版年必不晚於明洪武三年（1370）。但是以目前可見且年代最早的版

本論，則屬國家圖書館藏明正統元年（1436）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最晚是清光

                                                 
97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小學類〉，頁 120。 
98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卷一〈近世蒙書〉，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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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三十年（1905）的刊印本。同一版本流通版本數量最多者，為清嘉慶二十一年

（日本文政十三年；1816）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刻本，計有十三冊，現多為日本各

圖書館藏。而清雍正十一年（1733），為中國刊刻《小四書》版本最豐富的一年，

該年共有四種不同版本刊行於世。 

  另外，考證《春明夢餘錄》和《明宮史》所載的《小四書》刊行紀錄僅有一

字之差，前者記：「小四書三本二百四十葉」99；後者記：「小四書/計三本二百四

十頁」100，惟「葉」、「頁」兩字相通101，可知兩書當指同一版本，而該版本是三

本二百四十頁。又明代司禮監屬內府十二監之一，負責「經書印版及印成書籍」102，

其所刻版本被時人稱為「經廠本」，或為清人所稱的「廠版書」。103因此兩書所謂

的「內府刊刻本」或「內版刻本」，實際上都是指「司禮監刊本」。再從兩書中，

得知明代僅有此筆官刻《小四書》的紀錄。與現代藏存紀錄對照後，推測《春明

夢餘錄》和《明宮史》所指的版本，應為「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 

  然各版本除印刷方式、版面配置與字型殊異外，輯錄的四種書籍種類上並無

差異，內容部分仍有待小心比對。 

 

貳、《小四書》的流通情況 

  該書各版本的流通情況，可分為流行年代、流傳範圍和使用場域三部分說明。 

  首先，從該書刊印、藏存的紀錄可知，該書主要流行於明、清兩代，且清代

在版本的數量和種類都較明代多。雖《明史》〈藝文志〉就已著錄該書，列童蒙教

材之屬。104但按朱彝尊在《經義考》記載：「小四書舊刻板，在婺源流傳未廣，近

                                                 
99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12〈附記內府刋刻書目〉，頁 10b。 
100

 明‧呂毖，《明宮史》，卷五〈內版書數〉，頁 70。 
101

 明‧張自烈《正字通》（臺南：莊嚴，1997，頁 719）〈艸部〉作：「書卷次第成帙者，如葉相比，

亦曰頁。」表示「葉」爲正字，「頁」爲後世假借字。 
102

 明‧劉若愚，《酌中記》（臺北：偉文，1976），卷 16〈內府衙門職掌〉，頁 277-280。 
103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1989），頁 446。 
104

 清‧張廷玉，《明史》，卷 96〈志第七十二‧藝文一〉，頁 51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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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御史隴其重刊行之。」105此指出《小四書》起初在朱升原鄉的徽州流通，沒有

廣為流傳，後來經過清代陸隴其（1630-1692）校勘後，重新刊行於世。陸隴其，

字稼書，曾任清朝御史，106以朱熹的是非為是非，他表示：「宗朱子者為正學，不

宗朱子者即非正學。……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併進。」107他

重刊《小四書》，藉以維護朱學的用心由此可見。而清代黃之驥也以為：「當湖陸

稼書先生嘗欲重梓，以廣其傳。及門雲間趙鳳翔慎徽伯仲，承師命校刊，《四書》

乃復顯。」108可知陸隴其重刊版本，應早於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附有趙鳳翔

序的版本。也因他重新校勘，而促使《小四書》於清代的流傳。 

  其次，該書曾流通至日韓，且兩地目前現存的版本，多為清康熙三十二年的

版本，或以該版本為底本，加以翻刻或重印的刻本。至今有許多貿易紀錄109和相

關研究結果，嘗試提供中國書籍輸入日本的書目、路線、方法和原因。如今人范

金民指出，清初時，中國書籍輸入日本的數量較以往朝代更大，且幾乎不拘類別，

內容自史書經書、地志文集、科舉時文、童蒙教材、小說戲文至淫書穢曲，無不

廣受歡迎。110胡孝德則以為其原因不僅在於日本各階層的需求量增加，也因為書

籍在產地和日本間價差具有龐大利潤。輸入日本漢籍的管道也由僧侶、留學生變

成由商人攜帶為主。111但是《小四書》的流通紀錄，卻未見諸《舶載書目》112等

貿易資料中。一來可能為書目資料有未盡之處外，再者也可能該書並非通過中國

商舶直接輸入，而是藉由其他管道輾轉傳入日本。 

  最後，從刊印的機構可推知家塾、學塾、內書堂等場域應曾使用該書。明、

                                                 
105

 清‧朱彝尊，《點校補正經義考》（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卷 280，頁 412-413。 
106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中華，1977），卷 265〈列傳五十二‧陸隴其〉，頁 9934。 
107

 清‧陸隴其，《三魚堂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5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四〈經學〉，頁 239-240。 
108

 清‧黃之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收於鄭世平，《四庫家藏‧蒙學》（山東：山東畫報，

2001），〈立課程〉，頁 367。 
109

 清時日本江户幕府嚴格審查前來交易的商人和商品，並要求商人進行商品登錄，因此留存較完

整的中日書籍貿易的資料。參見胡孝德，〈清代中日書籍貿易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北

京，2007），頁 142-149。 
110

 范金民，〈縹囊緗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1（上海，2010），頁 75-88。 
111

 胡孝德，〈清代中日書籍貿易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頁 142-149。 
112

 大庭脩，《舶載書目》（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硏究所，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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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兩代私宅、書坊刻書蔚然成風，不論仕途官宦，還是山野寒儒，無不熱衷於刻

印自己的著作，或編纂、點校、復刻坊間的科舉時文和童蒙教材。113前者不在本

研究討論的範疇，故不深究；而後者從表 3-2 與清光緒贛縣學塾本與表 3-3 明嘉靖

于氏家塾本，可推知主要作為教導孩童用。而明司禮監本，主要是因為宣宗宣德

元年（1426），在司禮監下創設內書院，專收年約十歲的小宦官，並令翰林學士先

教導《內令》，後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

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的童蒙教材。114其刊印《小四書》的目的，應同

前述童蒙教材，供小宦官啟蒙用。 

                                                 
113

 羅仲輝，《印刷史話》（臺北：國家，2003），頁 183。 
114

 明‧劉若愚，《酌中記》，卷 16〈內府衙門職掌〉，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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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四書》的經學類讀物內容分析 

第一節 《名物蒙求》分析 

  朱升匯編《小四書》時，將《名物蒙求》一書列為首位，認為：「首蛟峰《蒙

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1承前章所述，如此編排並

非按照各書成書的年代順序，而是依照內容性質，採前經後史的原則編排。初步

可知，《名物蒙求》作用近於小學字書，以奠定學童日後引導為學的基礎。 

  在後世諸多承襲晚唐《蒙求》體例的童蒙教材中，《名物蒙求》可說是常識類

2中較具代表性的童蒙教材。今人張志公曾評論：「這是最早的，也是最值得稱道的

古代蒙書之一。」3
 

 

壹、 作者與版本 

一、作者與成書背景 

  《名物蒙求》的作者為方逢辰，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卒於元世祖

至元二十八年（1291），4嚴州淳安縣城郭高坊人5。初名夢魁，字君錫，號蛟峰，

                                                 
1
 元‧朱升，《小四書》（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1522），〈小四書序〉，頁 1a。 

2
 蒙書有性質、內容和體例等區別，導致分類上有其複雜性，後世研究對於分類也有歧異。一般而

言，《名物蒙求》一書多歸類於「常識類」。表 4-1概略整理各家對於該書的分類別。 

表 4-1 各家對《名物蒙求》的分類 

著者 《名物蒙求》所屬分類 出處 

鄭振鐸 淺近的歷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識書。 《文學》，7：1，1936年。 

瞿菊農 制度名物與自然知識。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1961年。 

張志公 知識教育方面。 《人民教育》，1，1962 年。 

邵祖德 以社會、自然常識教育為主的知識性課本。 《中國大百科全書》，1985 年。 

毛禮銳 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識類蒙學教材。 《中國教育通史》，1987年。 

林隆盛 常識類。 《國文天地》，6：4，1990 年。 

徐 梓 其他：名物知識。 《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1996 年。 

 資料來源：增修自陳進德，《明清啟蒙教材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5）。 
3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72。 

4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三

〈蛟峯先生阡表〉，頁 611。 
5
 清‧沈翼機等，《浙江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2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28〈選舉六〉，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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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稱蛟峰先生。6
 

  方逢辰的父親方鎔為一鄉紳，曾短期出任兩淮制置使參謀官。7畢生專心治學，

以文章著名。8據今人周曉光、方寧考證，方鎔為朱熹於嚴州地區的再傳弟子。9方

逢辰自幼隨父習字學文，「會極周程朱子之學，以格物為窮理之本，篤行為修己之。」

10。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方逢辰館於學塾。鑒於當時的教材內容不易啟迪學

童，而自編《名物蒙求》一卷，作為教材使用。11
 

  淳祐十年（1250），年方三十的方逢辰應舉，理宗親自提擢他為進士第一，並

且親自將他改名為「逢辰」。12此後，他便以「君錫」為字，先後擔任承事郎兼僉

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13，秘書省正字14，著作郎兼權尚書左郎15等職，無奈因

奏章內容引起理宗不悅，遂辭退校書郎一職。16到景定元年（1260），再次出任尚

右郎官。但是出仕不久，又因忤怒宰相賈似道而罷官。17
 

  開慶元年（1259），婺州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請擔任主師，他欣然前往講

學，期間學生與聞名而來的聽講者不下百人。又曾受委任婺州知府、瑞州知府18等

職，都任期不滿，數度罷官回鄉創辦家塾，講授理學。 

  後度宗即位，再度出任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省少監，起居舍

                                                 
6
 清‧李詩，《光緒淳安縣志》（浙江，淳安縣政協文史和教文衛體委員會，2011），卷 10〈人物志

二‧方逢辰〉，頁 180。 
7
 明‧胡宗憲等，《嘉靖浙江通志》（臺北：成文，1983），卷 43〈方逢辰〉，頁 2096-2097。 

8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三〈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頁 609。 

9
 周曉光、方寧，〈朱熹與嚴州理學的發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4（安

徽，2012），頁 494-499。 
10

 清‧李詩，《光緒淳安縣志》，卷 10〈人物志二‧方逢辰〉，頁 180。 
11

 據〈名物蒙求序〉記：「予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聰眀不開，為作《蒙求》一卷。」參見宋‧

方逢辰，《蛟峰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四〈名

物蒙求序〉，頁 537。 
12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賜改名勅黃〉，頁 592。 
13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初補承事郎授平江僉判誥〉，頁 592。 
14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正字誥〉，頁 593。 
15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著作郎誥〉，頁 594。 
16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著作郎誥〉，頁 594。 
17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尚右郎誥〉，頁 594。 
18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差知瑞州勅〉，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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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9之後約每隔二至三年調官一次。先於咸淳三年（1267），出任江東提刑20，後

改任江西轉運副使21。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22七

年，奉派知貢舉竣事後，辭吏部侍郎。23
 

  自此，年五十一歲的方逢辰絕意仕途、辭官從教，講學於石峽書院。24往後恭

宗召他為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後改禮部尚書，均以父疾婉拒。

25宋亡後元世祖下詔要御史中丞崔彧聘用方逢辰，也遭到拒絕。後卒於元世祖至元

二十八年（1291），享壽七十一歲。26
 

  二十年的仕途生涯，雖然方逢辰歷任數官，但憑藉著其才氣與名聲，仕途還

算是順利，且短短十年內官拜四品，在整個宋代中著實不易。27方逢辰平生以格物

為究理之本，堅持以篤行為修己之要，讀書有法，勸戒有條。28對於民間教育事業，

尤為關注，並身體力行。其任官期間，凡所到之處，無不以教務為先，29如吳中和

靖書堂，金華婺州書堂與東陽義學，江西鄱江書堂、東湖書院、宗濂書院等，都

是他的公務閒暇之餘，講學、治學的地方。30到人生最後二十年間，重拾教本，於

石峽書院31度過，著實為教育鞠躬盡瘁32。然方逢辰也歸納其長期在教學現場的觀

察與經驗，認為經過他設計的教材內容，只要「積習既久，雖木石之愚者，亦豁

然為之開明，然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33足見其對教學的自信。 

 

                                                 
19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祕書少監誥〉，頁 595。 
20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祕撰江東提刑誥〉，頁 596。 
21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除江西運使誥〉，頁 597。 
22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一〈陞集英殿修譔誥〉，頁 596。 
23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三〈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頁 609。 
24

 清‧李詩，《光緒淳安縣志》，卷 10〈人物志二‧方逢辰〉，頁 180。 
25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一〈提要〉，頁 496。 
26

 宋‧方逢辰，《蛟峰外集》，卷三〈蛟峯先生阡表〉，頁 611。 
27

 侯豔華，《宋代狀元研究》，（河南：河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3），頁 46。 
28

 明‧胡宗憲等《嘉靖浙江通志》，卷 43〈方逢辰〉，頁 2097。 
29

 清‧李詩，《光緒淳安縣志》，卷十〈人物志二‧方逢辰〉，頁 180。 
30

 明‧胡宗憲等《嘉靖浙江通志》，卷 43〈方逢辰〉，頁 2097。 
31

 李詩記：「咸淳七年，先生復侍講圍，度宗賜御書石峽書院額。」參見清‧李詩，《光緒淳安縣

志》，卷二〈方輿志二‧石峽書院〉，頁 50。 
32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一〈提要〉，頁 496。 
33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名物蒙求序〉，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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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學庸注釋》、《格物入門》、《名

物蒙求》諸書行世。但是著作大多散失，五世從孫方淵輯為《蛟峰先生文集》八

卷，七世孫方中續輯外集四卷。34
 

 

二、版本分析 

  除收於朱升《小四書》的近二十餘種《名物蒙求》版本外，尚可尋單獨刊刻

版本五種、收錄於其他合輯內的版本兩種。其中單獨刊刻版本按時序排列，分為

別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駢異堂刊刻本、民間私藏清

同治六年（1867）刊刻本、天津南開大學藏民國三十年（1941）石印本、民間私

藏民國後主一室刊刻本和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周氏師古堂石印本五種。而《名

物蒙求》也收錄於清代張承燮輯《小兒書輯》35內，分別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膠州太湖張氏線裝刻本，和同年的京城膠齋線裝刻本兩種。 

  單獨刊刻本除民間私藏的兩種不可見外，其餘三種在內容與注釋均無差異，

分為旁注與欄上注。旁注注於本文右側縮字，欄上注則佔版面上方三分之一。排

版上，「駢異堂刊刻本」每半頁八行，分上下兩句，每句四字；而「周氏師古堂石

印本」和「民國三十年石印本」，與「明嘉靖元年司禮監重刊本」版面相同，每半

頁六行，分上下兩句，同樣每句四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為單獨刊刻本，但從

內文的注釋和朱升《小四書》所輯錄的版本注釋相同，由此推斷單獨刊刻本當是

取自《小四書》。由此可知，除朱升《小四書》至清代相較《名物蒙求》無注釋的

原版本，更為普遍或易取得外，也可能朱升注釋版本較受青睞，因而取用。此外，

除收錄於朱升的《小四書》版本外，彙整現可見的《名物蒙求》版本，包含張承

燮的《小兒書輯》內所有版本，列表 4-2 所示。 

 

                                                 
34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一〈提要〉，頁 495-496。 
35

 《小兒書輯》內輯有《敘古千文》、《家常語》、《小兒語》、《弟子規》、《童蒙須知韻語》、《小學

韻語》、《小學詩禮》及《名物蒙求》八種童蒙教材。參見清‧張承燮，《小兒書輯》（清光緒二十七

年膠州太湖張氏線裝刻本，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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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名物蒙求》各版本一覽表 

出版年代 版本 典藏處 

明 駢異堂刊刻本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ホ

04-01924 號，前附明萬曆三十三年

（1605），周從龍作〈名物蒙求題詞〉，

該版本又名「宋方狀元名物蒙求」。注

釋同明朱升《小四書》內輯版本。 

清同治六年 

（1867） 
刊刻本 民間私藏。 

清光緒二十七年 

（1901） 

膠州太湖張氏線裝

刻本 

中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Y/9100/1319/6-9 號，收於清代張承燮

輯《小兒書輯》。 

京城膠齋線裝刻本 

中國山東大學圖書館藏 802.81/306

號，收於清代張承燮輯《小兒書輯》，

除小兒書八種外，另再集錄女兒書八

種。 

民國三十年 

（1941） 
石印本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523.9/627(1)號。注釋同明朱升《小四

書》內輯版本。 

民國 主一室刊刻本 民間私藏。 

不詳 周氏師古堂石印本 
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6657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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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容分析 

一、釋題 

  該書定名為《名物蒙求》，其中「名物」一詞，最早出於《周禮》，指不同的

專業的人，須能辨別各自領域的名物，才是盡其職務上的作為。36如《周禮‧天官》

述及庖人的職務：「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37又「名物」也是訓詁

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中所謂名物，早期的狹義說法是指草木鳥獸蟲魚等生物的

名稱，後來又逐步擴大到車馬、宮室、冠服、星宿、山川、郡國、職官和人的命

名等領域。38由此可知，「名物」是屬於某物類的特定之物，且該某物類都具有自

己的具體名稱與涵義。 

  而「蒙求」一詞，是仿自晚唐李翰39編撰的《蒙求》書名與體例，屬中國孩童

的識字教材。該詞援引自《易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40語譯為

人、事、物蒙稚之時，若給予合理、合宜的啟發，必定能使其順利長成。自李翰

編撰《蒙求》後，後世紛紛摹仿，產生眾多的都以「蒙求」為名稱，仿「蒙求」

體例的教學讀物，41該書便是其中之一。故題名「名物蒙求」，為教導孩童認識事

物具體名稱與涵義的童蒙教材。 

 

二、編纂目的 

  《名物蒙求》的編纂動機和預期功用，如前述〈名物蒙求序〉所示：「余（方

逢辰）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聰眀不開，為作《蒙求》一卷。」即該書為方

                                                 
36

 揚之水，〈關於「名物新證」〉，《南方文物》，3（江西：2007），頁 79-80。 
37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1979），頁 83。 
38

 錢慧真，〈淺析《爾雅》的名物訓釋方式〉，《開封教育學院學報》，1（河南：2007），頁 11-13。 
39

 依前人研究，對於《蒙求》的作者有三個說法，一為李翰，二為李瀚，三為李澣，各有例證。

根據晚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認為李瀚與《新唐書》、《舊唐書》作張巡傳之李翰實則同一人，

李瀚與李澣實屬讀音和字型近似而造成的筆誤，故本研究採「李翰」說。相關討論詳見柯志宏《李

翰《蒙求》教育內涵之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科教學碩士論文，2004），頁 12-15。 
40

 三國‧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上經》（臺北：臺灣古籍，2001），頁 44。 
41

 其餘尚有《廣蒙求》、《敘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歷代蒙求》、《十七史蒙求》等。

可參見姚榮環，〈《蒙求》及其續書研究〉，（遼寧：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4），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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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辰任塾師，教授孩童時的自編童蒙教材。而依照朱升在〈小四書序〉解釋：「蛟

峰《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42朱升收錄《名物蒙

求》時，認為該書與漢代《凡將》、《急就》43，同樣為識字類的童蒙教材，具有釋

音、釋形、釋義等內容，能用以奠定孩童的文字基礎。 

  至於該教什麼內容？使用什麼方式教？和最終的教學目標，方逢辰於序中也

有清楚交代。首先，方逢辰以為「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況

同胞同與者乎？」44因此，教學應該從認識孩童所處天地開始，「教之以天髙地下，

萬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已日用處。」45亦即，

教學內容從介紹天地萬物的本原開始，人倫，再認識生活用具。按方逢辰的思路

可知，孩童誕生於世界，應該先認識自己身從何而來，再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的連

結；最後才是自己和他物間的關聯。 

  其次，教學方式，為「使之（孩童）先識其名，次通其義。」46即先教孩童學

習事物名稱，之後才教導其涵義。此處說的「義」，可能更一層指理學家們所強調

的「理」，同時揭示「名物」只是學習的入門。程頤曰：「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47故通過對是物

細節的認識，進一步瞭解天下萬物的運行原則。方逢辰雖然沒有道出名物、格物

和理之間的關聯，但也表示如名物這般「初學之學，雖與《大學》之格物不同，

然太極之沖漠無朕者，豈在萬象森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

謂遠者大者，亦不離乎此而已矣。」48換言之，方逢辰認為教導兒童認識事物的名

稱與涵義，雖然與《大學》中的格物有所不同，但是不能說兩者沒有關聯。 

                                                 
42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43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從周、秦至漢代，陸續出現很多種識字類教材，如《史籀》、《蒼頡》、

《凡將》、《訓纂》和《急就》等。其中僅有《急就》流傳至今，其餘各種久佚。參見張志公，《傳

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14。 
44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名物蒙求序〉，頁 537。 
45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名物蒙求序〉，頁 537。 
46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名物蒙求序〉，頁 537。 
47

 宋‧程頤、程顥，《河南程氏遺書》，收於《二程集》（臺北：里仁，1982），卷 19〈伊川先生語

五〉，頁 113。 
48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名物蒙求序〉，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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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知，方逢辰與朱升兩人都認為該書能作為孩童初學時的教材，又朱

升進一步指出，《名物蒙求》應屬小學字書類。其內容是為孩童介紹自然界與人類

社會種種事物的名稱和涵義。但除了教導孩童名物外，更試圖將識字、辨物等內

容，和格物致知的思想結合，成書具有雙重目的。 

 

三、內容編排與表現形式 

  從《名物蒙求》題名可知，該書承李翰《蒙求》的體例編纂而成，即「蒙求

體」。49今人姚榮環認為「蒙求體」，以四字一句，兩句相對，一聯一韻，押韻成文

為原則。其特色在於「工整對句」及「編之以韻」兩個特點。50王國棟進而表示前

者為自古以來就存有的寫作形式，其對仗工整、內容豐富、具有深刻的人文蘊意。

後者採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巧妙運用中國語言文字中的形、音、義相結合的特點，

形式整齊，合轍押韻，使得蒙學讀物易讀、易誦。51又徐梓認為童蒙讀物與編寫與

傳統句式的結合，使得蒙學在編排樣式上有新的突破，同時讓用字更為精簡，整

齊押韻的形式也更容易朗讀、背誦。52
 

  由於方逢辰當初編纂《名物蒙求》時，沒有加以分類題名，但該書內容仍然

是按《爾雅》的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

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等分類架構，分門別類地妥善分置各

個段落。53也因為書中沒有直接分類題名，讓後世研究者有了不同分類。如明代周

從龍分為十門：「天文、地輿、人倫、草木、鳥獸、時令、飲食、衣服、宮室、器

用。」54今人張志公分為九門：「天文、地理、鳥獸、花木、日用器物、耕種操作，

                                                 
49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363。 
50

 姚榮環，〈《蒙求》及其續書研究〉，頁 22-23。 
51王國棟，《傳統語文教材——《蒙求》與「類蒙求」的教育功能研究》（山東：魯東大學語文學科

教學碩士論文，2012），頁 10。 
52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湖北：湖南教育，1996），頁 224-225。 
53

 《爾雅》被視為中國名物的不祧之祖。而其對名物訓釋方式和分類方式影響了後世訓詁學著作

的編纂，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以爾雅及其嫡傳諸書為中心，旁及《方言》、《釋名》及其各種專業

書、類書等的名物研究系統。參見黃金貴，〈初談名物訓詁〉，《語言研究》，4（湖北，2011），頁

27-33。 
54

 明‧周從龍，〈名物蒙求題詞〉，收於《宋方狀元名物蒙求》（駢異堂刊刻本，160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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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時社會上的親屬、家庭等關係。」55徐梓分為十六門：「天文、地理、山川、

園圃、城邑、倫理、職官、林木、花草、鳥獸、農事、時令、飲食、服飾、居室

和各種器物。」56及潘偉娜分為天文宇宙知識、自然地理知識、物產器用知識、社

會生活常識等四門。57
 

  如此，按照書中內容提及順序，將上述各種分類方式彙整如表 4-3。其中以《爾

雅》最為詳盡；而潘偉娜最為廣泛，其概述《名物蒙求》的內容類別，把該書內

容歸納入預設架構中，不按照篇章脈絡與內容安排。另外，張志公的分類別遺漏

「時令」。而在徐梓的分類架構中，雖將前者忽略處補足，且再細分為「農事」與

「時令」，但卻將山川、園圃、城邑又再加上「地理」，出現重複分類。綜上可知，

內容分類有多種標準，可概分亦可細分，各有優缺。若框架太粗，則不易呈現文

本內容特色；分類過細，又難以呈現整體性。因此研究者折衷後分為：天文、地

理、建築、人事、草木、鳥獸、時令、飲食、服飾、居室、器物等十一類。 

 

表 4-3 《名物蒙求》內容分類表 

《爾雅》 周從龍58
 張志公59

 徐梓60
 潘偉娜61

 

釋天 天文 天文 天文 天文宇宙知識 

釋丘 

地輿 地理 地理 

山川 

自然地理知識 

釋山 

釋水 

釋地    

園圃 

城邑 

                                                 
55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72-73。 
56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頁 224-225。 
57

 潘偉娜，《宋代新編童蒙讀物初探》（四川：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5），頁 32-34。 
58

 明‧周從龍，〈名物蒙求題詞〉，頁 1-2。 
59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72。 
60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頁 224-225。 
61

 潘偉娜，《宋代新編童蒙讀物初探》，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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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親 人倫 

親屬關係 倫理 

社會生活常識 

家庭關係 職官 

釋木 

草木 花木 

林木 

自然地理知識

（續） 

釋草 花草 

釋鳥 

鳥獸 鳥獸 鳥獸 

釋獸 

釋畜 

釋魚 

釋蟲 

釋天（續） 時令 ─ 

農事 社會生活常識

（續） 時令 

釋器 

飲食 

日用器物 

飲食 

物產器用知識 

衣服 服飾 

釋宮 宮室 居室 

釋樂（續） 器用 器物 

 

四、內容概覽 

  《名物蒙求》的內容通俗易懂，書內大部分的內容都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提供孩童無論在當下或未來生活中，都容易接觸和應用到的事物。該書在教導孩

童知名、辨物之餘，同時也傳達道德倫常和格物觀念。因此，以下依序說明《名

物蒙求》中的知識內容和解釋方式、寫作特點，及其背後隱含期待。 

（一）知識內容和解釋方式 

1.天文與地理 

  該書先扼要地說明宇宙生成和世界起源的過程，作：「天尊地卑，乾坤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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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清為天，重濁為地。」62隨後介紹天文氣象現象。 

  氣象部分作者對諸現象予以定義，如解釋「風」與「雷」的成因為：「陽為陰

繫，風旋飆回。陽為陰蓄，迸裂而雷。」63其中也可見作者是以宋代張載氣有陰陽

之別說法來詮釋氣候變化，並通過深入淺出的用字與簡明的語法，讓孩童清楚了

解各種自然界現象的成因，或事物的名稱與特徵。朱升也於欄上注此說法可能的

出處：「陰氣凝困，陽在內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為風；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

擊而為雷霆。張子云。」64
 

  地理則主要介紹與「山」、「水」相關的事物名稱。由「山」類開始，就直觀

上的高矮、大小、部位、樣態等各種殊異，逐一陳列。並說明其名稱和特徵，記：

「高平為原，窈深為谷。山脊曰岡，山足曰麓……土山為阜，大阜為陵」65等，最

後再列出所有同類事物，作：「岩崖島嶼，巘嶂岫岑，孤峰峭壁，絕嶠平巒。凡此

之類，皆名為山。」66而「水」也是使用同樣的編排，陳列各種與相關的字詞，並

在段落結束時，列出同類事物：「地澤陂塘，渚汀浦漵。坎井波濤，皆隸乎水。」

67
 

2.建築與人事 

  之後，作者從自然地景轉而描述人造建築，先談田園部分，作：「林圃苑囿，

皆謂為園。畦疇壟畝，皆謂之田。」68有別於先前對山川的介紹，作者作：「一耒

之土，萬民之天。」69以揭示土地擔負滋養萬民的重責，凸顯田園和民生密切相關。

之後作者用「尊卑」二字表現規模不同的城邑，並簡單介紹城池與壁壘在城邑中

舉足輕重的地位。再以「洞蠡滅苗、崤函亡秦」70兩個歷史典故，將地理與人事的

                                                 
62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一，頁 1a。 
6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b。 
64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b。 
65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b-3a。 
66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3a。 
67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3a-3b。 
68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a。 
69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a。 
70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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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銜接，表示：「險不如德，地不如人。」71
 

對於人事，首先作者以「中於天地，惟人最靈，」72強調人存在於天地間的獨

特性，再者說「得其清者，聖人賢人。得其濁者，愚夫凡民。」73承朱子之說，以

為人由於受出生之時構成人體之氣的昏明、清濁、粹駁、偏正、通塞的影響，而

導致才能與知能，以及氣質與性格方面的不同。74並認為不同氣質的人，從事不同

的工作，擔負社會中各種職業與責任，如：「讀書為士，耕田為農，行商坐賈，技

藝百工。」75並由不同的職業別，強調各司其職與「秩序五典，維持三綱」76的重

要。認為「人生而群，不可無教。」77倘若每個人都透過正定名分，行事守規矩，

社會就有秩序。作者再者介紹親屬稱謂，先區別血親與姻親，作：「諸姑姊妹，皆

父黨親。曰姨曰舅，母黨之姻。」78再記述己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的父直系血

親，謂：「高曾祖父，在己身前。由己而後，子孫曾玄。」79最後從孩童自己與親

族的關係，拓展到社會制度。以人性好鬥的性格作楔子，凸顯君主治國的必要。

再依序介紹朝廷內君王、大夫、士，外置守令、丞掾、軍旅將帥等職官的作用與

權責。 

3.草木與鳥獸 

  在介紹草木、鳥獸之前，作者先以太極生萬物的觀點，說明：「全者為人，偏

者為物。物有知者，鳥獸之屬。物無知者，為草為木。」80揭示人和物本是同源，

又其中有知覺的生命體諸如鳥獸，稱之為動物，反之則稱植物。為文則先植物，

後動物。草木部分能再細分樹木、花卉、水果、五穀、蔬菜，不只是種類介紹，

                                                 
71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72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7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74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四〈性理一〉，頁 71。 
75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5a。 
76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5a。 
77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5b。 
78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6a。 
79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6b。 
80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7b-8a。 

 



 

 

63 

也多摘引相關典故。如「松柏後凋，蒲柳先零」81，朱升注此兩句取自《論語》：「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82和《世說新語》：「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

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83其他也有藉由樹木、花卉的特質，揭示處世原則

的語句。之後介紹五穀，該書列稻、黍、稷、麥、菽五種，但因為稻的主要產地

在南方，而北方種稻有限，因此南北所稱的「五穀」種類不同。84這反映方逢辰是

嚴州人，地屬東南。而朱升是徽州人，同屬東南，所以在注釋時，僅欄上注此五

穀種植方式的不同，也沒有注意到南北五穀種類的差異。接續草木的介紹，作者

以「草木之外，鳥獸蟲豸。彼雖微物，亦有天理」85，來銜接之後鳥獸的介紹。如

同草木的編排方式，除介紹名稱和特徵外，也以動物習性揭示處世原則。如「狐

憑於城，則不可焚。鼠依於社，則不可熏。凡此之類，以比小人。」86在介紹草木

和鳥獸的段落中，諸如此類的做作法不勝枚舉。 

4.時令 

  述及時令段落，可見作者延續「五行說」的觀點，以季節的五行屬性判斷適

合的農作活動與時程，作： 

春為木德，盛於東方。草木甲坼，鳥獸孳育。人民在田，播種百穀。 

夏為火德，萬物欽榮。人民在田，以籽以耘。 

金行於秋，萬物斂揪。是為西成，無種不收。 

冬為水德，萬物閉塞。87
 

他認為五行相生相剋與天干、地支、年、月、日、時等互相聯繫，交替運用，形

成了形和氣。五行也與季節與方位相符，地理方位上來說南方屬於火，東方屬於

                                                 
81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8b。 
82

 宋‧朱熹，《論語精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五〈子

罕第九〉，頁 149。 
83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廣文，1979），頁 19。 
84

 北方五穀為麻、黍、稷、麥、菽五種，區別在於南方有稻無麻，北方有麻無稻。參見嚴文明，〈再

論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2（江西：1989），頁 19-32。 
85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4a。 
86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6b-17a。 
87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8b-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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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北方屬於水，西方屬於金，土掌管中，協助金木水火的平衡；季節對應春天

屬木，夏天屬火，秋天屬金，冬天屬水，夏秋之際的過渡期屬土。88故人們種植作

物時，依「春生夏長，秋收冬藏」89的循環，配合季節和五行來耕作。 

5.飲食、服飾、居室與器物 

  最後，作者運用該書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飲食、服飾、居室、器物等事物

的名稱，及其歷史演進。四個部分破題方式相同，都從「生民之初」90，也就是人

類文明的起源娓娓道來。如介紹飲食文化的演變，自上古人類不會食用熟食、不

會種植稼穡，到後來各式奢糜的餐具和餐點。並藉由相關的典故，呈現「古之聖

賢，奉己甚薄」91的自持，相對「世之愚人，醉醲飽腥」92的醜態，來警惕孩童不

可輕忽飲食的影響力，也不可太過鋪張浪費。介紹服飾也是由上古時期的動物皮

毛，到各種帽、鞋、簪、珮等服飾配件，雖然陳述的過程中，表現紈褲公子與蓑

笠牧子截然不同的風格與裝扮，呈現階級上的差異。但還是不忘叮囑「惟儒守正，

其服必端」93，勸勉孩童能維持自身良好品格，使得無論何種階級、服儀都能自然

而然散發出端正之氣質。介紹居室也是從上古人類穴居的景象，到發展出功能各

異的戶、門、室、堂、塾、廂、廬、舍、臺、榭、院、庭、館、亭等建築。而器

物也從漁撈、捕獵等產食用的器具，到鳴球、琴瑟、笙蕭等娛樂用的器具。器物

的演進也反映了傳統社會中的專業分工，重複的句式呈現不同職業的用具「蠶耕

之器，……。漁家之器，……。酒家之器，……。僧家之器，……。道家之器，……。

攻戰之器，……。」94
 

 

                                                 
88

 武占江，〈四時與陰陽五行——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條線索〉，《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河北：2003），

頁 101-106。 
89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8b。 
90

 飲食、服飾、居室段落都使用「生民之初」，器物段落另外使用「太古之初」起頭。宋‧方逢辰，

《名物蒙求》，頁 19b、21b、23a、26a。 
91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0a。 
92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0b。 
9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3a。 
94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8a-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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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前述，雖然該書內容涉及廣泛，但是行文符合事理邏輯，整體顯得有條

理而不致雜亂。先談宇宙生成和世界起源，其次是自然的天文和地理，與人造的

園圃和城邑。再論及人自身，自身和他人的關係，與社會的關聯，再關心環境中

的其他物種。最後，待清楚界定日常可見事物的名稱和涵義後，才導入飲食、服

飾、居室、器物的歷史演變。 

 

（二）寫作特點 

1.識字和語句組合 

  今人張志公指出：識字教育是傳統語言教育的一個重點。考驗著塾師如何在

短時間內，讓孩童認識最多的字。95方逢辰的作法是將類似事物，或同樣偏旁的字，

收錄於同一個段落中，承前介紹「山」、「水」相關事物，在最後列出所有同類事

物，為孩童進行字詞的概念彙整時，也是在作部首的提示。而按今人郅美麗計算，

若孩童在學過《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後，再者習《名物蒙求》，則識

字量至少能增加五百字。96
 

  該書沿用《蒙求》體例與其優點，將各種歷史故事、哲學理念濃縮於四字韻

文中，而許多該書內使用的四字韻文，都演變為後世的成語。如「慈烏反哺、羔

羊跪乳」97
和「鳶飛戾天」98等，雖暫無法通盤考證書中語句是否都為作者原創，

但也顯示宋代即存有如此的語句組合。 

2.修辭手法 

  承前〈名物蒙求序〉表示，該書為方逢辰二十歲館於學塾時所作。其中有許

多段落能見其編纂時的用心。如以提問，並自答的方式，解釋「雲」和「雨」的

成因，作：「雲維何興？以水之升。雨維何降？以雲之烝。」99又如在介紹各職業

                                                 
95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13。 
96

 郅美麗，《宋代蒙學教育研究》（南京：南京師大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1。 
97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4a。 
98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4b。 
99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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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演進時，反問「惟儒何用？身備百工。」100如此詰問語句，應是作者根據

自身教學經驗而刻意安排。 

3.結合道德教育 

  該書採先名物，後類比人事，並附以道德、價值論述的行文手法。如作者取

植物本身的特質，表示：「或比小人，蒿史蓬蕭，為獲雜薰，為薋及葹。或比君子，

為蘭為芝，苣蘅芳芷，荃蕙江蘺。絲苓相附，蓬麻夾持。」101來揭示朋友與環境的

重要。或運用動物的社群或生活習性，作：「蜂蟻君臣，虎狼父子。慈烏反哺，羔

羊跪乳。…，鴻雁有序。豺獺報本，犬馬戀主。……狐必首丘，不忘所出」102等，

對比傳統社會緊密的階級與分工，強調君臣間應有忠誠，父母子女間存有孝悌。

由前面人為萬物之靈的鋪陳，到後面鳥獸蟲魚都如此尊重比自己年長的前輩，慈

愛比自己年輕的後輩、孝敬生養自己的父母，對應人也應該要對於養育自己的環

境心存感恩。 

  而作者也通過歷史典故，達到借鑑與勸戒的目的。如運用「洞蠡滅苗、崤函

亡秦」103說明地勢之險不足恃，為政者當以仁德治天下。而朱升也於欄上注：「洞

庭彭蠡三苗恃為險，崤函谷秦恃為險。吳起云：『在德不在險』；孟子云：『地利不

如人和』。」104除作為該歷史事件的提要外，同時補充戰國時吳起與孟子的觀點，

加強國君應重修德。 

  由此可知，《名物蒙求》的價值不僅在於禮儀制度等層面的教化，維持傳統倫

常的觀念與社會結構。其最大的貢獻在於延續民間生活中的經驗與豐富的文化知

識，使得孩童能在學習天地萬物、山岳江河、田園城邑、草木鳥獸、飲食起居等

事物的名稱和涵義時，一併獲得品德的陶冶與文化的傳承。 

 

                                                 
100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9a。 
101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3a。 
102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4a-24b。 
10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104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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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理字訓》分析 

  朱升匯編《小四書》時，將《性理字訓》列於識字、名物之後，認為「勿齋

《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105初步可知，該書有別於《名物

蒙求》識字、名物的功用，主要作為教導孩童理學的概念，和經學基本思想內容

的童蒙教材。 

  《性理字訓》也隨著元代國子監，將程端禮（1271-1345）制定的《讀書分年

日程》頒示各類學校的同時，106連帶備受重視。其中程端禮於卷首告誡教人子弟

者，在孩童「八歲未入學之前，讀《性理字訓》（程逢源增廣者）」107的主張，也

讓後世不少儒士引為學者讀書的準繩108。 

 

壹、作者與版本 

一、作者與成書背景 

  該書前後共經歷五位作者編補、注釋。最早由程端蒙從朱熹《四書集注》中

提取三十條，作《性理字訓》。109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110德興人111。早年隨

江介學習，後受業於朱熹，領悟理學要旨。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補太學生。

112光宗紹熙二年（1191）去世，享年四十九，113朱熹曾為其親撰墓表114。除該書

                                                 
105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106

 明‧宋濂等，《元史》，卷 190〈儒學二‧韓性〉，頁 4343。 
107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合肥：黃山書社，1992），卷一〈八歲未入學之前〉，

頁 28。 
108

 甯俊偉，〈《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與元代的教育思想〉，《高校理論戰線》，6（北京，2007），

頁 46-49。 
109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世界，1983），卷 69〈滄洲諸儒學案上〉，頁 1294。 
110

 清‧謝旻，《江西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6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88〈人

物志〉，頁 32。 
111

 《宋元學案》稱作鄱陽人，朱熹在〈程君正思墓表〉中則稱其為番陽人。《江西通志》與《饒州

府志》皆作德興人。《德興新建程氏宗譜》載程端蒙為德興新建人。然而就今人周茶仙、胡榮明

研究指出：「德興」因其管轄變革，而造成人們在表述習慣不同而產生差異。最終歸結程端蒙非

鄱陽人，實爲德興人的結論。相關討論可見周茶仙、胡榮明，〈南宋理學家程端蒙籍屬辨析〉，《歷

史文獻研究》，1（上海，2014），頁 118-123。 
112

 清‧謝旻，《江西通志》，卷 88〈人物志〉，頁 32。 
113

 宋‧朱熹，《晦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6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90〈程

君正思墓表〉，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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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和董銖合撰《程董二先生學則》一卷。清代四庫館臣曾懷疑：「端蒙游朱

子之門，未必陋至於此，或村塾學究所托名也。」115若《四庫全書提要》中的說

法屬實，則《性理字訓》的原作者另有其人，而這個人很有可能是鄉塾師。然而

朱熹曾謂：「正思可惜！有骨肋，有志操。若看道理，也粗些子在。」116又朱熹於

〈答程正思〉曰：「其他所論大概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

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117雖然程端蒙有節操，但是對道理之體悟未精，

不夠仔細。這也使得程端蒙完成《性理字訓》時，朱熹先是讚揚：「《小學字訓》

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也。」118而事後和其門人黃榦論及該書

時，卻又表示： 

因說正思《小學字訓》，直卿（黃榦）云：「此等文字亦難做，如『中』，只

說得無倚之中，不曾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難做，如『仁』，

只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119
 

從此對話可知，兩人都認為性理概念不容易用精確文字納入童蒙教材中，同時也

對程端蒙作《性理字訓》不甚滿意。 

  之後，或許是因為黃榦曾向其弟子們，轉述他與朱熹的對話後，引起董夢程

的興趣。遂使董夢程為該書作注120。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121與端蒙同邑122。

生卒年不詳。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進士，曾任朝散郎、欽州通判等職。123幼

時受教於其父董銖，後從學於黃榦，得理學真傳，為朱熹的再傳弟子。124著有《詩

                                                                                                                                               
114

 清‧謝旻，《江西通志》，卷 88〈人物志〉，頁 33。 
115

 清‧四庫館臣，〈性理字訓提要〉，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1997），頁 798。 
116

 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 117〈朱子十四‧訓門人五〉，頁 2807。 
11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0〈答程正思〉，頁 2327。 
118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0〈答程正思〉，頁 2459。 
119

 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 117〈朱子十四‧訓門人五〉，頁 2807。 
120

 元‧陳櫟，《定宇集》，卷三〈字訓註解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5冊，臺北：臺灣商

務，1986），頁 197。 
121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頁 2980。 
122

 《宋元學案》稱作鄱陽人，《江西通志》載作德興人，而陳櫟記「蒙齋同邑」，顯示籍貫爭議可

能同程端蒙條，因區域管轄變革，而產生紀錄差異。參見元‧陳櫟，《定宇集》，卷三〈字訓註解

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5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頁 197。 
123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頁 2980。 
124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頁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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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通釋》、《書經通釋》、《大爾雅通釋》等訓詁考釋之作125。 

  接著，沈貴珤則認為程端蒙所編纂的《性理字訓》不夠完備，而加以增廣。126

至於沈貴珤增廣了多少內容，尚不可知。沈貴珤，德興人，生卒年不詳。又名汝

礪，字誠叔，學者稱為毅齋先生。127沈貴珤早年學於黃榦，後被董夢程尊為上客。

128宋末元初時，胡方平、范啟、程若庸及齊夢龍皆拜入其門下。有《正蒙疑解》、

《四書要義》七篇及諸經說。129
  

  再者，程若庸也覺得《性理字訓》對理學概念的介紹不夠完整，因而著手彙

整程端蒙和沈貴珤編纂的內容，130將該書增廣至六門一百八十三條。131又覺得覺

得董夢程注釋的內容過於精深，初學之童不易理解。因此根據自己所知，再注釋

該書。132程若庸，休寧人，字逢原133，號勿齋，學者稱徽庵先生。134生卒年不詳，

推論應為宋末元初人。135年幼由叔父程珌督課136。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獲陳

文龍榜進士。137之後程若庸拜入饒魯門下。138饒魯師承朱熹高第黃榦，故程若庸

為朱熹的再傳弟子。139後又求教於沈貴珤，但從程若庸弟子程矩夫之言：「僕不肖，

少獲事徽庵程先生，知雙峰之學為詳。蓋二先生之志同，其造詣亦同。」140可見

程若庸受沈影響不如饒魯深。淳祐七年（1247）起，他前後擔任湖州安定書院、

                                                 
125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頁 2980。 
126

 元‧陳櫟，《定宇集》，卷三〈字訓註解跋〉，頁 197 
127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頁 2986。 
128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70〈行實〉，頁 2097。 
129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頁 2986。 
130

 元‧陳櫟，《定宇集》，卷三〈字訓註解跋〉，頁 197。 
131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a。 
132

 元‧陳櫟，《定宇集》，卷三〈字訓註解跋〉，頁 197。 
133

 關於程若庸的字有兩種記載，一逢原，二達原。元代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作逢原，而後出

的《新安文獻志》與朱升欄上注皆作達原。因「逢」字與「達」字型近，故後者可能為抄誤。 
134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70〈程山長若庸傳〉，頁 188。 
135

 程若庸生平在《新安學繫錄》、《新安文獻志》、《宋元學案‧雙峰學案》多有紀錄，但內容相去

不遠。其中提及咸淳、淳祐兩年號。另外，《新安學繫錄》記其門生金洙生平：「宋亡不仕，從程

勿齋學。」可知元初時，程若庸尚在，故由此推測。參見參見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安徽：

黃山書社，2006），卷 16〈金子方〉，頁 364。 
136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附錄四《傳記評論資料匯集》，〈舉膠樓紀略〉，頁 364。 
137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70〈程山長若庸傳〉，頁 188。 
138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70〈程山長若庸傳〉，頁 188。 
139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83〈雙峰學案〉，頁 1592。 
140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卷九〈程徽庵‧遺事〉，頁 203。 

 



 

 

70 

撫州臨汝書院，及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職，致力宣教程朱理學。程若庸講學無數，

累主師席，弟子們對他評價很高。在他寓居江西撫州，任臨汝書院任山長期間，

收吳澄、程矩夫兩人。141吳澄（1249-1333）贊其師曰：「今先生執教于吾邦，澄也

一睹先生知姓，恍然若河南二夫子之復出於今也。」142程若庸一生著作不多，有《性

理字訓講義》百篇、《太極圖說》和《近思錄注》刊行於世。143《性理字訓》在程

若庸增廣後，對於理學概念的闡釋，已相當完備。元代陳櫟讚揚該書，並取之作

為家塾教子授徒的理學入門教材。144
  

  至元末，陳櫟的弟子朱升，注釋程若庸增廣《性理字訓》時，再添一條，成

為一百八十四條，並修改數字，145遂成《小四書》所輯錄的版本。綜合上述，研

究者將《性理字訓》編纂、增廣和注釋者間的關係，整理成圖 4-1。 

 

圖 4-1 《性理字訓》編纂、增廣和注釋者關係圖 

 

二、版本分析 

  依蒐集目前可尋到各刊本發現，該書題名有多種，多以《性理字訓》為題，

其餘尚有《程氏性理字訓》、《程蒙齋性理字訓》、《程勿齋先生性理字訓》等，不

                                                 
141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70〈程山長若庸傳〉，頁 188。 
142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卷九〈程徽庵‧謝徽庵先生書〉，頁 201。 
143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70〈程山長若庸傳〉，頁 188。 
144

 元‧陳櫟，《定宇集》，卷三〈字訓註解跋〉，頁 198。 
145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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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其內容多為程若庸增廣後的版本，即《增廣性理字訓》146。或是同時收錄程端蒙

和程若庸增廣後的兩種版本，並取兩人名、號中的一字，作書名，如《程蒙齋性

理字訓》。部分刊本為區別兩種版本，會在題名加入程若庸的號，如《程勿齋先生

性理字訓》。若沒有更改題名的版本，也多會註記「程若庸補輯」。而朱升《小四

書》內的版本，則直接視程若庸為唯一作者。 

  程若庸的《增廣性理字訓》，除被朱升輯入《小四書》外，也被清代賀瑞麟的

《養蒙書九種》147和涂宗瀛的《童蒙必讀書》148兩童蒙叢書中，其影響可見一般。

然而，風行的《增廣性理字訓》各刊刻版本，在版面配置上卻多不同，沒有統一

格式。每半頁行數從六行、九行、十二行不定，字數不一，多無注釋。各版本整

理呈表 4-4。其中可見到清日藏版本。 

 

表 4-4 《性理字訓》各版本一覽表 

出版年代 版本 典藏處 

清乾隆五十四年 

（1789） 
日本寬政元年刊本 

日本公文書館昌平坂學問所本内閣文

庫藏 299-15 號。註「日本江川龍校」。 

日本立命館大學藏子-1-54 號。又名

「程勿齋先生性理字訓」和「性理字

訓（題簽）」。 

清道光間 

（1821-1850） 
共賞書局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六行字數不一，

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 

                                                 
146

 為了與程端蒙的《性理字訓》區別，因此研究者將程若庸增編的《性理字訓》，改稱為《增廣性

理字訓》，後述亦同。 
147

 《養蒙書九種》內輯有《弟子規》、《教子齋規》、《程董學則》、《童蒙須知》、《訓子帖》、《白鹿

洞揭示》、《敬齋箋》、《訓蒙詩》，及《性理字訓》等九種童蒙教材。參見清‧賀瑞麟，《養蒙書九種》

（清同治十二年線裝刻本）。 
148

 收於清代涂宗瀛《童蒙必讀書》內輯有《千字文》、《弟子規》、《弟子職》、《小兒語》、《續小兒

語》、《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朱子小學題辭》、《陳氏夙興夜寐箴》、《陳氏忍字箴》、《林氏

集訓蒙詩》、《吳氏敬銘》、《笵氏心箴》，及《性理字訓》等十五種童蒙教材。參見清‧涂宗瀛，《童

蒙必讀書》（清光緒九年武昌書局校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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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八年 

（1869） 

線裝寫刻本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U02.19-12/7.535 號。 

又名「程氏性理字訓」。 

上海應寶時線裝 

寫本 

中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X/338.1/2637

號。共藏六冊。責任者、出版項皆據

卷前序。（題跋印記）鈐「大學堂藏書

樓之章」印。 

清同治十二年 

（1873） 
線裝刻本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愚/子/172

號。收於清代賀瑞麟《養蒙書九種》。 

清光緒八年 

（1882） 
線裝刻本 中國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665723 號。 

（1603-1867） 

日本江戶幕府期 

京都上村四郎兵衞

刊本 

日本大阪大學綜合圖書館懷德堂文庫

藏。 

日本東北大學藏狩 2.2369.1 號 

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 161.21 號。 

清光緒九年 

（1883） 
武昌書局校刊本 

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A30-103

廣號。收於清代涂宗瀛《童蒙必讀

書》。 

清光緒間 

（1875-1908） 

南清河王氏木活字

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收於《牖蒙叢

編》，每頁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

周雙邊，單魚尾。 

清中後期 

（1821-1911） 
線裝刻本 

中國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192.7/784(2)

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 線裝刻本 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25.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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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日本立命館大學藏子-1-53 號。 

廣仁堂刊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書名頁及版心題

「性理字訓」，九行十九字，白口，四

周雙邊，單魚尾。又名「程氏性理字

訓」。 

清同治 

至民國間 
西京清麓叢書本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四册。叢書目錄頁註記：「北京師範大

學圖書館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京清

麓叢書本。」又題名「程蒙齋性理字

訓」。 

民國三年 

（1914） 
線裝刻本 

中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X/081.17/4088

號。此版本為清代左欽敏撰輯，收於

《尚志齋藏書》。 

中國武漢大學圖書館藏D/817.79/4088

號。中逢題「尚志齋藏書」，題名取自

卷端，又卷端署「湘陰左欽敏輯述」。

九行二十字，黑口，左右雙邊。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 

師古堂線裝石印本 中國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601055 號。 

線裝石印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不詳 

江戶刊本 
日本公文書館昌平坂學問所本内閣文

庫藏 299-16 號。 

寬文版刊本 日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藏。 

安永版刊本 日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藏。又題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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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齋先生性理字訓」。 

和版刊本 日本國士館楠本文庫藏 27-43 號。 

備註：若年代不明確者，則視作可能出版的最末年進行排列。 

 

  《性理字訓》和《增廣性理字訓》二種版本的主要差異在於內容和分類。程

端蒙編纂的《性理字訓》共三十條，解釋了性、命、心、情、才、志、仁、義、

禮、智等三十個理學概念。而程若庸作《增廣性理字訓》分為造化、情性、學力、

善惡、成德、治道六門，再逐一細述，大幅增加前者的篇幅。 

  至於朱升注釋、編修後的《增廣性理字訓》與程若傭增廣版本間的差異，據

〈小四書字訓卷三後〉記： 

晦菴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為六門一百八十三條。今增

「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一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

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原文。149
 

按朱升的說法，整理成表 4-5。由此記載可知《增廣性理字訓》原有一百八十三條，

且沒有闡釋「善」字，「善」字條為朱升所補。而朱升修改的四條，也旁注程若庸

的原文，並將異動的字圈起來。對照《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清同治至民國間的

《程蒙齋性理字訓》（西京清麓叢書本）發現，該版本總計有一百八十四條，且「善」

字條同朱升於《小四書》內補纂的內容。但「德」、「業」、「盡性」、「心正」四條

沒有朱升更動的痕跡。由此顯示，後人在出版時，可能納入朱升補纂的「善」字

條，其餘維持原文刊行。 

 

 

 

 

                                                 
149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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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增廣性理字訓》朱升修改前後版本對照表 

門 條 
修改前 

（程若庸原版） 

修改後 

（《小四書》內輯錄版本） 

性情 

第二 

德 
道得於心，「蘊而」不失，是之

謂德。 

道得於心，「日新」不失，是之

謂德。 

業 
道著於事，「積而有成」，是之

謂業。 

道著於事，「富有無外」，是之

謂業。 

善惡 

第四 
善 ─ 

「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

謂善。」 

成德 

第五 

盡性 
「巨細」精粗，毫髮不遺，是

曰盡性。 

「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

曰盡性。 

心正 
「心體」所「存」，「中正」不

偏，是曰心正。 

「知覺」所「形」，「虛明」不

偏，是曰心正。 

備註：按朱升〈跋性理字訓後〉的說法呈現。 

 

貳、內容分析 

一、釋題與編纂目的 

  該書由程端蒙編纂完成後，朱熹稱該書為《小學字訓》，150顯示該書應具有小

學功用。至於《性理字訓》這個題名，可能自元代程端禮制定《讀書分年日程》

後，才廣為人知。從《性理字訓》書中內容來看，該書將性理學問分為三部分，

一為命、性、心、情等與「性」相關的概念；二為天理、人欲、善、惡、公、私

等與「理」相關的概念；三則為「由性歸理」的過程，包含明理與修身兩項。這

樣的分類和朱熹性源於理，人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的說法，151異曲同工。而宋人陳

                                                 
15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0〈答程正思〉，頁 2459。 
151

 朱熹曰：「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參見宋‧朱熹，《孟子章句集注》，

收於《四書章句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7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3〈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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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朝文章亦三變〉曰：「唐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

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152即以「理性」一詞，

概稱當時二程子的學問。 

  而該書以解釋理學有關概念的字義為主，如明代梅膺祚《字彙》言：「訓，釋

也。如某字釋作某義，順其義以訓之。」153又《性理字訓》篇末記：「凡此字訓，

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

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154可知程端蒙試圖以解釋字義的

方式，教導孩童理學的重要概念。 

  而從《增廣性理字訓》篇末可知，程若庸增廣該書的目的為：「斯道大明，如

日方中，匪盲匪瞆，寧不率從？蠡測管窺，眇焉後學，輯所見聞，質諸先覺。」155

程若庸見到當時理學如日中天，也就順勢共襄盛舉。雖然他謙稱該書只是輯錄自

己的淺見，以就教於前輩。但是經由他的增廣，卻提高了理學入門讀物的廣度與

深度，也超過朱熹「教小兒，只說個義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

段子亦可」156的小學教育構想。不過從《性理字訓》作為童蒙教材來看，程端蒙

應該也是秉持著啟蒙後學的用意。縱使朱熹對原編內容不盡滿意，但經補述後的

《增廣性理字訓》，卻比原書更受歡迎。 

 

二、內容編排與表現形式 

  程端蒙作《性理字訓》共計三十條，每條句、字數不一，二至五句不等，四

至七字不定，共計四百二十八字。按命、性、心、情、才、志、仁、義、禮、智、

道、德、誠、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誼、利、善、

                                                                                                                                               
心上〉，頁 1350。 

152
 宋‧陳善，《捫蝨新話》，收於《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1939），上集卷三〈本朝文章亦

三變〉，頁 1a。 
153

 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臺南：世一，2005），頁 633。 
154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洲諸儒學案上〉，頁 1294。 
155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二，頁 38a。 
156

 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七〈學一‧小學〉，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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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公、私的次序，介紹三十個理學概念。而程若庸作《增廣性理字訓》分為六

門，一百八十三條，每條句數不定，每句皆為四字。清代四庫館臣卻認為：該書

「規仿李瀚蒙求，而不諧聲韻。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無此體裁。」157按自晚

唐後，承襲李翰《蒙求》體例的童蒙教材不少。而四庫館臣指出每條雖都以四字

一句，卻非兩句一組的情況。這種每條句數長短不一的情況，從程端蒙初作時就

已經存在，這或許礙於作者本身的能力，也可能闡釋每個理學概念所需的篇幅不

同，難以濃縮成相同長度的字句。又《性理字訓》在押韻和用字部分，確實不如

同為朱熹弟子陳淳（1159-1223）所作《啟蒙初誦》和《訓蒙雅言》。158也難怪四

庫館臣會懷疑該書為「村塾學究所托名」159。 

  之後程若庸增廣時，將體例調整成四字一句，相較原本程端蒙四至七字不定

的形式，整齊許多。分門的作法，也使《增廣性理字訓》更具系統地介紹性理概

念。而按次序整理呈表 4-6，可見各門數量不一，其中以〈情性第二〉四十八條最

多；〈治道第六〉二十一條最少。各門之內，都可分成兩個部分，前為字詞解釋，

以此解釋理學的概念。後為段落小結，說明該門之下的分類特徵和重要意涵，每

門約八至十二句，也是採四字一句的形式。 

 

表 4-6 《性理字訓》各門條目概覽表 

門 條 小計 

〈造化第一〉 

太極、元氣、陽、陰、天、地、乾、坤、五行、五材、

元、亨、利、貞、道、器、天、帝、鬼神、易、變化、

神化、道體、造化 

24 條 

〈情性第二〉 天道、人道、命、分、理一、分殊、氣、質、人、物、 48 條 

                                                 
157

 清‧四庫館臣，〈性理字訓提要〉，頁 798。 
158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6《啟蒙初誦》、《訓蒙雅言》，頁 5-12。 
159

 清‧四庫館臣，〈性理字訓提要〉，頁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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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人事、性、心、情、良知、良能、魂、魄、靈、

才、志、意、仁、禮、義、智、道、理、德、業、誠、

信、中、和、大本、達道、大德、小德、體、用、本、

文、彞、庸、明德、至善、浩氣 

〈學力第三〉 

教、學、習、小學、大學、格物、致知、力行、敬、

一、忠、恕、孝、悌、主靜、慎獨、養正、致曲、博

文、約禮、尊德性、求放心、知言、養氣、剛、勇、

存、養、動心、忍性、克己、復禮 

32 條 

〈善惡第四〉 

天理、人欲、道心、人心、義、利、公、私、上達、

下達、善、惡、過、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自暴、

自棄、驕、吝、尤、悔、狂、狷、強、弱、小道、異

端、吉、凶、幾、復 

33 條 

〈成德第五〉 

知至、知止、知崇、禮卑、盡性、盡心、意誠、心正、

止、定、弘、毅、充、達、生知、安行、聖、賢、踐

形、至命、不動心、不逾矩、道統、一貫、天德、良

貴 

26 條 

〈治道第六〉 

善政、善教、禮、樂、經、權、典、則、法、正己、

新民、時中、絜矩、過化、存神、皇極、天子、大順、

小康、王、霸 

21 條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有別於《性理字訓》由人性相關的概念切入，《增廣性理字訓》從宇宙生成開

始，程若庸認為：「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驟窺。夫苟茫然，不知

梗槩，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諸簡端，究其名義，終身嚮望，是謂極致。」160亦

                                                 
160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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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要先瞭解宇宙萬物的造化本原，才能逐步理解理學的其他概念，如此才符合認

識世間萬物的邏輯順序。也因此列「造化」為首篇，接續是「情性」、「學力」、「善

惡」、「成德」和「治道」，最終實現天人合一，成聖成賢的目標。由此顯示，《增

廣性理字訓》中各門的次序，是按照內容邏輯而定，而非取決於其內容的淺近，

或是與日常生活的相關程度編排。 

  然《性理字訓》經過程若庸的增廣後，並沒有改善押韻與用字的問題，也因

此朱升曰：「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

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161顯然程若庸編纂時，

聚焦在性理概念的闡釋，與四字一句的形式，而沒有顧及孩童學習時可能會產生

的困難，以至於該書不押韻，不易記誦。 

  最後，元代以降，科舉雜文便以經義為主，考試範圍也不離朱熹、程頤、程

顥等人對儒家經典的注疏為依據。162如《增廣性理字訓》這種內容皆從程朱理學

大家著作中提取的童蒙教材，又每條都以「是曰…」或「是之謂…」作結尾形式，

相當便於對特定理學概念的檢索。也因此，該書的主要受益對象，可能不是原先

設定的初學之童，反而是準備科考的儒士們。 

 

三、內容概覽 

  相較《名物蒙求》具體、易懂的內容，《增廣性理字訓》的內容就顯得抽象、

深奧許多，也難以知識範疇區分。該書旨在通過解釋字義，來闡發程朱理學的重

要概念。因此，以下著重說明《增廣性理字訓》中知識內容和詮釋方式，與取材

對象和思想淵源。 

（一）知識內容和詮釋方式 

  《增廣性理字訓》全書皆為理學概念，其中又可依照談論主題分為：造化、

情性、學力、善惡、成德、治道六門。在該書中理學概念，則大多同朱熹：「天下

                                                 
161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b。 
162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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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163的觀點，呈現兩兩一組。茲依序分析如後。 

1.造化門 

  程若庸從「太極」的概念開篇，再以「元氣」對應。說明「太極」是極至之

理，萬事萬物化育的關鍵與基礎。而天地萬物的形成，都是由「元氣」運動的結

果。程若庸認為：「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

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164藉由陽和陰相互作用，繼而產生「天地」、

「乾坤」、「五行」、「五材」、「四德」等。並運用「魂」、「魄」、「鬼」、「神」、「易」、

「變化」、「神化」等變化類型，解釋天地萬物生成的原因。 

  其次，解釋「道」和「器」時，說：「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

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165他視「道」為抽象的存在，而「器」則

是具體的事物。最後程若庸介紹「道體」與其運動形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陰陽之運，消息始終，生生不窮，是曰『造化』。」

166即「道體」體現於天地萬物的生成流行，而天地萬物也因為「道體」通過陰陽

運行而發展。 

2.情性門 

  承「道體」的論述，程若庸曰：「元亨利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

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167其中用「天道」和「人道」呈現「道體」無

所不在外，也以此表示討論主題將由宇宙生成，轉向性理變化。 

  在詮釋「命」的概念時，他不偏重「理」或「氣」來解釋「命」，而是兩者兼

具，認為「理」為「命」先天稟受者，「氣」為後天影響「命」者。再以簡短幾字，

解釋「情」、「性」、「心」的概念，曰：「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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扵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168揭

示「情」因感物而動，「性」稟於天理卻是存在於人本身，「情」、「性」二者皆受

「心」的主宰，並以「心」為基礎，衍生出諸如「良知」、「良能」、「志」、「意」

等一系列的概念。而經由他的界定，更能凸顯「心」為主宰的地位，如： 

稟命之元，具愛之理，為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 

稟命之亨，具恭之理，為心之敬，其端辭讓，是之謂「禮」。 

稟命之利，具宜之理，為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 

稟命之貞，具別之理，為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169
 

強調「仁」、「禮」、「義」、「智」皆源於「心」，而「心」稟受天理，故能知人性本善。 

  至此，程若庸由心性論的範疇，轉向人倫道德的討論。他先以「天道」和「人

道」界定「理」、「德」、「業」，與「誠」、「信」等概念。再列舉了一系列與性情相

關概念，如：「大德」和「小德」、「體」和「用」、「本」和「文」、「彞」和「庸」

等，逐一解釋。最後，程若庸小結，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眾理，而應

萬物。」170再次賦予「心」崇高的價值。 

3.學力門 

  在定義「教」、「學」、「習」等概念後，再說明這三者在「小學」和「大學」

兩個階段的內容，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171他認為小學該學

習灑掃、應對進退，及六藝科目等。而大學則該窮理正心，且逐步實踐修己、治

人等目標。也因此，程若庸再者先解釋「格物」和「致知」，再說明「力行」等概

念。這種「致知」先於「力行」的編排次序，表示他認為孩童對道德的認知應該

先於履踐，然而程若庸解釋道：「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氣習，弗篤弗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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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力行』。」172可知，在他的觀念中道德履踐應該比認知更為重要。 

  說明完外在的為學方式後，程若庸再者闡述內在的修養方式：「敬」和「一」，

與「主靜」和「慎獨」，曰： 

通乎動靜，主一無適，是之謂敬。貫乎始終，不息不襍，是之謂「一」。 

……。 

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幽隱細微，必謹其幾，是曰「慎獨」。173
 

此處，朱升於「靜」字直下注：「此靜字，是人生而靜本體之靜，而非動極而靜流

行之靜。」174表示程若庸在此視「靜」具有本體的意涵，是仁義中正之本。也因

此認為「主靜」為根本，「慎獨」為方法，即在靜中排除一切雜念，體驗心性本原。

而「敬」則作為貫徹動靜、終始，自我專一的重要方法。並由「敬」和「一」，與

「主靜」和「慎獨」，衍生出一系列的概念。如要實現「敬」即「一」，則要做到

忠、恕、孝、悌等行為；要實踐「主靜」和「獨慎」，就培養動心、忍性、克己、

復禮等態度。如此做法，可見程若庸嘗試歸納出抽象的道德修養原則，轉換成實

際的行為和態度，幫助孩童致心中之知、修己以治人。之後，程若庸小結道：「為

學之要，存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立敬立本，精義致知，交養互發，內

外無違。沉潛玩索，踐履不已，日新又新，聖賢可跂。」175藉以實現外在行為和

內在修養的一致。並勸勉學者，為學要先立志，以敬為本，格物致知，唯有這樣

不斷學習，並力行之，才能成為聖賢。 

4.善惡門 

  不同於程端蒙將「天理」、「人欲」劃入人性相關的範疇討論，程若庸將這組

概念，以及由「天理」和「人欲」推衍出的「公」、「斯」、「義」、「利」、「善」、「惡」

等概念，都歸為氣質變化。他表示：「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為性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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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曰『天理』。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176程

若庸強調「人欲」的實際面，並指出「人欲」易於流於私的傾向。同時也為後面

討論「公」、「私」作預備。 

程若庸由「天理」和「人欲」推衍出「義」和「利」，與「公」和「私」等概

念。他解釋「義」和「利」為：「無為而為，天理之宜，是之謂義；有為而為，人

欲之私，是之謂利。」177程若庸將「義」和「利」，同「天理」和「人欲」相聯結，

認為「義」是「天理」之「公」，「利」是「人欲」之「私」。並指出分別以「義」

為標準的「公」，呈現物我一致的狀態；而以「利」為考量的「私」，則呈現物我

對立的情況。再由此解釋：「上達」和「下達」這組對立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程若庸說明何謂「善」與「惡」，曰：「純粹無妄，天理之名，

是之謂『善』。凶暴無道，有心悖理，是之謂『惡』。」178再進一步將「善」和「惡」，

與剛和柔兩個概念配對，組合出「剛善」、「柔善」，「剛惡」、「柔惡」這四個對立

的概念，列作初學者應該遵從或摒棄的行為與氣質。 

最後，程若庸小結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斯惡之大。遷善風

俗，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179這裡強調人非聖賢，定會犯錯，關鍵

在於改正。此外，據今人溫約平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一流傳至今的定

句，最早應出於此。180
 

5.成德門和治道門 

  〈成德第五〉通篇以理學的「理」、「心」、「性」概念為核心，解釋儒家經典

內的專有名詞。並由「理」、「心」、「性」三者，推衍出許多較抽象的言行指導原

則，如「知至」、「知止」、「盡性」、「盡心」、「止」、「定」、「弘」、「毅」等。也有

條目是延續〈為學第三〉中，大學階段的德行目標而來，如「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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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若庸在該篇末指出，遵守這些行為指導原則的重要性，表示「捨是而求，

標的不立，差之毫厘，謬以千里。」181原則若有絲毫偏差，則最終結果相距甚遠，

提醒孩童要謹慎地遵循這些指導原則，並培養良好的德行。 

  討論完德性後，程若庸再討論治道的一系列概念，諸如「善政」和「善教」，

「典」、「則」和「法」，「皇極」和「天子」，「王」和「霸」等。這些概念，和孩

童日常生活關係較遠，與社會運作的形式較相關。如程若庸表示：「制度品節，正

其綱紀，防其慢易，以立其敬，是之謂『禮』。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湮鬱，

以全其和，是之謂『樂』。」182通過解析這些字詞，能夠幫助孩童理解自己所身處

的社會，在儒學與理學思想架構下的理想狀態，和制度規劃的原因。 

  在治道篇的最後，程若庸既是對治道篇作小結，也是對整個《增廣性理字訓》

作總結。延續〈成德第五〉解釋何謂「道統」時，「大中至正，百聖相傳」183的說

法。朱升在文末注釋中，引論語及韓愈之說，說明「道統」由五帝傳三王、再由

文武周公傳孔孟，孟子死後失傳，至宋朝周敦頤和程朱，重振道統。程若庸通過

對「道統」傳承的描述，期勉學者們能夠珍惜、繼承並弘揚，這得之不易的「道

統」。 

 

（二）取材對象和思想淵源 

  分析程若庸編纂《增廣性理字訓》時，從他的用字遣詞，和闡釋理學概念的

方式，可發現許多源自於儒家典籍和程朱理學前輩的說法，並夾雜他個人的詮釋

和見解。 

  如朱熹注《太極圖說》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匯之

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184程若庸開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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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概念時，概括並精要朱熹的說法，作：「至理渾然，衝漠無眹，造化樞紐，

品匯根柢，是曰『太極』。」185而程若庸解釋「神化」概念時，則取張載提出：「一

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186來說明氣的本質與其作用。至於程若庸說明

「性」、「情」、「心」三者時，採「心」為主宰的觀點，也並非創見，而是延續張

載「心統性情」，程頤「心有體用」，及朱熹以心為本體的心性論而來。187延續這

樣的觀點，程若庸在界定「明德」與心、性、情三者關係的問題時，也採用和朱

熹相同的路徑。朱熹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

事者也。」188朱熹認為「明」，即為「虛靈不昧」，而「具眾理、應萬事」為連結

於虛靈不昧之心覺，並以此心覺為「明德」。189而程若庸延續此觀點，作：「心涵

萬理，虛靈洞徹，是曰『明德』。」190
 

  討論到「格物」和「致知」時，程若庸作：「事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粗，

欲無不察，是曰『格物』。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欲無不明，是曰『致

知』。」191「格物致知」一詞出於《大學》，內涵最先由程頤初步底定。程頤認為

「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192他將格物作為致知的方法，其目的在於

明善，或止於至善。而程頤對格物對象、範圍、方法、程序的解釋，後來由朱熹

加以綜合發展。朱熹強調：「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193並認為格

物必須求之於外，且表裡精粗，無所不察。而在致知方面，則要達到對心中全體

大用的自我認識。這點也反映在程若庸闡釋「致知」時的說法。 

  此外，程若庸在取用理學家說法之餘，也會進行調整或結合類似說法。如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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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表示：「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五行陰陽，

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194也就是，朱熹以為「陽」和「陰」生「五行」，

又「五行」與「陰陽」交互揉合，而生天地萬物。然程若庸改運用「氣」生「五

行」，作：「氣運扵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為衝氣，寄王四時，

是曰『五行』。」195再用「四時」滾合「陰陽」，詮釋天地萬物生成，曰： 

萬物之生，於時為春，氣為少陽，天道之始，是之謂「元」。 

萬物之長，於時為夏，氣為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 

萬物之遂，於時為秋，氣為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利」。 

萬物之成，於時為冬，氣為老陰，天道之固，是之謂「貞」。196
 

揭示「氣」蘊含「陰陽」，且「陰陽」有強弱之分。而程若庸說明「天」與「帝」

的概念時，也與前人些許不同，他說：「自然之理，是之謂『天』。主宰萬化，是

之謂『帝』。」197此段應出自程顥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

以主宰事而名」198而來。不同在於程若庸加上「自然」來修飾「理」，進而衍釋「理」

在整個宇宙生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又程若庸同意程顥在《識仁篇》所言：「學者需

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199的說法；也承襲朱熹曰：「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

物之心即物而在」200的觀點，並徵引《論語》中「求仁得仁」的典故，藉以賦予

「仁」極其崇高的價值，把「仁」提高到萬善之上，得出：「仁包四者，該乎萬善，

求仁得仁，斯一以貫」201的結論。 

程書有時或許礙於四字一句的句型，無法以有限的篇幅，來充分解釋複雜的

理學概念。又或者過度區別概念與概念間的殊異，導致部分概念在闡釋時，和前

人闡釋時不盡相同。如程若庸解釋「道」和「器」這組概念時，表示：「形而上者，

                                                 
194

 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 94〈周子之書‧太極圖〉，頁 3122。 
195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2b-3a。 
196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3a-4a。 
197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4b-5a。 
198

 宋‧程頤、程顥，《河南程氏遺書》，卷 11〈明道先生語一〉，頁 132。 
199

 宋‧程頤、程顥，《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識仁篇〉，頁 18。 
20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67〈仁說〉，頁 1177。 
201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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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無臭，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202他描述「道」

為形上而抽象的存在，而「器」則是形下且具體事物。關於道與器，最早在《周

易》中就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203的說法。而朱熹秉著「道不

離乎器，器不遺乎道」的想法，認為不應以有形、無形來對應兩者，故朱熹曰：「設

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

而不相離也。」204顯然程若庸過度凸顯兩個區別，而不盡合朱子之意。但是由此

不難發現，如前述《宋元學案》記載，程端蒙從朱熹《四書集注》中提取三十條，

作《性理字訓》；205程若庸則是參照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理學家的說法，

試圖在其中選擇，或結合成為較合宜且充分的觀點。

                                                 
202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4b。 
203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28。 
204

 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 75〈易十一〉，頁 1656。 
205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69〈滄洲諸儒學案上〉，頁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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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小四書》的史學類讀物內容分析 

第一節 《歷代蒙求》分析 

  朱升匯編《小四書》時，將史學類的《歷代蒙求》列於經學類的學問之後，

並認為「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1初步可知，該書主要作為

教導孩童各朝代大要，也就是介紹中國歷史的教材。 

  今人徐梓研究則指出，該書因為其記敘時限、篇幅，及收錄至《小四書》等

優勢，使得該書在宋元兩代諸多以《歷代蒙求》為題名的童蒙教材中，較為人所

知且流通較廣。2
 

 

壹、作者和版本 

一、作者和成書背景 

  《歷代蒙求》的作者為陳櫟，字壽翁，休寧五城人，學者稱定宇先生。3他生

於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4三歲時，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陳櫟立

刻就能複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5七歲至十四歲間，侍其

父陳復之讀書，其父亦教之靡所不至。6
 

  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十五歲的陳櫟初為人師，任教於團圓山，附近鄉人

皆師之。7隔年，改任教於湖干，並受教於五城黃常甫先生門下，久而得朱子之傳。

8黃常甫為朱熹高徒滕珙的得意門生，陳櫟受其影響甚著。9
 

                                                 
1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2
 如宋代鄭德輿，元代王元鼎、王芮等都有編纂過同樣或類似題名的作品。參見徐梓，《蒙學讀物

的歷史透視》，頁 166-167。 
3
 清‧趙宏恩等，《江南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64〈人物志‧儒林〉，頁 703。 
4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2。 

5
 明‧宋濂，《元史》，卷 189〈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頁 526。 

6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2。 

7
 明‧宋濂，《元史》，卷 189〈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頁 526。 

8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3。 

9
 元‧汪炎昶，〈定宇陳先生墓誌銘〉，收於《新安學繫錄》（安徽：黃山書社，2006），卷 13，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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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淳九年（1273），二十二歲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10隔年，赴江東

混試，因病未果。11
 

  不久宋亡，陳櫟時年二十四，眼見國亡而科舉廢，遂慷慨發憤要致力於聖人

之學，並以書立言為務。12往後數十年，先後館於詹溪程氏、里中畢梧山氏、江潭

葉氏、蕖口汪恕齋氏等數處。13期間他曾表示：「一坐閲八年，膠漆久不渝。藉其

綱維力，數畝買山畬。」14由此可知，他任塾師期間的待遇應該不錯。這段時間內，

他也完成《㴱衣說》、《論語口義》、《書解折衷》、《中庸口義》、《増廣通畧》、《禮

記集義詳解》等著作。15
 

  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頒行科舉，詔以取士，當時六十三歲的陳櫟原先

不欲就試，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再催駕，並奉上盤纏，才勉赴杭州鄉試。16中選後，

以書附嶺南黃清夫上秦國公李道復求學職，遂不復赴禮部。17是年（1315），十七

歲的朱升前來求學。18
 

  自此之後，十餘年皆館於璫溪，並完成《書經蔡傳纂疏》和《四書發明》兩

代表作。19陳櫟雖不任元吏，期間卻也曾受邀考評婺源院試卷。20對於他考評的試

卷，胡炳文（1250-1333）曾在與陳櫟往來的書信中提到： 

揭曉後，遠朋競來觀錄，莫不唶唶然，嘆曰：「年將七十，而所評諸卷，自

首迄尾，蠅頭細字批過。何其眼力之老而明如此也！是是非非，無一字差；

前前後後，無一卷舛，何其心力之精且健如此也！」……公論如此，非炳

文一人之私。21
 

                                                 
10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3。 
11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3。 
12

 明‧宋濂，《元史》，卷 189〈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頁 526。 
13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3-155。 
14

 元‧陳櫟，《定宇集》，卷 16〈自咏百七十韻〉，頁 397。 
15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4-155。 
16

 明‧宋濂，《元史》，卷 189〈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頁 526。 
17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5。 
18

 劉尚恒，〈朱升事蹟編年〉，《文獻》，3（北京，1982），頁 134。 
19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5。 
20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5。 
21

 元‧胡炳文，《雲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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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顯示陳櫟個人淵博的學問，與他在閱卷時的仔細和專注。元文宗至順元年

（1330），高齡七十九歲的陳櫟，辭去璫溪教務，改教於家塾。22直到順宗元統二

年（1334），以八十三歲在家中逝世，後人依照其生前指示，葬於所居後山先壠之

旁。23
 

  陳櫟終其一生或館於人，或自授徒。教學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與人交往，

也不刻意趨附權勢，或因為利益而改變己志。由於其學問精湛，著述頗豐，而受

當時江西頗具盛名的理學大儒吳澄稱許「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24且「凡

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遺而歸櫟。」25而另一位為陳櫟寫墓誌銘的元代學者揭傒

斯表示： 

貫穿古今，網羅百氏，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

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

朱子者，刋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

子之學煥然以明。26
 

藉以顯現陳櫟闡發朱學的貢獻，同時也反映如陳櫟等徽州遺老們在面對劇烈政治、

社會與文化秩序，亦即政統、道統受嚴重衝擊之際，寄情於聖人之學的傳承與闡

發、推廣，肩負起保存故國文明之情懷。27
 

  該書為陳櫟完成《增廣歷代通畧》28後，從中汲取並簡化而成的童蒙教材。確

切成書年代不詳，但從〈論語訓蒙口義自序〉記：「櫟數年來，又有讀《易》、編

《書解折衷》、《詩》句解、《春秋三傳節註》、《增廣通畧》、《批點古文》之類。」

                                                                                                                                               
定宇陳先生櫟并辭求遺逸詔〉，頁 751。 

22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5-156。 

23
 元‧陳櫟，《定宇集》，〈定宇先生年表〉，頁 156。 

24
 明‧宋濂，《元史》，卷 189〈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頁 526。 

25
 明‧宋濂，《元史》，卷 189〈列傳第七十六‧儒學一〉，頁 526。 

26
 元‧汪炎昶，〈定宇陳先生墓誌銘〉，頁 326。 

27
 朱開宇，《科舉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臺北：國立台灣大學，

1994），頁 75。 
28

 清代四庫館臣簡稱此書為《歷代通畧》。參見元‧陳櫟，《歷代通畧》（《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688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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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後標註「大徳己亥立秋日」29，可知該書應在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以前完

成，而至武宗至大三年（1310）作跋。30
 

 

二、版本分析 

  陳櫟編纂的《歷代蒙求》，現存的版本不多，且有多種不同的書名，如《增廣

通畧蒙求》、《歷代通畧蒙求》與《歷朝通畧蒙求》等。除輯錄於朱升《小四書》

的版本外，多為《歷代通畧》之附篇，整理如表 5-1。此外，尚未尋獲任何單獨刊

行的版本。 

 

表 5-1 《歷代蒙求》各版本一覽表 

出版年代 版本 典藏處 

清乾隆間 

文淵閣四庫全書線裝

抄本（原浙江巡撫采進

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 014902-014905。列

於史部，史評類，議論之屬。為《歷代通

略》附篇，題名《歷代通略蒙求》。 

民國 廬江劉氏遠碧樓抄本 
民間私藏，為《歷朝通略》附篇，題名《歷

朝通略蒙求》。 

 

  《歷代通畧蒙求》與《歷代蒙求》兩版本，在版面配置上相當不同，前者是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統一格式，每半頁八行，每行約二十字，貼齊行首，句與

句間，無句讀、無空格分別。若遇到專有名詞需要注釋，則採直下，緊接詞後，

平分行寬作兩小行注解。後者多採半頁六至八行，每行兩句八字，以空格分別，

並有朱升的旁注與欄上注，且與前者注釋不同。 

  而現代可見的《歷代蒙求》版本，或題名為《歷代通畧蒙求》的版本，兩類

都止於明代八句。但從陳櫟的生卒年能夠很輕易的判定，其內容與陳櫟原先編纂

                                                 
29

 元‧陳櫟，《定宇集》，卷一〈論語訓蒙口義自序〉，頁 159。 
30

 元‧陳櫟，《定宇集》，卷一〈增廣歷代通畧後序〉，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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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不同，勢必經過後人的更動。如此懷疑並非毫無來由，據紀昀等人在《四

庫全書》〈歷代通畧‧提要〉述：「其蒙求末四韻，兼及明初句下注曰：『末八句為

朱楓林先生増。』」31從此可知，此篇在陳櫟完成後，到收進《歷代通畧》作為附

篇之前，元末明初的朱升曾增添：「洪惟聖朝，大明麗天，宏基其治，垂統萬年」

四句。 

此外，《歷代通畧》後所附，題名為《歷代通畧蒙求》的版本，與後來收進《小

四書》，被稱為《歷代蒙求》的版本亦有不同。後者句數較前者多，且有數字更動。

主要是以陳櫟原著為基礎，再增加歷代著名賢臣，與詳述「元代宋」的原因與經

過，兩版本對照詳見表 5-2。顯示《歷代蒙求》自陳櫟撰成後，至少經過了兩次的

修訂，第一次修訂成為《歷代通畧》附篇的版本，而第二次修訂，才成為《小四

書》內的版本。且前後兩次修訂，朱升很可能都有參與。 

 

表 5-2 《歷代通畧蒙求》與《歷代蒙求》內容對照表 

《歷代通畧蒙求》 

（《文淵閣四庫全書》輯錄版本） 

《歷代蒙求》 

（《小四書》輯錄版本） 
備註 

─ 
「當時股肱，蕭何曹參。 

蕭與張韓，人傑為三。」 
增句 

─ 
「十八學士，號為登瀛。 

賢相房杜，共致太平。」 
增句 

─ 「孰能削平，必待聖哲。」 增句 

─ 
「相王安石，引進小人。 

新法既變，又復紹述。」 
增句 

哲繼以徽，「及禪於欽」。 

金師已逼，父子蒙塵。 

哲繼以徽，「誤于六賊」。 

金師已逼，「始禪于欽」。 
增句、改句 

                                                 
31

 清‧四庫館臣，〈歷代通畧‧提要〉，收於元‧陳櫟，《歷代通畧》，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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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如高齊」，父子蒙塵。 

保境「偷安」，光寧理度。 保境「全民」，光寧理度。 換詞 

「迄於崖山」，亦三百祀。 

「又誤于姦，留縶使車。 

大朝以此，問罪興師。」 

「然觀趙宋」，亦三百祀。 

增句、換句 

─ 

「國勢如周，弱而已矣。 

仁厚崇儒，始終不渝。 

天生大賢，周程張朱。 

未始得用，如周孔孟。 

周美莫尋，宋宜不競。 

不用扵宋，表章扵今。 

道明且行，康濟斯民。」 

增句 

代金平宋，是為「大」元。 代金平宋，是為「有」元。 換字 

 

貳、內容分析 

一、釋題與編纂目的 

  《歷代蒙求》原題名《歷代通畧蒙求》，歷代指以往各王朝，該書劃定範圍由

上古三皇至南宋滅亡，而朱升《小四書》的版本，則增至明初。又「蒙求」一詞，

是仿自晚唐李翰編撰的《蒙求》。「蒙求」二字，如前述出於《易經．蒙卦》，故該

書題名意旨，略取上古三皇至宋亡間歷史的童蒙教材。 

  因為《歷代蒙求》為《増廣歷代通畧》之附篇，所以應探討陳櫟編纂《歷代

通畧》之目的，方能瞭解其背後的史學觀點與編書原因。其編纂該書的目的，能

從他與胡一桂32往來的書信中略窺一二。首先信中說到他之所以重視史學，是想「大

                                                 
32

 胡一桂，字庭芳，號雙湖，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卒年不詳，為元代徽州地區著名的新

安理學代表人物。與陳櫟有密切的書信往來，兩人交情深厚，時常相互討論，彼此影響。參見史

甄陶，《元代前期徽州朱子學──以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臺北：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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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片議論，以洗近年一種鄙薄道學，謂與晉人清談同科之謬論。」33並主張從史

學中找到君德相業的典型。可知陳櫟想糾正時人鄙視道學為清談的錯誤觀點。 

  基於肯定史學對道學思想發展的正向功用，陳櫟認為經學與史學應該是一體

的兩面：「愚竊謂經所以載道，而道非有體無用之道也。道之體必達于事之用，

史所以載事，而事非有用無體之事也，事之用必當本于道之體。」34可見，就陳櫟

而言，經學與史學雖然有載道與載事的差別，但是經學所揭櫫「道之體」必須及

於用，而史學呈現「事之用」也須本於道體，兩者在理論上是互為表裡。又「欲

謂三代以上，治與道合，經與史合；三代以下，治與道分，經與史分。朱子謂呂

伯恭不合先看史麤了眼，只當先看經，此後世經與史分故也。」35他也認為三代以

前，經史不分。此後治統與道統分離，經學與史學也分離。在這種情況下，學者

若是沒有先從經學入手再去讀史，便會出現朱熹批評呂祖謙目光短淺的弊病。36因

此當務之急，即是完成一部符合經學大要、「以經之道斷史之治」37的史書。建立

符合經學義理的史學，以回復經史合一的狀態。 

  其實同樣的心態，也能在常與陳櫟書信對答的胡一桂身上看見。他從道學的

觀點，反省歷代政治的得失問題，使道學的思想有益於國家和社會。38胡一桂因而

編纂《史纂通要》來反省「古今治亂興亡」的關鍵。39但是陳櫟對胡一桂所編的《史

纂通要》並不滿意，這也促成陳櫟自己編纂《歷代通畧》。陳櫟在〈增廣歷代通

畧後序〉說：「《通略》者，《通鑑》之大略也。所纂記者，皆前朝歷代之事，皆

古也。初不曾記今之事，或以《古今通略》名之，殊不可解。」40用以顯示自己對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 47。 

33
 元‧陳櫟，《定宇集》，卷十〈答胡雙湖書〉，頁 303。 

34
 元‧陳櫟，《定宇集》，卷 13〈經疑〉，頁 370。 

35
 元‧陳櫟，《定宇集》，卷十〈答胡雙湖書〉，頁 302。 

36
 史甄陶，《元代前期徽州朱子學──以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頁 183。 

37
 元‧陳櫟，《定宇集》，卷十〈答胡雙湖書〉，頁 303。 

38
 其他如許衡、郝經、劉因等元代理學家，皆有史學的經世傾向。參見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

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頁 146-217。 
39

 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2 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卷一〈史

纂通要序〉，頁 4。 
40

 元‧陳櫟，《定宇集》，卷一〈增廣歷代通畧後序〉，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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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胡一桂的書名涉及「古今」41，但內容僅寫到五代十國史感到疑惑。更與胡一桂

的書信中直截了當的表示：「先生苟不下此筆，某當明年為之。……先生鍳此意

否。」42也因此在陳櫟編纂《歷代通畧》四卷時，對於上古至五代十國間的歷史，

僅寫了二卷，剩餘兩卷則北宋、南宋各一。此與胡一桂一代一篇、共十七卷，明

顯不同。如此編排方式，明顯具有修正與補充胡一桂《史纂通要》的意味。而長

期擔任塾師的陳櫟，則再將此書提要，各代取篇幅相當，編排為《歷代通畧蒙求》

以作童蒙教材使用。43而《歷代通畧蒙求》也並未另立序、跋，說明寫書的目的，

但從篇末明代黃金色44評述可知：「初學史者之入門如舉網得綱，而萬目可從理也。」

45其功能應與《歷代通畧》相同，以期將道學延續於史學，並藉由史學傳遞理學義

理。表面上讓初學史者容易入門，實質上則讓經、史合一，拓展道學展現的方法

與面向。 

 

二、內容編排與表現形式 

  該書定名為《歷代蒙求》，故是以唐代李翰《蒙求》體例而作。今人徐梓認為

《蒙求》最突出的特徵有三：第一，每一句由四個字組成，除開篇語和結語之外，

每一句都講一個經傳故事。第二，每一句都是一個主謂結構的短句，而且上下句

又兩兩相偶。第三，兩個相偶的句子所講的經傳故事，具有相關性。46
 

  然而自從《蒙求》成篇之後，歷代注釋、增輯、續作、唱和、改編者，不乏

其人。有的用它「類而偶之，聯而韻之」的體裁，有的則取其「匪我求童蒙，童

蒙求我」的名義。不過，蒙求用得最廣泛的，還是在歷史領域用蒙求體寫成的童

                                                 
41

 胡一桂編纂的《史纂通要》原題名《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經《文淵閣四庫全書》簡稱為《史纂

通要》。 
42

 元‧陳櫟，《定宇集》，卷十〈答胡雙湖書〉，頁 303。 
43

 元‧陳櫟，《定宇集》，卷一〈論語訓蒙口義自序〉，頁 159。 
44

 黃金色，字陳之，邢門人，明穆宗隆慶二年戊辰科進士。參見清‧李振庸撰、陶澍修，《安徽通

志》（安徽：黃山書社，2015），卷 146〈人物志‧官蹟七〉，頁 25。 
45

 明‧黃金色，〈評歷代通畧蒙求〉，收於元‧陳櫟《歷代通畧》，頁 110。 
46

 徐梓，〈歷史類傳統童蒙讀物的體裁和特徵〉，《史學史研究》，1（北京，1997），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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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教材，其中通史、斷代史所在多有，該書即為一例。47
 

  但是該書雖然是以四言寫成，卻並不是每一句都是一個主謂結構，前後句之

間也沒有對偶關係，也不是每一句都介紹一個典故，更不存在前後句所介紹典故

之間的關聯性。嚴格說來，該書為「以蒙求之名，卻不依照蒙求體例」的作品。 

  該書含後人所增的內容，全文共 236 句，944 字。誠如黃金色所述： 

陳定宇先生蒙求之作，但標掲歴代相傳興衰之畧，而未暇及政事人物治亂得

失之詳……。而上下數千年間，道有升降、統有正變、祚有長短、勢有離合，

頃刻可知，其槩此誠。48
 

陳櫟所作的《歷代蒙求》，簡述自開天闢地到元代間歷朝歷代的興衰原因，除每

代都簡述其開、亡國君，同時也會特別提及期間有作為的君王，或可能影響後世

的歷史轉捩點。而朱升《小四書》收錄的版本，則在陳櫟原著後，增加歷代著名

賢臣，與「元代宋」的原因與經過。 

 

三、內容概覽 

  《歷代蒙求》的內容，多取自陳櫟的《增廣通略》一書。該書內容簡明不紊，

全書不分篇，若按《增廣通略》的架構，依序為三皇、五帝、三王、秦、前漢、

東漢、三國（分為蜀、魏、吳、西晉、東晉、五胡十六國）49、南朝、北朝、隋、

唐、五代（分為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割據諸國）、北宋、南宋。

又朱升《小四書》版本再補元、明初兩個段落。各朝代段落篇幅相當，計入後人

增補內容仍不足千字。以下著重說明《歷代蒙求》中的記敘內容和寫作特點，及

其背後深蘊的史學觀點。 

（一）記敘內容和寫作特點 

  《歷代蒙求》先以六句二十四字記載天地起源，再者按時序介紹三皇五帝的

                                                 
47

 徐梓，〈歷史類傳統童蒙讀物的體裁和特徵〉，《史學史研究》，1，頁 55。 
48

 明‧黃金色，〈評歷代通畧蒙求〉，頁 110。 
49

 陳櫟在三國的分類（距上邊欄一格）下，再分為蜀、魏、吳、晉、東晉、五胡十六國六個段落

（距上邊欄兩格）。參見元‧陳櫟，《歷代通畧》，卷一，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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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並引述《漢書》中官天下與家天下的說法50，曰：「惟此五帝，實官天下。

家天下者，始于有夏。」51雖然在此作者沒有表現對何種傳位方式較為傾心，但之

後又說：「啟賢繼能，禹因傳啟。三王傳子，實始于此。」52揭示大禹是看中啟的

才能與賢德，遂傳位於啟，但三代卻循禹之例，開啟家天下的風氣。能知作者在

傳賢與傳子間，較為傾心前者。 

  作者在夏、商、周三代則各用八句，記敘其開朝者、亡國者和原因，與經歷

的君王數和大約國祚。之後以「五霸相繼，尊周為名。降為戰國，七雄分爭。」53

簡述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化過程。並記夏、商二代國祚分為四百與六百；周代

記作八百七十，並稱古今國祚皆不比周代長。 

  至秦代，先形容秦如狼虎一般兇殘地吞併六國，後記錄秦王「盡掃良法，焚

書阬儒」54的暴政。反襯漢高祖的寬宏仁義、豁達大度。再在前漢段落，逐一點評

諸位漢王的性格，及其執政時的特徵，說：「文景恭儉，……武帝窮黷，孝宣總核，

元成柔弱，哀平短祚。」55而到東漢段落，只指出光武帝、明帝、章帝，這三位值

得尊崇的賢主，其餘則以君王數帶過。最後作者認為漢雖亡，但四百餘年的統治

期間，君王從未失去過民心。 

  之後魏、蜀、吳三國各兩句，描述其開國者與概略位置。再轉而記述司馬氏

統一三國，建立晉代。後來因為開國基礎不穩，加上後繼者「子愚婦逆」56，最終

導致西晉滅亡。隨後建立的東晉國勢衰微，北方各胡族崛起。作者沒有交代族別，

直接以「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57，簡單介紹十六國，並視其為不符合

道統的僭號政權。之後南北分朝，作者記錄南北朝各自更迭。其中只稱頌北魏孝

                                                 
50

 《漢書》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參見漢‧班固，《新校本漢

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1986），卷 77〈蓋諸葛劉鄭孫毌將何傳〉，頁 1402。 
51

 元‧陳櫟，《歷代蒙求》，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三，頁 2a。 
52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2b。 
53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9a 
54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3b。 
55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4b。 
56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5b。 
57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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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為賢君，但卻只提遷都洛陽一事，沒有記錄其他作為。 

  作者給予隋代兩位君王負面的評價，認為文帝僥倖統一天下，本身無功無德。

繼位的煬帝也被上天厭惡，遂將政權轉給李氏唐朝。同樣藉隋代兩主，以反襯唐

太宗的英明賢德，能建文學館，收聘十八賢才，獲得良相佐國等德政。至於將唐

代逐漸衰亡的理由，作者則表示：「閨門多慚，襍以夷風。外亂藩鎮，內亂宦官」

58而滅亡，並取概數，謂國祚三百年。 

  對於五代十國，作者在稱頌宋太祖與太宗掃蕩僭竊的諸國，繼任的真宗、仁

宗、英宗和神宗亦為賢君後，轉而陳述王安石耽誤國事，「引進小人，新法既變，

又復紹述。」59這樣批判，主要將新學視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根源，

予以打擊。另一方面也藉以標榜理學為繼孔孟絕學的正統地位。60
 

  最後，作者除了按歷史發展，逐步分析衰亡過程外，也在總結宋代國祚後，

再將南宋國勢，對比東周；將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等未受當朝重用

的名儒，對比孔孟。以示作者深刻的惋惜，與對理學大家的推崇，更作：「不用扵

宋，表章扵今。道明且行，康濟斯民。」61肯定理學家能夠奠定大道、造福社會的

貢獻。作者先以四句介紹元代國祚與君王人數後，再用四句期許明代開朝後，能

「宏基致治，垂統萬年」62。《歷代蒙求》全書也到此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精簡的篇幅中，可見作者別出心裁的修辭手法，如在

簡單介紹天下「三分鼎峙，各為長雄」63的情況後，使用「提問」方式問：「孰能

一之？」64並自答：「晉司馬氏。」65試想如此為文方式，應該是長期擔任塾師的陳

櫟，以為這種筆法能引起孩童的興趣，並在背誦、記憶時增添些許趣味，才會這

                                                 
58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8a。 
59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9a。 
60

 參見李華瑞、水潞，〈南宋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河北大學學報》，1（河北，2002），

頁 18-22。 
61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10b。 
62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11a。 
63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5b。 
64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5b。 
65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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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編排。而在介紹五代十國時，亦可見「明喻」與「伏筆」，記： 

五代繼之，始于朱梁。唐李存勗，晉石敬瑭。漢劉知遠，周祖郭威。 

共五十年，君如弈棊。 

于時十國，各據偏方。二漢二蜀，吳楚南唐。荊閩吳越，紛然僭竊。 

孰能削平，必待聖哲。66
 

這個段落先結合孩童日常生活經驗，使用「君如弈棊」為例，形容五代政局緊張、

更迭頻繁且快速。再留下「孰能削平，必待聖哲」67，為之後興起的宋代作鋪墊，

引發孩童的好奇心，也讓教材能更貼近孩童興趣與生活經驗。 

 

（二）史學觀點 

1.治統與道統 

  《歷代蒙求》開篇對天地生成的記載，其內容多與《名物蒙求》中的說法相

同或類似，而非直接摘自陳櫟所作的《增廣通略》。68陳櫟承襲朱熹的觀點69，表示：

「自上古以來為天子者，如所謂有巢、燧人之類，事不經見，荒逺遠難信也。三

皇之名，著見於《易》，稽古者必自是始焉。」70以為歷史當以「伏羲」為首，使

治統與道統的起源相同，經學與史學的起點一致。並認為胡一桂在《史纂通要綱

斷》中以盤古為首，有失道統。71故該段落，雖然記載天地生成時的內容，與唐代

歐陽詢描述盤古開天時的語句類似72，但卻將天地起源推至「太極」，作「太極既

判，高下定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中處者人，必立之君」73，銜接之後三皇五

                                                 
66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8a-8b。 
67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8b。 
68

 陳櫟的《增廣通畧》開卷首篇即為「伏羲」，伏羲之前並無有關天地生成之敘述。參照元‧陳櫟，

《歷代通畧》，卷一，頁 3。 
69

 朱熹在《近思錄》中引用程顥的意見，以伏羲作為道統的開始。參見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

北：臺灣學生，1988），〈新道統〉，頁 431。 
70

 元‧陳櫟，《歷代通畧》，卷一，頁 3。 
71

 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2 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卷六〈史

纂通要綱斷〉，頁 1。 
72

 歐陽詢記盤古開天時，曰：「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參照唐‧歐陽詢，《藝

文類聚一（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1965），卷 1〈三五歷記〉，頁 3。 
73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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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段落。如此一來既符合其立場，再者也將「太極」作為歷史的源頭，承接之

前《性理字訓》中的對宇宙起源的解釋。 

2.正統之辨 

  在陳櫟之前的史家，對三國之中，何者正統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西

晉陳壽作《三國志》因晉承魏統，尊魏即尊晉，是以曹魏為正。後北宋司馬光《資

治通鑑》因「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于魏，

而晉受之。……故不得不取魏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

也。」74亦以曹魏紀年為準，下繫魏、蜀、吳三國史事。雖看似情非得已，但其中

論述則仍以曹魏為主，蜀漢、孫吳為賊。之後南宋朱熹曾對《資治通鑑》載蜀漢

建興九年時之事75表示：「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

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76而陳櫟在編纂三國的段落時，作：「曹操子丕，

篡漢為魏。帝室之胄，蜀主劉備。」77顯然承襲朱熹以蜀漢為正統的觀點，稱曹丕

篡漢為魏，而尊蜀主劉備為帝室後裔。 

  然而《歷代蒙求》也不全然秉承朱熹《通鑑綱目》的正統觀，而是有所斟酌

與修正。朱熹的正統論雖然偏重「居正」原則，但是也沒有放棄「大一統」原則，

所以他將秦、晉、隋皆列於正統之序。然而在《歷代蒙求》中，作者刻意強調秦

朝廷的殘暴、晉朝廷的紛亂與隋朝廷的僥倖，試圖以嚴格的「居正」原則，將這

三代從正統中排除，進而強調天理與人道的重要。同樣的作法也反映於胡一桂編

纂《史纂通要》，他主張定正統應以是非為標準，而不是以勢力強弱為尺度。並

指出：「正統復而快人心於方來，大義明而誅賊臣於既往。」78凸顯正統觀在倫理

教化中的作用，尤其是對無道嗜殺和篡逆之舉的警戒。 

                                                 
74

 宋‧司馬光，《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1980），卷 69〈魏紀一〉，頁 2187-2188。 
75

 《資治通鑑》記蜀漢建興九年：「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參照宋‧司馬光，《資

治通鑑》，卷 72〈魏紀四〉，頁 2267。 
7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5〈朱子二‧論自注書‧通鑑綱目〉，頁 2625。 
77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5a。 
78

 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卷 9〈蜀漢〉，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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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君心與民心 

  今人周少川指出：元代史學思想在儒學心性論的影響下，更進一步演繹了「正

君心」的內涵和影響範圍。79如元代許衡把民心的得失，做為檢視君心正邪的標準，

曰：「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亦然……一賞也，一罰也，舉可

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80而君心的正

邪，則是會影響國勢的興衰。在《歷代蒙求》中，作者刻意點出夏、商亡國原因

為：「桀虐而亡，……紂為無道。」81藉以對比周興起原因：「積德累仁」82。也能

讀出君王若肆意妄為，易致國亡的勸戒；若品行仁義賢德，遂使國興的期勉。而

漢代段落結束前，作者記：「漢祚四百，人心未厭。」83顯示縱使漢滅亡，但歷任

君王執政期間不失人心，仍值得讚許。 

 

  綜合上述，陳櫟編纂的《歷代蒙求》，蘊含了兩個層面的意義：一方面他將理

學思想置於具體歷史事物上來討論，以避免理學流於清談；另一方面他提升史學

的地位，肯定史學同時也具有呈現義理，與經學一樣的作用。他在史學方面的實

踐，可說是將道學的影響力深入到經學以外的學問上面，在元代拓展了道學的展

現方法與面向。內容上，從三國正統問題、唐代衰亡原因，及對王安石的評價，

可見朱熹正統觀的影響，同時也能反映部分的元代史學觀點。《歷代蒙求》篇幅不

大，再經過陳櫟本身擔任塾師的經驗，加入許多口語，與能夠引發孩童學習興趣

的語句，相當適合孩童誦讀、記憶。該書內容多雜以道學觀點與作者的評論，使

得認識歷史事件的成分相對變淡。但是孩童學習之後，還是能對中國歷史有初步

的認識，達到歷史入門的功用。 

 

                                                 
79

 周少川，《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元代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頁 49。 
80

 元‧許衡，《魯齋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七〈時

務五事‧為君難六事〉，頁 382-383。 
81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2b-3a。 
82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3a。 
83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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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史學提要》分析 

  朱升匯編《小四書》時，將《史學提要》置於《歷代蒙求》之後，認為：「黃

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跡之詳。」84期望孩童能通過《歷代蒙求》瞭解各

朝代概要後，再深入瞭解其詳細事蹟。初步可知，該書具有補充歷朝各代興衰大

事，及闡明政教文化之功用。 

  徐梓以為《史學提要》是在歷史知識類的童蒙讀物中，時間最早，篇幅較長，

同時也是影響較廣的一種。85該書以四言韻語寫成，用編年記事，以各朝開國及結

束，國祚長短，及影響興衰的重大人物與特殊事件為書寫重點。今人張志公表示：

「以歷史見解方面看，在古代的歷史書之中，偏見還不算太深，乃至有某些比較

通達的看法。」86藉以肯定《史學提要》的內容與編纂方式。 

 

壹、作者與版本 

一、作者與成書背景 

  《史學提要》的作者為黃繼善，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為宋人，光緒

五年（1879）重刻本的朱紹禧書序中也認為宋末者。87但以上說法都是後出清朝的

觀點，其正確性恐有疑問。又黃繼善的生平《宋史》並沒有記載，根據朱升在該

書的欄上注：「黃公，旴江人，字成性。」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生卒或事蹟。然而

清《江西通志》記：「黄繼善，字成性，南城人。」88雖然同樣提到作者名與字，

但是籍貫則記載為江西南城人，而無生卒，另只提及：「著《史學提要》，以四言

韻語編，貫諸史，始上古，終宋，條理井井。」89
 

                                                 
84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b。 
85

 據徐梓研究得知，《史學提要》之後歷史知識類的童蒙讀物，如王芮的《歷代蒙求》，可見仿作

或直接借用《史學提要》句子的痕跡。參見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頁 169。 
86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上海：上海教育，1992），頁 67。 
87

 清‧朱紹禧，〈史學提要序〉，收於《史學提要》（光緒已卯年重刊本），頁 1。 
88

 清‧謝旻等，《江西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5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83

〈人物十八〉，頁 829。 
89

 清‧謝旻等，《江西通志》，卷 83〈人物十八〉，頁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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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徐梓以為元代程鉅夫的《雪樓集》中，有一篇〈送黃濟川序〉，指的就是

該書作者黃繼善；90更引用序中：「若吾旴江黃君濟川，以殷之事而用於周，其通

才修能，有今之實，無昔之虛，所謂特起也。始為旴江書院長，當路者奇才，俾

攝郡文學。……未幾，剡上尹武岡新寧縣。」91作為黃繼善生平經歷的補述。但是

經過比對序中「濟川」的經歷，與曾經參與編修宋、遼、金三史的元代史學家危

素的外祖父黃順翁92相同。然徐梓所指的黃順翁為元人，與《四庫全書》等清朝史

籍記載的「宋人」不同。雖《雪樓集》中，另有〈黃成性史學提要贊並序〉一篇，

內容頌揚《史學提要》蒐羅史料，以利學者檢閱史事之功能。但不排除程矩夫為

同一人兩事分別作序。目前查證相關史籍，尚找不到黃繼善與「濟川」之關聯，

或可能是黃繼善其他字號或他稱的線索，暫無法檢視何者為真。 

  此外，作者黃繼善究竟編纂了多少篇內容，也有爭議。清代四庫館臣以為：「考

宋人所述，宜止於五代。此本既止於宋，則僅補一篇，且又無注，未必即禧93之所

序。觀大元之稱，當為元人所增也。」94其中提到的「宋人」即為黃繼善。四庫館

臣認為黃繼善編纂的內容僅止於五代，之後的內容則由元人所增。至於此處提到

的「元人」實際上為何人？則不得而知。今人徐梓推斷篇末八句簡略介紹元代歷

史的敘述，極有可能為朱升匯編《小四書》時所增。然朱升匯編《小四書》時，《史

學提要》已有宋代篇，後世諸多重訂、補纂者，如清代魏禧、狄寬、朱紹禧、楊

錫祜、鄭機等人自然不可能增添，故黃繼善實際編纂範圍與後世增纂的作者為何

人，皆仍不詳。 

                                                 
90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頁 168。 
91

 元‧程鉅夫，《雪樓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4

〈送黃濟川序〉，頁 5。 
92

 黃順翁為建昌南城人，字濟川。元人黃溍：「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郡

府知公儒者，禮為旴江書院山長，且為徙其書院於城中。」參閱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 32〈奉訓大夫瑞州路総管府判官致仕黄公墓誌銘〉，頁 16。或參閱元‧危素，《危太僕文續集》

（《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七〈元故奉訊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

官黃公行狀〉，頁 570。 
93

 禧：指清代寧都的魏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提到：「寧都魏禧集有是書序，並云重訂其訛

闕。」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1983），卷 89〈史部四十五‧《史學提要》

一卷〉，頁 764。 
94

 清‧四庫館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89〈史部四十五‧《史學提要》一卷〉，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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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述，可知作者黃繼善，字成性，江西人，生卒年不詳，僅知可能為南

宋末，相關事蹟除編纂《史學提要》外，其餘尚待考證與補充。最後，該書確切

成書年代不可知，除了各刊刻本的最後結束朝代不同外，也無法從作者的生卒年

代、經歷事蹟中判斷。 

 

二、版本分析 

  《史學提要》究竟成書於何時，確切時間並不可知。然從後世刊刻、補纂的

情況只能窺見一二。現在能見到最早、可知年代的《史學提要》版本，皆不早於

《小四書》所輯錄的版本。僅知《史學提要》必然先於《小四書》成書之前。 

  現存於世《史學提要》的版本，共有兩種分卷方式。一者為輯錄於朱升《小

四書》的《史學提要》，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起於上古，止於東漢；下卷起於三國，

結束朝代則依不同刊刻朝代而有別。明代刻本最後以「掃除羣雄，六合同春。治

化隆盛，如日麗天。聖聖相乘，皇圖萬年。」95六句頌揚大明王朝後結尾；清代刻

本則直接以宋代篇作結（含元史附於南宋史末）。 

  另一種係單獨刊刻版本，皆採三卷，整理如表 5-3。第一卷起於上古，止於春

秋戰國諸侯本末；第二卷起於秦，止於南北朝（合南朝宋、南齊、南梁、後梁、

南陳、北魏、北齊、北周等，為南北朝一篇，不另立篇名）；第三卷起於隋，止於

（南）宋，而篇末並無附元史。此類分卷方式，廣泛被清代學者譯注、重訂與增

纂。清代寧都的魏禧曾云重訂其訛缺，又屬盱江塗大乃允恒補撰二篇，復為之注；

96鳳陽狄寬曾「取南宋元明諸史為續編」97，纂《史學提要輯注》。 

 

 

 

                                                 
95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五，頁 66a-66b。 
96

 清‧四庫館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89〈史部四十五‧《史學提要》一卷〉，頁 764。 
97

 清‧狄寬，《史學提要輯注》，〈史學提要輯注‧自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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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史學提要》各版本一覽表 

出版年代 版本 典藏處 

元 日本御書籍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館藏 402 函 11 號。為文

政中毛利出雲守高翰所獻幕府，首有「臣柳」

「柳林人」、「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

之印」、「秘閣圖書之章」諸印記。 

明 不詳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評類。叢書目

錄頁註記：「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 

清乾隆三年 

（1738） 

日本公文書館抄

本 

日本公文書館藏内閣文庫 297-141。（元文三

年抄錄） 

清光緒間 
南清河王氏小方

壺齋木活字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史 808。收於清代王錫祺

輯《牖蒙叢編》。 

 

  二卷本與三卷本除分卷方式不同外，在版面配置與內容上也有不同。二卷本

多採六至八欄，每欄兩句八字，以空格分別，並有朱升的旁注與欄上注。而三卷

本，十至十二行不等，每行四句十六字，貼齊行首，句與句間無句讀、空格分別。

隔行抬頭空兩字，有小字注釋，注釋二至八行不等，且與二卷本的注釋不同。二

卷本在內容上較三卷本多，且數字不同，整理如表 5-4。 

兩版本相異內容，主要有六項：（一）增加篇幅：二卷本在晉時五胡十六國、

南陳、北魏、宋皆有所增；（二）同音異字：如二卷本中的「札」與三卷本中的「劄」，

皆指公文；（三）更換用詞：如如二卷本中的「合為」與三卷本中的「總為」，或

「繼以」與「續以」、「越嵗」與「幸蜀」，更換用詞，但意義不變；（四）顛倒語

序：如如二卷本中的「又後」與三卷本中的「後又」，或「專寵太真」與「太真專

寵」，交換詞語順序，但意義不變；（五）刊本字誤：刊刻或傳鈔過程中的錯字，

或同音誤字，兩版本中皆有不同的錯字，如二卷本中「敬世九年，獲麟絕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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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應作三卷本中的「卅」，即魯哀公十四年。而三卷本中的「敬宗幾冠，入

關黨附」，其中「入」應作二卷本中的「八」，即唐代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

李虞、李仲言、姜洽、程昔範、劉栖楚等八人。（六）更換詞意：如二卷本的「尋

復弒之」與三卷本的「尋復殺之」，或「綵樹常春」與「綵樹長春」，調整單詞而

影響語意。 

 

表 5-4 《史學提要》二卷本與三卷本相異內容對照表 

朝代 

二卷本 

（《小四書》輯錄版本） 

三卷本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輯錄版本） 

上古 ─ ─ 

三皇 ─ ─ 

五帝 1. 「益以三言」，舜以命禹。 1. 「增十六字」，舜以命禹。 

（
三
代
） 

夏 ─ ─ 

商 
1. 三聘伊尹，學「而」後臣。 

2. 桑穀「生朝」，懼而修德。 

1. 三聘伊尹，學「焉」後臣。 

2. 桑穀「共生」，懼而修德。 

周 

1. 季歷傳昌，「為商」西伯。 

2.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3. 紂罔悛心，「戰于」牧野。 

4. 厲王暴虐，「板」蕩無綱。 

5. 宋襄主盟，晉文「召」王。 

6. 敬「世」九年，獲麟絕筆。 

1. 季歷傳昌，「是為」西伯。 

2. 追王「大」王，王季文王。 

3. 紂罔悛心，「遂戰」牧野。 

4. 厲王暴虐，「極」蕩無綱。 

5. 宋襄主盟，晉文「公」王。 

6. 敬「卅」九年，獲麟絕筆。 

春秋戰國諸侯

本末 

1. 桓有四子，莊為「適嗣」。 

2. 「又後」六世，楚滅侯齊。 

3. 闔「廬」殺僚，賊用專諸。 

1. 桓有四子，莊為「嫡嗣」。 

2. 「後又」六世，楚滅侯齊。 

3. 闔「閭」殺僚，賊用專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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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王勾踐，傷吳闔「廬」。 4. 越王勾踐，傷吳闔「閭」。 

秦 ─ ─ 

項羽 ─ ─ 

西漢 

1. 釋之當罰，賈誼上「疏」。 

2. 「為漢中宗，周宣並美。 

惜其雜霸，過扵剛毅。」 

3. 劉向王章，忠言「可監」。 

4. 「合」為二百，一十二年。 

1. 釋之當罰，賈誼上「書」。 

2. （無此四句，十六字。） 

 

3. 劉向王章，忠言「可鑑」。 

4. 「總」為二百，一十二年。 

王莽 ─ ─ 

東漢 

1. 一「札」十行，直柔為治。 

2. 始扵周房，「繼」以岑范。 

3. 羣雄睨視，禪「魏」終焉。 

1. 一「劄」十行，直柔為治。 

2. 始扵周房，「續」以岑范。 

3. 羣雄睨視，禪「讓」終焉。 

三國 1. 營中星墜，八陣「尚」傳。 1. 營中星墜，八陣「空」傳。 

西晉 ─ ─ 

東晉 ─ ─ 

晉時 

五胡十六國 

1. 「起成丙申，三世相傳。 

太和庚午，滅於苻堅。 

後燕之主，為慕容垂。 

始奔符秦，國士遇之。 

淮淝乘敗，興復舊基。 

寶殺其母，亡國亦宜。 

起武丙戌，垂始立國。 

訖安戊戌，燕分南北。 

盛為北燕，龍城稱帝。 

馮跋襲熙，十年二世。 

1. （無此六十八句，二百七

十二字。） 

2.  

3. 三「主」相承，乞伏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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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氏二主，居於昌黎。 

二十八年，拓跋滅之。 

德為南燕，起自鎮鄴。 

遷於廣固，超承其業。 

隆安庚子，稱帝十年。 

義熙庚戌，劉裕滅旃。 

前秦氏種，苻健始王。 

堅用王猛，國富兵彊。 

擒燕定蜀，平代取涼。 

百萬寇晉，淮淝敗亡。 

不登衰萎，姚氏篡取。 

起穆壬子，終武甲午。 

後秦姚氏，弋仲及襄。 

自晉歸燕，北據許昌。 

萇承秦間，竊號爭彊。 

興奉羅什，並有秦涼。 

劉裕來伐，泓乃出降。 

孝武甲午，起於北地。 

復遷長安，訖安丁巳。 

西秦乞伏，國據金城。 

四主至末，赫連兼併。 

永興甲子，李特崛起。 

後蜀六傳，先王後帝。 

永和丁未，桓溫滅勢。」 

2. 三「王」相承，乞伏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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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朝
） 

南宋 1. 「汛」掃伊洛，聲振夷夏。 1. 「泛」掃伊洛，聲振夷夏。 

南齊 ─ ─ 

南梁 1. 父兄「既」沒，乃為身謀。 1. 父兄「覆」沒，乃為身謀。 

後梁 ─ ─ 

南陳 
1. 「及爭徐兗，逢周之興。 

亡師失將，送敗彭城。」 

1. （無此四句，十六字。） 

（
北
朝
） 

北魏 
1. 「道武至閔，魏凡十君。 

起晉丙戌，終梁甲寅。」 

2. （無此四句，十六字。） 

北齊 ─ ─ 

北周 1. 廢為略陽，尋復「弒」之。 1. 廢為略陽，尋復「殺」之。 

隋 1. 綵樹「常」春，錦帆蔽日。 1. 綵樹「長」春，錦帆蔽日。 

唐 

1. 安樂「恃」寵，賣官鬻獄。 

2. 太平何為，尚欲「肆」惡。 

3. 「專寵太真」，溺意霓裳。 

4. 祿山乘釁，「反扵」漁陽。 

5. 遂陷兩京，「蜀道郎當」。 

6. 「越嵗」而歸，西內淒涼。 

7. 平淮倚度，不「惑」羣議。 

8. 元「魏」沮撓，牛李分明。 

9. 敬宗幾冠，「八」關黨附。 

10. 取謀申錫，不「密殺」身。 

11. 焚香讀「疏」，面授刺史。 

12. 「收」復河湟，克成先志。 

13. 遠迎佛骨，數「幸」諸寺。 

14. 兩京陷沒，乘輿「播」遷。 

1. 安樂「思」寵，賣官鬻獄。 

2. 太平何為，尚欲「思」惡。 

3. 「太真專寵」，溺意霓裳。 

4. 祿山乘釁，「鼙鼓」漁陽。 

5. 遂陷兩京，「郎當三郎」。 

6. 「幸蜀」而歸，西內淒涼。 

7. 平淮倚度，不「獲」羣議。 

8. 元「未」沮撓，牛李分明。 

9. 敬宗幾冠，「入」關黨附。 

10. 取謀申錫，不「滅教」身。 

11. 焚香讀「書」，面授刺史。 

12. 「權」復河湟，克成先志。 

13. 遠迎佛骨，數「興」諸寺。 

14. 兩京陷沒，乘輿「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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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白馬之禍，「毒流」縉紳。 15. 白馬之禍，「流毒」縉紳。 

五代 ─ ─ 

五代割據諸國 ─ ─ 

宋 

1. 點檢天子，見于木「札」。 

2. 「明道親政，再相夷簡。 

遂廢郭后，并遂臺諫。」 

3. 天章給「札」，責以太平。 

4. 熙河重費，「方臘」終陷。 

5. 天津杜鵑，氣候「循環」。 

6. 二帝北狩，「康王」南遷。 

1. 點檢天子，見于木「劄」。 

2. （無此四句，十六字。） 

 

3. 天章給「劄」，責以太平。 

4. 熙河重費，「求樂」終陷。 

5. 天津杜鵑，氣候「迴圈」。 

6. 二帝北狩，「六飛」南遷。 

南宋 

1. 葛王入燕，「逆亮」被弑。 

2. 光堯內禪，「居」德壽宮。 

3. 侂胄「因」緣，自負定策。 

4. 二王航海，崖山滅「焉」。 

1. 葛王入燕，「正隆」被弑。 

2. 光堯內禪，「歸」德壽宮。 

3. 侂胄「夤」緣，自負定策。 

4. 二王航海，崖山滅「絕」。 

（元） 

1. 「有元世系，共十四主。 

姓竒渥温，蒙古部類。 

幸處中華，九十三禩。 

庚申順天，退讓北去。」 

1. （無此八句，三十二字。） 

啟運大明 

天生聖君 

1. 「掃除羣雄，六合同春。 

治化隆盛，如日麗天。 

聖聖相乘，皇圖萬年。」 

（清代刊刻本亦無此段落） 

1. （無此六句，二十四字。） 

 

  綜合前述，《史學提要》目前可見的版本可分為二卷本與三卷本，且單獨刊刻

版本皆為三卷本，而二卷本只收錄在《小四書》內。也因此兩版本在文字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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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包含元代的部分，極有可能為朱升所添。此外，在朱升輯錄以前的流通版

本，其內容也十分可能已止於南宋。從刊刻版本僅能推論該書可能成書在宋末元

初以前。又若黃繼善確為宋人，則可以肯定元代篇絕非他所著。至於兩版本何種

較早，則尚不可知。 

 

貳、內容分析 

一、釋題與編纂目的 

  該書定名為《史學提要》，對「史學」一詞的定義或解說，各家紛紜，莫衷一

是。首先，「史學」一詞，可指南朝時，與儒學、玄學、文學並列的一種科目。而

自南朝宋文帝命著作佐郎何承天，設立「史學」館起，98也影響後世的選官標準99。

據《梁書》載：「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100說明選官

標準不限儒家經學，也顯示當時對「史學」這個科目的重視。 

  另外，回到與該書成書年代相近唐宋間對「史學」一詞的解釋。能見晚唐之

際，殷侑鑒於唐初科舉設有「史科」名目，又「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

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101因而建議恢復史科考

試，並建議國子監生徒攻讀史科。102此處所說的「史學」，表面上解釋作科舉考試

的科目，實際上殷侑倡議的理由與期望達到的目的是「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

系以褒貶，垂諭勸戒。」103且推崇《史記》、《漢書》兩書：「旨義詳明，懲惡勸善，

亞於六經，堪為代教。」104從此可知，晚唐對史學的意涵，除科舉考試之科目外，

尚期望藉由史書本身教化人民。後宋代太常博士倪思曰： 

                                                 
98

 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中華，1974），卷 93〈隱逸‧雷次宗〉，頁 2293-2294。 
99

 高慧斌，〈試析南朝儒學教育的變遷及影響〉，《社會科學輯刊》，5（遼寧，2006），頁 141-145。 
100

 唐‧姚思廉，《梁書》（臺北：中華，1973），卷 14〈任昉〉，頁 251。 
101

 唐‧殷侑，〈請試史學奏〉，收於清‧董誥等，《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1990），卷 757，頁

3481。 
102

 殷侑曰：「伏請量前件吏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及第。能通一

史者，……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班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參見唐‧

殷侑，〈請試史學奏〉，頁 3481。 
103

 唐‧殷侑，〈請試史學奏〉，頁 3481。 
104

 唐‧殷侑，〈請試史學奏〉，頁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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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

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

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105
 

雖然倪思此言，是為請諭春官在課試命題時，可以無所拘忌地雜出諸史，將「史

學」解釋作科舉考試的內容，舉子知史，有助未來治國。 

  而宋代史學盛行情況，能從學術風氣與科舉制度兩方面解釋。首先，朝廷曾

設局修書，獎勵士大夫修史。當時的士大夫也將史學視為與經學同樣重要的精深

學問。且宋代編纂的史籍種類繁多，開創體例與面向廣大，對後世史學家多有影

響。106其次，宋代沿續唐代科舉取士制度，內容有詩賦、策問與經義三種。鄉試

與省試時，一般各考三場，諸科以帖經、墨義為主，進士科考詩賦與策問。其中

策問的出題範圍，或重經史，或重時務，或兼重之。107且無論何種出題範圍皆需

要引經據典、言之有據。因此，十分有可能為因應整個時代的學術傾向，或準備

科舉考試，而促成人們對於史學的重視，進而促使《史學提要》的出現。 

  綜合前述，在該時代背景下，《史學提要》從題名與內容，可能作為科舉應考

史科前的概要整理，或提供孩童熟知歷史典故，加強其作文的能力與深度的歷史

教材。又靳諾、溫玉春認為《史學提要》一書，從書名上即體現出宋代深化的史

學意識，也具有史事深入社會、面向大眾的特徵，更有在這層認識基礎上，推廣

史學教育的意涵。108雖然作者黃繼善在創作該書可能沒有期望將史事深入社會、

教化百姓，甚至於推廣史學。但是在該書的體例與內容上，確有呈現史學內涵深

化以供孩童學習的用意。 

 

 

                                                 
105

 清‧顧炎武，《日知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16〈史

學〉，頁 784。 
106

 王德毅，〈宋代史學特質及其影響〉，《臺大歷史學報》，23（臺北，1999），頁 349-373。 
107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131。 
108

 靳諾、溫玉春，〈宋代啟蒙歷史讀物中的史學意識——以《史學提要》為中心〉，《華中科技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5（湖北，2007），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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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編排與表現形式 

  今人張志公將該書歸屬蒙書歷史知識的「韻語通史」，即用四言韻語依次介紹

從上古至當代（或前一代）的歷史。109之後徐梓則將此書歸於歷史類歌訣體童蒙

讀物；並認為「歌訣體」相對詠史詩體、蒙求體與千字文體等蒙書創作體裁來說，

在撰著上更為靈活、便利。儘管創作時，也必須受四言、五言或七言的格式限制，

但卻不用如千字文體，通篇限於千字之下；抑或不用像蒙求體要求用字不得重複，

及每句皆含典故，前後兩個典故需有某種相關等。使得將歌訣體運用於童蒙讀物

在創作上，減少許多生硬的拼湊，讓內容更加通順、流暢，也更加通俗易懂，讀

起來更上口。也因而更受學童、塾師以及其他人士的喜愛。110
 

  簡言之，《史學提要》全書用四言韻語寫成。以二卷本來說，若不計篇名，自

上古至南宋末（含元代八句），小計 2,868 句，11,492 字。而明代版本較清代版本

多了介紹明初的六句二十四字，總計 2,874 句，11,516 字。內容除了王朝更替、帝

王世系之外，也簡略介紹各種重大事件、社會文化和重要思想家事跡。 

  另外，兩版本的分篇方式不同，二卷本分為上古、三皇、五帝、夏、商、周、

春秋戰國諸侯本末、秦、項羽、西漢、王莽、東漢、三國、西晉、東晉、晉時五

胡十六國、南宋、南齊、南梁、後梁、南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

五代割據諸國、宋、南宋等三十篇。而三卷本則合夏、商、周三篇為三代；合南

宋、南齊、南梁、後梁、南陳、北魏、北齊、北周八篇為南北朝；合宋、南宋二

篇為宋，計二十篇。 

 

三、內容概述 

  《史學提要》的內容繁多但不紊亂，用詞簡約且語意清楚地將上古到南宋間

的中國歷史，按照朝代的先後順序的逐一說明。雖然《史學提要》通篇為歷史事

件的陳述，但是免不了參雜當時通行的史觀，和作者個人對事件的評論。以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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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梓，〈歷史類傳統童蒙讀物的體裁和特徵〉，《史學史研究》，1（北京，1997），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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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說明《史學提要》中的記敘內容，及其背後深蘊的史學觀點。 

（一）記敘內容與為文方式 

1.先民傳說：上古至三皇五帝 

  上古篇，寫在人類歷史之前。作者運用太極兩儀定位的觀點，來說明宇宙從

未開闢的渾沌狀態，到天地確立，人類自天地間誕生的過程。記錄當時人們「茹

毛飲血，穴居野處。汙樽抔飲，蕢桴土鼓」111的生活樣態。 

  三皇篇，以伏羲、神農及皇帝為三皇。其中伏羲發明八卦、取法河圖，製作

文書和網罟，教導人們漁獵。再說到神農發明農具，教導人們務農；遍嘗百草，

為人們治病。最後提到黃帝擊敗蚩尤後，創建制度、法規，並得到許多賢臣的支

持。至此，作者初步也建構賢明君王「勤政愛民」與「得賢臣助」的形象。 

  五帝篇，採五德之說，以少昊、顓頊、嚳、唐堯與舜為五帝，說明各受命於

天及政蹟。首述少昊即位時，瑞鳥飛來。顓頊時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112，

分別事神、治民。帝嚳僅提到其德、稱號及在位九年。後來唐堯居處簡樸、勤政

愛民。後依四方諸侯薦舉，禪位虞舜。他繼任後，命「禹宅百揆，臯陶為士。后

夔典樂，伯夷典禮。」113並承堯心傳，行中庸之道。 

2.三代：夏、商、周 

  夏篇，三代之首篇。記述大禹奉命治水有功，以金德受天下、鑄九鼎。傳位

於子啟，開啟家天下，傳子不傳賢。桀無道，終遭湯討伐，夏亡。篇末說明國祚

自禹至桀，十七世，共四百三十二年。114後篇均援此體例書寫。 

  商篇，記湯伐桀後，以水德受天下。至雍己始衰。後太戊繼任，勤修政治，

國勢轉佳。後子弟爭奪帝位，禍延九世。再經盤更遷殷、武丁中興。至紂王無道，

武王舉兵而誅之，商亡。 

周篇，記周以木德受天下，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成康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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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兵輟刑，四十餘年。但之後昭、穆、共、懿、歷、孝諸王多不道，王室漸衰。

宣王雖中興，但後幽王無道，平王東遷雒邑，進入春秋，五霸起，王室衰。三家

分晉田氏篡齊，最後秦滅赧王東周亡。其間提及孔老、孟荀及商鞅事蹟。 

至此，可見作者在介紹每個朝代之初，必定從前朝末年的跡象開始鋪陳，清

楚呈現事件脈絡與前因後果。讓讀者明瞭各朝代的興替並非偶然，如商的滅亡並

非只是商紂王單方面的荒淫無度、暴虐殘忍，而是西伯日漸壯大的勢力與聲望，

兩者交會的結果。 

3.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諸侯本末篇，約佔全書百分之十五的篇幅，為該書中最多的篇章。 

  在前篇，作者從周正統的角度，概述周王與各諸侯互動的情況。先以「春秋

侯國，離為十二。會伐盟主，五霸迭起。戰國之世，合為七雄。秦利連橫，六國

利従」115八句破題，概述整個春秋戰國的情勢，之後本春秋例，自魯起，依序介

紹齊、宋、晉、楚、鄭、曹、蔡、陳、衛、吳、越、燕、趙、魏、韓、齊等國。

內容大多依時序以國君更迭與各國征戰為主軸，賢臣與文士事略做穿插。細述各

國時，未依周正朔標明時間，亦未述各國君年號，以致事件時空背景稍嫌紊亂。 

4.秦 

  秦篇，其內容自秦發跡，稱霸稱王，到始皇兼併各國，至秦滅亡。對於秦始

皇，記吞併六國，稱皇帝，廢縊法，焚書坑儒，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衡石程書，

頌德銷兵。116病逝後二世胡亥登基，趙高專權，人民反抗不斷。直到劉邦入關，

子嬰投降，遂秦亡。篇末援前例，以國祚五十年做結117。 

5.兩漢：項羽、西漢至東漢 

  項羽篇，雖然該書將項羽獨立為一篇，但從開頭的敘寫方式可知，作者視項

羽為一段兩個朝代間的銜接事件，並非單一朝代或諸侯國史事。只是簡單介紹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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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的背景與起兵緣由。後提到與劉邦爭天下、燒秦宮室，稱楚霸王。楚漢相爭五

年，最終身死東城。 

  西漢篇，作者改以劉邦的角度，解讀楚漢相爭時，項羽的種種失當，藉此對

比劉邦的正當形象。漢開國後，作者使用和三皇五帝篇相同的敘寫方式，再次凸

顯國運昌隆，歸功於君王自身的賢明，與賢臣的輔佐。而作者也常在介紹君王值

得後世尊崇的一面後，再者陳述需要後人警惕的另一面。不會一味地讚揚某位君

王，如高祖「溺愛戚姬，幾易太子」118，武帝好征戰、強征捐稅、多興土木、刑

罰嚴苛等，也是與其德政一併呈現。而作者評論歷史人物或事件時，大多持較為

公正的立場，評述亦無刻意偏袒，或含有偏見。如評斷景帝時，晁錯由於改革手

法過當，以致局勢惡化，遂使七諸侯同反的經過。作者先描述晁錯「天資刻薄，

頗任智數」119的性格，而導致事件發生。後提到「七國同反，竟斬晁錯」120，顯

示君王殺臣止禍的心態。 

  王莽篇，如同項羽篇，以人名作為篇名，而不視為朝代而論，僅做為一個事

件介紹。開篇直接以「新室篡逆」121，點出王莽並非正統。作者對王莽的評論相

當嚴厲，認為「莽善要譽，謙恭下士，皇統屢絕，奸謀得肆。」122並記載王莽施

行的法令瑣碎且繁多，遂盜賊四起，而致滅亡。 

  東漢篇，從新莽末年戰亂四起開始。光武帝宣稱自己承接和高祖同樣的符命，

以奠定的統治正當性，即正統。作者再描述光武帝、明帝在位期間，文化昌盛，

社會呈現「冠帶億萬、匈奴入學，抑絕虛譽、召作雅樂」123的情景。也同時陳述

兩人在制度和性格上不夠完善的部分。之後該書對繼任的章帝描述較少，一來其

在位時間短，二來只為鋪陳日後外戚專權和宦官專政的遠因，只用六句，扼要帶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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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末年，接連幾位君王都因為幼小即位，導致皇權旁落外戚手中。待皇帝

長大後，又拉攏宦官反抗外戚。之後再遇君王早夭，遂形成循環。作者使用許多

篇幅記錄整個權力轉換的歷程，直到大將軍何進召董卓進京，卻使洛陽被焚，獻

帝遷都，終禪讓於魏，東漢亡。《史學提要》二卷本上篇至此終。 

6.三國 

  《史學提要》二卷本下篇從三國篇開始。作者先以「漢獻之後，鼎峙三國。

蜀西吳南，魏居其北。」124定位天下局勢。後依亡國序說明蜀漢、曹魏、孫吳。 

  從該書的稱謂和陳述用語，如以帝號稱曹操和曹丕，認為曹魏政權源於「文

帝受禪」125等，顯示作者的正統立場傾向曹魏，但這不影響作者陳述人物性格和

事件經過的筆法。仍舊正反事例並陳，整體篇幅分配還算平均，尚稱公允。最後

也再借孫吳滅亡原因，重申賢明君王應有「高尚品德」的主張。此外，作者也點

出曹魏由於司馬亂權而衰弱外，對何晏好清談，作者批判其敗俗。 

7.兩晉：西晉、東晉與晉時五胡十六國 

  雖然司馬氏「三世專權，師昭廢弑」126後取得政權，但作者認為「（晉）武帝

受（魏元帝）禪」127，以表政權一脈相傳。 

  西晉從司馬懿任曹魏相開始說起，後代魏建晉。自晉建國後，該書一再顯示

司馬氏治國無謀，不僅無力約束其臣，亦無法制止己族相鬥。另外，或許作者以

後人之見，認為西晉清談誤國，因此再次批判清談。後來八王相戕，五胡乘釁，

侵擾中國。128始南北分裂。 

  東晉篇，自元帝始，北伐無功。後經一連串的內部權力鬥爭、對外大小戰役，

而歷任諸帝又無能與失德終亡。最後作者為概述兩晉君王數和國祚，以「西晉四

帝，都於洛陽，五十二年。東晉渡江，東十一帝，立國偏方，一百四年，禪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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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129作結。 

  晉時五胡十六國篇，聚焦北方匈奴、羯、鮮卑、氐及羌政權間的分合更迭。

作者在此段落嘗試在亂世中，理出三條脈絡相傳的敘事主軸。而後經過淝水之戰，

再次大小民族林立，作者又理出三條支軸說明局勢發展。期間若是國祚較短的國

家，作者就以四句介紹該國由何人、何族所建，被何國所滅，及經歷幾任君王。

若國祚較長，則再加上起訖年代，紀年以東晉年號為主，如：「（前燕）起成丙申，

三世相傳。太和庚午，滅於苻堅。」130或「（後燕）起武丙戌，垂始立國。訖安戊

戌，燕分南北。」131清三卷本無此段。若如四庫館臣以為元人曾增改該書132，則

也反映元代史家增加對少數民族與域外史事關注與記載。133
 

8.南北朝 

  南朝篇，主要描寫兩種極端類型的君王類型，一種為賢明君王，能開創太平

盛世；另種為昏庸君王，德行缺失，肆意妄為等。而南朝多賢君在先，昏君在後，

國勢常因此一蹶不振，遂易代。其中作者兩度提及佛教，第一用於梁武帝掌政前

期勤政愛民，與其最終卻「禍階侯景，臺城餓死」134間的轉銜；第二以陳武帝在

百廢待興時，卻捨身莊嚴寺，認為武帝「詒謀無取」135，同時也揭示佛教誤國。

然而這樣的評論與唐宋史書不同136，或顯示作者個人反對佛教的立場。 

  北朝篇，首先作者描寫北魏道武帝至孝文帝間的君王時，對諸位君王多有肯

定，尤其對孝文帝施行漢化改革讚譽有加，也以「聞喪兵止」137表現其君子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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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北魏分裂東西，而成北齊與北周。掌政期間兩國少有賢君，而作者亦對兩國

繼任昏君形象與作為多有描寫。最終，北齊以南朝曆「起梁大寶，終陳大建。二

十八年，六主自擅」138告終。北周則以「陳武丁丑，周始篡魏。訖宣辛丑，隋文

禪位」139作結。 

  作者在此篇不辨正統，雖以南方曆為軸，但敘寫並沒有夷夏之分。對照司馬

光《資治通鑑》對北魏君王稱謂，視其國力起伏而變化，140作者則統稱其諡號。

另外，南北朝期間，佛教蔚為風行，而作者在南朝曾兩度批評帝王崇佛，但在北

朝卻不見任何佛教記事，令人費解。 

9.隋唐：隋至唐 

  隋篇，從內容上可分為兩部分，一為描寫文帝與煬帝事蹟，另記錄隋末社會

情勢。作者先介紹文帝帝位由「奸臣矯命，僥倖竊國」141而來，再記述文帝在隋

開國之初的政績，後以「不學」為轉折，道出文帝偏激的性格。隋末世局混亂，

作者以「先地名，後人名」的方式呈現各方勢力與崛起地點，最後「唐承天休」142，

隋亡。 

  唐篇，內容豐富，對唐帝王性格、賢臣、行政制度、大小戰事，乃至社會文

化都有深刻的描寫。首先交代唐高祖起兵原因與過程。之後，作者肯定太宗在內

政、外交上的政績，也介紹他身邊的賢臣們。並以「不任法律，惟行仁義」143的

說法，以示作者對太宗施政的推崇。作者亦藉由太宗統治後期之情景，告誡後人：

慎防「好名喜功，矜心易起」144的偏失。至於高宗篇幅明顯較少，重點在武則天

                                                 
138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26b。 
139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28a。 
140

 據今人王念西研究得知，司馬光最先稱呼北魏君王名諱或稱「代王」、「魏主」。自劉宋武帝永初

元年起，逕稱「魏主」，至北魏國力最為強盛時，則直接稱「魏帝」。參見王念西，《《資治通鑑》

的史觀──以北魏為例（西元 261-534）》（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04-105。 
141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28b。 
142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0a。 
143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2a。 
144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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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帝，認為她「亦有權數，善於用人。徐婁姚魏，皆為名臣。」145後來寫到韋后、

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等女性干預朝政時，對她們的描寫與先前對武氏形象形成強

烈對比，凸顯武氏身為女性執政的特例。最後同樣正反併陳玄宗開元及天寶事蹟。 

  進入中晚唐，描寫重點由帝王施政轉向朝臣作為，尤其格外強調宰相。並加

強側寫宰相性格與作為，用以凸顯宰相對於輔作帝王推行政令、軍事、外交等重

要性。此外，段落中亦可見朝廷對當時佛教的立場與作為。但作者也僅陳述事件

始末，並無加以評述，不見作者先前強烈反佛的立場。相較佛教，此處作者反而

對道教多有批評，如憲宗時，「方士柳泌，金丹未效」146，或武宗「奈何偏惑，受

籙崇玄」147等。 

10.五代十國：五代與五代割據諸國 

  五代篇，以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為序。各篇幅不一，國祚長短不

影響篇幅，後唐最多，共四十句；後晉和後漢最少，各有十六句。各國事件記述

不多，多針對影響國勢的二至三個事件詳加描述。段落中作者一再重申賢明君王

的形象，及欲成大事，必多仰賴賢臣；誤信賊臣，反遭禍至的觀念。此外，段落

中亦有諸多將興亡因素歸咎於天意的記述，如後唐明宗是「祝天生聖」148而來，

或後晉出帝恣意妄為，導致「天變疊現，亡國亦宜」149。 

至五代割據諸國篇，作者以「中原五代，國統相授。諸藩割據，各有先後。」

150承先啟後的起頭。本篇共四十四句，除開篇四句外，剩餘四十句為十國均分，

每國分得四句。四句內容以建國者、創建原因、君王代數、國祚長短或起訖年代，

最後則為滅國原因。 

作者試圖把有興滅關係的國家放一起，如吳被南唐所滅，故吳先敘，南唐後

述。另可見，十國中有六國被北宋所滅，分別為南唐、後蜀、吳越、南平、南漢、

                                                 
145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3b。 
146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8b。 
147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40b。 
148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45a。 
149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46b。 
150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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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漢。而其餘則南唐滅吳、楚；吳越滅閩。國家起訖年代以唐、宋年號為紀。 

11.兩宋：北宋至南宋 

  北宋開篇，述及宋太祖承「火德以昌」151。承唐篇中後段的寫法，以帝王更

替為背景，主要聚焦於宰相性格與作為，及其任期內重要大事。段落中提及的宰

相人數相當多，正反形象皆有。另外，在段落中也有提到女性輔國的正反形象，

如讚英宗高太后施政，為「女中堯舜」。而批仁宗朝劉太后貪圖權勢垂簾聽政。再

次顯示，作者仍依人物行為評論，不以性別先入為主。 

  在北宋篇中有許多關於文化、教育的內容，如延續先前曾於唐篇提到「元和

以來，古文特盛。韓柳二家，粹然出正」152的古文運動，至北宋「昭陵以來，古

文大興。倡以歐陽，繼以蘇曾。」153另外，也提到理學的興起，及其他該時期的

思想學說，記：「英神之際，學明性理。周傳二程，以及張子。温公通鑑，康節先

天。降而熙豐，新學興焉。」154最後，作者延續唐篇對道教的批評，提到宋徽宗

「興崇道學，教主道君。」155
 

  南宋篇，多數篇幅皆以描述初期宋金戰事為主，同時記錄朝堂中文武群臣對

和戰的立場。議和後南北相安，但之後諸帝多用相不當，國事日衰，只有少數幾

名稍有作為或行徑特異的帝王，會以二至四句帶過。全段落僅有「朱張呂陸，道

學大興」156二句與文化有關，僅以此介紹四位促成理學興起的大家。篇末，歸結

兩宋「趙氏總年，三百十七」157。 

  元代史附於《史學提要》二卷本南宋篇末，全篇僅八句三十二字。介紹元代

君王姓氏、歷任君王數、種族和國祚。此外，在朱升《小四書》卷五《史學提要》

末，另有六句二十四字記：「掃除羣雄，六合同春。治化隆盛，如日麗天。聖聖相

                                                 
151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50b。 
152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8b-39a。 
153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55b。 
154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55b-56a。 
155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58b。 
156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62b。 
157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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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皇圖萬年。」歌頌明太祖滅元，開朝的功績。 

 

（二）歷史觀 

1.正統觀 

  該書說明正統的方式，除「大一統」的觀點外，依朝代不同，尚有五德終始

說、三統說、符命說三種。 

  首先，在三皇篇中可以看到作者受戰國鄒衍主張的「五德終始說」影響，清

楚點出各代帝王的德運屬性。據此觀念，歷代帝王皆因得天授五行中的一德，遂

成為天子。而當其德衰微時，便會由五行中相剋之德取代，德運彼此間亦有相生

關係。並能從五帝篇，更清楚的看到帝位順應五行運轉：「少昊金德……。顓頊水

德……。帝嚳木德……。唐堯火德……。（虞舜）土德臨治……。」158揭示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如此相生、往復循環的規律，也提供帝王執政合乎天

理、實屬正統的證明。西漢篇也點出劉邦「火德承唐（堯）」159以顯示其正統。又

北宋篇述及宋太祖承「火德以昌」，但自漢篇至宋篇間，作者皆未提及帝王承德，

不免難以自圓其說。 

  另外，作者也採用了董仲舒對歷史循環的「三統」說法。作：「（夏）建寅為

正，是曰人統。……（商）政乃尚質，地統丑正。……（周）木德尚文，天統子

正。」160謂三代之正朔，「正」指一歲之首，即農曆正月，「朔」指一月之始，即

初一日。如此循環不已，每一朝代之始，均應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意，

表明君王受命於天各統一正。161
 

  最後，作者在漢代部分，也納入董仲舒天人相應的「符命」觀，認為君王興

起或政治清明時，上天就會有意識地出現某種徵兆，作為符應。如「神母夜號，

                                                 
158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3b-4a、5b。 
159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43b。 
160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7b、10a、16a。 
161

 宋豔萍，〈陰陽五行與秦漢政治史觀〉，《史學史研究》，3（北京，2001），頁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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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碭雲瑞。始為沛公，爰立赤幟。」162作為高祖能夠推翻前朝，繼而為帝的瑞祥

徵兆。西漢末年，隨著王莽勢力崛起，諸多大臣紛紛獻上各式符命，「揚雄大儒，

劇秦美新。陳說符命，非一劉歆。」163阿諛新朝，也作為王莽正統的佐證。到新

朝末年，光武帝也藉由宣稱自己得到「赤伏獻符，四七為輔」164的符命，遂推翻

新莽，建立東漢。符命也就成為漢代獨特的正統佐證方式。 

2.殊秦觀 

  春秋戰國篇，從作者開篇述「春秋侯國，離為十二」，略可知此「十二」與司

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十二」應有淵源，且兩者在篇序和內容僅些微

不同，兩書對照呈表 5-5。然而，〈十二諸侯年表〉，實際內容卻記敘了魯、齊、晉、

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等十三個諸侯國的盛衰大事。歷代史

家也對「篇言十二，實敘十三」的問題莫衷一是，主要觀點有殊魯、殊吳和殊秦

三種。縱然作者將魯史置於諸侯第一，且提到「周禮在魯」，隱約因為《史記》據

孔子《春秋》而訂，而把魯定位為春秋時期的綱紀角色。但從無異於其他諸侯國

的敘事方式，實在不足以說明黃繼善認同「殊魯」觀。另外，既便唐代司馬貞在

《史記索引》說：「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

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故也。」165但是作者介紹吳時，無異於其他諸侯國的起

頭手法，及沒有刻意縮減篇幅，也沒有把吳置於各諸侯之末等因素來看，黃繼善

亦與司馬貞的「殊吳」觀不同。最後，從本篇名春秋戰國諸侯本末，但內容卻排

除諸侯秦，而獨立為單篇的作法，較雷同於清代李景星《史記評議》內「殊秦」

的觀點：「曰實則『十三』而名『十二』，非不數吳，乃不數秦也。何以不數秦？

殊之也。何殊乎？爾十二國皆世家，獨秦本紀，故殊之。」166不過較該說法提前

五百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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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43a。 
163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51b-52a。 
164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53a。 
165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6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五，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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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李景星，《史記評議》（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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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黃繼善〈史學提要‧春秋戰國諸侯本末〉與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篇目排序對照表 

黃繼善《史學提要》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與出處 

春
秋
戰
國
諸
侯
本
末 

（一魯） 一魯 《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 

（二齊） 二齊 《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 

（三宋） 六宋 《史記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 

（四晉） 三晉 《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第九》 

（五楚） 五楚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六鄭） 十一鄭 《史記卷四十二‧鄭世家第十二》 

（七曹） 十曹 
《史記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 

（八蔡） 九蔡 

（九陳） 八陳 
《史記卷三十六‧陳杞世家第六》 

─ （杞） 

（十衛） 七衛 《史記卷三十七‧衛康叔世家第七》 

（十一吳） 十三吳 《史記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第一》  

（十二越） （越） 《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十三燕） 十二燕 《史記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十四趙） （趙） 《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第十三》 

（十五魏） （魏）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 

（十六韓） （韓） 《史記卷四十五‧韓世家第十五》 

（十七田齊） （田齊） 《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秦 四秦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五》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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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述，《史學提要》用編年記事，以各朝開國及結束，國祚長短，及影響

興衰的重大人物與特殊事件為書寫重點。字裡行間中，不難發現作者運用對君、

臣事蹟的描繪，展現理想統治形態。為君者，無論傳賢或傳子，都需要積極修德，

並施予仁政，方能國泰民安。且君王欲成大事，多仰賴賢臣，誤信賊臣則反遭禍

至。其中賢君不分性別，只要能善於用人、施政清明，女性亦可臨政、掌權。而

為臣者，尤為宰相者，需要注意己身性格與作為，並應恪守本分、深諳時務。 

  此外，作者在編寫南北朝以前的篇章時，曾經三度藉例反佛，但在隋唐之後

的篇章，雖也有記述當時朝廷對佛教的立場與作為，但只是陳述，並沒有給予評

判，也不如先前的嚴厲批判君王禮佛。而該書也數次提到批判魏晉清談，或君王

被方術傷害身心而誤國等事例，顯示作者深刻反對清談與方術的立場。這些前後

立場不一致的情況，可能並非黃繼善本身的想法，而是來自該時代背景的主流思

潮，或其參考史料中既有的觀點，當作者在引用時，只作語句調整，使其四字成

言，讀之有韻，並未摻入自己的觀點加以取捨或改寫。 

  縱然《史學提要》中呈現多種政治正統觀，且作者有立場前後不一致的情況。

但是書中對於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觀點，正反併陳，多數仍堪稱公允。而作者在每

個朝代介紹之初，會從前朝末年的跡象，剖析後朝興起的原因開始鋪陳，清楚呈

現事件脈絡與前因後果，讓讀者瞭解各朝代的興亡並非偶然。其中介紹部分歷史

人物時，較細膩描繪人物性格與作為，以供後世尊崇、效仿、借鏡或警惕，同時

歷史事例也應可作為日後應科考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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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四書》的教育意涵與價值 

第一節 教育意涵分析 

通過前兩章梳理《小四書》後，發現該書就內容和教育意涵，可概分為經學

教育、史學教育及語文教育等三方面討論。其中又朱升在輯錄《小四書》時，經

學和史學類各取二書，並採「前經後史」排列，有意均衡經學和史學內容份量。

故在分析其教育意涵時，將經學教育和史學教育的意涵一併討論，最後再探討該

書在語文教育上的特點。 

 

壹、經學教育與史學教育 

一、經學教育的內容  

  《小四書》中有關的經學教育內容，並不是通過注疏經書，解釋其字面意義

及闡明其蘊含義理。而是選擇再解釋前人闡釋後的經學字詞，或將經學理念揉合

人物形象、日常情景和歷史事件中傳達給孩童。如方逢辰在《名物蒙求》中，先

解釋各種氣候變化後，表示：「是以聖人，抑陰崇陽。《詩》防霰雪，《易》戒冰霜。」

1一來凸顯聖人抑制消極、柔弱，而崇尚積極、剛強的特性；朱升於欄上注曰：「《詩》

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易》云，履霜堅冰至。」2除標明出處外，也揭示《詩》、

《易》見微以知著，防微杜漸之教。之後方氏介紹植物段落時，也取植物本身的

特質與前段呼應，作：「蓮溪愛蓮，陶潛愛菊。蓮不受汙，菊拔流俗。夏葵向日，

乃心太陽。秋蓉拒霜，以質而章。」3藉以凸顯周敦頤如蓮般潔身自好，陶淵明如

菊般的高風亮節，亦如向日葵、木芙蓉般向陽拒陰。雖然《名物蒙求》主要仍是

以介紹名物為主，但總會通過事物特質類比人事，並附以道德、價值等經學大義。

如此行文手法，也表現在方氏介紹動物的社群和生活習性的段落。基於「中於天

                                                 
1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一，頁 2b。 

2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b。 

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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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惟人最靈。」4又「民物之初，同一太極。全者為人，偏者為物」5的觀念。要

人珍惜身為萬物之靈的地位，及得太極之全的優點。 

  其次，《增廣性理字訓》有別於《名物蒙求》取經學理念結合名物的方式，而

是通過再解釋前人精煉後的經學字詞，將經學的核心義理傳達給孩童。以《大學》

作：「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6為例，該句揭示大學的宗旨在

顯明其至德，在不斷求新，以達最完善的境界。但是何謂「明德」、「至善」等詞

的意涵，則各家皆有注疏，莫衷一是。而朱熹以為：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

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

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7
 

而程若庸擷取朱熹注釋的核心觀念，簡化後作：「心涵萬理，虛靈洞徹，是曰『明

德』。事物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8除縮短篇幅外，也方便孩童背誦。 

又《中庸》二十二章作：「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9朱熹的解釋為：「天

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10意指至誠為聖人本

性之德，不是通過外在附加，而是經由仔細地自我省察而來。程若庸同樣擷取其

用詞和理念，作：「至誠無息，至明無蔽，巨細（朱升改作「表裏」）精粗，毫髮

不遺，是曰盡性。」11由此可知，排除原先程端蒙從朱熹《四書集注》中摘取三十

條外，程若庸擴編的《增廣性理字訓》中增加的詞句，仍直接取自儒家典籍，或

                                                 
4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4b。 
5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7b-8a。 

6
 宋‧朱熹，《大學章句集注》，收於《四書章句集注》，頁 4。 

7
 宋‧朱熹，《大學章句集注》，頁 4。朱熹引述程頤的說法，以為「親」當作「新」。 

8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二，頁 15b-16a。 

9
 宋‧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收於《四書章句集注》，頁 209-210。 

10
 宋‧朱熹，《中庸章句集注》，頁 209-210。 

11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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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前人闡釋的義理，進而說明各種經學理念的形成、運作，及體現於人身上的

結果。 

  另外，《名物蒙求》與《增廣性理字訓》除內容傳達（或解釋）經學義理外，

兩書在編纂形式和功用也近似《爾雅》。如清代鄒持雅以為：「《名物蒙求》，今之

《爾雅》也。」12而朱升為《名物蒙求》作注釋時，也會參考《爾雅》的說法，如

方逢辰介紹：「脆瓊蘆菔」13時，朱升注：「蘆菔，《爾雅》謂之葖。」14又按他為文

時的段落分類，亦能按《爾雅》的分類妥善分置各個段落，從而顯示《名物蒙求》

與《爾雅》的內容應可相互參照，甚至有共通之處。至於《性理字訓》則宛如一

部便於孩童查找性理概念的經學字典，也因此朱熹將該書比作《爾雅》，贊曰：「《小

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也。」15顯示《性理字訓》具有

《爾雅》的功能，而《增廣性理字訓》則是在此基礎上，擴充其收納的詞句數量。 

  最後，《歷代蒙求》和《史學提要》則將經學義理通過作者個人的歷史觀，反

映於敘寫歷史事件的角度和內容，此包含正統、治統、道統、君心、民心等，作

為討論朝代更迭或歷史人物行為正當與否的判定標準。如宋代歐陽脩以為：「正統

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16指出大一統思想，是本於漢代董仲舒闡

釋《春秋公羊傳》首章〈春王正月〉之說；至唐代顏師古也為此說注：「一統者，

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17。更使歐陽脩認為《春秋》所言的「居正」觀和「一統」

原則的強調，就是正統論的本源。並表示：「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

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18藉此申明孔子修《春秋》是為周天子正名，

並譴責諸侯之僭越。而《歷代蒙求》的作者陳櫟以「經史合一」為目標，也自然

                                                 
12

 清‧鄒持雅，〈重刊小四書跋語〉，收於元‧朱升，《小四書》（清雍正十一年無錫鄒氏恒德堂重

刋本，1733），頁 2。 
1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2a。 
14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2a。 
1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0〈答程正思〉，頁 2459。 
16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收於李逸安點校，《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北京：中華，2001），

卷 16〈附論七首‧原正統論〉，頁 277。 
1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0冊，臺北：臺灣商務，

1986），卷 56〈董仲舒傳〉，頁 341-342。 
18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 18〈春秋論中〉，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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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此種的政治觀，藉以檢視歷代君王的興衰，最後通過史料選擇和筆法呈現結

果。如介紹五胡十六國時，作：「正朔相承，獨推建業。僭竊俱亡，併于元魏。」

19他認為只有南朝諸國才是正統，至於北方諸國稱帝都是僭越，最後為北魏所併。

至於《史學提要》的作者黃繼善對朝代興替正統與否的判定，不如陳櫟單一，除

採「大一統」觀外，對於三代秦漢朝代更迭的原因，還有採五德終始說、三統說、

符命說三種。此應與該書成書年代和作者所徵引的史料有關。 

 

二、史學教育的內容 

  延續前章梳理的唐宋間「史學」意涵，元末明初的陶宗儀（1329-1410）提供

更廣泛的界定，他表示： 

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採

摭之博，侈於白貼；研核之精，擬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

鋪張盛美，為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擬似根據，可覽而悉。

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郯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

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於優孟者哉！20
 

可知陶宗儀擴大歷史取材的範圍，以為「專門史學」，包含官藏史籍及道統經典外，

也包括如議論及典章制度等，同樣對人類歷史具有影響力的事物。雖然可能朱升

也秉持著此種「史學」概念去編纂《小四書》，但是其中輯錄的四種書籍成書年代，

皆早於此。各書關於「史學」教育的內容，是以陶氏的「上兼六經百氏之旨」為

主，較少涉及「下極稗官小史之談」，以利孩童熟知歷史典故後以應科舉。 

  該書中豐富的歷史材料，可幫孩童瞭解先民生活，和社會演變的過程；並呈

現具體的人物形象和歷史典故，以達到借鑑與勸戒孩童的功能。如方逢辰通過相

關歷史典故來介紹事物的名稱和道德涵義，如：「梅入商鼎，杏登孔壇。橘不逾淮，

                                                 
19

 元‧陳櫟，《歷代蒙求》，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三，頁 6a-6b。 
20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2008），〈南村輟耕錄敘〉，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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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走長安。」21不過，雖然使用四句十六字就交代四個歷史典故，但也因為四字成

句的形式，無法詳細交代事件原委。因此朱升欄上注：「《商書》云：『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孔子杏壇，出《莊子》。橘踰淮則為枳。唐楊妃嗜荔枝，置驛生致之

於長安。」22有助理解其事本源。另外，方逢辰還運用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

飲食、服飾、居室、器物等事物的名稱，及其歷史演變；同樣也提供相關的歷史

事件，並直截了當地告誡孩童，如：「飲食之末，禍福之機。宋羹之偏，華元覆師。

魯酒之薄，邯鄲受圍。是故君子，必謹其微。」23點出日常飲食雖是小事，但稍有

不察，就有可能釀成所列舉之大禍。《名物蒙求》中諸如此類的例證，不勝枚舉，

實係方逢辰慣用的為文手法。他一再使用名物搭配歷史典故的勸戒方式，可能作

者期望孩童在學習名物之餘，也能以史為鑑。 

  其次，清代鄒持雅認為《歷代蒙求》與《史學提要》二書皆為「《通鑑綱目》

之津梁」24，有助引導或銜接朱熹編纂的《資治通鑒綱目》。承前述，《歷代蒙求》

為孩童建構中國歷代王朝更迭的次序，和興亡原因的概要。然而該書中呈現的歷

史教育材料，是透過陳櫟的正統觀篩檢後所得的歷史紀錄，又以夾議夾敘的為文

手法，使得孩童學習的過程中，同時得到作者個人對該歷史人物、事件的評價，

如介紹隋代時，作：「隋主楊堅，本無功德。平陳後主，幸爾混一。再傳煬帝，以

奢侈亡。天亦厭亂，業歸李唐。」25或許礙於篇幅，而無法客觀細述文帝統一天下

的手段和過程，但直接判定為「僥倖」，一來陳述的歷史事實太少，使得評論顯得

武斷；再者也使初學之童在尚未清楚瞭解事件全貌前，就先有定論，一旦成見已

成，日後不易改變。 

  最後，相較《歷代蒙求》將史料揉合作者評論的手法，《史學提要》顯然提供

孩童更多的客觀歷史細節。對人物、事件的評價也正反並陳，多數尚稱公允。同

                                                 
21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0b。 
22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0b。 
23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21a-21b。 
24

 清‧鄒持雅，〈重刊小四書跋語〉，頁 2。 
25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7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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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以介紹隋代的段落為例，雖然黃繼善也提到文帝帝位因「奸臣矯命，僥倖竊國」

26而來，但也陳述文帝開國之初，如「衛士傳餐，視朝日昃。見食糠豆，流涕自責。

開皇仁壽，蕃庶滋殖」27的政績。再以「不學」為轉折，道出文帝性格「苛酷忌刻，

賦錢鑄像，樂止一律」28諸類敗德之事。而描寫繼任的煬帝時，作者也援引許多事

例，如「巡逰無度，征伐不息。螻蟻人民，泥沙金帛。綵樹常春，錦帆蔽日」29等，

佐證煬帝昏庸無道的昏君形象。除君王事蹟外，作者也補敘王通曾獻治國之策而

不被採納之事30。顯然《史學提要》對同一段史事的描述，較《歷代蒙求》詳細，

也使用大量且正反面史事，替代作者個人的評論，以提供孩童思考的空間，但連

帶篇幅也隨之增加。同一事件《史學提要》作四十八句，為《歷代蒙求》的六倍，

總篇幅則是《歷代蒙求》十倍有餘。龐大的歷史內容除不容易消化，造成初學之

童學習的負擔外，也可能會增加學習的難度。 

  至於《性理字訓》的內容，多是從儒家典籍中提煉而來的抽象概念，沒有具

體的史學教育材料。該書也因為沒有具體的例證，使得朱升認為如果不是「根據

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31，而直接用於教學則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但在該書內容，與朱升的旁注和欄上注，僅可見點明出處、本義和補敘的內容，

不見朱升以「世俗事物以開喻之」32的例證。推測有二，一是難以直接舉例；二是

《小四書》內的其他三種教材，已能提供具體例證，供教師教學時使用。 

 

三、經學教育與史學教育的意涵 

  朱升《小四書》合經學教育和史學教育內容於一書，其教育意涵主要反映在

經學與史學的理學化，和編排次序兩項上。前者解釋教材內容能夠「經史合一」

                                                 
26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收於元‧朱升，《小四書》，卷五，頁 28b。 
27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28b-29a。 
28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29a。 
29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29a-29b。 
30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下》，頁 30a-30b。 
31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b。 
32

 元‧朱升，《小四書》，卷三後〈跋性理字訓後〉，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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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原因，即其隱含的教育意涵；後者則通過四種教材各自內容和先後次序，

展現朱升對童蒙階段實施經學及史學教育的期待。 

（一）經學與史學的理學化 

  從前兩章的內容梳理和分析，不難發現《小四書》四種教材有關經學和史學

的內容，都蘊含理學理念，或理學家的觀點。如《名物蒙求》解釋宇宙生成和世

界起源的過程；《性理字訓》闡釋宇宙造化、情性、學力、性格善惡、成德和治道

的方式；《歷代蒙求》和《史學提要》選擇呈現各朝代興衰大事，及君王性格和作

為的評判標準等。 

  今人姜廣輝研究指出：漢唐時的經學，通過宋代理學家援佛道入儒，從而豐

富傳統儒學的內涵後，轉向以己意說經，闡發義理和天理，而不拘泥於訓詁考釋。

33又蔡方鹿也表示：理學家融入天理、人性的觀念，用以貫通並詮釋經學意涵，使

經學內容通過理學形式展現，呈現經學理學化的傾向。34甚至清代顧炎武表示：「愚

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

也。」35他認為宋代「經學即理學」，兩者無法截然二分。而從宋代程顥的說法，

也可略窺理學和經學彼此間的關聯，記：「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

體貼出來。」36揭示「天理」概念是由程顥體悟而來，而此後也開啟理學家以「天

理」觀點解經的濫觴。37從程若庸編纂的《性理字訓》，也可清楚看到這樣的傾向。 

  另一方面，今人葛兆光等研究者則指出：中國史學的發展，無法避免時代學

術思潮的影響，也因此宋代史學同樣有理學化的傾向。38又王記錄則歸納出宋代史

                                                 
33

 姜廣輝，〈「宋學」、「理學」與「理學化經學」〉，《哲學研究》，9（北京，2007），頁 43-50。 
34

 蔡方鹿，〈朱熹理學與經學〉，《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四川，2006），頁 14-19。 
35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1983），卷三〈與施愚山書〉，頁 58。 
36

 宋‧程頤、程顥，《河南程氏外書》，收於《二程集》（臺北：里仁，1982），卷 12〈傳聞雜記〉，

頁 424。 
37

 貢華南，〈理、天理與理會：論「理」在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的演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6（上海，2014），頁 11-16。 
38

 對於宋代史學的發展傾向，今人葛兆光解釋作「理學化史學」，吳懷祺作「史學理學化」，王東

作「史學的理學化」，蔡崇作「義理史學」，劉連開作「義理化史學」。而錢茂偉則肯定宋代「史

學理學化」並非只是傾向，而是學術主流。參見劉連開，〈理學和兩宋史學的趨向〉，《史學史研

究》，1（北京，1995），頁 50-57。錢茂偉，〈關於理學化史學的一些思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上海，2000），頁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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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學化傾向，主要表現在「以史明理」觀念的倡導、貫通意識的增強、以天理

評判歷史、正統觀的更新等四個面向。39另王東以為：宋代史家提出「居正」、「一

統」的觀點，是對五德終始說未附會正統緣起的批判，並為解釋歷代政權的正當

性提供新的依據。40當時史家認為史學的本質在於探究義理，也因此史書編纂要貫

通義理，而讀史更是為探明義理。而從陳櫟編纂的《歷代蒙求》，可知至元代仍有

儒者繼承，並發揚這樣的觀點。 

  綜上所述，宋代以降，經學與史學的內容和意涵，都產生理學化的傾向。從

陳櫟、朱升等元儒的思想和著作，也展現如此的傾向。而當時經學和史學的關係，

誠如宋末元初的胡三省（1230-1302）表示：「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

事，史與經不可同口語也。』天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

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41又年代相仿的鄭思肖（1241-1318）曾道：「自

《春秋》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偽者

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敝也」42。故他揭示兩者關係，既不同於兩漢的

史附於經，也不同於兩晉以來的經史分途，而是傾向經學與史學互為表裡，視史

學為體，經學為用的觀點。 

 

（二）編排次序與原則 

  瞭解經學和史學可能合會的途徑後，另個問題是《小四書》所輯錄的四種教

材，各有側重，如《名物蒙求》和《性理字訓》偏重經學教育，《歷代蒙求》和《史

學提要》則聚焦史學教育。因此，須處理經學類和史學類兩者，孰先孰後的次序

編排問題。 

 

                                                 
39

 王記錄，〈理學與兩宋史學的義理化特徵〉，《學習與探索》，2（黑龍江，2014），頁 149-154。 
40

 王東，〈宋代史學與《春秋》經學——兼論宋代史學的理學化趨勢〉，《河北學刊》，6（河北，1988），

頁 47-53。 
41

 元‧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收於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新校資治通鑑注》

（臺北：世界，1980），頁 28。 
42

 元‧鄭思肖，《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1991），〈雜文‧古今正統大論〉，頁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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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升按《名物蒙求》、《性理字訓》、《歷代蒙求》、《史學提要》的次序，合輯

四種教材，使「經史並列」，同時也呈現「前經後史」的編排次序。如此次序與朱

熹「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43的主張，不謀而合。朱熹認為：「論孟固當

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44又讀史者必先從經書中「求聖賢修己治人

之要」45，然後才能以經書中所蘊藏的價值標準，評斷古今史事的是非。因此要先

讀經，再讀史。而朱升其師陳櫟也有「以經之道，斷史之治」46的說法。然而陳櫟

與朱升期望達成的目標，與朱熹有些不同。朱升《小四書》經學及史學類各取二

書，期望藉以達到經史均衡的目的，此點繼承自其師陳櫟主張：「愚竊謂經所以載

道，而道非有體無用之道也。道之體必達于事之用，史所以載事，而事非有用無

體之事也，事之用必當本于道之體。」47對陳櫟而言，經學與史學雖然有載道與載

事的差別，但是經學所揭櫫「道之體」必須及於用，而史學呈現「事之用」也須

本於體，兩者在理論上是互為表裡。因此，陳櫟編纂符合經學義理的史書，以達

經史合一的狀態。而朱升則採行合輯、注釋的方式，透過其個人的注釋，讓《小

四書》的四種教材，達到「經史合一」的目的。 

  通過如此編排方式後，先從《名物蒙求》開始，介紹孩童日常生活可能經驗

到的事物名稱及其意涵。從內容上來看，是連結日常生活與經學理念，同時也介

紹日常事物的歷史演變過程，除奠定孩童識字基礎外，也具有經學教育和史學教

育入門的功用。再者通過《性理字訓》向孩童說明天理、性理的起源，運作方式，

及體現於人的情況。雖然以現代角度而言，《性理字訓》的內容過於抽象，不易理

解。但宋代程頤則表示：「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

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48可知，他認為後世學者通過義理觀念，

反而更容易理解經學的內涵。若直接提供經學典籍，反而不容易正確擷取其中的

                                                 
4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2〈呂伯恭〉，頁 2950。 
4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8〈朱子十五‧訓門人六〉，頁 2835。 
45

 宋‧朱熹，《晦庵集》，卷 44，〈答梁文叔〉，頁 1983-1984。 
46

 元‧陳櫟，《定宇集》，卷十〈答胡雙湖書〉，頁 303。 
47

 元‧陳櫟，《定宇集》，卷 13，〈經疑〉，頁 370。 
48

 宋‧程頤、程顥，《河南程氏遺書》，收於《二程集》，卷 15〈伊川先生語一〉，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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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因此有可能朱升依照自己過去學習經驗，或按當時一般的教學情形，而將

《性理字訓》排在識字教材之後。最後藉由《歷代蒙求》和《史學提要》內記載

的史事，作為性理學問的具體展現。此外，《歷代蒙求》也作為由經學至史學的橋

樑，該書本身就是陳櫟為達到「經史合一」的目的而編纂，因此刻意對其治統與

道統，結合宋代的正統觀點，篩檢出特定的歷史事件，提供孩童價值判斷角度。

讓孩童學習《性理字訓》後，瞭解理學所倡的道德、是非、善惡等判準，經由蘊

含有理學意涵的短篇歷史教材入門，最後依循著特定的思想框架，認識整個中國

歷史的人物事蹟。 

 

貳、語文教育 

  《小四書》的語文教育內容，主要呈現於該書的正文和注釋。前者可幫助孩

童培養識字、修辭的能力，增進閱讀與寫作能力；後者則可讓塾師教學時有所本，

使學者更容易記憶教材內容。 

一、正文部分 

（一）識字 

  朱升列《名物蒙求》為《小四書》之首，以為該書能與漢代《凡將》、《急就》

等字書相比，具有教童識字的功能。據研究者統計，《名物蒙求》該書正文共 2,720

字，扣除重複字不算，能提供 1,307 個新字。再者讀《性理字訓》，正文內近八成

的字，曾在《名物蒙求》出現過；剩餘二成生字中，將近一半為重複，新字僅有

348 字。繼而讀《歷代蒙求》，也同樣近八成的字，曾在前兩書中出現，扣除重複，

只剩 142 字為新字。最後再讀《史學提要》，亦近八成的字曾在前三書中出現，而

排除逾一半的重複，可再習得新字 1,054 字。可知依照朱升安排的《小四書》讀書

次序識字，以前書的識字數為基礎，《性理字訓》的熟字比率為 77.8%；《歷代蒙求》

為 77.6%；《史學提要》則為 77.8%。顯示各書生字和熟字比例，生字數大約在各

書篇幅的五分之一。各書熟字、生字、重複及總字數呈表 6-1 所列。另外，四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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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計 18,192 字，其中可提供生字 2,851 字，又晚清王筠（1784-1854）曰： 

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

「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

之：乃為切實。……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為之講；能識二千字，

乃可讀書，讀亦必講。49
 

若依今人張志公研究：兩千字的識字量，已符合初步識字階段的要求。50
 

  而方逢辰和朱升，應該也會同意王筠教導識字需要「切實」的觀點，因此結

合識字和名物，並列《名物蒙求》為小學之初的教材。此外，雖然朱升〈小四書

序〉雙行小注：「若未備者，為續補之。」51顯然不論充足與否，或有無讀過其他

蒙書，塾師都應該先在教授《名物蒙求》時，協助增補內容，待奠定文字基礎後，

再再者讀《性理字訓》、《歷代蒙求》和《史學提要》。 

 

表 6-1 《小四書》熟字數和生字數統計表            單位：字 

 熟字數 

生字數 

總字數 

新字數 重複字數 

《名物蒙求》 0  1,307  1,413  2,720  

《性理字訓》 2,346  348  318  3,012  

《歷代蒙求》 733  142  69  944  

《史學提要》 8,963  1,054  1,499  11,516  

小計 ─ 2,851  ─ 18,192  

備註：「熟字」是指該書與前書重複的字數；「生字」是指前書不曾出現過的字，

包含該書新增的「新字」及其重複兩種。 

 

                                                 
49

 清‧王筠，《教童子法》（《叢書集成新編》第 33冊，臺北：新文豐，1985），頁 403。 
50

 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頁 29。 
51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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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升輯錄《小四書》時，就已經注意到：「此四書者，四字成言。」52而從朱

升注可知，四本教材正文中的句子，並非原本就為四字，而是經過四位編纂者修

改而成。該書主要有四種構成四字成句的形式。一、截取，如《性理字訓》「格物」

條，作「表裏精粗」53，按朱升注該語句出於《大學》：「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54程若庸從原語句中，直接截取四個字作正

文。二、剪裁，如《名物蒙求》「騶不履草」55一句，取自唐孔穎達疏《毛詩》：「騶

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56方逢辰從原語句中加以取捨，

選取四個字。通常裁去個別虛詞或實詞，也有如引文般裁去較多的詞語。三、改

字，如《史學提要》五帝篇，作「乃命九官」57一句，出於《漢書》：「臣聞，舜命

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58黃繼善引原語句不足四字，因此增加虛字補足。

四、概括，為《小四書》最多的句型，即以四字概括一個典故，字詞可以新創或

融合原典故內的詞語，如《歷代蒙求》作：「誅秦蹙項」59一句，就是取漢高祖滅

秦，再敗項羽的故事。由此可見，四字成句的形式多樣，具言簡意賅的效果，許

多更演變為後世的成語。而今人唐啟運研究指出：四字成句可通過平仄、押韻、

對仗等手法，體現表現漢語和諧悅耳的特徵。60也因此容易賦予音韻，使孩童更輕

易記憶與背誦。 

 

（二）修辭與用典 

  孩童閱讀《小四書》的同時，可以累積識字量、認識事物名稱與特徵、瞭解

歷史事件外，也可學習書中的修辭技巧，供日後為文時使用。該書最常見的修辭

                                                 
52

 元‧朱升，《小四書》，〈小四書序〉，頁 1b。 
53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17b。 
54

 宋‧朱熹，《大學章句》，頁 5。 
55

 宋‧方逢辰，《名物蒙求》，頁 14b。 
56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中華，1965），卷一〈國風‧召

南‧騶虞〉頁 68。 
57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5b。 
58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卷 36〈楚元王傳〉，頁 67-68。 
59

 元‧陳櫟，《歷代蒙求》，頁 4a。 
60

 唐啟運，〈論四字格成語〉，《華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廣東，1979），頁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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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為：對偶。以形式區分，有句中對、單句對、隔句對、長偶對等類型。如：《史

學提要》上卷「外攘內修」61和「山崩川竭」62兩句，皆同一句前後奇字與奇字、

偶字與偶字詞性相同，即為「句中對」。又如下卷作「東斬燕超，南滅盧循。西馘

譙縱，北取姚泓」63，前後兩句，字數相等，詞性相同，即為「單句對」。再如《名

物蒙求》「狐憑於城，則不可焚；鼠依於社，則不可熏」64一句，其中奇句與奇句、

偶句與偶句詞性相同，即為「隔句對」。最後如《增廣性理字訓》作「氣動而健，

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

65同樣奇句與奇句、偶句與偶句詞性相同，且三對六句以上，即「長偶對」。而以

內容區分，多為「串對」類型。如《歷代蒙求》「外亂藩鎮，內亂宦官」66一句，

或《史學提要》下卷作「棄桒忠謀，用景狂策」67一句，皆字數相同、詞性相對，

且前後句文意相連，有連貫、遞進、因果、條件等關係。另外也還有「排比」，如

《增廣性理字訓》作「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 

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68四句，使用類似、意義相關的詞排

列。增強文章的節奏感與條理，以提高可讀性。和「譬喻」，如：「五代繼之，始于

朱梁。唐李存勗，晉石敬瑭。漢劉知遠，周祖郭威。共五十年，君如弈棊」69四句，

運用棋局變化快速，比作五代的政局。取兩事的共同點，讓讀者更容易明白作者

期望傳達的訊息。此外，其餘短句皆以四字結構來解釋字詞，記述事件，而沒有

使用修辭技巧。 

  至於諸書會多採行對偶、排比等修辭技巧的原因，推測與科舉時文有關。據

今人周愚文研究指出：宋初沿唐制，科舉取士的主要內容有詩賦、策問和經義三

                                                 
61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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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黃繼善，《史學提要上》，頁 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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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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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70其中詩賦本身具格律，因此士人很自然傾向鑽研句法、聲韻、對偶，以應考

試。而策問雖然採是問答，難以公式化，但是按宋代王銍《四六話》載：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

「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墊巾，眾為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

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71
 

又杜范於〈上殿劄子〉道：「策則謄寫套類，虛駕冗辭，裝飾偶句，絕類俳語。」

72指出北宋時，已有士人答策問時，使用對偶應試，且深獲皇帝喜愛。而至宋末更

成為不成文的常例。甚至清代顧炎武以為明清八股文的形式，「發端二句，或三四

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73指出宋代愛用對偶的風氣，

影響至明清的八股文。可知對偶修辭的蓬勃與科舉時文密切相關，也可能因此影

響宋元兩代童蒙教材編纂者應用對偶或排比為文，讓孩童先熟悉此修辭技巧和句

式。 

  此外，不論是《名物蒙求》結合識字和歷史名物的手法，或者《歷代蒙求》

和《史學提要》直接介紹中國歷史演變的方式，都提供孩童日後作文時豐富且大

量的歷史典故。誠如《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74揭示學

習前人言行，有助於當代君子的蓄德，將個人對歷史的瞭解，與德行培養連在一

起。也因此在為文時能用典，也成為展現個人學識和品德修養的機會。宋代魏慶

之在《詩人玉屑》卷七〈用事〉，歸納出不可有意用事、使事不為事使、用事要無

跡、用事要得當且精確等四個用典原則。可見在宋代為文時用典，已形成獨特的

學問，與幾類特定的原則和方法。75又《名物蒙求》的作者方逢辰認為，用典的主

要功用在於引證。他在點評陳傅良（1141-1203）的〈仲尼不為已甚〉時，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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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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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尚書，〈論宋元文章學的「用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四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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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謂曾子曰」76句下批曰：「旁引用事，全法三蘇、昌黎。」77又在「皆子張之為也」

78句下批曰：「此篇用子張事，與《為天下得人謂之仁》用子文事一般機軸。」79又

在「彼子張一賢者爾」80句下批曰：「用事不論決。」81可知引證還需依據原出處語

句。也就是如此，《小四書》各書正文提供歷代史事與基本用典方式，而朱升的注

釋則點明原出處，為孩童日後作文用典時，先奠定基礎。 

 

二、注釋部分 

  論及《小四書》注釋與正文的關聯，朱升以為注釋能「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

其旁注，一過則了，然無繁複之勞。」82又朱熹於〈論語訓蒙口義序〉解釋作：「本

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然本其所以作，取便

於童子之習而已。」83皆說明注釋能夠便於孩童理解正文內容和意涵。再按朱升曰：

「使教者有所據依」84的說法，若塾師想追本溯源，也可依朱升的注釋找到原典或

文句出處。 

  朱升《小四書》做注釋方式，是當「旁注不足，則又表注於闌上。」85亦即當

注釋時，先採旁注，如需要注釋的內容太多，則直接改採欄上注。又旁注和欄上

注使用的時機也不同，旁注主要有順暢語意、解釋字詞兩種作用。如舉黃繼善於

《史學提要》介紹周幽王的正文為例，該段落作：「幽為無道，山崩川竭。廢后太

子，褒姒為孽。申侯召戎，殺王驪山。」86朱升先在「幽」字旁補充說明該字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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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陳傅良撰、方逢辰批點，《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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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87；「山崩川竭」的「山」字旁注「歧山」88；「川」字旁注「涇、渭、洛」89。

再在「廢后」旁注「申后」90；「太子」旁注「宜臼」91。再者在「褒姒」旁注「褒

人之女」92；「孽」字旁注「妖」93。後在「申侯」旁注「申后父」；「殺王驪山」二

詞之間，小字旁注「於」94字。由此可見，最後朱升補注的「於」字，屬介詞，以

示所在地點，目的使語句通暢。而從引文也能見到解釋字詞的旁注，還可細分兩

個類別：第一同義異字，如「孽」字和「妖」字，表示兩字意思相通。第二補充

說明，解釋人物彼此間的關係，如周幽王為周宣王之子，申侯為廢申后之父等。

或者補充因為四字成句，而刻意刪減的字詞、代稱和簡稱，如「山崩川竭」，據《史

記》載：「幽王二年，……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95，指岐山崩塌，涇水、渭

水、洛水三條河川枯竭，並按伯陽甫所言，此為國之將亡的徵兆。可知其中的「山」、

「川」非無來由的虛詞，也顯示朱升的旁注有所本。 

  再者，欄上注和旁注都有解釋正文字詞的作用，但是因為版面配置原先就預

留天地（約占三分之一的頁面），故可供注釋的空間較大，能注釋的內容也較多。

如方逢辰於《名物蒙求》：「岩崖島嶼，巘嶂岫岑，孤峰峭壁，絕嶠平巒。」96一段，

朱升注：「石立山上曰岩，山邊曰崖；小山在水中為島，在平地為嶼。山如覆甄曰

巘，山阻曰嶂。山有穴曰岫，山小而高曰岑。山鋒曰峰，山如城曰壁，山銳而高

曰嶠，圜峰曰巒。」97然而，除解釋字詞外，也能夠作為註明出處、補充事典時使

用，且各種作用間彼此不衝突。在同一個欄上注內，可能會有一種或多種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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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如程若庸於《性理字訓》解釋：「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98時，

朱升注：「《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以情證性，

未嘗以為有善惡之分。」99屬於註明出處，說明程若庸之言，應是出自於《孟子》。

又如程若庸在說明「誠」的概念時曰：「真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

也，是之謂誠。」100而朱升注曰：「《中庸》言：『至誠無息』，又言：『天地之不二』，

末引《詩》：『天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結之不已，即是無息；純，即是不二。

不二者，誠之體；無息者，誠之用也。」101除補充可能出處外，也進一步解釋該

概念的涵義。由此可知，朱升的旁注和欄上注主要有順暢語句、解釋字詞含義、

註明出處、補充事典等，協助孩童瞭解正文內容的功用。 

 

第二節 評價與影響 

壹、評價 

  朱升輯錄《小四書》，明清時人對其文筆的評價兩極，明褒清貶，其著作並未

獲收錄於《四庫全書》內，只存目而已。乾隆四庫館臣以為：「文章乃非所長。詩

學《擊壤集》而不成，頗近鄙俚。」102又批評：「況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祿，而〈賀

平浙東賦序〉肆言醜詆，毫無故君舊國之思，是尤不可為訓也。」103揭示朱升不

善文章，詩作粗俗淺薄，且為文未顧及故國君臣之義，故將《朱楓林集》著錄於

「別集類存目」。然而明代程邇於〈楓林先生文集序〉則認為：「天下初定，授以

翰林學士、知制誥，凡大製作必出其手，而朝廷表箋儀式，當時文章詩賦，權輿

於世也。」104從《楓林先生文集》保存的草擬詔誥，試想朱升能代皇帝起草詔令，

                                                 
98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9b。 
99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9b。 
100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13a。 
101

 宋‧程若庸，《性理字訓》，頁 13a。 
102

 清‧四庫館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1983），卷 175〈別集類存目二〉，頁

1549。 
103

 清‧四庫館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5〈別集類存目二〉，頁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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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筆應當不差；又程邇表示朱升所作的文章、詩、賦，在當時都十分傑出。故

研究者推測清四庫館臣之所以給予負面評價，可能與朱升曾於〈賀平浙東賦并序〉

強調夷夏之辨，曰：「惟中國盡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虧其行也，與禽獸

奚擇焉！……元主中國，天厭之久矣。……驅胡虜而復聖域，變左衽而為衣冠，

再造之功，於是為大。」105而此觸及清諱，故不選其著作。承前述，朱升的文筆

和學養，在當時風評不差，而可能因為他排夷的政治主張，影響清人對他的評價。 

  後世對朱升的討論不多，聚焦《小四書》的討論更少，難以瞭解該書在明清

兩代實際運用的情況與評價。一般史料仍以該書所輯四種教材分別給予評價。如

元代程鉅夫贊《史學提要》曰： 

史之為書也，博而雜，其為學也，繁而易遺。出沒浩瀚，而不可執也，必

設羅落以張之；混澒闔闢，而不可窮也，必立檢柙以制之。此《史學提要》，

所攸出而始，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賛曰。106
 

揭示《史學提要》為學者蒐羅史事，以便概覽。再如程端禮（1271-1345）規劃《讀

書分年日程》時，以為：「八歲未入學之前：讀《性理字訓》（程逢源增廣者）。日

讀《字訓》綱三五段，……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107

又清代黃之驥於〈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以為：「訓蒙之書，未有善於此者也。」

108可知元、清兩代對《性理字訓》一書評價極高。 

  依據前面探討，研究者推測朱升《小四書》在元明清時，應具有實用價值。

該書內容貫通常識、性理之學與歷史，能豐富學童知識的基礎。全書正文的語句

和修辭，也可讓學童熟悉對偶的作文形式。注釋則使塾師教學時能有所本，且有

利於學童記憶。再加上朱升設計的版面，方便閱讀。該書種種條件都適合初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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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學習，及塾師的教學。此外，或許還有助蒙古人及色目人瞭解中原傳統文化109。

之後，可接續學習儒家典籍或科舉考科，因此若加以推廣，《小四書》影響力自不

可低估。但若以現代觀點論之，該書傳達的部分內容，如官職名、性理學問、陰

陽五行等，已不符合社會需要或科學定理。但仍具有研究價值，反映當時生活、

用語及觀點，部分歷史傳說故事，也應能滿足孩童的好奇心，激發想像力。 

 

貳、後世影響 

  根據清代黃之驥表示：「程氏《字訓綱》，原本今罕見。歙朱氏升會以方蛟峰

逢辰《名物蒙求》、陳定宇櫟《歷代蒙求》、黃成性繼善《史學提要》暨程勿齋若

庸《性理字訓》，合註為《小四書》五卷。」110由此可知，至當時，《性理字訓》

的原始版本罕見，時人多以《小四書》所輯的版本為主。再今人徐梓研究指出，

元代陳櫟編纂的《歷代蒙求》，因為其記敘時限、篇幅，及收錄至《小四書》等優

勢，使得該書在宋元兩代諸多同名著作中，較為人所知且流通較廣。111最後從現

存版本亦發現，收錄於《小四書》內的版本數量，相較四種書籍各自單獨刊行的

版本數量多。由此顯示《小四書》此類合輯形式，能提供童蒙教材另種保存與流

傳的途徑，甚至能因而提高童蒙教材的影響程度與範圍。 

  此外，朱升注釋《小四書》時，主要聚焦在解釋字義和標明出處，但未顧及

釋字音。而從《千頃堂目錄》的著錄可知，在《小四書》刊行於世後，明代金德

玹曾為《小四書》補作文字讀音的注釋，編纂《小四書音釋》。據明《新安文獻志》

載，金德玹，字仁本，休寧人。112雖然自幼家境清寒，但個性勤奮好學，且時常

手不釋卷，舉凡「六經、三傳、諸史、百氏、山經、地志、醫、卜、神、道、佛」

                                                 
109

 今人陳高華研究指出：有別於傳統詩詞歌賦的雅文化，元代白話的話本小說、說唱技藝；直解

的諸家典籍、童蒙教材等，符合普羅大眾文化水平的俗文化，常為入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瞭解

中原傳統文化的主要途徑。參見陳高華，《元朝史事新證》（甘肅：蘭州大學，2012），頁 176。 
110

 清‧黃之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收於鄭世平，《四庫家藏‧蒙學》（山東：山東畫報，

2001），〈立課程〉，頁 367。 
111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湖北：湖南教育，1996），頁 166-167。 
112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95 下〈行實‧文苑〉，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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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等學問皆有涉略。學養俱佳，也因此受到許多世家士族延請，擔任塾師。偶得

朱升《小四書》，秉持傳先儒道統的精神，遂作音釋，供教學用。114《小四書音釋》

至清代已佚失，只尋得兩筆藏存紀錄，見表 6-2。 

 

表 6-2 《小四書音釋》刊刻、藏存紀錄 

出版年代 版本 備註 

明 刻本，版本不詳。 
據《千頃堂目錄》著錄，該版本曾為千頃堂

藏書。書目記錄「休寧人」115。 

清 未見，版本不詳。 

據《經義考》著錄，書目記錄「金氏德玹，《小

四書音釋》四卷，未見。《徽州府志》，金德

玹字仁本，休寧人」116。 

 

  此外，《小四書》為目前可知、可見最早的童蒙教材叢書，雖然無法確定該書

與之後童蒙教材叢書出現是否有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朱升在宋元童蒙類書蓬

勃興起的背景下，以叢書形式，採摭前人著作，並藉由編排次序、排版及注釋，

體現個人的童蒙教育觀點，提供了後世編纂童蒙教材叢書的參考範例。茲彙整元

代以降童蒙教材叢書概況，見表 6-3。 

 

 

表 6-3 元以降童蒙教材叢書表 

出版年代 書名 編纂者 版本 

                                                 
113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95 下〈行實‧文苑〉，頁 603。 
114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95 下〈行實‧文苑〉，頁 603。 
115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三〈小學類〉，頁 121。 
116

 清‧朱彝尊，《點校補正經義考》（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卷 280，頁 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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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二十年

（1360） 
《小四書》 

朱升

（1299-1370） 
朱升自刊本。117

 

明 

《小四書音釋》 金徳玹 
今本不見，按《千頃堂目錄》

著錄。118
 

《釋文三注》 不著撰人 
今本不見，按《千頃堂目錄》

著錄。119
 

清 

《徐氏三種》 徐士業 
清康熙五年（1666）歙西刻

本。 

《高厚蒙求》 徐朝俊 
嘉慶十二年（1807）雲閒徐

氏刻本。120
 

《養蒙叢編》 
賀瑞麟

（1824-1893） 

同治十二年（1873）線裝刻

本。或名《養蒙書九種》。 

《女四書》 王相、鄭漢121
 
光緒六年（1880）李光明莊

刻本。 

《童蒙必讀書》 徐宗瀛 
光緒九年（1883）武昌書局

校刊本。 

《小學鈎沈》 
任大椿

（1738-1789） 

光緒十年（1884）李氏半畝

園重刊本。 

《釀齋訓蒙雜編》 鮑東里 
光緒十年（1884）和州鮑氏

刻本 

                                                 
117

 陽海清，《中國叢書綜錄補正》（江蘇：江蘇廣陵，1984），頁 384-385。 
118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卷

三〈小學類〉，頁 121。 
119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小學類〉，頁 121。 
120

 按今人王爾敏研究結果增列。參見王爾敏，〈近代科技先驅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

（上海，2012），頁 77-95。 
121

 按今人黃麗玲研究指出：《女四書》是由清代王相箋註、鄭漢校梓，修正張志公列鄭漢為獨立編

者的說法。參見黃麗玲，《《女四書》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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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鈎沈續編》 
顧震福

（1872-1936） 

光緒十八年（1892）山陽顧

氏刻本 

《正蒙必讀》 陳蔚文 
光緒二十七年（1901）杞廬

校刊本。 

《牖蒙叢編》 
王錫祺

（1855-1913） 

光緒二十七年（1901）小方

壺齋鉛印本。 

《小兒書輯》 

張承燮 

光緒二十七年（1901）膠州

聽雨堂刻本。 

《女兒書輯》 
光緒二十七年（1902）膠州

聽雨堂刻本。 

《便蒙叢書》 張一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廣業

書局刊本。 

《千字文萃》 
張海鵬

（1755-1816） 

收於民國九年（1920）《借

月山房彙鈔》上海博古齋影

印本。122
 

《小學蒐逸》 
龍璋

（1854-1918） 

民國十八年（1929）攸縣龍

氏鉛印本。 

說明：備註欄內列現存已知的最早版本；若該書確知失傳或存佚待考者，則列相

關著錄資訊。 

備註：資料增修自張志公《傳統語言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與書影》，〈蒙學書

目〉，頁 221-222。 

 

                                                 
122

 史湘萍，《《千字文》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149 

第七章 結論與啟示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基於過去對朱升教育觀點的研究有限，及傳統童蒙教材合輯的研究不

足，因而期望瞭解朱升生平和教育觀點，與《小四書》的匯編背景和目的；分析

《小四書》所輯錄的四種書及內容與教育意涵，最後探討《小四書》的影響及對

現代教育之啟示。通過對《小四書》和相關史籍的內容分析後，提出以下四點研

究發現。 

 

壹、《小四書》的匯編背景與元代社會士風有關。 

  朱升匯編《小四書》時，正處於元代科舉不興，儒士被迫另謀出路之時。當

時部分儒士或退居講學，以教授生徒為業。或志趣相投文人，按興趣或地區形成

文人集團。時逢文人詩社和書會的轉型，書會提供儒士們聚會和交流的場所；同

時有部分儒士也透過書會貼近社會大眾生活，而轉投入各類書籍的編纂。當朝廷

恢復科舉後，因考試時需引經據典，部分承襲理學道統的塾師們，秉持回歸原典

精神，投入注釋諸經的風潮。 

 

貳、《小四書》的內容隱含元儒欲發揚程朱理學的企圖。 

  朱升匯編並注釋的《小四書》，以作為童蒙教材用。而原作者中方逢辰、程若

庸、陳櫟之學，與朱升同源出朱熹；且程若庸、陳櫟兩人是朱升的同鄉。從中得

知，朱升在挑選《小四書》所輯四種書籍時，優先考慮與自己思想脈絡接近，並

有地緣關係理學家的著作。輯錄的四種書籍中，有三種是源於朱熹理學思想，另

一種也採行理學觀點詮釋天地生成、政權正統，讓學童在學習《小四書》後，既

為學習《四書》及《五經》奠基，又期能通程周理學，繼承理學的道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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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四書》的匯編形式具有以下兩特點： 

一、排版是根據其教學經驗與需求而來。 

  朱升根據過去教授生徒的經驗，考量孩童在閱讀正文時，能即時對照注釋，

以瞭解正文的語意或出處，因此除採正文小字旁注外，也文上作欄上注，使學童

能同時查看正文與注釋，以利對照。 

 

二、採叢書形式，兼具類書特徵。 

  朱升匯編的《小四書》屬於叢書，但經考證後發現《小四書》所輯各書的內

容，與各書單獨刊印本內容仍有所不同，而非僅合輯。可知朱升雖採摭當代或前

朝文獻，也通過增補、刪減及注釋，重新編排而成新的童蒙教材。並為該書作總

序、注釋，這都反映當時私刊類書的一般作法。然而各書內容雖然經過朱升的調

整，但若將該書拆開，又能保持所輯各書的完整性而具叢書特徵。他匯編各書，

統一規格，再以己意定總名。可知該書雖為叢書形式，但仍具有類書特徵。又尚

未見所援前例，應暫可視為元代童蒙教材合輯由類書至叢書的過渡作品，也為目

前已知最早的童蒙叢書。 

 

肆、《小四書》的教育內容與意涵具有以下特點： 

一、內容按「前經後史」排列，經史兼顧，以期達到經史合一。 

  朱升在輯錄《小四書》時，取經學類的《名物蒙求》、《增廣性理字訓》二書，

與史學類的《歷代蒙求》、《史學提要》二書，採「前經後史」排列，均衡經學和

史學內容份量。通過前經後史的編排次序，以《名物蒙求》的識字為先，後《性

理字訓》說明性理的起源與運作方式。之後由《歷代蒙求》和《史學提要》內記

載的史事，作為性理學問的具體展現，以達到經史合一，傳承理學道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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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學概念融入經學與史學教育。 

  《小四書》有關經學的教育內容，是通過再解釋前人闡釋後的經學字詞，或

將經學理念結合人物形象、日常情景和歷史事件以傳達給孩童。史學教育內容則

是經由豐富的歷史材料，展現具體的人物形象和歷史典故，達到借鑑與勸戒孩童

的功能，同時便於孩童熟知後以應科舉。而經過梳理和分析後，發現四種教材有

關經學和史學內容，都蘊含程朱一派的理學觀念。 

 

三、通過正文和注釋傳授語文教育。 

  學習《小四書》四種書籍的正文，可幫助孩童累積逾二千字的識字量，認識

事物名稱與特徵，及瞭解歷史事件。又書中多對偶、排比等修辭技巧，讓孩童學

習後，能增進日後寫作能力。而朱升的注釋，可讓塾師教學時有所本，使學童更

容易瞭解教材內容；並聚焦於字義的訓詁和義理的融會貫通。作法主要有順暢語

句、解釋字詞含義、註明出處、補充事典等。 

 

第二節 啟示 

  通過梳理、分析朱升匯編的《小四書》，及其輯錄四種書籍的形式與內容，可

得到以下三點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壹、需要依據學童認知發展編列教材 

  朱升注意到初學之童不易學習抽象理學概念，認為直接取《增廣性理字訓》

來教學，而不依出處本意加注釋，感到不妥；不取具體事物做講解，未必有益。

依皮亞傑（J. Piaget, 1896-1980）主張，兒童的認知發展是由「具體」至「抽象」。

對於處在具體運思階段的初學之童，就算朱升修正原書而取原典本意作注釋，仍

難理解深奧、抽象的理學概念。有鑑於此，對於學童教材的安排應採取心理原則，

依據學童認知發展順序，而不宜採論理原則，更不宜採該書理學家所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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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兒童的歷史教材富有道德教化意含，有助道德教育的實施值得參考  

朱升《小四書》內容採經史合一，以經學義理作為選擇史事的標準，以期透

過簡要的史事達到勸誡與借鑑的效果。這種透過富有道德意涵的歷史教材一併實

施道德教育，符合近人皮亞傑的觀點，他以為兒童道德認知發展，是由「他律」

發展至「自律」。此外，依皮得思（R. S. Peters, 1919-2011）所提的三大教育規準

之一合價值性（worthwhileness），主張教育內容的道德可欲性；亦即認為教育所傳

遞的內容與意涵，須符合正向的社會道德規範，才具有教育意義。由此可知，其

法顧及學童道德發展的順序與需求，亦符合教育的合價值性規準，故值得參考。 

 

參、歷史教材宜採螺旋式課程編排 

  朱升編纂《小四書》時，取兩種同樣時代斷限的中國通史教材，讓孩童能通

過《歷代蒙求》瞭解各朝代概要後，再從《史學提要》瞭解其詳細事蹟。這種編

排方式類似近人布魯納（J. S. Brunner, 1915-2016）提出的螺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設計。該法依學科知識結構的「概念結構」，以促進學生的認知能力

發展為目的。有助於學生依循具有邏輯先後順序的課程內容中探索、學習。並在

逐漸加深加廣內課程內容中熟悉概念與其意涵，進而提昇認知發展能力。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關注朱升《小四書》的內容、教育意涵，與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但仍有許多重要研究議題，尚待後續研究，主要整理為以下三點。 

 

壹、《小四書》的後續研究 

  本研究已針對《小四書》的編撰背景、形式與內容進行探討，但對於該書的

流通及實際教學狀況，則未深入研究，此有待後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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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元代童蒙教材的研究 

  目前童蒙教材研究也多聚焦於宋、明、清三代，對元代童蒙教材的研究不足。

例如《敏求機要》、《純正蒙求》、《六藝綱目》、《南北通用事箋字解九十五門對屬

指蒙》與《聲律發蒙》等書，值得深究其在元代的價值與其教育意涵。另外，至

今仍沒有研究明確指出，元代童蒙教材的內容和特色，或元代童蒙教材，在宋、

明兩代間扮演的角色，都有待未來研究。 

 

參、童蒙叢書研究 

  明清時許多選擇輯錄童蒙叢書的匯編者，不乏兼具編纂類書能力。如晚清賀

瑞麟（1824－1893）曾輯錄《弟子規》、《教子齋規》、《程董學則》、《童蒙須知》、

《訓子帖》、《白鹿洞揭示》、《敬齋箋》、《訓蒙詩》，及《性理字訓》等九種書籍，

合為《養蒙叢編》。1同時也為推行女教，曾經摘取朱熹《小學》中有關婦女的部分，

編纂《女小學》一書，並重新校勘呂得勝的《女小兒語》、李文定的《訓女文》及

《女兒經》，亦曾增改《婦女一說曉》刊世。2此類匯編者的生平、所編書籍與其教

育觀點都值得深入研究。

                                                 
1
 清‧賀瑞麟，《養蒙書九種》（清同治十二年線裝刻本，1873）。 

2
 張福清，《女誡──女性的枷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1996），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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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說明：明正統元年（1436）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卷一《歷代蒙求》書影。該版

本對調《名物蒙求》與《歷代蒙求》次序對調，列為該書為各卷之首。 

 

說明：明正統元年（1436）漢陽知府王靜刊刻本，卷三《名物蒙求》書影。該版

本每半頁八行，每行十六字，四字一句，並集合欄上注於各卷末。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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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說明：明嘉靖元年（1522）司禮監重刊本，卷二《增廣性理字訓》書影。朱升曾

修改該書四條，並將異動的字圈起來，旁注程若庸的原文，兩者併陳。 

 

說明：明嘉靖元年（1522）司禮監重刊本，卷三《歷代蒙求》書影。該卷末，司

禮監版本加註「館閣點校書籍凡例」，注人姓名、國號、山名、水名旁作長抹。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